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論述

圖書館書目療法服務之
推展實務探討
陳書梅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暨研究所兼任教授

【摘要】現今的民眾日常壓力沉重，當代社會也是個災難社會；尤其，新冠肺炎
（COVID-19）疫情使得全球世局動盪、人心焦慮不安；凡此，皆易對民眾個人的心
理健康產生負面影響。是故，無論日常生活或疫情期間，人們皆有著紓解壓力與情緒
療癒（Emotional Healing）的需求；基此，如何舒緩負面情緒，以維持與促進心理健
康，乃成為大家關注的議題。
而面對社會大眾情緒療癒的需求，身為閱讀基本機構的圖書館也有可著力之處；
其中，推展書目療法服務，協助民眾透過閱讀進行情緒療癒，正是一種具體可行的應
對方案。本文介紹圖書館書目療法服務的內涵與具體可行的實務推展方式，並且佐以
已推行相關實務的圖書館之案例，說明吾人可如何推展此項服務，藉供同道們參考。
透過書目療法服務，各類型的圖書館能協助讀者增進心理健康，打造幸福人生；最終，
得以履行圖書館的社會責任，並展現社會價值。
關鍵詞：書目療法服務（Bibliotherapeutic Service）；書目療法（Bibliotherapy）；
圖書館（Library）
；療癒閱讀（Healing Reading）
；情緒療癒（Emotional Healing）

一、前言
當代社會變遷快速，人們日常的壓力
沉重；同時，當代社會也是個災難社會；
尤其，新冠肺炎（COVID-19）的疫情蔓延
已近一年，至今尚未消停，許多國家的人
民仍未能恢復往昔的生活，國際交流亦暫

緩，各國經濟因而遭受重創，導致全球世
局動盪。此波百年來罕見的重大疫情，造
成個人身心健康，以及國家政治、經濟等
層面的負面影響，更讓民眾對未來抱持悲
觀的態度，因而產生茫然、不安等負面情
緒。事實上，人生在世本就難免會為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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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的不順心之事而苦惱，如在生活中遭

人物，皆可以是讀者無形的「心靈導師」

逢親情、友情、愛情、工作等方面的困擾，

（Silent Counselor）（註 3）。

並產生焦慮、迷惘、沮喪等諸多負面情緒，

目前，臺灣已有一些圖書館，認知到

所謂的「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即是

館藏資源具有情緒療癒的作用，以及民眾

此意。

有著療癒閱讀的需求，進而提供「書目療

情緒與心理健康息息相關。倘若個人

法服務」（Bibliotherapeutic Service）（註

積累了負面情緒，但未能適當地調適與轉

4），但整體而言，此項服務仍然尚未普及

化，長期下來，即易對心理健康造成不良

於各類型的圖書館。相關調查顯示（註 5），

影響，甚或引發個人做出偏差行為，嚴重

不少圖書館也有意願推展此項服務，但由

者可能造成社會問題。因此，面對當今的

於館員未具備相關專業知能，以致在實務

世道，無論日常生活或是疫情期間，人們

的作法上，不知該如何開始與永續經營。

皆有著紓解壓力、情緒療癒（Emotional

爰此，筆者以多年來從事書目療法研究的

Healing）與促進心理健康的需求；而情緒

心得，復加上輔導各類型圖書館推展此項

療癒的方式相當多元，其中包括透過閱讀

服務的經驗，撰寫本文，藉以供圖書館實

適當的素材，來達到情緒療癒效果之「書

務界推展書目療法服務時參考。

目療法」（Bibliotherapy）。
在臺灣，約自 2015 年以來，即興起一
股療癒閱讀的潮流（註 1）。根據相關報導

二、書目療法與圖書館之書目療法
服務

可知，2020 年因新冠肺炎的疫情在全球大

書目療法又稱為書目療癒、療癒閱

流行，導致社會大眾心情苦悶不安，因而

讀、閱讀療法等（註 6），係指透過適當的

更偏好閱讀療癒系圖書；凡是能幫助讀者

圖書資訊資源，讓當事者與這些素材互

安定心靈之「定靜安慮得」作品，皆十分

動，舒緩負面情緒，從而幫助其心情恢復

暢銷（註 2）。上述臺灣民眾的閱讀興趣與

平靜，並重啟個體的心理韌性與挫折復原

閱讀趨勢，亦彰顯了閱讀具有情緒療癒的

力（Resilience），最終能正向面對自身的

作用。而身為閱讀基本機構的圖書館，典

困境；其中，可運用的素材類型包括繪本、

藏了豐富多元的閱讀素材。在此等素材

小說、心理自助書、傳記等圖書資料，以

中，蘊藏著古往今來的人們，如何度過各

及音樂、歌曲、電影等影音資源（註 7）。

種困境與磨難的智慧。因此，無論以任何

詳言之，具有情緒療癒功能的素材，

形式的載體呈現之閱讀素材，當中的角色

能讓讀者在與素材互動的過程中，產生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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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Identification）、淨化（Catharsis）及

