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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講座

專題一

從遺老到新生│10.16（日） 14:00

座談來賓│虞戡平導演

專題二

以一個世代的痛苦錘鍊經典│10.23（日） 14:00

座談來賓│曹瑞原導演

映後座談

10.09（日） 15:00│《盡頭》、《回家》│陸孝文導演、鄒立仁導演

10.30（日） 14:00│《失控謊言》│樓一安導演

大陸與海洋文明，原本各自美麗。台灣位居海洋與大陸交界處，一波又一波的冒險家、拓

荒客與流亡者，來到福爾摩沙，與原住民組成混雜共生的多元社會。明末清初及二戰後兩

波大量的漢族移民，第一波伴隨著幾近無政府的械鬥、民變，帶來文字與農耕文化；第二波

則透過法西斯治理，帶來政治上的絕對寧滯，埋頭進入全面現代化的資本主義社會。

在全球權力佈局的地圖中，島嶼曾經是蠻荒的邊陲，戰略的跳板，割讓的籌碼。從帝國殖

民到戰後白色恐怖，不同世代裡，被分隔的漢族島民，如何在苦悶中懷想、憧憬著美好的

母文化?在歷史詮釋權被壟斷的狀況下，人們如何敘說自己承先啟後的故事，塑造集體認同

情感？是否那沒說的，終究比說出來的更重要呢?

對於曾被戰爭蹂躪、離散漂泊的眾生來說，最渴望的莫過於安身立命。最倉皇的時代，需

要最溫暖的微光。電影是夢，在夢中陪伴眾生憶苦思甜。夢中有古老文明的自豪、近代以

來遭列強侵凌的無措、連年殘酷戰亂的恐懼、也有安居樂土的喜悅。夢裡有個遠離現實的

世界，供人逃避痛苦。

然造夢者亦有眾人沉睡我獨醒者，一生懸命，描繪瞬息萬變的當下氣息，體察眾生的生活

與情感，錘鍊、沈澱一整個世代的痛苦與希望，織綴成為寶石般的集體記憶。從憂患到新生，

陪我們一同走過，重新安放自己。

十月主題  安居‧舊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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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二│念念彼岸

原鄉人 My Native Land

李行│1980│台灣│104分│劇情片│輔

根據作家鍾理和的短篇小說《原鄉人》及其本人經歷改編。

鍾理和在少年時期，因為對日本殖民的反抗心理，而尋求文

化和理想中的「中國」，對原鄉充滿憧憬與想像。主角的二哥

對原鄉也有著強烈傾慕，儘管曾前往日本留學，但在日本和

中國爆發戰爭後，二哥選擇了前往原鄉。而主角在目睹一位

「唐山人」遭到日本人的懲戒後，更加深了對二哥的思念、對

原鄉的認同，也邁向前往原鄉之路。

10.06（四） 19:00

效忠國家是軍人的天職，在不斷的訓練中「認同」了自己的

國家， 不論是大日本帝國、大中華民族，或是愛台灣。但在

強調一心一德的認同政治以外，離散的政治也必須成為我們

思考台灣歷史的角度。對於台灣人而言，一九四五年彷若是

將他們一生的時光切為兩半，接受不同意識形態教育的前後

兩代人，對同一塊土地卻有不同的歷史文化認知。當過日本

兵的阿公跟眷村長大的居民，原本「忠君愛國」、「忠黨愛國」

所認同的國家，好像突然不見了⋯⋯

盡頭 The End

陸孝文│2008│台灣│62分│紀錄片│普
10.09（日） 15:00

改編自藍博洲的《幌馬車之歌》，描述鍾浩東與其妻蔣碧玉，

從台灣來到中國參加抗戰部隊，卻被當成日諜險遭不測。抗

戰勝利返回台灣後，鍾浩東擔任基隆中學校長，歷經二二八

事變⋯⋯女演員接演這個白色恐怖受難者的故事之後，在排

練過程中，不斷跟自己的生命經驗、兩性關係、人生記憶重

新對話，交織出充滿反思與叛逆的後設影像辯證。是侯孝賢

「台灣三部曲」的最後一部 (前兩部為《悲情城市》和《戲夢人

生》）。

好男好女 Good Men, Good Women

侯孝賢│1995│台灣│108分│劇情片│輔
10.02（日） 19:00

單元一│俠義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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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若梅為復仇推掉婚事，

