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眼睛和附屬器官的疾病  
失明及低視力 0.0 : 從黑暗的視界, 奔向榮光! 

人生別氣餒  (青光眼) 

我是妳的眼 

盲 

阿輝的女兒 

重綻光芒 

逆光教師 

閃亮人生 

第四張畫 

處男上天堂 

推拿 

琴鍵上的奇蹟 

黑暗騎士協奏曲 

解夏 : 讓愛看得見 

蓋姆的獨奏曲 

請看著我 

聽我,看我,告訴我  

聽風者之歌 



花蓮縣立體育館正在進行激烈的田徑比賽，參賽者有別於大部分運
動員，他們多為視障或聽障人士。在這場激烈的競爭中勝出者，將
可代表台灣，參加四年一度、即將來臨的2008殘障奧運會。 站在
起跑點前的張文彥，從小因為先天視網膜病變導致弱視，病情不斷
惡化下在19歲那年視力變為0.0。他度過了一段極其恐懼、徬徨漫
長的黑暗時光，然而靠著親友及信仰的支援，改變了消極、負面的
念頭，展開了一段在黑暗中奔向夢想、奔向榮光的旅程。他是台灣
第一位參加馬拉松競賽的盲人，是國內田徑比賽中的佼佼者，曾代
表台灣遠赴美國、新加坡、韓國、泰國等地比賽，並屢獲佳績。 本
片紀錄主角張文彥為爭取殘障奧運會代表參賽權，在備戰期間的心
路歷程，藉此帶領觀眾進入他黑暗卻又充滿光亮的視界。 

疾病分類：眼睛和附屬器官的疾病-失明及低視力 

0.0 : 從黑暗的視
界, 奔向榮光! 
Running 
 
 
片  長：26分鐘 
導  演：李翠雲、鄧素涵、曾琳詒 

條碼：86703400     
索書號： DVD 987.81 9334 pt.3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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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於宇都宫的一戶人家，居住着一位歷經明治、大正、昭和
以及平成四個时代的—柴田豐婆婆（八千草薰）。豐婆婆的
丈夫過世後一人獨居，雖然感到寂寞但仍每天細心打掃充滿
回憶的老宅。不久，豐婆婆因接受青光眼手術，於是整個人
也顯得鬱鬱寡歡；豐婆婆的兒子健一（武田鐵矢）偶然從報
紙上看到一則詩歌徵稿啟事，他頓時有了靈感，希望豐婆婆
可以藉由寫詩忘掉煩惱。在健一的鼓勵和指導下，豐婆婆提
起了筆，90幾歲的她，把人生歷經的點點滴滴被化作文字，
譜成溫暖動人詩篇…。 

疾病分類：眼睛和附屬器官的疾病-失明及低視力-青光眼 

人生別氣餒 
Don't lose heart   
くじけないで  
 
 
片  長：129分鐘 
導  演：深川榮洋  

條碼：86704086     
索書號： DVD 987.83 8268  103 

資料來源：采昌  http://www.ccii.com.tw/chhtml/product.asp?pbid=D05&outpid=1951 



成績吊車尾的維多偷偷暗戀品學兼優的瑪莉，就算被
死黨抓包也打死不認帳，直到瑪莉開始幫他複習功課，
才漸漸拉近兩人的距離，兩小無猜的感情越來越好，
維多卻也發現瑪莉有一個不能說的秘密...。原來瑪莉
視力逐漸衰退，深怕被送進盲人學校而破壞自己的提
琴夢，她決定瞞著所有人，假裝自己還看得見...。 

疾病分類：眼睛和附屬器官的疾病-失明及低視力 

我是妳的眼 
Heartstrings 
 
片  長：89分鐘 
導  演：布日納 
  

條碼：86704393     
索書號： DVD 987.83 2642c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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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拜國際影展觀眾票選獎 



近日失明的英格麗足不出戶，儘管失去了視力，她的
心與想像力仍舊清晰而活躍。但恐懼卻讓她在自己的
內心世界，書寫出另一個人生劇本。《愛重奏》、
《八月三十一日，我在奧斯陸》金獎編劇艾斯基佛格
初執導演筒，將文字的細膩轉換於影像，捕捉女主角
內心的脆弱與偏執，透過獨特的敘事結構與影像魅力，
交出一鳴驚人的處女作。 

疾病分類：眼睛及其附屬器官的疾病-失明及低視力 

盲  
Blind 
 
片  長：96分鐘 
導  演：艾斯基佛格 
 

條碼：86704124     
索書號：DVD 987.83 0060 

資料來源：奇摩電影https://tw.movies.yahoo.com/movieinfo_main.html/id=5313 

★ 2014柏林影展世界電影大觀單元  
   最佳歐洲電影 
★ 2014挪威奧斯卡 七項大獎入圍 
★ 2014日舞影展 最佳劇本 
★ 2014台北電影節 未來之光單元 
★ 2014伊斯坦堡國際影展 最佳影片 
★ 2014哥本哈根國際影展 最佳影片 



