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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分類： 
傷害中毒與其他外因造成的特定影響-手術和醫療護理的其它併發症 

索命麻醉 
Awake 

 
 
片  長：84分鐘 
導  演：Joby Harold 

條碼：  86703415 
索書號：DVD 987.83 4801  98  

年輕銀行家克雷擁有了一切─金錢、事業、美麗的未婚妻，
目前他最需要的就是能救他一命的心臟移植手術。一天，他
終於等到了捐贈的心臟，沒想到他的喜悅竟成為無限的恐懼，
在手術中，他發現自己全身麻醉後意識依然相當清楚，他目
睹了整個開刀過程卻無法告訴醫生....原本應該失去意識的克
雷，在手術中清楚的聽見一切、看見一切，他這時才知道看
似善良熱心的醫生，卻是對他輕視不已，將他當成愚蠢小開，
最可怕的是...心愛的妻子對他的忠誠令人懷疑，還計劃著不
可告人的事，這一切可怕的發現，究竟是克雷的多疑幻想，
還是真如他所發現的機關重重，人心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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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分類： 
傷害中毒與其他外因造成的特定影響-手術和醫療護理的其它併發症 

麻醉風暴 
 
片  長： 360分鐘 
導  演：蕭力修 
  
 

條碼：  86704202 
索書號：DVD 989.233 0176 pt.1，104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A%BB%E9%86%89%E9%A2%A8%E6%9A%B4 

敘述麻醉科醫師蕭政勳，在一次由院長陳顯榮主持的示範
刀中執行麻醉，結果病患併發罕見的惡性高熱，雖及時投
藥仍搶救無效。術後檢討指向有長期失眠的蕭政勳，院方
勒令他停職接受調查。處理手術理賠的保險員葉建徳發現
客戶死因不單純，於是與蕭聯手暗訪，要揪出麻醉意外的
真兇。因為這場手術，蕭政勳和國中同學宋邵瑩重逢，勾
起了蕭政勳年少時期的創傷，不得不求助心理治療，諮商
師楊惟愉透過催眠幫助蕭政勳正視潛意識裡一直逃避的陰
影。面對醫院體制和自身傷痛的雙重痲痹，他要選擇奮力
保持良知的清醒？或是忘卻病痛，一起集體麻醉？ 



只想擁抱你 
 I just wanna hug you 
 
 
 
片  長：122分鐘 
導  演：鹽田明彥 
 

條碼： 86704009 
索書號： DVD 987.83 6455  103 

溫柔的計程車司機雅己（錦戶亮飾演），邂逅了美麗的良紗
（北川景子飾演）。六年前一場嚴重的交通事故，雖讓良紗奇
蹟生還，卻也留下終生的後遺症。她左半邊身體麻痺，並罹患
「高次腦機能障礙」，有時連昨天發生的事情都會忘記。 
但雅己的心早被樂觀的良紗所佔據，日子見長的兩人決定廝守
終生，無懼周遭友人的質疑、雙方父母的反對。就在這時，命
運送來了一個小天使...。兩人最終步入幸福的婚姻殿堂，但他
們卻未料到，更殘酷的命運也即將降臨...。 

資料來源：誠品網路書店 http://www.eslite.com/ 
 

疾病分類： 
傷害中毒與其他外因造成的特定影響-外傷性殘疾 



疾病分類： 
傷害中毒與其他外因造成的特定影響-外傷性殘疾 

你是我的勇氣 
 Stronger  
 
 
 
片  長：119分鐘 
導  演：David Gordon Green 

條碼： 86704443 
索書號：DVD 987.83 2622c  107 

鮑曼（傑克葛倫霍 飾）漫不經心又愛遲到的個性，終
究讓女友提了分手，曾放話要在馬拉松比賽到場為女
友加油的他，比賽當天早早就準備好加油牌，在豔陽
下挾著汗水、站在終點線等待女友，好給她一個驚喜，
只是誰都沒預料到，恐怖爆炸的發生來得比這驚喜更
令人措手不及，炸毀了他們的愛情，也奪走了鮑曼的
雙腿。一無所有的他，剩下的只有勇氣，他得想辦法
重新站起來，一步步贏回愛人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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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分類： 
傷害中毒與其他外因造成的特定影響-外傷性殘疾 

