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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分類：神經系統與感覺器官的疾病-小兒麻痺後症候群

我要為你呼吸
Breathe

片 長：118分鐘
導 演：安迪色金斯(Andy Serkis)

條碼： 86704444  
索書號： DVD 987.83 2122d  107

她的愛給他活下去的力量！熱愛冒險、擁抱生命的暖男羅賓(安
德魯加菲飾)，結識了年輕貌美的黛安娜(克萊兒芙伊飾)，雙雙
認定彼此是生命中的摯愛而結婚。但就在黛安娜懷孕的同時，
羅賓竟然罹患小兒麻痺症造成頸部以下全身癱瘓，連呼吸都得
倚靠機器，身心大受打擊的羅賓一心求死解脫，但黛安娜卻堅
持羅賓和她要一起陪伴兒子長大。殘酷的命運雖然不斷考驗著
他們，但黛安娜不離不棄的愛卻給了羅賓活下去的勇氣，讓他
重獲新生，甚至一家人共同走遍世界各地，活出驚奇又精彩的
人生！

資料來源：痞客邦http://ifilm.pixnet.net/blog/post/



疾病分類：神經系統與感覺器官的疾病-小兒麻痺後症候群

性福療程
The Sessions

片 長：95分鐘
導 演：班李文(Ben Lewin)

★日舞影展最佳觀眾票選獎
★多倫多影展、倫敦電影節正式觀摩片

條碼： 86703907  
索書號： DVD 987.83 9302 102

根據美國加州的記者兼詩人馬克歐布萊恩的動人故事所改編。
馬克自六歲罹患小兒麻痺症之後，多半的人生都待在鐵肺中，
但是他殘而不廢，先是進入柏克萊大學就讀，後來還成了記者
兼詩人。他在三十八歲那年，決定擺脫他的處男之身，在諮詢
過教區神父之後，找上性輔導師雪若幫忙，然而，他始終自覺
受到詛咒，宗教與過去的回憶讓他羞於面對自己的情慾。在雪
若的引導之下，馬克終於成功地完成了他人生的「第一次」；
整個讓性幻想成真的過程對他而言猶如一場探索人生、建立自
信之旅。在完成夢想之後，他的人生獲得更多新啟發，使得他
的未來旅途更顯不凡，也贏得了更多朋友/人群的激賞和讚揚，
寫下了美麗的人生樂章!

資料來源：痞客邦http://ifilm.pixnet.net/blog/post/



疾病分類：神經系統與感覺器官的疾病-小腦萎縮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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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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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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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許多藍領階級一樣，智輝每天在大太陽下揮汗工作，直到
妻子秀美檢查出小腦萎縮。由於秀美身體的改變，也讓智輝
有重大的轉變；從原本不能接受，直到接納，並帶著秀美去
環島。這一切重大的轉變，不只改變了智輝一家人，也改變
了週遭人的看法，尤其醫生的態度。這很可能是現今社會普
遍的問題，罕見疾病的治療，在現在醫療發達的社會，尚處
於弱勢族群，因龐大的經費問題，沒有藥廠願意為他們研究
並開發新藥，導致於太多罕見疾病患者，患病後只能緩和病
情，無法治療；尤其片中所提及的小腦萎縮，十多年來，病
患幾乎是在等死，這些現實的種種，在影片中也將一併點出。

疾病分類：神經系統與感覺器官的疾病-小腦萎縮症

帶一片風景走
Leaving gracefully  

片 長：101分鐘
導 演：澎恰恰

★榮獲行政院新聞局99年度國片
輔導金優良電影

條碼： 86703374    
索書號： DVD 987.83 4127c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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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發生一個有著二分之一學生為特殊生的國中二年級班級，
大家稱班上的普通生是大天使，特殊生是小天使。去年這個
班合唱比賽拿了最後一名，今年大家卯足了勁練習希望能有
好成績，伴奏仍是由患有脊柱裂及水腦的特殊生擔任，雖然
去年她的表現並不好。指揮則是由另一位閱讀障礙看不懂五
線譜的特殊生擔任。經過努力，這個班今年終於拿到合唱比
賽最佳創意獎及第三名。透過合唱比賽，這個班展現出普通
及特殊生之間的真誠互動及互相扶持，也讓他們他們得到自
信。

疾病分類：神經系統與感覺器官的疾病-水腦症

聽天使在唱歌
Listen angels singing  

片 長：50分鐘
導 演：吳淑美

條碼： 86703198    
索書號： DVD 987.81 112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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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分類：
神經系統與感覺器官的疾病-先天性痛覺不敏感症

跳痛先生
The Man Feels No Pain

片 長：135分鐘
導 演：Vasan Bala

條碼：86704560
索書號：DVD 987.83 6022b  108

希瓦患有「先天性痛不敏感症」的罕見疾病，他感覺不到痛，
在學校經常遭受霸凌，不過鄰居小女孩蘇佩總是會挺身捍衛他
。他在爺爺鼓勵下，從小展開一場變強的功夫修煉，但為了不
讓父親擔心，偷偷從各式武打動作電影的錄影帶中自我訓練，
平日則是有點宅的乖寶寶。當從電影裡看到一個獨腿的空手道
王可以單挑100人獲得勝利，他視此人為心中功夫大神，讓他
高喊「我要打100個！」直到有一天，他在街頭見到他心中的
大神，也改變了他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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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倫多國際影展午夜瘋狂單元觀眾票選獎
★澳門國際影展最佳新演員獎



擁有完美人生與家庭的成功企業家拉蒙(丹尼羅維拉飾演)，
正期待第二個孩子的誕生，此時醫生卻告訴他罹患罕見的
「多發性硬化症」(MS)，並已經開始發病，自己很快將連
100公尺的距離都走不到。此刻的他，並沒有選擇放棄人生，
反而決定為了即將出世的孩子成為鋼鐵人，努力配合化療，
並在前體育老師的岳父(卡拉埃雷賈德飾演)幫助下，開始練
習鐵人三項:3.8公里游泳、180公里腳踏車，以及42公里馬
拉松。他決心突破疾病限制，跑出自己的鋼鐵之路！

