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神與行為疾患
人格分裂 分裂

法蘭基與艾莉絲

捉迷藏

厭世媽咪日記 (自閉症/亞斯伯格症)

藏身處

失智症 人生無限露營車 (癌症)

心靈危城

去看小洋蔥媽媽

世上最美麗的離別

生命的探戈

快樂告別的方法

阿嬤, 不要忘記我

我的母親手記

我的阿茲海默症爸爸

我記得

我想念我自己

你是好孩子

陌路姊妹淘

明天你是否依然記得我

明日的記憶

長路將盡

神秘腦病之謎

香草之家



精神與行為疾患
失智症 海邊的李爾王

被遺忘的名字

被遺忘的幸福

被遺忘的時光

閃亮人生

陪妳哼著歌

愛你到最終

愛，是一生相伴

愛，無盡

愛.慕

漫長的告別

親愛的陌生人

機器人與法蘭克

失憶症 100次的哭泣

三小一家人

回到初相遇

別相信任何人

博士熱愛的算式

媽媽的黃色腳踏車

遺忘

歡迎來到隔離病房

代理型孟喬森症候群 路易的第9條命

妄想症 美麗境界

靈異拼圖
109.Aug 更新



自閉症 X+Y 愛的方程式

艾格妮絲的呢喃

自閉之戰

我的星星兒

我的星星寶貝

星星的世界

星星的孩子

星願

耍，自閉

馬拉松小子

馬修的自閉世界

草原的椅子

溫蒂的幸福劇本

遙遠星球的孩子

模仿遊戲

摯愛 (智能障礙)

親親小妹 (智能障礙)

築巢人

藍迪的畫語人生

證人

精神與行為疾患



妥瑞症 天生蠢材必有用

布魯克林孤兒

叫我第一名

我的嗝嗝老師

菲比夢遊仙境

身體完整認同障礙症 斷臂狂想曲

注意力缺失過動疾患 她不怪，他是我妹妹 (躁鬱症)

親愛媽咪

性別不安 52個星期二

女朋友的女朋友

丹麥女孩

月光下的藍色男孩

老爸變性日記

扣押幸福

因為愛你

芭蕾少女夢

里歐的房間

男孩愛最大

我是女生

性別重置

玫瑰少年

拉嬤上路

為巴比祈禱

高跟神探

精神與行為疾患



性別不安 裝扮遊戲

愛,不散

媽媽要我愛男人

滿月酒

藍色是最溫暖的顏色

亞斯伯格症候群 心靈鑰匙

我的名字叫可汗

阿蒙正傳

搶救馬寶貝

兒童期反應性依附障礙症 寄宿男孩

恐慌症 老大靠邊閃

海蒂怎麼了 (創傷後壓力疾患)

我為愛做過的傻事

最酷的一天

酒精/藥物濫用 美麗男孩

班恩回家

笑畫人生 (神經系統與感覺器官的疾病-癱瘓)

遠離賭城

藥玩人生

假性延髓情绪
Pseudobulbar affect
情緒調節障礙-強哭強笑

小丑

強迫性人格疾患 幸福心療程 (藥物濫用-大麻)

歡迎光臨貝拉的奇幻花園

精神與行為疾患



創傷後壓力疾患 心靈戰場

本能反應

艾美的世界

生命中的美好意外
好心相愛
(傷害中毒與其他外因造成的特定影響-外傷性殘疾)

私人戰爭

法蘭尼 (酒精/藥物濫用-嗎啡)

金翅雀

荒野之心

相信愛

被遺忘的孩子

馬克的異想世界

窒愛

最美的安排

愛，讓悲傷終結

鈴木家的謊言

潮浪王子

摯愛 (自閉症)

憂傷大象之歌

智能障礙 他不笨，他是我爸爸

他叫簡單，他是我兄弟

自由大道

完美搭檔 (癱瘓)

飛吧!水班長

晨晨跨海上學去

精神與行為疾患



智能障礙 從戲劇探討醫學倫理

最美的約定 (癌症)

愛，就夠嗎? 

跟著妹妹搭巴士

踢出世界盃吧 (自閉症)

親愛的女兒

戀戀情深
腦震盪後症候群
-慢性創傷性腦病 震盪效應

厭食症 美味不孤單

食物成癮：莎朗的故事

歡迎來到隔離病房

精神分裂症 女生向前走

牛津解密

百老匯熟男日記

克里斯汀貝爾之黑暗時刻 (失眠)

鬼影人

童魘

隔離島

驅魔

精神疾患 地獄醫院

我們都一樣

約他去看絕世雪景

寂寞星圖 (藥物濫用-毒癮)

眼不見為淨

離魂

精神與行為疾患



憂鬱症 心的方向

心靈點滴

正午的惡魔

我會好起來

兩天一夜

美味不孤單

真愛, 再出發

藍色茉莉

藥命關係

暴食症 歡迎來到隔離病房

戀戀情深

躁鬱症 她不怪，他是我妹妹 (注意力缺失過動疾患)

我親愛的偏執狂

派特的幸福劇本

秘書長萬萬歲

親親熊老爸

精神與行為疾患



凱文(詹姆斯麥艾維飾)已被他信任的心理醫生佛萊契
博士(貝蒂芭克利飾)證實擁有23個人格，但還有一個
主宰支配所有人格的人格尚未顯現。凱文為了在所有
人格的戰爭中存活下去，他不得不故意去綁架三名少
女，其中包括個性孤僻冷漠的凱西(安雅泰勒喬伊飾)，
就在情況越來越危急之下，凱西必須想盡辦法戰勝所
有人格，並逃出囚禁。

疾病分類：精神與行為疾患-人格分裂

分裂
Split

片 長：117分鐘
導 演：M. Night Shyamalan

條碼：86704379    
索書號：DVD 987.83 801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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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eblis.lib.ncku.edu.tw/


疾病分類：精神與行為疾患-人格分裂

法蘭基與艾莉絲
Frankie and Alice 

片 長：101分鐘
導 演：葛佛裏薩斯

法蘭基與艾莉絲其實是同一個女人，但是這個長著黑色皮膚，在夜
總會裡做脫衣舞孃的女人卻是一個精神病患者－一個人格分裂者。
在正常的情況下，她叫做法蘭基·默多克，她是一個黑人脫衣舞孃，
過著簡單的生活。但是在人格分裂時，她會在心理上變成一個有著
嚴重種族歧視的白人，這個白人叫做艾莉絲。因為如此，弗蘭基失
去了很多朋友，其中包括自己的男朋友。這個叫做艾莉絲的「白人」
時時刻刻都在干擾著法蘭基的生活，法蘭基必須想辦法在一切都還
沒太遲前，找出能將艾莉絲驅逐出自己的心理的方法，只有這樣她
才能得到往昔一切正常的生活…

條碼： 86704136  
索書號： DVD 987.83 344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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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述心理醫生大衛卡拉威（勞勃狄尼洛飾演）的老婆自殺後，
他的女兒艾蜜莉（達可塔芬妮飾演）變得封閉沉默，於是大
衛只好帶著艾蜜莉搬到郊外，希望離開傷心地展開新生活。
不過搬家後的艾蜜莉突然變得行徑怪異，自稱結交了一個名
叫查理的朋友，問題是只有艾蜜莉看得到查理，他的存在似
乎控制了艾蜜莉的行為，家中也出現不可思議的恐怖現象，
一切漸漸失控…真相到底是什麼？

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人格分裂

捉迷藏
Hide and seek

片 長：101分鐘
導 演：約翰波森 John Polson

條碼： 86702064     
索書號： DVD 987.83 5634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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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瑪蘿（莎莉賽隆 飾）辛苦拉拔兩個孩子長大，每天被家務
事逼得喘不過氣來，丈夫總是忙著上班無心幫她料理家事，
而第三個孩子的出生成為了壓垮她的最後一根稻草，每天晚
上不得好眠，還要面對老二在學校被老師點名轉學的困境。
有一天，弟弟向她提出一個新穎的提案：要不要請一位「夜
間保姆」？即便不喜歡外人進來家裡，但手足無措人生快要
落入谷底的瑪蘿，也只能點頭答應，而「夜間保姆」塔莉
（麥坎西黛維斯 飾）的加入，將如何為這個家帶來嶄新的
希望？

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人格分裂

厭世媽咪日記
Tully

片 長：96分鐘
導 演：Jason Reitman

條碼： 86704514     
索書號： DVD 987.83 7446  107 

資料來源：奇摩電影 https://movies.yahoo.com.tw/movieinfo_main.html/id=8024



頂尖的心理學家卡拉(茱莉安摩爾 飾)擅長攻防許多偽裝精神
病的罪犯，甚至已將所有經驗化為理論。然而當佛斯特醫生
將一位犯案累累的精神病患亞當(強納森萊斯梅耶 飾)介紹給
她之後，卻推翻了她的理性邏輯，並解了她的專業知識。亞
當不時幻想自己是大衛，詭異的是他能鉅細靡遺正確無誤的
說出每一個幻想身份的私密檔案，而當卡拉深入調查之後，
卻發現真正的大衛早已被謀殺！此時他耳裡開始出現幻聽，
並不斷告訴他：「魔鬼來了！」她開始相信，眼前所見並不
單純，另有超自然的力量在控制這一切...

疾病分類：精神與行為疾患-人格分裂(解離性認同疾患)

藏身處
Shelter 

片 長： 112分鐘
導 演： Mans Marlind

條碼： 86703740 
索書號： DVD 987.83 4422n 100

資料來源：博客來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D020039223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D020039223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D020039223


約翰與艾拉結縭五十年仍非常恩愛，然而隨著年紀增長兩人
健康狀況每況愈下，艾拉的癌症來到末期，約翰的阿茲海默
症也讓他漸漸喪失珍貴回憶......。為了讓彼此能在邁向生命盡
頭的路上擁有最燦爛的風景，八十歲兩老決定開著一起命名
的「夢想號」露營車，一圓他們年輕時的夢想 -拜訪海明威
故居！伴隨著失智與病發危機，兩人跌跌撞撞踏上笑鬧不斷
的路途，這趟旅程是否會和他們一起走過的五十年愛情一樣，
儘管艱辛，卻是這輩子最甜蜜不後悔的決定嗎？

人生無限露營車
The Leisure Seeker

片 長：113分鐘
導 演：Paolo Virzi

條碼：86704513  
索書號：DVD 987.83 8287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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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分類：精神與行為疾患-失智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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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靈危城
Straight A's

片 長：88分鐘
導 演：James Cox

條碼： 86704018
索書號： DVD 987.83 3124f  103

一個毒癮者史考特遇到過世的母親顯靈，要他回到他離
開多年的老家，因此他踏上一段返家之旅，找回自己失
落的人生。可是他的出現，卻讓每個人都陷入一場混亂
當中，他的哥哥遠在國外，而他的嫂嫂凱薩琳，同時也
是他的初戀情人，因為獨守空閨，似乎對他舊情復燃，
患有老人癡呆症的爸爸拿槍對著他，而他的姪子似乎不
是他的姪子…

疾病分類：精神與行為疾患-失智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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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看小洋蔥媽媽
Pecoross' mother and her days

片 長：113分鐘
導 演：森崎東

條碼： 86704007 
索書號： DVD 987.83 4293  103

「媽，你看！」「原來是雄一你這個禿頭啊！」得了失智
症以後，母親只有在我拿下帽子露出禿頭時，才偶爾認得
出我來。頭頂著地中海圓形禿，活像顆小洋蔥的失業走唱
歐吉桑雄一，中年失業又失婚後帶著兒子返回長崎老家，
陪伴患有失智症的母親。然而母親的症狀越來越不適合單
獨居住家中，雄一只好把她送進看護院。在那裡，母親逐
漸遺忘了身邊的人，但已經過世十年、曾酗酒又毆妻的父
親身影，與童年失散、在長崎原爆後感染過世的好友，卻
在她的心裡面重新活了過來。

疾病分類：精神與行為疾患-失智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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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分類：精神與行為疾患-失智症

世上最美麗的離別
The Last Blossom 

片 長：125分鐘
導 演：閔奎東

改編自韓國暢銷同名原著及電視劇。母親（裴宗玉 飾）在
婆婆身患老年癡呆後辛苦照顧她15年，而丈夫（金甲洙 飾）
對家事絲毫不關心、女兒愛上了有婦之夫，兒子也面臨著高
考的艱難，她隻身挑起家中重擔，為一家人操勞不休，但此
時卻被診斷出膀胱癌末期…家人們在發現她不久人世的同時，
對她的態度也開始改變…

條碼： 86704189
索書號： DVD 987.83 4268b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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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的探戈
「わたし」の人生我が命のタンゴ

片 長：105分鐘
導 演：和田秀樹

條碼：86704066
索書號：DVD 987.83 2825c  104

堂島修治郎是一位權威的英國文學教授，大女兒百合子繼承了他
的聰明才智也在大學任教，並擁有一個溫暖的家庭。個性熱情開
朗的二女兒實加子則常年在國外藝術表演，母親因病過世後有感，
決定回到日本珍惜與家人共同生活的日子。一家團圓才剛上軌道，
父親修治郎卻因為癡漢行為被警察逮捕，一向彬彬有禮的父親性
情驟變難道是因為過於思念逝世的妻子嗎？經過醫師診斷罹患了
額顳葉型失智症的修治郎，時常無法控制情緒化的舉動讓堂島一
家擔心不已，努力尋找最妥善的方式給予照護。家人之間互相體
諒支持，一天，修治郎意外地在女兒實加子的舞蹈課程中接觸到
探戈，隨著音樂流瀉而漫舞，讓他原本木訥的表情開始慢慢有了
變化。

資料來源：輝洪 http://www.hwe-hon.com.tw/product_detail.php?pid=1501/

疾病分類：精神與行為疾患-失智症

http://www.hwe-hon.com.tw/product_detail.php?pid=1501/
http://www.hwe-hon.com.tw/product_detail.php?pid=1501/


《快樂告別的方法》是一部關於友誼、關於愛、並探討該何時
跟最愛的人說再見的黑色喜劇。通常人們在退休後，不再是生
活中的主角。然而，片中這個退休人士聚集、原本暮氣沉沉的
地方，卻在他們決定要掌控自己命運時，突然變得生氣盎然，
並在困難與逗趣的處境中，發現了溫暖、希望與力量。透過兩
位導演自身曾陪伴年邁親人走完生命最後旅程的經驗發現到：
即便親人逐漸衰老，但意識卻依然清晰，而這時候，自嘲與幽
默便成為面對死亡時最好的態度。

疾病分類：精神與行為疾患-失智症

快樂告別的方法
The Farewell Party

片 長：93分鐘
導 演：夏朗梅蒙、黛兒葛蘭妮

條碼：86704350    
索書號：DVD 987.83 9226 105

資料來源：開眼電影網 http://app2.atmovies.com.tw/film/ffil43163304/

http://app2.atmovies.com.tw/film/ffil43163304/
http://app2.atmovies.com.tw/film/ffil43163304/


小翼(寺田心飾)，與即將過七十七歲生日的阿嬤、爸爸、媽媽，
一家四口住在一起。小翼最喜歡阿嬤了！只要有什麼問題，做
錯什麼事，他都會第一時間來找她，阿嬤總會笑著跟他說「沒
關係」，阿嬤溫暖的陪伴是小翼不可或缺的存在。而這樣的阿
嬤有一天卻開始不一樣了，同樣的問題反覆問了好幾次，最擅
長的編織也編不出來，常常會突然發脾氣，任由最喜愛的盆栽
枯萎，為了小翼而做的果醬卻自己一個人吃完……小翼不知道阿
嬤怎麼了，聽大人說她好像生病了，他開始害怕這樣的阿嬤而
漸漸疏遠她。直到有一天，阿嬤連鞋子也沒穿的就跑出門，小
翼開始忍不住擔心起來……

疾病分類：精神與行為疾患-失智症

阿嬤, 不要忘記我
Grandma is All Good

片 長：98分鐘
導 演：伍白龍Jacky Woo

★2018米蘭國際影展最佳導演、最佳男主角
★改編自楠章子自身看護經驗暢銷繪本
★首度以「兒童視角」學習如何面對大人關於失智症的作品

條碼：86704574    
索書號： DVD 987.83 7411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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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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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分類：精神與行為疾患-失智症

我的母親手記

片 長：118分鐘
導 演：原田真人

獲2011年蒙特婁影展「評審團特別大獎」

享譽文壇的人氣作家伊上洪作，有著深愛他的妻子、三位亭亭玉立的女兒，寫
作事業也邁向顛峰。他的人生看似美好，然而從小與雙親分離、獨自長大的他，
卻一直認為自己是被母親遺棄的孤兒。直到父親過世，洪作回到湯之島老家，
再度與母親一同生活，並與親戚討論照顧母親的人選。這時,正值叛逆期的小女
兒琴子，為了反抗父親的強勢，而自告奮勇接下這份工作，開啟與奶奶數年的
生活。春去春來，洪作一家人時聚、時散。看著女兒們逐漸長大，開始擁有彼
此不同的心事及未來，洪作也逐漸體會到初老的孤獨況味。同時，隨著母親年
歲漸增，記憶力卻一點一滴逐漸衰退。洪作一方面要履行身為人子的義務，另
方面又因為離開母親許久，無法參透與母親之間的種種情感...而在妻女的貼心
幫助之下，洪作開始接近並接受母親、對她產生更多的理解及包容，並從母親
口中聽到五十年來的家族歷史，以及她不為人知的真實心聲...

條碼： 86703765     
索書號： DVD 987.83 2270d  102 

資料來源：MSN娛樂 http://ent.msn.com.tw/movie/story.aspx?id=13104



疾病分類：精神與行為疾患-失智症

我的阿茲海默症
爸爸
Broken memories

片 長：90分鐘
導 演：麥克沃斯Michael Worth

★ACCOLADE競賽第14屆最佳男主角獎

★INDIEFEST電影獎第8屆最佳男主角

賈斯柏罹患家族遺傳的阿茲海默症，他的兒子李維無
法24小時看護著父親，於是請來一位美麗且富含耐心
地看護瑪姬，賈斯柏將瑪姬當作他已過世的妻子絲薇，
父子間的相處也趨見好轉，然而一場意外降臨，他們
要如何面對即將改變的現況...

條碼： 86704471     
索書號： DVD 987.83 2278  107

資料來源：成大圖書館館藏目錄 http://weblis.lib.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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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賽夫（克里斯多夫普拉瑪飾）來說，記憶，是迷霧的莊園，
走進去卻出不來，深陷其中，一切都是這麼清楚、卻又模糊。
飽受阿茲海默症折磨的賽夫，是二戰期間，猶太大屠殺下的生
還者，歷史的印記在他心中留下不可抹滅的傷痕。隨著記憶逐
漸衰退，賽夫復仇之心卻油然而生；在妻子逝世後，他決定起
身尋找當初在集中營殺害他家人與朋友的納粹兇手。他能在斑
駁的記憶完全消失之前，完成復仇任務，得到遲來已久的正義
嗎？而最後所發現的真相，他能承受嗎？

疾病分類：精神與行為疾患-失智症

我記得
Remember

片 長：95分鐘
導 演：艾騰．伊格言

條碼：86704316    
索書號： DVD 987.83 2302  105

資料來源：開眼電影網 http://app2.atmovies.com.tw/film/frca43704050/



疾病分類：精神與行為疾患-失智症

我想念我自己
Still Alice

片 長：101分鐘
導 演：理查·葛拉薩

瓦希·魏斯特摩蘭

愛麗絲是一位才智過人、事業家庭有成的大學教授，正值人
生顛峰時，卻被診斷出罹患了早發性的阿茲海默症。當她一
步一步失去記憶，家人和同事的關係也跟著改變，愛麗絲漸
漸發現失去記憶並不代表失去生命中的一切…

條碼： 86704115     
索書號： DVD 987.83 2482d

資料來源：奇摩電影 https://tw.movies.yahoo.com/movieinfo_main.html/id=5575

★奧斯卡最佳男配角提名



疑有初期失智症狀的獨居老婦秋子，滿懷愛卻無人可愛；丈
夫不在身邊只能與女兒相依為命的雅美，應該愛卻厭惡去愛；
新手教師岡野與一班毛頭學生，不懂愛卻必須要愛。同一個
小鎮、同一段時光，三段被禁錮的愛，即將因孩童的純真而
漸漸得到釋放。

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失智症

你是好孩子

片 長：120分鐘
導 演：吳美保

★2015年日刊體育電影獎最佳男主角
★入圍日本報知電影賞最佳影片

條碼： 86704278    
索書號： DVD 987.83 2641d  105

資料來源：開眼電影網 http://www.atmovies.com.tw/movie/fbja53818826/



Jayne(帕克波西)和Laura(黛咪摩兒)長大後就疏於聯絡的兩
姊妹，因為父親的癡呆症再度回到同個屋簷下，協助照顧
那個脾氣古怪的年老父親Joe。Laura覺得他應該需要一個
全天看護，但Jayne認為爸爸的情形並不嚴重，只是每天
彈著吉他，偶爾胡言亂語。兩姊妹一邊掙扎於自己的人生，
一邊要照顧病情越來越重的爸爸；回憶童年, 更想起現在生
活的困境。才發現, 不管經歷過多少的風雨，與家人的關係，
是這世上最該珍惜的感情！

疾病分類：精神與行為疾患-失智症

陌路姐妹淘
Happy tears

片 長：96分鐘
導 演：Mitchell Lichtenstein

條碼：86703612   
索書號：DVD 987.83 7644  99

資料來源：成大圖書館館藏目錄 http://weblis.lib.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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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分類：精神與行為疾患-失智症

明天你是否依然
記得我
Forget me not

片 長：88分鐘
導 演：西夫金 David Sieveking

★盧卡諾國際影展 影評人週大獎

深刻描述阿茲海默症病患，堪稱【愛．慕】真實版。
導演大衛以幽默及坦率的拍攝方式，紀錄他的母親罹患阿茲
海默症之後，家人之間的相處過程。大衛的父母在60年度是
學運時期的風雲人物，提倡自由開放的婚姻關係。但在母親
罹病後，大衛的父親改變了以往的風格，默默的守護在愛妻
的身邊照顧著她，日子一久，大衛的母親病況越加嚴重，對
於周遭的人事物記憶越來越衰退，父親的精神壓力也到了最
大極限！大衛決心回老家陪伴他的父母，家人團聚一起生活
之後，他們找回了對彼此的關愛，親情的力量克服了隨著母
親日漸遺忘的記憶……笑淚交織，感人指數超越【愛．慕】的
親情紀錄片。

條碼：86703886
索書號： DVD 415.9341 6126  102

資料來源：誠品書店 http://www.eslite.com/product.aspx?pgid=1004249592270777



佐伯雅行（渡邊謙）是知名廣告公司主管，工作賣力認真，
不但受老闆肯定，也備受下屬愛戴，他能無憂地在職場打拼，
是虧得溫柔體貼的妻子枝實子始終默默支持，兩人甜蜜的感
情羨煞許多人，而女兒梨惠也即將出嫁，還有個未出世的小
外孫，幸福似乎始終圍繞在他身旁，直到某日，他因為不堪
長期頭痛暈眩的困擾而就醫，這才驚覺原來自己的健康早在
不知不覺中流逝，他開始想不起來每天一起工作的同事長什
麼樣子，每天上班都要經過的街道，卻變成了陌生的風景，
上一秒鐘才訂好開會的時間，下一秒卻完全忘記...

