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單元 A：家家有本難念的經：以父之名的家庭作業 －國小中年級以上（69 分鐘） 

影片 劇照 介紹 

88 海水浴場 

 

許傑輝│19min 

庭偉用整個暑假的時間幫忙爸爸一起送貨，交換條件是爸爸能在開

學前帶他去海邊玩。總是隨口答應事情的爸爸，這次真的會履行自

己說過的承諾嗎？ 

小洋 

 

王孔澂｜25min 

◆高雄拍 

小洋一直覺得自己只是暫時住在育幼院，等爸爸安排好一切會來帶

他回家，那一天他們一起搭火車去海邊玩，爸爸注意到小洋的球鞋

已經太小了，他幫小洋買了一雙新球鞋，但是卻沒有再回來了…… 

朵朵嫣紅 

 

藍憶慈│14min 

◆高雄拍 

十二歲女孩小靖在車禍中毫髮無傷，她堅強的獨自承受所有的不

安。直到父親趕來醫院，她以為內心的不安與傷害能得到安慰，不

料卻面臨生命更大的難題。這一夜，她似乎明白了什麼。 

簡單作業 

 

吳德淳｜11min  

◆2010 金馬獎 最佳短片入圍  

◆2010 台北電影獎 最佳動畫、媒體推薦獎 

David 超緊張，因為他快要交不出學校指定的作業，真不知道該怎

麼辦才好。其實，這份作業非常簡單，只要訪問一個家中的長輩，

並且描述一件感動的故事。為了幫忙完成作業，工作繁忙的爸爸只

好抽空回到從小生長的老家，一路從繁華的城市趕路回到風景優美

的小鎮。David 的簡單作業，想不到卻解開了爸爸不簡單的心防。 

 

 

 

  



單元 B：家的另一個模樣－國小高年級以上（53 分鐘） 

影片 劇照 介紹 

七歲那年的初

次見面 

 

黃駿傑│17min 

◆2017 金穗獎 

◆高雄拍 

我們各自帶著所有，卻不知彼此就是一切。 

照顧緯傑的褓母阿玉媽媽健康每況愈下，緯傑終於要和親生媽媽阿

英一起生活了。剛重逢沒多久，緯傑便撞見阿英抽菸的樣子，初見

面埋下這個印象，讓緯傑疑惑糾結，多年未見的陌生更頻頻造成彼

此磨擦，母子兩人是否能順利瓦解彼此之間的心防？ 

※溫馨提醒：本片有抽菸情節。 

獨奏 

 

劉邦耀 │17min 

◆高雄拍 

年邁的媽媽帶著問題兒子，去看另個天才兒子的鋼琴獨奏會，這趟

音樂之旅，有著對彼此的念想與磨難，一段破碎的琴聲，能否填補

這不完美的旅程？影帝吳慷仁與影后陸弈靜偕手演出母子，細緻演

繹動人難解的親情關係，默契十足。 

山川壯麗 

 

黃勻弦、廖珮妤 │19min 

小山是一個 10 歲沉默的台灣小女孩，沒有人試圖關心她每天承受的

各種壓力和鬱悶。小山討厭壓抑的自己，也討厭整個大人建構出來

的世界。那個真正的小山到底想對大人們說甚麼呢？ 

※溫馨提醒：本片有意外墜樓情節，亦有部分不雅髒話。 

 

 

  



單元 C：童年幸福的記憶－國小低年級以上（52 分鐘） 

影片 劇照 介紹 

大漢 

 

張韶玲、林依瑩、相昀佑｜5min 

◆2019 放視大賞 

突然覺得自己「大漢」的時刻，到底是發生了甚麼事？阿俊和小明常

以捉弄小芬為樂，取笑她的長相，甚至揶揄小芬的家庭環境。不曾回

擊的小芬，在一次的衝突中受傷，然而當阿俊再到小芬家，卻感受到

小芬爸爸的關懷。以台東寶桑的漢人聚落為背景，藉由族群間相處的

衝突，突顯同一片土地的人們，如何在對立的矛盾中和解與相處。 

春分兄弟 

 

王傢軍｜17min 

◆2018 金馬獎 最佳劇情短片入圍 

◆2018 高雄電影節國際短片競賽入圍 

◆2019 金穗獎 一般作品類最佳劇情片 

五個小學生趁著自習課溜出校外，來到山上廢棄的舊學校探險，他們

想在春分時刻，拍攝由南洋北返經過台灣的灰面鷲，來參加比賽，希

望獲得校花的頒獎。可愛又無聊的對話，伴隨著摔斷乳牙而成就了無

悔的童年時光。 

炸芋丸 

 