式（Reading）二種。另一方面，亦可依參

領悟（Insight）之作用。在認同作用方面，

與者的人數係團體或一對一進行，再區分

當事者會從角色人物的境遇，聯想到自己

為團體式（Group）與個別式（Individual）

的處境，因而產生共鳴感，並認知到並非

（註 9）。

只有自己遭遇相似的困難；同時，當事者

而所謂的書目療法服務，係圖書館閱

會隨著素材故事的情節鋪陳，產生情緒的

讀指導服務（Reading Guidance Service）的

高低起伏，例如，角色人物遭遇挫折而衍

一環（註 10），其乃是圖書館以多元的方

生負面情緒時，當事者也會覺得難過與沮

式，辦理書目療法的相關活動，內涵包括

喪；而當角色人物的困擾獲得解決，並感

選擇與採訪療癒系的館藏資源，並以各種

到快樂、滿足時，當事者也會心生高興、

形式推廣之；換言之，凡是協助讀者了解

欣慰之感。在此過程中，當事者心中壓抑

與取得情緒療癒素材者，皆屬於圖書館書

的負面情緒會獲得宣洩，其心情得以恢復

目療法服務的範疇。而在此項服務的類型

平靜，此即為情緒淨化的作用。至於在領

上，首先可依服務的對象係心理健康之一

悟作用方面，則係當事者看到角色人物解

般人，抑或是心理疾病患者，而區分為「發

決問題的方式後，產生觀察學習

展性書目療法服務」與「臨床性書目療法

（Observational Learning）的效果，並從中

服務」；其中，後者需有心理醫師共同施

學習應如何面對自身的情緒困擾問題；或

行。至於在辦理的方式上，則可分為「閱

是由此體會到，個人的問題是可以解決

讀式書目療法服務」與「互動式書目療法

的，因而能以更積極正向的態度，面對自

服務」；前者主要係協助讀者取得療癒素

身所遭遇的困難（註 8）。

材，讓當事者透過自行閱讀，達到自我療

書目療法可從不同的層面作出分類，

癒情緒的目的；後者則係由施行者透過與

首先，可依據施行對象係一般人或心理疾

讀者互動及討論情緒療癒素材，從而引導

病患者，分為發展性（Developmental）與

讀者獲得情緒療癒之效。此外，透過工作

臨床性（Clinical）二種類型，前者可由當

坊或培訓課程，讓圖書館從業人員，與講

事者個人、親友、師長、圖書館員、助人

師互動、進行素材導讀之實務演練，增進

工作者等施行；而後者則需由專業的醫療

書目療法服務的專業知能，亦屬於互動式

人員，如心理醫師等施行。其次，依施行

書目療法服務的內涵（註 11）。

方式係有人帶領閱讀討論，或是由個人自
行閱讀，分為互動式（Interactive）和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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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圖書館書目療法服務推展的基本
原則與館員的基本知能
有關圖書館該如何有效地展開書目療
法服務的議題，吾人可先由推展服務的基
本原則，以及館員的基本知能二方面來探

（一）推展書目療法服務的基本原則
不少圖書館在推展書目療法服務時，
皆遇到人力資源與經費短缺、館舍空間不
足等問題；對此，圖書館可抱持「延展者」
（Stretcher）的心態，以及「讀者參與」
（User Participation）的理念（註 12），來

版、許願樹等，讓讀者自由張貼個人的閱
讀心得。凡此，皆是讀者參與精神的體現；
最終，可讓圖書館書目療法服務的內涵，

（二）館員推展書目療法服務的基本
知能
如同圖書館學者席拉（Jesse H. Shera）
所言，圖書館館員的工作，需要具備知書、
知人的能力（註 14）；而在推廣書目療法
服務時，此二方面的能力，尤其重要。以
下分別敘述之。

克服此等困難。
「延展」（Stretch）係指充分善用現
有資源（註 13），藉由資源共享與異業結
盟等方式，來克服經費不足的困境。首先，
倘若圖書館的人力短缺，則可央請專業顧
問，或是商請經過培訓的圖書館志工，協
助療癒系館藏資源之選擇工作，或是參與
書目療法服務相關活動之辦理工作；其
次，也可借鏡已推展此項服務之圖書館的
經驗，並與彼等展開合作，落實資源共享；
另外，圖書館更可以和其他產業展開異業
結盟，如與作家或相關專業人士、書店、
出版社、社會福利機構、醫療院所等，辦
而在讀者參與方面，例如定期舉辦療
癒閱讀心得的徵文比賽，藉此向讀者徵集
情緒療癒素材；或是將讀者參加書目療法
第 68 期

1. 在「知書」的能力方面
首先，在推展書目療法服務時，所謂
「知書」的能力，指的是館員需具備辨認
情緒療癒素材的專業知能，進而能選擇與
建置療癒系館藏資源，並且能依讀者的個
人背景和心理需求，推薦適當的情緒療癒
素材。然而，在臺灣的圖書資訊學教育課
程中，多是聚焦於知識性素材選擇與採訪
能力的培養，而未著重挑選情緒療癒素材
的知能，以致學生畢業後於圖書館任職
時，因不具備情緒療癒素材的「知書」能
力，而未能在圖書館中開展此項服務。
對此情形，建議圖書館可與相關專業

理療癒閱讀相關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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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療癒閱讀專區；同時，也可以設置留言

更能反映一般讀者的心聲。

討。茲詳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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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簡稱閱讀與心理健康委員會）合