並發誓終身不嫁不授徒，以決戰馬三。宮若梅赴大學習醫

途中，在火車上協助一線天擺脫日本人追捕。戰後，不少

習武之人移居到香港。葉問與在港行醫的宮若梅重逢⋯⋯

‧2013金馬獎最佳女主角等五項大獎

10.02（日） 14:00

在屍橫遍野的戰場裡，一名充滿理想但不幸全軍覆沒的將領

龐青雲，從死人堆中爬出來，投靠了一幫打劫太平軍的山賊。

山賊首領趙二虎在亂世中淪為強盜，帶著幾百人到處劫掠，

他為人盜亦有道，深得眾心。率性而為的二虎生平最重視兩

個人，一個是有如親弟的孤兒江午陽，一個就是妻子蓮生。

然而二虎等人的山村被清軍洗劫，村民飽受摧殘傷亡慘重。

午陽極力贊成由青雲帶領他們投效清廷以謀生路，三人立「投

名狀」結義，發誓同生共死⋯⋯ 

‧2008金馬獎獎最佳劇情片等三項大獎

投名狀 The Warlords

陳可辛│2007│中國│126分│劇情片│輔
10.0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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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1（六） 19:00

★映後座談│陸孝文、鄒立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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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三│從遷徙到安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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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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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7（五） 19:00

小畢的故事 Growing Up

陳坤厚│1983│台灣│100分│劇情片│普

回家   2014新竹市社區影像培力營製作

2014│台灣│21分│劇情片│未

故事改編自作家朱天文的同名小說《小畢的故事》。小畢是

個私生子，他媽媽林秀英為了給孩子幸福，帶著小畢嫁給

老公務員畢大順；儘管畢大順將小畢視為己出，卻無法改變

小畢對新家庭與繼父的抗拒與叛逆，直到小畢媽媽為了孩

子的罪愆而選擇走上悲劇道路，歷經生離死別的巨大代價，

小畢在一夜之間兀然成長。

103年年初，在政府都更的計畫下，劉媽媽與女兒是最後

一戶從眷村搬走的住戶，兒媳特地遠道而來幫忙搬家。儘

管優秀的兒女能提供母親優質的生活品質，但搬到新家後，

劉媽媽沒有面對舒適環境的喜悅，卻充滿失去鄰里親密互

動的嘆息與不捨。心中失落的一角，該如何面對呢？ 

10.08（六） 19:00

10.09（日）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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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6（日） 19:00

九歲離家逃難的父親在動盪年代中即失學。講究獨創的他，

創造了「拳指繪畫與書法」的新招式。父親與母親相差28

歲，是外省與客家聯姻，他們淡泊人生的態度與互相扶持

的情感，在拍攝的過程中，不著痕跡的被記錄了下來。

夢痕 Traces of Dream　

陳一芸│2008│台灣│61分│紀錄片│未

女性如何成為母親？她對這個身分的看法為何？透過眷

村母親的生命經驗，瞭解她們如何成為了母親。當遭遇艱

困，什麼是她堅持做母親的主要原因？感人的眷村故事，

還有這位住在新竹的賈奶奶。在那個烽火漫天的時代裡，

她輾轉從雲南來到台灣，成為了母親，也成了眷村歷史的

最佳見證者。

賈奶奶的故事　

郭益昌│2008│台灣│51分│紀錄片│未

10.09（日） 19:00

★映後座談│陸孝文、鄒立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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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五│時代女性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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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情

