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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視障者電影聽賞活動各場次電影簡介 

1/27 (六) 14:00-17:00 

天聲男孩 (103分鐘 普遍級) – B1演藝廳 

 

一名叛逆且充滿憤怒的少年斯泰，看任何事情都不順

眼，在學校與同學起爭執，回家又得照顧酗酒的母親，在

處處艱難的生活裡，沒想到母親又因車禍喪命。成了孤兒

的他，被不願承認自己的父親送至享譽國際的男童合唱學

校，在學校裡斯泰不但要學習歌唱的技巧，更要想辦法融

入精英團體，透過反覆吟誦的聖歌與指揮家卡維爾先生嚴

厲的指導，斯泰能否找到自己未來的道路呢？ 

 

2/24 (六) 14:00-17:00 

蒙特婁戀曲 (119分 鐘普遍級) –B1演藝廳 

 

漢娜是位古典歌唱家，熱愛音樂，一心投入，和鋼琴

家丈夫丹尼爾在蒙特婁經營一個合唱團，專門表演法國的

神聖歌曲。這些曲子都是 1830到 1930年間專為猶太會堂

所創作，極其珍貴的文化遺產。但合唱團經費短缺、缺乏

資源，幾乎經營不下去。與此同時，他們招募了新團員阿

比蓋兒，年經、才華洋溢，彷彿為合唱團注入新希望，卻

又有著青少女的叛逆與脆弱；漢娜從前的音樂老師也帶著

一份古老的樂譜來到蒙特婁找漢娜。這一老一少，會為合

唱團帶來什麼樣的波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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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六) 14:00-17:00 

印度總舖師 (84分鐘 普遍級) – 視障資料中心 B1研習

教室 

 

    擁有敏銳味蕾的夏琳妮，是個智美雙全的執業律師。

印裔背景的她，來自以廚藝為傲的傳統家庭，即將與英國

籍的男友締結連理。但家族裡最重要的兩位總舖師─爸爸

和叔叔，因將家傳食譜分半各擁，隔街開餐廳對嗆，冷戰

二十年。夏琳妮想藉喜事修復家族關係，希望婚宴能由兩

大家長聯手掌廚。然而此時，兩家餐廳的經營同時面臨外

來挑戰，必須合力贏取「咖哩之王」美食大賽，才能挽救

家族危機……。 

 

4/28 (六) 14:00-17:00 

我的老爸喵星人 (87分鐘 普遍級) –視障資料中心 B1

研習教室 

 

湯姆布萊德是全球商業大亨，坐擁北美最高的商辦大 

樓，全球時區都有自己的別墅，他狂熱於自己的工作事

業，與家人關係疏遠，偌大的房子裡，常常只有妻子拉

拉和女兒蕾貝卡兩人。蕾貝卡 11歲生日那天，湯姆到寵

物店為她挑選了一隻貓當作生日禮物。回程途中，湯姆

發生意外，恢復意識時，他發現自己被困在貓的身體裡，

並由自己的女兒收養牠，他開始體驗到除了財富之外，

人生的另一種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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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六) 14:00-17:00 

窮得只剩下錢 (100分鐘 普遍級) –高雄市立圖書館高 

雄市文化中心分館 4樓團體欣賞室 

 

阿默是個嘟嘟車司機，每天穿梭在新德里奮力求生，

盡力滿足每個人的需求。一天，一位乞討女孩搶走阿默固

定女乘客普嘉的皮包，在逃跑時被車撞傷，阿默及時將她

送醫，並自願為孤苦無依的她籌措手術費。期間，阿默載

到了一位貌似遊民、滿口牢騷的老翁，面對種種無理的要

求，阿默真誠無私的關懷，讓老翁印象十分深刻。為了儘

早湊齊費用，阿默家也不回地拼命工作，最後更決定將父

親留給他的嘟嘟車賣掉，窮到剩命一條。失去謀生工具

後，暗戀阿默多時的普嘉伸出援手，用「嫁妝」為名購買

一只新的化油器，讓他修好一臺中古嘟嘟車，重新營業。 

然而此時一位律師找上了門，阿默才發現之前載過

的遊民老翁竟是億萬富翁，死後將家產全給他一人！意外

之財從天而降，一份臨時更改的遺囑等待阿默簽收，他的

人生是否會因此重新洗牌？ 

 

5/26 (六) 14:00-17:00 

聽我，看我，告訴我 (94分鐘 普遍級) –視障資料中心

B1研習教室 

 