圖書館從業人員和志工皆有機會了解書目

作，辦理培訓課程；或是個別邀請專家學

療法的理念與實務推展方式。另一方面，

者，教導館員挑選情緒療癒素材的技巧，

中市圖館員也組成「『解憂 talk』朋友圈讀

以及分析素材適合何種情緒困擾問題的讀

書會」，定期研讀與討論專家學者評選之

者。如此，透過專業知能培訓，得以提升

情緒療癒圖書，以增進彼此對情緒療癒素

館員在書目療法服務方面的「知書」能力。

材的瞭解。同時，該館館員亦參考情緒療

而若圖書館的經費不足，無法對館員

癒素材的專書，以及專家學者開列的書

進行相關的教育訓練，則建議館員可先蒐

單，來建置情緒療癒館藏（註 15）。換言

尋市面上既有的情緒療癒素材書目，如專

之，圖書館可透過如館員在職教育訓練、

書、報章雜誌、網路資源，乃至於相關的

讀書會，以及利用市面上現有的情緒療癒

學術研究論文，再從其中的情緒療癒書目

素材書目等方式，讓圖書館從業人員提升

清單裡，挑選繪本、小說、心理自助書、

選擇情緒療癒素材的「知書」能力。

電影等相關素材。舉例言之，「閱讀與心

2. 在「知人」的能力方面

理健康」臉書粉絲專頁、《商業周刊》、

如同一般的讀者服務，在推行書目療

《天下雜誌》、誠品書店、讀冊生活網路書

法服務時，「知人」的能力是相當重要的。

店等，皆不時列有情緒療癒素材的書目介

然而，觀諸近年的圖書館教育訓練課程，

紹。凡此，皆可供館員參考；而在挑選的過

可知多係聚焦於資訊組織、資訊系統等數

程中，館員也能藉此增進判別情緒療癒素材

位科技的相關議題，而較少提及人際溝

的「知書」能力。再者，館員亦可央請相關

通、讀者心理等方面。因此，館員可能較

之專家學者，提供情緒療癒素材的書目清

不熟悉不同生命週期的讀者，其身心發展

單，以建置圖書館的情緒療癒館藏。

的任務與心理需求為何。

至於在進行的方式上，則可仿效臺中

針對此情況，建議館員可先了解其所

市立圖書館（以下簡稱中市圖），針對館

服務對象的族群特性，並分析彼等常見的

員進行情緒療癒素材「知書」能力培訓之

情緒困擾問題，以提供切合不同族群讀者

作法。在推展書目療法服務伊始，該館首

需求的書目療法服務。舉例言之，大學圖

先和閱讀與心理健康委員會合作，全面地

書館與高中、國中、小學之圖書館，其服

為總館主管和所有分館主任，辦理書目療

務對象主要為校內師生；此等圖書館可針

法專業知能培訓課程；之後，亦持續為基

對師生常見的情緒困擾問題，選擇相對應

層館員、志工辦理工作坊與相關課程，讓

的情緒療癒素材來辦理主題展覽、講座等

佛教圖書館館刊

第 68 期

109 年 12 月

39

專題論述

相關活動。例如在新學期伊始，新生可能

法服務項目。事實上，臺灣的一些公共圖

會因不適應新環境、未能順利建立新的人

書館在施行書目療法服務時，皆會針對讀

際關係等，而產生情緒困擾；在期中考過

者於不同生命週期的心理需求進行瞭解，

後，學生或許會因成績未臻理想而感到沮

而此即為一種知人能力的展現。

喪、失落；而在學期將結束時，一些畢業

而在專門圖書館方面，亦可特別針對

生亦可能因不確定未來的生涯發展方向，

其服務對象的情緒困擾問題，定期辦理符

而衍生焦慮與茫然不安感；另一方面，教

合彼等心理需求的活動，藉以推廣療癒閱

師亦可能在教學、研究等方面遇上瓶頸而

讀的理念。換言之，企業、一般機構團體

感到苦惱。對此，圖書館可舉辦學期初、

及醫療院所之圖書室，可定期進行職場療

期中、期末之情緒療癒素材主題展覽、講

癒素材之主題展覽，或辦理讀書會等，以

座等活動，讓學生了解，在有需要時，可

協助員工面對職場與生活中的種種情緒困

以到圖書館來尋找心靈導師；亦即，可藉

擾問題，例如彰化基督教醫院圖書館，即

由和閱讀素材中的角色人物交流，學習彼

曾針對醫護人員在工作上所面對的挫折與

等度過困境的方式，從而幫助個人面對生

不如意，辦理職場療癒之主題書展（註

活中的一些挫折；再者，也可為面臨不同

17）。

情緒困擾問題的教職員，辦理療癒閱讀讀
書會。如此，圖書館當能在師生有需要時，

四、圖書館書目療法服務具體的推展

提供適當的療癒閱讀資源；最終，可成為

實務

個人困頓時刻的「心靈方舟」。例如，臺

至於各類型圖書館可如何推展書目療

北市立士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曾特別在

法服務？其服務的項目與內容應包含哪

高三學生離校前，辦理情緒療癒書展，以

些？具體的作法為何？首先，在服務的類

協助畢業生面對未來可能遭遇的困難與挫

型上，建議圖書館優先針對一般讀者提供

折（註 16）。

發展性書目療法服務；待累積經驗與相關

再如公共圖書館方面，館員也可先了

資源後，則可嘗試與心理醫師等醫療專業

解社區民眾的特性，如樂齡族、兒童、青

人員合作，進一步針對心理疾病的患者，

少年、中壯年族群讀者所占的比例為何；

推展臨床性書目療法服務。接著，在服務

繼而，可參考相關報導與調查研究，或直

的內容與具體的作法方面，吾人可從日常

接與讀者交流，以了解社區民眾常見之情

生活的情緒困擾問題，以及重大社會事

緒困擾問題有哪些，再提供相應的書目療

件、天災人禍發生後所衍生之情緒困擾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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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二個面向來著手。以下分項詳細說明之。

