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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融入教學的葵花寶典電影融入教學的葵花寶典

概念構圖與提問討論
的實作與分享

臺北市忠孝國小臺北市忠孝國小
陳建榮老師陳建榮老師

「電影融入教學」的學習結構

議題

領域

電影
教學

邏輯
分析

學習
核心

教學媒體
蝸牛理論

意義內涵

面向議題

概念聯結圖示

電影分析方法

「蝸牛理論」示意圖

學習者

學學 習習 環環 境境

教

學

鷹

架

•• 電影片名電影片名：讓觀眾更加迅速地融入劇情
•• 電影類型電影類型：沒有一部電影是屬於單一類型
•• 電影背景電影背景：可顯示出那個時代的歷史意義
•• 人物分析人物分析：角色的複雜性與多面向則較為少見
•• 二元對立二元對立：好與壞、男性與女性、現實與夢幻
•• 劇情邏輯劇情邏輯：故事的發展是以什麼作為主軸
•• 高潮安排高潮安排：建立高潮來作為讓觀眾期待的結局
•• 導演風格導演風格：侯孝賢常用「長鏡頭」呈現故事
•• 象徵關鍵象徵關鍵：畫面顏色物品對白等代表特別意涵
•• 背後意義背後意義：具有文化、政治、社會意涵

悅悅讀電影的十種方法讀電影的十種方法

學習對象分析
學習環境分析
學習目標分析

進行需求評估

流程說明：

觀賞前
觀賞時
觀賞後

多元互動設計
概念構圖分析
提昇情意層次

展開各自研究

營造參與情境
教師適時提示
留意觀賞禮儀

形成共同經驗

選擇影片
分析影片

挑選適當影片

課程目標
放映方式
課程活動

擬定教學計畫

觀念討論分享
團隊合作互動
教師適時回饋

進行教學活動

多向交叉評量
修正教學建議

教學成效評量

電影融入教學
之教學流程

1.記憶記憶Memory：要求學生回憶或是認知看過的資訊
(事實/定義/觀念/技能/時間/地點)

2.轉譯轉譯Translation：將原資料轉化為另符號或語言。

3.解釋解釋Interpretation：對兩個或更多事實/通則/價值
/觀念/定義/技能，找出其間之關
係(比較/應用/數據/歸納/因果)。

教學鷹架→教師提問技巧

「桑達士問題分類法」（全）1



4.應用應用Aapplication：運用既有的能力解決新的問題
5.分析分析Analysis：依事實/思考法則/實例分析關係
6.綜合綜合Synthesis：別出心裁想出或發現前所未有的

事物或辦法，尋求各種不同的答案

7.評鑑評鑑Evaluation：先設定自己的標準或價值估念，
一此考評某事物或觀念。

教學鷹架→教師提問技巧

「桑達士問題分類法」（全）2

教學鷹架→情：教師提問技巧
「桑達士問題分類法」

觀察
從五官直接察覺之事
物。此類問題屬於封
閉性問題，能使大部
分學生樂意回答。

感受
加上主觀的意見、想
像而產生的回應。從
理解進入思考，產生
與內在聯繫。

統整
引導學生提出日常生
活中之經驗，讓學生
結合電影情節與本身

經歷，加以驗證。

啟發
經分析事件、綜合經
驗，進而評鑑此價
值，體認人性共通
處，產生不同啟發。

「白色大地」的四層次提問示範「白色大地」的四層次提問示範

觀察
從五官直接察覺之事
物。此類問題屬於封
閉性問題，能使大部
分學生樂意回答。

感受
加上主觀的意見、想
像而產生的回應。從
理解進入思考，產生
與內在聯繫。

統整
引導學生提出日常生
活中之經驗，讓學生
結合電影情節與本身

經歷，加以驗證。

啟發
經分析事件、綜合經
驗，進而評鑑此價
值，體認人性共通
處，產生不同啟發。

• 美國康乃爾大學教授Novak（1984）沿襲
Ausubel（1978）之「有意義的學習」之理論
精神，設計出一套幫助學生學習如何進行學習
的技巧，統稱為「概念構圖技巧」。

• 「概念構圖」便是意指教師引導學生應用空間
性組織，以連結不同概念的關係，在知識結構
中，將相屬概念及彼此間關係，以圖繪的方式
呈現出來，以促進進學生對新教材學習的理解
與統整。

邏輯思考：邏輯思考：「概念構圖」

概念構圖：概念構圖：魚骨圖魚骨圖

•用來分析一個複雜事件或
是現象的發生原因，其方
法是先列出結果，再歸納
可能造成之原因，藉此可
增進學生分析歸納之能
力。強調思考事件的前
後、因果之脈絡。

細節

結
果

概念構圖：概念構圖：蜘蛛網圖蜘蛛網圖
將欲討論之主要議題在中
心的圓圈中，以全班或是
小組的形式進行探討，將
相關的概念和細節列出，
再依照概念之隸屬關係，
從最普遍到最特殊的概念
加以排列，之後便可進一
步加上跨接的聯結。發展
批判思考、價值判斷、解
決問題的能力較不顯著。

