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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講座

專題一

幻境與迷悟─東方傳奇文學再詮釋│11.13（日） 16:35

座談來賓│銀色快手（荒野夢二書店主人）

專題二

被遺忘者的顯影│11.20（日） 16:00

座談來賓│蕭函青（洞光咖啡創辦人）   郭正偉（讀字書店店長）

映後座談

11.06（日） 18:00│《魔法阿媽》

 座談來賓│王小棣導演

11.27（日） 14:00│《我留級了》《撞牆》《牛奶計劃》

 座談來賓│孔慶輝（《撞牆》導演）  姚露欣（《牛奶計劃》導演）  鄭雅芬（影展企劃、同喜文化出版工作室負責人） 

每個文化裡都有禁忌、恐懼、污穢，欲除之而後快的黯黑陰影。而每一部鬼魂、妖怪與恐

怖驚悚電影，就像一個「哪壺不開提哪壺」的頑皮魔術師，要讓觀眾在被虐的快感中，釋放

平日密密壓抑在自身內部的暗影。

每個鬼故事都是一篇鮮活的人類學報告，顯影了集體恐懼的夢魘；展示出人們如何將文化內

部所厭惡的污名者，釘上十字架示眾；有時，晾出囚禁在集體制約裡，傷痕累累的喑啞黑靈

魂；就是一場普渡眾生的法會，一首為無名者吟唱的安魂曲。

是否體制框架了人類心底住的那隻小動物，將其餵養成日益膨脹的莫名厭憎？否則為何工

具理性取代不了奇幻魔法，人類仍渴望著，讓想像力帶靈魂長出翅膀，飛離重重制約？如

果文字和影像是帶著魔法的咒語，那戲院就是釋放夢想能量的洞窟。當你治癒蜷縮在體內

的小獸，為它嫁接頭角崢嶸的全新觸角，你就能帶著一抹秘密微笑，勇敢地走回人間。

十一月主題  釋放靈魂暗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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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皮之陰陽法王 Painted Skin