疾病分類：神經系統與感覺器官的疾病-多發性硬化症

100公尺的人生
100 metros

片 長：109分鐘
導 演：巴雷納

條碼：86704397    
索書號： DVD 987.83 8728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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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普蕾是本世紀的音樂奇才。五歲初學大提琴即展現過人的
天份，十六歲開始職業演奏生涯，公認為全世界最年輕、最
有才華的音樂家。後與猶太裔的鋼琴家、指揮家巴倫波英
(Daniel Barenboim)結婚。輝煌燦爛的演奏生涯僅僅維持了
十二年，在一場演奏會前﹐她的雙手失去了敏銳的感覺，以
致停止演奏。
多發性硬化症開始無情地摧殘她的性情與生命，心愛的大提
琴只能置於屋內一角，琴音已遠。

疾病分類：神經系統與感覺器官的疾病-多發性硬化症

無情荒地有琴天
Hilary and Jackie  

片 長：119分鐘
導 演：安南塔克 Anand Tucker

★威尼斯影展參賽影片
★金球獎戲劇類電影最佳女主角提名
★奧斯卡獎最佳女主角、最佳女配角
入圍

條碼： 86700063    
索書號： DVD 987.83 8944

資料來源：台大醫院神經部http://www.ntuh.gov.tw/



兩個性格南轅北轍的小男孩，共同開啟了一段獨特的心靈探
索之旅。11歲的大衛罹患肌肉萎縮症；10歲的萊爾則是個精
力旺盛、令大人感到頭疼的小孩。當大衛偷偷告訴萊爾，上
帝告訴他說老師快死了。在預言成真時，萊爾對於上帝是否
存在感到困惑不已。而萊爾則試著讓大衛相信在他的教導下
能學會跑步，心裡也偷偷將這個任務，視為上帝是否真正存
在的測試依據。沒想到，卻得到始料未及的意外答案…

疾病分類：神經系統與感覺器官的疾病-肌肉萎縮症

逆風少年
Different Drummers

片 長：108分鐘
導 演：Don Caron、Lyle Hatcher

條碼： 86704094    
索書號： DVD 987.83 3798b 104

資料來源：博客來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dvd/dvdfile.php?item=D020055683/



16歲的米奇鬱鬱寡歡，為了罹患肌肉萎縮症的弟弟羅傑，他
們全家從匹茲堡搬到了數千英哩外的加州，他被迫離開他的
偶像，美國棒球大聯盟史上最偉大的拉美裔球星羅貝托克萊
門特所在地，而克萊門特正在挑戰職業生涯第3千支安打！
為了親眼目睹偶像達成紀錄的瞬間，他做出了這輩子最大膽
的決定：偷開媽媽的車，橫跨大半個美國回到匹茲堡看比賽！
然而最大的問題是，羅傑也想一起去，禁不住弟弟的哀求，
米奇帶上了羅傑展開冒險旅程，經歷了重重阻礙，眼見目的
地就在前方，羅傑的身體卻越來越虛弱，米奇必須做出抉
擇....

疾病分類：神經系統與感覺器官的疾病-肌肉萎縮症

第3000支安打
Chasing 3000   

片 長：103分鐘
導 演：格雷戈里蘭尼斯

Gregory J. Lanesey

條碼： 86703086    
索書號： DVD 987.83 8435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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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凱西來說，閏年二月二十九日出生並不是一件輕鬆的事。
這次生日，父親給她一顆「蛋」作為生日禮物。不過再怎麼
難熬，也比不上摯友瑪歌，一位罹患先天性肌肉病變的女孩。
她們想一起撫養小鴨，希望小鴨快樂長大！但爸媽總是基於
瑪歌行動不便，禁止她們繼續照顧小鴨。於是，小女孩們決
定帶著小鴨遠走高飛，到一個大人找不到她們的地方，盡情
飛翔…

疾病分類：神經系統與感覺器官的疾病-肌肉萎縮症

想飛的輪椅女孩
Birds of Passage

片 長：84分鐘
導 演：Olivier Ringer

條碼：86704306
索書號： DVD 987.83 4125c  105

資料來源：飛行國際 http://www.avjet.com.tw/pages/tw/movie

★ 2015蒙特婁國際兒童電影節
最佳影片



金髮碧眼、活潑開朗是德斯堤的招牌，人見人愛的他卻在六歲
時被宣判罹患杜顯氏肌肉萎縮症，這個遺傳性疾病將讓他逐漸
失去自主生活的能力，日漸衰弱，直到心臟和呼吸系統肌肉停
止運作。 面對如此的噩耗，德斯堤一家卻沒有被命運打敗，
齊心團結，更努力享受生命中的每分每秒。某天，德斯堤好奇
地問：「為什麼杜顯氏症的患者都活不久？」一個簡單的疑問
深刻重擊他的母親凱瑟琳，讓凱瑟琳開始思考人與大自然的力
量，也再次重新省思生命的意義。不但成立國際慈善杜氏聯盟
（Coalition Duchenne），喚醒世界對此疾病的認識，這一次，
她更決心組隊前往馬來西亞婆羅洲，征服海拔超過4100公尺的
神山，為罹患罕病的孩子們登上生命之巔！

