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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心理健康是每個人的基本權利，意

指個體的心理效能，並未因情緒困擾遭受

負面影響，且可展現正面情緒；同時，

亦具備高度社會情緒智能，使之在遭遇

不如意事件或困境時，能擁有心理韌性

與挫折復原力（resilience）（世界衛生組

織，2004）。近年來，臺灣民眾票選出

「憂」、「苦」、「茫」、「翻」等年度

代表字（徐秀娥，2018），反映出人民

普遍對生活感到苦悶、焦慮、不安（徐珍

翔，2018），但亦冀盼能跳脫困境，安頓

身心、自我成長。是故，許多民眾開始重

視個人情緒療癒（emotional healing）與

心理健康促進的議題。

而以閱讀素材為媒介，讓個體能獲

得情緒療癒，增進心理健康的方法，即是

所謂的「書目療法」（bibliotherapy），

其又稱為書目療癒、療癒閱讀（healing 

reading）、閱讀療法（reading therapy）、

讀書治療等。書目療法係非臨床醫學的自

然療法，屬於心理治療輔助方式的一環

（陳書梅，2014；Tukhareli, 2014）。基

本上，自然療法乃是透過改善情緒，調適

個人內在的修為，以強化身心靈的自癒能

力（南華大學自然醫學研究及推廣中心，

n.d.），書目療法亦是如此。近年來，臺

灣興起療癒閱讀潮流（王乾任，2017）；

自民國 97 年起，已有圖書館明瞭閱讀具

有提升心理健康的功能，且覺察到社會的

潮流與讀者的情緒療癒需求，於是開始提

供「書目療法服務」（bibliotherapeutic 

service）（陳書梅，2017）。觀諸過往文

獻，可發現個別圖書館施行書目療法服務

的專文；至於溯及此項服務在臺灣推展

之概況者，則僅有筆者針對 97 年至 106

年 10 月的十年間之調查研究（陳書梅，

2017）。然而，自該研究迄今已近兩年，

尚未見有其他的文獻著墨於此；同時，由

圖書館在網路上發布的活動訊息，及全國

性的書目療法服務論壇可知，現今已有更

多的圖書館提供此項服務，且服務的內容

更為多元化。

爰此，筆者透過網路檢索圖書館推

展書目療法服務的相關資訊，並向已推展

服務的圖書館索取進一步資料；接著，運

用內容分析法，探討此項服務在各類型圖

書館的發展情形。詳言之，本文一方面詳

細回顧在民國 106 年 10 月之前，此項服

務在圖書館之緣起及發展過程；一方面敘

圖書館書目療法服務在臺灣之發展與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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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106 年 11 月至 108 年 8 月本文截稿日

為止，圖書館書目療法服務的推展現況。

最後，筆者針對圖書館在推展此項服務時

遭遇的困難與障礙，提出克服之道與未來

發展的前瞻方向，期對書目療法服務在圖

書館之永續發展有所助益。由於文章篇幅

的限制，本文僅擇要挑選一些服務推展的

案例，進行概述與分析；而在引註資料來

源方面，部分出自圖書館官方網站或社群

媒體等網路資源，以及經由個人通訊取得

者，本文皆未標示出處；事實上，推展書

目療法服務的圖書館，遠不止於本文所列

舉者。至於圖書館書目療法服務在臺灣推

展的確切情形，尚待將來展開大型的調查

研究。

貳、�書目療法的原理與圖書館書目療

法服務之內涵

茲將書目療法之情緒療癒機制、類

型，以及圖書館書目療法服務的內涵，闡

述如下。

一、書目療法的情緒療癒機制與類型

書目療法的情緒療癒機制，包括

「 認 同 」（identification）、「 淨 化 」

（catharsis）、「領悟」（insight）三階

段的心理歷程。具體言之，對於遭遇挫折

事件，導致情緒低落的當事者而言，透

過閱讀適當的素材，可以連結到個人的

生命經驗或當下的處境，並從中了解他

人也有著相似的不順遂境遇，於是會引

發共鳴感，產生認同作用；同時，當事者

的情緒會隨著故事情節的發展而變化，例

如，當角色遭遇問題時，讀者會一同感到

擔心、緊張，於是得以釋放壓抑的負面情

緒；而在角色解決問題後，讀者亦會跟著

鬆一口氣，甚或替角色感到高興；如此，

即達致情緒上的淨化作用；最終，讀者也

能產生領悟作用；個人藉由角色解決問

題的方式，獲得觀察學習（observational 

learning）之效，從而能以正向的態度，

面對和處理自身的挫折與情緒困擾。當事

者經由上述的心理歷程，能獲得情緒療

癒，並重啟內在的挫折復原力。基此，舉

凡人類生活的紀錄，無論是圖書資料，或

是影音資源，只要是個人與素材內容互動

後，能產生認同、淨化、領悟之情緒療癒

效用者，皆是書目療法可運用的素材（陳

書梅，2018a；McNicol & Brewster, 2018; 

Moody & Limper, 1971）。

就施行對象而言，一般人和心理疾病

患者皆適用於書目療法；其中，針對一般

因不順遂的境遇，或身心發展上的危機，

而陷入情緒低谷者，稱為「發展性書目療

法」（developmental bibliotherapy），

其可由圖書館員、助人工作者，或是當

事者個人、親友、師長等進行；倘若對

象為心理疾病患者，則需由心理醫師等

醫療專業人員施行，或是圖書館員與彼

等共組團隊進行，此稱為「臨床性書目

療法」（clinical bibliotherapy）。此外，

書目療法可依施行的方式，區分為「閱

讀式書目療法」（reading bibliotherapy）

與「 互 動 式 書 目 療 法 」（interactive 

bibliotherapy），前者係指當事者自行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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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適當的素材，進而從中達致認同、淨化