天生看不到、聽不見也無法言語的瑪莉，從小舉動如

野獸般粗暴，十四年來父母無能為力，連專收聾啞的修道

院都拒她於門外。善良的瑪格麗特修女獨排眾議收留瑪

莉，日復一日地細心教導瑪莉手語，伴她走出寂靜與黑暗

的靈魂牢籠。兩人間的羈絆日益加深，修女的身體健康卻

突然惡化，在剩餘不多的日子裡，她必須教導瑪莉人生的

最後一堂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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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0 (六) 14:00-17:00 

蘇珊夫人尋婚計 (89分鐘 普遍級) –視障資料中心 B1

研習教室 

 

故事發生在 18世紀末，年輕貌美的寡婦蘇珊薇儂夫

人，在丈夫辭世不久便傳出她四處賣弄風情、勾引男人的

謠言。為了躲避眾人的閒話，她住到夫家小叔的鄉間豪

宅，並周旋在三個男人之間，處心積慮躋身上流社會，不

僅欲為自己再覓良緣，同時也要將女兒嫁入豪門。這三個

男人分別是年輕英俊的雷吉納德寇西先生、富有卻傻氣的

詹姆士馬汀爵士，以及英姿煥發的已婚男子曼華林先生。

無可抵抗的誘惑、不擇手段的欺騙、真情真意的心碎、流

言蜚語的蔓延，在這場多角愛情關係中接二連三的發生，

使得蘇珊夫人的尋婚計畫越來越複雜，究竟她的如意算盤

能否如願以償呢？ 

 

7/22 (日) 14:00-17:00 

走音天后 (111分鐘 普遍級) – B1演藝廳 

 

樂壇奇葩真人真事改編！紐約貴婦芙蘿倫絲簡金斯

從小便熱愛音樂及歌唱，期許自己有一天成為當代最偉大

的女歌手。然而，她一開口唱歌便如魔音傳腦般令人震

撼，自我感覺超良好的她，卻覺得自己的歌聲在就像天籟

美音、黃鶯出谷。善良的經紀人貝福爾德癡癡守護在旁支

持著芙蘿倫絲，不願戳破她對於演唱事業的癡心妄想，直

到她開口希望在樂壇聖地紐約卡內基音樂廳舉辦售票演

唱會，貝福爾德才發現大勢不妙，眼看事情一發不可收

拾，貝福爾德該如何告訴芙蘿倫絲殘酷真相，而芙蘿倫絲

在一連串的歌唱特訓後，又會以怎樣的歌聲震撼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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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 (六) 14:00-17:00 

最後 12天的生命之旅 (105分鐘 普遍級) –新竹市文化

局 3樓演講視聽室 

 

十歲的奧斯卡身患絕症，某日不小心偷聽到父母與主

治醫師的對話，知道了自己將不久人世的壞消息。更糟的

是，奧斯卡發現他所信任的父母與主治醫師，竟然沒有一

個人有勇氣告訴他這個事實，更沒有人能夠與他一起面

對。奧斯卡氣壞了。於是，他拒絕與任何人說話。 

    一天，奧斯卡在醫院的走廊上撞到了一位美麗的女

士，這位玫瑰女士是世上唯一敢對奧斯卡發怒的人。從此

玫瑰女士走進奧斯卡的世界，用無比的想像力與熱情，帶

領他走上生命最後 12天的精彩旅程。玫瑰女士說，每過

一天，就等於走過十年。「也就是說，到第 12天時，我就

120歲囉？」奧斯卡問。「是啊，這是不是很棒呢？」 

    最後的 12天，奧斯卡並不孤單。他有玫瑰女士，還

有好朋友爆米花、愛因斯坦、藍色佩姬，而且他每天都寫

信給上帝。生命中應該經歷的每一個精彩的點滴：愛情、

友誼、信任、飛翔等，奧斯卡都嚐到了。 

 

 

8/25 (六) 14:00-17:00 

與森林共舞 (106分鐘 普遍級) –B1演藝廳 

 

意外中失去父母的男嬰，由狼群收養照料，隨著他漸

漸長大，叢林裡的霸者老虎對他起了戒心，一心想將男孩

驅逐，狼群無法與殘暴的老虎抗衡，唯一的希望就是將男

孩送回人類村莊。就這樣，孤獨的孩子踏上一個人的旅

程，在路上，他遇到了棕熊、黑豹、蟒蛇、還有猩猩王，

各方人馬對於人類的出現各有盤算。不甘於離開從小長大

的家園，男孩該如何起身對抗森林之王，爭回屬於自己的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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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 (五) 09:00-12:00 

