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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台灣「民俗文化」作為電影符碼（code）的方法，討論台灣自 2008 年

至 2012 年台灣「後－新電影」，討論具有強烈民俗文化作為電影敘事主軸的電影

文本，檢視民俗文化與地方性生產出的鄉土性。討論文本為《流浪神狗人》（2008）、

《一席之地》（2009）、《生命無限公司》（2009）、《父後七日》（2010）、《電哪吒》

（2011）、《龍飛鳳舞》（2012）和《陣頭》（2012）。其民俗文化與地方性特質如何

藉由台灣「後－新電影」重新生產出全球文化流通的鄉土性。本文討論的目的在

於，全球文化下的台灣「後－新電影」如何透過電影中出現的民俗文化，消解了

全球文化所帶來的同質化影響，更進一步探討從台灣新電影到「後－新電影」的

發展脈絡，如何在政府與民間的帶動，生產出 2008 年以降台灣電影的地方圖像。

希望透過電影文本與全球文化相互對話的結果，生產台灣電影中生產鄉土性的過

程。 

 

  本文認為全球文化的另一個詮釋重點在於，全球文化流動中，人們如何在移

動的過程，通過民俗文化與地方展示鄉土性的回歸，此種返鄉的驅動力已別於台

灣新電影中的國族論述與都市比對鄉村的電影敘事。 

   

關鍵詞：台灣「後－新電影」、全球文化、民俗文化、地方性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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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Taiwan’s “folk culture” as the cinematic code, this study attempted to 

explore the film texts with a strong folk culture as its film narrative focus and to 

examine the folk culture and the “Hsiang-tu” produced by the locality in the 

“Post-Taiwan New Cinema” films from 2008 to 2012. The texts that had been discussed 

include the follows: “God Man Dog” (2008), “A Place of One’s Own” (2009), “Life of 

Never End Co., Ltd.” (2009), “Seven Days in Heaven” (2010), “The Spin Kid” (2011), 

“Flying Dragon, Dancing Phoenix” (2012) and “Din Tao: Leader of the Parade” (2012), 

which had been taken as examples to explore how the folk culture and local 

characteristics re-produced a new “Hsiang-tu” that could be integrated into the global 

cultural flow through these “Post-Taiwan New Cinema” film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discuss how these “Post-Taiwan New Cinema” films disgusted the impact of global 

cultural homogenization through the folk culture appeared in the film, and to further 

discuss how the development context of “Taiwan New Cinema” to “Post-Taiwan New 

Cinema” has produced the new local images in Taiwanese films since 2008 under the 

promotion of both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rivate sector. From the dialogues between 

the film text and global culture, the process of the production of Hsiang-tu in Taiwanese 

films would be expected to represent in this study.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another focus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global culture should 

be that, in the global cultural flow, how people demonstrate the return of Hsiang-tu 

through the folk culture and locality in the process of shifting. Such a driving force of 

returning to Hsiang-tu in “Post-Taiwan New Cinema” films has been distinguished from 

the discourse of the nation and the film narrative abou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the “Taiwan New Cinema” films.  

 

 

Keywords: Post-Taiwan New Cinema, global culture, folk culture, production of 

locality 



                               

IV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 1 

第二節 文獻回顧與探討 .................................................................................. 3 

一．1980年以降台灣電影中的鄉土脈絡 ..................................................... 4 

二．2008年台灣「後－新電影」一詞的確立與風格 ................................. 6 

三． 文化創意產業與電影輔導金的影響 .............................................. 8 

四．全球文化下建立鄉土性的可能 ............................................................ 10 

第三節 研究方法及步驟 ................................................................................ 12 

一． 生產民俗文化成為一種電影符碼 ................................................ 12 

二．民俗文化如何與鄉土性結合 ................................................................ 13 

第四節 論文研究架構 .................................................................................... 14 

第二章  鄉土的「路徑」與民俗聯繫－ 

論《流浪神狗人》與《一席之地》呈現的價值觀 ......................... 17 

第一節 台灣「後－新電影」生產鄉土的開始 ............................................ 17 

第二節 民俗文化所蘊含的多重意義 ............................................................ 19 

第三節 真實又虛幻的地方感 ........................................................................ 23 

第四節 鄉土作為「路徑」的電影生產 ........................................................ 26 

第五節 小結 .................................................................................................... 29 

第三章 記憶鄉土的另一條途徑 

－從《生命無限公司》到《父後七日》的民俗展演 ....................... 31 

第一節 記憶生產的鄉愁 ................................................................................ 31 

第二節 民俗與鄉土的影像流動 .................................................................... 33 

第三節 記憶鄉土的另種途徑 ........................................................................ 36 

第四節 台灣電影中「撕鄉」到「思鄉」的民俗展演 ................................ 39 

第五節 小結 .......................................................................................................... 43 

第四章  鄉土變奏曲 

－論《電哪吒》、《陣頭》、《龍飛鳳舞》生產的民俗再現與文化認同的流動性 .. 45 

第一節 台灣文化政策脈絡與電影發展的關係 ................................................ 46 

第二節 民俗變奏曲：影像與音樂的再現意義 ................................................ 47 

第三節 世代衝突的電影敘述到改造傳統的鄉土變異 .................................... 52 

第四節 影像空間生產出的鄉土意識 ................................................................ 54 

第五節 全球脈絡下台灣鄉土論述的再生產 .................................................... 59 

第六節 小結 ........................................................................................................ 63 

第五章 結論 ....................................................... 65 



                               

V 
 

附註 ............................................................... 67 

參考書目 ........................................................... 68 



                               

1 
 

 

第一章 緒論 

 

 

台灣電影的市佔率從 2003 年的 0.3%，最多的時候增加到 17.45%，到現

在一年平均都可以達 12%，就是這幾年來市場最大的變化，觀眾願意看台

灣電影，這是最明顯的改變。因為觀眾願意看了，所以投資人也比較有信

心，願意拿錢出來投資。現在最大的問題是，我們必須持續拍出好看的電

影，不能只是一味地炒重複的題材，台灣電影史發展的經驗告訴我們，如

果不斷重複，不嘗試新花樣，有一天觀眾還是會用電影票背棄你。因此做

電影的人，必須一直端出好菜上桌，否則這場喜宴還是會冷掉。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台灣電影進入 2008 年，由於《海角七號》賣出五億票房，繼台灣新電影時代

開拓出一條台灣電影新銳備出的一年，由此台灣「後－新電影」一詞正式成立。

從這年開始，台灣電影紛紛出現以民俗文化作為電影敘述主軸的電影，民俗文化

作為一種電影符碼，影像中出現大量的鄉土形象，生產出地方性，即是台灣「後

－新電影」的特色。而本文必須要追問的是，不以直陳式的型態表達影像的運動，

對於「後－新電影」而言另一種形式的語彙的轉化過程，2008 年以降的電影作品，

生產出哪些鄉土／土地影像？學術討論上，由 2009 年 10 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

研究所所舉辦的「美學與庶民：2008 台灣「後－新電影」（Post Taiwan New Cinema）

現象」研討會，2正式將「後－新電影」納入學術生產的電影討論。大抵上該次研

                                                      
1周項萱著，〈【金馬五十】「做電影的人，必須持續端好菜上桌」──專訪李亞梅〉，「BIOS」（2013.11.20），

資料來源 http://www.biosmonthly.com/contactd.php?id=4099。 
2
 由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史哲研究所於 2009 年 10 月 29-30 日為期兩天的「美學與庶民：：2008 台

灣“後新電影”現象」國際學術研討會，總計發表 11 篇論文，分別有：彭小妍，〈《海角七號》：意外

的成功？──回顧臺灣新電影〉、張靄珠，〈《海角七號》的戀日／哈日文化移情與本土想像〉、陳昀

瑜，〈後現代庶民喜劇《海角七號》〉、宋天瀚，〈從大、小形式談近年來兩岸華語片中的歷史再現與

文化想像〉、平片正伸，〈後新電影的 20 年：1989-2008〉、洪國鈞，〈Chronicle of the New and Its 

Repetition: Historicizing Genre and Style in Taiwan Cinema〉、孫松榮，〈輕歷史的心靈感應 : 論台灣

「後－新電影」的流體影像學〉、詹閔旭，〈從《海角七號》談草根台灣想像的族群政治〉、黃文車，

〈抵抗、出走與回歸的新庶民美學：談《海角七號》和《881》的通俗文 

化思考〉、江凌青，〈從《囧男孩》中的異次元結構論台灣後新電影之美學〉、陳筱筠，〈台灣新電影

的餘續與後新電影的過渡：從張作驥電影中的敘事美學、地方意義與多樣現代性談起〉。這些論文

大抵上以《海角七號》作為觀察 2008 年之後的電影文本，而探討的內容主要以台灣新電影為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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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會所發表的十一篇論文主要以《海角七號》作為「後－新電影」的起始點，討

論此片對於台灣歷史的反省與從大眾文化角度出發，觀察該片蘊藏的庶民文化與

台灣新電影呈現出的庶民有何不同。此外，《囧男孩》與張作驥的電影美學形式也

在此會議中納入討論，從此可觀察出，台灣「後－新電影」的庶民文化成為電影

敘述或美學形式上很大的特質。此外，既然 2008 年之後的電影稱為「後－新電影」，

顯然它與台灣新電影的脈絡有著不可脫離的密切關係。孫松榮認為在電影美學的

部分，「後－新電影」絕非僅是指涉《海角七號》為代表高票房的電影做為台灣電

影復興之年，反倒是「一種和 1980 年代以降的台灣『電影現代性』有著承接、疊

合及秘密共謀的網絡意涵」。3更有趣的是，他認為「後－新電影」不再能只是以直

敘的形態現身於影像中，必須透過另一種形式取代原有的表達語彙。 

 

  其次，回溯台灣電影的脈絡，台灣新電影時期的導演與編劇，其文學作品大

抵傾向鄉土寫實、自傳經驗為多，對新電影內容風格影響很大。4
1982 年由陶德辰、

楊德昌、柯一正與張毅四位年輕的導演共同拍攝《光陰的故事》，由於日後這些導

演皆成為新電影的重要成員，又該片以自然寫實的風格與文學表現的特質，象徵

著新電影的內容與風格。當時新電影時期，許多文學家參與電影創作，之後由《兒

子的大玩偶》確立了新電影一詞的存在。學者葉蓁認為台灣新電影嫁接鄉土文學

的農村傳統內容，並且侯孝賢電影作品為指標性的代表，使得新電影在某種程度

上轉向「鄉土文學電影」。而台灣電影中對於「鄉土／返鄉」的議題，一直到今日

的「後－新電影」的內容也從未消失，但是，延續著本文第一個提出的問題，兩

者之間既然有承接、疊合的網絡關係，那麼「後－新電影」中的鄉土議題在歷經

台灣社會二十年的變化過程，面對著全球文化的影響之下，對於 2008 年之後的台

灣電影，在展演鄉土的議題時，是藉由何種影像的語言處理鄉土？ 

 

  台灣電影的發展與國家的文化政策有著密切的關聯，伴隨著全球文化發展的

進程，特別是在全球文化中，地方性開展出自身的生產模式。從 2009 年政府針對

                                                                                                                                                            
基礎，而此片的電影美學風格與電影敘事手法，傳達出強烈的庶民文化，又將在地性透過影像的處

理加深本土性質的形塑，而其餘兩篇論文也是討論「後－新電影」美學與新電影導演的美學，在某

種程度上的承接與斷裂，而議題上皆可發現，「後－新電影」著重強調台灣的「庶民文化」。這些論

文所要討論的文本，主要以《海角七號》為主，以影片中所傳達出來鮮活的庶民文化與導演魏德聖

所運用的美學鏡頭與電影敘述語言，開啟台灣電影自新電影之後的電影手法，並且在地的景觀拍攝，

使得在地與庶民文化緊緊相連。其餘兩篇討論《囧男孩》與張作驥電影美學與內容的文章，也凸顯

了台灣 2008 年之後的電影，內容取向越趨為探討底層人民生活的影像網絡。網路資料：

http://www.litphil.sinica.edu.tw/modern/doc/2009/20091029%E8%AD%B0%E7%A8%8B.pdf。 
3
 孫松榮著，〈輕歷史的心靈感應－論台灣「後－新電影」的流體影像〉，《電影欣賞學刊》142 期，

2010.01-03，頁 137。 
4
 新電影工作者為小說家的有，張毅、丁亞民、小野、吳念真、朱天文，特別的是 1982 年侯孝賢

改編朱天文的散文作品《小畢的故事》在當時非常賣座，而《兒子的大玩偶》所引發的「削蘋果事

件」使得新電影變成一種為為風潮的運動。取自李天鐸、陳蓓芝著，〈八０年代台灣（新）電影的

社會學探索〉，收入於李天鐸編，《當代華語電影論述》（台北市：時報文化，1996.05.10），頁 48。 

http://www.litphil.sinica.edu.tw/modern/doc/2009/20091029%E8%AD%B0%E7%A8%8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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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第二階段的轉型計畫，提出「創意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方

案行動計畫」（2009－2013 年），內容強調「落實與開拓地方美學價值的傳統工藝

技術計畫；以及透過舉辦地方節慶或文化藝術展演活動，活絡地方經濟與地方產

業升級的活動產業計畫」。5其中，台灣電影的發展過程，長久以來主要是靠著政府

提供輔導金的支持，才有足夠的資金拍攝電影。因此，編寫劇本的過程中，為得

獲取資金來源，電影內容必須貼近文化政策下所要求的方向。台灣文創產業的題

旨，一再強調的「地方」、「傳統文化」逐漸使得台灣電影密集的發展出這類型的

作品。這些電影作品與國家文化政策相互協商的過程中，如何透過地方生產出台

灣「後－新電影」帶有民俗文化與地方特質的鄉土性？ 

 

  因此，本文所要探討的電影文本，包括《流浪神狗人》（2008）、《一席之地》

（2009）、《生命無限公司》（2009）、《父後七日》（2010）、《電哪吒》（2011）、《龍

飛鳳舞》（2012）、《陣頭》（2012）等七部「後－新電影」。這些電影皆以台灣「民

俗文化」作為電影敘述的主軸，民俗文化做為電影的符碼（code）時，透過影像與

聲音的流動，使得民俗文化與地方性生產具有重要的互助模式。兩者在全球文化

語境下，生產出鄉土性。本文所要探討「後－新電影」透過政府文化政策的補助，

生產出屬於台灣鄉土性的特色電影。再者，以上所討論的文本與政府推行的文化

創意產業的訴求，從 2008 年至 2012 年之間民俗文化與地方性的特質即可包凡至

鄉土性的範疇。本文的目的將台灣新電影的「鄉土性」議題置入「後－新電影」

的討論中，透過 2008 年到 2012 年台灣電影所呈現的「民俗文化」，觀察出台灣電

影從具體的鄉土影像轉變化成以民俗文化做為電影符碼的生產過程。不僅是配合

文化政策上的轉變，更是台灣電影在美學形式與電影敘事，受到全球文化的影響

而生產出另一條台灣電影發展的模式。最後，藉由討論的電影文本，觀察台灣電

影如何在全球文化的生產脈絡中，透過民俗文化作為地方性生產的中介者，發展

出別於台灣新電影時期的鄉土性電影。 

 

第二節 文獻回顧與探討 

 

 

  關於台灣新電影時期的專書與學術論文或期刊論文不計其數，然而台灣「後

－新電影」相關論文，作為一種新新的電影討論文本，份量累積尚為不足，故此

文獻回顧與探討的部份，主要分成四個方向進行提綱挈領的回顧與探討。（一）著

重整理台灣新電影論述中，提及鄉土概念的專著，作為本文論述民俗文化與地方

性生產的基礎論調。（二）整理台灣「後－新電影」作為文本研究的討論過程，從

                                                      
5
 邱誌勇著，〈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與政策概觀〉，收入於李天鐸編，《文化創意產業讀本－創意管

理與文化經濟》（台北市：遠流，2011.05），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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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找出電影內容與美學形式上與台灣新電影的承接關係，延伸出本文所要討論的

地方性生產。（三）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與輔導金的設立，從外部因素回顧台

灣新電影到「後－新電影」生產的文化機制。藉由台灣電影內部與外部兩者間互

為表裡的關係，整理出台灣電影從新電影到「後－新電影」間的文化脈絡。（四）

將全球文化與在地文化互為表裡的關係，討論與台灣「後－新電影」從 2008 年至

2012 年之間相關的文獻，從中找尋民俗文化的影像處理對於台灣電影地方性生產

的意義。 

 

一．1980年以降台灣電影中的鄉土脈絡 

 

 

  八０年代晚期，國語片受到香港新浪潮電影的刺激下，中影總經理明驥決定

採用文學家小野、吳念真等人的建議，啟用新銳導演拍攝《光陰的故事》（1982），

1983 年侯孝賢改編朱天文的得獎散文完成《小畢的故事》，而同年侯孝賢、曾壯祥、

萬仁三人拍攝黃春明的小說《兒子的大玩偶》，開啟了台灣新電影的發展脈絡。盧

非易認為從新電影的生產過程觀察，我們可以發現「編導合一之現象正在形成，

並且出現由電視劇改寫為小說，或電影與小說同步生產之現象，新電影開始於改

編文學，文學的內涵與敘事特質，確實是新電影有別於前的特殊風格。」6這個現

象，提供 2010 年文建會推出「『文學˙電影˙地景』編纂出版計畫」出版《愛、理想

與淚光－文學電影與土地的故事》上下兩冊，透過爬梳台灣電影史上的文學改編，

聚焦於台灣本土拍攝的作品，透過影像與文字的轉換、撞擊與滲透，具體的呈現

台灣文學、電影與地景三者間盤根錯節的關係，更重要的是，文建會主要發展文

學與電影之間的爬梳文獻，主要是希望在書寫過程中能重新凝視台灣鄉土的美好

與轉變。此外，本書針對新電影的特色歸納出五點，其中在題材上，「貼近庶民生

活的本土經驗為主，表現手法上，則嘗試新的美學形式，新的電影語言來描述，

力求敘事的客觀性與開放性」，編寫劇本與拍攝電影的精神層面而言，「落實寫實

精神，為求忠實於小說劇情，符合人物的語言，打破以往獨尊北京語的局面，而

呈現各個族群使用自己母語的自主精神。」7
 

                                                      
6
 盧非易著，《台灣電影：政治、經濟、美學（1949-1994）》（台北市：遠流，1998.12.16），頁 280。 

7
 李志薔等撰述，《愛、理想與淚光－文學電影與土地的故事（上）》（台南市：台灣文學館、台北

市：遠景，2010.12），頁 17-18。李志薔等人歸納出新電影的五點特質：一、新電影大都改編自台

灣作家優異的寫實小說，編劇群有不少是知名小說家參與其中，有些電影甚至由原作家本人自己改

編（如黃春明、王禎和、朱天文）。二、在題材上，以貼近庶民生活的本土經驗為主，表現手法上，

則嘗試以新的美學形式、新的電影語言來敘述，力求敘事的客觀性與開放性。三、由於解嚴之故，

在創作心態上逐漸擺脫政治與情慾的諸多禁忌，有思想的導演字會在主題內涵上，呈現出有別於俗

眾的異質性或顛覆性觀點。四、落實於寫實精神，為求忠實於小說劇情，符合人物的語言，打破以

往獨尊北京語的局面，而呈現各個族群使用自己母語的自主精神。五、電影的製作，以小成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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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盧非易從《台灣電影：政治、經濟、美學（1949-1994）》再次強調與李

志薔類似的觀點，雖然新電影的內容都扣緊台灣的歷史與現實，確實反應戰後的

本土經驗與族群記憶，表現出他們內心的掙扎和希望，為小人物吐露心聲，也描

繪出新時代的願景。新電影導演本身（侯孝賢、楊德昌）並未特別選擇鄉土文學，

也無刻意本土化或鄉土意識的傾向，可以看做新電影的內容即是新電影導演們觀

察與反應個人成長的經驗。但重要的是，「由於台灣新電影反映了較多的個人成長

經驗，且其成長經驗與台灣經驗同行，因此從中呈現本土性」。8在 1982-1989 年之

間，台灣新電影呈現出具體的鄉村景象，並且透過導演個人的童年記憶，連接起

台灣整體的時代經驗，所以電影的背景幾乎以鄉村為主軸。小野於《翻滾吧，台

灣電影》一書中，認為新電影時期的觀眾， 

 

忽略了「台灣新電影」對後來台灣電影最大的影響不只是藝術傾向，而是

把台灣人的情感轉向對台灣本身的身世、歷史和文化的注視，不管是個人

經驗或是集體經驗。這些都是發生在九０年代台灣本土化之前，沒有任何

政治的操弄和政治目的。9 

 

這種對電影內容關懷的轉向，由於導演透過回憶童年或青年時期的記憶，使得鄉

土成為新電影時期的主要景象。侯孝賢認為這是他關注電影中的時代所想要表達

出的一種「現實面」的關係。 

 

  但到了 1990 年代後，焦雄屏在《台灣電影 90 新新浪潮》將 1990-2000 年這十

年，定位成台灣「新新浪潮」，大體上，此時期描繪鄉土或鄉村的電影，「延續著

新電影建立的寫實傳統，一再探本溯源將個人的回憶，映照於集體的台灣歷史經

驗」。10這種鄉村經驗轉化成一種自省自我認同的討論。面對歷史記憶的問題主要

有兩個面向，其一「維持過去的認同態度，表現出台灣人雖無奈與消極地處在日

本統治下，對漢人身分的絕對肯定，表明漢人與日人的對立關係」，另一個面向「殖

民經驗較貼近複雜的生活現實，殘存著一種混血的情感意識，其認同態度也就因

而猶疑」。也可說新電影的發展到 90 年代後徹底向童年個人經驗揮別，往前再推

衍至台灣經驗的鄉愁。11再者，面對台灣族群的問題，大體上，觀察本省人被統治

                                                                                                                                                            
風險為政策，大量起用非職業性或硬裏子演員擔綱演出，打破了以往的明星制度。 
8
 盧非易著，《台灣電影：政治、經濟、美學（1949-1994）》，頁 280。與李志薔等撰述，《愛、理

想與淚光－文學電影與土地的故事（上）》，頁 19。 
9
 小野、陽光衛視著，《翻滾吧，台灣電影：看台灣人如何十年翻身，翻出台灣人特有的熱血奮鬥

精神》（台北市：麥田出版：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2011.09），頁 6。 
10

 焦雄屏著，《台灣電影 90 新新浪潮》（台北市：麥田出版：城邦文化發行，2002），頁 VI。 
11

 同上註，頁 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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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緒。12但是兩者呈現出皆是導演省視舊時代的觀點，既客觀又將緬懷家鄉的氛

圍透過影像的敘述展現出來。觀察台灣「新新浪潮」的鄉土特色，導演不再只是

侷限於童年的個人記憶，而是發展出台灣集體記憶的回復。因此，鄉土轉化成鄉

愁。 

 

  台灣電影進入兩千年後政黨輪替，張作驥透過影片中不同族群在台灣生存的

處境，「跳脫了各種意識形態，用純粹藝術家獨到的眼光，讓這部電影呈現一種帶

著荒謬魔幻寫實色彩的庶民文化和美學，入圍威尼斯影展競賽」。13總體而言，台

灣電影從 1980 年至 2008 年之間的鄉土景象，從具體的鄉土畫面進入到大時代的集

體鄉愁，最後落至關懷社會底層的庶民文化，而這樣的電影風格，影響的範圍直

到台灣「後－新電影」聚焦關懷的內容。 

二．2008年台灣「後－新電影」一詞的確立與風格 

 

 

  台灣電影學術的討論期刊，以《電影欣賞》最為重要。在 2009 年 10 月中央研

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所舉辦的「美學與庶民：2008 台灣「後－新電影」（Post Taiwan 

New Cinema）現象」研討會中，有彭小妍，〈《海角七號》：意外的成功？──回顧

臺灣新電影〉、孫松榮，〈輕歷史的心靈感應 : 論台灣「後－新電影」的流體影像

學〉、詹閔旭，〈從《海角七號》談草根台灣想像的族群政治〉、陳筱筠，〈台灣新

電影的餘續與後新電影的過渡：從張作驥電影中的敘事美學、地方意義與多樣現

代性談起〉等四篇收入《電影欣賞學刊》142 期。據林建國所言，「《海角七號》作

為一個事件，它至少有兩層意義：台灣新電影的典範已經結束，當年未能預見的

經濟上與美學上的生產模式，如今正式取而代之；新電影已死，新電影萬歲：兩

個悖論式的判斷，就在『後新電影』裡緊張共存」。14 

 

  其中彭小妍以新電影與「後新電影」兩者受眾的結果作為一個比較的基礎，

她認為新電影沒有敘事能力，無法引起觀眾共鳴，但《海角七號》卻說了一個好

故事，最大的爭議點在於藝術與商業難道是互不相容的兩極？並從說故事與作者

論探討《海角七號》之所以能夠意外成功的原因。首先她以班雅明的觀點，「融入

現實生活中的忠告，就是智慧」。她認為《海角七號》所描寫的經驗十分「台灣」，

藉由南北差距、族群對比、日本殖民史、崇日情結、本土熱門音樂、基督教會、

                                                      
12

 同註 5，頁 339-342。 
13小野、陽光衛視著，《翻滾吧，台灣電影：看台灣人如何十年翻身，翻出台灣人特有的熱血奮鬥

精神》，頁 226-231。 
14

 林建國著，〈電影欣賞學刊編輯室報告〉，收入《電影欣賞學刊》142 期，2010.03，頁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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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T 等，都能引起觀眾的興趣。從故事情節所帶來的「現代性神話」以及透過日

本女孩與台灣男孩的愛情故事，連結了殖民時期的台灣，以輕鬆幽默活潑的方式，

將台灣的殖民經驗帶出來。跳脫出菁英式的藝術電影，將電影回歸到說故事的本

質。 

 

  最後她將孫松榮對於「後－新電影」的觀察納入討論，孫認為「『後－新電影』

雖然繼承新電影『緩慢美學與影像基調』，但也傾向於解除新電影的『宏大歷史』

敘事體與集體記憶。」15此外，孫松榮認為 2008 年以降的台灣電影，以「後－新

電影」作為命名的標準。據孫的說法，「後－新電影」中的破折號具有兩層意義，

其一作為與新電影的連結、區隔與凸顯原先「後新電影」這個同行異義的命名，

及其概念化的不同意義。其二，新的表達辭彙亦可陳指可並置或疊合新電影以降

的美學形式與電影敘事。除此之外，他認為該名稱多質性意義在於「對同一性與

並置、重覆與疊合，具有產生差異連結與作用力」的展現。16不過，孫所探討的重

點在於電影中聲音與影像的生成如何產生電影對於文化認同的高度展現。但這不

包含全部的「後－新電影」都具備這樣的影音展現，只能說透過《海角七號》與

《一八九五》等兩部電影，可討論聲音產生的心靈感應。不過，孫對於「後－新

電影」與新電影之間疊合、並置、重覆的概念，可作為本論文討論「後－新電影」

之鄉土性有著很重要的啟發。 

 

