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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劃

「掌聲響起只為你」鳳學讀書會聚會暨表演活動│9.4（日） 14:00

專題講座

專題一

藍領女性與階級翻轉│9.11（日） 15:50

座談來賓│林靖傑│《愛琳娜》導演

│蘇美雅│資深社運參與者

專題二

愛情電影中的勞動女性再現│9.18（日） 14:00

座談來賓│林文淇│中央大學英美語文學系教授

映後座談

吳乙峰 導演│9.21(三 )18:30│《生命》

李孟哲 導演│9.25(日 )19:00│《朱教授老闆的暑假作業》

上個世紀在台灣家喻戶曉的帽子歌后鳳飛飛，是桃園大溪人，本名林秋鸞。她以獨特的轉

音唱腔、清新俏皮略帶中性的陽光形象，風靡了台灣及東南亞，除了非凡的歌藝之外，主

持綜藝節目功力亦是一流。

回顧鳳飛飛璀璨的一生，1970-1980 台灣的經濟奇蹟年代，正是鳳飛飛崛起的全盛時期，

她的歌聲撫慰了廣大的普羅民眾，無數從農村漂泊到城市，埋頭打拼工作的普羅百姓。當

時藍領家庭的年輕女性，經常為了支持家庭經濟而放棄學業，在工廠中奉獻了全部青春歲月。

而鳳飛飛溫暖輕快的歌聲，寄託了她們對未來的綺麗夢想，陪伴他們度過每日的辛勞。

深受愛戴的鳳飛飛，曾為瓊瑤電影演唱多首電影主題曲。在台灣政治戒嚴、經濟起飛的

年代，藍領階層追求階級翻轉的盼望，民眾在生活中壓抑的種種幽微心事，在多位電影導

演與兩位文學、音樂界天后的合作中，密密縫進了情歌與一段段愛情故事裡，成為時代集

體記憶的一環。

鳳飛飛跟電影的緣分頗為奇妙。電影雖然不是她的主要事業版圖，但在演藝事業如日中天時，

她曾交遇、提攜了多位台灣影壇的關鍵人物。她和當時新銳導演侯孝賢的合作，見證了未

來的電影大師侯孝賢，逐漸從商業電影中省思、蛻變，轉向作者電影的身影。而她主持的

綜藝節目《你愛周末》、《一道彩虹》固定搭檔許不了，在節目中崛起後，更以獨特的許氏爆

笑風格，成為 1980 年代最重要的電影票房賣座巨星。鳳飛飛的歌聲亦風靡東南亞華人世界，

善於捕捉庶民文化特質的新加坡導演陳子謙，即以新作《想入飛飛》向歌后致敬。

本影展不僅回顧鳳飛飛在電影中的歌聲倩影，更觀照流行音樂與愛情電影，為忠實影 /歌迷

們，寄託了什麼樣的夢想與哀愁? 歌后的故鄉桃園，在台灣的經濟起飛年代，是重要的工

業區。奇蹟般的經濟成長數字下，勞動民眾們為台灣做出了哪些貢獻，又在現實生活中付

出了哪些代價呢? 普世的勞動階層，是否都面對相似的課題?  而各地的影、歌迷們，又如

何透過音樂與電影，在緊繃壓抑的繁忙勞動裡，為自己展開一方寄託夢想與希望的空間？

九月主題 
台客與奇蹟的年代：鳳飛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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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一│大地的女兒，電影的繆思