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失智症

明日的記憶
Memories of tomorrow 

片 長：122分鐘
導 演：堤幸彥

條碼：86701827- 86701828    
索書號：DVD 987.83 6620 pt.1-2,97

資料來源：成大圖書館館藏目錄 http://weblis.lib.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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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片是根據約翰貝理所撰寫的「輓歌─寫給我的妻子艾瑞斯」
一書所改編，艾瑞斯‧梅鐸是英國知名的哲學家，同時也寫過
二十餘本小說，被許多人視為當代世界最偉大的作家之一，
但是卻在1994年左右被診斷罹患阿茲海默症，整部電影描寫
兩人相識經過，以及兩個各有想法的人結合以後的婚姻生活，
以及在艾瑞斯被診斷出阿茲海默症之後，兩人如何走完艾瑞
斯人生最後的一段路程。

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失智症

長路將盡
Iris 

片 長：91分鐘
導 演：李察艾爾 Richard Eyre

條碼： 86700061    
索書號： DVD 987.83 7625b 90

資料來源：成大圖書館館藏目錄 http://weblis.lib.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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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紀錄片探索一個醫學謎題，想解開阿茲海默症、帕金森氏症
與其他神經退化疾病等的療法，可能與只在關島居民身上才發
生的神秘神經疾病－Lytico-Bodig（關島型ALS）有關。本紀
錄片也訪問了知名腦神經學家暨作家的奧立佛‧薩克斯醫生，且
追隨三位科學家的研究，每一位都貢獻了大部分的職業生涯，
想解開這個醫學謎團。隨著這個數十年的懸案發展，科學家之
間進行激烈的辯論，幾乎有如戰爭。事關他們畢生的事業，他
們都試著否定其他人的理論，想成為解開神秘腦病的英雄。

疾病分類：精神與行為疾患-失智症

神秘腦病之謎
The Illness & the Odyssey 

片 長：60分鐘
導 演：

條碼：86704355    
索書號：DVD 415.93 3270 105

資料來源：宇勗企業有限公司-公播版視聽資料 http://www.y-s.com.tw/detail.asp?id=1642



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失智症

香草之家
片 長：118分鐘
導 演：瑪麗亞諾瓦柔

★墨西哥電影節觀眾票選獎、最佳女主角、
最佳攝影、最佳劇本、發行商票選獎、青
年評審團 最佳影片、費比西獎 最佳影片

電影透過一位電台主持人單親媽媽的視點，看著自己在家中
種植香料藥草的母親，在罹患了阿茲海默症之後的生活，故
事結構其實相當簡單，甚至可以說是鬆散的地步，但是透過
導演的詮釋和鏡頭的拍攝，這樣一段描述阿茲海默症的故事，
居然卻在畫面處處充滿美感以及淡雅的氣氛，彷彿那麼沉重
無奈的故事，每個角色都能從束縛中得到了解脫。

條碼： 86703518  
索書號： DVD 987.83 2433d 100

資料來源：樂多日誌 http://blog.roodo.com/ruke/archives/15761167.html



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失智症

海邊的李爾王
海辺のリア

片 長：107分鐘
導 演：小林政廣

一生出演過無數電影、舞台劇的日本國寶級演員兆吉(仲代達矢飾)，人
生最大的遺憾就是從未詮釋過莎士比亞的「李爾王」。步入高齡的他儘
管對演戲，仍保有相當的熱忱，甚至開班授課，卻在被懷疑患有失智症
後，遭到他的長女由紀子(原田美枝子飾)和弟子行男(阿部寬飾)遺棄，被
迫寫下遺囑，送入高級老人院。某天，兆吉逃出老人院，獨自一人徘徊
在海邊，卻遇見了許久未見的小女兒伸子(黑木華飾)。兆吉當年因為無
法原諒申子未婚生子，而將她趕出家門。過往回憶湧現，兆吉從申子身
上彷彿看到了李爾王最疼愛的小女兒寇蒂莉亞的影子，自己的遭遇竟與
李爾王如此類似……故事以莎士比亞悲劇「李爾王」為基底展開，細膩
刻劃出屬於主角兆吉真實人生最後光輝。

條碼： 86704440
索書號： DVD 987.83 3324g  107

資料來源：成大圖書館館藏目錄 http://weblis.lib.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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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失智症

被遺忘的名字
Do You Know What My Name Is? 

片 長：82分鐘
導 演：太田荿/ 風間直美

Shigeru Ota/ Naomi Kazama

★榮獲美國棕櫚泉紀錄片影展觀眾票選大獎
★榮獲洛杉磯紀錄片影展榮譽提及大獎
★榮獲德國柏林電影節特別表揚獎

日本的仙台放送電視台與世界級的腦部科學家、同時也是東北大學加
齡醫學研究所的川島隆太教授一起，以「簡單的朗讀、書寫、算數來
讓大腦機能活性化」研究結果為基礎，開發出世界首創以收看電視的
方式，來預防腦部老化的節目『川島隆太教授的電視生動活潑腦體
操』。川島教授的研究成果，可以用來改善失智症老人的腦部機能，
利用「簡單的朗讀、書寫、算數」和「面對面交談」，以求達到改善
失智症的目標。仙台放送從2011年5月開始，以美國俄亥俄州為舞台
所展開的首次國外實證醫學實驗，紀錄下參加實驗的患者的變化，匯
集成82分鐘的長篇電影。

條碼： 86704088  
索書號： DVD 415.934 3302 104

資料來源：博客來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dvd/dvdfile.php?item=D020056594



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失智症

被遺忘的幸福
What They Had

片 長：101分鐘
導 演：Elizabeth Chomko

罹患阿茲海默症的母親(布萊絲丹娜飾演)，某日在暴風雪中失
蹤。住在加州的布莉姬(希拉蕊史旺飾演)，連忙帶女兒趕回到
芝加哥老家探望。離家多年的布莉姬，看到母親的病情而深感
自責。她夾在主張把母親送去療養院的哥哥(麥克夏儂飾演)，
以及堅持要將妻子留在家中的爸爸(勞勃佛斯特飾演)之間。她
感到無所適從，卻掙扎地想要找出皆大歡喜的方法。然而隨著
母親病情惡化，家人之間的關係也愈來愈劍拔弩張，使得照顧
母親的責任變得更加艱難…。

條碼： 86704536  
索書號： DVD 987.83 330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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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eblis.lib.ncku.edu.tw/


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失智症

被遺忘的時光
The Long Goodbye

片 長：108分鐘
導 演：楊力州

他們是一群困在時間河流裡的長者，深受失智症的困
擾纏身，記憶中的歲月點滴，如今只留下泛黃照片上
的陌生影像。在記憶緩慢歸零的過程裡，在家人的細
心陪伴下，他們用愛找回記憶的缺口，這段生命中最
漫長的告別，只為了讓你記得，愛，永遠都在。

條碼： 86703192  
索書號： DVD 548.15 3302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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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害羞的小男孩亨利，從小在孤兒院長大。修女發現他很會修理電泡，於
是告訴他『上帝賜予你的天賦，就是為眾生帶來光明』。十九年來，亨
利都在孤兒院負責修繕的工作，直到有一天，孤兒院經營不善，亨利被
迫離開孤兒院，他遵循上帝的各種『指引』，來到一家電器行，找到一
份修理燈泡的工作。亨利被派到一間豪宅修理燈泡，卻發現豪宅的主人
曾是鼎鼎有名的醃黃瓜大亨，現在卻因為失智而孤苦無依。亨利被派到
戲院，負責修理招牌上的霓虹燈，情竇初開的亨利對售票小姐海倫一見
鍾情，海倫有著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事實上卻是盲人，就算亨利為她
修好了每一盞燈，海倫仍是伸手不見五指。亨利、海倫與黃瓜大亨之間
究竟有什麼奇妙的關係呢？彷彿神燈精靈施展了魔法一般，這是一個
Happy Ending 的故事，亨利能為全世界帶來光明，包括他最心愛的海
倫…

疾病分類：精神與行為疾患-失智症

閃亮人生
Henri Henri

片 長：99分鐘
導 演：Martin Talbot

條碼：86704341   
索書號： DVD 987.83 7082 105

資料來源：開眼電影 http://app2.atmovies.com.tw/film/fhfr43158138/

http://app2.atmovies.com.tw/film/fhfr43158138/
http://app2.atmovies.com.tw/film/fhfr43158138/


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失智症

陪妳哼著歌
Yaeko's Hum

片 長：118分鐘
導 演：佐佐部清

來自山口縣一對夫妻的真實故事，一位歷經四次癌症手
術的丈夫不離不棄照顧罹患阿茲海默症妻子12年的歲月。
妻子一天一天將遺失兩人的回憶，漸漸變得像個小孩，
而他總能用無限的愛與包容陪著曾是音樂老師的妻子哼
著最喜愛的曲子，牽著她的手相伴一生。「愛是世界上
最好的藥物」即使時光和回憶無情地流逝，他們的愛永
遠都還在....。

條碼： 86704463  
索書號： DVD 987.83 746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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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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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失智症

愛你到最終
Lovely, still

片 長：92分鐘
導 演：Nicholas Fackler

寡婦跟她女兒剛搬到奧馬哈的小鎮上，她對在雜貨店打
工的羅伯特一見鍾情，並主動約他吃晚餐。隔天羅伯特
徵求每個人給他約會建議，年紀已到遲暮之年的他，究
竟跟女人約過會嗎？還是他有著什麼不為人知的祕密
呢？…這部講著黃昏之戀、溫柔又心痛的愛情電影，由
年僅23歲的新銳導演自編自導而成，他充分掌握小鎮溫
煦的人情味及聖誕氣氛，如童話故事般駕馭了優美夢幻
影像的統合。

條碼： 86703186  
索書號： DVD 987.83 2216c  99 

資料來源：博客來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D020035598

★多倫多電影節、美國芝加哥電影節
、紐約國際電影節 觀摩片

★2010高雄電影節



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失智症

愛，是一生相伴
Late Blossom

片 長：118分鐘
導 演：秋昌民

Choo Chang-Min 

飄著雪的寒冷冬天裡，靠著送牛奶維生的老人萬皙（李順載飾）
邂逅了拾荒老太太小唯（尹素貞飾）。他們的前半生各自過著著
艱辛的人生，兩位老人在每天淩晨寂靜的街道上相遇，並在萬皙孫
女妍兒（宋智孝飾）的穿針引線下，一生的孤獨與苦難讓他們漸
漸靠近，如初戀般的悸動萌發在了彼此心中。而萬皙的朋友：停車
場管理員君奉（宋在河飾）一直耐心的看護著患有老年癡呆症的
老伴（金秀美飾），直到有一天，君奉得知老伴已患絕症，目睹
她一次次痛苦病發，心如刀絞的君奉也做出了悲傷的決定…

條碼： 86704092
索書號： DVD 987.83 2612 104

★榮獲韓國影壇盛事大鐘賞三項大獎提名
★榮獲青龍獎最佳女配角大獎

資料來源：成大圖書館館藏目錄 http://weblis.lib.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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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分類：精神與行為疾患-失智症

愛, 無盡
Still mine

片 長：103分鐘
導 演：Michael McGowan

條碼： 86703954 
索書號： DVD 987.83 2085  102 

克雷格與艾琳結縭超過60年，兩人長久居住的房子，隨著
日曬雨淋而逐漸毀壞，艾琳更開始出現失智的跡象，也讓繼
承父親造船手藝與事必躬親精神的克雷格，決定幫妻子打造
新家。
然而時過境遷，他所使用的建築工法，早已不符合今日法規，
因此被一個偏激又不近人情的政府官員盯上，多次發出停工
禁令。眼看愛妻的病情日漸加重，克雷格面對強制出庭，甚
至是牢獄之災的威脅，於是讓他做出最後一個決定…。

★入選2013年第一屆桃園電影節
「世界之窗」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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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分類：精神與行為疾患-失智症

愛.慕
Amour

片 長：127分鐘
導 演：Michael Haneke

★榮獲2012坎城影展金棕櫚獎
★ 2013金球獎與奧斯卡最佳外語片

80多歲的喬治和安妮，是一對優雅的退休音樂教授夫婦，
他們向來深愛彼此。他們的女兒伊娃，也是一名音樂家，
但沒有跟父母住在一起。有天，安妮突然遭到疾病擊倒，
這竟使他們夫妻鶼鰈情深的愛，受到了嚴峻的考驗...。

條碼： 86703766      
索書號： DVD 987.83 2044c  102 

資料來源：奇摩電影 https://movies.yahoo.com.tw/movieinfo_main.html/id=4622

https://movies.yahoo.com.tw/movieinfo_main.html/id=4622
https://movies.yahoo.com.tw/movieinfo_main.html/id=4622


疾病分類：精神與行為疾患-失智症

漫長的告別
長ぃお別れ

片 長：127分鐘
導 演：中野量太

★《東京小屋的回憶》直木賞得獎作家
中島京子(親身經歷)同名原作

老爸七十歲生日的那天，母親告訴姊妹倆，他們的老爸得了失智症。老爸
(山崎努飾)是退休的校長，待人處世一向嚴格的他，開始出現了荒誕的行
為。長女麻里(竹內結子飾)隨著丈夫嫁到美國，一直都未能融入當地生活，
次女芙美(蒼井優飾)則因為沒能實現的夢想和沒有結果的戀情，而對人生
感到徬徨。在誰也沒注意之下，老爸走失了，原來老爸的記憶一直停留在
全家人最快樂的那一天，這個小小的、美好的回憶，提醒著她們「家人的
愛一直都在」。一直與老伴相依為命的母親(松原智惠子飾)也在這時候健
康出了問題，誰來代替母親照顧老爸？是不是該把老爸送進安養院？雖然
姊妹倆各自有各自的煩惱，在父親的記憶一點一滴消失的這七年，讓她們
重新學習了什麼是重要的事，以及好好地說再見。在不斷變化的時代，重
要的事永遠也不會改變。

條碼： 86704576      
索書號： DVD 987.83 3722b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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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movies.yahoo.com.tw/movieinfo_main.html/id=4622
https://movies.yahoo.com.tw/movieinfo_main.html/id=4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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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eblis.lib.ncku.edu.tw/


親愛的陌生人

片 長：90分鐘
導 演：趙正平

條碼： 86703942  
索書號： DVD 989.233 0227  102

一部探討失智親情與夢想之間的溫馨單元劇。
劇情主要描述台東一家小餐館爺孫兩人的故事，劇中孫子
陳大介為了追尋理想，與從小栽培自己廚藝的爺爺發生爭
吵而到港澳工作。十二年後回到家鄉，原本的興奮之情卻
在另一個假陳大介出現之後徹底崩盤，原來自己的身份已
經被一名叫張安武的小偷取代，失智症的爺爺早已不認得
自己，當年襁褓中的妹妹已長得亭亭玉立，而媽媽過世
了…陳大介捨棄多年的親情，在這十二年間改變的幅度似
乎已劇烈到自己無法承受……

疾病分類：精神與行為疾患-失智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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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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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分類：精神與行為疾患-失智症

機器人與法蘭克
Robot & Frank

片 長：89分鐘
導 演：傑克史艾爾

Jake Schreier

★ 2012日舞影展最佳科技貢獻獎

阿茲海默症並沒有放過已屆退休年齡的法蘭克(法蘭克藍吉拉飾)，
圖書館的館長珍妮佛(蘇珊莎蘭登飾)是他唯一好友。鮮少與他互
動的女兒麥娣妽(麗芙泰勒飾)，希望將他送到安養院，但兒子杭
特(詹姆士馬斯登飾)知道父親不願在安養院度過餘生，於是高價
買了一名機器人照料他的日常生活。面對冰冷冷的機器人，法蘭
克一開始相當排斥，但機器人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個性，加上
他發現可以利用機器人程式設定的漏洞，來幹些驚天動地的大事
時...人生頓時多采多姿了起來！也漸漸在不知不覺、和機器人相
處的點點滴滴過程中，發展出了一段不平凡的友誼！

條碼： 86703827      
索書號： DVD 987.83 4687 102

資料來源：奇摩電影 http://tw.movie.yahoo.com/movieinfo_main.html/id=4429

http://tw.movie.yahoo.com/movieinfo_main.html/id=4429
http://tw.movie.yahoo.com/movieinfo_main.html/id=4429


四年前因車禍導致逆行性失憶症的藤井(大倉忠義飾演)，失去
了車禍前一年的記憶，徹底遺忘了當時跟他交往的戀人佳美
(桐谷美玲飾演)。某一天兩人在共同朋友的婚禮上重逢，藤井
對彷彿新認識的佳美抱有好感，再度展開追求，而佳美在這四
年來雖然一直等待著藤井，卻沒有說出兩人曾經相愛過的真相，
再一次與他開始交往。不久後兩人決定以結婚為前提，先試著
同居一年，展開了平凡又幸福的生活，就在他們以為幸福美滿
的日子可以永遠持續時，殘酷的真相卻找上了他們…。為何佳
美要求“一年”的同居試婚期呢？為何她不願說出兩人曾經交
往過的事呢？在藤井失去的記憶中，隱藏著對佳美深刻的愛情，
以及令人痛徹心扉的事實...。

100次的哭泣
Crying 100 times  
100回泣くこと

片 長：117分鐘
導 演：廣木隆一

條碼：86703938  
索書號：DVD 987.83 3263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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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分類：精神與行為疾患-失憶症

http://weblis.lib.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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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擠進巴黎上流社會，他假裝是孤兒出身… 瓦倫達與康絲丹
是一對設計師夫妻，名滿天下、成就非凡，連巴黎東京宮都
準備為他們舉行設計回顧展。然而，大家不知道的是，為擠
進巴黎設計圈的上流社會，瓦倫達其實隱瞞了他來自北方鄉
下的事實，並刻意假裝自己是孤兒出身。但就在回顧展開幕
當天，瓦倫達久未見面的母親、兄嫂與親友們，出乎意料地
前來祝賀，一場城鄉差距、雞同鴨講的場面就此展開。雪上
加霜的是，瓦倫達竟在這時意外發生車禍。當他醒來時，記
憶竟瞬間倒退至他17歲剛來巴黎打拼的時候，回到了那個滿
滿北方口音、滿懷思鄉記憶的青春少年兄…。

三小一家人
Family is Family

片 長：107分鐘
導 演：Danny Boon

條碼：86704561  
索書號：DVD 987.83 1913b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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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分類：精神與行為疾患-失憶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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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分類：精神與行為疾患-失憶症

回到初相遇

片 長：98分鐘
導 演：Sylvie Testud

40歲的瑪莉(茱麗葉畢諾許 飾)一覺醒來，以為自己仍是25歲，她
竟將之前15年的生活全忘得一乾二淨，而身邊她以為剛交往的男
友保羅(馬修卡索維茲 飾)，竟就是自己的丈夫…。瑪莉和保羅五年
來爭吵不斷，早已貌合神離，不僅各自有外遇對象，也正瀕臨離婚
邊緣。此時的瑪莉，一點一滴地重新檢視了自己這些年來的轉變：
她從無名小卒變成一名跨國集團的高階主管，家住在艾菲爾鐵塔旁
的高級地段，開的是高級房車，還有一個可愛的兒子，但是她卻變
成了一個背棄朋友和家人的無情女人…。而她曾珍視的這一切，如
今也都即將隨著離婚生效而消逝…。瑪莉決心以她25歲的意識，全
力挽回她40歲的婚姻…。

條碼： 86703763     
索書號： DVD 987.83 6134  102 

資料來源：成大圖書館館藏目錄 http://weblis.lib.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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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分類：精神與行為疾患-失憶症

別相信任何人
Before I Go to Sleep

片 長：92分鐘
導 演：Rowan Joffe

克莉絲汀（妮可基嫚 飾）每天醒來都身處在陌生的房間，身旁躺著
一個不認識的男人。男人耐心說明：我是妳丈夫班恩，妳今年47歲，
20年前遭遇嚴重車禍，從此記憶受損。每天她也會接到陌生的醫師
來電，要她到衣櫥裡的鞋盒找出被藏起來的祕密。原來，克莉絲汀
在每天睡前會用相機拍下今天所發生的的事作為自己的「影像備忘
錄」，提醒明天失憶的自己。克莉絲汀藉著影像，一天天重建自己
的歷史，但她所發現的細節和班恩、醫師的說法卻經常產生矛盾。
這一天她醒來，打開相機，沒想到卻看到影像中的自己說：別相信
班恩……

條碼： 86704192
索書號： DVD 987.83 6422c 104

資料來源：奇摩電影 https://tw.movies.yahoo.com/movieinfo_main.html/id=5341

https://movies.yahoo.com.tw/movieinfo_main.html/id=5341?guccounter=1
https://movies.yahoo.com.tw/movieinfo_main.html/id=5341?guccounter=1


一次交通意外，令天才數學博士只剩下80分鐘的記憶，時間
一到，所有回憶自動歸零，重新開始。遇上語塞的時候，他
總會以數字代替語言，以獨特的風格和別人交流。他身上到
處都是以夾子夾著的紙條，用來填補那只有80分鐘的記憶。
這次，新來的管家杏子帶著10歲的兒子照顧博士的起居，對
杏子來說，每天也是和博士的新開始。博士十分喜愛杏子的
兒子，並稱呼他作「根號」，因為根號能容納所有人和事，
他讓母子倆認識數學算式內美麗且光輝的世界。因為只有短
短80分鐘，三人相處的每一刻都顯得非常珍貴。

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失憶症

博士熱愛的算式
博士の愛した数式

片 長：117分鐘
導 演：小泉堯史

條碼：86703196    
索書號：DVD 987.83 4442g  100

資料來源：成大圖書館館藏目錄 http://weblis.lib.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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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三年級的沖田大志和從事建築設計的父親一志生活在橫濱，
媽媽琴美則是大志很小的時候就去巴黎留學，所以他對媽媽沒
有記憶，但每個禮拜都會寄來媽媽的信，讓寂寞的大志覺得媽
媽彷彿就在身邊，暑假的某一天，大志得知媽媽其實不在巴黎，
而是在瀨戶內海的小豆島上，他非常想見媽媽，於是便騎上媽
媽送的黃色腳踏車，帶著心愛的狗狗－小安，瞞著爸爸獨自前
往離家五百公里的小豆島，對大志來說，這是生平第一次的大
冒險，然而他並不知情，媽媽是因為患病失去了記憶，所以才
離開他的身邊，一志知悉兒子去找媽媽後，焦急地趕赴小豆島，
大志在旅途中遇見了各式各樣的人，究竟，他能到達小豆島見
到心愛的媽媽嗎？

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失憶症

媽媽的黃色腳踏車
ぼくとママの黃色い自轉車

片 長：95分鐘
導 演：河野圭太

條碼：86703184  
索書號：DVD 987.83 4425d 100

資料來源：成大圖書館館藏目錄 http://weblis.lib.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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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車禍，讓一段岌岌可危的婚姻，有了開始契機，重新尋
回那些被遺忘的美....何薇安和羅品中是對貌合神離。面對小
三介入，婚姻岌岌可危的夫婦，在何薇安因一場車禍喪失婚
後十年的記憶後，讓好勝的女強人回歸到十年前純粹質樸的
自己，喚起了一段被遺忘的記憶。分居的夫妻兩人，竟開始
發覺彼此心中最真、最初的情感。兩人該如何一點一滴重新
記起彼此的好，修復原本緊張的關係？他們婚姻的命運，因
這場意外而改變，他們是會牽手過一生？或是放開彼此的手
呢？

疾病分類：精神與行為疾患-失憶(解離性疾患)

遺忘
Forgotten 

片 長： 110分鐘
導 演：連奕琦

條碼： 86703743 
索書號： DVD 987.83 3500b 101 

資料來源：豆瓣電影 http://movie.douban.com/subject/10777780/

http://movie.douban.com/subject/10777780/
http://movie.douban.com/subject/10777780/


疾病分類：精神與行為疾患-失憶症 / 厭食症 / 暴食症

歡迎來到隔離病房
Welcome to the quiet room

片 長：118分鐘
導 演：松尾鈴木

28歲的自由寫手佐倉明日香（內田有紀 飾）某天醒來，發現自
己被五花大綁在一間白色房間裡--精神療養院中人稱「隔離病
房」的監護室。 記憶全失的她，必須由主治醫師及同居人鐵雄
（宮藤官九郎飾）雙方同意才能出院！自認為再正常不過的明
日香身處每天都發生瘋狂事件的精神療養院中，不管是「想吃
卻吃不下」的患者美紀（蒼井優 飾）， 還是曾經當過AV女優
的暴食症患者西野（大竹忍 飾），還是一激動就燒自己頭髮的
躁鬱症女孩，每個人入院的原因五花八門， 明日香逐漸學會這
裡獨特的處世之道，甚至為了病患利益，與老是以保護患者為
由，動不動就搬出規定多方約束的冷血護士江口（涼 飾）展開
一場龍爭虎鬥！

條碼：86703885
索書號： DVD 987.83 4341e  102 

資料來源：成大圖書館館藏目錄 http://weblis.lib.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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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分類：精神與行為疾患-代理型孟喬森症候群

路易的第9條命
The 9th life of Louis Drax

片 長：108分鐘
導 演：Alexandre Aja

九歲男孩路易(艾登隆沃夫飾演)，不僅聰明又古怪，更從出生
之後，每年都會碰上一樁致命意外，然後再從意外中奇蹟生還。
九歲生日當天，他從懸崖上摔落，再度奇蹟似地生還，卻陷入
昏迷當中，而父親彼得(艾倫保羅飾演)也神秘失蹤。種種證據，
都將彼得導向是推落路易的真兇。心理醫生帕斯卡(傑米道南飾
演)前來調查路易的昏迷原因，發現路易過去八年，每年都有致
命意外；在調查路易的腦後，更開始發生難以理解的超自然現
象，將帕斯卡拉進路易腦中的現實與幻想輪迴，更與母親娜塔
莉(莎拉蓋登飾演)產生曖昧糾葛，讓整起事件更加撲朔迷離。
究竟路易在第九次意外當下發生了什麼事？而真相與黑暗的盡
頭又是如何？

條碼：86704369
索書號： DVD 987.83 6628  106

資料來源：成大圖書館館藏目錄 http://weblis.lib.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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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奈許於1947年進入普林斯頓大學數學系研究所就讀，
對普林斯頓大學來說，這名絕頂聰明但是個性偏激的傑出青
年卻成為一名問題學生，他不但和同學無法相處，而且還時
常曠課，他心中只有一個念頭：發明出一個原創理論 。他
深信這是成功的唯一方法，雖然他的同儕都希望看到他失敗，
但是卻在無意間激發出他的鬥志，有一天他們在酒吧閒聊，
看到一名身材火辣的金髮美女，於是慫恿奈許去追她，但是
這卻激發了他的靈感，促使他發現一個突破性的理論，後來
他所寫的論文推翻了現代經濟學之父亞當史密斯一百五十年
來牢不可破的經濟理論，從此改變了他的一生。

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妄想症

美麗境界
A beautiful mind 

片 長：134分鐘
導 演：朗霍華 Ron Howard

★金球獎最佳男主角羅素克洛

★金球獎最佳女配角珍妮佛康娜莉

條碼： 86700012
索書號： DVD 987.83 8146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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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新驚悚片[靈異拼圖]中，泰莉帕芮塔(茱莉安摩爾飾)八
歲大的愛子山姆十四個月前在一場墜機事件後不幸喪生，從
那時候開始她就不斷受到這段痛苦回憶的糾纏，她也因為一
直走不出傷痛，和她的先生吉姆(安東尼愛德華飾)分開，沒
想到就在這時候，她的心理醫師孟斯醫生(蓋瑞辛尼斯飾)竟
然告訴她，這一切都是她的幻覺，她的兒子並不存在，所有
關於他的記憶都是她自己在腦海裡想像出來的，她在震驚之
於試圖尋找山姆存在的證據－照片錄影帶、剪貼簿等等，但
是這些東西全都消失無蹤，泰莉終於相信她發瘋了…