我心深愛的國王 
 My King 
 
片  長：126分鐘 
導演：麥雯 
 
★榮獲坎城影展最佳女演員 

條碼： 86704285 
索書號：DVD 987.83 2332b  105 

女律師湯妮因滑雪意外受傷，被送到療養中心。復健過程中，她
回憶起與前夫喬治歐從認識、相互吸引、陷入熱戀、到結婚懷孕
的歷程，和那段不堪回首的戀情。 
湯妮是在夜店邂逅了風趣迷人的喬治歐，儘管在他歷任女友中顯
得平凡，她還是不顧旁人勸阻，很快墜入了愛河。喬治歐總愛博
人一樂，湯妮也被他逗得心花怒放。他們嬉笑打鬧、舉辦波西米
亞婚禮，一心期待新生命的降臨。 
喬治歐雖是她心中的國王，行為卻唯我獨尊。他藉口和湯妮分居，
竟去照顧自殺未遂的前女友，讓湯妮飽受情感的煎熬與折磨。她
雖愛他痴狂，但擺在眼前的，卻是一條艱難的復健路，那不僅是
身體的、更是心靈的，而她別無選擇必須走過去。 
資料來源：奇摩電影 https://tw.movies.yahoo.com/movieinfo_main.html/id=6073 



疾病分類： 
傷害中毒與其他外因造成的特定影響-外傷性殘疾 

紅雀 
 Red Sparrow 
 
 
 
片  長：141分鐘 
導  演：Francis Lawrence 

條碼： 86704452 
索書號：DVD 987.83 2190b  107 

正值花樣年華的芭蕾舞名伶多明尼加伊戈洛娃(珍妮佛勞倫斯 飾)，因一
場表演不幸嚴重受傷，而被醫院宣告無法再繼續自己的舞蹈生涯，這個
悲痛的命運轉折危及她與母親的未來，然而卻也因此讓她被俄國情報機
關相中，被國家強制選入了「麻雀學校」(Sparrow)，成為的一位美女特
務。多明尼加接受到嚴厲的訓練，迫使她成為一位冷面無情的殺手，但
她內心依舊抗拒著這樣的改變，試圖保留住原來的自己，這也堅定她在
這不人道的機構下持續茁壯，進而成為組織裡最頂尖也是最致命的特務。
她的首位目標是美國中情局的一位年輕特務耐特納許(喬爾埃哲頓 飾)，
然而同時納許被賦予的任務則是深入俄國情報部門。當兩人在「命運」
的安排下交織在一起，當中的詭計、心機、欺騙也將牽扯出更多驚人的
情報，兩位年輕的幹員也在朝暮相處之下產生了情愫，這看似羅密歐與
茱麗葉般的禁忌之戀，將可能危害著兩人的性命，更或是國家安全… 

資料來源：奇摩電影 https://tw.movies.yahoo.com/movieinfo_main.html/id=6073 



卡麥隆15歲那一年，因為醉酒被火車撞擊而失去兩條腿和一
隻手臂。靠著堅強的毅力他活下來了，並且活得比原先四肢
健全的他更精采、更豐富。他沒有將發生車禍那天視為截肢
災難日，而是以完成半馬拉松賽跑來慶祝自己的存活，今天
是他災後存活第14年的紀念日。  

疾病分類： 
傷害中毒與其他外因造成的特定影響-外傷性殘疾 

劫後新生 
My Alive Day 
 
片  長：29分鐘 
出  品：Attitude Pictures Ltd 
  

條碼：86704367     
索書號：DVD 418.925 4202  106 

資料來源：開眼電影網 http://app2.atmovies.com.tw/film/faen45579982/ 



疾病分類： 
傷害中毒與其他外因造成的特定影響-外傷性殘疾 

烈愛重生   
  Rust and bone  
 
片  長： 123分鐘 
導  演： Jacques Audiard 
 
★倫敦電影節最佳影片  
★好萊塢電影節最佳女主角 
  
 

