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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什麼腦？

• 推理小說與智性挑戰

• 自從《佈局》大賣，片商愛用「燒腦」當宣傳

• 挑選標準：燒腦與逆轉

• 十部片與延伸閱讀 (排名不分先後)



#1: 佈局 (The Invisible Guest)

• 當他甦醒之際，情人已慘死身旁，

所有門窗自內反鎖，兇手人間蒸

發，他成了唯一的殺人凶嫌……

• 《佈局》: 精彩萬分的推理神作

產地：西班牙
年份：2016

IMDb: 8.1

導演：奧瑞歐‧保羅 (Oriol Paulo)

演員：馬里奧‧卡薩斯 (Mario Casas)

巴巴拉蘭妮 (Bárbara Lennie)

喬瑟‧科羅納多 (José Coronado)

https://sosreader.com/n/criminalartist/5a1214d9eceaed97b40255d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pZH7M-0V8k


延伸閱讀：猶大之窗

• 一名年輕男子去見他未來的岳

父。接過岳父遞來的酒杯，喝

下一口後他頓時昏倒在地，清

醒後只見對方斷氣仰躺，胸前

插著一枝箭……房門從內反鎖，

在這不省人事的十五分鐘內，

他成了唯一的殺人凶嫌……

出版社：臉譜
年份：2008

約翰‧狄克森‧卡爾
(John Dickson Carr)





#2: 屍物招領 (The Body)

• 停屍間中不翼而飛的女屍，究竟

是亡魂作祟，還是別有陰謀？

產地：西班牙
年份：2012

IMDb: 7.6

導演：奧瑞歐‧保羅 (Oriol Paulo)

演員：喬瑟‧科羅納多 (José Coronado)

貝林‧洛達 (Belén Rueda)

奧拉‧加里多 (Aura Garrid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kn8yXhEvEA


延伸閱讀：消屍的夜晚 (The Vanished)

• 《屍物招領》韓國版

• 預告片

產地：南韓
年份：201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l96eFNwiYY


#3: 人肉搜索 (Searching)

• 16歲少女神秘失蹤，爸爸從電腦

上搜尋可能線索卻越陷入重重謎

團。網路世界，將成破案關鍵？

產地：美國
年份：2018

IMDb: 7.9

導演：阿尼許‧夏干提 (Aneesh Chaganty)

演員：周約翰 (John Cho) 

米雪兒‧拉 (Michelle La)

戴博拉‧梅西 (Debra Messin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IsxTH-2Q8Y


延伸閱讀：匿名遊戲 (Intoxicant)

• 一名化名「Intoxicant的駭客，揚言要對知名的

BBS電子布告欄網站發動破壞性攻擊。在攻擊預

告時間的當晚，BBS上湧入了無數看熱鬧的網路

使用者，皆懷抱著末世般的興奮好奇與恐慌的複

雜心態，並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導演：徐漢強
演員：金勤

張榕容
紀文蕙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Jvl071eAvI&t=40s


#4: 第七度感應 (Red Lights)

• 一名堅持科學可以解釋一切的物

理學家，決意拆穿一名毫無破綻

的靈媒，背後的真相究竟是？

產地：西班牙／美國
年份：2012

導演：羅雷哥‧考特斯 (Rodrigo Cortés)

演員：席尼‧墨菲 (Cillian Murphy)

勞勃狄尼洛 (Robert De Niro)

雪歌妮薇佛 (Sigourney Weave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lcBhBCArtI&t=15s


延伸閱讀：第四扇門

• 靈媒被刺殺在鬼屋之中，

兇手竟然是胡迪尼再

世……

出版社：春天
年份：2008

保羅‧霍特
Paul Halter

哈利‧胡迪尼
Harry Houdini



#5: 破綻 (Fracture)

• 他殺了妻子，但密室內找不到凶

器……

產地：美國
年份：2007

IMDb: 7.2

導演：葛瑞格利霍布里 (Gregory Hoblit)

演員：安東尼霍普金斯 (Anthony Hopkins) 

雷恩葛斯林 (Ryan Gosling)

https://movies.yahoo.com.tw/video/fracture-160000505.html?movie_id=2243


延伸閱讀：《美國槍的秘密》

•室內運動場內，一

名牛仔在表演途中

遭到槍殺，警方卻

無法在密室內找到

任何槍枝……

出版社：臉譜
年份：2004

艾勒里‧昆恩
(Ellery Queen)



