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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word

電影是文化與藝術的結晶，觸動心靈深處，動人的故事透過電影的表現可以溫暖各個種族、年齡人們的心
靈。今年「 2013 新北市電影節」以「自由之窗」為主題，不僅讓新北市民自由翱翔在電影天馬行空的各國文
化，更讓觀眾們透過電影感受自由精神的浪漫與可貴。
去年「世界之花 -2012 新北市電影藝術節」的觀影人次大幅成長，顯示市民朋友對於各類電影藝術的接受
與喜愛。今年，我們承繼去年「世界觀點、全民價值、多元議題」的特色，蒐羅各國精采的紀錄片、劇情片。
以電影為媒介，關注發生在全世界，也同樣發生在我們週遭的故事，包括環境保護、移民現象或反核抗爭等
社會議題。我們透過其他國家與臺灣電影作品，得到不同的思考角度或反省學習的借鏡。希望透過這些動人
的電影作品，讓我們的心胸更為開闊，包容多方的觀點，讓世界更友善與和平。
值得一提的是，本屆電影節特別的是，包含了兩項少見的專題，一是臺灣觀眾較少認識的法國導演「侯貝 ‧
葛地基揚」專題，他每部作品對勞工生活的剖析與刻劃，足供當前台灣勞工問題之殷鑑；另一「波羅的海三
小國」專題也是臺灣影展首見，此專題呈現了這幾個國家如何從霸權文化中發展出自己的多元本土特色，也
是值得我們參照的對象。
誠摯邀請新北市民們前來參加本屆「 2013 新北市電影節」活動，讓來自世界各地、不同類型的電影成為您
的心靈之窗，從中窺見普世的重要價值，並由此得到最純粹的感動。

新北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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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word

從 2012 年「世界之花 —新北市電影藝術節」到 2013 年「自由之窗 - 新北市電影節」，新北市一直以自由、開
放的立場，希望觀眾透過第八藝術的電影之窗，觀看全世界各個國家、族群、文化的多樣面貌。今年的電影
節總共有八十多部來自世界各國的長、短影片，期待新北市民及全國民眾都能熱烈參與此次電影盛會。
此次精選的歐、美、非、亞洲的精采影片中，最特別是臺灣首見的「波羅的海三小國」專題，介紹來自立
陶宛、愛沙尼亞及拉脫維亞的多部作品，它們脫離蘇聯獨立已二十周年，「自由」究竟在他們國土上綻放出
什麼樣的果實？觀眾可以從其中的風土人情感受「自由」真諦。而其他包括移民、勞工、反核等議題作品，
亦是目前各界關注的話題，值得藉由欣賞這些電影，幫助我們深入省思與探討這些和我們息息相關的議題。
時逢《戲夢人生》上映二十週年，我們也特別選映《戲夢人生》，同時搭配在大銀幕上難得一見的《青梅竹
馬》，向侯孝賢、楊德昌等導演在三十多年前引領臺灣新浪潮的成就致敬。
今年邀請的國際影人皆為國際間一時之選，在新北市與電影創作者、觀眾進行交流，希望為新北市的電影
文化碰撞出更多的火花。多場校園巡迴放映活動與圖書館的主題書展，以及市民廣場星空電影院的放映及音
樂會將電影的氣息散布到全市各個角落。

2013 年「新北市電影節」是一場包羅萬象的電影饗宴，希望讓市民與全國影迷擁有更開放且包容的世界
觀，是新北市府團隊努力的方向；竭誠歡迎對文化藝術充滿熱情的民眾來新北市觀影，也期待電影文化能在
市民生活中繼續深化，讓所有人一起分享電影所帶來的感動。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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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word

2013 年的新北市電影節承接 2012 年「世界之花」的主題，仍將以電影作為敞向世界的窗戶，向多元文化繼
續探索。於是今年以「自由之窗」為主軸，規劃了八大單元，在世界觀點、全民價值、多元議題的堅持之下，
進一步深耕對社會正義的追求、與對生活價值的關注。
今年特別引介法國的本土實力派導演侯貝 ‧ 葛地基揚（ Robert Guédiguian ）。葛地基揚身為移民後代，過
去三十多年來拍過十七部饒富地方特色的電影，堅守馬賽的在地背景，以迷人的敘事手法，反映當代的勞工
生活。新北市選映他的多部代表作，也呼應近來全國勞工問題的爭議，提出藝術的切入角度。
另一個台灣首見的專題是「波羅的海三小國」電影。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這三個從蘇聯極權之下
獨立剛滿二十年的小國，以「歌唱革命」獲得自由，在與俄羅斯文化的密切牽繫與本土意識的覺醒之間，尋
找平衡，電影創作也在矛盾衝突中，開展出強烈特色。透過一批差異性極大的作品，除了讓我們不自限向美
日稱臣的文化主流，增加民眾的國際視野，也可以同時鏡照台灣政治及文化的多重歷程。邀來立陶宛「國中
之國」烏哲邦的總統藝術家洛馬斯 ‧ 李雷基斯（ Romas Lileikis ），以及他的兩部電影近作參展，更是讓我們
見證藝術與政治互相支持的奇蹟力量。
而今年特別開闢的「世界正在改變」單元，則聚焦於全球關切的社會議題：移民、迫遷、勞工、反核 …，
讓電影不只在記錄世界的改變，自身也可能成為推動改變的力量。
我們同時也以紀錄片、動畫片、性別議題、青春與兒童電影，持續關注亞洲和世界不同族群的變貌，讓新
北市電影節繼續展佈出現實的、大眾的、多元的電影風景。

策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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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克不死，只是抓狂 | Le grand so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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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片指南講座

Special Events

自由入場

針對本次電影節的諸多主題和別出心裁的內容設計，兩位策展人
除了為不同的分眾推介最愛作品，也會分享為新北市樹立獨特電
影節風貌的理念與實踐。

•時

間：2013 年 4 月 28 日 ( 日 ) 14:30 – 16:00

•地

點：誠品新板店 3F Handmade Studio
(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 66 號 )

• 與談人：新北市電影節策展人 鴻鴻、鄭秉泓 (Ryan)

星空電影院

自由入場

1

2

3

4

• 地點：新北市政府市民廣場 (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 號 )
• 時間：❶ 2013 年 5 月 4 日 ( 六 ) 19:00
《南方小羊牧場》 一
當遺失愛情的男孩，遇上等待愛情的女孩
❷ 2013 年 5 月 5 日 ( 日 ) 19:00
《法外見真情》 一
在逐漸冷漠的世界，總有一方溫暖角落，閃爍著人性光輝。
❸ 2013 年 5 月 11 日 ( 六 ) 19:00
《不老騎士》 一
有一天，當你八十歲，還有多少做夢的勇氣？
❹ 2013 年 5 月 12 日 ( 日 ) 19:00
《親愛的奶奶》 一
阿達：奶奶，你相不相信電影裡面有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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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入場

特別放映

Special Events

憑票根入場

藝術家的夢想與真實王國
攜帶《天堂樂影》及《靈魂的技藝》前來參加電影節的洛馬斯 ‧ 李
雷基斯，不但是立陶宛著名的詩人、導演、音樂家，更是立陶宛
「國中之國」烏哲邦（Republic of Užupis）的總統與憲章起草人。
這個藝術家發起的國度有自己的政府及錢幣，榮譽市民還包括達
賴喇嘛。李雷基斯不但要和我們分享立陶宛的電影與藝術，也要
分享烏哲邦如何誕生、如何和立陶宛共存共榮的精采歷程。

•主

題：《戲夢人生》 二十周年

•時

間：2013 年 5 月 9 日 ( 四 ) 18：50

• 與談人：洛馬斯 ‧ 李雷基斯（Romas Lileikis）、梁家瑜╱英國
愛塞克斯大學文學與電影碩士，《邊境國》譯者

•地

點：板橋大遠百威秀影城 5 廳
( 新北市板橋區新站路 28 號 10 樓 )

•主

• 與 談 人：林強

•時

間：2013 年 5 月 5 日 ( 日 ) 14：00

•地

點：府中 15 ( 新北市板橋區府中路 15 號 )

持：張鐵志

面對大浪：華人獨立電影論壇
在「大國崛起」的聲勢中，華人電影也隨中國市場馬首是瞻。獨立
電影如何在夾縫中尋找生機？如何忠於創作良知、反應生存的現
實？這場論壇邀請中、港、台的獨立製片導演對談，是一場珍貴
的實際經驗交流。

•時

間：2013 年 5 月 11 日 ( 六 ) 14：00

•地

點：府中 15 ( 新北市板橋區府中路 15 號 )

• 入場方式：❶憑新北市電影節任何場次 2 張票根，即可免費入場。
❷於開演前半小時開放現場排隊，本活動座位有限，
請及早到場，以免向隅！

• 與談人：鄭闊／《暖冬》導演、羅維明／《幻想香港》導演、
陳浩倫／《美好生活》導演、鍾權／《正面迎擊》導演
•主

持：鄭秉泓 (R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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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Events

「 聽‧見」電影音樂會

自由入場

• 2013 年 5 月 18 日 ( 六 ) 19:30
香頌室內樂團 / VOX 玩聲樂團
• 2013 年 5 月 19 日 ( 日 ) 19:30
新北市交響樂團
地點：新北市政府市民廣場 (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 號 )

圖書館特映場

自由入場

1

2

• 地點：國立臺灣圖書館演講廳 (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 85 號 )
• 時間：2013 年 4 月 21 日 ( 日 )
❶ 14:00《風箏孩子王》 一
天空佈滿各式各樣的風箏，卻沒有任何一隻可以飛越
黑魔王卡里。為了戰勝魔王，葛圖必須要讓自己抵達
天際。
❷ 15:30 《給未來的我》 一
日理萬機的獨立女強人，在 40 歲生日這一天，收到來
自 7 歲時寄給自己的信。

8

母親節獻映

購票入場，詳見購票訊息

你有多久沒和媽媽一起看電影了？新北市電影節特推出
母親節佳餚，適合闔家觀賞，歡迎全家大小，在這天走
進電影院，和媽媽一起遊歷精采電影世界！

• 推薦影片：《平靜城市》（見 28 頁）
《聽不見的聲音》（見 57 頁）
《金夏沙孩子》（見 60 頁）
《悠悠與鴉鴉的搖籃曲》（見 62 頁）
《森林之子：不滅的愛》（見 63 頁）
《給親愛的你》（見 6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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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節主題書展 ／ 4.20-5.20

Special Events

自由入場

看完電影意猶未盡，迫不及待想要閱讀原著？電影建構的世界與真實世界又有什麼不同？我們為您選出《波羅的海的美麗與哀愁》、《戲夢
人生－李天祿回憶錄》及《白痴》原著等 15 本延伸閱讀書籍，在新北市立圖書館各區共 31 分館展出，詳情請上活動網站查詢。
地區

館別

地址

地區

館別

地址

板橋區 新北市立圖書館總館

板橋區莊敬路 62 號

金山區 金山分館

金山區五湖里龜子山 8 號

板橋區 板橋國光圖書閱覽室

板橋區中正路 375 巷 48 號 3 樓

泰山區 泰山分館

泰山區全興路 212 號 5 樓

八里區 八里分館

八里區舊城里舊城路 19 號 5.6 樓

烏來區 烏來分館

烏來區烏來里烏來街 34 號 2 樓

三峽區 三峽分館

三峽區永安街 9 巷 5 號 2 樓

貢寮區 貢寮分館

貢寮區真理里仁愛路 79 號 3 樓

三芝區 三芝分館

三芝區淡金路一段 37 號

深坑區 深坑分館

深坑區深坑街 10 號 1 樓

三重區 三重分館

三重區自強路一段 158 號

新店區 新店分館

新店區北新路三段 105 巷 2 號 3 樓

土城區 土城分館

土城區中正路 18 號 7 樓

新店區 青少年圖書館

新店區安康路二段 151 號

中和區 中和員山分館

中和區民享街 37 號 2 樓

新莊區 新莊中港分館

新莊區中港路 350 號 4-8 樓

五股區 五股成功分館

五股區西雲路 165 號 4.5 樓

瑞芳區 瑞芳分館

瑞芳區中正路 1 號

平溪區 平溪分館

平溪區公園街 17 號 1 樓

萬里區 萬里分館

萬里區瑪

永和區 永和民權分館

永和區民權路 60 號 7 樓

樹林區 樹林保安圖書閱覽室

樹林區保順街 88 號

石門區 石門分館

石門區尖鹿里中央路 9-3 號

雙溪區 雙溪分館

雙溪區太平路 50 號 3 樓

石碇區 石碇分館

石碇區潭邊里湳窟 11-1 號 2 樓

蘆洲區 蘆洲集賢圖書館

蘆洲區集賢路 245 號 4 樓

汐止區 汐止分館

汐止區大同路二段 451 號

鶯歌區 鶯歌分館

鶯歌區中山路 150 號 3 樓

坪林區 坪林分館

坪林區國中路 3 號

淡水區 淡水分館

淡水區文化路 65 號

林口區 林口分館

林口區公園路 192 號

路 221 號 4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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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
售

Ticketing Information

票
價：每套 300 元，可兌換 4 張電影票（不限場次）

單 場 票
價：每張 100 元

售

銷售時間：4 月 3 日 ( 三 ) 中午 12:30 起至 5 月 2 日 ( 四 )22:00 止

銷售時間：4 月 3 日（三）中午 12:30 起

兌換時間：4 月 3 日 ( 三 ) 中午 12:30 開始
（每場次座位有限，換完為止，請儘早兌換，以免向隅）

銷售地點：全國

（各場次開演前 1 小時停止銷售）

銷售與兌換地點：全國

◎ 團體票優惠
20 人以上團體購票，另有優惠，詳情請洽 (02)2522-1700 許小姐

尚未售完場次，影展期間，首場電影開演前 30 分鐘至終場電影開
演後 20 分鐘，可至戲院現場新北市電影節售票處進行套票兌換。

尚未售完場次，影展期間，首場電影開演前 30 分鐘至終場電影開演
後 20 分鐘，可至戲院現場新北市電影節售票處購買。

注意事項

退票方式

❶ 本活動採不劃位方式，自由入座。

❶ 套票（ 300 元／ 4 張）為優惠價格，恕無法接受「單張」退票，

❷ 為維護觀影品質，開演後 20 分鐘，不再開放觀眾入場，敬請
準時入場，逾時恕無法接受退換票。
❸ 每場次座位有限，請購買套票之觀眾儘早兌換，以免向隅。

❹ 請妥善保管票券，若發生遺失、毀損等情形，請自行負責。
套票未兌完成前請謹慎保存套票序號及驗證碼。
❺ 套票兌換日期自 2013 年 4 月 3 日中午 12:30 起至 ibon 機台選
場次。影展期間，可至售票服務台兌換。

❻ 影片片長、級數及場次如有異動，請以網路及現場公告為準。

❼ 新北市政府場地及府中 15 依規定禁止飲食；板橋大遠百威秀
影城場內飲食請依影城相關規定。

如需「整套」退票，請於 5 月 2 日（含）前於 11:00 ～ 22:00 至光
點台北（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18 號）售票櫃臺辦理，每套需酌
收票價 10％手續費。

❷ 單場票（ 100 元）退票作業最晚須於該場次放映前一天辦理，
退票每張需酌收票價 10％手續費。
‧5 月 2 日（含）前退票者，請於 11：00 ～ 22：00 至光點台北
售票櫃臺（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18 號）辦理。
‧影展期間（ 5/3-5/19）退票，請於新北市電影節各場地首場
電影開演前 30 分鐘，至終場電影開演後 20 分鐘，至現場售票
處辦理。

❽ 若遇不可抗力之因素，主辦單位保留節目變更之權利。

2013 新北市電影節 洽詢電話 02-2522-1700
客服專線 0800-016-138
■ 2013 新北市電影節 官網 www.ntpcff.com.tw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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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票資訊 |
Special Ticket Package NT$300

Per package includes 4 tickets valid for all screenings.
Available from April 3 (Wed.) 12:30 to May 2 (Thu.) 22:00 by
Ticket Exchange is starting from April 3 (Wed.) 12:30.
Please exchange the tickets to your preferred screenings ASAP.

Individual Ticket NT$100

Available from April 3 (Wed.) 12:30 by
Tickets are also available at festival venue in the period between 30
minutes before the first movie begins and 20 minutes after the last movie
begins, from May 3 (Fri.) to May 19 (Sun.)
Please Note
1. There is no assigned seat number on the ticket and it is on a firstcome-first-served basis.
2. Admission is not allowed 20 minutes (inclusive) after each film starts.
No refunds or exchanges for late comers. Please arrive on time.
3. Please take good care of your tickets as they will not be re-issued if
lost or damaged.
4. To photograph or use recording equipment is prohibited in the cinema.
5. The Festival reserves all rights to change the program due to
unexpected situations.
Refunds
1. Special Ticket Package will be refunded only as a whole; partial refund
will not be accepted. The refund must be claimed in Spot Taipei Film
House before May 2 (Thu.) and 10% service fee would be charged.
2. Individual Ticket refund must be claimed at least one day prior the
screening and 10% service fee would be charged.
3. Tickets exchanges are deemed as refund. Consumers who want to
exchange their tickets must follow the rules of refund above.

Ticketing Information

For More Ticket Information:
New Taipei City Film Festival 02-2522-1700
24HR service hotline 0800-016-138
Official Website www.ntpcff.com.tw

票

券

好

康

優

惠

限定套票禮
4.20~5.19 憑「套票購買憑證」（有序號驗證碼）
板 橋 大 遠 百 3F 門 市 兌 換
2 張， 至
【無憂無慮精油棒片盒限定版】獨家套票禮乙份。
（數量有限，贈完為止，逾期恕不兌換）

影癡票根優惠
憑影展票根至
、 典藏餐飲、誠品
書店新板店及板橋店等店，可享有消費優惠，詳情
請洽各商家。
問券好禮
影展期間將問券填妥後交至服務台，即可免費兌
換由
網路書店提供 100 元 coupon 券
乙張。（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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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票資訊 |

Ticketing Information

購買套票操作流程
購票

電影票

進入
購票明細

確認 /
列印繳費單

2013

新北市電影節

套票購買

購票須知

持印有條碼的白色繳費單至
櫃臺付費，取得列印有
「序號/驗證碼」之套票兌換券

• 每筆交易限購一套。
• 繳費單列印後，請於 10 分鐘內至櫃臺繳費取票，逾時則該筆訂單無效作廢，須再重新訂購。

購買單場票操作流程
購票

電影票

選擇日期 /
場次 / 張數

進入
購票明細

2013

新北市電影節

列印
繳費單

單場票

持印有條碼的白色繳費單
至櫃臺付費，取得列印有
「片名/場次時間」之電影票

• 每場次限購 4 張。
• 過程中，操作靜止逾 2 分鐘，會回到首頁，該筆訂單無效，須再重新操作。
• 繳費單列印後，10 分鐘內有效，逾時未至櫃臺繳費取票，則該筆訂單無效，須再重新訂購。

12

購票須知

售票資訊 |

Ticketing Information

套票兌換操作流程
購票

電影票

輸入序號
/ 驗證碼

選擇日期 /
場次 / 張數

2013

套票兌換

購票須知

進入
購票明細

輸入
驗證碼

列印繳費單
/ 持票須知

新北市電影節

繼續選購

持印有條碼的白色繳費單至櫃臺，
取得列印有「片名/場次時間」的
電影票(不需要再付費)

• 每場每次限兌換 4 張，每次操作至多可兌換一套 4 張電影票，不需再重新登入。
• 請於每次進入下一步驟前，仔細確認日期與場次，進入「購票明細」（購物車）後，僅能「繼續選購」其他場次或放棄整筆訂單，
無法刪除或修改單一場次。
• 過程中，操作靜止逾 2 分鐘，會回到首頁，「購票明細」中之座位將於系統內保留 30 分鐘，30 分鐘內重新登入可繼續兌換流程。
• 繳費單列印後，10 分鐘內有效，逾時未至櫃臺取票，則該筆訂單無效，須再重新訂購。該筆訂單之兌換額度將於 30 分鐘後恢復。
• 離開前，請確認已在櫃臺取得所有兌換之「電影票」。（票上印有「片名」與「日期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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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nue Information

文 化 路 一 段 Sec. 1, Wenhua Rd.

府中路

府
中
路

ng

路

o
zh
Fu

中 山 路 一 段 Sec. 1, Zhongshan Rd.

Xinzhan Rd.

新北市政府

新站路

Xinfu Rd.

重慶路

縣 民 大 道 一 段 Sec. 1, Xianmin Blvd.

P

新府路

P

府中站
出口2

14

縣 民 大 道 二 段 Sec. 2, Xianmin Blvd.

.

府中15

Rd

Fuzhong Rd.

府中

捷運板橋站
板橋火車站

d.

gR

hon
Fuz

板橋大遠百
威秀影城

中 山 路 一 段 Sec. 1, Zhongshan Rd.

府中15

新北市板橋區府中路 15 號 B1

Fuzhong 15

No.15,Fuzhong Rd., Banqiao Dist., New Taipei City

新北市政府多功能集會堂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 號 3 樓

New Taipei City Hall Multi-Purpose Auditorium

3F., No.161, Sec. 1, Zhongshan Rd., Banqiao Dist., New Taipei City

板橋大遠百威秀影城

新北市板橋區新站路 28 號 10 樓

Vie Show Cinemas Banciao Mega City

10F., No.28, Xinzhan Rd., Banqiao Dist., New Taipei City

Screening Schedule

場次表 |
開幕片
Opening Film
日期
Date

時間
Time

5/03
19:30
（五）

片名
Titles

正面迎擊
Face to Face

片長
級別
Length Rating

120

護P

備註
Note

頁碼
Page

★

24

地點
Address

新北市政府多功能集會堂
New Taipei City Hall Multi-Purpose Auditorium

府中15

板橋大遠百威秀影城 5廳

Fuzhong 15
日期
Date

時間
Time

Vie Show Cinemas Banciao Mega City Center 5
片名
Titles

世界動畫巡禮：童真視野
10:40 World Animation Tour:
Perspectives on Childhood

5/04
（六）

12:30
15:00
17:30
21:00
11:00

不能愛
Love Me Not
歌唱革命
The Singing Revolution
完全演劇手冊 1
Theatre 1
人間有你
With or Without me
天堂樂影
The Shadow of Heaven

14:00 論壇－藝術家的夢想與真實王國
完全演劇手冊 2
16:20
5/05
Theatre 2
（日）
無理人生：全球勞工群像紀錄篇
19:30

Faces of Global Workers: Non-Fiction

片長
級別
Length Rating

備註
Note

頁碼
Page

日期
Date

時間
Time

11:00
76

普G

▲

66
13:00

93

輔 PG

★

54

94

普G

★

37

173

護P

92

80

輔 PG

52

116

護P

120

★

5/04
（六）

護P

88

普G

11:00

41

12:50
93

▲

18:50
20:40

★

170

16:10

84

5/05
（日）

15:50
18:10
20:00
22:20

16

片名
Titles

森林之子：不滅的愛
Le jour des corneilles
亞美尼亞行路遙
Un voyage en Arménie
關廠風暴
A l'attaque!
再見，軍中情人
Yossi
公里歸零
Kilometre Zero

怒不可樂
Indignados
平靜城市
La ville est tranquille
愛情不罷工
Marius et Jeannette
悠悠與鴉鴉的搖籃曲
Kauwboy
飄浪之歌
Indigène d'Eurasie
龐克不死，只是抓狂
Le grand soir

片長
級別
Length Rating

備註
Note

頁碼
Page

96

普G

63

125

護P

★

31

90

輔 PG

★

29

83

輔 PG

53

91

護P

72

88

普G

78

133

限R

105

輔 PG

27

81

普G

62

111

護P

43

92

輔 PG

79

★

28

場次表 |

Screening Schedule

板橋大遠百威秀影城 5廳

Vie Show Cinemas Banciao Mega City Center 5
日期
Date

時間
Time

11:00
13:20

5/06
（一）

15:20
17:20
19:50
21:50
11:00
13:10

5/07
（二）

15:40
17:20
19:20
21:10
11:00
13:30

5/08
（三）

15:30
17:20
20:00

片名
Titles

看不見的同志
Les invisibles
青春荒涼物語
Kolka Cool
她們的愛
She: Their Love Story
瑪莉嬌和她的兩個情人
Marie-Jo et ses 2 amours
靈魂的技藝
Maat
高山上的三姊妹
Alone
愛情不罷工
Marius et Jeannette
亞美尼亞行路遙
Un voyage en Arménie
義大利，愛我別走
Italy, Love It or Leave It?
青春罪與罰
Student
怒不可樂
Indignados
舊城新曲
Centro Histórico
瑪莉嬌和她的兩個情人
Marie-Jo et ses 2 amours
關廠風暴
A l'attaque!
悠悠與鴉鴉的搖籃曲
Kauwboy
白痴
The Idiot
電影變態指南：意識型態篇
The Pervert's Guide to Ideology

片長
級別
Length Rating

備註
Note

頁碼
Page

115

護P

51

97

護P

45

90

輔 PG

50

124

限R

30

61

護P

90

普G

59

105

輔 PG

27

125

護P

31

75

護P

74

90

護P

58

88

普G

78

80

護P

75

124

限R

30

90

輔 PG

29

81

普G

62

132

護P

39

134

護P

★

★

▲ 影片非英語發音且無英文字幕
Non-English Language Film without English Subtitle
★ 本場次有映後座談
Screenings with Q&A
場次及活動異動訊息請以網站及現場公佈為準
Please refer to the announcement on website and venues for
changes of screening or events.

