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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德-畢德氏症候群 我的媽媽

先天性四肢切斷症 2分20秒

沒問題三班

沒問題運動會

早期過度生長的先天性
畸形症候群 驚異生命之旅永無止境的生長

唐氏症 24週 (心臟先天性畸形)

不存在的女兒

花生醬獵鷹的願望

我也愛你

我的親親寶貝

重燃心希望

時間遺忘的天使

愛回來

搖滾吧!唐氏龐克哥

莫厄特威廉氏症 甘納和他的哥兒們

普洛提斯症候群 象人

普瑞德威利症候群 永不饜足－普瑞德威利症候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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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性畸形、變形與染色體異常
著色性乾皮症 午夜的陽光

遺傳性水皰症 只要我長大-泡泡龍的故事

羅素西弗氏症 慢飛天使：我的拇指公主

Smith-Lemli-Opitz 症候群 Alphée des étoiles

Treacher Collins氏症候群 五萬分之一的我：無臉症



疾病分類：
先天性畸形、變形與染色體異常-巴德-畢德氏症候群

我的媽媽
Mother,Mother

片 長：240分鐘
導 演：林冠慧

條碼： 86704138
索書號： DVD 989.233 2244

故事講述雨柔(林心如飾)和開祥(高英軒飾)的孩子小虹，非常
有繪畫天分，把家裡的每一面牆都畫滿。老師說小虹的作品
充滿了超現實的夢幻，好好栽培會是台灣的夏卡爾。但她卻
患有Bardet-Biedl氏症候群(Bardet-Biedl.Syndrome；簡稱
BBS)一種體染色體隱性遺傳疾病，視力隨年齡增長而退化，
並有學習困難、精細動作發展遲緩的症狀。生活因此陷入困
難的夫妻倆竟把頭腦動到了一樁複雜的金錢與情感交易上…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8%91%E7%9A%84%E5%AA%BD%E5%AA%
BD_(%E9%9B%BB%E8%A6%96%E9%9B%BB%E5%BD%B1)



2分20秒

片 長：90分鐘
導 演：薛少軒

條碼： 86703920
索書號： DVD 987.83 8029 98

主角是位高中游泳選手，父親年輕時也是一名游泳健將，
後來在兒子身上發現游泳天份，於是把心願寄託在兒子
身上，然而父親發生意外，經過教練的解釋，兒子才發
現自己對父親的誤會有多深，自責難過到放棄游泳，在
一場游泳比賽受到腳有殘缺的小泳將「達達」殘而不廢
的精神激勵，他立志要超越自己，彌補父親的遺憾。一
部笑中帶淚的溫馨感人勵志電影。

資料來源：誠品網路書店 http://www.eslite.com/

疾病分類：先天性畸形、變形與染色體異常-先天性四肢切斷症



不一樣的老師＋28個性情迥異的小學生，激盪出最精采動人
的火花！搭乘電動輪椅出現的赤尾老師，吸引住五年三班全
體學生的目光，因為，這個老師居然沒有手和腳！任職於教
育委員會的白石推薦赤尾當正式教師，白石則以助教的身分
協助教學，這是特例中的特例。於是，白石與赤尾兩位老師
互相支持、分憂解勞，不僅是每日的教學，連學校生活中不
可或缺的營養午餐、學生會，以及年度要事運動會和校外教
學也積極規劃參加。赤尾老師知道，只要一點點的包容，一
點點的鼓勵，加上一句「沒問題！」，就能讓孩子的生命發
光，一堂堂最與眾不同的人生課程就此展開。

