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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海角七號》主要演員列表 

 

表 15、電影《海角七號》主要演員及其角色內容 

演員 角色 備註 

范逸臣 阿嘉 樂團吉他手兼主唱，從台北失意地回到家鄉恆春，經繼父的安排，代

班郵差一職，因緣際會與七封 60 年前的情書，和鎮上臨時湊成的樂團

交錯在一起。 

田中千繪 友子 來台灣尋求發展的日本人，與 60 年前的情書內的女孩同名。模特兒公

司的翻譯員（實質職位是模特兒，只是被當成翻譯員），後來成為演唱

會公關。 

在日本歌手中孝介尚未到來時，要在數天內，觀察以及協助在地臨時

樂團在演唱會上準備的兩首歌的進度。從排斥到最後喜歡上阿嘉。 

應蔚民（夾

子電動大樂

團） 

水蛙 樂團鼓手，機車「黑手」（維修員），暗戀已婚老闆娘。（註：台語「水

蛙（白話字：chúi-ke）」，即青蛙之意。） 

民雄 勞馬 樂團吉他手，原本是霹靂小組，現在在恆春當交通警察，其妻（勞馬

稱她「魯凱公主」）早年因無法忍受勞馬職業危險而離他而去。 

楊蕎安（麥

子） 

大大 樂團鍵盤手，小學學生，在教會唱詩班鋼琴伴奏，古靈精怪而早熟。

對於世俗之事不屑一顧，所以未參加鎮上召募樂團的演奏會。 

馬念先 馬拉桑 小米酒「馬拉桑」的推銷員，車城保力客家人，由鄰鄉車城到恆春日

夜奮力叫賣「馬拉桑」，後來頂替茂伯成為樂團貝斯手一員。 

林宗仁 茂伯 自稱月琴國寶的老郵差，因摔斷腿而停職，之後因歐拉朗受傷退出，

取而代之擔任樂團貝斯手，但因不熟貝斯再被馬拉桑頂替，但仍堅持

要以任何方式隨團上台表演。 

林曉培 林明珠 飯店房務員，大大的單親媽媽，是水蛙的老同學。 

馬如龍 洪國榮 恆春鎮鎮民代表會主席。大力支持當地文化與鎮民權益，湊出恆春的

樂團。元配已去世，是阿嘉的繼父，關愛阿嘉但阿嘉卻毫不領情。 

張魁 飯店經理 飯店經理，邀請中孝介舉辦演唱會打飯店形象，卻遭受洪主席必須邀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C%83%E9%80%B8%E8%87%A3&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0%89%E4%BB%96%E6%89%8B&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F%B0%E5%8C%97&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81%86%E6%98%A5&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83%B5%E5%B7%AE&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94%B0%E4%B8%AD%E5%8D%83%E7%B9%AA&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7%A5%E6%9C%AC%E4%BA%BA&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A8%A1%E7%89%B9%E5%85%92&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BF%BB%E8%AD%AF&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C%94%E5%94%B1%E6%9C%83&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C%94%E5%94%B1%E6%9C%83&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C%94%E5%94%B1%E6%9C%83&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AD%E5%AD%9D%E4%BB%8B&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4%BE%E5%AD%90%E9%9B%BB%E5%8B%95%E5%A4%A7%E6%A8%82%E5%9C%98&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4%BE%E5%AD%90%E9%9B%BB%E5%8B%95%E5%A4%A7%E6%A8%82%E5%9C%98&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4%BE%E5%AD%90%E9%9B%BB%E5%8B%95%E5%A4%A7%E6%A8%82%E5%9C%98&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BC%93%E6%89%8B&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A9%9F%E8%BB%8A&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F%B0%E8%AA%9E&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99%BD%E8%A9%B1%E5%AD%97&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D%92%E8%9B%99&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0%91%E9%9B%84(%E6%BC%94%E5%93%A1)&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0%89%E4%BB%96%E6%89%8B&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89%B9%E8%AD%A6%E9%9A%8A&variant=zh-tw#.E4.B8.AD.E8.8F.AF.E6.B0.91.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AD%A6%E5%AF%9F&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8D%B5%E7%9B%A4&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5%99%E6%9C%83&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8B%BC%E7%90%B4&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A6%AC%E5%BF%B5%E5%85%88&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0%8F%E7%B1%B3%E9%85%92&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F%9D%E5%8A%9B&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F%9D%E5%8A%9B&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BB%8A%E5%9F%8E%E9%84%89&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81%86%E6%98%A5&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B2%9D%E6%96%AF%E6%89%8B&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E%97%E5%AE%97%E4%BB%81&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C%88%E7%90%B4&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C%88%E7%90%B4&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83%B5%E5%B7%AE&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B2%9D%E6%96%AF%E6%89%8B&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B2%9D%E6%96%AF&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E%97%E6%9B%89%E5%9F%B9&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A3%AF%E5%BA%97&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81%86%E6%98%A5%E9%8E%AE&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BB%E5%B8%AD&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81%86%E6%98%A5&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AD%E5%AD%9D%E4%BB%8B&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C%94%E5%94%B1%E6%9C%83&variant=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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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在地樂團的壓力，只好勉強同意。對阿嘉的樂團不看好也不支持。 

