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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 維 的 運 動
對取悅我們的影像保持辯證

廣告

詳細資訊請上
臉書搜尋─
桃園光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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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主題

影像•思維的運動

當主流美感向既有的社會結構馴服時，新生的、邊緣的藝術創作不會停止用自己的方式，
表達情感、反思當下的政治經濟、社會關係，因為痛苦比美還要趨近真實。有時，它會是
一把令人駭異的榔頭，劈開粉飾太平的表象，有時它會溫柔觸動人們心底的烏托邦，醞釀
出全新的思維變革浪潮。
相反的，當文化霸權乘著絕對的軍事經濟與文化優勢，傾軋而來，既有的社會結構與價值
觀瀕臨瓦解時，從在地生活中醞釀、在傳統藝術裡千錘百鍊的美感，卻能召喚人們尋找感
情與記憶的依歸，重新勾勒自我認同，在當中找尋未來的創新之路。
影像可以記錄、見證主流所欲遮蔽的事物，觸發開放性的思辯；影像可以在探索新的表達方式
中，不斷解構、重構事物的既定說法，在當下的物質基礎與社會關係中，尋找新的和諧共
鳴法則。然影像並非真實的介面，而是一位雄辯的魔術師。在媒體通路鋪天覆地的當代，不
同立場的影像，各自以它巨大催眠能耐，鼓吹著特定價值觀。嘗試洞悉影像魔法的同時，或
許我們應包容、欣賞所有刺痛我們的事物，而永遠對取悅我們的影像，保持著批判式的閱讀。

專 題 講座
專題一

脫口罩，找藍天：環境運動中的影像串連│ 8.21（日）14:40
座談來賓│蔡崇隆導演（活動總召）、林家安導演、馮偉中導演
專題二

綠色小組影展：紀錄片與社會運動│ 8.28（日）15:45
座談來賓│李三沖導演、陳文彬導演 ( 反杜邦運動參與者 )、劉優夕（里巴哈客協會總幹事）

映後座談
8.07( 日 )14:00 │城市遊牧影展：短波六│ David Frazier( 城市遊牧影展策展人 )、陳欣緯 ( 辦桌導演 )
8.13( 六 )14:00 │《我們這樣拍電影》│蕭菊貞導演
8.21( 日 )19:00 │脫口罩，找藍天系列│蔡順仁導演
8.27( 六 )14:00 │《老鷹想飛》│梁皆得導演
8.27( 六 )19:00 │《520 事件》│黃美英（520 事件調查報告書共同撰寫人）

www.urbannomad.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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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片│短波一│香港 / 台灣

單元一│ 2016 城市遊牧影展競賽片

離岸堤 Oceans tide you home
施合峰、陳惠萍│ 2015 │台灣│ 71 分│紀錄片│未

8.04（四）19:00

8.02（二）19:00

自主時代 The Autonomous Era
姚仲匡│ 2015 │香港│ 26 分│短片│未

延續前作《蚵子寮漁村紀事》，
《離岸堤》再度拍攝蚵子寮的熱

2010 年，初出茅蘆的樂仔與一群年輕人積極投入社運，最終

血故事！ 第三屆漁村小搖滾邀請在地蚵寮國中的孩子一起站

卻產生爭論不歡而散。四年過去了，雨傘運動爆發，樂仔遊

上小搖滾舞台！ 他們用劇場的方式呈現地方文化，在野台上

走傘下，不覺回憶起往事。透過 2014 年後佔領的眼光，對

展現的短短演出，背後是多麼漫長辛苦的練習與團隊磨合。

一段 2010 年的歷史重新敘事、再次思考。

同時，孩子們還自動自發當志工，卻意外造成與演出衝突的
問題？ 而正值青春期叛逆同時學業壓力重大的他們，要怎麼
共同完成這個大挑戰？

雪人─彭武熾 PENG! Snowman
Daniel Bodenmann │ 2015 │台灣、瑞士│ 97 分│紀錄片│未

8.05（五）19:00

安琪兒 Angela
陳上城│ 2015 │香港│ 25 分│短片│未

姑且忘了你對「武術」印象，因為這部紀錄片的主角將會重

每件衣服都有自己的故事。在一個平靜尋常的夜晚，安琪兒

新定義它！ 彭武熾，你聽過他的名字嗎？ 一名台灣武壇奇

這間洗衣店迎來了不尋常的稀客，那是一位在雨傘運動中留

人，專精各式武術及中醫技藝！ 他是一個近乎狂傲的天才，

守的男子，帶著累積多時的衣物前來，由於遭遇攻擊而頭部

充滿反叛性格且終極瘋狂的武林高手，遊走於東西文化之

受傷，身上的衣服還沾著血跡。而原本互不相干的熱血男與

間，在瑞士也有自己的武壇分部！ 來自瑞士的導演 Daniel

女店員，就在這短短的洗衣過程中，慢慢地了解彼此的故事。

Bodenmann，以幽默的手法記錄彭武熾的「傳奇」，他說：
「彭師傅是以要留下遺言、遺產的心態來配合這部電影的拍
攝的。」

流氓燕 HOOLIGAN

SPARROW

王男栿│ 2016 │中國、美國│ 84 分│紀錄片│未

8.06（六）19:00

完美墜地 A Perfect Crash
傅榆│ 2015 │台灣│ 33 分│短片│未

2013 年，中國最南端的海南島上，發生了一起校長與公務員

2014 年 3 月，台灣發生長達 24 天的國會佔領運動，成就了

帶著 6 名小學六年級少女開房的醜聞，事件曝光之後，地方

少數的年輕政治領袖。 陳為廷，一個瞬間被捧上天的政治明

政府向受害家庭大力施壓，企圖草率了結這樁滔天罪案，而

星，卻在一年後投入他的家鄉苗栗立委選舉時，因為一場過

受到政治操控的媒體平台，更以荒誕的報導強力模糊焦點。

去的性騷擾醜聞，從神壇墜落到地獄。自始至終，他都無法

知名女權運動者葉海燕與人權律師王宇旋即投身抗爭運動，

在媒體面前呈現真實的自己。他的內心究竟在想些什麼？ 褪

隨後王宇與其丈夫，卻分別遭到中國政府以「顛覆國家政權

去了光環的他，又還有多少人會在意？

罪」與「煽動」罪名押入大牢。
•2016 城市遊牧影展開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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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片│短波六│女孩，女人，女性們

★映後座談│ David Frazier( 城市遊牧影展策展人 )、陳欣緯 ( 辦桌導演 )