  這期《電影欣賞學刊》集中討論《海角七號》與「草根全球化」（grassroots 

globalization）建立起的台灣「後－新電影」生產很重要的維度。誠如詹敏旭〈從

《海角七號》談草根台灣想像的形塑〉這篇文章，詹論及「阿帕度瑞（Arjun Appadurai）

認為社會內的庶民生活想像從在地特殊視角，重新詮釋、顛覆、解構全球文化由

上而下的文化同質性，可提供全球政治一股正面而積極的解放力道」。因此，詹認

為庶民文化對於《海角七號》的成功有很重要的因素，此庶民文化對於該片所嘗

試的不再只是個人的能力表現，更是一個在地文化共同體想像的出頭天。另外個

層面，從該片透過大銀幕再現的庶民文化，吸引習慣好萊塢品味的本土觀眾，且

引起廣大的迴響觀察，足以見證草根台灣想像具有一定程度的消費市場。17
 

 

  這種草根性力量的電影，即可透過聞天祥 2012 年出版《過影－1992-2011 台

灣電影總論》觀察到台灣電影進入 2008 年之後，導演多半透過草根性意味濃厚的

敘事模式拍攝電影。並且這些電影著重於描寫底層人民生活的面貌，卻別於新電

                                                      
15

 彭小妍著，〈《海角七號》意外的成功？回顧台灣新電影〉，《電影欣賞學刊》142 期，2010.03，

頁 124-132。 
16

 孫松榮著，〈輕歷史的心靈感應－論台灣「後－新電影」的流體影像〉，《電影欣賞學刊》142 期，

2010.03，頁 141-142。 
17

 詹敏旭著，〈從《海角七號》談草根台灣想像的形塑〉，《電影欣賞學刊》142期，2010.03，頁171-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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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中的悲情路線，將底層人民的庶民文化透過揶揄、幽默、生動的方式，重新建

構出台灣集體的庶民經驗。而最直接展現庶民文化的草根性電影，又以台語片的

內容為大宗，2013 年黃仁編著的《新台灣電影－台語電影文化的演變與創新》從

《悲情城市》為起點討論新電影之後台語電影的發展，「後－新電影」之所以開啟

台灣電影的另一個高峰，很大的原因在於這些電影將本土題材重新包裝，透過本

土題材結合年輕一代的共同經驗，拍出一種跨世代的熱血感，同時獲得年輕觀眾

不俗的反應。而黃仁所言台語電影的生產模式，其實貼近葉月瑜等人所著《東亞

電影驚奇－中港日韓》中「新在地化」（neo-localisation）的重要概念，此概念主要

是從東亞電影的國際情勢、產業結構、地理環境、人文特質建構出與好萊塢不同

的東亞電影生產模式。並且談到：「在的、本土和全球媒體之間的關係，應該被視

為一種多層次的地形空間，抵抗、同化、在地化、去在地化（de-localisation）和再

次在地化（re-localisation）在此空間中持續互動」。18當後－新電影受到台灣觀眾的

支持，有很大的成分是因為電影內容貼近台灣文化與日常生活的熟悉感，也伴隨

著國家文化政策走向，多層次的影響電影的生產模式與內容發展。 

 

三． 文化創意產業與電影輔導金的影響 

 

 

  既然本文認為台灣「後－新電影」與文化創意產業政策具有重要的連帶關係，

因為國立政治大學電新聞研究所張世倫的碩士論文《台灣「新電影」論述形構之

歷史分析（1965-2000）》，認為輔導金的設立反而使新電影的導演與觀眾疏離，因

為參展的作品若在國外獲得獎項，對於導演而言，反倒是申請輔導金最方便的管

道，但是參展的作品回到台灣的市場，卻不見票房熱烈的回應。於是，台灣的輔

導金變成專門跨國資本培訓未來導演人才，彷彿成為進軍區域市場或製作異國情

調影像的研究部門。19另外張揭露台灣新電影參展的機制，「92 年公布實施《獎勵

國產電影從業人員參加國際影展要點》，將國際影展分為四個層級，論『功』行賞，

獎金最高可達三百萬元。相較於輔導金電影在國片商業市場上表現不佳，此規定

卻使得影片可藉由大量參加影展，以賺取獎金補貼拍片成本」20，張所要批評的問

題，在陳思勻的碩士論文《台灣電影產業競爭策略探討》觀察得很仔細。 

 

  陳思勻談及新聞局為鼓勵電影拍攝，除了開始實施輔導金，同時也推動從國

                                                      
18
葉月瑜、戴樂為（Darrell William Davis）著，黃慧敏譯，《東亞電影驚奇──中港日韓》（台北市：

書林，2011.01），頁 7。 
19張世倫著，《台灣「新電影」論述形構之歷史分析（1965-2000）》，台灣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

論文，2001.07，頁 118。 
20

 同上註，頁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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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回國內的策略，即是多讓影片在海外各大影展參展，藉此吸引傳媒注意，提高

觀眾對於電影的信心。不過票房反應卻每況愈下，原因在於影片內容不受觀眾喜

愛。21此外，陳也提到，輔導金的輔助的條件中，在一般電影、數位電影與動畫電

影的後期製作階段也給予補助，若是由數位器材所拍攝之影片與動畫電影，政府

另有補助 80 萬元為上限，百分之五十轉光學底片費用。22這兩篇碩士論文所討論

的範圍，主要是以新電影時期作為探討對象，前者以藝術電影的框架設定新電影

的生產內容，以及批判新電影與政府有著謀合的關係，後者則是以電影做為產業

的外圍討論，觀察從新電影至「後－新電影」生產的模式，論點在於台灣電影做

為一個產業運動，該如何突破現有的窘境。 

 

  以輔導金層面談論「後－新電影」，2012 年文化部於 12 月召開「文化國是論

壇」根據文化部影視產業局於論壇簡報表示： 

 

國片已走出低迷時的谷底，連續三年來持續蓬勃發展，去年投國產片達 55

部，平均每片金額投資約 2000萬，台灣電影的創意與動畫技術實力，已逐

漸受到國際肯定，顯見國片輔導金制度實施多年已見成效。23 

 

林文淇針對該次會議內容，於《放映週報》239 期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認為輔導金

真正的問題在於「輔導金原本應該只是台灣電影發展整體策略中較為次要的一環，

歷年來卻一直被當成最主要的手段。這除了排擠了其他可以促進產業的政策所需

的經費外，也讓國內的電影產業與文化發展思維無法從『補助』狹隘角度中跳脫

出來。」24反觀本文所要討論的電影文本，除了《陣頭》其他影片皆有拿到輔導金，
25此外，若遇寒暑假及春節檔期輔導金輔助金額可至 150 萬元，因此，《龍飛鳳舞》

（2012）、《陣頭》（2012）皆選擇以賀歲片的形式出現，有此可知，目前電影還是

取向於爭取輔導金作為電影資金的普遍方向。 

 

  並且電影輔導金政策中，中央主管機關應協調中央各行政機關及其所屬事業

機構、直轄市、縣（市）政府，協助電影片製作業攝製電影片。而電影屬於文化

創意產業的一環，行政院於 2002 年 5 月，依照「挑戰 2008：國家發展計畫」內的

「發展文化創意產業計畫」開始從文化創意產業的角度發展電影文化。而在第二

                                                      
21陳思勻著，《台灣電影產業競爭策略探討》，國立台灣藝術大學電影學系碩士論文，2010.11，頁

16-17。 
22

 同上註，頁 29。 
23

 〈尋找振興國片黃金密碼－國片輔導金節流開源引發熱烈討論〉，刊登於「台灣電影網」最新消

息，2012.07.13，網路來源：http://www.taiwancinema.com/fp_67475_255。 
24

 林文淇著，〈就讓國產電影長片輔導金除役退伍吧！〉，《放映週報》239 期，2013.01.10，網路來

源：http://www.funscreen.com.tw/notes.asp?N_NO=48。 
25

 參見附註一。《台灣電影網》提供，網路來源：http://www.taiwancinema.com/ct_252_345。 

http://www.taiwancinema.com/fp_67475_255
http://www.funscreen.com.tw/notes.asp?N_NO=48
http://www.taiwancinema.com/ct_252_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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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轉型計畫中，提出「創意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方案行動計畫」（2009-2013

年），主要是針對台灣當前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優勢與潛力、困境與產業需求，提

出推動策略，期盼能達到「以台灣為基地，拓展華文市場，進軍國際」。26這個前

提下，電影做為國家形象最直接外銷到世界的管道，從參與各大影展即可觀察出

端倪，因此，在文化創意產業與電影輔導金的雙重支助下，台灣電影的走向密切

的與國家政策緊密連結。從文建會對於文化創意產業的推動發展重點觀察，一再

的強調落實與開拓地方美學價值的傳統工藝技術計畫，以及透過舉辦地方節慶或

文化藝術展演活動，活絡地方經濟與地方產業升級的方案而言，電影中所呈現的

地方性特質，明顯的表現在「後－新電影」的生產機制中。由於地方的影像大量

的進入「後－新電影」的影像敘述，反倒透過影像展演出民俗文化與地方間的聯

繫，使得電影在某種特殊情境中，生產出鄉土性電影的路徑。 

 

四．全球文化下建立鄉土性的可能 

 

 

  在台灣學術中的文化生產當中，以全球語境下的地方感為主題，陳重成〈全

球化語境下的本土化論述形式：建構多元地方感的彩虹文化〉從文化研究的角度

出發，回顧當代論述地方感的重要研究，並通過後殖民視野的解構觀點，理解全

球化的語境下，以地方建構一套具自我主體性的本土化論述。對於地方想像在全

球本土化的重要性，陳重成認為「全球化語境下的本土化進程，不但未完全趨同

於全球的普遍性，而且還更加凸顯出在地本土文化的主體性和地方特色」。27其中，

他所論述的彩虹文化，為全球文化多樣性同質化與異質化的互相拼貼。他強調，

地方的價值不只成為全球化資本主義的商品，更重要的在於它能提供一種別於現

代性同質化的另類在地文化生活想像。在此，在地文化的流通、變動與轉譯的過

程，正是整合在地意涵的多種面向。 

 

  對於在地性的論述，邱貴芬的觀點提供一個更為清晰且深層的視野。從〈在

地性論述的發展與全球空間－鄉土文學論戰三十年〉、〈「在地性」的生成：從台灣

現代派小說談「根」與「路徑」的辯證〉、〈尋找「台灣性」：全球化時代鄉土想像

的基進政治意義〉到〈文學影像與歷史－從作家紀錄片談新世紀史學方法研究空

間的開展〉。這四篇論文，皆以庶民文化、台灣歷史的寫史翻轉以及文學與影像中

                                                      
26邱誌勇著，〈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與政策概觀〉，收入於李天鐸編，《文化創意產業讀本－創意管

理與文化經濟》，頁 46。 
27

 陳重成著，〈全球語境下的本土化論述形式：建構多元地方感的彩虹文化〉，《遠景基金會季刊》

第 11 卷第 4 期（2010.10），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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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語形式的出現，作為觀察何謂「在地性」的重要指標。上述論文中，前兩篇論

文主要從全球文化的語境中，觀察台灣文學場域的變化，並指出台灣文學中的鄉

土想像，具有一股流動的驅動力。鄉土文學對於底層階級與現實的關懷，形成本

土論述步入 21 世紀之後在「全球化－在地化」辯證中，採取的位置和思維方式，

有著深遠的影響。邱認為當鄉土與現實社會被視為同義詞，現實社會所指涉的台

灣，使得鄉土意識等同於台灣意識。28
 

   

  邱貴芬所指涉的鄉土概念，即為在地性的生成。從全球文化流通的視野觀察，

她認為台灣文學的研究路徑應該以「根」（roots）／「路徑」（routes）為主要的切

入點。前者與土地認同作為連結，代表凝固與封閉；後者意味者空間的流動與開

放。重要的是，台灣文學的根與路徑並非對立面，而是相互糾結。此外，邱提供

了一個探討台灣文化場域的視角，在此文化流程中，「根」如何透過「路徑」產生，

而「路徑」的迴路又如何生出具在地性格的文化之「根」。29這兩種思考文化場域

的方法，提供本文討論台灣「後－新電影」中鄉土性更好的視野。也就是說，鄉

土性作為探討「後－新電影」的根基，而民俗文化與地方性的生產過程，即是作

為鄉土性討論的路徑，使得本文對於鄉土性的概念突破過去學術討論鄉土時的僵

化與固定。使得路徑的生產過程，成為本文探討的重要論點。 

 

  後兩篇論文，則是以影像作為探討台灣在地性的文本內容。邱貴芬認為台灣

性具有在全球時代想像鄉土的基進政治意義。也就是說，她認為通過在地、庶民、

鄉鎮三者，穿梭於影像的論述過程，形成強烈的「台灣性」的觀點。此觀點主要

來自庶民知識所影射的鄉土想像。通過具有「台灣性」的在地視覺，召喚歷史台

灣的想像空間。除了靜態的地方，民俗儀式活動更是得動態的庶民知識活絡起來。

一靜一動的反覆操演下，伴隨著象徵符號的重疊效果，展演出影像所要傳達的「台

灣性」。30此外，影像本身具有裝載觀眾共同經驗的重要性，邱貴芬以班雅明對於

影像的關懷指出，「社會民主化之後，大眾在現代社會運作裡所扮演的角色越吃重，

影片之為一種與大眾欲望和理念對話的藝術形態也將越來越重要」。31雖說，邱貴

芬主要以紀錄片作為探討台灣庶民歷史記憶的研究素材，但筆者認為，以影像的

角度而言，邱所討論的影像如何通過聲音與剪輯的過程，召喚大眾共同經驗，對

於本文所要探討「後－新電影」如何通過地方性營造出鄉土性的概念，具有重要

                                                      
28

 邱貴芬著，〈在地性論述的發展與全球空間－鄉土文學論戰三十年〉，《思想》第 6 期（2007.09）

頁 88-93。 
29

 邱貴芬著，〈「在地性」的生成：從台灣現代派小說談「根」與「路徑」的辯證〉，《中外文學》

第 34 卷第 10 期（2006.03），頁 130-150。 
30

 邱貴芬著，〈尋找「台灣性」：全球化時代鄉土想像的基進政治意義〉，《中外文學》第 32 卷第 4

期（2003.09），頁 47-54。 
31

 邱貴芬著，〈文學影像與歷史－從作家紀錄片談新世紀史學方法研究空間的開展〉，《後殖民及其

外》（台北市：麥田出版：城邦文化發行，2003），頁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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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幫助。 

 

  此外，本文所討論的「鄉土性」，主要是坐落在電影生產與國家文化政策相互

影響下，透過民俗文化與地方性的影像重疊，使得新電影時期的具體鄉土，轉變

成抽象的鄉土性概念，也就是透過想像去進行的鄉土性重塑。而在本文所要討論

台灣「後－新電影」的文本中，即是民俗文化與地方性生產的雙方面結合，當兩

者不斷的出現在電影影像的敘述中，最後涵蓋的抽象概念會生產出電影中的「鄉

土性」。這也是為何本文的主題以民俗文化、地方性生產以及鄉土性作為討論核心

的意義。 

 

第三節 研究方法及步驟 

 

 

  本文所討論的電影文本著眼於台灣「後－新電影」，通過民俗文化為敘事主軸

展現別於新電影時期的鄉土論述。故此主要的研究方法以民俗文化與地方性生產

如何轉變台灣電影脈絡中的鄉土為兩個大方向。 

 

一． 生產民俗文化成為一種電影符碼 

 

 

  愛德華˙希爾斯（Edward Shils）於《論傳統》一書認為，傳統性必定與一種

特定的社會和文化聯繫起來，而這種傳統的生產過程具有目的與行動力。對他而

言「傳統與相信傳統之人的任何行動和信仰一樣生動且富生命力。它是現存的過

去，但又與任何新事物一樣，是現在的一部分」。32也就是說，傳統是會隨著時間

而有所改變的，因為傳統具有持續性，在延傳過程中，任何可以傳承的形式皆可

稱之傳統。對於傳統的變化過程，他又再次的強調，任何淵遠流長的傳統已不再

以明確可辨的形式存在。在沒有文字的社會裡，傳統保存在人們的記憶中，而重

複的延傳使它們很容易變形，傳統自身消失，它的沿革卻成了傳統。而實際上，

任何稱作傳統的東西，都不是一個整體，它的每一個成分都經過接受、修改或抵

制的過程。33並且當傳統發展成知識體系的規範時，必定會出現象徵符號群，它們

會是一個觀念、命題或者形象，這些知識象徵符號代表具體的認識和絕對的或一

般的陳述，從具體的物質轉化成抽象的概念。從傳統到民俗文化的論述過程中，

他認為傳統文化對於人的重要在於， 

                                                      
32

 愛德華˙希爾斯（Adward Shils）著，傅鏗、呂樂譯，《論傳統》（台北市：桂冠，1992），頁 15。 
33

 同上註，頁 3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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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是在人類生活的某個特殊時代、地點和範圍內實現的，這種依戀是一

種理智上的戀情或愛。處於過去的摹本中，處在文獻和被發明的文物中，

並置身於後人所刻畫的過去之中，能帶來一種精神安慰，和情感上的欣快。

對於那些感到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的人來說，過去是一個避難所。34 

 

這段描繪傳統在情感上的作用，當傳統文化轉變成民俗文化的面貌時，當台灣「後

－新電影」大量的運用民俗文化製造人們對時舊日時光的依戀與懷念時，對於劇

中角色、觀眾、導演而言，民俗文化攜帶而來的鄉土影像與地方情感皆具有某種

歸屬感，如同愛德華所言，「過去是一個避難所」，身處在現代社會的人們，緬懷

或者依戀鄉土，同時也選擇躲進鄉土的想像中。 

 

  再者，通過電影符碼（code）具有的象徵意涵，轉化了民俗文化的具體功能。

Robert 等人認為，符碼原指一體系的差異和類似在經歷連串訊息的試煉後，仍保

持原意不變，通常取其做單元間合縱連橫的任何系統化的處方慣例。35他們指出電

影符碼作為指涉物，具高度的相似特質，而建構符碼的特質，須要通過特定的文

化訓練，使得我們得以選擇符碼再現後適當的特徵。通過電影符碼代表的文化選

擇意涵，我們得以觀察民俗文化在電影中成為一種文化符碼，透過符碼流動於地

方或土地之間，攜帶出大量的鄉土性意象。 

 

二．民俗文化如何與鄉土性結合 

   

 

  段義孚（Tuan,Yi-fu）與瑞夫（Relph）認為地方轉變成抽象的概念，會改變原

有的含義，地方（place）不僅是做為客觀的空間形式，應將其視為一個意義、意

向或感覺價值的中心，經由充滿意義的真實經驗或動人事件，個人或社區的認同

感之關懷而建立，才能將空間與其實質特徵動員並轉形為「地點感」。到了艾蘭˙

普瑞德（Allan Pred）則重新以社會和經濟結構的特性詮釋，對他而言，「地點感」

須視為在理史的特殊情境下，個體社會、實踐和結構之間不斷變正形成過程中的

另一個附屬品，乃是經過相同的政經實踐歷程所表現與再生產之物。地點感的立

論基礎，通過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感覺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

強調須經歷特殊地點、時間成為一種生活特質之感，而在此特殊的活動之下，透

                                                      
34

 同上註，頁 225。 
35

 Robert Stam, Robert Burgoyne, Sandy Flitterman-Lewis 著，張梨美譯，《電影符號學的新語彙》（台

北：遠流，1997.03.01），頁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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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感覺方法所思考和生活的方式，尤其強調「世代」為一個單位的感覺結構，由

此觀之，感覺結構可變遷且是藉由歷史差異且廣布的社會經驗所建構。36而重要的

事，從全球文化進程下觀看地方的轉變時，透過地方性生產的過程，更可以觀察

影像強化地方的可能向度。地方會展現複雜且有意義的表演，當這些再現的過程

一再與空間及時間疊合時，這些地方性的展示轉向社會化和地方化。並且通過儀

式過程最值得一提的功用在於，將高度特意的方式持存與延展地方化。 

  

  本文討論對象中，地方與民俗文化之間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凱西（Edward Casey）

以「地方記憶」討論地方的重要性。他主張地方乃是經驗不懈堅持的容器，強力

造就地方令人難以忘懷的本性。重要的是，記憶會自動與地方發生聯繫，在地方

裡找到有利記憶活動，並足以與記憶搭配的特質。而且，地方的功能涉及「概念

或象徵性外型的形構」37也就是說，地方建構須要有利的記憶作為某種活動，當電

影中的民俗文化轉化能夠引發觀眾記憶時，自然鄉土的意象就能通過民俗文化的

電影符碼，產生鄉土的概念。由地方或場所建立起的感覺結構，對瑞夫而言稱之

為「鄉愁」（nostalgia），不過這一詞也有人稱之「懷舊」（nostalgia），懷舊在希臘

字根中可分為「nostos」指回歸到自己的家鄉；「algia」則表一種引起痛苦的狀態。

而全面的涵義可分成兩個面向，一為處於想家 （思鄉）的狀態，二為一種留戀或

極具情感上的渴望，想返回過去或者是過去的某段時光，甚至是不能恢復的狀態，

希望在一次體驗真實或想像的舊時樂事。38在此處，筆者所要強調的是，當感情結

構與家的概念結合在一起時，通過電影中出現的場景，大量的將民俗文化與家的

概念坐落於鄉村景色中，無疑地使鄉土性的概念湧現而出。因此，對於本文所要

發展的討論而言，當地方轉化成地方性時，它所蘊含的延伸意義，與鄉土性所蘊

含的感覺結構的地方感，極為類似。將此概念擴大為本文透過民俗文化，探討台

灣「後－新電影」中生產出鄉土性的多種面向。並且更帶來全球化與地方化兩者

權力的重新定義，模糊兩者間的疆界，此外，東亞電影的生產模式使得台灣後－

新電影營造出屬於自我的在地文化特色與歷史痕跡，其重要之概念便為本文核心

的探討方法。 

 

 

第四節  論文研究架構 

 

                                                      
36

 顏忠賢著，《影像地誌學：邁向電影空間理論的建構》（台北市：萬象，1996），頁 20-21。 
37

 Tim Cresswell 著，徐苔玲、王志弘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台北市：群學，2006），頁

139-161。 
38

 何杰，《物換星移：三個世代的懷舊模式語彙探討》（逢甲大學經觀與遊憩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9.06），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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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旨在探討台灣「後－新電影」從 2008 年至 2013 年間，以民俗文化為電影

敘事主軸的電影，伴隨著台灣文化創意產業擬旨的發展路線，使得此類型電影開

展出別與台灣新電影時期的鄉土形象。筆者以為這些具有強烈民俗文化的電影符

碼通過地方感的形塑，生產出「後－新電影」的鄉土性。 

本文章節內容的架構安排，茲分別說明如下： 

 

  第一章為緒論，第一節介紹研究動機與目的，其中將以本文的問題意識一併

提出，第二節為文獻回顧與探討，在此分為三個部分進行討論，分別是 1980 年以

降台灣新電影中的鄉土脈絡、2008 年台灣「後－新電影」一詞的確立與風格、文

化創意產業與電影輔導金的影響以及全球文化下生產鄉土性的可能等四個部份，

第三節研究方法及步驟，分為兩個部分，其一民俗文化作為一種電影符碼，討論

電影文本如何透過影像轉化此符碼的意義，其二，電影文本中的地方，產生出地

方感的感覺結構，引發電影透過民俗文化轉化鄉愁的象徵，展現出鄉土性的意義。 

 

  第二章著眼於邱貴芬所討論「根」與「路徑」對於台灣文化流通的重要性，

作為看待《流浪神狗人》（2008）與《一席之地》（2009）中民俗文化與地方性所

展演的鄉土性。首先，從民俗文化的影像觀看兩部影片，透過民俗所具有的文化

集體性與情感，闡明電影文本中一再展演身心兩面的價值觀塑造。其次，兩部電

影通過民俗文化與非都市空間，營造出地方性的感覺結構，改變了新電影時期都

市電影描繪荒涼的人心，本章討論文本在後－新電影最大的意義是藉由鄉土性的

生產，不但將價值觀納入討論，更是找到屬於 2008 年以後都市電影的救贖出口。 

 

  第三章以記憶作為鄉土性的方法，進行《生命無限公司》（2009）與《父後七

日》（2010）中民俗文化與地方性的討論。首先，探討民俗文化透過地方感的形塑

召喚出鄉土性，使得鄉土的出現與民俗文化具有相互指涉的文本內涵。其次，筆

者以為記憶既然為兩部電影重要的主題，它連結起民俗與鄉土之間的途徑，在此

記憶的重要性在於它轉化成地方上的感覺結構，使得三者轉變成抽象的概念。最

後以「縫合」（sutture）的概念處理台灣文化創意產業政策與電影之間的協商關係，

當在地文化進入全球文化的脈絡中，影像的呈現造成一種對於民俗文化的撕裂。

但因記憶作為民俗文化與鄉土間的橋梁，對於「新在地化」面對好萊塢的強力攻

勢，生產出屬於東亞電影特有的地理環境與人文特色，這也使台灣後－新電影中

鄉土性的建構獲得縫合的契機。電影文本展現出的鄉愁情緒，卻透過巴赫汀「狂

歡」的概念，使台灣新電影以來對於鄉土的失落感，到了「後－新電影」的鄉土

論述中，轉向一種拾回鄉土的懷舊意象。 

 

  第四章探討議題環繞於電影《電哪吒》（2011）、《陣頭》（2012）、《龍飛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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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以陣頭文化或歌仔戲文化作為電影敘述主題，並且呈現台灣音樂電影的

特色，將音樂補敘的功能結合討論「民俗文化」在台灣電影中呈現「鄉土」的關

係。首先，以台灣文化政策與電影發展脈絡的關係，討論電影中的音樂與影像如

何透過民俗在現代社會中，在大眾文化對商業片的需求，轉變民俗文化作為傳統

的面貌，在民俗文化影像與流行音樂的結合營造出地方感與大眾集體的時代感經

驗，營造出鄉土論述關係的連結性。其次，從文化創意產業政策的脈絡觀之，當

鄉土變成討論的議題時，透過電影中父子衝突的敘事或者世代衝突的電影劇情，

轉向文本互文性的討論，探討台灣「後－新電影」生產鄉土性與文化政策的關係。

再者，電影作為一個時代的具體表現，生產出來的鄉土再現，仿若自然而不可避

免得透過語言的方式建構出鄉土的形象。在本土論述的推波助瀾之下，台灣社會

現象即成為在地性的特色，影像中的鄉土形象，在電影固定的拍攝模式下，轉變

成台灣的本土電影，並且在某種程度上與政治發展所形塑的台灣性認同有密切的

關係。最後，當「後－新電影」作為文化產業進入在全球文化的脈絡，兩者重層

堆積的影像處理，改變新電影以降對於台灣民俗文化的運用，思考影像在民俗文

化生產出的鄉土性。 

 

  第五章結論與建議，總結各個章節的討論內容，進一步說明本文討論的主題。

此外，根據討論之後所觀察到的問題給予建議與改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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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鄉土的「路徑」與民俗聯繫－ 

論《流浪神狗人》與《一席之地》呈現的價值觀 

 

 

