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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分類：耳及乳突之疾病-聽障 

手語尬詩 
Deaf Jam 
 
 
片  長：53分鐘 
導  演：Judy Lieff 

安妮塔‧波絲基(Aneta Brodski)是一名聽障少女， 在接觸了美國手語
詩後，勇敢地進入手語尬詩的競賽世界。在一個巧妙機緣之下，安妮
塔，這名住在紐約皇后區的以色列移民， 遇上了戴哈妮, 她是巴勒斯
坦裔的聽人，同時也是手語尬詩的選手。她們共同展開一場雙人表演，

詩篇、友誼和尊重，超越了彼此的政治立場，兩人合作創造了一種新
型式的滿貫詩(slam poetry)。美國手語詩是種立體的語言，像舞蹈
一樣真實地存在空間裡，展現了驚人的力道與美學， 透過手勢的不
斷變換，形成了節奏與韻律的驚人視覺效果，猶如透過肢體語言翩然
起舞，述說著她們的心聲。 

條碼：86703777      
索書號：DVD 529.67 2040  101 

資料來源：MSN娛樂 http://ent.msn.com.tw/movie/story.aspx?id=13031 



哈沛是個知名的喜劇演員和主持人，也是忙碌的現代人。他不愛運
動、自詡「沙發上的馬鈴薯」，最愛窩在電視機前狂吃洋芋片，大
啖乳酪蛋糕。長期繁忙的工作，讓他忽略了內心的聲音：「該休息
了！」，終於遭致身體的報復：起初發生聽覺障礙、又因為心肌梗
塞緊急送醫，最後竟切除了膽囊…。這場生命危機終於改變哈沛的
想法，過勞、過重、過累的他，決定放自己半年的假。他只低調地
跟好友們說了句「我出去一下！」，便踏上這趟朝聖之旅，探索真
正的自己。因為才華、努力與運氣而成功的哈沛，過去人生總不停
在追逐。然而在這條追尋真理的道路上，真實世界的七情六慾，卻
一點都沒少。肩負著11公斤背包的他，不僅路上遇到各形各色的人，
艱辛旅程也時刻考驗著他的體力、耐力與意志力…。哈沛真能獨自
完成這趟800公里的徒步之旅嗎？一趟有奇遇、有痛苦、有驚險也
有歡樂的旅程，就此展開…。 

疾病分類：耳及乳突之疾病-聽障 

我出去一下 
Ich bin dann mal weg  
 
片  長：93分鐘 
導  演：尤莉亞馮海茲 
  

條碼：86704358     
索書號：DVD 987.83 2241h  105 

資料來源：奇摩電影 https://tw.movies.yahoo.com/movieinfo_main.html/id=6404 

★ 橫掃德國影壇5億票房總冠軍 
★ 勇奪德國木星獎最佳男主角大獎 



有川浩的小說「雨樹之國」將改編成5年上映的實寫映畫，
他在片中飾演主人公向坂伸行，在網上發現了一個名為“雨
樹之國”的博客，被裡面的文章觸動的他向西內まりや飾演
的博客管理人瞳發送了郵件，得到她的回復後兩人的聯繫變
得頻繁起來，提出見面的伸行被瞳拒絕了，因為她有不能說
的秘密.. 

疾病分類：耳及乳突之疾病-聽障 

雨樹之國 
 
 
片  長：108分鐘 
導  演：三宅喜重 
 
  

條碼：86704339    
索書號： DVD 987.83 1436c  105 

資料來源：豆瓣電影 https://movie.douban.com/subject/26219191/ 



原著圖文書中，以文字與圖畫的方式呈現兩個聽障兒童的故
事。而在電影中，則改以黑白與彩色，突顯兩個時間序。 
彩色的故事：敘述在 1977 年的聽障男孩-班，在母親過世後，
希望能找到素未謀面的父親，因此循著線索來到了紐約。遇
上了街頭搶匪，將錢包偷走，於是只能躲在紐約大都會博物
館中…  
黑白的故事：描述1927 年生活在紐澤西的聽障女孩-蘿絲，
為了見到心愛的女明星而逃家前往紐約。她偷偷潛入百老匯
後台，只為一睹明星風采，不料卻被工作人員驅離，只能流
盪街頭… 兩個不同世代的故事，卻同時在紐約有了奇妙的交
集… 

疾病分類：耳及乳突之疾病-聽障 

奇光下的秘密 
Wonderstruck 
 
 
 
片  長：116分鐘 
導  演：Todd Haynes 
 

條碼：86704461    
索書號： DVD 987.83 4912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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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分類：耳及乳突之疾病-聽障 

普羅旺斯的夏天    
My summer in provence 
 
 
 
