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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的孩子」醫學人文電影欣賞座談會 
延伸閱讀書單 

 
【圖 書 類】 

 

Thinking in pictures：and other reports from my life with autism
Temple Grandin ; with a foreword by Oliver Sacks New York：Vintage 
Books，1996 ［索書號：RC553.A88 G74 2006］ ※館藏地：總圖書館   

※本書為影片原著，另有電子書版，請連線至臺大圖書館館藏目錄查詢使用。 

The way I see it：a personal look at autism & Asperger's  Temple 
Grandin Arlington, Tex.：Future Horizons，2011 ［索書號：RC553.A88 
G743 2011］ ※館藏地：總圖書館 

會說話的虎尾蘭：台灣第一個取得碩士學位的肯納自閉症者 蔡松益著 臺北

市：商周出版，2011 ［索書號：415.988 4448］ 

留下來的孩子 凱瑟琳.厄斯金著；鄒嘉容譯 臺北市：天下遠見，2011 ［索書號：874.59 

7148］ 

家規 非迪.皮考特(Jodi Picoult)著；郭寶蓮譯 臺北市：臺灣商務印書館，2011 ［索書號：

874.57 4042-3H1 0734］ 

與亞斯伯格症快樂共處：克服 AS 成年挑戰的心靈地圖＋實用策略 麥克.約翰.

卡利(Michael John Carley)著；嚴麗娟譯 臺北市：智園出版，2010 ［索書號：採購中］

一閃一閃亮晶晶 林正盛等著 臺北市：有鹿文化出版，2010 ［索書號 415.98807 107］ 

解開人際關係之謎：啟動自閉症、亞斯伯格症社交與情緒成長的革命性療法 
史提芬.葛斯丁(Steven E. Gutstein)著；歐陽佩婷,何修瑜譯 臺北市：智園出版，2010 

［索書號：415.988 4441］ 

馬背上的男孩 魯伯特.艾薩克森(Rupert Isaacson)著；錢基蓮譯 臺北市：天下遠見，2010

［索書號：415.988 4444］ 

只為聽見你－我的淚水與孤獨：一個家庭戰勝自閉症的感人故事 凱瑟琳.莫里絲

(Catherine Maurice)著；何思杰譯 臺北市：智園，2010 ［索書號：415.988 4462］ 

做.看.聽.說：自閉症兒童社會與溝通技能介入手冊 Kathleen Ann Quill 著；楊宗仁,

楊麗娟譯 臺北市：心理，2010 ［索書號：415.988 4410-1］ 

小王子學會了笑：威爾斯小王子與他的牛仔公主 莫妮卡.荷洛威(Monica Holloway)

著；葉淑燕譯 臺北市：三采文化，2010 ［索書號：415.988 4435］ 

山姆告訴我的事 丹尼爾.戈特里布(Daniel Gottlieb)著；陳岳辰譯 臺北市：商周出版，2010

［索書號：544.14 5326-1］ 

我的筆衣罐：一個肯納靑年的繪畫課 陳素秋文字；劉俊余圖畫 臺北市：心靈工坊

文化，2009  ［索書號：418.986 7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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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斯伯格症進階完整版：寫給家長、患者和專業人員的完全手冊 東尼.艾伍德

(Tony Attwood)著；劉瓊瑛譯 臺北市：久周，2009 ［索書號 415.988 4422］ 

莫札特與鯨 傑瑞 .紐波特(Jerry Newport),瑪莉 .紐波特(Mary Newport),強尼 .達德(Johnny 

Dodd)著；謝靜雯譯 臺北市：臺灣商務印書館，2009 ［索書號：415.988 2732］ 

看不見的奇蹟：一位母親和她的自閉盲兒用音樂改變生命的真實故事 凱瑟琳.

