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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篇論文主要探討台灣紀錄片進入院線後，可能帶來哪些革新動能，相對的

又必須面對與處理哪些關鍵問題。台灣紀錄片從獨立製作走向院線映演一個最大

改變在於資本的注入，企業或機構的委製案所帶來的資金對於工作者的影片品質、

工作條件與行銷成本上都帶來不少利處，另外，對於一直缺乏收視人口的紀錄片

類型而言，院線映演的確能更快速提升紀錄片觀眾並建立觀影習慣，後續引發的

討論也值得注意。但相對而言，院線映演下的商業的邏輯不可避免的會與紀錄片

的核心價值相互牴觸，包括結構性問題的批判與揭露、紀錄議題與觀點的複雜度、

紀錄真實、紀錄倫理等問題。本篇論文嘗試深入分析這兩種面向，並使院線紀錄

片的論述能更加多元而不落入單一的批判視角中。 

 

 

    在上述框架中筆者嘗試以楊力州的文本為討論範例，從外部策略與影像文本

更細緻的分析紀錄片在資本挪用下的能動性與困境。楊力州的作品從初期的《我

愛 080》到近期的《被遺忘的時光》、《青春啦啦隊》等產生十分不同的產製與敘

事差異，本論文將先關注楊力州作品從初期到後期風格轉變的成因，和其在院線

紀錄片的代表性為何。除了分析其外部行銷與產製，內部形式美學的革新外，也

透過水蜜桃阿嬤事件的爬梳，指認紀錄片與商業結合下的倫理問題，並透過文本

分析歸納出當紀錄片太向商業傾斜，可能導致類型化、去政治意識形態、溫情主

義、創作干預等各種問題。 

 

 

 

 

 

 

 

 

 

 

 

 

關鍵詞：院線、紀錄片、楊力州、行銷、類型化、消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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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dopting a new approach, the thesis focuses on changes and related issues of the 
independent documentary in contemporary Taiwan after it enters film industry and 
releases in cinema. First, there are more available funds. Received from varied 
businesses and institutions, those funds greatly improve many ways of documentary 
production. With more funds, the directors of the documentary produce more quality 
works. Likewise, more funds allow them to provide better working conditions and to 
increase film's marketing costs. Second, releasing in cinemas enables a documentary 
to appeal to more audience. The documentary in Taiwan has been a film genre that 
lacks viewers. Therefore, another change of entering film industry and releasing in 
cinemas is that the documentary can effectively attract more audience than it used to 
and begin to develop documentary viewing habits in viewers. Besides, the follow-up 
discussions are also noteworthy. However, it is further argued that since film 
industry's aim is to earn profits, the documentary films in cinemas appear more 
delight or entertain the audience in some way, which contradicts to the core values of 
the documentary that this film genre should be judgmental and uncover hidden truth 
or a mystery or bring to light the injustice. 
 

In the framework mentioned above, the author utilized Li-Jou Yang's works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innovations and difficulties independent documentary introduces 
and encounters in capital market since Yang's documentary films have an obvious 
change after he began to cooperate with some organizations. Besides, the author also 
analyzes the event of "Honey Peach Grandma," caused by viewers' donations did not 
actually send to the subject in Yang's documentary but to the organization Yang 
worked with, to reveal several ethical issues as documentary cooperates with film 
industry. 
 
 
 
 
 
 
Keywords: cinemas, documentary, Li-Jou Yang, marketing, genre, consumer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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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台灣紀錄片的發展近年來有越發蓬勃的趨勢，以 2013 年為例便有《看見台灣》、

《拔一條河》、《一首搖滾上月球》等 11 部紀錄片登上院線，少數更獲得破千萬乃

至破億的票房肯定。2013 年也是台灣公民意識與社會運動蓬勃的一年，因此向來

強調貼近社會底層與弱勢關懷的紀錄片，能受到各方關注並不讓人意外。相較於

初期，今日的紀錄片產業由於許多企業、公益機構、電視台到政府的補助，使紀

錄片產製環境逐漸轉好，如文化部明年即將啟動的「五年五億紀錄片行動計畫」

便是一例。再者紀錄片的映演管道也更趨多元，諸如紀錄片雙年展、台北電影節、

高雄電影節、公共電視一直到門檻較高的戲院等都是紀錄片展演的場域，尤其是

院線發行更是紀錄片突破傳播限制、獨立製作模式的關鍵並形成產業化的可能。

紀錄片上院線在兩岸三地並不普遍而是台灣特殊獨有的現象，在言論與審查上也

更加自由。 

 

    但在這看似風光與榮景的背後，許多紀錄片導演如吳乙峰、李中旺、賀照緹、

沈可尚或學者郭力昕等人對此現象卻出現擔憂，他們認為在上院線的前提下，紀

錄片的核心價值可能遭到犧牲，使紀錄片成為容易「販售」的商品。李中旺便說

到：「拍紀錄片本來就很邊緣，如果目的性太強的話，拍出來的片子會有所妥協、

會扭曲，希望觀眾看了會大笑大哭，這種想法是不對的」1。由此可知，紀錄片上

院線是個十分複雜的問題，必須一併將影像政治、傳播映演、拍攝倫理、形式美

學、核心價值與社會功能性等面向納入討論與分析，而不能純然以批判的角度看

待，對於何謂院線紀錄片也須重新釐清與定義，這成為這篇論文的研究動機。 

 

    在上述框架中，筆者將重新爬梳台灣紀錄片的歷史脈絡，論述紀錄片和社會

的對話關係如何使紀錄片從官方產製走向小眾媒體，再重回大眾傳播的戲院中。

接著以楊力州的作品為討論焦點與案例，探討台灣當代院線紀錄片如何在資源注

入、映演管道、形式美學上尋找到新的動能，但在面對市場機制的限制與介入操

作時，紀錄片的倫理問題，弱勢關懷，社會批判等核心價值又可能遭致挪用、迴

                                                        
1 李中旺此段話轉引自香港文匯報伍麗微的報導。伍麗微著，〈不要感動，不要小清新，台灣紀錄

片須走出單一化〉(香港文匯報，2013 年 12 月 7 號)，詳見：

http://paper.wenweipo.com/2013/12/07/OT13120700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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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或消音，使紀錄片有類型化的危機。本論文提出當代院線紀錄片的生產事實上

仍在既被收編，但又創新的矛盾結構中，而非被被完全收編的單一架構中。 

 

    台灣的紀錄片發軔是從八○年代綠色小組開始，因為社會運動的蓬勃與科技

進步使影像的詮釋權從官方產製轉往民間發聲，帶有邊緣戰鬥的草根性格。到九

○年代全景學派的興起並培養了許多紀錄片人才，南藝大音像紀錄所的成立與公

視「紀錄觀點」的出現等等，使得紀錄片的生產越發蓬勃，最終建立起弱勢關懷

的傳統與批判視野，但此時許多紀錄片工作者面臨了傳播的問題，紀錄片無法將

訊息更廣泛的傳達至大眾間，使紀錄片成為知識生產或教育的媒介，原因在於第

一，紀錄片對台灣閱聽人的認知依舊停留於官方紀錄片呆板枯燥的印象中，第二，

閱聽人習慣於接收能刺激感官知覺的「衝突場面」2，使得較為細緻的社運紀錄片

滯銷，紀錄片做為新傳播媒介的功能與教育意義認知不足，並窄化成「衝突場面」

的產製體，第三，好萊塢的娛樂電影長期占據了傳播映演的場域。在此脈絡下的

紀錄片工作者，除了作品本身的曝光度不足外，也缺少維繫生存基本命脈的來源。 

 

    因此，從 1997 年胡台麗的《穿過婆家村》開始，紀錄片選擇了院線映演作為

一種策略，不同於九○年代全景學派因嘗試讓影像的力量擴散到更多社會階層中，

挑戰主流且商業的文化場域而採用全台巡演或校園放映。這種策略與「讓更多人

看見」的思維模式使許多紀錄片工作者紛紛跟進，一直到吳乙峰 2004 年的《生命》，

林育賢 2005 年的《翻滾吧，男孩》與莊益增、顏蘭權的《無米樂》得到了不錯的

票房成績，並超越許多國片票房時紀錄片的聲勢達到了一個高峰。直到 2013 年《看

見台灣》、《拔一條河》、《一首搖滾上月球》等 11 部紀錄片登上院線，筆者意識到

紀錄片已從影像文化空間的邊陲位置挪移至核心，並逐漸形成生產、行銷、發行

的產業鏈，建構出比以前更完整的商業合作模式。 

 

   可觀察到，紀錄片上院線已不再是某種特殊文化現象而是常態，但更為有趣的

是，紀錄片「真實的再現」美學，知識建構的企圖或弱勢關懷的社會性也開始發

生裂變，以今年的院線紀錄片而言，多是溫馨勵志，健康主義的作品，這引發筆

者的思考是，紀錄片上院線是否已經從「策略」質變成「目的」？當上院線成為

紀錄片生產的前提，市場機制的影響與各種機構的介入中，紀錄片反主流的性格

與批判傳統便可能遭到消音，院線紀錄片可能走向通俗單一的三幕劇結構中，在

經營觀眾情緒與故事高潮的類型化公式中失去更深層的探討，這也是筆者論文要

處理的問題意識，如郭力昕所提到的「只有當紀錄片能夠做敏銳進步的提問，或

者在無論結構性的問題或人性與情緒之複雜性上，讓人們獲得深刻一層的認識時，

                                                        
2 汪冠明著，〈邊地發聲──一分非主流影像傳播的觀察報告〉，收於李道明，張昌彥計畫，《紀錄

台灣：台灣紀錄片研究書目與文獻選集》(台北：文建會，2000 年)，37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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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才能夠開始產生具有救贖意義的感動、和具有政治意義的行動3」。 

 

    在這些亟欲分析與釐清的問題中，筆者選定楊力州的作品為研究案例進行文

本分析，因楊力州的創作歷程恰好與筆者關注的紀錄片發展脈絡一致。楊力州在

台灣紀錄片界中有一定重要性，在創作初期以《打火兄弟》、《我愛﹝080﹞》、《新

宿驛，東口以東》等片為代表。從這些作品中可發現，楊力州初期的紀錄片風格

仍具有反主流傾向，延續了八○年代綠色小組的邊緣性格與九○年代全景學派參

與式的展演方法與弱勢關懷，議題幅度較廣，敘事結構縝密。但在台灣紀錄片開

始轉向院線映演後，長期以公視「紀錄觀點」為傳播管道的楊力州也注意到了紀

錄片小眾性與紀錄片工作者的生存困境，傳播的廣度與紀錄片觀眾也不足，這使

他重新思索，如何擴大紀錄片的傳播範圍與觀看群體。第一是提升紀錄片品質，

包括聲音、畫面、成音、剪接的品質。第二是商業映演，使更多人能接觸紀錄片4。 

 

    因此，自 2006 年《奇蹟的夏天》開始到 2013 年《拔一條河》，楊力州開始進

行商業映演，但作品風格並未延續初期反主流的傳統，反之開始建構較簡單的敘

事讓觀者感動，接著產生認同，而形成改變的機會5。和與《奇蹟的夏天》約同時

期的紀錄片《生命》、《無米樂》、《野球孩子》等紀錄片相較之下，他的作品從文

本「類劇情片」的敘事風格、剪接結構、音樂，到外部的企業合作、案子類型、

藝人行銷等都更趨近大眾的觀影口味，處理方式也偏向保守安全。這樣的風格在

近年來卻成為院線紀錄片的趨勢，如《不老騎士》、《一首搖滾上月球》等片，並

成為公益或勵志紀錄片的類型公式，在加上 2007 年楊力州因為《水蜜桃阿嬤》爆

發的紀錄倫理問題，使這位導演充滿爭議性。是怎樣的社會脈動，或哪些力量介

入使楊力州產生如此大幅的創作轉向，而這種轉向是產製者對合作企業不得不的

妥協或自我審查，亦或是導演的選擇？其作品又該如何回應記錄片的核心價值，

成為筆者好奇與亟欲探討的動機之一。 

 

    若以紀錄片作為文化研究與社會觀察的切入點，楊力州的作品具有極高的研

究價值，但對於其作品的學位論文卻十分缺乏，期刊論文或報章評論則以批判的

角度審視。但筆者認為應以更廣的面向討論，才可觀照到從綠色小組為代表的八

○年代紀錄片建立的邊緣發聲的反主流傳統，到楊力州作品主流，簡單的敘事之

間與商業合作時，紀錄片位置在挪移鬆動下的複雜度。對筆者而言，紀錄片不一

定動輒要嚴肅，帶有歡笑、夢想與正向力量的紀錄片本身並無絕對罪惡，公益紀

錄片透過票房回收，對社會弱勢也帶來一定幫助，但本篇論文也嘗試指認紀錄片

                                                        
3
郭力昕著，〈當紀錄片成為新的教堂──試論《生命》及其文化現象〉，苦勞網，詳見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63969 
4
蔡崇隆等訪談，《愛恨情仇紀錄片：台灣中生代紀錄片導演訪談錄》(台北：同喜文化，2009 年)，

365 頁。 
5
同上註，36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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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院線造成的制約，這種制約可能使紀錄片工作者和其作品從影像的實踐性意義

上抽離。紀錄片工作者在商業體制內應以提出導演的觀點與論述為前提，思考紀

錄片和市場、觀眾的對話關係，才能逐漸在兩造間找到立足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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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範疇 

 

 

    對於台灣院線紀錄片，至今仍無法明確定義，如何謂主流與非主流紀錄片？

在光點、長春藤等小眾戲院放映能不能稱為院線紀錄片？對於院線紀錄片的市場

定義也十分模糊，但紀錄片進行商業映演下的倫理問題，缺乏政治性批判或敘事

結構單一化等論點已有林木材、郭力昕等人討論。因此筆者將研究範疇納入紀錄

片與商業合作後的幾種「革新」，並與當代紀錄片的生產困境併置討論，去突破批

判的單一論述，如此可將院線紀錄片擺置於更複雜的市場經濟與利益供輸，與資

本轉化與能動性的思考中，拓展論述的面向與範圍。 

 

    而若以台灣當代院線紀錄片的革新與困境為研究範疇，必須重新爬梳台灣紀

錄片的歷史脈絡與產製的變化，拉出紀錄片從官方到民間底層，再從底層轉往主

流消費文化場域的生產路徑，以此建立較宏觀的視野去討論紀錄片為何形成小眾

特質與社會關懷傳統。釐清了台灣紀錄片的生產路徑後，接續才能思考紀錄片進

入商業體制後，如何產生突破，又生成了哪些複雜問題，筆者將透過楊力州的作

品分析對此進行討論。 

 

 

一、紀錄片的生產路徑 

 

    從七○年代跨入八○年代解嚴前後，台灣紀錄片的發展有了重大的轉折與突

破，當時黨國的國家機器開始邁向軟性的威權，戒嚴統治開始疲軟與鬆動，許多

知識份子開始介入公共議題，各種街頭運動開始興起，同時，八○年代依循科技

進步的腳步，成本更低廉的電子攝影開始取代膠卷，可攜式電子攝錄影機急速演

進並開始普及，其在十萬元以內的售價使得影像工作者紛紛放棄影片改拍錄影帶6，

在這樣的社會脈絡中，紀錄片的詮釋、形式、傳播、產製也開始由官方意識形態

的輸送與媒體壟斷的狀態轉向街頭底層，以參與式紀錄運動現場，成為對抗政府

的武器。當時較具組織與規模的，就屬王智章、鄭文堂等人成立的綠色小組了，

綠色小組帶著輕便攝影機，在街頭或抗爭場合衝鋒陷陣，翻轉了一向由國營三台

壟斷的媒體詮釋權，王品驊便說： 

 

在社會整體的變動中，小眾媒體首先扮演一種公開、公共的平台，而在其

運作中開始有很多真實力量產生。以綠色小組拍攝製作的影像為例，我們

                                                        
6 滕淑芬、張良綱著，〈紀錄台灣──國民攝影運動開鏡〉，收於李道明，張昌彥計畫，《紀錄台灣：

台灣紀錄片研究書目與文獻選集》(台北：文建會，2000 年)，14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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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了主流媒體稱之為「暴動的人民身體」，綠色小組卻以另一種方式重新

敘述、形塑這種身體影像，甚至在劇烈的社會運動與政治撕裂中，綠色小

組將暴動的人民身體轉化成對於理想未來的深切期待︰更自由民主、更符

合公平正義的社會7。 

 

為了迅速提升公民意識與凝聚群眾力量，綠色小組透過快速剪接與拷貝，使他們

紀錄的影像能達到快速傳播的目的，並建立起攝影機和群眾的信任，但缺點在於

影片沒有完整的敘事，質感也較粗糙。 

 

    九○年代開始吳乙峰的全景學派以參與的模式為手法拍攝《月亮的小孩》，記

錄著關於社會弱勢族群，白化症患者的故事，並深入追蹤他們的生活。透過導演

不時現身鏡頭前與被攝者的互動，展現出深層的人道主義關懷。讓被攝者參與製

作的過程則瓦解了攝影機作為一種工具的優勢權力，翻轉了觀眾所認同或習慣的

觀點，也就是隱身幕後的導演所建構的真實。《月亮的小孩》在當時透過大專院校、

社會團體的放映與座談建立口碑，並引起了極大的回響。在拍攝手法與透過蹲點

與被攝者建立關係上，全景將紀錄片的生產帶往了另一條不同的路徑上。 

 

    2000年以降，紀錄片開始一連串登上院線的時期，從胡台麗所拍的《穿過婆

家村》(1997)開始，陳俊志的《美麗少年》(1998)、胡台麗的《愛戀排灣笛》(2000)、

簡偉斯與郭珍弟的《Viva Tonal跳舞時代》(2004)，接續的是吳乙峰的《生命》(2004)，

講述九二一大地震過後四個失去家庭和親人的故事8，林育賢的《翻滾吧，男孩》

(2005)紀錄宜蘭縣公正國小體操小選手的訓練過程，莊益增與顏蘭權的《無米樂》

(2005)顯影台灣老農與農村生活等等，這些紀錄片開創了另一個紀錄片世代。上院

線代表著幾種象徵意義：包括這是一種擴大的社會效應，使影片議題的討論空間

更加開放9，將傳播管道從學校巡迴映演、電視放映等擴展到相對而言更受到大眾

關注的場域中。另外對難以依靠紀錄片維繫基本生存條件的工作者而言，上院線

也是回收成本的管道之一。雖不是每部紀錄片都能推上院線或適合院線，但如《生

命》、《翻滾吧，男孩》、《無米樂》、《奇蹟的夏天》、《牽阮的手》等片都仍能達到

不錯的票房與口碑。但紀錄片所需面對的，還有龐大的市場機制、商業操作等手

法與主流價值觀等各種力量對獨立紀錄片影人的影響，例如委託者會以委製案的

方式去介入導演觀點與影像語言陳述，影像從獨立作品轉型成可供消費的「商品」

時，更需面對票房壓力，因此行銷策略、宣傳方式、故事賣點等商業考量都會無

形中影響紀錄片的攝製。 
                                                        
7 一九八○年代「綠色小組」之反抗影像座談會，全文整理於綠色小組社會運動紀錄片網站。詳見：

http://greenteam.tnnua.edu.tw/releaseRedirect.do?unitID=241&pageID=12617 
8 楊凱著，〈臺灣電影的在地聲音：紀錄片攻入主流〉(光華，30 卷 7 期，2005 年)，36 頁。 
9 林木材著，〈進步與倒退──2010 台灣紀錄片觀察筆記〉，詳見：

http://woodlindoc.blogspot.tw/2012/02/20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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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本挪用下的革新動能 

 

    從全球資本主義、文化商品、都市消費文化等面向來重新檢視紀錄片上院線

的現象，有許多值得討論的空間。從綠色小組開始，台灣紀錄片一直處於反主流

媒體的位置，透過社會運動的參與與影像紀錄，扮演著反抗主流媒體與國家機器

霸權、紀錄歷史、揭露真相的角色，紀錄片作為一種衝撞社會體制與建立多元聲

音與論述的功能性十分明顯。但從紀錄片結合商業並販售門票開始，此影像類型

逐漸轉型成文化商品，也引發被商業收編的疑慮。首先在市場篩選過程中，紀錄

片喪失許多更具草根性，更敏感的題材，導演創作意志可能受到限制，或紀錄片

可能成為機構或政府的宣傳品。緊接著是被攝者的紀錄倫理問題受到批判，被攝

者個人生命紀錄、經驗受到攝影機的窺探與紀錄，可能使其喪失隱私權並在戲院

透過傳播而擴大，也牽涉到肖像權與利益剝削的問題。 

 

    但文化商品對於資本的轉化與挪用，仍然具備一定的革新動能而非侷限於被

收編的框架中，如高宣揚在分析流行文化時便認為，流行文化的商品幾乎是以商

業的目的為基礎，為了符合群眾的需求或創造群眾的需求，必須不斷的汰換與生

產，所以會有各種創新與挪用來維持流行文化的生存。高宣揚用一句話精準說出

了流行文化商品的核心價值，形式和規格高於內容10。簡言之，文化商品與資本主

義之間的雙重結構是這些商品既有其獨創與主動的特性，但也有被資本主義收編

與控制的面向存在。 

 

    從上述可發現，在商業機制與消費邏輯裡，紀錄片雖然成為文化商品但也具

有翻轉的能動性。第一，在競爭激烈的影像市場與高度消費社會的脈絡中，紀錄

片的消費需求必須主動創造，為此許多紀錄片首先提升了影像構圖能力與美學。

第二，後製能力開始提升，許多紀錄片加入了各種動畫元素，現場收音與後製時

去除聲音雜訊以提升品質，過場與片尾音樂邀請專業音樂人製作，強化了聲音在

紀錄片的表現力。第三，影像語言與說故事能力更好，讓許多閱聽人破除過往紀

錄片影像質感較低，內容枯燥太過教條的刻板印象。於是可發現結合商業下紀錄

片可能如高宣揚所說的，雖然內容開始表層化，但美學與形式卻開始翻新，為傳

統紀錄片注入了新能量。 

 

 

 

                                                        
10 高宣揚著，《流行文化社會學》(台北：揚智文化，2002 年)，33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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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文獻文顧與探討 

 

 

    台灣紀錄片研究相關的專書至今仍然非常稀少，而對於院線紀錄片的討論則

多集中於單篇論文或見於報章雜誌中。筆者將梳理這些紀錄片相關資料包括專書、

期刊論文、碩士論文、評論，透過整理與回顧去理解台灣紀錄片的產製過程與歷

史脈絡，並歸納各種觀點與對紀錄片的討論，從中理解紀錄片各階段的意涵與變

遷。對於院線紀錄片而言，這些觀點又有哪些侷限與不足？使筆者能在這些研究

未達之處加以拓展，挖掘新的思考途徑。 

 

 

一、 專書 

 

李道明，張昌彥計畫，《紀錄台灣：台灣紀錄片研究書目與文獻選集》11 

 

    本專書從民國八十六年起，收納了日據時期至今的紀錄片與新聞片目，並且

對許多紀錄片工作者進行口述訪談，其中在紀錄片理論與美學這個章節選進了李

道明的論文〈什麼昰紀錄片〉，對於紀錄片的定義，紀錄片史和與紀錄片現今發展

的困境都有相當闡述，如文章中提到在一九四八年於布魯塞爾召開的紀錄片世界

大會，裡面便曾給紀錄片下過一次定義，「紀錄片是以各種紀錄方法，在膠片上錄

下經過詮釋後的現實的各個層面：詮釋的方式可以是去拍攝真正在發生的事物，

也可以是忠實而且有道理的重演發生過的事實：其目的在於透過感情或李姓的管

道去激發和加強人類的知識與認識，並真正提出經濟、文化，和其他人際關係中

的問題和解決方法」，這番話已經清楚闡述紀錄片如何去再現主觀真實，可以輔助

筆者對於紀錄片真實的理解與思考。 

 

    另外在紀錄片與社會運動這個章節，則收入了幾篇台灣紀錄片在進入八○年

代社運蓬勃的歷史中，對於扮演的角色和工具性有所爬梳與闡述，如〈台灣反主

流媒體的社會觀察──從拍攝內容分析談起〉便提到反主流媒體所拍攝的紀錄片

將鏡頭擺放在衝突的爆發、警方的挑釁等場景，對體制的壓迫作嚴厲的控訴，這

些書寫有助於釐清台灣紀錄片發展到八○年代的時空背景中，開始了何種詮釋權

與發聲權的顛覆轉換。 

 

王慰慈主編，《台灣當代影像──從紀實到實驗》12 

                                                        
11 李道明，張昌彥計畫，《紀錄台灣：台灣紀錄片研究書目與文獻選集》(台北：文建會，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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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本書籍收納了總共十九篇文章，從不同的時代、背景、製作觀念、題材和

美學等面向切入，使筆者看到紀錄片多元的影像敘事。其中收入的幾篇文章皆有

對紀錄片本質的質疑與思考，如李道明在〈台灣紀錄片的美學初探〉這篇文章中

對於紀錄片本質的論述，他說到紀錄片與劇情片共同具有一些重要的概念與論述

上的特質，例如虛構的角色、使用詩意的語言或旁白，感性的音樂以強化感情衝

擊，或植入劇情曲線創造出懸疑感，而這可用來討論楊力州紀錄片所創造出來的

虛構因子，建構出導演期待的張力與體驗的元素。這些觀點也使筆者在「何謂紀

錄片」這個問題上有更深入的理解。 

 

蔡崇隆主編，《愛恨情仇紀錄片：台灣中生代紀錄片導演訪談錄》13 

 

    對於紀錄片研究者而言，導演的創作歷程，拍攝動機與過程乃至風格美學的

成型，往往必須透過訪談來獲得，但弔詭的是，如蔡崇隆所說的台灣紀錄片工作

者卻一直無人紀錄，對於一部作品的背後，往往只能透過影展與座談會的交流，

或影評人的文字零碎拼湊導演的詮釋。而這本由紀工會發行，蔡崇隆與學生合作

的紀錄片導演訪談計畫成果，針對十二位紀錄片導演進行訪談，正好補述了這塊

闕漏。其中楊力州導演的訪談，得以讓筆者初步進入研究對象的思考與觀察中，

在此書楊力州完整交代了他的背景，每部紀錄片背後的拍攝動機與過程，也對水

蜜桃阿嬤事件進行解釋。文中更提及楊力州作品的轉向，在於第一，他認為電視

傳播對於拓展紀錄片閱聽族群而言太過緩慢，第二，他想要在紀錄片的影像品質

與敘事上突破觀眾的刻板印象，而其創作理念並未因為進行院線映演而改變，建

構較通俗的敘事仍是以快速提升紀錄片觀眾為目的。導演的思考與訪談提供了筆

者面對楊力州作品與觀察院線紀錄片時一個有利的佐證，但楊力州並未在訪談中

談及其作品如何面對台灣紀錄片的核心價值與反主流傳統，又為何迴避政治敏感

的題材？在作者的企圖之外，難道沒有其他因素形成導演的自我設限？這些都是

值得更深入探討的問題。 

 

李道明著，《紀錄片：歷史、美學、製作、倫理》14 

 

    李道明這本 2013 年出版的紀錄片專著，從西方紀錄片的發展史開始談起，囊

括了紀錄片定義的各種討論，紀錄片製作的理論，紀錄片的倫理關係與紀錄片的

真實或虛構等各種面向的整理與匯聚，提供了豐富的史料參考與紀錄片概念的建

                                                                                                                                                                   
12 王慰慈主編，《台灣當代影像──從紀實到實驗》，(台北：同喜文化，2006 年)，75 頁。 
13 蔡崇隆等訪談，《愛恨情仇紀錄片：台灣中生代紀錄片導演訪談錄》(台北：同喜文化，2009 年)，
4 頁。 
14 李道明著，《紀錄片：歷史、美學、製作、倫理》(台北：三民，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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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其中第四章〈紀錄片的製作倫理〉特別提到被攝者的肖像權與利益剝削的問

題，李道明在文章中說到：「利用別人的影像與聲音讓自己獲益，這件事在倫理上

說起來，即是一件有問題的事，從更極端的情況來看，這就是一種剝削。不過，

這種剝削往往打著增進知識，符合社會公益的旗幟而大行其道。」李道明在此章

透過西方紀錄片去討論了利益剝削的議題，也在受害者紀錄片，政府宣傳紀錄片

的倫理問題上有全面的探討。但此書對於商業映演對台灣紀錄片形式與內容可能

造成的影響並未提及，也顯示此面向的研究仍然十分缺乏。 

 

    李道明對紀錄倫理的爬梳，應證了攝影機的凝視與距離，都可能引發與被攝

者的衝突，而過於信任閱聽人會正確的處理資訊，也可能產生被消費或剝削的疑

慮，如楊力州 2007 年的水蜜桃阿嬤事件便是如此。Paula Rabinowitz 引述羅蘭‧巴

特的觀點提到，攝影的年代乃是以新的社會經驗──「私密的公眾化」──傳達

出來15，這象徵著公領域與私領域的模糊化，而攝影正是促使這種嶄新社會經驗的

功臣。《水蜜桃阿嬤》的全國電視聯播與映演，便是將個人的私密展演於大眾前，

但在商業利益之下，被攝者的悲傷與生命卻成為資本主義消費文化下的影像商

品。 

 

 

二、 學位論文 

 

賴建宏著，《紀錄片作為實行銷──以〈水蜜桃阿嬤〉及〈永不放棄〉為例》，南

藝大動畫藝術與影像美學研究所16 

 

    賴建宏這篇碩士論文以楊力州的〈水蜜桃阿嬤〉和自身參與的紀錄片〈永不

放棄〉為例，提到了紀錄片進入資本主義邏輯是不可避免之趨勢，但是紀錄片又

該如何面對進入之後記錄片因為商業贊助或行銷，去影響或決定記錄片拍攝內容、

觀點角度、選材方向等問題？另外這篇論文使用了 Pine.B.Joseph 與 James H.Gilmore

所寫的《體驗經濟時代》中的體驗行銷之論點，並將之放入紀錄片中討論，體驗

通常不會是自發的去參與或觀察造成刺激個體的主觀反應，我們可能透過電影、

紀錄片、動畫片去體驗影片中人、事、物所經歷的過程17。而紀錄片本身也能創造

出體驗情境，在透過行銷行為使閱聽者接受其中的消費訊息。但是這種紀錄片的

消費行為，後續產生的效應最嚴重的便是對影片中真實被攝者產生嚴重影響，並

                                                        
15 Paula Rabinowitz 著，游惠貞譯，《誰在詮釋誰──紀錄片的政治學》(台北：遠流，2000 年)，130
頁。 
16 賴建宏著，《紀錄片作為實行銷──以〈水蜜桃阿嬤〉及〈永不放棄〉為例》，(南藝大動畫藝術

與影像美學研究所，2011 年)，30-31 頁。 
17 Pine.B.Joseph 與 James H.Gilmore 合著，夏葉良與魯煒譯，《體驗經濟時代》(台北：經濟新潮，

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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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可能引發成社會事件，〈水蜜桃阿嬤〉就是一例。這篇論文提供了體驗行銷在紀

錄片中隱然的位置與效應，也提供了筆者在觀察楊立州其他紀錄片時的另一種觀

看角度。 

 

易璇著，《人道關懷與溫情主義──21 世紀初台灣主流紀錄片研究》，成功大學台

灣文學研究所18 

 

    易璇的論文中提到，台灣許多紀錄片都以人道關懷作為主要母題，但這種對

社會的關懷有可能被轉化成單純的美感體驗或同情，也特別容易被資本主義收編。

在其第四章〈溫情感動與消費文化作用的鏈結〉中她提到兩千年以降的台灣主流

紀錄片，大抵上呈現出一般(中產階級)消費大眾的品味19。這篇論文也透過對當代

許多院線紀錄片如林育賢《翻滾吧男孩》的創作歷程與行銷策略進行分析，認為

這些個人紀錄片在進入市場時，需要不斷創造資本並轉換20，她引用林芳玫的論點

認為，這些紀錄片在其自身的生產體系中，不能太過武斷的評價其好壞，因在台

灣文化工業背後的整體脈絡與利益關係都需要斟酌考量，但這些紀錄片仍然具有

一定趨向，是大眾較易接受或喜愛的，在敘事上則較具娛樂性。這篇論文透過理

論，對院線紀錄片進行了批判性的深度思考，十分值得筆者參考，但較可惜是缺

乏導演觀點佐證，而無法在紀錄片進入商業體制後，以階段性的視野思考傳播與

形式的變革。 

 

林琮昱著，《台灣紀錄片的發展與變貌（1990～2005 年）》，南藝大音像藝術管理研

究所，2006 年21 

 

    林琮昱所寫的這篇論文則是將台灣紀錄片史做一詳實的整理與爬梳，對其各

階段的脈絡都有清楚的論述。在此篇論文的第四章第二小節所提及的紀錄片狂潮

現象，裡面提到紀錄片上院線使紀錄片從以往的作品轉而成為「產品」，但沒有完

善的產業、製作、發行、映演等的垂直鏈商業架構與制度，便使得謀求媒體曝光

度的行銷與宣傳更為重要，因此產生了許多請政治人物站場的行為，這引發的後

續還可能會產生對國族認同等意識形態的爭執或衝突等等。這篇論文讓筆者更能

掌握院線紀錄片的轉化過程，和各種外部力量介入可能造成紀錄片產製上的妥協

或消音。 

                                                        
18 易璇著，《人道關懷與溫情主義──21 世紀初台灣主流紀錄片研究》(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2011 年)。 
19 易璇著，《人道關懷與溫情主義──21 世紀初台灣主流紀錄片研究》(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2011 年)，86 頁。 
20 同上註，92 頁。 
21 林琮昱著，台灣紀錄片的發展與變貌（1990～2005 年），(南藝大音像藝術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6 年)，7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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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期刊論文 

 

李道明著，〈台灣紀錄片市場的初步研究〉22 

 

    李道明在這篇文章中從紀錄片在補助、發行映演、DVD 通路、電視等角度去

尋找台灣的紀錄片觀眾人口，用許多數字的統計與表格觀察出台灣的紀錄片人口

仍屬小眾，目前尚未有產業化的可能。因此他也說到題材的重要性，被定位為具

有社會療癒效果或者生命教育的題材，透過媒體炒作和公務員、學生的動員包場，

才能使平常多數不會觀看紀錄片的觀眾進入電影院消費，因此紀錄片能成功，行

銷策略是極為重要的環節之一。 

 