的痛苦回憶⋯⋯

10.18（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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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到這裡，振保在千鈞一髮時緊急煞車，他以後常拿此事來激

勵自己的自制力，當時在那種情況下都能管住自己⋯⋯

紅玫瑰白玫瑰 Red Rose White Rose

關錦鵬│1994│台灣、中國│111分│劇情片│限
10.20（四） 19:00

改編自張愛玲同名短篇小說。一九三八年， 一群愛國青年在

香港組成話劇團，劇團團長鄺裕民對汪精衛等一眾漢奸極為

憤恨，當他得知汪手下的一個特務頭目易先生身在香港，決

定夥同團員，展開暗殺行動。團員決定以美人計對付易先生，

由劇團台柱王佳芝假扮香港貴婦，先與易太太混熟，繼而藉

機色誘易先生，從中製造暗殺機會。當王佳芝成功勾引易先

生準備下手時，卻發現自己對他動了真情⋯⋯

色，戒 Lust, Caution

李安│2007│美國│158分│劇情片│限
10.15（六） 19:00

單元四│戰爭記憶

燃燒吧歐吉桑 War Game 229

黃建亮│2011│台灣│100分│劇情片│保

退役老兵們平靜的守著光榮新村，過往的英勇與殘酷都早已

雲淡風輕。但子彈聲驚天徹響地劃破了村裡寧靜的午後，這

裡何時成了時髦新人類的漆彈遊樂場? 一場老兵與草莓族、專

業軍人與業餘游擊隊的地盤爭奪戰，就此展開。

10.13（四） 19:00

民國38年前後，國民政府從大陸撤退來台，帶了六十萬大

軍，他們以為不久之後就可以反攻大陸回家了，沒想到一待

四十年，兩岸才開放。於是，這群老兵成為台灣與大陸間最

尷尬的一群人！家，歸不得，不可求。作者的父親也是老兵。

奶奶的一支銀簪子，讓作者走進了父親的世界，和許多老兵

伯伯們的深深思念⋯⋯

銀簪子 Grandma's Hairpin

蕭菊貞│2000│台灣│89分│紀錄片│普
10.14（五） 19:00

一百多年前，大陳人的祖先由浙江省沿岸追逐黃魚到大陳島；

四十多年前，因為國共對峙，他們來到台灣成為反共義士；

三十年前，因為想過更好的生活，偷渡到美國成為餐廳的

主廚。兩岸開放後，回到家鄉的大陳人，發現大陳島已經面

目全非，連祖墳都被挖除，尋根的渴望破滅。而在美國生活

的大陳第二代面臨身分認同問題，他們在美國被視為中國人，

到中國被視為台灣人，回到台灣又被視為外省人。大陳人到

何處都不被認可的傷痛，只能隱藏在心底⋯⋯

來去大陳 Coming and Going, Island of Tachen

馬躍‧比吼│2003│台灣│111分│紀錄片│未
10.11（二） 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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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舊電影院

單元五│時代女性心事

青春蝴蝶孤戀花 Love's lone flower

曹瑞原 │2005│台灣│109分│劇情片│輔

十里洋場的風月夜上海，一個風華絕代、男人為之傾倒的舞

女雲芳，她鍾情的卻是娟秀靈兮、惹人憐愛的小歌女五寶。

而來自台灣的音樂家三郎，亦為五寶傾心。音樂家的情愛，

交織在雲芳與五寶之間，直至戰亂，迫使三人分離。 歲月流

轉，雲芳至台灣後與三郎再遇，已昨是今非。娟娟，一個青

春潔白的生命卻有著最不堪的生命歷程；她如五寶再現般，

使雲芳對五寶的未盡情感暫時有了停泊的港灣⋯⋯ 

10.22（六） 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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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環境多窘困，蕭紅從

