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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課程目標與建議
研究電影歷史與政策，用意有二。一在認知旨趣，二在致實用，求有朝一日，
台人運用電影的機會及其質量，能夠穩定增加，使其記錄與表達喜怒哀樂與品
評世局的成績，得以融入，豐富世界電影的內涵。
「三」的文獻，以好萊塢為
中心，理解相關的產業（非美學）爭論；其次作個轉彎，詢問小而美的電影模
式，如今能有何位置與意義？好萊塢模式散發吸引力也招致抵抗，法國南韓、
英國香港、中國印度日本分別表徵不同的回應類型；台灣大致是好萊塢禁臠，
特別是 1990 年代後期以降。

選課者請點選「巴黎-紐約-好萊塢」等三篇短文後，寫 500 字（以上）短文，於
第一次上課時提交。

二、 課程進行程序及評分方式
1.本週國內外電影動態及其再現
15％
2.本週主題材料導讀；
30％
3.期末作業約一萬字，每人（或組）延伸每週導讀主題或另擇新題，2008 年 1 月 8 日前繳交；30％
4.課堂出席與互動；
25％

三、 每週報告與討論課題初擬
週次 月日

閱讀題綱與材料（請自行依據興趣與能力，調整/增加材料）

開場白：什麼是電影
科技形式（西洋鏡-五分錢螢幕-戲院-「衛星、有線與影帶影碟租售於」家庭客廳-網路收看；無聲-有聲；黑白-彩色）；生產
者當中現身於螢幕者（真人/虛擬動畫）
；資金來源（邊陲-核心）；勞資關係；觀眾（美國與海外、工人娛樂/藝術形式/學生(青)(少)
年）
；地理重心（巴黎-紐約-好萊塢….）
；………

1 0925 .選課者請讀：Miller et al.,2001/馮建三譯,2003:v-xiii; 361-71，第一次上課交 500（以上）意見

好萊塢模式：總論
2 1002 總論(1) Wasko, 1994(魏玓譯 1999), 2003； Miller et al., 2001/馮建三譯,2003。
3

09 總論(2 Wasko, 1994(魏玓譯 1999), 2003； Miller et al., 2001/馮建三譯,2003。

4

16 總論(3) Wasko, 1994(魏玓譯 1999), 2003； Miller et al., 2001/馮建三譯,2003。

好萊塢模式：個論
5

23 個論（1）Christopherson and Storper (1989); Aksoy and Robins(1992；或 Garnham,1979/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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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個論（2）De Vany (2006) ；Wasser (1995) ；Kipen (2004) ；Goldsmith and O'Regan (2005:1、2、9 章)

7 1106 個論（3）Rosen (1981)；Adler (2006) ；Dodds and Holbrook (1988)

小（電影）就是美：低成本而不浪費資源，「並非 badly made films」之遁詞
8

13 (2004 年得古巴 National Film Award )Espinosa（1969{1985}/1979 /1987 李尚仁譯）
；Burton (1986/1996 迷走
譯:157-77,193-213,317-24,325-42) ；吳其諺 （1993:89-102）(電影：我是古巴)

9
10

20 Chanan (2004)（紀錄片 Small is beautiful: the story of the Free Cinema films told by their makers 2006）
27 Fernandes (2006)，（電影：口哨人生）

若即若離好萊塢: 八地電影業與政策（開始思考期末作業的題目）
11 1204 法英： Ulff-moller （1998）, Hayward(1993)；Hill (1993), Pratten and Deakin (2000)
12

11 韓港：馮建三 (2002,2003), 林有慶 (2007) ；馬戎戎 （2007）

13

18 印中日:Pendakur (2003:二、三章) ；崔君衍 (2003),駱恩典 (2003)；羅慧雯（2001）,Gerow (2006)，
舒明（2007:20-49）

14

25 台灣（1）盧非易（1998），林洋（2001），魏玓（2006）

15 01 01 開國紀念，放假
16

08 台灣（2）2004 年的「電影政策與願景」；
2002 年的「振興電影產業計畫」
（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之「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子計畫）