李泳泉著，〈全景學派的誕生──台灣紀錄片的趨勢觀察(1990-2000)〉23 

 

    李泳泉提及的台灣紀錄片從解嚴之前的紀錄式宣傳片開始，到紀錄片進入社

運時代，成為邊界發聲的要角，說明了紀錄片在台灣歷史中顛覆威權與發聲權的

重要性。其中並提到了南藝紀錄所出身的楊力州早期的拍攝風格，有助於對其日

後的紀錄片作品作參照與比對。 

 

張釗維著，〈作為一種文化產業的台灣電視紀錄片製作環境──一個初步的參與關

查與反省〉24 

 

    這篇論文討論了紀錄片在以電視作為一個重要傳播管道之一，在資源、機制、

導演創作自主性、播放長度、審片過程中的種種限制，尤其編列給紀錄片工作者

的預算問題讓他們難以餬口，使紀錄片產業化有極高難度。張釗維也深度的觸及

了文化創作和經濟型社會碰撞的問題，由於彼此的認識不足，台灣文化產業常被

放在短線的效益中考量，或昰成為宣傳的工具。因此他說，由於近來全球經濟與

高科技產業的劇烈變遷，文化工作者必須重新去思考文化創造與經濟社會、文化

產業或是企業品牌、在地文化與全球化，及內容生產等問題。文化產業在全球與

在地之間的位置與內容開發，則是筆者在思考紀錄片未來發展時特別關注的面向，

也可用來討論楊力州在開始面對商業機制後，其紀錄片於這波轉型過程中在內容

                                                        
22

李道明著，〈台灣紀錄片市場的初步研究〉，(電影欣賞，28 卷 1 期，2009 年)，13 頁。 
23 李泳泉著，〈全景學派的誕生─台灣紀錄片的趨勢觀察(1990-2000)〉(《電影欣賞》20 卷 3 期總

號 111，2002 年)。 
24 張釗維著，〈作為一種文化產業的台灣電視紀錄片製作環境──一個初步的參與關查與反省〉，(電
影欣賞，20 卷 3 期，2002 年)，3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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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上的利與弊。 

 

郭力昕著，〈當紀錄片成為新的教堂〉25 

 

    郭力昕在這篇文章認為，紀錄片不是一間告解室，只有當紀錄片能夠做出敏

銳的提問，且在結構性的問題與人性、情緒的複雜性上，讓人們或得更深層的認

識時，才可能產生有救贖意義的感動，和具有政治意義的活動。當我們在影像之

中感受到共鳴與感動，但在離開影像的故事之後，還能留下什麼？是必須深思的

問題。 

 

何瑞珠著，〈紀錄片之名〉26 

 

    這篇文章評論楊力州早期的作品《我愛 080》時認為，他勇敢的紀錄了把人逼

到絕境的過程，在被攝者的精神面臨崩潰時，他仍然緊握著攝影機。這與後期楊

力州透過人工的機械科技所創造的劇情曲線有極大差異，可見其創作歷程的明顯

分野。這篇文章另一個重要的論點在於談到紀錄片真偽的問題，紀錄片在為弱勢

發聲的同時又可能因為被攝者失去發言權而使詮釋者變成導演，這種發言位置都

是可以討論的，另外被攝者在面對鏡頭時，是否可能有演戲的嫌疑？這篇文章提

到的紀錄片虛構性的問題，可放在楊力州的紀錄片中去思考與求證。 

  

 

洪國鈞著，〈造反策略，從紀錄片反寫實的可能性談起〉27 

 

    洪國鈞在談到紀錄片真實問題時說到，紀錄片所拍攝的對象通常是真實世界

的人事物，他們的真實存在幾乎是無法否認的，但這種存在的本身在影片放映時

就不存在了，我們看到的只是光影製造出來的三度空間假象，因此該去討論的是

紀錄片是如何利用寫實主義的工具去製造出「現實效應」，去說服觀眾此再現的真

實性，這必須透過觀眾真實生活中的經驗決定，這種經驗包含了感官的、心理的、

文化社會的、與意識形態的習慣和訓練28，因此這種角力過程，便成為紀錄片產置

者和閱聽者之間權力轉換的關係，同時，也就會有資本主義邏輯的介入，去引導

或強化消費行為。 

 

                                                        
25 郭力昕著，〈當紀錄片成為新的教堂〉，(中國時報，2004 年 10 月 12 號)。  
26 何瑞珠著，〈紀錄片之名〉，(電影欣賞，28 卷 1 期，1999 年)，91 頁。 
27 洪國鈞著，〈造反策略，從紀錄片反寫實的可能性談起〉，(電影欣賞 111 期，2002 年，12 頁)。 
28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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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儒修著，〈紀錄片：「記」什麼？「錄」什麼？又是什麼「片」？〉29 

 

    陳儒修也同時提到訪問者與受訪者在兩者互為主體的互動之下，存在著各種

可能的權力運作和抗衡，因此訪問者、拍攝者、被攝者在談話、動作等細節都要

特別注意，去理解是誰在詮釋誰，是誰的觀點在左右影片。 

 

 

 

 

 

 

 

 

 

 

 

 

 

 

 

 

 

 

 

 

 

 

 

 

 

 

 

 

                                                        
29 陳儒修著，〈紀錄片：「記」什麼？「錄」什麼？又是什麼「片」？〉，(電影欣賞 111 期，2002

年)，1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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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論文以楊力州的紀錄片為核心研究對象，首先先從其紀錄片的拍攝脈絡中

去觀看導演風格的轉變，且是否呼應了紀錄片歷史的發展中，所扣連的台灣社會

脈絡對於影像的理解與改變，這邊的研究方法著重在於紀錄片歷史文獻資料之蒐

集與分析，從目前的紀錄片論述中嘗試觀察紀錄片之視野觀點的發展與變異，並

透過對楊力州的深入訪談去理解其對紀錄片進行商業映演的思考與作品轉向。 

 

    接著從楊力州後期的紀錄片與商業體系的合作關係中去深入分析在此種商品

消費性行為的觀看中紀錄片的革新與紀錄倫理、工具性、傳播意義所面臨的種種

問題。論文擬從外部的行銷策略傳播與影像文本的傳播為影像文本的分析軸線，

並對兩者之相互關係作一辯證，接著針對其紀錄片是否有公式化與類型化問題透

過影片分析作交叉比對與結構化處理。這邊將以影像文本、碩博士論文、期刊論

文為研究基本資料。 

 

 

一、資料蒐集 

 

    由於探討院線紀錄片的論文仍然不多，因此筆者除了透過期刊文獻網、博碩

士論文網蒐集所需之紙本資料外，尚須大量透過網路資源的運用來獲取更多資訊。

筆者將透過紀工報電子期刊上關於楊力州紀錄片的各種論述與楊力州的訪談等文

章，去佐證筆者觀點，與增強對楊力州導演背景、經歷、創作歷程等的理解與認

識，另外透過搜尋導演影片的官方網站，以其對於影片文案的撰寫去辨識紀錄片

意欲將閱聽者放置於何種脈絡下觀看，而官網所放的推薦影片又釋放出哪些訊息

去傳播紀錄片之核心價值，使之成為觀看的成因。還有蒐集 youtube 上面關於筆者

欲探討影片的所有相關影音新聞，去分析與辯證論文關注的行銷與策略問題，和

紀錄片與主流媒體的關係與位置。 

 

 

二、導演訪談 

 

    綜觀這波紀錄片登上院線的熱潮，若從在地知識生產與傳播的角度觀察，事

實上具有革命性的意義，也是台灣紀錄片從反主流小眾媒體走向大眾的歷史轉折。

從此脈絡來觀察楊力州的作品，便能察覺他的代表性與爭議。楊力州在社會批判

時期的作品如《我愛 080》等片承襲著綠色小組已降的反主流傳統，同時具備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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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派的影像風格與人道關懷。而從《奇蹟的夏天》運用妥善的行銷打入院線市場

開始，楊力州進入商業合作時期，其作品急遽轉型成另一種類型，運用青春、夢

想、老人關懷等素材打造出一部部溫暖感性的公益紀錄片如《被遺忘的時光》等。

他的思維轉變在於對紀錄片產製環境、社會效應與傳播效益的不滿，而其創作歷

程恰好與台灣紀錄片從初期的批判性格到進入院線的這條脈絡一致。但楊力州的

代表性不僅僅於此，不同於《生命》、《翻滾吧男孩》等紀錄片進入院線前的困難，

楊力州建立了良好的企業合作模式，有較好的行銷資源與團隊宣傳其作品，另外

其作品多與公益機構合作，並將票房收益回饋社會弱勢，這些面向使他的作品另

闢蹊徑，與其他院線紀錄片有極大差異。因此針對這些論點，筆者將對楊力州進

行深入的訪談，以更清楚釐清紀錄片進行商業映演下，導演的思考邏輯與影像實

踐的過程，又如何看待當代紀錄片的模糊界線。 

 

 

三、紀錄片文本分析 

 

    影像文本分析是電影研究、紀錄片研究等等重要的方法學之一，透過對剪接

畫面的排序、聲音處理與後製、敘事結構分析、情節角色等的掌握去找尋文本證

據佐證論者觀點，並以楊力州為核心進行社會科學中的個案研究，以論者的研究

問題為出發點對楊力州後期的紀錄片進行全盤的影片分析，在使用文化研究中探

討主流文化觀看影像的論述中所使用的理論，如敘事公式化、類型化，影像成為

文化商品或文化符碼等觀點，去闡述影像文本分析後筆者所得出的論點與結果。 

 

    依上述，筆者擬將影片分成內部與外部去探討，在外部研究部分筆者先從導

演脈絡開始切入，以其生平背景、學經歷、創作歷程等等去討論其影像風格的建

立，接著在影片生產的歷史脈絡、製作情況、得獎情況、企業合作、行銷手法等

面向去理解影片的基本背景。影片內部筆者擬將列舉幾個大方向去加以討論： 

 

a. 導演觀點 

b. 主題 

c. 故事概要 

d. 角色選擇 

e. 場景設定 

f. 剪接順序 

g. 敘事結構 

h. 影像美學 

i.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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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上述提出的這些影像文本分析的研究要素，筆者擬從其中去歸納楊力州紀錄片

中的素材使用與敘事方法，如何透過資本積累轉化成革新的動能，又是否有同質

化、公式化的問題，得到影像證據後再重新回到影像外部的資本主義邏輯中去闡

述楊力州紀錄片在面對商業價值的挑戰中，所必須承擔與面對的種種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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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章節架構與內容安排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二節、研究範疇 

第三節、文獻回顧與探討 

第四節、研究方法與步驟 

第五節、章節架構與內容安排 

 

    本章節首先將針對本篇論文的研究動機、問題意識進行書寫，接著整理與回

顧關於紀錄片的相關專書、單篇論文、學位論文、評論等等，並進行觀點的爬梳，

接著設定研究範疇，針對現下院線紀錄片研究尚不足的部分補漏與論述，嘗試建

構新觀點的討論可能。接著確立研究方法與章節架構，使論文的書寫得以完整實

踐。 

 

第二章 台灣紀錄片的生產路徑：從政治性實踐到小清新美學 

 

第一節、從官方到民間：紀錄片的邊緣戰鬥 

第二節、紀錄片上院線：從邊緣到主流的路徑轉換 

第三節、資本的挪用與生產：當代院線紀錄片的能動性 

第四節、院線紀錄片的困境：市場化、單一化、去政治性、紀錄倫理問題 

 

    本章以前章的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為基礎，首先就紀錄片的歷史脈絡與轉向

開始討論。台灣紀錄片從解嚴前的官方產製到解嚴後科技進步，攝影機普及並成

為弱勢發聲的工具，台灣進入了全民開鏡的時代，此時以綠色小組為代表，運用

鏡頭翻轉了一向由官方主導的媒體詮釋權，紀錄當時蓬勃的社會運動並留下珍貴

影像史料，帶有反主流的色彩與邊緣戰鬥的性格。九○年代開始全景學派以蹲點

方式建立與被攝者的信賴關係，並以參與的模式讓攝影機與導演貼近被攝者，紀

錄片也開始有了鮮活的生命力與故事，台灣紀錄片弱勢關懷的傳統與批判視野開

始確立。 

 

第三章 社會批判時期：初期創作風格與轉向 

 

第一節、初期紀錄片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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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水蜜桃阿嬤事件影響 

一、 水蜜桃阿嬤事件過程 

二、 《水蜜桃阿嬤》文本分析 

第三節、小結 

 

    本章從楊力州的紀錄片風格的轉變與其背後的歷史脈絡開始談起，台灣的紀

錄片，往往伴隨著社會、歷史、文化、族群、經濟等等脈絡與重要議題，如張釗

維在其論文中提到的台灣早期所發展的代工經濟對閱聽人的影響，或昰政治戒嚴

下七○年代鄉土文學運動的興起與八○年代台灣多音噪動的各種社會運動等等，

都使楊力州早期紀錄片有明顯的批判色彩，但當紀錄片的產製開始面臨困境，商

業價值掛帥與各種視覺影像充斥觀眾日常與思考向度的時代來臨時，原本就屬小

眾的紀錄片市場更加邊緣，因此紀錄片上院線成為另一條可行的傳播管道。但當

紀錄片牽涉到利益分配問題時，就可能使被攝者受到剝削，如水蜜桃阿嬤事件便

是一例，本章除了討論其早期作品的影像風格，被攝倫理與攝影機介入性的思考

外，也針對水蜜桃阿嬤事件作梳理，除了檢視影片資金來源與產製過程，也試圖

透過文本影像風格與敘事手法的的討論，釐清在商業體制的運作下紀錄片與被攝

者的倫理問題。 

 

第四章 商業合作時期：邊陲生產到商業映演的挪移 

 

第一節、 後期紀錄片的轉型與展演 

第二節、 青春議題與極地探險 

一、《奇蹟的夏天》：外部商業策略與文本傳播 

二、《征服北極》：紀錄片的美學與倫理 

第三節、 紀錄片與媒體、明星效應 

一、《被遺忘的時光》：主流媒體、公益、明星，去政治化的符 碼

拼貼 

 二、《青春啦啦隊》：搖擺的導演觀點與紀錄位置 

第四節、 小結 

 

 

    本章從紀錄片上院線的文化狂潮進行疏理與回顧，整理紀錄片導演嘗試將其

作品登上院線的初衷與思考，並從其中拉出紀錄片進行商業映演的傳播意義與新

的形式美學。接著以楊力州的文本進行分析，歸納出其文本如何掌握三幕劇結構、

音樂後置、剪輯技巧、景框布置營造觀眾情緒，帶出對紀錄片的共鳴與感動。往

下論述其作品可能面臨的生產困境，筆者將《奇蹟的夏天》、《征服北極》並置討

論，首先交代兩片的資金來源，製作過程與傳播方式，影片的弱勢關懷與議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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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在進入院線後產生哪些調整，也試圖點出這兩部運動紀錄片都將被攝者英雄化，

並觸及紀錄片企業宣傳與行銷的討論。但在商業體制中紀錄片則缺少敏銳的提問

與觀察，使紀錄片容易成為輕易消費的文化商品。 

 

    接續將《被遺忘的時光》、《青春啦啦隊》並置討論，這兩部作品在劇情張力

與情緒掌控上皆更進一步，形式也更加不同，在行銷層面則善用話題性使主流媒

體主動宣傳，並有明星與名人推薦。但較有問題處在於，太過溫情主義的敘事建

構或名人推薦等都可能使觀眾喪失對紀錄片的詮釋，或在市場機制中受到特定意

識形態引導而忽略了影片的核心價值與議題。 

 

第五章 結論 

 

    對於台灣紀錄片而言，經歷了從官方到民間，再從底層轉往文化場域核心，

直至2013年台灣院線紀錄片已然形成台灣觀影的另種選擇，這種院線放映的模式在

兩岸三地，甚或比之西方都非常獨特。這些作品不同於好萊塢電影具有頂尖技術

與視聽效果，卻以更貼近台灣土地的視角，細說人民的生命力與動人故事。但可

惜的是，紀錄片「真實的再現」的美學與社會性實踐、自省的價值卻在商業映演

已漸趨成熟時面臨過多的外部介入與干預，文本也充滿了人為的刻意操作，紀錄

片逐漸以通俗劇情片的結構在操作群眾眼淚並換取票房。在這種時空背景下，楊

力州的作品具有極高的獨特性與研究價值，由於其創作路徑恰好為台灣紀錄片從

小眾走向大眾的縮影，是很好的研究範本。筆者首先回顧導演作品的創作脈絡，

並從中提出這些作品在形式、美學、音樂、敘事和產製、行銷、傳播等面向的創

新與展演對台灣紀錄片的貢獻，提出其作品在當代紀錄片發展中的代表性和意義。

相對的又必須思考哪些問題？而在這些觀察與提問中，台灣紀錄片如何進入下一

個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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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台灣紀錄片的生產路徑：從政治性實踐到

小清新美學 
 

 

第一節  從官方到民間：紀錄片的邊緣戰鬥 
 

 

    台灣紀錄片的發展近年來有越發蓬勃的趨勢，以 2013 年為例便有《看見台灣》、

《拔一條河》、《一首搖滾上月球》等 11 部紀錄片登上院線，少數更獲得破千萬乃

至破億的票房肯定，在電影發展趨緩的同時支撐著台灣本土國片市場。2013 年也

是台灣公民意識與社會運動蓬勃的一年，因此向來強調貼近社會底層與弱勢關懷

的紀錄片，能受到各方關注並不讓人意外。相較於初期，今日的紀錄片產業由於

許多企業、公益機構、電視台到政府的補助，使紀錄片的產製環境逐漸轉好，如

文化部明年即將啟動的「五年五億紀錄片行動計畫」便是一例。文化部官網對此

計畫提出了幾項要點： 

 

「五年五億紀錄片行動計畫」針對提高紀錄片質與量，提出了提高補助金

額及數量、每年投入 2000 萬元鼓勵拍攝系列型影片等；針對人才培養，將

以建立國際知識網絡及創造群聚效益為目標；在創造台灣紀錄片品牌方面，

將以舉辦多年的「台灣紀錄片雙年展」為基礎，預計朝向設置常設機構、

從「雙年展」變成「年展」，將「台灣紀錄片影展」打造成國際品牌；至於

為台灣紀錄片打造國內外舞台部分，文化部提出補助映演院線、與文化場

館策略聯盟、開拓新媒體映演通路、積極參與國際紀錄片影展，以及建立

「版權銷售獎勵機制」1。 

 

從上述可發現，各單位對紀錄片的補助已不可同日而語，再者紀錄片的映演管道

也更趨多元，如紀錄片雙年展、台北電影節、高雄電影節、公共電視一直到門檻

較高的戲院等都是紀錄片展演的場域，尤其是院線發行更是紀錄片突破傳播限制、

獨立製作模式的關鍵並形成產業化的可能。紀錄片上院線在兩岸三地並不普遍而

是台灣特殊獨有的現象，在言論與審查上也更加自由。但在這看似風光與榮景的

背後，許多紀錄片導演如吳乙峰、李中旺、賀照緹、沈可尚或學者郭力昕等人對

此現象卻出現擔憂，他們認為在上院線的前提下，紀錄片的核心價值可能遭到犧

                                                        
1 文化部官方網站，詳見：http://www.moc.gov.tw/artnews.do?method=findById&id=1222852534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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牲，使紀錄片成為容易「販售」的商品。李中旺便說到：「拍紀錄片本來就很邊緣，

如果目的性太強的話，拍出來的片子會有所妥協、會扭曲，希望觀眾看了會大笑

大哭，這種想法是不對的」2。可以理解到，紀錄片上院線已經是個複雜的問題，

必須同時將影像政治、拍攝倫理、形式美學、核心價值與社會功能性等面向納入

討論與分析，對於何謂院線紀錄片也須重新釐清與定義。若要分析院線紀錄片在

社會進程下的轉變與問題，則必須重回台灣紀錄片的歷史脈絡，理解紀錄片與社

會的互動關係，如何使紀錄片在詮釋方式與觀看位置上產生不同的變動。 

 

    本章節以上述所提的面向為討論基礎，嘗試從綠色小組開始探討台灣紀錄片

發展過程中如何透過攝影機掌握話語權，去翻轉底層人民長期壓抑的聲音或揭露

主流媒體掩蓋的真相，而這種邊緣戰鬥與衝撞的特質也成為台灣紀錄片傳統中的

核心精神。接著本章將繼續討論台灣紀錄片進入院線後的幾項重要象徵意義，包

括影像的產製到播映途徑由邊緣躍升主流，台灣紀錄片的核心價值與商業體制的

衝突，資本進入下產生的變革與消費、倫理問題，紀錄片行銷、產製模式的確立

和問題等等。希望以較寬廣的視野去思考台灣紀錄片發展至今，因為不同社會脈

絡產生思考上的質變，而這些質變中可挖掘出紀錄片何種可能性，又必須釐清與

克服哪些問題。 

 

    紀錄片歷史在台灣從放映方式、生產方式乃至於影片內容，發生過多次的變

革，而此流變則同時夾雜了台灣在政治環境、歷史環境、經濟環境等過渡與橫生

交錯。回溯初期的台灣紀錄片，早於 1930 年代便出現鄧南光與劉吶鷗兩人浪漫的

生活寫真紀錄片3，許多人也會提及陳耀圻 1966 年就讀洛杉磯加州大學(UCLA)電影

系碩士班時的畢業論文片，以真實電影的精神觀察紀錄中國來台榮民生活的《劉

必稼》，但此片由於涉及的議題敏感，仍被禁播了二十餘年直至解嚴才得以重現。

除了這些，解嚴前國民黨的高壓統治之中，紀錄片多以國營片廠政令式的宣傳片

或新聞局所拍攝的具有社會教化的新聞片為主，例如《蔣經國傳》、《開國五十年》

等片，並多以解釋性的模式，神諭的旁白呈現，這些片子在當時噤聲的年代，多

數呼應國內文藝政策而拍攝，除了形構出國家認同與政權合法性，更多是統治者

意識形態的放送，口號與教條的輸入洗腦，對外則是以美好光明的敘事進行國際

宣傳，例如當時新聞局製作的紀錄片《綠色軌跡》便是如此，但在當時體制內的

檢查與建構國家威權的意識形態中，「隱惡揚善」對工作者而言是較安全的做法，

也使這些片子無法脫離制式化的觀點與形式的枯燥重複。如楊崇智所說的： 

 
                                                        
2 李中旺此段話轉引自香港文匯報伍麗微的報導。伍麗微著，〈不要感動，不要小清新，台灣紀錄

片須走出單一化〉(香港文匯報，2013 年 12 月 7 號)，詳見：

http://paper.wenweipo.com/2013/12/07/OT1312070002.htm 
3 李泳泉著，〈全景學派的誕生─台灣紀錄片的趨勢觀察(1990-2000)〉(《電影欣賞》20 卷 3 期總號

111，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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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以「政令宣導」為導向的紀錄片，雖然也是以真實的素材拍攝得來，

但卻迴避了很多事實的企圖，而採取了選擇性的報喜不報憂，不深入民間，

深入人的層次去探討社會的真實面貌，難使事實彰顯，同時也缺乏感人的

力量。再則，它一貫使用強迫式的獨白，讓人產生教條式的刻板印象，於

是對紀錄片的界定和詮釋起了很強烈的懷疑4。 

 

從 1945 年一直到 1978 年間是官方新聞與紀錄片生產的鼎盛時期，每年均產出五

十部以上，提供電影院於劇情片上映前撥映，也是當時台灣民間社會接收新聞(特

別是影像新聞)的主要來源5。在五○年代，這些新聞片、紀錄片由於缺乏宏觀的社

會視野或微觀底層聲音的真實再現，在加上播映場域僅止於戲院，因此並沒有提

供或建立人民對紀錄片的概念。進入六○年代，台灣工業化剛起步，經濟上依靠

農業扶植工業，工業則依靠大量的加工出口6來帶動經濟發展，並且提高國民的生

產率，而在國家發展的背後則是美國大量的軍事與經濟援助，讓台灣不透過外貸7去

發展經濟。美國的援助除了台灣在美蘇冷戰之間舉足輕重的政治與軍事地位外，

另一個原因則是藉此打開台灣經濟上的防衛體制，讓跨國公司更容易進入，金寶

瑜提到當時幾項自由化改革的項目如匯率的改革、降低關稅、外資優惠8等等。此

現象可察覺，經濟上跨國公司的流動和美國做為西方文化符碼的進入，除了將台

灣經濟去疆界化，也讓台灣的社會形態開始朝向美國靠攏，從整個國家在經濟上

對西方的接收開始內化成對西方文化的想像與吸納，並將之視為進步，電影也在

此時進入，在當時看電影是一種娛樂行為，這無形中建構了社會的消費意識，在

這種社會經濟體制中也成為紀錄片日後要打入群眾的阻礙。 

 

    拜美「援」所賜的，六○年代電視在台灣出現，直接構成七○年代紀錄片產

製轉往電視媒體，1974 年國和傳播與中視新聞部合作，召集了黃春明、張照堂、

王菊金等人所製作的電視紀錄片《芬芳寶島》系列就在此時誕生。以 16 釐米規格
9製作的《芬芳寶島》在電視媒體管制仍十分嚴格的年代，開始關注地方民俗風情

                                                        
4 楊崇智著，《我國官方紀錄片的産製研究──以行政院新聞局攝製宣傳紀錄片為例》(台南藝術大

學音像藝術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年)，92 頁。 
5 同上註，54 頁。 
6 台灣依靠加工出口對觀影者的影響在張釗維的期刊論文〈作為一種文化產業的臺灣電視紀錄片製

作環境--一個初步的參與觀察與反省〉(《電影欣賞》20 卷 3 期總號 111，2002 年)第 30 到 31 頁有

清楚分析。他認為這種代工為中心思想的經濟結構，以低廉的勞動力與超長的工時為內含，數十年

來浸透了台灣絕大多數民眾的生活與人際關係；而反映在文化意識與文化活動上，其實有著深遠的，

幾乎是不動如山、不受改朝換代而轉移的影響。在他們每天僅有的休閒時間裡，所需要的基本上不

會是要再花腦筋的文化活動，而是簡便的、入口即化的、直接反映生活經驗與情緒的、與肉體的鬆

弛相關的休閒娛樂。 
7 金寶瑜著，《全球化與資本主義危機》(台北：巨流，2005 年)，131 頁。 
8 同上註，131 頁。 
9 1923 年問世的 16 釐米電影，由於設備輕便，底片與沖印費也較便宜，曾廣泛運用於電視製作上。

也適合拍攝紀錄片、教學片或實驗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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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文化，因為貼近市井小民而呈現出濃濃的鄉土味而受到好評，1980 年代推出了

《芬芳寶島》第二季，接著又有 1981 年的《美不勝收》，1982 年的《映象之旅》

等關心台灣鄉土文化的紀錄片出現10。但由於政治仍處於高壓階段，無法輕易跨進

更帶有寫實主義視野與關懷的路線並且捕捉較具爭議性的題材，因此誠如李道明

所言，此時的台灣鄉土紀錄片較少對現實問題的探索，偏向個人懷舊式的感情宣

洩，屬於浪漫式的紀錄片形式11。 

 

    從七○年代跨入八○年代解嚴前後，台灣紀錄片的發展有了重大的轉折與突

破，七○年代初台灣退出聯合國，許多國家也與台灣斷絕邦交使台灣在國際面臨

險峻的情勢，致使社會上開始凝聚民族意識與危機感，而鄉土文學運動的發軔則

帶起了本土意識興起與身份認同的探討，這股暗流一直到解嚴前後成為豐沛的社

運能量，當時黨國的國家機器開始邁向軟性的威權，整體的戒嚴統治趨向疲軟與

鬆動，許多知識份子開始介入公共議題，使關懷環境、勞工、農民、原住民、學

生運動等各種運動興起，如 1987 年鹿港反對美國杜邦公司在彰濱工業區設廠，並

使杜邦公司最終放棄設廠的反杜邦運動12，便是當時極有組織的環境運動。於此同

時，八○年代依循科技進步的腳步，成本更低廉的電子攝影開始取代膠卷，可攜

式電子攝錄影機急速演進並開始普及，其在十萬元以內的售價使得影像工作者紛

紛放棄影片改拍錄影帶13，在這樣的社會脈絡中，紀錄片的詮釋、形式、傳播、產

製也開始由官方意識形態的輸送與媒體壟斷的狀態轉向街頭底層，以參與式紀錄

運動現場，或成為揭露真相的媒介。由此可知，因為新工具的誕生，影像的詮釋

與生產能從主流的文化場域拓展，使非主流的影像工作者或社會運動者藉由更便

利的機器，去突破被壟斷的媒體論述，這對於台灣紀錄片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推進。 

 

    在這段紀錄片的轉變與革新中，綠色小組在反主流媒體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

角色。綠色小組成立可從 1984 年的海山煤礦災變開始談起，這場災難造成了許多

礦工死亡或受傷，政府利用官方媒體宣稱工人們都已得到撫卹與安置，但透過《前

進》雜誌編輯王智章與鄭文堂合作以攜帶型攝影機暗自紀錄與採訪，才發現工人

們並未康復，也沒有得到撫卹金，這個真相的揭露促使官方成立「捐款處理委員

會」。1986 年綠色小組成立，首次紀錄的社會運動就是同年底的「桃園機場事件」，

王智章如此描述這段歷史： 

 

當時海外黑名單之一的許信良企圖闖關回台，我們真實呈現民眾萬人接機

                                                        
10 王墨林著，〈台灣紀錄片中的身分認同〉，收於李道明，張昌彥計畫，《紀錄台灣：台灣紀錄片研

究書目與文獻選集》(台北：文建會，2000 年)，494 頁。 
11 李道明著，〈台灣紀錄片與文化變遷〉(《電影欣賞》8 卷 2 期，1990 年)，83 頁。  
12 謝正一著，《環境生態與環境影響評估概論》(台北：中華綜合發展研究院，1998 年)，頁 176。 
13 滕淑芬、張良綱著，〈紀錄台灣──國民攝影運動開鏡〉，收於李道明，張昌彥計畫，《紀錄台灣：

台灣紀錄片研究書目與文獻選集》(台北：文建會，2000 年)，14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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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熱烈場面以及警民衝突的現場，當時警察用消防設備對著民眾強力沖水

企圖沖散群眾，我們記錄了民眾被沖倒在地痛苦掙扎的畫面，讓大家覺得

很震撼，國民黨控制的三家電視台都沒有這樣的畫面和報導，也使得大家

開始質疑三家電視台的公信力14。 

 

《桃園機場事件》的鏡頭十分搖晃，畫質不佳，也無任何的敘事架構，但卻充滿

真實的現場感，而軍警對抗議群眾發射水柱，使攝影鏡頭沾滿水滴，更凸顯了紀

錄者的介入與戰鬥性。也因《桃園機場事件》出現，得以翻轉反對人士受到報紙

與電視圍剿攻擊而造成的不利情勢
15
，並成功顛覆了黨國媒體的謊言。綠色小組的

出現將人民置於詮釋主體的主動位置上，不僅僅是紀錄者，更是運動的實踐者，

至 1990 年解散前，綠色小組拍攝的影片約有 3000 小時，包括了原住民、雛妓、

勞工、環境等社會議題或社會運動，將當時老三台呈現出的規訓和諧社會，或暴

動的人民身體，轉化成體制的衝撞、社會底層的揭露，與人民身體的重述，成為

台灣八○年代極為重要的運動型錄影團體。 

 

    在戒嚴體制長期壓抑下，人民的聲音正如王智章所說的，「就像一壺即將要燒

開的水」16，最後在街頭炙熱的沸開來，因此，當時如綠色小組所拍攝的社運紀錄

片，也充滿了蓬勃的底層生命力，與號召群眾抵抗體制的渲染力。和制式化的官

方產製紀錄片不同的是，綠色小組使用較簡陋的業餘器材作拍攝，在攝影方面鏡

頭常常晃動，畫質也非常粗糙，在傳播上則以快速的剪接、拷貝與發行提高被觀

看率，也藉由銷售這些社運錄影帶維持組織的營運。這種形式與美學上的不足和

產製的獨立，卻符合李道明所稱的第三世界「不完美電影」的美學觀，且與尼加

拉瓜、薩爾瓦多、菲律賓、韓國的革命錄影帶的製作有驚人的相似
17
。林寶元也提

到：「紀錄影像的力量建立在內容的戰鬥性，甚至是煽動性上，而它在形式上“不

完美”，技術上的“不專業”等等，是被忽略或被觀眾接納的」
18
。 

 

    但是，在激情過後這些紀錄片也遇到了侷限與瓶頸，在市場需求上，暴烈衝

突的場面較受大眾喜愛，但綠色小組幾部長期追蹤的作品如《後勁反五輕》、《要

                                                        
14 1980 年代「綠色小組」之反抗影像座談會，2010 年 8 月 26 日。座談會文字稿收於綠色小組社

會運動紀錄片網站，詳見：

http://greenteam.tnnua.edu.tw/releaseRedirect.do?unitID=241&pageID=12617 
15 李道明著，〈台灣紀錄片與文化變遷〉(《電影欣賞》8 卷 2 期，1990 年)，84 頁。 
16 1980 年代「綠色小組」之反抗影像座談會，2010 年 8 月 26 日。座談會文字稿收於綠色小組社

會運動紀錄片網站，詳見：

http://greenteam.tnnua.edu.tw/releaseRedirect.do?unitID=241&pageID=12617 
17 李道明著，〈台灣紀錄片與文化變遷〉(《電影欣賞》8 卷 2 期，1990 年)，90 頁。 
18 林寶元編著，〈解嚴後初期紀錄片的再出發──美學觀點的再思考〉，收於論文集《台灣紀錄片

美學系列》(台中：國立台灣美術館，2008 年)，第 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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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才會贏─苗客勞工抗爭》、《台灣的綠色運動》等等市場反應卻不熱絡
19
，因此容

易失去自省性，或被政治反對勢力收編。易旋也認為：「由於綠色小組為了維持反

對力量的正當性而無法對反對人士進行批判，於是『使得綠色小組的作品變成新

聞性和宣傳性的功能大過於反省性，而無法變成提升反對運動品質、防止反對運

動惡質化的一股力量』」
20
，在這方面，羅興階的自省批判性與獨立製作的自由度

顯得更好。 

 

 

 

 

 

 

 

 

 

 

 

 

 

 