路易斯(Cathleen Lewis)著；嚴麗娟譯 臺北市：商周出版，2009 ［索書號：415.988 6764］

告別亨利：一個自閉男孩與狗的真愛奇蹟 拿雅拉.嘉德納(Nuala Gardner)著；何佳芬

譯 臺北市：久周出版，2008 ［索書號：415.988 4022］ 

喬，一個孤獨的男孩 麥可.布拉斯蘭德(Michael Blastland)著；余國芳譯 臺北市：大田，

2008 ［索書號：415.988 4054］ 

請聽我說：傾聽自閉少年的內心之歌 東田直樹著；郭玉梅譯 臺北縣新店市：八方

發行，2008 ［索書號：415.988 5064］ 

星期三是藍色的 丹尼爾.譚米特(Daniel Tammet)著；錢莉華譯 臺北市：天下遠見，2008

［索書號：415.9468 0192］ 

學者症候群：身心障礙者之特殊才能 Darold A. Treffert 著；吳永怡譯 臺北市：五南，

2008 ［索書號：415.999 2222］ 

看我的眼睛 約翰.羅比森(John Elder Robison)著；朋萱譯 臺北市；遠流，2008 ［索書號：

415.988 6024］ 

破牆而出：我與自閉症,亞斯伯格症共處的日子 史帝芬.蕭爾(Stephen Shore)作；丁

凡譯 臺北市：心靈工坊文化，2008 ［索書號：415.988 4410］ 

自閉症兒童的治療與教育 黃金源主編 臺北市：心理，2008 ［索書號：529.6 2670］

非關對錯：一段關於愛與自閉症的無聲之旅 保羅.柯林斯(Paul Collins)著；許晉福譯

臺北市：久周出版，2008 ［索書號：415.988 4144 2008］ 

給山姆的信：一個全身癱瘓的心理治療師寫給患自閉症外孫的 32 封信 丹尼爾.

戈特里布(Daniel Gottlieb)著；陳筱宛譯 臺北市：商周出版，2007 ［索書號：544.14 5326］

人際發展活動手冊：少年、青少年與成人版  
史提芬.葛斯丁(Steven E. Gutstein),瑞雪兒.雪利(Rachelle K. Sheely)著；黃嫈珺譯 臺北

市：久周出版，2007 ［索書號 415.9468 4441-2］ 

自閉兒教養寶典：運用「地板時間」療法，幫助自閉兒建立與人相處、溝通及
思考的能力 史丹利.葛林斯班(Stanley I. Greenspan),塞麗娜.薇德(Serena Wieder)合

著；劉瓊瑛譯 臺北市：久周出版，2007 ［索書號：415.9468 4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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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小王子：來自亞斯伯格宇宙的小孩 肯尼斯.霍爾(Kenneth Hall)著；侯書宇,侯書寧

譯 臺北市：久周出版，2007 ［索書號：415.9468 1010 2007］ 

傾聽動物心語 天寶.葛蘭汀(Temple Grandin),凱瑟琳.強生(Catherine Johnson)合著；劉泗翰

譯 臺北縣新店市：木馬文化出版，2006 ［索書號：383.7 4443］ 

肯納園，一個愛與夢想的故事 財團法人肯納自閉症基金會,瞿欣作 臺北市：心靈工坊

文化出版，2006 ［索書號：415.9468 6677］ 

深夜小狗神祕習題 馬克.海登(Mark Haddon)著；林靜華譯 臺北市：大塊文化出版，2005

［索書號：873.59 3812C 4454］ ※館藏地：總圖書館 

兒童人際發展活動手冊：以遊戲帶動亞斯伯格症、自閉症、PDD 及 NLD 孩童
的社交與情緒成長 史提芬.葛斯丁(Steven E. Gutstein),瑞雪兒.雪利(Rachelle K. 