想入飛飛　導演：陳子謙　演員： 蔡淳佳、劉玲玲 

2015│新加坡│99分│劇情│普

舞台上有個鳳飛飛，戴闊邊帽、會唱歌。新加坡的停車場

旁也有一群鳳飛飛，他們是收費稽查員，戴帽子、開罰

單，人們看到他們就高喊：「鳳飛飛來了！」 鳳飛飛唱紅姑娘

十八一朵花，但夏飛飛已經三十八，她從小愛唱歌，雖然

當不成舞台上的鳳飛飛，卻還能當停車場邊的鳳飛飛。在

這個鳳飛飛永遠離開的時代，日子裡萬事拖磨，當歌唱比

賽開始，夏飛飛重新站上舞台，不只拼輸贏，回首過往，

有沒有那麼一首歌，能讓自己從別人生活裡的配角，重回

有主題曲的人生？

9.02（五） 19:00

在二次大戰末期宜蘭太平山上的林場，林場主人女兒林秀

蘭愛上了佣人的兒子徐長榮。而來到林場視查的橫山少佐

對美麗的秀蘭也一見鍾情，便在強收林家的林場之餘強迫

林父將秀蘭許配給他。林父面對脅迫毫不退縮，促成秀蘭

與長榮的姻緣。沒想到橫山少佐用職務之便橫刀奪愛，將

長榮發配南洋擔任軍伕；此舉沒有讓少佐得到秀蘭的人，

更得不到她的心。求愛心切的橫山強行向秀蘭示愛不成，

反遭聽到呼救聲趕來的啞巴打死，而搭救的啞巴也在打鬥

中被少佐開槍射殺，死在秀蘭懷中。當戰爭終於結束，在

南洋身受重傷的長榮撐著回到台灣，只為了履行諾言和秀

蘭完婚，但他在婚禮前夜卻不治身亡。心碎的秀蘭在父親

支持下仍以冥婚的方式和長榮完婚，電影便在哀戚的婚禮

結尾畫下句點。

春寒　導演：陳俊良　演員：鳳飛飛、梁修身
1979│台灣│93分│劇情│保

9.03（六） 19:00

就是溜溜的她　導演：侯孝賢　演員： 鳳飛飛、鍾鎮濤

1980│台灣│90分│劇情│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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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4（日） 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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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一│大地的女兒，電影的繆思

雞蛋石頭碰　導演：許不了　演員： 許不了、張盈真 

1981│台灣│82分│劇情│未

計程車司機譚伯虎，耿直憨厚，與偵探迷的洗車廠女工秋

香因工作之關係相識，進而成為好友。 某日，伯虎自機場

載得開徵信社的萬事成，突遇歹徒沿路追蹤，萬事成情急

之下將一包口香糖交與伯虎，並約定於當日下午在大同水

上樂園鬼屋見面，即下車逸去。伯虎偶然臨危受命，卻捲

入了黑道的糾紛和一連串瘋狂追逐之中 ⋯⋯

9.10（六） 19:00

阿才和阿瓜是一對活寶，在鄉下包辦婚喪之事，先是把靈

堂辦成了禮堂，後又大鬧婚宴，在鄉下住不下去了，他們

決定到大都市闖蕩一番！ 搭豬車來到城裡的當晚，阿瓜牙

疼，阿才用各種古怪方法，就差把房子整垮了，卻還是沒

有治好阿瓜的牙！隔天，他們找到一份差事負責保護某富

商女兒的貞操，結果該女竟故意勾引他倆，引起爭奪褲子

的風波，富商大怒，將二人趕出家門。 為了生活，他倆當

推銷員、餐館跑堂、替人拔牙，結果都是鬧得天翻地覆⋯⋯

天才蠢才　導演：朱延平　演員：許不了、孫越
1980│台灣│94分│劇情│普

9.11（日） 19:00

風兒踢踏踩　編導：侯孝賢　演員： 鳳飛飛、鍾鎮濤

1981│香港│90分│劇情│普

幸慧是廣告導演羅仔的攝影助理，羅仔積極的追求幸慧，而幸慧對羅

仔的愛意卻似有若無的。一次的澎湖的廣告拍攝之旅，偶遇送病人就

醫而發生車禍，傷及眼睛的失明醫生顧金台，一份憐憫助人的心，讓

金台對幸慧產生愛慕之情，相約在接受眼角膜移植手術後見面。金台

手術後依約前往赴約，幸慧找了一個懷著身孕，體態臃腫的小學同學

替代，想開金台一個玩笑，兩人一場趣味相會後，彼此傾吐愛意。而

羅仔正用心計劃一趟幸慧長久以來夢想的歐洲之旅，想藉此獲得美人

芳心，正興致高昂的邀約幸慧，卻被金台撞見而產生誤會⋯⋯

9.18（日） 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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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二│戒嚴、流行音樂與愛情文藝片

