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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背景 

	  

           2013 年 10 月 11 日，由台灣空拍攝影師齊柏林執導的紀錄片《看見台灣》

（Beyond Beauty – Taiwan From Above）於第一屆桃園影展首映，此後接連數月佔

據各大媒體版面。紀錄片能引起主流媒體如此大的關注，在台灣影史上可謂史無

前例。《看見台灣》於同年 11 月 1 日在全台各大戲院正式上映，上映不到一個月，

便陸續打破台灣影史多項紀錄。其不僅是耗資 鉅（成本 9000 萬）、上映規模

大的紀錄片，並在上映首日以台北市 163 萬的成績，創下台灣紀錄片影史上 高

首日票房紀錄；上映 10 日後，該片成為台灣電影史票房 高的紀錄片，更於 23

日榮獲 2013 年第五十屆金馬獎 佳紀錄片獎。據媒體報導，齊柏林在得獎後受訪

時說道：「魏德聖導演在前兩天傳簡訊給我，跟我加油，他說：讓我們來創造一

部『破億』的紀錄片吧！」（何庭歡，2013 年 11 月 24 日）數日後，該片票房即

突破 1 億元，成為 2013 年第三部票房破億的台灣電影。 

	  

          不僅叫座也叫好，金馬獎的加持以及上映後不斷刷新的票房紀錄，讓《看見

台灣》在社會各界掀起廣泛的討論與迴響。隨著影片相關消息的高度曝光，片中

透過高空拍攝畫面搭配旁白陳述，所呈現台灣長期以來的各大環境污染及生態議

題，也在一時之間成為公共輿論的焦點，甚至引來政府相關單位的關切。一如媒

體報導： 

 

        一部紀錄片喚起民眾的感動，也逐漸變成當局改善的力量。⋯⋯7

日林務局招考巡山員的作文題目就是『從看見台灣紀錄片談土地保

育』。⋯⋯媒體也紛紛推出系列報道，追蹤影片中呈現的環境破壞問題

（何自力，2013 年 12 月 9 日） 

 

   行政院更為此發出公告表示，針對片中有關國土保育的 16 項議題，已經由專案

小組實地查證，並將逐步進行改善（行政院，2013 年 12 月 25 日），以回應來自



3	  
	  

媒體及輿論各界檢討和批評的聲浪。「環保」瞬間成為媒體版面上 熱門的議題。

而《看見台灣》在公共輿論的範圍內所造成的社會影響，由此可見一斑。 

	  

           然而，在媒體報導所呈現的一致好評與盛讚中，對於影片給予批評或不同於

主流評價的聲音則相對微弱。其中少數可以見報的異義評論，如洪浩唐（2013 年

12 月 21 日）撰文指出《看見台灣》在政壇意外引發政府官員「看電影治國」的

荒謬現象，以及文化、社運界人士對於影片本身過於「濫情」及對議題缺乏分析

與批判性等負面評論。或者是像《立報》（2013 年 12 月 11 日）則於其社論中對

該片提出更為尖銳的批評： 

 

       我們明明住在台灣，所有的戲劇、文學作品幾乎都一致強調台灣

人對於土地的感情，但是就像葉公好龍，我們談到環境惡化時，卻又

不講人的真實感受、真實遭遇。這就是媒體與公部門極力要營造的距

離感，拚命猛撒「感動」的要素，是要把環境惡化的元凶，也就是政

府、資本家從現實中抽離出來⋯⋯ 

 

   除此之外，在網路空間之中的獨立媒體平台或社群網站上，則可以看見更多針對

影片，從各種觀點與關切出發所產生的評價，其中更不乏來自於知名紀錄片工作

者及紀錄片學者的批評（胡慕情，2013 年 11 月 7 日；林木材，2013 年 11 月 24

日；郭力昕，2013 年 12 月 16 日）。而這些異質的聲音，也令人不由地對主流媒

體所營造出的一言堂產生質疑。 

	  

           在這樣兩相對立、來自主流媒體與獨立媒體的聲浪之中，被淹沒、甚至隱形

的，是紀錄片真正所欲訴求的「觀眾」的聲音。《看見台灣》創下國產紀錄片觀

影人次 高的紀錄。對此齊柏林在受訪時曾依該片兩億的票房約莫推算，大約全

台是將近 100 萬的觀影人次，代表至少已經有大約全台灣 23 分之 1 的人看過《看

見台灣》。齊柏林並希望看過影片的人，能夠將感動化為行動，並多給政府鼓勵

（辛幼安，2014 年 1 月 7 日）。而在媒體報導中，「觀眾」的身影也不斷被以票

房數字來反覆強調和複製。然而，「破億」的票房和依此換算超過百萬的觀影人

次，是否真的能夠如實反映超過百萬觀眾眾口一聲的迴響 ？對於被排除在媒體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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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消息來源之外，身處於其本身接收脈絡中的觀眾而言，除了媒體所宣稱的「感

動」之外，還看見了什麼？又或者說，在主流媒體對《看見台灣》的社會影響力

所做的假設，與現實生活中紀錄片觀眾對影片的理解與感受之間，是否存在著什

麼樣的距離？ 

	  

           對於「觀眾」一詞有特定想像與宣稱的，並不單是主流媒體。從《看見台灣》

的宣傳文案和導演齊柏林的相關報導與訪談中，可窺見創作者對於觀眾的觀看方

式與詮釋的期待和假設。 

 

這樣的一個角度和高度，你才可以真正去理解台灣，理解她的美

麗跟哀愁。⋯⋯齊柏林就是用那樣的角度和高度，帶我們去看台灣，去

理解台灣，甚至去愛台灣。 

 

   為該紀錄片配製旁白的吳念真在電影的正式預告中說道。「用一種前所未有的高

度，看見台灣的美麗與哀愁」，與此類似的字句在該片的文案與影片旁白中反覆

出現。得以顯見的是，拍攝時所採取的特殊視角，和透過這樣不尋常的角度觀看

島嶼之美與傷痕，是該片在宣傳行銷時主要的賣點，也是創作者和宣傳團隊希望

給觀眾的第一直覺印象。從齊柏林 2013 年出版的著作《我的心，我的眼，看見台

灣：齊柏林空拍 20 年的堅持與深情》及其他相關訪談中所言可知，其拍攝的目的，

則是希望藉由呈現一般社會大眾在視覺上所不熟悉的土地印象，將觀眾的觀看位

置轉換為高於個人和每日生活，而更接近於自然的 – 像鳥一樣、像一片雲一樣 – 

的高度，使觀眾在影像的震懾之中得以重新體悟土地的價值並思考人與土地的關

係。 

	  

           弔詭的是，儘管主流媒體與紀錄片創作者皆對於《看見台灣》的觀眾有諸多

單方面的設定與推論，但在票房數字以外，我們對於這些觀眾實際上的了解卻相

當貧乏。猶記看完《看見台灣》之後，出於這樣的好奇，我逢人便問其對於該紀

錄片的感受。當然不出所料地，有不少人表達其觀影時所受到的震憾與感動。但

另一方面，我也聽過不只一位長輩抱怨影片「很無聊」，而有幾位與我年紀相仿

的朋友則說「看到睡著」或是「看不下去」，原因是「說教意味太濃厚」、「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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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太長」等，甚至有位朋友表示「不喜歡片尾小朋友在山上唱歌跳舞，感覺有點

刻意，不像紀錄片」等想法。在我所詢問的對象之中，有對於紀錄片相當陌生的

觀眾（一至兩年內年只看一部紀錄片），亦不乏原本便非常熟悉紀錄片的觀眾

（每年至少會參與一個紀錄片影展或每週都會固定觀看公視的紀錄片節目）；有

些觀眾平常甚少關心環境議題，也有觀眾原本便對環境議題十分熱衷。而這些五

花八門的意見和感受，顛覆了我從主流媒體的再現與相關論述中所認知到的結果，

也讓我想要進一步探究觀眾對於紀錄片的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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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問題意識與研究目的 

	  

           羅蘭 · 巴特（Roland Barthes）在 1967 年提出「作者已死」（The Death of the 

Author）論，撼動了世人原本對於作者至高無上的權威性的假設，也為讀者對於

文本多義性的解讀開啟了想像的大門。深受巴特影響的結構主義思潮，在 70 年代

以電影符號學的形式成為電影研究中一條強勢取徑，而巴特徹底顛覆以作者為中

心的傳統閱讀或詮釋方式，更啟蒙後續如女性主義電影理論等當代電影學術研究

中重要派別的主要思想。電影，自此不再只有單一正確的閱讀方式，而片中所呈

現的多面向空間以及多樣性的內容與形式，乃是由文本交互指涉而來，因此若要

尋找意義所在，則應當從讀者	  –	  觀眾	  –	  身上發現（陳明珠、黃勻祺，2010）。 

	  

	  	  	  	  	  	  	  	  	  	  	  	  紀錄片，因此也不應該只有單一正確的閱讀方式。有些人可能會就紀錄片與

其他類型電影的不同之處（或者說是紀錄片作為非劇情片，與劇情片的差異）進

行爭論。如美國紀錄片史學家 Erik Barnouw（1983）便指出，比起如劇情片創作

者發明「真實」，紀錄片創作者則被假設為單純地選擇和記錄影像以為了揭露

「真實」。又或者如紀錄片學者 Michael Renov（1993）所言，紀錄片中所指涉對

象的歷史性本質（historical nature of its referent），是區分其與劇情片的 主要特

質。紀錄片對於「真實」的宣稱（及相對於劇情片是對於想像的表現，而作為對

於真實的再現）、透過對於歷史世界的指涉所營造出的真實性（authenticity），

以及其所夾帶的特定觀點，可能在一開始便影響觀眾對於影片的期待或假設，而

進而影響其觀看方式。然而，雖然紀錄片與其他類型電影有著上述本質上的不同，

但隨著劇情片日漸普遍地開始大量利用紀錄片或新聞片風格的影像來做為風格化

的工具，加上過去以來紀錄片理論家與史學家（Silverstone, 1986；Rosen, 1993；

Renov, 2004）就紀錄片的建構性，及其與劇情片的敘事傳統所共享之相似性所累

積的論述來看，則兩者之間的差異似乎相當大程度地存在於觀眾的期望之中。 

        	  

          拍出在台灣紀錄片史上留名的經典之作《無米樂》（2004）的紀錄片導演顏

蘭權與莊益增，在該片艱辛的宣傳期間寫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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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紀錄片的完成，必須跟觀眾一起完成。⋯⋯紀錄片的完成不在

得獎的喜悅與安慰，而是在創造討論的空間與迴響。 它（院線）不僅

是一種目的，同時也是一種手段。（顏蘭權、莊益增，2004 / 轉引自

林木材，2012，頁 50） 

 

   紀錄片雖然夾帶著特定觀點，但在其對「真實」的建構與宣稱之間，在其所再現

的歷史真實與多樣性內容與形式之間，仍然存在著能容許觀眾就其所傳達的意義

進行推論與協商的空間。而觀眾對於紀錄片中所宣稱之「真實」的認知，則受到

其接受或否決對於此宣稱與外在世界間關係之考量的影響。如巴特（1968）所說，

意義的產生是一種意義化的過程，讀者的地位和文本一樣重要，只有當文本被欣

賞或閱讀的同時，文本的意義才存在。英國文化研究也因此強調，不同的觀眾基

於不同的傾向與文化能力而會產生不同的觀影經驗，觀眾有可能接受，但也有可

能修正或拒絕電影所預設的符號訊息（或稱意識形態），而產生許多異質的閱讀

方式或多重的符號詮釋（Hollows & Jancovich, 1995 / 張雅萍譯，2001）。 

	  

           兩者涉入真實世界方式的不同，使觀眾的期望水平（horizon of expectation）

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紀錄片與劇情片的主要差異，而紀錄片的意義則在觀眾與文

本間的關係中得到進一步的確立。「觀眾」之於紀錄片研究的重要性也在此被體

現。儘管如此，翻開任何一本有關紀錄片理論的專書，卻難以從中尋找到所謂的

「紀錄片閱聽人理論」。舉例來說，在台灣紀錄片學者李道明（2013）的著作

《紀錄片：歷史、美學、製作、倫理》中，雖然罕有地特以單一章節討論紀錄片

理論中的觀眾，並且強調瞭解及研究觀眾的重要性，但綜觀其所整理的相關論述，

卻不難發現紀錄片理論中「觀眾」概念的平面、單一與零碎。不論是其中所引用

於解釋觀眾如何閱讀紀錄片的「象徵策略理論」，或是 普遍地把觀眾放置於

「創作者 / 被攝者 / 觀眾」間的三角關係中討論，抑或是單面向地就紀錄片的再現

模式來試圖論證觀眾可能的期待與假設，這些論述中的紀錄片觀眾都近似於電影

理論中的「觀者理論」（spectatorship）所假定的觀眾。 

	  

         「觀者理論」雖然被廣泛用於討論個別觀眾與電影文本間的關係，但其中的

觀眾（或稱觀者）卻不是指真實的個人，而是為了分析文本之用而建構出來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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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觀眾。此理論觀點的建立，乃是奠基於假設電影有其本身的內涵邏輯（internal 

logic），且多數觀眾會順從地以電影所被建構的方式來理解一部電影。換句話說，

意義被鑲嵌於電影之中，觀眾則以某種方式將意義挖掘而出。然而，在過去的三、

四十年間，隨著電影理論家對於電影的定義產生理解上的分歧，再加上持不同觀

點學者對於其他思潮與理論的引介，使得電影研究中針對文本與觀眾的討論逐漸

發展出許多極端不同的取徑。在這些取徑之中，與觀者理論形同光譜之兩極的，

則是將研究焦點由電影本身轉向位於電影文化中的電影和其觀眾之上的「接收分

析理論」（reception theory）。此取徑的觀點假設觀眾是由相當異質的個體及群體

所組成，而觀眾受其本身身份、階級、性別等個人處境的影響，通常會對一部電

影產生不同的閱讀、觀看方式（Stafford, 2007）。這樣對於「觀眾」概念的分歧

觀點，雖然使得電影研究中長久存在著不休爭論，但不同學派長年所累積的實證

研究與相關討論，也大為豐富了我們對於電影觀看及其觀眾的理解。	  

	  

           反觀紀錄片理論的知識領域，對於其觀眾概念的建構與討論則明顯有所不足。

加拿大紀錄片學者 Peter Steven（1993）曾在其著作《現實的邊緣：新加拿大紀錄

片電影與影像》（Brink of Reality: New Canadian Documentary Film and Video）中

探討紀錄片理想與現實的觀眾，並於一開始即明確指出，在紀錄片理論中，即便

連一個基本的紀錄片閱聽人理論也不存在，甚至有許多理論基礎都還是支離破碎。

他並在書中列舉紀錄片理論失於考量觀眾角色的可能原因，例如：將對影片的批

判範圍侷限在文本本身；實證主義理論的缺乏；認為討論「觀眾」恐怕會開啟一

扇通往詮釋混亂（chaos of interpretations）的大門（反之，評論家的角色則是在挖

掘出正確的意義並啟發我們）；認為觀眾基本上都是被以相同的方式影響，因為

所有意義皆存在於文本之中；實證數據和理論基礎不足；認為創作者應當避免思

考太多有關觀眾的問題，以免其想像力受到損害⋯⋯等。其指陳反映出當時紀錄

片論域受早期電影理論的建構傳統而一脈相承的風氣，即不論評論家或學者皆假

設「好電影」應包含重要的事實及對於世界的特殊觀點，而分析電影的工作則是

為了將這些事實呈現給觀眾。「觀眾」作爲社會主體的觀看則不重要。而今時隔

二十年，來自不同社群的研究者們仍然提出類似的質問和考量（Austin, 2005, 

2007 ; Chapman, 2009；Nisbet & Aufderheide, 2011）。可以顯見的是，長期受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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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研究和批判傳統的影響，造成理論根基的薄弱與實證研究的缺乏，無非是「觀

眾」角色在紀錄片論域中缺席的主要原因。 

	  

          回顧國內紀錄片相關文獻，聚焦於討論紀錄片觀眾的論述屈指可數。根據王

玉燕（2008）所整理，自 2000 年以降，台灣紀錄片的相關論述，多半著墨於紀錄

片理論與美學、紀錄片歷史與文化，或是針對個別紀錄片之內容、形式及敘事策

略所做的評論。王玉燕認為，相較於紀錄片的藝術性，就紀錄片的政治性所進行

的探討則相對少數。但近幾年來，隨著社會大眾對於公共議題的意識高漲，相關

社會運動層出不窮，關注紀錄片政治性之討論與實踐的研究也明顯增加（ 簡毓群，

2013；戴子豪，2013；陳義宗，2014；張舒程，2014；游婷敬，2014）。然而，

對於紀錄片觀眾的探討，不論是出於純理論或是應用性目的的討論皆依舊相當稀

少。 

 

          這樣的結果依前述種種論點來看，似乎並不令人意外。英國學者 Thomas 

Austin 早在其於 2005 年所發表的期刊文章〈視覺、感覺、知覺：一個銀幕紀錄

片觀眾觀點的個案研究〉（Seeing, Feeling, Knowing: A Case Study of Audience 

Perspectives on Screen Documentary）中直言，儘管近年來學術研究對於紀錄片電

影的學術興趣有逐漸興盛的趨勢，但「觀眾觀點」卻是至今仍明顯未獲得關注的

議題。其進一步說明，過去近二十年來，紀錄片學者如 Stella Bruzzi、John Corner、

Bill Nichols 及 Brian Winston 等人，皆致力於紀錄片理論化的工作，並陸續將紀錄

片的倫理議題、文本形式、產業脈絡與觀眾定位等重要議題納入考量，唯獨觀眾

的觀點與詮釋始終被忽略在其廣泛的研究範圍之外。此外，Austin 也在文中指正

大眾媒體與電影的閱聽人研究向來忽略了一個至關重要的群體–也就是包括文化生

產者、「高級」文化消費者（或中產階級消費者）、政策制定者等–對於文化景觀

的形塑。蓋因於此，Austin 於 2007 年再度集合其多篇著重於觀眾觀點的個案研究

出版成冊，書名為《看世界：銀幕紀錄片與觀眾》（Watching the World: Screen 

Documentary and Audiences），並在不同篇章中進一步將研究視野聚焦於社會脈絡，

例如文本生產機制、行銷策略、商業及媒體論述（包括廣告、影評等）、觀眾的

觀看策略等對觀眾（對於紀錄片）所持期望水平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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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接收分析研究社群的觀點出發，Austin 所接連提出的指陳受到不少批評與

迴響。其中主要批評像是，雖然其重新提倡「紀錄片閱聽人研究的缺乏與機構之

間關聯」的議題實值得讚賞，但其論述中卻忽略 新且影響力 強大的機構–網路，

以及網路對於觀眾的賦權、影響或限制；此外，Austin 的論點未考量觀眾受紀錄

片驅動而採取行動的議題，這樣的盲點使他失於重新定義觀眾的位置（Chapman, 

2009）。然而，大膽指出當時（甚至現在）紀錄片理論建構及研究興趣的明顯缺

失，以重新喚起紀錄片學術社群對於觀眾的觀點與詮釋、主體性、及其閱讀能力

與社會脈絡間的構連等議題的關注，並間接挑戰了紀錄片論域中長期以來所存在、

「文本決定論」（text-determined theory）的基調，是其研究 主要的貢獻，也將

是本研究在設計問題時重要的參考指標。 

	  

          有鑑於此，本文將研究焦點關注於紀錄片閱聽人的詮釋，乃基於以下幾個面

向的目的和考量：一、本文意圖打破目前紀錄片理論與相關論述的建構傳統，對

於紀錄片閱聽人的排除與忽略。近十數年來，網路與數位科技對於紀錄片從產製、

發行到散佈等各個層面皆產生重大影響，傳播學者 Jane Chapman（2009）認為，

這樣的科技轉移象徵了紀錄片創作者與觀眾間權力的平衡將會不斷變動。而身處

在一個多媒體環境中，則意味著過去單純以收視率、票房等統計數字來測量和描

繪觀眾的時代已逐漸沒落（Ang, 1991 ; Austin, 2007）。特別是在一個全球化的未

來，受到「去管制」（deregulation）、科技匯流、觀眾分眾化的影響，重新思考

觀眾並促使理論和研究取向的演進更有其必要性。二、本文試圖開啟台灣紀錄片

研究對於社會脈絡如何影響閱聽人之觀看、閱讀與期望的討論。誠如 Austin

（2007）的研究發現，過去以來就紀錄片的文本、脈絡與觀眾等三個研究領域來

看，後者所獲得的學術關注 少。例如，在一部由研究者所搜集的 27 篇宣稱「廣

泛引用批判性和理論性觀點」的重要紀錄片學術論文集合當中，對於觀眾的討論

卻付之闕如（Grant & Sloniowski, 1998）。諸如此類的例子在紀錄片論域中不勝枚

舉。Nichols（1991）曾稱紀錄片所傳達的是「世界觀點」（views of the world），

則在一個泯除觀眾觀點的論域中討論紀錄片難免顯得弔詭。因此，把紀錄片觀眾

放回一個紀錄片藉由觀眾的涉入 / 參與（engagement）而存在的世界中討論、在脈

絡中檢視紀錄片閱聽人與文本的互動，則成為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之一。三、彌

補國內有關紀錄片閱聽人之實證研究的不足。基於相信了解觀眾對於紀錄片的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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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認知，有助於我們思考紀錄片的意義、現狀與未來發展，本研究期望能藉此開

啟對於紀錄片閱聽人的討論。 後，有鑒於上述，本文也欲透過對於相關紀錄片

理論的探討，及開展研究以進一步理解紀錄片的觀眾，希望能進而豐富國內紀錄

片研究所探討的面向，並提供後續研究者作為參考與對話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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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目的 

	  

          綜上所述，根據本研究之研究動機、相關背景以及問題意識，本研究將以紀

錄片《看見台灣》的觀眾為研究對象，探討面向如下：	  

	  

（一）藉由文獻資料的彙集與整理，檢視紀錄片理論中閱聽人概念的發展及相關議

題的討論，並援引電影理論中閱聽人概念與研究的演進作為參照，以尋求紀錄片

閱聽人理論之未來開展的可能問題與途徑。	  

	  

（二）透過訪談與觀察來檢視紀錄片所處的社會脈絡及相關媒體論述，以脈絡性地

探討紀錄片文本與觀眾間的互動。	  

	  

（三）分析紀錄片觀眾對於紀錄片文本的接收與詮釋，並與理論對話，以了解其對

特定紀錄片的觀看和對一般紀錄片的假設與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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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文獻探討 

 

第一節   誰在看電影？- 從「觀者」到「閱聽人」 

	  

           如前所述，受到本身研究及批判傳統所影響，理論根基的薄弱與實證研究的

缺乏，一直是「觀眾」角色在過去的電影研究，乃至今日的紀錄片研究中缺席的

主要原因。作為電影類型的一種，紀錄片理論的發展歷程與以劇情片為主的電影

理論有許多相似性和重疊性，然受到其概念本身的模糊性所影響，使得過去近 30

年來的紀錄片理論化過程多圍繞在其定義、功能與美學的討論之上。因此，欲了

解紀錄片理論中「閱聽人」概念的發展和演變之過去、現在與未來，則可從考察

整個電影理論史來獲得借鏡。	  

	  

一、電影理論之發展與「觀眾」概念之演變 

	  

           從學者 初對電影產生研究興趣開始，電影被視為一門藝術，與繪畫、劇場、

音樂和之後的攝影等之實踐相關聯。當時電影的學術探討多著墨於各式各樣的歐

洲藝術電影運動，像是 1920 年代初興起於德國的表現主義（German 

Expressionism），以及 1920 年代後期在法國引領風潮的前衛電影（avant-garde）。

此階段正值媒介效果萬能論的時期，有少數研究者對電影之於「脆弱的觀眾」

（vulnerable audiences）的可能影響展現初步興趣，但卻未將電影本身的內涵納入

考量（Stafford, 2007, p.79）。 之後，理論家的關注逐漸轉向更為大眾化的電影，

像是好萊塢電影。比起過去將電影視為單獨創作者的藝術表現，有關電影製作商

業面向的問題開始被提出。但在 1960 年代早期，焦點主要仍匯聚於電影作者的身

上，這很大部分受到 50 年代法國影評人對於「作者論」的提倡所影響。如此對於

創作者個人觀點的重視也推波助瀾了當時法國電影新浪潮（La novelle vague），

像這樣的新電影運動使得創作者無論是在產業內，或是對於觀眾而言的辨識度都

大為提高。而電影理論，一如電影產製和新浪潮，往往是朝著推翻既定模式的方

向發展，這也成為 70 年代包含各式思想的電影理論的共通基礎（Bordwell & 

Carroll,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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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年代的電影理論，或在英語世界又稱作「銀幕理論」（screen theory），

大多源於符號學（semiotics）與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與前期理論相比則普

遍更著重於發展各種媒介文本的分析形式，並且試圖以更為科學的方式來理解意

義的產生。此一時期取徑的 大共同點，便是傾向聚焦於文本而非觀眾，亦即其

基本上仍維持文本決定論的模式–「觀眾」則僅是抽象文本結構的一部分

（Hollows & Jancovich, 1995 / 張雅萍譯，2001，頁 81-103）。以研究符號系統的

符號學為例，此學派汲取更早期語言學研究的成果，認為媒介文本可被研究以揭

露特定符號的系統性應用。其研究工作包含雜誌與海報的印刷圖像以及動態影像，

目的不單是為了從影像的內容，亦企圖從影像所被呈現的方式（包括色調、光線、

攝影機視角等）中指認出符號。符號學的主要貢獻在於其有助於闡明電影語言–

一如所有其他形式的語言–乃社會建構而成，並透過使用而產生意義。據此觀點，

換言之，則文本本身不具本質上的意義，唯有當觀眾辨識出其與文本生產者所共

享的語言使用時，意義才從中而生。不管生產者原先意圖的意義是什麼，意義都

受到其社會文本中語言的使用所中介。在 1960 至 70 年代之間，各式政治運動及

對於傳統形式的質疑聲浪風起雲湧，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有助於解釋特定媒體如

何明顯地利用寫實技術來產製意義的符號學因此順勢崛起。 

	  

           此一時期另外一個被引入電影研究的重要取徑乃精神分析理論1

（psychoanalysis）。其理論基礎中，通常藉由夢的解析來理解患者被壓抑的記憶

以克服恐懼的觀點，被認為與電影的觀看經驗有著特殊的關聯。觀眾坐在幽暗的

戲院中，心無旁騖地全神貫注在電影的聲音和影像，且準備接受各種暗示，這樣

的情境與夢境不無相似。電影創作者彷彿與此概念共謀，提供觀眾如偷窺者

（voyeur）般於暗中監看劇中角色的快感。而受到佛洛伊德關注在嬰兒時期性活

動之可能影響，以及其如何影響成年生活等論點的影響，電影的「閱讀」常被指

涉為是對象徵式的性幻想與戀物（fetish）客體的創意性使用。好萊塢電影中常見

	  	  	  	  	  	  	  	  	  	  	  	  	  	  	  	  	  	  	  	  	  	  	  	  	  	  	  	  	  	  	  	  	  	  	  	  	  	  	  	  	  	  	  	  	  	  	  	  	  	  	  	  	  	  	  	  
1	  附註：1890 年代由心理學家佛洛伊德的學說發展而來，在 1930 年代被以臨床治療的形式引入美國，之後開始對藝術界產

生影響。1940 年代，在電影正式進入美國高等教育體制後，精神分析理論始被以好萊塢戲劇為主的電影分析所挪用，並與符

號學結合而奠定了此一學派的基礎	  
2	  附註：個人認同議題的研究工作與早先關於身份認同（identification）的構想有基礎上的不同。身份認同是一個心理過程，

意指觀者指認或想像他們自己是螢幕情節裡的角色。認同議題指涉的則是觀者也同時在思考她或他在電影之外、與電影中所

再現的角色相關的社會角色。	  
3	  附註：「道德恐慌」一詞在 1972 年由社會學家 Stanley Cohen 於其著作《Folk Devils and Moral Panics》中提出。其在當時

以道德恐慌來形容 60 年代英國媒體對次文化的描繪，及所引發的社會反響。他指出，媒體傾向在一次嚴重的個別事件發生

後藉由重複報導一種反社會行為，令公眾對某一特定社群產生恐懼和加以打壓。因此今日道德恐慌普遍被用來形容事件在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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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利用特寫鏡頭，將畫面焦點集中在身體的局部、高跟鞋、晚宴手套或是長襪的