小琪的媽媽在面對丈夫背叛以及公司財務的雙重打擊下，決
定到大陸尋求契機，臨別前把她的女兒小琪，交付給這個世
界上她唯一還相信的人－弟弟「阿輝」，阿輝是個盲人，勇
敢地接受委託，開始對小琪的照顧，但小琪也得適應跟盲人
生活的種種不便，所以兩人其實是互相照顧，平時熱愛運動
且樂觀開朗的阿輝，用自己的方法照顧小琪，經常做出讓小
琪大吃驚的舉動！在阿輝全心的照顧下，小琪終於漸漸克服
了被父母遺棄的恐懼，而早熟善良的小琪，也學會了照顧舅
舅，並在無意間得知一個秘密，原來阿輝舅舅也有一個女兒，
但是因為眼盲而被拒無法見面...小琪是否能幫舅舅完成這個
多年未了的心願？ 

疾病分類：眼睛及其附屬器官的疾病-失明及低視力 

阿輝的女兒 
My blind uncle   
 
片  長：144分鐘 
導  演：辛建宗 
 
 

條碼：86703194-86703195     
索書號：DVD 987.83 7924  v.1-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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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名年輕又對馬術有天份的女孩-貝莉，在一次騎馬的意外
中，喪失了她的視力，而感到無比的絕望和沮喪。不過女孩
的父母，為她尋求各種方式來幫助她適應創傷後的生活。但
是她還是無法和任何人和任何東西接觸。直到一位訓練導盲
犬的教練-查理（畢雷諾斯 飾），他介紹了一隻迷你馬來陪
伴貝利，也代替她的眼睛看世界。將這部富有啟發性的電影
獻給所有的家庭。 

疾病分類：眼睛和附屬器官的疾病-失明及低視力 

重綻光芒 
Apple of My Eye  
 
片  長：84分鐘 
導  演：Castille Landon 
  

條碼：86704360     
索書號：DVD 987.83 2294c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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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斯柏是一名波蘭高中的歷史老師，帶領著一群離經叛道的
高三學生展翅高飛的故事。就在這群高中生即將參加畢業考
之前，卡斯柏發現自己因為罕見的遺傳缺陷，即將面臨永遠
失明。 為了幫助他的學生們順利通過期末考試，他決定向身
邊所有人隱瞞他的視力問題，包括他的學生、校長，甚至是
論及婚嫁的女友。然而除了他自身的問題，他的學生們各自
有各自的煩惱，他該如何卸下他們的心防，幫助他們順利畢
業，迎向嶄新的光明人生呢？ 

疾病分類：眼睛和附屬器官的疾病-失明及低視力 

逆光教師 
Carte Blanche 
 
片  長：106分鐘 
導  演： Jacek Lusinski 
 
  

條碼：86704331    
索書號： DVD 987.83 3942b  105 

資料來源：開眼電影網 http://app2.atmovies.com.tw/film/fcpo44329800/ 
 

★ 2015上海國際電影節評審團大獎 



每一張畫的背後都隱藏著一段不為人知的祕密，十歲的小翔
獨自一人面對父親的死去，三餐無以為繼的他，遇見了一位
面惡心善的老校工，帶著他四處撿舊貨。就在小翔以為找到
新的歸宿時，陌生的母親出現了，把他帶到新的家庭和性格
陰沈的繼父同住，但小時候跟著母親離開的親哥哥卻不知去
向...孤獨的小翔在校外遇見一位滿口天馬行空的胖哥哥，用
獨特的方式教他認識世界，這些陸續出現的朋友們建構出小
翔生命的輪廓，在他的畫筆下成為一張張肖像，第四張畫，
小翔是否能畫出自己的模樣？ 

疾病分類：眼睛及其附屬器官的疾病-失明及低視力 

第四張畫 
The fourth portrait    
 
片  長：103分鐘 
導  演：鍾孟宏 
 
★獲得金馬獎最佳導演、最佳女配角 
★年度台灣傑出電影 
★費比西國際影評人獎 

條碼：86703187     
索書號：DVD 987.83 8615  100 

資料來源：成大圖書館館藏目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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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和附屬器官的疾病-失明及低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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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分類：眼睛及附屬器官之疾病-失明及低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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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見，卻也逃不開。失明的小馬與人群若即若離，但世界
沒有放過他，小小按摩中心裡盲人群聚，看不見的眼皮下一
個人一個故事，而誰正在意著誰，以慾望相招引，半空裡透
明的人際關係因身體相觸時的乍合旋離而現了形，在暗裡明
戀，盲人摸愛，青春期對性的摸索、尋覓女孩神祕氣味如尋
找燭燄，少了光，他們愛得更豪放，沒有拘束，也就更徬徨。 

疾病分類：眼睛及其附屬器官的疾病-失明及低視力 

推拿  
Blind massage 
  
片  長：115分鐘 
導  演：婁燁 
 
 

條碼：86704246    
索書號：DVD 987.83 5080  104 

資料來源：奇摩電影https://tw.movies.yahoo.com/movieinfo_main.html/id=5610 

★改編拍攝自第八屆茅盾文學獎畢飛宇原著 
   同名小說 
★第51屆金馬獎最佳影片、最佳新人,、最佳 
   改編劇本、最佳攝影、最佳剪輯,、最佳音 
   效獎 



