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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VD] 醫學.人文視聽 

 

題 名：廢青同盟[videorecording] 

作 者：艾凡．塔爾多斯基(Ivan I. Tverdovskiy)導演 

出版者：嘉勳實業發行；輝洪總代理  

索書號：M WM300/T927/2016  

條碼號：1102076  

主題/推薦科別：醫學人文  

＊家用版：本視聽光碟只供個人借閱觀賞，請勿公開播放！ 

摘要：行動不便的蓮娜在家自學多年後，終於踏進校園，雖然是近乎軍事教育的特教
班，但友善的同班同學令她充滿期待，當中包括一位英俊的友善男孩安東。然而青澀
的初戀、變調的友情和嚴格的教育體制，像脫軌火車般逐漸失控，蓮娜被迫面對極其

艱難的生存掙扎。大量的手持鏡頭將躁動不安、徬徨無助的青年人生表現得淋漓盡
致，不僅探索身心障礙青年的成長心境，更隱微探觸到俄羅斯當代政局不合時宜的
規範與制度。 

 

題 名：創新跨領域團隊合作醫學模擬教案集錦－結合

DIAMOND DAA 與 TRM 回饋模式. 

(1).主題 1.吞嚥困難;主題 2.狄喬氏症候群患者全口牙科治療 

(2).主題 3.呼吸器脫離困難;主題 4.脊髓損傷復健治療 

(3).主題 5.顱內動靜脈畸形出血之復健;主題 6.吞嚥困難(二) 

(4).主題 7.急性骨髓性白血病患術後心理調適;主題 8.燒燙傷

病人之職能治療介入 

(5).主題 9.電腦斷層檢查對比劑過敏;主題 10.小兒抽血照護

與處置 

(6).主題 11.肺癌標靶藥衛教;主題 12.癌症病人的營養介入及

家屬的情緒照護 

作 者：台北榮民總醫院臨床技術訓練科製作 

出版者：百禾文化 

索書號：CD W18.2/V282/2018 disk1-6 ＊公播版 

條碼號：1102104-9  

主題/推薦科別：護理部 

http://www.chimei.org.tw/main/cmh_department/54110/index-inter.html
http://www.chimei.org.tw/main/clh_department/74110/index.html
http://www.chimei.org.tw/main/cch_department/34210/index.html


[M] 醫學人文 

 

書 名：告別的勇氣 

作 者：亨尼•舍夫，安奈莉•凱爾原著；王榮輝譯 

出版者：商周 

索書號：M HQ1073 /S132 / 2017 

條碼號：1010914 

主題/推薦科別：醫學人文 

 

題 名：彈珠台的一顆小鋼珠：給醫學生與年輕醫師之十封

信 

作 者：李明亮著 

出版者：台大景福醫訊雜誌社  

索書號：M W18/L22/2017  

條碼號：1010968  

主題/推薦科別：醫學人文  

 

題 名：醫生哪有這麼萌.2－菜鳥以上.老鳥未滿的白袍日記 

作 者：Nikumon 著 

出版者：遠流  

索書號：M W20/N34-2/2018  

條碼號：1010957  

主題/推薦科別：醫學人文  

 

書 名：那一年我在西非 

作 者：鄭明豐著 

出版者：白象文化 

索書號：M W322 /Z325 / 2017 

條碼號：1010915 

主題/推薦科別：醫學人文 



 

書 名：我對安寧療護的顛覆思考與經驗談 

作 者：許禮安著 

出版者：海鴿文化 

索書號：M WB310 /H781-2 / 2018 

條碼號：1010916 

主題/推薦科別：醫學人文 

 

書 名：復活師：傳奇醫師史賓賽．布萊克的失落秘典 

作 者：E.B. 哈德斯佩著；陳岡伯譯 

出版者：楓樹林 

索書號：M WZ100 /B411 / 2018 

條碼號：1010901 

主題/推薦科別：醫學人文 

 

題 名：但我想活－不放過 5%的存活機會，黃博煒的截後

人生 

作 者：黃博煒著 

出版者：蔚藍文化  

索書號：M WZ100/H916/2018  

條碼號：1010962  

主題/推薦科別：醫學人文  

 

題 名：TOP1 良醫真心話 

作 者：商業周刊著 

出版者：城邦商業周刊  

索書號：M WZ112/B988/2018  

條碼號：1010959  

主題/推薦科別：醫學人文  



 

書 名：醫學的藝術 

作 者：何瑞光(Herbert Ho Ping Kong，波斯納(Michael 

Posner)著；楊玉齡譯 

出版者：遠見天下文化 

索書號：M WZ330 /H60 / 2017 

條碼號：1010908 

主題/推薦科別：醫學人文 

[E] 醫學倫理 

 