主題
概念
題目

次
概
念



4.課後完成完整的概念構圖3.分組討論上台發表

2.思考電影中的
事件、結果、啟示

1.將內容轉換成議題

概
念
構
圖
的
討
論
步
驟
圖

概念構圖：概念構圖：天秤圖天秤圖
可描述主題特徵、分析事
件，比較時間空間的異同
點，更可發展批判思
考等能力，以利學生分辨
異同與統整調和。用來評
析整理雙方之意見，評鑑
事件的意義為何，特別適
合開放性的爭論議題。

舉證 舉證

概念構圖：概念構圖：環扣圖環扣圖
可描述主題特徵、分析事
件，比較時間空間的異同
點，更可發展批判思
考等能力，以利學生分辨
異同與統整調和。用來評
析整理雙方之意見，評鑑
事件的意義為何，特別適
合開放性的爭論議題。

事件
主題

相同點

事件
主題

邏輯思考：邏輯思考：魔術方塊魔術方塊
• 原稱為「曼陀羅分析法」，乃是起源於佛
教，被日本泉浩晃先生加以系統化利用之
後，卻成為絕佳的計畫工具。最終目的是
將「知識」轉變為實踐的「智慧」。按照
此方法製作備忘錄，應付學業與工作上各
項疑惑，靈感將不斷自然湧出。其形態來
看，共分九個區域，形成能誘發潛能的
「魔術方塊」。與以往條列式筆記相比
較，可得到更好的視覺效果。

魔術方塊：魔術方塊：永不遺忘的美麗永不遺忘的美麗

順時針

放射狀

電影也許停格電影也許停格 生命依舊放映生命依舊放映

•• 喜歡電影的人，易於感受生命的能量，相喜歡電影的人，易於感受生命的能量，相
信無論生命週期如何變化，皆能在電影中信無論生命週期如何變化，皆能在電影中
覓得繼續昂首闊步的新方向。覓得繼續昂首闊步的新方向。

•• 電影放映時電影放映時 啟動了夢想啟動了夢想

追尋對生活中眾多事物的呼應追尋對生活中眾多事物的呼應

•• 電影結束後電影結束後 啟發了思考啟發了思考

佇立在生命中細微自我的改變佇立在生命中細微自我的改變



『從悅讀電影感動生命』 推薦片單
中文片名 國別 年份 片長 片型 推薦指數 劇情介紹與重點摘要

大紅燈龍高高掛 中 1991 126 女性 ★★★☆ 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提名，大陸名導張藝謀經典顛峰之作，充滿顏色與角色的意象。