波心 In The Wave

不禮貌運動 Impolite

沈穎芳│ 2015 │美國│ 6 分│無對白│無字幕│短片│未

陳蔚爾│ 2015 │台灣 │ 5 分│短片│未

8.07（日）14:00

「請」、「謝謝」、「對不起」。一段親密關係裡，過份的禮貌有

隨著那蟲的深入，無數的卵釋放、沒入一個未知的世界，新
生命就此展開。

時會成為一種殘酷的對待。如果「低頭」是禮貌的動作，那
麼「抬頭」又會是什麼？ 蟬聲轟鳴的這個午后，總是低著頭
的禮貌女孩，決定抬頭推行不禮貌運動。這一刻開始，「不
禮貌」將成為最勇敢的浪漫。

Finger Paradise
黃亮昕、劉晏余、劉虹菊│ 2015 │台灣│ 2 分│無對白│無字幕│短片│未
在拇指樂園裡，手指們徹夜狂歡！

森林秘境

The Forest Unseen

陳昱伶│ 2016 │台灣│ 7 分│無對白│無字幕│短片│未
從被砍斷的樹頭上冒出了一個小樹靈，他拖著大行李和椅子，
搬遷到另一棵完整的樹中。另一個天真無邪的小女孩，身體
與自然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他是人類、他是樹的精靈，他們
最後並肩坐在樹梢上。身邊的樹盡是被砍伐殆盡，一同沉默
望著遠方。

派報人 Newspaper Delivery Person
李剛齡、黃艾倫│ 2015 │台灣│ 10 分│短片│未
早期資訊的取得都得倚賴報紙，每戶幾乎都有訂報的習慣。
然而隨著時代變遷，報紙沒落，也影響了派報產業。即使
如此，張淑貞仍然非常熱愛自己的派報員工作，無論颳風下
雨晴天，全年無休。而派報產業的興盛到式微，她也全看在
眼裡。

辦桌 Pan Zhog
陳欣緯│ 2015 │台灣│ 33 分│短片│未
辦桌的茂森嫂和金嫂在街上住得很近，多年來互為好鄰居、

Hide And Seek

好朋友與工作夥伴。一日夜裡，茂森嫂接到了好友的噩耗，

林軒愉│ 2015 │台灣│ 5 分│無對白│無字幕│短片│未

突然深刻感覺到死亡的距離是那麼的近。日常生活一如以

女孩對母親疾病的恐懼，以及彼此對自身角色定位的徬徨，

往繼續轉動，但茂森嫂一抬頭便清楚的感覺到對方的缺席。

讓兩人之間的關係忽近忽遠，既陌生又真實，宛若一場互相

她決定為好友與好友的家人辦一桌菜，用熟悉的方式和阿

追逐的捉迷藏……

金告別。

7

8.09（二）19:00

競賽片│短波二│禁止遺忘

競賽片│短波三│我在這裡呼吸著

禁區 Exclusion Zone

帕敢青年 Hpakant Jade Life

Alexander Isaenko │ 2015 │烏克蘭│ 9 分│短片│未

李永超│ 2015 │台灣│ 30 分│短片│未

8.11（四）19:00

天才和瘋子只有一線之間。來自俄羅斯的 Sergey 從幾年前開

在緬甸帕敢，每個青年的背後都有一個故事，有人販毒，有

始，用一台相機拍攝自己的不同情緒，並分享在 YouTube 上。

人為愛私奔，有人選擇離開，也有人堅持留下。帕敢沒有什

在 Sergey 的影像中，他顯得獨特又自我，經常裸露身體，在

麼特別，但卻是他們生活的「初」發點。

草地上、鄉村間瘋狂地做著一些粗俗舉動，說實在，一點也
不有趣。然而這卻是 Sergey 了解世界運作的方式，如此私密，
如此直接。

送報伕 Paperboy

群島：第四曲─希巨蘇飛＜土、木、水、歌＞ Archipelago: Track 4 – Siki

鄭文堂│ 2015 │台灣│ 20 分│短片│未

Sufin (“Earth, Wood, Water, Song")

Mark Jackson │ 2014 │台灣│ 37 分│ 阿美族語│短片│未

待業的台灣青年楊君在日本東京街頭急著找工作，因為他從

台灣美麗的東部海岸線，有一個名叫都蘭的原住民村落。

台灣帶去的存款即將用盡。而那正是日本失業相當嚴重的年

如果你曾經來到這裡，有可能，你遇見過 Siki。Siki，一位

代，楊君的心情如同眼前的東京天空，灰濛濛、下著大雪，

阿美族藝術家，同時也是木匠、父親、音樂家、漁夫。對

身心都冷得徹底。好不容易，他找了一份送報的工作，看似

Siki 來說，「土」代表著島嶼，「木」則是平日生計、「水」指

幸運，沒想到伴隨而來的卻是更多問題……

的是河流及海洋，而「歌」代表溝通交流。群島 : 第四曲，記
錄了 Siki 生命中的幾天，以及這四個元素與 Siki，他的村莊，
和族裡文化的緊密關係。

三島 3 Islands

人魚與鯨魚 The Mermaid and the Whale

林欣怡│ 2015 │台灣│ 39 分│短片│未

Aurélien Jegou │ 2016 │台灣│ 15 分│短片│未
台灣、沖繩、濟州島三個島嶼，在二次大戰後看似進入各

Adrian 對 West 一見鍾情，可是 West 卻對愛情毫無興趣。

自的命運，實則不約而同地承載著異種同政的歷史質地。

於是，Adrian 想了一個大絕招，她假裝懷了 West 的孩子，

藝術家高俊宏透過《小說》之出版，將多年來於東亞諸島之

只為再見他一面。沒想到這個玩笑，居然成真了？

觀察研究與藝術行動實踐，轉譯為虛實交錯的敘事文學。
如果藝術家以個人生命作為創作物質，那麼紀錄此物質的
直捷方法或許是紀錄片式的影像文本承諾。《三島》嘗試以
文學、藝術家個人研究實踐為劇本，陳述東亞三島的未名
歷史與徵候性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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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6（二）19:00

競賽片│短波四│這就是人蔘 !