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妄想症

靈異拼圖
The forgotten 

片 長：91分鐘
導 演：喬瑟夫魯賓

Joseph Ruben

條碼： 86702025    
索書號： DVD 987.83 1656b 94

資料來源：成大圖書館館藏目錄 http://weblis.lib.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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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分類：精神與行為疾患-自閉症

X+Y 愛的方程式

片 長：111分鐘
導 演：摩根馬修

一名有自閉症邊緣性格傾向的小孩Nathan，他無法與人溝
通，甚至排斥自己的母親Julie，唯有在數學的世界能使他找
到慰藉。他進入了英國數學國家隊，跟著團隊遠赴重洋來到
台灣參加國際數學奧林匹亞競賽，直到在台灣遇上中國少女
Zhang Mei讓他漸漸敞開了心房。

條碼： 86704181
索書號： DVD 987.83 2202c 104

資料來源：奇摩電影 https://tw.movies.yahoo.com/movieinfo_main.html/id=5727

https://tw.movies.yahoo.com/movieinfo_main.html/id=5727
https://tw.movies.yahoo.com/movieinfo_main.html/id=5727


艾格妮絲是個漂亮的金髮女孩，不曾開口說話，尖叫
和哼哼聲是她的語言。視覺藝術家海蒂，用五年的時
間來紀錄自己和罹患自閉症的女兒艾格尼絲既密切又
特別的相處過程。

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自閉症

艾格妮絲的呢喃
Hummingchild

片 長：28分鐘
導 演：Heidi Sundby

條碼：86704096
索書號：DVD 415.988 4444b 102

資料來源：成大圖書館館藏目錄 http://weblis.lib.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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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分類：精神與行為疾患-自閉症

自閉之戰
Citizen Autistic

片 長：68分鐘
導 演：William Davenport

「自閉症之聲」是美國最大、獲得最多募款的自閉症研究和倡權組織。
但是自閉症倡權份子卻覺得「自閉症之聲」並沒有代表自閉症患者，他
們把自閉症患者當成怪胎，反而對全球自閉症患者是有害的。「自閉症
之聲」向社會大眾募捐來的錢，卻只有將預算的百分之四用來幫助自閉
症患者。本片深度訪問「自閉症自我倡權網路」理事長艾利尼曼、
「thAutcast.com」創辦者藍登布萊斯、藝術家羅蘋史都華、醫學博士
克蕾莉莎柯里普克及社會運動家柔伊葛洛斯等知名自閉症倡權份子，紛
紛在片中對「自閉症之聲」加以撻伐。本片由紀錄片【星星的世界】導
演威廉達佛執導，再度以關懷自閉症為出發，讓世人真正地瞭解自閉症
患者的世界。

條碼： 86704196
索書號： DVD 415.988 2736 104

資料來源：誠品網路書店 http://www.eslite.com/product.aspx?pgid=1004249592431295

http://www.eslite.com/product.aspx?pgid=1004249592431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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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姆特別喜歡電燈柱。他最好的朋友是紐約展望公園裏的四根電燈
柱，而且每一根都有自己的名字。山姆在三歲時被診斷出患有泛自
閉症障礙(Autism Spectrum Disorder)。現年已經6歲的山姆依然不
願意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依然堅持要把不同顏色和種類的蔬菜分
開吃，每天依然要去公園給他的電燈柱朋友們講故事...但同時，山
姆會的辭彙驚人，算術能力比同齡的孩子要強很多，他還擁有超強
的記憶力！今天，平均每100名兒童當中就有一人罹患自閉症，而
在三十年前，這一數字是1：2500。到底什麼是自閉症？自閉症真
的是一種疾病嗎?還是只是比較特殊的人類行為？電影導演陶德在本
片中針對這個爭議訪問了醫生、家屬甚至是自閉症患者，進而引導
觀眾從一個全新的角度去審視這群長期不被社會接受的自閉症患者。

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自閉症

我的星星兒
Loving lampposts

片 長：83分鐘
導 演：Todd Drezner

★2011地球和平影展最佳紀錄片

條碼：86703540
索書號：DVD 415.988 2266  100

資料來源：成大圖書館館藏目錄 http://weblis.lib.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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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得知自己的孩子丹尼爾的診斷結果為自閉症之後，艾莉
娜與拉茲蘭的世界從此分崩離析。他們難以面對這殘酷的
現實，撫養一名受到他們幾乎不了解的症狀所影響的孩子。
拉茲蘭無法接受事實，導致了家中的不和，但艾莉娜的堅
持不懈和母性本能帶領他們度過撫養丹尼爾的重重考驗。
在她的姊姊和摯友的陪伴下，他們可能找到了方法來改善
丹尼爾的生活品質。<我的星星寶貝>為自閉症患者的家
屬發聲，他們努力幫助並去了解他們最親愛的家人。

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自閉症

我的星星寶貝
Beautiful Pain

片 長：115分鐘
導 演：Tunku Mona Riza

條碼：86704515
索書號：DVD 987.83 2266b  107

資料來源：成大圖書館館藏目錄 http://weblis.lib.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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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片介紹了十二位來自不同領域的自閉症患者，敘述自閉
症賦予他們與眾不同的天賦，以及與自閉症相伴一生的所
帶來的困擾，其中最大的共同特色就是他們都曾被霸凌，
求學時代最常見的是身體上以及情感上的霸凌，長大之後
面對的則是職場的霸凌，甚至因為企業主對自閉症的錯誤
認知與歧視，他們連面試的機會都沒有。這十二位星星兒
在本片暢談屬於他們的世界，他們勇於面對自己患有自閉
症的事實，並學會與自閉症和平共存。

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自閉症

星星的世界
Too sane for this world 

片 長：61分鐘
導 演：William Davenport

條碼：86704020
索書號：DVD 415.988 6624  103

資料來源：成大圖書館館藏目錄 http://weblis.lib.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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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沉浸在只有自己的世界裡的女孩，用她的心為這世界拍下
照片，她花上大把的時間照顧動物藉以彌補與人相處的需要，
並以她獨有的想像方式發展出一套人道的屠宰牲畜方法，她的
一生被同伴、父母、老師曲解，但堅強的她卻教了所有人一堂
重要的人生課題，特殊的「擠壓機」讓無法正常與人接觸的她
能獲得所需的愛與關懷，而卓越的成績更讓她成為畢業生代表、
取得博士學位，雖然不熟悉她的人可能會因為不瞭解而產生害
怕與抱怨，但在瞭解她之後，個個都成為最忠實的朋友，雖然
她有些許的先天不足，但仍在充斥男性的家畜工業中闖出自己
的名號，推行更人道、更節省經費的屠宰方式。

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自閉症

星星的孩子
Temple Grandin

片 長：108分鐘
導 演：米克傑生 Mick Jackson

條碼： 86703363     
索書號： DVD 987.83 6621 100

資料來源：成大圖書館館藏目錄 http://weblis.lib.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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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的星星不說話，有了愛，你才會聽見自閉症孩子的故事，
自閉症是腦部功能出現異常的發展障礙，在日常生活中，主要
有人際關係、語言表達與行為舉止的障礙，本片紀錄片二位熱
愛音樂的自閉症孩子，卓玉芳喜歡彈鋼琴，吳斌有鋼琴彈音的
專業技能。在音樂的世界裡，不用語言，就傳遞出滿滿的純真
與感動；在父母的懷裡，沒有怨言，最牽掛的就是孩子，卓媽
媽說：受苦的人，沒有悲傷的權力，我要用全部的精神，照顧
孩子；吳爸爸說：做父母的心願，就是訓練他獨立，找到固定
且穩定的工作，在二位孩子彼此的對話裡，看見生命在親情灌
溉後的成長，吳斌在網站上，告訴全世界，他以自閉症為榮。

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自閉症

星願

片 長：20分鐘
導 演：林思妤

條碼： 86703203     
索書號： DVD 987.81 6071 100

資料來源：成大圖書館館藏目錄 http://weblis.lib.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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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的心有多寬，孩子的路就有多廣！
輕度自閉症患者尚川，他的母親飽受外界懷疑及不諒解的眼
光。一路上母親的不放棄，使尚川從不會講話蛻變成一個活
潑好動的孩子。證明了“媽媽的心有多寬，孩子的路就有多
廣”，更打破一般人對自閉症，躲在角落默不出聲的刻板印
象。今年升高二的尚川，在學校特教班的安排下進入職場實
習，在過程中，適應環境與實際工作的技能，對他來說是一
大挑戰。擔心的母親有時陪伴，有時放手，一步接著一步，
引導尚川學習獨立，給予支持。我，沒有自閉，如果您願意
瞭解我，你會知道，這就是我的風格 — 耍自閉。

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自閉症

耍，自閉
Not alone 

片 長：25分鐘
導 演：蘇詩雯

條碼： 86703204   
索書號： DVD 987.81 1027 100

資料來源：成大圖書館館藏目錄 http://weblis.lib.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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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原從小得了自閉症，因此他雖然已經二十歲但只有五歲的
智商，喜歡巧克力派，每每聽到自己喜歡的音樂就會不分場
合手舞足蹈，他的媽媽是唯一願意照顧並與楚原溝通的親人，
楚原對斑馬很有興趣，甚至夢想自己是斑馬，更曾經任意觸
碰街上帶著斑馬紋的包包和衣服的人而引起誤會，不過他也
像斑馬一樣擅於跑步，更在一次十公里比賽中得到第三名…

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自閉症

馬拉松小子
Marathon

片 長：117分鐘
導 演：鄭胤澈

★韓國大鍾獎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獎、
最佳劇本獎、最受歡迎男演員獎

條碼：86700296    
索書號：DVD 987.83 7549

資料來源：成大圖書館館藏目錄 http://weblis.lib.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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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分類：精神與行為疾患-自閉症/亞斯伯格症

馬修的自閉世界
Matthew's laws

片 長：73分鐘
導 演：Marc Schmidt

★荷蘭電影節最佳紀錄長片, 最佳剪輯提名
★尼昂國際紀錄片影展最佳影片
★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優等獎

導演13歲就認識了馬修，馬修是一位自閉症患者，一心想在他周
遭的混亂之中，打造出自己的秩序。一旦事情無法照他的規則進
行，他就會開始焦慮、暴躁，由於他不知道如何處理自己的情緒，

只好以大吼大叫做為情緒的宣洩，導致與他人產生衝突。然而他
也試圖理解我們的秩序，但往往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事，他始終
難以理解。導演喜歡馬修獨特的「馬修式」思考邏輯，透過攝影
機忠實紀錄「馬修的自閉世界」。除了馬修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

同時也紀錄了馬修和外界屢次爆炸性的衝突。

條碼： 86703878   
索書號： DVD 987.81 7222  102

資料來源：成大圖書館館藏目錄 http://weblis.lib.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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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族遠間的妻子離家出走，女兒一肩扛起家中的起居照顧，每天
早出晚歸的他因為女兒的關係，認識了家庭背景複雜的四歲自閉
症孩童圭輔。曾被母親虐待的他封閉起幼小心靈，卻獨獨對遠間
收藏的一本攝影集照片敞開心房，照片中罕薩的優美風景及純樸
民情深深吸引著他們。當圭輔被父母惡意遺棄後，遠間向傾慕的
古董店老闆娘吐露希望收養圭輔，然而卻被一語點醒這個天真的
想法。親情、友情與愛情，人生的課題不斷浮現從未停歇，老友
富樫碰上了工作的難關，攝影集的影像逐漸渲染了這群在人生中
迷航的中年人，他們決定啟程前往巴基斯坦探訪相片中的世外桃
源，並試圖找回自己……

疾病分類：精神與行為疾患-自閉症

草原的椅子
片 長：140分鐘
導 演：城島出

★ 2013日本電影佳作

條碼：86704260     
索書號： DVD 987.83 4724c  105

資料來源：誠品網路書店 http://www.eslite.com/product.aspx?pgid=1004245482480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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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患有自閉症的溫蒂(達珂塔芬妮飾)，父母雙亡後被姊姊送到
特殊教育的教養院，希望可以訓練她有基本的謀生能力。殊不知
溫蒂寫作能力突出，平時最大消遣就是織毛線與寫作的她，早已
創作出一部驚天動地的劇本，而這一切只有教養院院長史考蒂
(東妮克莉蒂飾)知道。身為《星際爭霸戰》頭號粉絲的她，某天
從電視上看到派拉蒙影業正在公開徵求電影劇本的廣告，生活向
來規律且從來沒出過遠門的溫蒂，決心踏上長途跋涉之旅，在截
止日期前將自己的創作劇本送到好萊塢！一段即將改變她一生的
旅程就此展開…。

疾病分類：精神與行為疾患-自閉症

溫蒂的幸福劇本
片 長：93分鐘
導 演：班李文 Ben Lewin

條碼：86704474     
索書號： DVD 987.83 3424c  107

資料來源：成大圖書館館藏目錄 http://weblis.lib.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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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遠星球的孩子》用淺顯易懂的說故事方法，娓娓道出第一、
二集的真實人物紀錄片《我是蔡傑》及《我也很高興認識你》，
從親子、家庭、工作、夢想來出發，觀看生活的種種現實與細節，
在歲月的推展之中，逐漸累積出動人的能量，是屬於「愛」與
「幸福」的故事。第三集《吹泡泡》，將自閉症者最不被外人確
知的感官、感受體驗與思想邏輯，透過自閉症青年陳毅雄的語言
抒發，讓大眾得以更深入地了解他們的內在心靈圖像，是極其難
得的深刻篇章。最後，第四集如科普新知般的《自閉症之謎》，
再由此探尋來自「遙遠星球的孩子」的獨特面貌。

疾病分類：精神與行為疾患-自閉症

遙遠星球的孩子
Children from the distant planet

片 長：208分鐘
導 演：沈可尚總導演

條碼：86703358-86703361     
索書號： DVD 415.988 3361  pt.1-4,100

資料來源：誠品網路書店 https://reurl.cc/35EeX

https://reurl.cc/35EeX
https://reurl.cc/35EeX


二戰期間，德軍研發出無法破解的通訊加密裝置「恩尼格瑪」，
可將所有機密轉換成亂碼發送出去，全世界如臨大敵...天才數學
家艾倫圖靈(班奈迪克康柏拜區飾)奉命協助英國政府破解「恩尼
格瑪」。他率領瓊克拉克(綺拉奈特莉飾)等百位頂尖解密專家，
經過無數挫敗，終於破解了史上最難解的謎，及時拯救各國無數
性命。但同時，英軍卻發現他最深不可告人的秘密...一個扭轉戰
爭的天才，如何解救自身的危機？

疾病分類：精神與行為疾患-自閉症

模仿遊戲
The imitation game

片 長：114分鐘
導 演：Morten Tyldum

條碼：86704187     
索書號： DVD 987.83 4232d  104

資料來源：成大圖書館館藏目錄 http://weblis.lib.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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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莉因父親去世而自我封閉，拒絕與外界交談，但她具有超出
常人的創造力。心理醫生傑克受僱於兒童服務單位，因前來了
解莎莉的病情，遂發現其非凡的創造力。為此傑克提出某些建
議，但其母露絲基於愛女情切，拒絕傑克的意見，雙方因此時
起衝突。而莎莉間歇性的自殺傾向使露絲身心俱疲，更使傑克
下定決心要激發莎莉的潛能，並打開其心結。傑克是否能說服
露絲，幫助莎莉重啟心扉？
電影《摯愛》是描寫關於一個學齡前小女孩Sally在父親意外死
亡後的調適過程。影片中一開始醫師猜測小女孩是自閉症，但
最後幾乎確認是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自閉症、創傷後障礙症

摯愛
House of cards 

片 長：107分鐘
導 演：Michael Lessac

條碼： 86701100    
索書號： DVD 987.83 4420(1)

資料來源：1. 成大圖書館館藏目錄http://weblis.lib.ncku.edu.tw/
2. 《摯愛》區分自閉和創傷後壓力疾患PTSD的電影

http://helpasperger.blogspot.tw/2012/10/ptsd.html



伊莉莎白蘇扮演患上自閉症兼輕度智障的少女莫莉，所住的
療養院因政府停止補助而關閉，於是院方通知她唯一親人－
哥哥巴克接她回家。
由於巴克對妹妹的全然不暸解及對自閉症的無知，令他生活
產生極大混亂。在莫莉一位患上學習障礙的好友山姆的建議
下，巴克讓莫莉接受一項治療自閉症的實驗性手術。手術具
有危險性，且治療效果仍不確定，莫莉的命運到底會是怎樣？

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自閉症/智能障礙

親親小妹
Molly 

片 長：91分鐘
導 演：約翰杜根 John Duigan

條碼： 86702028   
索書號： DVD 987.83 0097 88

資料來源：成大圖書館館藏目錄 http://weblis.lib.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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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自閉症

築巢人
A rolling stone

片 長：53分鐘
導 演：沈可尚

條碼： 86703914 
索書號： DVD 987.83 8828 103

立夫爸，文質彬彬的旅行社經理，父兼母職，也是立夫與世界接
觸的唯一橋樑。立夫，30歲，卻有著13歲的靈魂，在自閉症的外
衣下藏著藝術家的天分。父子緊密地生活在一起，同睡一張床、
一起拾貝殼、採蜂巢、共享出遊的快樂，也同承擔如暴風般的情
緒。不大的家裡擺滿了立夫撿拾來的寶特瓶，以及立夫細心繪製，
上百張重複的蜂窩畫。父與子是生命的共同體，是彼此的唯一，
這個獨一無二的巢，少了誰，都不完整。「操他媽的！」立夫突
如其來的怒吼，劃破夜晚家的寧靜。父親與孩子間永無止境的拉
扯，是否注定徒勞無功？

★台北電影節百萬首獎、最佳紀錄片、
最佳剪輯

★香港華語紀錄片電影節短片冠軍

資料來源：成大圖書館館藏目錄 http://weblis.lib.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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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自閉症

藍迪的畫語人生
Randy's Canvas

片 長：102分鐘
導 演： Sean Michael Beyer

條碼： 86704526 
索書號： DVD 987.83 4325  107 

擁有超群繪畫天分的年輕藝術家藍迪，自幼被診斷出自
閉症，在收養家庭裡常有可愛暖心的狗狗哈倫相伴。自
恃過人的才華加上因病無法控制的情緒，讓藍迪經常口
出妄言、挑戰世俗眼光，但狂恣面具底下其實深藏他善
良單純的赤子之心；當美麗動人的席安娜走進他的人生，
藍迪的世界第一次無法自拔地天搖地動──他必須在情緒
的雲霄飛車上找到平衡，才得以繼續超越自己、畫出他
的人生之作……。

★ 2018 AutFest電影節最佳影片獎
、最佳演員獎

資料來源：成大圖書館館藏目錄 http://weblis.lib.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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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自閉症

證人
Innocent Witness

片 長：130分鐘
導 演：李翰

條碼： 86704554 
索書號： DVD 987.83 0280b  108

信任是全世界最有力的證詞。律師楊淳鎬(鄭雨盛飾)加入
了一家知名的法律事務所，為一名被指控殺害雇主一家
的女傭辯護，這樁謀殺案廣受媒體與社會關注，淳鎬必
須贏得官司才能成為事務所合夥人。然案發現場的唯一
目擊證人林智友(金香起飾)是一名自閉症少女，淳鎬必須
想盡辦法讓智友敞開心房出庭作證才能贏得官司。這兩
個不同世界的人漸漸成為了朋友，但在案情膠著的壓力
下，他必須在有限的時間內，讓智友說出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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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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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夫尼可斯，患有酗酒、注意力集中障礙症、閱讀障礙、妥
瑞症候群(某種神經失調疾病)等諸多毛病，看起來很慘，但
更慘的是，他最近還衰到不行！丟了工作、沒了女朋友，甚
至不小心放火把自己老家給燒了。他怪父母親給他一個爛身
體、抱怨朋友不再支持他，每天自怨自艾瘋癲過日，然而當
他在社福團體接受心理輔導時，他遇見了琳，一個患有男性
恐懼症的美女社工，他獨特又怪異的魅力莫名的幫助琳克服
恐懼，同時自己也逐漸被她吸引，決心為她重新振作！

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妥瑞症

天生蠢材必有用
Trainwreck- My life as an idiot 

片 長：90分鐘
導 演： Tod Harrison Williams

條碼：86702591  
索書號：DVD 987.83 1254 97

資料來源：成大圖書館館藏目錄 http://weblis.lib.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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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諾艾斯洛，一個沒沒無聞且患有妥瑞症的私家偵探，提
攜他的恩人與唯一的朋友法蘭克敏納(布魯斯威利 飾)遭人
刺殺。憑藉著極有限的線索、超乎常人的執著、毅力與意
志力，他一步一步地揭開隱藏在紐約這座大城市陰影下被
層層保護的機密。為了追查真兇，他幾乎踏遍了每一吋土
地，萊諾無懼地對抗紐約的地痞流氓、貪官汙吏以及最危
險的壞人，不只是為了替朋友報仇，同時也是為了拯救一
名需要幫助的女子…。

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妥瑞症

布魯克林孤兒
Motherless Brooklyn

片 長：144分鐘
導 演：Edward Norton

條碼：86704592  
索書號：DVD 987.83 4244i  109 

資料來源：開眼電影網 http://app2.atmovies.com.tw/film/fmen60385887/

http://app2.atmovies.com.tw/film/fmen60385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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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片根據真人真事(Brad Cohen)改編，小時候的布萊德經
常不由自主地抽搐扭動、吠叫鬼吼，他的父親認為他只想引
人注目，鄰居則說他被惡魔附身了。其他孩子嘲笑他，小學
老師更要他站在教室前面向所有同學道歉，悲慘的人生受盡
羞辱。直到某天，校長知道這是一種神經性疾病的症狀，才
幫助了布萊德獲得大家的理解和接納。因此，長大後的布萊
德決定當個「自己從未碰過的好老師」，然而實現夢想的道
路如此艱鉅，他面試了24所學校，遭到冷嘲熱諷，終於在
第25次的面試，成功得到一個機會，他是第一個當選全美
最佳教師的妥瑞人。

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妥瑞症

叫我第1名
Front of the class

片 長：98分鐘
導 演：Peter Werner

條碼：86702925
索書號：DVD 987.83 6282c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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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志當老師的奈娜，準備在教育界大展雌威，無奈她有個無
法隱藏 的「小」缺陷，嗯，或許也沒那麼小。從小深受妥
瑞症所惱的她，一路因這個隨時就會展露症狀的疾病被嘲笑
被誤解，即使長大後情況依然沒有好轉。在歷經第18次的
教師面試遭拒後，絕望之際，她終於在自己的母校找到全職
教師的工作，然而她馬上就知道原因，原來她被分配到全校
唯一的災難班—集結了最頑抗、最調皮，永遠都在惹麻煩的
問題學生。她決定拿出畢生都在為自己缺陷戰鬥的精神，讓
她的學生能排除一切的歧視與艱難，發掘自己的潛能。

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妥瑞症

我的嗝嗝老師
Hichki

片 長：117分鐘
導 演：Siddharth Malhotra

條碼：86704524
索書號：DVD 987.83 226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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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eblis.lib.ncku.edu.tw/


10歲的小女孩菲比充滿豐富想像力，她最喜歡的童話故事是
〈愛麗絲夢遊仙境〉，奇幻世界裡的人物經常從天而降，來到
身邊和她作朋友，幫她出各種稀奇古怪的主意，不知情的爸媽
卻常為此頭痛不已。某天，學校來了個教戲劇的道奇老師，她
不像其他老師有一堆規定，道格老師讓他們隨心所欲地表演，
菲比在徵選會上成功的得到了夢寐以求的「愛麗絲」角色，在
此同時，菲比卻漸漸變的行為粗魯、傷害自己卻無法控制自
己...唯有站在舞台演愛麗絲時，才能讓她專心、不受同學排擠，
彷彿真的走進了用幻想搭起的美麗世界。眼看彩排漸入佳境，
校長卻為了懲罰菲比亂吐口水，將她從表演中除名，傷心的菲
比跑到舞台上的天梯，當她朝著樓梯下看，彷彿看見了通往仙
境的隧道，於是在紅心皇后的呼喚下，她往下一躍...

