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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

詳細資訊請上
臉書搜尋─
桃園光影電影館
Taoyuan Arts Cinema

主題電影
免費開放

│

聯絡地址│桃園市中壢區馬祖新村 聯絡 03-458-1598
開館時間│1300-2100│週一休館 洽詢│03-284-1866#623

三月主題

記憶的傷口
轉型正義，是世界許多曾經歷威權統治國家，在轉型
為民主體制過程中，必須經歷的過程，知道真相，也
才知道該原諒該放下什麼。

1947 年的二二八事件至今已屆滿七十週年，1949 年後
更開啟了漫長的白色恐怖時期，當年高壓肅殺造成不
分族群的苦難，卻因為政治的綁架，造成族群的撕裂，
也讓真相不能彰顯。威權留下的遺緒，仍像幽靈般籠
罩著這個國家揮之不去。
因為轉型尚未實踐，因為正義還未彰顯，於是這些曾
經的苦痛被深埋進記憶中的黑暗之處，成為我們去面
對回憶與歷史時，一道道難以正視的傷口。
本月專題以台灣影片為主軸，並試圖引介其他國家的
重要影片相互參照。唯有透過不斷記錄、不斷書寫、
不斷傳誦，記憶才能被留存與見證，我們也才有機會
走進記憶的傷口，在那蒼涼的白色之上，增添上屬於
人性的色彩。

映後座談
03.11（六）19:00《下過雨後的彩虹最美麗》
座談來賓│葉綠綠 導演

03.12（日）14:00《眼淚》
座談來賓│鄭文堂 導演

03.19（日）14:00《蘆葦之歌》
座談來賓│吳秀菁 導演

03.27（一）19:00 四月主題影展 選片指南
座談來賓│陳怡君 策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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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2（四）19:00
天堂小孩 Children in Heaven

正義辯護人 The Attorney

03.04（六）19:00

楊宇碩│ 2013 │韓國│ 128 分│劇情片│輔

1980 年代初期，韓國處於軍事獨裁政權時期，只有高中學

馬躍．比吼│ 1997 │台灣│ 14 分│紀錄片│普

歷、沒錢也沒背景的宋佑碩靠著自身努力考上法官，為了迅

1996 年 7 月 8 日台北縣政府第 n 次拆了三鶯部落，7 月 9 日

速累積財富，改做不動產登記和稅務律師。有一天，宋祐碩

居民第 n 次重建天堂。1997 年 4 月 11 日台北縣政府第 n 次

常去的餐館女主人的兒子鎮宇突然失蹤，原來他與同學辦讀

拆了三鶯部落，4 月 12 日居民第 n+1 次重建天堂。1997

書會時被國安警察逮捕，被當成共產主義份子受到嚴刑拷打

年 7 月 18 日台北縣政府第 n+2 次拆了三鶯部落，7 月 19 日

折磨，還被迫寫下了認罪書。受餐館女主人的請託和良知正

居民第 n+2 次重建天堂。多年下來，天堂的小孩自己也會

義的驅動，宋佑碩決定在法庭上為學生辯護……

蓋房子，只是不知這樣的家家酒，要玩到什麼時候。
•1998 文建會地方文化錄影帶佳作
•1998 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公共電視推薦獎

