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開心中的千千結結 
展出時間 : 100.05-100.06 

 

片名 索書號 

美麗境界 A beautiful mind DVD 987.83 8146  91   

跨越極限的愛系列精神疾病障礙者的

重生  

DVD 415.985 6447  pt.1~3 

What's wrong with Mommy?   DVD WQ500 W558  2002   

認識躁鬱症 Bi-Polar disorder DVD 415.985 0064  95   

女性健檢, 青少年沮喪, 骨質疏鬆症 

Well women exam, teens and 

depression, osteoporosis 

DVD 416.62 4924  95   

校園憂鬱症與輔導  DVD 529.5 0072 pt.10,94   

常見疾病 The body invaders : 

depression / 4, 憂鬱症  

DVD 415 9600 pt.4,94   

認識心理疾病系列憂鬱症與躁鬱症 = 

Fires of the mind-flight from despair : 

depression and mania 

DVD 415.985 1407  94   

認識心理疾病系列焦慮症 = Fires of 

the mind-circus of fear : anxiety 

disorders 

DVD 415.985 2020  94   

憂鬱症 Diagnosing depression   DVD 415.985 1040  96   

破解憂鬱症 Breakthroughs in 

depression : old problem, new therapy 

DVD 415.985 1214  96   

老年憂鬱症 Late life depression : 

depression in the elderly  

DVD 415.985 4814  96   

Emotion-focused therapy for depression  DVD WM420 Em69b  2004   

克里斯汀貝爾之黑暗時刻 The 

machinist 

DVD 987.83 4643   

憂鬱或有自殺傾向的病患 

Depressed/suicidal client  

DVD 419.85 3805 pt.1  98   

探討憂鬱症 A living hell  DVD 415.985 5014  pt.1~2,88 

 



美麗境界 

A Beautiful Mind 

  

約翰奈許完全沉迷在一個妄想的世

界，他被診斷為妄想性的精神分裂

症。他開始了和精神病的長期抗爭，

而妻子愛莉莎以她的愛包容他的瘋狂

行徑，多年的奮鬥後，雖然他仍有不

正常的幻覺，但是奈許卻能接受自己

的精神異常，重返普林斯頓大學教

書，並且於１９９４年獲得諾貝爾

獎，而他的理論則成為二十世紀最有

影響力的理論之一，証明了他不只是

擁有一個絕頂聰明的腦袋，同時還擁

有一個美麗的心靈。資料來源： 

奇摩電影 http://tw.movie.yahoo.com 

索書號 :  

 

http://tw.movie.yahoo.com/


跨越極限的愛系列 

精神疾病障礙者的重生 DISC 1 

第 1 集  停止的時鐘:憂鬱症的苦，凍結

人生，如停止的時鐘，請與我們一同發

現─憂鬱症的另一種聲音。 

 

第 2 集  失控的方向盤:當恐慌、焦慮迷

漫生活的時空，人生的方向盤自然失

控，請幫忙我接受醫生的導航─恐慌症與

焦慮症的心聲。 

 

第 3 集  陌生的他:一個熟悉的他，變得

愈來愈陌生，他的幻覺、他的妄想，構

築另一個新視界─深入精神分裂症。  

 

 

資料來源: 忻智文化視聽網站

http://www.st123.com.tw 

索書號: DVD  415.985  6447    pt.1 

http://www.st123.com.tw/


跨越極限的愛系列 

精神疾病障礙者的重生 DISC 2 

  

第 4 集 無限躁鬱在險峰情緒的高亢和低

鬱，如虛幻的天堂和破碎的地獄，當這趟

雲霄飛車即將啟動，我可以選擇下車─走

出躁鬱症的希望 。 

 

第 5 集 迫於無奈每天洗手二百遍，看到

圓柱一定繞三圈，雖非我所願，可試著誘

導自己去改變─與強迫症共處之道。 

 

第 6 集 急凍人生身體不聽使喚，腦子瀕

臨當機的邊緣，身心都生病的煎熬，需要

更多的體諒與堅持─探索器質性精神病。 

 