胡金銓│1993│香港│95分│劇情片│保

魔法阿媽  Grandma and Her Ghosts

王小棣│1998│台灣│80分│動畫片│普

書生王順生科舉考試之後從省城回到家鄉，路上遇到美麗的

女孩尤楓。尤楓說自己是無家可歸的浪跡天涯的女子，王順

生頓生慈悲惻隱之心，把尤楓帶到自己家裡。一日，在尤楓

洗澡的時候，他的妻子陳氏躲在窗外偷看，卻發現美女撕下

自己的臉皮，醜陋無比，陳氏立刻被嚇暈了過去。王順生見

了之後心生恐慌，找到道士玉清道人幫忙伏妖，卻發現尤楓

背後有妖力高強的陰陽法王控制其中，玉清道人的法力有限，

無法降服陰陽王，而王順生也被陰陽王附身⋯⋯

農曆七月，豆豆的媽媽必須出國照顧在國外工作受傷的爸

爸，將他留在基隆鄉下的阿媽家。豆豆一開始沒有辦法跟

阿媽好好相處，他覺得祖孫活在不同時代，阿媽跟自己有

嚴重的代溝問題。而且在鄉下，大部分的人都說著他聽不

太懂的閩南語。剛開始，豆豆並不知道，阿媽擁有陰陽眼，

可與鬼和靈進行接觸，後來他因為在眼睛上擦了阿媽的眼

淚，意外地看見祂們，並捲入了有情有義的鬼靈世界。

11.03（四） 19:00 11.06（日） 18:00

11.04（五） 19:00

日本料理師傅阿川與父親關係疏離，某天在工作中突然昏倒，

店內同事將阿川緊急送往醫院檢查，卻找不出阿川昏倒的原

因。同事將阿川送回家中休養，此時見到父親與姐姐的阿川

卻像是看到陌生人一樣。相隔不久，父親發現女兒渾身是血

倒臥在地，一旁的阿川仍然面無表情。感到哀痛與疑惑的父

親質問著兒子怪異的舉動，得到的答案卻讓原本平靜的生活

掀起一陣巨浪。父親決定自行處理女兒的屍首，並將阿川關

起來，但一連串找上門的姐夫、同學、警察⋯⋯

故事改編自清代蒲松齡的短篇小說集《聊齋誌異》之〈聶小

倩〉。書生甯采臣在前往收租途中，夜宿於金華寺，結識了

劍客燕赤霞。女鬼聶小倩受老妖姥姥脅迫，前往金華寺取甯

命以供姥姥吸血。倩以美色及黃金引誘寧，但卻均遭婉拒，

有感於其之正直，便不忍加害，臨行前更囑咐甯與燕同宿，

因此幸而避過一劫。 原來聶小倩本為官家之女，因客死異鄉，

遭姥姥操縱，而不得不誘人害命。甯采臣憐其身世，於是決

意帶其骨灰返鄉。焉知途中姥姥再次來犯⋯⋯

失魂 Soul

鍾孟宏│2013│台灣│111分│劇情片│輔

倩女幽魂 The Enchanting Shadow

李翰祥│1960│香港│82分│劇情片│未
11.01（二） 19:00 11.05（六） 19:00

西遊‧降魔篇  Journey to the West: Conquering the Demons

周星馳│2013│中國、香港│110分│劇情片│護

寧靜的小漁村突然遭遇到河妖攻擊，村民請道士捕獲了一

條巨魚，但路過的驅魔人陳玄奘表示這條魚並非吃人河妖，

激怒了村民而將陳玄奘吊起，此時河妖出現吞食了多名村

民，玄奘使用師門所傳「兒歌三百首」降伏河妖卻沒有任何

效果，直到另一名驅魔人段小姐出現，才將河妖降伏。玄

奘之師父看出玄奘對段小姐頗有情意，但玄奘心口不一，

表示對於男女情愛沒有興趣。段小姐對於陳玄奘本領低微

卻勇氣十足，深感愛慕，卻遭玄奘拒絕⋯⋯



6 7

波米叔叔的前世今生 Uncle Boonmee Who Can Recall His

Past Lives　Apichatpong Weerasethakul│2010│泰國│114分│劇情片│保

山中傳奇 Legend of the Mountain

胡金銓│1979│香港│184分│武俠片│普

波米叔叔得了急性腎功能不全，因此回到鄉里，邊靜養邊等待

死神來臨。在鄉下，他每天安靜的吃飯、納涼、看家人勞作。

一個清涼的夏夜，他和侄子、妻妹在院子裡吃飯閒聊，波米

叔叔去世很久的妻子竟然出現了，和他們訴說近況和多年思

