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過去有關外國電影理論、電影史、電影技術、不同電影流派和個別電影作者

的研究論文可以說是汗牛充棟，在國內、外各大學電影科系、傳播學院、及文學

院裡有許多相關的研究報告；但是以華語電影，特別是以台灣電影為主題的研究

就相對比較少。早年有關台灣電影的評論，大多是以影評的方式針對個別電影在

媒體發表，而後有關於台灣電影的論述一直偏重在文化與美學的範疇；對於台灣

電影產業與政策的研究分析，一直到最近十年才逐漸受到重視。 

 
　　本章所列舉的包含了台灣本地以及國外的研究報告，範疇以台灣電影產業相

關之研究為限，至於個別電影作者、技術分析、美學及符號解析⋯⋯等相關之研

究不再一一列舉。蒐集過去研究報告的來源包含：台灣本地博碩士論文資料庫、

國科會研究報告、新聞局及電影公會統計資料、國內外大學（包含中國、香港）

研究報告、論文期刊、電影雜誌、新聞、以及相關電影網站、網路留言版、和

BBS。 
 
　　依據類型分為三個部分：台灣電影重要文獻與出版、台灣電影文化論述、台

灣電影產業研究報告。 
 
 



 
 

第一節 : 台灣電影重要文獻與出版 
 
 
　 　 台灣真正把電影當一回事，認為電影不只是大眾娛樂，而是一門藝術，並

且願意認真去討論的，是在六Ｏ年代『劇場』雜誌（註 1）創刊之後才有的。從

此之後，台灣有關電影的論述幾乎百分之百集中在電影雜誌，依創刊年代來區

分：1965 年出版的『劇場』雜誌、1971 年的『影響』雜誌（註 2）、『電影通訊』

與『電影旬刊』（註 3）、甚至 1980 年的『滾石』雜誌（註 4）、1983 年的『電影欣

賞』雜誌、1985 年的『四百擊』雜誌、1987 年的「長鏡頭』⋯⋯，都曾造成一

股電影評論與文化研討的風潮，影響了之後的幾個世代。 
 

 

「劇場」雜誌介紹了當時歐美電影與哲學思潮，在封閉壓抑的學生社會

中，掀起一股存在主義的熱潮。「影響」雜誌持續對法國五月革命與新浪潮

電影的介紹，加速國內青年蠢蠢欲動的造反熱情。「電影欣賞」、「四百擊」

對台灣電影的關注，呼應了八Ｏ年代整個社會對自我認同的覺醒與追求。

甚至一般通俗電影雜誌（如「世界電影」）也提供了觀望西方的一扇窗口，

滿足時髦小青年的模仿熱情。 

 

「首映的落幕，雜誌的消失」 
盧非易 / 2003-01-20 

 
 