我家門前有大河 My River

餘生─賽德克巴萊 Pusu Qhuni

馬躍．比吼│ 2009 │台灣│ 57 分│紀錄片│普

03.05（日）14:00

湯湘竹│ 2012 │台灣│ 153 分│紀錄片│輔

十二年前，從台東來的美華一家七人，來到三峽鶯歌橋下

1930 年，莫那 · 魯道率領德克達亞群各部落聯合起事，對

的三鶯部落，用木板、鐵釘、雙手，建立了自己的家園，

抗日本當局，爆發霧社事件。事件過後，莫那 · 魯道自殺，

美華的弟弟阿祥在這天堂出生，阿祥尚未滿月，這間房子

參與起事的部族幾乎滅絕，亦有數百名原住民因情勢所逼

就被台北縣政府以違建名義給拆了。之後，美華一家八人

而自縊，倖存者被集中遷移至川中島以利殖民政府監視，

搬到三峽鎮上住，因為不習慣及房租的因素，兩年後又再

並且不得回原籍地，從此霧社地區之賽德克族人從高山轉

搬回三鶯部落。辛苦建造的房子被拆了以後，「你們要怎

入低原，被迫放棄祖靈地，在川中島匿居度過餘生。1980

麼辦？」這是都市人對三鶯部落最常見的關心話語……

年後，事件遺族與賽德克族後人重新檢視這段抗暴的血淚
史，並踏上尋找祖靈起源的歸程……

•2010 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國際長片競賽與台灣映象入圍

進擊之路 Fight For Justice

03.03（五）19:00

蘇哲賢│ 2016 │台灣│ 97 分│紀錄片│普

遺失的映像 The Missing Picture
Rithy Panh │ 2013 │柬埔寨、法國│ 93 分│動畫片│保

03.05（日）19:00

單親媽媽因為生活無助，憤而向總統丟鞋抗議，竟慘遭總統

1975-1979 年的柬埔寨在歷史上被記錄為「紅色高棉」，首都

提告，幸有一位人權律師出面為她辯護，才讓她感到有所倚

200 萬居民被迫拋棄所有財產、親人與回憶疏散下鄉，金邊

靠。這位律師名叫曾威凱，這則新聞事件轟動了台灣社會。

在三天內成為空城；過去的學校成為處決場所，改名 S-21 集

然而「單親媽媽被告」卻僅是冰山一角，當國家社會充斥著不

中營。這段期間，被屠殺的柬埔寨人估計超過 300 萬名，但

公不義，執政者竟成為魚肉人民的幕後劊子手，這時有一群

卻因當年政府的刻意掩蓋，殘暴的歷史幾乎遺失在歲月之中。

律師挺身而出，他們為這些充滿冤屈的人權案件展開辯護，

導演以黏土捏塑上萬名人偶結合殘餘的影像，重新揭露那段

積極捍衛著基層民眾的權益。如此鍥而不捨，又真能使正義

沉重的歷史，並以赤裸的旁白留下倖存者的見證。

獲得伸張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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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火 Spark