（一）面對日常生活中的情緒困擾問題
針對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較為常見的
情緒困擾問題方面，圖書館書目療法服務
推展的形式可以相當多元。基本上，吾人
可以閱讀式書目療法服務與互動式書目療
法服務二個層面來進行相關活動的辦理。
1. 在閱讀式書目療法服務方面
圖書館可透過舉辦情緒療癒素材主題
展覽、設置情緒療癒素材專區、在網站中
定期介紹情緒療癒素材、舉辦相關講座等
方式，來推展閱讀式書目療法服務。茲逐
一說明如下。
(1) 舉辦情緒療癒素材主題展覽
一般而言，圖書館在推廣館藏資源
時，向來常透過辦理主題書展的方式來進
行；準此，在推展書目療法服務時，亦可
蒐集情緒療癒館藏來辦理主題展覽，而辦
理的方式可有多種變化。首先，在辦理的
地點方面，除了一般在館內辦理外，也可
以透過行動書車，深入社區中辦理；或是
與相關單位合作，至不同的場所辦理，如
學校、醫療院所、育樂場所等。其次，在
辦理的形式方面，可由個別圖書館獨自辦
理，也可由總館帶動分館辦理；或是由一
所圖書館主導，準備主題展覽素材，在同
類型的圖書館間巡迴辦理；亦可設計展覽
之延伸活動以吸引讀者，如說故事活動、
療癒閱讀心得徵求等。再者，在展示的素

材方面，除了圖書資料之外，亦可挑選療
癒系的影音資源。
上述的推展方式，事實上，已有一些
圖書館的實際案例可供參考。舉例言之，
中市圖每年皆規劃為期一個月的情緒療癒
主題書展，由總館統籌並挑選情緒療癒書
目，讓各分館同步辦理書展；同時，亦設
計心得回饋單，蒐集讀者閱讀的感想，並
贈送多肉植栽等小禮物，以吸引讀者；此
外，該館的行動書車，設有情緒療癒圖書
專櫃，定期深入社區提供圖書借閱服務，
並搭配志工，挑選情緒療癒繪本進行說故
事活動（註 18）。又如，臺東縣鹿野鄉立
圖書館（以下簡稱鹿野圖書館）亦常與不
同的機構合作，至多處辦理主題書展，包
括知本國家森林遊樂區、關山慈濟醫院之
中醫門診、多所鹿野鄉內的中小學等（註
19）。再如，基隆市立暖暖高中圖書館（以
下簡稱暖中圖書館）即主導購置多種情緒
療癒素材，並設計素材的導讀簡介，辦理
「我讀．故我在，我是元氣王」主題巡迴
書展活動，供基隆市的國中與高中學校圖
書館輪流辦理書展；另一方面，該校的情
緒療癒館藏，亦無償提供其他縣市的學校
借用（註 20）。另外，如基隆市立明德國
中圖書館，在辦理情緒療癒主題書展期
間，亦舉辦「我的音樂處方箋」活動，讓
學生推薦療癒系歌曲，並分析具有情緒療
癒效用的歌詞為何；其後，由圖書教師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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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佳作贈予獎品，並於午休時間播放學生

