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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末時分，一起來桃園光影電影館的典藏片庫大翻箱，挑出你的最愛！

究竟哪些片子最令人想一看再看？又有哪些片子，你想推薦給好朋友？

每週一個單元：親親本土。再憶舊夢。親子成長。青春勵志。環境大同。

週六下午，獻上小朋友最愛的動畫專題。

來和大家一起重溫，這一年最難忘的悸動吧！   

十二月主題

選片人就是你 觀眾票選回顧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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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角七號 Cape No.7

魏德聖│2008│台灣│130分│劇情片│普

一場在恆春夏都酒店沙灘上舉辦的大型演唱會，由於當地人

的堅持，暖場樂團將由當地的樂手們組團演出，七拼八湊組

成了一個「破銅爛鐵」的樂團，讓個性嚴謹的日本籍監督友子

傷透腦筋，沒想到一份裝在寫著日據時代舊址「恆春郡海角

七號番地」郵包裡的過期愛情，竟在半世紀後，悄悄牽起了

另一段跨國之戀。沉睡了六十年的情書是否會安然送到信件

的主人「友子」手中？阿嘉跟友子是否能夠繼續下去？

12.04（日） 19:00

富家千金潘文琦從台北逃家到鄉下姑婆家散心，顧大剛則是

從台北到鄉下進行測量的工程師，二人因而在鄉下相識與相

處，彼此有好感。 不久，文琦的父親要文琦回台北相親，與

相親的對象馬謙見面。大剛深愛文琦，總是特意的出現在文

琦與馬謙碰面的場合。另外馬謙則向文琦表示，他是被父母

逼著相親的，在法國已有女友。文琦聽了當然開心，便大膽

地與大剛交往了。但這對戀人又要如何通過父親大人這一關

呢？

就是溜溜的她 Lovable You　

侯孝賢│1980│台灣│90分│劇情│普
12.04（日） 14:00

單元一│親親本土

12.03（六） 19:00

黃醫生經營一家西醫診所，一日隔壁搬來陳姓夫婦經營中醫

診所。起初，大家禮尚往來相安無事，兩家的年輕人也都看

對了眼。直到陳太太到黃西醫診所提親，爆發了一連串語言

習慣、中西醫術的正面衝突。從火爆衝突到復歸和好，戲謔

而溫情的筆觸，夾帶著淑世教化的訊息，透露出導演將從《王

哥柳哥》過渡到日後健康寫實電影的氣味。

兩相好 Good Neighbors

李行│1961│台灣│95分│劇情片│未
12.01（四） 19:00

12.02（五） 19:00

改編自真人真事。吳寶春在小學與學鋼琴的富家千金陳欣玫

相遇後，就常玩在一起，但因吳寶春連注音符號都不認識，

女主角轉學後雙方未再寫信。吳寶春到台北當麵包學徒時，

巧遇搬到台北的陳欣玫，重燃愛情火花，但欣玫的母親極力

反對。富家千金到法國留學，進修音樂後，吳寶春正好去法

國比賽，吳寶春做了一個她小時候愛吃的紅豆麵包給她後，

雙方便未再見面。女生隨後嫁給別人，吳寶春知道後化悲憤

為力量，終於獲得了法國比賽的冠軍。

世界第一麥方 27℃ – Loaf Rock　

林正盛│2013│台灣│100分│劇情│普

母親獨力將上禾與老鼠兩兄弟帶大。但就在上禾離家赴美

不久，老鼠卻跟好友仁碩在高雄闖了大禍，與黑道老大結

下樑子。母親因酗酒意外猝死，多日後才被發現，讓老鼠

愧疚又自責。一度為情自殺的上禾，回台奔喪時，竟和仁

碩產生了曖昧關係，此時高雄老大終於北上復仇，綁架了

老鼠女友，逼他出面解決。老鼠無路可走，這時他彷彿聽

到了母親的召喚⋯⋯

醉生夢死 Thanatos, Drunk

張作驥│2015│台灣│107分│劇情│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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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二│再憶舊夢