  台灣電影自 2008 年起，《海角七號》意外的高票房效應，電影評論者將 2008

年之後的電影稱之為「後－新電影」。顯然，此名詞的運用與台灣新電影時期的作

品具有一定程度的關聯性。此外，筆者特別關注的是「後－新電影」中運用的民

俗文化與地方性的元素，逐年大量的生產於台灣電影產業的發展，引起筆者探討

透過民俗文化與地方性所生產的「鄉土性」如何展現新電影與後新電影的承接與

斷裂的差異。 

 

第一節 台灣「後－新電影」生產鄉土的開始 

 

 

  本章已 2008 年作為討論的分界點，將透過《流浪神狗人》（2008）1、《一席之

地》（2009）2兩部電影文本，討論影像所出現的民俗文化符碼與地方之間所生產出

                                                      

1《流浪神狗人》為陳芯宜執導，台灣電影導演、紀錄片導演、音樂作曲者，作品特色主要以人文、

藝術文化為議題，作品多次榮獲國際大獎與國家大獎。作品有：劇情片《微醺》（1995）、劇情片《阿

春》（1995）、紀錄片舞台劇《李伯大夢》（1997）、紀錄片《台北新故鄉──豬屠口的春天》（1998）、

劇情片為《我叫阿銘啦》（2000）、35mm 實驗紀錄片《流離島影系列—誰來釣魚®  》（2000）、紀錄

片攝影、剪接《解放前衛—藝術家王德瑜》、《解放前衛—藝術家黃進河》（2001）、劇情片《空中花

園》（2001）、紀錄片《日息--總統文化獎得獎人：吳守禮教授紀錄片》（2002）、公視電視電影《終

身大事》（2003）、紀錄片導演、攝影、剪接《地景風雲系列—石雕新板塊》（2004）、紀錄片《落花

春泥–林麗珍》（2005）、劇情片《水岸麗景》（2007）、劇情片《流浪神狗人》（2008）、紀錄片《穴

居人》（2008）、劇情片《一席之地》（2009）、紀錄片《如果耳朵有開關》（2009）數位劇情片《昨

日的記憶－阿霞的掛鐘》（2011）。陳芯宜得獎紀錄不勝枚舉，詳細得獎資料請參照，「台灣電影網

－電影工作者－陳芯宜」，資料來源：http://www.taiwancinema.com/ct_12492_39。 
2《一席之地》為樓一安執導，台灣電影與紀錄片導演、副導、編劇、製片等。作品內容主要以中

下階層與外來移民的生命經歷相關。作品有：劇情片副導、後製《我叫阿銘啦》（2000）、編導短片

《花願》（2002）、公視人生劇展導演、編劇、剪輯《快樂的出航》（2005）、劇情片導演、編劇《水

岸麗景》（2007）、公視人生劇展編劇《木棉的印記》（2008）、劇情片導演、編劇《一席之地》（2009）、

電視劇編劇、後期導演《死神少女》（2010）、劇情片編劇《昨日的記憶－阿霞的掛鐘》（2012）、劇

情片導演、編劇《廢人》（2013），《水岸麗景》為少數台灣電影銷售至歐美版權之作品。關於樓一

安作品得獎紀錄或其他資訊請參見「台灣電影網－電影工作者－樓一安」，資料來源：

http://www.taiwancinema.com/IVaTrackback/trackback.asp?id=36191。 

http://www.taiwancinema.com/ct_12492_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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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鄉土性」。聞天祥曾談及 2008 年是台灣電影新銳輩出的一年，首先就以《流

浪神狗人》作為該年電影發展的開端，並且點明導演陳芯宜膽識十足的敘事能力，

渲染出類似《衝擊效應》、《火線交錯》、《天堂邊緣》的架構，卻又「台」味十足。
3此處值得留意的是，聞天祥特意將「台味」形容《流浪神狗人》的電影特色，令

人玩味的在於該片「台」在哪裡？對誰的「味」？從該片的電影敘事即可發現，

民俗文化或者別於都市的地方，具有推動電影發展的驅動力，若以《海角七號》

後才稱為「後－新電影」，則無法透過 2008 年作為一個台灣電發展的重要轉捩點

進行觀察台灣後－新電影鄉土性的特質。另外，從新電影到後－新電影之間的承

續特質，葉月瑜曾接受訪問近幾年台灣電影的特色轉變，提到具有新電影形式的

電影為《流浪神狗人》，4故此，筆者認為將《流浪神狗人》做為討論後－新電影中

鄉土性的濫觴是極具必要的。而與陳芯宜長期合寫劇本的樓一安在 2009 年推出電

影《一席之地》同樣也以多條敘述主線、民俗文化作為元素呈現鄉土性的台灣電

影，兩者並列於後－新電影的鄉土性討論時，更可以凸顯鄉土性電影在台灣電影

發展新脈絡中的特殊性。即是鄉土性也可以納入生命價值觀的討論，前者以流浪

作為主題，透過民俗文化以及地方的虛擬或模糊，一再的辯證生命價值的意義；

後者則是更明顯的聚焦在片名「一席之地」上辯證抽象的成就、地位、他人的認

同，更是落實實際生活的土地、住所與安身之地。 

 

  特別的是，看似固著的土地或地方，屹立不搖的民俗文化卻通過影像的處理，

兼具川流不息的流動性。龔卓軍從黃明川到陳芯宜之間的師徒關係進行影像承接

的處理，他引用班雅明《說故事的人》去討論「去頭風景，感應影像」的電影特

色：「現代人已無『經驗』可言，只有『震驚』（shock）的『體』驗，只有身體卻

沒有頭，返鄉後只有去了頭以後的沉默、空虛。不像古代的返鄉或鄉內達人，以

其完整的經驗，自然成為向鄉民描述其經驗的『說故事的人』」。5因此，我們觀看

陳芯宜與樓一安的作品時，即可感受到他們對生命辯證的態度，與透過民俗文化

符碼去支撐那個回不去的鄉土意象。筆者認為龔卓軍透過哲學討論返鄉的不可能

時，提供了與本章進行對話的空間，從國家文化政策與新電影到後－新電影的世

代交替的過程中，讓鄉土成為文化生產的重要元素，不僅透過鄉土使台灣電影可

以進行承繼與斷裂的討論空間，更因為符碼的虛擬性造成影像流動的契機，使得

民俗、地方、鄉土之間互相流動與交替。 

 

  本章企圖勾勒的民俗、地方、鄉土進入全球文化的台灣電影生產下，討論《流

                                                      
3
 聞天祥著，《過影－1992-2011 台灣電影總論》（台北市：書林，2012.04），頁 252－254。 

4
 林文淇、王玉燕主編，《台灣電影的聲音：放映週報 VS 台灣影人》（台北市：書林，2010.05），

頁 273。 
5
 龔卓軍著，〈去頭風景˙感應影像－從《神話三部曲》到《流浪神狗人》〉，《藝術觀點》秋季號，

第 52 期（台南：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展演處，2012.10），頁 51。 



                               

19 
 

浪神狗人》到《一席之地》如何在台灣電影生產的商業片與藝術片中間取得平衡，

並且通過民俗文化營造出的地方感，改變了台灣電影脈絡中的都會形象。通過民

俗文化在影像中的流動性，營造出電影敘事所要展現的多重意涵，並且民俗文化

一再的與自然地景或傳統建築結合時，地方感的形構造就了鄉土性的生產。而鄉

土性的台灣－後新電影的發展脈絡，即可由此出發，開啟台灣電影歷史上嶄新的

一頁，更是希望透過對於民俗文化與地方感的討論，進行一條別於以往觀看本土

電影的模式。 

 

第二節  民俗文化所蘊含的多重意義 

 

 

  台灣近年來的文化政策最重要的一項為「挑戰二００八：國家發展重點計畫」，

此計畫從 2002 年開始執行。然則我們即可觀察到，台灣後－新電影的發展在 2008

年之後頗有與文創政策逐漸貼近的趨勢。當我們回首《流浪神狗人》、《一席之地》

時，更可以看出這兩部片以民俗文化作為電影敘述的文本，對於台灣後－新電影

有何開創性重要的意義。在此之前，台灣電影雖有民俗文化作為元素，但對於電

影敘述的脈絡上，並沒有以此民俗文化作為主軸的電影出現，筆者認為，從《流

浪神狗人》開始，及市民俗文化作為台灣後－新電影分界的一個里程碑。民俗文

化作為符碼的重要性在於， 

 

在華人世界裡，宗教性的意識形態，除了某種『壟斷通往救贖的管道』所

創造出來的神聖性與唯一性以外，還有一個象徵性的秩序結構，它可以在

同一時間裡，有系統的創造出在不同層次（個人、家庭、社區、宗教、社

會生活、官方政府等等）社會集體活動週期性活力的延續與再生產。6 

 

上述對於華人世界的宗教性，若擺放在電影的世界裡，民俗文化所代表的宗教性

意涵，具有多重身份與再生產的可能。從《流浪神狗人》到《一席之地》影像中

囊括的眾多民俗文化符碼的展現，即可提供我們一個對於民俗文化在電影中不同

的討論空間。 

 

  陳芯宜與樓一安長期合作編寫劇本，因此這兩部電影以多重敘事架構作為主

軸、台灣鄉野風俗魔幻詩化、以摩登元素作為對照組，並且電影內容具有一定的

人文關懷。本節將透過民俗文化作為討論兩部電影所蘊含的重層意義。從物質的

價值探討而言，《流浪神狗人》透過阿雄（張翰 飾）與青青（蘇慧倫 飾）家中

                                                      
6
 丁仁傑，《當代漢人民眾宗教研究：論述、認同、與社會再生產》（台北市：聯經，2009.12），頁

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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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佛像頭從丟棄到拾回的過程進行一場物品價值的辯證。青青因為與阿雄的感情

發生變質，加上自己的嬰兒猝死的狀況下，精神狀況出現問題，因此她來到教會

尋求心靈上的幫助。教會教友來到青青家回收家中的神明擺飾。阿雄得知後，勃

然大怒的對青青說：「你信什麼上帝啊，怎樣？你死了以後不跟我們一起就是了，

他媽的那是一百多萬的古董耶」（0’55’59－0’56’20）。之後，黃牛角（高捷 飾）

在山間小溪撿被丟棄的神明，鏡頭以遠景的方式將牛角的身體至入山間小溪之中，

接著切入特寫溪邊的大石上擺放著五尊被丟棄的神像，隨後特寫其中一尊即是那

尊一百多萬的佛頭。（1’01’30－1’02’25）更有趣的是，牛角因為可以夢見神明與他

對話，因此撿被丟棄的神明成為牛角生活的一部份，他的房間擺放著各式各樣的

神明，鏡框內畫面他的房間分成五等份，牛腳夾在房間中間，其餘兩旁皆為被撿

拾的神明，隨後切入特寫房間牆上的一角，並且定焦在那顆一百多萬的古董與眾

多身體殘破的神明併置。鏡頭的安排將古董對於電影的內涵凸顯出來，到底物品

的價值為何？當一百多萬的佛頭與殘破不堪的神像並列的同時，神像本身的價值，

即是陳芯宜接受「放映週報」訪談中提及的：「我現在寫劇本比較重視切面，喜歡

交織不同的人物來呈現社會的橫剖面。《流浪神狗人》並置三種不同種族、階級、

宗教，我覺得這樣才能看出一個社會的結構性問題，或者同一件事由不同角度來

看，怎樣產生不同的意義。」7這種價值的判斷到《一席之地》更以具體的對話方

式以及影像處理展示民俗的價值意義。 

 

  林師傅（高捷 飾）為一名紙札師傅，祖傳的家園屬於違建地，也就是說林

師傅一家人在法律上是沒有自己的土地與家。林師傅與妻子阿月嬸（陸弈靜 飾）

說：「我們只有幫別人寫地契的命啦，自己住的就不可能有啦！」（0’27’43－0’27’47）

沒有土地的林師傅，在得知自己病危並且開刀後有可能會往生後，開始日以繼夜

的為自己死後建造通天寶塔，也就是他說的超級大豪宅要燒給自己住。由於這座

寶塔實在是豪華巨大的太壯觀，因此還被人放上網路點閱，記者看到林師傅的寶

塔視頻後，前來拍攝採訪林師傅，鏡頭以大特寫的方式將他擺放在大埕上紙扎人

所圍繞的通天寶塔內，此時背景音傳來記者訪問的聲音：「人死後真的住得進去

嗎？」林師傅回答說：「當然啊！不然我做這些是做心酸的唷？」此時，畫面切入

全景將記者與林師傅站在通天寶塔的畫面放置在最深處，外頭則站著攝影記者與

阿月嬸看著通天寶塔，攝影記者開啟燈光準備拍攝時，記者則問說：「你這樣都可

以挑戰世界金氏紀錄了吧！」林師傅則笑著回答：「紀不記錄不重要，以後住得舒

適卡實在啦！」從這一場景所要透露的訊息在於，林師父所做的通天寶塔若看成

民俗文化的符碼，一方面記者已報導的方式呈現對話過程，凸顯民俗對於人心所

佔有的真實性，另一方面透過民俗圍繞在人群中以及林師傅與記者對話過程，民

俗的重要在於它存在的價值即是林師傅生前無法得到的土地與安定，他必須經過

                                                      
7
 林文淇、王玉燕主編，《台灣電影的聲音：放映週報 VS 台灣影人》，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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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自己死後的住處，安撫現在的不安定與肯定自己存活在世上的價值。從《流

浪神狗人》到《一席之地》所具有的民俗文化在物質價值上，跨越金錢、生死的

存在，在兩部電影不斷將民俗置入影像的過程中，外在價值的定義踏踏實實地透

過民俗文化的流動，紀錄著劇中人物必要與民俗文化結合的意義。 

 

  除此之外，民俗文化在兩部電影最重要的在於精神層面的肯定。首先，《流浪

神狗人》透過牛角夢境的處理，將牛角對於新的義肢的渴望與民俗結合在一起。

牛角為了更換十幾萬的義肢，接了許多跑陣頭的工作，台東團為最後可以更換一

隻的機會。出發台東的前一晚，牛角在夢境中與阿仙（張洋洋 飾）在一個充滿

神像的地下道裡，阿仙正在玩著抽籤的機器，機器旁矲設一座巨大的神像，牛角

心中急著趕去台東所以催促阿仙不要再玩了。此時，牛角看到一個全新的義肢靜

靜地豎立在地，牛腳不知怎麼的緊張了起來，他踩著快速急促的步伐繞著牆上鑲

滿神像的地下道，繞了一圈回到原處，卻發現阿先不見了，回過頭，場景變成以

大佛為主的密閉式空間，手拿著新義肢的牛角，看見夾娃娃機中擺放著各式各樣

的義肢，當他疑惑著想要找尋出去的方向時，夢醒了。（1’14’51－1’15’54）夢境的

場景透過灰色調營造出詭譎的另類空間，並且攝影機跟拍牛角的視覺動向，將夢

境轉變成民俗空間，當牛角不斷地繞著民俗的空間最後卻看到充滿義肢的夾娃娃

機，此場景凸顯了牛角心靈深處民俗文化的崇拜與對於義肢的渴望。也就是說通

過民俗與義肢的渴望，藉由他不斷移動的過程中，使畫面中的民俗變成牛角心中

價值的安定與力量，隨著虛幻的夢境不停移動，並且也暗示著義肢的不可得。 

  其次，該片將台灣民俗文化做為通往救贖的管道。前往台東的夜晚，牛角的

藝閣沒有汽油，因此停在山路上，山路沒有路燈，畫面呈現黑暗的色調。牛角決

定留下阿先到其他地方找尋手機訊號、食物、汽油。阿仙害怕的對牛角說：「你會

回來嗎？」牛角臨走前對阿仙說：「我不會丟下你的啦。」牛角走後，鏡頭以俯拍

的角度，將藝閣上門神與阿仙置入同一個鏡框，阿仙害怕的依靠在藝閣上，隨後，

阿仙將藝閣的燈打開，在黑暗中閃閃發亮的藝閣，凸顯了民俗的神聖性。當鏡頭

以大特寫的方式仰拍著藝閣上的觀音像與四周轉動的神明，彷彿神明真的存在於

那一個空間，阿仙看著神明露出安心的表情。（1’37’53－1’40’45） 另外個場景為

車禍後的必勇，因為對方死亡與需要賠賞車上走丟的名貴狗，心情鬱悶之下，又

犯了酒癮，酒醉的必勇不小心打破酒瓶割傷自己的手，他看著牆上的聖母瑪莉亞

與十字架，從廚房拿出一整桶汽油帶著聖母與十字架離開家準備引火自焚。在山

林中，他看見閃閃發亮的藝閣，吸引著他走向停在路邊的藝閣與阿仙。他站在藝

閣前，望著藝閣中的觀音像，喃喃自語了起來。 

 

必勇：「這是什麼…你是誰…」 

阿仙：「你是鬼嗎？」 

必勇：「這是什麼樣的徵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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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仙走向必勇拿起必勇的聖母與十字架說：「你的神掉了是要給牛角保管的

嗎？」 

必勇：「吭？我的神？」 

阿仙看了看聖母說：「上面有血，不過沒關係，牛角會給你照顧好的。」 

必勇：「這樣我就有救了嗎？祂為什麼會在這裡？為什麼？」 

阿仙：「鬼門開啦，沒有油了所以我們在這邊啊。」 

跪在地上的必勇看著觀音：「沒有油？我有！這裡通通都是油，祂要油，我

給祂、我給祂，這樣可以了嗎？我殺了人，這樣就可以了嗎？」（1’45’46

－1’47’48） 

 

隨後，必勇起身搖搖晃晃的念念有詞「我殺了人，這樣就可以了嗎？」離開了阿

仙。從這兩個人身上我們可以看到，阿先內心的恐懼隨著開起藝閣後，看著神明

彷彿在他身邊移動而得到安全感。而必勇原本信奉天主教，卻因為看見了觀音，

給了藝閣汽油之後，內心的罪惡感得到救贖的空間。更進一步說，《流浪神狗人》

的標語寫著「每一個生病的背後都有一個被困住的靈魂」，透過民俗的宗教神聖性，

化解了生病的身體與靈魂的窘迫，通過每個人相遇的過程，民俗充滿這些人生命

的交錯點，並且帶領他們找到生命／靈魂的救贖。 

 

  若民俗對於《流浪神狗人》為精神的救贖，而我們在《一席之地》看見民俗

作為林師傅精神層面上的歸屬。夜晚，林師傅在家持續的為往生後要住的通天寶

塔增添新的裝飾。鏡頭特寫他製作通天寶塔細節的畫面，鏡框的配置將他與寶塔

一分為二。隨後切入全景使通天寶塔整座進入鏡框中，而林師傅站在通天寶塔的

正中央，邊做邊觀察阿月嬸與黑道小吳（應蔚明 飾）的對話與表情，當小吳走

後，阿月嬸回到家門口，與林師傅一同站在通天寶塔內部對話，林師傅對她說，

這個紙洋房他是絕對不賣的，那是要留到以後自己住。（0’39’21－0’40’56）這個場

景處理民俗與人之間的關係中，我們可以發現林師傅身處在通天寶塔中間時，一

方面凸顯民俗的龐大與林師傅身在其中的親密關係，另一方面又抽象地使民俗包

覆身體的能動，也就是民俗對於林師傅既是生命價值觀的中心又是在電影影像中

最核心的運動價值。但是，林師傅開刀後很順利的康復了，當初阿月嬸向小吳借

的高利貸卻無法在期限內還清，因此小吳率領眾黑道弟兄將林師傅的通天寶塔搬

去黑道經營的靈骨塔展示與估價。被搶走通天寶塔的林師傅住在小公寓內鬱鬱寡

歡，彷彿生存的力量一瞬間抽離了他的身體。片尾其一的場景為林師傅的舊家被

拆，一家人站在展示中的通天寶塔前，鏡頭切入日落中林師傅孤獨的站在通天寶

塔前，鏡頭通過背光的效果，使得寶塔與林師傅化作黑影，林師傅久站著凝視著

自己親手做好的寶塔黯然的離去。（1’50’41－1’51’15）若民俗符碼暗示著林師傅的

家園、歸屬與心中的核心價值，黑影身在鏡框卻沒有形象的拍攝過程，則是展示

著價值核心的徹底瓦解，更凸顯了民俗文化作為內在價值核心的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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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真實又虛幻的地方感 

 

 

  在《流浪神狗人》與《一席之地》中，主要是以城市周遭的郊區作為出發，

進行人物或場景的交會與轉換。首先，龔卓軍將《流浪神狗人》分成青青／阿雄

和莎薇（杜曉寒 飾）／小寒（張君明 飾）的台北都會型空間脈絡；延伸或腹

生在都市系統邊緣破碎空間；與台北都會空間形成對比的原住民生活空間；位於

自然與社會的中間地帶，龔卓軍透過去頭的風景，廢墟風景討論具有「隨機偶發

感應的特質，其內在平面，如果有的話，亦不趨向任何激情，而是萬物平等式的

空無」論述而成的感應影像。8但筆者認為，將《流浪神狗人》分成都市與地方（非

都市）去討論，更可以從都市與自然承接，《一席之地》中極為類似的民俗空間與

非都市營造出的自然地方感的形構。除此之外，當我們以都市與自然（地方感）

交疊討論兩部電影空間中的虛幻，對於段義孚而言：「如果我們認為空間是允許移

動的所在，那麼地方就是暫停；每個移動中的暫停，都使區位得以轉變成為地方」。
9從兩部電影的影像運作當中，結合上節所討論民俗文化對於影像的意義，更可以

觀察民俗與地方交織的狀態下，都市消失成非都市的地方感。 

 

  如《流浪神狗人》中職業為建築設計師的阿雄，承接了「川森」養生會館的

建造計畫，一行人到台東海岸勘查地形。此場景的背景透過大遠景的方式呈現東

海岸的壯麗海灣與山巒，在其中的自然風景架立了「川森」養生會館的大型廣告

招牌。此時阿雄對投資商介紹。 

 

阿雄：「主要的會館就在我們現在這個位子，然後兩旁會有四版年的茄冬樹，

SPA跟游泳池會在南區，到時候可以一邊做 SPA，一邊欣賞海景。」 

投資商：「我們現在是希望這樣，也能夠把整個海岸，納入養生園的規劃中。」 

阿雄：「呃…可是。」 

投資商：「光是那些，已經不能滿足人們的需求了，什門森林、溫泉、SPA

那些已經不新鮮了，如果有一個專屬的私人海灘，能夠把養生課程跟海洋

結合，那就不一樣了。把身體跟大自然跟宇宙結合，擺脫所有物質的束縛，

你會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人生真的會不一樣喔。」（0’4’10－0’5’11） 

 

此處透過自然場景與養生會館的建立，對話中即可觀察到吊詭的都市自然感，如

果身體與自然結合的方式，是要透過人造的養生會感程能接受到自由的感覺，那

                                                      
8
 龔卓軍著，〈去頭風景˙感應影像－從《神話三部曲》到《流浪神狗人》〉，頁 57-60。 

9
 Tim Cresswell 著，徐苔玲、王志弘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台北市：群學，2006），頁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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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自然景觀座落在此處的對話，變成無形對抗都市的力量。此外，《流浪神狗人》

更是透過牛角駕駛的藝閣，將自然與民俗巧妙的結合在一起，並且隨著藝閣的移

動轉換了都市原本存在的空間，形成都市之外的地方感。 

 

  夜晚，牛角開著藝閣上山餵食流浪狗，鏡頭從後俯拍藝閣上大型的觀世音像，

當車子行駛的過程中，使民俗符碼流動於都市公路上，此時，鏡頭從旁切入大特

寫觀音像的臉，定格的過程，將民俗的形象無限放大。最後，鏡頭從車後跟拍的

方式以中景呈現藝閣行駛在公路隧道的流動性。（0’48’43-0’49’09）此外，該片將

民俗與都市之外的景象透過魔幻的方式，展現出民俗流動於地方的奇幻感覺。牛

角坐在山林中廢棄的大樓裡，他的身後擺放三尊神明，空洞的大樓外以山林作為

底襯，鏡頭狹長的拍攝壓縮了民俗、人、地方感的空間，將三者縫合在電影特定

的時空中，接著鏡頭切入拉遠的大遠景，透過龐大的廢棄大樓將牛角與神明不斷

的緊密貼合。牛角對著神明說：「神不能不收啦，狗不能不養啦，腳也不能不做啦，

對不對？」鏡頭再次切入大遠景放大廢棄大樓與身後的山林景觀，透過攝影機的

運動將人、民俗縮小在自然的框架當中。隨後鏡頭切入只剩三尊神明的畫面，接

著，原地不動的神明溶入五尊神明在大樓中起舞，而畫面依然呈現在壓縮的狀態，

最後切入在夕陽餘暉下的神明、大樓被陽光反射的黑影在流動。最有趣的是，鏡

頭突然切入橋下擺放各式各樣的神明石像以及牛角的藝閣閃閃發亮，參拜神明的

群眾絡繹不絕的穿梭在期間，造成時間與空間的停擺狀態，人在神像流動的過程

變成一種幻影的狀態。（1’12’09－1’13’28）尤其當鏡頭以往仰拍的角度大特寫神明

的臉、手、身體實，帶領觀眾的視覺望向這些具有神聖性的民俗符碼，不但確立

了該片將台灣民俗文化提高到信仰／靈魂／身體的追尋與嚮往，更是透過牛角與

神明對話的場景，巧妙的將自然與民俗緊緊相扣於地方性的鏡框中，透過藝閣的

流動，地方性的轉變，營造出都市以外虛實難解的地方空間。 

 

  更有趣的是，在《一席之地》不斷的玩耍都市與地方性的空間，藉由兩者處

於同一時空的狀態下，進行都市之外地方性的辯證。誠如導演樓一安在「FMTV

電影院」節目訪談提及：「它是關於人生前死後的一席之地，關於的可能是實際的

那塊地、房子或者是成語上面的定義『名利上面的一席之地』。」10（0’03’08－0’03’）

因此影像大量的將地的概念，無限制的翻轉，不僅在語意、空間、時間的進行，

皆是展演出都市之其外的地方感。如片頭一開始，鏡頭以大遠景取景，鏡框將山

間的墓地大量的融入畫面中，切入林師傅背著紙靈厝往山上爬，兒子小剛（唐振

剛 飾）拿著紙馬、紙牛跟隨在父親身後。兩人帶著紙札網山上爬的過程，鏡頭

帶入他們身後的山林。切入山林飄來莫子告別紀念演唱會的大型熱氣球廣告，接

著切入大遠景將父子爬山的過程、山林外的都市、一大片山林與公墓、天空中飄

                                                      
10

 「FMTV 電影院」專訪《一席之地》導演樓一安、演員莫子儀，民視交通電視台，2009.10.09，

資料來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3rcunTIc4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3rcunTIc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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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的莫子熱汽球，背景音樂傳來莫子生前練團的聲音。（0’0’24－0’01’36）從一場

