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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寫生命故事 : 

 DAISY 有聲書 

 

  

外科醫生冰子客居美國，身在異鄉卻非常關心

華人世界的動態，SARS 肆虐，他條理分析疫

情並呼籲兩岸三地莫驚慌要冷靜處理此一災

難，明星張國榮於愚人節跳樓殞命，扼脕之

餘，也談及二十一世紀第三殺手－憂鬱症的嚴

重性。手術刀能救人，作家以一枝筆卻可以書

寫的形式，拯救更多無數的生命與靈魂，於是

冰子在醫學研究之餘，勤寫專欄，無論小至減

肥、蛀牙、痣斑、紋身等健美問題，大至生化

科技、急診室的破解命案、愛滋關懷等等均侃

侃而談，除了提供正確的保健常識外，與文友

琦君夫婦的溫馨接送情，對同是來自大陸移民

的困難伸出援手、慷慨義助及互相扶持，都是

非常感人的情誼。 

資料來源：台大書卷講 http://newbooks.lib.ntu.edu.tw 

索書號 : DVD 855/3217d/95/ 

 



心靈點滴  

Patch adams 

 

  

漢特“派奇”亞當斯少年時期，因為患有憂鬱症

因此住進精神療養院，他在出院後便立志要當

醫生。雖然他在醫學院的成績非常優異，但是

他卻非常反對傳統醫界那種高高在上、不近人

情的思想。他相信歡笑就是最好的處方，他為

了逗病痛纏身的病人笑，於是成天穿色彩鮮豔

的花襯衫，或是扮成大猩猩。他為了帶給病人

歡樂和希望，無所不用其極，可是他這種離經

叛道的思想和做法，卻被保守的醫學院長視為

眼中盯，並且威脅要他退學，不過他仍堅持自

己關懷病人、以病人為重的理念，和傳統的勢

力周旋到底，最後終於成功地拿到醫科學位，

在畢業後成立一個「健康中心」，徹底實踐他

的理念，為病人建立一個充滿歡笑的醫療環

境。 

資料來源：開眼電影 http://app.atmovies.com.tw 

索書號 : DVD987.83/3163/88/ 

 

 



<尊重生命 正確看診> 

系列影片 

  

【尊重生命 正確看診-系列影片】有「病人主

訴腳部發麻」及「病人訴訴上腹部疼痛」等二

段影片 

本系列影片主要是想透過劇中病人看診與醫

師問診的過程，讓民眾瞭解何謂醫師正確看診

行為，以及如何在醫病互動過程中當個聰明的

病人。 

讓我們的社會有更多好的醫師與聰明的病

人，是製作本系列影片最誠摯的期待；全面提

升國家醫療品質，就從你我做起！ 

 

資料來源：健康九九網站 http://health99.doh.gov.tw 

索書號 : DVD 419.47/5744/pt.1,92/ 

 

 



醫生為何會犯錯 

 
  

「醫生為何會犯錯」分四大主題:關鍵時刻、

探討醫院體制、破解沈默密碼、醫療團隊溝

通。 

1.醫院管理以及醫生工作時間過長造成的醫

療失當問題。 

2.了解錯誤發生的原因，而非一味錯怪醫生。 

3.醫療疏失的解決之道。 

4.醫療團隊如何改善彼此之間溝通與互動。 

 

資料來源：光碟外盒 

索書號 : DVD 419.49/7028(1) /pt.1/ 

 

 



走出寂靜  
 Beyond silence : about life, love and the 

sound of snow 

 

  

小女孩拉拉住在德國南部小城,從小由失聰的

雙親撫養長大.拉拉和父親馬丁間有一個小小

的遊戲--猜聲音. 當拉拉開始學習黑管,優異的

音樂天份迫使她進行人生中的第一次叛

逆......。 

 

資料來源：IVIDEOhttp://www.ivideo.com.tw 

索書號 : DVD987.83/4235(1) 

