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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年鑑》自 1969 年開始出版以來，長期扮演猶如史籍的角色，逐年忠實記錄台灣電

計資料」的公告業務，深獲各界期許，故本期「年度現象」也以〈電影票房系統如何煉

影的重要事蹟，而編纂年鑑也成為國家電影中心，從國家電影資料館時期至今重要的工作

成？〉為題，探討各國票房揭露制度，並收錄 2016 年 8 月時文化部舉行的「如何落實《電

之一。時至今日，若將這套持續近半世紀的年鑑依序開展，呈現經過歲月沉澱的圖文史料，

影法》第 13 條，促進全國電影票房系統透明化」之會議內容，記錄這項重要電影政策的

我們當可看見一幅演繹本地電影產業起落興衰的電影史長卷軸。

形成軌跡。

回首第一本《電影年鑑》出版之際，那是國家電影中心的最前身─電影圖書館─都尚

年度電影單元共收錄 49 部院線上映電影。綜觀 2016 年的電影市場，相較 2015 年老將新

未建立的年代。第一集年鑑提供中英對照片目，部分劇照還以彩色印刷，反映出國語片在

銳導演競相出擊，劇情片產量雖未滑落，但在票房收益與評論上並未見明顯的正成長；至

一九六○年代開創的盛況，以及國片開拓海外市場的企圖心。電影史上幾個耳熟能詳的關

於紀錄片方面，則有多部作品借助群眾募資、團體包場等商業策略，完成多部探尋土地或

鍵詞：中影健康寫實路線、瓊瑤文藝片、香港邵氏與國泰，都出現於這段時期。除了大型

自身生命歷史的真誠人文佳作，並穩定持續向院線市場扎根。年鑑的常設欄目，則包含：

公營片廠之外，此時還陸續出現多達六十餘家民營製片廠（聯邦、國際、亞洲、台聯……），

大事紀暨逝世影人回顧、獎項與圖書索引等，則是充實日後台灣電影研究的基本資料庫，

百花齊放，堪稱台灣電影產製的黃金年代。

經年累月的積累後，愈能涓滴體現台灣電影的文化價值。每年編輯《電影年鑑》所需的圖
文材料，都是承蒙產業界支持年鑑的出版理念而提供，也需要仰賴諸多資料整理者與撰稿

年鑑也反映出國家電影中心的組織沿革史。最初是附屬於中華民國電影事業發展基金會

人的協力，才能完成年度電影圖譜，在此一併致謝。

的電影圖書館（1978）、電影資料館（1989），爾後一步步成為財團法人國家電影資料館
（1911）、財團法人國家電影中心（2014）。位於青島東路的行政空間雖侷促擁擠，但這

一年一刊的電影年鑑並不是一直以來理所當然。早期因經費有限，在初始的十年間，多是

裡確實是由一群熱情的電影人，以帶著歷史意識的專注視野，持續保存與推廣電影文化的

數年一本，直到 1982 年，在前新聞局、電影界熱心人士的支持下，才能定期出刊。至於

重要場域。

年鑑內容，該記錄哪些產業狀況資料、採取什麼架構與方法來撰寫，都是歷任編纂人員以
經驗做出的取捨。本集附錄特別收納歷年《電影年鑑》總目錄及目次一覽，方便對建構電

每一集年鑑，我們按例邀請專家撰文進行台灣電影的年度觀察與探討，本期年鑑由聞天

影史料有興趣的讀者按圖索驥。

祥、林木材兩位影評人分別對劇情片、紀錄片作全觀性的剖析，也邀請梁良為讀者分析全
台的票房數據、觀察市場趨勢。另外，國家電影中心承文化部指定執行「全國電影票房統
財團法人國家電影中心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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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聞天祥

我在上一年度的《台灣電影年鑑》說，2015 年是台灣電影老將新銳集體噴發的一年；
卻也憂慮繁花盛開只是一時，花季過後，還有凜冬要過。沒想到一語成讖。

殹蠝⚸⛳㣟
2016 年春節檔，共有三部台灣電影加入戰局。其中，《大尾鱸鰻 2》為導演邱瓈寬、
主演豬哥亮延續 2013 年賣座冠軍《大尾鱸鰻》的續集，但票房僅達首集四成不到。1
馮凱在 2012 年以《陣頭》寫下 3.17 億佳績，並入圍金馬獎新導演，第二部作品《神廚》
票房甚至未達首作的二十分之一。至於吳震亞導演、胡瓜和白冰冰掛頭牌的《人生按
個讚》雖沒《神廚》慘烈，但也距離目標好大一截。三部電影在台北票房加起來，竟
然不及同檔好萊塢片《惡棍英雄：死侍》（Deadpool）的三分之一。
台灣電影自 2008 年高唱復興以來，除了檯面上熱鬧，也不乏企圖強烈的作品，卻時常
被簡單歸類為本土、喜劇；而逕自複製的結果，反而掩不住這個榮景的脆弱。被轉為
組織化的，不是當中可貴的突破性與關懷性，反倒是某種類型的重複。雖說賀歲片有
其天時地利的條件，確實較有利本土喜劇的收割；然而，一旦有更炫目、過癮的視覺
娛樂可取代，國片若不思進步，趕不及觀眾趣味變化的結果，打擊遠超過想像。
上圖：《一路順風》劇照，（左）納豆、（右）許冠文（圖片提供：本地風光電影股份有限公司）
1 就「維基百科」網站顯示的票房數字，2013 年的《大尾鱸鰻》全台票房約 4.3 億台幣，2016 年《大尾鱸鰻 2》
則約 1.7 億；就較為準確的台北票房來看，《大尾鱸鰻》有 1.2 億，《大尾鱸鰻 2》僅 3,775 萬台幣。

8

下圖：《大尾鱸鰻 2》為導演邱橲寬延續 2013 年賣座冠軍《大尾鱸鰻》的續集（圖片提供：寬銀幕電影製
作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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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循例有諧星（林美秀、素珠）、美女（安心亞）搭配，以及觀眾熟悉的電視臉孔（李

〵⻍ꨶ䕧栁涸陪鎝

李仁、蔡昌憲、黃鴻升、阿 Ken 等），並由美商（福斯）代為排片，卻創下豬哥亮復

到了 2016 年中，《只要我長大》在台北電影獎一枝獨秀式地囊括百萬首獎、最佳劇情

出後最低票房紀錄。影壇的自我重複和觀眾的逐步厭膩，清楚地反映在票房上，最可

長片、導演、剪輯、新演員五個獎項，則是另一個警訊。並非這部電影不好，而是它

惜的莫過因為粗製濫造，幾位演技頗佳的喜劇演員也面臨無用武之地的窘況。

的勢如破竹，如果不是因為評審偏愛，則就證明台灣電影的羸弱，已不僅在票房競逐

以豬哥亮為例，2016 年不單單再戰賀歲檔，暑假還有《大顯神威》（辛季澧導演）上檔，

上呈現疲態，就連藝術開拓力都令人擔憂。
而早在台灣新電影出現之前，即以數部校園電影聞名影壇的老牌導演林清介，重返之
作《奇幻同學會》明顯地時不我予，許多基本功的廢棄，帶來的更多是晚節不保的難

與《只要我長大》一起競爭台北電影獎的劇情長片中，《左耳》（這其實是蘇有朋在

堪。這份冒進，恐怕也是對台灣電影市場短暫復興過於樂觀，以及過度低估觀眾期待

大陸拍攝的中國電影）、《我的少女時代》、《紅衣小女孩》、《屍憶》、《菜鳥》

的結果。

都是 2015 年完成的（至於在坎城影展與金馬獎大放異采的《刺客聶隱娘》，依侯導慣
例不角逐台北電影獎），其中，《紅衣小女孩》和《菜鳥》拿走所有演技獎項 2。真正

同樣的，梅長錕重起爐灶，自己從監製變導演的《報告班長－勇往直前》也是灰頭土

在 2016 年完成的《樓下的房客》、《失控謊言》、《傻瓜向錢衝》則全數空手而回。3

臉。其實這部片可惜了，一來它的劇本把重點轉往逢山開路、遇水架橋的工兵連，角
色組成除了傳統的台灣男性，也加入女性，甚至其他族群，在繼承或創新上都有其企

《樓下的房客》、《失控謊言》皆為懸疑、推理電影，但作法完全不同。

圖；而原定的導演柯汶利在短片表現也有目共睹，可望給老片型帶來一些新意。但幾
經轉折，期待落空，甚至還不如近年新加坡模仿過去《報告班長》系列拍的《新兵正傳》

《樓下的房客》來自九把刀同名小說，並由其執筆改編，也是崔震東首部執導電影。

（2013）時髦幽默且與時俱進。

全片搭景拍攝，並運用大量視覺特效，營造出片中獨棟樓房的詭異駭人。港星任達華
飾演房東，偷窺並介入光怪陸離的房客生活，當中有性關係混亂的上班族陳小姐（李

如果拍電影的人都落在觀眾後面，我們又怎能期待他們製造風潮、吸引觀眾入場呢？

杏）、好色的體育老師（莊凱勛）、膜拜超能力的大學宅男（侯彥西）、師生戀的同
志（李康生、森竣）、帶著女兒的單親爸爸（游安順），以及一個神祕女作家（邵雨
薇）。影片極盡煽情與聲光之娛，就像它過度轟炸的配樂，深怕你沒能感受到的急切般。
情慾流瀉的尺度不太是問題，但出發點與挖掘的結果卻讓人有些失望，最終只能顧及
敘事技巧，不免俗地在結局來個大翻轉，讓正常與瘋狂，既像對立，又似照鏡。但這
只是結構上司空見慣的炫技，卻無能進一步揭露更深沉的人性，奇觀遂變成了剝削。
其中，只有李杏飾演的陳小姐，勉強在拜金與性愛之間，掌握了靈肉的矛盾，較有層
次可言。即使將這些扭曲的描述視為精神病患的視界或想像，也難以擺脫誇示與汙名
的嫌疑。即便如此，《樓下的房客》雖被列為限制級，卻是 2016 年除了《大尾鱸鰻 2》
之外，唯一票房破億的國片。
2

左圖：《只要我長大》以素人演員摘下台北電影獎五項獎項（圖片提供：華映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右圖：《樓下的房客》為 2016 年唯二破億的國片之一（圖片提供：安邁進國際影業股份有限公司）

10

2016 台北電影獎，《只要我長大》囊括百萬首獎、最佳劇情長片、導演、剪輯、新演員；《紅衣小女孩》的黃河、
許瑋甯獲得最佳男、女主角；《菜鳥》的莊凱勛、簡嫚書獲得最佳男、女配角。

3 《樓下的房客》在台北電影獎雖未獲評審團青睞，但獲得觀眾票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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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控謊言》沒有《樓下的房客》宛如大雜燴的角色群，也沒有華麗刺激的視效，以
較寫實的筆觸，聚焦在三個角色身上。劇情起於一樁髮藝店發生的命案，但除了究竟
是凶殺或自殺啟人疑竇外，女傷者的丈夫（王柏傑）不告而別，以及跟他一塊逃離的
女子（許瑋甯）是個有夫之婦，種種設定都不免讓人未審先判。陳庭妮飾演的八卦媒
體記者，剛因獨家報導，導致被冤枉性侵的教授跳樓自清，現在卻以老同學身分，表
示要透過媒體協助兩人澄清。然而，大眾以為的真相，很可能只是一連串謊言的堆積。
對於媒體載舟覆舟的力量，本片有清晰的批判，但就一部推理懸疑作品而論，幾乎是
每個部分都差臨門一腳：復古的美術、算計的程度、追與躲的邏輯，以致因果合理性
與節奏掌握度，都少了一點勁。然而無論《樓下的房客》或《失控謊言》，都反映台
灣電影對於這個類型開發的興趣；無論是燒腦鬥智的編排，或是社會歷史政治各層面
的結合譬喻，儼然已成為業界戮力以赴的方向。此後的《白蟻》（2017）、《目擊者》
（2017）、《血觀音》（2017）、《盜命師》（2017）、《引爆點》（2018），都持續
開發這個領域，值得關注。
《傻瓜向錢衝》則是另一種路數。導演黃銘正雖然拍過金馬獎最佳創作短片《野麻雀》

《失控謊言》改編自「萬華七彩藝苑命案」，由樓一安執導（圖片提供：內容物數位電影製作有限公司）

（1997）和台北電影獎百萬首獎作品《城市飛行》（2000），合作編劇的作家蔡逸君，
也參與過蔡明亮早期幾部作品的編劇，但《傻瓜向錢衝》卻是一部柔軟、通俗，且有
點耽溺於正向的社會喜劇。由走紅電視綜藝節目的搭檔「浩角翔起」扮演一組被迫加

孩童的純真，對此展開一種懵懂的探索，進而旁觸到他們也無法解決的難題。有人覺

入討債公司的活寶，雖然透過欠債勾勒社會百相，但明顯宣揚傻人有傻福及近乎保守

得結局的戛然而止是個瑕疵，我卻認為恰好相反：當小男主角瓦旦（陳宇）等不到哥

的家庭價值。這部作品的觸角雖然在開始就鞭出產業外移、倒閉跑路等中小企業弊端，

哥（在《不一樣月光》中挖掘出的男主角曹世輝飾演）來參加典禮而有所「領悟」時，

而寄情小人物的自立自強，甚至還拿了新型耐用的螺絲帽聊以自況，但過度美化和簡

不僅意味故事告一段落，也等同宣告童年的結束。我們該慶幸陳潔瑤沒有給予廉價的

化，導致缺少真正的生活力道，僅能不斷地在討債和放過之間，重複訴說人情美好。但，

同情，反而藉由不同角色揭露問題之餘，承認現實的某些殘酷。這部片中，小孩的部

至少本片維繫住技術與敘事層面，「浩子」謝炘昊討喜的表演則成為亮點。

分明顯比大人出色，素人演員又較之有實際表演經驗的演出者為佳，正巧凸顯了台灣
導演的強項與弱項，對現實有感，但手法還有成熟的空間。

因此，《只要我長大》橫掃 2016 台北電影獎，實無須太過驚訝。它雖然沒有《樓下的
故作樂天，卻相較來得落實而誠懇。泰雅族導演陳潔瑤的前一部作品《不一樣的月光》

IP 涸涮莅䮲䫔

以「沙韻之鐘」傳說開展出的現代關照，尚有比重不均且感情浮誇的瑕疵；《只要我

像《只要我長大》這樣小本經營、以台灣為主要市場的寫實小品，已經不再是台灣電

長大》則有長足的進步，尤其是把重心移往兒童與素人，絕對是明智之舉。其中三個

影製作環境追求的主力。對於票房的想像（儘管很多時候不切實際）以及更大市場的

每天玩在一起、動腦筋賺點零用錢的小朋友，除了演出與個性各擅勝場，也分別反映

考慮（不確定的中國因素，有時成了救命丹也可能是致命傷）反而主導了大部分的電

了單親、隔代教養及家庭失和（酗酒、經濟）等問題，卻又不以苦情為引，而是透過

影製作。

房客》露骨驚人的包裝、《失控謊言》兜兜轉轉的解謎剖析，或是《傻瓜向錢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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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六弄咖啡館》，表面上它幾乎複製了九把刀《那些年，我們一

而以《翻滾吧！男孩》（2005）、《翻滾吧！阿信》（2011）成名的林育賢，親自跑

起追的女孩》（2011）的模式，由原著作者藤井樹（吳子雲）親自編導，但顯然因資

了中國一趟取經、耗費兩年時間完成的《謊言西西里》，雖然有關錦鵬監製、後來摘

金結構和市場考量，明明是以南台灣為主要背景的故事，男、女主角卻由近年崛起的

下金馬影后的周冬雨（2016 年底以《七月與安生》和同片演員馬思純一塊封后）與韓

中國、香港演員董子健、顏卓靈扮演，台灣演員林柏宏、歐陽妮妮則以男二、女二的

國明星李准基（參演《王的男人》）主演，加上金馬影帝阮經天幫襯，卻出現了一個

姿態出現。其實，董子健、顏卓靈的表演實力無庸置疑，持平而論，他們為了投入角色，

相減相除的成績。為了彼此遷就，劇情諸多妥協，近乎無病呻吟，即便人美景美也於

在肢體、口條所下的功夫也看得出成果，但要台灣觀眾完全「不在意」，還是有困難的。

事無補，淪為冗長的婚紗廣告或求婚老哏。但這應該只是冰山一角，台灣青中生代導

因此，反倒凸顯了林柏宏的自然、活潑與可信度，甚至一路殺入金馬獎，最後令人跌

演在中國市場打拚，站穩腳步的大概只有把重心全部西移的陳正道；類似林育賢的導

破眼鏡地幹掉曾志偉等老戲骨，拿下最佳男配角。只不過，這些妥協和計算並未令《六

演，還有張榮吉、賴俊羽、連奕琦等人，其經驗足以另成一文討論。

弄咖啡館》的評價或票房達到《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的成績。但這些因素能
完全不考量嗎？兩岸的詭譎氣氛對電影的影響之大，以及台灣市場是否足以獨力支撐

在中國改名《愛情凍住了》的《我的蛋男情人》，在意念與品質上稍微穩住陣腳。傅

本身影視產業所需，都不是耍耍嘴皮，高喊幾聲口號就可以解決得了。

天余緊抓「冷凍」這個命題，讓林依晨飾演的都市單身職業女性，一面相信冷凍食品
也可以安慰許多忙碌的現代人，一面決定冷凍自己的卵子與時間賽跑。而鳳小岳飾演

而有巨星周杰倫、超跑名將林義傑掛名監製，多家中國電影公司與台灣合製的《一萬

的人氣廚師，拒絕冷凍食物，卻在冷凍櫃裡和糾纏不休的女主角結下不解之緣。就一

公里的約定》更是公認失敗的作品。影片描述原先一直跟在哥哥（王大陸）屁股後面

部具備潛力的愛情喜劇而言，男冷女熱，甚至是北歐與亞熱帶，這一冷一熱的碰撞都

跑步的弟弟（黃遠），個子雖小卻不服輸，最後不僅跑進超級馬拉松，還完成遠征一

是令人期待的。只是《蛋男》處裡男女關係的犀利，遠不如溫情可愛的部分，尤其是

萬公里的夢想。典型的勵志題材，看似大有可為，結果往夢想邁進的過程拍得不動人；

蜻蜓點水的母親（愛）與食物的連結（冷凍食品的另一層意義，是媽媽為女兒準備太

賽程部分，即使動用搶劫、放棄衝線去幫助對手，甚至野狼報恩等詭異橋段來煽情，

多留在冰箱的食物），反而更為搶戲，也因此某些明顯的缺陷也很難被忽略。但它還

仍達不到激勵目的。橫跨亞洲、美洲、中亞及絲路等地實景拍攝的結果，景比戲好，

是為看似尋常的愛情故事設定了一個特殊的出發點，也維持應有的創作水平（諸如攝

本末倒置。眾多名人與鉅額投資的結果，落得一片負評，票房也一敗塗地。

影、音樂、美術）。
相較之下，同樣以職場女性為主題的喜劇《銷售奇姬》（卓立導演），雖然出發角度
也打破既定印象，但超過兩小時的破碎敘事以及不如預期的衝突（預告剪輯集中在白
歆惠、林美秀的對峙上），反而讓人笑不太出來。
可惜的是，曾以處女作《BBS 鄉民的正義》（2012）入圍金馬獎最佳新導演的林世勇，
睽違四年再推出《極樂宿舍》也遭遇滑鐵盧。從宿舍文化到男女對峙，它在台灣影壇
擅長的青春元素中，本來有潛力成為炮製瘋狂喜劇（screwball comedy）冤家魅力的作品，
但其統合能力明顯有問題，東捉一點、西捉一點，甚至不顧類型邏輯的結構，以及稚
嫩的場面調度和演員指導，讓當時《BBS 鄉民的正義》被明星魅力和網路議題鎮住的

左圖：《六弄咖啡館》由原著作者藤井樹親自編導（圖片提供：好好電影工作室有限公司）
右圖：《謊言西西里》由導演林育賢赴中國拍攝完成（圖片提供：影一製作股份有限公司）

14

陣腳全部鬆綁，新作甚至有種分裂感，宛如不同作品的黏貼。這是個極嚴重的問題，
顯示自信與能力之間的巨幅落差，台灣創作者看似平地一聲雷，但基本功仍嫌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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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林孝謙導演的《五星級魚干女》，為《台北愛情捷運》系列之一（圖片提供：晴天影像股份有限公司）

《獨一無二》，電影主角由曹晏豪一人分飾兩角（圖片提供：德風電影有限公司）

或應該說整體產業在引導創作者往更成熟的方向發展上的徒勞無功，僅能靠少數橋段

理所當然，還不如搶救旅館大作戰來得有趣。電影屬小品，但呈現出的飽滿活力，以

的神采，讓人喟嘆怎麼沒能好好把握。其中消耗的時間、創意，以及產業和觀眾的信心，

及融合過去、現在於一爐的弦外之音，遠勝一些外強中乾或語焉不詳的國片。

難以想像。
但最不可思議的應該還是《他媽 ² 的藏寶圖》（黃竑寯導演），堪稱把所有元素（魔術、

铇䠑莅ⴽ篊涸⤂ꣳ

腹語、尋寶）都徒然浪費，甚至不知所云（既不溫馨也稱不上奇幻）。

至於其他意圖在社會議題或美學手法展現誠意與創意的小品呢？曾參與楊德昌《牯嶺
街少年殺人事件》編劇，並執導過《扣扳機》（2002）、《台北二一》（2003）、《我

在這種情況下，林孝謙（編導）、呂安弦（共同編劇）的《五星級魚干女》明顯可取得多。

的逍遙學伴》（2005）的楊順清，再度回歸影壇，交出《獨一無二》，除了力捧曹晏

作為《台北愛情捷運》系列的一部，它不僅稱職地扮演北投的推銷者，在有限的資源

豪一人分飾兩角，也有戴立忍、金士傑、張詩盈等硬底子演員助陣。但問題是，它缺

下，塑造出一群可愛的人物和一間老式溫泉旅館，為這個帶有舊日殖民色彩又兼具國

乏類型電影的爆點與驚喜，無力讓主演者加分，注定曹晏豪的造星計畫功虧一簣。至

際觀光潛力的地點，編出一個溫暖可愛的故事。編導並不忌諱運用日式喜劇的誇張手

於訴諸社會觀察或現象批判上，無論是演藝界的世態炎涼或房地產的海市蜃樓，也有

法，來呈現角色各有盤算的嘴臉，反而達成表演的統一性，加上演員調性的融洽，通

種老生常談的過時感。僅靠說服力有限的分飾兩角所造成的錯認及巧合，勉強黏繫住

篇具備明快俐落的喜感。接手家族旅館只為了籌錢去美國遊學的柯佳嬿，搞笑神經出

兩邊，反而更顯原創與執行的吃力。

乎意料發達，與來此打工換宿的老外周厚安，兩人中英夾雜的一搭一唱，默契十足。
陳淑芳、呂雪鳳、蔡明修這些老戲骨，四兩撥千斤就足以提供強大的親和力，甚至不

執導過《候鳥來的季節》（2012）的蔡銀娟，新作《心靈時鐘》透過一家之主（李李仁）

時有畫龍點睛的爆笑貢獻。雖然片中可見從《食神》（1996）、《海角七號》（2008）

的自殺，妻子（范文芳）、青春期女兒（余若晴）及幼子（謝飛）的反應，特別是父

拾來的牙慧，但作為諧仿或致敬，並不為過。硬要挑骨頭，每段男女感情線發展過於

親留給兒子一個貌似時鐘的經緯儀，帶出尋找、平復與和解的契機。可惜影片對於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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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仍有避重就輕，失去藉此討論社會對自殺，甚至自殺者家屬汙名化的惡俗批判。另
一方面，少了前作中莊凱勛那種撕心掏肺式的感人演出；兒童戲的處理遠不如陳潔瑤
的《只要我長大》；成人從傷痛走出的部分又未若林書宇《百日告別》（2015）的層
次與厚度，而像按部就班的社教劇。尤其幾個關鍵轉折的突兀，都讓這部想要更入世
的作品缺少真實的力量。
安邦導演的《兒子老子》則是一部勉力登上院線，小規模上映的電視電影。小時候演
出《囧男孩》（2008）並入圍金馬獎新演員獎的潘親御，飾演剛從少年觀護所出來的
兒子；張翰則飾演負擔賠償金而被討債公司糾纏的臨時工父親。影片也許囿於成本規
模，省略很多前因後果和較為激烈的場面（犯罪、死亡都直接用語言簡單帶過），但
也不無可能成為一種美學的追求，但後者並不見得輕鬆作得到。畢竟，要從看似只有
打架的父子關係裡，透析彼此內在的深層恐懼，對於細節的有效掌握，難度更高。安
邦特地拉出丁強這條支線，從一個住在養老院的祖父，來延伸張翰、潘親御這對父子
關係的問題，也間或帶到張翰前妻（張詩盈）的新家庭、潘親御的交友情況以及丁強
的老人院生活，豐厚整體肌理。可惜大多作得妥貼也太過保守，誠意雖可鑑，但要論
及更深入或動人，則差了一點。
最教扼腕，應該是郭承衢的處女作《德布西森林》。這部片的企劃在 2014 年金馬創投
會議曝光時，即獲廣泛注目；與郭承衢在短片《闔家觀賞》（2008）合作愉快的桂綸鎂、
陸弈靜欣然同意接演本片；整部電影也以台片前所未有的構想，描述一對母女在森林
裡與世隔絕的狀態。女兒為什麼看起來脆弱無助，了無生趣？母親何以自信這是保護
女兒最好的方式？以及何來求生能力？如果這是一部完全奇幻的寓言式作品也罷，但
最終還是被賦予了極度現實的理由，關於揭弊、謀殺、媒體等政治性的描述（最後甚
至刻意帶到土地開發），都太像無力的嘆息，一口氣便煙消雲散，令人懷疑難道沒有
更簡單的方式自力救濟或以毒攻毒嗎？如果把重點全擺到位，人在森林面對大自然的
融入與抗衡，讓理智與情感、現實與想像彼此交錯，或許會更好，本片較精采的篇幅
確實也都出現於此，但分量又不足以撐起一部長片。最後，本片成為一部演員非常努
力，畫面美則美矣，聲音也算豐富，是夠「特別」，但終究難以感動甚至啟發的作品。
上圖：安邦導演的《兒子老子》，探討底層家庭的父子關係（圖片提供：老灰狼影片製作公司）
下圖： 《德布西森林》，由桂綸鎂、陸弈靜共同演出在森林中與世隔絕的母女（圖片提供：魚樂整合行銷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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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在年底，台灣電影出現了《一路順風》和《再見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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呝뀓♶꼧涸《♧騟갫괐》

的計程車司機，一個是異想天開、包車運毒的黑幫跑腿。好久不見的香港笑匠許冠文，

鍾孟宏的桀驁不馴，是台灣電影值得珍視的特質。《一路順風》雖然打上黑色喜劇、

用詞流利的念白（從他私下受訪的發音，看得出在本片下了一番功夫），以及在生活

公路電影的類型標籤，也比鍾孟宏的前作《失魂》（2013）親和得多，然而清晰的個

常態與喜感之間的掌握，拿捏恰到好處。而且他的戲分幾乎都在狹隘的車內空間發生，

性與獨有的筆觸，俯拾皆是。他大可讓許冠文與納豆的旅程更早開始，而不是教戴立

最精采的時刻，則是和納豆被關在後車廂的段落。他讓整部電影咀嚼出喜趣之下的無

忍向庹宗華叨叨絮絮了十幾分鐘，在曼谷險些丟命的遭遇；然而這些不尋常，卻是他

奈與哀傷，又保有一定的節制；最後那個有點感動但把持住了的表情，更替一點都不

得以在類型道路上另闢蹊徑的功夫，將一段人生旅程導航到另番天地，為熟悉的公式

「順」的旅程及最終迸發的人情救贖，作了極佳的句點。從王羽（《失魂》）到許冠

開創不同的視界。他的鏡頭總能把寫實的台灣風景變成光怪陸離的場域，這樣的眼光

文（《一路順風》）的精采復出，鍾孟宏猶如影壇退除役官兵的再造伯樂。

進入故事脈絡，完全不違和。他飾演一個在台定居並結婚生子的香港人，口音明顯但

和能力，在現今台灣影壇實不多見。
《一路順風》也有《失魂》對類型的碰觸與顛覆。除了公路電影的必然進展，黑幫的
《一路順風》有《停車》（2008）的黑色幽默，這部分的重頭戲自然落在許冠文與納

情義、利益甚至暴力，也都一應俱全。有意思的是，作為關鍵人物的戴立忍，卻是黑

豆身上（或許再加上客串的「獸醫」陳玉勳），一個是開著舊型車款、招不太到客人

框眼鏡、白襯衫加牛仔褲的文青模樣。此外，所有能和黑道連結的場景與道具，都流
露出一種荒涼且荒謬的氣味（被塑膠套包裹多年的超長沙發、房間有門檻還會絆倒人
的老旅館、保齡球道、魚塭以及斷裂的道路）。在《10 ＋ 10》就已初露端倪的「安全帽」
刑求戲，在此片達到更驚人的效果。僅有短短幾場戲的陳以文，以濃度極高的表演，
把暴力與恐懼的視覺感受，詮釋得入木三分。
在敘事上，戴立忍這條線，和許冠文、納豆的遭遇，形成既平行又交錯的關係，對照
的不僅是角色，也是截然不同的處事手法及生命觀。機關算盡的戴立忍，最後差點命
喪交通事故；而逆來順受、看似無所作為的許冠文和納豆，關鍵時刻卻都沒扔下對方。
小人物的相濡以沫，為黑暗、背叛、壓力、挫折，帶來一絲微光，雖不足以改變世界，
卻帶來溫度。雖然我對許冠文、納豆從被綁到援救的過程當中「省略」的敘事有點疑
義，亦或最後納豆的歸來，其引伸的「意志」及「巧合」等爭議（因而可產生真實或
想像的辯論），這些斷裂、跳躍，鬆動了類型電影的舒適感與流暢度，也鮮活了導演
的個人標誌。
鐘孟宏向以個人節奏、方式拍電影。固定班底式的合作狀態，也讓歷來作品在各方面
（音樂、音效、美術、造型，遑論他以中島長雄掛名的攝影）都有整齊出眾的表現，《一
路順風》更是難得一見男演員的集體演技噴發。這也讓影片最後的工作照不顯得矯情，

《一路順風》，香港笑匠許冠文出演計程車司機，與納豆被關在後車廂中（圖片提供：本地風光電影股份有
限公司）

20

更像是一種宣示─無論是對台灣亦或整個影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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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ⱄ鋅檳㙹》馢䗞脒涸⼮秹
如果說趙德胤之前的作品，是以粗糙生猛的質地，對比台灣電影習以資源有限為由，
掩飾膽識與創意的保守；那麼《再見瓦城》則顯示了他在敘事及場面調度的功力升級。
本片的開場，吳可熙飾演的蓮青過河偷渡至邊境的長鏡頭，應該使很多人感到納悶。
然而這場無法預期驚險、甚至笨拙緩慢的行動，確切破除冒險浪漫的幻覺，也意指了
真正的難題，不在地理上的抵達，而是心理上的差距。故也凸顯，柯震東飾演的阿國
戲分雖明顯不如，卻是完全不可或缺的存在。
同為偷渡客，阿國想的是賺錢回鄉開店，所以柯震東那場口條流利、清楚計算工資給
女孩聽的戲，反映的正是他們的心理差距：蓮青執意在曼谷打工，並想著要來台灣，
不只是錢的問題。因此，她一直保留那件象徵意味濃厚的制服，實非巧合；這和她屢
屢被騙卻依舊不疲地追求新（假）身分的固執，互為表裡。
趙德胤刪除不少演員更富戲劇性的演出，保留下許多看似日常，其實意在言外的更多
矛盾。如果我們再仔細一點看，蓮青初到同鄉住處時，室友或熱或冷的的互動，還有

《再見瓦城》由趙德胤導演，導演從三人拍片的劇組，短短數年成長到足以掌控兩百人的團隊（圖片提供：
前景娛樂有限公司、岸上影像有限公司）

後來委身紡織廠，那密麻的軸線與袋裝飲料，都適時暗示角色的關係和處境；而來自
官僚體系的上下交相賊，也在蓮青到最後都得在屋外等候的鏡頭中，欲言又止。趙德

骨做準備。因為省略、少了前情當輔助，再加上這場戲也沒對白，只能靠身體說明一

胤這次給我的驚喜，不是「猛」，而是藏在粗樸劇情下的「細」。雖然離真正的成熟

切，而柯震東確實把這股玉石俱焚的力量，合理又合宜地傳遞到銀幕上。你可以感受

還有段距離，但他對細節的有效掌控，讓我對他的導演能力有了更多期待。

到他在消失的片段中累積的失望、憤怒，以及對女主角的愛恨交織，卻又在最後一刻，
讓我們回想起女孩留宿在他大姐家那夜，他睡在地板上渴望碰觸她的純情與悸動。

他另一個大膽之處，在於敢「捨」。這在影片後段特別清楚。趙德胤雖在前作《冰毒》
就已示範過驚人的結筆（縱火與屠牛），但《再見瓦城》又不一樣。在蓮青徹底與阿

《再見瓦城》是一部對所有主創而言都成功升級的作品。趙德胤在短短數年內從三人

國分道揚鑣的飯店那場戲裡，他讓寫實的基調突然被逼真的超現實意象刺穿，除了讓

拍一部片，到掌握兩百人劇組時游刃有餘，以及融合演員與素人、結合寫實與幻想，

吳可熙展現可收可放的精采演技（這場戲她活脫變成了《驚魂記》〔Psycho〕的珍妮 ‧

甚至削減情節，卻能保持張力不墜的能力，持續擴大格局。吳可熙和柯震東則有如兩

李〔Janet Leigh〕），也意味著趙德胤和新電影前輩在傳承之外的分野。

則截然不同的勵志故事─無論是曖曖內含光，熬到足以耀眼；還是從有天分的小鮮
肉進化成好演員。更驚人的是，兩者擺在一塊，毫無違和感。

很顯然地，從這場戲和最後柯震東現身的結尾，中間省略很多「過程」（阿國如何找
到蓮青？以及有何計畫？……）。和上一場吳可熙的獨角戲一樣，這完全考驗了導演

《再見瓦城》的小心翼翼，其實多過大破大立。我希望這只是他們的一個轉折，而非

與演員的信任及能力，甚至可以說，柯震東前面所有的改變，都在為這一刻的脫胎換

極限。因為接下來才會有更多揮灑的力度與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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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年《台灣電影年鑑》的紀錄片回顧中，我以「迎向下一個十年」來為 2015 年下標，
主要因為從台灣紀錄片的歷史發展來看，1986 年綠色小組拍出代表作《1130 桃園機場
事件》後，產官學界相繼在 1996 年後發展紀錄片（紀錄片雙年展、南藝紀錄所、公視
紀錄觀點、國藝會紀錄片補助），以及俗稱「紀錄片新浪潮」（在劇情片深陷谷底時，
《無米樂》、《生命》等紀錄片上院線獲得佳績）的 2005 年。我們可以看到，幾乎每
隔十年，台灣紀錄片就有一波新的走向或蛻變。
在這樣的背景脈絡下，有著許多傑出及高度風格化作品的 2015 年，自然代表著一個新
時代及一波新氣象的開始，該年出產的標誌性紀錄片如《日曜日式散步者》、《海》、
《雲之国》、《挖玉石的人》、《殘響世界》、《靈山》等，皆可視為這波趨勢的代
表作品，不只樹立起某種典範，也暗示實驗與紀實的跨界可能，打破虛構之於再現、
紀實之於真實的迷思，讓「紀錄片」這個電影類型（genre）在創作上顯得更自由、更
沒有限制，定義也更寬廣。
2016 年作為這「下一個十年」的初期，似乎仍延續著這樣的「趨勢」。或許標誌性的

ꬌⰩ㘗馄馊

作品並不如前一年這麼多，但可以清楚地看到，有許多創作者不滿於傳統方式，以創
新精神進行創作，企圖挑戰不同的敘事與表現方式，同時也勇於嘗試突破自己過往的
創作。

2016 〵抓私ꏗ晚Ꟑ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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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林木材

曾以《街舞狂潮》（2010）獲得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的蘇哲賢，之後轉往中國發展好幾年，

三位沉潛多年的導演分別繳出新作，分別是蘇哲賢、郭亮吟與李香秀，而以短片見長
的盧彥中也有新的作品。

但在太陽花運動（2014）前後，於製片詹怡婷的牽線下，展開記錄一群投入社會運動
的民權律師的拍攝計畫。這部名為《進擊之路》的紀錄片，以多位律師為主角，帶出
他們參與的社會事件 案件，包括大埔拆遷案、對馬英九丟鞋案、三一八太陽花運動、
捷運鄭捷殺人案等。正如他們所說，這是一項「絕望工程」，那麼何以要為絕望奮鬥？
上圖：《翡翠之城》為趙德胤繼《挖玉石的人》後，再次以類似主題拍攝的
紀錄片（圖片提供：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24

導演在影片每一段落前，皆以一段哲學語錄作為開場，接著展開論述，帶出律師挺身
而出為當事人辯護的理念及對公民社會的理想，事件背後的思考才是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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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擊之路》中最大膽的嘗試，是法庭戲的重演。多位律師在空無一人的法庭中，以
獨白的方式輪流辯護，而法官則以一張素描畫代替，其隱喻的意義顯而易見。可惜的
是，雖該片有重要時代意義，但這場法庭戲也就如同全片一般，雖企圖製造思辨，但
更接近一種立場的宣揚與告知。片尾某位律師加入時代力量政黨，投入立委選舉失敗
而歸，也象徵著這項工程建設仍未完成。
一直以台灣為主體，著重於台灣小人物在歷史下的輾轉命運的郭亮吟，這次與藤田修
平耗費十年共同完成《灣生畫家－立石鐵臣》，結合過去作品的痕跡和敘事方式，如
《尋找 1946 消失的日本飛機》（2003）裡孫女對阿公的追尋，《綠的海平線》（2006）
與《 軍教男兒 － 台灣軍士教導團的故事 》（2010） 的扎實史料和沉穩敘事， 來講述
1905 年出生於台灣的「灣生」日本畫家立石鐵臣（卒於 1980 年），身為 1949 年前最
後一批被遣返回日本的「留用日人」與台灣的關係，片中也罕見以日人觀點見證國民
政府來台前的混亂與高壓。

《進擊之路》以律師為主角，在無人的法庭重演辯護場景（圖片提供：蘇哲賢導演）

在《灣生畫家－立石鐵臣》中，立石的遺族們（包括妻子與兩位兒子）近距離地接受

的回憶，並在過程中帶出科學主義與原住民經驗的智慧辯證。作品不僅關於生態，還

訪問。中近景的取鏡方式，使得空間充滿緊密感，也一點一滴拼湊出他在藝術追求與

帶有強烈的人文關懷，其文化溫度與夥伴情誼皆令人深深感動。

家庭生活間的失衡；而看似中規中矩的敘事仍有驚喜，除了找來聲優擔任立石鐵臣日
記紀事的主述者外，全片由立石的孫女擔任旁白，以她的角度來闡述這位素未謀面的

曾以觀點短片《瘋顛狂書道館》（2012）一鳴驚人的盧彥中，推出接近一小時的長片《就

阿公。在扎實的田野調查與細心鋪陳之中，作者以更高的視野和更廣的包容，跨越了

是這個聲音》，與前作相仿的是，導演再次以極富個人魅力的狂人為主角，而這次面

總被族群、國籍、意識形態所標籤化的刻板歷史，將歷史回歸人性的同時，也呈現了

對的是曾在地下電台叱吒風雲的「吳樂天」。影片透過大量的訪談，描繪出吳樂天的

一個既純粹卻又複雜難解的藝術家心靈。

性格和傳奇人生，其中一九八○年代如何以「義賊廖添丁」故事和台灣的民主運動對
話的段落尤其精采。這種刻意讓主角盡情言說的作法，讓虛實之間開始交錯，相信與

繼《拱樂社－消失的王國》（1999）、《南方澳海洋紀事》（2004）之後，李香秀歷

懷疑並存。但在主角失聯後，導演也未能透過其他線索進行深掘，影片因而落入一種

時多年完成的《黑熊森林》，是他「台灣三部曲」的完結篇。靠著自己耕耘多年，一

單向的對話和惆悵，後段略顯無力。

邊拍攝一邊尋找資金，李香秀宛如著迷一般，對黑熊這個題材投入了極大的熱情和時
間，也從片中展現對議題的觀點與執著，在全台上映票房不俗。

陾겗涸ꡠ撑

《黑熊森林》以跟拍生態學者黃美秀對台灣黑熊的研究為主，劇組多次帶著攝影機進

繼 2014 年紀錄片工會因太陽花運動發起的《太陽·不遠》集體創作計畫後，在空氣汙

入難以抵達的深谷（片中有許多山林空拍與推軌鏡頭），在拍攝過程中，漸漸發現另

染日益嚴重的情況下，林泰州與蔡崇隆共同發起的《脫口罩！找藍天》影像行動計畫，

一動人支線，即在多年的黑熊研究過程中，黃美秀與擔任嚮導布農族獵人林淵源的相

是另一次的集體發聲，要喚回大眾對空汙的重視。也因此，該決策團隊名為「PM2.5 影

知相惜。李香秀以浩瀚的山林畫面呈現了「有熊國」的魅力，佐以動畫呈現他們之間

像行動小組」，「行動」顯見是該計畫的核心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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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劇情、紀錄、動畫），並有巡演、講座、工作坊、發行等推廣計畫。他們在 2016 年

䋑㜥涸罭罵

4 月至 6 月於網路上展開群眾募資，最終成功由 427 人贊助了 724,248 元。

除了上述的《進擊之路》、《黑熊森林》有進行院線發行外（皆以團體包場為策略獲

《脫口罩！找藍天》影像行動計畫共有十八組導演參加，產出超過二十部短片作品（包

得佳績），近年也有數量不少的紀錄片登陸戲院，成為一股在電影院線市場上耕耘的
在該計畫中，部分作品像林泰州的《我的身體就是空汙監測站》、施合峰的《風從哪

穩定力量。

裡來》、新秀吳端盛的《大人的實驗課》與馮偉中的《西海岸異世界》影像風格強烈
且實驗；而黃淑梅的《為孩子找回藍天》、詹皓中的《台西悲歌》與陳廷旭的《沒有

賴俊羽耗費五年完成的《童夢》，記錄旅美畫家呂游銘。這位一九八○年代為了追求

五輕的日子》則以扎實的田野帶出議題。除了紀錄片的正規管道，部分作品也進到美

藝術自由而移居美國的藝術家，以充滿想像力和繽紛童趣的筆觸，創作許多畫作。導

術館展覽中，持續發揮影響力。

演從一幅幅畫的內容開始，搭配藝術家的訪談，追訪台灣那個美學被禁錮的年代，以
及禁忌如何影響一個人的藝術心靈，再加上跟拍呂游銘的公路壯遊，讓影片也產生一

蔡崇隆、阮金紅的《可愛陌生人》則是另一例，他們利用其身分的長處（阮金紅為越

種「公路」型態，帶出主角一生的藝術旅程，也更符合「人物傳記」的類型。

南裔移民），長期跟拍所謂的「逃跑外勞」，記錄他們在被迫逃跑過程中的點點滴滴，
包括勞動、思鄉以及必須到處躲藏、驚惶的心情，也採訪了非法雇用他們的台灣雇主，

胡美芳與福馬克的《逐風少年》也帶有人物傳記的意味，長年跟拍年輕風浪板選手張

試圖帶出社會中勞動條件的結構問題，與現行不合理的法規進行對話，還予外籍勞工

浩。特別的是，本片與時下流行的運動勵志電影有別，敘事雖中規中矩，但作者觀點

尊嚴。平鋪直敘的敘事，讓影片有「調查報導」的調性，完成後並到各相關團體展開
巡演。
蕭立峻的《機器人夢遊症》，將焦點對準大型電子代工廠的工人，以「富士康跳樓」
事件為主軸，透過許多個案和工人訪談，追探所謂「手機背後的人」，也就是工人
工程師自盡與過勞死的真相。然而，影片敘事採取了一個未來機器人的視角，卻以老
式機器人語音擔任旁白（而非現代的智慧型語音），對未來的想像與對現實的情況時
而矛盾，該形式是否能駕馭內容值得商榷。
此外，關注勞動權益的，還有洪雅治的畢業製作《觀漁》。劇組訪問船員、雇主、工
會代表，也跟著漁船一起出海工作，捕捉外籍船工的工作現況，夜晚雙船之間的高難
度拍攝，呈現出漁工捕魚時的危險與辛苦。在極短的篇幅（二十三分鐘）中，成功地
呈現了現行《勞動基準法》之於外籍漁工面對海上特殊環境勞動問題的不合理，其視
野格局與社會關懷，在學生作品中實屬難得。

《逐風少年》在近十年的拍攝時間內，記錄下風浪板選手張浩及教練的故事（圖片提供：甲普國際媒體股份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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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到且真誠，著重於人與人的關係，在近乎十年的拍攝期中，捕捉到運動員與教練間
無私的惺惺相惜、相伴相陪，在在訴說著運動的核心精神與多元家庭的珍貴，其價值
觀也早已超越成功失敗。
黃胤毓的《海的彼端》是他「狂山之海三部曲」的首部，故事鎖定沖繩八重山群島的
台灣移民族群，以經歷四代的玉木家族為對象展開記錄，也因為玉木婆婆的八八大壽，
一趟「回到台灣」的返鄉之旅就此開始。
《海的彼端》以孫子玉木慎吾為旁白主述者，他以後代的身分和背景看待這橫跨八十
年的移民史，而當年台灣移民努力想要比「日本人更『日本人』」則成為當中最有意
思的探究。影片以人為主，試圖反映出當時的大時代背景，較少採取訪談介入而以側
拍取代，則是台灣紀錄片中較少見的嘗試。但終究，片中絕大篇幅著重在「返鄉」的
種種過程，而「返鄉」是否就等同「歸鄉」，玉木慎吾與親戚們在理解時代背景後，
究竟怎麼看這樣的身分認同，則成為另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

遺涸㻜뀿
其他領域的創作者（如當代藝術、錄像、實驗電影、劇情片等）開始跨足到紀錄片，
是前一年的趨勢現象中顯而易見的，在 2016 年亦有類似現象，也成為台灣紀錄片中的
「非典型作品」。
首先是藝術家洪子健的《無主之地：一部台灣電影》，先後入選了柏林影展與捷克伊
赫拉瓦（Jihlava）紀錄片影展。該片以多年主權問題爭論不休的「釣魚台」為主題，導
演用身體力行的方式，分別參與了中國、日本、台灣三地的愛國基本教義派分子，持
續嘗試想要「登島」或藉由各種儀式來獲得精神勝利的活動。
一方面，一旦對方開始質疑導演的立場和動機時，這樣的「行動」彷彿讓自己陷入險境；
但另一方面，經由這樣的「行動參與」與相互比對，卻直擊了愛國主義與政治意識形
態如何植入人心的極端狀態，洪子健也適時地以帶有腔調的國語在旁白中提出各種反
諷與質疑。這場「政治鬧劇」終究在「他者（美國）」的觀點下，犀利地延伸出英文

上圖：《童夢》由導演賴俊羽耗費五年，記錄旅美畫家呂游銘（圖片提供：勤習堂電影有限公司）
下圖：《海的彼端》拍攝沖繩台灣移民族群玉木家族的故事（圖片提供：木林電影有限公司）

片名的真義「How to Be a Nationa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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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林欣怡近年來以創作短片為主，包括了《哪吒》（2014）、《三島》（2015），

2006 年，許雅婷曾以學生身分完成樂生療養院抗爭運動的紀錄片《樂生活》，十年之

這次的《第六十九信》以白色恐怖時期受難者施水環所寫的獄中家書進行再書寫。當

後的現在，則完成實驗短片《The River》。在這部十二分鐘的黑白影片裡，「水」的意

時施水環為保護弟弟施至成，將其藏匿於宿舍之天花板內，而她也因牽連「郵電支部

象搭配鋼琴高音貫穿全片，佐以水中舞動、在身體上投影、生產過程側拍等畫面，詮

案」被捕，在獄中寫下六十八封家書與家人通信，後來遭到槍決。

釋自己經歷懷孕至分娩的過程，以及孕育生命的內在情感與身體苦痛。

《第六十九信》將信件原稿以底片方式於影像中呈現，還在世的當事者為聲音旁白，
演員的身體特寫模擬獄中生活，佐以音效和裁縫釘扣的聲響貫穿全片。影片隨著信件

⦐➃ꨵ䕧涸넞䏞

編號推進時序，加入各式訪談與視覺素材，直到槍聲響起，透過物件、空間、聲音，

2016 年另一趨勢，則是「個人電影」的成功突圍 復興。故事往往由作者的親身經歷

重現那段不可見、不可說的禁錮歷史與受難者的心理狀態。

出發，並擔任旁白敘事者（第一人稱），像是在 2004 年前後，當年就讀台南藝術大學
紀錄所的李家驊的《二十五歲，國小二年級》與吳汰紝的《再會吧！ 1999》皆是此類

同樣與白色恐怖有關的，還有北藝大美術系廖烜榛、黃奕捷、李佳泓、王又平的畢業

紀錄片的代表作。2016 年則可在下列三部作品中，集體看見個人電影的高度。

作品《錢江衍派》。影片改編自施明正的小說，並邀請各自的父親來擔任戒嚴時期
一九八○年代的異議分子與壓迫者。這些父親們扮演自己沒有經歷過，甚至是不認同

《不即不離》由諶靜蓮與來自馬來西亞的廖克發共同掛名導演，但實際上則以廖克發

的角色，在「演出」過程中漸漸產生觀念上的質變與溝通（但演出邏輯、由誰飾演誰

探尋生命中缺席的祖父為故事主軸。謎題來自一張張祖父缺席的家庭團體照，以及他

的關係系譜則可更細緻），最後再運用「後設」方式與自己的家庭一起觀看，談論父

與父親疏離的關係，也因此，紀錄片的拍攝像是一種「行動」，迫使廖克發不得不去

親的演出和完成影片，成為一部在結構、邏輯、情感上都極為複雜糾結的紀錄影片，

面對，進而拼湊出原生家庭的完整面貌。出人意料的是，他的個人追尋竟踏入了馬來

也可視為太陽花運動世代進行「世代溝通」的前衛嘗試。

西亞近代歷史的溯流之中，傳說中的「馬共（馬來西亞共產黨）」不僅是家族中不能
說的祕密，也是整個國家的禁忌。
廖克發以自己的旁白擔任主述，於片中大量講述他的追尋軌跡、歷史脈絡、心境心情。
他和父親的「距離」因拍攝而逐漸破冰，也因而和馬來西亞歷史的距離越來越近。其
所進行的追尋和訪談當年參與者，不只是見證，是更像是為家族史和歷史所做的補充，
在這個前提之下，旁白的巨大話語量成為對官方歷史充滿力量的回擊，有其必要性。
因此，《不即不離》在這樣的敘事策略下，既是家庭電影，也同時擁有國族電影的高度，
影片也在東南亞電影的重要匯集地新加坡國際影展中獲得觀眾票選獎，意義非凡。
來自緬甸的趙德胤繼《挖玉石的人》後，再次以類似主題完成《翡翠之城》。他自己
擔任旁白，也以擔任工頭的大哥做為主角，描述若挖到玉石即可發財的傳說之於貧窮
緬甸青年的未來，除了拍攝時常需克服軍政府的干擾外，另一層面，則必須面對早已

《不即不離》是導演之一廖克發從家族故事出發，觸及馬來西亞共產黨歷史的紀錄片（圖片提供：牽猴子整
合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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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離的兄弟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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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趙德胤的敘述，大哥是如何陷入瘋狂令人癡迷的玉石夢，離家、吸毒、坐牢的經
歷被娓娓道來。從鏡頭畫面上，我們不只看見更多玉石工人前仆後繼進入玉石場，趙
德胤對大哥的提問，似乎也總在尷尬的邊緣，細數著回憶裡關於家族的不解。隨著《翡
翠之城》的敘事結構，我們漸漸明白，伴隨著玉石夢的，是那在現實結構下別無選擇
的宿命與欲望，正如大哥所說，「人就是為了一個夢，將山挖成谷，將谷挖成山……」，
也正如片尾字卡感謝某些工人演出的字樣，導演也利用「虛構」手法，保護並創造出
現實的模樣，讓影片同時充滿抒情和真實的力量。
而由短片《我和我的 T 媽媽》再延伸創作的《日常對話》則是一場大膽的導演自剖。
導演黃惠偵多年前曾完成移工紀錄片《八東病房》（2006），這次則以攝影機重新面
對自己的身世，以及和同志母親的關係。她以極為道地的「台語」作為旁白，談起回
憶裡的種種：記憶中母親那陽剛的模樣，母親與她的女友相處時那快樂的表情，自己
為何無法正常上學，甚至在成長過程中遭人恥笑的經歷……
《日常對話》透過導演的行動和追問，讓觀眾得以在私密題材中找到共鳴點，但又不
忘更激進地挑戰倫理，一如挑戰傳統台灣社會對於性別 性向的觀念，一層又一層剝
開存封在母女間多年的祕密，故事發展難以預料。說到底，這則家庭悲劇的來由，是
社會對同性戀的偏見視線，卻也是存在社會已久的巨大父權幽靈。「愛」與「恨」這
兩種情感，同時在精煉且極具本土感的電影語言中被述說出來，在在證明了個人電影
所能達到的高度，令人深深震盪。

ꬋⰩ㘗馄馊
細數 2016 年的台灣紀錄片，所謂的「非典型超越」指的並非是說故事技巧或題材上有
重大的躍進或突破，而是從一整年的眾多紀錄片中，看到了越來越多願意真切面對自

《翡翠之城》由趙德胤以第一人稱敘述，描述家鄉大哥及其他人的玉石夢與現實環境艱困的宿命
（圖片提供：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己的歷史、土地、身分、身世、生命疑惑的作品，附帶而來的是更多創作者對於主流
化敘事與傳統故事結構的不滿足，對於紀錄片本身帶有更多的想像、好奇和問題意識。
我們不妨正面看待這種趨勢，因為這樣的「超越」，或許正是另一波「創作浪潮」的
開端。

34

35

2016 䎃䏞籏锸

TAIWAN CINEMA
YEARBOOK

2016 䎃〵抓ꨶ䕧䋑㜥
⿻牱䨼ⴕ區

2016 䎃〵抓ꨶ䕧䋑㜥⿻牱䨼ⴕ區

就市場占有率來分析，台灣電影市場一如既往，由美國電影雄據天下。全年上映由美
國出產的影片高達 212 部，若加上英國出產的 39 部，加拿大出產的 12 部，澳洲出產
的 2 部，紐西蘭出產的 2 部，則英語片總計達 267 部，占所有在台公映的外語電影四
成之多。其餘分屬不同國家和語種的電影，以華語電影（包括中港台）共 128 部居次；
日本片 99 部居季軍，法國片 81 部排第四。接下來排序是：韓國 48 部，德國 27 部，
義大利 17 部，匈牙利 14 部，丹麥 7 部，新加坡 6 部，荷蘭 5 部，愛爾蘭 5 部，泰國 5 部，
馬來西亞 3 部，西班牙 4 部，瑞典 3 部，瑞士 2 部，阿根廷 2 部，印度 2 部，以色列 2
部，巴西 2 部，奧地利 2 部，挪威 2 部。至於僅 1 部影片在台上映者，則有亞洲的不丹、

文 梁良
資料來源 台北市影片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電影票房資訊系統

伊朗、印尼、阿拉伯；歐洲的芬蘭、希臘、波蘭、捷克；以及中南美洲的墨西哥、智利、
哥倫比亞、委內瑞拉。你可能想像不到，小小的台灣市場竟然有超過四十個國家和地
區的電影到此分一杯羹吧？

牱䨼䱖遤嚸

〵抓ꨶ䕧䋑㜥嚌屣

目前由文化部統籌整合的全台電影票房數據系統，因從 2016 年的下半年開始統計 1，

在介紹 2016 年的台灣電影票房狀況之前，我們先來回顧 2015 年台灣影壇的一些重要

故本文的票房統計和分析，主要依據片商公會（台北市影片商業同業公會 ）提供的

數字，作為後續討論和比較的依據。

2016 年大台北票房資料。如有某些影片的票房，明顯反映出南北觀眾口味的差異，或
者值得指出的特點，則輔以文化部公布的下半年全台電影票房數據作說明。

2015 年台灣的人均觀影次數為 1.46 部次，為近五年來新高（可惜國片的人均觀影次數
只有 0.17 部次，差距甚遠）。台北市全年的觀影人次達 1,718 萬，創下最高紀錄，電影

首先，台北十大賣座電影排行榜【表 1】反映出幾個不同以往的現象：

總票房則為 42 億 377 萬元。這一年的年度十大賣座電影中共有 9 部票房破億，其中前
三名票房均破 2 億，為歷年之最。就台北市票房資料統計，首輪院線公映的中外電影

1. 美國大片雖然仍是市場上的主力吸金產品，但已不能一統江湖。具備地域特色和非

共 594 部（含新片及重映的舊片），票房總收入為 4,203,771,354 元。總的來看，外語

好萊塢口味的亞洲商業電影異軍突起，韓國的僵屍親情片《屍速列車》和日本的青

電影共上映 483 部，華語電影共 111 部，其中台灣片占 66 部。

春動畫片《你的名字》均成功吸引到一般觀眾的注意，並以良好口碑在市場上攻城
掠地，因而分占年度賣座電影的第 3 名和第 7 名。

到了 2016 年，台灣公映電影的數量大增。就台北市票房資料統計，首輪院線放映過的
中外新舊影片，總計多達 745 部，其中，外語電影共上映 608 部；華語電影共 128 部（包

2. 十大賣座中，8 部美國電影分別由五家公司發行，其中固然有傳統的美商八大（博偉、

括中港台），其中台灣片占 69 部。片量看似蓬勃發展，一片好景，但實際上觀眾卻急

福斯、華納），但華商龍祥和双喜亦成功搶占灘頭堡。美商幾乎倚靠「漫威宇宙」

跌至 1,381 萬人次，票房總收入也萎縮為 3,417,071,513 元。這一年台北市的年度十大賣
座電影，只有 8 部票房破億，破 2 億則一部也沒有。可見 2016 年的台灣電影市場嚴重
衰退。

1 因應《電影法》第 13 條修正，映演業自民國 105 年 6 月 11 日起提供票房資料予文化部所建置的電腦票房統計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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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超級英雄和大型特效電影作為競爭主力，其類型單一化；由華商推出的《出神入

2 萬多的觀影次數，但實際貢獻出的票房結果，卻只有 35,577,055 元，僅是大台北

化 2》和《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題材分屬魔術鬥智和文藝化的戰爭片，類型相

票房 72,906,087 元的一半。這種「因一家戲院改變了整體賣座」的案例，實不多見。

較前者不同，開發出另一片藍海。
4. 華語電影在這一年的十大賣座電影榜全面缺席，反映當前中港台的電影，在製作水
3. 李安導演的《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在世界各地都遭遇滑鐵盧（美國的電影票房

準和觀眾口味的掌握的確存在問題。台片《我的少女時代》在 2015 年的十大賣座電

只有幾百萬美元，慘不忍睹），唯海峽兩岸的觀眾一如既往，力挺李安。台灣鄉親

影榜中以 159,001,165 元，衝上大台北年度賣座第 4 名；該片在大陸公映時，則創下

更是合力把《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推上年度十大賣座電影之列，此情可感。不

3.6 億人民幣，是台灣電影登陸史上最高票房紀錄。反觀 2016 年「大台北華語電影

過，該片在大台北的累計票數只有 149,150 張，卻能力壓觀影人次幾乎是它一倍的

二十大賣座排行榜」，票房表現最好的港片《寒戰 2》，僅以 55,180,784 元，在十大

《ID4 星際重生》（280,610 張）且排名賣座第 10 名，主要是因為聯映戲院中的京

賣座電影榜中排名 13；華語片居次的《葉問 3》以 52,576,016 元，在大台北賣座排名

站威秀獨家放映 120 格、4K、3D 的超高規格「未來 3D 版」（全台唯一，全球也只

15。位居台片票房之最的《樓下的房客》，則以 42,133,182 元，在大台北賣座排名被

有五家），票價創紀錄─ 800 元一張。儘管如此，仍吸引海內外不少觀眾前往朝

擠到第 22，《樓》片全台票房 116,129,865 元，是《大尾鱸鰻 2》之外，唯一破億的

聖。該版本特別賣座，幾乎場場客滿，直到放映了近二個月才下檔，因而將本片的

院線國片，跌幅實在驚人。《海角七号》在 2008 年帶來的國片榮景，顯然後繼乏力。

賣座數字大大拉高。對照本片在大台北以外的累計票數共 125,992 張，只比台北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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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名

排名

國別

發行公司

累計票數

累計金額

說到這裡，讓我們進一步深入分析華語電影在 2016 年的各項市場數據，看看能否從中
找出門道？

1

美國隊長 3：英雄內戰

美國

博偉

720,336

183,679,600

2

惡棍英雄：死侍

美國

福斯

544,637

136,781,467

正如上文所述，從台灣、香港、大陸三地出品或合拍的華語電影，2016 年共有 128 部

3

屍速列車

韓國

車庫

544,958

133,035,683

在台公映，若加上新加坡出品的 6 部，以及馬來西亞出品的 3 部華語發音電影，全年

4

怪獸與牠們的產地

美國

華納

455,377

116,666,334

5

奇異博士

美國

博偉

433,346

115,559,271

片得獲免抽籤資格者也只有 17 部。這些對台灣觀眾較無語言障礙的影片，卻因題材內

6

自殺突擊隊

美國

華納

429,092

107,031,858

容、文化內涵、演員熟悉度、在地感情的厚薄等綜合因素，鮮明地反映了本地觀眾的

7

你的名字

日本

傳影互動

361,682

87,606,736

消費取向。

8

出神入化 2

美國

龍祥

355,245

86,972,069

9

X 戰警：天啟

美國

福斯

343,742

86,032,899

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

美國

双喜

149,150

72,906,087

10

香港片占 42 部居次；大陸片因有 10 部「年度進口配額」法規限制 2，再加上影展得獎

為了更廣泛地反映華語電影在台灣市場實際狀況，我們將賣座排行榜之級距拉大至前

（單位： 新臺幣 元）

38

實際有 137 部「泛華語片」在台公映。其中，以台灣片數量占 69 部最多，約總數之半；

二十名。（見下表）在二十大賣座的華語電影中，台灣片與香港片平分秋色，相距不大。

2 法規依據《大陸地區影視節目得在臺灣地區發行映演播送之數量類別時數》第一點第一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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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在申請准映執照（分級證明）時被歸類為大陸片的《擺渡人》，其實是一部中
港合拍片，台灣觀眾視它為香港片可能甚至多一些。因為監製王家衛和兩位男主角梁
朝偉、金城武都是香港影壇大咖，王家衛的澤東公司也實際負責本片的製作，只因編

片名

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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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別

累計票數

累計金額

導是大陸人張嘉佳，加上片中啟用不少大陸演員，主要製片商阿里巴巴影業集團是知

1

寒戰 2

香港

230,005

55,180,784

2

葉問 3

香港

218,578

52,576,016

3

樓下的房客

台灣

174,048

42,133,182

4

大尾鱸鰻 2

台灣

161,512

37,751,487

5

六弄咖啡館

台灣

86,506

20,322,829

是正宗的大陸主旋律。兩岸三地電影的合資、合拍已成為當前現實的常態，勉強區分，

6

危城

香港

54,550

12,806,188

往往只是掩耳盜鈴。不過，台灣、香港和大陸堅持製作純種本土電影者仍有，但普遍

7

我的蛋男情人

台灣

37,072

8,791,905

為成本不高的獨立製片，上映困難，票房表現多半差強人意。

8

人生按個讚

台灣

31,874

7,365,077

9

特工爺爺

香港

30,226

7,031,873

10

北京遇上西雅圖之不二情書

香港

29,318

6,948,080

北取得約 982 萬的票房（本片自 2015 年 12 月 18 日上映，參考「開眼電影網」跨年合

11

我們的那時此刻

台灣

21,575

4,711,020

計的票房數字），看起來好像還不錯，但是跟大陸市場上收入 16 億人民幣的賣座相比，

12

大顯神威

台灣

18,671

4,261,003

13

擺渡人

大陸

16,436

3,919,774

14

西遊記之孫悟空三打白骨精

香港

16,152

3,768,116

語片排名 113 名），觀眾僅剩 136 人次，懸殊落差，不成比例。反而具有文化價值的

15

湄公河行動

香港

15,368

3,690,151

冷門藝術電影和紀錄片，倒有一批穩定的台灣觀眾願意捧場，在放映場次有限的條件

16

再見瓦城

台灣

15,988

3,656,431

下，仍能締造不錯的賣座成績，如：成本小得可憐的藝術電影《路邊野餐》，導演畢

17

神廚

台灣

15,555

3,553,104

18

極樂宿舍

台灣

14,579

3,339,130

19

一路順風

台灣

14,659

3,322,212

20

使徒行者

香港

13,080

3,059,473

名的大陸公司，故被歸類為大陸片亦不無道理。
【表 2】中被歸類為香港片的主流商業片，其實也多是針對大陸市場而製作的中港合拍
片，陸資公司投入甚多。其中，愛情片《北京遇上西雅圖之不二情書》拍的是大陸題材，
編導主演都是大陸人；動作片《湄公河行動》的導演雖是香港的林超賢，故事題材卻

在台灣片和香港片二分天下之餘，再來看看在台灣市場上映的純大陸片是什麼情況。

（單位： 新臺幣 元）

值得注意的是，某些在大陸超級賣座的娛樂大片，如《尋龍訣》，故然也可以在大台

那就是小巫見大巫了。其他如 2015 年在大陸創下 24 億人民幣最高賣座紀錄的《捉妖
記》，在大台北僅有 142,452 元票房（華語片排名 87 名）；以香港班底拍攝、票房高
達 4 億人民幣的大陸最賣座恐怖片《京城 81 號》，在大台北的收入僅有 30,110 元（華

贛憑此處女作榮獲 2015 年金馬獎最佳新導演，遂使本片得以免抽籤引進台灣公映，在
大台北取得 1,735,850 元的票房（華語片排名 32 名）；另一部榮獲 2015 年金馬獎最佳
紀錄片的《大同》，以 722,590 元的大台北票房，在華語片排名 52 名；賈柯樟導演的
新作《山河故人》以影展形式引進作有限公映，亦以 197,910 元的票房排名華語片 79 名。
這些例子似乎反映了台灣觀眾普遍對「大陸商業片」這個品牌並不買帳，不管製作規
模或者當地如何賣座！這些必須經過「年度進口配額」的抽籤手續，才能幸運引進台
灣市場的 10 部大陸片，究竟是因為在台上映前，網路早已充斥盜版影音的「公映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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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因素，以致影響台灣觀眾捧場意願，還是觀眾對產品本身存有根深蒂固的「偏見」，

票房

累積票房

上映週數

動物方城市

918 萬

4,190 萬

2（隔週）

03/19 - 03/20

動物方城市

915 萬

5,862 萬

3（隔週）

13

03/26 - 03/27

蝙蝠俠對超人：正義曙光

2,728 萬

3,842 萬

1

♧、薊铃禺ꨶ䕧

14

04/02 - 04/03

蝙蝠俠對超人：正義曙光

1,128 萬

6,728 萬

2

15

04/09 - 04/10

狩獵者：凜冬之戰

777 萬

1,031 萬

1

長期以來，以好萊塢出品為首的英語系電影一直是台灣市場的主流產品，也是台灣觀

16

04/16 - 04/17

與森林共舞

820 萬

1,041 萬

1

眾尋求電影娛樂的首選，這種壟斷性的優勢，始終牢不可破。以下【表 3】是 2016 大

17

04/23 - 04/24

與森林共舞

619 萬

2,225 萬

2

18

04/29 - 05/01

美國隊長 3：英雄內戰

5,940 萬

8,609 萬

1

19

05/06 - 05/08

美國隊長 3：英雄內戰

2,521 萬

14,155 萬

2

20

05/13 - 05/15

美國隊長 3：英雄內戰

1,572 萬

17,685 萬

3

21

05/20 - 05/22

X 戰警：天啟

3,001 萬

4,318 萬

1

22

05/27 - 05/29

X 戰警：天啟

1,304 萬

6,740 萬

2

值得電影業者和社會學家好好思考。

㢫铃ꨶ䕧䋑㜥ⴕ區

台北年度週冠軍的上映電影列表

3：

誠如【表 3】所示，在 52 週的週冠軍之中，台灣

3 從第 1 週至第 17 週是週六至週日的兩天收入，第 18 週起是週五至週日三天的收入。

邍

3

㣐〵⻍䎃䏞鹋ⱟ鮪
䱖遤嚸

週數

日期

11

03/12 - 03/13

12

片名

2016 䎃〵抓ꨶ䕧䋑㜥⿻牱䨼ⴕ區

票房

累積票房

上映週數

23

06/03 - 06/05

忍者龜：破影而出

1,087 萬

1,087 萬

1

1,190 萬

3,312 萬

1

24

06/10 - 06/12

出神入化 2

2,258 萬

3,462 萬

1

神鬼獵人

814 萬

1,090 萬

1

25

06/17 - 06/19

出神入化 2

1,312 萬

5,929 萬

2

01/16 - 01/17

神鬼獵人

824 萬

2951 萬

2

26

06/24 - 06/26

ID4 星際重生

2,898 萬

4,130 萬

1

01/23 - 01/24

第五毀滅

435 萬

732 萬

1

27

07/01 - 07/03

寵物當家

1,720 萬

2,469 萬

1

5

01/30 - 01/31

13 小時：班加西的秘密
士兵

367 萬

464 萬

1

28

07/08 - 07/10

寒戰 2

1,798 萬

1,806 萬

1

6

02/06 - 02/07

大尾鱸鰻 2

425 萬

921 萬

1

29

07/15 - 07/17

寒戰 2

964 萬

3,737 萬

2

7

02/13 - 02/14

惡棍英雄：死侍

2,679 萬

8,817 萬

1

30

07/22 - 07/24

星際爭霸戰：浩瀚無垠

1,149 萬

1,378 萬

1

8

02/20 - 02/21

惡棍英雄：死侍

1,259 萬

12,174 萬

2

31

07/29 - 07/31

神鬼認證：傑森包恩

2,105 萬

2,531 萬

1

9

02/27 - 02/28

動物方城市

828 萬

970 萬

1

32

08/05 - 08/07

自殺突擊隊

3,174 萬

4,124 萬

1

10

03/05 - 03/06

全面攻佔 2：倫敦救援

1,263 萬

1,686 萬

1

33

08/12 - 08/14

自殺突擊隊

1,769 萬

7,742 萬

2

週數

日期

片名

1

01/02 - 01/ 03

葉問 3

2

01/09 - 01/10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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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數

日期

34

08/19 - 08/21

35

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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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只有《大尾鱸鰻 2》（1 週）；香港電影《葉問 3》（1 週）、《寒戰 2》（2 週）；

票房

累積票房

上映週數

自殺突擊隊

798 萬

9,428 萬

3

08/26 - 08/28

極速秒殺 2

1,096 萬

1,349 萬

1

36

09/02 - 09/04

屍速列車

2,602 萬

2,602 萬

1

37

09/09 - 09/11

屍速列車

3,606 萬

9,193 萬

2

38

9/16 - 9/18

屍速列車

1,289 萬

12,238 萬

3

39

09/23 - 09/25

薩利機長：哈德遜奇蹟

470 萬

3,303 萬

3

在 28 部榮登週冠軍的英語片中，尤以漫威和 DC 公司的超級英雄片系列對觀眾的吸引

40

09/30 - 10/02

怪奇孤兒院

1,227 萬

2,159 萬

1

力最強，以特效場面為主要賣點的奇幻片和科幻片也容易獲得捧場。此外，動畫片、

41

10/07 - 10/09

怒火地平線

753 萬

898 萬

1

42

10/14 - 10/16

地獄

1,420 萬

1,936 萬

1

43

10/21 - 10/23

你的名字

1,928 萬

2,381 萬

1

44

10/28 - 10/30

奇異博士

3,273 萬

4,896 萬

1

45

11/04 - 11/06

奇異博士

1,847 萬

8,439 萬

2

46

11/11 - 11/13

比利 ‧ 林恩的中場戰事

1,604 萬

1,604 萬

1

而言，列居於供片量之首。雖然歐洲諸國也製作不少商業片，某些電影的娛樂性也頗

47

11/17 - 11/19

怪獸與牠們的產地

3,281 萬

3,860 萬

1

高，但因台灣觀眾對於語言和明星相對陌生，因此歐洲片在發行上多居於劣勢，市場

48

11/24 - 11/26

怪獸與牠們的產地

2,165 萬

7,571 萬

2

49

12/02 - 12/04

怪獸與牠們的產地

1,253 萬

9,680 萬

3

50

12/09 - 12/11

歡樂好聲音

716 萬

716 萬

1

51

12/16 - 12/18

星際大戰外傳：俠盜一號

1,206 萬

1,637 萬

1

52

12/23 - 12/25

星際過客

961 萬

1,308 萬

1

日本電影《你的名字》（1 週）；韓國電影《屍速列車》（3 週）等 5 部非英語片，占
據冠軍週數共為 8 週。其餘 28 部均為英語片，共占據冠軍週數 44 週。
其中，占據冠軍週數最長的為 3 週，共有 5 部，依序為：《動物方城市》、《美國隊
長 3：英雄內戰》、《自殺突擊隊》、《屍速列車》、《怪獸與牠們的產地》，其中只
有韓國片《屍速列車》打破好萊塢英語片長久以來的壟斷局勢。

動作片、恐佈片、戰爭片等也屬於熱門類型。相對在國際上屬於主流賣座的英語喜劇
片，在台灣市場相對受冷落，大賣作品不多。

✳、姘崎ꨶ䕧
在全年多達 267 部以上的英語片之外，以法國為首的歐洲電影，以總數 175 部超越了
華語電影的 128 部，成為台灣電影市場第二個主要供片來源，尤其對「藝術電影院線」

競爭力普遍不如英語片。普通觀眾甚至業界人士，均習慣把歐洲片歸類為「藝術片」
或「文藝片」，屬於小眾市場的產品，很難跟主流市場的商業片競爭。

（單位： 新臺幣 元）
（資料來源：開眼電影網）

深入探究，可以發現某些歐洲國家出品的電影，因為採用英語發音，甚至宣傳刻意不
提出品國的資訊，令觀眾誤以為是英語片，甚或好萊塢電影，因而取得市場上的競爭
優勢，獲得高於一般歐洲電影的票房成績。
以下是 2016 年度在大台北市場票房超過 200 萬元的 12 部歐洲電影。細心的朋友可以
發現，前 5 名賣座最高的全是英語片，第 7 名和第 8 名也是英語片，合計共占 7 部。
其中，第 1 名的《神鬼獵人》和第 2 名的《不存在的房間》，因為擁有奧斯卡最佳影
片和最佳女主角獎的光環加持，特別賣座；第 3 名的《非死不可》和第 4 名的《託陰》，
則是走恐怖片的類型電影路線；第 5 名的《我的老爸喵星人》和第 7 名的《遇見街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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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B》是訴求愛貓人士的輕喜劇；第 8 名的《梭哈人生》是由好萊塢影帝湯姆漢克斯
主演的浪漫喜劇，均非一般的歐洲片。

2016 䎃〵抓ꨶ䕧䋑㜥⿻牱䨼ⴕ區

♲、傈劥ꨶ䕧
日本片向以國內市場為主，海外銷售版權並不暢旺，情況與印度片類似，但台灣觀眾

何以國內電影產業並不發達的東歐國家匈牙利能夠異軍突起，突然在台灣電影市場以 4

卻因特殊的歷史和文化原因，對日本電影情有獨鍾，加上日片版權費相對便宜，台灣

部賣座片獨占歐洲電影的龍頭？應是拜其投資策略（生產好萊塢式的英語片）得宜所

片商遂大量購入，在 2016 年竟然引進多達 99 部作品，平均每週推出 2 部新作，台灣

致。真正以其本國語言發音，並且走文藝片路線而獲得市場成功的影片是德國片《我

是否可能成了日本電影最大的海外市場？

出去一下》，以極佳口碑在戲院數有限的藝術電影院線發行中，取得 4,486,730 元的佳
績，勝過不少的商業片，在全年度的 608 部外語片賣座排行榜中，正好位居第 100 名。

一般而言，台灣上映的日本片票房相當平穩，甚至常有大賣的作品。例如在日本雄
霸 12 週的週冠軍─青春動畫片《你的名字》，在大台北也勇奪單週冠軍，最終以
87,606,736 元成為大台北年度賣座片的第 7 名（全台年票房 243,785,388 元）。事實上，
日本動漫在台灣的年輕族群中素有穩固的群眾基礎，根據知名漫畫翻拍的劇場版，票

邍

4

房大多不差，故成為多家發行公司爭逐的對象，片源並未被壟斷。從下表列出的 15 部

㣐〵⻍♳僦姘崎ꨶ䕧
⼧✳㣐颪䏠䱖遤嚸

大台北票房超過 200 萬元的作品可看出，賣座電影前 4 部均為動畫，加上另外 4 部動畫，
數量上已超過賣座片的一半。此外，具有品牌效益的怪獸片、恐怖片、改編暢銷小說

片名

排名

國別

累計票數

累計金額

瑞士

190,945

46,129,636

就像 1995 年出品的經典愛情片《情書》（數位修復版）多年後重映，仍能收入 200 萬

1

神鬼獵人

2

不存在的房間

匈牙利

41,763

9,621,786

3

非死不可

匈牙利

29,842

6,835,526

4

託陰

荷蘭

24,356

5,730,850

5

我的老爸喵星人

法國

21,232

5,161,012

6

我出去一下

德國

21,186

4,486,730

7

遇見街貓 BOB

匈牙利

15,277

3,428,826

8

梭哈人生

匈牙利

12,427

2,938,736

9

吸特樂回來了

德國

11,269

2,724,417

10

明天別再來敲門

瑞典

11,477

2,377,185

11

死期大公開

法國

10,726

2,299,555

12

完美陌生人

義大利

10,280

2,184,115
（單位： 新臺幣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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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理片、名導演的文藝片，因為已有「粉絲」基本盤，在票房上亦有一定的保證。
元以上的票房，擊敗不少新片，實屬難得。近年經典名片，在台重映數位修復版的趨
勢增加，既可造福新一代的影迷，而從票房表現觀之，箇中不乏生意上的道理。