42

95

普 G：普遍級 General Audience
護 P：保護級 Protected
輔PG：輔導級 Parental Guidance
限 R：限制級 Restricted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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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eening Schedule

府中15

板橋大遠百威秀影城 5廳

Fuzhong 15
日期
Date

時間
Time

Vie Show Cinemas Banciao Mega City Center 5
片名
Titles

片長
級別
Length Rating

備註
Note

頁碼
Page

日期
Date

時間
Time

11:00

5/09
（四）

14:40

18:50
10:30

86

10:40

普G

80

12:40

85

護P

38

95

護P

71

88

護P

82
83

20:50 歌唱革命 The Singing Revolution

94

普G

37

反核短片集
Anti-nuclear Shorts
論壇－
14:00 面對大浪：華人獨立電影論壇

80

普G

★▲

102

普G

106

普G

12:50

5/10
（五）

15:00
16:50

18:50

罷工的母親
Mothers' Strike
資產階級重佔城市中心

106

普G

102

▲

5/10
（五）

11:00

5/11
（六）

16:20 暖冬 The Cold Winter
19:00

戲假情真：全球勞工群像故事篇
Faces of Global Workers: Fiction

120

14:50
17:30
19:30
21:30

The Bourgeoisie Returns to the Centre

義大利，愛我別走
Italy, Love It or Leave It?

奇異旅程與其他戀愛症候群
12:40 Peculiar Vacation and
other illnesses

17:00

戲假情真：全球勞工群像故事篇
Faces of Global Workers: Fiction
暖冬
The Cold Winter
愛情教練
Kinnunen
國境藍調
Frontier Blues

片名
Titles

飄浪之歌
Indigène d'Eurasie
金夏沙孩子
Kinshasa Kids
戲夢人生
The Puppetmaster
公里歸零
Kilometre Zero
龐克不死，只是抓狂
Le grand soir
電影變態指南：意識型態篇
The Pervert's Guide to Ideology
森林之子：不滅的愛
Le jour des corneilles
青春荒涼物語
Kolka Cool
看不見的同志
Les invisibles

瑪莉嬌和她的兩個情人
Marie-Jo et ses 2 amours
戲夢人生
13:30
The Puppetmaster

備註
Note

頁碼
Page

75

護P

74

90

護P

48

111

護P

43

85

普G

▲

60

142

普G

★

34

91

護P

72

92

輔 PG

79

134

護P

95

96

普G

63

97

護P

45

115

護P

51

124

限R

30
34

89

11:00

142

普G

★

80

16:20 自由之歌 Freedom

96

護P

44

★▲

86

18:20 青春罪與罰 Student

90

護P

58

90

輔 PG

50

75

護P

74

★

5/11
（六）

20:20 她們的愛 She: Their Love Story
22:20

18

片長
級別
Length Rating

義大利，愛我別走
Italy, Love It or Leave It?

場次表 |

Screening Schedule

板橋大遠百威秀影城 10廳

Vie Show Cinemas Banciao Mega City Center 10
日期
Date

時間
Time

11:30

飼育
Gibier d'élevage
蜜色肌膚
Couleur de peau: miel
菲律賓小情歌
Harana
感情動物
Sentimental Animal
計程司機的愛情
When Hari Got Married
電腦的前世來生
Behind the Screen
菲律賓小情歌
Harana
應許之國，雙重人生
Our Homeland
這不是一部電影
This is not a Film
電腦的前世來生
Behind the Screen
給親愛的你
The Dearest
聽不見的聲音
Just Pretended to Hear

片長
級別
Length Rating

備註
Note

頁碼
Page

91

護P

61

70

普G

65

104

普G

91

108

輔 PG

55

75

護P

49

60

普G

88

104

普G

91

100

普G

70

75

普G

94

60

普G

88

72

護P

64

71

普G

57

完全演劇手冊 1
Theatre 1

173

護P

92

蜜色肌膚
14:00
Couleur de peau: miel

70

普G

65

170

護P

108

輔 PG

55

91

護P

61

13:30

5/09
（四）

片名
Titles

15:10
17:20
19:30
21:10
11:00
13:10

15:20
5/10
（五） 17:00
18:30
20:10

10:30

5/11
完全演劇手冊 2
15:40
Theatre 2
（六）
感情動物
19:30
Sentimental Animal
22:00

飼育
Gibier d'élevage

★

▲ 影片非英語發音且無英文字幕
Non-English Language Film without English Subtitle
★ 本場次有映後座談
Screenings with Q&A
場次及活動異動訊息請以網站及現場公佈為準
Please refer to the announcement on website and venues for
changes of screening or events.

93
普 G：普遍級 General Audience
護 P：保護級 Protected
輔PG：輔導級 Parental Guidance
限 R：限制級 Restri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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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eening Schedule

府中15

板橋大遠百威秀影城 5廳

Fuzhong 15
日期
Date

時間
Time

Vie Show Cinemas Banciao Mega City Center 5
片名
Titles

國境藍調
Frontier Blues
幻想香港
12:30
Imagine Hong Kong
10:30

5/12
（日）

世界動畫巡禮：童真視野
14:40 World Animation Tour:
Perspectives on Childhood
16:20

無理人生：全球勞工群像紀錄篇

Faces of Global Workers: Non-Fiction

不能愛
18:20
Love Me Not
天堂樂影
20:20
The Shadow of Heaven

片長
級別
Length Rating

95

護P

73

普G

76

普G

備註
Note

頁碼
Page

日期
Date

時間
Time

71

11:00

★

81

12:50

▲

66

5/12
16:40
（日）

普G

93
116

金夏沙孩子
Kinshasa Kids
森林之子：不滅的愛
Le jour des corneilles
悠悠與鴉鴉的搖籃曲
Kauwboy
平靜城市
La ville est tranquille
謎鹿莊園
The Dark Deer

頁碼
Page

▲

60

96

普G

63

81

普G

62

133

限R

28

85

輔 PG

46

90

護P

48

11:00 謎鹿莊園 The Dark Deer

85

輔 PG

46

13:00 飄浪之歌 Indigène d'Eurasie

111

護P

43

80

護P

75

91

護P

72

92

輔 PG

79

96

護P

44

19:20

輔 PG

54

護P

41

奇異旅程與其他戀愛症候群
21:10 Peculiar Vacation and
other illnesses

舊城新曲
Centro Histórico
5/13
公里歸零
（一） 17:10 Kilometre Zero
龐克不死，只是抓狂
19:10
Le grand soir
自由之歌
21:10
Freedom
15:20

10:30 高山上的三姊妹 Alone
12:30
15:00
5/14
（二） 17:00
18:50
21:30

20

備註
Note

普G

84

▲

片長
級別
Length Rating

85

14:50

88

片名
Titles

亞美尼亞行路遙
Un voyage en Arménie
青春荒涼物語
Kolka Cool
怒不可樂
Indignados
白痴
The Idiot
再見，軍中情人
Yossi

90

普G

59

125

護P

31

97

護P

45

88

普G

78

132

護P

39

83

輔 PG

53

場次表 |

Screening Schedule

板橋大遠百威秀影城 10廳

Vie Show Cinemas Banciao Mega City Center 10
日期
Date

時間
Time

11:20
13:30
15:20

5/12
17:30
（日）
19:10
20:50

片名
Titles

聽不見的聲音
Just Pretended to Hear
尼泊爾幸福公路
Highway
應許之國，雙重人生
Our Homeland
這不是一部電影
This is not a Film
給親愛的你
The Dearest
菲律賓小情歌
Harana

片長
級別
Length Rating

備註
Note

頁碼
Page

71

普G

57

80

護P

73

100

普G

70

75

普G

94

72

護P

64

104

普G

91

10:30 飼育 Gibier d'élevage

91

護P

61

12:30 電腦的前世來生 Behind the Screen

60

普G

88

134

護P

95

75

護P

49

70

普G

65

173

護P

92

電影變態指南：意識型態篇
The Pervert's Guide to Ideology
5/13
計程司機的愛情
（一） 16:40 When Hari Got Married
蜜色肌膚
18:20
Couleur de peau: miel
完全演劇手冊 1
20:00
Theatre 1
14:00

11:00 尼泊爾幸福公路 Highway
12:50

5/14 14:30
（二）
16:40
18:20
20:30

這不是一部電影
This is not a Film
聽不見的聲音
Just Pretended to Hear
給親愛的你
The Dearest
應許之國，雙重人生
Our Homeland
完全演劇手冊 2
Theatre 2

80

護P

73

75

普G

94

71

普G

57

72

護P

64

100

普G

70

170

護P

93

▲ 影片非英語發音且無英文字幕
Non-English Language Film without English Subtitle
★ 本場次有映後座談
Screenings with Q&A
場次及活動異動訊息請以網站及現場公佈為準
Please refer to the announcement on website and venues for
changes of screening or events.

普 G：普遍級 General Audience
護 P：保護級 Protected
輔PG：輔導級 Parental Guidance
限 R：限制級 Restri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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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表 |

Screening Schedule

府中15

板橋大遠百威秀影城 5廳

Fuzhong 15
日期
Date

時間
Time

Vie Show Cinemas Banciao Mega City Center 5
片名
Titles

片長
級別
Length Rating

備註
Note

頁碼
Page

日期
Date

時間
Time

片名
Titles

舊城新曲
Centro Histórico
愛情不罷工
12:20
Marius et Jeannette
10:30

5/15
（三）

頁碼
Page

護P

75

105

輔 PG

27

90

護P

48

印象雷諾瓦
Renoir
世界首映神秘場
19:30
World Premiere T.B.A
謎鹿莊園
22:10
The Dark Deer

107

輔 PG

85

輔 PG

46
58

奇異旅程與其他戀愛症候群
14:30 Peculiar Vacation and
other illnesses

★

25

★

15:00 青梅竹馬 Taipei Story

120

護P

35

11:00 青春罪與罰 Student

90

護P

17:30 國境藍調 Frontier Blues

95

護P

71

13:00 自由之歌 Freedom

96

護P

44

80

輔 PG

52

133

限R

28

5/16 19:30 人間有你 With or Without me
（四）

11:00 愛情教練 Kinnunen

85

護P

38

罷工的母親
Mothers' Strike
12:50
資產階級重佔城市中心

88

護P

82
83

14:40 人間有你 With or Without me

80

輔 PG

52

73

普G

81

106

普G

▲

86

118

護P

▲

40

The Bourgeoisie Returns to the Centre

16:30
18:10

幻想香港
Imagine Hong Kong
戲假情真：全球勞工群像故事篇

Faces of Global Workers: Fiction

20:20 秋光乍洩 Autumn Ball

22

備註
Note

80

16:30

5/17
（五）

片長
級別
Length Rating

5/16 15:00 平靜城市 La ville est tranquille
（四） 17:40 關廠風暴 A l'attaque!

90

輔 PG

19:40 印象雷諾瓦 Renoir

107

輔 PG

22:20 她們的愛 She: Their Love Story

90

輔 PG

29
★

25
50

場次表 |

Screening Schedule

府中15

Fuzhong 15
日期
Date

時間
Time

片名
Titles

世界動畫巡禮：童真視野
11:00 World Animation Tour:
Perspectives on Childhood

5/18
（六）

青梅竹馬
Taipei Story
阿罩霧風雲
17:10
The Legend of Ataabu
天堂樂影
19:40
The Shadow of Heaven
14:10

11:00
13:00

歌唱革命
The Singing Revolution
無理人生：全球勞工群像紀錄篇

Faces of Global Workers: Non-Fiction

5/19
幻想香港
15:00
Imagine Hong Kong
（日）
愛情教練
16:40
Kinnunen
暖冬
18:30
The Cold Winter

片長
級別
Length Rating

備註
Note

頁碼
Page

76

普G

▲

66

120

護P

★

35

90

普G

★▲

76

116

護P

41

94

普G

37

88

普G

73

普G

81

85

護P

38

102

普G

80

▲

▲ 影片非英語發音且無英文字幕
Non-English Language Film without English Subtitle
★ 本場次有映後座談
Screenings with Q&A
場次及活動異動訊息請以網站及現場公佈為準
Please refer to the announcement on website and venues for
changes of screening or events.

84

普 G：普遍級 General Audience
護 P：保護級 Protected
輔PG：輔導級 Parental Guidance
限 R：限制級 Restri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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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99年度輔導金影片

開幕片
OPENING
F I L M

世 界

World Premiere

首 映

新北市政府多功能集會堂
★5/3 (五) 19:30

■

Face to Face

正面迎擊

鍾權 Chung Chuan
台灣 Taiwan | 2013 | HD Cam | Color | 120min

繁華都市中的某個角落，一群熱血男兒用肉體上的疼痛，證明自己活著。
他們來自各行各業，為無聊人生選擇了新的挑戰，站上摔角擂台，面對前
方敵人的猛烈攻擊。他們在生命邊緣假戲真做，選擇一種沒有退路、正面
迎擊的氣魄，這是關於他們不凡人生的故事。
本片導演鍾權是台灣長大的外省孩子，是北京電影學院第一位紀錄片研
究所畢業的台灣人，也是雲門「流浪者計畫」獲選者，特殊的經歷令他得
以從另一種視角深度思索台灣人的文化與情感認同，而完成「台北京」系
列紀錄片及《我們》。《正面迎擊》是他睽違三年的新作，表面上是台灣慣
見的運動勵志紀錄片，透過記錄那群熱血男兒如何站上擂台尋找生活的另
一種出路，宣揚正向的希望與夢想；但鍾權在過去作品中對於「自我」脈
絡的多向追尋，在這部優雅且流暢、大器的新作中，並沒有缺席。

開幕片

Opening Film
24

如同多數紀錄片，真實，是《正面迎擊》的核心價值。然而，真實之外，
從片中受訪的歌手伍佰所說的話，到每位選手面對鏡頭的侃侃而談，都不
斷重申摔角這項運動中的「扮演」本質。於是，舞台上的扮演，生活中的
扮演，摘掉面具卸除裝備後台暗處的扮演，一次又一次質疑了景框內的真
實，以及景框外╱檯面下的真相。《正面迎擊》由摔角切入，卻帶領我們走
向人生於世的存在大哉問，反覆辯證了更巨大命題的自我認同。

There are some ordinary men who com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in the bustling
city. They are trying to join the danger and exciting sport-“wrestling” to prove
they are still alive and unique for their own way-“pain”. They all choose the role
for themselves and playing hard as show. When the enemy attacks, they are not
afraid at all. These men risked their lives to try to provide the excellent show to
the audience. The way that they can’t go back and only face by themselves. Their
journey start.

★★★ 2012 坎城影展一種注目單元

Renoir

印象雷諾瓦

板橋大遠百威秀影城5廳
★5/15 (三) 16:30
★5/16 (四) 19:40
■

閉幕片

CLOSING
F I L M

吉爾·布都 Gilles Bourdos
法國 France | 2012 | DCP | Color | 107min

1915 年，年邁的法國印象派大師雷諾瓦遭逢愛妻逝世、飽受關節炎之
苦，但當年輕貌美的模特兒安黛來到他的莊園，他綻放前所未有的創作能
量。罔顧無止無盡的苦痛折磨，雷諾瓦繼續坐在輪椅上，將變形的手用繃
帶纏上畫筆，把苦澀轉化成繽紛愉悅的永恆。
當他的兒子尚 ‧ 雷諾瓦在服役中受傷返家療養，愛上安黛，父子間的
張力開始如履薄冰。安黛成為父親的最後一位、以及兒子的第一位繆思。
尚 ‧ 雷諾瓦這位未來的詩意寫實大師，當時還是個死忠的愛國份子，為了
安黛的明星夢才開始想拍電影。日後，安黛成為他的妻子，並主演了他改
編自左拉的《娜娜》等多部作品。

Closing Film

In his twilight years, Pierre-Auguste Renoir is tormented by the loss of his
wife, the pains of arthritic old age and the terrible news that his son Jean has
been wounded in action. But when a young girl Andrée miraculously enters his
world, the old painter is filled with a new, wholly unexpected energy. Back at the
family home to convalesce, Jean too falls under the spell of the new, redheaded
star in the Renoir firmament. He falls in love with this wild, untameable spirit.
and as he does so, within weak-willed, battle-shaken Jean, a filmmaker begins to
grow.

閉幕片

雖然陽光下發光的裸體、草地上的野餐都煥發著悠逸的神采，片中也同
時呈現廚房滴血的動物、路邊的傷兵，戰爭和死亡的陰影無所不在。全片
以魔幻開場，以史實結束（原本安黛係因馬蒂斯介紹而來，電影裡卻變成
她受到雷諾瓦亡妻的召喚）。楚浮和夏布洛的愛將、也曾擔任雷奈《夜與
霧》有力旁白的老牌影帝 Michel Bouquet 以 87 歲高齡詮釋暮年的老畫家，
每一道皺紋都透露出痛苦與智慧。李屏賓掌鏡捕捉到傳神的印象派視覺語
彙，《色 ‧ 戒》、《亞果出任務》金獎配樂家 Alexandre Desplat 透過旋律將
影像提煉出情緒的高度。曾兩度獲得凱薩獎新人提名的 Christa Theret 出
飾安黛，表現令人難忘。

25

導演專題 — 侯貝‧葛地基揚
Director in Focus

導演專題

侯貝 ‧ 葛地基揚，生於 1953 年，就像大部份的
馬賽人一樣，有著複雜的血統淵源。他的碼頭工
人父親來自亞美尼亞，母親則來自德國。他長期
關注勞工，和法國共產黨有些淵源，作品多以市
井小民為主角，期許藉由創作為民喉舌。生於馬
賽、深愛馬賽、只拍馬賽，有固定的合作班底，
包括永遠的女主角亞希安 ‧ 阿斯卡希德，以及
尚 - 皮耶 ‧ 達胡桑與傑哈 ‧ 梅隆。法蘭克 ‧ 卡
普拉、帕索里尼和肯 ‧ 洛區都是他欣賞的導演。

Director in Focus
法外見真情 | Les neiges du Kilimandja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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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 凱撒獎最佳女主角獎

★★★ 1997 路易德呂克獎

Marius et Jeannette

愛情不罷工

■

板橋大遠百威秀影城5廳
05/05 (日) 15:50
05/07 (二) 11:00
05/15 (三) 12:20

法國 France | 1997 | 35mm | Color | 105min

馬賽的蔚藍天空下，男女老少看似悠閒沐浴在幸福的陽光中，但他們
可不是在度假，而是因為失業、罷工、甚至罷課才待在家裡。嬌小強悍的
Jeannette 是超市的收銀員，因長期腰痛無法挺直正襟危坐而屢次與主管爭
吵，索性回家不幹。這日她因為兩罐油漆而和跛腳守衛 Marius 發生爭執，
後來 Marius 親自將油漆送到她家門口，還自告奮勇當免費油漆工，愛苗於
是日漸滋長，然而埋藏在兩人心中的過往卻成了阻礙 …。
一部比奧斯卡影后海倫 ‧ 杭特的代表作《愛在心裡口難開》更精彩的浪
漫喜劇，女主角亞希安 ‧ 阿斯卡希德與侯貝 ‧ 葛地基揚同樣生於馬賽，
兩人相識於艾克斯大學，她成為他生活的伴侶、創作的繆思、最志同道合
的夥伴、以及電影中的女神。而 Jeannette 這個粗魯、情緒化、動輒啟動自
我防衛機制的中年藍領女性角色，也唯有交由她詮釋，才得以散發出動人
的光彩。葛地基揚質樸、恬淡的電影語言，在此展現了一部鄉土電影最可
貴的面貌，令人想起偉大的普羅旺斯作家╱導演馬塞 ‧ 帕格諾爾作品裡，
那股濃郁的泥土芬芳。
導演專題

Marius is the keeper of an abandonned cement works staying high above the
quarter of l'Estaque in Marseilles. Jeannette is bringing up her two children alone
with her poor checkout operator salary. Their meeting won't be without trouble,
since besides material difficulties, both of them are wounded by life. They have
to learn how to be happy again.

Director in 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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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 歐洲電影獎費比西國際影評人獎

★★★ 2000 西班牙瓦拉多利德影展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員獎

La ville est tranquille

平靜城市

法國 France | 2000 | 35mm | Color | 133min

一段靜謐如水的演奏，一片寧靜如眠的城市，看似平靜無波，生活在其
中的現實卻未必簡單。有人存在只為了一針毒品，有人是為了還車的貸款，
有人則為了家人的生計，當然也有人不知為何而生。偶爾，他們也有快樂
的一瞬，但就只是那一瞬；多數時候，他們深陷迴圈，無路可出。還好有
個孩子，懷抱著崇高的夢想，為了自己的鋼琴而彈奏。
侯貝 ‧ 葛地基揚帶著他的御用編劇尚 - 路易 ‧ 米萊希及一群老朋友，將
故事從《愛情不罷工》窮困但不潦倒、豐沛溫暖而有尊嚴的鄉村勞工生活，
拉進這個灰黑色牢籠般冰冷無情的新式電梯大廈。這是一曲寂寞與死亡的
城市交響詩，人與人之間的接觸與互動，被各式各樣的謊言、利益、仇恨
與冷漠所隔開。亞希安 ‧ 阿斯卡希德以一頭服貼的金色極短髮，詮釋求助
無門的焦慮母親。這是導演最殘酷的一次人性試驗，只不過歷經種種絕望、
殘酷，末了，他仍決意深情一如往昔，以最誠摯的姿態去撫平一切不公不
義，寬恕所有的罪孽和錯誤。
導演專題

Director in 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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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ark tale of working-class life in Marseilles, a city in crisis. Interesting
characters include a hard-bitten but compassionate fish market worker with a
drug addicted daughter and a moody bartender with a shocking secret life. This
sprawling French film examines the economically depressed and racially divided
city of Marseilles with a network of intersecting characters, each struggling
toward happiness or, at least, survival.

板橋大遠百威秀影城5廳
★05/05 (日) 12:50 映後座談／鄭秉泓（Ryan）
05/12 (日) 16:40
05/16 (四) 15:00

■

A l'attaque!