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妥瑞症

菲比夢遊仙境
Phoebe in wonderland

片 長：100分鐘
導 演：丹尼爾巴爾茲

Daniel Barnz

★日舞影展 評審團大獎提名

條碼：86702923
索書號：DVD 987.83 4243c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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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人都有點毛病，約翰的毛病卻有點與眾不同：他患有身
體完整認同障礙症，簡單地說，他看自己的一雙手臂非常不
順眼。某天他再也無法忍受肩膀旁掛著的那兩隻手臂，於是
痛下決心離開妻子，踏上尋找願意幫他動切除手術的醫生的
瘋狂旅程。這是一個在瘋狂怪誕搞笑中，又帶點哀傷的黑色
喜劇。

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身體完整認同障礙症

斷臂狂想曲
Armless 

片 長：85分鐘
導 演：Habib Azar

條碼： 86703366  
索書號： DVD 987.83 274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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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eblis.lib.ncku.edu.tw/


蘇珊的先生突然車禍死亡，承受不住哀慟的蘇珊進了醫院，唯
一放心不下的是小女兒妮琪，妮琪是個問題兒童，ADHD(注意
力不足過動症)伴隨躁鬱症等多重問題，多年來被蘇珊送到寄宿
學校管教，沒想到妮琪不斷闖禍，這時又接到學校的退學通知。
蘇珊只好將妮琪送到大兒子比利家寄住。比利演過幾齣當紅的
電視劇，在洛杉磯坐擁豪宅與嬌妻，卻不想生兒育女。這個突
如其來的小鬼打亂了他所有的生活。隨著與妮琪的朝夕相處，
比利發現妮琪就是他小時候的翻版，母親為了些許的偏差行為，
送他們去看心理醫生，錯誤診斷及錯誤用藥，造成得更嚴重的
情緒管理問題，為了避免重蹈覆轍，他知道怎麼作才是對妮琪
最好的方式，並將揮別自己渾渾噩噩的生活，對自己負責。

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注意力缺失過動疾患/躁鬱症

她不怪，
她是我妹妹
My sister

片 長：112分鐘
導 演：拉希爾David Lascher

條碼：86704342  
索書號：DVD 987.83 4194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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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tw.movies.yahoo.com/movieinfo_main.html/id=5556
https://tw.movies.yahoo.com/movieinfo_main.html/id=5556
http://weblis.lib.ncku.edu.tw/
http://weblis.lib.ncku.edu.tw/


單親媽媽戴安娜獨自撫養具有暴力傾向的過動兒子
史提夫，她總是擔心兒子惹是生非，史提夫則迫切
想表達對媽媽的愛，兩人關係劍拔弩張，不時遊走
於爆炸邊緣。新搬來的鄰居凱拉，意外暫時舒緩母
子間失衡的緊繃張力，三人關係卻開始有了意料不
到的發展...

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注意力缺失過動疾患

親愛媽咪
Mommy

片 長：138分鐘
導 演：多藍 (Dolan, Xavier)

條碼：86704234  
索書號： DVD 987.83 0246  104

資料來源：奇摩電影 https://tw.movies.yahoo.com/movieinfo_main.html/id=5556

★2014坎城影展評審團獎
★2015奧斯卡外語片加拿大代表

https://tw.movies.yahoo.com/movieinfo_main.html/id=5556
https://tw.movies.yahoo.com/movieinfo_main.html/id=5556


16歲少女比莉，正值青春無敵的年紀，突然被告知得搬去和
父親同住。她怎麼也沒想到，自己最愛的母親竟決定變性，
必須分開一年，給彼此調適的空間。原本親密的母女關係，
往後只能在星期二聯絡感情。「以後要改口叫你爸爸嗎？」
比莉瞇著眼，想逗母親開心。細膩的她太過清楚，母親臉上
那道寬慰的笑，其實藏著多少外人無法親嚐的傷。本片攝製
與劇情同步進展，於每星期二拍攝，持續一整年，非但創下
難得的影史紀錄，更為這個探索改變的故事，賦予超越真實
的動人情感。

52個星期二
52 Tuesdays

片 長：114分鐘
導 演：Sophie Hyde

條碼：86704133  
索書號： DVD 987.83 2641c  104

資料來源：奇摩電影 https://tw.movies.yahoo.com/movieinfo_main.html/id=5556

★柏林影展水晶熊獎最佳影片
★日舞影展世界劇情片最佳導演

疾病分類：精神與行為疾患-性別不安

https://tw.movies.yahoo.com/movieinfo_main.html/id=5556
https://tw.movies.yahoo.com/movieinfo_main.html/id=5556


疾病分類：精神與行為疾患-性別不安

女朋友的女朋友
The New Girlfriend

片 長：108分鐘
導 演：佛杭蘇瓦歐容

克萊兒與蘿拉從小就是很好的朋友，兩人也約定這一輩子
無論在哪都要當彼此的依靠；蘿拉婚後不久生下一個孩子
就因病過世，留下丈夫大衛獨自撫養剛出生不久的女兒。
克萊兒答應過世的好友會好好照顧剛喪妻的大衛與失去母
親的小孩，不料一場意外卻讓克萊兒發現了大衛隱瞞許久
的秘密，而這個秘密徹底震撼了克萊兒與大衛往後的人
生…

條碼： 86704180  
索書號： DVD 987.83 4742b 104

資料來源：奇摩電影 https://tw.movies.yahoo.com/movieinfo_main.html/id=5506

★2014多倫多影展、倫敦電影節爭相邀約
★聖彼得堡電影節觀眾票選最佳影片

https://movies.yahoo.com.tw/movieinfo_main.html/id=5506
https://movies.yahoo.com.tw/movieinfo_main.html/id=5506


影片描述19世紀一對藝術家夫妻的真實遭遇。埃恩納和老婆葛蕾塔
(艾莉西亞維坎德)都是畫家，兩人的關係既堅定又甜蜜。一次，葛
蕾塔因模特兒缺席，說服老公換上女裝讓她畫，沒想到效果良好。
葛蕾塔開始以畫女性肖像聞名，但外人始終不知她的模特兒是老公。
埃恩納很快發現裝扮成「莉莉」才是真正的自我，從此開始以女人
裝扮過生活，葛蕾塔也從莉莉身上找到了作畫的靈感來源和新的創
作題材，但這對夫妻也馬上面臨到社會的異樣眼光。他們離開家鄉
來到思想開放的巴黎，葛蕾塔的畫家事業在此蒸蒸日上。兩人的婚
姻開始產生變化，關係遭遇許多挫折，但葛蕾塔始終支持莉莉當一
名跨性別女性。他們也在這個過程中，從彼此身上找到做自己的勇
氣。

疾病分類：精神與行為疾患-性別不安

丹麥女孩
The Danish Girl

片 長：120分鐘
導 演：湯姆霍伯

條碼：86704308   
索書號： DVD 987.83 7441  105

★ 2016奧斯卡最佳女配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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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敘述家住邁阿密的男孩夏隆在孩童、少年、青年三個時期
的心境轉換。他在成長過程中慢慢瞭解自己的性別取向，但卻
不斷受到外界異樣的眼光，以及粗魯的對待，飽受一連串的壓
力以及對自我認同的掙扎，夏隆要如何才能活出不一樣的人生？

疾病分類：精神與行為疾患-性別不安

月光下的藍色
男孩
Moonlight

片 長：111分鐘
導 演：Barry Jenkins

條碼：86704420    
索書號：DVD 987.83 7912  106

★金球獎最佳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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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最尊敬的老爸、最親愛的老公，有一天告訴你他想變成“她”
的時候，你會怎麼作？在英國有超過6000名變性人，他們大多都
是已婚、有小孩，背負著家庭責任。但對變性人的家人們來說，從
沒有教科書或參考指南可以告訴他們，當一家之主突然間換上高跟
鞋、化起妝來時，他們該如何面對。本片探訪二個不同的家庭，當
他們的老爸說出內心隱藏許久的秘密、甚至付諸行動手術大改造時，
他們的反應為何？是恐懼反對、還是完全包容支持？而在漫長的變
性旅程中，難熬的不僅是手術帶來的疼痛與生理改變，對選擇變性
的老爸們來說，下半輩子即將以女人身分度過，該如何取得社會及
自我認同，才是最大的困難。

疾病分類：精神與行為疾患-性別不安

老爸變性日記
My dad is a woman

片 長：50分鐘
導 演：Kim Duke

條碼：86703533   
索書號： DVD 987.81 4829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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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深紐澤西女警探蘿拉（茱莉安摩爾飾），在25年的
職業生涯裡立功無數，並與女友史黛西（艾倫佩姬飾）
感情穩定。正當她事業愛情兼得之際，卻不幸檢查出
肺癌末期。她希望將退休金留給史黛西，卻遭到政府
無情的拒絶。因此蘿拉決定利用她生命最後的時光奮
力一搏，替自己與愛人爭取正義與權益。

疾病分類：精神與行為疾患-性別不安

扣押幸福
Freeheld 

片 長：104分鐘
導 演：彼得梭勒特

條碼：86704353    
索書號：DVD 987.83 5543c 105

資料來源：奇摩電影 https://tw.movies.yahoo.com/movieinfo_main.html/id=5885

https://tw.movies.yahoo.com/movieinfo_main.html/id=5885
https://tw.movies.yahoo.com/movieinfo_main.html/id=5885


正值雙十年華的年輕女孩特芮絲柏李維（魯妮瑪拉飾）熱愛攝
影，在曼哈頓某間百貨公司當店員，理想與現實的巨大差距讓
她痛苦不已。某日，她意外邂逅成熟又充滿魅力的上流社會貴
婦卡蘿（凱特布蘭琪飾），兩人年齡、背景天差地別卻一見鍾
情，一場公路旅行，更將感情與慾望燃燒到最高點…
卡蘿與即將離婚的富有丈夫哈吉（凱爾錢德勒飾）育有一女，
為了監護權而爭得焦頭爛額。哈吉雇用私家偵探暗中調查，卻
發現卡蘿、特芮絲不欲人知的親密關係，更質疑她身為人母的
撫養資格。好不容易擁有愛情和自由的卡蘿，卻捲入監護權爭
奪的風暴之中，而深愛著對方的卡蘿和特芮絲這段感情又該何
去何從…… 

疾病分類：精神與行為疾患-性別不安

因為愛你
Carol

片 長：119分鐘
導 演：陶德海恩斯

條碼：86704328    
索書號： DVD 987.83 6322b 105

★ 2016奧斯卡6項提名
★ 2015坎城影展最佳女主角獎
★酷兒金棕櫚獎
★金球獎最多提名(最佳劇情片、最佳導演、
最佳女主角、最佳配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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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描述15歲的拉娜以『老人』之姿進入芭蕾舞蹈學院苦練芭
蕾，為的是在芭蕾舞蹈團爭有一席之地，而她的苦練卻也讓她
的身體承受不住。原因是她是一位住在男生身體𥚃𥚃的美麗女孩，
『她』除了努力成為芭蕾舞團重要一員外，卻也同時間接受著
變性手術過程。原是男兒身的她，接受著芭蕾舞嚴格訓練的苦
楚，而身體也在多次手術後漸漸轉化成女孩，卻也產生嚴重的
身體不適應，為她的芭蕾舞生涯埋下未爆彈。在接二連三世俗
眼光與身體的種種挑戰下，拉娜決定為她的人生和愛情勇敢地
放手一搏。

芭蕾少女夢
Girl

片 長：106分鐘
導 演：Lukas Dhont

★榮獲71屆坎城影展金攝影機獎、酷兒金
棕櫚獎、國際影評人費比西獎、一種注目
單元最佳表演獎
★歐洲電影獎最佳首部電影獎
★倫敦影展最佳首部電影獎

條碼：86704542    
索書號：DVD 987.83 4494c  108

疾病分類：精神與行為疾患-性別不安

資料來源：開眼電影網 http://app2.atmovies.com.tw/film/fgdl28254556/



擁有獨特音樂品味的里歐，是個行跡神秘的型男。他有個交往
穩定的女友，但每每「炒飯」都會熄火，因此協議分手。其實
里歐偷偷迷戀著男人，只是自己無法接受。他一方面向前女友
介紹的心理醫生諮詢性障礙問題，另一方面狂上同志聊天室開
發肉體關係。經過一次次的探索與挖掘，里歐越來越貼近自己，
也碰到令他心動的男生。就在此時，里歐巧遇小學暗戀的女生
卡蘿，久違新生的情愫讓彼此相偎相依，就像一首首迴盪不去
的動聽曲目；但里歐又無法抗拒同性密侶的懷抱。就在他掙扎
於性向問題時，一件心理陰霾即將重擊卡蘿，癱瘓她的生命。
兩個恐懼自我的年輕人，最終真能克服心魔，勇敢邁出新人生？

里歐的房間
Leo's room

片 長：94分鐘
導 演：Enrique Buchichio

條碼：86703197    
索書號：DVD 987.83 6723  100

疾病分類：精神與行為疾患-性別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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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於天主教家庭中的14歲尤利西斯(盧卡凱恩飾演)，從小
就喜歡偷穿媽媽衣櫃裡的高跟鞋，陰柔的氣質讓他在學校
裡飽受同學的嘲笑與霸凌。當疼愛他的父親過世後，尤利
西斯對於性別認同更感迷失，一次意外的闖入，尤利西斯
來到名為「星期六教堂」的聚會上，他認識了許多跟他相
似的人 : 跨性別者、變裝慾者、酷兒…，總是用幻想去逃
避現實的尤利西斯第一次可以真正地面對自己內心的聲音，
而他也遇見了此生第一次讓他怦然心動的對象雷蒙(馬奎斯
羅德里格斯飾演)……。

男孩愛最大
Saturday Church

片 長：83分鐘
導 演：Damon Cardasis

條碼：86704540   
索書號：DVD 987.83 6126d  108

疾病分類：精神與行為疾患-性別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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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球明星是許多男孩們的夢想，現在，查理加入職業球隊的機
會來了，只差臨門一腳，他就要完成父親的心願。但是，查理
有一個秘密，一個足以讓他的人生天翻地覆的秘密。隱藏在花
樣少年的外表之下，查理想要大聲告訴所有人「我是女生，我
也想跟姐姐一樣留長頭髮，塗口紅，還有穿上最喜愛的小碎花
洋裝。」當查理決心放棄天生錯誤的生理性別，以少女的模樣
出現在校園裡，他的麻吉卻唾棄他，甚至對他動粗。查理的爸
爸無法將兒子當作女兒，更無法接受查理就此放棄了兩人共同
的夢想。面對充滿敵意的家庭以及朋友，查理能堅持下去嗎？

疾病分類：精神與行為疾患-性別不安

我是女生
Just Charlie

片 長：100分鐘
導 演：蕾貝卡福瓊

Rebekah Fortune

條碼：86704475    
索書號：DVD 987.83 2642e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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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tw.movies.yahoo.com/movieinfo_main.html/id=5885
https://tw.movies.yahoo.com/movieinfo_main.html/id=5885
http://weblis.lib.ncku.edu.tw/
http://weblis.lib.ncku.edu.tw/


出生時，生殖器官決定了性別，在出生文件上標記為男性或女性，
但是有一些例外，雷娜、路卡、伊蓮娜、巴斯和康納相信自己出生
在錯誤的身體裡。過去「性別不安」一直被視為心理問題，但越來
越多醫生認定這不是心理疾病。在法國，性別不安在醫學界的研究
很有限，跨性別兒童和少年必須接受提供成人的診療，他們必須年
滿18歲，才能在法國進行合法「性別重置」治療。法國在協助跨性
別青少年方面表現落後，荷蘭卻是這方面的先驅，許多團體提供青
少年在家和學校的支持，公立醫院在導入荷爾蒙治療前，先施行阻
斷青春期的治療，短時間內中止發育，因為荷爾蒙療法是不可逆的，
但青春期阻斷劑是完全可逆的，孩子還有機會回心轉意。為了展現
真實的自我，這些跨性別青少年尋求融入社會的同時也想勇敢展現
自我。

疾病分類：精神與行為疾患-性別不安

性別重置
Becoming he or she

片 長：74分鐘
導 演：Lorène Debaisieux

條碼：86704484    
索書號：DVD 398.8 9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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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eblis.lib.ncku.edu.tw/


七歲的男孩盧多維與家人剛搬到一個社區，而就在喬遷之喜的家庭
聚會上，鄰居們便發現這家人似乎有點不「正常」，至少他們的么
兒盧多維不是。盧多維從小就喜歡女孩子的裝扮，玩女生常玩的洋
娃娃，這些行為起初並沒有受到父母太多的限制，但隨著他們搬到
這個社區，這樣的行為卻成了惡夢的開始。盧多維喜歡上與他同班
的鄰居傑洛，一心一意想成為他的新娘，而很巧的他是盧多維父親
的上司的兒子，兩人在傑洛家裡的結婚遊戲被傑洛的媽媽撞見，並
逼使盧多維的父母去正視這個問題，帶盧多維去看心理醫生。但每
週一次的治療一點效果也沒有，學校家長甚至聯名強迫盧多維轉學，
甚至讓盧多維的父親失去了工作，這家人只得再搬到另一個地方，
期望能有一個新的開始....

疾病分類：精神與行為疾患-性別不安

玫瑰少年
My life in pink

片 長：89分鐘
導 演：Alain Berliner

條碼：86703085    
索書號： DVD 987.83 1135b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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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le Reid是一個過氣的詩人，又與交往4個月的女友突然分手，
不願與人往來的她還來不及感傷，18歲的孫女Sage卻造訪打
算借錢墮胎，沒錢的她只好帶孫女，一一造訪久未見面的老
友和前女友，這段經歷人情冷暖的短暫旅程，改變了祖孫兩
人，也意外挖出許多祕密。

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性別不安

拉嬤上路
Grandma

片 長：79分鐘
導 演：Paul Weitz

★入圍金球獎音樂或喜劇類最佳女主角
★榮獲國家評論協會最佳獨立製片

條碼： 86704280    
索書號： DVD 987.83 5426c 105

資料來源：開眼電影網 http://app2.atmovies.com.tw/film/fgen54270516/

http://app2.atmovies.com.tw/film/fgen54270516/
http://app2.atmovies.com.tw/film/fgen54270516/


巴比就像個普通的美國青少年，有著和藹的父母、哥哥及
姊姊，但他心中卻有個說不出口的秘密：他是個同性戀。
某日他終於向家人及朋友出櫃，但虔信基督教的母親卻認
為這是種疾病，嘗試各種醫學、宗教途徑來治療巴比，身
陷在教會、家庭及同儕壓力下的巴比，終於有一天，選擇
了用死亡作為對母親的抗議。而當巴比死後，他的母親才
終於了解巴比當初想傳達給她的心情，整日懊悔、以淚洗
臉也喚不回逝去的生命，於是她決定投入同志運動，藉此
拯救更多可能破碎的家庭。

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性別不安

為巴比祈禱
Prayers for Bobby

片 長：89分鐘
導 演：Russell Mulcahy

條碼： 86702924    
索書號： DVD 987.83 3723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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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分類：精神與行為疾患-性別不安

高跟神探
Man on High Heels

片 長：125分鐘
導 演：張鎮

尹是個非常剽悍的探員，他從來不開槍不用手銬，也能把壞
人繩之以法，他的存在令旁人羨煞不已，同事仰慕他的好身
手，連壞人都默默崇拜他無人可擋的帥勁。但他傳奇的事蹟
底下，卻有這一個不能說的祕密。
從小他的內心就有變成女人的渴望，學生時期的他因為和他
喜歡的男同學在一起，被其他同學罷凌、欺負，從此他便把
自己內心的渴望深深藏起，以更男性化、更暴力的方式表現
自己。終於他決定正視自己的性別認同問題，他提出辭呈，
決定放手一搏去做變性手術，讓自己一直以來的夢想成真。

條碼：86704093
索書號： DVD 987.83 0635 104

資料來源：開眼電影 http://app2.atmovies.com.tw/film/fmko73837196/

http://app2.atmovies.com.tw/film/fmko73837196/
http://app2.atmovies.com.tw/film/fmko73837196/


疾病分類：精神與行為疾患-性別不安

裝扮遊戲
Tomboy

片 長：83分鐘
導 演：Celine Sciamma

十歲的洛兒與家人搬到新的社區，長相男孩子氣的她時常
被誤認為是男生。面對自己的性別認同危機，又急欲結交
新朋友的洛兒於是決定將錯就錯，把自己打扮成男孩子
「米克」。「米克」就像一般男孩子一樣打赤膊踢球、性
情豪邁。她與好友麗莎互相吸引，建立深厚的情誼，逐漸
成為同伴欣羨的小情侶。眼看著暑假就要結束，洛兒的真
實身分會被拆穿嗎？

條碼：86703520
索書號： DVD 987.83 2532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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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app2.atmovies.com.tw/film/fmko73837196/
http://app2.atmovies.com.tw/film/fmko73837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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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分類：精神與行為疾患-性別不安

愛,不散
Love is strange

片 長：94分鐘
導 演：Ira Sachs

喬治與班兩人相戀多年終於決定公開結婚，但是卻因為他
們的同志婚姻，使得喬治任教的教會學校將他掃地出門。
缺少了喬治的收入讓他們無法繼續繳出房貸，只好忍痛賣
掉公寓，但是兩人也需要在找尋租屋的過渡時期寄人籬下。
原本兩人安靜又安逸的生活，一下子出現了180度大逆轉。
他們只能用優雅的轉身來面對生活給他們的羞辱，然後才
能在下一次轉彎的時候撿拾起美好愛情的記憶…

條碼：86704120
索書號： DVD 987.83 2014c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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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app2.atmovies.com.tw/film/fmko73837196/
http://app2.atmovies.com.tw/film/fmko73837196/
http://weblis.lib.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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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分類：精神與行為疾患-性別不安

媽媽要我愛男人
Me, myself and mum

片 長：87分鐘
導 演：Guillaume Gallienne

個性陰柔的吉翁成長於一個富裕的家庭，在看似人人稱羨
的家庭環境下，卻隱藏著美麗的錯誤？吉翁，一個普通卻
不平凡的高中生，對他的母親十足愛慕，就算從小到大被
視為女孩子看待，他也甘之如飴，還竭盡所能地迎合母親
的期待。然而身邊的男性朋友經常會聯手欺負他，老是用
「那個很娘的傢伙！」來形容他，久而久之親朋好友們也
就理所當然地將他視為同性戀。但隨著年紀的增長，難題
一樁樁冒出來，他經過各種不同的情感挫折和形形色色的
心理治療之後，有天他恍然大悟，發現原來這一切都是一
場「天大的誤會」...

條碼：86703924
索書號： DVD 987.83 4412c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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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app2.atmovies.com.tw/film/fmko73837196/
http://app2.atmovies.com.tw/film/fmko73837196/
http://weblis.lib.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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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洛杉磯工作生活的男同志Danny（鄭伯昱飾）渴望擁有
自己的孩子，但他極度傳統又在意別人眼光的母親（歸亞蕾飾）
由於早已得知其性向，一直不敢奢望他能延續家族香火；一次
意外得知兒子Danny的生子計畫後，竟開啟了這段母子一段一
波三折尋找胚胎與代理孕母過程，在這漫長且曲折的旅程，充
滿笑淚交織的母子衝突，而在飽嘗各式各樣的挫折後，是否可
以圓滿完成彼此的心願…

疾病分類：精神與行為疾患-性別不安

滿月酒
Baby Steps

片 長：103分鐘
導 演：鄭伯昱

條碼：86704309    
索書號： DVD 987.83 3473  104

資料來源：奇摩電影 https://tw.movies.yahoo.com/movieinfo_main.html/id=5726

https://tw.movies.yahoo.com/movieinfo_main.html/id=5726
https://tw.movies.yahoo.com/movieinfo_main.html/id=5726


疾病分類：精神與行為疾患-性別不安

藍色是最溫暖的顏色
Blue is the Warmest Color

片 長：180分鐘
導 演：阿布戴·柯西胥

一如時下所有十五歲的少女，阿黛兒情竇初開，卻因同儕壓
力，壓抑著喜歡同性的慾望。直到遇上藍色頭髮的艾瑪，她
的世界徹底改變，那命定般強大的吸引力，熾烈燃燒著的愛
與慾，佔據了兩個人的身心靈。然而成長環境、社會階層、
認知興趣等等現實差異，卻悄悄地在看似完美的兩人世界裡，
埋下了不安的因子......