及領悟等心理狀態；後者則指由施行者帶

領當事者閱讀素材，且與其互動討論，藉

此協助個人獲得情緒療癒之效，並使之

能以正向的觀點和態度，思考自身問題

的解決方式（陳書梅，2008；Moody & 

Limper, 1971; Tukhareli, 2014）。

二、圖書館書目療法服務的內涵

書目療法服務是圖書館提供的一種閱

讀指導服務（reading guidance service）

（林呈潢，2003；Monroe, 1978），係指

圖書館員透過舉辦多元的活動，為遭遇情

緒困擾的讀者，推薦適合其閱讀的療癒素

材，由此幫助當事者跳脫負面的情緒狀

態，並認知到困擾問題的解決之道，以維

持與促進心理健康（陳書梅，2017）。另

外，在為讀者提供此項服務之前，圖書館

需辦理教育訓練，讓館員習得相關的專業

知能，此亦為圖書館書目療法服務的業務

範疇。

誠如前述，書目療法可依施行的對

象，分為發展性與臨床性；抑或是依施行

的方式，分為閱讀式和互動式；爰此，圖

書館提供的書目療法服務，也可分為「發

展性書目療法服務」與「臨床性書目療法

服務」，以及「閱讀式書目療法服務」與

「互動式書目療法服務」等。詳言之，發

展性書目療法服務，是為一般讀者提供的

服務；若施行對象係針對心理疾病患者，

則屬於臨床性書目療法服務的範疇。至於

閱讀式書目療法服務，則係圖書館藉由辦

理相關的活動，讓讀者能明瞭書目療法的

理念，進而得以自行取得情緒療癒素材，

並透過閱讀來療癒情緒，其推展方式包括

設立專區、舉辦主題展覽、在網路提供素

材清單、辦理講座等；而互動式書目療法

服務，則係由館員或邀請專家等施行者，

帶領讀者閱讀情緒療癒素材，以引導彼等

由素材內容照見自身的情緒困擾，且能思

考如何面對與找到解決之道；提供此類型

服務的具體方式，包括讀書會、說故事活

動、閱讀課程，乃至於一對一的閱讀指導

等；另外，圖書館辦理研習課程、工作坊

等，亦是互動式書目療法服務的推行方式

之一，在其中，參加者能彼此討論，以及

和講師互動，進而得以了解如何透過療癒

閱讀，來促進個人心理健康。

參、圖書館書目療法服務之回顧

民國 106 年 10 月之前，臺灣已有不

少圖書館推展了書目療法服務，而其中的

先驅者，當屬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圖書館

（今之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圖書分館）

與高雄市立圖書館（簡稱高市圖）。首

先，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圖書館推動書目療

法服務，係緣於 95 年 7 月館員參加中華

民國圖書館學會（簡稱圖書館學會）的

「閱讀與圖書館研習班」，其中包含「書

目療法服務」課程；是年 10 月，該館邀

請專家學者到校演講並提供指導，其後，

於 97 年 1 月正式成立「心靈驛站」，集

中典藏繪本、小說、心理自助書等情緒療

癒素材，是臺灣首個設立書目療法專區的

大學圖書館；98 年設置「心靈驛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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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格，透過網路介紹圖書館專區館藏之情

緒療癒效用（于美真、張金玲、吳育美，

2008；于美真，2018）（圖 20）。

圖 20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圖書館之「心靈驛

站」部落格

而高市圖則於民國 95 年 10 月辦理

書目療法研習課程，97 年針對兒童推動

發展性書目療法服務。在具體作法上，該

館參考專家學者整理的兒童讀物清單，選

出「生命課題」、「甜蜜家庭」、「情緒

管理」、「同儕關係」、「挫折與調適」

及「尊重與包容」等六大類情緒療癒繪

本，於三民分館兒童室設立「兒童情緒

圖書」專櫃，且將書單公布於網路上，

命名為「兒童心靈維他命」書單（郭千

蜜，2008）。及至 97 年 5 月，清雲科技

大學（今之健行科技大學）圖書館開風氣

之先，舉辦「圖書館書目療法服務研討

會」，其在專家學者講授書目療法的基本

概念之外，亦邀請前述兩所圖書館，分享

其推展此項服務的實務經驗（中華民國圖

書館學會，2008）。

民國 97 年，四川大地震，國家圖書

館與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簡稱臺

大圖資系）合作發起「送兒童情緒療癒繪

本到四川」活動，由跨領域的專家學者組

成選書小組，依受災兒童常見的情緒困擾

問題，選出 50 本情緒療癒繪本，並出版

《兒童情緒療癒繪本解題書目》（陳書

梅，2009）。隔年，臺大圖資系將此專書

和其中所列的 50 本繪本共 30 套，贈予四

川震災區之圖書館（圖 21）（陳書梅，

2009，2017）。

圖 21　「送兒童情緒療癒繪本到四川」活動

贈書儀式

《兒童情緒療癒繪本解題書目》為華

人世界第一本書目療法素材專業書目，獲

得「第一屆國家出版獎」佳作的殊榮（國

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2009）。隨著

《兒童情緒療癒繪本解題書目》的出版，

一些公共圖書館相繼針對兒童推行發展性

書目療法服務。例如，豐原市立圖書館

（今之臺中市立圖書館豐原分館）和臺東

縣鹿野鄉立圖書館（簡稱鹿野圖書館），

分別於民國 99 年與 100 年舉辦書目療法

講座，同時購置解題書目中的繪本，成立

情緒療癒繪本專區或專櫃（楊螢，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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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瑞蓮，2019）。