天生眼盲的柳藝恩，五歲時登上韓國知名選秀節目而爆紅，
成為家喻戶曉的天才童星，並受封「盲眼莫札特」。突如其
來的名聲與人氣，不僅讓她有機會與Super Junior、東方神
起同台演出，就連美國童星小康妮都慕名前來合作。藝恩原
本以為，她即將步上通往鋼琴家的康莊大道，卻意外在音樂
競賽中敬陪末座，藝恩從此對自己灰心喪志。為重振她的信
心與實力，爸媽不僅聘請老師專門指導，更將她的演奏影片，
寄送給各大學教授與音樂家，企盼能獲一線生機。 

疾病分類：眼睛和附屬器官的疾病-失明及低視力 

琴鍵上的奇蹟 
Miracles on the Piano 
 
片  長：81分鐘 
導  演：任成國 
  

條碼：86704368     
索書號：DVD 416.783 1822  106 

資料來源：開眼電影網 http://app2.atmovies.com.tw/film/fmkr63812977/ 



疾病分類：眼睛及其附屬器官的疾病-視覺障礙 

黑暗騎士協奏曲 
 A concert of knights in the 
darkness 
 
片  長：55分鐘 
導  演：方淑慧 
 

條碼： 86703912     
索書號： DVD 416.77 6674 101 

台灣第一部探討視障運動的電影。這是一群勇敢追夢
的視障朋友，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但是共同的目
標就是不畏自身殘缺而勇敢向前，用眼睛之外的其他
感官，充分體現這塊土地的美好。並且希望用這個行
動與精神鼓勵許多受到挫折、躲在角落的朋友，一起
站出來，感受生命的活力與創造存在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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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隆之(大澤隆夫飾)是一位小學教師，和陽子(石田百合
子飾)是一對即將結婚的戀人。有一天，隆之獲知自己
身患怪病即將失明，他試著對陽子隱瞞病情，送她安
心出國；他也辭去了小學的教職，回到姐姐與媽媽同
住的家鄉長崎，想趁著完全失明之前，好好的記憶下
家鄉的景色。而原本對隆之病症不知情的陽子，最終
獲知真相，決心回到長崎照顧隆之… 

疾病分類：眼睛及其附屬器官的疾病-失明及低視力 

解夏 :  
讓愛看得見 
 
 
 
片  長：115分鐘 
導  演：磯村一路  

條碼：86702936     
索書號：DVD 987.83 2710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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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蓋姆雖然看不見，卻擁有非常好的音樂天賦。13歲的
他正嘗試離開熟悉的故鄉和親愛的家人，獨自前往另
外一個城市奧克蘭，在那裏的寄宿學校他開始學習獨
立，包括日常生活與學校生活…展開在眼前的是全新
的挑戰。  

疾病分類：眼睛和附屬器官的疾病-失明及低視力 

蓋姆的獨奏曲 
Cam Goes Solo 
 
片  長：27分鐘 
出  品：Attitude Pictures Ltd 
  

條碼：86704366     
索書號：DVD 416.783 4424  106 

資料來源：2016年圓缺影展 https://is.gd/ahvxH9  



和歌山市的小商店街裡一間名叫HATANO的美容院，波多
野直人是喜歡咖啡和黑膠唱片的店長理髮師，妻子則是在美
容院二樓開設教室的書法老師。40歲這年，直人失去了他心
愛的妻子，曾和他妻子學書法的學生瀨戶早希，失聯多年後
在此時與直人意外重逢。失去視力的早希，與無法走出喪妻
之痛的直人，兩顆受傷的心靈在絕望中尋求擁抱，將彼此眼
中的世界，訴說給對方聽，隱藏多年的心中陰影，只有彼此
能為對方剪斷。再次相遇到相互依賴的曖昧情愫，這段面對
重重困難的感情，在和歌山溫情商店街的陪伴下，將如何為
兩人溫柔治癒？ 

疾病分類：眼睛和附屬器官的疾病-失明及低視力 

請看著我 
ちょき  
 
 
 
片  長：97分鐘 
出  品：金井純一 

條碼：86704478     
索書號：DVD 987.83 0242e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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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分類：眼睛和附屬器官的疾病 -失明及低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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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眼全盲的少年拉比，擁有過人的音樂天賦，在黎巴嫩廣受
樂迷喜愛，即將隨樂團出國表演。然而在申請護照時，拉比
卻意外得知自己的身份證是偽造的！不論怎麼追問家人，或
者遠赴出生地追查，拉比只會得到更曖昧的答案，彷彿新的
真相會把舊的掩埋，每個人說的實話都是謊言。拉比惆悵哼
著中東民謠，每個優美音符就像記起了戰火的撕裂與傷害，
隨風不停呼嘯⋯⋯ 

疾病分類：眼睛和附屬器官的疾病-失明及低視力 

聽風者之歌 
Tramontane 
 
 
 
片  長：106分鐘 
導  演：Vatche Boulghourjian 
  

條碼：86704426    
索書號： DVD 987.83 1743c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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