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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症與寄生蟲  
愛滋病 時間的病 : 與血友愛滋病患李錦章的生命偶遇 

開往黑水域的慢船 

黑暗中的孩子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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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生劫運 

戀戀銅鑼燒 

傷寒 傷寒瑪麗 Typhoid Mary 



幸福美滿的一家三口，正期待著新成員的到來，然而一家之
主湯姆(湯姆萊利 飾)突然倒下，並被診斷出罹患敗血症，噩
耗衝擊了湯姆原本安穩的家庭生活，他的四肢和臉部必須截
肢或削去，才能防止病毒擴散好保住性命。剛產下第二個孩
子的妻子妮可萊(瓊安.佛洛葛特 飾)被迫承接家計，一邊照顧
兩個幼孩並一邊為巨額的醫藥費煩惱，對丈夫的愛與責任感
讓她付出極大的犧牲。然而戰勝病魔後，在自尊心與苦澀的
現實夾擊下，重建家庭的考驗才正開始... 

疾病分類：感染症與寄生蟲-敗血症 

我的海星爸爸 
Starfish 
 
 
片  長：95分鐘 
導  演：克拉克 
  

條碼：86704398     
索書號： DVD 987.83 2236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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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G8高峰會前夕，一次非法藥物實驗引發受試者暴斃事件，
為了隱藏真相，所有參與實驗的人被幕後組織謀殺，而瑪麗
亞的兒子也在這次實驗中犧牲。傷心欲絕的她決心找出幕後
主使者，卻發現背後更大的陰謀：恐怖組織打算利用這生化
武器攻擊歐洲，而她也被陷害成為頭號通緝犯！無路可逃的
瑪麗亞利用關係潛入了G8高峰會，試圖警告各國領袖，勢單
力薄的她如何阻止這場關係到上百萬人性命的恐怖災難？  

疾病分類：感染症和寄生蟲-病毒感染 

G8高峰危機 
 The Summit    
 
片  長：177分鐘 
導  演：彼得.柏格 Peter Berg 
 
  

條碼：86702590      
索書號： DVD 987.83 0224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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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節奏的衝擊動作鉅片!因為不明的病毒，造成突如其來的活
屍災情波及全世界，在染病人數不斷暴增的狀況下，感染者
很快地癱瘓了世界軍隊和政府，人類面臨前所未有的末日浩
劫。前聯合國調查人員傑瑞藍恩(布萊德彼特飾)，為了保護
家人與拯救世界，必須在有限的時間內了解迅速蔓延全球的
病毒疫情，他想盡辦法對活屍病毒的起源展開調查，挺身反
抗這場透過活屍來散播的全球浩劫。末日之戰堪稱近年來最
令觀眾滿足的動作片! 

疾病分類：感染症和寄生蟲-病毒感染 

末日之戰 
 World War Z 
 
片  長：116分鐘 
導  演：馬克佛斯特Marc Forster 
 
  

條碼：86703825     
索書號： DVD 987.83 5636  102  

資料來源：開眼電影http://www.atmovies.com.tw/movie/fwen40816711/ 



故事描述一種經由空氣傳染的致命病毒急速蔓延，感染者數
日內便會死亡。隨著這種傳染病的迅速擴散，全世界的醫療
機構快馬加鞭地想要找出解藥，並試圖控制比病毒本身流傳
更快的全球恐慌，同時人民也努力在這個逐漸分崩離析的社
會中生存下去。 

疾病分類：感染症和寄生蟲-病毒感染 

全境擴散 
 Contagion 
 
 
片  長：106分鐘 
導  演：Steven Soderbergh 
 
  

條碼：86703778    
索書號： DVD 987.83 8454b  101  

資料來源：奇摩電影
https://movies.yahoo.com.tw/movieinfo_main.html/id=3951?guccounter=1 

https://movies.yahoo.com.tw/movieinfo_main.html/id=3951?guccounter=1


改編自薩伊奇魁特市的真實瘟疫事件，影片描述美國為了生
化作戰從非洲引進致命病毒，病毒帶原體之一的狐猴竄入華
府附近的瑟灣市，病毒蔓延，多數鎮民染病，死神一家一家
叩門，疫情的嚴重程度讓華府束手無策，為了不讓疫情繼續
擴散，最後國會派遣空軍炸毀整個小鎮，飾演軍醫的達斯汀
霍夫曼極力奔走，終於製出抗毒血清，成功挽救小鎮命運。
影片描述的病毒『莫塔克』就是歷史上著名的伊波拉病毒。 