17

15 停課

18

22 交期末作業

四、課程大綱說明
在台灣研究「電影史與政策」
，先是認知的旨趣，後才能實用，或說，希望以後能夠有實用的機會。
認知是要弄清楚（好萊塢為主的，然後是世界各國的，口氣很大吧）電影的經濟與政治運作，然
後或說同時也是瞭解自己，如此也就有了能力瞭解，我們的人（從學者、官員、業者到觀眾）在
談電影政策或措施時，哪些部分有些道理，哪些是弄錯了。
所以，我們的重點在於探討（好萊塢）電影的消費「全球化」之「政治」過程，對於其「文化」
過程，僅能蜻蜓點水。以下先名詞釋意，本研究所指稱的重要名詞，釋意如後：
「電影」是指美國五大三小電影公司（Time-Warner, Fox, MCA/Universal, Disney,Paramount,Columbia TriStar,MGM/UA, Orien）所出產的電影，另以好萊塢作為其概括稱呼。
「電影消費」是指觀眾至電影院看電影的行為（1980 年代中期以後至今的錄放影機、影碟及居
家看無線或有線電視播放的電影等，若暫不包括，是否合理？）
，觀眾對於電影文本的詮釋，暫
不處理，單指為看電影而購票的經濟支出行為。
「電影消費全球化」是指本研究所指涉國家的電影消費市場被好萊塢式電影支配的情況（比如，
超過 50%的票房為好萊塢影片席捲，這個比例作為支配與否的判準是否合理也可追究）
，唯全球
化是一個時間演化程序，注意，並不一定是直線進行或只「進」不「退」
，因此本研究探討的是
好萊塢在各國的擴散及頓挫的經過，不是說只研究半數以上市場為好萊塢佔據以後的狀態。
「電影消費全球化的『政治』過程」指本研究所指涉國家（或地區）之政府的反應，這裡指的是
這些政府扶助好萊塢（如美國）、對抗好萊塢（美國以外的國家）或／與扶持本國電影業的政策，
以及因此而產生的兩造（國）的衝突或不同電影部門之競爭或合作過程。
「電影消費全球化的『文化』過程」指本研究所指涉國家（或地區）之報紙對奧斯卡頒獎典禮及
日常對好萊塢動向與明星等等的再現，而為了從對比中，凸顯各國（地區）對電影消費的反應特
徵，若能比較相關國家報紙對於奧斯卡頒獎及該國電影最大獎項頒獎的報紙再現狀況，更好。

