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三五教學卓越計畫 逢甲大學 102下 通識沙龍 第三檔期─第36屆金穗獎暨短片輔導金巡迴放映影展 (103.04.21-103.05.02) 地點：人言大樓10樓 通識沙龍

領域主題領域主題領域主題領域主題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時  間時  間時  間時  間 主    題主    題主    題主    題

社會領域
社會現實 10:10-12:00 性別與媒體素養

看不見的村落

烏歸13:10-15:00

第一場

內  容  簡  介內  容  簡  介內  容  簡  介內  容  簡  介

講者：范 情 老師 (東海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講師、台灣女性影像學會常務理事、《性別平等教育季刊》副總編輯)
內容：1.媒體識讀 / 素養。   2.當性別遇上媒體。   3.賦權與行動：實作與分享。

沉浸酒鄉的阿雄為了解決家中生計問題看盡了人情冷暖，失意的他想起曾夢見石頭烏龜，於是異想天開的趁著夜裡無人翻牆進赤崁樓向石龜祈求，希望能保佑他順利籌到兒子小南上臺北的學費。
沒想到喝醉的阿雄竟真的在路上遇到一隻大烏龜！驚喜的他強抱大烏龜當酒伴，半醉半醒之間，小南竟以6歲模樣現身眼前！他追著小南，想帶小南回家，卻怎麼樣都找不到回家的路…

「時間不斷流逝，同時我們都通往終點。」表現一種最邊緣的位置，即指任何時間地點，在這個架空漂浮的環境下發生了一段追逐劇，寄託作者的情感但拉開與作品的時空關係，從旁觀的角度抒

寶藏巖，由日據時代的6戶人家，擴展為200多戶的聚落，它見證了臺北城外底層社會的移民史，經歷過都更的時局變遷。人走了，留下的故事卻像爸爸親手種的大樹一樣紮下了根，僅存的記憶
只能透過樹洞回到過去。對外人來說，那只是日常風景；但對村落的居民們來說，樹與石皆充滿生命記憶。

一個時間、一個地點

莫忘

縱行囝仔

殮財

菊花小箱

第一場

15:10-17:00

第二場

人文領域
戲劇電影

這是一部關於一隻冷冰冰的小鳥想找暖呼呼的豪豬取暖的故事。過年前大掃除，橘色頭髮的女孩小菊從家中搬出一只沈重的箱子，吵醒了原本在冬眠的布滷鳥，雖然冬日的寒風讓他打了個大噴嚏

當一切不再閃閃發亮的時候，就可以安心地流向遠方了。

處於青少年時期的孩子缺乏自信卻又尖銳不易相處、滿腔熱情卻找不到宣泄出口。這一次，這些孩子將共同經歷一段不一樣的旅程，第9屆共生營小勇士將挑戰中央山脈北一段7天大縱走。藉由大
自然的療癒力量與團隊的鼓勵陪同，這些孩子找回那失去已久的歸屬感。他們的改變，即將被看見！

經營小規模禮儀公司的戴德，為了幫父親完成買房子的夢想開始竊取死者的「金牙」。一日，戴德承接建設公司老闆葉信禾的後事處理，他鑲滿鑽石的奢華金牙令戴德起了更大的貪念，想將他的
金牙全部取下。同時，葉信禾的雙胞胎弟弟葉信松，在失去哥哥這個唯一的財源後，也潛入禮儀公司企圖偷取哥哥身上值錢的東西，包括他的金牙。陰錯陽差下，阿松竟成了戴德意外偷牙的對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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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時間不斷流逝，同時我們都通往終點。」表現一種最邊緣的位置，即指任何時間地點，在這個架空漂浮的環境下發生了一段追逐劇，寄託作者的情感但拉開與作品的時空關係，從旁觀的角度抒
情，將自己縮到最小，遠遠地面對；就像什麼也不做，卻還是在前進，雖然是未知的結果，但過程已經結束了。