李安娪｜5min 

◆2018 關渡國際動畫獎 觀摩片 

小女孩球球和家人到阿嬤家聚餐。球球問阿嬤可不可以先吃最愛的炸

芋丸。但阿嬤心情不好，不小心地遷怒了球球。某天半夜，球球驚醒

卻找不到爸媽，情急下只好找阿嬤求助，阿嬤貼心地陪球球回家途

中，卻遇到賞完月走下樓的爸媽。在那一刻，阿嬤滿懷歉意的拿出一

盒炸芋丸，希望用炸芋丸向球球道歉，在月亮的見證下，球球原諒了

阿嬤，兩人也化解了心結。 

幸福路上 

  

宋欣穎｜12min 

◆2013 高雄電影節國際短片競賽 優選 

◆2013 台北電影節 最佳動畫片 

六歲的小琪和爸媽住在幸福路上。今天是小琪第一天上小學，媽媽說

在學校裡要講國語，可是小琪發現班上有個金頭毛藍眼睛的同學，她

也講台語耶… 

關於他的故事 

 

楊詠亘｜13min 

◆2017 台北電影獎 最佳動畫片 

◆2017 臺中動畫影展 最佳臺灣短片 

◆2017 金馬獎 最佳動畫短片入圍 

那天在阿姨們打麻將時，向她們問起阿公。阿姨舅舅們口中的阿公，

高大嚴肅，金毛碧眼，挖過金礦、做過學徒、當過金師、打過山賊，

從一個流浪孤兒變成迪化街的布行大老闆。阿公的故事怎麼聽都覺得

遙遠又神奇，那是一個無法想像的時代，到底哪個才是真正的阿公？

擅長動畫藝術的楊詠亘，透過剪紙等媒材拼湊出阿公的樣貌與記憶。 

 

  



單元 D：兩個嘟嘟好？手足親情與成長－國小低年級以上（64 分鐘） 

影片 劇照 介紹 

悄悄話 

 

張珊嫚、彭家瑋、李季恬｜6min 

兩個孩子不睡覺，趁著深夜，開始他們的遊戲時光。暢遊在各個

不同的幻想世界中，變成動物，飛上天際，盡情遨遊於自己的小

天地，聊一些關於現在與未來的事。 

姊姊  

 

阮鳳儀│16min 

◆2018 東京短片影展 亞洲國際與日本競賽單元 

◆2018 高雄電影節國際短片競賽 評審團特別獎 

◆2018 台灣國際女性影展 台灣競賽獎入圍 

華人移民家庭初到美國，父親還留在電話的那頭，僅有母親獨自

照顧兩個女兒，盡力適應新的生活，小姊妹倆卻經常爭吵不休，

即將邁向青春期的姊姊梁芬，開始留心雜誌上的少女裝扮，也渴

望融入當地的女孩圈圈，一個蝴蝶髮飾成為姊妹的導火線，逐漸

加劇她對妹妹的厭惡。帶有自傳成分的故事，把幼時姊妹間的喜

怒怨懟細膩呈現，手法具大將之風。 

我妹 

 

張庭瑄│5min 

◆2017KT 科藝獎動畫組優選 

所謂紅花配綠葉，我總是很羨慕妹妹身上散發出來的天然魅力與

自信，但又天天玩在一起，從中發展出一種對妹妹又愛又恨的矛

盾感情。因為一同成長，總是有對方遇到挫折的時候，印象中妹

妹反而像姊姊一般的照顧我，比較成熟的我也開始看到，光鮮亮

麗的妹妹也是需要呵護脆弱的時候。 

踮腳尖 

 

林誼如｜16min 

◆2019 柏林影展新世代兒童短片競賽提名  

◆2019 台北電影節明日．台灣單元  

◆2019 台灣女性影展台灣競賽單元 

媽媽離家一週了。佳佳努力和弟弟小凱循著過往的腳步生活，一

如往常地放學、洗衣、買食，以不打擾大人的方式持續等待。日

常維持不易，即使踮起腳尖，孩子仍有未及。長長的瀏海刺扎著

眼，下一次醒來，佳佳能看到期盼的身影嗎？導演以節制的影像

刻劃兒童面對成人世界變化的堅強與脆弱，成功捕捉兩位素人小

演員自然而不煽情的神采。 

一直騎呀一直騎 

 