疾病分類：神經系統與感覺器官的疾病-肌肉萎縮症

德斯堤之路
杜顯氏肌肉萎縮症男孩
們的生命之旅
DUSTY’S TRAIL：SUMMIT OF BORNEO

片 長：64分鐘
導 演： Catherine Jayasuriya

條碼：86704335   
索書號： DVD 416.255 2443 105

資料來源：輝洪公司文教機關 http://www.hwe-hon.com.tw/product_detail.php?pid=1636

★洛杉磯電影獎最佳紀錄片
★法國聖特羅佩國際影展最佳導演
★印尼國際影展最佳影片



行動不便的蓮娜在家自學多年後，終於踏進校園，雖然是近
乎軍事教育的特教班，但友善的同班同學令她充滿期待，當
中包括一位英俊的友善男孩安東。然而青澀的初戀、變調的
友情和嚴格的教育體制，像脫軌火車般逐漸失控，蓮娜被迫
面對極其艱難的生存掙扎。
大量的手持鏡頭將躁動不安、徬徨無助的青年人生表現得淋
漓盡致，不僅探索身心障礙青年的成長心境，更隱微探觸到
俄羅斯當代政局不合時宜的規範與制度。

疾病分類：神經系統與感覺器官的疾病-肌肉萎縮症

廢青同盟
Corrections Class   

片 長：93分鐘
導 演：艾凡塔爾多斯基

★馬拉喀什電影節 金星獎最佳影片
★愛沙尼亞塔林黑夜電影節 最佳青年電影

條碼： 86704282  
索書號： DVD 987.83 0576  105

資料來源：奇摩電影 https://tw.movies.yahoo.com/movieinfo_main.html/id=5901



在一個偏遠的喬治亞州格林威爾鎮上，只有一所與鎮名相同、擁有
一支美式足球隊的高中。格林威爾高中在2002年聘請傑洛米威廉斯
接手一支戰績僅一勝九敗的愛國者球隊，特別的是，傑洛米患有
「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ALS)」，也就是俗稱的「漸凍症」，但
他用自己「永不放棄」的精神帶領著這支球隊，2009年，傑洛米讓
這支美式足球隊反敗為勝，愛國者球隊在常規賽季中打出十勝零敗
的亮麗成績，是該校有史以來最完美的成績。導演雷克‧科恩跟隨著
隊伍，紀錄傑洛米和他的家人以及團員間，如何度過一個個充滿挑
戰的賽季，以及透過信仰保持樂觀對抗病魔的勇氣力量。就像傑洛
米告訴我們的，人生就和球賽一樣，只要擁有「永不放棄」的精神，
就能為自己創造不留遺憾的美好時光。

疾病分類：神經系統與感覺器官的疾病-肌萎縮性側索硬化症

人生不漸凍
Season of a Lifetime 

片 長：89分鐘
導 演：Richard A. Cohen

條碼： 86704080
索書號： DVD 417.9 8213 103

資料來源：天馬行空http://www.skydigient.com/new_dvd_detail.asp?did=739&bt=4/



原本是知名古典鋼琴家的凱特(希拉蕊史旺)，被確診為肌萎
縮性側索硬化症（ALS），俗稱漸凍人症，因為患者身體會
慢慢無法活動，如同被漸漸凍結般；為了照顧凱特，她的先
生伊凡(喬許杜哈明)，試著尋找一位全日看護，但來應徵的
卻是一點經驗都沒有的大學生貝可(艾咪羅珊)。身心都處在
低谷的凱特決定雇用她，在兩人磨合的同時也獲得了寶貴的
友誼，逗趣感人的日常互動令人動容。

疾病分類：神經系統與感覺器官的疾病-肌萎縮性側索硬化症

漸動人生
You’re not you

片 長：104分鐘
導 演：喬治沃福

(George C. Wolfe)

條碼： 86704079
索書號： DVD 987.83 3282 104

資料來源：奇摩電影https://tw.movies.yahoo.com/movieinfo_main.html/id=5422



疾病分類：神經系統與感覺器官的疾病-肌萎縮性側索硬化症

生命騎士
Tour de Force

片 長：95分鐘
導 演：克里斯提安．祖巴

條碼： 86704179
索書號： DVD 987.83 2874 104

漢斯知道自己能健康行動的時日不多，決定隱瞞這祕密，邀
麻吉進行跨國單車壯遊，一路從德國玩到比利時。啟程沒多
久，大家便發現漢斯容易疲勞，不太對勁。紙包不住火，漢
斯還是向好友坦誠，這會是他生命最後一段旅程，也才披露
終點選在比利時的原因。好友們從震驚、拒絕接受，到努力
打起精神，陪漢斯完成旅程中的各項任務挑戰，一場比一場
瘋狂。他們心裡清楚，這段路，將會是人生中最華麗的冒
險、最盡興的狂歡。

資料來源：奇摩電影https://tw.movies.yahoo.com/movieinfo_main.html/id=5724



美子和讀中學的外孫相依為伴住在郊區。總是打扮合宜, 穿
著優雅的她, 希望將生命中的美好事物以優美的詩歌呈獻. 為
了尋找靈感寫作生平第一首詩, 她開始觀察生活中從未注意
的細節. 重新發現事物的驚喜讓她覺得自己像是初次探索世
界的孩童, 喜悅不已。但無情的現實還是擊碎了她的想像, 生
活終究不如她想的這麼美, 她最終以自己晦澀的遭遇譜出一
首生命之詩...

疾病分類：神經系統與感覺器官的疾病-帕金森氏症

生命之詩
Poetry

片 長： 139分鐘
導 演：李滄東

★第63屆坎城影展最佳劇本獎
★韓國奧斯卡大鐘獎
(最佳影片、最佳劇本、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

條碼： 86703738 
索書號： DVD 987.83 2830 100 

資料來源：奇摩電影 http://tw.movie.yahoo.com/movieinfo_main.html/id=3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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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經系統與感覺器官的疾病-帕金森氏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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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傑米是個俊俏又意氣風發的藥商業務，在女人堆中無往不利，
梅姬是一名不愛受拘束的漂亮女子，當兩人相遇，激出了炙
熱無比的愛情火花，狂野無羈的愛戀令他們必須正視彼此的
未來，傑米猶豫著是否要向梅姬表白自己的愛意，而梅姬的
帕金森症，也一步步侵蝕著她的身體，在這個時候，面臨著
人生的重大變化，他們會如何抉擇呢? 