形，調整館藏擺放的位置以騰出空間；或

挑選的療癒歌曲（註 21）。藉此，一方面

是將使用率較低的空間進行改造；此外，

能凸顯歌曲的療癒作用；一方面亦能體現

亦可利用鑲嵌在牆上的展示架，或規劃特

讀者參與的精神。

定的展示區，置放一些情緒療癒館藏。至

圖書館在辦理情緒療癒素材主題展覽

於在空間設計上，館員可以發揮個人創意

時，亦可發揮創意，仿效一些圖書館或書

自行布置，或是商請室內設計師打造專

店，以「覆面書」、「盲借」的方式來行

區，以讓讀者能有舒適、暖心的閱讀體驗，

銷館藏（註 22）；換言之，圖書館在展示

如中市圖總館於 2019 年啟用的「閱讀解憂

素材時，可將整本書包覆起來，不露出書

書房」（註 24）、暖中圖書館 2020 年甫打

名、作者、出版社等基本資訊，而僅附上

造的「元氣愛樂居」等（註 25）。

館員或讀者療癒閱讀的心得，或是呈現書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鹿野圖書館的「書

中角色人物的遭遇與心情感受，作為圖書

目療癒區」。該館近年將館舍利用率較低

的線索。透過如此的創意，能引發讀者的

的二樓參考書區，整層規劃為書目療癒

好奇心，進而提高讀者參與的動機與興趣。

區，並經常在此專區中，針對兒童和樂齡

(2) 集中典藏情緒療癒素材，設置書目療法

族群，舉辦情緒療癒主題的相關活動，包

專區

括讀書會、講座、說故事活動、繪畫與手

圖書館可充分運用館舍空間，來設置

作活動等；同時，亦定期辦理讀者成果發

常態性的書目療法實體專區，集中典藏情

表會，邀請參與活動者分享療癒閱讀和創

緒療癒素材，方便讀者快速找到適合自己

作的心得。另外，該館亦提供「療心筆記

的心靈處方。專區可採療癒系的空間設

本」，讓讀者可以圖畫或文字，留下閱讀

計，讓讀者有一個暖心的心靈安頓之處，

療癒素材的心得感想；館員再從中挑選讀

以充分發揮圖書館「心靈療癒所」（Healing

者的作品，張貼於樓梯間展示（註 26）。

Place of the Soul）的角色。再者，可秉持「讀

如此，得以落實讀者參與的精神，以及充分

者參與」的理念，邀請讀者一同進行專區

發揮「口碑行銷」與「體驗行銷」的效果。

的空間設計；亦可加入「遊戲化」

另一方面，館員也可以採用遊戲化的

（Gamification）概念的元素，以引發讀者

概念，在圖書館書目療法服務中加入遊戲

前來利用專區的動機和興趣（註 23）。

的元素，以吸引讀者利用此專區，並協助

具體而言，在增設書目療法實體專區

彼等在遊戲的過程中，更深刻地體認到閱

時，館員可重新盤點圖書館之空間利用情

讀的情緒療癒功能；例如闖關遊戲、問答

42

佛教圖書館館刊

第 68 期

109 年 12 月

專題論述

遊戲、扭蛋、抽籤、集點活動等。事實上，

資訊已成為吾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對

一些書店、文化機構等，早些時候已運用

此，圖書館亦可多利用官方網站、部落格、

了遊戲化的概念，辦理行銷活動，例如誠

社群媒體等，來發布情緒療癒素材清單；

品書店的「藏經閣」籤詩機，民眾可投幣

其次，圖書館可將館內辦理之情緒療癒主

取得籤文；每張籤文中，皆推薦一部文學

題展覽的素材書目，或額外蒐集之情緒療

作品，並引用其中的字句，由作家提供具

癒素材清單，置於網站中，並列出書名、

啟發性的解讀（註 27）。在韓國首爾，亦

作者等書目資訊，讓讀者參考。

有稱為「心靈藥房」的自動販賣機，針對

目前已採此種方式提供服務者，如國

人們常見的情緒困擾，提供箴言、能量飲

立新竹教育大學圖書館（今之國立清華大

料、維他命、散步地圖等「療癒處方」（註

學南大校區圖書分館）自 2009 年迄今，即

28）。而此等接地氣、吸引民眾注意的作

常態性地透過部落格提供療癒系館藏的介

法，啟發了一些圖書館，在專區中加入遊

紹（註 32）。此外，大陸山東省的泰山醫

戲化的元素。

學院，亦有館員建置「書療小屋」部落格，

舉例言之，基隆市立銘傳國中圖書

提供書目療法的主題書單、學術研究與講

館，設有一臺深受學生歡迎的「情緒閱讀

座等相關資訊，供師生參考（註 33）。而

扭蛋機」，於扭蛋中放置療癒素材的書目

在主題書單方面，例如國立臺灣大學圖書

資訊（註 29）。而鹿野圖書館也製作情緒

館（註 34）、國立臺灣圖書館（註 35）、

療癒素材的籤筒，置於書目療癒專區的書

臺南市立圖書館（註 36）等，皆在網站中

架旁，讓讀者能以趣味的抽籤方式，獲得

提供情緒療癒主題展覽素材列表；更有一

相關素材（註 30）。至於集點活動方面的

些圖書館將相關書目連結至圖書館目錄

案例，則有如鹿野圖書館舉辦「繪本療癒

（OPAC），方便讀者查找，如中市圖、高

閱讀，到鹿野！」集點活動，凡參與該館

雄市立圖書館（以下簡稱高市圖）等。

辦理的書目療法活動、借閱書目療癒專區

除了提供主題書單外，圖書館亦可設

圖書、分享療癒閱讀心得等，皆可集點；

計生動活潑的網站介面呈現圖書，或邀請

集滿可換取小禮物（註 31）。

名人推薦療癒書目。具體言之，吾人可參

上述圖書館在專區中的創新作為，值

考當今許多網路書店企劃的創意，如博客

得吾人參考。

來 OKAPI 閱讀生活誌（註 37）的「不/宜

(3) 透過網路提供情緒療癒素材

讀指南」等；如此，跳脫傳統圖書館嚴肅、

現今為網際網路時代，透過網路獲取

拘謹的印象，更能迎合當代網路使用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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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好。