邍

5

㣐〵⻍♳僦傈劥ꨶ䕧
⼧❀㣐颪䏠䱖遤嚸
片名

排名

發行公司

累計票數

累計金額

傳影互動

361,682

87,606,736

向洋

94,547

22,650,876

睿客新創

24,689

6,183,816

睿客

13,499

6,139,141

1

你的名字

2

名偵探柯南：純黑的惡夢

3

航海王劇場版：GOLD

4

少女與戰車劇場版

5

如果這世界貓消失了

傳影互動

25,294

5,799,292

6

正宗哥吉拉

英屬威望

21,342

5,167,394

47

2016 䎃䏞籏锸

TAIWAN CINEMA
YEARBOOK

2016 䎃〵抓ꨶ䕧䋑㜥⿻牱䨼ⴕ區

❀、岲㕜ꨶ䕧

排名

片名

發行公司

累計票數

累計金額

7

電影版櫻桃小丸子：來自義大利
的少年

采昌

17,340

4,145,622

相對而言，泰國電影在台形塑的品牌區隔十分清晰─「鬼片」。2016 年由片商引進

8

巧虎電影：巧虎搶救天空樹

牽猴子

17,476

4,045,991

在台上映的 5 部泰國電影，清一色是鬼片。這些低成本電影不賣「製作」和「明星」，

9

比海還深

傳影互動

17,074

3,759,213

只賣「類型」，竟然也對台灣觀眾形成一定的吸引力。前三名《鬼打牆》、《聞鬼師》、

10

死亡筆記本：決戰新世界

車庫

13,252

3,055,139

11

怒

傳影互動

13,016

2,922,839

看似失敗，其實那才是台灣電影市場的常態。

12

火影忍者劇場版：慕留人

威視

11,288

2,680,449

13

貞子 VS 伽椰子

環球

9,646

2,287,451

14

電影版妖怪手錶：誕生的秘密喵！

甲上

9,575

2,270,763

〵抓ꨶ䕧䋑㜥涸㣟侁罏

15

情書（數位修復）

可樂

8,798

2,008,821

《609 猛鬼旅社》均能賣座達百萬元以上之譜，雖非突出，但對於片商而言應該已有利
可圖。剩下的兩部《鬼才要畢業！》和《蛇姬：極樂誘惑》的票房雖然只有十幾萬，

假如我們以「大台北票房百萬元」作為電影賣座成敗的分水嶺，那麼全年度公映的 745
部中外影片之中，到底有多少成功者？又有多少失敗者？其失敗程度又有多麼慘烈？

（單位： 新臺幣 元）

據統計，在所有外語片中，大台北票房在 100 萬元以上者，共有 188 部，收入不足 100
萬元的則多達 420 部。「泛華語片」中，大台北票房在 100 萬元以上的有 45 部，收入

㔋、ꯓ㕜ꨶ䕧

不足 100 萬元的則有 92 部。換言之，每年公映的電影中，外語片的票房失敗機率是
2/3 強，華語電影則是 2/3 弱，片商的經營環境可說相當艱困。

日前韓劇在台灣已具有不可動搖的主流地位。韓國電影在台辛苦耕耘多年，過去在市
場上只扮演陪襯角色，直至 2016 年 9 月《屍速列車》上映，才掀起了一股韓片旋風。

當我們再深入觀察票房結果，看看到底有多少部電影慘烈失敗，甚至極少觀眾進場（譬

該片在大台北蟬聯 3 週票房冠軍，上映日數長達 95 天，全台賣座高達 376,916,334 元，

如觀眾不足 500 人次，大台北票房只有 10 萬元）？結果令人驚訝，外語片竟多達 224 部，

成為下半年的票房總冠軍，創下韓國電影在台史上最佳成績。

而「泛華語片」則有 45 部，合計 269 部，占全部電影的四成！若深入細究，則可發現
這批影片之中，有不少片子是為了取得「院線片」身分的充數之作，上戲院發行只是

不過，《屍速列車》的成功只是孤例，其餘上映的 47 部韓片中，大台北票房超過 200

過場形式，以便在銷售影碟和電視等版權時，能夠談到較好的價碼，因此電影票房並

萬元的只有《下女的誘惑》（5,532,799 元）、《哭聲》（3,629,537 元）、《代號：鐵

非其考慮重點，其中 92 部觀眾不足 50 人次的外語片多屬此類，且大部分由一家叫「暗

鉻行動》（2,554,595 元）等 3 部，大賣比例偏低。就算在韓國本土非常受歡迎的賣座

光鳥」的公司發行。而無此商業運作考慮的華語電影，觀眾不足 50 人次者，竟然也有

電影，如犯罪喜劇《王牌計中計》（119,745 元）和大型戰爭片《延坪海戰》（106,060

5 部之多。

元），在台灣的票房都相當淒清。整體而言，韓片的「觀影群眾基礎」仍不像日本電
影穩固。近年來，雖然韓國商業片的製作水準已日趨成熟，娛樂性高，但尚未形成市

谷德昭執導的香港賀歲片《惡人谷》，和港星杜汶澤在馬來西亞自編自導自演的賀歲

場上的競爭優勢，也許是因為韓片迄今未能形成如「韓劇」和「K-POP」的文化品牌效

片《開飯啦！》以「華語大排檔影展」之名在台公映，前者觀眾只有 8 個人，後者觀

應，全憑個別影片單打獨鬥，自然比較吃虧些。

眾更只有 7 個人，那才真叫怵目驚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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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そ

䚓暟涸㷛㶩
The Boy and the Beast
䧮䗱幀䠦涸㕜桬 Mon Roi
捀䠦罜欰 Mama

跑㩷：噲坿钸䞨 Mae Bia
㣔耫歑㷛 Boychoir

資料來源 台北市影片商業同業公會
整理 潘味如

1

涯댄⫄㣼：䙭嵳⛓䗱
In the Heart of the Sea
랔ꆄ䨞㡦 The Golden
Cane Warrior

剢

殯蒀留鑨꧌ Tale of Tales
晚そ

僤ꥹ㣐䨞♬鿈刼：
⾲⸂錏ꄁ Star Wars:
The Force Awakens
缺鱲䎋犷 Joy

䚓暟麉䨡 Goosebumps
㹻剤Ⰽ⦐時
Daddy’s Home

䫪讍涸徱 The Crow’s
Egg (AKA Kaakkaa
Muttai)
溫湱䚊⯓ꍵ Truth
䠑㢫醢鸤Ⱇ
The Surprise

굔괐暶余 Point Break

궃귶麉䨡：荈歋䎑㣆穅
穡䨞 The Hunger Games:
Mockingjay – Part 2

㕜ⴽ

秹ⴽ

涮遤Ⱇ

♳晚傈劍

稡鎙牱侸

稡鎙ꆄ겙

⪔鏽

溫䠦䢩擿⚥
Queen and Country
餁縢⥡坿鿈 El Club

繡㕜

兜麒

⽈⨀

2016/01/01

79,835

22,502,429

繡㕜

鰊 12

犷倛

2016/01/01

70,067

16,903,102

騗䎃

翱钲㥪㹻㖈
Love the Coopers

繡㕜

⥃隌

⽈⨀

2016/01/01

41,976

10,540,180

騗䎃

㢹儻鼩䎃鰋 Tangerine

繡㕜

⥃隌

崣䬘褑

2016/01/01

41,133

9,884,450

騗䎃

繡㕜

兜麒

犷倛

2016/01/01

⺱暆ⵄ

鰊 15

2016/01/01

6,768

1,559,364

莍晚ꅾ僦

䟅㥏鎎醢剪
The Dressmaker

薊㕜

⥃隌

⫄䕧
✽⹛
歌♳

2016/01/01

4,536

1,006,115

莍晚ꅾ僦

繡㕜

⥃隌

륌牬

潥駊㨢㧶 Sisters

2016/01/01

2,303

553,086

繡㕜

鰊 12

륌牬

晚そ

50

2016/01/01

6,992

1,283

1,564,786

325,066

⡹僽㥪㷛㶩 Being Good

騗䎃

䧗䠦갸㜡 Love Forecast
倞⚆私犷晋䷒倛：㖒柱
倞㫟 Sherlock Special

牟뇬桄➃ The Revenant

㥏奚⛓耫：搂䧌䎃➿
Suffragette
㣔瑠⛓踡 The Big Bee
33：ꅾ欰㣼髖 The 33

㕜ⴽ
傈劥

秹ⴽ
⥃隌

涮遤Ⱇ

꣡ꏗ♧ ] 2016 䎃㣐〵⻍㖒⼦㢫铃晚牱䨼私ꏗ

♳晚傈劍

稡鎙牱侸

稡鎙ꆄ겙

2016/01/01

1,287

290,967

莍晚ꅾ僦

嵳땃

2016/01/01

1,068

232,575

莍晚ꅾ僦

⫄䕧
✽⹛

⪔鏽

岁㕜

鰊 12

銯棵暆

⥃隌

⢕僦

2016/01/01

806

175,870

騗䎃

岲㕜

ꣳⵖ

鮦䏨

2016/01/01

602

126,590

莍晚ꅾ僦

繡㕜

兜麒

⾲ⶾ

2016/01/01

571

116,215

莍晚ꅾ僦

繡㕜

⥃隌

螠秝

2016/01/01

405

104,607

莍晚ꅾ僦

⽫㽳

ꣳⵖ

鮦䏨

2016/01/01

317

66,570

薊㕜

鰊 12

穪蒀

2016/01/01

280

61,290

岁㕜

鰊 12

耢䕧

2016/01/01

182

37,540

兰ⵄ

鰊 15

兞

2016/01/01

122

25,280

傈劥

⥃隌

2016/01/01

109

22,750

繡㕜

⥃隌

2016/01/01

110

22,570

繡㕜

ꣳⵖ

䖤谁

2016/01/01

45

9,295

ꯓ㕜

兜麒

鮦䏨

2016/01/04

228

47,880

薊㕜

⥃隌

歌♳

2016/01/07

95,097

23,178,558

榰㡦

ꣳⵖ

2016/01/08

190,945

46,129,636

薊㕜

⥃隌

㪮鋕

2016/01/08

13,676

3,211,710

繡㕜

鰊 15

⽈⨀

2016/01/08

8,334

1,984,599

薊㕜

鰊 12

穪蒀

2016/01/08

4,584

988,747

傈劥

鰊 12

2016/01/08

971

207,175

薊㕜

⥃隌

2016/01/08

100

22,000

㣔꼛
遤瑠
薊㿂
㪮劆

薊㿂
㪮劆

㣔꼛
遤瑠
ꅷ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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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そ

弔槈㡦㼭抡鮦⛓㢵㢵䃋
鶵㣟㼂询 Legend of
the Lost Treasure
㣐颪瑠 The Big Short

䊫贅ꨶ䕧：䊫贅䵻佹㣔
瑠埠 Chiauhu Movie:
Chiauhu and Big Tree
Island
抡䕧䗾罏ⷜ㜥晝：䢐殆
➃ Boruto -Naruto The
Movie穅噲佹䴂 Extraction
끇㣔嵠 The Wave
45 䎃 45 Years

䠦㖈➮ꀀ Brooklyn

⛉繡㶩㣼殯假玑 Kumiko,
The Treasure Nter
ꬌ䌢鋷㹻
Enemies In-Law

㼭桬㶩 The Little Prince
痧❀嫆徧 The 5th Wave

Ⱇ姘顠㽘
Dirty Grandpa

〷䋷㣗顼⠭倛 Steve Jobs
롗⢵㼂 4 롗㊭㣐⡲雙
Alvin and the Chipmunks:
The Road Chip
程晋⛓㶩 Son of Saul

ⷜ㜥 Ghost Theater

♳晚傈劍

稡鎙牱侸

稡鎙ꆄ겙

㕜ⴽ

秹ⴽ

涮遤Ⱇ

薊㕜

兜麒

剋鶔

2016/01/13

繡㕜

鰊 12

崣䬘褑

2016/01/15

68,030

16,196,740

傈劥

兜麒

暽柏㶩

2016/01/15

17,476

4,045,991

25

兜麒

㪮鋕

2016/01/15

⺱暆ⵄ

鰊 15

ꅷ僅

2016/01/15

9,148

2,132,665

䮱㪮

⥃隌

鮦䏨

2016/01/15

8,294

1,925,536

䗞㕜

鰊 15

2016/01/15

5,849

1,217,020

繡㕜

兜麒

犷倛

2016/01/15

4,558

992,762

繡㕜

⥃隌

耢䕧

2016/01/15

4,016

902,240

繡㕜

ꣳⵖ

鮦䏨

2016/01/15

577

121,170

岁㕜

兜麒

犷倛

2016/01/20

171

34,200

繡㕜

鰊 12

⽈⨀

2016/01/21

53,440

12,997,150

繡㕜

鰊 15

2016/01/22

77,489

18,722,782

繡㕜

⥃隌

橇椕

2016/01/22

16,092

3,873,711

繡㕜

兜麒

犷倛

2016/01/22

12,898

3,068,391

⺱暆ⵄ

鰊 12

繡傻

2016/01/22

傈劥

鰊 12

鮦䏨

2016/01/22

⫄䕧
✽⹛

薊㿂
㪮劆

52

2,836
1,787

407,519

噲㖒㣼髖 Midnight Sun

繡㕜

秹ⴽ
兜麒

歌♳

♳晚傈劍

稡鎙牱侸

稡鎙ꆄ겙

2016/01/22

1,293

296,637

涮遤Ⱇ

鰊 15

ꅷ僅

2016/01/22

973

219,555

纏㣐ⵄ

ꣳⵖ

⢕僦

2016/01/22

612

124,060

傈劥

兜麒

歌♳

2016/01/23

9,575

2,270,763

䛌륌殹㹻
The Good Dinosaur

繡㕜

兜麒

⽈⨀

2016/01/24

78,756

19,119,764

㸞開槈뜩蛏 Anomalisa

繡㕜

鰊 15

崣䬘褑

2016/01/29

3,402

733,505

⟃蒀

鰊 15

鮦䏨

2016/01/29

1,596

368,736

傈劥

鰊 12

2016/01/29

1,203

265,268

⺱暆ⵄ

⥃隌

ꅷ僅

2016/01/29

597

129,060

繡㕜

鰊 12

冝⯕둷

2016/01/29

45

9,690

繡㕜

ꣳⵖ

鮦䏨

2016/01/29

24

4,990

繡㕜

鰊 15

崣䬘褑

2016/01/29

74,077

17,912,490

㕜ⴽ

秹ⴽ

涮遤Ⱇ
犷倛

♳晚傈劍

稡鎙牱侸

稡鎙ꆄ겙

2016/02/01

25,030

6,200,557

륌牬

2016/02/05

17,938

4,266,679

ꨶ䕧晝㦣䚓䩛ꐹ：
钲欰傚猽㺙㋿！
Yo-Kai Watch The Movie

翱柱：羳騟且Ⲉ
Jeruzalem
ꋓ屎遳麥
Galaxy Turnpike

㺑㻉Ⱇ騟
The End of the Tour
䟅ꤥ㹔
At the Devil’s Door
⩔㣔㣐⸙呪
American Heist

莍晚ꅾ僦

㕜ⴽ

ꯓ㕜

來昿㉬爚ꏗ Anime Nere

2,680,449

608,080

晚そ

㤾ㄐ걧哭 The Exclusive:
Beat the Devil’s Tattoo

4,870

傈劥

11,288

⪔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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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㼭儘：棵⸈銯涸
猽㺙㡦Ⱕ 13 Hours:
The Secret Soldiers of
Benghazi

2

⫄䕧
✽⹛

⪔鏽

剢
晚そ

〷㥒嫲
The Peanuts Movie
⫃䢩莅⨋鋅莅媛㾏
Pride & Prejudice &
Zombies

繡㕜
繡㕜

兜麒
鰊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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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そ

䎃鰋孵渿 Youth
罉䌌莅崩嵠頥
Finding Calico

䩾䬃䎋犷 Freeheld

⧺䲑倞龥 Marry Me!
蒕繡䧃窣 Amy

㥪蟛㝸涸랱そ㋲ Trumbo
镄堀 Bridge of Spies
䟅啄薊꧆：娦⣃
Deadpool

㋲魨㉿㉿㉿
How to Be Single
♶㶸㖈涸䨼 Room
㔔捀䠦⡹ Carol

⚸띋㥏㷛 The Danish Girl
ꬌ兜鸒㾏䧗 Nina Forever
ⱎ晦䞕箔 Man Up

끇旙搋럊 Spotlight
Free! ⷜ㜥晝 Free!

⹛暟倰㙹䋑 Zootopia

蚛뉓倛⛓滚：桬罏昰ꪶ
Gods of Egypt
そ垸㣐镄 2 Zoolander 2
湚佪䥰 Concussion

뇬 The Other Side
of the Door

㕜ⴽ

秹ⴽ

♳晚傈劍

稡鎙牱侸

稡鎙ꆄ겙

2016/02/05

7,384

1,592,806

2016/02/05

5,700

1,228,355

鮦䏨

2016/02/05

4,824

1,072,376

涮遤Ⱇ
嵳땃

⪔鏽

晚そ

䁘鼹⛓假
Journey to the Shore

岁㕜

鰊 15

傈劥

兜麒

薊㕜

鰊 12

䗞㕜

兜麒

⢕僦

2016/02/05

690

142,560

薊㕜

鰊 15

繡傻

2016/02/05

356

78,190

繡㕜

兜麒

2016/02/06

3,475

730,739

繡㕜

⥃隌

犷倛

2016/02/06

64

13,365

繡㕜

鰊 15

犷倛

2016/02/08

544,637

136,781,467

繡㕜

鰊 15

螠秝

2016/02/08

169,637

41,154,303

⺱暆ⵄ

鰊 12

繡傻

2016/02/10

41,763

9,621,786

薊㕜

兜麒

歌♳

2016/02/11

24,937

5,602,476

繡㕜

鰊 15

崣䬘褑

2016/02/12

139,311

33,156,876

薊㕜

ꣳⵖ

鮦䏨

2016/02/12

962

204,380

薊㕜

鰊 12

鮦䏨

2016/02/14

64

13,270

薊㕜

鰊 15

ꅷ僅

2016/02/19

25,633

5,997,937

䒂㗣嵳䨞
Northern Limit Line

傈劥

兜麒

剋鶔

2016/02/19

4,777

1,158,566

繡㕜

兜麒

랱牺 The Priests

⽈⨀

2016/02/26

58,830

14,134,290

薊㕜

⥃隌

륌牬

2016/02/26

51,176

12,479,250

繡㕜

鰊 12

崣䬘褑

2016/02/26

22,201

5,336,756

繡㕜

鰊 12

⽈⨀

2016/02/26

11,553

2,814,443

繡㕜

鰊 15

犷倛

2016/02/26

16,873

4,020,023

㣔꼛
遤瑠

⫄䕧
✽⹛

54

泇期띋倛：䤨䙭麥
Mad Max: Fury Road
畀畀穪繡
Station to Station
璝ㄐ㖒 Colonia
匌❩㤉뒊刼
Tokyo Sonata

㕜ⴽ
傈劥

秹ⴽ
兜麒

꣡ꏗ♧ ] 2016 䎃㣐〵⻍㖒⼦㢫铃晚牱䨼私ꏗ

⢕僦

♳晚傈劍

稡鎙牱侸

稡鎙ꆄ겙

2016/02/26

1,187

266,135

涮遤Ⱇ

繡㕜

鰊㼬

螠秝

2016/02/26

672

172,395

繡㕜

⥃隌

耢䕧

2016/02/26

132

26,760

繡㕜

鰊 15

穪蒀

2016/02/27

210

50,400

傈劥

⥃隌

⢕僦

2016/02/28

145

31,330

㕜ⴽ

秹ⴽ

涮遤Ⱇ

♳晚傈劍

稡鎙牱侸

稡鎙ꆄ겙

2016/03/01

18,643

4,548,002

2016/03/04

202,622

48,403,004

2016/03/04

794

203,164

2016/03/04

549

119,440

2016/03/04

510

109,940

2016/03/04

496

106,060

ꅷ僅

2016/03/04

137

37,032

莍晚ꅾ僦

3

剢

晚そ

Ⱄ䟅➃ The Hateful Eight
余⡥ 2 ⧍侚佹䴂
London Has Fallen
搂岁焥鍸涸䠦
Doushitemo

冝媹 Assassination
鳯䩛陪䱳 Veteran

繡㕜

ꣳⵖ

繡㕜

鰊 12

傈劥
ꯓ㕜
ꯓ㕜
ꯓ㕜

鰊 15
鰊 15
鰊 12
⥃隌

薊㿂
㪮劆
薊㿂
㪮劆
⿶宐
鮦䏨
鮦䏨
鮦䏨

ꯓ㕜

鰊 15

殯桊䨞⼦：랱冝㣐ꤷ
Monsters: Dark
Continent

繡㕜

ꣳⵖ

鮦䏨

2016/03/04

86

18,095

ꨶꎿ㼱㥏過聘⛓螠
Chimamire

傈劥

ꣳⵖ

⿶宐

2016/03/04

37

7,120

55

⪔鏽

2016 䎃䏞籏锸

TAIWAN CINEMA
YEARBOOK

晚そ

蔅莅䠦뜩窣媹➃✲⟝
The Case of Hana & Alice
㔋剢暟铃 April Story

穪㖒佹䴂 The Martian

ꫭ僱ꨶ䎑暟铃 All about
Lily Chou-Chou
穪ㄐ佹䴂
The Finest Hours
鎷ꤥ The Boy

㋲魨⹛暟㕨 The Lobster
鄄鼍䘎涸倞㫟
A Bride for Rip Van
Winkle
䟅㢹媹堥
Daughter of God
〓鷠䎃➿ Life

溫䠦ア捦륌 How to
Make Love Like an
Englishman
㼱㥏ꨆ㹻鎹 Mustang
剓䖕涸♧㛔铭
The Final Lesson

ⴕ娂罏 3：饕铇罏
The Divergent Series:
Allegiant
耂뇬䌌 Senior

閦鎊鶵㹨
Labyrinth of Lies

鼇乵㥶卓溏鋅㥠涸䗱
The Choice

ꐫ䧗 Right Now, Wrong
Then

㕜ⴽ

傈劥
傈劥
繡㕜
傈劥
繡㕜
蚛貽
薊㕜

秹ⴽ

兜麒
兜麒
⥃隌
兜麒
兜麒

鰊 12
鰊 15

♳晚傈劍

稡鎙牱侸

稡鎙ꆄ겙

2016/03/05

173

36,310

莍晚ꅾ僦

2016/03/05

172

35,010

莍晚ꅾ僦

2016/03/05

6

1,320

莍晚ꅾ僦

兞

2016/03/06

171

35,700

莍晚ꅾ僦

⽈⨀

2016/03/11

45,517

11,379,199

2016/03/11

24,356

5,730,850

2016/03/11

21,592

4,992,235

涮遤Ⱇ

兞
兞
犷倛

坿ⵌ㹻
䖤谁

⪔鏽

➮ㄤ㥠涸涯傈㣆
Nobody’s Daughter
Haewon

㕜ⴽ

秹ⴽ

涮遤Ⱇ

♳晚傈劍

稡鎙牱侸

稡鎙ꆄ겙

ꯓ㕜

兜麒

〳坿

2016/03/18

176

36,175

湱秉㖈껷晋
Hill of Freedom

ꯓ㕜

⥃隌

〳坿

2016/03/18

157

32,705

〳坿

2016/03/19

180

37,590

晚そ

齡♧䎃，䧮⦛鿪䠦麕涸
㥏㷛 Our Sunhi

⥃隌

螠秝

2016/03/25

203,524

52,447,367

⸆㣗擕頥 3
Kung Fu Panda 3

繡㕜

兜麒

犷倛

2016/03/25

84,418

20,464,813

繡㕜

鰊 12

2016/03/25

3,411

788,943

2016/03/25

2,261

499,801

2016/03/25

1,059

250,530

㼱䎃䔥飓❏
The Young Messiah

鮦䏨

2016/03/11

⺱暆ⵄ

鰊 15

ꅷ僅

2016/03/11

2,481

575,626

⫄䕧
✽⹛

2016/03/11

865

183,975

䋪裦槈涸겮⦝⚆歲
Patema Inverted

蚛貽

鰊 15

兜麒

繡㕜

⥃隌

1,189,077

ꯓ㕜

躶軁⥊㼩馄➃：姻纏刌⯕
Batman vs. Superman:
Dawn of Justice

傈劥

5,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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꼛⯘涯 Macbeth

朶➲뜩蛏摿摿摿
Liza, The Fox-Fairy

岁㕜

⺱暆ⵄ

鰊 15
鰊 15

薊㿂
㪮劆
⫄䕧
✽⹛
㸞〳

傈劥

兜麒

㣔꼛
遤瑠

2016/03/25

829

208,412

繡㕜

鰊 15

⾲ⶾ

2016/03/11

227

51,000

劊翱⛓假：⥃繏猰晋顭
The Pilgrim-Paulo
Coelho’s Best Story

䊼銯

⥃隌

⢕僦

2016/03/25

636

132,950

岁㕜

鰊 12

匌僂

2016/03/13

2,180

457,305

ꯓ㕜

⥃隌

ꅷ僅

2016/03/25

50

12,028

㣔꼛
遤瑠

䞕麂눦岁䌌
The Magician

2016/03/13

175

33,250

岁㕜

兜麒

薊㕜

鰊 12

륌牬

2016/03/18

113,118

27,144,837

岲㕜

鰊 15

2016/03/18

4,513

1,027,127

䗞㕜

⥃隌

嵳坿

2016/03/18

2,945

632,305

2016/03/18

317

62,980

2016/03/18

196

40,295

纏㣐ⵄ
ꯓ㕜

⥃隌
⥃隌

嵳땃
耢䕧
〳坿

56

㣆䎑脌呠ꊃ
The Nutcracker

4

剢

晚そ

굳鬪㣼髖
Eddie the Eagle

猰峫䒼 10 贫㖒璪 10
Cloverfield Lane

傈劥

㕜ⴽ

繡㕜
繡㕜

⥃隌

⿶宐

2016/03/25

31

7,280

秹ⴽ

涮遤Ⱇ

♳晚傈劍

稡鎙牱侸

稡鎙ꆄ겙

2016/04/01

77,198

18,178,669

2016/04/01

49,123

11,838,506

⥃隌

鰊 12

犷倛

崣䬘褑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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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鏽

2016 䎃䏞籏锸

TAIWAN CINEMA
YEARBOOK

晚そ

ꬌ岁 999 Triple 9

谑歊㍒屛莅✌涯蒀涸醗㥏
Foujita
乹ⷧ㣐䌌 The Fencer

㕜ⴽ

秹ⴽ

繡㕜

ꣳⵖ

傈劥

鰊 12

繡㕜

⥃隌

♳晚傈劍

稡鎙牱侸

稡鎙ꆄ겙

2016/04/01

6,257

1,379,194

2016/04/01

2,381

515,370

嵳땃

2016/04/01

2,398

484,860

涮遤Ⱇ

薊㿂
㪮劆
㣔꼛
遤瑠

띳⺫馄➃ꨶ䕧晝：ㅕ㎗
莅눦岁牟敚 Anpanman
Movie #27

傈劥

兜麒

剋鶔

2016/04/01

麥㆞（竤Ⱙ⥜䗂）
Poppoya: Railroad Man

傈劥

兜麒

匌僂

2016/04/01

770

155,790

2016/04/01

359

69,955

2016/04/01

364

69,940

2016/04/01

68

13,690

〳坿

2016/04/01

69

13,600

鮦䏨

2016/04/01

50

10,240

2016/04/01

17

3,590

2016/04/02

44

7,970

2016/04/06

22

4,670

2016/04/08

109,123

26,345,685

2016/04/08

11,269

2,724,417

2016/04/08

8,040

1,879,671

2016/04/08

7,063

1,603,809

ꅷ僅

2016/04/08

2,051

428,889

鮦䏨

2016/04/08

1,671

350,165

2016/04/08

12

2,540

黇㿋涸ㄎ㋎（竤Ⱙ⥜䗂）
A Distant Cry from Spring
䎋犷涸랔䩛䋪（竤Ⱙ⥜
䗂） Anomalisa
齡❉䎃，齡❉✲
The Turning

閱˙髠
Wish You Were Here
踡期 Stung

䞕䣦蛅㕨 Eva Braun

抡盫歑㷛 The Rocket

ꫭ僱㏪ㆁ㕰 Finding Calico
杙桄罏：ⳓⱵ⛓䨞 The
Huntsman: Winter’s War
暶坿㔐⢵✫
Look Who’s Back

㣔滚遤⹛ Eye in the Sky

倞㣔㛔坿㕨（⥜䗂晝）
Nuovo Cinema Paradiso
❧「ゅ！繏꼛
All Roads Lead to Rome
䚍劥䠦 Love

倞㣔㛔坿㕨 Nuovo
Cinema Paradiso

傈劥
傈劥
⚸띋
慍崎
䗞㕜

纏㣐ⵄ
⚸띋
傈劥
繡㕜
䗞㕜
薊㕜

纏㣐ⵄ

兜麒
兜麒

鰊 12
鰊 12
ꣳⵖ
⥃隌
兜麒
兜麒
鰊 12
鰊 12
⥃隌
⥃隌

⺱暆ⵄ

鰊 12

岁㕜

ꣳⵖ

纏㣐ⵄ

⥃隌

匌僂
匌僂
〳坿

螠俒ⶾ
〳坿
㣔꼛
遤瑠
橇椕
薊㿂
㪮劆
⫄䕧
✽⹛
歌♳

ぢ峕

58

872

⪔鏽

晚そ

莅喀卌Ⱏ莻
The Jungle Book
䳖舡遤⹛ The Magician
娦劍㣐Ⱇ The Brand
New Testament
婫琮：鄄鐼ㄭ涸䨼
The Inerasable

203,076

㼦牍遳䬝㹐
Finding Vivian Maier

崩ꨆ罏⛓姐 Dheepan

㕜ⴽ

繡㕜

秣慍倞
⸂䕧㾝
秣慍倞
⸂䕧㾝

秣慍倞
⸂䕧㾝
秣慍倞
⸂䕧㾝

捀➊랃頥鿪〭♶⢵ Neko
Nanka Yondemo Konai
呔ꨮ涸❀⼧麥랱䕧
50 Shades of Lack

㣐月縢㹻 The Clan

⼧傈锓 ˙ 䠦莅䣦
Wondrous Boccaccio

螠뜩⛓㟍
Cemetery of Splendour
㱙㱙涸㐉弔
Hana’s Miso Soup

⥃隌

繡㕜

鰊 15

岁㕜

⥃隌

傈劥
繡㕜
岁㕜

ꬌ娦♶〳 Friend Request ⺱暆ⵄ
䷒㣔垜 High-Rise

秹ⴽ

薊㕜
傈劥
繡㕜

呏䒄
纏㣐ⵄ
䗞㕜
傈劥

鰊 12

♳晚傈劍

稡鎙牱侸

稡鎙ꆄ겙

2016/04/15

99,254

25,783,808

2016/04/15

44,992

10,569,153

2016/04/15

10,726

2,299,555

2016/04/15

2,782

668,596

涮遤Ⱇ

⽈⨀
薊㿂
㪮劆
嵳땃
㣔꼛
遤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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兜麒

暽柏㶩

2016/04/15

2,212

479,070

鰊 12

耢䕧

2016/04/15

1,524

309,530

2016/04/22

29,842

6,835,526

2016/04/22

15,583

3,641,407

2016/04/22

3,390

789,640

嵳坿

2016/04/22

3,315

786,881

匌僂

2016/04/22

2,682

565,995

2016/04/22

1,236

254,660

2016/04/22

1,237

252,210

2016/04/22

643

142,535

〳坿

2016/04/22

550

129,006

鰊 15
ꣳⵖ
兜麒
ꣳⵖ
ꣳⵖ

鰊 12
⥃隌
兜麒

ꅷ僅
⫄䕧
✽⹛
⿶宐

㣔꼛
遤瑠
嵳땃
鮦䏨

傈劥

鰊 12

繡㕜Ꟁ 3：薊꧆Ⰹ䨞խ
Captain America: Civil
War

繡㕜

鰊 12

⽈⨀

2016/04/27

720,336

183,679,600

乹 Go with Me

繡㕜

鰊 12

㪮鋕

2016/04/29

4,632

1,046,091

2016/04/29

3,250

688,795

2016/04/29

2,672

548,815

2016/04/29

1,118

222,320

湁䠦⛓㹻 At Home

鎙玑➃欰 Taxi

䘰坿デⴽ涸倰岁
The Farewell Party
齡❉䎃期攨䧗䞕
My Golden Days

⟻剽
䗞㕜
岁㕜

⥃隌

鰊 12
ꣳⵖ

繡傻
嵳땃
耢䕧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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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CINEMA
YEARBOOK

晚そ

䠦ꅾ鸫⟃䖕
Valley of Love

㣆麉❏꼛麽
Embrace of the Serpent

5

㕜ⴽ

岁㕜
ㆥ⧍
嫲❏

秹ⴽ

⥃隌
鰊 12

㸞〳

♳晚傈劍

稡鎙牱侸

稡鎙ꆄ겙

2016/04/29

334

69,055

穪蒀

2016/04/29

179

37,650

涮遤Ⱇ

⪔鏽

晚そ

犝䠦⚆歲 Equals

䋷㕜䨞牟：䊼䊼ⵄ桬
Baahubali-Part 1

開槈：碜Ⱖ卌괐凐
Noma, My Perfect Storm
雊䧮㔐㹻 Give Me Shelter

剢

䧗䧗ꃰ繡 First Growth
晚そ

넞䎃秹㻜绢欰 The Intern
䟅ꁈ糼魨 2
Bad Neighbours 2

䎋犷涰ⴕ涰
Happy Mother’s Day
抡僤殯珏 Terra Formars
䧮涸Ꟁ䃷嫢鋷
Haha To Kuraseba
剓䖕♧㛔铭
La Dernière Leçon

歑➃ 40 ぢ遼
Breakthrough for Change
䠦 ˙ 㔉犝 Alaska

➋䊛䴸怎㼭䞕姐 Life Is
but an Empty Dream
⛓㶩 Children of Iron
璆璦莻㦜 Lady Maiko

ꆄꐏ䚓桊 Money Monster
㼱㥏莅䨞鮦ⷜ㜥晝
Girls and Panzer

䄶㡏➃欰 Demolition

溫䠦剤㣁媹 Mr. Right

㕜ⴽ

繡㕜
繡㕜
繡㕜
傈劥
傈劥
岁㕜
傈劥
岁㕜
ꯓ㕜
傈劥
傈劥
繡㕜
傈劥
薊㕜
繡㕜

秹ⴽ

⥃隌
ꣳⵖ
兜麒
鰊 12
兜麒
兜麒
兜麒
鰊 12
兜麒
兜麒
兜麒

鰊 15
鰊 12
鰊 15
鰊 15

涮遤Ⱇ

稡鎙牱侸

稡鎙ꆄ겙

2016/05/05

30

12,000

2016/05/06

59,925

14,512,623

歌♳

2016/05/06

19,319

4,482,833

螠秝

2016/05/06

4,967

1,157,107

2016/05/06

4,656

1,020,583

2016/05/06

3,804

783,810

〳坿

2016/05/06

316

70,040

饥갉㣔た
Florence Foster Jenkins

⢕僦

2016/05/06

315

61,380

ず秹欰 Dou-Kyu-Sei

2016/05/07

282

65,020

2016/05/07

25

5,620

2016/05/09

32

7,550

2016/05/13

66,658

15,635,947

띋歊剅껻 Ever Been to
the Moon?

2016/05/13

13,499

6,139,141

鍑铃蔅 Love, Lies

2016/05/13

14,885

3,451,068

2016/05/13

7,727

1,883,647

螠秝
橇椕

鮦䏨
㣔꼛
遤瑠

〳坿
〳坿
〳坿
⽈⨀
潈㹐
⫄䕧
✽⹛
㪮鋕

60

⪔鏽

噲麥㣐䨞昰
Yakuza Apocalypse

♳晚傈劍

襟⛓✥ Aonoran

㣆。䟝
䕧㾝

㣆。䟝
䕧㾝

秹ⴽ

繡㕜

⥃隌

⽫䏞

鰊 12

岁㕜
繡㕜
岁㕜
傈劥
傈劥

兜麒
兜麒
⥃隌
⥃隌
⥃隌

♳晚傈劍

稡鎙牱侸

稡鎙ꆄ겙

2016/05/13

5,970

1,393,552

2016/05/13

3,947

908,731

嵳땃

2016/05/13

1,896

411,680

螠秝

2016/05/13

903

200,022

2016/05/13

394

86,315

2016/05/13

46

10,300

⿶宐

2016/05/16

22

4,475

涮遤Ⱇ

薊㿂
㪮劆
⾲ⶾ

銯秋匇
⿶宐

棇麉鎹 Chin-Yu-Ki:
Journey to the West with
Farts

傈劥

鰊 12

⿶宐

2016/05/16

8

1,710

X 䨞陪：㣔㉬
X-Men: Apocalypse

繡㕜

鰊 12

犷倛

2016/05/17

343,742

86,032,899

傈劥

鰊 15

⿶宐

2016/05/19

700

158,557

薊㕜

兜麒

⫄䕧
✽⹛

2016/05/20

75,573

17,567,201

㣔꼛
遤瑠

2016/05/20

4,305

1,111,473

宐䩛剪莅堥ꡠ圙－殗噠
Sailor Suit and Machine
Gun-Graduation

㣆。䟝
䕧㾝

㕜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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傈劥

鰊 15

䧮㱙涸䋞茣㭶狲
My Big Fat Greek
Wedding 2

⺱暆ⵄ

鰊 12

ꅷ僅

2016/05/20

3,555

798,345

銯銯ꅽ涸恠Ꟁ瘞䖊
L’Attesa

岁㕜

⥃隌

㣔꼛
遤瑠

2016/05/20

2,345

483,810

2016/05/20

1,048

211,050

2016/05/20

876

208,910

2016/05/20

642

138,165

2016/05/20

593

127,525

螒䲿麥♳ On the Road
䧮䠦㧨 ˙ 㧨䠦㥠
All about Them

纏㣐ⵄ
ꯓ㕜
ꯓ㕜
岁㕜

兜麒

鰊 12
兜麒

鰊 15

耢䕧
⳯五

暽柏㶩
匌僂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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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䎃䏞籏锸

TAIWAN CINEMA
YEARBOOK

晚そ

鸒鏻派㹔 Body (Cialo)
㾌➃ 8000 Miles from
Hip Hop
秋㕖 Le Circle Rouge

暶馄秹時 Spy Time
눦暟䧗➃ Spring

镄嵳纈薊剚 The Quiller
Memorandum
溏➃ The Caretaker

䊱㿋㣆 My Golden Days
⬂➃ The Servant

㕜ⴽ

秹ⴽ

岁㕜

鰊 12

蓸貽

⥃隌

岁㕜
繡㕜
繡㕜
薊㕜
繡㕜
薊㕜
薊㕜

鰊 12
鰊 12
ꣳⵖ
兜麒
兜麒
⥃隌
兜麒

㸞〳

♳晚傈劍

稡鎙牱侸

稡鎙ꆄ겙

2016/05/20

389

81,955

螠耢

2016/05/20

150

32,910

2016/05/20

179

25,915

2016/05/20

29

6,110

嵠恠贫鮦
Round Trip Heart

2016/05/20

11

2,310

蠝䟅倞⚆歲 Inside Men

2016/05/21

95

12,965

2016〵⻍俒
㷸˙ꠗ䕧㾝

2016/05/22

123

17,925

2016〵⻍俒
㷸˙ꠗ䕧㾝

2016/05/23

145

20,765

2016〵⻍俒
㷸˙ꠗ䕧㾝

2016/05/23

139

19,515

2016〵⻍俒
㷸˙ꠗ䕧㾝

2016/05/23

128

18,460

2016〵⻍俒
㷸˙ꠗ䕧㾝

涮遤Ⱇ

Ⱖ➮

冝⯕둷
銯秋匇
Ⱖ➮

崣䬘褑
Ⱖ➮
Ⱖ➮

繡㕜

鰊 12

岁㕜⚥㼢涸㥏➃ 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

薊㕜

鰊 12

Ⱖ➮

2016/05/26

280

41,165

눦㞯㣆麉：儘⯕䚓㹐
Alice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繡㕜

⥃隌

⽈⨀

2016/05/27

40,449

10,487,574

㣔䩞搂ꣳ㹻 The Man
Who Knew Infinity

繡㕜

鰊 12

㪮鋕

2016/05/27

23,506

5,337,233

䊼랫ꅿ梚槕 Betty Blue

岁㕜

ꣳⵖ

Ⱖ➮

2016/05/27

5,957

1,353,405

剓䖕㣐❣ The Last Tycoon

馄期❣ⵄ Hardcore Henry
䋷㕜嫆徧：ꡠ꒳ 13 ⴕꗻ
Elser/13 Minutes
泇期⧺：隶䢀⽭堥
Hentai Kamen: The
Abnormal Crisis
捀⡹《そ涸齡♧㣔
Dogs Without Names

繡㕜
䗞㕜

ꣳⵖ

鰊 15

Ⱖ➮

薊㿂
㪮劆
嵳땃

2016/05/27

3,110

733,437

2016/05/27

2,005

404,210

傈劥

鰊 15

潈㹐

2016/05/27

傈劥

兜麒

㣔꼛
遤瑠

2016/05/27

62

1,659

795

383,864

168,490

⪔鏽

晚そ

䠦➃䚓暟 Closet Monster ⸈䭭㣐
䭾雙䞕➃ Like for Likes

2016〵⻍俒
㷸˙ꠗ䕧㾝

2016〵⻍俒
㷸˙ꠗ䕧㾝

㕜ⴽ

♧媯䞕 The Go-Between

呔䬘裦㪳涸䞕䣦〮㋎
Gradiva

⹅罏⛓騟 Hyena Road

僈傈涸劊ꤿ－对䨞匌銯鮪
The Vancouver Asahi

䧗䠦舡Ⰹ넞䂾剚
Poison Berry in My Brain
䠦㖈翱㝝蓺蓺䬘
Santa Barbara

ⴲ䧗♲ꅾ㤉 C’est si Bon

6

剢

晚そ

䗾罏륰：灶䕧罜ⴀ
Teenage Mutant Ninja
Turtles: Out of the
Shadows
⚆歲⛓䏭 Dare to Be Wild
⥌Ꟁ⼿㤉刼 Nobunaga
Concerto –The Movie
㣆烱㣔㛔
The Paradise Suite

⥱暟铃 !! The Fencer

繡㕜
薊㕜
傈劥
ꯓ㕜
岁㕜

⸈䭭㣐
傈劥
傈劥
ꯓ㕜
ꯓ㕜

秹ⴽ

鰊 15
兜麒
⥃隌
兜麒
ꣳⵖ
ꣳⵖ

鰊 15
⥃隌
兜麒
兜麒
⥃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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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傈劍

稡鎙牱侸

稡鎙ꆄ겙

2016/05/27

510

110,070

2016 傈ꯓ
僤僦殥牺

2016/05/27

375

83,220

2016〵⻍俒
㷸˙ꠗ䕧㾝

2016/05/27

160

22,840

2016/05/27

63

14,240

2016/05/27

39

8,810

2016/05/27

17

3,570

2016/05/27

15

3,150

2016/05/28

104

24,090

2016/05/28

61

13,880

2016/05/28

15

3,460

〳坿

2016/05/29

322

70,630

涮遤Ⱇ

⢕僦
〳坿
Ⱖ➮
〳坿
〳坿

冝⯕둷
冝⯕둷
〳坿
〳坿
〳坿

㕜ⴽ

秹ⴽ

涮遤Ⱇ

♳晚傈劍

稡鎙牱侸

稡鎙ꆄ겙

繡㕜

鰊 12

崣䬘褑

2016/06/03

96,467

23,751,585

薊㕜

兜麒

㣔꼛
遤瑠

2016/06/03

4,859

1,081,235

2016/06/03

4,031

935,827

2016/06/03

1,936

415,930

2016/06/03

697

166,276

傈劥
蚛貽
傈劥

⥃隌

鰊 15
兜麒

⫄䕧
✽⹛
穪蒀
ꅷ僅

63

⪔鏽

2016 傈ꯓ
僤僦殥牺

2016 傈ꯓ
僤僦殥牺

2016 傈ꯓ
僤僦殥牺

2016 傈ꯓ
僤僦殥牺

2016 傈ꯓ
僤僦殥牺

2016 傈ꯓ
僤僦殥牺

⪔鏽

2016 䎃䏞籏锸

TAIWAN CINEMA
YEARBOOK

晚そ

幀嵳鷗膨 Pressure

㕜ⴽ

薊㕜

⨞䠦䖕，䧮⦛锓䞕 Night 1 ⸈䭭㣐
舟㣆끇뇺 Starry Eyes
꧱閱䞕
The Misplaced World
ⴀ牟Ⰵ⻋ 2
Now You See Me 2

눦桊：䄖饱 Warcraft

⿐ꤥ㸕 2 The Conjuring 2
䤨䙭둷梖ꨶ䕧
The Angry Birds Movie
黇倰犝䧗 From Afar
僱蒀諴悂 Swung
厣卌䚍䠦娦
German Angst

䚐ⱄ饱
We Are Still Here
䧮㽠銴⡹㥪㥪涸
Me Before You

唎ㆁ➃欰
A Hologram for the King
⧺剚䗚⥌爢
The Nice Guys

翱嫢䂾：滞牟涸㿋䉚
Everest - The Summit of
the Gods䴸怎ꫭ僱䧗绢刼
Sing Street
䱳䧢䞕劢✫
Our Last Tango

恎㫫鿵貽：䙼䟝涸遤⹛
Vita Activa, The Spirit of
Hannah Arendt

繡㕜
䗞㕜

秹ⴽ

鰊 15
ꣳⵖ
ꣳⵖ
⥃隌

繡㕜

鰊 12

繡㕜

鰊 12

繡㕜
繡㕜

㟯銯ㆥ
薊㕜
䗞㕜
繡㕜
繡㕜

⺱暆ⵄ
䬘⠭

鰊 12
兜麒

鰊 15
ꣳⵖ
ꣳⵖ
ꣳⵖ
⥃隌

鰊 12
鰊 15

⾲ⶾ

♳晚傈劍

稡鎙牱侸

稡鎙ꆄ겙

2016/06/03

114

26,680

冝⯕둷

2016/06/03

31

6,530

媹➃♧莊
The Act of Killing

冝⯕둷

2016/06/03

21

4,410

⾌㢹犝㖒 From the Dark

鮦䏨

2016/06/04

366

69,590

2016/06/08

355,245

86,972,069

2016/06/08

197,316

51,766,619

2016/06/08

205,879

49,857,270

2016/06/08

42,544

10,360,055

耢䕧

2016/06/08

1,603

333,275

⢕僦

2016/06/08

813

159,250

2016/06/10

23

4,830

2016/06/11

24

5,040

2016/06/17

219,200

52,782,376

2016/06/17

12,427

2,938,736

薊㿂
㪮劆

2016/06/17

10,256

2,492,197

涮遤Ⱇ

륌牬
橇椕
螠秝
⽈⨀

鮦䏨

冝⯕둷
螠秝
ꅷ僅

傈劥

兜麒

㣔꼛
遤瑠

2016/06/17

5,321

1,248,322

䠦晋貽

鰊 12

2016/06/17

4,181

948,897

岁㕜

兜麒

⫄䕧
✽⹛
嵳땃

2016/06/17

2,030

415,160

⟃蒀

⥃隌

⢕僦

2016/06/17

64

1,630

360,190

⪔鏽

晚そ

尐랿♧澖
The Look of Silence

麌屎䚓锓 The Canal

儘㼿䟅눦涸渿㹶
The First Monday in May

㕜ⴽ

秹ⴽ

⚸띋

鰊 15

⚸띋

鰊 15

䠦晋貽
䠦晋貽
岁㕜

ꣳⵖ
ꣳⵖ
兜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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繡傻

♳晚傈劍

稡鎙牱侸

稡鎙ꆄ겙

2016/06/17

1,053

234,280

繡傻

2016/06/17

751

172,135

2016/06/17

40

8,410

2016/06/17

24

5,050

嵳땃

2016/06/21

3,535

773,404

涮遤Ⱇ

冝⯕둷
冝⯕둷

ID4 僤ꥹꅾ欰
Independence Day:
Resurge Ce

繡㕜

鰊 15

犷倛

2016/06/22

280,610

72,566,665

溫䠦 Tiffany Crazy About
Tiffany’s

薊㕜

兜麒

㣔꼛
遤瑠

2016/06/23

756

171,928

薊㿂
㪮劆

2016/06/24

24,816

5,532,799

♴㥏涸钸䞨
The Handmaiden

⛨격ⱄ⢵⛰涰䎃
The 17th Journey of
Compassion

ꯓ㕜

ꣳⵖ

薊㕜

兜麒

暽柏㶩

2016/06/24

13,881

2,999,845

⫊暟铃 1 －過眝
Kizu Monogatari Part1
Tekketsuhen

傈劥

⥃隌

剋鶔

2016/06/24

1,825

460,118

䧮僽ㄤ㼿 I Am a Monk

傈劥

⥃隌

⫄䕧
✽⹛

2016/06/24

1,546

322,540

2016/06/24

30

6,300

冝⯕둷

2016/06/24

10

2,100

㣔눦꣮欰
Here Comes the Devil

䟅杵糼魨 Late Phases

ㅾ㉻ A 㣆：倞㣐꧆涸傈
劥钲欰 Doraemon The
Movie Nobita and the
Birth of Japan 2016
岲㿋⫄㣼
The Legend of Tarzan

㼀暟殹㹻
The Secret Life of Pets

繡㕜
繡㕜

ꣳⵖ
ꣳⵖ

冝⯕둷

傈劥

兜麒

潈㹐

2016/06/28

2,984

711,252

繡㕜

⥃隌

螠秝

2016/06/29

114,272

28,473,407

2016/06/29

30,926

7,490,469

繡㕜

兜麒

橇椕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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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䎃䏞籏锸

TAIWAN CINEMA
YEARBOOK

7

晚そ

剢

姹鵔⢵ⵌ繡㕜 Umrika
晚そ

嵳䏁籏⹛㆞ 2：㢵蛂
ㆭ⯥ Finding Dory
뇬丘溭 Before I Wake

609 枡뇬假爢 Buppha
Ratree: Haunting in Japan
㤹倛ꤷ㼱䎃剤럊撖
Brothers
婉ꨈ罏 Martyrs

猙ⴡ姻纏 Bound to
Vengeance

㕜㹁媹䨜傈：㣐鼇⛓䎃
The Purge: Election Year
䛌䙳ꁈ➃ Creepy
㹻剤峫峫 Lolo

㥏➃尐漗儘 While the
Women Are Sleeping
❗㤏秉 The Pact

期贉䚍デ涯 Wild in Blue
冝媹來㹔：殗噠眝
Assassination
Classroom 2

눦뇬僤 Ghostbusters
莻⸂ꅾ乹 High Strung
⚥㣜䞕旙㆞
Central Intelligence
尐랿蘕뜩衞 Julieta
䠦䞕劢⢵
Things to Come

㕜ⴽ

繡㕜
薊㕜
岲㕜
⚸띋
繡㕜
繡㕜
繡㕜
傈劥

秹ⴽ

兜麒

鰊 12
鰊 15
兜麒
ꣳⵖ

鰊 15
ꣳⵖ
兜麒

岁㕜

鰊 12

傈劥

鰊 15

繡㕜
繡㕜

ꣳⵖ
ꣳⵖ

涮遤Ⱇ

♳晚傈劍

稡鎙牱侸

稡鎙ꆄ겙

2016/07/01

238,864

58,189,950

2016/07/01

5,744

1,342,443

2016/07/01

4,744

1,001,690

㸞〳

2016/07/01

1,890

408,620

冝⯕둷

2016/07/01

24

5,050

2016/07/01

22

4,620

橇椕

2016/07/08

34,899

8,363,144

穪蒀

2016/07/08

1,895

425,345

2016/07/08

1,868

374,745

2016/07/08

1,508

315,410

2016/07/08

39

8,190

2016/07/08

16

3,360

⽈⨀
ꅷ僅
鮦䏨

冝⯕둷

鮦䏨
㣔꼛
遤瑠

冝⯕둷
冝⯕둷

傈劥

⥃隌

ꅷ僅

2016/07/09

5,287

1,216,802

繡㕜

⥃隌

⽈⨀

2016/07/14

66,695

17,219,198

2016/07/14

17,892

4,289,441

2016/07/15

56,276

13,564,628

2016/07/15

4,543

985,515

2016/07/15

3,074

639,450

繡㕜

兜麒

繡㕜

鰊 12

銯棵暆

鰊 15

岁㕜

兜麒

歌♳
橇椕
⫄䕧
✽⹛
匌僂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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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ꤿ㼭㶩顼垴叕
Jia Zhang Ke by Walter
Salles
䧮僽뜩 Io Sono Li

❗㤏秉 2 The Pact 2
눦눱犝㖒 Horsehead

䷒涬儘➿ Modern Times
㷑⯥崩嵠鎹 The Kid

希ꆄ鎹 The Gold Rush
秣秉⛓桬
A King in New York
笞勭⯓欰
Monsieur Verdoux

僤ꥹ昰ꪶ䨞：嵞戇搂㘸
Star Trek Beyond
뇬ꡠ敚 Lights Out

㙹䋑⛓⯕ City Lights
莻〵僱猨 Limelight

㕜ⴽ

秹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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繡傻

♳晚傈劍

稡鎙牱侸

稡鎙ꆄ겙

2016/07/15

572

118,130

涮遤Ⱇ

䗞㕜

兜麒

䊼銯

兜麒

⢕僦

2016/07/15

366

76,095

儘⯕涸麉㶩 顼垴叕䕧㾝

纏㣐ⵄ

兜麒

⢕僦

2016/07/15

362

75,285

儘⯕涸麉㶩 顼垴叕䕧㾝

2016/07/15

19

3,990

2016/07/15

19

3,990

2016/07/16

97

20,035

2016/07/16

82

17,225

Ⱖ➮

2016/07/17

83

16,840

Ⱖ➮

2016/07/18

31

5,965

2016/07/20

26

5,275

繡㕜
繡㕜
繡㕜
繡㕜
繡㕜
繡㕜
繡㕜
繡㕜
繡㕜
繡㕜
繡㕜

ꣳⵖ
ꣳⵖ
兜麒
兜麒
⥃隌
兜麒
兜麒

冝⯕둷
冝⯕둷
Ⱖ➮
Ⱖ➮

Ⱖ➮

⥃隌

崣䬘褑

2016/07/21

109,506

29,088,673

鰊 15

螠秝

2016/07/21

56,960

13,656,202

2016/07/21

139

28,880

Ⱖ➮

2016/07/21

44

8,760

兜麒
兜麒

Ⱖ➮

ⱺ⾲娜ꦖ鎹 5：疮僤中㖒
椕 Ice Age: Collision
Course

繡㕜

兜麒

犷倛

2016/07/22

77,639

18,475,875

秋蒀䞕幀（竤Ⱙ侸⡙⥜
䗂） Three Colors: Red

岁㕜

鰊 15

㣔꼛
遤瑠

2016/07/22

2,544

525,685

2016/07/22

2,522

525,387

2016/07/22

2,415

500,880

2016/07/22

2,180

437,875

涯蒀䞕鶵（竤Ⱙ侸⡙⥜
䗂） Three Colors: White
㹻停溫ㄐ蕲
Kazoku Wa Tsuraiyo

僱괐䯧⢵涸㉏⦬
Fukushima Mon Amour

⪔鏽

岁㕜
傈劥
䗞㕜

鰊 12
兜麒

鰊 12

㣔꼛
遤瑠
鮦䏨
嵳땃

67

⼾ⴽ卌竤Ⱙ
侸⡙⥜䗂䕧㾝
⼾ⴽ卌竤Ⱙ
侸⡙⥜䗂䕧㾝
⼾ⴽ卌竤Ⱙ
侸⡙⥜䗂䕧㾝
⼾ⴽ卌竤Ⱙ
侸⡙⥜䗂䕧㾝
⼾ⴽ卌竤Ⱙ
侸⡙⥜䗂䕧㾝

⼾ⴽ卌竤Ⱙ
侸⡙⥜䗂䕧㾝
⼾ⴽ卌竤Ⱙ
侸⡙⥜䗂䕧㾝

2016 䎃䏞籏锸

TAIWAN CINEMA
YEARBOOK

晚そ

话蒀䞕䮋（竤Ⱙ侸⡙⥜
䗂） Three Colors：Blue
搂➃濼凶涸♬剢⼧傈
I, Olga Hepnarova
㣐栬鄪罏
The Great Dictator
殯妄⯋
The Diabolical

㕜ⴽ

秹ⴽ

岁㕜

鰊 12

䰦⯘

鰊 15

岁㕜
繡㕜

兜麒

涮遤Ⱇ

㣔꼛
遤瑠
耢䕧
⫄䕧
✽⹛

384,520

2016/07/22

1,562

337,340

2016/07/22

129

26,225

40

8,410

2016/07/23

3,814

1,059,396

2016/07/23

45

9,075

2016/07/25

30

5,625

橇椕

2016/07/28

105,508

25,318,586

躶軁⥊：荞ㄐ梖疮
Batman: The Killing Joke

繡㕜

鰊 15

螠秝

牟뇬钢阮：⪂喀⺫䛸
Jason Bourne

1,830

2016/07/22

ꣳⵖ

岁㕜

2016/07/22

2016/07/22

岁㕜

䊼랫㮓➃
A Woman of Paris

稡鎙ꆄ겙

冝⯕둷
㣔꼛
遤瑠

岁㕜

稡鎙牱侸

鰊 15

꧱謶蕰㧚⽓（竤Ⱙ侸
⡙⥜䗂） The Double
Life of Veronique

㣐꼛䨡㕰 The Circus

♳晚傈劍

兜麒
兜麒

⫄䕧
✽⹛
⫄䕧
✽⹛

32

⪔鏽

⼾ⴽ卌竤Ⱙ
侸⡙⥜䗂䕧㾝

8

剢

晚そ

ꨶ䕧晝夾呠㼭⚷㶩：
⢵荈纏㣐ⵄ涸㼱䎃
Chibi Maruko Chan:
A Boy from Italy
荈媹瑳乹
Suicide Squad

6,740

頻㶩 VS ⡄嗴㶩
Sadako VS Kayako

⼾ⴽ卌竤Ⱙ
侸⡙⥜䗂䕧㾝
⼾ⴽ卌竤Ⱙ
侸⡙⥜䗂䕧㾝

䠦䞕㣔俒㷸
The Correspondence
㧚㎗ Neerja

䖰㥪⛉⟃㽠㋐姹⡹
I’ve Always Liked You –
Confess Your Love
Committee (Part 1)

繡㕜

鰊 12

そ⩏䱳叕⽂：秫랱涸䟅㣆
Detective Conan: The
Darkest Nightmare

傈劥

⥃隌

ぢ峕

2016/07/29

㨱蠝蠝ꃰ Bad Moms

繡㕜

鰊 15

薊㿂
㪮劆

2016/07/29

5,604

1,343,056

2016/07/29

2,696

559,650

劣⚆鑠㾋 The House at
the End of Time

2016/07/29

2,378

533,761

繡傻

끇期䠦뜩窣 Para Elisa

2016/07/29

1,109

239,210

〳坿

2016/07/29

131

29,650

♶〫僽ꠉ蹓 Io E Lei (Me,
Myself and Her)
剓ꃏ涸♧㣔 The Most
Beautiful Day
㢚傈䞕✲
This Summer Feeling
隶酤涽た蠝蠝娔 Viva

纏㣐ⵄ
䗞㕜
岁㕜
䠦晋貽

鰊 12
鰊 12
鰊 12
鰊 15

嵳땃
穪蒀

94,547

22,650,876

ㄐ䧆欰娦箁
Life on the Line
䲀ꌼ㆞⛓䧗
Inhebbek Hedi
䧮涸ㆁ嫲䞕➃
Up for Love

逕瘘㼭倞ꨶ䕧：
旙漗！㣆⚆歲㣐⡲䨞！
Crayon Shinchan 2016
Theatrical Film: Bakusui
Yumemmy
World Daitotsugeki
湱秉㖈⢵欰

オ㣆➃ The BFG

姻㸻ㆥし䬘 Shin Godzilla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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㕜ⴽ

秹ⴽ

涮遤Ⱇ

♳晚傈劍

稡鎙牱侸

稡鎙ꆄ겙

傈劥

兜麒

ꅷ僅

2016/08/02

17,340

4,145,622

繡㕜

鰊 12

螠秝

2016/08/04

429,092

107,031,858

2016/08/05

9,646

2,287,451

2016/08/05

7,212

1,570,777

犷倛

2016/08/05

5,056

1,106,680

傈劥

纏㣐ⵄ

鰊 15
⥃隌

橇椕
薊㿂
㪮劆

⽫䏞

鰊 12

傈劥

兜麒

㣔꼛
遤瑠

2016/08/05

3,467

849,676

繡㕜

鰊 12

㪮鋕

2016/08/05

2,392

538,708

2016/08/05

1,446

323,180

2016/08/05

1,138

243,104

岁㕜
岁㕜
㨽Ⰹ
榰䬘

⥃隌
兜麒

匌僂
鮦䏨

鰊 12

冝⯕둷

2016/08/05

26

5,460

銯棵暆

鰊 15

冝⯕둷

2016/08/05

13

2,730

傈劥

兜麒

加唼蔅

2016/08/05

10

2,350

繡㕜

⥃隌

⚥谁

2016/08/08

13

3,000

2016/08/11

61,812

14,708,442

2016/08/12

21,342

5,167,394

繡㕜
傈劥

兜麒
⥃隌

⽈⨀
薊㿂
㪮劆

69

⪔鏽

2016 䎃䏞籏锸

TAIWAN CINEMA
YEARBOOK

晚そ

䧮ⴀ♧♴ I’m Off Then
ㆰ耫 The Wailing
猰䪮嵞⸙ Cel

⚸띋Ⱏ㾀欰崞
The Commune
蔅抡 Hana-Bi

㤉뒊刼 Sonatine

ꡠ♶⡞涸钸䞨
A Man and a Woman
⯒凐涸歑➃ Violent Cop
ꨫ傈笪騟䨞 Zero Days
隶辿➃ Bite

呠蒀閱ꨣ La Dame dans
L’auto avec des Lunettes
et un Fusil
菕嵳桬ⷜ㜥晝：GOLD
One Piece Film Gold
3-4x10 剢 Boiling Point
频恎 Ben Hur

穪닔䃋 The Shallows

ꃏ㼂：눦䓛⫄铞 Kubo
and the Two Strings

㕜ⴽ

䗞㕜
ꯓ㕜

秹ⴽ

兜麒
ꣳⵖ

繡㕜

鰊 15

⚸띋

⥃隌

傈劥
傈劥
ꯓ㕜
傈劥
繡㕜

⸈䭭㣐

鰊 15
ꣳⵖ
ꣳⵖ
ꣳⵖ
兜麒

鰊 15

♳晚傈劍

稡鎙牱侸

稡鎙ꆄ겙

2016/08/12

21,186

4,486,730

2016/08/12

15,783

3,629,537

䠦뜩窣嵳♳恠麉 Fidelio,
L’Odyssée d’Alice

嵳坿

2016/08/12

3,949

898,489

䘰坿痧㔋そ Fourth Place

耢䕧

2016/08/12

1,142

231,760

2016/08/12

928

201,895

匌僂

2016/08/12

548

119,825

〳坿

2016/08/12

357

81,710

2016/08/12

367

79,915

2016/08/12

196

42,740

齡♧㢹，䧮䧃㶲✫
9 Mois Ferme

2016/08/12

34

7,200

鋷㺙デ涯 Fatima

涮遤Ⱇ

嵳땃
鮦䏨

匌僂

匌僂
⫄䕧
✽⹛

冝⯕둷

xxx 涸⻍ꅿ娀：
竤Ⱙ⥜䗂䕧㾝

xxx 涸⻍ꅿ娀：
竤Ⱙ⥜䗂䕧㾝

xxx 涸⻍ꅿ娀：
竤Ⱙ⥜䗂䕧㾝

晚そ

ꃰ䖕⛓假 Saint Amour

捙搟ꫭ僱 La Tête Haute
㾏䱾笪騟 Antisocial
㥶缾⛓莽
Comme un Avion

➃欰ⱟ鮪穉 Terre Battue
䙭抡鷆⯒ I Am Wrath

䧮剎乩剤齡䏠㙹㜄
Un Château en Italie

岁㕜

鰊 15

冝⯕둷

2016/08/12

傈劥

兜麒

潈㹐
倞ⶾ

2016/08/13

24,689

6,183,816

2016/08/13

317

67,110

2016/08/18

42,474

10,480,748

2016/08/18

31,703

7,613,454

噲鸠猲媹 2
Mechanic: Resurrection

橇椕

2016/08/18

9,207

2,217,083

抡箁䱒㼂 War Dogs

2016/08/19

2016/08/19

2,300

474,520

2016/08/19

808

167,630

傈劥
繡㕜
繡㕜
繡㕜

ꣳⵖ
⥃隌

鰊 12
兜麒

匌僂

崣䬘褑
⽈⨀

㥶卓鸏⚆歲頥嶋㣟✫
If Cats Disappeared from
the World

傈劥

兜麒

⫄䕧
✽⹛

㣐㻤ⴼ㹻 The People
VS. Fritz Bauer

䗞㕜

鰊 12

㸞〳

聃鋅䠦⡹涸耫갉 Loev

⪔鏽

岁㕜

鰊 15

嵳땃

70

5

25,294

1,050

5,799,292

娦㾏⩏䱳 Je Fais le Mort

xxx 涸⻍ꅿ娀：
竤Ⱙ⥜䗂䕧㾝

䧮㖈耢ざ㕜♳铭
La Cour de Babel

꣫騟鏞㹐 Des Apaches
鷠ꫭ僱 Vandal

ꩪ赙䟅눦
The Neon Demon

ㄳ㉱ ˙ 䠦䞕 Café Society
焗嵳话㣔－㼬怵晝（侸
⡙⥜䗂） Le Grand Bleu
余⡥繏嵥㹨 Francofonia

㕜ⴽ

秹ⴽ

岁㕜

鰊 15

岁㕜

ꣳⵖ

ꯓ㕜
岁㕜

⸈䭭㣐
岁㕜
岁㕜
繡㕜
岁㕜
岁㕜
岁㕜
岁㕜
岁㕜
岁㕜
岁㕜
繡㕜
繡㕜
岁㕜
繡㕜
岁㕜
䗞㕜

兜麒

鰊 15
ꣳⵖ

鰊 12
⥃隌
ꣳⵖ
鰊 12
兜麒
ꣳⵖ
⥃隌
兜麒
兜麒
⥃隌

鰊 15
鰊 15
ꣳⵖ
⥃隌

鰊 12
⥃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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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傈劍

稡鎙牱侸

稡鎙ꆄ겙

2016/08/19

584

120,620

2016/08/19

148

29,320

2016/08/19

106

23,150

2016/08/19

99

18,930

2016/08/19

55

11,540

2016/08/19

59

10,980

Ⱖ➮

2016/08/19

51

9,500

冝⯕둷

2016/08/19

20

4,200

2016/08/20

169

32,930

Ⱖ➮

2016/08/20

121

22,930

Ⱖ➮

2016/08/20

105

19,970

2016/08/21

100

19,570

2016/08/21

77

14,910

2016/08/22

52

9,900

2016/08/22

31

5,550

2016/08/25

73,616

17,653,832

2016/08/25

20,834

5,055,133

2016/08/25

1,958

455,217

2016/08/26

13,658

3,052,367

2016/08/26

2,646

615,283

2016/08/26

2,965

614,010

涮遤Ⱇ

㣔꼛
遤瑠
Ⱖ➮
⢕僦
Ⱖ➮

冝⯕둷
Ⱖ➮

Ⱖ➮

Ⱖ➮
Ⱖ➮
Ⱖ➮
Ⱖ➮
薊㿂
㪮劆
螠秝
鮦䏨
歌♳
⽂䓽
嵳땃

71

⪔鏽
岁貽銯倞
儘➿䕧㾝

岁貽銯倞
儘➿䕧㾝

岁貽銯倞
儘➿䕧㾝
岁貽銯倞
儘➿䕧㾝

岁貽銯倞
儘➿䕧㾝
岁貽銯倞
儘➿䕧㾝
岁貽銯倞
儘➿䕧㾝
岁貽銯倞
儘➿䕧㾝
岁貽銯倞
儘➿䕧㾝
岁貽銯倞
儘➿䕧㾝

2016 䎃䏞籏锸

TAIWAN CINEMA
YEARBOOK

晚そ

泇期鼠晋㡦 Miles Ahead
鹎乹涸䶫錬歑㷛
Young Wrestlers
凐✥㢹 ’71

䠦 ˙ 摏柱
Goddess of Love

9

剢

㕜ⴽ

繡㕜
蚛貽
繡㕜
繡㕜

秹ⴽ

鰊 15
兜麒

鰊 15
ꣳⵖ

涮遤Ⱇ

繡傻
〳坿

冝⯕둷
冝⯕둷

♳晚傈劍

稡鎙牱侸

稡鎙ꆄ겙

2016/08/26

1,303

298,156

2016/08/26

255

56,490

2016/08/26

13

2,730

2016/08/26

12

2,520

⪔鏽

晚そ

谔ㄐ溫湱 Misconduct
䚍䠦䊼䒲 Deeper

㾏䱾笪騟 2 Antisocial 2
涯儿⛓ꨎ Hime–Anole
娂騟 Wrong Move
Ⱇ騟⛓桬
Kings of the Road

晚そ

㕜ⴽ

秹ⴽ

㖒柱ㆭ剤齡랃 HIGH ！
Too Young To Die!