                                                        
19 李泳泉著，〈全景學派的誕生─台灣紀錄片的趨勢觀察(1990-2000)〉(《電影欣賞》20 卷 3 期總

號 111，2002 年)，19 頁。 
20

易璇著，《人道關懷與溫情主義──21 世紀初台灣主流紀錄片研究》(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

士論文，2011 年)，第 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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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紀錄片上院線：從邊緣到主流的路徑轉換 

 

 

    從八○年代綠色小組的發韌開始，台灣紀錄片逐漸由官方產製轉往民間，紀

錄觀點則由國民政府意識形態灌輸的宣傳工具，轉往底層社會與社運場合，成為

人民發聲的公共平台，並透過詮釋權的掌握顛覆國家機器對人民的宰制與國家媒

體塑造的暴民形象，雖然較缺乏完整的敘事結構，但其搖晃的鏡頭生猛有力，以

記錄者親身參與的姿態再現真實。九○年代紀錄片進入另一個轉折，以吳乙峰為

首的全景映像工作室 1990 年在公視推出十三集〈人間燈火〉及後續的〈生活映像〉

十七集，《月亮的小孩》原為〈人間燈火〉系列的紀錄片，但由於時間長度不符而

獨立出來，卻在台灣引起廣泛的討論與回響，並在全台引起超過四百場次的放映

熱潮。究其原因，在於全景學派以長期蹲點跟參與的拍攝方式跳脫解說式紀錄片

的窠臼，強調與被攝者是互為主體關係而非上對下的對被攝者進行生活的獵取，

創造出質樸且真實的美學形式，並帶有人道關懷的視野與溫情感動的情緒張力。

全景學派的興起，成為當時主流的紀錄片拍攝模式。全景也出資計畫紀錄片人才

的培訓課程，後續更配合文建會的社區總體營造政策延續培訓課程，這些使全景

成為九○年代影響台灣紀錄片發展十分重要的團體。除了全景，九○年代南藝大

音像紀錄所成立，集合了李道明、井迎瑞、吳乙峰等師資也訓練了一批優秀的紀

錄片人才，他們多將鏡頭對準身旁的人事物，對攝影機的真實，紀錄者與被攝者

的複雜權力關係等進行辯證，如楊力州的《我愛 080》，吳耀東的《在高速公路上

游泳》等等。除此還有公視「紀錄觀點」的成立，說明了九○年代在戒嚴體制鬆

綁下紀錄片的蓬勃發展，除了人道關懷的傳統外，美學的形式與攝影機的位置也

更加複雜多元。但紀錄片引發的熱潮，則到了 2000 年後才開始發酵。 

 

    1997 年胡台麗首先將作品《穿過婆家村》登上院線，《穿過婆家村》用影像記

錄了胡台麗的婆家劉厝村，以道路興建使部分農地房舍被徵收為主要敘事，紀錄

了台灣農村面對劇烈變遷時的時代樣貌。對於上院線的嘗試胡台麗說道：「《穿過

婆家村》這部片子出來時，我自己一直覺得這部片子應該比較能貼近大部分臺灣

人的生長經驗，很希望能公開放映21
」。從這部片開始，紀錄片開始一連串登上院

線的時期，陳俊志的《美麗少年》(1998)、胡台麗的《愛戀排灣笛》(2000)、簡偉

斯與郭珍弟的《Viva Tonal 跳舞時代》(2004)、彭文淳的《歌舞中國》(2004)等等，

一直到吳乙峰的《生命》(2004)，使紀錄片在社會大眾間的傳播達到前所未有的高

點，獲得破千萬的票房成績。《生命》紀錄了九二一地震過後，數個家庭的生命故

事，並以導演和朋友之間的信件，與導演和安養院父親的關係去紀錄生命的悲痛

                                                        
21 胡台麗口述，李道明，王慰慈主編，《台灣紀錄片與新聞片影人口述(下)》(台北：文建會，2000
年)，第 18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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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意義。對於為何要將作品推上院線，吳乙峰也談到： 

 

這次上院線雖然很困難，但我們還是想嘗試。紀錄片不是拍一拍就放在那

裡，或是電視台拿去播一次，兩千或多少錢，你要不要播。作品一定要與

人民接近，不然意義不大，以前我們自己到鄉鎮或學校團體去放映，都是

免費的，可是這樣做紀錄片無法長久生存。尤其這麼多年來我教過多少學

生，他們出來拍紀錄片後，不久就轉行了，因為最起碼的條件都無法維持。

作品應該有回收，如果它夠好看，為什麼不由大家共同來支持它的生存？  

 

更何況紀錄片所紀錄的多是這片土地上所發生的事，我們是否要好好的看

待自己的故事。所以這次排除萬難希望上院線，如果能夠做出票房，這些

述說我們自己故事的片子，也是有票房，它們值得有更好的放映場所及管

道22。 

 

從胡台麗與吳乙峰的說法看來，紀錄片上院線時最初的思考並非在於將其當作商

品販售，而是以上院線作為策略，去拓展傳播映演管道使大眾能廣泛的接觸社會

角落的故事，改善紀錄片工作者與紀錄片產製的整體環境等等。但難以否認的是，

《生命》引發的觀看熱潮，的確將紀錄片從媒體的邊緣位置移轉至核心，不至於

在影像爆炸的年代被資訊洪流淹沒，並開發了更多紀錄片閱讀客層。《生命》能成

為院線紀錄片發展進程與影視文化場域中一次重要的折點，除了台灣社會的消費

文化，九二一的共同經驗容易引發共鳴外，進入院線不可避免的行銷操作也是極

大原因。 

 

    由於一直以來紀錄片在媒體傳播上都處於邊緣位置，大眾對於紀錄片認知十

分陌生，因此紀錄片登上院線著實是非常危險的嘗試，在技術、行銷宣傳、戲院

洽商上都有許多困難。第一是影片的放映規格有 35 釐米、16 釐米、DV 等等，如

果與戲院以底片拷貝的標準規格(35 釐米)不符，便需要額外架設機器聘請放映師，

或將原本拍好的影片轉拷成 35 釐米，這都大大增加了紀錄片的成本23。 

 

    第二，如林木材所言，紀錄片相較於劇情片，在娛樂性、明星魅力等市場考

量之下對於觀眾的吸引力已經遜色一截，又沒有完整有效的「宣傳系統」，也無健

全的製作、發行、映演垂直通路，因此宣傳起來格外辛苦24，。第三，戲院業者對

                                                        
22 張靓蓓著，〈觀看《生命》，重新找到生命的力量〉(世界電影電子報，2004 年)，來源：

http://artlanguage.blogspot.tw/2004/09/blog-post_109599801391218309.html 
23 林琮昱著，《台灣紀錄片的發展與變貌（1990～2005 年）》(台南藝術大學音像藝術管理研究所碩

士論文，2006 年)，74 頁。 
24 林木材，〈從邊緣到主流，紀錄片的冒險之旅〉(《台灣電影筆記》「紀錄片院線之路」專題，2005
年)，詳見：http://movie.cc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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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紀錄片的票房普遍信心不足，因此通常採取「包廳」的方式而非「拆帳」的方

式合作。業者以一定金額將影廳出租給這些獨立、半獨立或團隊式的紀錄片工作

者，如此戲院業者無需承擔票房風險，也能有一定資金收入25。但由於宣傳不夠，

紀錄片工作者也無法預期會有多少觀眾進入戲院，因此為減少成本，包廳的天數

有時過短，導致許多觀眾剛得到此片的相關資訊，片子卻早已下檔，只能等待日

後 DVD 的出版，在傳播這層意義上便喪失了擴大的有效性。由此可見紀錄片要登

上院線，著實有許多技術上的困難，所需耗費的資金更是紀錄片工作者的沉重負

擔，因此以紀錄片每年的產出量計算，紀錄片登上院線的比例並不高。 

 

    直到《生命》出現，紀錄片才有一套可行的行銷模式，並對後續紀錄片上院

線的發展產生影響。第一，《生命》上映前並未得到太多關注，初期先透過小型試

片會放映，邀請企業界的老闆、媒體界與藝文界的名人、政府官員等至全景工作

室看片，看完後便敲定訪問、上電視、報紙專訪等宣傳活動26。第二，在部落格行

銷部分則有智邦生活館總經理陳豐偉的支持，發起「網路寫手」試映會活動，請

50 位寫手觀賞生命並寫下心得，再透過部落格的串連在網路轉載，形成網路效應27。

善用網路這一傳播管道，能直接使訊息無距離的散播，對拓展新的網路使用客群

包括不同年齡層的學生、白領上班族等有極大幫助。第三，主流媒體的推波助瀾

也是一大原因，有中國時報浮世繪板的支持，中國時報與聯合報影劇版的整版報

導形成話題，《大話新聞》的鄭弘儀推薦與催票28，這些都促成了許多企業紛紛包

場，也帶起中南部觀眾的觀看熱潮。陳水扁與馬英九等政治人物的觀賞，同樣具

備號召群眾進場的能力，對紀錄片的傳播同樣有加乘效果。  

 

    由於資源缺乏，《生命》的行銷策略仍然是游擊戰的方式，透過人情扣連少數

媒體資源，擬定有利的影片訊息進行重點宣傳，報紙報導則朝凝聚感動意識與訴

諸正向力量的方向前進，名人推薦則是另一個有利的行銷武器，筆者查閱數則報

導都綜合了上述的元素，在此擷取幾段文字便可見端倪： 

 

昨天「生命」舉行上映記者會，中華電信董事長賀陳旦與九二一震災重建

基金會執行長謝志誠為該片站台。賀陳旦表示，「生命」他看了六次，每次

都在影片裡找到感動的力量，影片主要傳遞正面看待生命的態度和感動29。 

                                                        
25 林琮昱著，《台灣紀錄片的發展與變貌（1990～2005 年）》，74 頁。 
26 張靚蓓著，〈《生命》與《全景映像季》行銷初探〉，詳見：

http://www.taiwancinema.com/ct_52425_332 
27 蔡子傑著，《運用部落格於小眾市場之行銷效果初探─以台灣紀錄片為例》(逢甲大學企業管理研

究所碩士論文，2008 年)，48 頁。 
28 張靚蓓著，〈《生命》與《全景映像季》行銷初探〉，詳見：

http://www.taiwancinema.com/ct_52425_332 
29 項宜斐報導，〈生命紀錄 921 震民重建真情感人─吳乙峰新紀錄片 918 上映 賀陳旦看了六遍〉，

(聯合報 D3 板，發燒星樂園，2004 年 8 月 2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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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et 執行長李岳奇說，自己是電影迷，這是他第一次把一部影片看那麼

多次，他每次看完「生命」都有新的「思考」。他也寫了一封信給自己，這

封信是李岳奇自己對自己的整理，非常私密，連全景工作人員也不知道內

容30。 

 

在不披露過多影片內容的前提下，《生命》上映前夕這些報導發揮了宣傳力量，也

開啟了觀看《生命》的熱潮，「你看《生命》了嗎？」更成為當時的流行語31。《生

命》的成功無法完全複製，但卻延續了後續紀錄片上院線的現象，2005 年的《石

頭夢》、《翻滾吧，男孩》、《無米樂》等片在國片票房普片低迷時，陸續在院線播

映，《無米樂》則挪用了部分《生命》的行銷策略，兩位導演透過安排，上遍許多

廣播節目為《無米樂》宣傳，政治人物的參與也拉抬了票房32，成為全球好萊塢下

的另一個觀影選擇。這些紀錄片開創了另一個紀錄片世代。上院線代表著幾種象

徵意義：包括這是一種擴大的社會效應，使影片議題的討論空間更加開放33，將傳

播管道從學校巡迴映演、電視放映等擴展到相對而言更受到大眾關注的場域中。

另外對難以依靠紀錄片維繫基本生存條件的工作者而言，上院線也是回收成本的

管道之一。雖不是每部紀錄片都能推上院線或適合院線，但如《生命》、《翻滾吧，

男孩》、《無米樂》等片仍能達到不錯的票房與口碑。不過許多論者也指出紀錄片

上院線的潛在隱憂，包括去政治化的傾向，結構性問題的迴避等等，容後會再細

談此部分。 

 

    2005 年之前企業、社福機構等出資單位與紀錄片的主動合作仍不明顯，直到

2006 年楊力州推出記錄花蓮美崙國中足球隊的《奇蹟的夏天》，透過有規模的電影

行銷公司宣傳而不再以游擊戰方式推廣紀錄片，是院線紀錄片商業化的一次成功

嘗試，也開啟了紀錄片產製分工的模式。此後，紀錄片的出資，生產與行銷方式

也開始轉向，但紀錄片在院線市場的主體位置也更加複雜。2007 年紀錄片的聲勢

卻跌落谷底，主要原因在於水蜜桃阿嬤事件的發生，《水蜜桃阿嬤》是商業周刊「一

個台灣‧兩個世界」專題策劃的委製紀錄片，影片拍攝完成後卻因為募款問題引

發軒然大波。對企業而言，透過關懷社會弱勢去提高社會邊緣人的曝光度，使大

眾關心並幫助社會底層，提高企業形象原是雙贏局面，但摻雜進利益成分後單純

的善行開始顯得複雜且負面，對商周消費水蜜桃阿嬤、濫用社會愛心、善款的用

                                                        
30 陳慧敏報導，〈賀陳旦禮讚生命 為全景找金援─921 地震紀錄片觸動人心，黃安捷李岳奇促成在

台北上映。賀陳旦希望台灣社會透過本片，學會溝通和對話〉(經濟日報 A4 版，綜合新聞，2004
年 9 月 5 號)。 
31

同樣政治人物背書的模式首見於《Viva Tonal 跳舞時代》。此片是由李登輝推薦，並賦予《Viva Tonal
跳舞時代》本土意識，因此有效的召來更多觀眾。 
32 張靚蓓，〈《無米樂》行銷成功之軌跡〉，詳見：http://www.taiwancinema.com/ct_54245_219 
33 林木材著，〈進步與倒退──2010 台灣紀錄片觀察筆記〉，詳見：

http://woodlindoc.blogspot.tw/2012/02/20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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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不夠透明、上層與下層階級的資源分配不均等輿論批判紛至沓來，如聯合報的

幾篇社論文字： 

 

「水蜜桃阿嬤」事件的核心，就是媒體站在自認的關懷、善行立場，忽略

了外界的觀感，在作法上沒有明確分隔報導與捐款理由，而且顯然讓大眾

產生了捐款救助對象的誤解。換句話說──整件事情的「公」（社會救助）

與「私」（企業利益）有了混淆，讓人產生質疑34。 

 

不論在雜誌文章或影片中，都刻意迴避這些孩子的父母是「因負債自殺」

的事實，而是一貫地用個人人格缺陷如「典型的邊緣性人格」解釋肇因於

貧窮的悲劇。當然，如果把自殺原因歸於負債，便必須挑戰如底層家庭的

命運如何被社經結構決定，或原╱漢之間的貧富與城鄉差距等更大的問題，

如此一來，所屬集團發行的兒童生命教育教材大概一套也賣不出去35。 

 

而當強調弱勢關懷的紀錄片進入企業操作的體系中，產生質變成為不可避免的現

實。對《水蜜桃阿嬤》影像內容與議題性有許多討論與批判，在諸多聲浪中紀錄

片本身也被去主體化並定調成為企業服務的宣傳影片，林木材便說到：「像「水蜜

桃阿嬤」這樣令人遺憾的事件，彷彿見證著一種力量變化，簡單與單一化的行銷

推廣做法反過來啃食了影片本身，將影片主旨最終導向了唯一目的，即捐款一途

（這與過去將紀錄片視為政治宣傳片使用有著類似的概念）。 

 

    不同於 2004 年到 2006 年皆有紀錄片受到媒體關注，或引發觀看熱潮的聲勢，

2007 年水蜜桃阿嬤事件後院線紀錄片反而較為沉寂，2008 年有《征服北極》、《星

光傳奇》等片，屬於名人傳記式的紀錄片，2009 年則出現吳汰紝的《尋情歷險記》、

薛常慧的《藝霞年代》等等，但受注目程度不若以往。顯見紀錄片從邊緣小眾轉

往主流核心場域時，映演上仍然十分困難與複雜，紀錄片與商業合作時也仍未建

立起穩固的基礎與思維。 

 

    2010 年開始到 2013 年，紀錄片上院線的情形又開始蓬勃起來，2010 年有《被

遺忘的時光》、《乘著光影旅行》、《一閃一閃亮晶晶》等六部院線紀錄片，2011 年

有《青春啦啦隊》、《阿爸》、《牽阮的手》與他們在島嶼寫作系列等十部紀錄片上

院線，2012 年則有《麵包情人》、《不老騎士：歐兜邁環台日記》等，2013 年則有

《看見台灣》、《台灣黑狗兄》、《拔一條河》、《一首搖滾上月球》、《秋香》等約十

一部紀錄片上院線，而這些映演過程也揭示了紀錄片更廣的討論向度。可發現由

社福機構出資拍攝的紀錄片多了起來，紀錄片弱勢關懷的方式也發生轉換，不再

                                                        
34 社論，〈善行要能取信於社會〉(聯合晚報 2 版，話題，2007 年 7 月 6 號)。 
35 王英倩著，〈聚焦水蜜桃阿嬤 選擇性慈悲〉(聯合報 A19 版，民意論壇，2007 年 7 月 1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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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影像批判體制或揭露真相，而是以較感性、勵志的語言敘事透過行銷公司的

包裝宣傳，或動用關係進行企業包場做口碑，並將轉化的票房數字用於公益方面，

王亞維提到這類型紀錄片時也認為：「它們有社會關懷的內涵，但也兼有主題宣傳

及募款的目的，因此院線發行是慈善事業行銷的一個策略」
36
。而多部傳記式紀錄

片則具有更高的市場思維，如《阿爸》、《乘著光影旅行》等，本身不是有基本的

觀眾盤，便是有精準的宣傳方式。比較特別的是《牽阮的手》，走傳記音樂紀錄片

形式，但其強烈的政治性格使其上院線之初不被看好，但導演全台走透透參加了

每場映後座談建立起口碑，最後仍累積破 600 萬票房
37
。「他們在島嶼寫作系列」是

由企業家童子賢出資贊助，誠品書局的經營團隊行銷且有發行套裝書籍與 DVD，

除了台灣外，也登上了香港的戲院
38
。從這些紀錄片的出資情形、 行銷思維與影

像內容觀察，可發現到此時的紀錄片出資者更多，商業合作與行銷模式更趨向完

整專業，也更具備市場思維，而影像的題材、形式則在商品化的機制中被挑選、

編整，使得這些作品更加一致，而沒有更深層的殊異性。 

 

    從八○年代建立起的弱勢關懷與批判傳統，一路走到紀錄片上院線的新世代，

紀錄片從邊緣小眾的位置移轉至主流文化場域，從獨立製作走向商業合作，而這

條路徑又和社會文化相互扣連。紀錄片上院線初期是作為一種策略，目的在於拓

展映演管道，建立紀錄片觀眾，尚未建立起完整的產業鏈，經過水蜜桃阿嬤事件

的低潮後，院線紀錄片從 2010 年又開始蓬勃發展，這時的出資者較之以往更多，

也比以往更關注市場接受度，從幾部紀錄片的題材與敘事可發現，紀錄片上院線

不再是傳播上的策略而更偏向一種目的，但在中產階級的主流價值中，紀錄片也

落入了單一化的危險，太過顧慮票房與觀眾使紀錄片失去對體制的衝撞性、批判

性，議題的深度與廣度遭到限縮，也缺乏導演觀點，這樣的弱勢關懷被框限於資

本主義邏輯中便失去了力道，也讓人擔憂。 

 

 

 

 

 

 

 

                                                        
36 王亞維著，〈乘著市場去旅行，台灣紀錄片上院線的省思〉，詳見：

http://tavis.tw/files/15-1000-13208,c171-1.php 
37 同上註。 
38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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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資本的挪用與生產：當代院線紀錄片的能

動性 

 

 

    台灣院線紀錄片發展至今日，企業或機構贊助，政府補助等已經成為主流的

產製模式，並建立起比以往更完整的產製、行銷、發行的產業鏈。對於紀錄片工

作者而言這樣的榮景能否支撐生計仍無法定論，但在此文化脈絡中，整個生產結

構與紀錄片的關係卻帶來更多面向的分析提問。為何現今紀錄片仍持續登上院線？

登上院線後紀錄片的形態又會產生何種變異？紀錄片是否仍保有其批判性抑或被

收編？特別是公益或勵志紀錄片更明顯顛覆紀錄片弱勢關懷的方式，影片質性則

趨向主流價值與大眾口味。本小節將從全球化、資本主義與消費文化等角度觀察

台灣當代院線紀錄片與市場的關係，並在資本的挪用與生產中如何開啟革新的動

能。 

 

    在全球化之下最顯見的現象是國家之間的疆界模糊或地域消解，這種消解大

部分肇因於交通科技的快速發展，使族群的跨國流動更加便捷，而大量人口的海

外遷徙則建立於某種蔓延的想像中，且形成一股強大的動能。這些伴隨著各種影

像、文學或音樂的想像，來自於迅速興起發展的電子媒介，從遠端將資訊傳輸到

地方，使觀者無需移動便能構築對他者的歷史、社會或文化想像。全球化造成了

族群的離散與遷居，而電子媒體的傳播速度則擴大了文化想像與生產的過程，再

演變成想像的實踐。阿帕度萊(Arjun Appadurai)在談及電子媒介與群眾遷移時便認

為，這兩者是推動(有時甚至是強迫)想像作用的新動力，並造就了特殊的無規律性，

因為觀者與影像同時都不停歇的在流動39。 

 

    但今日的全球化現象，不再只是某種經濟上的全球擴張與主宰造成的同質化，

而是同質化與在地化動能的相互角力。阿帕度萊認為必須將新的全球文化經濟看

作複雜、交疊又裂散的秩序，而不再能用核心─邊陲的模型來理解(即便是考慮到

多元核心和多元邊陲的模型亦然)40。因此可以理解的是，在現今的全球化體系下，

並沒有絕對的文化經濟收編或宰制，反而可能因在地的挪用與翻轉創造出抵抗的

能動性。在全球化龐雜、流動與裂散的結構中，電子媒介的傳播帶來虛擬式鄰坊41

                                                        
39 Arjun Appadurai 著，鄭義愷譯，《消失的現代性：全球化的文化向度》(台北：群學，2009 年)，7
頁。 
40 同上註，46 頁。 
41 阿帕度萊用鄰坊(neighborhood)一詞指稱地方性(作為一個向度或價值)能以各種方式實現其中的

實存社會型式。如此使用鄰坊一詞，就意旨在特定處境中的共同體，他們的實存可能是空間式的或

擬制的【/虛擬的】，並具有社會再生產的潛能。同上註，22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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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形式，從電視的興起，錄影帶的流通，電影在世界各地的傳播開始，直至近

年電腦科技與網路通訊的成熟而衍生出電子郵件，社群網站，各種部落格等新媒

介，在全球產生更加即時與快速的互動、對話關係。從此可發現，這些興起於西

方的機械技術或網路科技，使民族國家或離散族群皆能共同參與社會的地方性生

產，而不受國家、政治或媒體集團的控制。因此面對現今的全球現象，阿帕度萊

認為： 

 

今日世界裡，最直接影響著地方性之生產的三個要素──民族-國家、離散

流、電子虛擬社群──的構連本身就是多變、難解、甚至矛盾的，端視其

出現的文化、階級、歷史和生態條件為何而定。這種多變性從某種程度上

說，乃是今日族群景觀與財金、媒體與技術想像體不規律互動的產物。42 

 

從阿帕度萊的看法回過頭來檢視台灣的院線紀錄片，並將之放在整個全球電子媒

介的傳播與在地生產的脈絡進行思考，可察覺這些紀錄片在其生產與被觀看的過

程中，不全然是被動，被收編與宰制的影像載體。紀錄片上院線，等同將之視為

商品並販售給視聽人，因此記錄片可以為了強化在地性與影像的特殊性，廣泛運

用能快速流通傳播的網路平台與電子媒介，形成紀錄片的在地動能，除了能轉化

傳統紀錄片在影像形式與產製過程的困境，網路媒介的興起也讓更多人參與了紀

錄片的文化生產，擴大了想像的邊界。 

 

    《生命》、《無米樂》、《翻滾吧男孩》、《奇蹟的夏天》等片運用部落格行銷便

是最好例證。透過邀請網路知名部落客撰寫觀影心得，在彼此串聯轉寄至個人部

落格、信箱、社群網站等加快訊息傳遞的速度，除了建立口碑外由於部落格或社

群網站的互動性，使紀錄片能很快引發相關的討論。部落格行銷的低成本讓缺乏

資金的紀錄片提高了經濟效益，對於議題的發酵或散佈也有所幫助。蔡子傑便提

到提到部落格特性包括了連結性、互動性、資訊性、分眾性、低成本43，運用這些

特性能使小眾產品的資訊能見度提高，而使用者經驗也成為重要的參考依據，搭

配搜尋引擎的使用，成長快速的部落格數量已成為各類資訊的重要來源44。在網際

網路發達的年代，紀錄片也越來越依賴網路媒介，而網路分享或推薦的影評、心

得或討論串等文字，無疑是紀錄片跨邊界的文化再生產。 

 

    院線紀錄片生產的能動性，正是在這樣的空間中開啟新能量。在資本主義的

機制與當代消費社會中，紀錄片上院線的確有成為文化商品的危機，但從另個角

                                                        
42 同上註，282 頁。 
43 蔡子傑著，《運用部落格於小眾市場之行銷效果初探─以台灣紀錄片為例》(逢甲大學企業管理研

究所碩士論文，2008 年)，72 頁。 
44 同上註，7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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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看仍有其貢獻存在。第一，在競爭激烈的影像市場與高度消費社會的脈絡中，

紀錄片的消費需求必須主動創造，為此許多紀錄片首先提升了影像構圖能力與美

學。第二，後製能力開始提升，許多紀錄片加入了各種動畫元素，現場收音與後

製時去除聲音雜訊以提升品質，過場與片尾音樂邀請專業音樂人製作，強化了聲

音在紀錄片的表現力。第三，影像語言與說故事能力更好，讓許多閱聽人破除過

往紀錄片影像質感較低，內容枯燥太過教條的刻板印象。第四，建立使用者付費

的概念，紀錄片不再免費放映後紀錄片工作者得以回收製作成本。第五，傳播管

道的拓展與潛在觀眾的開發，建立更多觀看人數使議題更快發酵，並可能引發後

續效應。筆者認為，小眾且獨立製作的紀錄片進入競爭激烈的影像市場，反而在

危機中促成許多突破性的革新，如善用各種新興科技，非主流媒體等等，縱使不

能忽視紀錄片內容趨向表層化的危險，但其美學形式、敘事結構的翻新，更多元

的推廣與傳播方式等的確為傳統紀錄片注入了新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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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院線紀錄片的困境：市場化、單一化、去

政治性、紀錄倫理問題 

 

 

    作為社會中具備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的各種商品，是推動資本主義前進與消

費社會建構的核心。在當代社會脈絡中，商品不僅僅是某種「人工製品」，而是由

各種符號、象徵、情境體驗組成，並且指向某種特定意義，比如時裝，流行音樂

或影像等。這些商品可能透過結合文化、藝術、聲音或塑造某種情境強化其美學

幻覺，因文化商品的生產之初多數是由少數專業人士創造出，進而才普及至大眾

間，這便形成了美學或藝術詮釋上的主流論述。商品也會藉由名人宣傳去提升社

會階級與高尚意識。由於電子媒介的發達，各種行銷廣告可以更快速散佈，使得

商品消費成為一種流行文化。流行文化的商品幾乎是以商業的目的為基礎，為了

符合群眾的需求或創造群眾的需求，必須不斷的汰換與生產，所以會有各種創新

與挪用來維持流行文化的生存。高宣揚用一句話精準說出了流行文化商品的核心

價值，形式和規格高於內容45。簡言之，文化商品與資本主義之間的雙重結構是這

些商品既有其獨創與主動的特性，但也有被資本主義收編與控制的面向存在。都

市商業文化也是探討全球化與消費不可忽視的面向，都市文化實際就是各種消費

行為與流行的直接展現。高宣揚將都市商業文化分成兩大類，第一，是商業部門、

企業或公司。第二，是間接受商業控制的文化機構團體或個人46。這些企業將各種

文化產品商業化，擺放於百貨公司、街道櫥窗、地方商店中，使都市看來就像個

大型商場，企業運用大量的社會資源和管理制度有系統的行銷與推廣其產品並換

取大量利潤，旗下的文化機構則舉辦各種文化活動提升企業形象，去強化消費者

購買的意願。 

 

    從全球資本主義、文化商品、消費文化等面向來檢視近年的院線紀錄片，可

發現商品化的傾向越趨嚴重，仔細觀察票房較佳的幾部片如《拔一條河》、《一首

搖滾上月球》、《不老騎士：歐兜邁環台日記》等，除了題材不同，在敘事手法上

皆採較為簡單的敘事，較少深刻的批判或自省，更著重於情緒的鋪陳，在市場上

更容易販賣，衍伸出的便是需許多對紀錄片拍攝動機的質疑聲浪，在上節提到院

現紀錄片的革新之外，這些問題同樣必須提出討論。從綠色小組開始，台灣紀錄

片一直處於反主流媒體的位置，透過社會運動的參與和影像紀錄，扮演著反抗主

流媒體與國家機器霸權、紀錄歷史、揭露真相的角色，紀錄片作為一種衝撞社會

體制與建立多元聲音與論述的功能性十分明顯。但從紀錄片結合商業並販售門票

                                                        
45 同上註，94 頁。 
46 同上註，26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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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此影像類型逐漸引發被商業收編的疑慮。首先在市場篩選過程中，較批判

性或更深沉的題材無法進入院線，導演的創作意志也可能受到限制，紀錄片有去

政治化的危機，或可能成為機構與政府的宣傳品，上院線也需受到更多觀眾階層

的檢驗，因而近年的紀錄片都趨向較討喜、溫馨勵志的類型。易旋在其論文中便

提到： 

 

這些得以躍居「主流」市場中的紀錄片，卻大抵上承襲著較為保守的中產

性格。進一步說，在外在條件的篩選之下，這些能夠浮上檯面、作為一種

主流類型紀錄片上映，特別投(中產階級的)消費大眾所好，或結合文化產

業的包裝、進行意義再生產的紀錄片，其內容本身也具有一些同質性較高

的特質。其拍攝的手法與敘事大致呈現以下幾種特質：非議題式而將重點

凸顯於個人之上，這雖然一方面跳脫了過去大敘事的歷史國家敘述，另一

方面，卻容易將問題個人化、或是簡單化成為某種特例經驗的結果。另一

種型態，則是運用「類劇情」的元素，塑造勵志而溫情的正向力量。特別

是以比賽或群體共鳴的角度─追尋夢想─作為切入，在逐漸產生的認同感

中吸引觀眾目光。47 

 

這樣的主流敘事有一大問題，這些形式上的創新，最終仍可能走向單一化的結果，

因其故事走向與思考邏輯太過相似，使得議題容易在感動、笑料、勵志中遭到淹

沒。緊接著是被攝者的紀錄倫理問題，被攝者個人生命紀錄、經驗受到攝影機的

窺探與紀錄，可能使其喪失隱私權並在戲院透過傳播而擴大，也牽涉到肖像權與

利益剝削的問題，如《水蜜桃阿嬤》即是一例。李道明便提到： 

 

直接電影的被攝者通常不會從紀錄片中獲得好處，創作者則有可能獲得名

利(得獎或票房大好)，甚至由此建立起一個電影事業。但利用別人的影像

與聲音讓自己獲益，這件事在倫理上說起來，即是一件有問題的事，從更

極端的情況來看，這就是一種剝削。 

 

不過，這種剝削往往打著增進知識，符合社會公益的旗幟而大行其道。懷

斯曼即是以社會公益來為他的紀錄片辯解，因為他的許多紀錄片探討的是

用美國納稅人的錢所支持的公立機構。48 

 

當紀錄片牽涉到商業行為時，被攝者所處的位置便特別危險，也可能致使被攝者

明星化，陳豐偉曾說到：「像《翻滾吧男孩》這樣的東西批評更多，他後來帶著那

                                                        
47 易璇著，《人道關懷與溫情主義──21 世紀初台灣主流紀錄片研究》(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2011 年)，94 頁。 
48 李道明著，《紀錄片：歷史、美學、製作、倫理》(台北：三民，2013 年)，20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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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小孩子到處去表演體操，這個東西其實在倫理上會有些問題……那他們是學體

操，為什麼最後會變成跟著紀錄片導演出去巡迴表演，這是馬戲團嗎？49
」《奇蹟

的夏天》也有同樣問題，這些被攝者並未從紀錄片拍攝中得到助益，但這些包裝

影片的行銷策略卻可能影響被攝者的生命與日常生活。 

 

    除了被攝者倫理問題，在商業考量下的行銷操作也會干涉、袪除、或重新詮

釋紀錄片的敘事表現和議題走向，不管是《跳舞時代》、《生命》到近期的紀錄片

《拔一條河》、《台灣黑狗兄》都有類似狀況。《生命》由於試片會時期得到廣大迴

響而成為宣傳要角，但同時也犧牲了其他四部作品的曝光機會，張靓蓓也說： 

 

許多戲院老闆只願放映《生命》，而不願放映其他作品，中南部尤其明顯。

雖有安排但卻安排在極差的時段，譬如平日上班時間的日場或最晚場，縱

有觀眾反應想看全四部作品，但上班時間不能偷溜出來看片，全景工作人

員也極力與戲院協調，但一切都敵不過票房。商業機制的運作已全面操控

影片曝光時段的好壞、曝光機會的多寡，並不因為你是紀錄片或劇情片而

有所分別，這是所有紀錄片導演必須認清的現實。50 

 

除了商業機制對於紀錄片放映的操控外，各種對《生命》的宣傳皆以「感動」為

符號，在社會形成一種共感意識，藉此吸引更多人進場欣賞，這樣以販賣商品的

思維進行操作，也忽略或掩蓋《生命》本身可能的自省性。《台灣黑狗兄》與《拔

一條河》同樣因為某些議題性或觀點不夠討喜而在行銷端被排除或更改，《台灣黑

狗兄》的全球化議題被要求轉向人情趣味51，而《拔一條河》則排除了導演對甲仙

新移民配偶的關注，僅以拔河隊去強調勵志的成分52，這些皆可發現行銷本身如何

在容易閱讀、消費的前提下去操作紀錄片。 

 

