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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分類：腫瘤-甲狀腺癌

上帝的男高音
The Tenor-Lirico Spinto

片 長：121分鐘
導 演：金相滿

改編國際知名歌唱家裴宰徹戲劇化的音樂人生。裴
宰徹自米蘭音樂學院畢業後，橫掃歐洲所有歌唱大
賽冠軍，立刻轟動全世界，但就在事業登上高峰之
際，裴宰徹卻罹患甲狀腺癌，因此失去天籟般的嗓
音，然而，他憑藉著信仰、妻子與經紀人的支持，
最後竟奇蹟般地重返舞台...

條碼： 86704178
索書號： DVD 987.83 2026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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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分類：腫瘤-皮膚癌(黑色素瘤)

戰勝癌症:
殲滅殺手
War on cancer : cornering a killer

片 長：52分鐘
導 演：Sarah Cunliffe

向癌症宣戰三十多年的美國國家癌症研究所的史芬羅森柏格博
士(Dr. Steven Rosenberg)，於1996年，他開始嘗試新療法的
臨床試驗為他的病患造福。羅森柏格博士的臨床病患，主要是
罹患皮膚癌，也就是黑色素瘤，這是最致命，最具侵略性的一
種癌症；因此，羅森柏格博士研發出的癌症的疫苗，是一種透
過刺激讓身體免疫系統自行認出並攻擊癌症的免疫療法。經過
長達18個月的臨床試驗，羅森柏格博士的免疫疫苗和IL-2疫苗，
證實有42%的療癒率，可以有效對抗癌症的疫苗，此疫苗的誕
生，勢必可以運用在更多病患及其他種類的癌症上。

條碼： 86703741
索書號： DVD 415.138 6700  99

資料來源：博客來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D020034859



疾病分類：腫瘤-白血病

11月的聖誕節
November Christmas

片 長：93分鐘
導 演：Robert Harmon

透過天使的眼睛, 領略聖誕節存在的真諦。

約翰科比特和莎拉保爾森的女兒身患重病，醫生宣判可能
活不過12月，焦急的他們, 絞盡腦汁團結了整個社區的鄰
居，想出一個周密的驚喜計劃，準備提早在11月為他們的
女兒慶祝聖誕節，約翰和莎拉排除萬難尋求鄰居們的幫助，

讓大家在有限的生命中，共享彼此生命無限的光彩，夢想
成真...

條碼： 86703524  
索書號： DVD 987.83 7210  100 

資料來源：誠品 http://www.eslite.com/product.aspx?pgid=1004249592119053



疾病分類：腫瘤-白血病

千萬富翁的希望之旅
Aashayein

片 長：115分鐘
導演：納格庫坤奴(Nagesh 
Kukunoor)

條碼：86703944
索書號： DVD 987.83 2438  103

一名賭徒拉烏（約翰亞伯拉罕飾）贏得巨額彩金後，
在派對上與女友求婚，隨即被診斷出癌症，只剩三
個月的生命，為了尋求平靜，他到了一間療養院，
在那裡他遇到了一群各式各樣的人們，那些人都有
各自的故事與悲劇，他和一名血癌女病人帕德瑪
（安娜塔納爾飾）透過幫助這些病人，而得到心靈
的平靜與救贖…

資料來源：誠品網路書店 http://www.eslite.com/



疾病分類：腫瘤-白血病

六月天使
Angel in June

片 長：92分鐘
導演：Jan Xavier Pacle

條碼：86704049
索書號：DVD 987.83 0712  103

13歲的安琪，是個善良開朗的女孩，她的父母是虔誠的
基督徒，致力於各大公益活動，向來以助人為快樂之本，
來教育自己的孩子。一天，班上新來的轉學生黛安娜，
因為先天上的腦部發育不全，班上所有同學都排擠她，
唯有安琪願意跟她做朋友，安琪也意外開啟黛安娜深藏
不露的繪畫天分，原以為她們可以一起開心長大，但安
琪卻開始突然流鼻血或是出現視力模糊的狀況，醫院確
診為慢性骨髓性白血病，只剩下不到一周的生命…。

資料來源：開眼電影網 http://app2.atmovies.com.tw/film/fapk42328499/



疾病分類：腫瘤-白血病

我的妹妹
Fireworks from the heart 

片 長：120分鐘
導 演：國本雅廣

九月九日女高中生─華，結束了半年住院生活，正巧碰上一
年一度的片貝祭煙火大會，卻也發現哥哥─太郎自我封閉在
房間中足不出戶。華希望哥哥回復從前的樣子，於是故意粗
聲粗氣的將哥哥拉出房間，強迫他去打工，又硬是幫哥哥報
名了片貝祭的成人式。逐漸地，太郎禁閉的心被妹妹強力的
支援所激勵，一點一滴的打開心房。但是就在接近冬季的某
一天，華的白血病突然復發，擔心地每天往來醫院探視華的
太郎，決定要在煙火大會上，為妹妹獻上獨一無二的煙火，
傳達無盡的思念與感謝...

條碼： 86703353  
索書號： DVD 987.83 2244f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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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分類：腫瘤-白血病

姊姊的守護者
My sister's keeper 

片 長：109分鐘
導 演：尼克凱薩維茲

Nick Cassavetes

維繫一家人的力量是什麼？[手札情緣][迫在眉梢]名導尼克
凱薩維茲，再次詮釋人與人之間深切的感情，交織出一部
溫馨勵志的電影，敘述一家人因為一個孩子的疾病而導致
疏離，進而團聚。卡麥蓉狄亞、艾碧貝絲琳、亞歷鮑德溫
等堅強的好萊塢頂尖演員陣容，連袂演釋這段感人的故事，
劇情描述11歲的安娜費茲傑羅，為了捐贈骨髓給她罹患血
癌的姊姊而受孕誕生，但是她最後也要求身體自主的權利，
她對自由的哭喊，眼看就要拆散費茲傑羅一家人，但又或
許會讓他們踏出第一步，認清奉獻、尊嚴和家庭的真諦。

條碼： 86702933   
索書號： DVD 987.83 4423b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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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分類：腫瘤-白血病

幸福快遞
Love transplantation

片 長：93分鐘
導演：翁靖廷

條碼：86703962
索書號： DVD 987.83 4393  103 

樂樂的夢想是開鋼琴獨奏會，但淋巴癌讓她的
夢想變得艱難；向陽一直深愛著她，衷心期待適合的骨
髓捐贈者出現。以容在雙親意外過世後與爺爺相依為命，
她放棄出國學音樂的計畫，辛苦工作只為了撐起這個家；
就在青梅竹馬進儒回鄉後，幸福似乎終於來臨，但過度
辛勞卻讓以容得了白血病。這兩個毫不相識的音樂女孩，
面對生命的難關，能等到幸福的解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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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適者生存的獵人頭公司工作，生活必然充斥著
各式難解習題，丹尼詹森（傑瑞德巴特勒飾）是
一名冷酷無情的獵人頭專員，當他好不容易實現
多年來的夢想，擊敗他的頭號競爭強敵，準備接
管工作多年的職業介紹所時，一場意外的家庭悲
劇，卻為他的私生活與職涯帶來了劇烈衝突…

疾病分類：腫瘤-白血病

愛在回家時
A Family Man

片 長：27分鐘
導 演：Mark Williams

條碼：86704423    
索書號：DVD 987.83 2463d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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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分類：腫瘤-白血病

蝴蝶的眼淚
Cry of the butterfly   

片 長：90分鐘

荳蔻年華的葆琳娜雖然患有血癌，但是憑藉著祖父的關愛
和她對音樂的執著，她不願屈服地和死神搏鬥。在一次演
唱會後，葆琳娜對於年齡相仿的鮑伯一見鍾情，熱切期待
愛情光臨。但是個性內向，憤世嫉俗的鮑伯，卻刻意隱藏
他對葆琳娜的愛意，因為童年父母離異的傷害，讓他無法
與人維持正常交往。

條碼： 86702027  
索書號： DVD 987.83 5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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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分類：腫瘤-舌癌

夢饗米其林
Spinning plates

片 長：93分鐘
導 演：喬瑟夫列維(Joseph Levy)

在邁向米其林最高榮譽時，他突然失去食欲與味覺…

阿卡茲是個天才名廚，他受父親影響、12歲便決定朝美味人生邁進。自
美國烹飪學院畢業後，他赴歐洲學習廚藝，並在返美不久後，在芝加哥
開立了「段落符號」餐廳，很快就獲評為「全美最佳餐廳」！

正當「段落符號」爭取米其林三顆星最高榮譽時，上帝卻跟阿卡茲開了
個大玩笑。他突然發現自己幾乎不能說話，痛楚甚至影響他的食欲與味
覺。經診斷他得了舌癌，更誇張的是醫生建議他該割去舌頭。對阿卡茲
而言美味等於人生，他決定另闢治療，在保全身體的原則下，勇敢向病
魔宣戰…