之後，有更多大學圖書館、公共圖

書館、學校圖書館及專門圖書館，開始嘗

試推展此項服務。在大學圖書館中，民

國 100 年至 106 年間辦理主題書展者，如

高苑科技大學、臺北城市科技大學、國立

臺灣大學（簡稱臺大）圖書館總館、國立

中央大學等；而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除了

書展外，亦為師生舉辦講座；國立高雄大

學則在辦理講座後，設置了「情緒紓緩專

區」。

在公共圖書館方面，則有高市圖於民

國 103 年啟用的新總館，開闢「書目療法

區」，集中典藏適合不同年齡層讀者的情

緒療癒館藏（圖 22）。103 年，新北市板

橋區發生臺北捷運隨機致命攻擊事件，讓

民眾感到驚恐不安，新北市立圖書館於當

時的總館（今之江子翠分館）和板橋四維

分館，辦理身心靈療癒書展（新北市立圖

書館，2014）。桃園市立圖書館（簡稱桃

市圖）龍潭分館於 104 年為國小兒童舉辦

「心靈處方箋―用閱讀療癒心情」系列活

動，由館員導讀情緒療癒繪本（胡心慈，

2018）。

圖 22　高雄市立圖書館總館之「書目療法區」

民國 105 年南臺大地震發生後，臺

南市立圖書館（簡稱南市圖）辦理「翻轉

逆境　閱讀療癒」系列活動，包含情緒

療癒繪本展、書目療法講座及工作坊等

（洪玉貞，2017）；該年，桃市圖總館

亦針對不同年齡層讀者，辦理一系列的

書目療法講座（胡心慈，2018）。雲林

縣斗六市立繪本圖書館（簡稱斗六繪本

館）則兩度辦理繪本書目療法工作坊，

培訓館員和志工的服務知能（沈秀茹，

2019）。106 年，南市圖與心理師、醫

師等合作，至安養中心、仁愛之家等，

為樂齡者和青少年辦理療癒閱讀讀書會

（洪玉貞，2017）；同時，臺中市立圖

書館（簡稱中市圖）針對分館主任及總

館之主管辦理專業知能培訓，其後由總

館帶領 30 所分館，同步舉辦書目療法主

題書展（陳綉麗，2019）。是年，臺北

市立圖書館景新分館亦為一般讀者舉辦

講座，並成立了「情緒療癒圖書區」。

至於學校圖書館，則有國立新竹高

中於民國 102 年為教師與學生家長辦理

研習課程和講座，且在圖書館內設置「書

目療法閱讀專區」（傳瑞琪，2017）；

基隆市立暖暖高中（簡稱暖中），於 103

年針對基隆市的學校發起「我讀・故我

在―我是元氣王」情緒療癒主題巡迴書

展活動，該校特為基隆市之學校圖書館

主任、閱讀推動教師等，辦理一天的書

目療法工作坊；同時，亦提供情緒療癒

圖書，讓參與的學校輪流舉辦書展（圖

23）；此外，也借出相關資源供其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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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推廣療癒閱讀；巡迴書展結束後，基

隆市立銘傳國中與明德國中等校，更透

過舉辦相關活動，持續為師生推展書目

療法服務（王嘉萍、甘邵文，2019）。

新竹市立建功高中圖書館亦於 106 年，

在館內設置書目療法閱讀專區，並於學

生聚集之走廊、電梯口等處，設立「療

癒閱讀角」（傅瑞琪，2017）。另外，

臺北市萬興國小圖書館的館員也運用書

目療法的理念，引導兒童閱讀療癒系圖

書，以幫助彼等面對情緒困擾問題（曾

品 方，2017）。 而 在 102 年 起， 有 多

所國中與高中職，承辦學校圖書館輔導

團的研習觀摩會，為教師們辦理研習課

程，如新北市立三重商工、國立陽明高

中、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中及國立

羅東高中等。

圖 23　基隆市立暖暖高中圖書館主辦之「我讀

故我在・我是元氣王」情緒療癒主題巡迴書展

在回顧圖書館推展書目療法服務的過

程中，特別值得記錄的是民國 104 年 11

月中旬，圖書館學會為推廣以閱讀促進心

理健康的觀念，並增進圖書館從業人員書

目療法服務的專業知能，正式成立了「閱

讀與心理健康委員會」，由此開展與圖書

館的合作，如協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

館、中市圖、南市圖等，針對館員或志工

辦理培訓課程（閱讀與心理健康委員會，

2016）；再如，與臺大圖書館及臺大圖資

系合作舉辦「邁向健康幸福人生：2017 年

書目療法服務圖書館實務經驗分享論壇」

（陳書梅、童敏惠，2017）等。

綜上可知，民國 95 年 10 月，臺灣

即有大學圖書館和公共圖書館，辦理館員

的書目療法講座或培訓課程，而正式針對

讀者提供書目療法服務，則可溯至 97 年

始。圖書館以成立書目療法專區，或在網

路上提供情緒療癒素材主題書單的方式，

展開發展性書目療法服務。同年，因應四

川震災，臺灣發起「送兒童情緒療癒繪本

到四川」活動，開啟了大家對書目療法服

務的認識，且體認到，圖書館書目療法服

務的推展，確有其時代的意義和社會價值

存在。自 99 年起，各類型圖書館相繼對

館員、志工及教師等進行專業培訓，並以

設置專區、辦理主題書展或讀書會等多元

的方式，向一般讀者展開發展性書目療法

服務；再者，自從閱讀與心理健康委員會

成立以後，即經常協同各類型圖書館，辦

理培訓課程、工作坊或全國性的論壇。

肆、圖書館書目療法服務之推展現況

筆者曾於民國 106 年 10 月，運用內

容分析法，進行圖書館書目療法服務現況

的調查研究（陳書梅，2017）；108 年 5

月，閱讀與心理健康委員會亦協同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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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公共圖書館委員會，以問卷調查 103