片  長：105分鐘 
導  演：蘿絲波舒 
 

居住在巴黎的三兄弟莉雅、安德里和天生失聰的小弟弟泰歐，
今年夏天到了普羅旺斯，住在素未謀面的外公家中，媽媽和
種欖檻樹的外公因多年前失和，所以他們也不奢望這假期會
有多夢幻，尤其是出門前一天爸爸才告訴他們要跟媽媽分居。 

年輕世代和他們眼中的老頑固一開始就格格不入，未料在七
十年代成長的外公保羅也有一段讓他們驚艷的過去，三兄弟
在美麗的阿爾碧山脈中慢慢體會到外公外婆的風光歷史，兩
個世代的矛盾也漸漸化解...... 

條碼：86704137     
索書號：DVD 987.83 8664b 

資料來源：奇摩電影https://tw.movies.yahoo.com/movieinfo_main.html/id=5379 



疾病分類：耳及乳突之疾病-聽障 

葡萄的眼淚     
ぶどうのなみだ   
A drop of grapevine 
 
 
 
片  長：117分鐘 
導  演：三島有紀子 
 

北海道，空知，以盛產葡萄美酒聞名全日本。在這個美景如畫的地方，弟
弟小綠(染谷將太 飾)照顧著父親過世後留下來的小麥田，從東京歸來的哥
哥阿青(大泉洋 飾)，沒能見上父親的最後一面，他與父親之間的心結始終
未能解開。他懷抱著音樂的夢想到東京打拼，卻因為聽力出了問題，當不
成指揮家的他只能回到家鄉，決定要用親手種植的葡萄園，釀製芳醇的葡
萄酒，雖然堅持栽種有著「黑色鑽石」之稱的黑皮諾葡萄(Pinot Noir)，釀
製出來葡萄酒卻不盡理想。某日，開著露營車的愛莉卡(安藤裕子 飾)來到
小鎮，個性爽朗的她很快地就融入了小鎮居民的生活，更為兄弟倆的光棍
生活帶來一煦和風，這位身世謎樣的女子，竟然是葡萄酒成功的關鍵?葡萄
樹越過寒冬、迎接暖春，吸收融解的雪水之後，從樹枝末梢滴落的水珠。
人生在世，難免會流下傷心的淚水；那想必是你即將迎接幸福之前的露珠，
就讓幸福的葡萄酒和溫暖的淚水，滋潤你的心房吧！ 

條碼：86704117     
索書號：DVD 987.83 4426  104 

資料來源：開眼電影網   http://app2.atmovies.com.tw/film/fajp53198994/ 



曾連續三年獲得MVP的韓國頂尖棒球運動員金尚南因捲入醉
酒暴力醜聞，被棒球協會停賽，為了盡快恢復形象，經紀人
安排他去聾啞殘疾人棒球隊忠州誠心學校擔任臨時教練，在
這個只有10名隊員的棒球隊裡，孩子們的實力連普通中學棒
球隊都不及，聽不到聲音的孩子們找不到落球的位置，也無
法正常交流，但是這個棒球隊的目標是出戰全國比賽，尚南
的出現讓孩子和老師們感到離夢想更近了一步，但尚南告訴
他們絕對不可能出戰全國比賽，慢慢地尚南望著連自己打出
的球的聲音都聽不到，但只要戴上手套就幸福地奔跑的孩子
們，內心產生莫名的感動，於是尚南再次闖下了大禍... 

疾病分類：耳與乳突之疾病-聽障 

棒球之愛 
 Glove   
 
片  長：145分鐘 
導  演：姜佑碩 
 
  

條碼：86703347     
索書號：DVD 987.83 4132c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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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天使愛說話》影片中紀錄兩個不同家庭背景的
聽損家庭，在得知孩子是聽損的事實後如何化悲傷為
堅持的力量，努力不懈的教導自己的孩子逐漸邁向有
聲之路途。希望透過真實的影像讓民眾了解聽損家庭
的心路歷程，並喚起他們主動關懷聽損早療議題，未
來給予聽損族群更多的支持。 

疾病分類：耳與乳突之疾病-聽障 

聽天使愛說話 
兩個聽損兒家庭 一部共同不放棄的故事 
Hearing angels speak  
 
 
 
片  長：26分鐘 
導  演：李紫婷 

條碼：86704427     
索書號：DVD 416.865 1122  106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雅文兒童聽語文教基金會  https://www.chfn.org.tw/news/index/1/991  