丹耐夫正若 歐拉朗 勞馬的交通警察父親，原是樂團的貝斯手，執行公務時意外受傷而退

出樂團。 

李佩甄 機車行老

闆娘 

機車行老闆娘，豐滿美艷，為水蛙暗戀的對象。丈夫是酒鬼，她只好

在家拚命撫養三胞胎。為了她，水蛙加入樂團，擔任鼓手，希望贏得

美人青睞。 

沛小嵐 阿嘉媽 阿嘉的生母，阿嘉生父死亡後，與洪主席在一起，在背後支持著阿嘉。 

張沁妍 美玲 飯店櫃檯小姐，幾次與馬拉桑有爭執，但也培養出深厚情感。 

梁文音 小島友子 特別演出。六十年前的小島友子，是情書中的女孩，與日籍教師相戀

之後，卻在相約私奔時被拋棄。 

中孝介 教師 特別演出。六十年前的日籍老師，日本戰敗後，相約與小島友子私奔，

卻在最後一刻，沒有勇氣與小島友子共同離開。 

中孝介 在劇中扮演自己，受邀到墾丁演唱。 

蔭山征彥 （旁白） 朗讀日籍老師的七封情書。 

參考資料：維基百科245
  

 

                                                        
245 海角七號，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5%B7%E8%A7%92%E4%B8%83%E8%99%9F，瀏覽日

期：2009 年 5 月 18 日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B2%9D%E6%96%AF%E6%89%8B&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D%8E%E4%BD%A9%E7%94%84&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BC%93%E6%89%8B&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A3%AF%E5%BA%97&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A2%81%E6%96%87%E9%9F%B3&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5%99%E5%B8%AB&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AD%E5%AD%9D%E4%BB%8B&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0%81%E5%B8%AB&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2%BE%E4%B8%81&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0%81%E5%B8%AB&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5%B7%E8%A7%92%E4%B8%83%E8%99%9F�A�s�����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5%B7%E8%A7%92%E4%B8%83%E8%99%9F�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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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電影《海角七號》場景地圖 

 
圖 43、旅遊網站整理之電影《海角七號》場景地圖 

參考資料：悠遊墾丁網站246
 

                                                        
246 海角七號場景尋寶地圖，悠遊墾丁：http://uukt.idv.tw/cape7/map.htm，瀏覽日期：2009 年 5

月 17 日。 

http://uukt.idv.tw/cape7/map.ht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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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2005 年台北戲院市佔率統計 

 