沒問題三班
Nobody's perfect
だいじょうぶ3組

片 長：117分鐘
導 演：廣木隆一

條碼：86703829 - 86703830    
索書號：DVD 987.83 3761 pt.1-2,102

資料來源：奇摩電影 http://tw.movie.yahoo.com/movieinfo_main.html/id=4632

疾病分類：先天性畸形、變形與染色體異常-先天性四肢切斷症



本片紀錄了2012年倫敦夏季殘障奧運會，身障運動家在賽事中努力
不懈的精神與感人的過程。格瑞患了脊髓性肌萎縮，頸部以下癱瘓，
但他是希臘硬式滾地球冠軍！愛伊達因為戰爭讓他失去了一臂，但
他是獨臂的乒乓球選手。天生沒有雙手的麥特卻是一個弓箭手，靠
著專屬特製的弓，加上驚人的意志力，讓他強而有力的射出每一箭，
百發百中！他們雖然沒有手或沒有腳，面對這些運動競賽，各個沒
問題，在殘奧會上發光發熱。然而，在他們上場努力奮戰的背後，
其實面臨著憂鬱、病痛及死亡的可能性。拍攝本片的導演尼克馮格
拉索因為本身也有肢體障礙而痛恨運動，他親自拍攝這群身障朋友
們在倫敦殘奧運動會上，拼出傲人的成績，令他為之欽佩。本片深
入紀錄身障選手們如何面對生命，克服身體上的殘缺，靠著奮戰不
懈的精神，運轉他們不平凡的人生。

沒問題運動會

片 長：83分鐘
導 演：尼克馮格拉索

(Niko von Glasow)

條碼：86703888
索書號：DVD 528.982 3763 102

資料來源：公視 https://shop.pts.org.tw/Home/ProductDetail/23091032D

疾病分類：先天性畸形、變形與染色體異常-先天性四肢切斷症



疾病分類：先天性畸形、變形與染色體異常-
早期過度生長的先天性畸形症候群

條碼： 86703927 
索書號： DVD 410 4628  pt.2,103

「象人」約瑟夫梅里克罹患一種罕見的遺傳性疾病－
普洛提斯症，患者身體各部位會過度生長。本片介紹4
歲的患者艾碧蓋兒萊德和她的家人，他們前往美國馬
里蘭州接受為時一週的測試，並且去拜訪其他普洛提
斯症患者，學習適應這種不治之症；在英國，31歲的
曼蒂塞拉斯罹患更為罕見的普洛提斯症，她的雙腿異
常巨大，而身體其他部位則依然嬌小。

資料來源：成大圖書館館藏目錄http://weblis.lib.ncku.edu.tw/

驚異生命之旅-
永無止盡的生長
Amazing Lives-Can't stop 
growing

片 長：50分鐘



懷孕的喜劇女星阿思緹，發現自己懷的孩子有唐
氏症，在一番掙扎後，她決定把孩子生下來。但
醫生之後又發現，她的孩子因為唐氏症伴隨患有
心臟缺陷，一出生就得面臨一連串重大的心臟手
術。幾經天人交戰之後，她決定放棄小孩，並接
受引產方式來向孩子告別...。

疾病分類：先天性畸形、變形與染色體異常-唐氏症

24週
24 Weeks

片 長：103分鐘
導 演：貝拉賀

條碼：86704391    
索書號：DVD 987.83 3730  106

資料來源：成大圖書館館藏目錄 http://weblis.lib.ncku.edu.tw/

★柏林影展最佳藝術電影大獎
★德國施威林影展最佳德國電影
★馬爾他國際影展最佳劇本獎



大衛是年輕有為的醫師，和諾拉新婚燕爾，兩人正殷
殷期待第一個孩子的誕生，當諾拉順利產下健康的男
嬰保羅，與唐氏症的雙胞妹妹菲比，大衛想起自已十
二歲時離開人世的妹妹，母親因此再也沒有笑過，他
決定不要讓同樣的悲劇在妻子和兒子的生命中重演，
他請護士卡洛琳帶走菲比，把她送往安養之家，自此
改變了兩個家庭的命運。