03.07（二）19:00

胡杰│ 2013 │中國│ 100 分│紀錄片│未

眼淚 Tears

映後座談│鄭文堂

鄭文堂│ 2009 │台灣│ 110 分│劇情片│輔

03.12（日）14:00

在《尋找林昭的靈魂》中，胡杰找到了發表林昭〈普羅米修斯

便衣刑警老郭在六十歲生日前夕，接手偵辦一件吸毒過量致

受難之一日〉的刊物《星火》和創辦這刊物的一批蘭州大學的

死的案子，死者是年輕的女孩。上級主管和同僚虛應故事，

右派師生。雖被下放勞改，他們仍堅持對社會的獨立觀察與

希望儘速結案，老郭卻堅持要查個清楚。憑著經驗和直覺，

思考，創辦《星火》雜誌，之後被定罪為反革命集團，兩百多

他認為案情並不單純。明察暗訪的結果，涉案人指向外表開

人入罪甚至多人失去生命。紀錄片還原了五十年代一群知識

朗，內心卻滿懷怨恨的女大學生賴純純。老郭的固執，讓他

分子的風骨和獨裁統治下的淒慘命運。

不斷成為家人與同事眼中的麻煩，不僅兒子與他翻臉，原本
熱絡的菜鳥搭檔，也變得若即若離。就在老郭失去一切依附
的同時，一樁他隱藏多年的「罪行」……

牆之魘 The Wall
林志儒│ 2007 │台灣│ 108 分│劇情片│輔

03.09（四）19:00

謊言迷宮 Labyrinth Of Lies
Giulio Ricciarelli │ 2014 │德國│ 123 分│劇情片│保

03.12（日）19:00

台灣白色恐怖的 1940 年代。日本人木村昭平，在太平洋戰

急功好義的約翰萊德曼剛上任檢察官，卻被指派負責枯燥的

爭前夕，來到台灣鼓吹社會主義革命。製作玻璃的工人阿義

交通案件，讓他好生氣餒！ 某日，有個記者聶卡大鬧法院，

將自己崇拜的日籍政治領袖木村藏在家中的一座牆裡，兩人

指控一名曾為「奧斯威辛」納粹集中營工作的守衛，如今竟

每天隔著牆說話；後來因為阿義新婚妻子阿貞的加入，三人

安然在學校教書！ 跟所有年輕人一樣，約翰萊德曼對「奧斯

關係發生了微妙變化。阿貞夜半起床，卻赫然發現廚房的牆

威辛」一無所知，但誇張的是，所有知情的人竟也三緘其口。

裡藏了一個男人。有一天，國民政府特務將阿義帶去偵訊。

約翰萊德曼在總檢察長鮑爾授命下，決定追根究底，他和記

生平第一次遇到這種恐怖事情的阿貞，以為從此再也見不到

者聶卡展開合作，一心找出這段塵封的秘密……

老公了……

一個人之島嶼的理想生活 Remembrance of an Island
張永明、陳榮顯│ 2009 │台灣│ 83 分│紀錄片│普

03.10（五）19:00

末代叛亂犯

The Last Insurrection

03.14（二）19:00

廖建華│ 2015 │台灣│ 66 分│紀錄片│未

影片透過一名老攝影師的口述和記憶，重返綠島，回顧那段

1987 年，臺灣解嚴，各種議題的改革與民主化聲浪四起。一

被時間碾壓破碎的集中營生活，銘記著長達 15 年的島嶼生活

群野百合世代的學生，與社會工作者，希望政府重新制定一

與生命意志。人該如何抗拒遺忘？ 看著一張張歷歷在目的當

部符合臺灣現況的憲法。然而，在 1991 年的 5 月，調查局逮

時照片，面對歷史事件與自身經驗，複雜與矛盾的糾結情感

捕了四位青年，其中一位當時仍是就讀清大歷史所的學生。

不斷湧現。當整個時代選擇遺忘時，只有他一人踽踽獨行於

他們被以懲治叛亂條例起訴，最重為唯一死刑，此舉引起深

過去不堪的歷史與記憶中。

藏在民間的白色恐怖之懼。學生於校園串聯罷課，社會各界
進行聲援，進駐臺北火車站，挺身抗議……
•2016 年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台灣競賽入圍
•2016 年台北電影獎紀錄片入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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牽阮的手 Hand in Hand
莊益增、顏蘭權│ 2010 │台灣│ 140 分│紀錄片│保

03.16（四）18:30

蘆葦之歌 Song of the Reed

映後座談│吳秀菁

吳秀菁│ 2015 │台灣│ 76 分│紀錄片│普

03.19（日）14:00

以台灣光復後 60 年為歷史背景，人權醫師田朝明與田孟淑女

慰安婦的議題，大家並不陌生，但除了「控訴」，還有其他的

士的愛情故事為主軸，勾畫出台灣近 50 年來，逐漸被大家所

嗎？ 相較於世界上熙攘紛擾的樂音，有一段被忽略的歷史，

遺忘的民主運動血淚史詩，也帶領觀眾重回歷史懷抱，看大

有一群曾在痛苦深淵中的阿嬤們勇敢地面對自己，她們尊貴

時代如何影響小人物，小人物又如何在大時代的洪流下，活

地被對待、細膩地被陪伴。在生命晚年，有的阿嬤首度公開

出屬於自己的熱情生命。紀錄片以兩人的愛情故事為主線，

身分、有的阿嬤找到信仰、也有的阿嬤與自己和好；阿嬤們

同時反映大時代的氣氛及台灣近代民主運動史，呈現台灣難

用堅毅樂觀的態度，唱著一首不能被世人遺忘的歌。

得一見的題材和視角。
•2010 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台灣獎首獎
•2012 金馬獎最佳紀錄片提名