疾病分類：神經系統與感覺器官的疾病-帕金森氏症

愛情藥不藥
Love and other drugs 

片 長：112分鐘
導 演：愛德華茲威克

(Edward Zwick)

條碼： 86703397    
索書號： DVD 987.83 2941c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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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分類：神經系統與感覺器官的疾病-帕金森氏症

濃情四重奏
A late quartet

片 長：105分鐘
導 演：亞隆齊柏曼

(Yaron Zilberman)

條碼： 86703918   
索書號： DVD 987.83 3962 102

資料來源：誠品網路書店http://www.eslite.com/

縱橫樂壇25年的弦樂四重奏即將帶來盛大紀念
演出, 領導四重奏的大提琴手彼特(克里斯多夫華肯
飾), 卻在這時罹患了帕金森氏症, 當他逐漸顫抖的雙
手開始握不緊琴弓, 四人關係卻變得如繃緊的琴弦般
緊張, 在這個危急時刻, 多年來累積在心頭的愛恨情
仇卻無預警地宣洩而出, 有人要名、有人要慾、有人
則心生離去. 隨著演奏會的腳步逼近, 原本親密的四
重奏正邁向瀕臨崩解, 他們是否能夠敞開心房, 聆聽
彼此受傷的心靈, 重新奏出動人的天籟之音?



疾病分類：神經系統與感覺器官的疾病-帕金森氏症

驚異生命之旅
大腦重接
Amazing Lives- review my brain

片 長：50分鐘

條碼： 86703926 
索書號： DVD 410 4628  pt.1,103

羅伯特詹森的大腦深處長了一顆巨大的惡性腫瘤，他唯一的
存活機會就是在完全清醒的狀態下接受腫瘤切除手術，不接
受手術就只有死路一條。在英國，有一種手術叫「腦深層刺
激術」，能將罹患嚴重疾病患者的大腦重新連接。帕金森患
者麥克羅賓斯的顫抖症狀已幾乎痊癒，這曾逼得他差點想自
殺。賽門庫克自3歲起就不斷出現嚴重的癲癇發作，這使得他
毫無生活品質可言，他也只能關在家裡足不出戶，腦深層刺
激術是他重拾生活的最後希望。3年前，雪儂威爾克斯是個平
凡快樂的小女孩，但後來她的大腦開始命令她的身體扭曲成
痛苦不自然的形狀，她無法控制自己的身體，她唯一的希望
是腦深層刺激術。
資料來源：成大圖書館館藏目錄http://weblis.lib.ncku.edu.tw/



在碼頭擔任作業員的里亞，與妻子結婚多年，感情漸漸轉
淡，他將所有的心力投注在寶貝兒子身上，大學考試將至，
望子成龍的他，甚至變賣家中代步車籌措學費，但兒子卻
頻頻為偏頭痛所苦，查不出病因。里亞不惜耗盡一切資源，
希望能治癒兒子的偏頭痛，也讓原本計劃退休的自己陷入
壓力。
就在家中氣氛越來越緊繃之時，薩米卻突然消失不見，而
里亞也意外在兒子房間裡，發現了不可告人的天大秘密。
他開始打包行李，決定動身前往遠方，誓死找回最親愛的
兒子......

疾病分類：神經系統與感覺器官的疾病-偏頭痛

最親愛的陌生兒子
Dear Son

片 長：104分鐘
導 演：Mohamed Ben Attia

★ 真實社會事件深刻改編
★ 2018坎城影展導演雙週

條碼： 86704566    
索書號： DVD 987.83 6022c  108

資料來源：yahoo電影 https://movies.yahoo.com.tw/movieinfo_main.html/id=10080



因中風導致全身癱瘓的古怪老頭柏安童，無法言語但依然對
周圍事物有自己的想法；一個異常活潑、外向的癌症病童瑪
帝，眼中的醫院就是冒險國度。有一天瑪帝發現了柏安童，
覺得他很有趣，於是開始糾纏在柏安童身邊玩，柏安童一開
始很討厭這個搗蛋的怪小孩，漸漸地這一老一小開始有了溝
通，他們建立了不可分割的情感，孤獨的柏安童發現這唯一
的朋友竟然增添了他僅有的生命的光彩……

疾病分類：神經系統與感覺器官的疾病-腦中風

天使的約定
Marty's world

片 長：86分鐘
導 演： Dents Bardiau

條碼： 86701101    
索書號： DVD 987.83 1222c 

資料來源：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1508204.htm



亞蘭瓦普勒是一位成功的企業總裁，統領法國最大汽
車集團的23萬員工，從不知休息為何物，陪伴家人更
排不進他繁忙的行程表，豈料在一次日常的午睡之後，
竟意外中風，讓亞蘭腦中掌管語言的部分失去功能，
心裡想說「Hello」到了嘴邊變成說「bye-bye」。為
了挽救他的事業，他聘請年輕的語言治療師珍妮，在
復健的過程中，亞蘭也因此重新檢視自己的人生…。

疾病分類：神經系統與感覺器官的疾病-腦中風

尖峰人生暫停一下
A man in a hurry

片 長：101分鐘
導 演：Hervé Mimran

條碼： 86704530    
索書號： DVD 987.83 9282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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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擁有幸福家庭的椿山課長(西田敏行飾)，某天在工作的
百貨公司突然腦溢血死亡。還有好多事情還沒完成的
椿山課長雖然死了，但因為心中還是有太多牽掛，所
以在死亡的世界死賴活賴的終於得到一個機會。回到
生存世界的椿山課長卻想都沒有想到自己竟變成一個
跟原本自己一點都不相像的美女(伊東美 飾)，想要彌
補自己的人生，卻又害怕看到太多殘酷的事實，換了
身體的她最後是完成了自己的夢想，還是痛苦的離開？

