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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Film Education Institute(TFEI) Monthly Report 

●2020 年春季商業電影編劇

工作坊-「一步一步教你成為

付費編劇」 

http://www.tfei.org.tw/wp-ad
min/post.php?post=10181&ac
tion=edit 
 

●楊惠姍每天穿張毅衣服

https://star.ettoday.net/ne
ws/1880622?redirect=1 

 

●串流雙雄 策略愈來愈像 

https://money.udn.com/mon
ey/story/5599/5286655 

 

●疫情重擊好萊塢：華

納、迪士尼大舉擁抱串

流，電影院生態再也回不

去了？ 

https://www.thenewslens.

com/article/144573 

●唯一奪下三大國際電影節

殊榮！金基德過世 

https://star.ettoday.net/ne
ws/1876396?redirect=1 

 

 

    文化部 3月 11日赴行政院會報告「國片振興與輔導成果」，去年國片

觀影人次達 381萬人次、國片總票房達 8.77億元，以及國片票房市占率

達 17.02%，皆突破往年新高。除打破歷年新高外，票房市占率更為前四年

市占率 2倍之高。行政院長蘇貞昌會後透露，他是一個很愛看電影的人，

常沉迷於電影，而台灣有最能感動人心的故事，每一個故事、每一個成就

背後都有很多人的辛苦付出，這些成果如果能夠拍成影片，那種感動會是

歷久彌新，而且是刻骨銘心。 

    蘇貞昌院長表示，過日子跟回憶日子不同。過日子平凡、無聊，也可

能無可奈何；但回憶日子，有些日子是驚心動魄、刻骨銘心，甚至是魂縈

夢牽。而說故事的人就有辦法把這種漫長、流水帳式、堆疊式的生活擇其

精要，觸動人心，挑動人們心中最柔軟的那一塊，台灣其實有很多故事，

可以講述給人聽，而且透過影片的傳遞，是能夠世界共通的。希望能透過

政府、法人、民間的協力成立國家隊，為台灣優秀的創作者提供資源，讓

更多美好的台灣故事可以被創作，被世人所知。 

 

●金球揭曉 Netflix大贏

https://money.udn.com/mon
ey/story/5599/5286683 

 

●港星 吳孟達出殯！ 

https://star.ettoday.net/ne
ws/1933374?redirect=1 

 

●楊紫瓊發功過招詹姆斯卡

麥隆

https://www.chinatimes.co
m/newspapers/2021032100
0507-260112?chdtv 

 

 

●珍惜記憶與回憶

https://www.filmcriticlog.com
/?p=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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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貞昌院長表示，希望能培養出一代又一代最好的

導演，電影人來撐電影產業、政府來撐電影人與電影產

業，用電影訴說這個國家多少代人的故事，希望大家一

起加油。 

    文化部表示，去年國片表現亮眼，國片電影類型邁

向多元，奇幻愛情片「消失的情人節」、「怪胎」，活

屍災難片「逃出立法院」等都顯見國片已不侷限過往喜

劇、愛情浪漫等單一類型；且新人導演創作能量豐沛，

且票房表現突出，包括導演許承傑的「孤味」票房破 1

億 9000萬元，柳廣輝「刻在你心底的名字」破 1億元，

柯貞年「無聲」破 5000萬元，廖明毅導演「怪胎」破

4500萬元等。國片也刺激海外銷售、參展成績亮眼， 近

三年賣出 10國以上版權計 20部、遍及全球超過 45 國，

且連續兩年入圍柏林、坎城等國際一級影展。 

           
    蘇貞昌院長細數，他上任後陸續推出「國家電影及

視聽文化中心設置條例」、「(2020-2024)影視音產業發

展中程計畫」、「文化內容策進院」，並且宣布國家電

影中心二期計畫的 54億元經費部由中央負擔。 

    蘇貞昌院長也要求，文化部影視司的相關預算，希

望能有效執行，給予電影人更多幫助，不論是法律面或

是制度面，要從各方面加強，各部會都要配合辦理，希

望培養出一代又一代最好的導演，電影人撐電影產業，

政府撐電影人與電影產業，用電影訴說這個國家多少代

人的故事。 

 

 

 

 

 

    根據《美聯社》報導，聖地牙哥「聖地牙哥

國際動漫展」（SDCC）的漫展主辦單位 1日宣布，

在防疫限制措施下，原定 7月份舉辦的實體展將

取消，改為線上舉行。主辦單位表示，因為疫情

大流行，造成活動延期及其他挑戰的影響下，財

政資源有限，線上展從 4天縮減為 3天，將於 7

月 23日至 25日舉行。但有一項好消息，主辦單

位預計在 11月舉行為期 3天、較小規模的實體

活動。 

    聖地牙哥國際動漫展每年在聖地牙哥煤氣

燈街區舉辦，參加者通常會穿著精美的服裝，每

每都能吸引超過 13 萬 5000人共襄盛舉。2020

聖地牙哥國際動漫展由於新冠疫情影響取消，為

開幕 50年來首次，而原定去年 4月中旬舉辦、

規模較小的 WonderCon國際動漫展，則改為線上

展出。 

 
(photo by William Tung on Wikimedia on CC2.0) 