末路狂花 美 1991 129 女性 ★★★★★ 成功引介女性主義到公路電影，開啟了新的方向。營造出視覺上震人的效果，結局更是經典。

巧克力情人 墨西哥 1992 114 女性 ★★★☆ 帶有魔幻色彩的女性電影，富有南美洲的異國風情。

鋼琴師和她的情人 澳洲 1993 121 女性 ★★★★★ 從女人觀點出發描述的愛情和性，不落俗套，看完後讓人難以忘懷。其演技與音樂更是經典！

女人四十 香港 1995 100 女性 ★★★★☆ 許鞍華以女性的視角，用舒緩的語調娓娓道來一個尋常家庭的尋常故事，細膩而富有親和力。 

破浪而出 丹麥 1996 156 女性 ★★★★★ 癡情女的電影何其多，但這電影卻讓人嗅得新氣息。劇情的安排讓人不捨，結局更是讓人爆淚。

偶然與巧合 法 1998 120 女性 ★★★★★ 一位女子的自我追尋，橫跨多國精心拍攝，編導演員風格獨具，創下映演最久的藝術片記錄。

臥虎藏龍 台 2000 117 女性 ★★★★ 以武俠為包裝的女性電影，更是李安極具經典價值之作。掀起之後港台名導武俠風潮之濫觴。

春天的杜鵑 俄羅斯 2002 103 女性 ★★★★ 她叫杜鵑，這個春天她救了兩個男人，卻又同時愛上他們。特殊的影像風格，值得觀賞。

時時刻刻 英 2003 114 女性 ★★★★★ 故事分三段進行，光看梅莉史翠普、茱莉安摩爾、妮可基嫚的演技火拚就讓人愛不釋手！

托斯卡尼艷陽下 美 2004 113 女性 ★★★★ 知名小說改編，充滿義大利南部的田野風情，讓人心曠神怡，並掀起旅遊風潮！

令人討厭的松子的一生 日 2006 130 女性 ★★★★☆ 導演擅長雕鑿繽紛華麗影像，述說讓人心痛的女性愛情觀：再痛苦也不要孤單一個人！

完美女人 西班牙 2006 114 女性 ★★★★ 名導阿莫多瓦的新片，演員共獲最佳女主角獎，令許多影評人稱讚不已。可說是個人顛峰之作。

冰風暴 美 1997 114 文化 ★★★★ 李安執導，以深入苦樂參半，卻又風趣的眼光，檢視一個家庭的美國大夢。

中央車站 巴西 1998 115 文化 ★★★★ 萬里尋母的感人故事，巴西異國風情，演技動人，步調稍微緩慢。

喜馬拉雅 法 1999 108 文化 ★★★★ 一窺喜馬拉雅山的奇麗與藏族的生命哲學。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入圍。

天堂的孩子 伊朗 1999 87 文化 ★★★★ 他不想得冠軍，只想第三名就好…，目前最精彩的伊朗兒童電影。

何處是我家 德 2001 141 文化 ★★★★ 為了躲避納粹的迫害，小蕾與媽媽來到非洲避難，奧斯卡最佳外語片。

旅行者與魔術師 不丹 2003 108 文化 ★★★★ 以兩層故事去指涉一件事情，對「夢土」的渴望與追求。其風格讓人驚豔不已。

多古拉之歌 法/柬 2004 80 文化 ★★★★☆ 主要描繪柬埔寨的國族風情，透過影像與音樂的結合，超有水準的MTV電影。

窗外有藍天 英 1985 177 文學 ★★★★ 獲得影評與票房的口碑，也是詹姆斯艾佛利奠定文學電影的基礎，片中古典音樂更是餘音繞樑！

布拉格的春天 美 1988 172 文學 ★★★★ 改編自米蘭昆德拉小說，編導的巧手下變成動人的愛情故事。演技與音樂更是一時之選。

大河戀 美 1992 123 文學 ★★★★ 勞勃瑞福執導，充滿詩意的拍攝風格，藉河水的川流不息，借寓人生起落。

長日將盡 英 1993 138 文學 ★★★★★ 以含蓄且隱隱作痛的基調，鋪敘大英帝國貴族統治階級沒落的輓歌。編導與演技都是上上之作！

東邪西毒 香港 1994 100 文學 ★★★★☆ 從金庸著名小說出發，延展出不同的角色獨白，是王家衛別具風格的武俠作品。

理性與感性 英 1995 136 文學 ★★★★ 珍奧斯汀的第一本小說，知名女星艾瑪湯普遜改編、李安揚名國際之作，輕鬆幽默的愛情故事。

英倫情人 美 1996 162 文學 ★★★★☆ 映像不只是交代故事，它的構圖時常暗藏隱喻。一部詩樣的動人電影，囊獲當年多項大獎。

莎翁情史 美 1998 123 文學 ★★★☆ 以亦莊亦諧的手法，揣摩莎士比亞的創作來源！劇本創意最為突出。

天才雷普利 美 1999 139 文學 ★★★★ 改編自本世紀初女作家派翠西亞小說，幕前幕後的金獎組合，讓懸疑情節更添人性蒼涼。

追憶似水年華 法 1999 158 文學 ★★★☆ 普魯斯特偉大經典名著，由智利電影大師導演，多線進行就如同小說的意識流表現。

巴爾札克與小裁縫 中 2002 116 文學 ★★★★★ 從解放知識到解放愛情，發生在70年代四川的青春故事。作者親自拍成電影，相當成功動人。

遇見莉莉 法 2003 104 文學 ★★★★ 不盡然遵照原作的劇情走向， 反而在結構上增添了許多變化，將《海鷗》擴大為前後兩段。

一一 台 2000 173 生命 ★★★★☆ 楊德昌榮獲坎成影展最佳導演之作，嚴謹的敘事架構，娓娓道來家庭與生命的交織悲喜。

永遠的莉莉亞 俄羅斯 2003 105 生命 ★★★★ 呈現社會現實的殘酷一面，雖然歷盡風霜，上帝的救贖終會降臨！

春去春又來 韓 2003 85 生命 ★★★★★ 小和尚將石頭綁在魚等身上，但這都看在師父眼裡。四段的電影呈現靈性的意境。

永不遺忘的美麗 南非 2004 96 生命 ★★★★ 首支入圍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南非電影。愛滋媽媽與女兒的生命故事！