疾病分類：神經系統與感覺器官的疾病-腦中風

椿山課長的那七天
椿山課長の七日間
フィルムパートナーズ

片 長：119分鐘
導 演：河野圭太

條碼：86703723
索書號：DVD 987.83 4207b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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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分類：神經系統與感覺器官的疾病-腦血管症候群

只想擁抱你
I just wanna hug you

片 長：122分鐘
導 演：鹽田明彥

條碼： 86704009
索書號： DVD 987.83 6455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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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誠品網路書店 http://www.eslite.com/



疾病分類：神經系統與感覺器官的疾病-腦性麻痺

人生多美好
Life feels good

片 長：111分鐘
導 演： Maciej Pieprzyca

★摘下蒙特婁世界影展評審團獎、
觀眾票選獎，與人道精神獎

★榮獲波蘭2014(金鷹獎)
最佳男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
女配角、最佳劇本獎

條碼： 86704012    
索書號： DVD 987.83 8228c  103

馬修從出生即罹患腦性麻痺，但他的智能其實沒問題，只是在
早年醫療技術不足之下造成了誤診。他肢體上的活動障礙，卻
成為他被認定智能同時有缺陷的表徵。
馬修有個還算和樂的家庭，瘋狂性格的父親，煩惱天下大小事
的嘮叨母親，因母親過度照顧他而吃醋的姐姐，與永遠不在狀
況內的老弟。只是他們永遠都不知道，他完全聽得懂大家說什
麼，但每當他要試圖表達意見時，總是會弄巧成拙，讓大家更
誤會他的智力不足。26年後，因母親無力繼續照顧而被送進收
容所的他，在那裡遇見更多跟他一樣的人。他品嘗到似戀關係
的歡娛，卻也首度領悟到失戀的痛楚。

資料來源：奇摩電影https://tw.movies.yahoo.com/



疾病分類：神經系統與感覺器官的疾病-腦性麻痺

小騎士闖通關之
美夢成真
Little Knights

片 長：80分鐘
導 演：盧盈良

條碼： 86704127
索書號： DVD 418.934 9747

馬術治療在台灣並沒有很多人知曉，它不僅是運動，更是很好
而有趣的復健方式，來自德國的Uta，因為自己的女兒安安患
有腦性麻痺，所以把畢生的心力投注於馬術治療的領域，多年
下來，她帶領著這一群天生行動不便的孩子，改善了他們身體
的狀況，並進一步的訓練他們參加國際的馬術比賽，過程中我
們看見了汗水與淚水，也有長期壓抑在心中被歧視的不平，以
及天生殘缺的無奈，和這些腦性麻痺患者家庭對未來的期盼，
經過不斷的嘗試與努力，最終，他們終於闖進世界級的馬術比
賽，這是台灣第一次，更是台灣之光！

資料來源：博客來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dvd/dvdfile.php?item=D020057209

★100年度國家電影中心電影短片輔導金作品
★2014第36屆金穗獎一般作品類最佳紀錄片入圍
★獲選2014桃園縣影視文創補助案



疾病分類：神經系統與感覺器官的疾病-腦性麻痺

和山姆上學去
Including Samuel 

片 長：58分鐘
導 演：Dan Habib

條碼： 86703783
索書號： DVD 529.6 2242  101

山姆，8歲，開朗活潑。學習力旺盛，不一樣的是，他是腦性麻痺
患者。在兒子山姆被診斷罹患腦性麻痺之前，導演丹哈比和一般
大眾一樣，對殘疾人士的權益漠不關心，現在的他卻比任何人更
在意。為了瞭解山姆成長過程可能面臨到的挫折及問題，丹探訪
了許多殘疾人士的家庭、老師及一般年輕人，卻發現絕大多數人
都認為殘疾人士應該接受特殊教育，也就是「隔離」政策，他們
不認為殘疾人士只是外表與眾不同，反而先入為主的認為「殘疾
人士就是低人一等」，美其名是保護殘疾人士的權益，實際上卻
成了殘疾人士與社會脫節的主因。然而丹卻認為，比起讓殘疾人
士接受特殊教育，更重要的應該是以殘疾人士的角度來設想，規
劃完善的「融合教育-殘健共學」制度，讓殘疾人士自小便能融入
一般社會。
資料來源：成大圖書館館藏目錄http://weblis.lib.ncku.edu.tw/



克利斯出生於貧窮的愛爾蘭家庭，在22名兄弟姊妹中排行第
十，他因腦性麻痺而一直被視為智能不足，一天他用唯一還
能控制的左腳寫下他生平的一個字彙“母親”，從此克利斯
用他的左腳創作出無數的文學和藝術作品，向人們證明他的
的聰明與才華，伴他渡過孤寂，憤怒及壓抑的人生，成為一
名深受世人景仰的天才藝術家。

疾病分類：神經系統與感覺器官的疾病-腦性麻痺

我的左腳
My left foot  

片 長：103分鐘
導 演：吉姆夏瑞丹 Jim Sheridan

條碼： 86703087    
索書號： DVD 987.83 2247c(1)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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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利安是個樂觀、富有幽默感的17歲青少年，與所有同年齡
的人一樣，正在享受人生中最美好階段；唯一的不同點是，
朱利安因為先天腦性麻痺，必須生活在輪椅上。雖然有著疼
愛他的媽媽，卻和時常出勤且刻意保持距離的爸爸保羅關係
十分疏離。
某天，朱利安在無意間發現了爸爸年輕時曾參加鐵人三項的
比賽，與一則傷殘人士完成鐵人競賽的新聞後，激發了他的
鬥志並說服保羅與他一同參賽。幾經波折後，保羅與朱利安
終於決定要一起挑戰並跨越生理與心理上的極限，完成這看
似不可能的生命壯舉…