一代宗師 The Grandmaster

王家衛│2011│香港、中國│130分│劇情片│保

八卦形意門掌門宮寶森，從北方來到廣東佛山舉辦引退儀

式，但徒弟馬三在宴上打傷了佛山武人，當地推舉詠春高

手葉問出戰宮寶森。葉問得勝後，宮寶森女兒宮若梅旋即

挑戰葉問，贏回一仗。日本侵華戰事爆發，馬三投日成了

漢奸，與宮寶森反目並把其打死⋯⋯

‧2013金馬獎最佳女主角等五項大獎

12.11（日） 19:00

12.08（四） 19:00

唐朝安史之亂40年後，聶隱娘和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兩人為

青梅竹馬。然而，藩鎮割據的各方利益下，隱娘成了成人

世界下的犧牲者，她被道姑帶走，被訓練成一個身懷絕技、

武功高強但殺人不眨眼的殺手。日復一日，隱娘刺殺危害

天下的暴虐藩鎮。卻在一次刺殺任務中動了惻隱之心，開

始反思自己過去的所作所為，因而無法再殺人，對此，道

姑將她送回魏博，命她刺殺田季安。

‧2015坎城影展最佳導演獎

刺客聶隱娘 The Assassin

侯孝賢│2015│台灣、香港、中國│105分│劇情片│保

12.06（二） 19:00

2009年，老兵孫厚成一邊捏麵引子來蒸饅頭，一邊回憶著

1949年國共戰爭爆發，參與軍隊的厚成離開了家鄉、母親和

妻子祖寧。來到台灣後發現返鄉遙遙無期，只好另組家庭定

居於台。 直到台灣的妻子過世後，厚成帶著女兒到大陸，見

到了當年離鄉而尚未出世的兒子家望，但是妻子祖寧已過

世，家望無法諒解為何父親遲遲沒有返鄉，厚成因此抱憾回

台。十年後，厚成中風，家望得知消息趕緊來台見父親最後

一面，經歷了一甲子的分離，大家終於拋開誤會⋯⋯

麵引子 Four Hands

李祐寧│2010│台灣│112分│劇情片│普

金大班的最後一夜 The Last Night of Madam Chin

白景瑞 │1984│台灣│90分│劇情片│保

上海舞國名花金兆麗在十里洋場百樂舞廳紅極一時。官宦子

弟盛月如對金兆麗痴情一片，此事被盛月如的父親知曉，兩

人戀情遭到百般阻撓，盛月如的母親更令金兆麗強行墮胎，

鴛鴦終被拆散。而今金兆麗在台北夜巴黎舞廳當大班多年，

決定下嫁新加坡陳榮發，結束舞國生涯。在這最後一夜勾起

她對往事的坎坷經歷，以及生命中的第二個男人秦雄的痛苦

回憶⋯⋯

12.07（三） 19:00

佟振保生命裡有兩個女人，他說一個是他的白玫瑰，一個是

他的紅玫瑰；一個是聖潔的妻子，一個是熱烈的情婦。30年

代初，振保到歐洲留學時，開始放縱肉慾享受，但從回國起，

他下定決心要創造一個「對」的世界。振保把兩個女人比喻成

玫瑰，是因為曾在英國認識一個名叫玫瑰的華僑姑娘，她隨

隨便便，這種女人在外國多了，但在中國可就行不通了⋯⋯

紅玫瑰白玫瑰 Red Rose White Rose

關錦鵬│1994│台灣、香港、中國│111分│劇情片│限
12.09（五） 19:00

12.10（六） 19:00

海龍菜鳥小寶來到海天一色的金門，歡迎他的卻是魔鬼士官

長老張帶來的鐵血磨練。慘遭退訓後，他被分發到有「軍中

樂園」之稱的特約茶室，卻在這裏遇到了新訓中心的好友華

興，也發現了老張對阿嬌情有獨鍾的秘密，堅守忠貞的他這

時也被侍應生妮妮吸引，展開了一段幽微的情愫⋯⋯ 

軍中樂園 Paradise in Service

鈕承澤│2014│台灣│134分│劇情片│輔

民國四大才女之一蕭紅，一生短暫卻好比波瀾壯闊。蕭紅生

於哈爾濱，因抗拒父親逼婚而展開顛沛流離的一生。蕭紅邂

逅了文人蕭軍，跟著他與一幫北方文人相識相知。後來，蕭

紅的才華得到魯迅的賞識，主動為她寫序，幫她出版作品，令

二蕭成為當時文壇的一對璧人。但好景不長，二蕭感情出現

裂痕，讓蕭紅再次踏上漂泊之路⋯⋯

黃金時代 The Golden Era

許鞍華│2014│香港│179分│劇情片│保
12.11（日）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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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三│親子成長