影響所及，幾乎後來的台灣電影工作者幾乎多少受到當年這股風潮的啟發。

甚至在後來八Ｏ年代末重新復刊後的新『影響』雜誌、『世界電影』雜誌、『首映』

雜誌⋯⋯等通俗類型雜誌；以及文化類型雜誌諸如：『當代」雜誌、『人間』雜誌、

復刊後的『文星』雜誌、『南方』雜誌、『台灣新文化』雜誌⋯⋯，都開始零星出

現與本土電影相關主題的論述。 
 
即使如此，這類電影相關的論述幾乎是以影評、感想、和觀影筆記的方式呈

現；而且往往是伴隨著對社會現況觀察的文化評論方式發表。同時隨著解除戒

嚴，台灣社會力整個解放之後，這樣的電影評論雜誌和這股文化風潮反而逐漸的

消逝了。如果我們先把台灣戰後才開始有相關的電影研究這段歷史撇開，比較符

學術標準之電影研究與論文撰述，一直要等到大約在近十年前才出現。 

 
對於台灣電影的相關學術研究，或者可以說是從九Ｏ年代初期才開始，但是



對台灣國產電影的重大轉變；不可諱言是在是在 1983 年發生的「台灣新電影」。

關於「台灣新電影」（註 5）運動或者說「國片新浪潮」的發生和影響，坊間已經

有太多的專書與評論。關鍵而且最重要的文獻是「民國七十六年臺灣電影宣言」

（請參考附錄一），因為即使相隔 17 年後，這份宣言討論的問題仍然存在。 
 
 
註 1：『劇場』雜誌於 1965年 1月 1日在台北創刊，編輯與主筆的成員除了香港的金炳

興與羅卡（劉耀權），主要是台灣的邱剛健、黃華成、崔德林、李信賢、李南衡、

李至善、方莘、張健、陳清風、郭中興、莊靈、徐尹秋等人。另外在政治立場上

包容性極大，譬如因理想主義而投奔中國、而後旅居紐約多年的劉大任、台灣意

識深濃並默默耕耘的曹永洋、社會主義與中國意識極強而遭致政治迫害坐牢受難

的陳映真，都是『劇場』雜誌的要員。 

 
註 2：『影響』雜誌 1971年 12月 10創刊到 1979年停刊，中間十年不但有香港名家金炳

興、羅卡、譚家明支援文章，而且在台灣留學的香港僑生羅維明、梁良、卓伯棠

也大量供稿。至於台灣這邊，早期的評論包括：胡台麗、李泳泉、黃翰荻。後期

的編務轉到卓明（林啟星）、林銳（林生財），作者群涵蓋面極廣，劉森堯、沈勤

（台大視聽社社長）、蕭暉（吳國慶）、杜可風（Christopher Doyler）、劉靜敏、詩
人管管、作家袁瓊瓊、馬來西亞僑生翁文仁（公羽介）都在其間。那時互通聲氣

的還包含：金士傑、卓明、杜可風、劉靜敏、高淑斌、蔡宏榮、黃承晃⋯⋯以及

齊隆壬、劉森堯、舒國治、韓良露、楊松鋒、吳永毅、林洲民、朱全斌、王家倫、

蘇瑞華、單華興、黃聰洲、李泳泉、趙正人、馮光遠、楊立通、張康爵...的等跨
校電影同好，同時還有作家李昂、明星演員/歌手胡因夢。 

 
註 3：世新電影教師陳純真與曾西霸領導的地下電影刊物『電影通訊』於 1977年 10月

25日革新號第一期出刊，之後『電影通訊』向官方登記成合法刊物並改名為『電
影旬刊』，從第 6期編輯委員有陳立千、張榮貴（「阿貴」）、許祥熙等人，第 10
期有沈富祥、黃志翔、吳乙峰等人。『電影通訊』發行人俞志成，和第二期總編

輯柯一正，編輯包含了之後證劵業的李宗賢以及享譽時裝界的蘇瑞華、空運界單

華興、和獻身工人運動的吳永毅。 

 
註 4：『滾石』雜誌 1979年由段鍾沂、段鍾潭兩兄弟創刊，為之後「滾石唱片」及「滾

石國際」之前身，段鍾沂在 1979年任職中影時，曾策劃電影《大海計劃》之拍
攝，之後滾石集團在 1998年投資羅異製作之華語電影《愛情麻辣燙》。 

 
註 5：「台灣新電影」起源於 1980年中影大量啟用新導演，包含：張毅，陶德辰、楊德

昌、柯一正、吳念真、侯孝賢⋯⋯等人開始，到 1983年因為改編黃春明小說「蘋
果的滋味」引發國內論戰的「削蘋果事件」而造成輿論矚目，到 1985年中國時



報詹宏志發表「新電影的結構性危機」和 1987年 1月 24日由詹宏志（執筆）電
影及文化圈五十三人共同發表的「民國七十六年台灣電影宣言」達到高峰，隨後

國片隨著市場疲軟，在品質和數量上每況愈下，直到今日。 

 



 
 
第二節 : 台灣電影文化論述 

 
 
九Ｏ年代初，台灣才開始大量的出現有關電影研究的學術論文，從 1991 年

以後，才有研究者正式將「台灣電影」當成博、碩士論文的題目，並且列入「全

國博、碩士論文資料庫」。諷刺的是，這時候不僅是整個台灣電影雜誌正在慢慢

萎縮，同時也是「台灣新電影」影響力日漸式微，整個華語片在台灣市場逐漸潰

敗的開始。 
 

電影雜誌消失的同時，電影學術研究竟蓬勃地出現。從「中外文學」

到「新聞學研究」，國內各類嚴肅的學術刊物，相繼刊出種種電影學術論文。

一九九三年的一項研究（「近四十年台灣地區電影學術研究與出版概況」，

廣播與電視，第一卷第三期）指出，直到研究當時，國內電影論文仍僅止

於譯作與資料整理，較符學術標準之電影研究與論文撰述幾乎闕如。同時，

直至當年，國內博碩士論文與電影相關者，累計不出二十篇。然而，光這

一兩年，包括台大、輔大、國立藝術學院、文化大學、元智大學、政治大

學⋯已生產至少十篇之電影相關論文。 

 