疾病分類：神經系統與感覺器官的疾病-腦性麻痺

我的鋼鐵老爸
The Finishers

片 長：89分鐘
導 演：Nils Tavernier

條碼： 86704075    
索書號： DVD 987.83 2288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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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而與眾不同，更別說是在先天罹患各種疾病的人。包容與
同情的界線總是模糊，人們該如何去面對這樣的小小差異呢？國
際艾美獎兒童獎得獎作品【我們有點不一樣！】介紹了熱愛打輪
椅籃球的腦性麻痺患者阿奇、對堅果過敏的小芭雷舞者瑞貝卡、
視障板球隊隊員迪歐、自己寫歌唱歌的糖尿病患者菲碧，視障板
球隊隊員迪歐、三胞胎中患有唐氏症的雅麗珊卓、嚴重氣喘而常
只能在家做靜態活動的愛莉莎、喜歡與同樣患有癲癇症的朋友一
同打保齡球的羅比、以及跳脫閱讀障礙沉浸於溜冰的索菲。他們
有的被霸凌，有的受到家人及朋友的暖心支持。其實，他們和我
們只是有點不一樣。

疾病分類：神經系統與感覺器官的疾病-腦性麻痺

我們有點不一樣
Same but different

片 長：63分鐘
導 演：David Barnes

條碼： 86704430    
索書號： DVD 417.9 2246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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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像如果你突然眼睛瞎了...失去了工作和獨立的能力，你
難道不會希望有個朋友牽起你的手說：跟我來，我帶你去做
一些，你看得到的時候經常做的事」這是海倫凱勒一場知名
演講的內容，也是所有殘障人士內心共同的聲音：「我們都
希望被當作正常人」，於是一個夏令營就此誕生。每年全美
各地擁有殘疾的小朋友，都滿心期待著來到德州獅子會夏令
營，一個專門接受輔導身心障礙小朋友的營隊。患有腦性麻
痺的賈許在課堂上展現苦練一年的熱舞成果；罹患聽障的莎
莎願意大聲歌唱；行動不便的小朋友們可以玩水，甚至打籃
球...他們的與眾不同並非來自外在，而是他們勇於面對殘缺
正面態度。

疾病分類：神經系統與感覺器官的疾病-腦性麻痺

殘而不廢
Different abilities   

片 長：54分鐘
導 演： Brian Fabian

Mollie Milligan

★2009年美國加州傑出成就獎肯定

條碼： 86702910    
索書號： DVD 987.81 1110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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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下來，成為不公體制的共犯？或離開，回到三餐不繼的生活？
他雖擁有無上權力，卻陷入更艱難的道德抉擇
提利被公司解僱後，跌入了中年失業的人生泥淖長達20個月。他
憑著微薄的救濟金來扶養身障的愛子，並接受政府的培訓課程好
重返職場。然而，漫長的受訓及面試考驗、旁人的羞辱與否定，
卻正一點一滴殘蝕著他的自尊…。
好不容易，提利覓得一份賣場擔任警衛的差事，專門負責監視顧
客與員工，揪出行竊的小賊、貪小便宜的同事。他雖擁有無上的
權力，但這群同樣落魄的底層身影，卻讓他陷入更艱難的道德抉
擇。

疾病分類：神經系統與感覺器官的疾病-腦性麻痺

衡量一個人
The Measure of a Man

片 長：91分鐘
導 演：史蒂芬布塞

★榮獲坎城影展人道精神特別獎
★布魯塞爾歐洲影展觀眾票選最
佳影片

條碼：86704284
索書號：DVD 987.83 2612b 105

資料來源：奇摩電影 https://tw.movies.yahoo.com/movieinfo_main.html/id=6035



蘇珊娜卡哈蘭（克蘿伊摩蕾茲飾）是《紐約郵報》逐漸嶄
露頭角的新生代記者，但好景不常，不知從何時開始，她患
上了一種神秘疾病，會不定時發作且聽到不存在的聲音。幾
個禮拜過去，蘇珊娜很快就陷入了瘋狂，她從無端的暴力行
為演變為僵直症。在一連串的病情爆發、誤診與長期住院後，
彷彿上天向她伸出了援手一般，在生死交關的最後時刻，一
位醫生終於做出正確的診斷，也帶給了蘇珊娜回歸正常生命
的希望。

疾病分類：神經系統與感覺器官的疾病-腦炎

我發瘋的那段
日子
Brain on Fire

片 長：89分鐘
導 演：Gerard Barrett

條碼：86704422    
索書號：DVD 987.83 2102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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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往、結婚、生子、攜手到老，是尚志與麻衣共同許下
的未來生活願景，從交往的第一天起，他們便開始想像，
每天早晨第一眼就看到對方，每天晚上擁抱著入睡，那
樣美好而單純的幸福。只是，在結婚前三個月，幸福的
奏章嘎然而止，麻衣被診斷出罹患罕見腦炎，久久昏迷
不醒，尚志陷入低潮，卻仍然堅持著每天到醫院照顧麻
衣，最終，麻衣奇蹟似地甦醒，卻早已忘記尚志的姓名，
面對一個又一個上天開的惡意玩笑，他們該如何面對？
他們還能回到原本的幸福嗎？

