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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劇‧戲曲‧台語片 專題講座

專題一

從新劇到台語片─林摶秋導演與他的時代│7.17（日） 14:00

座談來賓│石婉舜│清華大學台灣文學所 助理教授

專題二

台語片的興衰與類型轉變│7.24（日） 14:00

座談來賓│廖金鳳│台灣藝術大學電影學系  教授兼系主任

映後座談導演

毛致新 導演│7.03(日 )14:00│《金色玫瑰：金玫的電影人生》《浮生：張薰南的電影人生》

李香秀 導演│7.10(日 )14:00│《消失的王國：拱樂社》

賴豐奇 導演│7.31(日 )14:00│《班底》

戲曲與新劇：台語片的文化土壤

電影在二十世紀初傳入台灣，最初多在戲院中與日本說唱藝術、歌舞劇、本地舊劇、新劇

等混雜共生，片源亦多自日本及大陸進口。至1920年代，城市勃興、中產市民崛起，電影

票房不斷成長，本地的電影創作人才開始發展創作，投入市場。同一時期，普受民間大眾

歡迎的歌仔戲團如桃園「江雲社」等，也開始求新求變，在幕間插入戰爭、洪水、火災等電

影短片，讓舞台與銀幕連環演出，稱為「連鎖劇」。

繼高松豐次郎在世紀初推動「台灣正劇」後，現代化逐漸普及，古今中外思想交匯、社會運

動發達的1920年代，台灣文化協會亦積極透過電影與文化劇的巡演，在民間推廣進步思想。

不少對殖民社會不滿的時代文青，投入新劇創作與演出。彰化的鼎新社、張維賢的星光演

劇研究會、張深切的草屯炎峰青年會演劇團，即為其中代表。1927年，無政府主義者參與

新劇在各地的熱烈巡演，不見容於當局；1931年，左翼遭到徹底的整肅逮捕，第一波的本

地劇運至此趨於消沉。

1930年代中葉以後，專門放映電影的豪華戲院，在都會區林立。但隨著太平洋戰爭與皇民化

運動，電影的法令管制越來越嚴格。1937年，映畫業務轉由情報部接手管理，電影被規範

為傳達形象與意識形態的國策宣傳媒體，審查制度持續緊縮。由滿映製作，提倡中日親善

的李香蘭電影，大行其道，本地電影創作者幾無空間。

林摶秋與辛奇：從新劇運動旗手到台語片的拓境者

1943年，曾在日本紅磨坊劇院及東寶影業，接受完整歷練的林摶秋導演返台，與桃園青年團

體雙葉會合作，並陸續發表《醫德》、《高砂館》等劇本，引起文壇注意。同年，以《台灣文學》

為核心，亟思批判皇民化「國民演劇」的文化界前輩們，如王井泉、張文環、呂赫若、呂泉生、

簡國賢等，便與林摶秋共組「厚生演劇研究會」。他們認為戲劇不能移植內地，必須「敏銳地

攝取觀眾中流動的生活情感以及時勢」，將「現實理想化，理想現實化」。於是他們以「一步步

前進的牛」精神，在台北永樂座連續發表了《閹雞》、《高砂館》、《地熱》、《從山上看見的街市

燈火》等劇。其中《閹雞》一劇，因演唱台灣民謠引發了民眾的情緒渲染力，而招致日警干涉

禁唱，卻意外引起轟動而膾炙人口。

1946年，簡國賢、宋非我組織「聖峰演劇研究會」公演獨幕劇《壁》，因批判時局，凸顯階

級矛盾，而遭警局強迫停演。同年，擔任《壁》舞台監督的辛奇亦組「台灣藝術劇社」，積極

推動新劇。二二八事件後，辛奇避禍廈門，返台之後仍與林摶秋合作《醫德》，並於1947年重

建「實驗小劇團」，演出《香蕉香》，而遭治安機關高度關注。

七月主題  台語片時代風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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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一│傳承與新生

阿嬤的夢中情人　導演：北村豐晴、蕭力修
2013│台灣│124分│喜劇│普　 演員：藍正龍、安心亞、天心

台語片時代最閃亮的一顆星，在台語片沒落之後歸於平

淡。她是紅透半邊天的台語片當家苦旦，她的人生也如

同劇中的角色一樣充滿波折，從一個失去父親的女兒到

紅遍全台的明星，最後又成為一個單親媽媽獨自撫養兩

個孩子長大，她的一生，可謂台語片歷史的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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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色玫瑰：金玫的電影人生　導演：毛致新
2011│台灣│30分│紀錄片│普