該死的日子 Have A Nice Day

太陽風 Solar Wind

邱珩偉│ 2015 │台灣│ 6 分│短片│未

洪偉哲│ 2015 │台灣│ 12 分│短片│未
太陽風暴即將來襲，恐將影響全球的通訊訊號。在準備閉館

這是一個一對綁匪二人組假綁架卻搞成真綁票的故事……

的天文館裡，只剩下太陽區和地球區的導覽員在執行最後的
檢查，傳說看見因太陽風現象而起的極光，能夠幸福一輩子，
而故事就從風暴之前的一封訊息開始……

露宿人生 A LIFE ASIDE
Caleb Kenyon │ 2016 │台灣│ 5 分鐘│短片│未分級
介紹？ 直接進場看就知道！

我叫鄒文正 My Name is Terry
林尚霆│ 2015 │台灣│ 13 分│短片│未
香港有句話說：
「人怕出名豬怕肥。」，但娛樂圈偏偏最怕就是
沒人知道你！ 年輕歌手鄒文正遇上過氣黑幫，意外被當成警
察臥底捉走。本以為唱首歌就能可脫身，但大佬們卻都不認
識他！ 到底鄒文正能否想辦法「證明自己」，順利脫身呢？

我討厭你 Je te hais
鍾承旭│ 2015 │台灣│３分│短片│未
戀人的關係，經由事後的傾訴讓一切歸於清晰完整。我們總
是在感情中扮演偷窺者與被偷窺者； 在汲取別人釋放的情感
訊息時也總是吐露出自我。 因此，在旅程的終點時，需要借
由回憶與自我對話進行辯證，歸納出仍然真誠的自己並繼續
孤獨地前行。

凡凡 FAN FAN
劉家欣│ 2015 │台灣│ 29 分│短片│未
凡凡和前男友藕斷絲連，她表現得並不在乎。在朋友安排下，

超級馬克市場

SUPERMARKET

凡凡去了酒店工作一個月，剛開始她覺得這只是個好玩的

林庭歆│ 2015 │台灣│４分│短片│未

實驗，用觀察者角度冷眼旁觀。直到遇見一位客人，鬆開
超級馬克市場，一座超市百貨公司。 裡面的員工上班穿戲服

了她的界限，於是一段虛幻的情感交流，讓她看見不同的

套裝來推銷產品，女主角的裝扮是隻魚。某天，她一如往常

自己……

的上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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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8（四）19:00

競賽片│短波五│迎新戀舊

單元二│音樂紀錄片

紀念中國城 In Memory of The China Town

兩隻瘋老虎 MAD TIGER

陳君典│ 2015 │台灣│ 29 分│短片│未

Jonathan Yi、Michael Haertlein │ 2015 │美國│ 82 分│紀錄片│未

8.07（日）19:00

一棟建築物也有自身的輪迴嗎？ 位於台南市中正路底端與安

自紐約發跡的 Peelander-z 形容自己是「Peelander 行星空降

平運河盲段的中國城，前身為安平運河船塢舊址，三十多年

地球的日本行動喜劇龐克樂隊」，被公認為當今美國最瘋狂

間歷經了繁榮與衰敗，政府決議將其改建為人造潟湖。中國

的樂團之一。本片聚焦在 Peelander 中 Yellow 與 Red 的友誼。

城的衰變折射出台灣一批大型購物商場殊途同歸的命運，而

歷經 15 年四處飄泊巡迴的日子，Red 想讓生活「回歸正軌」，

留在中國城的老住戶，隨著時有時無的拆遷傳聞，嚐盡城市

萌生離團念頭，然而團長 Yellow 不同意。兩人各不讓步，關

的更替交迭。

係劍拔弩張，波濤洶湧的現實迎面而來，就算是中年男子，
也可以一直玩音樂吧？ 這是關乎夢想與堅持的故事，中年大
叔的友誼竟然如此感人催淚！

字裡城間 Fonting the City

重金屬小怪獸 Breaking a Monster

陳子揚│ 2015 │澳門│ 40 分│短片│未

Luke Meyer │ 2015 │美國│ 92 分│紀錄片│未

8.14（日）14:00

幾位澳門設計師穿梭街頭，到處收集「被遺忘的字體」。當中

幾年前紐約客們發現，有個金屬大團經常在時代廣場附近的

有舊招牌、老師父的手製美術字，還有八十後的書法茶譜……

街頭 live 演出，他們是來自布魯克林的「解鎖真相」(Unlocking

他們希望向大眾重現一種被忽略的美學，共同展開一場字體

the Truth) ─一 個 由 三 位 國 中 屁 孩 組 成 的 超 人 氣 天 團，

探索之旅。

YouTube 點閱率飆破 150 萬，2014 年甚至站上 Coachella 舞
台。三個非裔美國男孩熱愛搖滾樂，擁有神童般的天才造詣，
立志成為世界上最棒的重金屬音樂人。但自從被索尼音樂相
中簽約之後，他們就像不小心降落在成人世界的彼得潘，試
圖在資本猛獸一陣亂踩的巨爪下，找出一小吋立身之地。

Wacken 傳奇 Wacken
Norbert Heitker │ 2014 │德國│ 95 分│紀錄片│未

8.14（日）19:00

Wacken Open Air 自 1990 年創辦，原本只是德國小鎮的平凡
音樂節，後來竟搖身一變成為歐洲最大金屬音樂祭，吸引全
世界近八萬金屬頭共襄盛舉。連續三天充滿衝擊性與爆發力
的表演，鞭笞、黑死、速度、工業金屬，各類金屬狂人齊聚
一堂，精湛的現場魅力，引爆樂迷激昂難耐的極限。導演利
用六台攝影機與十八台 3D 實境攝影機，帶我們在高亢激昂，
失真電吉他與鼓點猛擊的聽覺背景中穿梭，台下成千上萬的
金屬頭嘶吼成一團，令你猶如親臨盛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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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三│藝術與革命

單元四│美麗新世界

羅素布蘭德：怪咖再臨 Brand: A Second Coming
Ondi Timoner │ 2015 │英國、美國 │ 100 分│紀錄片│未

8.12（五）19:00

龐克夜總會 Amanda Fxxcking Palmer Rock
Ondi Timoner │ 2014 │美國 │ 18 分│紀錄片│未

8.12（五）19:00

若說他是地表上最複雜多變的男人之一顯然太輕描淡

搖滾樂手兼行動藝術家 Amanda Palmer 自從在群眾募

寫。羅素布蘭德這壞痞子汲汲營營追逐名聲，耽溺藥物

資平台上獲得了陌生樂迷們高達 120 萬美金的熱情支

與性愛，女人主動對他投懷送抱，他則大言不慚說：
「我

持後，便如同在作風老派的主流音樂產業中，為獨立

就是性愛上癮」
；他也走入肯亞貧民區，關懷受難的靈

創作闢出一條無畏且另類的蹊徑。本片跟隨這位龐克

魂；他更踏上街頭高喊社會正義，講到激動時不惜裸體

怒女的足跡，記錄了她站上紅石劇場舞台的身影，以

抗議。本片猶如羅素布蘭德的編年史，帶領我們看到貧

及她如何以音樂、表演拉近無數陌生人們之間的距離。

窮小鎮青年成為「惡名昭彰」的男人，幹盡荒唐事後卻
跌破眾人眼鏡，
「洗心革面」成為積極的政治參與份子。

沒問題俠客造反中 The Yes Men Are Revolting
Andy Bichlbaum、Mike Bonanno、Laura Nix │ 2015 │美國│ 91 分│紀錄片│未