景的空間配置，端詳《一席之地》強調的地方概念，即可發現鏡頭一再的以大遠

景的方式將山林與公墓融入鏡框中，有趣的在於鏡頭企圖捕捉都市與山林之間的

那條看不見的界線，卻因為林家父子背負的紙札靈厝太過顯眼而使鏡頭逐步聚焦

在山間移動的民俗符碼，並且透過死亡的莫子與林家父子曾經同使用一棟房子的

交錯巧遇，將導演樓一安所要表達的一席之「地」，對內對外的展現出來。 

 

  而流動的地方性要如何轉化城市的具體存在？當林師傅搭乘著黑道老大送葬

的木船行駛在河上，河將都市與鄉村化作兩半，鏡頭以大遠景的方式呈現山林後

的都市大樓，色調成灰色，並且模糊了都市的形象。背景音傳來和尚誦經的聲音，

鏡頭切入林師傅與送葬隊伍乘船在河上進行送魂儀式。船上乘載著大型靈厝，隨

著木船的移動，此時鏡頭切入大遠景的拍攝手法，將樹林、河岸旁的基地台、靈

厝與觀禮燒靈厝的人群全部擺放置同一個鏡框，當靈厝點燃燒著熊熊火焰，隨著

林師傅執行燒靈厝的過程，閃耀著異樣的光彩。（0’40’57－0’43’01）討論這個場景

時，必須將靈厝看作是民俗符碼的代表，藉由流動的船帶動了民俗本身的流動性，

尤其當民俗流動於都市與鄉村的交界處，攜帶而來的空間，已不再是台北充滿的

都市化的空間，也就是民俗的影像運動型塑了地方感的建立。 

 

  鄭秉泓認為：「《流浪神狗人》透過『每一個人事物自有其價格』此一論述給

了我們一片開闊浩瀚的風景，那麼《一席之地》則是更微妙、更晦澀、更絕望地

從『價格』出發、進而定義『歸屬』的多重面向，而呈現一股充滿壓迫感的封閉」。
11但筆者認為，若從民俗與地方性的觀看方式進行探討，兩部電影通過多條敘述線

的交錯，將原本定著於都市的地方以及民俗變成可以流動的空間，從《流浪神狗

人》中牛角所駕駛的藝閣，以及林師傅搭乘的送葬船或者是林師傅載著裝滿靈厝

的小貨車穿梭在都市邊界的山林、公路、公墓中，透過民俗攜帶的流動性，帶動

了周邊一再強調的自然景觀，轉變了價格、歸屬上的固著與不可流動的可能。但

是這種流動性的過程，也不在是龔卓軍討論的「那一輛流動性的神明供養彩光車，

不斷接觸著地點、形成了一條帶狀式、遶境式的破碎地景。」12因為，作為台北都

市電影的《流浪神狗人》與《一席之地》就是必須通過民俗符碼的展演，將都市

的空間模糊化，使得台北不是台北，轉化成真實與虛擬之間的台北地方性。從上

述討論過程中，雖說陳芯宜與樓一安承接著黃明川的魔幻寫實風格，也具有類似

楊德昌描繪都市電影的精神特質，但楊德昌的都市電影是透過形而上的存在主義

加以描繪導演對於死亡的詮釋，以及「對政治冷感，與對歷史的疏離」形成鮮明

的電影特色。13與《流浪神狗人》、《一席之地》對於死亡的探討完全不同，從台灣

                                                      
11

 鄭秉泓著，《台灣電影愛與死》（台北市：書林，2010.06），頁 75。 
12龔卓軍著，〈去頭風景˙感應影像－從《神話三部曲》到《流浪神狗人》〉，頁 59。 
13

 鄧筠著，〈存在的重量：楊德昌電影裡的生與死〉，《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 17 期（台南市：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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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新電影的發展特色即可觀察到，導演企圖營造的電影氛圍更著重在於民俗文

化所具有的在地性與召喚觀眾所熟悉的集體情感。如在兩部電影皆是通過具有草

根性濃厚的民俗文化或市井小民，展現台灣多種面貌的普遍特質。並且對於死亡

的討論也不再隱晦難解，影像通過民俗文化的大量運用，將信仰、價值等抽象的

概念，在台北這個充滿高樓大廈的都市，明白質樸的展演出來。更是通過民俗文

化的討論視角，改變了台北的真假形象，營造出不屬於台北氛圍的地方感。 

 

第四節  鄉土作為「路徑」的電影生產 

 

 

  台灣電影作為東亞電影的環節之一，面對好萊塢電影的全面侵襲，近年來逐

步轉型成為兩種生產模式。其一，東亞地區的跨國電影合作，最成功的例子為 2000

年《臥虎藏龍》；其二，新在地主義電影的崛起，如 2002 年《雙瞳》。葉月瑜認為： 

 

新在地主義是東亞主題、傳統和信心的再度崛起。他相信在地觀眾仍然喜

歡觀看用自己語言和文化拍攝的電影，培養在地的根源來創造美國無法拍

出的影片，例如為亞洲明星設計的武俠片、古裝片或者喜劇片。跨國公司

認知道這點，也想切入這種新在地主義。他們不時和在地的拍攝人才合作，

協助市場復甦。14 

 

所謂的新在地主義討論的重點在於，可以恢復與服務在地和區域觀眾的興趣，並

以特定類型或人口的市場為目標，與好萊塢電影市場不同的是，新在地主義並不

是要在票房上贏過好萊塢，而是以區域口未來拉近觀眾的關係。15但葉月瑜的討論

重點是擺放在跨國合作上的東亞電影合作模式與內容，若將新在地主義擺放在後

－新電影的鄉土性生產，又不是這麼恰當，筆者認為，台灣後－新電影在東亞電

影的重要性則是，它走出第三條電影的生產方式。即是通過民俗文化與地方性作

為生產台灣電影的鄉土性作為題材，無論在電影使用的語言方面、在地素材都是

精準的對準台灣觀眾的口味，如本章所討論的《流浪神狗人》與《一席之地》充

斥著國語、閩南語（台語）、原住民語、英語甚至還有東南亞的語言，這種混雜的

語言使用，也就是邱貴芬所言的「雜語」書寫，16標示著鄉土不必然走向封閉的地

方性，反帶有全球文化流動的契機。 

                                                                                                                                                            
立台灣文學館，2013.10），頁 50。 
14

 葉月瑜、戴樂為（Darrell William Davis）著，黃慧敏譯，《東亞電影驚奇──中港日韓》（台北市：

書林，2011.01），頁 100。 
15

 同上註，頁 62。 
16邱貴芬著，〈在地性論述的發展與全球空間：鄉土文學論戰三十年〉，《思想》第 6 期（2007.09），

頁 97-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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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討論《流浪神狗人》、《一席之地》中民俗與地方感的重要在於它形成了

鄉土性的概念。阿帕度萊曾說過：「觀眾眼中現實與虛擬景觀之間的界線模糊了，

因此他們離大都市生活的直接經驗越遠，就越可能建構出奇特的、美妙的甚至幻

想中的對象；若從其他視角或其他想像世界的指標來衡量，這一切就更接近幻想」。
17因此，從地方性生產來觀看這兩部電影雖然是以台北都市作為背景進行電影敘述，

實質上卻是以民俗文化去展演出都市空間以外的「鄉土性」生產。他造成了觀眾

觀看影片上某種程度對於民俗文化的幻想，透過陳芯宜與樓一安對於台灣民俗文

化的偏愛，在視覺上帶給觀眾某種魔幻、奇異的幻想空間。 

 

  而在台灣文化場域中，邱貴芬曾以「根」與「路徑」提出了嶄新地在地性生

成的視野。她認為： 

 

與其一再強調「根」與「路徑」的對峙、「本土」與「外來」的相互排斥，

不然探討在這特殊的台灣文學／文化流程當中，「根」如何透過「路徑」產

生，而「路徑」的迴路又如何生出具在的性格的文化之「根」。18 

   

也就是說，當我們透過地方性與民俗文化做為探討台灣後－新電影的路徑時，透

過影像的處理以及電影敘述的流動過程中，電影一再指涉民俗文化做為一種信仰

價值的追尋或者透過民俗文化展現地方性的特色時，原本僵化的鄉土之根即會生

產出一股流動的文化空間。如同《流浪神狗人》透過牛角的角色扮演，一再的將

牛角所到之處營造出鄉土性的特色，在劇中，牛角與阿仙交會的地方即是廟口前

的小吃攤，當時阿仙正在拼命的吃著的十碗滷肉飯，此時三太子準備進廟裡準備

表演。當阿先躲在公車行李箱被司機逮到準備送去警察局，牛角同情的對司機說

阿仙是自己鄰居家的小孩，並且帶著阿仙如同父子般的照顧他。當牛角前去解救

阿先時，鏡頭以全景拍攝藝閣中的觀音像以及背景的廟宇建築，又凸顯了牛角所

代表的鄉土性具有善／救贖的力量。（1’08’14－1’10’03）在《一席之地》更是通過

民俗展現的鄉土性流動的特質。 

 

  當莫子墜樓身亡後，女友凱西（路嘉欣 飾）前去放置莫子骨灰的靈骨他弔

唁，鏡頭以跟拍的視角隨著凱西進入靈骨塔中。畫面中當凱西尋找莫子的塔位，

四面八方全是以佛像打造的的塔位造型，從地上延伸至天花板，凱西移動的過程，

彷彿民俗符碼完全的將凱西包覆住，隨著她走過無數個彎彎曲曲的通道，使得民

                                                      
17阿君˙阿帕度萊（Arjun Appadurai）著，劉冉譯，《消失的現代性：全球化的文化向度》（上海：上

海三聯書店，2012.08），頁 46。 

 
18邱貴芬著，〈「在地性」的生成：從台灣現代派小說談「根」與「路徑」的辯證〉，《中外文學》第

34 卷第 10 期（2006.03）頁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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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流動於都市的空間中。（1’49’02－1’50’28）尤其當凱西弔唁後，鏡頭停格在凱西

朝著四處的塔位凝視，彷彿透過觀看的過程形成生前死後兩人一直爭奪的名利與

地位在一瞬間消失殆盡。透過民俗的路徑功能，使得鄉土性的影像畫面，根深蒂

固的出現在都市的空間中。兩部電影的民俗文化與地方感的建構，營造出台灣後

－新電影中鄉土性的特色。而邱貴芬也提到「『台灣性』眾多面貌當中，一個相當

重要而且一再被凸顯的，就是以台灣歷史、民俗為要素的面向，也就是我們所說

的『鄉土想像』的那一面」。19從想像力的空間中，當電影影像不斷透過民俗文化

做為重要的電影符碼，不僅召喚出觀眾集體的文化情感，並且在文化生產的意義

上，製造出鄉土性的概念。台灣電影脈絡中以台北做為描繪對象的電影，從虞戡

平《搭錯車》（1983）、侯孝賢《戀戀風塵》（1986）、楊德昌《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1991）、蔡明亮《愛情萬歲》（1994）、張作驥《忠仔》（1995）、楊德昌《一一》（2000）、

林正盛《愛你愛我》（2001）等建構起台北的地理風景。特別的是，張作驥的《忠

仔》以一群跳八家將的青少年，勾勒出台北的郊外風光以及濃厚的底層人民生活

的眾生相，不過該片延續著台灣新電影濃厚的藝術特質，與本文討論後－新電影

的鄉土性產生某種影像上敘述的斷裂。有趣的是，《流浪神狗人》和《一席之地》

又與筆者接下來要討論的其他電影文本不同，因為鄉愁的文化生產模式，我們並

沒有在本章的兩部電影討論中觀察到濃厚的意味，也就是說，以《流浪神狗人》

與《一席之地》而言，尚未進入完全商業化的電影階段，因此筆者認為以鄉土性

討論台灣後－新電影，必須要從《流浪神狗人》談起的重要性。 

 

  從台灣後－新電影自 2008 年進入了嶄新的創作進程中，我們即可發現電影中

大量出現的地方感與民俗文化，與台灣近幾年來的文化政策很有密切的關係，尤

其文化政策所強調落實地方美學與拓展傳統文化技藝的主軸，都一再的驗證電影

之所以將鄉土性的元素作為拍攝的重點。另一方面，台灣電影長久以來處於藝術

片與商業片之間的糾葛當中，孫松榮認為除此之外還有的三條路徑，即是以黃明

川工作室一脈相承的電影工作者所拍攝的作品， 

 

由台灣獨立製片始祖黃明川 1989年投入紀錄片與劇情長片以來，培養了

一批電影人，這些人在實驗片、紀錄片上開展出社會關懷面向，從未停止

嘗試影像實驗，同時在社會議題與影像風格間進行轉換，區別了高度藝術

性作品，也區別了高度商業作品，在兩者中間徘徊。這些導演必須符合一

定的市場要求，同時又不會完全放棄 1990年代被黃明川訓練的對台灣歷

史社會的關懷與討論。」20 

                                                      
19邱貴芬著，〈尋找「台灣性」：全球化時代鄉土想像的基進政治意義〉，《中外文學》第 32 卷第 4

期（2003.09），頁 53-54 。 
20

 鄭少凡著，〈商業片？藝術片？摸索中間的第三條路〉，《看雜誌》第 138 期（2013.11.05），資料

來源：http://www.watchinese.com/article/2013/9280。 

http://www.watchinese.com/article/2013/9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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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流浪神狗人》在片中透過「川森」養生會館的故事，側面將台東地區的土

地抗爭拍攝進電影中，到了《一席之地》更是直接進入三鶯部落拍攝實際住宅情

況以及原住民抗爭的場景。不過，筆者認為，兩部電影偏向商業片的性質居多是

在於，民俗文化大量的以魔幻的方式呈現一個非地方的鄉土性特質，並且在《一

席之地》已經啟用了線上流行的演員，如莫子儀與路嘉欣等人，此外片中大量的

使用搖滾樂作為吸引年輕人觀看的元素，也不再像是新電影時期大量選用素人演

員的特質。在某種程度上，更在 90 年代以來的台北電影多以都市生活負面的狀態，
21進行改造。在這兩部電影中，都市雖然充斥著許多難以解決的問題、居住在都市

的人們在心靈上得不到醫治，但是電影通過民俗文化與地方性的重疊使用，使得

鄉土性的道路成為電影的出口與救贖。 

 

  所謂的鄉土的「路徑」，主要的是討論在都會型的電影當中，如何通過民俗文

化與地方感的營造，改變了都市原本的面貌，當中最重要的是，電影生產的過程

透過鄉土性的營造，開啟了台灣後－新電影鄉土性的脈絡，觀望 2008 年至今，台

灣電影開始主打賀歲片的形式，大肆的將地方性與民俗文化無限量的賣弄下，或

許與台灣文化政策的推行或者台灣人觀看電影的品味有所協商，不過在某種程度

而言，卻也是台灣電影必須如此進行的過程。全球文化的大量反撲，造成地方流

失，每個國家急於在國際間展現自我文化的同時，電影作為一種大眾文化的生產

商品，亦必須跟隨著全球文化的潮流前進，或許台灣後－新電影的鄉土性，可以

為台灣在亞洲地區的電影產業，進行一次嶄新的旅程。 

 

第五節  小結 

 

 

  本章透過電影《流浪神狗人》與《一席之地》做為討論台灣後－新電影鄉土

性所具有價值觀的面向。兩部電影皆以都市中的民俗文化做為電影敘述的主軸，

通過民俗文化強烈的視覺效果，以及大量將地方感的畫面至入都市空間，無形之

中使得鄉土性得以在都市中流動。 

 

  首先，《流浪神狗人》透過不同的宗教進行價值觀的辯證，從被丟棄的神像到

主角的義肢皆是做為探討外在與內在心裡所渴望或追求的價值定義。民俗文化作

為符碼的運用，使得人們皆需要通過民俗文化的洗禮，才可以獲得精神上的拯救，

如同主角青青與阿雄跟隨著牛角的藝閣行駛過台東的樹林公路，兩人在車後觀看

                                                      
21

 劉紀雯著，〈台北的流動、溝通與再脈絡化：以《台北四非》、《徵婚啟事》和《愛情來了》為例〉，

出自於林文淇、吳方正編，《觀展看影：華文地區視覺文化研究》（台北市：書林，2009.12），頁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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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音像的同時，原本生病的心靈獲得了拯救。又或者在《一席之地》中阿月嬸在

夜晚坐在墳墓旁與死者對話，並且真心的幫助死者的家人，場景通過阿月嬸所存

在的自然、民俗文化的空間，暗示著民俗作為救贖的能動性。其次，當民俗文化

不斷的置入都市空間裡，所攜帶的地方感，改變的都市原有的面貌，使得台灣後

－新電影揮別了新電影時期對於都市的拍攝模式，通過社會議題如土地的抗爭，

或是彰顯民俗文化與地方建築的電影鏡頭，更貼近當代台灣社會的真實面貌，也

不再是以疏離的角度在遠處旁觀，而是深入民間生活的親切，將都市感的電影敘

述逐步改變，形構出非都市生活空間。 

 

  最後本章透過「根」與「路徑」的討論，將固著於文化中的鄉土性，透過民

俗文化與地方感的路徑，討論台灣－後新電影開展的可能性，一方面文化政策大

力推動的方向，促使電影創作者寫劇本的同時能夠將本土文化再度深耕，另一方

面全球文化的強力攻勢下，若台灣電影需要開拓亞洲電影市場，作為代表性的民

俗文化與多種台灣在地的語言使用，貫穿了七０年代任何代有鄉土的可能，也在

以個激進的政治選擇上，生產出台灣在地的「鄉土性」特質，此種介於民間的底

層探討，更凸顯了鄉土性特質，亦通過鄉土性的影像使得價值觀的追尋可以找到

另一種詮釋的方式。 

 

  本章討論的目的即是企圖通過《流浪神狗人》與《一席之地》的電影影像，

建構起台灣後－新電影鄉土性的探討，通過民俗文化與地方感的形構，使得鄉土

性的議題多了一個可以做為價值追尋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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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記憶鄉土的另一條途徑 

－從《生命無限公司》到《父後七日》的民俗展演 

 

 

  緒論已將台灣「後－新電影」的發展以及鄉土性特色交代清楚，前一章透過

鄉土性討論電影所闡明的信仰價值觀，本章接續鄉土性的概念繼續進行透過記憶

生產出「鄉愁」，使得鄉愁作為台灣後－新電影生產出文化商品，透過影音與敘事

透過記憶的方法呈現懷舊的鄉土性特質。台灣新電影時期的導演們（如侯孝嚴、

楊德昌等），將個人成長經驗帶入台灣電影的拍攝中，使得電影語言多呈現與庶民

風格貼近的本土化特色。這種本土的關注跨越了 20 年，進入台灣後－新電影時期

依舊保持著貼近庶民生活的人文關懷。根據聞天祥的電影觀點，只要是台灣本土

的導演或電影具有台灣草根性的意涵，即是本土電影。 在此，聞天祥將本土電影

的範疇拓寬，並且強調台灣草根性的電影意義，提供筆者探討台灣電脈絡鄉土性

觀點的新視角。以下，將以文化創意產業與電影生產的方式進行台灣後－新電影

的討論。 

第一節  記憶生產的鄉愁 

 

 

  本文探討的電影以《生命無限公司》（2009）1與《父後七日》（2010）2為討論

                                                      
1
 指導《生命無限公司》為盧泓（1980-），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畢業，身兼廣告、電影導演與監製、

電影輔導金劇本得主，GQ、誠品好讀特約作家、設計策展人，現為「一顆頭創意整合

有限公司」AHead creative 創意總監。2000年擔任文化創意產業專責採訪編輯、2003

年獲台北電影節主題獎，2008年受邀前往倫敦參與100%設計展「formosa fantasy」 、2009年

獲第十屆金手指網路廣告通路服務業金獎。參與作品為電影《國士無雙》、《盛夏光年》，導公視

人生劇展《幸福牌電冰箱》、電影《生命無限公司》。詳細導演介紹參見「電影生命無限公司官網

-生命無限電影團隊」：http://lifewonderful.pixnet.net/blog/post/4312187。 
2
 《父後七日》最特別之處在於，該片為文學家劉梓潔的獲獎作品改編後與導演王育麟共同指導的

電影。劉梓潔（1980-）彰化人，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肄業。散文家、小說家、電影編劇。曾

任誠品好讀編輯、琉璃工房文案、中國時報開卷週報記者。2003 年以小說失明獲得聯合文學小說

新人獎、2006 年以散文〈父後七日〉榮獲林榮三文學獎首獎、2010 以《父後七日》改編劇本獲得

第十二屆台北電影最佳編劇獎。近期作品為 2012 散文〈此時此地〉與 2013 短篇小說集〈親愛的小

孩〉。王育麟，紐約視覺藝術學院電影系畢業。個人獲獎紀錄為第十二屆金穗獎優等 8mm 動畫片、

第十五屆金穗獎優等錄影帶劇情片、第十八屆金穗獎最佳錄影帶紀錄片、八十六年度短片輔導金劇

情類補助。作品為 1989 動畫《悲傷的華爾滋》（1989）、葉國棟合導劇情片《他比煙花寂寞》(1992)、

http://lifewonderful.pixnet.net/blog/post/4312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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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兩者皆以台灣民間信仰文化作為電影的主要敘述。前者以台灣民間信仰的

仙姑，後者以台灣喪葬文化中的展演過程作為電影發展的主線。兩者以「記憶」

作為通往鄉土的管道，民俗文化轉化成一種電影的符碼，進一步的將民俗文化與

台灣電影呈現的鄉土經驗透過記憶中的地方，營造出地方感的召喚能力與對某種

鄉愁的建立。並且，此種地方感的形塑透過電影的影像處理，生產出懷舊的氛圍。

Hirsch 認為「懷舊的本質是一種建構在對於過去時代懷念的情緒狀態，並且就由過

去的符號與象徵物，企圖再創在與重視過去所擁有的一切」3，若說電影身為大眾

文化的一部分，站在商業的立場上，懷舊變成文化產業中最重要的商品之一，因

為懷舊的出現，即可透過大眾熟悉的符碼與象徵物，再現某種集體記憶的情感。

並且，電影中的符碼與象徵物本質向更趨於布希亞談論的「所有參考物的液化」

（liquidation of all referentials），以真實的符號再現替代真實本身，因為，「類像物

乃是以失落了或者根本就不存在的原版的精緻複製，它威脅『真』與『假』，『真

實』與『想像』、『符旨』之間的差別，以及區別的能力」。4也就是說懷舊的功能模

糊真實與虛假邊界的記憶點，同時也使得鄉土／家鄉的具體意象，轉化成抽象的

概念。 

 

  而對於鄉愁與懷舊兩者在台灣後－新電影的大量使用的功能性，其實貼近葉

月瑜等人提出「新在地化」（neo-localisation），他們認為： 

 

新在地化代表著東亞電影產業的發展和永續經營可以建立一種有利潤的模

式。來自東亞的人才、電影類型和製作模式所帶來的結構重組，促使我們

重新思考以民族國家所維持的地理政治界線所成立的國家電影模式...我

們將以國家的主權和區域的變化作為背景，討論近來東亞電影產業正在發

生的改變。5 

 

各國進入全球文化生產的環節中，台灣不可避免文化趨向同質性的焦慮，若要途

選台灣自我特色的文化價值，從電影的生產脈絡觀之，後－新電影之所以使用懷

舊的民俗元素，同時也是翻轉了全球文化的同質性的問題。最後，本章從懷舊的

角度出發，企圖透過從巴赫汀嘉年華會式的特質觀看民俗的展演，標示出後－新

                                                                                                                                                            
紀錄片《台灣軍人》(1994)、《新興民族》(1995)、《老樹守護精靈》(1997)、劇情片《棉花炸彈》

(1999)、紀錄片《在房子倒了之後……》(2001)、劇情片《父後七日》(2010)、《龍飛鳳舞》(2012)

等。前者請參見劉梓潔著，《父後七日》（台北市：寶瓶文化，2010.08）;後者請參見「台灣電影

網－電影工作者－王育麟」http://www.taiwancinema.com/ct_12474_39。 
3
 何杰，《物換星移：三個世代的懷舊模式語彙探討》（逢甲大學經觀與遊憩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9.06），頁 1。 
4邱誌勇，〈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與政策概觀〉，收入李天鐸編，《文化創意產業讀本：創意管理與文

化經濟》（台北市：遠流，2011.05），頁 14。 
5
葉月瑜、戴樂為（Darrell William Davis）著，黃慧敏譯，《東亞電影驚奇──中港日韓》（台北市：

書林，2011.01），頁 3。 

http://www.taiwancinema.com/ct_12474_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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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與新電影對於鄉愁的差異， 

 

它的特質和歡笑有很深的哲理，建構起一種特殊的體驗透視，狂歡包含了

一種反古典美學標準，摒棄井然有序的和諧與一致，轉而支持不對稱的、

異質的、矛盾修飾法的、混雜的美學標準。6 

 

此處所謂的美學標準，放入台灣後－新電影的生產內容中，即可發現民俗展演帶

有很大成分的娛樂性質，而民俗與懷舊同屬於某種生產模式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潛移默化了鄉愁所引發的「愁」字，除卻愁苦與愁悶之意。 

 

  本章的討論目的，希望從《生命無限公司》與《父後七日》通過「記憶」探

討的方法，延伸出電影與文化創意產業之間生產的協商關係。重要的是，記憶在

此處對於文本或台灣文化場域的發展，皆是與鄉愁或懷舊之密不可分。尤其是鄉

愁本身在台灣電影脈絡中即具有一席之地的討論，本章更執意透過新電影與後－

新電影交互探討下，尋找鄉愁意涵的轉變與時代變遷的關係。 

 

第二節  民俗與鄉土的影像流動 

 

 

  台灣電影研究者孫松榮認為「新電影」與「後－新電影」從音像傳遞系統的

衍繹創置，建構出一種「後－新電影」特殊感應歷史經驗與記憶事件的流體影像

雛型。7問題在於，特殊感應歷史經驗相較於新電影中談論大論述下，偏向以個人

成長記憶的過去事件，建構出影片的敘述基礎。記憶事件的流體影像則是，著重

討論聲音對於影像的處理，它造成電影進行時，透過主角的聲音或者隱藏身後的

旁白相互交疊的狀態下，使得記憶穿越了時間的限制，建構出流體的記憶形象。

而他所著眼於聲音討論的文本是以《海角七號》為核心，因此也不能獨斷的將後

－新電影完全以流體影像來討論記憶的問題。但在電影中同樣處理記憶的問題，

本章著重討論的議題在於，後－新電影中如何別於孫松榮處理記憶的部分，轉向

以民俗作為一種特殊的電影符碼，著眼討論電影文本《生命無限公司》與《父後

七日》如何透過台灣民俗文化的展演，使得記憶中的鄉土別於新電影到後新電影

中討論鄉土的面向。 

 

  從《生命無限公司》到《父後七日》皆以台灣民俗信仰中的仙姑或者道士作

                                                      
6
 Robert Stam 著，陳儒修、郭幼龍譯，《電影理論解讀》（台北市：遠流，2012.04），頁 214。 

7孫松榮，〈輕歷史的心理感應－論台灣「後－新電影」的流體影像〉，《電影欣賞學刊》，2010.01-03，

頁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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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貫穿影片敘述的媒介，這種電影類型的發展到最後會成為民俗文化與鄉土意象

互文的關鍵，筆者認為與 2009 年「創意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方案行動計畫」