念，稍後，波米叔叔失蹤很久的兒子也出現了，變成了一隻

紅眼黑毛猩猩，卻沒有人受到驚嚇。陰陽相隔的幾個人平靜地

拉著家常，平靜的果園，平靜的微風，蜜蜂每日平靜的勞作，

發生的一切事情都那麼自然，每個風景都早在那裡了⋯⋯

‧坎城影展金棕櫚獎

落第的何雲青受海印寺長老之託，前往經略府抄經書《大手

印》。途中雲青三遇神秘吹笛女子，幾經周折後他來到經略

府，受到參軍崔鴻至以及王婆的熱情招待。當夜，雲青受邀

到王婆府上吃飯，結識了妙齡少女樂娘。樂娘擊鼓助興，雲

青在鼓聲中漸漸昏迷，王婆讓何雲青定下與樂娘婚事。雲青成

親不久後，番僧和一位道人前來擊鼓鬥法，最後王婆受傷，但

樂娘取勝了。一日，何雲清到一家酒莊，認識了酒家女依雲。

回到經略府後，樂娘大發脾氣，並點了何雲清的穴道⋯⋯

11.10（四） 19:00 11.13（日） 13:30

日本戰國時期，陶工源十郎終日奢望榮華富貴，一日到市集，

遇上了美艷女鬼化身的美女若狹，此後便一直迷戀著她，不

知妻子已死於戰亂中。弟弟藤兵衛則夢想當武士，不惜拋下

妻子去追求自己的夢想，最後他撿到敵人將軍的首級而出人

頭地願望成真，但妻子阿濱卻被數十名士兵強暴，淪為娼婦。

最後藤兵衛為了與妻子團聚而放棄軍職。 

‧1953年威尼斯銀獅獎

雨月物語 Tales of Ugetsu

溝口健二│1953│日本│97分│劇情片│保
11.11（五） 19:00 11.13（日） 19:00

泰國Rattanakosin王朝期間，小邁被徵召入軍隊，留下懷孕的

妻子小奈，戰爭結束後，他帶同四位戰友小特、老普、阿信、

阿艾回到家鄉，與妻子小奈及戰爭期間出世的兒子小特小特

重聚。一家人以為可以快快樂樂地生活了，四位好友亦打算

留下當地展開新生活。可是不久便傳出小奈原來在小邁征戰

期間因難產而死，四位兄弟為了查個明白，便追查謠言源頭，

可是發現當事人已被淹死，四人驚覺身邊阿嫂及仔仔原來是鬼

魂，下一個受害者可能就是自己！

淒厲人妻 Pee Mak

Banjong Pisanthanakun│2013│泰國│115分│劇情片│保
11.12（六） 19:00

律師寶生繪美是個看來毫無未來的三流律師。為了幫涉嫌殺

妻，看來毫無勝算的矢部，蒐集其在出事前「在居住的旅館

中被鬼壓床的不在場證明」，繪美親自到這間旅館並且真的被

矢部所說的落敗武者幽靈更科六兵衛纏上，於是繪美邀他去

作證矢部是無罪的。但繪美不但要證明幽靈可以作證，還必

須面對功力高深的檢察官─小佐野徹主張世界上沒有幽靈

存在，因此六兵衛的證言無法作為證據。並且還必須面對被

殺的鈴子的情夫─日野勉派出陰陽師要除去六兵衛⋯⋯

鬼壓床了沒 A Ghost of a Chance

三谷幸喜│2011│日本│142分│劇情片│保
11.08（二） 19:00

阿偉是一個房地產經紀人，認真工作希望能與女友怡君早日

結婚。有一天，與他同住的奶奶失蹤了。詭異的是，家裡打

掃過了衣服也洗好了，還替阿偉煮了早餐，但就是不見奶奶

的蹤影。毫無頭緒的阿偉逐漸感到焦急，他打開阿水嬸的相

機，竟看到其中一段出遊的影片中，有個詭異的身影跟在奶

奶背後，像是個穿著紅衣的小女孩，阿偉打從心底感到不寒

而慄，沒想到詭異的事情，開始接二連三地發生⋯⋯

紅衣小女孩 The Tag-Along

程偉豪│2015│台灣│93分│劇情片│輔

專題講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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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血鬼‧荷索 Werner Herzog / Nosferatu

