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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蹟男孩 

主角多次手術才有現在扭曲的面

容，直到他踏入學校的那一刻，原

本充滿小確幸的生活陷入被霸凌

的殘酷青春期。他如何在痛哭中

擁抱自己和家人？用才華療癒自

己和同學？在互動中啟發自己和

師長？ 

兔嘲男孩 

以孩童觀點呈現無情戰火的反諷

喜劇，小男孩喬喬膽小如兔，卻是

崇拜希特勒的青年團學員，面對

腦中的幻想好友、情感充沛的母

親及藏密的猶太女孩。如何在國

家控制及信仰衝突中，吐嘲出自

己的自主意識？ 

你的名字 

那一夜，一位高校女孩突然跟完

全不認識、從沒見過面的高中男

孩互換身份，當兩人嘗試透過線

索找到對方時，才發現他們的奇

遇並非隨機巧合。日本動畫大師

新海誠執導。 

花漾。羅馬 

正值荳蔻年華的少女，對於愛和

性有著無比的好奇。她好不容易

盼到轉角遇到愛，竟弄丟了對方

的聯絡方式，要如何再與他相遇

呢？探索甜中帶澀的初戀與羅馬

美景。 

★茱蒂 

好萊塢巨星茱蒂嘉蘭的傳記電

影，榮獲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綠

野仙蹤》一代天后如何在親情、愛

情與事業當中取得平衡？甚至是

受過傷卻仍然勇敢追愛，又將如

何戰勝心魔與生理疾病，重新站

上舞台呢？ 

★幸福不設

限 

描繪女性變性為男性過程中的自

我身分探索，以輕鬆幽默手法點

出現代家庭面臨的種種挑戰！著

重於從女性變為男性的決定，是

如何影響三代女性的人生，發人

深省。 

★愛情的 

模樣 

視障少年期望藉由出國當交換學

生的機會，暫時脫離煩人的生活

現狀。然而班上轉來的男同學讓

他的生活起了變化，對自己有更

深的認識！ 

天才無限家 

印度數學奇才拉馬努金離開家鄉

前往英國劍橋求學。在戰爭的動

盪及備受歧視下，獲得英國哈代

教授的賞識，共同在數學領域上

成功挖掘出更美好的成果。 

搖滾青春 

戀習曲 

想組搖滾樂團的他還想要把妹，

結合青春、搖滾、復古、愛情等元

素，導演自編自導將青少年時期

的親身經歷拍進電影。精采的青

少年成長歷程，後座力強！ 

★愛上變身

情人 

離群索居的禹鎮有個秘密：他每

天一覺醒來都會變成與前一天截

然不同的人，這樣的他該如何戀

愛呢？充滿創意的愛情溫暖，柔

情中探討愛的真諦！ 

Ｘ＋Ｙ 

愛的方程式 

利用數學氣探討愛（親情、愛情和

同儕），各有各的難關，解開後的

答案也未必正確，這道公式的答

案千百種，端看你從何處了解。 

那才是我的

世界 

新版《雨人》同母異父的兄弟，哥

哥是脾氣爆炸的過氣拳擊手、弟

弟是高官能自閉，沒有交集的兩

人如何攜手譜出生命新樂章！ 

我的嗝嗝 

老師 

從小深受妥瑞症所惱的她，歷經

第 18次的教師面試遭拒，她終於

在母校找到工作，原來她被分配

到了問題災難班！改編美版《叫

我第一名》幽默感人、賺人熱淚。 

媽媽的人生

食譜 

圭賢和母親關係不好，直到媽媽

罹患老人失智症，他意外翻出媽

媽的料理食譜，食譜不僅隱藏媽

媽的人生，對他的愛放在料理裡。 

附件 1：影片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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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愛每一天 