電影消費全球化的『政治』過程
我們從好萊塢出發，但既然好萊塢不獨立存在，所以不可避免地會碰觸其他國家。假使我們能夠
選擇，也許我們會很想知道，舉三個例子，至今印度何以還沒有被好萊塢「吃掉」？同樣是地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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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眾的中國何以電視繁榮但電影吃緊？香港以「彈丸之地」何以能夠「風光」至今？（有人說
1997 後港片「不行」了，真這樣嗎？）到了這裡，一定有人提起南韓、法國、日本…這些我們
都想知道，在網際網路通達的年代，我們確實也可以通過集體協作，或單兵往還，很快就能夠對
於我們想要瞭解的國家之電影現況，有些基本的掌握。
但舉例總流於掛一漏萬，我們還是回歸，以「理論」
（好萊塢）為主，個案考察為輔。
假使我們環顧各種文化消費財貨，應該可以發現，電影消費應該最具有「全球化」
（有人偏好使
用「美國的或帝國的或資本主義的全球化」）面向。除了少數國家，看電影幾乎就是看好萊塢電
影的同義詞，我們似乎很難再找到如同電影這般，源自一個國度的產品，不但暢銷全球半數以上
人口，而且使得其他國家的這類產品，難有立足之地。
對於這個全球電影消費市場的形成過程，大致有二類理解方式。
第一類見解種強調的是，美國市場廣大、消費力足，國內飽和後，自然向外擴張，走向他國，是
自由貿易、比較利益原則運作的結果，而在這過程中，好萊塢的美國色彩也逐漸減褪，於是電影
消費日趨全球化，已逝的美國知名傳播科技（史）研究者 Ithiel de Sola Pool 的門生 Eli Noam（1991，
第一章）
，可說是這個見解的代表人，他們並稱在科技日新月異下，地理疆域已不復具有意義，
言下之意是國家主權不再能夠有效規範科技在社會中的運行，科技衝破了威權管制，帶來了自由
與更多的選擇。
反之，第二類見解則從歷史切入，強調美國電影佔有外國市場，機緣起自本世紀的兩次大戰，先
使歐洲電影衰退（Thompson,1985）
，後有美國政府對好萊塢影業之協助（又分作對內的賦稅手段，
以及對外的遊說及獎勵，前者參見 Guback,1986,1987;後者參見 Swann,1991）
，有以致之，並且，正重要
的是，各國政府面對電影這種兼有經濟、政治與文化面向的產業時，大多介入干預，並引發美國
與他國之糾紛、遊說與反遊說，從 1947 年起運作的 GATT（Jarvie,
1992; Filipek,1992）
，一直到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協定（Pendakur,1990; CJC,1994; Gasher,1995; McAnany and
Wilkinson,1996）再到 1993 年底的 WTO 協議有所謂的「文化免議」
（cultural exception）
，都沒有將
電影等文化產品列入談判項目（馮建三．蘇蘅,1994，第 2 章第 2 節; 陳秋玉,1995;張新
平,1996;Miller,1996）
，而 WTO 談判後的歐洲聯盟與美國之爭議仍在熾熱進行，原因在此。
以上兩類理解方式，雖有不同，但似乎不必然不相容。前者專注於「結果」
，也就是集中在記錄、
說明電影消費的全球化市場形成後的「現狀」
，可說是「靜態」的描述；後者則專注於「過程」，
也就是集中在探索、發掘美國好萊塢向外擴張的「歷史」沿革，可說是「動態」的理解。
因此，假使我們釐定研究的優先次序，也許我們從時間面向出發，通過廣泛、周詳的閱讀，針對
以上兩大理解方式，再作深入與細部的整理、分疏與提煉，理應至少再分作以下六個部份：
一、紐約取代巴黎、好萊塢取代紐約成為電影工業重心的歷史過程：1895-1918；
二、好萊塢的擴張與鞏固：1918-1945；
三、好萊塢的海外擴張之 1：加拿大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 Free Trade
Agreement,NAFTA）制定過程與美國所發生的影視爭議，兼及於關稅暨貿易總協定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制定過程美加意見的異同；
四、好萊塢的海外擴張之 2：歐洲聯盟（歐洲共同體）在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sation）成立過程與美國所發生的影視爭議，兼及於關稅暨貿易總協定制定過
程歐美意見的異同；歐聯中特別注意英法在 60 年代後對好萊塢所採取政策的差異；
五、好萊塢的海外擴張之 3：亞洲？比如，台灣電影工業及電影政策與好萊塢的關係，兼及台灣
與香港電影業的關連，這裡，也就不可能不談中國的情況；
六、好萊塢的海外擴張之 4、5、6….

電影消費全球化的『文化』過程
如前所述，在電影消費全球化的政治過程中，也就是好萊塢向外擴張時，國家主權很難說是已經
消逝，反之，許多國家實乃積極運作，求能阻卻好萊塢的進擊。近年來，好萊塢電影廠常以跨國
合製方式拍攝電影，其多端原因之一，正是各國以政策反制好萊塢對其「入侵」
，於是迫使好萊
塢採取跨國合作方式，作為克服此限制的一種方法。由此看來，電影生產的全球化是結果，形成
於後，國家主權積極運作是動因，操作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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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電影消費不只是購票這麼簡單，較諸居家看電視、電視電影或書報雜誌與聽收音機，人們「外
出」到電影院觀看電影，是更為積極、必須投入更多時間與貨幣資源的行為。
因此，外出看電影需要更多的動力，本研究所指稱的電影消費全球化的文化過程，所需研究的客
體，可以說就是這股、這類、這些動力的構成及其運轉。若就最周延層次來說，此動力（1）起
自電影公司的生產與行銷、創意之推動，後以（2）新聞、花邊、影評等等形式，再現於各種媒
體（戶外看板、雜誌、報紙、收音機、電視、電子網路等等），進而則（3）體現於電影本身，以
及與電影相關的各種週邊／附加產品（Pearson and Uricchio, 1991;Millichip, 1993）
，終至於（4）
前述環節所構築而成的氣氛、氛圍，人們以此作為茶餘飯後的談資，甚至觀看電影的參考與指南，
而電影人物、劇情與歌曲則可成為人們的模仿對象。這裡另需注意，以上四個環節只是為方便說
明而做的劃分，除可再增加或化減外，四者在時間進展上，並不必然是分立不相聯繫，尤其是後
三者。
但如同電影消費全球化的政治過程之研究，無法全面為之，其文化過程的探討也只能取其部份從
事，而既然前舉四個部份當中，屬於第一項的生產資料難以取得、第三項數量龐大且不易蒐集（以
1998 年的<<鐵達尼號>>為例，單是在台灣較為流行的其週邊產品至少有 17 種，各種購買一個單
位即需 9413 元，聯合報,1998.3.12:43）
，第四項則更難掌握。