Werner Herzog│1979│西德、法國│103分│劇情片│保

踏血尋梅 Port of Call

翁子光│2015│香港│121分│劇情片│限

強納森前往德古拉伯爵的古堡，打算將維納的一座宅第出售

給對方，伯爵被強納森美麗妻子露西的相片吸引，決定搬往

該處。強納森欣喜銷售有望，卻不知伯爵其實是吸血鬼，自

己和妻子正陷入險境。片中的卓克拉伯爵哀怨得讓人同情，

堪稱吸血鬼影史經典；導演荷索在拍攝過程中，大顯瘋狂行

徑，運了一萬隻老鼠到拍片現場，並要求工作人員將老鼠全

染成白色，甚至在影片完成後，將老鼠當作禮物留在拍片現

場的小鎮上。

十六歲的湖南女孩王佳梅追隨改嫁的媽媽和姐姐的腳步，來

到了香港，全新而陌生的環境，她感覺到格格不入，與家人

的關係也逐漸緊張起來。志願成為模特的佳梅以助理身分入

行，嚐盡了圈內的苦辣酸甜，最終為了賺更多的錢而出賣肉

體。直到某天，她認識了擁有悲慘童年經歷的肥仔丁子聰，

兩人的命運同時朝著悲劇的方向轉變。繁忙的警署內，肥仔前

來自首，負責此案的臧SIR針對相關人士展開調查，在此過

程中，佳梅和丁子聰個人的故事交替展開⋯⋯

11.17（四） 19:00 11.20（日） 14:00

俄國大師蘇古諾夫改編文豪歌德同名經典。魔鬼與上帝的賭

局展開之後，浮士德的命運從此墜入無垠無涯的慾望與誘惑

之中。 對生命熱愛喜好反覆沉思的浮士德，渴望追尋生命的

極致意義，他透過解剖身軀尋找靈魂而究問生命的啟始。魔

鬼選上埋首學問的浮士德，讓他看盡生老病死的同時，找到

一位猶如天 使的少女，純潔的肉體不斷誘惑著他。當無止盡

貪婪的魔鬼向他提出了一個華麗誘人的典當交易時，搖擺於

地獄與天堂的浮士德，人生從此有了驚天動地的轉變⋯⋯

‧威尼斯影展金獅獎最佳影片

秘書瑪麗安為了替男友付贍養費，取走老闆的巨款，擺脫了

警察，潛逃至偏僻汽車旅館。旅館主人諾曼愛好收集鳥類標

本，彬彬有禮，卻似乎受到母親的控制。瑪麗安不幸在淋浴

時被一個老婦人刺殺，旅館主人將她連人帶車沈到沼澤裡。

私家偵探一路尾隨瑪麗安的姊姊莉拉，追尋失踪的妹妹，也

住進了貝茲汽車旅館。私家偵探將目標鎖定在精神異常的旅

館主人諾曼母子身上。一切都似乎與那控制着兒子的母親有

關，但這位母親卻在十年前就死了？

浮士德─魔鬼的誘惑 Faust

Aleksandr Sokurov│2011│俄羅斯│135分│劇情片│限

驚魂記 Psycho

Alfred Hitchcock│1960│美國│109分│劇情片│輔
11.18（五） 19:00 11.20（日） 19:00

神父參加秘密進行的醫療實驗，試圖研發疫苗拯救人類。過

程中神父意外感染猝死，血液裡的不明物體讓他奇蹟獲得重

生，不僅開啟了靈魂的七情六慾，更成為了蝙蝠般的吸血鬼！

神父需要足夠的鮮血維持性命，又不想抱持殺人的念頭，便

從協助自殺的告解對象開始⋯⋯但他迷戀上朋友之妻，感受

到前所未有的悸動。為了愛情，神父拋開神聖的外袍，如蝙

蝠張開雙翼，迎向致命的愛⋯⋯

蝙蝠‧血色情慾 Thirst

朴贊郁│2009│韓國│133分│劇情片│限　演員：宋康昊、金玉彬
11.19（六） 19:00

女演員克麗絲注意到自己的十二歲女兒麗根發生了十分怪異

的變化。一開始她以為是青春期的緣故，但是經過醫生診斷，

醫生認為麗根的大腦顳葉發生了病變，需要進行一系列醫療

檢測。經過X光檢測，大腦沒有任何問題，他們建議讓麗根

去看精神病醫生。精神科醫師治療時，麗根攻擊了他。接

下來，麗根的床不時猛烈晃動，家中經常出現奇怪的聲音，

麗根身上還有許多不能解釋的行為出現。電影導演來克麗絲

的家中作客過後，被發現死於房子旁邊的石階下⋯⋯

大法師 The Exorcist

William Friedkin│1973│美國│133分│劇情片│限
11.15（二） 19:00

專題講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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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
The Midnight After　陳果│2014│香港│124分│劇情片│輔

