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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VD

Book

2
扣押幸福
Freeheld

資深紐澤西女警探蘿拉（茱莉安摩爾 飾），在25年的職

業生涯裡立功無數，並與女友史黛西（艾倫佩姬 飾）感

情穩定。正當她事業愛情兼得之際，卻不幸檢查出肺癌末

期。她希望將退休金留給史黛西，卻遭到政府無情的拒

絶。因此蘿拉決定利用她生命最後的時光奮力一搏，替自

己與愛人爭取正義與權益。

2016 開眼電影網

3
炙熱豔陽下

Parched

十五歲的賈妮基要結婚了，她得離開喜歡的同學、拋下學

業，住到丈夫古拉的家中。她的婆婆蕾妮與她同為印度的

「娃娃新娘」，僅十六歲就守寡的她遵循傳統，強迫兒子

古拉娶妻。蕾妮兩位最親密的朋友，一是善良的拉卓，因

無法懷孕而自認有錯，長期忍受丈夫的家暴，另一位是艷

麗舞孃碧基利，因為年華即將老去而感到惶惑。四人看似

成定局的命運，卻隨著聖母節的到來和拉桌意外得知男子

也有不孕的可能後，產生意想不到的變化。在印度天空的

炙熱豔陽下，人生中的第一次，她們決定展開一場衝破體

制冒險旅程。此片改編自真實故事，榮獲「洛杉磯印度電

影節」的「最佳演員獎」及「最佳觀眾票選獎」。

2015 開眼電影網

DVD

Book

5
希望：為愛重生

Hope

一個飄雨的早晨，小女孩素媛在上學路上遇到一個醉醺醺

的大叔，被強行拉走，遭受了此生最為不堪回首的傷害

…。

這件事給她幼小的心靈和肉體造成難以抹滅的重創，同時

，素媛的家庭也不得不承受來自社會各方的壓力與異樣眼

光。然而，希望總在荊棘密佈後撥雲見日，在父母痛心之

餘的關愛與扶持下，他們是否能幫素媛再次尋覓昔日笑顏

，凝聚一家人重返生命的光和熱？

2014 開眼電影網

6
我的鋼鐵老爸
The Finishers

朱利安（法比恩艾荷 飾）是個樂觀、富有幽默感的17歲

青少年，與所有同年齡的人一樣，正在享受人生中最美好

階段；唯一的不同點是，朱利安因為先天腦性麻痺，必須

生活在輪椅上。雖然有著疼愛他的媽媽（亞歷珊卓蕾米

飾），卻和時常出勤且刻意保持距離的爸爸保羅（賈柯甘

柏林 飾）關係十分疏離。

某天，朱利安在無意間發現了爸爸年輕時曾參加鐵人三項

的比賽，與一則傷殘人士完成鐵人競賽的新聞後，激發了

他的鬥志並說服保羅與他一同參賽。幾經波折後，保羅與

朱利安終於決定要一起挑戰並跨越生理與心理上的極限，

完成這看似不可能的生命壯舉；而兩人間疏離的關係也因

日以繼夜的長期訓練而有所改變。

2014 開眼電影網

影片名稱

1
丹麥女孩

The Danish Girl

本片獲得2016奧斯卡最佳女配角。由《王者之聲》導演湯

姆霍伯執導，《愛的萬物論》艾迪瑞德曼主演。重現歷史

紀錄上最早接受變性手術的丹麥畫家莉莉艾勒柏與妻子葛

蕾塔維金納超越性別的愛情關係。

2016 開眼電影網

4
因為愛你

Carol