疾病分類：先天性畸形、變形與染色體異常-唐氏症

不存在的女兒
The memory keeper's daughter 

片 長：89分鐘
導 演：傑克遜 Mick Jackson

條碼：86701999    
索書號： DVD 987.83 1442c 97

資料來源：成大圖書館館藏目錄http://weblis.lib.ncku.edu.tw/



患有唐氏症的查克(柴克格薩根飾演)，他不顧一切逃離照
護機構，只為了找到崇拜的傳奇摔角選手，向他拜師學
藝。他在特殊情況下，結識了亡命之徒泰勒(西亞李畢福
飾演)，並使泰勒成為他的教練與盟友。兩個流浪的靈魂
一拍即合，開啟一場充滿驚喜的旅程。他們共同繞過三
角洲，逃避警方追捕。逃亡途中，他們一起喝威士忌、
尋找上帝、捉魚充飢。後來，甚至連原本要把查克帶回
去的看護艾莉諾(達珂塔強森飾演)，都加入了這趟旅程，
而三人意想不到的情誼，也將迎來一段歡樂又激勵人心
的溫暖之旅。

疾病分類：先天性畸形、變形與染色體異常-唐氏症

花生醬獵鷹的願望
The Peanut Butter Falcon

片 長：97分鐘
導 演：Tyler Nilson

Michael Schwartz

條碼：86704601    
索書號：DVD 987.83 4224g  109

資料來源：成大圖書館館藏目錄http://weblis.lib.ncku.edu.tw/



生來是唐氏症的丹尼爾，擁有碩士學位、正常工作和
幽默談吐，而他積極渴求的一切就是「平凡」。某天
愛情來了，無懼身體缺陷與種種差距，他對親切爽朗
的蘿拉展開追求，平安夜到來，他勇敢告白，得到的
回應會是「聖誕快樂」或「我也愛你」？唐氏症演員
皮納達，和阿莫多瓦御用女演員蘿拉杜娜絲，在本片
中以感人演技，同登影帝影后寶座。

疾病分類：先天性畸形、變形與染色體異常-唐氏症

我也愛你
Me too  

片 長：98分鐘
導 演： Antonio Naharro

Alvaro Pastor

★榮獲2009聖賽巴斯汀影展最佳男、女主角

條碼： 86703199    
索書號： DVD 987.83 2522b 100

資料來源：成大圖書館館藏目錄http://weblis.lib.ncku.edu.tw/



本片以輕鬆又活潑的方式，紀錄下兩位唐氏症患
者的獨特婚姻，並深入探討他們的內心世界，以
及週遭默默支援的家人。如同兩位大孩子主角，
電影全片充滿難得一見的活力，拋去了自憐自艾，
他們相信只要有心，夢想終有實現的一天！本片
將告訴你：對待唐氏症患者的最好方法，就是給
予他們正常生活的權利！

疾病分類：先天性畸形、變形與染色體異常-唐氏症

我的親親寶貝
Monica & David  

片 長：68分鐘
導 演：Alexandra Codina

★榮獲紐約崔貝卡影展最佳紀錄片
★美國南達科達影展最佳紀錄片

條碼： 86703356    
索書號： DVD 987.81 2200 100

資料來源：成大圖書館館藏目錄http://weblis.lib.ncku.edu.tw/



前職棒選手卡爾文坎伯(克里斯多夫波拉哈飾)因個人因素而
提早被球團解約，整日酗酒的他，讓女兒凱蒂(麥凱莉米勒飾)
被感失望。而就在人生茫然之際，卡爾遇到了在超市工作的
唐氏症男孩普羅杜斯(大衛迪桑提斯飾)，他的積極樂觀，讓
卡爾文受到激勵與啟發，讓他努力戒酒重新面對新人生。這
部頗具渲染力的小品，除了提供觀眾正面的能量外，導演克
里斯道林更藉由影片希望消除迷一般大眾對殘障人士的歧視
與偏見，令人動容。