羊男的迷宮 Pan's Labyrinth

Guillermo del Toro│2006│美國│119分│劇情片│輔

1944年內戰結束不久的西班牙，11歲的少女奧菲莉亞，跟

隨懷孕的母親投靠繼父。脆弱無助的母親嚴重害喜，在佛朗

哥將軍法西斯政權下擔任軍職的繼父，負責整肅鄉間游擊隊，

手段殘暴冷酷。生活在肅殺氣氛中的奧菲莉亞，只能在恐懼

中躲進自己的幻想世界裡。在森林的深處，奧菲莉亞誤闖巨

石迷宮，竟然發現自己的幻想成真！在迷宮裡，她遇到了神

祕古怪的羊男。外型嚇人、內心溫柔的羊男告訴她，她其實

是地底王國迷失的公主⋯⋯

阿池於某天晚上和朋友K歌過後，於凌晨時分乘坐由九龍旺

角前往新界大埔的紅色公共小巴（俗稱「紅van」）回家，該小

巴經過獅子山隧道後，所有汽車及人均消失，只剩下小巴本

身及車廂內的17人，彷彿進入了另外一個時空。一連串的神

秘事件，乘客開始一個繼一個無故死亡，而隨著頭戴防毒面

具的神秘人出現，更加謎團重重；阿池需要解開一切謎團，

以重回原來的世界⋯⋯

11.24（四） 19:00 11.29（二） 19:00

11.25（五） 19:00

老舊的福和大戲院在停止營業的前一天播映經典的武俠電影

《龍門客棧》，外頭下大雨，戲院極度冷清，日本青年在看電

影時發現戲院裡觀眾似乎特別奇怪，有彷彿是劇中演員衰老

地坐在四周，也有神秘觀眾，讓人懷疑這些人都是鬼魂。另

一方面，戲院裡跛腳的女售票員一直見不到年輕的放映師傅，

她在整個戲院裡四處尋找，捧著吃到一半的壽桃前往機房想

見他最後一眼，但仍找不到放映師；而在戲院終於關門後，

放映師在下班前，發現售票處裡的電鍋中有一半的壽桃⋯⋯

不散 Goodbye, Dragon Inn

蔡明亮│2003│台灣│84分│劇情片│保
11.26（六） 19:0011.22（二） 19:00

芭芭拉和亞當決定利用假期把家裡裝飾一下。他們開車回家

時，為了避開一條流浪狗而從橋上衝到了河裡。回到家裡他

們發現鏡子裡面沒有自己的影子⋯⋯這對夫婦的安寧很快被

令人討厭的新住戶迪茲一家人打亂了，他們把房子改造成了

一套現代藝術品，色調華而不實。大為不滿的鬼魂夫婦於是

聯繫了窮凶極惡的陰間大法師，來把迪茲一家嚇跑。但迪茲

的女兒麗迪亞可以看見鬼魂夫婦，還與他們成了朋友⋯⋯

陰間大法師 Beetlejuice

Tim Burton│1988│美國│92分│劇情片│保

萬聖城是一個充滿恐怖氣氛的地方，這裡的住民都以嚇人為

樂，而萬聖城的首腦人物傑克，對於每年萬聖節一成不變的

慶祝模式，已經感到有些無聊，決心做些改變。 在一次偶然

的機會中，傑克走到了森林的另一端，發現了他從未見過的

聖誕城。這個充滿奇風異俗的歡樂城鎮，讓他大感驚訝。於

是傑克動員所有萬聖城的居民，準備創造一個具有萬聖城獨

特風格的聖誕節，而他當然要扮演聖誕老公公的角色囉！他

們將聖誕老公公綁架到萬聖城⋯⋯        

聖誕夜驚魂 The Nightmare Before Christmas

 Henry Selick│1993│美國│76分│動畫片│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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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材如常下班回家後，發現患有嚴重腦退化症的母親失

蹤了，四處尋問不果，徬徨之際，在社交網站發佈一篇

尋親文，一夜之間，他的人生改變了。

‧2016澳門國際電影及錄像展「澳門製造」評審特別推薦獎

‧2016金馬獎最佳劇情短片入圍

‧2016南方影展「南方獎– 全球華人影片競賽」最佳劇情片入圍

‧2016 瑞士SHNIT國際短片節

撞牆 Crash

孔慶輝│2016│澳門│25分│短片│未

新來的美術老師達sir，因才藝出眾受到校長重用，希望他能

為學校的才藝表演出一份力。校長強迫老師利用上課時間來

替小朋友練習，小朋友感到辛苦而且不喜歡練習，達sir為

小朋友們向校長提出反抗，終於釋放心中壓抑。

‧2016澳門國際電影及錄像展「澳門製造」評審大獎

牛奶計劃 The Kids Project　

姚露欣│2016│澳門│25分│短片│未

作為世界上最富裕的城市之一，澳門除了擁有世界最大的

賭業外，也保持著數一數二的留級率。18歲的志安還在就

讀高一，他在初中時曾留級三次，轉到人生第五所學校時，

他終於連續三年順利升班，但這也讓他把心一橫，決定轉

去一所更好的中學，藉此增加他入大學讀生物科的目標。

影片跟隨主角一學年，他時而無奈、憤怒和幽默的上學經

歷，這位「留級生」面對著澳門複雜的教育和社會環境，

要擺脫留級和加入賭業的吸引力似乎不是一件易事。

我留級了 I Repeated　

林鍵均│2014│澳門│41分│紀錄片│未

11.27（日）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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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舊電影院

