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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鳥人 Birdman 福斯

他曾經是大銀幕上威風的超級英雄；但歲月不饒人，如今

年華老去、頂上稀疏。受限於昔日紅極一時的銀幕形象，

人人只視他為被時代淘汰的過氣演員，不再認真看待他的

任何嶄新嘗試。百老匯即將開幕的新劇，將是他演藝生涯

中最後一次翻身的機會；但是就在他們要開演前一晚的排

練中，與他對戲的男演員卻不幸遇到意外受傷，使得他只

好找另外一位難搞但有名的男星來救火。

★多次榮獲奧斯卡提名，《鳥人》充

滿令人難以抗拒的魅力！
119分 繁體中文 英語 2015 輔12級

阿利安卓崗札雷伊

納利圖

安德麗亞瑞斯波羅格、

艾德華諾頓、艾瑪史東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xP4tzXt5WU

2
銀翼殺手

2049

Blade

Runner 2049
索尼

《銀翼殺手2049》劇情延續1982年的經典科幻電影《銀翼

殺手》概念，時間設定在30年後，由複製人的存在帶出倫

理界限的更多探討。

★金球獎影帝萊恩葛斯林加入飾演全

新銀翼殺手「K」，兩代殺手將精采飆

戲。

164分 繁體中文 英語 2017 輔12級 丹尼維勒納夫
哈里遜福特、傑瑞德雷

托、雷恩葛斯林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4E4kRcZFmE

3 仙履奇緣 Cinderella 迪士尼
編自最耳熟能詳的童話故事《灰姑娘》，故事在經典中融

入創新，將再現華美時代與流傳千古的浪漫傳奇。

★由曾執導《雷神索爾》的金獎提名

導演肯尼斯布萊納執導，金獎影后凱

特布蘭琪將參與演出，飾演灰姑娘的

壞繼母，在片中大力使壞!

105分 繁體中文 英語 2015 保護級 肯尼斯布萊納
凱特布蘭琪、海倫娜波

漢卡特、莉莉詹姆斯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PpOzuHAPr0

4
可可夜總會

Coco 迪士尼

故事描述墨西哥的鞋匠家族「里韋拉斯」有個代代相傳的

家訓，就是家族的成員絕不能與音樂有任何關係，但天生

音樂魂的男孩米高難以抵擋音樂的魅力，時常躲在家中閣

樓練習，更無師自通了一身不得了的吉他技巧，他是否能

在夜總會的世界釐清家族對音樂的怨念，並在亡靈節結束

找到回家的路呢？

★以熱鬧的墨西哥節慶亡靈節為故事

背景，將為觀眾呈現色彩繽紛、笑中

又帶著滿滿感動

105分 繁體中文 英語 2017 普遍級 李安克里奇 蓋爾嘉西亞貝納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tbCQDXiBdE

5

享受吧！一

個人的旅行
Eat, Pray,

Love
博偉

本片改編自伊莉莎白吉兒伯特暢銷全球700多萬本的同名小

說，劇情描述莉茲擁有全世界女人想要的一切：老公、事

業和房子，但富有的她依然覺得內心失落。之後，離婚的

打擊讓她面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於是她決定拋開一切，

上路展開心靈追尋之旅。旅途中，她透過義大利美食得到

慰藉，在印度靈修中獲得救贖，最後意外的在峇里島找到

身心靈的平靜與生命中的真愛。

★本片由《歡樂合唱團》編劇萊恩·墨

菲改編自伊莉莎白•吉兒伯特的暢銷

自傳，並請到茱莉亞·羅勃茲擔綱演出

133分 繁體中文 英語 2010 輔12級 雷恩莫瑞
詹姆斯法蘭科、哈維爾

巴登、茱莉亞羅勃茲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nGTx3ZftHE

6 料理鼠王 Ratatouille 博偉

因緣際會之下，小米結識了在廚房打雜的學徒小林，為了

追逐共同的夢想，兩個人形成了絕妙的團隊。笨拙的小林

加上膽大包天的小米，衍生出許多令人捧腹大笑的故事，

一人一鼠的組合幾乎把巴黎美食界搞的天翻地覆!在過程中

，小米不但體會到親情、友誼的重要性，也發現自己必須

面臨人生的抉擇，他是要選擇回到家人身邊，還是繼續追

逐廚師夢?

