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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內涵相關議題
親屬/正向/危機/人權/文化/大愛/科技/音樂

劇情介紹與重點摘要

推薦指數

生命/親屬/人權/正向/品德/霸凌/童書 ★★★★★

★★★★☆

生命/生涯/親屬/危機/正向/性別/文化 ★★★★★

小男孩面對同學的霸凌及媽媽化療的苦痛，只能在夜裡因為怪物的帶領，進入到神奇魔幻的世界當中，短暫逃離那些紛擾。悲傷療癒的動人極品！
五歲的印度小孩與家人失散千里，被好心澳洲夫婦收養。他在25歳成年後，毅然決定用GOOGLE找尋家人。奧斯卡佳片，感人肺腑、情節深刻！
媽媽離世前決心讓家中的湯屋重新開張，找回離家的魯蛇老公，讓被霸凌的女兒變得堅強獨立，還要完成期待已久的旅行。堅強母性的感人佳作！

親屬/生涯/生命/正向/危機/文化

★★★★☆

這一家在山中過著烏托邦的自給自足生活，但好景不常，因生活突逢巨變，父親給子女們最後一個特別任務…溫馨感人又笑中帶淚，被忽略的作品！

親屬/體育/正向/品德/生涯/文化

★★★★

魔鬼訓練是逼迫選手突破的必要之惡，還是毀了孩子天份與熱情的罪魁禍首？孩子的小小夢想原來是父母的大大挑戰。讓大人省思體育與身心發展！

★★★★★

四年級的女孩小善總是遭到同學排擠。她認識了新轉學的智雅，兩人很快成為朋友，但她們的友誼卻受到同儕之間的挑戰…討論關係霸凌的教育電影！

霸凌/親屬/正向/品德/文化

特教/生涯/親屬/生命/正向/危機/真實 ★★★★☆

親屬/生涯/正向/危機/小說

以一所聾啞殘障學校的事件，描述因性暴力的悲劇和黑幕重重，韓國上映時引起社會上對弱勢團體如何保護的議論和迴響。震撼人心，久久不散！

★★★★

罹患絕症的平凡青年正感絶望時，登門拜訪的「魔鬼」向他提出了交易，只要讓世上的某些東西消失，就可以延長壽命。讓人思考人生的存在意意。

親屬/生涯/教育/族群/正向/人權

★★★★★

將現實與回憶完美交織，父親的期望、妻子的關愛，他一生擁有的美麗與遺憾，十分生動感人。入圍奧斯卡最佳外語片，述說教育與分享的人生價值！

親屬/生涯/正向/危機/政治/小說

★★★★

一場司機受困崩塌隧道的經歷，突顯韓國政府社會的黑暗面。那一天崩塌的不只是隧道，是一場人性與人命的激辯。適合討論危機處理與兩難情境！

親屬/生涯/族群/文化/未來/小說

★★★★

優秀的語言學家與時間賽跑，試圖向降臨地球的外星人尋求解答，避免世界大戰來臨。奧斯卡相當特別的科幻片，深入人心與生命，適合剪輯放映！

未來/親屬/生涯/危機/族群/漫畫

★★★★

不久的未來，少校她是被裝上強化的生化電子義體新人種，成為一個完美的戰士，致力於打擊世上最危險的罪犯。但她卻不得不追尋自己生命的意義！

親屬/生涯/正向/危機/文化/小說

★★★★

靈感來自日本真人真事、法國同名暢銷小說改編，集合法日實力派演員。日本一名退休員警，守護濱海的懸崖，用關愛阻止五百個來此尋短見的人。

戰爭/生涯/族群/正向/危機/文化/真實 ★★★★

士兵因信仰而拒絕拿武器上戰場，被同袍恥笑霸凌。但部隊所有人都離開時，只有他獨自留下來拯救同袍，成為美國史上偉大的二戰英雄。奧斯卡之作

親屬/生涯/族群/正向/危機/文化

★★★★

生化危機屍虐全韓，一種尚未識別的病毒侵襲，這班開往釜山的生存列車，成了角色們活命的最後希望。韓國電影的票房奇蹟，紮實的劇本讓人讚嘆！

生涯/族群/正向/危機/文化

★★★★

一個想自我證明的醫生，一個要掩示真相的警察，一個非逃不可的罪犯，各有所謀，交錯出一夜的驚心動魄。高明剪接與劇本的多重辯證！金馬獎入圍

親屬/生涯/文化/正向/危機

★★★★

德國戰敗後，少年兵在丹麥海邊被迫以血肉之軀親身犯險，將數萬枚地雷全清除乾淨，才得以重回家園。奧斯卡外語片入選，人權辯證力作！

生涯/族群/生命/文化/危機/漫畫

★★★★

從每日辛勤的酪農勞動，探索自己的夢想，和其他人發展出友誼和若有似無的情愫，展開了屬於自己的高中生活。專治無目標渾渾噩噩的輕鬆小品。

生涯/族群/科普/危機/NASA/漫畫

★★★★

究竟哥哥能否順利成為太空人，完成他和弟弟的童年約定與夢想，兩人都成為太空人呢？充滿熱血與動能的科普教育作品，幕後精心打造呈現真實感。

親屬/品德/族群/危機/童話/歌舞/同志 ★★★★☆