關廠風暴

板橋大遠百威秀影城5廳
★05/04 (六) 16:10 映後座談／鄭秉泓（Ryan）
05/08 (三) 13:30
05/16 (四) 17:40

■

法國 France | 2000 | 35mm | Color | 90min

故事背景依舊是馬賽西北部的小漁港艾斯達克，有兩個好朋友，他們
都從事編劇的工作，而電影裡交錯著他們所共同創作的一齣政治電影的劇
本。隨著他們持續的討論與寫出情節，電影也同步地上演這個「劇中劇」。
因為創作總是有所琢磨塗改更動方向，而電影也隨著劇中人的無法達成協
議，來回在喜劇或嚴肅劇情片之間，並在灑狗血、浪漫與超現實等各種風
格間舉棋不定。終於他們達成協議，有兩件事確定是重要的：那就是性，
與階級抗爭。

Director in Focus

A couple of laid back writers who decide to write a rather unfashionable
screenplay - a light comedy with an anti-capitalist slant, set in a suburb of
Marseille, aiming for the feel of certain French movies of the 1930s. As the
writers create their script, we see the resulting film begins to take shape. And by
the end of 90 minutes, we have not only enjoyed the unfashionable political film,
but have been amusingly instructed on the process by which ideas are translated
into meaningful cinema.

導演專題

至於那個一修再修的「劇中劇」講的是，有群義大利移民在一間小修車
廠裡工作，他們已經有好幾個月沒拿到薪水了，大老闆不但罔顧員工生計，
甚至到後來為了避稅，而直接關掉工廠。這群走投無路的工人只好發起了
一樁荒謬的綁架案 …。侯貝 ‧ 葛地基揚是永遠的左派，是永遠的法國社會
良心，他永遠無法停止透過創作來關切社會議題。如同馬賽該地的多元色
彩，葛地基揚對於不同人種及新住民的凝視與關懷，也常見於他的電影中。
只不過，這一次《關廠風暴》向外披上一件後設結構的外衣，悄悄洩漏了
他的創作堅持，以及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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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 凱撒獎最佳女主角獎入圍獎

★★★ 2002 坎城影展正式競賽

Marie-Jo et ses 2 amours

瑪莉嬌和她的兩個情人
法國 France | 2002 | 35mm | Color | 124min

如果亞希安 ‧ 阿斯卡希德是侯貝 ‧ 葛地基揚電影中的女神，那麼尚 - 皮
耶 ‧ 達胡桑與傑哈 ‧ 梅隆兩位優秀的男演員無疑象徵著作者的自我投射。
他們四人合作長達 1/4 世紀，兩位紳士從未計較戲份，互為主副交錯搭檔，
此番繼《平靜城市》之後再度成為情敵，一個是木訥寡言的工人丈夫，一
個則是瀟灑不羈的領港員情人，平凡家庭主婦瑪莉嬌周旋其間無法自拔，
享受著愛得放肆的肉體歡愉，卻又心生恐懼，做抉擇的那日終將到來 …。
此片堪稱以上述「鐵四角」為核心所擴展出形形色色馬賽生活中，最登
峰造極的代表作品。類似的三角習題在好萊塢就是《麥迪遜之橋》，然而葛
地基揚的真情與感性，令這個稍一不慎就會淪為 R 級軟調情色片的故事得
以昇華，而阿斯卡希德則為此獻上從影以來最突破性的高難度演出。

導演專題

Director in 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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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葛地基揚對古典樂和各種歌曲的選取運用向來令人難忘，韋瓦第
的〈四季〉（也出現在侯孝賢的《風櫃來的人》和〈黃金之弦〉裡）和義大利
民謠〈我的太陽〉成了《愛情不罷工》的情愛主旋律即是一例。這回他透過
西洋老歌〈雨和淚〉（恰好又出現在侯孝賢的《最好的時光》中）歌詠愛的
美好，巧藉舒伯特的〈死神與少女〉勾勒愛與被愛與不愛的天人交戰，和
片中數場激情裸戲充滿張力的絕美構圖（坦然無畏懼的裸體在他的電影中
司空見慣）相得益彰。

Marie-Jo is a middleaged woman living an ordinary life in Marseilles with
her husband, Daniel and her daughter, Julie. Daniel runs a small construction
business in which Marie-Jo helps. She also works at the local hospital. Outwardly
their marriage is loving. But Marie-Jo has been in love with another man for
more than twelve months. Marco works as a harbour pilot and is deeply in love
with Marie-Jo. Learning that loving two men is impossible, Marie-Jo is forced to
make a choice.

■

板橋大遠百威秀影城5廳
05/06 (一) 17:20
05/08 (三) 11:00
05/11 (六) 11:00

★★★ 2006 羅馬影展最佳女演員獎

★★★ 2006 亞美尼亞葉里溫影展最佳影片銀獎獎

Un Voyage en Arménie

亞美尼亞行路遙

板橋大遠百威秀影城5廳
★05/04 (六) 13:00 映後座談／鴻鴻
05/07 (二) 13:10
05/14 (二) 12:30

■

法國 France | 2006 | 35mm | Color | 125min

這是一個甜美中泛著憂傷的故事。Barsam 發現自己病得很重，他心裡
有個無法放下的心願，就是想回到原生家鄉亞美尼亞，並且希望能把一些
重要的事情傳承給他的女兒 Anna。由於 Anna 對於現狀從無警覺或懷疑，
Barsam 想讓她學會詰問「我是誰？」這樣的反省，於是，這位父親啟程飛
往亞美尼亞，刻意留下一連串線索，引導女兒來找她。
對 Anna 而言，這是父親精心為她設計的旅程，要讓她瞭解生命中更深
刻的道理，另種意義的成長儀式之旅。如今她不負父望，長途跋涉抵達高
加索山脈的小村，準備好敞開自己的心境，從零開始。

Director in Focus

Robert Guédiguian takes a break from the sunny French port of Marseilles,
the subject of most of his films to date, and heads East to the former Soviet
state of Armenia. There, joined by his stalwart associates Ariane Ascaride and
Gérard Meylan, he embarks on a curious odyssey which is part road movie, part
documentary-style portrait of life in a country making the painful transition
from Communist control to Western-style liberalism.

導演專題

侯貝 ‧ 葛地基揚在電影中呈現不同世代的溝通、不同文化的對望、以
及不同時代與歷史間的拉扯。亞希安 ‧ 阿斯卡希德不僅演出安娜一角，同
時兼任本片的共同編劇，兩人這次暫且將馬賽放在一旁，共同踏上尋根之
旅，也算是完成了現實人生中葛地基揚探訪父親出生地的長久心願，堪稱
這對一導一演完美搭檔的一次難得合作經歷。值得一提的還有，亞美尼亞
知名音樂家 Arto Tuncboyaciyan 以傳統樂器為本片創作並演奏令人難忘的
配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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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凱撒獎最佳女主角獎入圍

★★★ 2011 坎城影展一種注目單元

Les neiges du Kilimandjaro

法外見真情

法國 France | 2011 | 35mm | Color | 107min

尚 - 皮耶 ‧ 達胡桑與亞希安 ‧ 阿斯卡希德飾演一對生活單純、行事正直
的夫婦，丈夫因為不想扭曲自己堅信的真理不惜提早退休，原打算與妻子
一同遊山玩水安享晚年，卻因一樁意外事件導致畢生積蓄被洗劫一空。破
案之後，他們發現歹徒竟是舊識，兩人的人生哲學遭受極大挑戰。
本片既有麥克 ‧ 李《生活是甜蜜的》那般自在豁達，也具備了洛宏 ‧ 康
鐵《人性掙扎》和阿斯哈 ‧ 法哈蒂《分居風暴》那般著重前因後果、仔細
爬梳脈絡的全觀格局和人道視野，故事靈感其實來自大文豪雨果詩作〈善
良的窮人〉和遭暗殺身亡的社會主義先驅 Jean Leon Jaures 的傳世名言「勇
氣是了解、定義、深耕、建立自己的人生，並與社會和諧共存。」侯貝 ‧
葛地基揚始終相信心懷善意的巨大力量，如斯信念也有如佈道般，反映在
他所有電影中。

導演專題

Director in 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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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文片名直譯「吉力馬札羅山上的雪」，乃是法國作曲家 Pascal Danel 根
據海明威的小說寫下的同名情歌（法國十五大情歌之一），片中由主角夫妻
結婚卅周年慶祝會上的親朋好友共同唱出。另外，葛地基揚選擇了印象派
作曲家拉威爾的〈死公主之孔雀舞〉作為抒發善意和寬容的感性媒介，應
是繼克勞德 ‧ 梭特的《今生情未了》之後，將拉威爾的音樂運用得最好的
一次。

Inspired not by the eponymous Hemingway novel but by Victor Hugo’s poem,
this socialist-friendly film examines the dilemma a former union rep faces when
he is robbed by an ex-coworker in a similarly dire situation.

■

新北市政府市民廣場 (戶外放映，自由入場)
05/05 (日) 19:00

戲夢人生 | The Puppetmaster

特別放映

Special Screening

Special Screening

特別放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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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 第三十屆金馬獎最佳攝影、造型設計、錄音獎

★★★ 1993 坎城影展評審團獎

The Puppetmaster

戲夢人生

侯孝賢 Hou Hsiao-hsien
台灣 Taiwan | 1993 | 35mm | Color | 142min

1986 年，侯孝賢正為《戀戀風塵》的阿公角色尋找合適人選，來到台大
視聽館觀賞李天祿的布袋戲演出，看完後提出邀約，老師傅心想自己幾乎
演遍台灣所有戲種就差電影而立即答應。侯導認為李天祿的人生就是戲，
戲就是他的人生，憑著生活歷練和舞台上的經驗，很容易就能掌握人情世
故中的情緒反應並自然投射到角色裡。從此，李天祿成了侯導固定班底，
陸續在《尼羅河女兒》、《悲情城市》等戲中軋上一角。
1992 年，侯導以李天祿的前半生為藍本並根據同名回憶錄改編的《戲夢
人生》開拍，南管大師陳明章擔任配樂、光影詩人李屏賓負責攝影，由創
作歌手林強飾演年青時代的李天祿，此外蔡振南、蔡秋鳳及「亦宛然」眾
多成員亦參與演出。李天祿此番不演別人而做自己，面對觀眾侃侃而談前
半生遊山歲月及掌中繽紛妙境，紀實性質的訪談、精心重塑的歷史場面和
生活氛圍、以及一整段一整段的戲曲演出（包括京劇、歌仔戲、布袋戲以
至日本宣傳劇）彼此參證。
特別放映

Special Scre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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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在 1993 年坎城影展首映，征服了評審阿巴斯及艾米爾 ‧ 庫斯杜利
卡的心，阿巴斯甚至搬椅子堵在評審團辦公室門口，宣稱若不給《戲夢人
生》一個獎他絕不讓步。而黑澤明也曾公開表示《戲夢人生》是他拍不出
來的電影，喜愛到總共看了四遍。今年五月屆滿二十週年，大銀幕上重逢
正是最好時機。

The Puppetmaster is the second in Hou Hsiao-Hsien 's trilogy of historical
films that include A City of Sadness (1989) and Good Men, Good Women
(1995). In the first half of this century, young Li Tienlu joines a travelling puppet
theatre and subsequently makes a career as one of Taiwan's leading puppeteers.
During World War II the Japanese rulers of Taiwan use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puppet theatre for their war propaganda. Only after the war street theatres start
playing again.

板橋大遠百威秀影城5廳
★05/09 (四) 18:50 映後座談／林強
05/11 (六) 13:30

■

★★★ 1985 第二十二屆金馬獎最佳男主角提名

★★★ 1985 盧卡諾影展特別推薦獎

Taipei Story

青梅竹馬

府中15
05/16 (四) 15:00
★05/18 (六) 14:10 映後座談／柯一正
■

楊德昌 Edward Yang
台灣 Taiwan | 1985 | Digital Beta | Color | 120min

「你 要 的 是 什 麼？」楊 德 昌 總 是 從 形 形 色 色 的 角 色 口 中， 尋 尋 覓 覓 他
們的抗拒與想望。《青梅竹馬》是楊德昌最被忽略的傑作，至今仍未發行
DVD，乃是影迷口中的「夢幻逸品」，當年由侯孝賢抵押房子出資拍攝，
1985 年公映時市場反應冷淡，創造三天下片的悲慘記錄。本屆電影節將放
映侯導私藏的珍貴版本。
侯導在片中飾演甫從海外歸國、少棒國手出身、如今經營布料生意的台
客阿隆（還因此入圍當屆金馬獎最佳男主角，以一票之差輸給周潤發），
歌手蔡琴則飾演他的青梅竹馬阿貞，一個身陷多段情感關係、對事業充滿
企圖心的都會女子。這段開放式的戀人關係，隨著始終掛在兩人嘴邊的美
國夢的愈益遙不可及，老派草莽作風的阿隆對於快速轉變的世界的難以適
應，以及阿隆前女友阿娟的返台，逐漸墜入一個難以挽回的僵局中。

Special Screening

Taipei Story concerns a young woman urgently seeking to navigate the maze
of contemporary Taipei, and find a future. She hopes that her boyfriend Lungis
the key to the future, but Lung is stuck in a past that combines baseball and
traditional loyalty that leads him to squander his nest egg bailing her father out
of financial trouble.

特別放映

楊德昌犀利而又層層覆疊地編造自己所創作的角色的死亡，那是對於夢
與鄉愁的感性緬懷，也是對於理想的錯誤認知、對於未來過度期待的冷靜
體認。《青梅竹馬》既感性講述一種理想主義者的殉道狀態，也殘忍見證
一個城市面臨巨變的尷尬與必要的割捨，還為那個一去不復返的純真年代
寫下最神妙準確的墓誌銘。飾演阿娟的柯素雲的驚鴻一瞥，確認了此片與
《一一》千絲萬縷的聯繫；貫穿全片的空屋意象和層出不窮的窗外台北都會
街景，以及一群年輕人夜間在總統府前放肆飆車的叛逆，注定永留影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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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的風
波羅的海三小國專題
―

愛沙尼亞、立陶宛、拉脫維亞這三個從蘇聯極
權之下獨立剛滿二十年的小國，以「歌唱革命」
獲得自由，在與俄羅斯文化的密切牽繫以及本土
意識的覺醒之間尋找平衡。這批差異性極大的作
品，從各式各樣矛盾和衝突的間隙中，開展出強
烈特色，既凸顯不自限向美日稱臣的文化主流，
同時也鏡照台灣政治及文化的多重歷程。

Wind for Independence - Recent Films from Three Baltic States

獨立的風 ─ 波羅的海三小國專題
Wind for Independence
Recent Films from Three Baltic States

愛情教練 | Kinnu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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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美國博爾德影展啟蒙大獎

The Singing Revolution

詹姆斯·塔斯提 James Tusty、莫琳·卡索·塔斯提 Maureen Castle Tusty

愛沙尼亞，一個西向波羅的海、北向芬蘭灣，南面和東面分別與拉脫維
亞和俄羅斯接壤的小國。自 13 世紀起被丹麥和日耳曼人的騎士團征服後，
曾多次遭受北歐列強統治，並在 18 世紀時被俄羅斯兼併。第一次世界大戰
結束後，曾一度完成了第一次的國家獨立，但在二戰結束後，卻又不幸遭
到俄羅斯併吞。即使邁向獨立之路坎坷不斷，愛沙尼亞的人民始終不放棄
希望，並積極尋求獨立的可能。最終，藉由蘇聯垮台的契機，愛沙尼亞成
功譜出獨立樂章。

Most people don't think about singing when they think about revolutions.
But song was the weapon of choice when, between 1986 and 1991, Estonians
sought to free themselves from decades of Soviet occupation. During those years,
hundreds of thousands gathered in public to sing forbidden patriotic songs and
to rally for independence.

＊映前導讀由

Wind for Independence - Recent Films from Three Baltic States

革命可能來自誤解，也可能來自仇恨，或者血淚和機槍，但從來沒人
想過，革命原來可以來自歌唱。由奧斯卡最佳女配角琳達 ‧ 杭特（ Linda
Hunt）擔任旁白，緩緩道出這段在 1986 年到 1991 年間，數以萬計的愛沙
尼亞人民如何以非暴力抗爭的合唱方式，走上街頭抗議蘇聯統治並爭取
民主自由的傳奇往事，如今看來依舊如此振奮人心。多達 200 萬人民曾經
手牽手組成一個長度超過 600 公里的人鏈，穿過三小國形成「波羅的海之
路」，這是極致的愛與熱情，將自由之聲唱得如此自信嘹亮，於是會產生
巨大力量，戰勝一切困難，改變這個世界。看看愛沙尼亞，而後請想想美
麗的福爾摩莎。

波羅的海三小國專題
―

美國 USA、愛沙尼亞 Estonia | 2002 | Digital Beta | Color | 94min

獨立的風

歌唱革命

■ 府中 15
★05/04 (六) 15:00 映前導讀／王丹
05/10 (五) 20:50
05/19 (日) 11:00

網路書店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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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華沙影展

Kinnunen
獨立的風
波羅的海三小國專題
―

Wind for Independence - Recent Films from Three Baltic States
38

愛情教練
昂列·洛波 Andri Luup
愛沙尼亞 Estonia | 2007 | Beta | Color | 85min

這是關於一個「特別的芬蘭男人」與「平凡的愛沙尼亞女人」之間的故
事。Juha 來到了愛沙尼亞，想找一個合適的女子作為妻子，就在這時，他
遇見了 Oie，可是真命天女真就是眼前這位嗎？
《愛情教練》是一部「非典型愛情電影」，與其說這兩個人是命中注定要
在一起，不如說是命運指派了他們成為彼此的「愛情教練」，在愛的訓練與
教養裡從頭學習、打好基本功。
昂列 ‧ 洛波念的是表演，但畢業隨即投身廣播、電視與戲劇，有過多部
廣告作品、短片和電影作品，擅長詮釋當代社會中人與人的細微互動。他
認為男人總比較是芬蘭人的氣質，而女人的典型則就是愛沙尼亞女人的模
樣。如同兩個國家的語言不通，男女性之間好像也總是找不到直接瞭解彼
此的方式，一定得用很迂迴、緩慢的方式來摸索。於是，《愛情教練》讓
一個芬蘭男子踏上了陌生的土地，去找尋一份真愛，既講愛情，也偷偷反
映了某種國族心結。本片原名 Kinnunen 即是 Juha 的姓氏，在愛沙尼亞文
意為「住在殼裡面的人」。現在，他得試著讓自己敞開心房，將不同的世界
納入進來。

Perhaps every man is a bit Finnish and every woman is a bit like Estonian
women. A man does not have the same language as a woman. When he speaks
Finnish, she speaks Estonian, the words are almost the same, it’s a similar
language, but the meaning is different. People are not able to show their feelings.
Kinnunen is quite a typical surname of a Finnish person. In the Estonian
language it can mean a closed human being who lives in a shell.

■

府中15
05/10 (五) 15:00
05/17 (五) 11:00
05/19 (日) 16:40

★★★ 2011 釜山影展Flash Forward單元

★★★ 2012 塞爾維亞影展'Parallels and Encounters單元最佳影片

The Idiot

雷諾·沙納 Rainer Sarnet

改編自杜斯妥也夫斯基不朽名著。落魄的貴族愛上美麗卻難以捉摸的
社 交 名 媛 Nastasja， 他 意 外 繼 承 了 大 筆 遺 產， 卻 無 法 確 定 能 否 因 此 打 動
Nastasja 芳心，而那些宣稱擁有遺產繼承權的各路人馬，以及同樣在追求
Nastasja 的情敵，令他無比困惑而苦惱。

在這部《白痴》中，作者布置出讓死亡和大自然的殘酷如影隨形，人們
之於自己的生存，似乎想奮力一擊，可又有著無從使力的挫折和虛無感。
「我的靈魂就是地獄！」Nastasja 嘆息地說，雷諾 ‧ 沙納藉著經典人物之
口，表現他對於祖國在此一歷史錯謬下，人民意識深處的無奈與悲鳴。

Rainer Sarnet’s adaptation of The Idiot both appeals to and resists many
tendencies in Estonian culture. The theatricality of the film conveys the
importance the stage played in defining Estonian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The film takes place in the setting of Estonia’s impressive
cathedrals and monasteries, it is heavy with the country’s deep love of symbolism
yet, in the choice of adaptation, the film surrenders to the cultural imperialism it
tried desperately to shake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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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銳導演雷諾 ‧ 沙納巧妙將愛沙尼亞當今社會與文化所面臨的危機和問
題融入其中，讓這個 21 世紀版本的《白痴》在情感部份也更形強烈，同時
也藉以呈現了愛沙尼亞人民從十九以至二十世紀的國家認同轉型歷程。電
影背景設定在愛沙尼亞知名的大教堂與修道院，瀰漫著濃濃的象徵主義氣
息，而配樂選用了從古典音樂到迪斯可舞曲的巧思，則是將經典作品拉到
新時代的一個具有創意的結合。

波羅的海三小國專題
―

愛沙尼亞 Estonia | 2011 | 35mm | Color | 132min

板橋大遠百威秀影城5廳
05/08 (三) 17:20
05/14 (二) 18:50

獨立的風

白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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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威尼斯影展地平線單元最佳影片

★★★ 2008 西班牙瓦倫西亞影展最佳影片金月獎

Autumn Ball
獨立的風
波羅的海三小國專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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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光乍洩

韋科·歐恩普 Veiko Õunpuu
愛沙尼亞 Estonia | 2007 | Digital Beta | Color | 118min

年輕作家無法忘懷搭上自己麻吉的無情前妻，只好躲在她的窗外偷窺；
年紀一大把的理髮師過著再規律不過的生活，那日巧遇天真可愛的小丫
頭，還沒開始動作就被認定是變態老杯杯；單親媽媽喜歡宅在家看肥皂劇
勝過出門談戀愛，對她來說現實生活中的男人都不值得信賴，誰叫她孩子
的爹是個不可理喻的酒鬼，總是電話騷擾外加上班地點鬧場呢？而大談人
性本善的建築師，因太過寂寞而背著妻子慣性出軌 …，在蕭條的秋天，這
幾個與愛絕緣的人，他們的生活因為孤獨而出現交集。
假如你看過《銀色性男女》或是《心靈角落》，倘若你欣賞保羅 ‧ 湯瑪
斯 ‧ 安德森或是勞勃 ‧ 阿特曼那樣不太灑狗血的多線敘事所組成的大城
小調，那麼這部改編自愛沙尼亞著名小說家 Mati Unt 在 1979 年發表的同
名小說（原意為秋天的舞會）的詩意小品，顯然正以自成一格的歡愉與悲
傷，帶點簡潔、冰冷的黑色幽默，泛著熟悉的歐陸電影氣味，緩緩入侵你
那寂寞脆弱的心。這是一部以最溫柔的聲音，誠摯撫慰每個心底破了個洞
的傷心人的療癒電影。

The young writer, Mati, lurks outside the window of his ex-wife and
unsuccessfully approaches other women. August Kask is a bachelor-barber
living a drab life who takes to a little girl, but his approaches are misconstrued
as pedophilia. The single mom, Laura, watches a sappy soap opera on TV and
pushes away men's advances. The film is an attempt to poetically extrapolate or
generalize on the conditions of our existence; to find from the sum of all different
angles something larger than the sum itself.