表現手法，與此同時也受到女性主義者的解構與批判。其觀點認為電影的觀看慣

常以一種「男性凝視」（the male gaze）的目光去看女性，女性則常處在「被觀看」

的位置，以慾望客體的姿態出現。而女性主義者對於男性凝視的指陳，在 80 年代

進一步拓展至對於女性凝視的考量，以及「觀者理論」中一組更為複雜的性別概

念。然而，結合符號學、結構主義與精神分析的電影研究，則被導向一個清楚將

觀者「定位」在一觀看位置觀看影片的立場。相形之下，電影成為一個制度的、

創造意義的機器。理論家們有意地呈現出主流電影如何藉由創造意義來支持盛行

意識形態，因此此類型觀點又可稱為「機制理論」（apparatus theory; Stafford, 

2007, p. 83）。	  

	  

           70 年代電影理論的重要性在於對新想法的引介，以及幫助電影研究建立出合

法性與嚴謹的學術規範。但反過來說，也使得當時所生產的電影理論顯得晦澀難

懂，加以當時的電影研究多以 40 年代所出產的電影為研究文本，致使理論未能完

全與當代電影的發展接軌。整體來說，70 年代的理論觀點受到幾個不同面向的批

評，其中著重於閱聽人研究的各式爭辯與發展，則可從幾本較具代表性的論文集

中一探究竟。例如由 David Bordwell 與 Noël Carroll 所編輯的《Post-Theory: 

Reconstructing Film Studies》（1996），以及之後由 Christine Gledhill 與 Linda 

Williams 所編輯的《Reinventing Film Studies》（2000）等，這些論文集中皆收錄

了對於重新思考電影研究的主體，特別是重新思考電影文本與其觀眾間關係等議

題之必要性提出呼籲的論述與回應。而由 Graeme Turner 主編的《The Film 

Cultures Reader》（2002）更進一步指涉文化研究對於電影研究的影響。暗示改變

研究取徑的主張開始在一些理論專書中出現（Hill & Gibson, 1998），標示出電影

理論與研究發展的一個重要轉向。	  

	  

          在所有對於 70 年代電影理論所提出批評中，其中一部分是來自於 80 年代在

電影研究中崛起的後現代主義觀點。其取徑主張意圖發展出得以解釋一切事物之

理論的「大理論」（grand theory）時代已告終。而其理論觀點中對於「互文性」

（intertextuality）的強調，給予觀者更多的關注。藉由指涉她或他可能是熟練而具

有電影識讀能力的觀眾，因此得以用一種嬉戲的方式來涉入電影，此取徑顛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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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以來觀者被定位於一主體位置上的基礎假設。此外，對於 70 年代電影理論形

成挑戰的，還有像是來自認知取徑（cognitive approach）的觀點。此取徑視電影

文本的分析工作為解決問題的過程，過程中跟隨線索並隨意與敘事連結。認知心

理學主張這就是我們理解經驗與從中學習的方式。此學派也強調實證研究的重要

性，其研究產製以了解歷時的電影風格並將取徑紮根於電影史。藉由實證研究的

累積，其不僅將對於電影史的考察重新置入電影研究，也進而指陳出創作者對於

觀眾的考量以及觀眾觀影環境的改變。認知取徑對於電影理論研究中「觀眾」概

念之變革 主要的貢獻，在於其幫助建立一個主動提問的觀眾的構想，亦即假設

其能有效地質問文本以獲得意義，而非被動地受文本所定位（Stafford, 2007）。	  

	  

          後，第三種對於 70 年代電影理論的挑戰，來自文化研究取徑。70 至 80 年

代之間，部分主要的電影研究學者對於銀幕理論有所不滿，因而汲取早期的文化

研究以試圖轉移電影研究的焦點。可顯見的是當時這群學者之中有許多為女性，

有感於電影文本分析似乎忽略了女性觀眾和可能會受女性觀眾歡迎的類型電影，

促使其長期致力於研究如通俗劇（melodrama）、女性電影、宮廷劇等被忽略的電

影類型，以及女性觀眾和其可能從中獲得的愉悅（Hollows & Jancovich, 1995 / 張

雅萍譯，2001，頁 159-92）。而當注意力被轉向真實的觀眾，去追問觀眾從電影

中獲得什麼樣的愉悅，重要性似乎更勝過於去探究電影打算做什麼。這個重要的

轉向所帶來的提問可以被概分為兩組，一是與同時在媒介研究和電影研究中運作

的再現概念有關，二則可連結至對於觀影之更廣泛社會脈絡的考量。而兩者都必

須仰賴電影文本分析的傳統取徑。再現概念的發展原本是結構主義取徑研究的一

部分，目的在於發展出閱讀的技巧使學者得以展示文本是如何被建構。延續此觀

點所開展出來的研究工作包括對角色與敘事的類型化（typing）、個人認同

（identity）等向度。而電影研究成為認同問題2 的競逐場域，始於與支持女性主

義、同志解放及黑人意識等大眾運動相連結之個人政治的發展。觀眾作為女性、

同志、非裔美國人等，在開始看電影後，是如何思考他們自己？他們的自我認同

感是如何變成建構意義過程的一部分？他們的認同感在看到銀幕上的影像出現常

見類型的角色 總是受到一樣的待遇時，是如何運作的？這些看似顯而易見的問題，

	  	  	  	  	  	  	  	  	  	  	  	  	  	  	  	  	  	  	  	  	  	  	  	  	  	  	  	  	  	  	  	  	  	  	  	  	  	  	  	  	  	  	  	  	  	  	  	  	  	  	  	  	  	  	  	  
2	  附註：個人認同議題的研究工作與早先關於身份認同（identification）的構想有基礎上的不同。身份認同是一個心理過程，

意指觀者指認或想像他們自己是螢幕情節裡的角色。認同議題指涉的則是觀者也同時在思考她或他在電影之外、與電影中所

再現的角色相關的社會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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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時卻幾乎沒有人提問過，而單是提出這樣的問題，就立刻挑戰了為一位理想

觀者生產電影閱讀經驗的觀點。顯然地，閱讀可能會因為部分觀眾與電影創作者

或全體觀眾的認同有所衝突而不同。反言之，這也提醒人們注意到有關創作者認

同之問題的重要性。為何有這麼多電影創作者都是白人的異性戀男性？女性觀眾

對於女性導演所拍的電影是否會有不同的回應？諸如此類的問題為電影研究開啟

了一場激烈的辯論（Turner, 2002）。 

	  

          隨著關於個人認同爭辯的開展，電影研究的焦點無可避免地轉向對於電影中

常再現特定社會群體之負面形象的考量，像是受害者或是壞人。許多研究者皆探

討過再現與個人認同的問題。這無疑是個具開創性的新取徑，其所造成的改變是

今日電影研究不僅可以汲取 70 年代電影理論的經驗，也可以同時考量產製的脈絡。

但這樣的改變，也促使另一個關於閱聽人研究面向的重要問題被接續提出。回顧

歷史，閱聽人的議題一直到 1980 年代以前都普遍受到正規電影研究的忽視。閱聽

人理論的發展，主要是在以廣播、電視（之後拓展到透過家中電視的電影觀看）

為主的媒介研究領域之中。如前所述，電影理論是從 70 年代精神分析學派興起之

後，才將觀眾的觀影經驗攤開檢視。當時學者透過機制理論來闡釋電影放映空間

內，幽微的意識型態鏈結。這也可說是電影理論首度嘗試跨出文本中心的限制，

進一步探究觀眾的觀看位置或經驗與文本間的可能關聯 。其理論觀點進而影響了

80 年代後接收分析理論的崛起，促使此一學派學者一方面試圖從電影研究的文本

分析傳統中跳脫，另一方面也批評精神分析理論對於以觀眾為主體之研究的去脈

絡化（Stafford, 2007）。蓋因於此，新一派的電影研究也開始嘗試系統性地檢視

觀眾觀影本身與社會實踐之間的關聯。	  

	  

          回顧電影理論研究中觀眾角色概念的發展與演變，可見的是在過去三、四十

年之間，隨著理論家對於電影的定義、功能與形式產生理解上的分歧，再加上不

同時期學者對於各種思潮的引介致使研究關切的轉移，使得電影研究中針對文本

與觀眾間關係的討論逐漸發展出許多極端不同的取徑。而在這些取徑之中，與

「觀者理論」形同光譜之兩極的，是將研究焦點由電影本身轉向處於電影文化中

的文本與其實際觀眾身上的「接收分析理論」。兩者的 大不同在於，「觀者理

論」雖然被廣泛用於討論個別觀眾與電影文本間的關係，但其中的觀眾（或稱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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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卻不是指真實的個人，而是為了分析文本之用而建構出來的理想觀眾。反之，

「接收分析取徑」的觀點則假設觀眾是由相當異質的個體及群體所組成，而觀眾

受其本身身份、階級、性別等個人處境的影響，通常會對一部電影產生不同的閱

讀、觀看方式。這樣對於「觀眾」概念的分歧觀點，雖然使得電影研究中長久存

在著不休爭論，但不同學派長年所累積的實證研究與相關討論，也大為豐富了我

們對於電影觀眾的理解。其對於不同取徑觀點的爭論與挪用，以及在不同時期引

入對於觀眾角色之不同面向的考量，亦為紀錄片研究中觀眾議題的討論提供了值

得參酌的借鏡。	  

	  

二、研究電影觀眾 

	  

         僅管 60 與 70 年代的電影理論可能大為忽略閱聽人理論，從電影發展之初以

來，有大量證據顯示觀眾和他們對電影的反應是各種思考和推測的主體（Kuhn & 

Westwell, 2012）。19 世紀末開始，在英國和美國以「年長男性」的立場為主的當

權者認為電影對於勞工階級，以及各個階級的女性與孩童有極大的吸引力。在他

們眼中，這些人是 容易受到電影的刺激與影響的群體。舉例來說，在 1910 年代，

當電影的院線發行開始延伸至感官主義的虛構電影，像是通俗劇、犯罪故事和無

政府喜劇等，公眾的關切也蔓延至對於觀眾的計量以及對電影內容的考察。當時

英國政府便設立了一個官方的稽查委員會，目的在審核電影的生理、社會、教育

和道德（特別是對於年輕人）的影響。「審查」以各種不同的形式在許多西方國

家中被建立。諸如此類的嘗試，象徵性地證實了教育者、宗教領袖和許多社會改

革者直覺的感受，亦即電影絕大程度上對於看電影的人來說，在心理、道德、甚

至生理健康層面是有害的（Gripsrud, 1998）。	  

	  

         將電影視為娛樂的直覺反應，與今日廣泛指稱的「道德恐慌」3（moral panic）

類似，亦即看似為年長的人對於任何受年輕人歡迎的新娛樂形式的過度反應。這

樣的反應通常來自於對於其所批評之事物沒有直接經驗的人。但這並不意味著造

	  	  	  	  	  	  	  	  	  	  	  	  	  	  	  	  	  	  	  	  	  	  	  	  	  	  	  	  	  	  	  	  	  	  	  	  	  	  	  	  	  	  	  	  	  	  	  	  	  	  	  	  	  	  	  	  
3	  附註：「道德恐慌」一詞在 1972 年由社會學家 Stanley Cohen 於其著作《Folk Devils and Moral Panics》中提出。其在當時

以道德恐慌來形容 60 年代英國媒體對次文化的描繪，及所引發的社會反響。他指出，媒體傾向在一次嚴重的個別事件發生

後藉由重複報導一種反社會行為，令公眾對某一特定社群產生恐懼和加以打壓。因此今日道德恐慌普遍被用來形容事件在經

過媒體炒作後，造成大眾對特定個人或團體的誤解和打壓。此一詞在 80 年代後，常被與所謂的「污穢影片」（video nasties）

相連結，近期則多被用在各式由年輕人使用的網路與行動電話的討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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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擔憂的合法因素不存在，只是常被誇張化而已（Altenloh, 2001）。而這些欲調

查觀眾行為的意圖本質上是實證主義的，目的在檢驗其基於對道德淪喪的恐懼所

提出之假設。同時，特別是 1920 年代，許多當權者開始主張當時媒體（初期為廣

播，之後再加上新聞媒體與電影）對於公民教育可能的正面影響，與其對道德秩

序的潛在威脅一樣多。被譽為「紀錄片之父」的英國電影導演約翰‧格裡爾遜

（John Grierson）與其同儕在 1920 年代對於紀錄片工作的支持便是其中的例子之

一。認為電影可能是危險的娛樂形式的假設延續至 30 年代，之後在幾項重大的早

期研究計畫出現後才有所改變（Hill & Gibson, 1998）。	  

	  

          1914 年以德文出版，由德國經濟學家兼政治家 Emilie Altenloh 撰寫的論文

〈電影社會學〉（Zur Soziologie des Kino: Die Kino-Unternehmung und die Sozialen 

Schichten Ihrer Besucher）是 早期的電影研究文獻之一，但直到 80 年代才獲得英

語世界的重視，其英語翻譯的版本更是到 2001 年才問世。其研究背景正值電影逐

漸成為一種大眾娛樂的過渡時期。Altenloh 在研究中提供了一份針對德國西南部

一市內的廣泛群眾之電影消費經驗所做的詳盡調查，其透過與戲院管理者、學校

負責人及一些工會合作，以大量發放問卷和當面訪談的方式， 後回收來自 2400

位受訪者的回應。負責翻譯並發表其英文版本的學術期刊《銀幕》（Screen）認

為此研究不僅對電影接收的歷史研究、大眾媒體的使用和消費的社會學研究有所

貢獻，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閱聽人研究一個近似於民族誌的方法模板。沒有發現

如過去當權者所假設的「易受感官主義虛構影片影響的個人」，Altenloh 反而發

現一組被不同的階級和性別所區隔的觀眾，還有各種觀看電影的方式。例如，研

究發現部分觀眾展現了較高的工作關聯興趣（work-related interest），像是他們會

以工程師、建築工或是園丁的眼光來觀看電影（Altenloh, 2001: 269）。此外，一

反當時英國學者極力尋找道德崩壞的證據，Altenloh 的取徑觀點則較為開放，其

指出理解青少年的想像力何以對特定題材（如：犯罪冒險）如此著迷的原因，是

了解青少年犯罪的基礎，「再者，對於像這樣一個弱小的、道德搖擺的、沒有責

任感的群體，正是這樣 低品位的電影素材可以擄獲 大的注意力」（ibid: 265）。 

	  

          Atlenhol的研究可被視為是一個分水嶺。此後的 20 到 40年代之間，電影正

式成為大眾娛樂，大眾的電影消費也在全球眾多地方達到巔峰。如 Atlenhol 所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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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社會學家和社會心理學家執行、以調查為基礎的閱聽人研究，逐漸在英國、美

國及其他地方開展。其中影響 深遠的，即為沛恩基金會研究（Payne Fund 

Studies）。其研究於 1928 年至 1932 年間於美國施行，並於 1933 至 1935 年間以

全八卷標題為《Motion Pictures and Youth》的形式出版。由於研究發現之普遍流

傳的版本，正好與當時對於電影之於兒童青少年的影響之爭議，以及圍繞著電影

管制與審查的政策之爭辯有關而受到注目。然而，其研究中針對電影觀眾之研究

方法的突破性發展，包含自傳法的使用，也因此被泰半忽略（Kuhn & Westwell, 

2012：22）。	  

	  

         電影研究開始作爲一門學術學科，乃由 70 年代起。如前所述，當時研究者的

興趣多關注在電影文本及文本中心、以類型和作者為主的問題上，觀眾議題則多

半不受重視。抽象而文本建構的「觀者」，在這樣的背景下成為電影理論的重要

關切，但也因此阻斷了針對電影觀眾所做的概念性或方法性的提問。直到 1980 年

代，一股對於實際觀眾的興趣才興起，而與之一併出現的則是電影研究中對於文

化主義（culturalism）之影響的好奇。文化研究所偏好的是以一個質性的、準民族

誌的取徑去調查當代的文化消費與文化經驗，且調查著重於每日必需的大眾媒體–

如 1980 年代的電視；今日的電玩遊戲–而非電影。與此同時，正視電影實際觀眾

的呼聲也來自女性主義電影理論，目標則瞄準 30 到 50 年代間好萊塢盛世時期的

女性。這樣對於歷史性、社會性觀眾的關切，標示了一個更廣泛的歷史性電影研

究的重要轉向。相對於媒介研究而言，在電影研究中，閱聽人研究主要是歷史性

的。電影觀眾的歷史性研究傾向從當代素材來源中獲取證據，像是報紙上的評論、

電影產業新聞、票房數字、影迷雜誌，以及當代閱聽人研究與調查，並包括學術

性（如沛恩基金會研究）與非學術性。電影觀眾的民族誌研究汲取年長人士對於

年少時之觀影經驗的記憶與證言。諸如此類一連串的歷史性觀眾研究，發展出在

一個社會–歷史脈絡中重新理論化觀者理論的方式，而其中有不少是受到法蘭克福

學派（Frankfurt School）之批判理論的影響。今日的電影觀眾研究，多著墨於

「邪典電影」（cult movie）與其消費，還有特定電影影迷的活動。這樣的研究使

用問卷、訪談和焦點團體，以及調查生產的原料，像是影迷雜誌（fanzines）和網

路論壇等（Stafford,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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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影的效力是不可否認的，這點從過去以來的電影與媒介研究中可獲知。也正

是為研究其效力，學者們才擁抱新的學科。但其中重要的並不是觀看一部電影所

產生的即刻影響，而是一種對於電影文化歷時性的理解之發展才是其所欲探知的

關鍵。正因如此，對於「脈絡」的考量為今日許多電影研究所強調。若將電影研

究的歷史只單純簡化為從作者論走向文本後，再走向以觀眾為焦點來獲取注意力，

則遺漏了存在於公眾批評的競爭論述、政治宣傳和社會科學研究等之間的角力

（Miller, 2001, p.34）。此外，除了在本文有限的篇幅內所討論的各種取徑觀點外，

仍有許多不同的、可用來思考如何理論化觀眾及其多樣行為的方式。而以上述種

種電影理論與研究之發展截至目前對於觀眾所做的嘗試理解與討論，則有助於思

考紀錄片相關論述的開展以及理論的創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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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紀錄片理論探討  

	  

          相較於以劇情片研究為主的一般電影理論，紀錄片雖然在發展歷程上與其時

間相近，但在理論建構上卻始終望塵莫及。相形之下，紀錄片不僅所觸及的觀眾

較少，所受到的社會及學術關注也相對低。這樣的處境，與「紀錄片」一詞本身

概念的模糊性難脫干係（Nichols, 2001）。而紀錄片在表達上和劇情片一樣離不開

虛構（Silverstone, 1983; Renov, 1993）的特性，也使得紀錄片本身的合法性問題，

成為 90 年代初紀錄片理論化工程在美國開展時，首要解決的難題。 因而在紀錄

片理論建構的初期， 被廣泛討論的幾個議題面向皆圍繞著「紀錄片的本質為何」

的核心提問打轉。至今，紀錄片的形式問題、紀錄片的功能問題、 紀錄片的真實

性與客觀性問題，以及紀錄片的定義問題等討論仍是構築目前紀錄片理論的主要

架構。為了更清楚論證「觀眾」在紀錄片理論中所可能佇立的位置、扮演的角色

和所具有的意義與價值，以下章節將透過爬梳整理既有理論中有關紀錄片的本質、

特性與觀眾間不同向度的互動關係，以試圖為本研究和往後的論述發展建立理論

對話的基礎。  

	  

一、紀錄片是什麼？–文本、意義與觀眾 

	  

          回顧 90 年代至今的紀錄片研究，紀錄片的本質問題，似乎是在開啟任何新興

議題的討論之前必須先釐清的基本面向。其中，從既有理論及相關研究來看，紀

錄片的再現形式或是其文本特性的議題，則幾乎和對於紀錄片觀眾的探討如影隨

形（Chapman, 2009）。紀錄片的再現形式，不僅標示出其與劇情片之間的區別，

也支撐著紀錄片本身的真實性與真實宣稱（truth claim）等象徵其合法性的基石，

更重要的是，此類型討論又可包含對於觀眾議題的雙重指涉：一、紀錄的再現形

式涉及觀眾對於紀錄片文本所抱持的期望水平，何者又建立在觀眾對於紀錄片的

真實宣稱所抱持的信念、懷疑或全然否定之上；二、紀錄片不同於劇情片的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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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使其對觀眾產生非劇情性的吸引力，並因此形成一種推論式的邀請，使觀

眾進一步考量其與片中所反映的非媒體（non-media）世界間的關聯，而紀錄片本

身也藉由這樣的方式形塑其社會角色以及對公共領域的介入或貢獻（Chapman, 

2009; Harindranath, 2009）。可以說，紀錄片的再現形式同時涉及了觀眾與文本間

內在和（由內在延伸至）外在的互動面向。	  

	  

         近十年來，從紀錄片院線發行的蓬勃態勢及其所引發的種種批判性反思（如：

對偽紀錄片和實境節目的討論或批判），一方面可明顯觀察到的是紀錄片類型的

增加，另一方面也證明紀錄片作為「真實」的提供者，是以一種不同於劇情片的

方式介入公共領域。另一方面，紀錄片的院線發行也改變其之於觀眾的可近性，

使其所能吸引到的觀眾從固定的小眾到廣泛而分眾的大眾，這也進而提升了紀錄

片的社會位置，使其在眾多電影類型中成為一個可對重要議題的公共討論做出貢

獻的嚴肅體裁。這樣的轉變從過去幾部獲得全球矚目並獲得商業成功的銀幕紀錄

片– 如《華氏 911》（Fahrenheit 9/11, 2004）、《不願面對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 2006）、《第 11 個小時》（The 11th Hour, 2007）、《為民主

而戰》（The War on Democracy, 2007）等 – 所引發的迴響可窺見一斑。然而，當

論及觀眾的反應，紀錄片本身的矛盾仍持續塑造著不同的觀點。如 Renov（2004）

描述劇情片與包含紀錄片、新聞等類型的非劇情片「於再現的領域中兩者難分難

捨」（p. 22），指出非劇情片本身的文本特性常揭示其與劇情片的緊密連結。在

敘事的層面上，紀錄片展示其與劇情片的種種相似性，反之亦然，劇情片也開始

大量利用具紀錄片或新聞片風格的影像作為風格化的工具。這樣的結果致使兩者

間的差異似乎絕大部分地存在於觀眾的期待之中。換言之，紀錄片對真實的宣稱，

是觀眾詮釋的一個重要面向，而觀眾的反應又受到其對影片宣稱與外在世界之關

連的評估所影響。 

	  

         根據以上論據，以下章節將分段針對紀錄片本身的再現形式及文本特性 – 例

如：紀錄片的非虛構性（non-fiction, 或稱非劇情性）、再現的真實性或敘實性

（veridicality）及修辭裝置的使用等面向 –進行探討，並同時檢視紀錄片既有理論

中所相應的、與觀眾概念相關的論述，以試圖先就理論層面釐清紀錄片文本、意

義與觀眾之間的辯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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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紀錄片的非虛構性 

    	  

          如同新聞與時事，紀錄片的非虛構特質，使其超越電影再現虛構式劇情的層

級而成為對真實的再現（Winston, 2000）。格里爾遜 初使用「紀錄」

（document）的形容詞形式來介紹紀錄片時，或許便隱含著指涉紀錄片作為一種

實際、且如實記錄現實的新電影體裁的意圖（Ellis, 1989, p.4）。儘管如此，在考

量紀錄片論域的本質與電影再現的真實性，不管是其名稱或意義都引起後續相關

的倫理、美學與哲學問題的討論。如前所述 Barnouw（1983）曾認為，紀錄片創

作者被假設為單純地選擇和紀錄影像以揭露「真實」，而非創造真實。然而，紀

錄片似乎確實地從其真實宣稱中獲得合法性；其隱晦地以一個對於「正在發生什

麼事」的客觀解說，或是在某些作品中以一個具反身性且深思熟慮的電影工作者

的解說，來引導觀眾接受其可信度。無論是現實主義或是自然主義，紀錄片的傳

統意圖潤飾片中那些明顯的、不可避免的建構，使其所呈現的內容可以盡可能地

「透明」（transparent; Wilson, 1993, p.108）。所謂的「透明」便是指所拍攝的與

現實中的對應物顯得難以區分。而紀錄片的權威性便來自於這樣的透明特性。 

	  

          對於真實的宣稱，是非虛構性的電影再現中一個 常被辨識出的主要特質

（Nichols, 1981, p.172）。Silverstone（1983）則指出，電視紀錄片宣稱其與現實

的一致性，而紀錄片的標籤本身便是權威性和真實的保證（p.146）。受到 60 年

代「直接電影」（direct cinema）– 把鏡頭所呈現之內容等同於現實 – 的認識論假

定所影響，使不少人相信在紀錄片的世界裡，銀幕便是通往現實的一扇窗，望向

窗外所看見的便是真實。然而，意識到這樣在現實主義的影響下所形成、無視於

紀錄片之建構本質的問題，Nichols 成為 早開啟紀錄片再現模式理論化工程的學

者。其在往後三十年開展一連串的紀錄片文本分析研究，經過對一系列的聲音、

影像進行考察，並多次對理論加以調整、擴充和修正，Nichols 終於在 2001 年於

其著作《紀錄片導論》（Introduction of Documentary）中完整提出目前 被廣泛

引用的紀錄片類型學理論，其中包括詩意（Poetic）、解說（Expository）、觀察

（Observational）、參與（Participatory）、反身自省（Reflexive）及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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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ative）等六種再現模式。在 Nichols 的解釋中，每一種模式都包含特定

的形式特徵和意識形態意涵，以及對觀眾「觀看位置」（positioning）的假定，甚

至是觀看與意義建構的過程。Nichols 的努力雖未能平息有關紀錄片形式與定義等

根本問題延續至今的各式爭論，但卻幫助我們了解紀錄片本身的建構本質與其內

在矛盾，亦即在其論域中對於真實性與可信度的要求，與其所不可避免的敘事，

兩者併行存在的事實。 

 

        紀錄片的解說所採用的敘事，通常不與典型劇情片的敘事結構完全相異。兩種

形式的影像流動都依循著電影語言的文法和語意；紀錄片則藉由其自然主義與現

實主義的傳統來產生意義（Silverstone, 1986 ; Collins, 1986）。即使某些具高度反

身自省性的紀錄片製作，有意識地否定某些既有傳統，並自由地讓觀眾的注意力

移向其現實主義的再現過程，以及對所欲批判世界不構成干涉的進入方式，但影

片真實性的可信度仍然是至關重要的，而其真實宣稱也僅能透過這些傳統的方法

來強化。因此，在敘事和再現的層次上，典型的紀錄片和劇情片有其相似之處，

並且常是無可避免的。可以說，劇情片與非劇情片說著相同的語言並使用相似的

語法形式。而敘事則同時將兩者連結至歷史的論域（Rosen, 1993） 。	  

	  

          紀錄片的論述因此橫跨兩個領域，即在其主體論中「真實」至上的主張，以

及在其美學表現上極度敘事性的特質。紀錄片某方面來看是「真實故事」，然其

詩學卻又與包含著矛盾修辭的模糊性以產生共鳴（Renov, 1993）。套用 Tretyakov

所言：「單純的紀錄片是事實的剪輯，事實簡單來說則是指其現實狀態與社會意

涵」（Williams, 1980, p.117），純粹的紀錄片的概念，在當一個被紀錄的事實經

過人為的、有意識的剪接，以用來「建構」一個敘事時便消失了。或者說，事實

因此失去其真實性。這樣的觀點又突顯一個紀錄片的內在矛盾，也就是即使用攝

影機捕捉社會行動或事件保留了其真實性的元素，但任何創作者對於影像的操弄

都干擾了單一 、連續拍攝的流動性與純淨 。 然而，剪輯和蒙太奇對敘事來說又

是必要的。很少紀錄片是一鏡到底的。依據電影和電視既有的敘事傳統，紀錄片

藉由剪輯將接續的拍攝畫面集結以呈現故事。敘事確實是紀錄片一個解說性的選

擇，而紀錄片也因此與劇情片共享許多論述的特質。Renov（1993）指出，非虛構

作品包含許多虛構的元素，例如：許多時候對世界客觀再現的假定，會遇上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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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發明的必要性。當劇情片確實透過特定策略或風格化特徵來利用紀錄片真實性

的魅力（如「見證」的使用、低技術性的外觀、晃動的攝影機、畫面粗糙而失焦

的影像⋯等），非劇情片本身也在風格、架構和解說策略上展現其劇情片特質，藉

由導向先前存在的構念與基模以為觀眾建立意義和效果（Nichols, 2001）。此外，

常被用來增強情緒的音樂和敘事的詩意語言，也是紀錄片中常見的虛構元素。 

	  