疾病分類：先天性畸形、變形與染色體異常-唐氏症

重燃心希望
Where hope grows

片 長：95分鐘
導 演：Chris Dowling

條碼： 86704279    
索書號： DVD 987.83 2934  105

資料來源：誠品網路書店 http://www.eslite.com/product.aspx?pgid=1004130382483393



安妮塔是個唐氏症女孩，和經營禮品文具店的母親同住。儘
管天生別於常人，但感情深厚的母女和一般人並沒什麼不同，
生活愉悅知足。就在1994年7月18日，安妮塔和母親如往常
般開店。為了替安妮塔爭取醫療資源，母親將她留在店中出
門奔走。當安妮塔正依照母親交代補貨時，大地突然震動，
彩繪玻璃窗爆裂，所有貨架瞬間崩塌！安妮塔震驚地衝出門，
街上滿目瘡痍，阿根廷遭遇史上最嚴重的恐怖攻擊事件。混
在濃厚的煙塵與迷惘的人群裡，安妮塔毫無頭緒，只能被同
樣帶著傷與疑惑的人推著往前走。陌生的城市、未知的臉孔，
安妮塔踩著笨重的腳步，殊不知自己的人生即將徹底改變！

疾病分類：先天性畸形、變形與染色體異常-唐氏症

時間遺忘的天使
Anita

片 長：102分鐘
導 演：Marcos Carnevale

條碼： 86703610    
索書號： DVD 987.83 6730c  98

資料來源：奇摩電影 http://tw.movie.yahoo.com/movieinfo_main.html/id=3563



疾病分類：先天性畸形、變形與染色體異常-唐氏症

條碼：86704014
索書號： DVD 987.83 2064  103

一個關於愛、包容和家庭的動人故事，改編自真人真
事。一名唐氏症少年遭受毒蟲母親遺棄，一對男同志
伴侶決定收養他，並視他如己出，使他獲得未曾擁有
的幸福家庭。然而，當局發現這對男同志的反傳統生
活方式，迫使他們挺身對抗存有偏見的法律系統，以
挽救這個孩子的人生。電影緊扣現今多元成家議題，
感動人心。

資料來源：奇摩電影 http://tw.movie.yahoo.com/

愛回來
Any day now

片 長：98分鐘
導 演：Travis Fine

★芝加哥、胡士托影展觀眾票選最
佳劇情片

★西雅圖影展最佳電影、男主角
★洛杉磯同志影展觀眾票選最佳劇
情片



四個熱愛音樂的大男人，組了一個叫「帕堤的賜名日」的樂
團。他們因患有唐氏症，先天智能有缺陷，有些甚至有發音
障礙，可是還是無法阻擋他們對這瘋狂世界的憤怒，以及對
音樂的執著。一首首大膽叛逆的樂曲，與主流龐克相互抗衡，
他們自己作詞作曲，歌詞充滿著他們想要對社會、政府表達
的憤怒，透過這些全片詳述樂團從排練、錄音到登台的歷程，
以及團員面對創作的爭執，抑或與家人、友人的親暱互動，
皆透過導演戲劇化般的鏡頭完整捕捉。無論您是否為其樂迷，
本片勢必讓您大開眼界。

疾病分類：先天性畸形、變形與染色體異常-唐氏症

搖滾吧!唐氏龐克哥
The Punk Syndrome

片 長：85分鐘
導 演：卡克凱南Jukka Karkkainen

帕西Jani-Petteri Passi

★芬蘭奧斯卡最佳紀錄片、最佳剪輯獎
★瑞士真實影展
★美國銀紀錄片影展
★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

條碼：86703882
索書號：DVD 987.81 5360  102 

資料來源：誠品書店 http://www.eslite.com/product.aspx?pgid=1004249592265591



甘納，罹患莫厄特威廉氏症，在身心方面的發育
都遲緩，母親在照顧他 20 幾年之後決定放開他，
由一群藝術家和音樂家與他同住，負責照顧他。
他們之間的關係像家人、像朋友，也一起創造另
外一種生活支持模式，取代了傳統的機構照顧方
式。