一顆紅豆　導演：劉立立　演員：林青霞、秦漢、張璐、馬永霖　主題曲:鳳飛飛

1978│台灣│97分│劇情│普

夏初蕾，一個在父母疼愛中長大的女孩兒，父親是名醫，

又有梁家三兄弟致文、致中、致秀與她作伴，三兄弟不同

的性情，和蕾蕾有不同的情感累積，然而，命運對這些年

輕人有怎樣的安排呢？ 

9.06（二） 19:00 月朦朧鳥朦朧　導演：陳耀圻　演員：林青霞、秦祥林　主題曲 :鳳飛飛

1978│台灣│94分│劇情│未

從遇見跋扈精靈的小女孩韋楚楚開始，幼兒園老師靈珊不自

覺地踏進韋鵬飛的家庭，隨著時間的遞嬗，他倆漸漸且深深

地互相吸引，但也一直為小女暴君楚楚阻撓。無意間，靈珊

發現一本「愛桐雜記」，才明白深藏鵬飛心中另一角的秘密：

原來這個家的女主人裴欣桐，為了追求自由，脫離家庭以歌

舞為業。為了拯救失意的欣桐，善良的靈珊義無反顧促成一

家人團圓，這才發現，自己對韋不是說放棄就能放棄的⋯⋯

9.09（五） 19:00

我是一片雲　導演：陳鴻烈　演員：林青霞、秦漢、秦祥林、胡茵夢、馬永霖
主題曲:鳳飛飛　1977│台灣│94分│劇情│普

友嵐抬頭看著天上的雲，他歆羨白雲游移的自由，卻也怕白

雲飄零不定。 而宛露是否就像天上的一片雲？她愛友嵐嗎？

或者，她真的像白雲一般，會不由自主地飄向孟樵的懷裡？ 

宛露與記者孟樵交往，而孟樵的母親不喜歡宛露，兩人因長

輩而大吵分手。宛露從小備受疼愛，但生母回來找她，宛露

得知自己身世非常難過，仍選擇與養育他的父母在一起，也

接受了青梅竹馬的友嵐求婚。但婚後，孟樵仍時常來找她，

心神不寧的三人該怎麼辦呢？

9.08（四） 19:00

金盞花本代表離別，但對他們而言，卻是永不離別的最佳信

物。佩吟的男友林維之在美國另結新歡，拋下她在美國結了

婚，她到自耕家擔任纖纖的家教，卻意外與自耕結下一段姻

緣；頌超經由佩吟認識了纖纖，為了接近纖纖，頌超努力學

習纖纖最喜愛的花花草草，還幫她建造了一間花房，他的努

力感動了纖纖，兩人相知相惜。此時頌超的前女友卻突然出

現，並說她懷了頌超的孩子⋯⋯

金盞花　導演：劉立立　演員：林青霞、秦漢、馬永霖、朱海玲　主題曲:鳳飛飛

1980│台灣│100分│劇情│普
9.07（三） 19:00

羅敬晨在山林裡認識了張曉虹，她是個不食人間煙火的女

孩，夢想著買下另一邊山上的地來種花。而敬晨的父母覺得

曉虹是個學歷不高的鄉下女孩，反對他們的交往。敬晨一心

只想寫作，不顧父母反對，與曉虹結婚住在山林裡專心寫書，

後來成為名作家。敬晨的姊姊為了想讓父母接受曉虹，將她

改造成一個時髦的模特兒，進入家族企業。曉虹為了想讓敬

晨回到家裡，也為了想配得上他，配合姊姊的計劃。但在敬

晨心中，那個清純的女孩已經不見了⋯⋯

奔向彩虹　導演：高山嵐　演員：林青霞、秦祥林　主題曲 :鳳飛飛

1977│台灣│85分│劇情│未
9.01（四） 19:00

★神秘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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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三│愛情電影中的勞動女性 單元四│經濟奇蹟後的勞動者身影