          「真實」與虛構式再現之間邊界的模糊，在一些涉及新聞片的案例中更加明

顯。以近期重現美國紐約富豪 Robert Durst 連續殺人懸案的 HBO 紀錄片影集《紐

約災星》（The Jinx, 2015）為例，其雖在 IMDB（The Internet Movie Database）等

美國知名網路電影資料庫上獲得廣大觀眾的支持，但其對於紀錄片之發展所可能

產生的負面影響亦招致許多評論家的強烈批判。如為《滾石雜誌》（Rolling Stone）

及《洛杉磯時報》（Los Angeles Times）撰文的影評人 Sam Adams（2015.3.25）即

批評「《紐約災星》把一隻怪物放進大牢，自己卻又製造了一隻」。其所謂的怪

物，引用紀錄片導演 Robert Green 對該片的嚴厲指責，指的是影片本身所反映出

的一個紀錄片的爭議性文化現象，也就是創作者利用一個引人入勝的新聞事件，

在真實新聞片段所建構的故事架構中，夾雜著劇場式的情景重現與導演個人用以

導引劇情或營造張力的解說，佐以大量主流好萊塢式的剪輯、配樂等敘事元素，

後加上一個駭人聽聞的結論，以此來掩蓋拙劣的攝影和調查採訪。此外，該片

所隱含的潛在倫理問題更引發議論。尤其當受害者的死亡在導演的操弄下被反覆

重演，甚至快轉或停格，當受害者家屬與事件相關人物在刻意剪輯下如電影角色

般陸續登場，而其情緒和感情被當作堆疊劇情張力的電影元素，創作者本身的道

德意識便顯得可議。Adams 直指問題在導演從單純作為紀錄片創作者，到之後進

一步宣稱自己為調查記者的身份時再次惡化，而他「試圖從手邊素材擠出每 後

一滴典型戲劇元素」的慾望，則似乎讓通片所不斷呼喚的「正義」也淪為虛無。

在評論家指出的種種爭議之中，當代紀錄片在幕前與幕後的「劇情片化」、「戲

劇化」對其本身合法性的危及，乃是問題的根源。而觀眾的反應雖然不是此一部

分討論的重點，但在批評者眼中卻宛如惡兆般暗示著再現領域中「真實」的變異。 

	  

          虛構與非虛構式再現間邊界的模糊，在考量到紀錄片的真實性與真實宣稱等

議題時，依舊是 受爭議的關鍵。創作者再建歷史的意圖凸顯了一些特別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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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因則在於過去的歷史事件被以現在的眼光再現（Nichols, 1981）。紀錄劇

（docudrama）利用專業的演員來重建歷史事件，則又更進一步強調了這樣的不確

定性。這類型戲劇的紀錄片面向，源自於其對歷史事件再建構的相似性；同時，

其戲劇面向，則提醒我們所有動態影像再現所共享的推論性（或說敘事的基礎）

元素。除了攝影機視角和運鏡的使用、打光、畫外音（non-diegetic music / 

sound）、連續剪輯等的使用之外，這些組成劇情片與非劇情片敘事架構的核心元

素，在基礎層次上共享一個相似性，亦即為了傳達特定觀點而進行人為的加工和

設計。Rosenthal（1988）引述美國歷史學家 A. Schlesinger Jr.所言：「兩者皆是發

明的產物。皆經由剪輯和選擇所創造。兩者，不管有無意識，都嵌入一個特定觀

點。一個避免另一個則選擇使用專業演員的事實， 終也只是一項經濟數據。」

（pp.22-3），指出紀錄片對於主流媒體種種製作技術的挪用，不僅動搖其本身非

虛構層級的基礎與合法性，也使創作者所需面對的道德和倫理議題大為增加。就

文本的層面來看，則在其架構與敘事的風格上與劇情片共享的數項特質，使得兩

者的邊界十分微薄，也致使要不把紀錄片與其虛構式的衍生物混為一談變得相當

困難。儘管某些創作者意圖透過直接電影或真實電影（cinema verite）的技巧以尋

求紀錄片的純淨性，但仍必須應付涉及演員表演（不管是社會性或專業性）、攝

影機的介入與使用和剪輯等問題。源自廣泛敘事型態傳統的虛構性元素，因而對

紀錄片作為非虛構電影的地位形成一項挑戰。 

	  

          為了不混淆紀錄片作為非虛構式電影的地位，考量其文本之外的特性則成為

必要。其中一項區別虛構與非虛構形式的特性乃符號的使用。相較於劇情片，紀

錄片的指涉物有著不同的歷史地位，此乃區別兩者的主要特性，而非能指

（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與指涉物間的形式關聯（Renov, 1993）。藉由提

供通往「真實」世界的途徑（或是宣稱如此），紀錄片在其所宣稱的真實性之內

向外延伸；相對之下，劇情片的可信度則存在其文本的、創造出來的世界之中，

而外在真實則在觀眾「自願性地懸其疑義」4（willing suspension of disbelief）之後

	  	  	  	  	  	  	  	  	  	  	  	  	  	  	  	  	  	  	  	  	  	  	  	  	  	  	  	  	  	  	  	  	  	  	  	  	  	  	  	  	  	  	  	  	  	  	  	  	  	  	  	  	  	  	  	  
4	  「自願性懸其疑義」（willing suspension of disbelief）一詞在 1817 年由英國浪漫詩人兼美學哲學家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所創造，意指如果一名作家能夠在虛構的故事中注入一些「人情趣味和看似為真相的假象」（a human interest and a 
semblance of truth），則讀者便會因為考量到敘事的難以置信(implausibility)而心甘情願地擱置其判斷。此詞通常用於指涉虛

構式的文類，而虛構的作品中又常利用讀者對於某方面知識的缺乏或無知來提升這種「懸置疑義」的效果。20 世紀以後此一

詞的使用更為廣泛，並常用來暗示此效果的達成其責任在於讀者身上，更勝於作者。這一層含義可意指觀眾出於自願而忽略

媒體的限制，使其不與是否接受內容為真實的前提互相抵觸。解釋參考出自：Welkos, Robert W. (15 April 1993). "From 'King 
Kong' to 'Indecent Proposal,' audiences have been asked to buy a premise that can make – or break – a film". The Los Angeles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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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隔離在外（Nichols, 2001, p.36）。劇情片的邏輯來自於其情節、角色和敘事的

內在一致性，反之紀錄片的存在則仰賴其對歷史世界之再現的正確性。由於其指

涉物的歷史性本質，紀錄片得以也確實宣稱其對外在世界之真實再現的地位。因

此，對於紀錄片真實性的衡量，端視其與歷史真實的近似性，而紀錄片的可信度

則一方面來自於其文本中的建構世界，另一方面，也更重要的，則來自其與再現

世界的連結。紀錄片與外在世界的連結，更進而使得其真實性與客觀性議題、創

作者所扮演的角色與觀眾的期望水平等相關問題隨之受到關切。 

	  

	  

（二）再現的真實性 

	  

          Renov（1993）指出，紀錄片的首要構成形式，乃其揭露 / 紀錄 / 留存的渴望

（或稱其功能），而這樣的渴望則是受到普遍於所有電影的模仿驅力所激起，並

源自於先行攝影再現的特質。延續這樣的觀點，Renov 認為在紀錄片的「真實」

地位背後，隱藏的是對攝影機的揭露力量的剝削。紀錄片剝削了攝影近乎透明的

肖像（iconic）本質，而在過程中變形的真實則甚少被澄清。這在某種程度上意味

著攝影再現中歷史指涉物與符號的崩壞，並根本性地使真實宣稱在紀錄片論域中

成為一個未完成定義的概念。過去如荷蘭紀錄片導演 Joris Ivens 頑固地堅持紀錄

者有權「重建」其所拍攝的事件，並主張視覺與感覺的「真實性」比實際上的真

實性更為重要，其卡夫卡式的宣稱在檢視紀錄片建立在攝影再現力量上之合法性

的理論辯證時似乎可獲得幾分支持。 

	  

           美國學者 Susan Sontag 自 1977 年起對於攝影影像之本質的討論與提問激起許

多爭辯，也無疑挑戰了自攝影技術發展以來，多數人對於動態影像足以客觀捕捉

與描繪「真實」所抱持的信念。於 Sontag 的觀點中，攝影是對真實世界的有效

「篡奪」（usurping），因為相較於繪畫 – 不管描繪得再精確，終究是藝術家對於

真實的詮釋–攝影影像生產的化學 / 機械過程則脫離了主體的掌握。Sontag 對影

像之爭議性面向的論點，可延伸到對於紀錄片真實性的討論（Rosenthal, 1988）：

影像究竟是描繪現實的原貌，或是涉及技巧和對於現實的美學再現？若答案為後

者，則現實因而不可避免地受到創作者的選擇過程，以及不同類型的敘事傳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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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Renov（1993）引用法國電影理論家 André Bazin 對攝影影像之本體論的觀

點： 

 

       攝影影像便是被攝物（客體）本身，而該客體被從主宰它的時空

狀態中釋放。不管影像多模糊、多變形或褪色，也不管影像多麼缺乏

記錄的價值，藉由其自身轉化的絕對過程之價值，影像從而享有其再

生物模型的存在；影像就是模型（Bazin, 1945 ; 轉引自 Renov, 

1993, pp.22-23） 

 

 說明攝影影像的地位如何超越其本身捕捉現實的能力，而與物質性的客體合而為

一。這樣的指陳排除了符號與指涉物間的距離，也強調再現事物本身的狀態 。如

Sontag（1982）所言，「攝影的威力實際上去柏拉圖化（de-Platonized）我們對於

現實的理解」（p.367）。影像的豐富性以及人們對影像的依賴，逐漸侵蝕真實和

影子之間的鴻溝–事實上，影子即為真實。電影產製與消費的文化則依賴如此這

般肖像符號與其歷史性指涉物的結合。 

	  

          然而，攝影影像的肖像本質卻不保證其真實性。前攝影事件（pro-

photographic event）與符號間的連結，是一個包含科技、文化和歷史因素的過程

所產生的結果（Tagg, 1988）。化學作用在紙上產生的再現結果，本身並不生產意

義，也不是對現實的描繪或時間的切片。攝影研究學者 John Tagg 如此申論： 

 

攝影的過程是一個新的、獨特的現實的產物，照片因此在特定交

易中變得有意義且具有真實效果，但卻不能指涉或被用以指涉一個攝

影的現實為真實。照片不是一個神奇的放射物，而是一個物質的裝置，

只在特定脈絡中作用⋯⋯因此，它需要的不是煉金術，而是一段歷史

（Tagg, 1988,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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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攝影的意義因此不是一個既存的事實，但卻從複雜的符號過程中而生。照片單獨

的物質存在，亦因此不是意義或真實的保證。而推論過程所包含的，則是社會性、

文化性和歷史性的意義與真實。 

 	  

          紀錄片的真實宣稱，可說勉強在攝影本體論的不確定性上找到平衡。對於紀

錄片導演 Dai Vaughan 來說，電影既不是未加工的世界，也不是對於世界的象徵

性描述，而是對於世界的再現，（電影）透過我們的文化對於攝影影像的信任而

獲得擬仿物（simulacrum）的地位（Corner, 1986）。這樣的信任源自我們將攝影

辨識為一個對某些既存物質的描繪或指涉。而這樣的信任對 Vaughan 來說是被錯

置的，因為認為攝影是中性的理論基礎顯然岌岌可危，因為「即使鏡頭是天真無

邪的，我們的眼睛卻不是」（1986, p.170）。而動態影像，伴隨者各種不同的運

鏡及鏡頭大小，又更突顯了中立性的不足。我們作為觀眾，對於影像真實性的接

受與否定，則清楚地與我們本身文化的、個人的、意識形態的作用有著緊密連結。 

	  

           過去如格里爾遜定義紀錄片為「對真實的創意性處理」，或是如 Barnouw

（1983）指出，比起如劇情片創作者發明「真實」，紀錄片創作者則被假設為單

純地選擇和記錄影像以為了揭露「真實」，這些論點反映出紀錄片論域中、建立

在認定攝影影像為中立且客觀的概念上的種種宣稱。挑戰紀錄片美學的客觀性，

Minh-ha（1993）認為紀錄片的真實宣稱應該被不斷地重申，因為「真實」本身不

管是在其名義本身以內或是在電影的景框內都不會自我生產，而意義則應該避免

被任何說明或展示所終止。基於這樣的主張，Minh-ha 認為前電影事件（pro-

filmic event）和意義之間的區隔應該被指陳。著墨於電視製作的實踐及視覺線索，

並考量這些元素對於觀眾期望水平的影響，Wilson（1993）將電視和電影紀錄片

的類型傳統，如自然主義或現實主義等稱作「真實效果」（veridical effect），意

指一種電視可以提供通往世界的透明途徑的知覺。這種知覺一方面可以被理解為

一種產品，一方面則是建立在觀眾認知架構上的假設，或者是節目對這些假設的

呼應。Wilson 指出真實影像否認它們對於意義的選擇性挪用、抗拒來自於觀眾或

任何除了「對世界的真實解說」以外的閱讀。這樣的論述則可用以思考紀錄片對

於真實的宣稱。在紀錄片自覺地表現為一種非虛構的形式中，紀錄片的類型藉由

宣稱將呈現與現實世界一樣的觀點來將其自身與劇情片做出區隔。這樣的宣稱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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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對於攝影機可以捕捉現實的信念所強調，而紀錄片本身則透過「真實和即刻性

的修辭」（rhetoric of immediacy and truth）將其對攝影科技的挪用帶往一個重要

且優勢的位置（Tagg, 1988, p.8）。 

	  

          綜觀上述，紀錄片作為現實的客觀再現是值得追問的。有關客觀性、真實、

現實和再現等觀念不能單依據其字面意義而被全盤接受，而是必須經過更仔細地

審查。然而，在這些對於紀錄片之真實性與真實宣稱的哲學思考之上，本研究的

關切更在於對於紀錄片論域中真實宣稱的探究，以及其與觀眾間的辯證關係。儘

管紀錄片文本的建構與劇情片共享許多特質，紀錄片敘述的是關於歷史世界的故

事，並佐以證據與論點，反之虛構式再現所指涉的則是一個想像的世界。這個區

別同時對於文本建構以及觀眾的期待與接收皆有著特殊的影響。	  

	  

	  

（三）紀錄片的修辭 

	  

         誠如先前所論及在紀錄片論域中存在的內在矛盾，亦即對於其真實性、客觀

性及可信度的主張，與其文本建構性特質的並存。英國傳播學者 Roger Silverstone

（1986）對於電視科學紀錄片呈現神話 / 虛構（mythic）與擬仿（mimetic）元素

的主張，也指向了這樣的雙重本質。紀錄片在其「虛構」面向，依循著普遍的敘

事傳統以展示關於歷史世界的論據。Silverstone 並指出，科學紀錄片內容中的尖

端技術性質，將這些影片昇華至「史詩」（heroic）進而虛構的層次（1983, 

pp.138-139）。其中的「神話」，是經由口語和視覺元素的魔力所產生。反之對觀

眾而言，觀看則是進入一個既神奇又虛構、經過轉型的中介（liminal）世界的方

式。而紀錄片的擬仿性質，則存在一個與敘事和類型的傳統不斷的辯證之中。如

同 Silverstone 闡述，紀錄片論域的神話 / 虛構和擬仿元素，將論述與故事、理由、

情緒等編織在一塊，並且包含說服性的修辭，以及創作者創造力的表現。 

 

          這樣的紀錄片概念同時混合了非虛構電影中的真實宣稱和無可避免的虛構元

素。Silverstone 的研究透過對一系列紀錄片進行符號分析，發現敘事與符號的架

構乃是特定論述生產的有效工具，而這樣的結果也描繪出紀錄片論域如何挪用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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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及語言等要素來產生修辭的力量。雖然該研究關切在於科學，但其中論述卻可

用於討論廣泛的紀錄片議題。相隔十年，學者 Tony Wilson（1993）在其研究電視

閱聽人的接收分析中也提出類似的觀點。他認定戲劇為「劇情陳述的」（diegetic）

而紀錄片則為「擬仿的」，並依此區隔試圖使敘事與非敘事形成對立。而這樣的

觀點乃奠基於「電視戲劇及紀錄片對文本與非文本之間的關係有不同假定」的假

設。戲劇 主要是一個圍繞著敘事所建構的劇情時空的產物。然而，紀錄片則強

調一個擬仿的時空和對於前文本（pre-textual）的複製（Wilson, 1993）。戲劇對

於再現影像的選擇受到敘事邏輯的驅使：在戲劇的敘事中，推論性的架構超越並

決定了對於非推論性的（non-discursive）選擇性挪用。戲劇是建構的、想像的、

由戲劇性論述創造的，且充滿加工的。反之，紀錄片對再現影像的挑選則獨厚真

實，因為影像不是為了敘事的需要而是有功能性的，是描述及展示而非敘述

（narration），功用在幫助觀眾對歷史現實產生熟悉感。對 Wilson 而言在紀錄片

中，非推論性的架構超越並且決定了推論性的。 

	  

          Wilson 所提出的論點雖有助於凸顯某些類型的特徵，但卻無助於解釋紀錄片

論域中的矛盾。主要原因在於其意圖劃清紀錄片與戲劇間的界線，卻忽略了一般

紀錄片通常是以敘事開展並利用眾多虛構元素的事實。其對紀錄片中敘事元素的

否定，正反映過去一種普遍存在紀錄片論域中的謬誤，亦即單純將紀錄片視為

「事實的電影」，卻未考量其修辭，並且忽略非虛構電影中的意識形態內容

（Renov, 1993）。而這樣的結果，則可能導致無法真正了解非虛構電影的訴求來

源。紀錄片對於其說服與修辭裝置的依賴在前面章節已概略闡述。就 Silverstone

（1986）的說法，紀錄片藉由敘事或解說等形式逐步揭露其「真實」，其中所隱

含的修辭，則有潤飾、說服和權力象徵等作用。其將修辭視為紀錄片的權力來源

的觀點內涵，在 Renov（1993）所提出的「紀錄片詩學」（poetics of documentary）

構想中，被更清楚地表達。承前所述，Renov 指認出紀錄片的四種基本趨向，或

說是與紀錄片實踐相關的修辭 / 美學功能，亦即記錄、揭示或留存，勸服或推廣，

分析或質詢，及表現等四項功能。其中「勸服或推廣」的功能，被 Renov 認為是

主宰紀錄片推論情形的重要趨向 。一如格里爾孫過去主張紀錄片是改造社會的錘

子而非鏡子，Renov 則强调「勸服或推廣」形態内在於所有紀錄片形式中，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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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包含著特定個人目的或社會目的的紀錄片，都需要運用相應的修辭手段以實

現其勸服的功能。	  

	  

          借用亞里斯多德的「修辭證據」（Aristotle’s proofs ），Nichols（1981）進一

步論證典型紀錄片解說中的修辭裝置。其指出，提出一個令人信服的論點 直接

的方式就是透過證據（evidence），亦即用以充實論點的實際材料且並非由解說者

所創造的證據，何者被亞里斯多德歸入「非藝術的」類別（Nichols, 1981, p.134）。

在紀錄片中，證據透過見證者的說詞、文件的支持等形式出現，可以說是論述與

修辭的血肉，解說模式的紀錄片也主要從各種不同形式的證據支持中得到其權威

性。此外，Nichols 認為亞里斯多德所提出的第二種證據分類，亦即「藝術的」– 

包括道德的（ethical）、情感的（emotional）和邏輯的（demonstrative）–證據，

也在紀錄片中被廣泛運用。就 Nichols 的觀點而言，道德的證據依賴的是觀眾對於

解說者的道德角色或可信度的評估，情感的證據則依賴解說者對觀眾情感的訴求

以製造特定意向（或可說是引發共鳴），而邏輯的證據依賴的則是解說中真實或

顯著證據的來源。 

	  

          典型解說模式紀錄片的道德證據，奠基在「上帝之聲」（Voice of God）的評

論之上。能針對一個論點提供說教式（didactic）的引導，是配音 / 評論在解說紀

錄片中扮演核心角色的原因。評論引導我們理解紀錄片文本所提供、對於世界的

道德 / 政治觀（Nichols, 1991: 129），並且脈絡化我們的所見所聞，及影片的整體

觀點。其聲音中的權威性，同時來自於知識的擁有，和通過對於口語表達及聲音

特質的訓練。通常使用不複雜而傳統的語言，將一個複雜的論題拆解成一個較顯

而易懂的訊息結構，並藉由一個通常被假設為包含宜人的聲調、真誠且親和並帶

權威感的聲音特質等品質的聲音來述說，是旁白得以與評論的內容形成互補而強

化其說服力的既定公式。《看見台灣》中對於吳念真聲音的使用，便是一個突顯

道德證據的例子。吳念真本身的可信度，來自於觀眾對於其專業性的既定印象和

假設，而片中懾人的空拍真實影像（「非藝術的」證據），在他常被形容帶有草

根性、親和而沉著的聲音，以及如父輩般、仁慈且公正的形象等基調的潤飾或強

調之下，可以產生畫龍點睛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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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錄片中的情感證據則主要來自影像及聲音。而製作過程對於聽覺的、視覺

的、口語的素材搜集，受到前電影事件、題材，和製作前期所做的種種決定等影

響。然而，誠如 Silverstone（1986）所言，「影片製作的多數工作，都在剪接室

中完成」（p. 97）。不管是何種類型的電影製作，剪輯的程序皆扮演著重要的角

色。如同口語論述中的構句，剪輯提供了電影再現的語法及語義。剪接師的工作

需要一定程度的創意，以將手中成堆不同步的素材依序排列，以符合敘事在時間

及空間上的需求，並獲得節奏與意義。而對紀錄片來說，這樣的過程不僅是跟隨

資訊與論述的邏輯，並且在內含邏輯的層次上，標示出「從擬仿轉向神話、從論

述轉向故事」（Silverstone, 1986）。為了能訴求觀眾的情感，「電視新聞常使用

扣人心弦的影像，某些紀錄片則使用音樂，並把對於主題的移情或厭惡等附加感

受以創新的方式並置」（Nichols, 1991, p.135），但使用訴求強烈的影像早已不是

新聞的專利。藉由使用情感訴求強烈的影像，紀錄片也間接利用了解說者與觀眾

之間慣常的倫理及政治基礎。Nichols（1991）因而指出，紀錄片對於邏輯證據的

使用，常為其真實性及真實宣稱造成威脅。邏輯性證據乃意識形態的所在，在其

中修辭的應用越過片中論述的疆界，而延伸至勸服。紀錄片中以見證者的說詞、

專家意見等證據，形成邏輯證據的骨幹。「我們接受證據與否，依賴解說者的修

辭技巧以及我們的假設，勝過於一個必須且充份的邏輯程序」（ibid: 179）。在以

勸服為目的的實務導向下，真實性因而受到威脅。 

 

          如同 Renov 對紀錄片功能所做的分類，Nichols 對亞里斯多德的「證據」的挪

用，或者是紀錄片論域中其他從不同面向發出的觀點，應被視為對紀錄片修辭驅

力的嘗試探究，而不是對其功能的絕對規範。誠如 Renov（1993）謹慎提醒，儘

管詩學的價值可能藉由概念性地闡述各種離散的特徵而動員解釋性的力量，但任

何一種詩學的價值都必須欣然承認越界（trandgressiveness）是文本效能（texual 

potency）的絕對條件（p.25）。 

	  

	  

（四）觀眾的期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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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的欲望」（the desire to know），是紀錄片理論中描述文本與觀眾間互動

的一個基本面向。Nichols（2001）認為觀眾之所以會接觸紀錄片，是出於對影片

能滿足其對居住世界想知道更多的期待；而紀錄片則透過解說的鏡頭，向觀眾提

出契約式的協商，即其不僅能刺激觀眾的求知慾，並且承諾能滿足觀眾知的欲望。

就 Nichols 的觀點，這個慾望本身有兩個特徵：一是其「需要在存在的真實狀態中

被滿足，除去文本符碼系統之中介的前電影事件或是『真實世界』」（2001, 

p.206）。就這個特徵來討論，紀錄片論述的主要寫實模式之所以成為可能，依靠

的是攝影符號與指涉物合而為一的肖像效果。紀錄片從電影、電視影像的「真實

性」所獲得的真實宣稱，也明顯有利於這個目標的達成。	  

	  

          此慾望的第二個特徵，據 Nichols（1981）所言，則於直接陳述的特性有關：

「直接陳述的模式明確地召喚觀眾為主體。其對推論的訴求為其論述假定了一個

中心，亦即一個知者（He-Who-Knows）的立場，反覆地召喚觀眾以作為一個同等

的中心或立場，而區別則在於他或她所缺乏但被承諾（給予）的知識。」此與紀

錄片資訊的邏輯以及基本的說教角色相符，皆依靠修辭的裝置來產生作用。其論

述謹慎提醒我們，在知的欲望看似透明的激起與滿足之下，隱藏的是一個政治的

面向。即使不誇大文本的專治或服從於決定論的觀點，仍依稀可見的是在文本與

觀眾的互動間潛藏的霸權。	  

	  

          Nichols 藉由「知的慾望」此一概念所欲描繪的互動關係，簡言之可說是：觀

眾根本性地假設，文本中的影像及聲音，在歷史世界中確實有其根源（Nichols, 

2001:35），而紀錄片也透過前述的「真實效果」來加強觀眾對於其真實性的假設，

更進一步利用直接指陳或勸服等修辭裝置以激起、並承諾觀眾所抱持的期待（即

知的慾望得以被滿足）。然其中的權力關係是不能被忽略的。倘若我們就此假定

觀者與紀錄片間的關係，並接受存在於關係中不同立場的期待和假設，那麼觀眾

是在什麼樣的基礎上以被召喚的信任，來取代其懷疑的懸念？這個通常又刻畫出

觀眾對於虛構的接收的過程，是如何發生的？Nichols（1991）認為觀眾回應的轉

變，是依據其對文本線索及紀錄片傳統的辨識，而紀錄片傳統通常與現實主義緊

密連結，何者有助於消弭在符號與指涉物之間的距離。「多數時候觀眾辨識一部

紀錄片，亦即當觀眾對於文本的假設確認與其特定期待相呼應之時。接著觀眾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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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處理影片，帶著對於歷史現實與隱喻之間差距已然無存的理解。文本呈現一個

借代的（metonymic）再現世界，而非一個比喻性的複製」（Nichols, 1991: 28）。

就 Nichols 的觀點，觀眾與紀錄片文本以及後續的資訊處理的關係，涉及程序性技

巧的運用，而這些技巧乃依靠從過去與類似文本互動的經驗所獲得的方法知識而

習得。	  

	  

          若以詮釋學的角度來闡釋上述 Nichols 的說法，意味著過去與其他類型文本的

相遇，建構了一個可用以辨識虛構與非虛構的知識基礎。此過程與德國學者 Hans 

R. Jauss（1982）用以指涉文學經驗的描述類似，其形容有一個「作用」得以「喚

醒對過去已讀的記憶，帶給讀者一個特定的情緒態度，並伴隨著（作品的）開始

喚起對『中間及結尾』的期待，何者可能保持原封不動或是有所更改」（p.23）。

Jauss 在其接收分析理論中使用「期望水平」（horizons of expectation）一詞，來

說明一名讀者帶著過去與其他文本互動所獲得的經驗和知識來接近一個新的文本，

並可藉由此架構來理解、解碼和評價任何以其歷史時代的文化符碼和傳統為基礎

的文本。因此，此概念中的「水平」也彈性地指涉讀者們可能受歷史因素影響，

而與先前世代的讀者對同一文本有不同的詮釋與評價。換句話說，讀者會被其自

身對於文本類型和風格的經驗激起特定的期待，而這樣的期待，則在閱讀的過程

中等待之後被文本確認或反駁。 這個潛藏的認識之後被不少劇情片利用，也被其

他紀錄片強化或修正。這點在前述有關虛構式文本挪用非虛構文本的類型元素或

風格化工具的論述中已說明。然而，Nichols 的觀點進一步將觀眾能假設符號與指

涉物間有不同關聯的非意識活動，從虛構的範圍延伸到外在現實。他認為這些程

序與意識形態有密切關聯，「觀看的程序性技巧，一般來說就像習慣和佛洛伊德

的潛意識，使我們以特定的方式朝向世界，或文本，這些方式願意接受改變，但

也有能力對抗挫折和反駁」（Nichols, 1991, p.24）。紀錄片詮釋的重要面向，因

此與紀錄片文本直接連結外在世界有關。紀錄片觀眾運用修辭性涉入的程序來引

導其對紀錄片的觀看，勝過於我們觀看典型劇情片時使用的劇情性涉入（Nichols, 

1991,  p.25）。此外，Nichols 指出，觀眾對紀錄片的涉入也涉及動機的指派。而

其所言之動機，指涉的是一個物體所出現的方式相對於文本來說是合理的。這些

包含寫實主義的、功能的、互文的及正式的動機，提供觀眾得以用來涉入論述的

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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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顧前述關於紀錄片再現之特性與一般屬性的討論，可見的是紀錄片如何透

