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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名：死囚 20 年．第一集：尋找連環殺手 

布西恩(Agnès Buthion)導演 , BBC Active 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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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引人注目的真實犯罪紀錄片講述了基斯杜林的不可思議的案例，以及

將他從死囚牢中拯救出來的與時間賽跑。對主角和目擊者的訪談揭示了基

思被定罪的特殊情況 - 腐敗的律師和令人震驚的短暫調查如何破壞了他

的正義機會。但隨著基思的執行日期越來越近，他的命運可能會改變。一

位受人尊敬的律師撰寫了一份聲明，一名曾在 2001 年自殺的前客戶提供

了可能免除基思罪狀的信息。問題是她已經死了，團隊可以說服法庭及時

發現這一新證據並挽救他的生命嗎？ 

基斯•杜林的母親唐娜眼看著兒子在死囚區待了 21 年，事件的起因是弗雷斯諾市一連串的殺人事件。

如今弗雷斯諾市警方也拒絕承認此事或接受訪談，唯有靠本節目調查記者與拍攝團隊盡力還原案情最

原始樣貌。1996 年，基斯因為殺人與四樁針對性工作者的殺人未遂案被判死刑，但他打從一開始就

宣稱自己沒有做這些壞事。警方逮捕他最有力的證據是兩輛同款車，與一把款式與彈道檢查結果相符

的手槍。然而 20 年前即時追蹤此事的新聞台記者，在當年就發現並提出基斯的皮卡車尾部細節，與

警方釋出的描述並不相符。此外，基斯其中一把號稱做案的手槍，實際上並沒有離開過他姊姊家中。

即使警方預設堅定立場咬定基斯就是兇手，但基斯的家人一開始還很樂觀，以為警察會自行發現抓錯

了人，沒有及時在法律上自我救助。然而這種樂觀被證明是錯誤的。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bm7DWEueT0&t=1s


題名：死囚 20 年．第二集：超越合理疑點 

布西恩(Agnès Buthion)導演 , BBC Active 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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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迪伯斯是 20 年前指認基斯的受害人，她用數字來表達她對自

己判斷力的信心很高；然而根據刑案的實務經驗，受害人遭受強

大的創傷經驗可能會使記憶扭曲，在加上當年被槍擊的性工作者

女性們都有藥物濫用的情形。然而門迪伯斯的信心，竟然使檢察

官順利說服陪審團基斯的罪狀超越合理疑點。基斯的家人對弗雷斯諾市高級法院指派

給基斯的律師感到很不解。帕蒂拉是從來沒有接手過重大刑事案件的律師，他將事情想

得過於簡單，只花了兩個禮拜就想要將基斯的案子推向預審階段。失誤的不只是草率的

帕蒂拉，弗雷斯諾市的律師薪酬施行辦法，意味著帕蒂拉在基斯案件上所花的調查與聘

用專家費用越少，他能放入自己口袋的錢越多。帕蒂拉當年賭債纏身，將錢放入自己的

口袋，對他而言顯得比檢視門迪伯斯的證詞更重要，最後釀成一樁糟糕的案件。  

 

 

題名：死囚 20 年．第三集：從死刑走向希望 

布西恩(Agnès Buthion)導演 , BBC Active 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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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於基斯的證據紛紛浮出水面，如今最強而有力指認或排除嫌

犯的科技就是 DNA 鑑定。當年帕蒂拉律師拒絕負擔 DNA 實驗

室的額外費用，而現如今結果出爐，其中一名受害人身上留下的

犯人 DNA 與基斯無關。換句話說有個犯人仍逍遙法外。此外有

確切的訪談錄音證據指出，陪審員違規聽從與案件不相關的宗教人士的諮詢，最終左右

了陪審團定罪投票結果。當陪審員違規，判決應當無效。在犯罪發生當天與基斯一同搬

運機車，能提供基斯不在場證明的友人大衛，生氣地回憶起檢察官如何用話術影響陪審

員，使陪審員認為大衛惡意做偽證；而對基斯有偏見的法官也未曾察覺並阻止這些情

況。法官、檢察官、陪審員與律師，一場審判是這幾方共同辯論、查明並判斷真相的過

程，任何人的專業素養都不能缺席，不適任者將輕易地把無辜的人推向深淵。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Pp4QhriG7Q&t=1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pLPKMJW7Q


