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二年九月二十日，早上十點，天氣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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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點微微緊張類似初戀告白的心情，走進大倉久和飯店，今天的採訪對象是
——做夢也想不到的，三池崇史導演、大澤隆夫、松嶋菜菜子、岸谷五朗、
藤原竜也、伊武雅刀及永山絢斗，超強七人的日片《麥桿之盾》劇組黃金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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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一想到可以面對面與這些明星訪談，嘴角的笑容差點咧到耳邊，事前的
辛苦籌備、前一晚跟日方工作人員開會開到天荒地老的疲憊，在此一筆勾
銷！
知道日本人對細節的重視，我們特地去租器材、借了打蘋果光的燈，特約攝
影還帶了助理，為的就是完美捕捉這七位明星的風采。訪問還沒開始，日方
工作人員又開始不厭其煩的確認細節，十二點一到，現場交談的聲音忽然靜
止，幾乎在同一秒，在場的日本人全都進入手機靜音模式，那是一種專業的
靜默。接著三池崇史一行七個人同時入場，他們每一個人身上都散發著一種
光，貨真價實的明星光環，根本不用打光就夠漂「亮」了！
留著一頭性格捲髮的三池崇史，侃侃而談在臺灣拍片的心情，雙眼炯炯有
神，思緒清晰、言談幽默；大澤隆夫還沒有開口，他在《在世界的中心呼喊
愛情》深情的模樣已經浮現眼前；松嶋菜菜子說起話來輕輕柔柔，配合這次
在戲中飾演刑警，穿著男性化的西裝接受訪問，看起來還是這麼溫柔婉約…
…這七位受訪者，各自有獨特的魅力，很明顯能感覺到的共通點，是他們自
己對演出

電影的專注與敬業。訪問結束後，他們不斷說謝謝、大家辛苦

了，親切接受指令擺POSE拍照，絲毫沒有大明星的架子……我的內心已經

< 網路出版

從剛開始的莫名雀躍轉變成由衷的敬佩，還有，一絲絲的煩惱。
該如何以文字表達這七位明星的風采？每回完成一個採訪任務匆匆趕回辦公
室，我們可能會眼神放空，表情略顯苦惱，然後雙手飛快打字，企圖用最快
的速度帶領讀者重返訪問現場；每個月二十號，影委會電子報出刊日，在那
之前，總編輯焦躁不安，編輯則雙眼死盯著螢幕，寫稿、校稿、翻譯、再校
稿不斷的循環重複，端給讀者的文章必須確保新鮮度、正確度；遇上出版書
籍刊物，網版組人仰馬翻，每個人形同枯槁，我們像偏執狂那般要求完美，
恨不得一天有四十八小時可以專心校對抓錯；如果不幸影委會網站要改版，
真的，我們需要大量的葉黃素好好安慰自己過度疲勞的雙眼……。
因為善感，網版人內心時常如海浪般澎湃，但我們總佯裝鎮定。我們心存感
激，因為協拍組在外頭衝鋒陷陣，讓我們有機會與國內外電影導演、演員做
第一手採訪，在那短暫的萍水相逢，我們窺見電影從業人員的熱情與堅持。
我們還要繼續寫、繼續記錄、繼續上稿、繼續編刊物、繼續訴說電影這迷人
的行業。

讓大家知道影委會做的事。

是這項﹁知﹂的傳達，透過網路、文

稱︶被賦予的任務，一言以蔽之，就

不出去。網版組︵網路出版組的簡

﹁知道﹂，再怎麼厲害的服務一樣送

工具和方法，讓大家清楚又方便的

又做了哪些事，如果沒有﹁告知﹂的

台北市電影委員會能做哪些事，

文版。

在強化，二

視野與深度。網路媒體的部分也一直

等報導，擴大影委會做為資訊平台的

球重要電影工業城市第一手製片動態

︽幕後電影雜誌︾，提供臺北市及全

策它在同年十二月發行中文電子報

影委會放眼國際的強烈企圖，驅

九年九月推出網站日
○○

宣品和媒體，當個稱職的抬轎人，適
時彰顯影委會的業務功能。

過去，才為網路及出版業務正式成立

有專責的網站人員，但等到一晃兩年

有趣的是，雖然影委會一開始就

網路出版組二 一
○ 年
○成軍

網路對資訊的傳布有多重要毋須

優先建置中英文網站
贅言，因此當影委會一掛牌設立，馬

拖了兩年，主要因為影委會初期

一個小組編制，是影委會內部最晚才

的年度預算只有四百五十萬，人事經

成軍的部門。

八年三月起不到三個月的時間，
○○
火速架設好中、英文網站，初步滿足
費包含在內，錢少事又多，怎麼辦？

上把建立網站列為優先，找來專人負

流通國際資訊的需求，也幫助促成影

責。拿出跑百米的衝刺精神，從二

委會在成立不到半年時間，就順利加
正如任何創業維艱的事業，只能精簡
稿，遇到出書就找外編配合。

人力彼此支援，大家互相幫忙寫寫

入亞洲電影委員會聯盟，接軌國際。
虛擬的網路有了，接下來要挑戰
實體刊物，製作﹁景點指南﹂，也就

工具書，用來行銷城市的特色景點，

，這幾
LOCATION GUIDE
乎是全球各大電影委員會必備的宣傳

多事作嫁兼抬轎，﹁知﹂的傳達工作

承辦的活動跟著不斷增加。要幫這麼

好口碑，加上國片復興的熱潮，影視

無人能識的新單位，在業界逐漸做出

就在這兩年期間，影委會從一個

以 吸 引 拍 片 。 於 是 在 二 ○○
八年十一
月，︽拍台北：影視勘景指南︾出版

是業界稱的

了，內容中英對照，尤其方便國外劇
變得好繁重、好複雜，只憑大家 互相

務的整體輪廓越做越清楚，總算逐步

在邊做邊修的緊湊節奏當中，任

協拍案件的數量以兩倍的速度膨脹，

組參考。

幫忙已經力有未逮，非得升級版的專

得更好、做得更巧、更能被看見，影

為了讓﹁知﹂的傳達，進階到講

記錄呈現，報紙 三不五時看見影委會

推出網站法文版，幫協拍案做即時的

版，訊息更新的速度咻地飛快，場景

年下來的成績，洋洋灑灑：官網改

業才能應付。

委會終於在二 ○
一 ○
年一月正式成立
網版組，邀請到深諳媒體互動的資深

建立起今天的一套運作模式。攤開三

影劇記者盧悅珠來掌舵，擔任總編

協拍或活動消息︙︙

資料庫翻新擴充，增發英文電子報，

輯。

的過程如何、有多少跨國劇組來、幫

讓大家知道影委會做的事，譬如協拍

簡單來說，網版組的工作就是要

這個新小組就跟影委會的起步一

他們做了些什麼。現在這個四人小

傳達﹁知﹂要即時、專業又好看
樣，一切從摸索中開始。先將現有基

盤，努力當個稱職的媒體化妝師，而

礎從頭到尾檢視一遍，再來擘畫新的

且很聰明地吸納幾分影視產業特有的

組，輪流拿著錄音筆跟攝影機跑採
現。另一方面，由於影委會是在台北

娛樂因子，把﹁知﹂這件事變得更輕

訪，然後回到辦公室孜孜不倦敲擊鍵
市文化基金會體制底下運作，行政程

鬆也更好看。

人、該怎麼用，官網要以什麼風格呈

序帶有公部門色彩，也讓網版組過了

工作藍圖，摸索出小組要用怎樣的

好一陣子才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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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得更可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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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置網站是影委會最早落實的
工作項目之一，不過要等到二○一
○年一月網路出版組才正式成軍，
專門負責網路平台、文宣品印發
和媒體窗口。

1+2. 協拍是影委會的核心業務，透過網站「協拍一覽表」及「台北正在拍」
單元，可以清楚看到影委會支援了哪些電影、電視、廣告、MV、跨國合作
片在臺北市拍攝。
3. 最早出版的影委會中英文簡介摺頁。

4. 創刊號的中文電子報格式簡單，雖然視覺上略顯陽春，卻是在極有限人
力下醞釀出的刊物，而且明確奠定影委會與國際接軌的編輯大方向。

4

些什麼？﹂新成軍的網版組試著回歸

﹁台北市電影委員會的網站要做
暢。像是﹁台北正在拍﹂或新增的

面，都說瀏覽起來比以前更加清晰流

抽筋了，幸好最後得到的回應很正

列更加完整生動。

配現場側拍照片，比單單只有文字條

﹁協拍一覽表﹂單元，每個案例都搭

原點尋找答案，再決定下一步動作。
經過反覆的網路搜尋與瀏覽，發
現全世界各大影委會都一樣，主要功
能在於把協拍訊息、優惠辦法發布出
口，有幾分行銷臺北市的觀光味道。

﹁台北場景簿﹂是景點的參考入
為了這個重要的﹁門面﹂資料庫，網

等，

這些是大家一定要有的基本配備。但
版組卯起來拚了，展開全面篩選重整

去，加上景點介紹、常見
是臺北市如何同中求異？一定要創造
的大工程，一個一個景點去函、致

網版組靈機一動：既然電影、電
仍需要不斷去發掘新景點，持之以恆

表示從此就能晉升萬年資料庫，因為

續續花了六個月才大功告成。而且不

網站而論，照理不該太刻意強調流

但話說回來，若以影委會這樣的專業

3.「台北場景簿」是提供劇組參考的重要照片
資料庫，分成十六大類介紹臺北市拍片景點。

自己的特色，而且要有辦法吸引訪客
習慣進來逛一逛才行。
檔，修訂文字，照片汰舊換新，陸陸

視都屬於娛樂產業的一環，何不把娛

電，把不能拍的刪除，重新分類建

改版引用娛樂新聞的概念

樂的概念加到網站，讓它在專業性之
維護更新。截至二

來經營影委會網站。首頁四則最新消

網版組巧妙地以娛樂網站的概念

網站成為完整的工作紀錄資料庫

二五一筆，照片總數一一八八張。

一二年十一月
○
底，場景資料庫共收錄臺北市景點

外，整體呈現可以更熱鬧、更豐富？
那怎樣才算有﹁娛樂性﹂？簡單
來說，大概不脫版面要好看，內容軟
性多變化，有明星當然更好。由於影

息搭配五花八門的圖片最吸睛，而且

視本身就是以視覺為訴求的產業，於
是網版組決定向視覺靠攏，從改版和

消息，真正做到所謂﹁最新﹂消息的

幾乎每天更新，有時還新登一到三則

加重圖像分量著手，一邊慢慢調整單
元內容。

的，不但要隨時搜尋重要影視消息，

也要像記者一樣，新聞天線伸得長長

當年三月為例，改版前每日平

即時性與新聞感。這表示網版組人 員

細節實在太多，每個人眼睛都盯到快

均一六七八瀏覽人次，改版後為

先是改版，三年下來就改版了兩

更要跑話題餵版面。國際組在國外做

另外特殊的一點是網版組也走在

量，因為它的目標族群是影視產業相

界有劇組要找人也會麻煩網版組刊登

1
2

次，電子 報包含在內。由於大大小小

的事情也會交由網版組統整剪裁，在
四四九一人次；到了二
一二年，全
○
年每日平均瀏覽攀升到近七千人次。

網站或電子報發布、宣傳。而且網站
挾中、英、日、法四語優勢，能確保

影音時代的潮流尖端，重視影音紀

關人士，不是讀娛樂新聞的一般民

流量衝高當然很令網版組開心，

錄。拍照之外，會對協拍或活動、事

製片資訊的流通以及國際接軌。

件、訪問進行錄影，經過剪輯後在網

眾。不過網版組仍然希望能維持一定

網站經營至今，有時文化部影視

來看。

西，保持一定的熱度，吸引訪客習慣

流量，所以一直努力確保網站有新東

站上發布，提供另一種動態資訊的選
擇與紀實。
如今，整個影委會網站已經變成
資訊保存完整的便捷資料庫，有聲有
色，而且隨時熱騰騰。

電，希望能轉載影委會某則資料，有

產業局︵以前的新聞局︶會主動來

消息，算是小小肯定了影委會網站的

業界肯定網站專業性與人氣
網站在二 ○
一 ○
年三月十二日起
陸續進行改版動作，改版後的網站如

分量。

訊息也會找網版組幫忙發布，或者業

同做了回春術，和年輕的影委會一樣

2. 台北市影委會網站有中、英、法、日四種語
言版本可供選擇。

# 影委會的網站有中、
英、日、法四種語言版
本，在實用的專業訴求
之外，特別講究要好看
有熱度，吸引網路過客
變常客。
1. 有明星加持，讓網版組的採訪畫面更吸睛。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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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奕奕，流量明顯衝高。以改版的

3

2 / 專業網站
也要很「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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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電子報
主動出擊。

: W E B &
PUBLICATION

網版組內部存在一個神奇數字：
都相當完整的電子雜誌。

每個月二十日，是影委會中文電
︙︙的業界人士，也點出影委會胸懷

福不少自稱菜英文、菜法文、菜韓文

寫手執筆的﹁各國製片動態﹂了，造

最搶眼的單元，或許就是由駐地
子報︽幕後電影雜誌︾的出刊日。越
國際的雄心。目前有十個城市的報

二十。

接近那一天，潛伏的未知化身一片越

北。這些寫手住在當地，從事的就是

積越厚的壓力雲，懸在網版組座位上

電影相關工作，因此能以犀利眼光過

京、首爾、洛杉磯、雪梨、東京、臺

在電腦前寫稿、校稿、翻譯、再校稿
濾出值得與臺灣分享的當地影視產業

導：紐約、倫敦、巴黎、柏林、北

︙︙。二十號一過，厚厚的雲跟著電
現況。譬如紐約寫手俞聖儀，本身就

空，無名的焦躁在總編輯身上流竄，

子報出刊飛走，即使手邊明明一堆工

兩個編輯則是想辦法放空其他事，黏

作在忙，心情卻總能奇妙的輕鬆起
是讀電影、拍電影的專業人士，曾撰
對於想到紐約拍片的人，甚至是國內

文分享在紐約拍片的實際製片資訊，

來。

傳遞國內外影視產業動態
好用的參考。

業狀況的觀察，每月撰寫一篇一千字

市的駐地寫手，就他們對當地電影產

拜託，結果截稿期限到了，稿子仍然

遇過兩個月前就邀稿，外加千提醒萬

拖稿，令網版組神經更加緊繃。甚至

﹁抓不住﹂。每期總有一、兩位寫手

只不過寫手遠在天邊，偶爾難免

無可避免的截稿與採訪壓力

電影相關單位在政策面的擬定，都是

八年
影 委 會 中 文 電 子 報 於 二 ○○
十二月創刊，出發概念是希望能讓業
界瞭解國內外影視產業動態，以及影
委會在協拍上的具體成果。最早的

左右的介紹文稿；另外搭配二至五則

形式很簡單，找了紐約等六個外國城

和影委會協拍相關的重點訊息。

形式與內容也跟著進階。發行迄今，

隨著影委會業務增多，電子報的
致讓版面開天窗。

彌補，譬如學生劇組的拍片日記，不

沒辦法。幸好總能找到一些預備內容

神隱，當期只好忍痛放棄，不完美也

經過一次改版與內容擴增，確立了目

以新銳導演為主力，趁著他們新片上

﹁當月最夯﹂的人物專訪，目前

點、人物專訪等。

動態和相關辦法、影委會的服務、景

國讀者，內容改為側重臺北市的拍片

比中文版晚一個月發。由於對象是外

前的七大單元，成為一份概念與架 構

映時刊登，搶搭話題熱度同時幫忙宣

士訂閱。

員，英文電子報有五百位國外專業人

中文電子報目前有六四八四名會

傳，也等於為臺灣電影新生代的起步
留下紀錄。
網版組為了﹁台北新發現﹂單
元，不定時扮演都市偵探，進行景點
的搜尋與採訪報導，好玩是好玩，不
過也有瓶頸，因為開發新景點既花時
間又耗人力，也擔心會不會哪一天可
以講的景點都講完了︙︙
通常中文電子報發出後喘息個
一、兩天，緊接著又要策劃下期的內
容，而且還要盯著英文電子報
︾︵二 一
Behind the Scene
○ 年
○八
月發行︶進度。因為需要把中文內容