過這些特質提升其在電影世界中真實層級的地位。這使得對於影像與現實間之相

互關聯的假設隨之增加，也促使特定的「期望水平」出現在觀眾對於紀錄片的詮

釋之中，進而從不同面向形塑了觀眾和紀錄片文本與意義間的關係。更重要的是，

這些假設涉及對紀錄片對於真實性所持宣稱的接受或拒絕。 

	  

	  

二、理論化紀錄片觀眾 

	  

         學者暨電影工作者 Alan Rosenthal 早在 1988 年於其所主編的論文集《紀錄

片的新挑戰》（New Challenges for Documentary）中指出，即使在大量的紀錄片

研究與相關論述出產後，仍有許多本質上的問題未獲得討論。其中，有關紀錄片

觀眾的深度探討幾乎付之闕如。Rosenthal 認為，受到早期的紀錄片理論家如格里

爾遜與羅薩（Paul Rotha）的啟發，過去曾出現一股關注目的、意圖和觀眾的風潮，

這些論述則「一再（通常也居高臨下地）強調紀錄片的社會與教育目標」（1988, 

p.11）。直到 60 年代，「真實電影」興起，自此轉移紀錄片論述的焦點。真實電

影的未來、特性、為舊有紀錄片形式帶來的衝擊，以及圍繞其實踐面向打轉的問

題 – 如製作模式的改變、新科技的使用、專業訓練的重要性等，成為當時討論的

核心。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主要受到左翼的結構主義者與符號學家–如梅茲

（Christian Metz）、 巴特、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科莫利（Jean-

Louis Comolli）–的影響，相對於紀錄片製作的日常實踐問題，何為當時紀錄片代

表形式的理論議題則越來越受矚目。之後，90 年代的紀錄片論述，傾向著墨於其

形式本身及其電影語言，勝過於對其社會層面的考量。這些對於紀錄片形式、方

法，及其相關文化現象、風格、意識形態的理論探討，在 Rosenthal 看來皆是好的，

有助於我們更進一步理解紀錄片，但他認為截至目前的理論工作皆極力抗拒或摒

棄與實務的關聯，而失於啟發或生產足以對觀眾產生重大影響的作品。「在特定

時刻，理論應當影響實踐 」（Rosenthal, 1988, 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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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senthal 進一步指出當時仍有待發掘的議題，例如紀錄片的權威性與信任、

對觀眾的情感訴求之建構，以及 重要的–紀錄片的影響力與觀眾的議題。對於多

數懷抱熱情的紀錄片創作者來說，「見證」和「產生影響」是其拍攝的兩個 主

要目的。所謂的產生影響，便是去打動觀眾，並期望影片能夠促成情緒的、政治

的和社會的改變。基於這樣的目的，Rosenthal 認為研究者應該對「紀錄片是否能

促成改變」的問題做出提問和解答，但在當時取而代之的，則是「震耳欲聾的沈

默」（1988, p.15）。然而，紀錄片的影響力，不論是證實或反駁都需要研究的支

持。除了指出當時有關紀錄片觀眾的討論，皆受到欲利用紀錄片作為激進辯論或

社會行動之動員工具的少數左翼電影工作者所侷限，Rosenthal 也批評理論家對於

紀錄片的真實以及客觀性的討論常停留在抽象層面，缺乏對於觀眾角色的考量。

就其觀點，與紀錄片觀眾相關並急切需要更多研究與論述的議題可分為兩個面向，

一是觀眾的解讀，二是效果與行動。兩者皆與接收分析理論相關聯。研究前者可

以為紀錄片真實與客觀性的爭論添增新的向度，研究後者則有助於釐清在勸服與

態度轉變間的關聯（1988, p.5）。借用閱聽人研究的理論觀點，以進一步透過了

解觀眾的實際反應與其觀看位置，來重新思考目前對於紀錄片本體論的討論，是

Rosenthal 所提出看法中的重要指陳。然儘管 Rosenthal 本人對於觀眾議題的提倡，

書中卻沒有一篇論文明確指出觀眾在紀錄片理論與實踐中的角色，似乎也正反映

在當時脈絡下，觀眾在紀錄片理論化過程中受到忽視的問題。相反的，書中所呈

現的特定議題–包含紀錄片的「真實」、方法與形式、客觀性、反身性、敘事風格

與意識形態等–則反映當時的紀錄片論述的主要關切。	  

 

      顯而易見的是，觀眾的成熟度自紀錄片從 1930 年代開始發

展後，已有相當大的改變。觀眾並非如過去理論家所描繪的那樣昏沈。

多數觀眾不曾想像有一扇通往歷史的明窗存在，而他們通常也不會將

戲劇與真正的紀錄片混淆。多數著實對紀錄片有興趣的人對於剪輯與

挑選（素材）的手法有所覺察，並且知道他們所看見的是創作者對於

真實發生事物的模糊臆測。也許有人可以用理論駁斥，但我的猜測是

觀眾會因為某些原因而持續接受紀錄片比劇情片「更真實」。他們可

能會對挑選的方式、剪輯的手法、偏誤、限制等更為警覺。然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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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測他們將會持續視紀錄片為一個特殊的類型，一個有用的工具，能

提供一些對於世界清楚而必要的觀察，甚至偶爾能喚起他們的行動。

（Rosenthal, 1988, p.18） 

 

          Rosenthal 所持的見解，對照網路興起後許多研究紀錄片的學者對於「行動主

義」（activism）和觀眾的「參與」表現出的興趣與熱情，顯得相對保守。但對照

當時的背景脈絡和與論風氣，這樣的觀點無非帶有相當樂觀的期許。自 70 年代末

至 80 年代中，美國紀錄片論域中瀰漫一片蕭條的氛圍所激勵，有不少輿論者認為

若沒有紀錄片形式的新興與復甦，此電影類型將會很快地失去其影響力。該時期

低迷的氣氛，從 1982 年由美國電影雜誌《美國電影》（American Film）所刊出的

特別報導〈紀錄片還有未來嗎？〉（Does the Documentary Have a Future）可見一

班（Rosenthal, 1998, p.2）。此景顯然與 60 年代初期於美國，真實電影帶來新的

契機、電影學院四起、紀錄片領域中的女性運動、電視聯播的紀錄片逐漸壯大之

時，有相當大的反差。 

	  

          1990 年，美國俄亥俄大學（Ohio University）電影系舉辦例行的年度研討會，

在紀錄片研究並不受重視的當時，一反常態地以紀錄片研究作為主題以紀錄片為

主題，因而吸引許多著力於紀錄片理論發展的重要學者共襄盛舉。 會議期間所討

論的部分文章收錄在由 Renov 主編的論文集《理論化紀錄片》（Theorizing 

Documentary，1993）中。此會議的重要性在於，其開啟將紀錄片從更廣泛的電影

研究範疇中獨立而出，做為定期學術會議討論主題的先河。此後，以紀錄片為主

題的跨學科、國際型研討會「可見的證據」（Visible Evidence）才於杜克大學

（Duke University）首次召開，與會議同名的紀錄片理論專書開始出版。當時發

起會議的幾位學者們於此時期的一系列重要著述，奠定了當代紀錄片理論研究的

基礎。這些著作除了《理論化紀錄片》外，還包括 Winston 的《以真實之名》

（Claiming the Real, 1995）、John Corner 的《紀錄的藝術》（The Art of Record, 

1996），以及 Nichols 的兩本著作–《再現現實》（Representing Reality: Issues and 

Concepts in Documentary, 1991）和《模糊的邊界》（Blurred Boundaries, 199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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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Nichols 於《再現現實》中指明，有關實驗電影、跨文化再現、觀眾的

反應及歷史性分析等領域，是始終未被理論化或被持續忽略的議題。他也認為，

正如精神分析取徑對於女性主義電影理論及其批判大有裨益，卻被證明普遍無助

於解答與歷史定位相關的議題，或是由有色人種的女性所提出的問題；符號學同

樣無法提供探討跨文化再現或觀眾反應等議題任何有用的工具（Nichols, 1991）。

雖然如此，Nichols 聲明其目標不在於引介任何理論或模式以解釋任何與紀錄片有

關的特定面向，他認為紀錄片理論應當足以指陳紀錄片實踐、架構和作品元素的

所有範疇，而其意圖在書中討論的則主要是有關紀錄片的意義、價值、詮釋與目

的等議題，而非單純的符號或系統。而書中首段以紀錄片觀眾為主題的論述，出

現在全書第一部分就紀錄片定義所做的討論中。Nichols 於文中指出定義紀錄片可

以從機構、文本及其觀眾等三個不同的角度著手。據其觀點，若單獨檢視紀錄片

的文本，就其形式、表達邏輯、對證據的仰賴、證據式剪輯（evidentiary editing）、

歷史性本質、不同表現模式的功能等各種元素來看，均可能在虛構的架構中被模

仿，因此難以作為區別紀錄片與其他劇情片的主要指標。其進而指陳，紀錄片的

區辨標誌，可能較多存在（觀眾）於觀看文本過程中所挟帶的假設與期待功能的

本質之中，勝過於文本，亦即觀眾對於紀錄片所存有的期待和假設可能絕大程度

地決定了紀錄片與其他類型電影的不同。因此，Nichols 於文中也就觀眾可能抱持

的期待與假設進行討論，而其主要觀點與申論則可見於前述，與「知的欲望」、

「創作者與觀眾的契約關係」及「觀眾的期望水平」等概念相關聯的論述中。而

Nichols 所提出的一系列概念與指陳，加以之後陸續所做的調整、擴充和修正，也

成為目前紀錄片理論中觀眾討論的基礎。 

	  

          相較於前述美國 80 年代紀錄片輿論的消沉，同樣時期在加拿大，卻有一波

「新紀錄片運動」正在興起。自 80 年代初開始，一群特立獨行的電影工作者決定

著手復興加拿大的紀錄片。他們的電影及影像記錄為紀錄片的題材與形式開啟新

局面，而其對社會和政治議題的興趣也在某種程度上對現狀形成挑戰。與長期被

加拿大主流媒體和社會大眾忽略及邊緣化的團體與個人（例如：同志社群、女性

勞工、原住民等）合作，是這些新紀錄片的共通點。其革命所帶來的影響，則包

括紀錄片論域中對於形式與傳統的反思。在這樣的背景脈絡下，學者 Steven

（1993）於其紀錄片理論專書中對新紀錄片的種種相關議題，包括其特性、產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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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絡、發行要素以及觀眾進行探討，並以歷史性的觀點重新檢視紀錄片研究的架

構，從而也針對自 40 年代至 90 年代的加拿大紀錄片做了通盤的考察。其中，對

於「作者論」的顛覆，是 Steven 重要的立論基礎。即使書中收錄大量新紀錄片創

作者的訪談，但過去也涉足媒介研究的他卻反對紀錄片研究傳統中對於創作者的

過度強調，他並批評這樣的取徑乃受到作者論的影響與商業媒體的強化所致。其

進而指出，70 至 80 年代之間被引入電影研究中的新理論，像是結構主義、符號

學、後結構主義、論域分析，乃至馬克思主義與女性主義等，是對於自 50 年代在

法國興起的電影作者論所做出的必要回應，但也從而致使電影理論與研究太過聚

焦在電影文本中枝微末節的元素和細部，並過於竭力探究其對觀者所能產生的影

響及可能激起特定反應的能力。有鑑於此，Steven 將書中討論的焦點著重在「紀

錄片的觀看」（documentary viewing），並進而視紀錄片的觀眾與發行為兩個同

等重要的角色。他如此論述： 

 

        將觀眾納入考量有助於釐清意義與接收的概念，並提醒我們不要

草率地為紀錄片做出結論⋯⋯事實是『文本』的概念應同時涉及電影與

觀眾在一個傳播過程中的相對關係。（Steven, 1993, p.22） 

 

   因此，他對紀錄片閱聽人研究的期許在於超越「使用與滿足」（use and 

gratification）的研究標準，而也同時關注在對意識形態的討論，以及對觀眾之團

體動力學的考量。	  

	  

          不同於其他媒介文本政治的相關研究，Steven 用以定義「新紀錄片」的 主

要策略，是以個別觀眾對於電影的接收為中心。因此，他澄清，即使其專書藉由

訪談而給予創作者一個顯著的位置，也不應該被視為是對單純作者論的非批判性

歌頌。 於該書第五章，Steven 援引學者 Tamar Liebes 與 Elihu Katz 所提出的分析

架構來剖析自己對特定紀錄片的觀看，意圖將該閱聽人理論操作化以符合紀錄片

研究之應用。Liebes 與 Katz 於其研究中主張將受訪者對於特定影片的回應分為

「指涉的」（referential）與「批判的」（critical），前者意指受訪者將文本與真

實生活連結，後者則是指受訪者對於文本中「建構」或「中介」本質的思考和覺

察。「批判」類型的回應又細分為三個子分類，亦即「語法的」（syntac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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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意的」（semantic）和「語用的」（pragmatic），用以分析受訪者對於文本的

結構（包含類型、公式、敘事傳統與策略等）、主旨（包含主題、訊息等）和涉

及其本身基模的處理和涉入方式。此外，基於企圖嵌入理論性爭論的考量，其也

引介英國文化研究的傳統，尤其是霍爾（Stuart Hall）與莫利（David Morley）的

早期研究，他指出 

 

       當人們看紀錄片時，他們似乎更易於將自己看作是一個社會或文

化團體的一部分，勝過於當他們看劇情片時。這樣的現象在涉及關注

一社會群體的社會議題紀錄片時又特別真切。觀眾為了涉入影片，必

須定義自己和該團體的關係：他們是其中一員、在相反立場，抑或是

對其目標或困境感到同情？⋯⋯這種團體認同比劇情片更顯著。

（Steven, 1993, p.89） 

 

   紀錄片的直接陳述和對於社會議題的再現，讓觀眾傾向於視自己為團體的一員。

這同時與 Nichols 在描述觀眾「知的欲望」中文本的權力面向時所提出的指陳產生

連結。 

 

          加拿大學者 Greg Elmer（1995）之後批評，其操作化雖然起初受益於英國文

化研究傳統的影響，卻失於考量其本身的核心問題，亦即武斷地將非劇情式與劇

情式的解碼做截然的切割： 

 

   其於書中提出一簡化的、二元對立的爭論，視文化為非高即低

（或非資訊性即娛樂性），因而不可避免地限制了觀眾對於紀錄片或

非虛構式文本的政治性解碼及潛在的物質實踐（Elmer, 1995） 

 

   Steven 欲提出一個全方位紀錄片閱聽人理論的意圖，明顯受到相關理論研究基礎

之不足的限制。即便如此，Elmer 也認為其在書中對於單一政治觀點詳盡的爬梳

與呈現，有效地否決了當時所謂的整體機構與文本意義企圖對於一個新興的對立

文化與政治，在話語及場域的層面上進行審查。而文中對加拿大紀錄片於 50 年間

發展的回顧，至今仍被視為是珍貴的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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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庸置疑地，Steven 對當時紀錄片理論的建構提出了重要的問題。雖然相較

於其對加拿大創作者的訪談與對產業的歷史性回顧，其對紀錄片觀眾及相關理論

研究的強調並沒有受到太多重視，然而之後類似的觀點仍不斷地被往後立足於不

同學術社群的研究者所重複（Corner, 1991; Gray, 1999; Livingstone, 1998; Austin, 

2005）。從 90 年代初開始，銀幕研究受到學界對紀錄片再度興起的興趣所激勵，

許多重要的研究工作接續開展，然觀眾觀點–尤其是紀錄片電影（或稱銀幕紀錄片、

院線紀錄片）的觀眾–卻至今仍舊是明顯研究不足的領域。英國學者 Austin（2007）

認為這樣的結果並不令人意外，因為「在這段停滯期間，質性的閱聽人研究已普

遍被媒介和電影的學術領域所佔用。而今從事閱聽人研究的想法已然被建立，並

在許多概論及評論性論文中被複述，但實際上既有的實證工作仍就相對稀少。」	  

	  

          相較於劇情片觀眾，甚至是近來出現的電視紀實節目或實境秀節目觀眾，銀

幕紀錄片觀眾所獲得的關注較少。在過去許多宣稱收錄有關紀錄片議題廣泛的批

判性及理論性觀點的論文集中，都甚少有空間留給與紀錄片觀眾相關的任何研究

或討論（Grant & Sloniowski, 1998），而這可說完全是對於觀眾反應及其紀錄片使

用缺乏學術興趣的典型表現（Austin, 2007）。若正如 Nichols（1991）所稱，紀錄

片肩負的是傳達「世界的觀點」（views of the world）的使命與承諾，則學術工作

長久以來對於紀錄片存在於世界的一個重要方式–透過觀眾對作品的涉入–的忽略，

便相形矛盾。為了能夠重新指陳這樣的問題，使紀錄片觀眾得到與劇情片觀眾同

等的關注，Austin 早在 2005 年於其所發表的期刊文章中闡明其意圖，並以一項

針對紀錄片觀眾所做的小型研究為例，以期能提供後續研究者作為參考。其研究

以 2002 年發行的法國紀錄片《山中猶有讀書聲》（Etre et Avoir）的觀眾作為研

究主體，通過自我選擇的方式對其中 36 位中產階級觀眾進行問卷調查，問卷的內

容主要包含幾個向度：對於紀錄片的一般性假設；誠實（veracity）與信任的議題；

真誠（sincere）與造假、真實與非真實等觀念的區別。此外，其對於電影、戲院

和觀眾的選擇，也有助於增進對所謂的「專業的中產階級」（professional middle 

class）及哈法族（Francophilia）之文化品味與實踐的了解。這項於 2003 年施行的

研究發現，許多時候觀眾都能確實意識到他們在觀看的紀錄片，欲以新方式組織

戲劇和表演的企圖，而他們在觀看素材的同時也就此進行協商。換言之，多數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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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在觀看時都對紀錄片的傳統及演說模式都有一些先驗知識，並會據此作出反應 

（Ward, 2005, p.104）。因此，藉由更多的實證研究來深入了解觀眾對於紀錄片輸

出類型的反應，也有助於釐清早期紀錄片理論家對於觀眾的觀看、文本與意義之

間關聯所做的假設，以及新型態的再現模式對紀錄片本身定義與功能問題的影響。 

	  

          除了強調研究紀錄片觀眾刻不容緩的必要性與意義，探討中產階級的文化認

同亦是 Austin 研究的主要目的。其認為 

 

由於中產階級的文化認同，與文化、媒體實踐間的連結太常被自

然化（naturalised），使其幾乎成為「不可見的」（invisible），

並從向來對挖掘其他文化認同面向（如種族、性別、性向）不留餘力

的研究領域之適當審查中被排除（Austin, 2005） 

 

   此般傾向，不單是學術寫作的高度自覺和半自傳體所導致。Gray（2003）認為，

這樣的情形在閱聽人研究領域中同樣顯而易見，研究者的忽略與其本身一種急欲

傾聽「凡人」的聲音，和其普遍想證實大眾文化中的文化承襲面向之批判性熱忱

有關。而這樣的後果可能是有問題的。Austin（2005）在文中指出，大眾媒體與

電影的閱聽人研究向來忽略了一個至關重要的群體–也就是包括文化生產者、「高

級」文化消費者（或中產階級消費者）、政策制定者等–對於文化景觀的形塑。

Austin（2005）並提出與此相關的兩項申論 : 一、他認為有許多針對迷群、觀眾和

閱聽人所做的研究，實際上瞄準的是中產階級，但卻未明確指出階級的向度；二、

他希望能避免落入中產階級只消費如歌劇、外語片和特定紀錄片等「高級文化」

這類簡化的觀念。如此議論似乎也回應了前述學者 Elmer 對於 Steven 的操作化所

做的批評。	  

	  

          基於上述考量，Austin 於 2007 年再度以相同立場發表論文著作， 進一步將研

究視野聚焦於社會脈絡，例如文本生產機制、行銷策略、商業及媒體論述（包括

廣告、影評等）、觀眾的觀看策略⋯等對觀眾（對於紀錄片）之期望水平的影響。

書中透過數篇個案研究來對此議題進行討論，每篇研究皆綜合對於文本、脈絡和

觀眾的檢視。前三篇研究，關注在於院線發行階段坐享商業及評論成就的紀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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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一篇，則關注電視放映的自然野生紀錄片；中篇，亦即在銀幕紀錄片與電視

紀錄片研究之間，則是研究者個人對兩部 DVD 收看紀錄片的回應。其研究方法

則包含對紀錄片文本的詳盡分析、對文本相關的商業實踐與推廣的脈絡性調查，

加上質性的閱聽人研究，以深入了解閱聽人與紀錄片電影和電視節目的相遇

（encounter）和涉入。相對於著力於電視類型的閱聽人研究常發掘觀眾的涉入與

其每日生活實踐之間的關聯，Austin 的電影與電視觀眾研究則明確地以文本為中

心。正如他在文中主張 

 

形式的議題對這項調查來說至關重要，並且應該對任何欲發掘觀

眾對特定文本的使用與回應的研究來說皆是如此。（Austin, 2007, 

p.63） 

	  

	  	  	  蓋因於此，其取徑必須依靠特定的個案研究，並不將觀影過程的脈絡納入考量，

然而另一方面，也有助於確認觀眾對於紀錄片作為一類型的期待，乃受到商業行

為、媒體論述與文本機構的形塑。在進入個案研究的討論前，Austin 於首章提供

了一些脈絡性的資訊，像是探討 2002 至 2004 年間，輿論所宣稱的紀錄片復興，

他注意到某些電影的相對成功，並認為此「復興乃論述風氣的一部分，由雜誌、

網站和報紙的輸出所建構（2007, p.13）」。此外，他也討論到紀錄片的發行面向，

以及由多頻道電視所提供的契機。	  

          在 Austin 的紀錄片閱聽人研究中，除了社會脈絡對文本及觀眾的影響受到重

視外，值得注意的是，觀眾回應本質上的矛盾與偶爾的模稜兩可也被更仔細地調

查。其中某些議題，像是對真實、資訊、接近性（proximity）和奇觀（spectacle）

的看法，皆於所有個案研究中被提出。而其他議題，像是罪惡感、 對公 / 私界線

的看法、倫理的考量和自我認同等，則在對特定影片的內容與形式的討論中被提

出。此外，Austin 也有效率地探究針對他挑選的影片與節目而提供給觀眾的「觀

看邀請」（invitation to view），以及觀眾對這些邀請的回應（2007, p.80）。英國

學者 Caroline Dover（2009）即認為，藉由將受訪者回答的引述與特定文本面向連

結，以清楚描繪上述各個被指陳的議題，是此研究的優勢，也是其核心目的。透

過聯合檢視紀錄片被行銷的方式，及其如何被觀眾框架，Austin 的著作也強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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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多變的形式及與其相對應的價值。這可說是其研究對於過去以來傾向於關注

類型歷史和「經典」紀錄片電影，以及特定創作者的作品和有關在現前電影真實

的可能性與想望的紀錄片研究， 重要的更新與貢獻。	  

	  

三、接收分析模式與紀錄片研究 

         從接收分析研究社群的觀點出發，Austin（2007）的研究在發表後收到不少批

評與迴響。其中主要批評，例如 Chapman（2009）指出，其整體論述（即包含除

上述研究外，其論文集中所有篇章）的缺失在於忽略了今日 新且影響力 強大

的機構–網路，以及網路對於觀眾的賦權、影響或限制。此外，她並認為 Austin

的研究未將觀眾受紀錄片驅動而採取行動的議題納入考量，而「這樣的盲點使其

失於重新定義觀眾的位置」（2009, p.154）。然不可否認的是，其研究企圖指出

當代紀錄片理論建構及研究興趣的明顯缺漏，挑戰了紀錄片論域中長期以來存在

的「文本決定論」基調，並開拓新的取徑方法以更新和突破目前對於紀錄片觀眾

的思考，實為既有的紀錄片研究打開了新的視野。舉例來說，納入對於文本、脈

絡與觀眾等多方面的考量，Austin（2007）於其著作開頭試圖重啟對紀錄片定義

問題的討論。首先引用過去 Corner 對紀錄片定義所提出的構想，Austin 記述道 

       Corner 曾提出建議：「保險起見，『紀錄片』一詞當作形容詞

使用，好過當作名詞。」他並寫道：「去問『這是個紀錄片的拍攝計

畫嗎？』比問『這是一部紀錄片嗎？』來得有用，因為後者等於變相

地指涉牢固的定義標準，和某種感覺上是物體勝過於實踐的東西。」

Corner 認為這在他所謂的電視的「後紀錄片」

（postdocumentary）文化中特別真切，因為在那樣的文化中越來

越多紀錄片元素，被和來自虛構的、微娛樂的、通俗寫實的形式之構

成要素相結合，以生產出各式各樣的混種文本。如他所註記，儘管紀

錄片的商業性薄弱，紀錄片在戲院「仍舊和它的強勢他者–劇情片–

形成強烈對比，相較之下而可以簡單地被定義為『非虛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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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對的，依題材而被經過篩選後排入時間表的電視紀錄片，其一般性標識符號的

問題則更為複雜。Austin 因此認為，個別觀眾對於被標示為「紀錄片」的素材，

也會有其各自的預想和期待，並且可能和更為既定的定義不一定相符。然而，他

指出，觀眾的理解總是會在社會中受一些主導因素–可能包含廣告炒作，和有關紀

錄片的商業及媒體論述，再加上對任何放映素材的文本組織–所形塑。因此，藉由

辯證與探究在社會脈絡的影響下，觀眾對於特定類型的期待，以釐清紀錄片變動

的定義問題，則為其研究之主要目的的立論基礎。	  

          紀錄片的定義是變動的，隨著不同時代社會脈絡中所盛行的意識形態、表現

形式、科技、社會議題、發行與製作方式等的改變，而不斷變動。電影史學家

Paul Arthur（2005）曾歸納出幾個元素，以描述紀錄片這個難以捉摸的概念： 

       有些理論家主張紀錄片本身即為一個類型，然而一個更為合理

的取徑，是將其描述為一個生產模式，一個集資、拍片、後製，和所

有被標示為『紀錄片』的作品常見的表現趨勢等相互連結的網絡

（Arthur, 2005, p.20） 

儘管如此，Arthur 的註解卻關鍵性地遺漏了觀眾的假設、傾向和觀看策略等面向。

如 Vaughan（1999）所爭論： 

        使一部電影為「紀錄片」的，是我們看它的方式；而紀錄片

的歷史則是一連串的策略，電影創作者試圖藉此讓觀眾用特定的方式

看電影。⋯⋯視一部電影為紀錄片，亦即將其意義視為與經過攝影機前

的事件及拍攝客體相關的；簡言之，便是視其為所紀錄之物的表徵

（Vaughan, 1999, p.84-5） 

   然而，在指涉紀錄片的疆界為框架競爭的產物且在攝影本體論上建立其合法性的

同時，Vaughan 也意識到，即使透過行銷和評論來界定一個名為「紀錄片」的領

域，以促成指事性推論的中介，這樣的回應仍無法在任何觀眾身上獲得完全的保

證。而 Arthur 所謂的紀錄片標籤，亦即既有期待、預設或定義，亦不能被視為理

所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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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到英國文化學者霍爾於 1974 年提出的製碼 / 解碼模式所影響，英國學者莫