未放棄過寫作，由哈爾濱、重慶、武漢一路南下來到了香港。

以愛為名、不斷叛逆和出走，最終客死香港⋯⋯

黃金時代 The Golden Era

許鞍華│2014│香港│179分│劇情片│保
10.21（五） 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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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放風，傾聽孩子內在的聲音

親子電影院

12

本片根據清朝「四大奇案」改編。江南女子畢蘭英自幼孤苦無

依，入葛家當童養媳，長大後與丈夫葛小大帶著啞妹三姑同

住。某日葛小大冒雨受寒，蘭英聽聞房主楊乃武精醫術，乃

冒昧往求，楊即來醫。不久蘭英也病了，葛小大亦請楊乃武

來醫治，楊見蘭英芳容久久不能忘懷。蘭英病癒，設小酌謝

楊乃武，二人初次接觸就覺得彼此極為投契⋯⋯

小白菜 The little girl named Cabbage　

張善琨│1954│香港│105分│黑白│劇情│未　演員：李麗華、黃河、鍾情
10.05（三） 19:00

江南風景秀麗的翡翠灣，居民多以捕魚為業，村中漁夫孔春

發與女兒阿鶯、阿鳳相依為命。某日春發與阿鶯捕魚返航

時，搭救了落難的留日畫家黃子健，而後子健與阿鶯二人漸

生情愫。城中富商杜維德，為獨生女杜家珍招婿，相中黃子

健，其父雖召回子健卻無法改變其心意，子健決離鄉獨立謀

生⋯⋯

漁歌 The fisherman's daughter　

卜萬蒼│1956│香港│103分│黑白│劇情│未　演員：林黛、嚴俊
10.12（三） 19:00

1935年秋天，小紅和小雲是一對從東北逃離到上海的姐妹，

由於家破人亡而被迫賣身於他人，小雲從事娼妓而妹妹小紅

則隨琴師到茶樓賣唱。小紅與住在對面的鄰居吹鼓手小陳互

有好感，而當姊妹倆得知琴師意圖將小紅賣給一有錢人後，

她們逃離原本住所向小陳求助，在小陳及其朋友的協助下，

一夥人搬遷他處開始新生活⋯⋯

馬路天使 Street Angel　

袁牧之│1937│中國│91分│黑白│劇情│未　演員：周璇、趙丹
10.19（三） 19:00

10.26（三） 19:00

1926年，北洋軍閥橫行無忌，紅伶小香水為掩護革命份子梁

燕銘出走，而與齊大帥周旋。特務頭子馮占元垂涎小香水，

偵得梁燕銘與革命黨有關，率隊到齊大帥公館搜捕。那夜齊

公館大宴嘉賓，梁燕銘取得證件後正要告辭，但其後在化驗

所被捕。小香水與梁妻合力營救，以為籌得錢後可以救梁燕

銘，但馮占元更要小香水賠上肉體⋯⋯

一代妖姬 A Strange Woman　

李萍倩│1950│香港│95分│黑白│劇情│未　演員：白光、嚴俊、龔秋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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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
社會公義影展