無人知曉的夏日清晨 日 2004 140 生命 ★★★★☆ 勇奪坎城影展歷史上最年輕的男主角。改編自日本真實新聞事件，讓人痛心與無耐。

登峰造擊 美 2005 133 生命 ★★★★★ 奧斯卡年度最佳影片，女性拳擊手的熱情與執著，譜出溫暖人心的生命樂章。

點燃生命之海 西班牙 2005 125 生命 ★★★★ 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展現高度的藝術價值，留下令人動人又發人深省的一頁。

深夜加油站遇見蘇格拉底 美 2006 118 生命 ★★★★☆ 一個體操選手總覺得生命有所缺憾，遇見了讓他改變一生的奇人，留給我們心靈無上的啟發！

送行者～禮儀師的樂章 日 2009 130 生命 ★★★★★ 日本影史上唯一獲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殊榮，細膩的情感運鏡配樂，讓人笑中帶淚，更平反了職業的貴賤。

楊朵 美 1983 135 性別 ★★★★ 本片使芭芭拉史翠珊成為有史以來第一位自編自製自導的女性。極具跨時代意義。

費城 美 1993 125 性別 ★★★☆ 並非一個簡單的愛滋病人爭取權益的故事，湯姆漢克的絕佳演技入扣三分！

沙漠妖姬 澳洲 1994 102 性別 ★★★★ 三名人妖秀藝人橫越大沙漠前往夜總會表演的喜劇。編導、攝影、服裝皆是大膽驚豔。

玫瑰少年 法 1997 88 性別 ★★★★★ 大家都以為藍色是男孩的，粉紅色是女孩的。性別教育的絕佳教材！

愛，上了癮 美 1997 113 性別 ★★★★★ 對於性別與性愛都有令人瞠目結舌的辯論，可說是兩性必看的話題電影，唯結局安排流於俗套。

男孩別哭 美 1999 118 性別 ★★★★☆ 真實事件改編，因憤怒憎恨所導致的強姦殺人事件。女主角希拉蕊史旺的精彩演出，讓人不捨！

甜過巧克力 加拿大 1999 101 性別 ★★★★ 一個女同志開始解放社會價值觀，真實面對自我的有趣浪漫喜劇。

舞動人生 英 2000 100 性別 ★★★★★ 一個芭蕾舞蹈，能否改變一個小男孩的一生....總而言之，非看不可！

鯨騎士 紐 2002 101 性別 ★★★★ 來自紐西蘭的勵志影片，突破性別刻板的動人之作。

冥王星的早餐 英 2005 129 性別 ★★★★ 亂世浮生導演再現動人神采的新作，優雅運鏡與懷舊色調和時代金曲，再現人生的輝煌與滄桑。

六度分離 美 1993 112 社會 ★★★★ 從耶魯大學心理學家的人際理論出發，探討社會階層的故事，威爾史密斯的精彩早期作品。

十七歲的單車 中 2000 113 社會 ★★★★ 柏林影展銀熊獎，關於理想與奮鬥的故事。但是充滿了無奈與青春的記憶。

麵包與玫瑰 英 2000 110 社會 ★★★★ 描述外籍勞工在美國遭遇的剝削和爭取權益的經歷，拍的既感人又深刻。英國大導果然厲害！

非關男孩 英 2002 101 社會 ★★★★★ 沒有人是一座孤島。劇情豐富緊湊，詼諧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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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抱艷陽天 美 2002 112 社會 ★★★★ 第一位黑人榮獲奧斯卡最佳女主角，不溫不火述說藏有內幕的故事！