︽

# 每月二十日，中文電
子報《幕後電影雜誌》
會把國際重要電影城市
的製片動態，以及影委
會的重點訊息，主動送
到你的電腦螢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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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成英文，沒辦法同步出刊，內容會

6

6. 每個月二十日，非得等中文電子報順利發送出去，網版組緊繃的神經才
能稍稍放鬆。圖為中文電子報《幕後電影雜誌》首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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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3. 網版組必須為「台北新發現」單元不斷開發新景點介紹給大家。圖
為古山園旅社，《艋舺》劇組在萬華拍攝時，曾以此地做為演員與劇組的
休息處；臺灣、瑞典合製的電影《霓虹心》，也選擇這裡做為主要場景。

4+5.「當月最夯」單元的人物專訪，已經為許多臺灣新生代導演的起步
留下紀錄，例如這兩位不約而同在二○一二年推出首部劇情長片的導演：
《甜．祕密》許肇任（左圖）、《逆光飛翔》張榮吉（右圖）。

7. 圖為英文電子報《Behind the Scene》首頁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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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電影去做，也常常情商協拍組支

可能的任務，現階段只能挑比較指標

過四人，要大小協拍都記錄實在是不

員做第一手採訪。然而網版組全員不

陣，才有機會與國內外電影導演、演

記錄，這要感謝協拍組在外頭衝鋒陷

網版組最常做的是協拍的採訪、

到凌晨一、兩點，甚至曾經連續三天

後有空就直衝拍片的南陽街，一直待

訪。這部片夜戲特別多，網版組下班

組常常晃過去探班，一邊找機會做採

的柯震東，機會太難得了，所以網版

上全片在臺北市拍攝，主角還是當紅

﹁電影一條龍﹂政策的首部案例，加

像︽南方小羊牧場︾是影委會

半夜蹲點，在現場守株待兔，抓演員

空檔進行採訪。為了網站露出的版面

調好大概的時間，到現場後再搶拍攝

體的採訪不太一樣。通常先跟劇組協

網版組的協拍採訪和一般新聞媒

乎戲裡每位主要演員和導演都訪問到

人。幸好熬夜的熊貓眼有了回報，幾

了，變成玩捉迷藏，得一直在現場找

的訪問對象，一換鏡位，轉眼就不見

時才能訪問到一個人；或者本來盯好

空檔訪問，也許好不容易等了兩個小

效果和話題性，選對採訪的時間點很
了。

不多、場景拍出來的效果好不好，或
者探班的名人多寡之類的，有時甚至
當影委會做協拍的採訪，一次會

通常只能在不妨礙拍攝工作的情形

定時間請受訪對象一次到齊作訪問，

是真正的新聞媒體，很難要求敲好特

手消息。微妙的是，因為影委會不算

受益，很容易一馬當先，採訪到第一

隨時知道劇組最新狀況，網版組連帶

影委會因為佔有協拍的優勢，能

市都是很好的宣傳。

拍成果 ，對電影本身、影委會和臺北

站，都有助於讓大家看到影委會的協

拍記錄是以影音或照片文字公布到網

︵還有更多經費︶才能負荷。不管協

拍記錄，那麼就真的需要更多的人力

意義的大型影片進行一個月的完整跟

入、更完整地做，譬如針對具有指標

錄影。因此，如果要更長期、更投

動用三個人，分別負責訪問、拍照、

此人人練就一身做專訪的野獸毅力，

通常安排在上映第一週辦理，幫忙衝

映會，當然更不能錯過，因為特映會

樂性立即加分。若是影委會包場的特

一方面有明星出席，畫面更吸睛，娛

版組會出機去採訪，一方面做記錄，

夥伴，遇到電影公司舉辦首映會，網

影委會一直是國片合作行銷的好

息來源，兼保存完整的檔案資料庫。

成為瞭解臺北電影大小事的第一手消

道。或許假以時日，影委會網站終將

站上，甚至發稿給媒體，讓更多人知

一般人難以窺見的幕後觀點，放到網

一點的影視產業資訊推出去，記錄下

都希望能透過影委會這個平台，把多

不管網版組做的是哪一種訪問，

在拍片現場等、盯、找、撲。

下，盡量抓導 演或演員的空檔，也因

不只去記錄一次。

刊登圖文版及影音版報導

要緊，考量因素不外乎那場戲明星多

在拍攝現場苦候採訪時機

援。

3

票房，放映現場會盡量邀請到導演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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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南方小羊牧場》大概是網版組最漫長的採訪經歷了，多日苦
守夜戲現場等候，為影委會首部「電影一條龍」案例留下完整紀錄。
圖片由上至下：侯季然導演為柯震東、謝欣穎講戲；導演九把刀到
現場探班。

5. 文化局劉維公局長（左四）出席《台灣有個好萊塢》開拍記者會。

# 不管網版組的採訪標的是
協拍、活動或人物，除了承
擔一般新聞媒體的宣傳與行
銷功能，另一個效益在於完
整保留影委會的工作紀錄。
5

演員出席，跟觀眾互動，網版組的採
訪報導也是為電影造勢出一份力量。

4

4 / 是採訪，
也是記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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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留下兩名主角彭于晏（左）與明道搞笑作勢互毆的畫面。

1. 電影《近在咫尺》於北市府頂樓停機坪開拍，網版組前往側拍採

2. 圖為《寶島雙雄》特映會，（左起）演員陳漢典、房祖名、導演
張訓瑋現身與觀眾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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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網版組每月的人物專訪，以協拍案的導演為主，尤其是新銳導演。圖為《近在咫尺》程孝澤導演。
2. 李靖惠導演花費十三年完成紀錄片《麵包情人》。

3. 二○一一年九月，網版組趁著國際名導蔡明亮「鍋爐裡的劇場」裝置藝術展的機會進行專訪，導演向採訪小組仔細解說他的創作概念。
4+5. 毅力十足的導演林福清，辦公室牆上貼滿電影《不倒翁的奇幻旅程》相關圖稿。

人，是成就電影產業的核心，他
們的創意與努力不懈，打造出檯面上
的成績。影委會因為協拍的緣故，有
機會接觸到導演或演員的真實工作面
貌，網版組真的很開心能為這些電影
人留下圖文或影像紀錄，分享給更多
人瞭解創作背後的故事。

網版組的人物專訪每月至少一

協拍案的導演是專訪主軸
篇，刊登在電子報的﹁當月最夯﹂單
元，專訪對象以協拍案的導演為主，
尤其是新銳導演，但不局限於此。不
管拍的是劇情片、紀錄片或動畫片，
為他們做專訪，除了期望增加影片宣
傳的曝光度，也等於為這些電影人留
下工作上的紀錄；長遠來看，甚至可
以說每一篇專訪都在記錄臺灣電影史
的現在進行式。
五年下來，專訪過的導演超過
吉、︽近在咫尺︾的程孝澤、︽台北

三十五位，如︽逆光飛翔︾的張榮
星期天︾的何蔚庭、︽一頁台北︾的
陳駿霖、︽艋舺︾與︽愛︾的鈕承
澤、︽陣頭︾的馮凱︙︙，都曾經在
影委會的專訪中暢談創作心得。網版
組人員更常常因為採訪，成為第一個
被感動的人 。

將動人的真實故事傳播出去
聽林福清導演講他拍處女作︽不
倒翁的奇幻旅程︾始末，期間的起伏
曲折簡直可以拍成一部電影，令在場
的網版組忍不住越聽眼睛瞪得越大，
內心敬佩不已。
一部紀錄片要拍多久？導演李靖
惠給的答案是十三年。紀錄片︽麵包
情人︾，是她用青春陪伴片中五位菲
律賓女性的夢想和掙扎。她像一隻信
鴿，帶著記錄下來的影像飛到菲律賓
放給她們的家人看︙︙
網版組聽到好多這樣的幕後真實
故事，這些電影人頂著阿甘精神，熱
血得可愛又可敬。在他們面前，我們
不由得謙卑起來，感恩有這樣的機會
領受啟發，然後帶著莫名的使命感回
到辦公室，努力重現採訪現場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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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創作靈魂，把啟發散播給更多人。

4

5 / 人物專訪，
因為他們值得。
# 他 們 因 電 影 而 耀 眼， 星
光掩蓋住銀幕後的心情和奮
鬥；網版組透過專訪，見證
是什麼樣的堅持，成就他們
的閃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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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眼界之餘，也為例行的訪問工作留

組都因為能夠貼身採訪，雀躍萬分，

訪，這些平日難得一見的人物，網版

︽麥桿之盾︾七位明星的大陣仗專

本名導行定勳在二 ○
一二年三月底低
調來臺北勘景，以及同年九月日片

情︾、︽春之雪︾等片風靡臺日的日

一 ○
年十一月成龍到花博
像二 ○
參觀，或者以︽在世界的中心呼喊愛

親炙明星風範

趣。

會，也算是工作上額外的回報與樂

八下。這種親炙名人風采的珍貴機

的心情，還沒見到面，一顆心就七上

接觸導演和明星，有時難免浮現影迷

做專訪，讓網版組有機會近距離

7

一二年五月，很幸運能趁著
○

好萊塢華人影星盧燕︵︽末代皇帝︾
裡的慈禧太后呀！︶到臺北演出舞台
劇的機會進行專訪，雖然八十五歲
了，但對表演的強烈熱情使她渾身煥
發勃勃生氣，言談盡是淬鍊過的專業
智慧，網版組看著聽著，知道了什麼
叫風度，真心感到無比尊敬，無比榮
幸。
電影需要明星，但電影不是只有
明星。未來，網版組希望可以擴大針
對電影界的 特殊人物進行專訪，例如
幕後技術人才、資深電影志工等。這
些人以他們的方式各自成就了臺灣電
影，參與了產業鏈的不同階段，融入
電影史的一部分，一般人卻很少知
道。也許透過影委會的平台，將來這
些無名英雄也能現身分享他們的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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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深刻回憶。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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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做一次專訪要動員三個人，分別負責訪問、拍照、錄影。採訪好萊塢華人影星盧燕是
一次令人感到非常榮幸的難得經驗，她在受訪後與影委會三人採訪小組合影。

8+9. 成龍參觀花博，玩心十足，還大方跟影委會工作人員合照。

10+11. 網版組希望將來有機會報導電影幕後人才的故事。圖為《艋舺》劇組在水源快速道
路拍攝。

12+13. 日本名導行定勳於二○一二年三月低調來臺北市勘景，由影委會協助陪同，並在圓
山飯店接受網版組專訪。

11

6 / 宣傳或不宣傳？
THAT IS THE QU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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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制度化了，重點逐漸變得清晰：第
臺拍攝，日方希望保密再保密，低調

二 ○
一二年九月，影委會協助日
本名導三池崇史新片︽麥桿之盾︾來

三年摸索下來，網版組的工作比
一是幫影委會的業務做好記錄，第二
再低調，但劇組裡有好幾位高人氣明

跨國大片來臺北市開拍，當然更希望

聞的發布讓外界瞭解。如果碰到一些

專業的平面攝影師拍照。像為了採訪

果盡善盡美，網版組會特別慎重，請

事件，為使宣傳畫面的人物與場景效

遇到比較大型的協拍案、活動或

取得平衡。

相報導與保障日本劇組拍攝順利之間

連帶苦了影委會，忙著在臺灣媒體爭

天的拍攝行程吸引狗仔隊緊迫盯人，

行人第一天抵台就藏不住星光，近九

星，像是松嶋菜菜子、大澤隆夫，一

就是宣傳。
談到宣傳，其實壓力很大，也充
滿矛盾。
網版組的責任，是要讓大家知道
影委會可以為臺灣的電影、電視做些

在電影拍攝之前、之間、之後都能做

什麼，必須藉由各種事件的報導、新

報導，這樣對影委會本身才有宣傳效
︽麥桿之盾︾，當時網版組就尊重日
方要求，租了隱密性高的飯店房間，

益。

不過，有時會碰到電影公司在宣
寶，必須等到協議好的宣傳時間點才

訪。可惜訪問內容至今仍壓在箱底當

大陣仗完成該片導演與演員們的專

找來專業攝影師掌鏡，還特別打燈，

傳上的顧慮，他們老早備齊一套宣傳

採訪露出須配合影片宣傳期程

時程，一切按表操課。這時，影委會
能見天日。

公司的宣傳期才能曝光；影委會甚至

公開發布，一定要等到上片配合電影

之餘，有時甚至做 出抹黑之舉。影委

場地借用規範的違規情事，規勸未果

在協拍過程中，有些劇組會做出不符

樣來自劇組，只是換成負面的行為。

另一種令人為難的宣傳矛盾，同

公布劇組違規消息的兩難處境

必須與對方達成協議，在不妨礙拍攝
和宣傳原則的情況下，進行採訪和協
拍記錄，日後靜候釋出時機。尤其越

還要幫忙擋掉任何在協拍過程中可能

大的片子越嚴格，經常要求不能提前

造成意外曝光的狀況。

些專業面的消息能夠釋出在媒體版

業人士、對未來有怎樣的影響，讓這

展談了多少案子、接待了多少國際專

會氣歸氣，但要將這樣的違規紀錄公

好不容易有了起飛的春天，影委會是

布到網站上嗎 ？國片已經很辛苦了，

面，做起來實在不太容易，尤其是平

弔詭的是，審核一個單位的宣傳

幫忙打拚的夥伴，本著促進影視產業

績效，通常是以新聞露出則數等統計

繁榮的立場，怎麼都不願主動公開劇

然而，假如因此致使影委會的作

數字來評量。而影委會為產業帶來的

面媒體。

為遭到誤解，基於對上級主管單位負

成效，有些必須歷經長期醞釀，說不

組的負面消息。

清，為影委會本身做出適度抗辯，不

責，網版組也逼不得已對外公開澄

定十年才看得到，比方 說人才的培

湖﹂，無可迴避，只能盡力在宣傳、

這些情形，網版組﹁身在江

傳上額外的壓力。

規則對影委會未必公平，難免造成宣

養，因此難免出現做了事，卻很難立

過仍會小心拿捏分寸。

刻對外宣揚具體的成績。審核的遊戲
現今媒體的生態，是網版組面臨

宣傳績效的評鑑壓力
的另一個宣傳難題。講到電影，現在
委會不是電影公司，哪來重口味的娛

媒體要看的是明星、緋聞、八卦。影
樂新聞可以炒作？因此網版組如何適

不宣傳或如何宣傳之間，求取最佳平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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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點。
3+4.《麥桿之盾》的專訪陣仗聲勢浩大，單是之前的協調
溝通就讓人見識到日本人講究細節的磨功，而且訪問內容
必須配合電影公司的宣傳期程露出。