條碼： 86704085
索書號： DVD 427 4294 103

奇摩電影https://tw.movies.yahoo.com/movieinfo_main.html/id=5222



疾病分類：腫瘤-卵巢癌

心靈病房
Wit 

片 長：99分鐘
導 演：麥可尼克斯 Mike Nichols 

向來在英詩教學上一絲不茍、又有點不近人情的貝寧教授，
無意間發現自己身患卵巢癌，褪下講台上的光環，她只能
躺在病床上毫無尊嚴的接受各種化療，任憑死神一步步逼
近她。然而，她的醫生傑森--亦是她昔日的學生，及另一
位善良的護士長蘇西，卻為她即將枯槁的生命，帶來一次
全新深沉的省思…

條碼： 86702372  
索書號： DVD 987.83 310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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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分類：腫瘤-肝癌

永不停歇的愛

片 長：230分鐘
導 演：陳永旭

已故台大醫院醫師廖永祥，一次在為病人做超音波檢查時，隨手把儀器往
自己肚子靠，這個無心動作，讓他看到了螢幕上10公分大的肝腫瘤，兩天
內他進入開刀房切除腫瘤。那次開刀，廖永祥切除了三分之二的肝臟，那
時的他心想有著傲人的醫學知識，有醫院資源，他一定能控制病情，但5個
月後，廖永祥僅存的三分之一肝臟，再度長出腫瘤。此時，他只好憑著宗
教力量，毅然再接受治療，儘管醫學專業告訴自己，可能只剩半年壽命。
在家人關懷、自己努力下，廖永祥多活了7年。然而在這7年當中，他卻仍
然堅守工作崗位，為病人看病，精神令人感佩。其實，廖永祥早在大四時
就知道自己是B型肝炎帶原者，但自恃年輕，懂得醫學，未定期接受追蹤，
一心一意汲汲於學術名位的追求，怎知世事難料，在他拿到醫學博士後1個
多月，他仍被肝癌巨浪衝垮了傲人的高牆。

條碼： 86703478-86703481 
索書號： DVD 197 3126  pt.1-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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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分類：腫瘤-肝癌

如果能在天堂與
你相遇
Life : tears In Heaven 

片 長：118分鐘
導 演：新城毅彥

1991年，日本職業帆板選手，飯島夏樹在妻子寬子的陪伴
下轉戰世界盃各個分站賽事。夏樹和寬子在夏威夷建立了
家庭，他們有一個女兒和三個兒子，女兒小夏十歲時，夏
樹已經走過了自己職業生涯的巔峰期，無法再獲得勝利，
他向家人隱瞞了這個事實，變得鬱鬱寡歡。一天，夏樹突
然昏倒在地被送進了醫院，診察的結果讓寬子大為震驚，
夏樹得了肝癌，為了治病，一家人回到了日本，夏樹在一
年裡動了兩次大手術，十七次住院，然而病情依然不斷惡
化，夏樹還得了恐慌症。主治醫生武藤告訴寬子，夏樹只
剩下三個月的生命...

條碼： 86702913   
索書號： DVD 987.83 4624b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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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莉(東妮克莉蒂飾)與潔絲(茱兒芭莉摩飾)自小就是死黨，
她們分享彼此生命中所有的喜怒哀樂，即便長大後兩人
的生活迥異，米莉有了自己的幸福家庭與夢幻工作，潔
絲和男友也一起過著嬉皮愜意生活，兩人的友誼仍像童
年時那樣堅固而親密。直到米莉被診斷出罹患乳癌 ; 潔絲
也為遲遲生不出孩子所苦，兩人同時面臨各自生命中的
重大考驗，他們的友誼能扶持彼此走過這次難關嗎？當
代都會女性生活的不同面貌，當面對人生巨變時友情的
可貴，看她們如何走過人生各種困境與挑戰，有時候，
妳需要的只是姊妹的陪伴！

疾病分類：腫瘤-乳癌

已經很想妳
Miss you already

片 長：112分鐘
導 演：哈德薇克

條碼：86704377    
索書號：DVD 987.83 1224d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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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分類：腫瘤-乳癌

安妮抗癌日記
Decoding Annie Parker

片 長：98分鐘
導 演：伯恩斯坦

(Bernstein, Steven)

改編自兩位創下醫療里程碑的抗癌女英雄真人真事。

安妮帕克的母親及姐姐相繼罹患乳癌過世，而19歲的她才剛新婚、
懷孕，如今也被宣告確診罹癌，然而天性樂觀開朗的她，決定配

合遺傳學家博士瑪麗克萊爾的實驗，幫助更多癌症患者。

瑪莉克萊爾始終相信癌症與遺傳有關，但醫界卻沒有任何人支持
她的論點。透過收集並篩選類似安妮等等多位癌症高發生率的家
族資料以及不斷的實驗，終於在1990年，成功證明了癌症與遺傳
之間的關聯性，成為首位乳癌基因的發現者。

條碼： 86704253
索書號： DVD 987.83 3450  104 

資料來源：中華影視
http://chtvideo.hinet.net/product.do?id=20265&categoryId=%252F%25E6%2596%25B0
%25E7%2589%2588UX%252F%25E9%259B%25BB%25E5%25BD%25B12

★西雅圖影展最佳女主角
★米蘭國際影展最佳導演及劇本等七項大獎提名



我僅有的最後的生命，只給你，我的寶貝
如果有一件事值得你付出生命，那會是…
外科醫生滴與良介，結婚10年後終於懷孕了，新生命即將降
臨讓滴雀躍不已，未料，曾經罹患的乳癌卻在此時再度復發。
回首自己一路走來的日子，滴強烈感受到寶寶對自己的重要
性，這個生命將會圓滿她的人生。於是，在經歷內心幾度交
戰後,滴決心要不顧一切、寧可失去性命也要生下寶寶...

條碼： 86703739 
索書號： DVD 987.83 8080c 98 

資料來源：奇摩電影 http://tw.movie.yahoo.com/movieinfo_main.html/id=3171

疾病分類：腫瘤-乳癌

余命: 為愛而生
Time lost, time found

片 長：132分鐘
導 演：生野慈朗



疾病分類：腫瘤-乳癌

乳房與乳癌
Beauty and the breast

片 長：89分鐘
導 演：Komorowska

在美國，每九人就可能有一人會罹患乳癌，而二十九名病患
中有一人會死亡，對二十到五十九歲的女性來說，乳癌是最
常見的癌症。許多女性可能發現了乳房的異狀，不敢告訴親
友也不敢去醫院做檢查，因此延誤治療，使病情惡化。目前
台灣乳癌是女性好發癌症的第一位，好發年齡約比歐美國家
年輕十歲，如何正視及面對乳癌造成的身體變化，甚至能夠
及早預防及治療，是我們需要學習的課題。本片訪問幾位堅
強抗癌的女性，她們的抗癌故事與親身經歷，本片的每一段
旅程，都是人類意志力的展現，抗戰持續，我們內心的智與
美令人動容。

條碼：86704054
索書號：DVD 416.2352 2372  103

資料來源：誠品網路書店 http://www.eslite.com/product.aspx?pgid=1004249592338895



疾病分類：腫瘤-乳癌

終點站,幸福
Home  

片 長：84分鐘
導 演：Mary Haverstick

★休士頓國際影展評審團特別獎

長期與乳癌對抗的英嘉，與丈夫間關係不和睦，8歲的女
兒是支撐她生活的唯一力量。當她帶著女兒回到老家，她
遺忘許久的童年記憶因此而被喚醒…總是生病的母親，以
及童年時母親的忽視。她希望能買下房子重新開始，卻遭
到丈夫強烈反對，此時，她的癌細胞再度復發…面對接連
打擊，英嘉懷疑這是命運的作弄，她開始酗酒、自怨自艾，
忽略了8歲女兒的感受，陷入童年的她與母親相同的困境，
當她終於清醒，她是否還有足夠時間對抗乳癌、重新找回
女兒對自己的信心？原來…幸福就在不遠處。

條碼： 86702915  
索書號： DVD 987.83 2604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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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分類：腫瘤-乳癌

陪妳到最後
Stricken

片 長：113分鐘
導 演：Reinout Oerlemans

榮獲REMBRANDT電影獎－
最佳影片/最佳男女主角/
最佳主題曲

生性風流的史丹在碰見卡門後，認為找到了畢生的真愛，然
而就在婚後不久，卡門竟得到了乳癌，史丹陪伴著她度過一
次次艱困、鬱悶而沉重的治療，並安撫卡門失控的情緒，然
而龐大的壓力讓史丹逐漸迷失在這樣的關係中，他不知道自
己現在所做的一切，到底是責任、同情，還是愛？於是當夜
幕降臨，史丹只能藉由尋歡作樂來消解心中的躁動，在一次
邂逅迷人的藝術家玫瑰後，他按捺在心中的魔鬼--「孤獨恐
懼症」終於無法遏止的蔓延開來，讓史丹一次又一次的在外
遇中找尋所謂的救贖...