資料來源: 忻智文化視聽網站

http://www.st123.com.tw 

索書號 : DVD  415.985  6447    pt.2 



跨越極限的愛系列 

精神疾病障礙者的重生 DISC 3 

第 7 集  我的美麗與哀愁:征服食物是我抒

解壓力的唯一出口，暴食、厭食非我所願，

只是我需要你陪我用餐─克服飲食障礙症。 

 

第 8 集 .癮頭上身:喝酒.吃藥是我逃避問題

的好方法，但是癮頭上身 卻帶來最深的苦

痛，我需你陪我一步一步-對抗藥癮症。 

 

第 9 集.迷航歸返:我不是無故缺課，我只是

換到醫院上課，不中斷學習，與撫平心靈的

傷口─青少年精神疾病的求學及進修。 

……. 

資料來源: 忻智文化視聽網站 

http://www.st123.com.tw 

索書號 : DVD 415.985 6447  pt.3 

 

http://www.st123.com.tw/


What's Wrong With Mommy?  

Post-Partum Depression and Psychosis 

  

After delivering a baby, many mothers 
are surprised when they experience a few 
days of feeling “blue”. Sometimes, the 
"baby blues" last longer than a few days 
and begin to escalate. Hear the story of 
two mothers whose joy over having a 
baby turned into dark despair. 
 
Postpartum Depression and Psychosis are 
diseases that can strike new mothers and 
if left undiagnosed, can turn deadly. 
 
 

 

資料來源：外盒介紹 

索書號 : DVD  WQ500  W558  2002 



認識躁鬱症 

 Bi-Polar Disorder 

  

燥鬱症或憂鬱症被人誤解,而且可悲的

是患者通常被親友排斥。影片內容為揭

開這種病的神秘,介紹硏究方面的進展

和新治療方式.還要確實證明,只要有耐

心和支持,患者也可以過著有生產力而

且滿足的生活。 

 

 

 

 

資料來源：台大書卷講

http://newbooks.lib.ntu.edu.tw 

索書號 : DVD 415.985 0064 95 



女性健檢,青少年沮喪,骨質疏鬆症 

Well women exam, teens and depression, osteoporosis 

 

女性每年做一次“婦女體檢”可以確保身

體運作正常。更重要的是很可能救命。

我們還要見一位年輕婦女，看她被診斷

出燥鬱症之後，如何從受罪的人變成極

力主張婦女有參政權的人。最後，雖然

婦女可能有兩，三個罹患骨質疏鬆症的

危險因子，但大多數婦女並不知道自己

有風險。 

 

 

資料來源：百禾文化資訊線上商店

http://www.e-harvest.com.tw 

索書號：DVD  416.62  4924  95 



校園憂鬱症與輔導 

 

大多數的我們都是透過媒體認識憂鬱

症，在聳動的標題及辛辣的文字下，↑

佷容易對於憂鬱症有標籤化或是不正

確的了解。憂鬱症雖被稱為「心靈的

癌症」，但透過早期的發現及配合適

當治療，都有可能讓病情變好或不致

更加惡化。 

 

此影片主要針對各級學校輔導諮商人

員，在規劃各輔導活動以及處理學生

所發生的問題時，提示應注意的重點

事項。 

 

資料來源：諮商與特教實務第三輯學習手冊 

索書號 : DVD 529.5 0072 pt.10, 94 



常見疾病 4.憂鬱症 

The body invaders : depression 

  

對一般人來說,憂鬱沮喪只是一種情緖

反應,有來有去,但有些人就是會無法走

出憂鬱的陰霾,積鬱成疾,嚴重時若忽略

不加治療,極有可能會導致患者走上絕

路.究竟憂鬱症是如何形成的?什麼樣的

人較容易罹患憂鬱症,患者又該接受何

種治療?主持人凱特卡妮將為您分析解

答.現代人生活壓力大,憂鬱症已成為一

種常見的文明病,每個人都應該對它有

所認識,才能在必要時幫助自己或親友. 