彩雲飛　導演：李行　演員：甄珍、鄧光榮
1973│台灣│110分│劇情│普

孟雲樓從香港飛到台灣求學，住在爸爸的世交楊子明家中，

因而邂逅楊子明的女兒涵妮。身體柔弱的涵妮不能受到任何

刺激，楊家兩老原本反對這段戀情，見女兒得到戀愛的滋潤

後比以前開心，無奈只得讓兩人繼續交往下去。孟老得知雲

樓的情況，便稱孟母重病，叮囑兒子儘快返回香港，得知自

己被騙的雲樓，立刻回到台灣，可惜涵妮已病逝。 雲樓從此

自暴自棄，在台灣打零工維生，一日，他在超市碰見和涵妮

一模一樣，個性卻大不相同的歌女─唐小眉，兩人漸漸談

起戀愛來，原來小眉就是涵妮的另一位雙生姐妹⋯⋯

9.16（五） 19:00 朱教授老闆的暑假作業：嘉隆女工抗
爭紀實 Professor - Boss CHU'S Summer Work 

羅興階、李孟哲│1992│台灣│117分│紀錄片│普

1992年6月，板橋嘉隆成衣廠為移資印尼，在工會成立的同

時宣布關廠。一百三十餘名員工頓時失去十幾年來付盡青春

的工作。老闆朱英龍身為台灣大學教授，卻不肯按照「勞動

基準法」的標準給付資遣費，員工四處投訴資方都置之不理，

女工們只好挺身抗爭，除了資遣費外，也爭取歷年來資方強

迫加班所積欠的加班費。

9.25（日） 14:00

殷超凡出身富裕之家，有個美麗的未婚妻，他卻愛上了貧窮

且和智障弟弟相依為命的芷紜，兩人的戀情不被殷家許可，

受到父母百般阻擾，芷紜因此離開了超凡，但殷超凡對芷紜

的愛始終不變，這份堅持終於感動父母。

1966年12月3日，台灣第一座加工出口區在高雄前鎮成立，

改寫了台灣經濟與社會發展史，女性人口從農村湧入工廠「上

班」，成為重要的勞動人力與家庭經濟支柱，台灣的女工歷史

自此展開，女性開始有了經濟獨立的機會⋯⋯那是一段距離

有點遙遠的歲月，斑駁泛黃的記憶，交雜著她們的血淚與青

春歡笑。 

秋歌　導演：白景瑞　演員：林青霞、秦祥林、夏玲玲
1976│台灣│93分│劇情│未

她們的故事 Eager for Overtime: Women and Industrial Work in Taiwan

柯妧青│2008│台灣│66分│紀錄片│未
9.13（二） 19:00 9.17（六） 19:00

這是一個特別護士與叛逆富家少爺間的愛情故事，過程轟轟

烈烈又充滿波折，護士雨薇負責照顧脾氣暴躁古怪的耿老先

生，在他刁難之下，雨薇居然慢慢獲得他的信任，另一方面

雨薇也化解了耿老先生和他兒子的誤會，耿老先生過世後留

下大筆財產給雨薇，面對龐大的財富，她該如何處理？

電子業是台灣致力發展的重點產業。三十年前，面臨農業轉

型工業關鍵期的台灣，為了發展這項明日產業，派出四十名

年輕菁英到美國RCA公司受訓。與此同時，在桃園、新竹等

地，則有兩萬名年輕女工進入RCA電子廠生產電視，創造了

驚人的外匯存底。三十年後，RCA計劃的菁英蛻變為台積電、

聯電等半導體大廠的科技新貴；近兩千名RCA女工則在美商

悄然關廠、土地污染事件爆發後，淪落為罹患各式腫瘤的人

肉皮球。一樣的RCA，兩種截然不同的生命軌跡⋯⋯

心有千千結　導演：李行　演員：秦祥林、甄珍
1973│台灣│101分│劇情│普

奇蹟背後 Behind the Miracle

蔡崇隆│2002│台灣│57分│紀錄片│未
9.14（三） 19:00 9.24（六） 19:00

★映後座談│李孟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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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五│我們所愛與能愛的 單元六│勞動女性的尊嚴與工作權