條碼： 86703407  
索書號： DVD 987.83 7416b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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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分類：腫瘤-乳癌

媽媽的味噌湯
Hana's Miso Soup

片 長：118分鐘
導 演：阿久根知昭

一直以來千惠(廣末涼子 飾)都嚮往和平凡人一樣擁有樸實的
幸福，然而某天卻得知自己得了乳癌，感到十分不安，但信
吾(瀧藤賢一 飾)溫柔體貼的求婚，打動了千惠，兩人因而結
為夫妻。千惠接受抗癌治療後，影響了卵巢機能，且懷孕極
有可能讓癌症再度復發，危及生命。曾經一度放棄生育的千
惠，在親朋好友的支持下，決心懷孕生子，不留遺憾，最終
平安生下了小花(赤松繪美奈 飾)。然而，好景不常，千惠再
度被病魔纏身，得知自己不久將離開人世，她希望即使自己
離開了，小花依然能健康長大，為了這個信念，千惠從做柴
魚片開始，教育小花料理和家事的重要性，也因此延續了她
們過去那段美味、溫暖且無可取代的時光。

條碼： 86704445  
索書號： DVD 987.83 4426c  106

資料來源：開眼電影 http://app2.atmovies.com.tw/film/fhjp71291702/



即使面臨失業、婚姻觸礁，獨力扶養兒子的瑪格達(潘妮洛普
克魯茲飾)反而更加堅毅，為每天的幸福努力。一次體檢，
瑪格達發現自己罹患乳癌。為了不讓孩子擔心，她隱瞞病情
孤軍和病魔搏鬥，意外在絕望深淵，邂逅同遭命運打擊、痛
失妻女的男子。
透過瞭解與陪伴，愛成為一股潮湧祝福。瑪格達非但戰勝化
療，也再度懷了小孩。然而喜悅之餘，醫生卻宣告她癌症復
發，只剩六個月的性命，小孩會跟著不保。面對死神威脅，
瑪格達誓言度過最後一道嚴峻考驗，讓孩子平安來到世上。

疾病分類：腫瘤-乳癌

潘妮洛普之
為愛而生
Ma ma

片 長：112分鐘
導 演：朱力歐米丹

條碼： 86704286   
索書號： DVD 987.83 3438  105

資料來源：奇摩電影 http://www.atmovies.com.tw/movie/fmes23480886/



疾病分類：腫瘤-乳腺癌

擁愛奇蹟
Living proof  

片 長：91分鐘
導 演：丹艾爾蘭 Dan Ireland

描述著名醫生丹尼斯史萊門研製一種治療乳腺癌的新藥”
賀癌平(Herceptin)”的感人過程。HER-2是細胞上的一個
生長因子接受體，它可以接受訊息而加速細胞的生長與分
裂。一般認為HER-2大量增加，可能會增強癌細胞繁殖能
力。史萊門醫師在基因科技公司發展一個對抗HER-2的新
藥，這是已經人類化的抗HER-2單株抗體，定名為賀癌
平。史萊門從1995年6月到1997年3月收集了469位HER-
2高度表現的轉移性乳癌來評估賀癌平和化學治療併用的
效果…

條碼： 86702918  
索書號： DVD 987.83 5246 98

資料來源：成大圖書館館藏目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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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腫瘤-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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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党良(龍劭華飾)曾用一鍋清粥，三盤小菜成為蔣經國總統在墾丁
賓館的私廚，也曾是高雄最著名的大眾化西餐廳老闆。一場火災讓
吳党良感慨生命無常。吳党良憑藉著好手藝在台南開起麵館，吸引
不少忠實顧客，生活穩定而踏實。但當醫生告訴吳党良，他的妻子
阿裁(林美照飾)已是肺腺癌末期，突聞噩耗的吳党良不敢告訴妻子，
獨自面對極大的壓力。
而感受到自己逐漸凋零的阿裁，竟說她要獨自一人去花蓮的精舍拜
訪師父。在全家人反對之下，阿裁非常堅持地搭上通往花蓮的火車。
到了精舍後，阿裁並沒有見到上人，但她做了人生中最大的決定─
她要成為大體老師。這個突如其來的決定，引發了一場風暴，最終
吳党良選擇尊重太太的決定，卻沒想到這個決定也改變了自己晚年
的人生…

疾病分類：腫瘤-肺腺癌

党良家之味
The Taste of Dang-Liang's Family

片 長：84分鐘
導 演：林子平

條碼：86704485    
索書號：DVD 989.2 9333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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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碼：86704010 
索書號： DVD 987.83 2852  103

疾病分類：腫瘤-骨癌、甲狀腺癌

瑟和奧古斯都，兩個正值青春年華的年輕人，
卻雙雙都被宣告罹患不治之症，對於人生各
自懷著不同的心情並面對不同的課題。他們
在癌症醫療中心相遇並墜入愛河，奇蹟般的
愛療癒著他們的心，並帶領著他們踏上一段
難以忘懷的人生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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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中的美好缺憾
The fault in our stars

片 長：126分鐘
導 演：Josh Boone



此片為日本電影大師黑澤明早期經典代表，以淡淡的筆觸，描
述老人面對死亡的心情轉變，對現代人的冷漠亦有所批判。
故事從一個市民課長渡邊勘治展開，他於市公所工作已三十年，
每天過著千偏一律的乏味生活，直到一天，他體檢時發現自己
得到胃癌，一下子，生活中種種細節與面貌，全都清晰起來…，
包括家人對他的不友善，讓他極度失落，故領走所有積蓄、決
心出走。路上，他遇上一位對他動之以情的作家，帶他去打鋼
珠，讓他點滴滋味在心頭…。
這部電影中，志村喬將主人翁的淡然與孤寂，演繹得相當成功，
這部黑澤明諷喻現代人的傑作，故得以深植人心。

疾病分類：腫瘤-胃癌

生之慾
片 長：140分鐘
導 演：黑澤明 Akira Kurosawa

最佳影本、最佳男主角、最佳女配
角、最佳劇本、最佳音樂、
最佳攝影

條碼：86700064    
索書號：DVD 987.83 6366 pt.6

資料來源：開眼電影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fija30044741/



疾病分類：腫瘤-胃癌

多桑的待辦事項
片 長：90分鐘
導 演：砂田麻美

★芝加哥國際影展 最佳紀錄片
★報知映畫賞 最佳新人獎
★橫濱電影節 新人導演獎

本片是是枝裕和御用副導砂田麻美初執導筒之作，記錄自己父親砂
田知昭臨終的那段日子。業務員出身，做到大商社常務的砂田先生，

在得知自己僅剩半年壽命後，並沒因此氣餒，仍像企業鬥士般生存
著。導演拿起攝影機，跟隨父親因病消瘦的虛弱身影，一步步完成
他所列出的「待辦事項」；包括和孫女玩耍、陪母親旅行、洗禮、
對老婆說「我愛你」......其中更收錄珍貴的家族影像紀錄，穿插不少
家人之間趣味十足的真摯互動。無可避免，每個人都得面對告別時
刻。砂田先生臨終前一直說著「對不起」、「謝謝你」、「我愛你」
三個簡單不過的詞，卻承載了對家人親友滿滿的愛與情，讓我們上
了一堂最深刻的生命教育。

條碼：86703781     
索書號：DVD 987.81 2722  102 

資料來源：博客來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dvd/dvdfile.php?item=D020046651



疾病分類：腫瘤-胃癌

媽媽, 晚餐
吃什麼? 
What's for dinner, Mom?

片 長：117分鐘
導 演：白羽彌仁

姊姊一青妙在整理即將拆遷改建的東京舊家時，意外發現一個紅色木盒，裡面裝
著舊信紙以及20年前過世的母親留下的台灣料理食譜。一青姊妹來自台灣人父親
與日本人母親結合的家庭，童年時代都在台灣度過。在陌生環境生活的母親理應
吃足苦頭，但是在妙的記憶之中，母親的形象卻是一位語言流利、擅長台灣料理、
開朗又堅強的女性。妹妹一青窈出生後一家人移居到東京，然而沒有多久父親就
撒手人寰，獨留母女三人相依為命。無論是在多麼艱困的時候，加津枝每天都堅
持親自下廚，烹調女兒最喜愛的台灣菜。母親的料理加深了家人間的羈絆，也為
鄰居親友帶來幸福。後來，加津枝因病去世，讓兩個女兒走出傷痛的，依然是冰
箱裡最後一餐媽媽的味道。在母親病逝後20年，姊妹倆在石川縣中能登町的母親
墓前知曉了媽媽的秘密，妙因為某個念頭的驅使，動身前往睽違已久的第二故鄉
「台灣」……究竟在媽媽留下來的菜譜裡，隱藏什麼樣的心意呢？

條碼：86704446     
索書號：DVD 987.83 4462c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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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分類：腫瘤-脊椎腫瘤

請照顧我女兒
ゆりちかへ :ママからの伝言

片 長：105分鐘
導 演：若松節朗

晃子和亮太這對夫妻開心準備迎接第一個寶寶的來臨，晃子卻被醫生
宣告得了癌症，必須放棄肚中的孩子立刻治療脊隨惡性腫瘤。在只能
保住寶寶或自己的殘酷二選一，丈夫亮太和媽媽美津子都希望晃子接
受化療，重新迎接第二人生，但她卻不顧眾人反對，一心走上「當媽
媽」這條路，儘管媽媽又生氣又不捨，也只能接受晃子的選擇。