菊花小箱

小騎士闖通關

人生不幸彩排

氣息

安派兒

15:10-17:00

第三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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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人文領域
戲劇電影

這是一部關於一隻冷冰冰的小鳥想找暖呼呼的豪豬取暖的故事。過年前大掃除，橘色頭髮的女孩小菊從家中搬出一只沈重的箱子，吵醒了原本在冬眠的布滷鳥，雖然冬日的寒風讓他打了個大噴嚏
，但好奇的布滷鳥還是想看看，究竟是什麼東西，躲在那口陳舊的大木箱子裡？

懷有漫畫家夢想的平凡高中老師阿純，在一次契機下決定要畫本激勵人心的漫畫，但他將完成的原稿送往出版社的途中卻出了車禍！平凡的高中準考生小安，最大的夢想是當個公務員，規律的高
中生活讓他很滿足。面臨大考將近，小安陰錯陽差的誤吃安眠藥，就這樣睡過了兩天大考日，他的平凡人生將不再平凡！當兩人醒來過後，看到的世界究竟會變得怎麼樣呢？

作品主要表現眼神中的恐懼幻化成杳無人煙的單行道，車子劃破寂靜的夜晚匆促駛去，孤獨地只留下車燈閃爍的光跡。時間像是走在擁擠的大樓中，一去不復返。想要蒐藏那些停留於過去的美好
時光，像是靜止的照片或烙印於記憶中的影像，然而終究存在於一層又一層的時間之中。即便如此，還是鼓起勇氣不間斷地迎向那即將稍縱即逝，或如夢幻如泡影般的片刻時光。

臺灣首位國際棒球女子裁判－劉柏君，首位看似是一種榮耀，但在男性場域的棒球環境裡，首位卻也得經歷前所未有的審視。她緊盯著前方判出每一顆好壞球，週遭的人緊盯著她所做出的每一個

來自德國的馬術教練Uta，用馬術治療為許多腦性麻痺的孩子找到一個既有趣又能運動的復健方式！坐著輪椅的阿諾，不僅要每星期到馬場報到，更要定時接受一般的拉筋療程；走路一拐一拐的
育仁，也須定時要其他馬場接受特訓，因為他與阿諾正積極準備參加香港帕拉奧運的資格選拔；須依靠枴杖走路的維博，接受馬術治療後，在復健成效上有了長足的進步。

安派兒

尋找木柵女

血吧！

鐵兔子

家

13:10-15:00

第四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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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3:10-15:00 某一年的暑假一對到加拿大讀書的姐妹回到故鄉臺灣探望母親及親戚，姐姐很高興能再次見到家人，而妹妹則是試著適應炎熱的氣候。本來是一個歡樂、與家人團聚的夏天，但姐姐卻發現看似美

人文領域
戲劇電影

從塑造一個形象到摧毀一個人，都來自於一個無生命的傳遞媒介－文字。文字的銳利就像最輕鬆的殺人工具，在這資訊傳播蓬勃的時代下被媒體操弄著。

像兔子的，不一定是兔子。當一對異性情侶出現，人們會認為這是尋常的異性戀，而當兩個同性在一起，又會被直覺認為是同性戀，在這種「非異即同」的直觀下，雙性戀似乎被隱沒了。本片試
圖記錄雙性戀的真實面貌，讓人們認識雙性戀。

臺灣首位國際棒球女子裁判－劉柏君，首位看似是一種榮耀，但在男性場域的棒球環境裡，首位卻也得經歷前所未有的審視。她緊盯著前方判出每一顆好壞球，週遭的人緊盯著她所做出的每一個
判決，如果判決在技術層面之外，是一種個人認定，那麼，人看待人，是否也是？棒球，在兩好三壞之後，才是真正的開始。她呢？