 



大醫院小醫師 

 

  

一群醫學院六年級的死黨，他們即將進入第七

年實習醫師，這一段最辛苦，最風暴的考驗，

他們個性迥異，年輕氣盛，是否都能順利過關

呢？ 

我們總在受傷、軟弱、甚至性命交關的時候和

他們相識，康復後就匆匆離去，其實那些短暫

的片刻，交融了自然的奧秘、生存的殘酷、人

類的卑微與勇氣，以及所有醫生和護士在專業

錘鍊中所發出的光和熱……值得我們一起回

顧分享，好好珍惜。 

 

資料來源：YESASIAhttp://www.yesasia.com 

索書號 : DVD 989.2/4779/pt.1/ 

 

 



醫學與音樂 
 

 

 

 

  

成大醫學院醫學與人文課程 

林衡哲主講 

 

成大醫學中心視聽中心製作 

 

資料來源：光碟外盒 

索書號 : DVD410.7/7770/95/ 

 

 



不願面對的真相  
An inconvenient truth : a global warning 

 
  

我們坐在一枚定時炸彈上面，如果全世界大多

數的科學家是正確的，人類只有十年的時間避

免一場大災難，足以讓地球的氣候系統一片大

亂，造成嚴重的氣候遽變，包括極端的氣候變

化、水災、旱災、流行性傳染病大量散播以及

致命熱浪，災情之嚴重是我們從來沒有經歷過

的，而且完全是我們自己造成的。如果這聽起

來像杞人憂天，請重新考慮一次。本片記錄了

艾爾高爾在全世界各地的全球暖化巡迴演

講，他在這些以幻燈片輔助的演講中，同時展

現出風趣幽默以及認真嚴肅的一面，以輕鬆自

然以及實事求是的態度、竭盡所能向一般老百

姓說明地球正面臨一場“全球性的緊急狀況”，

而我們這些老百姓在事情尚未惡化到無法挽

救的地步，必須儘快採取行動阻止浩劫發生。 

資料來源：奇摩電影 http://tw.movie.yahoo.com 

索書號 : DVD 367/0010b 

 



得了癌症，一百個感恩 

身為醫療專業與病人雙重身份的現身說法 

 

  

喜樂的心乃是良藥，憂傷的靈使骨乾枯。生命

交給天主，生病交給醫生，生活交給自己。 

 

資料來源：光碟外盒 

索書號 : DVD410.7/2100/96/ 

 

 



永遠的部落:讓我的孩子更賽夏 

賽夏族．意古 

 

 

  

提起賽夏族，可能是台灣原住民族中，最不為

人熟知的族群。但是大多數人卻都有聽過「矮

靈(人)祭」的印象。對於人口僅有三千多人的

賽夏族而言，「矮靈(人)祭」可能是目前保存

族群記憶的最後堡壘。當然除了傳統祭典外，

賽夏族人現在所需要的遠遠超過這些…。朱義

德【族名「意故」】是一個深受漢族教育培養，

而不會講自己母語的北賽夏族群的小學老

師。他對賽夏族的未來有很深的憂患意識。本

節目透過他來告訴我們，像他這樣的賽夏族

人，對民族的現況與未來所具有的感受和期

盼。 

 

資料來源：公共電視台 http://fruit.pts.org.tw  

索書號 : DVD 536.33/3320(2) pt.6// 

 

 



永遠的部落:重塑祖先的榮耀 

排灣族．撤古流 

 

  

本集主要是排灣族青年撒古流，介紹生長的部

落 j 社。由他訪問部落長老，從部落長老的口

中，了解部落過去生活的型態。撒古流也以中

生代的角度，談大社部落經過政府提倡山地生

活改進之後，下一代漸漸否定了祖先傳承千年

的生活方式;但另一方面，排灣族大社村的年

輕人，在工業都市中也遭遇到了種種適應的困

難。在差異極大的兩面之間，如何取得新的平

衡，是極大的挑戰。綜合長期學習雕刻，對傳

統文化的了解，和在平地都市就業的經驗，撒

古流相信藉著傳統工業和現代文明的結合，一

定能為古老的傳統文化在商品化的二十世紀

找到新的生命。 

 