■

府中15
5/17 (五) 20:20

★★★ 2008 立陶宛維爾紐斯影展

The Shadow of Heaven

洛馬斯·李雷基斯 Romas Lileikis

電 影 講 述 的 是 立 陶 宛 非 常 重 要 的 一 個 歷 史 與 文 化 段 落， 畫 家 Rokas
Zubovas 是鼎鼎大名的 M. K. Čiurlioni 的孫子，鏡頭隨同 Rokas Zubovas 對
於自己認同之根的追溯，帶領觀眾走進歷史最核心也最糾結之處。

李雷基斯是當代最活躍且多元創作的藝術家，且是立陶宛藝術社群國家
「烏哲邦共和國」憲章起草人、總統。烏哲邦成立於 1997 年的 4 月 1 日愚人
節，擁有自己的國旗、國歌、鈔票、和憲章，據地不過半平方公里，人口
不過七千人，卻有一千人是藝術家。立國，也是藝術行動朝政治領域的延
伸，正是出於這樣一份對藝術與文化的愛與責任感，而有了《天堂樂影》，
藉以表現在世紀之交，藝術家如何以他們的創作，既散發自己的光和熱，
又透露出時代與文化的疊合、遞嬗。

It has been over one hundred years since M. K. Čiurlionis left his lasting
imprint on Lithuanian culture. He was a composer, painter, genius, and madman
who created an entirely new space, new context, and new universe. He was a
prolific creator who died young, unknown, and in desolation. The film’s main
character – the talented pianist Rokas Zubovas who is the grandson of M.K.
Čiurlionis – searches for the roots of his identity. Shot in black and white, the
film is interspersed with colour paintings and photographs taken by M. K.
Čiurlion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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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K. Čiurlioni 是立陶宛最有名的藝術家、音樂家及畫家，在短短 35 年
生命裡完成 300 幅畫作及 250 部音樂作品，尤其以象徵主義和新藝術深深
影響同輩與後代。洛馬斯 ‧ 李雷基斯藉著介紹 M. K. Čiurlioni 戲劇性人
生，他的作品自 19 世紀到 20 世紀所帶來的影響，以及他與整個家族所被
籠罩的命運，深入凝視立陶宛一路走來之蜿蜒與艱辛。

波羅的海三小國專題
―

立陶宛 Lithuanian | 2008 | Digital Beta | B&W | 116min

05/12 (日) 20:20
05/18 (六) 19:40

獨立的風

天堂樂影

■ 府中 15
★05/05 (日)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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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at
獨立的風
波羅的海三小國專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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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魂的技藝
洛馬斯·李雷基斯 Romas Lileikis
立陶宛 Lithuanian | 2013 | DCP | B&W | 61min

這是一部優美、寧靜的影片，洛馬斯 ‧ 李雷基斯耐心而深邃地凝視著不
同領域藝術的創作過程、作品完成的瞬間，無論是芭蕾舞、提琴、鋼琴 …，
藝術家們專注地面對著自己的創作，《靈魂的技藝》捕捉的既不是舞台上
光鮮亮麗的一面、也不是後台一整群人的眾心齊力，而是屬於創作者自己
非常私密又沈重的點點滴滴。表面上似乎應該歸類為紀錄片，但它卻並非
如多數紀錄片那樣，要讓人們窺見社會不可見的某個角落，反而是挖掘出
一條路徑，讓我們屏氣凝神地親近那些靈光，從而看見自己生命裡某些不
為外人道之清澈而神聖的時刻。
電影中記錄了一段完整的鋼琴彈奏的指導段落，那些話語原只是老師與
學生間對於追求更好演奏的推敲討論，可是我們繼續聽下去，那字字句句
慢慢轉變成對於生命中各種感受與態度的琢磨。李雷基斯的電影廣泛記錄
著自己國家與文化中那些他口中「不忍、也不容其無聲無息地消逝的人事
物。」他曾說要對抗死亡的唯一方式，就是具有創造力。於是，他以攝影機
捕捉著無論上個世紀或是眼下當代，一個個最激勵人心的藝術家的身影，
希望為這個充滿不確定的年代注入希望與責任感。

Essence – light like a feather. Routine – heavy, like a heart. A supportive hand
– here, facing you. This is a personal film by Romas Lileikis which focuses on the
process of understanding this world.

板橋大遠百威秀影城5廳
★05/06 (一) 19:50

■

★★★ 2010 柏林影展

Indigène d'Eurasie

夏魯納斯·巴塔斯 Sharunas Bartas

夏魯納斯 ‧ 巴塔斯與俄羅斯的蘇古諾夫、匈牙利的貝拉 ‧ 塔爾一起被
譽為塔科夫斯基詩性敘事的三大傳人，他的大部分電影都沒有對白，只用
近乎靜默的長鏡頭去探索人物內心的孤獨和絕望，展現後共產主義的東歐
社會巨變下人們精神世界的空虛。他對於長鏡頭的運用，令人想起《撒旦
的探戈》裡既凝結卻又流動著的時間與空間。

表面上是一部歐洲驚悚電影，但當主角試著要從一個大城市跨越整塊
土地，前往另一個城市，在這中間的各種遭遇，不僅成為一個又一個各有
特色的生命劇場，同時也被巴塔斯偷渡成為關於身份認同與地理疆界的比
喻。此外，眼尖的觀眾或許會驚喜發現，電影中那名關鍵的女孩，正是時
尚教父卡爾 ‧ 拉格斐的御用超模伊麗莎 ‧ 瑟娜薇（Elisa Sednaoui），這位
香奈兒女郎在銀幕中展現了不同於她在伸展台上的另一種美麗。

Gena is under no illusions about his situation: growing up without parents,
receiving an "education" from his criminal uncle, initial protection money rackets
in the wake of privatizations in the crumbling Soviet Union, later international
drug dealing. Although there is only a small chance that Gena will be able to
trade in his nomadic existence between Asia and Europe for a "normal life", he
takes the plunge anyway. A frantic chase across Europe thus ensues. Heading
west, presumably towards the 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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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由巴塔斯自己身兼編、導、演三職的近作，是他最通俗易懂的作品。
曾經的孤兒、如今的浪子 Gena，跟著黑幫老大飄盪度日，穿梭在俄羅斯、
立陶宛、波蘭和法國等地，進行各式犯罪勾當，敲詐、勒索、走私、販毒
全都來。原以為一生就這麼樣下去，沒想到卻在此時遇到一個女孩，於是
Gena 的人生劇本急轉直下，他決定要幹最後一票，然後遠走高飛，和心愛
的人過著平凡快樂的日子。可是，真正的挑戰和艱難，卻是從此刻才正式
開始 …。

波羅的海三小國專題
―

立陶宛 Lithuanian | 2010 | 35mm | Color | 111min

板橋大遠百威秀影城5廳
05/05 (日) 20:00
05/09 (四) 14:40
05/13 (一) 13:00

獨立的風

飄浪之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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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威尼斯影展正式競賽

Freedom
獨立的風
波羅的海三小國專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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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之歌
夏魯納斯·巴塔斯 Sharunas Bartas
立陶宛 Lithuanian | 2000 | 35mm | Color | 96min

北非海灘，幾個毒品走私者任務失敗而被迫逃亡，他們不只要躲過執法
者的查緝和追擊，還必須接受大自然的嚴酷考驗。電影中出現的沙漠，既
比喻著這趟旅途的貧瘠和荒蕪，也傳達了亡命人生何等渺小悲哀的絕望和
孤獨。而充滿象徵性的海洋，猶如出路，卻又可能成為另一個困局的開始。
夏魯納斯 ‧ 巴塔斯以傳統類型為基礎，佈置出令人難忘的獨特詩意，
透過典型景象的凝重畫面和無聲無名的電影表現字符，體驗了在物質世界
裡，永遠不可忽視的、單一存在的單一能量，那是對人際之間關係改變的
精煉沉思 ——完全無愧於詩性敘事大師傳人的讚譽。

1964 年出生的巴塔斯，是當今最知名的立陶宛電影作者，他畢業於莫斯
科電影學校，從 1985 年拍電視連續劇出道，也曾在影集裡演出。從很早開
始，巴塔斯就要求演員們在電影中飾演自己，這樣的對於虛構和真實的拿
捏，也奠定了巴塔斯往後作品的特色。

An extreme borderland movie. Only scenery, sounds and less than hundreds
of words spoken. This is the way in which Bartas shows us the desperation of
the three protagonists and he leaves it to the public to ponder over the meaning
of their lives. The fixed camera does not follow the actors. The director lets
nature speak for them. It is not an easy movie as Bartas opts to personalise the
perception of the universe with his atypical method of narrative direction, but in
the end he manages somehow to capture figments of the invisible.

■

板橋大遠百威秀影城5廳
05/11 (六) 16:20
05/13 (一) 21:10
05/16 (四) 13:00

★★★ 2012 拉脫維亞電影獎十項入圍

Kolka Cool

休瑞斯·波斯庫 Juris Poškus

波羅的海岸邊，在拉脫維亞一個小漁村裡，人們用一種屬於他們自己的
方式來過日子，不願順隨地依附現實的節奏。 Andzha 將屆而立之年，已經
是該要結婚的人了，卻還是跟媽媽住在一起，照樣跟著狐群狗黨成日喝酒、
吸煙、閒晃、胡鬧、偶爾打個架，徹底忽略未婚妻的感受。他不願意成為
汲汲營營的大人，寧可過著百般無聊的生活，毫不珍惜地揮霍著時間，直
到他的哥哥 Guido 返家 …。

A film that depicts the mentality of the inhabitants of a small village on the
Baltic coast. Three guys are trying to fulfill their life's by drinking beer, killing
time and picking up fights with neighboring villagers. The main character
Andzha is trying to convince his girlfriend to marry him. The sudden arrival
of his elder brother Guido starts a series of events where main roles a played by
elevated self-esteem, pride and cravings for love that is stronger than de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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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休瑞斯 ‧ 波斯庫的第二部電影，拍紀錄片起家，且以紀錄片得過
許多大獎的他，對於現實中看似不動聲色、實則具有戲劇性的段落總是特
別敏感，也更在意著人們的日常行為是怎麼樣回應了他們所身處的時代與
社會。《青春荒涼物語》有著暑假的氣息，在悠閒的敘事節奏裡統合了寫實
感、幽默滑稽等各種調性，演員們自然毫不矯作、不刻意追求戲劇化的表
演，讓電影洋溢著自成一格的清新氣味。

波羅的海三小國專題
―

拉脫維亞 Latvia | 2011 | DCP | B&W | 97min

板橋大遠百威秀影城5廳
05/06 (一) 13:20
05/10 (五) 19:30
05/14 (二) 15:00

獨立的風

青春荒涼物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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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拉脫維亞電影獎六項入圍

The Dark Deer
獨立的風
波羅的海三小國專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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謎鹿莊園

維斯特·凱黎斯 Viesturs Kairiss
拉脫維亞 Latvia、奧地利 Austria | 2006 | 35mm | Color | 85min

午夜，一輛車在路上發生意外，肇事的原因是撞上一隻鹿，幸好車上兩
個男性及一名女性和她肚子裡的寶寶均安。十七年後，那名女性美豔依舊，
卻精神耗弱，終日目光失神。她的看護取代她成為這個家的女主人，她的
女兒則繼承了她的美貌，偏執地守護著這個破舊莊園所賴以維生的鹿群。
某個週末，當年發生事故時負責開車的友人突然來訪，如今他已是事業成
功的商人，帶著一群朋友前來莊園度假，沈積已久的秘密與謊言，隨著這
群不速之客獵殺鹿群的槍聲漸漸揭露 …。
《謎鹿莊園》原本是拉脫維亞全方位作家 Inga bele 的舞台劇作，散發
出濃郁的北國陰鬱氣氛，被譽為「宛如契訶夫與史特林堡嗑藥之後才寫得
出來的作品」。本片導演維斯特 ‧ 凱黎斯早在三十多歲的年紀，即已名列
「波羅的海」最優秀的劇場導演之一，本片無論形式還是風格，皆可視為他
2002 年首部作《Leaving by the Way》的變奏。破碎的婚姻關係、冰冷疏離
的人際交流、基因血緣的牽絆、剪不斷理還亂的道德試煉，無疑成為他至
今兩部劇情長片的共同交集。

The film opens with the three riding in a car. The next scene picks up 17
years later. Aija is now a semi-catatonic recluse tended to by Alf and his new wife
Nadine, Aija's former nurse. Times are evidently hard, but a group of German
hunters, among them Augusts who is now a successful businessman in Germany,
has just arrived their game farm and the money they'll spend just might save the
day.

■

板橋大遠百威秀影城5廳
05/12 (日) 19:20
05/13 (一) 11:00
05/15 (三) 22:10

不能愛 | Love Me Not

性別自由

Gender and Liberty

Gender and Liberty

性別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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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溫哥華影展龍虎獎特別提及

★★★ 2012 盧卡諾影展

Peculiar Vacation and other illnesses

奇異旅程與其他戀愛症候群
約瑟·安基·紐安 Yosep Anggi Noen
印尼 Indonesia | 2012 | DCP | Color | 90min

婚姻不如意的美麗少婦 Ning，希望藉由工作暫且逃離令人窒息的一切日
常，避開索然無味的家庭負擔。她在一間傢俱店打工，偶然與司機同事為
了送貨一起踏上偏遠山路，漫長的車程拉近了彼此的距離，愛情的火花在
他倆之間含蓄地燃起。與此同時， Ning 的丈夫則是待在家裡，邊看著配對
交友的電視綜藝節目，邊思考身為丈夫在婚姻中理當負起的責任。沒有結
束，沒有開端，只有永無窮盡的生活激情 …。

性別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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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滿 30 歲的印尼導演約瑟 ‧ 安基 ‧ 紐安自編自導的首部作，在寧靜祥
和的氛圍下，襯托著含蓄的曖昧與溫柔，一切看似風平浪靜，實則暗潮洶
湧，情感的流動，再平常不過的眼神或是肢體交流，盡在不言中。這是一
齣情感細緻的另類公路電影，南國獨特地景風貌迷人依舊，乾淨透明卻又
隱隱浮動著怪異和不安的景框構圖，令人想起阿比查邦的《戀愛症候群》
與雅狄也 ‧ 阿薩拉的《傷心蔚藍海》。值得一提的是，本片背景音樂和主
題曲旋律溫煦深刻如沐春風，直逼《戀戀風塵》陳明章那把 600 元破吉他的
動人力道，勢將引領銀幕前的觀眾重返 1980 台灣電影新浪潮的鄉愁年代。

Housewife Ning is stuck in a rut with a dull husband. She takes on a new job
and on her first day, is tasked to make a delivery to a remote village. Longing to
get out for some fresh air, she willingly embarks on the journey, accompanied
by a driver, Mur. At first Mur is introverted and quiet, but lightens up as time
passes. Told in fragments and with a great sense for mood, this story of muted
desire takes place in usually overlooked locations around Yogyakarta.

■

板橋大遠百威秀影城5廳
05/09 (四) 12:40
05/12 (日) 21:10
05/15 (三) 14:30

★★★ 2013 阿姆斯特丹紀錄片影展

When Hari Got Married

計程司機的愛情

■

板橋大遠百威秀影城10廳
05/09 (四) 19:30
05/13 (一) 16:40

瑞圖·薩仁 Ritu Sarin、丹真·索朗 Tenzing Sonam
英國 UK、印度 India、美國 USA | 2011 | HD Cam | Color | 75min

計程車司機 Hari 愛上了一個女孩，兩人其實從來沒見過面，他只是在電
話裡與她交談、相識，隨即陷入愛河。在印度傳統中，即將結婚的男女甚
至直到婚禮當天，都不能看見對方，偏偏 Hari 卻因為開計程車，可以整天
和未來的老婆熱線。這份獨特的聯繫，為兩人增添了更深入、親密的情感。
然而，即便戀情看來穩定、自己性格又開朗樂天，「結婚」這樁大事，還
是不可避免地帶來許多瑣碎與煩惱。婚姻，是否真能如 Hari 所期望與想像
的，在繁複而傳統的禮儀之下，準新人在各方都已準備好，一起攜手步入
屬於他們的未來？

Gender and Liberty

Hari, a taxi driver in the Indian Himalaya, is getting married to a girl he has
never met but with whom he has nevertheless fallen in love on the mobile phone.
As India rapidly modernises, dramatic changes are taking place even in his
faraway village. But gods, oracles, and age-old traditions stil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everyday life and come together to ensure an auspicious wedding.

性別自由

兩位分別來自印度與圖博的影像工作者（代表作包括記錄了西藏流亡領
袖達賴喇嘛所面臨的考驗與磨難的《撥雲見日》）的合作關係，除了標誌
著兩個不同文化的融合，也因為婚姻締結帶來更親密的交流，而發展出比
異國文化相互衝撞激盪之外，一種對彼此生命來源與背景交錯探索更厚實
的情感。這對雙導演夫婦其實和 Hari 相識長達十六年之久，Hari 早早跟他
們說了婚期，不准他們缺席，但直到那一天真的來臨之前，沒有人知道這
個劇本最後將會是什麼樣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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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美國長島同志影展

She: Their Love Story

她們的愛

史藍亞·諾泰 Sranya Noithai
泰國 Thailand | 2012 | DCP | Color | 90min

一個過著眾人想像中完美生活的中年貴婦，不畏閒言閒語毅然與丈夫離
婚，承受著寶貝女兒的憤怒與不諒解，在經營的度假村裡獨自生活，直到
一名年紀與她女兒相仿的攝影師到來，令她發現存在的真正意義。一個屢
屢遇人不淑的時尚專欄作家，因為工作撰稿需求而被迫與死對頭女同志鄰
居展開一段假鳳虛凰的近身採訪，竟意外開發出個人對於情感和欲望的另
種可能性。
這部由兩段平行發展的愛情故事組成的拉子電影，被賦予了比泰國首部

性別自由

Gender and Liberty
50

女同志電影《拉小手 Yes or No》更具指標性的位置。兩個段落皆甜俗夢幻
猶如言情小說，然而在那些過份煽情而極易流於廉價感傷的劇情轉折裡，
在那些看似窺奇剝削的各類象徵隱喻的間隙中，本片導演史藍亞 ‧ 諾泰對
於核心角色的掌控，以及幾位優秀演員至情至性的詮釋，將電影裡的所有
生離死別拉出了超越傳統通俗劇的格局，構築出一個跨越不同世代、不同
社會階層的愛情理想國。只要有愛，一切就有希望，《她們的愛》再一次
確認了泰國經典同志片《愛在暹羅》告訴我們的事。

A story of parallel lives, Bua, hides from her life behind the closed doors of
her spa. The only person she lets into her life is June, a freelance photographer.
Meanwhile Da, a hardheaded columnist, has her reputation ruined when her
"perfect" boyfriend emails raunchy video clips of her to all her work contacts. In
order to escape the embarrassment she immerses herself in work and accepts to
write a "trendy" feature about the love life of lesbians in Bangkok.

■

板橋大遠百威秀影城5廳
05/06 (一) 15:20
05/11 (六) 20:20
05/16 (四) 22:20

★★★ 2012 巴黎同志影展最佳紀錄片獎

Les invisibles

看不見的同志

■

板橋大遠百威秀影城5廳
05/06 (一) 11:00
05/10 (五) 21:30

薩巴斯汀·李席茲 Sébastien Lifshitz
法國 France | 2012 | DCP | Color | 115min

青春美好有時盡，唯愛綿綿無絕期，曾經以《 G 檔案》、《狂野三人行》
享譽國際的薩巴斯汀 ‧ 李席茲，其實也是紀錄片好手，此番深入歐洲鄉
間，尋訪銀髮族同志，將珍貴的歷史膠片、逝去的戀情和如今的生活剪輯
在一起。
紀錄片從十一位生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如今已年逾七十歲的同志
長者出發，以過來人身份述說他們的人生。在溫柔的鏡頭中，我們有緣瞧
見半世紀以前的巴黎地下酒吧錄影片段，感受舊照片裡曾經輝煌燦爛的風
采，憑弔已然成為追憶的刻骨銘心戀情。有個男同志，如今撫育鳥禽度過
餘生；有個女士，經歷了婚姻、家庭和生兒育女，終於決定放棄一切，開
始擁抱自己的性取向；還有一對伴侶，相遇相知在遲暮之年，決定長相廝
守直到人生終點 …。

Gender and Liberty

Men and women, born between the wars. They have nothing in common
except their homosexuality and their decision to live openly at a time when
society rejected them. They've loved, struggled, desired, made love. Today they
tell us about their lives and how they navigated the desire to remain ordinary
with the need to liberate themselves. They were fearless.

性別自由

沒有歷史，就沒有未來。人人都害怕變老，但比年老死去更可悲的卻是，
恍恍惚惚欺騙自己虛度一生。看不見的同志，並不是真的不存在，只是他
們接受了生存的宿命，遠離了社交生活，退隱到主流社會的邊緣角落。他
們仍然默默地 、無懼地，書寫著關於同志的歷史，持續不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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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義大利都靈影展

With or Without Me

人間有你

陳若草 Tran Phuong Thao
越南 Vietnam | 2011 | Digital Beta | Color | 80min

Thi 與 Trung 住在位於越南西北邊的金邊，這個知名的金三角，因活躍
的毒品交易舉世聞名。他們如同這裡的許多年輕人，因海洛因毒癮而陷入
愛滋病所籠罩的陰影之下。可是他們面對這份危機，卻有著分歧的態度。
Thi 想要努力戒除毒癮，Trung 卻寧可死去。
這是一部私密、淚中帶笑的紀錄片，講述了兩名男子如何徘徊與掙扎在
藥癮與死亡的邊緣，而如此之處境，又是怎麼牽動著他們的妻子、家庭、
醫生和朋友，每個人都想把他們拉回來，可是事情真能這麼順利嗎？與知
名越南導演陳英雄同樣具有法國背景的新銳導演陳若草在受訪時表示，
她希望此片儘可能地呈現現實的狀態，而不只是戲劇化地造成震驚，更重
要的在於，面對這個問題，然後尋求解決的方式。對陳若草來說， Thi 與
Trung 的親身經歷，讓她得以更深入這個問題本身，親眼見證毒癮是如何
摧殘人們的希望和夢想。毒癮，從來不應只是從社會偏差的議題角度來
看，《人間有你》提供了更多關於生命本身存在的省思。
性別自由

Gender and Lib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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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 and Trung live in the gorgeous, rice-terraced mountains of Vietnam’s far
northwest. Like many young men in this region on the main heroin route from
Laos to China, they’re addicts, and they have HIV. Thi wants to kick his habit.
Trung just wants to die. This is an intimate, tragicomic portrayal of two guys
strung out at the edge of the map in a Communist country struggling with drug
use, and of the wives, family, doctors and friends trying to pull them back from
the brink.

■

府中15
05/04 (六) 21:00
05/16 (四) 19:30
05/17 (五) 14:40

★★★ 2012 巴黎同志影展最佳演技獎

★★★ 2012 崔貝卡影展正式競賽

Yossi

再見,軍中情人

■

板橋大遠百威秀影城5廳
05/04 (六) 18:50
05/14 (二) 21:30

伊藤·福克斯 Eytan Fox
以色列 Israel | 2012 | DCP | Color | 83min

還記得《我的軍中情人》裡行事嚴謹的連隊長官 Yossi 和他那位樂觀活潑
性喜衝撞體制的屬下兼愛人 Jagger 嗎？自從 Jagger 死後已過了十年，如今
Yossi 是個每天用工作麻醉自己、過著離群寡居生活的心臟科醫師，大多時
間他選擇躲在衣櫃裡，因為作息顛倒無暇健身，這些年來自暴自棄，成了
外型邋遢的「熊哥」，好不容易鼓起勇氣約炮，卻慘遭對方當場退貨。一次
偶然的機會，令 Yossi 起意拋下一切，暫時南下海邊散散心，途中遇到一群
年輕的以色列新兵，包括公開出櫃的迷人大兵 Tom，他與同袍之間互動自
然不扭捏，令 Yossi 發現這個世界正在改變，依然渴望愛情的他，或許應該
給自己一個新的機會 …。

Gender and Liberty

Dr. Yossi Hoffman has become a valued and dedicated cardiologist, often
using his work as a way to escape from dealing with his anguished life. One day
Yossitravels to the southern city of Eilat. Surrounded by sea and sand dunes he
meets a group of young Israeli IDF officers, among them Tom, a handsome and
self confident openly gay man, who represents a new world, different from the
one that shaped Yossi.