★榮獲五項奧斯卡金像獎提名 111分 繁體中文 英語 2007 普遍級 布萊德柏德 伊恩·霍姆,彼得·奧圖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3mb_SfuyLY

7 繼承人生
The

Descendants
福斯

麥特金(喬治克隆尼 飾) 住在夏威夷，事業有成。過著自

以為幸福美滿的生活，不料，在他的妻子伊莉莎白因為騎

乘水上摩托車遭逢意外後，他的人生從此變調…從一個未

曾管過家務的公司老闆，到要從辦公中抽出時間照顧昏迷

的妻子，並面對女兒的教養，同時要解決家族土地繼承的

問題。

★2012年金球獎榮獲 最佳電影、男主

角 二項大獎、強勢問鼎2012年奧斯卡

獎!

★喬治克隆尼 演技更上一層樓

★金獎得主 亞歷山大潘恩 幽默感人

新作

★滾石雜誌推薦: 年度十大佳片之一

115分 繁體中文 英語 2012 輔12級 亞歷山大潘恩
喬治克隆尼、馬修里

萊、鮑布里吉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OOwJa2dVxo

8 大娛樂家

The

Greatest

Showman

福斯

一部大膽原創的音樂劇電影，故事靈感來自於傳奇馬戲團

始祖P.T.巴納姆，描述他如何從一個窮困潦倒的無名小卒

，搖身一變成為一個能夠將歡樂、感動、勇氣與淚水，這

些情感原素全部融入至他的表演中，將希望散播至全世界

的玩夢大師。

★一生必看！福斯影片年度壓軸鉅獻

今年聖誕最觸動人心的奇幻大作

★百老匯之王休傑克曼攜柴克艾弗隆

回歸初心 再創生涯顛峰代表作

★《樂來越愛你》幕後音樂團隊再次

聯手出擊 力揭新世紀歌舞劇豪華篇章

★美國魔幻馬戲團始祖P.T. 巴納姆

生涯傳奇故事首度搬上大銀幕

105分 繁體中文 英語 2017 普遍級 麥可格雷希
休傑克曼、蜜雪兒威廉

斯、柴克艾弗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R6-3_5CtT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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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天外奇蹟 UP 博偉

八歲的小男孩卡爾答應小女朋友艾利將來一定會帶他去冒

險。懷抱著冒險夢想，兩人從相識到結婚到艾利離開人間

，卡爾從沒能實現他對艾莉的承諾。七十年過去，寡居的

七十八歲卡爾老先生，為了信守對愛妻的承諾終於將在今

天起飛！

★榮獲第82屆最佳影片

★榮獲奧斯卡最佳動畫長片與最佳原

創音樂等獎項

96分 繁體中文 英語 2009 普遍級 彼特·達克特

愛德華·阿斯納,克里斯

多夫·柏麥,約翰·拉岑

貝格爾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WEW_qTLSEE

10 黑魔女2

Maleficent:

Mistress of

Evil

迪士尼

迪士尼最知名的反派黑魔女回來了！除了安潔莉娜裘莉再

度回歸飾演黑魔女梅菲瑟，艾兒芬妮演出睡美人公主奧蘿

拉，續集還加入蜜雪兒菲佛飾演的英格麗皇后。對人類還

是存有戒心的梅菲瑟，一心想保護奧蘿拉公主，卻適得其

反，不但與公主的關係岌岌可危，還可能引發一場牽連無

辜的大戰…

★影片快速引介許多奇幻生物，牠們

有不同的造型、個性與行為，雖然種

類並不多，但是牠們讓整個畫面明亮

繽紛。

119分 繁體中文 英語 2019 保護級 喬奇姆羅寧
蜜雪兒菲佛、安潔莉娜

裘莉、艾兒芬妮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4J56K9mZ3k

11 魔髮奇緣 Tangled 迪士尼

改編自經典格林童話的【魔髮奇緣】是迪士尼製片推出最

新的更是首部以3D立體形式呈現的公主系列電影。【魔髮

奇緣】將再度顛覆傳統，帶來一部集結冒險、幽默和現代

元素的動畫喜劇。

★電影改編自經典格林童話，由奧斯

卡提名【雷霆戰狗】導演拜倫霍華德

執導。

100分 繁體中文 英語 2011 普遍級 拜倫霍華德 曼蒂摩兒、柴克萊威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jcYghBatr8