疾病分類：感染症和寄生蟲-病毒感染-伊波拉病毒 
 

危機總動員 
 Outbreak  
 
片  長：128分鐘 
導  演： Wolfgang Petersen 
 
  
 

條碼： 86700069      
索書號： DVD 987.83 2422(1)  

資料來源：開眼電影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fOatm0875031/ 



世界級的製藥公司，戴德洛斯的超級大樓，因為被安置了炸
藥而爆炸，而在遠方看著這景象的男子─洛克，他正是安置
這炸彈的恐怖組織「伊卡洛斯的亡靈」成員。黑傑克(B.J) 受
一位神秘女子之託，接下了醫療費1億元 的委託，但這其實
正是「伊卡洛斯的亡靈」的陷阱。被帶往伊卡洛斯島的B.J，
被委託要治好受到惡魔的病毒─「撒旦」，所感染的三位患
者， 於是B.J便傾全力的要治好患者；但對於無法得救的患
者，等待著他們的命運就是將由死神的化身Dr.奇利柯進行安
樂死。B.J 將以賭上患者生死，與Dr.奇利柯正面交鋒；B.J能
夠阻止惡魔細菌「撒旦 」驚人的致死性嗎？幕後黑手古德曼
的真面目又是什麼呢?最大的危機將向B.J襲捲而來。 

疾病分類：感染症和寄生蟲-病毒感染 

怪醫黑傑克 : 兩
位神秘醫師 
 Black Jack : the two doctors of 
darkness  
 
片  長：150分鐘 
導  演：手塚真 

條碼： 86701973-86701974     
索書號： DVD 987.85 9762  pt.1-2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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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場的牛隻突然暴斃，農民認為問題出在當地的一個研究中
心，疑問尚未獲得解答，農民很快又發現這個實驗室的病毒
神秘失蹤，他們全部籠罩在炭疽病毒的威脅下，整個地方被
列為管制隔離區... 

疾病分類：感染症和寄生蟲-病毒感染-炭疽桿病毒 

炭疽桿菌 
 Anthrax   
 
片  長：89分鐘 
導  演： Rick Stevenson 
 
  

條碼： 86700078     
索書號： DVD 987.83 204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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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圖各處同時出現不明的流感症狀，當地醫生、學者全束
手無策，醫生泰絲受託前往調查，但短短幾天內，感染人數
竟已逼近全市人口百分之七十，感染人口甚至逐日增加。泰
絲深入調查發現有人長年在飛機燃料中加入致命物質，透過
噴射氣流散佈致命病毒，藉此"排除年老及罹病人口"，而背
後主事者與政府高層息息相關… 
然而泰絲發現的太晚，政府已下達警戒令隔離西雅圖，軍方
接管整座城市，泰絲活命的唯一辦法，就是穿越層層戒備逃
離此地，並對外公佈她所發現的恐怖真相… 

疾病分類：感染症和寄生蟲-病毒感染 

殺人流感 
 Toxic skies   
 
 
片  長：86分鐘 
導  演： Andrew C. Erin 
 
 
 

條碼： 86702916     
索書號： DVD 987.83 4835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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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令人驚心動魄、與醫藥有關的驚悚劇，故事
是根據羅賓庫克的「危機總動員」改編而成。  
瑪麗莎是疾病控制中心的新醫生，到任三個月卻被指
派任務，到洛杉機檢驗一無法診斷的病例，之後聖路
易斯也爆發類似的傳染病，此時瑪麗莎與好友泰德有
驚人發現，這兩處都是伊波拉病毒，且和1976年薩伊
爆發的種類一模一樣，究竟是什麼陰謀... 

疾病分類：感染症和寄生蟲-病毒感染-伊波拉病毒 

細菌總動員 
 Formula for death    
 
 
片  長：90分鐘 
導  演：Armand Mastroianni 
 
 

條碼： 86703163     
索書號： DVD 987.83 2422m  

資料來源：開眼電影
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filmdata&film_id=fren50114858 



本片是醫學倫理與科學的雙重掙扎。2013年爆發了有史以來
最糟糕的伊波拉疫情，遏制疫情的努力陸續失敗了。尋找療
法，突然間變得更加急迫。本節目訪問在防疫前線，跟伊波
拉作戰的醫護人員。並且跟隨科學家，急著找到治療方法，
對付地球上最危險的疾病。也傾聽存活者的心聲和不幸罹難
者的故事。 