傈劥

鰊 12

䠦摏柱 Goddess of Love

繡㕜

ꣳⵖ

㾏鸠鮦 Train to Busan
䧮涸罉時㋿僤➃
Nine Lives

嫲嵳鼩幀 After the Storm

BigBang Made ⚆歲䊣鶬
怵㈖剚私㻜 BigBang
Made: The Movie
눦鑠 Morgan

豤棁㣗➃㼦㭶鎙
Love & Friendship
䠦搂姺湈䗞謠蛏
The Letters

䊼랫 ˙ 䗞䊝 Paris, Texas

䣦劆⛓缾 Wings of Desire
儘瑠〓鷗罏
Time Renegades

欬蹓涸ㅶ⫊ Bitter Honey

ꯓ㕜
岁㕜
傈劥

鰊 15
⥃隌
兜麒

涮遤Ⱇ

ꅷ僅

♳晚傈劍

稡鎙牱侸

稡鎙ꆄ겙

2016/09/01

5,659

1,290,159

冝⯕둷

2016/09/01

2

420

鮦䏨
嵳坿

2016/09/02 544,958
21,232

5,161,012

⫄䕧
✽⹛

2016/09/02

17,074

3,759,213

ꯓ㕜

鰊 12

橇椕

2016/09/02

繡㕜

ꣳⵖ

犷倛

2016/09/02

4,938

1,175,862

2016/09/02

3,437

734,398

㪮鋕

2016/09/02

1,921

439,029

歌♳

2016/09/02

1,133

252,935

2016/09/02

1,010

219,725

2016/09/02

622

135,325

2016/09/02

571

124,900

繡㕜
繡㕜
䗞㕜
䗞㕜
ꯓ㕜
繡㕜

兜麒
兜麒
兜麒
⥃隌

鰊 15
⥃隌

䰦⪂

歌♳
륌牬
㣔꼛
遤瑠

72

䠦뜩窣恠麉㙹䋑
Alice in the Cities

㸛㆞涸搋䣂
The Goalkeeper’s Fear
繡㕜剦
The American Friend

傈劥

ꣳⵖ
ꣳⵖ

䗞㕜

鰊 15

䗞㕜

鰊 15

䗞㕜
䗞㕜
䗞㕜

⥃隌

鰊 15
鰊 15

稡鎙ꆄ겙

2016/09/02

369

93,230

2016/09/02

13

2,730

2016/09/02

2

420

2016/09/03

1,005

231,470

歌♳

2016/09/03

620

131,480

歌♳

2016/09/03

548

118,243

2016/09/03

135

29,844

2016/09/04

261

54,815

2016/09/07

323

69,986

㋐

冝⯕둷
冝⯕둷
穪蒀

歌♳
歌♳
歌♳

2016/09/09

38,862

9,352,361

㭶狲梖䖎㣐
Mike and Dave Need
Wedding Dates

繡㕜

ꣳⵖ

犷倛

2016/09/09

15,240

3,686,003

僈㣔ⴽⱄ⢵侫
A Man Called Ove

榰Ⱙ

⥃隌

嵳땃

2016/09/09

11,477

2,377,185

〳坿

2016/09/09

8,798

2,008,821

嵳坿

2016/09/09

5,341

1,219,274

2016/09/09

923

219,439

2016/09/09

684

144,600

2016/09/09

440

95,200

穪蒀

2016/09/09

352

74,595

ꅷ僅

2016/09/09

295

64,975

2016/09/09

20

4,170

嗃暟㕬Ꙥ Evergreen Love

俒 ˙ 影䗞倛－
䧮㖈假鸁♳ 2

⸈䭭㣐

ꣳⵖ

稡鎙牱侸

薊㿂
㪮劆

뇬䩧晘 Take Me Home

俒 ˙ 影䗞倛－
䧮㖈假鸁♳ 2

繡㕜

鰊 12

♳晚傈劍

涮遤Ⱇ

鰊 15

䞕剅（侸⡙⥜䗂）
Love Letter

1,685,200

繡㕜

秹ⴽ

薊㕜

梖ㄐ湬久 Nerve

133,035,683

2016/09/02

4,213

⪔鏽

㕜ⴽ

꣡ꏗ♧ ] 2016 䎃㣐〵⻍㖒⼦㢫铃晚牱䨼私ꏗ

㣐谁遯㹻莅䧮
Me and Kaminski

過뇬舟鏻派
Therapy for a Vampire
馄荈搭灇瑖剚
Haunted Campus

繡猽倰 Final Recipe

秝礩륔⯘ Green Room

傈劥
岲㕜
傈劥
䗞㕜

㤹㖒ⵄ
傈劥
ꯓ㕜
繡㕜

兜麒
鰊 15
兜麒

鰊 15
鰊 12
鰊 12
兜麒
ꣳⵖ

⢕僦
鮦䏨
穪蒀

冝⯕둷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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俒 ˙ 影䗞倛－
䧮㖈假鸁♳ 2
俒 ˙ 影䗞倛－
䧮㖈假鸁♳ 2
俒 ˙ 影䗞倛－
䧮㖈假鸁♳ 3
俒 ˙ 影䗞倛－
䧮㖈假鸁♳ 2
俒 ˙ 影䗞倛－
䧮㖈假鸁♳ 3

2016 䎃䏞籏锸

TAIWAN CINEMA
YEARBOOK

晚そ

䕧㶩砮椕㆞－Ⱶ㷎鼇
䬫飓籏꧌眝 䕧莅⯕
Kuroko’s Basketball:
Winter Cup Highlights
~Shadow and Light~
랱麥㼭㶩僤㣆
My Paparotti
杵䚍 Uncaged

BJ 剤㋐
Bridget Jones’s Baby
➿贫：ꋈ遤⹛
Operation Chromite
㣔䩞厣ꆄ倛 Genius

㕜ⴽ

244

60,198

ꯓ㕜

鰊 12

僤ꥹ

2016/09/10

95

20,140

2016/09/10

28

5,860

2016/09/14

44,870

10,628,994

2016/09/14

10,618

2,554,595

2016/09/14

7,084

1,593,472

2016/09/14

5,971

1,437,446

繡㕜
繡㕜
ꯓ㕜
繡㕜

繡㕜
繡㕜
傈劥

뇬宐눦ㄭ The Drownsman ⸈䭭㣐

牟뇬꽺㹐：〷開涬
Snowden
饬弔骪抡
Hell or High Water

稡鎙ꆄ겙

2016/09/10

剓䖕♧妄荈歋 Desierto

Lady’s 㼺걧⦛
Free the Nipple

稡鎙牱侸

纈薊爢

繡㕜

㾏䨜屜愯 Muck

♳晚傈劍

兜麒

꼛莅窣騟갉坿剚
The Music of Strangers:
Yo-Yo Ma and the Silk
Road Ensemble

麉䨡桬：妄⯋涸랱冝
Yu-Gi-Oh ！ The Dark
Side of Dimensions

涮遤Ⱇ

傈劥

穅噲굔ꬶ Precious Cargo ⸈䭭㣐

䳄偫余㙹䋑
Where to Invade Next

秹ⴽ

繡㕜
繡㕜
繡㕜
繡㕜

ꣳⵖ

鰊 12
鰊 12
兜麒

鰊 12

⥃隌

鰊 15
⥃隌

冝⯕둷
橇椕
鮦䏨
⫄䕧
✽⹛
ꅷ僅
㣔꼛
遤瑠
薊㿂
㪮劆
耢䕧

2016/09/14

1,207

256,296

耫岚麉䨡 Lfo

䚓㣼㷑⯥ꤎ
Miss Peregrine’s Home
for Peculiar Children

捀㧨铞涸閦 The Light
between Oceans

2016/09/14

896

186,110

暶⿐뇬㾋 Abattoir

29

6,090

冝⯕둷

2016/09/16

14

2,940

冝⯕둷

2016/09/17

6

1,260

2016/09/23

31,822

7,526,180

2016/09/23

4,579

1,052,031

74

噲坿Ⱇ㺲 Boarding House

㣔딭廪歿涸蓺謠⠺㫫
Ulyana Lopatkina

2016/09/16

륌牬

楪꒳♳涸㣼髖
Miracles on the Piano

207,015

冝⯕둷

鰊 15

ꬌ兜鸒㘗歑 Chevalier

1,017

鰊 15

嵳坿

⩏䱳䖶䩛峤✲⟝砤－
僤硱⛓嵳 The Sea of
Seiro: Detective Mitarai’s
Casebook

2016/09/14

2016/09/15

鰊 12

䠦莅랱冝涸佦✲ A Tale
of Love and Darkness

NY ㋲魨傈鎹
Maggie’s Plan

歌♳

鰊 15

晚そ

冾儘⨢姺ㄎ
Don’t Breathe

⥃隌

ꣳⵖ

⪔鏽

4,654

1,135,619

佞嵠♧停∼♲➿湡
Born in the Exile

嫄♴蠝蠝玅
The Magnificent Nine
륔⯘竤椚➃ Danny Says
㥏⫄：괐崩䚍✲
The Story of Ong-Nyeo

㕜ⴽ

秹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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㪮鋕

♳晚傈劍

稡鎙牱侸

稡鎙ꆄ겙

2016/09/23

2,806

606,083

涮遤Ⱇ

繡㕜

⥃隌

傈劥

兜麒

㣔꼛
遤瑠

2016/09/23

1,517

354,476

䋞茣

ꣳⵖ

匌僂

2016/09/23

589

132,335

2016/09/23

345

68,710

2016/09/23

20

4,210

冝⯕둷

2016/09/23

8

1,680

ꯓ㕜
ꯓ㕜

兜麒
ꣳⵖ

嵳땃

冝⯕둷

榰Ⱙ

鰊 15

繡㕜

鰊 12

犷倛

2016/09/27

181,378

44,517,274

繡㕜

兜麒

⽈⨀

2016/09/27

18,748

4,454,467

2016/09/30

10,455

2,452,765

2016/09/30

4,412

939,847

嵳땃

2016/09/30

1,355

275,800

鮦䏨

2016/09/30

877

201,560

2016/09/30

266

65,498

2016/09/30

181

39,202

2016/09/30

65

14,445

2016/09/30

1

210

繡㕜
繡㕜
岁㕜
繡㕜
傈劥
傈劥
繡㕜
ꯓ㕜

⥃隌

鰊 12
兜麒
ꣳⵖ
兜麒
兜麒

鰊 12
ꣳⵖ

㪮鋕
ꅷ僅

㣔꼛
遤瑠
㣔꼛
遤瑠
缺
僦殥

冝⯕둷

75

⪔鏽

2016 䎃䏞籏锸

TAIWAN CINEMA
YEARBOOK

10

晚そ

剢

晚そ

㢚崩㣐♱㣗
Three Summer Night
䙭抡㖒䎂箁
Deepwater Horizon

鮦♳涸㥏㷛
The Girl on the Train
鷑㶩둷 Storks

穪㖒 7 꾷㡦
The Magnificent Seven
䙭 Rage

䊺竤䖎䟝㧨
Miss You Already
痝颀坿湁㹻
Masterminds

䠦僽宕䚻 Eternity
䧮涸㘗歑罉꠸
Do You See Me?
㟯銯ㆥ䛌䙳佦✲
Mexico Barbaro

⸆㣗ⴡ✲
Martial Cop: Chinatown
㖒柱 Inferno

⡹涸そ㶶 Your Name

剚鎙䌌 The Accountant
牟䑉匌❩㡭麉鎹
Ants on a Shrimp
䊼랫饥갉㣔た
Marguerite

ㆁⵄ岚暶：娦牟涸翱暟 II
Harry Potter and the
Deathly Hallows: Part II

儘㼿䋷㕜ざ秉涸㨥
The Model
㕜ⴽ

秹ⴽ

ꯓ㕜

鰊 15

繡㕜

鰊 12

繡㕜
繡㕜
繡㕜

鰊 12
兜麒
兜麒

傈劥

鰊 15

薊㕜

鰊 12

繡㕜
岁㕜
纏㣐ⵄ
繡㕜
繡㕜
繡㕜
傈劥
繡㕜
蚛貽

鰊 12
鰊 12
鰊 12
ꣳⵖ
ꣳⵖ

鰊 12
兜麒

鰊 12
兜麒

岁㕜

鰊 12

繡㕜

⥃隌

涮遤Ⱇ

冝⯕둷
薊㿂
㪮劆

♳晚傈劍

稡鎙牱侸

稡鎙ꆄ겙

2016/10/01

25

5,250

⪔鏽

119,745

ㆁⵄ岚暶：娦牟涸翱暟 I
Harry Potter and the
Deathly Hallows: Part I

繡㕜

⥃隌

螠秝

2016/10/14

308

117,690

期䞕䣦✲ Intimacy

ꯓ㕜

ꣳⵖ

冝⯕둷

2016/10/15

5

1,050

2016/10/16

5

1,050

〳坿

2016/10/18

342

75,825

45,789

11,179,960

2016/10/07

26,075

6,252,417

2016/10/07

13,016

2,922,839

㸞〳

2016/10/07

5,305

1,299,077

륌牬

2016/10/07

4,135

986,748

2016/10/07

1,741

361,509

2016/10/07

1,321

257,130

2016/10/07

66

13,910

2016/10/07

3

630

2016/10/12

148,696

36,835,058

ㆁ䬘㢹劢溭
Halal Love (And Sex)

2016/10/14

361,682

87,606,736

꽺㢹 All Hallows’ Eve

2016/10/14

150,902

36,512,094

2016/10/14

1,645

368,915

繡傻

2016/10/14

1,098

227,355

螠秝

2016/10/14

370

152,390

冝⯕둷
⽈⨀
⫄䕧
✽⹛
螠秝
❮럊

76

虢龟㤾뇺㢹 Blackburn
桄䠦㣐荆怵
The Together Project

⸈䭭㣐
岁㕜

ꣳⵖ
兜麒

冝⯕둷

牟ꦡ⟤：宕♶㔐걧
Jack Reacher: Never Go
Back

繡㕜

⥃隌

崣䬘褑

2016/10/21

138,710

33,567,782

焈➲：䟅㨥彂
Ouija: Origin of Evil

繡㕜

鰊 12

橇椕

2016/10/21

23,219

5,449,948

2016/10/21

10,280

2,184,115

2016/10/21

2,028

427,380

鮦䏨

2016/10/21

963

216,285

兞

2016/10/21

829

168,780

2016/10/21

461

94,840

2016/10/21

45

9,420

冝⯕둷

2016/10/22

5

1,070

㸤繡꣫欰➃
Perfect Strangers

䗱涸ꬆ㺑
Le Coeur Régulier
饱彂：껷晋鮦畀
Seoul Station

띋猨 Early Summer

涟泇䨞陪
Untouchable Lawmen

莍晚ꅾ僦

129,950

592

2016/10/07

冝⯕둷

638

2016/10/14

12,861,854

嵳땃

2016/10/14

鮦䏨

52,863

㣔꼛
遤瑠

稡鎙ꆄ겙

鰊 12

2016/10/07

⫄䕧
✽⹛

稡鎙牱侸

ꯓ㕜

桬晦鎙⚥鎙
A Violent Prosecutor

16,361,911

⽈⨀

耢䕧

♳晚傈劍

涮遤Ⱇ

鰊 15

66,991

螠秝

秹ⴽ

⚸띋

2016/10/06

橇椕

㕜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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纏㣐ⵄ

⥃隌

岁㕜

鰊 15

ꯓ㕜

鰊 15

傈劥

兜麒

䗞㕜
繡㕜

⥃隌
ꣳⵖ

嵳땃
㣔꼛
遤瑠

⢕僦

冝⯕둷

ꯓ㕜

鰊 15

鍑㺙㿋麨㛇 Going Clear:
Scientology and the
Prison of Belief

繡㕜

⥃隌

冝⯕둷

2016/10/22

2

420

㣼殯⽈㡦 Doctor Strange

繡㕜

鰊 12

⽈⨀

2016/10/25

433,346

115,559,271

2016/10/28

3,069

703,714

繡㕜䗱괐凐
American Pastoral

繡㕜

鰊 15

㪮鋕

77

⪔鏽

莍晚ꅾ僦

2016 䎃䏞籏锸

TAIWAN CINEMA
YEARBOOK

晚そ

ꅾ鵦䗱⾲럊 The Hollars

㕜ⴽ

繡㕜

䎂字來㸻倰憘ぐ
呏䒄
Francisco, El Padre Jorge
뇬䩞銴殗噠！
Midnight University

眡㖒䋑㜥：ㄤ굺⛓䗱
Tsukiji Wonderland
過聘喀卌：䖰걧㨥
Cabin Fever
䠦僽♧ꦷ頥 Tomcat

猽㺙
Himitsu the Top Secret
そ㦜：䎯䨞㣔♴
A Celebrated Gisaeng

11

剢

晚そ

눦녋礶 Trolls

䚓暟⢵侫
A Monster Calls

捙抡鼹㞯
Free State of Jones
㺙䱳 The Age of Shadows
桐窍碜Ⱖ卌涸欰ㄐ顜㹐
For Grace
殯齦陪㻌 Dias–Police

鷆媹⾌㢹〟卌 Blair Witch
穪ㄐ泇➃ꤎ
Villmark Asylum

梖ꃏ㡏汮㶩
The Preppie Connection
梖ㄐ⯕걧 Public Friends

岲㕜
傈劥
繡㕜

㤹㖒ⵄ
傈劥
ꯓ㕜

秹ⴽ

⥃隌
兜麒

鰊 12
兜麒
ꣳⵖ
ꣳⵖ
ꣳⵖ
ꣳⵖ

♳晚傈劍

稡鎙牱侸

稡鎙ꆄ겙

2016/10/28

1,336

270,765

2016/10/28

937

194,317

2016/10/28

723

162,548

2016/10/28

501

106,370

鮦䏨

2016/10/28

257

53,965

艍艍䵆鲛駊
Sausage Party

⢕僦

2016/10/28

200

41,080

ꏈ띋倛 Max Steel

2016/10/29

228

50,160

2016/10/29

29

6,100

涮遤Ⱇ

薊㿂
㪮劆
㸞〳
듳耢
鮦䏨

ꅷ僅

冝⯕둷

⪔鏽

晚そ

♴崩涸钸䞨 Going Out

讍ⵄ堥Ꟁ：ㆁ䗞麽㣼髖
Sully
嫲ⵄ ˙ 卌䛸涸⚥㜥䨞✲
Billy Lynn’s Long
Halftime Walk

擨旰 Silenced

麂鋅랱㣔딭桬㶩 Reset

ꠉ蹓泇♳騟 Like Crazy
ꤥ呠遯 Cherry Tree

㕜ⴽ

繡㕜
繡㕜

秹ⴽ

兜麒
⥃隌

⺱暆ⵄ

鰊 15

ꯓ㕜

鰊 15

繡㕜
傈劥
繡㕜
䮱㪮
繡㕜
岁㕜

兜麒
ꣳⵖ

鰊 15

涮遤Ⱇ

犷倛
륌牬
ꅷ僅
⫄䕧
✽⹛
嵳땃
㣔꼛
遤瑠
薊㿂
㪮劆

♳晚傈劍

稡鎙牱侸

稡鎙ꆄ겙

2016/11/04

19,155

4,605,875

2016/11/04

16,674

3,948,300

2016/11/04

3,581

713,709

2016/11/04

2,562

580,313

2016/11/04

1,185

249,980

2016/11/04

1,003

204,855

2016/11/04

855

䟅눦跨歑 Museum

䚓桊莅暓⦛涸欴㖒
Fantastic Beasts and
where to Find Them

稡鎙牱侸

稡鎙ꆄ겙

2016/11/04

9

1,890

ꯓ㕜

ꣳⵖ

繡㕜

⥃隌

螠秝

2016/11/08

300

60,000

繡㕜

⥃隌

㋐

2016/11/11

149,150

72,906,087

繡㕜

ꣳⵖ

⽈⨀

2016/11/11

11,468

2,750,129

2016/11/11

10,126

2,331,993

2016/11/11

3,243

742,273

2016/11/11

776

163,090

2016/11/11

264

56,980

2016/11/11

81

17,115

2016/11/11

68

16,425

2016/11/11

70

16,270

螠秝

2016/11/12

7,156

1,703,632

繡㕜
ꯓ㕜
岁㕜

纏㣐ⵄ
岁㕜

纏㣐ⵄ
岚貽
傈劥

⥃隌

鰊 15
兜麒

鰊 12
ꣳⵖ
ꣳⵖ
ꣳⵖ
ꣳⵖ

嵳坿
鮦䏨
㣔꼛
遤瑠
〳坿

冝⯕둷
冝⯕둷
穪蒀

螠秝

2016/11/17

455,377

116,666,334

岚晋⳯㽳䛸莅堥ꡠ➃⩑
槈堥꧉㫫 Poke’mon The
Movie XY&Z

傈劥

兜麒

剋鶔

2016/11/18

4,860

1,136,260

185,235

騟僒涸痧 9 哭ㄐ
The 9th Life of Louis Drax

薊㕜

鰊 12

ꅷ僅

2016/11/18

2,223

510,719

㼱㥏 Night’s Tightrope

傈劥

⥃隌

2016/11/18

1,930

441,666

2016/11/18

1,002

210,845

2016/11/18

634

143,198

2016/11/04

475

100,235

ꣳⵖ

耢䕧

2016/11/04

364

73,240

2016/11/04

359

70,520

78

눃䞨➃눴㩷 The Lure

冝⯕둷

♳晚傈劍

涮遤Ⱇ

⥃隌

冝⯕둷

⾲ⶾ

눦눃⥡坿鿈 Tulpa

秹ⴽ

繡㕜

鰊 15

鰊 12

⪔鏽

㕜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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䧮⦛涸鰋期䎃➿
Everybody Wants Some
㣟䎸歑㷛
Destruction Babies

⺱暆ⵄ
傈劥

鰊 15
鰊 15

㣔꼛
遤瑠
ꅷ僅
螠䕧

79

⪔鏽

2016 䎃䏞籏锸

TAIWAN CINEMA
YEARBOOK

晚そ

⯕囙乫〵 Hands of Stone
㠗蔅㥏㷛㣆麉⚥
Girl Asleep
㥏㷛ꫭ僱私✲
The World of Us

噲坿Ⱇ㺲 2
Boarding House 2
눦㥏⸙ June

㼱䎃犝䧗 Mammal

ꏈ薊꧆ Hacksaw Ridge
坿⢵馊䠦⡹ La La Land
冝媹來㹔：365 傈⦝
侸鎙儘 Assassination
Classroom The Movie:
365 Days’ Time

㕜ⴽ

繡㕜
慍崎
ꯓ㕜
ꯓ㕜
繡㕜

䠦晋貽
繡㕜
繡㕜

秹ⴽ

鰊 15
⥃隌
兜麒

涮遤Ⱇ

薊㿂
㪮劆
〳坿
〳坿

♳晚傈劍

稡鎙牱侸

稡鎙ꆄ겙

2016/11/18

481

102,430

2016/11/18

54

12,020

2016/11/18

28

6,150

ꣳⵖ

冝⯕둷

2016/11/18

19

3,990

鰊㼬

冝⯕둷

2016/11/19

7

1,470

2016/11/22

14

2,870

2016/11/23

60,977

14,424,613

鰊 15
兜麒
兜麒

〳坿
歌♳
薊㿂
㪮劆

2016/11/23

228

50,160

⪔鏽

晚そ

穪ㄐ媹恊 Vanish
䠦䞕，瑳㥶Ⱖ⢵
Over the Fence

暶僦
饱㨥傈

2016/11/28

485

111,550

暶僦
饱㨥傈

㕜ⴽ

秹ⴽ

涮遤Ⱇ

⽈⨀

♳晚傈劍

稡鎙牱侸

稡鎙ꆄ겙

⪔鏽

2016/12/01

63,455

15,597,471

橇椕

2016/12/02

10,787

2,510,561

2016/12/02

6,466

1,527,228

2016/12/02

6,110

1,337,538

2016/12/02

2,498

572,283

2016/12/02

1,689

350,000

2016/12/02

1,072

242,040

2016/12/02

100

19,680

2016/12/02

31

6,400

2016/12/02

16

3,330

2016/12/02

4

840

2016/12/03

142

28,260

2016/12/04

103

197,780

12

剢

晚そ

对䨞殯⚆歲：䒲過⛓䨞
Underworld: Blood Wars

肬ꤥ䨼 Shut In

繡㕜

鰊 15

嵳坿

2016/11/25

7,337

1,710,333

2016/11/25

2,323

544,066

2016/11/25

1,454

309,975

嵳땃

2016/11/25

1,236

246,480

⽭ꦖ繏剋〷
Life Risking Romance

㸞〳

2016/11/25

529

115,745

耢䕧

晋涮㙹 Alphaville

2016/11/25

577

113,930

⢕僦

2016/11/25

203

44,710

2016/11/25

57

10,970

2016/11/25

42

8,880

2016/11/25

21

4,390

嬁㼭㷛鼇鼹畀
Who Gets the Dog

暜繙㼭薊꧆
Little Mountain Boy

䗞㕜

鰊 15

繡㕜

兜麒

榰㡦

ⱄ鋅埲奭埠 The Olive Tree 銯棵暆
ꏈ谁㦜 Robo- Geisha
鑠㹶 The Invitation
繡뜩舟⚆歲
Beautiful People

傈劥
繡㕜

纏㣐ⵄ

⥃隌
兜麒
鰊㼬

鰊 15
ꣳⵖ

薊㿂
㪮劆

冝⯕둷
冝⯕둷

80

77,400

㣔꼛
遤瑠

3,055,139

24 鹋 24 Weeks

387

兜麒

13,252

❮럊

2016/11/27

傈劥

2016/11/25

兜麒

㣔꼛
遤瑠

幀㢹굺㛔 ꨶ䕧晝 2
Midnight Diner 2

鮦䏨

岁㕜

2,920

71,080

鰊 12

僈傈鹎遤刼 Tomorrow

14

333

傈劥

Ⱖ➮

2016/11/25

冝⯕둷

⪔鏽

2016/11/27

娦❗瘘鎹劥：对䨞倞⚆歲
Death Note 2016

鰊 15

稡鎙ꆄ겙

穪蒀

2016/11/24

岁㕜

兜麒

稡鎙牱侸

兜麒

加唼蔅

穅噲鷆媹⟂：㼬怵晝 Léon

傈劥

ꣳⵖ

♳晚傈劍

涮遤Ⱇ

♶⚸

⥃隌

259,529

繡㕜

秹ⴽ

㏮槈㏮槈 Hema Hema:
Sing Me a Song while I
Wait

傈劥

1,070

㕜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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㢹遤⹛暟
Nocturnal Animals
㟺衆㣔⢪ Fallen

繡㕜

鰊 15

繡㕜

鰊 15

繡㕜

♶麕㽠僽⚆歲劣傈 It’s
⸈䭭㣐
Only the End of the World
⽓Ⰹꤥ Incarnate

恠Ꟁ涸诔〡
The Long Excuse

䛌䧌鏻派㹔 Fear Clinic
㥪㧼ⴽ㹐孵
My Friend’s Wife

秝礩䟅눦䃋
The Devil’s Rock
䊼랫嵥⚆粭
Code Unknown
岚䋞碜❏欰崞
Bohemian Life

繡㕜
岁㕜
ꯓ㕜
岁㕜
繡㕜
ꯓ㕜

秣銯貽
岁㕜
岁㕜

鰊 12
鰊 12
鰊 15
鰊 12
⥃隌

鰊 12
ꣳⵖ
ꣳⵖ
ꣳⵖ
⥃隌
兜麒

륌牬
⫄䕧
✽⹛
薊㿂
㪮劆
㣔꼛
遤瑠
鮦䏨
Ⱖ➮

冝⯕둷
冝⯕둷
冝⯕둷
Ⱖ➮
Ⱖ➮

81

溏♶鋅涸
㙹䋑䕧㾝

溏♶鋅涸
㙹䋑䕧㾝
溏♶鋅涸
㙹䋑䕧㾝

2016 䎃䏞籏锸

TAIWAN CINEMA
YEARBOOK

晚そ

㖒♴爢剚 Underground

儘涸괐兞＋卌岲䊝瀊晚
Timescapes + ShortFilms of Lin Tay-Jou
姹坿㥪耫갉 Sing
㣟䱾ꦎ麥 Tunnel

倞㾀괐凐 The Salesman
♧鹋Ⱄ㣔涸娔剢：䫪걧
儘➿ The Beatles Live:
Touring Years

㕜ⴽ

岁㕜

秹ⴽ

鰊㼬

涮遤Ⱇ

兞

♳晚傈劍

稡鎙牱侸

稡鎙ꆄ겙

2016/12/05

72

14,900

秣銯貽

兜麒

Ⱖ㸐

2016/12/06

繡㕜

兜麒

橇椕

2016/12/09

88,429

21,354,893

2016/12/09

4,795

1,083,568

2016/12/09

3,669

745,870

ꯓ㕜
岁㕜

⥃隌
⥃隌

듳耢
嵳땃

39

7,700

⪔鏽

溏♶鋅涸
㙹䋑䕧㾝

晚そ

⥃隌

ꏈ楪來䌌 Piano Teacher

ꣳⵖ

鎹䥊⛕갠
Louder Than Bombs

띳⺫馄➃ꨶ䕧晝：梖Ⱘ
⛓僤涸⽂麨莅⧍㧥
Anpanman: Nanda and
Runda from Star of Toys
⭑䒭 The Ceremony

薊㕜

⥃隌

鮦䏨

2016/12/09

穅噲鮦ꤏ：굔ⴀꅾ㕠
Nitro Rush

⸈䭭㣐

ꣳⵖ

〳坿

2016/12/09

459

110,358

곃㉏⯓欰剤㉏겗
La Felicità è un Sistema
Complesso

纏㣐ⵄ

⥃隌

⢕僦

2016/12/09

361

75,590

⸈䭭㣐

ꣳⵖ

冝⯕둷

2016/12/09

65

13,450

䧮僽䋒蟛⯘
I, Daniel Blake

2016/12/09

55

11,020

僤ꥹ麕㹐 Passengers

2016/12/09

46

9,550

2016/12/09

7

1,440

Ⱖ➮

2016/12/10

151

31,080

钓媹蠝翱㢹
Berkshire County

㥶卓㖈岁㕜 ˙ ♧⦐假➃
Journal de France
⧺劍溫銴ㄐ Holidays

捦륌꾷㡦㕰
Knights of Badassdom
♴♧畀，㣔㕜 After Life

랱ꆄ♽䃋ば 3 －卼ꓳ眝
Ushijima the Loan Shark
Part 3 My Paparotti
僤ꥹ㣐䨞㢫⫄：⥊湁♧贫
Rogue One
剓繡涸㸞䱖
Collateral Beauty
鷆괐皬涸㷛㶩
The Kite Runner

岁㕜
繡㕜
繡㕜
繡㕜

鰊 12
ꣳⵖ

鰊 15
兜麒

兞

冝⯕둷
冝⯕둷

707

160,699

랱娦䚍넞惐 Deathgasm
䞕䣦ꤴ Trap

桊柱 We Are Monsters

闒闒⡹涸䊫⯘⸂ Nightcap

䟛時⨋걧汥 Why Him?

翱钲䵆鲛駊
Office Christmas Party

ꨶ䕧晝㦣䚓䩛ꐹ：ꠦ눦㣐
桬莅❀⦐佦✲㋿！僦歙㦣
䚓ؐؓثحխؒٝو㣐桬
ה５ךא暟铃ٍصٝ！

傈劥

鰊 15

⾲ⶾ

2016/12/13

繡㕜

⥃隌

⽈⨀

2016/12/14

119,368

32,236,766

2016/12/15

62,916

15,239,317

醗莻期䞕 Aroused by
Gymnopedies

2016/12/15

60

12,880

㢚傈⛓䧗 Jules et Jim

繡㕜
繡㕜

兜麒
⥃隌

螠秝

崣䬘褑

82

671

160,764

秹ⴽ

麂鋅遳頥 BOB
⺱暆ⵄ
A Street Cat Named Bob

笃崎馄갉鸠
Oasis Supersonic

溏♶鋅涸
㙹䋑䕧㾝

㕜ⴽ

槈뜩㫫⛓堀 Marina

㔋涰乹
Les Quatre Cents Coups

岁㕜
岁㕜
薊㕜

鰊 15
鰊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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ꅷ僅

♳晚傈劍

稡鎙牱侸

稡鎙ꆄ겙

2016/12/16

15,277

3,428,826

匌僂

2016/12/16

1,764

369,180

2016/12/16

1,698

364,745

鮦䏨

2016/12/16

1,159

253,170

涮遤Ⱇ

繡傻

傈劥

兜麒

冝⯕둷

2016/12/16

488

113,168

岁㕜

鰊 15

匌僂

2016/12/16

349

73,270

2016/12/16

153

32,400

2016/12/16

18

3,770

2016/12/16

10

2,100

2016/12/17

283

59,540

2016/12/19

2,557

535,195

2016/12/21

87,977

21,356,111

2016/12/23

32,881

7,927,325

繡㕜
ꯓ㕜
榰Ⱙ
岁㕜
薊㕜
繡㕜
繡㕜

ꣳⵖ
ꣳⵖ
ꣳⵖ

鰊 12
⥃隌
⥃隌

鰊 12

冝⯕둷
冝⯕둷
冝⯕둷
匌僂
⫄䕧
✽⹛
⽈⨀
犷倛

ꣳⵖ

崣䬘褑

2016/12/23

10,165

2,461,865

傈劥

兜麒

歌♳

2016/12/23

5,840

1,377,424

纏㣐ⵄ

鰊 12

耢䕧

2016/12/23

620

116,690

2016/12/23

358

72,980

2016/12/23

268

57,065

2016/12/23

277

56,160

繡㕜

岁㕜
傈劥
岁㕜

鰊 12
ꣳⵖ

鰊 12

Ⱖ➮
鮦䏨
Ⱖ㸐

83

⪔鏽
⟻ⵄ蛏涯ꨎ覝
䞕✲♲鿈刼

⟻ⵄ蛏涯ꨎ覝
䞕✲♲鿈刼

⟻ⵄ蛏涯ꨎ覝
䞕✲♲鿈刼

ꅾ影嘽嵥

ꯓ崩冝㢹䕧㾝

2016 䎃䏞籏锸

TAIWAN CINEMA
YEARBOOK

晚そ

䧗㢚窛铃 The Beautiful
Days of Aranjuez
剓䖕㖒♴
Le Dernièr Metro

䞕媹呪⚥呪
Vivement Dimanche!
ⵞ㹐來哭
Assassin’s Creed

Ꟁ㙹 The Great Wall

겮昿➃欰 Toni Erdmann
鸒繡➃ Planetarium
⫊暟铃 II 攨過眝
Kizumonogatari Part2
Nekket Suhen
䕧⛓♴
Under the Shadow
昿➔罏 Missing You
⥃䭰畀用
Staying Vertical

荞ㄐ痧Ⱉ䠮 Fatal Intuition
䝖罏➿贫：槈⚸㫫
Madonna

㕜ⴽ

秹ⴽ

岁㕜

⥃隌

岁㕜

鰊 12

岁㕜
繡㕜
繡㕜
䗞㕜
岁㕜

⥃隌

鰊 15
鰊 12
ꣳⵖ
ꣳⵖ

⢕僦

♳晚傈劍

稡鎙牱侸

稡鎙ꆄ겙

2016/12/23

218

42,770

Ⱖ㸐

2016/12/23

156

30,120

ꅾ影嘽嵥

2016/12/24

165

32,910

ꅾ影嘽嵥

2016/12/28

59,402

14,518,180

2016/12/29

46,389

11,314,397

涮遤Ⱇ

Ⱖ㸐
薊㿂
㪮劆
橇椕
嵳땃

2016/12/30

1,285

272,920

㪮鋕

2016/12/30

1,077

262,502

鰊 12

剋鶔

2016/12/30

520

130,792

薊㕜

鰊 12

鮦䏨

2016/12/30

122

25,960

2016/12/30

53

12,100

2016/12/30

31

6,490

2016/12/30

18

4,220

2016/12/30

20

4,220

岁㕜
ꯓ㕜
ꯓ㕜

ꣳⵖ
ꣳⵖ

鰊 12
ꣳⵖ

〳坿
⫄䕧
✽⹛
〳坿
〳坿

꣡ ꏗ ✳

2016 䎃㣐〵⻍㖒⼦螠铃晚
牱䨼私錄
資料來源 台北市影片商業同業公會
資料整理 潘味如

傈劥

ꯓ㕜

⪔鏽

1
ꯓ崩冝㢹
䕧㾝

ꯓ崩冝㢹
䕧㾝
ꯓ崩冝㢹
䕧㾝

剢

晚そ

衞㉏ 3 Ip Man 3

鷆㭶傈鎹 Go Lala Go

㼦륌鏒 Mojin-The Lost
Legend

䧮⦛㹻♶㣖擿 We Are
Family
罉똿䟝굳 Fly, Kite Fly
尣㣔 Sky on Fire

䃋䉞㻨⡲ II 㥧稙㲷秋麒
Hsien-Yung Pai
䃋䉞㻨⡲ II 隡⚥俒禺涸➃
Wen-Yue Lin
秋邆㼭㥏㷛
The Tag-Along

䃋䉞㻨⡲ II 1918 1918

䃋䉞㻨⡲II 匌銯 Boundary
㖒뀝눦➃ Keeper of
Darkness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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㕜ⴽ

껻度
〵抓
㣐ꤷ
〵抓
〵抓

秹ⴽ

鰊 12
兜麒

鰊 12
⥃隌
兜麒

〵抓

鰊 12

〵抓

兜麒

〵抓
〵抓
〵抓
〵抓
껻度

兜麒

鰊 15
兜麒
兜麒

鰊 15

涮遤Ⱇ

♳晚傈劍

稡鎙牱侸

稡鎙ꆄ겙

2016/01/01

218,578

52,576,016

歌♳

2016/01/01

9,315

2,299,238

騗䎃

㪮鋕

2016/01/01

6,379

1,592,414

騗䎃

2016/01/01

3,154

729,326

騗䎃

2016/01/01

2,207

441,440

騗䎃

2016/01/01

2,042

440,610

騗䎃

2016/01/01

945

203,215

騗䎃

2016/01/01

786

167,427

騗䎃

2016/01/01

492

114,449

騗䎃

2016/01/01

273

57,050

騗䎃

2016/01/01

259

54,168

騗䎃

2016/01/01

163

38,090

騗䎃

螠僦

䖤谁

暽柏㶩
鋕秝
螠➋
湡㺋
湡㺋
㪮鋕
湡㺋
湡㺋
螠僦

85

⪔鏽

2016 䎃䏞籏锸

TAIWAN CINEMA
YEARBOOK

晚そ

䃋䉞㻨⡲ II 䧮㙹 My City
䃋䉞㻨⡲ II 㥶姐涸遤匢
A Life that Sings
➮㱙 ² 涸询㼂㕬
The Map of DNA

嵳♳䞕剅 Trapped at
Sea, Lost in Time
♲㙹鎹 Tale of Three
Cities

䃋䉞㻨⡲ II 搂䁘⛓屎
River Without Banks
牟䑉 Rookie Chef

2

剢

晚そ

㣐㽵됇뎚 2
David Loman 2

껻度♲鿈刼
Hong Kong Trilogy:
Preschooled Preoccupied
Preposterous
銯麉鎹⛓㷟䝎瑠♲䩧涯
남礶 The Monkey King 2
䟝Ⰵ굳굳 3688

剢

秹ⴽ

〵抓

兜麒

〵抓

兜麒

〵抓
〵抓
껻度
〵抓
〵抓

⥃隌
兜麒

鰊 12
兜麒
兜麒

湡㺋

♳晚傈劍

稡鎙牱侸

稡鎙ꆄ겙

2016/01/02

473

102,772

騗䎃

湡㺋

2016/01/04

371

82,686

騗䎃

2016/01/08

7,788

1,721,166

2016/01/09

112

26,880

2016/01/15

376

74,880

2016/01/17

48

10,091

2016/01/31

15,555

3,553,104

涮遤Ⱇ

螠僦
兞
螠耢
湡㺋
⫄䕧
✽⹛

⪔鏽

莍晚ꅾ僦

莍晚ꅾ僦

晚そ

栬♧搂✳ Love in Vain

㹻剤㓳✲ All’s Well, Ends
Well Extended Version
ꐘ邆遺—粚僱ⴉ
Brotherhood of Blades
⻍❩䠦䞕佦✲ Beijing
Love Story

䠦㖈幀猨 Love in Late
Autumn

ㆭ♧㣔䧮⦛剚굳 She
Remembers, He Forgets
桬㹻妇 Wong Ka Yan

䧮⦛⨢䨞ゅ！ The Merger

䧮⢵荈秣秉 The Kid from
the Big Apple

➃欰䭾⦐雙 Like Life

3

㕜ⴽ

晚そ

䧮⦛涸齡儘姽ⵠ
The Moment
搂ꣳ僱⯕ In the Room

㕜ⴽ

〵抓
〵抓

秹ⴽ

⥃隌

鰊 12

涮遤Ⱇ

♳晚傈劍

稡鎙牱侸

稡鎙ꆄ겙

2016/02/02

31,874

7,365,077

螠秝

2016/02/03

161,512

37,751,487

2016/02/05

2016/02/18

16,152

3,768,116

2016/02/24

228

50,160

㪮鋕

껻度

兜麒

㣔꼛
遤瑠

껻度

兜麒

嵳坿

倞⸈㗗

㕜ⴽ

〵抓
껻度

兜麒

秹ⴽ

兜麒
ꣳⵖ

螠僦

涮遤Ⱇ

犷倛
㋐

86

1,322

⪔鏽

稡鎙牱侸

稡鎙ꆄ겙

2016/03/04

21,575

4,711,020

2016/03/08

228

50,160

䟅➃靽 House of Wolves
〫銴䧮Ꟁ㣐 Lokah Laqi

❀僤秹눴䎁㥏 Welcome
to the Happy Days

288,065

♳晚傈劍

궤㉻！ Let’s Eat

랱涯 Mole of Life

㕜ⴽ

〵抓

鰊 12

껻度

鰊 12

㣐ꤷ
㣐ꤷ
껻度
껻度
껻度
껻度
꼛⢵
銯❏
꼛⢵
銯❏
껻度
〵抓
〵抓
〵抓

搂ꣳ僱⯕ 27 In the Room 倞⸈㗗
㣼䎑ず㷸剚
See You Again

⪔鏽

4

剢

晚そ

暶䊨晆晆
The Bodyguard
騟鼹ꅿ귭 Kaili Blues

秹ⴽ

鰊 15
鰊 12
兜麒
⥃隌
兜麒

鰊 12
兜麒
兜麒
⥃隌
兜麒
兜麒

鰊 15
ꣳⵖ

꣡ꏗ✳ | 2016 䎃㣐〵⻍㖒⼦螠铃晚牱䨼私ꏗ

㪮鋕

♳晚傈劍

稡鎙牱侸

稡鎙ꆄ겙

2016/03/11

2,029

455,158

螠僦

2016/03/11

486

114,530

2016/03/11

423

71,005

2016/03/11

178

39,190

螠僦

2016/03/11

167

36,780

螠僦

2016/03/11

57

12,820

2016/03/11

54

12,210

2016/03/11

47

10,290

2016/03/13

154

33,810

2016/03/14

7

1,630

螠僦

2016/03/16

8

1,760

螠僦

2016/03/18

9,922

2,224,640

2016/03/18

7,620

1,726,258

2016/03/18

5,112

1,182,732

2016/03/18

810

167,268

涮遤Ⱇ

듳耢
눦䎑
儘ⵠ

螠僦
螠僦
螠僦
螠僦

內㣔
螠䕧
㋐

〵抓

⥃隌

㥪㷛㶩

2016/03/25

4,895

1,091,305

㕜ⴽ

秹ⴽ

涮遤Ⱇ

♳晚傈劍

稡鎙牱侸

稡鎙ꆄ겙

2016/04/01

30,226

7,031,873

2016/04/01

7,807

1,735,850

껻度
㣐ꤷ

鰊 15
⥃隌

螠僦
兞

87

⪔鏽
螠铃㣐䱖
墂䕧㾝

螠铃㣐䱖
墂䕧㾝
螠铃㣐䱖
墂䕧㾝
螠铃㣐䱖
墂䕧㾝
螠铃㣐䱖
墂䕧㾝
螠铃㣐䱖
墂䕧㾝
螠铃㣐䱖
墂䕧㾝
螠铃㣐䱖
墂䕧㾝

⪔鏽

2016 䎃䏞籏锸

TAIWAN CINEMA
YEARBOOK

晚そ

冝蒀㣔㛔 Heaven in the
Dark
㣟䱾閦鎊 White Lies,
Black Lies

䯝㦣鎹 Monster Hunt

5

㕜ⴽ

껻度
〵抓
㣐ꤷ

秹ⴽ

鰊 12
鰊 15
⥃隌

涮遤Ⱇ

螠僦
㪮鋕
⯕㖈

♳晚傈劍

稡鎙牱侸

稡鎙ꆄ겙

2016/04/12

1,449

326,478

2016/04/15

12,502

2,939,037

2016/04/22

646

142,452

⪔鏽

6

剢

晚そ

䧮⦛涸佦✲ 1
Long Long Time Ago 1

蟠㷸㕨：㼦䪪煡〢 The
M Riders Finding Pangu
晚そ

⭬檘ぢꐏ遼 Two Idiots
鰜摖䎃➿ Ola Bola

눦㹨눃䕧 Phantom of
the Theatre

⻍❩麂♳銯꧉㕬⛓♶✳
䞕剅 Book of Love
䌌昿 The Master

㕜ⴽ

〵抓
꼛⢵
銯❏
껻度
껻度
껻度

ⱄ鋅，㖈⛳♶鋅 Distance 倞⸈㗗
⧑㺛涸髠騋
The Sword Identity
ⴕ䩛ⱄ铞䧮䠦⡹
Anniversary

枡륌麕寐 The Way of the
Dragon
昈걧⡦ Dirty Ho

瑠㿋ꨎ
Raining in the Mountain
盫㡦叜涯柩
Judge Archer

㸞㫫螠暶 The Faith of
Anna Waters

껻度
껻度
껻度
껻度
껻度
㣐ꤷ

倞⸈㗗

秹ⴽ

⥃隌
兜麒

鰊 15
兜麒
⥃隌
兜麒
⥃隌
⥃隌

鰊 12
⥃隌
⥃隌
⥃隌

鰊 12

涮遤Ⱇ

♳晚傈劍

稡鎙牱侸

稡鎙ꆄ겙

2016/05/06

9,830

2,270,261

2016/05/06

399

86,260

2016/05/12

4,096

935,216

螠僦

2016/05/13

29,318

6,948,080

嵳땃

2016/05/20

4,305

922,619

2016/05/20

2,373

556,951

2016/05/20

186

27,275

2016/05/20

125

26,405

2016/05/20

136

20,025

2016/05/20

92

11,780

2016/05/21

120

17,320

2016/05/22

156

22,730

2016/05/27

15,179

3,590,154

螠耢

暽柏㶩
㋐

㪮鋕
Ⱖ➮
륌牬
Ⱖ➮
Ⱖ➮
Ⱖ➮
Ⱖ➮
嵳坿

⪔鏽

㼭㷛 The Kids

荈歋➃ The Free Man

2016 〵⻍俒
㷸 ˙ ꠗ䕧㾝

2016 〵⻍俒
㷸 ˙ ꠗ䕧㾝

2016 〵⻍俒
㷸 ˙ ꠗ䕧㾝
2016 〵⻍俒
㷸 ˙ ꠗ䕧㾝
2016 〵⻍俒
㷸 ˙ ꠗ䕧㾝
2016 〵⻍俒
㷸 ˙ ꠗ䕧㾝

7

剢

晚そ

㺯䨞 2 Cold War II

Ⱉ䒚ㄳ㉱긭 At Cafe 6
괐ꨣ넞䩛
Go! Crazy Gangster

㣐ず The Chinese Mayor
唼蔅 Cotton

㿋屎佦➃
Mountains May Depart
✳⼧㔋㙹鎹 24 City

嵳♳⫄㣼 I Wish I Knew
㣔岤㹁 A Touch of Sin
♲➃遤 Three

88

倞⸈㗗

䧮⦛涸佦✲ 2 Long Long
倞⸈㗗
Time Ago 2
穅噲ⵄ The Last Race

剢

㕜ⴽ

껻度
〵抓
〵抓

秹ⴽ

⥃隌
⥃隌

鰊 12
兜麒
⥃隌

〵抓

鰊 12

㕜ⴽ

秹ⴽ

껻度

鰊 12

〵抓

⥃隌

〵抓
㣐ꤷ
㣐ꤷ
㣐ꤷ
㣐ꤷ
㣐ꤷ
㣐ꤷ
껻度

⥃隌
兜麒
兜麒
⥃隌
⥃隌
兜麒
ꣳⵖ

鰊 15

涮遤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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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傈劍

稡鎙牱侸

稡鎙ꆄ겙

2016/06/03

381

82,830

2016/06/03

229

50,260

2016/06/17

697

156,190

2016/06/24

9,406

2,296,541

2016/06/24

357

69,650

螠耢

2016/06/24

167

19,720

⯕럊螠㿋䪜嗃
倞㼬怵䕧㾝

涮遤Ⱇ

㪮鋕

♳晚傈劍

稡鎙牱侸

稡鎙ꆄ겙

⪔鏽

2016/07/08

230,005

55,180,784

螠耢

2016/07/08

86,506

20,322,829

2016/07/08

4,510

1,023,661

2016/07/08

3,168

722,590

2016/07/09

122

26,640

2016/07/15

922

197,910

2016/07/16

134

27,940

2016/07/17

111

22,375

2016/07/18

145

31,670

2016/07/22

1,711

376,930

螠僦
螠僦
㪮鋕
㪮鋕
Ⱖ➮

暽柏㶩
鋕秝
螠➋
Ⱖ➮
⢕僦
⢕僦
⢕僦
⢕僦
螠僦

89

⪔鏽

⯕럊螠㿋䪜嗃
倞㼬怵䕧㾝

儘⯕涸麉㶩－
顼叕垴䕧㾝

儘⯕涸麉㶩－
顼叕垴䕧㾝

儘⯕涸麉㶩－
顼叕垴䕧㾝

儘⯕涸麉㶩－
顼叕垴䕧㾝

2016 䎃䏞籏锸

TAIWAN CINEMA
YEARBOOK

晚そ

埠㣐䬸괐 Trivisa

噲坿㺋莓 Happy Dorm

㣔⢪ㆭ⯥？－〵抓㋲
鮦⧺劍 Go Angels GoTaiwan Bike Holiday

8

껻度
〵抓
〵抓

秹ⴽ

鰊 15
鰊 12
兜麒

♳晚傈劍

稡鎙牱侸

稡鎙ꆄ겙

2016/07/22

1,532

332,520

犷倛

2016/07/29

14,579

3,339,130

륌꼛

2016/07/29

涮遤Ⱇ

螠僦

943

⪔鏽

晚そ

鹎乹⛓騟
Fight for Justice
⢪䖝遤罏 Line Walker
傈刓傈䒭侕姿罏
Le Moulin

197,037

抓欰㔐㹻
Wansei Back Home

㽳繏屎㥏⯥（侸⡙⥜䗂
晝） Daughter of the Nile

剢

䎋麌僽䧮 Happiness
晚そ

垜♴涸䨼㹐
The Tenants Downstairs
⼧䎃 Ten Years

颣ꆄ桄➃ Bounty Hunter
ず崩ざ捦 Utopians

㼓牟⫄㣼 League of Gods
㷸绢涸椚歋 If There Is
Reason to Study

鷷괐㼱䎃 Ripple Apart
⽭㙹 Call of Heroes

㣐곏牟㪮 The Big Power

9

㕜ⴽ

剢

㕜ⴽ

〵抓
껻度
㣐ꤷ
껻度
껻度
〵抓
〵抓
껻度
〵抓

秹ⴽ

ꣳⵖ

鰊 12
⥃隌
ꣳⵖ
⥃隌
兜麒
兜麒

鰊 12
⥃隌

涮遤Ⱇ

㪮鋕
⢕僦
螠僦

㻫ꋓ䍌
螠僦
Ⱖ➮
珵䖤
螠僦
犷倛

♳晚傈劍

稡鎙牱侸

稡鎙ꆄ겙

2016/08/05

174,048

42,133,182

2016/08/05

7,649

1,698,705

2016/08/05

4,215

936,675

2016/08/05

1,723

403,029

2016/08/12

5,475

1,265,072

2016/08/12

2,369

533,460

2016/08/12

1,206

267,520

2016/08/19

54,550

12,806,188

2016/08/19

18,671

4,261,003

⪔鏽

穅噲莻棵 Battle of Hip
Hopera
䧮涸跗歑䞕➃
My Egg Boy

22 ⦐歑➃ 22nd Catch
S 괐凐 S Storm

嵳涸䕹畮 After Spring,
The Tamaki Family...

10

剢

晚そ

䧮涸銯㼭佦✲ Petite
Histoire à la Porte de
L’Ouest
廋Ⱇ屎遤⹛ Operation
Mekong
㔋⼧䎃 Ode to Time

晚そ

ꌼ㈒㣼㩷 Ace of Sales
㜡デ棵Ꟁ－⹅䖃湬
Yes, Sir! 7

㕜ⴽ

〵抓
〵抓

秹ⴽ

兜麒
⥃隌

涮遤Ⱇ

螠耢

坿ⵌ㹻

90

♳晚傈劍

稡鎙牱侸

稡鎙ꆄ겙

2016/09/02

11,441

2,622,619

2016/09/02

10,671

2,390,327

⪔鏽

姽䖕 From Now On
䗞䋒銯喀卌
Forêt Debussy

閦鎊銯銯ꅽ
Never Said Goodbye

㕜ⴽ

〵抓

秹ⴽ

兜麒

껻度

鰊 12

〵抓

⥃隌

〵抓
〵抓

兜麒
兜麒

껻度

鰊 12

〵抓

兜麒

〵抓
〵抓
껻度
〵抓

⥃隌
兜麒

鰊 12
兜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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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傈劍

稡鎙牱侸

稡鎙ꆄ겙

2016/09/13

4,672

1,006,922

螠僦

2016/09/14

13,080

3,059,473

湡㺋

2016/09/14

2,998

674,655

2016/09/18

142

34,080

2016/09/19

1,120

243,175

螠僦

2016/09/20

2,929

648,588

螠耢

2016/09/21

7,254

1,614,438

2016/09/23

37,072

8,791,905

2016/09/23

998

239,606

2016/09/30

3,429

788,498

湡㺋

2016/09/30

1,873

417,095

涮遤Ⱇ

嵳땃

暽柏㶩
暽柏㶩

螠秝
珵䖤
螠僦

㕜ⴽ

秹ⴽ

涮遤Ⱇ

♳晚傈劍

稡鎙牱侸

稡鎙ꆄ겙

〵抓

兜麒

Ⱖ➮

2016/10/05

1,116

235,375

껻度

ꣳⵖ

㋐

2016/10/07

15,368

3,690,151

2016/10/14

4,880

1,073,870

2016/10/21

1,152

248,800

2016/10/28

5,770

1,286,035

2016/10/28

2,956

668,911

〵抓
〵抓
〵抓
〵抓

兜麒
兜麒

鰊 12
兜麒

暽柏㶩
Ⱖ➮
螠秝

暽柏㶩

91

⪔鏽

⪔鏽

2016 䎃䏞籏锸

TAIWAN CINEMA
YEARBOOK

晚そ

馄秹㣐㕜字（侸⡙⥜䗂
晝） Super Citizen Ko

11

剢

晚そ

㕜ⴽ

〵抓

㕜ⴽ

秹ⴽ

⥃隌

秹ⴽ

留㣆
An Odyssey of Dreams

〵抓

兜麒

⯥㶩罉㶩 Black Sheep

〵抓

⥃隌

럊❀姿 Weeds on Fire

绿综⛓㙹 City of Jade

暥䉚遳㼱䎃媹➃✲⟝（侸
⡙⥜䗂晝）A Brighter
Summer Day
㋲鮦㣔⢪ Cycling Angels
屎⻍〵⻍ Hebei Taipei
♧騟갫괐 Godspeed

䗱儘ꗻ
Packages from Daddy
牟䨡 The Immortal’s Play
夔璭➃欰 Betelunt Girls
尣㣔抡 Sky on Fire

♶⽰♶ꨆ
Absent Without Leave
㼬抡倞耂箁 The Menu

姽䞕姽ⵠ The Moment

寐廪䝲ⷜ
Fooling Around Jiang Hu

껻度
〵抓

⥃隌

鰊 15

涮遤Ⱇ

蠝➋

涮遤Ⱇ

♳晚傈劍

稡鎙牱侸

稡鎙ꆄ겙

2016/10/28

1,780

383,725

Ⱖ➮

稡鎙牱侸

稡鎙ꆄ겙

2016/11/03

1,420

281,885

罉披杵

2016/11/04

577

129,385

2016/11/04

230

51,190

2016/11/05

679

150,495

Ⱖ➮

〵抓

鰊 12

⚥䕧

2016/11/11

〵抓

兜麒

暽柏㶩

2016/11/11

5,443

1,229,388

2016/11/11

607

136,835

歌♳

2016/11/18

14,659

3,322,212

㪮鋕

2016/11/18

3,944

902,153

2016/11/18

956

232,382

2016/11/25

1,044

221,640

2016/11/25

810

187,267

2016/11/25

717

145,080

2016/11/25

269

60,180

2016/11/25

129

28,630

2016/11/25

98

21,580

〵抓
〵抓
〵抓
〵抓
〵抓
껻度
〵抓
껻度
껻度
껻度

鰊 12
兜麒
⥃隌
兜麒
⥃隌

鰊 12
兜麒

鰊 12
兜麒

鰊 12

匌僂

Ⱖ➮
螠耢
꧱㋐

暽柏㶩
螠僦
螠僦
螠僦

92

晚そ

䮕桪瀖涸➃ Jade Miners
㣐䩛暽㼭䩛
Show Me Your Love

♳晚傈劍

歌♳

⪔鏽

9,279

⪔鏽

12

剢

晚そ

2016 ꆄ꼛䖤栁䕧晚
䊣鶬㾝

遤罏♲㣖㶩－鵔ぢ刌⯕
The Flush of Dawn
랱擕喀卌 Black Bear
Forest
䑁⯘涮瀊晚鱀 ShortFilms of Liao Kefa

2,257,228

ⱄ鋅檳㙹 The Road to
Mandalay
♧蠝Ⱇꅽ涸秉㹁
10,000 Miles

❩㙹 81 贫 The House
that Never Dies
仗庋➃
See You Tomorrow

㾏㙹 Zombie Fight Club

麥굳贅 Railroad Tigers
⥃䭰鸒鑨 Connected

㕜ⴽ

〵抓
껻度

㕜ⴽ

秹ⴽ

兜麒
兜麒

秹ⴽ

㣐ꤷ

鰊 12

〵抓

兜麒

〵抓
〵抓
〵抓
〵抓
㣐ꤷ
㣐ꤷ
껻度
㣐ꤷ
껻度

兜麒
兜麒

鰊 15
兜麒

鰊 12
⥃隌
ꣳⵖ
⥃隌
鰊㼬

涮遤Ⱇ

꣡ꏗ✳ | 2016 䎃㣐〵⻍㖒⼦螠铃晚牱䨼私ꏗ

♳晚傈劍

稡鎙牱侸

稡鎙ꆄ겙

2016/11/26

106

22,055

螠僦

2016/11/26

95

20,980

涮遤Ⱇ

Ⱖ➮

♳晚傈劍

稡鎙牱侸

稡鎙ꆄ겙

2016/12/01

1,560

375,106

⚥䕧

2016/12/02

1,020

215,258

2016/12/03

11,204

2,543,164

2016/12/04

26

4,980

2016/12/09

15,988

3,656,431

2016/12/16

9,684

2,227,850

2016/12/16

136

30,110

螠秝

2016/12/23

16,436

3,919,774

럊內瀖

2016/12/29

63

14,670

2016/12/30

158

34,840

2016/12/31

66

13,465

Ⱖ➮

Ⱖ➮
Ⱖ➮
㪮鋕
㪮鋕
ꅷ僅

嵳坿
⽈⨀

度晚㣐䱖墂 2

度晚㣐䱖墂

93

⪔鏽

⪔鏽

2016 ꆄ꼛䖤
栁䕧晚䊣鶬㾝

溏♶鋅涸㙹䋑
䕧㾝

岁㕜
繡㕜
⽂ꯓ
薊㕜

稡琎ꌼ㈒
ꆄ겙

110

93

577,026

133,253,574

Gem Entertainment

77

49

30,702

6,550,214

Warner Bros. Pictures
International

2016/06/17

⧺剚䗚⥌爢 The Nice Guys

2016/06/17

薊㿂覈剋纈䃋㉂㪮劆㕜
ꥹ㫨坿 〵抓ⴕⰗ

Soundspace International Ltd.

77

34

23,187

5,072,080

2016/06/17

㣔꼛遤瑠侸⡙

Kadokawa Corporation

35

16

11,668

2,730,077

2016/06/17

⫄䕧✽⹛

Freeway Entertainment Kft.

80

11

8,792

1,919,761

2016/06/17

嵳땃䕧噠

Wide House

25

6

2,927

602,695

2016/06/17

⢕僦㫨坿㕜ꥹ

Hedva Goldschmidt 
Go2ﬁlms

21

4

1,894

418,640

2016/06/17

繡傻㕜ꥹ䕧噠

Cinephil - Philippa Kowarsky
Productions Ltd.

29

3

1,132

262,505

繡傻㕜ꥹ䕧噠

Cinephil - Philippa Kowarsky
Productions Ltd.

30

3

1,088

241,685

鮦䏨㫨坿

Wild Bunch

11

1

277

23,090

Twentieth Century Fox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95

102

823,436

203,951,233

CJ E&M Corporation

134

21

32,403

6,743,645

2047 Inc.

66

17

24,153

5,223,885

翱嫢䂾：滞牟涸㿋䉚
Everest - The Summit of the
Gods䴸怎ꫭ僱䧗绢刼 Sing Street
䱳䧢䞕劢✫ Our Last Tango

媹➃♧莊 The Act of Killing

尐랿♧澖 The Look of Silence 2016/06/17
䚍劥䠦 Love

ID4 僤ꥹꅾ欰 Independence
Day: Resurge Ce

2016/06/17
2016/06/22

♴㥏涸钸䞨 The Handmaiden 2016/06/24
⛨격ⱄ⢵⛰涰䎃 The 17th
Journey of Compassion

2016/06/24

ꅷ僅㕜ꥹ㢵㯯넓

繡㉂䒒⚆私犷倛䕧晚
〵抓ⴕⰗ

薊㿂覈剋纈䃋㉂㪮劆㕜
ꥹ㫨坿 〵抓ⴕⰗ
暽柏㶩侮ざ遤ꌼ

꣡ꏗ♲ | 2016 䎃㕜♴⼱䎃㢫铃晚牱䨼私ꏗ

⚸띋

稡琎ꌼ㈒
牱侸

唎ㆁ➃欰
A Hologram for the King

恎㫫鿵貽：䙼䟝涸遤⹛ Vita
⟃蒀 /
⸈䭭㣐 Activa, The Spirit of Hannah
Arendt
⚸띋

♳僦
ꤎ侸

2016 䎃䏞籏锸

95

岁㕜

♳僦
傈侸

ⴀㅷ

TAIWAN CINEMA
YEARBOOK

䠦晋貽

꣡ ꏗ ♲

傈劥

繡㉂螠秝⯌䓍（黇匌）
〵抓ⴕⰗ

2016 䎃㕜♴⼱䎃㢫铃晚
牱䨼私錄

䬘⠭

2016/06/17

歍锞➃

資料來源 中華民國電影票房資訊系統

⺱暆ⵄ

䧮㽠銴⡹㥪㥪涸
Me Before You

♳僦傈劍

編按：由文化部推動的《電影法》修正案，2015 年 5 月 22 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中華民

繡㕜

晚そ

國 104 年 6 月 10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400067401 號令修正）。其中，為落實電影票

㕜ⴽ

房透明化，依現行《電影法》第 13 條，全台映演業自 2016 年 6 月 11 日起，提供票房資

剢

料予文化部所建置的電腦票房統計系統。本文內容係由電影票房資訊系統彙整而來，故紀

錄起始自 2016 年 6 月 11 日後的院線正式上映之電影，亦不含影展參展作品。

94

6

㕜ⴽ
傈劥
岁㕜
傈劥

繡㕜

96

繡㕜

7

剢

㕜ⴽ
薊㕜
傈劥
岲㕜
⚸띋
繡㕜

㕜ⴽ
繡㕜
傈劥
䗞㕜
傈劥
繡㕜
繡㕜

97

傈劥
繡㕜

岁㕜
岁㕜
䊼銯
岁㕜
岁㕜
岁㕜

䧮僽ㄤ㼿 I Am a Monk

溫䠦 Tiffany Crazy About
Tiffany s
㼀暟殹㹻
The Secret Life of Pets
岲㿋⫄㣼
The Legend of Tarzan

晚そ
뇬丘溭 Before I Wake

ⴀㅷ

♳僦
傈侸

♳僦
ꤎ侸

稡琎ꌼ㈒
牱侸

稡琎ꌼ㈒
ꆄ겙

2016/06/24

剋鶔⫄久

Kodansha Ltd.

19

3

4,665

1,155,072

2016/06/24

嵳땃䕧噠

Elle Driver

31

8

3,866

847,149

2016/06/24

⫄䕧✽⹛

Pony Canyon Inc.

14

5

1,729

360,770

2016/06/24

㣔꼛遤瑠侸⡙

Dogwoof Ltd

15

4

1,051

239,143

Universal International
Films Llc

137

90

732,786

169,914,728

2016/06/29
2016/06/29

繡㉂螠秝⯌䓍（黇匌）
〵抓ⴕⰗ

Warner Bros. Pictures
International

82

95

373,485

90,068,925

♳僦傈劍

歍锞➃

ⴀㅷ

♳僦
ꤎ侸

稡琎ꌼ㈒
牱侸

稡琎ꌼ㈒
ꆄ겙

2016/07/01

ꅷ僅㕜ꥹ㢵㯯넓

♳僦
傈侸

Film & TV House Limited

55

42

17,387

3,769,258

潈㹐倞ⶾ

Toho Co., Ltd.

54

28

8,423

1,930,560

2016/07/01

鮦䏨㫨坿

mo olﬁlm
International Co., Ltd.

66

10

6,185

1,242,560

2016/07/01

㸞〳ꨶ䕧

Levelk Aps

27

7

2,085

448,620

2016/07/07

〵抓螠暶鶔㡦㽳

Buena Vista International, Inc.

160

95

709,074

162,632,678

♳僦傈劍

歍锞➃

ⴀㅷ

♳僦
傈侸

♳僦
ꤎ侸

稡琎ꌼ㈒
牱侸

稡琎ꌼ㈒
ꆄ겙

69

61

96,728

22,073,556

ㅾ㉻ A 㣆：倞㣐꧆涸傈劥
钲欰 Doraemon The Movie
2016/07/01
Nobita and the Birth of apan
2016
609 枡뇬假爢 Buppha
Ratree aunting in apan

㤹倛ꤷ㼱䎃剤럊撖 Brothers
嵳䏁籏⹛㆞ 2：㢵蛂ㆭ⯥
Finding Dory

晚そ

㕜㹁媹䨜傈：㣐鼇⛓䎃
The Purge: Election Year
䛌䙳ꁈ➃ Creepy

姹鵔⢵ⵌ繡㕜 Umrika

2016/07/08

莻⸂ꅾ乹 High Strung

冝媹來㹔：殗噠眝
Assassination Classroom 2
冝媹來㹔 Assassination
Classroom
⚥㣜䞕旙㆞
Central Intelligence
尐랿蘕뜩衞 Julieta

繡㉂繡㕜橇椕䕧晚
〵抓ⴕⰗ

Universal International
Films Llc

2016/07/08

穪蒀㕜ꥹ

Shochiku Co., Ltd.

21

9

2,686

606,670

2016/07/08

繡傻㕜ꥹ䕧噠

嵳땃䕧噠

22

7

2,210

452,505

㣔꼛遤瑠侸⡙

Toei Company,Ltd

19

5

1,592

332,570

⽈⨀ꨶ䕧

Sony Pictures Releasing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93

86

181,401

44,197,638

71

47

49,019

10,931,954

㥏➃尐漗儘 While the Women
2016/07/08
Are Sleeping
눦뇬僤 Ghostbusters

繡㉂繡㕜橇椕䕧晚
〵抓ⴕⰗ

2016/07/14
2016/07/14

껻度㉂歌♳㫨坿
〵抓ⴕⰗ

ll ﬁs

loom l

2016/07/14

ꅷ僅㕜ꥹ㢵㯯넓

Pony Canyon, Inc.

36

29

12,242

2,762,747

2016/07/14

ꅷ僅㕜ꥹ㢵㯯넓

Pony Canyon, Inc.

1

1

12

3,080

Universal International
Films Llc

63

82

161,476

36,573,097

27

6

4,859

1,050,395

28

5

3,525

732,905

43

8

898

159,995

2016/07/15

繡㉂繡㕜橇椕䕧晚
〵抓ⴕⰗ

2016/07/15

⫄䕧✽⹛

2016/07/15

〵⻍䋑俒⻋㛇ꆄ剚

2016/07/15

寿ꤿ㼭㶩顼垴叕 Jia Zhang
Ke by Walter Salles

鮦䏨㫨坿

2016/07/15

MK2

11

2

510

105,250

㣐栬鄪罏 The Great Dictator

⢕僦㫨坿㕜ꥹ

2016/07/16

⫄䕧✽⹛

MK2

6

2

154

31,130

2016/07/16

⫄䕧✽⹛

MK2

8

2

124

25,405

2016/07/16

⫄䕧✽⹛

MK2

9

2

82

17,225

䠦䞕劢⢵ Things to Come
㹻剤峫峫 Lolo

䷒涬儘➿ Modern Times
㷑⯥崩嵠鎹 The Kid

m
匌僂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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銯棵暆

儘㼿䟅눦涸渿㹶
The First Monday in May

歍锞➃

2016 䎃䏞籏锸

傈劥

⫊暟铃 1 －過眝
Kizu Monogatari Part1
Tekketsuhen

♳僦傈劍

TAIWAN CINEMA
YEARBOOK

薊㕜

晚そ

㕜ⴽ

晚そ

♳僦傈劍

歍锞➃

ⴀㅷ

♳僦
傈侸

♳僦
ꤎ侸

稡琎ꌼ㈒
牱侸

꧱謶蕰㧚⽓（竤Ⱙ侸⡙
⥜䗂） The Double Life of
Veronique

2016/07/16

㣔꼛遤瑠侸⡙

Mk2-Société Par Actions
m lﬁ

6

1

63

岁㕜

莻〵僱猨 Limelight

2016/07/16

⫄䕧✽⹛

MK2

3

2

59

2016/07/16

⫄䕧✽⹛

MK2

3

2

52

2016/07/16

⫄䕧✽⹛

MK2

3

2

50

2016/07/16

⫄䕧✽⹛

MK2

3

2

36

65

94

2

106

90

2

94

92

2

40

7

49

10

2

岁㕜
岁㕜
岁㕜

98

繡㕜
繡㕜
繡㕜
岁㕜
傈劥
岁㕜
岁㕜
䗞㕜
䰦⯘

㕜ⴽ

㣐꼛䨡㕰 The Circus

䊼랫㮓➃ A Woman of Paris

笞勭⯓欰 Monsieur Verdoux

2016/07/21

뇬ꡠ敚 Lights Out

2016/07/21

繡㉂螠秝⯌䓍（黇匌）
〵抓ⴕⰗ

2016/07/22

繡㉂䒒⚆私犷倛䕧晚
〵抓ⴕⰗ

2016/07/22

㣔꼛遤瑠侸⡙

2016/07/22

鮦䏨㫨坿

2016/07/22

㣔꼛遤瑠侸⡙

Mk2 - Société Par Actions
m lﬁ

30

7

2

2016/07/22

㣔꼛遤瑠侸⡙

Mk2 - Société Par Actions
m lﬁ

30

7

2

2016/07/22

嵳땃䕧噠

o Gm

23

7

2

2016/07/22

耢䕧⟱噠

o s

21

4

2

♳僦傈劍

歍锞➃

♳僦
傈侸

♳僦
ꤎ侸

稡琎ꌼ㈒
牱侸

稡琎ꌼ㈒
ꆄ겙

9

6

7,460

1,929,315

ⱺ⾲娜ꦖ鎹 5：疮僤中㖒椕
（侸⡙ 3D 晝）
Ice Age: Collision Course
话蒀䞕䮋（竤Ⱙ侸⡙⥜䗂）
Three Colors: Blue
㹻停溫ㄐ蕲
Kazoku Wa Tsuraiyo
秋蒀䞕幀（竤Ⱙ侸⡙⥜䗂）
Three Colors: Red
涯蒀䞕鶵（竤Ⱙ侸⡙⥜䗂）
Three Colors: White
僱괐䯧⢵涸㉏⦬
Fukushima Mon Amour
搂➃濼凶涸♬剢⼧傈
I, Olga Hepnarova

晚そ

繡㕜
傈劥

⥱暟铃 !! The Fencer

薊㕜
⽂ꯓ
傈劥

99

䗞㕜

幀嵳鷗膨 Pressure

ⴲ䧗♲ꅾ㤉 C'est si Bon

䧗䠦舡Ⰹ넞䂾剚
Poison Berry in My Brain
僈傈涸劊ꤿ－对䨞匌銯鮪
The Vancouver Asahi
Ꟁ⧺恠恠
Permanent Vacation

繡㉂螠秝⯌䓍（黇匌）
〵抓ⴕⰗ

mo
Corporation

s

os

s
o l

o l o o

o
o

Mk2 - Société Par Actions
m lﬁ
o

o

o

o

ⴀㅷ
Warner Bros. Pictures
International

22
2

2 2 2

2

2

2

2

〵抓螠暶鶔㡦㽳

Buena Vista International, Inc.

76

83

244,613

58,016,176

2016/07/25

ꅷ僅㕜ꥹ㢵㯯넓

Nippon Television Network
Corp.

7

3

1,472

350,414

2016/07/25

⾲ⶾ㫨坿

Captive Entertainment Inc.

70

6

1,172

190,325

2016/07/25

〳坿谁遯俒ⶾ

CJ E&M Corporation

3

2

319

69,870

2016/07/25

〳坿谁遯俒ⶾ

Pony Canyon Inc.

5

1

139

31,775

2016/07/25

〳坿谁遯俒ⶾ

Pony Canyon Inc.

5

1

103

22,615

2016/07/25

⫄䕧✽⹛

The Match Factory GmbH

2

1

11

2,330

⡹溏鋅娦❗涸겝蒀㌨？
Dead Man

2016/07/25

⫄䕧✽⹛

The Match Factory GmbH

1

1

6

1,240

䗞㕜

牟猽鮦 Mystery Train

2016/07/25

⫄䕧✽⹛

The Match Factory GmbH

1

1

3

650

牟뇬钢阮：⪂喀⺫䛸
Jason Bourne

2016/07/28

Universal International
Films Llc

107

103

619,935

144,369,101

傈劥

そ⩏䱳叕⽂：秫랱涸䟅㣆
Detective Conan:
The Darkest Nightmare

繡㉂繡㕜橇椕䕧晚
〵抓ⴕⰗ

2016/07/29

ぢ峕䕧噠

TMS Entertainment Co., Ltd

109

61

238,587

55,330,861

繡㕜

㨱蠝蠝ꃰ Bad Moms

2016/07/29

薊㿂覈剋纈䃋㉂㪮劆
㕜ꥹ㫨坿 〵抓ⴕⰗ

STX Productions, Llc

71

24

13,149

2,736,794

繡㕜

䗞㕜
纏㣐ⵄ

剓ꃏ涸♧㣔
The Most Beautiful Day

♶〫僽ꠉ蹓 Io E Lei (Me,
Myself and Her)

2016/07/29

穪蒀㕜ꥹ

Picture Tree International
GmbH

82

20

12,417

2,650,056

2016/07/29

嵳땃䕧噠

True Colours Glorious Films
S.R.L

21

5

3,081

644,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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䗞㕜

2016 䎃䏞籏锸

傈劥

2

僤ꥹ昰ꪶ䨞：嵞戇搂㘸
Star Trek Beyond

躶軁⥊：荞ㄐ梖疮（⸈Ꟁ晝）
2016/07/23
Batman: The Killing Joke
눦㞯㣆麉：儘⯕䚓㹐 Alice
2016/07/25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繡㕜

繡㉂繡㕜崣䬘褑䕧晚
〵抓ⴕⰗ

TAIWAN CINEMA
YEARBOOK

岁㕜

稡琎ꌼ㈒
ꆄ겙

㕜ⴽ
岁㕜

䠦晋貽

8

晚そ

㢚傈䞕✲
This Summer Feeling
隶酤涽た蠝蠝娔 Viva

剢

繡㕜

100

傈劥
傈劥

傈劥

纏㣐ⵄ
繡㕜
傈劥

晚そ
荈媹瑳乹 Suicide Squad

ꨶ䕧晝夾呠㼭⚷㶩：⢵荈纏
㣐ⵄ涸㼱䎃（傈铃晝） Chibi
Maruko Chan: A Boy from
Italy
頻㶩 VS ⡄嗴㶩
Sadako VS Kayako

瑳㽳
銯❏
繡㕜
傈劥
䗞㕜
⽂ꯓ

101

⚸띋
⽂ꯓ

⺱暆ⵄ
繡㕜
繡㕜
繡㕜
傈劥
傈劥

稡琎ꌼ㈒
牱侸

稡琎ꌼ㈒
ꆄ겙

Pyramide International

17

4

1,207

259,110

2016/07/29

〳坿谁遯俒ⶾ

Mongrel Media Inc.

18

5

606

124,410

♳僦傈劍

歍锞➃

ⴀㅷ

♳僦
傈侸

♳僦
ꤎ侸

稡琎ꌼ㈒
牱侸

稡琎ꌼ㈒
ꆄ겙

119

102

1,230,597

298,894,054

2016/08/04

繡㉂螠秝⯌䓍（黇匌）
〵抓ⴕⰗ

Warner Bros. Pictures
International

2016/08/05

ꅷ僅㕜ꥹ㢵㯯넓

Pony Canyon, Inc.

49

40

49,586

11,398,054

2016/08/05

繡㉂繡㕜橇椕䕧晚
〵抓ⴕⰗ

Universal International
Films Llc

28

66

29,830

6,878,861

加唼蔅㕜ꥹ

Asatsu-DK Inc.

28

14

11,637

2,656,659

薊㿂覈剋纈䃋㉂㪮劆
㕜ꥹ㫨坿 〵抓ⴕⰗ

m o

21

14

9,020

1,975,766

䠦䞕㣔俒㷸
The Correspondence

2016/08/05

ㄐ䧆欰娦箁 Life on the Line

2016/08/05

䖰㥪⛉⟃㽠㋐姹⡹ I've
Always Liked You –Confess
2016/08/05
Your Love Committee (Part 1)

晚そ
㧚㎗ Neerja

䲀ꌼ㆞⛓䧗 Inhebbek Hedi
オ㣆➃ The BFG

姻㸻ㆥし䬘 Shin Godzilla

♳僦傈劍
2016/08/05

ﬁ

l

㪮鋕

Voltage Pictures, Llc

56

27

8,255

1,573,808

㣔꼛遤瑠侸⡙

Aniplex Inc.

20

6

6,270

1,515,307

歍锞➃

ⴀㅷ

♳僦
傈侸

♳僦
ꤎ侸

稡琎ꌼ㈒
牱侸

稡琎ꌼ㈒
ꆄ겙

54

10

6,770

1,421,740

繡㉂䒒⚆私犷倛䕧晚
〵抓ⴕⰗ

Fox Star Studios India Private
Limited

2016/08/05

匌僂䕧噠

Luxbox SAS

21

4

1,584

351,410

2016/08/11

〵抓螠暶鶔㡦㽳

Buena Vista International, Inc.

133

92

189,521

42,375,194

Toho Co., Ltd

61

27

50,049

11,495,801

2016/08/12

薊㿂覈剋纈䃋㉂㪮劆㕜
ꥹ㫨坿 〵抓ⴕⰗ

2016/08/12

嵳땃䕧噠

Global Screen GmbH

84

10

26,760

5,651,944

2016/08/12

鮦䏨㫨坿

Finecut Co., Ltd

64

14

20,496

4,695,277

2016/08/12

嵳坿䕧噠

International Film Trust, Llc

56

35

11,355

2,491,632

⚸띋Ⱏ㾀欰崞 The Commune 2016/08/12

耢䕧⟱噠

Trustnordisk Aps

22

4

1,504

291,815

䧮ⴀ♧♴ I m Off Then
ㆰ耫 The Wailing
猰䪮嵞⸙ Cel

ꡠ♶⡞涸钸䞨
A Man and a Woman

2016/08/12

〳坿谁遯俒ⶾ

Showbox Corp.

42

1

511

117,310

⯒凐涸歑➃ Violent Cop

2016/08/12

匌僂䕧噠

Shochiku Co., Ltd.

8

1

367

79,915

2016/08/12

⫄䕧✽⹛

Gem Entertainment Kft.

8

2

217

47,120

Paramount Pictures
Corporation

57

89

119,366

28,202,686

Sony Pictures Releasing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83

82

103,813

23,068,487

Universal International Films
Llc

63

53

30,006

6,752,536

ꨫ傈笪騟䨞 Zero Days
频恎 Ben Hur

穪닔䃋 The Shallows

ꃏ㼂：눦䓛⫄铞
Kubo and the Two Strings
菕嵳桬ⷜ㜥晝：GOLD
One Piece Film Gold

㥶卓鸏⚆歲頥嶋㣟✫ If Cats
Disappeared from the World

2016/08/18
2016/08/18
2016/08/18

繡㉂繡㕜崣䬘褑䕧晚
〵抓ⴕⰗ
⽈⨀ꨶ䕧

繡㉂繡㕜橇椕䕧晚
〵抓ⴕⰗ

2016/08/19

潈㹐倞ⶾ

Toei Animation

38

60

100,325

24,300,361

2016/08/19

⫄䕧✽⹛

Toho Film Co., (HK) Ltd.

87

21

42,451

9,717,234

꣡ꏗ♲ | 2016 䎃㕜♴⼱䎃㢫铃晚牱䨼私ꏗ

傈劥

♳僦
ꤎ侸

2016/07/29

繡傻㕜ꥹ䕧噠

♳僦
傈侸

2016 䎃䏞籏锸

繡㕜

ⴀㅷ

逕瘘㼭倞ꨶ䕧：旙漗！㣆⚆
歲㣐⡲䨞！ Crayon Shinchan
2016 Theatrical Film:
2016/08/05
Bakusui Yumemmy World
Daitotsugeki

㕜ⴽ
⽫䏞

歍锞➃

TAIWAN CINEMA
YEARBOOK

㕜ⴽ

♳僦傈劍

抡箁䱒㼂 War Dogs

繡㕜

102
泇期鼠晋㡦 Miles Ahead

余⡥繏嵥㹨 Francofonia

㖒柱ㆭ剤齡랃 HIGH ！
Too Young to Die!

ㄳ㉱ ˙ 䠦䞕 Café Society

ꩪ赙䟅눦 The Neon Demon

剢

103

薊㕜

繡㕜

薊㕜

梖ㄐ湬久 Nerve

讍ⵄ堥Ꟁ：ㆁ䗞麽㣼髖
（侸⡙ IMAX2D 晝） Sully

䠦뜩窣恠麉㙹䋑
Alice in the Cities
㸛㆞涸搋䣂
The Goalkeeper's Fear

欬蹓涸ㅶ⫊ Bitter Honey

谔ㄐ溫湱 Misconduct

豤棁㣗➃㼦㭶鎙
Love & Friendship

䠦搂姺湈䗞謠蛏 The Letters

눦鑠 Morgan

傈劥
薊㕜

⢕僦㫨坿㕜ꥹ

2016/08/19

Wide House
The Festival Agency

〳坿谁遯俒ⶾ
넞꧆䋑ꨶ䕧긭

2016/08/26

2016/09/02

2016/09/02

2016/09/02

♳僦傈劍

2016/08/26

2016/09/09

2016/09/08

2016/09/04

2016/09/03

2016/09/02

2016/09/02

2016/09/02

2016/09/02

2016/09/02

2016/09/02

薊㿂覈剋纈䃋㉂㪮劆㕜
ꥹ㫨坿 〵抓ⴕⰗ

繡㉂螠秝⯌䓍（黇匌）
〵抓ⴕⰗ

껻度㉂歌♳㫨坿
〵抓ⴕⰗ

껻度㉂歌♳㫨坿
〵抓ⴕⰗ

㣔꼛遤瑠侸⡙

㋐ꨶ䕧涮遤

薊㿂笞❩纈䃋㉂넞䰦
椕涮 〵抓ⴕⰗ

䰦⪂

Lions Gate International (UK)
Limited.

Warner Bros. Pictures
International

Hanway Films Limited

Hanway Films Limited

Colorbird Inc.

Film Bridge International

CJ E&M Corporation

Protagonist Pictures Limited

Easternlight Films Limited

Twentieth Century Fox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繡㉂䒒⚆私犷倛䕧晚
〵抓ⴕⰗ
㪮鋕

Universal International Films
Llc

Gaga Corporation

Europacorp

Contents Panda

繡㉂繡㕜橇椕䕧晚
〵抓ⴕⰗ

⫄䕧✽⹛

嵳坿䕧噠

鮦䏨㫨坿

ⴀㅷ

IM Global Llc

繡傻㕜ꥹ䕧噠

2016/08/26

歍锞➃

Films Boutique GmbH

2016/08/26

嵳땃䕧噠

Krisolta Film & TV (UK) Ltd.

Gaumont

Warner Bros. Pictures
International

Nu Image Incorporated

Toho Co., Ltd.

껻度㉂歌♳㫨坿
〵抓ⴕⰗ

鮦䏨㫨坿

繡㉂螠秝⯌䓍（黇匌）
〵抓ⴕⰗ

薊㿂覈剋纈䃋㉂㪮劆㕜
ꥹ㫨坿 〵抓ⴕⰗ

Elle Driver

Finecut Co., Ltd.