張薰南，台灣最早期的電影工作者之一。日治時期即在

新竹新世界戲院擔任放映師，台語片時期更成為全省跑

透透的電影宣傳與製片。他的一生，見證了台灣電影早

期的發展史，以及早期電影工作者的艱辛。

浮生：張薰南的電影人生　導演：毛致新　
2010│台灣│36分│紀錄片│普

7.01（五） 19:00

7.03（日） 14:00★映後座談│毛致新

台語片首度崛起

光復後，受到廈語片走紅台灣的影響，第一部由邵羅輝導演的16釐米台語片《六才子西

廂記》在1955年誕生。隔年，麥寮拱樂社陳澄三，邀請何基明導演，製作第一部35釐米的台

語片《薛平貴與王寶釧》，造成極大的轟動，何基明於是擴大投資「華興製片廠」，與其弟何

錂明投入台語片拍攝。此後，台語片積極嘗試各種類型，包括古裝武俠、時裝愛情片、歌舞、

神怪、偵探、諜報等，皆廣受觀眾歡迎，台語片進入了第一次黃金年代。

與邵羅輝、何基明同樣留學東京，思想卻更為激進的新劇導演們，在二二八事件後，創作飽

受困頓，此時亦對台語片躍躍欲試。辛奇先與蔡秋林合作《范蠡與西施》編劇，1956年，陳

澄三投資第一部時裝台語片《雨夜花》，擔任編劇的辛奇邀邵羅輝捲土重來，1957以《甘國

寶過台灣》執導演筒，此後便積極投入台語片行列。

而受到友人批評「台灣電影落後國際30年」刺激的林摶秋導演，亦在1957年，成立「玉峰

影業公司」，於鶯歌設置湖山製片廠，積極展開演員訓練，發表舞台劇《貂蟬》，並拍攝第一

部作品《阿三哥出馬》。然敏感的題材，使這部影片遭到電檢嚴厲修剪。他再接再厲，攝製

了普受好評的《嘆煙花》、《錯戀》，而玉峰片廠亦成為各家影片拍攝的重要基地之一。然時

不我予，此時第一波台語片風潮，已至強弩之末，連帶影響下，製作態度嚴謹的玉峰片廠

及華興製片廠，皆在這台語片的第一次寒冬中，暫時宣告歇業。

台語片第二波黃金時期的興衰

冷戰時期的美援，穩住了台灣艱困的經濟局面，越戰更刺激了新一波的經濟復甦，1959年，

中影台中製片廠遭火焚，遷廠至外雙溪，台語片製片環境亦隨之遷移北上。擁有大量溫泉

旅館及日式庭園的北投，取代了片廠，逐漸成為「台語片的好萊塢」。此時，投資環境較之

前對導演更為有利，而第一波台語片中所培育出來的新銳人才，如李泉溪、林福地等，已

成為此階段的中堅主力。1962至1968年，台語片的產量進入第二次高峰期，李泉溪、蔡

松林亦投資大都沖印公司，承攬中影應接不暇的沖印業務。

然而一窩蜂搶拍相同類型影片，造成觀眾的疲乏；電視的出現，為台語片帶來強勁的競爭對

手；而國家補助政策獨厚國語片，健康寫實電影、軍教片、武俠片等國語片迅速崛起，令小

成本的台語片雪上加霜。台語片推出色情片種，雖短暫刺激了票房，終究加速了產業的惡

性循環。1971年後，台語片產量銳減，優秀人才紛紛投入國語片與電視領域，至1981年，

最後一部台語片《陳三五娘》上映後，台語片已完全停產，從人們的記憶中逐漸消失。一直

到1991年，國家電影資料館舉辦「正宗台語片影展」，搶救台語片拷貝，並進行前輩影人的

口述歷史紀錄，這段湮滅的歷史，才終於獲得應有的重視。

 文│策展人 陳怡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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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一│傳承與新生 單元二│嬗遞與斷裂