在理查佩蒙特爾身上發生了所有的慘事，自越南打戰回來的
他，失去了聽力，成了傷殘人士；他最好的朋友是個要靠輪
椅行走的腦性痲痺人士。他努力不懈回到學校，在親朋好友
與老師的鼓勵下，完成學業找回自信。他相信每個人都有著
特別的才能，就像是需要彈奏才能被發現的音符，於是他開
始了為殘胞介紹工作的公益事業，透過傷殘人士組織，理查
為改變行動不便人們的生存條件做著不懈的努力，不僅為自
己，也為其他傷殘同胞的人生開拓出一條充滿希望的道路。 

疾病分類：耳與乳突之疾病-聽障 

聽不見的音符 
Music within   
 
 
 
片  長：94分鐘 
導  演： Steven Sawalich 

條碼：86702912     
索書號：DVD 987.83 1162b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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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的炎炎夏日，天生失聰的導演今村彩子騎著單
車，踏上長達57天3824公里的長征，跨越日本南北端；
對今村彩子而言，這不只是生理上的挑戰，更是關於
「溝通」的巨大考驗。因喪失聽力而無法正常地與人
對話，是她心裡一直以來的陰影與挫折，這次今村彩
子決定正面迎擊！除了透過鏡頭一窺日本的家國風采，
更是今村彩子對於自我的探究之旅。 

疾病分類：耳與乳突之疾病-聽障 

聽不見的練習曲 
Start Line 
 
 
 
片  長：113分鐘 
導  演：今村彩子 

條碼：86704527 
索書號：DVD 416.865 1162  105 

資料來源：天馬行空   http://www.skydigient.com/new_dvd_detail.asp?did=1231&bt=4 



一首歌，可以改變人生。事業不順卻樂觀的作曲家，
與家境富裕但有聽障的女孩一見鍾情，雖然她聽不到
音樂，卻一直鼓勵他創作。當感情面臨重重的障礙，
他們發現傾聽彼此的心最重要。 

疾病分類：耳與乳突之疾病-聽障 

聽見愛 
 Listen to your heart    
 
 
 
片  長：101分鐘 
導  演：馬特湯普森 
            Matt Thompson 

條碼：86703840     
索書號：DVD 987.83 1462b  102 

資料來源：開眼電影
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filmdata&film_id=flen31274296 



疾病分類：耳與乳突之疾病-聽障 

聽障青少年─聽見世界 
Deaf teens : hearing world 
 
片  長：57分鐘 
 
 
  

條碼：86703921   
索書號：DVD 416.865 1759 103 

即使莎拉和艾瑟得以選擇，他們也不會選擇擁有聽力。
他們全聾，並且以他們的聾人文化感到驕傲。他們不但
聽不見，他們也同樣不說話。不過這讓莎拉上大學的第
一天成了一大挑戰：她感到孤立，也擔心她的兩位輔導
員會讓她看起來像有「特殊需求」。克莉絲汀娜正邁入
她在啟聰專門學校的最後一年，在那裡她和她的朋友對
他們的失聰抱持狂妄的態度，動不動就嘲弄不把他們當
一回事的人。這是他們生活在安全的聾啞環境的最後一
年，而他們也開始要鼓起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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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分類：耳及乳突之疾病-聾啞症 

貝禮一家  
La Famille Belierin 
 
片  長：106分鐘 
導  演：艾瑞克拉緹戈 
 

故事敘述經營農場，平日養牛擠奶，週末再去市集擺攤賣起司的貝
禮一家四口，除了女兒寶拉外都是聾啞人士，平時只能靠手語溝通。
原本內向平凡的寶拉過著與人無爭的生活，隱藏在自己的保護傘下。 

但身為唯一能對外溝通的人，在一次因緣際會下，學校老師發現了
她有著令人驚艷的好歌喉，強力建議她前往大城市參加音樂學校徵
選，開拓自己的未來。於是寶拉決定前往巴黎報考音樂學校，然而
保守的爸爸認為全家人應該待在一起，極力反對此事。好不容易發
現人生目標的寶拉也決定展開家庭革命追求自己的夢想...面對夢想
與家庭，寶拉要如何抉擇？ 

條碼： 86704193 
索書號： DVD 987.83 6313b  104 

資料來源：開眼電影http://www.atmovies.com.tw/movie/flfr33547740/ 

★ 2015法國凱薩獎最佳新人獎 
★ 2015盧米埃獎最佳女演員、 最佳新人獎 
★ 2015金馬奇幻影展作為神祕加場影片 



拉拉自小由聾啞雙親撫養長大，由於拉拉是家中唯一能聽能
說的人，八歲時已經是父母與外界的橋樑，處理家中所有的
對外聯繫工作。一次聖誕節家庭聚會中，拉拉遇見了姑姑克
拉麗莎，克拉麗莎美麗熱情，擅長爵士黑管，父親馬丁眼見
妹妹與自己的女兒情誼漸深，心中卻充滿疑慮。馬丁自小與
克拉麗莎不合，但拉拉喜愛她的音樂，感受到當中的熱情，
堅持不放棄音樂。十年後，拉拉已長成亭亭玉立少女，教師
建議拉拉接受專業音樂教育，克拉麗莎也為拉拉在當地音樂
學校註冊，馬丁悵然若失，因為拉拉的這個決定等於放棄馬
丁而選擇了克拉麗莎… 