林亞佑│21min 

◆2016 青春影展 影視類金獎 

阿山與阿嘉是對熱愛棒球的小兄弟。而阿山心儀的女孩佩琳就要

轉學了，兩人相約在離去的那天，要交換彼此心愛的簽名球做紀

念。卻在此時，阿嘉把哥哥心愛的簽名球弄丟。阿嘉慫恿灰心的

哥哥一同前往找回當初遺失簽名球的地方，兄弟倆騎著一台單車

開始遙遠的尋球之旅。一路上差錯不斷，阿山想盡辦法達成目

標，就如同他之前告訴弟弟的：「一直騎一直騎就會到了⋯⋯。」 



單元 E：自我認同與多元文化－國小中年級以上（64 分鐘） 

影片 劇照 介紹 

大漢 

 

張韶玲、林依瑩、相昀佑｜5min 

◆2019 放視大賞 

突然覺得自己「大漢」的時刻，到底是發生了甚麼事？阿俊和小明

常以捉弄小芬為樂，取笑她的長相，甚至揶揄小芬的家庭環境。不

曾回擊的小芬，在一次的衝突中受傷，然而當阿俊再到小芬家，卻

感受到小芬爸爸的關懷。以台東寶桑的漢人聚落為背景，藉由族群

間相處的衝突，突顯同一片土地的人們，如何在對立的矛盾中和解

與相處。 

來自太空的男

孩 

 

康士坦丁波隆齊特 | 16min 

動畫短片《飛向星星的你》導演最新力作。一位母親悉心照顧著從

小不曾褪去太空衣的兒子，並且小心翼翼隱藏關於他身世的秘密。

孩子總是在太空漂浮和家中束縛拉扯之間的夢魘驚醒，發現自己的

使命，他必須去完成一項太空任務，然而沉重的地心引力讓他徹底

失去平衡……。 

關於他的故事 

 

楊詠亘｜13min 

◆2017 台北電影獎 最佳動畫片 

◆2017 臺中動畫影展 最佳臺灣短片 

◆2017 金馬獎 最佳動畫短片入圍 

那天在阿姨們打麻將時，向她們問起阿公。阿姨舅舅們口中的阿

公，高大嚴肅，金毛碧眼，挖過金礦、做過學徒、當過金師、打過

山賊，從一個流浪孤兒變成迪化街的布行大老闆。阿公的故事怎麼

聽都覺得遙遠又神奇，那是一個無法想像的時代，到底哪個才是真

正的阿公？擅長動畫藝術的楊詠亘，透過剪紙等媒材拼湊出阿公的

樣貌與記憶。 

阿尼 

 

鄒隆娜  | 24min 

◆2016 坎城影展影評人週短片競賽單元 

◆2016 墨爾本國際影展短片正式競賽 

◆高雄拍 

停泊在高雄前鎮漁港的大型漁船中，菲律賓籍漁工阿尼跟他的夥

伴，週而復始地處理濕腥黏膩的漁貨，海上飄盪的日子比著陸時間

還多，唯有船艙裡一個陰暗狹窄的小空間，是屬於自己的，牆上貼

著阿尼夢想中的純白洋房，提醒他為家鄉的女友和親人堅持下去。 

一坨糟 

 

郭家伃｜6min 

生活中充斥著各種廣告，人的外貌似乎因此有了標準規範，導演將

這個現象聚焦在人的頭髮表現上，建構了一個以頭髮為中心的故事

背景。在一個頭髮至上的世界，人人注重自己的髮型勝過於長相，

然而頂著一頭亂髮的主角，有著一段不為人知的過去；在一次意外

的小事件中，讓她的回憶步步逼近，使主角不得不去正視、面對自

己內心一直沒有痊癒的童年遭遇。 

  



單元 F：跟著電影去旅行，以我為中心的世界好大喔－國小低年級以上（55 分鐘） 

影片 劇照 介紹 

奈也安妮 

 

許尹嘉│7min 

◆2014 新一代設計獎數位多媒體設計類金獎  

◆2014 青春影展動畫類優選 

安妮是位喜歡畫圖的小女孩，房間總是充滿著她的圖畫紙和畫

筆，安妮的生活習慣不太好，不喜歡整理房間，甚至會把吃完餅

乾的垃圾及喝完的空瓶罐隨手丟在房內，造成許多髒亂。直到有

天晚上，安妮在房間畫畫時...... 