性別自由

Eytan Fox 從未抗拒以通俗歌詠人性美善，當刻骨銘心的軍中禁戀隨著
其中一方死去而成為浪漫傳奇，獨留的一方該如何面對心裡空著的那個缺
口，成為這部續集電影最令人好奇的懸念。Eytan Fox 的每部作品都是關於
同志與愛情，然而他對於以色列本土和歷史的某些堅持，卻令這些煽情狗
血的言情故事，輕易跨越了羅曼史格局，紮紮實實地落地生根。或許，相
隔十年的兩部「軍中情人」系列電影，是在向《斷背山》致敬，是對於一去
不復返的青春與時代，最真誠的悲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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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捷克卡羅威瓦利影展

Love Me Not

不能愛

梁碧芝 Gilitte Leung
香港 HK | 2012 | Digital Beta | Color | 93min

這是關於鄭漢威和田麗娜的故事。故事的開始是一連串獨白，他們是青
梅竹馬，漢威在 17 歲的時候向麗娜出櫃，正巧麗娜自己愛女生多一些，兩
人開始同居，有需要的時候彼此 cover，倒也相安無事。但是這個世界上，
偏偏有一種叫做日久生情的東西，隨著時間緩緩發酵。就在兩人的同居關
係陷入僵局之際，首度拍攝劇情長片的新銳導演梁碧芝將整個故事如阿比
查邦的《熱帶幻夢》那樣猛然一轉，故事的主角換成了 Dennis 和 Aggie，他
們依然是多年同居好友，他們的愛戀對象依舊偏向同性，那種似朋友似家
人的曖昧氣氛，依舊在他倆之間穿梭來去。這種愛，究竟是極其複雜，還
是簡單得理所當然？這一次，他們是否選擇選擇勇敢去愛？

性別自由

Gender and Liberty
54

由一段「吸引力法則」的理論開始，一個小學同學的身份，一次巧合，
一間公寓，一起生活，一套電影，一輯婚紗照，到一場妒忌，兩對同性戀
男女，譜出兩段跨越界線的愛戀。繼游靜《好郁》、麥婉欣《蝴蝶》、許鞍
華《得閒炒飯》之後，又一部以當代香港為背景的女同志電影，充滿時尚
感的影像構圖，溫柔纖細的情感流竄，一部透過現實人生、戲劇扮演與創
作的交錯投射，辯證愛與被愛或不願愛不能愛的生猛作品。

A sweet and daring portrait of blurred sexuality and love complications, this
independent feature tells the story of Dennis and Aggie, pals since primary
school and roommates for five years. He works in a painting studio while she's
a photographer and aspiring filmmaker. Both are gay, but inseparable as friends.
Matters become tense, however, when Dennis announces an arranged marriage
and Aggie finds herself increasingly jealous.

■ 府中 15
★05/04 (六) 12:30

05/12 (日) 18:20

★★★ 2012 鹿特丹影展奈派克獎

Sentimental Animal

感情動物

■

板橋大遠百威秀影城10廳
05/09 (四) 17:20
05/11 (六) 19:30

武權 Wu Quan
中國 China | 2011 | HD Cam | B&W | 108min

要過年了，很快就是春天，但是魚塘主五爺的生命卻到了盡頭。五爺是
德高望眾的退休軍人，夥計們知他將不久於人世，紛紛藉著給他祝壽的機
會，為他精心準備各種壽禮，丹姐也使出渾身解數，對癱瘓、無法言語的
五爺，進行起死回生的最後復健。那日，五爺的徒弟增輝帶來嫂侄為五爺
做壽，托給五爺照顧，自己則去外面結一整年的工錢好返鄉過年，未料竟
惹來殺身之禍 …。

Gender and Liberty

A dinner celebrating Chinese New Year is being readied on the fish farm
of potentate Wu Ye. Actually, it’s his last supper. Though Wu Ye cannot move
or talk, his war hero status garners respect from all. However, he becomes the
leading extra and object of a new year’s party with a grotesque choreography
punctuated by successive dishes, speeches, and toasts by members of the
household and staff. Their able bodies – through a game of words and gestures –
are capable of establishing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building social units.

性別自由

Italo Calvino 曾說：「故事的最終意義都只有兩個走向：生命的延續、與
死亡的不可避免。」身兼聲音藝術家、演奏者、畫家、多媒體藝術家等多重
身份的武權，大膽以風格化的黑白光影、沉默又嘈雜的聲音設計、搭配新
穎不流俗的敘事結構，訴說這樣一個圍繞著家族內部矛盾紛爭展開，關於
生命與最後尊嚴的傳奇故事，既巧妙呼應 Calvino 之言，更有意無意暗示
了今日中國社會的權力結構和繁雜的人際網絡關係。種種原先看似刻意、
窺奇、過於操弄的符號和視覺象徵，都被故事最後那強大的情感力量淹沒，
為當代中國獨立電影，開啟一番新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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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與童真

Young and Innocent

青春與童真

Young and Innocent
聽不見的聲音 | Just Pretended to H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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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柏林影展新生代單元特別推薦獎

Just Pretended to Hear

聽不見的聲音

■

板橋大遠百威秀影城10廳
05/10 (五) 20:10
05/12 (日) 11:20
05/14 (二) 14:30

今泉香織 Kaori Imaizumi
日本 Japan | 2011 | HD Cam | Color | 99min

11 歲女孩的母親過世了，悲傷的父親強顏歡笑，心裡其實無法承受這麼
重的打擊，善良的鄰居媽媽每天幫他們父女張羅吃的卻不被領情。女孩班
上來了新同學，她非常怕鬼不敢自己上廁所，女孩為她解危，每天陪她上
廁所。女孩其實多麼希望這個世界上真的有鬼存在，這樣媽媽才會永遠陪
伴在她跟爸爸身邊啊！

Young and Innocent

Sachi is an introverted little girl. Her mother dies unexpectedly and although
she doesn’t shed a tear, her pain is nonetheless deep and keen. Bereft, lonely and
consumed by grief, her father descends at home into a kind of dementia. And
Sachi will have to manage by herself somehow.Are there such things as ghosts?
Her new girlfriend at school certainly thinks so. But when the existence of an
afterworld is refuted during a lesson Sachi loses the one thing that was keeping
her going. All at once, she feels vulnerable and brutally exposed to boundless,
unbearable emptiness.

青春與童真

1980 年出生的今泉香織，是兩個孩子的母親，也是一名護士，目前服務
於精神科。她在 27 歲的時候，利用上班以外的空檔，修習了影像創作工坊
的課程，結業作品在隔年的京都國際學生映畫祭中榮獲最佳新導演獎。
《聽
不見的聲音》是她利用產假期間完成拍攝的劇情長片首部作，故事靈感來
自意識到兒童對於現實與奇想有著自成一格的微妙認知的 11 歲時的自己。
今泉香織纖細敏感的母性特質，加上醫護專業的背景經歷，令她能夠準確
掌握兒童內在未必能用常理判斷的心境轉折，而非一味煽情狗血進行情感
剝削。這是繼題材相近的《悲憐上帝的小女兒》之後，對於兒童心理描繪
最成功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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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坎城影展一種注目單元

Student

青春罪與罰
達赫讓·奧米巴夫 Darezhan Omirbayev
哈薩克 Kazakhstan | 2012 | DCP | Color | 90min

這是哈薩克版本的《罪與罰》，杜斯妥也夫斯基筆下的法律學生換成了在
大學修讀哲學的木訥男孩。因為上課學了達爾文的「適者生存」，男孩竟然
視搶劫為「物競天澤」的社會實踐，在一次謀財加上害命的突發事件之後，
男孩從此活在充滿罪惡的世界裡，經歷道德掙扎。他因緣際會認識了潦倒
詩人與他的家庭，而詩人那聖潔善良的失聰女兒，成為他的救贖 …。
達赫讓 ‧ 奧米巴夫在故事的開場驚喜現身，教授電影製作（男孩也參與
了他的簡陋本土電影製作），卻被實習記者一語道破他根本不瞭解時下年

青春與童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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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人，不同世代對於社會認知的落差，以及階級意識和資源分配差異，宛
若核心主題貫穿全片。奧米巴夫是當代哈薩克最重要的導演，他的作品反
應了後蘇聯時代從共產主義中被解放出來的哈薩克人所面臨的社經轉變。
這是一部令你無法忽視的傑作，對話並非重點，奧米巴夫實則將更多的心
思，放在風格的營造上面，以令故事主人翁男孩以及其他主要角色的動作
走位，以至每個場景構圖，皆具有寓意深厚的影像魅力。世界上改編自《罪
與罰》的版本何其多，奧米巴夫的版本絕對會在影史記上一筆。

A solitary philosophy student steers his directionless life toward the
commission of a violent crime, spurred on by postmodern musings and a postSoviet order characterized by growing inequality, institutional corruption and a
ruthless ethic of eat or be eaten. Inspired by Dostoevsky’s Crime and Punishment,
Omirbayev’s brooding protagonist may prove the willing student of the age, but
he alone reckons with the consequences of his actions—a gesture strikingly at
odds with a world losing a consistent concept of justice.

■

板橋大遠百威秀影城5廳
05/07 (二) 17:20
05/11 (六) 18:20
05/16 (四) 11:00

★★★ 2013 鹿特丹影展

Alone

高山上的三姊妹

■

板橋大遠百威秀影城5廳
05/06 (一) 21:50
05/14 (二) 10:30

王兵 Wang Bing
香港 HK、法國 France | 2012 | DCP | Color | 90min

攝影師出身，以長達九小時的紀錄片《鐵西區》聞名於世的中國獨立影
人王兵，在充滿爭議的文學改編劇情片《夾邊溝》之後，以長達兩小時半
的《三姊妹》重返紀錄片領域，在威尼斯影展地平線單元首映並獲獎，隨
後又在南特三洲影展掄元。如今，相隔不過幾個月，王兵馬上又在鹿特丹
影展首映了片長僅一小時半的《高山上的三姊妹》（原名《孤獨》），雖是
相同的題材、相同的記錄對象，此片卻非前者續集，而是以另一種角度、
另一種結構，延伸討論同一個議題。

Young and Innocent

Three sisters live alone in a small village family house in the high mountains
of the Yunan region. Their parents are nowhere to be seen. The three little girls
send their days working in the fields or wondering in the village. As their aunt
finds difficult to provide food to the girls, the father returns to the village. He has
come to take the girls with him to the city but he then agrees to leave the older
one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her grandfather.

青春與童真

片中，王兵持續關注年齡分別是十歲、六歲和四歲的三位雲南山區留守
兒童（母親行蹤不明，父親外出作工）缺乏強烈戲劇轉折的生活日常，那
些如十八世紀英國風景畫家 John Constable 畫作的外景畫面，以及光影細
緻呈現宛如林布蘭油畫的室內景畫面，傳達出獨特且震撼的逼人詩意。王
兵的每一顆鏡頭，看似平靜，卻又銳利得彷彿能侵入靈魂般，直視雲南大
山深處的貧窮無望，我們已無法分辨，究竟那是一種悲憫，抑或是，為求
美學上成就而正在進行的一種剝削。對於王兵來說，數位時代的來臨，令
他拍片不再受其它因素約束，他得以更毫無顧忌地依隨自己的感覺，使用
長鏡頭講自己想講的故事。而紀錄片之於王兵，始終是最好的創作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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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多倫多影展

Kinshasa Kids

金夏沙孩子
馬克 - 亨利·溫伯格 Marc-Henri Wajnberg
比利時 Belgium | 2012 | Blu-ray | Color | 85min

在剛果，離婚夫婦為了擺脫拖油瓶，會指控自己的孩子使用巫術，將他
們送到稱作「召喚教堂」的地方，由牧師進行驅魔儀式，有的手段甚至近
乎殘忍。無論惡靈驅除成功與否，這些小孩很難重新再被原生家庭接受，
他們只能選擇逃離這個地方，加入街童群，成為當地人口中的「夏古」。光
在金夏沙，就有超過一萬名的「夏古」。
小荷西跟他的一群死黨因故成為「夏古」而無家可歸。某日他們突發奇
想，決定組成一支樂團，用他們天生律動的血液與靈魂，唱出屬於自己的

青春與童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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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章，也唱掉宿命般跟隨的厄運。在瘋狂經紀人的帶領下，「畢伯森」這
隻菜鳥雷鬼樂團，將要震撼整個金夏沙！本片導演特地到金夏沙從數百名
小孩中選出主要演員，他們原先互不相識，等到電影籌備階段才漸漸混熟，
最後形成感情堅固的一個大團體，直到現在，其中四個小孩還住在一起，
當然他們仍是「夏古」。演員之一的 Rachel Mwanza 因演出此片而改變一
生，她後來成為了《愛在戰火迷亂時》的女主角，以 14 歲之齡榮獲柏林影
展最佳女演員獎，現定居於加拿大。

José and his friends never wallow in their victimization. Known as shegués, or
street children, they turn to making music. As a way of passing the time, warding
off bad luck and maybe making a little money, they form a musical outfit with
the help of wild man Bebson, a rapper and a con artist whose eccentricities mask
a generous heart. Jamming together on whatever instruments they can find, or
composing music with a series of broken electronic toys, the kids make the most
of their circumstances with resourcefulness and humour.

■

板橋大遠百威秀影城5廳
05/09 (四) 17:00
05/12 (日) 11:00

★★★ 2011 東京影展

Gibier d'élevage

飼育

■

板橋大遠百威秀影城10廳
05/09 (四) 11:30
05/11 (六) 22:00
05/13 (一) 10:30

潘禮德 Rithy Panh
法國 France、柬埔寨 Cambodia | 2011 | Digital Beta | Color | 91min

對於在山裡打獵維生的孩子來說，戰爭只是偶爾抬頭從天空飛過的戰
機，直到有一天，大人擄獲了一頭穿著軍裝的「獵物」黑鬼，由孩子負責
送飯，童真的目光覺得這真是個難以言喻的美好獵物啊，他貪婪的吃相與
體臭，讓孩子的臉頰發燙，眼神閃耀著瘋狂的情緒 …。

Young and Innocent

Nobel Prize winner Kenzaburo Oe's novella Shiiku, about an AfricanAmerican pilot who fell behind enemy lines during World War II, was previously
made into a feature film by Nagisa Oshima. Acclaimed documentarian Rithy
Panh updates the setting to the Vietnam War and tells the story from an
orphaned Khmer boy's perspective. Young Pang leads a group of children to
capture the foreigner and is soon put in charge of guarding him. But due to the
Khmer Rouge's indoctrination, we witness Pang's transformation into a soldier
in an ideological war.

青春與童真

大 江 健 三 郎 的 同 名 原 著 曾 在 1961 年 經 由 大 島 渚 搬 上 銀 幕， 而 姜 文 在
2000 年所拍攝的禁片《鬼子來了》，其原著作者尤鳳偉在寫作時想必也多
少受到此書及威廉 ‧ 高汀的《蒼蠅王》影響。如今，原籍柬埔寨的潘禮德
（近作《抵擋太平洋的堤壩》由伊莎貝 ‧ 雨蓓主演，改編自莒哈絲小說）不
畏經典包袱，將故事搬到童年時候的家鄉，也就是 1970 年代越戰時期的柬
埔寨。美軍空襲村莊，戰機墜落叢林，效忠赤柬游擊隊的村民俘虜了跳傘
逃生的黑人士兵，把他像牲畜一樣「飼育」起來。一群小孩被委以重任，
負責看守敵人，一面模仿成年人對俘虜威嚇奴役，一面發現此人也可以是
好玩伴。被赤柬洗腦的農村小孩、奉命前來轟炸的美國小兵，中間阻隔的
不只是言語不通，更是難以踰越的戰爭傷痕。此番潘禮德極力避免鄉愁煽
情，以極沉得住氣的精確場面調度，冷眼見證一則成長童話的幻滅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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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歐洲電影獎年度發現獎、青年票選獎

Kauwboy

悠悠與鴉鴉的搖籃曲
波德溫·庫爾 Boudewijn Koole
荷蘭 Netherlands | 2012 | DCP | Color | 81min

對於今年十歲的悠悠來說，日子過得其實挺不容易。悠悠的媽媽是長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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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酒瘋可不得了。幸好悠悠向來自得其樂，不但會自己弄三餐，還會自動
自發整理家務，儘管常常把家裡搞得一發更不可收拾。那天，悠悠在野外
撿到了一隻小烏鴉，最後竟把他帶回家偷偷養起來，還很認真地查閱起百
科全書，這下子他可成了小烏鴉的「媽媽」。沒多久，這個秘密被爸爸發現
了，爸爸帶著悠悠外出野放小烏鴉，悠悠隨後又偷偷把他帶回來，準備做
蛋糕幫媽媽慶生，但是 …。

青春與童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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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小朋友，或者說每個大朋友在童年的時候，應該都有過類似悠悠的
經歷。你可能感到孤獨、不被理解，直到你發現有個人，或是一隻貓、一
隻狗，與你心意相通。如同許多其他導演的首部劇情長片，本片充滿了紀
錄片導演波德溫 ‧ 庫爾的個人回憶，藉以紀念那隻幼時飛來他的窗邊，陪
伴他度過美好的三個月的可愛小烏鴉。這是一個溫暖卻又令人心疼的成長
故事，導演 對於男孩與烏鴉的友誼刻劃，對於家庭關係和社經結構的寫實
批判，直追「英國電影良心」肯 ‧ 洛區的不朽經典《鷹與男孩》。

Times are hard for Jojo. This ten year old boy lives alone with his father, a
bear-like night watchman, in a rural area. Jojo is left to himself with his many
questions and worries. Father and son need time to learn to deal with the drama
in their family.
Jojo’s only solace is a young jackdaw that has fallen out of his nest, and which
he secretly takes in. Rearing the little bird, which is even more vulnerable than
himself, gives Jojo a feeling of happiness and responsibility.

■

板橋大遠百威秀影城5廳
05/05 (日) 18:10
05/08 (三) 15:30
05/12 (日) 14:50

★★★ 2012 芝加哥影展

Le jour des corneilles

森林之子：不滅的愛

■

板橋大遠百威秀影城5廳
05/04 (六) 11:00
05/10 (五) 17:30
05/12 (日) 12:50

尚 - 克里斯多福·德桑 Jean-Christophe Dessaint
法國 France | 2012 | 35mm | Color | 96min

是什麼樣的一部動畫，不只找來《終極追殺令》法國型男尚 ‧ 雷諾及
《記得我愛你》凱撒獎影后伊莎貝 ‧ 卡侯擔任配音，就連法國新浪潮巨匠
夏布洛都來獻聲助陣，成為大師辭世前的最後作品？
故事始於樹林深處的一間木屋，一個活潑好動的男孩和他的父親（由
尚 ‧ 雷諾聲音演出）完全與世隔絕，過著原始、艱苦的生活。孩子在又敬
又畏的父親身邊長大，陪伴他的只有森林裡的花草鳥獸，以及那些徘徊不
去的幽靈。直到有一天，男孩的父親受了傷，他被迫拖著父親巨大地身軀
前往附近村落求救。在陪伴父親治療的過程中，他認識了善心醫生（由夏
布洛聲音演出）的女兒（由伊莎貝 ‧ 卡侯聲音演出）；在她身上，他發現
原來愛是存在的。於是，他發誓要找到父親將愛藏起來的地方。

Young and Innocent

In a cabin in the deep of the forest, a child and his father lead a wild and hard
life in utmost isolation. The child grows up fearing and admiring his father,
with the ghosts haunting the forest as his only companions. Until the day he
discovers a neighboring village and meets a young girl there, Manon. At her side,
he discovers that love exists. From then on he won’t cease to search for the place
where his father’s love for him is hiding.

青春與童真

尚 - 克里斯多福 ‧ 德桑曾經參與過《篷車嬉征記》、《拉比有隻賤嘴貓》
等指標性法國動畫的製作，加上曾遠赴韓國取經的特殊經歷，令這部由他
首度獨立執導的動畫長片在濃厚法蘭西人文思維之外，還流露出罕見的東
方情懷，猶如馬塞 ‧ 帕諾爾的鄉土故事碰上《不能沒有你》的社經批判及
《狼少年：不朽的愛》般純情浪漫，再摻入宮崎駿最強調的萬物有靈說法及
環保核心價值，堪稱將鄉土與魔幻兩個不同元素做了最完美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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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安錫動畫影展正式競賽

The Dearest

給親愛的你
金善雅 Sun-ah Kim、朴世熙 Se-hee Park
韓國 South Korea | 2012 | HD Cam | Color | 72min

故事從一名少女之死開始倒敘，心智發展略為遲緩的 Eun-sil 因難產死
去，留下一個無人認養的嬰兒。她的兩位朋友回到家鄉，得知此事，在與
另一位老友協助照顧遺孤的過程中，發現嬰兒的親生父親始終是個謎，究
竟是被刻意忽略，或是為了保護未曝光的某人？她們開始追查真相，層層
抽絲剝繭，發現了這個平素安靜祥和的小鎮不為人知的陰暗面，同時也令
自己處於高度的不安全中 …。
台灣的影展觀眾真的很幸福， 2012 年安錫動畫影展的十部競賽長片中，
《追逐繁星的孩子》有片商引進，而《兔子的日落大道》、《搶救長頸鹿大作
戰》、《畫畫小人國》、《泰德瓊斯：法櫃天兵》、《野蠻人羅納爾》則在影
展放映過，至於本屆新北市電影節放映的《蜜色肌膚》和《給親愛的你》兩
部與韓國相關的動畫片，也是十部入圍之二，其中《給親愛的你》是韓國
罕見的成人動畫，成績斐然的製作團隊首度挑戰陰暗題材與深具批判自省
的觀點，成績深受肯定。
青春與童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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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hye and Sun-mi visit their hometown, a small and quiet village in the
countryside, after a long time only to face unexpected news: their old friend Eunsil died while giving birth. The town is left in an uproar because of the baby,
whose father is unknown, and it is neglected, protected by no one. While Inhye and Sun-mi try to save the baby with the help of Ji-young, their friend who
has stayed in town, they find out that Eun-sil, who was mentally retarded, was
a plaything of the village. In-hye and Sun-mi are troubled with the rage they
feel against the village people and the guilty conscience they feel towards Eunsil. Although they abandoned Eun-sil in the past, will they be able to protect her
baby until the end?