#6: 致命ID （Identity）

• 十個人因暴風雨被困深山中的汽

車旅館，卻接連遭到神秘兇手殺

害，屍體也離奇消失……

產地：美國
年份：2003

IMDb: 7.8

導演：詹姆斯‧曼格 (James Mangold)

演員：約翰庫薩克 (John Cusack)

雷‧李歐塔 (Ray Liotta)

阿曼達‧皮特(Amanda Pee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PgNOGwA1T0&t=27s


延伸閱讀：《一個都不留》

十個陌生人受邀前往孤島的別墅度

假。晚宴期間，神祕主人始終未曾

現身，直至用餐結束，竟從空中傳

出一陣詭異的人聲，指控在場每個

人都隱藏著一樁深惡的罪孽。

十個人一個接一個死亡，直到一個

都不留，島上卻無兇手的蹤跡……

出版社：遠流
年份：2010

阿嘉莎‧克莉絲蒂



#7: 惡狼ID (Cry_Wolf)

• 一群學生虛構了殺人魔「惡狼」的

都市傳說，沒想到虛構的噩夢竟然

成真……

產地：美國
年份：2005

導演：傑夫‧瓦德洛 (Jeff Wadlow)

演員：朱利安‧墨瑞斯 (Julian Morris)

琳蒂‧布斯 (Lindy Booth)

傑瑞‧帕達里基 (Jared Padalecki)

瓊‧邦‧喬飛 (Jon Bon Jovi)

https://movies.yahoo.com.tw/video/cry-wolf-160000358.html?movie_id=1534


延伸閱讀：貓頭鷹男

• 藉著網路等媒體流傳的力

量，以及人們口耳相傳，

變態殺人狂終於變身為來

自異世界的貓頭鷹男，將

自身創作成不朽的都會傳

說……

出版社：如何
年份：2005

作者：朱川湊人



#8: 鐵案疑雲
(The Life of David Gale)

• 一名反對死刑的哲學教授涉嫌殺

害一名支持死刑的激進主義分子，

罪證確鑿，但人真的是他殺的嗎？

產地：美國
年份：2003

IMDb: 7.6

導演：艾倫‧帕克 (Alan Parker)

演員：凱文‧史貝西 (Kevin Spacey)

凱特‧溫斯雷 (Kate Winslet)

蘿拉‧琳尼 (Laura Linney)



延伸閱讀：《謎樣的雙眼》

• 法律無法制裁真正

的壞人？判決書上

沒有寫出的真相，

即將重現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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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不可饒恕 (No Mercy)

• 一具被切割成六塊的女屍，一名

自信滿滿的嫌犯……接下案件的

頂尖法醫面臨生涯最大的挑戰

產地：南韓
年份：2010

IMDb: 7.4

導演：金亨俊 (Kim Hyeong-jun)

演員：薛耿求 (Sol Kyung-gu)

柳承范 (Ryoo Seung-bum)



延伸閱讀：《占星術殺人事件》

畫家梅澤平吉遇害，同時還發現了一本

內容駭人的手記，他計劃依照占星術，

將六名分屬不同星座的少女重新「組

合」，以此作為畢生藝術的結晶。

命案發生後一個月，與他同住的六位少

女竟真的莫名失蹤，警方陸續發現六具

殘缺的屍體被分埋在全國各地。難道是

平吉死後復活，完成了這件最後的「創

作」？

出版社：皇冠
年份：2013

島田莊司



寂寞拍賣師 (The Best Offer)

• 一名藝術品拍賣師接下了一件奇

怪的拍賣案，賣者是隱身大宅邸

的神祕女子……

產地：義大利
年份：2013

IMDb: 7.8

導演：吉賽佩。托納托 (Giuseppe Tornatore)

演員：唐納‧蘇德蘭 (Donald Sutherland)

傑佛瑞‧洛許 (Geoffrey Rush)

希薇亞‧荷克絲 (Sylvia Hoek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5gC56dkdbE


延伸閱讀：《黑地之繪》

• 〈完美的評論〉

• 偉大藝術家的真面目

• 〈真假之林〉

• 贗品背後的靈魂

松本清張

出版社：新雨
年份：2016



從美學家的角度來做總結

• 人對解謎──智性的滿足感──有本能上的渴求，但這種滿足感並

非只能在科學中尋得，也出現在藝術創作中，例如推理小說。透

過藝術手法的包裝，智性滿足感成了審美滿足感的一部分。推理

故事中高度的認知性挑戰，比起單純的感官刺激，更能讓我們感

受到審美的深度，進而獲得更深刻、更實質的滿足。這就是推理

小說歷久不衰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