路環是澳門人的後花園，為澳門保存較完整的生態區，堪

稱澳門市肺，然而城市發展正慢慢改變原來的景況。本片

記錄3名主角在澳門路環上的生活經歷，展現他們所面對

的城市變遷。

‧2014澳門國際電影及錄像展

城牆外 Beyond the Walls　　

陳子揚│2014│澳門│45分│短片│未

幾位澳門設計師穿梭街頭，到處收集「被遺忘的字型」。

當中有舊招牌、老師父的手製美術字、還有八十後的書法

茶譜⋯⋯他們希望向大眾重現一種被忽略的美學，共同展

開一場字型探索之旅。

‧2015澳門國際電影及錄像展

字裡城間 Fonting the City　

陳子揚│2015│澳門│40分│短片│未

11.27（日） 19:00

臺灣
首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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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為了生活和撫養兒子的年輕寡婦，在流氓的控制下忍受

屈辱，雖然幾次想逃出魔掌但都沒能成功。幾年後，孩子長

大了，到了入學年齡，為了讓孩子受教育，她白天在家照顧

孩子，晚上在街頭當流娼，以賣笑的收入供孩子上學，並把

一些積蓄藏在秘密的地方。後來，孩子的身世被一些學生家

長得知，對學校提出破壞校風的質問。校長親自去找了阮嫂，

雖然校長十分的同情她的際遇，允許小孩繼續上學，但勢利

的校董們卻堅決的反對⋯⋯

神女 The Goddess 

吳永剛│1934│台灣│79分│劇情│未　演員：阮玲玉、章志直、黎鏗
11.23（三） 19:00

在南方某個小城裡，少婦周玉紋和長期抱病的丈夫戴禮言多

年來的夫妻生活淡而無味，兩人幾乎已沒有任何語言上的交

流。玉紋只是仍恪守著做妻子的本分，她經常喜歡獨自一人

到城牆上去走一走、看一看。患病的禮言終日鬱鬱寡歡，他

對日益沒落的家道感到無可奈何，而對妻子的疏遠既無法接

受又難以改變。此外，這個沉悶的家裡還有戴禮言年少的學

生妹妹戴秀和年老的僕人老黃。一天，戴禮言幼時的同學章

志忱（是名醫生）突然回到小城來看禮言⋯⋯

小城之春 Spring in a Small Town　

費穆│1948│中國│98分│劇情│未　演員：韋偉、石羽、李緯、張鴻眉、文華
11.30（三） 19:00

熱情奔放的廣告模特兒金妮，她優美的歌聲和舞藝，使上品

企業公司生產的衛生飲料「青春之露」暢銷全球，然而她卻意

外吊死在該公司。董事長為了酬謝她，特別以金妮之名興建

豪華觀光大酒店。金妮靈魂附體，讓她的專業攝影師及知己

于少凱，幫她還魂，藉著金妮還魂的通靈力，這宗曲折離奇

的命案，真相大白，兇手終於得到懲處。

飛越陰陽界 Spirit Love　

丁善璽│1989│台灣│86分│劇情│普　演員：王祖賢、孫亞東、崔小萍、

楊慶煌、劉明、王戎  

11.02（三） 19:00

故事講述在民國初年北方的一座小城市，革命戰士金子堅隱

姓埋名為宋丹萍，藉話劇表演宣揚革命，然而他與大地主的

女兒李曉霞相戀，卻遭到大地主的迫害，而惡霸湯俊為求得

到李曉霞，不惜以漒水把他毀容。於是丹萍只有虛報已死，

並隱居於戲院的閣樓內，可是曉霞卻因此而精神失常，丹萍

惟有月圓之夜引吭高歌把她安慰。10年後，安琪兒劇團在這

座荒廢了的戲院演出，青年演員孫小鵬偶然間認識到宋丹萍，

並得到他在藝術的協助⋯⋯

‧中國影史第一部恐怖片

夜半歌聲 Song at Midnight　

馬徐維邦│1937│中國│124分│劇情│未　演員：金山、胡萍、施超、顧夢鶴
11.09（三） 19:00

民國初年，在廣州的一幢古宅中，高家小姐玲娟突然神秘死

亡；為安慰因想念女兒致瘋的高老爺，護士林玉琴受雇進入

高宅，並同意假扮玲娟照顧高老爺。她懷疑玲娟是為反抗封

建婚姻而死，並暗中調查其死亡真相，最終將表少爺謀奪高

家財產的陰謀揭發出來。

‧中國影史第一部無頭鬼片

瓊樓恨 A Maid's Bitter Story　

馬徐維邦│1949│香港│106分│劇情│未　演員：　演員：顧也魯、王丹鳳、

洪波、顧而已、王玲、顏碧君、藍青、蘇秦、張美玲

11.16（三） 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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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5（六） 14:00