時報導影視產業的生態、影委會為這

1+2. 新銳導演陳駿霖首部劇情長片《一頁台北》，是一
部臺德合製片，獲得影委會全力協拍支援。由於請到德國
名導溫德斯擔任監製，電影公司在開拍前老早啟動宣傳機
制，單是二○○八年十月來臺北市勘景就話題十足，並趁
機舉辦兩位導演對談「城市與電影」，新聞成功攻佔媒體
版面，連帶為成立不到一年的影委會創造不少曝光機會。

個產業辛辛苦苦所做的事、在國際影

4

2
3

網路
出版

4

1

# 宣傳越多越好嗎？
不一定。不是所有劇
組都希望協拍訪問曝
光，也不是大小事情
都能在網站公開，網
版組經常擺盪在大聲
說與不能說之間。

7 / 傳遞國際影展
現場資訊。

: W E B &
PUBLICATION

發 稿 給 媒 體 ， 搞 到 凌 晨 三 、四 點 才 能

於臺北上網公布，或由網版組修改後

心得寄給網版組，以便趕在第一時間

煮飯！︶，寫下當天重點事件和觀察

觀光客的命，而是要擠出新聞稿︵或

整天辛苦忙展館攤位，收工後沒有當

因此通常只由他們自行前往，在當地

內部分工上，這屬於國際組的業務，

國際影展臺灣電影館的相關事宜。在

託，執行柏林、坎城、香港、釜山等

影委會連續四年接受前新聞局委

錄，並做立即的危機處理，除當下迅

況，馬上掏出攝影機擠向前跟拍記

驗，叫嚷聲一起，立刻嗅出新聞狀

的職業敏感度和跑國際影展的豐富經

幸虧盧總編輯在現場，憑著記者出身

團要求臺灣代表團換名的攪局事件，

編輯盧悅珠同行。不巧發生中國代表

這是難得的盛事，因此派出網版組總

灣電影復興 2010─
美麗新世代﹂，在
影展的﹁亞洲之風﹂單元正式放映，

影委員會，共同合辦﹁臺灣特集：臺

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與台北市電

速安排空間讓當時的新聞局陳志寬處

睡覺是常有的事。

際開發與協拍的洽商，把寫稿和媒體

集中心力做好他們的事，進行各項國

際組就能減少窮於應付的窘況，可以

但如果有網版組人員在現場，國

言，讓媒體有畫面拍，最後總算雙方

道，協調演員們一起短暫露面但不發

表態，在安撫之餘，還得拿捏回應之

體急著交差，不斷大聲要求藝人出面

不成綠地毯的明星。但外頭的新聞媒

內外媒體溝通與照應在房間等候卻走

長面對媒體說明，一面還得不斷跟國

公關的任務交給網版組，讓後者以其
都能接受。風波稍息，當天還要趕快

逢台北市影委會饒總監獲選為亞洲電

照、報導、照應媒體需求。二 ○
一二
年釜山影展也有網版組人員隨行，適

版組一同赴港支援人力，主要負責拍

要平台。影委會當然全力以赴，派網

是兩地影人和業者開啟合作機會的重

二 ○
一 ○
年十月的東京影展，因
為影展主辦單位和前行政院新聞局、

仰賴專業媒體人去應變處理好穩住局

去跟。若是碰上突發事件，現場尤其

法加以描繪報導，的確需要專門人力

及影委會執行的成效，並用輕鬆的筆

影展的情況、事件完整記錄下來，用

驗，真切體會到如果想比較專業地將

網版組從支援國際影展的幾次經

間，合辦臺法電影交流酒會或論壇，

198
1

擔起媒體公關的新聞處理責任

專業對影委會在影展的業務成果進行

出解釋。

理資料針對主管機關或媒體的詢問做

發新聞稿回應，甚至回到臺北仍要整

觀察和報導。
雖然大家都同意術業有專攻，可
惜囿於經費，這種理想中的各司其職

以專業媒體人角度觀察影展動態

不太可能出現在每一次的國際影展，
別派網版組人員隨行支援。

只有 碰到特殊的活動或事件，才能特
二 ○
一一及二 ○
一二年，每逢三
月的香港國際影視展，影委會與締盟

影委員會聯盟理事，是臺灣第一位出

面，同時注意新聞要控管到哪種程

的大巴黎電影委員會會利用影展期

任此重要國際機構要職的電影人士，

度。未來若經費允許， 這肯定列入重
點方向。

觀察的眼光去看影展的整體運作，以

而楊雅喆導演的電影企畫案︽血色青

3+4. 二○一二年釜山影展，楊雅喆導演的《血色青花瓷》，從三十部角逐的亞洲電影企畫案
脫穎而出，獲頒「CJ 電影娛樂獎」大獎。影委會饒總監（前排左四）也獲選為亞洲電影委員
會聯盟理事。赴釜山支援的網版組人員，搶在第一時間將好消息傳回給臺灣的媒體。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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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瓷︾，也獲頒﹁ CJ
電影娛樂獎﹂大
獎，因此影委會搶在第一時間將好消

2. 二○一二年三月香港國際影視展期間，台北市影委會與大巴黎電影委員會聯手舉辦「台法
電影製片交流酒會」，網版組特別隨行報導。圖左起為台北市影委會饒總監、陳駿霖導演、
易智言導演、李烈製片、大巴黎影委會維雄總監。

息傳回給臺北的新聞媒體。

1. 未能走上東京影展綠地毯的臺灣影人，乾脆在等候的宴會廳用綠色菜單鋪成星光大道，為
自己和工作人員打氣，一旁的影委會人員趕緊記錄下這個外人難得窺見的畫面。

網路
出版

4

2

# 如果有網版組人員陪同參
與國際影展，不僅多一雙手支
援，更重要的是有了專責的媒
體窗口可靈活應變，完整傳達
現場第一手觀察報導。

: W E B &
PUBLICATION

4

# 網站的豐富性和即時性固然
可貴，實體出版品卻有傳統的
便利性，以無可取代的紙本美
感擄獲注意力。

猜猜看，讓網版組最有成就感的

工作項目是什麼？是貼身採訪名人

嗎？記錄協拍看到電影幕後不為人知

的一面？都不是。

成就感不是因為做了多少篇採

製作好的出版品帶來高成就感

訪；而到現場看到拍片的真實面，滿

足的不如說是對電影知識的追求。當

然，如果能因為做好採訪和協拍的報

導，透過網路及新聞媒體傳播給更多

人知道，的確會帶來成就感。然而，

製作出版品，才是真正列名網版組成

就感之首的工作，也是最人仰馬翻的

重任。

在虛擬時代，便捷的網站是一個

9

005

004

Director Bios│

WANG Tung 王童

Born in 1942 into a gentry family in China, Wang Tung began his training in fine
arts at an early age. In 1966, Wang joined the Central Motion Pictures Company and

Director Bios│

TSAI Ming-Liang 蔡明亮

began his career as an assistant production designer. Wang then came across with the

11 ∼ 19.
參加國際市場展的電影
手冊，詳列參展的臺灣
片商、最新電影及電影
企劃案的資訊，是行銷
臺灣電影不可或缺的文
宣品。

scripts, including The Kid (1991), which marked his move towards cinema and
during which he discovered his favorite actor, LEE Kang-Sheng.
With Vive L’amour (1994), which won the Golden Lion Award at the Venice

hit. It was then followed by RUN AWAY, and its unique film aesthetic has made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TSAI was acclaimed as an important new voice in

it become Wang’s signature work. Wang then embarked on making the trilogy of

Asian cinema. More recently, The Wayward Cloud (2005) won three awards at the

contemporary Taiwan, STRAWMAN, BANANA PARADISE and HILL OF NO

In 2005, he directed the first Taiwanese 3D animation FIRE BALL.THE STRAITS

14th Pusa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Asian Film Market
KEVIN CHU 朱延平

Taiwan to study film and drama at the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After graduation,
he wrote and staged plays, then for nearly ten years, worked in TV and developed

In 1983, he directed A FLOWER IN THE RAINY NIGHT, which was a box-office

Leon DAI 戴立忍

入圍亞洲電影大獎
───《臉》最佳美術指導
最佳造型設計

Leon DAI (DAI Li-Ren) is a well-known actor and director in Taiwan. He has

Director Bios│

participated in more than 30 films since 1993 and has been awarded several
prizes for his work. His first short film, Summers (2001), was nominated for film

TSAI MING-LIANG 蔡明亮

Contribution, the Alfred Bauer Award, and the FIPRESCI Prize.

is his latest and the most ambitious project in his career.

Born in 1950 and graduated form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 in Soochow University. When he was still a freshman,

In 2006, TSAI was invited by the Musée du Louvre to direct Face (2009), the first

he was asked to play an extra role in “A touch of Zen” by King Hu in the library. That was his first step into the movie

narrative feature film that the Louvre will invest in, placing cinema among the

industry. He composed a film while junior year called “Wrong first step” which won the “The best writer” in Asian Film

ranks of some of the world’s finest art. Face (2009) is an official entry in this year’s

Award. And he firstly directed “Clown” when he was 30 (5th year in university).

Cannes Competition.
Director Bios│

Taiwan Cinema Facebook

2005 Berli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the Silver Bear for Outstanding Artistic

RETURN. Wang’s films are realistic in style and deeply concerned about humanity.
入選香港亞洲電影投資會
───《海峽》

TSAI Ming-Liang was born and raised in Kuching, Malaysia. In 1977, he moved to

chance to direct the film IF I WERE FOR REAL in 1980. This promising directorial
debut paved him a smooth path to directing more award-winning films.

CHENG Yu-Chieh
鄭有傑

Treasure Hunter. Besides, I hope this movie can win worldwide reputation with joint alliance with different industries and

and 16mm film productions before graduating from th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with a B.A. in Economics. In his junior year of college, CHENG shot his first

competition in Clermont-Ferrand International Short film festival. In 2002, he

16mm short, Babyface (2001) and Summer Dream (2001), were gained CHENG the

directed his first feature film Twenty Something Taipei, which became the second-

reputation of one of the most promising Taiwanese young talents.

highest grossing film of the year in Taiwan. No Puedo Vivir Sin Ti is his second

Director said: “I hope I can build up a new milestone and set up a new starting point for Taiwanese movie through The

Born in 1977, CHENG Yu-Chieh has participated in several student productions

TSAI Ming-Liang was born and raised in Kuching, Malaysia. In 1977, he moved to Taiwan to study film and drama at
the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After graduation, he wrote and staged plays, then for nearly ten years, worked in TV and
developed scripts, including The Kid (1991), which marked his move towards cinema and during which he discovered his
favorite actor, LEE Kang-Sheng.
With Vive L’amour (1994), which won the Golden Lion Award at the Venice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TSAI was
acclaimed as an important new voice in Asian cinema. More recently, The Wayward Cloud (2005) won three awards at
the 2005 Berli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the Silver Bear for Outstanding Artistic Contribution, the Alfred Bauer Award,
and the FIPRESCI Prize. That same year, TSAI was invited by the Austrian Mozart Foundation to make I Don’t Want to
Sleep Alone (2006) for the New Crown Hope Event in Vienna in commemoration of Mozart’s 250th birthday. TSAI used
a modern approach to recall Mozart’s creative spirit and generate discussion about his legacy.

14th Pusa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

of Film Critics in Venice and received invitations from various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s, such as Vancouver, Athena, and Pusan. He is currently active in Taiwan’
s film and TV industry as both an actor and director. Yang Yang (2009) has

HOU HSIAO HSIEN 侯孝賢

been selected for programmatic screening at this year’s Berlin and Hong Kong

Arvin CHEN 陳駿霖

Arvin Chen is a Chinese-American filmmaker based in Taipei, Taiwan. Arvin grew
of California, Berkeley.After graduation, he moved to Taipei to apprentice with

Director Bios│

Doze, NIU Cheng-tse
鈕承澤

Taiwanese filmmaker Edward Yang(Yiyi). In 2006, Arvin’s short film Mei won the
Silver Bear at the 57th Berli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Film Festival
14th Pusan International

Born in Taipei, began acting at age of 9. He was the youngest to be nominated in the
Golden Horse Award for his leading role in“Growing Up” (1983).

14th

His first feature film: “What on Earth Have I Done Wrong?” won the 2008

HOU Hsiao Hsien, who was born in China but immigrated to Taiwan in 1948, is a graduate of the National Taiwan
Academy of Arts, where he studied filmmaking. He was an assistant director to veteran filmmakers LI Hsing and LAI

love for movies, he then went on to study film and drama at the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he graduated in 1987. He

Cheng-Ying and later formed a creative partnership with cinematographer CHEN Kun-Hou.

found work in the film industry as a camera assistant and very quickly moved on to work as an assistant director, first to

In 1980, HOU made his directorial debut with Cute Girls (1980) and by 1983, he had captured the attention of the

City of Sadness. Between 1989 and 1993 he divided his time between assistant director jobs and writing/directing public

Asian Film Festival, Moscow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Warsaw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and 2007 South Film Festival.

international film community with The Boys from Fengkuei (1983) and A Summer at Grandpa’s (1984), both of which
Doze is the director, producer, and writer of “MonGa”

won Best Film at the Festival des 3 Continents. He then went on to make a series of critically acclaimed films, garnering
accolades at prestigious international festivals and establishing himself as one of the most innovative filmmakers in the

with crosscultural themes, including Nanjing East Road (a selection of the 2010
入選香港電影節「台灣新生代」單元
───《一頁台北》
入選香港亞洲電影投資會
───《南京東路》

world.

HAF: Hong Kong – Asian Film Financing Forum), which takes places around the
economic boom of 1980’s Taiwan, and Nessun Dorma, a East-meets-West musical
set in the world of contemporary opera.

