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片名 分級 片長 主演人物 備註

00119 穿越時空愛上你 普 118 梅格萊恩 愛情喜劇片

00121 濃情巧克力 保 121 強尼戴普 愛情文藝片

00122 大家都說我愛你 普 101 茱莉亞蘿勃茲 愛情文藝片

00123 美夢成真 保 113 羅賓威廉斯 溫馨勵志片

00131 我的希臘婚禮 普 96 妮雅瓦達蘿絲 愛情喜劇片

00134 男人四十 輔 103 梅艷芳 劇情片

00135 絕配冤家 保 115 馬修麥康納 愛情喜劇片

00136 愛情白麵包 保 101 李嘉欣 劇情片

00144 愛是您愛是我 保 139 休葛蘭 愛情文藝片

00145 受難記 限 131 吉姆卡維佐 劇情片

00146 記憶裂痕 輔 119 班艾佛列克 動作片

00147 魔法靈貓 普 78 亞歷鮑德溫 喜劇片

00150 地下鐵 普 96 梁朝偉 愛情喜劇片

00164 BJ單身日記 輔 100 休葛爾 愛情文藝片

00165 辣媽辣妹 普 93 傑美李寇蒂斯 溫馨喜劇片

00167 愛你在心眼難開 輔 128 黛安基頓 愛情喜劇片

00172 愛情不用翻譯 輔 102 史嘉蕾喬韓森 愛情文藝片

00187 失戀聯盟 普 97 曾智偉 劇情片

00188 緣來就是你 保 100 艾倫蓋芬特 愛情文藝片

00189 我的野蠻初戀 普 103 車太舷 劇情片

00193 驚婚計 限 93 妮可基嫚 喜劇愛情片

00194 在世界中心呼喊愛 普 130 柴崎辛 劇情片

00195 向左愛向右愛 保 106 車太鉉 愛情片

00222 下一站，幸福 普 90 派翠西亞克拉森 劇情愛情片

00226 30分鐘戀愛 保 10 5 袁詠儀 DVD劇情片

00228 綁票愛情100天 保 96 / DVD劇情片

00229 貼身情人 保 100 珊卓布拉克 愛情喜劇片

00230 來跳舞吧 保 106 李察吉爾
愛情音樂歌舞

片

00233 未婚妻的漫長等待 輔 134 奧黛莉朵杜 戰爭愛情片

00242 解夏 普 115 大澤隆夫 愛情片

00243 現在，很想見你 普 100 竹內結子  愛情劇情片

00256 金色情挑 輔 130 鄔瑪舒曼 愛情片

00257 莎翁情史 輔 125 傑佛瑞羅許 愛情片

00259 男人四十 輔 100 張學友 爱情喜剧片

00262 人性本色 限 125 艾曼鈕斯高提 劇情片

00266 非常青春期 保 100 / 愛情片

00267 永不遺忘的美麗 保 93 / 劇情片

00268 馬拉松小子 輔 115 曹承佑 劇情片

00296 北國性騷擾 保 126 莎莉賽隆 劇情片

00299 鄰家女孩 普 116 長澤雅美 劇情愛情片

00300 搖滾公路 保 88 尼可萊克萊伯區 劇情片

00302 愛與勇氣 普 93 蕭淑慎 愛情片

00303 翹家大作戰 保 102 提姆艾倫
喜劇溫馨家庭

片

00304 斷背山 輔 134 丹尼斯奎德 劇情愛情片

00306 那年陽光燦爛 保 116 亞瑞馬迪魯納 劇情片

00307 藝伎回憶錄 保 142 章子怡 愛情劇情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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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6 戀愛學分 / / / DVD喜劇片