愛琳娜 Juvenile Offender

林靖傑│2015│台灣│138分│劇情│輔

英國社會主義電影大師肯洛區，首部電影即以敏銳的社會觀

察、強烈寫實的影像風格一鳴驚人。生活在社會結構底層的

女孩喬伊，在她所愛的男人及所屬的男人之間的游移，在社

會邊緣及主流價值之間，看她如何不卑不亢地堅持譜出屬於

自我的生命樂章。

愛琳就如同他同輩的大部分人一樣，有個不上不下的教育程

度，和一個彼此緊密擔待的平凡家庭。她在紡織廠及各式各

樣的服務業打工，以勞動來賺取生活的溫飽。內心想著總有

一天要脫離這樣的生活。台灣成為加工出口區後，這幾乎是

一整個世代的共同記憶。一場車禍後她獲得小提琴課程訓練

作為賠償，她努力成為小提琴課程老師，美好的中產階級生

活似乎就在眼前。她邂逅了英俊瀟灑的地方角頭第二代，但

角頭老大需要的是律師媳婦，慘遭拋棄的愛琳娜，偏又遭逢

父親生病與房屋被徵收，她該如何用音樂改變自己的命運？

母牛 Poor Cow

肯洛區│1967│英國│97分│劇情│輔

麵包，乾硬難嚥；玫瑰，多刺危險。迷途的凡間天使，如何

尋找夢中的天堂？ 瑪雅到美國與姊姊蘿莎相聚。姊姊必須承

擔起同是非法移民的丈夫，在沒有醫療保險照顧下的無情病

痛；瑪雅則愛上了一名政治狂熱的律師，積極地參與工會的

抗爭活動。麵包與玫瑰、生存與尊嚴，難道是非法移民者可

望而不可及的幻夢嗎？肯洛區描述兩個在劣境中掙扎、妥協

的底層女子，在親切幽默手法中展現犀利觀點與悲憫胸懷。

本片由導演家中真實故事改編，幽默簡潔洗鍊，將有限成本

發揮最大效益，榮獲世界各影展24項大獎，被稱為女僕版的

《時時刻刻》。故事敘述智利一個有錢人家的女僕樂格，深知

家中每個人的秘密，傾其畢生歲月替雇主服務，心態上和雇

主就像家人般，然事實上，對雇主家中事務只能服從不能抗

拒。盡忠職守23年之後，她無法接受新女僕的加入，費盡心

機搞走新來的女僕，卻把靈魂囚禁在自我厭惡的囚牢中。直

到有一天，來了一位真正的對手⋯⋯

麵包與玫瑰 Bread and Roses

肯洛區│2000│英國│112分│劇情│保

女僕 The Maid 

賽巴斯丁西娃│2010│智利│96分│劇情│輔

9.11（日） 13:30

9.20（二） 19:00

珊德拉在罹患憂鬱症後，公司的老闆打算將她解雇，並用

1000歐元的獎金說服其他同事投下贊成珊德拉離職一票。但

珊德拉並不甘心，她必須利用週末的時間，一一去說服她的

同事們幫助她，其中不乏與她非常要好的朋友。 面對各個家

庭不同的環境經濟因素，大家都有自己的問題要面對，兩天

一夜的時間讓珊德拉歷盡煎熬、也漸漸對自己的遭遇釋懷。

兩天一夜 Two Days One Night

達頓兄弟│2014│比利時、法國│95分│劇情│保
9.25（日） 19:00

9.22（四） 19:00 9.27（二） 19:00

美麗蘿賽塔 Rosetta

達頓兄弟│2000│比利時、法國│95分│劇情│保

剛滿十八歲的蘿賽塔才做到試用期就被工廠給開除了，心

情顯得非常的沮喪和不安，除了要想辦法扶養她那酗酒成

習的母親，還得住在毫無安全感的活動屋中，日子依舊要

過下去，在這近乎悲慘邊緣的世界中，她只有一個選擇，

為生活戰鬥下去，不然就選擇⋯⋯

9.23（日） 19:00★專題座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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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七│家與枷

家庭生活 Family Life

肯洛區│1971│英國│107分│劇情│保

珍妮絲的父母以為對女兒盡了最大的照顧心力，但珍妮絲對

父母所謂的紀律與規範始終覺得抗拒，卻不敢直接回應。極

度沮喪的她，被父母送入精神醫院治療。男友提姆告訴珍妮

絲，她的家庭像個訓練營，他希望珍妮絲能尋找到自我。在

父母的保守壓抑及社會診斷的偏頗下，渴求追尋自我的女

孩，陷入孤獨迷惘的困境與徬徨。本片針砭入裡地探討關於

「愛」的本質真諦。

9.29（四） 19:00

在北非與中東之間小村莊，長久以來流傳著一個傳統：婦女

必須每天頂著烈日踩著蜿蜒小徑至山頂取水，連孕婦也必須

冒著流產的危險，為家人辛勤挑水；而村中男性卻可坐享妻

女勞動所帶來的便利。由外地嫁入此村莊的蕾拉無法忍受這

般不平等待遇，鼓吹村內婦女發動床第抗議：丈夫若不願協

助挑水，就不給予任何親密接觸。此舉引起村中男性的大力

反彈，許多思想傳統的女性亦不敢忤逆丈夫。艱難的改革過

程讓蕾拉和加入抗爭的女子飽受壓力與刁難⋯⋯

珍愛泉源 The Source

哈杜米赫羅│2011│摩洛哥│120分│劇情│輔
9.30（五） 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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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放風，傾聽孩子內在的聲音