利於 1980 年針對電視記實節目所做的閱聽人解讀研究，開啟了當今閱聽人研究

主要的研究趨勢–接收分析。其研究劃時代的意義，在於將媒介與文化研究帶到經

驗性的層次，而非停留在理論性的辯論，同時也將源自於文學研究和電影理論的

接收分析取徑，帶入媒介和傳播科技的質性閱聽人分析領域之中（趙庭輝，

2003）。莫利所著重的，是社會性的閱聽人，亦即讀者依其社會文化背景而有不

同的解讀位置。此後，有相當多研究被開展，以檢視觀眾能夠如何抵抗由主流媒

體對於真實的建構。視觀眾為更加主動，且能選擇性地使用和詮釋媒介訊息，成

為一股風潮。與此同時，社會脈絡之於觀眾、文本類型、機構，以及媒介與受眾

間互動的形塑，也越來越受重視。如前所述，這樣的模式之後也開始影響學者們

對於戲院觀眾的思考。往後相關的閱聽人研究，對於觀眾群體中的認同議題以及

觀看的社會脈絡，則有更多的考量。	  

          綜觀過去以來的紀錄片研究，多半著墨於類型、知名紀錄片創作者的作品，

以及有關真實、現實和電影中的再現等議題爭論的探討。相對的，只有少數研究

使用質性或文化研究的取徑，來檢視紀錄片生產、發行和散佈的社會脈絡，以及

觀眾的期望與接收經驗（Dover, 2009）。這樣的情況在台灣恐怕尤其真切。過去

學者 Srinivas （2002）感嘆閱聽人–尤其是戲院觀眾–在印度的媒介研究領域中，

從來無足輕重，特別是其接收的動態過程以及所受社會–文化脈絡的影響等議題，

更是從未被探討。在台灣，紀錄片觀眾則同樣面對在研究領域中被邊緣化的處境。

然而不同的是，Srinivas 的高聲疾呼之後陸續引起其他當地學者的共鳴，不只是質

性閱聽人研究缺乏的問題性始獲得關注，對於紀錄片觀眾的研究興趣也相對增加

（Dover, 2009 ）。主要受到旅居英國的印度裔學者對接收分析取徑的引介所影響，

過去十數年間印度的閱聽人研究在將英國文化研究學派的經典之作脈絡化後，逐

漸從市場調查、量化分析，轉向質性的、重視文化脈絡之影響的分析取向。特別

是相對於主流寶萊塢電影工業對於當地媒介生態與大眾文化的宰制，了解與公民

參與及社會改革等議題環環相扣的特定類型紀錄片其可能的效力和發展，被學者

認為有其不可限量的意義與重要性。反觀台灣，質性閱聽人研究的開展雖已行之

有年，但有關紀錄片觀眾的探討，則不管是質性或量化的分析皆付之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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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學家暨文化研究學者 Petti Alasuutari（1999）曾將接收分析分為三代。第

一代接收分析以前述霍爾（1980）與莫利（1980）等人的研究為主。此一時期研

究的特性與突破，除在於以公共事務新聞節目的探討為主要研究興趣之外，因受

羅蘭巴特對意義進行區分所影響，使其等的閱聽人研究從傳統關注訊息效果的技

術取向，轉向關注意義的符號學取向。第二代接收分析則以 Ang（1985）﹑

Hobson（1982）﹑Katz 與 Liebs（1984）等人的研究為代表，標示著接收分析朝

向民族誌研究轉向﹐其研究興趣多半在於戲劇節目的討論。強調性別認同議題以

及閱聽人詮釋社群的影響，此一時期 / 類型的研究通常藉由分析特定文本，並針

對來自同一詮釋社群的閱聽人進行深度訪談，以探究其對文本的理解。其中，女

性族群的主體認同建構與其文本詮釋間的關連性，尤其受到學者們的關切。第三

代接收分析，則是 Alasuutari 認為今後閱聽人研究應當邁向的方向。其所提出的

觀點與建議，包括增加反身性的思考﹑重新回到巨觀的媒介文化領域等。台灣的

接收分析研究承襲了這樣的發展脈絡，研究興趣泰半聚焦於幾個以電視為主的文

本類型，包括電視紀實或實境節目（謝豫琦，2004 ; 徐孟延、邱琬淇，2006 ; 劉怡

汝，2009）、公共事務新聞節目（陳慕君，2004 ; 王泰俐，2009 ; 胡煜宗，2014）、

以探討女性閱聽人的觀看與解讀為大宗的其他電視戲劇節目（廖依婷，2004 ; 余

意，2006 ; 方念萱，2009 ; 李婉鈴，2014），以及部分以時尚雜誌為主的平面媒體

類型（徐孟延，2006 ; 劉琮琦，2009）。近年來隨媒體匯流的發展及傳播科技的

進步，接收分析研究的關切也開始向網路轉移（陳政佑，2008 ），並有研究者試

圖以第三代接收分析的觀點，試圖探討當前電視戲劇節目觀眾跨媒介、跨平台的

觀看行為（何綺，2011 ; 林韋葳 ，2015）。可以顯見的是，電視觀眾以及電視節

目的文本類型，依舊是國內既有接收分析研究的主要關切。 

         在少數關注大銀幕觀眾的接收分析研究中，陳婷玉（2008）將目光投注在電

影《斷背山》的已婚女性觀眾，並藉由深度訪談以探知其對於電影情節的看法與

其社會位置間的連結。立足於第二代接收分析的觀點，其研究發現有無子女的差

異造成受訪的已婚女性觀眾對於婚姻中兩性權益看法的歧異，進而影響其對於電

影文本的解讀。研究者並認為，社會對於母職的期待過於沈重，致使有子女的已

婚女性難以完全依照個人意願尋求兩性平權、自我實現和獨立自主（陳婷玉，

2008，頁 10）。除此之外，其研究發掘了訪談中的已婚女性觀眾之解讀，異於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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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主流媒體價值觀對於劇情一面倒的推崇，因此她也建議，未來的研究者應該

「進一步以較為巨觀的社會層次且多面向地去探討社會對於『女性』在不同的人

生階段中被賦予的角色期望及其文化意涵；探索位於不同家庭及社會位置的女性

所可能蘊育的不同解讀方式。」如此指涉商業或媒體論述與觀眾對於文本的理解

間的可能關聯，與前述 Austin 所提出的觀點若合符節。不同的是，雖然同樣意識

到巨觀的社會脈絡與媒介功能的影響，陳所著重的仍舊是特定詮釋社群的主體性

問題，Austin 所強調的則是整體媒介文化對於文本與觀眾之互動關係的形塑。相

對於第一代接收分析以及之前的舊有模式–將傳播視為訊息傳送後在特定效果下接

收的過程﹐並不考慮當代社會結構的影響﹐亦不闡釋媒介建構或相關的傳播事件

等概念（張玉珮，2002，頁 28）–第二代接收分析著重於媒介在日常生活中扮演

的角色，而非日常生活對文本接收的影響。可以說，轉而強調媒介功能並關注群

體主體性與權力關係，是後期接收分析研究發展過程中的重要變革。之後的第三

代接收分析則更進一步，認為研究焦點應從日常生活經驗回到對於當代媒介文化

的了解。因而，將文本視為一個可以折射出更廣泛脈絡與媒介文化的載體，而不

單是被編碼後被特定詮釋社群解碼的符號組合，應作為往後思考紀錄片閱聽人研

究的重要認識基礎。	  

      在觀點取徑上，新的接收分析研究發展所添增的方法和考量面向，確實有助於

闡釋與描繪紀錄片文本和觀眾在當今社會脈絡中的關係。但就文本類型的層面而

論，早期接收分析研究著針對電視非虛構文本所提出的部分討論與發現，亦有其

值得參考之處。尤其是觀眾對於非虛構文本的一般性假設與期待、誠實與信任的

議題，以及真誠與造假、真實與非真實等觀念的區別，乃至於觀眾從這些既成感

知所延伸出的媒介使用等探討，可以幫助我們思考歷來紀錄片論域中的種種核心

爭論，並與未來紀錄片的閱聽人研究產生對話。舉例來說，莫利與若干研究者於

90 年代末期的研究皆發現，文本的類型會影響閱聽人對閱聽行為的看法，如新聞

節目因為與公共領域連結，使其收看被視為一項公民責任，從而「必須」（must）

這樣義務性的字眼便被常用以說明新聞的觀看，反之卻鮮少被用於電視劇的接收

（張玉珮，2002，頁 33）。過去紀錄片學者提出「知的欲望」來描述文本與觀眾

間互動的基本面向。如 Nichols（2001）認為觀眾之所以會接觸紀錄片，是出於對

影片能滿足其對居住世界想知道更多的期待；而紀錄片則透過解說的鏡頭，向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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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提出契約式的協商，承諾能刺激並滿足觀眾知的欲望。然而，莫利等人的發現，

指出非虛構文本因為與公領域連結，使閱聽人視其收看為一種「必須」，則在紀

錄片文本與觀眾的互動間，是否也存在這種近似於「知的責任」或「知的義務」

之面向？倘若答案為肯定，則紀錄片是否也透過解說的鏡頭，向觀眾暗示了「不

知」的後果或嚴重性，間接使「不知」的罪惡感成為促使觀眾接觸紀錄片或進一

步了解片中議題的原因之一？依此觀點，則來自不同詮釋社群的觀眾對於此互動

向度的反應為何？ 

       面對上述研究發現，Alasuutari（1999）認為這顯示中產階級男性試圖自然化其

「正統的品味」（legitimate taste），使電視節目出現道德階層（moral hierarchy）；

相反的，Hoijer（1999）則不認為人們的收視行為與理想的道德立場間有一致的關

聯（張玉珮，2002，頁 33）。顯見可由此問題延伸出的論點，除了對閱聽行為之

道德層面的探討，還有研究者傾向將特定文本類型與特定階級消費者相鏈結的潛

在假設（後者也被 Austin 指陳是未來的紀錄片閱聽人研究需要去挑戰和檢視的面

向）。在既有的紀錄片論述中，觀看的罪惡感通常出現在觀者透過影像對他人苦

難的見證，以及紀錄片製作的倫理議題的討論之中。而在更為強調閱聽人反身性

的近期接收分析研究中，諸如此類有關觀眾對於其自身閱聽行為及其與文本關係

的種種思考，則應當被做更深刻的描繪與探討。 

        接收分析與紀錄片的交會，始於 90 年代當代紀錄片理論化工程開展後。關注

觀眾看法的紀錄片學者，開始從電影與媒介研究中尋找可用以理解紀錄片觀眾–尤

其是戲院觀眾–的方法和途徑。近二十年來，紀錄片類型的演變、院線發行的普及，

以及文本、觀眾與社會脈絡間互動關係的變動，使接收分析取徑的紀錄片閱聽人

研究更受重視。如何藉由實證研究的累積，來描繪觀眾–文本–意義在當今社會情

境中所呈現出關係與樣態，以反映出更為巨觀的媒介文化，成為當前一項重要的

課題。過去 Morley（1999）指出虛構文本越來越受到閱聽人的青睞，多數閱聽人

將大部分時間花在虛構文本的閱讀，參與公共事務討論的人則逐漸減少（張玉珮，

2002: 34）。這樣歷時性的轉變，從特定紀錄片論述中語氣的轉折可清楚得證。如

自 2000 年起，原本對於混雜紀實與虛構形式之文本近乎一致的猛烈批判，到後期

轉為有越來越多評論者視紀錄劇或偽紀錄片為當代紀錄片類型發展的大勢所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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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新形式從邊緣到中心的發展，不單是顯示出創作者的改變，也意味著觀眾的改

變。過去 Nichols（2001）主張觀眾「知的欲望」乃建立在其對文本內容之真實性

的假設之上，而紀錄片也透過其「真實效果」來加強觀眾對於其真實性的假設，

並進一步利用其修辭裝置以激起和承諾觀眾所抱持的期待（即知的欲望被滿足）。

然而，今日的紀錄片觀眾生活在紀實與虛構的混合已成為一種普遍文本類型的媒

介景觀中，其對於真實、非虛構、可靠性、客觀性等過去標示紀錄片類型的概念

特徵，在認知上可能也與過去大為不同。而這也進而影響觀眾對於紀錄片的期待

和假設。過去學者如 Rabiger（1987）指出創作者與觀眾間所存在的契約

（contract）關係，以強調觀眾對於「創作者會以公正誠實的方式再現其所拍攝經

驗事物」所抱持的特定期待。觀眾對於紀錄片的假設，確實影響其接收的方式。

然而，觀眾所採取的觀看位置與期待相當多元而複雜，有賴更多研究來增進我們

的理解。網路及影片發行的擴張促使媒介內容民主化，再加上紀錄片歷來對於種

族、認同、性別、歷史記憶等的探討，皆被賦予挑戰既有「觀者」與「定位」的

角色，這些都影響了紀錄片創作者與消費者之間的關係。	  

        正如 Chapman（2009）在討論未來紀錄片的閱聽人研究時所註記： 

       每一部紀錄片都是不同的，因此應該根據歷史時期與環境的不

同，將其放置在各式各樣的環境中檢視。而觀眾對於一部電影的閱讀

也從來不是恆久不變的，而是持續地在廣泛的詮釋範圍中被重新建構

（Chapman, 2009, p.139） 

   因此，透過理論性辯證與經驗層次探討所形成的對話，以捕捉在複雜流動的社會

真實中折射出紀錄片發展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乃接收分析取徑對於目前既有紀

錄片理論研究之發展 主要的助益與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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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研究方法 

	  	  	  	  	  	  	  	  本研究擬採用深度訪談法，針對 2013 年在國內締造票房佳績、引發廣泛討論

與迴響，並獲得金馬獎肯定的院線紀錄片《看見台灣》之觀眾，進行質性方法學

的閱聽人研究。以下將進一步就研究方法、受訪者、訪談問題等研究施行細則加

以說明。 

	  

第一節    深度訪談法 

	  

        有鑒於國內與紀錄片觀眾相關理論研究的缺乏，本研究意圖透過質性的閱聽人

研究來蒐集新的觀點和資訊、增加對於紀錄片觀眾的認識和思考，及嘗試發掘更

多重要的研究議題，以提供日後的研究探討或運用之參考和對話的基礎。而為了

能深入了解在台灣的真實社會情境與文化脈絡中，紀錄片觀眾的個人觀點和接收

經驗，本研究將採質性研究方法中的深度訪談法（depth interview），並針對《看

見台灣》的觀眾進行訪談。 

	  

         深度訪談法的重要特性，在於其採用較少但具代表性的樣本，且訪談者的詢

問方式和與受訪者間的互動乃根據研究的概略計畫。整體而言，訪談對話的方向

乃由訪談者所建立，之後於訪談行進間，訪談者再針對由受訪者所提出的若干特

殊主題加以追問（徐孟延、邱琬淇，2006）。因此，為確保訪談過程所得資訊能

符合研究目的並能回答研究問題，事先的安排與規劃至關重要，尤其是訪談大綱

的擬定，必須依據研究目的來思考對應的問題，並預先檢視問題的出現順序、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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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和類型是否皆符合受訪者的教育背景和語言使用習慣（游一龍、程千芳，

2014）。	  

	  

        至於訪談的形式，據事前安排的彈性和固定程度，本研究採半結構式訪談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亦即於訪談大綱中列出已設定的問題，供受訪者

回答，但亦允許受訪者在部分主題上自由地表達自己的觀點。而訪談者則可根據

訪談大綱和受訪者的回答，隨時調整或延伸問題，並必須盡可能地完整紀錄受訪

者的反應（游一龍、程千芳，2014）。因此，除了依照研究目的與問題擬定訪談

大綱外，研究者亦需參考相關理論文獻和研究案例來發展研究子題的設定，以獲

得更具整體性和連貫性的完整答案。這樣的方法兼具結構式與開放式訪談的特性，

使訪談者可控制訪談的流程、節省訪談的時間，亦可確保訪談的品質，以得到更

為深入詳盡的資料（除孟炎、邱琬淇，2006）。	  

    	  

        考量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在於脈絡性地了解台灣觀眾對於紀錄片文本類型與意

義的觀點和接收經驗，並試圖探討在紀錄片所處之社會脈絡中，相關的商業或媒

體論述對於觀眾詮釋的影響，因此訪談大綱將圍繞在觀眾對於《看見台灣》的詮

釋及其接收經驗與媒體論述間的關聯、其對於一般紀錄片文本類型與意義的看法

等幾個主要向量。除了觀眾對《看見台灣》的詮釋之外，據先前文獻探討，「知

的欲望」及觀眾對於紀錄片所抱持的期待和假設，是理論上描繪文本與觀眾間互

動的基本面向，所以觀眾對於紀錄片的一般性假設或特定期望（不管是對普遍的

紀錄片或針對《看見台灣》）、其對於正確性和信任的態度、對於真實 / 非真實

和真誠 / 欺瞞等觀念的區辨，將是訪談的重點之一。此外，據相關研究案例對於

文化生產者對觀看經驗之形塑的考察，探究《看見台灣》的商業和媒體論述對觀

眾的可能影響，也是訪談所著重的一個面向。完整的訪談大綱請見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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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訪談大綱設計    

	  

        根據本研究之研究目的，一方面在於以《看見台灣》的個案為例，初探性地探

討觀眾的接收與詮釋及其發行期間相關商業與媒體論述對觀眾觀看的可能形塑，

另一方面則欲了解觀眾對一般紀錄片的假設與期待，包含其對真實與客觀性的看

法、對虛構 / 非虛構和真誠 / 欺瞞等觀念的區別，訪談大綱因而主要包含三個向度，

亦即基本資料與日常媒體接收情形、《看見台灣》的接收與詮釋（包含受訪者對

該片之商業與媒體論述的接收）以及對廣泛紀錄片議題的探討，並依此三向度發

展出細部問題的項目。	  

	  

        本研究之訪談大綱在設計之初參考了 Austin 於 2005 年針對其研究所設計的問

卷（附錄二），因而在探討單一紀錄片（於本研究中即為《看見台灣》）的接收

與詮釋以及廣泛紀錄片議題的向度時，也部分採用相同的問題，唯獨考量到其問

卷乃針對中產階級觀眾（在年齡與教育程度上有較高一致性）所設計，據此研究

者也將特定問題的形式進行適度修改。此外，就 Chapman（2009）對 Austin 之研

究未將網路納入考量的批評，研究者會在訪談過程中依受訪者的回答加以探討，

以求能更貼近本研究之社會脈絡。 

	  

        第一部份著重在受訪者的基本資料和媒體接收情形（以電影和紀錄片為主），

以了解個別受訪者對於電影和紀錄片等媒體的暴露程度、先驗知識和使用習慣等，

並希望藉此增加對受訪者答題內容的脈絡性理解。所提出的問題包含：「你平常

看電影 / 紀錄片的頻率是？」、「你 近期看的電影 / 紀錄片是？」、「你平常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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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哪裡獲知跟電影 / 紀錄片有關的資訊？」、「你平常看電視的頻率是？ 常看

的節目類型是？」、「你常不常看新聞？在哪裡（什麼平台）看？」等。 

 

       第二部分關注的是受訪者對《看見台灣》的接收與詮釋，問題主在詢問受訪者

對與《看見台灣》之內容、形式以及其商業與媒體論述等面向的觀察與感知。所

提出的問題包含：「你在哪裡（以何種形式）觀看《看見台灣》？」、「為何會

想去看？」、「你看完《看見台灣》後有什麼感想？」、「你 喜歡 / 不喜歡

（或印象 深刻）的部分是？」、「《看見台灣》在上映期間有蠻多相關報導和

宣傳廣告，你有沒有對哪個部分印象較為深刻？」、「電影由吳念真擔任旁白，

這對你觀賞影片有沒有任何影響？」等。 

 

       第三部分問題主要圍繞在觀眾對廣泛紀錄片的定義、形式、真實性和客觀性等

面向的個人觀點，意在進一步瞭解其對於紀錄片媒體所存在的假設與期待。其中，

為了更明確知道受訪者對於真實性、信任、虛構性 / 非虛構性以及真誠與操弄等

觀念的看法和區辨，部分問題也涵蓋紀錄片與劇情片、新聞和實境秀等（形式不

同，但於某種程度上具有同質性的）文本類型的比較。因此，所提出的問題例如：

「《看見台灣》是否為「紀錄片」對你欣賞影片的重要性為何？」、「你如何定

義一部好的紀錄片？」、「你會怎麼形容紀錄片和劇情片的不同？」、「你相信

紀錄片所傳達的都是事實嗎？」、「你相信新聞所傳達的都是事實嗎？」等。        

 

      研究者於訪談行進間針對每位受訪者所提出的基本問題，會就個別受訪者答案

的不同，而選擇性地進行延伸探討或變動題目順序。此外，考量到受訪者可能因

在年齡、教育程度或媒體消費習慣有所不同，而對相同的問題有理解能力上的差

異，研究者也會在訪談開始的初步判斷後，自行斟酌是否增減特定問題或修改提

問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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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訪談對象選取 

	  

          本研究之訪談對象主要透過人際網絡（滾雪球）和網路（主要經由臉書關鍵

字搜尋）徵求。徵求時間乃自 2015 年 10 月 1 日起至 2015 年 10 月 24 日止。訪談

方式以面對面訪談為主，倘若有因地理條件或個人因素之限制而無法接受面談的

受訪者，則改以線上視訊訪談或電話訪談的方式替代。此外，由於考量到紀錄片

的院線發行距今已時隔近兩年，擔心有受訪者對影片內容的記憶模糊，於面訪或

線上訪談前會要求受訪者不限形式、選擇性地再度觀看影片。 後徵得的受訪者

共有 14 位，其基本資料如下： 

	  

表一	  

	  

編號	   性別 / 年齡	   職業	   居住地	   受訪日期 / 地點	  

Ａ	   女 / 15	   學生	   雲林	   2015/10/14（校園空曠處） 

Ｂ	   女 / 14	   學生	   雲林	   2015/10/14（校園空曠處） 

Ｃ	   女 / 30	   牙科材料業務	   台北	   2015/10/24（受訪者住處） 

Ｄ	   男 / 50	   國中地科老師	   雲林	   2015/10/15（校園空曠處） 

Ｅ	   女 / 31	   網購專員	   高雄	   2015/10/18（受訪者住處） 

Ｆ	   男 / 62	   鐘錶店老闆	   雲林	   2015/10/18（鐘錶店） 

Ｇ	   女 / 48	   國中國文老師	   雲林	   2015/10/15（學校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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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女 / 40	   服務業	   高雄	   2015/10/26（電話訪談） 

Ｋ	   男 / 26	   採樣工程師	   台北	   2015/10/12（研究者住處） 

Ｌ	   男 / 64	   退休人員	   雲林	   2015/10/18（操場） 

Ｍ	   女 / 30	   化學品貿易業務	   台北	   2015/10/24（受訪者住處） 

Ｐ	   女 / 29	   業務助理	   台北	   2015/10/29（電話訪談） 

Ｓ	   女 / 27	   網購專員	   台北	   2015/10/3（受訪者住處） 

Ｗ	   男 / 29	   網購專員	   高雄	   2015/10/18（受訪者住處） 

	  
	  
          研究者在初步招募受訪者的過程中，發現《看見台灣》的觀眾在年齡和地域

的分佈上相當廣泛，而為了盡可能地貼近真實觀眾的樣態，研究者在選取受訪者

時也刻意挑選來自不同連齡層與居住地的觀眾。但必須注意的是，受到研究者本

身社會位置和背景的限制，所能觸及到的潛在觀眾仍以年齡在 20 至 30 歲之間者

為主，而這樣的限制也反映在本研究之受訪者的年齡分佈上。在總共 14 位受訪者

中，有 6 位受訪者的年齡在 25 至 30 歲之間，1 位 31 歲，2 位在 15 歲以下，3 位

在 40 至 50 歲之間，2 位在 60 歲以上。若以受訪者居住地的地域分佈來看，則在

雲林的有 6 位，台北的有 5 位，高雄有 3 位。實際的資料搜集時間乃自 2015 年

10 月 3 日（第一次訪談）起至 2015 年 10 月 29 日（ 後一次訪談）止。就訪談

方式而言，除了Ｉ和Ｐ因為空間 / 時間條件之限制和研究者個人因素而採電話訪

談外，其餘皆以面對面訪談完成資料搜集，且為盡可能排除外在環境對收音品質

與訪談過程的干擾，訪談地點也多選擇在受訪者或研究者住處，或是以受訪者能

享有 高便利性和感覺放鬆自在的場所為主。 

	  

	  	  	  	  	  	  	  必須說明的是，雖然實際徵得並接受訪談的受訪者有 14 人，但訪談內容得以被

視為有效資料搜集只有 13 人（除受訪者Ｆ）。原因在於受訪者Ｆ於訪談過程中常

自行夸夸其談與問題不相關的個人政治觀點，造成訪談難以順利進行，且即便在

研究者多次試圖打斷表明來意和研究目的後，該受訪者仍無法針對問題表達意見，

訪談因而在進行將近 40 分鐘後提前中斷。訪談結果事後經研究者評估其相關性與

完整性後，遂作為無效的資料採集而不列入結果分析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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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分析架構    

	  

	  	  	  	  	  	  	  	  本研究分析架構的基本元素乃採用由 Corner 與 Richardson 所提出以分析受訪者

回應的分類，亦即將觀眾對於電影的詮釋分為「透明」（transparency）與「中介

」（mediation）。這樣的分類反映出受訪者對於電影的框架化，而這樣的框架對

於觀眾的詮釋有其必要性，因此被兩位學者認為是一個接收分析研究應該納入考

量的。在其觀點中，受訪者採用「透明」框架化的詮釋來回應再現影像的真實性

和敘實性，鏡頭前事件（profilmic events）被解讀為是「真實的」（authentic）而

非建構的，只是在攝影機的觀察和紀錄下發生。另一方面，觀眾採用「中介」框

架化的詮釋，則是用來對抗電影的修辭優勢，意味著觀眾意識到其中的建構性和

不同的元素，而這樣的結果致使意義的產生來自於其作為再現的存在，而非作為

真實生活事件。Corner 與 Richardson 指出「中介」的分類被延伸利用為一種「操

弄的和 / 或強制替代的」（manipulative and / or displaced）閱讀，意指某些觀眾可

以意識到創作者操弄的意圖進而從中逃脫；相反的，某些較缺乏警覺性的觀眾則

可能因此被影響（Corner, 2008）。 從類型學的角度出發，根據這樣的分類，研究

者得以檢視受訪者對於一般紀錄片之真實宣稱和真實性等概念的看法，以及其對

《看見台灣》的框架化，並探討觀眾對特定類型涉及其基本要素的詮釋。 

 

         考量到 Corner 與 Richardson 所提出的分析架構，旨在於為新聞和紀錄片類型

提供一個據其表現形式進行初步分類的研究方式，因此可能過於簡化觀眾的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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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也援引 Roscoe 於 1999 年在其針對紐西蘭電視紀錄劇集的觀眾進行焦

點團體訪談時所提出的分析架構，亦即將觀眾的回應分為「主動性」（active）、

「社會性」（social）及「批判性」（critical）等三個面向加以探討。其中，「主

動性」面向，乃根據觀眾參考以幫助其形成詮釋的主要框架與其涉入間的互動。

其觀點認為，紀錄片觀眾的觀看通常不是完全被動的，且常伴隨不同種類的先驗

社會與政治知識。換言之，觀眾廣泛且歧異的背景知識與社會位置，決定其操作

框架化的空間與文化脈絡，其不同樣態的主體性、個體性和社會團體的身份皆為

其觀看經驗周遭的社會互動導入不同的推論元素，並進而形塑其觀看。「社會性」

面向指涉的則是其觀看經驗，何者又受到其觀看方式、地點與觀看情境等因素的

脈絡化。「批判性」面向指涉的是觀眾在接受、拒絕或批評影片所提供的資訊時

與文本協商的過程。觀眾成員可以是對其所有能力將片中議題或事件指涉到更廣

泛的社會、政治和 / 或經濟爭論具備反身性。這樣的能力也有助於觀眾理解處理

其所不熟悉議題的紀錄片（Chapman, 2009）。 

 

         必須強調的是，即使如上分類有助於檢視受訪者的回應，但任何期待能提供

截然區分不同群體之受訪者的閱讀或觀看的方式皆不甚實際，因為真實浮現的樣

態往往更為複雜。因此，重疊或者混合上述分類的立場可能出現在受訪者的回應

中是可以預期的，且受訪者的回應很少只包含單一框架或閱讀。舉例來說，觀眾

可以在不同框架間轉換，並可能以批判的方式閱讀文本的某一部份，或基於文化

接近性或直覺反應等因素而使用透明框架化和指涉性的閱讀來詮釋某段文本。再

者，基於本研究意圖初探性地嘗試將觀眾納入紀錄片論域的本質，挖掘涉及觀眾

觀點的理論面向並不將觀眾鎖死在任何假定的觀看位置的重要性，大於從類型學

的角度來建立觀眾詮釋的清楚分類。上述分析架構因此將作為研究者在分析時的

參考之一，而非解析受訪者回應的唯一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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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結果與討論 

 

第一節  撕下「紀錄片」標籤：觀眾為何看《看見台灣》 
	  	  	  	  	  	  	  	  	  	  	  	  

	  	  	  	  	  	  	  	  	  	  在 13 位看過《看見台灣》的受訪者中，除了受訪者Ｄ、Ｇ、Ｌ和Ｍ外（至少

一個月會看一部），餘下的 9 位受訪者平時甚少接觸紀錄片（受訪者Ｋ、Ｐ和Ｗ一

年內所觀看的紀錄片在一部以上，其他受訪者 近期所觀看的紀錄片即為《看見台

灣》）。反之，除了受訪者Ｄ明確表示自己平常「完全不看電影」外（此章中，受

訪者所提及的「電影」，指涉的皆是相對於紀錄片的劇情片），受訪者Ｂ、Ｅ、Ｇ

和Ｌ一年內看過的電影在三部以上，受訪者Ａ、Ｃ、Ｉ、Ｋ、Ｍ、Ｐ、Ｓ和Ｗ則每

個月至少會看一部電影。顯示多數受訪者觸及劇情片的比例和頻率皆遠大於紀錄片，

這樣的結果並不令人意外。然而，在訪談過程中，較常接觸紀錄片的受訪者與不常

接觸紀錄片的受訪者對部分問題項目的答覆，顯然受到其背景知識的影響而呈現出

特定的樣態。而為了能方便討論其中可能存在的一致性（或差異性），研究者會將

受訪者以其接收紀錄片類型的頻率分類，並在論述中以紀錄片的「慣常觀眾」指涉

受訪者Ｄ、Ｇ、Ｌ和Ｍ及其可能反映的觀眾群體，反之亦然。 

 