疾病分類：感染症和寄生蟲-病毒感染-伊波拉病毒 
 

跟死亡競賽： 
尋找伊波拉療法 
 Ebola - The Search for a Cure 
 
片  長：50分鐘 
導  演：Guy Smith 
 

條碼： 86704098 
索書號： DVD 415.239 6100  104 

資料來源：百禾文化 
http://www.e-harvest.com.tw/product_info.php?products_id=2143 



殭屍病毒在全球蔓延，感染者化身為嗜血殭屍，導致數億人
在這場浩劫中喪生，唯一可以暫時對抗病毒的方法，就是感
染者在變成殭屍之前，每24小時注射「合成蛋白質」藥劑，
可暫時阻擋病毒侵入病人腦部。專門研究殭屍病毒的女醫師
凱特(艾蜜莉漢普夏爾 飾)，由於她的丈夫艾力克斯(克里斯豪
登雷德 飾)也是感染者，所以時常從醫院走私藥劑給他，直
到有一天藥劑開始大缺貨，全世界陷入恐慌，而艾力克斯的
藥劑又只剩一天的份量，凱特該如何阻止艾力克斯變成殭屍？
還是應該在他失去理智前殺了他？ 

疾病分類：感染症和寄生蟲-病毒感染 
 

殭屍末日之戰 
The returned 
 
 
 
片  長：98分鐘 
導  演：Manuel Carballo 
 

條碼： 86704252 
索書號： DVD 987.83 1756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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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架載滿乘客的182號班機，正準備結束旅程，降落洛杉磯
市區，忽然間一名年輕乘客猛烈吐血抽蓄後暴斃，乘客接二
連三暴斃死亡，班機頓時橫屍遍野。疾病防治中心緊急下令
所有乘客全數移往市區醫院接受隔離檢驗，但無論是醫師或
科學家都束手無策，更糟糕是病毒已突破警戒線火速擴散…
美國政府緊急下令全面封鎖洛杉磯，並派重兵防守警戒線，
穿越者格殺勿論！繼黑死病、禽流感後，21世紀最恐怖的病
毒來襲，究竟要留著等死，還是橫心一闖警戒線… 

疾病分類：感染症和寄生蟲-病毒感染 

衝出警戒線 
 Pandemic    
 
 
片  長：168分鐘 
導  演：亞蒙.馬斯楚安尼 
             Armand Mastroianni 
 

條碼： 86702589    
索書號： DVD 987.83 2245  95 

資料來源：輝洪  http://www.hwe-hon.com.tw/product_detail.php?pid=18 



疾病分類：感染症和寄生蟲-寄生蟲 

主動感染！ 
與寄生蟲共舞 
Infested ! Living with Parasites 
 
 
片  長：50分鐘 
導演： 
 

條碼： 86704100 
索書號：DVD 415.29 0253  104 

寄生蟲很令人噁心，卻是地球上最成功的物種之一，因為每一種
都適應特定的宿主。為了發現寄生蟲感染的人體會如何反應，麥
克莫斯理要用牛肉絛蟲、頭蝨、水蛭感染自己，也用瘧原蟲感染
他的血液樣本。麥克要體驗被感染的代價和發掘潛在的利益，甚
至調查牠們跟人類的起源是否有關聯。 

資料來源：百禾文化   http://www.e-harvest.com.tw/product_info.php?products_id=1912 



故事發生在1990年代初巴黎，愛滋病席捲世界，而醫療成果
卻被製藥公司所壟斷，許多年輕人不滿這不公不義的現狀，
組成社運團體Act Up，走上街頭來對抗這個冷漠的社會。一
名新加入的成員奈森，邂逅了激進有理想的尚恩，兩人的關
係隨著社運的進行而加溫，然而HIV陽性的尚恩，身體卻也
因這場不斷加劇的運動而逐漸惡化。面對這場無止盡的抗爭，
除了加倍努力地奮鬥下去，他們別無選擇。 

疾病分類：感染症和寄生蟲-愛滋病 

BPM 
Battements par Minute 
 
 
片  長：144分鐘 
導  演：Robin Campillo 
 
  

條碼：86704480     
索書號：DVD 987.83 0000m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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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eblis.lib.ncku.edu.tw/