白色王子 White Prince

03.17（五）19:00

江國梁│ 2014 │台灣│ 54 分│紀錄片│普

沉默一瞬 Look of Silence
Joshua Oppenheimer │ 2015 │丹麥、印尼│ 103 分│紀錄片│輔

03.19（日）19:00

本片講述 1960 年代紅極一時的《王子雜誌》創辦人蔡焜霖的

一個在印尼共產黨大屠殺中劫後餘生的家庭，是如何被迫保持

故事。十九歲，應該是大學一年級新生，仍在學習獨立思考

沈默，佯裝著 1965 年從不曾發生過那場災難性的夢魘……阿

和品嚐成長甜美的年齡吧。蔡焜霖的遭遇卻像是在蜂蜜淋上

迪是一位走街串巷為人配眼鏡的父親，有兩個可愛的孩子，還

毒藥般，從一個具有詩心的敏感青年，一下子被推落牢獄的

有年邁的雙親。他在哥哥被害後出生，沒有直接經歷那段殘酷

深淵，原因只是參加讀書會。常說歷史是一面鏡子，讓我們

歲月，卻接受導演邀請，勇敢地走到攝像機前。他在電視機前

反觀過去的是非，做為未來行事的參考。站在現在的時間點

神色凝重一遍遍觀看導演的採訪錄像，同時又藉為這些年歲已

回望過去，再多的驚濤駭浪也已事過境遷，我們應該可以比

高的殺人者配眼鏡之際，四目相對找尋那段殘忍真相。

較持平的從人性、公義、人權各方面省思當時的種種……

• 第 71 屆威尼斯影展評審團大獎
• 柏林影展和平電影獎

殺人一舉 The Act of Killing
Joshua Oppenheimer │ 2012 │挪威、丹麥、英國│ 160 分│紀錄片│輔

03.18（六）18:30

殺人無數的劊子手竟然也有電影夢？ 印尼政府在 1965 年被

綠色小組│ 1989 │台灣│ 61 分│紀錄片│未

03.21（二）19:00

1989 年 4 月 7 日清晨，鄭南榕為捍衛言論自由、主張台灣獨

軍隊推翻時，安華剛果從賣電影票的小流氓變成軍隊領袖，

立，最後選擇自焚表達對執政當局最哀痛的抗議。5 月 19 日，

進行追捕共產黨員大屠殺，一年內殺了超過一百萬的共產主

告別式在台北市士林廢河道上的靈堂舉行。不管是遺體從殯

義者、華人、藝術家，及知識份子。安華不但沒被審判，今

儀館運送到靈堂，或是送葬行列，治喪委員會都規劃行經總

天更成了以獨裁統治強迫人民愛戴的英雄。安華在片中實現

統府四周，象徵著要完成鄭南榕的願望 : 突破威權禁忌到總

自己的電影夢，以自已殺戮的故事拍成融合土匪片、西部片、

統府前抗議。其中長期參與黨外運動，當天擔任糾察隊的詹

音樂劇的電影，荒誕的情節加上殘暴的回憶……

益樺，帶著預藏的汽油在總統府前引火自焚，熊熊火勢燃燒

•2013 柏林影展電影大觀最佳觀眾票選獎、基督教評審團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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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為台灣 To Die for Taiwan