疾病分類：耳與乳突之疾病-聾啞症 

走出寂靜 
Beyond silence : about life, love 
and the sound of snow  
 
片  長：108分鐘 
導  演：卡洛琳林克 
             Caroline Link 
 
 

條碼：86700065     
索書號：DVD 987.83 42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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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莎拉是一名自幼失聰的女孩，她聰慧、反應快，且脾氣倔強
而易怒。由於對於自己的失聰深覺自卑，使她自我封閉於聾
啞學校，自甘擔任校中的清潔工作，並且拒絕學習讀唇語及
發聲。後來她遇到一位至其校任教的老師，兩人相戀相愛。
在愛中她逐漸體會到光有「愛」的人生，仍是有所缺憾的，
她需要尋找她的「 自我」。在一次與戀人激烈的衝突後，莎
拉面對了自己強烈自尊的外表下深深的自卑感，並開始面對
她的過去，自己也因此跨出了封閉的世界，到城市工作，預
備存錢讀大學。莎拉在找尋了自我後，回到其愛人的身邊，
兩人這次以獨立自主個體相愛，而這愛更完整更健康。 

疾病分類：耳與乳突之疾病-聾啞症 

悲憐上帝的女兒 
 
 
片  長：25分鐘 
導  演：范書銘 
 
  

條碼：86701732     
索書號：DVD 987.83 4430c(1) p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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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分類：耳與乳突之疾病-聾啞症 

虛擬天后 
The Congress 
片  長：120分鐘 
導  演：阿黎佛爾曼(Ari Folman) 
 

條碼：86704058 
索書號：DVD 987.83 2517  104 

女星羅蘋萊曾在好萊塢風光無限，但隨年華老去戲約大減，加
上為了照顧自己得到罕見疾病尤塞氏綜合症的兒子，與對藝術
的個人堅持，讓她屢屢拒絕戲約，終致片廠的抵制。電影公司
決定使用數位技術，將她的影像掃描進電腦裡，保存下來；未
來他們有權使用她的真人捕捉影像，放進任何一部片裡，不再
需要她的真人飾演，而這樣的影像，也永遠保存了她的年歲。 
20年後，在影迷心中青春不朽的羅蘋，為了出席電影公司舉辦
的「未來大會」，一腳踏進了奇幻的虛擬動畫世界，在這個世
界，任何想像都可能發生，每個人都可以扮演著別人。意外遭
到狙擊的她，碰上了反對未來大會的革命軍，當真實與動畫的
界線開始模糊，她必須選擇究竟要留在美好假象的虛擬世界中，
還是回到有兒子在的真實生活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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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又聾又啞、只能用手語和外界溝通的女生，她喜
歡藉著舞蹈，來表達自己內心的感覺，她最大的夢想
就是要成為百老匯最頂尖的舞者，該片描述她如何去
完成她的夢想，發掘她人生的方向整個過程，它同時
也告訴青少年如何自我發現和面對問題，充滿了感人
的勵志精神。 

疾病分類：耳與乳突之疾病-聾啞症 

盧貝松之 
光芒萬丈 
The dancer  
 
片  長：93分鐘 
導  演： Frederic Garson 
 

條碼：86700076     
索書號：DVD 987.83 2643 

資料來源：開眼電影http://app.atmovies.com.tw 



疾病分類：耳及乳突之疾病-聾啞症 

聽我,看我,告訴我   
Marie‘s story 
    
片  長：94分鐘 
導  演：尚皮耶亞莫斯  
              (Améris, Jean-Pierre) 
 
 
 

條碼：86704231 
索書號： DVD 987.83 1222j  104 

天生看不到、聽不見也無法言語的瑪莉，從小舉動如野獸般
粗暴，十四年來父母無能為力，連專收聾啞的修道院都拒她
於門外。善良的瑪格麗特修女獨排眾議收留瑪莉，日復一日
地細心教導瑪莉手語，伴她走出寂靜與黑暗的靈魂牢籠。兩
人間的羈絆日益加深，修女的身體健康卻突然惡化，在剩餘
不多的日子裡，她必須教導瑪莉人生的最後一堂課。 

資料來源：奇摩電影https://tw.movies.yahoo.com/movieinfo_main.html/id=5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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