卡帶幻幻愛 

 

伊瓦納皮帕爾、伊戈爾貝齊諾維 ｜ 19min 

自然美景著名的克羅埃西亞海岸，竟然有座垃圾掩埋場。男子在

垃圾堆裡發現了一捲日本製迷你卡帶，於是開始想像卡帶如何漂

洋過海至此、裡頭紀錄了什麼、又為什麼被丟掉。導演結合實體

與真人動畫，讓廢棄物超現實地動起來講述自己的身世。 

※溫馨提醒：本片為外文發音，備有中文字幕。 

一如往常 

 

劉冠汶｜7min 

◆2018 青春影展 動畫類銀奬 

◆2018 台中動畫影展 台灣學生短片競賽正式競賽片  

這部動畫有著寫實的場景，在廟宇與市場共構的場域中，人們販

賣、採買、搬貨、看報、打盹……和躲在市場裡的貓共同在此生

活。黑夜白天裡的貓，烏亮的眼珠，深入觀看著我們身邊習以為

常、卻被忽略的文化現象。特別的是動畫將人類的角色淡化，只

以白描勾邊的方式處理，打破故事框架，創造出以空間、聲音主

導的動畫類型。 

沒有網路的一天 

 

葉宗軒 ｜15 min 

◆高雄拍 

一夜，全世界的網路忽然斷線。直播主安妮也宣布今晚將離開直

播平台，從小鄧的世界消失。徬徨的小鄧鼓起勇氣，隻身踏入了

黑夜的城市，想找到訊號來挽回安妮的存在。這一夜，一群因網

路失眠的人，挑燈探尋與世界重新連結的方式……。 

鼠鼠飛上天 

 

諾文羅伯茲 ｜7min 

◆2019 克萊蒙費鴻短片節 

◆2019 舊金山影展 金門獎國際競賽單元 

名為山姆的小老鼠夢想可以在天空飛翔想要飛。牠很努力實現夢

想，不論失敗幾回，仍堅持不斷嘗試。有一天強風暴雨不留情地

攻擊飛行高台，但這回牠有朋友幫助，只待雨後的早晨天空群燕

再度飛翔，小老鼠山姆也將啟航。油性粉彩的多層次色彩，與濃

淡兼具的溫暖色調，映照出積極的追求，與夢想成真的喜悅。 

 

  



單元 G：跟著電影去旅行，世界之窗－國小中年級以上（65 分鐘） 

影片 劇照 介紹 

綻放之種 

 

劉靜怡 ｜ 4min 

以女性的角度，記錄少女初次經歷戀愛的過程。以植物象徵女性

符號，種子為生命的誕／再生，共同把生命延續到未來。視覺化

的愛情，尋找關係中的寄託，脫離傳統的束縛，從種子蛻變為小

芽茁壯成長。 

鐵樹開了花 

 

杜芷慧｜ 19min 

鳴夏聽聞學校遭到關閉，在村子內發起了連署運動，希望能夠幫

助校長重新開啟學校。於此同時，警察也正在追捕校長。獲悉一

切的鳴夏於是踏上了尋找校長的旅程。 

歡迎來到肝大 

 

陳冠廷、林群鈞│9min 

在器官的世界裡，肝臟大學是所有小器官們夢寐以求的至高學

府，然而畢業門檻卻要器官完全黑掉。在這個弱肉強食、黑者為

王的世界裡，肝男能夠順利畢業嗎？ 

※溫馨提醒：本片因戲劇效果，使用語言為自創。 

浪浪 

 

哈莉瑪瓦迪利｜ 18min 

摩洛哥一處流浪犬收容中心裡住著 750 隻浪浪，等待有人領養。

日復一日，牠們混居在黃土牆圍成的空地與鋼筋裸露的屋舍裡。

除了引頸期盼人類定時準備的食物與水，其他時間無所事事。牠

們在長鏡頭下午睡、抓癢、排泄、求歡、喧鬧的各種姿態，與千

百萬難民又有何異？ 

當一個人 

 

黃勻弦│15min 

◆2018 金馬獎 最佳動畫短片 

◆2018 臺中國際動畫影展 台灣短片競賽首獎 

◆2018 金穗獎 一般作品類最佳動畫片、最佳美術設計、最佳聲

音設計 

老人獨自住在鐵軌旁的斗室，老屋面臨即將被拆除的命運。但他

仍然堅持每天踩著三輪車，放著「修理紗窗、紗門、換玻璃」的

廣播，穿越大街小巷。繞過繁華街市、新興高樓、黃昏市場以及

天后宮。相同的場景日復一日，卻在這天重新發現日常的美好。 

  