條碼： 86703745 
索書號：DVD 987.83 1222g  101   

資料來源：奇摩電影 http://tw.movie.yahoo.com/movieinfo_main.html/id=4570 

失業拳手阿里突然間得照顧自己5歲兒子山姆，無家可歸的
他投奔於自己遠在法國北部城市的姐姐，因而遇見絕美動人，
在海洋遊樂場擔任虎鯨訓練師的史蒂芬妮，美麗又富有的史
蒂芬妮與阿里有著天壤之別的人生，但突如其來的一通電話
卻讓史蒂芬妮從此噩夢連連.當阿里再次見到史蒂芬妮，她已
必須依附輪椅生活， 失去對未來的一切想望.阿里因而決定幫
助史蒂芬妮重新尋回自我，在這段橫跨截然不同生活價值觀
而滋長的愛戀，能否為他們的生命注入昂揚高飛的勇氣與力
量? 透過殘疾人士與體格健全的人之間的珍貴情感，找回自
己在生活中的存在位置以及面對未來人生的勇氣 



疾病分類： 
傷害中毒與其他外因造成的特定影響-外傷性殘疾 

給自己的情歌 
 
片  長：102分鐘 
導  演：Olivier Dahan 
 
  
 

珍(芮妮齊薇格 飾)是一個在意外中失去雙腿行走能力的女子，必
須靠輪椅行動的她從此變得自我封閉、不再輕易敞開心房。喬伊
(佛瑞斯特惠特克 飾)是她唯一信賴的好友，但喬伊特殊的精神狀
況讓他常常見到外界看不到的鬼魂或精靈，更使得他們倆成為外
界歧視的患難之交。為了去紐奧良參與喬伊最愛作家的演講，他
說服了珍一起踏上這段奇妙的公路之旅。在這段路程上她們遇到
有著各種負擔或挫折的旅人，也包括一群只有喬伊看得見的異世
界靈體。旅程逐漸改變了她們面對未來的人生態度，而她們是否
能夠及時趕上珍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歌唱表演，各自找到生命的
全新方向與力量呢？ 

條碼： 86703764      
索書號： DVD 987.83 2212e  102  

資料來源：奇摩電影 http://tw.movie.yahoo.com/movieinfo_dvd.html/id=4310 



條碼： 86703726  
索書號：   DVD 987.83 2244g  98          

資料來源：誠品書店 http://www.eslite.com/product.aspx?pgid=1004249592229388 

疾病分類： 
傷害中毒與其他外因造成的特定影響-外傷性殘疾 

愛能超越一切 
パラレルフィルムパートナーズ 
 
 
 
片  長： 87分鐘 
導  演：武藤数顕 

京谷和幸是日本足球甲級聯賽的職業選手，運動生涯如日
中天，與啦啦隊成員陽子更是金童玉女，令人稱羨。二人
決定攜手共度新的人生，看似幸福美滿的生活，卻在結婚
前夕一瞬瓦解。一場意外車禍造成和幸半身不遂，不僅無
法繼續當紅的職業生涯，甚至對人生產生絕望，在陽子不
離不棄的關懷與鼓勵下，重燃希望的他，開始接觸輪椅籃
球的訓練，最終成為日本殘奧代表團的隊長，重新站上國
際賽場，喚醒體內沉寂已久的運動魂。 



