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 2 月上映電影 

          洽詢&訂票專線： 

  

           李 祖 貽   0938-029860 

           傳       真   (02)2956-6034  

          e-mail :    pro_david@yahoo.com.tw 



上映時間：2021.2.3 

T-34：玩命坦克   T-34 
 

類 型：戰爭、動作 

導 演：阿列克謝西多羅夫(Aleksey Sidorov) 

演 員：亞歷山大佩托洛夫、 森茲凱佛、艾琳娜史塔薛包姆 

正值二戰如火如荼進行的1944年，一群勇敢無畏的俄羅斯
士兵，試圖駕駛一台半毀的T-34戰車，從德軍的掌控中殺
出重圍。為了所愛之人與祖國，他們將不計任何代價，誓
死重返家園…… 



上映時間：2021.2.5 

諾亞方舟大冒險 
Ooops! The Adventure Continues 
 

類 型：動畫 

片 長：01時29分 

導 演：陶比詹柯(Toby Genkel) 、 西恩麥柯爾馬克(Sean   

    McCormack) 

由獅王帶領的眾動物們已經待在諾亞方舟上數個月，他們
在海上漂流尋找著陸地；擔任方舟大廚的戴夫因船上的糧
食快要用盡，緊張的焦頭爛額，就怕動物們沒吃飽，開始
自相殘殺，動物們似乎也感受到這樣的氣氛而躁動了起
來…。 

  

另一方面，戴夫的兒子菲尼與好朋友莉亞總是喜歡在船上
調皮搗蛋，把整艘船搞得雞飛狗跳，被父母懲罰禁足的兩
人，意外發現方舟上的糧食就快要沒了，正當他們還在驚
訝之際，突如其來的意外讓兩人失足落水，無法回到方舟
上的他們漂流到一個神祕的島嶼，發現一群動物已經在這
裡定居已久，而島上的這些動物並不是很歡迎他們的到來，
一場冒險之旅即將展開…。 



上映時間：2021.2.5 

冰峰追緝   Daughter of the Wol 
 

類 型：動作、 懸疑/驚悚 

片 長：01時29分 

導 演：大衛海克爾(David Hackl) 

演 員：吉娜卡拉諾、 李察德瑞佛斯、 布蘭登費爾 

軍人克萊兒（吉娜卡拉諾 飾）因父親過世決定在任務結束
後退役並返家，然而，當她回到家中卻發現13歲的兒子查
理竟慘遭綁架；當克萊兒帶著贖金與綁匪交易後，綁匪卻
試圖逃跑並撕票，雙方展開一場火爆的追逐槍戰，最終，
克萊兒成功逮住一名受了傷的綁匪，並脅迫他供出幕後主
使者並安全的帶回查理；兩人徒步在冰天雪地裡尋找犯罪
同夥的藏身之地，克萊兒更從綁匪口中得知，一場針對她
的犯罪陰謀正悄悄發酵…… 



湯姆貓與傑利鼠 
Tom and Jerry 
 

類 型：動畫 

導 演：提姆史多利(Tim Story) 

演 員：克蘿伊摩蕾茲、 麥可潘納、 鄭肯、 喬丹博爾傑 

上映時間：2021.2.10 

湯姆貓與傑利鼠轉戰大城市，來到紐約展開新生活，並在
一間豪華飯店遇上「超殺女」克蘿伊摩蕾茲扮演的飯店新
員工。她即將協助舉辦世紀婚禮，而且必須在婚禮前驅逐
傑利鼠，於是找到湯姆貓來幫助她，但是計畫當然不是這
麼簡單，湯姆貓與傑利鼠這對冤家在飯店裡追追跑跑，展
開新的爆笑追逐。 



上映時間：2021.2.10 

STAND BY ME 哆啦A夢2 

STAND BY ME Doraemon 2 
 
類 型：動畫 

導 演：山崎貴 、 八木龍一 

演 員：水田山葵 、 大原惠 、 嘉數由美 、 關智一 、  

    妻夫木聰(Satoshi Tsumabuki) 

《STAND BY ME 哆啦A夢2》故事將接續前作，某日突然
想起幼稚園時過世的奶奶而傷心不已的大雄，在與哆啦A夢
達成約定後，搭乘時光機回到過去，只為了偷偷再見奶奶
一面，沒想到卻意外被奶奶發現了。奶奶雖然對於以小學
生模樣現身的大雄感到訝異，但依然溫柔地對待他。就在
奶奶「希望見到大雄新娘子」的願望下，一個連接「過去
」、「現在」與「未來」的故事就此展開……。 



上映時間：2021.2.10 

偷天行動    Twist 

 
類 型：動作 

片 長：01時31分 

導 演：馬丁歐文(Martin Owen) 

演 員：拉夫洛 米高肯恩、琳納海蒂、瑞塔歐拉、大衛威廉斯 

燒腦的犯罪鬥智、衝擊視覺的跑酷極限 

一部翻轉結局的動作鉅獻 

崔斯特是一名具有繪畫天份的孤兒，整個倫敦街頭都是他的
塗鴉作品，為了躲避警方追逐，因此練就出一身飛天遁地、
上天下海的跑酷技能。某次因為在警車上塗鴉，被交警逮個
正著，幸獲機靈鬼道琪出手搭救，進而認識了以費金為首腦
的犯罪集團，集團成員有電腦駭客貝茲、迷人的小可愛小紅
以及費金的邪惡搭檔賽克絲。費金收留這些街頭孤兒，並教
他們「求生」技能，他將這裡稱為「甜蜜的家」。眼見威廉
霍加斯失竊已久的名畫即將在倫敦進行拍賣，費金打算藉機
大幹一票！即便面對警備森嚴、滴水不漏的多特波伊拍賣展
場，崔斯特還是成功以偷天換日之計將畫作調包。不料，心
懷不軌的賽克絲想黑吃黑，不惜要脅小紅作為人質，同時，
警方也早已盯上崔斯特，並對其曉以大義。面對友情、愛情
與正義，崔斯特該如何抉擇呢？ 