本片是一部感人至深的影片，在非洲飽受愛滋病、強
暴及暴力肆虐、政治動蕩不安的國家，本片為未來燃
起和平的希望。瑪麗安‧克洛特原來在約翰尼斯堡過著
安定富裕的生活，但她無畏南非愛滋蔓延，毅然建立
了一個收容所，為超過550位的南非孤兒，包括感染
愛滋病的病童提供庇護及教育，開展他們的未來也重
燃人間有愛的希望。 

疾病分類：感染症和寄生蟲-愛滋病 

凡塵的天使 
Angels in the dust 
 
 
片  長：94分鐘 
導  演：Louise Hogarth 
 
  

條碼：86703357     
索書號：DVD 548.13 702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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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eblis.lib.ncku.edu.tw/


12年前離家的路易(加斯帕德尤利爾 飾)，某天突然回到家鄉，
與許久不見的家人團聚，熱情外放的媽媽(娜坦麗貝葉 飾)、
率性活潑的妹妹(蕾雅瑟杜 飾)、扛下責任的哥哥(文森卡索 
飾)、通情達理的嫂嫂(瑪莉詠柯蒂亞 飾)，都讓看似近鄉情
怯的路易顯得心事重重。但這次他回來，是要向大家宣告自
己不久後就將死去的消息。面對曾經熟悉卻又被時間沖淡的
情感，滿懷複雜情緒的路易，究竟該在什麼時候告訴大家，
他就快要離他們遠去... 

疾病分類：感染症和寄生蟲-愛滋病 

不過就是世界末日 
It's only the end of the world   
 
 
片  長：99分鐘 
導  演：札維耶多藍 
  

條碼：86704383     
索書號：DVD 987.83 1306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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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eblis.lib.ncku.edu.tw/


小富是天生血友病患者，因血液久缺凝固功能，身體不能承
受絲毫損傷，否則有生命危險；然而小富卻愛追跑玩耍，經
常需要入院治療，每次都是徘徊在生死邊緣。一天，醫院證
實其部分血凝素已受愛滋病毒感染... 

疾病分類：感染症和寄生蟲-愛滋病/血友病 

地久天長 
Forever and ever   
 
片  長：95分鐘 
導  演：杜國威 
 
  

條碼：86700077     
索書號：DVD 987.83 4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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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分類：感染症和寄生蟲-愛滋病 

血熱之心 
 The Normal Heart 
 
 
片  長：133分鐘 
導  演：Ryan Murphy 
 

條碼： 86704053 
索書號：DVD 987.83 2433h  103 

《血熱之心》改編自同名東尼獎得獎作品，故事敘述80年代
初期愛滋病開始蔓延，紐約一群同志運動者和醫界朋友，試
圖揭發這座城市拒絕承認愛滋病已經開始蔓延的真相...奈德
（馬克魯法洛飾）親身經歷了周遭的同志朋友一一被神秘的
疾病帶走，促使他決定起身尋找真相，但政府的態度卻是冷
漠和否認，這也讓自己與愛人（麥特波莫飾），和其他朋友
一同捲入這場與政府單位的抗爭之中。 

資料來源：開眼電影  http://app2.atmovies.com.tw/film/fnen41684226/ 

http://app2.atmovies.com.tw/film/fnen41684226/


烏干達經歷數十年內戰摧殘，人民流離失所，兒童也未享有
基本社會福利、醫療保健，教育斷層達數十年。在烏干達，
罹患愛滋遭棄養的兒童比例高居全球之冠，官方紀錄的兒童
遭綁架人數有六萬人之多，女的遭受性侵，男的則被迫加入
反抗軍，或是賣作奴隸。這是飽受戰火蹂躪的國家，建立收
容所及學校，保護兒童免於暴力，幫助他們改變命運，打破
貧窮與戰爭的循環乃當務之急。 

疾病分類：感染症和寄生蟲-愛滋病 

烏干達的孩子 
 The children's war 
 
片  長：105分鐘 
導  演：Andy Krakower 
 

條碼： 86703537   
索書號： DVD 765.4 213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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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的病             
與血友愛滋病患李錦章的生命偶遇 
 Illness of time 
 