年 5 月至 108 年 4 月期間，2 所國立圖書

館及 22 所縣市級公共圖書館總館施行書

目療法服務的情形。結果顯示，約有 20%

的公共圖書館，已設立書目療法專區或專

櫃；50% 曾辦理情緒療癒素材主題展覽；

25% 在網路上提供情緒療癒素材清單；

63% 曾為讀者辦理情緒療癒與心理健康

促進之相關講座、讀書會等。另外，也有

25% 曾為館員、志工等，辦理專業知能研

習；50% 的公共圖書館皆曾派員參加由圖

書館學會或其他圖書館主辦之專業知能研

習或論壇（閱讀與心理健康委員會、公共

圖書館委員會，2019）。然而，在上述的

兩項調查研究中，尚未能全面了解 106 年

11 月迄今的服務現況，亦無法窺見臺灣各

類型圖書館推展此項服務的整體樣貌。

爰此，筆者乃透過 Google，以「書

目療法」、「療癒閱讀」、「情緒療

癒」、「圖書館」等字詞，針對民國 106

年 11 月以後的期間，展開資料檢索的工

作；同時，再以電話或電子郵件，央請已

推展此項服務的圖書館，提供新的資料。

之後，筆者即根據相關調查研究對書目療

法服務項目的分類架構（閱讀與心理健康

委員會、公共圖書館委員會，2019），歸

納與分析所蒐集的資料，進而將圖書館推

行的書目療法服務內容和項目，分為如下

五種類型：（1）設立書目療法專區或專

櫃；（2）辦理情緒療癒素材主題展覽；

（3）提供網路情緒療癒素材清單；（4）

為讀者辦理療癒閱讀讀書會、閱讀課程或

講座等活動，以及（5）為圖書館從業人

員辦理書目療法服務專業知能研習（含研

習課程、工作坊及論壇）。以下分別就此

五種類型的書目療法服務之施行現況，作

一個概覽。

一、設立書目療法專區或專櫃

近兩年來，一些大學圖書館、公共圖

書館以及學校圖書館，皆透過設立書目療

法專區或專櫃的方式，來提供發展性書目

療法服務。其中，有的圖書館係參考書目

療法素材專書、雜誌中的書目，或由館員

自行挑選，或是央請專家學者協助，開列

素材清單。整體而言，此等專區的館藏資

源類型，多以繪本、心理自助書、小說、

傳記、散文集等圖書資料為主；而少數圖

書館，亦在專區中典藏影音資源。

大學圖書館設置專區較具規模者，有

國立清華大學（簡稱清大）（圖 24）、國

立臺中科技大學、國立中正大學（圖 25）

等。

圖 24　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總館之「心靈驛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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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國立中正大學圖書館之「暖心窩」

而公共圖書館設立書目療法專區者，

如中市圖、高市圖等兩館之總館與部分分

館，以及臺北市立圖書館景新分館、桃市圖

總館、鹿野圖書館（圖 26）等。其中，鹿

野圖書館在「書目療癒區」內，放置療癒書

目的籤筒，讓讀者以抽籤的方式，尋找素材

來閱讀；同時，亦提供「療心筆記本」，讓

讀者在閱讀過後，可進一步經由塗鴉與書寫

文字來抒發情緒（鄭瑞蓮，2019）。

圖 26　臺東縣鹿野鄉立圖書館之「書目療癒區」

至於學校圖書館方面，則有新竹市立

建功高中、暖中、基隆市立銘傳國中等設

置專區，而銘傳國中更在專區中放置「療

癒閱讀扭蛋機」（圖 27），扭蛋中附有療

癒系圖書的書目資訊，以及摘錄自書目療

法素材專書的情緒療癒效用說明，或該校

教師和學生撰寫之閱讀心得，供學生以趣

味性的方式取得療癒系圖書。

圖 27　基隆市立銘傳國中圖書館之「情緒閱

讀扭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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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辦理情緒療癒素材主題展覽