消失的王國─拱樂社　導演：李香秀
1999│台灣│98分│紀錄片│護

李香蘭的世界　導演：陳玫君
2015│台灣│60分│紀錄片│護

20多年前，台灣辦桌界有三大傳奇「總舖師」，被鄉民們尊

稱「人、鬼、神」三霸，稱霸北、中、南！北─憨人師、

中─鬼頭師、南─蒼蠅師。近代辦桌文化式微，辦桌三霸

匿跡。蒼蠅師想將手路菜（拿手菜）秘訣交給獨生女詹小婉，

無奈小婉只想當明星，美美地出現在螢光幕前。 因緣際會，

小婉從台北跑路回台南後，不但認識了「料理醫生」葉如海，

心地善良的小婉，還為了達成一對老夫妻的夢想，決定做出

一桌「古早菜」！

「拱樂社」，一個你不曾熟悉的名字！卻代表一段過往輝煌的

歌仔戲王國歲月。自台灣光復後，一段歌仔戲的黃金時期便

隨之而來。「拱樂社」在帶著傳奇色彩的雲林麥寮人陳澄三先

生領導下，重金禮聘知名說戲人編劇，讓歌仔戲從「活戲」轉

為照本演出的戲劇。之後與何基明合作《薛平貴與王寶釧》，

更開啟了台語片的黃金時代。

李香蘭是20世紀初出生在滿洲的日本人。經由靈巧的身分轉

換，成為二次大戰期間風靡東亞地區的大明星，也是日本國

策電影的最佳工具。日本戰敗後，她被中國列為頭號漢奸，

面臨著死刑的威脅。而香蘭的友人劉吶鷗，是台灣的富家子

弟，為了追求藝術理想，他先與中國人合作，又與日本人合

作，結果不獲任何一方的信任，最後慘遭暗殺。劉吶鷗的悲

劇與李香蘭的傳奇，成為嚴酷的對比，也帶出了電影、戰爭、

身分認同，女性與個人自由的多元課題。

總鋪師　導演：陳玉勳　演員：夏于喬、林美秀、楊祐寧
2013│台灣│145分│喜劇│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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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演：張作驥　演員：呂雪鳳、鄭人碩、黃尚禾、李鴻其
2015│台灣│107分│劇情│限

7.10（日） 14:00 7.03（日） 19:00

7.10（日） 19:00

山地美女傅婀娜與漢人趙虎相戀，拒絕同族麥羅斯的追求。

趙虎遇害，傅婀娜疑是羅斯所為，痛不欲生。傅婀娜於豐收

慶典上被奉為聖女主祭，發現陪同獻祭的聖男竟是羅斯，頓

時悲憤莫名，投海殉情。張龍揭發羅斯的罪行，為趙虎報仇。 

插曲「站在高崗上」是當時人人耳熟能詳的流行金曲。

阿里山之鶯　導演：王天林　演員：鍾情、金峰、吳家驤
1957│香港│85分│華語│黑白│劇情│保

7.06（三） 19:00

7.24（日） 19:00

★映後座談│李香秀

黃帝子孫　導演：白克　演員：戴綺霞、林沖、黃敏夫、柯佑民、趙森海
陳麗娟、顏美月│1956│台灣│90分│台語│黑白│劇情│未

從大陸來台的歷史老師林錫雲下課時排解了台籍、蘇籍兩位

學生因省籍觀念產生的口角。放學後，拜訪台籍學生之家長

林全文。原來他自清末來台後，繼續教授中國文化。亮霞與

任燕因感情事情產生誤解，錫雲男友黃漢興從中調解，並帶

來哥哥亮虹尚在人間的消息。亮霞將添珍介紹給亮虹，兩人

一見鍾情。暑假期間，大伙相邀出遊，遊覽名勝古蹟，並舉

行婚禮。學校學生集體作畫致賀，上面寫著「黃帝的子孫」。

7.26（二） 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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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二│嬗遞與斷裂 單元三│台語片的多元類型