親子電影院

16

宛如韓版《親愛媽咪》，深刻直指母子間的愛與無能為力。地

球離開少年感化院後，生活突然多了一個年輕媽媽。孝昇在

十七歲生下地球後便拋棄了他，兩人已錯過了十幾年的相處

時間，再次見面，陌生的母子倆，完全不知道該如何相處。

此時地球的小女友懷孕了，孝昇彷彿看見當年的自己。當天

真已不能再成為逃避的藉口時，他們該如何面對現實生活？

讓愛從心開始 Juvenile Offender　

姜利官│2012│韓國│108分│劇情│保
9.03（六） 14:00

東尼的爸爸是全國最厲害的怪手駕駛員，東尼似乎也遺傳到

爸爸的基因，從很小的時候就開始駕駛怪手，成為他最得意

的事。東尼的爸爸後來當上了部長為偉大的女王服務。可是

工作越來越忙，爸爸開始越來越少回家，甚至愛上了美麗的

秘書。東尼就要過十歲生日了，他希望爸爸媽媽能一起陪他

過生日。冰雪聰明的女王，妳能幫幫東尼嗎？

小怪手超級任務 Tony Ten　

Mischa Kamp│2012│荷蘭│85分│劇情│普
9.10（六） 14:00

9.17（六） 14:00

女孩布蘭卡偷竊乞討露宿街頭，家對她而言只是妄想。當她

在電視上看到領養的新聞，靈光乍現想要買個媽媽。於是她

努力存錢，還找街頭走唱的盲眼吉他手老皮幫忙。她成為老

皮的眼睛，兩人一起離開貧民窟，來到大城市打拼流浪。一

路上遇見形形色色的人物，經歷大大小小的冒險，布蘭卡真

的能夠如願買到心中理想的媽媽嗎？ 

逆光少女 Blanka　

長谷井宏紀│2015│菲律賓│77分│劇情│護

紐約六歲的小女孩梅西因父母離異深感苦惱，也因此夾在皆

想要她監護權的父母之間，當監護權官司進行的不可開交，

身為梅西父母的莽撞搖滾歌星蘇珊娜，與時常焦躁的藝術品

商人畢爾，也各自擁有著新歡。 隨著父母各自的「新歡」加

入梅西的小小世界，被迫早熟卻也纖細敏感的梅西，將透過

她的雙眼與天真的語言，話裡有話的刻畫複雜的大人世界⋯⋯

梅西的世界 What Maisie Knew　

Scott McGehee、David Siege│2013│美國│99分│劇情│護
9.24（六）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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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 Gift of Life　

吳乙峰│2004│台灣 │142分│紀錄片│普

現實像一把殘酷的鏡子，經常荒謬地逼得你無處可逃，當你正要擊潰它時，它卻一溜煙的不見了。 1999

年9月21日台灣發生嚴重的大地震，導演以他和朋友間的信件為基礎，牽引出數個家庭在災難中失去摯愛

的悲痛，以及導演和他住在安養院年邁的父親間的關係。闡明了生離死別、絕望與求生的慾望，是一部探

究生命意義重量的作品。

‧2003法國南特影展觀眾票選最佳影片

‧2003山形國際紀錄片影展優秀賞

9.21（三） 18:30 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 Reunion　

柯一正│1986│台灣 │103分│劇情片│普

一群鄉下小學同班同學，回憶起小學時代，在女老師教誨下的種種趣事。畢業後第一次同學會，是在高一

那年，他們相偕回到母校探望老師，結果在郊遊烤肉時發生了不幸的事件⋯⋯第二次同學會是他們大學畢

業後初踏入社會工作，似乎每個人都不滿意現狀。同學會上他們發現小學女老師繼承亡夫的志向，正從事

於低能兒的特殊教育工作，而老師也分別地開導他們並且給予啟示。當他們接近四十歲時，又舉辦了第三

次同學會，這時每個人在自己的行業中都有了成就，但實際上卻各有心事。聚會後大家又重返母校，徘徊

校園相互回憶童年往事的美好⋯⋯

9.28（三） 18:30★映後座談│吳乙峰

九二一

特別放映

教師節

特別放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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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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十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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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十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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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歌謠讀書會(鳳學讀書會)