題名：死囚 20 年．第四集：薩爾達納之謎 

布西恩(Agnès Buthion)導演 , BBC Active 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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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格里奇律師找到了基斯的家人與正在努力為他爭取權益的上

訴律師。馬格里奇接手處理的刑案當事人，曾經是基斯案件中一

個乍看不重要的證人。這名證詞平平無奇的證人叫做薩爾達納，

她居住的地方在夜間有許多性工作者出沒；而基斯案件中兩名被

害人的屍體，都是在薩爾達納家後面找到的。但屋主薩爾達納沒有報警，在法庭上宣稱

什麼都沒看見。然而她在基斯遭到判刑之後犯下驚天大案：薩爾達納夥同她後來被認為

畏罪自殺而吊死的男性共犯，殘忍殺害孕婦並取出她體內的胎兒。她將胎兒的屍體帶在

身上，並且被起疑的醫護人員告發。薩爾達納將事情的一切真相留給馬格里奇律師之後

自殺了。馬格里奇對內容非常震驚，並呼籲法院允許他釋出這份資料加以調查，卻被法

院撤底否決。如今薩爾達納之謎只有馬格里奇律師一人被允許知曉，使律師非常難過。

 

 

 

題名：校園性侵害調查研究 

Lottie Gammon 導演 , Louis Theroux 製作 , 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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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格里奇律師找到了基斯的家人與正在努力為他爭取權益的上

訴律師。馬格里奇接手處理的刑案當事人，曾經是基斯案件中一

個乍看不重要的證人。這名證詞平平無奇的證人叫做薩爾達納，

她居住的地方在夜間有許多性工作者出沒；而基斯案件中兩名被

害人的屍體，都是在薩爾達納家後面找到的。但屋主薩爾達納沒有報警，在法庭上宣稱

什麼都沒看見。然而她在基斯遭到判刑之後犯下驚天大案：薩爾達納夥同她後來被認為

畏罪自殺而吊死的男性共犯，殘忍殺害孕婦並取出她體內的胎兒。她將胎兒的屍體帶在

身上，並且被起疑的醫護人員告發。薩爾達納將事情的一切真相留給馬格里奇律師之後

自殺了。馬格里奇對內容非常震驚，並呼籲法院允許他釋出這份資料加以調查，卻被法

院撤底否決。如今薩爾達納之謎只有馬格里奇律師一人被允許知曉，使律師非常難過。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Apeqz8OwB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G-Wbi2WJpA


題名：追蹤販毒黑錢如何洗白 

Tim Robinson 導演 , 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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販毒集團從街頭收集了幾百萬美元現金，他們如何將這筆鉅款存

入銀行帳戶？本節目調查一個犯罪集團，他們在世界洗白了幾億

美元。節目追蹤拍攝，從歐洲街頭到杜拜黃金市場，以及摩洛哥

幫派頭目的黑錢蹤跡，了解銀行家和會計師如何協助犯罪，以及

一些毒品黑錢洗白後，如何流回毒梟們的銀行帳戶？  

 

 

 

題名：嬰兒轉運站 

導演：是枝裕和 

主演：宋康昊、姜棟元、裴斗娜、李知恩、李周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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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圍第 75 屆坎城影展金棕櫚獎，導演是枝裕和獲得天主教人道