12 蟻人 Ant-Man 迪士尼

蟻人裝備的原始技術概念源自於漢克·皮姆博士所開發的

「皮姆粒子」，為了貫徹自己守護和平的信念，他引領曾

經犯下偷竊前科的史考特朗恩成為第二代蟻人。由於同樣

生化概念的元素被敵人拿走，使得皮姆跟朗恩必須精心策

畫並執行一場驚天騙局，才能拯救世界。

★電影取材自漫威漫畫，作為漫威電

影宇宙第二階段的收官作品面世。
117分 繁體中文 英語 2015 保護級 派頓瑞德

伊凡潔琳莉莉、麥可道

格拉斯、 寇瑞史多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BVhuhnWxKs

13 腦筋急轉彎 Inside Out 迪士尼

主角萊莉因為父親工作的因素舉家搬遷至舊金山，要準備

適應新環境，但就在此時，萊莉腦中控制歡樂與憂傷的兩

位腦內大臣樂樂與憂憂迷失在茫茫腦海中，大腦總部只剩

下掌管憤怒、害怕與厭惡的三位幹部負責，導致本來樂觀

的萊莉變成憤世忌俗少女。樂樂與憂憂必須要盡快在複雜

的腦中世界回到大腦總部，讓萊莉重拾原本快樂正常的情

緒…

★一部3D電腦動畫動作喜劇冒險電

影。
95分 繁體中文 英語 2015 普遍級 彼特達克特

黛安蓮恩,凱爾麥克拉

蘭,艾咪波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T_LbO3DqCM

14 偽畫大師
The Last

Vermeer
索尼影業 一名藝術家被懷疑在二戰期間販賣藝術品給德軍納粹。

★電影讓人「重新思索藝術的意

義」。
118分 繁體中文 英語 2020 輔12級 丹·弗里德金 蓋·皮爾斯,克拉斯邦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FU8z_1Arc

15 游牧人生 Nomadland 迪士尼

劇情描述，在內華達州郊區的一座企業小鎮經濟崩垮後，

芬恩（法蘭西絲麥朵曼 飾）收拾起行囊，駕著她的露營車

，決定踏出傳統社會的框架，探索她的現代游牧人生旅

程。《游牧人生》為華裔女導演趙婷生平的第三部長片，

該片更找來了現實生活中的游牧族琳達梅依、史汪奇，以

及鮑勃威爾斯參與拍攝演出，並擔任這位新的游牧族芬恩

的良師兼益友，陪伴著她探索美國西部廣闊的景致，展開

她的游牧人生。

影片描繪美國在金融風暴衝擊、工廠紛紛關閉後，發展出

以車為家的新型態社群。趙婷以細膩筆觸勾勒出當代游牧

者的生活圖像，引領觀眾進入他們的真實人生，透過蒼茫

絕美的鏡頭譜寫動人詩篇，獻給那些背負著生命故事的流

浪靈魂。

★2020威尼斯影展金獅獎，奧斯卡影

后法蘭西絲麥朵曼主演。

★六個月橫跨美國七大州，一名以車

為家、打著零工的「游牧者」，即使

面對艱困的生活和內心掙扎，她仍堅

定地在一望無際的廣袤大地上，踏上

屬於自己的旅程。

★華裔女導演趙婷和奧斯卡影后法蘭

西絲麥朵曼攜手合作、勇奪金獅獎的

《游牧人生》，並榮獲93屆奧斯卡最

佳影片、導演、最佳女主角。

107分 繁體中文 英語 2021 普遍級 趙婷
法蘭西絲麥朵曼、大衛

史崔森、琳達梅依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WVmQWi2-O0

16 靜寂的鼓手
Sound of

Metal
索尼影業

渾身刺青、野性狂放的鼓手與主唱女友共組搖滾樂團，兩

人開著露營車巡迴各地表演，過著自足愜意的遊牧生活。

音樂是他的生命，更是帶他遠離毒癮、重獲能量的生命根

源。然而有一天，鼓手忽然開始失去聽力...