圖書館自行辦理；另一方面也可以與相關

再者，近年來，社會上亦流行拍攝影

機構合作辦理，如出版社、家庭教育中心、

片放到網路上，以分享資訊；尤其在後疫

家庭扶助中心、文教基金會、企業、醫療

情時代，網路在人們的生活中，占了更重

院所等。而在講座辦理的時間上，可配合

要的地位。準此，館員可拍攝影片或製作

主題展覽等相關活動一同舉辦，例如有圖

動畫，來介紹情緒療癒素材；另一方面，

書館與小魯文化公司等合作，由對方主導

亦可邀請專家學者、作家、一般讀者拍攝

邀請專家學者、作家等，在館內辦理療癒

分享療癒閱讀心得的影片，藉此拉近與讀

閱讀的系列講座（註 39）。

者的距離，同時創新圖書館的形象。事實

(5) 其他療癒閱讀推廣活動

上，已有許多文化機構、出版社等，採用

除了上述的活動外，圖書館亦可再發

此種方式宣傳圖書；而在圖書館界，即有

想，如何進行創新的療癒閱讀推廣活動。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的「館長書房菜」

例如可運用餐飲業「得來速」服務的理念，

YouTube 頻道，為讀者推薦一般圖書（註

挑選一些情緒療癒館藏，置於書袋中；如

38）。雖然目前在臺灣，尚未見有圖書館

此，讀者可直接臨櫃整袋借閱，而不必耗

以網路影片的方式，推廣療癒系的館藏，

費時間到書架找書。事實上，中市圖、高

但圖書館實可嘗試採用此種方式，展開閱

市圖等圖書館，即常推出情緒療癒主題的

讀式書目療法服務。

書袋，方便讀者快速借閱相關素材（註

(4) 辦理講座

40），藉此，亦可行銷圖書館的療癒性館

圖書館可邀請書目療法專家學者、心

藏資源。

理師等專業人士，為讀者舉辦講座，宣導以

此外，建議圖書館可進一步運用「訂

閱讀促進心理健康的方法與理念。演講的內

閱盒子」（Subscription Boxes）的概念，為

容，可包括書目療法的基本概念，如何為自

讀者提供客製化的情緒療癒素材。在美

己和他人選擇適合的情緒療癒素材，以及如

國，訂閱盒子蔚為流行，消費者經由網路

何導讀情緒療癒素材等相關理念。

訂購盒子後，會定期收到商家精選的貨品

另外，也可以邀請療癒系圖書的作

（註 41）。在具體作法上，圖書館可讓讀

者，分享創作的心得；或是邀請出版療癒

者選擇訂閱的主題與對象，如兒童的人際

系圖書的出版社從業人員，分享彼等出版

關係困擾、青少年失戀分手的情傷問題

的理念等，進而得以讓讀者能更明瞭情緒

等；之後，由圖書館選擇相對應的情緒療

療癒素材的特性。此等講座，一方面可由

癒素材，置入具溫馨風格的圖書借閱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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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讓讀者可以親自到圖書館或透過宅

來為兒童讀者展開團體互動式書目療法服

配、超商物流等方式領取。如此，可免除

務（註 42）。此外，圖書館亦可以延伸服

讀者在茫茫書海中尋找個人心靈處方的困

務的方式，至社區中的學校進行相關活

擾，並節省彼等交通往返的時間；同時，

動，例如雲林縣斗六市立繪本圖書館（以

也可讓讀者很快地親身體驗到療癒閱讀的

下簡稱斗六繪本館）的志工團，會不定時

特別之處。

至斗六市的多所國小進行生命教育課程，

2. 在互動式書目療法服務方面

帶領學童閱讀情緒療癒繪本（註 43）。

除了前述的閱讀式書目療法服務外，

其次，在讀書會活動方面，則有如斗

圖書館也可透過辦理讀書會與說故事活

六繪本館、鹿野圖書館等，皆為社區的樂

動，帶領讀者閱讀和討論相關素材；或是

齡者，舉辦團體互動式書目療法服務。詳

辦理真人圖書館，或邀請專家與讀者對

言之，此等圖書館辦理樂齡情緒療癒繪本

談，以進行療癒閱讀推廣活動。此等服務

讀書會，由館員、志工或相關專業人士帶

項目，乃是屬於互動式書目療法服務的範

領參與者，一起閱讀專家學者所推薦之情

疇。茲敘述如下。

緒療癒繪本。再者，如高市圖主辦三場次

(1) 讀書會與說故事活動

的「生活．療癒．放輕鬆」讀書會，分別

不同類型的圖書館，皆會為讀者辦理

以失戀、失親及調適憂鬱情緒為主題，邀

讀書會；而在公共圖書館，除了讀書會外，

請諮商心理師主持，公開招募有此等情緒

也常為兒童辦理說故事活動。對此，建議

困擾問題的讀者參加（註 44）。另外，小

圖書館將情緒療癒素材，融入上述例行性

學圖書館亦可為學童辦理讀書會，如臺北

的閱讀推廣活動中，以辦理團體互動式書

市萬興國小圖書館，舉辦課後的情緒療癒

目療法服務。

繪本讀書會，由家長志工及圖書館館員帶

首先，在說故事活動方面，可由曾參

領（註 45）。又如大陸蘇州大學圖書館，

與書目療法專業知能研習的故事志工，針

由館員和學校的心理諮商師合作主持讀書

對兒童讀者常見之情緒困擾問題，選擇情

會，其就大學生常見的情緒困擾問題來挑

緒療癒繪本來進行，並帶領彼等閱讀與討

選圖書，讓大學生分享個人所面臨的情緒

論；或特別為兒童設計暑期活動，結合繪

困擾，以及閱讀療癒素材後的心得；在此

本閱讀、延伸之手作活動與互動遊戲等，

同時，心理諮商師亦提供專業的建議，幫

吸引兒童參加，如桃園市立圖書館龍潭分

助參加者解決情緒困擾問題（註 46）。上

館、鹿野圖書館等，皆曾設計相關活動，

述圖書館的作法，值得館員在辦理療癒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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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讀書會時參考。