條碼：86704068 
索書號： DVD 987.83 8261  103         

疾病分類： 
傷害中毒與其他外因造成的特定影響-外傷性殘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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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娃原本是英國皇家芭蕾舞團的芭蕾舞者，隨著舞團遠赴日
本、中國、俄國表演，天天過著掌聲加鮮花的日子，宛如明
日之星。然而一次舞台上的意外，伊娃的腿受傷了，她的舞
者生命當下及被醫生宣判了死刑。原本打算嫁作人婦的她，
卻遇上未婚夫劈腿，失意的她來到倫敦街頭巧遇了另一名古
巴籍的舞者歐瑞爾。歐瑞爾這次再沒通過甄試，就要被送回
古巴，這次甄試他將使出渾身解數。與歐瑞爾的邂逅，使得
伊娃重新燃起對舞蹈的熱情，也讓她對明天重燃希望。 

★ 英國雨舞影展  最佳英國片 
★ 英國雨舞影展  評審團大獎 
★ 英國獨立 電影獎 

舞出明天 
Love tomorrow 
 
 
片  長： 76分鐘 
導  演：Christopher Payne 



這部影片介紹一支小兒截肢的團隊，記錄他們如何挑戰超越
本身障礙的故事。在卓越的義肢製作專家Erik Schaffe的巧
手幫助，以及世界級的馬拉松跑者Amy Palmiero-Winters
的訓練、教導下，這群穿著義肢的孩子可以跑步、跳舞、滑
雪、飛行，他們拒絕被定義為某種人或是僅具某種發展性。
孩子們令人難以置信的表現將帶給觀眾無比的驚喜。 

疾病分類： 
傷害中毒與其他外因造成的特定影響-外傷性殘疾 

酷啊! 我的腿 
My Really Cool Legs 
 
片  長：56分鐘 
導  演：Suzanne Guacci 
  

條碼：86704365     
索書號：DVD 418.925 1622  106 

資料來源：2016年圓缺影展 https://is.gd/ahvxH9  



代糖(Aspartame)又稱阿斯巴甜，是一種人工添加物，由於甜味
是蔗糖的150-200倍，被大量使用在食品加工。但阿斯巴甜分解
後會釋出甲醇，長期食用甲醇毒性可能影響腦部，被公認為嚴重
的代謝性毒物和麻醉劑。也有研究懷疑阿斯巴甜中的天門冬酸是
否會造成腦部傷害、內分泌失調或惡性腫瘤。從昏迷到死亡，已
被發現的與代糖有關的症狀有92種。一些常見的症狀為頭痛、記
憶力衰退、癲癇、視力減退、昏迷及惡性腫瘤。代糖更可能加重
以下疾病，如：多發性硬化症、紅斑性狼瘡、過動症、糖尿病、
早發性癡呆症、慢性疲勞症候群和憂鬱症。輕微的食用量雖不造
成影響，但過量的代糖比毒藥還可怕，不得不謹慎！ 

疾病分類：傷害中毒與其他外因造成的特定影響- 
                    非醫藥用為主物質(所致)的毒性效應 

代糖的代價 
Sweet misery 
 
 
 
片  長：94分鐘 
導  演：Cori Brackett , 
              J. T. Waldron 

條碼：86703539     
索書號：DVD 411.3 292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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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氟化物，最熟悉的陌生毒物！2010年，世界衛生組織將氟化
物列為對公眾最有威脅的前十大化學物之一，即使是低劑量也
有讓科學家擔憂的毒性。然而，這樣危害人體的化學物竟潛藏
在我們生活的各處：牙膏、食鹽、自來水...甚至廚房用品、食
用器皿、防水衣物、裝備全都有。氟過量將導致人體健康亮紅
燈，包括大腦、心臟、甲狀腺和骨骼，甚至嬰幼兒的免疫系統
等，這樣的毒物如何在三零年代被包裝成牙齒救星？人類又是
怎麼一再地忽略教訓？商人為了利益，能多麽不擇手段？被吸
收的毒物又會在體內停留多久？氟化物與原子彈的製造又有何
關聯？背後牽扯出什麼樣的秘密？本片將帶你一探究竟！ 

疾病分類：傷害中毒與其他外因造成的特定影響- 
                    非醫藥用為主物質(所致)的毒性效應 

氟化物危害 
Fluoride : a friend who 
wants to harm you 
 
 
 