表 16、台北市戲院市佔率統計表格（2005 年） 

戲院名稱 廳數 座位數 票數 票房金額 平均票價 佔有率 

威秀信義影城 17 4182 2,514,318 619,185,895 246.2639551 23.2% 

美麗華大直影城 10 2967 1,273,818 326,192,947 256.0750021 12.2% 

喜滿客京華影城 13 2061 1,079,414 265,062,710 245.5616751 9.9% 

華威天母影城 8 1934 847,167 208,332,185 245.9163128 7.8% 

國賓影城微風廣場 6 1490 743,752 172,814,900 232.3555432 6.5% 

欣欣晶華戲院 11 2004 655,996 145,661,430 222.0462167 5.4% 

樂聲戲院 4 1361 626,796 147,336,490 235.0629072 5.5% 

日新戲院 2 1295 569,227 130,417,530 229.1133941 4.9% 

國賓戲院 1 1238 476,428 114,907,350 241.1851319 4.3% 

絕色電影城 7 928 389,645 85,172,710 218.5905375 3.2% 

學者全球影城 13 1401 353,317 75,753,210 214.4057886 2.8% 

哈啦影城 8 1233 225,520 47,945,290 212.5988382 1.8% 

總督戲院 5 1504 203,778 42,397,580 208.0576902 1.6% 

百老匯電影城 7 967 200,394 43,531,900 217.2315538 1.6% 

東南亞戲院 4 700 190,004 42,577,530 224.0875455 1.6% 

豪華戲院 3 1232 160,051 36,692,980 229.2580490 1.4% 

嘉年華影城 6 2101 143,220 31,991,090 223.3702695 1.2% 

總統戲院 3 599 116,975 22,975,390 196.4128233 0.9% 

長春戲院 4 697 114,915 24,065,720 209.4219205 0.9% 

真善美劇院 2 640 99,570 21,954,780 220.4959325 0.8% 

陽明戲院 4 650 95,065 21,588,850 227.0956714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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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光影城 3 1526 87,179 14,482,480 166.1234930 0.5% 

梅花戲院 2 540 70,343 15,451,470 219.6589568 0.6% 

光點 1 ??? 41,123 7,682,180 186.8098145 0.3% 

巨星全球影城 6 707 39,646 8,693,040 219.2665086 0.3% 

參考資料：行政院新聞局電影事業處 



 

139 
 

附錄四 訪談記錄（一） 

 

訪談對象：陳寶旭 總經理 

訪談人員：洪誠孝 

訪談時間：2009 年 5 月 22 日 

訪談地點：澤東電影公司台灣辦公室 

訪談簡介： 

  陳寶旭總經理為澤東電影公司台灣辦公室負責人，並具有電影製作人與經紀

人多重身分，對於整合性的電影行銷經驗豐富。澤東電影公司為知名導演王家衛

所成立，其製作電影採取「量少質精」的原則，並同時整合產業鏈，佈局「廣告」、

「音樂製作」及「藝人經紀」等業務，對於電影著作可能產生的智財權利相當重

視，運用策略亦非常多元豐富。 

  澤東電影公司旗下藝人包含「梁朝偉」、「劉嘉玲」、「張震」、「范植偉」及「柯

佳嬿」等人，曾製作《重慶森林》、《春光乍洩》、《花樣年華》、《2046》、《愛神》

等作品。 

 

訪談內容整理： 

  國片支持者呈現寡眾而集中的現象，長久以來一直是台灣電影人無能為力的

事實。而且除了電影院票房上的低落，就連電視台業者也不偏好購入國片。這樣

的現象迫使許多電影人瞄準金字塔頂端族群，以意義雋永深遠、品質細膩精緻的

作品，擠身於國際藝術電影市場的獲利空間，如侯孝賢與楊德昌類型的作品。但

僅有文化藝術上的成就，恐難撐起一個國家的電影產業結構。 

導演制與商品化 

  從電影製作的方面來說，一組典型的製作團隊，在行政與商業方向應該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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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位製片共同為「演員遴選」、「音樂製作」、「授權規畫」、「覓尋投資」與「銷售