四個孩子與母親住在東京的一個小公寓裡，父親都不是同一

個人，他們沒報戶口也沒上過學，連鄰居都不知道他們的存

在。一天，母親留下錢和紙條，交待12歲的大兒子阿明好好

照顧弟妹，四個孩子無人知曉的生活旅程就此展開⋯⋯

無人知曉的夏日清晨 Nobody knows

是枝裕和│2004│日本│141分│劇情片│輔
12.13（二） 19:00 12.16（五） 19:00

12.17（六） 19:00

12.18（日） 14:00

12.14（三） 19:00

12.15（四） 19:00

故事講述小學三年級學生的正男，尋覓其離異的母親的故

事，在與菊次郎一同尋覓的途中，跟正男產生微妙的關係，

而正男亦因此得到「天使之鈴」而走出陰霾。

菊次郎的夏天 Kikujiro　

北野武│1999│日本│122分│劇情片│保

呂慧紅校長結束了名校幼兒教學生涯，應徵元岡村一所只

有五個學生的幼稚園，這裡若沒有新校長，校舍將被改建

為垃圾房。小孩們牽著手，期待的眼神重燃她的使命及熱

情！除了教學，她親自修繕校舍、洗厠所、做校車司機，

克服了困難。誰知丈夫東為此而與慧紅冷戰，學生家長又

被人唆使要求退學。打著雷雨的晚上，她獨力支撐幼稚園

校舍不被吹倒，深愛著慧紅的東，能否明白妻子的決定？

五個小孩的校長 Little Big Master

關信輝│2015│香港│112分│劇情片│普

貧窮的父親想讓擅長打板球的小兒子考上學校代表隊，卻缺

了一筆學費。另一方面，富有的父親為了幫兒子舉辦奢華婚

禮，想要弄來一輛超拉風的法拉利當禮車。一個缺錢，一個

缺車，貧窮把拔因此決定冒著風險，「偷借」一台法拉利跑車

給富有爸爸，只為讓兒子能夠一圓到英國打板球的夢想！

我要法拉利 Ferrari Ki Sawaari  

Rajesh Mapuskar│2012│印度 │139分│劇情片│保

七號房的禮物 Miracle in Cell No.7

李煥慶│2013│韓國 │127分│劇情片│保

智能障礙的中年男子永谷被誣陷犯下殺人案。天性忠厚的他

在監獄七號房裡因緣際會救了老大一命，老大決定率眾幫永

谷實現願望，偷渡跟他相依為命的6歲女兒妍思進來相會，

沒想到進來有路、出去無門，妍思因此得以跟爸爸一起偷偷

生活在牢裡。永谷無私的父愛與小女孩溫暖甜美的笑容漸漸

感動了這群失去自由的罪犯。耶誕節前突如其來的死刑令撼

動了這個溫馨的小天地，原來幕後主導的警政高層就是死者

的父親⋯⋯

小翔今年十歲，與他相依為命的父親，因病在家中死去，落得

三餐無以為繼的他，因偷吃便當而結識面惡心善的老校工，兩

人四處撿舊貨之餘，小翔也以為找到了新的歸宿。就在這時，

多年不見的母親突然出現，將他帶到新的家庭。小翔面對性格

陰沉的繼父，陷入徬徨，所幸，一次巧遇，他認識了一位大哥

哥，並與他四處偷竊遊蕩。小翔始終記得，自己還有一個親哥

哥，他小時候跟著母親離開，現在卻不知去向了⋯⋯

‧第47屆金馬獎最佳導演、第12屆台北電影節最佳劇情長片

第四張畫 The Fourth Portrait　

鍾孟宏│2010│台灣│105分│劇情片│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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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四│青春勵志