罹患肌肉萎縮症的男孩大衛告訴萊爾，上帝說他們的級任老

師快死了。當大衛的預言成真，萊爾認為他一定要找出上帝

存在的確切證據。於是萊爾讓大衛相信，在他的教導下大衛

能學會跑步。萊爾偷偷地將這個任務，當作檢視上帝是否存

在的方式。萊爾從未想到心中的疑惑，最後竟以如此始料未

及的方式得到答案。

逆風少年 Different Drummers　

Don Caron、Lyle Hatcher│2013│美國│108分│劇情│普
10.08（六） 14:00

10.22（六） 14:00

卓姆是非常活潑開朗的孩子，他很誠實，只不過有點胖，他

跟家人搬到瘦子鎮之後，原本快樂的生活全都走樣了，他父

親在當地開了一間餐廳，但是在瘦子鎮，大家都很不愛出門，

而且沒有胖子。卓姆在愛上全鎮最瘦的麗芙後，想盡辦法要

討她的歡心，他要讓這裡的人看見他的內心真正的美。

我可能不會變瘦 Chubby Drums　

Arne Toonen│2011│加拿大│86分│劇情│普

對凱西來說，閏年二月二十九日出生並不是一件輕鬆的事。

這次生日父親給她一顆「蛋」作為生日禮物。不過再怎麼難熬

也比不上摯友瑪歌，一位罹患先天性肌肉病變的女孩。她們

想一起撫養小鴨，希望小鴨快樂長大！但爸媽總是基於瑪歌

行動不便，禁止她們繼續照顧小鴨。於是小女孩們決定帶著

小鴨遠走高飛，到一個大人找不到她們的地方，盡情飛翔。

想飛的輪椅女孩 Birds of Passage　

Olivier Ringer│2015│法國、比利時│84分│劇情│普
10.01（六） 14:00



16 17

長大以後，別變成了我們曾經厭棄之人。風和日麗的一天，

小男孩「阿寶」本來要到後院與心愛的小狗「嘿嘿」玩耍。

沒想到，美好的一天風雲變色，巨大的推土機慢慢逼近，

原本寧靜祥和的小鎮被夷為平地⋯⋯

導演期望觀眾透過本片，憶起自己心中那份對世界真誠的

感動，莫忘初衷。

根 .更 Tear Down　

陳柏謙│2015│台灣│5分│動畫│輔

「萬丈高樓平地起喲！」但我們倒不需這麼腳踏實地，鬼話

是我們神的光線，從中折射出神的世界，慾望是我們的牧

師，領我們流向奶與蜜之地。在巴黎我初體驗了神，受其

牽引立了一座101，眼中見到神國偉業，啊⋯⋯我願成為其

一份子，而滅世的洪水，讓其將一切淹沒吧！

病態建築症候群 Sick Building Syndrome　

陳君典、 楊鎮宇│2015│台灣│4分│動畫│保

小村的傍晚，男孩丟了一隻豬，老人失去了好友。兩人在

黑夜中迷走，直到清晨的雞鳴和雷聲。

暗河 Subsurface Flow　

吳德淳│2016│台灣│13分│動畫│輔

一對本來家庭美滿的教授夫妻、一對開始享受退休生活的

伴侶、一對相處時間可能跨不過第三年的父子，同時聽見

驟然降臨的倒數聲響。突如其來的癌症教他們面對死亡的

迫近，呢喃人生的恐懼與遺憾。雖是一幕幕暗啞劇場，縫

隙中卻可窺視到愛與被愛的微光。

日日喃喃 Murmuring Days　

沈可尚│2015│台灣│38分│短片│普小葉是剛進第八分局的菜鳥警察，帶著熱忱與理想，處事生

嫩的他，第一次出任務就遇到必須對議長的兒子─藥頭「黑

猴」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狀況，這使他十分憤怒困惑，加上

傳奇學長明哥如今已經變成一個墮落不管事的老油條，他感

到失望不已。其實明哥也有著說不出的苦衷，待在警局多年，

當年的熱情已被內部的官僚行事風格消磨殆盡，眼見新來的

菜鳥因固執不願投入這些老警察口中的「現實社會」，卻讓自

己一步一步陷入危險之中⋯⋯

菜鳥 Maverick　

鄭文堂│2015│台灣│118分│劇情│輔
10.23（日） 19:00 10.25（二） 19:00

本片以一大家族之生命軌跡，爬梳「日本沖繩八重山 台灣

人」 八十年滄桑歷史，距台灣三百公里的沖繩八重山諸島，

戰前因農業開墾徵召來的台灣移民，經歷了二戰強制遣返

與兩地動盪，而後在美軍統治沖繩時代下度過無國籍的

三十年。2015年初春，子孫已過四代的玉木家族，隨母親

最後一次返鄉，重新踏上一趟未曾有過的追尋記憶之旅。

海的彼端 After Spring, the Tamali Family　

黃胤毓│2016│台灣、日本│96分│紀錄片│普
10.27（四） 19:00

三個在部落山林間長大的小男孩─瓦旦、晨皓與林山，他