順利生下女兒柚莉亞後，晃子才真正理解媽媽的心情，同時她也深知
自己來不及參與女兒的未來，開始把想和女兒說的話及媽媽曾對自己
的叮嚀，寫成一封又一封給柚莉亞的信，並且希望能出書。持續抱病
書寫的晃子，儘管身體虛弱，她還是想盡辦法留下每一字一句，只為
了留下給女兒柚莉亞的，母親對女兒的，最深切的愛情。

條碼： 86704251
索書號： DVD 987.83 0632  104

資料來源：輝洪 http://www.hwe-hon.com.tw/product_detail.php?pid=1609



疾病分類：腫瘤-胰臟癌

殘呢
片 長：20分鐘
導 演：曹閔函

打開電視！每天新聞播報的都是社會的無情和殘酷。
當人們，都對這個社會失望與漠不關心時，還有文
成、一位相信這個社會有愛有溫暖的退休教官。雖
然他發現自己得了胰臟癌，卻讓他更清楚的看見與
聽見社會的溫暖。努力堅強對抗病魔的同時，珍惜
與家人朋友的相處…

條碼： 86702592 
索書號： DVD 987.81 1367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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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碼：86704069
索書號：DVD 987.83 8515  101 

疾病分類：腫瘤-睪丸癌

賽門（塞巴斯提安舒波飾）剛經歷母親癌症過世的
傷痛，又被醫生診斷得到睪丸癌，命令他立刻住院
割除，當賽門躺在病床上切掉一顆睪丸時，與他交
往20年的同居女友漢娜（蘇菲蘿伊飾）卻上了另一
個男人亞當（大衛史崔索飾）的床。原本只愛女人
的賽門出院後，竟然也愛上亞當。漢娜與賽門都瞞
著對方與亞當幽會，因為重燃愛火，兩人都變得容
光煥發，還計畫踏入結婚禮堂；不過漢娜發現自己
意外懷孕，誰才是孩子的父親啊？

資料來源：開眼電影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ftde11517177/

3人擠不擠
Three

片 長：119分鐘
導 演：Tom Tykwer



本片改編自震撼全球的真實新聞事件，描述一名體育
記者堅信連續七年獲得環法自行車冠軍的知名車手藍
斯阿姆斯壯在比賽期間使用禁藥，因此下定決心，將
不惜一切找出證據，將真相公諸於世。一個是對成功
上癮的傳奇單車手，一個是執著於拆穿假面具的熱血
記者，掀起一場榮耀與謊言的戰爭。

疾病分類：腫瘤-睪丸癌

是誰在造神？
The Program

片 長：104分鐘
導 演：史蒂芬佛瑞爾斯

條碼：86704059   
索書號： DVD 987.83 2267c 104

資料來源：奇摩電影 https://tw.movies.yahoo.com/movieinfo_main.html/id=6003



尚‧皮耶(佛朗索瓦‧克魯塞)是一名醫生，三十多年來，他都在
一個偏鄉小鎮為大家看病，也是這個小鎮裡唯一的醫生。全
鎮上老老少少的居民，大大小小的疾病，全都由他一手包辦、
悉心診治。甚至連查看電表、水表也成為他出診的工作項目
之一，除此之外還要幫女性居民處理家暴問題。然而有一天，
他被診斷出罹患了腦瘤，雖然百般不願，他開始尋找願意到
偏鄉服務的醫生。被派來接替他工作的是一位年輕美麗的女
醫生，他對她百般挑剔、幾近嚴苛，因為她有可能即將成為
這個小鎮裡唯一的醫生。活潑美麗的女醫生很快地就和居民
們打成一片，忽然間他發現自己似乎並非如想像中的那般無
可取代，同時，他也發現曖昧的情愫正悄悄滋長...

疾病分類：腫瘤-腦瘤

小鎮醫生
Irreplaceable

片 長：103分鐘
導 演：利蒂

條碼：86704396    
索書號：DVD 987.83 9872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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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國版《親愛的醫生》取材自真實執業經驗
★揭露城市大醫院& 鄉下小診所醫療資源不均



疾病分類：腫瘤-腦瘤

我們家
Our Family

片 長：117分鐘
導 演：石井裕也

玲子的兒子來電告知媳婦懷孕的消息，這將會是家中的第
一個孫子，開心之餘，丈夫還提議完成當年沒機會去的夏
威夷蜜月旅行，這個彷彿隨處可見的平凡家族光景，卻在
玲子的健忘情況日漸嚴重之下，不知不覺間悄悄崩塌。一
日醫生作出宣告：玲子長了腦瘤，只剩七天壽命。隨著病
情逐日惡化，這個幸福家庭背後的真相也一一浮現。

條碼： 86704116 
索書號： DVD 987.83 2323b

資料來源：奇摩電影https://tw.movies.yahoo.com/movieinfo_main.html/id=5625

★日本TAMA電影獎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
★橫濱電影節最佳男配角
★日刊體育電影大獎最佳男配角
★日本旬報十大佳片之一、最佳男配角
★日本藍絲帶獎最佳男配角
★日刊體育電影大獎最佳男配角
★日本奧斯卡最佳新人獎提名
★東京體育報電影大獎最佳導演提名、
最佳男主角提名、男配角提名、新人獎提名



疾病分類：腫瘤-腦瘤

重返心原點
The hollars

片 長：89分鐘
導 演：John Krasinski

充滿抱負的藝術家約翰在紐約打拚，因為得知母親生病的
消息，讓他不得不和懷胎8月的女友，一起回到他難以忍
受的家鄉。重返小時成長的城市，他努力和怪裡怪氣的親
朋好友和平相處，卻不巧和高中求學時期的競爭對手狹路
相逢，甚至還有過度熱情的前女友來亂。即將當爸迎接新
生命的他，生活卻在此刻陷入一團混亂，一邊擔心母親手
術、一邊煩憂未來，約翰要如何和女友一起度過這段棘手
的日子呢？

條碼： 86704378 
索書號： DVD 987.83 2337  106

資料來源：奇摩電影 https://movies.yahoo.com.tw/movieinfo_main.html/id=6430



三位被父母親家人細心呵護近30年的身障好友，為了完成腦
癌朋友拉爾斯的願望，竟然隱瞞家人，偷偷計畫一段跨國之
旅。出遊的第一天就被提供殘障車的旅遊公司欺騙，害得三
個人苦心設計的計劃差一點停擺。跟著不合格的司機，不合
格的殘障車，他們遠離家人，共同踏上人生第一次長途旅行。
一路上面對不熟悉的環境，不同語言的國家，他們將如何克
服身體上的障礙和內心的恐懼，彼此相互幫助扶持，一步步
完成連家人朋友都認為不可能的生命旅程。

人生最棒的旅程
Adios Amigos

片 長：91分鐘
導 演：Albert Jan van Rees

★贏得荷蘭10萬名學校及團體
票選電影金質獎

條碼： 86704487     
索書號： DVD 987.83 8264  107

資料來源：Ilooker電影網 http://www.ilooker.com.tw/movies_info.php?id=3781

疾病分類：腫瘤-腦癌



疾病分類：腫瘤-腦癌

生命之火
片 長：39分鐘
導 演：吳政豪

16歲因腦癌的治療，而重新改變自己的生命歷程，
這是一位身上沾滿火苗的年輕少年，他用熱情的火
焰融入熱愛的表演中，讓生命的舞台更加發光發熱。
這雖是一段病魔侵害的過往經歷，但在家庭的陪伴
與主角的勇氣裡，我們卻看見一份動人而溫暖的生
命宣言。

條碼： 86702000  
索書號： DVD 987.81 9334 pt.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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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僅三十擔任郵差的平凡青年（佐藤健飾），在母親過世
後搬出家裡獨自居住，而陪伴在身旁的，是他養的一隻小貓。
一天，少年因病就醫卻意外檢查出腦中有惡性腫瘤，只剩下
三個月左右壽命。突如其來的噩耗讓他陷入無比茫然之中。
此時，跟他長得一模一樣、但打扮卻花俏誇張的「魔鬼」登
門拜訪，向他提出了交易：只要少年每讓一樣東西在世界上
消失，他就可以多活一天。半信半疑的少年試探性地說出希
望消失的物品，沒想到馬上真的就不見了。就這樣，他又多
存活在世上幾天，而就在手邊的物品都已經消失之際，「死
神」竟提議要讓貓在這個世上徹底消失…。