天生眼盲的裕翔，首次離家北上念書，他琴彈得好，卻堅持

不參加任何比賽，因為不想被同情，他只想跟大家過得一樣。

此時，他遇見愛跳舞的小潔，因故被迫放棄學舞，卻交了個

一跳街舞就閃耀著光芒的男友，暖陽般的裕翔走進她的世界，

融化了小潔冰冷的心。裕翔的勇敢深深牽引小潔；而小潔帶

領裕翔經歷不曾有過的冒險。他們填補彼此遺失的力量，就

算夢想遙不可及，也不再是獨自面對。 青春的他們，大聲嘶

吼著，現在的他們，朝著最初的夢想，邁開步伐，逆光而行。

逆光飛翔 Touch of the Light　

張榮吉│2012│台灣│110分│劇情│普
12.22（四） 19:00

1984年在英國北方的一個小鎮，礦工們正舉行罷工拉開序

幕，這事件使大家陷入一片愁雲慘霧之中。Billy家中的經濟

是很窘困的，父親和哥哥的努力工作只夠填飽肚子。 父親給

了他50辨士去學習拳擊課程，每星期一次，但在拳擊場上

Billy是精神渙散的，他並不想打拳，他想跳芭蕾舞。於是他

瞞著所有的人學芭蕾，教芭蕾舞的老師Mrs. Wilkinson一開

始並不是很願意教他，但後來被Billy的熱情感動，也喚醒了

她美麗的芭蕾夢想⋯⋯

舞動人生 Billy Elliot　

Stephen Daldry│2000│英國│110分│劇情片│保
12.20（二） 19:00

阿嬤的夢中情人 Forever Love

北村豐晴、蕭力修│2013│台灣│124分│喜劇│普

在台語片的狂熱年代，電影「七號間諜」風光上映。觀眾大排

長龍，爭睹隨片登台的萬寶龍風釆；當時正陷入創作低潮的劉

奇生，偶然邂逅了一個翻進戲院來追星的女孩蔣美月。美月為

了追星，一路蹺家北上，誤打誤闖進電影劇組當起了臨時演

員；沒多久，奇生便被女孩古靈精怪的個性所吸引；另一方面

他卻無法迴避高傲女明星金月鳳用至情付出的細膩情感⋯⋯

12.25（日） 19:00

一個單純美好的年代，一段從新加坡民謠開始的愛情與成

長故事。佳明與小胖、小老闆、草根是同窗好友。小老闆家

裡經營的民歌餐廳「夢船」面臨關閉，喜愛新謠的佳明義氣力

挺，在餐廳免費駐唱。這一天May美妙的嗓子吸引了佳明，

兩人開始純純的初戀，直到雙方母親介入，他必須在理想和

現實中做出抉擇⋯⋯

我的朋友，我的同學，我愛過的一切 That Girl In Pinafore

蔡於位│2013│新加坡│115分│歌舞片│普

‧上海國際電影節‧日本福岡影展‧亞太影展

12.24（六） 19:00

立志成為頂尖爵士鼓手的安德魯進入音樂學院的第一天，就

遇上魔鬼教師費查。費查被他狂熱擊鼓的模樣吸引，邀他進

入競爭激烈的薛佛學院爵士樂團。費查嚴厲指導，手段激烈，

無所不用其極，安德魯也不計代價瘋狂練習，猛力之下還打

斷鼓棒，甚至磨破手指血染鼓面也在所不惜，只為了追求偉

大鼓手的最高成就。就在安德魯漸漸被魔鬼特訓推向技藝高

峰之時，也被推向了人性的懸崖⋯⋯

進擊的鼓手 Whiplash　

Damien Chazelle│2015│美國│107分│劇情片│保
12.21（三） 19:00

1999年，一切的開端是一位叫莫翰奇躺在沙發上休息的老

人，他是一位大樂團的指揮家，他接到了母親去世的電話

而回到了故鄉，當天晚上，有位五十多年不見了的朋友貝

比諾帶了一張相片、一本日記來找他。那是五十年前，他

們還在同一家育兒院時的故事。1949年音樂家克萊蒙 ·馬

修，在歷經挫折放棄了個人的音樂理想⋯⋯

放牛班的春天 The Chorus　

Christophe Barratier│2004│法國、瑞士│95分│劇情片│保
12.23（五） 19:00

1980年代某一天晚上，名導演沙瓦托．狄維塔在深夜回

家之後，女友睏倦地告訴他媽媽打電話過來說有一個叫做

艾費多的人已經去世了。這個消息讓沙瓦托回憶起他從前

跟艾費多許下的承諾，並決定回到30年來皆未曾謀面的家

鄉－西西里島的吉安加村。而女友問他誰是艾費多，也導

致沙瓦托開始回憶起他的童年時光。

新天堂樂園 Nuovo Cinema Paradiso　

Giuseppe Tornatore│1988│義大利│123分│劇情片│保
12.25（日）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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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五│環境大同