們樂觀活潑、調皮貪玩，卻又因為家庭而各懷心事，他們一

直用最「看得開」的方式在長大著。拉娃老師為部落的孩子們

開設了課輔班，她擁有美妙歌喉，卻不再開口唱歌，直到瓦

旦發現了拉娃以前錄製的歌曲錄音帶，讓三個小毛頭鼓起勇

氣，帶著錄音帶來到台北⋯⋯

只要我長大 Lokah Laqi　

陳潔瑤│2016│台灣│90分│劇情│普
10.29（六）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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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解嚴四年後，1991年發生四位青年被逮捕且以懲治叛

亂條例起訴，可能遭判「二條一」唯一死刑，此舉引起深藏

在民間的白色恐怖之懼。學生罷課、社會各界進駐台北火

車站，挺身抗議。導致立法院於九日內火速廢除實行長達

四十二年的懲治叛亂條例。本片透過深度訪談與歷史文獻

爬梳，重現「獨台會案」過程及其後續發展。

末代叛亂犯 The Last Insurrection　

廖建華│2015│台灣│62分│紀錄片│普

一宗命案，三個偶然重疊的生命，萬千謎團與深陷泥淖的真

相。彩虹髮藝老闆娘意外遇害，頸部被利刃深深劃開，老闆

蘇俊傑離奇失蹤，陪同逃亡的竟是初戀情人周曉晨，沸沸揚

揚的新聞事件，更引來周刊記者美玉的密切關注，身為兩人

國中同學的她，以協助澄清為由，取得獨家專訪機會，卻也

意外抖出多年前另一起草草了結的命案。

失控謊言 White Lies, Black Lies　

樓一安│2015│台灣│94分│劇情│輔
★映後座談│樓一安

10.30（日） 19:00

10.30（日） 14:00

島上，移工窮途末路，骨肉既是累贅也是救贖。移工來台

工作面臨巨額的仲介費，若移工懷孕則遭解約， 強制遣返

的規定雖已修訂，然而，對於為了償債還本，改善家計而

來台的移工來說，孩子依舊是負擔。

人在異鄉，禁止下錨，落葉無根。

禁止下錨 Anchorage Prohibited　

曾威量│2015│台灣│17分│短片│輔

一座夾於兩岸的島嶼，在過去，是抵禦砲火的國門前線，

在現今，是開啟兩岸交流的國境大門，兩個中國的紛爭拉

扯下，金門人該如何歸屬？本片透過不同世代金門人在兩

岸的生活軌跡，勾勒出一個屬於邊境島嶼的認同樣貌。

門 Quemoy　

邱育南│2015│台灣│44分│紀錄片│普

10.28（五） 19:00

出生在中國河北的老李，因為戰爭來到台灣，一待六十年

再也沒回去故鄉。但是在夢裡早已踏上故鄉千百回，每回

都是血流成河的景象。六十歲那年他與妻兒分居。每照鏡

子都無法忍受白髮蒼蒼。於是他戴上黑色假髮，穿上女裝，

想彌補錯過的所有年華。這時他還不知道一生的顛沛流離

最終是怎麼結束的⋯⋯

河北臺北 Hebei Taipei　

李念修│2015│台灣│92分│紀錄片│輔
10.29（六） 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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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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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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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主辦│社會公義獎

承辦單位│微光影像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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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樂是個聰明卻喜歡搗蛋的小孩，也是學校的頭痛人物，有