正值雙十年華的年輕女孩特芮絲柏李維（魯妮瑪拉 飾）

熱愛攝影，在曼哈頓某間百貨公司當店員，理想與現實的

巨大差距讓她痛苦不已。某日，她意外邂逅成熟又充滿魅

力的上流社會貴婦卡蘿（凱特布蘭琪 飾），兩人年齡、

背景天差地別卻一見鍾情，一場公路旅行，更將感情與慾

望燃燒到最高點…

卡蘿與即將離婚的富有丈夫哈吉（凱爾錢德勒 飾）育有

一女，為了監護權而爭得焦頭爛額。哈吉雇用私家偵探暗

中調查，卻發現卡蘿、特芮絲不欲人知的親密關係，更質

疑她身為人母的撫養資格。好不容易擁有愛情和自由的卡

蘿，卻捲入監護權爭奪的風暴之中，而深愛著對方的卡蘿

和特芮絲這段感情又該何去何從……

2015 開眼電影網

https://libpac.wzu.edu.tw/search*cht?/t%7bu4E39%7d%7bu9EA5%7d%7bu5973%7d%7bu5B69%7d+++/t%7b213038%7d%7b21625b%7d%7b213942%7d%7b213a5a%7d/1%2C1%2C3%2CB/frameset&FF=t%7b213038%7d%7b21625b%7d%7b213942%7d%7b213a5a%7d&2%2C%2C3
https://libpac.wzu.edu.tw/search*cht?/t%7bu4E39%7d%7bu9EA5%7d%7bu5973%7d%7bu5B69%7d+++/t%7b213038%7d%7b21625b%7d%7b213942%7d%7b213a5a%7d/1%2C1%2C3%2CB/frameset&FF=t%7b213038%7d%7b21625b%7d%7b213942%7d%7b213a5a%7d&1%2C%2C3
http://app2.atmovies.com.tw/film/ffen81658801/
http://app2.atmovies.com.tw/film/fpin53043252/
https://libpac.wzu.edu.tw/search*cht?/t%7bu56E0%7d%7bu70BA%7d%7bu611B%7d%7bu4F60%7d/t%7b213767%7d%7b214951%7d%7b213e77%7d%7b213140%7d/1%2C3%2C3%2CB/frameset&FF=t%7b213767%7d%7b214951%7d%7b213e77%7d%7b213140%7d&1%2C1%2C
https://libpac.wzu.edu.tw/search*cht/~?searchtype=t&searcharg=%E9%B9%BD%E7%9A%84%E4%BB%A3%E5%83%B9
http://app2.atmovies.com.tw/film/fsko73153634/
http://app2.atmovies.com.tw/film/fffr62454430/
http://app2.atmovies.com.tw/film/fden41519666/
http://app2.atmovies.com.tw/film/fcen32402927/