■

板橋大遠百威秀影城10廳
05/10 (五) 18:30
05/12 (日) 19:10
05/14 (二) 16:40

★★★ 2012 安錫動畫影展觀眾票選獎

Couleur de peau: miel

蜜色肌膚

■

板橋大遠百威秀影城10廳
05/09 (四) 13:30
05/11 (六) 14:00
05/13 (一) 18:20

洛宏·波瓦洛 Laurent Boileau、金允錫 Jung Henin
比利時 Belgium、法國 France、韓國 South Korea、瑞士 Switzerland | 2012 | HD Cam | Color | 70min

隔離感是一切焦慮不安的來源。身為一名韓戰孤兒，小允幸運地被一個
比利時家庭收養，雖然他努力要入鄉隨俗，卻始終無法在西方文化和白人
世界中找到身份認同感。他有時假裝自己是日本人，有時藉著營造和家人
間的緊張對立關係凸顯自己的存在感，後來他認識了同是領養孤兒的女孩
小金，在對方的鼓勵之下開始藉著畫漫畫抒發苦悶情緒，然而一次家庭餐
桌上的爭執，卻令他和養母的關係瀕臨決裂 …。
改編自比利時漫畫家金允錫的自傳性繪本，由法國紀錄片導演洛宏 ‧ 波
瓦洛和金允錫聯合執導，為拍攝此片，金允錫隨同劇組踏上了因自小離開
而沒有任何記憶、僅存在書本和他想像之中的故鄉。電影採取真人實景、
新聞檔案影片和動畫交錯呈現的方式，金允錫在幾場戲中親自現身說法，
真情流露的片刻格外感人。這是一部巧妙融合《與巴席爾跳華爾滋》動畫
紀錄片特質，散發出如《茉莉人生》普世共鳴的鄉愁成長電影，動人至極
的尾聲甚至超越了親情的界限，觸碰到生命的真實領悟。
青春與童真

Young and Innocent

42 years old according to his civil status, Jung prefers to place his birth at the
age of 5, when a policeman found him wandering alone on the streets of Seoul.
He is one of those 200 000 adopted Koreans spread around the world. Jung
decided to return, for the first time, in South Korea, in order to breath the air of
his home country, tread the land of his ancestors, and maybe find traces of his
biological mother. This trip of reconciliation with his roots and with himself,
shot as a documentary, leads our character to recall in ani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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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Animation Tour:
Perspectives on Childhood

世界動畫巡禮 —
童真視野
飆風校車一煞不住

Unstoppable School Bus

■

府中15
05/04 (六) 10:40
05/12 (日) 14:40
05/18 (六) 11:00

★★★ 2012 4C數位創作競賽動畫組入圍

陳變法 Bian-Fa Chen | 台灣 Taiwan | 2012 | Digital Beta | Color | 6min

城市上空，戴著擁有神奇魔力綠寶石的帥氣超人正在維護世界和平，下一個畫面，
帥氣超人竟成為娃娃車上小女孩手中的公仔，原來一切都是小女孩的幻想。黑心歹
徒劫持了娃娃車，小女孩要如何與素來看不對眼的「媽寶」男孩聯手抗敵呢？原汁
原味的台灣動畫遇上好萊塢格局的驚險飛車追逐，一個甜蜜蜜關於愛的故事。

青春與童真

Young and Innoc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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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is a love story about a girl and a boy who experienced an exciting carjacking. They were
kidnapped by a bad guy who tried to steal the school bus. These two little kids, however, seemed
to have a lot of fun through the adventure.

蒼蠅王

Abiogenesis

理查·曼斯 Richard Mans | 紐西蘭 New Zealand | 2011 | Digital Beta | Color | 5min

廣闊無垠的星河，神祕的銀灰橢圓體在沙塵飛煙中翩然而降，隨即化身成為蠅狀飛
行體，在荒煙與巨石中偵測寶貴水資源。它不斷變幻形體、逆風高飛，最終目的為
何？感官刺激比美《變形金剛》，發人省思的綠色思維絲毫不讓宮崎駿動畫專美於
前。
A robot lands on a desolate world and uses the planet to undergo a startling transformation,
which has profound implications for an entire galaxy. A 5-minute computer animated short film
from New Zealand, directed by Richard Mans.

★★★ 2012 高雄電影節綠色短片優選

小強謀殺案

A Little Suicide

★★★ 2012 高雄電影節綠色短片入圍

安娜·莉莉·阿米波 Ana Lily Amirpour | 美國 USA | 2012 | Digital Beta | Color | 10min

小強一點也不髒，他太愛獨立思考，太像伍迪 ‧ 艾倫那樣神經質又嘮叨，太害怕
孤獨，於是他決定自殺，未料來自陌生人的善意遠比想像中多且巨大，猛然發現原
來幸福近在咫尺。一部從蟑螂角度嘲諷人類世界真善美的存在主義式小品，導演坦
言創作靈感來自史派克 ‧ 瓊斯、米榭 ‧ 龔特利跟尚 - 皮耶 ‧ 居內三大鬼才導演。
They say you don’t know a man till you’ve walked a mile in his shoes...well, you certainly don’t
know a cockroach till you spent a day in his little shoes- especially if it’s the day he intends to
commit a little suicide.

尋愛馬戲熊

Ursus

★★★ 2012 高雄電影節綠色短片入圍

瑞尼斯·比得森 Reinis Petersons | 拉脫維亞 Latvia | 2011 | Digital Beta | B&W | 10min

他是一隻纖細敏感的馬戲熊，平時隨著流浪戲班騎摩托車賣力搞笑娛樂觀眾，夜深
人靜之際卻總有莫名孤獨強烈來襲，那是遠方森林的野性呼喚，於是他勇敢做了一
個決定。作品來自罕見的拉脫維亞，以田園詩般的細膩質地，感懷自然與文明的必
然互斥，以及不同物種間可貴的心靈交流。

663114

★★★ 2012 柏林影展新生代單元特別推薦短片獎

青春與童真

An anthropomorphic bear works as an acrobat-motorcyclist in a traveling circus during the day
but yearns for wildlife and forest where his true happiness seems to dwell at night. This is a story
of dreams, longing, the search for oneself, friendship and happiness.

平林勇 Isamu Hirabayashi | 日本 Japan | 2011 | Digital Beta | Color | 7min

Every sixty-six years a cicada makes its way out of the earth and climbs up a tree to shed its skin.
But this time it's different. A Japanese animation film in which an ostensibly resistant insect's
monologue draws a parallel between the catastrophes of Hiroshima and Fukushima.

Young and Innocent

由數字所組成的片名，意為二戰結束 66 年後的 3 月 11 日，4 個核電機組發生了事故。
故事主角是隻生於 1945 年如今已高齡 66 年的蟬，他以悲劇性的口吻緩緩自述如何
忍受地震、海嘯以及輻射危害，窮盡畢生之力留下子嗣，藉此鼓勵經歷種種苦難的
日本人要堅強生存下去。言簡意賅，卻深情款款總結了日本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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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蒼蠅飛飛飛

Leo Creciente

★★★ 2012 比利時Razor Reel奇幻影展

魯本·馬帝歐 - 羅米洛 Rubén Mateo-Romero | 西班牙 Spain | 2012 | Digital Beta | Color | 9min

小小蒼蠅飛飛飛，未知的危險來來來，他失去了最好的朋友，來到脾氣欠佳的獨居
老教授家裡，頑皮的他把人家鼻子當成溫暖的避風港，逼得對方想盡辦法要把他除
掉，這真是一段美好友誼的「恐怖」開始嗎？一段兼容《捕鼠氣》般鬼馬和皮克斯
式機智的童趣之作。
Leo, a young fly that has just been left alone in the world, finds his unique company in an old,
bitter professor. The cruel plan of the professor to kill Leo will end up forging a big friendship
between them.

蝴蝶

Le Papillon

★★★ 2006 台灣國際動畫影展

張志一 Zhi-Yi Zhang | 中國 China | 2005 | Digital Beta | Color | 3min

課堂上，老師宣佈今天的題目是蝴蝶，小光頭怎麼也畫不出來，卻發現鄰座的女孩
不過離開座位一下，就交出了一張唯妙唯肖的作品。他心有不甘，這回決定尾隨女
孩離開教室，非要發現人家的秘密不可。旅法東北大妞張志一令大朋友小朋友會心
一笑的水墨動畫小品，短小精悍卻又餘韻無窮，告訴你原來國畫可以這樣畫！
A teacher asks her class to draw a butterfly. A little boy wonders how his neighbor manages to
draw so well.
青春與童真

獵人與骷髏怪

The Hunter and the Skeleton

根秋嘉措（白斌）Gyatso Gentsu | 中國 China | 2012 | Digital Beta | Color | 26min
Young and Innoc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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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打獵的獵人遇見了骷髏怪，他該如何以智取勝，才不會淪為對方的腹中物呢？
藏族導演根秋嘉措以藏族傳統唐卡繪畫藝術重新演繹了古老的民間傳說，對話採用
康巴地區東部的甘孜方言，音樂則以藏區牧人山歌及傳統民樂巴塘弦子為主要元
素，期望在展現傳統文化的美麗之餘，也順帶呼籲保存和永續發展的緊迫性。
A spectacular animated version (in a brilliant combination of flash plus thangka) of an Eastern
Tibetan folk tale: when a hunter meets a fearsome skeleton monster, are they friends or enemies?

★★★ 2012 中國獨立影像年度展

Across the Border

跨越國境

跨越國境

Across the Border

國境藍調 | Frontier B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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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電影旬報年度十佳片第一名、最佳女主角獎

★★★ 2012 柏林影展國際同盟藝術電影獎

Our Homeland

應許之國,雙重人生
梁英姬 Yong-hi Yang
日本 Japan | 2012 | HD Cam | Color | 100min

篤信北韓才是人間樂土的父親，把 16 歲的兒子送往祖國生活，從此再無
相見， 25 年過後，兒子因腦腫瘤而獲准赴日就醫，在重重監視下與家人重
逢。鐵幕生活的兒子，自由成長的女兒，懷抱歉疚不知所措的父母，一個
終於團圓的家庭，卻被奇妙而尷尬的氛圍所籠罩。當社會主義天堂原是一
場騙局，曾經熱血的信念只能灰飛煙滅。在日本成長及生活的韓裔導演梁
英姬，將自己的親身經歷搬上銀幕。在《愛之剝脫》裡有突破性表現的安
藤櫻飾演女兒，整個故事從她的角度展開，日本潮界代表 Arata 飾演闊別
多年的兒子，連同《窒息暴戾》韓國獨立導、演全才梁益俊友情客串的北
韓監控人員，三人在片中的互動十足精采。

跨越國境

Across the B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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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英姬曾以日本的父母、平壤的哥哥及其家人為對象，持續記錄十多年，
她的紀錄片背景顯然影響了首部劇情長片對於寫實、日常的細膩呈現，就
此走向與另一部描述「在日朝鮮人」生活的史詩《血與骨》（兩片配樂恰好
都是岩代太郎）截然不同的美學方向。這部感動無數觀眾的優秀作品，不
免令人想起台灣的海峽兩岸情結，同樣分裂的家園、雙重的人生、矛盾的
認同，當台片依舊拘泥於美好往昔的膚淺溯往、懼怕於敏感政治現實的深
刻觸碰，梁英姬卻從最真誠的個人感受出發，由小言大，悲憫的感懷令人
泫然，更為錯誤的時代做了最動人的註腳。

Sent abroad to North Korea as a child, Sunho recounted the hardships and
traumatic journey he took in 25 years, just to be united with his parents. At the
screening at the Berlin festival, Our Homeland brought soulful tears out of the
audience, and is Japanese’s entry to Oscar’s Foreign Language Category in 2013.

■

板橋大遠百威秀影城10廳
05/10 (五) 13:10
05/12 (日) 15:20
05/14 (二) 18:20

★★★ 2009 盧卡諾影展正式競賽

Frontier Blues

國境藍調

■

府中15
05/10 (五) 16:50
05/12 (日) 10:30
05/16 (四) 17:30

巴巴克·賈拉里 Babak Jalali
伊朗 Iran、英國 UK、義大利 Italy | 2009 | Beta | Color | 95min

這部平靜的喜劇，講的是發生在伊朗北方，有著土庫曼、哈薩克、俄羅
斯、亞美尼亞多種族語境的奇異故事，由一批業餘演員演出，由四個故事
所組成。故事開始於頭腦遲鈍的 Hassan，他被母親遺棄，唯一的好夥伴是
一台錄音機，無論到哪東遊西逛，都帶著他的寵物驢。Hassan 只能跟舅
舅一起生活，但這位開服裝店的舅舅並不喜歡他，事實上舅舅從來沒賣出
過什麼衣服，因為城裡的人早搬走了。還有一個在養雞場工作的土庫曼人
Alam，他想跟伊朗女子 Ana 結婚，但是他根本從沒跟 Ana 說過話。於此同
時，一位 55 歲的吟遊藝人正在給一位德黑蘭來的攝影師當嚮導兼拍攝對
象，他向人們講述 30 年前自己的妻子是如何被一個開著綠色奔馳車的牧羊
人誘拐跑的，他的感情創傷仍未癒合。

Across the Border

Iran’s northern border ranges from mountains to plains to the Caspian Sea;
Persians, Turkmen, and Kazakhs share the landscape. Filmmaker Babak Jalali
presents an assortment of hometown stories that evoke the potential and diversity
of this unfulfilled gateway between Europe and Asia. With a cinematic style
that is a study in elegant simplicity, Frontier Blues is a sweet, slightly absurdist
snapshot of desperate men, absent women, and waiting for whatever the future
may hold.

跨越國境

大多數的人，以及 Hassan 的驢，一直沒有什麼改變。但 Alam 必須有所
改變，所以他終於鼓起勇氣，捧著花盆要向 Ana 表白。離開家鄉，到外頭
闖蕩，如此卑微的夢想，在這個美麗卻有些荒蕪的邊境小城中，卻是如此
遙不可及。這是一部關於現代與前現代如何衝突、妥協的冷幽默電影，有
那麼一點《二樓傳來的歌聲》的北歐氣味，但是沒有洛伊 ‧ 安德森幾近潔
癖的冷酷。到底，這個關於憂鬱的邊境的故事，在諸多時刻，依然散發出
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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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坎城影展正式競賽

Kilomètre zéro

公里歸零

辛特·沙林姆 Hiner Saleem
法國 France、伊拉克 Iraq、芬蘭 Finland | 2005 | 35mm | Color | 91min

這是發生在 1988 年兩伊戰爭時期，一個悲喜交加的動人故事。年輕的庫
德人 Ako 夢想逃離戰火紛飛的國土，但是她的妻子 Selma 不願拋下病父而
拒絕背井離鄉。後來 Ako 被迫加入海珊的軍隊，被送往兩伊戰爭前線，在
那兒他不僅經歷了戰爭的殘酷，還因為自己是庫德人而遭到虐待。絕望之
中， Ako 開始思考一個極端的辦法，能讓自己與 Selma 團聚。
辛特 ‧ 沙林姆是出生於伊拉克的庫德族導演，在 17 歲時離開伊拉克，
來到了義大利。1992 年波斯灣戰爭之後，沙林姆開始將鏡頭對準庫德族的
生活，在拍攝威尼斯影展獲獎作品《檸檬伏特加》時，正逢海珊政權倒台，
促使他決定重返祖國，排除萬難（伊拉克沒有攝影機，加上政局不穩定）
拍攝《公里歸零》，此片也成為首部入圍坎城影展正式競賽的伊拉克電影。
沙林姆自承只是一個喜歡觀察世界上發生的事，並把它們以故事的形式表
達出來的人，《公里歸零》也不是一部政治影片，片名直譯為「零公里」，
意指依舊在同一個地方。換句話說，沙林姆認為伊拉克多年來毫無進步。
如果起點依舊是零，就必須即刻前進。
跨越國境

Across the B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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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late 80's, in the small village of Amedi, the Kurd electrician Ako is
forced to leave his family and join the Iraqi army to fight in Basra against Iran.
When he is assigned to escort the coffin of a deceased soldier to his family, the
crosses the country with an Arab driver and plots a scheme to desert the army
and bring his wife and son to Paris.

■

板橋大遠百威秀影城5廳
05/04 (六) 20:40
05/10 (五) 10:40
05/13 (一) 17:10

★★★ 2012 柏林影展

Highway

尼泊爾幸福公路

■

板橋大遠百威秀影城10廳
05/12 (日) 13:30
05/14 (二) 11:00

狄帕·羅尼亞 Deepak Rauniyar
尼泊爾 Nepal | 2012 | HD Cam | Color | 80min

在一輛從尼泊爾開往加德滿都的長途巴士上，有人奉父母之命即將嫁給
毫無感情的未婚夫，有人滿懷期待即將與他的網交愛人見面，有人長期為
久婚不孕所苦，如今好不容易求到「受孕神藥」迫不及待返家與老婆一起
做人，還有人趕著送錢救急 …。
美國有人佔領華爾街，台灣勞工選擇臥軌癱瘓台鐵，尼泊爾人的作法則
是癱瘓主要幹道。這是 12 年內戰方歇的尋常景致，只不過今天情況令人格
外感到焦躁，車上有人提議不如假扮成婚嫁禮車，按習俗和人情義理，即
使是示威者也不能攔阻而必須讓道。於是，假的新郎、假的新娘與毫無默
契的假家人、以及真的樂手，就此出發。同樣的巴士，同樣的公路，成為
截然不同的命運交錯點，改變了每位乘客各自的未來。

Across the Border

The film follows the journey of nine characters whose individual stories
become accidentally interconnected during an ill-fated bus journey they take to
the capital Kathmandu. While the journey is thwarted numerous times awaiting
a resolution to the combustible strike, the film's story shifts into the characters’
psychological and spiritual‘bandh’ that many Nepalis are contending with since
the end of the bloody 12-year civil conflict.

跨越國境

本片從拍攝到完成皆充滿話題，包括首度公開談論同志議題，所有對話
由導演和全體演員即興共同完成，以及成為首部在柏林影展放映的尼泊爾
電影。值得注意的是，這還是一部在製作脈絡上相當全球化的本土電影，
不僅由《致命武器》男星丹尼 ‧ 葛洛佛擔任製片，導演甚至在全球最大募
資平台 Kickstarter 上籌措到後製費用 3 萬美金，許多旅居海外的同胞發現
此片展現了有別於傳統寶萊塢電影的南亞真實風情，因而欣然同意成為小
小投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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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希臘鐵撒隆尼卡紀錄片影展觀眾票選獎

Italy, Love It or Leave It?

義大利,愛我別走

古斯塔夫·胡佛 Gustav Hofer、路卡·拉加斯 Luca Ragazzi
德國 Germany、義大利 Italy | 2011 | DCP | Color | 75min

前義大利總理貝魯斯柯尼任期間，政治、經濟、社會、道德急速沈淪，
物價高漲、失業率破表，古斯塔夫 ‧ 胡佛和路卡 ‧ 拉加斯（他們既是本片
導演，也是主角）這對居住在義大利首都的情侶，因為被房東通知必須限
期搬遷，在德國邊境長大說話有德國腔而老被當外國人的胡佛，趁勢提議
不如搬去柏林好了，反正身旁好友早已陸陸續續搬走，追求更好的生活，
然而土生土長於羅馬的拉加斯，說什麼也不同意。
歷經你來我往毫無結論的爭執，兩人同意用六個月的時間，找到離去／
留下義大利的理由。於是，他們從北到南走遍了義大利尋訪具有代表性的
題材、事件，尋找與義大利分手的理由，以如珠妙語笑看義大利的沈痾積
習（例如貝魯斯柯尼的性醜聞、拿坡里惡名昭彰的垃圾問題、柯摩湖充滿
細菌的污染水質），同時也讓一群努力奮戰嘗試改變這個國家的平凡英雄，
有了發聲的機會。

跨越國境

Across the B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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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把義大利人帶離義大利，你也沒辦法把義大利從義大利人身上拿
去。這兩位導演的最終決定為何，或許並沒那麼重要，他們的百般猶豫和
徬徨，多少反映出你我這一輩人渴望轉變的當下無奈。

After their award winning documentary, 'Suddenly, Last Winter', Luca and
Gustav are back. This time they have to decide: should they stay in Italy, or leave
it, like so many of their friends have done already. Looking at some defining
Italian icons, they go on a emotional trip on a old Fiat 500 through Italy, to look
behind the cliches and to discover, what's left of the famous Italian way of life,
confronting a glorious pas, a shaky present and an uncertain future.

■

板橋大遠百威秀影城5廳
05/07 (二) 15:40
05/09 (四) 11:00
05/11 (六) 22:20

★★★ 2012 羅馬影展

Centro Histórico

舊城新曲

■

板橋大遠百威秀影城5廳
05/07 (二) 21:10
05/13 (一) 15:20
05/15 (三) 10:30

佩德羅·科斯塔 Pedro Costa、曼諾·迪·奧利維拉 Manoel de Oliveira、維多·艾里斯 Víctor Erice、阿基·郭利斯馬基 Aki Kaurismäki
葡萄牙 Portugal | 2012 | DCP | Color | 80min

這 是 由 四 位 導 演 各 拍 一 部 短 片 所 結 合 起 來 的 電 影， 片 名 直 譯 為「歷
史 中 央 區」， 即 是 電 影 中 作 為 焦 點 的 葡 萄 牙 北 邊 文 化 重 鎮 吉 馬 良 斯
（Guimarães），本片的完成，即是為了慶祝這個城市獲選為 2012 的「歐洲
文化之都」（ European Cultural Capital for 2012）。這四位作者的選取，兩
位是葡萄牙在地的大師級導演佩德羅 ‧ 科斯塔和曼諾 ‧ 迪 ‧ 奧利維拉，
一位是鄰居西班牙的巴斯克地區導演維多 ‧ 艾里斯，一位則是遙遠的局外
人芬蘭導演阿基 ‧ 郭利斯馬基。

Across the Border

The Portuguese city of Guimarães was European Cultural Capital for 2012.
To celebrate that, four directors - two local maestros (Pedro Costa and Manoel
de Oliveira), a neighbour (Basque, Víctor Erice) and an outsider (Finnish, Aki
Kaurismäki) - were asked to make an omnibus film on 'the stories the city has to
tell'. They give an idiosyncratic, varied picture in substance, style and tone.

跨越國境

郭利斯馬基的段落是一部酸甜苦辣五味雜陳的感性喜劇，電影中沒有對
白，講一個孤單的酒保，他看遍人生百態，可自己卻不曾擁有豐富的人生
內涵。科斯塔帶領觀眾隨同一名葡萄牙軍人塑像和維德角移工，重探該國
的殖民歷史。艾里斯的是紀錄片，要向葡萄牙有 150 年之久的紡織工業作
致敬，現今這整個產業因為幾乎完全外移到亞洲而凋零沒落。以及，全世
界年紀最長的電影導演奧利維拉帶來了辛辣的嘲諷劇，開了在這個歷史中
心點也是觀光盛地中，川流不息前來造訪的觀光客們一個玩笑，對比著在
地的凝視，與過客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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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egend of Ataabu

阿罩霧風雲
許明淳 Hsu Ming Chun

台灣 Taiwan | 2013 | HD Cam | Color | 104min

阿罩霧，一個位在台灣中央、山峰雲霧繚繞的地方，「台灣五大家族」
之一的霧峰林家，不但與近代台灣史的發展息息相關，更成為世紀轉換之
交，安內攘外的主要力量。
戰功顯赫的林文察，漂洋過海協助清朝平定太平天國之亂，獲得提督職
銜；克紹箕裘的長子林朝棟（由霧峰林家子孫林睦宸飾演），成為日後中法
戰爭要角。阿罩霧林家宅邸，雕樑畫棟的大花廳裡，戲台上，戲旦們歌詠
著舊時代的忠孝節義，戲台下，歌樓舞榭之處，林朝棟將要迎接的，是新
時代迭替的風起雲湧 …。
本片採用台灣紀錄片中較罕見的「戲劇還原」手法，由「花岡二郎」蘇
達與「金枝演社」副團長施冬麟共同擔任戲劇指導，《夜奔》尹昭德深情旁
白，加上《色 ‧ 戒》美術指導李寶琳、《後宮甄嬛傳》服裝設計陳同勛、
《豔光四射歌舞團》金馬獎最佳造型設計得主陳淑津聯手精雕細琢，感性勾
勒豪情歲月裡大家族的興衰起伏。
跨越國境

Across the B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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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ise of the Wufeng Lin family serves as the best example of Taiwan’s
social mobility in the Qing Dynasty. Their influence then was infinite until
the post-war period and could hardly find an equal. The Legend of Ataabu
is a documentary on this great clan whose family history can be seen as the
epitome of the Taiwan history. A film you cannot do without when it comes to
understanding the contemporary Taiwan/China history.