自民國 106 年底以來，各類型圖書

館常以主題書展的方式，向讀者推廣療癒

系館藏。主題書展素材的選擇途徑，包括

館員自行挑選、參考專書，或是央請專家

學者提供。大學圖書館方面，如國立臺北

教育大學、清大南大校區、中山醫學大學

等，皆運用《從沉鬱到淡定：大學生情緒

療癒繪本解題書目》（陳書梅，2014）中

的素材來辦理書展。此外，臺大社會科學

院辜振甫先生紀念圖書館與東海大學圖書

館，則是邀請專家學者提供素材清單辦理

展覽。

在公共圖書館方面，則除了個別辦

理的情緒療癒素材主題展覽外，也有由總

館帶動分館推展的案例，如中市圖在民國

107 年和 108 年，皆由總館策劃、43 所分

館同步舉辦主題書展（圖 28），各分館也

自行設計延伸活動。再者，亦有圖書館因

應社會重大災難事件舉辦主題書展，以撫

慰民眾的心靈，如 107 年桃園市的工廠火

災，有多名消防員殉職，桃市圖總館乃舉

辦「用書平撫你的傷痛」書展（胡心慈，

2018）；是年，因應普悠瑪列車出軌事

故，鹿野圖書館在館內辦理名為「思念」

之書展，展示失落與死亡主題之情緒療癒

圖書；之後，也配合針對該事故的中醫義

診活動，至診所辦理「與所愛說再見」書

展（鄭瑞蓮，2019）。另一方面，公共圖

書館經常會以延伸服務的方式，至館外辦

理情緒療癒主題展覽，例如，中市圖透過

行動書車，在多個社區中辦理（陳綉麗，

2019）；其次，鹿野圖書館則於 107 年

起，前往鄉內的多所國小辦理；108 年，

該館亦至知本國家森林遊樂區辦理書展，

讓遊樂區之志工和遊客，能有在大自然的

環境中閱讀療癒系圖書的體驗。

圖 28　臺中市立圖書館總館之「我的心靈處

方箋」書目療法主題書展

而舉辦情緒療癒素材主題展覽的中

學和小學等學校圖書館，則有暖中（王嘉

萍、甘邵文，2019）、基隆市立銘傳國中

與明德國中、臺北市立士林高商、臺北市

立大同國小與萬興國小、臺中市立文華高

中等。

三、提供網路情緒療癒素材清單

部分大學圖書館和公共圖書館會在

網路上提供情緒療癒素材清單，一些圖書

館係直接經由網站發布主題書單，也有圖

書館辦理實體展覽時，將書目清單同步置

於網頁中，供讀者參考。在大學圖書館方

面，例如清大的「心靈驛站」部落格上，

提供實體專區館藏之書目清單，及部分素

材之情緒療癒效用說明；輔仁大學圖書館

網頁中，也臚列「情緒療癒」主題書單。

至於將過往舉辦之實體情緒療癒主題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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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目，常態性地列在圖書館網站者，包括

臺大、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中山醫學大

學、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等。

在公共圖書館方面，則有國立臺灣

圖書館在網站中發布「2018 世界閱讀日

& 閱讀，最給力書單」，其中，包括繪

本、心理自助書、電影等類型之療癒性素

材；再如，高市圖在網站中既有的「兒童

心靈維他命」書單之外，新增中學生、大

學生和樂齡族之「心靈維他命」網頁，列

出書目療法素材專書（陳書梅，2014，

2018a，2018b）中所臚列的繪本，且每筆

書目皆連結至該館的館藏目錄，方便讀者

查閱（圖 29）。另外，中市圖、南市圖、

高市圖等館的網站，皆經常列出實體主題

書展之素材清單。

圖 29　高雄市立圖書館「心靈維他命書單」

網頁

四、辦理讀書會、閱讀課程或講座活動

近兩年來，圖書館在推展書目療法

服務時，亦常以舉辦讀書會、閱讀課程或

講座等方式來進行。在舉辦讀書會時，通

常由館員、志工等，自書目療法素材專書

中，挑選出適合的素材，帶領讀者共讀；

或是邀請諮商心理師等專業人員來主持。

而在閱讀課程方面，主要是由中小學圖書

館的閱讀推動教師，在課堂上帶領學生共

讀情緒療緒素材。至於講座方面，則係邀

請專家學者到館為讀者演講。

大學圖書館以辦理單場講座較為常

見，如清大南大校區圖書分館，但尚未見

有大學圖書館辦理療癒閱讀讀書會。至於

公共圖書館則較常透過讀書會，為讀者提

供發展性互動式書目療法服務，例如斗六

繪本館，由志工帶領樂齡者進行情緒療癒

繪本讀書會（沈秀茹，2019）；高市圖

亦曾邀請諮商心理師主持讀書會，導讀情

緒療癒素材（郭千蜜，2019）；鹿野圖

書館則請專業人士，為兒童與樂齡者，規

劃共讀療癒系繪本，並結合延伸之藝術與

手作活動、互動遊戲等活動（鄭瑞蓮，

2019）。而公共圖書館也至學校舉辦推廣

活動，如斗六繪本館，至國小為學童導讀

情緒療癒繪本（沈秀茹，2019）。講座方

面，如中市圖總館，曾多次為民眾辦理書

目療法講座；又如，南投縣國姓鄉立圖書

館，每年皆邀請專家學者至鄉內不同的國

中舉辦講座。

此外，公共圖書館也會以多元的方式

推展此項服務，如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規

劃「幸福閱讀一日快閃診所」活動，由館

員擔任「幸福選書師」，針對讀者自述的

問題與閱讀偏好，推薦適合的圖書；中市

圖亦在借閱服務中，提供情緒療癒主題的

書袋（陳綉麗，2019）；此外，該館也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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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其他單位推展書目療法服務，例如，臺