Born in Jiayi, Taiwan, 1961, director Chang first majored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t St. John’s University, due to his

FIPRESCI Prize in Golden Horse Awards, NETPAC Award at Rotterdam Film
Festival and was nominated for 2008 Durba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Rome

Arvin recently completed his first feature film project, Au Revoir Taipei, a romantic

As a producer, HOU has also been involved with Taiwan cinematic classics, such as Edward YANG's Taipei Story (1985)

入選香港電影節「台灣新生代」單元
───《艋舺》

and ZHANG Yimou's Raise the Red Lantern (1992). HOU is currently working on The Assassin, an historical drama
centered on the unusual life story of a woman assassin in late Tang Dynasty China.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Film & TV Market

Taiwan Cinema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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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名：艋舺 Monga
導演：鈕承澤 Doze Chen-Zer NIU
景點：水源快速道路
Shui Yuan Expressway

Film Festival
nternati
14th Pusan International

7-2

Festival
onal Film
Internati
14th Pusan

Sales-Office�
714,715

the producer Jacob Cheung. His three features since then have all been made through his own independent production
company in Taipei. In 2000, he produced, wrote and directed the TV series The Car is Chasing.

7-1
中文片名：霓虹心（台瑞） Miss Kicki
導演：劉漢威 Hakon LIU
景點：臺北101觀景台
Taipei 101 Observatory

片名：霓虹心（台瑞） Miss Kicki
導演：劉漢威 Hakon LIU
景點：萬華老旅社
Old hotel on Wanhua

Welcome to 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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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5.
《台北拍電影》小手
冊用來概述影委會的
服務，簡介在臺北市
拍片的場景、優惠、
協拍案例等。除了中
英對照，也出了英法
對照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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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nyi Commercial District 信義商圈
(2010) Au Revoir Taipei by Arvin Chen《一頁台北》陳駿霖 導演

(2009) Hear Me by Cheng Fen-fen《聽說》鄭芬芬 導演

The 101-storey Taipei 101 Building is one of the iconic landmarks in Taipei City and sits at the heart of the Xinyi
Commercial District, a trendy area that is dotted with shops and restaurants, shopping malls,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business headquarters. The sophisticated atmosphere in the daytime as well as lively night scene has made the district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film locations in Taipei City. Among the well-known location is Shanti Boulevard plaza, which is
surrounded by Shin-Kong Mitsukoshi A8, A9, and A11.
Xinyi Commercial District shines brightest after dark and even the most discerning party-goers will find a club that suits
their tastes when visiting the area. Famous nightclubs include Lava Club, Room 18, In House, Primo, Club Myst, and Spark.
Different from the ambiance of Xinyi district, the nearby Sisi South Village offers tranquility and peace to visitors.
Comprising of joined houses mainly built from wood, bamboo, lime and roof tiles, the community was the first military
dependents' village built in Taiwan. Part of the houses of the village have been converted in to the Xinyi Public Assembly
Hall that is used for exhibitions and a morning mark.

Itinerary 路 線
01 Xinyi Commercial District 信義商圈

06 Bopiliao Historical District 剝皮寮

02 Treasure Hill 寶藏巖

07 Tataocheng and Yongle Business District 大稻埕永樂商圈

03 Chiang Kai-shek Memorial Hall 中正紀念堂

08 Park Areas of 2010 Taipei International Flora Exposition 花博

04 Taipei Guest House 台北賓館

09 Nangang Bottle Cap Plant 南港瓶蓋工廠

05 Ofﬁce of the President 總統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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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ms 電影取景 : (2012) Love by Niu Chen-zer《愛》鈕承澤 導演 (2012) Bang Bang Formosa by Andy Luo《寶島大爆走》羅安得 導演
(2011) Mayday 3DNA by Kung Wen-yen 《五月天追夢3DNA》孔玟燕 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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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名：台北飄雪（台日） Snow Fall in Taipei
導演：霍建起 HOU Jian-Qi
景點：忠孝復興捷運站
MRT ZhongXiaoFuXing Station

台北市電影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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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wn the money because of disagreements with the intended producer. The film (his debut feature) was eventually made
the following year for a Hong Kong company, but he disowned the result when the editing was taken out of his hands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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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名：一席之地 A Place of One's Own
導演：樓一安 LOU Yi-an
景點：臺北小巨蛋
Taipai Are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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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short films and TV program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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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片名：臉 Face
導演：蔡明亮 Ming-Liang TSAI
景點：華山創意文化園區
Huashan1914 Creative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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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th Pusa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In 1992 he won a government subsidy for production of his screenplay Midnight Gunshots, but subsequently tur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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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 Kan-Ping, then to YIM Ho and TSUI Hark. In 1988, he worked as HOU Hsiao-Hsien’s first assistant director o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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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片名：陽陽 YANG YANG
導演：鄭有傑 CHENG Yu-Chieh
景點：體育操場
College playground

3
片名：不能沒有你 NO PUEDO VIVIR SIN TI
導演：戴立忍 Leon DAI
景點：忠孝西路、中山南路口
ZhongXiao W. Rd.
ZhongShan S. Rd.

10/11~10/14, 2
2009
009

Film Festival
14th Pusan International

comedy set over the course of one night on the streets of Taipei. The film is
executive produced by renowned German flmmaker Wim Wenders(Wing of Desire).

TFC's co-production cases

2
片名：聽說 Hear Me
導演：鄭芬芬 ZHENG Fenfen
景點：石牌國中游泳池
Swimming pool of ShiPai junior high school

Taipei

CHANG Tso-Chi 張作驥

入圍亞洲電影大獎
───《陽陽》最佳女主角張榕容
最佳攝影包軒鳴

up in the San Francisco Bay Area, studying Architectural Design at the University

協拍案例

018

臺北

Bon Tournage.

Asian Film Market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s.

Director Bios│

Bienveunue à Taipei

In 2006, TSAI was invited by the Musée du Louvre to direct Face (2009), the first narrative feature film that the Louvre
will invest in, placing cinema among the ranks of some of the world’s finest art. Face (2009) is an official entry in this
year’s Cannes Competition.

CHENG’s feature film, Do Over (2006), was selected for the International Week

feature.

入選香港亞洲電影投資會
───《我這樣愛你》
入圍亞洲電影大獎
───《不能沒有你》最佳影片

Arvin is currently writing and developing several projects set in Asia but dealing

201

可擴充、可更新、超越空間的資料

庫，但遇到國際影展等交流、宣傳場

合，還是要讓位給實體出版品。小冊

子、書、摺頁，才是最方便拿在手裡

翻閱的媒介。

網版組負責的出版品項目，大致

分為三類，肩負不同功能訴求。摺

頁、手冊、卡片等小型文宣品，多半

用來簡介影委會的業務、國外劇組來

臺北拍攝的補助辦法，或者宣傳特定

活動；主題性的書籍和電子版光碟，

做為國內外劇組勘景或尋找合作對象

冊、海報，則用來宣傳臺灣電影，吸

10

8 / 出版品要求
專業和質感並重。

的參考； 參加國際影展用的電影手

Website: http://www.taipeifilmcommission.org

For questions E-mail: service@taipeifilmcommission.org
and details,
Tel: +886-2-2709-3880
please contact Fax: +886-2-2709-3905
Taipei Film
Address: B1, No.18, Ln 112, Sec.4, Ren-ai RD.,
Commission:
Da-an Dist., Taipei City, 106, Taiwan

引國際劇組到臺北拍攝。考量到國際

❝Items above do not apply to globally-recognized foreign
motion picture production enterprises and directors.❞

交流的必要性，幾乎百分之九十五以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teams, filming or making 2D/3D
animations over 70 minutes with production expenses
exceeding NT$ 3 million (about US$ 95600) in Taiwan, can
apply for:
Human Resources ➲ 30% subvention of total personnel
expenses for Taiwanese nationals as casts or crew.
Production ➲ 25% subvention of total costs for
pre-production (planning, R&D fundraising, etc.),
post-production (recording, editing, special effects, sound
effects, printing, etc.), and computer graphics.

上的出版品都是中英對照或全為英

ⓒ＿Subsidy of Central Government

文。

The subsidy of Taipei City Government started since 2008.
The amount has been increasing yearly. In 2010, Taipei
City Government offers NT$ 20 million (about US$63700)
as subsidy to welcome films shot in Taipei. Requirements
for applicants include marketing plans, filming with 16mm,
35mm or equivalent digital cameras, and end products at
least 70 minutes.

其中，電影手冊是參加國際電影

ⓑ＿Subsidy of Taipei City Government

市場展一定要製作的英文出版品，裡

ⓐ＿Incentives of Taipei Film Commission

Free Scouting ➲ TFC offers free consultation for location
scouting, co-production with local team, filming equipments
and post-production.
PCC Discounts ➲ TFC issues Production Concessionary
Card (PCC) to production teams filming in Taipei. With
PCC, production teams can enjoy benefits of 40%~50%
discounts in accommodations, restaurants, car-rental,
laundry, etc.

頭詳列臺灣參展影片、電影企劃案和

Advantages for filming in Taipei

片商資訊，是國外影人參考的重要資

Established in January 2008, Taipei Film Commission
(TFC) provides one-stop services for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teams coming to Taipei City.
TFC has four missions: production assistance, talent
accumulation, local film marketing and international
fundraising.

訊來源。

9+10.
簡簡單單一
張英文製片
優惠酷卡，
針對來臺北
市拍片可享
有的服務與
補助，提供
要點說明，
幫助國外影
視團隊迅速
掌握關鍵。

About Taipei Film Commission

網路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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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sure Hill 寶藏巖

04

Chiang Kai-shek Memorial Hall 中正紀念堂

Films 電影取景 : (2011) Four Hands by Lee You-ning 《麵引子》李祐寧 導演
(1996) Goodbye South, Goodbye by Hou Hsiao-hsien《南國再見，南國》侯孝賢 導演

Films 電影取景 : (2012) GF & BF by Yang Ya-che 《女朋友。男朋友》楊雅喆 導演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跨國製作 : (2011) House Hunters International , HGTV of the U.S. 美國家居電視節目

Treasure Hill was designated by Taipei City Government as a historical site in 2004 and has been turned into an 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 urban community, where residents and artists live together on the hillside. The community also serves as the
platform for artists to exchange ideas. Individual artist or performance groups are welcome to stage performances here.

Opened in 1980, the Chiang Kai-shek Memorial Hall (often abbreviated as CKS Memorial Hall) complex is a magnificent
traditional Chinese-style, white-blue building. Teenagers as well as seniors congregate here to dance, play chess, exercise,
or simply to chat. Because of political symbolism of the square, activists often assemble on the square to make their voices
heard. Director Yang Ya-che chose the venue to shoot his second feature GF & BF. The National Theater and the National
Concert Hall, also built in traditional Chinese structure, are must-see for art lovers.

(1992) Dust of Angels by Hsu Hsiao-ming《少年口也，安啦！》徐小明 導演
(1988) Big Head by Yang-ming Tsai《大頭仔》蔡揚名 導演

If you visit Treasure Hill, do not miss out on two nearby places that are well worth a visit- Gongguan Commercial District
and the Museum of Drinking water - the former scattered with restaurants, sportswear shops, bookstores and the latter,
somewhat incongruously for Taipei, boasting Baroque architec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nd Gongguan Riverside
New World in the area are major spots for photo shoots.
At the intersection of Roosevelt Road and Keelung Road, you will find Taipei ś largest live house—The Wall, a great place
to discover Taiwan ś best bands and emerging act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Lou Yi-an ś debut feature A Place of

One’s Own was shot in The Wall.

5

(2011) The Bachelorette, ABC’s hit reality show 美國ABC電視節目《千金求鑽石》

The CKS memorial hall is bordered by Aiguo East Road, the famous wedding street, to the south, Hangzhou South Road
to the east, the National Library to the west, and the Presidential Office building to the north. On the neighboring Nanhai
Road, one will find National 228 Memorial Museum, Taipei Botanical Garden, National Museum of History, and National
Taiwan Arts Education Center. The Guling Street Avant-garde Theatre is also a not-to-be-missed spot.
For people looking for authentic Taiwanese food, try the braised pork rice at the famous Jin Feng shop on Roosevelt Road.
中正紀念堂為藍白色的中國傳統建築風格，1980年啟用，廣場全區包括國家戲劇院及音樂廳。許多民眾喜歡到此處練舞
練功，而中央的自由廣場因為具有高度政治象徵意涵，常成為社會運動集會地，楊雅喆導演的《女朋友。男朋友》相中
此處拍攝學運的戲碼，自有其意義。環中正紀念堂一圈，南面的愛國東路是台北的婚紗街，西面的國家圖書館是台灣的
知識重鎮，北邊則是政治中心總統府。鄰近中正紀念堂的南海路上，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台北植物園、國立歷史博物

無論在台北市的哪個角落，你都能看見高聳入雲的101大樓，101座落的位置，就是台北最繁華的信義商圈，流動的人
潮、時尚的衣著、富現代感的建築、重要的金融機構、企業大廈都在此並置，加上新光三越、寶麗廣場、阪急百貨的進
駐，讓本區變成名符其實的消費天堂，而新光三越A8、A9、A11館之間的香堤大道廣場，每到周末就有街頭藝人的表演，亦
是眾多電影與電視作品取景之處。

寶藏巖為台北市第一處聚落型態之「歷史聚落」。其地景特殊性，刻畫出巷弄蜿蜒、階梯緩坡起落、沿著山城構築錯落
的風貌。目前提供各式演出及展演空間，創造文化創意工作者群聚效應及交流平台。鄰近寶藏巖的公館商圈有台灣大學
相鄰，使得店家樂意進駐，有逛不完的流行服飾、特色美食、運動用品、書籍刊物……等等各式各樣的商店，熱絡的氣
氛吸引來自各方的逛街人潮。而思源街上自來水博物館的巴洛克式建築、水岸新世界的腳踏車道與台灣大學裡頭的椰林

樂 入夜之後信義商圈並不因此稍減美麗，知名的夜店LAVA CLUB、ROOM18、In House、Primo、Club Myst、Spark等
都集中在此，五光十射的舞池，杯觥交錯的吧檯和一次又一次的派對，為不甘寂寞的都市男女提供狂歡的去處。迥異於
信義區的時尚前衛，松勤街的四四南村彷彿將時光凍結起來，四四南村為國民政府在台灣所建立的第一座眷村，主要以木
材、竹籬、石灰及瓦片所建築而成的連棟式平房。如今部分房舍另改建為「信義公民會館」，供作展覽與簡單市集之用。

大道、文法學院和醉月湖，亦是攝影族外拍的絕佳場景。

館、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一字排開，各式各樣的展覽與文化活動值得一探；而由昔日的中正二分局改建的牯嶺街小劇場，
也是遊人不可忽略的場景。

樂 而位於羅斯福路與基隆路交叉口的THE WALL這牆音樂藝文展演空間，為目前台北最大的Live House，一貫致力引
薦國外的獨立樂團來台表演，樓一安導演的《一席之地》片中樂團演出的場景，正是THE WALL！

食 至於中正紀念堂東邊，杭州南路上遠近馳名的杭州小籠湯包、羅斯福路上的金峰魯肉飯，其簡單、純樸又帶著點懷舊
的料理，成功的擄獲饕家們的心，絕對是來到此地不容錯過的名店！