條碼： 86704185
索書號： DVD 987.83 4266 103

資料來源：電影預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mw5Lzqet6k

★2013年坎城影展金棕櫚獎
★2013年坎城影展國際影評人費比西獎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mw5Lzqet6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mw5Lzqet6k


疾病分類：精神與行為疾患-亞斯伯格症

心靈鑰匙
片 長：129分鐘
導 演：Stephen Daldry

★第84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影片及
最佳男配角（麥士·馮·西度）提名

改編自強納森薩法蘭佛爾暢銷小說〈心靈鑰匙〉，描述奧斯卡
謝爾如何打開自己心中的枷鎖。奧斯卡是一個具有創造力的十
一歲紐約小孩，他的父親在911世界貿易中心不幸事件中去世，

他在遺物中發現一把鑰匙，導致他急切想查出鑰匙的作用。由
於這次探索，讓他遇到各式各樣的人，面對不幸事件用自己不
同的方式生活下來，他們幫助奧斯卡了解自己父親，並發現那
個在過程中幫助他克服對這周遭吵雜又危險世界恐懼感的人與
他之間存在的關係。

條碼：86703788  
索書號：DVD 987.83 3186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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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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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部時代悲喜劇，以特殊角度呈現911事件所帶來的陰影，內容描
寫一名患有亞斯柏格症的美國印度移民在911事件後，如何靠著愛的力
量排除萬難的故事。片中的男主角可汗雖智商極高、內心善良，擅長
修理機械，卻因感情表達有障礙，不但社交上出問題，偶而也會出現
失控行為，為了教養這個與眾不同的兒子，他的母親注入很多心力，
也引發弟弟嫉妒，日積月累下，弟弟終於離家前往美國，母親去世以
後，可汗到美國投靠弟弟，工作途中遇到了一位在美髮院工作的單親
媽媽，並愛上了她，在弟弟強力撮合下，可汗最後抱得美人歸，然而
911恐怖攻擊事件發生，讓美國境內草木皆兵、人人自危，連帶冠有穆
斯林姓氏的印度人也受到歧視與質疑，女主角的兒子因而喪生，女主
角傷心欲絕下決定與可汗分開，可汗也因此踏上尋找美國總統的路程，
只為了告訴總統：「我的名字叫可汗(Khan)，我不是恐怖分子。」

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亞斯伯格症候群

我的名字叫可汗
My name is Khan 

片 長：154分鐘
導 演：卡蘭，哈爾 Karan Johar

條碼： 86703342   
索書號： DVD 987.83 2223b 100

資料來源：成大圖書館館藏目錄 http://weblis.lib.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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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分類：精神與行為疾患-亞斯伯格症

阿蒙正傳
Simple Simon

片 長：86分鐘
導 演：Andreas Öhman

★代表瑞典角逐2011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外語片

他很龜毛，永遠分秒不差。七點，起床；七點零五分，洗澡；七點半，

早餐吃圓麵包；八點，經過固定的市區街角... ，每天的日子都完全無誤
地按表操課，他是阿蒙，亞斯伯格症者。18歲的他，數學科學一把罩，

但人情世故攏唔災，更不能讓別人碰到他的身體，每當手足無措時就
把自己塞進鐵筒子，等唯一懂他的哥哥山姆用外太空通訊器聯絡他。
這非一般的生活習性沒多少人能體諒，哥哥的女友因此氣跑，老哥失
戀的頹喪也連帶導致他生活秩序大亂，焦慮萬分的阿蒙想到一個解決
之道：只要幫哥哥找到完美女友，他的生活就能重返軌道！但阿蒙以
為談戀愛就像數學習題也能夠是精確的數學程式，到處亂點鴛鴦譜。
直到遇見不按牌理出牌的珍妮佛從天而降，活得一團混亂的珍妮佛，

顛覆了阿蒙一絲不苟的生活！

條碼： 86703760   
索書號： DVD 987.83 7412b  102 

資料來源：成大圖書館館藏目錄 http://weblis.lib.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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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分類：精神與行為疾患-亞斯伯格症

搶救馬寶貝
A horse on the balcony

片 長：92分鐘
導 演：Huseyin Tabak

★2014台灣國際兒童影展放映
★德國盧卡斯國際兒童電影觀眾票選獎
★2013芝加哥兒童影展成人評審團最佳劇情片
★維也納國際電影節最佳聲音設計獎提名

最佳電影音樂獎提名

10歲的小男孩米卡是個異類，他喜歡數學，討厭說謊，而且
他能發現多數人沒有發現的事物。儘管他內心渴望能擁有朋友，
但現實中他因為不善交際而交不到朋友。一天晚上，米卡因聽
到嘶鳴聲，意外發現隔壁鄰居的陽台上居然有匹馬！儘管那個
房子的主人莎夏是個麻煩人物。但米卡仍忍不住好奇心，每天
下課後便去看馬。第一次坐上馬背時，米卡感受到完全不一樣
的自己。他唯一的好朋友－不斷聲稱自己是位印度公主的狄拉
亞，決定要幫助米卡一起幫馬找到新家，但在那之前，他們需
要先啟動救援計畫－將馬從屠宰場及沙夏的兩個惡棍債主手中
拯救出來...

條碼：86704017
索書號： DVD 987.83 5473  103

資料來源：幫助高功能自閉與亞斯柏格理解人際互動困難和情緒障礙
https://helpasperger.blogspot.com/2014/10/blog-post_8.html



疾病分類：精神與行為疾患-兒童期反應性依附障礙症

寄宿男孩
The Boarder

片 長：99分鐘
導 演：Jolene Adams

★NYLA國際影展最佳女主角

安妮卡辭去在都市的教職工作，陪著身為牧師且充滿理想的
先生移居鄉下，還有兩個可愛貼心的兒女相伴，擁有令人稱
羨的恬淡生活；先生卻在此時說服她一同收養了一個無家可
歸的11歲男孩卡爾，家裡開始出現各種「意外」，像是愛狗
離奇死亡、或是安妮卡無故被反鎖在地下室，加之卡爾的情
緒陰晴不定，讓安妮卡愈加不安。她將從這個男孩的過去挖
掘出什麼樣的秘密？又能不能成功用愛陪他走過人生中最徬
徨無助的這一段路呢？

條碼：86704557
索書號： DVD 987.83 3361  108

資料來源：成大圖書館館藏目錄 http://weblis.lib.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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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維迪是紐約呼風喚雨的黑手黨老大，一向走路有風的他，
在一次西幫突襲中，身歷其境一場槍林彈雨，這位老大倖免於
難，但卻目睹了亦師亦友的兄弟死於非命，至此以後，維迪老
大常感到呼吸困難，夜夜難眠，不僅變的多愁善感，容易落淚，
對情婦也性趣缺缺，雄風不再，保羅為了自己的改變非常恐慌，
深怕商人知道自己的毛病，有損老大英明，更擔心兩個星期後
將要舉行的黑手黨角頭會議，會露出馬腳，被對手探知自己耍
不了狠，而混不下去，老大急需找醫生治心病，就這麼剛好，
維迪的保鑣發生車禍事故，剛好撞上一位心理醫生班恩索波，
於是班恩很無辜的硬是成為幫派的一員，並被任命在兩星期內，
要將維迪的怪病完全根治，好讓他在角頭會議中繼續稱王。

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恐慌症

老大靠邊閃
Analyze this 

片 長：105分鐘
導 演：哈洛雷米斯 Harold Ramis

條碼： 86700066    
索書號： DVD 987.83 4423 88

資料來源：成大圖書館館藏目錄 http://weblis.lib.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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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蒂在一家旅行社工作，她的丈夫烏里是聾啞人專業翻譯。
烏里的夢想是成為一名救援工作者，而他將在兩個月後帶
著海蒂跟他們的兒子前往非洲，一家三口和樂融融。直到
有一天，同事突然自殺將海蒂陷入了莫名其妙的恐懼當中，
她堅信自己患有心臟病，於是深夜叫了救護車，而實際上
她什麼病都沒有，海蒂的恐慌症不只使得一家三口的生活
和未來漸漸脫離正軌，取而代之的是精神疾病與藥物濫用
的對抗…！ 導演以輕快幽默的方式展現30世代的絕望及
自我覺醒。

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恐慌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海蒂怎麼了
Hedi Schneider is Stuck

片 長：90分鐘
導 演：桑妮亞海斯Sonja Heiss

條碼： 86704486    
索書號： DVD 987.83 3480b  107

資料來源：成大圖書館館藏目錄 http://weblis.lib.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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飽受情傷的湯瑪去看心理醫生，娓娓道來一段不堪回首的愛情。湯
瑪在就讀文學院時認識了安娜，情緒容易陷入歇斯底里的她，似乎
有著輕微的神經障礙，但湯瑪依然陪伴她走過了每個黑暗的角落，
並在自己父母拒絕接納她時，不惜挺身對抗。湯瑪不僅毅然和安娜
結婚，更成了對她呵護備至的保姆、她的專屬司機，甚至成為她生
活上的一切倚賴。表面看來，他似乎擁有了這份愛情的主導權，但
實際上，他愛上的是一個連自己都沒法理解的女人，並為了拯救她，
義無反顧、不斷得挑戰自己忍耐的極限。當安娜終於能克服恐懼、
逐步適應外在世界時，為愛奮不顧身的湯瑪，卻彷彿經歷了一場人
生風暴，驚甫未定地試圖想去理解…自己究竟經歷了些什麼？又有
誰能解釋本該為他帶來快樂的愛情，卻為何帶來了毀滅？

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恐慌症

我為愛做過的傻事
Ana, mon amour

片 長：128分鐘
導 演：Calin Peter Natzer

條碼： 86704438    
索書號： DVD 987.83 2222h  107

資料來源：成大圖書館館藏目錄 http://weblis.lib.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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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莫札特作為人生目標，卻苦無成名契機，留名於世的古怪鋼琴家小安
（馬提亞斯史維克福飾），與一事無成又不安於室、整天渾渾噩噩的魯
蛇班諾（佛洛里昂大衛費茲飾），兩個個性南轅北轍的人卻有個共通點，
他們在人生巔峰的年紀，卻受困病床上等死，在世的時間都已經不多了！
班諾說服小安，人生不該就此平淡死去，至少要體驗過最爽、最酷、最
瘋的一天再瀟灑離開，於是兩人決定逃離安寧病房，尋找「最酷的一
天」。為了籌錢當闊少爺，他們刷卡、分期買了一堆奢侈品，再抵押成
現金，反正等到要還錢的那天他們大概已經掛了。兩個垂死之人就這樣
開始了非洲陽光之旅，並將旅途的點滴po在共同經營的「病榻男孩」頻
道，分享給世界各地的鄉民。但這趟瘋狂旅程對患有恐慌症的小安簡直
是場惡夢，班諾也被迫好好面對過往的人生。他們一起瀏覽過不同風景，
屢屢在生死邊緣擦身而過，真的能如願在生命的最後一場冒險找到最酷
的一天嗎？

疾病分類：精神與行為疾患-恐慌症

最酷的一天
The Most Beautiful Day

片 長：114分鐘
導 演：佛洛里昂大衛費茲

條碼：86704351    
索書號：DVD 987.83 6121  105

資料來源：開眼電影網 http://app2.atmovies.com.tw/film/fden55154896/



自從兒子尼克(提摩西夏勒梅 飾)因吸毒反覆進出勒戒所後，
大衛(史提夫卡爾 飾)的家庭也隨之崩解，他越是想把兒子
從黑洞中拉出來，卻反而將他越推越遠，更讓妻子獨自陷
入自責的悲傷中。看著曾經如此親近的孩子逐漸消逝，大
衛唯一能做的，是陪著心碎的家人，一路拾起所有遺忘的
生命美好，他要讓尼克知道，無論如何，他都絕對不會放
棄自己深愛的人.....。

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藥物濫用

美麗男孩
Beautiful Boy

片 長：121分鐘
導 演：Felix Van Groeningen

條碼： 86704537    
索書號： DVD 987.83 8161  108

資料來源：成大圖書館館藏目錄 http://weblis.lib.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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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誕前夕，荷莉(茱莉亞羅勃茲飾演)載著兒女準備返家，就
當返抵家門之時，少年班恩(盧卡斯海吉斯飾演)竟現身在她
們眼前。這是班恩戒毒的第78天，荷莉雖然熱烈歡迎他的
歸來，卻也暗自擔心兒子會再次受到毒品引誘。在接下來的
24小時當中，她軟硬兼施、威脅利誘，用各種方法確保班
恩不要離開她的視線範圍。不過隨著接踵而來的突發狀況，
班恩過去的黑暗面也相繼揭露，讓荷莉對兒子無條件的愛開
始受到考驗。她訝異、焦慮、不知所措，究竟她該怎麼做，
才能讓兒子全身而退？而被毒品折磨的班恩，又能否成功遠
離毒品的戕害呢？

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藥物濫用

班恩回家
Ben is Back

片 長：103分鐘
導 演：Peter Hedges

條碼： 86704539    
索書號： DVD 987.83 1663  108

資料來源：成大圖書館館藏目錄 http://weblis.lib.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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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編自美國最狂時事嘲諷漫畫家「約翰卡拉翰」真實故事，
號稱「笑畫版」《我就要你好好的》 酒精、撩妹、低級笑
話才是人生！原本享樂至上的風流男子約翰卡拉翰（瓦昆菲
尼克斯 飾）因為一場致命的酒駕車禍讓他四肢癱瘓，人生
從此只剩憂鬱厭世和天天買醉！在物理治療師安努（魯妮瑪
拉 飾）的鼓勵下，約翰加入戒酒自救會。沒想到酒還沒戒
成，竟意外發現他的漫畫天賦？！無心插柳柳成蔭，犀利賤
嘴讓他一舉成為美國最紅媒體漫畫家！在他負能量滿載的人
生裡，體會到厭世也能是好好活下去的動力！

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酒精濫用

笑畫人生
Don't Worry, He Won't Get 
Far On Foot

片 長：114分鐘
導 演：Gus Van Sant

條碼： 86704531    
索書號： DVD 987.83 8582  108

資料來源：成大圖書館館藏目錄 http://weblis.lib.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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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是名好萊塢小有名氣的經紀人，卻因酗酒斷送美好的未來，
在意志消沉下，班收拾家當，燒毀一切，準備至拉斯維加斯
了結他的餘生以引起軒然大波，再拉斯維加斯他遇見了一位
脫衣舞孃莎拉， 兩個空虛的靈魂互相吸引，此後，兩人同
居，一天班找了位女郎尋求慰藉，不料被莎拉撞個正著，莎
拉一怒將他趕出去，班開始喝酒以連續喝了好幾天，準備將
自己醉死，莎拉趕來，兩人擁抱著低泣，班不停的顫抖，哭
叫著 : 對不起...然後，安靜的在莎拉的懷中死去...

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酒精濫用

遠離賭城
Leaving Las Vegas 

片 長：112分鐘
導 演：麥克費吉斯 Mike Figgis

★奧斯卡最佳男主角獎

條碼： 86702019    
索書號： DVD 987.83 3064

資料來源：成大圖書館館藏目錄 http://weblis.lib.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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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格(山姆洛克威爾飾)是一個平凡小鎮的藥劑師，看似擁有
幸福生活的他，其實沒有一件事情順遂，老丈人不喜歡他，
老婆也瞧不起他，讓他每天都覺得了無生趣。直到有一天他
出診時邂逅了美貌少婦(奧利維亞魏爾德飾)，這個契機改變
了他的糟糕生活，他開始沉醉於毒品、酒精和兩性歡愉的
「溫柔鄉」裡，並利用自己的職業，與少婦一同精心策劃了
一場針對其丈夫的謀殺。看一個藥劑師如何在藥物的影響下，
讓一成不變的生活變得不再平凡...

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酒精/藥物濫用

藥玩人生
Better living through chemistry

片 長：112分鐘
導 演：Geoff Moore

條碼： 86704016    
索書號： DVD 987.83 4182d  103

資料來源：成大圖書館館藏目錄 http://weblis.lib.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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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失敗的喜劇演員亞瑟佛萊克(瓦昆菲尼克斯 飾)，
扮成小丑的他，在高譚市街頭遊蕩時遇到暴徒。在社
會無視的情況下，佛萊克開始慢慢陷入瘋狂，一步一
步成為高譚市最邪惡的超級罪犯-小丑。

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假性延髓情绪

小丑
Joker

片 長：121分鐘
導 演：Todd Phillips

條碼： 86704583    
索書號： DVD 987.83 9017  108

資料來源：成大圖書館館藏目錄 http://weblis.lib.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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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強迫性人格疾患/藥物濫用

條碼： 86703906
索書號： DVD 987.83 4330  98 

凱文史貝西飾演一位在洛杉磯頗有名氣的心理醫生亨利卡特，
他旗下擁有A級的病人陣容，包括略嫌過氣的女演員、一個
滑稽且患有嚴重强迫症的經紀人以及一個毫無安全感的懸疑
驚悚暢銷小說作家。然而亨利本身也受一堆問題纏身，他對
於自己身上發生的悲劇毫無應對能力，只能沉溺於大麻的吸
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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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心療程
Shrink

片 長：105分鐘
導 演：Jonas P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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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光臨貝拉的奇幻花園>>是一則可愛的現代童話，劇情
圍繞夢想成為童書作家的強迫症女孩、與個性古怪的園藝大師
在倫敦相遇，為了創造一座奇幻花園而發展出一段動人的友情。

疾病分類：精神與行為疾患-強迫性人格疾患

歡迎光臨貝拉的
奇幻花園
This Beautiful Fantastic

片 長：92分鐘
導 演：Simon Aboud

條碼：86704370    
索書號：DVD 987.83 439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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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eblis.lib.ncku.edu.tw/


21歲的喬伊擁有人人稱羨的一切，是個前途似錦的冰
球明星選手，然而他卻毅然從軍，前往伊拉克前線爭
取榮譽。多年後他退伍返回家鄉，飽受「創傷後壓力
症候群」所苦，縱然有家人與朋友陪伴，過去堅強的
他仍無力面對，終日沉浸於酒精當中。直到遇見一名
醫療風格獨特的心理醫生，他瀕近崩壞的人生才終於
獲得一絲轉機…。

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創傷後壓力疾患

心靈戰場
Joe's War

片 長：107分鐘
導 演：Phil Falcone

條碼：86704602     
索書號：DVD 987.83 3164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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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森鮑爾是一名心理醫生，在他失蹤以前，一直在非洲從事
大猩猩的研究。他音訊全無兩年後，被人發現犯下多起謀殺、
重傷害案，於是他被逮捕，後來轉送回美國精神病犯人監獄
繼續服刑。自從他被捕的那一刻起，就再也沒有開口說過話。
另一位心理醫師高達，接下了輔導鮑爾的任務，好讓他說出
殺人的原因。 在詢問的過程中，鮑爾透露出他是為了保護
猩猩不被盜獵人追捕，不得已才出手傷人。得知原因的高達
醫生決心幫他脫離監獄重新做人，但是鮑威爾似乎不願褪去
一身獸性…

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創傷後壓力疾患

本能反應
Instinct

片 長：123分鐘
導 演： Jon Turteiaub

條碼：86700070     
索書號：DVD 987.83 527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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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美８歲，四年前她是個快樂的小女孩，爸爸是一個搖滾歌
手，但在演唱會的一場意外後，艾美陷入了無聲的世界，她
不能說話，也聽不見聲音，她隔絕了外界。
為了艾美，她媽媽帶著艾美搬離偏僻的內地，以便尋求更好
的醫療。母女來到了都市，艾美在新的環境中，依然孤立自
己、但她開始接納鄰居男孩，只是依舊以筆談與鄰人溝通。
媽媽帶著她四處求醫，但艾美卻在一位熱愛搖滾樂的音樂家
羅勃特的影響下，開啟了原本自閉的心靈。
艾美開始有了聲音，透過歌聲，她開始接觸外界，但除了透
過歌聲，艾美仍然無法說話，她的歌聲改變了她周遭環境…

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創傷後壓力疾患

艾美的世界
Amy

片 長：101分鐘
導 演：內狄亞特斯 Nadia Tass

★ 1998年獲得亞太影展評審團大獎

條碼：86700068    
索書號：DVD 987.83 4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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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分類：精神與行為疾患-創傷後壓力疾患

生命中的美好意外
Life Itself

片 長：118分鐘
導 演：Dan Fogelman

威爾和艾比因為傳奇音樂人巴布狄倫而相識相戀，兩人從校
園戀愛一路走向紅毯的另一端，並且滿懷期待地準備迎接他
們第一個孩子「狄倫」。沒想到那天的意外撞進他們的生命
中，泛起的漣漪將橫跨兩個城市，牽起三段撼動人心的生命
故事。也許生命中毀滅性的隕石也能成為擲進許願池的流
星，人生最美的安排，迎來最意想不到的結局......

條碼：86704535   
索書號： DVD 987.83 2852b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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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韋晴在兩位好友意外逝世之後，把自己藏起來，躲進網上的虛
擬世界。她在ICQ上遇到傷殘的Lek，晴被Lek的直率坦白與真
誠感染，Lek更邀晴到泰國的蘇梅島一趟，希望能把晴的心結
打開。
Lek在蘇梅島擁有一所免費提供陽光與笑容的小型渡假旅館，
晴被他感染漸變開朗，微妙的戀愛情愫在他們之間漸生...但
Lek的身體竟在此時出現病變，因Lek而重獲新生的晴，願意
付出自己的一切換取Lek的一線生機...

好心相愛
Summer I love you 

片 長：94分鐘
導 演：羅金泉

條碼：86702021     
索書號： DVD 987.83 4342e

資料來源：開眼電影網 http://app2.atmovies.com.tw/film/fshk40347180/

疾病分類：精神與行為疾患-創傷後壓力疾患

http://app2.atmovies.com.tw/film/fshk40347180/
http://app2.atmovies.com.tw/film/fshk40347180/


疾病分類：精神與行為疾患-創傷後壓力疾患

私人戰爭
A Private War

片 長：111分鐘
導 演：Matthew Heineman

身在戰火最前線的戰地記者瑪麗科爾文（羅莎蒙派克飾演），長
期在戰亂當中奔走，揭發戰火之下的真相，並為平民百姓發聲。
為了報導凶險的「斯里蘭卡內戰」，她被戰火波及而失去左眼。
然而她不因此示弱，反而自豪地戴上有如海盜般的黑色眼罩，與
戰地攝影師保羅康羅伊（傑米道南飾演）繼續在戰場上穿梭。這
樣的生活方式，讓瑪麗深受「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折
磨，腦子裡總有揮之不去的雜音，以及血肉模糊的痛苦記憶。即
使如此，那股報導真相的強烈慾望，還是一次又一次地把她拉回
戰場當中。直到，她來到生平所見最慘烈的革命－－「阿拉伯之
春」…。

條碼：86704532   
索書號： DVD 987.83 2862b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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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分類：精神與行為疾患-創傷後壓力疾患

法蘭尼
Franny

片 長：92分鐘
導 演：Andrew Renzi

故事講述一場車禍讓法蘭尼失去兩位最要好的朋友，唯獨留
下他們的孩子奧莉薇亞，失去摯友的法蘭尼消失了五年。直
到某天，一通電話讓他回神，奧莉薇亞與丈夫盧克即將搬回
費城待產，而法蘭尼慷慨幫助這對小夫妻，聘請盧克當他擁
有的兒童醫院的醫生，甚至買了奧莉薇亞小時後的房子作為
禮物，讓奧莉薇亞與盧克有點不知所措。盧克發現法蘭尼一
直無法釋懷過去，用嗎啡不斷催眠自己，他知道法蘭尼試著
想要彌補過去的遺憾，但他們也不能再繼續靠近法蘭尼了。

條碼：86704504   
索書號： DVD 987.83 3447d  106

資料來源：開眼電影 http://app2.atmovies.com.tw/film/ffen33165630/

★洛杉磯卡塔莉娜國際電影節最佳劇情片獎
★入圍紐約翠貝卡電影節最佳劇情片獎



疾病分類：精神與行為疾患-創傷後壓力疾患

金翅雀
The Goldfinch

片 長：149分鐘
導 演：John Crowley

故事敘述小名「席歐」的13歲少年席爾鐸戴克(奧克斯弗格雷 飾)
與母親參觀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當他們在欣賞母親最愛的「金翅
雀」這幅畫作時，館內突然發生大爆炸，席歐幸運地逃過一劫，
卻也因此與母親從此天人永隔，這場突如其來的鉅變改變了席歐
的一生，讓他展開充滿波折的人生與探索的旅程；成年後的席歐
(安索艾格特 飾)經歷了無止盡的悲傷與自責、一連串的重生、贖
罪與溫暖的愛之後，當他回首生命的這一切，他心中放不下的還
是那幅改變他一生的畫作：一隻腳被細細的鎖鏈綁在棲木上的小
鳥兒，那個看似美麗，卻永遠無法獲得自由，同時也是母親在世
時摯愛的作品：「金翅雀」。

條碼：86704582   
索書號： DVD 987.83 8049b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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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分類：精神與行為疾患-創傷後壓力疾患

荒野之心
Leave No Trace

片 長：109分鐘
導 演：德布拉格蘭尼克

Debra Granik

改編自彼特洛克得獎小說，描述少女湯姆(湯瑪辛麥肯齊 飾)
與父親威爾(班佛斯特 飾)以森林為家，隱身在波特蘭市的森
林公園巨木區，他們小心翼翼、不留痕跡地與森林共處，但
還是意外的被找到而被安置在社福機構，然而威爾仍無法適
應人際網路下的生活，決定再度帶著湯姆走入荒野…。

條碼： 86704511   
索書號： DVD 987.83 463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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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eblis.lib.ncku.edu.tw/


疾病分類：精神與行為疾患-創傷後壓力疾患

相信愛
My Name is Faith

片 長：82分鐘
導 演：Jason Banker

Jorge Torres-Torres
Tiffany Sudela Junker

只要願意相信，願意去愛，寄養兒童也可以有嶄新的未來。
蔣克夫婦決定領養被社會大眾認定的「問題兒童」。六歲大
的菲絲和十五個月大的喬納，生母是個毒蟲，從小就住在毒
窟中，大人在屋裡製作並販賣甲安，而菲絲跟喬納和一名戀
童癖者長期同睡在客廳。這些過往，使菲絲變得暴力、有行
為偏差，蔣克夫婦發現不對勁，決定求助心理治療師南
茜……

條碼： 86704119   
索書號： DVD 178.8 4622d 103

資料來源：開眼電影 http://app2.atmovies.com.tw/film/fmen31624417/

http://app2.atmovies.com.tw/film/fmen31624417/
http://app2.atmovies.com.tw/film/fmen31624417/


疾病分類：精神與行為疾患-創傷後壓力疾患

被遺忘的孩子
The search

片 長：135分鐘
導 演：米歇爾哈札納維西斯

Michel Hazanavicius

年僅9歲的男孩海吉因為爸媽被無情的戰火波及而死亡，一個
人流離失所，他無法照顧襁褓中的弟弟只好將他放在一戶人家
門口，希望能夠得到安全的保護。在路邊流浪的海吉被人發現
送到附近的救難中心，而紅十字會的海倫(安妮特班寧飾演)和
在國際組織工作的卡洛(貝芮妮絲貝喬飾演)設法幫他尋找親
人。但是一句話都不肯說的海吉，讓卡洛不知道該怎麼辦，只
好將他帶回家，卡洛希望帶給他一個溫暖又安全的地方，而她
的母愛和關懷也讓海吉感受到陽光與希望，逐漸走出陰霾...