「首映的落幕，雜誌的消失」 
盧非易 / 2003-01-20 

 
 
時至今日，在「全國博、碩士論文資料庫」所能查到「台灣電影」直接、間

接相關的論文就超過 230篇；寫「台灣電影」相關論文的簡直比拍「台灣電影」

的工作者還要多。 
 
本研究所列舉的碩士畢業論文（請參考附錄二），和雜誌期刊所發表的研究報

告（請參考附錄三）僅限於台灣地區所發表，並不包含在歐美發表的台灣電影研

究。這部分以電影文化論述為主題的研究論文，範疇涵蓋了：美學、符號解構、

性別、女性主義、作者與類型研究、法律、歷史、文化解讀、建築空間、都市符

碼、社會研究⋯⋯等議題。 
 
其中和本研究較為相關的有： 

 
「全球化下華語武俠電影的轉變 -- 以《臥虎藏龍》、《英雄》為例」 

許靜文 / 淡江大學大眾傳播學系 / 2003 



 
說明了為進入西方市場，或是兼顧中國市場，就必須在武俠電影的主題、主

旨、人物角色及敘事策略上作改變，兼顧東西方文化，讓西方觀眾易於瞭解和接

受。這是傳統文化在全球市場下不得不作的轉型及調整，其文化意涵並不像某些

樂觀論者所認為的如此正面。該研究指出了：即便是「類型電影」，像兩岸三地

觀眾所熟之的武俠片，在考量全球化通路的時候，都面臨了必須調整內容、敘事

風格、和影像美學等困難。因此更為個人化的台灣電影創作者，在強調文化自我

認同的同時，更容易面對溝通不同市場觀眾的困難。 
 
 
「兩岸電視劇由抗爭到交流的歷史社會分析」 

田易蓮 / 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研究所 / 2000 
 
 
該文係站在台灣所在的位置，以兩岸電視劇的互動為軸。將台灣電視產業構

聯整體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國，此三大領域做歷史的、鉅觀的分析。兩岸

電視劇由過去的政治意識型態抗爭，轉變到經濟交流，文化商品由為政治服務轉

為與經濟掛勾。隨之九Ｏ年代起，台灣電視產業面臨結構的轉型，在去政治化與

經濟利潤主導下，大量大陸劇進入台灣市場，收視率表現頗佳。台灣頻道商基於

市場效益與經濟利益而引入大陸劇，計算著成本與廣告營收。相對的，大陸電視

市場象徵著廣大的市場機會，但 2000 年起台灣電視產業卻因大陸新的電視措施

而被大幅壓縮赴大陸發展的空間，形成權力不平等的交流。在大量大陸劇進入台

灣市場後，對台灣文化認同的影響是：隨著李登輝總統去中國化策略後，大陸劇

再現文化中國的想像，縫紉認同的斷裂，同時台灣民眾在多元的電視頻道競爭

中，可以選取各取所需的認同。 
 
該研究因為成文於 2000 年，因此對於 2000 年以後興起的台灣電視「偶像劇」

熱潮及其影響，無法論及。對於台灣電視「偶像劇」外銷中國大陸及亞洲各國、

因而大量吸納台灣電影工業人才、以及「置入性行銷」吸引企業界投資影視產業

的誘因⋯⋯等現象均無法說明，但是該研究已經具體而微的說明了，自九Ｏ年代

起台灣及大陸兩岸電視產業的交流和影響。 
 
 
「九Ｏ年代台灣電影文化生態調查報告」 

陳儒修 /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電影學系副教授 
國科會研究計劃 / 1995 

 
 



另外，由國立臺灣藝術大學電影學系系主任陳儒修 1995 年所做的「九Ｏ年

代台灣電影文化生態調查報告」，清楚的紀錄了 1991~1995 年台灣電影產業的變

遷狀況。因此關於這部分的研究，本文只著重在市場數據的變化，並且根據這些

市場情報作出預估，而不再贅述文化方面的影響。 
 
除了台灣本地之外，在中國「北京電影學院」，研究生已發表的八篇畢業論

文（請參考附錄四）也是以「台灣電影」作為研究主題，因為對產業研究著墨較

少，故不多敘述，只列入附錄提供參考。 
 



 
第三節 : 台灣電影產業研究報告 

 
 
