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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展] 2005年05屆南方影展       
The South Taiwan Film & 
Video Festival (10/29-12/11)  
 
 
 
 

觀摩片【 華語觀摩選】 單元 

 

A.V. / AV (香港/2005) #1598 
by Ho-Cheung Pang 彭浩翔 (香港, 1973-) imdb 《 買兇拍人》  
-2005南方影展 (華語觀摩選) 

 

Fishing Luck / 等待飛魚 (台灣/2005) #1822 
by Wen-Chen Tseng 曾文珍 (台灣) imdb 《 世紀宋美齡》  
-2005南方影展 (華語觀摩選) 

 

Passage, The / 經過 (台灣/2005) #1737 
by Wen-Tang Cheng 鄭文堂 (台灣, 1958-) imdb 《 夢幻部落》  
-2005南方影展 (華語觀摩選) 

 

Before the Flood / 淹沒 (中國/2005) 
by Yifan Li 李一凡, Yu Yan 鄢雨 (中國) 
-2005南方影展 (華語觀摩選) 

 

The Strait Story / Portrait of Restoring Light / 
南方紀事之浮世光影 (台灣/2005/103min) 
by Yu Shan Huang 玉珊黃  (台灣, 1954-) imdb 《 落山風》  
-2005女性影展 (女角世角), 2005高雄電影節 
(開幕片&南方電影人 玉珊黃 ), 2005南方影展 (華語觀摩選) 



 

Doctor / 醫生 (台灣/2006/紀錄/92min) #2075 
by Mong-hong Chung 鍾孟宏 (台灣, 1965-) imdb 
-2005南方影展 (華語觀摩選)-2006#05台灣國際紀 片雙週年展錄  
(競賽單元之國際競賽長片&亞洲獎優等g台視觀眾獎g) 

  

觀摩片 【 南國物語賞】 單元 

 

Okinawa Dream Show / 夢幻琉球 (日本/1989/69min) 
by Go Takamine / Tsuyoshi Takamine 高嶺剛 (日本, 1948-) 
imdb 
-1994金馬影展 (不設防地帶), 1997金馬影展 (攝影師), 2005南方影展 
(南國物語賞) 

 

Eliana, Eliana / 美麗艾蓮娜 (印尼/2002/105min) 
by Riri Riza 利利里沙 (印尼, 1970-) imdb 《 三天到永遠》  
-2002 哥華龍虎獎特別提及溫 g, 2002新加坡費比西g-2003金馬影展 
(亞洲視窗), 2005南方影展 (南國物語賞) 

 

Beautiful Boxer / 美麗拳王 (泰/2003/118min) #1763 
by Ekachai Uekrongtham 伊卡 烏克隆森查  (泰) imdb 
-2004都靈同志佳片g, 2004米蘭同志佳片g-2005台北電影節 
(新潮流新導), 2005南方影展 (南國物語賞), 2006高雄電影節 

 

Sud pralad / Tropical Malady / 熱帶幻夢 (泰/法/德/義/2004) 
#1634 
by Apichatpong Weerasethakul 阿比 邦衛拉希沙可查  (泰, 1970-) 
imdb 《 極樂森林》  
-2004坎城評審團獎-2004金馬影展 (亞洲視窗), 2005南方影展 
(南國物語賞) 

 

Visits: Hungry Ghost Anthology / 四人夜話 (馬來西亞/2004) 
by Yuhang Ho 何宇恆, James Lee 李添興, Low Ngai Yuen 
劉藝苑, Ng Tian Hann 黄天漢 () 
-2005南方影展 (南國物語賞) 

 Basal Banar-Sacred Ritual of Truth / 祈願真理之歌 
(菲律賓/2002) 
by Auraeus Solito 奧拉烏索里托 (菲律賓) imdb 《 花漾少年》  
-2005南方影展 (南國物語賞) 

  

 

 

 



觀摩片 【 童顏電影篇】 單元 

 

Village of Dreams / 夢幻村莊/ 夢之村 (日本/1996) #1513 
by Yoichi Higashi 東陽一 (日本, 1934-) imdb 《 風音》  
1996柏林傑出成就-1997伊斯坦堡評審團特別獎-1996金馬影展 
(亞洲視窗), 2005南方影展 (童顏電影篇) 

 

La vache et le président / A Cow and the Boy / 
我的小牛與總統 (法/2000/90min) 
by Philippe Muyl 菲利普慕勒 (法, 1943-) imdb 《 蝴蝶》  
-2005南方影展 (童顏電影篇) 

imdb Nobody's Child / 苦兒流浪記 (香港/1958/108min) 
by Wancang Bu 卜萬蒼 (中國, 1903-1974) imdb 
-2005南方影展 (童顏電影篇) 

 Girl's Diary / 女生日記 (中國/2004) 
by Jian Du Shi 石建都 (中國) 
-2005南方影展 (童顏電影篇) 

 / 921傳說 (台灣/2005/紀錄/46min) 
by Zero Chou 周美玲, Wuna Wu 汰紝吳 / 靜怡吳  () 
-2005南方影展 (童顏電影篇) 

 Ba-hai's Castle / 吧海的城堡 (台灣/2005) 
by Lung-wei Chen 陳龍偉 (台灣) 
-2005南方影展 (童顏電影篇) 