單元 H：有你真好．陪伴的故事－國小低年級以上（62 分鐘） 

影片 劇照 介紹 

寄伴 

 

張瑋庭│4min 

機器人在天空郵局工作，日復一日整理郵件的生活單調無趣。突

然郵包掉下一個男孩，他們彼此相伴，成為貼心的另類家庭夥

伴，也把他們的愛，郵遞到世界所有角落。 

長島 

 

黃亮昕│6min 

在大陸的一角連接著一個小小島嶼，燈塔日復一日在上面閃耀

著，人們已經忘記那裏住著一位年邁的看守人，他渴望著人群，

卻不曾離開過燈塔。 

小孩不在家 

 

練建宏│20min 

◆高雄拍 

奶奶百歲大壽，家族決定辦一場生日派對，封街辦桌、舞獅獻

瑞。但奶奶的生日願望，卻和大家想的不一樣。奶奶想偷偷了結

生命作仙去。天曉得，想死卻怎麼也死不了⋯ 

我是父親的腳踏車 

 

許芮芬｜4min 

一段父子之間如何學習騎腳踏車的故事。父親努力地修理腳踏

車，靠著開修自轉車店撐起一座家，他對待腳踏車，宛若對待他

兒子一般細心呵護，但是有一日，兒子不小心摔壞了腳踏車…當

雙手放開，雙腳離地，孤獨前行的我們，忍住了什麼，又留下了

什麼。 

三仔 

 

黃丹琪│19min 

◆高雄拍 

「三仔」守著一間過時的鐘錶行，店裡早已沒有生意。三仔平時

足不出戶，老友過世後他嘗試踏出停滯的生活。久違的第一次爬

山，三仔就摔傷了腳。山上的猴子，都在嘲笑他。金鐘視帝龍劭

華充滿厚度的內斂演出，將看似無所事事的日常即景，浸漬出哲

性的人生況味。 

菲索 

 

劉靜怡│9min 

這是一部將相機擬人化的定格動畫，透過蒐集各種相機零件，完

成這部令人驚艷的短片。導演劉靜怡透過相機具有保存回憶的功

能，描述對家的思念，詮釋一段破鏡重圓的親情。爸爸是相機醫

生，每天忙著修理壞掉相機，相機媽媽為了不打擾老公而隱瞞身

體日益崩解，直到失去最重要零件，爸爸只好尋求女兒協助，讓

一家人重修往日時光。 

※溫馨提醒：本片為外文發音，備有中文字幕 

 

  



單元 I：如何面對失去？淺談生命教育－國小中年級以上（58 分鐘） 

影片 劇照 介紹 

靈爸回來了 

 

林家弘│5min 

◆2015 青春影展動畫類入圍 

小偷為了偷取往生者阿公的金項鍊而潛入靈堂，卻意外充當上

了道士，當阿公的靈魂返回家時，識破了道士的身分，與他展

開了一場激烈的爭鬥，過程中子女卻依然以為道士在認真做

法，於是在做法結束後拿著紅包答謝道士。 

※溫馨提醒：劇情題材涉及鬼神思想 

巨人 

 

莊偉福、莊偉國｜ 5min 

「我是巨人，在現代誕生。」雙胞胎導演改編自新加坡國寶級

多元藝術家陳瑞獻詩集〈巨人〉，期刊報紙製作魚群和場景打

造出充滿宇宙觀及詩意的逐格動畫。播下種子，魚群被沖至一

塊荒蕪的大地上，而當所有的魚紛紛躍入海洋，僅有一隻魚深

入了土裡，長出茂盛的植物，滋養了大地。 

Si So Mi 

 

張徐展│5min 

◆2018 金馬獎 最佳動畫短片入圍 

藝術家張徐展將家族紙紮技藝，透過停格動畫，創造出荒謬與

怪誕的視覺印象，乾癟紙糊的成排黑老鼠，戴上金箔的帽子，

像是喪禮樂隊，卻又有著慶典的氛圍。 

此岸 

 

黃采絹、 張瑜庭｜ 7min  

阿公走在通往另一個國度的路途上，為了找尋心愛親人的身

影，急迫循著灑滿紙錢和舖滿彼岸花的道路前進，沿途還出現

金童玉女指路，阿公最終還是抵達了人生盡頭，一句「阿公，

你要好好走哦」成了他離世前最大的安慰！利用紙紮技巧展現

對陰間習俗的洞悉觀察力，細節和情感兼顧，是部具有感染力

的學生佳作。 

回神 

 