Taipei Guest House 台北賓館

Films 電影取景 : (2011) Warriors of the Rainbow: Seediq Bale by Wei Te-sheng《賽德克．巴萊》魏德聖 導演
MV 取景 : (2010) It Rains All Night by Jay Chou 《雨下一整晚》周杰倫

Director Wei Te-sheng made a buzz with his action epic Warriors of the Rainbow: Seediq Bale in 2011. One of the major
scenes depicting the Japanese army mobilizing its army was shot at the Taipei Guest House, a venue that is mainly used to
host dignitaries and government receptions.
The Taipei Guest House was the official residence of Japanese governor-generals when Taiwan was colonized by Japan
(1895-1945). Designed according to Victorian Baroque style and completed in 1901, the main building is magnificent and
sophisticated. The two-story building is one of the most precious and well-preserved examples of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architecture in Taiwan.
The surrounding areas of the Taipei Guest House, along with the nearby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are known as Boai Special
District, aka“the heart of the Taiwan capital.＂The Executive Yuan, the Legislative Yua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aw
school, Taipei First Girls High School, and many government agencies are located in the district. The district is perfect for a
one-day trip for filmmakers or fans that are eager to know more about the history of Taiwan.
還記得電影《賽德克‧巴萊》裡，莫那魯道發起了霧社事件後，日軍在指揮所緊急動員的情節嗎？片中的指揮所一景
正是台北賓館。
落成於1901年的台北賓館，前身為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官邸，是供台灣總督居住，以及宴請貴賓、皇族的地方，現為中
華民國的國家招待所。建築主體雄偉精緻，基地廣闊並設有日式庭園，為台灣現存近代建築中，相當珍貴而保存完整
的重要史蹟。台北賓館的周邊，與總統府合稱博愛特區，又稱「首都核心區」，聚集包括行政院、立法院等中央政府
一級單位。台灣大學醫、法、商學院、臺大醫院舊館、北一女中，以及古城門等諸多著名古蹟也座落於此，適合一日
巡禮，飽覽台灣歷史的重要場景。

05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總統府

Films 電影取景 : (2011) Leaving Gracefully by Peng Chia-chia《帶一片風景走》澎恰恰 導演

Th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inaugurated in 1919, was the administrative heart of Taiwan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It housed the officers of the Governor-General and subordinate agencies. Seriously damaged during World War II, the office
retains a late Renaissance style after several refurbishments, and when viewed from above, the building resembles the
Chinese character for“sun＂(日), a symbol of Japan. The façade of the office exudes a classical architectural style. The TV
series Ni Yada was the first TV show that was granted access to shoot at the Presidential Office.
The Presidential Office occupies the city block between Chongqing South Road and Boai Road in downtown Taipei. Over the
years, Boai Road has become a treasure trove for camera and photography equipment. The nearby 228 Peace Park is great for a
stroll and taking photos, and before leaving, don't forget to buy some sour plum juice from a food stall on Hengyang Road.
A 15-minute walk from the Presidential Office will lead you to Zhongshan Hall, a former reception venue for foreign
dignitaries. The civil auditorium was built in the 1930s to celebrate Japanese emperor Hirohito ascending to the throne. With
a recognizable Spanish Moorish architectural influence, the Zhongshan Hall is now a popular hangout for the youth of the
city. Two classy cafes—Fortress Café and Tsai Ming-liang Coffee Corridor, operate on the second and fourth floor, respectively.
毗鄰台北賓館的總統府啟用於1919年，日據時期為台灣總督府廳舍，光復後仍持續扮演中華民國政治中樞的角色，雖
歷經整修，總統府建築仍保持後期文藝復興式的莊嚴和典雅，平面呈現「日」字型，立面充滿古典樣式的建築語彙。
2010年電視劇《倪亞達》首度獲准入總統府取景，創電視劇於總統府開拍之首例。

樂 總統府後方的博愛路，以照相攝影器材商家聚集而聞名，被稱為「相機街」或「攝影器材專賣街」。懷寧街二二八和
平公園內有亭閣、古蹟牌坊、拱橋水池、音樂台，適合散步與外拍，若到此處，別忘了光臨衡陽路上五十年歷史的公
園號酸梅湯，品嘗懷舊的好滋味。
再走遠一點，約十五分鐘的腳程，就能來到中山堂，原稱為「台北公會堂」的中山堂是日治時代為紀念日皇裕仁登基所
建，光復後更名為「中山堂」，是政府接待國外貴賓的場所。建築風格帶有些許西班牙南部的回教色彩，古典裝飾與現代設
計兼備，為台北重要表演場所之一，二樓的堡壘咖啡與四樓的蔡明亮咖啡走廊，是大打牙祭和喝下午茶時光的最佳選擇。

食

8

2012/5/1 9:03:50 PM

6+7+8.
城市景點透過電影的魅力，
很容易挑起觀眾想到此一遊
的渴望，《艋舺》走紅連帶
炒熱周邊景點是最佳實例。
用輕巧的摺頁結合觀光與電
影，帶領民眾跟著電影場景
按圖索驥，開闢另一種遊臺
北的路線與心情。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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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U Yi-an

072

NIU Cheng-tse

074
076

TSAI Ming-liang
WANG Shaudi
WANG Yu-ling
WU Mi-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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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6

YANG Ya-che

088

Christina Y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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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ERS｜PRODUCTEURS
CHEN Hsi-sheng | Zoë C.J. CHEN | Peggy CHIAO | CHIEN Li-fen
Khan LEE | LEE Lieh | Aileen LI | LIANG Hung-ch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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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茂，質感出眾，更是坊間第一本

MOGRAPH

中、英、法三語並陳的電影人名錄，

FIL

至於書籍出版的考量，著重在行

✚

銷臺北市景點與臺灣電影人才，希望

發行以來在國內外都非常搶手，至今

出版的書籍參考價值高

啟發國際合作的契機。最早出版的工

八年的初版，又分
○○

具書︽拍台北：影視勘景指南︾為中

英對照，繼二

別 於 二 ○○
九 、二 ○
一一年發行修訂
版本。書中介紹了臺北市一百多個拍

攝景點，附錄納入在臺拍片的實用資

間起碼都要花上半年，但過程絕不平

FIPRESCI à Cannes en 1998. Ses productions sont assez variées, allant des hits commerciaux des grands studios aux

訊，例如補助辦法、駐臺外交單位、

Cinéaste expérimenté, Jimmy HUANG a travaillé avec l’illustre TSAI Ming-liang pour le film The Hole (1998), Prix

Cannes Film Festival in 1998. HUANG is also experienced in various productions from award

電影機構與公司名錄、優惠合作店家

Literature at the Tunghai University. He has worked with the most talented of Taiwan directors,
including TSAI Ming-liang in The Hole (1998), which was awarded the FIPRESCI Prize at the

靜，有太多環節要一再溝通、重修。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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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mmy HUANG╱ Email: jimmy336@gmail.com

Now an experienced filmmaker in Taiwan, Jimmy HUANG studied Foreign Languages and

而且做書有個奇怪的定律：不管多早

✚Producteurs│Productrices

Jimmy HUANG

等，內容貼心完整，對國內外劇組來

28

Producers╱Producteurs

Taipei Filmmakers

✚Producers

說參考價值很高。而且在製作時，會

2009 臉

開始籌備，最後永遠都是催趕到人人

2002 天橋不見了（短片）

2008 蝴蝶夫人（短片）
2009
坎城影展－競賽單元
2010
芝加哥影展－競賽片
亞洲電影大獎－最佳造型設計、最佳美術指導
台北電影節－最佳攝影
鹿特丹影展
羅馬亞洲影展

面無血色，非得等到最後成品入手才

2004 天邊一朵雲

審慎考量選擇的紙張，在不影響視覺

2005
柏林影展－最佳藝術貢獻銀熊獎、亞佛瑞德鮑爾創
新獎、國際影評人費比西獎
法國南特三洲影展－最佳導演獎、演員最佳貢獻獎
西班牙奇幻影展－最佳影片獎、最佳男主角獎

舒適性與整體美感的原則下，將成書

2001 與神對話（紀錄片）

威尼斯影展－國際競賽單元

能放鬆。也許因為製作過程的起伏轉

29

2006 黑眼圈

金馬獎－最佳剪輯獎、年度最佳台灣電影獎
威尼斯影展－國際影評人費比西獎
芝加哥影展－劇情片類金牌獎
亞太影展－評審團獎、最佳女配角獎
法國南特三洲影展－最佳導演獎、青年評審團獎

的重量和體積減到最小，方便攜帶。

30

1998
坎城影展－國際影評人費比西獎
1999
新加坡影展－最佳影片獎、最佳導演獎、
最佳女主角獎

2003 不散

像這樣的工具書，因為資訊量

1998 洞

1994
法國南特三洲影展－最佳導演、最佳男演員
義大利威尼斯影展－最佳影片金獅獎、國際
影評人費比西獎
金馬獎－最佳導演、最佳劇情片、最佳錄音
1995
新加坡影展－最佳影片獎

2001 你那邊幾點

坎城影展－競賽單元技術大獎
亞太影展－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女配角獎
曼谷影展－最佳導演獎
芝加哥影展－評審團大獎、最佳導演獎、最佳攝
影獎
金馬獎－評審團特別獎、評審團特別個人獎
布里斯本影展－亞洲電影評審推薦獎

大，涵蓋面龐雜，單單在過濾景點、

1994 愛情萬歲

柏林影展－銀熊獎、國際影評人費比西獎
巴西聖保羅影展－影評人特別提及獎
新加坡影展－評審特別獎、最佳男主角獎
芝加哥影展－評審團大獎銀雨果獎

影委會非常重視出版品的視覺美

1997 河流

1993
日本東京影展－青年導演影片單元銅櫻花獎
法國南特三洲影展－最佳首部電影獎
義大利都靈影展－最佳影片獎
1994
新加坡影展－評審團特別獎

感，以及內文的專業性與可讀性。上

Email: vincent.zong.wang@gmail.com

1992 青少年哪吒

079

043

films d’auteurs qui recoltent des prix dans les festivals internationaux, sans oublier des co-productions internationales

winning art house projects to the first major studio production in Taiwan, and has a talent for

dont il est le spécialiste.

integrating resources for international coproductions. In 2002, he produced Double Vision

En 2002, il a notamment produit Double Vision (réalisé par CHEN Kuo-fu), une co-production internationale financée

(directed by CHEN Kuo-fu), an international co-production financed by Sony Columbia.

27 ∼ 32.
中英法三語的《台北電影人 2007 ∼ 》，
是行銷臺灣導演與製片人才於國際的利
器。

✚電影作品年表

拍照、篩選圖片、求證各類資訊的正

vincent.zong.wang@gmail.com

Madame Butterfly (short)

2009 Face
2009
Cannes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 Competition Program
2010
Chicago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 Competition
Asian Film Awards - Best Costume Designer, Best Production Designer
Taipei Film Festival – Best Cinematography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Rotterdam
Asian Film Festival Rome

確性上，就耗費了相當大的時間與精

2008

述兩本書，內容編輯和視覺設計都有

2006 I Don’t Want to Sleep Alone
Venice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 Competition Program

力。尤其國內電影公司辦公室搬遷的

1998 The Hole
1998
Cannes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 FIPRESCI Prize

✚Email:
078

A Conversation with God (documentary)
The Skywalk Is Gone (short)

2003 Goodbye Dragon Inn
Golden Horse Film Festival - Best Editing, Best Taiwanese Film of the Year
Venice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FIPRESCI Prize
Chicago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 Golden Plaque
Asia Pacific Film Festival – Grand Jury Prize, Best Supporting Actress
Nantes Festival of the Three Continents – Best Director, Youth Jury Award

獨到之處，受到業界的肯定，二

Upcoming Production│Production Prochaine
The Assassin

2001
2002

情況屢見不鮮，網版組要一筆一筆打

1997 The River
Berli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 Silver Bear, FIPRESCI Prize
São Paulo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 Critics Award - Honorable Mention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 Special Jury Prize, Best Actor
Chicago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 Silver Hugo Award

2007 Flight of the Red Balloon
Cannes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 Un Certain Regard section
Locarno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 Leopard of Honor Award

2004 The Wayward Cloud
2005
Berli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 Silver Bear for an outstanding single
achievement, Alfred Bauer Award, FIPRESCI Prize
Nantes Festival of the Three Continents – Best Director, Best Actor
Contribution
Sitges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of Catalonia - Best Film, Best Actor

2001 What Time Is It There?
Cannes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 Award for Production Sound Mixer
Asia Pacific Film Festival – Best Director, Best Film, Best Supporting Actress
Bangkok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 Best Director
Chicago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 Grand Jury Prize, Best Director, Best
Cinematography
Golden Horse Film Festival – Grand Jury Prize, Special Jury Award
Brisbane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 NETPAC Award

一一年的︽拍台北：影視勘景指南︾

1999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 Best Asian Feature Film, Best Director,
Best Actress

1994 Vive L'Amour
1994
Nantes Festival of the Three Continents – Best Director, Best Actor
Venice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 Golden Lion, FIPRESCI Prize
Golden Horse Film Festival – Best Director, Best Picture, Best Sound Effects
1995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 Best Film

2005 Three Times
Golden Horse Film Festival –Taiwanese Filmmaker of the Year,
Taiwanese Film of the Year, Best Leading Actress
Cannes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 Competition
Tokyo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 Akira Kurosawa Award
Thessaloniki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 Golden Alexander Award

已經三刷，還榮獲臺北市政府優良出

2003 Café Lumière
2004
International Istanbul Film Festival – Golden Tulip Award
Pusa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 Asian Filmmaker of the Year

電話確認通訊資料，整天握著聽筒下

du cinéma. Il a représenté Taïwan pour la Biennale de Venise en 2007 et son
oeuvre «It’s a Dream» créée pour Venise fait désormais partie de la collection
permanente du Musée d’Art Moderne de Taïpei.

來，人好像變成一部背台詞 的機器。

TSAI Ming-liang crée aussi des oeuvres purement artistiques, indépendemment

collection of Taipei Fine Arts Museum.