電影」等業務範圍來努力，進而把電影推向發行端，再進一步切割海內主要市場

(Domestic)、海外市場(International)等不同區域的行銷工作，但台灣電影圈並非

如此；台灣電影的一大製作風格便是「導演制(Director-centered)」的流行。導演

制相當於台灣電影發展趨勢的核心；一部電影的籌資、拍攝到發行，幾乎都是導

演一手掌握。在文化發展上，導演制的製作模式確實為電影的內涵堅持下了許多

美好風景，但是，電影導演太過專注於內容之創作，對於發行、行銷與作品結合

的細節操作，並不如國際商業大片的行銷公司來得清楚，因此一部完整電影的商

業化策略中，是否需要考慮商品置入(Product Placing)、品牌置入(Branding-in)或

者在劇情上安排系列式(Series)的續集規劃以利後續家用電玩遊戲與網路遊戲設

計等問題，電影創作人往往並不在意。久而久之，對於電影商品化措施難免失去

知覺。 

智財作價與資金問題 

  根據陳總經理的觀察，電影拍攝的資金來源並不是最大問題，問題是在於資

金與電影製作團隊有沒有適當的媒介與可信機制來互動。近年來，有意投資電影

拍攝或跨足影視產業的商界人士越來越多，但卻受限商業角度對電影優劣評判的

誤差，無法選出有利的投資目標。電影人與商業人士之間對價值的認知缺乏相通

的語言，才是目前一大問題。陳總經理強調，電影投資人與創作人都必須具備「市

場知覺」、「消費者心理掌握」與文化藝術的「品味」，雙方才能務實地推薦、分

享並合作產製一部好的電影。過去用「卡司(Cast)」來計算市場價值的方法，顯

然早已過時。依據陳總經理的經驗，電影公司近十年來在評估電影投資／買賣

時，越來越側重於「故事類型」與「創意新鮮感」；即使卡司仍是重要依據，但

也不再能夠單純批價，而是會考量該卡司組成的過去表現與現況，以經驗法則看

待每一次的卡司價值。 

  談到資金問題，陳總經理認為輔導金政策是台灣政府對電影產業的一大扶植

動力，雖然效益得失見仁見智，但不容否認的是台灣政府有心在做，台灣的電影

環境還是值得發展的。過去，政府為提倡藝文活動，輔導金政策是採產量導向，

廣泛支持電影開拍。但到了現在，輔導金制度依舊以「獎勵」為主，甚至沒有實

質追查、考核制度來審視經費使用的效益，僅在少數電影拍攝團隊未達預期的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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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目標(Milestone)時，才有催還原款之動作。而且在輔導金的審查方面，政府經