Le Pacte

Wide

Beta Cinema GmbH

ⴀㅷ

ꅷ僅㕜ꥹ㢵㯯넓

2016/08/26

2016/08/26

2016/08/25

2016/08/25

2016/08/25

BigBang Made ⚆歲䊣鶬怵㈖
2016/09/02
剚私㻜 BigBang Made:
The Movie

儘瑠〓鷗罏 Time Renegades
繡㕜

㣔꼛遤瑠侸⡙

2016/08/19

⚥螠字㕜ꨶ䕧✲噠涮㾝
㛇ꆄ剚

嵳땃䕧噠

2016/08/19

2016/08/20

㸞〳ꨶ䕧

歍锞➃

2016/08/19

♳僦傈劍

77

89

18

26

14

45

14

25

25

53

20

46

79

95

♳僦
傈侸

5

13

14

19

61

62

62

85

78

5

14

19

19

26

♳僦
傈侸

70

100

3

4

5

7

12

13

13

72

7

19

44

94

♳僦
ꤎ侸

1

4

8

4

15

25

13

83

89

2

3

3

3

3

♳僦
ꤎ侸

104,200

413,073

305

757

626

1,253

935

4,531

5,769

14,920

9,761

21,691

53,072

1,597,802

稡琎ꌼ㈒
牱侸

14

317

2,383

3,193

7,585

18,368

5,854

48,596

421,185

99

266

728

1,023

2,338

稡琎ꌼ㈒
牱侸

23,653,254

98,868,602

63,820

159,464

136,917

203,390

206,345

989,354

1,286,615

3,333,074

3,904,400

4,813,737

12,287,402

376,916,334

稡琎ꌼ㈒
ꆄ겙

2,940

69,430

544,979

660,615

1,684,015

4,028,567

1,312,585

11,112,195

96,433,922

18,930

51,215

151,135

213,040

483,990

稡琎ꌼ㈒
ꆄ겙

2016 䎃䏞籏锸

⽂ꯓ

薊㕜

繡㕜

繡㕜

⽂ꯓ

䧮涸罉時㋿僤➃ Nine Lives
嫲嵳鼩幀 After the Storm

岁㕜
傈劥

晚そ
㾏鸠鮦 Train to Busan

凐✥㢹 '71

⽂ꯓ

㕜ⴽ

9

薊㕜

㕼羮Ⱖ / 鹎乹涸䶫錬歑㷛
蚛貽
Young Wrestlers

繡㕜

䗞㕜

傈劥

薊㕜

岁㕜

噲鸠猲媹 2
Mechanic: Resurrection

繡㕜

捙搟ꫭ僱 La Tête Haute

岁㕜

䘰坿痧㔋そ Fourth Place

⽂ꯓ

ꃰ䖕⛓假 Saint Amour

聃鋅䠦⡹涸耫갉 Loev

㣐㻤ⴼ㹻
The People VS. Fritz Bauer

晚そ

岁㕜

岁㕜

䗞㕜

㕜ⴽ

TAIWAN CINEMA
YEAR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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嗃暟㕬Ꙥ Evergreen Love

104
BJ 剤㋐
Bridget Jones's Baby

105

薊㕜

繡㕜

繡㕜

繡㕜

⽂ꯓ

NY ㋲魨傈鎹 Maggie's Plan

暶⿐뇬㾋 Abattoir

冾儘⨢姺ㄎ（2016）
Don't Breathe

䚓㣼㷑⯥ꤎ Miss Peregrine's
Home for Peculiar Children

楪꒳♳涸㣼髖
Miracles on the Piano

ꬌ兜鸒㘗歑 Chevalier

2016/09/30

2016/09/30

2016/09/27

2016/09/27

2016/09/23

2016/09/23

⩏䱳䖶䩛峤✲⟝砤－僤
2016/09/23
硱⛓嵳 The Sea of Seiro:
Detective Mitarai's Casebook

2016/09/23

2016/09/23

2016/09/23

ꅷ僅㕜ꥹ㢵㯯넓

鮦䏨㫨坿

⽈⨀ꨶ䕧

繡㉂䒒⚆私犷倛䕧晚
〵抓ⴕⰗ

嵳땃䕧噠

匌僂䕧噠

㣔꼛遤瑠侸⡙

㪮鋕

薊㿂笞❩纈䃋㉂넞䰦
椕涮 〵抓ⴕⰗ

om

o

l

m

o Gm

s l

o

o

o s

Versatile
s m

o
s l s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o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o

o

ol

om

G mo

鮦䏨㫨坿

s ms

loom l

l

o o

ll ﬁs

Esperanto Kino,S.De R.L.De
C.V./ IM Global, Llc

ⴀㅷ

嵳坿䕧噠

껻度㉂歌♳㫨坿
〵抓ⴕⰗ

耢䕧⟱噠

薊㿂覈剋纈䃋㉂㪮劆㕜
ꥹ㫨坿 〵抓ⴕⰗ

歍锞➃

Orchard Enterprises NY, Inc.

Finecut Co., Ltd

鮦䏨㫨坿
㣔꼛遤瑠侸⡙

Genius Film Productions
Limited

Atrium Productions Kft.

Universal International
Films Llc

Showbox /Mediaplex, Inc.

⫄䕧✽⹛

ꅷ僅㕜ꥹ㢵㯯넓

繡㉂繡㕜橇椕䕧晚
〵抓ⴕⰗ

僤ꥹ耢ざ⫄㯯✲噠

Freeway Entertainment Kft

Shochiku Co., Ltd.

穪蒀㕜ꥹ
ꅷ僅㕜ꥹ㢵㯯넓

Picture Tree International
GmbH

The Match Factory

Shochiku Co., Ltd.

Trust Nordisk Aps

M Pictures Company Limited.

Twentieth Century Fox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ⴀㅷ

穪蒀㕜ꥹ

鮦䏨㫨坿

⢕僦㫨坿㕜ꥹ

嵳땃䕧噠

嵳坿䕧噠

繡㉂䒒⚆私犷倛䕧晚
〵抓ⴕⰗ

歍锞➃

56

17

54

75

16

22

17

17

18

52

63

23

15

17

48

74

101

5

6

15

22

26

88

75

16

2

5

♳僦
ꤎ侸

♳僦
傈侸
15

6

43

15

58

95

2

2

5

6

6

5

9

31

81

♳僦
ꤎ侸

21

79

49

68

54

16

13

14

24

15

18

63

19

64

♳僦
傈侸

5,805

6,674

183,724

275,138

562

878

3,306

5,390

7,236

46,235

114,882

4,634

896

1,105

稡琎ꌼ㈒
牱侸

1,437

8,157

9,881

24,155

95,981

170

263

448

528

790

1,079

13,428

13,935

43,320

稡琎ꌼ㈒
牱侸

1,172,032

1,465,333

41,434,482

64,122,270

116,530

180,620

775,544

1,224,464

1,661,484

10,526,501

26,101,848

1,118,117

186,110

225,495

稡琎ꌼ㈒
ꆄ겙

307,808

1,730,243

2,224,052

5,360,116

21,883,030

35,220

58,985

96,385

113,315

170,030

254,227

2,778,115

3,171,084

9,613,248

稡琎ꌼ㈒
ꆄ겙

2016 䎃䏞籏锸

䋞茣

傈劥

䠦莅랱冝涸佦✲
A Tale of Love and Darkness
繡㕜

饬弔骪抡 Hell or High Water

繡㕜

䧮涸ㆁ嫲䞕➃ Up for Love

岁㕜

2016/09/23

2016/09/15

麉䨡桬：妄⯋涸랱冝
Yu-Gi-Oh ！ The Dark Side
of Dimensions
牟뇬꽺㹐：〷開涬 Snowden

2016/09/14

2016/09/14

♳僦傈劍

2016/09/14

2016/09/14

2016/09/14

2016/09/14

2016/09/14

䳄偫余㙹䋑
Where to Invade Next

剓䖕♧妄荈歋 Desierto

晚そ

꼛莅窣騟갉坿剚
The Music of Strangers:
Yo-Yo Ma and the Silk Road
Ensemble

➿贫：ꋈ遤⹛
Operation Chromite

㣔䩞厣ꆄ倛 Genius

穅噲굔ꬶ Precious Cargo

岁㕜

傈劥

繡㕜

繡㕜 /
㟯銯ㆥ

㕜ⴽ

繡㕜

⽂ꯓ

薊㕜

⺱暆ⵄ

2016/09/09

2016/09/09

2016/09/09

2016/09/09

2016/09/09

2016/09/09

2016/09/09

2016/09/09

♳僦傈劍

랱麥㼭㶩僤㣆 My Paparotti 2016/09/09

繡㕜

⽂ꯓ

繡猽倰 Final Recipe

馄荈搭灇瑖剚
Haunted Campus

過뇬舟鏻派
Therapy for a Vampire

㣐谁遯㹻莅䧮
Me and Kaminski

⺱暆ⵄ

傈劥

㤹㖒ⵄ

䗞㕜

僈㣔ⴽⱄ⢵侫
A Man Called Ove

傈劥

⚸띋

뇬䩧晘 Take Me Home

㭶狲梖䖎㣐（侸⡙ 2D
晝） Mike and Dave Need
Wedding Dates

晚そ

岲㕜

繡㕜

㕜ⴽ

TAIWAN CINEMA
YEAR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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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晚そ

107

牟ꦡ⟤：宕♶㔐걧 Jack
Reacher: Never Go Back

纏㣐ⵄ

繡㕜

2016/10/21

2016/10/21

2016/10/21

2016/10/14

嵳땃䕧噠

繡㉂繡㕜橇椕䕧晚
〵抓ⴕⰗ

繡㉂繡㕜崣䬘褑䕧晚
〵抓ⴕⰗ

⫄䕧✽⹛

〵⻍䋑䕧晚㉂噠ず噠
Ⱇ剚

鮦䏨㫨坿

耢䕧⟱噠
2016/10/14
2016/10/14

繡傻㕜ꥹ䕧噠
2016/10/14

㸤繡꣫欰➃ Perfect Strangers 2016/10/21

焈➲：䟅㨥彂
Ouija: Origin of Evil

⡹涸そ㶶 Your Name
繡㕜

傈劥

虢龟㤾뇺㢹 Blackburn

桬晦鎙⚥鎙
A Violent Prosecutor

❮럊㕜ꥹ䕧噠

繡㉂螠秝⯌䓍（黇匌）
〵抓ⴕⰗ

⽈⨀ꨶ䕧

〵⻍䋑䕧晚㉂噠ず噠
Ⱇ剚

嵳땃䕧噠

㣔꼛遤瑠侸⡙

2016/10/14

2016/10/14

2016/10/12

2016/10/07

2016/10/07

2016/10/07

True Colours Glorious Films
S.R.L

Universal International Films
Llc

Paramount Pictures
Corporation

Toho Co., Ltd.

Raven Banner Entertainment
Inc.

Showbox Corp.

Trustnordisk Aps

MFI SARL

Fortissimo Amsterdam B.V.

Warner Bros. Pictures
International

Sony Pictures Releasing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Raven Banner Entertainment
Inc.

Rai Com S.P.A.

Pathe Distribution S.A.S.

The Salt Company
(International) Ltd

10

49

52

41

50

75

1

22

14

20

33

75

53

1

35

6

67

86

64

1

6

4

8

7

86

83

1

5

11

♳僦
ꤎ侸

♳僦
傈侸

21

41

13

44

74

86

86

93

♳僦
ꤎ侸

3

4

8

4

11

♳僦
ꤎ侸

15

41

57

56

38

78

59

♳僦
傈侸

7

26

16

35

35

♳僦
傈侸

11,289

85,663

487,565

1,033,257

2

914

694

1,327

2,620

495,762

378,550

2

1,510

2,038

9,356

稡琎ꌼ㈒
牱侸

10,850

15,797

20,816

64,722

117,952

152,857

197,004

稡琎ꌼ㈒
牱侸

361

1,517

1,399

1,511

3,388

稡琎ꌼ㈒
牱侸

2,401,390

19,558,774

114,445,766

243,785,388

420

173,540

141,110

274,010

567,415

115,923,865

89,240,290

420

299,670

427,304

2,242,088

稡琎ꌼ㈒
ꆄ겙

2,513,174

3,554,176

4,480,669

14,176,197

27,618,717

34,801,730

45,938,525

稡琎ꌼ㈒
ꆄ겙

87,522

311,515

324,639

338,835

712,186

稡琎ꌼ㈒
ꆄ겙

2016 䎃䏞籏锸

⸈䭭㣐

⽂ꯓ

⚸띋

儘㼿䋷㕜ざ秉涸㨥
The Model

䊼랫饥갉㣔た Marguerite

牟䑉匌❩㡭麉鎹
Ants on a Shrimp
岁㕜

蚛貽

剚鎙䌌 The Accountant

㖒柱（侸⡙ IMAX2D 晝）
Inferno

㟯銯ㆥ䛌䙳佦✲
Mexico Barbaro

䧮涸㘗歑罉꠸
Do You See Me?

䠦僽宕䚻 Eternity

㸞〳ꨶ䕧

䊺竤䖎䟝㧨 Miss You Already 2016/10/07

ⴀㅷ

Armored Car Productions,
Llc

Toho Co., Ltd.

⫄䕧✽⹛

薊㿂笞❩纈䃋㉂넞䰦
椕涮 〵抓ⴕⰗ

Jeewa B.V.

Sony Pictures Releasing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Universal International
Films Llc

Lions Gate International(UK)
Limited
Warner Bros. Pictures
International

ⴀㅷ

Toho Co. Ltd.

Wide House

Nikkatsu Corporation

Magnolia Pictures

Shochiku Co., Ltd.

ⴀㅷ

㪮鋕

⽈⨀ꨶ䕧

繡㉂繡㕜橇椕䕧晚
〵抓ⴕⰗ

繡㉂螠秝⯌䓍（黇匌）
〵抓ⴕⰗ

薊㿂覈剋纈䃋㉂㪮劆㕜
ꥹ㫨坿 〵抓ⴕⰗ

歍锞➃

㣔꼛遤瑠侸⡙

嵳땃䕧噠

穪蒀㕜ꥹ

缺僦殥

㣔꼛遤瑠侸⡙

歍锞➃

歍锞➃

2016/10/07

2016/10/07

2016/10/07

2016/10/07

2016/10/07

2016/10/07

2016/10/06

♳僦傈劍

2016/09/30

2016/09/30

2016/09/30

2016/09/30

2016/09/30

♳僦傈劍

♳僦傈劍

晚そ

痝颀坿湁㹻 Masterminds

䙭 Rage

捀㧨铞涸閦
The Light between Oceans

穪㖒 7 꾷㡦
The Magnificent Seven

鮦♳涸㥏㷛
The Girl on the Train

鷑㶩둷 Storks

䙭抡㖒䎂箁
Deepwater orizon

剢

佞嵠♧停∼♲➿湡 J Soul
Brothers ⛓㣼騋∼
Born in the ile

㣔딭廪歿涸蓺謠⠺㫫
lyana Lopatkina

涯儿⛓ꨎ Hime–Anole

륔⯘竤椚➃ Danny Says

嫄♴蠝蠝玅
The Magnificent Nine

晚そ

繡㕜

繡㕜

㟯銯ㆥ

纏㣐ⵄ

岁㕜

薊㕜

㕜ⴽ

繡㕜

傈劥

蚛貽

繡㕜

繡㕜

繡㕜

薊㕜

㕜ⴽ

10

傈劥

岁㕜

傈劥

繡㕜

傈劥

㕜ⴽ

TAIWAN CINEMA
YEAR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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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そ㦜：䎯䨞㣔♴
A Celebrated Gisaeng

109

傈劥

繡㕜

繡㕜

殯齦陪㻌 Dias–Police

桐窍碜Ⱖ卌涸欰ㄐ顜㹐
For Grace

鷆媹⾌㢹〟卌 Blair Witch

2016/11/04

2016/11/04

2016/11/04

2016/11/04

⽂ꯓ

㺙䱳 The Age of Shadows

捙抡鼹㞯 Free State of Jones 2016/11/04

2016/11/04

2016/11/04

2016/11/04

♳僦傈劍

2016/10/28

2016/10/28

2016/10/28

2016/10/28

2016/10/28

♳僦傈劍

2016/10/28

2016/10/28

2016/10/28

2016/10/28

2016/10/28

2016/10/25

㣔꼛遤瑠侸⡙

嵳땃䕧噠

薊㿂覈剋纈䃋㉂㪮劆㕜
ꥹ㫨坿〵抓ⴕⰗ

⫄䕧✽⹛

ꅷ僅㕜ꥹ㢵㯯넓

ꅷ僅㕜ꥹ㢵㯯넓

薊㿂笞❩纈䃋㉂넞䰦
椕涮〵抓ⴕⰗ

繡㉂䒒⚆私犷倛䕧晚
〵抓ⴕⰗ

歍锞➃

〵⻍䋑䕧晚㉂噠ず噠
Ⱇ剚

〵⻍䋑䕧晚㉂噠ず噠
Ⱇ剚

⢕僦㫨坿㕜ꥹ

〳坿谁遯俒ⶾ

넞꧆䋑ꨶ䕧긭

歍锞➃

Toei Company, Ltd.

Cinetic Rights Management
l
lm

Lions Gate International(UK)
Limited

Finecut Co., Ltd

Gem Entertainment Kft.

Freeway Entertainment Kft.

Monster Calls, Llc

Twentieth Century Fox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ⴀㅷ

M-Line Distribution

Voltage Pictures

Mercure International

Le Pacte

鮦䏨㫨坿

ⴀㅷ

Annapurna International, Llc

Atrium Productions Kft

㸞〳ꨶ䕧

薊㿂覈剋纈䃋㉂㪮劆㕜
ꥹ㫨坿 〵抓ⴕⰗ

M Thirty Nine Company
Limited

Park Circus

Lakeshore Entertainment
Group Llc

Buena Vista International, Inc.

Content Media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Limited

M-Line Distribution

듳耢㕜ꥹ涮

〵⻍䋑俒⻋㛇ꆄ剚

㪮鋕

〵抓螠暶鶔㡦㽳

〵⻍䋑䕧晚㉂噠ず噠
Ⱇ剚

〵⻍䋑䕧晚㉂噠ず噠
Ⱇ剚

Archstone Distribution Llc

14

28

20

22

38

35

35

47

♳僦
傈侸

5

12

13

16

8

6

10

18

33

12

55

77

♳僦
ꤎ侸

1

1

2

4

5

♳僦
ꤎ侸

♳僦
傈侸
28

13

6

16

13

34

84

1

1

1

2

4

30

47

♳僦
ꤎ侸

42

15

20

54

30

68

2

3

8

14

23

15

15

♳僦
傈侸

1,156

1,610

1,761

4,057

7,576

8,165

41,991

57,260

稡琎ꌼ㈒
牱侸

29

257

291

554

1,381

稡琎ꌼ㈒
牱侸

1,946

1,689

4,125

5,408

5,857

1,184,425

2

5

49

461

2,206

2,253

8,450

稡琎ꌼ㈒
牱侸

238,101

344,520

389,998

911,289

1,538,350

1,907,207

9,642,331

13,135,212

稡琎ꌼ㈒
ꆄ겙

6,100

53,965

60,550

115,050

293,045

稡琎ꌼ㈒
ꆄ겙

345,586

352,427

943,170

1,170,870

1,292,966

299,701,739

420

1,070

10,240

94,840

464,120

503,045

1,931,063

稡琎ꌼ㈒
ꆄ겙

2016 䎃䏞籏锸

⺱暆ⵄ

䚓暟⢵侫 A Monster Calls
猽㺙（2016）Himitsu the
Top Secret

繡㕜
傈劥

晚そ
눦녋礶 Trolls

剢
繡㕜

㕜ⴽ

11

過聘喀卌：䖰걧㨥
Cabin Fever

⽂ꯓ

眡㖒䋑㜥：ㄤ굺⛓䗱
Tsukiji Wonderland
桄䠦㣐荆怵
The Together Project

晚そ

ꅾ鵦䗱⾲럊 The Hollars

䎂字來㸻倰憘ぐ
Francisco, El Padre Jorge

뇬䩞銴殗噠！
Midnight University

䨼㹐：侸⡙⥜䗂晝
The Lodger: A Story of the
London Fog

繡㕜䗱괐凐
American Pastoral

㣼殯⽈㡦 Doctor Strange

䠦僽♧ꦷ頥 Tomcat

繡㕜

2016/10/24

2016/10/24

〵⻍䋑䕧晚㉂噠ず噠
Ⱇ剚

⢕僦㫨坿㕜ꥹ

2016/10/21

Films Distribution

Doc & Film International

㣔꼛遤瑠侸⡙

2016/10/21
2016/10/21

Dr Productions, Llc

ⴀㅷ

Finecut Co., Ltd

薊㿂笞❩纈䃋㉂넞䰦
椕涮 〵抓ⴕⰗ

歍锞➃

鮦䏨㫨坿

2016/10/21

♳僦傈劍

鍑㺙㿋麨㛇
Going Clear: Scientology and 2016/10/24
the Prison of Belief

涟泇䨞陪
Untouchable Lawmen

꽺㢹 All Hallows' Eve

ㆁ䬘㢹劢溭
Halal Love (And Sex)

䗱涸ꬆ㺑 Le Coeur Régulier

뇬
The Disappointments Room
饱彂：껷晋鮦畀
Seoul Station

晚そ

㤹㖒ⵄ

岁㕜

傈劥

㕜ⴽ

繡㕜

呏䒄

岲㕜

薊㕜

繡㕜

繡㕜

繡㕜

⽂ꯓ

繡㕜

䗞㕜 /
랫䊼㳅

岁㕜

⽂ꯓ

繡㕜

㕜ⴽ

TAIWAN CIN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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梖ꃏ㡏汮㶩
The Preppie Connection

110
䟅눦跨歑 Museum

傈劥

麂鋅랱㣔딭桬㶩 Reset

岁㕜

111

肬ꤥ䨼 Shut In
岁㕜
岁㕜

穅噲鷆媹⟂ Léon

娦❗瘘鎹劥：对䨞倞⚆歲
Death Note 2016
傈劥

ꏈ薊꧆ Hacksaw Ridge

繡㕜

㠗蔅㥏㷛㣆麉⚥ Girl Asleep

慍崎

2016/11/25

2016/11/25

2016/11/25

2016/11/25

2016/11/21

Europa Corp
Gaumont

⽂䓽㕜ꥹ䕧鋕⫄久

Nippon Television Network
Corporation

34

26

35

38

10

굳遤㕜ꥹ、Memento
IM Global, Llc

3

5

10

14

17

22

14

25

29

7

45

66

84

2

1

1

2

5

8

4

7

13

31

14

♳僦
ꤎ侸

♳僦
傈侸
32

89

48

1

1

4

4

8

44

49

83

1

3

1

6

♳僦
ꤎ侸

45

28

6

Raven Banner Entertainment
Inc.

Sonamu Pictures Co., Ltd.

Finecut Co., Ltd.

Dream Kid, Inc

La Piedra Films, S.A.

Upside

ꅷ僅㕜ꥹ㢵㯯넓

Toei Company, Ltd.

Miramax UK Limited

吳䒭剚爢ٌ؛هٝ

ⴀㅷ

Warner Bros. Pictures
International

Warner Bros. Pictures
International

Jinga Films Limited

10

16

Wytwórnia Filmów
Dokumentalnych I
Fabularnych
MPI Media Group

14

33

28

35

51

3

14

23

35

♳僦
傈侸

Bac Films Distribution

CJ E&M Corporation

Sony Pictures Releasing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Dolphin Films International

Tristar Productions, Inc.##S8
Billy Lynn, Llc

Sonamu Pictures Co., Ltd.

Premiere Entertainment
Group,Llc

Epic Pictures Group, Inc.

Other Angle Pictures

ⴀㅷ

嵳坿䕧噠

鮦䏨㫨坿

껻度㉂歌♳㫨坿〵抓
ⴕⰗ

〵⻍䋑俒⻋㛇ꆄ剚

〵⻍䋑䕧晚㉂噠ず噠
Ⱇ剚

〵⻍䋑䕧晚㉂噠ず噠
Ⱇ剚

〳坿谁遯俒ⶾ

螠䕧㕜ꥹ䕧谁

薊㿂覈剋纈䃋㉂㪮劆㕜
ꥹ㫨坿〵抓ⴕⰗ

㣔꼛遤瑠侸⡙

頿㕰岁➃⚥螠字㕜ꨶ䕧
✲噠涮㾝㛇ꆄ剚

㣔꼛遤瑠侸⡙

ꅷ僅㕜ꥹ㢵㯯넓

剋鶔⫄久

歍锞➃

繡㉂螠秝⯌䓍 ( 黇匌 )
肆⟨剤ꣳⰗ〵抓
ⴕⰗ

繡㉂螠秝⯌䓍 ( 黇匌 )
〵抓ⴕⰗ

〵⻍䋑䕧晚㉂噠ず噠
Ⱇ剚
〵⻍䋑䕧晚㉂噠ず噠
Ⱇ剚

穪蒀㕜ꥹ

〳坿谁遯俒ⶾ

鮦䏨㫨坿

⽈⨀ꨶ䕧

嵳坿䕧噠

㋐ꨶ䕧涮遤

〵⻍䋑䕧晚㉂噠ず噠
Ⱇ剚

耢䕧⟱噠

〵⻍䋑䕧晚㉂噠ず噠
Ⱇ剚

⾲ⶾ㫨坿

歍锞➃

6,840

23,472

37,509

479,452

79

7

19

38

700

779

1,047

1,098

3,005

5,628

12,499

稡琎ꌼ㈒
牱侸

1,228,708

20,016

19

81

127

559

5,158

26,800

32,305

275,142

9

364

475

940

稡琎ꌼ㈒
牱侸

1,576,154

5,273,898

8,392,067

110,849,830

17,320

1,470

3,990

8,160

156,893

158,000

206,980

231,320

692,766

1,220,506

2,844,260

稡琎ꌼ㈒
ꆄ겙

304,095,386

4,545,062

3,985

17,115

28,710

108,745

1,157,343

6,221,749

6,920,122

108,483,142

1,890

73,240

100,235

171,205

稡琎ꌼ㈒
ꆄ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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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1/18

눦㥏⸙ June

繡㕜

噲坿Ⱇ㺲 2 Boarding House 2 2016/11/18

⽂ꯓ

㥏㷛ꫭ僱私✲ The World of Us 2016/11/18

⽂ꯓ

2016/11/18

2016/11/18

㣟䎸歑㷛 Destruction Babies

⯕囙乫〵 Hands of Stone

2016/11/18

2016/11/18

2016/11/18

2016/11/18

2016/11/18

♳僦傈劍

2016/11/17

傈劥

䊼䭭꼛

䧮⦛涸鰋期䎃➿
Everybody Wants Some

㼱㥏 Night's Tightrope

傈劥
繡㕜

騟僒涸痧 9 哭ㄐ
The 9th Life of Louis Drax

岚晋⳯㽳䛸莅堥ꡠ➃⩑槈堥
꧉㫫 Poke'mon The Movie
XY&Z

晚そ

䚓桊莅暓⦛涸欴㖒
Fantastic Beasts and where
to Find Them

薊㕜

傈劥

㕜ⴽ

繡㕜

2016/11/12

2016/11/11

2016/11/11

ꤥ呠遯 Cherry Tree

䠦晋貽

눦눃⥡坿鿈 Tulpa

2016/11/11

눃䞨➃눴㩷 The Lure

岚貽

纏㣐ⵄ

2016/11/11

2016/11/11

ꠉ蹓泇♳騟 Like Crazy

擨旰 Silenced

2016/11/11

2016/11/11

2016/11/11

2016/11/04

2016/11/04

2016/11/04

2016/11/04

♳僦傈劍

纏㣐ⵄ

⽂ꯓ

繡㕜

艍艍䵆鲛駊 Sausage Party

ꏈ띋倛 Max Steel

嫲ⵄ ˙ 卌䛸涸⚥㜥䨞✲ Billy
Lynn's Long Halftime Walk

繡㕜

繡㕜

♴崩涸钸䞨 Going Out

⽂ꯓ

穪ㄐ泇➃ꤎ Villmark Asylum

繡㕜

䮱㪮

梖ㄐ⯕걧 Public Friends

晚そ

岁㕜

㕜ⴽ

TAIWAN CINEMA
YEAR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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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晚そ

113

岁㕜

⽂ꯓ

繡㕜

繡㕜

蓸貽

鮦䏨㫨坿
2016/12/02

倞㾀괐凐 The Salesman

㣟䱾ꦎ麥 Tunnel

姹坿㥪耫갉 Sing

坿⢵馊䠦⡹ La La Land

岚䋞碜❏欰崞 Bohemian Life

晋涮㙹 Alphaville

䊼랫嵥⚆粭 Code Unknown

秝礩䟅눦䃋
The Devil's Rock

㥪㧼ⴽ㹐孵
My Friend's Wife

䛌䧌鏻派㹔 Fear Clinic

〵抓ꨶ䕧俒⻋⼿剚
2016/12/08

2016/12/09

2016/12/09

2016/12/09

Showbox Corp.
MFI SARL

嵳땃䕧噠

Universal International Films
Llc

Lions Gate International (UK)
Limited

The Finnish Film Foundation

Tamasa Distribution

Mk2

Raven Banner Entertainment
Inc.

Sonamu Pictures Co., Ltd.

Jinga Films Limited

Asmik Ace, Inc.

Opus Pictures

Hanway Films Limited

Blumhouse International, Inc.

Seville Pictures Inc.

Universal International
Films Llc

듳耢㕜ꥹ涮

繡㉂繡㕜橇椕䕧晚〵抓
ⴕⰗ

薊㿂覈剋纈䃋㉂㪮劆㕜
ꥹ㫨坿〵抓ⴕⰗ

〵抓ꨶ䕧俒⻋⼿剚
2016/12/05

2016/12/09

〵抓ꨶ䕧俒⻋⼿剚

〵⻍䋑䕧晚㉂噠ず噠
Ⱇ剚

〵⻍䋑䕧晚㉂噠ず噠
Ⱇ剚

〵⻍䋑䕧晚㉂噠ず噠
Ⱇ剚

2016/12/03

2016/12/02

2016/12/02

2016/12/02

㣔꼛遤瑠侸⡙

랱䌨䕧噠

薊㿂覈剋纈䃋㉂㪮劆㕜
ꥹ㫨坿〵抓ⴕⰗ

⫄䕧✽⹛

2016/12/02

2016/12/02

恠Ꟁ涸诔〡 The Long Excuse 2016/12/02

⽭ꦖ繏剋〷 Life Risking
Romance

㏮槈㏮槈 Hema Hema: Sing
Me a Song while I Wait

⽓Ⰹꤥ Incarnate

2016/12/02

繡㉂繡㕜橇椕䕧晚
〵抓ⴕⰗ

ⴀㅷ

If Entertainment, Llc Silver
Reel Entertainment Mezzanine
Fund, L.P.

薊㿂笞❩纈䃋㉂넞䰦
椕涮 〵抓ⴕⰗ

歍锞➃

Sony Pictures Releasing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ⴀㅷ

MPI Media Group

Raven Banner Entertainment
Inc.

Xyz Films, Llc

Seville International

Arri Media GmbH

Epic Pictures Group, Inc.

Beta Cinema GmbH

Elle Driver

Fuji Creative Corporation

ⴀㅷ

⽈⨀ꨶ䕧

歍锞➃

〵⻍䋑䕧晚㉂噠ず噠
Ⱇ剚

〵⻍䋑䕧晚㉂噠ず噠
Ⱇ剚

〵⻍䋑䕧晚㉂噠ず噠
Ⱇ剚

⢕僦㫨坿㕜ꥹ

耢䕧⟱噠

㸞〳ꨶ䕧

嵳땃䕧噠

❮럊㕜ꥹ䕧噠

加唼蔅㕜ꥹ

歍锞➃

23

23

23

24

2

2

2

3

4

5

14

23

25

22

30

8

27

81

69

1

1

1

1

1

1

5

29

5

26

12

19

♳僦
ꤎ侸

♳僦
傈侸
30

49

84

♳僦
ꤎ侸

1

1

1

3

2

4

5

7

6

♳僦
ꤎ侸

21

31

♳僦
傈侸

4

5

5

21

14

20

19

26

23

♳僦
傈侸

3,930

12,954

245,576

241,186

103

100

142

4

16

31

1,832

2,504

2,559

7,263

7,617

15,033

稡琎ꌼ㈒
牱侸

17,787

203,871

稡琎ꌼ㈒
牱侸

14

21

42

462

577

751

1,307

2,259

5,476

稡琎ꌼ㈒
牱侸

802,500

2,858,929

56,700,617

56,912,051

19,780

19,680

28,260

840

3,330

6,400

378,805

553,338

581,952

1,603,563

1,678,162

3,463,451

稡琎ꌼ㈒
ꆄ겙

4,058,290

47,920,666

稡琎ꌼ㈒
ꆄ겙

2,920

4,390

8,880

89,715

113,930

169,385

264,890

473,265

1,295,762

稡琎ꌼ㈒
ꆄ겙

2016 䎃䏞籏锸

岁㕜

岁㕜

秣銯貽

⽂ꯓ

繡㕜

傈劥

⽂ꯓ

薊㕜

繡㕜

♶麕㽠僽⚆歲劣傈 It's Only
the End of the World

2016/12/02

㢹遤⹛暟 Nocturnal Animals

繡㕜

⸈䭭㣐

♳僦傈劍

2016/12/02

2016/12/01

♳僦傈劍

晚そ

㟺衆㣔⢪ Fallen

对䨞殯⚆歲：䒲過⛓䨞
Underworld: Blood Wars

剢

2016/11/25

2016/11/25

2016/11/25

2016/11/25

2016/11/25

2016/11/25

2016/11/25

2016/11/25

㕜ⴽ

繡㕜

繡㕜

㕜ⴽ

12

繡㕜

穪ㄐ媹恊 Vanish

繡뜩舟⚆歲 Beautiful People

鑠㹶 The Invitation

纏㣐ⵄ

繡㕜

ⱄ鋅埲奭埠 The Olive Tree

螩䖒频

榰㡦

暜繙㼭薊꧆
Little Mountain Boy

嬁㼭㷛鼇鼹畀
Who Gets the Dog

繡㕜

24 鹋 24 Weeks

僈傈鹎遤刼 Tomorrow

䗞㕜

♳僦傈劍

冝媹來㹔ⷜ㜥晝：365 傈⦝侸
鎙儘 Assassination Classroom 2016/11/25
The Movie: 365 Days' Time

晚そ

岁㕜

傈劥

㕜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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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剓繡涸㸞䱖 Collateral Beauty

ꨶ䕧晝㦣䚓䩛ꐹ：ꠦ눦㣐桬
莅❀⦐佦✲㋿！僦歙㦣䚓ؐ
ؓثحխؒٝو㣐桬ה５א
ך暟铃ٍصٝ！
傈劥

115

傈劥

嫲ⵄ儘

醗莻期䞕 Aroused by
Gymnopedies

槈뜩㫫⛓堀 Marina

䧮僽䋒蟛⯘ I, Daniel Blake

2016/12/23

2016/12/23

2016/12/23

2016/12/23

2016/12/23

2016/12/23

2016/12/21

2016/12/19

2016/12/16

2016/12/16

2016/12/16

2016/12/16

2016/12/16

♳僦傈劍

2016/12/16

2016/12/16

2016/12/16

2016/12/16

2016/12/15

2016/12/14

2016/12/12

2016/12/10

2016/12/09

2016/12/09

2016/12/09

鮦䏨㫨坿

耢䕧⟱噠

⫄䕧✽⹛

껻度㉂歌♳㫨坿〵抓
ⴕⰗ

繡㉂繡㕜崣䬘褑䕧晚
〵抓ⴕⰗ

繡㉂䒒⚆私犷倛䕧晚
〵抓ⴕⰗ

⽈⨀ꨶ䕧

匌僂䕧噠

〵⻍䋑䕧晚㉂噠ず噠
Ⱇ剚

Nikkatsu Corporation

Media Luna New Films UG

Wild Bunch

吳䒭剚爢ꨶ鸒

Paramount Pictures
Corporation

Twentieth Century Fox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Sony Pictures Releasing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Mk2 Société Par Actions
m lﬁ

Niners Entertainment

Raven Banner Entertainment
Inc.

MPI Media Group

〵⻍䋑䕧晚㉂噠ず噠
Ⱇ剚
〵⻍䋑䕧晚㉂噠ず噠
Ⱇ剚

SDP Inc.

TMS Entertainment Co., Ltd.

ⴀㅷ

⾲ⶾ㫨坿

剋鶔⫄久

歍锞➃

Independent Film Sales
Limited

MFI SARL

繡傻㕜ꥹ䕧噠
鮦䏨㫨坿

Crei Inc.

Freeway Entertainment Kft

Warner Bros. Pictures
International.

Buena Vista International, Inc.

Tamasa Distribution

Nihon Ad Systems, Inc.

Archstone Distribution Llc

鮦䏨㫨坿

兞㫨坿

Raven Banner Entertainment
Inc.

Rai Com S.P.A

Apple Corps Ltd

Attraction International
Distribution Inc.

ⴀㅷ

㣔꼛遤瑠侸⡙

ꅷ僅㕜ꥹ㢵㯯넓

繡㉂螠秝⯌䓍 ( 黇匌 ) 肆
⟨剤ꣳⰗ〵抓ⴕⰗ

〵抓螠暶鶔㡦㽳

〵抓ꨶ䕧俒⻋⼿剚

纈薊爢㕜ꥹ

〵⻍䋑䕧晚㉂噠ず噠
Ⱇ剚

⚥螠字㕜ꨶ䕧✲噠涮㾝
㛇ꆄ剚

〵抓ꨶ䕧俒⻋⼿剚

〵⻍䋑䕧晚㉂噠ず噠
Ⱇ剚

⢕僦㫨坿㕜ꥹ

鮦䏨㫨坿

〳坿谁遯俒ⶾ

歍锞➃

9

9

10

9

9

9

11

8

2

3

10

14

4

2

5

51

63

69

84

1

1

1

1

3

8

♳僦
ꤎ侸

♳僦
傈侸
15

6

5

8

31

82

84

1

1

1

1

1

1

2

7

5

♳僦
ꤎ侸

16

16

17

16

17

18

2

1

3

7

2

12

14

14

23

♳僦
傈侸

313

620

2,770

20,920

26,131

84,298

230,076

283

3

6

51

703

936

稡琎ꌼ㈒
牱侸

1,411

1,860

3,405

30,777

142,838

298,289

151

193

7

46

55

65

361

868

1,178

稡琎ꌼ㈒
牱侸

67,220

116,690

579,780

4,714,333

6,079,145

19,673,116

53,404,475

59,540

630

1,260

10,810

168,884

216,348

稡琎ꌼ㈒
ꆄ겙

313,944

398,850

728,130

6,927,712

33,339,330

75,988,899

31,080

45,204

1,440

9,550

11,020

13,450

75,590

195,729

257,198

稡琎ꌼ㈒
ꆄ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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薊㕜

翱钲䵆鲛駊
Office Christmas Party
繡㕜

䟛時⨋걧汥 Why Him?

繡㕜

僤ꥹ麕㹐 Passengers

繡㕜

闒闒⡹涸䊫⯘⸂ Nightcap

岁㕜

䞕䣦ꤴ Trap

⽂ꯓ

桊柱 We Are Monsters

榰Ⱙ

랱娦䚍넞惐 Deathgasm

랱ꆄ♽䃋ば 3 －卼ꓳ眝
Ushijima the Loan Shark Part
3 My Paparotti

띳⺫馄➃ꨶ䕧晝：梖Ⱘ⛓僤
涸⽂麨莅⧍㧥 Anpanman:
Nanda and Runda from Star
of Toys

晚そ

笃崎馄갉鸠 Oasis
Supersonic

䠦䞕，瑳㥶Ⱖ⢵
Over the Fence
鎹䥊⛕갠 Louder Than
Bombs

麂鋅遳頥 BOB A Street Cat
Named Bob

秣銯貽

傈劥

傈劥

㕜ⴽ

薊㕜

岁㕜

傈劥

⺱暆ⵄ

僤ꥹ㣐䨞㢫⫄：⥊湁♧贫
Rogue One

繡㕜

䕧㶩砮椕㆞－Ⱶ㷎鼇䬫飓
籏꧌眝 涸䕹畮 Kuroko's
Basketball: Winter Cup
Highlights ~Tobira no MukÒ~

捦륌꾷㡦㕰 Knights of
Badassdom

⧺劍溫銴ㄐ Holidays

㥶卓㖈岁㕜 ˙ ♧⦐假➃
Journal de France

钓媹蠝翱㢹 Berkshire County 2016/12/09

♴♧畀，㣔㕜 After Life

繡㕜

2016/12/09

♳僦傈劍

♧鹋Ⱄ㣔涸娔剢：䫪걧儘➿
2016/12/09
The Beatles Live: Touring Years
곃㉏⯓欰剤㉏겗 La Felicità è 2016/12/09
un Sistema Complesso

穅噲鮦ꤏ：굔ⴀꅾ㕠
Nitro Rush

晚そ

傈劥

傈劥

繡㕜

繡㕜

岁㕜

⸈䭭㣐

纏㣐ⵄ

薊㕜

⸈䭭㣐

㕜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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䞕媹呪⚥呪
Vivement Dimanche!

116
⽂ꯓ

䝖罏➿贫：槈⚸㫫 Madonna

荞ㄐ痧Ⱉ䠮 Fatal Intuition

⽂ꯓ

⥃䭰畀用 Staying Vertical

䕧⛓♴ Under the Shadow

岁㕜

2016/12/30

2016/12/30

2016/12/30

2016/12/29

2016/12/28

2016/12/26

2016/12/23

2016/12/23

2016/12/23

2016/12/23

♳僦傈劍

2016/12/30

2016/12/30

2016/12/30

2016/12/30

⫊暟铃 II 攨過眝
Kizumonogatari Part2 Nekket 2016/12/30
Suhen

겮昿➃欰 Toni Erdmann

鸒繡➃ Planetarium

幀㢹굺㛔 ꨶ䕧晝 2
Midnight Diner2

薊㕜 /
⟻剽

傈劥

䗞㕜

岁㕜

傈劥

繡㕜

Ꟁ㙹 The Great Wall

ⵞ㹐來哭 Assassin's Creed

㔋涰乹：侸⡙⥜䗂晝 Les
Quatre Cents Coups

繡㕜

岁㕜

剓䖕㖒♴ Le Dernièr Metro

岁㕜

䧗㢚窛铃 The Beautiful Days
of Aranjuez

岁㕜

岁㕜

㢚傈⛓䧗 Jules et Jim

晚そ

岁㕜

㕜ⴽ

〳坿谁遯俒ⶾ

〳坿谁遯俒ⶾ

⫄䕧✽⹛

鮦䏨㫨坿

剋鶔⫄久

⚥螠字㕜ꨶ䕧✲噠涮㾝
㛇ꆄ剚

㪮鋕

㣔꼛遤瑠侸⡙

繡㉂繡㕜橇椕䕧晚〵抓
ⴕⰗ

薊㿂覈剋纈䃋㉂㪮劆㕜
ꥹ㫨坿〵抓ⴕⰗ

〵⻍䋑俒⻋㛇ꆄ剚

〵抓ꨶ䕧俒⻋⼿剚

〵抓ꨶ䕧俒⻋⼿剚

⢕僦㫨坿㕜ꥹ

〵抓ꨶ䕧俒⻋⼿剚

歍锞➃
8
7
4
5
8
4
3
3
2
2

2

2
2
2
2

Alfama Films
岁㕜㖈〵⼿剚
岁㕜㖈〵⼿剚
岁㕜㖈〵⼿剚
Monarchy Enterprises
S.A.R.L.
Universal International Films
Llc
Toei Company, Ltd.
Kinology
嵳땃䕧噠
Kodanshaltd.

Vertical Entertainment
Wild Bunch
Finecut Co., Ltd.
Finecut Co., Ltd.

♳僦
傈侸

岁㕜㖈〵⼿剚

ⴀㅷ

稡琎ꌼ㈒
牱侸
277
227
165
156
358
169,074
139,540
4,124
1,931
1,424

919

145
97
31
33

♳僦
ꤎ侸
2
3
2
2
2
79
85
29
30
7

3

3
1
3
3

6,800

6,850

19,955

29,870

224,302

302,990

456,959

945,396

32,762,223

39,912,906

72,980

30,120

32,910

44,990

56,160

稡琎ꌼ㈒
ꆄ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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牱䨼私錄

資料來源 中華民國電影票房資訊系統

編按：由文化部推動的《電影法》修正案，2015 年 5 月 22 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中華民

國 104 年 6 月 10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400067401 號令修正）。其中，為落實電影票

房透明化，依現行《電影法》第 13 條，全台映演業自 2016 年 6 月 11 日起，提供票房資

料予文化部所建置的電腦票房統計系統。本文內容係由電影票房資訊系統彙整而來，故紀

錄起始自 2016 年 6 月 11 日後的院線正式上映之電影，亦不含影展參展作品。

118

晚そ

2016/06/24

♲➃遤 Three

껻度

剢

119

ず崩ざ捦 Utopians
垜♴涸䨼㹐 The
Tenants Downstairs

껻度
⚥螠
字㕜

⚥螠
字㕜

㷸绢涸椚歋 If There
Is Reason to Study

㼓牟⫄㣼
League of Gods

⼧䎃 Ten Years

껻度

螠僦㫨坿
暽柏㶩侮ざ遤ꌼ
2016/08/12

㸞鼠鹎㕜ꥹ䕧噠

㻫ꋓ䢐ꨶ䕧醢⡲

⢕僦㫨坿㕜ꥹ

螠僦㫨坿

歍锞➃

2016/08/12

2016/08/12

2016/08/05

2016/08/05

2016/08/05

♳僦傈劍

嘥鹠䋕

⚥㕜僤ꨶ䕧、僤⯕耢湅䕧噠（⻍❩）、⽈
秝䕧噠꧌㕰、䍎僤ꨶ䕧俒⻋欴噠（⻍❩）

〵抓㸞鼠鹎㕜ꥹ䕧噠、纈僤榰兰㕜ꥹ㫨
坿、⚥橇㕜ꥹ㫨坿✲噠、㪮鋕、MM2
Entertainment Pte Ltd.、㸞坿䕧晚

谁遤罏

Golden Scene Company Limited、
⼧䎃ꨶ䕧䊨⡲㹔

㣔꼛ꨶ䕧ⴀㅷ（껻度）、Union Investment
Partners、♳嵳뒊谁俒⻋⫄㯯、妇⭚（♳嵳）
俒⻋⫄㯯、瑠⚥ꋓ屎（ꯓ㕜）俒⻋⫄㯯、
Starhaus Entertainment、♳嵳蔅蔅虋虋䕧鋕
俒⻋⫄㯯、䑞䐠⫄㯯、䑞䊝䒾⯕ꨶ䕧䫏须
ざ㣎⟱噠

ⴀㅷ

륌꼛俒ⶾ、⻍❩㣖ざ橇椕䕧噠䫏须

61

20

107

27

29

83

♳僦
傈侸

13

70

59

♳僦
傈侸

8

36

88

7

7

16

♳僦
ꤎ侸

6

78

11

♳僦
ꤎ侸

9

3,137

18,675

505,189

2,499

9,648

10,513

稡琎ꌼ㈒
牱侸

975

46,448

2,382

稡琎ꌼ㈒
牱侸

2,256

307,013

3,276

12,595

610,478

670,030

4,167,915

116,129,865

576,829

2,081,595

2,263,975

稡琎ꌼ㈒
ꆄ겙

204,285

10,228,026

483,895

稡琎ꌼ㈒
ꆄ겙

500,300

68,504,670

740,505

2,805,809

140,999,346

稡琎ꌼ㈒
ꆄ겙

19,720

69,650

7,071,998

263,034

稡琎ꌼ㈒
ꆄ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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껻度

颣ꆄ桄➃
Bounty Hunter

晚そ

껻度

㕜ⴽ
껻度

8

륌꼛俒ⶾ

僤加僦⫹、囙䕧噠、〵⻍䕧噠

僤加僦⫹
2016/07/29

㣔⢪ㆭ⯥？－〵抓
㋲鮦⧺劍
2016/07/29
Go Angels Go-Taiwan
Bike Holiday

噲坿㺋莓
Happy Dorm

⚥螠
字㕜

⚥螠
字㕜

㻳❏ꨶ䕧醢⡲、⻍❩嵳情䕧噠

螠僦㫨坿

ⴀㅷ

25

93

39

92

㥪㥪ꨶ䕧䊨⡲㹔、䕙蒀埠⫄㯯、螠鋕㫨坿䫏须꧌㕰、
⻍❩⚆私螠僦俒⻋⫄㯯、⻍❩涰䏞笪鎝猰䪮、嵄寐 105
荈㖈、ⶾ䠑⯕䎃、MM2 䕧鋕㫨坿醢⡲
㻳❏ꨶ䕧醢⡲、⚥䕧㻳❏갉⫹醢ㅷ、䠦㣼谁䕧噠（⻍
❩）、⻍❩嵳情䕧噠、嵄寐谁腋⫄㯯、⻍❩涰䏞笪
鎝猰䪮、♳嵳呔檳㉂⥌䜂镪鑉、幀㖕ꨶ䕧醢晚䑖、
搂ꐣ⹛⸂ꆀ俒⻋⫄㯯、㻳❏ꨶ䕧涮遤（⻍❩）

167

357

30,480

1,232

♳僦 稡琎ꌼ㈒
ꤎ侸
牱侸

1

1

43

11

♳僦 稡琎ꌼ㈒
ꤎ侸
牱侸

7

16

78

♳僦
傈侸

13

13

69

27

♳僦
傈侸

29

鋕秝螠➋俒⻋⫄久、馢楋

僤僦ꨶ䕧、榰꤈⫄久、〵⻍䕧噠、듳茽㻜噠、倞䕙
䑞デ✲噠、䃋䉞鋕錏ⶾ䠑俒⻋✲噠

⚥㕜ꨶ䕧、蠝钸䒸⸂⛩、㸞坿䕧晚、㸞坿（⻍❩）
ꨶ䕧涮遤、♳嵳꿴鎝⟱딭䕧噠俒⻋⫄久

ⴀㅷ

ⰗⰟꨶ鋕俒⻋✲噠㛇ꆄ剚、⸺虋䕧⫹㕜ꥹ

✵榏棁

굳랔谁遯、坿꤈猰䪮、ⶾ㣆䋑꧌、㺀醢⡲、瀵猒
侸⡙⹛殥、㋐怏㹐❩螠䕧㙹、囙䕧噠、屎⽂ꨶ鋕
ꨶ䕧醢⡲꧌㕰、랔屎갉⫹ⴀ晝爢

걆ⶾ䠑⹛

ⴀㅷ

2016/07/22

歍锞➃

螠僦㫨坿

螠耢㕜ꥹ㢵㯯넓

鋕秝螠➋俒⻋
⫄久

螠僦㫨坿

歍锞➃

暽柏㶩侮ざ遤ꌼ

埠㣐䬸괐 Trivisa

♳僦傈劍

2016/07/22

2016/07/15

2016/07/08

2016/07/08

2016/07/08

♳僦傈劍

⸺虋䕧⫹㕜ꥹ

㪮鋕

㪮鋕

歍锞➃

〵抓㼱䎃奚渤莅
犷ⵄ⤛鹎耢湅

껻度

晚そ

Ⱉ䒚ㄳ㉱긭
At Cafe 6

괐ꨣ넞䩛
Go! Crazy Gangster
㣐ず
The Chinese Mayor

㺯䨞 2 Cold War II

晚そ

荈歋➃ The Free Man 2016/06/24

㼭㷛 The Kids

剢

㕜ⴽ

2016/06/17

♳僦傈劍

蟠㷸㕨：㼦䪪煡〢
The M Riders Finding 2016/06/24
Pangu

穅噲ⵄ
The Last Race

剢

⚥螠
字㕜

⚥㕜
㣐ꤷ

⚥螠
字㕜

껻度

㕜ⴽ

7

⚥螠
字㕜

⚥螠
字㕜

⚥螠
字㕜

껻度

㕜ⴽ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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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穅噲莻棵
Battle of Hip Hopera

⚥螠
字㕜

121

껻度

㕜ⴽ

晚そ
廋Ⱇ屎遤⹛
Operation Mekong

剢

嵳涸䕹畮
After Spring, The
Tamaki Family...

S 괐凐 S Storm

㽳繏屎㥏⯥（侸⡙⥜
䗂晝）
Daughter of the Nile

2016/10/07

♳僦傈劍

2016/09/30

2016/09/30

㋐ꨶ䕧涮遤

歍锞➃

⽈秝䕧鋕㫨坿（Bona Entertainment Co.,
Ltd）、⽈秝䕧噠꧌㕰（Bona Film Group
Co.,Ltd.）、螠㢚ꨶ䕧涮遤剤ꣳ顑⟤Ⱇ、
话蒀僤瑠䕧噠、⻍❩螠뒊僤瑠㕜ꥹ俒⻋⫄
㯯涮㾝、⻍❩ꨣ㕬䕧鋕俒⻋⫄㯯、㣖ꤿ㫨
坿俒⻋、㡸⫄㯯꧌㕰

ⴀㅷ

加卌ꨶ䕧

49

♳僦
傈侸

22

21

㣔꼛ꨶ䕧ⴀㅷ（껻度）、♳嵳뒊谁俒⻋⫄
㯯、♳嵳㹻㋐俒⻋⫄久
螠僦㫨坿
加卌ꨶ䕧

20

15

33

51

♳僦
ꤎ侸

9

22

2

3

39

93

♳僦
ꤎ侸

♳僦
傈侸
63

11

37

42

56

♳僦
ꤎ侸

83

85

4

♳僦
ꤎ侸

58

58

32

㷸罏㕜ꥹ㢵㯯넓

ꨣ⽂ꨶ䕧꧌㕰剤ꣳ顑⟤Ⱇ、㥶눴䖤宐ꨶ䕧

齦⚥䕧噠

鷠⯕ꨶ䕧、剤❧㫨坿、⳯五䕧谁、螠灇㕜
ꥹ갉坿、桪㋐䫏须、薊㿂笞❩纈䃋㉂㺢걖
✲噠〵抓ⴕⰗ、䕧♧醢⡲䨾、壆蟠㕜ꥹ
⫄㯯

ⴀㅷ

湡㺋㯯넓、劥加䊨⡲㹔

齽孒⯌䓍㕜ꥹ䕧噠、㻳❏ꨶ䕧醢⡲、ꨶ鋕
䑞久、㣔♴♧ꨶ䕧醢⡲、㎗僦䕧噠、晋
卓倛僱㣔輑ㄤ⫄㯯、⻍❩륌坿匌倰䕧鋕俒
⻋⫄㯯、⻍❩捙抡䕧噠、♳嵳⯘갾俒⻋⫄
㯯、㣔䛸㫨坿、ㅷ➛㣔♴䕧鋕、㻳❏ꨶ䕧
涮遤（⻍❩）

㪮⫹ꨶ䕧、猗岲㕜ꥹ㫨坿、䖤谁㕜ꥹ㯯넓、
傢傢⚥儘㯯넓꧌㕰、螠俒ⶾ

27

♳僦
傈侸

用し翱㫨坿✲噠

珵䖤ꨶ䕧
2016/09/23

2016/09/23

螠耢㕜ꥹ㢵㯯넓

繡㉂螠秝⯌䓍
（黇匌）〵抓ⴕ
Ⱇ

歍锞➃

湡㺋㯯넓

螠僦㫨坿

2016/09/23

2016/09/23

♳僦傈劍

2016/09/14

2016/09/14

螠耢㕜ꥹ㢵㯯넓

罇⚥㕜ꥹ

罇⚥㕜ꥹ

2016/09/02
2016/09/02

ⴀㅷ

82

㻳㸙㫨坿、㣖ꤿ㫨坿俒⻋、兰坿䕧噠、⽈
秝䕧噠꧌㕰、䑞䊝ꟀꟀ䕧鋕俒⻋、嵄寐錚
ꙧ䕧噠、㤹굳䕧噠䫏须（⻍❩）、䠦㣼谁
䕧噠（⻍❩）、⻍❩ⷜ눦䕧噠䫏须盘椚、
䑞䊝䋑薊僈俒⻋⫄久

歍锞➃

螠僦㫨坿

66

24

♳僦
傈侸

럊漌瀖㢵㯯넓、椚㣐㕜ꥹ㢵㯯넓、ꫵ㣔㫨
坿、箰⢵ꨶ鋕笪、㣖ꤿ㫨坿俒⻋、ꆀ腋俒
ⶾ、䖤谁㕜ꥹ㯯넓

♳僦傈劍

2016/08/25

椚㣐㕜ꥹ㢵㯯넓

歌兜㕜ꥹ㯯넓

顜ꆄ䕧噠⫄㯯

2016/08/12

2016/08/19

ⴀㅷ

歍锞➃

♳僦傈劍

44,697

稡琎ꌼ㈒
牱侸

3,508

7,205

1,224

2,601

11,489

107,921

稡琎ꌼ㈒
牱侸

5,644

27,195

23,699

35,849

稡琎ꌼ㈒
牱侸

126,599

133,079

1,353

稡琎ꌼ㈒
牱侸

10,385,352

稡琎ꌼ㈒
ꆄ겙

773,192

1,639,627

264,110

587,274

2,536,102

24,449,762

稡琎ꌼ㈒
ꆄ겙

1,258,005

6,241,036

5,318,748

7,942,704

稡琎ꌼ㈒
ꆄ겙

28,472,887

29,063,702

301,236

稡琎ꌼ㈒
ꆄ겙

2016 䎃䏞籏锸

10

⚥螠
字㕜

껻度

⚥螠
字㕜

22 ⦐歑➃
22nd Catch

䧮涸跗歑䞕➃
My Egg Boy

⚥螠
字㕜

⚥螠
字㕜

晚そ

傈刓傈䒭侕姿罏
Le Moulin

Line Walker

⢪䖝遤罏

ꌼ㈒㣼㩷
Ace of Sales

㜡デ棵Ꟁ－⹅䖃湬
Yes, Sir! 7

晚そ

⽭㙹
Call of Heroes

㣐곏牟㪮
The Big Power

鷷괐㼱䎃
Ripple Apart

晚そ

㕜ⴽ

⚥螠
字㕜

껻度

⚥螠
字㕜

⚥螠
字㕜

剢

㕜ⴽ

9

껻度

⚥螠
字㕜

⚥螠
字㕜

㕜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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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䎋麌僽䧮 Happiness

껻度

晚そ

屎⻍荩⻍
Hebei Taipei

⚥螠
字㕜

123

⚥螠
字㕜

껻度

⚥螠
字㕜

⚥螠
字㕜

2016/11/18

夔璭➃欰
Betelunt Girls

尣㣔抡
Sky on Fire

牟䨡
The Immortal's Play

2016/11/25

2016/11/25

2016/11/18

螠耢㕜ꥹ㢵㯯넓

㋐ꨶ䕧涮遤

爢㕰岁➃〵抓
㥏䚍䕧⫹㷸剚

㪮鋕

껻度㉂歌♳㫨坿
〵抓ⴕⰗ

匌僂䕧噠
2016/11/11

䗱儘ꗻ
2016/11/18
Packages from Daddy

♧騟갫괐 Godspeed

螠僦㫨坿
2016/11/11

21

22

㣔齦涮㾝、ㄤ⸂鴇⯕㕜ꥹ俒⻋⫄㯯（⻍
❩）、匌ꤿ螠ꏗ涰秝䕧鋕、㣔峸頥滚俒⻋
⫄㯯、姹榰⚆私䕧鋕⫄㯯

螠珠㢵㯯넓、犷䒊蕰〳俒⻋欴噠、犷䒊
韍俒⻋⫄久

22

33

37

6

21

45

飅뜩ば、䕠㹻㥶

Ⱶ⣶둷ꨶ䕧俒⻋✲噠

劥㖒괐⯕ꨶ䕧、〵⻍䕧噠、囙䕧噠、
螠瘼䕧鋕㕜ꥹ⫄㯯

勛䙂⥜

螠僦㫨坿、傈剢僤鴇㫨坿✲噠

鋅稇䕧⫹

52

14

13

20

47

♳僦
傈侸

21

24

21

28

1

41

27

31

♳僦
傈侸

11

21

5

25

34

1

10

17

13

5

1

7

14

♳僦
ꤎ侸

3

6

17

30

1

6

29

7

♳僦
ꤎ侸

1,825

2,139

1,656

10,037

23,058

607

2,082

11,732

11,018

304

577

1,667

7,287

稡琎ꌼ㈒
牱侸

1,879

2,975

4,926

8,600

4

2,676

6,772

1,340

稡琎ꌼ㈒
牱侸

388,800

458,895

385,732

2,237,518

5,219,525

136,835

456,207

2,554,458

2,667,163

65,115

129,385

331,740

1,560,563

稡琎ꌼ㈒
ꆄ겙

404,250

658,503

1,111,383

1,918,672

760

551,240

1,491,585

276,595

稡琎ꌼ㈒
ꆄ겙

2016 䎃䏞籏锸

⚥螠
字㕜

〫銴䧮Ꟁ㣐
Lokah Laqi

暽柏㶩侮ざ遤ꌼ
2016/11/11

暥䉚遳㼱䎃媹➃✲
2016/11/11
⟝（侸⡙⥜䗂晝）A
Brighter Summer Day
㋲鮦㣔⢪
Cycling Angels
⚥螠
字㕜

Golden Scene Company Limited（넞⯓ꨶ
䕧）CreateHK、ꨶ䕧涮㾝㛇ꆄ

ꅷ僅㕜ꥹ㢵㯯넓

嘥䗞僅ꨶ䕧、⚥䕧

罉披杵䕧晚醢⡲

罉披杵䕧晚醢⡲
2016/11/04

⚥䕧

绢㛔ꨶ䕧

绢㛔ꨶ䕧

訬螩耢晋ⶾ䠑醢⡲

嵳땃䕧噠
2016/11/04
2016/11/04

ⴀㅷ

蠝➋ꨶ䕧

薊涽䕧噠、搂ꐣ⯕ざ僦殥䕧鋕俒⻋

뒉ⳮ⫄㣼䕧噠、⻍❩㺀ꌂ䕧鋕俒⻋⫄㯯、
䕧♧醢⡲䨾、薊涽䕧噠、匌ꤿ䰦䧭榰し牬
䕧鋕⫄㯯、♳嵳㼿㷩䫏须、稲莇䋑俒⻋欴
噠涮㾝䫏须

눴坿侮ざ遤ꌼ、⳯五䕧谁、繡㉂螠秝⯌䓍（黇
匌）〵抓ⴕⰗ、䕧♧醢⡲䨾、珏㶩갉坿

1. 豤䒾䛸 2. ꤫䢐彰 3. 卌䣔Ⱙ

⯕⛓騟ꨶ䕧俒⻋✲噠

⚥螠갉坿➃❜崩⼿剚

랔鞝䕧⫹

ⴀㅷ

歍锞➃

蠝➋ꨶ䕧

螠僦㫨坿

暽柏㶩侮ざ遤ꌼ

눴坿侮ざ遤ꌼ

㕜㹻ꨶ䕧⚥䗱

⯕⛓騟ꨶ䕧俒⻋
✲噠

暽柏㶩侮ざ遤ꌼ

랔鞝䕧⫹

歍锞➃

♳僦傈劍

2016/10/28

2016/10/28

2016/10/28

2016/10/28

럊❀姿 Weeds on Fire 2016/11/04

鹎乹⛓騟
Fight for Justice
留㣆 An Odyssey of
Dreams
⯥㶩罉㶩
Black Sheep

剢

⚥螠
字㕜

⚥螠
字㕜

껻度

⚥螠
字㕜

⚥螠
字㕜

⚥螠
字㕜

㕜ⴽ

11

馄秹㣐㕜字（竤Ⱙ侸
⡙⥜䗂晝）
Super Citizen Ko

閦鎊銯銯ꅽ
Never Said Goodbye

⚥螠
字㕜

⚥螠
字㕜

䗞䋒銯喀卌
Forêt Debussy

⚥螠
字㕜

2016/10/21

1. 㿋 2. ❏䬘䬘暶㿋
3. 꺣 1. The Mountain 2016/10/24
2. Ararat 3. Glutton

姽䖕 From Now On

⚥螠
字㕜

⚥螠
字㕜

2016/10/14

2016/10/07

♳僦傈劍

㔋⼧䎃 Ode to Time

䧮涸銯㼭佦✲
Petite Histoire à la
Porte de L'Ouest

晚そ

⚥螠
字㕜

⚥螠
字㕜

㕜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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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晚そ

⚥㕜
㣐ꤷ

껻度

⚥㕜
㣐ꤷ

麥굳贅
Railroad Tigers

仗庋➃
See You Tomorrow

2016/12/30

2016/12/23

2

⻍❩罇蟛䕧鋕俒⻋⫄㯯、♳嵳ꨶ䕧꧌㕰、
⻍❩⸆⨞✲䕧鋕俒⻋、廪⽂蒺卓㫨坿、㎗
僦䕧噠、㿋匌遺鋕⫄㯯
嵳坿䕧噠

7

繡❏ꨶ䕧醢⡲、薊㿂笞❩纈䃋 僱⯕僦歙、
薊㿂涰䢐麨 ꅽ䊼䊼䕧噠꧌㕰

繡㉂螠秝⯌䓍
（黇匌）〵抓ⴕ
Ⱇ

7

16
犷䒊䚻噠ꨶ䕧涮遤、ꅾ䣔ꨶ䕧꧌㕰、⻍❩
㸤繡僤瑠⫄㯯、⻍❩䋑ꨶ䕧、ꨶ䑞⫄㯯䕧
噠（⻍❩）

㣆䟝㉬⹛、㣖ꤿ㫨坿俒⻋、䠦㣼谁䕧噠
（⻍❩）

2

81

1

58

12

♳僦
ꤎ侸

♳僦
傈侸
27

49

23

1

8

16
1

♳僦
ꤎ侸

1

1

1

1

1

♳僦
傈侸

5

3

3

4

10

1

3

14
13

♳僦
ꤎ侸

♳僦
傈侸

ꅷ僅㕜ꥹ㢵㯯넓

㪮鋕

勛껻猗

勛껻猗
2016/12/09
2016/12/16

ⴀㅷ

歍锞➃

兞㫨坿

㥪㥪溏㕜ꥹ䕧谁、⚥橇㕜ꥹ㫨坿✲噠、纈
僤榰兰㕜ꥹ㫨坿、䁘♳䕧⫹、兞㫨坿、
Myanmar Montage Films、⯕陗㕜ꥹ僦⫹
House On Fire

〵抓ꨶ䕧俒⻋⼿剚－螠㿋

♳僦傈劍

2016/12/09

❩㙹 81 贫 The House
2016/12/16
that Never Dies

랱擕喀卌
Black Bear Forest
♧蠝Ⱇꅽ涸秉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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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䕧牱䨼须鎝䳷ꪫⵖ䏞
涸㔐곃莅㾝劆
文 陳昱嵐

2016 年 8 月 12 日由文化部召開《電影法》修法公聽會（圖片提供：文化部）

2016 年台灣電影產業與文化政策的重要里程碑，因《電影法》修法而正式上路的「電

然而，社會上對於電影票房資訊的攸攸眾議，並未因制度的上路而有所停歇。電影票

影票房資訊揭露制度」，絕對是舉足輕重、不能忽略之一環。

房資訊揭露制度涉及面向龐雜，絕非簡單一句「政府管制產業的高權行為」，便可輕
易歸因究責論果。當論者咸常立於各自本位看待電影政策時，難免失之褊狹，或錯放

電影票房統計數據除了滿足觀眾對於票房結果的好奇心外，某程度上，也是觀眾電影

期待。立於此一歷史時刻，筆者認為回首過往、凝視當代、展望未來，逐一爬梳電影

消費行為的選片指標。依消費型態衍伸而論，對於電影產業（含製作、發行、映演等

票房資訊揭露制度的諸般脈絡，有其必要。

各環節）的業界人士來說，既有的電影票房統計數據自是新片攝製、籌資計畫的參考
要素，而當下映演中的電影票房成績，更是牽動商業策略調整的重要資訊，在電影產
業鏈的布局上具有高度戰略價值，並成為最終利潤分配所據。因此，透明、全面的電
影票房統計數據，實乃產銷兩端都殷殷企盼的資訊。

♧尐沩⡦⢵Э〵⻍錚㣔♴涸ꨶ䕧牱䨼鋕ꅿ

管理電影事業的中央主管機關文化部，在 2014 年正視此需求並具體推動，不但舉辦公

台灣長年以來的電影票房，呈現出「台北觀天下」的奇異現象，僅台北地區的票房有

聽會廣納各方意見，也大刀闊斧推動《電影法》修正案。隨著立法院在 2015 年通過修

一致的公開數據。饒是由文化部捐補助運作之財團法人國家電影中心每年所出版的《台

法提案，規範映演業者應於新法施行後一年內建置電腦票房統計系統，並提供票房統

灣電影年鑑》，涉及各年度電影票房市場分析的專文，援用之背景資料亦僅是台北地

計相關資料 1。至此，電影票房資訊揭露制度的運作總算於法有據，箭在弦上開始啟動，

區的票房，未有全台灣之票房數據作為論述基礎 2。至於各院線電影在全台總票房數為

準備回應各界長年以來的聲聲呼喚。

何，總教人霧裡看花，各自解讀。舉例而言，2016 年 7 月首週上映的《海底總動員 2》、

1 參考《電影法》第 13 條（中華民國 104 年 6 月 10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400067401 號令修正公布全文 24 條，

2 往年《台灣電影年鑑》，請參考：www.tfi.org.tw/publication-yearbook.asp

並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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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戰 2》，片商均以獲得全台首週票房冠軍為名，進行廣告號召 3，形成「分別自行
宣布當選」的鬧雙包軼事。這類事例屢見不鮮，卻缺乏任何客觀第三方資料，可供檢
證兩方說詞的正確性。

ꨶ䕧牱䨼须鎝䳷ꪫⵖ䏞涸㔐곃莅㾝劆

✳谔瀖缔荛Эꨶ䕧牱䨼须鎝䳷ꪫⵖ䏞涸
蟠蔡㤏堥
片商與映演業者因對電影票房資訊掌握的不對等，衍生諸多紛擾，片商往往大感不平。

由於電影產業具有資源密集性，產製營銷所涉之金錢、人力和市場，多半聚焦於都會

在產業鏈中擔任攝製環節的片商，一旦難以從市場上獲得合理收益和效用反饋時，自

區，片商在有限資源妥善分配的商業法則下，往往只能關注消費人口最集中、消費總

然會使片商卻步於未來的電影投製。如此多年沉痾，過去長期未見政府單位正面、積

額最高的台北市。另一方面，因台北地緣親近，便於片商派員到戲院抽檢稽核票房實

極的因應，何以在近年態勢丕變，文化部被期待「能為」，而其主觀上也「願為」？

況，故而台北市場內的發行商與映演業間，具有較為對等的談判地位。所以，台北市

若只將此歸因主政者更迭後的新思維，難免過於淺薄、草率。筆者認為，制度之所以

影片商業同業公會（簡稱「片商公會」）與台北市電影戲劇商業同業公會（簡稱「戲

能水到渠成，不能忽略時代背景下的各種主客觀因素。

院公會」），早年即存有一定默契，由台北市各家戲院將每日票房數據回報給戲院公會，
戲院公會每週一彙整北市週末票房數據後，提供給片商公會作為拆帳依據。其他縣市
的票房統計並無類似操作模式，導致無從進以統計院線片的全台票房數字。

（♧）猰䪮莅㣐侸亙儘➿涸ⵞ慨
從 1994 年開始普及的互聯網，以及近年人手一支的智慧型手機，交織成「資訊爆炸」

但是，片商與戲院之間映演收入的拆帳，須以全國票房為計算基礎，此時，台北以外

的時代。在科技推波助瀾之下，資料高速產生，也易於蒐集取得，進而利用電腦的高

地區的票房（除了有連線系統的連鎖影院），因無實際數據反饋的窘境，只能在發行

速運算，便能在巨量、多元、動態的資料中，分析其中的關聯性，發掘價值。大數據（Big

之際，由片商與戲院預先就影片的市場取向，進行票房數據的評估、談判。亦即，原

Data）轉換下的商業智慧（Business Intelligence），不僅廣泛運用於消費行為解析、廣告

則上台北市以外其他地區的票房總合，是台北市票房的兩倍。但若影片取向相對符合

露出效果即時偵測、金融證券投資分析等商業決策，也有助於公共政策分析與社會治

非首都區觀眾品味所好時，在可以預見其他地區票房形勢樂觀的前提下，則可用超過

理 4。

台北票房兩倍的倍數計算之，並進而推估出全台票房數字。
這股新趨勢亦反映在電影產業，例如美國的 The Numbers、英國的 Epagogix 公司，透過
此外，票房收入的拆帳方式，又分為「比例拆帳制」與「點數拆帳制」。前者是依照

累積數十年的商業電影數據庫，可建立穩建的票房評估模型，藉以預測電影票房、輔

事先約定的比例，直接就票房營收來分配收入；後者則是以台北市票房千分之一到千

佐產業鏈的投資金流判斷。其中，最為基礎也最受仰賴的資訊，莫過於票房統計資料。

分之十不等的計算分潤金額。因此，台北市以外地區的「真實票房」數字，從不是片

結合不同時間點、地區、排片方式等控制變因，系統性分析電影票房數據，不僅有助

商與戲院間的拆帳計算依據，戲院也缺乏據實統計票房並回報給片商的動機。故而，

於瞭解市場走向與潛力點、即時調整映演中電影的經營策略，亦能作為未來新片籌劃、

無論全台灣票房再怎麼熱賣，都無法精確反應出片商應有的真實收益；片商礙於市場

集資的參考。

生態中相對弱勢的困境，亦難以挑戰由來已久的利益分配模式。

3 參見〈《海底總動員 2：多莉去哪兒？》北美、台灣瘋海底總動員 票房強強滾〉，「Yahoo 奇摩電影」2016 年

7 月 11 日（yahoo-twmovies.tumblr.com/post/160579796977/ 海底總動員 2- 多莉去哪兒北美台灣瘋海底總動

4 可參考 Viktor Mayer-Schonberger、Kenneth Cukier，《大數據》（Big Data: A Revolution That Will Transform

How We Live, Work, and Think），林俊宏譯（台北：天下文化出版，2013）。

員 - 票房強強滾 ?route=%2Fpost%2F%3Aid%2F%3Asummary）；〈寒戰 2 超越寒戰 奪週末及首週票房冠軍〉，
「中央社」2016 年 7 月 11 日（ www.cna.com.tw/news/amov/201607110290-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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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時代下， 大數據經彙集分析所創造出的新型商業模式， 深深影響電影籌製計畫

ꨶ䕧牱䨼须鎝䳷ꪫⵖ䏞涸㔐곃莅㾝劆

（♲）ꨶ䕧牱䨼须鎝䳷ꪫⵖ䏞䧭湱，莅➮㿋⛓瀖

的擬定、 資金徵募的計畫， 乃至於發行階段的映演方式（ 上映地區、 廳數、 銀幕數
等 ） 商議， 電影產業自然對於票房資料求之若渴。 又根據跨國會計師事務所普華永道

為落實《電影法》第 13 條第 1 項─電影映演業應在新修條文施行日起一年內建置電

（PricewaterhouseCoopers，簡稱 PwC）的《2016-2020 年全球娛樂及媒體行業展望報告》5

腦票房統計系統，並提供票房統計相關資料─文化部正式公告映演業者應提供之電

顯示，電影業的產值成長率為全球娛樂及媒體產業的第三名，潛在商機益發可觀。可

影票房內容、格式及期間等細部制度，並指定財團法人國家電影中心負責對外提供文

想而見，產業施加予政府的壓力（或說殷殷期盼）勢必日漸升高，政府無法再輕忽此

化部所取得之資訊。8

一議題。
不過，此制度實施後，無論資訊的正確性、即時性、全面性或取得便利性，仍難以滿

（✳）㕜㹻椚锸莅ⰗⰟ遤佟⟤㘗䢀涸鱲隶

足各界要求；而外國票房資訊如何完整便捷等等比較之語，更是論者常用以檢驗台灣
制度良窳的標準。筆者認為，政策的形成，是各國政治、經濟與文化情事累積的綜合

以立法、公權力手段賦予票房資訊的公開化，毋寧是國家文化政策的具體展現，由《電

反映，因此，針砭政策得失良窳時，不宜率爾悉數移植他國形式上的制度，而失卻因

影法》歷來修法的譜系，不難窺見國家文化治理權面對電影時立場上的遞嬗。早期《電

時因地制宜的在地溫度。透過盤點各國票房揭露制度運作模式，和社會經濟背景的差

影法》側重於「管制」，國家一方面對電影進行內容審查，握有詮釋的話語權，抑制

異，或許能較中肯指出我國現行制度何以異於他國之處。

不為高權者所喜的意識形態與價值呈現，同時也引導電影配合國家政策，大興愛國情
操、闡揚倫理道德。
其後，福利國家的政治治理概念逐漸抬頭，因此，國家的電影產業政策開始著墨於經

♲ぐ㕜牱䨼䳷ꪫⵖ䏞矦➝

濟上的扶弱、患寡，以編列預算、給予輔導金的方式進行輔導。近年則開始著墨於「公

（♧）〵抓ꨶ䕧牱䨼䳷ꪫⵖ䏞矦➝ 9

私協力」的彈性立場，藉由適度與民間合作、走入市場的方式，達成公務目的。6 舉例

◎ 僦怵噠罏⛓牱䨼须鎝䲿⣘倰䒭

而言，以國家發展基金（簡稱「國發基金」）投資國片，便凸顯電影除了文化傳遞功
能之外，同時具備商品特色，自然須以投資獲利的評估判斷如何傾注資源，以錢滾錢，
開拓國片的市場品牌。
當國家開始以商業性眼光看待電影產業時，消費者的需求與趨向，必然也是公部門投
資國片的重要分析工具。2015 年《電影法》的修法理由便不諱言，為了推動電影相關
輔導措施，需要有效的數據統計資料，作為政策制訂及電影市場分析之依據，因此賦
予映演業建置電腦票房統計系統，並提供票房統計相關資料的義務。7
5

䥰䲿⣘⛓牱䨼须鎝

僦怵噠窡管、须俲窡鎙傈劍、⚥俒⿻⾲俒晚そ、♳僦傈劍、牱ⵚꌼ㈒겙、
牱ⵚꌼ㈒侸、稡琎牱ⵚꌼ㈒겙、稡琎牱ⵚꌼ㈒侸

牱䨼须鎝䲿⣘⛓倰䒭

1. ⟃ꨶ㶩墂呪䲿⣘罏：⟃「Microsoft Excel、XML、CSV」Ⱖ⚥♧珏呔䒭，
⫄鱒荛俒⻋鿈䕧鋕⿻崩遤갉坿欴噠㽷「㕜牱䨼⿻湱ꡠ须鎝侮ざ禺窡」

牱䨼须鎝䲿⣘⛓儘ꣳ

殹傈牱䨼须鎝，䥰倴妄♧䊨⡲傈 14 럊䲿⣘

2. ⟃秶劥䲿⣘罏：⣜鋊㹁倰䒭ꨶ舡䩧㶶管

PwC Global Media and Entertainment Outlook: 2016-2020 (2016 PricewaterhouseCoopers LLP.) 參見： pwc.
blogs.com/files/em_outlook_080615.pdf

6 有關國家任務變遷的法政學理可參考Martin Loughlin, The Idea of Public Law (New York: Oxford , 2003）
；劉淑範，

〈行政任務之變遷與「公私合營事業」之發展脈絡〉，《中研院法學期刊》第 2 期，2008 年 3 月。
7 參見《立法院公報》，第 104 卷第 44 期院會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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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參見文化部 105 年 12 月 15 日文影字第 10520459201 號函。
9 資料彙整自文化部文授局影（業）字第 1053002479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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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㕜ꨶ䕧牱䨼䳷ꪫⵖ䏞矦➝

◎㕜㹻ꨶ䕧⚥䗱牱䨼须鎝⛓Ⱇデ倰䒭

剚㆞

Ⱇデ㼩韍

⽰儘牱䨼

（⣜俒⻋鿈呍涮⛓「ꨶ䕧晚ⴕ秹阮
僈（ⲥ怵㛂撑）」䨾鯺Ⱘそ醢⡲、
ⴀㅷ、涮遤、㼬怵⛓「岁➃」䧴「荈
搭➃」，㖳剤歍锞捀ꨶ䕧牱䨼须鎝
禺窡剚㆞⛓须呔，⟃《䖤禺窡䌙贫）