■ 府中 15
★05/18 (六) 17:10

世 界

World Premiere

首 映

世界正在改變

World in Change

世界正在改變

World in Change

龐克不死，只是抓狂 | Le grand so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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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柏林影展

Indignados

怒不可樂
東尼·葛里夫 Tony Gatlif
法國 France | 2012 | DCP | Color | 88min

「請聽人們在歌唱，唱出了內心的憤怒，這是受苦者的歌聲，從此不願
再為奴 …」，從音樂劇到電影版《悲慘世界》鼓舞無數民眾的主旋律〈請聽
人們在歌唱〉猶言在耳，從阿拉伯之春到佔領華爾街的各樣憤怒持續燃燒，
體內流著吉普賽和阿爾及利亞人滾燙血液、不斷透過流浪追尋自我的傳奇
導演東尼 ‧ 葛里夫，法國著名抵抗運動人士艾塞勒（ Stéphane Hessel）所
著、暢銷百萬冊的 32 頁小書《憤怒吧！》（Indignez-vous）啟發，響應時勢
完成了這部難以被定義卻美不勝收的影像詩篇。

世界正在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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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以漂流在海上的鞋子揭開序幕，那些鞋子的主人是來自彼岸的非法
移民，他們可能在前往這個應許之地的途中早已意外喪生。東尼 ‧ 葛里夫
透過一名成功抵達歐陸的非洲難民少女的外來者視角，有時冷眼遊歷，有
時激情參與成為形形色色抗議活動的群眾之一，既沉默又咆哮地追尋今日
的時代精神。這是一場發生在數位時代，由下而上、眾聲喧嘩、全球接力
的行為藝術饗宴，發起西班牙佔領運動的憤怒者（ Indignados，即是本片
片名原意）向世界宣稱：「目前的世界不是我們想要的世界。我們絕對有權
利決定生活在什麼樣的世界。我們相信我們可以改變一切，而目前正處在
改變的絕佳時機。」看完電影的你，準備好要改變了嗎？

A mixture of dramatised scenes and real-life events are used to portray Betty’s
journey to the heart of today’s zeitgeist. Stéphane Hessel’s bestselling essay Time
for Outrage! which has been an inspiration to many of the protagonists of this
pan-generational movement, steers us through Tony Gatlif ’s film.

■

板橋大遠百威秀影城5廳
05/05 (日) 11:00
05/07 (二) 19:20
05/14 (二) 17:00

★★★ 2012 坎城影展一種注目單元評審團特別獎

Le grand soir

龐克不死,只是抓狂

■

板橋大遠百威秀影城5廳
05/05 (日) 22:20
05/10 (五) 12:40
05/13 (一) 19:10

班諾·戴爾賓 Benoît Delépine、葛斯塔夫·迪科文 Gustave de Kervern
法國 France、比利時 Belgium | 2012 | DCP | Color | 92min

《大叔的哈雷日記》、《幹掉大老闆》獨一無二的法國喜劇雙導演又來了。
這對創作搭檔永遠關注底層、弱勢發聲，這回他們的故事主人翁是一對兄
弟，哥哥是帶著一隻狗晃遊度日的老龐克，弟弟則是循規蹈矩一絲不苟的
售貨員，兩人的老父母開了家專賣馬鈴薯的小吃店，生活勉強過得下去，
直到弟弟因故失業，這對兄弟被迫聯手搞起革命 …。
大量定點鏡頭任由景框中的角色自由進出，演員的臉部表情與肢體動
作則令人想起郭利斯馬基的電影，本片以刻意的冷調去凸顯片中邊緣角色
「不得不為之」的宿命與必然性。每個決定都是基於生存或解決需求的原始
本能，意在讓這個虛矯造作的文明社會好好感受野蠻的驕傲，同時更是對
於法國大革命精神「自由、平等、博愛」的徹底實踐。

World in Change

Our protagonist is Not, "the oldest punk in Europe with a dog" as he describes
himself. He is joined by his brother, the far more conventional and straightlaced Jean-Pierre, who works as a salesman in a nearby mattress shop. JeanPierre lectures Not on his lifestyle, but his own suburban life is unravelling and
unemployment seems imminent. Together they decide on sparking a revolution
in the shopping centre - their very own Arab Spring, as it were.

世界正在改變

兩位導演以此片作為他們對阿拉伯之春的回應，所有看似刻薄的幽默和
粗魯的瘋狂，都是在肯定個體建立另一種生活的自由，也以此和故事本身
的沈重、悲劇性，形成強烈對比。對了，本片最驚喜的演出，不是「大鼻
子」傑哈 ‧ 德巴狄厄、不是老龐克身邊那隻跟《大藝術家》烏吉同樣搶戲
的白目小狗（所有劇組人員都被牠咬過），而是兩位導演故意找了某位嗆法
國總統薩科奇出名的男子，在片尾客串大賣場保安，好高明的嘲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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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陽光調查紀錄片大獎入圍

★★★ 2011 第五屆雲之南紀錄影像展

The Cold Winter

暖冬

鄭闊 Zheng kuo
中國 China | 2011 | Digital Beta | Color | 102min

2009 年 7 月，北京市朝陽區將近 20 個藝術區因城鄉一體化政策而被列入
拆遷計劃，開發商相繼貼出「騰退令」要求原已簽訂長期租約且投下資金
裝修的藝術家們即刻無條件搬離，不從者遂以斷水、斷電相逼。各藝術區
相繼成立維權小組、輪流值班抵禦開發商的夜間強拆策略、派代表去各級
政府上訪，甚至相互串聯在拆遷現場進行行為藝術創作，展現中國當代藝
術界罕見的對等與團結，是謂「暖冬計劃」。
鄭闊因拍攝《 798 站》偶然來到「暖冬計畫」現場，除了捕捉藝術家們堅
守立場勇敢抗爭的第一手畫面，也記錄下維權背後的紛紛擾擾。維權到底
是維護誰的權利？最終目的是什麼？開發商在各界壓力下發放賠償金，表
面上皆大歡喜，鄭闊的鏡頭卻明晰如鏡般映照出人性的複雜、自私和軟弱。

世界正在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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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繞「暖冬計劃」的各種聲音堪稱中國當代社會的一個標本，這部傑出
的作品早已超越特定事件的單純記錄，從政經脈絡、創作自由、民主人權、
英雄崇拜等不同角度切入，在激進還是保守、妥協隱忍抑或揭竿起義之間
反覆辯證，理性省思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無止無休的立場對峙，值得
關注台灣都更議題的朋友引以為鑒。

From the end of 2009 to early 2010, some of the art districts near the 798
Art Zone in Beijing suffered violence strong remove. Artists’ stand fast, struggle,
hesitation and infighting all put on the stage in the extremely cold winter.

府中15
05/10 (五) 12:50
★05/11 (六) 16:20
05/19 (日) 18:30
■

Imagine Hong Kong

幻想香港

板橋大遠百威秀影城5廳
★05/12 (日) 12:30

■

05/17 (五) 16:30
05/19 (日) 15:00

羅維明 Law Wai-ming
香港 HK | 2011 | HDV | Color | 73min

許多影評人心中都有個電影夢，法國的楚浮、台灣的陳國富都是代表性
的例子。新北市電影節去年放映了香港資深影評人黃國兆改編自作家劉以
鬯經典名著的《酒徒》，今年則邀來寫過《電影就是電影》、《電影神話》等
多本經典影評集的知名影評人羅維明執導的《幻想香港》，這個有趣的片名
令人想起《否想香港》，一本 1997 主權移交前後名噪一時的文化研究文集。

In 2010,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commenced revitalization work at Pak
Tse Lane to commemorate China’s 1911 Revolution. The same year, a group
of post-80s declared to expel the hypocrite politicians by becoming legislators
themselves. I keep having the same dream recently. My car breaks down in front
of the Government House, HSBC and China Bank. Can I go where I want? Is
everything just floating bubbles?

世界正在改變

「我經常做著同樣的夢，我的車子在山上拋錨，港督府、中國銀行、匯
豐銀行，就在背後 …。」《幻想香港》始以頗富詩意的篇章描繪攝影師進出
現實及其夢境中的中環，終以較粗糙的手搖鏡記錄「 80 後」青年圍坐立法
會抗議特首曾蔭權提出的「政改方案」，片中還出現了編導現實生活中常流
連的 71 吧（club 71），以及 71 吧附近被政府活化保育以紀念辛亥革命的百
子里等。羅維明以如夢似幻的半紀實影像，佐以各式各樣意在言外的符號、
隱喻和象徵，浪漫、懷舊、感傷、卻也尖銳地成就了一個本土港人之夢，
這是他對於 21 世紀第一個十年的私人小結。

World in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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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第十屆香港社會運動電影節

Mothers' Strike

罷工的母親
Szum Tv / Think Tank Feminist Mothers
波蘭 Poland | 2011 | Digital Beta | Color | 23min

波蘭西南方的 Walbrzych 因為煤礦關閉、工業委縮，失業率居高不下，
女性尤其嚴重。這部由多段訪問所構成，身份背景各異的邊緣女性，勇敢
面對攝影機吐露她們如何無奈承受失業、低收入、居無定所和家庭負擔等
種種壓力。經歷錯誤政策、缺乏基本人權保證的惡質企業的雙重剝削，她
們選擇更進一步的抗議方式。她們開始佔據空置的房屋，建立一個臨時的
棲身之所，政府傾其所能將她們驅離，卻不願花更多心思解決當下困境，
於是這群母親開始進行絕食抗爭，被斷水斷電就移師其他公共場合進行她
們僅僅能作的，沉默而卑微的抗議。
《悲慘世界》裡的芳婷死了，遺孤幸有善心的尚萬強代為照料，然而在這
個真實世界的每個角落，還有千千萬萬個芳婷，持續與周遭困境搏鬥。這
部紀錄片與《資產階級重佔城市中心》皆由 SzumTv 製作，這個頻道與波蘭
的工人行動及無政府主義聯盟合作，專門放送來自底層的人民聲音，鼓勵
各式各樣的社會運動。
世界正在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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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hers’ Strike is a short film about the particular situation of women workers
who refuse to carry the double burden of wage and reproductive work in Poland's
'Special Economic Zones' (SEZ). It portrays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the striking
women in Walbrzych, Poland in 2010, their struggle against local authorities,
conflicts with welfare institutions and their attempts at self-organizing.

■

府中15
05/10 (五) 18:50
05/17 (五) 12:50

★★★ 2012 第十屆香港社會運動電影節

The Bourgeoisie Returns to the Centre

資產階級重佔城市中心

■

府中15
05/10 (五) 18:50
05/17 (五) 12:50

Szum Tv
波蘭 Poland | 2010 | Digital Beta | Color | 65min

都市縉紳化（Gentrification）是一個奇妙的字，又譯中產階層化或仕紳
化，意指一個舊區從原本聚集低收入人士，到重建後地價及租金上升，吸
引較高收入者遷入，並取代原低收入戶。都市縉紳化的轉變過程，往往導
致該區生活水平提高，原先居住在此的低收入者最後可能反被新遷入的高
收入者歧視，甚至被迫遷往更偏遠或條件更差的地區維持生活。
《資產階級重佔城市中心》記錄了波蘭的都市縉紳化始末。近年，華沙市
中心及工人聚居的舊建築被拆毀，取而代之的是新的高價屋苑。地產發展
商及地方政府宛如資本主義的奴僕，令「在市中心居住」成為有錢人的特
權。對於片中的積極行動者、居民組織代表，左翼學者及佔屋者來說，居
住在得體而合適的住屋裡，不應是特權，而是基本權利。他們的抗爭於是
多元地開展，就從相互串連罷繳租金開始。維權不只發生在《暖冬》裡的
中國，波蘭亦然，世界亦然，台灣亦然。
世界正在改變

"The Bourgeoisie returns to the Center" is about processes of exclusion and
gentrification in Polish cities, and about the resistance of tenants and squatters
against these processes. It is about Poland, but processes of gentrification and
the struggle against them happen in many countries in Europe, but also in Asia,
Australia.

World in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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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s of Global Workers: Non-Fiction

無理人生 —
全球勞工群像紀錄篇
玻利維亞礦工日記

Juku

克洛·羅素 Kiro Russo | 玻利維亞 Bolivia | 2011 | Digital Beta | Color | 18min

片名 Juku 可以翻成盜礦者，有時也意指專業採礦人。與其說這是關於礦工的故事，
不如把它當成一首關於黑暗與光的詩篇。波索科尼丘陵是玻利維亞錫礦最大產地，
也是年輕導演克洛羅素其祖母的故鄉。視蔡明亮導演為偶像的他，蹲點在伸手不見
五指的礦坑中長達一年半以上時間，詩意捕捉人類如何與光搏鬥的撼人瞬間。

世界正在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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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10000 people enter daily into Posokoni, the largest tin mine in Bolivia. The camera
follows light as it devours obscurity but the opposite also happens. After an accident, darkness is
left behind and the exterior awaits them with some kind of liberation.

貧民時尚大道

Unravel

美那·古璞塔 Meghna Gupta | 英國 UK、印度 India | 2012 | Digital Beta | Color | 14min

Reshma 有著神似寶萊塢一姐 Kajol 開朗笑容，但她沒有昂貴的紗麗與珠寶，她只是
日復一日前往工廠處理來自世界各地的回收衣物，按色分類、去標、除扣、分裝，
再目送它們離開印度的辛勤女工。她從沒機會旅行度假，這些衣物卻帶領她神遊五
湖四海，彷彿經歷一段段不一樣的人生。愉悅中泛著感傷，溫暖中帶著自省。
This short film follows the western world’s least wanted clothes, on a journey across Northern
India, from sea to industrial interior. They get sent to Panipat, a sleepy town and the only place
in the world that wants them, recycling them back into yarn.

■

府中15
05/05 (日) 19:30
05/12 (日) 16:20
05/19 (日) 13:00

礦工

Coal Miner

★★★ 2012 陽光華語紀錄片大獎入圍

郭宗福 Kuo Tsung-Fu | 中國 China | 2012 | Digital Beta | Color | 40min

神木縣是中國第一產煤大縣，在經濟至上的利益驅使下，全縣從上到下只好無視煤
礦開採所造成一系列環境及工殤問題。從默默無聞的 DV 愛好者到如今小有名氣的
紀錄片工作者，郭宗福這部追蹤礦工與其家人每日生活的紀錄作品，令人想起初出
茅廬時期的賈樟柯，曾經何等質樸無畏地揭露你我所不知道的中國最真實的面向。
Shenmu County is China's largest coal producing county where serious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re induced by the over exploitation of the coal resources. However, to pursue economic interest,
it continues and even accelerate the predatory exploitation at the expense of the environment.

瘋顛狂書道館

Crazy Calligraphy

盧彥中 Lu Yan-Zhong | 台灣 Taiwan | 2012 | Digital Beta | Color | 16min

一個被稻田圍繞的台灣小小鎮，住著一位在廟埕邊開設「瘋顛狂書道班」十五年來
從不收費的納骨塔清潔員，他是勞工，也是別人的丈夫和父親，更是最不為人知的
書法大師。本片活潑、充滿個性地記錄了這位鄉間藝術家自得其樂的人生觀，挑戰
了你我對於藝術的定義，甚至模糊了偉大深邃與虛張聲勢的界線。

世界正在改變

An urn vault janitor lives in tiny town in Taiwan surrounded by rice paddies, and he has been
teaching at a "Mad Calligraphy Class" next to the temple square for free for fifteen year. He is a
laborer, a father and husband, and an unknown calligraphy master.

World in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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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s of Global Workers : Fiction

戲假情真 —
全球勞工群像故事篇
剝剝樂

Trubow

多田昌平 Shohei Tada | 日本 Japan | 2012 | Digital Beta | Color | 19min

面無表情的失業男在街頭尋找臨時的工作，無意間瞥見電線桿上不要求學歷或專業
經驗的徵人啟事，隔日他依約前往，搭上陌生中年男子的貨車來到荒涼鄉間，換上
全副裝備，一場絕無僅有的農事體驗即將開始。新銳導演多田昌平兼容社會批判與
奇幻想像，全片充滿手作的獨特質感，不到最後一刻，謎底絕不揭曉！

世界正在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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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young man lands on a part time job at Akabori Firm. A heedless employer Akabori takes him
to a field surrounded by mountains. What the young man discovers there changes him forever.
The surprise ending is a must see!

墜落邊緣

Falling Edge

吳易蓁 Wu Yi-Zhen | 台灣 Taiwan | 2012 | Digital Beta | Color | 25min

Jerry 和阿傑是分處於英國和台灣的警察，他們互不相識，對每日例行工作逐漸同感
厭煩，然而他們在盤查外籍移工時所面臨的矛盾，卻令兩條看似永不相交的平行線
產生了重疊。這是台灣版本的《火線交錯》，真誠自省公權力與人性之間的灰色地
帶，《候鳥來的季節》、《志氣》台灣第一硬漢莊凱勛脆弱柔情的真摯詮釋。
The film narrates the story of two teams of policemen, who worked in the UK and Taiwan.
They did not know each other however both of them lost passion for their jobs in the air of
bureaucracy and political correctness.

府中15
05/10 (五) 10:30
★05/11 (六) 19:00
05/17 (五) 18:10
■

★★★ 2012 高雄電影節奇幻短片優選

美好生活

Beautiful Life

★★★ 2013香港獨立電影節

陳浩倫 Chan Ho-Lun | 香港 HK | 2012 | Digital Beta | Color | 25min

20 歲的印尼少女 Yayang 離鄉背井來到香港，在一個勞工家庭幫傭，周日雖然沒有
休假，生性開朗的她依舊努力工作，期待早日還清仲介費，儘快拿到合理工資，好
衣錦還鄉開創美好生活。以清新童真的眼光看盡功利香港層層剝削背後的苦澀與無
奈，假如你的僱主只拿得出香蕉，你願不願意咬牙當那隻猴子呢？
Yayang is an Indonesian girl who came to Hong Kong and work, dreaming to improve her
quality of life in Indonesia someday. Yet, she is hired as domestic helper by a grassroots family
that has unstable financial status.

Cleaner

★★★ 中華民國99年度短片輔導金影片

羅頌其 Luo Song-Qi | 台灣 Taiwan | 2012 | Digital Beta | Color | 22min

樓上樓下，實際距離並不遙遠，卻可能是截然不同的世界。關上了門，以為可以保
全一切秘密，卻忘了原來還有窗。大樓洗窗工人阿標透著窗戶觀看每層樓、遍覽人
世百態，然而這次他決定再也不要當個冷漠的旁觀者 …。台灣短片罕見的好萊塢式
敘事，峰迴路轉柳暗花明的情節鋪陳，一則風格獨具的黑色寓言。
Biao is a window washer; he gets to see the myriad facets of different people's lives through the windows, but
he decides not to be an indifferent onlooker this time. Told in a Hollywoodesque narrative seldom seen in
Taiwan's short films, this offbeat noir fable features singular plot twists.

The Guest

賈米爾·阿里 Jameal Ali | 孟加拉 Bangladesh、英國 UK | 2012 | Digital Beta | Color | 15min

Sakib’s life is routine, everyday he does the local shopping for the house and cleans up after his
master this is all he has known since leaving his village and friends. However his world is turned
upside down by the arrival of his master's nephew from abroad.

World in Change

九歲小男孩 Sakib 隨同母親在一棟豪宅裡幫傭，整天忙進忙出為主人送上茶水點心，
吃睡只能待在廚房。某日主人年輕俊帥的外甥來訪，他的房間成了男孩慾望啟蒙的
禁地。一部從童工觀點透視南亞社會階級差異、思索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的成長電
影，熱帶地景所發散出情緒上的黏稠感，為影片增添了些許「性」的曖昧。

★★★ 2012 英國東倫敦電影節

世界正在改變

意外的訪客

87

★★★ 2012 坎城企業媒體暨電視獎環境生態類金海豚獎

★★★ 2012 第十屆香港社會運動電影節

Behind the Screen

電腦的前世來生

■

板橋大遠百威秀影城10廳
05/09 (四) 21:10
05/10 (五) 17:00
05/13 (一) 12:30

史蒂芬·包加納 Stefan Baumgartner
奧地利 Austria、德國 Germany、迦納 Ghana、捷克 Czech | 2011 | HD Cam | Color | 60min

每一秒鐘，會有七部電腦被製造出來，卻只有四個人出生到這個世界。
這樣的景況是否驚嚇了你呢？這意味著什麼？又預告著什麼？手機、電
腦、各種電子產品背後，有著怎麼樣的身世？《電腦的前世來生》將故事
從頭說起，來到非洲加納，從沙粒中的黃金開始，這是電子產品們的最初
所在。而歷經了漫長旅程，當一件件電子產品被淘汰後，它們將再度回到
非洲大地。
這部紀錄片探討了持續繁衍生產的商品背後的現實是如何運作的，而那
個世界高速到近乎失控的轉動，將為我們的文明埋下多麼深遠的影響。片
中呈現了那個我們看不到的生產線上的許多秘密，那可能關乎另一個產業
的消亡，可能關乎某一群人被以不合理方式給壓榨剝削，也可能關乎持續
製造出來的驚人而無可能消耗的物質。

世界正在改變

World in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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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探討物質文化所隱藏的文明危機的計畫，是由現年 30 歲的導演史蒂
芬 ‧ 包加納帶領其團隊攜手進行，他認為在當今這樣一個千絲萬縷、精密
連動的時代裡，任何日常活動，即便只是買一台電腦，都會造成在社會與
生態層次上更巨大的全球性影響。他們希望藉由此片，提醒大家對這件事
有更多的瞭解和警覺。

7 computers are currently being produced worldwide per second but only 4
humans are born at the same time. Everyday activities like buying a computer
always generate a greater global impact on social and ecological levels. This film
gives people behind the major electronic product a face and demonstrates the
links of a decentralized economic system that are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based on
true life processes.

反核短片集
方尹綸
王育麟
余京懷
卓 立

Fang Ying-Lung
Wang Yu-Lin
Peter Yu
Cho Li

Anti-nuclear Shorts
柯一正
陳宏一
陳翠梅
黃元成

Ko Yi-Cheng
Chen Hung-I
Tan Chui-Mui
Huang Yuan-Cheng

黃健瑋
楊俊漢
楊雅喆
劉城達

■

Huang Jian-Wei
Yeo Joon-Han
Yang Ya-Che
Liew Seng-Tat

府中15

★05/11 (六) 11:00

鄭文堂 Cheng Wen-Tang
賴志成 Lai Chih-Cheng
鄭立明 Cheng Li-Ming
鴻 鴻 Hung Hung
鄭有傑 Cheng Yu-Chieh
東華大學「格格 Blue 小組」The Incompatibles

台灣 Taiwan、馬來西亞 Malaysia | 2012-2013 | Digital Beta | Color | 80min

時代不斷改變。 1988 年，智利人民以公投決定未來八年是否由皮諾契政
權統治。為「 NO」陣營擔任行銷的廣告人借用大量流行文化拉近與民眾的
距離，從此改變國家的命運。 2010 年，一種新形態的民主革命開始在阿拉
伯世界燃燒，從突尼西亞、埃及、利比亞，到巴林王國和敘利亞，網路世
代的青年公民利用臉書等社群網站，推翻舊有的獨裁政權，向世界宣告他
們的民主宣言。 2012 年 10 月，鄭有傑和黃健瑋率先自掏腰包拍攝反核短
片上傳網路，透過動人影像裡的普世情感與觀眾溝通，希望大家看完影片
之後願意花點時間收集資訊，想想支持或是反對核能的理由。因為他們深
信，殺死我們的，不是明天的輻射，而是今天的冷漠。

World in Change

The issues regarding Taiwan's Fourth Nuclear Power Plant and the ensuing
referendum have been raging on, spawning a wide range of debates, forums,
performance art, and short films in connection therewith. Therefore a crosscountry dialogue between the anti-nuclear power films made by Taiwanese
filmmakers and the anti-Lynas (a rare earth project) films made by Tan Chui
Mui, Liew Seng Tat, and Yeo Joon Han of Malaysia was organized. This is a
polyphonous chorus of people's voices, singing the wish of everlasting beauty for
the ground beneath our feet.