常為了避嫌，請來的專家、學者偶爾會與現存市場有著一定程度的落差；這並不

適合台灣電影商品化的發展。台灣政府也許可以思考，當台灣電影的文化藝術表

現在國際間已然有所成就之際，也許正是個適合考慮政策轉型的契機；應可嘗試

性地鼓勵電影製作團隊積極進行商業自主的導向，以利國片對外片的抗衡。 

  對於智慧財產權的利用，陳總經理認為台灣電影產業沒有好萊塢的「工業化

(Industrialization)」基礎，難以仿照傳統產業、電子產業或製藥產業的模式；這

是因為電影的「成功」並不像其他產業可以大量複製，並受到專利保護。一部成

功的電影，縱使有許多成功的要件可以經過客觀方式去分析釐清，卻不能針對同

一部電影重複獲利。換句話說，即使掌握了相同的成功條件，在面對下一部電影

拍攝時，亦等於是重新投入、重頭來過。即便投資人明白電影將有豐富著作權、

商標或品牌產出，其價值也是電影走紅、累積出大量支持者之後才能實現。欲以

這些無形的產權去募得資金，對電影人而言很困難，這樣的投資對投資人來講更

是非常大的風險。 

華文市場的機會與影響 

  華文市場的起飛無疑是一項利基，然而對此，陳總經理憂喜參半。以香港電

影為例，商業環境成熟的香港電影碰上大中華市場，一方面是符合了許多香港電

影人的獲利期待，但「窄巷、警匪、殖民文化」等獨特的香港人文元素與社會縮

影卻慢慢被稀釋掉。香港近幾年少有「港式風味」的商業大片，2002 年以後的

《無間道》三部曲算是難得保留港式文化的作品。有些導演乾脆一手拍商業片，

一手拍攝道地、純正、小眾化的「香港電影」，以維持香港文化在香港電影產業

的存在。台灣今後若邁向華文市場，應思索台灣的海島特色與歷史文化價值該如

何保存等問題，不宜毫無保留地進入以中國電影產業為主的華文電影市場。 

虛擬通路與實體通路的競合 

  對於數位化的新通路趨勢，陳總經理表示，電影公司編列網路行銷的預算越

來越普遍，但依然是希望透過網路口碑，影響消費者觀影動機，而非鼓勵線上影

音。雖然網路音樂的模式漸漸成熟，線上影音的發展當然備受關注，但以目前付

費機制與授權、保護機制尚未完善的情況看來，電影公司並不會貿然嘗試。有些



 

142 
 

業者積極爭取線上電影的授權，但可想而知，目前仍符合市場口味的商業巨作並

不樂見實體票房受到線上觀眾的稀釋，因此，觀眾並不見得能在影音系統中收看

得到。對於實體通路，陳總經理認為要觀眾進戲院看電影需要的是「動機」，即

便線上影音發展成熟，依然無法取代電影院的「社交場合(Social Function)」與「體

驗享受(Experiential Function)」兩項重要功能。儘管線上使用人口越來越多，網

路行為越來越頻繁，電影公司為了維持實體票房的收入，還是會積極創新奇招，

不斷提供家庭無法享有的新鮮感，像是情人影廳、IMAX (Image Maximum)或 3D

電影，就是為電影院通路創造新價值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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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訪談記錄（二） 

 

訪談對象：曾瀚賢 製片 

訪談人員：洪誠孝 

訪談時間：2009 年 6 月 7 日 

訪談地點：台北市信義區咖啡廳 

訪談者簡介： 

  正統影視科班出身的曾瀚賢，是台灣新生代製片人，曾擔任郭珍弟導演電影

《練戀舞》與楊雅喆導演電影《囧男孩》之製片工作。近年與多位新生代、中生

代導演皆有合作，具有傑出的規劃與製作能力。 

  除了電影，曾瀚賢亦為公共電視人生劇展《娘惹滋味》之製作人，並於 2007

年女性影展、電視金鐘獎與 2008 年金穗獎中，獲得多項影視獎項。 

 

訪談內容整理： 

  曾瀚賢製片一開始是從創意端進入電影產業，慢慢累積電影商業化過程的經

驗，才逐漸擔任起製片的工作；這樣的經歷，讓曾瀚賢製片對電影內容與創意仍

保留不折不扣的高度堅持。而且，經過諸多電影產業的歷練，對於製片在產業中

的地位、電影業務推行上的困境，以及對台灣電影未來的期許，曾瀚賢製片亦有

很實際的感觸。 

堅持說好一齣故事 

  曾瀚賢製片表示，一齣好的電影最核心的部分還是在於內容的掌握；如何把

一篇故事說得很好，才是電影創作人最在意的部分。就像魏德聖導演一樣，抱著

熱忱拍電影，很多生活中瑣事都被抽離，只堅持於電影內涵。所以魏德聖導演雖

然本來沒預料到《海角七號》會如此空前成功，但在拍攝初期其實早就對電影內

容與創意有著極大的信心；也因如此，使他一反國片電影通常只製作少量拷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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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態，在電影後製之後堅持要有近五十部拷貝的量247。曾瀚賢導演認為，《海角