吳德淳│4min 

雙親亡故後，小男孩照顧失明的阿嬤。有一天，男孩在打獵的

時候，失足墜谷身亡。不過，男孩每晚竟仍帶著獵物回家，講

述一連串的故事給阿嬤聽。直到阿嬤某次心頭一顫，發覺自己

很久沒有聽到男孩的腳步聲，起床將家裡摸了一遍，才發現男

孩的枕頭盡是落塵。得獎常勝軍吳德淳難得搞鬼力作。 

※溫馨提醒：本片有宰殺獵物及鬼神相關情節。 

看無風景 

 

詹博鈞｜12min 

◆2019 金馬獎最佳動畫短片入圍 

頭一次踏進陌生的故鄉，是阿嬤喪禮那天。聽著娓娓道來的回

憶，卻看不見父親口中的那片風景，直到眼淚流下的那刻，才

看見離別的鄉愁。墨色暈染開親情的隔閡，零碎的節奏、格格

不入的步伐轉化為沉默的對話。導演從自身經驗出發，透過水

墨動畫還原一段無法再現的回憶，細膩詮釋父親面對離鄉與離

情的感受。 



小孩不在家 

 

練建宏│20min 

◆高雄拍 

奶奶百歲大壽，家族決定辦一場生日派對，封街辦桌、舞獅獻

瑞。但奶奶的生日願望，卻和大家想的不一樣。奶奶想偷偷了

結生命作仙去。天曉得，想死卻怎麼也死不了⋯ 



單元 J:我們深愛的家園，環境保護議題－國小中年級以上（60 分鐘） 

影片 劇照 介紹 

炮仔聲 

 

施合峰｜4min 

影片紀錄了台塑六輕廠附近的小鎮，在九合一大選前的一場廟

會。巧妙融合了工廠廢氣、宗教儀式的鞭炮與競選造勢活動，提

出空氣、環境與噪音汙染等反思，並精準與鞭炮聲節奏巧妙串

聯。導演施合峰表示，「關於空污議題我透過此短片，試著從

『經濟』及『政治』的角度來切入、提醒觀者，環境議題不只是

環境議題，它涵蓋政治經濟學的各項面向，而所謂現代生活的便

利，是必須付出相對的代價，但我們總無視這些代價。」 

大嬸與狼 

 

王威人｜8min 

北極氣旋南下發威，全台下起大雪，高雄氣溫降至零下 20 度，

賣鮮魚湯的大嬸前往結冰的海面鑿冰抓魚，巧遇一隻飢餓的狼，

她該怎麼辦？氣象局「關心三部曲」最終章，由金馬創投百萬首

獎得主王威人和東京動畫大賞金獎得主蔡旭晟攜手合作，先以真

人方式拍攝，再交由北中南 20 多位動畫師轉成動畫，以細膩寫

實的手繪質感，讓高雄港結冰、85 大樓覆雪！ 

好美麗的煙囪啊！ 

 

林泰州｜25min 

導演以 HD 影像煉金術做為環境發聲的媒體武器。透過三段式結

構梳理數個重大公害污染事件與環境運動被無情鎮壓的故事，包

括 1992 年大林浦發生鎮暴部隊毆打村民的五二六事件、2005 年

林園工業區擴廠隱匿土壤及地下水污染事件、2008 年潮寮毒災

事件。影像結合腐蝕裂解刮擦影像、空拍畫面疊上化學彩影渲

染、燃燒的鬼魅顫影、灰斑染塵鏡像、意象式漫畫與影音扭曲魔

法，呈現顛覆性的工業景觀與難以用視覺表達的空污質地。 

吳郭魚 

 

洪靖安｜19min 

空汙嚴重的大林蒲準備要遷村了，阿玉跟老闆申請調職，想趕快

離開這裡，但父親肚仔卻不這麼認為，只想留在這裡養魚，這天

晚上一場大雨襲來…… 

Human box 

 

蔡佳真｜4min 

黑心企業被爆出原物料有毒，民眾看到新聞後紛紛丟棄黑心商

品；但黑心企業卻回收商品製成新包裝重新上架；此時人們早已

忘記前陣子的食安風波，標榜新上市的黑心商品造成了一波搶購

風潮，故事主角發現了黑心企業的欺瞞手段，那他會做出什麼選

擇呢？而他的決定又將帶來什麼後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