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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當醫生遇見 Siki / 賴其萬作

臺北市：張老師文化，2000。410.7 5744

2

病人心.醫師情：我的癲癇病友 / 賴其萬著

臺北市：天下遠見，2004。 415.942 5744

3

話語、雙手與藥.醫者的人性關懷 / 賴其萬著

臺北市：張老師文化，
2006。

4

杏林筆記：行醫路上的人文省思 / 賴其萬著

臺北市：經典雜誌，2010。410.1619 5744

5

用心聆聽 黃達夫改寫醫病關係 / 黃達夫著

臺北市：天下遠見，1999。410.7 4435

6

生死謎藏 / 黃勝堅口述；二泉印月整理

臺北市 : 大塊文化，2010。 419.82507 4477

7

醫眼看人間 一位醫學作家的人生筆記 / 黃崑
臺北市：天下生活，2000。078 4422
巖著

8

醫師不是天使 一位醫師作家的人性關懷 / 黃
臺北市：健行文化，2002。078 4422-1
崑巖著

9

醫療關懷 / 湯美霞等作

10

看不見的角落：急診室裡的人生故事 / 陳維恭
臺北市：天下雜誌，2009。410.1619 7524
著

11

老爹的門診故事 醫師與病患生命互動的溫暖
臺北市：培根文化，1999。417 7537
情事 / 陳福民著

12

410.16 5744

臺北縣永和市：啓英文化，
415.2 7707
2000。

最後期末考 / 陳葆琳(Pauline W. Chen)著 林義馨

臺北市：大塊文化出版，

譯

2008。

416 7541

13 瞳孔裡的小星星：眼科醫生手札 / 陳映瞳著

臺北市：基督教宇宙光全人 863.487
關懷，2004。
7527-2(35)-1

14 無醫村手記 / 陳克華著

臺北市：圓神，1993。

15 守護 4141 個心跳 / 徐超斌[著]

臺北市：寶瓶文化，2009。410.7 2840

16

848.7 7544-11

攜手走過 921 建構社區醫療體系 / 邱泰源，陳 臺北市：國立臺灣大學醫學
410.15 7753
石池編著
院 2003。

17 良醫多自苦中來 / 林啟禎著

臺北縣新莊市：望春風文
410.7 4433
化，2010。

18 醫德不是是非題 / 林啓禎著

臺南市：國立成功大學， 410.16 4433
2006。
2006

19

天使的微光：一位女醫師的行醫記事 / 林育靖
臺北市：九歌，2010。
著

20 癌症告知的兿術 /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著

410.7 4400

臺北市：天下生活，2001。410.14 2623
1
臺大醫圖

編號

出版項

書名 / 作者

索書號

21 後山怪咖醫師 / 李惟陽著

臺北市：時報文化，2010。419.47 4097

22 醫師教你看醫師 / 宋瑞樓等著

臺北市：二魚文化，2005。419.1 7724

23

罹癌母親給的七堂課：當精神科醫師變成病人家屬 臺北縣新店市：夏日出版，
/ 吳佳璇著

2009。

417.8 2621

24

承諾,用心守護病人：黃達夫與和信醫院的故事
臺北市：天下遠見，2010。419.333 7281
/ 丘美珍，李桂芬著

25

生命的尊嚴：探討醫療之心 / 日野原重明等
著；鄭惠芬，呂錦萍譯

198.41 6067

臺北市：慈濟人文志業中心
419.47 2320
中文期刊部，2010。

26 我的病患老師 / 于劍興等著
27

臺北市：東大，1997。

醫院裡的哲學家 / 李察.詹納(Richard M.
Zaner)著；譚家瑜譯

臺北市：心靈工坊文化，
198.41 2724
2001。

醫院裏的危機時刻：醫療與倫理的對話 / 李
臺北市：心靈工坊文化，
28 察．詹納(Richard M. Zaner)作；蔡錚雲，龔卓
198.41 2724-1
2004。
軍譯
29

倫理師的聲影 / 李查．詹納(Richard M. Zaner) 臺北市：政大出版社，
著；蔡錚雲等譯
2008。

30

病床邊的溫柔 / 范丹伯(J. H. van den Berg)
作；石世明譯

臺北市：心靈工坊文化，
410.26 4472
2001。

31

談醫病關係：從理論到 50 位名人的見證 /
Suzanne Kurtz 等作

臺北市：五南，2010。

410.1619 2724

419.47 0970

32 急診室的瞬間 / 胡勒(Frank Huyler)著；廖月娟譯 臺北市：先覺，2000。
33
34

415.22 4744

人道醫療 / 瑪麗．德．翁澤(Marie de Hennezel)
臺北市：張老師，2005。 419.2 8036
著；吳美慧譯
醫學院沒教的一課 / 古柏曼(Jerome Groopman)
作；廖月娟譯

臺北市：天下遠見，2008。

410.26 4046-1
2008

35

時間等候區：醫生與病人的希望之旅 / 傑若． 臺北市：心靈工坊文化，
410.7 4046-1
古柏曼(Jerome Groopman)作；鄧伯宸譯
2004。

36

你的醫生在想什麼? / 伊恩．布魯默(Ian Blumer)
臺北市：天下生活，2000。419.1 4026
著，賓靜蓀譯
【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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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醫生 / 西川美和原著.編劇.導
演；加藤悅弘製片；川城和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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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天馬行空，[2010?]。

索書號
(VV) 987.83
1028-1

歡迎親至本館參閱或利用校內圖書代借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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