疾病分類：腫瘤-腦癌

如果這世界貓消
失了

片 長：103分鐘
導 演：永井聰

條碼：86704362    
索書號：DVD 987.83 4634 105

資料來源：奇摩電影 http://app2.atmovies.com.tw/film/faen45579982/



疾病分類：腫瘤-腦癌

春日光景
Quelques heures de printemps

片 長：108分鐘
導 演：Stéphane Brizé

條碼：86703925 
索書號： DVD 987.83 5696 103

亞蘭，時值壯年的貨車老粗，因缺錢運毒被捕、出獄
後求職無門，只得暫回老家與母親同住。嚴謹優雅的
母親生活有條不紊，面對率性兒子總要唸個幾句，難
得的團聚反讓衝突遽升，感情漸趨惡化。在母子關係
降至冰點之時，亞蘭發現母親的癌細胞已侵襲腦部，
時日不多；更無法接受的是，母親完全沒和他商量，
便擅自計畫前往瑞士接受安樂死。母親這趟單程旅行，
徹底擊潰亞蘭的情感防線，即將掀起空前的家庭風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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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分類：腫瘤-腦癌

處男上天堂
片 長：114分鐘
導 演：Geoffrey Enthoven

★ 2011蒙特婁影展最佳影片、觀眾票選獎
★ 2011西班牙Valladolid影展最佳影片
、青年評審團大獎

★ 2012金馬奇幻影展

正值青春年少的三個男孩,卻與其他人有著截然不同的命運。
菲力浦全身癱瘓而無法動彈、約瑟重度視障幾近失明、拉
斯因罹患腦瘤開始退化必須仰賴輪椅；他們共同的興趣就
是美酒與辣妹，可惜好酒他們多的是，女人卻從來沒有過。
在聽說西班牙有一間專為殘疾人士提供「特殊服務」的俱
樂部後，三人性致勃勃，決定排除萬難也要讓自己終結處
男！他們安排了一段偽西版牙酒莊之旅，實為打破處男之
身的公路旅程；正當萬事俱備，美夢即將成真的前夕，醫
生宣告拉斯的病情開始惡化，所有計畫將因此被迫停擺...

條碼： 86703761    
索書號： DVD 987.83 2621b  102

資料來源：博客來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dvd/dvdfile.php?item=D020049112



疾病分類：腫瘤-腦癌

最後一次初戀
Restless

片 長：91分鐘
導 演：Gus van Sant

由Jason Lew的舞台劇〈Of Winter and Water Birds〉改
編。一名罹患癌症不久人世的少女，情竇初開愛上了一個
因車禍曾瀕死且失去至親，開始熱衷參加別人葬禮的男孩，
兩人最近的共同話題，是與一名二次大戰參戰的日本神風
飛行員鬼魂接觸。青春的戀曲在不斷的邂逅後悄悄響起，
兩人之間發生的故事，並不是純真的愛情練習曲，而是在
死神面前緊抓住片刻的最後擁舞，但死亡卻讓他們的愛情
成為複雜的課題…

條碼： 86703554    
索書號： DVD 987.83 6213c  101

資料來源： U2電影館 https://www.u2mtv.com/movie/info/?mid=8156



疾病分類：腫瘤-腦癌

最後的嬉皮
The music never stopped 

片 長：104分鐘
導 演： Jim Kohlberg

亨利和賈伯利是一對父子，他們對於政治的歧見導致賈伯
利離家出走。二十年後，流落在街頭的賈伯利被送到醫院
動了腦瘤切除的手術，以至於賈伯利無法再製造新的記憶，
一直認為自己還活在那個反戰、抽大麻以及迷幻搖滾流行
的嬉皮年代。不想要再失去兒子的亨利，找來研究音樂和
腦瘤的黛安教授對賈伯利進行音樂治療，像是披頭四、巴
布狄倫和死之華合唱團等音樂，當他聽到這些音樂，他能
夠侃侃而談且對答如流，完全不曉得這個年代已經過去了。
對搖滾樂一點都不了解的亨利，為了與兒子重新建立溝通
管道以及修復彼此的關係，他下定決心要徹底研究六○年
代的所有搖滾樂....

條碼： 86703344  
索書號： DVD 987.83 6224c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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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分類：腫瘤-腦癌

親愛的別哭

片 長：96分鐘
導 演：Valérie Donzelli

「你叫什麼名字？」「羅密歐！」「怎麼可能？」「因為我叫
茱麗葉！」這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巴黎愛情故事。羅密歐與茱麗
葉在震耳欲聾的舞廳裡相遇，天雷勾動地火，兩人陷入無可自
拔的熱戀，一切都如此美好。很快兩人愛的結晶出生了, 然而，
愛的試煉現在才開始，一直哭鬧的亞當被診斷出先天性腦癌，
一連串的檢查、手術、治療、等待，輾轉於不同的醫生與藥物
間，都只能期待極為渺茫的奇蹟。終日以醫院為家、筋疲力竭
的戀人終於明瞭，他們的愛情不是建立在一見鍾情，而是日以
繼夜的扶持、信任、爭吵、計畫、挫折、崩潰、重拾勇氣、悲
喜共享所建構出來的承諾。美好的開始不一定有美好的結局，
但一切都讓羅密歐與茱麗葉自己來決定。

條碼：86703787     
索書號：DVD 987.83 0226b  102 

資料來源：博客來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dvd/dvdfile.php?item=D020047039



疾病分類：腫瘤-腦癌

瀕臨邊緣的人
片 長：105分鐘
導 演：Andrea Dresen

★榮獲坎城影展 一種注目最佳影片獎
★西班牙棕櫚電影節 最佳男主角獎

實現夢想，遷居並在郊外買下風景優美的新屋，生活平凡
順遂的法蘭克，突然被醫生診斷出腦癌，年僅四十的他，

生命只剩短短幾個月，他試著以平靜的態度面對晴天霹靂
的噩耗，並用iphone紀錄自己人生臨終的心路歷程。病情
日趨嚴重，接受化療，頭髮日漸稀疏；妻兒即使承受無限
打擊，依然時刻伴隨在他身旁。導演以幽默、情感內斂的
方式，刻劃在生命關鍵時刻，人性最真誠與動人的面貌。

條碼：86703786  
索書號：DVD 987.83 3732  101 

資料來源：奇摩電影 http://tw.movie.yahoo.com/movieinfo_main.html/id=4286



真人真事改編，作家丈夫每日寫下一篇情書，讓原本只能有
一年壽命的妻子多活了五年...身為科幻小說作家的丈夫(草
剛飾)得知摯愛的妻子(竹內結子飾)罹患末期癌症之後，決定
每天為她寫下一則故事，以帶給她勇敢對抗病魔的精神鼓舞。
而原本被醫生宣布只剩一年壽命的妻子，竟然因為如此而奇
蹟似地延續了五年的生命。在妻子罹病的這段期間，他一共
創作了1778篇引人入勝的短篇小說。一篇篇精采絕倫的奇
想創作與這對夫妻間傳為佳話的動人愛情故事，即將感動所
有觀眾!

疾病分類：腫瘤-腸癌

條碼：86703737 
索書號： DVD 987.83 2512c 101 

資料來源：博客來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dvd/dvdfile.php?item=D020042594

給妻子的1778
個故事
僕と妻の1778の物語

片 長：140分鐘
導 演：星護



條碼：86703953 
索書號： DVD 987.83 4241  101  

疾病分類：腫瘤-腸癌

瑪莉是個事業成功，個性爽朗的女強人，身邊有愛她的家人、關
心她的好友，從來不缺男伴，卻始終不相信愛情，害怕面對真愛
和給予承諾，所以總是用幽默玩笑的態度逃避！某日，瑪莉被診
斷罹患癌症，在麻醉治療過程中，她恍惚間來到上帝面前，上帝
預告她將不久於人世，並給她三個願望。瑪莉想要有錢、想要飛
翔，前兩個願望都實現了，但是第三個願望，上帝告訴她必須靠
自己去探尋。一聽到瑪莉生病，專橫的母親比佛莉和疏遠的父親
傑克立刻來陪伴她，但長期的疏離，讓彼此的關心變成莫名的壓
力！此外，主治醫生朱利安也意想不到走入她的生命中，他幽默
體貼，不僅陪伴著她，更帶領她面對生命中的課題，讓她鼓起勇
氣好好愛一回！
資料來源：奇摩電影 https://tw.movies.yahoo.com/

想愛趁現在
A little bit of heaven 

片 長：106分鐘
導 演：Nicole Kassell



疾病分類：腫瘤-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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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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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分類：腫瘤-其他

女高中生莉娜(北川景子飾演)，因為容貌漂亮身材曼妙，而受
到異性與同性的奉承與歡迎，身邊總圍繞著許多人，而她總
是認為「朋友是沒有必要的。只是在必要的時候才利用的東
西罷了」。可是當病魔突然襲擊莉娜，罹患癌症讓她頭髮不
斷的掉落，朋友也逐漸的疏離，莉娜日漸絶望打算自殺的時
候，小學同班同學真希(本假屋唯香飾演)卻突然出現眼前。罹
患罕見疾病-小腦萎縮症的真希，為了鼓勵莉娜，做出一件又
一件激勵她的事情，敎會莉娜“存活的勇氣”，讓她從想死
的心情去了解知道“真正的友情”，莉娜與真希的人生會如
何告終....