台灣電影產業的相關研究論文從 1990 年開始至今大約有 41篇，在 1998 年

之前較為偏重政府政策面的分析，和政治經濟面的影響，包括了：著作權、國片

輔導金、和國家公權力對電影產業的控制⋯⋯等等。1998 年以後，隨著好萊塢

電影在配額和拷貝限制取消的全面開放，國片更形艱難的情況下，有關於電影產

業與策略分析就開始多了起來，而且大部分集中在下列幾項：台灣電影產業結

構、消費者觀影行為、電影院播映通路、跨國產品行銷⋯⋯等個範疇。 
 
和本研究有直接相關的，包含下列幾位 
 
 
「創新與管理：台灣電影產業的結構探索」 

卓珊 / 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研究所 / 2003 
 
 
該研究結果發現，美商八大在台灣電影市場的經營策略中，無論是內容的「產

製多元化、發行在地化」策略抑或是通路的「發行集中化、映演管道多元化」策

略，營運範疇、核心資源與事業網路等三種策略構面都是相互為用、彼此增長，

且能不斷強化、累積的電影產業的核心資源：「內容」與「通路」，以作為未來的

競爭優勢；從而形成強者愈強的態勢。反觀台灣本土片商，因受限於當前的生存

困境，故汲汲營營於短期的市場利潤，未能考慮長期發展所需培養的競爭優勢，

所選擇的競爭策略都難以發揮策略構面的相乘、積累效果 
，以致於發展格局愈來愈小——既放棄投入上游製片，下游通路也逐漸喪失優

勢，無法形成完整的產業價值鏈，終成弱者恆弱的循環。該研究並且從片商經營

運作的角度出發，提出藝術路線電影的重整頓、華語影視圈的機會與跨國合作的

產製模式三項建議。 
 
 
「台灣電影產業國際競爭力與全球化策略情境規劃 

 — 波特鑽石體系之應用」 
楊士賢 / 國立中山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研究所 / 2002 

 
 
該研究嘗試以波特之「鑽石體系」分析台灣電影產業現況以及努力方向。其

分析結果如下： 



1、需求條件：受限於國內市場不大且市佔率低，應尋求策略聯盟，進行跨

國合資╱合製，積極開拓大陸及海外市場。 
2、生產因素：產業知識與投資資金均不足，且缺少「介面人才」，應培養產

業知識與人才，以刺激投資意願。 
3、相關與支援產業：相關與支援產業跟製作層面的聯結甚少，應形成產業

群聚，槓桿資源至電影製作。 
4、企業策略、結構與競爭：國內競爭失焦、國際競爭無力，應聚焦國內競

爭，以形成培養專業態度的產業環境。 
 
對於交易成本、消費者觀影行為、電影發行通路之研究及檢討的有： 
 

 
「台北市電影映演之通路成員關係研究 — 交易成本理論觀點」 

鄭逸芳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 / 2002 
 
「華納威秀影城生產過程之政治經濟分析」 

許雲凱 / 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 / 2001 
 
「台北地區電影影城消費行為之研究」 

王東昇 / 銘傳大學管理科學研究所 / 2000 
 
「台灣華商發行歐美外片之歷史發展研究」 

田家琪 / 元智大學資訊傳播研究所 / 1999 
 
「臺北市電影市場之區隔及臺灣電影之定位研究 --以臺北市大學生為例」 

廖一凡 / 淡江大學大眾傳播學系 / 1999 
 
 
上述幾篇研究，對於本文在進行了解電影通路發行之互動、以及發行歷史之

演變上提供了相當大的助益，唯在發行數據方面付之闕如，使得本研究必須另外

進行查證。另外，對於「國片輔導金」和電影作為文化或產業政策之爭議，則有

下列幾篇研究論文： 
 

 
「國片輔導金制度研究」                        鄒念祖 / 國立交通大

學傳播所 / 2000 
 
「國家與電影─台灣電影政策研究」 



梁宏志 / 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 2000 
 
「台灣影視工業競逐區域中心下的政府思維」 

鄭志文 / 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研究所 / 1999 
 
「有影嘸影？看台灣電影產業的困境與展望」 

盧智芳 / 國立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 / 1996 
 
「我國電影輔導金制度之研究」 

  陳慧瑛 / 世界新聞傳播學院大眾傳播學類 / 1996 
 
 
對於實施多年的「國片輔導金」除了上述研究之外，每年到了發放「輔導金」

的時候還會有許多媒體和評論，十幾年來這些研究沒有一個具體結果，讓政府年

年改變政策的真正原因，並不是學者的研究不通、或建議不好，關鍵在於「屁股

決定腦袋」，坐在有權力決定政策位置上的人，腦袋裏想的事其實並不是要解決

台灣電影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