了 15 分鐘，他用具體行動追隨鄭南榕的腳步前進……

9

遣返 Repatriation

03.23（四）18:30

金東元│ 2003 │韓國│ 148 分│紀錄片│未

大審判家 The People vs. Fritz Bauer
Lars Kraume │ 2015 │德國│ 105 分│劇情片│輔

03.26（日）14:00

冷戰時期，一批任務失敗的北韓間諜被南韓政府囚禁，身陷

1957 年的德國，大法官費里茲鮑爾收到情資，發現前納粹高

囹圄。超過 30 年後，終因兩韓關係改善而被釋放。異鄉人的

官阿道夫艾希曼的蹤跡。這位猶太人稱為「納粹劊子手」的大

共產理想不隨青春凋零，在歧視中尋求遣返回鄉的希望。兩

屠殺「最終解決方案」負責人，據報正潛藏在阿根廷。鮑爾

名前特務出獄後搬到導演的社區，彼此友誼開啟了長達 12 年

曾是集中營倖存者，曾被迫流亡丹麥和瑞士，他當時正負責

的記錄，鏡頭下彷彿另類家庭錄像，以親密距離看到時代在

「奧斯威辛集中營」審判，全力以赴追緝納粹罪犯，誓言替所

個人身上留下的傷。導演金東元為南韓獨立紀錄片重要旗手，

有受難者討回公道。然而，種種跡象和事證讓鮑爾無法信任

以堅持作者獨立完成前後製的方式獨樹一幟，作品生猛且勇

德國當局政府和司法系統，決心審判艾希曼的他，決定與以

於挑戰禁忌。

色列情報局暗中合作，以綁架的方式捕獲納粹戰犯……

春天─許金玉的故事 Spring: The Story of Hsu Chin-Yu
曾文珍│ 2002 │台灣│ 80 分│紀錄片│保

03.24（五）19:00

索爾之子 Son Of Saul
Nemes László │ 2015 │匈牙利│ 107 分│劇情片│輔

03.26（日）19:00

五○年代，發生在台灣的白色恐怖，許多愛國青年，因為被

1944 年的奧斯威辛集中營，納粹「工作隊」成員索爾負責處理

當權執政者視為「匪諜」、「共匪」、「叛國者」，而被捕入獄或

死者的屍體，隨著遭到處決的時限逼近，不斷尋找逃脫機會的

槍決，受害人約有上萬人。許金玉是眾多受難者中之一。她

他，在一次毒氣室的「清理」過程中，親眼目睹一名逃過毒殺

原本是一個養女，十四歲時開始做女工，二十四歲進入台北

死男童卻又再次被活活賜死，他決定無論如何都要替男孩進行

郵局工作，因為參加讀書會，受了思想上的啟發，走上工運

一場猶太安葬儀式，於是開始尋找可執行儀式的猶太拉比，而

之路，換來了十五年的黑牢，改變了她的一生。在許金玉的

他的逃亡計畫也因此耽擱。

身上，我們看見了台灣女性堅毅而豐富的生命力……

•88 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
•2016 金球獎最佳外語片
•2015 坎城影展評審團大獎

漢娜鄂蘭：真理無懼 Hannah Arendt
Margarethe Von Trotta │ 2012 │德國│ 114 分│劇情片│保

03.25（六）19:00

暗夜哭聲 To Die for Taiwan
洪維健│ 2006 │台灣│ 56 分│紀錄片│普

03.28（二）19:00

1960 年，以色列綁架了納粹劊子手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展開

綠島的「人權紀念碑」刻了作家柏楊的詩，「在那個時代，多

世紀大審。逃過大屠殺的猶太女思想家漢娜鄂蘭，決定親臨

少母親，為她們囚禁在這個島上的孩子，長夜哭泣。」，我將

審判報導。聽著艾希曼的自白，漢娜發現眾人眼中的惡魔，

自己的親身經驗，拍攝成紀錄片《暗夜哭聲》。1950 年，導

其實只是「依法行政」的平凡人。漢娜壓抑著曾遭迫害的創

演的父母涉及于非匪諜案，被判叛亂罪，相繼被捕，分別被

傷，冷靜刻劃對審判的觀察，不但提出「邪惡的平庸」，更大

判刑 13 年與 10 年。外婆因為女兒和女婿才結婚四個月就被

膽指出猶太人也是悲劇共犯。文章在《紐約客》刊出後輿論譁

捕入獄，到處哭喊求援，三個月就哭瞎了右眼……

然，讓她飽受攻訐與威脅，甚至愛的人也背離她。但她毫不
畏懼，持續捍衛思想，終生論述邪惡本質……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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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國殺人紀事 1 ─蘇建和案