問題，推薦適合的情緒療癒素材，以協助

(2) 真人圖書館與專家對談

當事者釐清個人的困擾，從而找出面對困

圖書館可藉由類似「真人圖書館」的

難的方式。例如大陸杭州圖書館，即曾辦

活動，辦理團體互動式書目療法服務；亦

理上述的相關活動（註 49）。事實上，臺

即，邀請一般讀者講述其如何透過閱讀情

灣的一些圖書館常與相關的法律基金會合

緒療癒素材，協助個人度過生命低潮期的

作，安排專業律師定期在圖書館中駐點，

親身經歷。如此，通過讀者的現身說法，

為民眾提供免費的法律諮詢服務；同時，

能使民眾更加認同療癒閱讀對心理健康促

圖書館亦擔任橋梁角色，為有需要的民眾

進與情緒療癒上的作用。

作轉介服務（註 50）。準此，圖書館可仿

另一方面，圖書館也可規劃專家對談
活動，藉此展開團體或個別式的互動式書

效此種服務方式，進一步為讀者規劃一對
一的療癒閱讀諮詢服務。

目療法服務。其中，療癒閱讀的專家，包

除了在館內與讀者面對面諮詢外，圖

括具備書目療法專業知能的館員，以及書

書館亦可以網路直播的方式，讓專家與讀

目療法之研究者、諮商心理師等專業人

者對談情緒療癒素材。尤其，當今十分流

士，彼等皆有能力推薦合適的館藏資源，

行實況直播，圖書館可參考此種方式，邀

為讀者提供療癒閱讀諮詢服務。例如國立

請專家學者主持線上讀書會，與讀者實時

公共資訊圖書館，即曾由館員擔任「幸福

交流，回答讀者經網路提出的種種問題，

選書師」，試辦「幸福閱讀一日快閃診所」

同時推薦適切的情緒療癒素材。

活動，依讀者個人的閱讀習慣或遭遇的情

(3) 其他療癒閱讀推廣活動

緒困擾，來推薦情緒療癒素材（註 47）；

在施行互動式書目療法服務時，圖書

又如，中市圖亦刻正籌劃，由曾接受書目

館也可發揮創意，運用巧思，在一般的活

療法專業知能培訓的館員，在「閱讀解憂

動中，運用前述之遊戲化概念，設計一些

書房」專區中駐點，期能透過與讀者晤談，

能引發讀者閱讀動機且吸引讀者參與的方

協助彼等找到適合個人閱讀的情緒療癒素

案。例如鹿野圖書館曾設計名為「兒童書

材（註 48）。

目療癒大富翁」的遊戲；其除了一般大富

此外，圖書館可與相關的專業人士合

翁的元素外，亦融入書目療法的概念，在

作，為讀者進行個別互動式書目療法服

棋盤中加入「抽籤」、「閱讀分享」等格

務。在實務上，讀者可經由圖書館預約專

子；參加的兒童需輪流投骰子走棋盤，當

家對談；之後，專家根據讀者的情緒困擾

到達「抽籤」之格子時，即需由情緒療癒

46

佛教圖書館館刊

第 68 期

109 年 12 月

專題論述

素材的籤筒中，抽出書目來閱讀；而若抵

服務，進而讓民眾能借助閱讀的力量，來

達「閱讀分享」格子，則需向其他參加者

安頓身心。

分享個人閱讀情緒療癒繪本的心得（註

在實務作法上，例如國家圖書館於

51）。此種作法十分吸引兒童，能讓兒童

2020 年 2 月間，即發布「居家閱讀．防疫

在遊戲中接觸情緒療癒繪本；如此，藉由

幸福──國圖閱讀．療癒．抗疫推薦書

體驗行銷的方式，得以將療癒閱讀的理

單」，如此，一方面配合當時政府呼籲民

念，在兒童心中扎根。

眾居家防疫之所需；另一方面方便讀者宅

（二）面對重大社會事件或天災人禍所
衍生的情緒困擾問題
近年來，全球災難頻生；在臺灣，亦
發生過一些重大的社會事件。而圖書館是
一個「成長的有機體」（註 52），應迎合
社會的脈動，了解現下社會大眾所憂、所
苦者為何，進而在最適當的時機點，提供
最適切的服務。基此，圖書館應體察讀者
的情緒困擾，提供多元的書目療法服務，
以幫助民眾撫平負面情緒。
如同 2020 年以來，新冠肺炎病毒肆
虐，民眾對於未知與充滿不確定性的疫情
發展，感到恐懼不安；且對生活中的改變
──如活動取消或延期、不能自由地與親
友聚會或是出遊等，覺得鬱悶與茫然。另
外，疫情亦使一些行業的從業人員生計受
影響、檢疫人員與醫護人員的工作壓力倍
增。對此，圖書館可針對疫情發展的情形，
提供符合民眾心理需求的相應服務。例如
圖書館可在網路上提供情緒療癒書目的資
訊，或提供相關的電子書，或是進行網路
直播等，以展開閱讀式或互動式書目療法

在家即能善用電子資源進行療癒閱讀（註
53）。再如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辜振
甫先生紀念圖書館，即挑選適合在防疫期
間閱讀的療癒系圖書，舉辦「亂世心靈防
疫書展」；同時，亦特別邀請專家學者，
錄製「用書目療法提升防疫心理健康」線
上講座，為讀者講解，可如何運用情緒療
癒素材，來舒緩疫情期間所衍生的負面情
緒（註 54）。
事實上，在過去，也有一些圖書館針
對災難或重大社會事件而推展書目療法服
務的例子，如 2008 年大陸四川大地震、2009
年八八水災後，一些圖書館運用學者專家
挑選的兒童情緒療癒繪本來辦理書展，或
舉辦書目療法之講座和研習活動（註 55）；
而 2014 年發生臺北捷運致命攻擊案後，新
北市立圖書館即辦理身心靈療癒書展，以
安撫民眾的心；此外，2016 年南臺大地震、
2018 年花蓮地震後，皆有圖書館及相關的
文化機構，舉辦情緒療癒書展、講座等閱
讀式書目療法服務；或是辦理工作坊等互
動式書目療法服務，為受災縣市的民眾進