1992 Rebels of the Neon God
1993
Tokyo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 Bronze Sakura Award
Nantes Festival of the Three Continents – Best First Feature Film
Torino Film Festival – Best Film
1994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 Special Jury Prize

二

TSAI Ming-liang also established himself in the field of fine

✚FILMOGRAPHY ✚FILMOGRAPHIE

年出版的︽台北電影人
○

2007︾ ， 是 影 委 會 行 銷 臺 灣 電 影 人

國際獎項的常客，多數為跨國合

des beaux-arts. Visage fait partie de la sélection officielle pour la compétition

一
○

才 的 第 一 擊 。 彙 整 二 ○○
七年以來活
躍於電影圈的四十三位導演與二十位

製影片。例如：一九九八年的

年
○○○
︶系列影
2000 vu par

見聞︾︵

製
片之一，由法國 Haut et Court
片公司與歐洲藝術電視台法國部

蔡明亮是台灣新電影運動之後最

共同委託製作。
門 La Sept Arte
他第一部回到出生地馬來西亞拍

重要的電影作者之一，一九九四

攝的電影︽黑眼圈︾，是奧地利

︽洞︾，屬於法國︽二

維也納莫札特基金會為了莫札特

年以︽愛情萬歲︾奪得威尼斯影

二十歲來到台灣，一九八一年畢

展金獅獎後，奠定國際影壇地

業於中國文化大學戲劇系。雖非

位。

台灣土生土長，但他的鏡頭絕大

年坎城影展官方競賽片。

誕生二百五十週年紀念，特別出

他於一九五七年生於馬來西亞，

多數都對準這塊土地，充分展現

九
○○

對台灣急速變化社會的犀利剖

六年蔡明亮
資邀請拍攝。二 ○○
應羅浮宮之邀拍攝︽臉︾，歷經

蔡明亮也跨領域投入純藝術創

三年始完成，成為羅浮宮典藏的

1996 Goodbye South, Goodbye
Cannes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 Competition
Golden Horse Film Festival - Best Film Song

首部電影創作，與世界非凡的藝

entrepris, élevant ainsi le 7ème art au même rang que la prestigieuse collection

∼

de la Palme d'Or en 2009 à Cannes.

art – «It’s a Dream», a video art installation about old film

1995 Good Men, Good Women
1995
Golden Horse Film Festival - Best Director, Best Adapted Screenplay,
Best Sound Editing
Hawaii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 Golden Maile Award for Best Feature
Cannes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 Competition
1996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 Special Achievement Award,
NETPAC-FIPRESCI Award
Asia Pacific Film Festival - Best Director, Best Art Direction

figé ou définitif.

Visage, dont le tournage a duré presque trois ans, fut le premier réalisateur
à collaborer avec Louvre pour le seul long métrage que le Louvre ait jamais

well as an official entry in the 2009 Cannes Competition.

2001 Millennium Mambo
Golden Horse Film Festival – Best Cinematography, Best Orginal
Score, Best Sound Effects
Chicago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 Silver Hugo Award
Film Festival Ghent – Best Director
Cannes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 Competition – Production Sound Mixer

1993 The Puppetmaster
1993
Cannes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 Jury Prize
Film Festival Ghent – The Impact of Music on Film - Georges Delerue
Prize for Best Music
Golden Horse Film Festival – Best Cinematography, Best Makeup &
Costume Design
1994
International Istanbul Film Festival - FIPRESCI Award

forcément, n’apportera rien de

et Court et la chaîne ARTE . I Don’t Want to Sleep Alone, son premier film

術藏品齊名，同時入圍二

250th anniversary of Mozart’s birth; and the Face, was
commissioned by the Louvre museum, as the initial

1998 Flowers of Shanghai
Golden Horse Film Festival - Jury Award, Best Art Direction
Taipei Film Festival - Best Director, Best Art Direction
Cannes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 Competition
Asia Pacific Film Festival - Best Director

1989 A City of Sadness
Venice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 Golden Lion for Best Film
Golden Horse Film Festival - Best Director, Best Leading Actor

de la «2000 vu par», produit conjointement par la société de production Haut

En 2006, TSAI, invité par le Musée du Louvre à titre exceptionnel pour réaliser

installment of its “Louvre Invites Filmmakers” program as

Comme producteur, il a aussi aidé des cinéastes tels
ZHANG Yimou (Raise the Red Lantern, 1991 ), HSU Hsiaoming (Dust of Angels, 1992), HOU Chi-jan (One Day, 2010).

bribes de la réalité, et ce,

monde. Par exemple, The Hole de 1998 fait partie de la série spéciale française

by Peter Sellars to be part of the New Crowned Hope
Festival, a celebration in Vienna to commemorate the

七年以︽是夢︾錄像
○○
裝置藝術，重現老舊戲院，代表

Best First Feature Film at Nantes Festival of the Three

tourné en Malaisie en 2006, a été réalisé à la demande de la Fondation Mozart
de Vienne à l’occasion de 250ème anniversaire de Mozart.

台灣參加威尼斯美術雙年展，作

European cultural television channel; his first film to be set
in Malaysia, I Don’t Want to Sleep Alone was commissioned

Je voudrais que mes films
puissent attraper quelques

Quasiment tous ses films, souvent des co-productions internationales, ont été
primés ou sélectionnés par les prestigieux festivals internationaux à travers l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ed projects– The Hole, a series
project of “2000 vu par” in France was a collaboration with
Haut et Court and the France department of La Sept Arte, a

析。他從學生時代便開始寫舞台

fétiche LEE Kang-sheng, découvert par hasard dans une salle de jeux vidéos,
et débute ainsi une longue et fructueuse collaboration jusqu’à ce jour.

Many of the features he has directed to date have been

Their first cooperation, Rebels of the Neon God won the
Bronze Sakura at Tokyo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and

品並於二 一
○ 年
○獲台北市立美
術館永久典藏。

director which earned him recognition in the industry.
In 1991, he discovered LEE Kang-sheng at a local game
center, an amateur without any formal training in acting.

劇劇本、當導演，之後跨入電視

Outstanding Artistic Contribution, the Alfred Bauer Award,
and the FIPRESCI Prize.

Department of the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of Taiwan and
worked as a theatrical producer, screenwriter, and television

圈從事編導工作，在口碑和收視

2005 Berli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the Silver Bear for

were focused on the rapid transformation of the Taiwanese
society ever since. He graduated from the Theatre Arts

率上都獲得成功。一九九一年，

mal de succès. Rebels of the Neon God, marquant non seulement son tournant
définitif vers le cinéma, mais également la rencontre capitale avec son acteur

他偶然在青少年聚集的電動遊樂

potential winners amo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s. More

TSAI Ming-liang

場裡，發現了從未受過任何表演

recently, The Wayward Cloud won three awards at the

sur la transformation de la société taïwanaise à travers son regard critique et sa
caméra psychanalytique. Il écrivit et mit en scène des pièces pour le théâtre à
l’université, avant de commencer à travailler pour la télévision, et ce avec pas

訓練的李康生，兩人合作的第一

TSAI Ming-liang was born and raised in Kuching, Malaysia in

✚Email: hhhfilms@ms12.hinet.net

042

étudier le cinéma et le théâtre à l'Université de Culture Chinoise. Malgré son

作。二

1986 Dust in the Wind
1987
Nantes Festival of the Three Continents - Best Director, Best Cinematography,
Best Music

Né et grandi à Kuching en Malaisie, il arriva à Taïwan à 20 ans en 1977 pour
enfance à l’étranger, les sujets de son cinéma portent pourtant essentiellement

Most of TSAI Ming-liang’s films, such as The River, What
Time Is It There? and Goodbye Dragon Inn are consistently

部劇情長片︽青少年哪吒︾，榮

1985 A Time to Live, A Time to Die
1985
Golden Horse Film Festival - Best Original Screenplay
1986
Berli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 FIPRESCI Prize
Asia Pacific Film Festival - Special Jury Award
1987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Rotterdam – Best Non-American / Non-European Film

d'Or à Venise en 1994.

Continents. Since then, LEE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recognized actors in TSAI’s films.

the Venice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TSAI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new voice in Asian cinema.

我希望自己的電影能捕捉一些真實感，而真實感就是沒有明確的答案。

流︾、︽你那邊幾點︾、︽不

your intuition of reality.

1984 A Summer at Grandpa’s
1985
Nantes Festival of the Three Continents - Best Film Award
Asia Pacific Film Festival - Best Director
Locarno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 Prize of the Ecumenical Jury Special Mention

TSAI Ming-liang est l’un des cinéastes les plus importants de Taïwan de l’après
Nouvelle Vague. Il est entré dans la cour des grands avec Vive L’Amour , Lion

TSAI Ming-liang stands as one of the most celebrated
Second New Wave directors of Taiwanese Cinema. With

1957. He moved to Taiwan in 1977 and many of his subjects

045

獲東京影展青年導演單元銅櫻花

A good film comes from

台北電影人

theater was invited to Venice Biennale in 2007 and now a
1987 Daughter of the Nile
Golden Horse Film Festival - Best Original Score
Torino Film Festival - Special Jury 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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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O Ching-song | Hoho LIU | James LIU | LIU Weijan

Angelika WANG | Vincent WANG | YEH Jufeng | Michelle YEH

獎、法國南特三洲影展最佳首部

Cheerful Wind
Green, Green Grass of Home

1983 The Sandwich Man
1983 The Boys From Fengkuei
1984
Nantes Festival of the Three Continents - Best Film Award

Directors╱Réalisateurs

Vive L’Amour (1994), which won the Golden Lion Award at

↑ Flowers of Shanghai

Cute Girls

1981
1982

21

092

Jimmy HUANG | HUANG Liming | Patrick Mao HUANG | Roger HUANG

✚Directors/producers in alphabetical order by last name.｜Directeurs/producteurs par ordre alphabétique du nom de fami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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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8

電影獎等國際獎項，從此李康生

HOU commençait à capter l'attention internationale avec The
Boys From Fengkuei (1983) et A Summer at Grandpa’s, primés
deux années consécutives par le Festival des 3 Continents,
Nantes, France. Mais ces prix gagnés à l'étranger ne lui
garantissaient pourtant pas de recettes en box office, il étaient
criblé de dettes à ce moment-là.

W
AN

064

070

SHEN Ko-shang

TSAI Ming-liang

En 1989, A City of Sadness a gagné le Lion d'Or tant
convoité à Venise et a retrouvé le succès commercial en
étant le 2ème en box office de l'année, Hong Kong compris.
Et en 1993, son chef d'œuvre The Puppetmaster a été
récompensé par le Prix Spécial du Jury à Cannes, c'était la
consécration. Ses réalisations suivantes : Good Men, Good
Women (1995), Goodbye South, Goodbye (1996), Flowers
of Shanghai ( 1998 ), Millennium Mambo ( 2001) et Three
Times ( 2005 ) ont tous été sélectionnés pour Cannes – il
totalise six sélection officielle sans compter Flight of the Red
Balloon qui a fait le film d'ouverture d'Un Certain Regard
à Cannes en 2007. Un habitué de Cannes, c'est le moins
qu'on puisse dire.

TA
I

060

Essay LIU

便成為蔡明亮電影的御用演員。

Il a débuté en réalisant son premier film Cute Girls en 1980.
Un autre film réalisé en 1982, Green, Green Grass of Home lui
a donné les premières nominations au Golden Horse Awards.
L'équivalent des Césars en France. A partir de cette époque,
les succès ne le quitte plus et il a certainement contribué
à éveiller une conscience cinématographique à Taïwan,
emmenant le cinéma taïwanais vers un nouvel ère.

in

054

Tom Shu-Yu LIN
LIN Yu-hsien

Taipei Filmmakers
I hope to capture some truth through my
films and truth means no definite answers.

Son film autobiographique
A Time to Live, A Time to
Die en 1986 a reçu le Prix
de la Critique Internationale
à Berlin et aussi le prix du
Meilleur Film non-européen
au Festival de Rotterdam.
↑ Flight of the Red Balloon
Il décidait résolument
de continuer de faire des film encensés par les critiques,
comme Dust in the Wind (1986) et Daughter of the Nile
(1987), peu importait le reste, et gagnait progressivement la
reconnaissance internationale comme le réalisateur le plus
innovant de l'époque.

ed

056

LIN Cheng-sheng
LIN Jing-jie

蔡明亮的每部作品，如︽河

HOU est né en Chine en 1947 et arrivé à Taïwan à l'âge d'un
an. Il a passé toute son enfance dans le sud de l'île, à FengShan. Admis à l'Académie Nationale des Arts en 1969 après
son service militaire, il a dû prendre quelques petits boulots
malgré son diplôme universitaire de cinéma en poche trois ans
plus tard, avant de retourner vers le cinéma. Il a été engagé
d'abord par les réalisateurs connus tels que LI Hsing and XU
Jin-liang comme assistant du tournage, ensuite comme chefopérateur sur une dizaine des films avant de former un duo de
scénariste-photographe avec CHEN Kun-hou sur six films du
1978-1981.

. Pr
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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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天邊一朵雲︾等，都是

He made his directorial debut with the film Cute Girls in 1980.
By his third film, Green, Green Grass of Home (1982), he was
nominated for two Golden Horse Awards, Taiwan's equivalent
to the Oscars. Since, he has helped shape a whole new cinema

As a producer,
HOU has helped
bring about
classics as ZHANG
Yimou's Raise
the Red Lantern
(1991), HSU
Hsiao-ming's Dust
of Angels (1992),
HOU Chi-jan’s One
Day (2010).

Étant le réalisateur le plus connu de Taïwan et à la
renommée internationale, HOU Hsiao-hsien est considéré
incontestablement comme une figure de proue de la « Nouvelle
Vague » du cinéma taïwanais de la décennie passée.

rved

mid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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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 Kang-sheng
Gavin LIN

蔡明亮

He was born in China
and moved to Taiwan
in 1948. He spent his
childhood in southern
Taiwan. Upon completing
his military service in 1969, HOU went to study filmmaking at
the National Taiwan Academy of Arts. He graduated in 1972 and
took various jobs before switching to films. He was an assistant
director to veteran directors LI Hsing and XU Jin-liang. He later
formed partnership with cinematographer CHEN Kun-hou and
took turns directing.

consciousness in Taiwan.
HOU captured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with The Boys From
Fengkuei (1983) and A Summer at Grandpa’s (1984), both a
winner at Nantes Festival of the Three Continents, France.
His autobiographical film A Time to Live, A Time to Die (1985),
took home an international critics' award from Berlin in 1986
and was named the best film outside of Europe and America
by the Rotterdam Film Festival. He then continued to make
critically acclaimed films, Dust in the Wind (1986) and
Daughter of the Nile (1987), and was gradually known as one
of the most innovative filmmakers of the world. In 1989, his A
City of Sadness won the coveted Golden Lion at Venice Film
Festival. In 1993, his masterpiece The Puppetmaster won
jury prize in Cannes. His next two films Good Men, Good
Women (1995) and the energetic Goodbye South, Goodbye
(1996) were both hailed by critics at the competition at the
Cannes Film Festival.

m Commission All Rights R
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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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s premium
director and winner of
numerous film prizes
all over the world, HOU
Hsiao-hsien established
himself as a leading
figure of Taiwan New
Wave in the last decade.

i Fil
Tai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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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O Chen-ti
Chi Y.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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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 Sony Columbia. Il est également le producteur executif du film Cape No.7 (WEI Te-sheng 2008), qui détient jusqu’à
ce jour le record des entrées dans l’histoire du cinéma de Taïwan. Sa dernière production est Seediq Bale, le nouveau
film très attendu du même WEI Te-sheng, après le phénoménal Cape No° 7.