所強調的方向有關，主要的內容強調： 

 

落實與開拓地方美學價值的傳統工藝技術計畫；以及透過舉辦地方節慶或

文化藝術展演活動，活絡地方經濟與地方產業升級的活動計畫等。8 

 

由上述內容我們可以觀察到文創著眼於地方美學與地方文化展演作為台灣文化發

展的重點，因此，同屬文化區塊的電影產品，在本章討論的電影中以民俗文化與

地方所建立的關係，營造出「地方感」的感情結構，並且影像中大量出現的鄉村

景像與民俗文化結合時，流露出觀眾對於鄉土的想像。本文首先討論《生命無限

公司》與《父後七日》所呈現的台灣民俗文化，藉由電影敘述的改造，將此文化

轉變成電影符碼，而這種符碼的轉變，無形之中生產出鄉土性的想像。 

 

  首先，《生命無限公司》以兒童的視野，講訴 8 歲的小婷（林彥禎飾）因父母

工作繁忙的關係，來到高雄的旗津與職業為仙姑的阿嬤（陸弈靜飾）共同生活的

故事，祖孫兩人從陌生到親密的濃厚情感，直到小婷隨著爸媽到美國生活，因為

阿嬤去世，28 歲的小婷再度回到那個充滿兒時回憶的阿嬤家，所湧現的回憶。由

於阿嬤作法的地方就是自己的家，無論阿嬤替阿好姨（琇琴飾）觀落陰，鏡頭將

阿嬤家中的媽祖神桌與古厝的三合院同步置入場景，使得民俗文化與鄉土景觀無

時無刻連結在一起。進一步的討論地方的同時，民俗元素大量的進入電影敘述中，

所引起的記憶在某種程度上投射在劇中角色的情感。當小婷躲在神桌上，被正在

作法的阿嬤發現時，阿嬤追逐著小婷穿梭在古厝建造起的小巷弄，畫面以俯拍鏡

頭向下拍攝，使得尚未脫去道士服的阿嬤拿著雞毛撢子追打小婷的畫面，與座落

在小漁村中的古厝建築結合在一起（25’04），此時，影像傳達出感知場所的力量。

而場所引發的力量在於，「根本上，每一個人會意識到和我們出生、長大、目前生

活或曾有特殊動人經驗的場所，並與之有深刻的聯繫」9，而這種聯繫似乎牽動起

一種個人與文化的認同，更具有一種安定的力量。也就是說，對於小婷而言，小

時候與阿嬤相處的這段時間，無論阿嬤所經營的「生命無限公司」或者時常揮舞

著桃花心木替人趕鬼的阿嬤，一切發生的地點皆在這些古厝與老舊巷弄中。這種

特殊動人與反覆出現的經驗場所，使得觀眾觀看影片的同時，連結起民俗文化與

鄉土意象的影像意義。尤其畫面出現的古厝建築，對於 Harvey 而言具有召喚鄉土

傳統和地方圖像的意涵，10因此，當《生命無限公司》以小婷回憶起兒時與阿嬤共

                                                      
8
 邱誌勇，〈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與政策概觀〉，收入於李天鐸編，《文化傳譯產業讀本：創意管理

與文化經濟》（台北市：遠流，2011.05），頁 46 。 
9
 顏忠賢，《影像地誌學：邁向電影空間理論的建構》（台北市：萬象，1996），頁 24。 

10
 Tim Cresswell 著，徐苔玲、王志弘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台北市：學群，200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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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的時光，此地方出現的建築畫面，不但會召喚出小婷記憶中的阿嬤，同時也召

喚觀眾觀看的回憶。從召喚地方感知的場所經驗的電影展現中，《父後七日》更是

將地方的影像運用發揮得淋漓盡致。 

 

  當《父後七日》的第一場處理女兒阿梅（王莉雯飾）與兒子大志（陳家祥飾）

趕到洗腎病房將病逝的父親（太保飾）接回家時，大志留下檢查父親的遺物，背

景將彰化縣王功鄉的風車，置入窗戶外的風景，首先建立起電影敘述的地方感。

爾後，父後六日，阿義（吳朋奉飾）與一群師公在室外搭建於田野旁的靈堂展演

一系列台灣喪葬文化所要表演的儀式，鏡頭不斷大特寫神明的表情，以及這些師

公進行的舞蹈動作（1’00’06-1’01’05），使得民俗文化的展演活動在鄉土中流動。

它將儀式展演的過程，變成在環境背景圍繞下的行為，兩者互相聯結所闡發的意

義座落在鄉土的環境中，賦予一種直接的情感經驗。接著，阿義交代阿梅與大志

兩人，將燒給父親冥紙的灰，用麻布袋裝好，投入溪中，並且對著溪水喊著：「水

公水婆，保祐爸爸收到這些錢」。兄妹二人牽著腳踏車，晚上只有一盞路燈，照映

著小橋與溪流旁的田野，畫面以遠景的鏡頭呈現兩人行走於田野間，隨後，畫面

切換到兩人靠坐在橋上，中特寫兩人無奈感傷的表情，背景中父親的冥紙灰漂浮

在水面上，（1’08’09-1’09’30）構成生、死、民俗文化與鄉土的對話空間，也就是

藉由父親的死亡，成為兄妹兩人注視家鄉／鄉土的源頭，透過父親死亡的民俗儀

式，將地方的情感作用透過劇情的發展和攝影機選擇靜置的鄉土畫面，於同一時

間點展現出來。接著，頭七送葬後，阿義吹著嗩吶，後頭跟著阿梅、大志及小莊，

四人行走於鄉野間，畫面顏色呈現淡黃色，展現著一股懷舊的氣氛。此時，鄉土

與民俗文化的意象進入了懷舊的空間，由於攝影機運用遠景處理了這個畫面，使

得民俗文化不斷地作為一種代表鄉土的符碼流動於電影敘述的場景，使得場所的

感知變成我們存在經驗中的焦點。 

 

  有趣的是，從《生命無限公司》到《父後七日》展演的民俗文化，皆是以詼

諧的方式，轉化了民俗文化既有的儀式意涵。前者將仙姑作法趕鬼的道教儀式，

變成小婷與樂仔（薛詠宇飾）慶祝創立了「生命無限分公司」的跳舞儀式，畫面

以慢動作處理滿天飛舞的符咒，一群小孩子拿著竹子揮來揮去，奔跑在阿嬤的庭

院中，神桌上所放置的祭品，變成鈴鼓、直笛、顏色紙與養樂多。使得台灣民俗

文化的面貌轉變成充滿童趣的兒童回憶，並且通過轉變的過程，移置了民俗文化

與鄉土圖像攜帶的意義，即民俗文化就是家鄉的經驗，隨著小孩們演繹的過程中，

它突破了定著於地方的概念，延伸為超越邊界的歸屬感，通過民俗的活動過程，

攜帶了情感投射於鄉土的懷抱，當一個地方的概念能夠隨著流動的影像隨意改變

自己原本的形象，也說明歸屬感的根植在兩部電影已不再是一個定著的狀態。有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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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的是，《父後七日》片頭即出現阿義在神桌前扭動的身軀，它結合了民俗文化儀

式中的身體展演與娛樂性質濃厚的舞蹈表現，使得原本看似沉重的赴喪變成一連

串的奇幻旅程。兩者將民俗文化的論述，改變原有的社會效果，透過民俗座落的

地點生產出人們對於鄉土的意涵。進而將大眾日常生活所接觸到的儀式、宗教、

文化記憶變成形構鄉土的象徵符碼。從大眾文化的角度觀察，筆者以為，兩部片

的民俗文化透過電影敘述轉化成類像物（Simulacrum），翻轉台灣的民俗文化在電

影的脈絡中，已不是具體的形象，而是電影透過民俗符碼的展現過程中，帶出鄉

土的地方感知經驗，真實與虛幻之間不斷的隨著電影時間的變動，最後形成抽象

的流動感。從另一個角度切入，電影所展演出的鄉土亦不真正存在於當今的台灣

社會中，伴隨著民俗符碼流動的顯影，通過影像使得兩者可以流通產生互文性。

因此，當民俗文化出現的同時，鄉土也必然顯現。 

 

第三節  記憶鄉土的另種途徑 

 

 

  從《生命無限公司》到《父後七日》除了民俗文化與鄉土之間的關係，筆者

以為「記憶」在兩者間扮演著不可小覷的腳色。《生命無限公司》的導演盧泓曾在

專訪中提到：「尋思創造一個可以讓觀眾『感同身受的共同經驗』為方向，

更全知的，不僅呈現個人小歷史，企圖兜起集體大歷史的輪廓」。11另外，「放

映週報」專訪《父後七日》導演劉梓潔、王育麟的開頭介紹為，「故事源於作者劉

梓潔兩年前的親身喪父經驗，女兒阿梅（王莉雯飾）在父親突然去世之後，回到

彰化老家，隨著一路送父親走上最後一程，鋪陳親人之間自然深刻的牽絆，也呈

現台灣民俗喪葬文化中的荒謬與魔幻。」12總的來說，兩部電影主要以「記憶」作

為出發點，建構出個人兒時記憶中的美好回憶。無論是《生命無限公司》透過長

大成人的小婷從上海回到台灣奔喪所想起與阿嬤共處的那段短暫的美好時光；抑

或是《父後七日》長年在都市工作需經常離開台灣的阿梅，藉由父親死亡所舉辦

的喪禮過程，回想起父親在世前與自己的相處回憶。兩者皆透過回憶中的仙姑阿

嬤或者父後七日中舉行的喪葬儀式，生產出回到鄉土的管道，更重要的是民俗文

化對於鄉土而言，轉變成一種互為表理的面貌，透過影像流動的過程中，導演將

個人生命經驗的兒時記憶，透過民俗文化與地方性兩者穿插、疊合、反覆的出現，

勾勒出大眾從電影中被喚起的集體記憶的共同感知。 

 

                                                      
11

 倩鳥兔犬，〈從頹廢荒迷到誠摯有情，當一個有戲的導演－專訪盧泓導演〉，2009.10.27，請參見

《生命無限公司》官方網站，資料來源：http://lifewonderful.pixnet.net/blog/post/4311852。 
12

  曾芷筠，〈荒謬情境中我記起父親的身影──專訪《父後七日》導演劉梓潔、王育麟〉，請參見「放

映週報－放映頭條」，資料來源：http://www.funscreen.com.tw/head.asp?H_no=313&period=271。 

http://lifewonderful.pixnet.net/blog/post/4311852
http://www.funscreen.com.tw/head.asp?H_no=313&period=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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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生命無限公司》的回憶主要以小婷與阿嬤在相處過程中，具有代表性

的物件以及手勢。小婷初來乍到阿嬤家，因為想念爸媽而哭鬧不已，阿嬤為得哄

小婷，將手邊的塑膠花，綁在小婷的頭髮上。而塑膠花成為祖孫兩人的感情連結，

當小婷隨著爸媽去美國時，阿嬤與小婷坐在左營火車月台，小婷希望阿嬤可以跟

她一起去美國，可是阿嬤選擇留在台灣過生活，於是，小婷將一朵紅色的塑膠花

戴在阿嬤的頭上。多年之後，當小婷回到旗津整理阿嬤的遺物，發現那盒貼有「生

命無限公司」的百寶箱，裝著褪色的塑膠花，以及小婷用紙錢摺好的紙帽子，這

些物件的出現，勾勒出阿嬤對於小婷的思念。此外，阿嬤曾經告訴小婷一個可以

看到死去或者思念的人的手勢，並且說：「人眼睛睜開看到的都是假的，眼睛閉上

看到的才是真的」。（44’18-44’21）當長大後的小婷，搭著回返家鄉的漁船上，將

眼睛蓋起來，希望可以看到阿嬤，不過這次她卻沒看見。直到她回到阿嬤家，整

理阿嬤的東西，與樂仔到阿嬤經常思念阿公的海岸邊，她再次將眼睛遮住，打開

後，她看見的是阿嬤與小時候的她手牽手帶著塑膠花的畫面。鏡頭從小婷上岸通

過火車站，直接切入阿嬤古厝的小巷弄，隨著小婷得移動，攝影機推軌小婷經過

的庭院以及大廳。順著小婷眼睛所看見神桌上的媽祖以及阿嬤生前作法的道具，

在廚房裡，影像切入阿嬤為得要使小婷一家團圓，將自己積存已久的積蓄全數交

出，畫面回顧的處理，使得回憶變成鄉土與民俗物件的管道，它使小婷透過回憶

的方式，想像阿嬤的身影。之後，小婷走向海邊，看見阿嬤與兒時的她，畫面透

過海岸夕陽西下的顏色，將回憶營造出溫馨的鄉土意象。在此處的鄉土展現，已

轉化成一種抽象的概念，讓它具體化的作法，即是通過記憶的管道，使得民俗文

化與地方交疊的途徑，讓鄉土轉化成一種情感作用，鄉土所意涵的地方影像，是

透過生產機制與集體記憶的重新處理，展現出別於鄉土文學時期的具體鄉土，最

後這種鄉土的感覺結構，筆者以為需要透過民俗文化的補充，完成鄉土性的具體

意涵。也就是說，當《生命無限公司》於影片中一再的置入地方、民俗文化在鄉

土之間流動的電影運動，將使得兩者的關係緊密結合成感覺結構的處理模式，使

得地方具有社會化的意義。 

  

  另一方面，《父後七日》主要以背景音樂與照片的使用，建立起阿梅對於父親

的記憶。當小莊用攝影機拍攝阿琴布置靈堂的時候，阿琴裝成歌星拍 MV 的樣子，

唱起〈空笑夢〉，畫面切置阿梅在父親房間挑選父親的遺照，回憶起父親在夜市擺

卡拉 ok 時所唱的〈空笑夢〉，並且那時阿梅還與父親一同合唱〈傷心酒店〉。背景

音樂呈現對於影像補述的效果，使得歌曲播放的同時，建構起阿梅對於父親的記

憶，同時加強阿梅對於父親的懷念。其次，當阿梅從照像館取回更新後的父親遺

照，在回家的途中，經過鄉家的陸橋，畫面溶入阿梅 18 歲時，父親騎著機車載著

她返鄉。阿梅告訴父親今年是她 18 歲生日，父親二話不說，停下機車，從後座拿

出金粽給阿梅吃，等她吃完後，父親教阿梅騎機車，阿梅小心翼翼的騎著車，父

親坐在身後搖頭晃腦的唱著歌，背景音樂傳出西班牙療傷系女歌手 Ana D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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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laxia》。畫面馬上切置現實中的阿梅穿著以前的學生制服揹著父親遺照的推軌

鏡頭，而阿梅揹著父親的遺照的過程，鏡頭使兩個時間透過蒙太奇的手法疊合

（55’33-57’19），使得阿梅因為參與父親的死亡的民俗儀式而記憶起學生時期那一

次與父親相處的時間。由於這首歌為《To sir with love》(《吾愛吾師》)的電影主

題曲，歌曲在電影主題所要展現的是，青春的美好回憶。並且王育麟曾在《父後

七日》的專訪提到：「《Galaxia》的旋律很動人，我們用在騎摩托車那場戲，其中

有一段歌詞很棒『在你我遙遠的親吻之間，一座星系誕生了。』她唱的是愛情，

但也可以影射到父女之間，像親人又像情人的情感。」13透過這首歌的特殊運用，

歌曲的介入不只將記憶通過影像呈現，又同時將父女間的情感投射於非感傷式的

畫外音展演。 

 

  除此之外，同時對照片頭阿義穿著道士服，在神桌前跳著舞，背景音樂為象

徵婚慶的猶太民謠〈Hava Nagila〉，即可凸顯這部片的主題是一個女兒在父親葬禮

中，化身為父親的新娘，如同歌曲《Galaxia》欲表達父女之間親情和愛情的溫馨

情感。影片藉由背景音樂的畫外補充，並不是電影評論者所認為此片所隱含的荒

謬之意，14筆者認為正是〈Hava Nagila〉與〈To sir with love〉作為互文的表現音

樂，才更使得記憶變得如此重要。因為，兩首歌曲的隱含的意義，將阿梅追憶的

父親形象，不再是悲傷的主題，反而透過歌詞中的追憶或者歡樂的氛圍，轉化記

憶憶提的沉重之感。而此片將民俗文化透過記憶的方式呈現鄉土性的場景，在於

頭七那日，坐落在田野旁的靈堂，川流不息的親朋好友前來弔念父親，伴隨著阿

義念著諸多儀式用語，阿梅在回禮過程不斷四處張望，旁白念起，「第七天送葬隊

伍啟動，不管家祭公祭，三拜九叩，民意代表致詞，一有機會，我就開始找你，

你在哪裡？」（1’12’44-1’13’00）。透過阿梅尋找父親的過程，喚起鄉土性的情感面

向，使得記憶的性質成為鄉土性多種展現的面貌。 

 

  兩部同樣在處理記憶的電影，透過民俗文化和鄉土之間的流動過程，筆者以

為可以從在電影的時間裡找出一點蛛絲馬跡，時間與電影之間的累積性質，因為

電影的藝術和時間的運用兩者具有最密切的相輔，「它以催眠掌握的形式囚禁了觀

眾的注意力，使其在電影的進程中變得緊張而又強烈（如果作品是恰當建構的），

而且它拒絕釋放它，直到它找到宣洩口」。15也就是說，當我們觀看《生命無限公

                                                      
13

Ann Chang，〈7 Days In Heaven 父後七日導演 王育麟 專訪〉，《S.ZINE》，資料來源：

http://www.s-zine.com/culturein.asp?thepageid=20110627008。 
14

 對於這首歌與影像的結合，余淡如認為由於歌詞的內容是：「大家一起來歡唱…起來吧，起來吧，

帶著歡樂的心起來吧！」與死亡的意象結合，使得此片展現出荒謬之意。但筆者認為，不應將歌詞

的含意單方面的與影像作結合，而是需與電影敘述整個呈現的意涵，來處理背景音樂補述的議題。

資料出處，請參見余淡如，〈觸動人心的荒謬－《父後七日》〉，「放映週報」，資料來源：

http://www.funscreen.com.tw/review.asp?RV_id=495&period=273。 
15

 盧特（Lothe,J）著，徐強譯，《小說與電影中的敘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09），頁

63。 

http://www.s-zine.com/culturein.asp?thepageid=20110627008
http://www.funscreen.com.tw/review.asp?RV_id=495&period=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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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與《父後七日》中的民俗文化，由於它的性質屬於死亡的內容，觀眾的注意

力不知覺的被死亡的與民俗之間的關係逐漸吸引，造成我們不知覺的忽略掉影片

中不斷出現的鄉土影像，或者簡單的將鄉土與民俗之間的關係混淆觀看。但是，

記憶卻隱身在影片背後，與電影時間同時進行時，它並不這麼容易被查覺出來，

可是當記憶現身時，它會建立起民俗文化與鄉土性的親密性，也就是我們之所謂

認為《生命無限公司》與《父後七日》描繪出如聞天祥所言的草根性意味濃厚的

本土電影。再者，兩部電影皆為個人記憶為出發點，但它卻勾勒起我們對於民俗

與鄉土的共同感知，從自我與他者之間的辯證展開，這是反思想像力透過影像展

開中最基本的關係，而記憶在其中扮演著中心的角色。因為， 

 

他者是自我的內在基礎，這種辯證結構建立在組成個人與集體的身分記

憶之中。正如自我記憶與他者記憶不能互相區分一樣，個人記憶與纏入

了歷史的集體記憶，也同樣不能互相區分，而這種歷史形成「生活的聯

繫」（zusammenhang）概念時，它存在對無數生活過的並且再生活過的人

們對生活記憶的回憶之中。16 

 

我們之所以會將電影中所呈現的記憶作為民俗文化到鄉土性的媒介，在於民俗文

化乃是日常生活中的生活習慣，對於馬里奧而言，這種文化轉變成一種生活的聯

繫。因此，當我們觀看電影中每個鏡頭、每個事件重複使民俗轉化為符碼時，當

下會召喚出我們對於某種時刻的記憶。如同電影中的年輕人來到都市打拼，久久

回到家鄉見父母一次，這種共同的集體經驗，透過兩部電影的敘述，使得觀看電

影的同時，記憶的作用將我們拉回到鄉土性的圖像。在此，鄉土不再以具體的方

式呈現，因為鄉土早已逝去，只能在記憶中湧現出來，而民俗文化的符碼，正是

使記憶中的鄉土交流於我們生命經驗的開關，在此，筆者以為記憶的重要性在於，

它使鄉土性特質具體的呈現出記憶與鄉愁兩者為何緊密牽連的重要因素。 

 

第四節  台灣電影中「撕鄉」到「思鄉」的民俗展演 

 

 

  在後現代強調影像、大眾媒體在全球之間流動時，今日的影像世界是由數量

龐大的各類改編、副本、諧擬、拼貼所組成的碎片式結構。而後現代主義強調多

元主義和多樣性，差異的概念正是後現代思想的重點。而筆者所要討論的鄉土性，

發展到後－新電影的美學風格已呈現後現代的斷裂風格。從拼貼與差異之間的論

                                                      
16

 馬里奧˙J˙瓦爾德斯（Mario J.Valdés）著，史惠鳳譯，《詩意的詮釋學－文學、電影與文化史研究》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05），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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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讓我們回頭觀照《生命無限公司》與《父後七日》在影像的敘述上發生了甚

麼變化？若從台灣新電影的鄉土論述的回顧中，重新觀看這兩部影片，其中後－

新電影與新電影所呈現鄉土，展現出何種差異？ 

 

  葉蓁認為台灣新電影確實從鄉土文學中的農村傳統那兒獲益良多，尤其侯孝

賢的電影受到高度的矚目後，我們即可觀察到當時台灣新電影所要關注的重點，

在於都市化帶給台灣的衝擊，而此時的電影關懷的重點莫不置於城鄉二元架構底

下。17從台灣 80 年代中影出品《光陰的故事》作為起點，該片自然寫實的風格與

文學表現的特質，象徵了新電影與舊派電影的差別。《小畢的故事》打開了新電影

起步的道路，到了《兒子的大玩偶》則確定了新電影的存在。新電影採取低調、

寫實、淡化表演、薄弱情節和疏離的映像風格、本質上多少與商業結構存在必然

的矛盾。18而反觀《生命無限公司》與《父後七日》的電影形式上，與台灣新電影

中那種低調、淡化、薄弱和疏離感分離。如《生命無限公司》片頭和片尾皆以動

畫的方式呈現小婷來到阿嬤家前後的心境。當電影加入動畫的表現方式，即可突

顯「心理外顯、夢幻想像時，靠它完成像卡通、魔幻的情境」19，動畫的出現不但

點綴了電影情節的濃稠度，更進一步將民俗與鄉土之間靠著記憶，展現抽像的心

理狀態。它將民間信仰中的鬼神變化成兒童可以接受的卡通形象，又將阿嬤作法

的宗教儀式，轉化成小婷心中的鄉土圖像。而在《父後七日》又複雜化了影像的

處理。此片的鏡頭不只觀眾眼睛觀看到的電影畫面，還更添上小莊記錄父親的影

像活動。從父親生前在生日請客的飯桌前，講著「有醫、無醫」的笑話時

（08’07-08’09），它記錄了父親在世的鮮明形象；整理喪禮的過程，小莊不斷的拿

起攝影機拍攝父後七天的活動，同時帶給觀眾一種奇特的突兀感，它使得觀眾與

電影中間出現裂痕，無時無刻提醒我們電影世界與真實世界的兩個分界點。 

 

  雖說台灣新電影與「後－新電影」在形式上有著極大的不同，但是在敘述觀

點上，卻又有著承接的脈絡。盧非易認為新電影的導演，「他們對歷史的執著感受

和忠實記述，使電影落實到個人人生與台灣的共同經驗」。20其實，侯孝賢在接受

小野訪談時，曾談到台灣電影與亞洲電影的不同之處在於「向本土紮根」，21我們

可以觀察到新電影時期的台灣導演無不是選擇自身在台灣成長的經驗，或是回歸

台灣的歷史去尋找屬於台灣自我的東西，而在後－新電影中的導演，基本上也是

遵循從台灣本土去尋找可以代表台灣發聲的位置。因此《生命無限公司》與《父

                                                      
17

 葉蓁（June Yip）著，黃琬榆譯，《想望台灣：小說、電影、國家中的文化想像》（台北市：書林

2010.12），頁 299。 
18

 盧非易著，《台灣電影：政治、經濟、美學(1949-1994)》（台北市：遠流，1998.12.16），頁 271-276。 
19

 徐樂眉著，《百年台灣電影史》（新北市：揚智文化，2012.01），頁 239。 
20

 同註 20，頁 276。 
21

 小野、陽光衛視著，《翻滾吧，台灣電影－看台灣電影人如何十年翻身，翻出台灣人特有的熱血

奮鬥精神》（台北市：麥田出版，2011.09），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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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七日》無不是將個人的兒時記憶落實到電影中，並且兩者皆通過民俗文化的展

演與鄉土形象的結合，召喚出大眾對於台灣當今社會的共同經驗。 

 

  討論新電影中的本土性質，來自「反映了較多的個人成長經驗，且其成長經

驗與台灣經驗同行，因此從中呈現本土性」。22也就是說，新電影之所以帶給觀眾

達到一種本土性的感受，在於電影將個人與台灣集體的時代經驗納入影片中探討。

如侯孝賢透過 228 事件完成了《悲情城市》，這部電影以多層次的敘事觀點、敘事

線、語言混用、聲音隱喻，鋪展成結構複雜的電影內容。更重要的是，電影將作

者認識的歷史或者過去的記憶，放在彷彿夢境回憶般不斷閃現的繽紛光影中，提

供觀眾一個忽遠忽近的窺視歷史過去的位置。23新電影展現的本土性質，絕大部分

以歷史作為一個龐大的敘事主軸，去處理台灣在 80 年代後急於挖掘的歷史記憶或

者身分認同。而到了 90 年代，蔡明亮的出現，卻將這種窺探過去歷史的視角，拉

回到都市人那種疏離與原始欲望的探討之中。筆者以為，兩者間的集體性與個人，

皆是在一個尋找定位，如何返鄉的過程作為電影隱含的母題。如果 80 年代所要討

論的是台灣人想像中國、台灣、日本的鄉土辯證，那麼 90 年代進入了都市與鄉村

歸屬感的選擇，到了當代電影所要探討的問題，可能就是在全球化下生活的人們，

該如何返鄉的意念。此處的返鄉不再是身分、族群認同的問題，也不是都市與鄉

村之間的選擇關係，而是穿梭在全球化的社會，返鄉的鄉土已經消失的焦慮感。

如小婷去美國生活，因為阿嬤的逝去從上海返台看阿嬤，或是在第三節筆者提及

阿嬤對小婷說：「人眼睛睜開看到的都是假的，眼睛閉上看到的才是真的」，當小

婷回到家鄉時，最後一幕是透過小婷睜開眼睛看到記憶中的阿嬤。比照阿嬤的話

與小婷最後的行為，造成一種強烈的對比，由於小婷是睜開眼才看到回憶，電影

營造出的鄉愁之感與懷舊之意，一再的說明鄉無法歸去，這才是真實鄉土的消逝

感充斥整部電影的精華之處。而阿梅的工作不斷在香港、上海、日本間來返，因

父親的過世而回到家鄉處理父親的喪禮。個人在世界穿梭不定的過程，形成自我

無法回鄉的焦慮。而記憶的出現，正是強化了焦慮的產生。並且人必須跨越生／

死之間才能找到回家的理由。記憶是抽象的心理狀態，經由抽象到真實之間的轉

換過程，必須透過民俗文化這種確立自我文化存在的符碼，才能使鄉土變成一種

偽真實的地方。因此，返台對於現代人而言不再是重要的回家之路，返鄉才是真

正使人焦慮的所在，正因鄉土消逝，返鄉才會變成如此重要。 

 