悲情城市 台 1989 152 政治 ★★★★ 威尼斯影展最佳影片，侯孝賢最悲壯氣魄的台灣史詩，更創下全台破億的票房奇蹟！

亂世浮生 英 1993 112 政治 ★★★★ 當年橫掃各大影展，尼爾喬丹奠定大師級導演之作，男扮女裝的主角更是年度話題！

陽光燦爛的日子 中 1995 134 政治 ★★★★★ 50年代初的北京，人們忙著文化革命，孩子們沒人管。精彩的人物特寫道盡時代的洪流。

再見列寧 德 2003 118 政治 ★★★★ 東德瓦解了，善意的謊言只是為了拯救媽媽的共產世界。年度溫馨創意另類政治的家庭電影！

疑雲殺機 英 2004 129 政治 ★★★★★ 巴西金獎名導風格之作，快節奏的敘述複雜故事。

英雄教育 德 2005 110 政治 ★★★★ 納粹時代的學校，泯滅人性的魔鬼訓練，戰爭無情的另一種血淚控訴，張力十足。

竊聽風暴 德 2007 128 政治 ★★★★★ 奧斯卡最佳外語片，以小人物呈現政治的荒繆，藝術才是面對政治立場不同的最佳解藥。

21世紀的前一天 美 1995 145 科幻 ★★★★ 千禧年前夕，人可以用遊戲機記錄夢境，牽引出人性的空虛。當時大膽創新的女性導演作品。

接觸未來 美 1997 153 科幻 ★★★★☆ 相信外太空有生命存在的女主角，帶引我們前往浩瀚的星空。大膽後設的感人之作。

火星任務 美 2000 113 科幻 ★★★★ 探索遠古火星人留下的遺跡，進而解開了人類緣起之謎！大膽創意的結局安排，讓人記憶深刻。

A.I.人工智慧 美 2001 146 科幻 ★★★★ 未來時代具有人工智慧的機器人小孩，驚奇與感傷交錯，追尋生命的意義。

28天毀滅倒數 英 2002 113 科幻 ★★★★ 人類被病毒襲擊，世界幾乎毀滅的預言故事。有多種結局版本，可供解讀！猜火車導演新作。

月亮的小孩 台 1991 63 紀錄 ★★★★☆ 紀錄「白化症」的故事。曾獲得國內外許多獎項，播出亦引起廣大的回響！

小宇宙 法 1997 75 紀錄 ★★★★☆ 用放大鏡頭進入昆蟲微小的世界，美輪美奐。

鵬程千萬里 法 2001 115 紀錄 ★★★★☆ 帶來與鳥們比翼同行的罕見經驗，音樂與畫面完美搭配。

小小攝影師的異想世界 印 2004 85 紀錄 ★★★★★ 加爾各答的紅燈區，孩子難以創造另一種生活型態。鼓勵人心的感動佳作！

黑暗中追夢 台 2005 56 紀錄 ★★★★ 他們是台灣的雨人和海倫凱勒。溫暖動人的臺灣紀錄片佳作！

絕代豔姬 比利時 1994 110 音樂 ★★★☆ 金球獎最佳外語片，國內罕見的比利時電影。描述18世紀末閹伶聲樂家卡羅故事。

艾美的世界 澳 1999 104 音樂 ★★★★ 艾美躲在自己的世界裡不說話，直到她用的歌聲改變了周遭的環境，來自澳洲的動人小品。

鋼琴師 澳 1996 105 音樂 ★★★★ 描述澳洲神童鋼琴家David Helfgott的故事。從神童到精神錯亂，真人真事改編的精采電影。

走出寂靜 德 1998 109 音樂 ★★★★★ 拉拉用黑管終於和父親尋得彼此的交集。豐富主題與意象，不看可惜。

無情荒地有琴天 英 1998 121 音樂 ★★★★★ 大提琴家杜普蕾的事蹟，講述姊妹情深的故事。編導、演技、音樂又一搭配完美的演出。

狂情難了 德 1999 112 音樂 ★★★★★ 一齣既是毒藥又是解藥的視聽饗宴。 將電影語言與古典藝術結合，演員詮釋亦讓人目不轉睛。 

鋼琴教師 法 2001 131 音樂 ★★★★★ 壓抑苦悶的環境導致了她不得不依靠偷窺和自我虐待來發洩性慾望。怵目驚心又哀痛的作品。

十分鐘前：小號響起 合籍 2002 92 音樂 ★★★★ 七位國際級大導演的作品集合。大師們用心雕刻「時間光影」的偉大創作藝術。

黑暗之光 台 1999 104 家庭 ★★★★☆ 城市灰暗角落裡，被人遺忘的盲人按摩師，充滿人道寫實主義的動人力量。張作驥最佳作品。

返家十萬里 美 1999 110 家庭 ★★★★☆ 艾美護送野雁回家的歷程。畫面優美，強力推薦！

冰淇淋的滋味 德 1999 107 家庭 ★★★★★ 兩個身份地位相差懸殊的朋友，讓大人深深反省！活潑感人，充滿童趣。

前進天堂 美 2002 105 家庭 ★★★★ 移民到美國的小家庭，面對生活的拮据！溫馨動人，值得推薦～

蝴蝶 法 2002 85 家庭 ★★★★ 孤僻老爺碰上小妹妹一段奇妙逗趣的冒險之旅！故意的簡單不做作，清新風格。

有你真好 韓 2002 96 家庭 ★★★★★ 自私自利的小孩與無言無悔的祖母之間的動人詩篇，適合扶老攜幼共同欣賞。

美麗時光 台 2002 108 家庭 ★★★★ 張作驥執導，近年來不容錯過的華語電影。片中有難得一見的台灣魔幻寫實鏡頭。