1871 年，約翰．湯姆於福爾摩沙拍攝了一系列的風景與人物，作品當中的傑出人像，幾乎都是於今日高雄內門鄉的「木柵」所攝製。其中一張散發優雅神秘韻味的平埔族母子並未留下任何線索
，於是我們給母親一個「木柵女」的代號；而照片中所呈現的左右雙重影像，像是一座矗立的歷史大門，吸引拍攝團隊向前推開，追尋過去那個與島嶼、與自己先祖相關的神秘來源。

家

美好的

晴朗的日子

非常舞者

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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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第五場

15:10-17:00

第六場

滿的家庭其實隱藏著無法彌補的問題。

小蓮總是能挖掘身邊微小而美好的趣事，在醫院的日子，她帶著姐姐小敏重新接觸過去所熟悉的事物。醫生判定小蓮病情惡化後，小敏把握僅有的時光，帶著小蓮完成她小小的心願。幾個月後，
小敏回到家和媽媽一起生活，重拾單純平凡的生活。回想醫院陪伴的日子，因為珍惜而不再遺憾，也明白活在每個當下，就是生命中美好的時光…。

迎妙答應男朋友的求婚之後，並沒有要結婚的喜悅，反而是在心裡抗拒這段即將到來的婚姻，因為未來的婆婆要求她必須到美國拜訪。「出國」意味著迎妙必須返回故鄉申請護照，可是當初她逃
家的原因就是被誤會偷了家中的15萬元。始終藏著這個秘密的迎然很想趁此次回去見見家人，卻也害怕再引起任何糾紛。面對著心裡的恐懼，她，真的回得了家嗎？

「只是舞臺不同，為什麼要這樣看我們？」這或許是鋼管表演舞者心中最大的疑問。舞臺上她們總是光彩奪目，但最真實的她們，卻是從下了舞臺後才開始。嘟嘟跟小芭比，同樣在電子花車行業
闖蕩許久，對於這行業有過掙扎，卻也有著堅持，她們努力想擺脫外界的刻板印象，走出屬於自己的幸福路。

清明節這天，文雄帶著兒子小祥，開車載著行動不便的年邁阿嬤到郊區的祖墳為老伴上柱香、說說話，這也是一年之中阿嬤最期待的幾個日子之一。不料途中卻發生車禍，與對方產生激烈爭吵，

人文領域
戲劇電影

清明

童樂
社會領域
生活教育 17:10-19:00 逢甲逢甲逢甲逢甲 i TALK 第三場

一線三星

鮮肉餅

中部地區有數所大學，逢甲有7個院所、32個系，充滿各式各樣的人們，何不撥出一個晚上，聽聽他們的故事、跟他們成為朋友或交換想法。首創逢甲 i talk是一個平台，提供
說故事的舞台每個人都有機會在台上花十五分鐘說出你的故事。這是一場足以影響你大學四年的講談會，錯過將會流下悔恨的眼淚。

第六場

13:10-15:00

除夕這天的振興消防分隊裡，南哥、阿賓和安仔3人留守執勤，整天的外勤讓他們疲於奔命，彼此之間也因為處事差異而起了爭執。回到隊裡，褪下裝備，簡單的年夜飯讓他們獲得短暫的滿足，
警報鈴聲響起，3人又得隨消防車出發。而一路上狀況不斷，來自上級和民眾的壓力、讓3人之間與他們對工作的矛盾都逐漸浮上檯面，在這個沒有衝鋒陷陣的夜裡，他們又將如何面對？

就讀國中的林友達，因為父親曾肇事逃逸的往事被揭露，因此遭到好朋友們的霸凌，在向外求援卻一再被誤解曲解後，林友達轉向生活中最暴力的角色：手握屠刀的鮮肉餅攤老闆。一封封寫給父