7

女子漢的顛倒性世界
Jacky in Women's

Kingdom

在這個國度裡，女人治國、在外工作打拼養家；男人們則

必須惜肉如金，穿長袍、帶頭巾，否則當心被「調戲」。

即使如此，男人們依然甘之如飴，在家相夫教子，生活不

外乎柴米油鹽醬醋茶。女人招親選夫，男人搶破頭當「腐

馬爺」，每天乞求馬神能讓女將軍選中他回家做尪。

20歲的俊美傑奇（文森拉寇斯特 飾）和一般男孩一樣，

夢想能參加將軍接班人（夏綠蒂甘斯柏 飾）的招親大會

，但是當國家宣布要舉辦「替接班人招親選夫」的盛會時

，他卻因為母親意外喪命而被阿姨收養，接著又被表哥們

欺負，每天有做不完的家事...。

命運多舛的他，受到馬神的感召逃離阿姨一家，途中遇見

從監獄脫逃、偽裝成女將軍的叔叔（米謝阿札納彼席伍

飾），與他一同潛入宮中做大根買賣（國家只允許人民吃

粥）。沒想到反串成女將軍的傑奇竟吸引了領袖接班人的

目光....當「灰男孩」遇上解放軍，一場冒險革命兼反串扮

妝之旅就此展開，且看真愛如何降臨！

2014 開眼電影網

8
志氣

Step Back to Glory

由阿嬤取名為春英（郭書瑤飾）的高中少女，名字寓意為

「有存擱有閒」，從小生長在隔代教養的單親家庭的她，

獨自一人離鄉背井前往台北就讀高中。春英與大部份來自

單親及經濟狀況不佳的同學一起加入學校的拔河隊。這群

年僅十五六歲的女孩們認份卻不認命，在課業與拔河的訓

練上比常人更加倍努力。

她們在年華盛開的青春年歲中，天天接受嚴格訓練，為拉

起拔河繩，導致手掌長滿厚繭並且重覆破皮流血，腰間更

因此佈滿繩子磨擦所造成的黑色素沉澱傷痕。她們更為了

爭取公費補助出國比賽必須犧牲外表在短時間內集體增重

，甚至因經費有限，在消夜進食泡麵與麵包而辛苦吃撐到

吐再繼續進食，她們在嚴格認真的郭教練（莊凱勛飾）與

熱心溫柔的吳老師（楊千霈飾）帶領之下，以一步一腳印

的汗水與淚水，用力拉出屬於她們的一片天，讓向全世界

證明繩力女孩的堅毅志氣！

2013 開眼電影網 DVD

9
藍色是最溫暖的顏色

Blue is the Warmest Color 

《藍色是最溫暖的顏色》改編自茱莉瑪侯的短篇漫畫，法

文片名為《阿黛兒的一生：第一、二章》（La vie d'Adèle

- chapitre 1 & 2），導演阿布戴柯西胥以大量特寫、精彩

的場面調度呈現女同志的情慾和內心世界。

十五歲的少女阿黛兒情竇初開，卻因同儕壓力壓抑著喜歡

同性的慾望，直到遇上藍色頭髮的艾瑪，她的世界徹底改

變，那強大的吸引力和熾烈燃燒的愛與慾，佔據了兩個人

的身心靈。但因成長環境、社會階層、認知興趣等現實的

差異，在倆人看似完美的世界裡，悄悄埋下了不安的因

子。

2013 開眼電影網

10
救救菜英文

English Vinglish

美麗迷人的莎希（詩麗黛瑋飾演）是印度傳統的家庭主婦

，看似擁有全能的才藝和美滿家庭，卻因一口破英文缺乏

自信，女兒經常以此嘲弄她，丈夫也不跟她聊公事。直到

姊姊邀請她到紐約參加女兒的婚禮，莎希為了幫忙籌備婚

禮不得不獨自前往，第一天就因點餐問題出糗，讓她決心

偷偷報名四週的英文會話速成班。優雅的莎希也因此吸引

了法國男同學羅倫，而這趟紐約行讓她逐漸贏得女兒和丈

夫的重視。

2013 開眼電影網 DVD

http://app2.atmovies.com.tw/film/fjfr92382422/
http://app2.atmovies.com.tw/film/fgtw22102063/
https://libpac.wzu.edu.tw/search*cht/?searchtype=t&searcharg=%E5%BF%97%E6%B0%A3&SORT=D&extended=0&SUBMIT=%E6%9F%A5%E8%A9%A2&searchlimits=&searchorigarg=t%7Bu5973%7D%7Bu5B50%7D%7Bu6F22%7D%7Bu7684%7D%7Bu985B%7D%7Bu5012%7D%7Bu6027%7D%7Bu4E16%7D%7Bu754C%7D+
http://app2.atmovies.com.tw/film/flfr82278871/
http://app2.atmovies.com.tw/film/fein42181931/
https://libpac.wzu.edu.tw/search*cht/?searchtype=t&searcharg=%E6%95%91%E6%95%91%E8%8F%9C%E8%8B%B1%E6%96%87&sortdropdown=-&SORT=D&extended=0&SUBMIT=%E6%9F%A5%E8%A9%A2&searchlimits=&searchorigarg=t%7Bu5FD7%7D%7Bu6C23%7D


11
女朋友。男朋友

GF。BF

1980年代那個尚未開放的台灣，年少輕狂的青年張牙舞爪

，恣意揮灑青春，他們衝撞體制、反抗教條、忤逆規範，

他們不肯妥協。17歲的美寶(桂綸鎂飾)面對阿仁(鳳小岳

飾)的熱烈追求無動於衷，因為她始終偷偷愛慕著阿良(張

孝全飾)。然而，面對阿良令人難以理解的木訥，美寶漸

漸接受了阿仁的追求...