          在訪談一開始回答和個人紀錄片接收有關的問題時，有一部分的受訪者傾向

或直覺性地將「紀錄片」與電視轉播的形式相連結，更有 1 位受訪者認為「紀錄片」

即是一個需要在觀眾可以針對影片內容互相討論的情境下（即家中）被觀看的文本

類型。相對的，對某些受訪者來說，「紀錄片」是一個橫跨電視與電影播映形式的

類型，也有受訪者認為紀錄片太少院線發行，或是認為紀錄片中撼動人心的影像應

該透過大銀幕呈現，才能產生其說服力。舉例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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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最近看的一部紀錄片是什麼？）都雜七雜八的耶。就是我沒有很

刻意要看什麼，碰上就看。像國家地理頻道，名字一下也想不起來，

但是我就天天看，就是選台器拿著，啊天天看，有看到順眼的，阿就

繼續看。啊沒有就轉臺。（Ｌ，64 歲，男，退休人員） 

我覺得這種電影（紀錄片）啊，雖然我喜歡在電影院裡逼自己把它看

完，但是我反而覺得這種電影需要在家裡看，需要跟朋友互相討論，

不是像你在電影院、沒有辦法跟人家講話。像我們家在看《拔一條

河》，我媽媽、我哥、我、我爸，坐在一起看，會討論劇情。邊討論

劇情，邊看他們。我覺得這種感覺應該會比在電影院舒服。因為紀錄

片是一個需要討論的東西。會有紀錄片，一定是有一個需要讓人探討

的議題嘛。（Ｋ，26 歲，男，採樣工程師）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我都是在電腦、小螢幕上面看（紀錄片）吧，所以

容易覺得沉悶。會不會其實如果它是在電影院用大銀幕看，會更震撼

或是比較有說服力？（Ｃ，30 歲，女，業務） 

	  

          受訪者依據其先前的接收經驗或對紀錄片的認知，在心中直觀地將「紀錄片」

與特定的媒體播放形式相連結，是研究者在訪談之前沒有設想過的情況。以一部經

過院線發行的紀錄片電影為研究對象，研究者固然對於構成「紀錄片」一詞的類型

和播放形式有既定的認知存在，但是面對來自不同背景脈絡、具備不同先驗知識的

受訪者對「紀錄片」所持的想像，保有一定的彈性並不將任何相關概念視為理所當

然，才不致於把對於觀眾來說不具效力或意義的名詞自動歸入分析性和經驗性的類

別，顯然是研究者必須戒慎恐懼的。 

	  

	  	  	  	  	  	  	  	  	  訪談過程中，有不少受訪者提及其對廣泛定義上的紀錄片之印象。有部分受訪

者似乎對於紀錄片的再現傳統有某些特定形式上的認知，也有些受訪者把「紀錄片」

歸入相對於新聞或劇情片而言更「有深度」、正統的類別。「紀錄片」的標籤因此

對某些觀眾來說可以是獲取新知或關於議題更深入性資訊的保證，但對某些觀眾來

說則可能標示了一個較不具娛樂性、本質嚴肅的類型。舉例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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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歡看紀錄片這種東西，阿我不喜歡電影，這種有劇情、編故事的

這種我不喜歡看。有的日本片、有劇情的我看，但是要深度夠。（Ｌ，

64 歲，男，退休人員） 

新聞比較短、即時。但是紀錄片你是比較有深度地去了解跟呈現吧，

我覺得。（Ｍ，30 歲，女，業務） 

有一部片叫⋯⋯最近的，在講划獨木舟去哪裡啊？划獨木舟去日本吧我

記得。本來我們之前無聊想要去看電影的時候有講到這部片啊，我女

朋友問我這部片是什麼，我說紀錄片吧，你看、她一聽到是紀錄片就

不想看了。她連內容是在講什麼她都不知道，一聽到是紀錄片她就覺

得很無聊。（你覺得是為什麼？）因為多數的紀錄片都拍得很無聊。

（Ｋ，26 歲，男，採樣工程師） 

	  

	  	  	  	  	  	  	  	  	  	  許多受訪者在解釋自己為何不看紀錄片時，都提及過去的接收經驗。可見的是，

觀眾從其較早的接收經驗中獲得其對「紀錄片」標籤的印象，並因此影響他們後續

對於統一紀錄片類型所抱持的態度。當然，個別觀眾的背景脈絡是不可忽略的。但

是由既定印象所形成的「態度」，成為非慣常紀錄片觀眾在選擇看或不看時一個決

定性的因素。於本研究中，雖然幾乎所有受訪者（除受訪者Ｂ）在觀看《看見台灣》

前，都從媒體報導或商業宣傳中接收到該片為「紀錄片」的訊息，然而，對於平常

不關心、不感興趣、甚至排斥紀錄片類型的觀眾而言，是什麼一時改變他們既有的

態度而決定去觀賞《看見台灣》？這個複雜的問題從受訪者對於「為什麼想去看

《看見台灣》」或「是什麼影響你去看《看見台灣》」等討論的答覆中可一窺端倪。

舉例來說：	  

	  

應該是看到廣告，或者是一些資訊就是說這是一部關於台灣的紀錄片。

然後那時候它在上的時候⋯⋯引起蠻大的迴響，因為新聞一直講，生態、

日月光什麼的。（Ｃ，30 歲，女，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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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人家說很好看啊。（「人家」是指？）應該是朋友吧。那陣子很

多人在講啊，很紅啊，新聞報導都說很好看。（Ｅ，31 歲，女，網

購專員） 

因為大家都去看啊，我無聊就去看啊。（你說的「大家」是誰？）就

是身邊的朋友。那個時候很紅，宣傳打那麼重。就是想說無聊去看一

下。（你是怎麼知道大家都去看的？透過臉書嗎？還是新聞報導？）

對啊，臉書。那時候不是很流行包場，「企業包場看」還是什麼的。

其實那時候好像到處都是《看見台灣》啊。（Ｋ，26 歲，男，採樣

工程師） 

 

	  	  	  	  	  	  	  	  	  	  說到觀看動機，受訪者的回答大都提到了電影本身的商業宣傳、人際網絡或社

群媒體（尤其是臉書）的口碑行銷以及媒體報導等三個宣傳管道的資訊接收。商業

宣傳的部分，讓受訪者印象較深刻的首當其衝為其預告片，然後是電影的前導短片、

吳念真的加持、齊柏林個人過去的作品和電視專訪以及與其宣傳活動相關的媒體曝

光等。而在媒體論述方面，於當時鋪天蓋地的輿論聲浪中， 令受訪者們印象深刻

的則莫過於有關《看見台灣》揭發日月光排放廢水污染後勁溪的報導（有 8 位受訪

者提到該則新聞）。從多數受訪者的言談中不難發現，新聞報導中「環境正義」的

主導框架在觀眾心中烙下的深刻印象，之後所引起的共鳴也對其觀看動機產生絕大

的影響。當然，該片本身在宣傳上的成功在電影上映後期已受到廣泛的討論。藉由

社群媒體達成效益的口碑行銷對於還沒有定見的觀眾而言，確實有著推波助瀾的作

用。	  

	  

	  	  	  	  	  	  	  	  在觀眾還沒有實際看過影片之前，預告片是影響觀眾對影片印象的首要因素。

在本研究的 12 位受訪者中，有 4 人提到《看見台灣》預告片對其主要觀影動機的

影響。但在其他表示未受預告片影響主要觀看動機的受訪者中，也有不少人重複該

片的商業或媒體論述中對於影片所採特殊視角的宣傳和框架化，顯示其預告片畫面

以及透過文案所強調的「賣點」，確實在一般觀眾心中留下深刻印象。舉例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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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有看那個預告片，覺得導演很厲害，可以把台灣拍成這樣，我都

沒看過。（Ａ，15 歲，女，學生） 

因為有看到預告片，想說住在這塊土地上、住在台灣，想要看一下從

天空看是什麼樣子。（Ｉ，40 歲，女，服務業） 

那時候會去看是聽說拍得很漂亮啊，然後用無人攝影機空拍啊什麼的。

還有就是覺得自己住在台灣，應該要去看跟台灣有關的紀錄片這樣。

（Ｐ，29 歲，女，業務助理） 

	  

	  	  	  	  	  	  	  	  	  預告和文案中所強調的「空拍視角」、「前所未見的台灣」搭配壯闊的影像，

有效地初步引起了受訪者「知的欲望」。換言之，面對原本認知上已經相當熟悉的

議題或事物，非慣常的紀錄片觀眾從該片的宣傳中得到將會看到自己「沒有看過

的」、「不一樣的」資訊的「承諾」，是受訪者們對《看見台灣》的預告片與文案

留下深刻印象並對影片本身產生好奇的主因。當然，電影本身所使用的各種情感涉

入機制或虛構性元素在預告片中預覽式的呈現，對於部分觀眾來說無疑具有相當大

的吸引力：	  

	  

我對預告片印象很深。就吳念真的腔調和念法還蠻吸引人的。還有

「看見台灣的美麗與哀愁」跟它那個配樂剛好⋯⋯它的預告片抓得還不

錯，就它剪得還不錯，還蠻容易吸引一些⋯⋯像我個人就是因為看了預

告片所以想去看電影，才進去電影院的。（Ｓ，27 歲，女，網購專

員） 

	  

	  	  	  	  	  	  	  	  此外，對於解說者和創作者之公眾形象或背景脈絡的認同，也是驅使非慣常觀

眾選擇觀看該片的原因之一，以這兩位受訪者為例：	  

	  

⋯⋯後來真的想去看，是有看到那個專訪齊柏林。（專訪的什麼部分

讓你特別想去看嗎？）就是他做那件事情讓我覺得要去買票去看、去

支持他。因為他本來是有他的工作嘛，然後他為了做那件事情，就辭

職認真去做，然後每天五六點就是、那個都是他自己的時間喔，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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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要去橋那個飛機什麼，還有早上這樣拍，然後有時候可能天候狀

況很差啊，然後有時候他也有他自己的事情⋯⋯（Ｗ，30 歲，男，網

購專員） 

在那之前也是因為新聞電視什麼，或是大家在講，會說它是一部有關

台灣的紀錄片，所以我會想要去看。我記得預告片也是有拍到很漂亮

的風景吧，而且重點是它的旁白是吳念真喔。（在看電影前知道旁白

是吳念真，對你來說有影響嗎？）我覺得影響很大⋯⋯就是吳念真這個

人你會覺得他是一個很 reliable，很有信任性的一個人，對台灣友

好的一個人。（Ｍ，30 歲，女，業務） 

	  

	  	  	  	  	  	  	  	  	  從上可見扭轉非慣常觀眾對於「紀錄片」標籤所持印象的因素很多，並且必然

會因為每部紀錄片的議題選擇、製作方式和行銷手法等構成元素的不同而產生差異。

同樣的，與一部紀錄片在宣傳階段相關聯的一組因素，會對每個觀眾產生不同的作

用，這亦然是可想而知的。但從多數受訪者的答覆中可見，其在預告片宣傳中所呈

現的類商業劇情片元素，對於受訪者來說（尤其是非紀錄片慣常觀眾）有著一定程

度的吸引力。這也使得觀眾對於該片的期望水平從傳統紀錄片的分類中脫離，進而

提升其觀看電影的意願。下一節，研究者將進一步藉由分析受訪者對不同向度之資

訊的接收與其「涉入」影片間的互動關係，來檢視《看見台灣》觀眾的期望水平以

及其對紀錄片類型的一般性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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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紀錄片的理性與感性：觀眾的涉入 

	  

	  	  	  	  	  	  	  	  	  對於紀錄片觀眾而言，感覺和知覺是其在觀看過程中「涉入」影片的兩個可能

的主軸，或者說是兩組觀眾可能經由觀看影片所獲得的愉悅或價值。這兩種涉入的

模式	  /	  經驗對許多觀眾來說可以是重疊的，因此也 好能在分析時被視為是共同存

在的。而這兩者之間的平衡理所當然地取決於個別紀錄片文本的特性，以及可能對

每項特質有不同衡量的個別觀眾的感知。然而，有一些關於紀錄片的常識性假設，

認為此類型關注於在屏除情感涉入的狀況下傳達資訊與知識。但在本研究中，多數

受訪者的答覆則反映出《看見台灣》中情感與資訊面向並存的解讀。舉例來說：	  

	  

當然會很心痛啊，因為畢竟你還是很愛這塊土地啊。你看到它這樣被

破壞，你當然心裡會很難過啊。講到這個我就會有感覺。（Ｇ，48

歲，女，老師） 

有的地方是感覺是這樣啦，因為看了有時候會覺得何必出國，台灣就

是這麼漂亮，我們都還沒有去看過，啊幹麻跑去瑞士看。所以我的感

覺就是說⋯⋯不想再出國去看那些東西。台灣都沒有看透了。阿有的是

比較污染的啦、濫墾濫建啦，看了心裡會很激動、很反感啦。（Ｌ，

64 歲，男，退休人員） 

感受就是說，這樣的眼光會讓我們更容易對台灣有一種想愛護它的感

覺。會讓我們覺得說，原來我們自己的生活環境是這麼樣的美好、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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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或者說嗯⋯⋯真的讓我覺得驚嘆、「太棒的一個地方了」。（Ｄ，

50 歲，男，老師） 

 

	  	  	  	  	  	  	  「震撼」、「感動」、「心痛」、「激動」、「落寞」、「憤怒」⋯⋯有超過

半數的受訪者都用了明確且強烈的情緒性形容來說明自己看完《看見台灣》當下的

感受。雖然這樣的回答可能指涉《看見台灣》在資訊性內容的呈現上，跟其他紀錄

片比起來相對薄弱，但從受訪者的引述來看，其情緒性內容和感性訴求卻也是該片

的優勢，並區別出其與一般紀錄片的不同。當然在另一方面，也有所謂的「反例」。

在 5 位對於片中力圖以震懾人心的影像和情感訴求的旁白來引起觀眾共鳴的表達形

式顯示無感的受訪者中，有人抱怨通片一貫的表現方式太過「沉悶」，也有人指出

片中的解說太過平鋪直敘而缺乏立場或評論使其失去觀看的興趣。其看法如下：	  

	  

一開始看覺得有趣，因為你沒有用那個視野看過台灣嘛，除了坐飛機，

所以你這樣看看看，都覺得還蠻有趣的，但是看到後來你會覺得有點

恍神了。（Ｋ，26 歲，男，採樣工程師） 

剛開始看也是覺得很漂亮，後來覺得有點想睡覺。然後我覺得想睡覺

是因為吳念真是旁白嘛，我記得他前面沒有講話，然後可能剛上完班

很累，就有點想睡。我覺得吳念真他講那些旁白，讓我覺得有一點沒

有感情。我不知道是因為他想要站在中立的立場來看待這些事情還是

怎樣，我就覺得好像缺乏了一點感情。（Ｐ，29 歲，女，業務） 

 

	  	  	  	  	  	  	  	  	  不可否認的是，儘管紀錄片學者如	  Nichols	  曾將對於知識的渴望描述為紀錄片

對於觀眾的核心吸引力，但從本研究中受訪者的回應可以發現，《看見台灣》的成

功似乎即在於減少一般人假設紀錄片類型所應包含的資訊性內容的比例，並同時提

供一定程度的情感涉入。而這也呼應了近來有越來越多紀錄片開始挪用這類與劇情

片相連結元素的趨勢。然而，觀眾對於情感訴求的接受程度，或是對資訊性內容在

整體內容比重上的期待，不必然是區別紀錄片的非慣常觀眾和慣常觀眾的指標且因

人而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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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本研究中，可見的是較常接觸紀錄片的觀眾對於「紀錄片」標籤（尤其是在

形式面向）既有的期待和假設也更接近傳統、正統的紀錄片類型，而這樣的先驗知

識亦進而影響其對《看見台灣》的觀看。以受訪者Ｍ的回答為例：	  

	  

我對形式這一塊是沒有太大的想法啦，因為我可以獲取它 keypoint

想要表達的想法是什麼。⋯⋯因為它不是商業片、動作片，不是隨時要

撞車或引爆或一直有很大的震撼的東西啊，它就是一個可以讓你靜靜

去品味的一個電影。所以在你選擇片種的時候，應該是你心裡面就要

去調適好說「我今天看的這一部就是紀錄片，就是比較慢，然後我進

去就是放鬆、慢慢把它看完」。就像你今天拿著電腦，你今天就是要

去咖啡店把 to do list 上的十項做完，可是你今天如果是悠閒的

brunch 時間，就是點一份早餐悠悠閒閒的、慢慢看書或幹嘛。你原

本設定去的目的就不一樣啊。（Ｍ，30 歲，女，業務） 

	  

	  	  	  	  	  	  	  	  	  雖然說非慣常觀眾對於「紀錄片」標籤可能也有接近傳統、正統的假設上的認

知，但對於紀錄片類型的暴露程度和先驗知識仍影響其觀看的期待水平。而期待水

平的樣態，則關係到觀眾對於影片「非虛構性」的接受程度與評價。這種在假設和

期待之間的落差，反映在部分受訪者的言談之中。以受訪者Ｐ為例：	  

	  

（你會如何定義一部「好的」紀錄片？）要看我有沒有感動到吧。⋯⋯

中不中立、真不真實，這對紀錄片應該是基本的要求吧。（Ｐ，29

歲，女，業務助理） 

 

	  	  	  	  	  	  	  	  	  與先前引述其對《看見台灣》旁白「缺乏感情」所提出的抱怨相對照，	  受訪者

Ｐ在假設上認知「中立」為「好的」紀錄片所應具備的特質，但在實際觀看時又期

待某種情緒性或主觀性的涉入。這樣的情況並非特例，而其看似衝突的看法也未必

是受訪者的自相矛盾。事實上，不少受訪者（包含慣常與非慣常觀眾）都對資訊面

向和藉由情緒（或在其他個案中也包含人物）來操縱的涉入機制間的平衡，懷抱著

某種期待和重視。然而，如前所述，情緒性和資訊性的特質如何被衡量乃因人而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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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見台灣》緩慢的步調、刻意的留白（沒有旁白的部分）和感性而莊重的解說

方式受到一部分受訪者喜愛的同時，也有受訪者將該片與劇情片相比較，表現出對

於更強烈的表現方式或訴求的期待。以受訪者Ｗ為例：	  

	  

我覺得他這個想法還不錯。只是它想要表達的東西，在現在網路啦、

還有大家資訊流通速度那麼快的時間裡面，要在每個人心裡留下影響

力，還有改變人的生活習慣、減少對環境的污染，還是有一點難度啦。

（《看見台灣》是否為紀錄片對你欣賞影片的重要性為何？）其實沒

有影響耶。因為我在看那個它的訴求⋯⋯我覺得說它其實跟我在看《加

州大地震》、《2012》那種災難片，只是視覺效果很震撼，但是我

覺得他們要傳達的東西其實是一樣的。而且以我來說啦，看完馬上把

它忘記也是很簡單的事情，就是當作一般的電影在看這樣子而已啦。

⋯⋯但是它如果做得出災難片的效果，我可能會覺得比較不沉悶吧。

（Ｗ，30 歲，男，網購專員） 

	  

	  	  	  	  	  	  	  	  對受訪者Ｗ來說，在以類似議題為訴求而所提供的資訊對多數觀眾而言也絕非

陌生時，《看見台灣》在比較上缺乏了觀眾在看劇情片時所期待的敘事能量和情感

涉入機制，使其真實性的價值在兩相比較之下變得微不足道。而即使不與劇情片相

比較，仍有受訪者認為片中部分的情緒性（或非資訊性）表現元素在質量上超出其

對於一般「紀錄片」標籤所持的期待：	  

	  

中間有一段拍山景，覺得空白太長了，就是一直拍景色，然後是重複

的景色，那邊我覺得太多了。⋯⋯我也不喜歡片尾小朋友在山上跳舞那

裡。（為什麼？）很突兀，就紀錄片來說，還有那個結尾太肉麻了。

（Ｓ，27 歲，女，網購專員） 

	  

	  	  	  	  	  	  	  	  	  相反的，同樣的表現方式在某一部份受訪者眼中，則被解讀為其吸引力或類型

之獨特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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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如果一般人會覺得無聊，應該是前面一直給你看的時候，會覺

得太冗長。⋯⋯我不知道，會不會有一種電影它是故意這樣去呈現的，

因為它不可能一直讓你震撼、震撼、震撼⋯⋯就它的「無聊」可能是讓

你內心正在消化，然後吳念真開始講話了，帶動你的情感出來，之後

它再用負面的東西讓你震撼的時候，那會不會這也是它故意編排的？

（Ｃ，30 歲，女，業務） 

喔那我記得前面有一段時間是就一直空拍嘛，然後就只有影像、沒有

旁白，我可能會覺得那一段的時間會比較沒有耐性去看。我在想啦，

他可能是一開始讓你先去感受台灣的那種環境這樣子⋯⋯我之所以會很

想看的一個點，是小朋友在玉山山上唱拍手歌。我覺得這是他影片行

銷的一個賣點。那影片裡面的旁白的那些內容，其實我覺得就是在總

結啦。（Ｇ，48 歲，女，老師） 

 

         針對紀錄片中「過量」（excess）的概念，Nichols（1991）曾提出解釋：「如

果說劇情片中的過量較傾向於敘事層面，則紀錄片中的過量是同時表現在敘事和展

示（exposition）的面向。⋯⋯這樣的過量超出了意義詮釋的範圍以致無法捕捉

（p.142）。」依此觀之，《看見台灣》中緩慢而重複的風景畫面、為激發觀眾思

考的反覆詰問，甚至是幾乎貫穿全片的配樂，是否也能用這樣的觀點來闡釋？或許，

雖然在受訪者們有限的答覆中難以做更進一步的論述，但可見的是至少對部份受訪

者而言，這些高度重複的表現元素並不凌駕於電影本身的論述。不僅如此，這樣的

「過量」還被認為與其主旨和訴求有著緊密連結。不容否認的是，儘管在某些專業

觀眾的眼中，片中的部分元素或許確實給人「氾濫」之感，但是其再現的主體和方

式 / 視角對於一些觀眾來說則因其相對特殊性而產生某種吸引力。	  

	  

	  	  	  	  	  	  	  	  	  在《看見台灣》的案例中，除了影片所再現的主體及特殊方式以外，「旁白」

可以說是通片 顯著的元素，同時也是許多受訪者在討論認同與信任等議題時常提

及的面向之一。其重要性一方面奠基在影片本身的敘事結構，一方面則絕大程度仰

賴敘事者	  –	  吳念真	  –	  本身的公眾形象與其聲音特質。若排除兩位未滿 20 歲、表示

完全不認識吳念真的受訪者，在 10 位受訪者中，有 7 位受訪者表示由吳念真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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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白對其觀看影片有正面的影響。而根據這 8 位年齡分佈在 25 歲到 50 歲之間的

受訪者們的答覆，有一部分受訪者認為吳念真從過去以來具草根性、關心社會議題

的形象，是有助於增加旁白對觀眾的說服力的原因之一。舉例來說：	  

	  

（吳念真擔任旁白，對你欣賞影片有什麼影響嗎？）我覺得有差！我

覺得一方面吳念真的說話，二方面吳念真的這種印象，給我們覺得他

就是一個世代的代表。（你對他的印象是怎樣？）印象就是⋯⋯他的這

種本身就是一個從比較艱苦的時代，到一個比較富裕的時代，所以他

在講的時候我們會比較心有戚戚焉。⋯⋯（受訪者提及吳念真在不同廣

告中的表現）這些東西會加深我們裡面對他的一種認同感。（Ｄ，

50 歲，男，老師） 

我覺得影響很大。⋯⋯雖然發音不標準，可是就是一種情感的連結。一

聽到他的聲音就覺得「台灣！」、「啊這是我生長的土地」那種感覺。

（Ｃ，30 歲，女，業務） 

	  

	  	  	  	  	  	  	  	  	  	  受訪者間的群體認同，與其受到解說者的形象和修辭力量所激起的期望水平之

間，浮現某種連結。除此之外，也有一些受訪者認為其聲音本身的特質、說話的語

調和口氣，容易引起聽者的注意力，其公眾形象或敘事的內容反而是次要的考量。

以下列受訪者為例：	  

	  

在那個就是沒有聲音的時候，會一直期待說他下一句講話會是什麼時

候。⋯⋯我覺得倒不是說他講的內容啦，是他聲音上可能有一個吸引力，

會讓你想要去聽他想要說什麼。（Ｗ，30 歲，男，網購專員） 

他的音質還蠻特別的。可是我的角度是如果今天我不知道他是誰，我

只是單純聽他的聲音的表達，我會覺得我喜歡。（你說的出來為什麼

喜歡嗎？）⋯⋯除了誠懇以外，我覺得他講話的那個語調很有感情，而

且不會很浮誇。⋯⋯然後又剛好他的咬字也有關係，符合那樣子的一個

情境。當然如果你是換一個背景或什麼的故事，就不一定適合他。

（Ｅ，31 歲，女，網購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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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文獻探討中所述，借用亞里斯多德的「修辭證據」，Nichols 將紀錄片中藉

由解說所傳達的「藝術的」證據（即相對於以文件、見證者口述等實際材料所組成

的「非藝術的」證據，並就亞里斯多德的分類，可細分為「道德」證據、「情感」

證據和「邏輯」證據）加以解釋，其認為「道德的」證據依賴的是觀眾對於解說者

的道德角色或可信度的評估，「情感的」證據則依賴解說者對觀眾情感的訴求以製

造特定意向（或可說是引發共鳴），而「邏輯的」證據依賴的則是解說中真實或顯

著證據的來源。在本研究針對《看見台灣》所做的討論中，受訪者對於旁白的評價

多側重於由解說者所提供的道德證據和情感證據，但也有 1 位受訪者強調邏輯證據

對其觀賞紀錄片的重要性。舉例來說：	  

	  

像我是比較喜歡它的這種方式，就是解說的方式，像它裡面說的數據，

我會覺得「這就是證據」。⋯⋯就是有畫面又把數據帶出來的時候，會

增加對我的影響。（Ｃ，30 歲，女，業務） 

 

       這樣的結果彷彿也呼應 Nichols（1991）所指陳，觀眾接受證據與否，依賴解說

者的修辭技巧以及其一般性假設，勝過於一個必須且充份的邏輯程序。可以理解的

是，在沒有人物出現或不是以「人」為敘事中心的紀錄片中，部分觀眾也會一如在

觀看劇情片般，期待某種程度的情感涉入。而在《看見台灣》的例子中，對觀眾來

說聲音具有高辨識度和廣泛認知的公眾形象的解說者，便容易成為觀眾情感連結的

對象。藉由這樣的涉入機制，其解說中「藝術性」證據的說服力也得以被強化。相

反的，對於不期待情感涉入或是無法與解說者產生正向情感連結的觀眾而言，其說

服的效果則可能因為觀眾對道德和情感證據產生的評價較低而被削弱，或者必須更

為仰賴「非藝術性」證據和邏輯證據的支持。	  

	  

       從受訪者的回覆中顯見，《看見台灣》解說中情感證據的使用，是其內容觀點

能在多數觀眾心中留下深刻印象的主要原因。影像和聲音則是情感證據的主要來源。

除了旁白以外，談及該片的情感涉入機制，許多評論家都提到片中配樂。儘管在本

研究中只有受訪者Ｉ特別強調配樂對其感受的影響 – 認為配樂和旁白是讓她「感動」

的關鍵要素 – 用來增強情緒的音樂和敘事的詩意語言，確實是目前紀錄片中常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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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構元素之一。為了訴求觀眾的情感，使用扣人心弦的影像、動之以情的敘事和與

觀眾對內容的附加感受並置的音樂，在今日泰多享有商業成功的紀錄片（包括《看

見台灣》）中相當常見。而即便這樣的製作方式或趨勢受到不少學者和評論家的批

評，其對於（特別是非慣常）觀眾的效力和吸引力不可否認。	  

	  

