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年新進影片（公播版）－－紀錄片類

編號 條碼號 題名
片長

(分鐘)
發音 類別 備註 (含推薦單位) 簡介

3 CD004926 新.包浩斯 89 英語 紀錄片 創設系、數媒系 我不太相信藝術  比較相信人類

4 CD004927
德國設計大師 : 康斯坦丁葛

契奇
52 德語 紀錄片 創設系 設計師扮演領航員的角色，如果前路不行，也要能改變方向

5 CD004928 米其林學徒 78 英語 紀錄片 餐旅系
穆加里茲，排名全球前十大餐廳

全球一千五百名廚師申請實習，只有最終的十三人能通過

6 CD004929 食安的代價 53 英語 紀錄片 餐旅系
預防原則 vs. 風險利益    暴利基改產品 vs. 消費者健康

企業、政府與消費者該如何角力制衡？

7 CD004930 米其林遇見米其林 74 日語 紀錄片 餐旅系 融合東方與西方的料理精神 一窺米其林三星廚師追求味蕾饗宴的最高境界

8 CD004931 主廚女神 91 英語 紀錄片 餐旅系 參訪記錄世界各地餐飲界女翹楚
直擊法國巴黎藍帶廚藝機密重鎮

16 CD004939 赤手登峰 110 英語 紀錄片、攀岩 觀光系、奧斯卡金像獎 為了圓夢   你願意付出什麼代價

111年新進影片（公播版）－－熱門電影類

編號 條碼號 題名
片長

(分鐘)
發音 類別 備註 (含推薦單位) 簡介

1 CD004924 她的成功日記 103 英語 電影片 圖資處 打造假履歷  展現真實力

2 CD004925 王者理查 144 英語 電影片 改編自大小威廉斯姐妹的真實故事

9 CD004932 今天也要用便當出擊 106 日語 電影片 單親酷媽用怨念便當 征服叛逆女兒！

10 CD004933 路易路卡 : 月球出任務 82 英語 動畫 應英系
★2019 柏林影展新世代Kplus開幕片

★挪威史上最賣座動畫電影系列

11 CD004934 路易路卡 : 起司大對決 79 英語 動畫 應英系
★挪威最暢銷動畫電影系列

★改編自挪威經典動畫及繪本

12 CD004935 哆啦A夢 : 大雄的金銀島 109 日語 動畫 電機系 找到的是，比寶物還珍貴的寶物。

13 CD004936 紅色密令 100 英語 電影片 電子系 一個被低估的女人，一位改變歷史的女間諜

14 CD004937 無名弒 91 英語 電影片 應英系 有時候一個毫不起眼的人才是最危險的人。

15 CD004938 紐約教父 112 英語 電影片 電子系 紐約黑幫首腦「華衣教父」波瀾壯闊的一生

17 CD004940 魔仿犯 126 日語 電影片 相互複製的極致之惡，共譜驚心動魄的連續殺戮

18 CD004941 天才貓奴畫家 111 英語 電影片 貓改變了他   他改變了全世界

19 CD004942 黑洞迷情 113 英語 電影片 電子系 一艘滿載死囚的太空船   是人類命運的縮影



20 CD004943 蕭邦 : 琴戀喬治桑 118 英語 電影片 資管系 兩個偉大的藝術靈魂在亂世中相遇相戀，卻無法相守偕老

21 CD004944 殺手保鑣 118 英語 電影片 表藝系 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從頭衰到尾的任務

22 CD004945 毀滅大作戰 108 英語 電影片 表藝系
一位英勇的靈長類動物學家，當一個實驗血清出錯時，他與基因科學家踏上困難

的旅程。

23 CD004946 迴路追殺令 100 英語 電影片 表藝系 生死輪迴，一觸即發，刀劍槍砲彈藥應俱全！

24 CD004947 賭命運轉手 116 英語 電影片 表藝系
取材自山姆杜尼克所寫的「紐約時報」一篇關於「錫納羅亞販毒集團的90歲運毒

手」的真實故事。

26 CD004949 狙擊陌生人 113 英語 電影片 表藝系 一個失去身分的男子，一段撲朔迷離的尋找身分之旅…。

27 CD004950 無雙 128 國語 電影片 表藝系
★周潤發 郭富城 兩大型男繼《寒戰II》後再度鬥智交鋒

★罕見金融犯罪題材燒腦新作

28 CD004951 竊盜城 125 英語 電影片 表藝系
每年波士頓會發生超過三百宗銀行搶案，多數的職業搶匪都住在幅員約一平方英

里的查理斯鎮。

43 CD004966 葉問 2 108 國語 電影片 武術宗師   威震四方   重出江湖

44 CD004967 葉問 4 : 完結篇 106 國語 電影片 甄子丹宗師回歸，十年傳奇最後一戰，原班人馬再創巔峰！

45 CD004968 金牌拳手 : 父仇 130 英語 電影片
拳擊手阿丹尼斯奎德在努力為他的下一場戰鬥作準備，他正面臨有生以來最大的

挑戰，他將在擂台上遭遇一名與他的身世背景有非常大關係的對手。

47 CD004970 地球重生 104 英語 電影片 重返末日之境，重啟生命續章…