精神獎，榮獲坎城影展第 75 屆最佳男演員獎。 

經營著洗衣店的相鉉（宋康昊 飾）總是為債務所苦，而育幼院

出身的東秀（姜棟元 飾）則在管理嬰兒保護艙的機構工作。在某個下著暴雨的夜晚，

他們倆偷偷帶走了保護艙中的嬰兒。沒想到隔天，孩子的母親素英（李知恩 飾）卻回

來尋找兒子宇成的下落。素英得知孩子消失後打算報警，相鉉和東秀便向素英說出實

話，他們表示這一切都是為了要幫宇成找到適合成長的家庭，才會這麼做，而素英為了

替兒子找到新父母，決定和相鉉、東秀同行。另一方面，看著這一切的刑警秀珍（裴斗

娜 飾）和她的下屬李刑警（李周映 飾），在這半年來持續進行搜查，為了獲得能結案

的關鍵證據，她們小心翼翼地跟在相鉉他們身後……因為嬰兒保護艙而意外遇見彼此的

他們，將踏上一段出乎意料的旅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apUDbEXe5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Q8Bwu0zko0


題名：七五計劃 

導演：早川千惠 

主演：倍賞千惠子、磯村勇斗、史黛芬妮艾莉安(Stefanie 

Arianne)、河合優實(Yumi KAW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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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遠的未來，為了解決嚴重的人口老化問題，認可 75 歲以上長

者享有選擇死亡之權利，俗稱「七五計劃」的制度在日本國會通

過。政府認為當老人活到一定年齡後，就會成為對社會的負擔，

因此鼓勵 75 歲以上的老年人自願接受安樂死。負責執行的單位不僅會提供為每位進行

「計劃」的老人十萬圓補助，還會提供一條龍服務，從心理建設、身後準備到財務規劃，

一應俱全。現年 78 歲的獨居婦人阿道（倍賞千惠子 飾），因為高齡而被公司資遣，不

知何去何從的她，眼見同齡好友，有人積極加入計劃，希望臨終前為愛孫留下點什麼，

有人孤單在家過世多日，卻無人聞問。看清了人生就是無盡孤單的事實，她該如何面對

餘生？ 

同時，在計劃各個崗位恪盡職守的人們也一一陷入生死難題，總是親切、有禮招募計劃

對象的公務員、照顧老人們走完最後一哩路的菲律賓女移工、為參與計劃的老人「行前」

輔導的心理輔導員，日復一日直視生死的他們，又將做出什麼樣的抉擇？  

 

 

題名：天堂計劃 

導演：佛杭蘇瓦·歐容(François Ozon) 

主演：蘇菲瑪索(Sophie Marceau)、安狄度索里亞(André 

Dussollier)、潔哈汀佩拉絲(Geraldine Pailhas)、夏綠蒂·蘭普

琳(Charlotte Rampling)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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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劇法國 Everything Went Well 作者 Emmanuèle Bernheim

真人真事改編，坎城名導歐容探討「安樂死」背後的掙扎與生命

意義。 

年過八十的父親突然中風，艾曼紐在醫院和家庭之間來回奔波，要面對罹患帕金森氏症

的憂鬱母親，跟父親有曖昧關係的昔日情人還時不時跑出來亂。孩提時期的她總因父親

嚴厲的管教，恨不得將他殺掉，如今父親竟向她提出請求：「請幫我了結這一切吧！」

讓她百感交集，陷入兩難。面對垂垂老矣、生活已無法自理的父親，她該幫助他完成殺

死自己的心願嗎？ 

改編自《池畔謀殺案》編劇艾曼紐貝爾南的同名小說，講述她幫助父親安樂死的親身經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OVWxjFgD6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OVWxjFgD60


歷。安樂死往往牽涉到沉重又複雜的倫理道德與法律問題，在法國名導歐容的筆下卻舉

重若輕，以輕盈敘事和幽默口吻，凝視父女生命中最深切的一段相處時光，細膩描繪為

人子女內心的掙扎與不捨。蘇菲瑪索深情而內斂的演出，讓這段悠長的告別更顯真摯動

人。  

 

題名：金牌力士 

導演：奧澤費齊奧格魯(Özer Feyzioglu) 

主演：海亞特馮艾克(Hayat Van Eck)、賽倫奧茲圖克(Selen 

Öztürk)、葉特欽迪金席勒(Yetkin Dikinci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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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人真事勵志改編。他 10 歲時，在保加利亞被人發掘，但這項