一個小女孩在彈鋼琴的過程中，藉由琴鍵的彈奏，慢慢進入到自己的音樂想像世界，隨著音樂的旋律，樂譜上的音符化為小動物和女孩一同遊戲…。

清明節這天，文雄帶著兒子小祥，開車載著行動不便的年邁阿嬤到郊區的祖墳為老伴上柱香、說說話，這也是一年之中阿嬤最期待的幾個日子之一。不料途中卻發生車禍，與對方產生激烈爭吵，
掃墓在即卻陷入困境的3人，眼看情勢越演越烈，場面一發不可收拾。充滿誤解的家人們，該怎麼解決眼前的問題，又該怎麼面對彼此的關係…。

鮮肉餅

失物招領

小溪邊的沙灘

搖滾搖籃曲

13:10-15:00

第七場

15:10-17:00

第八場

「每件失物都有一個屬於它的故事。」田澄總是這樣想著。在失物招領處工作的田澄，看著每個被遺忘的物品流浪到了失物招領處，它們孤零零地帶著某些故事，靜靜地等待失主的招領，只是有
些失物會被認領走，有些卻永遠被丟棄了。但這次丟掉的東西卻超乎田澄的想像，一隻狗狗被送到了失物招領處…。

阿永撿到了一本繪本，後頭則寫著小惠的名字，那個令阿翔怦然心動的臺北轉學生。阿永拉著小惠和阿翔展開了一連串的「海邊計畫」，3人開始努力地存著一個個銅板，希望在畢業前夕能存到
車票，前往那個夢想中的海灘。但阿翔卻逐漸開始感到迷惘，他上了補習班，學習著長大。眼看學期即將結束，離設定的存錢目標仍有一大段距離，3人能否在童年結束之前，做完這場最後的
夢？

就讀國中的林友達，因為父親曾肇事逃逸的往事被揭露，因此遭到好朋友們的霸凌，在向外求援卻一再被誤解曲解後，林友達轉向生活中最暴力的角色：手握屠刀的鮮肉餅攤老闆。一封封寫給父
親的求救信，最後交給鮮肉餅老闆，林友達為了復仇做了最激烈的決定。只是獨自面對回憶、罪惡感、與心頭難以消散的憤恨，林友達的內心世界也被暴力侵入，無法平息。

瘋狂的骨肉皮媽媽 ，不睡覺的小女娃，遇見由四隻兔子組成的當紅糜爛搖滾天團Rock Rabbit，撞擊出一首「搖滾搖籃曲」。或許你會感到恐懼，其實恐懼的背後 只是少了一點愛，多了一點冒險
，片片斷斷的旋律，故事就這樣開始。

臺灣的外籍勞工人數約達45萬人，但他們與臺灣人的生活一直是截然不同的，其中被稱為「非法外勞」的無照移工，更是無人知曉的黑色族群，尤其在媒體負面報導居多的情況下，只得隱姓埋名

人文領域
戲劇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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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可愛陌生人

二極發光體

天公伯的攤子位

成年禮 2012年2月，60年代華語歌壇的巨星鳳飛飛去世的消息席捲全臺灣，人們忙著哀悼與追憶。同時，一對單親家庭的母女意外接獲消失18年的親生父親來電，希望與她們見面，其目的不得而知，即
使內心都已經產生了不可抗拒的強烈變化，但殘酷的現實早已教會她們力持鎮定。一家充滿60年代回憶的小餐館裡，3個形同陌路的家人各懷心事。

13:10-15:00

第九場

4/28

(一)

臺灣的外籍勞工人數約達45萬人，但他們與臺灣人的生活一直是截然不同的，其中被稱為「非法外勞」的無照移工，更是無人知曉的黑色族群，尤其在媒體負面報導居多的情況下，只得隱姓埋名
的四處打工。而非法外勞以越南人數居首，在偶然之下，認識了流落在外的打工同胞，進而慢慢瞭解這群既熟悉又陌生的人們爲什麽要走上這條無奈、惶恐又艱苦的淘金之路…。