甘納和他的哥兒們
The Key of G

片 長：59分鐘
導 演：Robert Arnold

條碼：86704364    
索書號：DVD 415.135 4222  106

資料來源：2015圓缺之間影展 http://www.kuang-ching.org/ap/cust_view.aspx?bid=5102

疾病分類：先天性畸形、變形與染色體異常-莫厄特威廉氏症



19世紀，一名英國外科權威醫生崔佛在馬戲團發現了一個頭部
畸型的像人約翰梅里克，約翰因頭部畸形的病變，從小被父母
拋棄，被馬戲團團主收容，成為娛樂大眾的怪物，約翰在馬戲
團中受盡不人道的待遇，也未得到良好的醫療照護，因此崔佛
醫生將他收留在醫院裡並給予妥善的照顧；不料馬戲團團主又
派人將像人搶去，到歐洲各地巡迴展出，幸得團中其他夥伴暗
中把他救回英國，在崔佛醫生的悉心照護下，讓他感受到從未
體驗過的人性關懷，也讓他體驗到人間的溫暖，使得之前只能
帶著面具示人的約翰，重新找回作為一個「人」的尊嚴；本片
藉由醫生與群眾的行為檢討了人類對「道德」和「正義」的標
準。

疾病分類：先天性畸形、變形與染色體異常-普洛提斯症候群

象人
The elephant man

片 長：124分鐘

條碼：86703410
索書號：DVD 987.83 2780  100

資料來源：成大圖書館館藏目錄http://weblis.lib.ncku.edu.tw/



全球有四十萬人口受普瑞德威利症候群所苦，那是一種罕見的非遺傳
基因缺陷，終身且危及生命。它發生於所有的種族和兩性之中，而且
成因未知。平均每年有兩名紐西蘭寶寶出生便帶有這項病症，其特徵
為：無法滿足的食慾、肌肉張力低使活動受限，還有行為問題。殘酷
的是，無法滿足的食慾伴隨著緩慢的新陳代謝，這表示普瑞德威利症
候群的孩童增重的速度比其他孩童來得快。儘管該病症無法治癒，定
期注射生長激素已證明能夠降低脂肪與改善肌肉張力，減低肥胖與相
關併發症的可能性。不過紐西蘭的普瑞德威利症候群孩童為了符合紐
西蘭藥品採購局設下的嚴格治療補助標準，正面臨一場長期抗戰；即
便在許多海外國家，普瑞德威利症候群患者的治療其實是受到政府補
助的。該病症的每個階段──從出生時的發育不良，約三至五歲時開
始無法滿足食慾，青春期的行為問題，一直到獨立生活──都開啟了
一連串獨特的挑戰。

疾病分類：先天性畸形、變形與染色體異常-普瑞德威利症候群

永不饜足－
普瑞德威利症候群
Insatiable Hunger

片 長：45分鐘

條碼：86703890
索書號：DVD 415.18 3176  103

資料來源：博客來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D020062485



16歲的雨音薰，患有罕見遺傳疾病，因為皮膚無法接觸陽光，
只能過著晝伏夜出的街頭演唱生活，她純淨開朗的歌聲，就
像夜裡的溫暖太陽，撫慰著每個路人的疲憊空虛，音樂，是
她與外界僅有的連繫；而為每天經過窗前的男孩寫歌，則是
她表達愛意最直接的方式，一天，這個喜歡衝浪、滿身陽光
的男孩孝治真的來聽小薰演唱，小薰糊裡糊塗的告白居然成
功了，一晝一夜的兩條平行線終於有交集！但兩人雖然小心
呵護著這段戀情，初嘗戀愛滋味的小薰卻知幸福不會停留太
久，阿薰的初戀和歌聲也將隨風而去...

疾病分類：先天性畸形、變形與染色體異常-著色性
乾皮症(xeroderma pigmentosum)-罕見疾病

午夜的陽光
Midnight Sun 

片 長：120分鐘
導 演：小泉德宏

條碼：86702065    
索書號：DVD 987.83 8027 

資料來源：成大圖書館館藏目錄http://weblis.lib.ncku.edu.tw/



瘦瘦小小的佩菁要升高中了，即使是大熱天，她也是一身長
袖長褲，她的臉上、手上總是有著數不清的傷口。十五歲的
佩菁從出生開始就有著和其他孩子不一樣的人生際遇！從一
生下來，她就得了一種罕見的怪病，全身每一吋皮膚，甚至
包括口腔內的黏膜組織，都不停的起泡、潰爛，卻完全無藥
可治，劉媽媽抱著這個襁褓中痛得哭鬧不停的孩子，整整三
個月沒闔眼，才保住了佩菁這條小命。醫學界給這個很「殘
忍」的疾病、取了一個很卡通的名字，叫做「泡泡龍」。母
女倆一起忍著痛、從不喊一聲苦，佩菁不但活的快樂，而且
活的漂亮，勇敢地面對自己的人生，也與大家一起分享她的
生命故事…