【须鎝䳷ꪫ垦涸】

1. 剚㆞㖈歍锞ꨶ䕧ⴕ秹阮僈儘，䨾
䲿䕧晚⛓⽰儘须鎝；

ⰗデⰉ㺂

ⵖ䏞箔歋

♧菛㣐滞

嫦剢牱䨼

【牱䨼须鎝】

1. 剚㆞Ⱘそ醢⡲、ⴀㅷ、涮遤、㼬
怵⛓ꨶ䕧，㋲傈、稡鎙ꌼ㈒牱侸莅
ꆄ겙；

剚㆞涬Ⰵ㕜㹻ꨶ䕧⚥䗱ꨶ䕧牱䨼禺
窡叆鑉

2. 捀奚邂醢⡲、涮遤莅僦怵噠罏♲
倰ⵄ渤，⫦腋⽰儘叆鑉✮剚㆞剤湬
䱺ⵄ㹳ꡠ⤚⛓⦐ⴽꨶ䕧⽰儘牱䨼鎝
䜂，⟃⥃隌➮➃⛓㉂噠堥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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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菛㣐滞

中國電影市場擁有第三方票務平台，耳熟能詳的格瓦拉、微票兒、貓眼電影、大眾點評、
淘票票、時光網等票務平台，為了爭取客源，往往搭配高額度的票價補貼優惠，使得
票務平台能取得的票券價格低於現場購買的實體票券，躍升為中國觀眾訂購票券的主
現與大數據資料高度整合的型態，民間第三方票務平台便能反應即時、龐大的票房資
訊。此外，2015 年 10 月，隸屬廣電總局下的專資辦（國家電影事業發展專項資金管理

【须鎝䳷ꪫ垦涸】

♶ⴕ㕜ⴽ⛓僦怵⚥ꨶ䕧

鑪䎃䏞僦怵
ꨶ䕧⛓㕜
稡鎙牱䨼

委員會辦公室），也推出電影票房實時數據平台，故目前中國呈現官方民間分流的多
樣票房數據提供模式。
舉例以言，在民間方面，貓眼電影票房資訊，結合自家市占率極高的電子售票系統，
和為數眾多的異業結合戲院，得以提供當日，甚至是隔日已出售的電影即時票房、排

【牱䨼须鎝】

片占比、票房占比與上座率等綜合數據。2017 年 9 月，騰訊微影時代旗下的第三方票

1. ⚥俒晚そ、♳僦傈劍、ⴕ秹阮僈歍
锞➃、ⴀㅷ➃、♳僦傈侸、♳僦ꤎ侸、
稡鎙ꌼ㈒牱侸、稡鎙ꌼ㈒ꆄ겙；

務平台：娛票兒、格瓦拉併入貓眼電影，使得貓眼電影進一步獲得微信、QQ 在線的票
務入口支持，10 與挾著阿里體系巨額資本的淘票票平台分庭抗禮。在「大者益大」的

2. ꨶ䕧䱖䎸♶䭾䱖そ，⣜♳僦傈劍

票務平台合併，並與互聯網巨頭既有用戶資訊逐步整合下，票房數據的廣泛應用性與
商業價值更加彰顯。

1. 嫦剢 5 傈（麂⧺傈갫䒂）倴㕜㹻ꨶ
䕧⚥䗱㸽笪Ⱇデ♳僦怏 30 傈䕧晚⛓
剢牱䨼须鎝；

2. 荈「ꨶ䕧牱䨼盘椚禺窡」ⴀ PDF
邍呔⣘♴鯺
1. 捀䲿⣘ꨶ䕧噠罏㼩Ⱖ䨾䫏须 醢
⡲ 涮遤䕧晚⛓⽰儘须鎝，⟃鴾鸠
锅侮斊ꌼ瘼殜，佦ꣳⵖ剚㆞歍锞须
呔；

䎃䏞牱䨼

流方式，因此使用率普遍較其他國家高。在互聯網應用具有高普及度下，電影市場呈

2. 剚㆞剎鄄そ㖈Ⱖ➮ꨶ䕧ⴕ秹阮
僈䕧晚⛓牱䨼须鎝

2. 嫦傈⛓ぐ簖䋑牱䨼、ぐ㖒⼦䨡ꤎ
牱䨼、♳僦傈劍、ꌼ㈒牱侸、ꌼ㈒
ꆄ겙、牱侸隶⹛桧、䋑⽑桧瘞

Ⱇデ倰䒭

ꨶ䕧牱䨼须鎝䳷ꪫⵖ䏞涸㔐곃莅㾝劆

1. 㼩♧菛字滞䱰《䭾剢⛓걽桧、㕜
稡琎牱䨼捀须鎝䳷ꪫ倰䒭，⟃黠䏞⥃
ꥻꨶ䕧噠罏⛓斊噠牍㺙；
2. 牱䨼须鎝ꬌ⟃ꌼ㈒겙捀䱖䎸，䓽⻋
⚺盘堥ꡠꬌ⟃䋑㜥颪䏠捀㼬ぢ⛓⚥䚍
用㜥；

3. 罌ꆀ㕜欴ꨶ䕧㖈䋑㜥⚥㹒⫄䧭劥♶
㥶㢫晚，㢵銴鯱Ꟁ♳僦儘雊〡烵
涮ꃋ䲿⼮牱䨼，鼚⯝鸤䧭갸倬

ⴚ涬倴㕜㹻
ꨶ䕧⚥䗱Ꟁ
䎃管糡ⴀ晝
⛓ 《〵抓ꨶ
䕧䎃Ꙥ》

又如，與中國前三大搜尋引擎「搜狗」結合的「CBO 中國實時票房」，是民間重要的
票房資訊提供平台，其資料來自藝恩諮詢公司，藉由票房監測、統計、分析等方法，
每五分鐘更新當日票房數據，內容包括映演中電影的排片占比（含一二三線城市比
例）、當日票房、上座率、場均人次等資訊。藝恩公司是中國首家娛樂產業研究機構，
監測全國超過 2,500 家影院每日分場票房資料及近千家影院每小時票房資料，結合數理

《ꨶ䕧岁》
⥜岁，⫦
剤〵⻍䋑牱
䨼须俲，植
〳䱍䳣㕜
㸤侮牱䨼须
鎝，鹎遤刿
捀㸪錚⚂鷴
䗣涸ⴕ區

模型和強大圖表分析功能，快速深入把握市場趨勢及競爭狀況。此外，藝恩公司每年
度都會將「EBOT 藝恩日票房智庫數據」、行業深訪、線上調研、二手資料收集等資訊
進行研析，推出付費式的《中國電影產業研究報告》，幫助電影行業從業者更加瞭解
產業發展現狀和未來趨勢，以及電影產業與互聯網、金融產業的融合發展。

10 參見〈貓眼與微影時代握手，騰訊與阿里的文娛大戰才剛開始〉，「中國新聞網」2017 年 9 月 21 日（www.

xcnnews.com/kj/10504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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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官方電影票房揭露制度，緣起於 2014 年 6 月，財政部、發改委、稅務總局、新聞

於韓國政府從 2007 年 7 月起，籌集並運營五千億韓元規模的電影發展基金（基金以政

出版廣電總局等七部委，為了加強「電影事業發展專項資金」的收繳、使用與管理，

府出資的兩千億韓元，電影票徵收 3% 稅費分攤兩千億韓元，以及加上既有的電影振

將專資辦打造為具備電影資訊統計、資金結算、監督管理功能的國家電影資訊統計管

興金庫一千億韓元共同組成），並從中提撥每年約一百億韓元的資金，投資於各種有

理中心，以 8,000 家影院同時接收和數據入庫、電影票二維碼驗證、平台監控、售票軟

籌劃力和潛力的電影專項。是以，快速、準確的票房資訊，對於 KOFIC 而言，不僅是

件版本資訊巡檢、網絡代售票務數據的接收入庫和主動抓取等方式，強化全國電影票

為了營造公開透明、公平合理的電影市場流通環境，同時也有助於國家扶植電影產業、

務綜合信息系統。11 目前，專資辦官網每日下午兩點半更新資料，提供「前一日」的「單

投資電影攝製時，有客觀市場指標得以依循。

日前十名」電影票房、場次、人次、累積票房，供公眾瀏覽。
韓國電影政策著重電影產業發展、市場開拓的特色，完全展現在票房資訊揭露的方式。

（♲）傈、ꯓ牱䨼䳷ꪫⵖ䏞矦➝
日本的電影票房揭露制度，與中國相仿，採行官民並行的途徑。官方資料由經濟產業
省每月以發布問卷調查的方式，向片商及映演業發布問卷，請其回報票房資訊後，再
累積當年資料作成電影產業實態調查報告，分析產業發展狀況。12 核其政策本質，應
著重於主管機關對於各產業脈動的掌握，據以作為施政規劃的資訊基礎，而非著墨於
票房數據的即時性與真實性的控管，亦不將即時票房視為應公諸細節於眾的資訊。
至於民間部分，主要由集結日本四大電影發行公司（東寶、松竹、角川、東映）的社
團法人日本映畫製作者聯盟，每年 1 月前發布前一年度的電影票房資訊。13 另也有其
他民間單位整合票房資訊，定期公布當週或當月票房資訊。
相較而言，日本電影產業環境較無即時資訊的迫切性，傾向就完整資訊進行全面性揭

KOFIC 的電影票房公開查詢系統，直接以「日、週、月、年」為單位的電影成績作為
排行序，揭露上映中電影的發布日期、該期間銷售額、累積銷售額、收入占比、銀幕
數占比等資料，另可指定資料統計的地理範圍為特定區域或全國統計數據。

（㔋）繡㕜牱䨼䳷ꪫⵖ䏞矦➝
美國是全球龐大的電影生產與銷售地區，各產業鏈下的商業機制十分完善，毋庸仰賴
國家介入強制公布票房資訊。早年主要的電影票房資訊來源，為蘭特拉克集團公司
（Rentrak Corporation）和尼爾森 EDI 公司（Nielsen EDI Inc.）。前者成立於 1977 年，已
是全球最具影響力的娛樂產業資訊研調公司，所涉產業包含電影票房、電視收視和廣
告等；後者在 1976 年成立，業務涵蓋全球高達五萬多塊銀幕的電影票房資料追蹤分析，
但於 2009 年遭前者併購。

露與研究，故重點放在票房年度報告。另因票房資訊事涉產業營收與分配，一旦從業
人員故意提供錯誤票房資訊，可能連動性引發主管機關罰款、銀行取消對該公司的貸
款等不利後果，在造假成本過高的情況下，票房數據容有一定的準確性。

美國電影產業匯聚鉅額的投資與融資，尤須大數據分析作為資金運用策略的輔助工具，
在自由競爭市場高度發展的產業環境下，相應的收費型數據研究公司，也在電影票房
資訊的經營上，有卓著的成績。例如：華爾街知名的金融機構康托菲茨傑拉德集團

韓國電影票房揭露制度， 主要由韓國電影振興委員會（Korean Film Council， 簡稱

（Cantor Fitzgerald）推出的收費軟體「坎特（Cantor）」，也提供多元完善的電影票房

KOFIC）負責，該會隸屬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為負責支援電影事業的專門機構。由

資料，供使用者進行各種排列組合的分析。

11 參見《2014 年度事業單位法人年度報告書》，中國國家電影事業發展專項資金管理委員會辦公室，2015 年 6

月 1 日（www.gjsy.gov.cn/ndbgzl/2014/201508/t20150805_50628.html）。

在產業高度分工的資本主義成熟運作下，美國票房統計機構往往有營業內容的「獨立
性」，亦即，自身不從事電影的投資、製作、發行與放映，或智慧財產衍生商品的營運，

12 參見経済産業省「特定サービス産業実態調査」（www.meti.go.jp/statistics/tyo/tokusabizi/）。

單純透過電影票房資料的收集運用來獲利。為了鞏固數據分析結果的專業品質，也因

13 參見一般社団法人日本映画製作者連盟「日本映画産業統計」（www.eiren.org/toukei/）。

為營業項目不受票房高低影響的中立特質，票房數字的真實性自是無庸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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㔋窍♴♧鰶ꨶ䕧渿⚆涸⪔䘎ꏗ

簡言之，美國與中國的電影票房揭露制度，顯而易見地是光譜的兩端。強調高度自由、

回首我國電影票房資訊揭露制度的來時路，也環顧各國電影票房資訊揭露模式後，對

電影票房數據，國家不多加介入、管制；而中國政府將票房的即時與真實性作為高度

於這個承滿多年期待，同時受高規格放大檢視的制度，筆者在此提出以下幾點淺見，

控管項目，賦予業者回報、改良系統設施的義務，也端出對違規者的嚴格懲罰規定。

以期國家文化政策能走向更有利於電影產業發展的方向。

又例如日本政府對於電影產業的控管，係立於產業客觀營運結果的資料蒐集與分析，

資本主義，電影產業的成熟度早就領先世界各國的美國，係交由市場競爭供需去運用

作為整體施政所據資料庫的一環；而南韓政府卻是立於「公私合作」的立場，高度介
首先，在電影產業與科技密切結合，衍生出新型態商業模式的浪潮下，電影票房揭露

入產業營運，全力打造高度市場化的環境。當國家對於電影產業的想像有所不同時，

制度的運行，儼然是沛然莫之能禦的大勢趨向，筆者也樂見其成。然而，在這股浩浩

自然會呈現呼應不同價值取向的制度細節。因此，國家將己身置於電影產業裡的什麼

湯湯的浪潮下，歷次公聽會、諮詢會議的重點，泰半聚焦於數據揭露方式的政策「實然」

角色？對於國內電影產業未來發展定位為何？其實才是推動制度前的根本核心。

運作模式探討，但在「應然」層次上，似未見政府的充分論述，使得映演業者的資訊
提供，彷若成為一種無待論證的責任。

承前所述，制度發軔運作的一兩年間，我國電影產業與中國資金人力合作的合拍案例
漸多，因而常見援用中國電影產業現有模式為標準來批評我國的電影票房揭露制度，

放諸舉國營利事業，縱有稅收課徵需求而須每二個月申報一次營業稅，卻幾乎未見有

認為政府的步調過於牛步，不符時勢所需。業者的擔憂其來有自，無可厚非，但在缺

何產業被主管機關以配合政策擬訂為由，賦予「逐日」回報「主要營業項目收入細節」

乏對本土整體經濟情勢的認知下，有時候，過多未必符合實際的愛之深責之切，反而

的義務（搭售餐飲等其他營收除外）。然而，映演業者本有其營業祕密與營業自由權，

是加深官民隔閡的利刃。就此，筆者簡單由兩岸的經濟、政治、文化有何本質上的差異，

國家權力不宜過度涉入，遑論補助業者建置電腦票房統計系統相關費用，也未必能成

據以說明根基於斯土斯民的電影票房揭露制度，何以必然呈現不同風情。

為課予其義務的堅實理由。權利與義務是否對等、是否具高度關聯性，均非無疑。因
此，推動電影票房統計公告制度的政策思維，並不能單純從稅賦公平的角度視之。

（♧）⚥㕜涸넞䏞✽耢笪涮㾝，㤮㛇倴門㢵ぐ㕜ꨈ⟃醳醢涸爢剚胝兞

早在推動制度之際，各方均理所當然將民間資訊視為國家施政所有，在投合當時民氣

蓋中國互聯網技術未必優於主要發達經濟體，但在地大物博、人口即市場的基礎下，

的氛圍下，制度快速上路，過程中自然少了較為深度的論述，因此也忽略電影票房資

中國互聯網網民規模火速成長，互聯網結合旅遊、娛樂、體育、交通等日常生活所需

訊的規範對於營造公平開放、競爭有序電影市場環境的意義。筆者認為，這樣的政策

的商機，發展出舉世無雙的互聯網經濟態樣，按市值估算，最新的世界十大互聯網公

目的，才是真正價值所在，也能準確賦予國家管制行為的正當性。

司，中國便占有四席（阿里巴巴、騰訊、百度和京東商城）。14 因此，民間公司願意
投注資金開發第三方售票平台、票務系統，以爭取消費者青睞；同時，結合互聯網大

其次，官方、民間各有罔顧基本定位的褊狹之處，導致目前的制度欠缺靈魂，闕漏對

數據資料庫的研究，也成為潛移默化既有消費習慣、開發新獲益可能性的戰略所據。

於當代產業實況的完整認知，官方與民間擁抱不同的盛世想像。由上述各國電影票房

因此，兩岸在電影消費模式、大數據資料取得與運用上，立基點便有所不同。例如，

揭露制度的簡介，應不難窺見，當今主要電影大國賦予「票房數據」的意義和模式運作，

台灣二三線城市仍有不少「撕票型」、不走電子票務系統的戲院，在取得其確切票房

顯然有別，似無絕對的主流必勝方法可考。終歸究柢，主管機關與產業間，除了催生

資訊的難度上，便高出許多。此外，中國電影映演排片週期，多半僅排定當天起兩三

制度的生成外，更應細緻地將目光跨出單一政策實踐的範疇，將我國經濟、文化的發
展情勢納入整體觀察視角，擘劃出切合我國產業特性的藍圖。

14 參考〈全球網路公司十強：亞洲公司占四席〉，「科技新報」2014 年 9 月 17 日（www.finance.technews.

tw/2014/09/17/internet-power-balance-tilts-toward-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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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內的電影場次，其後幾天的映演安排，自然極度仰賴最新票房情況調整。這種商業
型態也與台灣習慣一次直接公布整週映演場次的模式、步調，有所不同，自然也影響
到兩岸電影產業對於即時數據的需求程度。

（✳）佟䏎湌盘玑䏞剤ⴽ
根據中國票務系統細則及其他相關法規的規定，影院票務軟體須取得備案證書，才可
進入市場，且每家戲院同一時期只能安裝和使用一套符合國家頒布標準的票務軟體。15
在「牌照難求」的特許制度下，保障了票務軟體商在封閉的競爭環境下，能夠擁有相
對穩定的市場，卻也同時間負有高度配合國家政策的義務。故而，中國的第三方票務

꣡ꏗ♧ ]չ㥶⡦衆㻜շꨶ䕧岁ո痧 13 哭⤛
鹎㕜ꨶ䕧牱䨼禺窡鷴僈⻋պⰗ聃剚剚陾鷷
㶶珳

꣡ ꏗ ♧

չ㥶⡦衆㻜շꨶ䕧岁ո痧 13
哭⤛鹎㕜ꨶ䕧牱䨼禺窡鷴
僈⻋պⰗ聃剚剚陾鷷㶶珳
整理 謝佳錦

平台雖然呈現百花齊放的生態，但數十家之多的線上票務平台，背後提供出票的影院
票務軟體系統，大概僅有粵科（火鳳凰）、華夏滿天星、辰星（中鑫匯科）、中影博
聖（火烈鳥）、沃思達（VISTA）、影合眾新（鼎新）及一九零五（M1905）等七家，
自然也使得中國政府在數據資料的源頭控管上，守備範圍縮小，業者也莫敢不從。反
觀我國在國家權力的使用上相對節制，若非出於極為重要的政策目的，難以對特定產
業進行高度管制。
兩岸無論在國家政體的基本定位、市場環境與經濟態樣上，都存有根本上的歧異，若
罔顧此實情，而空泛地要求我國應採用與中國政府相當的票房揭露制度，恐是緣木求
魚。況且，以中國民間市場上多元、靈活運用的電影票房即時數據資料呈現，作為要
求我國主管機關制度執行的標準，似乎也是錯把馮京當馬涼，表錯情放錯期待的失焦。
綜上，電影票房數據的重要性逐漸受到重視，是個可喜的現象，但數字是不可更易的、
冰冷的，而人的想像和夢想無比溫燙、沒有邊境，如何讓電影票房資料，成為我國邁
進下一輪電影盛世的重要備忘錄，是需要國家與電影產業業者不斷省思的議題。

15 參見〈關於轉發《電影院票務系統（軟件）管理實施細則》的通知〉，中國國家新聞廣電出版總局「電影電子

2016 年 8 月 12 日由文化部召開《電影法》修法公聽會（圖片提供：文化部）

政務平台」2014 年 07 月 21 日（dy.chinasarft.gov.cn/html/www/article/2014/01493ff2d427339b402881a7470
edaf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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Ⱇ聃剚傈劍2016 䎃 8 剢 12 傈

鄭麗君（文化部部長）：各位關心台灣電影發展的各位先進、好朋友，大家午安。非

俒⻋鿈ⴀ䌏➿邍

天找到這個場地大概是文化部辦公聽會最大的一個場地了。今天有這麼多朋友來，顯

䕧鋕Ꟁ䖛㹆ば

外，我們部裡面還有我們的丁曉菁次長一起出席，我們的影視局張局長、影視司徐司

Ⱇ聃剚㖒럊〵⻍㕜昿私䙂긭⚥㿋闍㛔

常歡迎大家來參與文化部我們所舉辦的「如何落實《電影法》第 13 條」的公聽會。今

鿈Ꟁꁀ뜩ば妄Ꟁ♨凶蜹䕧鋕㽷㽷Ꟁ䓹䃪➋䕧鋕㽷ꨶ䕧穉穉Ꟁ嘥猗桪

Ⱇ聃剚⚺䭰

然這個議題大家非常重視，我們非常感謝大家參與。首先跟大家介紹，除了我主持之
長也在現場。

俒⻋鿈Ꟁꁀ뜩ば

Ⱇ聃剚涮鎊

䓹⚥ヰ〵⻍䋑ꨶ䕧䨡ⷜ㉂噠ず噠Ⱇ剚椚✲Ꟁ

今天公聽會先跟大家作一個簡單報告。公聽會主題是「如何落實《電影法》第 13 條」。

哀ㆹ䕥 㣔✮ꨶ䕧

影片映演業應於本法中華民國 104 年 5 月 22 日修正之條文施行之日起一年內，建置電

劫䒂䎂ꨶ䕧㛇ꆄ剚袚✲Ꟁ

團體或機構。中央主管機關得補助電影片映演業建置電腦票房統計系統之設備或器材

勛麥僈〵⻍谁遯㣐㷸ꨶ䕧ⶾ⡲㷸禺來䱇Ⱟ禺⚺⟤

條修法的意旨，就是希望能落實電影票房統計的透明化。我們今天的公聽會不是討論

ⷠ用遤〵抓䌌眕㣐㷸㕬⫄禺來䱇Ⱟ禺⚺⟤

我想大家都知道，《電影法》第 13 條在 104 年 5 月 22 日修正，修正的內容是：「電

鏪俒䂾私ꏗ晚䊨剚

腦票房統計系統，並提供票房統計相關資料予中央主管機關及其指定電影相關法人、

랔薳僅兞㫨坿籏竤椚

相關費用。」這個法修正通過的時候，我本人擔任立委，有參與修法，所以知道這一

齶僈䢵⚥⥌ⶾ䫏ⶰ籏竤椚

電影票房要不要透明化，因為修法已經過了，基本上這個意旨就是要電影票房透明化。

ⷠ㶞槇շ㫨坿ꅾ乹ո鎹罏

時修法的意旨。這是我們今天公聽會的主題。

峿⨴⧍㕜㹻ꨶ䕧⚥䗱շ佞僦鹋㜡ո⚺管
勛捙䕧♧醢⡲䨾湌醢

今天討論的是如何確保落實，也就是說，現在在執行面上的相關作法，能不能達到當

衞㥶蓸螠俒ⶾ籏湌醢

在座大家都非常關心影視政策的發展，所以我們另外有準備一份最近文化部提出的新

ⷠ㎗僈⢕僦㫨坿籏竤椚

蛅㉬牬䖤谁㕜ꥹ涮遤鿈籏湌

構。但是在我們推動影視產業整體政策轉型，希望能提振影視產業發展的這樣一個未

䑁⨀ꌂ猗岲䕧㙹籏竤椚

是電影產業進行商業交易的一個重要依據。所以如何能夠健全票房的透明化，是振興

䑁屛䗞猗岲䕧㙹袚✲Ꟁ
卌⚥㋮醢晚噠罏

影法》第 13 條。今天要就整個落實過程中各項執行面，請教大家意見。

㸢俒䕔ꅷ僅㕜ꥹⶰ籏竤椚

湖ꬌ僒佟屛㣐㷸䑞久ꨶ鋕㷸禺ⶰ來䱇

首先，透過今天的公聽會，下列有幾個問題，希望大家能夠進一步提出建議。首先，

ꀎ䙂牏շ荈歋儘㜡ո鎹罏

聞稿，是目前文化部就整個影視政策提出下一個階段我們推動影視政策轉型的整體架
來中長期目標。我們其實知道，健全產業環境是非常重要的，這當中，電影票房數據

ゟ僈䥃㪮猗䕧㙹袚✲Ꟁ

影視產業的基礎。我們自己深知，在推動下一個階段產業政策之前，我們要落實《電

詓곏俛CNEX 袚✲Ꟁ

依照這個法，去年通過一年內就要建制電腦票房統計系統，並且提供資料給中央主管

䭾Ⱘそ涮鎊갫䎸䱖

機關，就是文化部，我們再指定給相關的法人、團體或機構。這是法的主要內容。不
論這個法當時修得完不完善，我們文化部依法就是要落實這個法所賦予的責任。依《電
影法》13 條，映演業應該要建制票房統計系統。520 上任後，就我了解，去年修法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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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文化部同仁就已經開始建制，一直到今年 3、4 月就完成，到我上任之後，文化部從

及的這幾個問題，希望透過今天公聽會聽取意見後，來訂定原則跟規範，盡速允予落

6 月 11 日起就以這系統開始接收到資料。依法，我們本來應該在收到資料之後，指定

實。這是我們公聽會的主要意旨。

電影相關法人、團體、機構。但是我進一步了解，從去年到今年 3、4 月所建構的電腦
票房統計系統，到底能不能落實這個法所希望促成的目標，我個人認為，這個系統的

接下來就請影視局局長，就目前電腦票房統計系統，從去年修法以後建制的方式作說

建制恐怕還有一些檢討空間。所以今天第一點，提請大家討論，這個系統建制的方式

明。我也建議待會張局長說明完後，也請戲院公會的朋友們是不是能說明現在系統建

是不是有需要再修改？因為這個建構方式會直接攸關第 13 條能不能落實，以及攸關資

制的方式？把這些資訊提供出來，作為大家討論的基礎。我們先請影視局張局長。

訊提出來的公信力、準確性。所以這一點要提請討論。大家是不是覺得有必要再修正？
我們基於主管機構，有責任作到好。大家覺得有需要修正，我們願意再進一步進行第

張崇仁（影視局局長）：部長、次長、各位電影界的好朋友，大家好。依照《電影法》

二階段的修正。這是第一個提請討論的問題，等會會請同仁報告現階段系統建制方式。

第 13 條的規定，映演業者從今年 6 月 11 號開始，提供全國票房統計資料給影視局；
由全國戲劇公會蒐集各戲院的資料，每天的資料是第二天下午 2 點傳送到影視局。所

第二個問題，從 6 月 22 日開始，我們已經接收到戲院公會傳輸回來的資料了。依法我

以到目前為止，我們所收到的總票價是 25 億 3,269 萬餘元，截止 8 月 10 號為止。有關

們就要提供給指定的法人、團體跟機構。依法我們可以指定，但也期待這是經過大家

整個票房的收集系統跟建制情形，我們待會請映演公會作一個詳細的報告。以上。

共識的。所以第二個問題要提請討論，要提供給哪些法人、團體跟機構？有一個可能
性是，我們優先提供給政府捐助成立的相關法人，意思是提供給第三方，但這個第三

鄭麗君：有關票房收集系統與建制方式，我們就請映演業公會這邊跟大家做個說明，

方是政府當時捐助成立的，這是其中一種角度。另外是大家認為應該提供給哪些團體、

謝謝。

機構、法人？也希望聽聽大家的意見。
張中周（台北市電影戲劇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部長、各位長官。楊組長能不能把
第三個問題，我們提供給第三者後，第三者如何進一步把資訊公開？票房資訊公開的

我們的資料發給部長、次長，各位長官看一下，這是我們一些說明跟建議事項，能很

對象、方式是什麼？對象有兩個層次，我們也提請討論，第一個層次是，是不是產業

清楚地代表我們戲劇業者所講的內容，也提供給現場各位先進們作參考。至於戲劇公

利益相關者要都能接收得到？第二個層次是，公眾是否應該也要接收得到？再來是頻

會根據《電影法》第 13 條，已經經過局裡的協調溝通，訂定局裡所需要的系統。最主

率的問題，多久能接收到，以及透過什麼樣的方式接收？我們也希望提請討論。在這

要的就是將每一天、每個戲院的票房，包括金額跟票數，在隔天傳給局裡的系統，由

些大方向原則都確定之後，是不是未來在資訊提供、接收時應該建立一個規範？而這

局裡收集所有戲院的資料，包含每一天上映影片的紀錄。我想這個部分已經很明確的

個規範是經過大家共識形成，未來在這些規範底下，進行這些資訊的公開。

把整個系統依據第 13 條規定，把資料交由局裡來處理。

第四個提請討論的議題，當《電影法》第 13 條確定執行上路後，若有對電影產業的一

楊秀玉（影視局電影組組長）：大家好。跟大家說明一下，目前戲院每天下午 2 點以前，

些改變或造成衝擊等，政府是不是應該研提配套措施？例如像部分映演業者，如果在

會把前一天戲院票房，目前是蒐集全國 109 家戲院，依照每個戲院每天放映的個別影

這過程當中的一些轉型或因應上，有需要政府協助的，政府我們願意同時提出配套措

片的票房跟票數，利用我們所公告的資料格式傳輸給我們，那這個格式是 Excel 表格，

施，讓這些措施落實能更周延、更周全。

傳輸到我們局裡。

以上是幾個基本議題，希望提出來請公聽會討論。我再重申，文化部我們的立場是要

鄭麗君：再稍微說明一下，您剛剛報告依法把公會資料傳輸到部裡面？（張中周：是。）

依法落實《電影法》13 條，也希望能落實電影票房統計的透明化。但在整個過程中涉

那我們有經過一個行政公告指定一些格式。戲院怎麼傳輸到公會？是不是也可以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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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長說明？

個問題，很期待聽到大家的意見。如果發言人願意，可以說明自己的姓名及所屬單位。

張中周：戲院經過全國票房建立的這套系統，每一天將前一天的所有票房資料，建制

劉立行（台灣師範大學圖傳系教授兼系主任）：剛剛討論前，部長提了幾個議題，但

在這個全國的電影票房系統，再由電影票房系統直接在 2 點以前，傳輸到影視局。

是前面戲院公會理事長介紹的系統的圖像還是不清楚，也違反了法規。大家注意，個
別戲院把當日結算出來的資料，不是連線，是傳送到戲院公會，把這個資料傳給文化

張崇仁：有些不太清楚的地方。映演公會這邊的系統是它從各電影院蒐集來的，影視

部。又說，片商是完全知道這個系統。現在片商公會這邊，是不是文化部指定的？剛

局這邊自己建制的是一個類似 databank 資料庫的形式，所以從映演公會傳送的各戲院

剛我聽到的，不是，那這是怎麼傳輸到片商公會這裡？我講的片商是發行商這邊。現

資料，是傳送到我們影視局網路直接灌入 databank，我們影視局的系統並沒有直接連接

場產學界都有，怕會混淆，公會有片商公會也有戲院公會，名詞沒有釋疑，我越聽越

各電影院系統。因為我們從法上的定義、文字來看，並沒有機制要作這事。

不清楚。先要把這個釐清，才能夠接著討論下面幾個議題。

鄭麗君：待會兒請大家討論的時候，我們要有充分的資訊，所以我會兩次敦請理事長

張中周：我們剛才講的是戲院業者將個別上映影片的資料，給發行的電影公司，並沒

說明。因為我剛剛第一個議題是，我們現在建構票房統計系統的方式跟傳輸的方式，

有要給電影片商公會。（鄭麗君：所以是由你們提供？）部長，我報告一下，片商公

是不是能達到法的目標，也就是資訊的正確性跟公信力。所以剛剛想要了解的是，就

會的會員就是發行電影的公司，所以它可以向自己的會員索取所有資料。

公會傳輸資訊到部裡，我想這一端我們是清楚的，依行政公告指定的格式，公會把資
訊傳輸到部裡，部裡也自己做了一套系統來接收。但是現在比較不了解，或是說進一

劉立行：所以換句話說，這些資料已經提供包括主管機關，也包括主管機關非指定的

步要討論的是，就戲院傳輸到公會這邊，公會如何確定跟戲院這邊的系統，第一個，

若干團體跟機構，已經是這樣子了？

是否連結？第二個，如何確定數據的準確性？這部分是不是請公會再跟我們說明，戲
院到公會這邊的連結，系統是怎麼樣建構？是完全電子化？還是不一樣？或不是？有

鄭麗君：還沒有。大家可以看一下《電影法》第 13 條，總共有兩項，第一項就是，從

不同系統，還是跟你們是同一套系統？

修法一年起要建制票房統計系統，並且要提供票房統計相關資料給中央主管機關，就
是文化部，然後文化部要指定提供給電影相關法人、團體或機構。所以我剛剛說有幾

張中周：簡單說明，我們戲院業者報給公會的資料，其實就是每一天報給片商的資料。

層問題要提請討論，第一個就是，目前電影票房統計系統，我之所以要召開公聽會，

所以它的準確度就是，戲院報給公會的資料就等於報給片商的資料，由公會這邊再傳

是我個人也認為這個系統可能有待檢討。因為如果照剛剛理事長的說明，戲院自行傳

輸給影視局。建立資料可靠性，很重要的一點是，片商擁有這些資料。因為我們採取

輸到公會，說實在，我們作為一個主管機關，我沒有辦法完整對人民負責這個資訊是

所謂分帳的商業機制，是一個分享性的資料，所以電影發行公司可以掌握到完全的資

正確的。我當時是立法委員，我知道這個修法意旨，我剛剛有說一句關鍵的話「容或

訊，這個資訊也就是我們報給影視局的資料。怎麼報？其實就是我們設立這一套系統，

這個法當時可能修得不完善」，但是我自己記得這個法的意旨是電影票房透明化。剛

由各個戲院直接將他的數字 key in 到這個系統裡面，上傳。

才一開始說，電影票房數據是作為這個產業商業交易很重要的根據，也攸關電影產業
環境的生態。所以我自己會覺得這件事需要召開公聽會，大家討論是不是這樣子的建

鄭麗君：自行上傳，所以也不完全是電子化的方式，就是戲院上傳資訊到公會的系統，

制方式足夠了？有沒有需要修正？有需要修正，我們作為主管機關，我願意負責任繼

然後公會再從系統把資訊傳輸到文化部。好，這個是目前電影票房資訊傳輸系統建制

續修，但是這個我們要跟公會、映演業大家有共識，未來也需要進一步討論。所以今

跟傳輸方式的現狀。接下來就提請公聽會討論的幾個層面議題開放討論。討論過程中，

天第一個問題，票房統計建構方式有沒有需要修正，願意聽聽大家意見。

作為主持人，若有需要進一步再做資訊說明的部分，我會再請各界作說明。剛才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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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我們文化部接收到資訊後，要指定電影相關法人、團體跟機構。事實上我們 6

的建構，是戲院自己回報？還是這個系統直接跟戲院售票系統作連結？因為這個東西

月 12 日已經收到資訊了，照理說我依法就要指定了，但是我要指定給誰？其實到目前

如果只是回報上來，那就跟以前是一樣的。我們講透明化是我們整個電影產業的研究

為止，我覺得這個也需要社會建立共識。如果依我們行政的邏輯，或許最簡單的方法

基礎，如果又是用回報的，要開放給誰是更後面大家可以再去討論的，但是你第一步

是指定給政府所捐助成立的第三方，也就是政府所捐助成立的公設財團法人，以目前

的資料一定要是完全客觀正確的，如果這一步達不到，我覺得後面其實都不用再談了

跟電影相關的就是電影中心。但是，我當然可以直接指定，可是需要大家討論，是不

啦。我個人覺得這個部分應該要想辦法建構一個完全正確而且有公正性的系統，這一

是可以接受就指定給它。所以，依照 13 條要指定給誰，要提請討論。

定是整個討論透明化的基礎。

第三個問題是，依這個法並不是它收到了就好，是它要作為這個社會公信的第三方，

鄭麗君：我想大家都先聚焦在建制方式。來，導演請。

把這個資訊透明化。所以接下來要給誰？是要給電影產業利益相關者？是不是要建立
一個會員制？還是什麼樣的方式？誰來跟它申請可以拿到資訊？還是要揭露給公眾？

朱延平（電影基金會董事長）：電腦建制到票房透明化，我們做電影做了幾十年了，

提供給利益相關者或揭露給公眾，事實上也是需要一個規範、一個方式或一個頻率。

從以前是用電話報票房，電話說今天這場幾票、今天賣多少，然後我們派監票。監票

公開的方法也需要大家討論出共識。

一個人還不便宜，全國排了幾十個監票去戲院，其實監票跟戲院也有勾結，還要換。
所以這個東西從以前電話報幾票，後來用傳真，現在改到電腦，其實這個變化是很可

最後一個問題，如果整個透明化過程造成有所衝擊，譬如包括對電影業者，或不同戲

笑的。電腦基本上沒有透明化，部長剛剛講得很好，怎麼保證我們這個票房的真實性？

院有不同經營的方式，我們政府願意思考配套政策。事實上我們也希望推動國片院線

其實國外都已經做了很多很多，影視局可以去參考國外的作法，每個國家都有，而且

或鼓勵放映國片等等，或戲院的轉型、升級，我們都願意有配套來允予協助。這是提

不是第二天 2 點鐘，當天就有，而且每一場都有，即時的，這邊賣一票，這個機制就

請討論的第四個問題。抱歉我剛剛也許沒有說很清楚，我現在再重新說明這四層問題。

會收到這一票的票房。這場完了，馬上總加出來就是多少錢。電腦非常快速、便捷，

剛剛劉老師問的，這三層問題跟配套。我們現在再繼續開放討論。

而且有公正性。所以我覺得這個電腦有待商量啦，以前用電話報，現在用電腦報而已，
沒有什麼改進，這我覺得真的是要修正的地方。還有，至於給哪個單位去發布？其實

梁哲彰（天予電影）：部長、各位長官、各位同業大家好。關於電影票房統計系統建

我們不太有意見，我們只要看得到就好了，電影中心也 OK。那我自己本身是電影基金

制這件事，我覺得公信力不來自於誰，其實對我們製作公司來說，我們只 care 一件事，

會，我們也希望爭取我們網站能夠有電影的票房，基金會也是文化部 80% 權力嘛，所

如果今天原始素材在文化部，那文化部公告的就是最可信的，可信度來自資料的真實

以我希望基金會也有這個權力。但沒有也沒關係，大家隨時知道哪裡可以看得到。那

程度，不在於誰講這個事。所以第一個問題，在這前提之下，文化部如何確保公告資

我覺得要公布，不需要隱瞞，因為隱瞞不了，我不相信想知道的人查不到。何必去隱

料、收到的資料是正確的？如何監管？第二個問題是，到目前為止普及率達到多少了？

瞞呢？全世界都是公布的。這是我的意見。

至於最後要達到全面普及的時程表，有沒有這個東西？第三個可能有點敏感，我自己
一直很 confused 的地方，我只是很單純認為票房是營業收入嘛，如果票房不公布的話，

鄭麗君：國際經驗的部分我有請同仁稍微作整理，待會兒一輪後再請同仁補充。

不曉得現場有沒有國稅局的官員，可以為我們解答他們的態度是如何？
黃茂昌（前景娛樂總經理）：我想從產業的層面來講，所有的票房針對產業，有三個
鄭麗君：你的問題我們再請相關人員回應，有沒有人要繼續？

部分也許部長要思考一下。一是數字。數字即使有些誤差，你得知道大概情況是怎樣，
去年的 7 月跟今年的 7 月比，你要有一個數字才能去統計，才能看到一個趨勢。第二

許文峰（紀錄片工會）：部長、各位與會大家好。我想請教一下，剛才講的這個系統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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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奧運的轉播，有哪一個不是作直播、即時？你還在等明天新聞報導嗎？沒有人要看

李道明（台北藝術大學電影創作學系教授兼系主任）：剛才聽到黃茂昌先生提到的這

這個東西。所以直播，以及即時，是一個必然的趨勢。在建制過程裡面，過去我們傳

個部分，對產業來講，確實即時資訊是非常重要的。目前，據我所知，如有錯誤請更

統作法，發行公司跟戲院是隔天，我當然也可以隨時打電話去問，上一場坐多少？有

正，大台北地區以外的其他戲院，60% 或 70% 以上戲院還是屬於三個主要戲院的連鎖

多少人？有多少是交換券？我可以去問，他們也可以回答，也應該回答，因為是一個

系統所擁有，他們都有電腦售票系統，透過這樣的方式，包含台北地區的話，台灣大

分帳的合夥生意。但是某種程度上，即時性還是不夠的。那剛剛朱導講的，以大陸的

概有 80% 的戲院有電腦售票系統。既然有這麼大的比例是電腦售票系統，能夠報出即

例子來講，現在的確是每一秒鐘在更新，不是每一個小時。第三，是數據的分析，今

時數字是尤其可能的。現在最大的問題可能是接收資訊，每日、即時收到資訊的程序，

天這家戲院作多少票房、作多少數字，其實沒有太大意義，更大的意義是，這部片在

對產業方來講比較重要，對於一般大眾來講沒有必要得到這些資訊。我會覺得資訊透

這個戲院有多少場次、有多少位子，也就是排片占比與票房占比。因為很多時候我們

明公開就技術條件上是沒有問題的。現在是說，我們怎麼樣讓這樣的資訊，如剛才部

要分析，真正有意義的是上座率。演七十個戲院的當然比演兩個戲院的票房高嘛，但

長所講，可以被產業利益相關者獲得？過去最大被大家詬病的，戲院跟發行商、製作

很多時候你演七十個戲院卻票房表現不好，表示你上座率低，如果只演兩家戲院可是

者之間的票房分配比例問題，特別是台北以外的地區，數字其實是不盡然正確的，這

上座率高，這不管對發行業者或戲院來講，才是真正重要的數字。如果仔細看，我就

特別會對影片製作者造成傷害。我覺得數字完全正確公開，對戲院不見得是不利的。

以大陸作例子，它的排片占比是分成兩件事，一個事情叫作總體的排片占比，第二個

這部分是不是由政府站在比較公正的立場，讓資訊完全透明化？不必要全然公開，我

叫黃金時段的排片占比。這些數字其實都是公開的，你可以隨時得知，隨時調整，因

們作為一個學術單位，像我們學校現在有電影史與電影產業研究組的研究所成立，也

為你必須要調整。就是說我今天這個票房不好，明天我就把它拉掉了。這是商業行為，

需要這方面的資料，但不是作公開，而是作學術研究使用。所以我希望除了剛才部長

票房不好就拉掉，沒有關係，即時性才能跟大家討論，任何時候發行公司跟戲院在討

所說的產業利益相關者與公眾以外，對學術界也能提供相關資訊。謝謝。

論其實都會講，你看我昨天比另外一部片作得好，它在 200 人廳，我才在 100 人廳，
我坐 60 個人，它才坐 80 個人，不是在比誰的票數高，是在比上座率。這三件事都跟

劉立行：國外經驗上，詳實、即時的連線數據，大部分是集團化的，也就是發行商跟

系統建制有關，如果今天這個系統是隔天報告、下個禮拜報告、一個月報告，那是給

映演業者可能是同一集團，或者有相關產權聯繫。其實更多是像我們台灣一樣，中國

學者看的，跟產業沒有關係。第二，如果今天數字只是說這部片的台北市票房多少，

大陸也是，沒有跟剛剛大家所講的跟售票系統第一端連線，像茂昌講的，賣多少票幾

其實沒有太多意義，這個我們也會知道。

分鐘就 update，一直沒有作這個。我剛剛聽完這一輪的講話，我感覺部長或部裡面可
能對所謂的透明跟詳實是趨向那個部分的，希望能跟實際上賣出來的票，透明化，基

鄭麗君：您認為即時的對象是產業利益相關者，還是公眾？

金會董事長也是希望這樣。但我想了解，映演業者為什麼不能作這件事？當然可能牽
涉要分出去的錢，有很多新聞講挪移票，這邊票房壓低、那邊票房拉高等，還有剛剛

黃茂昌：當然是產業利益相關者，其實我不 care 公眾的。譬如以很多國家來講，我舉

提到稅務問題，可能有牽涉這個部分。這也不是只有台灣發生，國外經驗若併在一起

法國作例子，它是要付費的，我如果要看是看不到的，如果要取得，我是產業的一分子，

講，可能還更多，就是看怎麼取得平衡。《電影法》第 13 條我看是沒有問題，只是我

我可以付費沒有問題，問題是有沒有這個機制來作。可能有一些國家，如美國跟大陸

們希望部長或部裡面想要更詳實的情況之下，在施行細則裡面，其實應該要定義什麼

比較奇怪，有某種程度的公開，雖然也不見得是正確的數字，但是是一個指標性的意

叫「票房統計相關資料」。如果讓戲院業者很誠心誠意地去連線、去即時，那是緣木

義。對我來講，我今天關心的還是產業，我並不關心公眾。謝謝。

求魚。等一下聽聽映演業者講的話。不然怎麼那麼多年了，就好像董事長講的，以前
用電話報，現在用電腦報，是一樣的，就算法規來了，也是一樣的。為什麼都做不到
呢？就是我們並沒有第三方或政府，第三方像國外叫 observatory，民間觀察站，觀察票

鄭麗君：還有沒有第一輪發言？

房。現在政府要介入，在法律上定之，很難啦。在施行細則裡定義，法裡面已經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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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統計相關資料」這幾個字，大家不覺得這幾個字是關鍵字，但我看起來是關鍵字，

鄭麗君：各方意見都有充分表達，剛剛是公會理事長代表表達，有沒有個別映演業也

你必須要在施行細則裡定義「票房統計相關資料」，包括日期、每天晚上結算，電影

希望說明？

可能第一週週末最重要，要做廣告把票房灌很高，以後總體票房也會是詳實的、實際
的數目。中間牽涉太多眉角。要把收到的日期、格式、內容更加細化、定義，我想這

張中周：我再提一個，我們有提一個資料，給政府單位的條例，請參考《政府資訊公

是比較簡易的辦法。如果要釜底抽薪，當然說透明化就是要連線，那只有連線做得到。

開法》第 18 條的規定，這已經很明確說明我們給了政府的資料，政府能不能去作公開，

至於連線，現在馬上就可以請教一下映演公會這邊，到底為什麼連線推不動？

請依照《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18 條去參考。

鄭麗君：公會或映演業有沒有想要說明？

鄭麗君：映演業隨時都可以再回應說明。我們今天公聽會也不是只針對映演業啦，大
家都可以多方對話，政府基於法的主管機關，看怎樣可以最充分落實第 13 條。

張中周：我說明一下。幾位前輩講到，電影票房紀錄，我相信，製作公司是找發行公
司作發行，他應該得到發行公司給他的詳細資料，因為這是一個商業行為。你今天委

梁哲彰：這是我第二次發言。既然公會提到《政府資訊公開法》的部分，就表示票房

託了你的發行公司，發行公司就有義務提供詳細資料給你了解。今天所有戲院業者的

在文化部這邊算是政府資訊，對吧？不知道影視司司長或同仁能否即時回答我這個問

資料，其實一直都是這樣，隔天才去報這個資料。至於有沒有剛才講的偷票房，這真

題，適用這個法嗎？

的是一大侮辱。這也是商業行為的一種，今天發行公司認為這一家戲院業者有問題，
請你就進去查嘛；今天說稅務有問題，請國稅局去查嘛。業者做的事就是商業行為，

邱明慧（中信創投副總經理）：我是中國信託，投資電影很多，我 echo 一下那個問題。

包含什麼條件，都是商業行為的一種，所以業者把他報給發行公司的資料報給局裡面，

如果是票房，要繳營業稅、娛樂稅，跟一般公司營收一樣，若是上市櫃公司，營收每

就是一致性的東西。這個部分，有作過片商、發行公司的人應該很清楚，今天他所要

月 5 日也都是要公開，而且是公開給一般大眾，不管你有沒有投資，都可以看得到。

的資料，你的戲院一定要給你，而且隔一天一定會給你。至於所謂即時系統這部分，

如果把票房當作戲院應該繳給政府的稅，因為每張票政府要抽娛樂稅嘛，這個資訊公

很抱歉，我們不知道哪一個國外的戲院跟哪一個部分去作連結，今天所有大家網站上

開，是完全沒有問題的。我想代為回答一下前面的問題。就像我 TOYOTA 上個月掛牌

面看到的都是第三方資訊，剛才提到上座率、排片率的問題，這也是商業行為啊。今

數是多少，絕對不會因為這是裕隆上個月的掛牌數，而我不能公告、公布。我想票房

天你發行公司跟戲院談判的條件裡面，你到底有幾個廳、多少個座位，這完完全全是

對於政府的財政收入來講，本來就是一個公開的資訊。第二個，剛剛公會理事長有談

一個商業行為，也不會隨時作更動。因為商業行為裡面談到條件面的問題，安排幾個

到，這個都是商業行為，沒有錯，但是就我一個這幾年做電影投資者來看，其實片商

廳、幾個場次，上映前就規定好了。這是商業行為的一種，不會因為你即時票房的結

不等同於發行商。我們之前投資片常常碰到一個問題，因為台灣的片商很小，製作公

果可以任意更動吧？我想很少，除非戲院跟片商雙方面同意。所以我認為剛才所講的，

司都很小，可能要透過八大體系或有固定作發行的體系去作發行。我們每一次拿到的

我也搞不清楚，為什麼發行公司跟戲院之間的差異性那麼大。因為所有都是商業行為。

資料，其實都是發行商跟我們說，戲院報給他的資料就是這樣。除了台北我們知道對

第三個，即時性的問題，我們知道的所有國外的部分，我們看不到是全部連線在一起

不對，至於台北之外的中南部資料，我們完全都不知道，我們很想知道到底全省有多

的。這個部分很簡單嘛，因為每個戲院連鎖使用的系統不一樣嘛，誰能保證不會有駭

少。那他就跟你說，戲院報給我是這樣就是這樣。我根本完全不知道全台灣剩下一半

客入侵？如果這個系統被駭客之後，誰負責？我們最近看到很多有駭客進去的系統，

的體系，到底是不是這個樣子。剛剛也有同業說，80% 的戲院映演業都已經有公開資

不能使用了。我認為我們今天看到的，沒有一個去跟你連線，內部系統中毒的機率就

訊，所以不光只是電影相關利害從業人員要拿到資訊，可能國家拿到資訊後再做一些

更少。

分級，基本的票房收入就跟你每個月營業收入是一樣的，絕對不會因為有任何原因說
不能公告。第二個，如果映演業要作一些大數據分析，上座率等，那倒是可以作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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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級。像我們現在看大陸所有相關資訊，不是大陸映演業從業人員，可是也可以看得

開法》是有這個責任跟權力去認定這個衡平。剛剛法規會沒有完整報告，事實上我們

到，《美人魚》每天的票房，或者哪部片的相關票房。基本資料對於片商、製作公司

認為兩者衡平，有它的公共利益之所在。那我最後一點說明，這也就是為什麼要立《電

來講，至少有嘛，像台北一樣，至少告訴我一個大概資訊。這是我回答一下剛剛那位

影法》13 條。不可能立《電影法》13 條跟《政府資訊公開法》矛盾，絕對不會這樣，

同仁的問題。

也是因為對《政府資訊公開法》這樣的解釋，跟當時立法院這樣的認知，才立了《電
影法》13 條，特別給它一個法源，讓它可以促進票房透明化。

鄭麗君：請文化部法規會說明一下。
梁哲彰：謝謝部長，所以文化部的態度非常明確，電影票房是政府資訊，要公開，不
文化部法規會人員：所謂政府資訊，在《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3 條有明確定義，所謂

是應不應該的問題，而是要公開。如果是這樣的話，那想說建議接下來的公聽會，是

政府資訊是指，政府機關以職權範圍內所做成或取得而存在於文書、圖書等等的資訊。

不是就不用討論要不要公開或應不應該公開這件事了。

什麼叫職權內所取得？在法務部 103 年 2 月 24 號所作的一個函釋，所謂的職權內所取
得是指，政府機關依據「組織法」或「作用法」行使職權所取得的。《電影法》一般

鄭麗君：我剛剛只是還原當時立法怎麼考量《政府資訊公開法》。我們今天是對話，

解釋是「作用法規」，所以依照《電影法》所取得的資訊就是政府資訊，沒有異議。

我還是要把當時的整個立法過程跟映演業公會作一個對話。但是我們今天不是要討論
要不要透明化，是討論如何落實。我們依照 13 條已經有收到資訊了，事實上就是要提

梁哲彰：我剛發言是開頭，詢問票房是否是政府資訊。謝謝法規會的同仁非常詳細幫

供出來了，但是我們也負責任認為，這樣提供出來，準確性似乎有待商榷。所以希望

我們解釋，雖然我聽不太懂，反正文化部就說是嘛。好，如果是，那再往下一層思考，

邀大家討論，是不是我們還要再修正？我們願意負這個責任修正。但是這過程需要映

請問文化部對於公會這邊提出它是否適用《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18 條，你們的認定是

演業大家來建立共識，未來要修正還是要跟大家一起努力。接下來就是討論要公開給

它適用嗎？

誰、怎麼公開的方式。像剛剛討論就很好，有釐清兩層，電影產業相關利益者以及公眾。
如何進一步公開的方式，大家是不是也要有共識？

鄭麗君：我來說明。我看了法規會研議給我的意見，剛剛法規會解釋的是，依照《政
府資訊公開法》，我們取得的資訊是可以適用《政府資訊公開法》，這是第一個。但

洪健倫（國家電影中心《放映週報》主編）：之前針對電影票房議題，我有做過相關

是第二個，事實上《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18 條適用的問題，其實我們過去在立法院常

報導，對剛剛各位討論收穫良多，畢竟經驗還是比較淺，如果有可以補充的也麻煩各

遇到，原則上，《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7 條很清楚說，下列政府資訊除依 18 條規定限

位提供意見。但是，剛剛各位的討論當中，有一點沒有釐清，就我所知，目前在票房

制公開或不予提供者應主動公開，所以《政府資訊公開法》基本精神是要公開政府資

拆帳的方式是有兩套系統：一套是台北目前進行的，與大部分連鎖戲院門市或通路，

訊。它的排除是在 18 條，18 條第 7 款部分，「個人、法人或團體營業上秘密或經營事

會按照實際的票房收入採取一定比例去拆帳；另一部分拆帳方式，多半在台北市以外，

業有關之資訊，其公開或提供有侵害該個人、法人或團體之權利、競爭地位或其他正

不是按照實際票房收入，可能是參照台北市票房數字，再去作一定比例的拆帳。可是

當利益者。」這是排除事項。但是排除事項第 7 款後面有但書：「但對公益有必要或

根據剛剛戲院公會理事長的表示，目前在電影票房回報方式上，各戲院回報給戲院公

為保護人民生命、身體、健康有必要或經當事人同意者，不在此限。」這就涉及對公

會的數字，基本上是跟他們回報給各個發行商的數字是一樣的。那我想請教一下，針

共利益的評估。我認為作為主管機關，我們有責任去衡平這是屬於這邊所指涉的商業

對這些並不是依據實際票房收入的戲院，也就是所謂的「點數戲院」，是如何回報他

相關祕密資訊，或是公共利益。我們認為，公開資訊增進的公共利益大於保留事項時，

們的數字？我們又如何確認數字的正確性？畢竟電影中心每年業務之一是發行《台灣

我們是可以有空間去認定應該公開。所以我認為應該不適用（第 18 條），我過去擔任

電影年鑑》，彙整台灣電影市場的數字，包括國片的票房，我們很需要一個正確的數字。

立委時經常跟行政部會辯論這個議題，事實上就我的認知，行政機關就《政府資訊公

尤其，除了《台灣電影年鑑》整理之外，也要負責帶各個國片代理商去海外，面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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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國家的電影發行或電影中心、電影機構，他們通常會問我們台灣目前電影市場的確

徐宜君（文化部影視司司長）：我先簡單報告一下。請看第 13 條，講得非常清楚，這

切狀況。對於這些希望跟台灣電影產業合作的單位，我們基本上是沒辦法提供任何有

個法基本上是請電影映演業來建制系統，它的義務是建制系統之後，在我們指定期間

說服力和確切的數據。對於數據的正確性，是我們非常重視的一部分。

把資料回傳文化部。所以它的兩個義務是，第一要建系統，第二要按指定時間回傳。
第 21 條的罰則是，當它如果沒有依照這個作，它會被處罰。基本上，如果沒有建系統，

黃茂昌：第二次發言，我給部長講一個例子，大概就能明瞭這個生態。如果部長有家

同時依照規定時間內回傳，才適用這個罰則。所以在這個罰則裡是沒有辦法處理所謂

人或者是經歷過生產這件事。今天你看那個家人推進去了，父親每次看護士一出來就

「資料的正確性」的部分。因為它是回歸第 13 條規定所來的罰則。

要問一百個問題：現在是怎麼樣啦？現在是裂了幾公分啊？這個東西就跟電影是一樣
的。導演做一部片，這個系統是這樣的，它有製片公司、發行公司、映演業者，製片

鄭麗君：我們司長的確是依法律充分解釋。我再簡單翻譯一下，基本上 13 條是課以電

公司裡面又有出品人跟導演，甚至演員，很複雜的關係，於是，我作為一個發行公司

影片映演業要建構系統，把資料傳給我們；那 21 條的罰則是，映演業如果沒有這樣作，

或作為一個製片人時，經常就會接收到導演可能每一分鐘問我一次：誒現在那個戲院

我們對它有罰則，就是戲院。現在它的確從 6 月 12 號開始都有資料回來，所以它有作。

坐多少人？那是怎樣這是怎樣？這些事情其實是任何一個付出龐大心血，不管是投資

現在的問題在於，依照《電影法》，它有作，我們沒辦法對它採取罰則。我們身為行

人或導演，就像懷胎十月一樣，付出這麼大心血，有急切性想要知道的。當然，醫生

政機關，得到這個資訊的正確性與否，就涉及系統建構的方式與傳輸方式。這件事情

會跟他說：你回家啦，明天我就告訴你。得到的數據就像：是男生是女生？是幾公斤？

並沒有在法裡說得很清楚。但是有兩種強化的方式，第一個是說，13 條的建構票房統

這就是基本數字。你實際上不能去抵抗相關人需要得到一些即時資訊，這就是這個生

計系統有個很重要的，建構「電腦」票房統計系統，當然法可以立得更周全更好，可

態目前的狀況。我為什麼一直強調即時性？因為我自己作為產業一分子，我很煩，每

是當時依這個立法的意旨是電子票房統計系統。因為台北市本來就有電子票房統計系

一分鐘要回答導演問題，每一分鐘要回答他 LINE 給我的訊息。他問我說：你為什麼不

統，過去大台北以外沒有，大台北以外可能連鎖型的有，但是其他沒有，所以大家約

去問？我說：我去問啦，那個人就是去吃飯，還沒回來。諸如此類。今天當然我沒辦

略有這個基本概念，去立了一個「電腦票房統計系統」。所以所謂立法意旨應該指涉

法讓它每一分鐘 update，但是某種程度，即時性真的必須納入考量。我很難去告訴任

的是「電子化」。

何參與的人，不管是投資人、演員或導演，他們可能都是占股份分紅的，他要等到禮
拜一下午我得到片商公會的數字，我才能告訴他。這個即時性我想是確實存在於這個

第二個，即使法這樣立，行政機關還是可以透過施行細則來訂定，剛剛劉老師講的，

生態系裡面的。

更清楚的定義跟執行方式，這個行政機關可以作。當然，我 520 才上任，我是可以來修，
或訂一個子法、施行細則。但是不能逾越母法，我只能擴大解釋母法。如果有民眾覺

劉孋瑩（《娛樂重擊》記者）：我想請問關於罰則的部分。如果地方戲院回報的票數

得說，文化部違反了母法，是可以去提行政訴願。當然我們希望訂定的能夠符合母法。

有誤，關於罰則的部分是如何處罰？因為我看第 21 條這裡寫得滿模糊的：「應予以警

所以施行細則我們可以來訂，但是也是需要大家共識。所以關鍵還是回來，可不可以

告並限期改正，屆期未完成改正者，得按次處罰。」我想瞭解這個警告跟限期改正，

請公會或映演業再跟我們說明，剛剛有一位問，其實大台北有電子票房系統跟售票系

這個限期是多久？還有未完成改正者按次處罰的處罰是什麼？比如說罰個三百塊，那

統連結，大台北以外，其實電腦化的也不少，但是有一些沒有。所以現在公會所收到

可能沒什麼好痛的。如果說戲院的回報，不管是什麼原因，也許是 key in 的人 key 錯，

的數據，基本上有電腦化的是不是都是電子連結？那沒有電腦化的，當然就不是跟你

或是蓄意等，想知道這個罰則。再來就是，我們怎麼確認戲院回報的數字是正確的？

電子連結，但是有電腦化的，是不是電腦連線？以及所謂電腦化，跟它的售票系統有

在國外來說，他們會有派查票員去查票。我不知道文化部對數字的正確度是怎麼？

沒有連？還是沒有？我想這攸關正確性與準確性。這個作法有沒有違法是一回事，我
覺得現在最重要的是，怎麼樣修正系統做到好。我也很希望聽聽映演業或公會覺得說，

鄭麗君：好，這就是我們今天第一個要談的。先回答罰則的部分，請司長來說明一下。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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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一起達成電腦票房透明化？對映演業有沒有更正面的效應？或者政府怎樣的配

洪健倫：各位好。我想修正一下剛剛部長向理事長提問的問題，我好奇的主要是理事

套措施協助，可以解決大家疑慮？我這一方面真的很期待大家能提出來。待會兒是不

長剛剛說，例如說在針對點數戲院提供給票房系統的票房數據上，就目前現行拆帳制

是請理事長跟我們映演業進一步提，大家可以繼續發言。

度，片商似乎比較無從得知那些點數戲院的確切票房數字，不管他們是怎麼計算出來
的。這個部分，不知道現在戲院公會要怎麼確認這個數字的核實性？另外一點，針對

張中周：目前台北市這個票房系統，也就是比照全國票房系統一樣，就是由各個戲院

點數戲院的建議，我自己之前寫的那一篇報導有稍微思考過這個問題，點數戲院的誕

到這個系統登錄每一天影片上片的數據，再傳給各個會員，或者各個會員可以透過這

生有一部分原因或許是身處偏遠的戲院，為了確保收入穩定，產生這樣的拆帳方式。

個系統，了解所上映的情況。所以，基本上是沒有電腦連線。

是否在配套施行措施上，之後可以針對特定地區的戲院採取補助？但是補助有個前提，
他們必須要詳實回報確切的票房收入，當作是補助的依據。這樣子也能確保這些戲院

鄭麗君：確定是沒有連線。所以剛剛劉老師假設是比較理想，如果有電腦化的也都連了，

提供確切數字，同時又能繼續支持這些偏遠戲院，待在其他很難接觸到電影的地方。

事實上可以掌握八成，但其實沒有這八成。
鄭麗君：好，謝謝。時間進行一小時了，我再最後一次請教理事長跟映演業，如果我
劉立行：在座有好多老師，我是師大的，我看到有政大、台藝大、北藝大一堆老師。

們要達到剛剛很多發言都已經有期待的，透過 13 條落實電影票房數據的透明化，顯然

我們在作研究的時候，以前都是引用一些民間團體的。就像董事長講的，現在報來的

很重要來自資訊傳輸到公會這一端的過程，系統跟傳輸方式。如果要達到大家期待的

數據跟以前是一樣，只是電話換成電腦。因為電影這個行業存在 uncertainty，不管任何

準確性跟公信力，如果文化部要對外宣稱有準確性跟公信力，也要確保這個過程數字

的錢、資金在裡面都是不確定的，這是它的宿命，電影業一直這樣。可是我們現在引

是正確的。這部分映演業有沒有困難？覺得政府可以怎麼幫助？覺得政府有配套可以

用資料，那我以後引用文化部公布的，因為有了這個法，立法了。韓國都可以引用行

協助的？可以在這邊告訴我們。

政法人 KOFIC（韓國電影振興委員會，Korean Film Council），我引用台灣的用文化部，
文化部也跟著錯，那就沒有權威性了。

張中周：我只想表達，所有行為都是商業行為。商業行為其實很簡單，發行公司跟戲
院本來就是一個合作的夥伴，所有紀錄每一天都跟所有片商回報。至於所謂的連線部

鄭麗君：所以我才要召開公聽會。我依法拿到資訊就可以給指定的第三方，但是我的

分，現在所使用的各個系統都不一樣，第一個，系統上面的整合不一樣，第二個，我

確也覺得這個資訊是不夠準確。所以我今天請大家一起來討論，要不要面對問題修正，

們一直很關切所謂的駭客這個部分。這部分基本上我們認為，國外……

這個要有共識。待會兒繼續發言，來，烈姐，請。
葉如芬（華文創總監製）：對不起，討論了半天，我現在覺得很簡單，既然理事長這
李烈（影一製作所監製）：坦白講，我覺得今天會在這裡的人，一部分是製片業者，

邊說是商業行為，那我就建議文化部，非常乾脆，《電影法》第 13 條重修。因為我們

一部分是電影公司，然後有學者，還有戲院，其實大家的態度都很清楚，簡單講，就

現在是在玩文字遊戲，叫做「建制電腦票房系統」，然後「提供票房統計」，所以戲

是兩派。已經快三點半了，我們有這麼多題目要討論。我覺得不要再去講「我覺得一

劇公會這邊完全是非常合理的，因為它提供了票房統計，所以永遠第 21 條都不會違反。

定要透明」、「我覺得怎樣」，我們要提出具體的方法來。剛剛部長已經講了，因為

既然這樣，我們這樣一直講來講去其實也沒辦法，可不可以建議修法。當然我知道修

今天是公聽會，公聽會需要的是我們大家提供意見，而不是講你的看法。我們能夠提

法文化部就要經歷很多時間，可是，反正時間就像朱導演講的，我們等了都等了，從

供越多、越詳實的意見給文化部，他們越好去做整個事情的判斷。如果有人還需要表

打電話到上傳，影音傳真都可以啦，那就等啊，明年也可以，後年也可以，只要有一

達意見說他贊成票房透明化、公開化這件事，我覺得那個發言就不需要了。不好意思，

天可以票房大家都公開透明，對於電影製片業有一些保障，不就好了嗎？很簡單，只

其實剛剛朱導演講得非常清楚了。朱導演講的都是大家心裡想的東西。

能這樣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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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立行：那個如芬， 我最後講一下。（鄭麗君：修法是大家的共識嗎？這是一種

說明。但是，我依法還是要執行，大家覺得我們應該提供給什麼法人、團體、機關？

əȴȞɭɤȇȴȪ，但是大家……）如芬提出了這個建議，我還是我的建議，就是施行細則，比

我們還是希望願意提供。大家希望提供給誰？我們也藉今天這機會來討論，提供給一

較快，而且母法已經有「票房統計相關資料」這幾個關鍵字，是由我們定義，然後這

個第三方後，它如何再公開資訊？剛剛一直提到，提供給產業利益相關者，然後頻率

個雛型版本再來協商。

是什麼？以及對公眾的部分？這兩個層面問題，藉由今天這個場面。我覺得今天這個
場合是很難得的對話場合，是不是這兩個問題再繼續討論一下。

鄭麗君：這樣好不好，第一個問題我先作個小結。依目前系統建制與資訊傳輸的方式，
的確資訊的正確性有待商榷，我必須要作這個結論，雖然大家都傳輸回來了，公會也

鄒念祖（《自由時報》記者）：不好意思，我現在還在第一題。因為我們每個禮拜都

依法提供給我們了，但是依照今天這樣釐清，的確恐怕正確性有待商榷。這是過去到

會碰到同樣的狀況，可能會有一部西片的片商跟一部國片的片商，聲稱他們是這禮拜

現在我們執行上沒辦法達成的資料準確性，我們必須要誠實面對問題，力求改善。第

的票房冠軍。我們比較常使用的解決方法，其實是問有電腦系統連線的，比如威秀這

二點就是，怎麼改善？有兩種方式，一個是我們透過施行細則的訂定，再來強化準確

幾家戲院。既然剛剛說全台 80% 的三大影城的售票系統是電腦連線，即時售票的狀況，

性跟公信力。這必須文化部再找公會跟映演業，再來好好討論，建構方式跟傳輸方式

我不曉得文化部有沒有考慮直接找這三家合作，至少可以掌握全台灣 80% 的數字，再

是不是有改善空間？能夠再提高？第二個方案就是修法，確保系統建構方式能確保資

用這個去推估？

訊準確性。這是第一個問題，需要再檢討修改。但是它的目的一定是要落實電腦票房
透明化跟市場資訊透明化，因為我剛剛講的，這是健全產業很重要的基礎。這一點我

鄭麗君：司長講一下國際經驗，我們談一下各國對於資訊如何 release 到產業界跟公眾

們再度重申，我們對《電影法》第 13 條的立法意旨與目的。現在要看是透過施行細則

的部分。

的強化，還是再修法，容我們跟映演業公會討論。
徐宜君：韓國基本上是官方公布、官方連線，這個連線基本上不是一個強制的措施，
進入第二個問題，其實剛剛大家也有初步提出建議，即使現在法還有待檢討，或者說

這是一個鼓勵的措施。基本上因為韓國在《電影法》有明訂國片的映演比例，透過這

施行細則有待訂定、建構方法有待檢討。但其實我們手上都有數據，依法還是要提供

樣的票房跟政府作連線與公開的方式，來降低國片映演的義務。所謂官方連線在韓國

出來，要給指定的法人、團體或機構。這個是不是我們有共識要提供給誰？這個也可

大概是這樣的作法。中國大陸基本上並沒有公布所有票房，是每一季跟官方作連線，

以建立一個模式，我們先試行。

公布的就是以比如說十大票房或十五大票房的方式處理。像新加坡跟馬來西亞，基本
上也是由業者回報資料，也不是用連線的方式，基本上每一年才公布一次，以類似《電

劉立行：部長，為什麼既然有這法就一定要公布出來？ NCC 有所有的法，都在 6 月分

影年鑑》的方式作處理。至於其他國家比較常採用的，事實上就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必須要公布什麼的，都沒作。（鄭麗君：您認為要等嗎？）當然，因為你一出來我就

由民間，也就是第三方公布資訊，基本上是付費會員的方式處理。但是這裡頭會作即

要引用啊。我就要 publish，我要去國外投期刊啊，而且我就寫「文化部」喔。說實在的，

時，也就是每天比如 30 分鐘或多久更新，目前大概只有中國大陸，是以民間幾個不同

這樣不好吧？因為不詳實嘛。

的網站來處理。其他有些是公布前一天，大部分是對會員公開的方式處理。以上資訊
供大家作參考。

鄭麗君：所以 6 月 12 號我沒辦法公開，因為公開要確保準確性。（劉立行：h 裡面
一堆 6 月分分級制度怎樣，h 裡所有主管的法律，通通到現在也……）沒關係，我

鄭麗君：是透過所謂的中介組織，我剛剛一直在談的，就是政府所成立的中介組織來

就這個問題提請討論，因為真的需要共識。所以當時在座可能也有人寫文章批評文化

公開，會員制，有的是即時，有的是一定頻率。有一些國家是民間，某種民間商業模式，

部為什麼不公開，但真的就是因為我沒辦法確保資料準確性。我今天藉這機會跟大家

資訊提供也是以商業模式來進行付費與交易。有些國家是對公眾也公開，有的公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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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及我們指定的法人……

以決定我們的模式，或分階段實施都可以，政策上都可設計。看大家覺得我們在這樣
的狀態下，第二、三題該怎麼作。

台北市片商公會代表：就我看會覺得，主管單位應該指的是文化部，沒有經過中間任
何因素，而是直接由戲院把資料傳到文化部。如果我讀這一條的感覺會是這樣子。當

李烈：我自己覺得在目前的狀況，坦白講我們已經不敢去要求真的即時，雖然有其他

然中間可以有很多解讀，但是如果要這個資訊是最正確，沒有任何誤差的話，應該是

國家可以作到，但是我覺得未來，起碼對於像我們製片方或電影公司，可以做到每一

由戲院業者直接給文化部。當然這中間技術上面會有很多需要被克服。我只是認為，

天，而且是當天晚上，可以收到當日票房，那個東西對我們來講就已經是謝天謝地了。

現在要執行這件事，如果能夠真正比較快速進行，理論上應該由政府部門直接去做這
件事情，會比較有效跟快速。

鄭麗君：對於產業利益相關者，採會員制，經過申請之後，然後每一天晚上收到資訊？
（李烈：對。）好，那我們先確立這是 A 模式。還有沒有其他意見？

鄭麗君：所以您的建議是由映演業直接提供給文化部？（台北市片商公會：對。）重
點是我們的系統能不能收各個映演業的資訊。（台北市片商公會：我的意思是這是一

劉嘉明（佳映娛樂總經理）：剛才部長一直強調資料的正確，對資料取得方式，怎麼

個原則，當然技術上還有很多地方要克服。）因為我 520 上任，他們系統從去年建到

想來想去只有一個方法，就是從源頭。剛才烈姐也講到我們不敢奢求，可是如果要依

今年三、四月就完成，現在系統基本上是沒辦法接收個別映演業。但是您對法的解釋，

照部長的理念，就是要有一個準確、可被確認的資訊，我覺得應該是分階段，最後必

我認為是正確的，存在這個空間。這是讓我在第一點小結論一併納入檢討，就是要走

須回到源頭去，就是到戲院售票終端的一個連結。這會產生什麼問題，可能就是要再

戲院公會或是對文化部，最後就是要提高資訊公信力，這個讓我們來檢討。但接下來，

彼此對話去解決這個問題。可是資料一定要回到那邊去，要不然永遠都不會是正確。

要提供給主管機關及其「指定法人、團體或機構」，我們可能就可以有這個行政裁量
權決定，是不是讓文化部來決定？（現場鼓掌通過）我就初步先試行提供給電影中心，

鄭麗君：這部分讓我們行政面來強化，看是透過行政面的強化協調或是什麼方式，或

好嗎？電影中心屬於公設財團法人，有一定公共任務，我們責請它建立一個會員登記

再把法規更完善。這部分的確就是要面對問題，第二階段努力。但是我們既有的資訊

制度，讓大家取用資訊。頻率的話，有一種是即時，有一種是每天晚上。是不是就可

還是有在傳輸，我個人還是認為可以開始試行資訊的提供。因為依 13 條，我們還是要

以建構一個資訊每天取用？

依法進行。所以剛剛有一個 A 模式，透過一個法人，我們文化部把資料給法人，透過
法人採登記制、會員制加入的模式，然後每一天晚上提供資訊。因為我們提供的會是

張中周：作不到啦！作不到。每天晚上有到 11 點、12 點、1 點、2 點的場次，怎麼即

國家公設財團法人，原則上是不收費。好，還有沒有其他模式？

時給局裡回報？

台北市片商公會：我覺得剛剛烈姐講到那部分是，的確是當你資源已經到了，你可以

李烈：就作到一個時間點就可以啦。我們沒有說……

拿到這個資訊。但我現在要講的是，現在這個資源怎麼進來的問題。如果是在《電影法》
第 13 條，我會建議執行單位應該是先由政府去作，再交由民間。既然要落實這個法律，

鄭麗君：就做到一個時間點……大家用麥克風講一下，因為你們比我還了解，因為我

我覺得民間的力量會有點弱。我會覺得應該是由政府，或是跟政府相關的單位，例如

怕我還不夠了解實境……每一天晚上，所謂每天晚上大概幾點？

國家電影中心之類。
莊啟祥（得藝國際發行部總監）：不好意思各位前輩，我最近跟大陸票務方面有很多
鄭麗君：所以您意思是未來修法以後？還是您覺得是現在？因為依 13 條是要提供給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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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它作的方法有點像文化部之前作的，補助各戲院升級硬體設備，不過不（只）是

們會放在心裡面，讓文化部來作這個平台。第一個結論就未來再持續改善，這部分就

補助，是用強制規定的，各戲院一定要有電子票務系統。目前跟已經補助過的或是已

讓文化部跟公會、映演業繼續討論。再來，依法提供資訊還是要有一個頻率與提供時

經現有的電子票務系統戲院們都有連線，有一套票房的資訊系統；但是有些戲院還沒

間點的共識，在執行上是可行的，這一點還是請大家再做一點討論。現行是每一天 2

有建制，那些還沒有建制的戲院是規定每天中午 12 點之前回報前一天的，再由他們的

點傳前一天，剛剛有提到稍微希望更即時一點，還有沒有一點改善空間？還是這是現

中國電影數據信息網每天 2 點鐘公布。（鄭麗君：理想的系統還沒有建制，現在的系

在最可以作的？

統是每天下午 2 點公會有資訊回傳影視局，能不能稍微更即時一點？）他們的做法是，
已經有連線的各戲院是每一張票售出 10 分鐘之後，就必須把數據上傳到他們系統，（鄭