12.30（五） 19:00

12.31（六） 19:0012.28（三） 19:00

12.27（二） 19:00

12.29（四） 19:00

由於地球即將毀滅，一群探險家扛起人類史上最重要的任務：

越過已知的銀河，在星際間尋找人類未來的可能性。未來地

球的劇烈氣候變化已影響到農業，地球上的農作物難以種

植。一隊探險者作為「拯救人類未來計劃」成員，根據物理

學家基普 ·索恩的理論，突破科學極限、穿越「蟲洞」進行時

間旅行、到太空尋找其他可以種植的農作物⋯⋯

星際效應 Interstellar　

Christopher Nolan│2014│美國│169分│科幻、動作片│保

故事設定於人類文明崩落後的世界，沒有法治和憐憫，水和

石油是珍貴的資源。妻小遭到惡徒殺害的前公路巡警「瘋狂」

麥斯獨自在這末日浩劫後的世界流浪，這時卻遇上了一心想

要帶著法西斯獨裁者不死老喬的五名妻妾離開的芙莉歐莎等

人，麥斯起初拒絕幫助她們，但在面對不死老喬的軍事武力

只好相互合作。

‧2016奧斯卡最佳剪輯、最佳服裝設計、最佳剪輯等獎項

瘋狂麥斯－憤怒道 Mad Max: Fury Road 

George Miller│2015│澳洲、美國 │120分│科幻、動作片│輔

薩爾加多的凝視 The Salt of the Earth

Juliano Ribeiro Salgado、Wim Wenders│2014│法國、義大利、巴西

110分│紀錄片│保

萬頭鑽動的巴西礦坑、蒼翠蓊鬱的印尼叢林、東西伯利亞海

北方的荒涼小島；足跡遍佈全球，四十年來從未停下腳步，

透過他的黑白鏡頭，巴西紀實攝影大師塞巴斯提安薩爾加多，

在一張張照片中，所凝視的不只是人煙罕至的世外奇景，也

是活在貧窮、疾病與剝削之下的芸芸眾生百態。

錯過婚期的單身女子佐代子，在相依為命的奶奶去世後，滿

屋子的調皮貓兒就成為撫慰心靈的良伴。「吉貓出租！有沒

有哪個寂寞的人要租隻貓咪呢？」佐代子每日漫步在河畔大

喊，奇特行為經常引來鄰居和小孩的揶揄嘲笑，但也因此和

一群人「因貓結緣」，共度一段妙不可言的心靈對話⋯⋯

吉貓出租 Rent A Cat  

荻上直子│2012│日本 │110分│劇情片│普

「老鷹先生」沈振中原為生物教師，投入觀察黑鳶生態的工

作，1991年發現基隆外木山黑鳶群體，因棲地遭受破壞而消

失，觸動他發心，毅然決然放棄穩定的教職，全力投入觀察

工作。他家徒四壁，靠著家族成員的支持，堅苦卓絕從事黑

鳶保育工作，長達20年。本片忠實記錄老鷹在台灣日漸惡化

的自然環境下，所遭遇的生存困境，引人反思人類過度發展

經濟生活對其他生物所產生的傷害，並將帶領人們超越科學

而邁入生命同源的最真、最原始的心靈。

老鷹想飛 Fly, Kite Fly

梁皆得│2015│台灣 │75分│紀錄片│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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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放風，傾聽孩子內在的聲音