塗鴉與革命 ART

8.13（六）19:00

Obey 的街頭王國 Obey The Artist
Ondi Timoner │ 2014 │美國│ 14 分│紀錄片│未

8.12（五）19:00

The Yes Men 身為當代最具代表性的行動藝術家，
「作品」充滿

Shepard Fairey 於 90 年代發跡，在街頭四處張貼 Obey

創造力與話題，內容引人發噱並發人深省，他們曾冒充政府發

Giant 圖案貼紙嘲諷政治，2008 年又以歐巴馬「希望」海

言人，發佈以假亂真的記者會，讓見風轉舵的大企業改變言論

報在全世界掀起一陣旋風。他就如同藝術界的駭客，運

立場。這回他們集中火力對抗全球暖化，以最擅長的幽默手法

用塗鴉創作駭入不同體系，瞄準商業、時政、科技和意

再次攻擊既得利益者，用混淆視聽的方式揭露做作陰謀，藉由

識型態的醜陋面貌，以深度參與作為抗議與反擊的最佳

造假新聞掀開真實謊言。難得可貴的是，本片將鏡頭轉向他們

利器，並且伸張市井小民們心目中的社會正義。本片聚

的私人領域，帶領我們看到身為行動主義份子，如何在以小搏

焦 Shepard Fairey 去年在洛杉磯創作的大型壁畫，這幅作

大的冒險社會運動中，嘗試取得生活與革命的平衡。

品針諷了美國白人政府壓迫原住民的那段黑暗歷史。

WAR

Marco Wilms │ 2014 │德國│ 84 分│紀錄片│未

8.20（六）19:00

街頭黑佬 Field Niggas
Khalik Allah │ 2015 │美國│ 60 分│紀錄片│未

8.19（五）19:00

一群年輕藝術家們用塗鴉、音樂與詩歌留下印記，他們悼念

那是除了監視器外，沒人想將鏡頭對準的地方，或者說，知

三武力鎮壓的犧牲者，抗議極權的不公與殘暴，噴漆罐就是

名攝影師 William Klein、Aaron Siskind 都曾以哈林區為景，

他們用來對抗與捍衛的武器，顏料既是他們哀痛的眼淚，又

但沒人像導演以悲天憫人的視角，帶著與當地社群長期建立

是他們的嘶聲怒吼。藝術創作泯滅了圍牆的權力地景意象，

的良好關係，如孜孜不倦的人類學家，處心積慮編撰民族誌，

將之化為當權與公共、當下與歷史、在地與世界共同對話的

引領我們探索紐約社會底層的真實樣貌，而無家可歸的游離

開放場域。本片從街頭藝術角度辯證阿拉伯之春運動，留下

份子、理智迷亂的精神病患與形形色色邊緣人，在他細緻入

三年間塗鴉創作參與革命的影像紀錄，以及穆斯林兄弟會的

微的觀察及美學經營，猶如沐浴在神的榮光，令人目眩神馳。

倒台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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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 口 罩，找 藍 天

特映會

我們這樣拍電影 FaceTaiwan

★映後座談│蕭菊貞

蕭菊貞│ 2015 │台灣 │ 82 分│紀錄片│未

8.13（六）14:00

《白鴿計畫：台灣新電影二十年》蕭菊貞受釜山影展 20 週年特別企劃「紀錄片系列專題—亞洲電影的力
量」之託拍攝本片記錄自台片票房復興，台灣電影工作者所面臨的困難，藉由一段段與台灣導演的訪談，
爬梳台灣電影中所反映的社會脈動以及「國族認同」議題。 透過訪問導演、製片等電影各界人士，形塑出
現今台灣電影的嶄新樣貌，更一窺電影從業人員對於電影的肺腑之言。另一方面，隨時代演變，觀眾對於
台灣的想像日漸擴展，這片土地的觀眾似乎湧起一股渴求，希望看到與自身環境及土地相互連結的電影。
對於這股新趨勢，身處新世代的導演們又將會如何應對？

參展紀錄

Producer │游惠貞 Jane H.C. YU

•2015 釜山影展

Director of Photography │沈瑞源、蕭菊貞 SHEN Jui-Yuan, HSIAO Chu-Chen

•2015 金馬影展

Editor │陳博文 CHEN Po-Wen
Music │姚可傑 Jack Yao
Print Source FaceTaiwan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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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日）14:00

8.21（日）19:00

★映後座談│蔡順仁導演《台 17 線的憂鬱─自從六輕沒來之後》

我的身體就是空汙監測站

隱形殺手─ PM2.5

林泰州│ 2015 │雲林│ 8 分│實驗紀錄片│未

游尊鈞│ 2016 │台中│ 3 分 19 秒│動畫片│未

本片以 2015 年 3 月在雲林空污公聽會中，彰化大城鄉台西

許多人都聽過 PM2.5，這個詞無所不在，報紙上、電視上、

村因空污罹癌的許立儀控訴台塑六輕廠代表與環保署官員的

網路上……但「PM2.5」到底是什麼呢 ? 本片以動畫手法，講

旁白，搭配扭曲顛倒的工廠煙囪畫面，突顯了政府失能與企

述 PM2.5 為何，以及 PM2.5 對人體帶來的傷害。動畫中將

業失德。

PM2.5 轉化為小怪獸，吸附著各種有毒物質和重金屬，一步
步潛入人體。而小怪獸可愛的形象，象徵 PM2.5 就潛藏在生
活中，人們以為無害，但其實對環境與健康帶來極大的影響。

海的那邊
林家安│ 2016 │雲林│ 24 分│紀錄片│未
本片記錄的場域在濁水溪北岸的彰化縣大城鄉台西村，一個
目前長住總人口約 400 多人的農漁村。在這全球石化產業擴

空氣男孩
莊知耕│ 2016 │台北│ 16 分│劇情片│未

張的脈絡裡，我們要怎麼活著 ? 而我們所謂的文化歷史與身

阿山，居住在台北市已經三年，他拒絕吸入未經淨化過的空

體的主體位置在哪裡 ? 我們又該怎麼面對石化產業所產生的

氣，於是只要他出門，便會攜帶一個小型的氧氣筒……

問題 ? 我們要怎麼嘶吼所謂的壓迫 ? 我們又該採取甚麼樣的
行動 ? 在政治面，是誰在這個歷史的軸度裡，造成我們的傷害 ?
誰又該承擔造成這些傷害的責任呢 ?