廖偉銘（秀泰影城總經理）：剛好也是台北市戲院公會的常務理監事，跟各位分享，

麗君：剛剛理事長已經說了，沒有連線。）沒有連線的之所以會允許每天中午 12 點再

2 點鐘這是我們在公會一直有跟局裡、部裡面溝通的。為什麼是 2 點？很多部分因為帳

回報，是因為會有半夜凌晨場，或者會有一些出票錯誤或退票。中國數據信息網每天

要結，前一天的整個週末，不管是網路退換票、現場退換票、優待票、信用卡結帳部

下午 2 點鐘就完全公布各戲院完整數據。

分，甚至我們公關票等等，就戲院來講有一定人力，他們其實一大早 9 點就進公司了，
一直結結結到可能 OK 了，他第一步要做的不是發給局裡，是發給片商。一個影城搞

鄭麗君：我們歡迎映演業威秀，請講。

不好一個點做了二十部電影，要傳送所有的票房給二十個片商，再來就是局裡這部分。
所以我的認知好像是在 2 點鐘比較協調，大家吃完飯，資料蒐集一下。再來我想表達

吳明憲（威秀影城董事長）：各位同業大家好。我從 1999 年加入福斯電影之後，後來

一下，其實我跟明憲一樣有點難過，本身之前我們也參加過發行、製作跟映演業，其

轉入中環作獨立片商，又很幸運來到威秀，所以發行、通路我都有經驗。其實今天我

實在這個房間內，我認為有 90% 對電影院本身是非常非常不信任的，甚至有，我很難

覺得我坐在這邊有點難過啦，覺得戲院跟片商之間應該要合作，但是好像存有一些歧

講是有敵意，好像我們在做一些偷雞摸狗的東西。我自己本身也參與投資，包括去年

見，我覺得最主要的歧見來自於不信任。當然這個不信任問題，從以前到現在有它的

的《我的少女時代》。明憲剛剛跟我講，對啊，怎麼搞成這個樣子？！大家今天態度

原因在，可能還是需要文化部這邊看看可以用什麼樣的方式……我想戲院業者對於所

好像都針對我們一直來。我們這邊說，有明確啊，我們營利報表也照報，也沒逃漏稅，

謂連線這部分，我們的考量剛才其實理事長有說過了。另外，我也想跟大家解釋大家

為什麼會一直覺得我們這邊不明確給一些數字。我這邊還是要很強烈聲明一下，很遺

提到的售票系統，你們可以發現，戲院開放售票系統的位子不是全部開放，它需要留

憾有這樣的氛圍在這房間裡面。其實在座我們常常碰面，挺多合作，今天有這樣的發

一些給現場排隊的人，所以你說完全連到售票系統即時反映，我覺這也是有問題的。

言，我真的是第一次聽到，對票房戲院數字的質疑。我回來十三、四年了，我只希望

系統的部分我相信還是需要大家共同討論，看怎樣能取得最好的共識。基本上我認為，

不管戲院、發行、製片大家都一家親，我們也努力繼續投資很多片子，現在我們也拿

今天不管怎麼樣，這個公聽會很謝謝部長舉辦，大家充分表達意見，只是我希望大家

了很多錢來自己投。其實我們是希望國片能夠真的好起來。講真的，國片只占 10% ，

可以稍微緩和一下，怎麼樣讓這個業界更好。我發現今天坐在我身邊的映演業者臉越

我們當然希望能到 30、40%，可以跟好萊塢對抗。我覺得今天除了票房這部分外，還

來越沉，好像變成大家眾所攻擊的對象。以威秀影城的立場來說，我們一定是配合，

可以正視很多部裡面很多不同的補助方案，像之前韓國每年送一堆人去好萊塢學編劇、

不管是國家法規或部裡的決定。只是我們希望能作到一個比較完善，免除我們疑慮的

製片、導演，2008 年之前也送了一批過去，這部分我們也可以來努力一下。以我們自

方式。

己戲院業者來講，在座都持續拿我們的錢、我們的資源來投資國片，所以我覺得大家
可以一起努力往這方向，謝謝。

鄭麗君：我很期待透過對話跟後續改善，可以縮減彼此的歧見跟不信任。我上任以來
一直聽到大家跟我說影視產業的危機，我真的覺得我們必須要打國家隊，大家要合作

鄭麗君：我想大家努力啦。並沒有特別針對映演業，不過因為今天是針對 13 條衍生的

起來，我們也正在作政策轉型。我們一步一步大家來建立共識，減少歧見，這一點我

行政面與政策面討論，對事不對人。我知道在場也有投資者投資戲院，如我剛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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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我們也有實體國片院線的計畫正要上路，也特別要邀請映演業一起討論參與。我

這是我必須要講出來的。但是我們今天不是不相信他們或懷疑他們作假，沒這回事，

剛剛一直問了三遍，有沒有政府可以協助作的？你們也可以主動提出來，我很願意跟

就是已經進入到科學的時代，我們還用人力去算這個東西嗎？我們這麼落後嗎？我們

大家一起努力，這不會是你們的事啦。但是現在因為資訊傳輸的方式是經由公會，所

應該是可以進步一點，把制度搞得更完善，就沒有這些問題在。

以大家會好奇怎麼進行。那我想今天敬請諒察，不要有這些感受。回到問題，現行是
每天 2 點提供前一天的資料，這樣的方式可不可以？……請。

邱明慧：謝謝文化部願意做事，這問題已經被討論很久了。就我們產業觀察來看，先
求有，再求好。先求有，即使現在這個有是跟目前制度可能差不了多少，但是請不要

黃茂昌：我覺得還是回到一個科技的問題。部長講的，我們現在還是傳統的電話叫車

忘記，有一些是社會一般大眾，就是說如果你現在有這個產業資訊，起碼我今年從 8

的方式，像台北市所有停車場還有幾個，是某種程度可以即時反映出來的，也就是說，

月底，作一個產業的投資人或觀察人，我起碼知道台灣全省票房的情況。到現在我們

今天有多少車子進去？多少車子出來？是一個科技可以去嘗試解決的，並不是說誰信

第一次聽到今年台灣全省票房只有 25 億，兩個月 25 億，那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1 到

不信任誰，只是說以前是派幾個歐巴桑去算車位，今天不需要算就可以知道。我現在

8 月到現在是多少？以前都沒有人知道啊，永遠都在查去年的。笑死人了，台灣才 109

講的是，今天都是一個科技問題，我們沒可能去抵抗科技所帶來的東西。所以現在的

家戲院連線，大陸多少家戲院，大陸去年票房多少？到這一季票房多少？你總的資訊

問題是，連線這件事情是十年內都不要去考慮了？

總是要告訴我們嘛。我覺得這是政府的責任，起碼。這個公開的呢，不見得你就一定
要是會員，就像我是投資人，或一般民眾，公開的，就像現在台北市的情況，每個禮

鄭麗君：因為它沒有連線嘛，沒辦法如您所期待理想的，科技上提供即時，所以是每

拜一的下午起碼知道上一週全台灣……

一天 2 點給局裡面資訊。那我剛剛講，這個建制方式就是需要面對、檢討、改善，這
部分文化部協助他們來努力。但是在這個現狀底下，我們先試行把資料提供出來，先

鄭麗君：有一個 B 方案是對公眾，但是有一個不同的頻率跟間隔。來，董事長。

試行建立規範制度。這樣也好，因為系統改善完，馬上就可以接軌。不用到時候再開
一次公聽會，大家再來建立這個規範。

廖治德（秀泰影城董事長）：我先聲明一下，我們都按照《勞基法》，所以時間的提早，
晚上 11 點以後政府規定不能用女生，而且要加倍，還要宿舍給她住，所以我們現在鄉

黃茂昌：這個作法其實現在就已經是這樣子了。（鄭麗君：現在文化部還沒有提供出

下地方所有戲院真的都碰到人員問題。當初我們跟局裡一直討論這個事，不能提早一

去。）不管文化部啦，我們產業本來就會收到。我的意思是說，對產業沒有幫助，你

點，剛才講過了，要結帳等好多問題。第二個，剛剛談到，為什麼有點數戲院？這是

懂我意思嗎？只是文化部今天得到一個所謂公信力的數據。我本來就會收到，甚至 11

幾十年來碰到的問題，當年三台電視台出來，把所有戲院打垮，國片或洋片派監票到

點可能就想辦法拿到了。無論如何，這個東西沒有差別，因為第三方像 Rentrak……

戲院，根據台北賣一千萬，大概三萬、五萬用這比例去抓。但是現在點數戲院不多了，
大概不超過 10%，這些點數戲院是金門、岡山等很偏遠地區的一些小戲院。現在我們

鄭麗君：還是有個別跟整體，但是的確沒有辦法達到理想。這就是我要召開公聽會的

三大影城、四大影城都是電腦化，我們加起來的稅金不到 6%，因為娛樂稅國片 0.5%，

原因，要面對問題。來，朱導演，接下來邱副總。

洋片 1%，戲院絕對不會去漏稅。有問題說，電腦化是最近五、六年來的，南部很多戲
院還沒電腦化，是最近幾年數位影片開始才去作電腦化，所以我必須澄清點數戲院的

朱延平：我要講一下，我們今天開會真的不是針對戲院，尤其是威秀跟秀泰。真的是，

由來。但是，我們在這裡跟各位聲明，各位可以看到我們片子，戲院分帳、比例，喜

因為我覺得他們是很乾淨的，他們有電腦在作。我覺得我們針對的是制度，就剛剛黃

歡就大家來做……

茂昌講的，已經到了電腦計位的時候了，你還找人去清點。像秀泰的廖董事長，我一
直很推崇他，他是電影界的大老，電影界在最不好的時候，他們秀泰就一直支持國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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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中喬（製片業者）：我是製片人，製片過程裡面我們非常希望知道數字的正確性。

方會在禮拜五作一個決策，可能禮拜六決定把所有廣告撤掉，因為票房太差。的確會

其實聽了這麼多，我覺得哪一個單位去公布數字，不是我們的重點，是正確的數字。

發生這樣的事，我一直在處理這樣的事。也就是說，今天禮拜五大概知道票房數字，

既然台灣叫科技化的國家，其實這部分我們認為很簡單，是你的軟體怎麼做。我常常

就能知道禮拜六不會突然變三倍，你必須要在當下作決定，尤其網路廣告是你即時可

在看，入場進去看電影的人不等於購票的人。我們可以透過非常多方式，譬如說網路

以控制的，我馬上要在臉書多下 20 萬就多下 20 萬，或者說本來預定的全部撤掉，因

購票、公關票，票價都不一樣，但我們真正在拆帳時，要的是正確的數字。有一個地

為已經無藥可救了。這個決策其實反映在廣告，反映在很多策略上。等到禮拜一，於

方會是正確的，在驗票的地方。我們是不是可以從驗票當中的 code 可以顯示，今天這

事無補了，很多時候只能猜測，怎麼猜測？你自己去戲院看看，或問一下某些戲院，

個票是賣的？還是公關票？還是怎樣？這個部分當然就是要演藝公會這邊……

了解一下這個戲院這樣，那中南部數字大概也不會太好。那個即時性，我們要求的不
是一個百分之百的準確性，而是一個大概的趨勢。報告完畢。

映演業者：我馬上回應你，這個不準，是因為如果斷片我們要退票，有時會斷很多張，
或是說身體不適等等。您剛剛講的驗票並不等於真正票房，還有所謂公關票等。我只

宋文彥（采昌國際副總經理）：部長好。我們一直在片商和戲院中間打轉，但是其實

是就執行面回應。

在前幾次的討論裡，我有提出一個問題，即使到現在我並沒有聽到答案。針對票房透
明化，文化部立法要使票房透明化的目的性，到底是什麼？這個目的性如果不是很明

林中喬：在賣票裡面，我想什麼都可能不等於什麼啦，你可能也會碰到退票。我的概

確，怎麼可能會有一套系統出來？如果要聽每一個業者的心聲，我相信我們這個系統

念是說，我們要把例外的部分作例外處理，正常就當正常處理。驗票上來說，有人購

永遠無法滿足每一個業者。但是我們是不是在最低的底線上，不管是發行、出品、映演，

票不要可以退票，但在驗票上就是入場了，入場的這場票到底是怎麼樣進來？到底多

都能透過文化部得到一個市場最終的正確市場資訊。這個市場資訊真的需要這麼即時

少費用？我覺得這部分還是可以有比較接近準確的數字。這是我們站在製片立場上去

嗎？我想就跟文化部本身立法的目的性有關係。

看待的事。
徐宜君：因為當時中南部票房是以台北市乘以二的方式處理，所以當時立法意旨上，
鄭麗君：好，剛剛討論了兩個方案，映演業覺得他們現行是下午 2 點提供前一天，但

我們在立法說明上說得非常清楚，因為我們認為沒有、看不到一個全國的票房，所以

是我們剛剛與會的一些意見是希望當天晚上。現在可能因為沒有電腦連線，即時看起

希望透過建立這樣的機制，能夠作相關的輔導措施，而且能夠掌握市場資訊。所以我

來是有困難的。理事長，有沒有可能再稍微提前一點？早上、上午提供？

們當時的確是沒有寫「即時」這件事，因為我們當初立法說明上，是希望能從台北市
變成全國都有的票房統計系統。第二部分是，當有這樣一個有效的數據統計資料時，

張中周：剛才也報告了，我們盡量提前，但是事實上，我們要有人力，有很多事情。（鄭

我們就可以來掌握市場趨勢，作為政策輔導與相關市場分析的參考。這是我們當初立

麗君：中午以前？）我們回去討論好不好？

法的原因。

鄭麗君：他們期待是每一天啦，或是讓我們分階段落實好了。我們先每天中午以前提

宋文彥：對不起，依據這樣子的提問，我就有另外一個建議，建議文化部未來不管是

供前一天，然後啟動系統的改善檢討，未來朝當天晚上或即時的目標邁進，好不好？

用施行細則或直接修法的方式，應該成立相關組織基金會。我認為文化部在原本立法

我先就產業相關跟學術單位利害相關者，先作這樣階段性……

和修法時，太低估這件事所需要投注的國家資源，現在必須要投注國家資源，應該由
文化部成立中央的電影票房監理系統。比如說，有沒有人懷疑中華民國的發票系統有

黃茂昌：部長，請問現在的隔天是不包含週末嘛，對不對？週末要等到禮拜一嘛，對

問題？或有什麼問題？如果我們今天比照這樣一個以稅稽為制度目的的方式時，這個

不對？我可不可以建議一下，這一點事情是蠻重要的，因為很多時候製片業者或出品

系統到底需要什麼？或需要公布的資訊內容為何？因為我想要得到的資訊，怎麼會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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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個發行商想要得到的資訊一模一樣呢？文化部這邊應該先針對預計公布的範圍

空位、幾點之前上座 80%、幾點以後可以達到五折票等等？這樣一個進步的售票方法，

提出文化部的預定方法，再來討論會不會比較有效？

在物聯網的售票思維裡，其實可以達到剛剛黃茂昌所說的建議。這個部分其實正在進
行中，是文化部可以跟科發金（行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管理會）或其他專門推

鄭麗君：補充我們司長的報告。我們中央政府有責任維護市場秩序，所以市場資訊的

動物聯網的部分加上聯繫。

透明化，因為政府了解票房數據是商業交易的重要依據，台北市經驗證明如此。所以
當時 13 條的意旨就是希望促進市場資訊的透明化。您講得沒錯，既然立法意旨是這樣，

鄭麗君：非常好，我們會納入考慮，待會兒在結論整個再作回應。

政府有責任去維繫資訊提供出來的準確性，以及資訊的透明化，這沒有錯。我們依據
這樣的立法意旨，但現行法的條文與具體進行方式，沒辦法完全達到立法意旨，所以

蔣顯斌（CNEX 董事長）：延續剛剛盧老師的發言，有很多技術細節可能可以解決大

第一個結論我們會再後續檢討。您剛剛的建議，政府是不是要有另外一個監理機制？

家希望解決的問題。剛剛講到現在是 1.0 的版本，大家自己做了電腦化，電腦化之後還

我想我們納入第二階段的檢討，包括要不要成立組織？事實上我們也正在研議要成立

是用傳統的方式去報票，這種算是 1.0，至少已經是現行。現在眺望有沒有 2.0、3.0 的

文創院，作為相關產業發展的中介組織，我們一併研議。剛剛這邊要發言，請。

方式？還可以用什麼方法？似乎剛剛講到，像統一發票這種 POS 機（銷售時點情報系
統）是屬於大一統的系統，是一種相當龐大的工程。如果不用這種大一統的方式，另

盧非易（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副教授）：今天有一些關鍵字就是「資訊正確性」，

一種方法，就是怎麼去訂定一種資訊對接的標準。這個標準定出來後，比如說，其實

剛才有關鍵字出來，就是「統一發票」。各行各業都有買賣交易資訊正確性的問題，

你知道為什麼台灣跟對岸差距這麼大？因為對岸是從零到有，反而有後發先至的優勢。

現在各行各業的平衡辦法就是統一發票，透過統一發票來確保買方與賣方之間的數字

有一些科技先進國家，因為有 legacy，有時 improvement 的成本反而非常高，反而會落

正確。但是因為《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 4 條 27 款，電影業、娛樂業是排除在外的，

後於後發的國家。台灣現在這些系統已經好幾十年了，好幾十年以後，如果要把每家

因此現在電影業是不用開統一發票的。但是這是民國 100 年跟民國 90 年時的《使用辦

拉成一樣的電子化，其實它的成本，包括每一個業者的成本都非常高。比如現在映演

法》，這裡有個問題，那是舊時代的使用辦法。現在新的數位時代有電子發票使用辦

同業不願意跟進，未必是資訊不願意公開，而是對系統投資事實上是有顧慮的。所以，

法（「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的新規範，電子發票使用條碼可不可以印在電影票

如果有一個對接方式，配合一些 incentive 的誘因，這個事情會比較容易順利進行。至

上面，以解決當初為何 4 條 27 款免除電影院開發票的困難，使得以後電影票有一個電

於對接以後的正確性呢？事實上是需要被 certiﬁed 的，至於 certiﬁed 的方式，可能會需

影稅捐稽徵的合理辦法？那樣的話，就會使資訊準確。所以我第一個建議是，文化部

要由政府來出具一些單位，公信於其他的上下游產業。那回到 1.0 的版本，剛剛理事長

應該去跟財政部協調，就電子發票的條碼可不可以印在電影票上？第二個，今天存在

有講到，現在是一個商業行為，並沒有統一的電子化連線時，是要靠商業的上下游互

的一個產業困難很大部分是，製片方跟通路方之間的實力落差問題，其中有一個當然

信。其實我們有時，互信這個東西，剛剛理事長也有講「那你們就來查嘛」，有時對

是交易資訊的落差。所以是不是可以請文化部協調公平交易委員會，就資訊落差之下

我們在作生意的上下游，願意被查這件事情，反而保障了雙方互信。我覺得也許未來

雙方的買賣交易契約，提供更合理的一個協助？是不是可以提供一個定型化契約，協

文化部在修法時，可以針對包括 2.0、3.0，甚至回到 1.0 版本，你報上來的資料如果有

助提供法律諮詢，使得製片方獲得比較大的資訊保障？以及買賣影片交易之後，財務

誤，所謂有誤也是要定義，不是到小數點後三位的精準，而是是到百分比多少以上的

會計核定的部分，使得更有保障？第三，坦白說製片方一直在思考的就是類似超商的

variation，你事實上會祭出某一種 penalty。這種 penalty 如果不痛不癢，其實也等於沒有；

電子交易機制，這機制也是一個類比時代的舊機制。我們今天重新要讓電影院創造出

但是你多了以後，其實未必是為了要去真的懲罰善良業者，而是去懲罰那些不肖業者，

像統一超商一樣的收銀機，其實是落後的辦法。我要建議的是，文化部是不是盡快跟

更重要的是能夠徵信於其他上下游產業對這個資料的正確。

行政院協調，在未來物聯網開發裡頭，將電影售票的方式放到物聯網開放的系統裡？
所以未來我們的電影院會不斷提供我們每一個手機使用者，哪一家鄰近電影院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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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麗君：沒有其他意見喔？我想剛剛這些建議我們待會兒會整體回應。是不是我們再

意見？沒有不同意見，那就授權由文化部跟電影中心這邊來建立這個規範。我們文化

跟大家確認一下，現行資訊提供，是不是請映演業者在每一天中午以前提供給文化部，

部會指定電影中心來進行資訊公開的規範，包括對於產業利益相關者以及必要的取得

及文化部指定的財團法人國家電影中心。這是第二點問題的初步結論。對於公眾的部

資訊者提供會員制，會員得以在每一天中午 12 點取得前一天的票房數據，週末就是星

分，剛剛大家有兩三個意見提到，有一個意見是說現階段不需要對公眾，有一個意見

期一中午來取得。這是第一階段。未來第二階段，在整個資訊取得的方式改善之後，

是說對公眾的頻率可以跟會員制不一樣，作一些區隔，或者參考一些國家是用排行榜

我們進一步再提升，朝當天晚上或即時取得的目標來努力。剛剛大家的理想，我們列

來提供資訊。這部分是不是提請大家再做一點討論？電影中心請。

入第二階段的努力目標。公眾的部分也請電影中心來進行規範，在一定的頻率、期間，
針對排行榜相關電影來進行資訊公開。是不是大家可以接受這樣的結論？謝謝。最後

洪健倫：關於公布數據，我可以提供一些意見供大家參考。例如英國電影協會 BFI（British

一個議題還是再請映演業，有沒有期待政府協助相關配套措施？或者是有沒有再最後

Film Institute）公布數據的方式，其實是綜合兩項，這也關係到文化部針對票房統計跟

補充？

公開最終的目的是達到什麼。BFI 現在作的方式是，公布當時上映各個電影的前 15 名，
接下來他們還會公布其他影片票房數據，15 名以外公布的電影都是本國電影。如果文

張中周：我們認為文化部最重要的是一個大方向策略的制定。其中，最重要的有幾個

化部認為，電影票房公開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目的是健全國片產業，那說不定也可以參

項目，我想不管是製作業、發行業、映演業都希望看到的，需要有人才的培育、產學

照 BFI 的方式來進行。同時數據公開，有些大學也會開授相關類似電影行銷課程，他

合作的方式，以及專業人士未來的就業機會發展，還有最重要的是要獎勵企業來投資

們可以讓學生實際去針對現在案例來參考跟研擬。

國片，接下來當然是我們映演業者的產業設備升級補助。這都是很實際的問題。我們
希望文化部要作的是大方向的策略制定，謝謝。

鄭麗君：您提到的 BFI 是英國民間模式？是公布前 15 大？
鄭麗君：我們有提供一個新聞稿是有關影視政策，未來我們會從多元資金、設立中介
洪健倫：對。

組織、拓展通路、人才培育，跟學校影像教育養成、培養欣賞人口，各方面來做。多
元資金的部分，藉這機會跟大家報告，我們既有輔導金未來會轉型成獎補助跟投融資

李道明：對不起，BFI 不是民間，不好意思，是一個由英國政府捐贈成立的，其實就是

雙軌，獎補助的部分會更聚焦於影視文化發展，奠基文化的基本面；對於提升製作規格、

我們的國家電影中心，是屬於英國國家成立的行政法人機構。稍微作報告，謝謝。

強化市場競爭力的部分，我們短期會以國發基金（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來擴大啟動
影視專案進行，包括對產製端的投資，以及對健全產業環境的投資，其實也包括對映

鄭麗君：老師，我們看到的資料是，它的票房不是來自國家提供，是另外一個公司提

演通路戲院這部分的投資。中長期我們會設立中介組織，把投融資的機制移接到中介

供的。所以我們剛剛談的是資訊來源的差別。

組織來。為什麼？因為它必須建立更專業的投資評估，以及投後的輔導，所以希望由
民間組成的專業團體來經營這個中介組織。因為畢竟跟產業合作，公部門還是有一定

李道明：對，它的資訊的確可能不是來自國家的，（鄭麗君：對，資訊是來自商業公司。）

距離，需要一個中介組織。它可能是一個行政法人，公法人的意義在於，它要兼具政

但是是一個國家機構來公布。

府的公共責任，但是它的團隊是以專業人士所組成的運作團隊，比較能夠進行專業的
治理，也比較能跟產業界更密切合作。未來這個中介組織也會作為產業之間的合作平

鄭麗君：修正一下，BFI 是一個公設類似行政法人，但它的資訊取得是一個商業模式，

台，以及把民間的金融體系、投資機制帶進來。我們希望打國家隊，一起進軍國際市

民間取得。還有沒有其他意見？如果對公眾我們採某種頻率，然後部分公布，但不是

場。這個大概是我們未來的計畫。在拓展通路的部分，我們很期待可以跟戲院這邊來

由文化部，還是由剛剛我們指定的電影中心，這部分對大家有沒有影響？有沒有不同

擴大國片院線的計畫。過去國片院線的補助計畫，未來有沒有可能有實體的國片院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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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進一步來鼓勵國片放映？我想這一部分會再邀映演業者，我們有相關預算跟計畫，希望
能夠能拓展國片院線的經營，包括對設備的投資、升級，我們都很願意補助或投資。這個
是相關的政策配套，再請大家參考。
有沒有最後的意見？如果沒有，我非常感謝大家的參與。我們今天初步的結論，我要再重
申，落實《電影法》第 13 條是我們既定目標，促進票房透明化我們要持續努力。現行有
所不足的部分，在系統建構跟執行方式，我們文化部會再邀相關單位進一步檢討，是否再
提出施行細則或進一步修法，並對系統建構的方式做技術上的檢討，提出改善方案。我想
這個改善方案，我們在年底前提出來，好不好？但是如果有系統需要重建，可能還是需要

꣡ꏗ✳ ]剚䖕㸽倰倞耂珳

꣡ ꏗ ✳

剚䖕㸽倰倞耂珳

俒⻋鿈ꆚ㼩ꨶ䕧牱䨼禺窡鷴僈⻋〮Ⱇ聃
剚㼩佞倰䒭麨䧭Ⱏ陏

一段時間。但是至少怎麼做，我們在年底前跟大家報告。至於未來希望透過結合資訊科技，
讓整個票房朝向更透明化，包括文化消費運用物聯網的機制，以及讓它更資訊化，可以達
到即時性，以及資訊的準確性跟正確性，文化部我們會邀財政部跟公平交易委員會各相關
單位進行研議。事實上，我們最近也在針對文化消費運用物聯網的設計，正在作政策研議，
未來也希望這裡面能夠有文化體驗券、文化消費抵稅等相關政策，可以導入科技工具的運
用中，一起落實。這我們會一併研議。這是第一個結論。第二個結論我就不再贅述，就是
剛剛所說的資訊公開，我們會把收到的資訊先交給電影中心，協助電影中心建立規範，分
兩階段，提供給會員制跟公眾。會員制的部分我們兩階段，第一階段就我剛剛所報告的方
式，第二階段如果系統、方法有改善，朝更即時邁進。公眾的部分我們會再指定一定的頻
率跟公開方式來進行。好，那就是今天公聽會的結論。大家是不是可以共同接受這個結論，
一起攜手合作？如果可以的話請大家掌聲，我們自我鼓勵，謝謝。
＊錄音檔來源： drive.google.com/ﬁle/d/0B2z80QdzIqTgTmpvemp6dmpJY3M/view?usp=sharing

今日文化部召開公聽會，電影產業，學術界等代表超過 100 位參與，針對如何落實《電
影法》第 13 條，促進全國電影票房系統透明化廣徵各界意見，會議中達成共識，並有
以下結論：
一、電影票房透明化為去年 5 月通過之《電影法》修正條文第 13 條之立法意旨，亦為
文化部既定政策立場，惟目前執行上，自去年起由映演業公會建置全國票房統計
系統蒐集各戲院票房數據之方式，造成票房數據正確性有待商榷，無法達到滿足
業界需求與各方期待，文化部將與映演業，片商公會針對系統建置方式進一步討
論改善方案，透過訂定施行細則強化執行落實，或檢討《電影法》是否需再行修正。
改善方案及法規檢討將於今年底前提出。
二、針對目前現有票房數據之公開方式，與會人士同意由文化部指定授權財團法人國
家電影中心制定規範，針對產業界部分，採會員制方式公開資訊；公眾部分則再
研商公布內容及公開頻率。
三、現階段映演業自 6 月 11 日起已提供票房資料予文化部，原定於每工作日下午 2 時
提供前一營業日票房數據之方式予文化部，會議共識改為映演業提前於每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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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 12 時前提供前一營業日票房數據予文化部及受文化部指定的財團法人國家電
影中心。下一階段，則待建置系統改善後朝向當晚或更即時方式提供文化部及其
指定之財團法人國家電影中心。
文化部將另邀集財政部、公平會、科技部，針對是否可能研訂發行業與映演業之定型
化契約、票房資訊準確性與即時傳輸技術提升、如何結合物聯網等資訊科技應用，研
商具體政策措施，以促進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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䕙蒀埠⫄㯯剤ꣳⰗ、（㣐ꤷ）螠
鋕㫨坿䫏须꧌㕰肆⟨剤ꣳⰗ / 耢
ざⴀㅷ、（㣐ꤷ）⻍❩⚆私螠僦俒 螠耢㕜ꥹ㢵㯯넓
⻋⫄㯯剤ꣳⰗ、⻍❩涰䏞笪鎝猰
肆⟨剤ꣳⰗ
䪮剤ꣳⰗ、嵄寐荈㖈剤ꣳⰗ、
（〵抓）ⶾ䠑⯕䎃剤ꣳⰗ、（倞
⸈㗗）MM2 䕧鋕㫨坿醢⡲剤ꣳⰗ

103 ⴕꗻ

（〵抓）〵抓㸞鼠鹎㕜ꥹ䕧噠肆⟨
剤ꣳⰗ、纈僤榰兰㕜ꥹ㫨坿肆⟨
剤ꣳⰗ、⚥橇㕜ꥹ㫨坿✲噠肆⟨
剤ꣳⰗ、㪮鋕肆⟨剤ꣳⰗ、（꼛
⢵銯❏）MM2 Entertainment Pte
Ltd.、（껻度）㸞坿䕧晚剤ꣳⰗ

㸞鼠鹎㕜ꥹ䕧噠
肆⟨剤ꣳⰗ

116 ⴕꗻ

륌꼛俒ⶾ肆⟨剤ꣳⰗ、⻍❩㣖ざ
橇椕䕧噠䫏须剤ꣳⰗ

륌꼛俒ⶾ肆⟨剤
ꣳⰗ

Ⱶ⣶둷ꨶ䕧俒⻋✲噠剤ꣳⰗ
僤加僦⫹肆⟨剤ꣳⰗ、囙䕧噠
肆⟨剤ꣳⰗ、〵⻍䕧噠肆⟨剤ꣳ
Ⱇ
罇⚥㕜ꥹ剤ꣳⰗ

㪮鋕肆⟨剤ꣳ
Ⱇ

98 ⴕꗻ

僤加僦⫹肆⟨剤
ꣳⰗ

116 ⴕꗻ

罇⚥㕜ꥹ剤ꣳ
Ⱇ

111 ⴕꗻ

歌兜㕜ꥹ㯯넓肆⟨剤ꣳⰗ

顜ꆄ䕧噠⫄㯯肆
⟨剤ꣳⰗ

嘥鹠䋕

暽柏㶩侮ざ遤ꌼ
肆⟨剤ꣳⰗ

㪮⫹ꨶ䕧剤ꣳⰗ、猗岲㕜ꥹ㫨坿
剤ꣳⰗ、䖤谁㕜ꥹ㯯넓肆⟨剤ꣳ
Ⱇ、傢傢⚥儘㯯넓꧌㕰、螠俒ⶾ
肆⟨剤ꣳⰗ

螠耢㕜ꥹ㢵㯯넓
肆⟨剤ꣳⰗ

180

83 ⴕꗻ

91 ⴕꗻ

ⴕ秹阮僈
贫焺

秹ⴽ

105026

鰊 12

105029

隌

ⴀㅷ㋲⡙

歍锞➃

晚Ꟁ

럊漌瀖㢵㯯넓肆⟨剤ꣳⰗ、椚㣐
㕜ꥹ㢵㯯넓肆⟨剤ꣳⰗ、ꫵ㣔㫨
坿肆⟨剤ꣳⰗ、箰⢵ꨶ鋕笪肆⟨ 椚㣐㕜ꥹ㢵㯯넓
肆⟨剤ꣳⰗ
剤ꣳⰗ、㣖ꤿ㫨坿俒⻋剤ꣳⰗ
（껻度）、ꆀ腋俒ⶾ肆⟨剤ꣳⰗ、
䖤谁㕜ꥹ㯯넓肆⟨剤ꣳⰗ

95 ⴕꗻ

傈刓傈䒭侕姿罏
Le Moulin

湡㺋㯯넓肆⟨剤ꣳⰗ、劥加䊨⡲
㹔剤ꣳⰗ

湡㺋㯯넓肆⟨剤
ꣳⰗ

162 ⴕꗻ

ⱄ鋅檳㙹
The Road to Mandalay

㥪㥪溏㕜ꥹ䕧谁剤ꣳⰗ、⚥橇㕜
ꥹ㫨坿✲噠肆⟨剤ꣳⰗ、纈僤榰
兰㕜ꥹ㫨坿肆⟨剤ꣳⰗ、䁘♳䕧
⫹剤ꣳⰗ、兞㫨坿剤ꣳⰗ、
Myanmar Montage Films（箩歒）、
⯕陗㕜ꥹ僦⫹House On Fire（岁㕜）

兞㫨坿剤ꣳ
Ⱇ

齦⚥䕧噠剤ꣳⰗ

螠耢㕜ꥹ㢵㯯넓
肆⟨剤ꣳⰗ

㣐곏牟㪮
The Big Power

105030

鰊 15

105031

兜

105033

兜

穅噲莻棵
Battle of Hip Hopera
㔋⼧䎃
Ode to Time

105034

ꣳ

♧騟갫괐
Godspeed

105035

兜

鹎乹⛓騟
Fight for Justice

105036

兜

22 ⦐歑➃
22nd Catch

105037

隌

䧮涸跗歑䞕➃（侸⡙
2D 晝）My Egg Boy

105038

兜

嵳涸䕹畮

105039

隌

97 ⴕꗻ

129 ⴕꗻ

晚そ

2016 䎃〵抓ꨶ䕧➝稲 2016 䎃ꨶ䕧ⴕ秹

阮僈贫焺邍

⯥㶩罉㶩

⚥螠갉坿➃❜崩⼿剚

劥㖒괐⯕ꨶ䕧肆⟨剤ꣳⰗ、〵⻍
䕧噠肆⟨剤ꣳⰗ、囙䕧噠肆⟨
剤ꣳⰗ、（㣐ꤷ）螠瘼䕧鋕㕜ꥹ
⫄㯯剤ꣳⰗ
訬螩耢晋ⶾ䠑醢⡲剤ꣳⰗ

㥶눴䖤宐ꨶ䕧剤ꣳⰗ、ꨣ⽂ꨶ䕧
꧌㕰剤ꣳ顑⟤Ⱇ（ꤷ）

暽柏㶩侮ざ遤ꌼ
肆⟨剤ꣳⰗ
껻度㉂歌♳㫨坿
剤ꣳⰗ〵抓
ⴕⰗ
嵳땃䕧噠剤ꣳ
Ⱇ
珵䖤ꨶ䕧剤ꣳ
Ⱇ

鷠⯕ꨶ䕧肆⟨剤ꣳⰗ、剤❧㫨坿
肆⟨剤ꣳⰗ、⳯五䕧谁肆⟨剤ꣳ
繡㉂螠秝⯌䓍
Ⱇ、螠灇㕜ꥹ갉坿肆⟨剤ꣳⰗ、
（黇匌）肆⟨剤
桪㋐䫏须肆⟨剤ꣳⰗ、薊㿂笞❩
ꣳⰗ〵抓ⴕ
纈䃋㉂㺢걖✲噠剤ꣳⰗ〵抓ⴕⰗ
Ⱇ
、䕧♧醢⡲䨾肆⟨剤ꣳⰗ、（⚥
㕜）壆蟠㕜ꥹ⫄㯯剤ꣳⰗ
加卌ꨶ䕧剤ꣳⰗ
罉披杵䕧晚醢⡲剤ꣳⰗ

181

加卌ꨶ䕧剤ꣳ
Ⱇ

罉披杵䕧晚醢⡲
剤ꣳⰗ

108 ⴕꗻ

91 ⴕꗻ
119 ⴕꗻ
112 ⴕꗻ
97 ⴕꗻ
91 ⴕꗻ

113 ⴕꗻ

131 ⴕꗻ
79 ⴕ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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ⴕ秹阮僈
贫焺

105032

105040

秹ⴽ

兜

兜

105041

兜

105042

兜

105043

ꣳ

105044

兜

105045

鰊 12

105046

兜

105047

ꣳ

105048

兜

105049

兜

晚そ

閦鎊銯銯ꅽ
Never Said Goodbye

䧮涸銯㼭佦✲
Petite Histoire à la
Porte de L’Ouest
〵䕧娔剢
留㣆

涯迎
White Ant
♶䱖ꤑⴼ对剅
䗞䋒銯喀卌
Forêt Debussy
㋲鮦㣔⢪
Cycling Angels
程㢵槈涸頥
Sodom’s Cat

♶⽰♶ꨆ
Absent Without Leave

（⚥㕜）뒉ⳮ⫄㣼䕧噠剤ꣳⰗ、
（⚥㕜）⻍❩㺀ꌂ䕧鋕俒⻋⫄㯯剤
ꣳⰗ、（〵抓）䕧♧醢⡲䨾肆⟨
剤ꣳⰗ、（껻度）薊涽䕧噠剤ꣳ
Ⱇ、（⚥㕜）匌ꤿ䰦䧭榰し牬䕧
鋕⫄㯯剤ꣳⰗ、（⚥㕜）♳嵳㼿
㷩䫏须剤ꣳⰗ、稲莇䋑俒⻋欴噠
涮㾝䫏须剤ꣳⰗ

105051

鰊 12

屎⻍荩⻍
Hebei Taipei

鰊 15

䱺箁㆞
The Receptionist

暽柏㶩侮ざ遤ꌼ
肆⟨剤ꣳⰗ

랔鞝䕧⫹剤ꣳ
Ⱇ

랱⫄久✲噠肆⟨剤ꣳⰗ

랱⫄久✲噠肆
⟨剤ꣳⰗ

绢㛔ꨶ䕧剤ꣳⰗ

㣐⾮㖒䕧⫹醢⡲剤ꣳⰗ
Ⰹ㺂暟侸⡙ꨶ䕧醢⡲剤ꣳⰗ
倷⡡⧍

눴坿侮ざ遤ꌼ剤ꣳⰗ、⳯五䕧谁
肆⟨剤ꣳⰗ、繡㉂螠秝⯌䓍（黇
匌）肆⟨剤ꣳⰗ〵抓ⴕⰗ、䕧
♧醢⡲䨾肆⟨剤ꣳⰗ、珏㶩갉坿
剤ꣳⰗ
鋅稇䕧⫹剤ꣳⰗ
匋䗞ⶾ䠑䕧갉盘椚肆⟨剤ꣳⰗ
踡둷䕧⫹剤ꣳⰗ
嵳⛓滚䕧⫹䊨⡲㹔

馄秹㣐㕜字（竤Ⱙ侸⡙
⥜䗂晝）
Super Citizen Ko

隌

歍锞➃

랔鞝䕧⫹剤ꣳⰗ

牟䨡

105050

105052

ⴀㅷ㋲⡙

㣐⾮㖒䕧⫹醢⡲
剤ꣳⰗ
倷⡡⧍

눴坿侮ざ遤ꌼ剤
ꣳⰗ
暽柏㶩侮ざ遤ꌼ
肆⟨剤ꣳⰗ
랔렳ꈚ

暽柏㶩侮ざ遤ꌼ
肆⟨剤ꣳⰗ
嵳⛓滚䕧⫹
䊨⡲㹔

100 ⴕꗻ

ⴕ秹阮僈
贫焺

秹ⴽ

105053

隌

105054

鰊 12

105055

鰊 12

105056

隌

76 ⴕꗻ

晚そ

㾵㾵䷱饱涸㺑㻉

螠耢㕜ꥹ㢵㯯넓
肆⟨剤ꣳⰗ

1 儘 46 ⴕ

㣆䟝㉬⹛剤ꣳⰗ、（껻度）㣖ꤿ
㫨坿俒⻋剤ꣳⰗ、（㣐ꤷ）䠦㣼
谁䕧噠、（⻍❩）剤ꣳⰗ

㪮鋕肆⟨剤ꣳ
Ⱇ

1 儘 43 ⴕ

勛껻猗

勛껻猗

2 儘 07 ⴕ

105058

兜

랱擕喀卌

96 ⴕꗻ

105059

兜

60 ⴕꗻ

105060

兜

105061

兜

㣆䟝糵菕

105062

兜

52 饟蘘䧮䠦⡹（侸⡙
2D 晝）

105063

兜

㼭枿䊼⯘ꅽ

32 ⴕꗻ
84 ⴕꗻ

121 ⴕꗻ

勛䙂⥜

匌僂䕧噠剤ꣳ
Ⱇ

92 ⴕꗻ

랱꼛僦⫹ꨶ䕧剤
ꣳⰗ

102 ⴕꗻ

遤罏♲㣖㶩－鵔ぢ刌⯕

佦✲劢✫

105065

兜

銯㙹留鑨

105066

鰊 12

114 ⴕꗻ

蠝➋ꨶ䕧剤ꣳⰗ

䮕桪瀖涸➃

兜

105064
（ꬌ㕜欴）

24 ⴕꗻ

螠珠㢵㯯넓剤ꣳⰗ、（㣐ꤷ）犷
䒊蕰〳俒⻋欴噠剤ꣳⰗ、犷䒊
韍俒⻋⫄久剤ꣳⰗ

79 ⴕꗻ

82 ⴕꗻ

濼麥俒ⶾ✲噠剤
ꣳⰗ

晚Ꟁ

夔璭➃欰

暥䉚遳㼱䎃媹➃✲⟝

♧蠝Ⱇꅽ涸秉㹁

94 ⴕꗻ

濼麥俒ⶾ✲噠剤ꣳⰗ

歍锞➃

䁘♳䕧⫹剤ꣳⰗ、頿㕰岁➃ⰗⰟ
ꨶ鋕俒⻋✲噠㛇ꆄ剚

兜

102 ⴕꗻ

ⴀㅷ㋲⡙

绿综⛓㙹

105057

蠝➋ꨶ䕧剤ꣳ
Ⱇ

British Film Company（薊㕜）、
Uncanny Films Ltd（薊㕜）、頿㕰
岁➃넞꧆䋑俒⻋㛇ꆄ剚（〵抓）、
랱꼛僦⫹ꨶ䕧剤ꣳⰗ（〵抓）

182

绢㛔ꨶ䕧剤ꣳ
Ⱇ

晚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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䠦㖈⚆歲劣傈

嘥䗞僅ꨶ䕧剤ꣳⰗ、⚥䕧肆⟨
剤ꣳⰗ

䁘♳䕧⫹剤ꣳ
Ⱇ
⚥䕧肆⟨剤ꣳ
Ⱇ

1 儘 39 ⴕ
3 儘 57 ⴕ

䁘♳䕧⫹剤ꣳⰗ、頿㕰岁➃ⰗⰟ
ꨶ鋕俒⻋✲噠㛇ꆄ剚

䁘♳䕧⫹剤ꣳ
Ⱇ

⢕僦㫨坿㕜ꥹ肆⟨剤ꣳⰗ

⢕僦㫨坿㕜ꥹ肆
⟨剤ꣳⰗ

⚥橇㕜ꥹ㫨坿✲噠肆⟨剤ꣳⰗ、
顜ꆄ䕧噠⫄㯯肆⟨剤ꣳⰗ、卓㶩
ꨶ䕧剤ꣳⰗ、頿㕰岁➃넞꧆䋑俒
⻋㛇ꆄ剚、❀⼧✳饟蘘剤ꣳⰗ

㪮鋕肆⟨剤ꣳ
Ⱇ

1 儘 50 ⴕ

⯨㶩ⶾ䠑肆⟨剤ꣳⰗ

⯨㶩ⶾ䠑肆⟨剤
ꣳⰗ

1 儘 28 ⴕ

內㣔䕧⫹肆⟨剤
ꣳⰗ

1 儘 47 ⴕ

♧劥ⴲ邪ꨶ䕧
剤ꣳⰗ

16 ⴕꗻ

䊫猒遤ꌼ肆⟨剤ꣳⰗ、㣐䊛㣐用
侸⡙䕧갉肆⟨剤ꣳⰗ

卌冕ㆹ갉坿爢剤ꣳⰗ

⳯五䕧谁肆⟨剤ꣳⰗ、Ⱄ㣐ꨶ鋕
肆⟨剤ꣳⰗ、內㣔䕧⫹肆⟨剤
ꣳⰗ、ꫭ漐䕧鋕醢⡲肆⟨剤ꣳⰗ
、⯨㼟ⶾ䠑䕧噠肆⟨剤ꣳⰗ、
螠俒ⶾ肆⟨剤ꣳⰗ
㣐䢐䕧谁㕜ꥹ✲噠剤ꣳⰗ、
넞꧆➃

183

⚥䕧肆⟨剤ꣳ
Ⱇ

卌冕ㆹ갉坿爢剤
ꣳⰗ

1 儘 45 ⴕ
1 儘 34 ⴕ
1 儘 41 ⴕ

1 儘 41 ⴕ

2016 䎃䏞〵抓ꨶ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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邍

2

ⴕ秹阮僈
贫焺

105 㽷䕧㾝

ⴕ秹阮僈
贫焺

秹ⴽ

105001

兜

搂⚺⛓㖒：♧鿈〵抓ꨶ䕧
Terra Nullius Or: How to
Be a Nationalist

105002

隌

犝姺♴ꐝ
Anchorage Prohibited

105003

鰊 12

105004

105005

隌

兜

105006

鰊 12

105007

隌

105008

105009

鰊 12

隌

105010

隌

105011

兜

105012

鰊 12

晚そ

绿综⛓㙹
㽳繏屎㥏⯥
Daughter of the Nile

ⴀㅷ㋲⡙

歍锞➃

晚Ꟁ

頿㕰岁➃ⰗⰟꨶ鋕俒⻋✲噠
㛇ꆄ剚

ざ姹淼䕧⫹
䊨⡲㹔

79 ⴕꗻ

剎㪮ꆀ

꤫槎繶

17 ⴕꗻ

䁘♳䕧⫹剤ꣳⰗ、頿㕰岁➃Ⱇ
Ⱏꨶ鋕俒⻋✲噠㛇ꆄ剚

䁘♳䕧⫹剤ꣳ
Ⱇ

99 ⴕꗻ

㷸罏㕜ꥹ㢵㯯넓肆⟨剤ꣳⰗ

用し翱㫨坿✲噠
肆⟨剤ꣳⰗ

93 ⴕꗻ

中乹庠鑑
Crash Testing

譩⡡䒄

⛝⛟
㣐垜剤뇬
The Ghost
㉿㉿㉿
Pa Pa Pa
㽳
Arnie
幀㢹嵳欴䏅

ⷠ僒

15 ⴕꗻ

❏範㫨坿䊨⡲㹔

脔僅嵞

29 ⴕꗻ

ꀎꥑ㫫、넞꧆䋑ꨶ䕧긭
ꤷ䢵筅、넞꧆䋑ꨶ䕧긭
加卌ꨶ䕧剤ꣳⰗ

㻤ⴼ
The Day to Choose

ꁀ⻢㸙

184

鑹⳯

ꀎꥑ㫫
ꤷ䢵筅
랔脒嫯
ꁀ⻢㸙

歍锞➃

晚Ꟁ

랔⺛䓛

17 ⴕꗻ

䓹ㆹ뇷

䓹ㆹ뇷

4 ⴕꗻ

頿㕰岁➃ⰗⰟꨶ鋕俒⻋✲
噠㛇ꆄ剚

ヰ铃蛅

32 ⴕꗻ

ꤿ僈䕧鋕遤

䓹剅榏

20 ⴕꗻ

頿㕰岁➃ⰗⰟꨶ鋕俒⻋✲
噠㛇ꆄ剚

꤫㸙鑦

86 ⴕꗻ

詎㹄ꩯ

詎㹄ꩯ

11 ⴕꗻ

錚兞璭剤ꣳⰗ

錚兞璭剤ꣳⰗ

81 ⴕꗻ

䊼暶

105014

兜

嫢鋷眏
Mother’s Day

105015

鰊 15

暔⚸

105016

兜


Yoyo

105017

隌

ⱄ鋅㥏⯥
Lost Daughter

105018

兜

㥏㷛莅둷
Girl N Bird

105019

隌

䧮⦛鸏垺䬝ꨶ䕧
Power of Taiwan Cinema

105020

隌

涯蒀ꦎ麥

涰㡦⯘⹛殥剤ꣳⰗ

矦䆁巯

23 ⴕꗻ

105021

兜

柲㶩卌
Lion Plaza

康꧁㥶

康꧁㥶

25 ⴕꗻ

105022

兜

涬Ⰵ儻귭
Log in Dinner

頿㕰岁➃ⰗⰟꨶ鋕俒⻋✲
噠㛇ꆄ剚

闒㸪用

28 ⴕꗻ

105023

隌

♬娔齡䎃涸ⴲ妄鋅
You Are My Sunshine

랔꾚⪂、넞꧆➃

⾲㶩僦韍剤ꣳ
Ⱇ

17 ⴕꗻ

105024

兜

犷晋䷒尪 - 䕧⫹⛓ⴲ

ꁀ用僈

鿓厣勠

51 ⴕꗻ

23 ⴕꗻ

59 ⴕ

ⴀㅷ㋲⡙

兜

2 ⴕꗻ

27 ⴕꗻ

晚そ

105013

4 ⴕꗻ

ⷠ僒

鑹⳯

嵳涸䕹畮 瀊晚晝

譩⡡䒄

秹ⴽ

2016 䎃〵抓ꨶ䕧➝稲 2016 䎃ꨶ䕧ⴕ秹

阮僈贫焺邍

랔⺛䓛

21 ⴕ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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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鸫，㖈鸏酭㼂륌⛳麂ⵌ䎓儘ꁈ㾀邿犵➿。㼂

륌鼝犵➿♧饱㼦㼂，✳➃䵩墂「⯋㼂✳➃穉」
邍怵风ꐏ，⚛ⵄ欽Ⱖ긅儘㼦㼂。

➮㱙 ² 涸询㼂㕬

➃穉」涸⫄㋲，涮植犵➿ㄤ꧌㕰㼱袚䓹肬㺢

僽㕜⚥涸꧉䋞ㄤ凶䊫涸ざ撑。齡僽凶䊫㼦㼂

髠涸㼱袚。犵➿捀ꐏ瘸䥰，㔔捀㼱袚涸㼠Ꟁ
僽艏铃湱耫，⤑䪪㼂륌⢵䍲䘑。㼂륌鸏儘㖈

⸺侰僽罉袚涸㩱㶩、籏竤椚䓹宕僅。宕僅ず
垺鋹鋭罉袚涸頿㺢，㽍Ⱖ僽뛩度罉㸕♴涸㼂

询，噲⸂䲀⹛ꅾ䒊，用㜥莅ꅷ㧚湱䊩。♶⛉，
ꅷ㧚㸞䱖罉䌌䭸㼬㼂륌ㄤ犵➿彋⪔邍怵剚涸

艏铃湱耫。邍怵剚殹㣔怵ⴀ儘，䓹罉袚瑳搭
僊⦝。幋✥，犵➿䭸衽꧉䋞㼩㼂륌铞，㥠

⤑ㄤ糒昿䣔⠭叆溏，⾲⢵僽㼂륌㣔欰剚铞艏

㽠僽㼱袚殆岁涸劢㭶㧼 Tracy。鸏儘䣔⠭䩧

鷑湌柱꣡鏤ꄴꤎ，鸏媯劍㥠㔔捀颪⧺㕬♶

䓹罉袚鄄鷑㔐뛩度㽠ꄴ，莊㹻㔐罉㸕，

铃，鄄铐钢⚥齭。2011 䎃，勛凶䊫㔔䚓氻鄄

ꨶ鑨窍㼂륌铞，凶䊫麕⚆✫。

倬鹎ⴀ湌柱。㼂륌ㄤ䣔⠭䱳鋕儘，凶䊫❜窍

犵➿䧃毠罉㸕剤㼂询，ꅷ㧚⛳溏麕ꓳ㖈⥃ꦖ

⟃㸤䧭䗱격。

꧉䋞⿶焥걧，姽儘꧉䋞酤⡲♶钢陏㼂륌。ꅷ

㼂륌♧䓹亙铞僽溫询㼂㕬，銴➮阮僈剤㼂询

厥㣔，㼂륌㖈焗惏⚓㣟淼㣰，鄄剪

㆞꤫꧉䋞书㔐鷑鼩，淼⺫Ⰹ⽿〫ⶦ阮⟝。㼂
륌錏䖤㥠⡂剎湱⡂，䪾棇询涸〢⸂麨ꣳꆀ䩛
ꐹ炽鷑窍㥠邍麨䠮闒。Ⰽ➃㖈幀㗄⿶ⱄ妄湱
186

〈ⱄ♧妄〉，Tracy 聃耂➠♶䪭钢荈䊹㽠僽

⾲⢵僽ꅷ㧚锞 Tarcy 䪪㔐㼂륌。Ⰽ➃彋⪔㔐

ꅷ㧚鋹鋭欰氻罉袚涸頿㺢，㥠㖈꧌㕰涸

耂⯥㶩勛㼂륌㖈㉬耥㷸吥鄄「눦牟➫」꣡魨，

ꧪ搭♶濼麥㥏㷛涸そ㶶，⡎鎹䖤㥠㈖涸罉姐

䟝鼩ꐏ⡎㼂륌♶肥佐，꧉䋞溏䖤ⴀ㼂륌㋐姹
濼麥焗惏㥏㷛涸そ㶶꤫〭꧉䋞。

1996 䎃，勛凶䊫⟃颪⧺询㼂㕬笞欰，厥㣔聃

♶䢆「⫊，鄄㕜⚥涸꧉䋞䨾佹涸私䙂撑，

꧉䋞。⡎ꥬ㣔 Tracy ⚺⹛耢粯㼂륌，⚛䪭钢

荈䊹，ぢ➮㗞涯荈䊹䘰穡㭶✫，㼂륌鸏儘䩞

♴랔ꆄ棟㼂，䖰姽寐廪♳崩⫄♧䓹询㼂㕬。

鸏㣔㖈䑔酭麂鋅 Tracy，➮䭭ⴀ♧䓹莍撑晚，

Ⱇ㟍Ⱇ㕨䮕㼂，끇㋐㖒䊫麂꧉䋞。꧉䋞铞ㆥ
ㆥⴀ鮦犳，鼩䪭钢殹ⴲ⩔饥淼㣰Ⰹ涸ꐏ，㥠

亙铞，✳䨞傈鮪丶〵儘㖈〵抓ぐ㖒殆

ꥬ㣔，犵➿㣟铐瘸䥰宕僅邍怵艏铃湱耫

涸䡹㊥妵，䙲鄄䳷瑭魨ⴕ䚊䪪㼂륌。㼂륌

Ꟁ湱湱⡂，㥠격䠑➰넞㜡ꂺ，銴犵➿⧺䪐㣟

ⷜ䞕➝稲

㼂륌ꥬ㣔ꨆ耷。

鸏媯劍，橇⽂꧌㕰䪪♳➮⦛。鿓ꅷ㧚

僽꧌㕰䓹罉袚涸糵穇㣗➃，㥠䗅衽「⯋㼂✳

The Map of DNA

㥏㷛꧉䋞，䋞劆㭶狲冾鳵。Ⰽ➃䠑鋅♶ざ，

盳涸询㼂㕬。㼂륌㽠騈㖈犵➿倾䊨⡲，➮莅
㧚⪶⤛犵➿ㄤ Tracy 穡㭶，䖤⟃䖰罉茽䩛♳

荈䊹僽꧉䋞。꧉䋞䧭⸆铞剪㼂륌㔐ⵌ䓹㹻，

怵㈖〈ⱄ♧妄〉。㼂륌䩞僈涯，嫢鋷鷑窍➮

剓㣐涸狲暟，僽钢陏꧉䋞涸堥剚。♲㣔䖕，

〢⸂麨䪾姘繡➿椚晝奚窍㼂륌，鸏僽꧉䋞ꨆ
劍，鷑窍➮涸狲暟。

䕧晚须俲

ⴀㅷ➃：랔넞繡㺂、囙⟱噠剤ꣳⰗ、峫⟻鋕錏խ
湌醢：桬廭蘩、卌幑顜、랔申㻱խ醢⡲곃㉏：꤫❮

勞、䓹㕜䓽、Maurice、랔㣔篡խ㼬怵

管ⷜ：랔申

㻱խⶰ㼬怵：卌㸙㴓、桬㎗䎃խ⸔椚㼬怵：勛諌㥶խ

㜥鎹：爨〵琐խ瘼ⷔ：俒覝覝、矦蔊楋խ窡硁：叕⤨

喀խ醢晚：桬㎗䎃խ㛂遤醢晚：鿓䃕葻、꤫䕔⭳、䓹
꧉巒、⩬䃿、寐掻囙、叕屾䘋、꤫厣㸙、ꁀし、

䓹㸕儘，꧉䋞⽿鄄宕僅涸➃꼛竁卺。

康僻妲խ䖕醢⼿锅：矦蔊楋、湖⢕㨪、꤫㹆ば、꤫䕔

欽隌㡦岤㼙嫬ⷭ閑媹罉袚。䓹罉袚鮅㖈氻䎯

敚⯕䭸㼬：蛅㸪牬խ敚⯕⸔椚：꤫ꅾ⡡、鏪牃唃、鏪

罉㸕㢫䏭，㧚ꅷ䳷ꪫ䓹宕僅⯓⟱㕬ⵄ

♳，⟃㣔欰涸艏铃腋⸂贡䓳铞僈溫湱。➮铞，

䒄խ伢䕧䭸㼬：랔⨀捙խ伢䕧㣐⸔：剎宕麨խ伢䕧✳

⸔：䑁ㆹ⨀խ伢䕧♲⸔：꤫⤧㎗խ瑠䬝䭸㼬：랔➋僅խ
뇷뜿խ敚⯕堥：峿륌䥃、詎畾匡խꨶ䊨：꤫莇խ敚

询㼂㕬劥⢵㽠㿂倴䓹宕僅，㔔捀✳⼧♲䎃

⯕⼿⸂：蛅㸪䕟、넞峻漪խ繡遯䭸㼬：꤫⹅䘋խ㛂遤

鎣㥠姹䗱䨾顠涸⧺询㼂㕬，Ⰽ➃䧗䠦䖕欰♴

䌌：諽䠑䡹խ녋㘗䌌：豤冕ꨛխ⻋㦳⸔椚：鏪俒悦խ

，宕僅涸昿鋷兞葻㔔捀㋐姹勛凶䊫，捀✫

歑㷛，⡎兞葻♶⛉鮦犳⚆，嫢㶩⚛♶濼䞕。
♧䎃，罉袚䟝✫㻨⥌窍凶䊫，凶䊫䩞濼
麥兞葻涸㹻⚆，⛳⚛ꬌ搂䞕鼍唳㔔罜ꅼ䧃。

捀✫雊㼂륌刿⹅侒，鏤鎙䪪ⴀ㼂询鎙殥，雊
⯥㶩驎♳钢牏娝㸻涸假玑。姽儘㼂륌⽿鄄竁

⻳涸鮦中⦝，竁⻳濼麥宕僅鎙閑䬓瑭鷗駵，

㼂륌䖕⢵䎋麌尝✲，殹➮䘰䐁䗂儘，꧉䋞⽿
ꨆ✫。

䖕⢵，犵➿罌鹎簖䏎，⚺鳵뛩度敚剚。

䭭ⵌ⥃ꦖ盳涸ꚤ⻑，犵➿鸏儘䩞濼麥䓹肬㺢

鸏儘⦬㼂륌䊺殹♳橇⽂꧌㕰ㄤ❏崎〢⸂麨Ⱇ

Tracy 穡㭶，㼂륌铞ⴀ Tracy 䥰鑪㽠僽焗惏

꧉䋞ⴀ植㖈㼂륌，Ⰽ➃㖈敚剚植㜥♧ず

Ⱖ㻜䊺竤䠑㢫麕⚆。犵➿デ鏰㼂륌♴鹋銴ㄤ

2016 䎃〵抓ꨶ䕧➝稲 ⷜ䞕晚

涸袚✲Ꟁ，䧭捀剓㣐涸飬⸔罏。敚剚鸏㣔，

繡遯：꤫㪮歑խ繡遯麥Ⱘ：矦㸙澌、ゟ蒩㰃、랔㎗ㄤ、

꤫ㅷ〞、꤫⤧颩、ヰ侣䕔խ鸤㘗䭸㼬：康끘笻խ⻋㦳

植㜥剪酤䌌：卌楖楋խ剪酤盘椚：ゟ蓐榏խ㜥걆棵：
峿牬兰խ㜥⸔椚：詎䪭惄、勛⤧、桬楋⳯խꏗ갉：

⛰贫ꏗ갉醢⡲䊨⡲㹔Э植㜥ꏗ갉䌌：䖛㸻鑣խꏗ갉

⸔椚：卌⸺歂、ⷠ䁌⭳խⷜ撑：桬❅խ䍌䖕蔅窛⩎

䬝：卌䟃怏խ䬝伢⼿⸂：ⵄ麨侸⡙䕧갉猰䪮肆⟨剤ꣳ
Ⱇ、듳茽㻜噠剤ꣳⰗ、⸂囙䕧鋕㐼勞剤ꣳⰗ、

宕牬䕧鋕剤ꣳⰗ、宕疽导鮦獆顲剤ꣳⰗ、ꚙ箰❮

敚⯕갉갠剤ꣳⰗխ暶佪剐魨：桬㼂、湖㨪խꏈ
窣：䓹䃪梭、꤫僅ꥑխ㥏剐魨：倷纻㦒խ䕧晚䖕劍醢

⡲：〵⻍䕧噠Э䖕劍窡硁：脌⟗⯕խ䖕劍醢⡲鸮窄：

勛匡ꩯ、绀焗螦խⶩ鱀䌌：곃凶蔕խ墂呪盘椚：嘥巾

㰆、闒僈㎗、ⷠꯂ䒄խ墂呪管鱀䌌：勛䕥颩、齶✵榄、
桬䙼㺯խDI 锅⯕䌌：㸢纏螠խ⸔椚：勛⣜걽խ2D 晚

걧㽵醢⡲：ꁀ兰峿խDCP 管鱀穉：影꾚㓂、勛匡ꩯ、

桬稇犵、ⷠ⸈㹗、哀䪭㸻、ゟ㹆鞮խ耫갉䖕劍䊨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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耫蒀渱㶩剤ꣳⰗЭ耫갉䭸㼬：勭睛⛓խ耫갉ⶩ䱺：

鞝臱銯倷）խゟ焗角（귇갫㵶）խ䓹鑅楧（귇覝覝）խ

寐鸮溫、ゟ剅榼、ⷠ㼭虋、剎꧉㻞、勭❠內、ⷠ㼭軨、

峿牬兰、鏪渤螠、鿓桬䬸溫（귇颻㹐）խ랔ⷧ䎂、矦

溫、ⷠ㼭軨、㸢⢩䏭խ幋갉：勭睛⛓、鿓狲勱、勭嫲

詎 䪭 惄、 桬 楋 ⳯、 랔 ㎗ ㄤ（ 귇 䵦 麌 䊨 ➃ ）խScott

꤫㩑㧄խFoley 갉佪：鿓狲勱խ耫갉䖕劍耢粯：寐鸮

幋갉ꏗ갉㹔、耫蒀渱㶩剤ꣳⰗխꨶ䕧晚걧俒㶶⹛殥

蔊楋（귇㋐㹶倞➃）խ䓹ꐣ惶、ꆄ繡怏（귇 Motel 䞕⤁）խ

䓹ꬆ蓐խ鋕錏暶佪：悮脒⡮、程晋鋕錏佪卓剤ꣳⰗ、

꤫懜㸞（귇ꅷ㧚暶⸔）խ寐掻囙（귇邿犵➿䎑䟝堥）խ

鎙խ갉坿䭸㼬：勛㹆襟、绀㡦ⳝխ〈㣔䩞涯沙ꐏꐏꐏ〉

邿䎑䟝㼭㷛）խ嘥棁梅、랔⤧ꐣ（귇㇄✌嫢㶩）խ桬

坿䊨⡲㹔խ〈갉坿뛩度㼭ꔩ〉怵㈖：䕠⤧铿խ⡲鑂

⡲刼：繏㣐⡡խ管刼：勛㹆襟갉坿䊨⡲㹔խ〈갉坿ⱄ

♧妄〉怵㈖：⟤㺂蠩、䓹肬纈խ⡲鑂：꤫繡㪮խ⡲刼：
ⶍ愯俛խ管刼：勛㹆襟갉坿䊨⡲㹔、䊼ㆁꨮ갾갉坿䊨

⡲㹔、ꃏ碜갉坿䊨⡲㹔、⯕繡俒⻋✲噠剤ꣳⰗխ갉
坿䱇奚⼿⸂：EMI 껻度㉂涰➿갉坿肆⟨剤ꣳⰗ〵抓

ⴕⰗխꏗ갉⼿⸂：ꃏ碜갉坿䊨⡲㹔խ岁：黇䬪岁

䖒✲䨾խ剚鎙：ゟ㎗蔕、랔㦍㻞、諽癯䟃、䓹榰䓽
㕼㖒➿剅 矦㼂桪䊨㉂剚鎙耢ざ✲䨾խ遤ꌼ 㹒⫄

꤫岲⚥（귇邿昿）խ獔䃕鹠（귇邿뢶➿）խ叕猈䕒（귇

䑼䚓剪欰）խ爨〵琐（귇邿犵➿⸔椚）խꁀ娀龥（귇

俒⻋㼬錒㆞）խ㷟凶应（귇猗㼬）խ卌䘋黇、ⷠ⤰㖳
（귇⨢鮦㜥䞕⤁）խ⟿㹻箰（귇㼭韣）խ鿓桡㣼（귇

䓽）խꯓ楧（귇〵㽮）խ蒕蹓蛂（귇 Vica）խ齶

⩌極（귇㕜⚥꧉䋞）խ勛挡⡠（귇㕜⚥㼂륌）խ꤫㖠

㼂륌）խ鿓罇➋（귇邿犵➿）խ꤫㖈（귇䌌Ⱇ䣔）խ

〢⸂麨（귇〢⸂麨）խToro（鿓袣催）（귇䓹宕僅）խ
ꯓ䘋匋（귇䓹兞葻）խ勛槼（귇欥䌌⩬）խ鏪➋匋（귇

贅ㆥ）խ蘟蓇（귇謶謶）խ槈ⵄ❏（꤫⚆傤）（귇

⨀）խ衞諌蓐（귇吥Ꟁ）խ꤫䕔⭳（귇卌罉䌌）խ嘥

䪭肬（귇久갉 DJ）խ䑁唅⠺（귇㼭⮛）խ꤫玑黇、

ⷠ用鎊、卌㕜岲（귇堥鮦䍲㎟㓫）խ䓹捀玑、鿓䃕葻
（귇⥃㢫ꄴꤎ㢫䧯隌㆞）խ䓹꧉巒（귇⥃㢫ꄴꤎ瀖节

䭸䳸罏）խ康僻妲、꤫厣㸙、卌㸙㴓、ゟ蒩㰃、桬㎗

䎃（귇⥃㢫ꄴꤎⰉ䧯隌㆞）խ랔儀➃、〷裦㸞（귇堥

鮦귭䑼䞕⤁）խ堚㶩（랔㭓楪）（귇胲㧶）խ譩厣⡡
（귇㼭盘）խ꤫䙼㧄（귇鞝臱伱㹐➃）խ齶꧉ば（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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鰶喱䖕铞，荈䊹欰✫氻，ⱄ⛳尝鳵岁饥騟，

♬㼂耫帒⥡♴㖒瘸䥰⸈㣐剚。殹♴坿坿ア

衽聸㶩귶，㵉鼝锞䘋僈昿㥏ⵌ㹻酭撞굺。
䘋僈⨞궤儘，♶㼭䗱䪾♬㼂㹻涸䑉䨼晘㠗侫

灶峯，涮植晘㠗酭询剤♧劥굺陗《㩎㹻꺎劥
Э♴鿈》。䘋僈䟝饱罉㭊剎铞麕，《㩎㹻

o

꺎劥》僽䑉谁歲㣟⫄䊺⛉涸搂⭆⛓㼂，㵉

牟䑉

Rookie Chef

⤑䲿陾♬㼂㖈㣐剚♳䭾《㩎㹻꺎劥》⨞蝳。
㵉鼝锞䘋僈昿㥏麕㢹，䘋僈㔔鋹鋭굺陗剅

罜瘸䥰。

㷂鋷噷垸㣐剚♳，♬㼂㸤䧭繡〳〡涸

ⴉ띳。㵉湱⥌♬㼂涸俲椚䩞腋，对㹁䍲

歊㹻楾、ゟ⯈ꨣ、寝䌌馄、ゟ憯、ヰ侣䕔、齶噷ꨛ、

僈剤귭䑼涸竤뀿，㵉䬺鎷➮殆♴來㼬♬

♬㼂귭䑼，《そ捀「㩎㹻㼭긭」，㔔捀䘋

㥏）խ嘥㸻ꩯ（귇⩔䞕歑）խ齶꿴鹠（귇歑牍剅）խ

ス肬鴇、勛䒂ꤰ、勛㪎⭑、ヰ樂㾀、卌⤧葻、卌ⱟ䒄、

（귇勛凶䊫）խ桬㸙㭫（귇鿓ꅷ㧚）խ䮸ⶍ（귇勛

植姻硁䬝⚥。

瘞➃饿堥⹗程䘋僈，昰㛂⚥，♧鰘佹隌鮦

耫갉ⴀ怵Э뉓俒㷸（귇䓹罉袚）խ衞䚃鴇（귇⩔䞕

ꨶ䕧⚺鋕錏嵳㜡鏤鎙：넞倞꧉խꨶ䕧⚺鋕錏垦彋㶶鏤

怵㆞Э⟤㺂蠩（귇꤫꧉䋞 Tracy）խ㋐（卌肬ㅷ）

Ⰵ繡㕜鋕聃⽈暟긭涸「宕⛉Ⱙ询」。⡲ㅷ《♬㼓⥌》

Ⰵ鼇痧 46 㾂ꆄ꼛ⶾ䫏，⚛栽「㣐㖒ꤎ箁꧌㕰」ꫭ漐，

潈（귇䩛鿈怵ⴀ）

꼛凶棁、䓹⳯ꈚ、䓹㎗꾚、哀兰䠅、랔❫榮、⩬䃿、

鎙：勛䚃荬խLine 顦㕬鏤鎙：卌䕔⳯

莅㢵鿈鸮糵ⷜ涸ⶾ⡲。⡲ㅷ《Open a Door》捀薊㕜

湱룲（顇字璽귭䑼䚓莻罏귇）խ嘥肬ꌂ（귇顇字璽귭

窡硁：豤䠑䆁խ劍遤ꌼ㹒⫄：珵䖤ꨶ䕧Э遤ꌼ籏

湌：勛❏哆խ㯯넓㹒⫄：剎㩑榮խ遤ꌼ⟱ⷔ：豤肬ꨛխ

⢵，界僽♬㼂涸㵉鄄优䪜♴鮦。㵉㗂♳

BBC 管㼬涸⡲ㅷ，Ⰵ鼇䗞㕜恎㜄⯥留㕜ꥹ䕧㾝，⚛

갉坿罉䌌）խ桬✻（귇凶䊫㱙）խ薵字鞮（귇湱鋷罏）խ

怵㈖：卌俒խ⡲鑂 ⡲刼：鏪ⱟ⪂խ管刼：勛㹆襟갉

怵㷸绢，⚛饬秣秉䋑用㣐㷸⿻秣秉㣐㷸幀鸤。鵦〵

랔申㻱，〵⻍➃。佟㣐倞耂禺殗噠䖕，騈ꦑ桬㼭啭㼬

（꤫ꄴ䌌귇）խ箻뜩角（暶⸔鹠㾓귇）խ俒覝覝（귇

薵字鞮罉䌌խ岲铃䭸㼬：勛䧭㷂、尪뜩㫲խ䩛铃䭸㼬：

눦暶ⶾ䠑剤ꣳⰗ、㣐舀䕧⫹肆⟨剤ꣳⰗ、啘そ鏤

鮦，鮦♳鼩鯺✫隡䎓玬㕨涸㥏⯥坿坿。♬㼂

Jensen（귇 Scott）խ䓹匌內（귇 Mandy）խAllen（䖛

坿➋）（귇鏪⼿椚）խ卌㼿ꩯ（귇䓹罉袚）խ⩬㶩땃

䊨⡲㹔խ薊俒㶶䍌缺陼：⡦繡榮խ艏铃 눦遯䭸㼬：

㼬怵矦➝

䖕，剎二⟤꤫㕜㺢㼬怵《꧱澢》涸ⶰ䩛，❠䫏Ⰵꨶ䕧

鏤鎙：啘そ鏤鎙խꨶ䕧晚そ垦彋㶶鏤鎙：嬁嬁ꨎ鏤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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㼂。♬㼂ㄤ剦⦛ⴕ䊨ざ⡲，㨥䱺「䘋僈

䑁䕟莇、飅佟䒄、倰绥缦、瀖㹻、⡦㹻笞、ゟ⨴歑、

涸暶鎯。䘋僈ⵄ欽鸏媯儘ⵌ贖䪪꺎劥涸

♳鿈。暶鎯♧⦐㢵狲䬺，➮⦛莊鳵鑑蝳⽿鄄

卌⸺㸙、倷姻㾝（귇堥鮦䍲滞）խ峿薊⳯、䖛榰僈、

䓹꧁㮵、哀㹻囙、꤫ⱟ䒄、꤫ⱟ㸻、꤫䒊笞、꤫䕔埢、

㹐➃㲀唳，♬㼂㣐「䩧乹，㵉䞕䚊♴畀饱

꤫猰勦、剎鴍䌱、玑䙼缦、꼟帺렳、嘥肬囆、嘥僈樆、

⢵湱⺘，鄄涮植酤氻。♬㼂錏䖤「ⵌ妬꿋，

䑁㹆ꫵ、詎匋❣、ꁀ榏淏、諽鑣猒、飅肬ꩯ、䨥儀绥、
闒䒊鰜、闒㺢㤇、豤䕔俒（귇䕥⻋簖歊㽵蔅⼰䪡涮䋑
㜥넓耷㆞）խ倷⢆㧄、倷卐䀉、倷鮯阮、哀⥌㣗、

鏪姻寲、鏪ꉣ摌、꤫厣〞、랔兞用（귇䕥憺䊨噠⼦Ⱇ
騟꽙꽢鮦⚺）

ⴀㅷⰗ：囙⟱噠剤ꣳⰗ、峫⟻鋕錏、랔넞繡㺂խ
醢⡲Ⱇ：傍蕑兰⡲խ涮遤Ⱇ：螠僦㫨坿խ晚Ꟁ：
92 ⴕꗻխ铃鎊：㕜铃խ♳僦鋊呔：DCPխ겳㘗：ⷜ
䞕晚խⴕ秹：兜麒秹խ♳僦傈劍：2016.01.08խ〵⻍

牱䨼私ꏗ：倞〵䍤 1,721,166 ⯋խ鰊㼬ꆄ：䕥⻋簖佟
䏎酢⸔鰊㼬ꆄ

ⷜ䞕➝稲

欰孵ꨆ㹻。

♬㼂ㄤ剦ⵌ〵⻍侕䗱，㖈귭䑼欽궤、

䖎⛉⟃，剤⡙牟䑉〭㩎ꨣ欰，➮頾顑

ㄤ⚺䑉锓鑨，涮植荈䊹䊺竤䠦♳⨞蝳。䘋僈

♶⨢⨞蝳⚛㼟Ⱖ㻨䧭굺陗，剓穅㸤䧭✫《㩎

♳鿈》。䖊♬㼂鵦㹻ㄤ㵉ꅾ⥜莍㥪，䘋僈

捀⽂倰涸㼟鮪䱍䑉。㔔䙼䙂黇倰涸㧼㥏，➮
㹻꺎劥》。

⡞㖈ꀀ♴涸鷗㹻㼱㥏㩎♬㼂，捀✫♶

䟝㖈㷂鋷噷垸㣐剚♳⨞蝳，ㄤ㔋⡙剦㖈騟
鼹伍鮦䵩⤑鮦，剦中♳㋲鋷時時ゟ䘋僈涸

搂䠑涮植Ⱇ귕✝渱酭涸《㩎㹻꺎劥Э

㔔捀剤✫《㩎㹻꺎劥》♳♴劥，렽莻㣐㹻ꅾ
倞䮸⡲。姽儘，坿坿涸㢫Ⱇ罉馢䪪♳。⾲

⢵罉馢僽衽そ涸「❏崎듙桬」，殹䎃⸔䘋僈
㣗㧼귭䑼，⡎䘋僈㥪넞꿆黇，♶肥鹎䑉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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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穡卓㧼㶩麕娦，岁ꤎ⤑㼟湌隌奚ⴼ
窍罉馢，鸏妄坿坿⿶鄄罉馢䌟饥。娜竤♧媯

⡜惐，滞➃捀✫䱺㔐坿坿，䘋僈⛳⽨饱⢵箻
䑉谁，ⱄ♧妄钮鎊ꅾ䮸「㩎㹻㼭긭」。岁ꤎ

鸒濼♧⦐剢䖕䏭㻤椚坿坿涸湌隌奚。

䏭傈，岁䏭♳䘋僈ぢ罉馢䧈䜼，鏰铞

鸏媯傈㶩涸䑉谁㷸绢，锞宠佖麕涸堥剚。岁
ꤎ璭㢫⫄⢵ア뇀耫，僽♬㼂瘞➃⢵涸莻〵

귭鮦，㥠䲿陾雊䘋僈植㜥俲椚，⨞捀䘋僈佖
隶涸阮僈，岁㸽ㄤ罉馢ず䠑㖈ꣳ儘Ⰹ뀿佐俲

椚䧭卓。歋♬㼂ⴀ蝳㋲，䘋僈䱍䑉，痧♧麥

蝳➿邍「㹻」，痧✳麥蝳➿邍「佖隶」，痧

♲麥蝳僽坿坿ㄤ㱙㱙涸Ⱏず㔐䥊「䯨饱⢵㏀

♴」涸宐귑。鸏㣔，坿坿ㄤ䘋僈⛉麬乩䫵，
昿㥏䞕幀滞➃溏㖈滚酭，䘋僈涸俲椚⛳栽䖤

罉馢涸肥㹁。

「㩎㹻㼭긭」䱦晦䓹，귭䑼㢫㣐䱖Ꟁ

륌。䘋僈넓剚ⵌ，〫銴剤䗱剤䠦，➃➃鿪〳

⟃僽牟䑉。鷑饥㹐➃䖕，㣐㹻㕰翹Ⱏ呲，❧

欽䏭傈⾲鎎涸痧♲麥蝳「囙螠㺢顜ꧽ」。

醢⡲：⣶䘋㛚խⶰ㼬怵：馢⨀溫、勛捀慫խ㜥鎹：勛

Э植㜥ꏗ갉䌌：勭㖳㛔խ植㜥佐갉➃㆞：꤫摺匋、

〈䓹♲涸姐〉鑂 刼：䓹㶩瀖խ怵㈖：諽侣꿴խꨶ䕧

ⶩ䱺：勭ⶍ、勭❠內、寐鸮溫、ⷠ㼭軨、㸢⢩䏭、

諽侣꿴խ〈䠦涸相鎊〉鑂 刼：繏㣐⡡խ怵㈖：諽侣

ⶍխ耫갉䖕劍耢粯：꤫⿶榫խ幋갉：勭睛⛓、ゟ剅

詎僅䥃

⢕⭳խ㛂遤醢晚：꤫㹆猗、詎猗溫խ欰崞醢晚：ꁀ⭑

⼾㸻䧭、勭⣜䋕խ耫갉鏤鎙：勭睛⛓、ゟ剅榼խ耫갉

椚：꤫梅匋、卌僅冕խ墂呪盘椚：剎ぢ䚃խ敚⯕㣐⸔：

闒ꫭಊ、鑹⢕琐、䓹蓸榄、꤫⿶榫խADR ꏗ갉：勭

䧭խ䲀鮨걆棵：詓䋞狲խ䲀鮨⸔椚：詎匡缦խ㛂遤

榼խ勭嫲幋갉ꏗ갉㹔：耫蒀渱㶩剤ꣳⰗխꨶ䕧暶佪

ばխ醢晚⸔椚：詎淏⯋խ伢䕧㣐⸔：䓹允馊խ伢䕧⸔

ⷠ潈笧խ敚⯕⸔椚：话㺲裄、嘥ꫭ缦、寐䏭ꍵ、꤫厣

繡遯：鿓秴䘉、ꁀ笞㋮、ꁀ濼催խ植㜥繡遯：ゟ姻戇խ
麥Ⱘ穉Ꟁ：桬厣⯋խ繡遯⸔椚：꓃䗂㸙、꤫㻫琐、鏪

䂾榮、諽そ㧄、豤樠、卌僕䚃խ繡遯㻜绢欰：랔㶩㹒、
豤㤘䗱、랔㽮厬、ꆎ⡲ⴅխ鸤㘗鏤鎙：ꀶ蛂唿խ鸤㘗

⸔椚：ꣁ榰悦խ剪酤盘椚：勛䏭㹆խ唚㦳䌌：卌猥埢խ
⻋㦳䌌：䖛巾㫲խ剪酤⸔椚：卌⢕渠խ唚㦳⸔椚：豤

绐內խ⻋㦳⸔椚：꤫凶琐、卌ꬆ䚃խ㜥걆棵：脌㹻
韝խ㜥⸔椚：桬➋⡡、랔龐畖、倷㸪⭳խⷜ撑䌌：

꤫䕔⪂խ䍌䖕䬝伢：峿ꫵ兰、湖䒾幅խꨶ䊨：詎ꆄ犷խ
갸デⶩ鱀：玑私淏խꂂ坿⼿⸂：卌ⱟへ、넞併⧍、랔

䐁㻞խ䓛坿管㻨：繏䛸㧚խ痧♧㼭䲿楪栬㤉：豤㶩蘟խ
痧✳㼭䲿楪栬㤉：湖翈ꍵխ⚥䲿楪栬㤉：鏪ㆹ䟃խ㣐
䲿楪栬㤉：桬龐俒խ痧♧㼭䲿楪：湖翈ꍵ、䓹㤘蕰、

꤫䚃䒄、꤫⤰㥶խ痧✳㼭䲿楪：桬ꅾ⳯、꾁䙼✻、랔

橵룲、꤫绐㮵խ⚥䲿楪：豤㶩蘟、鏪ㆹ䟃、꤫〳⧋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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醢⡲Ⱇ：㣐殥ꨶ䕧俒⻋肆⟨剤ꣳⰗЭ湌醢：랔