「夏天是怎麼開始的？」帶著女網友「夏天」提出的問題，情竇初開的大學生「阿若」向一票死黨尋求援助，雖被大伙熱情地羞辱，但阿若依舊期待著屬於他的夏天。真實與虛擬之間，友誼與愛
戀之間，是否還有別的解答？看著手上的LED，一明一滅的瞬間，阿若似乎找到了夏天的答案。

陳文輝因為當年任職的水泥公司關閉而招資遣，人生際遇的改變迫使他提早實現務農的夢想。他獨自在台東多良山上建立家園，太太文麗也於2009年來到，以不噴農藥不施肥的秀明自然農法耕
種。在沒有農作的季節裡，帶著記憶的童趣爆米香機到全省各地去爆米香，去做環境保護教育。人生轉換角色讓他與文麗發現更多美好事物，也因為不同的生命經驗而多采。

人文領域
戲劇電影

◎通識沙龍四月份協助行政院新聞局與財團法人國家電影資料館，辦理第36屆金穗獎暨短片輔導金巡迴放映影展，為台中市區唯一完整播放學校，歡迎共襄盛舉！   講談性沙龍將自5/5再次展開。 



 e三五教學卓越計畫 逢甲大學 102下 通識沙龍 第三檔期─第36屆金穗獎暨短片輔導金巡迴放映影展 (103.04.21-103.05.02) 地點：人言大樓10樓 通識沙龍

The Kitchen

愛 無名

陰極射線管的神祕儀式

蠱

這不是一個關於廚房助理與拾荒女人的愛情故事。食，色，性也。

賢恩，矇懞懂懂的高中生，他不想受到家庭、宗教信仰的約束，ㄧ心只想自由，不需要神的指示和任何告誡，他只想傾聽自己的聲音、選擇自己的路，迎接新環境的到來。

魅惑的聲音，並排的5個屏幕，從中間開始，一雙手自螢幕裡憑空伸出，但見那個螢幕持續擴張、變形，神秘得宛如一場吊人胃口的慾望輪迴儀式。這是一場充滿詭異、憤慨、荒誕的迷亂派對，
導演以充滿想像力與實驗精神的黑白動畫，為他眼中的臺灣留下註解。

在中國東南方的深山部落裡，謠傳一種古老的巫術。女孩可以用它守護自己的愛情，讓愛郎永不變心。這就叫做『蠱』。養在鼓囊沉睡的蠱蟲，在一陣擊鼓聲中驚醒互食、交融變形。杵搗模糊的
蠱蟲肉漿與女孩的手滴血浸濡在一塊兒，摻和著如漣漪一般的咕噥嘟嚷巫術語，漾開一段女孩思念愛戀的想望，再造一縷縷永恆堅定的千古信念......

15:10-17:00

第十場
4/28

(一)

人文領域
戲劇電影

夢遊動物園

社會領域
社會現實 19:10-21:00

如何建立
品牌美學？

友情條件

一個單親家庭長大的小男孩，最大的願望就是去動物園，可是母親總是拒絕他的請求，而雙眼失明的他，當然也沒有辦法自己去。這天晚上，他終於成功夢遊到動物園，踏上了幻夢的旅程。然而
這個夢遊大軍，終究還是被夢中的動物管理員擋了下來，男孩必須要面對他內心最深處的悲傷，才能走進動物園裡。然而，那是他最不堪回首的一段回憶………。

宇寧跟立筠在玩鬧中，不小心將粉筆灰弄得剛轉來班上的邊緣人婕恩全身都是，宇寧因不想把事情鬧大，於是把外套借給婕恩穿，以為可以就此息事寧人。沒想到隔日婕恩的媽媽還是找上導師，
害得宇寧被約談，但婕恩媽媽非但沒有怪罪宇寧，反而要求宇寧和婕恩做朋友，只有立筠因打掃不認真而被處罰。所以宇寧和立筠認為，整起事件是婕恩故意找麻煩，決定惡整婕恩，這個玩笑卻
引來導師的調查，使得原本在班上佔盡鋒頭的宇寧，陷入危機之中，兩人的友誼也開始產生變化…。