佛教圖書館館刊

第 68 期

109 年 12 月

47

專題論述

行心靈重建（註 56）。

緒療癒主題素材展覽、設置書目療法專

再者，2018 年發生臺鐵普悠瑪列車出

區、透過網路提供情緒療癒素材、辦理講

軌事故後，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國立臺

座等；同時，也可以展開互動式書目療法

東大學圖書館等即表達對此重大社會事件

服務，如舉辦讀書會、說故事活動、真人

的關切，邀請閱讀與心理健康委員會，提

圖書館、專家對談，或設計創新的閱讀推

供相關的情緒療癒素材清單（註 57）；其

廣活動等，藉此和讀者展開互動，並引導

後，亦請專家學者至臺東進行公益演講，

參與者閱讀與討論，從而協助彼等提升心

讓學校教師了解可如何利用情緒療癒素材

理韌性。另一方面，館員也可於重大社會

來輔導學生（註 58）；而鹿野圖書館亦配

事件或災難事件發生後，思考如何為社會

合關山慈濟醫院的中醫義診活動，在義診

大眾提供書目療法服務，以撫平彼等內心

時段辦理情緒療癒主題書展，藉此直接接

的創傷。也由此，期讓一般讀者皆能認知

觸該意外事故的傷者和家屬，為彼等提供

到，書目療法係一種藉由閱讀來自助助人

閱讀式書目療法服務（註 59）。

的情緒療癒方式；並且也能讓彼等更進一
步地體認到，情緒療癒素材中的角色人

五、結語

物，可成為個人生命歷程中的心靈導師與

傳統上，一般人多重視閱讀增長知識

堅定的陪伴者。

的作用，而忽略了閱讀也具有情緒療癒與

總而言之，圖書館藉由推展多元的書

增進心理健康的功能；圖書館亦多以「知

目療法服務，可協助民眾解決問題，讓彼

識殿堂」來定位自己的角色。事實上，值

等在遭逢困境而心靈無助時，能在圖書館

此亂世，尤其在後疫情時代，世界充滿著

中找到無形的重要他人，作為自己的「心

不確定性，無形間更加深民眾的心理壓力

靈導師」，與其相知、相守，進而能彼此

以及負面情緒的積累。爰此，典藏著多元

傾聽、互相分享喜怒哀樂；最後，得以重

豐富閱讀素材的圖書館，更應敏於時勢，

啟個人面對困境的心能量。如此，透過書

推廣閱讀的情緒療癒功能，為讀者提供書

目療法服務的推展，圖書館不僅可使一般

目療法服務，以滿足彼等療癒閱讀的需求。

的閱讀推廣活動更加多元化與接地氣外，

有鑑於臺灣民眾對於圖書館書目療法

亦能開創圖書館心靈療癒所的嶄新角色，

服務仍是不甚熟悉，因此，圖書館可針對

最終得以履行社會責任與展現圖書館的社

一般民眾在日常生活中常見的情緒困擾問

會價值。

題，辦理閱讀式書目療法服務，如舉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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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 ， https://www.ncl.edu.tw/periodical_305_
1006.html。
《108 年臺灣閱讀風貌及全民閱讀力年度報
告 》 ， https://www.ncl.edu.tw/periodical_305_
1037.html。
註 2：「誠品年度暢銷榜 療癒書籍反映疫情苦悶社
會」，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
202011110289.aspx。
註 3：Jacqueline D. Stanley, Reading to Heal: How to
Use Bibliotherapy to Improve Your Life, (Boston,
MA: Element, 1999).
註 4：陳書梅，〈臺灣之圖書館書目療法服務發展現
況探析：由「邁向健康幸福人生論壇」談起〉，
《公共圖書館研究》，6 期（2017 年 11 月 15
日），頁 3-1-44。
陳書梅，〈圖書館書目療法服務在臺灣之發展
與前瞻〉，《中華民國一○八年圖書館年鑑》，
（臺北：國家圖書館，2020），頁 35-54。
註 5：陳書梅，〈圖書館書目療法服務在臺灣之發展
與前瞻〉，《中華民國一○八年圖書館年鑑》，
（臺北：國家圖書館，2020），頁 35-54。
閱讀與心理健康委員會，公共圖書館委員會，
〈公共圖書館提供書目療法服務現況及意願
調查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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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6 月 13 日）。
註 6：陳書梅，〈圖書館書目療法服務在臺灣之發展
與前瞻〉，《中華民國一○八年圖書館年鑑》，
（臺北：國家圖書館，2020），頁 35-54。
註 7：陳書梅，〈圖書館書目療法服務在臺灣之發展
與前瞻〉，《中華民國一○八年圖書館年鑑》，
（臺北：國家圖書館，2020），頁 35-54。
Sarah McNicol, Liz Brewster, Bibliotherapy,

(London: Facet, 2018).
Natalia Tukhareli, Healing Through Books: The
Evolution and Diversification of Bibliotherapy,
(Lewiston, NY: The Edwin Mellen, 2014).
註 8：同上註。
註 9：陳書梅，〈圖書館與書目療法服務〉，《大學
圖書館》
，12 卷 2 期（2008 年 9 月）
，頁 15-41。
Rhea Joyce Rubin, Using Bibliotherapy: A
Guide to Theory and Practice, (Phoenix, A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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