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服　務　與　推　廣

成功大學圖書館崑巖醫學圖書分館
「2015年圖書館週─打開禮物盒」活動紀實

盧怡伶

成功大學圖書館崑巖醫學圖書分館

壹、緣起

2015年圖書館週，成功大學圖書館崑

巖醫學圖書分館（以下簡稱醫分館）希望

帶領讀者聚焦於「臨終關懷」、「生命末

期照護」及「正向面對死亡」之主題，讓

參與者思考：如果有一天，當面臨自己或

至親即將死亡，該做好哪些準備、說哪些

話及心理調適？並從相關電影或閱讀書

籍，了解他人如何面對死亡，從中學習相

關經驗，並更珍惜身邊擁有的人事物。

主題發想源於醫分館的醫學人文區與

視聽室，有著關於上述三個主題的豐富館

藏資源，資源講述的內容不盡相同，但宗

旨都是圍繞著—「死亡刺激人們思考生命

的真諦。唯有經由探索與瞭解死亡，才能

更彰顯生命的意義」；再者，國人有著避

諱談論死亡的習慣，但逃避死亡的議題，

死亡並不會因此不存在，此次活動希望

藉由影展與書展，讓參與者深思生命的

意義。

貳、活動內容

分兩大活動，分別為集點抽獎活動及

「暖心計畫」募書到安寧病房活動，活動

日期為104年12月7日至104年12月21日，

為期2週。

一、集點抽獎活動

設計病患、家屬與醫生三種人物卡及

可能遭遇的情境，參與者的第一個任務為

抽取人物卡，藉由人物卡的角色設定給予

參與者情境，使其融入書展與主題影展。

集點活動整體以臨終關懷與正向面對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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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題，希望藉由趣味性的活動，一方面

讓讀者探索生命，一方面認識及利用醫分

館紙本、視聽與電子資源。集點方法包括

以下四種：

1	生命練習題、愛沒有終點書展

鑒於參與者或許無法撥空閱讀書展書

籍，醫分館主動將展示書籍中的部分內容

主動摘錄，並設計「聳動」的標題吸引讀

者，進而指示讀者閱讀路徑。於「生命練

習題—跟親愛的說再見」展示櫃陳列「醫

護人員篇：該告訴壞消息嗎？病情告知的

兩難」、「如果你是臨終病人篇：死前會

後悔的25件事之一—沒有表明自己的生前

遺囑」、「您所愛的人生病了篇：你的安

慰是加分還是減分」及「凝視死亡更能擁

抱生命篇：臨終前的生理變化」四大主題

文章，其中前三篇文章為呼應人物卡的情

境，參與者可先思考在該情境下有何做

法，再閱讀文章。

舉例而言，如扮演家屬角色者被賦予

「當面臨親友住院且時日不多時，要如何

探病或慰問親友」的情境，請參與者思考

可能的處理方式並引導其閱讀「您所愛的

人生病了篇：你的安慰是加分還是減

分」，如需延伸閱讀可參考《探病為何最

好別問你還好嗎？》、《死亡如此靠近》

等展示書籍。以上任務完成後即可獲得點

數1點。

「愛沒有終點書展」共展示22冊書

籍，展示地點為休閒期刊區的沙發區長

桌，考量此地點為讀者課餘或休息時間的

熱門駐足地點，因此將書籍展示於此區，

藉由主題展使原分散於醫學人文區、中文

圖書區的書籍產生關聯，結合地點與主題

性兩項因素，活動期間因此吸引許多讀者

順手翻閱（圖一）。

圖一　人物卡運用說明

2 愛在醫學人文影展

共展出20部影片，借閱主題影展的影

片並觀看1小時以上，即可得2點（圖二）。

3 BINGO連線

設計5*5賓果題（共25題），題目以

圖書館所提供的服務與實體及電子資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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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題方向，並將臨終關懷融入題目中。完

成兩條線即可獲得1點，三條線以上獲得2

點（圖三）。

4 蓋一棵聖誕樹

於視聽室玻璃牆面以便利貼裝飾成聖

誕樹，參與者可任選一張便利貼，寫下對

活動的感想或啟發。此活動反應熱烈，共

完成104張，完成率達89%，且張張寫滿

（圖四∼圖六）。有些人分享生離死別經

驗，有些醫護人員反思對待病人及家屬要

更具有同理心，有些人分享思念已逝親友

甚至寵物的心情，有些人命中活動的宗

旨，寫下「死亡不是不能碰觸的禁忌議

題，而是為了不留遺憾！」，不管留言為

何，相信參與者皆從活動或多或少帶走了

不同的價值觀與生命態度。以下精選數則

留言：

曾經有一部電影叫《我的太空人阿

嬤》，其實我也有一個鋼鐵人阿

公，為什麼這麼叫他呢？因為他的

心臟有裝電池，很帥氣吧？是的，

我覺得我阿公超級帥氣，雖然他常

常自己當醫生把不喜歡的藥挑掉，

雖然他不願意用助行器，因為覺得

很丟臉，但是我好後悔我那麼晚才

跟你這棵大木頭說話；後悔我那個

時候在加護病房對你說再見；還

有，後悔我來不及說我愛你。

先前有和摯友討論關於「決定自己

的生死」這件事，今天如果我是臨

終病人，身上插滿管子，無法說

話，那我是否有權利決定自己的生

死？這週末回外公外婆家時，我覺

得可以向他們分享這件事，趁他們

還健康時詢問他們的想法，也可以

先與父母分享。

圖三　參與者認真回答BINGO連線題目圖二　愛在醫學人文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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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蓋一棵聖誕樹—參與者的留言與回饋