中榮民總醫院在民國 108 年 7 月辦理書目

療法工作坊時，中市圖以團體卡借閱的方

式，提供情緒療癒館藏，給予學員使用。

另一方面，也有學校閱讀推動教師

在課程中融入書目療法的理念，讓學生

明瞭可如何透過閱讀來療癒情緒，如基

隆市的明德國中與銘傳國中、臺中市立

文華高中等；臺北市萬興國小圖書館，

則由館員與志工帶領學生進行讀書會

（圖 30）。此外，因應普悠瑪列車出

軌事故，教育部國民中小學圖書館閱讀

推動教師臺東區輔導團，為該縣中小學

教師舉辦「『書目療法』在哀傷療癒上

的運用」公益講座。而在專門圖書館方

面，108 年，臺中榮民總醫院圖書館與該

院教學部師資培育科合作，為員工舉辦

職場療癒講座。

圖 30　臺北市萬興國小圖書館之情緒療癒繪

本讀書會

五、 辦理書目療法專業知能培訓課程、工

作坊及論壇

自民國 106 年底迄今，不少圖書館

曾為館員、志工等，辦理工作坊或研習課

程。詳言之，一些圖書館協同閱讀與心

理健康委員會，或自行邀請專家學者，舉

辦三小時、一日至三日之研習課程或工作

坊；也有一些圖書館與該委員會合作，辦

理全國性的書目療法論壇。

在大學圖書館方面，國立中正大學

曾為館員辦理研習課程；公共圖書館則有

臺北市立圖書館、國立臺灣圖書館、中

市圖、高市圖、鹿野圖書館等（中華民

國圖書館學會，2018；郭千蜜，2019；

陳 綉 麗，2019； 鄭 瑞 蓮，2019）， 其

中，鹿野圖書館辦理工作坊時，除了該

館館員外，更邀請一般讀者和鄰近學校

的教師一同參加。至於學校圖書館，則

在民國 107 至 108 年間，分別有國立中

興高中承辦高級中等學校圖書館輔導團

（中一區）的書目療法研習；新北市立

三民高中，為該區的閱讀推動教師、圖

書館主任等，辦理研習課程。另外，宜

蘭縣立凱旋國中、新竹市曙光女中也為

該校教師、志工等辦理研習。

再者，相關單位也協同圖書館學會

閱讀與心理健康委員會，合作辦理論壇及

培訓課程，例如民國 107 年 4 月，該委

員會與暖中以及臺北市立建國高中，合

辦「用閱讀培養青少年的堅韌力：2018

年書目療法服務中學圖書館實務經驗分

享論壇」（陳書梅、蔡天怡，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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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 7 月，臺大圖資系承辦圖書館學會

之「閱讀、健康、堅韌力：書目療法專

業知能研習班」。108 年 6 月，中市圖、

圖書館學會書香社會推動委員會等，亦

協同該委員會，舉辦「繪本療癒，預約

幸福：2019 年公共圖書館繪本書目療法

服務論壇」（閱讀與心理健康委員會，

2019）。

綜觀前述可知，自民國 106 年 11 月

以來，臺灣各類型圖書館所提供的服務內

容，皆屬於發展性書目療法服務的範疇；

同時，大學圖書館較常以主題書展，提供

閱讀式書目療法服務，且會將書展之素材

清單置於網站中，但較少針對讀者提供互

動式書目療法服務，或為館員辦理培訓課

程。而公共圖書館和學校圖書館，則除了

主題書展外，亦經常以讀書會的方式，提

供互動式書目療法服務；同時，也較多為

館員、閱讀推動教師辦理培訓課程或工作

坊。尤其，公共圖書館經常迎合社會的脈

動，主動尋求與其他圖書館或相關單位合

作舉辦活動，但較少經由網路提供情緒療

癒素材清單。相較於大學圖書館和公共圖

書館，經網路檢索所得之中小學圖書館與

專門圖書館的案例較少，推測其原因，可

能係此等圖書館的服務對象為單位內的師

生或職員，故僅對該館的使用者發放訊

息，而未將相關的活動公告於網站中，因

此無法經由網路得知此兩種類型圖書館推

展書目療法服務之確切資訊。

伍、圖書館書目療法服務之前瞻

在臺灣的各類型圖書館中，書目療法

服務是一項方興未艾的讀者服務項目，雖

已有不少圖書館在推展，但尚未普及化。

相關研究亦顯示，全臺灣 22 縣市主要的

24 所公共圖書館中，七成有意願推展書目

療法服務（閱讀與心理健康委員會、公共

圖書館委員會，2019）。然而，無論是已

推展書目療法服務的圖書館，或是有意施

行，但尚未推展者，皆可能面臨館員專業

知能不足、可供參考的書目療法素材專業

書目不多，以及人力與經費等資源短缺的

情形，因而造成提供此項服務的困難與障

礙（陳書梅，2017；閱讀與心理健康委員

會、公共圖書館委員會，2019）。爰此，

筆者針對圖書館實務界，提出未來發展的

前瞻方向，期能協助圖書館克服可能遭遇

的困難，並精進現有服務的內涵。

一、在克服推展書目療法服務的困難方面

首先，建議圖書館針對館員辦理書

目療法服務的在職教育訓練；其次，可依

據國內外現有的書目療法素材書目，建置

情緒療癒館藏；此外，亦可嘗試館際資源

共享、異業結盟，以及善用志工人力等方

式，來克服推展此項服務的困難。

（一） 針對館員辦理書目療法服務的在職

教育訓練

有鑑於書目療法服務在臺灣是新興的

讀者服務項目，不少圖書館員尚未具備足

夠的專業知能，基此，建議圖書館可協同

閱讀與心理健康委員會或相關單位，辦理

館員在職教育訓練。而在課程內容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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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包括挑選素材的技巧、分析素材的適用