畢業後，三人離開了玉蘭花園的老家，來到城市生活，紛

紛踏上了學運廣場大聲疾呼，宣揚著他們的民主與自由等

種種理想。於此同時，情感上的欺瞞與背叛，卻也讓三人

曾經單純而美好的友情逐漸崩毀。

踏入社會、失去聯繫多年的美寶與阿良，早已被沖入時代

的洪流裡，當他們再度相逢，一切已事過境遷，想起過去

美好與不堪的那些，面對著年少時關於愛情的承諾，此刻

兩人還有勇氣誠實面對嗎？

2012 開眼電影網 Book

DVD

Book

13
兄弟情人

From Beginning to End

湯瑪士甫出生，好一段時間仍舊緊閉雙眼，母親不以為意

，認為順其自然，時機一到，孩子便會睜開眼。而在湯瑪

士睜開眼簾之際，便看到比自己大6歲、同母異父的哥哥

法蘭西。

年紀漸長，兄弟兩人感情異常親暱，弟弟對哥哥格外崇拜

，哥哥更是極為呵護這唯一的弟弟。過火的互動，令父母

親不知所措。但開明的他們，雖憂心兄弟倆逾越那道底線

，但仍選擇放寬心，接受他們將手足情提升為愛情的可

能。

的確，兩人無悔的愛情，似乎打從湯瑪士那一刻，就一眼

注定了。

經過一番轉折與心理調整，兄弟倆終而成為愛侶。此時，

擅於游泳的湯瑪士即將遠赴俄國泳訓三年?奧運賽事作準

備。

分不開的兄弟、剪不斷的血緣，當生命走到一個不得不分

離的階段，法蘭西與湯瑪士兩人是否禁得起考驗？

2010 開眼電影網

14
得閒炒飯

All About Love

周慧敏飾演的Anita和小她許多歲的的十九歲Mike(陳偉霆

飾)，兩人因緣結識、約會，並發生了一夜情。對熟女

Anita來說，最不幸的事發生了，那就是懷孕…，年紀不

小的她，深知受孕不易、故不敢貿然墮胎，更不認為自己

已準備好當個單親媽媽。為此，她苦惱不已。

另一方面，吳君如所飾演的律師Macy，她個性大喇喇、

心直口快…，加上遊戲人間的戀愛態度，因而難尋長久伴

侶，閨中密友惠惠(谷祖琳 飾)和Eleanor(萬綺雯 飾)相當為

她擔心。

好戲來了，她一位身為廣告公司老闆的好友Robert(張兆輝

飾) 遭老婆控告家暴，前來聘請Macy替他辯護。熱心的

Macy，勸合不勸離，故將自己過往諸多性愛經驗傾囊相

授…，終於讓兩夫妻達成庭外和解。詭異的是，她竟因此

，與Robert漸形親近，甚至懷了他的孩子…。在這節骨眼

，她與Anita同時來到單親媽媽心理輔導機構求助，不意

與Anita重逢，原來，早於12年前，她倆曾是密友，因故

失去聯絡，如今，看著彼此際遇相彷，竟萌生曖昧之情

…。

2010 開眼電影網

開眼電影網
為巴比祈禱

Prayers For Bobby
12 2010

在眾人眼中幸福美滿的家庭，巴比是最受寵愛的兒子，他

擁有著全家人的愛與期待，但這一切在他向家人坦承自己

是同性戀後就改變了。巴比的母親瑪麗葛瑞斯是虔誠的教

徒，她認為巴比只是生病，同性戀是可以被治好的；她也

深信同性戀是絕不被容許的。於是透過各種管道，想盡辦

法要治好巴比的「病」。身陷在教會、家庭及同儕壓力下

的巴比，最後選擇了用死亡作為對母親的抗議，結束生命

作為最後的妥協。

而當巴比死後，他的母親才終於了解巴比當初想傳達給她

的心情，懊悔與淚水也喚不回逝去的生命。瑪麗開始接觸

與她類似的個案家庭,並接受各方的建言與不同的觀念,為

了巴比，她決定帶著全家投入同志運動，希望藉由巴比的

犧牲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家庭。瑪麗的挺身而出，為許多

家庭與同志青少年發聲，她希望巴比的死亡不是悲劇，而

是每個家庭幸福的延續。

http://app2.atmovies.com.tw/film/fgtw66217833/
https://libpac.wzu.edu.tw/search*cht?/t%7bu5973%7d%7bu670B%7d%7bu53CB%7d%7bu3002%7d%7bu7537%7d%7bu670B%7d%7bu53CB%7d/t%7b213942%7d%7b21435e%7d%7b213522%7d%7b692126%7d%7b214c28%7d%7b21435e%7d%7b213522%7d/1%2C1%2C2%2CB/frameset&FF=t%7b213942%7d%7b21435e%7d%25
https://libpac.wzu.edu.tw/search*cht?/t%7bu70BA%7d%7bu5DF4%7d%7bu6BD4%7d%7bu7948%7d%7bu79B1%7d/t%7b214951%7d%7b213c40%7d%7b214646%7d%7b214e65%7d%7b214e7d%7d/1%2C1%2C2%2CB/frameset&FF=t%7b214951%7d%7b213c40%7d%7b214646%7d%7b214e65%7d%7b214e7d%7d&2%2C%2C2
http://app2.atmovies.com.tw/film/ffbr41440741/?CFID=21131958&CFTOKEN=88001820
http://app2.atmovies.com.tw/film/fahk41694518/
http://app2.atmovies.com.tw/film/fpen510735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