圖五　生命練習題文章引人入勝 圖六　集滿四點即可現場抽小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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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一位醫療人員，社會賦予它們

的是拯救生命的天職。長久下來，

或許早已把死亡當成自己醫術上的

失敗，但這事是果真如此嗎？讓一

位病人能善終，何嘗不是功德一件

呢？我想，學習如何面對死亡也是

件生命的重要課題吧！

二、「暖心計畫」募書到安寧病房活動

以往圖書館週舉辦的活動場域幾乎皆

集中於館內，活動型式僅限於靜態活動，

如電影欣賞、書展，今年試圖將場域擴

大，思考如何與醫分館鄰近的機構、社區

結合，將活動意義擴及至社會關懷層面，

考量本次活動主題與安寧照護議題有高度

相關性，因此發想了募書至成大醫院安寧

病房病童的活動。

經過多次與安寧病房陳玉葉護理長諮

詢與溝通，漸漸將受贈對象具體化，定位

為成大醫院安寧病房的病童或病友小孩，

陳護理長也建議書籍以悲傷療癒的繪本或

圖畫書為主，讓兒童透過閱讀，跟隨故

事主人翁的境遇，了解死亡，進而走出

悲傷，而這主題也正好與圖書館週主題

吻合。

正式募集書籍前，一項極為重要的步

驟為擬訂書籍收受範圍，希望收到哪些

書，哪些書不適合捐贈，書籍破損黃漬等

各式書況的書籍是否該收受，都得事先規

範清楚，以掌握贈書品質與節省整理書籍

的人力。11月30日正式將消息公告於後，

在短短三週內，共有78位校內外人士參與

活動，捐出逾320冊書籍，其中近六成比

例為新書，此結果令人出乎意料！

聖誕節當日，王健文館長帶隊，將募

集到的書籍以雪橇造型的書車送至成大醫

院安寧病房，由邱威鑫醫師、陳玉葉護理

圖七　自由時報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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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代表收下。邱威鑫醫師向我們分享，平

常也會自行購買生命關懷繪本贈予有需要

的孩子，透過繪本，讓孩子走出悲傷或了

解死亡是有所助益的，肯定醫分館舉辦的

活動十分有意義。而此贈書儀式，引起媒

體的注目，先後見報於平面與網路媒體，

也登上成功大學網站首頁，可說是為活動

劃下完美的句點。

在收書與整理書籍的過程中，深深感

受到成大人的溫情與熱心，除有本校學

生、教職員及社會人士親自到館捐贈外，

更有數位不具名善心人士直接透過網路書

店訂購寄送到館。由表一可以看出以醫學

院（15人）與理工學院（19人）為捐書者

大宗，醫學院學生捐書冊數（62冊）最

多，平均每人捐贈冊數則以醫學院教師

（11.7冊／人）居冠，其中醫技系黃溫雅

教授一口氣捐了28冊二手書，更帶領其所

屬的實驗室研究生一同合資購買18冊新

書，為此次活動捐贈最多新書的單位。

然而不管冊數多寡，即使只捐贈一本

書，甚或是一本二手書，皆是對活動理念

的莫大支持，也將對某一位孩子帶來影

響。此活動命名為暖心計畫，而最先感動

表一　暖心計畫各身分贈書人次與冊數統計

身分別 捐書人數 新書冊數
二手書

冊數
總冊數

平均每人捐贈冊數

（總冊數／捐書人數）

學

生

醫學院 15 28 34 62 4.1

理工學院 19 35 10 45 2.4

文法社

商學院
3 3 0 3 1

教

師

醫學院 3 5 30 35 11.7

理工學院 0 0 0 0 0

文法社

商學院
0 0 0 0 0

校部職員 14 43 0 43 3.1

醫院職員 11 29 11 40 3.6

校外人士 5 7 18 25 5

不具名人士 3 6 23 29 9.7

廠商 5 23 16 39 7.8

總計 78 179 142 321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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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卻是活動主辦者，藉由活動發現成大

人、臺南人充滿著溫暖的人情味，希望書

籍可以不斷傳遞至有需要的孩子們，讓每

個人心中的這股暖流得以永久延續。

參、後記

這次活動的成功可說是出乎意料，從

「蓋一棵聖誕樹」活動中，每一張寫滿的

留言便條紙中，得知參與者皆獲得了啟

發；活動期間，成大醫院的一位醫師對

「愛沒有終點書展」與「愛在醫學人文影

展」的展示清單頗感興趣，因此向櫃台館

員索取了一份清單，活動不求盛大，但求

在一些人心中掀起漣漪。而暖心計畫原本

只預期募集100冊，最後募集了320冊，此

結果令我們十分歡喜且感受到成大人的愛

心。感謝王健文館長與醫分館孫智娟主任

的支持、所有同仁的協助，以及成大新聞

中心協助發布新聞稿，陸續於自由時報、

中時電子報、新新聞報、民時新聞報等報

紙刊登消息，更要感謝所有捐書者的慷慨

解囊。

圖九　暖心計畫海報圖八　圖書館週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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