題 名：醫病雙贏－醫學倫理暨病人安全論壇. 第二輯 

作 者：澄清基金會 

出版者：編者 

索書號：E W85/C313-2/2018  

條碼號：1011300  

主題/推薦科別：醫學倫理  

 

題 名：護理倫理概論 

作 者：尹裕君等編著 

出版者：華杏 

版 本：五版 

索書號：E WY85/Y45/2017  

條碼號：1011287  

主題/推薦科別：醫學倫理、護理部  

[H] 病人健康教育 

 

題 名：營養師教你不用怕－用實證科學破解 27 個常見飲

食迷思 

作 者：蔡正亮著 

出版者：遠流  

索書號：H WB400/T813/2018  

條碼號：1011087  

主題/推薦科別：病人健教、營養科  



 

題 名：身體不健康，腸漏先知道 

作 者：何兆芬著 

出版者：三采文化  

索書號：H WI400/H30/2018  

條碼號：1011093  

主題/推薦科別：病人健教、肝膽胃腸科  

 

題 名：陪伴失智媽媽 55 則照護筆記 

作 者：工藤廣伸著；游韻馨譯 

出版者：采實文化  

索書號：H WT155/K926/2018  

條碼號：1011091  

主題/推薦科別：病人健教、護理  

[Q] 醫療品質 

 

題 名：醫院經營之 10 大危機與解決之道 

作 者：劉興寬，劉姵儀著 

出版者：劉興寬 

索書號：Q WX157/L39 /2018  

條碼號：1011296  

主題/推薦科別：醫療品質  

 

題 名：醫院永續成功的 24 個觀念與細節 

作 者：劉興寬著 

出版者：劉興寬 

索書號：Q WX157/L39-2 /2018  

條碼號：1011297  

主題/推薦科別：醫療品質  



 

題 名：提升員工敬業度－醫院領導人的智慧 

作 者：劉興寬，李文喜，鄧榮坤著 

出版者：劉興寬 

索書號：Q WX157/L39-3 /2018  

條碼號：1011298  

主題/推薦科別：醫療品質  

 

題 名：翻轉醫院評鑑－以病人為焦點之查證方式(區域醫

院、地區醫院適用) 

作 者：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編著 

出版者：華杏 

索書號：Q WX153/F436-2/2018  

條碼號：1011299  

主題/推薦科別：醫療品質  

WB Practice of Medicine 

 

題 名：骨科物理治療學(上)(下) 

作 者：徐阿田，曹昭懿主編 

出版者：禾楓 

版 本：三版 

索書號：WB535/H78/2017 v.1-2  

條碼號：1011292-3  

主題/推薦科別：復健-物理  

WS Pediatrics 

 

題 名：小兒職能治療學(上)(下) 

作 者：陳官琳等著 

出版者：禾楓 

索書號：WS368/C325/2017 v.1-2 c.2  

條碼號：1011294-5  

主題/推薦科別：復健-職能  



WU Dentistry. Oral Surgery 

 

題 名：植牙全口重建精要 

作 者：台北市牙科植體學學會編 

出版者：台北市牙科植體學學會編 

索書號：WU640/T163/2017  

條碼號：1011360  

主題/推薦科別：牙科-口外  

WX Hospitals and Other Health Facilities 

 

題 名：醫護英文用語 

作 者：劉明德等編著 

出版者：新文京開發 

版 本：五版 

索書號：WX173/L385/2017  

條碼號：1011283 1102101 

主題/推薦科別：護理部  

 

題 名：醫護英文－醫療照護會話篇 

作 者：劉明德等編著 

出版者：新文京開發 

版 本：第三版 

索書號：WX173/L385-2/2017 c.2  

條碼號：1011284 1102102 

主題/推薦科別：護理部  

 

題 名：加護重症醫學 

作 者：Paul L. Marino 著；袁國慶等譯 

出版者：沃特庫爾 

版 本：臺初版 

索書號：WX218/M339c/2016 c.7-9  

條碼號：1011289-91  

主題/推薦科別：加護醫學部  



WY Nursing 

 

題 名：護理考試題全輯 

作 者：華杏編輯部 

出版者：華杏 

版 本：七版 

索書號：WY18.2/H81/2017  

條碼號：1011288 1102103 

主題/推薦科別：護理部  

 

題 名：社區衛生護理學 

作 者：陳靜敏等編著 

出版者：新文京開發 

版 本：第九版 

索書號：WY108/C225/2017 c.2  

條碼號：1011285  

主題/推薦科別：護理部  

 

題 名：社區衛生護理學 

作 者：陳靜敏等編著 

出版者：華杏 

版 本：七版 

索書號：WY108/C325/2017  

條碼號：1011286  

主題/推薦科別：護理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