外星的幽幽們因為太空船故障而降落於地球，並與相遇的五

尾狐─優比一同生活。一百年後，幽幽們終於修好了太空

船，沒想到皮皮幽卻搞砸了一切，受不了同伴責難的皮皮幽

憤而離家出走，結果被人類給抓了起來，優比只好化身成人

類，混入學校解救皮皮幽。在學校裡，優比開始嚮往人類的

生活，並且認識了男孩小金。後來優比遭到道士的追捕⋯⋯

五尾狐 Yobi, The Five Tailed Fox　

李成疆 │2007│南韓│95分│動畫片│普
11.12（六） 14:00

11.19（六） 14:00

在郊區經營一間特殊「五星級」旅館的吸血鬼公爵，專門收留

令人驚聲尖叫的各式妖怪，並且讓牠們在旅館裡盡情揮灑展

現自己。 吸血鬼公爵為慶祝愛女梅菲絲118歲生日，決定邀

請科學怪人法蘭克、木乃伊莫瑞、狼人韋恩、透明人等眾多

怪物好友一起在派對上狂歡，不料一位莽撞的人類背包客強

納森竟不請自來的闖入充滿歡樂氣息的尖叫旅社⋯⋯ 

尖叫旅社 Hotel Transylvania　

Genndy Tartakovsky│2012│美國│92分│動畫片│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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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6（六） 14:00

嘰哩咕從娘胎裡蹦出來就自我介紹：「我叫嘰哩咕」 。村落旁

的山上住了一個女巫，據說她吃了村裏幾乎所有的男人，包

括嘰哩咕的父親，而且還常常施法術要抓村裏剩下的小孩子。

但勇敢機智的嘰哩咕總是可以識破女巫的陷阱。對於女巫和

村落的遭遇滿懷疑問的嘰哩咕決定要利用他小巧的身軀去冒

險尋求女巫的真相，拯救全村落的人。 

嘰哩咕與女巫  Kirikou and the Sorceress　

Michel Ocelot│1998│法國、比利時、盧森堡│71分│動畫片│普

放放風，傾聽孩子內在的聲音

親子電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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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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喜文化出版工作室

承辦單位│微光影像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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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歲女孩瓦嘉達急欲得到一輛腳踏車，好跟鄰家男孩拼輸贏，