條碼： 86704191   
索書號： DVD 987.83 3302c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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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述一位傷患如何克服腦部創傷，運用自己的想像力
恢復元氣。馬克在紐約一家酒吧遭受5名青少年暴力
毆打，甦醒後受到心理和身體的嚴重創傷，失去家人
與生活的記憶。馬克為了自我療癒受傷的心靈，在自
家後院打造了一個專屬馬克的異想世界小鎮，將自己
所遭遇到的人、事、物，透過自己製作的角色人偶，
並運用相機拍攝來傳達他異想世界的故事情節，進而
成功讓自己走出過去的陰霾。

馬克的異想世界
Welcome to Marwen

片 長：116分鐘
導 演：Robert Zemeckis

條碼：86704550    
索書號：DVD 987.83 7426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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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分類：精神與行為疾患-創傷後壓力疾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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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分類：精神與行為疾患-創傷後壓力疾患

窒愛
Brothers

片 長：105分鐘
導 演：謝瑞丹 Jim Sheridan

山姆在阿富汗執勤不幸喪生，弟弟湯米幫忙照顧哥哥的妻子
及兩個可愛的小女兒，相互扶持，互慰傷痛，但當山姆奇蹟
似地帶著戰後創傷意外返家後，所有的事情變得一發不可收
拾，山姆性格大變，他不肯透露消失的這段時間經歷了什麼
事，並且開始懷疑妻子與弟弟有染，對小孩失去耐心，完全
無法控制自己的暴躁情緒，原本圓滿的家庭，漸漸被撕裂，
一切都不可能重新再開始…

條碼：86703879
索書號： DVD 987.83 3020  100

資料來源：奇摩電影 https://tw.movies.yahoo.com/movieinfo_main.html/id=3339

https://movies.yahoo.com.tw/movieinfo_main.html/id=3339
https://movies.yahoo.com.tw/movieinfo_main.html/id=3339


故事敘述曾經熱愛生命、傑出而且創意無限的廣告人霍華
(威爾史密斯飾)，在痛失至親後，變得厭世、與世隔絕，他
的同事們不斷嘗試與他溝通，卻都無法得到他的回應。在偶
然的機會下，他們發現霍華開始寫信，但卻不是寫給任何人，
而是分別寫給「時間」、「愛」與「死亡」，霍華相信這三
個元素聯結了世上每一個人。得知霍華試著探索宇宙尋找答
案，他的同事們想出一個極端的方法，要在他失去一切之前
喚醒他，以一種令人驚訝又深具人性的方式，幫助他勇敢面
對人生。這部發人深思的電影，探索在最痛徹心扉的失去之
後，如何能顯露出生命美麗的時刻，而持續不斷的愛、時間
與死亡又是如何連結萬物，交織在每一個人的生命。

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創傷後壓力疾患

最美的安排
Collateral beauty

片 長：97分鐘
導 演：David Frankel

條碼：86704372    
索書號：DVD 987.83 682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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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eblis.lib.ncku.edu.tw/


疾病分類：精神與行為疾患-創傷後壓力疾患

愛,讓悲傷終結
Rabbit hole

片 長：91分鐘
導 演：John Cameron Mitchell

年幼愛子因車禍意外喪命，極大的哀慟籠罩著蓓卡(妮
可基嫚飾)與霍伊(亞倫艾克哈特飾)夫妻倆，悲傷、自
責、憤怒等沉重而強大的情緒在兩人內心糾結，也危
及了這段原本幸福美好的婚姻。為了幫內心的哀痛尋
求出口，兩人不斷地摸索，在這看似永難抹滅的傷痛
下，他們的人生該如何繼續往前？

條碼：86703955
索書號：DVD 987.83 2012c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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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movies.yahoo.com.tw/movieinfo_main.html/id=3339
https://movies.yahoo.com.tw/movieinfo_main.html/id=3339
http://weblis.lib.ncku.edu.tw/
http://weblis.lib.ncku.edu.tw/


疾病分類：精神與行為疾患-創傷後壓力疾患

鈴木家的謊言
Lying To Mom

片 長：133分鐘
導 演：野尻克己

★第40屆橫濱電影節日本電影十佳#9、最佳導
演獎、最佳新人獎 ; 第92屆電影旬報年度十大
佳片#6、觀眾十佳、新女演員獎 ; 第31屆東京
國際影展日本Splach單元最佳影片獎 ; 第23屆
新藤兼人賞金賞 ; 第73屆每日電影獎劇本獎

鈴木家的大哥自殺了。深愛兒子的媽媽因為大受驚嚇而失憶，忘了哥
哥已經死去的事實，妹妹和爸爸決定欺騙母親「哥哥找到新工作，現
在在阿根廷生活！」。之後的每一天，爸爸到原宿買了切格瓦拉的
衣服給全家人，當成哥哥寄來的紀念品；妹妹則寫了無數的信和明信
片，佯裝成哥哥在報平安。從前擔心哥哥總足不出戶的媽媽，終於一
天比一天開朗，然而這樣的謊言能夠持續多久呢？
這部從繭居青年輕生切入，描繪自殺者家屬心理重建的電影，導演野
尻克己其實是受親哥哥自殺所啟發撰寫的劇本，他坦言就如同電影，
他有個時常晚歸的爸爸與長期繭居而自殺的哥哥，他從本身就是失親
者的角度，將沉痛的議題以幽默的方式訴說，導演說：「我想讓大家
在笑的同時，重新思考與家人間的關係。」

條碼：86704575
索書號：DVD 987.83 8432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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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movies.yahoo.com.tw/movieinfo_main.html/id=3339
https://movies.yahoo.com.tw/movieinfo_main.html/id=3339
http://weblis.lib.ncku.edu.tw/
http://weblis.lib.ncku.edu.tw/


湯姆溫格（尼克諾特飾）是一個事業家庭皆不如意的足球教
練，他不但失業、婚姻瀕臨破碎，而且他與母親莉拉的關係
日趨惡劣。一日，湯姆的姐姐莎瓦娜自殺未遂，他前往紐約
探視，認識了莎瓦娜的心理醫生蘇珊（芭芭拉史翠珊飾）。
在諮商的過程中，蘇珊耐心而謹慎的分析他們家族不安的歷
史，找出深藏在湯姆與莎瓦娜心裏的童年秘密，幫助他一步
一步化解癥結、走出陰影。另一方面，湯姆也給了蘇珊勇氣，
解決她與傲慢丈夫之間的關係。兩個寂寞的成年人因此互相
吸引，攜手面對彼此的傷痛，走向新的生活！

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創傷後壓力疾患

潮浪王子
The prince of tides

片 長：132分鐘
導 演：Barbra Streisand

條碼：86700035    
索書號：DVD 987.83 3311b  90

資料來源：開眼電影網 http://app2.atmovies.com.tw/film/fPatm0874474/

http://app2.atmovies.com.tw/film/fPatm0874474/
http://app2.atmovies.com.tw/film/fPatm0874474/


莎莉因父親去世而自我封閉，拒絕與外界交談，但她具有超出
常人的創造力。心理醫生傑克受僱於兒童服務單位，因前來了
解莎莉的病情，遂發現其非凡的創造力。為此傑克提出某些建
議，但其母露絲基於愛女情切，拒絕傑克的意見，雙方因此時
起衝突。而莎莉間歇性的自殺傾向使露絲身心俱疲，更使傑克
下定決心要激發莎莉的潛能，並打開其心結。傑克是否能說服
露絲，幫助莎莉重啟心扉？
電影《摯愛》是描寫關於一個學齡前小女孩Sally在父親意外死
亡後的調適過程。影片中一開始醫師猜測小女孩是自閉症，但
最後幾乎確認是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自閉症、創傷後壓力疾患

摯愛
House of cards 

片 長：107分鐘
導 演：Michael Lessac

條碼： 86701100    
索書號： DVD 987.83 4420(1)

資料來源：1. 成大圖書館館藏目錄http://weblis.lib.ncku.edu.tw/
2. 《摯愛》區分自閉和創傷後壓力疾患PTSD的電影

http://helpasperger.blogspot.tw/2012/10/ptsd.html



疾病分類：精神與行為疾患 - 創傷後壓力疾患

憂傷大象之歌
Elephant song

片 長：99分鐘
導 演：畢南梅

(Binamé, Charles)

精神科醫師勞倫斯意外失蹤，沒有人知道他的去向，院裡的精神病
患麥克似乎知道勞倫斯的下落。葛林醫師身為醫院的高層，不惜犧
牲聖誕假期，拋下家中妻女趕到醫院質詢這位病患。少年麥克的母
親是知名的聲樂家，麥克幼時目睹母親自殺身亡，精神崩潰後被送
進精神病院，母親生前悠揚吟唱的"大象之歌"縈繞在他的腦海裡，
日日夜夜揮之不去...麥克向葛林醫生吐露出驚人的事實，控訴勞倫
斯醫師在診療期間，對少年長期性侵！勞倫斯的失蹤跟這樁醜聞間
有關係嗎？還是麥克自導自演的心理遊戲？這場貓捉老鼠的密室解
謎心戰到底誰勝誰負？

條碼： 86704250     
索書號：DVD 987.83 1242c  104

資料來源：奇摩電影https://tw.movies.yahoo.com/movieinfo_main.html/id=5867

★改編自本片編劇尼可拉斯的同名舞台劇作
〈Elephant Song〉
★2015加拿大奧斯卡最佳改編劇本獎

★2015金馬國際影展



一個30歲卻只有七歲智商的父親，他要如何爭取七歲女兒
的監護權？山姆當父親的第一天，他老婆就離開了他，而弱
智的山姆只好負擔起養育他女兒露西的重責大任，雖然他必
須每天都到咖啡店打工，還要學習如何照顧剛出生的嬰兒，
但是他和露西兩人相依為命，關係也越來越緊密，同時還好
他有一群好朋友幫助他一起度過這些艱困的時期。當露西開
始上幼稚園之後，她的生命也進入了另外一個階段，她開始
學習、開始認識朋友，可是同時社工人員也發現了山姆和露
西的問題，他們認為山姆沒有能力好好教養露西，於是山姆
被迫展開爭取露西監護權的行動。

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智能障礙

他不笨，他是我
爸爸
I am Sam : love is all you need 

片 長：132分鐘
導 演：潔西尼爾森 Jessie Nelson

★奧斯卡最佳男主角

條碼： 86701102 -86701103   
索書號： DVD 987.83 2182 pt.1-2,91

資料來源：奇摩電影
https://movies.yahoo.com.tw/movieinfo_main.html/id=157?guccounter=1

https://movies.yahoo.com.tw/movieinfo_main.html/id=157?guccounter=1
https://movies.yahoo.com.tw/movieinfo_main.html/id=157?guccounter=1


他們一起逃離，展開一場改變人生的旅程… 班恩與弟弟甘丹自小在
母親照顧下，一同玩耍、一起長大，同樣有著水手夢的兩人，不僅
情感濃厚，更是最好的玩伴。兩人相處跟其他兄弟並沒兩樣，唯一
不同的是，今年22歲的弟弟甘丹，心智年齡仍停留在3歲。但無論
人生遇到什麼困難，兩兄弟永遠互相扶持、形影不離。然而，這一
切卻都在母親意外過世後，開始變了調⋯。 母親過世後，甘丹沒了
監護人，必須被送到觀護機構。班恩不忍心讓弟弟甘丹離開身邊，
竟不顧法律規定，毅然帶著他去流浪，展開了一場可能改變他們人
生的旅程。他們來到了漢堡港口，在這座瘋狂城市，遇見形形色色
的人。然而班恩卻發現：要跟甘丹生活在一起，方法只有一個，就
是要找到他們15年未曾見面的親生父親…。

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智能障礙

他叫簡單，
他是我兄弟
My Brother Simple

片 長：114分鐘
導 演：Markus Goller

★原著勇奪法蘭克福國際書展德國文學獎
★本片獲選上海國際電影節金爵獎競賽片
★本片榮獲漢堡國際影展藝術電影獎提名

條碼： 86704509   
索書號： DVD 987.83 2686b 107

資料來源：開眼電影網 http://app2.atmovies.com.tw/film/fmde95521594/



自由大道改編自美國的真實新聞事件，闡述一個母親如何無
怨無悔照顧她輕度智慧障礙女兒的動人故事。母女兩人一生
相伴，生活在這現實無情的社會裡，由一個旅程出發，伴隨
著歡笑與淚水，在無垠的44號公路上開展，橫越了美國中
西部，帶領著觀眾一起進行一趟生命之旅。

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智能障礙

自由大道
Liberty avenue 

片 長：37分鐘
導 演：林孝謙

★第28屆金穗獎首獎、最佳剪輯獎

條碼： 86703352    
索書號： DVD 987.83 2543b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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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世河(申河均飾演)雖然擁有過人智慧，但沒有弟弟東究(李光
洙飾演)就哪裡都去不了。弟弟東究雖然擁有出色游泳技術，但沒
有哥哥也什麼都無法做。兩人雖然沒有血緣關係，但二十年來卻
一心同體般地生活在一起。某天，負責管理這對「特別兄弟」棲
身處「責任之家」的神父過世了，不但失去所有資助，也讓各自
擁有不同障礙的兩人，面臨即將被迫分離的危機。 世河為了守住
「責任之家」，更不想與東究分開，於是聘請曾在區立游泳池打
工、即將畢業成為社會新鮮人的美賢(李絮飾演)作為東究的游泳
教練，並讓東究參加游泳比賽，試圖吸引眾人目光。然而，不會
分開的美夢只是暫時，一位意料之外的人物竟在此時出現，讓兩
人能否繼續生活在一起，產生未知的變數與衝擊…。

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智能障礙/癱瘓

完美搭檔

片 長：113分鐘
導 演：陸尚孝

條碼： 86704562    
索書號： DVD 987.83 3854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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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商只有60的東久(崔祐赫飾)是個純真的11歲小孩，天生智
能障礙的他覺得世界上最開心的事情就是去學校唸書，東久
的爸爸勁奎(鄭鎮榮飾)為了讓東久記住從回家的路怎麼走，
整整花了三年的時間。在學校，東久最快樂的事情，就是帶
著他的「大水壺」執行棒球隊裡的「水班長」工作，漸漸的
東久開始嚮往成為獨當一面的棒球運動員。隨著東久長大，
問題層出不窮，學校認為東久應該儘快轉學到特殊教育的學
校，勢利的房東為避免閒言閒語屢次暗示他們搬走，原本為
東久規劃的人生道路似乎無法再走下去，一心想讓兒子在健
全環境下成長的勁奎，這個無論如何都要咬緊牙關做天下無
敵老爸的人，又該如何守護兒子的未來...

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智能障礙

飛吧!水班長
Bunt

片 長：96分鐘
導 演：朴奎泰

★鐘路電影節優秀男演員獎
★ 2007年韓國電視台KBS演技大賞青少年演技獎

條碼：86702917    
索書號：DVD 987.83 1611c 99

資料來源：博客來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D020058868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D020058868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D020058868


一個11歲，來自中國河南鄭州的身心障礙特殊孩子晨晨，他在
中國的教育體制適應不良，脾氣不好、不懂規矩、很容易和老
師起衝突，甚至與同學打架，課外活動也無法參與。一直到媽
媽某次來台自由行，晨晨參加了台灣的夏令營，回國發現他的
態度有很大轉變，於是媽媽向國台辦申請到台灣交流，到新竹
的融合校區讀書。班上的老師對學生的包容，友善環境跟同學
的接納，明顯讓晨晨學到了尊重與禮貌，而這個跨海學習之旅，
不但讓他的行為舉止改變，也觸動了周圍人的心靈…。

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智能障礙

晨晨跨海上學去

片 長：70分鐘
導 演：吳淑美

★ 2015休士頓影展紀錄長片類銅牌獎

條碼：86704340   
索書號： DVD 529.5 6663 105

資料來源：奇摩電影 https://goo.gl/rRhdTB

https://goo.gl/rRhdTB
https://goo.gl/rRhdTB


從戲劇探討醫學
倫理
片 長：149分鐘
導 演：越坂康史

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智能障礙

條碼： 86703910-86703911
索書號： DVD 987.83 2225b pt.1-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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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1-放在心裡: 山本真紀子(54)主動要求醫師坦白告知
自己的癌症病情。「我想和丈夫、女兒努力，盡情地過完剩下的
人生」聽到真紀子的話，主治醫師中野點頭同意。然而，原本為
了留下最後回憶而與家人一起去旅行的真紀子，卻比預定中提早
回到醫院。

案例2-拒絶: 外科醫師木下負責治療因酒後騎乘機車而
摔車的增田修一(55)。由於增田腹腔出血，判斷必須進行手
術，但當木下說明完後,增田卻堅持不肯動手術。相當苦惱的
木下及護士三田村只好拜託增田的母親說服他。

案例3-哥哥的同意書: 佐藤亞澄(20)因劇烈腹痛在深夜
掛急診。由於必須請來家人進行緊急手術的說明，新進護士和泉
(23)向佐藤詢問家人的聯絡方式時，她卻堅決不肯說。

案例4-不必告知: 實習醫師三浦千沙(27)某天在超市
被人叫住，那是他過去曾治療過的病患加藤的女兒朱音。她
詢問亡母的病理診斷最終結果是否已經出來了，於是三浦隔
天便去拜訪病理醫師森島。

案例5-一朵插花: 最近愈來愈健忘的有馬靜江(70)與輕度
智能障礙的兒子伸一(40)兩人相依為命一起生活。兩人的生活有
賴市公所的保健福祉中心協助，某天，該中心的主任護士黑川接
到了抱怨電話。

案例6-春天的約定：過去擔任小學教師的堀山芙禰
(70)患有肺部疾病，在丈夫及2名女兒的照顧下，在家進行
氧氣療法。某個雨夜，她因為呼吸困難被救護車送往醫院，
主治醫師在看診後告訴她的丈夫：「如果不安裝人工呼吸器,
將有性命之虞。」

案例7-自我管理：本多勇(45)是名全心投入工作的上班族，
幾年前雖然檢查出糖尿病,但因為工作太忙碌而中斷治療。一次與
客戶聊起生病的事後，決定再次專心接受治療，但就在此時，上
司想請他派駐國外...

案例8-暫時觀察：有坂重人的父親(81)在中風後便

住進了療養院。之後因感冒久久不癒被送往醫院，在留院觀
察期間，發現他的大動脈瘤有增大情形。外科醫師考量了重
人父親的年齡及身體狀況，不建議進行手術，而內科主治醫
師則是向重人建議等控制血壓後再做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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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圭30歲，智能水平像是10歲的孩子。他的母親愛春每
天照顧他，母子倆總是吵吵鬧鬧，卻又不能沒有對方。
雖然日子有點苦，兩個人的生活時常充滿笑聲。直到愛
春被檢查出癌症末期，她知道自己無法一輩子照顧這個
大孩子。她決定為兒子做準備，讓兒子可以獨立生活。
少了母親的生活該如何是好？在這一趟又笑又淚的告別
旅途上，仁圭要學會自己摺被、煮飯、搭公車、找工
作……他必須學會長大、學會跟媽媽說再見。

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智能障礙

最美的約定
채비 The Preparation

片 長：114分鐘
導 演：趙英準

條碼： 86704454    
索書號： DVD 987.83 6822b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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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碼：86704097
索書號：DVD 415.987 2026 102 

智障者和一般人同樣渴望愛情；想要結婚成立家庭；也
希望養育子女…但是他們適合當父母嗎？有智障父母親的
孩子，其成長過程有何異於一般孩童？智障夫妻可以領
養小孩嗎？本片從各個不同的角度探討一連串值得深思
的問題。

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智能障礙

愛，就夠嗎？
Is Love Enough?

片 長：45分鐘
導演： Tom Puchni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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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秋的妹妹貝絲雖然患有智慧障礙，卻過著充實緊湊而且
充滿歡樂的日子，貝絲最熱中的嗜好就是搭巴士，從大清
早到傍晚，活潑的司機扮演她的導師，同車的乘客構成她
的社區，父親過世後，貝絲要求瑞秋陪她生活三個月，陪
妹妹搭巴士之後，瑞秋才發現貝絲的世界何其豐富，儘是
值得學習的地方.藉由參與這對姊妹的旅程，我們也將學到
寶貴的生命智慧，享受人生的旅程。

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智能障礙

跟著妹妹搭巴士
Riding the bus with my sister 

片 長：98分鐘
導 演：安潔莉卡赫斯頓

Anjelica Huston

條碼： 86703365    
索書號： DVD 987.83 6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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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eblis.lib.ncku.edu.tw/


風靡全球的世界盃足球賽每四年舉辦，全世界球員每四年來
的努力全是為了此刻。然而在全球注目的焦點背後，有另外
一個足球世界盃，他們的球員必須付出更多汗水及努力，那
就是國際智能障礙者聯盟足球世界盃，來自16個強國的代
表隊，每四年一次角逐最高榮譽，本片記錄日本代表隊成員
為了世界盃努力的過程，最終，他們終於在2006年，前往
德國與愛爾蘭等強敵對戰，以努力不懈的奮戰精神，踢出榮
耀。這些球員們在智能或精神上或許都有障礙，也許是弱智、
也許是自閉，但進球的成就感、熱烈的歡呼聲，那份喜悅卻
是與一般人無異！

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智能障礙/自閉症

踢出世界盃吧
Pride in blue 

片 長：84分鐘

條碼： 86703185    
索書號： DVD 987.81 6246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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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智能障礙

聖誕節這一天是智能障礙天使之家「向日葵莊」的大日子，
曾經生活在這裡的阿宇深信不疑，眾人陸續來到已經歇業
的向日葵莊是為了慶祝真子的生日和舉行他們倆人的婚禮。
大家回憶起一年前，真子和漫畫家爸爸愛情一本先生初次
來訪的那天，阿宇誤認為又老又禿頭的一本是最親愛的妹
妹的未婚夫，差點引發一場世紀大戰！向日葵莊裡互相扶
持的溫暖氣氛彷彿童話故事般，讓真子的病情一下子好轉
起來，原本恐懼男人的她甚至發出了結婚宣言！在爸爸一
本閃動的淚光下，真子和阿宇偷偷在窗簾後勾小指頭，約
定了12月25日要來擬定結婚戰略！

親愛的女兒
Angel Home

片 長：123分鐘
導 演：堤幸彥

條碼：86704070
索書號： DVD 987.83 0224c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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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智能障礙 / 暴食症

Gilbert在父親自殺、哥哥離家出走之後一肩扛起家計，
並照顧母親、18歲的智障弟弟Arnie，還有個總是很害羞、
不知所措的妹妹，所剩無幾的閒暇時間裡，Gilbert就會
修補家裡那棟破爛不堪的農舍，或是到雜貨店打工、和
Bobby、Tucker廝混，複雜卻又一成不變的日子過了不
知道多久，突然之間，Becky出現了，她帶著愛流浪的奶
奶到處遊歷，並教會Gilbert如何對自己好一點，她闖進
了他一手架構好的家庭生活，更打斷他和Betty之間的不
倫戀...。

戀戀情深
What‘s eating Gilbert grape

片 長：118分鐘
導 演：Lasse Hallstrom

★奧斯卡金像獎最佳男配角提名
★金球獎最佳男配角提名
★全美影評協會獎最佳男配角
★芝加哥影評人協會獎最佳新演員

條碼：86703531
索書號： DVD 987.83 2293d  100

資料來源：開眼電影網：http://app2.atmovies.com.tw/film/fWatm0874503/



美國非洲裔腦神經學權威班奈特奧瑪魯(威爾史密斯飾)，是
首位發現慢性創傷性腦病變（CTE）的醫生，這種病變會促
使運動員產生自殺念頭，通常發生在長期暴露於重複性腦創
傷的運動員身上，尤其是美式足球員在訓練及比賽過程中，
需要承受多次的腦部撞擊。於是班奈特醫生打算將真相公諸
於世，卻遭到美式足球聯盟的嚴加否認與阻擾，球聯的干涉
迫使班奈特醫生的事業受到強大衝擊，並面臨了身敗名裂的
危機。

疾病分類：精神與行為疾患-腦震盪後症候群(慢性創傷性腦病)

震盪效應
Concussion 

片 長：123分鐘
導 演：彼德藍德斯曼

條碼：86704315  
索書號： DVD 987.83 1300  105 

資料來源：開眼電影網 http://app2.atmovies.com.tw/film/fcen43322364/

http://app2.atmovies.com.tw/film/fcen43322364/
http://app2.atmovies.com.tw/film/fcen43322364/


疾病分類：精神與行為疾患-厭食症/憂鬱症

美味不孤單
Delicious

片 長：83分鐘
導 演：譚美萊莉史密斯

來自法國的型男主廚傑克在母親過世後，隻身到倫敦尋找從未謀面的生
父，他相信暴躁的倫敦名廚：維多就是自己的老爸，於是他毛遂自薦到
維多的餐廳打工。
第一天搬進新家就對鄰居史黛拉一見鍾情，在力邀史黛拉共進晚餐碰了
釘子之後，傑克從餐廳帶回他大顯身手的法國料理想討史黛拉歡心，不
料青春芳華的史黛拉竟為厭食症所苦，伴隨抑鬱症等症狀。
傑克偷用店裡食材的事情被維多發現，情急之下只好說出自己幻想中的
身世，卻被維多無情地狠狠嘲諷，掃地出門。失落的傑克黯然回到家時，
卻發現了飲酒及用藥過量而失去意識的史黛拉。
傑克決定提出一個挑戰：只要一餐！如果他不能作出讓史黛拉無法抵擋
的美味料理，他就離開倫敦，永遠消失在史黛拉的面前。究竟傑克的料
理能不能跨越彼此的障礙，讓美味不再孤單？