講者：郭中元 老師 (美可特品牌設計創意總監、國立台中教育大學美術系文創系專技講師)

內容：將設計與生活融入創意思維打造品牌美學競爭力。    (本場次與創業社合作)

薯片

為你點首歌

點燈人

小夏天

引來導師的調查，使得原本在班上佔盡鋒頭的宇寧，陷入危機之中，兩人的友誼也開始產生變化…。

國小4年級轉學生劉芳婷和班上其他同學長得不太一樣，她皮膚黝黑，頭髮粗捲，她嘗試交朋友，但同學們卻是冷淡以對。芳婷的母親是菲律賓人，由於丈夫負債、婆媳不睦而身心俱疲。這天，
母親帶著芳婷到教堂向神父吿解，芳婷遇見了來自菲律賓的小男孩Jason。芳婷只會說中文，Jason只會說菲律賓語，Jason卻帶領芳婷認識臺灣這個陌生的家鄉，以及流竄在她血液裡的熱帶靈魂。13:10-15:00

第十一場
家中清寒的國中生阿義，喜歡周杰倫的＜雙截棍＞已經到走火入魔的境界，終日流連唱片行免費試聽。阿義早將曲子背得滾瓜爛熟，成天甩棍練唱，經常惹來阿嬤一頓碎唸。面對阿嬤的不理解，
阿義感到孤單。有天，祖孫兩人意外拾得一台小收錄音機，一直苦於無法擁有＜雙截棍＞歌曲的阿義，突然心生一計…。

獨居在冰天雪地裡的老人，日復一日的點燈，彷彿在等待什麼？隨著時間的消逝，蠟燭和希望也越來越少…。

想到夏天，就想到盎然的生命、青春、海洋的氣味；然而夏天的另個面向，卻是大雨落下前，空氣中，黏膩窒息得快令人無法呼吸的感覺。他們的家，即將落下一場大雨，那是沒有人敢說破的死
亡。年少哥哥的生命即將消逝，當父母面對種種壓力與悲傷，幼小的妹妹獨自睜大眼睛，凝視著這趟成長旅程。故事穿梭在虛實與不同時空裡，兩個年少生命走回記憶裡的，是夏日夜晚的秘密草

4/29

(二)

人文領域
戲劇電影

小夏天

神算

走浪人

冥天

15:10-17:00

第十二場

國小4年級轉學生劉芳婷和班上其他同學長得不太一樣，她皮膚黝黑，頭髮粗捲，她嘗試交朋友，但同學們卻是冷淡以對。芳婷的母親是菲律賓人，由於丈夫負債、婆媳不睦而身心俱疲。這天，
母親帶著芳婷到教堂向神父吿解，芳婷遇見了來自菲律賓的小男孩Jason。芳婷只會說中文，Jason只會說菲律賓語，Jason卻帶領芳婷認識臺灣這個陌生的家鄉，以及流竄在她血液裡的熱帶靈魂。

亡。年少哥哥的生命即將消逝，當父母面對種種壓力與悲傷，幼小的妹妹獨自睜大眼睛，凝視著這趟成長旅程。故事穿梭在虛實與不同時空裡，兩個年少生命走回記憶裡的，是夏日夜晚的秘密草
原，一切彷彿是場孤獨又溫暖的夢。

阿彥的生命所剩不多了，在離開人世前，他想實現一個長久的夢—離家流浪。工作了一輩子的阿彥，歲月使他枯萎與疲憊，儘管愛著妻兒，內心仍有個無法填補的孤獨，逐漸擴大。唯有擺脫家
庭、追逐真正的自由，才能喚回重生。然而，自由究竟是什麼？疏離得到了原諒，卻有另一個靈魂，悄悄死去…。