蚵女　導演：李嘉、李行　演員：王莫愁、武家麒、葛香亭、歐威、高幸枝
丁強、魏甦│1964│台灣│106分│華語│彩色│劇情│普

水寮鄉養蚵的女孩阿蘭與漁夫金水兩情相悅。但阿蘭的父親

嗜賭如命，欠了不少債。阿火對阿蘭不懷好意，阿珠因此常

找阿蘭麻煩。金水打算迎娶阿蘭，不料阿蘭父親索取高額聘

金，金水只好出海賺錢。阿蘭懷孕，惹來村民的閒言閒語，

又遭逢難產，幸好及時輸血，母子均安。熱心的蘇醫生出來

競選鄉長，順利當選。在鄉公所的努力下，蚵民的生活大幅

改善，金水決定留在故鄉和阿蘭一起生活。 中影公司第一部

自製完成的寬銀幕彩色電影，票房打破中影歷年紀錄，同年

獲亞洲影展最佳影片，為中影「健康寫實電影」打響旗號。

7.09（六） 19:00

蔡穎傑的父親十八年前曾是武林至尊，家傳的追魂劍，更

是武林中人人夢寐以求的神器。家人因此慘遭毒手，穎傑

為了報仇雪恨，拜師學藝，立誓復仇。影片講述武林各派

之間的恩怨，闡述俠義精神，其武打設計將北派動作和日

本武士片動作結合，屬新派武俠路線。蔡明亮導演曾說，

他是看著郭導的武俠影片長大的。郭南宏的風格，特別能

滿足孩童的幻想。

一代劍王　導演：郭南宏　演員：江南、上官靈鳳、田鵬、苗天、曹健
1968│台灣│90分│華語│彩色│武俠│未

7.27（三） 19:00

台灣南部盛產檳榔的村落來了一位才華洋溢的音樂老師洪一

峰，檳榔姑娘月霞與之情投意合，月霞養父卻一心要把月霞

嫁給公司的董事長。 洪一峰與月霞先後離鄉，隱居深山共組

家庭，養父追至，拆散鴛鴦，只留洪一峰獨立撫養女兒。四

年後，女兒趁打掃阿婆不注意，尾隨她搭車至台北尋母，卻

在鬧市中失散。洪一峰心憂如焚，放下一切投身歌壇，迅速

竄紅，希望能藉此在茫茫人海中找到妻女⋯⋯

舊情綿綿　導演：邵羅輝　演員：洪一峰、白蓉、田清健
1962│台灣│95分│台語│黑白│劇情│普

7.02（六） 19:00

王哥擦鞋為業，柳哥踩三輪車餬口，樸實敦厚的兩人，情同

手足，相依為命。某日遇一算命仙，預言王哥將發大財，但

柳哥僅餘四十四天壽命，兩人遂決定在有生之年，結伴旅遊。

本片介紹台灣各地風光，劇情充滿了戲謔喜趣，也帶來了溫

馨與歡樂，在交通不甚便利的1950年代台灣影片市場一出

品，就受到相當矚目。

王哥柳哥遊台灣(上)　導演：李行　演員：張福財、李冠章、柯玉霞
1958│台灣│84分│台語│黑白│喜劇│未

7.08（五） 19:00

一部「天然景禽獸裝的台語童話故事片」，透過動物擬人化巧

妙安排，構成了這部饒富趣味的KUSO台語影片，也改變過

往對於悲情台語片的刻板印象。梅花鹿大俠與大角鹿為了爭

奪鹿小姐芳心，破壞了原本平靜快樂的森林，同時狐狸精對

鹿小姐因心生忌妒，設下一連串陷阱詭計，卻因東窗事發而

引狼入室。負責看守森林的小羊因常謊報「狼來了」，逐漸失

去大家的信任，直到狼群入侵山羊公公的地盤⋯⋯

大俠梅花鹿　導演：張英　演員：白虹、林琳、歐雲龍
1961│台灣│87分│台語│黑白│喜劇│未

7.05（二） 19:00

吳可倫自大學畢業後，結識某夜總會的歌星─倩妮。繼母

以可倫不足以承擔其父龐大的事業，就勸他出國深造，藉此

機會與倩妮斷絕來往。可倫憤而離開，在一家小公司當職員。

范寶亭為吳家世交，推薦他出任自己所經營的公司襄理。同

時安排機會與女兒美凝接近。繼母拜訪倩妮勸她退讓，不要

阻礙可倫與美凝的結合。見到倩妮後，繼母發現倩妮並非想

像中的歡場女子，繼母深受感動，但是倩妮得知可倫心有外

遇，遂悄然離去⋯⋯

情人的眼淚　導演：李行　演員：張美瑤、田鵬、嚴菊菊、王莫愁
1969│台灣│98分│華語│黑白│劇情│普

7.07（四） 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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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四│從新劇旗手到台語片拓境者 1─林摶秋