資料來源：奇摩電影 https://tw.movies.yahoo.com/movieinfo_main.html/id=5360

條碼： 86704055
索書號：DVD 987.83 8611  103

https://tw.movies.yahoo.com/movieinfo_main.html/id=5360
https://tw.movies.yahoo.com/movieinfo_main.html/id=5360


育有四名兒女的39歲莎朗‧梅維辛姆勒，被媒體稱為「英國
最胖的女人」，當時並被估計僅剩五年可活。莎朗胖到十年
來從未走出臥房半步。她的家族有肥胖史，母親安妮接受束
胃帶手術前，體重曾經高達127公斤。減重外科醫師蕭薩莫
斯為莎朗植入束胃帶，救了她一命。兩個月後，莎朗減了
50公斤，並能與孩子一起在池裡戲水。但過了不到一年的
時間，莎朗卻死了。雖然減了重，但卻從過度肥胖轉為選擇
使用挨餓的激烈手段。媒體宣稱莎朗因在病床上大啖外賣食
物而死。事實恰恰相反。莎朗的家人始終認為讓她接受手術
是正確的選擇，不過，這場與肥胖的搏鬥卻以悲劇收場。本
片為您呈現的，就是莎朗對抗食物成癮的真實故事。

疾病分類：精神與行為疾患-厭食症

食物成癮：莎朗
的故事
Addicted to food: sharon’s story
片 長：50分鐘

條碼：86703891    
索書號：DVD 411.3 8250  103

資料來源：輝洪 http://www.hwe-hon.com.tw/product_detail.php?pid=1340



疾病分類：精神與行為疾患-失憶症 / 厭食症 / 暴食症

歡迎來到隔離病房
Welcome to the quiet room

片 長：118分鐘
導 演：松尾鈴木

28歲的自由寫手佐倉明日香（內田有紀飾）某天醒來，發現自
己被五花大綁在一間白色房間裡--精神療養院中人稱「隔離病
房」的監護室。 記憶全失的她，必須由主治醫師及同居人鐵雄
（宮藤官九郎 飾）雙方同意才能出院！ 自認為再正常不過的
明日香身處每天都發生瘋狂事件的精神療養院中，不管是「想
吃卻吃不下」的患者美紀（蒼井優 飾），還是曾經當過AV女
優的暴食症患者西野（大竹忍 飾），還是一激動就燒自己頭髮
的躁鬱症女孩，每個人入院的原因五花八門， 明日香逐漸學會
這裡獨特的處世之道，甚至為了病患利益，與老是以保護患者
為由，動不動就搬出規定多方約束的冷血護士江口（涼 飾）展
開一場龍爭虎鬥！

條碼：86703885
索書號： DVD 987.83 4341e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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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珊娜本性叛逆，有自己的想法，卻因此被醫生誤診有精神
分裂，被送進一家精神病院中。在精神醫院中，蘇珊娜認識
了一群行為舉止獨特的女孩，她們各有各的才氣，也各有各
的問題。其中最亮眼的放蕩的麗莎，她和蘇珊娜發展出亦敵
亦友的關係。在護士薇樂莉的另類治療下，這些女孩互相扶
持，重新認識自己，找到了人生的意義。

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精神分裂症

女生向前走
Girl， interrupted 

片 長：126分鐘
導 演：James Mangold

★奧斯卡最佳女配角獎

條碼： 86700034   
索書號： DVD 987.83 4228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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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瑞教授(梅爾吉勃遜飾演)接下〈牛津英文大字典〉的編纂工作，
立志要打造一部有史以來搜羅最廣的字典。不過以當時的人力
與科技，完成這項龐大的編纂工程，至少需要一個世紀。於是，
莫瑞教授想出開創性的「群眾外包」方式，向世人收集詞彙，
並期望透過這個方法，加速字典的編纂進度。在收集詞彙的過
程當中，他發現有位麥納醫生(西恩潘飾演)，獨自貢獻上萬多條
引語，這是連專業語言學者都難以完成的龐大工作量。就在編
委會決定向這位醫生致敬時，卻發現一個驚人事實…。原來，麥
納醫生因為殺人被判終身監禁在精神病院，是個被判定為瘋子
的人…。究竟一位被終身監禁的瘋狂醫生，以及一位嚴以律己的
博學教授，要如何共同打造史上最偉大的英文字典呢?

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精神分裂症

牛津解密
The Professor and the Madman 

片 長：125分鐘
導 演：Farhad Safinia

條碼： 86704559   
索書號： DVD 987.83 2323c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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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精神分裂症

百老匯熟男日記
The humbling

片 長：107分鐘
導 演：李文森

Barry Levinson

縱橫戲劇圈的傳奇男星賽門(艾爾帕西諾飾)，不堪演技撞
牆與年歲漸長的危機，竟在百老匯舞台上當眾失控。為了
找回對生命的熱情，他意外愛上一位年紀可當他女兒的女
同志珮姬(葛莉塔潔薇飾)。正當他期待珮姬改變性向，展
開人生第二春的時候，珮姬的焦慮雙親、憤怒的前女友們
以及賽門在精神療養院相識的貴婦，陸續介入並徹底翻轉
了他的東山再起計畫，讓他的現實生活跟舞台生涯，同時
上演瘋狂戲碼...

條碼： 86704235 
索書號： DVD 987.83 1470  104

資料來源：奇摩電影 https://tw.movies.yahoo.com/movieinfo_main.html/id=5657

★威尼斯影展、多倫多影展
★普立茲得獎作家菲利浦羅斯同名小說改編



失眠了整整一年，崔佛（克里斯汀貝爾）日漸消瘦形同槁木
死灰，無論身體或精神狀態都亮起紅燈，他的世界逐漸變成
一場逼真的惡夢，因為分不清現實與幻境造成工廠同事慘遭
截肢的意外，此時他唯一的慰藉只剩下電話應召女郎電話那
頭的陪伴。在瀕臨崩潰的邊緣，崔佛決心找出答案，因此展
開一場自我覺醒的旅程，然而當他明白的越多，真相卻令他
抓狂。

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精神分裂症

克里斯汀貝爾之
黑暗時刻
The machinist 

片 長：102分鐘
導 演：布雷德，安德森

Brad Anderson

★錫切斯影展最佳男主角、最佳攝影獎

條碼： 86702014   
索書號： DVD 987.83 4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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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莉飾演一位犯罪心理學家，長期以來與精神病罪犯進行心
理輔導，在一個風雨交加的夜晚，發生了一連串鬼影憧憧的
事，隔天昏迷起來，卻發現自己與病人角色互換，被關在監
獄的另一邊...

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精神分裂症

鬼影人
Gothika

片 長：98分鐘
導 演：馬修卡索維茲

Mathieu Kassoviyz

條碼： 86702023    
索書號： DVD 987.83 2668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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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演展示了他對生物及心理的高度興趣，在主角「戀母」與
「弒母」之間，探索慾望的幽密，英國巨星雷夫范恩斯飾演
的男主角從小孤僻內向，在他的記憶裡，母親並不幸福，因
為父親酗酒又花心，某夜母親出門後人間蒸發，父親的情婦
就此進了家門，取代母親的位置，他反抗無效，決定以自己
的方式改變現狀，在心裡結上一層又一層的網。雷夫范恩斯
的深刻演技極具可信度，一人分飾三角的米蘭達李察遜也不
遑多讓，她的多變讓導演想藉不同女性角色由一人扮演來闡
釋男主角心理問題的企圖，終以達成。

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精神分裂症

童魘
Spider

片 長：98分鐘
導 演：大衛柯能堡

David Cronenberg

條碼： 86702018    
索書號： DVD 987.83 0071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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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倫多影展最佳加拿大影片
★舊金山影評人協會最佳女配角
★ 2003多倫多影評人協會最佳加拿人影片、女配角
★加拿大金尼獎最佳導演
★ 2004國際恐怖指南最佳影片



美國聯邦執法官和他的新搭檔來到隔離島，這座是一所專門
管束精神病重刑犯的醫院，他們此行的目的是為了調查一樁
病患失蹤的案件，一名親手殺死自己三個小孩的女性殺人
魔 ，在重重牢籠、層層戒護之下脫逃了，而且就藏身在島
上某處。不過他們發現事情並非想像中單純，這個醫院似乎
藏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精神分裂症

隔離島
Shutter Island 

片 長：138分鐘
導 演：馬丁史柯西斯

Martin Scorsese

條碼： 86702934     
索書號： DVD 987.83 7102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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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驅魔】一片是一位患了莫名其妙的重病，並陷入絕望深淵的
年輕女子的故事，這位年輕女孩艾蜜莉蘿絲見到駭人的幻覺，
並且承受全身痙攣的痛苦折磨。她被診斷出患有癲癇症，但是
腦神經醫師開的藥對她完全沒有作用，反而使她的病情加重。
這時精神科醫師則診斷她除了患有癲癇症以外，還得了精神病。
篤信天主教的艾蜜利在症狀越來越嚴重的狀況下，決定請她教
區神父李察摩爾幫她進行驅魔儀式，儘管摩爾神父盡全力為艾
蜜莉驅魔，但是她仍在過程中不幸死亡，而摩爾神父也以過失
殺人罪名遭到檢方起訴。接下來的審判過程成為理性科學與宗
教信仰的激烈辯論，並從這兩個極端的方向來描述艾蜜莉的不
幸遭遇。

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精神分裂症

驅魔
The exorcism of emily rose 

片 長：119分鐘
導 演：史考特德瑞森

Scott Derrickson

條碼：86703417     
索書號： DVD 987.83 7100 95

資料來源：奇摩電影 https://movies.yahoo.com.tw/movieinfo_main.html/id=1360

https://movies.yahoo.com.tw/movieinfo_main.html/id=1360
https://movies.yahoo.com.tw/movieinfo_main.html/id=1360


本片改編自愛倫·坡短篇小說《塔爾博士和費瑟爾教授的療法》
(The System of Doctor Tarr and Professor Fether)，講述
一個精神病院的醫生愛上了美麗女病患的故事。
一位哈佛醫科畢業的學生來到一家精神病院就職，一開始他
並沒有發現任何異常，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他逐漸注意到醫
院已經被那些歇斯底里的病人們所控制，醫生護士都成為了
可憐的犧牲品。

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精神疾患

地獄醫院
Eliza Graves

片 長： 112分鐘
導 演：布雷安德森

條碼： 86704281
索書號： DVD 987.83 4477d  104

資料來源：開眼電影網 http://app2.atmovies.com.tw/film/feen41772264/



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精神疾患

我們都一樣
Like the Others

片 長：95分鐘
導 演：Constantin Wulff

條碼： 86704283
索書號：DVD 415.989 2241  105

取景於維也納近郊的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科，採用寫實手法，耗時長達
一年半，近距離記錄院內每個突發狀況—病童日復一日面對精神疾病
的凌虐，自殘、尖叫、幻聽，一次又一次傷害自己而不自知；醫護人
員們仍不放棄每個孩子，付出時間、用心溝通。大眾常因不瞭解精神
疾病，而對其產生誤解。本片透過導演理性卻富同理心的視角，忠實
呈現病童們每日身不由己、卻又無法逃脫的失控生活，以及醫護人員
們的無私付出，刻劃他們在巨大的壓力下，一舉一動都必須謹慎地在
各式繁瑣的事務和情緒之間，努力取得穩定的平衡。
如觀影者們一樣，醫護人員並沒有異於常人的超能力，他們只盼能在
這些孩子們回到日常生活之前，陪著他們走好這段路程……

資料來源：
開眼電影網 http://app2.atmovies.com.tw/film/filmdataApp2.cfm?filmid=flde55238322&fr=blade05

http://app2.atmovies.com.tw/film/filmdataApp2.cfm?filmid=flde55238322&fr=blade05
http://app2.atmovies.com.tw/film/filmdataApp2.cfm?filmid=flde55238322&fr=blade05


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精神疾患

約他去看絕世雪景
Matterhorn

片 長：86分鐘
導 演：Diederik Ebbinge

★2013鹿特丹國際影展影展觀眾票選獎
★莫斯科國際影展觀眾票選獎
★台北電影節青年導演競賽

條碼： 86703950
索書號：DVD 987.83 2242h  103

鰥夫佛瑞一人獨居，過著規律到連幾點幾分吃飯、差一
秒都不行的無趣生活；席歐則是個精神異常的流浪漢，
卻硬是要住進佛瑞家，打擾他的生活。沒想到兩人誤打
誤撞，合組了「動物模仿秀」為小朋友生日派對表演，
竟大受歡迎。隨著規律被打破了，佛瑞開始把席歐當作
家人般認真對待，卻引起保守鄰居的八卦與側目，最後
甚至揭開了兩個男人各自不為人知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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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精神疾患

寂寞星圖
Maps to the Stars

片 長：111分鐘
導 演：David Cronenberg

★ 2014坎城影展最佳女主角獎
★ 2015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獎

條碼：86704183-86704184
索書號： DVD 987.83 3366  pt.1-2,104

史塔佛韋斯（約翰庫薩克飾）是心靈類書籍的暢銷作家，也是名流
們趨之若鶩的心理諮詢師，看似光鮮亮麗的好萊塢名流家族，實際上
早已徹底崩壞，兒子班吉是好萊塢小有名氣的童星，小小年紀就染上
毒癮，韋斯太太則一心只想著如何重振班吉的演藝事業。另一方面，
與家庭成員疏遠的女兒阿嘉莎（蜜雅娃絲柯斯卡飾），從精神病院
出院後瞞著家人回到洛杉機，想盡辦法應徵上過氣女演員哈瓦娜（茱
莉安摩爾飾）的助理。隨著她的回來，隱藏在韋斯家族過去的黑暗
將毫不留情地被揭露，明星們光鮮亮麗的假面被層層剝下，所有人逐
漸走向瘋狂。這一切都看在兼職禮車司機（羅伯派汀森飾）的眼裡，
而他是好萊塢另一個懷才不遇，空有滿腔抱負的小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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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app2.atmovies.com.tw/film/filmdataApp2.cfm?filmid=flde55238322&fr=blade05
http://app2.atmovies.com.tw/film/filmdataApp2.cfm?filmid=flde55238322&fr=blade05


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精神疾患

眼不見為淨
Out of mind, out of sight

片 長：88分鐘
導 演：John Kastner

條碼： 86704469
索書號：DVD 415.96 6162  106

這社會常常對他們感到懼怕，甚至將他們妖魔化，但他們
仍然努力想掌握自己的人生重返社會。有精神疾病的人如
果犯了傷害罪下場會如何？有人會被送去法庭精神病院，
這裡以前稱作刑事瘋人院，病患會在那邊待上數年，不為
世人所見。艾美獎得主約翰卡斯納(John Kastner)史無前例
獲許進入柏克維爾精神病院拍攝，紀錄病患的治療過程，
雖然這個社會常常對他們感到懼怕，甚至將他們妖魔化，
但他們仍然努力想掌握自己的人生重返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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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精神疾患

離魂
Stay

片 長：99分鐘
導 演：Marc Forster

條碼： 86702024
索書號：DVD 987.83 0016  94

山姆(伊旺麥奎格飾)是紐約著名的精神科醫生，曾為
不少心理疾病患者解開心結，這次卻遇到棘手的病
人亨利(雷恩葛斯林飾) ，美術系大學生亨利不但能
預知可怕未來，更揚言要效法他所崇敬的畫家，在
21歲當天舉槍自盡，為了要拯救亨利並解開謎團，
山姆拼了命與莫名的力量展開一場驚心動魄的殊死
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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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倫史密德(傑克尼克遜飾演)突然之間來到了一個人生的瓶
頸，一開始他從工作了一生的職場上退休，接著他唯一的女
兒珍妮(琥珀戴維絲飾演)要嫁給一個無賴，遭逢這樣人生的
巨變，沒有工作、沒有老伴、沒有了家庭，華倫一時之間也
失去了生活重心，於是他決定展開一段尋找自我之旅，他開
著一台車屋到全國各地去找尋他心的方向.

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憂鬱症

心的方向
About Schmidt 

片 長：114分鐘
導 演：亞歷珊德潘恩

Alexander Payne 

★金球獎最佳男主角、最佳改編劇本

條碼： 86701090 - 86701091  
索書號： DVD 987.83 3202b pt.1-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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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特「派奇」亞當斯在少年時期，因為患有憂鬱症因此住進
精神療養院，他在出院後便立志要當醫生，於是在六零年代
末期和七零年代初期進入維吉尼亞醫學院就讀，雖然他的天
資聰穎，在醫學院的成績非常優異，但是他卻非常反對傳統
醫界那種高高在上、不近人情的思想，他相信歡笑就是最好
的處方，他為了把病痛纏身的病人逗笑，於是成天穿色彩鮮
艷的花襯衫，有時候會用塑膠醫療用品裝成小丑的紅鼻子，
或是扮成大猩猩，甚至還有一次為了替一位病人實現夢想，
他還在游泳池放滿麵條，讓這名病人如願在麵湯裡游泳，可
是他這種離經叛道的思想和做法，卻被保守的醫學院長視為
眼中釘，並且威脅要他退學…

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憂鬱症

心靈點滴
Patch adams

片 長：115分鐘
導 演：沙迪亞克 Tom Shadyac

★金球獎最佳影片提名、最佳男主角提名

條碼：86700060    86700033
索書號：DVD 987.83 3163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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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倫擁有令人稱羨的完美生活、幸福的家庭、不凡的音樂天
份以及在大學擔任音樂教授的高尚工作。只是地獄突然來訪
，海倫的生活毫無來由的全都變了調，「正午的惡魔：憂鬱
症」就站在白光光的太陽下，不怕人看到。其實海倫深受憂
鬱症所苦，在藥物治療無效之後，進了療養院休養，因而結
識和她同樣被憂鬱症擊垮的音樂系學生瑪蒂達，經過痛苦煎
熬和無盡的悲傷之後，海倫終於勇敢面對人生，找回自我。

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憂鬱症

正午的惡魔
Helen

片 長：119分鐘
導 演：Sandra Nettelbeck

★美國日舞影展開幕片
★德國影評人協會最佳導演、最佳編劇提名

條碼：86703828
索書號：DVD 987.83 1821 102

資料來源：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filmdata&film_id=fhen21012729



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憂鬱症

我會好起來
片 長：92分鐘
導 演：里奧雷

莉莉和洛伊克是一對姊弟情深的雙胞胎，莉莉去巴塞隆納旅
遊之後，爸爸告訴她弟弟因為和他大吵一架，一氣之下離家
出走了，莉莉因此得了憂鬱症，不吃不喝還住進了醫院，就
在此時，莉莉收到了洛伊克從遠方寄回的明信片，捎來他正
在法國各地進行揹包之旅，莉莉自此欣喜若狂，隨著洛伊克
從不同的城市不斷寄來的明信片，莉莉的病情也慢慢好轉,
她開始打工存錢要去找她弟弟，但弟弟始終沒有留下落腳之
處，弟弟真的離家出走了嗎？莉莉在偶然間得知驚人的秘密，
面對全家及友人善意的謊言，她決定堅強地活下去...

條碼： 86703527  
索書號： DVD 987.83 2844 100

★法國凱薩獎最佳男配角、最佳新進女演員
★法國盧米埃影展最佳新進男演員、最佳新進女演員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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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分類：精神與行為疾患-憂鬱症

兩天一夜
Two days, one night

片 長：93分鐘
導 演：尚皮耶達頓、盧克達頓

珊卓拉（瑪莉詠柯蒂亞飾演）在罹患憂鬱症後，公司的老闆
打算將她解僱，並用一千歐元的獎金說服其他同事，投下贊
成珊卓拉離職一票。但珊卓拉並不甘心，在丈夫的陪伴下，
她決定利用週末的時間一一說服同事們幫助她。面對每個人
不同的環境經濟因素，家家有本難念的經，這兩天一夜讓珊
卓拉歷經煎熬，在現實面前，人性正義何價？看盡人情冷暖
的她，因此開始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

條碼： 86704123  
索書號： DVD 987.83 1110c

資料來源：奇摩電影https://tw.movies.yahoo.com/movieinfo_main.html/id=5729/

★ 2015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獎提名
★雪梨影展最佳影片
★ 2014歐洲電影獎最佳女主角
★聖地牙哥影評人獎 最佳女主角
★美國國家評論協會獎年度五大外語片
★紐約線上影評人獎最佳女主角最佳外語片
★波士頓影評人會獎最佳外語片
★波士頓線上影評人協會獎最佳女主角、
最佳外語片、年度十大佳片



疾病分類：精神與行為疾患-厭食症/憂鬱症

美味不孤單
Delicious

片 長：83分鐘
導 演：譚美萊莉史密斯

來自法國的型男主廚傑克在母親過世後，隻身到倫敦尋找從未謀面的生
父，他相信暴躁的倫敦名廚：維多就是自己的老爸，於是他毛遂自薦到
維多的餐廳打工。
第一天搬進新家就對鄰居史黛拉一見鍾情，在力邀史黛拉共進晚餐碰了
釘子之後，傑克從餐廳帶回他大顯身手的法國料理想討史黛拉歡心，不
料青春芳華的史黛拉竟為厭食症所苦，伴隨抑鬱症等症狀。
傑克偷用店裡食材的事情被維多發現，情急之下只好說出自己幻想中的
身世，卻被維多無情地狠狠嘲諷，掃地出門。失落的傑克黯然回到家時，
卻發現了飲酒及用藥過量而失去意識的史黛拉。
傑克決定提出一個挑戰：只要一餐！如果他不能作出讓史黛拉無法抵擋
的美味料理，他就離開倫敦，永遠消失在史黛拉的面前。究竟傑克的料
理能不能跨越彼此的障礙，讓美味不再孤單？

條碼： 86704055
索書號：DVD 987.83 8611  103

資料來源：奇摩電影 https://tw.movies.yahoo.com/movieinfo_main.html/id=5360

https://tw.movies.yahoo.com/movieinfo_main.html/id=5360
https://tw.movies.yahoo.com/movieinfo_main.html/id=5360


疾病分類：精神與行為疾患-憂鬱症

真愛, 再出發
Departures

片 長：97分鐘
導 演：Peter Hutchings

當罹患絕症、所剩時日無多的青少女絲凱
Skye(梅西威廉斯飾)，遇上了在機場出境事務
處工作的憂鬱症少年卡爾文Calvin(阿薩巴菲爾
德飾)，卡爾文灰暗的心中燃起了意外的光芒，
在絲凱的要求下，卡爾文一路幫她實現生命中
的最後願望清單，然而過程中兩人逐漸萌生了
愛意，他們也因此重新找到生命的真諦。

條碼： 86704556
索書號：DVD 987.83 4212g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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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憂鬱症

藍色茉莉
Blue Jasmine

片 長：98分鐘
導 演：Woody Allen

★奧斯卡、金球獎最佳女主角
★奧斯卡、金球獎最佳女配角提名

條碼： 86703916  
索書號： DVD 987.83 4244h  102

紐約貴婦茉莉(凱特布蘭琪飾演)曾擁有眾人稱羨的生活，美滿
的婚姻、奢華起居，華服珠寶，但命運之神和她開了個玩笑，
她的生活突然從雲端跌落谷底，只得隻身前往舊金山投靠妹
妹金潔(莎莉霍金斯飾演)，一起窩在雜亂窄小的公寓裡相依為
命。茉莉上電腦課夢想當室內設計師、屈就牙科診所當櫃台
小姐，她仍努力保有上流社會的架子，卻因服了抗憂鬱藥和
酗酒的習慣，無法適應現實生活，直到多金有禮的外交官杜
埃(彼得薩斯嘉飾演)出現，喚起她對過去生活的渴望。這次的
邂逅，是否能給茉莉再次重生的機會，重新回到原本完美的
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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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憂鬱症

藥命關係
Side effects

片 長：106分鐘
導 演：史蒂芬索德柏

Steven Soderbergh

條碼： 86703960  
索書號： DVD 987.83 4872  102 

描述艾蜜莉和馬汀泰勒是一對令人稱羨的年輕夫妻，某天馬汀卻
因內線交易被捕入獄，此後，艾蜜莉的生活急遽轉變，在等待丈
夫歸來的四年中，她陷入重度憂鬱，原本治療她的賽伯特醫師已
對她束手無策，艾蜜莉於是轉而向知名的精神科醫師喬納森班克
斯求助。
班克斯醫師起初開給艾蜜莉的抗憂鬱藥物未見成效，他於是大膽
嚐試一種剛上市的新藥，一開始艾蜜莉的確好轉，她以為一切就
能重回原本幸福美好的生活，但沒想到此種藥物引起的強烈副作
用卻讓她的生活全面失控。艾蜜莉、馬汀泰勒、班克斯及賽伯特
醫師捲入一場離奇的謀殺案，所有證據指向兇手是艾蜜莉，她喊
冤表示自己遭人陷害。一顆藥究竟能治癒人還是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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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分類：精神與行為疾患-失憶症 / 厭食症 / 暴食症