西海岸異世界
馮偉中│ 2016 │台中、雲林│ 4 分│實驗片│未
本片以「浮士德」為基本概念，將現今工業行為喻為出賣靈
魂 ( 大地資源 ) 與惡魔打交道 ( 滿足人類物慾 )，影片以虛構的
古老傳說為開端，提醒人們對大自然應當保有敬畏之心，以
靈魂飄在天上的鳥瞰鏡頭，呈現西海岸的工業過度開發的奇
特景象，並以靈魂獨白文字，輔助影像營造出神祕又帶點靈
異的敘事風格。

回家，那條路
黃瀞瑩│ 2016 │高雄小港鳳鼻頭│ 7 分│紀錄片│未
你回家的路是什麼樣的路 ? 是市井小巷或是鄉村田埂，是康
莊大道還是幽林小徑。也許你不知道，這個世界有一種路，
它曾經是田埂是小徑，後來卻沒有變成小巷或大道，與之相
伴的不是房舍，而是畸形的煙囪和咆哮的拖板車，天空髒得
讓人看不見家的方向。你問我，這是什麼路 ? 我說，這是我
回家那條路。

8.21（日）14:40
18

★專題座談│環境運動中的影像串連

19

8.21（日）19:00

★映後座談│蔡順仁導演《台 17 線的憂鬱─自從六輕沒來之後》

被怪獸包圍的小村落

台西悲歌

林建良│ 2016 │高雄小港大林蒲、鳳鼻頭│ 14 分│紀錄片│未

詹皓中│ 2015 │雲林台西 、彰化台西村│ 13 分│紀錄片│未

本片記錄長期以來被石化怪獸包圍的高雄沿海六里，居民犧

雲林台西─文蛤的故鄉，佔全台約六成產量。近年因為空

牲健康造就臺灣經濟的發展，怨氣沖天。沿海六里是罹癌率

氣污染使環境改變，收成時間延後，養殖死亡率增加。彰化

非常高的地方，不斷的開發及建設，造成地方災害、毒氣污

台西村盛產西瓜，是當地農民重要經濟作物。近年因空氣污

染事件不斷。居民每天面對的是怪獸所排放的各種詭異氣體，

染，已無法種植正式絕種。是誰讓兩個台西變成這樣 ?

這種滋味，天龍國的人們真的能夠體會嗎 ?

空氣犯

環境錄像部曲之二─三審

楊曜禎│ 2016 │雲林│ 11 分半│紀錄片│未

何郁琦│ 2015 │雲林│ 3 分半│錄像│未

2015 年，經過許多人不停的努力，終於促成雲林縣議會通過

雲林縣議會通過禁燒石油焦與生煤自治條例後，第三次為台

《雲林縣工商廠場禁止使用生煤及石油焦自治條例》，雲林縣

塑生煤操作許可證舉行的審查會議。也是雲林縣府對人類、

灰暗的天空似乎透出一線曙光；不料縣政府卻讓六輕工業區

動植物和整體環境作出的第三次審判。至於刑期有多久呢 ?

的生煤操作許可證延長兩年，再加上環保署宣布自治條例無

或許死刑、或許無期徒刑，至少在多數人民走出街頭堅決表

效，雲林縣繼續籠罩在灰濛濛的穹頂之下，影片討論了為何

態之前，人類、動植物和生態環境還要繼續服刑。

雲林縣政府應該通過禁燒條例來管制六輕的汙染，以及當地
居民所面臨的汙染問題。

台 17 線的憂鬱──自從六輕沒來之後

環境錄像三部曲之三─ 1095: 濫

蔡順仁、曾也慎│ 2016 │嘉義東石│ 10 分│紀錄片│未

何郁琦│ 2015 │雲林麥寮│ 2 分半│錄像│輔

導演出身嘉義縣東石鄉鰲鼓村，鄉親們對地方發展的期望與

1095 天就是三年，對作者而言，以三為進位，三年則為一

環境生態的保存，長期陷入拉扯與矛盾。自從六輕沒來以後，

個生命週期。濫，則是作者對這個週期的廣義體認，從自

家鄉還是在不知不覺中因為空氣污染而漸漸變了樣，愈來愈

我到社會。生而為人，為取得便利，無向度地使用、製造

多人離開到外地求生存。本片想談的不只是空汙，更多想說

便利，不僅是種浪費，同時葬送了幾十百千年也無法復育

的是，海口人為了生存不得不斷絕與土地的聯繫，過著矛盾

的環境生命。

的生活，這也許是比空汙更無解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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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二）19:00

8.23（二）19:00

寶島微塵

風從哪裡來

邱禹鳳│ 2016 │高雄楠梓│ 3 分│實驗動畫片│未

施合峰│ 2016 │雲林│ 22 分│紀錄片│未

在空氣微塵中矗立的工業王國必然傾圮於沙土……歸於烏有。

一個偏遠的小鎮，三段人生的風景，交織出了環境的變遷，
與各自生命的難題。人們賴以維生的工廠，日夜不停排放的
煙囪，是環境問題，也是難解的人生課題。面對時代的變遷，
我們該何去何從 ? 當生計與環境只能擇一時，我們該如何選
擇呢 ?

台北，起霧了 ?
林泰州│ 2016 │台北│ 3 分│紀錄片│未

2015 年 9 月 16 日，導演林泰州在台北陽明山上拍攝台北盆
地空汙景觀，意外記錄到旁邊兩位看景的女生，把灰濛霾害
誤認為是浪漫的起霧。一部兩分鐘不到的微短片，記錄了年
輕人對空氣汙染認知淺薄的樣貌。

南風 起
王嘉偉│ 2016 │彰化大城│ 17 分│紀錄片│未
隔著濁水溪與六輕僅僅相隔六公里的彰化大城台西村，每逢夏
天吹南風時，濃稠臭酸的味道撲鼻而來，十幾年來爭取設立空
氣監測站的心願一直沒有實現，地方政府總以六輕不在行政管
轄為由，任憑逾六成的村民重金屬含量嚴重超標。台西村民以
「證言劇場」為自己發聲，然而訴求始終得不到回應與改善，

為孩子找回藍天

村內僅存的是一間間無人的空屋、斑剝的牆瓦。已有四十位村

黃淑梅│ 2016 │台北、雲林、台南│ 30 分│紀錄片│未

民因癌症過世，他們的未來將何去何從 ?

從這部影片，你可以了解甚麼是 PM2.5。你會知道六輕這樣
的石化工業對台灣環境的影響有多鉅大，你也會看到空氣汙
染如何一點一滴地奪走人們的健康與生命；更重要的是，你
會看到我們的孩子對你陳述他們對未來的擔心與害怕。甚麼
時候，我們可以把藍天還給我們的孩子 ?