疾病分類：神經系統與感覺器官的疾病-腦炎

跨越8年的新娘
8-nengoshi no hanayome

片 長：71分鐘
導 演：瀨瀨敬久

★入圍《41屆日本電影學院獎》最佳男主角、
女主角、女配角、配樂

條碼：86704507    
索書號： DVD 987.83 6482c  107 

資料來源：奇摩電影 https://movies.yahoo.com.tw/movieinfo_main.html/id=7924?guccounter=1



疾病分類：神經系統與感覺器官的疾病-運動神經元疾病

愛的萬物論
Theory of Everything

片 長：123分鐘
導 演：James Marsh

條碼：86704060
索書號：DVD 987.83 2242i  104

1963史蒂芬在著名英國劍橋大學主修宇宙學，他在學術研究上意
氣風發，同時也因為和同是劍橋學生、主修文科的潔恩懷爾德陷入
愛河。不過，這個健康活躍的大男孩在21歲的時候遭遇晴天霹靂，
不幸被診斷出罹患運動神經元疾病，將失去肢體活動的能力，而且
只剩兩年壽命。
潔恩對史蒂芬有著堅定不移的愛、支持和決心，兩人終成連理。有
了妻子在身旁陪他奮鬥不懈。潔恩鼓勵史蒂芬完成博士學業，包括
他一開始想出來的宇宙誕生理論。他們組成了家庭，史蒂芬也順利
成為備受推崇的博士，並開啟了生平最雄心壯志的研究主題：時間。
雖然身體每況愈下，但他的心智卻能持續突破物理學的界線。他和
潔恩克服了不可能的難關，跌破了醫學和科學界的眼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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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分類：神經系統與感覺器官的疾病-睡眠疾患-睡眠性交症

條碼： 86703931
索書號：DVD 410 4628  pt.6,103

本片追蹤記錄了4個不同的案例，他們都因罹患一種難以啟齒
的疾病「睡眠性交症」而使生活受到影響，他們無法控制這
種睡眠障礙。喬治睡著時會強迫伴侶與他發生性行為，這使
得他們的關係破裂。卡莉是典型的美國中部女孩，她是強迫
性自慰患者，幾乎沒碰過她的丈夫。班的睡眠性交症害得他
被告上法院，因為他不願意就範的伴侶試圖控告他強暴。對
尼克來說，睡眠性交症像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但他剛剛開
始了解到它的潛在後果。

驚異生命之旅-
睡眠性交症
Amazing Lives- Sleep Sex

片 長：5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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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分類：神經系統與感覺器官的疾病-遺傳性及特發性神經病變

生命鬥士貝娜黛
Bernadette

片 長：72分鐘
導 演： Josh Taub

條碼： 86703945
索書號： DVD 416.64 2874  103

約翰年輕時發現自己罹患遺傳疾病CMT(又稱恰克馬利杜斯氏症)(進行性
神經性腓骨萎縮症)，當時的醫療不夠先進,，只知道這種遺傳疾病好發
於男性，不幸的是，他的女兒貝娜黛卻是家族中唯一遺傳CMT的女性，
她的下半身肢體變形、麻痺，影響走路，四肢的肌肉逐漸萎縮，從小經
歷了大大小小的手術，身體裡佈滿了金屬儀器，為了支撐她的器官，並
讓她可以繼續生活下去，一般CMT患者害怕去面對自己的疾病，她們只
選擇隱瞞或是躲藏起來，害怕世人異樣的眼光，因為大多數的人根本就
不知道CMT是什麼，這只會讓他們更顯得自卑，而貝娜黛一點都不在意
別人的眼光，她覺得她的人生掌握在自己手裡，她大膽說出自己對抗疾
病的心路歷程，讓大家知道這個疾病的存在，並且正視它，藉此協助
CMT病友，走出疾病的傷痛，勇於面對自我。

資料來源：誠品網路書店http://www.eslite.com/



你曾想過，到底如何決定生命的去與留嗎? 
看到太多患者受無效醫療所苦的吳育政醫師，他到處演講、寫作推廣「安心
走完人生的最後一哩路」。最近吳醫師接觸到24歲的進育，正值青春的他，
卻因車禍導致脖子以下全部癱瘓，已經躺在病床上快7年了。意識清楚且能說
話的他，被困在一個無知無覺的身軀中。而投緣的兩人變成了經常聊天的朋
友，看著進育年紀輕輕卻沒有活下去的動力，吳醫生開始對於生命有了更深
一層的體悟…… 
與母親相依為命的維維，剛從軍中退伍要展開新的人生。不料母親中風急救
後狀況不樂觀，兩人過去就曾商量過將來生病送醫時，不要進行無效的醫療。
但是母親送醫後，維維才發現關於母親與自己的秘密，讓他開始在放手與不
捨的之間，陷入天人交戰。台灣目前有近4000名仰賴呼吸器的病患，平均臥
床2年。他們大部分沒有意識，與外界溝通的唯一管道是心電器上的波形圖。
看似獨立的故事卻各自有關聯，每個人都有自己要面對的人生，留下或離開
都在一念之間。

疾病分類：神經系統與感覺器官的疾病-癱瘓

一念
A Decision

片 長：72分鐘
導 演：陳志漢

條碼： 86704568     
索書號： DVD 987.83 8264  107

資料來源：奇摩電影 https://movies.yahoo.com.tw/movieinfo_main.html/id=9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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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分類：神經系統與感覺器官的疾病-癱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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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肯瑞恩是紐約市一位傑出的犯罪現場鑑定警察，不幸於一
次命案現場遭遇不測，成為全身癱瘓的殘廢人士。林肯癱瘓
之後，生不如死，把自己與世隔離，一天紐約市發生一件命
案，一對有錢的夫妻上了計程車後，再也沒有出現過，之後，
警方只發現丈夫被埋在地下，而妻子不見蹤影，兇手在犯罪
現場並留下大量的線索，似乎在刻意挑釁警方的辦案能力，
之後，並一再不停地殺害無辜的人，紐約警察為破解案情，
於是找上林肯這位高手，林肯卻指定一位菜鳥的女巡警－艾
米莉亞加入辦案的行列，艾米莉亞在林肯一步步的指導下，
從完全不懂犯罪現場鑑定，到最後得以救出活著的被害者。