    當紀錄片從導演的獨立影像創作開始進入市場，觀影便逐漸轉向溫和的人道

關懷，並塑造集體感動的影像經驗，創造出看紀錄片等於「關懷社會」的意識形

態。紀錄片在素材改變，名人推薦的商業策略下擴大了媒體關注與社會效應，大

大提升了票房成績，但影像本身卻可能被規訓成對主流社會與中產階級而言十分

安全的文化生產類型，且面臨到單一化、去政治化、市場化與紀錄倫理等問題，

                                                        
49 蔡子傑著，《運用部落格於小眾市場之行銷效果初探─以台灣紀錄片為例》附錄二陳豐偉訪談逐

字稿，(逢甲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年)，97 頁。 
50 張靚蓓著，〈《生命》與《全景映像季》行銷初探〉。詳見：

http://www.taiwancinema.com/ct_52425_332 
51 楊乃甄，〈台灣紀錄片論壇：上院線表面風光 實因不得已〉。詳見：

http://ent.ifeng.com/movie/news/hk/detail_2013_12/02/31714606_0.shtml 
52 洪健倫〈奇蹟的一年過後─2013 台灣紀錄片在院線〉(放映頭條，439 期，2013 年)。詳見：

http://www.funscreen.com.tw/headline.asp?H_No=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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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紀錄片在反主流媒體壟斷、揭露真相與記錄歷史的功能性明顯喪失。影像本

身不具更大的意識形態與批判性，也失去動員人群的力量。對此，沈可尚以犀利

的目光提出精闢見解，他說到： 

 

如果紀錄片一開始就設定好要上院線，這非常非常違背我認為紀錄片扮演

的社會角色，因為不管怎樣紀錄片對我來講還是電影媒體的一部分，還是

很「作者」的，應該要有一種超越性，超越電視媒體或普羅大眾媒體裡的

視角，所以它可能對社會關注的角度是更不普羅的或更少被關注的。53 

 

事實上，紀錄片進入商業體制後片商考量到票房、行銷成本回收而採取更容易販

售的行銷策略著實無可厚非，強調正向力量也並非罪惡，重點在於同樣手法不能

無節制套用在每部紀錄片上，去差異化的結果會使影片多元性蕩然無存。因此，

如何在不損及影片本身精神的前提下，結合影片議題與優勢採取差異化的創新策

略去包裝紀錄片，並挑戰主流觀眾的觀影口味，或許能拓展新的紀錄片族群與市

場，也不致使紀錄片成為複製的廉價商品。 

 

 

 

 

 

 

 

 

 

 

 

 

 

                                                        
53 張士達，〈紀錄片賣座的兩難─專訪《築巢人》導演沈可尚(上)〉(獨立評論@天下，2013 年)。
詳見：http://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211/article/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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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社會批判時期：初期創作風格與轉向
 

 

第一節 初期紀錄片風格 

 

 

楊力州的紀錄片，從早期的《三個一百》、《我愛 080》、《新宿驛，東口以東》

一直到晚近的《被遺忘的時光》、《青春啦啦隊》、《拔一條河》等片，從題材、影

像風格、敘事結構、導演觀點乃至音樂等皆產生了明顯差異與或轉變。如將其置

入台灣紀錄片歷史脈絡中觀察，可發現其創作歷程恰好是台灣紀錄片從小眾非主

流媒體走向院線擁抱大眾的縮影。其初期風格走向，與當時台灣的社會脈絡和氛

圍息息相關，並沿襲且接續了從八○年代綠色小組以降至九○年代全景學派的人

道精神和美學形式，但更具爆發力之處在於攝影機的介入下，楊力州以許多爭議、

危險的鏡頭挑戰紀錄者與被攝者的權力轉換關係，紀錄倫理的界線與鏡頭世界的

真實虛構與否，而這種辯證語言成為其作品初期的魅力所在。在本章節筆者試圖

從其作品的敘事方法，導演觀點或鏡頭語言做較細緻的分析，從而由小見大的窺

看 2000 年以前紀錄片創作的面貌。 

 

    從就讀輔仁大學應用美術系影片組開始，楊力州便開始拍攝影片。他的畢業

製作，也是第一部作品《埋冤小調》，根據楊力州的自述，這是一部帶有鄉土意識

的作品： 

 

我記得我那個影片叫《埋冤小調》，那我其實取的是「台灣」的閩南語的諧

音，「埋」就是「台」嘛，「冤」就「冤魂」，「台灣小調」。當時其實自己……

我剛剛提到我認識有限，但是整個、尤其在學生的世界裡面，關於這樣的

本土論述大部分是建立於一種悲情的氛圍底下，所以自己不知不覺去做了

這樣的影片來當作自己的畢業製作，當時也覺得自己很有使命感，就把這

個東西給完成。1 

 

從輔仁大學畢業後楊力州曾短暫任教於其高中母校復興商工廣告設計科，接著又

進入南藝大音像紀錄所就讀，並開始踏入紀錄片的領域之中。楊力州截至目前為

止的二十幾部作品中，以《水蜜桃阿嬤》作為分野，在《水蜜桃阿嬤》之前的紀

錄片除了較具主流性格，訴諸青春熱血的運動紀錄片《奇蹟的夏天》之外，大部

                                                        
1 吳文睿、蔡崇隆訪問，〈深度訪談楊力州導演(一)〉(紀工報 22 期，2009 年)。詳見：

http://docworker.blogspot.tw/2009/11/blog-post_96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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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作品在敘事、題材上仍具有開闊的議題性，影像風格上則帶有實驗的特質。 

 

在這些作品中，以《我愛﹝080﹞》、《新宿驛，東口以東》、《老西門》等片較

有代表性。這些影片在題材選擇上包含了探討年輕畫家進入群體的軍旅生活中，

不被認可的種種過程，與紀錄片真實與否的問題，也有紀錄台灣人到日本東京打

工，流落異地的悲情故事等等。從這些作品可發現，楊力州初期的紀錄片風格仍

具有反主流傾向，貼近著台灣八○年代解嚴前後，積蓄的社會能量爆發，致使各

種社會運動蓬勃發展之下，反主流媒體如綠色小組、第三映像的紀錄片中的反叛，

並自外於政治的性格。李道明便提到： 

 

台灣的社運紀錄片當然是以 1984 年 7月王志章拍攝海山煤礦災變受難礦工

的錄影帶開始算起。這算是台灣農、工運、環保、原住民運動紀錄片的濫

觴，也是在戒嚴時期一個知識青年勇敢的反叛姿態。2 

 

如同王志章的綠色小組建立起的，具有關懷弱勢，反主流觀點與敘事，勇於碰觸

敏感議題的台灣紀錄片傳統。在《水蜜桃阿嬤》之前，楊力州的作品也延續著這

種特色與傳統。除了綠色小組之外，在劇情結構與影像風格更深層影響楊力州的，

是吳乙峰在 1990 年推出的《月亮的小孩》。Bill Nichols 在 2001 年出版的《Introduction 

to Documentary》中，將二十世紀紀錄片的發展類型，分為六種模式作為研究基礎。

這六種模式分別是，詩意的模式(The Poetic Mode)、解說的模式(The Expository 

Mode)、觀察的模式(The Observational Mode)、參與的模式(The Participatory Mode)、

反身自省的模式(The Reflexive Mode)、表現的模式(The Performative Mode)3。而這

部由全景映像工作室製作的紀錄片，便是以參與的模式(The Participatory Mode)為

基礎建立起影片的基調。王慰慈在談到參與的模式之理念與特徵時，討論了此模

式的聲音、影像與拍攝和被拍攝者之間的互動等特質。她提到，由於在歷史世界

的再現中，無法避免作者的主觀意識，因此參與式紀錄片提供了主觀觀點被認可

的合法性。聲音方面，運用的是拍攝者與被拍攝者之間互動的敘述，讓這兩種聲

音在影片中交替出現與辯證。在影像方面，作者經常現身在影片中，直接與被攝

者進行意見交換，且可被允許和被攝者一同參與製作的過程。這樣的參與，來自

於人類學家長期在部落中參與觀察得來的經驗，一方面是參與，一方面也是觀察，

在這樣既連結又複雜的關係中，透過親身的實踐，讓自己能夠找到恰當的位置進

而再現真實。這樣的紀錄片希望讓觀影者感受到因拍攝者的介入，會對真實產生

                                                        
2 李道明著，〈在陽台上演講的電影工作者〉，收於李道明，張昌彥計畫，《紀錄台灣：台灣紀錄片

研究書目與文獻選集》(台北：文建會，2000 年)，354 頁。 
3 王慰慈著，〈台灣紀錄片的類型發展與分析──以 Bill Nichols 的六種模式為研究基礎〉，收於王慰

慈主編，《台灣當代影像──從紀實到實驗》(台北：同喜文化，2006 年)，8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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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程度的影響或變化4。 

 

運用參與的模式為手法拍攝的《月亮的小孩》，記錄著關於社會弱勢族群，白

化症患者的故事，並深入追蹤他們的生活。透過導演不時現身鏡頭前與被攝者的

互動，展現出深層的人道主義關懷。讓被攝者參與製作的過程則瓦解了攝影機作

為一種工具的優勢權力，翻轉了觀眾所認同或習慣的觀點，也就是隱身幕後的導

演所建構的真實。因此李泳泉也提到： 

 

吳乙峰的影像和聲音時而出現在片中，讓我們看到、聽到「作者」的存在，

目睹了「作者」與拍攝對象的互動。吳乙峰的旁述，讓我們聽見「台灣國

語」中的情感：發現「標準國語」相形之下的「去人性」。觀眾原先所習知

的紀錄片作者總是隱身幕後，如今，作者的位置暴露出來，有時甚至擺明

是片中「角色」的親朋或好友，看起來竟然絲毫不突兀，甚至使整部片子

顯得更「真實」。5 

 

透過深入田野進而與被攝者建立良好關係，並拍攝出迴異過往較為學術，或者以

按文配圖並佐以字正腔圓的旁白為影片敘述的敘事結構，《月亮的小孩》在當時透

過大專院校、社會團體的放映與座談建立口碑，並引起了極大的回響。而楊力州

早期作品中的拍攝視角，形式結構與導演觀點，甚至是拿起攝影機不間斷地跟拍

被攝者的手法，都可隱約發現到近似全景風格的影子，從《我愛 080》、《畢業紀念

冊》、《留念》等片可窺見蛛絲馬跡，除了議題性豐富多變，敘事結構縝密，也帶

有感性的人道主義關懷。可謂承襲了綠色小組以降的反主流性格，並接續全景的

紀錄片風格。李泳泉也認為，在形式上及拍攝態度上，楊力州不知不覺間仍稍稍

向全景風格傾斜6。 

 

楊力州的《我愛 080》是 1999 年的作品，曾獲得山形國際紀錄片雙年展特別

推薦獎、第二十三屆金穗獎錄影帶特別獎等獎項。此片在形式上也是以參與的模

式進行，導演不時「現聲」於片中提出問題或者與被攝者聊天，而主角阿正是一

位心思細膩的自由藝術家，也是導演在復興商工任教時期的學生，因此在關係上

極其親密。故事從阿正為了籌備到西澳藝術學院唸書的獎學金，因而簽下三年志

願役開始，此時的阿正仍然是個快樂的少年，並熱衷撥打荷蘭銀行的 080 客服專

線與電話小姐聊天，象徵著軍旅生活的苦悶，與男性群體背後的潛在焦慮。080 專

線的另一層涵義則是軍中的申訴專線，因此片名《我愛 080》便挾帶了濃濃雙關與

                                                        
4 同上註，88-89 頁。 
5 李泳泉著，〈全景學派的誕生─台灣紀錄片的趨勢觀察(1990-2000)〉(《電影欣賞》20 卷 3 期總號

111，2002 年)，20 頁。 
6 同上註，2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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諷刺意味，080 專線可以是逃脫心靈牢籠的寄託，或者密告軍中腐敗現況的管道，

也可能因撥打專線感受到更深層的外在與同濟壓力，與無法掙脫束縛的內在空

虛。 

 

接著劇情在阿正逃兵後急轉直下。阿正的精神狀態也開始出現問題，他被判

定為精神分裂症患者，此時他也不斷在意起攝影機的存在，攝影機成為監控他生

活的工具，而他被迫在鏡頭前表演，那並不是真實的他。所以在一場舞會中，阿

正對著鏡頭潑水，拒絕讓鏡頭不斷紀錄。影片最末，阿正奔向高樓，原以為他要

自殺了，但最後他則是面向空曠平地聲嘶力竭的嘶吼，而導演此時跟拍的過程，

則顯得十分殘酷。 

 

《我愛 080》除了是紀錄敏感青年阿正進入軍旅後，精神受到折磨的過程，同

時也辯證著導演、攝影機、被攝者之間複雜交錯的關係。導演楊力州在阿正面臨

崩潰時卻仍不放下攝影機，這樣的紀錄成為冷酷的、有距離的凝視，但楊力州與

阿正之間又可從其對話知道，他們的關係是親密的，而故事中出現阿正對鏡頭潑

水的畫面，則可視為導演對攝影機的介入，紀錄倫理的反思。這種手法十分近似

於周美玲《雲的那端》中導演對於自己女兒即將掉落水中，卻仍然手持攝影機不

放的凝視，因此受到許多批評。何瑞珠也提到，《我愛 080》其實有早期 Frederick 

Wiseman 拍 Titicut Follies 時，看到監獄囚犯自殘仍然無動於衷的冷靜7。對紀錄片

而言，這是極具爆發力的影像內容，也辯證了紀錄片是虛構或是真實的，或只是

真實的再現(Representation)等面向。 

 

    2000 年所拍攝的紀錄片《留念》所紀錄與處理的，是留學生在異地飄零，面

對跨國求學形成的社會文化差異、身分認同等問題。故事主角有四人，包括楊力

州在復興商工任教時期的學生威志、中國留學生劉念、海泉、映南，但劇情主要

集中於威志身上。兵役法規定，留學生必須在滿 19 歲那年年底以前進入大學，如

此才能在就學期間回國，但是日本的學制比台灣晚了半年，因此威志在多摩美術

大學就學期間，無法回到台灣。這段期間由於日本社會的文化和語言差異等問題，

讓威志產生認同上的模糊，包括外來他者的台灣人身分在日本生活，會帶有某種

隔閡與與排他性，於是威志在心境上試圖讓自己更像日本人，也害怕使用中文。

如他與父親在電車上時，竟不敢用中文與台語交談，這樣的隔閡在海泉與映男身

上可看到，他們同樣感受到在與日本人相處時的微妙差異。 

 

除了文化差異與認同的問題外，還有這些留學生在跨國流動下，對於原鄉的

情感失去歸屬。威志對原鄉台灣的情感被僵化的兵役制度所阻斷，因此，他必須

                                                        
7 何瑞珠著，〈紀錄片之名〉，(電影欣賞 18 卷 1 期總號 101，1999 年)，9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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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醜化台北，去迴避無法回到台灣的鬱悶情緒。但中國留學生劉念、海泉、映

南，則是將取得他國國籍作為一種手段，避免回到中國，毋寧是為了一口自由的

空氣。這裡形成了有趣的對比，但也同樣有對於原鄉的矛盾情感。 

 

整片以黑白為背景色系作為影片基調，並大量出現車站、列車、飛機等場景，

再透過被攝者的口述與訪談，呈現出全球化流動下，關於人對於原鄉、記憶、情

感的斷裂與想像。火車飛機等意象，象徵著國與國，或縣市與縣市之間的流動，

但旅程在當下卻無法終結，持續的移動使得過去與未來皆無法期待。楊力州運用

黑白的影像世界，哀傷的音樂與緩慢低沉的旁白，鋪陳出留學生在全球化下面對

社會文化差異的排他性時，逐漸喪失認同，並成為被邊緣化他者的焦慮。 

  

《新宿驛，東口以東》是 2003 年的作品，並拿到了金鐘獎非戲劇類導演獎。

故事接續了 2001 年《漂浪之女》中主角千惠的生活，並以千惠為圓心將記錄範圍

擴展至其周邊姊妹的故事之上，也穿插了台灣男人在東京新宿地區異地飄零的辛

酸過程。新宿，是東京非常繁華與繁忙的商業區，而離新宿區 JR 電車車站東口走

路只需數分鐘的歌舞伎町同樣繁華，商店、電影院、風化場所、賭博店在此區林

立，各式各樣的交易在此進行。但由於包含台灣人、韓國人、中國人等各種外國

人匯聚於此，也時常發生犯罪事件，因此被視為日本治安的毒瘤，犯罪件數為東

京都的 40 倍。 

 

在這樣的環境中，這群台灣女性，由於各種不同的原因來到日本歌舞伎町，

必須用各種手段以求生存空間。她們的身分可能是放高利貸的、媽媽桑或舞小姐。

有人脫離了酒店生活，試圖參加親子活動以融入日本社會，也有人依舊陷於金錢

的泥淖中無法脫身，並且懷念著家鄉。台灣男性則是拋棄身分，來到歌舞伎町從

事腳底按摩等工作。由於身分證在日本遺失了，因此他們必須為了閃躲警察而偽

裝，讓自己的外型更像日本人免遭懷疑，並過著不見天日的生活。《新宿驛，東口

以東》忠實記錄了這群離鄉人到日本淘金的故事，並將她們受到消音的個人史呈

現出來。整部片因為歌舞伎町的複雜性，使得拍攝過程帶有某種緊湊感，而故事

主角們的生命史，則顯現出灰暗憂傷的色調。 

 

從上述作品中發現，在水蜜桃阿嬤事件之前，楊力州紀錄片在產製傳播、議

題性、題材、剪接、敘事結構、手法等與後期的紀錄片諸如《被遺忘的時光》、《青

春啦啦隊》等片有明顯差異，這些差異主要有幾點，第一是初期紀錄片有較多議

題與探討紀錄倫理的可能性，讓這些作品多呈現出某種緊張感，這些鏡頭冷酷的

跟拍或偷拍，也將其窺看議題角度與深度帶往另一種層次。第二是初期紀錄片多

數呈現悲傷、無奈、被框限或游離的生命價值觀，充斥著懸空的情緒，不若後期

作品多以感人勵志為走向。第三是產製與映演管道的差異，楊力州早期作品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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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視的紀錄觀點合作，公視的紀錄觀點在台灣是常態紀錄片十分重要的播映管道，

也是除了院線放映、全國巡迴映演外，紀錄片能在全國播送的重要途徑之一。這

些紀錄片議題性多較為多元豐富，題材含括環保、社會、弱勢關懷、原住民、歷

史、經濟等各種面向，較為嚴肅，知識濃度較深，具有國際視野，不過從 2003 年

《新宿驛，東口以東》後，便未再與紀錄觀點合作而開始與企業或社福機構合作，

並結合專業發行公司負責行銷策畫，映演場域也從電視轉往戲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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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水蜜桃阿嬤事件的影響 

 

 

走過獨立製片的時期，楊力州的作品從 2006 年《奇蹟的夏天》開始產生變化，

而此變化源自於紀錄片觀看人口的不足與市場的挫敗。觀看人口的不足影響了紀

錄片政治動員與行動，讓紀錄片的社會力量與批判力道受到削減，也讓弱勢者的

發聲不被聽見。市場的挫敗則使得紀錄片工作者無法維繫基本生活條件，成為價

格低廉的影像勞工，換言之，他們也成為了社會上的弱勢勞動族群。楊力州在一

次受訪中便說到： 

 

我並沒有想要拍一部迎合市場口味的紀錄片，我想做的是一部容易閱讀，

進而接受溝通的紀錄片，在 2000 年以前，我對紀錄片的邏輯思維跟大部

分的紀錄片前輩是類似的，我們完全不考慮觀眾的想法，本來這就不是

紀錄片該有的思維，後來有一次在台南的一場放映，看到少少的觀眾，

我開始去思考，為什麼一部好的紀錄片，只有少數的人會想要知道，進

而想去閱讀，因此 2000 年後，我開始有一個很大的企圖，我在想這些紀

錄片前輩，努力十年之後，觀眾可能從 1﹪進步到 1.1﹪，可是我比較貪

心，我希望它可以從 1﹪進步到 3﹪，甚至 5﹪，可以創造更多紀錄片的

觀眾。8  

 

因此《奇蹟的夏天》在影像語言的運用與陳述，劇情剪接，畫面選擇與拍攝上都

與早期楊力州的作品有很大不同。有華麗的片頭，極具體育美感的畫面捕捉，與

感動的元素。此時他的作品已開始朝向「青春」類型傾斜。除了紀錄片本身外，

導演還透過商業合作來增加拍攝資源和行銷策略，《奇蹟的夏天》一開始便是楊力

州協助運動品牌 NIKE 至花蓮美崙國中拍攝廣告短片《無所不踢》，再發展成《奇蹟

的夏天》。以和發行商或委製單位合作的方式行銷映演，再將其票房所得進行公益，

楊力州認為，這種模式可幫紀錄片找到一個位置。他認為紀錄片的原則是要跟社

會呼應與具有改變社會的能量，通常社福團體與企業是在天秤的兩端，那紀錄片

就可以站在中間9。既可透過企業資源與力量使小眾的紀錄片被看見，又可回應紀

錄片背負的社會責任，是他所期待的兩全作法，也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將紀錄

片工作轉換成社會企業的新形態。 

 

                                                        
8 曾幼瑄著，〈另類觀點的紀錄方式──聽聽楊力州怎麼說〉(中華民國剪輯協會，2007 年)。詳見：

http://www.eforu.com.tw/www/literature/human_directer06.htm 
9
《絕色奇幻報》，(2010 年 11 月號)。詳見：http://longgoodbye.pixnet.net/blog/post/20987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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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業合作對於紀錄片工作者而言，開啟了一條生存的新路徑，但也打破了商

業(象徵主流)與紀錄片(象徵非主流)之間的界線，較危險之處在於，商業合作必須

依照出資者的意願去架構紀錄片觀點，並且會受到商業映演的制約，紀錄與播出

的片段皆必須考量商業因素，因此會有去政治化的危險，使紀錄片僅剩「感動」

的賣點，容易閱讀但也容易被複製、消費。而紀錄片與商業合作下所得的利益，

又該如何分配，這之間便牽涉到被攝倫理的層面。本節要討論的水蜜桃阿嬤事件，

便是紀錄片在商業體系下操作並進行募款，但款項流向不明，而在社會上引爆各

種辯論與批判的例證。而此事件則成為楊力州作品風格的分野，此後他的作品幾

乎都往「青春」類型與「老人」議題傾斜，並且多數與商業合作。 

 

 

一、水蜜桃阿嬤事件過程 

 

    水蜜桃阿嬤事件的發生，必須從商周在 2003 年一連串關懷弱勢族群的報導開

始追溯。〈一個台灣，兩個世界〉便是以弱勢族群為議題做專題報導，並以捐助款

項或協助被攝者販賣商品來幫助社會上的各種弱勢者。首先商周會委託導演將這

些故事拍成紀實片，再透過各大媒體的播映引起大眾注意與關心。賴建宏在此提

到： 

 

《商業週刊》透過網路對個案故事報導不斷的轉載、以及各大電視媒體的

播映，這一連串的公益策略的執行，引進社會資源援助報導影片中的被攝

者，讓被攝者渡過當年的困境，同時經由不同的公益基金會系統協助，對

於有相同處境的弱勢團體均獲得不小的助益。10 

 

這樣的形式在 2004 年吳念真的《阿祖的孩子》，2005 年劉俊宏的《湄公河畔的台

灣囝仔》，2006 年林育賢的《大象男孩與機器女孩》，到 2007 年楊力州的《水蜜桃

阿嬤》11的企畫中都一直進行，但未見如《水蜜桃阿嬤》般巨大的批評聲浪。《水

蜜桃阿嬤》最後會引爆成社會關注的事件，重點在於許多觀眾因為此片展現向上

的力量與溫情主義深受感動而紛紛捐款至商周的帳戶中，最後卻發現這些捐款並

非用來幫助阿嬤，而是用來購買城邦集團出版的「兒童生命教育教材」送給偏遠

國小學童12，而商周又隸屬於城邦集團，因此引發了圖利自己之嫌。 

 

                                                        
10 賴建宏著，《紀錄片作為實行銷：以《水蜜桃阿嬤》及《永不放棄》為例》(台南藝術大學動畫藝

術與影像美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年)。48 頁。 
11

《商業週刊》，詳見：http://www.businessweekly.com.tw/event/atwn2face2005/stories/ 
12 Ryan 著，〈《被遺忘的時光》，被遺忘的紀錄片〉(紀工報，23 期，2011 年)。詳見：

http://docworker.blogspot.tw/2011/09/rya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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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次事件中，有許多人如高金素梅等出面嚴厲指責商周的作法，也批判導

演消費原住民與社會愛心，而楊力州於 7 月 5 日發布導演聲明稿後，許多紀錄片

工作者也因此引發了一場筆戰。潘朝成於 2007 年 7 月 11 日發表了〈冷血與矯情

的紀錄片寧可不要〉批判楊力州，並解釋紀錄片做為一種大眾傳播工具必須具備

何種功能，他提到： 

 

掌握攝影機就是掌握權力,也掌握詮釋的權力,其詮釋也會被呈現出來。

一個受過學院訓練的導演,拍攝巨大的傷痛或困境是可以的,但影片必須

成為社會改革與社會進步的動力才會受到肯定。若是一味的渲染阿嬤家

裡的自殺事件,但未認真探討自殺的原由未處理社會制度與結構問題,僅

一般化的呈現原住民自殺個案議題,那麼已經是刻板化、污名化的原住民

族,將可能被貼上自殺族群的標籤,這對長期以來外界對原住民的不瞭解

或誤解將更加深。13 

 

他認為《水蜜桃阿嬤》在楊力州的詮釋下出現錯誤，並沒有準確拍出阿嬤家庭中

自殺事件的背後因素，與造成自殺的社會結構性問題，也沒有紀錄原住民族的部

落關係。這樣的影片悖反了紀錄片社會改革的意義，並違背了英國紀錄片之父約

翰‧葛里遜所說的：相信藝術背後的基本力量是屬於社會的，而不是美學的；電

影是武器，一種創新社會的工具14。而蔡崇隆與翁英修則紛紛回應了潘朝成的文

章。 

 

    蔡崇隆在〈社會改革與紀錄片的開放性──兼回應潘朝成先生〉中則認為具

有社會改革意識的紀錄片或電影往往能發揮影響，但是否就能將紀錄片功能定為

一尊？如同文學場域中有嚴肅文學與通俗文學的區分，紀錄片工作者必須要對題

材、被拍攝者、創作形式等抱持更多開放性15。翁英修則認為楊力州不是社會學家，

也非經濟學家，這次事件所衍生出來的問題，是商業行為的瑕疵，而這種商業弊

病是無法掩蓋紀錄片本身要傳遞的真善美的純真價值16。楊力州則在吳文睿與蔡崇

隆的訪談裡，談及此事件時回應了許多看法。水蜜桃阿嬤一家是商周提供的諸多

故事中，楊力州實際走訪而挑選出來的，原因在於水蜜桃阿嬤不若其它當事者有

深沉的悲傷，反而用正向的力量努力面對困境，這種力量才是影片要傳遞的主旨。

楊力州談到，這部片當下拍攝時，要碰觸的其實是「自殺遺族」的事情，不應將

                                                        
13 潘朝成著，〈冷血與矯情的紀錄片寧可不要〉(祖靈之邦，2007 年)。詳見：

http://www.abohome.org.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685%22 
14 潘朝成著，〈回應蔡崇隆先生的「紀錄片工作者揹汙名」〉(祖靈之邦，2007 年)。詳見：

http://www.abohome.org.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700&Itemid=288 
15

蔡崇隆著，〈社會改革與紀錄片的開放性──兼回應潘朝成先生〉(藝術觀點 32 期，2007 年)，13
頁。 
16 翁英修著，〈水蜜桃阿嬤紀錄片衍伸出來的文章觀後感〉(藝術觀點 32 期，2007 年)，1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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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當成原漢問題予以放大討論，結構面問題除了因為水蜜桃阿嬤事件爆發後，無

法再繼續拍攝與探討外，也非影片主要呈現的意旨。因此，他們的出發點絕非拍

出一部消費原住民或醜化原住民的紀錄片，只是議題被導引至原漢問題所致。另

外，楊力州還提到，在與商周的合作中，包括拍攝過程、議題呈現等並沒有受到

太多干涉。另外，彼此在訂定合約時也會放進剪接權17，從此話可以理解到，企業

委託導演拍攝紀錄片時，在畫面剪接與呈現，敘事結構的排列上仍然保有一定創

作自主權與自由意識。只是必須注意的是，雖拍攝過程、議題呈現、剪接等並無

受到干涉，但「議題」的選擇，仍然會受到委託企業的制約，一部社福機構出資

的紀錄片，一個企劃案下的紀錄片，都必須符合該機構的經營方向，符合企劃案

的題旨，而以台灣現下紀錄片環境而言，多數此類型的紀錄片都是彰顯普世價值，

並且屏除政治意識形態的。因此，導演實際的創作自由，是在紀錄片最重要的核

心，也就是「題材」、「議題」被侷限之前提下才擁有的。 

 

    綜觀這次事件，最嚴重的莫過於紀錄倫理的問題，也就是被攝者在紀錄片完

成後，因為後續因素影響了生活，受到傷害，或者被剝削等問題，李道明便說到，

此次事件除了個人情緒與政治角力外，更涉及了被攝者的權益保障(或免於被剝削)、

拍攝者與被拍攝者相對位置的倫理問題、紀錄片在放映之外的挪用等複雜議題18，

而這在商業合作中格外容易出現。Paula Rabinowitz 引述羅蘭‧巴特的觀點提到，

攝影的年代乃是以新的社會經驗──「私密的公眾化」──傳達出來19，這象徵著

公領域與私領域的模糊化，而攝影正是促使這種嶄新社會經驗的功臣。《水蜜桃阿

嬤》的全過電視聯播與映演，便是將個人的私密展演於大眾前，但在商業利益之

下，這種展演便成為資本主義消費文化下的影像商品，民眾受到影片感動時的捐

款，卻回流到企業中。被攝者的生命與悲傷被攤開，但卻沒有得到本該是捐助被

攝者的民眾捐款幫助，引爆風波後又受到媒體採訪與騷擾，使得被攝者權益與生

活都受到傷害。紀錄片是真實人物、真實故事的即時捕捉與再現過程，因此保護

被攝者的被攝倫理非常重要。而這次事件，因為商業因素讓被攝者受到極大影響，

也牽扯出許多關於紀錄片功能的討論，使得商周與楊力州都受到極大批判，楊力

州也因此事件，徹底休息了一年，直到 2008 年才恢復創作了《征服北極》與《活

著》，足見此事影響他甚大。 

 

水蜜桃阿嬤事件，是商業合作下可能會產生某種危險的最好例證，首先紀錄

片會遇到創作自主性的問題，從議題選擇到劇情結構，可能會被導向較為溫情簡

                                                        
17 蔡崇隆等訪談，《愛恨情仇紀錄片：台灣中生代紀錄片導演訪談錄》(台北：同喜文化，2009 年)，
369-371 頁。 
18 同上註，9 頁。 
19 Paula Rabinowitz 著，游惠貞譯，《誰在詮釋誰──紀錄片的政治學》(台北：遠流，2000 年)，13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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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的論述，接著是紀錄倫理的問題，具有商業性質的紀錄片其後續的利益如何分

配，如何照護被攝者不被剝削皆十分重要。所以重點在於，如何更謹慎處裡商業

合作下的種種問題，如在訂立合約時必須事先溝通與確認紀錄片成本回收後的資

金去向，與被攝者後續的照護等等。但對此模式進行批判仍必須更加謹慎，紀錄

片做為一個承載思想的工具，必須以有傳播的可能為前提，結構性問題如無法散

佈於社會廣大階層，便無法凝聚公民力量，進行具有政治意識的改革行動。而企

業或機構具備行銷資源、擁有傳播媒介與通路，並掌握了多數民眾接收外界訊息

的管道，對紀錄片而言仍可善加利用。 

 

 

 

二、《水蜜桃阿嬤》文本分析 

 

     從《奇蹟的夏天》開始，可發現楊力州在面對紀錄片場域與製作時的思維轉

變，並大幅改變了其影像的陳述方式與論述，以溫情主義的凝視紀錄社會弱勢，《水

蜜桃阿嬤》也承襲了這種模式。而這些紀錄片又以委託案的形式依附於企業主之

下，可想見其受限制的痕跡。商業合作目前亟待解決的問題是，紀錄片有公式化

與類型化危機，無法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脈絡中使創作多元化。多數紀錄片都以訴

諸感動、正向力量為論述發展結構，太過傾向主流價值觀讓影像陷入僵化的困境

中，因此可發現，紀錄片從協商、產製的過程到影片剪接、旁白、音樂後製後的

成果，都有許多問題與面向需要探討，而《水蜜桃阿嬤》恰好是紀錄片在台灣社

會脈絡底下，從產製到結果皆受到廣泛討論的例子。，上個段落已經討論了產製

的過程，此小節試圖透過《水蜜桃阿嬤》的文本分析，釐清為何這部紀錄片會受

到許多論者如潘朝成等人對消費性的感動、結構性問題漠視的質疑，但也試圖對

現今許多論述對紀錄片的批判或期待作一番自省。 

 

《水蜜桃阿嬤》的故事主要圍繞在新竹縣尖石鄉泰崗部落的水蜜桃阿嬤、阿

公，四個小孩小涵、小潔、小如、小豹身上。因為兒子與媳婦自殺，水蜜桃阿嬤

與阿公只好繼續在山中辛苦的栽種，努力養活四個失去父母的孫子們。面臨生活

的困境，他們卻表現出樂觀面對的態度，這是這部影片要傳達的核心意旨。首先

透過幾段訪談，讓被攝者講述他們喪失至親的情緒與過程。小如在影片一開始提

到自殺的父母時說，她無法相信自己的父母會過世(1 分 23 秒~1 分 30 秒)。水蜜桃

阿嬤則提到了兒子與媳婦自殺的過程，兩老原本預計要退休，將果園交給回鄉的

兒子媳婦，但兒子媳婦兩人卻因卡債問題而自殺，遺留四個尚年幼的孩子。水蜜

桃阿嬤悲傷的說，無法理解為何兒子媳婦會為了四十幾萬元的卡債而自殺(2 分 53

秒~5 分 25 秒)。阿嬤也提到小涵一直在擔心，日後是否要支付父母留下的卡債(5

分 56 秒~6 分 06 秒)。小潔不願意去翻閱父母的照片，因照片會觸動她對父母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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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6 分 44 秒~6 分 57 秒)。在《水蜜桃阿嬤》影片中，阿嬤的女婿也自殺，於是女

