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片名 分級 片長 主演人物 影片類型 備註

00001 大雄與雲之王國 普 99 / 動畫片

00002 十誡之生命之歌 普 114 亨利克·派瑞斯基 劇情片

00003 親親小媽 普 125 茱莉亞蘿勃茲 劇情片

00004 天堂的孩子 普 87 米爾·法羅赫·哈瑟邁 劇情片

00005 悲憐上帝的孩子 普 106 / 紀錄片

00006 紅磨坊 保 128 妮可基嫚 劇情片

00007 美麗境界 輔 134 羅素·克洛 劇情片

00008 愛在屋簷下 輔 125 凱文克萊 愛情劇情片

00009 向左走 向右走 普 95 金城武、梁詠琪 愛情劇情片

00010 偷情 輔 104 裘德·洛 愛情劇情片

00011 阿公帶我回家 保 99  阿卜拉·賈尼 劇情片

00012 北國性騷擾 保 126 莎莉·賽隆 劇情片

00013 春心盪樣 輔 105 鄔瑪舒嫚 愛情劇情片

00014 照亮心世界 保 89 貝蒂若耶布蘿 劇情片

00015 航向真情海 普 123 亞利希歐波尼 劇情片

00016 等待飛魚 普 93 王宏恩、Linda 劇情片

00017 妮娜之家 普 106 艾格妮絲夏薇依 劇情片

00018 罰球線上 普 93 / 紀錄片

00019 父子 輔 180 郭富城、楊采妮、吳澋滔 劇情片

00020 髮膠明星夢 普 116 亞曼達拜恩斯 歌舞劇

00021 我的左派老師 輔 107 安娜巴頓 劇情片

00022 鴻孕當頭 保 96 傑森貝特曼 劇情片

00023 海角七號 普 130 范逸臣 、 梁文音 、 林曉培 愛情劇情片

00024 九降風 輔 107 紀培慧、 沈威年 、 初家晴 劇情片

00025 不老騎士 普 50 / 紀錄片

00026 冏男孩 普 104 李冠毅 、 馬志翔 、 梅芳 劇情片

00027 停車 輔 106 戴立忍、 曾珮瑜 、 杜汶澤  劇情片

00028 澳大利亞 普 165 休傑克曼、 妮可基嫚 愛情劇情片

00029 吾愛無悔 保 97 東妮克蕾特、 潔瑪沃德 愛情片

00030 樂隊來訪時 普 87 撒斯松．賈拜 劇情片

00031 為巴比祈禱 輔 89 雪歌妮薇佛、亨利茲尼 劇情片

00032 搖滾吧!爺奶 普 103 / 紀錄片

00033 愛情對手戲 輔 126 路奇洛卡西歐 愛情劇情片

00034 家好月圓 普 33 黃采儀、林子洋 劇情短片

00035 有你真好 普 87 俞承豪、金乙粉 劇情片

00036 與巴席爾跳華爾滋 限 87 阿里·福爾曼 劇情片

00037 第四張畫 保 103 戴立忍、關穎、畢曉海 懸疑片

00038 樂團年代 普 120 赤西仁、北乃纪伊 劇情片

00039 衝擊效應 普 112 布蘭登費雪 劇情片

00040 夢想起飛的季節 保 99 瑪蒂瑟妮 劇情片

00041 酷馬 保 105 艾偉 、 傅娟 、 古名伸 劇情片

00042 扶桑花女孩 保 109 松雪泰子 喜劇

00043 阿蒙正傳 保 86 比爾史卡斯加德 喜劇

00044 噪反城市 保 98 Bengt Nilsson 劇情片

00045 很久 普 80 / 紀錄片

00046 燃燒吧 歐吉桑 保 100 丁強 、 乾德門 、 黃河  喜劇

00047 桃姐 普 118 劉德華、黃秋生 溫馨片

00048 初戀那件小事 普 118 馬力歐毛瑞爾 愛情片

00049 逆轉人生 保 112 佛朗索瓦克魯塞、歐馬希 喜劇

00050 吐司：敬！美味人生 保 96 佛萊迪海默爾 劇情片

00051 愛的麵包魂 普 113 陳漢典 、 陳妍希 愛情喜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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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52 星空 保 98 蔡淑臻 、 曾江 動畫片