與阿嬤同住的小女孩因為不喜歡阿嬤煮的蔬菜粥而選擇倒掉，假裝吃完後接著出門搭公車上學去。搭上公車後發現許多詭異的地方，又遇到許多弔詭的人，一開始是新鮮有趣，但隨之而來卻發現
自己搭上了一輛前往冥府的公車…。

打狗出航

與竹共舞

每天寫一封信給妳

幸福路上

高雄柴山發生大量毒狗事件，經傳媒報導後引起社會譁然，柴山的流浪動物問題再度引起各界高度關切，多位市議員在議會質詢相關政府首長並要求警方限期破案。雖然慘絕人寰的毒狗事件引發
柴山生態危機，卻是促使公部門和民間動保團體，能積極面對山上流浪動物問題的一個契機。

一個原本從事教職的老師竟在冥冥中與逐漸冷門的竹工藝結下不解之緣，他如何將漸失光環的竹製品重新賦予生命，甚至發揮巧思變出熠熠生輝的藝術品？面對現實生活的壓力與對竹工藝的熱情
該如何抉擇？為自身權益不惜挺身而出，為承包的工程鞠躬盡瘁，為打造竹工藝的夢想奮鬥不懈，這股力量又來自何處？

無意間在父母親的舊房間發現，母親寫給服兵役中的父親的信，我打開她，讀她，憐憫她，愛上她。20年後，我想像著父親當兵時的苦痛與愛戀，給母親的回信，與20年前的母親進行時空對
話。

13:10-15:00

第十三場

4/30

(三)

自己搭上了一輛前往冥府的公車…。

6歲的小琪和爸爸媽媽幸福地生活著在幸福路上，幸福路口有條髒到不行的大排水溝叫做「幸福大排」，每天從大排那頭，總會有各種加工食物的味道傳來，愛做白日夢的小琪認為，那是在工廠
上班的爸爸正在為她製造好吃的零食。這一天，小琪要上小學了，她興奮地已在小小的心中立下志願：一定要努力向上完成爸媽的期望，追求幸福的人生。然而，從上小學第一天開始，小琪發現

人文領域
戲劇電影

幸福路上

捕夢網

釘子戶

魚在水裏哭
Didu是一位性格內向並長著一對鹿角的女孩，她與父親住在一棟又高又長的房子裡，房子內有座長滿細長樹木的樹林，那片樹林是屬於她自己的世界，父親始終無法接近。而那對反應女孩情緒的

舞台劇女演員沈漫青，近期表演失常。在年節返家期間，看見憂鬱症纏身的哥哥所承受的壓力，不知道是出自妹妹的關愛，還是另一種揣測模仿的心態，漫青想要了解哥哥內心的感受，卻怎麼也
碰觸不到，直到年夜飯的一場意外，哥哥才決定對漫青說出心裡的話，以及他難以控制的情緒。

小潔是一個學拍片畢業、在業界工作的道具助理，這天和同伴佩寧開車趕送道具到拍攝現場的路上，她陷入了一場夢。夢中熟悉的人們，隱約都在引導著她留在夢境中遠離現實，隨著時間流逝，
即將到達現場的小潔依舊沉睡不醒…。

13:10-15:00

第十四場

5/1

今晚，朱家要被都更了。家中成員對家的去留抱持著不同想法，女兒因擔心父親安危不願見到父親抗爭，外婆因現實考量勸父親不需堅持，失智的爺爺則對家中擠滿抗爭學生感到納悶。雖然抗爭
行動並不樂觀，但父親因思念死去的妻子，放不下充滿回憶的家，決心以激烈方式抗爭。直到發現有人送上寫著「釘子戶 收」的包裹，事情才產生變化…。

上班的爸爸正在為她製造好吃的零食。這一天，小琪要上小學了，她興奮地已在小小的心中立下志願：一定要努力向上完成爸媽的期望，追求幸福的人生。然而，從上小學第一天開始，小琪發現
，上學一點也不如想像中愉快。長大，其實是一個苦澀的冒險。