  最後，本文所要討論的是，鄉土性中的民俗文化作為一種論述，如何與新在

地主義作一個良性的對話，當台灣電影進入全球文化脈絡下生產，影像的處理與

草根全球化所強調地方的流動性，將台灣的民間形像變成拼貼某種對於思鄉的情

感有所連結。再者，對於電影中拼貼的文化符碼座落於鄉土之中，如何從「鄉愁」

                                                      
22

 同註 20，頁 280。 
23

 同上註，頁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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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化成「懷舊」的途徑。當台灣電影進入全球文化生產的環節，標誌「在地性」

卻變成異常重要，從東亞電影圈合作的趨勢觀之，戴樂為與葉月瑜認為：「新在地

主義（neo-localism）重新恢復了服務在地和區域觀眾的興趣，並以特定類型或人口

的市場為目標。新在地主義並非要贏過好萊塢，而是以區域品味來拉近和觀眾的

關係」。24在台灣後－新電影的脈絡中，透過文化政策的政治正確性，與大眾文化

流行趨勢的雙重作用，放在討論文本中，筆者更在乎的是，在地性生產如何透過

民俗文化的展現／再現，生產出台灣後－新電影的「鄉土性」。筆者認為台灣電影

中出現的民俗文化符碼，與在地感的結合，卻是正面解構了全球化的文化同質性。

在地文化作為具體影像的活動，形成此文化內部蘊含且複雜的權力結構。尤其當

以民俗形象轉化成電影符碼以及敘事時，它鬆動了民俗作為傳統的既定印象，使

得「舊」民俗到「新」鄉土的議題，也同時更進一步瓦解了全球文化的同質性對

於台灣電影的壟斷。 

  

  雖然近幾年來的台灣電影出現的民俗文化與政府文化產業政策的內容有密切

的關係，如同黃建宏認為說，面對整個社會急需對過去的記憶進行重建以及瓦解

權威下的各種建構，出現了龐大的再現制域，「大量的民間元素與物件成為抽象表

現主義、複合媒材與裝置藝術進行再現與生產的素材，充滿著許多關於創傷與鄉

愁的主題」。25但是，《生命無限公司》中所出現的民俗文化展演，反倒是轉化成可

以通過死亡跨越生者與死者之間的途徑，它使得遙不可及的鄉土回歸變成一種可

能實現的地圖。正是這些拼貼出來的民俗文化物件，從影像的轉換過程下，再現

了民俗與鄉土之間密切關聯的可能，某種程度上兩者之間的疊合，更凸顯了台灣

後－新電影拼貼「鄉土性」的發展趨勢。作為文化生產工具之一的電影產業，在

鄉土性的呈現上，則多以「懷舊」去凸顯鄉土所帶給觀眾的情感意義。吳靖曾說： 

 

懷舊既是一種市場策略，一種產業要求的創意活動，同時，在形成社會意

識的層面上，懷舊也是社會創造的一部分，是人們想像自己社會的歷史、

當下和未來，並將它們聯繫在一起的一種方式。26 

 

通過懷舊，我們更可以清楚的觀察台灣後－新電影中鄉愁的轉變，不同於新電影

時期的鄉愁帶有濃厚的悲傷情懷與沉重的歷史感，後－新電影中的鄉愁則以懷舊

的商業元素建立起自己的鄉愁風格。一方面它不會丟棄懷究所造成的集體情感的

意義，另方面卻也在電影產業的商業機制中，發展出台灣文化場域的共同性格。

                                                      
24
葉月瑜、戴樂為（Darrell William Davis）著，黃慧敏譯，《東亞電影驚奇──中港日韓》（台北市：

書林，2011.01），頁 61。 
25

 黃建宏著，《一種獨立論述》（台北市：田園城市文化，2010.04），頁 201。 
26

 吳靖著，〈文化產業與流行情緒－作為內容和社會創意的懷舊〉，收入於李天鐸編，《文化傳譯產

業讀本：創意管理與文化經濟》（台北市：遠流，2011.05），頁 248。 



                               

43 
 

這種曖昧的鄉愁延續，標誌出後－新電影揮別過去的電影語彙和歷史包袱。 

  

  此外，從電影作為商業產品的大眾需求，將記憶的敘述拉出來討論，卻使得

荒謬轉化為另種狂歡的娛樂效果。而民俗文化在兩者之間所扮演的角色，正是縫

合記憶與鄉土之間遙遠的距離。這種拼貼的方式，將透過散亂不堪的民俗儀式、

物件使得鄉土的意像被撕裂開來，不過由於記憶在影片中扮演的中介角色，亦如

民俗產生的作用。更進一步談論《父後七日》民俗文化的演繹過程，影片透過大

量的外國歌曲作為電影補述的內容，當它使民俗影像疊合時，卻產生意想不到的

弦外之音，因此，從表層觀看《父後七日》才會出現一種生命的荒謬之感。故此，

《生命無限公司》與《父後七日》撼動了新電影寫實主義所描繪的鄉土傳統，開

啟了大眾對於現今鄉土的想像空間。借由民俗文化的展演過程，通過「嘉年華會」

那種異質的、矛盾的修飾以及民俗符碼混雜拼貼的美學形式，使得鄉土的寫實疆

界衝破原有的悲情回憶，塑造出令人歡娛的鄉土世界，也使得觀眾與電影傳達出

的影像親密的結合起來。因此，筆者以為，民俗縫合了記憶與鄉土，另方面記憶

也縫合的民俗文化與鄉土之間的互文性。從此觀點而知，若台灣「後－新電影」

將民俗文化作為記憶鄉土的途徑，使故著於地方的鄉土開始擁有積極的流動路徑，

同時也解放了全球文化同質性的可能。 

 

 第五節 小結 

 

 

  本章以《生命無限公司》與《父後七日》作為討論電影中記憶與鄉土之間如

何透過影片呈現的台灣民俗文化，使其文化轉化成電影符碼，建構出記憶鄉土的

民俗展演，並且在電影與國家文化政策的協商過程中，生產出屬於台灣後－新電

影中的「鄉土性」。首先，民俗與鄉土流動在電影的影像敘述中，電影中的民俗文

化與地方所建立的關係，營造出「地方感」的感情結構，並且影像中大量出現的

鄉村景像與民俗文化結合時，流露出觀眾對於鄉土的想像。使得所呈現的台灣民

俗文化，藉由電影敘述的改造，將此文化轉變成電影符碼，而這種符碼的轉變，

無形之中建立起鄉土的圖像。影像召喚出鄉土與民俗文化的意象進入了懷舊的空

間，由於攝影機運用遠景處理了這個畫面，使得民俗文化不斷地作為一種代表鄉

土的符碼流動於電影敘述的場景，使得場所的感知變成我們存在經驗中的焦點，

這也是鄉土性所標榜的感情結構內容。共同的集體經驗，透過兩部電影的敘述，

使得觀看電影的同時，記憶的作用將我們拉回到鄉土的圖像。 

 

  其次，鄉土展現，已轉化成一種抽象的鄉土性概念，讓它具體化的作法，即

是通過記憶的管道，使得民俗文化與鄉土交疊的途徑。當我們觀看《生命無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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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與《父後七日》中的民俗文化，由於它的性質屬於死亡的內容，觀眾的注意

力不知覺的被死亡的與民俗之間的關係逐漸吸引，造成我們不知覺的忽略掉影片

中不斷出現的鄉土影像，或者簡單的將鄉土與民俗之間的關係混淆觀看。可是當

記憶現身時，它會生產出民俗文化與鄉土的親密性，也就是我們之所謂認為《生

命無限公司》與《父後七日》描繪出一種草根性意味濃厚的本土電影。。在此，

鄉土不再以具體的方式呈現，因為鄉土早已逝去，只能在記憶中湧現出來，而民

俗文化的符碼，正是使記憶中的鄉土交流於我們生命經驗的開關。 

   

  最後，台灣電影進入全球文化生產的環節，標誌「在地性」卻變成異常重要。

當電影與國家政策在生產機制中，透過地方與民俗文化元素的協商過程，不但將

斷裂的電影敘事縫合出我們對於民俗文化與地方的鄉土性感知，更破除定著的鄉

土、地方、民俗文化之間的生產模式。在此，筆者認為台灣電影中出現的民俗文

化符碼，與在地感的結合，卻是正面解構了全球化的文化同質性。透過巴赫汀「嘉

年華會」式的轉換，使得民俗文化變成一種異質的，拼貼混雜的展演模式，改變

了民俗文化原有的意涵。同時透過拼貼使民俗文化斷裂的過程，經由記憶作為縫

合鄉土的仲介者，使得兩部電影展現出「撕裂」到「思念」鄉土的途徑，透過兩

部電影對於民俗文化的運用以及記憶作為通往鄉土的途徑，作為探究台灣「後－

新電影」中的鄉土性，與台灣新電影中的鄉土論述有何積極性的對話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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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鄉土變奏曲 

－論《電哪吒》、《陣頭》、《龍飛鳳舞》生產的民俗再現與

文化認同的流動性 

 

 

  本章探討的議題環繞於台灣「後－電影」中的「民俗文化」與「鄉土」之間

生產鄉土性與國家文化政策協商的關係。透過電影《電哪吒》（2011）1、《陣頭》

（2012）2、《龍飛鳳舞》（2012）3以民俗文化與地方性的創新作為電影敘述主題，

討論民俗文化與台灣電影中呈現鄉土性流動的關係，以及鄉土性如何與台灣文化

論述中的認同生產跨界的可能。第一節，以前言交代台灣文化創意產業政策的脈

絡發展，從中提出地方性與民俗文化之所以在電影發展的重要性。第二節，電影

中的音樂與影像作為討論民俗在現代社會中，如何透過大眾文化的需求或是集體

的時代記憶，轉變本來的面貌，而地方民俗所營造的地方感，與鄉土論述的關係

有何連結性。第三節，從文化創意產業政策的脈絡觀之，當鄉土變成討論的議題

時，透過電影中父子衝突／傳統創新的敘事，轉向文本互文性的討論，探討台灣

「後－新電影」生產的鄉土性與文化政策的關係。第四節，電影作為一個時代的

                                                      
1指導《電哪吒》為李運傑（1972-），國立台灣藝術大學美術工藝系畢業，舊金山藝術學院電影碩

士，所拍攝作品，在美入圍多項知名影展。返台首次拍攝電影作品《電哪吒》（2011），擔任該片導

演、編劇及製作人。資料來源：葛大維，〈高捷、林強力挺 「電 哪吒」要很趴〉，《聯合報》（2008.05.01 

04:06 am），http://blog.roodo.com/twmovie/archives/5957935.html。 

2指導《陣頭》為馮凱（1961-），台灣電視劇導演、製作人，2006 年第 41 屆金鐘獎戲劇節目導播(演)

獎，電視劇作品有《霹靂神捕》（1988）、《京城獵人》（1989）、《情字這條路》（1996）、《一品夫人

芝麻官》（1998）、《七世夫妻之梁山伯與祝英台》（19999）、《懷玉公主》（2000）、《飛龍在天》（2000）、

《世間路》（2002）、《青龍好漢》（2003）、《愛情風暴 美麗 99》（2004）、《天國的嫁衣》（2004）、《格

鬥天王》（2004）、《綠光森林》（2005）、《天下第一味》（2006）、《真情滿天下》（2008）、《天下父母

心》（2009）、《真愛找麻煩》（2011）、《剩女保鑣》（2012）、《美味的想念》（2013）、《熱海戀歌》（2013）。

劇情片《陣頭》（2012）。資料來源：「維基百科－馮凱」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6%AE%E5%87%B1_(%E5%B0%8E%E6%BC%94)。 

3王育麟，請參照第三張電影導演註釋。 

 

http://blog.roodo.com/twmovie/archives/5957935.html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C%AC41%E5%B1%86%E9%87%91%E9%90%98%E7%8D%8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6%AE%E5%87%B1_(%E5%B0%8E%E6%BC%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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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表現，電影中所生產出來的鄉土再現，仿若自然而不可避免得透過非語言的

方式建構出鄉土的形象。在本土論述的推波助瀾之下，以台語作為電影的基本語

言、民間社會展現的民俗特質和強烈的父權社會再現，影像中的鄉土形象，在電

影固定的拍攝模式下，轉變成台灣的本土電影。第五節，當「後－新電影」作為

文化產業進入在全球文化的脈絡，兩者重層堆積的影像處理，改變新電影以降對

於台灣鄉土的論述脈絡，轉過身觀照自己日常生活的土地，思考如何在多元文化

中發展的鄉土性與台灣電影文化跨界的可能。 

 

第一節 台灣文化政策脈絡與電影發展的關係 

 

 

  本文所要探討的議題為台灣電影《電哪吒》、《陣頭》、《龍飛鳳舞》所標榜台

灣民俗文化（陣頭、歌仔戲）的符碼，如何透過影像與聲音的結合，再現台灣傳

統民俗文化與集體時代結合的關係？此再現過程是經過怎樣的電影敘事描繪出民

俗文化與地方想像之中的鄉土性？鄉土性的再現，進入到台灣本土化議題中，產

生何種重要的位置？當電影進入全球文化的生產模式中，鄉土性對於台灣電影發

展的重要性，與台灣的認同有何關係？ 

 

  台灣電影大多需經過新聞局電影輔導金的補助，從文化政策觀脈絡之，台灣

文化政策逐漸走向本土化的目標，即可回溯到 1980 年代，台灣由於民主開放，社

會運動以提倡本土化為訴求，開始展開一連串的民主改革。人民的聲音伴隨著激

進的本土提倡意識，迫使政府重視台灣在地的文化保存。自 2002 年始，政府由文

建會、經濟部、新聞局共同主導，一個兼具「文化與經濟發展」的文化創意產業

政策。4並由行政院公布「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首度將「文化創意產

業發展計畫」列入國家政策。5此計畫推動主要是參照英國文化創意產業成功行銷

自國文化的結果。在 2008 年《文化政策白皮書》明確指出： 

 

以文化作為 21世紀的策略領航，以文化的「軟力量」深耕台灣，走入國際，

厚植多元台灣，全面與國際接軌，強化文創產業的國際競爭力。6 

 

隔年將「國家六大新興產業」政策，使「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方案」成為主力產業

                                                      
4
 謝佳佑著，《台灣文化產業的憂鬱：社會變遷、發展願景、與認知動搖》（國立臺北大學社會碩士

論文，2009.8.20），頁 vi。 
5
 林炎旦主編，《文化創意產業理論與實務》（台北市：師大書苑，2011.03），頁 98。 

6
 同上註，頁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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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搭配著「六大旗艦計畫」（2009-2013）開拓多元資金挹注、產業研發及輔導、

市場流通及開拓、人才培育及媒合及產業集聚效應等五大策略，進而確立文化創

意產業的外來發展性以及位居國家發展的重要性。其中將電視、電影、流行音樂、

數位內容設計及工藝等在既有的基礎上強化提升，於 2010 年通過「文化創意產業

發展法」作為台灣文創發展的里程碑。7至此之後，台灣傳統文化開始受到國家政

策的關係，蓬勃發展，於文藝發展內容獲得重視。於是，在近期台灣文藝發展，

如文學、電影等創作者，開始將目光轉向台灣在地傳統文化與台灣現代社會的結

合。上述所進行的台灣文化發展脈絡，即可觀察到台灣的文化政策，主要是要將

文化作為商品與展現國家特色的方式，進入國際產業環節中的一員。 

 

  此外，第三章也提到 2009 年「創意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方案行動計畫」

的發展重心，主要落實在地方美學與傳統文化的發展與創新。並且，政策上將電

影產業的執行方式擺放在國片華語市場行銷與推廣，使電影業者拍攝出華語市場

叫好又叫座的電影作品。8也就是說，台灣電影的發展若必須通過政府輔導金的審

核，在地方美學、傳統文化、叫好叫座間必須體現於電影內容與主旨。故此，本

章以地方性、民俗文化之中呈現的鄉土性影音或內容做為討論基礎，探討電影與

文化政策或是電影傳達出台灣認同的議題。透過《電哪吒》、《陣頭》、《龍飛鳳舞》

的電影文本，探討台灣本土電影的內容發展與國家政策的關係，並且從中深入觀

察台灣電影的內容與大眾接受的反應，如何生產出支持國片與台灣認同雙重作用

的意義。 

 

第二節 民俗變奏曲：影像與音樂的再現意義 

 

 

  第二節主要處理兩的部份，其一，《電哪吒》與《陣頭》兩者皆以陣頭文化作

為電影敘述主軸，特別是兩者在音樂的處理上，加強了民俗文化的影像對於本文

所要首先處理的民俗再現，提供了另種觀看的形式。其二，《龍飛鳳舞》中將台灣

流行音樂巧妙的置入電影中，我們可以從流行音樂的背景下觀看到的地方性與民

俗文化，再現台灣流行文化與觀眾之間的共同記憶，如同電影理論所提，「電影中

的聲音有三種形式：說話聲、音樂聲與雜音（或稱做音效）。一旦選定了主旋律，

這些旋律可以互相組合以喚起與其連結的主題」。9本文在此，著重討論的部分在於，

                                                      
7
 同上註，頁 99-100。 

8
 同上註，頁 114。 

9
 David Bordwell、Kristin Thompson 著，曾偉禎譯，《電影藝術：形式與風格》（台北市：遠流，1992），

頁 366-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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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中的音樂聲如何成為民俗文化再現過程的主旋律。此過程藉由陣頭文化的影

像組織電音與搖滾樂，形成民俗文化轉變樣貌的再現意義。此外，從民俗文化與

地方性的展演之中，藉由流行歌曲的時代進程，喚起觀眾對於民俗、地方、大眾

的集體記憶。 

 

  首先，《電哪吒》主要以電音結合哪吒鬥李靖的故事，將陣頭文化中的三太子

變成主角，凸顯主角阿豪（藍正龍飾）與阿浪（太保飾）強烈的父子衝突，這個

衝突體現阿豪對於家的戀眷，以及電音三太子為母題的故事發展。台灣的陣頭音

樂，出現於迎神賽會或其他節慶時，出陣遊行或野臺演出的團體所使用的音樂，

其目的多在表達對神明虔誠之意，並祈求來年更平安、發財。至 1990 年代後學者

將台灣陣頭音樂以表演形式分成三大類：「技藝性陣頭、音樂性陣頭、宗教性陣頭」。
10而在《電哪吒》出現的陣頭，以電音陣頭為主。電音陣頭的歷史脈絡最早是在 1970

年代，由藝閣以電子花車的形式出現，並且在廟會表演時，與台下表演的陣頭結

合演出。到 2000 年後台灣開始風靡電音三太子表演形式，源於 2005 年北港太子

會參與搖滾音樂會，使得電音三太子在台灣聲名大噪，朴子太子會同時出國表演，

從國外紅回台灣，逐漸將電音三太子的形象，建構成台灣的文化特色。爾後，2009

年高雄世運時，以電音三太子騎摩托車出現，精艷台灣觀眾與外國選手，形成台

灣對外的文化形象。11陣頭文化隨著時間的推演，對於當代台灣理解的傳統文化，

早已不是原本的形貌。 

 

  在此，當《電哪吒》以電音作為電影主題的號召，透過電音三太子在國際表

演中凸顯台灣形象的光輝，在文化行銷方面，造成電音三太子與台灣文化的掛鉤，

逐漸演變為對於台灣文化肯定的力量。但對於電影描述，電音不僅再現台灣文化

的論述，更是透過台灣 DJ 阿豪將陣頭音樂與電音的結合，使得電音變成一種主角

對於家的記憶。當阿豪第一次站上DJ的舞台，鏡頭大特寫阿豪畫著三太子的臉譜，

音樂一撥出，鏡頭馬上切至阿豪兒時對於母親親切的回憶，隨著搖鏡拍攝阿豪的

背影，奔跑於廟宇內的場景，落時在阿豪安全的躺在母親的懷中。故此，它再現

了主角對於家庭的嚮往，亦呼應民俗透過音樂與影像再現的電影敘述。 

 

  其次，藉由音樂與影像結合的民俗再現，改變陣頭音樂原有的表演形式，更

在《陣頭》中表現得更為明顯。《陣頭》不再以陣頭音樂作為與影像結合的論述，

大體上皆由搖滾樂作為電影敘述主軸，它所再現的民俗是一個從保守的形象轉為

創新的過程以及結果。從以阿賢（小鬼飾）帶領的「震天團」和阿泰（柯有倫飾）

                                                      
10

 請參見「台灣大百科全書－陣頭音樂」詞條，攥寫者為黃玲玉，2010.02.05，網址：

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21414&Keyword=%E9%99%A3%E9%A0%AD。 
11

 請參見「台灣大百科全書－電音陣頭」詞條，攥寫者為王啟明，2012.01.04，網址：

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100208&Keyword=%E9%99%A3%E9%A0%AD。 

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21414&Keyword=%E9%99%A3%E9%A0%AD
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100208&Keyword=%E9%99%A3%E9%A0%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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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九天民俗技藝團」爭先安營的場景，導演所要展示著正宗陣頭是帶有宗教性

質的儀式活動。在「福興宮」的安營場面，場面的佈署特別有巧思，「安營」簡言

之就是天兵天將各自歸位（東、南、西、北、中五營）如同軍營的晚點名。因此，

鏡頭廣角拍攝「震天團」所展演的位置，頭頂上紅色的燈籠被月光照映下，在地

上形成領其排列的影子，如同軍對整齊劃一的位置。再者，搭配紅色燈籠與火橘

的燒紙錢化面，使色彩營造出肅殺之氣。又加上鏡頭對於表演者身體的多次大特

寫，由其將阿賢的臉部特寫以慢動作處理導演認為的正宗陣頭形象，以此使觀眾

了解陣頭文化原先的特色。 

 

  但是，《陣頭》所要闡述的陣頭文化，是座落在阿泰的「九天」，阿泰從台北

學搖滾樂回家，影片中這個角色總是與廟宇、陣頭鼓、家將的陣頭文化進行對話。

並且每當阿泰與正統的陣頭有所衝突時，背景音樂總是帶入搖滾樂，而逐漸使搖

滾樂成為整部片的敘事主軸。最好的例子為台中市政府邀請「九天民俗技藝團」

參與「國際文化祭」的開場演出，首先展現的是陣頭鼓的聲勢，隨後轉為搖滾歌

曲與三太子跳街舞的表演形式。當阿泰唱著以青春、熱血為主題的歌詞內容，它

使陣頭音樂產生一種文化的論述，陣頭文化不再帶著宗教性質的意義而轉化成年

輕人的熱血與青春。同時，搖滾樂不再如葉月瑜認為六０年代台灣新電影《搭錯

車》要展現現代性的支持和傳統的拋棄，12與《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所要表現的

台灣戰後文化認同。13於《陣頭》的搖滾樂，以不是表達現代性與戰後文化認同的

意涵，而是藉著搖滾樂與陣頭表演的再生產，將民俗的影像與流行文化接軌，將

陣頭文化轉向「青春、熱血」的標記。 

 

  除此之外，同樣以流行歌曲作為電影再現意義的《龍飛鳳舞》，在導演王育麟

自我的影音處理中，他提及：「一代代的天王天后歌曲，都曾在歌仔戲舞台上被高

唱，現代呢？所以我在片末放了張惠妹的〈好膽你就來〉，除了賦予現代意義，也

是種對傳承的期待。」14，該片之中包含本片出現的流行歌曲有：崔苔菁〈乘風破

浪〉15、甄妮〈海誓山盟〉16、崔苔菁〈風〉17、鳳飛飛〈牽成阮的愛〉18、郭春美

                                                      
12

 葉月瑜著，《歌聲魅影：歌曲續是與中文電影》（台北市：遠流，2000），頁 27。她認為《搭錯車》

主題曲〈一樣的月光〉為八０年代一部重要的作品，重要性在於它表現的現代性，在於它對現代化

的支持和對傳統的拋棄。 
13

 同上註，頁 33。《牯》片文本的深層敘事指涉另一尖刻的歷史困境－台生第一代的文化認同困難，

搖滾樂在物質匱乏、極權統治的六０年代取代了日益模糊的孔教中國，成為青少年的福音。 
14

 汪宜儒著，〈從甄妮到鳳飛飛…硬底子演員尬戲 唱 70 年代流行歌〉，「中時電子報文藝新聞」

2012.01.04，資料來源：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Philology/Philology-artnews/0,3409,112012010400506+110513+

20120104+news,00.html。 
15崔苔菁 〈乘風破浪〉1999 年收錄在專輯《群星會 14》，作詞：莊奴，作曲：陳彼得。崔苔菁以

美艷、妖冶、華麗、動感的形像稱霸台灣 70-80 年代。歌詞如下： 

陽光照耀海上，海鷗在飛翔，我們乘風破浪，努力向前航，茫茫大海克服萬難，我在你身旁，  

漫漫旅途你在我身旁，乘風破浪，愛的信心就是力量。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Philology/Philology-artnews/0,3409,112012010400506+110513+20120104+news,00.html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Philology/Philology-artnews/0,3409,112012010400506+110513+20120104+news,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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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騎白馬〉19、關淑怡〈忘記他〉20、阿密特〈好膽你就來〉21等。關於背景音

                                                                                                                                                            
月光照耀海上，漁火在遠方，我們乘風破浪，凱歌歸故鄉，茫茫大海克服萬難，我在你身旁，漫漫

旅途你在我身旁，乘風破浪，愛的信心就是力量。 

「魔鏡歌詞網－崔苔青」，《群星會 14》（1999） 

，資料來源：http://mojim.com/twy101326x1x3.htm。 
16

 甄妮〈海誓山盟〉，收錄在專輯《紅伶少女》，為 1976 年電影《海誓山盟》電影主題曲。作詞：

林煌坤 作曲：駱明道。歌詞如下： 

我在夕陽下，默默我問浪花，浪花你從海角來，是否你遇見了他，浪花不回答， 

莫非他笑我傻，愛人已經離開了，為何還不回家，他的情他的愛，拋不開也放不下， 

曾經海誓曾經山盟，永遠在我心中牽掛。 

遙望天之涯，默默我問晚霞，是否為我傳信息，就說我等著他。就說我等著他。 

就說我等著他。 

「歌詞帝國－甄妮」，《紅伶少女》（2003.12），資料來源：

http://lyrics.oiktv.com/lyric.php?sid=2177&aid=4334&lid=48442。 
17

 同註 15，崔苔菁〈風〉，1999 年收錄在專輯《群星會 14》，作詞：謝誌豪，作曲：童安格。歌詞

如下: 

冬天吹來一陣寒冷的微風，在這冰天雪地愛情在閃爍。我們相逢，冰雪中，梅花嬌艷掛枝頭。 

春天吹來一陣溫暖的和風，在這百花園中愛情在散播。我們相逢，春光中，百花迎風展笑容。 

不管是寒冬不管是溫暖的陽春。我身邊有了你才會充滿美夢。 

風雪,不覺得多少寒冷，春風更醉人，寒風也好，春風也好，愛你的笑，啊...  