03.29（三）19:00

蔡崇隆│ 2000 │台灣│ 56 分│紀錄片│普

1991 台北縣汐止鎮發生雙屍慘案，警方根據一枚現場遺留的
指紋，逮捕軍人王文孝，王文孝起先承認一人作案，後來又供
認弟弟王文忠負責把風，並有三名姓名不詳的共犯，王文忠隨
後被捕，並供稱三名共犯就是當夜曾一起出遊的朋友蘇建和、
劉秉郎、莊林勳，三人也陸續遭警方逮捕。本案因欠缺三人犯
案的直接證據，偵查程序又出現諸多瑕疵，一件血淋淋的命
案，為什麼會成為三個年輕人和台灣司法界的噩夢？
•2001 金穗獎最佳紀錄錄影帶

島國殺人紀事 2 ─盧正案

03.30（四）19:00

蔡崇隆│ 2001 │台灣│ 86 分│紀錄片│普

二 OOO 年九月七日，三聲槍響終結了盧正年輕的生命，對於
警方辦案人員，也代表著台南市婦女詹春子遭綁架撕票已順
利結案。但事實真是如此嗎？ 一九九八年一月十六日盧正被
警方約談，三十六小時之後被迫簽下一份犯罪自白書，成為
案件唯一的破案證據，旋及法院三審死刑定讞，引發一連串
的司法爭議以及家屬的抗爭。這十二年來，盧正的家人從未
放棄爭取平反的企圖……

島國殺人紀事 3 ─自由的滋味
蔡崇隆│ 2009 │台灣│ 57 分│紀錄片│普

03.31（五）19:00

台灣司法史上最受矚目的蘇建和案，2003 年再審獲判無罪
後，2007 年改判有罪，檢辯雙方再度展開馬拉松式的法庭
攻防戰。事隔八年，《島國殺人紀事》團隊重返火線，檢視
大審幕後投入空前資源調查的司法機制，記錄多年對立的
的兩造心態與殊異的生命經驗，也全程追蹤「破案之神」李
昌鈺在台美兩地的鑑識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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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影視補助
特映會

下過雨後的彩虹最美麗
The rainbow after rains

映後座談│葉綠綠

03.11（六）19:00

黃國禎、葉綠綠│ 2016 │台灣 │ 90 分│劇情片│普
布農女子妮溫嫁給漢族張護松，丈夫卻親手撕裂婚姻的容顏。妮溫回部落投靠娘家，但哥哥堅守布農族禁忌
趕走妮溫母子。母子三人找到眷村落腳，找到割草工的工作，一個工安意外妮溫殘了腿毀了臉；妮溫堅守堅
毅是布農女性最美麗的裝飾堅強地走下去。妮溫的兒子為媽媽努力當了醫師，莎妮當了鋼琴老師。母親年復
一年，等候妮溫的歸來。哥哥懊悔而親手搭建木屋等待妮溫歸來。妮溫的兒子決心要讓妮溫與外婆團聚，踏
上返鄉之路。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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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兒流浪記 The Kid
Charles Chaplin │ 1921 │美國│ 68 分│劇情片│普

03.01（三）19:00

一位窮苦的女人將私生子丟在有錢人家門口的汽車上，渴望
孩子能生在好人家。可是，汽車竟遭竊，嬰孩被丟在垃圾
桶旁。幸好玻璃匠夏爾洛經過，將之撿回家撫養長大。可惜
好景不常，國家機構強制要將小孩送進孤兒院，讓夏爾洛陷
入苦思。更不巧的是，小孩的生母幾年後已成為有錢人，以
懸賞方式想要找回小孩……

懷舊電影院
卓別林專題

城市之光 City Lights
Charles Chaplin │ 1931 │美國│ 87 分│劇情片│普

03.08（三）19:00

城市裡有一座雕像正要揭幕，揭開布幕時卻發現流浪漢睡在
上面，於是官員們立即趕走了他；他身無分文，遇上了雙眼
失明的賣花女，卻不忍袖手旁觀。他想盡辦法去湊足費用給
賣花女治療眼睛。有一天，他救了一個百萬富翁，富翁和他
稱兄道弟，本來打算向他求助，但富翁第二天清醒卻翻臉不
認人。流浪漢為了湊足費用只好去參加拳擊比賽……