Email: jimmy336@gmail.com

HUANG Liming

HUANG Liming╱ Email: ricefilm2008@gmail.com

HUANG Liming obtains an MA degree in Mass Communications from The Minnesota State
University. After her short-term attempt at pursuing journalism, she turned her focus to film

autres coproductions documentaires comme A Trip to Asia du Berliner Philharmonic à Taïwan ainsi que les longsmétrages Eternal Summer (Leste CHEN, 2006), Step by Step (KUO Chen-ti, 2009), etc. Il a fait ses débuts de

CHEN, 2006), Step by Step (KUO Chen-ti, 2009), etc. His first directing debut, a documentary,

réalisateur par un film documentaire, Home, qui a été sélectionné par Hong Kong FILMART dans la catégorie “Asian

Home was selected into the Asian Side of the Doc in the occasion of Hong Kong FILMART.

Roger HUANG

Side of the Doc”.

Roger HUANG╱ Email: roger7762@longhubao.net

Born in 1968, Roger HUANG founded Yi Tiao Long Hu Bao International Entertainment Co.
with his partners in 2005. Enhanced by years of experience on TV production, his passion

Né en 1968, Roger HUANG a créé Yi Tiao Long Hu Bao International Entertainment Co. avec ses associés en 2005.

and aggressiveness for film without a doubt, entitles his name to be heard as one of the

Enrichi de ses expériences en production TV, avec sa passion intacte pour le cinéma et sa volonté sans faille

most important film producers of this generation. Some of his most interesting works include,

d’entreprendre, il fait partie des producteurs les plus importants de sa génération. Ses productions les plus intéressantes

Rainy Dog (Takashi Miike, co-production with Japan, 1997), Double Vision (CHEN Kuo-fu, co-

sont : Rainy Dog (Takashi Miike, co-production avec le Japon, 1997), Double Vision (CHEN Kuo-fu, co-production avec

production with Sony Columbia, 2002), 20.30.40 (Sylvia CHANG, official selection of Berlin Film

Sony Columbia, 2002), 20.30.40 (Sylvia CHANG, sélection officielle de la Berlinale 2004), Formula 17 (CHEN Yin-jung,

Festival, 2004), Formula 17 (CHEN Yin-jung, 2004), Exit No.6 (LIN Yu-hsien, co-production with

2004), Exit No.6 (LIN Yu-hsien, co-production avec la Corée, 2006) et Sumimasen, Love (LIN Yu-hsien, 2009), etc.

Korea, 2007) and Sumimasen, Love (LIN Yu-hsien, 2009), etc.
Email: roger7762@longhubao.net

réalisateurs, producte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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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特集の楽し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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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電影ルネッサンス2010
――美麗新世代

情報
╱Information

上映スケジュール
10/24㊐

あなたのまだ知らない台湾映画がココで一気
に大公開！

10/25㊊

モンガに散る
10月24日（日）10：45
TOHOシネマズ 六本木ヒルズ
ゲスト来場
※開幕セレモニーあり

今年台湾で上映されたばかりの新作6作品

新作6本を
大公開！

が東京国際映画祭にて日本初公開されま
す。若手監督の独特の世界観が今までの
台湾映画への印象をガラッと変えちゃい

ジュリエット
10月24日（日）15：20
TOHOシネマズ 六本木ヒルズ
ゲスト来場

ます！ぜひチケットを買って、新生台湾映
画のパワーを実感しよう！

ズーム・ハンティング
10月24日（日）21：30
TOHOシネマズ 六本木ヒルズ
ゲスト来場

OP
SC2

SC5

SC5

10/26㊋

台北カフェ・ストーリー
10月25日（月）10：45
TOHOシネマズ 六本木ヒルズ
ゲスト来場

SC5

4枚目の似顔絵
10月25日（月）13：20
TOHOシネマズ 六本木ヒルズ
ゲスト来場

SC5

風に吹かれて
～キャメラマン李屏賓の肖像
10月25日（月）16：15
TOHOシネマズ 六本木ヒルズ SC5
ゲスト来場
※台湾シンポジウムあり

10/27㊌

10/28㊍

ズーム・ハンティング
10月26日（火）15：30
シネマート六本木 SC4

4枚目の似顔絵
10月27日（水）15：30
シネマート六本木 SC4

風に吹かれて
～キャメラマン李屏賓の肖像
10月28日（木）19：45
シネマート六本木 SC4

ジュリエット
10月26日（火）18：20
シネマート六本木 SC4
ゲスト来場

台北カフェ・ストーリー
10月27日（水）19：15
シネマート六本木 SC4
ゲスト来場

＊ゲストの来場は変更になる可能
性がございます。あらかじめご了
承下さい。

＜ご鑑賞の注意事項＞
東京都青少年の健全な育成に関する条例により、保護者同伴の場合でも18歳未満の方の23時から翌朝4時までの劇
場の出入りは禁止となっております。18歳未満の方は上映終了時間が23時を過ぎる作品はご鑑賞いただけませんの
で、あらかじめご了承ください。

秋も深まる10月、アジアのビッグスターが大
集合！

チケット販売情報

多くの華流スターがファンと触れ合いなが
らグリーンカーペットを歩き、ファンを

華流スター
急接近

魅了します。監督や俳優らがゲストとし

□前売券【10月9日（土）発売開始】

□当日券

て舞台挨拶に登場、撮影中の面白話を語

☞購入方法▶

☞購入方法▶

＜チケットぴあ＞

ったり、映画ファンと交流したり、より印

①電話予約

象的な感動を味わうことが出来ます。この貴

0570-02-9999

初日特別電話予約

重なチャンスを逃さないでください！

＜TOHOシネマズ 六本木ヒルズ上映作品＞
■上映劇場窓口 AM9:30から販売いたします。

9日AM10:00～（24時間対応）

10月9日（土）0570-02-1160

■チケットぴあ、サークルK・サンクスにて販売
※販売時間などの詳細は公式サイトをご確認ください。

9日AM10：00～23：30

（初日特別電話はオープニング（OP）、クロージング（CL）、特別招待作
品のみの受付）
②インターネット購入

＜シネマート六本木 上映作品＞
■上映劇場窓口 AM9:30から販売いたします。

http://t.pia.jp/cinema/

③店頭直接購入 チケットぴあ店舗／サークルＫ・サンクス

MAP

※購入にはPコードが必要となります
※※インターネット決済済み／電話予約済みチケットの発券
チケットぴあ店舗／サークルＫ・サンクス／セブン－イレブン

台湾特集の特設ブログでは随時新しい情報

ブログで
最新情報を
チェック

※※※OP・CL・特別招待作品は、発売初日特別電話・インターネットの

を公開します！

みの受付

映画予告編や写真、撮影エピソードやス
ターによるメッセージ映像などをUP。上

＜ローソンチケット＞
①電話予約

映以外の時間もたっぷり楽しめます。ま

0570-000-407

②ローチケ.com

た特別企画もたくさんあり、今までとは

上映2日前まで販売
連日AM10：00～PM20：00

http://l-tike.com/

9日AM10：00～

③全国のローソン店頭Loppiにて販売

違う台湾新世代映画を発見しましょう！

※購入にはLコードが必要となります。

http://ameblo.jp/taipeifilmcommission/

＜TOHOシネマズ 六本木ヒルズ＞
映画祭開催期間中は劇場窓口にて前売券も取り扱います。
劇場窓口

AM9:30～最終上映開演前

もしあなたが映画の中の台湾を好きになったな
ら、週末を利用して台湾に遊びに来ましょ
う！『モンガに散る』の中の懐かしき下

台湾へ
ようこそ！

町、『台北カフェ・ストーリー』の可愛く

詳しくは、東京国際映画祭公式サイト

オシャレなカフェなど、全ての風景には
異なるストーリーがあります。台北市に

http: //www.tiff-jp.net

主催：公益財団法人 ユニジャパン（第23回東京国際映画祭実行委員会）

はたくさんのロケ地があり、映画の雰囲気
も感じることができますし、もしかしたら

共催：

台北駐日経済文化代表處

あなただけのストーリーを作れるかもしれま

後援：

せんよ。

臺北市政府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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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 35.
為了參加二○一
○年東京影展
「亞洲之風」單
元的臺灣特集，
特別製作海報和
摺頁宣傳放映的
六部國片。日本
工作人員看到海
報的設計都讚不
絕口，影迷也想
拿，讓網版組好
驕傲。

製片，簡介他們的經歷及作品，圖文

Berlinale. HUANG a également produit plusieurs films documentaires à succès tel que Baseball Boys (SHEN Koshang, 2008), Grand Prix du Taiwan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estival dans la catégorie Taïwan. Sans oublier d’

Taiwan section. Other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co-production experiences included Berliner
Philharmonic’s A Trip to Asia in Taiwan. Feature-length films included Eternal Summer (Leste

已二刷，未來一年還將重新增訂出

SHIH, Alan TUAN, Poliang LIN, 2006) a gagné le Prix Spécial du Deutsches Kinderhilfswerk à la 56ème édition de

also produced several acclaimed documentary films, such as Baseball Boys (SHEN Koshang, 2008), which won the grand prize of The Taiwan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estival in

Email: patrick@ffe.com.tw

版，以因應實際需求。

distribution et programmation du festival du cinéma. En 2002, Flash Forward Entertainment a été créée, mettant en
place une stratégie de réseau international de l’industrie. Le court métrage d’animation, A Fish with a Smile (C. Jay

出版品的實體魅力，是在虛擬的

Entertainment was established, launching a resourceful international business network. The
short animation, A Fish with a Smile (C. Jay SHIH, Alan TUAN, Poliang LIN, 2006) won the
Special Prize in the Kinderfilmfest section of the 56th Annual Berlin Film Festival. HUANG

網路媒體領略不到的。籌備製作的時

Diplômé de l’Université de Columbia en production cinématographique, HUANG s’est spécialisé en production,

折太多，最終得到的成就感和滿足感

Patrick Mao HUANG╱ Email: patrick@ffe.com.tw

Graduated from the Columbia University Master’s program of Film Production, HUANG
specializes in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and festival planning. In 2002, Flash Forward

也就特別有分量。

Patrick Mao
HUANG

版品獎，在國外影展索取熱烈，國內

Hug (WANG Shaudi, 2004), fantôme, où es-tu ? (WANG Shaudi, 2010) etc. Son travail le plus récent en tant que
réalisatrice est un film documentaire Seeing off 1949 : LUNG Yingtai's Journey (2009).

製作公司也會打電話洽購。顯示影委

réalisations. Les films qu'elle a produits comprennent aussi bien des films d’animation tel que Grandma and her
Ghosts (WANG Shaudi, 1998), Prix du Meilleur Film au Taïpei Film Festival 1998 ainsi que le long métrage Bear

off 1949 : LUNG Yingtai's Journey (2009).

會真的以專業的出版品質，切中目標

cinématographiques, y compris l’écriture des scénarios et la réalisation. En 1992, elle a créé Popular Theatre and
Rice Film International Co. Ltd. avec WANG Shaudi. Ainsi commence une longue et fructueuse collaboration sur
de nombreux projets d’abord en théâtre, ensuite en productions télévisuelles et cinématographiques et enfin, en

and her Ghosts (1998), winner of Best Film for the 1998 Taipei Film Festival, Bear Hug (2004),
fantôme, où es-tu ? (2010), etc. As a director, her most recent work is the documentary Seeing
Email: ricefilm2008@gmail.com

族群的需求 ，為行銷臺灣電影和在臺

北市拍片提供了好看又好用的工具。

s'être essayée au journalisme pendant un certain temps, elle s’est concentrée sur les productions télévisuelles et

of collaboration on theatre projects, but lately have been focusing on film and television
production and directing. Films in which she has produced include animation such as Grandma

兼顧專業性與視覺美感

HUANG Liming est diplômée d’une maîtrise en Mass Communications de l’Université de Minnesota. Après

and television production, scriptwriting and directing. In 1992, she founded Popular Theatre
and Rice Film International Co. Ltd. with WANG Shaudi and began what became years

20 ∼ 26.
《拍台北：影視勘景指南》自二○○八年出版後，又分別於二○○九、二○一一年發行修訂版，除了紙本形式，也有電子版的 DVD 光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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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台湾映画を
一気に見せちゃいます！
│モンガに散る╱艋舺╱ Monga│オープニング作品

│ジュリエット╱茱麗葉╱ Juliets│ワールドプレミア上映

2009 / 141mins / 35mm
監督：ニウ・チェンザー（鈕承澤）
プロデューサー：リー・リェー（李烈）
キャスト：イーサン・ルアン（阮經天）、マーク・チャオ（趙又廷）、マー・ルーロン（馬如龍）、
リディアン・ヴォーン（鳳小岳）、クー・ジャーヤン（柯佳嬿）
2010台北映画祭 最優秀美術賞
2010ベルリン国際映画祭【パノラマ部門】ノミネート

2010 / 106mins / 35mm /３話オムニバス
監督：第1話「ジュリエットの選択」 ホウ・チーラン（侯季然）
第2話「ふたりのジュリエット」 シェン・コ－シャン（沈可尚）
第3話「もうひとりのジュリエット」 チェン・ユーシュン（陳玉勳）
総監修：ガン・リー（李崗）
キャスト：ビビアン・スー、ワン・ボーチェ（王柏傑）、リー・チェンナ（李千娜）、
ホワン・ホー（黃河）、カンカン（康康）、リャン・ハーチュン（梁赫群）

日本公開 １２月１８日（土）より、シネマスクエアとうきゅう他全国順次ロードショー
決定！
■あらすじ

■あらすじ
台湾人監督三人がシェイクスピ
アの代表作を誰も思いつかな
かった「時代を超える」ラブス
トーリーへと変える。日本でも
人気のビビアン・スー主演作品
や、『熱帯魚』のチェン・ユー
シュン監督の復活作にも注目。
あなたが知っている「ロミオと
ジュリエット」のイメージを徹
底的に覆す！

1980年代、台湾。黒社会の抗
争が絶えない街・モンガに高校
生モスキートは引っ越してき
た。些細な事から、モンガで一
番の権力を持つ極道の息子、ド
ラゴンから気に入られたモスキ
ートは、彼らのグループに加わ
る。最初は戸惑うモスキートだ
(c)2010 Green Days Film Co. Ltd. Honto Produc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が、時間を重ねるごとに固い友
情で結ばれていき、次第に極道の世界へ足を踏み入れていく･･･。２０１０年、
台湾映画として最高動員数を記録し社会現象を巻き起こした話題作。

│４枚目の似顔絵╱第四張畫╱ The Fourth Portrait│

│ズーム．ハンティング╱獵豔╱ Zoom Hunting│

2010 / 102mins / 35mm
監督：チョン・モンホン（鍾孟宏）
プロデューサー：ゼン・シャオチェン（曾少千）
キャスト：ビ－・シャオハイ（畢曉海）、ハオ・レイ（郝蕾）、レオン・ダイ（戴立忍）、納豆
2010台北映画祭 最優秀主演男優賞（畢曉海）
2010台北映画祭 最優秀長編劇映画賞

2009 / 87mins / 35mm
監督：チュオ・リ－（卓立）
プロデューサー：イェ・ルーファン（葉如芬）
キャスト：チャン・チュンニン（張鈞甯）、チュウ・チーイン（朱芷瑩）、
ウェン・シェンハオ（溫昇豪）