高砂館　編劇：林摶秋　演員：孫瑩樺、黃兆裕、施文嵐、吳定謙等
2003│台灣大學戲劇系製│90分│國、台語│舞台劇│未

台灣大學戲劇系2003年秋季公演。呈現導演兼劇作家林摶

秋代表作之一《高砂館》。透過基隆港邊，一座旅館的經營者

與進出旅客的生活面貌，包括苦等兒子回家的父親，苦等情

人的女子，務實的小吃店女主人等，描述人民的壓抑、茫然

與平凡無奈，以及臺灣人對生活所抱持的期待。

7.13（三） 19:00 六個嫌疑犯　導演：林摶秋　演員：易原、張清清、陳雲卿、謝素珠、白雪
1965│台灣│108分│台語│黑白│懸疑│未

本片以新風格拍攝而成的推理偵探片，故事雖屬虛構，但內

容曲折離奇，對於善惡之報應及為非作歹的悲慘下場有明確

的描寫，尤其刑警人員為保護人民的性命財產，除暴安良，

虛心求證勿枉勿縱，不辭勞苦追捕真兇之勇敢精神令人敬

佩，使惡徒難逃法網。

7.16（六） 19:00

丈夫的秘密(錯戀)　導演：林摶秋　演員：張美瑤、吳麗芬
張瀋陽、黃雪映│1961│台灣│101分│台語│黑白│劇情│未

秋薇與麗雲是中學時代的好友，畢業後再度重逢，秋薇已婚

幸福美滿，麗雲則是遇人不淑，獨力扶養幼子，生活困頓。

麗雲因孩子生病，前往秋薇處借款，秋薇的先生守義發現麗

雲竟是他的舊時情人。麗雲為生活在酒家上班，一次應酬中

與守義相逢，彼此相憐有了一夜之歡，三角戀情使三人都陷

入了愛情與友情的矛盾痛苦中。不久後麗雲懷孕，守義夫妻

決定撫養麗雲生下的孩子⋯⋯

7.15（五） 19:00

麗娜、淑清兩姊妹相依為命，麗娜在歌廳駐唱，賺錢讓妹妹

完成學業。淑清卻以姊姊的職業為恥。淑清喜歡公司的廖文

彬，但文彬卻對一面之緣的麗娜傾心，兩人交往，這讓追求

麗娜的鄭豐源不是滋味。五月十三日這天，麗娜請文彬到家

用餐。淑清才發現姊姊的男友竟是自己的心上人。淑清離家

出走，遇上鄭豐源，鄭豐源將她灌醉，並威脅麗娜。麗娜趕

到後發現鄭豐源遭人刺死，淑清不醒人事。最後的真相會是

如何，姊妹能和好如初嗎？

五月十三傷心夜　導演：林摶秋　演員：張清清、陳雲卿、謝素珠
1965│台灣│96分│台語│黑白│劇情│未

7.14（四） 19:00

一個貧窮的小道士，某日中了愛國獎券，一夜暴富卻仍一事

無成。被人慫恿之下，竟異想天開去選議員。但他並無從政

經驗，參加各項活動時鬧了不少笑話，結果弄的人財兩空。

影片諷刺當時的競選花招，更呈現了人性的自不量力與冷暖

炎涼。

阿三哥出馬　導演：林摶秋　演員：莊榮花、黃雪映、簡和引、凌雲
1959│台灣│92分│台語│黑白│喜劇│未

7.17（日） 19:00

改編自張文環當時新刊出不久的同名小說，此劇分為二幕

六場，描述台南福全藥房經營者鄭三桂與林清標，如何以

利益算計一雙兒女婚事，而鄭家又如何在家道中落後嘗盡

世態炎涼，最後一幕，鄭家夫婦皆逝，只剩懦弱又染病的

阿勇，以及性格堅毅的月里這對年輕夫婦，面對愈顯艱困

的大環境局勢⋯⋯

閹雞　編劇：林摶秋　演員：姚坤君、韋以丞、王友輝、吳煥文、黃怡琳等
2008│台南人劇團│145分│台語│舞台劇│未

7.12（二） 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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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五│從歌仔戲到通俗劇