對象與情緒療癒效用的方法，藉此增進館

員閱讀式書目療法服務之知能，以為讀者

辦理主題展覽、提供網路素材清單等；另

外，也宜進一步涵括導讀情緒療癒素材之

互動式書目療法服務知能，以辦理讀書

會，或提供療癒閱讀的諮詢服務等。

（二） 參考現有的書目療法素材書目，建

置療癒系館藏

目前市面上具專業性的書目療法素

材專書較少，但建議有心推展此項服務

者，可先參考現有的專書書目、報章雜

誌、其他圖書館之情緒療癒素材主題展

覽清單，或是網路上之相關資料，同時

也可央請專家學者提供書目；另外，館

員亦可參考國外的圖書館或閱讀專業網

站提供之素材清單。如此，透過上述的

方式，逐步建置療癒系館藏，當能克服

專業書目不足的問題。

（三） 館際資源共享、異業結盟及善用志

工人力

在共享經濟的時代，面臨資源短缺的

圖書館，可向擁有資源的館方尋求合作；

而已推展書目療法服務者，亦可主動和其

他圖書館分享療癒系館藏，以落實資源共

享、共好共榮的理念。如同前述，暖中圖

書館主導購置情緒療癒素材和辦理培訓課

程，並至其他學校進行巡迴書展，將資源

分享出去，嘉惠他校師生；再如斗六繪本

館、鹿野圖書館等，至社區或學校辦理活

動；另外，中市圖出借情緒療癒館藏，支

援臺中榮民總醫院之書目療法工作坊。凡

此，皆是值得借鑑的案例。

再者，圖書館可利用異業結盟的方

式，來展開此項服務。舉例言之，圖書館

可與作家或相關專業人士、書店、出版

社、社工機構、醫療院所等合作辦理活

動，如同鹿野圖書館與高市圖，即商請專

業人士為讀者導讀情緒療癒素材。如此，

經由跨專業的協作，可克服資源不足的問

題。此外，善用圖書館志工，亦可協助解

決人力短缺的問題；換言之，圖書館可讓

志工接受培訓，以協助情緒療癒館藏之選

擇與採訪工作，抑或是帶領讀書會等業

務，而此可仿傚前述之中市圖、斗六繪本

館、高市圖、臺北市萬興國小圖書館等的

作法。

二、 在精進現有圖書館書目療法服務的內

涵方面

經檢視各類型圖書館提供之書目療法

服務的內容，可發現在服務的深度與廣度

方面，仍有一些待精進的空間。例如，可

將書目療法服務列為常態性的例行業務，

或是提供更多元類型的情緒療癒素材，或

於重大天災人禍發生時提供此項服務，或

是與醫療專業人員合作提供臨床性書目療

法服務等。

（一） 將書目療法服務列為常態性的例行

業務

相關調查顯示，有超過九成民眾認同

心理健康與生理健康同等重要，然而，卻

有多達 65% 的民眾，不清楚有哪些心理

健康相關的服務機構可提供協助（董氏基

金會，2017）。而圖書館的館藏資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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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具有促進心理健康的功能，是故，臺

灣的各類型圖書館，可在例行的業務中增

加書目療法服務，藉以為提升民眾的心理

健康盡一分心力。在具體作法上，圖書館

可於館內設置書目療法專區或專櫃，或是

常態性地在網路上提供情緒療癒素材清

單。

1. 在館內設置書目療法專區或專櫃

臺灣雖已有一些圖書館設有

書目療法專區或專櫃，但整體而

言尚屬少數。因此，建議目前已

不定期辦理情緒療癒主題書展或讀

書會等活動之圖書館，將活動中蒐

集的療癒系館藏集中於一處，設置

為常態性的書目療法專區或專櫃，

方便讀者尋找所需的素材。在實務

上，圖書館可先建置小型的專櫃，

之後再逐步增加館藏量，擴展成專

區，此如同管理學者索南賢（Scott 

Sonenshein）所言，在現今不斷變

動的時代，透過小規模的嘗試與實

驗，可從中了解新服務的可行性，

且能進一步摸索出適當的推展模式

（EMBA 雜誌編輯部，2017），

此亦是所謂「先求有，再求精」的

道理。

2. 常態性地在網路上提供情緒療癒素

材清單

民國 106 年之圖書館書目療法

服務調查研究發現，約有 45% 係

辦理情緒療癒素材主題展覽（陳書

梅，2017）；閱讀與心理健康委員

會、公共圖書館委員會（2019）

的調查報告也顯示，有近五成的公

共圖書館，曾以主題展覽的方式，

提供此項服務。由上述兩項調查結

果可知，主題展覽多僅是現場展

示，在網站中同步提供實體展覽素

材書目者不多，常態性地在網站中

提供情緒療癒素材清單者更是少

數。然而，網路已躍升為民眾取得

資訊的主要管道，圖書館實可參考

高市圖的作法，一方面在官方網站

或社群媒體上，提供實體情緒療癒

主題展覽之素材清單；一方面將相

關書目連結至圖書館目錄中，方便

民眾查詢；其次，圖書館亦可仿傚

清大圖書館經營部落格，介紹療癒

系館藏，以嘉惠更多讀者。另外，

圖書館也可透過社群媒體或網站，

邀請讀者分享療癒系圖書資料或

影音資源，再由館員從中篩選，

定期公告相關書目。如此，當可

更貼近讀者的心理需求，且能呼

應當代圖書館「讀者參與」（user 

participation）的經營趨勢。

（二） 專區與主題展覽的素材，可涵蓋療

癒系音樂、影視作品等多元類型媒

材

根據過往之調查研究以及已推展書目

療法服務的圖書館資料，可發現圖書館在

專區及主題展覽中所提供的素材，皆以圖

書資料為主，僅有少數提供療癒系音樂或

影視作品（陳書梅，2017；閱讀與心理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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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委員會、公共圖書館委員會，2019）。

事實上，現今為影音世代，人們偏好觀賞

影音資源，因此，推廣療癒系音樂和影視

作品，亦是圖書館可以著力之處。國內外

有許多專書和專文，推薦情緒療癒音樂與

電影（江漢聲，2001；梁雲芳，2018；

Niemiec & Wedding, 2013; Solomon, 

2001），建議圖書館可自相關專書或雜誌

中，挑選適切的影音資源，將之納入書目

療法專區或主題展覽中，以讓讀者根據個

人興趣與偏好，選擇符合自己需求的「心

靈處方箋」。

（三） 敏於社會脈動，適時提供書目療法

服務

當代是個不確定的時代，也是災難

頻傳的年代，無論中外皆然。近年來，

美 國 圖 書 館 學 會（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ALA）（2019）呼籲，圖書