大獨裁者 The Great Dictator
Charles Chaplin │ 1940 │美國│ 125 分│劇情片│普

03.15（三）19:00

猶太人理髮師查理，因為獨裁者興傑爾對猶太人下達了逮捕
令而東躲西藏。不料在奧國邊境時，卻被駐守在那裏的德軍
誤認為他就是興傑爾，於是他趁機作了一場維護民主主義的
大演說。該片並不是卓別林的傑作，理髮匠部分平平無奇，
獨裁者部分則有淋漓暢快的效果，尤以地球舞一場令人歎為
觀止。

淘金熱 The Gold Rush
Charles Chaplin │ 1925 │美國│ 73 分│劇情片│保

03.22（三）19:00

一個名叫查理的流浪漢追隨一大批貧民，來到阿拉斯加，只
為一逢此地淘金的熱潮。誤打誤撞，他闖入通緝犯拉遜的小
木屋，拉遜不歡迎查理，未料狂大的風，竟把另一位淘金壯
漢吉姆吹入木屋內，吉姆搶走拉遜的槍，並霸道地自稱木屋
主人。然而，再怎麼對立，也解決不了飢餓的問題，拉遜外
出尋找食物時，竟不慎打死了警察，一陣激鬥中……

16

17

送子鳥 Storks
Nicholas Stoller、Doug Sweetland │ 2016 │美國│ 96 分│動畫片│普

03.04（六）14:00

被人普遍稱為送子鳥的歐洲白鸛，會遞送嬰兒到每個引頸企
盼新生命到來的父母懷裡，或者說至少牠們以前會。但現在
送子鳥為全球網路大公司遞送寶寶。就在該公司的送子鳥快
遞一哥「小子」即將升遷之際，意外啟動了「寶寶製造機」，
蹦出一個未經批准的可愛女嬰。驚覺大事不妙的小子，他必
須與送子山唯一的人類女孩杜莉一起想辦法……

動物方城市 Zootopia
Byron Howard、Rich Moore │ 2016 │美國│ 109 分│動畫片│普

03.11（六）14:00

動物方城市是一座動物烏托邦的具體化，大城市裡頭如同動
物園般，有專屬打造適合各種動物生活的環境，有沙漠區和
熱帶雨林區、極地區、老鼠城等。這裡沒有人類存在，只有
各式各樣的哺乳類動物居住著，而獵物與獵食者處於一個巧
妙的平衡，就如同一般的大都會。

大英雄天團 Big Hero 6
Don Hall、Chris Williams │ 2014 │美國│ 108 分│動畫片│普

03.18（六）14:00

十四歲的發明天才少年濱田廣在同為發明家的哥哥阿正去世
之後，與哥哥先前發明的醫療用機器人──杯麵成了好朋
友。 他發現哥哥當時的死因並不單純，為了阻止舊京山的黑
暗勢力，阿廣與機器人杯麵，連同哥哥阿正的四位好友組成
聯盟。阿廣也運用了他的天才頭腦，為團員們設計一系列的

親子電影院

武器配備，共同伸張正義。

放放風，傾聽孩子內在的聲音

皮巴弟先生與薛曼的時光冒險 Mr. Peabody & Sherman
Rob Minkoff │ 2013 │美國│ 96 分│劇情片│普

03.25（六）14:00

皮巴弟先生不僅是商業泰斗、發明家、科學家、諾貝爾獎
得主、美食饕客、奧運得主以及聰穎過人的天才，最重要的
是他還是條「狗」！ 故事描述皮巴弟先生帶著他所領養的兒
子薛曼，乘著時光機展開驚天動地的探險。他們回到過去造
訪各個重要朝代，見證歷史演變的關鍵時刻。但在新奇的冒
險旅程中，薛曼不慎打亂時空旅行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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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通資訊
自行開車
A 國道一號→平鎮系統交流道 (66) 出口下交流道，往大溪方向前進→在平鎮一交流道 ( 中壢 / 平鎮 ) 出口下→直行 ( 過
延平路 ) 下個路口迴轉→右轉延平路三段→右轉環南路二段→直行環中東路二段→右轉龍岡路二段→左轉龍岡路三
段 281 巷→左轉龍吉二街→第一個路口右轉抵達桃園光影。