提姆有著家族遺傳的穿越時光的

特殊能力，而他也運用這種能力

追到了他所喜愛的女孩。但是，提

姆越來越頻繁地使用這種能力，

卻並不清楚其中隱藏著的危險！ 

名媛教育 

奧斯卡最佳影片提名，聰明的珍

妮剛過 17 歲生日，年長的大衛

帶給她的不同生活享受，拋開痛

苦念書的青春，卻不知道自己正

漸漸失去最寶貴的東西。 

相愛相親 

在眾人為外婆的身後事四處奔波

的過程中，三代女人開始重新審

視自己的愛情，也逐漸認識並理

解彼此。張艾嘉愛情文藝最高峰

作品，入圍金馬獎七項大獎。 

花漾奶奶秀

英文 

公務員間流傳著一個恐怖傳說：

別跟愛投訴的「鬼怪奶奶」對上

眼！喜劇底下，道盡日韓慰安婦

問題的無解與蒼涼，獲得熱烈迴

響、一致好評。 

樂來越愛你 

奧斯卡最大贏家，當小演員遇上

鋼琴手，夢想、愛情如何抉擇？多

樣化的場面調度讓人驚艷，說明

為了夢想需要付出的歷程，不落

入俗套的結局和歌曲動聽，造就

年度佳片！ 

★當他們認

真編織時 

五年級女生因為媽媽毫無音訊，

遷居到舅舅家，他的戀人居然準

備成為女性的跨性別者，想不到

卻給她面對人生的具大能量！深

入淺出、感人極致，性平議題的絕

佳教材！ 

女孩要革命 

改編九十年代真實事件，講述在

穆斯林社會女子種種不平等待

遇，女大生熱衷於時尚設計，她不

願因內戰而影響生活，重現該國

史上第一場最激勵人心時尚秀。 

戀夏 500日 

當感性男孩愛上理性女孩，一段

顛覆傳統的愛情故事。導演創意

的手法成就這部饒富趣味的電

影，片中男生失戀的創傷與療癒

歷程，特別適合與學生共賞討論。 

曼哈頓戀習

曲 

兩條失落的生命，在這一個晚上

因為音樂而相遇，也因為音樂而

拯救他們瀕臨崩塌的人生。一首

歌是否能夠改變人生？電影歌曲

深刻動人、朗朗上口，成為新世代

愛情佳作！ 

生命中的美

好缺憾 

缺憾為什麼會美好？看似矛盾的

辨證主題下，一對癌症男女的戀

愛極短詩，書寫最甜美清新的生

命確幸，成就生命莊嚴的痛苦！ 

彷彿兩顆星星，碰撞迸發出新的

光芒。 

初戀那件 

小事 

為了愛，醜小鴨也能變身成天

鵝…一段純真美好的青澀初戀，

帶你走入時光重溫青春舊夢。女

主角蛻變過程讓這一部校園愛情

喜劇多勵志元素，讓人笑中帶淚

中有愛的成長。 

雲端情人 

未來的洛杉磯，一位單身作家在

現實中飽受愛情創傷與生活孤

寂，他在未來科幻和傳統浪漫之

中，和人工智慧軟體展開一段不

尋常的愛情…深具創意的劇本入

圍多項奧斯卡。 

你只欠我一

個道歉 

兩個男人因為一根水管起爭執，

原本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最後

竟愈演愈烈，甚至鬧上法庭。奧斯

卡最佳外語片提名，通俗好看、觀

點豐富充滿張力。 

在咖啡冷掉

之前 

只要坐上這間咖啡店中的神祕座

位，就能回到所希望回去的那天。

一群懷抱著傷痛的人們，在這個

座位上，展開一連串奇蹟般的際

遇，編織出無數關於愛與遺憾的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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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我愛妳 

當一段堅貞的愛情被死亡畫下休

止符，獨留人世的親友們要怎麼

渡過剩餘的人生呢？ 丈夫生前

留下的十封書信，留下一套「療傷

計劃」，告訴我們文字的巨大動人

力量。 

82 年生的

金智英 

30 多歲的平凡女性，苦惱於全職

家庭主婦和人妻、媳婦的身分，迫

使她放棄許多生涯夢想。但丈夫

卻發現她日趨怪異的行為，不得

不決定求助心理諮商師，她如何

找回自己？ 

小偷家族 

坎城影展最佳影片、奧斯卡最佳

外語片，名導是枝裕和的動人力

作！一個生活在東京底層的奇特

家庭，倚靠年金、微薄薪水和偷竊

過活。在溫暖細膩的日常風景裡

演繹佳的定義！細細流水，值得

品嘗。 

陽光普照 

看似社會版新聞事件的藍色蜘蛛

網，卻在引傷人入獄的小兒子對

比成績優異的大兒子，把握時間、

掌握方向，人生真的就會幸福快

樂？分崩離析的家庭如何重新修

復情感？可說是為人父母、子女

必看的佳作！ 

★誰先愛上

他的 

老公掛了後領不到保險金，居然

老公的外遇對象是男的，青春期

的兒子卻跑去找這位小王...... 