片  長：55分鐘 
導  演：Audrey Gloaguen 

條碼：86704468     
索書號：DVD 418.83 8222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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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編自真人實事，本片敘述登山高手艾倫羅斯頓在一次
獨自攀巖時遭遇意外，他跌進山巖中，並被大石夾住了
他的手臂，在這個孤獨漫長的時刻，他生命中的過往都
一一浮現眼前，127個小時裡他用意志力戰勝了內心的
惡魔，並提起勇氣鋸掉了壞死的手臂向外逃生直到被發
現送醫急救。這是一段精彩戰勝一切的生命旅程，令人
喝采的過程在導演細心的刻劃下，讓所有的影迷感覺就
置身其中，是一趟前所未有的驚人旅程！ 

疾病分類：傷害中毒與其他外因造成的特定影響-創傷性截斷 

127小時 
127 hours 
 
 
 
片  長：94分鐘 
導  演：Danny Boyle 

條碼：86703408     
索書號：DVD 987.83 904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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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分類：傷害中毒與其他外因造成的特定影響-燒傷 

天使的身影 
The Images of Angels 
 
 
 
片  長：84分鐘 
導  演：周曉鵬 

條碼： 86704459      
索書號： DVD 989.2 1222  107 

2015年發生八仙塵爆意外， 燒燙傷 病患有數百人，除
北區的護理人員，中南部也相繼投入支援，退休有經
驗的護理師也回到線上。在許多護理師日以繼夜地全
心投入下，呈現九成以上的高存活率，創造不可能的
任務，也讓全球看到台灣醫療的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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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分類：傷害中毒與其他外因造成的特定影響-燒傷 

海的蓋子 
 
片  長：84分鐘 
導  演：豊島圭介 
  
 

條碼： 86704263      
索書號： DVD 987.83 3241b  104 

資料來源：開眼電影網 http://www.atmovies.com.tw/movie/ftjp44520132/ 

麻里（菊池亞希子）厭倦了在東京的都市生活，決定回到海
邊的老家西伊豆，開一家刨冰店，店裡只打算提供二種選擇：
蜜柑或是純手工釀製的糖蜜。她開始尋找適合的地點、親自
為牆壁上油漆、挑選心儀的家具，正當忙得不可開交之際，
家裡來了一位神秘的寄住少女。  
少女小初因為一場大火在臉上留下顯著的燒傷，她的內心深
處更藏著不可抹滅的傷痛。在這笑淚交織的刨冰店，她們找
到人生的意義，相扶相持，繼續尋找自己的生活方式。  



條碼： 86703929 
索書號：DVD 410 4628  pt.4，103 

疾病分類：傷害中毒與其他外因造成的特定影響-燒傷 

麥克奧斯本在一次飛機爆炸意外中，全身遭到80%的灼傷，
幾乎讓他喪命，本片追蹤記錄麥克的復原過程，以及他試圖
恢復昔日面貌的痛苦摸索，他前往巴黎尋求治療，他臉部有
一半的皮膚將換成「人造皮膚」；鏡頭轉回倫敦，我們將介
紹一種新的治療技術－「自體膠原蛋白注射術」，凱瑟琳道
林是首位接受這種新治療技術的燒傷患者，她的臉在一場房
屋大火中嚴重毀容，現已成功長出新臉，恢復到火災前的面
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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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浴火重生 
Amazing Lives- Life after burns 
 
 
片  長：50分鐘 



疾病分類：傷害中毒與其他外因造成的特定影響-顏面傷殘 
 

回不去的時光 
Phoenix 
 
片  長：98分鐘 
導  演：佩佐 (Petzold Christian) 
 
  
 