資料來源：公共電視台 http://fruit.pts.org.tw  

索書號 : DVD 536.33/3320(2) pt.7// 

 

 



永遠的部落:霧中風景 

   賽夏族．日繁雄 

  

日繁雄是賽夏族日家的長老，年輕時代曾在外

經商，大約在二十年前，回到祖先留下的土地

上進行耕種，並且致力於賽夏母語和傳統文化

的保存和推廣。在賽夏族年輕人紛紛離開部

落、賽夏文儘面臨失傳的時候;土地上的植

物、賽夏文化卻成為他生活中的重心。日繁雄

其實是客家人的血脈，由賽夏日家收養後成為

賽夏一份子。關於他的身份也曾受族人質疑，

但是他不願多作辯解，身份認同在他的心中絲

毫不曾有過疑義。 

 

資料來源：公共電視台 http://fruit.pts.org.tw  

索書號 : DVD 536.33/3320(2) pt.13// 

 

 



永遠的部落:賽德克的女兒 

泰雅族．曾瑞琳  

 

  

Temi-Nawi，漢名-曾瑞琳。是發動霧社事件的

賽德克族群的後裔，從小生長在清流部落。為

了單純的服務信念，他獻身於天主教，成為修

女，進而成為族群中第一位女博士。然而為了

能夠回到自己部落為同胞工作，他放棄了心愛

的修女身份，回到清流，尋找自己的族群文

化，編寫字典，設立紡織工作室，探訪各部落

的小孩及無依的老人，推動母語識字班，為賽

德克族群找出新出路。 

 

資料來源：公共電視台 http://fruit.pts.org.tw 

索書號 : DVD 536.33/3320(2) pt.19// 

 

 



樂生  

Joyful life 

 

  

樂生療養院於 1930 年建立，作為強制收容漢

森病（俗稱痲瘋病）患的官方機構，最高曾有

1100 名病患居住在此，1954 年，廢除強制隔

離政策。2002 年，由於捷運新莊線施工，超

過三分之一的院舍被拆除。半數以上院民已搬

遷至新完成的醫療大樓。然而，在自救會、學

生與人權團體的抗爭下，拆除行動已暫緩。作

為世界上少數僅存的漢森病院之一，樂生療養

院正處於消失的邊緣。樂生院民藉由主動發聲

及抗爭行動，表達不願意搬離舊社區、進駐新

醫療大樓的意志及觀點。本片的任務，不僅觀

注著樂生的存與廢，更觀注著一群社會底群的

弱勢團體，避免他們被社會邊緣化、以及在歷

史洪流中，被逐漸遺忘。 

 

資料來源：PCHOMEhttp://www.pcstore.com.tw 

索書號 : DVD 548.27/2225 

 



有你真好  

The Way Home 

  

7 歲小男孩小武，來到荒涼偏僻的鄉下，和首

次見面的外婆一起度過這段難忘的暑假。小武

是個調皮、愛打電動、組合金剛的城市小孩；

不能說話的啞巴外婆卻是貧苦、樂天知命、有

耐心的獨居老人，於是祖孫二人之間發生一波

波令人發笑又氣結的衝突，卻也產生讓人鼻

酸、感動的愛。 

 

資料來源：開眼電影 http://app.atmovies.com.tw 

索書號 : DVD 987.83/4244c 

 



實習醫生 

Grey's anatomy 

 

  