美麗男孩 

真人真事改編。自從兒子因吸毒

反覆進出勒戒所後，大衛的家庭

也隨之崩解。看著曾經如此親近

的孩子逐漸消逝，大衛唯一能做

的，是陪著心碎的家人，一路拾起

所有遺忘的生命美好。 

生命中的美

好意外 

威爾和艾比因為傳奇音樂人巴布

狄倫而相識相戀，婚後滿懷期待

地準備迎接他們第一個孩子「狄

倫」。某天，一場突如其來的意外

撞進他們生命，這場意外的漣漪，

橫跨兩個城市，牽起三段撼動人

心的生命故事。 

幸福路上 

從主角小琪的成長出發，穿梭台

灣 80 年代至今的各種時代變

遷，透過一路上從懵懂到出走的

自我追尋，探討這代人的幸福什

麼？ 

她們 

改編自世界經典名著《小婦人》，

四位個性截然不同的姊妹透過自

己的信念與理想，活出橫跨時空

且不受時代背景限制的生活。體

現人的自強自立與團結，並宣揚

女權意識。 

52 赫茲我

愛你 

魏德聖導演挑戰自我佳作，重回

現代社會的幽默與感動。沒有嘗

過愛情滋味的兩人因為一場意外

遇上對象，多線愛情與角度討論

情愛不同面向，難得的歌舞類

型！ 

隱藏的 

大明星 

14 歲的印度女孩茵希雅從小熱

愛歌唱，唯一的夢想就是登上最

大選秀舞台，但父母卻希望她將

心力專心在課業上。當她將自彈

自唱的作品上傳到網路，好聲音

一夕爆紅，從此改變她的生命。 

萬萬沒想到 

人生只有沒想到，沒有做不到，未

來無限可能，想要就能創造！為

了讓因成績而自傷的魯蛇兒子振

作，老爸決心把學生時代的好友

通通找回來，曾經每天一起幹蠢

事的朋友， 如何在畢業後各自踏

上勇敢追夢之旅。 



片名 劇情簡介 片名 劇情簡介 

跟著 IKEA 

衣櫥去旅行 

全球暢銷小說「我在衣櫥寫作的

日子」感動改編！橫跨歐亞非 6 

國實地拍攝，人生最意想不到的

驚奇之旅！旅行是一個過程，不

是一個目的地，溫馨感人。 

★幸福 

綠皮書 

描繪種族隔離時代知名黑人鋼琴

家和他的司機保鑣在各地巡迴演

出的故事。原本互看不順眼的彼

此，逐漸放下存在已久的偏見， 

發展出超越膚色、階級和性別的

真摯友誼。 

★親愛的 

初戀 

愛情對 17 歲的高中生「賽門」來

說是件超複雜的事：第一、沒有人

知道他是同性戀； 第二、他搞不

清楚跟他一樣有同樣困擾的不具

名網友是誰？為了解決這兩個大

麻煩，賽門展開一段爆笑又嚇人

的解答過程…… 

七月與安生 

兩女愛上一男，細膩愛情與友情，

更著重女性成長與自我認同，雙

主角如花朵覆瓣，彼此掩護相挺

又各自朝不同方向發展。金馬獎

影史唯一雙料影后得主！ 

★波西米亞

狂想曲 

史上最暢銷搖滾樂團，影響樂壇

近半世紀。皇后合唱團傳記電影，

神曲百分百催淚再詮釋。呈現華

麗且迷幻的心路歷程，奧斯卡多

項入圍的動人佳作！ 

真愛挑日子 

男女約定好每年這一天，不管遇

到什麼困難、不論身在何處，都一

定要見面，這段延續二十年的奇

緣，是否會開花結果呢？有意思

的劇本讓觀眾跟著歷經愛的高潮

起伏！ 

愛的所有格 

當代女孩最感同身受的戀愛必修

學分！奧運跳水選手拉拉陷入與

轉學生游迪斯的初戀，打亂原本

的生活；然而，游迪斯的關愛和承

諾漸成了要求與強迫，不為人知

的一面慢慢顯露。 

  

備註：★為部分情節觸及性別認同或婚姻平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