二分之一の友情
Dearfriends

片 長：115分鐘
導 演：兩澤和幸

條碼：86703941  
索書號：DVD 987.83 1831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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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腫瘤-其他

大學教授理查(強尼戴普飾演)，某日被醫生診斷只剩六個月可
活。絕望的他回到家，正打算告訴妻女這件事時，卻反而得
知妻子出軌、女兒出櫃。再次遭受打擊的他，在大罵「人生
真該死」之後，決定拋棄一切道德束縛、盡情享受越亂越快
樂的人生。他開始瘋狂酗酒、吸毒、濫交，狂野舉止讓妻女
都傻眼不已。不過他這堂放飛自我、不合常規的另類人生課
程，卻意外啟發他眾多學生…。究竟，理查特立獨行的告別，
會對周遭人們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在他生命的最後，又該如
何找到人生的意義呢?

人生消極掰
Richard Says Goodbye

片 長：90分鐘
導 演：Wayne Roberts

條碼：86704567  
索書號：DVD 987.83 8234  108 

資料來源：奇摩電影 https://movies.yahoo.com.tw/movieinfo_main.html/id=10059



疾病分類：腫瘤-其他 /失智症(阿茲海默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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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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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分類：腫瘤-其他

心靈旅程

片 長：92分鐘
導 演：佩基 Jenn Page

一趟愛與希望的心靈旅程
正值花樣年華的少女潔西卡確診為癌症末期，她和家人完全
無法接受上帝這樣的安排，傷心欲絕的媽媽，因此過度保護
潔西卡，更經常為了家計與醫院而焦頭爛額。就在這個時候，
向來感情不睦的外公突然回來，正當潔西卡陷入絕望的深淵
時，是外公帶領著她，開啟新的視野，學習新的事物、找回
生活的重心，並透過對上帝的信仰讓潔西卡重拾心靈的依靠，
就像上帝重新指引她人生的方向。透過這趟心靈旅程，潔西
卡終於可以勇敢面對自己的人生！

條碼：86703872  
索書號：DVD 987.83 3102  102

資料來源：開眼電影
http://app2.atmovies.com.tw/film/fcen42170350/?CFID=4661650&CFTOKEN=21957869



疾病分類：腫瘤-其他

手機裡的眼淚
片 長：100分鐘
導 演：張世儫

★第7屆日本大阪亞洲電影節正式競賽片

日本311海嘯事件後三天........
手機那頭等待的可能是一個生死的回答，電話的那頭，不
管是什麼人都可能抱著期待 一句感動的話，一滴眼淚。
Masahiro(蔭山征彥 飾)是一個中日混血的台灣醫學院學生，
與Lily (朱芷瑩 飾)一同在急診室實習，311當天日本發生大
地震及海嘯，不巧他姐姐正好在宮城的小學當老師，由於
姐姐失聯，Masahiro一直等待手機的訊息。鄭教授夫婦(黃
健瑋 范瑞君 飾)於311晚上到夜市散步，見攤商打小孩，路
見不平的鄭教授，仗義直言後反而於暗巷被襲擊而送醫，
意外的勾出小小坎坷不為人知的身世。Masahiro當晚經鄭
教授的勸說，接了一通無釐頭電話，是來自一位罹患罕見
疾病，瀕臨死亡的日本小女孩。沒想到竟讓他面對了一個
生離死別的衝擊，也讓Masahiro重新思考了人生意義。

條碼：86703873  
索書號：DVD 987.83 2432g  102

資料來源：奇摩電影 https://tw.movies.yahoo.com/movieinfo_main.html/id=4293

https://movies.yahoo.com.tw/movieinfo_main.html/id=4293
https://movies.yahoo.com.tw/movieinfo_main.html/id=4293


疾病分類：腫瘤-其他

未亡人之戀
Those who remain

片 長：90分鐘
導 演：Anne Le Ny

條碼：86703525  
索書號：DVD 987.83 5083  100

獨自苟活，就不該擁有快樂嗎？伯特蘭和羅琳兩人都為
了罹癌的另一半奔波於醫院與生活間，不同的是伯特蘭
對於乳癌末期的妻子有著責任，但羅琳面對被宣告癌症
的男友，卻仍未做好照顧他終身的準備...隨著他們兩人
在醫院頻繁的相遇，兩人開始熟稔，彼此扶持，在不知
不覺中竟產生了微妙的情感變化，是友情、是愛情、還
是只是慰藉？這一場人生中的插曲，究竟會引起什麼樣
的漣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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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分類：腫瘤-其他

生命中的美好愛戀
After Everything

片 長：95分鐘
導 演：Hannah Marks

Joey Power 

條碼：86704555  
索書號：DVD 987.83 2852c  108

個性急躁的艾略特邂逅了溫柔體貼的蜜亞，然
而就在同一週，艾略特被診斷出絕症，他的生
活因此陷入一片混亂。但蜜亞不離不棄的照顧
與陪伴，使兩人一起撐過生命中最黑暗的時刻，
但等待著他們的不是幸福美滿的未來，他們漸
漸發現生活的考驗遠比癌症還要殘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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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分類：腫瘤-其他

生命的練習題
Epilogue

片 長：85分鐘
導 演：Amir Mannor

★2011瑞士Visions du Reel電影節評審團特別獎
★2011蒙特婁世界電影節
★2013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影展

條碼：86703728  
索書號：DVD 987.81 2822b 102

年近半百的妮爾，是三個孩子的母親，也是癌症末期的病
人，當醫生宣判她只剩一年可活的時候，她決定放棄治療，
選擇尊嚴地渡過最後生命。平靜而安詳地離開人世是她最
後的願望，她選擇進行安樂死。她明白她的家人選擇尊重
她的決定，但卻不知道如何面對死亡，對她及家人而言，
面對死亡是生命最難的練習題。除了善用最後的時光與家
人相處，她們必須找出方法與家人與朋友一起排解困境。
本片以輕盈且具有詩意的方式處理沉重的主題，以獨特的
方式喚起生命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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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分類：腫瘤-其他

多桑不在家
Blank 13

片 長：71分鐘
導 演：齋藤工

★日本電影網站票選2018必看電影第1名
★2017上海國際電影節最佳新導演
★第20屆上海國際電影節亞洲新人獎最佳導演
★ 2017夕張國際奇幻電影節最佳觀眾票選獎

條碼：86704506  
索書號：DVD 987.83 2714b  107

失蹤多年的父親之死，空白的13年能否彌補？改編自真人
真事，一部笑淚交織的傑作。沉溺於賭博，留下債務一走
了之的父親，在消失13年之後，再次出現時只剩下三個月
的壽命。母親和大哥拒絕去探病，幸治心裡始終記得兒時跟
父親玩接球的溫馨回憶，決定去醫院探望父親。可是他卻對
金錢觀崩壞的父親再次失望，無法改善親子之間的關係，直
到父親離開人世。而後，在父親的告別式上，聽著來參加告
別式，父親為數極少的友人們，輪番說出，那些自己從來不
知道的往事，讓幸治重新認識起自己的父親，慢慢填補起那
空白的13年……。
資料來源：開眼電影網 http://app2.atmovies.com.tw/film/fbjp56640390/



疾病分類：腫瘤-其他

告別喬安娜
Joanna

片 長：40分鐘
導 演：科帕克茨 (Kopacz, Anety)

對於罹患癌症的喬安娜而言，每一天都是倒數計時。她必
須熬過每一次療程，抵抗病魔以爭取與家人相聚的時光，
同時又要在有限的時間內，讓深愛她的兒子與丈夫做好她
將離開的準備。影片透過喬安娜的眼光看待一家三口的生
活，點滴瑣事都充滿了無言難捨的依戀與親暱。

條碼： 86704242
索書號： DVD 417.8 2623  104

資料來源：
博客來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dvd/dvdfile.php?item=D020058793#detail

★英國雪菲爾紀錄片影展
★西班牙巴塞隆納國際紀錄片節
最佳電影評審團特別獎

★第８７屆奧斯卡最佳紀錄短片入圍



疾病分類：腫瘤-其他：攝護腺癌、乳癌、肺癌

我最後的一個
夏天
My last summer

片 長：200分鐘

五位臨終病患被宣告活不過一年。他們彼此對話，交換想法和感受、恐懼和希望，
宗教與死後，葬禮與傳承。並與彼此的親朋好友見面。死亡並不是容易談論的主
題，而本系列溫和的、勇敢的、負責的、開放的、誠實的討論這個困難的議題。
第一集：
珍是五十八歲的已婚母親，乳癌的治療宣告失敗之後離開原本的家庭。露得到了
運動神經元病，她難以相信無法吞嚥與呼吸會殺死她。
第二集：
臨終患者們必須用最好的方式準備離開，但是患者們的家屬也很辛苦。珍發現她
的婚姻陷入混亂，丈夫變得無法溝通，露的丈夫必須帶著孩子搬家。
第三集：
臨終患者們經歷了幾次手術，真正認識到身體的改變。朱尼爾說服父親他想在最
後的時刻娶桑雅。其他臨終患者則必須思考如何在離開之後確保家庭的財務安全。
第四集：
自從朱尼爾逝世之後，對其他臨終患者們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一直以來死亡對他
們而言不太真實，但其實它是會突然降臨的。

條碼： 86704302-86704305
索書號： DVD 197 2622  pt.1-4,105

資料來源：百禾文化 https://www.e-harvest.com.tw/product.php?id=2134



一場精心演出的假搶案，一群魯蛇好友戴上假髮，上演法國現
代版的「羅賓漢」。雷歐(凱夫亞當斯飾)的父母在多年前的里
昂化工廠爆炸案喪生，只剩下罹癌住院的弟弟小班(保羅巴特爾
飾)相依為命。在無聊的住院期間，小班最大樂趣是去附近超商
「搶」神奇寶貝閃卡，送給同為癌症所苦的小女孩艾蜜莉。小
班身體日益衰弱，他央求雷歐讓他出院，希望自己生命最後一
段日子，能與哥哥及魯蛇好友法蘭克、阿倫一起渡過，能夠真
正的活著。小班許下人生最後一個願望-「搶銀行」，雷歐為了
讓弟弟死而無憾，和兄弟們策劃了一場假搶行動，誰知陰錯陽
差搶錯銀行，大夥開始逃亡，意外展開一段劫富濟貧的冒險旅
程...