童話的真人版電影。王子因不懂慈悲被變成野獸，後來貝兒為救父親而答應被野獸囚禁，野獸學會愛人與被愛，才得以解開魔法的桎梏。有創新格局！

性別/生涯/親屬/族群/生命/文化/危機/真實

★★★★★

女性摔角的血淚過程！融入真實故事的父女親情(抑或解讀為父權)與女性主義，有如動作片的緊張刺激，又被深深感動！三個傻瓜男主角最新冠軍力作！

族群生涯/親屬/正向/危機/真實

★★★★

真實改編，講述3位非裔美國女性工程師，在太空總署團隊背後提供了驚人的聰明才智，讓美國太空夢想得以真正實現。以輕鬆入口的方式引起共鳴。

親屬/族群/家政/正向/危機/多元成家

★★★★★

五年級女生遷居到舅舅家，他的戀人居然準備成為女性的跨性別者，想不到給她面對人生的具大能量！深入淺出、感人極致，性評議題的最佳教材！

族群/生涯/親屬/危機/生命/政治

★★★★

從前在一個遙遠的村落，因神秘客帶來一個神奇寶物「忘憂神器」，引發一連串荒謬事件，改變村子的命運。結局與女性緊緊相扣，有政治嘲諷特色！

親屬/生涯/族群/正向/危機/文化

★★★★☆

今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一對演員夫妻搬離舊居，本以為可以展開全新生活，未料妻子竟在新居遭到外人襲擊。引發多重觀點的異位思考，讓人深度省思。

親屬/生涯/族群/正向/危機/同志

★★★★★

描述4對夫妻情侶相約月蝕之夜共聚晚餐，一人提議來玩「公開手機」遊戲，引爆超越「真心話大冒險」的揭露程度。劇本精彩萬分，高潮迭起，結局動人！

生命/正向/族群/親屬/同志/音樂

★★★★★

奧斯卡最佳影片等大獎。橫跨20年的故事，描述非裔男孩追尋自我的成長三樂章。刻意極簡的影像詩，複合同志、種族、霸凌等議題，值得用心體會！

生命/正向/生涯/親屬/文化/小說

★★★★

分享一隻忠狗深情和令人驚訝的故事。透過教導人類如何學會去笑和懂得愛，牠成功的尋找到自己的存在意義。愛狗與保育人士的動人之作！

生命/正向/親屬/族群/保育/童書

★★★★

找不到家的魯道夫，只能跟著深諳街頭生存的可多樂，展開流浪貓的冒險生活…請大家暢遊在溫暖動人的萌貓國度！小巧可愛適合低年級！

生涯/族群/生命/正向/危機/文化

★★★★★

從日本的文化奇談得到靈感，有失落文化、摺紙藝術、英雄與親子，以及令人毛骨悚然的怪物等。停格動畫的絕佳視覺效果，超越迪士尼的細膩動畫！

生命/正向/親屬/族群/保育/文化

★★★★★

南太平洋島嶼，莫娜與族人所生活的土地發生變化，她必須尋找到半神人毛伊，請他歸還海洋之心，讓生態恢復平衡。描述海洋與性別教育！

生涯/族群/生命/正向/危機/童書

★★★★

一個穿西裝打領帶、說話像大老闆，智慧過於常人的嬰兒，來到七歲男孩的家中，為這個家帶來劇烈轉變，引發一連串驚奇的故事。夢工廠翻轉之作！

生命/正向/親屬/族群/文化/孤兒

★★★★☆

九歲小男孩失去了相依為命的媽媽，被安置在收容所，他對新來的女孩心動，但突然出現的阿姨將帶走她。沒有家我們卻有愛，巧妙談論多元成家！

生命/親屬/人權/正向/品德/霸凌/漫畫 ★★★★

故事敘述一位曾在小時候欺負同班聽障少女的少年，長大後想為少女贖罪，並開始接納自我與周遭人們的過程，讓人感到心痛又賺人熱淚的感動物語。

生命/文化/人權/危機/正向/小說/台灣 ★★★★

台灣實地取景。日本江戶幕府的禁教時代，兩名神父偷渡到日本調查恩師受迫害宣誓棄教之謎；兩人目睹各種因信仰所受的凌遲。神與宗教的精彩辯證

生涯/族群/正向/危機/文化/漫畫

★★★★

盛名的醫師史傳奇失去雙手，他抵達喜瑪拉雅山接受巫師的修練，意外發現來自其他次元的神秘力量。有別以往的英雄電影，有不可思議的人生哲學！

親屬/生涯/族群/音樂/台灣

★★★★☆

魏德聖挑戰自我佳作，重回現代生活的幽默與感動。沒有嘗過愛情滋味的兩人因為一場意外遇上了，從多線愛情角度討論不同面向，難得的歌舞類型！

音樂/生涯/族群/生命/性別/影史

★★★★★

奧斯卡最大贏家，當小演員遇上鋼琴手，夢想、愛情如何抉擇？多樣化的場面調度讓人驚艷，說明為了夢想需要付出的歷程，歌曲動聽之年度佳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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