Sheely)著；林嘉倫譯 臺北市：久周出版，2005 ［索書號 415.9468 4441 2007 印刷］

亞斯伯格症：寫給父母及專業人士的實用指南 東尼.艾伍德(Tony Attwood)著；何善

欣譯 臺北市：久周出版，2005 ［索書號 415.9468 4422  2007 印刷］ 

彩影與蝙蝠：走入自閉兒安瑟的世界 安瑟.布朗(Axel Brauns)著；恆莉特.霍赫胡特

(Henriette Hochhuth)節文；陳雅竹譯 臺北市：宇宙光全人關懷，2004 ［索書號：415.9468 

3011］ 

生命如何轉彎：自閉兒陳暘與家人的奮鬥故事 陳炎輝,張麗玲著 臺北縣新店市：

正中，2004 ［索書號：415.9468 7566 7599 2004］ 

上帝的寶石：天才自閉兒 宋芳綺,謝璦竹合著 臺北市：天下遠見，2002 ［索書號：

415.9468 3042］ 

海豚的禮物：每天一個小奇蹟 喬絲坦.庫內特(Kirsten Kuhnert)著；丁娜譯 臺北縣新店

市：高談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2001 ［索書號：415.9468 0012］ 

星星的孩子：一個畜牧科學博士的自閉症告白 天寶.葛蘭汀(Temple Grandin)等著；

應小端譯 臺北市：天下遠見，1999 ［索書號：415.9468 4443］ 

自閉症兒與教育治療 曹純瓊著 臺北市：心理，1994 ［索書號：529.6 5521］ 

※圖書以醫圖館藏為主，歡迎親自本館參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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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 聽 類】 
 

星星的孩子  
克里斯多夫蒙恬(Christopher Monger)，威廉梅利特詹森(William Merritt Johnson)編劇；米

克傑克森(Mick Jackson)導演；史考特費格森(Scott Ferguson)製片 臺北市：得利影視總

代理，[2011?] ［索書號：(VV)987.83 4492-2］ 

一閃一閃亮晶晶  
林正盛企劃編劇.導演；許思賢，胡天盛製片 臺北縣汐止市:雨龍三景影視製作公司

發行，[2010?] ［索書號：(VV) 415.988 4415 disc1-2］ 

雪季過客  
Angela Pell 編劇；Marc Evans 導演；Gina Carter，Jessica Daniel，Andrew Eaton，Niv 
Fichman 製片 臺北市：逸琦國際，[2007?] ［索書號： (VV) 987.83 2710-2 ］ 

摯愛  
Michael Lessac 編劇,導演；Dale Pollock，Lianne Halfon，Wolgang Glattes 製片 臺

北市：誠宇影業，[2006?] ［索書號：(VV) 987.83 4444-8］ 

認識心理疾病系列. [3]. ，自閉症  
Terra Nova Television Inc.製作 臺北縣汐止市:協和國際多媒體，[2006?]  ［索書

號：(VV) 415.95 0703 [disc3] ］ 

馬拉松小子  
Yun Jin-ho，Song Ye-jin，Jeong Yun-cheol 編劇；鄭胤澈(Chung Yoon-chul)導演 臺

北市：台朔影視公司，[2006?] ［索書號：(VV) 987.83 7154］ 

大社會：罕見的疾病.2  
台灣電視製作 臺北市：台視文化，[2005?] ［索書號：(VV) 415.18 4038 disc 2］

雨人  
巴瑞李文森(Barry Levinson)導演; 馬克強森(Mark Johnson)製片; 羅納德貝絲(Ronald 
Bass), 巴瑞毛羅(Barry Morrow)編劇 臺北市：米高梅影片公司，1998 ［索書號：

(VV) 987.83 4004-1］ 

※視聽資料請親至醫圖四樓多媒體學習中心觀賞。 

 

 

【網路資源】 
 

 中華民國自閉症基金會   www.fact.org.tw 

 中華民國自閉症總會    www.autism.org.tw 

 星星兒社會福利基金會   www.starlet.org.tw 

 

 

歡迎親至醫圖參閱或利用校內圖書代借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