    聖地牙哥國際動漫展不僅是動漫愛好者的

盛會，也是好萊塢影視作品的重要促銷站，美國

著名電影導演喬治·盧卡斯就曾參展宣傳《星際

大戰》。由於許多影視業者都會參展宣傳即將播

映的作品，因此每年展覽上邀請來的明星也成為

展覽一大焦點。據估計，聖地牙哥國際動漫展每

年為當地帶來超過 1.47億美元的收入。 

    主辦單位表示，已購買 2021聖地牙哥國際

動漫展入場證的民眾，可以選擇退費，否則費用

將自動延到明年聖地牙哥國際動漫展的入場證

中使用。另外，預計在 11月舉行為期 3天、較

小規模的實體活動，詳細資訊之後會公布。 
(資料來源 2021-03-02 17:52 台灣醒報 / 記者臧品安) 

    根據英國 2000 名成年人的統計。"終結者"明星和前加州州長在英國的一項調查中名列 20 位名人和公眾人物榜

首，調查誰最有能力應對世界末日的情景......威爾·史密斯#2 進來，兩位演員都以與怪異生物作戰的壞蛋電影角色而

聞名，但顯然阿諾德作為"統治者"的政治經歷使他在《獨立日》和《黑人》中比史密斯的電影經歷更勝一擊。排在

前 5 位的是心愛的英國人大衛·阿滕伯勒爵士，其次是布魯斯·威利斯和湯姆·克魯斯。 



 
    在幾年中，無數串流媒體相當裸露，各種稀

奇古怪的標誌著串流媒體從輔助媒體平台到主

流媒體平台的多種轉變。Netflix 統治著整個行

業，成為無可爭議的主權人物，自 2019 年，從

NBC 的孔雀和迪斯尼+到 HBO Max 和 Viacom CBS

的派拉蒙+，Hulu 和亞馬遜也各自佔據了自己的

位置，迪斯尼和華納兄弟等主要公司通過自己的

平台進入了串流媒體市場。根據電影協會發布的

新數據，2020 年 COVID-19 大流行引起的大規模

劇院關閉，使得全球串流媒體服務訂閱總數已超

過 10 億。 

 

 
 
    隨著市場變得越來越飽和，人們對某些串流

媒體服務的可行性存在一些爭論，但是總體數字

的增長表明，這些擔憂可能不再像以前那樣嚴

重。費用和訂閱者也不是串流媒體成為主流媒體

平台的唯一指標。根據 The Wrap 的報導，美國

電影協會的年度主題報告已將在線視頻服務訂

閱的總數超過 10 億。連續第二年，Netflix 入圍

奧斯卡提名的人數將超過任何其他製片廠，這次

大約有 35 家。為串流媒體平台製作的內容範圍

已擴大到包括更多長篇電影，以及原創喜劇，戲

劇系列，紀錄片和兒童節目。 

    該報告還顯示，儘管由于冠狀病毒關閉導致

票房收入暴跌，但由於流媒體和其他家庭媒體服

務的廣泛傳播，整個行業的收入並沒有受到那麼

嚴重的損害。顯然，大流行結束後，這種平衡將

回到電影院，但是串流媒體的主導地位可能會繼

續存在。 

 

 
 
 
 
 
 

 

    全球最大連鎖電影院業者美國 AMC旗下兩

座洛杉磯戲院定於 3月 15日恢復營業。預估今

年全美電影票房有望回升，但可能只有 1980年

代的水準。 

    彭博資訊報導，Boxoffice Pro 的數據顯

示，今年全美票房將介於 45億至 60億美元，約

為 2020年的三倍，仍遠低於 2019年的水準；若

經通膨調整後，今年 60億美元的預估票房將比

1982年還少。 

 

 
    

    AMC約三分之一營收來自加州、紐約、紐澤

西及康乃迪克等州。紐約市戲院 3月 5日以限制

人流方式恢復營業後，全美整體票房躍增。AMC

指出，拜紐約重啟戲院所賜，上上周末進戲院的

人數，是 1月後三周的兩倍半。儘管如此，美國

今年的票房收入勢必增加有限，原因是恢復營業

的戲院，必須確保電影迷彼此間隔六英尺，遵守

嚴格防疫規定。Boxoffice Pro 首席分析師指

出，儘管票房數字呈現上升趨勢，但除了近幾周

上映的大片有限之外，仍有許多維持審慎樂觀的

理由，今年須考量的情境比往年還要多。 

 



 
 

 

 

    
    對於獲得奧斯卡提名

的人們來說，他們收到了

第 93屆奧斯卡金像獎頒

獎節目的製作人史蒂文·

索德伯格 Steven 

Soderbergh，史黛西·謝爾

Stacey Sher和傑西·柯林

斯 Jesse Collins的電子

郵件和詳細介紹了他們對

“安全無憂無慮的夜晚”