館需重視挫折復原力的議題，且在重大

的天然災害或社會事件發生後，應善盡

社會責任，協助民眾心靈重建，以從創

傷中復原。因此，圖書館可呼應社會脈

動，辦理療癒閱讀的相關活動，尤其針對

一些引發社會恐懼不安的事件，更是有

需要提供情緒療癒素材，以協助大眾撫

慰受創的心靈。圖書館可參考南市圖、

鹿野圖書館等的作法，在災難事件發生

後，即辦理情緒療癒素材主題展覽、讀

書會、講座，甚至以延伸服務的方式，

主動接觸民眾，讓彼等提升從災難中復

原的心理韌性；再者，亦建議由圖書館

與心理諮商或醫療專業人員合作，辦理

療癒閱讀推廣活動，讓民眾了解，有需

要時可如何尋求相關專業的協助。

（四） 與醫療專業人員合作，施行臨床性

書目療法服務

英國、澳洲、紐西蘭等國家的圖書

館已與醫療專業人員展開合作，提供名

為「 處 方 書 」（Books on Prescription, 

BOP）計畫的臨床性書目療法服務。在

此計畫中，公共圖書館以設置專櫃或辦理

書展等方式，推廣由心理醫師及其他相

關之專業人員挑選之療癒性圖書資訊資

源，供輕微心理疾病患者與社會大眾自

由借閱；另外，一些大學圖書館、監獄

圖書館等，也為其服務對象提供上述的處

方書，同時，亦建置網站，方便民眾查找

情緒療癒素材的書目資訊。而相關的評

估報告皆指出，此等作法能協助民眾取

得可信的資訊，了解如何面對自身的情

緒困擾；另一方面，也能使因偶發事件

而陷入情緒低潮、但未接受專業心理諮

商的民眾，有機會透過處方書來自我療

癒（Books on Prescription, 2015; Carty, 

Thompson, Berger, Jahnke, & Llewellyn, 

2016; McNicol & Brewster, 2018; Reading 

Well, 2019）。而英國數位、文化、媒

體 暨 體 育 部（Department for Digital, 

Culture, Media and Sports, 2018） 亦 主

張，圖書館提供療癒性素材的作法，能有

效節省公共醫療成本，是故，圖書館應

成為國家公共衛生機構的關鍵合作夥伴

（key partner），一同來協助民眾增進健

康與幸福感（health and well-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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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衛生組織（2004）指出，全球

約四分之一的人，會在人生的某段時間患

上心理疾病，顯示此情況其實相當普遍；

在臺灣，也有調查發現，罹患憂鬱症的民

眾已達 127 萬人，且有上升的趨勢（衛

生福利部統計處，2018），但仍有一些

民眾不欲尋求專業機構的協助（陳婕翎，

2019）。在此時代背景下，建議圖書館

參考上述國家的作法，嘗試協同醫療專業

人員，提供臨床性書目療法服務。具體言

之，圖書館可與國民健康業務相關的政府

部門，如衛生福利部，或是與心理醫師等

合作，在館內設立專區或專櫃，置放醫療

專業人員推薦的心靈處方書，或是辦理主

題展覽，如此，方便有需要的民眾，能在

圖書館自行取得優質的情緒療癒素材，從

而嘉惠心理疾病患者及其家屬。

陸、結語

當今，全球的政治、經濟情勢混亂，

導致世界各地動盪不安，復以日常生活中

遭遇的挫折事件，易讓人積累負面情緒，

因而有著心靈療癒的需求。是故，圖書館

可在讀者服務項目中，增加書目療法服

務，以滿足民眾身心靈健康促進的感性需

求。藉由推廣療癒閱讀的理念，讓讀者得

以了解，閱讀情緒療癒素材，能提升心理

韌性，如此，當民眾面臨人生的重大課

題，而感到困頓無助時，圖書館便能成

為每個人的「心靈療癒所」（the healing 

place of  the soul）與「解憂書房」。

自二十世紀以來，全球許多國家，

包括英國、北美與南美地區、澳洲的公

共圖書館、學術圖書館等，皆可見用閱

讀素材來支援心理健康的書目療法服務

（McNicol & Brewster, 2018）。由前文可

知，自民國 95 年 10 月以來，臺灣已有圖

書館開始針對館員辦理培訓課程與講座；

及至 97 年，則以設立專區或專櫃等方

式，對讀者提供發展性書目療法服務；而

97 年至 106 年間，可謂為圖書館推動此項

服務之學習成長期。但在初始時，常會遭

遇一些困難與障礙，例如館員未具備專業

知能，或人力與經費不足，以致未能順利

推展書目療法服務，或是無法再精進服務

的內涵等。

事實上，無論任何類型的圖書館，皆

會面臨資源有限的問題，但吾人可抱持延

展者（stretcher）的心態，有創意地運用

現有資源（EMBA 雜誌編輯部，2017），

並展開異業結盟。換言之，人力資源或經

費的充足與否，實非核心問題所在，而是

在於能否充分利用，爰此，擬推展書目療

法服務的圖書館，可積極扮演延展者的角

色，一方面盤點現有的資源，一方面善用

志工和專家學者等人力；另外，亦能以創

意的方式加以運用，或是向擁有資源者尋

求合作，透過資源共享，發揮集體影響力

（collective impact），以克服資源不足

的問題。藉此，圖書館可在讀者提出療癒

閱讀需求之前，即推展多元的書目療法服

務，而透過此等讀者服務創新，更可迎合

超前服務（proactive service）的時代趨

勢。



圖書館書目療法服務在臺灣之發展與前瞻

51

至於已提供書目療法服務的圖書館，

則可進一步深化此項服務的內涵，諸如設

置常態性的書目療法專區或專櫃；提供多

元類型的情緒療癒素材；或是覺察社會脈

動，適時為讀者提供服務；或是和醫療專

業人員展開協作，施行臨床性書目療法服

務等。總之，藉由推展書目療法服務，圖

書館一方面可充分發揮館藏的療癒功能，

一方面能善盡社會責任，同時，亦能成為

幸福和諧社會的重要基地。最終，圖書館

能協助讀者維持與促進心理健康，預約幸

福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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