人文領域
鹿角女孩

Nochoice

心碎秘方

閉鎖鍊

Didu是一位性格內向並長著一對鹿角的女孩，她與父親住在一棟又高又長的房子裡，房子內有座長滿細長樹木的樹林，那片樹林是屬於她自己的世界，父親始終無法接近。而那對反應女孩情緒的
鹿角一直讓父親和女孩有著一段距離，她與父親的關係就像是共乘在一艘搖晃的小船上，兩人心之所向不同，使得船不停在原地打轉。過度保護女孩的父親該怎麼做才能打破這層隔閡？

「在多年後，你弟弟會和人提到，我姐姐在20歲的時候自殺了。」2007年12月20日，天空很晴朗。你看似平常的渡過，冷靜的整理、交代自己的事物，你收拾一切，該丟的丟，該還的還，然後
你走進一家五金行，像是完成一個儀式，你用自己選擇的方式，離開這個似乎不再記憶的世界；在近乎異常的平淡無奇之中，所有關係和情感都在不斷的消解與崩壞。

古老的「益和堂」中藥房外，看上去都是些滿臉哀愁的人們，黑衣墨鏡如黑寡婦般的高小姐、滿臉鬍渣的頹廢哥、淚眼婆娑的制服少女…，失戀的氣味如同霉味般瀰漫了整個長廊，這些失去愛的
人，全都是衝著這帖「心碎秘方」而來。這家從清朝就營業至今的百年中藥房，宣稱握有治療心碎的秘方，可以治癒心碎的痛苦。高小姐的丈夫就此人間蒸發了、阿恩的女友說要去東京，愛情的
道理到底是什麼呢？

5/1

(四)

有一天，小男回家時，平常熟悉的一切突然都改變了，爸爸媽媽被反鎖在屋外，小男也被困在屋內的一團混亂裡，無形的鎖鏈悄悄捆縛了整個家…。小男的腦海裡看到與聽到的，都成為真假難辨

15:10-17:00

第十五場

人文領域
戲劇電影

閉鎖鍊

公寓

無可娶代

旋轉木馬之家

13:10-15:00

第十六場

有一天，小男回家時，平常熟悉的一切突然都改變了，爸爸媽媽被反鎖在屋外，小男也被困在屋內的一團混亂裡，無形的鎖鏈悄悄捆縛了整個家…。小男的腦海裡看到與聽到的，都成為真假難辨
的指令，讓人無法自拔不能自主，小男能不能找到出口呢？

內心的缺口，寂寞把它填滿。年輕的公寓管理員，3樓的丁小姐，兩種詮釋孤獨的方式，不可碰觸的傷口，試圖在寂寞的陪伴下，找到平靜的地方。

泰雅族的庭安在美國工作多年，終於盼到美國男友求婚，出嫁前替住在部落的阿公娶了位越南配偶，好陪伴阿公生活。因兒子疾病治療一直想跑的越南新娘阮氏雲，碰上為追求美國生活而不放人
的臺灣新娘周庭安，2樁異國婚姻，2種情結，2位外籍新娘的戰爭。戰敗的是寂寞老新郎，想留的人留不住，想放的人放不走。

這是一部幻想動畫喜劇，故事中的一家人住在一棟由旋轉木馬改裝成的屋子。就像旋轉木馬一樣，家中地板會隨著音樂轉動，家具與日用品也在轉盤上跟著旋轉，但電器用品與衛浴設備等，則配
合既有的水電管線，在轉盤外固定不動，他們的生活常要配合圓盤的轉動而忙碌。此外，他們過著與你我並無二異的日常生活。

5/2

(五)

人文領域
戲劇電影

◎通識沙龍四月份協助行政院新聞局與財團法人國家電影資料館，辦理第36屆金穗獎暨短片輔導金巡迴放映影展，為台中市區唯一完整播放學校，歡迎共襄盛舉！   講談性沙龍將自5/5再次展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