        Nichols（1981）在討論「知的慾望」時指出，紀錄片直接陳述的模式為達成其

推論的訴求而假定一個論述的中心 – 一個「知者」的立場 – 以反覆召喚觀眾的主體，

並承諾給予其所缺乏的知識。紀錄片資訊的邏輯以及其基本的說教角色，皆依靠修

辭的裝置來產生作用。Nichols 所提醒的是，在知的欲望看似透明的激起與滿足之

下，隱藏的是文本與觀眾的互動間潛藏的霸權。這樣的政治面向難以從本研究有限

的資料搜集中深入探究。但從部分受訪者對《看見台灣》中旁白的感受和想法可見，

觀眾對於解說者意圖勸服或以「知者」的立場「說教」的覺察，而這樣的覺察並不

必然受到觀眾對於解說者在現實世界中形象的觀感所影響。以兩個對解說者身份持

不同態度的受訪者為例：	  

	  

（電影找來吳念真擔任旁白，這對你欣賞影片有什麼影響嗎？）不錯

啊。他的聲音我們也都還蠻熟悉的啊。⋯⋯只是他的表達的方式會讓我

覺得沒有什麼新意吧。⋯⋯有點像在上課。這是有點可惜的地方。（Ｅ，

31 歲，女，網購專員） 

（擔任旁白的是吳念真，這對你欣賞影片有什麼影響嗎？）我沒有真

的很喜歡吳念真。因為我覺得他的話、他的聲音，很有渲染力，很讓

人覺得親切。所以，他會用他的聲音去一些廣告。⋯⋯尤其他都講一些

什麼維骨力啊，一些健康食品啊還什麼的，我會覺得他是在利用他的

這個親和力、他的聲線，去影響這些中老年的消費者。⋯⋯雖然說我覺

得他在《看見台灣》扮演的角色實在是很重要，就是有這個旁白等於

是讓看見台灣「活」了。（Ｋ，26 歲，男，採樣工程師） 

 

       以上受訪者的答覆也顯示，觀眾有可以將修辭裝置中不同表現元素或涉入機制

區分的能力，且不輕易被任何單一的修辭驅力所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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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觀上述，這一節就研究發現所進行的整理和討論，著重在受訪者的觀看，特

別是《看見台灣》中不同的表現機制與元素，對其知覺和感覺等涉入的影響。於下

一節中，研究者將進一步分析與一般紀錄片議題有關的訪談內容進行討論，以更深

入了解觀眾觀點對於紀錄片的再現與定義問題的看法。       

	  

第三節   「真實」的所在：觀眾的假設、信任與懷疑 

       	  

        在本研究中，相較於像紀錄片解說中的邏輯證據或畫面呈現的實際證據這類資

訊性的、經過嚴謹審查的指事性保證，有部分受訪者更關注像是「人」（或說是

「人性」）、「誠懇」、「誠實」，或是和影片的特殊性等諸如此類較為模糊或較

不被精確定義的特質。其中，「誠實」或「真誠」的觀念可以藉由兩種方式企及。

第一種方式與紀錄片模式中的真實宣稱和知的愉悅有關，可以說是主要依賴知覺的

途徑；第二種方式則是透過一種相較於主流媒體而更為「簡單」的電影製作方式。

舉例來說：	  

	  

（你會怎麼形容《看見台灣》和典型劇情片的不同？） 

紀錄片它是報導這個事實，然後讓你去有你的見解和你想像的空間。

我是比較喜歡看這一類的東西啦。因為他沒有什麼再加料，喔空拍或

是怎樣，這個角度是我拍這個，你怎麼認為是你去認為，啊他的想法

是不影響你的想法，他按照他的想法去看這個事實，然後這個事實你

再有你的想法，不會像電影故事，電影是他按照他的想法，去找這個

事實來湊，然後吸引你。（Ｌ，64 歲，男，退休人員） 

（你會怎麼形容《看見台灣》和典型劇情片的不同？） 

就對我來講喔，我會希望紀錄片是單純的。因為劇情片可能複雜。

《看見台灣》可能給我們一個感覺，就是看見台灣之美。如果還要加

上劇情下去，我不知道會不會把這個主題稀釋了。（Ｄ，50 歲，男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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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lins（1993）在針對 80 和 90 年代好萊塢劇情片發展所提出的論述中，曾以

「新真誠性」（new sincerity）說明當時出現的一種電影製作方式。他認為有一些

作品選擇避免任何不真誠或折衷主義（eclecticism）的表現方式、拒絕過份操弄觀

眾的感知，以追求一種在主流媒體呈現的疆界中幾乎被忘卻的真實性。Collins 的指

陳反映在部分受訪者的回應中。顯見的是，不論是在知覺或感覺的面向，觀眾主觀

認定的操弄程度越低，則其對影片真誠性的評價可能越高。但這並不表示其指陳適

用於所有紀錄片。此外，雖然有部分受訪者喜愛《看見台灣》的原因在於其與典型

劇情片的差異性，但也有不少受訪者視其與劇情片的相似之處，是讓觀影過程更愉

悅的要素。以下列受訪者的答覆為例： 

 

（你最喜歡《看見台灣》的哪個部分？）田裡面的大腳丫，我覺得那

很酷，很像巨人走過。（A，15 歲，女，學生） 

（你最喜歡《看見台灣》的哪個部分？）最喜歡的可能還是最後那一

幕，就是在玉山山上，那個應該是布農族嘛，他們唱那個拍手歌這樣

子。（為什麼喜歡？）因為至少我覺得那個是一種希望吧。（G，

48 歲，女，老師） 

	  

	  	  	  	  	  	  	  	  	  	  儘管如此，這樣的人為痕跡顯然並不影響這些受訪者對於該片「真誠性」或

「真實性」的認定。這似乎反映其閱讀和原本只適用在虛構作品的「自願性懸其疑

義」的態度間，有著巧妙的關聯。然而，正如過去 Hill （2002）針對實境秀觀眾所

做的研究顯示，這種彈性或標準上的模糊地帶並不表示觀眾對於真實的觀念較為輕

率。接受紀錄片中顯而易見或不證自明的透明真實，與所謂的「真誠性」、「真實

性」等觀念間，並不能直接地畫上等號。這樣的疑慮在詢問受訪者更為明確的問題 

– 像是：「你是否相信紀錄片傳達的是事實？」– 後得以被釐清。受訪者對於此問

題的回覆相當廣泛，其中有一部分的受訪者是在相信的前提下表示肯定，但並不排

除「事實」被推翻的可能。舉例來說： 

	  

（你相信紀錄片所傳達的是事實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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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喔，我還是相信啦。依現在大家的標準，因為他既然要拍紀

錄片的話，我覺得至少不太敢亂拍，或者是捏造、造假這樣。（Ｇ，

48 歲，女，老師） 

（你相信紀錄片所傳達的是事實嗎？） 

我相信很多是事實。⋯⋯我們隨時都在變化嘛。因為我們總認為，拍一

些東西總是有一些目的參雜在裡面。所以不太可能，連眼睛看到的都

會變了，就不要講說⋯⋯基本我們是願意用一個比較正面的態度來看這

些紀錄片。可是我相信很多人拍是有這種意思。（Ｄ，50 歲，男，

老師） 

 

	  	  	  	  	  	  	  	  基本上，本研究中的多數受訪者都願意去相信紀錄片中的真實宣稱。但上述受

訪者談論的是較隱晦、內在的真實宣稱，例如創作者的意圖和手段，其對「真實」

的衡量似乎與「真誠性」的概念相連結。而也有一些受訪者則傾向於相信外在的真

實宣稱，其中「眼見為憑」的概念在不少受訪者對於「真實」的認定中佔有核心的

地位：	  

	  

（你相信紀錄片所傳達的是事實嗎？）我相信。沒有一百也有九十九

吧。（為什麼？）因為我剛剛說了，對我來說紀錄片就是一個要有真

實畫面的⋯⋯它如果沒有我就不會覺得它是紀錄片。（Ｅ，31 歲，女

，網購專員） 

（你相信紀錄片所傳達的是事實嗎？）不會全部相信。因為怕有些會

誇飾，新聞也是一樣啊。就是大概知道就好，不要完全相信。可是有

圖片就比較可以接受。（A，15 歲，女，學生） 

（你相信紀錄片所傳達的是事實嗎？）整體來說算相信吧。如果是側

拍、眼見為憑的東西就比較容易相信，但如果是經驗、記憶，或是有

時候是他們的感覺，就不一定會相信，就是有待討論拉，不會讓我一

看就覺得說就是這樣。（Ｐ，29 歲，女，業務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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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形式上的透明性和畫面依賴，使「眼見為憑」的假設成為這些受訪者衡

量「真實」的根基，並進而較願意接受紀錄片直接的、外在的真實宣稱。與此同時，

也有其他受訪者提出和受訪者Ｐ類似的觀點，即對某些難以精確定義的口述證據持

較為保留的態度。此外，有部分受訪者針對此問題的回答，包含其對於事實不同的

理解和觀看策略。舉例來說：	  

	  

（你相信紀錄片所傳達的是事實嗎？） 

不完全。但是我覺得它至少就是呈現出畫面和證據，讓我去注意到這

個議題。但它真的是事實嗎？我覺得也許是、也許不是，但我有自己

不斷去思考的面向出來，我覺得這比較重要。（Ｃ，30 歲，女，業

務） 

（你相信紀錄片所傳達的是事實嗎？） 

不相信。（為什麼？）看是誰在拍啦，阿還有你跟事實脫節的太厲害

啦，就不會很想看。但是有的紀錄片喔，看它的出發點啦。（你怎麼

去判斷它說的是不是事實？）我比較好奇。我會查證。我會自己去查。

（Ｌ，64 歲，男，退休人員） 

 

	  	  	  	  	  	  	  	  上述受訪者們所使用的觀看策略，包含某種懷疑論和一種自願放棄懷疑的觀看

策略，並選擇在觀看過程中或之後部屬於不同階段。這顯然與持相信論假設和單一

理解的觀看策略在理論上形成一種極端，但同樣地（重複前述論點）不能與觀眾對

真偽判定的能力或標準畫上等號。此外，再現領域中「事實」或「真實」的主觀性、

不確定性，和觀眾的閱讀與之對抗、協商的身影也在其日常的媒體實踐中顯現。	  

	  

	  	  	  	  	  	  	  	  	  綜觀上述，從多數受訪者的言談中可見的是，觀眾有期望在紀錄片類型中尋找

權威性元素的傾向，但這並不表示觀眾假設紀錄片可以提供未經中介的「真實」。

比對同一位受訪者在不同問題變項中的答覆即可發現，在觀眾的觀看中同時存在某

種程度的信任和懷疑論的情形相當普遍，而此發現意義重大的原因在於有助於反駁

某些學者所宣稱的「觀者」。至少在本研究的觀眾樣本中，學者所假設的輕信的、

將紀錄片視為真實世界的透明窗口的觀眾並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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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英語系學術社群中，紀錄片核心的真實宣稱和本身眼見為憑的證據地位，由

於近年來被認為出現危機而受到廣泛的爭辯。但在本研究中，透過紀錄片而得以接

近「真實」的觀念，仍舊是紀錄片得以在多數受訪者心中保有其權威性與聲望的主

要因素。	  以下列受訪者的答覆為例：	  

	  

（《看見台灣》是否為紀錄片對你欣賞影片的重要性為何？）就是因

為它是紀錄片，我會覺得它是真實呈現台灣的影片。可是它如果只是

劇情片，就會覺得畫面是刻意做出來的。紀錄片比較有真實感、親近

感，如果是劇情片，可能真實性或感動性就沒有這麼明顯。（Ｓ，

27 歲，女，網購專員） 

（《看見台灣》是否為紀錄片對你欣賞影片有沒有什麼影響？）我覺

得會有影響阿，因為假如說今天是一個虛擬的東西，那我就會把它當

成是一個故事，一個娛樂片可以看。可是我今天知道說它是真真實實

在拍我們生活的台灣，把你沒有看過的台灣的影像照出來給你的時候，

你會覺得這真實性很高。你會覺得它是一個事實。（Ｍ，30 歲，女，

業務） 

（《看見台灣》是否為紀錄片對你欣賞影片有沒有什麼影響？）我覺

得還蠻重要的。因為我覺得人類現在都在亂開發，有時候都會把台灣

的美破壞掉，但是它是紀錄片就會把這些記下來給大家看到。如果不

是紀錄片，是科技做出來，就會覺得沒有那麼稀奇。（A，15 歲，

女，學生） 

 

        可見的是，透過其再現傳統中的「真實效果」，紀錄片傳遞「真實」的效力仍

明顯勝過其相似物 – 劇情片。這樣的超越並不只存在觀眾受到紀錄片類型本身的

真實宣稱影響下所形成的假設與期待之中，而是一個在觀眾實際觀看後互相比較的

結果。換言之，電影中的「真實」於觀眾來說是一個相對的概念，並經由其對「真

實」的多重理解和不同的觀看策略而被衡量。因此，即便是對紀錄片中可能的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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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有高度警覺的受訪者，也仍願意再以相信為真的前提上「懸其疑義」地將紀錄

片與真實畫上等號： 

	  

現在的東西沒有動畫、特效都不可能，因為他們一定會經過後製。對

啊，我們看到的一定不完全是他們原本拍出來的東西。只是有人修得

比較自然，有的誇張一點點。⋯⋯我會覺得紀錄片就是真實。我認定它

應該呈現出事實，所以我願意去相信它是事實。我是在相信的前提下

去看紀錄片的。⋯⋯我覺得很多東西真的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譬如

說你在看歷史的時候，有一些它是可以被大眾閱覽的，可是一定會有

一些被隱藏的東西，像是正史和野史的一併存在，然後即使是正史，

歷史學家也是有不同的解讀存在，也是會分派別。（Ｍ，30 歲，女，

業務） 

	  

       受訪者Ｍ所表達的是一種 – 在相信的前提之下，接受紀錄片所傳達的、必然

經過加工的「相對真實」（或者說是一種「銀幕真實」或「再現真實」）即為真實，

但同時也意識到有所謂「絕對真實」存在的可能，並在不斷的比較和驗證中獲得

「盡量接近」絕對真實的真實 – 的觀看（或可說是思考）方式。而這樣的觀點，

令人聯想到柏拉圖的「理型論」5 對於「再現」的看法。若在此框架下思考，則某

些受訪者對紀錄片中「真實」的認知或許便接近其對「真實」之完美形式第二層次

的模仿，與劇情片中、第三層次的模仿有著相對性的存在。當然，用這樣形而上的

理論來解釋受訪者的回應，可能過度推論或偏離其原意，但卻有助於在理論辯證的

層次上理解和剖析其所謂「真實」概念中隱晦的區別和層級之分。 

 

      在訪談間，為了能更進一步探究受訪者的觀影習慣和對虛構性 / 非虛構性類型

的觀念區別，有部分問題著重於了解其對劇情片、新聞、電視紀錄片等其他媒介文

	  	  	  	  	  	  	  	  	  	  	  	  	  	  	  	  	  	  	  	  	  	  	  	  	  	  	  	  	  	  	  	  	  	  	  	  	  	  	  	  	  	  	  	  	  	  	  	  	  	  	  	  	  	  	  	  
5	  柏拉圖於著作《理想國》（Republique）中闡明其對於「再現」（或說是「模仿」）的批評與看法。其論點賦予世界上所
有事物一個相對應的「理型」（idea），亦即抽象概念上事物的本質和完美形式。依此觀點，事物又可據其再現的相似性分
為幾種層次：第一層次即為事物本身的理型，第二個層次是現實中所體現之理型的實用性存在，是盡可能依照對理型的想像

所製造出來的實物，第三個層次則是模擬第二層次之實物所創造的再現之物。在柏拉圖對模仿的批判中，最後者被認為已經

遠遠背離事物的本質，是模擬的再模擬，是錯誤的宣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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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接收和閱讀經驗。其中，劇情片與紀錄片在敘事層級上的相似性，反映在部分

受訪者的答覆中：        

	  

（你會怎麼形容《看見台灣》和典型劇情片的不同？） 

我覺得《看見台灣》不是沒有劇情耶。我印象中《看見台灣》一開始

是先，它的畫面都是很漂亮的，然後後半段才開始一直在大量的講負

面的東西。⋯⋯就是其實它也有先設定一個劇情吧。⋯⋯然後，劇情片其

實也是一步一步的在佈局啊，只是《看見台灣》沒有那麼強烈的手段。

（K，26 歲，男，採樣工程師） 

（你平常喜歡看什麼類型的紀錄片？） 

我個人會看一些清代的歷史的東西。（為什麼會對這個主題有興趣？）

就是都是故事啊。可能是比較近吧。而且有可能熟悉度是比較高，因

為你從小時候電視劇就有看康熙啊，或是宰相劉羅鍋啊，或是雍正、

乾隆這些，清代他所拍的劇情是比較多的。所以你對這塊就很熟啊。

像《步步驚心》的背景也是設定在清代。（Ｍ，30 歲，女，業務） 

	  

	  	  	  	  	  	  	  	  	  從上述受訪者對於紀錄片的觀看可發現的是，其對於片中敘事架構的覺察和劇

情性的涉入。這與 Nichols 指稱觀眾在看紀錄片時主要採用的是修辭性涉入似乎有

出入。此外，誠如文獻探討中所述，在紀錄片的文本在其架構與敘事的風格上皆與

劇情片共享數項特質，考量其文本之外的特性和觀眾的期望水平則成為區別兩者的

主要方式。Renov（1993）指出相較於劇情片，紀錄片的指涉物有著不同的歷史地

位，亦即符號使用的外在連結乃區別兩者的重要特性。然而，這樣的宣稱在受訪者

討論到真人真事改編的電影時，似乎也受到了挑戰：	  

	  

（你最喜歡的電影類型是什麼？）我還蠻喜歡那種真人真事改編的片，

我覺得會很有情感，那種衝擊力可能不是當下，是可能回來之後想，

然後過幾天那種衝擊力都還會一直留在心中，而且我覺得真的會改變

我對一些東西的價值觀吧。（所以劇情有真實的根據，對你來說很重

要嗎？）我覺得對我來說，一開始看的時候或是看完之後會有一種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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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因為很多電影對我來講可能會覺得說它是虛幻的，可能是人家對

夢想的想像什麼的，可是如果跟我說它是真人真事的，看完之後我可

能會覺得說『天啊！在這個世界上居然真的有這種事情發生。那他正

在做什麼？我做了什麼？我又可以做什麼？』。（那你覺得這種真人

真事題材的電影跟紀錄片的差別為何？）因為我至目前看的紀錄片都

屬無趣，所以除非那議題吸引我，否則不太會主動去看。（你的意思

是表現的方式很無趣嗎？）對。雖然知道電影是改編，但整個劇情較

完整、有高低起伏，至少以電影方式會比較願意去接受各種議題。

（Ｃ，30 歲，女，業務） 

	  

	  	  	  	  	  	  	  	  	  對於受訪者Ｃ來說，紀錄片與傳記式電影的指涉物皆擁有歷史地位，而在能清

楚區辨劇情片（透過情節、角色和敘事所呈現的內在一致性）與紀錄片（對歷史世

界之再現的正確性）在敘事邏輯上的差異與不同的存在價值時，平衡個人本身的接

收經驗和從中獲得的愉悅（同時包含知覺和感覺的面向）則成為觀眾選擇接觸紀錄

片與否的考量。	  

	  

	  	  	  	  	  	  	  	  當然，這樣的選擇過程顯然並不適用在某些劇情片創作者不感興趣的題材上。

但可以肯定的是，觀眾對於紀錄片真實性與可信度的衡量，除了端視其與歷史真實

的近似性外，也考量其文本中的建構世界。就這一點來看，紀錄片與某些大量挪用

其非虛構特質的相對物–劇情片–便處在一個極其接近的比較基準點上。正因如此，

區別紀錄片與傳記式電影或其他以歷史事件為素材的劇情片 大不同的關鍵，仍絕

大程度地存在於觀眾的觀看與期望水平之間。相對於在討論虛構作品時所引用之

「自願性懸其疑義」的概念，被 Nichols（2001）用來指涉劇情片的可信度存在其

文本的、創造出來的世界之中，而外在真實則在觀眾「自願性懸其疑義」之後被隔

離在外。類似的概念用以解釋紀錄片之可信度所在，至少在本研究的樣本中，是在

觀眾知悉並選擇忽略其限制	  –	  真實性與敘事並存的建構本質和內在矛盾	  –	  的前提下，

於其所宣稱的真實性之內向外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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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由《看見台灣》的案例，本章節嘗試探討受訪者對於真實性與信任、虛構性

與非虛構性、真誠與欺瞞等一般紀錄片議題的看法以及觀念上的區別。而受訪者對

於紀錄片「真實」的觀點也延伸到其對其他非虛構文本的假設與期待，這一部分也

將在以下章節中討論。	  

	  

	  

	  

第四節    客觀性與真實宣稱：觀眾的期望水平 

	  

	  	  	  	  	  	  	  	  	  	  從截至目前為止的討論中，可見的是紀錄片的再現形式與觀眾的期望水平間的

連結。而其期望水平又建立在觀眾對紀錄片的真實宣稱所抱持的信念、懷疑或否定

之上。此外，紀錄片的再現形式也同時對觀眾產生非劇情性的吸引力，並因此形成

一種推論式的邀請，使觀眾進一步考量其與片中所反映的非媒體世界間的關聯，而

紀錄片本身也藉由這樣的方式形塑其社會角色以及對公共領域的介入或貢獻

（Chapman, 2009）。觀眾對於紀錄片的詮釋和評估，因此很大一部分受到影片本

身宣稱其與外在世界之關聯所影響。而在其再現傳統中，以客觀解說來引導觀眾接

受其可信度，並盡可能潤飾片中明顯的、不可避免之建構的意圖，使其內容盡可能

以「透明」的方式呈現，更強化其所宣稱之「真實」的保證。簡而言之，在紀錄片

的真實宣稱、再現形式和觀眾的期望水平之間的巧妙平衡，是決定紀錄片在多數受

訪者心中仍保有權威性和聲望的關鍵機制。	  

	  

	  	  	  	  	  	  	  	  	  	  如此便不難理解，至少對本研究中的受訪者而言，相對於紀錄片仍被視為一個

可對重要議題的公共討論做出貢獻的嚴肅體裁，多數受訪者對於「新聞」類型的評

價卻普遍低落。以下列受訪者的看法為例：	  

	  

（你會如何定義一部「好的」紀錄片？） 

別人我不知道啦，我自己是–我要的是事實，你事實的報導就是事實

的報導，你的看法是你的看法，你不要把自己的看法參雜在事實的報

導裡面，在那邊混淆不清。譬如事實有這五個條件，這五個現象，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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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要跟你的想法不一樣的這個事實你就去除掉，阿你認同的你就報

出來。你不要先過濾。有的報導是這樣，尤其是政治新聞，它是你認

同的就報，啊不認同的就連看到都沒有，那就好像不是這種⋯⋯就不客

觀啦。因為我看就是要你的客觀報導，然後分析判斷，阿看能不能引

起我的共鳴，或是怎樣，讓我有辦法自主。⋯⋯啊所以現在很多新聞報

導，都是已經參雜到有它主觀的意思或是它的意識形態了，所以我就

不喜歡看。（Ｌ，64 歲，男，退休人員） 

 

	  	  	  	  	  	  	  	  	  	  受訪者Ｌ的觀點或態度，反映在多數受訪者的回覆之中。當受訪者對於「你是

否相信紀錄片所傳達的是事實」的問題回答泰半為肯定或「大致相信」時，其對於

「你是否相信新聞所傳達的是事實」的問題回答則盡數為否定。在本研究的訪談過

程中，新聞是除了劇情片以外， 常被受訪者主動提及以和紀錄片做比較的類型。

其文本的非虛構性特質以及建立在真實宣稱上的權威性，使其在觀眾眼中皆具有

「真實」提供者的地位。承上所述，紀錄片再現形式的「透明性」有強化其真實宣

稱的效果，而今日國內新聞失去受訪者信任的原因，則在於其對敘事傳統的背叛與

透明性的消失：	  

	  

台灣的新聞會放太多加油添醋⋯⋯不過事件本身的真實性我是相信的啦。

（加油添醋是指誇張化嗎？）對。或是放一些有的沒有的意見在上面，

像「網友說」什麼什麼的。引用的消息來源我覺得蠻重要的。類型的

話⋯⋯如果是社會事件跟國際新聞我都還蠻相信的。但如果資訊內容是

取自 Youtube 或網友我都不太相信。就會覺得看看就好。（Ｓ，

27 歲，女，網購專員） 

啊因為台灣的新聞都比較不客觀啦。（對你來說，你怎麼判定客不客

觀？）就是譬如說單講一件事情，台灣的很容易會斷章取義啊，而且

都通常那個政治立場一看就知道很明顯啊。⋯⋯然後台灣就是會一直

focus 在說誰講什麼話，誰做什麼事，啊其實這些我認為是你如果

很長期看，其實對我們生活是沒有什麼益處，那我就寧願看國外的新

聞啊。（Ｗ，30 歲，男，網購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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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在	  9	  位受訪者皆表示自己已經很少收看電視（且只有一位仍在閱讀紙本新

聞），多數受訪者的新聞資訊接收都已轉移到網路的情況下，仍有超過半數的受訪

者在被問起對「新聞」的看法，其答案指涉的依舊是以電視形式播放的新聞媒體。

更重要的是，大量汲取內容和形式多元的網路資訊，並未改變受訪者對於「正統」

新聞類型的假設和期待太多。譬如客觀性、中立、公正、全面、國際視野、傳遞經

過包裝的資訊性內容或新知等標籤特質，不斷在受訪者評論對當今國內新聞的報導

形式或可信度時被強調。在小報風格的敘事方式支配多數大眾新聞後，過去觀眾的

期望水平與該類型的再現形式和真實宣稱之間的平衡已不復在。或者，從受訪者的

觀看策略或位置來看，是找到新的平衡：	  

	  

（你是否常看新聞？）我很常。可是我不是看台灣的喔。我們 MOD

有一台寰宇全球新聞頻道，它都是有全球的，也有一個節目還蠻妙的，

叫做俄羅斯新聞。（你喜歡的原因是？）看世界的新聞至少會發現現

在都發生什麼事啊，而且現在台灣很少在報國際新聞。（Ｗ，30 歲

，男，網購專員） 

（你是否相信新聞傳達的是事實？）不相信，因為常常會誇飾。（那

你平常都怎麼接收新聞資訊？）平常比較常是用臉書看東西。臉書有

時候有一些新聞會播影片那種，我都會點進去看，知道像別的國家發

生什麼事情。（Ａ，15 歲，女，學生） 

⋯⋯我都會盡量把新聞當作一個消息來源，然後再去網路上看一下有什

麼其他資料，再去看一下他們有沒有亂報。（Ｓ，27 歲，女，網購

專員） 

	  

	  	  	  	  	  	  	  	  網路盛行和資訊透明化的時代趨勢，使接近即時的「真實」已不是大眾媒體的

專利。在長期不能提供具有在地觀點且公正、客觀報導的惡劣處境下，國內多數主

流媒體在受訪者心目中也早已不具「真實」提供者的地位，並在與全球新聞媒體競

爭態勢中無可避免地成為觀眾眾多資訊來源的選擇之一。而在本研究中，從多數受

訪者的媒體使用習慣和接收情形中，也可以覺察到一種更有自主意識（或者在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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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身上，更接近於反抗意識；抑或在某些受訪者的例子中，也更隨性跳躍）的

閱讀，且不設限於文本的類型。而這樣的閱讀方式，包含了有彈性地在不同資訊來

源間轉換、接受甚至期待異質的觀點，以及更積極地查證與反身自省。舉例來說：	  

	  

（新聞或紀錄片的「客觀性」對你來說為什麼重要？）因為我喜歡你

跟我說對這件事情有哪些看法，而不是只有你喜歡的看法，這樣我會

去質疑，說為什麼只有這種，不能有別種。我會自己上網去找其他不

同的聲音。⋯⋯我覺得就是要這樣一直一直訓練自己，你才會去接受不

同的聲音。（Ｃ，30 歲，女，業務） 

（紀錄片的「客觀性」對你來說為什麼重要？）我覺得講客觀不客觀

對我來說倒還好，因為我覺得主觀很難避免。我覺得就是你告訴我你

的觀點是什麼，那我也會自己也會去思考嘛，那如果真的想不透，覺

得沒有道理，就會自己去看、去聽別的東西。我覺得主、客觀是一體

兩面的。（Ｍ，30 歲，女，業務） 

	  