因此，若要研究則第二項是比較容易入手的，也就是研究媒體對於好萊塢的再現。在所
有媒體當中，基於（1）分析素材的可得性；（2）可做跨國比較與分析的程度；（3）可
做歷史比較與分析的程度，電子媒體已被排除在外，而印刷媒體之內，又以每日發行的
報紙最能符合前三項條件。
當然，本課程先不探索這個子題，如同研究電影消費全球化的政治及文化『過程』之外，
另有亦允稱重要的電影消費全球化的『後果』，有待計較，唯本課程亦無法處理。

台灣電影是否還有明天的觀察
電影的進步內涵可以是低標準，專用以指涉提昇國產電影的數量及其票房的市場佔有率，這裡無
法同時兼顧此電影之美學是否反映了有益世道人心之娛樂或價值，或者，此處不免已先假設，產
製有了一定數量，則前述之電影美學的改善機會，相較於台灣目前年產僅在 20 部左右（2003 年
僅存 8 部）的格局，來得大了許多。
先看電影，依序看製片、發行、映演。台片製片量不但在 2001 年時僅有 17 部，且其得到發行機
會者僅 10 部，該年全台的票房台片僅佔 0.13%，美商發行的影片佔票房 75%，美商並逐漸升高
對映演業（戲院）的支配，表現在 1998 年在台北東區開幕、擁有 17 廳 4332 座位的華納威秀在
2001 年佔有台北市票房的 25%，而由美商派拉蒙與環球兩大片廠合營的京華喜滿客影城則佔有
15%，總計美商佔臺北市映演份額超過了 40%（因派拉蒙與環球另經營獅子林）
。高雄市方面，
2001 年 10 月 24 日華納威秀開幕後數個月，就囊括了該市票房近 50%，環球影城則領有 30-40%。
台灣各地的戲院為美商掌控的比例，很可能隨華納等公司的擴張行動（華納在 2002 年 1 月在台
中開幕，7 月在台南，新竹等第也可能跟進）
，持續增加。
依此看來，這已經使得業界在美商從製片、發行至映演的整合及支配之下，致使國片已無出路可
言。特別是，2001 年 10 月 31 日於立法院完成修訂的<<電影法>>，已廢止了其中威力最大、具
有反好萊塢壟斷潛能的條文（即第十一條的戲院應按新聞局規定的比率，映演國片；以及第四十
條的對外片徵收國片輔導金。諷刺的是，其實該二條文在廢止前也從來沒有施行過）
，僅增訂了
第五條之一為國片映演比例預留微弱空間，並且，到了 2003 年 5 月，行政院再將這款微弱條文，
亦再取消。
然而，成功仍可能種植衰退的基因。美商在台取得全世界僅見的宏偉成績，在兩個條件下，反而
是國片製片業的復甦契機。第一，國家願意對「所有」電影票房徵收特定比例，作為拍製本地電
影之用，也就是現在由國家編列國片輔導金的作法，若改採對所有在台上映的電影徵收基金，不
但所得額度可能高於現在，且無須由本國納稅人支付，而改由觀眾票款的部分支出，專款專用。
第二，以上作法雖因對各國電影一視同仁，也就符合國民待遇的要求，於法規並無不可行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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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因如前所說，美商已幾乎一統台灣電影上下游，則等於是美商將首當其衝，如此美商必然發動
強力遊說。在此情況下，唯有台灣的官員、民意代表與輿論能夠合力，體認此舉對台有利無礙，
並藉此有效抵擋美商的遊說，才有可能徵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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