★影片入選國家評論協會2020年年度

十佳電影，阿邁德與拉西分別贏得最

佳男主角和最佳男配角。

120分 繁體中文 英語 2020 輔12級 達利烏斯·馬德

里茲·阿邁德、奧利薇

亞·庫克、保羅·拉西、

蘿倫·瑞德洛夫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FOrGkAvj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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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黑寡婦 Black Widow 迪士尼

漫威影業2020年的首部重頭戲，是粉絲請求多時，終於實

現的《黑寡婦》個人電影，黑寡婦在漫威電影宇宙中舉足

輕重，10多年來參與了7部電影。現在，娜塔莎羅曼諾夫，

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黑寡婦，終於踏上個人的旅程，讓粉

絲看到她不為人知的一面。

故事時間點設定在《美國隊長 3 : 英雄內戰》之後，娜塔

莎因為幫助了美國隊長而踏上流亡之路，當她發現一個與

過去有關的陰謀時，她必須全球追蹤，回頭面對她神祕的

間諜生涯，同時逃過反派「模仿大師」的追殺。

★漫威影業2020年的首部重頭戲。 133分 繁體中文 英語 2021 輔12級 凱特蕭蘭

史嘉蕾喬韓森、 佛蘿

倫絲普伊、小勞勃道

尼、瑞秋懷茲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Wiql0If-o8

18 靈魂急轉彎 Soul 迪士尼

本片由金獎導演同時也是現今皮克斯的創意長彼特達克特

執導，他可以說是皮克斯的創意指標，從玩具總動員系列

到怪獸電力公司、天外奇蹟與腦筋急轉彎這些作品就可知

道他說故事的功力，這次原創故事的《靈魂急轉彎》 更是

會顛覆觀眾的想像。

 《靈魂急轉彎》 故事想探討一個非常抽像的話題- 人的

靈魂! 因為在我們來到這個世界前，都會在一個「關於你

研討會」參加培訓，在這裡，靈魂會被賦予特徵、興趣和

能力、以及基本的性格屬性，正是這一切，造就了你的樣

子。

 一但準備就緒，你的靈魂就畢業，隨後降臨到這個世界，

開啟有意義的一生。但在故事主角喬賈德納的身上，卻出

了差錯，他是天生的爵士鋼琴好手，卻一直不得志，只能

在中學擔任樂團老師的工作，有一天，他獲得了千載難逢

的演奏機會，還沒享受到成功的果實，就失足受傷陷入昏

迷，一系列的陰錯陽差，喬來到了投胎先修班，被誤認為

是啟發新靈魂的導師，並碰到了始終無法在投胎先修班畢

業的靈魂22號，師徒二人想盡辦法要讓喬回到真實世界，

這場特別的旅程，更讓喬重新審視人生的意義…

★電影由金獎導演同時也是現今皮克

斯的創意長彼特達克特執導。
100分 繁體中文 英語/國語 2020 普遍級 彼特達克特

傑米福克斯、蒂娜費、

理查艾尤德、安琪拉貝

瑟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XTVxkd9KU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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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 WARS

: 天行者的

崛起

Star Wars:

The Rise of

Skywalker

迪士尼

絕地武士的最後希望--芮(身世未明) 與繼承了黑武士血

脈、邪惡第一軍團的最高領袖--凱羅忍，雙方受到上個世

代戰爭英雄影響所產生的成長與矛盾，將在《STAR WARS :