 

資料來源：台大書卷講

http://newbooks.lib.ntu.edu.tw 

索書號 : DVD  415  9600  pt.4,94 



-認識心理疾病系列- 

憂鬱症與躁鬱症 

Fires of the mind-flight from despair : depression and mania 

  

每年有一千八百萬個美個人飽受嚴重憂

鬱症的困擾，還有兩百三十萬人罹患躁鬱

症,嚴重的憂鬱症患者會因為莫名的苦惱

情緒而扭曲自我價值，想死的念頭不斷浮

現腦海;躁鬱症患者的情緒則是狂喜，激

昂，覺得自己無所不能,最後失去了判斷能

力。片中請到曾經罹患這兩種疾病,現已逐

漸康復的病患及其家屬，來分享他們感人

的故事，也請到醫學專家為您揭開腦部的

奧秘，了解大腦如何掌控我們的情緒。 

 

資料來源：台大書卷講

http://newbooks.lib.ntu.edu.tw 
索書號 : DVD  415.985  1407  94 



-認識心理疾病系列- 

焦慮症 

Fires of the Mind-Circus of Fear : Anxiety Disorders

焦慮症是一種無時無刻都在害怕自己

會出任何以外的心理疾病。正常人知

道恐懼是想像的，很快就會遺忘，但

焦慮症患者卻無法擺脫這種莫名的恐

懼感，擔心自己隨時都會出事──強迫

症、恐慌症和創傷壓力症候群都是焦

慮症的一種。節目中透過曾經經歷各

種焦慮病症的患者及其身邊親友的經

驗，讓大眾了解這類疾病的真貌和治

癒的機率。此外，專家學者也將為您

解說病患的心理狀態以及發生原因。 

 

資料來源：外盒介紹 

http://newbooks.lib.ntu.edu.tw 
索書號 : DVD  415.985  1407  94 



憂鬱症 

Diagnosing Depression 

驗血或是照 X 光看不出來，但憂鬱症是

成年人失能的主要原因，美國罹患憂鬱

症的人數超過冠狀動脈疾病、癌症及愛

滋病的總和，憂鬱症是一種嚴重的疾

病，想自殺是憂鬱症的明顯跡象，本片

詳細介紹什麼是憂鬱症及診斷和治

療 。 

 

 

資料來源：百禾文化資訊線上商店

http://www.e-harvest.com.tw 

索書號: DVD 415.985 1040 96 



破解憂鬱症 

Breakthroughs in depression : 

 old problem, new therapy 

  

驗血或是照 X 光看不出來，但憂鬱症是

成年人失能的主要原因，美國罹患憂鬱

症的人數超過冠狀動脈疾病、癌症及愛

滋病的總和，憂鬱症是一種嚴重的疾

病，想自殺是憂鬱症的明顯跡象，本片

詳細介紹什麼是憂鬱症及診斷和治

療 。 

 

 

資料來源：百禾文化資訊線上商店

http://www.e-harvest.com.tw 

 
索書號: DVD 415.985 1040 96 

美國每年有一千九百萬人罹患憂鬱

症，也就是大約總人口的 10％。憂鬱症

患者可能連續幾星期或幾個月，天天情

緒低落，其它症狀例如對曾經喜愛的活

動失去興趣，食慾不振，睡眠模式改

變，甚至有自殺念頭。好消息是只要憂

鬱症獲得正確的診斷和治療，你可以在

幾星期內恢復或是更舒服。 

 

資料來源：盒外介紹 

索書號 :  



老年憂鬱症 

Late Life Depression 

Depression in the Elderly 

 

當人們老年的時候，他們失去了伴

侶、朋友、健康、獨立性甚至希望。

據估計，每五個美國老人就有一個

人罹患了憂鬱症，嚴重的甚至會自

殺。此影片，有三位老人親身敘說

他們如何處理憂鬱症的痛苦經驗

以及他們的建議 – 拋棄成見，尋

求協助。 

 

 

 

 

資料來源：外盒介紹 

索書號:DVD  415.985  4814    96 



Emotion-focused therapy 

for depression 

Emotion-focused therapy centers on 

helping the client to express emotions 

more easily and thus release 

unprocessed feelings and thoughts so 

that they may be dealt with openly. In 

the case of depression, having "feelings 

turned outward" can undo the disorder 

by giving access to previously untapped 

resilience in the client. In this session, 

Dr. Greenberg works with a young single 

mother who, because of her habit of 

self-criticism and perfectionism …… 

. 