 
片  長：36分鐘 
導  演：周富美 
 

條碼： 86703398 
索書號：DVD 415.238 6720  100 

在1980年代前後，全球有四萬多名血友愛滋病患者。台灣有53人，
他們不但在輸血治療中感染C型肝炎，更因注射未加熱的凝血因子感
染愛滋病。李錦章就是其中之一，他從小經常飽受不明原因的出血
腫痛，四處求醫拜神都找不到原因，直到23歲才知道是「血友病」。
原本以為終於找到病因與治療的方法，可以展開全新的生活，卻不
幸注射遭到愛滋病毒污染的凝血因子，讓他感染了人人聞之色變的
愛滋病。 飽受外界的恐懼與歧視讓李錦章憂鬱不已。他多重疾病纏
身，卻又勇於挺身而出，以真面目示人，為血友愛滋病患們奔走發
聲，爭取遲來的公平與正義。他是個小人物，卻有大勇氣，以草根
的方式，到學校與火車站前發放「保險套紅包」，實踐防治愛滋之
道。 

疾病分類：感染症和寄生蟲-愛滋病/血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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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述橫跨三個世代的三位女性間的迷離糾葛，莉莉的兒子因
為愛滋病末期，決定離開醫院，來到黑水域海邊的外婆家渡
過最後的時光，在這裡，他回憶起小時候，以及姐姐、母親
及外婆三個女人對他的愛，這是生命的結束，卻是愛的開始。 

疾病分類：感染症和寄生蟲-愛滋病 

開往黑水域的慢船 
 The Blackwater Lightship   
 
片  長：97分鐘 
導  演：John Erman  
 

條碼： 86703346    
索書號： DVD 987.83 7261b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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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駐泰國記者調查日本孩童到泰國接受非法器官移植手術
事件，發現事實遠比想像中更為殘酷；充滿熱忱的日本女大
學生到曼谷實習，接獲賣娼女童的求助紙條，進而加入救援
行動。影片呈現兒童被販運從娼、器官買賣等尖銳、沉重議
題，直指醜陋社會事實與黑暗人心，是2008年日本最具衝擊
性的作品。 

疾病分類：感染症和寄生蟲-愛滋病 

黑暗中的孩子們 
 Children of the Dark 
 
片  長：137分鐘 
導  演：阪本順治 
 
  

條碼：86704205    
索書號：DVD 987.83 6652  104 

資料來源：開眼電影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fcjp71221151/ 



人類免疫缺陷病毒和愛滋病最早於1981年被識別，自此成為
一項遍及全球的重大流行病。該病毒會摧毀身體的免疫能力，
一旦感染便伴隨終身。不過有了越來越有效的藥物，人們變
得可以與病毒共同生存多年。這是六個格外勇敢的美國孩童
的故事，他們一生下來就帶有愛滋病毒。他們是喜歡玩耍的
正常孩子，常常相當搞笑和大不敬。他們不會老是想著他們
身懷重病這件事。身為感染者，讓他們有了超齡的智慧，並
懂得欣賞生命中的真正價值。他們坦率地分享他們的故事，
讓我們能透過他們的眼睛看世界。 

疾病分類：感染症和寄生蟲-愛滋病 

愛滋小勇士 
 Little Warriors - Born with HIV 
 
片  長：44分鐘 
 

條碼： 86703893   
索書號：DVD 415.238 2391  103 

資料來源：輝洪 http://www.hwe-hon.com.tw/product_detail.php?pid=1342 

http://www.hwe-hon.com.tw/product_detail.php?pid=1342


貝卓是一位充滿吸引力的同性戀牙醫，在他的感情世
界中總是無拘無束、瀟灑一人，不習慣負任何的責任。
直到有一天，姊姊帶著小孩來拜訪，希望貝卓能在她
與嬉皮男友前去印度度假的期間，幫她照顧9歲的伯納
多，從未單獨與小孩共同生活的貝卓，卻要接下這個
重責大任? 

疾病分類：感染症和寄生蟲-愛滋病 

熊哥叔叔 
Bear cub 
 
片  長：95分鐘 
導  演： Miguel Albaladejo 

條碼： 86703191  
索書號：DVD 987.83 2122b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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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分類：感染症和寄生蟲-愛滋病 