天行者的崛起》中，用原力劃下光明與黑暗交織的最完美

句點。

過去的傳奇角色: 路克天行者、莉亞、藍多卡瑞辛皆全數

回歸本作。此外，過去星際大戰電影系列的終極大反派 --

西斯大帝(白卜庭)並未消失，將以最具威脅的大魔王之姿

現身向抵抗勢力展開一場前所未見的終極復仇。

1977年開始陸續上映的八部星戰系列正傳電影，故事發生

在充滿想像的銀河系，講述一個探討善與惡、光明與黑

暗、並環繞在包含知名黑武士在內的天行者家族傳奇故

事。

《STAR WARS : 天行者的崛起》是星際大戰正傳電影系列

的第九部作品，同時也是精心策劃超過40年的傳奇完結

篇。

★星戰傳奇系列磅礡終曲、絕地武士

與最強西斯的終極對決

★導演J.J.亞伯拉罕證實，本次將會

有粉絲從未見過得新型原力使用方式

★將是觀眾最後一次在大銀幕上看到

飾演莉亞公主的凱莉費雪

★金獎作曲家約翰威廉斯聲明這將是

星際大戰作曲的封筆之作

★打造過《復仇者聯盟 : 終局之戰》

的頂尖特效團隊光影魔幻工業(ILM)巔

峰之作，將帶給全球觀眾前所未見的

特效視覺饗宴

141分 繁體中文 英語 2019 保護級 J.J.亞伯拉罕

亞當崔佛、黛西蕾德

莉、多姆納爾格里森、

凱莉羅素、奧斯卡伊薩

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Nf93yPY2LQ

20 魔法滿屋 Encanto 迪士尼

《魔法滿屋》故事背景發生在哥倫比亞的群山中，有一個

充滿活力的小鎮，那裡有一處神奇的魔法之地，同時也是

馬瑞格家族的居住地，家族的每個人都被賜與一種魔力天

賦，唯獨米拉貝兒除外…看似尋常的某天，米拉貝兒意外

發現家族身處危險之中，雖然身為唯一沒有魔法的家族成

員，她仍決定力挽狂瀾，放手一搏拯救家園，成為這個神

奇家族的唯一希望…

★一部美國動畫奇幻歌舞喜劇片。 109分 繁體中文 英語/國語 2021 普遍級

查理斯卡斯特羅史

密斯、傑瑞布希、

拜倫霍華德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dvhkGEl7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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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牌特務：

金士曼起源

The King’s

Man
迪士尼

亂世之中毋忘紳士精神！《金牌特務》的前傳，為「金牌

特務系列」的第三部作品，由馬修范恩與《遺落戰境》（

Oblivion）編劇卡爾蓋德賽克（Karl Gajdusek）共同編寫

劇本，背景設定在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主演包括《007：惡

魔四伏》雷夫范恩斯、《同盟鶼鰈》馬修古迪、《夜行動

物》亞倫泰勒強森、《黑魔女2》哈里斯迪金森、《驚奇隊

長》吉蒙韓蘇、《女巫獵人》潔瑪雅特頓等人。

電影將帶領大家探索這個獨立情報機構的起源。

當史上最殘暴的暴君與犯罪主謀齊聚一堂，密謀策劃一場

足以讓世上數百萬人斷命的血腥戰爭時，一位偉大的紳士

挺身而出，憑藉著他兒子的幫助、可靠的助手，以及風格

極致的裝備，他們將分秒必爭地阻止這場悲劇發生，而這

就是「金牌特務」的誕生。

★電影改編自漫畫《金牌特務》，

《金牌特務》的前傳、「金牌特務系

列」的第三部作品。

131分 繁體中文 英語 2021 輔15級 馬修范恩

雷夫范恩斯、潔瑪雅特

頓、萊斯伊凡、查爾斯

丹斯、丹尼爾布爾、哈

里斯迪金森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xSiqkX4nAs

22 兔嘲男孩 Jojo Rabbit 迪士尼

描述一個活在二戰時期的男孩喬喬，身為一個希特勒青年

團學員，除了滿腔愛國熱血外，還有個神秘的幻想好友，

只是他長的竟然和元首—阿道夫希特勒一樣！

★榮獲本屆多倫多影展觀眾票選大獎

及導演大獎 強勢問鼎奧斯卡

★諷刺喜劇鬼才大導塔伊加維迪提 自

編自導自演 顛覆想像諷刺全新大作

★「黑寡婦」史嘉蕾喬韓森、「胖艾

美」瑞貝威爾森眾星齊聚爆笑衝撞

「國家機器」

108分 繁體中文 英語 2020 輔12級 塔伊加維迪提
山姆洛克威爾、史嘉蕾

喬韓森、瑞貝爾威爾森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YIMswX4xj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