歡迎來到隔離病房
Welcome to the quiet room

片 長：118分鐘
導 演：松尾鈴木

28歲的自由寫手佐倉明日香（內田有紀 飾）某天醒來，發現自
己被五花大綁在一間白色房間裡--精神療養院中人稱「隔離病
房」的監護室。 記憶全失的她，必須由主治醫師及同居人鐵雄
（宮藤官九郎飾）雙方同意才能出院！自認為再正常不過的明
日香身處每天都發生瘋狂事件的精神療養院中，不管是「想吃
卻吃不下」的患者美紀（蒼井優 飾）， 還是曾經當過AV女優
的暴食症患者西野（大竹忍 飾），還是一激動就燒自己頭髮的
躁鬱症女孩，每個人入院的原因五花八門， 明日香逐漸學會這
裡獨特的處世之道，甚至為了病患利益，與老是以保護患者為
由，動不動就搬出規定多方約束的冷血護士江口（涼 飾）展開
一場龍爭虎鬥！

條碼：86703885
索書號： DVD 987.83 4341e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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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智能障礙 / 暴食症

Gilbert在父親自殺、哥哥離家出走之後一肩扛起家計，
並照顧母親、18歲的智障弟弟Arnie，還有個總是很害羞、
不知所措的妹妹，所剩無幾的閒暇時間裡，Gilbert就會
修補家裡那棟破爛不堪的農舍，或是到雜貨店打工、和
Bobby、Tucker廝混，複雜卻又一成不變的日子過了不
知道多久，突然之間，Becky出現了，她帶著愛流浪的奶
奶到處遊歷，並教會Gilbert如何對自己好一點，她闖進
了他一手架構好的家庭生活，更打斷他和Betty之間的不
倫戀...。

戀戀情深
What‘s eating Gilbert grape

片 長：118分鐘
導 演：Lasse Hallstrom

★奧斯卡金像獎最佳男配角提名
★金球獎最佳男配角提名
★全美影評協會獎最佳男配角
★芝加哥影評人協會獎最佳新演員

條碼：86703531
索書號： DVD 987.83 2293d  100

資料來源：開眼電影網：http://app2.atmovies.com.tw/film/fWatm0874503/



蘇珊的先生突然車禍死亡，承受不住哀慟的蘇珊進了醫院，唯
一放心不下的是小女兒妮琪，妮琪是個問題兒童，ADHD(注意
力不足過動症)伴隨躁鬱症等多重問題，多年來被蘇珊送到寄宿
學校管教，沒想到妮琪不斷闖禍，這時又接到學校的退學通知。
蘇珊只好將妮琪送到大兒子比利家寄住。比利演過幾齣當紅的
電視劇，在洛杉磯坐擁豪宅與嬌妻，卻不想生兒育女。這個突
如其來的小鬼打亂了他所有的生活。隨著與妮琪的朝夕相處，
比利發現妮琪就是他小時候的翻版，母親為了些許的偏差行為，
送他們去看心理醫生，錯誤診斷及錯誤用藥，造成得更嚴重的
情緒管理問題，為了避免重蹈覆轍，他知道怎麼作才是對妮琪
最好的方式，並將揮別自己渾渾噩噩的生活，對自己負責。

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注意力缺失過動疾患/躁鬱症

她不怪，
她是我妹妹
My sister

片 長：112分鐘
導 演：拉希爾David Lascher

條碼：86704342  
索書號：DVD 987.83 4194  105

資料來源：成大圖書館館藏目錄 http://weblis.lib.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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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躁鬱症

我親愛的偏執狂
Nuts

片 長：85分鐘
導 演：寇迪翁 Yann Coridian

看起來與一般中年男子無異的41歲馮思瓦(艾力克埃爾莫西尼
飾)，內心極度害怕孤單，他因太過關注自己而時常瀕臨崩潰的
危險境地。在一次情緒失控下，馮思瓦誤傷摯愛伴侶安娜(蘇菲
關東飾)，導致他被送往精神療養院。馮思瓦在出院之後，一直
很想修復與安娜的婚姻關係，他除了希望能再次執子之手，也
想與孩子們重回昔日的家庭生活。只是不想再與馮思瓦牽扯不
清的安娜，總是拒馮思瓦於千里之外，馮思瓦甚至為了討好安
娜而冒險攀爬窗簷，此番失序行徑又再次讓他被家人送進精神
療養院治療。堅持證明自己並非瘋子的馮思瓦，趁機逃院飛奔
前往尋找安娜，為愛陷入瘋狂的他，能否力挽狂瀾找回美滿幸
福的生活？

條碼：86703875
索書號： DVD 987.83 2022f  102

資料來源：開眼電影網 http://www.atmovies.com.tw/movie/fofr62106590/



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躁鬱症

派特的幸福劇本
Silver linings playbook

片 長：122分鐘
導 演：David O. Russell

★ 8項奧斯卡提名
★榮獲奧斯卡最佳女主角

前歷史老師派特在精神病院待了四年後終於出院，現在的他
與老媽住在一起，他不會對於自己待過精神病院而感到沮喪，
他總認為自己只在那裡待上了幾個月，而出院後他最想做的
事，就是和離異的妻子重修舊好。派特不願接受他和妻子的
關係已經沒有挽回的餘地，派特仍試著要改變自己，每天都
努力著要讓自己成為妻子心目中理想的對象。然而此時他的
生命中卻闖入了另一個女人：他好友朗尼的寡婦大嫂蒂芬妮，
這女人總在派特練習長跑的時候靜靜地跟著他。但漸漸地，
在這兩人日復一日的交集相處下，他們之間的關係也開始產
生了微妙的變化。

條碼： 86703831  
索書號： DVD 987.83 2224f 102

資料來源：奇摩電影http://tw.movie.yahoo.com/movieinfo_main.html/id=4533



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躁鬱症

秘書長萬萬歲
Viva la liberta

片 長：96分鐘
導 演：Roberto Ando

★義大利奧斯卡12項大獎提名
★義大利國家評論獎7項大獎提名
★義大利金球獎提名最佳劇本、最佳導演

大選在即，在野黨秘書長艾力克奧利(托尼瑟維洛飾)
的民調卻不甚理想，並在一次代表大會被突如其來的
失控選民怒嗆後，突然不告而別。為免選情受到衝擊，
高層決定封鎖消息，絞盡腦汁想出解決辦法。與此同
時，秘書長的心腹幕僚波提尼(瓦里歐馬斯坦德飾)與
妻子安娜(蜜雪拉塞尚飾)想起，秘書長還有個雙胞胎
弟弟...高層居然決定冒險一試，讓他假冒秘書長為黨
出征…

條碼： 86703952  
索書號： DVD 987.83 2574  103

資料來源：奇摩電影http://tw.movie.yahoo.com/movieinfo_main.html/id=4533



根據真實故事改編，背景設在70年代，描述罹患躁鬱
症的肯(馬克魯法洛飾)跟大部分的父親不太一樣，他
無法正常的工作與生活。在他接受完治療離開療養院
後，他的妻子瑪姬(柔伊莎達娜飾)為了想給兩個女兒
更好的生活，所以決定前往哥倫比亞大學進修，因此
照顧女兒的重擔就落在父親身上。而罹患躁鬱症的肯
該如何面對兩位活力充沛的女兒呢？！

疾病分類：精神與行為疾患-躁鬱症

親親熊老爸
Infinitely Polar Bear

片 長：88分鐘
導 演：瑪雅佛布斯

條碼：86704336   
索書號： DVD 987.83 0024c 105

資料來源：博客來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D02006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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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次的哭泣�Crying 100 times  �100回泣くこと���片  長：117分鐘�導  演：廣木隆一���
	三小一家人�Family is Family���片  長：107分鐘�導  演：Danny Boon��
	回到初相遇���片  長：98分鐘�導  演：Sylvie Testud�� �
	別相信任何人 �Before I Go to Sleep���片  長：92分鐘�導  演：Rowan Joffe�
	博士熱愛的算式�博士の愛した数式��片  長：117分鐘�導  演：小泉堯史�� 
	媽媽的黃色腳踏車�ぼくとママの黃色い自轉車 ����片  長：95分鐘�導  演：河野圭太�
	遺忘 � Forgotten ��片  長： 110分鐘�導  演：連奕琦��
	歡迎來到隔離病房�Welcome to the quiet room��片  長：118分鐘�導  演：松尾鈴木 
	路易的第9條命�The 9th life of Louis Drax����片  長：108分鐘�導  演：Alexandre Aja
	美麗境界�A beautiful mind ���片  長：134分鐘�導  演：朗霍華 Ron Howard���★金球獎最佳男主角羅素克洛�★金球獎最佳女配角珍妮佛康娜莉
	靈異拼圖� The forgotten ��片  長：91分鐘�導  演：喬瑟夫魯賓 �             Joseph Ruben�� �
	X+Y 愛的方程式 ���片  長：111分鐘�導  演：摩根馬修�
	艾格妮絲的呢喃� Hummingchild��片  長：28分鐘�導  演：Heidi Sundby �
	自閉之戰 �Citizen Autistic���片  長：68分鐘�導  演： William Davenport�
	我的星星兒� Loving lampposts����片  長：83分鐘�導  演：Todd Drezner���★2011地球和平影展最佳紀錄片
	我的星星寶貝� Beautiful Pain����片  長：115分鐘�導  演：Tunku Mona Riza�
	星星的世界� Too sane for this world ��片  長：61分鐘�導  演：William Davenport�
	星星的孩子� Temple Grandin  ��片  長：108分鐘�導  演：米克傑生 Mick Jackson�� �
	星願���片  長：20分鐘�導  演：林思妤�� 
	耍，自閉� Not alone ��片  長：25分鐘�導  演：蘇詩雯���
	馬拉松小子�Marathon��片  長：117分鐘�導  演：鄭胤澈��★韓國大鍾獎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獎、最佳劇本獎、最受歡迎男演員獎
	馬修的自閉世界�Matthew's laws��片  長：73分鐘�導  演：Marc Schmidt��★荷蘭電影節最佳紀錄長片, 最佳剪輯提名 �★尼昂國際紀錄片影展最佳影片 �★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優等獎�
	草原的椅子��片  長：140分鐘�導  演：城島出���★ 2013日本電影佳作
	溫蒂的幸福劇本��片  長：93分鐘�導  演：班李文 Ben Lewin���
	遙遠星球的孩子�Children from the distant planet��片  長：208分鐘�導  演：沈可尚總導演���
	模仿遊戲�The imitation game��片  長：114分鐘�導  演：Morten Tyldum���
	摯愛� House of cards ��片  長：107分鐘�導  演：Michael Lessac�� �
	親親小妹� Molly ����片  長：91分鐘�導  演：約翰杜根 John Duigan�
	築巢人� A rolling stone��片  長：53分鐘�導  演：沈可尚�
	藍迪的畫語人生� Randy's Canvas��片  長：102分鐘�導  演： Sean Michael Beyer�
	證人� Innocent Witness��片  長：130分鐘�導  演：李翰�
	天生蠢材必有用�Trainwreck- My life as an idiot ��片  長：90分鐘�導  演： Tod Harrison Williams��
	布魯克林孤兒�Motherless Brooklyn��片  長：144分鐘�導  演：Edward Norton��
	叫我第1名� Front of the class��片  長：98分鐘�導  演：Peter Werner��
	我的嗝嗝老師� Hichki��片  長：117分鐘�導  演：Siddharth Malhotra��
	菲比夢遊仙境�Phoebe in wonderland��片  長：100分鐘�導  演：丹尼爾巴爾茲 �              Daniel Barnz��★日舞影展 評審團大獎提名
	斷臂狂想曲� Armless ��片  長：85分鐘�導  演：Habib Azar�� �
	她不怪，�她是我妹妹� My sister��片  長：112分鐘�導  演：拉希爾David Lascher� 
	親愛媽咪� Mommy��片  長：138分鐘�導  演：多藍 (Dolan, Xavier)�� 
	52個星期二�52 Tuesdays ���片  長：114分鐘�導  演：Sophie Hyde�
	女朋友的女朋友 �The New Girlfriend��片  長：108分鐘�導  演：佛杭蘇瓦歐容�
	丹麥女孩�The Danish Girl��片  長：120分鐘�導  演：湯姆霍伯�� 
	月光下的藍色�男孩�Moonlight��片  長：111分鐘�導  演：Barry Jenkins� 
	老爸變性日記�My dad is a woman����片  長：50分鐘�導  演：Kim Duke�
	扣押幸福�Freeheld ��片  長：104分鐘�導  演：彼得梭勒特� 
	因為愛你�Carol��片  長：119分鐘�導  演：陶德海恩斯�� 
	芭蕾少女夢�Girl��片  長：106分鐘�導  演：Lukas Dhont��★榮獲71屆坎城影展金攝影機獎、酷兒金棕櫚獎、國際影評人費比西獎、一種注目單元最佳表演獎�★歐洲電影獎最佳首部電影獎 �★倫敦影展最佳首部電影獎�
	里歐的房間�Leo's room����片  長：94分鐘�導  演：Enrique Buchichio� 
	男孩愛最大�Saturday Church����片  長：83分鐘�導  演：Damon Cardasis� 
	我是女生�Just Charlie����片  長：100分鐘�導  演：蕾貝卡福瓊             �            Rebekah Fortune� 
	性別重置�Becoming he or she����片  長：74分鐘�導  演：Lorène Debaisieux� 
	玫瑰少年�My life in pink����片  長：89分鐘�導  演：Alain Berliner� 
	拉嬤上路�Grandma��片  長：79分鐘�導  演：Paul Weitz��★入圍金球獎音樂或喜劇類最佳女主角�★榮獲國家評論協會最佳獨立製片��
	為巴比祈禱�Prayers for Bobby��片  長：89分鐘�導  演：Russell Mulcahy���
	高跟神探� Man on High Heels���片  長：125分鐘�導  演：張鎮 � ��
	裝扮遊戲�Tomboy���片  長：83分鐘�導  演：Celine Sciamma� ��
	愛,不散�Love is strange���片  長：94分鐘�導  演：Ira Sachs� ��
	媽媽要我愛男人�Me, myself and mum���片  長：87分鐘�導  演：Guillaume Gallienne� ��
	滿月酒�Baby Steps��片  長：103分鐘�導  演：鄭伯昱�� 
	藍色是最溫暖的顏色 Blue is the Warmest Color��片  長：180分鐘�導  演：阿布戴·柯西胥�
	心靈鑰匙��片  長：129分鐘�導  演：Stephen Daldry�� �★第84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影片及�   最佳男配角（麥士·馮·西度）提名
	我的名字叫可汗� My name is Khan ��片  長：154分鐘�導  演：卡蘭，哈爾 Karan Johar���
	阿蒙正傳�Simple Simon��片  長：86分鐘�導  演：Andreas Öhman��★代表瑞典角逐2011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外語片�
	搶救馬寶貝�A horse on the balcony��片  長：92分鐘�導  演：Huseyin Tabak� ��★2014台灣國際兒童影展放映�★德國盧卡斯國際兒童電影觀眾票選獎�★2013芝加哥兒童影展成人評審團最佳劇情片�★維也納國際電影節最佳聲音設計獎提名�                              最佳電影音樂獎提名
	寄宿男孩�The Boarder��片  長：99分鐘�導  演：Jolene Adams� ��★NYLA國際影展最佳女主角
	老大靠邊閃� Analyze this ��片  長：105分鐘�導  演：哈洛雷米斯 Harold Ramis���
	海蒂怎麼了� Hedi Schneider is Stuck���片  長：90分鐘�導  演：桑妮亞海斯Sonja Heiss���
	我為愛做過的傻事� Ana, mon amour���片  長：128分鐘�導  演：Calin Peter Natzer���
	最酷的一天�The Most Beautiful Day��片  長：114分鐘�導  演：佛洛里昂大衛費茲�� 
	美麗男孩�Beautiful Boy���片  長：121分鐘�導  演：Felix Van Groeningen��
	班恩回家� Ben is Back��片  長：103分鐘�導  演：Peter Hedges��
	笑畫人生�Don't Worry, He Won't Get Far On Foot���片  長：114分鐘�導  演：Gus Van Sant�
	遠離賭城� Leaving Las Vegas ��片  長：112分鐘�導  演：麥克費吉斯 Mike Figgis��★奧斯卡最佳男主角獎
	藥玩人生� Better living through chemistry����片  長：112分鐘�導  演：Geoff Moore��
	小丑� Joker����片  長：121分鐘�導  演：Todd Phillips
	幸福心療程�Shrink���片  長：105分鐘�導  演：Jonas Pate� 
	歡迎光臨貝拉的奇幻花園�This Beautiful Fantastic��片  長：92分鐘�導  演：Simon Aboud� 
	心靈戰場�Joe's War��片  長：107分鐘�導  演：Phil Falcone�
	本能反應�Instinct��片  長：123分鐘�導  演： Jon Turteiaub �� �
	艾美的世界�Amy��片  長：101分鐘�導  演：內狄亞特斯 Nadia Tass��★ 1998年獲得亞太影展評審團大獎�
	生命中的美好意外 �Life Itself��片  長：118分鐘�導  演：Dan Fogelman
	好心相愛� Summer I love you ��片  長：94分鐘�導  演：羅金泉��
	私人戰爭 �A Private War��片  長：111分鐘�導  演：Matthew Heineman
	法蘭尼 �Franny��片  長：92分鐘�導  演：Andrew Renzi
	金翅雀 �The Goldfinch��片  長：149分鐘�導  演：John Crowley
	荒野之心 �Leave No Trace���片  長：109分鐘�導  演：德布拉格蘭尼克�            Debra Granik���
	相信愛 �My Name is Faith��片  長：82分鐘�導  演：Jason Banker�           Jorge Torres-Torres�	   Tiffany Sudela Junker���
	被遺忘的孩子 �The search���片  長：135分鐘�導  演：米歇爾哈札納維西斯     �            Michel Hazanavicius���
	馬克的異想世界�Welcome to Marwen��片  長：116分鐘�導  演：Robert Zemeckis�� 
	窒愛� Brothers���片  長：105分鐘�導  演：謝瑞丹 Jim Sheridan
	最美的安排�Collateral beauty����片  長：97分鐘�導  演：David Frankel�
	愛,讓悲傷終結�Rabbit hole���片  長：91分鐘�導  演：John Cameron Mitchell
	鈴木家的謊言�Lying To Mom��片  長：133分鐘�導  演：野尻克己��★第40屆橫濱電影節日本電影十佳#9、最佳導演獎、最佳新人獎 ; 第92屆電影旬報年度十大佳片#6、觀眾十佳、新女演員獎 ; 第31屆東京國際影展日本Splach單元最佳影片獎 ; 第23屆新藤兼人賞金賞 ; 第73屆每日電影獎劇本獎
	潮浪王子�The prince of tides���片  長：132分鐘�導  演：Barbra Streisand�
	摯愛� House of cards ��片  長：107分鐘�導  演：Michael Lessac�� �
	憂傷大象之歌�Elephant song��片  長：99分鐘�導  演：畢南梅 �            (Binamé, Charles)���
	他不笨，他是我爸爸� I am Sam : love is all you need ��片  長：132分鐘�導  演：潔西尼爾森 Jessie Nelson��★奧斯卡最佳男主角�
	他叫簡單，�他是我兄弟� My Brother Simple��片  長：114分鐘�導  演：Markus Goller��★原著勇奪法蘭克福國際書展德國文學獎�★本片獲選上海國際電影節金爵獎競賽片�★本片榮獲漢堡國際影展藝術電影獎提名
	自由大道� Liberty avenue ��片  長：37分鐘�導  演：林孝謙��★第28屆金穗獎首獎、最佳剪輯獎�
	完美搭檔� ��片  長：113分鐘�導  演：陸尚孝��
	飛吧!水班長�Bunt��片  長：96分鐘�導  演：朴奎泰���★鐘路電影節優秀男演員獎 �★ 2007年韓國電視台KBS演技大賞青少年演技獎�
	晨晨跨海上學去���片  長：70分鐘�導  演：吳淑美���★ 2015休士頓影展紀錄長片類銅牌獎
	從戲劇探討醫學倫理�片  長：149分鐘�導  演：越坂康史�
	最美的約定�채비  The Preparation��片  長：114分鐘�導  演：趙英準���
	愛，就夠嗎？ �Is Love Enough?��片  長：45分鐘�導演： Tom Puchniak
	跟著妹妹搭巴士� Riding the bus with my sister ��片  長：98分鐘�導  演：安潔莉卡赫斯頓�              Anjelica Huston��
	踢出世界盃吧� Pride in blue ��片  長：84分鐘����
	親愛的女兒� Angel Home��片  長：123分鐘�導  演：堤幸彥����
	戀戀情深� What‘s eating Gilbert grape��片  長：118分鐘�導  演：Lasse Hallstrom��★奧斯卡金像獎最佳男配角提名 �★金球獎最佳男配角提名�★全美影評協會獎最佳男配角 �★芝加哥影評人協會獎最佳新演員��
	震盪效應�Concussion ��片  長：123分鐘�導  演：彼德藍德斯曼�� 
	美味不孤單Delicious��片  長：83分鐘�導  演：譚美萊莉史密斯
	食物成癮：莎朗的故事�Addicted to food: sharon’s story�片  長：50分鐘�
	歡迎來到隔離病房Welcome to the quiet room��片  長：118分鐘�導  演：松尾鈴木 
	女生向前走� Girl， interrupted ��片  長：126分鐘�導  演：James Mangold��★奧斯卡最佳女配角獎
	牛津解密�The Professor and the Madman ��片  長：125分鐘�導  演：Farhad Safinia�
	百老匯熟男日記�The humbling��片  長：107分鐘�導  演：李文森�               Barry Levinson�� �
	克里斯汀貝爾之黑暗時刻� The machinist ��片  長：102分鐘�導  演：布雷德，安德森�              Brad Anderson��★錫切斯影展最佳男主角、最佳攝影獎�
	鬼影人� Gothika ��片  長：98分鐘�導  演：馬修卡索維茲�             Mathieu Kassoviyz��
	童魘� Spider��片  長：98分鐘�導  演：大衛柯能堡�              David Cronenberg�
	隔離島� Shutter Island ��片  長：138分鐘�導  演：馬丁史柯西斯�              Martin Scorsese��
	驅魔� The exorcism of emily rose ��片  長：119分鐘�導  演：史考特德瑞森 �              Scott Derrickson��
	地獄醫院� Eliza Graves��片  長： 112分鐘�導  演：布雷安德森
	我們都一樣�Like the Others��片  長：95分鐘�導  演：Constantin Wulff�
	約他去看絕世雪景�Matterhorn��片  長：86分鐘�導  演：Diederik Ebbinge��★2013鹿特丹國際影展影展觀眾票選獎 �★莫斯科國際影展觀眾票選獎  �★台北電影節青年導演競賽�
	寂寞星圖�Maps to the Stars���片  長：111分鐘�導  演：David Cronenberg��★ 2014坎城影展最佳女主角獎�★ 2015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獎
	眼不見為淨�Out of mind, out of sight����片  長：88分鐘�導  演：John Kastner�
	離魂�Stay���片  長：99分鐘�導  演：Marc Forster�
	心的方向�About Schmidt ��片  長：114分鐘�導  演：亞歷珊德潘恩�             Alexander Payne ��★金球獎最佳男主角、最佳改編劇本�
	心靈點滴�Patch adams��片  長：115分鐘�導  演：沙迪亞克 Tom Shadyac ��★金球獎最佳影片提名、最佳男主角提名�
	正午的惡魔�Helen��片  長：119分鐘�導  演：Sandra Nettelbeck��★美國日舞影展開幕片�★德國影評人協會最佳導演、最佳編劇提名�
	�我會好起來� �片  長：92分鐘�導  演：里奧雷� �
	兩天一夜 �Two days, one night��片  長：93分鐘�導  演：尚皮耶達頓、盧克達頓���
	美味不孤單Delicious��片  長：83分鐘�導  演：譚美萊莉史密斯
	真愛, 再出發Departures��片  長：97分鐘�導  演：Peter Hutchings
	�藍色茉莉�Blue Jasmine� ��片  長：98分鐘�導  演：Woody Allen��★奧斯卡、金球獎最佳女主角 �★奧斯卡、金球獎最佳女配角提名�
	�藥命關係�Side effects� ��片  長：106分鐘�導  演：史蒂芬索德柏�              Steven Soderbergh� ��
	歡迎來到隔離病房�Welcome to the quiet room��片  長：118分鐘�導  演：松尾鈴木 
	戀戀情深� What‘s eating Gilbert grape��片  長：118分鐘�導  演：Lasse Hallstrom��★奧斯卡金像獎最佳男配角提名 �★金球獎最佳男配角提名�★全美影評協會獎最佳男配角 �★芝加哥影評人協會獎最佳新演員��
	她不怪，�她是我妹妹� My sister��片  長：112分鐘�導  演：拉希爾David Lascher� 
	我親愛的偏執狂 � Nuts���片  長：85分鐘�導  演：寇迪翁 Yann Coridian
	派特的幸福劇本� Silver linings playbook���片  長：122分鐘�導  演：David O. Russell� ��★ 8項奧斯卡提名�★榮獲奧斯卡最佳女主角
	秘書長萬萬歲� Viva la liberta��片  長：96分鐘�導  演：Roberto Ando� ��★義大利奧斯卡12項大獎提名 �★義大利國家評論獎7項大獎提名�★義大利金球獎提名最佳劇本、最佳導演
	親親熊老爸�Infinitely Polar Bear��片  長：88分鐘�導  演：瑪雅佛布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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