親子電影院

茉莉人生 Persepolis

Vincent Paronnaud、Marjane Satrapi│2007│法國、美國│95分│動畫片│輔

瑪嘉莎塔碧是個九歲大的小女孩，喜愛幻想與冒險。來自伊

朗的她，在政治與國家狀況變動的影響下，讓九歲大的瑪嘉

提早一步接觸到大人世界的現實，與社會所經歷的巨大變動。

富有幻想力的瑪嘉，在她童年的想像中，上帝是她的密友。

她的最愛則是漫畫版的馬列主義。瑪嘉老是會用一些超可愛

的點子，讓環繞在身邊的家人覺得好氣又好笑。 

12.10（六） 14:00

12.03（六） 14:00

8歲的瑪麗住在墨爾本，腦子裡總是裝著不知從哪裡來的怪

想法，爸爸在做伯爵茶包工廠工作，她的夢想就是長大要嫁

給「伯爵」！住在小鎮上沒有朋友的她，某天從郵局的電話

簿撕了一角，她寫信給紙上不知名的麥斯先生，想要問他滿

腦子奇奇怪怪的問題。終於她接到了愛吃巧克力、為自閉症

所苦的44歲的麥斯先生的回信，開始一段奇妙的筆友情緣，

也改變了兩個寂寞心靈的一生。

‧日舞影展開幕片、法國安錫動畫影展最佳影片

巧克力情緣 Mary and Max

Adam Elliot│2011│澳大利亞│92分│動畫片│保
12.17（六） 14:00

居住在都市叢林裡的小女孩，儘管再不願意卻還是得接受媽

媽每天的安排，獨自在家認真唸書當個乖寶寶。某天，窗外

飛來一架飛機墜毀在隔壁，小女孩因而認識了老飛行員鄰居，

其實他每天都會折一架紙飛機丟到小女孩家，這是小女孩每

天最喜歡的時刻，攤開紙飛機就會看見，從前從前，有一位

飛行員遇見小王子的故事⋯⋯

小王子 The Little Prince　

Mark Osborne│2015│法國│108分│動畫片│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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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雨大雨一直下 Raining Cats and Frogs

Girerd, Jacques-Remy │2004│法國│90分│動畫片│普

莉莉的父母開了一間家庭動物園，為了要擴大規模，他們要

去非洲尋找野生鱷魚，於是暫時將動物園和女兒莉莉託付給

老船長費迪照顧。費迪和他太太茱麗葉、小孩湯姆，一家三

口就住在不遠小山丘上的穀倉內。 某夏日午後，湯姆和莉莉

到池塘邊玩耍，聽見一群青蛙發出了驚人預言 :「一場大浩劫

即將發生，老天將連續下40晝夜的大雨，大洪水將淹沒全世

界！」說時遲那時快，大雨嘩啦嘩啦地開始下個不停，老船

長費迪連忙將動物們趕到穀倉內避難⋯⋯

12.31（六） 14:00

12.24（六） 14:00

小斑馬酷巴從小就因身上只有一半的條紋而自卑難過，直到媽

媽告訴他，只要跳入一個神奇的池塘就能讓另外一半的條紋浮

現，小酷巴決定離開家鄉，尋找神奇池塘。在途中他遇到鴕鳥

布萊德利、母水牛媽媽菲，荒野上的各種奇妙動物傾巢而出，

在蠻荒大地上較勁搞笑，但他們不小心踏入了兇神惡煞的美洲

豹彭哥的地盤，小酷巴和牠的夥伴能全身而退嗎？

酷巴：尋斑大冒險 Khumba

Anthony Silverston│2013│南非│85分│動畫片│普

‧安錫動畫影展 最佳動畫電影 入圍‧多倫多影展‧德班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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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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眾交通工具

搭火車至中壢火車站→

A 至桃園客運公車站 (中壢區中正路51號 /麥當勞旁 )

搭乘112南、115甲、5008、5011、5050，在馬祖新

村站下車，約1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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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資訊

龍
吉
二
街

P P
公車站

公車站

公車站

公車站

龍岡
森林公園

馬祖新村

北

龍岡
大操場

龍岡路三段281巷

龍慈路

龍東路

龍
興

路

龍
吉
二
街

龍
清
街

龍
岡
路
三
段

↑ 

往
中
壢
火
車
站

龍
南
路

往
二
高 

↓ 
 

詳細資訊請上臉書搜尋

桃園光影  Taoyuan Arts Cinema

指導單位│桃園市政府  桃園市議會

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承辦單位│微光影像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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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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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是

愛

電

影

放映地點│光影二館

放映地點│光影二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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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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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大小朋友周