	  	  	  	  	  	  	  	  	  主流新聞媒體在再現形式與敘事風格上的小報化，有一部分反映在專注於人情

趣味和個人敘事的新聞故事比重大為提升，對於視覺和敘事的興趣也明顯增加。這

樣折衷主義取向的轉變對其聲望的影響，或許也可用來思考近來西方紀錄片論域中

對於形式的爭論。而從本研究受訪者的回覆來看，相對於新聞類型，紀錄片確實藉

由保有其再現傳統上的特質而維繫了正統的地位與權威性。然而，在觀眾對於非虛

構性文本的假設仍受其對傳統價值的認知所影響的同時，普遍提升的媒體識讀能力

使其對於類型的新形式有更為開放或包容的想像。在本研究中，部分受訪者對於紀

錄片的「真實」、再現形式等概念的理解和假設中透露出的矛盾與曖昧，也反映著

紀錄片概念本身的變動性與模糊性。以下列受訪著的答覆為例：	  

	  

我覺得可能我想像中的紀錄片可能已經發展出很多呈現的方式，可是

我的印象跟想法還是停留在過去的呈現方式。像如果是講人，我就會

還是覺得要用側拍的方式記錄他所經過的事情，或是他的生活現狀等

等。可是像你剛剛講的（《我是殺人魔》）有的可能會找人來演或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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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的，好像也是可以。就是如果我看過，可能就會重新去定義「紀錄

片」這個詞，因為它好像也不是我本來想象的這樣子而已。⋯⋯就像我

剛剛說的旁白一樣，所以就變得是說⋯⋯這一定會隨著時代而有一些改

變吧。⋯⋯就是紀錄片的本質是無聊的，因為你就是把一件發生過的事

情記錄下來嘛。但如果你想要讓它傳出去、發揚光大，讓更多人去看

這些東西的話，就好像又不得不去加一些效果來吸引大家吧。（Ｐ，

29 歲，女，業務助理） 

	  

         訪談結束前，受訪者Ｐ反問研究者 近看過哪些紀錄片，在研究者例舉近期

看過的紀錄片像是《我是殺人魔》（The Act of Killing, 2012）、《地獄蒙太奇》

（Cobain: Montage of Heck, 2015）、《浩劫》（Shoah, 1985）等，並簡單闡述其主

題內容和拍攝方式後，受訪者Ｐ提出了這樣的想法。諸如此類看似不確定、模稜兩

可的態度，實際上表現的是一種觀眾在面對虛構與非虛構性兼具的紀錄片，或虛構

與非虛構交雜的「真實」時，複雜多重而帶有反身性的觀看位置。例如：受訪者Ｃ

在談論紀錄片的真實性與信任議題時，不只一次對「到底什麼是事實」提出詰問；

受訪者Ｍ認為「現在的東西沒有動畫、特效都不可能，只是有人修得比較自然，有

的誇張一點點」，卻仍願意「在相信的前提下去看紀錄片」；受訪者Ｋ覺得「紀錄

片都拍得很無聊」，但好像「又不得不這樣子」拍；受訪者Ａ不相信新聞所傳達都

是真實，卻又認為只要有圖片就「不會去懷疑」；受訪者Ｅ在抱怨《看見台灣》部

分的表現太過冗長的同時，又立刻反思自己的文化品味對觀看的影響⋯⋯。 

 

	  	  	  	  	  	  	  	  	  在攝影與製作技術隨傳播科技快速發展而日新月異	  –	  或引用受訪者Ｅ所言「太

多東西都可以造假，新聞也可以造假」–	  的時代，「真實」的疆界無疑受到相當大

的挑戰，所有過去用以支撐真實宣稱的敘事傳統也可能因此動搖。在這樣的環境脈

絡中，多數受訪者對於媒體的力量和侷限皆展現一定程度的辨識能力。相對的，真

實與虛構間界限的模糊，也使其對任何傳統非虛構性文本類型的假設中產生必然的

不確定性。普遍來說，在面對同時包含「真實」與敘事的紀錄片，許多受訪者對其

虛構性特質表現出接受、包容、不置可否等較寬容或彈性的態度，而對於論述、證

據和畫面等非虛構性、實際性質較高材料，則傾向以接近傳統觀點的標準來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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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結 

	  	  	  	  	  	  	  	  	  	  

	  	  	  	  	  	  	  	  	  	  本章第一節著重在「紀錄片」標籤的討論，並延伸至對受訪者觀看動機的探討。

不論是對於本研究中較少數經常觀看紀錄片的受訪者或是多數對紀錄片較為陌生的

受訪者而言，在其既定印象中，「紀錄片」普遍標示了一個比劇情片甚至是新聞更

為「有深度」或更為正統的類型。蓋因如此，「紀錄片」的標籤在某些受訪者（且

不必然是紀錄片的慣常觀眾）眼中，是獲取新知或關於議題更深入性資訊的保證，

但對某些受訪者來說則屬於一個較不具娛樂性、本質嚴肅的類型，並成為其較少主

動接觸抑或排斥此類型的主要原因。而對於非紀錄片慣常觀眾且對紀錄片抱持特定

印象的受訪者來說，驅使其觀賞《看見台灣》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其商業和媒體論

述中對於「環境正義」框架的使用。即使在時隔兩年後，多數受訪者對於當時有關

《看見台灣》揭發日月光排放廢水污染後勁溪的報導仍印象深刻。台灣社會過去幾

年社運的風起雲湧和對環境保護的重視度增加，也使這樣的新聞更容易受到一般民

眾的關注。在此，社會脈絡對於觀眾的影響清晰可見。若就內部因素來看，其在預

告片中所呈現類似商業劇情片的種種虛構性特質 – 例如：經過良好後製的高畫質影

像、強調情感訴求的配樂和敘事、承諾滿足觀眾知的欲望的空拍視角⋯⋯等 –使其在

觀眾的期望水平中從傳統紀錄片的分類中脫離，也進而提升非紀錄片慣常觀眾的觀

看意願。 

 

         本章第二節中，研究者進一步分析受訪者對知覺 – 感覺兩種不同向度的資訊

接收與其「涉入」影片間的互動關係，以了解觀眾對紀錄片的觀看。過去紀錄片論

域中，存在著認為此類型乃在屏除情感涉入的狀況下傳達資訊與知識的常識性假設，

但從本研究受訪者的答覆中可見，《看見台灣》中減少一般人假設紀錄片類型所應

包含的資訊性內容的比例，並同時提供一定程度的情感涉入，是該片能引起多數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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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共鳴的主要因素。然而，觀眾對於情感訴求的接受程度，或是對資訊性內容在整

體內容比重上的期待因人而異，這點從訪談中的「反例」可見一斑。但可以確定的

是，多數受訪者（不論慣常與非慣常觀眾）都對資訊面向和藉由情緒來操縱的涉入

機制間的平衡，懷抱著某種期待。 

 

         承上，此部份也針對紀錄片中「過量」的概念進行探討，發現在《看見台灣》

中同時表現在敘事和展示面向等高度重複的表現元素，至少對某些觀眾來說並不凌

駕於電影本身的論述，甚至還被部分觀眾認為與其主旨和訴求有著緊密連結。而該

片藉由其情感涉入機制的核心 – 旁白 – 則透過吳念真的解說向觀眾提供道德、情感

和邏輯的證據。多數受訪者對於道德和情感證據的重視大過於邏輯證據，使得吳念

真本身的公眾形象、聲音特質與敘事方式對於觀眾的觀看有著關鍵性的影響。但從

「反例」可見的是，觀眾對於解說者勸服或以「知者」的立場「說教」之意圖的覺

察，且這樣的覺察並不受其對吳念真的認同與否所影響。此一部分的討論一方面呼

應近來越來越多紀錄片開始挪用虛構性元素以訴求觀眾情感的趨勢，一方面也發掘

觀眾有可以將修辭裝置中不同表現元素或涉入機制區分，且不輕易被任何單一的修

辭驅力所主宰的能力。 

 

          第三節討論的重心在於觀眾對於紀錄片類型的一般性假設。首先，紀錄片的

「真誠性」議題，乃受到觀眾對於文本的「中介」或「透明」框架化所影響。從受

訪者的觀點來看，在不被操弄的情況下滿足知的愉悅，或是覺察到一種相較於主流

媒體而更為「簡單」的電影製作方式，確實有助於其對電影「真誠性」的評價。但

這樣的標準並不適用於所有紀錄片與其觀眾。在有部分受訪者喜愛《看見台灣》的

原因在於其與典型劇情片的差異性之餘，也有部分受訪者視其與劇情片的相似之處

為讓觀影過程更愉悅的要素，且不影響其對所謂「真誠性」的認定。而這種對於虛

構與非虛構元素混雜的接受度，與觀眾對於「真實」的認知間亦沒有絕對的關聯。 

 

          從第三節的整理中可見的是，多數受訪者皆傾向接收紀錄片的「真實宣稱」。

其中，「眼見為憑」的概念仍在不少受訪者對於「真實」的認定中佔有核心的地位，

這也呼應攝影理論中對於觀眾依賴影像之「透明性」的假設。而受訪者的觀看策略，

則大致分佈在對於「真實」的單一與多元理解和相信與懷疑論所形成的光譜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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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受觀看邀請的前提下，自願性懸其疑義地接受紀錄片中的「真實」，是被較多

受訪者採納的立場之一。然而，至少在本研究的觀眾樣本中，學者所假設的輕信的、

將紀錄片視為真實世界的透明窗口的觀眾並不存在，但是透過紀錄片而得以接近

「真實」的觀念，卻仍舊是紀錄片得以在多數受訪者心中保有其權威性與聲望的主

要因素所在。 誠然，觀眾的識讀能力與愉悅是在此類議題以文本和製作為中心的

論述分析中， 常被忽略卻也 至關重要的考量。 

 

       承前面章節諸多有關劇情片與紀錄片的比較，第四節整理訪談中關於新聞和紀

錄片的討論，以探討非虛構文本的真實宣稱、再現形式與觀眾的期望水平間的互動

關係。觀眾對於紀錄片的期望水平建立在其對於影片真實宣稱的衡量，因此考量再

現與外在世界的關聯乃其詮釋的重心。觀眾對於非虛構性文本之再現「透明性」的

感知，有強化其真實宣稱的效果。而從本研究多數受訪者的觀點來看，新聞對於敘

事傳統的背叛致使其中「透明性」的消失，乃是觀眾對於此類型文本之期待與信任

度降低的主要原因。增加未經專業新聞編輯之資訊內容的攝取，並未真正改變受訪

者對於「正統」新聞類型的假設。其本身再現形式與真實宣稱間平衡的喪失才是致

使觀眾期望水平變動的關鍵。此外，在真實與虛構間界限微薄的環境脈絡中，觀眾

對於任何傳統非虛構類型之假設的不確定性成為一種必然。然而，其在日常媒體實

踐中，因應這樣的模糊曖昧而為「求真」所付出的努力和所展現的主動性卻不容忽

視。面對兼具「真實」與敘事的紀錄片，受訪者對於虛構性特質表現出較寬容或彈

性的態度，而對於非虛構性特質則傾向以接近傳統觀點的標準來衡量，這也間接說

明本研究中受訪者對於一般紀錄片和非虛構性質更高的新聞類型在期望水平上的差

異性。 

 

          承上所述，從部份受訪者的媒體使用習慣和接收情形中，也可以覺察到一種

更有自主意識的閱讀。這樣的閱讀方式，包含了有彈性地在不同資訊來源間轉換、

接受甚至期待異質的觀點，以及積極地查證與反身自省。而普遍提升的媒體識讀能

力也使其對於類型的新形式有更為開放或包容的想像。 不可否認的是，相對於熟

悉紀錄片製作面向的專業觀眾，一般觀眾的觀看可能確實處在一個更傾向於期待被

說服、被召喚而「自願性懸其疑義」的相對被動位置。在本研究的樣本中，雖然未

發現理論假設中輕信且視紀錄片為未經任何中介的透明之窗的觀眾，但也未發現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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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警覺於文本的操弄或霸權、完全表現一種批判性閱讀的觀眾。從本研究訪談可察

覺，受訪者觀看《看見台灣》的涉入和資訊處理皆是由大量的指涉性閱讀和較少量

的批判性閱讀所涵蓋，即便是真正對於文本的優勢意義或修辭持有反對框架的少數

受訪者也是如此。 但正如過去 Nichols（2001）在提出六種紀錄片的表現形式時指

出，不同時期所出現的表現形式並不具優劣之分，而是代表一組新的盛行議題、意

識形態或觀眾的想像和期待。同樣的，在不同時代脈絡下的觀眾觀點，也反映出新

的紀錄片議題、概念和觀眾受科技、文化發展影響而變動的期望水平，而因此有其

重要性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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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論與建議 

	  

	  	  	  	  	  	  	  	  	  過去紀錄片學者曾爭論紀錄片創作者有責任教育觀眾辨識紀錄片的價值、本質

與形式，使觀眾對於紀錄片的期望水平隨其發展而有所改變（Winston,  2008）。紀

錄片的客觀性也涉及在平衡地呈現事實或情境時，鼓勵觀眾自主地思考並做決定。

當然，這並不表示創作者不該提供給觀眾一個主要的論述，而是對於文本的另類解

讀應該被呈現。沒有另類觀點的並存，則紀錄片將趨近於以傳遞單一理解為目標的

宣傳（propaganda）。考量到觀眾觀點的重要性及其在紀錄片理論中的缺席，本研

究企圖以《看見台灣》為例，藉由此一結合重要紀錄片議題 – 像是紀錄片的真實宣

稱、知的欲望等迄今仍主要透過以文本和製作為中心的分析來提出的議題 – 的閱聽

人研究，以彰顯觀眾觀點可以為紀錄片論述增進的思考面向與討論。以下將針對本

研究結果與討論中，雖恐力猶未逮卻值得進一步發展或延伸討論的議題做進一步的

陳述，以作為本研究之結論並為往後研究者提供後續開展紀錄片觀眾相關研究的建

議。 

 

          首先，對於意圖研究紀錄片觀眾的研究者來說，要找到「非觀眾」– 也就是

非慣常或不在乎影片的觀眾 – 一直都是個難題。這解釋了為何有許多閱聽人研究關

注在「迷群」，這些自願奉獻的觀眾明顯讓他們更容易被搜尋（Austin, 2005）。在

本研究的研究過程中，受到研究者本身社會位置和生活圈的限制，要找到不熱衷紀

錄片或不精通電影製作的觀眾相當困難。儘管之後透過網路關鍵字或臉書標籤的方

式搜尋，尋獲的受訪者也多是具備熱愛發表、關注並「熟讀」紀錄片等共通特質的

慣常觀眾。在難尋一般觀眾甚至「非觀眾」的情況下，滾雪球抽樣成為本研究 終

採用的主要方式。出於研究之初欲了解《看見台灣》真實觀眾的動機，研究者在選

擇受訪者並沒有特別的限制，面對一開始試圖以自己「覺得無聊，後來沒有專心

看」、「沒有很喜歡」等理由婉拒訪談的受訪者，也盡可能納入樣本之中。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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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觀眾」的重要性，並不單為了反映觀眾人口的完整性，而是其作為非常態的

「反例」來源，對理論的發展有其價值。Livingstone（1988）解釋： 

 

因為他們是我們理解媒體對所有人的意義和他們為何以多樣的方式涉

入媒體的核心⋯⋯（但是）這樣的宣稱不應該被混淆成這樣案例具有觀

眾的量化代表性。（Livingstone, 1988, p.15） 

 

觀眾群體中的「反例」對於本研究所探討議題之討論的助益，也在前面章節的分析

中呈現，並成為研究者了解觀眾與文本的互動面向及其多樣性的涉入方式時重要的

參考。 

 

         其次，本研究發現，相對於新聞媒體的淪落致使其失去在受訪者心目中的可

信度與權威性之時，同樣以真實宣稱為基礎的紀錄片卻因普遍仍維持其敘事傳統而

在受訪者心中保有「真實」提供者的地位。在台灣社會近年來受到網路媒體和社運

風氣的影響，民眾對公共議題的關注度提升之背景脈絡中6，這樣的發現顯示作為

一個能有效傳遞嚴肅公共議題與有深度的資訊內容的媒體，紀錄片的發展應該受到

更多的關注。而在累積相關研究與論述的同時，觀眾觀點所能反映的新意識形態、

想像期望和概念的討論等議題則有其重要性。如在本研究發現中，受訪者對於非虛

構文本再現中「真實」概念的討論和其中的不確定性，即與近來西方紀錄片論域中

對於新形式的爭論相互呼應。而多數受訪者所表現出的閱讀與辨識能力，也為此類

爭論中的悲觀基調帶來一線希望。此外，新形式紀錄片對於虛構性元素的挪用和對

於良好敘事的著力，也反映在本研究受訪者的期待之中。例如多數受訪者對於文本

的資訊向度和情感涉入機制間平衡的期待，便是其中例證之一。或是像當少數受訪

者（以紀錄片慣常觀眾居多）將「原始」、「簡單」、「不加料」與紀錄片的「真

實性」畫上等號並視為其優勢時，多數受訪者則表達出對高畫質、「好故事」、

「賣點」等元素的重視。然而，在一票觀眾渴求紀錄片中更生動多樣的表現方式、

	  	  	  	  	  	  	  	  	  	  	  	  	  	  	  	  	  	  	  	  	  	  	  	  	  	  	  	  	  	  	  	  	  	  	  	  	  	  	  	  	  	  	  	  	  	  	  	  	  	  	  	  	  	  	  	  
6	  如根據家扶基金會於 2015 年 11 月 20 日所公佈的「2015 兒童人權日-‐青少年公民參與和網路社群媒體使用之關聯性調查

結果」指出，有超	  過四成七	  (47.2%)的高中生一周至少一次與同儕當面討論公共議題，四成五(45.4%)的高中生也會和父母

或其他家人談論公共事務。其調查也發現，只有二成四左右	  (23.7%)的高中生會和學校的師長談到這些事，凸顯學校在公民

參與實踐的教育上有所不足。此外，該調查也指出，有高達七成三(73.8%)的高中生想要經由社群媒體「多了解」公共議題，

八成五學生經由身邊朋友、家人、師長的臉書而得知訊息，六成學生則是透過知名人物或團體。然而，該調查結果之一也顯

示，在獲得訊息後，僅約 1/4(26%)的高中生「採取行動投入」公共議題。調查結果與說明取自家扶基金會網站：

https://www.ccf.org.tw/?action=news1&class_id=4&did=196	  



94	  
	  

更有感情的敘事或是更吸引人的主題之時，這樣普遍存在的期望水平將對於紀錄片

論域中有關其形式發展、功能、定義、真實性與客觀性以及倫理議題等核心問題的

討論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是有待探討的重要面向。 

        

        再者，研究者雖在前述分析中對於受訪者積極「求真」的身影給予樂觀的評價，

但不可否認的是，在本研究有限的分析中未能更深入挖掘的、可能存在於文本與觀

眾之間的霸權，是未來紀錄片的閱聽人研究不能忽略的面向。紀錄片文本的霸權絕

大部分仰賴其直接陳述 –《看見台灣》的旁白解說便是一個例子 – 與修辭裝置。其

中潛在的問題與「政治」，在 Corner （2000）的論述中被清楚指陳： 

 

        一部紀錄片作品展現越多某類特質，像是強而有力的敘事和精

心製作的解說、將其再現的人類主體作為『角色』來置放、有自覺地

風格化其影像和聲音、橫跨拍攝計畫的反身性表演等，就越容易讓其

本身被視為一項加工品（artefact）–作者表達的成果（the 

outcome of expressive authorship）（Corner, 2000, 

p.683） 

 

這種「作者表達的成果」和一部紀錄片的議題為何間存在的緊張關係，也是今日西

方紀錄片論域中沸騰的爭論之一。在 Chapman（2009）針對紀錄片《不願面對的真

相》所做的個案研究中中可見的是，多數觀眾仍然偏好「說教」：在該片大受戲院

觀眾的同時，明顯有一票觀眾沈浸在接收熟悉資訊的舒適性因素中（pp.98-101）。

或許誠如一位受訪者所說：「作者的評論會有很大的影響，但那是無形之中的。」

（Ｃ，30 歲，女，業務）而這種來自文本、透過各種新/舊修辭裝置意圖施加於觀

眾的霸權，需要由更多的實證研究來描繪。 

 

          除上述研究方向以外，面對在不同脈絡中不斷發展出不同形式與特性的紀錄

片，其「定義為何」始終是 棘手的問題。如文獻探討中提及，Nichols（1991）為

定義紀錄片的工程提出三個著手的面向，亦即機構、文本和觀眾。但其觀點也指出，

若單獨檢視紀錄片的文本，就其形式、表達邏輯、對證據的仰賴、證據式剪輯、歷

史性本質、不同表現模式的功能等各種元素來看，均可能在虛構的架構中被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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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難以作為區別紀錄片與其他劇情片的主要指標。這點在今日形式混雜、偽造品

盛行的再現領域中更顯其真切。Nichols 因而指陳，紀錄片的區辨標誌，可能較多

存在（觀眾）於觀看文本過程中所挟帶的假設與期待功能的本質之中，勝過於文本。

其也因此對觀眾的假設與期待議題進行理論探討，並提出與「知的欲望」、「創作

者與觀眾的契約關係」及「觀眾的期望水平」等概念相關的申論，為之後紀錄片理

論中的觀眾討論奠定基礎。而從本研究分析之中可見，這些理論觀點確實以不同形

式存在受訪者的回應之中。以「知的慾望」來說 – 何者與受訪者「求真的好奇」相

連結（這裏的「真」意指紀錄片中所再現並透過直接陳述所傳遞的「真實」）– 如

先前論述所提及，過去研究電視紀錄片的學者們發現，非虛構文本因為與公領域連

結，使閱聽人視其收看為一種「必須」，則在紀錄片文本與觀眾的互動間，是否也

存在這種近似於「知的責任」或「知的義務」的面向？而過去學者如 Rabiger

（1987）為強調觀眾對於「創作者會以公正誠實的方式再現其所拍攝經驗事物」所

抱持的特定期待，所提出以描繪兩者互動面向的契約關係 – 何者在本研究訪談者對

於創作者「真誠性」的感知與期待體現 – 而在一個受到去管制、匯流和分眾化所影

響的全球化脈絡中，又會有什麼樣的改變？諸如此類的問題，皆有待未來更多與觀

眾相關的實證研究來佐證，以進一步促進理論的發展與演進。 

 

         後，網路或所謂的「新媒體」對紀錄片觀眾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從本研究

樣本中可以清楚看見觀眾在多管道選擇下的分眾化，從平面和電視媒體的日常媒體

使用到以網路為主的轉移，及其透過網路資訊和社群媒體而獲得對電影的製作與發

行面向更高的涉入性。在「新媒體」的時代，觀眾不只是像在戲院中被動地坐著聆

聽和觀看的「觀者」。其涉入的方式更為主動，涉及了資訊的搜尋、瀏覽、下載、

查證、分享和討論，同時也更為隨性，甚至無所不在（但總是在「連線中」）。某

些人將此視為一個逐漸民主化的媒體使用，以及觀眾和影片產製者間重大的關係改

變。電視從「廣播」（broadcasting）變為「窄播」（narrowcasting）和小眾。這些

在全球化、分眾化和網路影響下的結果，意味著內容產製者對於觀眾的定義和選擇

應該更為精細，即使紀錄片創作者和觀眾間的關係應該仍維持一如民主與公民間的

關係（Chapman, 2009）。開放原始碼和科技帶來的利益、紀錄片和觀眾間的互動

關係，決定於觀眾所扮演的角色與採取的位置中的彈性。編輯、製作和旁觀者間角

色的交叉，在觀眾選擇從被動的資訊接收者轉為主動的內容產製者時改變。不能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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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觀主義所蒙蔽的是，隨著網路的高度發展和新知識權力的分配，所謂的網路獨立

平台成為機構本身。這是近年來在紀錄片論域中對於「行動主義」和觀眾「參與」

廣泛興起研究興趣的同時，必須考量的面向。 

 

         觀眾與其觀點，作為一個長期在紀錄片研究論域中被忽略的研究主體，在今

日網路及影片發行的擴張促使媒介內容民主化的脈絡下，扮演著挑戰我們對於紀錄

片形式的假設與增進我們對世界的理解的角色。在本研究嘗試透過理論爬梳與觀眾

的接收分析來展示紀錄片觀眾與其觀點得以對理論觀點產生貢獻所做的努力之餘，

必須承認的是這是一個議題具有高複雜性且亟待開發的領域，有賴未來更多的實證

研究來累積工作經驗並建立對話的基礎，以發展出更為完整明確而與時俱進的討論

面向與分析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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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性別： 

Q2. 年齡： 

Q3. 職業： 

Q4. 居住地： 

Q5. 學歷： 

 

Q6. 你平常看電影的頻率是？ 

- 你平常看紀錄片的頻率是？ 

- 你平常在哪裡接觸電影 / 紀錄片的相關資訊？ 

Q7. 你在哪裡看《看見台灣》？ 

Q8. 你看完《看見台灣》有什麼感想？ 

Q9. 為什麼會想去看《看見台灣》？ 

Q10. 你 喜歡《看見台灣》的哪個部分？ 

Q11. 你 不喜歡影片的哪個部分？ 

Q12. 你對《看見台灣》的哪個片段 有感觸或認同感？ 

Q13.《看見台灣》是否為紀錄片對你欣賞影片的重要性為何？ 

Q14. 你會怎麼形容《看見台灣》和典型劇情片的不同？ 

Q15. 你是否注意到《看見台灣》在形式上的任何之處？ 

 

Q16. 你在看這部片前知道什麼相關資訊？ 這些資訊從哪裡來？ 

Q17. 電影上映期間有很多相關報導和宣傳活動，你是否對哪個部分特別印象深刻？ 

Q18. 電影找來吳念真擔任旁白，這對你欣賞影片有什麼影響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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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9. 平常是否會讀影評或（在觀影前後）參考任何電影評論 / 評價？ 

- 影片上映前後，你有注意到任何影評或相關評論嗎？ 

 

Q20. 你 喜歡的電影類型是？-原因？ 

Q21. 你 喜歡 / 印象深刻的紀錄片是？- 為什麼？ 

Q22. 你常不常看電視？ 

- 你 常看的電視節目是何種類型？ 

Q23. 你是否常看新聞？ 

Q24. 你會如何定義一部「好的」紀錄片？ 

Q25. 你相信紀錄片所傳達的是事實嗎？ 

- 你認為新聞所傳達的是事實嗎？ 

Q26. 後，你還有什麼想要說的嗎？ 

（關於《看見台灣》、紀錄片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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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你看完《山中猶有讀書聲》的感想為何？ 

2 你為何去看這部電影？ 

3 你在看這部片前知道什麼相關資訊？ 這些資訊從哪裡來？ 

4 你 喜歡這部電影的哪個部分？ 

5 你 不喜歡這部電影的哪個部分？ 

6 這部影片是否為「紀錄片」對你觀賞影片有何影響？請說明你的理由。 

7 這部影片是否為法文對你觀賞影片有何影響？請說明你的理由。 

8 請你說出這部影片和典型劇情片的不同。 

9 請你說出這部影片和典型劇情片的相似之處。 

10 你會怎麼形容這部電影的理想觀眾。 

11 你在看這部影片的時候對哪個人物產生認同？為什麼？ 

12 你有注意到這部電影在形式上的任何表現嗎？（與內容無關的元素） 

13 你常看紀錄片嗎？如果答「是」，請說明為什麼是；如果答「不是」，請說明

為什麼不是。 

14 請列出三部你近期看過的紀錄片。 

15 你會如何定義一部好的紀錄片？ 

16 一般來說，你會如何描述紀錄片和劇情片的不同？ 

17 一般來說，你會如何描述紀錄片和劇情片的相似之處？ 

18 你常看電視實境節目嗎？如果答「是」，請說明為什麼是；如果答「不是」，

請說明為什麼不是。 

19 請列舉三個你近期看過的電視實境節目。 

20 你會如何定義一個好的電視實境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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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你相不相信紀錄片傳達的是事實？請說明理由。 

22 你相不相信電視實境節目傳達的是事實？請說明理由。 

23 請列舉三部你近期看過的劇情片（電視、DVD 或院線皆可）。 

24 你 喜歡的三個電視節目為何？ 

25 你平常收聽的廣播電台為何？ 

26 請列舉三本你近期閱讀的書籍。 

27 請依照喜好程度列舉六個你 喜歡的休閒活動。又，你是否會將「去戲院看電

影」和「看電視」列入？ 

28 後，你有什麼想要補充的嗎？可以是任何有關紀錄片或本問卷截至目前為止

所提出的議題。 

 

資料來源：譯自 “Seeing, Feeling, Knowing: A Case Study of Audience Perspectives 

on Screen Documentary” by T. Austin, 2005, Participations, 2(1), Appendix: Etre et 

Avoir Questionnaire. Retrieved from 

http://www.participations.org/volume%202/issue%201/2_01_austin_appendix.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