但女性騎腳踏車在沙國可是天大禁忌！父母不願意沒關係，

瓦嘉達準備贏得學校「可蘭經」知識競賽，好得到豐厚的獎

金，只是過程超乎她想像的困難⋯⋯

腳踏車大作戰 Wadjda　

Haifaa al-Mansour│2012│沙烏地阿拉伯、德國│96分│劇情│普
11.06（日） 14:00

年過30的六太工作不順，他的弟弟日日人卻準備成為日本

史上最年輕登陸月球的太空人，同樣懷抱太空夢的六太不免

感到挫折與洩氣；某日，六太收到日本太空總署 JAXA的來信

說：「恭喜您已經通過太空人選拔的書面資料考核。」，原來日

日人偷偷將六太資料寄去 JAXA參加太空人徵選，究竟六太

能否順利成為太空人，完成他和弟弟的童年約定與夢想呢？

宇宙兄弟 Space Brothers　

森義隆│2012│日本│129分│劇情│護
11.13（日） 14:00

11.20（日） 14:00

從小失去雙親的冠軍一直與年老的蘇莎婆婆相依為命，總是

鬱鬱寡歡的冠軍唯一著迷的就是自行車，只要一騎上自行車，

整個人立刻脫胎換骨。蘇莎婆婆靈機一動，決定栽培冠軍，

希望他將來能奪下法國自行車公開賽的冠軍。在她的訓練之

下，冠軍由小胖子變成運動健將，而蘇莎婆婆滿心期盼的這

一天也終於到來，但沒想到的是⋯⋯

佳麗村三姊妹 Les Triplettes de Belleville

Sylvain Chomet│2003│法國、比利時、英國、加拿大│80分│動畫│護

新的學年，佛杭蘇瓦滿懷抱負的設計課程，沒想到來自非洲、

中國移民第一代、叛逆龐克族、刺青男、愛頂嘴的女學生等，

一個比一個難搞，師生言語和心理的衝突不斷，難纏的家長、

同事，硬梆梆的教育制度，也讓薪水微薄的老師心灰意冷，

赤裸呈現自由教育體制的弊端，徹底顛覆《春風化雨》系列電

影的溫情路線，以更寫實犀利的角度挑戰大家的想像。

‧坎城影展金棕櫚獎

我和我的小鬼們 The Class　

Laurent Cantet│2008│法國│129分│劇情│普
11.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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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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許金玉的故事
2002│臺灣│曾文珍│80分│保

11月講座場次

五○年代，台灣的白色恐怖，讓許多愛國青年被捕入獄或槍

決。許金玉是眾多受難者中之一。她因為參加讀書會，受了

思想上的啟發，走上工運之路，換來十五年的黑牢。她想把

她的故事說出來，讓世人知道白色恐怖受難者，承受的時代

苦難。在許金玉的身上，我們看見了台灣女性一生執著理念、

認真學習，豐富充沛的生命力，跨越了近一世紀。

2016.11.13（日） 10:00主講人│曾文珍

河北臺北
2015│臺灣│李念修│91分│保

出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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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已踏上故鄉千百回，每回都是血流

成河的景象。對他來說，從軍是為了吃飯；在誰家吃飯，就

說誰家好。韓戰爆發，老李被俘虜後來到台灣。即使有了

家庭，但心總懸著，怕被知道他當過共產黨。無法忍受白髮

蒼蒼的自己，於是他戴上假髮，穿上女裝，想彌補錯過的所

有年華⋯⋯

2016.11.27（日） 10:00主講人│李念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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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影片放映時間
■ 十一月專題 釋放靈魂暗影　■ 我地‧港澳電影節 

■ 懷舊電影院　■ 親子電影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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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

5

10 11

1 2 3 4

12 13

15 16 17 18 19 20

6

14

22 23 24 25 26 2721

29 3028

7

19:00

夜半歌聲

19:00

飛越陰陽界

19:00

瓊樓恨

19:00

神女

19:00

小城之春

19:00
倩女幽魂

14:00

小王子

14:00

尖叫旅社

19:00

淒厲人妻

19:00

紅衣小女孩

19:00

浮士德─
魔鬼的誘惑

19:00

吸血鬼‧
荷索 

19:00

蝙蝠：
血色情慾

19:00

驚魂記

19:00

羊男的迷宮

19:00

不散

14:00

我留級了/
撞牆/牛奶
計劃 ★

19:00

字裡城間/
城牆外

19:00

波米叔叔的
前世今生 

19:00

鬼壓床了沒

19:00

西遊‧
降魔篇

19:00

畫皮之
陰陽法王

19:00

失魂

19:00

大法師

19:00

陰間大法師 
19:00

聖誕夜驚魂
19:00

那夜凌晨，我坐
上了旺角開往大
埔的紅Van 

14:00

五尾狐

14:00

嘰哩咕
與女巫  

19:00

雨月物語

18:00

魔法阿媽 ★

選片人就是你

11/1日起至11/20日止，前36名全程觀賞6場電影並集滿6個章的觀眾，

即可至服務台挑選一部年度精彩典藏影片於12月影展放映！

注意事項：1.11/20日晚場電影為最後集章期限 2.期限內完成集章者若超

過36人，以集章登記順序為依據 3.請勿重複挑選電影 4.每人僅限一次參

與選片 5.若完成集章者不足36人，由光影策展人補足片單。 6.影片放映

時間由光影策展人排定。桃園光影保留活動最終解釋權利

1

4

2

5

3

6

13:30
16:35

山中傳奇

專題講座1

14:00
16:00

踏血尋梅

專題講座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