B 國道三號→大溪交流道下，往中壢方向→直行永昌路→左轉仁和路二段→直行龍南路→進入圓環→右轉龍岡路
三段→右轉龍岡路三段 281 巷→左轉龍吉二街→第一個路口右轉抵達桃園光影。

馬祖新村

P

龍

P

公車站

興

路

站
車
火
壢
中
往

龍龍
吉吉
二二
街街

↑

龍清街

北

公車站
龍岡路三段281巷

段
三
路
岡
龍

龍岡
森林公園

路

公車站

龍慈

公車站

路

龍東

龍岡
大操場

大眾交通工具
搭火車至中壢火車站→

搭乘 112 南、115 甲、5008、5011、5050，在馬祖新

路
南
龍

A 至桃園客運公車站 ( 中壢區中正路 51 號 / 麥當勞旁 )
村站下車，約 13 分鐘。

高
二
往

B 至桃園客運後站候車亭 ( 火車站後站出站後右轉 ) 轉

↓

乘 5091、5098，在馬祖新村站下車，約 13 分鐘。
由馬祖新村下車後，左轉龍岡路三段 281 巷→左轉龍
吉二街第一個路口右轉，即抵達桃園光影。

指導單位│桃園市政府

桃園市議會

詳細資訊請上臉書搜尋

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承辦單位│微光影像有限公司

桃園光影電影館 Taoyuan Arts Cinema
21

桃園光影文化館
︵光影二館︶

因三月一日到四月中旬放映廳整修，暫停影片放映，
四月中之後正常放映。
（確切完工日期請見文化館粉絲頁公告）

桃園光影文化館（光影二館）
於 5 月 19 日，原桃園市藝文中心正式更名為「桃
園光影文化館」。在市府的精心規劃下，除了持
續舉辦多元的藝文活動外，增添電影放映的新元
素，成為複合型藝文休憩空間，歡迎大小朋友週
末蒞臨同樂。
電話：03-3357745
地址：330 桃園市桃園區埔新路 12 號

交通方式
免費市民公車環狀線：「成功國小」或「果菜市
場」站下車即可抵達
自行開車前往：由三民路轉埔新路即可抵達

三月影片放映時間
一

二

放映地點
桃園光影電影館

三

1

四

2

■ 三月專題 記憶的傷口
■ 懷舊電影院

五

3

4

沉默一瞬

大審判家

19:00

漢娜鄂蘭：
真理無懼

14:00

皮巴弟先生與
薛曼的時光冒險

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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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
許金玉的故事

蘆葦之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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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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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金熱

殺人一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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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館
生死為台灣

大英雄天團

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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謊言迷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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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王子

眼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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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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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獨裁者

動物方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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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館
末代叛亂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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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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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失的映像

14:00

一個人之島
嶼的理想生活

餘生─
賽德克巴萊

19:00

11

19:00

16

正義辯護人

14:00

牆之魘

19:00

15

19:00

19:00

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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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之光

送子鳥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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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9:00

進擊之路

休館
星火

日

14:00

9

19:00

8

19:00

19:00

6 7

天堂小孩＋我家
門前有大河

★ 映後座談

六

休館
孤兒流浪記

■ 桃園影視補助特映

■ 親子電影院

索爾之子

31

休館
在桃園光影【電影館】看完一場
電影，可至服務台蓋章集1點，若

島國殺人紀事2
─盧正案

19:00

看電影換好禮

19:00

島國殺人紀事1
─蘇建和案

19:00

19:00

暗夜哭聲

島國殺人紀事3
─自由的滋味

1

2

3

4

5

6

刷桃園市民卡加碼變2點。集滿8
點即可現場兌換「七彩雲南─佰
元現金抵用卷乙張」，數量有限贈
完為止。每人限換一份！
桃園光影保留活動最終解釋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