聰明富同情心的梅莉迪絲、韓裔高材生克莉絲

汀娜、美麗如模特兒的伊茲、敏感膽怯的喬治

和風流的艾立斯等人第一年進入西雅圖恩典

醫院當實習醫生，身處於宛如戰場般競爭激烈

的醫院，實習醫生要從「外科食物鏈的最下端」

力爭上游！他們每天都在與時間競賽，因為每

天都有緊急病患等待救治，隨時要進行大腦、

心臟、脊椎等最危險的手術；當然，還有危險

的辦公室戀情可能一觸擊發，梅莉迪絲第一個

病患的主治醫生德瑞克，竟然就是自己一夜情

的對象！ 

 

資料來源：BESTSHOPhttp://dvd.bestshop.com.tw 

索書號 : DVD 548.13 3370 93 

 

http://home.books.com.tw/collection.php?id=13763


 閃亮實習醫生 

 

  

宇佐子是一名剛從醫學大學畢業的實習醫

生。第一天上班途中，竟意外遇到了一名身體

不適的小男孩。急忙之中趕緊揹著小男孩前往

上班的醫院，院內剛好一片忙碌。而因為宇佐

子的臨時亂入，造成院內更加混亂。男護士小

健及製藥公司的業務山崎，更是對於宇佐子無

謂旁人存在般地橫衝直撞，嚇了一大跳。緊接

著美女醫生美加子現身，冷靜準確地對小男孩

作出診斷處置。對美女醫生的優雅氣質看傻了

眼的宇佐子，終於想起了上班遲到的事…。在

第一個實習門診小兒科裡，指導醫生總是毫無

預警地亂發脾氣；被小兒科病患們完全地看不

起；手臂被新手護士當作練習打針注射的練習

台…等等，種種倒楣事一件接著一件襲來。但

是對宇佐子來說，真正的災難才正要開始！！ 

資料來源：IVIDEOhttp://www.ivideo.com.tw 

索書號 : DVD 989.231/7031/pt.1,95/ 

 

 



尋骨線索第一季 

Bones Season One 

 

  

貝倫博士是一名年輕的刑事人類學家兼小說

家，她擁有不同於凡人的特殊才能，就是能根

據受害者的屍骨，分析尋獲常人難以發現的線

索，因此，FBI 聯邦調查局特別借重她的專長，

協助警方偵破一些因屍體嚴重腐爛、燒毀或被

破壞而使得普通的屍檢方法無能為力的兇殺

案件。各種罕見怪異且內幕重重的刑案，等待

貝倫博士抽絲剝繭，還原真相！ 

 

資料來源：IVIDEOhttp://www.ivideo.com.tw 

索書號 : DVD989.2/1724pt.1/pt.1,96/ 

 

 



蝴蝶的眼淚  

 Cry of the butterfly 

 

  

荳蔻年華的葆琳娜患有血癌，但她憑藉遮祖父

的關愛和她對音樂的執著，她不願屈服地和死

神搏鬥，在一次演唱會後，葆琳娜對於年齡相

仿的鮑伯一見鍾情，熱切期待愛情光臨。但是

個性內向憤嫉世俗的鮑伯卻刻意隱藏他對葆

琳娜的愛意，因為童年父母離異的傷害，讓他

無法與人正常交往。葆琳娜的真情終於打動了

鮑伯，讓他和形同末路的父親重新建立關係，

但是不斷釋放愛的葆琳娜，漸漸感到死神的靠

近，在她不斷需要幫助和安慰的時候鮑伯能夠

獻上同樣的真情嗎？答案將在他們共譜愛情

樂章之中。 

 

資料來源：IVIDEOhttp://www.ivideo.com.tw 

索書號 : DVD 987.83/5526 



心靈病房  

Wit 

  

向來在英詩教學上一絲不茍、又有點不近人情

的貝寧教授，無意間發現自己身患卵巢癌，褪

下講台上的光環，她只能躺在病床上毫無尊嚴

的接受各種化療，任憑死神一步步逼近她，然

而，她的醫生傑森--亦是她昔日的學生，及另

一位善良的護士長蘇西，卻為她即將枯槁的生

命，帶來一次全新深沉的省思，「死亡，不是

件榮耀，雖然人們總視為敬畏可怕的象

徵...」，死亡不過是生命的暫停，卻可能是另

一個旅程的開始..... 