回來安平港　導演：吳飛劍　演員：楊麗花、小林、藍琪、林小芳
柳哥、矮仔財、周遊、游娟│1972│台灣│100分│台語│黑白│劇情│未

秀琴與荷蘭船醫達利相戀，進而未婚懷孕。達利因為居留期

滿而被迫離台，承諾將返回安平港迎娶秀琴，孰料一去音訊

全無，秀琴生下混血女兒阿金，病死前仍未能看見戀人歸來。

阿金由外公扶養成人，與醫科大學生志強墜入愛河；志強出

國學醫，阿金重蹈了母親的命運，在安平港苦苦癡等愛人歸

來⋯⋯巧合的是，志強的指導教授，正是荷蘭船醫達利！最

後，誰會回來安平港呢？ 本片靈感來自1951年的台語歌〈安

平追想曲〉。楊麗花巧扮母女兩角，主題曲亦由本人配唱。

7.23（六） 19:00

楊令婆脫殼　導演：李泉溪　演員：月春鶯、小秀鳳
1963│台灣│95分│台語│黑白│劇情│未

楊令婆八十大壽之日失蹤。一年輕女子出現於壽宴，自稱

是令婆本人，眾賓客斥之，僅楊令公、楊阿頭與該女子相

顧而笑。該女子乃細說因緣⋯⋯余賽花男裝習武，與楊繼

業義結金蘭。後違反父命，與楊相戀而遭毀容，因得仙人

之助，龍泉水得以脫殼還其原貌。後投身南宋，建奇功，

方受封為令公、令婆。

7.21（四） 19:00

拱樂社繼《薛平貴與王寶釧》後投資的歌仔戲台語片。文明和

丹吉為雙胞胎兄弟，因家境貧苦，弟弟丹吉從小就給人收養，

因養父去世後，淪為山賊，被官府通緝。文明和周府千金燕

琴一見鍾情，卻被父親趕出家門，兩人生下一子劍龍。文明

進京趕考，因勞累昏倒，被秦將軍救回，秦將軍女兒桂紅對

文明愛意堅定，願委屈當二房。文明寫信告知燕琴，她傷心

之餘，帶著劍龍跋涉赴京。究竟三人的愛恨情仇，會引發什

麼意想不到的事呢？

乞食與千金（上）乞食婿郎　導演：邵羅輝　演員：小杏雪、小秀哖
1961│台灣│107分│台語│黑白│劇情│未

7.19（二） 19:00

某夜，「九毒鏢主」陸天霸、「追魂針王」曹森雄、「青龍飛刀」

柯英強突襲楊秉忠府，一場屠殺下來，家僕攜三幼女秀鳳、

青鳳、芝鳳脫險，但皆分散。十五年後，三鳳長大成人，復

仇意念愈發堅定。一場尋仇歷險記，即將展開。三大台語片

偶像天后飆戲，令人大呼過癮。

三鳳震武林　導演：陳洪民　演員：楊麗花、金玫、柳青、葛小寶、金塗
1968│台灣│90分│台語│黑白│武俠│未 

7.22（五） 19:00

拱樂社投資台語片的另一賣座系列。三兄妹之父遭奸人殺害，

其母被強佔，無處可去，便四處流浪尋母。生母怕三兄妹受

奸人所害，給予盤纏要他們至師公處學藝，替父報仇。三兄

妹學成後救出生母，告御狀報父仇，三兄妹之叔亦出獄團圓，

其母最後出家。過程曲折坎坷，賺人熱淚。

流浪三兄妹　導演：邵羅輝　演員：小秀哖、戴佩珊、小秀貞、肉員
1963│台灣│95分│台語│黑白│劇情│未

7.20（三） 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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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六│從新劇旗手到台語片拓境者 2：辛奇

地獄新娘　導演：辛奇　演員：金玫、柯俊雄、歐威、柳青
1965│台灣│90分│台語│黑白│劇情│未

富商黃志明一時誤入花叢，與酒女秋滿同居。但秋滿一心只

想著志明的財產，便串通男友小馬用計，使志明誤會妻子碧

雲也有外遇，迫使碧雲離家，留下年幼的兒女秀娟、鴻文和

強褓中的嬰兒秀珠。數月後，志明被秋滿陷害至傾家蕩產，

從此一家生活沒有保障。志明為了兒女的生活四處尋找工作，

終於獲得了油漆工作。不料在上班的第一天，不慎自高樓墜

下⋯⋯

本片改編自英國小說《米蘭夫人》。瑞美為了調查姐姐瑞雲離

奇死亡的原因，來到了從未謀面的姐夫家應徵家庭教師。她

與姐夫家人關係日漸親密，相處和樂，直到姐夫向她求婚，並

於結婚前一日消失不見⋯⋯

燒肉粽　導演：辛奇　演員：陽明、金玫、金塗、戴佩珊
1969│台灣│83分│台語│黑白│劇情│護

一個「迷死女人不償命」的憨仔，與女友的戀情發展到已經獲

得雙方家長的認同。就在男方到女方家提親的那一天，卻發

現原來三十年前男方的父親與女方的母親曾有一段不堪回首

的戀情⋯⋯

三八新娘憨子婿　導演：辛奇　演員：金玫、石軍、金塗、楊月帆
1967│台灣│101分│台語│黑白│喜劇│保

7.28（四） 19:00

7.29（五） 19:00

晴美原本在母親經營的小吃店工作，後離家另謀出路。侯魁

元是個不求上進的送貨員，與晴美結識，卻戀上酒店老闆娘

玉嬋，得知玉嬋正在物色新的小姐，便慫恿晴美到酒店上班。

晴美發現自己愛上魁元且懷孕了，但魁元竟要晴美去墮胎，

晴美在傷心欲絕之際消失無蹤⋯⋯

危險的青春　導演：辛奇　演員：石英、鄭小芬、高幸枝、金塗
1969│台灣│95分│台語│黑白│劇情│未

7.31（日） 19:00

7.30（六） 19:00

班底　導演：賴豐奇
2000│台灣│170分│國、台語│紀錄片│未

本片透過當年在台語片時代與辛奇導演一起工作的夥伴，

如製片戴傳李、編導陳洪民、攝影師林贊庭、洪慶雲、男

主角林奇峰、女主角金玫、童星戴佩珊、錄音林焜圻、剪

接陳洪民、場記林錦鶴⋯⋯等在生活上的不同扮演，了解

他們如何面對過去的成長與現代的變遷，並藉著一起觀看

過去的影片，談談當初拍片的心情與回顧。

7.31（日） 14:00★映後座談│賴豐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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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放風，傾聽孩子內在的聲音