兒帶著外孫女小藍回到阿嬤家中。小藍以一種男性姿態現身於鏡頭中，其模仿男

性的嗓音與行為透過女性身體展演，產生某種不協調與矛盾，問及為何想當男生

時她說到，由於家中女生太多，而小藍的父親也過世了，因此萌生變身男性的念

頭，希望能保護家人(10 分 52 秒~11 分 32 秒)。 

 

而如何透過剪接，動畫、音樂的後製呈現紀錄片的敘事與結構，則淺藏著導

演的創作意志與觀點。在剪接上，《水蜜桃阿嬤》先安排了幾段訪談，像是小如、

水蜜桃阿嬤、小藍等人的訪談，講述他們面對親人自殺的心路歷程，再置入門口

眾多的鞋子、天臺晾曬的衣服(2 分 13~2 分 16)等畫面，營造出阿嬤一家人口眾多，

但失去男性依靠致使生活陷入困境之感。從此延伸，影片主要兩條敘事已經成形，

一條主要敘述著生活的辛勞，另一條意在描述水蜜桃阿嬤一家對逝者的思念。從

濃霧的清晨，顛簸的小發財車(11 分 48 秒~12 分 08 秒)，搭配輕快的吉他與非洲鼓

為開場，導演拍攝了阿嬤一家撿枝的過程。在陡峭的坡地，寒冷的早晨，穿著雨

鞋的大人與小孩們辛苦的撿枝，腳步沒踩穩更可能從山坡跌落。撿枝的危險與水

蜜桃的重要呈現強烈對比(13 分 04 秒~13 分 15 秒)，因水蜜桃是維繫經濟的重要來

源。接著剪入阿嬤將堆積如山的衣服一件件攤開折平的畫面，阿嬤在此時問了一

句：「娛樂是什麼？」(14 分 00 秒~14 分 25 秒)，再再訴說著生活的忙碌，而如此

忙碌則來自於貧窮。另外阿嬤在犁田、施肥的耕作畫面，或到學校宿舍打掃等，

都是生活辛勞的象徵。另外也有孩子想幫助家中環境，擺脫貧窮的部分，小藍在

晨間進行跑步訓練，希望能順利考進警察學校，用較為優渥的薪水幫助貧困的家

裡。導演在這部分運用動畫後製呈現此意象，將小藍比喻成鳥，牠逆著風奮力向

前飛翔，越過許多枝枒，因為翅膀下掛著一棟樓房，樓房住著水蜜桃阿嬤一家。

此動畫象徵了小藍盼望自身的努力，能讓家人不再過困苦的日子(22 分 30 秒~23

分 30 秒)。 

 

接著，導演再度運用動畫的後製，去傳達阿嬤一家對逝者的思念。首先是一

段小豹的畫面，小豹拾起地上斷裂的樹枝，想像著樹枝是父親、小如、小涵、小

潔與自己，小豹將已經不在的父親投射至這根枯枝，並演起父親帶著自己去買糖

果的戲碼。小豹投射的父親告訴他，母親一直在睡覺，都不醒來，從這些片段可

得知，小豹仍想像著已經不存在的親子關係，而母親過世的畫面，也一直烙印在

他的記憶裡。導演延續著小豹的幻想，將樹枝化成真實的父親，賦予它血肉，去

象徵或補足這段遺落的親子關係，當小豹開心的與父母牽手並行時，卻又瞬間剝

奪了父母的靈魂，大樹父親大樹母親再度成為枯木。小豹露出不解的表情，卻強

化了悲傷的情緒(27 分 47 秒~28 分 38 秒)。接著阿嬤一家人到往生者墓前上香，他

們仔細擦拭著墓碑，並擺上鮮花，這裡是以阿嬤目睹兒子死去的過程與對話，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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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阿嬤掃墓的畫面與阿公嚴肅的神情。阿嬤的兒子說，「媽媽，對不起，我沒有辦

法照顧你們了」，更強化了掃墓者悲戚的情緒(28 分 45 秒~31 分 003 秒)。 

 

但這裡衍生出一個問題，小豹在片中說了句「要開始演了喔」，讓人懷疑此段

是不經意捕捉到孩子的角色扮演，亦或是導演刻意引導下的結果？假使為導演刻

意引導，可發現對紀錄片而言，持攝影機的人不再單純的扮演觀察被攝者的角色，

導演的介入性被凸顯出來，且直接透過「演」的方式去補足敘事，強化導演觀點。 

紀錄片用「演」的是否會有問題，或者會對影片產生何種衝擊？這裡可從三

個面向探討。第一是被攝者本身在面對鏡頭時便帶有表演成分，第二是透過設計，

去重演歷史事件或文化儀式等等。第三是由導演安排腳本，被攝者便依此表演。

事實上，許多紀錄片被攝者在面對鏡頭時，都帶有表演成分，可能是使用較為誇

張的口氣與肢體語言，如吳米森《九命人》中的人物。但吳米森認為，實際上當

被攝者在面對 camera 時都會有表演存在，紀錄片是否能完全代表真實？端看我們

如何詮釋。受訪者的訪問一定是真實的嗎？他也有可能說謊。《九命人》中的人物

以較為誇大的狀態闡述校園霸凌事件，對吳米森而言或許是此人當下最真實的情

感展現20。而有些紀錄片則是被攝者跟著導演事先安排好的設定，去重演某段歷史、

某個事件或某個文化儀式等等。較為著名的例子是人類學的經典紀錄片《北方的

南努克》，導演特地搭蓋了早已不存在的冰屋，並讓愛斯基摩人在冰屋中以傳統方

式生活、捕魚(當時愛斯基摩人已不用這種方式)，這樣的設計再現了愛斯基摩人的

傳統文化。簡偉斯與郭珍弟描述日治時期台語歌曲在台灣興盛與流行的紀錄片《跳

舞時代》，為了再現日治時期新時代男女的風情，特地找演員演出男女在舞池共舞

的橋段，再透過黑白與霧化處理，展現某種歷史韻味，並淡化了日治殖民時期台

灣受到壓迫、剝削的悲情。這些自導自演的影像實際皆非取自真實，但透過影像，

使人產生宛如蒞臨現場的震撼效果，彷彿比歷史文獻，或我們自身的想像更加真

實。蘇珊‧桑塔格便提到，照片填補了我們腦中由過去到現在諸多畫面中的空白，

例如雅各‧里斯一八八○年代的紐約影像，對於不清楚十九世紀末美國都市貧困

竟如同狄更斯小說的人來說，便具有其尖銳的指導性質21。 

 

而導演要求被攝者在鏡頭前表演，較為經典為吳耀東 1998 年的紀錄片《在高

速公路上游泳》。此片透過導演拍攝主角辜容高的故事開始，卻使導演與主角陷入

一場互相爭奪拍攝與詮釋權的旅程，在攝影機的前後展開拉扯與角力。對紀錄片

而言，被攝者在掌握權力上通常較為弱勢，但此片呈現出導演與被攝者在權力關

係上的矛盾與衝突，顛覆了傳統紀錄片被攝者被詮釋的位置。此片在結尾的部分，

因為與被攝者在拍攝上產生種種問題，影片遲遲無法結束，最後導演便要求被攝

                                                        
20 蔡崇隆等訪談，《愛恨情仇紀錄片：台灣中生代紀錄片導演訪談錄》(台北：同喜文化，2009 年)，
120 頁。 
21 Susan Sontag 著，黃燦然譯，《論攝影》(台北：麥田出版，2010 年)，5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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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直接「演一段」內心戲，希望能盡快為影片作結。事實上這裡的表演，是延續

並且呼應了這段旅程的衝突與矛盾，導演對於被攝者的不配合或欺騙已經超過容

忍限度，情緒瀕臨崩潰，才提議被攝者表演，牴觸且碰撞紀錄片的真實與虛構的

界線，這與《水蜜桃阿嬤》中小豹的演出仍有差異。 

 

小豹演出樹枝的橋段，主要在於強化導演依照商周委託，訴諸自殺議題與同

情弱勢的觀點，也強化煽情與感動的效果，但這是否為小豹真實的感受，必須提

出質疑。紀錄片並非客觀真實而是主觀真實，從劇情安排、敘事結構、拍攝對象

選擇等等實際都是導演(或出資者)的意識型態與觀點，但紀錄片卻不能脫離，或者

扭曲現實，創造或設計出虛構情境，引導閱聽者朝向特定方向去觀看。小豹的例

子，便可能引發上述問題，因此需格外小心。 

 

故事以溫情與感動作為結尾，導演選擇諸多畫面，隱喻了水蜜桃阿嬤一家從

悲傷與生活困境的泥淖中走出的喜悅。第一個畫面是家中小狗出生(33 分 25 秒~34

分 35 秒)，透過新生命的誕生，也抹消了生命消逝的痛苦。接著小函的生日，阿嬤

準備了嬌嫩的鮮花，家人也準備了禮物與蛋糕為小函慶生(34 分38秒~37分 09秒)。

學校母親節的慶祝活動，阿嬤在台下看著小函跳舞，此時背景音暫時抹去，畫面

特寫阿嬤帶著微笑，凝視孫女的模樣，然後鋼琴溫暖的和絃落下，孫女們拿著康

乃馨送給阿嬤，阿嬤落下滿臉眼淚(38 分 59 秒~41 分 51 秒)。音樂的運用、落淚的

捕捉具有情緒催化的作用，更像某種興奮劑，將閱聽人的悲憫與同情從深處逼迫

出來，如同某種體驗情境似的，創造出感動的經驗。最後，以阿嬤聽著兒子生前

在手機裡錄製的聲音為結束。兒子低啞柔性的聲音為背景，搭配著阿公、小潔、

小如、小涵、小豹的面部特寫，並捕捉了他們神情肅穆的凝視遠方，或低頭沉思

的表情，這種手法刻意凸顯了阿嬤家人的內心糾結、掙扎、落寞等情緒，引導觀

眾去感受她們的悲傷。最後放上阿嬤家人的旁白，他們以柔性的話語，對因為自

殺而往生的親人說出他們的原諒，並祝福對方(42 分 32 秒~43 分 54 秒) 

。可發現，導演意圖呈現出溫暖與關懷的台灣家庭圖像，楊力州曾說到： 

 

我們拍《水蜜桃阿嬤》當下要去碰觸的其實是「自殺遺族」的事情。可是    

事後有人把它當原漢問題去看，那是各人解讀不同。22 

 

可以說，這幅圖像並非置放於原住民族群的脈絡中，因此感覺不到與原住民文化、

部落關係、生活型態相關的事物，原住民在台灣社會的各種問題也不被呈現，反

之導演將其放入台灣社會的普世價值中，強調阿嬤面對親人自殺，仍然以正面向

上的力量，努力克服生命困境的過程，故事溫暖且激勵人心。溫情的勵志紀錄片

                                                        
22 蔡崇隆等訪談，《愛恨情仇紀錄片：台灣中生代紀錄片導演訪談錄》(台北：同喜文化，2009 年)，
36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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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近年來紀錄片工作者與企業合作下的成品，在此生產模式下的影像文本一定

程度上的確引發了許多的共鳴，關注紀錄片的視線開始增多，紀錄片在存活的困

境上，出現了改變的機會。但其文本生產所扣連的市場邏輯、中產階級品味使得

如《水蜜桃阿嬤》等片被綑綁於喪失批判的立場上，也影響了台灣從八○年代以

降，綠色小組建立的紀錄片傳統，紀錄片是為底層人民發聲的工具，批判主流聲

音並接露真相的特質。勵志紀錄片失去了這層社會意義與價值後，批判的聲浪便

不曾停歇。 

 

透過對《水蜜桃阿嬤》的文本進行分析，可觀察到在與商周的合作過程中，《水

蜜桃阿嬤》的產製不論角色、故事、敘事結構、後製、音樂等，皆圍繞著對親人

的懷念，面對困境的勇氣、對未來的希望、向上的力量等較通俗普世的觀點上，

並未觸及更多看不見的觀點，背後當然隱含市場邏輯的運作。初期當《生命》以

席捲之姿橫掃國片票房後，郭力昕便提到： 

 

紀錄片不是一間告解室，不是為了讓人走進來買一張贖罪券。只有當紀錄

片能夠做敏銳進步的提問，或者在無論結構性的問題或人性與情緒之複雜

性上，讓人們獲得深刻一層的認識時，它才能夠開始產生具有救贖意義的

感動、和具有政治意義的行動。23 

 

繼之而來的是《水蜜桃阿嬤》引發爭議，郭力昕也對此事件提出看法。他認為紀

錄片不見得動輒要悲慘嚴肅，拍的好看，能抓住觀眾情緒是更好的策略與技巧。

但紀錄片雖無須盡是關於政治的題目，卻不能沒有任何「政治問題意識」。簡單說

便是提供觀者對生活或者世界有更寬廣的理解與認識，此理解與認識則必然要脫

離事物的表象真實，或淺層廉價的感動情緒
24
。而潘朝成對《水蜜桃阿嬤》也有諸

多批評，此處不贅言。對於《水蜜桃阿嬤》文本的批判，或對於溫情與勵志紀錄

片的批判，筆者也能同意。《水蜜桃阿嬤》同時象徵了台灣的弱勢關懷紀錄片在不

同時代脈絡中出現的政治美學化問題，而使這部影片僅透過美學的包裝去營造容

易消費的感動，正如蔡慶同所說的： 

 

基本上，《水蜜桃阿嬤》仍是延續著台灣紀錄片自《月亮的小孩》以降，透過參

與觀察來再現弱勢族群以傳達人道關懷，然而，由於紀錄、文本與觀看的技術門

檻大為降低，此一特定的再現美學也逐漸被國家機器、資本部門乃至非營利組織

所挪用，進一步改變了再現政治的結構。 

                                                        
23 郭力昕著，〈當紀錄片成為新的教堂──試論《生命》及其文化現象〉，(苦勞網，2004 年)。詳

見：http://www.coolloud.org.tw/node/63969 
24 郭力昕著，〈【紀錄片與商業】紀錄片的政治──反思與對話〉(紀工報，2007 年)。詳見：

http://docworker.blogspot.tw/2007/12/blog-post_85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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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紀錄的面向來說，所謂的紀錄者，越來越像是公私部門所僱佣的勞動力，他們

以影像的紀錄來交換製作的資源，而從觀看的面向來說，紀錄片也已成為公益或

慈善的體驗式行銷，閱聽人乃是透過觀看弱勢並衍生感動同情，進而以愛心的行

為，消費著所謂的紀實音像乃至他者生命的真實生活。
25
 

 

    楊力州的作品從初期《我愛 080》具批判與衝撞主流觀點的視野，到《奇蹟的

夏天》、《水蜜桃阿嬤》轉型的正向勵志或溫馨感動，暴露出許多關於被攝倫理、

商業與市場、創作自由、文本層次與深度不夠豐富等問題。在消費文化當道的台

灣社會脈絡下，談論楊力州必然會意識到紀錄片介於主流/非主流，溫馨勵志/揭露

現實的矛盾，讓紀錄片的定義益發模糊。但純以此觀點來分析勵志紀錄片太過刻

板與單一，喪失紀錄片多元性的探討與跟隨時代脈絡遷移轉變的特質。 

 

    勵志紀錄片在台灣紀錄片的脈絡中，扮演著重要的「傳播」角色，或是大眾

與紀錄片間的橋梁，其傳播意義並不在於文本訊息的遞送，而是傳播管道的拓增，

與觀看社群的建立。台灣紀錄片一直處於小眾位置，因為弱勢人民無法在主流論

述中取得發言權，因此誕生了以綠色小組為代表的反主流媒體，透過八○年代家

庭攝影機開始普及的便利為弱勢團體發聲並批判主流論述。但主流媒體與政府企

業掌握媒體發言權的現象時至今日仍無太大改變，以致多數挾帶批判性格的紀錄

片仍無法現身於大眾之間，多數大眾無法取得觀看紀錄片的方法，甚而對紀錄片

一無所知。但以《生命》為代表的院線紀錄片受到大眾注意後，以企業或公益機

構合作為產製模式，擁有良好行銷團隊與資源，故事傾向溫馨勵志的紀錄片開始

出現，這些紀錄片以楊力州的作品最具代表性，也開始受到大眾注意與討論。在

文本價值上這些勵志紀錄片難以帶來太多對社會的改變與自省，因為商業合作對

於紀錄片工作者的創作會產生許多限制。但恰恰是此限制，反而使其在傳播上立

於有利位置，從《奇蹟的夏天》、《青春啦啦隊》等片的票房可見一般。勵志紀錄

片可能誘發更多閱聽人對紀錄片感興趣，或從一無所知，到開始建構對紀錄片的

理解。因此，無法登上院線的紀錄片也可能增加更多被看見的可能性。 

 

 

 

 

 

 

                                                        
25 蔡慶同著，〈再現弱勢的美學與政治：從《月亮的小孩》到《水蜜桃阿嬤》〉(中華傳播學會年會

論文，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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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小結 

 

 

    觀察楊力州的紀錄片創作系譜，可粗略將其作品風格分為兩種時期，第一種

是從《三個一百》開始到《新宿驛，東口以東》，可稱為社會批判時期。第二種是

從《奇蹟的夏天》到《拔一條河》，稱為商業合作時期，而這兩個時期的發展歷程，

則與台灣紀錄片史從小眾媒體走向大眾的發展互相對話。台灣紀錄片在八○年代

左右，是處於邊緣戰鬥的位置為弱勢族群發聲並批判主流論述。隨著社會運動的

蓬勃，紀錄片以影像作為媒介，成為衝撞體制與官方謊言，並揭露真相的工具，

富有草根力量。九○年代開始，全景學派崛起，以參與的模式建立與被攝者的關

係，導演跟拍被攝者的日常生活並且不時在鏡頭前說話並參與演出，這時期的作

品以吳乙峰《月亮的小孩》為代表。除了人道關懷，紀錄片開始有劇情安排與故

事張力，因此顯得更加溫馨感人，和八○年代影像的赤裸與直接截然不同。但同

樣之處在於，此時的紀錄片仍處於小眾位置，雖然掌握了影像的詮釋權，但播映

的資源與管道仍然由主流媒體掌控，讓傳播的問題壓抑了紀錄片為弱勢發聲與喚

起公民意識的功能。 

 

    楊力州的作品在那個年代，接續了紀錄片的人道精神，兼具跨國視野與議題

性，並多次演繹攝影機與紀錄片工作者在創作時，一個凝視著他者的姿態。幾部

重要作品不以溫情或正向為敘述主軸，而帶出生命的游離，認同失根等母題，這

些皆成為楊力州初期作品的特色。與這些作品幾乎同時出現的是，台灣紀錄片映

演管道也悄悄發生轉變，1997 年開始胡台麗的《穿過婆家村》首先在台北真善美

戲院放映，1999 年陳俊志《美麗少年》則在華納威秀單廳上映，2000 年後胡台麗

的《愛戀排灣笛》與蕭菊貞的《銀簪子》在台北真善美戲院上映，紀錄片從電視

映演轉往戲院的文化現象已經掀起。這樣的轉變，回應了當時紀錄片播映與工作

環境的問題，第一是收看人口的不足，除了無法養成民眾觀看紀錄片的觀影習慣，

也削減了傳播的力道。李道明在其研究中整理了公視 2005 到 2008 年部分紀錄片

收視率一覽表，得出紀錄片收視率最高不過 0.24，約四萬八千人26，驗證了觀看紀

錄片在當時台灣社會人口數的確還屬小眾。第二，紀錄片工作者在製作影片時，

往往沒有較合理的製作費用，也沒有能回收成本的管道，因此維生不易，使得拍

攝紀錄片需擁有堅定的理想才能進行下去。以公視紀錄點而言，李道明說到，雖

然電視是紀錄片放映的重要管道，但台灣的電視環境長久以來只肯撥付 3000 元一

次的撥出費用。因此，紀錄片的創作者不可能依賴電視播出到任何利潤。即便受

到公視委託製作紀錄片，創作者也只能拿到代工費而已27。 

                                                        
26 同上註，11 頁。 
27 李道明著，〈臺灣紀錄片市場的初步研究〉(《電影欣賞》28 卷 1 期總號 141，2009 年)，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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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說明了紀錄片做為思想與知識承載工具所面對的幾個核心問題。如何傳遞

紀錄片欲表述的意義？如何使閱聽人建立多元思考與觀點，進而建構一個健全的

公民社會與批判論述？如何建立妥善的產製環境？面對這些問題，紀錄片不能僅

止於思考知識性的生產，更須考慮如何將之有效且快速的傳遞、擴大。位於影像

產製與媒體傳播的權力分層中下層位置的紀錄片，在全球化的影像生產與消費邏

輯裡進入多數由西方霸佔與展演的院線市場中，透過真實的再現與貼近市井等特

質，使紀錄片具有翻轉西方世界運用視覺影像傳輸其價值正統性與文化視野，和

全球資本主義下造成史書美所說的「時空壓縮」28特性，影像自由穿梭於不同國家

民族的社會脈絡中形成新殖民主義結構的可能性。上院線也代表著建立一套新的

傳播模式，能快速吸引社會關注，增加傳播思想與知識的效益，提高影像的附加

價值。 

 

    從許多訪談中可得知，楊力州早已注意到這現象，如他曾經提到說，某次到

台南舉行一個《我愛 080》的放映會，但一個偌大的放映空間卻只來了五個人，使

他發現到紀錄片觀眾的不足，也讓紀錄片無法快速傳播。2003 年《新宿驛，東口

以東》拿到金鐘獎，可是收視率卻非常低，在加上當時許多紀錄片開始推上院線，

使他開始思考其中的可能性。 

 

    因此他重新思索，如何擴大紀錄片的傳播範圍與觀看群體。第一是提升紀錄

片品質，包括聲音、畫面、成音、剪接的品質。第二是商業映演，使更多人能接

觸紀錄片29。商業映演必須對於紀錄片的議題性、社會批判的功能、知識濃度等做

出一定的妥協，無法觸及太過深刻與結構性的問題等面向，但對於「故事」好不

好看，則非常要求。可以發現，這樣的思考從楊力州第一部作商業放映的院線紀

錄片，2006 年的《奇蹟的夏天》便已經開始實踐。而之後他的作品幾乎都遵循商

業映演的路徑，開始他所說的，透過簡單敘事讓觀者感動，接著產生認同，而形

成改變的機會30。 

 

    筆者認為當紀錄片進入商業邏輯中，在形式的實驗與多元議題的探討上的確

會受到制約，但在視覺影像廣為氾濫的時代，各種廣告、媒體、節目早已壓縮且

分食了紀錄片的播出，社會也無法養成閱聽人觀看紀錄片的文化慣習，紀錄片除

了紀錄觀點外，往往只能在影展，或者校園巡迴放映中播映，這種小眾之間的交

換，無法產生太大的蝴蝶效應，對於社會結構性問題的發現與批判可能也僅止於

                                                                                                                                                                   
頁。 
28 史書美著，《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述‧呈現》(台北：聯經，2013 年)，頁 29。 
29 蔡崇隆等訪談，《愛恨情仇紀錄片：台灣中生代紀錄片導演訪談錄》(台北：同喜文化，2009 年)，
365 頁。 
30 同上註，36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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菁英知識份子之間，而無法擴散到公民社會中，進而成為凝結草根力量的可能。

因此如何增加紀錄片閱聽人，建立觀看紀錄片的文化慣習，成為現階段紀錄片發

展非常迫切的問題。從楊力州後期的作品中可發現，他已經跳脫了早期在議題與

形式上的創新與探索，轉而透過商業合作與映演，增強紀錄片品質與故事性，其

拍攝目的是希望這些作品能成為敲門磚，讓更多閱聽人先對紀錄片產生興趣，再

形成尋找與觀看其它議題與不同形式紀錄片的行動。 

 

    綜觀這波紀錄片登上院線的熱潮，若從在地知識生產與傳播的角度觀察，事

實上具有革命性的意義，也是台灣紀錄片從反主流小眾媒體走向大眾的歷史轉折。

從此脈絡來觀察楊力州的作品，便能察覺他的代表性與爭議。楊力州在社會批判

時期的作品如《我愛 080》等片承襲著綠色小組已降的反主流傳統，而從《奇蹟的

夏天》運用妥善的行銷打入院線市場開始，楊力州進入商業合作時期，其作品急

遽轉型成另一種類型，運用青春、夢想、老人關懷等素材打造出如《被遺忘的時

光》等一部部溫暖感性的公益紀錄片。他的思維轉變在於對紀錄片產製環境、社

會效應與傳播效益的不滿，其創作歷程恰好遵循台灣紀錄片從初期的批判性到今

日院線播映的路徑。但楊力州的代表性不僅僅於此，不同於《生命》、《翻滾吧男

孩》等紀錄片進入院線前的困難，楊力州建立了良好的企業合作模式，有較好的

行銷資源與團隊宣傳其作品，另外其作品多與公益機構合作，並將票房收益回饋

社會弱勢，這些面向使他的作品在產製模式上另闢蹊徑，與其他院線紀錄片形成

差異。但紀錄片位於全球化的影像生產與消費脈絡中，與企業太過緊密結合也引

發許多問題，委製機構可能會干涉導演創作、置入性行銷、被攝倫理等問題，也

可能使紀錄片為企業宣傳，2007 年爆發的水蜜桃阿嬤事件便是上述問題的最佳例

證。 

 

    由於太朝商業傾斜，加上水蜜桃阿嬤事件發生，使楊力州在紀錄片圈內一直

有許多爭議，對其作品的評論與相關論文也大多採批判的立場。但不管是《被遺

忘的時光》，亦或不同生產脈絡下的《生命》、《跳舞時代》，登上院線後都曾引發

問題。《生命》與《跳舞時代》由於邀請政治人物前來觀看，而將紀錄片詮釋成單

一化的本土意識或感動，並在社會形成共同論述，進而使紀錄片的意義狹隘化。

商業考量與批判視野在台灣的紀錄片環境中仍無法同時存在，因此面對這波紀錄

片上院線的特異文化現象，便須從更開放與多元的觀點來重新定位，否則可能會

陷入單一僵化的論述之中。史書美說到： 

 

文化主義可能是商品化的對象的最佳範例，但對邊緣族群來說，政治上有

效的挪用商品文化有時卻是必須的生存之道。資本主義的挪用與藝術政治

創造力能以不同的組合方式同時存在。如果忽略這個面向而堅持階級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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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非工具性的藝術的想法，那麼便可能陷入純粹主義與菁英主義的危險。
31 

 

因此在台灣紀錄片的發展與環境仍未臻成熟的脈絡之中，應重新以更多元的觀點

來審查，並且分析紀錄片進入資本主義邏輯後，如何挪用資本主義流動、跨領域

與跨社會脈絡的特性去突破傳播上的困境，並能在資本主義的脈絡中再次解碼與

編碼，連結或重新組合紀錄片的美學與其藝術性質。關於紀錄片登上院線的現象，

背後實際有許多面向包括紀錄片被觀看的方式、紀錄片美學與工具性都必須重新

檢視，並不單單只是被商業收編而已。

                                                        
31 同上註，3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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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商業合作時期：邊陲生產到商業映演的挪

移 
 

 

第一節 後期紀錄片的轉型與展演 

 

 

    從 1996 年至今，楊力州總共拍攝將近 20 部作品。早期較知名作品如 1999 年

《我愛 080》透過參與的模式紀錄一位藝術家在軍旅的苦悶與焦慮，不停跟拍的鏡

頭凝視著他人之痛苦，既諷刺了軍中的封閉與無所遁逃的壓力，也檢視鏡頭的窺

視極限背後隱藏的紀錄倫理。2000 年拍攝的《留念》探討留學生異地求學所碰觸

的文化差異、身分認同與身為異國他者產生的各種問題。2003 年的《新宿驛，東

口以東》紀錄了台灣人在東京新宿區這充滿外國人、黑道與犯罪之地生存的故事，

這群人中有些成為新移民，試圖融入日本社會，有些在債務中掙扎，有些終日閃

躲警察，過著不停隱藏與變裝的日子，呈現出底層台灣人在日本艱困求生的面貌。

不過，此片同樣挑戰著紀錄倫理的界線，將他們許多可能觸犯法律的生活型態播

出，是否會使這些被攝者落入不利位置？總而言之，楊力州早期受公視委製的這

些紀錄片，題材較豐富多元，議題也具備深度討論的層次，影像調性則偏向憂愁

哀傷。 

 

    2006 年楊力州首部運動紀錄片《奇蹟的夏天》進行了商業映演，也開啟他從

電視紀錄片到院線紀錄片的跨界之路，自此開始，楊力州所有的作品除了《水蜜

桃阿嬤》是採全國電視聯播的方式放映，其餘皆以戲院放映並有 DVD 發行。楊力

州進入商業體制實際上延續了吳乙峰《生命》所引發的觀看熱潮，希望紀錄片被

看見，而非拍完就成為架上塵封的膠卷是當時共同的口號。紀錄片上院線，搶攻

主流好萊塢占領的國片市場是當時的風潮，與能增加紀錄片的能見度或許是楊力

州將其作品推上院線的原因之一，但是否還有其他考量不得而知。其作品推上院

線與其他紀錄片最明顯的差異在於，楊力州的作品不採取獨立發行，而是配合電

影發行公司的發行與行銷策略進行推廣，因此比獨立發行的紀錄片工作者更具規

模，換言之，其作品已建立了一條從生產到發行的產業鏈。比起初期紀錄片的形

式美學，其後期作品更具備商業行銷與發行的實力，但在紀錄片的功能性、美學、

虛構與真實、倫理等層次上也值得辯證。 

    從電視紀錄片轉往院線紀錄片，也在影像文本的展演上形成差異，後期作品

對既有紀錄片形式的挑戰，表現在「類劇情片」的敘事結構與剪接手法上，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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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像驅力，卻也凸顯出紀錄片在商業機制中既被收編，但又顛覆的複雜面向。

若不以批判的觀點思考，這種與企業合作上院線的紀錄片，可觀察到許多後續效

應對紀錄片界的衝擊與改變。第一，從紀錄片經濟的角度來看，台灣紀錄片一年

的產量楊力州推估為「約兩百部」，但只有 1%會在院線上映1(李道明認為確切的紀

錄片年產量數字應該更少2)，但企業或機構委製的紀錄片除了資金注入外，多數開

始就是以上院線為主要考量，並且有良好團隊負責行銷事宜，導演不需身兼數職，

也較能回收拍攝成本，楊力州多數院線紀錄片票房都維持在 200 萬至 300 萬之間，

便是例證，這或許能建立起完整的紀錄片產製鏈。第二，上院線成為一個大眾較

容易看見的窗口，使紀錄片能見度上升並使傳播效應擴散，對以往偏小眾的紀錄

片觀看人口而言具有極大意義，還有上述提及的紀錄片美學與形式的改變等等。 

 

    這些現象使我們必須重新檢視台灣紀錄片的現況，什麼樣的題材，什麼樣的

手法才符合紀錄片的定義與傳統？某些議題具有普遍性並在多數人週遭發生，例

如老人失智症等等，這些議題是否不需要紀錄？選擇議題的標準是什麼？紀錄片

應記錄真實，但是否虛構的技法才能對真實做更好的詮釋？許多紀錄片內容符合

市場需求，但何謂紀錄片市場？這些問題凸顯紀錄片在商業化和獨立創作間，並

非全然的二元對立，而是有許多矛盾待釐清。較少論者討論卻不可否認的是，紀

錄片進入資本主義的邏輯後，的確有其翻轉的能動性，這種動能也使得紀錄片位

置開始挪移。以下便將透過楊力州四部院線紀錄片《奇蹟的夏天》、《征服北極》、

《被遺忘的時光》、《青春啦啦隊》進行文本和其行銷策略與產製過程的分析，並

試圖歸結出其作品的困境與潛力。 

 

 

 

 

 

 

 

 

 

 

 

                                                        
1 梁玉芳著，〈熱情沒有出口，99%紀錄片找不到發行商〉(聯合報，2007 年 7 月 2 號)。 
2 李道明著，〈台灣紀錄片市場的初步研究〉(《電影欣賞》28 卷 1 期總號 141，2009 年)，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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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青春議題與極地探險 

 

 

    2006 年 6 月，為了延續世界杯的熱潮，NIKE 特別拍攝了五部足球形象廣告，

將足壇巨星的成長故事拍攝成短片。而台灣地區則由楊力州拍攝，他將花蓮美崙

國中足球隊刻苦培訓的過程拍成廣告短片《無所不踢》，並引起了很大的迴響3。爾

後，楊力州對這群原住民選手竟能在國內極度缺乏足球相關資源的情況下，奪下

世界青少年分齡賽冠軍感到吃驚，也引發他的興趣去探討這些選手未來的可能性，

因而決定將《無所不踢》發展成一部約一百分鐘的紀錄長片，內容主線在處理關

於青少年友誼、刻苦訓練等面向，並以一場全中運球賽作為影片的起承轉合。 

 

    2007 年因為水蜜桃阿嬤事件，使楊力州在紀錄片創作上休息了一年，直到 2008

年因超馬選手林義傑之邀，而至北極紀錄林義傑、劉柏園、陳彥博三人參加北極

大挑戰的參賽過程，隱含著人與荒野的關係，自我超越與謀求生存則為影片母題。

這兩部紀錄片不管是在鏡頭語言，美學，形式創新上都有極佳的處理。但同時，

紀錄者的位置，介入的姿態與觀點所引發的疑慮也都不可忽視，以下將以這兩部

紀錄片《奇蹟的夏天》與《征服北極》的商業策略，文本敘事結構進行分析，釐

清當紀錄片碰觸商業體制時，會產生哪些差異，又可能造成什麼問題。 

 

 

一、《奇蹟的夏天》：外部商業策略與文本傳播 

 