 Ladybirds' Christmas / 小瓢蟲的聖誕節 (愛沙尼亞/2004) 
by Heiki Ernits 海伊克尼茲, Janno Poldma 強諾波瑪 (愛沙尼亞) 
-2005南方影展 (童顏電影篇) 

 The Great Migration / 侯鳥迷路了 (法/1995) 
by Louri Tcherenkov 羅瑞柴瑞可夫 (法) 
-2005南方影展 (童顏電影篇) 

 Ferrailles / 綠色奇蹟 (法/1996) 
by Louri Tcherenkov 羅瑞柴瑞可夫 (法) 
-2005南方影展 (童顏電影篇) 

 The Monk and the Fish / 和尚與飛魚 (法/1994) 
by Michael Dudok de Wit 米歇爾都 偉特朵  (法) 
-2005南方影展 (童顏電影篇) 

  

 

 

 



 

觀摩片【 全球精選輯】 單元 

 

Stupeur et tremblements / Fear and Trembling / 
艾蜜莉的真實世界/ 艾蜜莉的日本頭家 (法/日/2003) #1409 
by Alain Corneau 亞倫科諾 (法, 1943-) imdb 
《 世界的 一個早晨每 》  
-2003#38卡羅威發利佳女g-2004法國佳女g-2004台北電影節 
(舊城新選), 2005南方影展 (全球精選輯) 

 

Petite Lili, La / Little Lili / 遇見莉莉 (法/加/2003) 
by Claude Miller 克勞德米勒 (法, 1942-) imdb 
《 雪地裡的魅影》  
-2003坎城競賽-2004法國佳導n-2005南方影展 (全球精選輯) 

 

Genesis - The Very Beginning / 小宇宙2： 基因狂想曲 
(法/義/2004) 
by Claude Nuridsany 克勞德努荷薩尼, Mariec Perennou 
馬希貝荷盧 () 
-2004金馬影展 (影迷嘉年)-2005南方影展 (全球精選輯) 

 

Certi bambini / A Children's Story / 荒唐 月歲  
(義/2004) #2046 
by Andrea Frazzi, Antonio Frazzi (義大利) 
-2004#39卡羅威發利佳片g-2005義大利佳片n佳導n-
2005南方影展 (全球精選輯) 

 

Anatomie de l'enfer / Anatomy of Hell / 感官解析 
(法/2004/77min) #1337 
by Catherine Breillat 凱瑟琳布蕾亞 (法, 1948-) imdb 
《 羅曼史》  
-2005女性影展 (導演專題), 2005南方影展 (全球精選輯) 

 

Napola - Elite fur den Fuhrer / 英雄教育 (德/2004) 
by Dennis Gansel 丹尼斯甘塞爾 (德, 1973-) imdb 
-2005德國巴代利亞佳導g-2005南方影展 (全球精選輯) 

 

Kammerflimmern / Off Beat / 最後一次心動 (德/2004) 
by Hendrik Holzemann 亨德利克荷斯曼 (德) 
-2005台北電影節 (青導觀眾獎), 2005南方影展 (全球精選輯) 



 

Kakushi Ken-Oni no Tsume / Hidden Blade, The / 
隱劍鬼爪 (日本/2005) #1704 
by Yoji Yamada 山田洋次 (日本, 1931-) imdb 
《 男人真命苦》  
2005柏林競賽-2005南方影展 (全球精選輯) 

  

  

 

  

競賽片【 南方獎－劇情類】  影片之獲獎 

 

The Pain of Others / 海巡尖兵 (台灣/2005/30min) 
by Tom Lin 林書宇 (台灣) imdb 《 九降風》  
-2006高雄電影節-2005南方影展南方獎劇情類n南方首獎g-
2008南方影展 ( 新導演嚐 ) 

 Real Online / Real online請登入�線實 (台灣/2005/78min) 
by John Hsu 徐漢強 (台灣) 《 匿名遊戲》  
-2005南方影展南方獎劇情類n佳劇情片g 

  

競賽片【 南方獎－紀 類錄 】  影片之獲獎 

 Vision of Darkness / 黑暗視界 (台灣/2005/紀錄/49min) 
by Zero Chou 周美玲 (台灣, 1969-) imdb 《 刺青》  
-2005南方影展南方獎紀 類錄 n佳紀 片錄 g-2006#05台灣國際紀 片雙週年展錄  
(觀摩單元之台灣映像優等獎) 

 Bluffing / 爛三小唬  (台灣/2002/紀錄/60min) 
by Hsin-Yao Huang 信堯黃  (台灣, 1973-) 《 多格威斯麵》  
-2005南方影展南方獎紀 類錄 n南方特別獎g觀眾獎g 

 Three Fork Village / 三叉坑 (台灣/2005/紀錄/144min) 
by Liang-Feng Chen 陳亮丰 (台灣) 
-2005南方影展南方獎紀 類錄 n評審團特別獎g-2009女性影展 
(台灣尚靚女身製造&特別放映) 

  

 

 



 

競賽片【 南方獎－動畫類】  影片之獲獎 

 After the Raining Day / 下雨後 (台灣/2005/動畫/6min) 
by Shiu-Chung Tsai 蔡旭晟 (台灣)~南藝大音像動畫研究所 
-2005南方影展南方獎動畫類n佳動畫片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