七號》說了一個引起共鳴的故事，使得「原本不看電影的人都去看了電影」，是

票房爆衝的主因之一。換句話說，許多台灣國片導演在電影拍攝初期，在意的就

是電影品質的完整、精緻、豐富，對於商業階段的想像，稍嫌遙遠。 

成本與回收的矛盾 

  有投入成本就會期待正面的回收，這是不言可喻的道理。但台灣觀影人口約

略四十萬人左右，內需市場嚴格說來並不大，因此國片對票房及後續發行版權（獲

利）的評估，經常只是保守地預估打平成本就好。對於創投業者而言，這種高風

險、回收時距也相當長，卻少見高度報酬率的投資標的，很難投得下手。近幾年

在政府的安排與鼓勵下，部分銀行已設有「信用基金」的機制，雖這幾年仍積極

調整、修改，不能稱為完滿，但這與輔導金政策一樣，對國片製作團隊都是寒冷

電影市場中的一股暖流。 

  根據曾瀚賢製片在製片實務的經驗，不乏電影人談過改進的方案，諸如增加

專業、多元的行銷團隊、法務授權團隊等皆有人提醒過，但在拍攝初期之成本並

不充裕，而且無法保證每部片都賣的情形下，要囊括這些團隊實在非常不容易。

以電影《囧男孩》為例，在電影內容方面，影片把隔代教養的問題談得不錯，只

是《囧男孩》多設定在都會觀感，較難鼓動如其他商業影片般大量的觀影人潮，

所以雖然說了個好故事，也回收三千多萬的票房收益，但要在此利潤下擴充製作

團隊依然並非容易的事。尤其目前後端行銷的成本仍高，新型態的行銷通路亦無

太大突破；像是電影《巧克力重擊》就使用了許多部落客行銷，但最後效果總是

有限。 

  小規模製作團隊是國片的常見的製作團隊型態，以至於資源不足司空見慣，

許多默默無名、資源有限的國片團隊，自然只能全心投入「創意」的發想、「內

容」的製作等工作，先在電影創意與技術方面努力，等電影紅了才會進一步去思

考將來的智財行銷佈局。 

  對於網路興起，身為製片的曾瀚賢當然也希望能有更好的行銷方式，根據曾

瀚賢製片觀察，其實許多電影公司，如山水國際，也開始重視 PTT 等網路社群

                                                        
247 電影《海角七號》最後約有近百部的放映拷貝，是國片少見的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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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源，但繼續發展下去，最終是否真有助益，現在還很難準確預測，還是需要

多方嘗試累積經驗換得的實證。也因此，即便電影人想改變、想尋覓更多資源，

但時至今日的國片製作團隊每每預估收益時，仍然還是多以保守回本作為利潤評

估基礎。 

製片角色的專業態度 

  在「導演制」盛行的台灣，部分國片製作團隊中，製片與導演的角色確實有

些模糊。但這並不能完全責備導演對內容太堅持所導致的「管太多」，因為以現

況而言，這些身兼多職的導演若不是憑著自己一股熱情、風雨無阻地投入，恐怕

近幾年國片在市場上會表現得更糟糕。換言之，市場中的專業製片人不足，或投

資界裡「識才」的伯樂太少，才是造成導演必須在指導拍攝以外的工作上燃燒自

己的主要原因。 

  曾瀚賢製片認為台灣製作與編導分工重疊的現象會逐步改進，有些導演、製

片的合作方式，其實非常仰賴彼此間的專業配合，以同一個時期上映的《囧男孩》

與《海角七號》為例，兩部電影製片的角色就稍微不同；曾瀚賢製片在《囧男孩》

的製作過程中，與另一位製片李烈有較細密的分工，讓導演楊雅喆可專心於電影

的拍攝。 

  好萊塢對製片、導演等產業人才的訓練機制行之有年，一些大型電影公司會

設立藝術電影的部門，專門培養新銳導演，等基礎功夫訓練有成，再慢慢從中挑

選，將人才拉到商業大片的製作團隊來。但台灣環境使然，從來都沒有足夠的資

源採取這類好萊塢式的人力養成方式。現階段的製片人大致只從兩方面入行，一

是與曾瀚賢製片一樣在電影製作中打滾，從「創意端」切入製片的工作，這種製

片人較能體會創意人的思考，對電影內容要求很高。另一方面，則是「市場行銷

端」進入，慢慢磨練，最後成為製片人，這類製片人無疑具有較多元的市場思維，

在電影後端行銷貢獻卓著。 

  曾瀚賢製片認為，國片要朝商業化發展，電影創作者的態度與專業製片人才

的養成勢必會越來越非常重要。台灣近幾年才開始設有製片人培訓的專班，比起

國際間的電影大國起步算晚，但儘管如此，曾瀚賢製片認為相關的培育措施若能

持續大力推行，將能顯著提升國片的產業競爭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