親子電影院

布拉姆是個好動的小男孩，喜愛幻想，對周遭的世界感到好

奇。即將上一年級的他，卻遇到講求紀律和秩序的費許老師。

他不在乎布拉姆天馬行空的想像力，還想盡辦法要求布拉姆

凡事按照「正確」的方式來做。布拉姆的爸媽擔心兒子要怎樣

才能適應環境，還有布拉姆和費許老師，差異這麼大該如何

找到平衡點⋯⋯

布拉姆的異想世界 Little Big Master

Anna van der Heide│2012│荷蘭│79分│劇情│普
7.02（六）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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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際冠軍。但在一次轟炸後，泰格變得無法說話。兄弟倆的父

母親為了安全把他們送出伊拉克，卻陰錯陽差困在瑞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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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軍，方法不只一種！

跳躍國界 That Girl In Pinafore　

Peter Naess│2007│瑞典│88分│劇情│普
7.06（三） 14:00

7.09（六） 14:00

以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前夕為故事背景，一群東德少年科

學家為了到西德一探久違的親人，打算製造出《星際爭霸戰》

（Star Trek）裡的空間傳送器，沒想到傳送器實驗出了紕漏，

整個鎮上的居民突然消失了，到底要怎樣才能把他們傳送回

來呢？

我要上太空 Mission Sputnik　

Markus Dietrich│2013│德國、比利時、捷克│82分│喜劇│普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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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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根據一

個古老的傳說，一條詛咒會降臨在危害熊的人身上。即便克

拉拉的父母不同意，她還是決定要幫助蘇珊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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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天父親突然領養一名謎

樣少年回家，雖為一幫女眷之家添增男丁，卻也打破原本平

靜又與世無爭的家庭生活。

綠野熊蹤 Clara and the Secret of the bears　

Tobias Ineichen│2013│瑞士│93分│劇情│普

蜂蜜之夏 The Wonders　

Alice Rohrwacher│2014│義大利、德國│110分│劇情│普
7.23（六） 14:007.13（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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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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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編自家喻戶曉的義大利經典童話《木偶奇遇記》。皮諾丘是

一個天真爛漫，有點懶惰、有點愛說謊的小木偶。他該如何

通過一連串的考驗與挑戰，學習為別人付出且對自己誠實？

他能變成一個真正的男孩嗎？誠實不僅需要勇氣，更要有對

抗誘惑的決心。為了救出受困的爸爸，皮諾丘該不該犧牲自

己呢？

世界第一麥方 27℃ – Loaf Rock　

林正盛│2013│台灣│100分│劇情│普

頑童皮諾丘 Pinocchio　

Enzo D'Alò│2012│義大利│80分│動畫│普
7.27（三） 14:007.16（六） 14:00

7.30（六） 14:007.20（三） 14:00

喜歡研究鳥類的老先生，有天在樹下撿到了一個只有拇指般

大的女孩，身上還長了一對毛絨絨的翅膀。他驚喜地帶回家，

老太太決定把她當成自己的女兒照顧。女孩一天天長大後，

卻跟著其他候鳥飛往南方，不捨的老夫婦決定循著飛翔的軌

跡找尋她的下落。一路上他們認識了想變成鳥的小朋友、英

勇的消防隊員，一群人浩浩蕩蕩展開冒險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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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咿比拇指精靈 Eep!　

Ellen Smith│2010│荷蘭、比利時│80分│劇情│普

逆光飛翔 Touch of the Light　

張榮吉│2012│台灣│110分│劇情│普

‧2014 坎城影展評審團大獎

‧2010柏林影展K Plus觀摩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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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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
吉
二
街

P P
公車站

公車站

公車站

公車站

龍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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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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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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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資訊請上臉書搜尋

桃園光影  Taoyuan Arts Cinema

文
物
展

指導單位│        桃園市政府  桃園市議會

主辦單位│

共同主辦單位│                                 豐奇電影公司

協辦單位│　　　　　　   

承辦單位│                    微光影像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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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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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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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映地點│光影二館