身孕的母親在公司與家庭之間分身乏術的情況下，還會接到

從學校打來抱怨家樂的電話。母親僱用菲籍女傭泰莉來幫家

務和照顧家樂，泰莉卻時常被家樂欺負。父親和母親因為煩

惱著各自的事情而無暇關注家樂，反而讓家樂和泰莉兩人的

相遇從生疏、摩擦到逐漸培養出深厚的感情⋯⋯

爸媽不在家 IloIlo　

陳哲藝│2013│新加坡│99分│劇情│護
10.02（日）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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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性格陰沈的繼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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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張畫 The Fourth Portrait　

鍾孟宏│2010│台灣│105分│劇情│護
10.16（日） 14:00

10.23（日） 14:00

那年冬天，女孩從山上爺爺家被送回城市中的父母身旁。新

的學校、陌生的環境，連那個被稱之為家的地方，都讓三個

人產生著偌大的空間感。女孩只能逃入自己幻想世界中的寂

靜。她懷念山上生活，以及闇夜湖面上那一片閃熠的星空。

女孩遇見了男孩，一個身上充滿各種問號的轉學生，他們共

享另一個只屬於他們的世界⋯⋯

星空 Starry Starry night

林書宇│2011│台灣、中國│99分│劇情│普

建築師良多是個嚴峻的父親，他讓兒子上最好的幼稚園、學

鋼琴，一家三口過著幸福的生活。但一通醫院的來電卻改變

了一切，六年來朝夕相處的心愛兒子竟與自己沒有血緣，面

臨同樣意外的還有一直養育著良多兒子的齋木夫婦，兩種完

全不同教養方式的家庭，如何處理這個驟變？原本相互依存

的父子親情，早已超越血緣羈絆，該怎麼割捨和抉擇？

我的意外爸爸 Like Father, Like Son　

是枝裕和│2013│日本│121分│劇情│普
10.30（日） 14:00

放映地點│光影二館

放映地點│光影二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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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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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大家熱烈參與報名，本活動報名已額滿。若有候補名額，將在桃園光影網站公告說明。
本活動僅限

完成報名者參加

感謝大家熱烈參與報名，本活動報名已額滿。若有候補名額，將在桃園光影網站公告說明。
本活動僅限

完成報名者參加



十月影片放映時間 ■ 十月專題 安居‧舊夢　■ 懷舊電影院　■ 親子電影院

■ 第六屆社會公義影展　 ■ 專題講座　   ★ 映後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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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1

6 7 8 9

11 12 13 14 15 16

2

10

18 19 20 21 22 2317

25 26 27 28 29 3024

3

19:00

小白菜

19:00

漁歌

19:00

馬路天使

19:00

一代妖姬

19:00
刺客聶隱娘

14:00

想飛的
輪椅女孩

14:00

眷村文化節
座談

19:00

小畢的故事

19:00

兩相好

19:00

銀簪子

19:00

燃燒吧
歐吉桑

19:00

色戒

14:00

專題講座2

19:00

麵引子

19:00

黃金時代

19:00

青春蝴蝶
孤戀花

19:00

菜鳥

14:00

失控謊言★

19:00

末代叛亂犯

14:00

只要我長大

19:00

河北‧臺北

19:00

原鄉人

19:00

投名狀

19:00

來去大陳

19:00

紅玫瑰
白玫瑰 

19:00

海的彼端

19:00

門/禁止下錨

19:00
金大班的
最後一夜

19:00

日日喃喃 / 
病態建築症候群 /  
暗河 / 根‧更

14:00

逆風少年

14:00

我可能
不會變瘦

19:00

賈奶奶的
故事、夢痕

15:00

盡頭、
回家★

14:00

專題講座1

14:00

一代宗師

19:00

好男好女

看電影換好禮
看完十月影展任3部影片，集滿3點，並參與

專題講座及Free style跨界電影講座，任三場

講座，再集三點，合計集滿6點。即可至一

樓服務台，現場兌換「向記爺爺的獨家料理

─湖南老醬」ㄧ份，每人限換一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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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