在面對面親密的活動中好

萊塢的杜比劇院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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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個在台灣電影界將近 40年的資深導演，我常稱自己為「老

兵」，在這種感覺裡面，我自認是屬於「底片世代」，我在底片時代一共

拍了 12部底片電影。當時我在 1983年從美國回來，拍了我的第一部電影，

叫做《殺手輓歌》，那是我當年在中國時報寫的小說，拍成我第一部電影

叫《殺手輓歌》，當時在中國時報，自己寫成劇本，寫成小說，那時候學

生就很好奇，「導演你怎麼會有這個緣分的」，我說這都是老天安排的，

當年蒙太奇的老闆，找到我，說要買我中國時報的小說，我說我不賣給你，

他說那你開個價，我說我唯一的條件是，我當導演就把小說版權賣給你，

我說我也是學電影的，就這樣當了「導演」，這一段經歷我寫在我的書裡

面，很多人就覺得很有趣，後來陸陸續續，我覺得做一個導演必須思考他

創作最熟悉的人，他怎麼能夠刻骨銘心的來透過電影語言來講這個角色，

所以我常常拍「老兵返鄉」這個題材，這個題材跟了我一輩子，因為我父

親是個老兵，我拍過《老莫的第二個春天》，得到金馬獎最佳影片，我也

拍過《老科的最後一個秋天》，就是李師科搶銀行，也拍過空軍軍眷村《竹

籬笆外的春天》，也拍過郎雄演的《流浪舞台》，郎雄與柯俊雄，都是有

關於老兵，所以這種創作感受是沒有辦法改變的，所以現在到了新世代，

年輕人不知道什麼叫做「老兵返鄉」，所以我就要去了解年輕人，他們關

心的他們數位時代的說故事的方法，來講他們的人生故事。 

專題 



 

現在在數位時代，覺得有一些片子讓我印象深刻的，就像是鍾孟宏導演的片子

《陽光普照》，還有《parking》，都讓我覺得印象非常深刻，《大佛普拉斯》，

都是我們能夠跟他溝通，看看年輕人這種跳躍式的一場場的轉，是怎麼的「轉」，

是比較實務，也跟粱良老師講，他也在規劃，在談課程內容，這都是非常實務

的課程，我也希望年輕的朋友能夠利用在後疫情時代，在這段日子裡面，大家

努力來學習，等到疫情過後，我們來一起努力衝刺，希望能大家來台灣電影教

育學會，一起來發展一些自己喜歡的故事，看看將來有沒有機會來拍成電影。 

   

我在大學教了 36年，現在去年暑假退休之後，我覺得

我要把我大部分的時間安排在電影教育上，所以台灣

電影教育學會的程予誠老師，是我在美國留學的時候

同室的室友，你看我們的交情和淵源是這麼的深，而

且他在美國當時唸的是最棒的「美國電影學院」，AFI，

我還去過他們的學校，這麼多年來，程予誠老師跟我

都有心培養年輕人，所以今年我們覺得又有一個新的

感覺開始，這種感覺越來越大，還是希望學習到老導

演的拍片理念，給年輕人參考，因為「底片世代」拍

電影，不能隨便浪費底片，不像「數位世代」能夠隨

便拍，所以我們大概就是講這種感覺，所以台灣電影

教育學會在今年上半年，我跟程老師，在研究開一個

「電影導演實務」的課程，叫做「Film Production」，

我們會在課堂裡面，介紹一下「老導演的變與不變」，

我們還請來我們一些台灣電影教育學會修過課的學

生，也有從好萊塢回來的年輕世代，一起來講課，所

以我們一堂課堂上有 3小時，裡面有實務的部分，課

程研究中，第一堂課教如何打板，到底如何打板？到

底怎麼叫「板」？第二堂教的是什麼叫做「假想線」，

什麼叫做「F」什麼叫做「M」？第三堂課就是跟大家

講現場的「場面調度」到底是怎麼回事，我感覺在實

務課裡面，年輕人能夠悟出道理，我們能夠在課堂上

一堂課 3小時，有實務操作，我們學會教室空間也很

大，在教室裡面在開這個課足夠。同時，我們也考慮

到開比較靜態的課，就是「電影編劇班」，我們請到

粱良老師以及台灣的年輕的一些老師，我曾經寫過很

多劇本，程老師也寫過一些劇本，我們都可以來討論

這些劇本，我把我以前拍的電影、自己寫的劇本，像

是《竹籬笆的春天》、《殺手輓歌》、《麵引子》、

《遊戲舞台》拿出來講，當時我們如何拍片及如何編

劇。 



 

 

 

 

 

 

 

 

                                             

   

  

 

 

 

 

 

 

 

 

 

 

 

⼀

 

3 月 14 日結業的商業電影初階編劇

班，上課劇本發表的情緒很高。 

好萊塢電影進階編劇工作坊報名  http://www.tfei.org.tw/?p=10181 

 

 

2月 26日開課的【好萊塢電初階電影影攝影工作坊】

之前幾次上課的情形 

http://www.tfei.org.tw/?p=101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