48 CD004971 蜘蛛人 : 無家日 148 英語 電影片 彼得帕克的蜘蛛人身分曝光，再也無法回到原本平凡的生活…

49 CD004972 寶貝老闆 : 家大業大 107 英語 動畫 入圍2017年奧斯卡金像獎的動畫喜劇《寶貝老闆》續集。

50 CD004973 永生戰 114 韓語 電影片 為爭奪人類永生祕密   獵殺行動一觸即發

51 CD004974 哥吉拉大戰金剛 113 英語 電影片 兩位神級巨獸展開史詩般的殊死一戰，誰能獲勝？

52 CD004975 約定的夢幻島 118 日語 電影片 改編自同名日漫的真人電影，下一個食物是幾號？ 一起逃出這個樂園吧！

53 CD004976 厲陰宅 112 英語 電影片 某家人宣稱受到新家中的惡靈侵擾，請了一對「專家」來查探究竟……。

54 CD004977 厲陰宅 2 131 英語 電影片
改編自1977年真實靈異事件，將華倫夫婦處理過數千件的案子中，最著名英國倫

敦惡靈騷擾事件「恩菲爾德事件」搬上大銀幕。

55 CD004978 厲陰宅 3 : 是惡魔逼我的 111 英語 電影片 改編自華倫夫婦真實靈異檔案，華倫夫婦著手處理的1980年代案件重現。

56 CD004979 淺田家 127 日語 電影片
改編真人真事，轟動全日本「最會拍全家福」的男人，真實故事登上大銀幕！

讓我捕捉，你跟家人最美好的瞬間！

57 CD004980 逐夢練習曲 93 韓語 電影片 讓大家，看見我的聲音

58 CD004981 藥命交錯 118 英語 電影片 是止痛藥還是毒藥？ 醫界毒梟引爆全球致命危機

59 CD004982 隱形人 124 英語 電影片 「雖然無法看見，卻能造成傷害。」



60 CD004983 變身特務 102 英語 動畫
一場突如其來的意外，讓華特與藍斯不得不以一種全新的方式彼此合作，如果這

兩個搭檔無法搞定團隊默契，那他們會將整個世界置於危險之中。

61 CD004984 絕地戰警 for life 123 英語 電影片 暌違17年系列電影重起上路，新舊世代究竟會擦出什麼樣的動作火花？

111年新進影片（公播版）－－入圍、得獎電影類

編號 條碼號 題名
片長

(分鐘)
發音 類別 備註 (含推薦單位) 簡介

25 CD004948 李察朱威爾事件 130 英語 電影片 表藝系、奧斯卡金像獎
當不實的報導被當作事實時，真相會如何被遮掩的故事，一名英雄卻成了頭號嫌

犯。

29 CD004952 父親 96 英語 電影片 奧斯卡金像獎、金球獎 記憶如此鮮明，我卻認不得你

30 CD004953 夢想之地 115 韓語 電影片 奧斯卡金像獎、金球獎 描述80年代移居美國阿肯色鄉村農場，在此地尋求美國夢的韓國移民一家。

31 CD004954 笑笑羊大電影 : 外星人來了 86 英語 動畫 奧斯卡金像獎 超越宇宙的友情，毛起來成為守護英雄

32 CD004955 八惡人 167 英語 電影片 奧斯卡金像獎 要命的猜忌　致死的相逢

33 CD004956 失控的審判 129 英語 電影片 金球獎 一本日記揭露美國軍事監獄裡不可告人的恐怖陰謀！

34 CD004957 詐欺女王 118 英語 電影片 金球獎 震驚全世界！老人照護詐欺致富事件登上大銀幕！

35 CD004958 古魯家族 : 新石代 95 英語 動畫 金球獎 這次古魯家族必須面對他們離開洞穴之後遇到的最大的威脅：郝野人家族。

36 CD004959 大災難家 103 英語 電影片 奧斯卡金像獎、金球獎
以詼諧的手法描述這兩個莫名其妙湊作堆的朋友，用超乎想像的方式追求他們的

電影夢。

37 CD004960 怪胎 104 國語 電影片 金馬獎
一部屬於時下男女愛情觀點作品，導演結合奇幻與寫實的手法，運用iPhone的獨特

攝影鏡頭，給觀眾大銀幕的新體驗。

38 CD004961 樂園 103 國語 電影片 金馬獎
改編自台灣真實故事。每個人都有一個戒不掉的癮，你的癮是什麼？

心中的樂園是否能有陽光灑落？

39 CD004962 樹大招風 98 國語 電影片 金馬獎 改編1990年代在香港犯下多起搶劫案與綁架案的「三大賊王」犯罪經歷。

40 CD004963 葉問 3 104 國語 電影片 金馬獎 宇宙最強宗師力拚世界第一拳王泰森，詠春拳力抗西洋重拳，誰能勝出？

41 CD004964 麥兜我和我媽媽 81 國語 動畫 金馬獎
神探Bobby，即為大名鼎鼎的麥兜，聲勢直逼福爾摩斯，身世卻始終不得而知。

Bobby敏銳的推理與觀察力，全都得歸功他有一個能幹的媽媽──麥太。

42 CD004965 魔鬼對決 108 韓語 電影片 韓國青龍獎
無法阻止的復仇追擊，在世界盡頭加倍奉還！

慘烈的暗殺者與無情的追擊者，展開了一場沒有底線的猛烈追擊。

46 CD004969 刻在你心底的名字 114 國語 電影片 金馬獎 每個人生命中都有一些美好的遺憾，而誰會是那個刻在你心底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