資料來源：http://mojim.com/twh101326.htm。 
18鳳飛飛〈牽成阮的愛〉，1992 年收錄在台語專輯《想要彈同調》，作詞：李坤城/王武雄，作曲：

羅大佑，編曲：花比傲。歌詞如下： 

有時過路，有時做夢，予阮想半天。前世姻緣，夢中做伴，醒來無半項。啥麼時陣，啥麼心思，啥

款的思戀。褪色的美夢，浮踮在腦海，總是彼個人。 

有時甜蜜，有時苦痛，人生一齣戲。台頂搬戲，台腳看戲，替換無了時。彼時快樂，今日悲傷，啥

人會懷疑。過時的空虛，紓卒的春天，猶原縞縞纏。 

茫茫渺渺，思思念念，夜夜地等待。到底有啥人，替阮來安排，牽成阮的愛。 

有人孤單，有人幸福，命運天註定。人生宛然，雲海煙霧，茫茫無路行。有緣做陣，無緣做堆，到

底是按怎。抬頭向月娘，照著阮心聲，只有伊知影。 

「魔鏡歌詞－鳳飛飛」，《想要彈同調》（1992）資料來源：http://mojim.com/twy100515x1x11.htm。 
19

 郭春美〈身騎白馬〉，2007 年收錄在《我身騎白馬》，是一張將台灣傳統歌仔戲披上愉悅慵懶電

音的沙發專集。取自歌仔戲七字調古詞的《我身騎白馬》主要副歌，實為台灣歌仔戲戲曲《薛平貴

與王寶釧》，而取部分歌詞「我身騎白馬走三關，改換素衣回中原，放下西涼無人管，一心只想王

寶釧」。 

吳牧青著，〈身騎白馬坐沙發 叛客起乩搖搖樂︰《低級嗨同名專輯》、《我身騎白馬》〉，《破報》復

刊第 448 期（2007-02-10 00:56），資料來源：http://pots.tw/node/675。  
20關淑怡〈忘記他〉，1968 年詞與曲皆由黃霑所作，後受入鄧麗君粵語專輯，深受廣大歌迷喜愛。

1995 年重新翻唱，此歌曲更是王家衛電影《墮落天使》的主題曲之一。全是改編歌的個人專輯《'EX' 

ALL TIME FAVOURITES》好評如潮，大碟銷量高達三白金。歌詞如下： 

忘記他，等於忘掉了一切，等於將方和向拋掉，遺失了自己。 

忘記他，等於忘掉了歡喜，等於將心靈也鎖住，同苦痛一起。 

從來只有他，可以令我欣賞自己，更能讓我去用愛，將一切平凡事，變得美麗。 

忘記他，怎麼忘記得起，銘心刻骨來永久記住，從此永無盡期。BA...... 

「魔鏡歌詞－關淑怡」，《環球 DSD 視聽之王:關淑怡》（1995），資料來源：

http://mojim.com/twy100402x26x15.htm。 
21阿密特〈好膽你就來〉，張惠妹，台灣歌壇天后，後改名為阿密特，此歌曲收錄在 2009 年阿密特

同名專輯。作詞/作曲：阿弟仔，編曲：Martin Tang，製作：張惠妹/阿弟仔。歌詞如下： 

攏細你啦，攏細你啦，攏細你害我的面來紅紅，你的心我的心結結作一伙，是要打算按怎。 

攏細你啦，攏細你啦，攏細你害我整天在茫茫，你的心我的心現在賣擱假。 

http://mojim.com/twy101326x1x3.htm
http://lyrics.oiktv.com/lyric.php?sid=2177&aid=4334&lid=48442
http://mojim.com/twh101326.htm
http://mojim.com/twy100515x1x11.htm
http://pots.tw/node/675
http://mojim.com/twy100402x26x1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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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與影像結合的探討。筆者以鳳飛飛〈牽成阮的愛〉與阿密特（張惠妹）〈好膽你

就來〉作為討論對象。鳳飛飛對於七 0 年代台灣流行歌曲文化而言具有指標性的

作用，對於導演而言亦充滿時代的意義。22在影像語音樂的處理上，當老琴師將舊

照片送給莊奇米（郭春美 飾），影像透過淡黃的懷舊色調，呈現莊奇米的兒時記

憶，隨著鳳飛飛獨特而溫柔的嗓音唱著：「有時甜蜜，有時苦痛，人生一齣戲。台

頂搬戲，台腳看戲，替換無了時。」，影像進入莊奇米的母親原為戲班的苦旦，帶

著幼小的奇米跟著戲班四處為家的畫面，並且敘述母親在台上病倒、住院、死亡

的過程，對於奇米而言具有很深的遺憾與懷想。（1’36’52－1’40’00）透過了流行歌

曲與歌仔戲（民俗文化）的補述作用，再現了大眾時代記憶與民俗的不可遺忘，

透過懷舊的影像與時代性的歌曲或歌手，建立起民俗、大眾、台灣（地方性）的

集體想像。 

 

  而更有趣的之處，筆者認為在於片末張惠妹所演唱的《好膽你就來》，歌曲與

影像的雙重疊合，與《陣頭》討論的搖滾樂有異曲同工之處。不過，王育麟更是

透過影像的處理解構了民俗文化與地方性的固著。因為，當影片一結束，張惠妹

帶有強烈搖滾嗓音的歌曲進入結束畫面，影像則是將本片的拍攝過程及幕後花絮

伴隨著強烈的搖滾節奏進行一連串的流動。（1’47’48-1’49’04）在此處重要的議題

在於，王育麟這樣的安排，無疑是在某種程度解構了民俗文化與地方的不可移動，

透過影片語歌曲，生產的兩者流動的展新圖示，也就是《龍飛鳳舞》最後將〈好

膽你就來〉具有當代的指標性流行搖滾音樂置入的同時，即是當民俗文化帶入現

代的時代之中，觀眾觀看影片的同時在影像上進行集體的現代認同感。此舉動將

鄉土的想像完全解放出來，與同樣以民俗文化作為電影主軸的《電哪吒》與《陣

頭》進行切割。 

 

  討論影音的過程中，筆者認為台灣導演很明確的操作電影與大眾喜好的關係，

陣頭文化或歌仔戲文化所展現的音樂性與表演性非常適合做為商業電影，對於票

房具有吸引力。，因此，《電哪吒》、《陣頭》、《龍飛鳳舞》將電音文化與搖滾樂作

為影片的論述音樂，不但可吸引觀眾的目光，又陣頭文化或歌仔戲文化的展演作

為地方節慶與傳統技藝的特色。在此，我們再從文化創意產業政策的脈絡觀之，

兩者不僅是再現電影以民俗作為台灣文化的標誌，更強調地方感的形塑，隱含著

                                                                                                                                                            
攏細你啦，攏細你啦，攏細你害我來氣心魯命，你的心我的心結結作一伙，是要打算按怎。 

要討我的愛，好膽你就來，賣放底心內，怨嘆沒人知。思念作風颱，心情三溫暖，其實我攏知，好

膽你就來。 

「魔鏡歌詞－張惠妹」，《阿密特》（2009），資料來源：http://mojim.com/twy100090x36x7.htm。 
22

 張士達著，〈經典歌曲原音重現《龍飛鳳舞》有請阿妹 4 天后〉，「中時電子報」，2011.12.30，資

料來源：

http://showbiz.chinatimes.com/2009Cti/Channel/Showbiz/showbiz-news-cnt/0,5020,100103+1120111230

00027,00.html。 

http://mojim.com/twy100090x36x7.htm
http://showbiz.chinatimes.com/2009Cti/Channel/Showbiz/showbiz-news-cnt/0,5020,100103+112011123000027,00.html
http://showbiz.chinatimes.com/2009Cti/Channel/Showbiz/showbiz-news-cnt/0,5020,100103+112011123000027,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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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種對於鄉土與民俗互為表裡的想像。而台灣電影在生產上，基本是依附在政府

文化創意產業提供的資源底下進行，因此導演或編劇的拍攝內容，在某種程度上

必定會與國家文化的定位做出一定的協商活動。 

 

第三節 世代衝突的電影敘述到改造傳統的鄉土變異 

 

 

  《電哪吒》、《陣頭》、《龍飛鳳舞》的電影敘述皆由民俗文化的創新過程講述

世代衝突的主題，前兩部電影文本主要著眼於父子隔閡，是因為電影故事的原形

即是〈哪吒鬥李靖〉，在台灣的哪吒形象主要源自於《封神演義》，其中將哪吒、

李靖父子塑造成冤家對頭，而哪吒的形象在於勇於反抗傳統、打擊邪魔，肯拼肯

衝的少年英雄，使它成為民眾所景仰依賴的神祇。23環繞於在電影的場景中，衝突

點的場景調度，使得民俗所座落的空間為主角的鄉土回歸場所。而在《龍飛鳳舞》

則是母子衝突，但特別之處在於，身為兒子的阿義（吳朋奉 飾）卻因為妹妹春

梅（郭春美 飾）的腳傷，決定回到歌劇團幫忙，扭轉了觀眾對於傳統不能變更

的想像，更是在影片最後，春梅掌管了歌舞團進而創新改造的影像震撼，使得衝

突瓦解，帶來歌仔戲全新的風貌。如同蕭阿勤說過：「集體經驗的特定敘述模式中，

集體記憶即是透過敘事化而將人們對過去的理解模式化、結構化的過程與結果」。
24也就是集體記憶會塑造出觀眾觀看電影的過程，透過影像的反覆處理的文化符碼，

造就電影與觀眾雙向的感受，凝結成相互指涉的感之結構，他關係著我們是誰？

我們的文化是什麼？諸類與傳統或當代的文化議題，反觀兩部電影的父子衝突敘

述，即可產生鄉土再現的影像感知。而在《龍飛鳳舞》中更是擴大到改造傳統召

喚大眾庶民記憶與鄉土性的認同。此互文性的展現，本文即透過梅茲（Metz）討

論移置性敘事插入鏡頭（displaced diegetic sound），他認為「所插入的鏡頭在時間

和空間上，相對於其所插入的一系列鏡頭有移置性的作用」。25筆者認為，透過移

置性敘事插入鏡頭在三部電影中的運用，即可提供一個觀看父子衝突或改造傳統

的電影敘述對於鄉土性再現的重要性。 

 

  如同《電哪吒》阿豪與阿浪父子間的衝突場景，永遠是座落於伴隨著阿豪長

大的寺廟，並且在最後，阿浪為阿豪擋下瘋狗（夏靖庭飾）射出的子彈，倒在地

                                                      
23

 蕭登福著，〈哪吒溯源〉，國立中山大學清代學術研究中心、新營太子宮管理委員會主編，《哪吒

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一屆》（高雄市：中山大學清代學術中心；台北市：新文豐，2003），頁 56-57。 
24

 蕭阿勤著，《回歸現實：台灣 1970 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台北市：中研院社研所，

2008.06），頁 8。 
25

 Robert Stam、Robert Burgoyne、Sandy Flitterman-Lewis 著，張梨美譯，《電影符號學的新語彙》，

（台北市：遠流，1997.03.01），頁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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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阿豪見狀，與瘋狗扭打一團，背景音這時透過陣頭家將表演的音樂，形成一

種緊張感，當阿豪將瘋狗制伏在地後，跑向阿浪，阿浪對她說：「爸爸記得媽媽的

聲音」，在此之前，阿豪從未教過阿浪一聲爸，當阿浪斷氣時，阿豪中於喊出：「阿

爸！」（1’16’03），父子多年的衝突在此時才得以化解。隨後，畫面溶入兒時阿豪

奔跑在廟宇的畫面，推軌鏡頭隨著阿豪移動於寺廟小巷至老舊瓦庄巷弄，他拿著

母親給他的耳機，跑回家時正好撞見父親抱著割腕自殺的母親，憤而衝過去搥打

父親，在打鬥過程中，父親不小心將耳機踩壞。壞掉的耳機代表著父子間多年的

衝突，而當阿豪整理父親遺物時，才發現那副耳機被父親小心的收藏，此時，決

定了阿豪留在家中幫忙阿公管理寺廟的行為。而在父子衝突中，即可觀察到，家

對阿豪的定義，其實座落在寺廟的內部與外在的連結。鏡頭通過反覆的將寺廟與

父子衝突的敘事結合，使得寺廟或者陣頭文化的表演，對阿豪產生出家的定義。 

 

  影片所展現的家到了《陣頭》更有顯著的樣貌，並且家的概念擴大至家鄉、

鄉土的影像展示。同樣地，阿泰與阿達（阿西飾）父子衝突的地點也是座落於寺

廟中，不過電影敘事的安排更將寺廟界定成一個家鄉的具體形象。阿泰兒時在太

子爺臉上亂塗鴉，因此阿達將他送去台北學音樂，那之後阿泰再也不喊阿達爸爸。

阿泰所代表的是從台北返鄉的年輕世代，而阿達代表的是堅守家鄉的具體形象，

他們爭吵的過程，即是陣頭文化在守舊與創新之間的展現形式，在大殿中，以擲

杯決定「九天」應該由誰作為團長，在這個場景中，將守舊與創新的的議題與父

子堅的衝突所具有的互文性進行一場辯證。最後，父子化解衝突重要的關鍵在於，

師祖痛罵阿達說：「你們這兩個老的，只會講顧傳統，其實在顧你們的面子。難道

不知道這規矩是人設的，傳統是人做的。少年仔知道變通，這是好代誌！」（1’49’13）

之後，阿達看了阿泰的表演，並且贊同兒子。片尾，兩人散步在鄉野之中，阿泰

展現出回歸鄉土的心情。電影透過父子衝突到化解，皆運用家裡的寺廟，家鄉的

土地，展現陣頭文化從守舊到創新的過程，並且最後將鄉土的影像帶入電影敘述

中，使得觀眾感受到回歸鄉土即是傳承民俗文化的重要性。 

 

  到了《龍飛鳳舞》更是明白展演出民俗文化對於鄉土／台灣的重要性，歌仔

戲題才對於導演王育麟而言具有，與上述了部影片相同的兒時記憶。如王育麟自

己提到： 

 

五、六歲時在三重老家，當時野台戲十分興盛，每當戲班演出，台下總會

聚集大量人潮、攤販、小吃、童玩隨之興盛，在巷子口搭起的臨時舞台，

就變成孩子們的遊樂場所。然而，祖籍天津的父親對歌仔戲沒有興趣，每

個禮拜總會被父親抓去看京劇，卻意外讓歌仔戲這項台灣民俗變成幼年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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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心的嚮往。26 

 

因此，《龍飛鳳舞》的背景雜音以人聲作為最大的特色之一，無論是台上正在表演

的歌仔戲演員，或是下台後演員們的戲外生活，王育麟將周圍街道的聲音、看戲

人群的吵雜交談聲，甚至於狗叫聲，都清楚的收入於影片當中。藉由觀眾觀看影

片的同時不斷接收到雜音的訊息，使得影片清楚的呈現庶民生活與民俗文化勾勒

出來的地方感。 

 

  其次，基本上該片的演出幾乎以歌仔戲在宮廟前的表演做為戲劇發展的主軸。

而討論到衝突點也只是劇情一開始將阿義與母親的衝突以阿義的婚姻作為後面劇

情的鋪承，伴隨著春梅因為受傷帶來的天龍歌劇團的演出危機，阿義瞞著母親回

到團裡幫忙訓練新人。無論是阿義在自家頂樓表演的十三響或是阿義帶領新人們

路跑高雄的愛河之新，皆是強調回歸家鄉的電影敘事與地方性特色的影像處理。

甚至阿義在頂樓說過：「歌仔戲如果做得好就是藝術，若做不好…就是垃圾。」

（0’36’54－0’37’01）導演透過阿義說出的肺腑之言將歌仔戲文化的庶民文化拉到

台灣表演藝術的高度，但是影像的處理中也不忘記將家鄉（地方感）與民俗牽連

在一起，進入文化政策發展所要強調落實地方美學與傳統技藝的重點之國家願景。

透過導演本身對於歌仔戲文化的兒時情感，將電影拍攝的歌仔戲場景，皆擺放在

地方廟宇慶祝神明誕生的傳統節慶中，而展演的場所不是在廟宇就是在街頭巷尾，

大量的影像處理，使得無論是衝突場景、兒時記憶、日常生活的狀況，清晰的呈

現在地方的鄉土性特色中。 

 

  當三部電影同時放進具體鄉土變異的討論，我們看到鄉土性所展演的文化場

域流通，即是台灣民眾所熟悉的地方與場所，從影像到電影敘述的重疊運動下，

鄉土性的特質帶有強烈的民俗文化與地方性的建構。也就是筆者一直強調鄉土性

對於台灣具有文化上集體歸屬與認同，以面對的、情感的並且擁有共同文化價值

的生活秩序進行某種程度的生產功能，亦須改變傳統文化對於我們的影像，透過

發明或改造的過程，重新注入鄉土原本的意涵。透過電影文本的分析，使我們清

楚得看到鄉土性對於台灣電影在近幾年來的發展重心，也成為台灣電影新時代的

關懷方向。 

 

第四節 影像空間生產出的鄉土意識 

 

                                                      
26

 超小號著，〈老爺飯很黏－王育麟導演與《龍飛鳳舞》〉，（「開眼 e 週報－人物專訪」第 327 期，

2012.01.12），資料來源：http://eweekly.atmovies.com.tw/Data/327/33270069/。 

http://eweekly.atmovies.com.tw/Data/327/3327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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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意識形態的鄉土，在《電哪吒》、《陣頭》、《龍飛鳳舞》中，筆者以為主

要是以影像所展現的「地方感」生產出電影論述的鄉土意識。第一部所著重的鄉

土比較貼近家的概念，第二部生產出的鄉土具體建構從家延伸到地方感的鄉土形

象，第三部則是將鄉土的形象生產出鄉土性。藉由三部片並置討論的過程，電影

敘述的影像或許可以與上述的概念生產出鄉土意識。場所是行動和意象的中心，

它是我們存在中經驗到有意義事情的焦點。瑞夫（Relph）認為「在特定的場所脈

絡中，事件和行動才有意義，而且被那些場所的特性所影響」。27也就是說，依循

著電影敘述中的場景脈絡，觀察這些場景與主角或電影主題與場所的關係，透過

《電哪吒》重複出現阿豪兒時奔跑於寺廟旁的巷弄，就這層意義思考重複的問題，

或許薩依德談論的重複與再現之間的關係，更可以使我們理解阿豪奔跑的意義。

他借用維科談重複的論點進而延伸： 

   

重複的確可是未加工的經驗與情理連結，就意義層面看，因為過去相似經

驗的重量會再回來，經驗會累積意義。其次，重複是一種架構，人在這架

構裡再現自己給別人看。每一次重複某個過程（corse）或辦法（ricorso）

都與原來的大致一樣，這的確是實話。可是維科對於循環中每一重複階段

的失與得，也就是差距，仍有敏銳的感受。28 

 

  如同，阿豪受傷後，在睡夢中，回憶起母親死亡的畫面，那是透過現實生活

中與父親之間的矛盾以及自身在電音世界尋找認同的雙雙作用下，使自己回歸到

最原始的狀態。此狀態的電影敘述是藉由母親哼出的歌聲與廟宇的懷舊氣氛，建

構起阿豪對於家的概念。經過不斷反覆出現的回家的過程，電影將民俗轉化成一

種懷舊的風格，懷舊的直譯就是痛苦地對回家的渴望。蕭（Christopher Shaw）和

切斯（Malcolm Chase）認為「懷舊是一種普遍的對現代性不滿的情緒，因為社會

學研究早已表明，現代化過程是一個從禮俗社會到法理社會變化的過程，無可避

免地造成了社會和文化歸屬的消失，並導致異化」29。通過地點（廟宇建築）、記

憶（對家庭的嚮往），它將過去想像成家，作為現實世界的反面，而這種想像就是

通過有選擇的記憶、發明和遺忘過去的情景來實現的。故此，《電哪吒》的影像與

音樂反複再現廟宇、陣頭、音樂聯結了觀眾對於民俗元素的認知，使得民俗轉化

成一種懷舊，更變成「家」的象徵。 

 

                                                      
27

 顏忠賢著，《影像地誌學－邁向電影空間的理論建構》（台北市：萬象，1996），頁 23。 
28

 愛德華˙薩依德（Edward W.said）著，薛絢譯，《世界˙文本˙批評者》（台北縣新店市：立緒文化，

2009.10），頁 178-179。 
29吳靖著，〈文化產業與流行情緒－作為內容和社會創意的懷舊〉，李天鐸編，《文化創意產業讀本：

創意管理與文化經濟》（台北市：遠流，2011.05）頁 248。 



                               

56 
 

  除此之外，《陣頭》更將「家」延伸到「地方感」的影像處理。阿泰帶著「九

天」揹著陣頭鼓扮演三太子實行環島計畫的過程，由於鏡頭隨著他們經過龍井交

流道、福興宮、西螺大橋、楓港老街、北回歸線、港天宮、關渡大橋、王功等具

有地方指標性的地點，使得移動的過程顯得格外重要。再者，《龍飛鳳舞》的歌仔

戲班本身具有可移動性的展演元素，當戲班隨著宮廟慶祝神明生日的活動，透過

不同廟宇名稱的改變，使得移動成為有機的動力，因為「地方感」是指人類對於

地方有主觀和感情上的依附。小說和電影時常喚起地方感，使讀者／觀眾知道「置

身那兒」是怎樣的一種感覺。30當鏡頭選擇這些地方的指標，意味著這些地景透過

影像的展現，召喚出我們的公共記憶。阿圖塞於視覺研究論述的召喚（interpellation），

指得是每天以語言和影像對著我們說話的意識形態，影像的召喚使我們成為觀看

者，並且召喚的過程中指定我們成為影像所想要的那類觀看者。31當影像不斷的將

陣頭文化的元素帶入台灣地景的建構時，營造出民俗與土地強烈的親密性，使得

觀眾觀看影片的同時，不自覺地進入兩者間的建構關係。而通過建立在地方感的

影像流動，巧妙的與鄉土、本土到土的連帶關係再現出來。此時召喚出的鄉土情

感，以不再是《家在台北》中出國留學的年輕人失根的心情，而是接近於佛瑞德˙

德維斯（Fred Davis）的「巨大認同錯置」（massive identity dislocations）所言： 

 

當一個社會眼見各個文化樓起樓塌，變遷之訴有如白雲蒼狗，人們會發現

它們的根本信仰、價值、理解模式不斷地被打破、被撼動，驚覺自己失去

了社會、心理和道德的歸屬。32 

 

進入後現代的社會，面對各種文化不斷地被挖掘以及建構的過程，人們對於台灣

的認同，在多種文化建構的論述下，反到失去了原有的歸屬感。 

 

  有關父子衝突的倫理塑造到民俗作為論述鄉土的變異過程中，即是從「以家

鄉、同類、共同體所迴繞出的概念疆界，具有強烈的凝聚力，也有自然發生的排

他性。以家鄉、本土、鄉土的熟悉社群所建立的共識，也就是倫理意識形態的起

點」。33從劉紀蕙這段話，提供我們反省鄉土性再現的生產意識，《電哪吒》、《陣頭》、

《龍飛鳳舞》所要展現的鄉土性，其實具有強烈的排他性。這種排他性在本土電

影所呈現的特質，其實對於蕭阿勤而言具有台灣歷史發展脈絡與繼承，他從 1920

                                                      
30

 Tim Cresswell 著，徐苔玲、王志弘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台北市：群學，2006），頁

15。 
31

 瑪莉塔˙史特肯（Marita Sturken）、莉莎˙卡萊特（Lisa Cartwright）著，陳品秀譯，《觀看的實踐：

給所有影像世代視覺文化導論》（台北市：臉譜，城邦文化出版：家庭傳媒成邦分公司發行，2009.11），

頁 73。 
32

 葉蓁（June Yip）著，黃宛瑜譯，《想望台灣：小說、電影、國家中的文化想像》（台北市：書林，

2010.12），頁 250。 
33

 劉紀蕙著，《心之拓樸－1895 事件後的倫理重建》（台北市：行人文化實驗室，2011.03），頁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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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的台灣新文學論爭作為台灣人與土地之歸屬感的濫觴，當時指涉的對象為外

來的日本統治，本省鄉土文學存在的必要性是作為對日本人抵抗的運動，1930 年

代初期台灣作家觀還社會現實的鄉土文學以及運用台灣話寫作皆透露出民族性特

質。到了七０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作家強調回歸現實，以台灣作為自己的家鄉

書寫自己的土地，進入八０年代的美麗島事件後，更是透過民族主義的情感連結，

將「鄉土文學或更廣泛的回歸鄉土潮流，是為奠定台灣民族主義傾向的『台灣意

識』發展的基礎」。34透過黨外的台灣意識者將鄉土兼具有台灣民族主義的政治主

張。35經過政治的處理後，本土化的意涵隱然浮現。尤其從兩千年陳水扁當選，更

是大肆進行本土化的推動，從九 0 年代的社區總體營造到近期台灣文化創意產業

的發展重心，皆可以看到文化以作為資本與政治號召的工具。而所謂得本土電影，

將台灣文化單一走向的固定模式，引發了文化上固著的危險。如蕭阿勤所言：「影

響台灣語言生態的最重要因素，也就是政治環境，從 1980 年代開始經歷了巨大的

轉變。帶有獨特的福佬族群色彩的台灣民族主義，在八 0 年代後半葉迅速發展，

公開使用台語（福佬話），強化台灣主要族群福佬人的台灣認同」。36
 

 

  從電影所展現的陣頭文化或歌仔戲文化，台灣文化畫上等號及提供的我們反

思的空間。台灣以多元文化著稱的社會情境中，反而框架住自身文化發展的可能

性。再者，電影語言幾乎以台語作為出發點，它再再指涉台灣人應該說台語，這

才可以體現出台灣文化與台灣的鄉土形象。如《電哪吒》文案以「台灣首部很趴

的電影嗨作」、《陣頭》標榜「尬出台灣陣頭文化新生命」與《龍飛鳳舞》所強調

的「最道地的草根文化，最感人的在地精神」等運用指涉性的關鍵詞作為電影的

宣傳中新。並且，從台灣文化作為倫理建構的再現，是延續著濃厚的父權體制下

所進行的。但是，觀眾卻接受這樣的論述觀點，展現在《陣頭》以 3.17 億票房，

奪下 2012 年上半年國片票房冠軍。37反觀之，台灣觀眾支持以民俗文化為敘述的

國片，同時映證巴斯卡的觀點，把敘事看作是一時代之內生命世界的具體表現，

也就是把敘事看作是對於文化生活形態、生活過程、意識形態、以及價值觀的具

體化。38筆者以為，透過《電哪吒》、《陣頭》父子衝突的電影敘述以及《龍飛鳳舞》

改造傳統影像的過程，將民俗轉化成對於鄉土的一種象徵性符碼（symbolic code）
39，勾勒出文化的相異性，透過寺廟、陣頭文化、台語的使用、父子倫理關係在電