和你在一起 中 2003 119 家庭 ★★★★★ 『舞動人生』小提琴版，國際名導陳凱歌以通俗感人的手法，又一傑作。

小太陽的願望 美 2006 101 家庭 ★★★★ 在經歷了一連串夢想與失落後，家人學會了相互信任和支持。一部溫暖清新的家庭公路電影。

剪刀手愛德華 美 1990 100 特殊 ★★★★ 機器人愛德華體會到人類的友情、愛情，影像風格強烈。

男人的一半還是男人 美 1991 102 特殊 ★★★★ 流落街頭倫為男妓的困頓青年，基諾李維最重要作品，「心靈捕手」導演最完美的傑作！

醫院風雲 丹麥 1994 280 特殊 ★★★★★ 拉斯逢提爾是真正的鬼才導演，源自丹麥的電視影集，成為影癡必看的作品，內容光怪陸離。

白癡 丹麥 1998 110 特殊 ★★★★ 一群年輕人專門扮成白痴騙人，毫無掩飾的作愛鏡頭，一部不折不扣的爭議作品。

厄夜變奏曲 丹麥 2003 140 特殊 ★★★★☆ 整部電影沒有場景，只有畫在舞台上的設計圖，就可以演戲的實驗創舉！

色情酒店 加拿大 1994 103 特殊 ★★★★★ 整部電影精采的配樂，成為必備的典藏CD，為電影增色不少。艾騰伊格言的絕佳作品。

驚世狂花 美 1996 108 特殊 ★★★★ 打破傳統的敘事結構，充滿驚奇，有別於傳統犯罪類型電影。駭客任務導演的成名代表作！

猜火車 英 1996 94 特殊 ★★★★★ 搞怪的電影，帶有社會批判。大量的超現實鏡頭。為英國影史上相當重要地位的作品。

睜開你的雙眼 西班牙 1997 117 特殊 ★★★★★ 「香草的天空」西班牙原版，年輕導演自編自導自配樂的絕佳作品！不可錯過。

浮生狂想曲 德 1999 90 特殊 ★★★★★ 像"夢想之旅"詩篇般的冒險劇，全片只有九句對白，成為本片最大的特色！

愛你的五種方法 加拿大 1999 106 特殊 ★★★★★ 以嗅覺觸覺聽覺視覺味覺五個角度來詮釋五段愛情故事，又巧妙連接一起，精彩內斂！

鬥陣俱樂部 美 1999 139 特殊 ★★★★★ 後現代式的表現手法，劇本有駭人的鋪陳，讓觀眾出乎意料！影像相當突出。

露西雅與慾樂園 西班牙 2001 128 特殊 ★★★★ 一部時間遞迴交錯，想像與現實無法分辨的電影。充滿碧海、藍天、靈慾之美。

艾蜜莉的異想世界 法 2001 122 特殊 ★★★★☆ 艾蜜莉都用最意想不到的方式，改變旁人的命運。魔幻風格，賞心悅目。

有你，我不怕 義大利 2003 108 特殊 ★★★★★ 豔麗的鄉野影像與特製的古典音樂，讓這部電影神采飛揚，強力推薦的佳作。

空屋情人 韓 2004 88 特殊 ★★★★★ 威尼斯影展銀獅獎最佳導演，幾乎沒有對白的愛情故事，導演展現出無比的驚人功力。

巴黎初體驗 法 2004 114 特殊 ★★★★ 向歷史與記憶深處探索巴黎，利用三個年輕人彷彿與喧擾的外界隔絕，呈現時代動盪。

性愛巴士 美 2006 102 特殊 ★★★★ 性愛場面真槍實彈，毫不保留，令觀眾瞠目結舌。其實人對愛的需求才是導演的論述重點。

安娜床上之島 西班牙 2007 116 特殊 ★★★★★ 如夢似幻、天馬行空，傳述女性的累世生命與輪迴議題，超越生死的豐富內涵，年度推薦之作～

魔法阿媽 台 1999 80 動畫 ★★★★★ 台灣動畫的驕傲！第一部獲得最佳影片殊榮的動畫長片！非看不可！

神隱少女 日 2001 125 動畫 ★★★★★ 宮崎駿顛峰之作，把環保議題與神話傳奇結合得完美無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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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狗寶貝-魔兔詛咒 英 2005 85 動畫 ★★★★ 人道主義在爆笑的情節中揮發，特別的動畫電影，強力推薦！

茉莉人生 法 2007 95 動畫 ★★★★★ 以動畫入圍外語片的年度佳作，藉由女孩從小到大看盡人生的酸甜苦辣，轉化成生命的養分。觸及的議題與層次廣泛，讓人笑中帶淚難以忘懷

魯冰花 台 1989 89 教育 ★★★★★ 經典的本土教育電影，可讓孩子瞭解以前教育的實際情景。精彩演技，感人肺腑。

春風化雨 美 1989 128 教育 ★★★★★ 勇於突破現狀，徹底釋放的心境，令人無限感動。經典教育電影，適合青少年欣賞。

熱帶魚 台 1995 103 教育 ★★★★☆ 幽默諷刺台灣的亂象與無奈，是部笑中帶淚、貼近人群的精彩國片！

放牛班的春天 法 2004 95 教育 ★★★★☆ 入圍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在影像與音樂中，訴說了放牛班育幼院的時代故事。