沒有五輕的日子
陳庭旭│ 2016 │高雄後勁│ 37 分│紀錄片│未

1987 年，傳出五輕將於高雄煉油廠內興建的消息，後勁人籌

九百公尺的距離

組「反五輕自力救濟委員會」
，在解嚴前夕的高雄展開了長達

林芸彤、吳端盛│ 2016 │雲林麥寮│ 6 分半│紀錄片│未

三年多的反五輕運動，然而時任行政院長郝柏村靠著優勢警力

別家學校的美景是藍天白雲，許厝分校的「特色」卻是藍柱白

宣告建廠，留給後勁人一線希望的是一句「25 年後必須遷廠」

煙。九百公尺是許厝分校到麥寮工業區的距離。從操場望去是

的承諾。反五輕運動是台灣環保運動的里程碑，這場運動影響

一整排二十四小時不斷冒煙運作的煙囪。許厝分校的孩子們是

的不僅是國家的經濟政策，還有後勁的環境、後勁人的生活、

在如此鄰近工業區的環境下學習成長。然而為什麼要在工業區

運動者的人生。25 年後，本片想關注的，除了反五輕運動的

附近興建小學 ? 家長對孩子的健康不會有疑慮 ? 空氣究竟有沒

進程本身，還有運動者的樣貌。

有被污染 ? 政府和企業是否有做好把關 ? 面對一連串的疑問，
我們開始拿起攝影機，記錄不同人物觀點間的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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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加映

天堂 Stairway

toHeaven

林家安│ 2011 │台灣 │ 100 分│紀錄片│普

8.25（四）19:00
繼雲林縣麥寮鄉沿海開發設置六輕石化工業區之後，八輕石
化與台塑大煉鋼廠工業區在台西沿海地帶積極動工設廠，然
而各種工程造成當地數代相傳賴以維生的養蚵業及沿海養殖
漁業，因大量排放的濃煙，廢棄污水，受到嚴重的打擊。高
耗能高污染的石化工業，漠視地方居民的基本生存權、工作
權，當地蚵農為了維護基本生存權益，組成蚵農自救會，通
過法律及所有可能的途徑，展開抗爭。然而，位處偏遠漁村
的蚵農，在台灣惡質化的權力結構、政商勾結、財大勢大的
財團、貪污無能的中央、地方官僚，以及藉選票漂白、藉政
商勾結交換利益、藉暴力威嚇鄉民的黑道政客強勢壓力的操
作下，如何爭取維護基本的生存及生活空間？

遮蔽的天空 The Poisoned Sky
紀文章│ 2010 │台灣 │ 94 分│紀錄片│普

8.26（五）19:00
台電公司在台中縣南端海濱，建立了全亞洲最大的火力發電
廠，CO2 排放量榮登全球第一名。彰化濱海從此受到它與雲
林六輕南北夾擊，空氣懸浮微粒急速增加。2005 年，台電又
以發展工業和經濟不能出現用電缺口為由，計畫在彰濱工業
區闢建「彰工火力發電廠」。消息傳來，地方環保人士迅速
組織「反彰火聯盟」，展開環境運動保衛戰。但長路迢迢關
卡重重，同志們顯得越來越兵疲馬累，這一路只有慈悲的諸
天神祇，和靜默無言的陽光、空氣、水，情義相伴……

綠色小組影展

究竟是「經濟發展」掛帥？ 還是「環境生態」保本？ 1990 年

蔡明德│攝影
24

25

8.27（六）19:00

★映後座談│黃美英（520 事件調查報告書共同撰寫人）

8.28（日）14:00

520 事件 The 20th May Incident

鹿港反杜邦 Lukang Residents' Anti-DuPont Movement

綠色小組 Green Team │ 1988 │台灣│ 69 分│紀錄片│保

綠色小組 Green Team │ 1987 │台灣│ 53 分│紀錄片│未

1985 年美商杜邦公司取得經濟部許可，準備在彰濱工業
區設二氧化鈦廠，鹿港居民擔心帶來環境污染，強烈反
對，高喊「我愛鹿港、不要杜邦」的口號，並發起抗爭行
動，1986 年底，更突破禁忌衝到總統府前抗議。社區意
識的崛起，加上環保意識抬頭與學術藝文各界聲援，巨
大的力量迫使杜邦宣布退出。

水源里與李長榮的抗爭 The Battle between Shui Yuan Village and LCY Chemical Corp.
綠色小組 Green Team │ 1987 │台灣│ 33 分│紀錄片│未
李長榮新竹化工廠污染地下水，水源里居民自 1987 年 2
月 27 日開始圍堵工廠大門，展開自救行動。圍廠百日，
全國反公害團體也來聲援。而後市長承諾派人站崗，但
工廠卻偷載走存貨，居民忍無可忍之下用水泥砌起石
牆，保衛家園不受汙染。本片是第二版本，曾在 1987
年 10 月 4 日抗爭 220 天大會公開放映。

反五輕運動 Fighting the Fifth Naphtha Cracker Plant
綠色小組 Green Team │ 1988 │台灣│ 19 分│紀錄片│未
本片為 1988 年後勁居民至經濟部舉辦「反五輕」說明
會使用，彙整當時一年多來，中油嚴重空汙、傾倒廢油
汙染溪水、引發油氣爆炸等實證畫面；居民四處陳情，
甚至抬棺抗議。影片透過不同訪談，傳達在地怒吼。自

1988 年 5 月 20 日，雲林農權會帶領數千名農民遊行前往立法院，抗議政府漠視農民權益。部分農民

1987 年 6 月，政府宣佈中油五輕計畫起，開始了後勁長

為借廁所，而與警察發生衝突。入夜後，遊行隊伍要求警方放人，憲警以警棍、水柱驅散，並逮捕多

達 25 年從未停歇的抗爭。

名群眾。深夜學生靜坐聲援，也遭警方驅散逮捕，不離不棄的攝影機，記錄下解嚴前後規模最大的群
眾流血抗爭。

8.28（日）1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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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座談：紀錄片與社會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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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8（日）19:00
原住民 Indigenous Peoples
綠色小組 Green Team │ 1989 │台灣│ 19 分│紀錄片│未
原住民長期面對種族階級的雙重剝削，求生存、爭尊嚴
是一條漫長道路。本片為 1987 至 88 年的原運集錦，包
括彩虹救援雛妓、東埔挖墳抗議、拆穿吳鳳神話、蘭嶼
居民要求遷出核廢料場惡靈遊行，以及第一次「還我土
地」等。本片為聲援原住民運動而作，於 1989 年原住民
權利促進會成立五周年大會上放映。

綠色小組 Green Team │ 1989 │台灣│ 23 分│紀錄片│未
台灣這片土地的主人─原住民，自漢人從中國移居開
墾之後，逐步被逼往山區，歷經日本殖民時期、國民黨
遷台，原住民幾乎已無立足之地。一直到了 1984 年底
組成「台灣原住民權利促進會」，開展了爭回權益之路，
「還我土地」是最重要訴求之一，前後發起數次運動，本
片記錄的是 1989 年 9 月 27 日遊行實況。

遠東化纖罷工事件 Far Eastern Textile Workers' Strike
綠色小組 Green Team │ 1989 │台灣│ 85 分│紀錄片│未

親子電影院

中華民國還我土地 R.O.C. Government, Return Our Land!