協辦單位│國家電影中心  歌林唱片有限公司

承辦單位│微光影像有限公司



桃
園
光
影
文
化
館
︵
光
影
二
館
︶

九
月
主
題─

動
物
與
人

13歲的克拉拉與媽媽和繼父一起住在阿爾卑斯山上僻靜的農

場裡。克拉拉的敏感天性，加上對自然的熱愛，讓她看見別

人無法察覺的事物。當她遇見寄養家庭的少年犯湯瑪士後，

她發現找到一位可以分享心事的夥伴。一天，克拉拉撿到一

隻老舊的鞋子，帶領著她認識了蘇珊娜。蘇珊娜是兩百年前

住在這個村子裡的女孩，她的父親抓了兩頭小熊⋯⋯

綠野熊蹤 Clara and the Secret of the bears　

Tobias Ineichen│2013│瑞士│93分│劇情│德語發音│普
9.04（日） 14:00

母親意外身亡，讓尼諾一家原本幸福快樂的日子瞬間盪到谷

底，父親一蹶不振、哥哥加入街頭混混，8歲的尼諾只好自

生自滅。好在尼諾有個特殊天賦：他可以跟動物說話！他的

寵物兔子波比帶給他安慰，在尼諾最需要堅持和勇氣的時候

默默陪伴他。但尼諾能讓一家人的生活再次重回正軌嗎？

兔麻吉 Life According to Nino　

Simone van Dusseldorp│2014│荷蘭│80分│劇情│普
9.11（日） 14:00

9.18（日） 14:00

媽媽是長年在國外駐唱的鄉村歌手，爸爸則是夜班守衛，每

天就只知道喝酒，一旦發起酒瘋還會暴力相向。幸好 JoJo還

是悠然自得，會自己料理三餐，整理家務，儘管還是常常把

家裡搞得一發不可收拾。 有天，JoJo在野外撿到了一隻小寒

鴉，還把牠帶回家，JoJo認真地查閱起百科全書，小寒鴉成

了他最好的朋友⋯⋯

寒鴉情深 Kauwboy　

Boudewijn Koole│2012│荷蘭│81分│劇情│護

東元唯一的朋友，是一隻叫「心心」的拉不拉多犬。在心心生

了三隻小狗後，東元花了更多的時間陪狗狗們玩，讓東元的母

親非常擔心，她決意把狗狗送走，讓東元能專注在課業上。 

另一頭，兩名珠寶竊賊為了要躲避警方的追捕，決定要將鑽石

塞在填充動物標本裡偷運出國，於是他們綁架了在鎮上發現的

小狗狗⋯⋯

伴我走天涯2 Hearty Paw 2　

李延哲│2010│韓國│92分│劇情│護
9.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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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影片放映時間
■ 九月專題 台客與奇蹟的年代：鳳飛飛　■ 親子電影院

■ 九二一地震 特映　■ 教師節 特映　★ 映後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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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盞花

19:00

心有千千結

18:30

生命★

18:30

我們都是這
樣長大的

19:00

想入飛飛

19:00

奔向彩虹
19:00

春寒
14:00

讓愛從心
開始

14:00

逆光少女

19:00

雞蛋石頭碰

19:00

月朦朧
鳥朦朧

19:00

彩雲飛

19:00

她們的故事

14:00

朱教授老闆
的暑假作業★

19:00

風兒踢踏踩

19:00

美麗蘿賽塔

19:00

奇蹟背後

19:00

兩天一夜

19:00

我是一片雲

19:00

一顆紅豆
★神秘驚喜

19:00

秋歌 中秋節休館

19:00

麵包與玫瑰 

19:00

家庭生活

19:00

珍愛泉源

19:00
母牛

19:00

 女僕

14:00

小怪手
超級任務

14:00

梅西的世界

19:00

天才蠢材

14:00

專題座談2

14:00

鳳書會活動

19:00

就是溜溜
的她

看電影換好禮

一、看完九月影展12部片，集滿12點。

二、看完〈單元四│經濟奇蹟後的勞

動者身影〉3部片，集滿3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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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以上二方案達成一項，即可至服務台兌換提

貨券至達克闇黑工場各門市，現場兌換「小

闇黑生巧克力乙盒」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13:30
15:50

愛琳娜

專題座談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