資料來源：http://www.apa.org 

索書號 : DVD WM420 Em69b   2004 

http://www.apa.org/


Mixed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 cognitive-behavioral 

approach 

  

Clients seeking psychotherapy frequently 

suffer from both anxiety and depression, 

making treatment particularly challenging. In 

this video,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therapist Donald Meichenbaum 

demonstrates a brief, effective approach for 

treating these comorbid disorders. Viewers 

follow a dramatic recreation of key moments 

in his 12-session course of therapy with Anna 

P., a 40-year-old woman who experiences 

recurrent bouts of panic in addition to a long 

history of depression. 

 

資料來源：http://www.psychotherapy.net/ 

索書號 : DVD WM420 Em69b   2004 



克里斯汀貝爾之黑暗時刻 

The Machinist 

  

失眠了整整一年，崔佛日漸消瘦形同槁木

死灰，無論身體或精神狀態都亮起紅燈，

他的世界逐漸變成一場逼真的惡夢，因為

分不清現實與幻境造成工廠同事慘遭截

肢的意外，此時他唯一的慰藉只剩下電話

應召女郎電話那頭的陪伴。在瀕臨崩潰的

邊緣，崔佛決心找出答案，因此展開一場

自我覺醒的旅程，然而當他明白的越多，

真相卻令他抓狂。 

 

資料來源： 

奇摩電影 http://tw.movie.yahoo.com 

索書號 :   



憂鬱或有自殺傾向的病患 

Depressed/suicidal client 

 

  

此影片是為了幫助醫護人員和照護病患的

人，在面對心智病患照護時的注意事項，

並且保護自己。每一種狀況都有兩次不同

的示範情節，讓新手或初學者有所比較，

能很快地瞭解錯誤在那裡，並且學到正確

的照護技巧。 

 

 

 

 

資料來源：百禾文化資訊線上商店

http://www.e-harvest.com.tw 

 



A Living Hell (1) 

探討憂鬱症(1) 

每個人都有哀傷的時候。但憂鬱與哀傷

不同，它是變調的哀傷。專家預測憂鬱

將是 21 世紀主要的死亡原因。本節目

使用創新的大腦顯像技術說明當病患

發病痛苦時，他們的前顱皮質的變化，

以及大腦某些區域血流的改變。新的發

現顯示有關壓力荷爾蒙腎上腺和憂鬱

的關連。最後，檢視此疾病的治療法，

從藥物治療到最新的「認知方法」。僅

僅是檢驗憂鬱的深度，就能獲得真正的

認識，甚或是可以治癒。 

 

資料來源: 外盒介紹 

索書號: DVD 415.985 5014  pt.1, pt2 



A Living Hell (2) 

探討憂鬱症(2) 

 

 

每個人都有哀傷的時候。但憂鬱與哀傷

不同，它是變調的哀傷。專家預測憂鬱

將是 21 世紀主要的死亡原因。本節目

使用創新的大腦顯像技術說明當病患

發病痛苦時，他們的前顱皮質的變化，

以及大腦某些區域血流的改變。新的發

現顯示有關壓力荷爾蒙腎上腺和憂鬱

的關連。最後，檢視此疾病的治療法，

從藥物治療到最新的「認知方法」。僅

僅是檢驗憂鬱的深度，就能獲得真正的

認識，甚或是可以治癒。 

 

資料來源: 外盒介紹 

索書號: DVD 415.985 5014  pt.1, pt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