末蒞臨同樂。

電話：03-3357745

地址：330桃園市桃園區埔新路 12號

12.25（日） 14:00

12.04（日） 14:00

居住在都市叢林裡的小女孩，儘管再不願意卻還是得接受媽

媽每天的安排，獨自在家認真唸書當個乖寶寶。某天，窗外

飛來一架飛機墜毀在隔壁，小女孩因而認識了老飛行員鄰居，

其實他每天都會折一架紙飛機丟到小女孩家，這是小女孩每

天最喜歡的時刻，攤開紙飛機就會看見，從前從前，有一位

飛行員遇見小王子的故事⋯⋯

小王子 The Little Prince　

Mark Osborne│2015│法國│108分│動畫片│普

奧尼熊一直都是一個人生活，直到他遇到了想成為畫家的莎琳

鼠。在熊和老鼠的世界，兩者是不可能做朋友的，但奧尼和莎

琳卻違反了這個規定。棕熊奧尼靠街頭賣藝維生，在飢腸轆轆

的冬日受到老鼠莎琳的幫助得以大快朵頤。兩人各有理想但都

有志難伸，莎琳喜歡畫畫卻被迫當牙醫，奧尼喜歡音樂和表

演，長輩卻希望他當律師，同病相憐的兩人因此成了好朋友，

但也因為竊盜而遭警方緝捕，只好攜手合演「我倆沒有明天」

的逃亡戲碼，這份真心最後是否能換來美好的明天？

奧尼熊與莎琳鼠 Ernest et Cestine　

Benjamin RENNER、Vincent PATAR、Stephane AUBIER

2013│法國│80分│動畫片│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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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講座場次

2016.12.11（日） 10:00

大商社常務的砂田先生，被診斷出絕症。得知僅剩半年壽命

的砂田，沒有因此氣餒，他的生活依舊充滿動力。女兒拿起

攝影機，開始跟隨父親的身影，根據他所列出的「待辦事項」，

一條一條地將它們完成。和孫女玩耍、陪母親旅行、受洗、

對老婆說「我愛妳」⋯⋯其中穿插家人之間充滿歡樂的真摯互

動，承載滿滿的愛與情，讓我們上了一堂最深刻的生命教育。

主講人│游惠貞

日曜日式散步者
2015│臺灣│黃亞歷│162分│保

1930年代，台灣進入日治同化階段，出現了最早引介超現實

主義的文學詩人團體：風車詩社。本片追溯了風車詩社所帶

領的前衛浪潮，反映出西方文化對於戰前東亞文藝的影響，

並透露出日治時期台灣文壇的樣貌，這些殖民地上的現代文

學創作者，藉由詩觀的論述及文學創作，共同為台灣留下了

劃時代的意義與美學。

2016.12.25（日） 09:00主講人│黃亞歷

多桑的待辦事項
2011│日本│砂田麻美│89分│普



十二月影片放映時間
■ 親親本土　■ 再憶舊夢　■ 親子成長

■ 青春勵志　■ 環境大同　 

放映地點

桃園光影電影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休
館

休
館

休
館

休
館

休
館

6 7

3

8 9

1 2

10 11

13 14 15 16 17 18

4

12

20 21 22 23 24

29 30 31

2519

27 2826

5

19:00

金大班的
最後一夜

19:00

菊次郎的
夏天

19:00

進擊的鼓手

19:00

19:00

醉生夢死

14:00

小王子

14:00

巧克力情緣

19:00

軍中樂園
19:00

紅玫瑰
白玫瑰

19:00

七號房的
禮物

19:00

我要法拉利

19:00

五個小孩
的校長

館內清潔消毒
(5點後休館)

19:00

放牛班的
春天

19:00

我的朋友，
我的同學，
我愛過的一切

14:00

新天堂樂園

19:00

阿嬤的
夢中情人

19:00

刺客聶隱娘

19:00

麵引子
19:00

世界第一
麥方

19:00

兩相好

19:00

無人知曉的
夏日清晨

19:00

逆光飛翔 
19:00

舞動人生
19:00

14:00

茉莉人生

14:00

黃金時代

14:00

第四張畫

14:00

酷巴：尋斑
大冒險  

14:00

大雨大雨
一直下  

19:00

一代宗師

19:00

海角七號

14:00

就是溜溜
的她

看電影換好禮

每看一部影片即可收集一

點，集滿六點即可兌換「馬

祖新村紀念便條紙」一份，

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桃園光影保留活動最終解釋權利

1

4

2

5

3

6

吉貓出租 星際效應

19:00

瘋狂麥斯─
憤怒道

19:00

薩爾加多
的凝視

19:00

老鷹想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