   《奇蹟的夏天》是由楊力州與張榮吉共同執導，並由山水國際娛樂出資，以約

四百萬元的金額投資影片拍攝與行銷工作4，版權則屬於楊力州的後場音像工作室。

由於維持足球隊每年需要約兩百萬的經費5，使得學校長期陷於籌款的困境中，楊

力州便允諾，每賣一張票就捐五元給美崙國中足球隊，另票房所得則捐出 15%給

原住民助學計畫6。這可說是他公益紀錄片模式的開端，使紀錄片能以短期的經濟

救助方式回饋社會。這觸發了更進一步的思索，公益紀錄片模式不藉由建構影像

的知識傳播性，反之利用與擴大影像的消費性，是否足以回應紀錄片的社會功能

                                                        
3 林孟儀著，〈拍攝足球少年《奇蹟的夏天》，楊力州與一群想贏的心〉(《遠見雜誌》244 期，2006
年)。 
4
〈用好萊塢手法創造台灣紀錄片奇蹟〉(數位時代，2006 年)。詳見：

http://www.bnext.com.tw/article/view/id/4248 
5 花孟璟、李光爵報導，〈奇蹟的夏天，票房搶救窮球隊〉(自由電子報，2006 年)。詳見：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6/new/nov/28/today-so9.htm 
6 林孟儀著，〈拍攝足球少年《奇蹟的夏天》，楊力州與一群想贏的心〉(《遠見雜誌》244 期，2006
年)。 



 

63 
 

性？或紀錄片又是否該具備社會道德責任？紀錄片是什麼？這些皆值得深入再辯

證。在影片的品質控制上，山水國際給予楊力州高度協助，首先由於現場是多軌

收音，為了維持一流的音效，山水國際便找了知名的音效師杜篤之7負責此工作，

另外，此片由於使用高規格的 HD 拍攝會在製作後期出現相容性問題，也是由山水

國際與後場音像共同解決8。 

 

    山水國際也具備了強大了行銷專業能力，首先將片名由《無所不踢》改成《奇

蹟的夏天》，通俗好記。再來，總監楊駿閔在台北縣教師會刊物購買了六頁廣告，

並舉辦影片觀賞研習營邀請台北縣教師參加，並可折抵研習時數，藉此強調影片

的教育意義9。另外，在影片正式登上院線前，還有一連串的電影座談會、邀請媒

體與部落格寫手參加試片會，參加釜山影展 Wide Angel 單元等等連串活動10。影片

上映後，則邀請美崙國中足球隊至台北真善美戲院出席義賣會，為美崙國中與花

蓮當地原住民募款。《奇蹟的夏天》也拿到 2006 年金馬獎最佳紀錄片，並有 DVD

與原聲帶的發行。從此可看出專業團隊的行銷策劃能力頗為突出，對於影片宣傳

有極大效果。 

 

    除了良好的行銷，青春議題作為這部紀錄片最主要的結構，所營造出的熱血、

夢想、勵志與感動也是此片能獲得極佳票房的原因之一。以運動為題材進行拍攝，

如在加上良好的說故事能力，在台灣獲得觀眾青睞往往不是難事，除了《奇蹟的

夏天》之外，《翻滾吧！男孩》也是另外一例。林育賢 2005 年的作品《翻滾吧！

男孩》是以宜蘭公正國小體操隊為主軸，紀錄小體操選手的訓練過程。由於一開

始便把市場考慮進去，林育賢與莊景燊提到說： 

 

我們是受劇情片的訓練出來的，也許跟這個背景有關係，我們會針對適合  

的題材，以不破壞紀錄片原有的架構為原則，把一些劇情片的元素偷渡進

去，並以拍劇情片的方式來思考，讓這個片子更有機會成為好看的影片。11 

 

由於這樣的拍攝邏輯，的確使得《翻滾吧！男孩》在影片中略去問題意識與社會

關懷，而將重心集中在敘事與劇情的經營上。有趣的是此片也邀請台北教師會來

觀看，因為具有社會教育的意義與積極正向的力量，故教師們便以活動或作業的

                                                        
7 杜篤之為台灣知名的音效、錄音師，曾榮獲金馬獎最佳錄音、最佳音效獎。並與楊德昌、侯孝賢

等知名導演合作，也為多部紀錄片製作配音，包括《歌舞中國》(2003)、《Viva Tonal 跳舞時代》(2003)
等片。詳見：http://www.taiwancinema.com/ct_12466_39 
8 〈用好萊塢手法創造台灣紀錄片奇蹟〉(數位時代，2006 年)。 
9 同上註。 
10 山水國際部落格。詳見：http://serenity.pixnet.net/blog/category/664782 
11 陳德齡、艾爾訪問整理，〈讓我們的作品面對市場吧！：專訪《翻滾吧！男孩》創作拍檔林育賢、

莊景燊〉(台灣電影網，中華民國九十五年電影年鑑)。詳見：

http://www.taiwancinema.com/ct_54246_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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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引導學生進戲院觀看，達到建立口碑的效果，最後在台灣賣出五百萬的總票

房，這點與同樣主打運動題材的《奇蹟的夏天》如出一轍。較特殊之處是《翻滾

吧！男孩》也攻入了日本市場。林育賢將版權出售給大阪 Twins 公司，並以單點放

映的方式登上了日本戲院12。這兩部紀錄片從題材、行銷策略、市場考量與紀錄片

摻雜劇情片元素的跨界皆有相似之處，顯示出紀錄片開始與市場協商，開始透過

題材選擇，商品包裝與區辯服務客群的方式去建立觀看價值13，產生出長尾理論(the 

long tail)14的經濟效益。 

 

    《奇蹟的夏天》的成功案例，突破了紀錄片在行銷上長久以來面對的困境。

許多紀錄片由於缺少發行商，讓上院線顯得困難重重，例如《生命》即是一例。《生

命》上院線之初，並沒有戲院敢冒險，因戲院是以營利為目的，而缺乏宣傳，且

無法預見會有多少觀眾的紀錄片，戲院只願以一定金額出租影廳給紀錄片工作者，

還得預先支付租金，《生命》上映時便是採單廳放映的方式進行。行銷經費不足的

全景團隊，只能透過網路與小型試片做口碑，邀請擁有個人電子報、新聞台、網

頁、部落格的網路寫手到智邦生活館觀賞《生命》，撰寫觀影心得並對外傳播，或

採 MSN、電子郵件轉寄影片訊息的方式衝高票房15。林育賢的《翻滾吧！男孩》也

是由於與總統戲院洽談過程中，因票房考量與學生優惠票談不攏，於是自行成立

發行公司，從印製 DM、聯絡各級學校爭取上映做口碑宣傳，上院線後，也須每晚

與觀眾進行映後座談16，十分辛苦。由於獨立發行的緣故，導演們缺乏資金、行銷

團隊，使我們窺見導演在花費數年拍出幾百捲的母帶後，必須先將影片剪接完畢，

爾後還需用土法煉鋼的方式進行影片宣傳，舉辦試片會、導演座談等皆會消耗創

作能量，不能成為一種常態的方式。相較之下，《奇蹟的夏天》從產製到發行過程

建立起較妥善的分工模式，讓導演在影片製作完成後不需耗費心力於行銷宣傳的

繁瑣工作上，如果紀錄片未來邁向產業化，則勢必需要這種較細緻、系統化的分

工方式。以此為例，紀錄片的確能挪用資本主義的力量去轉化生產上的困境，且

能使紀錄片強化敘事技巧與影像美學，並加入劇情片元素等與觀眾對話，這些將

能使紀錄片的可觀看性增加，進而提升傳播的效益。 

 

    紀錄片需要傳播與觀看，也需要資金提升紀錄片工作者的勞動報酬、成本回

                                                        
12 陳德齡、艾爾訪問整理，〈讓我們的作品面對市場吧！：專訪《翻滾吧！男孩》創作拍檔林育賢、

莊景燊〉(台灣電影網，中華民國九十五年電影年鑑)。詳見：

http://www.taiwancinema.com/ct_54246_219 
13 這種促使群眾買票消費的觀看價值可能是集體式的虛幻感動，對被攝者明星化的偶像崇拜，較

為表層的社會關懷等等。 
14 長尾理論(the long tail)指稱那些不受重視的非主流或冷門商品，累積的總收益反而超過主流產品

的現象。長尾理論在網際網路發達的時代尤為明顯。 
15 楊凱著，〈臺灣電影的在地聲音：紀錄片攻入主流〉(光華，30 卷 7 期，2005 年)，36 頁。 
16 劉毓雯著，〈國產紀錄片投資報酬逾一五○%：手工業發行模式創造票房奇蹟〉(《商業周刊》913
期，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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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與影片品質，更需好的行銷策略來包裝，藉此吸引觀眾注意。紀錄片也需要映

演管道，因此電視聯播或者院線放映的選擇較能普及至大眾，但兩者都無法避免

與市場協商的問題。對楊力州而言，「商業合作」的觀念應該較偏向「商業展演」

的思維，因為他仍然控制著拍攝期間與後製時期的剪接權，他接著提到「商業展

演」對他而言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它的存在是為了解決紀錄片不被觀看

的問題17。除了解決傳播的問題外，商業合作下的資金供給也能提供如高宣揚所說

的，使紀錄片在形式上有更好發揮。從此觀點，紀錄片結合商業似乎已無從避免，

但仔細檢驗仍會發現許多紀錄倫理與文本的問題，以《奇蹟的夏天》為例，在行

銷的包裝下使得美崙國中足球隊產生被攝者明星化的問題，由於影像塑造的運動

英雄形象太過鮮明，使青年運動員的升學焦慮，或功利主義下的比賽思維不被呈

現，因此足球隊從花蓮至西門町真善美戲院宣傳時，受到廣大歡迎，對於此楊力

州在許貞雯的訪談中提到： 

 

因為絕大部分的孩子都是屬於庶民、一般的，我們這些故事裡面的孩子也

是非常的一般，但他們追求夢想的過程，反而可以讓其他小孩從紀錄片得

到一些「偶像」。18 

 

用較嚴厲角度看待楊力州這段訪談可發現幾個問題，第一，《奇蹟的夏天》所記錄

的足球隊，以體育資源分配至家庭教養問題上，仍屬於較邊緣的族群，他們的在

生命故事與現狀並未深入呈現下，卻成了為紀錄片行銷宣傳的運動明星。第二，

足球隊員成為觀眾在戲院投射情感的客體，使他們成為「體驗經濟」19下另一波容

易消費的偶像崇拜商品，當影像展演結束，只留給觀眾難忘的觀賞體驗，卻無法

進一步提出自省。 

 

    將焦點移回紀錄片本身，格里爾生在 1930 年代對紀錄片下的定義是：「對真

實事物(的影像紀錄)作創意性的處理」，意指紀錄片不應只侷限於現實的描述，而

必須透過剪接、音樂、劇情結構、藝術性手法對題材作詮釋，此即導演觀點，因

此紀錄片沒有客觀立場，而是以主觀意識再現真實，李道明引述尼寇斯的說法認

為紀錄片是「社會的再現」──把我們所居住與共享世界的各個層面實體地再現

出來，把社會現實的事物以一種獨特方式(根據紀錄片創作者所做的選擇與安排)

讓我們看得見、聽得到20。楊力州也提到，紀錄片不應該只有一種臉孔，而是具有

                                                        
17 楊力州著，〈【紀錄片與商業】告別 2007 年〉(紀工報第 2 期，2007 年)。詳見：

http://docworker.blogspot.tw/2007/12/2007.html 
18 許貞雯著，《由運動紀錄片《奇蹟的夏天》反思男童運動社會化歷程與教育意涵》(國立台東大學

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年)，第 140 頁。 
19 B. Joseph Pine、James H. Gilmore 合著，夏業良、魯煒譯，《體驗經濟時代》(台北：經濟新潮社，

2003 年)。 
20 李道明著，〈從紀錄片的定義思索紀錄片與劇情片的混血形式〉(《戲劇學刊》第 10 期，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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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翻轉的可能性21，但紀錄片與劇情片、新聞片、紀實片等影像類型最大差異並

不在於藝術性或劇情結構，而在於影片本身是否具備社會政治目的，或文化見證

歷史紀錄，或知識傳遞的功能，或是對生命，對社會的自省，紀錄片須在此更深

層的論述前提下與閱聽者交流溝通，才能激起討論。紀錄片或如尼寇斯所說是「社

會的再現」的話，那必須追問在台灣當代社會中，紀錄片應該呈現何種社會觀？

從上述回過頭觀察楊力州的作品，可發現他十分喜愛呈現人際關係間溫馨與感動

的面向，他曾提到說：「情感強度的展現跟創作者的性格是有關係的，像我自己就

是很容易被感動的，容易會把情緒放進去」22，雖然商業合作豐富了紀錄片形式，

也能增加傳播效益，但卻喪失了更進一步的思辯。以現下台灣由公益機構委製，

或發行公司出資的紀錄片而言，要屏除拍攝上無形的制約顯得非常困難，以下將

從《奇蹟的夏天》進行文本分析，仔細探究這部 2006 年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的導演

觀點為何，如何運用影像美學、音樂等元素建構敘事，在紀錄片功能性上又有哪

些不足？ 

 

《奇蹟的夏天》是以花蓮美崙國中足球隊為主要被攝群體，透過鮮明的角色

刻畫，緊湊的敘事結構與劇情張力，音樂的配合等去紀錄足球隊的訓練過程、青

少年群體的生活型態，運動競技等面向，也用少許篇幅帶出球員背後的家庭問題。

首先在敘事結構與剪接邏輯的部分，此片是以倒敘的手法開始，將足球隊參與全

中運冠軍賽的畫面置於片頭，暗示這場比賽是故事發展最重要的核心，這隱含了

幾個層面意義，第一，全中運是這群選手國中生涯最後的比賽，第二，比賽成績

的優劣會直接影響他們的升學。比賽進行到中場結束後影片正式開始，球員們在

湛藍的海岸或戲水，或躺或坐，沒有音樂只有大海衝擊石礫海岸的水聲，這邊的

鏡頭只拍球員的背影與側面，並沒有帶到表情，在海浪聲中隱約可聽見冠軍賽時

教練的吼叫，凸顯出球員心理的落寞惆悵，也有百無聊賴，或是即將升學的不安，

從開頭到這整段皆使用片尾的畫面做呈現。 

 

    接著，搭配選手操練時的吶喊，導演將時間軸拉回比賽前三個月，場景同樣

在石礫海岸，不同於三個月後比賽完的落寞，這時他們正在烈日下操練，導演使

用各種鏡位拍攝選手的練習過程，明顯和前段畫面形成對比。從 3 分 03 秒開始一

直到 9 分 43 秒導演放進連串球員的訪談，訴說他們對這項運動的想法，主要對象

圍繞於高俊、聖男、阿 Q、大胖、阿亮、小阿雄等人身上，高俊提到他心情快樂也

會想踢球(5 分 23 秒~5 分 28 秒)，而守門員聖男則說他不讓球進入背後的球門，就

像在替老大擋子彈(5 分 46 秒~5 分 56 秒)，訪談畫面還並陳許多球員表演運動技術

                                                                                                                                                                   
第 88 頁。 
21 楊力州演講，(【2013 紀工聚會】真正的美好，不是只有一種長相)，2013 年 11 月 3 號。 
22 主持人：張釗維，與談人：廖金鳳、王慰慈、蔡崇隆、楊力州、何紹光，【談紀錄片的社會意義】

「紀錄片的社會功能與歷史意義」專題座談文字摘錄，2009 年。詳見：

http://docworker.blogspot.tw/2009/05/blog-post_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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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比賽畫面強化並聚焦於踢足球本身。另外也穿插了許多空鏡頭，這些空鏡頭有

幾項元素，例如草地與球門(3 分 54 秒)，炙熱的陽光(3 分 33 秒)等等企圖營造選手

陽光與正面的形象。 

 

    在全中運尚未到來的前半段，導演將敘事集中於幾條軸線上，首先從 13 分 16

秒開始導演透過對球員與訓導主任的訪談，回溯足球隊成立時的動機，訓導主任

提到許多美崙國中的學生不愛念書，而足球隊的成立使這些學生有了發洩管道。

這些學生多數來自單親家庭，參加球隊使他們有機會進入高中、大學繼續受教育，

球隊除了具有規訓的功能，也是他們未來的希望之處。第二條線處理球員練球時

的危險，阿 Q 提到大腿曾被釘鞋踹到，造成兩條明顯的疤痕(19 分 45 秒~19 分 52

秒)，小黑則在練習時將另一位球員的腳踢斷(20 分 45 秒~21 分~37 秒)，這些訪談

穿插著球員流鼻血，腳扭傷的畫面強調練習時的艱苦，但負傷也顯示另一層涵義

是，傷疤成為一種標示為英雄的符號使痛楚能被壓抑，更象徵了某種運動員的精

神價值，這層意義使得選手反而以自豪的心態看待運動傷害。第三條線則稍微帶

出幾位球員背後的家庭問題，阿亮是球隊替補，也是個性溫和體貼的少年，他在

兩歲時便失去母親，父親身體不好，因此整個家庭只能依靠阿嬤支撐，導演沒有

設計阿亮展現過人運動技巧的畫面，而使用兩個畫面形塑阿亮在球隊當替補的心

境，第一個畫面是阿亮站在球場邊觀看隊友比賽，眼神略帶凝重，第二個畫面導

演以中景拍攝阿亮佇立於司令台上，遠遠凝視在操場練習的隊友，鏡頭沒有帶到

阿亮的表情，而加入溫暖和諧的吉他和絃聲，賦予觀者沉靜但未息的失落。下段

畫面帶出阿亮和父親的關係，阿亮在醫院不停告誡父親不准吃檳榔與喝酒透露對

父親身體的在意，而當他告知父親自己是足球隊時口吻則充滿驕傲，也有榮耀父

親的意味，透過這幾段畫面導演帶出了阿亮與父親既親密又疏離的關係(28 分 44

秒~32 分 09 秒)。健良同樣來自單親家庭，父親由於藥物使用過量在他國一時便過

世，使健良需擔負比常人更多的家庭責任。導演模擬從車內向外看的視角，鏡頭

隨著車子開動前進，傳達出健良年紀尚輕便離家的孤獨鬱悶，背後透露出更多關

於經濟、教養等問題。 

 

    影片後半則著重於全中運，首先著墨於這場比賽的重要性，大胖提到假如得

到前六名便可直接保送高中(38 分 45 秒~38 分 55 秒)，搭配音樂的配置營造出緊張

的氛圍。接著全中運終於到來，美崙國中足球隊憑著優異的技術幾乎每場球皆大

比分贏球，而整部片最精彩之處在於冠軍戰與高雄阿蓮國中的對抗，在兩方的交

鋒中穿插了教練的聲音，教練平時予人嚴厲的印象，但以教練觀點而言他其實理

解球員的努力，教練聲音顯現出人的真實面向，也提升了《奇蹟的夏天》中情感

的飽和度。影片進行至 1 小時 2 分 07 秒處比賽出現意外，美崙國中球員和對方守

門員在空中相撞倒地，此時比賽暫停，觀者思考著他們是離場亦或繼續？傷的重

嗎？最後兩人繼續留在場上。這段畫面導演刻意將聲音拉低使觀眾能將意識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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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這個意外的結構中，成為比賽第一個轉折處。 

 

    中場結束後美崙國中一比零落後，教練的焦急呈現在交握的手指與焦慮的面

部表情中，下半場美崙國中追成一比一後進入延長加時，阿蓮國中再踢進一球形

成二比一，但在比賽結束前兩分鐘美崙國中戲劇性的踢進追平分，將比賽帶進十

二碼，最終雖落敗但教練哽咽的激勵球員的畫面與細膩緩慢的鋼琴聲成為整部片

最挑發觀者情感的一幕。影片並未就此結束，從片頭曾出現過球員在海灘戲水的

畫面開始，導演一直經營的球員友誼在即將畢業的不捨中，以在雨後的泥濘草地

玩球，教室打鬧等畫面呈現。這群球員們畢業後分別進入了花中與花農，導演最

後以他們的相遇和競爭做結尾，說出青春時期面臨分離的殘酷與哀傷，使此片的

力道更為強烈。《奇蹟的夏天》將焦點集中在青春、運動、追求夢想等命題上，突

破了楊力州過往作品的創作形式，拍出了一部兼具動感、熱血與運動家精神的紀

錄片，或許也是導演求學時期深陷體制教育下，對自身失憶青春的補足與想像。 

 

    《奇蹟的夏天》在紀錄片形式上是以觀察的模式，穿插少許訪談去排列組合，

在取鏡方式、場面調度、剪接邏輯所構成的敘事建構出勵志、溫情、熱血、築夢

等導演觀點。在取鏡上導演多以仰角方式拍攝球員，讓主體座落於優越位置上，

如片頭的沙灘操練場景，平日操場的訓練場景等皆有許多仰角鏡頭，營造出球員

的英雄感，光線上導演則使用逆光拍攝，使球員呈現神秘崇高的意境。場面調度

上導演在景框內安排了許多強調青春或熱血的元素，例如足球、球門、草皮、炙

熱的陽光(47 分 31 秒)，或藍天、白雲、石礫沙灘、汗水的特寫，球員操練動作與

劃一的吶喊聲(2 分 01 秒~3 分 02 秒)等成為某種青春儀式下理應出現的符號語言象

徵。而《奇蹟的夏天》最可看與突破之處顯然在於蒙太奇的跳接手法和電影式的

快節奏，聞天祥即認為：「在形式技法上，《奇蹟的夏天》超越了過去無論是台灣

紀錄片或是楊力州個人喜以大量旁白、字幕輔助說明與抒情的習慣，而不畏以精

巧十足的剪接與畫面張力，挑戰國內紀錄片家法的保守規範」23。在總冠軍賽的剪

接中，導演穿插許多不同時間軸的訓練畫面，如從 1 小時 1 分 35 秒開始，導演使

用了在石礫海灘上逆光奔跑的腳部特寫鏡頭，約 1 秒後跳接球員比賽畫面，再跳

接回球員在海灘跳躍的場景，如此反覆使用去強化比賽節奏與緊張感。1 小時 02

分 54 秒的片段，導演則以慢動作呈現守門員撲擋的畫面，最後十二碼，阿蓮國中

球員將球踢出時淡入至黑畫面，接著以疊溶技巧置入數個先前畫面，並以較少秒

數呈現跑馬燈般快速流動的回憶敘事，接著再從長達 7 秒的黑畫面淡出至比賽現

場，跪在地上的聖男為拍攝主體，周遭充滿對手歡慶的叫喊，突出結尾的驚心動

魄，也營造勝利與遺憾的顯著對比。 

 

                                                        
23 聞天祥影評。詳見：http://movie.kingnet.com.tw/movie_critic/?r=5825&c=BA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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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蹟的夏天》在當時取得約四百萬的票房成績，導演曾提到以整部影片的

製作、行銷經費加總推算仍然是虧本，但以當年國片票房而言《奇蹟的夏天》已

經取得了不錯成績。但如果仔細檢視會發現此片仍然有許多內容、倫理的問題。

首先，導演的蹲點時間太短，致使影片人物的刻畫太過簡單，無法透過更多人物

口述、肢體語言去詮釋角色，使這些球員、教練或主任並沒有被個別與差異化的

呈現，多數敘事仍然聚焦於追求夢想的主流價值上，除了商業的考量外也符合中

產階級保守的意識形態。第二是此片透過運鏡、光線、剪接排列等方式將被攝者

塑造成明星，而此偶像化的過程同樣挾帶商業考量，以觀眾角度而言這種呈現恰

好滿足被觀看的欲求，也使被攝者在日常生活中受到過度崇拜。第三，《奇蹟的夏

天》以大量青春、熱血與勵志的素材作為影片主要結構，使得影片多處理情緒的，

感性的層面，但缺乏深刻且力道強勁的分析或論述，無法提供更多面向與思索空

間。《奇蹟的夏天》在形式上創新，但隱約仍可見商業制約的包袱。 

 

    如果把沈可尚與廖敬堯 2008 年合導，以台灣少棒為題材的紀錄片《野球孩子》

與《奇蹟的夏天》做一比較，便可發現同樣以青少年、運動為形式與內容的兩部

片在處理方式、院線票房等面向有許多差異值得比較與思考。第一是形式上的差

異，《野球孩子》採觀察式的拍攝模式，除了片尾一段教練的訪談，讓教練訴說執

教動機外，幾乎未再使用訪談去駕馭孩童觀點，也不使用過多剪接技巧與影像技

法，而以長期蹲點和跟拍方式紀錄富源國小少棒隊球員，主要以日常生活的影像

建構敘事並形塑角色與家庭，這種處理方式不給觀眾過多訊息，反而更貼近真實。

第二在導演觀點上，沈可尚並未刻意朝向青春動感，或熱血、夢想的路線，也不

使片子擁有強烈議題性的取向，其觀點在於如何完整呈現球員的童年全貌，因此

球員私下的生活、上課、教練關係等皆被整體攤開。導演也不迴避球員間的衝突，

在比賽期間兩個隊員曾發生摩擦，攝影機仍然持續紀錄這段過程，這顯示這群孩

童處於一種既和諧又鬆動的狀態中，而非如《奇蹟的夏天》以規訓的，管理良好

的，友情堅韌的主流觀點進行詮釋。第三，台灣以運動為題材的紀錄片，在每個

階段性時期結束前，幾乎都有一場重要比賽做為生命的洗禮或試煉，《野球孩子》

不透過劇情片式的剪接技巧去堆疊觀者情緒，反以字卡穿插比賽畫面去呈現戲劇

張力，且未如《奇蹟的夏天》以回溯記憶的方式虛構比賽，也未置入落敗後的悲

傷，傳達出競賽並非運動最初目的，而是在打球過程中，如何獲得運動最純粹的

喜悅。 

 

    林木材在觀察台灣運動類型的紀錄片如楊力州《奇蹟的夏天》(2006)與《征服

北極》(2008)、林育賢《翻滾吧男孩》(2005)與《六局下半》(2009)、黃嘉俊的《飛

行少年》(2008)等時提到： 

 

歡笑、淚水、努力、挫敗、勵志的正面價值，總在這些以「競賽」為主軸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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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裡成為主角。雖然我們總強調著，勝敗不是最重要的，但競爭落敗

後的失落，或競爭奪勝後的歡樂，卻總是被戲劇性的手法強化，「比賽」彷

彿成為了一種拍攝前提。以比賽為始，也以比賽落幕。拍攝初衷的侷限性

自然地迫使影片裡的「勵志」成分提高，甚至成為單一的終極價值，其他

面向的複雜問題也因此被簡化了。24 

 

這段話很明確點出運動類型的紀錄片多呈現某種奮戰的運動家精神與正向價值，

也被套牢於主流觀影品味和市場的框架中，將其標準化而喪失更多向度的討論或

可能。但《野球孩子》的拍攝動機並非競賽本身，也非透過比賽去隱喻生命的複

雜或動人，而是從歡笑、勵志的溫情主義中跳脫，以質樸且誠實的語言紀錄孩童

的稚趣與純真。這種主張不介入，不干擾拍攝對象，宛如觀察「牆壁上的蒼蠅」

的形式稱為「直接電影」(direct cinema)，是透過等待去紀錄重要事件，也是沈可

尚所信仰的紀錄片形式，如林木材在評論《野球孩子》時所說的：「在片中，我們

看不見一般紀錄片所強調與被攝者之間的「互動關係」的展現，關於棒球操作或

磨練的篇幅也著墨不多。影片總是淡淡的、隱隱的，以孩童的視角和同理心，固

守著旁觀的姿態，作者退到攝影機之後，沒有太多的誘導和立場，並非一定要拍

些什麼，而嘗試著從觀察開始，找尋生活中的況味。25」 

 

    在上述理解下，可以很明顯比較出《奇蹟的夏天》與《野球孩子》的殊異之

處，將這層差異性拉回紀錄片上院線的脈絡中可觀察出一個有趣的結論，跟《奇

蹟的夏天》相較之下，《野球孩子》的票房可謂慘澹不堪，對此現象，在一次電話

訪問中沈可尚向筆者說到： 

 

《野球孩子》當初在台中圓滿劇場放映時，整場座無虛席，但當片子要進

入院線讓觀者付費欣賞時，觀眾便須面臨選擇。當大部分觀眾進戲院只是

需要一個日常生活的解脫時，會選擇聲光效果浩大，娛樂性十足的好萊塢

大片，或是《野球孩子》這種曖昧模糊的紀錄片？再者，台灣觀眾並無閱

讀直接電影的習慣，無法適應《野球孩子》的拍攝形式。另現今大多數電

影皆以大學生為消費主力，但《野球孩子》較適合離童年回憶久遠而可能

產生共鳴的中年族群觀看，這些都是此片票房不佳的原因。26 

 

從此段落可理解，導演所信仰，且更接近真實再現的紀錄片形式與所堅持的敘事

                                                        
24 林木材著，〈質樸而真誠──《野球孩子》〉(林木材部落格，2009 年)。詳見：

http://woodlindoc.blogspot.tw/2009/08/blog-post_28.html 
25 同上註。 
26 沈可尚電話訪談內容，2013 年 12 月 6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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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並不受到台灣觀眾青睞，而《奇蹟的夏天》則依循電影傳統的三幕劇結構
27
，

也就是開頭的鋪陳、角色介紹，中段的劇情推升，最終的高潮，並使用準確的場

面調度、蒙太奇剪接、音樂，再輔以倒敘法、結尾的餘韻等方式擴大並渲染觀眾

情緒，使《奇蹟的夏天》成為一部陽光熱血的紀錄片，並創造出優異的票房成績
28
。

從此推導下去可觀察出，台灣多數觀眾會將其觀看電影的套路公式，對結局的期

望，角色人物能否投射出自我價值與認同等意識套用在紀錄片上，而導演為了使

紀錄片登上院線，也可能以此為標準去創作紀錄片，這成為紀錄片上院線的隱憂。

對此現象導演的自覺與創作態度便格外重要，沈可尚便認為：「如果把上院線擺在

前面那是有問題的，拍片是導演的義務，我們必須把生命的歷程與內在真正感覺

告訴別人。29
」因此紀錄片如何回到核心價值和更具底蘊與深度的內容，而非純粹

為被消費而存在，是紀錄片從邊緣躍升主流後必須審慎檢視的課題。 

 

 

二、《征服北極》：紀錄片的美學與倫理 

 

    《征服北極》為楊力州 2008 年的作品，紀錄三個台灣人跨越 600 公里挑戰磁

北極的故事，為當屆金馬影展的閉幕影片，版權為遊戲橘子關懷基金會，也由基

金會出資拍攝，並在當年度的十二月中登上院線，並將票房用於公益用途上。在

行銷上由於資金充足，因此有許多宣傳行程如參加電視節目《大學生了沒》通告，

也不乏名人推薦，這樣的行銷策略已經略具規模，並逐漸確立一套完整的紀錄片

宣傳流程，但由於此檔期強碰了許多好萊塢大片，因此票房表現並不理想30。 

 

    這部紀錄片除了是受遊戲橘子之託，以「活動紀錄」為主要目的拍攝紀錄遊

戲橘子執行長劉柏園、超馬選手林義傑、體大學生陳彥博參與北極大挑戰的過程

外，對楊力州而言，也是沉寂一年後的復出之作，是他重新面對自己，反省自身

的寫照。他在一場演講中提到，此片的拍攝始於林義傑對他的邀請，2007 年楊力

州由於幼年時親人過世的記憶，也由於商周的委託引發他的興趣而拍攝了《水蜜

桃阿嬤》探討自殺議題，卻因為商業瑕疵而引發極大風波，致使他陷入極大低潮，

轉而將心力放於商業廣告的拍攝上。而林義傑的邀請使他決心重回紀錄片的拍攝。

楊力州先剪了一部約十分鐘的短片《活著》，以詩意感性的方式闡述挑戰北極的心

路歷程，也呈現對逝去親人的思念。接著進入三個主角參加北極大挑戰的過程。

影片主軸定調於無名英雄面對北極大地、極寒氣候時，永不放棄的精神，並且以

                                                        
27 D.Parent-Altier 著，王書芬譯，《電影劇本寫作》(台北：揚智文化，2000 年)，146 頁。 
28 《奇蹟的夏天》票房成績在當年度國片票房中排名第四。 
29 當代台灣紀錄片創作，紀錄片導演系列演講，2013 年 11 月 22 號。 
30 根據盧非易所分析的資料，二月中、三月底至四月初、七、八月、十月下旬、及十二月均無觀

影高峰期，同時可以發現這些時期均與重要假日有關。盧非易著，《台灣電影觀眾觀影模式與電影

映演市場研究：1980-1999》(行政院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2000 年)，第 1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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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佳的美學表現、影像敘事架構影片，是楊力州繼《奇蹟的夏天》後第二部兼具

喜劇形式的勵志紀錄片。 

 

    《征服北極》在楊力州的創作歷程中對筆者而言，在行銷端並未有太大問題，

而敘事的結構語法，影像語言等則有不錯的表現力量，對於追逐夢想，勵志正向

的精神與思想並未詮釋的太過煽情，反而在困難的拍攝環境中，掌握了挑戰─挫

折─超越自我的精神。但，此部作品仍有幾個值得討論之處，從文本敘事而言，《征

服北極》多少有企業宣傳的成分，凸顯出導演受雇於企業時，都可能因企業要求

或自我審查，而排除擴展議題的企圖心，使創作獨立性喪失。良善的企業做公益

幫助弱勢，並透過影像建立企業形象，對社會而言並非罪惡，但對紀錄片仍會產

生影響。而這樣一部以北極挑戰的活動為「紀錄」對象的作品，登上院線是否有

必要？這些提問筆者試圖從《征服北極》的文本分析一一探討。 

 

    影片的敘事是以人為紀錄核心，跨出熟悉的社會脈絡並進入西方所謂的「荒

野」，故事主結構主要是以前置作業─訓練─比賽─面臨困難─完成挑戰的順序進

行，傳遞出挑戰自我，永不放棄完成夢想的精神與價值。而對導演而言，從此片

放映前的楔子式短片《活著》可稍稍理解，不只是選手，持攝影機的導演選擇跳

脫以往的拍攝題材，將自身流放置遠離世界的邊陲，也是其尋求自我救贖，自我

放逐與解脫，並重新出發的過程，景框內導演看似不在場，但三個選手的挑戰過

程卻也是導演心境的投射。三個主要角色則懷抱各自的目的來到北極，劉柏園是

遊戲橘子的執行長，他希望透過這次挑戰，期許自己能產生新的刺激與改變，並

進而影響企業。對林義傑而言，這次的北極大挑戰則是他人生最後一場極地挑戰，

讓台灣在世界被看見的夢想，也將在北極走向終點。年輕的體大學生陳彥博，這

次的比賽則是他參加極限運動的開端，也有接棒與傳承林義傑精神的意味。 
 

，影片從比賽中段開始，開頭便使用望遠鏡頭帶出三個前行的極小身影，而周遭

強勁的風聲襯托出了冒險者的孤獨感。導演在這邊穿插了許多不同角度的鏡頭，

如逆光，在雪地上踩出腳印的腿部，結滿冰霜的頭部特寫等等，顯現出北極的酷

寒與環境的惡劣。林義傑說到：「我親眼看到我的杯子，熱水，在五秒鐘之內結冰」

(56 秒)，接著鏡頭跳轉至暴風來襲的北極大地，三位選手中其中一人無法站穩腳步

而跌坐地面，這樣的開頭加上低沉且音律平緩的笛聲，呈現出北極的無垠遼闊與

現代人置身荒野的陌生、突兀和危險。片頭出現後影片透過字卡，大致介紹了北

極大挑戰的過程，選手必須在零下 40 度的環境，步行 600 公里。 

 