■あらすじ
父の死後、再婚している実母
に引取られた10歳のシャン
には孤独な未来が待ち受けて
いた。彼は絵を描くことに慰
めを見出していくのだが・・
・。優雅な映像スタイルで現
代台湾の社会問題に深く切り
込んでいる。台北映画祭のオ
ープニングを飾った注目作。

■あらすじ
写真家と探偵小説家の姉妹。妹
は向かいのマンションで情事に
ふけるカップルを撮り、好奇心
に振り回されて事件を追い続け
た。驚愕の真相が姉妹に襲い、
意外な展開が二人の運命を狂わ
す…。「ザ・ホスピタル」のチ
ャン・チュンニン映画初主演、
欲情と妬みが交錯する話題作。

│風に吹かれて～キャメラマン李屏賓(リー．ピンビン)の肖像╱
乘著光影旅行╱ Let the Wind Carry Me│

■あらすじ
台湾で最も有名な撮影監督李屏
賓（リーピンビン）と彼の仕事
に迫ったドキュメンタリー。ホ
ウ・シャオシェンやウォン・カ
ーウァイから日本の行定勲、是
枝裕和との仕事に密着。彼はい
つも刹那な光と影を追い、監督
の考えや観衆のキモチを変えて
しまう。しかしその映像への熱い思いに隠されているのは、彼の孤独、そして家
族への愛情…。

■あらすじ
ドリスのカフェでは妹が勝手
にはじめた“物々交換”が話題
になって、毎日沢山の人がや
ってくる。いつ終わるかも分
からない物々交換ゲームで、
自らが望むものは本当に手に
入るのだろうか？ドリスの夢
と妹の愛は何に交換されるの
だろうか？『藍色夏恋』のグイ・ルンメイ主演のラブリーな最新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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挨拶

台湾の新世代監督が勢揃い！

╱Directors

台北カフェ・ストーリー

＊ゲストの来場は変更になる可能性がご
ざいます。あらかじめご了承下さい。

４枚目の似顔絵

ジュリエット

│シアオ・ヤーチュアン 蕭雅全│来場予定

│チョン・モンホン 鍾孟宏│来場予定

│チェン・ユーシュン 陳玉勳│

■Profile：1967年生まれ。国立台北芸術大学在学中より、ショー

■Profile：米シカゴ芸術学院で修士号修得。百本以上のCMやPV

■Profile：1962年生まれ。1995年『熱帯魚』で映画監督デビュ

トフィルムやCMを製作。ホウ・シャオシェン監督『フラワーズ

の演出を手がける。ドキュメンタリー『ドクター』（‘06）で注目

ー。独特のユーモアで高く評価され、スイスやフランスなど数多

・オブ・シャンハイ』に助監督として参加。初長編作『命帶追

され、初長編作『停車』（‘08）が数多くの映画賞を受賞。新作

くの海外映画祭で受賞。『ラブ・ゴーゴー』（‘97）は東京国際

逐』（‘00）はカンヌ映画祭に出品。『台北カフェ・ストーリー』

『４枚目の似顔絵』は公開前にもかかわらず台北映画祭で最優秀

映画祭のコンペ部門に出品。オムニバス映画『ジュリエット』

（‘10）は十年ぶりの監督作。

長編劇映画賞を受賞。

（‘10）が最新作。。

■メッセージ：

■メッセージ：

■メッセージ：

初めて東京国際映画祭
に参加でき、とても嬉
しく光栄に思っていま
す。この映画の取材で
よく「印象深かったカ
フェは？」と聞かれる
のですが、実はいつ
も旅行中に出逢ったある日本のカフェを思い出
します。この映画を通じて私のストーリーを日
本の皆様と「交換」し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の
で、ぜひ会場まで足を運んでくださいね。

私は何度も旅行や仕事
で訪日したことがあり
ます。日本はとてもモ
ダンで独特な国で、日
本人監督の作品も私に
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てく
れました。日本の皆さ
んが『4枚目の似顔絵』を楽しんで観て頂き、そ
して一般公開が決まればと祈っています。

前作品『ラブ・ゴーゴ
ー』も『熱帯魚』も日
本で公開されたので、
きっと私の新作を待
ってくれたファンがい
るでしょうが、まさか
十年以上待たされるな
んて（笑）今回は映画作りを純粋に楽しみまし
た。十数年ぶりの映画監督ですから、まずは自
分も楽しまないと。皆様も気に入っていただけ
れば嬉しいです。

風に吹かれて～キャメラマン李屏賓(リー・ピンビン)の肖像

モンガに散る

│チアン・シウチュン 姜秀瓊│来場予定

│ニウ・チェンザー 鈕承澤│来場予定

│シェン・コ－シャン 沈可尚│来場予定

■Profile：1969年生まれ。国立台北芸術大学映画創作大学院卒

■Profile：1966年生まれ。9歳から子役として俳優デビュー。

■Profile：台湾芸術大学映画学部監督学科卒業。ショートフィル

業。大学在学中より映画制作を始め、ホウ・シャオシェンやエ
ドワード・ヤンなどの監督作品に参加。ショートフィルム『跳格
子』（‘08）は初監督作だが好評を受ける。名撮影監督リー・ピン

1983年『少年（小畢的故事）』で一気にブレイク。2000年から

ム『與山』（‘99）がカンヌ映画祭に出品。ドキュメンタリー『賽

多くのテレビドラマを演出。初監督作『ビバ！監督人生！！』

鴿風雲』（‘05）、『野球孩子』（‘08）は国内ばかりか海外でも

（‘07）はロッテルダム国際映画祭や台湾金馬奨など数多くの賞を

数多くの賞を受賞。最も期待されている若手監督。オムニバス映

ビンを追うドキュメンタリー『風に吹かれて～キャメラマン李屏
賓(リー・ピンビン)の肖像』は2010年台北映画祭グランプリを獲
得。

受賞。2作目の『モンガに散る』（‘10）は台湾で絶大な人気を得

画『ジュリエット』（‘10）が最新作。

台湾行政院新聞局局長

『モンガに散る』の日
本初公開が東京国際映
画祭という素晴らしい
舞台で、またたくさん
の台湾映画と一緒に参
加することができ、本
当に興奮しています！
台湾は過去50年ほど日
本に統治されていた時代があり、日本との繋がり
は非常に深いです。そういった部分は『モンガに
散る』にも多く描かれており、日本人の皆様にと
って興味深いと思います。では、東京で会いまし
ょ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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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istrated by: Department of Cultural Affairs, Taipei City Goverment
¬➲週日至週四10:00-17:00，週五至週六10:00-19:00，週一休館
Open Hours：Sun-Thurs 10:00-17:00, Fri-Sat 10:00-19:00，close on Mondays
➲+886-(0)2-27208889 # 3607
˝➲http://www.bopiarts.tw/

│馮寄台氏│

位於萬華的剝皮寮過去為木材集散地，位於老松國小南側，兩百
多年歷史街區，橫跨清代、日據與光復現代化三個大時代，重新開
行政院新聞局は台湾映画産業の発展を目的とし、国産映

台湾と日本は地理的に近く、歴史や文化、それに人々の

幕的街區，仿照原貌去整建，似膠卷拉出一條栩栩如生的時光隧

画の撮影補助金、国際映画祭参加補助金、脚本コンテ

気質もよく似ており、それらが台日協力関係の強固な基

ストなど多くの政策を立て、映画界の人材育成に努めて

礎となっています。台日相互間においては、経済のほか

道。建築尚保有清代民房的特色，而在今日廣州街、康定路則保有

います。この度、東京国際映画祭で上映された台湾映画

にも、観光、文化、映画などの面においても深いつなが

の中、半数以上が国産映画補助金を獲得した優秀作品で

りがあります。2009年に日本を訪れた台湾からの旅行

す。その他、本局は海外の映像制作者に対する補助制度

者は百万人を超え、アジアで2番目となっています。台

があり、フィルムコミッションを設置したり映画ロケの

日間の映画交流は長い歴史があり、東京国際映画祭では

誘致と撮影支援を行なったりと、健全な撮影環境を作っ

２５年の間にホウ・シャオシェン（侯孝賢）、エドワー

which lasted over two hundred years. The reopened block refurnished

ています。ぜひ台湾に撮影にいらしてください。また、

ド・ヤン（楊徳昌）といった台湾の著名な監督による作

「台湾電影ルネッサンス2010～美麗新世代」が盛大に

品が上映されてきました。今回上映される作品の６名

according to original structure to present th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in

開催できますよう、ご支持を宜しくお願い申し上げま

の監督は、ここ２年間で頭角を現した新世代にあたりま

す。

す。ぜひ東京国際映画祭の台湾特集の映画作品をお楽し

日據時代街屋立面形式，融合為獨具特色的閩式建築。
The block, located in Wanhwa district, used to be the main hub for forestry,

buildings in Ching Dynasty (1644-1911). Some sections also preserve the

攝影＿台北市文化局提供

攝影＿台北市電影委員會

traditional Japanese façade,blending as its Fujian-style uniqueness.

みいただき、ご支持と応援をよろしくお願い申し上げま

■メッセージ：
『ジュリエット』の海
外公開の第一歩が日本
で個人的にとても嬉し
く思います。私は過
去に4回訪日したこと
がありますが、実はハ
ネームーンも日本でし
た。台湾と日本は恋愛観が似ている部分がある
と思いますので、是非『ジュリエット』を見て
いただいて、ご感想を聞かせてください。

│ホウ・チーラン 侯季然│来場予定

ズーム・ハンティング

台北市市長

東京国際映画祭「アジアの風」プログラミング・ディレクター

│郝龍斌氏│

│石坂健治氏│

この度、台北で撮影された映画が東京国際映画祭で上映

東京国際映画祭と台湾映画界の絆は深く、2005年には

15749001』（‘03）が台北映画祭でグランプリ。ショートフィ

されることをとても嬉しく思います。映画の力で街の魅

「台湾：電影ルネッサンス」、2007年にはエドワード

てスタンリー・クワン（關錦鵬）、アン・ホイ（許鞍華）、ウォ

■Profile：米インディアナ州立大学映画大学院卒業。ツァイ・ミ

ン・カーウァイ(王家衛)などの監督作品に参加。『2046』で香港

ルム『我的七四七』（‘05）とドキュメンタリー『台湾黒電影』

ンリャン監督『浮気雲』（‘04）の助監督を経て、プロデューサ

（‘05）は東京国際映画祭など数多くの海外映画祭に出品。初長編

力を増やし観光と経済を促進させ、他都市と交流を行う

・ヤン(楊徳昌)監督追悼特集を組んできました。今回の

アカデミー賞とNY評論家賞の最優秀撮影賞を受賞。チアン・シウ

ー葉如芬のチームに参加し、数多くの作品を共に制作。初監督作

映画『有一天』（‘10）がベルリン国際映画祭ジェネレーション部

というのは我々台北市がこの三年間努力してきた事の一

「台湾電影ルネッサンス2010～美麗新世代」では、き

チュン監督と共に作った『風に吹かれて～キャメラマン李屏賓(リ

『ズーム・ハンティング』（‘10）はミステリーとエロスがテーマ

ー・ピンビン)の肖像』は2010年台湾映画賞グランプリを獲得。

門に入選。オムニバス映画『ジュリエット』（‘10）が最新作。

で今までにない台湾映画の新境地を開いた。

つです。昨年台北市西エリアで撮影された『モンガに散

らめく若い才能によって作られた珠玉の６作品を一挙上

る』は百万人以上を動員し驚異的な興業収入記録を作っ

映し、活況を呈する台湾映画の「旬」をお届けします。

たほか、台北市が行っている「撮影に優しいシティ」の

皆さまのご来場を心からお待ち申し上げます。

■Profile：香港生まれ。香港演芸学院卒業。映画カメラマンとし

Bopiliao Historical District

〶➲萬華區廣州街、康定路口
Kangding Rd. & Guangzhou St., Wanhua District
—➲管理單位：台北市政府文化局二科

台北駐日経済文化代表処代表

│江啟臣氏│

剝皮寮

01
6

す。

■メッセージ：

初めて参加した撮影は
『牯嶺街(クーリンチェ)
少年殺人事件』なので
すが、この作品が東京
国際映画祭で審査員特
別賞を獲得した時のこ
とを今でも鮮明に覚え
ています。今回の作品
は最後に撮ったシーンは『ノルウェイの森』の
取材だったのですが、それも東京で撮影しまし
た。今回東京国際映画祭に選ばれたことは私に
とって深い意義があります。日本の皆さんにご
覧頂けることを嬉しく思っております。

│クワン・ブンリョン 關本良│来場予定

╱Forewords

台湾電影ルネッサンス2010
とは…

た話題作。

■メッセージ：

│台北カフェ．ストーリー╱第36個故事╱ Taipei Exchanges│
2010 / 82mins / 35mm
監督：シアオ・ヤーチュアン（蕭雅全）
エグゼクティブプロデューサー：ホウ・シャオシェン（侯孝賢）
プロデューサー：シアオ・ルイラン（蕭瑞嵐）
キャスト：グイ・ルンメイ（桂綸鎂）、チャン・ハン（張翰）、
リン・チュンシ－（林辰唏）、中孝介
2010台北映画祭 最優秀音楽賞
2010台北映画祭 観客賞

2009 / 88mins / 35mm / ドキュメンタリー
監督：チアン・シウチュン（姜秀瓊）、クワン・ブンリョン（關本良）
プロデューサー：ロウ・ルンヨウ（羅綸有）
2009台湾金馬獎最優秀ドキュメンタリー賞にノミネート
2010台北映画祭 グランプリ
2010台北映画祭 最優秀ドキュメンタリー賞
2010台北映画祭 最優秀編集賞

203

監督

│チュオ･リー 卓立│

■Profile：政治大学広報電視大学院卒業。初監督作『星塵

■メッセージ：
■メッセージ：

■メッセージ：

自分の作品が国際的に
有名な東京国際映画祭
に参加できて大変光栄
だと思っております。
この作品が語っている
東アジアならではの価
値観と映像への熱い
思いが皆様に届きますように。本当に感謝しま
す。

日本が大好きです！日
本は清潔さと美しさを
大事にする国だと思い
ます。再び東京国際映
画祭に選ばれたことに
嬉しく光栄に思いま
す。繊細な映画には繊
細な心の持ち主しか感じ取ることしかできない
部分がありますが、日本の皆さんならきっと分
かってくれると確信じています！
-3-

台湾と日本の間では絆
というものを感じてい
ます。日本のポップカ
ルチャーは私に大きな
影響を与えてくれ、刺
激をもらいました。
『ジュリエット』の中
で私が撮った部分は70年代の近代台湾が描かれ
ており、またいつもと違ったビビアン・スーも
見ることができるので、是非見に来てください
ね！

攝影＿台北市文化局提供

象徴、原動力でもあります。皆様ぜひ台北に撮影や観光
にいらしてください。いつでも歓迎いたし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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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台北市文化局提供

攝影＿台北市文化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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