❮խ醢晚：䖛㎗翕խ暶佪䭸㼬：꤫⤧ꩯխ㼠呪竤椚：
卌ば韝、랔宕蔊խ醢⡲⼿锅：䓹㷆⳯խ醢⡲⸔椚：桬
绐䏭խ暶佪㜥鎹盘椚㆞：導姻䳓խ暶佪植㜥鎹ꏗ㆞：

ꁀ兒牬խ繡遯嚌䙂鏤鎙穉Ꟁ：卌蔒証խ繡遯嚌䙂鏤鎙

䌌：鏪嵞噠խ繡遯嚌䙂鏤鎙㆞：齶闉䒾խ3D 圓㕬穉Ꟁ：
飅姻륌խ3D 须幀圓㕬䌌：䢵鑅խ侸⡙须勞䭸㼬：

䳄刼Э〈䟝⡹涸➃尝剤漗〉鑂 刼：꤫ⱟ褲խ怵㈖：
꿴խ〈Fighting〉鑂：꼛䆯䟂խ刼：影兰淏խ怵㈖：
怵㆞Э桬厣⪂（귇ゟ䘋僈）խ⟤㺂蠩（귇㩎♬㼂）խ
꤫⽈姻（귇贅晆）խꤷ䒣ꬆ（귇㩎㵉）խ增㜥（귇

馢䌌⩬）խ詎僅䥃（귇顼㣐苠）խ勛㈔嘰（귇鿓✳贅）խ

邿蒕螩（귇剎♲蔅）խ䋒뉓倛（귇❀㝆聞）խ鏪蠩坿

（귇坿坿）խ䖛嵞鮯（귇Ⱉ磝）խ桬䌡ꩪ（귇㩎湺湺）խ
랔笞䗞（귇㩎ꨣ欰）խ䓹橵㪨（귇馢㣖㣖）խ⽋㷸❮

（귇岁㸽）խ勛⼪㫫（귇馢鑘鑘）խ秝鞝（귇鿟䊴）խ

 Ken（귇⚺䭰➃）խ꤫恎Ⱙ（귇倰䖒䌌）խ槈ⵄ❏

桬鴇牣խ侸⡙须勞醢⡲：桬㉬⥌、䓹兰䓽、꤫㦫㶻、

（귇꤫➫）խ卌ⵄꩡ（귇㩎㣗➃）խ꤫㺗⥜、馢ⳝ蠩、

鎙䌌：鏪嵞噠խ敚⯕ざ䧭䌌：勛䘋鮯խ侸⡙⥜䗂䌌：

ⴀㅷⰗ：㪮ⶍ猰䪮肆⟨剤ꣳⰗ、螠俒ⶾ肆⟨剤ꣳ

㹻䒾、繏㼱併խ錬蒀⹛殥䌌：꤫㪮䧭խ胝兞粭醢鏤
飅姻륌、䢵鑅、꤫㪮䧭、湖⤰⠺խ暟⟝鷆髠穉Ꟁ：
꤫㪮䧭խ暟⟝鷆髠鏤鎙䌌：湖⤰⠺խ䪮遯涮䭸㼬：
飅㡦螠խ须幀䪮遯涮㆞：導姻䳓խ禺窡墂呪盘椚：
導姻䳓խ禺窡䊨玑䌌：歊俒缦խꨶ䕧暶佪醢⡲Ⱇ：
⚥䕧醢晚䑖Э䖕劍醢⡲窡硁：勛䘋箰խ鋕錏佪卓：

嘥蘟、悮脒⪂（귇騟➃）

Ⱇ、䖤ⵄ䕧鋕肆⟨剤ꣳⰗ、猗岲㕜ꥹ㫨坿剤ꣳⰗ

、憘弉䕧噠肆⟨剤ꣳⰗ、䏨用꼛㯯넓猰䪮肆⟨剤

ꣳⰗխ醢⡲Ⱇ：憘弉䕧噠肆⟨剤ꣳⰗխ涮遤Ⱇ

：螠耢㕜ꥹ㢵㯯넓肆⟨剤ꣳⰗխ晚Ꟁ：119 ⴕꗻխ

铃鎊：㕜铃խ♳僦鋊呔：DCPխ겳㘗：ⷜ䞕晚խⴕ秹：

㣐䲿楪：桬龐俒、桬ㅷ俒խ꧱矲盘：넞併⧍ 加し➮

勛䘋箰、詎笞⧩、卌⢕⭑、랔䬪㜜、矦㸛绐խ䖕劍墂

兜麒秹խ♳僦劍：2016.02.05-2016.03.03խ〵⻍牱

湖蕃⭑խ㥏넞갉：康䊫冁խ㥏⡜갉：卌绐厬խ歑넞갉：

⡮㭓䡹、齶玑⹅、卌赙ば、鿓廭謶խ䖕劍㛂遤醢晚：

8 㾂尣粫䕧㾝栽鼝暶ⴽ錚䷒佞僦

ꨶし➮：♲嬁խ搂⠶㤉ざ㈖A Cappella Э⚺偒䖒：

豤酕⽈խ歑⡜갉：㷟開խ䓛坿ꏗ갉

ꏗ갉：嘥併㣼խ

盘：랔갚㭫、꤫䚃⭳խ锅⯕䌌：勛䘋箰խ锅⯕⸔椚：

齶㹆頻խ䖕劍遤佟噠：꤫⸂癌խꨶ䕧暶佪醢⡲Ⱇ：

鸏麥醳꧹涸俲椚僽♬㼂瘞➃⯓涮植涸꺎劥

ꏗ갉㹔：㣔瑠⛓㙹갉坿醢⡲剤ꣳⰗ、♲ⶾ Clapper

Studioխꨶ䕧遤佟：ꁀ䚃棁、눛巾蟣խ伢䕧㐼勞：⚥

暶佪䭸㼬：衞➋韝խ鋕錏暶佪醢⡲➃：卌䚃猗、䓹䎂խ

濼麥㩎ꨣ欰ㄤ㥏⯥剓䖕㕰㕩✫。

㼬怵矦➝

婌㐼勞：⸂囙䕧鋕㐼勞剤ꣳⰗխ暶佪湌醢：랔❮

剤ꣳⰗխ남卺鏤鎙：ゟ䁌륌խ憘弉䕧噠肆⟨剤ꣳⰗ

䬝伢馄麕✳⼧鿈涸ꨶ鋕ⷜ，Ⱖ⚥ 2006 䎃醢⡲涸《笃

緄갤，䘋僈溏衽鸏麥蝳僽⟃㥏⯥ꂋⰅ蝳，㽠

䕧肆⟨剤ꣳⰗխ敚⯕㐼勞：⚥䕧肆⟨剤ꣳⰗխ暶
խ暶佪醢晚：䖛㎗翕խ暶佪䭸㼬：勛䘋箰、꤫⤧

ꩯխ暶佪窡硁：卌ば韝խ薊俒缺陼：⡦繡榮խ醢⡲⼿

䕧晚须俲

⸂：噲ꣳ蒀㚖肆⟨剤ꣳⰗ、犷湱肆⟨剤ꣳⰗխ䖕

程晋鋕錏佪卓剤ꣳⰗЭ鋕錏暶佪䭸㼬：桬ꅾ屛խ

䨼私ꏗ：倞〵䍤 3,553,104 ⯋խ䖤栁、㾝私ꏗ：痧

暶佪䌌：ꁀ㣐榏խꨶ䕧暶佪醢⡲Ⱇ：⠃纡䕧⫹猰䪮
խLogo 醢⡲垦彋㶶之㻨：꤫厣妲խLayout：䢵

鑅խ⹛殥醢⡲：꤫㪮䧭խ鋕錏⹛䢀ざ䧭鏤鎙：鏪嵞噠խ

馢⚸榮խ殯噠ざ⡲：卌䒊⺍խ笪騟遤ꌼ：ꁀ淏⯋խ涮

⟃⿻ꨶ䕧《〢뉓㹻停》、《䚓暟涸㷛㶩》涸ꨶ䕧ꂂ갉。

➃：詓僈敉խ晚걧겗㶶：䓹挴摖խ醢晚窡硁：鿓加渿խ

愯խⶩ鱀㼩匢：闒㹆棁、哀✻愯խ侸⡙㤛晚：姘ꤿ併խ

遤㕰：螠耢㕜ꥹ㢵㯯넓肆⟨剤ꣳⰗЭꨶ䕧贖䱖

ꨛխ伢䕧䭸㼬：ヰ⟃俒խ敚⯕䭸㼬：꓃橵㮵խⶩ䱺：

哀✻愯、齶ꌂ䣔、꤫⤧䒄、랔ꬆ榮、康畖椝、峿䒄䁌խ

管ⷜ：꼟⳯、蛅⚆듳խ瘼ⷔ：邿佅绥、鏪聕⟤、湖嫯

꤫⽈俒խ繡遯䭸㼬：嘥⫄⥌խ鸤㘗䭸㼬：ꀶ蛂唿խꏗ

갉䭸㼬：勭睛⛓、ゟ剅榼խ䑉谁곃㉏：ゟ猥䪭խ갉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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䌌：刼䙼纏、蠝蔒榏խ侸⡙墂呪盘椚：姘ꤿ併、哀✻

2D 㶶䍌佪卓醢⡲：蠝蔒榏խ㶶䍌㼩涯醢⡲：闒㹆棁、

晚⚺⟤：桬듳焚խꨶ䕧贖噠⸔椚：꤫陏㸞խꨶ䕧贖

侸⡙佞僦䭡頺：姘姘ꤿ併、忆僈僅խ䖕劍⼿锅：䓹笞

贖Ⱇꡠ㼠㆞：⡮㪨㳱、飅悦㥶խꨶ䕧贖㯯勞盘椚：꤫

秴խ䪮遯䭸㼬：剎俒龐խ䖕劍ꏗ갉：耫蒀渱㶩剤ꣳⰗ

栁，2012 䎃醢⡲䬝伢ꨶ䕧《ꤏ걧》，ⶾ♴♲⭚倞〵

䍤牱䨼⢕籑；2016 䎃䬝伢ꨶ䕧《牟䑉》。姽㢫，⛳

噠籏湌：ゟ䢵㫲խ遤ꌼ籏湌：衞桪螠խ㯯넓Ⱇꡠ：

麉、䑁⨀ꌂ、ヰ嵞⯕、鸮䛾䎂խ湌醢：⣶俒鮯խ醢晚

⯕喀卌》栽痧 41 㾂ꨶ鋕ꆄꗻ栁䨡ⷜ眏湡㼬久（怵）

遤ꌼ㕰：⫄䕧✽⹛肆⟨剤ꣳⰗЭ窡硁：꤫䮸擤խ

劍籏湌：꤫꧉楑խ侸⡙锅⯕籏湌：寐䚃⺍խ侸⡙锅⯕

㼬怵：꼟⳯խⴀㅷ➃：绀僈곏、衞㥶蓸、꤫用涯、ヰ

꼟⳯，ꨶ鋕、ꨶ䕧醢⡲➃Ⱟ㼬怵。荈 1988 䎃饱，䊺

莅ꨶ䕧《⚆歲痧♧띋倰》、《垜♴涸䨼㹐》㹐⚮怵ⴀ，

遤ꌼ竤椚：ⷠ䋞姻խꨶ䕧贖Ⱇꡠⶰ椚：꤫䣔㸙խꨶ䕧
用蓸խꨶ䕧贖涮遤籏湌：꤫䟃梥խꨶ䕧⚺겗刼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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➃欰䭾⦐雙

♴㽠鸄遤鎝㉏，㕜葻㔔姽鄄锅崣❜鸒。㛂

䱰鏞，♧䱳贅瑐。♶俲㭓㮵魨♳涸甦聃㐼鄄

陏。㕜葻耷㜥♳朜屣♶倬，䟝饱㹻⚥䞕筱♶

溫꣡魨陪遺、幢悦➃㆞幋Ⰵ㣐垜。䓹⳯ꦑ

遤❜鸒儘，♧坼堥鮦䵻呪雊➮ㄤ㭓㮵湱

Like Life

琽涸嫢鋷，⹛䙂䟝銴荈湈。

ꅽꟀ溫「鴊⿶㣟娝⣜，♧➃饥鹎幀

㿋剤䠑㼦娦。㖈㿋⚥，㥠麂鋅䘋꧆，⾲⢵ず

僽㣔巆帮衆➃，Ⰽ➃鿪䟝䪪㖒倰♳じ，⽿㔔
湱昰♳じ鿪尝腋娦䧭。䖕⢵䘋꧆䌟衽溫，
ㄤ㥪䟃㥶秉ⵌ㼭く伱✽ち蕲宐。䟃㥶僽ꂋ

㹻㥏，鵜⢵鄄ꂋ㹐㲀䎃私㣐，⺫귢涸䎃鰋歑

䘰坿ꅽꅽꟀ鏪溫䎂傈攨䗱Ⱇ渤，䌢剐

㖈ꄴꤎ。䘋꧆ㄤ溫ꄁ⢵，⽿涮植Ⱖ➮

뇺ⴀ甗，䖧䖑欰娦⛓。䘋꧆鮅㖈ꄴꤎ儘，
冾⦶㥠⡞䨾，Ⰽ➃冝欰䞕䡁。

䘋꧆ㄤ溫㖈遳걧㔋贖교湚。䘋꧆堥

♧⹛，䪪♳㕜葻䍲䘑ぢ㹻➃⫄鑨，卓搭〫剤

㈔♧涸閑欰䊨Ⱘ。殹儻鎣⫈꧌㕰♳㹻銴

岲ⴕⴽ撑곃鮅㖈氻䎯♳涸䘋꧆ㄤ溫。勛

陪㻌桬㕜葻，⾲㖈度〡㛂遤湌鋕⟤，

㕜葻溏䖤鋅Ⰽ➃。♲➃⢵ⵌꄴꤎ，溏鋅㭓㮵、
鹎頿⛳⢵䱳鏞，➮鋹鋭㭓㮵嬗♶䲂귇，㕜葻

溫ꄁ⢵䖕，㭊㭊、岲ぢ㥠钢ꐫ，

䧭、ヰ㗛㿋խꨶ䊨：詎ꆄ犷խ孨㕠㕬籏醢䌌：䖛用䏭խ
⹛⡲鏤鎙：牟䨩鞮、㣐靽⚺宐խ⹛⡲⼿锅：闒⳯俒、
厴加䃷纏ꥑխ暶䪮䭸㼬：䖛ꌂ匋խꏈ窣暶䪮：詎㕜

崎、卌㕜㼂、ꁀ➃韝、桬嵳䎂խ旙灶⼿⸂：꤫䗞尣、

甦。䘋꧆ꄁ䖕，䖤ⵌ㥏⯥⾲锯，鼩剤滞➃ざ

ꅾ鵦耷。䑔㚆♳，㔋穉倞➃⣜䎸ⴀ㜥，ず

溫ㄤ岲。㱙牏莅Ⱖ隌꽙⥟澛鸏㜥➃㭶

狲，⺘䣆滞欰棇䠦欰ㄐ，❧「➃欰，㤀♳倞

䎃牝顭。

䕧晚须俲

筝䚊佹隌㆞：꤫ⱟ⡡、剎갚俒、䕠ꆄツխⷜ撑䌌：桬

飅䕔䆁խ侸⡙须欴穉Ꟁ：湖俒렳խ⹛殥穉Ꟁ：ꁀ兒牬խ
㜥兞穉Ꟁ：ꁀꨛ䗱խ竁㹁穉Ꟁ：꤫꧉棶խざ䧭穉Ꟁ：

꤫⸽⡡խ敚⯕穉Ꟁ：馢⨴䒄խ勭嫲幋갉䊨玑：⚥䕧䕧
鋕醢晚䑖ꏗ갉㹔Э耫갉䭸㼬：ꁀ傒䘋խ耫갉⸔椚䭸

㼬：矦鞮剅խ㼩涯ⶩ鱀：矦鞮剅、勛ꨎ槼խADR 㼩

涯ꏗ갉：矦鞮剅խ갉佪ⶩ鱀：勛ꨎ槼խFoley 갉佪醢⡲：

嘥㹻䢆、嘥⟃榄、꤫梾繶խ갉佪ⶩ鱀：㓂允俒、劫䛸

颩խ勭嫲幋갉：ꁀ傒䘋խ갉坿醢⡲：ꡀ碜갉坿醢⡲剤

ꣳⰗխ갉坿醢⡲➃：㶰ꕼխꨶ䕧ꂂ坿：㶰ꕼ、峿䃪
囙խ⚺겗刼Э〈➃欰䭾⦐雙〉⡲鑂：榏榏խ⡲刼：

ⴀㅷ➃：涯ꨔ㴆խ耢ざⴀㅷ➃：绀僈곏、鿓〵䓽、悮

㶰ꕼխꏗ갉幋갉䊨玑：랔䕔ꌂխꏗ갉㹔：涮欰갉坿䊨

㼬怵：ゟ❏խⶰ㼬怵：桬㶩匋խ⸔椚㼬怵：랔룲榼խ

䐁、嘥粚䟃、䋒뉓倛、㋐（卌肬ㅷ）、㶰ꕼ、䓹뇷、

倰➋、卌俒、鑹䘞䘋、鑹㡽、ꁀ㣐挪、䖛㎗喀խ
籏湌醢：涯ⱺⱺխ湌醢：鮦ⱟ䗞խ瘼ⷔ：ゟ弾♬խ醢

晚：䖛ꐣ䕜խ㛂遤醢晚：鏪⢕僈խ耢㢫醢晚：ⷠ⢕

Ⱙխ㜥兞⼿锅：剎楧꧉խ欰崞醢晚：闒꧉ꬆխ醢晚⸔

⡲㹔խざ갉管㻨：卌繡怏խ怵㈖：脌檘、涯ⱺⱺ、䐁

䖰翱、Ice Man、Ice LadyխMV 㼬怵：鮦ⱟ䗞խꟀ
莇䕧鋕剤ꣳⰗխꨶ䕧䳄刼Э〈ꂋꃰ涸僱괐〉⡲鑂

⡲刼：嘥薊僈խ怵㈖：涯ⱺⱺխ䖕劍醢⡲籏湌：鮦

椚：繏腋螠խ㜥鎹：詎㹆害խ管ⷜ䭸㼬：勛牃㻞խ管

㕜葻涸ず✲뢶㭫䱍䳣ⵌ勛鹎頿顋嫬、醢

鱀：꤫⽈俒խ鼇錬：詎⢕ꬆխ怵㆞盘椚：䓹榰㺂、넞

頿涸Ⱇ。箉嫬⽭ꦖ，䘋꧆ㄤ溫䚊衽䪪➃

龐绥、嘥剅䆁խ繡遯䭸㼬：馢鴇涮խ繡遯㛂遤：卌꧉

❅խ⚥䕧肆⟨剤ꣳⰗ䕧鋕醢晚䑖Э䖕劍籏湌：卌

㗛摖խ醢⡲窡硁：勛䘋箰խ耫갉窡硁：ꁀ傒䘋խ䖕劍

랔ⱟ椚、桬䠑巒խ麥Ⱘ⸔椚：䕠淏渤、鿓莞巒խ鸤㘗

劍墂呪盘椚：剎ぢ䚃խⶩ鱀⸔椚：闒妇㧄、ꁀ⺛帩խ

对䗱䳷涮勛涸䟅遤。

⩝谔涸阮亙，铞剪㭓㮵⼿⸔鳵呪，幋Ⰵ勛鹎

湡垦醢谔Ⱇ袚✲Ꟁ勛鹎頿，⽿㖈㼿搂阮亙

꣡魨佹㭓㮵，㕜葻⛳ㄤ鎹罏䓹⳯耢䩛，诔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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鵦➃熌箻。

⯕㣐⸔：ⷠ뜩➋խ敚⯕⸔椚：ⷠ陾、勛僒岲、꤫厣

ⱟ䗞խ䖕劍醢晚：鑹㶩铿խⶩ䱺䌌：꤫⽈俒խⶩ鱀⸔

捀✫湏叆ゟ䘋꧆罜䩧虋끇跑，雊顋嫬꧌㕰

駵✫。➮ⵌꂋ䏅騈湌，麂鋅鷆髠䊺⛉涸〳毠

㱙牏꽙。Ⰽ➃䧈䜼♶鑪鰋欰，㱙牏贖縫ꅾ

ス僻㸪խ瑠䬝伢䕧䌌：꤫䘋韝խ敚⯕䌌：꤫䛸⪂խ敚

✲뢶㭫ㄤ䓹⳯、㭓㮵ㄤ㕜葻、䘋꧆莅䟃㥶、

娝，⿶⸈♳昿鋷颻⫈䬰稡㹻鎙，孵䤨ꨆ呲。

✲걽걽。

⯕鄄굳，湬♳ꨣ畮。⾲⢵Ⰽ➃⢵ⵌ㣔䏭涸

㸪、卌僅冕խ侸⡙墂呪盘椚：剎ぢ䚃խ✳堥伢䕧䌌：

⡎荈媹♶㥶䟝⫹⚥矦㋲，䟃㥶く宐㌝ⵌ㣐耫

䞕歋，䠑㢫饱Ⱏ뒊，㔋➃䩛暽䩛饥Ⰵ嵳⚥。

鎣⫈꧌㕰䪪♳㭓㮵，㕜葻㑵鷎鎣⫈꧌㕰，⿶

ꐏ，㪮腙銴䪾㭓㮵䫌ꂋ䏅䫼⫈。鸏㹻➃邝

脾涸䎂㸞痘涮ⴀꆄ⯕，䘋꧆、溫⻋⡲ꆄ

䕧䌌：矦㉬⟗խ伢䕧㣐⸔：剎宕麨խ伢䕧⸔椚：勛渤

듳⤧խ䍌䖕蔅窛䬝伢：랔僱彂、䑁⤧鹠խ⹛殥籏湌：

鎙玑鮦堥ゟ䘋꧆，ⵌ度〡鯺㹐，⽿鄄

䘋꧆䪪䌌⩬佖麌，⽿♧傍麂♳娡䖝䵻鮦，㣟

⸂鹃䯲勛鹎頿⿻Ⱖ럛纷。䎙鵜穡勲，勛鹎頿

须鷑涸倞鮦。鳵呪剤⸆，㕜葻栽䖤Ꟁ㸽肥㹁，

➃鿪溏♶鋅荈䊹，⾲⢵Ⰽ➃ꧪ搭劢娦，⡎

㹻莅㥏⯥㭓㮵Ⱏく䎃㢹궤。㭓㮵二䗱昿鋷儻

뜿խ鸤㘗飬⸔遤佟：ꐏ䚃俒խ伢䕧䭸㼬：䓹擳僈խ伢

諽䠑䡹、詎㹆蔊խ唚㦳䌌：豤䕙给խ唚㦳⸔椚：剆䧕

娦，麂ⵌ㗂㖈尪抂♳尐䙼涸㕜葻。✫鍑䕹姽

溏隌 Uni 㭶㢫䞕⚂䧃㶲。䗱湺㷟㶩涸㭊㭊♶

陪倰铐剚僽剐랱麥❜僒涸鮦䩛，䊴럊㔐♶✫

䖕馜ⵌ，䘑✥⚥鋷魨乺䔞佹✫뢶㭫，滞➃ざ

ꩾ、闒䟃㮵խ녋㘗䌌：꤫䕔㸪、鿓⢆㧄խ녋㦳⸔椚：

詎⨴䏭խ圙单⼿锅：卌䂾葻、䓹ꌂ䳓խ堥：諽僈꧆խ

ㄎ佹，剓穅㕜葻鼩僽㼟䨾剤➃♧♧佹♳䁘。

䞼佞鑨，⽰⤑㼟溫馜ⴀ⛳銴殆♴㷛㶩。

勛涸䩛♴䵃ⴀ，⩝酤䱰鏞⛳鄄陏灶。䘋꧆ㄤ

⾲⢵ Uni 涸㷛㶩⚛ꬌ僽岲涸，罜 Uni 鼩⩔

ꅽ字鍑对㉏겗，⽿鍑对♶✫荈䊹涸㉏겗。
溫ㄤ岲穡㭶㢵䎃劢腋欰㶩，岲界ㄤ⽫㽳

㹆、䓹榰倞、嘥⼪꧉խ⻋㦳䌌：叕⢕㧄、桬噷㮵、鏪

蔕㰆խ⻋㦳⸔椚：꤫뜛㸞、桬勛⢕梥、勛妇埢、넞뜩

⿶⩔く，⫊䗱妝穪。♲➃䗣㢹⦶ꂋ惸䟶。

㣔ⴲ❮，䘋꧆、溫、䟃㥶对㹁䫏嵳㼦

ⷜ䞕➝稲

2016 䎃〵抓ꨶ䕧➝稲 ⷜ䞕晚

ⷜ：✵㼿字、ゟ僈⧍、涯ꨔ㴆、鮦ⱟ䗞、꤫ㅷ鴇խⶩ

梥、桬ず갚、䖛稲⧍խ꤫鏤⸔椚：⡮⢆渠、矦㸙陑、

䭸㼬：ꀶ蛂楑խ剪酤㛂遤：ꣁ榰悦խ剪酤盘椚：勛䏭

椚：绀桪듳խ薊俒㼩涯缺陼：ⷠ䠦溫、桬笰䡹、嘥鑅
㛂遤醢晚：꤫繡❅խ䕧⫹䖕劍醢⡲窡硁：勛䘋箰խ䖕
侸⡙ⶩ鱀：齶玑⹅խ侸⡙锅⯕䌌：峿俒⳯խ侸⡙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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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椚：齶玑⹅、鿓廭謶、卌赙ばխ㶶䍌醢⡲：闒妇㧄խ

㕜颩（귇갫괐羮）խ鮦ⱟ䗞（귇颪韣聘罉꠸屮）խ

➲髠ꨶ䕧暶佪剤ꣳⰗЭ鋕錏暶佪醢晚：嘥帏莴、

ⴀㅷⰗ：Ꟁ莇䕧鋕剤ꣳⰗխ醢⡲Ⱇ：⚥橇㫨坿

DCP 侸⡙䭡頺醢⡲：랔갚㭫խ暶婌鋕錏佪卓：笃ꅿ

桬㪮绥խ鋕錏暶佪䭸㼬：悮脒⡮խ鋕錏暶佪ざ䧭䌌：

鿓䃕⨀խ伢䕧敚⯕㐼勞獆顲：⚥䕧肆⟨剤ꣳⰗխ㜥
걆棵：脌㹻韝խ㜥⸔椚：桬䖰肬、桬字纈、꤫纈
歉、䓹窄ꈚ、嘥㣼ꩯ、卌㶩侣、繏佟䓽խ䲀鮨䌌：ゟ

匌ꤿխ䲀鮨⸔椚：卌厣湬խFoxy 䴸苯䭸㼬：ス⨀ꌂխ
植㜥ꏗ갉䌌：劫➬㹆խꏗ갉㣐⸔：䓹⽈绥խꏗ갉⸔

椚：꤫ꯂ鴇、卌僅箰խ㜥穉 暶婌伢䕧㐼勞：⸂囙

䕧鋕㐼勞剤ꣳⰗխ涮ꨶ堥：Ⱉ犷䕧鋕㐼勞剤ꣳⰗխ

瑠䬝：栬剤鋕錏剤ꣳⰗխ鮦鰘：껷걆㼭㹐鮦獆顲肆
⟨剤ꣳⰗ、㸻⢵䕧鋕㐼勞剤ꣳⰗ、⼿僈䕧鋕㐼勞

剤ꣳⰗ、纈륌㕜ꥹ䕧鋕㫨坿剤ꣳⰗխ㜥㐼勞：
㸻⢵䕧鋕㐼勞剤ꣳⰗխ〵抓ꨶ䕧涮遤：㪮鋕肆⟨剤

ꣳⰗЭ袚✲Ꟁ：ꀎ猗蔊խ籏竤椚：⡦䘋摥խ遤ꌼ

ゟ巾併（귇屮罉㭊）

剤ꣳⰗխ涮遤Ⱇ：㪮鋕肆⟨剤ꣳⰗխ晚Ꟁ：
101 ⴕꗻխ铃鎊：㕜铃、〵铃、㹐㹻铃խ♳僦鋊呔：
DCPխ겳㘗：ⷜ䞕晚խⴕ秹：⥃隌秹խ♳僦劍：

2016.02.05-2016.03.05խ 〵 ⻍ 牱 䨼 私 ꏗ： 倞 〵 䍤
7,365,077 ⯋

㼬怵矦➝

ゟ❏，〵⻍➃。剎栽㕜侕䩧ㄤ厬遯ⱟ鮪，鹎Ⰵ䕧
鋕㕖䖕䖰㛇㾵㷸饱，竤娜醢⡲⸔椚、娀遯䭸㼬、伢䕧
䌌、ⶰ㼬怵⿻怵㆞瘞耷⡙熌箻䖕，鵜䎃⚺銴䖰✲㼬怵

䬝伢䊨⡲。

竤椚：⡦卌峕խ噠竤椚：넞ⷧ㹆խ遤ꌼⶰ椚：勛秫

랔㹻䕔խꦑ晚㹒⫄：꤫㼭⮛խ䎂⚺鋕錏涮䟝鏤鎙：

꓃倞阌խ갸デⶩ鱀：卌渤խ䍌䖕蔅窛ⶩ鱀：랔僱彂խ
➃欰䭾⦐雙茁剅盘椚：卌渠ば

怵㆞Э脌檘（귇鎙玑鮦堥ゟ䘋꧆）խ涯ⱺⱺ（귇

t

㣐㽵됇뎚 2

David Loman 2

嘥粚䟃（귇ꂋ㹻㥏剎䟃㥶）խ䐁䐁（귇꧆ㆥ란し㥪

䐁）ڄխ䖰翱（귇陪㆞䓹⳯）խ㷟综뒉（귇㱙牏㫟

뢶㭫（귇㥏陪뢶㭫）խ冞뀨（귇颪礸罉꠸㫟）խ꓃妇
꤫蠝贫（귇溫罉Ⱇ岲）խ꤫粭俒（귇 Uni）խ康

匌閄（귇勛鹎頿䩛♴贅）խ♨㧄棶（귇勛鹎頿䩛♴）խ

㕰랱）խ碜悅（귇鎣⫈꧌㕰碜悅）խ⟻姻（귇ꄴꤎ

ⷜ䞕➝稲

蔅）խ詎僅䥃（귇抶牟）խ導桪楧（귇⼪ꅽ滚）խ꼛

ㄤ㥏㫫㨢字㺋，Ⱟ佐麥♳涸衆ꨈ⯌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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㧶䞕幀，湱乩罜岜，Ⰽ➃♧饱㔐字㺋。

翱钲殹傈㣔꣮欥ꩯ，⡎銴㫫㨱ㄤ㧶㧶鋷荈

꼛栁涸僤⯕㣐麥倾❜僒，㣐㽵ㄤ㼭顭诔➃纈

⛉劢꣮ꨎ，㫫㨱锞爚⛰㫟㱙，牟僈꣮傌

韣㣐㽵㖈寐廪♳娜竤괐岚䖕䒸鷎，植㖈

捀✫佹㔐㼭蔘，㼭㣼㣐莅㣐㽵秉㖈ꆄ

걆걧䩳牟鱽。㫫㨢ꦡ潽剤㧶㧶，⡎㣐㽵⯓

乩亡饿ꥵ鷗駵，㼭㣼㣐♧䍲⯌䓍捀✫䪪➃，

僽㫫㨢㢵䎃♶鋅涸㧶㧶㼭鳯。

➃耢䩛㼟♧䍲⯌䓍䩧駵。ꦑ䖕⛰㫟㱙翱钲鸏

㖈騟♳く鞝臱涸繡㥏，䠑㢫植魨字㺋，⾲⢵
㣐㽵麕㖈寐廪儘涸㣐ㆥ㣼㣐⛓㶩「㼭

㣼㣐」馊柱✫。㼭㣼㣐⢵ⵌ殹䎃昿鋷涸㜥㶩，

歑㶩ⴀ植，邍爚격䠑䍲䘑㼭㣼㣐ⴀꐏⴀ⸂䎍

氕倴㤕ㄐ。罜䖕，㼭顭佹ⴀ「㔮涸㼭蔘，Ⰽ

㣔，♧㹻➃䖃䑔剚，⯓毠⡂ㄤ㼭顭㢫麂
涸㥏㶩⛳ⴀ植，㼭蔘孵䤨ꨆ。㫫㨱莅㼭鳯
⣜秉䩳牟鱽，牟镧卓搭䥰뀿，鸮♴♲㣔ꨎ。

字㺋䛫䗂斊噠，痧♧⡙㹐➃界僽㣔㣔

ㆥ。⾲⢵，殹䎃㼭鳯鄄⯌䓍䌟饥⚛劢㣟魨，

䱈㣐㽵，〫銴剐➮䪪㔐殹䎃剓䠦涸㥏➃。

ꬒ㣔㣔ㆥ鋅纏⹅捀，㼭鳯㽠僽➮剓䠦涸

佦䠑莅㫫㨱⡲㼩。㔔捀⛰㫟㱙涸❜➿，㫫㨱

ⴀ饥，㼭顭馜筝ⴀ鷆➃。捀✫鷆♳㼭蔘涸

㼭鳯䪭钢僽捀㜡➔罜⢵，⾲⢵殹䎃㫫㨱莅麥

㖈ꄴꤎ，㼭顭鍑ꅼ，毠⡂㢫麂㼩韍Ⱖ㻜僽湱

➮⯌䓍䌟饥。㼭鳯铞㸤㽠ꨆ✫。

䏅，僽捀✫牍㺙硁ⷔ㭶狲。㼭顭䭭ⴀ礶䗱彋

椚，㼭蔘⛳♶倬冝爚，⡎㼭顭搂⹛倴邪。鵜

㫫㨢瑭♳㼭鳯殹䎃捀㥠簧醢涸狲剪、䨥♳㣐

㼭鳯㺕⡞字㺋儘，♶倬⺠䒸㣐㽵，㽠⫹

髠，涮植㼭顭莅♧そ㥏㶩麕䖰欩㺙，欩荛♧

랔鑘楑（귇勛鹎頿䩛♴⯘蛂窣宝）խ䓹뇷（귇吥Ꟁ）խ

鳯，✀留銴㥠䙼罌，ㆭ酭⢵ㆭ酭。㫫㨢㔐

䩧卺。

⢵㼭蔘鋅㼭顭䕎騋뇬牡，䧃毠➮㢫麂罜騈

卌俒（귇ⴕ㽷Ꟁ）խ剎⤧俒（귇勛鹎頿䩛♴俒）խ

䎖䘋䊨）խ绀赙（귇㷆㭊）խ㶰ꕼ（귇幢劊➃ꁀ䱳

䥊麕䖃、㔐ⵌ罉㹻，卓搭䪪ⵌ㼭鳯。穅瑖㨱

㥏⯥涸㭶✲，⭽盘㣐㽵㼩㼭顭铞⛓⟃

Ⲵ（귇⚥谔䏅罉꠸㫟）խ䓹䂾㣼、桬㶩䒊（귇陪㆞）խ

ㄐ䌌）խゟ❏（귇鎙玑鮦堥）խ랱（귇鎣⫈꧌

昿嫢穡㭶撑，鄄ず㷸疮僽꧹珏，捀姽ㄤず㷸

䓍ず垺㖈䠑昿嫢涸㭶✲，㖈㷸吥㔔捀粿♶ⴀ

♳⯌䓍❜䖃，〫곃锓䧗䠦，尝涮植㼭鳯鄄Ⱖ

㫟）խ猨⛇螠（귇溫㭊㭊）խ䧭❮惶（귇陪㻌⸂）խ

蔘。捀✫佹ⴀ㥏⯥，㣐㽵对㹁ꅾⴀ寐廪，莅

㼭顭꧱➃饬剚。㫫㨱锞爚⛰㫟㱙㥶⡦䪪ⵌ㼭

䌟㼭鳯箻绢䩳鱽，㼭鳯㾲♶ꂂざ，䒸涮〡錬，

肬ㅷ）（귇꧆ㆥ㥏⯥ゟ㭓㮵）խꨮ峿（귇勛鹎頿）խ

㣼㣐涸⹗程ꨶ鑨，銴㣐㽵❜ⴀ㼭鳯⢵❜䳖㼭

㼭蔘䟝穡㭶，⡎㼭顭钢捀㭶㪟〫僽䕎䒭，♽

♳➠剤䕧갠⸂。鸏儘♧⡙そ捀「㣔㣔ㆥ」涸

ꅽꟀ鏪溫）խ䋒뉓倛（귇陪㻌桬㕜葻）խ㋐（卌

ꁀ㣐灴（귇陾Ꟁ）խ桬捀（귇⪂⯘）խ鑹䟂⚥（귇皿

ꧪ劢涬鎹穡㭶，⡎剤⦐䙂㕜㼭涸⯥㶩♽䓍。

䋞劆㖈㣐㽵鷎ⴀ寐廪䖕佐㔐，⡎㣐㽵㖈寐廪

䚃、䖛嚩愯խⰗꡠⶰ椚：陓莇㺀խ噠ⶰ椚：ꁀꅷばխ
Ⱇꡠ㼠㆞：ⷠ渠寍խ噠㼠㆞：ꁀ加囙խ遤ꌼ⸔椚：

㥏⯥㼭蔘僽䏅Ꟁ，歑㼭顭二⟤⚺䑉，Ⰽ➃

2016 䎃〵抓ꨶ䕧➝稲 ⷜ䞕晚

➃。鸏儘，♽䓍涮植㼭蔘殆♴♧㼓⥌ꨆ㹻
䊼㡦，㼭顭黩麂鮦犳，鷑䖃ꄴꤎ䎋搂㣐燘。

钢♶⛉涸ず昿殯嫢㧶㧶，⯓Ⰽ➃ⴀⰅ㭶秲

⪔涸䧯䭸宠㭶，㼭蔘妇搭瘸䥰。㭶狲植㜥，

㽵鷑涸䧯䭸，㣐㽵ぢ㫫㨢䪭開瘞鸏㜥㭶狲䘑

㸤䖕，銴窍㥠♧⦐❜➿。鸏㜥倞➃ꤑ✫㼭

饱鹎㭶秲䏅。㼭蔘⫊䗱妝穪，彋⪔ꨆ㹻ⴀ饥，

蔘ㄤ㼭顭，鼩剤㼭鳯ㄤ㣔㣔ㆥ。㣐㽵㼟♧〫

⯕焈，僽㼭鳯ꏗ䕧植魨䋞劆㫫㨱棇䞼㹻➃，

ⱄ妄㹒䋒鷎ⴀ寐廪，㼟罉㣐涸㖒⡙❜窍㼭㣼

⽿黩♶僈➃㡦竁卺。尝㢵⛉，字㺋佐ⵌ♧晚

荈䊹➠䠦㨱㨱。滞➃䠮⹛⛓ꥹ，㣐㽵䱺ⵌ㼭

䧯䭸❜窍㼭蔘，齡僽㼭蔘㱙㱙涸鼍暟。㣐㽵
㣐，涼㣐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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䕧晚须俲

䙼巒խ莻罏：꤫䚃㦒、ヰ㷂㹒、嘥꧉巒、嘥留、劫⢆

㉻䗱䠦涸搂箔涸➃〉怵㈖：倷俒䕟խ鑂 刼：擕㣔渤խ

罉꠸）խ嘥䪭缦（귇ꄴ隌➃㆞）խ蘟蘟（귇ꆄ꼛栁㥏

桬䠑巯、꤫〳䛸、嘥橣閄、嘥⳯ꨛ、寐䚃颩、⡮㥶、

剤ꣳⰗխ〈䠦䞕涸꿋㶩䧮㉏⡹〉怵㈖：꤫㼭ꨔխ⡲

꼛栁㥏僤 3）խ剎厣⺍（귇ꧽ䱖䏅罉꠸）խ桬뜩內（귇

ⴀㅷ➃：嘥㸻䥃、齶橲㻫խ繡遯籏湌：豤㕜韝խ剪酤

䡹խ堥：꤫䀥、鏪ꆄ㿋、꤫⡡듳、ꀎ琎ꈚխ㻜绢欰：

鞮囙խ⾲ⶾ佦✲：留♧㻞խ管ⷜ：齶橲㻫、留♧㻞、

叜⢕妇、ꆄ巾梥、卌蔕彼խ頿：顼笞蔊խ〵⻍䕧噠

冇խ耫갉鏤鎙：ꁀ傒䘋խ伢䕧䭸㼬：卌挴螠（H.K.S.C）խ

匡ꩯ、绀焗螦、꤫桪幢խAlexa 墂呪盘椚：嘥巾㰆、

鏤鎙：勭⢆⺍խ湌醢：齶橲㻫、䕠䎓蔊、嘥㸻䥃、衞

齶挴韝խ⾲ⶾ갉坿：랔갚梥、꓃莇字、衞聕⚥、衞愆

B 堥伢䕧䌌：䓹擳僈խⶾ䠑籏湌：勛⯋樣խ갉坿籏湌：

랔갚梥、ꀶ兰⨀、蛅Ⱶ僕խ㼬怵：齶橲㻫խⶩ䱺：꤫

肆⟨剤ꣳⰗЭ䖕劍窡硁：脌⟗⯕խ䖕劍⼿锅：勛
闒僈㎗、ⷠꯂ䒄、꤫荞㸙խAlexa 磧锅吥姻：ⷠꯂ

䚃猗խC 堥伢䕧䌌：卌䘋剦խ伢䕧㣐⸔：꤫蠝䖤խB

⻍䕧噠肆⟨剤ꣳⰗխ⚥䕧肆⟨剤ꣳⰗ䕧鋕醢晚䑖

脌榏崎、꤫⤧㎗、ゟ䥃傤、⡮龗խ瑠䬝伢䕧䌌：詎㎗

꤫繡❅խ䖕劍遤佟噠：鏪肬秫խ勭嫲幋갉䊨玑：⚥

䗞牬խ敚⯕㣐⸔：꤫䘋囙、袚䃪㸞խ敚⯕⸔椚：桬⤧

桬稇犵、ⷠ⸈㹗、哀䪭㸻խ侸⡙䖕劍醢⡲ DCP：〵

⻋䌌：꤫傤⼰խ鿓ꅷ悦⻋㦳䌌：ゟ纷㮵խ녋㘗䌌：卌

䠑涸疮〉怵㈖：勛뜩蓸խ⡲鑂 ⡲刼：㼭辿խ晝奚娝

⚺銴怵㆞Э韣ㆥ❮（귇㣐㽵 罉顭）խ嘥牃㻞（귇

（귇♽䓍ず㷸淼跗）խ♲ꅾ娀耢㛔、Ⰹ廪焗坿爢、⽂

꤫坿併խ暶佪䖕醢：ⵄ麨侸⡙䕧갉猰䪮肆⟨剤ꣳⰗ

㩬）խ倰꾚（귇⾲⡞字걧湡）խ蕑〳뜩（귇㫫㨱）խ

㸙、⚺㈖렽䩛桬⚆韝、꒳湏䩛눛㡦绥（귇㭶狲怵ⴀ坿

㼭㣼㣐）խ槈ⵄ❏（귇槈ⵄ❏）խ랔㶩⢣（귇ꆄ꼛栁

桬猈內、導꾚涮、蛅⢆蓸、導❮㦍、導❮㦨、蛅䃕幢、

ꀀꟀ）խⷠ㼭垜（귇ꀀꟀ㣖㣖）խ꤫䢐纏（귇✀留）խ

桬㣔用、랔鑘䟃、⡮㼭㷡、鑹꧉蔊、卌䮸榏、卌嚒褲、

Э醢⡲竤椚：ꨮꆄ䃪խ䖕劍窡硁：䖛㥶槇խ暶佪䭸

㼬：䖛㕜崎խ暶佪ざ䧭：嘥꧉ꈚ、䑁蔊笻、剎⥌꧆խ

3D ⹛殥：倰聕嫏、㓂兰宕խ晚莅갸デ㶶⽓鏤鎙：

稇棟（귇㣐㩬）խ卌繡猗（귇✳㩬）խ桬䕙埢（귇♲

鸮ꬆꨛ（귇㫫㧶）խ꤫⽈姻（귇韣聘銯）խ䐁䐁（귇
僤⯕㣐麥⚺䭰➃）խꐏ⟗ば（귇㼭㣔㣔ㆥ）խ碜悅（귇

뉡눴䏅罉꠸）խ寐㿋（귇鞝悅）խ䓹ⱄ莇（귇罉㣐）խ

、ⷠ齊楧、ꁀ蔒㧚、飅翱䛸、卌龐楋、ス剢俒、ゟ

绐蔊、꤫⨀ꚙխ麥Ⱘ：䓹俒罇խ麥Ⱘ⸔椚：飅肬꾚、

꤫㹒❠、䖛焗㵜、랔须绥խ暶婌麥Ⱘ：䓹ꌤꇺ、叕屛

傤、馢僱薳、䓹ㆹ뇷խ剪酤⸔椚：ゟ蓐榏խ剪酤盘椚：
랔哆梥խ剪盘⸔椚：脌㪼䡹、矦绐⧍խ莻骪鏤鎙：桬

196

（귇ꄴ隌➃㆞）խ康幅㸞（귇♽䓍㥏剦）խ導猥閄

㼭顭）խ鿓ꅷ悦（귇㼭蔘）խ剎䘋⨀（귇㣔㣔ㆥ）խ

խ〵抓遤ꌼ㹒⫄：暽柏㶩侮ざ遤ꌼ肆⟨剤ꣳⰗ

ꏈ窣：꤫僅ꥑխ繡遯鏤鎙：럛撑垜խ繡遯⸔椚：䓹榮

哀囙歑、꤫♧꧆、卌幢寒、嘥渿秴、ꁀ❜幢、ꗻ寐幢、

嫲幋갉：ꁀ傒䘋խ껻度ꂂ갉：⫄溫醢⡲剤ꣳⰗխ㼩

䌌：勛妇ㆹ、勛㷆䏭խ嵳㜡伢䕧：詎囙鞮խ⩎䬝伢䕧

峿僾겾、豤⤧匋、䓹䃪梭、ヰ䁌ꩯ、勛㼱卌、랔岲笞խ

䗞字、卌㺢龥、ゟ來、ꁀ犷、闒嫯鰜、랔幢顜、

띋兞㜜、랔儀韝、꾁䕔❣、꤫匌뜿、勛㹻榏、꤫儘㸙

䠑醢⡲肆⟨剤ꣳⰗ

（귇䚓걧 3）խ勛㣔㽮（귇䚓걧 4）խゟ併（귇猨唅넙）խ

ⷠ䚃ばխ娀遯䭸㼬：詎㕜崎խ娀遤：剎ꯂ蝧、鏪⽈⳯、

㼭⺽䄐ⴕ吥㼭剦）խ꤫宕㿋、卌幑涮、勛俒鰜、馢

勛螠渿、卌坿（귇⾲⡞字䨞㡦）խ桬䃪潈、鍑⨀ば、

囙⟱噠剤ꣳⰗխ敚⯕㐼勞：囙⟱噠剤ꣳⰗխ

醢ⶰ㼬：諽㨬⧍խ갸デ晚ⶩ䱺：卌渤խ薊俒㶶䍌：

䓍）խ䓹ꈚ⳯、랔ⱟ䏭、鸮翱、卌蔀㧄、蛅㶩悦、

卌⛩䙂、卌⛩⥌、랔ⱟ竸、랔稙榄、勛䪭嵗（륌惏㕜

⟨剤ꣳⰗխ껻度飓꼛嫲飓耫갉晝奚Ⱇ：껻度飓꼛

ゟ㸙䛸、詎刓듳խⵞꫭ䌌：ⷠ㶩㎗խ㜥걆棵：勛䒊
䌌：詓涬⳯խ蔅窛䬝伢 ⶩ鱀：齡儘僦⫹䊨⡲㹔խ䖕

䖛椚㢚（耫갉怵ⴀ귇幋幋）խ蛅情峕（耫갉怵ⴀ귇♽

齶蠝牬、䓹啥葻、峿䗞僈、卌劊꧆、랔㸻罇、嘥갫涮、

猥埢խ韣ㆥ❮녋㘗䌌：卌催蠩խ鿓ꅷ悦녋㘗䌌：꤫껻

輑խ㜥：剎㤘竸、脌⤧㎗、넞嫏麨、詎㛆俒խⷜ撑

䥃（耫갉怵ⴀ귇泇权）խ䓹淏ꈚ（耫갉怵ⴀ귇陪㻌）խ

㿂：橇椕갉坿ⴀ晝剤ꣳⰗ、怎瀖㕜ꥹ갉坿剤ꣳⰗխ

涮鎹䕧⫹鏤鎙肆⟨剤ꣳⰗխ㶶⽓鏤鎙：䓹㹻笞、鿓

㥶խ녋㘗⸔椚：䓹妇㥶、悴䮸㻳、꓃⢕榏、詎⢕⠺、

（귇㋲鮦鳯㧶）խ倰꾚（耫갉怵ⴀ귇㻜绢欰）խ嘥㸻

⼿剚խ倞耂久㜡耫갉 TVBS 倞耂孵韍խ晝奚Ⱇ：耢

涯ꏗ갉：꤫㹻⤰խFoley 갉佪ⶩ鱀：劫䛸颩խFoley

䋞狲、랔翱䂻խꏗ갉䌌：繏갲瘼խꏗ갉⸔椚：♨䒊吊、
繏㎗㧄、卌㼂䟃խ韣ㆥ❮⻋㦳䌌：䓹䛸䡹խ嘥牃㻞唚

⡲刼：ⷠ僈榰խ晝奚娝㿂：㣼姐⫄久剤ꣳⰗխ〈䖤

䕠繡㫟（귇ꠉ㺙 4）խꤲ屛㸪（귇剪欰）խ桬谁㸞

䕧䕧鋕醢晚㈖ꏗ갉㹔խ㼩涯ⶩ鱀：꤫㹻⤰խADR 㼩

涯ꏗ갉：勛䮸⚥խ醢⡲耢窄竤椚：詓뜩薊、䓹併⭑、

蟣、䑁䗱笻、峿棶꼖խ⻋㦳⸔椚：꤫凶琐、卌坿妇、

խ〈ꆄ꼛㤕꿴〉⡲刼 管刼 晝奚娝㿂：鏪型剋⭖խ

ꠉ㺙 1）խ꤫粭俒（귇ꠉ㺙 2）խ俢俒ꨛ（귇ꠉ㺙 3）խ

⽓鸒耫갉：《䧮⦛鸏♧㹻》晝奚Ⱇ：加唼蔅㕜ꥹ肆

㠲、豤䘋韝、桬⤧幇、겝宕秴、留䣔罇、랔⤧料、겝

랔儀䡹խ繡遯䭸㼬：ꁀ⛓巒խ⻋㦳䌌：䑁㭫鑅、ⷠ犵

꼛귁ꅿ⤧♧խ〈箻莻⸆〉怵㈖：闒ꆄ敶խ⡲鑂：ゟ

僤 1）խ㹨榰ば（귇ꆄ꼛栁㥏僤 2）խ莞㶩兒（귇ꆄ

（CMPC）Э䖕劍籏湌：卌㗛摖խ䖕劍㛂遤醢晚：

갉佪醢⡲：꤫梾繶、嘥㹻䢆խ갉佪ⶩ鱀：劫䛸颩խ勭

䘋䘞、꤫㣔ꯂխꨶ䊨：ⷠ糒듳、峿❠⨀խ堥唒穉：詓

꼛귁ꅿ⤧♧խ管刼：卌㕜꧆խ晝奚娝㿂：姐卌㈖晚 &

〈搂鎊涸穡㽷〉怵㈖：繏儘鞮、卌巾㺂խ⡲鑂：⽓倛խ

⸔椚：勛⣜걽խDCP 侸⡙管焺：影꾚㓂、ゟ㹆鞮、

䉚խ瑠䬝伢䕧⸔椚：勛僅ꩯ、鿓愯琐խ敚⯕䭸㼬：鏪

䙼昮♳䗱䏁〉怵㈖：뒉굳굳խ⡲鑂：卌㗛摖խ⡲刼：

ꁀ兰峿խBaselight 锅⯕䌌：㸢纏螠խBaselight 锅⯕

哀秙筃、哀捀䳓、詎尬䡹、䖛椚㢚、導ꑒ、ス㸻

堥伢㣐⸔：剎宕麨խ伢䕧✳⸔：䑁ㆹ⨀խ伢䕧⸔椚：

鑂：詓ꐘ듳խ⡲刼：⥆ꥑ螠խ晝奚娝㿂：꤫笞牬խ〈湱

唞խ⡲刼：Tonnyխ晝奚娝㿂：螠暶갉坿肆⟨剤ꣳⰗ

呪管鱀䌌：勛䕥颩、齶㸙榄խ晚걧㽵鏤鎙：寐䙼蠩、

彂խ⸔椚㼬怵：랔㹻㹻、諽㨬⧍խ㜥鎹：勛䢵併、卌

ꏗ갉晝奚：럊㼟㈖晚խ鑂刼晝奚：鞮螠갉坿竤私肆⟨

䒄խFCP 禺窡侮椚：꤫僦俒、⟤ㆹ⺍、闒䔻楋խ墂

⽈俒、绀桪듳խⶰ㼬：悮巾⠺խ籏湌醢：劫䒂䎂խ醢

晚：倷꧉秫խ㛂遤醢晚：卌䢐ⳝ、ꁀ⟟㸪խ醢晚⸔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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䥃耥、겝潈、桬⤰㮵、ⷠ恎ꫭ、ヰ⟗㧄խ伢䕧㐼勞：

㜥㐼勞：⸂囙䕧鋕㐼勞剤ꣳⰗ、㸻⢵䕧鋕剤ꣳⰗ

Э㹒⫄窡硁：꤫䚃埢խ噠竤椚：齶꧉ꉁխ遤ꌼ⟱

ⷔ：卌肬➲խ㯯넓⟱ⷔ：ヰ❏堀խ遤ꌼ㼠㆞：剎翱俒խ

꤫⯕（귇䚓걧 1）խ詎佟⺍（귇䚓걧 2）խ卌纏䕟

卌纏蔊（귇暆坵蔊）խ獔嘥（귇ⷠ俒耥）խ랱（귇

랔岲㸞（귇ꂋゅ罉꠸）խⷠ䃕榏（귇俒）խ齶鹠䂾

（귇泇权）խ䥰証字（귇陪㻌）խ弔㽳꤫（귇罉䌌）խ

崞⹛⟱ⷔ：䓹倛䏭խ頿竤椚：䑁兒䋕խ遤ꌼ噠籏

⻢荈俒（귇㻜绢欰）խ鑹䟂⚥（귇皿ㄐ䞕⤁歑）խ⡮

Ⱇ、㻫ꋓ䢐ꨶ䕧醢⡲剤ꣳⰗխ㹒⫄：㋲僈䗱、䓹

（귇ꧽ䱖䏅罉꠸㫟）խ衞螠（귇㼭顭㧶㧶）խꐏ⥆㸞

湌：桬䌌խ〵抓遤ꌼ㹒⫄：厣ざ뜩㕜ꥹ䕧噠肆⟨剤ꣳ
⢆⧍խ醢⡲⼿⸔：ⷠ僈뒉խ笪騟管鱀：詎⨀铇խ嵳㜡

剢㥶（귇皿ㄐ䞕⤁㥏）խ䓹㮵㮵（귇㮵㮵）խ卌溫❠

㕰）խ卌Ⱇ謶、導⤧閄、導㸪閄、桬䒊㸙、劫繡䢵、

䓹鹠ば、䓹⡦㸞、꓃ꆄ䧭、䓹嫯蔊、꓃✮櫷、꓃✮韝、
峿㉬ꌂ、꤫ꬆ槇、⼾䪭鮯、詎匌ꩯ、康淏㊧、叕鏪剢、

卌肬㳮、勛蒕秫、ꗻ巯ꨣ、겝聕兞、ヰ俒幢、ⷠ⸈⯋、
䓹㶸⡡、康聕㛇、눛㡦ꈚ、卌뜩哆、䖛涼⳯、䓹䘞⯈、
꤫倞涬、䕠繡梥、ⷠ㶩闉、꤫䚃ꩯ、峿⥌䉔、䓹䚃ꥑ、
꤫䒊㸪、蛅䋴閄、꤫顐⚥、詎㹄肬、겝猗㻞、矦⭚龥、
꤫䚃㥶、哀巒㯼、ヰ⤧葻、ゟ猗껻、琁⚺牬、⡮僻䣔、
桬ㅷ䗱、겝㡦韝、矦⭚龥、꓃㷆蔕、랔갚榄、꤫㹻㡸、
勛傤㗣、䓹笞倛、㭫榮、ⷠ鮯榮、겝榰猗、桬蔕㮵、
괐✻寍、䓹凶㰆、勛荞铿、䓹榏⥜、涯㸙굳、倷䛸、

꤫䘋갫、㬽〳槼、ⷠ㹆岰、勛潈巒、랔蜶䩗、ꀎ꼏荆、

蔀榮（귇㼭㫫㨱）խ諽㈔刦（귇㼭㼭鳯）խ䑁䕔ꏏ

괐✻吸、齶俒薊、ꀎ糒箰、꤫䟃併、㧶薊、⡮⢕楋、

䖤（귇귢韣⚺➃ 3）խ峿棶へ（귇㼭㣼㣐罉㭊）խ䓹

〈㹻䖕〉怵㈖：寐諌խ⡲鑂：ꁀ鹎♧、꤫笞牬խ⡲刼：

（귇♽䓍）խ䓹淏ꈚ（귇泇㶩䭾䷒䌌）խ꤫䀥（귇罉

ꁀ鹎♧խ管刼：䨥笞꧆խ晝奚娝㿂：꤫笞牬խ〈ⱄ剚

✝斖蔅坿Э⚺㈖し➮䩛卌㣔㖳、⚺㈖頺倛䩛랫荞

（귇귢韣⚺➃ 1）խ꤫䕔⡠（귇귢韣⚺➃ 2）խ鏪䮸

鏤鎙：鱲㣔♴㫨坿剤ꣳⰗ、꤫姻彂、꓃倞阌խ晝奚

姐刼Э〈嵳岚嵠〉怵㈖ 鑂刼 晝奚娝㿂：鿓呟䕟խ

꧉宕㸞爢、〵⻍齠纏㛔、寐➫综ꫭ纏㛔（귇䑔剚ꤏ걧）խ

桬）խ䑁뜩ば（귇罉桬㣖㣖）խ搋訬㮵（귇ⱺ巯巵䏅

䓹ꤿ欰、䖛嵞걛、蛅㸻䥵、〢罇ꌂ、ꗻ猨㧶、꤫俒㜜、
嘥땃、ꯓ꧉哆、剎罇槇、ゟ肬⭳、悮ꉁ諌、勛廭〵、
꤫ꬆ㦍、꤫䕔䘋、桬⢕厬、勛嫯ツ、桬猗蔅、鿓薊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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矦钟⡡、悮蒞镧、꤫䠑內、ꤷ狲㸞、꤫稇溫、꤫㸪麨、

桬䥊蘩、⥆㷆䒄、꤫⥆㖳、諽繡繡、姘俒㿋、꤫⤧榏、

꤫儀ꬰ、꾁䕔❣、卌坿、ゟ⯋畖、䓹㢚駈、ゟ㥶妲、

꤫棶倇、꤫䕔冇、꤫䙼琐、卌㹻猒、ス僻嫏、卌⯋䒾、

卌棶榄、꤫繡襮、蛅猨敶、鿓纷䏭、矦ꁀ䟃⾇、詎㷆

ⷠ㶩笻、꤫㋮㺂、嘥㶩範、⡦䘋掻、䕠䙼併、卌⨴ⵄ、

ⷠ薊戇、ヰ巾棇、蛅瘼ꈚ、鑹⠺䟃、桬䥊㎗、꤫⚆䊛、
鏪✻戒、矦鑘ㆹ、導⚆俒、꤫䕔ꩯ、勛㹻榏、剆癯厬、
䂾、䓹笞⚥、鍑⨀ば、鸮嶝寍、桬蕰䏭、꤫巾㫲、랔

幢顜、矦妇槇、豤⨀腋、寐傤ꥑ、ꁀ䚃ば、勛㷆悦、

鸮刌㖳、ゟ䕔㧚、勛뜩⾇、䖛㭓䏭、卌ꨔ⢆、〢⢕俒、
詎猰㸪、䖛猨敶、鏪㰆蘩、ス諌ば、豤䂾⭚、ꗻ桪薊、
詎㷆⠺、勛⢆鑘、⡦⤰琐、랔僱敶、嘥⨀楋、鏪闉㹗、

桬ꬆ䚃、卌⣑、卌ⱟ㸪、ゟ㉬䒾、弔㶩꽛、導ꆄ衞、

卌用匋、玑纷蠩、䓹䟃⾇、卌ꨎ冁、꤫ꐘ裉、諽䗱誩、

峿꧆、꤫Ⱖ➲、䓹瘱㮵、랔稲嫯、ス僻嫏、鏪⳯䅈、
䓹㕜俒、譩葻顜、し楧、꤫䣔牬、鑹꧉䟃、ꗻ⢕㰆、

弔꾸䢆、卌䕙貽、歊䚃㮵、ゟ♲犷、鿓➬牬、꤫儢䳓、

闒聕僈、랔姻嫏、ꁀ俒䕟、繏彂⤧、卌䠑ꩯ、ꀶꐘ囙、
峿棁、꤫僈、詓猥〞、䓹绥ꈚ、ꗻ幢涮、ゟ䒊鎊、

ⷠ繡뜿、卌듳鉼、꼛僱秋、鿓✵螠、闒뜩䟃、ꗻꁀ猗

랔俒䖄、ゟ㣔⢵、랔㡦ㆹ、卌鹎륌、剎䌢韝、랔䖶牬、

㷸、卌䣔颩、闒稇哆、ꤷ卌猗뚀、䓹僈绿、俒㼭㻞、

ꗻ呟妲、卌兞犷、勛➝兰、桬腋㉬、勛⤧㻫、㷟㹻谅、

桬뒉、獔⯐㧄、꾁㪨犵、袚䛸⠺、꤫꧉楧、勛듳

䓹✻厬、㖈傢、꤫㹗㠽、詎傻뒊、䨥➋ㄤ、꤫僈㸪、

厣⺍、꤫榮槇、绀龐绥、䓹⚆僈、ゟ卐㴶、峿绐⚥、

䖛♧⥜、ヰ焗ꩾ、鏪ꉎ楧、鿓恎⪂、绀嵞犵、ⷠⱟ箰、

醎俒ꨛ、卌幢寒、卌䎂㶿、ⷠ廭뒉、卌侣⪂、闒顜摖、
僈、ゟ蓸秫、ヰ갫撑、闒稇併、꤫桪哆、鿓䏭㧄、꤫

꓃㹆䒄、桬卌猗⾇、倷ꨎⴅ、랔酕뢶、卌ㅷ㭫、卌牃
䒾、嘥⳯、ゟ矦儚、䓹鞮䏭、導䒂愯、䊱㼂寍、勛

棶榼、꾁㹗廹、겝⤧囙、勛䕙笻、䓹桪㮵、峿僈蓸、

ヰ⢕悦、꤫併厬、寐闒猗梥、勛妇訬、諽劊俒、䖛巾
楪、鑹ꬆ楪、㷟榏䧭、卌ꯂ莴、㌈屾戇、랔⟤機、䓹

꤫蔅、鏪罇䏭、꤫㸪꧆、㽍곏鮪、歊猨㧶、⡮僻⭚、

㷟⢕橾、꤫䚃荬、눛繡榫、桬ㅨ、卌翱㈔、勛❧ꥑ、

馢㷸用、䓹佟楋、卌ざ䘋、겝龐鮯、飅呠㧶、ꁀ妲愯、
괐㊥ꅍ、嘥諌纷、倷廋、랔㹗笶、꤫듳⭳、卌ば厬、

卌儢㸞、詎Ⱶ㼩、ゟꉎ㮵、闒⤧⨀、ꁀꉎ畹、繏僱橵、
卌䮸渤、ꡠ갫⯋、齶纻㻞、桬ㅷ瘱、랔剢㬁、꤫⟻䲿、
䓹䣔䕟、蔅棶㻞、豤桪棇、䓹橣괐、闒刓듳、卌⢕埢、
卌㸙鮯、ⷠ梇걛、陓囙蓸、꤫ㅷ槼、ꁀ⢕䛸、꤫宕㿋、
꤫㥶楇、ス㗛ꩯ、넞䎂、ꁀ纷⠽、꤫肬犍、齶䠦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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栬♧搂✳

Love in Vain

㨱涸嵳欴䏅䊨⡲。䕔涸䨼匌脌ㆥ，僽䨼欴

䕔㺕⡞涸瑠㾋，䕔㖈㢫冾瘞。敶㶩♶㼭
䗱鼍殆♧〫㡏䱈涸䩛ꐹ，㥠㔐걧䭭ꐹ，麂鋅

鵦㹻涸䕔，竤䌢ꐫ魨涸Ⰽ➃倴僽湱钢湱翝。
㵉⢵䱳劆䕔，窍✫♲涰蠝涸佅牱，

⡦风㣐ꐏ。鸏傈脌ㆥ⿶⦶䨼崣㼩䖕，䕔

佐䭫婫㽷，书ⵌ敶㶩涸䩛ꐹ，倴僽䪪敶㶩秉

剚。䕔⛳㉏敶㶩㥶⡦风ꐏ，㥠䲿陾䪪脌ㆥ
ざ顠䨼殹䫏须㹐。䕔对㹁䫏须䨼㶩，脌ㆥ
⽿⟃敶㶩殹➃걧，ㄤ䕔ざ砞鎎倞㾋，敶㶩
㼩姽♶㸞。⾲⢵敶㶩僽脌ㆥ涸㢫麂㼩韍，敶

ⷜ䞕➝稲

秹խ♳僦劍：2016.02.05-2016.03.10խ〵⻍牱䨼私

。谁➃竤私Ⱇ罉꠸㼭✵，ㄤ⢵荈蔅角涸

ꏗ：倞〵䍤 37,751,487 ⯋

ꡠ⤚，獆⡞♧䖊㈒韝螠瑠㾋，䎂儘㖈䢵棇

䕔デ鏰㵉䠑⚥➃僽敶㶩。䕔㨥䙼程㥶

秝⯌䓍Ⱇ〵抓ⴕⰗխ晚Ꟁ：102 ⴕꗻխ铃鎊：㕜
铃խ♳僦鋊呔：DCPխ겳㘗：ⷜ䞕晚խⴕ秹：鰊 12

㋲秫罉㻜涸ꫭ䎃䕔，鷴麕䨼⟗❮ㆥ涸

耫珖僽䕔嫢涸䩛㽵ꐏ，⚛侚⤛傍傈䧭㹻，

䓹㹻⚑、鏪鞮ꚃ（莅怵ⴀ：碜窄䊨⡲㹔 -Tina & 倷
、㻫ꋓ䢐ꨶ䕧醢⡲剤ꣳⰗխ涮遤Ⱇ：繡㉂螠

嫲㛇㽳，㯯넓昰湱㜡㼬。

厥傈㢹酭，䨼⟗倞➃敶㶩⢵ꨶ，銴䌟㹐➃溏

ⷠ⯐俒、䓹㖳㜜、ゟ䘋⚥、껻蝇、㼭娀、〢ꏩ、♲ꅾ

醢⡲Ⱇ：厣ざ뜩㕜ꥹ䕧噠肆⟨剤ꣳⰗ

栉朄䠑㢫遼ⴀ硱，䪑䱈 Show Girl 㸞㸞涸

❁，脌ㆥ剤儘剚⦶欽䕔涸䖊㈒㾋崣㼩。

랔㶩检、剎⥌⭸、闒꧉襮、䜄し贅、匌㸞、넞ꐘ䗞、

ⴀㅷⰗ

贖ⴋꨈ匌㹻。㼭✵㼩 Echo 涸ⴋꨈ，佦䠑

噠罉꠸，姻騈衽罉嘥䫏须涮㣔峸㢫嵳涸屘

衞申齊、衞㣼襮、桬㪮绥、諽酕듳、影ꅾ⨀、卌申嫏、

併怵谁竤私䊨⡲㹔）

スꟀ秴、勛螠渿、䓹儢韝、ꁀ匌䁌、⡮⳯巯、ⷠ呟单、

栽䖤〵牱䨼 4.3 ⭚涸䧭籑，䧭捀㕜晚〷♳剓颪䏠㥏

諽㷆楧、〢䢵㹒、꤫㹻榰、ゟ㸻琐、衞申⡡、衞䒊卌、

詎傻뒊、齶⤧➋、꤫䟃껻、繏掻、ヰ㹆䣔、峿ꬆ棁、

䛸、矦⠭⚑、⡮呟薊、ゟꨔ뒉、㷟剎敶㶩、卌⡂覂、

䒂䎂㛂㼬涸《倞㣔欰♧㼩》、倞猗劫㹻뜿㛂㼬涸《槈

⡮㸞䗞、桬蒩꧉、卌桡字、넞笞ꥑ、꤫蒩⼰、ス䒊埢、

㼭俒、畾⥌衞㉏、畾⥌㼭⳯、畾㖒闉、畾㖒肬、

詎桪뒉、豤❫倰、ス厣嫏、悮姻㗛、䑁倞簖、且갚 . 㧚

錬♲갪㣐栁，ꥬ䎃껻度ꨶ䕧ꆄ⫹栁❠栽剓⢕䕧晚、㼬

桬䚃䢵、랔涮듳、嘥㸻寲、闒㹄荬、磩猗뒉、꤫뜩巒、

樵桪、劫㋮䆁、詎⣜㮵、꤫갚㥶、闒僒麨、〢⯐字、

叕㼂䧗、齶㣔뜿、겝㹻僤、卌巾敶、衞䠦⛓、ス䒊埢、

㖈♧㜥涮邍剚♳鏤鎙 Echo 莅栉朄ず〵邍怵，

㶩》，囙栽痧 43 㾂ꆄ꼛栁剓⢕䕧晚、歑⚺錬⿻歑ꂂ

䗞 2 贫》。2013 䎃⦐➃껷妄㛂㼬顭娔晚《㣐㽵됇뎚》，

꤫齊榄、歊鴇噷、衞罇⚥、䨥ⴅ岚、卌⤰纷、棵榮㸞、
ꩾ、矦㎗蔕、詎ꬆ韝、諽㸞갫、桬棤、峿巾ꨛ、ⷠ闉

歋陓㹻僈㛂㼬，鿓㺢㙹、嘥ꅷ㧚、卌擳謠⚺怵涸《昿

齶橲㻫，荈Ⱄ○䎃➿饱䫏Ⰵꨶ䕧䊨⡲。2006 䎃醢⡲

눛㥶给、衞恸、鏪꧉㮵、鳡梅悢、闒猗秙、卌䕔䒄、
獔ㆹ㣗、꤫㸪麨、䓹峫僒、繏뒉㴖、哀僱し、ゟ猨焗、

⩬♧允、꤫䚃頻、䓹㎗㹶、䓹笞䏭、鏪뜩꼖、ゟ俒韝、

䟝莅♧ㆥ Echo 糵秉，Echo 㔔捀䟝鍑秉，贖

怵⿻管ⷜ瘞❀㣐栁。2011 䎃二⟤湌醢涸⡲ㅷ⺫䭍劫

ꀎ㥶㹒、ⷠꅷ菦、ꗻ䮸、詎꧉ꨣ、狝⢆僈、齶㹗ꩯ、
卌猗㫲、꤫Ⱶ蟣、卌䕔铇、㸢厣颩、康ꆄ桪、㷟梥뒉、

㼬怵矦➝

꤫䒊、勛㷆ㆹ、剆㹻ꌂ、ゟ〳謶、ꀶ秫葻、꤫僦㧄、
峿⢆蔕、歊䘋畎、ꁀ嘽捀、꤫㸻➋、랔㡦ㆹ、꤫箰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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㶩䟝ⴕ䩛⡎脌ㆥ♶肥。

脌ㆥ捀✫갫ⵄ颪䨼，㸞䱖㼭✵涸竤私Ⱇ

♧韝螠涸䖊㈒瑠㾋，秋歑笃㥏瑭唎劍

雊㸞㸞䬸䖊罉嘥。㸞㸞饱ⴲ♶격䠑，㖈Ⱇ

秫域ꫭ䎃䕔，Ⰽ➃剤衽湱⡂涸㶰，饱ⴲ

㸞。䖃䬸䖊崣㼩涸騟♳，㸞㸞䟝濼麥铪♶

㼭✵偫♴谁➃㸞㸞，♶秋⿶䠦뇀荈媹。

✵ⵌꄴꤎ增叆，鄄ⴼ㹁〳腋舡鿈䟅䚍舫泿，

✽搂ꡠ鸮，⽿㔔魨鼹涸➃✲欴欰❜ꐫ暽鸮。

㼭✵ざ㣎➃賥訮溏㥪㸞㸞涸悴⸂，⡎㼭✵〫

㣐뇀荈媹，䖕ⵌ涸㼭✵欽乩䫵䧭⸆㸞乁㸞

糵砞㥠，㼭✵瘸僽賥訮。瘞䖊㸞㸞劍，㼭

〫ⶦ⼱䎃〳崞，牟䞕䥳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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䕔ㄤ敶㶩ⴀ麉溏䨼。鷑敶㶩㔐㹻儘，

䕔鷑㥠♧佅倞ꐹ，敶㶩幀「䠮⹛，銴䕔
搂锸剓䖕僽や㖈♧饱，鿪銴棇䞼䕹姽。䕔

鵦㾋，⿶僽♧㜥崣㼩穡勲，䕔涮植㸞㸞鮅

㖈嵮綿，㔔舀㣸㣸♧䜂。鷑䖃ꄴꤎ涸佹隌
鮦，㸞㸞⟃捀䕔僽㼭✵，溫䞕デ涯，⚛铐

⟃捀鄄㼭✵佹✫。㼭✵䱺ⵌꨶ鑨䖕馜ⵌ䚊鏻

㹔，隌椚䌌㼟㼭✵ㄤ䕔钢⨞ず♧➃。㼭✵

⫊〡，脌ㆥ崣Ⰽそ㼭䓍騈髠䕔。㼭䓍铐钢
㼭✵捀䕔，㼟➮竁卺㝱鹎䖕鮦䐕，䩧叆

溏儘，㼭✵䊺竤娦❗。➮⦛鸮窄脌ㆥ䍲䘑嫆
㾏徧騋，♲➃鮦鷗ꨆ。➮⦛溏鋅䕔꾷鮦
鷆♳，⟃捀僽❗뇺程ㄐ，끇㑵麕䏞中♳倰

恭，❮ㆥ窍䕔♲涰蠝佅牱，鼩剤♧㼓敶㶩

♳旙秋，➮⦛䟝砞㔐㸞㸞。㣐秋涸㸞㸞デ鏰
㼭✵，㖈ꄴꤎ꧱倰鿪㣖䠮䞕欽✲，㼭✵父宠
堥剚，♧饱䖃䊼랫。䖕⢵，㸞㸞ㄤ㼭✵ず

麉䊼랫涸嶋䜂鄄㯯넓㣐聒㜡㼬，Ⰽ➃㨥❜

䖃⚛⚂ざ竤私Ⱇ，賥訮錏䖤黩胝〓。갸

胲㦵）խ勛儈⤧（귇 Echo）խ矦纏ㆹ（귇岁貽⯘）խ

俒խ⡜갉䲿楪

頺倛：꤫彂䎂խ鞫痁：桬渠椝խ㼭

贫：齶䒊✳խ加し➮ ➃耫：넞併⸆խꨶし➮：ꯓ用
䐁խ〢Ⱙし➮：䓹⯈缦խ讍⯘倛괐：闒僈閄խꏈ楪

갉㹔：鑣ꅼ갉坿ꏗ갉㹔խꂂ坿ꏗ갉䌌：剆涬僅、ⷠㅷ

Echo 鄄涮植ㄤ㥏谁➃劢㭶䧃㶲，䫏ꬒ

㼭✵䖤濼栉朄✲⟝，⢪䖤㸞㸞㖈傈劥涸笪騟

䬝䌌：玑匋、ꗻ蒕խꂂ坿⡲刼：詎刓⟤խ렽：飅翱

僈涸歑㾏。㸞㸞濼麥㣟㼭✵，汥ㆰ㣟耫。

䕔⢵ⵌ㖈❮涸鳵Ⱇ㹔，ꨶ鋕㯯넓㜡㼬，

ⴽ㹻竤私Ⱇ。賥訮䞕䚊䟝䯍㔐Ⱇ䴦㣟，

賥訮）խ䓹鑘渠（귇䢵棇㨱）խ⽋㷸❮（귇❮ㆥ）խ

㋮倰խ㹁酤撑伢䕧䌌：䓹蓐铃խⷜ撑䌌：勛㷆䏭խ⩎

涸⽓鮦，鮦缺銼饱抡。

溏衽氻䎯♳涸㸞㸞，䟝ⵌ荈䊹⢵傈♶㢵，䋞
劆㖈♧饱。

桬用齦խ剚鎙：叕鑅䏭խ鮦犳㜥兞⼿⸔：䕠㷆繶、ꁀ

㣐䲿楪栬㤉：詎刓⟤խ䩛괐楪：䓹戇⚥խ㼭䲿楪：詎

ꥬ傈，聕✲꣡鵜涸嵳抂䮕ⴀ♧Ⱘ魨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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刓㸙、剎兰䒾、卌♧䙌խ⚥䲿楪：嘥⳯歉、邿糋內、