 

資料來源：IVIDEOhttp://www.ivideo.com.tw 

索書號 : DVD 987.83/3103b 

 



愛在瘟疫蔓延時 

 Love in the time of epidemic 

 

  

故事從兩位主角 20 多歲相遇開始，互有好感

的兩人礙於階級相差懸殊，身為私生子的男主

角阿里薩，遭到女主角費歐米娜父親的反對，

深愛家人的她，於是轉而嫁給醫生烏爾比諾，

痴心不悔的阿里薩，一等就是五十多年，直到

兩人都白髮蒼蒼，烏爾比諾也過世了，才開始

一段黃昏之戀。 

片中時空跨越五十多年，見証了美洲六十年代

的轉變，而愛情正如瘟疫一樣，在人的心裡與

生活裡捲一起永不停息的病，故事時空並置交

錯，接著由女主角晚年丈夫死亡後層層回顧，

而故事中幾個角色的情愛，如一場愛情大觀

園。 

 

資料來源：開眼電影 http://app.atmovies.com.tw 

索書號 : DVD987.81/2400/pt.1/ 

 

 



生命相對論 

  

  

滄海一粟，在漫漫宇宙長河中，人生不過一

瞬！在這段人生道路上，有人走得繁花燦爛、

有人過得堅毅慧達；如何過？怎麼過？生活與

生命的意義為何？一直是人生的大哉問！這

裡的每一個生命，都在時間與智慧的淬礪下，

提煉出讓人尊敬的質地，也提供了一扇可供思

考的窗，鼓勵我們診視自己的人生。六場對

談，十二個生命故事。歡迎你，一起參與這場

生命的盛宴！ 

 

資料來源：成大圖書館 http://www.lib.ncku.edu.tw 

索書號 : DVD 177.2/2843/pt.1,98/ 

 



帥哥醫生 

Say Hello To Black Jack 

  

從名校"永祿大學醫學部"畢業的齊藤英二郎，

和出久根邦彌以實習醫生的身份進入永大醫

學部工作.原本在第一外科擔任實習醫生的兩

人，雖被稱為是實習醫生，但實際上卻被當作

雜工來差遣，完全無法發揮所學。月薪僅僅只

有三萬八千日圓，卻要忍受每天平均 16 小時

以上的超時工作，為了賺取生活費，英二郎只

好在下班之餘，拖著疲累的身軀，到別的醫院

當兼差值班醫生，到了服部當校長的誠同醫院

裡，英二郎看到牛田和赤城醫生認真工作的模

樣，他心中湧起一波又一波的衝擊… 

 

資料來源：奇摩購物中心 http://buy.yahoo.com.tw 

索書號 : DVD 989.231/2172/pt.1,92/ 



第四張畫 

The Fourth Portrait 
 

 

每一張畫的背後，都隱藏著一個不為人知的祕

密…十歲的小翔獨自一人面對父親的死去，三

餐無以為繼的他，遇見了一位面惡心善的老校

工，帶著他四處撿舊貨。就在小翔以為找到新

的歸宿時，陌生的母親出現了，把他帶到新的

家庭和性格陰沈的繼父同住，但小時候跟著母

親離開的親哥哥卻不知去向…。孤獨的小翔在

校外遇見一位滿口天馬行空的胖哥哥，用獨特

的方式教他認識世界。這些陸續出現的朋友們

建構出小翔生命的輪廓，在他的畫筆下成為一

張張肖像。第四張畫，小翔是否能畫出自己的

模樣？ 

 

資料來源：奇摩電影 http://tw.movie.yahoo.com 

索書號 : DVD  987.83  8615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