神偷 Nono (95分鐘 普遍級)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3

樓視聽室 

 

頑皮淘氣的諾諾從小就立志要跟爸爸一樣，成為一名

舉世皆曉的出色偵探。沒有母親的他在成年禮的前二天被

送上火車，準備到叔叔家「磨練心性」，殊不知遇到了國

際級的大罪犯，在他們一起跳下火車後，展開了一連串精

彩刺激的「成年須知」之旅，就在他們逐漸建立忘年情誼

的同時，諾諾赫然在報紙上看到自己被綁架的消息，他該

選擇相信他的大朋友還是抽絲剝繭找尋真相？  

 

9/29 (六) 14:00-17:00 

麥田書香 (116分鐘 普遍級) –B1演藝廳 

 

她是茱麗，是國際時尚雜誌「美麗佳人」(Marie 

Claire)的總監，美麗、自信，平時名跑車代步，出差有

私人豪華客機，遊走於巴黎及米蘭兩大時尚之都，伸展臺

上更是呼風喚雨，還有金融圈的高富帥男友，生活看似完

美無缺，直到有一天，來到偏遠奧斯圖尼優美的麥田之

鄉，並邂逅了溫柔的農夫蘭佐改變了一切。 

    來自城市，時尚又有著出眾書香的氣質，成為眾人焦

點，但距離幸福只剩下一步之遙，她不知該如何爭取，加

上精打細算的男友不斷說服她賣掉農莊；而即將到來的時

裝週也在提醒著她回到城市，熱愛的工作崗位、事業和所

愛，城市與鄉村如何取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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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7 (六) 14:00-17:00 

萬能鑑定士 Q : 蒙娜麗莎之瞳 (119分鐘 普遍級) – B1

演藝廳 

 

擁有驚人的觀察力與記憶力的「萬能鑑定士」凜田莉

子 23歲，出生於沖繩縣波照間島。畢業後到東京，勉強

找到一份在二手店打工的工作。店長發現她只要讀過或看

過一次的東西就能全部記起來，於是讓她成為店裡的當家

鑑定人員。之後，在店長強烈建議下，開立了間名為「萬

能鑑定士 Q」的店。  

     2014年，睽違 40年的《蒙娜麗莎》將再度訪日。

凜田莉子被羅浮宮亞洲代理人推薦為臨時研究員。莉子和

被她吸引而持續貼身採訪的雜誌記者─小笠原悠斗，一同

前往巴黎，也順利通過在羅浮宮舉行的資格考試。在接受

「真偽權威」的授課下，莉子藉著《蒙娜麗莎的微笑》這

幅畫，進行嚴格的訓練。  

     然而，當莉子越瞭解《蒙娜麗莎》時，劇烈的頭痛

卻向她襲來，原本她所擁有的鑑定能力逐漸消失。明白莉

子困境的小笠原，為了調查《蒙娜麗莎》的謎團而奔走，

卻發現了李奧納多‧達文西在名畫《蒙娜麗莎》中所藏不

為人知的祕密。 

 

11/24 (六) 14:00-17:00 

裁縫師的美麗人生 (105分鐘 普遍級) – 1樓簡報室 

 

本片講述了繼承祖母裁縫店「南洋裁店」的第 2代店

主市江，憑藉運用縫紉機製作精緻西服的技巧，在成衣界

遠近馳名。但市江始終不接受大量批發訂單，反而專注為

老顧客量身手工訂製，傾力打造可滿足各式場合需求的高

質感服飾，然而服務與品質至上的堅持，卻讓她在競爭激

烈的百貨成衣市場中，隨著時代的演進而備感艱辛……。 

 

http://app2.atmovies.com.tw/film/fmen70304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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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2 (六) 14:00-17:00 

最後一堂課 (106分鐘 普遍級) – 1樓簡報室 

 

一向樂觀的瑪德蓮在 92歲的生日宴會上宣布，已經

決定好自己的「大限之日」，因為身體及所有器官逐漸衰

老，即使只是一件冬衣外套的重量，年邁的她也無法承

受。她希望自己能選擇生命善終、有尊嚴地死去，並期望

家人們可以做好沒有她的心理準備，所有的家人都無法接

受這個晴天霹靂的決定，家族聚會不歡而散。 

年輕時的瑪德蓮是一名社運分子，也是女權運動的支

持者，她希望女兒黛安以及其他子女們能陪她走過人生道

路的最後一段，讓他們都能明白，自己直到死前都對生命

懷抱著熱情、智慧與尊嚴，這是她給子女們上的最後一堂

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