8.30（二）19:00

遠東化纖產業工會，一直是台灣工運的表率。為爭取勞動權
益，1989 年 5 月 14 日， 工 會 以 1278 比 59 通 過 罷 工， 然 而
縣府與治安單位卻配合資方處處打擊。5 月 16 日清晨，警察
更無故追打記者及工運人士，演變為官資聯手鎮壓工運的一
場戰爭。本片拍至資方宣佈全面復工為止，見證了 17 天慘烈
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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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二│地球一家親

單元一│敬親愛的父親

阿爸 Abba
洪榮良│ 2011 │台灣 │ 95 分│音樂、劇情、傳記│普

8.03（三）14:00

兔麻吉 Life According to Nino
Simone van Dusseldorp │ 2014 │荷蘭 │ 80 分│劇情片│普

8.17（三）14:00

故事開始於 2010 年，洪家三兄弟與父親約定好的演唱會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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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說起，三兄弟為了完成約定，道出了父親在家庭中空白 30

底，父親一蹶不振、哥哥加入街頭混混，8 歲的尼諾只好自

年的記憶，長子洪榮宏身為第二代寶島歌王，與父親有亦師

生自滅。好在尼諾有個特殊天賦：他可以跟動物說話！ 他的

亦友微妙的關係；次子洪敬堯為當代流行音樂的編曲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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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卻擁有隱形人的老二心態；三兒子洪榮良，從小被拋棄

默默陪伴他。但尼諾能讓一家人的生活再次重回正軌嗎？

的夢饜久久揮之不去。三人在尋找阿爸的歷程中，分別找到
了生命中失去的記憶拼圖，也慢慢的拼湊出這位音樂大師傳
奇的一生……

七號房的禮物 Miracle in Cell No.7

8.06（六）14:00

李煥慶│ 2013 │韓國 │ 127 分│劇情片│保

Boudewijn Koole │ 2012 │荷蘭 │ 81 分│劇情片│保

8.20（六）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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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是長年在國外駐唱的鄉村歌手，爸爸則是夜班守衛，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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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就只知道喝酒，一旦發起酒瘋還會暴力相向。幸好 JoJo 還

谷實現願望，偷渡跟他相依為命的 6 歲女兒妍思進來相會，

是悠然自得，會自己料理三餐，整理家務，儘管還是常常把

沒想到進來有路、出去無門，妍思因此得以跟爸爸一起偷偷

家裡搞得一發不可收拾。 有天，JoJo 在野外撿到了一隻小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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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鴉，還把牠帶回家，JoJo 認真地查閱起百科全書，小寒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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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他最好的朋友。沒多久，這個秘密被爸爸發現了，爸爸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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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 JoJo 外出野放小寒鴉，JoJo 隨後又偷偷把牠帶回來，準備

的父親……

做蛋糕幫媽媽慶生……

我要法拉利 Ferrari Ki Sawaari
Rajesh Mapuskar │ 2012 │印度 │ 139 分│劇情片│保

30

寒鴉情深 Kauwboy

8.10（三）14:00

吉貓出租 Rent A Cat
荻上直子│ 2012 │日本 │ 110 分│劇情片│普

8.24（三）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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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錯過婚期的單身女子佐代子，在相依為命的奶奶去世後，滿

了一筆學費。另一方面，富有的父親為了幫兒子舉辦奢華婚

屋子的調皮貓兒就成為撫慰心靈的良伴。「吉貓出租！ 有沒

禮，想要弄來一輛超拉風的法拉利當禮車。一個缺錢，一個

有哪個寂寞的人要租隻貓咪呢？」佐代子每日漫步在河畔大

缺車，貧窮把拔因此決定冒著風險，「偷借」一台法拉利跑車

喊，奇特行為經常引來鄰居和小孩的揶揄嘲笑，但也因此和

給富有爸爸，只為讓兒子能夠一圓到英國打板球的夢想！

一群人「因貓結緣」，共度一段妙不可言的心靈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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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二│地球一家親

老鷹想飛 Fly, Kite Fly

★映後座談│梁皆得導演

梁皆得│ 2014 │台灣 │ 75 分│紀錄片│保

8.27（六）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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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地熊寶貝─拿努的歷險 Arctic Tale
ADAM RAVETCH 、SARAH ROBERTSON │ 2008 │美國│ 82 分│紀錄片│普

懷舊電影院

「老鷹先生」沈振中原為生物教師，投入觀察黑鳶生態的工

8.31（三）14:00

描述北極熊的親情與成長故事，從小北極熊拿努的誕生、躺
在媽媽的懷中、和媽媽親密的互動、跌跌撞撞的探索極地世
界、懵懵懂懂的認識環境……但不幸的大劫難將至，拿努的
家園受到溫室效應與全球暖化的影響，她們的家正一點一滴
的融化在大海之中。五十年之內，北極的冰帽將在夏季完全
的融化，拿努與媽媽即將無家可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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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娘子 Iron Petticoat