心中的小星星 印 2009 165 教育 ★★★★★ 印度天王明星自編自導自演的感人之作，探討印度兒童學習障礙，誠懇細膩，配上動人音樂和可愛動畫，強力推薦。

囧男孩 台 2008 103 教育 ★★★★ 描述兩位「騙子」孩童的成長歷程，嘻笑中反映出台灣社會現今的「隔代教養」問題，動畫與童話的雙層夾心下，成功又細

我的左腳 英 1989 98 傳記 ★★★★ 反映出殘疾人身殘志堅，戰勝逆境的堅強意志。經典之作，值得一看

阿甘正傳 美 1994 142 傳記 ★★★★ 弱智兒童的成長，反映了美國的近代歷史軌跡。頂著多項金獎的光環，表現美國大夢。

伊莉莎白 英 1998 124 傳記 ★★★★☆ 伊莉莎白一世的傳奇，最精彩的改編版本，當年受到奧斯卡忽視，凱特布蘭琪表現驚人！

眾神與野獸 美 1998 105 傳記 ★★★★☆ 描述經典恐怖片【科學怪人】名導的後半人生，編導、演員細膩的鋪陳與寬容，讓電影韻味十足。

十月的天空 美 1999 108 傳記 ★★★★★ 開發自我潛能，證明只要努力，就可成功！ 溫馨立志，緊湊精彩！

鵝毛筆 美 2000 123 傳記 ★★★★☆ SM創造者薩德侯爵的傳奇一生，精采的好戲，男女主角的演技精湛，令人難忘。

揮灑烈愛 墨西哥 2002 125 傳記 ★★★★ 電影與畫一樣濃烈糾葛狂放不羈，墨西哥著名女畫家芙烈達精采的一生。

金賽性學教室 美 2004 118 傳記 ★★★★★ 金賽博士研究主題所繁衍，儘量的陳述事實而不妄揣測。編導與演員的傑出傳記電影！

革命前夕的摩托車日記 巴西 2005 127 傳記 ★★★★☆ 改編自知名傳奇革命人物，騎摩托車環國的旅程，兼具豐富影像與意向。

黛妃與女皇 英 2006 97 傳記 ★★★★ 舊封建時代和民主世代衝撞下的皇家秘辛。編導與主角展現創意的大膽作品。

情書 日 1995 116 愛情 ★★★★ 一封寄往天國的情書，開啟了兩段刻骨銘心的愛情…岩井俊二的經典，創下台北3000萬的票房。

愛在心裡口難開 美 1997 139 愛情 ★★★★ 三個不同身份的紐約人，引發了一段有血有淚的故事。傑克尼克遜榮獲影帝之作。

雙面情人 英 1998 99 愛情 ★★★☆ 趕上地鐵與錯過地鐵的雙重情節，頗具創意，一部通俗的藝文小品。

越愛越美麗 美 1998 127 愛情 ★★★★ 芭芭拉史翠珊解析愛情之作，讓人在愉悅仔細聆聽愛情與性愛的差異，音樂更是動聽。

觸不到的戀人 韓 2001 96 愛情 ★★★★★ 「跳越時空的情書」的原版，跨越時空的愛情故事。精彩的劇本與導演風格，讓人驚豔！

記得我愛你 法 2003 105 愛情 ★★★★☆ 如果沒有記憶來支撐，愛情便不存在！精彩動人的法國小品。

午夜之後狂戀 義大利 2004 88 愛情 ★★★★ 電影博物館當晚班守衛的三角關係愛情，博物館有著如迷宮般的通道，讓這部電影更顯特別！

王牌冤家 美 2004 103 愛情 ★★★★★ 上「忘情診所」消除關於對方的記憶。傑出的劇本與演技，精采的愛情辯證！金凱瑞表現突出。

大國民 美 1941 119 經典 ★★★★★ 報業巨人的一生故事。 奧森威爾斯的第一部電影，開創了許多獨特的電影語言，影響後世無數！

單車失竊記 義大利 1948 89 經典 ★★★★★ 義大利新寫實主義的重要代表。片中清一色使用非職業演員。影史地位相當重要的電影。

西城故事 美 1961 108 經典 ★★★★★ 根據百老匯的經典音樂劇改編而成的經典電影。《羅密歐與茱麗葉》的50年代紐約版。

真善美 美 1965 174 經典 ★★★★★ 歷久彌新的經典之作，讓人心情愉悅、生氣勃勃，更是歌舞片的極致完美綜合！

清秀佳人（影集） 加拿大 1983 360 經典 ★★★★★ 經典影集，被一對兄妹收養的安雪麗，依舊揮灑出璀璨的人生。風景與演技，實在美不勝收！