疾病分類：神經系統與感覺器官的疾病-癱瘓

人骨拼圖
The bone collector  

片 長：118分鐘
導 演：菲利普諾斯 Phillip Noyce

條碼： 86703414   
索書號： DVD 987.83 8756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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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克人生不斷追求速度，他的夢想從演戲、唱歌到賽車運動，
直到一個悲慘的摩托車事故使他癱瘓，瀕臨自殺邊緣。他遇
見史考特，協助他復健的神經外科醫生，也是個業餘賽車愛
好者，兩人決定冒險進入設計賽車的領域，設計一台專門給
殘癱車手駕駛的賽車。從輪椅回到賽車場, 這台賽車恢復的
不只是他損壞的身體還有受創的心靈。

疾病分類：神經系統與感覺器官的疾病-癱瘓

再給我一次機會

片 長：55分鐘
導 演：Brian Malone

條碼：86704262    
索書號： DVD 987.83 1221c  105

資料來源：myVideo
http://www.myvideo.net.tw/TWM_Video/Portal/servlet_movie_intro1.jsp?content
ID=168070&seriesType=0&from=recommend_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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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癱瘓/智能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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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財萬貫的富翁菲利浦(布萊恩克萊斯頓飾)因遭遇意外事故，
導致四肢癱瘓多年，必須僱請看護來照料生活起居，而有
犯罪前科的戴爾(凱文哈特飾)則為了重回生活常軌，必須要
找到一份正當的工作。戴爾在因緣際會之下成為菲利浦的
看護，不按牌理出牌的他為菲利浦絕望無趣的人生，帶來
許多前所未有的驚喜與期待，而個性南轅北轍、際遇天差
地遠的兩人，更在朝夕相處下，發展出一段暖心動人的忘
年之交，改變彼此的人生。

疾病分類：神經系統與感覺器官的疾病-癱瘓

活個精彩
The Upside

片 長：126分鐘
導 演：Neil Burger

條碼：86704558    
索書號： DVD 987.83 3292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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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分類：神經系統與感覺器官的疾病-癱瘓

致勝妙傳
Winning Pass

片 長：108分鐘
導 演：中橋真紀人

條碼： 86704199
索書號： DVD 987.83 1742 103

健太，英俊又善於打籃球的高中生，叛逆、不服教練指導、
不顧團隊合作、總想獨自得分，但是校園中卻有眾多女同學
瘋狂的喜歡他。
一次嚴重的車禍導致他下半身癱瘓，只能倚靠輪椅行動。然
而生命也從此改變了，家人、同學、女朋友、同房病友無盡
的愛與鼓勵帶給他重生的勇氣和力量。他練就輪椅籃球的技
術，在重要的比賽中出場，這次他學會了團隊合作，懂得傳
球給隊友製造得分機會…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廣青文教基金會
http://www.kuang-ching.org/modules/tad_player/play.php?psn=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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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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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分類：神經系統與感覺器官的疾病-癱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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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嚴重的車禍奪去了蓋爾的雙腿，也帶走了屬於他的瑰麗
人生，用盡各種自殺方式就此了結生命的蓋爾，命運之神卻
不同意如此輕易結束他的苦難…英格麗是蓋爾的老婆，決定
在這一切痛苦的鳥事中幫助蓋爾走出陰霾；她積極邀請地方
上的治癒互助團體來到家中，與蓋爾接觸，然而消極到谷底
的蓋爾一心反骨到底，總是放在腿上那把槍終於發揮了效用；
一場命定生死的俄羅斯輪盤派對，逼迫團體中的每個人直視
自己的苦痛，而一段追尋失落生命的旅程就此向前滑行...

疾病分類：神經系統與感覺器官的疾病-癱瘓

逆向思考的藝術
The art of negative thinking 

片 長：75分鐘
導 演：巴德布萊恩 Bard Breien

★威國家影展提名最佳男主角、最佳
影片

★捷克卡羅維法利國際電影節競賽片、
最佳導演

條碼： 86702930    
索書號： DVD 987.83 3264b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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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分類：神經系統與感覺器官的疾病-癱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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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勒蒙(哈維巴登飾演)遭逢海難而導致臥病在床近30年，他臥
室旁的窗子是他與外界接觸的唯一途徑，藉此而時常回憶往
事。每每望著窗外凝望著『他』所鍾愛的海洋，他就有無限
的感慨，但回到殘酷的現實，他心中充滿無限的失落和徬徨，
當他遇到二位女子，女律師胡莉亞(貝寧達演)及鄰居潔娜(克
萊拉亞庫拉飾演)， 讓他重新思考未來人生方向，勒蒙認為
真正愛他的人，會幫助他完成他所期望以久的人生旅程。

疾病分類：神經系統與感覺器官的疾病-癱瘓

點燃生命之海
The sea inside   

片 長：125分鐘
導 演：亞歷山卓曼納巴

Alejandro Amenabar

★2004年威尼斯影展評審團銀獅獎
★最佳男主角、金球獎最佳外語片

條碼： 86700295    
索書號： DVD 987.83 692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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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麗原本擁有幸福的家庭，但在小兒子羅比罹患癲癇症之後，
生活即改觀。在負擔龐大的住院開支之後，羅比的病況仍不
見起色，洛麗懷疑院方醫師未盡全力治療羅比，因此自行查
閱資料，發現尚未受核准，但已有多年臨床證明的生酮食療
法，於是竭力設法讓羅比前往位於巴爾的摩的約翰霍普金斯
醫院接受治療。結果在極力設法與院方醫師對抗之後，洛麗
在彼特醫生與護士梅莉莎的陪同下，終於順利地帶羅比抵達
霍普金斯醫院接受生酮食療法的治療…

疾病分類：神經系統與感覺器官的疾病-癲癇

不要傷害我小孩
First do no harm  

片 長：94分鐘
導 演： Jim Abrahams

條碼： 86700013   
索書號： DVD 987.83 1123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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