疾病分類：腫瘤-其他

玩命光頭
Amis publics 

片 長：98分鐘
導 演：Edouard Pluvieux

條碼：86704384    
索書號：DVD 987.83 1891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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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分類：腫瘤-其他

幸福湯屋
Her love boils bathwater

片 長：126分鐘
導 演：中野量太

有生之年，我還有非做不可的事。幸野一家原本經營著日本傳統澡
堂｢幸之湯｣，可是一家之主的父親(小田切讓飾)卻在一年前突然跟
著酒店認識的女人離家出走了，澡堂陷入休業狀態。母親雙葉(宮
澤理惠飾)生性開朗、堅強，四處打零工養育女兒長大。然而有一
天，雙葉突然得知自己人生所剩無幾，她先是雇用私家偵探找回離
家出走的魯蛇老公，結果老公帶著外面生的女兒回到家中。一家三
口突然變成一家四口的他們，決心讓澡堂重新營業。雙葉接下來還
要讓總是在學校被霸凌的女兒變得堅強獨立，完成全家期待已久的
長腳蟹之旅...等。隨著媽媽的行動，家族的秘密逐一浮現，一家人
在衝突之下培養出更緊密的親情。他們決定用歡樂與愛陪伴母親最
後的旅程...傳統的家庭題材，卻有令人意想不到的結局，淚水與生
命力交織，是一部充滿驚奇和感動的作品。

條碼： 86704382
索書號： DVD 987.83 4337  106

資料來源：開眼電影網 http://app2.atmovies.com.tw/film/fyjp44778500/

★第40屆日本奧斯卡最佳女主角、最佳女配角、
最佳新人獎

★第41屆報知電影獎最佳影片、最佳女主角、
最佳女配角、最佳新導演

★第90屆日本電影旬報十大佳片、最佳女主角、
最佳女配角

★第29屆日刊體育電影大獎最佳女主角
★第26屆東京體育電影大獎最佳女主角、最佳新人獎
★第59屆日本藍絲帶獎最佳女配角



疾病分類：腫瘤-其他

幸福騙局
Euforia

片 長：110分鐘
導 演：Valeria Golino

馬德奧是一名的年輕企業家，思想開放、迷人又有活
力，私下則是從成功和性愛的追求中尋找快感的男同
志。而他的哥哥艾托雷在他們故鄉小鎮上的中學教書，
因為害怕犯錯而總是相當低調保守。當馬德奧發現哥
哥隱瞞癌症病情，決定回到小鎮把艾托雷接來就近照
料並尋找治癒的可能性。個性天差地遠的兩人因意外
而被迫相處，進而開始重新認識彼此。面對逐漸孱弱
而無法掌握的人生，哥哥最後下了一個令人痛心的決
定…。

條碼： 86704522
索書號： DVD 987.83 4377b  107

資料來源：開眼電影網 http://app2.atmovies.com.tw/film/feit27779590/

★ 2018坎城影展一種注目單元



博金斯基博士是國際公認的醫生和科學家，他一生致力於癌
症研究，是治癌藥物「抗瘤酮」的發明者，四十多年來治療
了來自世界各地的癌症患者。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
（FDA）認為抗瘤酮對癌症確有療效，卻對該藥物發明人提
起訴訟。1995年，博金斯基被起訴75項違反聯邦法律和詐
欺罪名。如果被判刑，博金斯基要在聯邦監獄服刑最高290
年，以及1850萬美元罰金，這是食藥局第一次試圖使科學
家被判刑入獄。在這場長達十四年的法律大戰，食藥局無法
說服世人博金斯基是個罪犯，食藥局最終撤銷所有指控，博
金斯基醫生獲得勝訴。

疾病分類：腫瘤-其他

明天的癌症
今天治癒
Burzynski : cancer cure cover up

片 長：56分鐘
導 演：Eric Merola

條碼：86704476   
索書號：DVD 418.31 6120  107

資料來源：盛裝物標示



70歲的陶傳英年輕時是個才華洋溢，喜愛彈唱的文藝青年，
孩子出生以後，在家計的壓力下，持續超時工作，成為一位
工作狂，最終罹患癌症。原本萬念俱灰的老陶，在醫院遇到
求生意志強烈的小女孩詩詩，兩人成了忘年之交，並成立
「紅鼻子雙人組」，一老一少說學逗唱表演給老人們看；傳
遞生命的希望與歡樂並展開一段奇幻的生命旅程。本片《紅
鼻子與小女孩》以陶傳英這個角色，看待一個老人罹癌後如
何翻轉命運的抗癌過程。藉由陶傳英與小女孩詩詩一老一少
的生命對照，來看不同的家庭如何面對「死亡」與「告別」
的議題。

疾病分類：腫瘤-其他

紅鼻子與小女孩

片 長：85分鐘
導 演：王傳宗

條碼：86704453   
索書號：DVD 989.2 2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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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片以東京為舞台，派遣教師皆川七海（黑木華飾）即將
與在社群網站認識的鐵也結婚，因擔心婚禮親友出席人數不
足而委託「萬事屋」的安室（綾野剛飾）來充場面。沒想
到婚後七海就發現丈夫外遇，卻反被婆婆指控不忠逐出家門。
為了生計，迫於無奈，七海只得透過安室引薦，展開一連串
「包羅萬事」的奇妙打工。先是代為出席別人的婚禮，再接
下月薪百萬且包吃包住的女傭工作，也在過程中認識了個性
奔放的同事真白（Cocco 飾）。儘管真白因身體狀況欠佳
而日漸消瘦，但是她對工作的熱情與拜金傾向卻絲毫不受影
響。有一天，真白突然提出想買婚紗的奇怪要求，這究竟會
為七海波滔不斷的人生，掀起怎樣不可思議的情節呢？

疾病分類：腫瘤-其他

被遺忘的新娘
リッブヴァンウィンクルの花嫁

片 長：120分鐘
導 演：岩井俊二

條碼：86704349    
索書號：DVD 987.83 3302d  105

資料來源：開眼電影網 http://app2.atmovies.com.tw/film/frjp74671274/



平日靠小聰明放蕩玩樂的安德烈竟發現自己得了癌症，
而且醫藥費還貴得要命，他唯一的活路就是參加醫院
的人體藥物實驗。在醫院，他認識了同為實驗白老鼠
的茱麗葉，而且他們不約而同在服用藥物後撞鬼，雖
然護士聲稱這只是副作用，但他們很快就發現自己的
處境比想像中更危險…

疾病分類：腫瘤-其他

真藥命!
Diagnosis : Death

片 長：83分鐘
導 演：Jason Stutter

條碼：86704296   
索書號：DVD 987.83 4048b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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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癌末老人艾文頑固、脾氣又差，自暴自棄的他早已決定在醫
院病房等死，但他平靜的等死生活，卻被新來的室友凱文整
個打亂，與艾文不同的是，凱文坦然面對自己的死亡，與女
友莎菈決定更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天，於是他們把握在一起的
時間，在病房裡開趴、學畫、甚至是做愛做的事....頑固的艾
文因此逃離醫院另尋可以讓他安靜死亡的地點，卻遇見堅強
又美麗的伊芙琳，他深受吸引，在她的陪伴下逐漸敞開心胸，
接受凱文的價值觀，但也發現真正害怕死亡的，其實是他自
己.... 