    接著影片分成三部分進行，第一大部分是記錄三位選手在挪威多巴斯軍訓中

心的訓練過程，他們必須要認識裝備，理解遇到各種凍傷時的處置方式，學習在

冰上行走，面對北極熊時的應對等等，這邊並交叉剪接了三人在台灣的生活、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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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與交代動機。陳彥博是體大的 20 歲年輕人，也是咖杯店的工讀生，夢想是環遊

世界，在世界各地插遍國旗(4 分 07 秒)。林義傑是經驗豐富的極限運動選手，對他

而言心理上的準備與策略皆非常重要(6 分 50 秒~7 分 08 秒)。劉柏園是遊戲橘子的

執行長，期許這次的冒險能刺激自己產生新的改變，他有什麼改變，企業便可能

出現相對的轉變(9 分 07 秒~9 分 14 秒)。第二部分開始進入比賽過程，導演大致交

代這趟旅程一路上遇到的困難，如極韓的氣候，暴風雪，難以行走的高壓冰區，

北極熊夜襲，凍傷，體力流失導致出現幻覺等等，但三人透過嘻笑打鬧互相鼓舞，

以樂觀精神實踐堅持的態度。最後是到達磁北極，完成比賽。在主結構之外，楊

力州透過北極熊被歐洲獵人捕殺的血腥畫面和錄影帶影像(1 小時 4 分 45 秒~1 小時

5 分 50 秒)，對比先前中法聯隊遭遇北極熊威脅的畫面，除了凸顯出對比，也帶出

了在人類的競賽之外，北極熊的生存考驗和北極圈的環境關懷。或許正如龔玉玲

所說：「在觀眾視線之外，北極熊的棲地有外來者正在狩獵、有全球暖化所造成北

極冰層加速融化（導演曾在座談中提到搭機到北極的碳足跡問題）──從「個體

的自我注視」延伸到了「萬物相關的連帶關懷」，《征服北極》因而並未全然停留

於打造當代極地探險者的歷險敘事表象，而是帶出了北極對人類的深層生態意義。
31

」 

 

    從上述《征服北極》敘事與架構的分析可知道，整片是以賽前─競賽─賽後

的邏輯進行，而其核心價值指向了精神救贖，超越自我的意志，面對夢想永不放

棄的實踐，帶著樂觀，勵志積極的正向力量，除了選手三人，導演自身也透過北

極的拍攝，尋找從《水蜜桃阿嬤》事件後心靈解放與救贖的路徑，正如《活著》

的文案所說：「尋找生命與電影創作熱情的原點」，使此趟旅程也充滿導演的個人

動機與目的。在美學上，《征服北極》除了選手跟拍外，也運用各種鏡頭與構圖渲

染出極具生命力的荒野圖像，或詩意的表現旅行者的孤獨或堅韌。但《征服北極》

的拍攝也凸顯出北極冒險實際上已是在更和緩與安全的物質條件下被觀看，此觀

看更是脈絡化的滿足觀者的極地想像，北極的真實荒野意象已無法重現，攝影機

則成為重新創造北極價值的新工具，龔玉玲對此說道：「攝影機成為人類掌握與控

制自然險地的新工具之一，它創造極地影像，並加以社會脈絡化，此過程附著在

社會和文化場域中那些意圖創造北極地景價值的利用動力上」32。但在環境破壞下，

楊力州的攝影機或許更扮演著保留，紀錄北極的新功能，而不只是創造北極的觀

看價值。 

 

    不過影片本身仍有些許不足之處，或許因為拍攝條件險惡與比賽公平性問題

                                                        
31 龔玉玲著，〈從個人身心到整全生態的視角轉換之旅：楊力州的《征服北極》〉(放映週報 187 期，

2008 年 12 月 12 日)。詳見：http://www.funscreen.com.tw/fan.asp?F_No=538 
32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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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太接近被攝者33，楊力州對於選手之間的呈現僅止於嘻笑打鬧的樂觀主義，缺

少選手間不同年齡層的交流，衝突，對話或思辨。另外，《征服北極》是由遊戲橘

子出資，也凸顯出委製者與製作者的矛盾情結，再被贊助的前提下，無論是直接

介入干涉影片走向，或者無形的壓力造成製作者的自我審查，都可能使贊助者原

先目的外的可能性受到剝奪。以此片而言，由於《征服北極》委託楊力州拍攝的

是一部以三位選手為主角，挑戰北極的「活動紀錄」片，在這關係中全球暖化造

成的北極冰溶，北極熊獵殺等較具社會價值與自省性的題材便只能短暫出現或者

忽略，是較可惜之處。 

 

 

 

 

 

 

 

 

 

 

 

 

 

 

 

 

 

 

 

 

 

 

 

 

 

 

                                                        
33 李昭陽著，〈《征服北極》：與心魔的一場競技，專訪楊力州導演與超馬健兒林義傑〉(破報，2008
年 12 月 4 日)。詳見：http://pots.tw/node/1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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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紀錄片與媒體、明星效應 

 

 

    2008 年當楊力州從北極回台後，因為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會的邀請，使他重

拾攝影機，並將鏡頭移往過往較少接觸的老人議題並製作出《被遺忘的時光》，歷

時兩年完成後於 2010 年推上院線。《被遺忘的時光》主要以失智老人為拍攝對象，

但並未著重於阿茲海默症的討論，反以溫情的感性結構取代科學的知識建構，探

討失智老人的記憶錯置、家庭關係等議題，配合外部的媒體曝光、名人效應等行

銷策略，使《被遺忘的時光》成為當年度頗受注目的紀錄片，在票房上取得約四

百萬的不錯成績。 

 

    2008 年在拍攝《被遺忘的時光》的同時，楊力州另一部紀錄片《青春啦啦隊》

也開始進行並在 2009 年拍攝完畢，於 2011 年登上院線。《青春啦啦隊》為楊力州

自製作品，並與聯合勸募協會共同行銷推廣，質性上屬於公益紀錄片的類型，透

過院線進行映演並將票房所得用於公益。楊力州認為台灣已經邁入高齡化社會，

而在台灣的老年人之中約有 87%的健康老人是受到忽略的，因此《青春啦啦隊》

便補足了《被遺忘的時光》呈現的老人樣態，破除老人必然與疾病、死亡連結的

刻板印象，強調老人樂活，充滿創造力的概念，在當年度創造了超過五百萬的票

房。 

 

    這兩部以老人為題材的紀錄片，充滿楊力州所擅長的溫暖與詼諧的表現手法，

形構出導演的個人風格，在形式上除了些許沿用《奇蹟的夏天》的敘事結構外，

也有以動畫作為部分轉場方式，營造出感性的溫情主義。可說楊力州的作品在形

式上具有一定的突破與創新，也建立紀錄片與商業合作的基礎。但同時這兩部作

品也面對著相同的問題，除了影片本身並未更深層的挖掘或批判社會結構性問題

之外，由於與主流媒體、名人更為緊密的結合，使得紀錄片本身觀點受到更多層

面的操控或影響，而行銷策略為了將商業效益最大化，也會刻意忽略可能不受大

眾喜愛的議題。在公眾與媒體不停介入紀錄片時，紀錄片本身不只在在社會性與

功能上會出現問題，關於被攝倫理同樣需要仔細檢視。以下將就《被遺忘的時光》、

《青春啦啦隊》的商業行銷、媒體與名人效應，和影片文本進行分析並討論兩部

片的革新與問題。 

 

 

一、《被遺忘的時光》：主流媒體、公益、明星，去政治化的符碼拼貼 

 

    2010 年登上院線的《被遺忘的時光》，是由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會出資委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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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力州執導的作品，版權則由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會與後場音像工作室共同持有。

這部以失智老人為主題的紀錄片，其初期卻並非以拍攝院線紀錄片為目的，在一

場訪談中導演對筆者提到： 

 

《被遺忘的時光》找我拍是失智老人基金會，他一開始不是要找我拍紀錄

片，他開始一樣在這辦公室找我談的是，他們要做一個徵案，就是找很多

年輕人來拍失智症是什麼，然後做一個比賽，請我當總企劃跟評審，我就

幫他們規劃了，我記得連報名表都幫他們設計好了。後來這個辦法徵不到

案，沒有什麼人去拍失智老人，隔了一年多就跑來找我跟我說，糟糕完全

徵不到案，那這樣好了導演我們直接合作拍紀錄片好了，所以你知道我們

一開始要拍什麼嗎？我們一開始要拍的其實是介紹失智症是什麼，所以，

不管是在預算上面，它其實非常拮据，那並不是要做一部院線發行，我們

是因為已經拍了大概一年的時間，我拍了幾個重要的 moment，覺得那個東

西很動人，然後覺得這個故事是有機會發展成紀錄片的，再回過頭來跟他

們坐下來思考，重新擬定合約，把它發展成一部院線發行的紀錄片，但是

他們也沒有錢了，因為發行要做拷貝，非常昂貴，所以那時後才去申請輔

導金。34 

 

從上述可知，在整個製作過程中，楊力州最初並沒有將《被遺忘的時光》發展成

院線紀錄片的企圖，且在林木材的一篇專訪中可知，失智老人基金會最初也並未

將包括院線發行所需要的拷貝、行銷等費用列入紀錄片拍攝計畫中，引文如下： 

 

拍到第二年，我們問他們是否還有預算，他們就說真的沒有了。所以我們

提的建議是：我們自己去申請輔導金。很幸運那年就拿到了，所以才有資

金繼續拍。所以一開始雖然他們有念頭，但從製作成本、合約內容都沒有

上映這部分的預算規劃，都只有製作費，像是轉拷貝、行銷費用都沒有在

合約中，僅是維持最低限度「拍攝」而已。35 

 

除了資金問題外，導演與被攝者由於失智症的關係，無法建立長久的關係導致拍

攝產生困難，對於上院線無暇兼顧。直至第二年由於資金短缺，導演以工作室的

名義申請並且拿到三百萬輔導金，其上院線的計畫才逐漸成形，最後獲得將近四

百萬的票房成績，並將票房收入捐給失智老人基金會做公益使用。這段製作過程

著實回應了許多對楊力州的質疑或批判，第一是楊力州並非在紀錄片拍攝初期便

決定上院線為最終目的，再透過院線發行獲得利益，其整個製作到發行的過程其

                                                        
34 楊力州口訪資料，2014 年 1 月 13 號 17:00 於後場音像工作室。 
35 林木材訪問，整理，肥內協力，校稿，〈讓不美好的社會再更好一點─專訪楊力州導演〉(紀工報

第 27 期，2011 年)。詳見：http://docworker.blogspot.tw/2011/12/0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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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摻雜了許多考量與預期外因素在內。第二是雖然委製案有資金挹注，但並不表

示資金一定充足，導演仍有可能在艱困的拍攝條件下進行影片製作。上述訪談可

釐清一些對於導演透過與機構、企業合作使影片登上院線，而讓自己漁利雙收的

質疑。 

 

    紀錄片並非登上院線便能發揮其影響力，還必須配合行銷端的操作使其媒體

效應最大化，社會氛圍與市場思維也同樣重要。但對於紀錄片而言，台灣側重於

劇情片的宣傳行銷策略無疑是一種雙面刃，為了吸引觀眾的目光，並在競爭激烈

的市場生存，使得宣傳手法多偏向溫馨感人，或勵志正向，或運用名人推薦等等，

以致紀錄片的議題性無法被看見。在《被遺忘的時光》裡，其外圍的行銷策略也

是同樣邏輯，曾任《一首搖滾上月球》、《看見台灣》行銷總監的王師提到，紀錄

片上院線通常採大眾宣傳與小眾包場兩種形式36，此片在大眾宣傳上除了聯合報、

中國時報、商業周刊等報刊雜誌皆有相關報導外，導演也接受大愛電視台《大愛

人物誌》的專訪，大多以「感動」、「笑中帶淚」等作為主要的宣傳手法，但整體

而言曝光率仍然不夠高，這使得企業包場成為紀錄片提高票房的一種獨有方式，

在許多特映會或首映會中邀請名人與企業家參與創造口碑，在後續透過網路釋放

出名人的推薦短片，成本低又可接觸各種網路族群，這種小眾行銷模式也使得許

多企業紛紛贊助或包場，維繫了影片後續的推廣與發行。《被遺忘的時光》當時在

台北信義威秀舉辦首映會，便有副總統連戰，製片徐立功、孫越，知名歌手張懸、

蔡健雅，企業家陶傳正等人到場，陶傳正甚至在看完影片後便立刻詢問包場事宜。

這樣的策略使得《被遺忘的時光》在未上映時，來自全台企業、社福團體的支持

使得預售票已經超過萬張，基本票房達到兩百萬，另外除了票房成績，後續善款

捐助的金額還遠超過影片投資，效益可謂驚人。 

 

    不管是大眾宣傳或小眾行銷，皆可透過其商業策略的運用觀察到紀錄片、被

攝者、紀錄者、觀看者、行銷團隊、發行商等顯現出的各種複雜面向，與彼此的

認知差異。由於訴求對象為一般大眾，在必須與國片、好萊塢大製作電影爭奪觀

眾的前提下，紀錄片為了提高社會效應與影響力，為了達到讓更多人看見的初衷

而上院線，卻不得不面對和市場邏輯、商業機制妥協的壓力，這便造成一些爭議

與質疑，紀錄片工作者的思維也開始轉向「好看」、「容易閱讀」，導致市場上出現

大量相同品味與類型的作品，娛樂性高，缺乏反思性，並可能引導觀眾的品味與

習慣。從產業的角度而言，王師認為這是在電影市場高度競爭下的現實考量，他

提到： 

 

如果將電影的各種放映管道視為一種光譜，其中的一端可能是透過電腦螢

                                                        
36 洪健倫著，〈牽猴子行銷總監王師：紀錄片上院線是引發討論的手段〉(放映週報 441 期，2014
年)。詳見：http://www.funscreen.com.tw/feature.asp?FE_NO=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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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免費觀看的網路放映，另一端則是在大銀幕觀看的院線。而為了因應院

線影像的高規格，影片可能必須因此加上更高階的音像後製技術。上院線

放映所需的技術門檻這麼高，需投入大量資源，但目前的市場環境並不能

讓每部影片都獲得應有的回饋。他舉出台灣民眾的觀影頻率為依據，過去

兩年來每人每年進戲院頻率平均才 1.5 次，而以重度影迷而言，平均一個

月可能約有一次，「那你要怎麼讓他在這個月不選擇看《變形金剛》，而選

了一部紀錄片？」對於發行商而言，發行紀錄片仍然必須面對電影市場極

度激烈的競爭。37 

 

筆者也認同這個觀點，但不停沿用感動、小清新的行銷策略，除了可能導致市場

疲乏外，也可能內化成影片的敘事結構，《被遺忘的時光》便對應了這種邏輯，甚

而外在的名人推薦與影片本身明星的協助都助長了話題的擴散，也成為影響觀眾

思考和模糊導演觀點的額外詮釋，這些都可能在獲得票房與注目外，引發後續的

問題。 

 

    市場考量不應成為凌駕於紀錄片核心價值的存在，而應該成為發行商捍衛或

執行的目標，並設法使觀眾接受，才可能突破目前院線紀錄片太過單一化的僵局，

創造更多元的環境。因為當紀錄片成為娛樂群眾，且易於消費的商品時，不免便

失去更深層的批判性，其後續的影響力能否使群眾撥開表層迷霧進而更深入理解

每個議題，更須提出質疑。在運用新的表現手法、複雜的剪接技巧、動人的音樂

與鏡頭吸引觀眾注意時，也不應排除掉紀錄片的社會功能、倫理意識與清晰的導

演觀點或問題意識。郭力昕便認為紀錄片應該以「好看」的元素為籌碼，引導觀

眾深入了解議題，他說到：「我不覺得美麗的影像和我們要深刻認識的問題之間有

任何的衝突，而是創作者該如何運用這些素材引導我們看見問題的核心，而非僅

停留在感性的層次。38
」他也認為，好看是一種創作工具，不論其好看來自於影像

的優美，敘事的幽默，或是手法上的創新，只要能讓觀眾將影片看完，都可視為

好看，但他不認為一部好的紀錄片可以只靠好看而獨自成立，背後應該要有更清

楚的作者觀點，以及更深刻的問題意識39。這與筆者的觀點不謀而合，紀錄片的可

能性和其獨特的影像質性、視野，不應被限縮於院線的邏輯與框架中。 

 

    不過，在批判的同時，也不應忽略紀錄片發展環境嚴苛的結構性問題，這也

是紀錄片工作者難以短期改變的。例如紀錄片能與大眾接觸的播映管道太少，缺

乏有系統的產業環境，各項成本的支出與回收不成比例等等。在其中傳播的問題

                                                        
37 洪健倫著，〈牽猴子行銷總監王師：紀錄片上院線是引發討論的手段〉(放映週報 441 期，2014
年)。詳見：http://www.funscreen.com.tw/feature.asp?FE_NO=365 
38 洪健倫著，〈「好看只是基本要素」：郭力昕談台灣紀錄片〉(放映週報 444 期，2014 年)。詳見：

http://www.funscreen.com.tw/feature.asp?FE_NO=369 
39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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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應該被重視，這也是紀錄片最初登上院線的主要因素，更是紀錄片能否發揮其

社會功能性的關鍵。曾發行《正面迎擊》、《台灣黑狗兄》等紀錄片，並負責《拔

一條河》行銷宣傳的榖得電影負責人李亞梅便提到： 

 

因為台灣的影視產業環境不好，紀錄片沒有那麼多地方可去。無線電視台

只買上院線並獲得迴響的紀錄片。而目前願意常態性播放紀錄片的管道只

剩公視，但是他們的節目除了首播的時段之外，重播的時段並不好，影響

了影片能夠觸及的觀眾人數。這就是為什麼多數紀錄片工作者看到有人上

院線可以獲得這麼多觀注和迴響，當然也會想要往院線跑的主因。40 

 

因此如要釐清紀錄片後續發展的可能性，除了思考其文本如何兼容美學與議題性

的廣度之外，也必須一併考慮台灣紀錄片的發展環境如何改善與突破。 

 

    而《被遺忘的時光》的被攝者由於大多屬於中度或重度的失智症患者，使得

田野工作即難進行，包括與被攝者關係的建立、訪談或生命歷程的探查等等，楊

力州便提到他們拍片初始遇到的問題： 

 

我們的確嘗試過，但是很快地就放棄和他們建立關係了，因為你今天去，

不用等到明天，才三分鐘不到他就忘了你是誰，所以我們的關係是沒有辦

法建立的。這樣的過程非常痛苦，前半年我們每個禮拜都要去拍個三天、

四天，但每次去拍攝幾乎就是撞牆，完全不知道該怎麼辦；甚至很多時刻

來到現場，我也不知道拍什麼。41 

 

由於被攝者的話語太過斷裂且不具邏輯，使導演在拍攝無法進行更深入的訪談，

而停留在較表層的觀察或閒聊，較完整的訊息大多需透過接觸機構的照護人員、

志工、家屬等人才能勉強拼湊，這形成一種有趣的對話關係，也使此片有許多篇

幅圍繞於患者和家屬的關係上。 

 

    《被遺忘的時光》屬於參與式紀錄片，大部分鏡頭集中於景珍奶奶、良文阿

伯、水妹、尹伯伯、王懷義奶奶、阿蟳阿嬤的先生楊祥永身上，這六人相較於其

他患者較具備行動能力，在家屬也同意之下便成為此片的主要角色。景珍奶奶是

外省籍的軍人遺孀，也是貫穿此片的重要角色，她喜愛胡鬧的個性與邏輯錯亂的

語言、記憶，支撐著此片企圖打造的詼諧風格與溫暖氛圍。良文阿伯有暴力傾向，

                                                        
40 洪健倫著，〈上院線需要尊重商業操作：李亞梅談紀錄片的院線發展〉(放映週報 444 期，2014
年)。詳見：http://www.funscreen.com.tw/feature.asp?FE_NO=370 
41 洪健倫著，〈拼湊「遺忘」與「回憶」的拼圖─《被遺忘的時光》導演楊力州專訪〉(放映週報

283 期，2010 年)。詳見：http://funscreen.com.tw/headline.asp?H_No=325 



 

80 
 

偶爾和機構人員有緊張關係，子女對他則是十分疏離，影片對此帶出許多彼此間

情感的矛盾與轉折。水妹為泰雅族原住民，片中並未針對其身分多做探討，水妹

因為腦血管破裂使得語言功能喪失，屬於血管型失智症患者，後因為機構的語言

訓練而恢復了簡單的語言機能，導演特別凸顯出此角色在溝通方面的乏力和無法

清楚表達思緒的痛苦。尹伯伯是阿茲海默型失智症患者，也有被害妄想症，由於

曾經被派去刺殺毛澤東失敗而展開逃亡，並來到台灣，對於機構人員、導演等人

的防備心極重，因此可發現影片初期尹伯伯的鏡頭多是從背後偷拍，或從較遠距

離拍攝為主，在被攝者家屬同意，但被攝者不願被拍攝之間，呈現出被攝倫理的

拉扯與矛盾。王懷義奶奶是中英混血，曾任山西國大代表。特別有趣的角色是阿

蟳奶奶和她先生，一個玩重機的老嬉皮阿公楊祥永，導演並未將鏡頭對準阿蟳，

而以楊祥永為主述者去拼湊和阿蟳的生命故事，並呈現了失智症家屬在經濟上的

困窘和照護的辛苦，但對於選角的原則導演曾經說到： 

 

會挑選這幾位被設者的原因其實非常簡單，因為失智，這些長輩的溝通能

力已經受到影響了，所以拍攝時我們在選擇上重要的考量就是他們必須要

有行動能力。如果仔細觀察，您會注意到我們影片裡面有些長輩已經坐在

功能椅上，連走路都不行了，因為失智症造成他們的大腦已經不只有語言

與思考的退化，他們連掌管肌肉協調的神經也失去功能，再加上其他併發

的疾病，所以他們已經連行動的能力都喪失了。那個部分的對象我們就幾

乎不大可能拍攝，所以在挑選時具有行動能力的人只剩下一部份，大概二

分之一。42  

 

在上述原則下，喪失行動能力與語言退化的阿蟳奶奶，理應是被導演排除的對象，

但阿蟳奶奶不僅成為影片的一部分，更趁勢帶出了角色立體鮮明，充滿個人特徵

的阿公楊祥永，令人不免質疑這個選角的目的並非單純以行動能力為選擇基準，

而是導演刻意安排所致，因為楊祥永阿公所標記的老重機迷、嬉皮等特徵呈現出

不符合時代的違和感，筆者認為這是導演為刻意增加影片亮點所做的安排，這種

以獵奇眼光紀錄被攝者的方式，多少也存在消費議題與被攝者的問題。 

 

    在敘事方面導演以景珍奶奶到軍人公墓掃墓的畫面貫穿頭尾，接著故事從景

珍奶奶入住失智老人照護機構開始，導演先帶出每個角色，對角色的病症與病徵

則透過患者與家屬的對話，或導演介入提問的方式，去凸顯其病徵，如在 9 分 56

秒處導演問景珍奶奶淑潔有沒有來看她，景珍奶奶則一直強調她沒有來過43。接著

導演透交叉剪接的方式在介紹完患者後，帶出家屬的生活、心境或對患者的看法

等等，由於被攝者皆為缺乏語言邏輯能力與記憶喪失的失智症患者，因此許多關

                                                        
42 同上註。 
43 事實上景珍奶奶的女兒張淑潔五分鐘前才與她見面並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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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他們的故事只能透過家屬得知，而家屬在此片也佔極重的篇幅。從 48 分 45 秒

之後《被遺忘的時光》在敘事上則顯得較為鬆散，並未有完整的時間軸線，重大

事件或故事轉折，影片陸續帶出幾名被攝者後續在養護機構的情形，包括生病，

情緒週期性的轉換等等。親情也是此片極重要的成分，無論是景珍奶奶和他的子

女，阿蟳阿嬤和她的先生楊祥永等，導演對這些情感的捕捉十分細膩。此部分以

良文阿伯和其子女的關係最具戲劇性，在 1 小時 25 分處，導演帶出良文阿伯與親

人一同吃飯、聊天的畫面，一家溫馨和樂，但在 17 分 24 秒處透過家人訪談，可

知道在患病前，良文因為易怒的個性與有暴力傾向等等，和家人早已疏離，直到

患病後彼此的關係才出現好轉，在 1 小時 27 分 39 秒處開始，敏美的旁白說道：「其

實我爸爸最在意的是我媽媽，那我媽媽在這個過程中，非常不肯定他，生病以後

我媽媽才轉為一種憐憫」。她繼續說：「所以是這四五年，重新在學家人的關係，

從很簡單的事情，牽他，餵食。我真的講，我從小爸爸也沒有牽過我的手，但是

現在我覺得，我再有一個機會的時候，我要牽他的手」。這裡的情緒轉換事實上有

點突兀但頗具戲劇性，在已經疏離的關係中破碎的親情能否如此容易的接合？敏

美在重新接納父親的過程中真能這般包容？導演並未深入挖掘被攝者更幽微的心

理，但情緒的濃度仍然使此段成為最動人的一幕。最後，楊力州以 Ella 和她的失智

症奶奶的故事做結，黃韻玲和鍾興民義務操刀，以高規格製作的歌曲〈素描〉也

在此時緩緩歌唱。 

 

    《被遺忘的時光》充分運用旁白、音樂、臉部特寫鏡頭等手法，在配合跨界

藝術家眼球先生的動畫設計，成功的製作出一部眼淚與歡笑交織的紀錄片。不管

是影片外部的各種行銷策略，好看且容易閱讀的文本，情緒的催化等都成為此片

成功吸引觀眾的要素，但仔細探究，文本仍然有一些瑕疵必須提出。第一，影片

中也時常看到楊力州時常現身於鏡頭前，以參與的方式與被攝者談話，如 40 分 34

秒處導演手拿景珍奶奶的照片，頻頻詢問照片中人為誰，並透過景珍奶奶的回答

看出她已喪失邏輯和記憶的能力，而影片便著重於呈現關於失智症患者記憶錯置

與尋回，家鄉的思念與個人生命經驗等等，但對於失智症的成因和併發症狀，觀

眾該如何看待失智症患者，家屬與失智症患者的關係等，卻沒有系統性的論述或

深掘，無法對此病症建立更廣泛或深入的了解與認識。第二是紀錄倫理的問題，

在 25 分 29 秒處，尹伯伯因為被拍攝而顯得非常生氣並指著攝影機大聲喝斥，他

說：「這個現在還在偷拍」，甚至動手拍打攝影機，在被攝者不願意被拍攝的情況

下，鏡頭仍然持續紀錄被攝者，這明顯涉及了紀錄倫理的問題，是否在養護機構

與家屬同意下，便可任意的拍攝失智症的患者？被攝者是否有能力去判斷個人私

密資訊被記錄並放映後的後果？李道明以懷斯曼的《提提卡輕歌舞秀》為例，說

明患病的被攝者被拍攝時可能出現的倫理問題，他說： 

 

在《提提卡輕歌舞秀》中，另一個重大的倫理問題在於，雖然犯人(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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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定監護人(監獄管理當局)同意懷斯曼拍攝他們，但他們之中的許多人

其實並無做出拍攝同意的能力，而管理當局的利益也可能與犯人(病患)的

利益完全相左，因此這種同意在法律上是否有效固然有疑義，在倫理上更

是值得討論。44 

 

第三是影片結尾的部分，導演在主要結構之外，安插了藝人 Ella 和她奶奶的故事，

這個突兀的安排也造成一些批評，楊力州自己說到會留下這段的原因仍是「為 NGO

所用」而產生最大的影響力及效果45，當然對於電影公司而言，Ella 的加入也成為

影片的宣傳重點，乍看下似乎是互蒙其利，但這樣刻意以明星去吸引或取悅觀眾，

議題雖然可能被看見，但能否產生影響力或者在社會中發酵，仍是未定之論，反

而顯現出紀錄片商業化、廣告化的危機，這樣的操作不管其最終目的為何，仍然

是偏離了紀錄片的核心精神。 

 

 

二、《青春啦啦隊》：搖擺的導演觀點與紀錄位置 

 

    《青春啦啦隊》是楊力州 2011 年的作品，為導演自籌自拍的紀錄片，2008 年

開始拍攝，耗時一年完成，並與聯合勸募協會合作行銷與推廣此片，版權上屬於

後場音像紀錄片工作室所有，由前景娛樂公司發行上院線並獲得了超過五百萬的

票房成績。在訪談中導演對筆者提到了他的拍攝動機： 

 

《青春啦啦隊》就比較特別了，他是因為我在拍《被遺忘的時光》的時候，

突然覺得要做一個平衡，因為老人的另外一種健康的面向，所以我從一開

始就決定要拍健康的老人，是先決定議題為先，就是議題先行，然後再去

找故事的內容。那至於他想要上院線這件事情，他跟前面比起來他是蠻早

就在心裡面了，可是我自己非常明白當你沒有走到一個程度你會不知道他

有沒有條件。46  

 

從上述可知導演在面對老人議題時轉換拍攝角度的原因，也可知道《青春啦啦隊》

因為其題材的取向與特性，是有機會上院線發行的。這部作品同時也將其票房收

益規劃捐給聯合勸募協會分配：80%老人、10%孩童、10%紀錄片繁殖計畫47。這種

公益式的操作模式，楊力州認為可幫紀錄片找到一個位置，他認為紀錄片的原則

                                                        
44 李道明著，《紀錄片：歷史、美學、製作、倫理》(台北：三民，2013 年)，第 205 頁。 
45 林木材訪問，整理，肥內協力，校稿，〈讓不美好的社會再更好一點─專訪楊力州導演〉(紀工報

第 27 期，2011 年)。詳見：http://docworker.blogspot.tw/2011/12/080.html 
46 楊力州口訪資料，2014 年 1 月 13 號 17:00 於後場音像工作室。 
47 方心怡著，〈闔家適用的青春不老丸─《青春啦啦隊》導演楊力州專訪〉(放映週報 304 期，2011
年)。詳見：http://www.funscreen.com.tw/headline.asp?H_No=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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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跟社會呼應與具有改變社會的能量，通常社福團體與企業是在天秤的兩端，

那紀錄片就可以站在中間48。既可透過企業資源與力量使小眾的紀錄片被看見，又

可回應紀錄片背負的社會責任，是導演期待的兩全作法。 

 

    對此我們可看到楊力州近年來對紀錄片的思考軌跡與他拋出的問題，對於社

會而言，紀錄片是什麼？紀錄片是否為改變社會與衝撞體制的工具？紀錄片能否

解決問題？在林木材的專訪中楊力州談到他在南藝大時，仍然認同著「紀錄片是

改造社會的工具」的想法，但一路走下來，紀錄片在台灣從來沒有成為改變這個

社會的工具，紀錄片只是提出主張而已49。因此對他而言，紀錄片的本質、功能性

與社會位置為何？他說到： 

 

我大概在《水蜜桃阿嬤》之後意識到這件事，改造社會的其實是 NGO 團體，

也在那時候我思考，可不可能有一個新的形態被產出，就是當一個紀錄片

導演想要拍他的影片，他會去想這個影片為誰所用？為 NGO 團體所用，所

以才會讓《被遺忘的時光》發展出這個例子。其實幾個方式試下來之後，

我覺得這個方式還算成功。委製案或商業映演不是和魔鬼做交易，起碼我

很清楚，這個片子被 NGO 團體所用的時候，才會有更棒更有改變的力量。50 

 

這之間其實可以看出紀錄片從 80 年代以來至今日，在媒體的角色位置上不停在轉

變，其工具性、社會功能性也在不同的時代脈絡中被重新思考與定義。但當代紀

錄片除了上院線被看見外，是否該繼續追問，什麼更需要被看見？一個族群、一

個家庭、患者、一個故事只能僅止於被大眾知道嗎？紀錄片除了傳播外，同時扮

演著資訊提供與挖掘的功能，只透過感性元素吸引群眾，在揭露了議題後並無法

給予群眾更寬廣的認識，而這新的認識，正是個人得以獲得力量並與他人匯流並

凝聚更大力量的關鍵，而這顯然是楊力州所忽略的。紀錄片能否成為改變社會的

工具？筆者認為仍然是未定之論。 

 

    同樣，由於《青春啦啦隊》的核心精神在於宣揚健康老人的樂活概念，而與

聯合勸募的「樂齡 360 計畫」的宗旨不謀而合，其在行銷端便以健康老人走出戶

外，尋找生命舞台等健康清新的概念做為推廣主軸。而《青春啦啦隊》在整個媒

體效應上，也比《被遺忘的時光》有更強的力度，除了豬頭皮有參與此片外，《青

春啦啦隊》由於結合二○○九年高雄世界運動會，並且由平均七十歲的長者擔綱

表演，創造的話題性使其曝光度更勝導演早先的作品，因此可看到許多主流媒體

                                                        
48

《絕色奇幻報》，(2010 年 11 月號)。詳見：http://longgoodbye.pixnet.net/blog/post/20987084  
49 林木材訪問，整理，肥內協力，校稿，〈讓不美好的社會再更好一點─專訪楊力州導演〉(紀工報

第 27 期，2011 年)。詳見：http://docworker.blogspot.tw/2011/12/080.html 
50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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紛紛報導這部紀錄片並採訪被攝者，如三立的「台灣亮起來」，華視的「封面故事」，