兒子的大玩偶 台 1983 100 經典 ★★★★★ 台灣電影新寫實主義代表作，三段式電影，更是侯孝賢奠定地位之作。

阿瑪迪斯 美 1984 158 經典 ★★★★★ 影像音樂故事演技完美結合，值得欣賞。唯情節虛構與影片內涵，需要加以澄清。

新天堂樂園 義大利 1988 123 經典 ★★★★ 電影放映師和小孩多多的忘年之交，牽引出時代的悲喜。影迷流傳的經典作品，有完整版。

碧海藍天 法 1988 132 經典 ★★★★ 對浩瀚大藍的沉醉以及對自由的義無反顧。盧貝松導演的驚豔之作，藍色影像讓人陶醉。

阿飛正傳 香港 1991 95 經典 ★★★★★ 王家衛式電影風格奠定代表作，成功碩造明星的內心演技。在時代的洪流中蔚為經典的電影。

藍色情挑 法 1993 94 經典 ★★★★★ 奇士勞斯基大師經典、無庸置疑，深沈的藍，從復仇中釋放自由！三色電影最傷痛之作品。

白色情迷 法 1994 87 經典 ★★★★ 奇士勞斯基大師經典、無庸置疑，迷霧的白，從復仇中演繹平等！三色電影最幽默之作品。

紅色情深 法 1994 99 經典 ★★★★ 奇士勞斯基大師經典、無庸置疑，溫柔的紅，從窺視中傾訴博愛！三色電影完美完結篇！

刺激1995 美 1995 142 經典 ★★★★★ 當年的奧斯卡遺珠之憾，其經典地位從影迷的爭相走告可知一般。

花樣年華 香港 2000 98 經典 ★★★★ 王家衛、張曼玉與梁朝偉的經典作品，光看張曼玉身穿旗袍的曼妙模樣，就讓人無法自拔！

衝鋒陷陣 美 2000 113 運動 ★★★★☆ 根據真人實事改編，呼應台灣族群融合，特別適合轉換血氣方剛的暴戾之氣！

馬拉松小子 韓 2005 117 運動 ★★★★★ 自閉兒的馬拉松生命在媽媽的正反面激勵下撼動觀眾，讓人久久不能自己！

寶萊塢生死戀 印度 2003 185 歌舞 ★★★★☆ 家喻戶曉的愛情故事，可說是印度版的梁山伯與祝英台，歌舞場面讓人驚豔、嘆為觀止！

舞國英雄 澳洲 1992 95 歌舞 ★★★★ 紅磨坊導演聲名大噪之作，從參加舞蹈比賽建構自我認同與家庭影響。

紅磨坊 美 2001 128 歌舞 ★★★★ 掀起好萊塢近年來歌舞風潮， MTV式的影像風格、改編多首流行歌曲，相當特別的創意作品。

八美圖 法 2002 111 歌舞 ★★★★ 法國頗具趣味的歌舞片，藉由一件謀殺案將八位女性角色融合呈現，知名女星爭相演出。

記得童年那首歌 巴西 2005 119 歌舞 ★★★★ 讓人動容的家庭情感，交織著充滿活力與熱情的巴西音樂，讓觀眾流淚中充滿溫暖。

雷之心靈傳奇 美 2005 152 歌舞 ★★★★★ 奧斯卡最佳男主角，詮釋傳奇盲眼歌手，著重人物內心改變與童年倒敘，讓人驚豔與感動！

天邊一朵雲 台 2005 113 歌舞 ★★★★ 蔡明亮變換風格最成功之作，榮獲柏林影展銀熊獎，引發的限制級爭議沸騰一時！

吉屋出租 美 2006 135 歌舞 ★★★★ 以搖滾樂為主融合多元曲風，藉由音樂的能量讓大家重拾勇氣與希望。外百老匯的經典作品。

美麗人生 義大利 1999 114 戰爭 ★★★★ 在殘酷的集中營裡，爸爸讓兒子仍保有童年的快樂與天真，奧斯卡最佳外語片，轟動一時。

美麗天堂 美 2001 106 戰爭 ★★★★ 七個耶路撒冷的小朋友，帶領觀眾了解以色列與巴勒斯坦之間衝突與矛盾。

烏龜也會飛 伊朗 2004 98 戰爭 ★★★★ 庫德族苦難民族，寫實的畫面充分表現出戰爭的無情與無奈。

純真11歲 墨西哥 2004 120 戰爭 ★★★★★ 80年代 薩爾瓦多的內戰。獲得多項影展大獎，真實呈現戰爭的殘酷，感動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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