她想讓一切回到從前，他能像過去一樣愛著她… 

1945年六月，女歌手奈莉逃回柏林，面容卻慘遭毀容重創。她是
被在猶太辦事處工作的好友蓮娜，從集中營搶救出來的。蓮娜雖
安排最棒的整型醫生為她治療，卻沒法百分百恢復她從前的容
貌…。不顧蓮娜的警告，尚未痊癒的奈莉，執意外出尋找她摯愛
的鋼琴師丈夫強尼－那個因為愛她、不願拋棄婚姻而落難的丈夫，
也是奈莉在殘酷屠殺中存活下去的唯一希望。無奈的是，當奈莉
費盡千辛萬苦找到強尼時，強尼卻完全認不出她來，並將她當成
容貌相似的另一個人…。 

條碼： 86704244 
索書號： DVD 987.83 6142c  104   

★西班牙聖賽巴提昂國際影展國際影評人費比西獎 
★里斯本與艾斯托利爾影展評審團特別獎 
★香港國際電影節天主教文化獎 

  資料來源：開眼電影網http://app2.atmovies.com.tw/film/fpde62764784/ 



疾病分類：傷害中毒與其他外因造成的特定影響-顏面傷殘 
 

真愛 
The man without a face 
 
 
 
片  長：120分鐘 
導  演：Mel Gibson 

十二歲的查克出身於一個破碎的家庭，在家儼如被人遺棄，
他最大的心願是考上父親生前的學校，在一次偶然中，查克
遇見傳聞中的怪物：麥克里歐，雖被他的外貌所驚嚇，但也
同時了解他以前曾是老師，在一次車禍中失去一位學生因而
毀容，兩個同病相憐的人，因此而成為忘年之交，感情日增，
情同父子，然而好景不常，他們的秘密被警長發現，麥克里
歐曾坐過三年的牢，一向漠不關心的母親卻因此事而變得關
心起來，並嚴厲禁止兩人見面，事情真相到底為何，他們的
友誼是否能持續呢？ 

條碼： 86702020 
索書號： DVD 987.83 4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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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獲提名羅馬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 
★榮獲提名義大利電影新聞記者協會最佳 
   女主角、最佳原創劇本、最佳服裝設計 
★榮獲提名義大利金球獎 最佳女主角 條碼：  86704089 

索書號：DVD 987.83 8817  103 

疾病分類：傷害中毒與其他外因造成的特定影響-顏面傷殘 

一場意外、兩張臉孔，玩弄於手心的變臉遊戲 
設在群山環抱、彷若世外桃源的美麗莊園，醫美診所正開著狂歡舞會，門裡
門外被繃帶纏繞頭部、胸部的美容患者，有如現代木乃伊滑稽怪異，遊盪於
青翠蓊鬱的阿爾卑斯山林間，他們用時間及金錢換取美麗的面容，渴望再次
受到愛的撫觸。一場飛來橫禍讓名主持人面貌幾乎全毀，為鞏固演藝地位，
她決定動刀徹底變臉，以「另一張臉」重新出發，消息一出引起大批媒體蜂
擁關注，趁機炒作話題，全球觀眾再度為她瘋狂！ 
電影描述過氣女星為了拼版面，將腦筋動到自己的生財工具「臉」上，不料
情勢失控，竟意外演變成一場荒誕可笑的庸俗鬧劇，融合美式浪漫元素與義
大利諷刺經典，遊走在肥皂劇與情境寫實之間，師承阿莫多瓦的黑色幽默手
法卻是青出於藍，更因此榮獲最佳原創劇本、最佳女主角、最佳服裝設計提
名！名模出身的義大利影后飾演美麗主持人，身著綴滿精緻刺繡與打摺的訂
製連身裙，穠纖合度的姣好身材一覽無遺，隨著交響樂跨出婀娜貓步，為整
部電影的濃郁義式風情完美定調，令人迷醉不已！ 

資料來源：奇摩電影https://tw.movies.yahoo.com/movieinfo_main.html/id=5066/ 

第2張臉 
Another Woman’s Face 
 

片  長：87分鐘 
導   演：帕皮柯西嘉托 
               (Pappi Corsica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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