天賦也影響了他的一生。因為他得離開家人、拋棄童年，把自己

奉獻給舉重，然後在 15 歲時成為世界紀錄保持者。由於他無法忍受保加利亞政府的文

化同化政策，於是便在 1986 年參加世界錦標賽時，參與了一項由土耳其總理厄扎爾主

導、土耳其國家情報局實施的特別行動，從澳大利亞來到土耳其。他的故事如同他所擁

護的人一樣，有成功，也有落寞的失敗。  

 

 

題名：偉大的印度廚房 

導演：吉歐貝比 (Jeo Baby) 

主演：妮米莎沙賈恩(Nimisha Sajayan) 、 蘇拉伊雲賈拉莫杜

(Suraj Venjaramoodu)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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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光鮮亮麗的舞者，嫁做人婦之後，廚房成了她僅有的天地。早

上第一個起床張羅一家子的早餐，丈夫和公公用餐時與婆婆一起

服侍在側，等收拾完男人們留下的一片狼藉後，再回到廚房獨自

吃著剩菜。午餐為丈夫準備好營養均衡的便當更是必備的美德，讓丈夫吃著油膩的外食

簡直是罪過。說也奇怪，男人在外吃飯會記得餐桌禮儀，在家卻總是像巨嬰，菜渣、飯

粒永遠掉滿桌。在經歷一整天的忙碌，筋疲力竭的她還得應付丈夫例行性的房事。不知

是幸還是不幸，一個月總有那麼幾天可以不用進廚房，適逢生理期的女人被全家視為不

祥的存在，她被要求在河裡洗澡，分開吃飯，睡在柴房的地板上，等待著大姨媽過去，

再回到日復一日的廚房戰場......她該如何在這場戰役中，重新奪回人生的主導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rB9EARNMNs


題名：一級機密 

導演：洪基善 

主演：金相慶、金玉彬、崔貴華、崔武成、金炳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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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益是軍中國防部軍需部航空補品購買課課長，這也是軍中安排

的調出命令，大益剛入門這種不熟的行業沒有正式專心學習的時

間，發生了零件故障而軍官死亡的事件，尤其在調查的過程中發

現軍官飛行員死亡率每一年增加，自從姜大尉投訴了所有國防部

提供零件的價格之後，大益開始懷疑國防部內部隱秘掛鉤及大量的洗錢措施，因此打算

把這件真實透露給記者公開事實，萬萬沒想到電視臺的內部也有他們的內鬼，國防部把

大益困在四面楚歌的困境無法回生的局面...  

 

題名：沉默呼聲 

導演：李雲翔 

主演：吳沂庭、荷桃、陳映諭、石承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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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片改編自真人真事，獲得 2021Austin Audience Award 美國

奥斯汀影展「觀眾選擇獎」，一個不能說的秘密！從一道秘密禁

令開始… 

1999 年，一群不願被沉默的年輕學子，面對意圖掩蓋真相的極

權政府，他們將如何揭開這漫天巨謊？追蹤此事件的美國記者丹尼爾，不顧一切想找出

真相一觸即發的正邪之戰，驚心動魄動人的勇氣與信念是否能改變這一切…  

 

題名：侵密遊戲 

導演：崔相烈 

主演：全昭旻、朴成勳、金康鉉、金允瑟、朴荷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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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逝去的女兒，重逢於 VR 遊戲世界，虛擬的女兒卻漸漸侵蝕現

實生活。 

痛失女兒熙秀的媽媽，決定使用仍在測試中的 VR 遊戲，與虛擬

的女兒熙秀玩耍。原以為可以藉此療傷，這位媽媽卻漸漸將虛擬

的遊戲當作真實。隨著遊戲軟體不斷更新，虛擬的熙秀也越來越有自我意識，影響媽媽

的現實生活，童言童語最終卻釀成致命危機…。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RFFyvKAQO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m2bWpOTNc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BHdbq_Pc-A


題名：絕命線阱 

導演：羅穆瓦爾德布朗熱(Romuald Boulanger) 