民視的新聞報導等等，並大多以活力四射、青春不老等語句描述，營造出清新健

康，勵志正向的情境。而許多名人推薦也成為主流媒體報導的花邊新聞，更增添

此片知名度，如馬英九與周美青夫婦在首映會後大力推薦與號召民眾進場消費51，

或高爾夫球后曾雅妮與藝人團體 SHE 的推薦等等，都使此片星光閃閃。可發現，

此片在整體行銷模式上很大程度沿用了《被遺忘的時光》的策略，楊力州的確在

院線紀錄片的浪潮中，從議題選擇到行銷層面建構了獨屬自己的院線模式，而公

益活動與紀錄片的合作楊力州也已行之有年，這段歷程也使他累積了不少社會知

名度。 

 

若從整體面而言，紀錄片在院線過程中建立出良好的行銷模式，在精準的包

裝下擴大紀錄片的傳播層面，並能兼顧紀錄片工作者成本的回收，對提升紀錄片

整體環境的確有所助益。但過度的操作，名人推薦等確可能在特定文化環境中創

造出優勢的意識形態與意義，在《觀看的實踐》中說到： 

 

不管製作者原先的企圖為何，優勢意義往往是多數觀看者在某特定文化環

境中自然形成的意義。所有影像都可以編碼(encode)和解碼(decode)。影

像或物體在創作或製作過程中會進行意義編碼的工作，當它被擺放在某特

定環境或脈絡中時，則會進行再次編碼52。  

 

由於院線紀錄片必須劃入市場的機制中運作，在藉著主流媒體與政治人物、名人

等推波助瀾，使紀錄片本身，紀錄片的議題在初始便被解碼，轉而被主流意識形

態重新編碼，營造出容易消費的形象與情境。而各種明星由其場域核心跨場到紀

錄片類型中，在非主角的邊緣位置卻頓時將紀錄片抬昇至主流，隱然成為另一種

核心與主導。除了主導觀眾的消費意識外，也在表層主導影像的資訊與價值。明

星由核心到邊緣的跨場流動，卻隱隱鬆動著紀錄片反主流的本質。《青春啦啦隊》

在關懷老人、青春不老等健康清新的概念下進行推廣，促使其在票房上獲得了不

錯成績，但重複的價值取向與類型化的影片產出，卻仍是楊力州尚待克服的問題。 

 

    楊力州從《征服北極》之後，便開始關懷老人議題，2010 年的《被遺忘的時

光》拍攝了一群失智老人的故事，透過動畫和真實影像的再現辯證著記憶的虛幻

或真實和老人歲月中病與死的議題。到了 2011 年上映的《青春啦啦隊》，則補述

了台灣健康老人的社會圖像，攝影機攝入了許多老人價值與精神的捕捉萃取，訴

諸樂活主義使影片看來勵志與歡樂溫情，而溫馨歡樂與青春勵志的題材顯然都較

                                                        
51

《 青春啦啦隊》匹克邦。詳見：http://backstage.pixnet.net/blog/category/1698304 
52 Marita Sturken、Lisa Cartwright 著，陳品秀譯，《觀看的實踐──給所有影像世代的視覺文化導論》，

(台北：城邦文化，2009 年)，7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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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在電視媒體上曝光，如紀錄片《不老騎士》，講述著平均年齡高達八十歲的一

群老人騎車環島的故事，同樣打著青春永駐的標語而被主流媒體爭相報導。因此

《青春啦啦隊》在外部的行銷策略之下，其文本又分別以哪些元素的剪接排列、

敘事技巧、劇情走向或訪談去營造「感動」情境，並形成類型化的產出公式。 

 

首先是影片的敘事結構，《青春啦啦隊》主要敘述著高雄長青土風舞班一群平

均八十歲的老人，破除社會對老人刻板印象的跳起專屬年輕人的活動啦啦隊的故

事。從豬頭皮的念詩開始，首先用此懷舊營造趣味但又暗示了時間流動的快速，

接著攝影機開始攝入老人啦啦隊，這時看到老人紛紛穿起絲襪換上隊服，舞動老

朽的身體去形成強烈反差。後續開始挖掘幾個特殊角色背後的故事，但這邊平面

化了深層的歷史敘事，並排除在故事脈絡之外。影片從 31 分開始轉折進入死亡的

辯證、思索，與面臨，丁爺爺思索著死亡後的身軀該如何再利用，而美子奶奶在

一場超音波檢查中又發現了癌症，但這邊病與死的沉重窒息在下一刻青春啦啦隊

的練習與嘻鬧中又匿跡消逝。故事進行至尾，啦啦隊員在面臨身體不適與感官退

化、健檢壓力、辛苦練習後終於要達到高潮，進入世運舞台表演，他們換上隊服，

病重的美子奶奶則驚奇現身於會場替這群高齡啦啦隊打氣，鋪陳至此情緒已經累

積到高點，接著黑幕降臨，場景浩大的高雄市區燈火燃亮，高雄巨蛋煙火噴發，

一場盛大的賽事極將開始，這裡的影像畫面極其壯闊震撼，空拍的高雄巨蛋與攝

影機推鏡拍攝滿場的觀眾，一再凸顯了在此舞台演出的榮耀，親友齊聚捕捉老人

生命舞台的延續，在表演上他們即將出場，對生命而言則是重新進場，史詩般壯

闊的交響樂隨之同下，感性的旁白加入，伴隨群眾歡呼掌聲他們舞動身體宛如慶

典，這時影片情緒已潰堤溢出，故事完美收尾。 

 

    接著角色的部分，導演特意著重於某幾位特殊的角色，來自上海的邢莊奶奶

有外省身份，陳榮貴爺爺則是二戰時期的台灣少年工，美子奶奶喜愛跳日本舞但

是身體不好，丈夫已經過世，丁爺爺則在串場的成語集中營中擔綱演出，在影片

中透過訪談，長鏡頭等方式去建構人物背後的故事，但主要集中於老人歲月中生、

老、病、死的議題，用被攝者的角度擷取特定段落，詩意感性的表現出來。如影

片在 25 分左右放入導演與美子奶奶互動的片段，美子奶奶提到了在民國 84 年時

丈夫已經過世，而在此之後她將近四年時間都封閉在家中，且每天近黃昏時身體

常會感覺休克，但因為加入啦啦隊，在人生末尾重新找到了價值與自信，也找到

了舞台。在影片 30 分左右提到了丁爺爺面對死亡後驅體的態度，影片中他和兒子

爭辯著這個問題，丁爺爺認為人死後驅體已無用處，不如將之捐出還能對社會有

所貢獻，除其正向態度外也有種人之將死的意味。 

 

    但某些角色在片中隱約可見台灣歷史鑿痕與多元文化痕跡卻又消聲沒去，影

片開頭便提及邢莊奶奶的外省背景，她是民國 38 年來台渡假，但因為國民黨戰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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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被迫留在台灣，除此之外便無更多關於歷史的記憶、傷痕等大敘述環扣相連，

影片 33 分則用一位本省奶奶暗示邢莊不懂台語，約略點到老年人之間意喻著歷史

傷痕的省籍距離，但也僅止於此。18 分開始約一分鐘導演訪談了當過少年工的陳

榮貴，講述其到日本製作飛機的歷史背景，在回憶生命史與吟唱日本歌的片段中

聯結到樂觀主義的思考，順勢呼應此片題旨。但日治殖民脈絡和此歷史的深刻辯

證也被導演刻意略過，不似同樣在討論少年工問題的郭亮吟《綠的海平線》之深

度建構，從這可發現楊力州的導演觀點不在於揭露問題與探索歷史面向，而傾向

創建較為簡單的敘事系統與邏輯。 

 

    而在這種意欲呈現 《青春啦啦隊》「老而彌堅」的主題與呈現活潑的氛圍下，

楊力州運用他極擅長的影像後製塑造出了獨特的影像語言。可以發現到他沿用了

自己 2006 年的作品《奇蹟的夏天》中的元素，將故事角色獨立於影片開頭的位置，

導演安排他們各自跳一段舞步，意圖去洋溢又是老人又是年輕人的時間交錯，這

雷同於《奇蹟的夏天》中將足球員個別擺製並且表演足球腳法的方式，皆鮮明人

物的特色，但此種設計過的，略感造作的片頭並不自然，另片中所運用的計時器

手法也和《奇蹟的夏天》相同，同樣有一個驚心動魄且浩大的結局，在緊湊的時

間倒數中等待與迎接，成語集中營的運用穿插片中除了增加喜劇色彩，也有取代

空景的作用，不再藉由空鏡頭的想像漫延而轉換成口白敘述，但如此也讓觀眾缺

少空鏡頭轉場過程中的影像抽離與回歸真實，去進行思索辯證。藉此可觀察到紀

錄片經過楊力州革新的展演後，紀錄片論述已從影像背後的人文、大歷史敘述、

民族、人權等議題的包袱中跳出，更具觀賞與吸引力的要素被提升到主體位置，

並運用各種影像語言、旁白、明星符碼等混雜拼貼成相對而言通俗的喜劇。 

  

    透過上述分析可發現，《青春啦啦隊》的敘事結構簡單，故事直線進行，由啦

啦隊練習到背後原因，然後高潮結尾，中間穿插了生與死的辯證。在必須考慮票

房的前提下，楊力州透過許多另類的影像建構方式，風格化導演的個人美學，這

些影像語言的運用與剪接如成語集中營的轉場，片頭的後製、豬頭皮打油詩橋段，

事實上皆是傳統紀錄片的顛覆，他將紀錄片形式與製作翻轉成另一種展演，不冷

硬僵化也不自我受限。李道明說到紀錄片與劇情片共同具有一些重要的概念與論

述上的特質，例如虛構的角色、使用詩意的語言或旁白，感性的音樂以強化感情

衝擊，或植入劇情曲線創造出懸疑感
53
，而楊力州紀錄片正是從內容到影像風格徘

迴擺盪於這個模糊界線中，在裡頭翻轉與鬆動，運用流行元素蓄積潛在力量吸引

閱聽人。在虛構與真實之間，說出了一個好看的故事。 

 

    但較有問題的，還是在於紀錄片的導演觀點上，有許多不足之處。這個精采

                                                        
53 王慰慈主編，《台灣當代影像──從紀實到實驗》(台北：同喜文化，2006 年)，7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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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故事背後，捨棄了許多政治敏感的論述，例如少年工等歷史議題，而讓故事敘

述與推演太過單一，可看出導演處理議題時忽視了多元性與議題廣度。另外，《青

春啦啦隊》在最後世運的表演也涉及了介入的問題，楊力州談到此問題時說到： 

 

我覺得拍紀錄片本來就是介入，這是我對紀錄片的認知，只是深跟淺的問

題。《青春啦啦隊》是我介入最深的一次，是因為最後的表演。有一天我跟

攝影師坐在啦啦隊表演的後方，他問我故事的結束在什麼地方，他說可能

在某個土風舞大會表演，我說可是他們很認真練習，難道真的要在某個公

園裡嗎？我們兩個就同時說：「世運」。可是當我覺得要試試看的時候，在

南藝學的東西就全都跑出來了，我有點被綁住，後來還是去試試看。當然

有些人會覺得是為了這部影片的高潮，但這樣的解讀太簡化，因為拍片時

是我們和他們相處，觀眾和他們不會有相處的情感，只有閱讀堆疊的情感。

對我們而言，我們知道他們好努力、好認真，會不知不覺地想要去幫這群

老人家的忙。所以這種情感讓我們做了決定，就去找協調。當時我去找新

聞處長，但他們沒答應，我覺得就算了。隔了一段時間之後，他們打電話

告訴我們，有兩場比賽的中場可以去表演，並不是開、閉幕那種大場，是

單項的第三跟第四名的比賽，有十分鐘空檔給他們表演。所以我們想給他

們一個禮物，讓他們在這個表演場合時可以有一個非常美好的記憶。 

 

做為一個拍紀錄片的導演，我不知道在美學不停更曳的情況下這麼做是對

還是不對，可是起碼在情感上我覺得我是對的，美學的部分就留待別人評

斷吧。54 

 

這裡面臨的是參與式紀錄片中的複雜問題，導演並非在拍攝現場和被攝者進行對

話或討論，而是介入並直接參與文本的實踐，這也顯現出導演與被攝者有不錯的

關係。但在台灣院線紀錄片的發展脈絡中，這樣的介入該如何釐清？透過導演的

推動去實現影片的最終高潮，是否可能使紀錄片邁向更加商業、通俗的境地？我

們可先提出反問，如果導演避免介入影片的最終結局，《青春啦啦隊》會如何呈現？

可能上院線嗎？因為這樣的介入會直接影響影片的發展，導演在操作時尺度該如

何拿捏？若導演與被攝者有不錯關係，這樣的介入能帶出紀錄片拍攝新的可能性

嗎？因為有趣的是，如《尋找甜蜜客》
55

這部由瑞典導演 Malik Bendjelloul 執導的

                                                        
54 林木材訪問，整理，肥內協力，校稿，〈讓不美好的社會再更好一點─專訪楊力州導演〉(紀工報

第 27 期，2011 年)。詳見：http://docworker.blogspot.tw/2011/12/080.html 
55 這部由瑞典導演 Malik Bendjelloul 執導的紀錄片，故事以尋找音樂人 Sixto Rodriguez 為主要敘事

架構。Sixto Rodriguez 是一位具有創作天分的歌手，但兩張專輯在美國的銷售量卻奇慘無比，而他

也因此離開音樂圈，並傳出許多他自殺的謠言。但他的專輯卻飄洋過海來到南非，且由於歌詞帶有

反體制的意味而大受南非年輕人歡迎，並打破多項銷售紀錄，Sixto Rodriguez 在美國無人知曉，但

其名聲在南非卻無人不知。在這個前提下，導演為 Sixto Rodriguez 籌畫一場在南非的演唱會，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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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也是透過導演推動，促成一場演唱會發生且成為影片的最高潮，導演不

只是紀錄者，也是參與者。這部片除了在全球各影展拿到獎項，更獲得 2013 年奧

斯卡最佳紀錄片，這個例子說明了，在紀錄片的介入與不介入，介入的深或淺，

都還有很大的討論空間。 

 

 

 

 

 

 

 

 

 

 

 

 

 

 

 

 

 

 

 

 

 

 

 

                                                                                                                                                                   
為影片中最震撼與動人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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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楊力州的紀錄片在 2000 年後開啟的商業紀錄片潮中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而

他也是台灣紀錄片導演中院線上映次數最多的一位，其作品自 2006 年《奇蹟的夏

天》到 2011 年《青春啦啦隊》四部作品則展現出與其電視紀錄片作品截然不同的

思維、觀點與敘事。此章節透過對楊力州作品的分析試圖釐清的幾個主要問題為，

第一，紀錄片上院線對於紀錄片整體環境有什麼影響？第二，這些院線紀錄片的

拍攝目的為何？如何運用外部的行銷策略與與內部的影像表現吸引觀眾？可能引

發什麼問題？第三，在商業邏輯下，院線紀錄片是否只能朝向溫馨感動，並成為

容易複製的類型化商品？第四，院線紀錄片如何拿捏操作與介入的限度，又怎麼

處理被攝倫理等問題？第五，紀錄片該被看見什麼？ 

 

    從本章節對楊力州四部作品的分析可知道，紀錄片登上院線的確已深深影響

了紀錄片的產製環境，紀錄片在產業仍未成熟下面臨的問題是，由於長期蹲點導

致資金不足，放映與出版管道並不健全等，例如資金部分紀錄片工作者必須去拍

攝廣告、工商簡介或政府標案等去支持紀錄片拍攝，再者便是去申請僧多粥少的

補助案，如國藝會或公視「紀錄觀點」的委製案，但在資金部分仍然十分拮据，

林木材說到： 

 

金額的部分，一兩百萬的資金乍聞下似乎不少，但若一部紀錄片需要兩三

年的時間蹲點拍攝，那麼這些經費恐怕一點也不足夠，人事費用的工作項

目更總是被忽略或被壓縮的很低很低，導演必須想辦法養活自己以及工作

夥伴。這也是為什麼台灣紀錄片少有以「團體」進行拍攝工作，也沒有以

「專業全職」自稱的紀錄片工作者。56 

 

艱難的資金問題使紀錄片工作者的創作環境相對惡劣，而影片攝製完成後的放映

與出版也需要管道與資源，台灣的放映管道在院線之外，還有公視「紀錄觀點」

與紀錄片雙年展、新生一號出口影展、民族誌影展、台北電影節等等，紀錄片工

作者也會在全台社區或學校進行巡迴放映，但並不能做為得到合理報酬的管道。

出版方面，同喜文化出版工作室是台灣少數專門以紀錄片為主的出版公司，Cnex

基金會除了舉辦主題徵案與影展外也有做紀錄片發行，但在台灣紀錄片市場仍未

成熟的情況下，可發現紀錄片整體的產製環境仍十分嚴苛。 

 

                                                        
56 林木材著，〈談台灣紀錄片，一門產業的概述〉(林木材部落格，2010 年)。詳見：

http://woodlindoc.blogspot.tw/2010/01/blog-po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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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紀錄片上院線的重要處便在於此，首先因為委製案的緣故，或導演為了上

院線而尋找電影行銷公司合作等而有大量資金與文化資源注入，這些資金使紀錄

片具備更高規格的品質，也使得紀錄片在宣傳行銷上有更多管道使用。第二，雖

然院線市場非常競爭，但同時也是紀錄片能在極短時間便被看見，並發揮影響力

的傳播管道，一部院線紀錄片透過行銷或口碑宣傳後，可能在上映短短幾個月便

有數十萬甚至百萬人曾經聽過或看過，效益應比目前的電視播映更高。紀錄片上

院線也更注重形式的展演與感性力量的運用，如楊力州的紀錄片便運用了蒙太奇、

動畫或在片頭添加特效等方式使敘事更活潑，不只作出劇情片式的戲劇效果，也

創造出更多想像空間。而空鏡頭的使用配合高規格製作的音樂，則扮演著渲染情

緒的角色，強化了感性的力量。重要的昰紀錄片上院線成為了大眾閱讀紀錄片的

觸媒，使這種影像類型被重新認識。 

 

    但楊力州以公益為主要拍攝目的的院線發行模式，卻也模糊了紀錄片的其他

功能與重要意義。楊力州的作品除了變換既有的拍攝形式，更注重營造具張力的

敘事結構，他在產製過程中也與社福機構建立良好的合作模式，除了讓特定族群

能受到社會關注，也能將票房盈餘用作公益用途，這是公益紀錄片類型最主要的

拍攝目的，此類型作品也十分容易宣傳機構的健康形象與建立導演知名度。紀錄

片用作公益，喚醒大眾關心特定族群或議題並非壞事，導演與被攝者也建立了良

好的互信關係，但相反的紀錄片長期處於這種思維中，在商業的規則下也造成自

我框限，包括楊力州在內的多數與社福機構合作的紀錄片，太過表層的文本，平

面的角色與只剩溫馨感性的結構，造成紀錄片喪失論述、批判與揭露的能力。站

在發行商的角度，為了與主流電影市場分食大餅所運用的行銷方式，不停強調紀

錄片的溫馨感動，或以名人推薦，甚而名人直接跨刀相助等與電影宣傳相仿的策

略，模糊了觀眾閱讀紀錄片的方式，秉棄了思考的可能而逐漸成為單一化，複製

化的文化商品。觀察包括楊力州作品在內近兩年的院線紀錄片大多不脫上述現象，

這回到本章節不停提出的問題，紀錄片上院線是為了擴大傳播影響力，為了被看

見，但到底該被看見什麼？該被看見哪些面向？能被看見多深？可惜的昰這些「看

見」並未成為多數院線紀錄片的核心。但更具思辨可能的紀錄片就不受市場喜愛

嗎？《商業週刊》的首部院線紀錄片，由賀照緹執導，林強配樂的《台灣黑狗兄》
57為充滿溫馨的台灣院線紀錄片提供了另一種可能，這部以台灣中小企業面臨全球

化與自由貿易衝擊為主要架構，探討台灣產業轉型之可能與困境的紀錄片，具備

跨國視野與議題深度，同時也獲得不錯的票房成績，由此例可說明紀錄片就算與

                                                        
57 這部 2013 年上映的紀錄片，以社頭鄉一間織襪業老闆黑狗兄為主角，探討台灣產業面臨全球化

衝擊的故事。曾經風光一時的社頭織襪業，在全球紛紛簽署 FTA(自由貿易協定)的浪潮下，因為國

際的競爭而失去了許多訂單。在這種強烈的危機中，黑狗兄李東林決心從代工業轉型開創品牌，但

缺乏行銷能力的黑狗兄，其轉型之路仍十分艱辛。導演賀照緹以其一貫的全球化視野，透過黑狗兄

的轉型過程揭示了台灣中小企業面臨全球化挑戰下的挫折，也可看出台灣人努力求生的豐沛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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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結合，仍可能保持一定的獨立性與敏銳觀察，也不一定會全然被市場拒絕58。 

 

    紀錄片在牽涉到許多利益的院線放映中，除了上述所提的論點，過多的操作

與介入也會碰觸極為敏感的消費與紀錄倫理問題，例如被攝者容易被明星化、偶

像化而成為宣傳或廣告代言人，或者社會弱勢族群在鏡頭的獵取下成為群眾情感

投射的客體，但分配不均的利益關係，導演與被攝者的權力位階等等都可能剝削

被攝者既有的權利。而透過介入操作去干涉現實，或設計劇情結構等去營造勵志

氛圍與故事高潮，對紀錄片而言是否恰當？介入的界線又該如何拿捏？這些都有

巨大的討論空間。 

 

    楊力州所建立的產製模式，影片的形式風格事實上已是對紀錄片既有形式的

逃逸與鬆動，不可諱言其作品的確提升了紀錄片敘事上的可能性，豐富的剪接、

鏡頭、音樂共構出如同電影般的觀影體驗。楊力州與商業合作的模式，也使其作

品得以發揮後續的影響力，但台灣的院線紀錄片雖已在兩岸三地成為獨有的文化

現象且逐漸握有資源，卻仍無法跳脫商業的包袱。筆者必須一再強調的是，紀錄

片應具備傳遞知識或事實的功能，或能由小見大的探討社會議題，這些須仰賴導

演長期的蹲點，敏銳的觀察與批判的意識，再運用各種手法去說出一個深刻的故

事，否則容易流於單一的文化商品再複製。而楊力州在建立了一定的知名度後，

能否運用現有資源進行更具實驗性的創新，深化文化與公民意識的根，避免因為

商業的無形框架與消費慣習使其受困於溫情催淚的「保證」之中，是在拍攝了老

人、青春等溫馨題材的作品後，導演未來可在深化的方向。

                                                        
58 本段落關於《台灣黑狗兄》的觀點來自於邱貴芬教授的指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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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本論文試圖從楊力州的創作脈絡中探討台灣紀錄片如何從非主流媒體的角色

中轉換展演場域，跨界進入院線的播映模式中並與主流媒體、市場機制、商業思

維等形成各種對話關係。而播映場域的位移挪動又如何影響與改變紀錄片的產製

過程與生存環境。透過楊力州電視與院線紀錄片作品的比較，院線紀錄片作品的

外部傳播策略與內部文本分析等手法，本篇論文在紀錄片與商業和作的論述架構

下提出三個觀察面向為第一，紀錄片在商業合作的過程中的確開展出不同以往的

能動性，包括建立更好的產製分工模式，映演管道的轉變使紀錄片能見率提高進

而擴大其社會效應，拍攝成本的回收，紀錄片成為公益團體的宣傳與募款媒介。

影像部分則是包括影像、動畫、音樂等品質與後製的提升，更具張力的劇情結構

等等，這些特點某種程度上有其正面的意義。第二個觀察面向為，與商業合作也

引發許多不能忽視的問題，側重感動的行銷模式模糊了紀錄片的議題性，類型化

與商品化則造成表層化、單一化的文本，僅剩溫馨感動的敘事結構而喪失論述、

揭露與批判的能力，無法擴大格局與視野，在牽涉到票房、募款等利益結構時，

也很容易引發類似水蜜桃阿嬤事件剝削被攝者等紀錄倫理問題。在紀錄片登上院

線已經逐漸成為常態時，這些問題更需仔細檢視與討論。第三，在上述兩個觀察

面向之間，仍有許多模糊地帶亟待釐清，如紀錄片是否能夠商品化？操作與介入

的尺度該如何拿捏？院線紀錄片是否只能流於溫馨感動？紀錄片能否以公益為拍

攝目的？在不同的社會脈絡下，紀錄片還能成為衝撞體制的工具嗎？當代紀錄片

的社會性是以何種面貌存在？未來院線紀錄片的走向與可能性為何？在論文的書

寫之外，筆者也嘗試提出這些問題，試圖提供更多的思考空間。 

 

    為了探討上述問題，需重新爬梳台灣紀錄片的歷史脈絡，釐清台灣紀錄片如

何開啟反主流媒體的角色並建立起底層發聲的關懷視野與顛覆國家媒體的批判傳

統。八○年代由於可攜式攝影機的普及與低廉的價格，使掌握攝影機的權力與媒

體詮釋權由官方開始轉往社會底層，並誕生了一批紀錄片工作者，他們以參與式

的方式紀錄當時許多蓬勃的社會運動，使紀錄片成為翻轉主流媒體論述，揭露真

相的媒介，在這段紀錄片的歷史中，綠色小組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在這個基

礎底下，九○年代興起的全景學派依循弱勢關懷的傳統，推出了〈人間燈火〉等

一系列的紀錄片，其中《月亮的小孩》在全台引起了廣泛的回響，新的美學形式

與人道關懷的視野，情緒的張力等特點使全景成為九○年代十分重要的團體。而

南藝大音像紀錄所的，公視「紀錄觀點」的成立等也使紀錄片在戒嚴體制鬆綁後

有更蓬勃的發展。但在紀錄片此時對美學與導演觀點的探索之外，卻面臨到產製

資源匱乏與收視人口不足的困境，並成為日後紀錄片上院線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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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 年胡台麗的《穿過婆家村》登上院線，引發了紀錄片一連串上院線的熱

潮，但紀錄片受到全國關注則是從吳乙峰的《生命》才真正開始，此時的紀錄片

未有太多商品化的討論，上院線的主要目的是拓展傳播映演管道，使紀錄片被更

多人所知，並能改善紀錄片工作者和紀錄片的產製環境。在這些思考下《生命》

成為院線紀錄片往前推進的一大關鍵，且轉換了紀錄片在主流媒體與影視場域的

位置。除此之外，《生命》也初步形成一套可行的行銷模式，部分行銷策略則被之

後上映的幾部院線紀錄片挪用，但此時商業合作的氛圍仍不明顯。直到楊力州《奇

蹟的夏天》開始，紀錄片才開始進行商業合作的嘗試，由電影行銷公司負責影片

宣傳，使紀錄片開始以較有系統的分工方式進行生產，而之後的作品如《征服北

極》、《被遺忘的時光》、《青春啦啦隊》等片也都與企業或社福機構有合作關係。

除此之外，楊力州以公益為目的的紀錄片類型，也轉換了紀錄片在當代社會脈絡

所扮演的角色與位置，紀錄片不再是傳播知識論述的載體或衝撞體制的工具，更

近似一種容易消費的文化商品，在喚起大眾對弱勢的注目外也將收穫的票房幫助

弱勢，對於改善社會整體而言並非壞事。但場域與角色的挪移使紀錄片在當代社

會脈絡下面對更多且更複雜的問題，包括去政治化的弱勢關懷，複製的影像類型，

淺層的文本結構，溫情主義等等，加上 2007 年水蜜桃阿嬤事件爆發爭議所牽涉的

被攝倫理問題，使這波特殊的文化現象仍有許多地方尚待檢驗。為此，本篇論文

以楊力州的文本為主要討論焦點，嘗試深入探討這些重要議題。 

 

    楊力州在台灣院線紀錄片的討論中有其獨特的重要意義，此重要性主要呈現

於導演創作脈絡的差異和商業合作的態度上，並很大程度上與台灣紀錄片從小眾

走向大眾的生產映演路徑接軌。楊力州初期的影像風格因為在南藝大的訓練與全

景學派的影響，如《我愛﹝080﹞》、《新宿驛，東口以東》等代表作品多少承繼了

九○年代紀錄片的人道關懷與美學形式，但更值得注意之處在於片中許多爭議、

危險的鏡頭挑戰了紀錄者與被攝者的權力關係，攝影機的詮釋與紀錄倫理的辯證，

這也是楊力州早期電視紀錄片作品的魅力所在，包括題材所具備更廣闊的議題性。

但與此同時記錄片傳播的困境也開始出現，使得許多紀錄片開始登上院線嘗試尋

找更多觀看群體，楊力州在一場《我愛﹝080﹞》放映會中也意識到了紀錄片傳播

的問題，使他開始思索將作品推上院線的可能性。一直到 2006 年楊力州終於推出

第一部院線紀錄片《奇蹟的夏天》，但這次跨界除了是楊力州與商業合作的首次嘗

試外，更令人吃驚在於影像風格與議題走向，敘事結構跟楊力州的電視紀錄片作

品有不小差異，以青春勵志作為影像基調，並強化了敘事結構的劇情張力，這個

轉變顛覆了紀錄片既有的想像與邏輯，但也使紀錄片上院線出現巨大的討論空間，

而楊力州之後的院線紀錄片作品大致便以類似走向呈現。而這些轉變所衍生的模

糊地帶，則需透過細致的外部產製與文本才能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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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此點，本篇論文對楊力州四部院線紀錄片作品《奇蹟的夏天》、《征服北

極》、《被遺忘的時光》、《青春啦啦隊》從生產到行銷，上映的過程與影像文本進

行仔細的觀察與探討後，所得出的結論便是上述所提及的三大面向，從楊力州作

品上院線中過程中可發現紀錄片能動性的形成，這幾部片由於和專業的行銷團隊

合作，屏除了紀錄片過往打游擊戰的行銷方式，導演無須分心處理宣傳事務，這

種初步的分工使導演拍片品質更好，影片也比以往有更多曝光機會。接著與企業

合作的資金注入解決了影像品質和拍攝時的所需條件，也使紀錄片有更多美學空

間可發揮，例如《被遺忘的時光》中的動畫與大製作的音樂。映演管道的轉變也

提升的紀錄片的傳播效應，除了票房回收，一般大眾對影片議題的討論等，後續

如《拔一條河》等片也帶起了地方的觀光經濟。除此之外，楊力州也建起了公益

紀錄片的發行模式，如《奇蹟的夏天》將票房所得捐出 15%給原住民助學計畫，

並補助美崙國中足球隊，《青春啦啦隊》則將票房捐給聯合勸募協會，並分配成 80%

老人、10%孩童、10%紀錄片繁殖計畫。這些資本的影響與傳播場域轉換成為當代

紀錄片革新的驅力，可說對未來紀錄片發展有著重大的影響。 

 

    但相對的楊力州的作品，在院線的市場競爭與委製壓力下也出現許多疑慮，

這些問題更可擴大至整個院線紀錄片的討論中。首先由於紀錄片的行銷策略還是

趨向劇情片式的方式，透過分析影片元素與賣點吸引觀眾，劇情釋出時常主打小

清新，訴諸溫馨感動，人物部分則是塑造明星或直接請明星參與演出，也利用名

人推薦去拉攏特定觀眾。例如在《奇蹟的夏天》中便有被攝者明星化的問題，而

非單純的運動選手紀錄，而此片所洋溢的青春與熱血正好成為行銷宣傳的重點。

《被遺忘的時光》中片尾加入與主要敘事結構斷裂的 Ella 片段，對電影公司而言卻

是最好的宣傳，更遑論幾乎每部片都會有的名人推薦。這些手法的運用在社會的

脈絡下或許是常態，對紀錄片而言卻容易引發廣告化的危險，也不免左右著影片

原有的觀點與問題意識，這些問題包括楊力州在內的許多導演早已注意到。而對

市場票房而言最賣座的要素，恰恰是紀錄片最為人詬病的地方，這也成為導演在

市場、委製壓力和紀錄片間的兩難，楊力州四部院線紀錄片作品《奇蹟的夏天》、

《征服北極》、《被遺忘的時光》、《青春啦啦隊》幾乎都以青春熱血，或溫馨感動

的方式經營故事，在好看、容易閱讀之外卻喪失了論述、揭露與批判的能力，也

缺乏更大的格局與視野。在這些糾結的因素中本論文得出一個結論，紀錄片確實

在院線中透過各種策略被看見了，但在許多限制與包袱中導演卻無法完全自由的

決定影片該被看見什麼，該挖掘多深，這使人開始重新思索院線紀錄片，在文本

上是否還能形成更多革新的能動性。 

 

    楊力州在 2013 年的院線紀錄片《拔一條河》，在議題上跳脫了過往比較討喜

的青春與老人議題，轉而處理較少人關心的東南亞移民問題，這可謂楊力州進入

院線市場後一次嶄新的嘗試，但我們仍可發現其敘事語法的使用與主要觀點的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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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依然不脫其舊作的思維模式，因此可以下一個基本定論是，在市場機制中所謂

形式的多元時常成為掩飾內容貧乏的說詞，市場競爭中的排他性限制了紀錄片生

產更具創意與差異化的文本。比較楊力州 2014 年 6 月 24 日於公視「紀錄觀點」

播出的紀錄片《看不見的島》更可發現其作品在不同播映場域顯現的差異，這部

紀錄片是公視與 NHK「亞洲首都系列」節目合製的作品之一，也是楊力州睽違已

久再度於電視推出紀錄片。在《看不見的島》中，楊力州少見的以憤怒的語言批

判國家體制，不只運用訪談，也使用各種動畫與數據圖解輔助說明，對於服貿可

能造成社子島出版業倒閉，則引用了美國的數據、太陽花學運等畫面對政府強烈

控訴，這在楊力州的院線紀錄片中極為少見，因此筆者確信，播映場域的轉換對

於楊力州而言的確造成許多影響，使其紀錄片在院線市場中的形成許多限制與壓

力。  

 

    不可否認紀錄片進入院線至今，不管從產製方式，推廣過程，文本內容形式

等等都產生很大的影響，對於此的討論仍有許多模糊地帶需要釐清。在資本的注

入下可察覺紀錄片所開展的能動性，但背後仍有許多隱憂。在商業合作的前提下，

紀錄片只能拍的好看，去符合特定機構或群眾的喜好嗎？導演賀照緹與商業週刊

合作的紀錄片《台灣黑狗兄》讓人看到，院線紀錄片在商業合作的框架中仍可走

出大格局與視野。這引人重新思考的是，紀錄片需要什麼媒介去重新界定彼此的

合作關係，並使彼此在思維上更加貼近與自由，這或許是日後院線紀錄片拍攝時

可思考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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