藥命俱樂部 
 Dallas buyers club 
 
 
片  長：117分鐘 
導  演：Jean-Marc Vallée 
 

條碼：  86704008 
索書號：DVD 987.83 4822b  103 

朗伍羅夫是一個水電工以及牛仔。他沈溺在一個極度墮落的生活方式
之中，後被證實呈H.I.V.陽性反應，只剩下30天的生命。他的病揭露了
當時美國政府對於H.I.V.認可治療方式的缺乏，因此朗跨越了邊境來到
墨西哥。在那邊，他找到了有效控制病情的方法，並開始將這些藥品
偷渡進美國，挑戰醫療、科學團體，以及他的主治醫生伊芙薩克斯。 
朗意外找到了一個同伴，同樣也是HIV患者的蕾昂。蕾昂同時也跟朗
有著同樣的目標：避開政府的檢視以及對抗體制，將這些未經許可的
藥帶進來販售給那些同樣在掙扎的人們。他們開始稱自己為藥命俱樂
部，這些患者可以在這裡得到有效治療。朗領導的地下組織越來越有
規模，也學會在所剩不多的生命中為了尊嚴、教育以及接納而奮鬥… 

資料來源：奇摩電影   https://tw.movies.yahoo.com/ 



樂生療養院於1930年建立在新莊靠迴龍半山坡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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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大約三百名的院民仍居住在樂生療養院中。2002年，由
於捷運新莊線的施工，超過三分之一的院舍被拆除，半數以上院
民已搬遷至舊院區旁新完成的醫療大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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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片是由樂生院
民、台裔美籍導演、紀錄片學生及文化工作者共同完成的紀錄片，
不僅關注著樂生的存與廢，更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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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分類：感染症和寄生蟲-麻瘋 

樂生 
 Joyful life   
 
片  長：54分鐘 
導  演：張文馨 
 
★2006年臺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 

條碼： 86701022     
索書號： DVD 987.81 2846(1) pt.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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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生療養院」建於西元1930年的日本殖民時代，是台灣唯一一間公立的
痲瘋病療養所，國民政府接收後,亦持續日本政府的強制隔離政策，直到
1962年才廢止，但隔離政策造成的痲瘋污名，使得他們不能如常人一般生
活，逼得他們必須活生生切斷所有的親情與友情，放棄夢想與自由，長年
遺世獨立生活在新莊迴龍地區的山坡上，但揮之不去的並不是疾病本身而
是其背後所造成的隱喻。過去，他們為了公共衛生犧牲，而今，他們面臨
另一場真實的壓迫，現代化的捷運駛進樂生，再次將他們從辛酸血淚所建
立的家園中驅離，因此關心樂生院民晚年生活的學生與社會人士，陪同院
民四處奔走陳情，從鄉鎮市代表一直到總統府，都有他們的足跡，但也都
未獲政府相關部門的重視，一生背負痲瘋污名的院民，萬萬沒想到晚年還
要再度面臨被強制遷離家園的命運，不過這次他們不再沉默，選擇奮力一
搏，用他們孱弱身軀背後的靈魂，對抗不公不義。 

疾病分類：感染症和寄生蟲-麻瘋 

樂生劫運 
  
 
片  長：76分鐘 
導  演：平烈浩 
 
 

條碼： 86703736    
索書號： DVD 987.81 2243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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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個櫻花紛飛的早晨，神秘老婦人德江來到千太郎的銅鑼
燒店積極爭取職位。她發現店內食材不理想，便帶來獨門紅
豆餡請千太郎試吃。千太郎只嚐一口，就被餡料深深吸引，
立刻聘請德江，合力打造嶄新銅鑼燒。幸福滋味逐日傳開，
成功吸引慕名而來的饕客搶購。就在生意蒸蒸日上之際，關
於德江的謠言也被散播開來，過往傷痛悄悄甦醒。甜而不膩
的紅豆餡，就如同德江極力守護的回憶，包覆在美味的銅鑼
燒裡，溫暖了每一個人。 

疾病分類：感染症與寄生蟲-痲瘋病 

戀戀銅鑼燒 
  
 
片  長：113分鐘 
導  演：河瀨直美 
 
 

條碼： 86704277    
索書號： DVD 987.83 2288b  105 

資料來源：博客來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D020060032 



In 1906 in America it was first discovered that 
humans could transmit typhoid fever. This is a 
dramatization of the outbreak and a profile of Irish 
cook Mary Mallon, known as 'Typhoid Mary'. 
Quarantined against her will, the story reveals the 
newfound power of health officials to protect the 
masses, often at the expense of personal liberties. 

疾病分類：感染症與寄生蟲-傷寒 

傷寒瑪麗 
  
 
片  長：55分鐘 
導  演：Nancy Porter 
 
 

條碼：86701456 
索書號： DVD WA11.1 Ep43b  pt.4,2007 

資料來源：盛裝物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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