00053 昨日的記憶 普 78 丁強 、 顧寶明 、 郭采潔 劇情片

00054 陣頭 保 123 陳博正 、 黃鴻升 、 柯淑勤 喜劇

00055 倒帶人生 輔 139 戴安克魯格 、 加爾德勒托 劇情片

00056 青春水漾 劇情類 33 黃于倩、蕭學謙 劇情短片

00057 奈米女孩 劇情類 19 黃文英 執導 劇情短片

00058 莫比烏斯 限 28 曹在顯、李恩宇、徐英周 驚悚

00059 紮根在台灣的南洋姐妹 紀錄片 27 / 紀錄片

00060 裝扮遊戲 保 83 珍迪松、瑪蓉黎瓦納 劇情片

00061 逆子 普 90 柯叔元、潘麗麗 劇情片

00062 破浪而出 普 90 伊正、莊凱勛 劇情片

00063 橡木實之家 普 100 / 動畫片

00064 希望之國 保 134 夏八木勳、神樂坂惠 劇情片

00065 親愛的奶奶 輔 118 柯宇綸、李千娜 溫馨片

00066 最後14堂星期二的課 普 89 傑克·李蒙、漢克·阿扎里亞 劇情片

00067 窮得只剩下錢 普 104 寇爾普瑞、納瑟魯丁薩 劇情片

00068
女生正步走～牽手催生女

主祭
普 34 / 紀錄片

00069 縱行囝仔 普 100 陳姿穎 、 王克威 、 朱芩 紀錄片

00070 我們是這樣長大的 普 92 Alireza Samimi-oghadam 溫馨片

00071 愛滋小勇士 普 44 / 紀錄片

00072 拔一條河 普 104 / 紀錄片

00073 帶著夢想去旅行 普 90 彎哥 、 彎娘 、 彎彎 紀錄片

00074 你很特別系列1-你很特別 普 52 / 動畫片

00075 你很特別系列2-綠鼻子 普 59 / 動畫片

00076
你很特別系列3-你是我的孩

子
普 53 / 動畫片

00077 你很特別系列4-最棒的禮物 普 58 / 動畫片

00078 青春，半生不熟 普 78 前田敦子 劇情片

00079 貧民百萬總統 保 86 古翔葛羅佛 劇情片

00080 戀夏500日 保 95 喬瑟夫高登李維 愛情喜劇 1032

00081 女子漢的顛倒性世界 輔 90 夏綠蒂甘斯柏 喜劇 1032

00082 共犯 保 89 鄧育凱、洪于晴 、 柯佳嬿 懸疑片 1032

00083 憶海迷蹤 普 50 / 紀錄片 1032

00084 機器老男孩 普 112 濱田岳 竹中直人 喜劇 1032

00085 生命中的每一天 普 95 / 紀錄片 1032

00086 翻聲吧!保羅 保 103 雅莉珊卓洛區、寇姆明尼 傳記 1032

00087 擁抱愛與勇氣 輔 102 凱特丹寧絲、查德麥可莫瑞 劇情片 1032

00088 醉生夢醒 輔 81 瑪麗·伊莉莎白·文斯蒂德 劇情片 1032

00089 讓愛傳出去 保 124 凱文史貝西 劇情片 1032

00090 老虎的眼睛 保 93 Willa Holland 劇情片 1041

00091 無人出席的告別式 普 92 安德魯巴肯 劇情片 1041

00092
愛在黎明破曉時&

愛在日落巴黎時
普 82 伊森霍克、茱莉蝶兒 愛情片 1041

00093 愛在午夜希臘時 輔 109 伊森霍克、茱莉蝶兒 愛情片 1041

00094 做你愛做的事 保 93 卜學亮 、 蔡黃汝 、 程旭輝 喜劇 1042

00095 天生蠢材必有用 保 90 尚恩威廉史考特 劇情片 1042

00096 羅雷司 普 86 / 動畫片 1042

00097 生命的探戈 保 105 秋吉久美子、橋爪功 劇情片 1042

00098 永無止盡的悲傷 輔 58 水井真希 劇情片 1042



00099 生命有限公司 輔導級 79 / 動畫片 1042

00100 用詩翻轉舞台的另類男孩 普 105 檸檬安德森 執導 紀錄片 1042

00101 最遙遠的愛 記錄片 73 / 紀錄片 1042

00102 為愛而生 保 100 亞謝耶切安迪亞 劇情片 1042

00103 美麗破綻 輔 101 雷恩葛斯林 劇情片 1042

00104 當妳離開的時候 輔 115 德莉雅阿拉博拉 劇情片 1042

00105 破風 保 125 彭于晏、陳家樂 劇情片 1042

00106 隨心所問 輔 99 布麗特尼羅伯森 愛情片 1051

00107 不一樣的婚禮又怎樣 保 94 凱瑟琳海格、艾麗絲布莉達 劇情片 1051

00108 狗臉的歲月 輔 98 安東格蘭澤柳斯 劇情片 1051

00109 六人行不行 輔 96 吉·巴多斯、丹尼爾·布爾 劇情片 1051

00110 火箭男孩 普 92 Sitthiphon Disamoe 劇情片 1051

00111 生命中最抓狂的小事 輔 122 里卡多達林 劇情片 1051

00112 銅牌巨星 限 100 蓋瑞寇爾 劇情片 1051

00113 臉書完美情人 保 91 依雯瑞秋伍德、文斯范恩 劇情片 1051

00114 校園霸凌：沉默的代價 保 89  賴恩基利 劇情片 1051

00115 愛，不怕 限 134 郭思楊、李再俊、金昌煥 劇情片 1051

00116 如果這世界貓消失了 普 103 佐藤健、宮崎葵 劇情片 1052

00117 岸邊之旅 保 129 淺野忠信、深津繪里 劇情片 1052

00118 滿月酒 輔 103 鄭伯昱、歸亞蕾 劇情片 1052

00119 彼時生命 輔 131 岡田將生、榮倉奈奈 劇情片 1052

00120 再見了，拉札老師 保 95
 蘇菲・奈里斯、 Mohamed

Fellag
劇情片 1052

00121 天聲男孩 普 103 達斯汀霍夫曼 劇情片 1052

00122 奔跑吧，人生 普 134
 史帝芬詹姆士、傑森蘇戴西

斯
劇情片 1052

00123 崩壞人生 輔 101 傑克·葛倫霍 劇情片 1052

00124 沉默茱麗葉 輔 99 艾瑪·蘇亞雷斯 劇情片 1052

00125 歡樂好聲音 普 107 / 動畫片 1061

00126 曼哈頓戀習曲 保 104 綺拉奈特莉、馬克魯法洛 愛情片 1061

00127 你的名字 普 107 / 動畫片 1061

00128 玩具總動員3 普 103 / 動畫片 1061

00129 微光時代 普 78 / 紀錄片 10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