疾病分類：先天性畸形、變形與染色體異常-
遺傳性水皰症-罕見疾病

只要我長大-
泡泡龍的故事
When I grow up –
the story of a  Bubble dragon  

片 長：21分鐘

條碼： 86702512     
索書號： DVD 987.81 6127b  

資料來源：成大圖書館館藏目錄http://weblis.lib.ncku.edu.tw/



一部關於罕見病症：羅素西弗氏症的紀錄片。愛蜜莉是個不
尋常的四歲小孩─她罹患了罕見的羅素西弗氏症，這種罕見
病症平均十萬人才會發生一例，患者會有生長遲緩、肢體不
對稱的病狀。已經四歲的愛蜜莉，卻只有一歲小孩的身高體
重，洋娃娃般的身型不僅為她吸引了更多的關注，隨著年紀
增長，也替她帶來更多不便。為了讓愛蜜莉提早接受各種可
能的治療，她的爸媽帶著她從英國遠赴美國求醫，求見羅素
西弗氏症的醫學權威哈比森醫生，在那裡他們碰到了更多的
慢飛天使，也預見了愛蜜莉長大後會遇見的更多困難挑戰…。

疾病分類：先天性畸形、變形與染色體異常-
羅素‧西弗氏症-罕見疾病

慢飛天使：
我的拇指公主
The real thumbelina

片 長：46分鐘
導 演：Barnaby Peel

條碼： 86703532     
索書號： DVD 987.81 9112  100 

資料來源：開眼電影網 http://app2.atmovies.com.tw/film/frel94750831/



疾病分類：先天性畸形、變形與染色體異常-
Smith-Lemli-Opitz症候群(膽固醇代謝異常之遺傳性疾病)

Alphée des étoiles
Alphée of the stars 艾爾菲的星星

片 長：82分鐘
導 演：Latulippe, Hugo.

條碼：86704229
索書號： DVD QZ50 Al74  2013

Alphée has a rare genetic disorder that hampers her
development. Yet she continues to defy medical
expectations. When her parents reject the idea of placing
her in a specialized classroom, they move their family to
Europe for a year. Here, her father – filmmaker Hugo
Latulippe – focuses on his fairy-like daughter's learning,
in hopes of eventually integrating her into a regular
classroom.

資料來源：
Cinemablographer
http://www.cinemablographer.com/2013/05/hot-docs-review-alphee-of-stars.html

★Written and directed by Hugo Latulippe
導演親身經歷編導



花樣年華的山川記代香，患有罕見疾病「崔契爾柯林斯症候
群」(Treacher Collins Syndrome；TCS)，是一種臉部骨骼
發育不全的先天性疾病，這個罕病每五萬分之一的人有發病
機會。記代香的顎骨形成不完全，只有咬字不清楚之外，其
他都能過著和一般人同樣的生活。總是遭受人們異樣眼光的
她，高中某次被同學耳語攻擊，決定勇敢站出來！在全校師
生面前，說出關於自己的病情和心情，感動眾人。如今獨立
生活的她，也是一名戶政事務所社會福祉課的職員。從接受
幫助到幫助他人，記代香溫柔的想讓大家了解，一味恐懼只
會停滯不前，只要克服向前一定會有好事發生。

疾病分類：先天性畸形、變形與染色體異常-
Treacher Collins氏症候群

五萬分之一的我：
無臉症

片 長：24分鐘
監 修：安川克已；攝影：柴田彰紀

條碼： 86704428     
索書號： DVD 417.9 1483  106

資料來源：誠品網路書店
http://www.eslite.com/product.aspx?pgid=1004266292664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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