世界正在改變

2013 年 3 月 9 日，台北、台中、高雄及台東總計有二十萬人走上街頭，
這是台灣歷來最大規模的反核遊行，核四與公投議題的多元論辯持續進
行，各式各樣的論壇、行為藝術、短片也接連上陣。於是，多位導演，包
含方尹綸、王育麟、余京懷、卓立、柯一正、陳宏一、黃元成、黃健瑋、
楊 雅 、 鄭 文 堂、 鄭 立 明、 鄭 有 傑、 賴 志 成、 鴻 鴻 和 東 華 大 學 的「格 格
Blue 小組」等國內不同世代創作者自費拍攝反核短片，與來自馬來西亞的
陳翠梅、劉城達、楊俊漢的「反 Lynas 稀土廠運動」短片展開跨國對話，這
是傳達人民心聲的混聲合唱，為了你我腳下這片土地的永遠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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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人生
Life of Art

藝術人生

Life of Art
電影變態指南：意識型態篇 | The Pervert's Guide to Ideology

90

★★★ 2012 夏威夷影展觀眾票選獎

Harana

菲律賓小情歌

■

板橋大遠百威秀影城10廳
05/09 (四) 15:10
05/10 (五) 11:00
05/12 (日) 20:50

貝尼托·波提斯塔 Benito Bautista
菲律賓 Philippines、美國 USA | 2012 | HD Cam | Color | 104min

一名古典吉他手，因為父親過世而重新踏上暌違十二年的故鄉，因緣際
會，他決定跋山涉水，走訪碩果僅存的三位 Harana 歌手。當年曾經讓無數
女性心動的男子，如今是平凡的農夫、漁夫和三輪車夫，他們應這位吉他
手之邀，結伴傳唱四方，將珍貴的天籟之音錄製下來，旅途中他們巧遇情
竇初開的青澀少年，義氣組成史上最強求愛歌隊，非要以最浪漫的方式把
這項幾近失傳的絕活傳承下去 …。
在這世界上，還有什麼事情比親眼見證美好的事物逐漸流逝，更要令人
黯然神傷？ Harana 這個字，意指菲律賓的傳統情歌，來自於西班牙殖民
時期的影響，舊時在偏遠鄉村或小鎮尤其盛行。年輕的男人總是在麻吉陪
同下，在月明清空的夜晚，來到心儀的女孩屋前，對著陽台把滿腔的愛意
都給唱出來。那些歌多數時候帶點探戈風味，但節奏沒那麼快，熱情中帶
著溫柔、舒緩，對於許多老一輩菲律賓人來說， Harana 不只是情歌，也代
表著一種生活方式，一種集體記憶。這是一部比溫德斯的《樂士浮生錄》
更向下紮根的鄉土紀錄片，尋根多過窺奇，從失落的庶民文化講到被遺忘
的價值觀，最後則是對於時光流逝的感懷。
藝術人生

Life of Art

Upon his father's death, Florante, a classically trained guitarist returns to the
Philippines after 12 years of absence. During his stay he rediscovers the music
of harana - a long-forgotten tradition of Filipino serenading when men sang
under the window at night to fearlessly declare their love for a woman. Intent
on preserving vanishing customs, the film rekindles a connection with the past
before it is irrevocably lost, and portrays a side of the Philippines rarely seen on
the sc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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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南特三洲影展青年評審團大獎

Theatre 1

完全演劇手冊 1
想田和弘 Kazuhiro Soda
美國 USA、日本 Japan| 2012 | HD Cam | Color | 173min

想田和弘是現今最受國際矚目的日本新生代紀錄片導演，他堅持「觀
察 映 畫」（observational film）的 概 念， 意 義 上 與「直 接 電 影」（direct
cinema）相近，但他並不刻意保持客觀或隱藏自己，反而是緊跟著事件主
人翁，適時地發問應對，在不干擾對方的情況下，捕捉下自己感興趣的畫
面。上下兩部、總片長將近六小時的《完全演劇手冊》，是他繼《完全選舉
手冊》、《完全精神手冊》和《完全和平手冊》之後又一發，被記錄者是日
本小劇場的旗艦級劇團東京青年團（今年八月將首度訪台）及其編導平田
織佐。
平田所提倡的現代口語戲劇理論，在西式對白泛濫的舞台劇領域，曾引
起前所未有的論戰，而極度寫實的美學，更是令人嘆為觀止。那些繁雜卻
自然的台詞和表演，曾一度被觀眾們當作是即興表演，殊不知舞台上演員
們的一言一行、一顰一笑，皆被平田鉅細靡遺地標注在劇本裡，最終經過
導演和演員們的反覆排練與打磨，才得以極為自然的形式呈現出來。舞台
背後，平田周旋於劇本撰寫、排練、照明、美術、劇團運營等事項之中，
他以其旺盛的精力構築一個充滿幻想和魅力的戲劇世界 …。
藝術人生

Life of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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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atre 1 (Observational Film Series #3) is a feature length documentary,
which closely depicts the world of Oriza Hirata, Japan's leading playwright and
director, and his theatrical company, Seinendan. By depicting them, the film
leads the audience to revisit fundamental but timely questions: What is theatre?
Why do human beings act?

■

府中15
05/04 (六) 17:30

■

板橋大遠百威秀影城10廳
05/11 (六) 10:30
05/13 (一) 20:00

★★★ 2012 南特三洲影展青年評審團大獎

Theatre 2

完全演劇手冊 2
想田和弘 Kazuhiro Soda

■

府中15
05/05 (日) 16:20

板橋大遠百威秀影城10廳
★05/11 (六) 15:40 映後座談／林于竝
05/14 (二) 20:30

■

美國 USA、日本 Japan | 2012 | HD Cam | Color | 170min

戲劇，是耗費金錢且需要時間的藝術。因此，財政危機始終是困擾大大
小小各個劇團的頭號難題。一如平田織佐所在的青年團看家名作《三分錢
歌劇》裡那句經典台詞：「吃飽肚子才能講道德。」面對經濟不景氣等客觀
原因，以及藝術相關預算的日益萎縮，平田制定了長遠的因應之道，他要
讓世人了解戲劇和社會密不可分的重要性。他為此積極奔走，將戲劇乃至
相關知識和經驗推向教育機構、社區公務機關等不同領域，向政客尋求協
助，同時也計畫將劇作引介至海外。在這個目光短淺強調即時利益的無情
現代社會，平田和他的戲劇，將與這個世界發生什麼樣的糾葛與碰撞呢？
想田和弘曾說過，他不會將《完全選舉手冊》視作一部政治作品，因為
政治是另外一回事。同理可證，《完全演劇手冊 2》只是藉由戲劇這個領
域，期望觀眾去察覺並詮釋這個複雜而難以闡明的舞台上下的現實。片中
對於藝術如何與社會連結、製作的政經脈絡的爬梳，力道直逼素來以各種
機構為主題，並透過機構裡的各種人物，刻劃了人與社會、國家間多樣關
係的美國紀錄片大師 Frederick Wiseman。原來，想田和弘的四部紀錄長
片，早已超越了選舉、精神病院、社會安養制度和劇團的議題本身，成了
大和民族這五年來的社會變遷，最傳神的寫照。
藝術人生

Life of Art

Oriza Hirata is Japan's leading playwright and director, who runs his own
theatrical company, Seinendan. Theatre 2 (Observational Film Series #4)
examines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atre and the society through
depicting Hirata's activities. In order for his art and his not-so-commercial
company to survive this highly capitalistic modern society, what kind of strategy
does Hirata have and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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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美國線上影評人協會最佳紀錄片獎

This is not a Film

這不是一部電影
莫吉塔巴·米塔瑪 Mojtaba Mirtahmasb、賈法·潘納希 Jafar Panahi
伊朗 Iran | 2011 | HD Cam | Color | 75min

威尼斯影展金獅獎得主賈法 ‧ 潘納希在 2009 年伊朗總統選舉時，因公
開支持反對派候選人及其領導的綠色行動，於 2010 年 3 月二度遭到逮捕，
後被起訴，20 年內禁止創作、受訪及出國。既然軟禁在家，潘納希乾脆擦
邊球自拍生活瑣事，在《尋腳冒險記》助導莫吉塔巴 ‧ 米塔瑪相助之下，
以 mini DV 及 iPhone 在短短數天內完成此片，存入隨身碟，塞進蛋糕走私
到法國，並在 2011 年的坎城影展舉行世界首映。

藝術人生

Life of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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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神奇的電影，辯證了虛構與真實，調侃了戲劇與人生，思索了拍攝
與被拍，打破了創作與紀錄與再現與自我書寫的界線，這是潘納希拍給自
己、以及所有崇尚自由的創作者和觀眾的私密電影。面對鏡頭，他時而自
嘲自身遭遇未料竟與《誰能帶我回家》由虛而實的經典橋段不謀而合，時
而興之所至解析起《生命的圓圈》的「電影感」所為而來。他自剖外部條件
的種種限制如何帶來美學上的開創性與精神意念上的自由，不時插入極其
搶戲的居家寵物大蜥蜴充滿象徵性的爬行畫面，與貫穿全片的「煙花星期
三」除夕煙火作為對應。最終，潘納希違反禁令拿起攝影機，隨著打工收
垃圾的少年逐樓向下，影片收在門外不遠處的熊熊烈燄及爆竹人聲交雜的
喧鬧裡。他們能摧毀花朵，但他們阻攔不了春天。一部信手拈來卻又渾然
天成，十足魅力、餘韻不絕的偉大作品。

It's been months since Jafar Panahi, stuck in jail, has been awaiting a verdict by
the appeals court. By depicting a day in his life, Panahi and Mojtaba Mirtahmasb
try to portray the deprivations looming in contemporary Iranian cinema.

■

板橋大遠百威秀影城10廳
05/10 (五) 15:20
05/12 (日) 17:30
05/14 (二) 12:50

★★★ 2012 多倫多影展

The Pervert's Guide to Ideology

電影變態指南：意識型態篇
蘇菲·范恩斯 Sophie Fiennes

板橋大遠百威秀影城5廳
★05/08 (三) 20:00 映前導讀／楊小濱
05/10 (五) 14:50

■

■

板橋大遠百威秀影城10廳
05/13 (一) 14:00

英國 UK、愛爾蘭 Ireland | 2012 | DCP | Color | 134min

「我們總在吞食意識形態垃圾！」還記得 2008 年大夥兒搶破頭爭看結合
電影史和馬克思辯證法的瘋狂大腦動作片《性變態的電影異想世界》盛況
嗎？神級學術狂人齊傑克又來了！他是當今西方最耀眼的學術明星之一，
被某些學者稱為黑格爾式的思想家，他長期致力於溝通拉康精神分析理論
與馬克思主義哲學，將精神分析、主體性、意識形態和大眾文化熔於一爐。
別以為他會把電影談得很悶，不懂哲學或電影，你照樣可以看得津津有味。
歷經漫長的等候，「佛地魔」雷夫 ‧ 范恩斯那位才華洋溢的導演妹妹蘇
菲 ‧ 范恩斯，總算為我們帶來了此系列第二炮，再次讓這位斯洛維尼亞文
化評論怪傑擔正大旗，引用 42 部經典電影，重新審視《大白鯊》、《鐵達尼
號》、《計程車司機》、《真善美》、《發條橘子》等耳熟能詳的好萊塢主流
影像，搬來納粹宣傳片以至可樂廣告作為對證，口沫橫飛發表妙論，撕開
流行文化的面具，先讓觀眾更瞭解自己接受電影訊息的過程，再讓潛藏的
價值觀一一浮現，「意識形態」從此不再是假文青掛在口邊的空洞潮語。
如此變態的邂逅，絕對令你一世難忘。

藝術人生

The sequel to The Pervert's Guide to Cinema sees the reunion of brilliant
philosopher Slavoj Žižek with filmmaker Sophie Fiennes, now using their
inventive interpretation of moving pictures to examine ideology - the collective
fantasies that shape our beliefs and practices.

Life of Art

＊映前導讀由

網路書店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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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版權 ／ Print Source
663114
news@c-a-r-t-e-blanche.com

平靜城市 La ville est tranquille

完全演劇手冊1、2 Theatre 1,2

Films Distribution

soda@laboratoryx.us

festival@filmsdistribution.com

Cleaner
arch@finedayidea.com

Tel: +33153103399

亞美尼亞行路遙 Un Voyage en Arménie
Films Distribution

正面迎擊 Face to Face

festival@filmsdistribution.com

人間有你 With or Without me

穀得電影有限公司

Tel: +33153103399

swanndm@yahoo.fr

Tel:02-2541-2010

小小蒼蠅飛飛飛 Leo Creciente

白痴 The Idiot

distribution@beniwood.com

Homeless Bob Production

奇異旅程與其他戀愛症候群

mmaikola@gmail.com
小強謀殺案 A Little Suicide

Peculiar Vacation and other illnesses
films@m-appeal.com
Tel: +49 30 61 507 505

Tel:+372 54570058
法外見真情 Les neiges du Kilimandjaro

info@ambrosiafilm.de
再見，軍中情人 Yossi

雷公電影有限公司

不能愛 Love Me Not

傳影互動

Tel:02-2389-0106

jonathan@indblue.com

Tel:02-2371-8567

公里歸零 Kilometre Zero

印象雷諾瓦 Renoir

勝琦國際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Memento Films International

佳映娛樂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shengchimedia@gmail.com

Festival@memento-films.com

Tel:02-2720-6007

Tel: 02-22782620#26

她們的愛 She: Their Love Story

金夏沙孩子 Kinshasa Kids

Tel: +33 1 53 34 90 20
天堂樂影 The Shadow of Heaven

BONCAFE (Thailand) Ltd.

阿罩霧風雲 The Legend of Ataabu
雷公電影有限公司

astoskus@takas.lt

urs.brunner@boncafe.co.th

Tel:02-2389-0106

Tel: +66 (0) 2693-2570
青春荒涼物語 Kolka Cool

幻想香港 Imagine Hong Kong
wmlaw@sun-n-mooncreations.com

FA FILMA menedžeris

Le Petit Bureau

augustans@fafilma.lv

尼泊爾幸福公路 Highway

rh@lebureaufilms.com

Tel:+371 29879143

The Film Sales Company

Tel:+331 40 33 33 83

jason.ishikawa@filmsalescorp.com
Tel: (212) 481-5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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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之歌 Freedom

青春罪與罰 Student

剝剝樂 Trubow

菲律賓小情歌 Harana

media luna new films

tada@eternal-p.com

fides@haranathemovie.com

高山上的三姊妹 Alone

意外的訪客 The Guest

chineseshadows1@yahoo.com

jameal@explosivestudios.net

idamartins@medialuna.biz
Tel: +49 221 51091891
青梅竹馬 Taipei Story
三三電影製作有限公司

國境藍調 Frontier Blues

感情動物 Sentimental Animal

hhhfilms@ms12.hinet.net

babakjalali@hotmail.com

wooquan@gmail.com

怒不可樂 Indignados

悠悠與鴉鴉的搖籃曲 Kauwboy

愛情不罷工 Marius et Jeannette

Les Films du Losange

Waterland Film B.V.

Films Distribution

m.goulois@FilmsduLosange.fr

stefanie@waterlandfilm.nl

festival@filmsdistribution.com

Tel:+33 1 44 43 87 24

Tel: +31 20 763 0663

Tel: +33153103399

玻利維亞礦工日記 Juku

貧民時尚大道 Unravel

愛情教練 Kinnunen

kirorusso@gmail.com

meghna@soulrebelfilms.com

artur@talvik.ee

看不見的同志 Les invisibles

這不是一部電影 This Is Not a Film

暖冬 The Cold Winter

Doc & Film International

WIDE Management

13701394165@163.com

j.herlory@docandfilm.com

festivals@widemanagement.com

Tel: 33 1 42 77 89 64

Tel: +33 1 53 95 24 44

義大利，愛我別走 Italy, Love It or Leave It?
gustavhofer@gmail.com

秋光乍洩 Autumn Ball

尋愛馬戲熊 Ursus

天馬行空

reinis.petersons@gmail.con

資產階級重佔城市中心

森林之子：不滅的愛 Day of the Crows

The Bourgeoisie Returns to the Centre
em@studiom2.pl

Tel:02-2231-1010
美好生活 Beautiful Life

LE PACTE / International Sales

影意志

a.aubelle@le-pacte.com

電腦的前世來生 Behind the Screen

info@yec.com

Tel: +33 1 44 69 59 45

Stefan Baumgartner

計程司機的愛情 When Hari Got Married

給親愛的你 The Dearest

ritu10zing@gmail.com

CJ Entertainement

Tel:+91 9818 265611

wsshin@cj.net

mail@stefan-baumgartner.com
Tel:+43 699 172 90 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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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變態指南：意識型態篇

墜落邊緣 Falling Edge

龐克不死，只是抓狂 Le grand soir

The Pervert's Guide to Ideology
Bl!nder Films Ltd
ailish@blinderfilms.com
Tel: +353 1 676 0200

ginnywuyi@gmail.com

Funny Balloons

飼育 Gibier d'élevage

蝴蝶 Le Papillon

Films Distribution

Films Distribution

zhangzhiyi6@hotmail.com

festival@filmsdistribution.com

festivals@funny-balloons.com
罷工的母親 Mothers'Strike

Tel: +33 1 40 13 05 86

em@studiom2.pl
關廠風暴 A l'attaque!

festival@filmsdistribution.com
Tel: +33153103399

Tel: +33153103399
應許之國，雙重人生 Our Homeland
Mirovision Inc.

礦工 Coal Miner

歌唱革命 The Singing Revolution

isabelle@mirovision.com

guozongfu2010@163.com

Sky Films Incorporated

Tel: +82 2 3443 2553
飄浪之歌 Eastern Drift

Tel: +5186741630
jim@skyfilmsinc.com
瑪莉嬌和她的兩個情人

Marie-Jo et ses 2 amours
Films Distribution
festival@filmsdistribution.com
Tel: +33153103399

戲夢人生 The Puppetmaster

Urban Distribution International

三三電影製作有限公司

arnaud@urbandistrib.com

hhhfilms@ms12.hinet.net

Tel: +33 1 48 70 46 55

謎鹿莊園 The Dark Deer

飆風校車 - 煞不住 Unstoppable School Bus

Ego Media

alluree13@gmail.com

guntis@egomedia.lv
Tel:+371 67291720

瘋顛狂書道館 Crazy Calligraphy
achungchung@gmail.com

聽不見的聲音 Just Pretend to Hear
UPLINK Co.

獵人與骷髏怪 The Hunter and the Skeleton

sakumi@uplink.co.jp

gyatsohum@hotmail.com

Tel:+81-3-6821-6821

蒼蠅王 Abiogenesis
richard@fuzzyrealms.com

靈魂的技藝 Maat

Urban Distribution International

astoskus@takas.lt

蜜色肌膚 Couleur de peau: Miel

arnaud@urbandistrib.com

WIDE Management

Tel: +33 1 48 70 46 55

festivals@widemanagement.com
Tel: +33 1 53 95 2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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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城新曲 Centro Histórico

★ 感謝名單 ／ Special Thanks
本次影展能夠以目前面貌呈現，具偕下列各位女士先生與機構鼎力協助結果，謹此表達由衷謝意。

2013 New Taipei City Film Festival expresses its appreciation to the following individuals and institutions for their
support that makes this event possible.
于 文萱

周仲妤

張倩茜

曾 伊嬪

蔡嘉瑋

新 北 市三 重區 二重 國 民小 學

王

丹

周靖雯

張嘉珍

游惠 貞

鄭 安婷

新 北市 立 明志 國民 中學

王 亦如

易詩 怡

張 穎涵

童偉 格

賴育 章

新 北市 立中 正國 民 中學

王廷 琿

林 于 竝

張鐵志

馮柏元

賴欣儀

新北 市土 城區 廣 福國 民小 學

王佩齡

林 木材

梁家 瑜

黃以 曦

賴 慕寧

新 北 市中 和區 中和 國 民小 學

王

師

林正盛

郭力昕

黃柔 霏

繆詠 華

新北市 立 永和 國民 中學

王晶盈

林宛怡

陳 弘偉

黃振 華

鍾 文音

新 北 市汐 止區 秀峰 國民 小學

王瓊 文

林明正

陳 吉兒

黃 鈺佳

鍾展 文

新 北市 立江 翠 國民 中學

王馨妤

林 明玉

陳 宇鳳

黃 嘉俊

Jérémy Segay 史 愷

新北 市板 橋區海 山國 民小學

平 烈偉

林欣 梵

陳伯任

黃薇心

Magda Malinowska

新北 市板 橋區溪 洲國 民小學

江 泰墩

林采 熹

陳廷亦

黃綉惠

PA R 表演 藝術雜誌

新北 市 淡水區 淡水國民 小 學

吳文智

林思語

陳怡君

葉子 謙

人間福 報

新 北 市淡水 區 鄧公 國 民小學

吳貞儀

林 恆青

陳俊 志

葉明廣

台 北金 馬影展 執行 委員會

新 北市立 深 坑國 民 中學

吳蓓琳

林 郁君

陳俊蓉

葉靜儒

幼獅 文藝

新 北市 新店 區 北新國 民 小學

吳慧玲

林師祺

陳

婷

廖奕涵

自 由副 刊

新北 市新店 區 新店 國 民小學

吳緯疆

林淑真

陳嘉蔚

廖 偉棠

南方 影展

新北市新 莊 區民 安 國民小 學

李光爵

侯彩雲

陳曉珮

聞 天祥

高雄 市電影 館

新北市 新 莊區光 華 國民 小 學

李亞梅

姚涵文

陳寶旭

齊 瑋如

國際 紀錄片 雙年展

李佳玲

洪

文

彭怡平

劉 身正

聯合 文學

李佳純

洪嘉佑

彭雁 筠

劉 靜宜

聯合副 刊

李姿瑩

郝譽翔

曾 正富

潘瑞 琦

國立 臺灣 圖書 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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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or

Eric Li Luan Chu

Honorary President

總監

朱立倫

榮譽理事長

侯孝賢

President

Hwarng Wern-Ying

Assistant Director

Chien Chi Lin

總策劃

林倩綺

Project Coordinator

Yu Fen Wang

策展人

鴻鴻、鄭秉泓

企劃統籌

王玉芬

Program Coordinator

Chuti Chang

Wen Yu

于玟
Wen Ching Liao

廖文卿
Administrator

Chun Mei Chen

行政統籌

陳春美
Chun Wu Tsao

曹君武
Han Kung Chang

張

恭

Project Executive

Kuo Ying Yu

企劃執行

余國瑛
Pey Wen Chao

趙珮雯
Jing Hui Yang

理事長

黃文英

Program Director

Hung Hung、Ryan Cheng

國際聯絡

張筑悌

Administration Manager

Ashley Wu、Yeni Hsu

行政統籌

吳方渝、徐硯怡

Press Manager

Lee Yu-Ting

媒體公關統籌

李喻婷

Marketing & Events Manager

Tracey Hu

行銷活動統籌

胡亭羽

Event Coordinator

Chu Ching-Feng

活動專員

朱卿鋒

Film Manager

Carrey Huang

影片統籌

黃心怡

Ticketing Manager

Susan Hsu

票務統籌

許淑貞

Theater Manager

Wu I-Hsuan

楊淨惠

戲院經理

吳翊瑄

Tung Hsin Liu

Screening Manager

Lin Chung-Ho

劉東信

放映經理

林忠和

Hsiang Ying Chang

Project Coordinator

Lin Pin-Hsiu

張湘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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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 Hsiao-Hsien

專案執行

林品秀

Art Director

Howard Chen

美術統籌

陳江浩

Art Designer

Han Tsai、Wu Hsin-Yi

美術設計

蔡漢忠、吳信意

Website Design

Vodka

網站設計

黃以成

Accountant

Erica Lin

會計

林竹蓉

Trailer Editor

Dazai

影展影片剪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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