00347 身為人母 / 130 凱特溫斯萊特 DVD劇情片

00348 K歌情人 保 105 休葛蘭 愛情喜劇片

00349 捉放愛 保 120 凱文史密斯 愛情喜劇片

00350 危險枕邊人 保 93 大衛詹姆是艾略特 懸疑劇情片

00351 巴黎拜金女 輔 106 奧黛莉朵杜 愛情喜劇片

00352 天堂奔馳 輔 96 凱特布蘭琪 DVD劇情片

00353 芬妮的微笑 保 103 王志文 劇情片

00354 蝴蝶的眼淚 輔 90 瑪麗伊可 DVD劇情片

00355 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 輔 90 姜文 DVD劇情片

00356 獨領風潮 保 108 安東尼奧班德拉斯 音樂歌舞片

00357 碰上愛情 保 95 米歇爾布朗 愛情喜劇片

00358 金賽性學教室 限 114 連恩尼遜 歷史傳記片

00359 挑逗性高潮 限 93 傑哈德巴狄厄 愛情喜劇片

00360 戀愛沒有假期 保 135 卡麥蓉狄亞 喜劇愛情片

00524 渺渺 普 84 范植偉 愛情劇情片

00537 新娘大作戰 普 89 安海瑟薇 喜劇片

00540 他其實沒那麼喜歡妳 保 129 珍妮佛安妮斯頓 愛情喜劇片

00559 男女生了沒 輔 97 凱薩琳海格 愛情劇情片

00560 名牌冤家 保 104 休葛蘭 愛情劇情片

00561 美味關係 普 124 艾美亞當斯 劇情片

00563 一頁台北 保 85 郭采潔 愛情劇情片

00564 全城熱戀：熱辣辣 普 94 張學友 愛情劇情片

00569 情人節快樂 保 124 潔西卡艾芭 愛情喜劇片

00570 第36個故事 普 82 桂綸鎂 愛情勵志片

00574 真愛囧冤家 保 88 瑞絲薇斯朋 愛情劇情片

00583 時空旅人之妻 保 107 瑞秋麥登絲 愛情劇情片

00584 愛上妳 愛上我 保 109 珍妮佛安妮斯頓 愛情片

00588 我是女生 也是男生 限 87 伊娜絲艾美隆 劇情片

00631 聽說 普 109 彭于晏 愛情勵志片

00632 大象的眼淚 保 122 羅伯派汀森 愛情劇情片

00633 命中注定遇見愛 保 98 伍迪艾倫 愛情劇情片

00634 給茱麗葉的信 普 105 / 愛情片

00635 那年，雨不停國 保 6*45 / 愛情親情片

00638 沒有耳朵的兔子2 限 119 提爾史威格 劇情片

00639 惡人 輔 140 深津繪里 犯罪劇情片

00640 第四張畫 保 103 戴立忍 劇情片

00641 分手說愛你 保 114 房祖名 愛情劇情片

00643 當愛來的時候 輔 108 李亦捷 劇情片

00645 摯愛無盡 輔 100 柯林佛斯 劇情片

00646 性工作者 輔 99 朱茵 劇情片

00651 命中注定多個你 保 114 凱瑟琳海格 愛情劇情片

00652 陪妳到最後 限 113 巴理阿茲瑪 劇情片

00654 十歲小媽媽 輔 123 甘利春菜 生命教育

00657 彩虹大道 / 45 / 性別議題

00658 粉紅足球隊 限 98 伊恩夏普 性別議題

00678 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 輔 110 柯震東 愛情劇情片

00698 孕轉心方向 保 97 伊莎貝拉貝里斯 劇情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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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04 消失打看 輔 103 曾珮瑜/林辰唏/謝欣穎 劇情片

00705 渺渺 保 88 柯佳嬿/張榕容/范植偉 劇情、愛情片

00706 藍色大門 保 83 陳柏霖/桂綸鎂 劇情片

00707 自由大道 輔 128 西恩潘 劇情片

00710 永遠在一起 保 98 / 劇情片

00711 彩虹下的幸福 保 130 小田切讓/柴崎幸 老年同志

00713 女人出走 普 90 伊莎貝爾蓓 劇情片

00715 超越地心引力 保 95 / 劇情片

00716 當我們同在一起 限 79 TAE/余發揚等 性別議題

00717 戀戀情深 保 117 李奧納多狄卡皮歐 劇情片

00718 徵婚啟事 輔 106 劉若英/鈕承澤 劇情片

00719 沒有男人女人更美 限 96 / 劇情片

00720 花吃了那女孩 輔 106 林嘉欣/王心凌等 性別議題

00721 我愛高跟鞋 普 57 / 紀錄片

00722 刺青 輔 95 楊丞琳/梁洛施 劇情片

00723 愛 輔 127 趙又廷/舒淇/彭于晏 劇情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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