桃
園
光
影
文
化
館
︵
光
影
二
館
︶

七
月
主
題─

魔

幻

奇

想 7.10（日） 14:00

以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前夕為故事背景，一群東德少年科

學家為了到西德一探久違的親人，打算製造出《星際爭霸戰》

（Star Trek）裡的空間傳送器，沒想到傳送器實驗出了紕漏，

整個鎮上的居民突然消失了，到底要怎樣才能把他們傳送回

來呢？

我要上太空 Mission Sputnik　

Markus Dietrich│2013│德國、比利時、捷克│82分│喜劇│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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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姆是個好動的小男孩，喜愛幻想，對周遭的世界感到好

奇。即將上一年級的他，卻遇到講求紀律和秩序的費許老師。

他不在乎布拉姆天馬行空的想像力，還想盡辦法要求布拉姆

凡事按照「正確」的方式來做。布拉姆的爸媽擔心兒子要怎樣

才能適應環境，還有布拉姆和費許老師，差異這麼大該如何

找到平衡點⋯⋯

布拉姆的異想世界 Little Big Master

Anna van der Heide│2012│荷蘭│79分│劇情│普
7.03（日） 14:00

7.17（日） 10:30

寶力跟死黨阿達剛升上國二，佳家是寶力暗戀的同校學姐。

某次寶力解救了佳家，讓佳家留下印象，兩人的青春戀曲也 

因此展開。交往後佳家逃家與寶力生活，不久後懷孕，寶力

決定休學打工。寶力對自己承諾，這輩子一定要給佳家一個

安穩的家。但在寶力追求這個純真理想的同時，現實社會的

考驗也無情地隨之而來。

小孩　

于瑋珊│2015│台灣│86分│劇情│護

7.03（日） 10:30

阿暘，一個從出生開始，就因為家族遺傳失去了聽力，從此

生活在寂靜的世界裡，阿暘和患有輕度聽障的玥雯結婚之

後，兩人生下了女兒─星星，在國小二年級時被發現聽力

有逐漸喪失的跡象，星星被迫離開學校的合唱團，阿暘明白

星星對於可以聽見的渴望，為了星星裝置人工電子耳的龐大

費用，他決定放手一搏。

天使的收音機　

王傳宗│2015│台灣│85分│劇情│普

7.17（日） 14:00

喜歡研究鳥類的老先生，有天在樹下撿到了一個只有拇指般

大的女孩，身上還長了一對毛絨絨的翅膀。他驚喜地帶回家，

老太太決定把她當成自己的女兒照顧。女孩一天天長大後，

卻跟著其他候鳥飛往南方，不捨的老夫婦決定循著飛翔的軌

跡找尋她的下落。一路上他們認識了想變成鳥的小朋友、英

勇的消防隊員，一群人浩浩蕩蕩展開冒險歷程。

咿比拇指精靈 Eep!　

Ellen Smith│2010│荷蘭、比利時│80分│劇情│普



七月影片放映時間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休
館

休
館

休
館

休
館

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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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1 2

7 8 9 10

12 13 14 15 16 17

3

11

19 20 21 22 23 2418

26 27 28 29 30 3125

4

■ 親子電影院

★ 映後座談  

■ 七月專題：台語片時代風雲

■ 新劇、戲曲、台語片│專題講座

19:00

阿里山之鶯

19:00

高砂館 

19:00

流浪三兄妹

19:00

一代劍王

19:00

阿嬤的
夢中情人

19:00
舊情綿綿

14:00

布拉姆的
異想世界

14:00

頑童皮諾丘

14:00

蜂蜜之夏

14:00

逆光飛翔

14:00

世界第一
麥方

19:00

蚵女

19:00

王哥柳哥
遊台灣(上)

19:00

丈夫的秘密

19:00

六個嫌疑犯

14:00

專題座談2

19:00

阿三哥出馬

19:00

三鳳震武林

19:00

回來安平港

19:00

醉生夢死

19:00

情人的眼淚

19:00

大俠梅花鹿

19:00

閹雞

19:00

五月十三
傷心夜

19:00

楊令婆脫殼

19:00

地獄新娘

19:00

燒肉粽

19:00

三八新娘
憨子婿

19:00

危險的青春

14:00

班底
★映後座談

19:00
乞食與千金
(上)乞食婿郎

19:00

黃帝子孫

14:00

我要上太空

14:00

綠野熊蹤

14:00

咿比拇指
精靈

14:00

跳躍國界

19:00

總鋪師

14:00

消失的王國
─拱樂社
★映後座談

14:00

專題座談1

14:00

金色玫瑰／
浮生
★映後座談

19:00

李香蘭
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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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4

2

5

3

6

放映

地點

桃園光影

電影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