上映時間：2021.2.10 

鬼鄰居   The Other Side 
 
類 型：恐怖、 懸疑/驚悚 

導 演：托德丹尼爾森(Tord Danielsson) 、  

     奧斯卡梅蘭德(Oskar Mellander) 

演員：蒂蓮葛溫、 萊納斯華格倫 

一位父親帶著5歲兒子盧卡斯，還有認識多年的女友席琳一
起搬到郊外的別墅，準備展開新的家庭生活。當父親離家
上班，隔壁早已荒廢多時、久無人居的屋宅時常傳出神秘
的聲響，使人夜不能眠；盧卡斯更時常和不知哪來的「新
朋友」對話、玩耍。席琳偶然從鄰居口中得知自己新家的
秘密：前屋主入住後小孩失蹤、女主人精神異常因而搬離
，席琳這才驚覺自家黑暗處有恐怖形體在騷動… 



上映時間：2021.2.19 

生死輪迴，過關斬將 

休特種部隊軍官羅伊（法蘭克葛里洛飾演），某天早上
起床後，突然慘遭刺客屠殺，下一秒卻又回到床上，接
著醒了過來，展開新的一天…。這時他才發現，自己被
困在一個永無止盡的時間循環當中。在時間的不斷循環
之下，羅伊有時候被射殺，有時候被炸彈攻擊，甚至是
被斬首或刺殺…。他必須扭轉一些事情，才能挽救前妻
（娜歐蜜華茲飾演），並揭穿邪惡軍事科學家（梅爾吉
勃遜飾演）的陰謀…。 

迴路追殺令 Boss Level 
 

類 型：動作、科幻、 懸疑/驚悚 

導 演：喬卡納漢(Joe Carnahan) 

演 員：梅爾吉勃遜、 法蘭克葛里諾 、 娜歐蜜華茲 

   、 楊紫瓊 、 鄭肯 、 瑪蒂爾德奧利維耶 



上映時間：2021.2.26 

夏目友人帳特別上映版—

喚石與可疑訪客 
 

《喚石》篇 

夏目在森林中遇見小妖怪－「三美」，據它說，它身負著
名為「喚石」的職責，負責將具備神格名叫「岩鐵」的妖
怪從沉睡中喚醒。 

 不過貓咪老師和妖怪們垂涎任務完成後能得到的美酒獎
賞，計畫要奪取喚石一職。 

 夏目擔心三美，決心出手相助――。 

  

《可疑的訪客》篇 

田沼身邊出現一位不可思議的客人。每天都會出現在他身
邊，只跟他說了一些話便離去。 

 夏目得知該位客人的真實身分是妖怪後 

 雖然很擔心田沼，但田沼本人卻對跟妖怪的交流樂在其
中。 

 雖然這妖怪似乎無意作惡，但田沼的身體卻日漸虛弱
――。 



上映時間：2021.2.26 

哈奇曼賽，一個被瞧不起和受到忽略的父親及丈夫，總是
對人生中受到的侮辱忍氣吞聲，從來不會反擊。他就是一
個無名小卒。 

 當有一晚兩名劫匪闖入他位於郊區的家中時，哈奇不願意
以暴力手法保護他自己或是他的家人，只希望能夠避免他
和家人受到更嚴重的傷害。他的青少年兒子布雷克（《心
靈小屋》蓋奇曼羅 飾）對他感到非常失望，而他的妻子貝
卡（《神力女超人》康妮尼爾森 飾）則似乎對他漸行漸遠。 

 發生這次事件之後，哈奇內心隱忍已久的怒火被燃起，也
觸發了他沉睡已久的直覺反應，並且促使他走上一條暴力
血腥的道路，他深藏不露很久的陰暗祕密和各種致命殺人
能力也再度浮現出來。經過一連串的激烈打鬥、槍戰和飛
車追逐之後，哈奇為了拯救他的家人，必須不擇手段消滅
一名危險的對手（亞馬遜影集《黑道無國界》知名俄羅斯
演員亞歷克賽席列布瑞亞柯夫 飾）－並且確定他往後再也
不會被當成一個被低估的無名氏。 

  

無名弒    Nobody 
 
類 型：歷史/傳記、動作、懸疑/驚悚 

 

導 演：伊利亞奈舒勒(Ilya Naishuller) 

演 員：鮑勃奧登科克、 康妮尼爾森、 RZA 



上映時間：2021.2.26 

複身犯 Plurality 
 

類 型：懸疑/驚悚 

片 長：01時46分 

導 演：蕭力修 

演 員：楊祐寧(Tony Yang) 、 張榕容(Sandrine Pinna) 、 陳
以文 、 王淨 、 林哲熹 

是無辜的受害者？還是心懷不軌的加害者？ 

  

一場離奇的意外爆炸車禍，竟牽扯出駭人聽聞的連環兒童
失蹤案件。 

  

警方為了追查失蹤兒童的下落，五名罹難乘客被迫死而復
生，利用意識上傳技術借屍還魂。 

  

五名人格就這樣上傳至一副軀殼：一個被判死刑的腦死植
物人。五個嫌疑犯、五種版本的「真相」，卻讓案件更撲
朔迷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