8.03（三）19:00

宋存壽│ 1969 │台灣│ 89 分│武俠│保

龍門客棧 Dragon Gate Inn
胡金銓│ 1968 │台灣│ 111 分│武俠│保

8.24（三）19:00

南宋時，金兵入侵中原，暴力統治，民不聊生，百姓不堪異

中國明朝景泰八年，這時候太監專權，包攬朝政，控制兩個

族壓迫群起反抗。時有女俠「鐵鋃子」，武藝高強性情剛正，

最大的特務組織，東廠和錦衣衛，這些人都是武藝高強，心

為一女中豪傑，在山東泰安附近山中，聚眾抗暴。某日為救

狠手辣，頭子曹少欽不但權勢顯赫，且武功極高，朝中大臣

師兄魏勝，親率手下打劫法場，聲震金廷，派下高手單克寧

畏如蛇蠍。兵部尚書于謙愛國保民，曹少欽設計殺害于謙並

剿捕，只是鐵娘子等隱據深山，急切不能動手。鐵救魏時，

判其家屬充軍，至一小鎮——龍門，曹少欽為了斬草除根，

同時救出教書先生辛贊，辛極敬佩鐵之英勇，勸她重整山寨，

就派東廠一路追殺，忠義之士為了保護于家後人，跟東廠抗

並願與她合力共圖大事，鐵認為辛是一介書生，於是派遣人

戰到底，欲知結局如何，本片絕對不容錯過。

將辛送走……

俠女 ( 上 ) A touch of Zen
胡金銓│ 1970 │台灣│ 100 分│武俠│保

8.10（三）19:00

龍城十日 A City Called Dragon
屠忠訓│ 1970 │台灣│ 94 分│武俠│輔

8.31（三）19:00

根據蒲松齡《聊齋志異》中的同名故事改編。主要描述明朝時

南宋時，金人入據中原，時北方有要縣龍城，金將卜楞新任

期，重臣楊漣為東廠宦官門達所害，並派特務歐陽年追殺其

駐守該縣之縣司，上任之日將當地藏有「抗金密圖」之大戶陳

後代楊慧貞及石將軍等東林餘黨。楊在與書生顧省齋的接觸

仰薪家八十多口全部殺死。 某日一豔裝女郎款步入城，但旋

中產生情愫，並在他的智取下擊潰了追殺之人。慧貞生下一

被鎮中金人爪牙盯住，女潛入一藥鋪後院，與店東見面，原

子，卻暗離顧而去，欲遁入空門……影片在當時港臺武俠片

來她竟是抗金大本營中派出的密探玉蜻蜓尚炎芝，此行為探

普遍的虛化年代背景、故事多以武林派別的爭鬥恩怨出發，顯

聽失落的「抗金密圖」而來，店東亦為抗金同志，告尚奪城之

得相當獨特及精緻，片中同時加入道德省思與人性的對照。

機已洩漏，金兵正大肆搜殺，為該密圖不知下落，可能尚未落
入金兵之手，以圖中記載之事關係重大，決定親自尋找……

俠女 ( 下 ) A touch of Zen
胡金銓│ 1970 │台灣│ 87 分│武俠│保

8.17（三）19:00
根據蒲松齡《聊齋志異》中的同名故事改編。主要描述明朝時
期，重臣楊漣為東廠宦官門達所害，並派特務歐陽年追殺其
後代楊慧貞及石將軍等東林餘黨。楊在與書生顧省齋的接觸
中產生情愫，並在他的智取下擊潰了追殺之人。慧貞生下一
子，卻暗離顧而去，欲遁入空門……影片在當時港臺武俠片
普遍的虛化年代背景、故事多以武林派別的爭鬥恩怨出發，顯
得相當獨特及精緻，片中同時加入道德省思與人性的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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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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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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物展

路

龍東

龍岡
大操場

村站下車，約十分鐘。

↓

乘 5091、5098，在馬祖新村站下車，約十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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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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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詳細資訊請上臉書搜尋

共同主辦│大果文化協會、綠色小組影像協會、PM2.5影像行動小組
承辦單位│微光影像有限公司

桃園光影 Taoyuan Arts Cin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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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影二館︶

立 志 一方

─

桃園光影文化館

八月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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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躍國界 That Girl In Pinafore

放映地點│光影二館

Peter Naess │ 2007 │瑞典│ 88 分│劇情│普

8.07（日）14:00

園光影文化館」。在市府的精心規劃下，除了持

阿札德希望哥哥泰格能在祖國伊拉克成為跳高冠軍，甚至國

續舉辦多元的藝文活動外，增添電影放映的新元

際冠軍。但在一次轟炸後，泰格變得無法說話。兄弟倆的父

素，成為複合型藝文休憩空間，歡迎大小朋友周

母親為了安全把他們送出伊拉克，卻陰錯陽差困在瑞典，為

末蒞臨同樂。

了留下，他們必須佯裝成入境瑞典的另一個伊拉克家庭成員。
這對兄弟展開命運的試煉，也瞭解到要成為一個真正的冠

電話：03-3357745

軍，方法不只一種！

地址：330 桃園市桃園區埔新路 12 號

蜂蜜之夏 The Wonders

放映地點│光影二館

Alice Rohrwacher │ 2014 │義大利、德國│ 110 分│劇情│普

8.14（日）14:00

義大利中部一戶養蜂人家，十一歲的女孩卡索米娜和三位年
幼的妹妹，與宣稱世界末日即將到來的頑固父親、善解人意
的溫柔母親，自給自足又遺世獨立地生活著。身為長姊的她
雖想滿足嚴厲父親的期盼，卻又無法抹去心中那股明星夢，
偷偷存錢報名參加實境選秀節目……

逆光飛翔 Touch of the Light

放映地點│光影二館

張榮吉│ 2012 │台灣│ 110 分│劇情│普

8.21（日）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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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第一麥方 27℃ – Loaf Rock

放映地點│光影二館

林正盛│ 2013 │台灣│ 100 分│劇情│普

8.28（日）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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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方式

相遇後，就常玩在一起，但因吳寶春連注音符號都不認識，

免費市民公車環狀線：「成功國小」或「果菜

女主角轉學後雙方未再寫信。吳寶春到台北當麵包學徒時，

市場」站下車即可抵達

巧遇搬到台北的陳欣玫，重燃愛情火花，但欣玫的母親極力

自行開車前往：由三民路轉埔新路即可抵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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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39

放映地點│桃園光影電影館

八月影片放映時間
一

二

1 2

三

3

7

19:00

19:00

流氓燕

重金屬
小怪獸

19:00

19:00

沒問題俠客
造反中

Wacken
傳奇

21

19:00

19:00

塗鴉與革命

14:00 14:40

14:00

寒鴉情深

27

脫口罩，找藍天1

專題座談1
脫口罩，
找藍天2 ★

28

19:00

520事件 ★

鹿港反杜邦 /
水源里 / 反五輕

19:00

老鷹想飛 ★

14:00 15:45

14:00

遮蔽的天空

兩隻瘋老虎

14:00

我們這樣
拍電影 ★

20

街頭黑佬

短波六：
女孩，女人，
女性們 ★

14

14:00

羅素布蘭德 /
龐克夜總會 /
街頭王國

14:00

七號房的
禮物

13

26

19:00

天堂

雪人─
彭武熾

19

19:00

短波五：
迎新戀舊

日

6

12

19:00

龍門客棧

短波三：
我在這裡
呼吸著

25

19:00

吉貓出租

離岸堤

★ 映後座談

六

5

18

19:00

24

原住民 / 中華
民國還我土地

專題座談2

31
14:00
19:00

19:00

極地熊寶貝

龍城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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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軍府
迷你積木一組，數量有限送完為
止。
（洽服務台）

五

11

19:00

俠女(下)

19:00

休館
遠化罷工
事件

兔麻吉

14:00

19:00

29 30

17

19:00

休館
脫口罩，
找藍天3

俠女(上)

14:00

19:00

22 23

我要法拉利

19:00

19:00

休館
短波四：
這就是人蔘!

14:00

休館

15 16

四

■ 脫口罩，找藍天

■ 懷舊電影院

14:00

10

短波二：
禁止遺忘

■ 親子電影院

19:00

鐵娘子

19:00

阿爸

19:00

19:00

8 9

■ 我們這樣拍電影 特映會

■ 綠色小組影展

4

14:00

休館
短波一：
香港/台灣

■ 城市遊牧影展

1

2

3

4

5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