                                                      
34

 蕭阿勤著，《回歸現實：台灣 1970 年代的戰後市代與文化政治變遷》（台北市：中研院社研所，

2008.06），頁 151-203。 
35

 同上註，頁 245。 
36

 蕭阿勤著，《重構台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台北市：聯經，2012.12），頁 234。 
37

 〈「陣頭領軍衝票房，國片 5 強吞 6.6 億」〉，「TVBS 新聞台－今晨最新－早安星新聞」，（2012.07.15）。

參考資料：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J39geHlmy4。 
38

 Robert Stam，陳儒修、郭幼龍譯，《電影理論解讀》，頁 272。 
39

 Robert Stam、Robert Burgoyne、Sandy Flitterman-Lewis 著，張梨美譯，《電影符號學的新語彙》，

頁 307。象徵性符碼為羅蘭˙巴特（Barhtes）在《S/Z》創造出五種符碼之一，此書經常被視為是後

結構主義文學批評的先鋒之作。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J39geHlmy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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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中的使用，使得這個鄉土的形象被陳述出來僵化了新電影時期對於鄉土想像的

樣貌，這三部電影，將鄉土的形象趨近單一的過程，也就是台灣「後－新電影」

發展鄉土性的弊病。此種鄉土性的再現過程，與本土論述所帶來的巨大影響有著

密切的關係，也就是說，電影做為大眾文化，必須在票房上與大眾認知謀合，尤

其台灣人民多以台語(福佬話)作為生活母語的使用，電影使用台語的過程中，再現

「台灣主要族群福佬人的台灣認同」。40另方面，在台語運用於電影的歷史脈絡中，

我們即可將目光拉到台灣 1955 年到 1981 年所生產的台語片時代，尤其是在九０

年代後對於台語片挖掘與重建工作，其目的皆是「試圖重建台灣電影史，更在於

廣泛地深入認識台灣本土文化的發展」。41但有趣的是，廖金鳳認為台語片具有相

當程度的本土文化的意涵，並且在使用台語作為電影的傳遞媒介，顯然提供的是

一種特定的族群認同。也就是說，台語的使用在台灣電影史的脈絡過程，標示著

文化特殊性的建立，並且在某種程度上塑造集體認同感的文化符碼。當我們使用

台語的過程，也是不斷地自我指涉，「我是台灣人，台灣人使用台語」的深層意識，

是經過歷史堆疊的移情作用。 

 

  聲稱多元文化共存的台灣，在本土論述的推波助瀾之下，所謂台灣文化的多

元主體展現於「南管、北管、歌仔戲、布袋戲、原住民歌舞，以及舞獅、舞龍、

八家將、宋江陣等民俗藝陣」，42本土論述者將這些歸類為傳統藝術與民俗活動的

範圍內，在電影的脈絡中這些傳統或民俗的出現不再展示著台灣多元文化，弔詭

的是，台灣本土電影真正出現時，所謂的「本土」如同《海角七號》、《艋舺》、《父

後七日》、《雞排英雄》、《龍飛鳳舞》等以台語作為電影的基本語言、民間社會展

現的民俗特質和強烈的父權社會再現，如上節對於鄉土形象轉變的討論，此類標

榜台灣本土電影的生產物，框架了 2008 年後本土電影的發展脈絡。此時，影像中

的鄉土形象，就在這些電影固定的拍攝模式下，轉變成一種本土化的單一生產的

影像機制。尤其《陣頭》以「九天民俗技藝團」真人真事的故事改編，講訴台灣

一個傳統廟會的陣頭隊伍，經由男主角熱血逐夢、大刀闊斧改革後，由默默無聞

蛻變成知名表演藝術團體的奮鬥歷程。43使觀眾看完《陣頭》後感動之餘，關注起

「九天民俗技藝團」的真實存在，使得召喚和落實在觀眾的生活。 

 

                                                      
40

 同註 36，頁 234。 
41

 廖金鳳著，《消逝的影像：台語片的電影再現與文化認同》（台北市：遠流，2001.06），頁 28。 
42

 國家文化總會編著，《劃破時空－看見台灣來時路》（台北市：前衛出版：國家文化總會發行，

2008.10），頁 258。 
43

 鄭少凡著，〈電影《陣頭》主角 「九天民俗技藝團」的蛻變〉，《看雜誌雙周刊》第 107 期（台

北市：華人希望文化，2012.03.01），頁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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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全球脈絡下台灣鄉土論述的再生產 

 

 

  大衛哈維（David Harvey）認為全球化帶來的文化想像，已與輕盈、流動、非

固著去物質化與去場域化的概念相連，伴隨一體兩面的在地化，卻是越著重於物

質化和場域的特殊性，試圖強調在地、傳統與紮根的重要。44當文化產品越來越混

雜，在地化（localize）的渴望卻始終存在，於台灣電影的脈絡中，那股強烈的「回

歸鄉土的地域性衝突卻不曾消失」。45兩者矛盾的特質，更是在台灣 2008 年後的電

影場域占有明顯的論述，它們解強調電影帶來的在地情感與本土趣味的主題，一

方面使台灣傳統民間的形象，透過詼諧、逗趣的語言以及俗艷的台客風格，建立

起台灣本土的差異，並且企圖營造一種屬於台灣文化的在地情感；另方面又加強

大眾文化流通於全球之間的共同性。蔣勳從大眾文化的角度反省鄉土，認為「文

化的鄉土運動，基本上是對本位文化的再體認與肯定，但是它也可能與狹隘封閉

的、懷舊感傷的挖掘民俗活動混淆不清」。46因此，筆者以為《電哪吒》與《陣頭》

皆以陣頭文化作為台灣民俗展現本土文化的力量時，它使觀眾陷入一種民俗文化

的支持與愛台灣兩者混淆不清的集體認同感，「日常生活語言與觀念的運用通常使

人們產生某種虛幻的感覺，認為社會事實是明白而可知的」47。其次，當民俗文化

不斷進入守舊與創新的議題時，它使得民俗的形象逐漸轉化成對於自己鄉土認同

的集體意識，並且，我們並不會認為民俗文化與流行音樂生產出來的新民俗有甚

麼詭異之處，進一步認同，只要影像展現民俗的元素，即是台灣的傳統文化，更

進一步再把台灣的傳統文化與台灣的鄉土連結起來。另一方面，《龍飛鳳舞》雖然

也有上述的認同機制，但是在影像與音樂的處理上，卻生產出新的民俗文化與地

方性轉向的契機。 

 

  如《龍飛鳳舞》中運用的特效與動畫生產出另種風貌的台灣形象，片頭一開

始以宇宙的一顆星墜入的地球的畫面，這時背景音出現團長的聲音說道：「金乃是

辛卯年農曆六月時就，有天南宮觀音菩薩聖千秋，聘請兩位大仙到華堂慶賀」，畫

面隨之聲音進入台灣西側小島澎湖，這時影片傳來歌仔戲曲的鑼鼓敲打聲，演員

                                                      
44

 Tim Cresswell 著，徐苔玲、王志弘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頁 90-103。 
45

 瑪莉塔˙史特肯（Marita Sturken）、莉莎˙卡萊特（Lisa Cartwright）著，陳品秀譯，《觀看的實踐：

給所有影像世代視覺文化導論》，頁 282。 
46

 林載爵著，〈本土之前的鄉土〉，《讀書》雜誌編，《亞洲的病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

店，2007.05），頁 189。 
47

 蕭阿勤著，〈台灣文學的本土化典範－歷史敘事、策略的本質主義、與國家暴力〉收入於廖炳惠

等編，《「重建想像共同體－國家、族群、敘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市：文建會，2004），

頁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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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上傳統歌在戲服在沙灘上表演戲曲。（0’00’44－0’01’18）場度的影像透過碧海藍

天的沙灘、熱帶的植物、表演者與演奏者，將民俗文化原有的傳統形象，透過異

國風情的畫面情境展現。並且通過特效的運用營造出地方感的流動性。除此之外，

當春梅因為腳傷遲遲不能痊癒，聽從中醫推拿師的建議遠赴印度拜訪神醫，或者

使解開心病的旅程，更具有民俗文化流通於全球性的展演空間。林文淇曾評論本

片說道這一場景的運用， 

 

「由於影片並未清楚建立讓春梅必須要出走的價值衝突（究竟是傳統 vs.

現代？群體 vs.個人還是事業 vs.情感？），春梅出走的必要性並不具有高

度說服力。以現有劇情的安排，如果春梅沒有去印度，她可以去台東看原

住民歌舞，或是到一個國小看小朋友表演，這些都是可以取代印度，提供

她心靈啟發的本土旅行點。 」48 

 

林文淇認為台灣本土電影若要強調台灣本土即可在台灣地方進行展演即可，但筆

者認為，這一場面的運用卻是生產出民俗文化跨界流通於全球的可能。當春梅到

達印度，影像充滿印度當地的民俗文化與風情，有趣的是，背景音樂卻是傳來郭

春美自己演唱的〈身騎白馬〉電音版。在某種程度上，透過影像形塑的異國風情

置入傳統戲曲的演出，呈現了文化錯置的效果，另一方面，改編傳統戲曲的結果，

選擇以電音的流行音樂家以結合，在地方性流通與大眾文化改造的進程當中，將

民俗文化與地方性之間的關係，放到全球文化流通的脈絡中。 

 

  而台灣電影所面對的強大文化限制在於中國電影文化的市場，如國家提出的

「振興流行文化產業方案」所言，將台灣的文化市場設定為中國市場、歐美學習

華文華與熱潮的利基市場以鄰近亞太市場。49在《龍飛鳳舞》中，將莊奇米到天龍

歌劇團學習歌仔戲的場景，透過春梅、志宏（朱宏章 飾）等人邊說邊教的方式呈

現出來。當春梅一唱：「爹親啊」，畫面置入中國山水動畫，接續唱到：「晴天霹靂

一聲雷」時，現實生活中的春梅頓時換上戲服，進入山水畫之中演唱起來，隨後

與志宏兩人邊說邊唱著〈乞丐養狀元〉。這時，莊奇米以第三人的視角進入山水畫

中，帶領觀眾觀看兩人一說一唱的互動。接著講到另齣戲〈人犬奇緣〉時，莊奇

米在最後一句接唱：「要做大人」。將觀眾的身分轉化為戲中人物的腳色之中。

（0’32’20－0’34’19）在這一場景的展現過程，將中國性的元素帶入台灣戲曲的表

演形式當中，並且透過動畫的處理，轉化的民俗文化的傳統形象。 

若台灣電影市場主攻中國市場的層面上，《龍飛鳳舞》透過華語文化的共通性，巧

妙的將中國、台灣、現代、傳統的電影元素緊緊扣合，生產出華語文化流通性的

                                                      
48

 林文淇著，〈如果 2012…年度國片回顧與想像－《龍飛鳳舞》〉，《放映週報》第 391 期，2013.01.04，

資料來源：http://funscreen.com.tw/headline.asp?H_No=442。 
49

 林炎旦編，《文化創意產業理論與實務》，頁 107。 

http://funscreen.com.tw/headline.asp?H_No=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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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特色。 

 

  台灣電影生產機制與國家協商的過程中，若從文化創意產業的角度討論，民

俗作為台灣的文化資本同時擁有經濟價值，其中蘊涵以及提供文化價值的資產，

包含著建築物和藝術品等有形資產，以及一種以族群共有觀念、習慣、信仰與價

值存在的無形資本。而羅斯比認為，「文化商品的超文化價值（extracultural value），

即不同的文化種族、族群的文化傳統，以及精神等皆能透過商品的形式來傳遞，

以在競爭激烈的全球市場中，確保文化多元性的可能」。50也就是說，當陣頭文化

轉化成一種文化商品，以台灣民俗作為賣點，販賣全球市場中台灣民俗的特殊性，

強調出文化間的差異，但是卻要混淆這些差異，使兩者變為一體。如《電哪吒》

中從日本回來的小影，首次聽見阿豪的電音，隨之進入一種想像他們的兩人世界，

必須藉著代表著日本的小影來認同生長於台灣的阿豪。並且最後兩人在廟宇開起

電音派對，強調文化無差異，台灣文化的兼容並蓄。再者，《陣頭》最後以「九天」

受邀參加「國際文化祭」，強調台灣陣頭文化光榮的作為國際間文化展示的開場，

又在片尾，插入「九天民俗技藝團」遠征薩哈拉沙漠的紀錄片，強調台灣傳統文

化在世界發揚光大。而《龍飛鳳舞》的春梅進入印度的旅程之中，透過影像與音

樂的在塑造過程。背後展現地文化協商的過程，正是文化商品流通全球市場中重

要的資產，一方面使得民俗的元素對內形成一種對鄉土的意識形態，卻對外變成

一種台灣的象徵，同時又符合了大眾文化的生產模式。 

 

  當台灣電影將民俗作為對鄉土想像元素，外表上會產生邱貴芬所憂心的狀態，

她認為「在地性論述發展的副作用，呈現一種『往內鑽研』的遠重於『往外學習』

的文化格局」。51但筆者以為《電哪吒》與《陣頭》透過民俗文化守舊與創新搭配

著父子衝突的電影敘事，抑是《龍飛鳳舞》多次在影像出現具有集體記憶標是的

流行歌曲與遠赴印度拍攝的影像展演，翻轉文化固化內縮的狀態，並在某種生產

過程中造成民俗文化與全球文化的協商空間。魏玓認為「近年來台灣社會跟中國

與東南亞社會逐漸密切的關聯，值得也應該在影像上反應出來，在個人藝術理想、

本土社會關懷與通俗觀眾需求之間，不斷努力尋找一個平衡點。」52兩部電所呈現

出來的儒家倫理，宗教信仰方面，與中國和東南亞國家具有相通性，因此，台灣

將這類型的電影推向亞洲市場，至少在這兩個層面而言，如徐立功所言，只要電

影能夠抓住人性共通點，在文化內涵可接近觀眾的想法，即可打上國際市場。53再

者，父子衝突的主題基本上，在全球電影市場中，具有普遍性質，即使外國人不

                                                      
50

 李天鐸編，《文化創意產業讀本：創意管理與文化經濟》，頁 35。 
51

 邱貴芬著，〈在地論述的發展與全球空間：鄉土文學論戰三十年〉，《思想》第 6 期，頁 102。 
52

 魏玓著，〈從在地走向全球：台灣電影全球化的歷程與類型初探〉，《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56 

期，2004.12，頁 87-88。 
53

 李天鐸編，《全球華語電影創作人暨製片論壇紀事錄》（台南縣永康市：崑山科技大學，2005），

頁 196。討論主題為「台灣電影的新局：本土、影展、亞太、國際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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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得台灣民俗文化的內容，也可以藉又觀看父子衝突而理解影片，或搭配印度異

國風情的影像聆聽著〈身騎白馬〉。筆者以為，以父子衝突配合民俗文化的創新過

程，不僅可以使台灣電影進入全球電影的敘事脈絡，更可以透過衝突點與民俗之

間互文的結構，將台灣文化的特色推向國際，在《龍飛鳳舞》的場面設計則以是

將全球性帶入電影述敘的展演過程中。此外，從台灣政策的脈絡而言，「創意台灣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方案行動計畫」（2009-2013 年）發展台灣創意產業第二階段，

所訴諸的主軸在於： 

 

針對台灣當前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之優勢與潛力、困境與產業需求，提

出推動政策，期盼能達到「以台灣為基地，拓展華文市場，進軍國際」，打

造台灣成為亞太文化創意產業匯流中心的願景。
54
 

 

在台灣政府的對動下，台灣電影的發展，似乎也順著這個政策的宗旨進行。不過

這也造就，目前台灣電影的拍攝侷限的處境，為得要符合政策亟欲使文化創意產

業和傳統產業結合推出國際的方向，因此停留在台灣民俗文化作為電影的元素。

《電哪吒》、《陣頭》、《龍飛鳳舞》的電影敘述一方面再現的台灣的文化政策，另

一方面又要從大眾文化得到認同，使得民俗變成鄉土意識，又將鄉土意識形成台

灣的自我文化想像。在重層堆積的影像處理中，建構出民俗文化的再現與回歸鄉

土在全球文化中流動。從電影腳色的個體互動，不斷地創造文化，並且同時「透

過符號系統發現自我認同與社會認同」。55在 2008 年後台灣電影所要建構的鄉土認

同，不再是新電影透過台灣鄉土經驗與過去人民記憶，強調台灣不是想像中的中

國，更不是 1990 年代的台灣電影透過對於台北的後現代都市空間的呈現台灣已不

是想像的台灣。56而是，發展成台灣在全球文化下，轉過身觀照自己日常生活的土

地。  

 

 

 

 

 

 

                                                      
54

 李天鐸編，《文化創意產業讀本：創意管理與文化經濟》，頁 46。 
55

 林信華著，《文化政策新論－建構台灣新社會》（台北市：揚智文化，2009.11），頁 16。 
56

 劉紀蕙著，《他者之域：文化身份與再現策略》（台北市：麥田出版：城邦文化發行，2001），頁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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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小結 

 

 

  本章以《電哪吒》、《陣頭》兩部皆為台灣陣頭文化展現的電影以及歌仔戲文

化作為電影主軸的《龍飛鳳舞》，作為探討台灣電影再現鄉土性的生產過程。首先

討論電影音樂與影像的結合，對於台灣民俗文化，具有轉化的生產能力。透過電

音三太子在台灣流行文化與國際眼光的定位，或是飾演春梅的郭春美本身做為台

灣有名的歌仔戲演員，使得陣頭文化或歌仔戲文化轉化成一股代表台灣文化的標

誌。而《電哪吒》挪用電音與民俗的音樂特性，經過影像的敘事處理，建構主角

對於家庭的媒介。其次，《陣頭》利用搖滾樂與陣頭文化的融合，將陣頭文化由守

舊到創新的過程，透過主角裝扮家將的形象，唱出以「熱血、青春」為主題的歌

詞，轉變了陣頭文化的意義，使其轉向熱血、青春的台灣文化。而《龍飛鳳舞》

更是透過導演的意念將具有時代性的流行歌曲承接民俗文化與跨越年代的集體記

憶。此外，電影以民俗建構整個故事的脈絡，與台灣文化創意產業推動有密切的

關係，使得電影中的民俗具有鄉土的隱喻。故電影不只再現民俗與流行文化流通

的現象，更再現鄉土與民俗之間的論述關係。第二，父子衝突或是傳統創新的議

題與電影敘述結合時，兩者展現民俗作為論述具體鄉土形象的變異過程，即是以

家鄉、同類、共同體所迴繞出的概念疆界，具有強烈的凝聚力，也有自然發生的

排他性。以家鄉、本土、鄉土的熟悉社群所建立的共同意識。將鄉土的具體樣貌，

透過劇情流動的過程重建與民俗再現，轉化成對於鄉土的一種象徵性符碼勾勒出

文化的相異性，描繪出鄉土性所隱含的本土意識。  

 

  第三，影像不斷重複著主角回歸家庭的欲望，以及進入家鄉後的安定感。透

過回歸時鏡頭把民俗文化的元素帶入欲望的流動，再次建構觀眾對於家鄉的概念。

而影像置入地方感的論述過程，召喚了觀眾對於民俗與鄉土之間的親密記憶。由

於後現代社會失去了信仰與價值觀的歸屬，電影透過民俗的元素，使得鄉土的呈

現變成一種想像，再者電影利用真人真事的故事，使得鄉土的號召具有強力的說

服力，不知不覺進入觀眾面對鄉土的感知，將鄉土性的特質透過影像的處理，強

化台灣民族或政治上的文化想像。 

 

  最後，本章討論台灣電影將民俗建構出的鄉土想像，對於台灣電影進入全球

文化的生產過程，一方面透過民俗與信仰的文化相似性，將台灣電影推向亞洲，

另方面透過父子衝突的通俗性，建造一條進入全球電影生產的策略管道。更者《龍

飛鳳舞》直接將鏡頭進入全球文化的影像處理，巧妙的融合台灣民俗文化的運用，

更是突破台灣本土電影的範疇與規模。本章以《電哪吒》、《陣頭》、《龍飛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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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以民俗文化作為電影敘事的台灣「後－新電影」探討台灣文化創意產業對於

台灣傳統文化的規劃，與台灣電影與民俗文化之間的關係，企圖以民俗文化所隱

含的台灣文化，建構出台灣電影對於鄉土性的想像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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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本文以 2008 年至 2012 年之間，台灣「後－新電影」中以民俗文化作為電影

敘事主軸的文本。而民俗文化的重要性在於，當轉變成電影符碼後，經由影音的

處理，將大量的鄉村符號代入電影的敘事中，使得電影生產出鄉土論述。其中，

本文將以電影文本為主，文化創意產業等政策為輔，討論電影的生產內容與文化

政策擬定的方向具有謀合的關係。此外，既然「後－新電影」與新電影的文化建

構上，有著繼承與斷裂的關係，故此，本文探討前者生產的鄉土論述之餘，亦參

考後者談論鄉土的方式。假若新電影呈現的鄉土，是對過去成長經驗與歷史記憶

中的集體記憶，而「後－新電影」則是以當下的社會環境呈現出鄉土的面貌，因

此沉重的歷史感並不會展現於後者的鄉土性生產，反倒是偏向「懷舊」的情感。 

 

  而文化創意產業政策的擬定目標，提供了另種觀看「後－新電影」生產的軌

跡。鑑於該政策強調落實地方與傳統文化產業的活動，以及政府透過各縣市協助

拍攝的情形下，縱觀「後－新電影」的影像，大量出現象徵性的地方符號，使得

地方成為影像傳達地方感最重要的關鍵。而且，由於文化創意產業著重拓展傳統

文化產業，因此從 2008 年至今有關傳統文化的電影敘事，越發偏重以傳統文化作

為電影內容的生產模式。一方面這些電影展現出本土性的議題，另方面卻也將電

影發展的走向侷限於類型電影的生產。但也因為如此，鄉土性才會如此濃厚的出

現於本文所要討論的電影文本內。 

 

  當我們討論《流浪神狗人》與《一席之地》的民俗文化與地方性時，可以看

到電影影像開始走向文化創意產業的主旨，也就是地方美學與傳統文藝的發展動

向，並且改變了後－新電影與新電影的都市電影，雖然在電影敘事上還是探討都

市的光怪陸離作為主軸，但因為民俗文化所產生的地方性，將台北形象模糊化，

進一步藉由鄉土性也改變了內在救贖管道的方向。其次，以鄉土性所攜帶而來的

記憶作為討論從《生命無限公司》到《父後七日》中的民俗文化與地方性，即可

以通過記憶召喚的大眾集體情感，並且又緊密的貼合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的政策進

行協商與縫合，使得鄉土性通過記憶作為方法交織在民俗文化與地方性之間。最

後，本文以《電哪吒》、《陣頭》和《龍飛鳳舞》討論台灣民俗文化再現的意義，

通過民俗文化具有的台灣性結合從新電影到後－新電影脈絡中所討論的搖滾樂，

觀察到電影音樂使用的轉換，不但凝聚台灣電影近幾年來的民俗文化趨勢，更是



                               

66 
 

透過民俗文化與地方性再現台灣認同的影像活動，但也因為如此使得台灣電影的

發展越發僵化。筆者觀察台灣電影從 2013 年開始，上映電影如《阿嬤的夢中情人》、

《大尾鱸曼》、《鬥陣ㄟ》與最近入圍第五十屆金馬獎的《總鋪師》等，皆是透過

草根性的電影元素搭配台灣特有文化進行展演的作品，不但著重於地方性、民俗

文化，並基本上以台語作為主要的語言。若說鄉土性是在陳述一個流動的生產概

念，那麼台灣後－新電影需要開展的空間在於李亞梅所言： 

 

從《海角七號》以來，《雞排英雄》、《艋舺》、《陣頭》到《總鋪師》，這種

本土類型的電影確實賣座，可是我們不能只有這種類型的電影。同樣地，

台灣的商業電影好像有點起色，可是藝術電影也不能偏廢，我們還是要鼓

勵這方面有才華的人去拍攝，這種電影在市場上固然非常辛苦，但是不可

以只拍商業電影，而沒有全面去探照台灣社會文化的發展，所以在政府的

補助政策上，我覺得兩者都要兼顧。1 

 

  台灣電影著重於地方性的開發，與全球文化的進程有著很大的關係。當前的

電影產業走向，積極開發亞洲電影市場的人口，因此亞洲電影的生產逐步貼向跨

國合資，以及強調亞洲特色的電影內容。台灣電影若要與亞洲電影區分，觀之目

前電影的走向，大抵以民俗文化作為區別的方式。並且電影的語言，走向以台語

為潮流的定位，從《新台灣電影：台語電影文化的演變與創新》一書中，即可發

現，以台語為電影主要的語言發聲，在某種程度傳達出台灣性、草根味與本土性

的特質。 這也將台灣電影與亞洲電影區隔文化的差異。同樣以台語發音的新電影

作品，在美學形式上偏重藝術類型，但反觀「後－新電影」卻以商業電影為主要

開拓華語市場的生產模式。在全球文化脈絡的發展下，這不僅將電影與商業進行

協商的動作，也透過民俗文化的特質縫合地方的特色。進行協商和縫合的過程中，

台灣「後－新電影」展現的鄉土性，逐步進入全球文化的發展，雖說電影可以生

產自身文化，強調地方文化的重要以對抗全球文化的同質性，但筆者對於台灣近

幾年生產出趨近單一化的電影內容，能為台灣電影帶來新氣息而言，保持著遲疑

的態度，也如同李亞梅觀察所言，如何在藝術片與商業片兼具的情況下，開展台

灣後－新電影鄉土性的可能。 

 

                                                      
1
 周項萱著，〈【金馬五十】「做電影的人，必須持續端好菜上桌」──專訪李亞梅〉，「BIOS」，2013.11.20，

資料來源 http://www.biosmonthly.com/contactd.php?id=4099。 

http://www.biosmonthly.com/contactd.php?id=4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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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附註一 

本文討論電影文本獲得電影輔導金紀錄 

 

✽《生命無限公司》2011 年參加「第 41 屆義大利基夫尼影展」參展補助 24817 元。

電影名

稱 

獲獎選項 金額 年分 附註 

《流浪

神狗人》 

國片製作輔導金：新人

組 

500 萬

元 

2005 年  

《一席

之地》 

國產電影長片輔導金：

新人組 

500 萬

元 

2005 年  

行政院新聞局優良電影

劇本獎 

35 萬元 2008 年 

《父後

七日》 

廣電處「高畫質電視節

目」 

300 萬 2008 年  

《電哪

吒》 

輔導金企畫案：新人組 550 萬

元 

2008 年  

《龍飛

鳳舞》 

國產電影片劇本開發補

助獲選名單 

60 萬元 2010 年 《龍飛鳳舞》以《新明星

歌劇團》作為申請輔導金

之片名 

國產電影長片輔導金：

一般組 

300 萬

元 

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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