疾病分類：腫瘤-其他

陪你到最終
Reach for me

片 長：86分鐘
導 演：LeVar Burton

條碼：86702588   
索書號：DVD 987.83 7216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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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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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分類：腫瘤-其他

http://weblis.lib.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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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分類：腫瘤-其他

葛森療法：見證與勇氣
Dying to Have Known

片 長：80分鐘
導 演：Steve Kroschel

這是一趟長達52天的探索之旅，橫跨大西洋及太平洋，足跡遍佈紐
約、日本、荷蘭、西班牙、阿拉斯加與墨西哥，只為了尋找出能夠
證明葛森療法效用的證據。葛森療法是一種著重在運用自然有機飲
食治癒癌症的自然療法，但即便全球已有許多癌症患者成功地被葛
森療法治癒，主流醫療團體卻仍舊不認同、也不願評斷這項療法的
實用性，為此製作團隊採訪了許多親身使用葛森療法的知名人士，
例如使用葛森療法成功抗癌超過20年，並將經歷出版成暢銷書籍
「癌末醫師健康活過20年：不用抗癌劑的星野葛森療法」的日本知
名癌症醫師星野仁彥，以及日本癌症權威醫師濟陽高穗等人，將這
來自大自然的奇蹟式療法介紹給所有觀眾。

條碼： 86704141
索書號： DVD 417.8 4403

資料來源：博客來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D020046902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D020046902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D020046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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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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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分類：腫瘤-其他



十歲的奧斯卡身患絕症，某日不小心偷聽到父母與主治醫師的對話，知道了
自己將不久人世的壞消息。更糟的是，奧斯卡發現他所信任的父母與主治醫
師，竟然沒有一個人有勇氣告訴他這個事實，更沒有人能夠與他一起面對。
奧斯卡氣壞了。於是，他拒絕與任何人說話。
一天，奧斯卡在醫院的走廊上撞到了一位美麗的女士, 這位玫瑰女士是世上
唯一敢對奧斯卡發怒的人。從此玫瑰女士走進奧斯卡的世界，用無比的想像
力與熱情，帶領他走上生命最後十二天的精彩旅程。玫瑰女士說，每過一天，
就等於走過十年。「也就是說，到第十二天時，我就一百二十歲囉？」奧斯
卡問。「是啊，這是不是很棒呢？」
最後的十二天，奧斯卡並不孤單。他有玫瑰女士，還有好朋友爆米花、愛因
斯坦、藍色佩姬，而且他每天都寫信給上帝。生命中應該經歷的每一個精彩
的點滴：愛情、友誼、信任、飛翔…，奧斯卡都嘗到了。
的確，生命就該浪費在美好的事物上。

最後12天的
生命之旅
Oscar and the Lady in Pink

片 長：105分鐘
導 演：Eric-Emmanuel Schmitt

條碼： 86703406    
索書號： DVD 987.83 621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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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分類：腫瘤-其他



鄔巴斯(哈維爾巴登飾)為一名深愛著孩子的單親爸爸，並且努力維
繫小孩母親的關係，儘管小孩的母親有酗酒不良嗜好以及精神疾病。
在這樣深情愛家庭的父親形象的另一面，鄔巴斯從事非法事業，交
易買賣的內容，從仿冒品到房地產，樣樣都有。他還能夠探知亡靈
的世界，但卻無法驅走老婆沉溺酗酒的心魔。鄔巴斯就這樣在愛與
罪惡的夾縫中掙扎生存。
某日他被檢驗出患了絕症，在生命突然進入倒數時刻，他不僅積極
為巴塞隆納低下階層勞工謀取福利，更努力工作養育孩子，珍惜著
每一刻與家人相處的時光，並且極力安排好所有的事情。不論他是
為了贖罪，或者是無條件地付出愛，他盡力地將生命之光燃燒至最
後一刻。

最後的美麗
Biutiful

片 長：148分鐘
導 演：Alejandro Gonzalez 
Inarritu

★2011奧斯卡提名最佳男主角
最佳外語片

條碼：86703517
索書號： DVD 987.83 6228  100

資料來源：開眼電影網 http://app2.atmovies.com.tw/film/fben11164999/

疾病分類：腫瘤-其他



1978年，奧斯卡女星葛洛莉亞葛拉罕（安妮特班寧
飾）在倫敦與相差29歲的小演員彼得特納（傑米貝爾
飾）墜入愛河，她成熟的魅力讓彼得為之傾倒，而他
對她的迷戀更讓她癡迷，但葛洛莉亞癌症突然復發，
不願拖累彼得的她決定隱瞞病情與他分手，為她們炙
熱的愛情畫下句點。然而在1981年9月，重病的葛洛
莉亞到彼得在利物浦的老家休養，從沒停止愛過彼此
的兩人再度相聚，攜手度過最後的相愛時光。

最後相愛的日子
Film Stars Don’t Die in Liverpool

片 長：106分鐘
導 演：Paul McGuigan

★改編自英國演員彼得特納的回憶錄

條碼：86704519
索書號： DVD 987.83 6242  107

資料來源：奇摩電影 https://movies.yahoo.com.tw/movieinfo_main.html/id=7684

疾病分類：腫瘤-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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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腫瘤-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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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app2.atmovies.com.tw/film/fden55154896/
http://app2.atmovies.com.tw/film/fden55154896/


疾病分類：腫瘤-其他

搖滾公路
One way ticket to Mombasa

片 長：84分鐘
導 演：Morten Tyldum

派特原本立志當個吉他歌手，但在某次學校表演的途中，派特卻因
不明原因昏倒，被診斷出得了絕症，才17歲的他，就得知生命快要
結束的殘酷事實。派特住進病房裏接受治療，卻意外跟同房的年輕
男子約夏結為好友，約夏也得了絕症，他決定在走完生命前達成心
願，去肯亞的蒙巴薩海灘走一遭。派特也受到約夏的鼓舞，決定陪
伴約夏完成這個旅程，但他也希望能邀請他心儀的女孩卡塔一同前
行，同時也決定藉這個機會跟卡塔告白。當離夢想越近，兩人活在
世上的時間也就越來越短，這兩個年輕男子的瘋狂旅程，或許不怎
麼偉大，但卻彌足珍貴。未來眞的不是夢想，他們只希望這個夢永
遠都不要醒來...

條碼： 86703057
索書號： DVD 987.83 5386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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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D020046902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D020046902


疾病分類：腫瘤-其他

寫給上帝的信
Letters of god

片 長：114分鐘
導 演：David Nixon

一個小男孩在他信念的旅程中，和一個尋找生命意義的中年男子交
叉相遇，因而轉變了彼此的生命。這個非比尋常的八歲小男孩泰勒，
有著愛他的家人與朋友，在他建立的堅強信念下，以勇氣和慈悲每
天面對與癌症的戰爭。對泰勒來說上帝是個朋友。老師，更是個筆
友，因為泰勒把他每天的祈禱用寫信的方式寄出去。這些信後來都
到了郵差布萊迪手中。布萊迪剛好正處於困境，面對人生的交叉口。
而且對於要如何處置這些信感到很矛盾，但最後，他的決定卻見證
了小男孩閃亮心靈及堅強信念所散發的寧靜力量。這是一個充滿鼓
舞。希望和救贖的故事，溫馨動人，從中可以看到一個小男孩的信
念對家人。朋友及週遭環境所能帶來的影響，以及他如何找到生命
的光輝與勇氣！

條碼： 86703181
索書號： DVD 987.83 3220c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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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分類：腫瘤-其他

親情無價
One true thing

片 長：128分鐘
導 演：Carl Franklin

愛倫是個強悍的紐約記者，一天，她接獲家裡的緊急來電，通知她
母親凱特(梅莉史翠普飾演)得到了不治之症，於是她向報社請了長
假、告別了男友，回到家裡看顧母親，和父母及弟弟一起生活；但
由於愛倫從小就崇拜身為文學系教授的父親喬治(威廉赫特飾演)，
和父親個性也比較相近，她認為父親娶了教育程度不高而傳統的母
親是種屈就，跟母親也常因個性不同而在溝通上時有衝突。然而她
父母之間雖難免有齟齬，卻相處融洽，有時也會有些浪漫火花；由
於情況使然，她參與了母親和鄰居太太們的圈子中，這才透過成人
的眼光發現，母親其實是個有智慧、熱情且堅強的女性，而在父親
成功的外表下,，還隱藏著一個尖酸刻薄而脆弱的心。

條碼： 86702374
索書號： DVD 987.83 0982(1)

資料來源：開眼電影網 http://app2.atmovies.com.tw/film/fOatm0884027/



疾病分類：腫瘤-其他

幫老爸拍張照
チチを撮りに

片 長：74分鐘
導 演：中野量太

★ 2013 柏林影展
★ 2013 亞洲電影大獎最佳女配角
★ 2012 亞太影展最佳女配角

佐和因丈夫外遇離婚，獨自將兩個女兒拉拔長大，14年來，
生活倒是平靜無波。某天，她獲知前夫癌末將不久人世。曾
說不願再見負心漢的她，仍忍不住請女兒倆代為探視，希望
她們拍張父親的照片回來，好看他最後一眼。兩姊妹其實知
道，母親的固執，是對父親的深深掛念，她們也很期待再見
到模糊記憶中的溫柔老爸。然而姊妹倆到達目的地時，迎接
她們的人，卻是同父異母的年幼弟弟。原本期待的感人重逢，
至此有了意外發展。

條碼： 86703915 
索書號： DVD 987.83 4485  101

資料來源：開眼電影網 http://app2.atmovies.com.tw/film/fcjp62476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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