主演：梅爾吉勃遜(Mel Gibson)、威廉莫斯里(William 

Moseley)、凱文狄倫(Kevin Dillon)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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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節目急轉成為無法掛斷的恐怖連線。 

傳奇電台主持人艾維斯（梅爾吉勃遜飾演），擅長在他的午夜談話

節目中，運用充滿魅力的嗓音，以及獨樹一格的幽默，解決聽眾四面八方的苦惱。某天，

他在 Live 現場接到不明 Call In 電話，歹徒揚言已經闖入他家，甚至綁架了他的妻女，

如果不照他的要求行動，就會在連線過程中殺掉她們。原以為只是無聊民眾的惡作劇，

沒想到此時，他竟聽到妻女的求救聲…。 

為了拯救家人，艾維斯必須與喪心病狂的歹徒隔空鬥智鬥勇，他該如何找出歹徒的身

份？又該如何拯救身處危險的家人？在這段分秒必爭的死亡直播過程中，一切開始失

去控制…。  

 

 

題名：捍衛戰士：獨行俠 

導演：約瑟夫·柯金斯基(Joseph Kosinski) 

主演：湯姆·克魯斯(Tom Cruise)、麥爾斯·泰勒(Miles 

Teller)、珍妮佛·康納莉(Jennifer Connelly)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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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片榮獲休士頓影展 3 項大獎，並橫掃全球影展 33 個獎項；榮

獲 2017 年美國五大湖電影節最佳劇情長片。 榮獲 2017 年美

國聖安東尼奧電影節最佳劇情長片。 

服役超過 30 年，身為海軍頂尖飛行員的「獨行俠」彼得米契爾上校（湯姆克魯斯 飾）

仍舊堅守他的崗位，以試飛員的身份不斷突破飛行極限，也放棄任何足以終止飛行生涯

的晉升。他在訓練一組菁英(TOP GUN)去執行一個前所未聞的特殊任務時，遇見已故

搭檔「呆頭鵝」尼克布雷德蕭中尉的兒子-「公雞」布雷德利布雷德蕭中尉（麥爾斯泰

勒 飾）。在面對不確定的未來和來自過去夢靨的影響下，「獨行俠」在這個要求飛行員

奉獻出最終代價的行動裡，被迫面對自己最深層的心魔。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jxCCYve5n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iabw4bU5HQ


題名：黑盒線索 

導演：雅恩高蘭(Yann Gozlan) 

主演：皮耶尼內(Pierre Niney)、安德雷·杜索里爾(André 

Dussollier) 、奧雷利安雷克因(Aurelien Recoing) 、露德拉

潔(Lou de Laâge)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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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度燒腦的空難調查，只有他聽得到真相。 

一架從杜拜飛往巴黎的班機，在阿爾卑斯山不幸墜毀。一位年輕

又才華洋溢的法國航空事故調查人員馬修（皮耶尼內飾演），被指派為這起空難的首席

調查員。這是駕駛失誤？還是技術故障？或是恐怖攻擊？當這起調查結案時，馬修開始

懷疑證據發生問題。當他再度聆聽黑盒子的內容時，竟發現一些嚴重干擾的細節。黑盒

子的磁帶是否遭到修改？而他對真相的痴迷與追求，是否又會因為違背上級命令，讓他

的生命遭到威脅？  

 

 

題名：疑雲密佈 

導演：芭芭拉庫克瑟(Barbara Kulcsar) 

主演：馬丁拉波德(Martin Rapold)、伊莎貝爾巴特(Isabelle 

Barth)、漢斯卡斯帕加蒂克 

AD / 987.83 / 3693 / 2023   

 

當一名司法精神醫學專家因一場命案必須為自己辯護，他該如

何克服重重挑戰找到真相？ 

一名服刑中的重犯獲准休假，離開監獄後卻沒有準時返回。此時，發生了年輕女子遭到

謀殺的命案，一切不利證據皆指向是這名重犯所為。司法精神醫學專家羅曼梅特勒因為

替這名重犯撰寫同意休假的報告而惹上麻煩，他該如何為自己辯護，並找出事情的真

相？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q7AWYMK_I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