ヰ㶿琐խ㣐䲿楪：䓹麥俒、鏪剅、꤫儀缦խꂂ坿ꏗ

颩խⶩ䱺：꤫⽈俒խⶩ䱺⸔椚：绀桪듳խ㹒⫄：卌䚻

ꆄ㡦⪂（귇罉嘥）խ龥牏癌（귇龥㨱）խ랔㭓楪（귇

劫牟륌（귇䎂걧崩孝）խ꤫ⱟ埢（귇녿녋崩孝）խ꤫

㘽㧌（귇墼嚧銯倷）խゟ蓽櫷（귇㸞㸞⸔椚）խ㩉ꅷ

琐（귇㾝㜥⚺䭰➃）խ꤫꾚ꩯ（귇䑞デ㼬怵）խゟ尬

㻞（귇 Angelina）խ鏪䒾証（귇䨼⟗㼭卌）խ䓹ㆹ韝、
諽匌䠑（귇䨼⟗）խ嘥ꨎ❫（귇鏻ꄴ欰）խ衞㶩䕔

（귇䚊鏻ꄴ欰）խ랔巾（귇ꄴꤎ遤佟）խ康ꨣ䩞（귇
䕔㵉）խ넞幑涮（귇㸞㸞莁莁）խ넞僈薊（귇㔐
佐㭊㭊）խ悮䖶㣔（귇䑞デ籏湌）խ⡦⾩螠（귇ꨶ鋕

罉嘥㖈⻍嵳䫏须涸屘歊㣆䧭溫。姽儘䨼䋑溏

ꫭխ晚そ垦彋㶶：㤹蘘谁遯곃㉏խ薊俒㶶䍌缺陼：꤫

涸⥌。䕔彋⪔鵦ꀀ，䢵棇㨱铞敶㶩⢵䪪麕。

㶩剤ꣳⰗЭ耫갉䭸㼬：勭睛⛓խ耫갉鏤鎙：鿓狲

峿㪼㮵、鸮剅桪、䑁桪㹒（귇㼭垸）

ⷠ㼭軨、꤫㩑㧄、㸢⢩䏭、꤫儫㥶խADR ꏗ갉：鿓

խ醢⡲Ⱇ：䗞괐ꨶ䕧剤ꣳⰗխ涮遤Ⱇ：㪮鋕

䕔㖈抡鮦♳隡⥌，敶㶩䨥衽倞ꐹ，⛳㗂㖈
抡鮦♳。

䕧晚须俲

㼬怵 管ⷜ：嘥갫幢խ⼿ず管ⷜ：鏪䟂㜜、⡦楋榮、

꤫ꯂ匋խ湌醢：桬蓐倰խⶰ㼬怵：✵榏棁խ⸔椚㼬怵：
꤫ꯂ匋、ⷠ齦罇խ㜥鎹：ゟ㼿⟤、ꁀ蕦蠩խ醢晚：桬

꾚ꩯխ邍怵䭸㼬：龥牏癌、諽匌䠑խ莻骪䭸㼬：꤫僦

䡹、⮛腋⡤怵谁✲噠䊨⡲㹔խ耫갉䖕劍醢⡲：耫蒀渱

勱խ耫갉ⶩ䱺：鿓狲勱、剎꧉㻞、寐鸮溫、勭❠內、

狲勱、ⷠ㼭軨խFoley ꏗ갉：剎꧉㻞խFoley 갉佪：

鿓狲勱խ耫갉䖕劍耢粯：ⷠ㼭軨、闒ꫭ㥏⺛խ幋갉：

勭睛⛓、鿓狲勱խ勭嫲幋갉ꏗ갉㹔：耫蒀渱㶩剤ꣳⰗ
խ〵⻍䕧噠Э䖕劍窡硁：脌⟗⯕խ䖕劍⼿锅：勛

匡ꩯ、绀焗螦խ遤佟崩玑：꤫桪幢խAlexa ⴲ锅吥姻：

꤫繡箋խAlexa 墂呪盘椚：嘥巾㰆、闒僈㎗、ⷠꯂ䒄、

眏湡⚺䭰➃）խ랔㼭胲（귇䱰鏞㥏鎹罏）խ랔㹻㪮（귇

䱰鏞歑鎹罏）խ哀莞巒（귇ꨶ鋕⚺久歌）խス覝ば（귇

倞耂⚺久⛩）խꆄ㼿匌（귇ⴡ陪）խ꤫桪㨪、䑁蔒內、

ⴀㅷⰗ：䗞괐ꨶ䕧剤ꣳⰗ、螠俒ⶾ肆⟨剤ꣳⰗ
肆⟨剤ꣳⰗխ晚Ꟁ：98 ⴕꗻխ铃鎊：㕜铃խ♳僦

鋊呔：DCPխ겳㘗：ⷜ䞕晚խⴕ秹：鰊㼬秹խ♳僦劍
：2016.03.11-2014.03.24խ〵⻍牱䨼私ꏗ：倞〵䍤

455,158 ⯋խ䖤栁、㾝私ꏗ⿻鰊㼬ꆄ：2015 〵⻍

ꨶ䕧眏㾝䕧晚、넞꧆ꨶ䕧眏〵抓馊歲㋲⯋、102 䎃
䏞痧✳唑妄㕜欴Ꟁ晚鰊㼬ꆄ（歍锞晚そ：《捦涯》）

⪔涬〵涸⥃嫢鮦♳，㸞㸞デ鏰㼭✵，㥠濼麥

蓐倰、卌加囙խ植㜥醢晚：䓹楏խ欰崞醢晚：詎妇催խ

꤫荞㸙խFCP 禺窡侮椚：꤫僦俒、⟤ㆹ⺍、闒䔻楋、

Ⰽ➃㣐䩧ⴀ䩛，ꡠ⤚灶㽷，㼭✵ꨆ。

晚⸔椚：ヰ⣈ꩯ、ゟ猥⺍、ヰ葻⨀խ伢䕧䭸㼬：꤫䧃

걧鏤鎙：ⷠ齦罇խ晚㽵鏤鎙：ꁀ兰峿խ2D 鋕錏暶佪：

㼬怵矦➝

嘥㌈䥃խBaselight 锅⯕䌌：꤫繡箋խBaselight 锅⯕

1991 䎃㖈嘥䗞僅㛂㼬涸《暥䉚遳㼱䎃媹➃✲⟝》⚥

殹ⴲ僽賥訮䟝砞，鷑㥠ⵌꄴꤎ⛳♶僽㼭✵，
䕔⢵䪪❮ㆥ，䖤濼脌ㆥ㔔捀䫏须屘歊

㣟侁駵騟，敶㶩胝兞♶㋲秫。䕔⢵ⵌ脌ㆥ鄄

叆㼓涸䨼㶩，怏㾋Ⲵ✥⚥涮植脌ㆥㄤ敶㶩涸
鋷㺙ざ撑，鼩剤敶㶩齡佅㡏䱈涸䩛ꐹ。敶㶩㣟

耢。嵳欴䏅，䢵棇㨱デ鏰䕔，♲涰蠝僽㵉

涸浓氿椚颦ꆄ。䕔㣐䙭，䪪♳脌ㆥ询魨贖。

脌ㆥ邍爚，罉嘥ふꐏ，㥶卓蠝♧，銴䕔䍲䘑
撑곃敶㶩。锓鑨，䕔鼍衆涸ⴉ㶩凐ꪫ⢵

䠑，꧱倰♧ꤏ䪌䩧，䕔⦍涽鷗ꨆ。

鸏♧㢹，㼭✵ㄤ䕔䖕⢵ⵌꄴꤎ贖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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㜥兞竤椚：ス䢵䛽խ怵㆞盘椚：嘥兰俛、叕鑅䏭խ醢
䛸խ騈搋䌌：ⷠ♲龥、桬ⱟ、꤫厣鎊խ伢䕧✳⸔：

鏪㹻韝խ伢䕧♲⸔：ꡖ㡭蟠խ伢䕧㔋⸔：랔㪨꧉խ琽

㹁㐼乽⡲㆞：눴걧խ敚⯕䭸㼬：脌嫯嵞խ敚⯕㣐⸔：

ⷠ陾խ敚⯕⸔椚：哀纏峕、䓹渤螠、脌䃕뢶、寐䂾

䗞、랔莴듳խ植㜥ꏗ갉䌌：鿓狲勱、勭㖳㛔խ佐갉➃

㆞：勛⢕邂、勭㖳㛔խ繡遯䭸㼬：ゟ䘞䥃խ繡遯鏤鎙：

僒⸺⡠խ墂呪管鱀䌌：勛䕥颩、桬䙼㺯、齶✵榄խ晚

ꁀ兰峿、劫渤螠、諽㹆䢵、勛㭓ꉁխ3D 鋕錏暶佪：

⸔椚：勛⣜걽խDCP 㶶䍌醢⡲：桬稇犵խDCP 侸⡙

管焺：影꾚㓂、ゟ㹆鞮、ⷠ⸈㹗、哀䪭㸻խ侸⡙䖕劍

醢⡲：〵⻍䕧噠肆⟨剤ꣳⰗխ遤ꌼ곃㉏：勛❏哆խ
遤ꌼ㹒⫄：珵䖤ꨶ䕧剤ꣳⰗխ㤹蘘谁遯곃㉏խ姐刼

꤫㹄徱խ繡遯㛂遤：랔莞、衞㶩榏խ繡遯⸔椚：卌劥

Э〈鶵騟〉姐䩛：勛ꉎ⾇խ鑂：勛妇꩑խ醢⡲ 刼

㘗䭸㼬：넞⢕ꩯխ鸤㘗⸔椚：䖛ꫵꨛխ剪酤盘椚：蠝

捀խ鑂：넞併⸆խ醢⡲ 刼 管刼：詎刓⟤խꏗ갉㹔：

倰㼿桪、衞內範խ唚⻋⸔椚：詎妇梥խ暶佪⻋㦳䌌：

嫢䌟贖椚：剆涬僅

牏、飅㷆㖳、ⷠ䭰䛸、꤫⫄槪、嶃淏ꈚ、卌傤铿խ鸤

蔒覂、桬㪎槼խ⻋㦳䌌：ゟ䘋橣、詎ꐘ傤խ녋㘗䌌：
랔㭓楪խ㜥➃㆞：랔囙ꥑ、质ꆄ㼂、卌♧륌、勛

⽈韝խꨶ䊨：詎ꆄ犷խ旙挾㼭穉：꤫ꌂ愯、スꬠ鹎、

管刼：詎刓⟤խ〈Universe of Hearts〉姐䩛：랔䒊

嘥갫幢，1965 䎃ⴀ欰，㕜用谁遯㷸ꤎ䨡ⷜ禺殗噠。
Ⱟ管ⷜ、ⶰ㼬、邍怵䭸㼬ㄤ怵㆞，⚛栽ꆄ꼛剓⢕⾲衽
ⷜ劥。2002 䎃껷䏞㛂㼬Ꟁ晚《䩾䪘堥》；2004 䎃《〵

⻍✳♧》栽䖤❏㣖䕧㾝剓⢕䕧晚；2009 䎃湌醢《➮
⦛㖈䃋䉞㻨⡲》俒㷸㣐䌌禺ꨶ䕧，栽繡㕜⠅倛갾䕧

㾝㢵갪껷栁。

鑣ꅼ갉坿ꏗ갉㹔խꏗ갉䌌：剆涬僅、ⷠㅷ颩խ幋갉＆

怵㆞Э剆儫韝（귇䕔 㼭✵）խ影頻螦（귇敶㶩）խ
ꨮ㭫擳（귇㸞㸞）խ䨥用䗾（귇脌ㆥ）խ넞湅⪂（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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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銴䧮Ꟁ㣐

䗱♶♴㭊，⚺⹛⠅㷸鵦ꀀ，㭊㏠䊼♳顑

㣎➃鄄鹃䯲，縢そ僽珏嗃嫬ㅷ。檳傉湡颻♧

涸罉ず㷸䛸꧉，姻㖈䍲䘑䬘㪳➿棵，鋅ⵌ㔐

傉䟝ㆰ㽠ㆰⴀ⢵，⡎➮尝ㆰ，「ㆰ⿶剤➊랃

⪔，㻜騈檳傉♧垺䖎䗱➮涸娝⢵。㹻贅

Lokah Laqi

ⴗ，濼麥ㆥㆥ䥰鑪♶剚ⱄ㔐⢵✫。䬘㪳⺘檳

⢵鴍涸㹻贅❠僽妇䣆。〫僽㹻贅尝騈⟤⡦

欽？➃欰㎹，䙦랃濼麥䖕♶剚剤㥪✲涮欰

麥涸湏皿。

涸歑㷛殗噠。

➃铞，➮㼩㭊仆縨涸鴍㖒，剤♶〳捀㢫➃
卌㿋涸欰傈㖈⽰，卌㿋涸昿鋷⽿♧ⱄꂕ

ヤ？」齡䎃，鿈衆涸鴍歊鞮佐；齡䎃，鿈衆

ꂋ，♶僽駵㷸吥뇀✲，㽠僽㖈㹻酭䩧縰罉

䕧晚须俲

傉、兒淏䱺♴剐♧㼩䬝㭶秲撑涸岁㕜㣗㧼䌟

醢：꤫ㅷ畾、랔㹻、庉䠦⧍խ伢䕧䭸㼬：桬㖳ꌂխ

㭊，雊卌㿋溏♶♴。欰傈殹㣔，卌㿋莅檳

騟涸㨽鎷，騗㢹涬㿋。㢹酭，卌㿋鏪♴♲⦐

欰傈격劆，♧僽時㱙ㄤ㥪、✳僽時時腋㣁ⴀ
㈖晚、♲僽時時腋㣁㈖荈䊹涸姐。僽㢹，鿈

ⴀㅷ➃：哀㸪䘋、ゟ僱㿋խ㼬怵 管ⷜ：꤫悦榼խ湌

暟冝冝颪ⵌ㿋♴风❉㢫䘰。

ꏗ✫䬘㪳猙♴㈖姐涸ꏗ갉瘘❜窍⚺䭰➃。儻

涸蕲䞕撑晚顦㖈鴍欴ㅷ♳，䧴罏䪾宐卓、桄

♲⦐歑㷛ぐ剤ぐ涸㹻䏭撖䟛。檳傉갺淼

⡎㷂갫，騈㭊湱⣜捀ㄐ，㭊㷑栬㸛衽牏

䑞久眏湡䱺「鏞锓。眏湡穡勲，檳傉䪾♧佅
♳，♲⦐歑㷛⩔⩔ꨆ，駵⩔聃卌㿋昿鋷
涸植㜥邍怵，聃ⵌ➮㈖✫♧껷⟃卌㿋䗱耫捀

⫄涸鴍歊置珏，魨넓鷷傈隶䊴；卌㿋㋐姹砮

鑂涸姐；♲➃䱺糵䗅兒淏嫢鋷㺕⢵邆暟涸㖒

梖坿㕰涸時時♶ⱄꂕꂋ；兒淏涸㱙㱙䖎傍㽠

♧ⴗ鿪㖈隶㥪。䬘㪳聃鋅䑞久眏湡久佞

椕，䋞劆荈䊹Ꟁ㣐腋䧭捀卌剅韝，⡎刿䋞劆
ꨆ✫➮⦛䵦鿪䋑，〫剤♲♶❀儘㺕㔐♧

㖧♧騟䪪➃，涮植齡僽♧㹻馄㉂，兒淏㣟衆。
荈䊹涸姐，䟝饱麕涸姐䩛㣆，慨傱衆帒；

❉邆剪，雊➮搂嫲䱦䙂……鸏❉✲䞕，铭鰊

卌㿋時時涸㈖晚侫㹁涮遤；㹻贅莅鿈衆㢫涸

㜥鮦犳，荈姽♶葻倴遤，⢵鿈衆䖕㨥㥠涸

涸ꨫ欽ꐏ。䛸꧉⽰㼟殗噠，彋⪔䖃鿪䋑䊨

棵罉䌌䬘㪳鿪溏㖈滚酭。䬘㪳⼧䎃ⴀ✫♧

痧✳➃欰，僽鏪㢵㷸欰䗱⚥涸㥪罉䌌。

檳傉涸ㆥㆥ㹻贅瑳搭㔐⢵✫，⾲⢵➮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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ざ㣎➃彋⪔ざ⡲珏嗃厥❉⡲暟，⟃栽䖤ꉣ겙
⡲，㹻贅ぢ㥠㉏麥，腋♶腋殆♴⢵。

厥㣔傍♳，陪㻌⢵✫，㹻贅莅㹻贅涸ざ

⢕琐、䓹蓸蠩、꤫⿶榫խADR ꏗ갉：勭ⶍխ耫갉

䖕劍耢粯：勭ⶍ、鑹⢕琐、꤫⿶榫խ幋갉：勭睛⛓、

勭ⶍխխ

怵㆞Э랔戒䚃（귇꤫ꬆ〔䬘㪳〕罉䌌）խ꤫㸙（귇

檳傉）խ卌兒淏（귇卌兒淏）խゟ戇噠（귇卌㿋〔㼭

〲㑚〕）խ剆⚆鰜（귇꤫㹻贅〔㼭贅〕）խ넞ꫵ嚩（귇

卌䛸꧉）խ叕凶륌（귇卌㿋昿）խ衞榏䏭（귇卌㿋嫢）խ

詓⢕儫խ㜥鎹：䓹⢕癌խ繡遯䭸㼬：꤫㎗允խ㛂遤繡

㡦繡（귇ꅽꟀ）խ卌䁈証、卌ス傢、ⷠ铇俒、ⷠ飅猗

遯：꤫笞➋、卌㹻㹆խ繡遯⸔椚：꤫厬㸞խ繡遯穉㻜

✫♧馫♲㣔Ⰽ㢹涸鿪䋑넓뀿⛓假，兒淏涬♳

䱺：勭ⶍ、寐鸮溫、ⷠ㼭軨、㸢⢩䏭、闒ꫭಊ、鑹

峫⯘倛（귇坿㕰頺倛䩛）խ桬捀（귇Ⱉ䎃秹㼬䌌）խ

秫纷խ⸔椚醢晚：繏⢵⨀、龹绐㾝、㷆渠猗、꤫䒊

裦。秉蜓ず儘，㹻贅莅䛸꧉恸欰䞕䡁。

⩑晋剚ⵄ欽鸏珏「铐䊴」，䬝䎙䓹亡溍䒚滚

影꾚㓂、ゟ㹆鞮、桬稇噖、ⷠ⸈㹗、哀䧭㸻խ耫갉ⶩ

耫갉䭸㼬：勭睛⛓խ醢晚➃：庉䠦⧍խ㛂遤醢晚：卌

㷛，䖰㼭㖈鿈衆Ꟁ㣐，䕹姽䕎䕧♶ꨆ。㻜ꥹ

㿋♴涸㕰넓䲿⣘飬⸔，雊鿈衆㷛㶩剤

纏螠խBaselight 锅⯕⸔椚：勛⣜걽խDCP 侸⡙管焺：

（귇爢䊨➃㆞）խ剎巾（귇ꨶ〵⚺䭰➃）խ袇銯檳、

衆➃⦛♶濼㷛㶩⦛涸ぢ，㔋贖䪪➃。ꥬ㣔，

涸鿈衆欰崞騈鏪㢵➃涸䟝⫹♶㣖♧垺，➮⦛

⯋խ2D 鋕錏暶佪䌌：ꁀ兰峿խBaselight 锅⯕䌌：㸢

⾲ⶾ갉坿：⥃⽋、卌䘋➋խⶩ鱀：꤫䒊䘋խ剪酤鸤

㘗：勛桪巒խ繡遯䭸㼬：꤫㎗允խ敚⯕䭸㼬：♨嵳䗞խ

ⷜ䞕➝稲

㔐㹻涸卌㿋鄄昿鋷汥縰，〡錬ⱄ饱，✽欰蓥

䙼㺯、齶✵榄խ晚걧鏤鎙：ꁀ兰峿խ晚㽵鏤鎙：鏪⛇

卌ꆄ龥（귇兒淏昿）խ蛅僱蔅（귇檳傉㵉）խ䐁䐁

铇խ醢晚穉㻜绢欰：嘥ㆹ笞、㩉㸙溫、눛蔕龐、邿㎗

檳傉、卌㿋騈兒淏僽♲⦐岲꧉停涸㼭歑

2016 䎃〵抓ꨶ䕧➝稲 ⷜ䞕晚

ꉎխⶰ㼬怵：랔㫲笻խ邍怵䭸㼬：꤫摺僈խ⸔椚㼬怵：
绢欰：ゟ傤㫲、⡦䕔ばխ唚㦳䌌：꤫凶琐խ唚㦳⸔椚：

랔ꫵ俒խ剪酤盘椚：峿ⱟ㮵խ伢䕧㣐⸔：⥆⤧戇խ伢

䕧⸔椚：꓃㡦⨀、䑁薊彂、繏㹻匋խ敚⯕㣐⸔：꤫䟃

僅、峿㎗⨀、勛稲⳯խ敚⯕穉㻜绢欰：闒⯘匌խꏗ갉

䌌：桬䕔俛խꏗ갉㣐⸔：卌匡䕔խꏗ갉⸔椚：卌蔕蠩խ
㜥걆棵：卌槱嫏խ㜥⸔椚：悮幢꧆、闒⸂⳯խꨶ

䊨：勛⯘倞խⷜ撑：寐ꬆ䙼խ䍌䖕⩎䬝㻜绢欰：闒㹆

ばխ꼛娀ꪶ㿋㒷㼬：䑁歍㪮խ꼛娀ꪶ㿋麌鱒：⡦㸙䂾、

鑹⫄㸻、哀⪂㽳խ頿剚鎙：哀猨梚խ⚥俒㶶䍌聃䩧：

（귇⽓䬘 OK 罉꠸）խ湖䑞⟗（귇胝⺫㹐）խ詎랔寍

㥪坿鶔（귇坿㕰⚺㈖）խⰙ、凶僈（귇坿㕰し➮䩛）խ
闒绥꧉（귇䱰鏞鎹罏）խ꤫僻㸪（귇伢䕧鎹罏）խ鑹

橵（귇넞뜩蝳㕨鴍字）խ㽍併．ㆁ骈（귇⽓䬘 OK 陪
㻌）խ卌鑘㎗、卌寐⭳、꤫ㅷ㸙、卌䁈証、嘥秉榱、

䑁歍㪮、卌猨ꆄ、庉䠦⧍、詓⢕儫、꤫笞➋、랔鸮鎹

（귇⽓䬘 OK 㹐➃）խ哀감ꤿ（귇ꂋ뇬）խ豤䙌䤍、
嘥㪨玱、嘥㶩蠩、勛纏㸻、卌㹻贅、蛅⯋ꔩ、卌㹻

⟳、勛䗞岲、鑹䠦㹻、蕦䘩·㽍併（귇铭鰊棵㼭剦）խ

瀖棶榄、랔㼱匌、勛㤘걖、勛㤘⺍（귇䎂瘞㕜㼭㷸欰）խ

꓃⳯、衞⢕ⱟ（귇吥㢫來㷸㼭剦）խ卌떻䎃（귇䩧
䬸ㄎ勠字）խⷠ⤧樆（귇ゟ㣐ㆥ）խ鑹⫄㸻、闒⸂⳯
（귇㼭䓍）խ㸢剢繡（귇꧹顊䏅罉꠸㫟）խⷠ僱繡、

䖛蘩⧉խ薊俒㶶䍌缺陼：䓹⧉藦խ岲꧉停铃缺陼：哀

ꠦ加貽、⡦剢㴖（귇꧹顊䏅㮓㥏）խ飅尬䀉（귇卌㿋

꤫笻槇、勛䚃蠩、䑁唃⡡、卌螦、叕ꯂ䒄、ゟ䙌覂、

㧶）խ卌䟃㫲（귇莻骪罉䌌）խ㸞姃愌（귇涬㿋㹐倞

감啧խ遤ꌼ㹒⫄：鿓䘋䧭、剎䕔㻞、꼟龐给、飅䚃⢕、

桬⤧㜜、卌䟂꾚、桬癯瘱、卌㷎㻳、嘥⭚莽、눛꧉蔊、
䕠颩榏、꤫䒊铇խ䎂鋕錏鏤鎙：蛅猗㰆խ晚そ垦彋

㣐㧶）խ飅䙼㧄（귇卌㿋✳㧶）խ랔醎鐑（귇卌㿋㼭
㫟）խ瀖㣐띳（귇涬㿋㹐倞龥）խⷠ➃韝（귇涬㿋㹐
伢䕧䌌）խ䑁歍㪮（귇涬㿋䮋⠊）խ鑹䑞⯕、꤫䒊铇

㶶鏤鎙：碜騟 ˙ ㆁ⹅、蛅猗㰆խ䖕劍窡硁：脌⟗⯕խ

（귇遺欰䨾ꄴ欰）խ歊꧉蟣、劫棊相（귇遺欰㹔隌㡦）խ

姻：꤫繡箋、ⷠꯂ䒄խAlexa 墂呪盘椚：嘥巾㰆、闒

ꀀ、嘥詎鸮뒉、峿俒꧆（귇遺欰㹔氻➃）խ峿鹎囙（귇

䖕劍⼿锅：勛匡ꩯ、绀焗螦、꤫桪幢խAlexa ⴲ锅吥

僈㎗、ⷠꯂ䒄、꤫荞㸙խAvid 禺窡侮椚：꤫僦俒、

⟤ㆹ⺍、闒䢵楋、僒⸺⡠խ墂呪管鱀䌌：勛䕥颩、桬

鑹卌繡剢、랔꤫䋑、ⷠ卌顜⻋、卌ꁀ猗桪、꤫詎鸮

㋲鮨鮦鴍字）խ卌槱嫏（귇宐卓伱罉꠸）խ꤫ㅷ畾、

卌焗猨、鏪巾䟃、䓹榏䏭、叕铿噖（귇괐兞⼦麉㹐）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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齠猈颩（귇吥㢫來㷸罉䌌）խ䑁唃⡡（귇⹛暟㕨㼬錒

㆞）խ㩉㸙溫、⡦䕔ば、嘥ㆹ笞（귇繡䒭귭䑼剪欰）խ

㽍併·ㆁ骈（귇ⵖ剪陪㻌、⤑邆陪㻌）խ꤫笞➋（귇

ⵖ剪陪㻌）խ龹绐㾝（귇⤑邆陪㻌）խBoxing 坿㕰

l

❀僤秹눴䎁㥏

Welcome to the Happy Days

姐鶵⿻Ⱘ穉➃㆞鋷（귇㢹䏅㹐➃）խ哀감啧、勛뜩

⡡、飅갚內（귇鿈衆㼭剦）խ詓⢕儫、桬屾俒、꤫

〈涸佦✲，Allen 对㹁佞♴麕，㔐㕜糒糵麕

긭捀侮㙌ず噠，冝㖒䭸⢪贫珖「牟땊⥊⤁」

䫏撑곃假긭莅㵉。♧䎃䖕，Allen ⱄ妄㔐ⵌ

⦛娜竤ぐ珏⽭堥Э 倞涸❀僤秹 SPA 剚

涸假긭鐱Ꙥ㆞，ⴋꨈ「鑑假긭；䑞デ僈僤棇

䒸饱鮯搭㣐岚，刿雊㵉孵ⵌ䬠꧹钟㔐㹻颶

㎗䗩、邿㎗ꉎ、ゟ傤㫲、㩉㸙溫（귇殗噠Ⱙ狲➃纈）
ⴀㅷⰗ

涸㥏，Allen 〫㥪䱺「哭⟝。晋䖕，➮

棇ㄤ用㨽ⷠ㣐䓽⢵姽䎖剚，黩权➫騈䬝，

螠、랔愯嵞（귇鿈衆字滞）խ儘棶楋、瀖䙂牏、꤫㣔

㉏。門㢵岚䫔雊假긭攨뇀♶䊺，⛳鿪剤끇搂

醢⡲Ⱇ：螠僦㫨坿肆⟨剤ꣳⰗ、傈

剢僤鴇㫨坿✲噠剤ꣳⰗխ涮遤Ⱇ：螠僦㫨坿肆

ꦖ䏞麕。

铃խ♳僦鋊呔：DCPխ겳㘗：ⷜ䞕晚խⴕ秹：兜麒秹խ

蒀。㔔姽蔊㥶ぢ㵉䒊陾颪䱈㼭䲿楪，⡎

⟨ 剤 ꣳ Ⱇ խ 晚 Ꟁ：90 ⴕ ꗻխ 铃 鎊： ⚥ 俒、岲 ꧉

ꧪ鸒麕ꅾꅾ罌뀿，假긭欰䠑⽿劢剤饱

♳ 僦 劍 ：2016.03.18-2016.04.20；2016.11.04-

㵉㼩，⚛麥ⴀ䲿楪捀㿋歊⯓欰鷑㥠涸㹁䞕

2016.12.02խ 〵 ⻍ 牱 䨼 私 ꏗ： 倞 〵 䍤 2,224,640 ⯋խ

暟，罜㿋歊ꨆ䖕⤑搂갉鎝，搭荈䊹䧃✫蔊

䖤栁、㾝私ꏗ⿻鰊㼬ꆄ：2016 〵⻍ꨶ䕧栁涰蠝껷

栁、剓⢕ⷜ䞕Ꟁ晚、㼬怵栁、倞怵㆞、ⶩ鱀栁，Ⰵ鼇
〵⻍ꨶ䕧眏㕜ꥹ倞㼬怵畹飓、栽錚滞牱鼇栁；痧 19
㾂ꯓ㕜㺢䊛㣼䎑䕧㾝 Family Zone ㋲⯋，栽 BIFAN

ⷜ䞕➝稲

⯥㼱䕧㾝 Element +10 畹飓㋲⯋栽 Premio CIAL per

㥏」，鼼黍䧀䟙涸㥠剤⦐繡㕜麉㷸㣆。厥㣔，

Children’s Jury Award ⯥留鐱㻤㕰栁；纏㣐ⵄ Giffoni

l’ambiente 暶ⴽ栁 (CIAL Prize for environment)；Ⰵ
鼇慍崎䋒ꅽ倛劥❏㣖ꨶ䕧眏畹飓晚；繡㕜翱㖒暆ㆥ❏

崎ꨶ䕧眏、䁰ꅽ䃋䕧㾝、痧 56 㾂䰦⯘ Zlin 㕜ꥹ⯥㼱

䕧㾝；栽鼇㤹倛⽓剓⢕㢫铃晚〵抓➿邍；Ⰵ鼇痧 53
㾂ꆄ꼛栁剓⢕⾲衽ⷜ劥、倞怵㆞、⾲ⶾꨶ䕧姐刼

㹻酭竤斊影屮假긭涸蔊㥶僽⦐「눴䎁

㵉捀䱺ꨶ鑨罜䶫倬艚，⼱䎃䩞腋䐁䗂，
撖䟛尝➃盘椚假긭，蔊㥶䲿陾〫銴㵉肥➰

♧涰蠝麉㷸顥，㥠⤑荈격莅㥪㩬、〈♧
饱䩧椚。㵉剓䖕瘸䥰雊㥠䭭饥竤斊假긭劍
涸䨾剤渠긅。

㼬怵矦➝

꤫悦榼，〵抓痧♧⡙⾲⡞字ꨶ䕧㥏㼬怵，䕧鋕竤뀿

⼧Ⱄ䎃，Ⱘ管ⷜ、㼬怵腋⸂。⟃䬝伢⾲⡞私ꏗ晚、䨡
ⷜ捀⚺，⛳騗㚖莅㕜㢫谁遯㹻耢ざⶾ⡲⽂䃋字停䕧

⫹⡲ㅷ。䊺䬝伢㸤䧭Ⰽ鿈ꨶ䕧ⷜ䞕Ꟁ晚《♶♧垺涸
剢⯕》（2011）、《〫銴䧮Ꟁ㣐》。2012 䎃㨥㼟ⶾ
⡲鍸錬䒂⠽荛㕜㢫，ꤑ✫䬝伢〵抓劥㖒⾲⡞字䕧⫹⡲

ㅷ，⛳㨥鎹ꏗ⚆歲⽂䃋字停䕧⫹。2015 䎃 9 剢䬝
伢騗㕜ざ醢⾲⡞字⛓갉坿私ꏗ晚《怔崩麂鋅⡹》（岁

俒晚そ：Ça Fait Si Longtemps），2016 䎃㖈岁㕜ꨶ
鋕〵久ⴀ。

搭假긭♶⫦尝渠긅，欩荛傍㽠頾⫈稡

稡，蔊㥶幀「䩧乹。鸏儘䟝䩧䊨䳖㺋涸 Allen

ⴀ植，㖈㥪㩬⺘钸♴，蔊㥶涮植➮腋䧭捀

㥶昿鋷，⟃荞⾲⯓㭶✲デオ。蔊㥶鱲鶤䞕屣
䖕，Allen 对㹁鷎㔐鎎ꆄ♶顠楪，〳ꐏ傍鄄蔊

㥶欽⯕。黩妬꿋涸➮㣐涮ꨮꩌ，Ⰽ➃ꡠ⤚꣮
荛ⱺ럊。㔔假긭㼟鄄叆㼓，Allen ⛳銴ꨆ，
蔊㥶㖈꧱ꅾ䩧乹♴䄶惓㣐ㆰ，⡎⛳雊㥠僈涯

影屮假긭僽㢵랃ꅾ銴，对䗱䯍佹걺。〥㢫，
㵉涸「箔ⴕ铞」䩧⹛ Allen，⢪⛓ꅾ㔐假긭。

㣐㣎뢶䗱佖鸤，⸈♳ Allen 㼟㵉涸䠦䞕佦
✲㻨倴㿋歊兰欰磌窣㕰，雊假긭弉Ⰵ㣐䪡㹐

➃，昰湱莅䲿楪ざ撑。

鸏傈，㿋歊⢵➛傈影屮䪪㵉，Ⰽ➃

ꅾ鸫儘䩞涮植䕹姽鿪剎㻨⥌窍㼩倰，⽿鄄冝

荈䊹涸➃欰。罜蔊㥶佞唳ⴀ㕜麉㷸，殆㖈⻍
➛傈影屮，莅蔊㥶穅䧭滑㿂。

䕧晚须俲

籏湌ⵖ：衞㣔⧍խ瘼ⷔ：悮뒉棟、礙刌㫲խ㼬怵：卌

㷂闉խ醢晚窡硁：詎⣜蔕խ湌醢：悮ꬆ㥶、衞⚸ꫭխ

管ⷜ：ス㸞䓛、卌㷂闉խⶰ㼬怵：ス㸞䓛խ㜥鎹：눛

榏鹠խ醢晚：繏⼾䒊խ㛂遤醢晚：꤫榏䒄խ㢫耢醢
晚：䓹䘋䎂խ醢晚⸔椚：ꤷⱟ鐱、䕠㶩鮯խ鼇錬䭸

㼬：叕⽈➋խ鼇錬穉：꤫⸈⦭խ伢䕧䌌：꼟⥌螠խ伢

䕧㣐⸔：넞黇䪭խ伢䕧⸔椚：랔㎗酕、绀㹻㼢խ敚⯕

䭸㼬：闒恎閁խ敚⯕⸔椚：桬淏䎂、鏪㎗ㆹխ繡遯䭸
㼬：㎗㸪խ㛂遤繡遯：ⷠ傺ꩯ、蛅缦、꤫䚃ꬆխ植

㜥繡遯：桬厣⯋խ繡遯⸔椚：鏪顜㮵、齶幼绥、勛桪
蟣、ꁀ✮莴、ゟ姻戇、ゟ僈䜤、齶⭑㪨、ⷠ㶩㎗խ鸤

㘗䭸㼬：㩉ばխ㛂遤鸤㘗：康ꨛ巯խ⻋㦳䌌：鏪巒蔕խ
녋㘗䌌：卌猥埢խ鸤㘗⸔椚：卌⼪蘩խ植㜥剪盘：勛

⢆棁խ唚⻋⸔椚：랔榏蕈խ㜥穉Ꟁ：䑁匡䊛խ㜥：
齶⤧䘞、鏪捀㜜խꏗ갉䌌：勛䕔㸻խꏗ갉⸔椚：型꧖

匋խⷜ撑䌌：勛㷆䏭խ⩎䬝䌌：峿㶩땃խꨶ䕧갉坿醢

⡲Эꂂ坿䭸㼬 醢⡲➃：獔傒畎խꨶ䕧ꂂ坿：嘥Ⱖ
⨀、剎䣔⭳、獔傒畎、詎⣜ꬆխ⼿ずꂂ坿：蛅ꈚ兰、

嘥僒⥜、豤㶩蘟խꂂ坿醢⡲⼿⸂：邿癯ⳝխ⼿⸂：㝤

僈、衞琐խBass：叕黾嫯խ㣐䲿楪：卌筱摥խ㼭䲿
楪：豤㶩蘟խし➮：勒暶խ〡楪：勛雊խ幋갉 嫢䌟

醢⡲：ⷠㆹ뜿խꏗ갉：ⱺ䃋䊨⡲㹔、㣐㼭滚ꏗ갉㹔

䬸伾㹐➃涸㑌걧，倴僽ず䠑殆➮⨞⯝ꐏ

䧗㵉涸〈询饱，搭姽㔐➮⦛腋ⱄ湱鋅，

（꤫⟃ꩯ）խ갉佪䭸㼬：ゟ⠭ꃬխ⹛⡲佪卓鏤鎙：ゟ

楪㣐䌌㿋歊兰欰㻨♴䧭そ刼涸娜玑，䨾⟃殹

〈殆♴⢵糒糵ꤙ⠶荈䊹，罜䬩穪✫㿋歊⯓欰

ꏗ갉㹔：㎗蛂ꏗ갉䊨䨼խ傈俒䭸㼬：碜♬⩑խ傈俒ꂂ

䊨。Allen ⢵⻍䫏假遤涸⾲㔔，僽䟝䱳鏞㼭䲿

❠僽歋〈瘼ⷔ。㵉ꧪ欰孵，⡎➠䋞劆

➮䠑㢫缺ⵌ♧䪾ⵠ剤㣐䌌そ㶶涸㼭䲿楪，⤑

涸䞕䠑。⭽盘鼍䥛，㿋歊⯓欰鼩僽䟝⟃Ⱖ➮

㥶，⯈開蕰 Allen ⸗⸂䊨⡲⚛⯓➰鎎ꆄⰍ⼪

剚，⚛㹒䋒䯪ⴀ㖈⻍䫏ⶾ⡲涸䧭そ刼涸䨾剤

⭆♲蠝繡ꆄ妝顠♴。犝♶⡞ꆄꐏ钸䞨涸蔊

繡⯋，㽠罌䣂䪾楪颪➮。捀鷆㔐ず僽㿋歊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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㛆⧍、꤫輑խ갉佪鏤鎙 耫갉ⶩ䱺：卌⫄兰խꏗ갉㼩
涯：卌⫄兰、ゟ㛆⧍խ幋갉：ゟ⠭ꃬ、랔㣐遼խ䖕醢

갉䭸㼬：㣐銯歋䋞⛳խ䎃鰋㿋歊ꂂ갉：❁ⴀ剤狣խꂂ
갉⼿⸂：桬ⱟ覂、劫肬㸪խ遤ꌼ：嵳땃ꨶ䕧Э頾顑

倰䒭㔐꺈鸏⟨鎹䥊，➮㖈假긭莊遤㼭㘗栬㤉

➃：㩉翱峕խ暶ⴽ⸔椚：ꁀ桪楪խ遤ꌼ籏湌：㩉竤桪խ

晝玅。鋅ⵌ㿋歊⯓欰，⛳濼凶➮ㄤ㵉、

꤫㪨纷խ內㣔䕧⫹肆⟨剤ꣳⰗЭ遤ꌼ穉：ヰ㟔

遤ꌼ⼿椚：䑁➝㿋խ遤ꌼ竤椚：ⷠ赙輶խ遤ꌼ⟱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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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悮ꬆ㥶、卌稇㥶、꤫⣜楧、剎룲蠩、袚꼖、䊱赙

ꨶ䕧眏ꟗ䍌晚；2016 䎃Ⰵ鼇 MTFF 꼛〵❜崩䕧㾝ꆄ

：螠耢㕜ꥹ㢵㯯넓肆⟨剤ꣳⰗЭ䱖晚⚺⟤：桬

ꨶ䕧眏、螠渿갾❏繡䕧㾝、影ㆥ螠〵抓ꨶ䕧眏、Ⰽ䁘

ⶰ椚：꤫䣔㸙խⰗꡠ㼠㆞：⡮㪨㳱、飅悦㥶խ㯯勞盘

殥颶ꨶ䕧眏湡鰊㼬ꆄ

镧խ㻜绢欰：꤫꧉楑խ⚺鋕錏鏤鎙：卌䒊㖳խ涮遤Ⱇ

듳焚խ噠⸔椚：꤫陏㸞խ遤ꌼ竤椚：꤫䋞姻խⰗꡠ

椚：꤫用蓸խ涮遤籏湌：꤫䟃梥խ醢⡲盘椚Э剚鎙：

劫猗溫、卌㭓ば、哀廭䏭խ⼿⸂頿：卌⢆ꩪ、ゟⱟ

⭑խꫭ漐竤私：랔㶩蔘、桬猗䚃խ薊俒㶶䍌缺陼：衞

笻梥խ䖕劍㛂遤：峿㶩땃խ晚걧㽵⹛殥 ⹛殥鋕錏佪

卓：ス㸞䓛խ侸⡙䖕劍醢⡲：〵⻍䕧噠肆⟨剤ꣳⰗ

Э䖕劍窡硁：脌⟗⯕խ䖕劍⼿锅：勛匡ꩯ、寐ꆄ敶、
绀焗螦、꤫桪幢խAvid 禺窡侮椚：꤫僦俒、⟤ㆹ⺍、

闒䢵楋、僒⸺⡠խⶩ鱀䌌：卌佟㸪խ墂呪管鱀䌌：勛

䕥颩、桬䙼㺯、齶✵榄խ30 呔鱲 24 呔：䖛㹻➬、넞
䊫覂խ晚㽵醢⡲：ꁀ兰峿խBaselight 锅⯕䌌：㸢纏

螠խBaselight 锅⯕⸔椚：勛⣜琐խDCP 侸⡙管焺：

影꾚㓂、ゟ㹆鞮、桬稇犵、ⷠ⸈㹗、礙䪭㸻խ⚺겗刼
晚㽵刼Э〈Hello! Happy Days〉怵㈖：叕⢕㶃、

䑁铃內խ⡲刼：獔傒畎խ⡲鑂：卌㷂闉խ晚걧刼Э

〈鿪䋑㼭㨴㫟〉怵㈖：꤫蓸貽խ⡲刼 ⡲鑂：衞⤧뜿խ
갉坿䱇奚：❏崎㈖晚խ䳄刼Э〈㈖⛖晊〉怵㈖：랔

㥹խ⡲刼：獔傒畎խ⡲鑂：卌㷂闉

⚺ 銴 怵 ㆞ Э 叕 ⢕ 㶃（ 귇 蔊 㥶 ）խ ヰ ⾩ 㸞（ 귇

Allen）խスꨔ뒉（귇㥪㩬）խ꤫巾蔊（귇巾併㥘㥘）խ
詎僈⥜（귇〈）խ䑁䢵棇（귇牟땊⥊⤁㥏）խ넞湅

⪂（귇牟땊⥊⤁歑）խ碜♬⩑（귇㿋歊兰欰）խ蜓⯈

ꨛ（귇棇棇）խ桬荈䓽（귇ⷠ用㨽）խ衞僤鴇（귇䎃

鰋巾併）խヰ崝歂（귇䎃鰋㿋歊）խ嵳权（귇ꋓ遤➃
㆞）

ⴀㅷⰗ：⳯五䕧谁肆⟨剤ꣳⰗ、Ⱄ㣐ꨶ鋕肆⟨剤

ꣳⰗ、內㣔䕧⫹肆⟨剤ꣳⰗ、ꫭ漐䕧鋕醢⡲剤ꣳ
Ⱇ、⯨㼟ⶾ䠑䕧噠肆⟨剤ꣳⰗ、僱⯕僦殥剤ꣳⰗ

խ醢⡲Ⱇ：內㣔䕧⫹肆⟨剤ꣳⰗ、Ⱄ㣐ꨶ鋕肆

⟨剤ꣳⰗխ涮遤Ⱇ：內㣔䕧⫹肆⟨剤ꣳⰗխ晚

Ꟁ：98 ⴕꗻխ铃鎊：㕜铃խ♳僦鋊呔：DCPխ겳㘗：
ⷜ䞕晚խⴕ秹：兜麒秹խ♳僦傈劍：2016.03.18խ〵

⻍牱䨼私ꏗ：倞〵䍤 1,726,258 ⯋խ䖤栁、㾝私ꏗ

⿻鰊㼬ꆄ：2015 䎃栽繡㕜ꡠ䃋䕧㾝剓⢕䕧晚껷栁、

錚滞牱鼇栁ꋓ栁；Ⰵ鼇㺢䊛㣼䎑䕧㾝姻䒭㋲⯋；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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軨栁剓⢕倞歑怵㆞栁、管ⷜ栁；纏㣐ⵄ⡱繏⧍倛螠铃

ꨶ䕧㾝⻍❩㾝僦、ꆄ琝栁䕧㾝暶ⴽ佞僦；103 䎃䏞넞

㼬怵矦➝

卌㷂闉，殗噠倴❜鸒㣐㷸㢫俒禺、㕜用〵抓谁遯㣐㷸

䥰欽㯯넓谁遯灇瑖䨾、繡㕜⼑蘘㜄䊝用㣐㷸⫄久㷸灇

瑖䨾。乲Ꟁ稣芵䲾㻨䠮䞕莅ⵠ殥⹛➃佦✲，剤「派浝
禺㼬怵」⛓珖，⛳䌢莅㈖晚Ⱇざ⡲갉坿ꏗ䕧䌟，捀

〵抓⪔「劍䖊涸倞㼬怵⛓♧。2005 䎃倴繡㕜㛂㼬涸

ⶾ⡲瀊晚《荈歋㣐麥》栽ꆄ琝栁껷栁、剓⢕ⶩ鱀；

껷鿈 35mm ⷜ䞕Ꟁ晚《遳錬涸㼭桬㶩》Ⰵ鼇♳嵳ꨶ

䕧眏、⻍❩ꨶ䕧眏、ꯓ㕜㜉䊛갉坿ꨶ䕧眏；痧✳鿈ⷜ
䞕Ꟁ晚《莅䠦ⴽꨆ》捀Ⰽ䁘䕧㾝䍌晚，⚛Ⰵ㕠傈劥

Skip City 䕧㾝畹飓晚、栽慍ꨶ䕧眏剓⢕㥏怵㆞，❠

Ⰵ㕠ꆄꗻ栁剓⢕鶵⡹ⷜ꧌瘞㔋栁갪；2013 䎃《㔐ⵌ
䠦㨥涸㖒倰》Ⰵ鼇⻍❩ꨶ䕧眏、螠渿갾❏繡䕧㾝ꟗ

䍌晚、纏㣐ⵄ螠铃ꨶ䕧眏。2013 䎃笪騟ⷜ꧌《ꐏ㢵

㢵摏䠦鎹》，ⶾ♴럊乹桧♲⼧㣔灶⭚涸鎹ꏗ。

r

랱涯

Mole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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ⷜ䞕➝稲

䪪♶ⵌ䊨⡲，藄蛂➝稲➮ⵌ䎓玬㕨殹堥，

䩛꤫䘋⥌捀陾㆞韣聘欰⛓㶩，㔔㼭穉Ꟁ諽

ꤑ，藄蛂剐㸞⤧铞鑨⛳⚓✫䊨⡲。藄蛂㔔

䙭，⛳〫腋滚漎漎溏꤫䘋⥌鷯麶岁㢫。䓹恎

㸞⤧䖕恸欰⹅孵，䟝ㄤ㸞⤧♧饱⨞欰䠑颪⤑

1978 䎃，넞꧆涮欰㕜⚥㥏欰䓽凐呪，

㹁㕜莅⛓⺠穡，ⴡ陪䓹恎啥、꤫⚆僅⭽盘䤨
啥♧䗱䊨⡲，毝倴撑곃㹻䏭，㧼㶩㔔氻鴀⚆，
殆♴䓹㸞䎂、䓹㸞⤧Ⰽ⯌䓍。

1988 䎃，㸞⤧䧭✫麥♳⯌䓍，贫珖䎃

鰋鰳⚥䱖遤痧♧。㥪䕔涸㥏剦黩竁

㹻Ꟁ搂䠑溏鋅➮胝䖕剤㣐晚ⵞꫭ，鄄㕨Ꟁ

捀麕黩䓽凐涸ꤥ䕧，ぢ⢵䛌䧌➃纈，钢陏
殹。滚♴㽠銴鵔⢵倞欰崞，⽿鄄♧겎导屘䔞
䩧灶，僽韣聘欰崣➃冝皿㸞⤧ㄤ➮昿鋷，
䕔涸⥜鮦䑖⛳「暽鸮。

諽㹁㕜劢㥶격雊㸞⤧殹滚箁，鱲罜㪮腙

卺，捀✫佹➃，㸞⤧莅꤫䘋⥌瘞ず럛涮欰遼

㸞䎂，㸞䎂〫㥪铞剪ㆥㆥ，鋷䞕莅植㻜涸遼

荈䊹涸昿鋷䓹恎啥鹃䯲Ⰵ柱。

ⴕ，㤀넞㾵⛓ㄐ冝⚥锅叆諽㹁㕜，➮㙵⠃ꂋ

瑳，㼬荞꤫䘋⥌㋩欰。㸞⤧鷗❗♶䧭，鄄

⼧䎃䖕，㸞⤧ⴀ柱，➃✲佖。䕔䎂

瑳⟂㸞⤧⼧ⴕ汥蕲。Ⱖ㻜㸞䎂鼩剤⦐牍㺙魨

䏅製阮，䊴럊鄄陏灶，䎋䖤ꬆ俒䍲䘑膨㔮。

傈䌟衽⯌䓍竤斊⥜鮦䑖，㻜䊺㗂乩♧倰⸂；

㥪♶㺂僒ꏗ♴諽㹁㕜莅韣聘欰⺠穡涸阮亙，

麕䓹㹻㾀⡞涸♲ざꤎ，䓍䓍㸞䎂傍䵦ꨆ，

顠㹻，ㄤ韣聘欰鹎遤鮪抡❜僒。

韣聘欰殹♳✫陾Ꟁ，钮鎊銴㜡媹㶩⛓➔。
昿鋷鷎⠅佖遤珏蔅，〫ⶦ䎙䎃䵦⢵涸倞⡞

鱚鱲鄄諽㹁㕜䖤濼，諽⟃⟤⛓そ銴➮⧺䪐

㸞䎂衆Ⰵ㕖㤛，鄄韣聘欰㔉犝，捀✫⥃

䨩，猨敶ㄤ㥏⯥藄蛂⦶⡞。㸞䎂㔔嫢鋷麕⚆、

䓍䓍，㸞⤧尝剤㜡陪，鼇乵䱺「韣聘欰涸

㸞䎂䩞ⶍ䖰陪吥殗噠ⴕ涮ⵌⴕ㽷，䊣齅儘中

㻑♶侰滞，鄄韣聘欰欽圙䫼⡞㣖ꤿ瑐，銴➮

僒，䫌㔐陪㽷。姽莊䟧䟛Ꟁ㸽，銴➮殹ꬆ俒

⛓䷻⦝，䩛圙⛳ⵌ✫荈䊹䩛♳。㸞⤧♶격䓍

ㆥㆥⰅ柱，㼩昿鋷⼧ⴕ♶锯鍑，䤨罜ꨆ㹻。

鋅ⴕ㽷Ꟁ涸㥏⯥諽ꬆ俒，⟃捀㥠䖰✲蒀䞕❜

涸⥃ꚋⰯ堥。ꬆ俒〡搂黬伍，溏⡂佞諴、

ꪶ麥，欩荛殹滞䩧➃、佐⥃隌顥，Ⱖ㻜僽鋅

纏⹅捀，剐㨢㧶⦛ⴀ걧，鼩ざ须䯪⸔㷑⯥ꤎ。

哭⟝，♶곃昿鋷㼩，栬荈䖃䳖➃。㸞⤧

㹻䫼⯥㶩♧哭ㄐ。㸞䎂饿韣聘欰♶㻌，㼟

䓍㔔䰞Ⰵ爢剚✲罜倬鷑鸁，銴➮ⴽ圙，
韣聘欰㔔姽殆♴♧ㄐ。

ꬆ俒ぢ昿鋷宠䞕，莅㸞䎂ⴕ⟃䳖➮

㥶➛僽ⶰⴕ㽷Ꟁ涸諽㹁㕜，⣜莍莅韣聘

魨罜鷎，㸞䎂㔐ⵌ昿鋷魨鼹。㸞⤧ⱄ妄Ⰵ柱，

邂。諽㹁㕜妝⦶ⴉ媹➃，暽ⵖ韣聘欰，㼩㸞

Ꟁ，韣聘欰涸㣐⡙䳖䧭鰶喱；諽㹁㕜ⶍ⼮

欰䖃⢵，랱涯Ⰽ麥笞䭰Ⱏ欰⿶㼩用涸䛌䙳䎂

⤧㪮鶗ⵄ钸，銴➮ꅾ㔐麥♳䍲⸔䕔，⚛二
⟤陪倰涸滚箁。㸞⤧♶肥，♶䟝ⱄ幋，对䗱

殹⦐兜鸒➃。⡎韣聘欰䖰⚥⡲哥，㸞⤧㨥穅

藄蛂ⵌ柱⚥二⟤薊俒罉䌌；䕔䧭✫倞⟤陾

♳ⴕ㽷Ꟁ，䕔⤑䳓鎊傈䖕➮铞✫皿，䓹恎

啥、꤫⚆僅⛳ぢ諽㹁㕜冝爚，⺠穡♶岁涸ꏗ
갉阮亙㽠㖈➮⦛䩛⚥。ꬆ俒♧㥶莅㸞䎂湱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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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慮㦳鞴䬀，〫僽剐㥠鮦涸蝳둷ⴡ陪䳖

⡦燊㸞խDCP 侸⡙䭡頺醢⡲：⡦燊㸞խ㶶䍌缺陼：

♴，㼠余〵铃䨡ⷜⶾ⡲。2001 䎃ㄤ姘ꤿ傻㼬怵Ⱏず

䕧晚须俲

畎խꂂ坿⼿⸂：邿癯ⳝխꂂ坿➃㆞：嘥Ⱖ⨀、卌筱摥、

俒䒊剚⿻✳✳Ⱄ㛇ꆄ剚Ⱏず酢⸔涸〵鋕鸮糵ⷜ《〵

導矦㋲խ幋갉：卌笞鮯խꏗ갉：ⱺ둷䊨⡲㹔խ⚺겗刼

ⷜ《齡♧䎃涸䎋犷儘⯕》；2011 䎃饱圓䙼ꨶ䕧《랱

뜩㰃、䓹䘋⹅խ醢晚➃：勛匌⾲խ瘼ⷔ：勛ꐘ㺂、꤫

卌㷂闉խ晚㽵刼 Э〈鷴〉怵㈖：Liv Yehխ⡲刼：

獔傒畎խ伢䕧䭸㼬：酛耥䘋խ敚⯕䭸㼬：꤫꾚ꌂխⶩ

⡲㹔խ耫갉䖕劍䊨玑：⨀⽈ꏗ갉㹔խ幋갉䌌：導ⱟ⧍、

➃✫。

Kable Global Singapore Pte Ltdխꂂ坿醢⡲➃：獔傒

卌笞鮯、詎⣜ꬆ、嘥僒⥜、獔傒畎խBass：叕黾嫯、

ⴀㅷ➃：衞䂻榏խ㼬怵：康㛚摺、勛奚䂾խ湌醢：豤

尬捀խ管ⷜ：랔䘋绥、康㛚摺、勛奚䂾խ갉坿籏湌：

Э〈랱涯〉怵㈖：꤫㥶㿋խ⡲刼：獔傒畎խ⡲鑂：

獔傒畎խ⡲鑂：Liv Yehխし➮：卌笞鮯、㥪莞剪䊨

䱺䭸㼬：卌䘋⭳խ繡遯䭸㼬：䓹俒罇խ晚걧겗㶶：꤫

馢⯋覂խꏗ갉䌌：ゟ䢵㮵խꏗ갉⸔椚：ⷠ䕔ツ、卌僤

颩、㸻岲խⶰ㼬怵：勛⢕蓐、卌稇角խ⸔椚㼬怵：針

怵㆞Э甝兰㶰（귇䓹㸞⤧）խ桬⫄♧（귇䓹㸞䎂）խ

⚆䥃խ⹛⡲㼬怵：桬竤箰խ⹛⡲䭸㼬：螠欰、馢酕

䟃蟣խ㜥鎹：劫鑅㮵խ醢晚：繏㕜⧍、넞桪ꩯ、꤫岲

⡡、脌㹻蓸խ怵㆞醢晚：卌嚒榄խ㢫耢醢晚：ゟ儀䗞խ

醢晚⸔椚：⡮ꔩ㸪、卌纈䅈、㩎兰俒խ遤佟：桬僦幅խ
剚鎙：勛猗梥խ伢䕧：矦姻⫄խ伢䕧⸔椚：鏪㹻韝、

ꡖ㡭蟠、薵䮸淏խ伢䕧㐼勞：躃躢醢⡲⫄久剤ꣳⰗխ
敚⯕：넞糒⥜、鑹⡡闉、꤫ꯂ㸪、蛅㎗牬խꨶ䊨：랔

ꨣ䕟խ敚⯕㐼勞：Ⱉ犷䕧鋕㐼勞剤ꣳⰗխ繡遯㛂遤：

凭խ㼩㢫✲：飅僈ば

勛㦍䤷（귇諽ꬆ俒）խ䓹ꬆ⛓（귇ヰ藄蛂）խ랔⟗䃿
（귇䓹恎啥）խ㋐绥（귇韣聘欰）խゟ剦㤀（귇꤫⚆

僅）խ垜㷸颩（귇諽㹁㕜）խ랔ꗽ鰜（귇䕔）խゟ

（귇䩛♴⛩）խ꤫稇棇（귇䎓玬㕨㕨Ꟁ）խ꓃ꅷ鮯（귇

❆խꏗ갉㐼勞：匋鈷俒⻋✲噠剤ꣳⰗխ㜥：鿓⚆

檳倛遤罉꠸）խ玑㷸剅（귇艁驎鮦罉꠸）խꁀ䘋⨀（귇

崩孝）խ影し莇（귇ꨆ㭶歑）խ꤫凶蜹（귇ꨆ㭶㥏）խ
諽〳等（귇莻㼭㨱）խ桬䡹謶（귇墼嚧銯倷）խ倷厣
（귇顠僱歑）խ鏪㷆ㆹ（귇蝳둷陪㆞）

ⴀㅷⰗ

㜡鏤鎙：꤫姻彂խ鮦鰘：㸻⢵䕧鋕㐼勞剤ꣳⰗխ䖕

ꗻխ铃鎊：㕜铃、〵铃խ♳僦鋊呔：DCPխ겳㘗：ⷜ䞕

劍窡硁：勛ꐘ㺂խⶩ䱺䊨⡲㹔：Ⰹ㺂暟侸⡙ꨶ䕧醢⡲
剤ꣳⰗխ鋕錏暶佪醢⡲：⯨㼟ⶾ䠑䕧噠Э鋕錏暶

佪籏湌：勛僻埢խ暶佪醢⡲窡硁：詎ꬆ㫲խ暶佪㼠呪

竤椚：桬翱똿խꖏ걧鷆髠穉Ꟁ：倰㹒䧕խꖏ걧鷆髠䌌：

醢⡲Ⱇ：涬䂻鸤噲ꨶ䕧醢⡲✲噠剤ꣳⰗ

խ涮遤Ⱇ：螠䕧㕜ꥹ䕧谁剤ꣳⰗխ晚Ꟁ：114 ⴕ

晚խⴕ秹：⥃隌秹խ♳僦劍：2016.03.18-2016.04.07խ
〵⻍牱䨼私ꏗ：倞〵䍤 1,182,732 ⯋խ

ヰ㼭帩խざ䧭穉Ꟁ：꤫侣俒、剎⨀ㆹխざ䧭䌌：鿓佟

㼬怵矦➝

ⶾ䠑䕧噠Э䖕劍醢⡲籏湌：꤫䕔俒խ䖕劍醢⡲窡硁：

䎃劍，㽠隡俒⻋㣐㷸䨡ⷜ禺，騈ꦑ桬㼭啭罉䌌㷸

㸪、哀兒莇、闒䁌缦、ヰ㼭帩խ䕧⫹䖕劍醢⡲：⯨㼟

嘥醎椝խ侸⡙锅⯕䌌：ꁀ⯐棁խ㶶䍌醢⡲：绀鑘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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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 㛚 摺，1961 䎃 欰， 〵 抓 㹆 貽 ➃。1980 ⵌ 1986
绢。1989 䎃㨥ꨶ鋕䨡ⷜⶾ⡲，㖈㼭啭罉䌌涸렽⺑

殹䎃㥏ず㷸鄄넞耷欰锅䨡，㣐걧➫捀✫剐ず
㷸鍑⽭罜鄄ⵞ⫊。㣐걧➫剓ꨈ䘎棵♳ㄤ兜鸒

棵涸以䀵嫲飓，ꧪ搭鱒✫嫲飓，⡎棵♳⽿刿
㕰穡。

⛓䖕，滞➃ⵌ㎗纏䪪⮛瘞欰脌⤧䕔，➮

㬦✫⤧륌冝䧗♲䎃涸桪哆，植㖈佞唳넞讐鵦

俒䣔ㄤ楾䕒涸湱䧗。넞⚥殗噠儘，楾䕒㼟ⵌ

〵⻍隡剅，俒䣔蕲鷆楾䕒涸抡鮦，〫捀✫雊
楾䕒ず䠑殹㥏剦。桪哆㼟楾䕒涸⢵⥌鱲❜

窍俒䣔，⥌⚥铞㥠䳖ⵌ倞ꄴꤎ，殹✫隌椚Ꟁ。
姻殹滞➃䩧皿ꨆ，Sam ⽿♶鋅✫，➮⦛䚊

衽䪪➃，⾲⢵ Sam ㄤ歑涸Ⱏず剦㸞匌

鏰蕲，饥♶ⴀ歑麕⚆涸ꤥ䕧，⤧륌铐剚Ⰽ

➃ꡠ⤚，昿㥏⦅殹㜥㣐ア，Sam 颶毠昿鋷䖰
劢ꡠ䗱㥠。

滞➃⢵ⵌ〵⽂涸ꄴꤎ䟝䪪楾䕒，⡎㥠䊺

ꨆ。俒䣔䥳䟛，㔐䥊殹䎃㣐㷸殗噠，➮䟝

䎓玬㕨ず✲）խ꤫巾蔊（귇㷑⯥ꤎꤎꟀ）խ겝姻㕜（귇

遤ꌼⰗ：螠䕧㕜ꥹ䕧谁剤ꣳⰗխ遤ꌼ㹒⫄：ꀎ➝
⚥、痘棶楧、랔㶩嚩、꤫뜩蓸、랔鑘㮵、影㕜⡡խ嵳

㣼䎑ず㷸剚

䓹嫢）խ꤫鑘琐（귇㼭ꬆ俒）խ豤ㅷ匋（귇㼭㸞⤧）խ

⸔椚：宕巾槼խ剪酤䌌：嘥凶ꨣխ剪酤⸔椚：薵갫渤խ

놎놨խ⩎䬝蔅窛：랔僱彂、꤫ꌂ⨀խⷜ撑：闒僈妇խ

p

䧭✫岁䌌，乩剤⥌滞♲⼪，⡞㖈⽂䫏宐ꅽ。

ꀀ鴍。滞➃翹㖈俒䕔㹻铞疮，桪哆㔐䥊饱

㻌Ꟁ）խ脌듳麨（귇꤫穉Ꟁ）խ桬剅㋮（귇㼭蓸）խ

〢鹠ꥑ（귇㼭㸞䎂）խ䓹ⱄ莇（귇䩛♴歌）խ넞桪ꩯ

⸂囙䕧鋕㐼勞剤ꣳⰗխ旙灶ꏈ窣：꤫匌嵳、辉軺、

♳僦，㸤䧭痧♧鿈ꨶ䕧⡲ㅷ，䖕娜儘Ⱉ䎃。

䌃（귇꤫䘋⥌）խ勛玑䕟（귇륌）խ䓹僈莇（귇漛

卌撏꧆խ⻋㦳⸔椚：鏪蓐蜹խ唚㦳䌌：卌稇蔊խ唚㦳

葻、卌蠝㸪խ⸂囙㜥：䖛秫⽂、詎匡缦խ䬝伢㐼勞：

涯 》 ⷜ 劥，2013 䎃 9 剢  䬝，2016 䎃 3 剢 18 傈

猗）խ♨㻞（귇猨敶）խ〷럄銯（귇蟣）խ倷そ

䖛抉绥（귇ⴡ陪）խ㷟姃蒕（귇諽嫢）խ卌〳㈔（귇

植㜥ꏗ갉䌌：䓹囙⦭խ植㜥ꏗ갉⸔椚：〢劊戇、飅⤧

抓涰ざ》；2009 䎃ㄤ䖛鰊鮪㼬怵Ⱏず㛂㼬ꨶ鋕⩑⫹

䙂溫（귇⡦䘋䧭）խ叕♧姻（귇Ⱙ柱Ꟁ）խ椝楪（귇

䖛焗㵜խ繡遯꤫鏤：康匌缦խ麥Ⱘ穉Ꟁ：飅肬꾚խ麥
Ⱘ：꤫笞ばխ鸤㘗䭸㼬：ⷠ儫⠺、ゟ匡埠խ⻋㦳䌌：

㛂㼬痧♧鿈ꨶ鋕Ⱄ럊墂《崩孝來䱇》；2005 䎃㛂㼬

2016 䎃〵抓ꨶ䕧➝稲 ⷜ䞕晚

ⵌ繡㕜殆㷸，楾䕒䟝㔐㹻撑곃昿鋷，✳➃捀

ⷜ䞕➝稲

ꫭ䎃넞⚥ 719 㻜뀿棵，潃麬䒒♬䎃⽰

姽♶ㄤ，殗噠莻剚殹儻，俒䣔ㄤ冝䧗➮涸㹆
ば涮欰ꡠ⤚，界鄄楾䕒中鋅。䖕⢵俒䣔ㄤ㹆
ば㤀㶩䧭㭶，㷛㶩♶䎋㣚䫔，䎙䎃䖕ꨆ㭶。

㼟莊鳵ず㷸剚。갠䥰ず㷸剚崞⹛涸⡦ꉎ䡹㖈

귭呲♳，俒䣔ぢ罉ず㷸㗞鎊，➮✲噠♶䧭⸆，

聃鋅剤ⴲ䧗랔楾䕒涸嶋䜂罜佖隶䗱䠑。䫼〵

➮⦛㔐ⵌ嫢吥䨾㖈㖒〵⚥。二⟤用岁㨽

䐠堥㜥伍䨔棵Ꟁ畎俒䣔，➮⾲䟝䲀鴀，⡎
儘，涮饱➃〢⤧륌⢵䱺堥，鮦♳鼩剤㥏⯥

⛳剤⨴䐁㉏겗。罉ず㷸鿪ぐ剤欰崞蕲邪。

㆞涸ず㷸랔㸞蟣，䒊陾䪪ⷠ桪梥䩧聃楾䕒涸

Sam，➮鯺衽滞➃ⵌぐ㖒鼝锞僓傈ず㷸。

嶋䜂。㉏饱棵㼩蒫걧ㄤ廭楑涸朜屣，Ⰽ➃穡

罉ず㷸僽鐧꿋꧌㕰，涮植铐剚，䲿⣘✫㣐걧

㣟䠑，➮⦛ⵌ蒫걧㹻鑑㕬렽⺑，⡎➮遺䗱

痧♧畀僽倰鹎犷涸蕑吒罉㹻，鹎犷⟃捀

➫涸そ晚。剓闍纏孵涸㣐걧➫桬䄳ꐍ，植㖈

㭶✫，♶麕蒫걧㔔捀ⴀ鮦犳倬艚㣟噠，㥶➛

䓽，Sam 䭭ⴀ《寝峕⚥涸♧哭菻》涸䕧⫹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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䟝慨⺑➮。俒䣔饱䠑⯓㔐罉㹻，䪪ⴀ殹䎃
殥楾䕒涸稇䲾。ꉎ䡹䵃㼦ⵌ Sam 涸䗏⽈，
鎹ꏗ✫鸏䎙㣔涸假玑，⤧륌剤堥剚✫鍑㥏⯥

涸䗱䞕。➮⦛䪪♳䧭捀殥㹻涸桪梥，㥠铞楾
䕒荈䖰㣐㷸殗噠䖕隶䖤荈ꟗ，㨥穅㋲魨，昿

鋷麕⚆䖕⤑䵦ꨆ罉㹻，聃铞㔔浓氿⚆✫。
ꉎ䡹䄶惓，䥳䜼殹䎃莻剚♳剐㹆ば⫄秶哭秉

俒䣔，⿶䪾俒䣔ㄤ㹆ば䨾㖈⡙縨䭸窍楾䕒，
劥䟝诔衽ず㷸剚䔥酢麕ꐫ，⽿⢵♶⿻✫。俒

䣔对㹁鷎ⴀꨆ，⤧륌伍꣖➮，铞棵㼬叕罉
䌌䖤✫劣劍肾艒浓，䌌嫢䋞劆剐➮鳵♧㜥欰
デⴽ䒭。

ず㷸⦛ⵄ欽兰䢵㘗䩛堥耢粯，㥶격㖈殹

䎃涸來㹔莊鳵ず㷸剚，ぐ瑭➿邍荈䊹耷噠涸
ⵖ剪ⴀ䌏。叕罉䌌㗂㖈鰶喱♳歋隌椚䌌䲀衽

植魨，㗞鎊剎㔔氻穪劆，⡎䟝饱剎⹉⺑㷸欰

䕧晚须俲

㼬怵：卌幢➝խ管ⷜ곃㉏：馢뜩㫫խ剚鎙：랔뜩頻խ

ⶰ㼬怵：卌猥颩խ㜥鎹：䖛㥶䢵խ醢晚：꤫僕摺խ㢫

耢醢晚：鿵⥌鸮խ㛂遤醢晚：導㨪⭳խ鼇錬：꤫䢵錚խ
ꦑ晚剚鎙 欰崞醢晚：䓹猗ばխ醢晚⸔椚：齶儀绥、
峿钟闉խⷜ：꤫䘋㕜խ伢䕧䭸㼬

A 堥伢䕧䌌：

랔♧妲խB 堥伢䕧䌌：卌䘋韝խ䴸⹛䱾ⵖ䌌：䓹⚥ꌂխ

騈搋㆞：麨暜媲蒕、勛用갫խ伢䕧⸔椚：䑁薊彂、꓃
㡦⨀、꤫淏㜜、卌ꯂ绥խ伢䕧穉㻜绢欰：諽⳯䡹、

詎㹄梥、諽龐槼խ敚⯕䌌：倷㺢渤խ敚⯕⸔椚：蛅榰
涮、꤫⤧葻、ꁀ僈牬、卌㹒輑、剎绐䡗խ佐갉䌌：嘥

㶩➝խ佐갉⸔椚：勛匌匋、飅ꯂ䒄խ㜥걆棵：랔嵳

彂（㣐韍）խ㜥：卌宕⨀、蛅翵㉬խꨶ䊨：랔囙ꥑ、
詎ꆄ犷խ繡遯䭸㼬：勛㺢꧆խ㛂遤繡遯：꤫㎗允խ繡

꤫❫悦խ剪酤盘椚：桬㣁鸮խ剪긭⸔椚：㩉⛇㻞、桬
㦍蔕խⷜ撑䌌：桬륌䊛խ⩎䬝䌌：卌ⱟ⛩խ伢䕧啟：

鮦耫鄄钢ⴀ㖈䎂❜麥，楾䕒馜剐➮䚊佹，
书㔐俒䣔♧ㄐ。

俒䣔䧭捀㖈闍〵♳涸慨⺑闍䌌，⹉⺑㣐

㹻蜓䘎ⴲ䗱。怵闍穡勲，楾䕒㽠㖈㢫瘞，

➮⦛鎙殥㖈叕罉䌌䗻傈儘ㄤず㷸、䌌嫢く궤。
姽儘，Ⰽ➃遤꽢ぢ倰涸䎋犷㼭啲㋓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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弔畾梥、랔㶩䛸、랔冁꧉、嘥⸈⸂、勛僒Ⲵ、勛ⱟ槈、

肆⟨剤ꣳⰗЭ耫갉籏湌：꤫㕜⨀խ遤佟⼿锅：㷟

卌⛓䚻、卌ツ䛸、卌㷆姃、飅倛㧄、繏蒧薝、㽍钟囙、

蕰榮խ⡲刼ꂂ坿：卌䘋䘞խ5.1 幋갉：卌⾩⠽խ佪卓：

ꁀ挴㗛、弔꧉瘱、ꁀ笞蓐、랔䎃宕խ㼩涯：卌⾩㗛、

蛅䰦㸞խ⾲ⶾ갉坿：괐ꨣ㫨坿剤ꣳⰗЭⴀㅷ➃：

ゟ姻䘞խ怵ⴀ：꼛骢䍲Эし➮：꼛骢խ⚺㈖：㣖㶩խ
렽：ⶍ卓խ頺倛：麨晋խ〈Silent Night〉刼：㣖㶩խ鑂：

꼛骢、玑䧃僅խ〈⡹僽剓㥪涸〉刼：꼛骢、㣖㶩խ鑂：

㣖㶩、麨晋խ〈崞䖤礶ꅷ〉刼：卌䘋䘞խ鑂：ゟ姻䘞、

卌䘋䘞խ〈㼦䪪䚻僤〉刼：꼛骢、㣖㶩խ鑂：麨晋խ

㕜ꥹㅷ晦곃㉏Э랔렳缦、䊱综䂾、JSRM、꼛⯘侸

䏭、湖㼱蜹、䓹俒꼖խ涮遤Ⱇ：㥪㷛㶩㕜ꥹ㫨坿剤
ꣳⰗЭ籏湌：剎⳯ばխ遤佟竤椚：詎頻䢵խ㼠呪

ヰ䙼㧄、嘥尃䅈、ⷠ蔕蜹、랫僕傤、湖⤰䟃、湖㪎⺛、
寐厣䣔、⡦猈颩、卌蔀䡹、卌厬꼖、卌꧉䟃、⡦荞韝、
ゟ⤧嫏、ゟ㤘牬、ス❠⥜、ヰㄤ䒄、卌䥊嶝、媯䚃猗、
脌蔊榮、卌翱❏、⣶翱肬、脌䂾䡗、薵꾸畾、䖛笞鴇、
薵㸙ꫭ、廭楑、꤫厬㎗、龹缦、꤫㪮ⰶ、ⷠ倛俒、
詎囙듳、랫傈韝、꤫ꉎ⢕、剎绐䏭、랔㧄㸞、랔㪨榮、
랔䙼㮵、衞巾㰆、䑁榏㧚、ⷠ秫⾇、䨥併埢、譩聇內、
闒蓐뒉、繏㎗楧、豤䚃襮、桬㣐ず、瀖⥜笞、勛➋⳯、
勛⚆䟂、卌顜幢、卌㎗韝、叕佟葻、顗䀥、䓹俒匋、
剆笞䧭、鏪䘋铇、꤫㹻⺍、䑁䘋㎗、諽僂䛸、闒䪭纻
（귇ず㷸）
ⴀㅷⰗ

醢⡲Ⱇ：倞륌➝㢵㯯넓肆⟨剤ꣳⰗխ

涮遤Ⱇ：㥪㷛㶩㕜ꥹ㫨坿剤ꣳⰗխ晚Ꟁ：105 ⴕ

ꗻխ铃鎊：㕜铃խ♳僦鋊呔：DCPխ겳㘗：ⷜ䞕晚խ

꤫⚺鎯խ侸⡙䖕劍醢⡲：〵⻍䕧噠肆⟨剤ꣳⰗЭ

ⴕ秹：⥃隌秹խ♳僦傈劍：2015.03.25խ〵⻍牱䨼私

桪幢խAlexa 墂呪盘椚：嘥巾㰆、闒僈㎗、ⷠꯂ䒄、

桬䕙埢（귇⡦ꉎ䡹）խ桬潈（귇랔㸙渠）խ♨⸂犍（귇

嵳䃚䕧鋕㾝、痧 3 㾂窣騟ꨶ䕧眏；Ⰵ鼇 2016 䎃螠铃

ꁀ兰峿խBaselight 锅⯕䌌：꤫繡箋խBaselight 锅⯕

楾䕒䟝铞럊鑨，⽿铞♶㸤侮。ꨶ鑨胝兞涸抡

鏪尬蛩、꤫ꬆ䚃、ゟ蝌、ス⢕証、勛⢕㺂、康⢕襮、

竤椚：詎兰⪂խ遤ꌼ㹒⫄：繏⟂匋

ⴀ麕涸ꤥꫂ。楾䕒㔐ⵌꄴꤎ，俒䣔⽿ⴀ植

搭ꨆ。㔐玑俒䣔瑳搭䗱茵氻涮，䗾汥䩧窍

䌌）խ勛梅、勛ꅷ覂、卌䟃㫲、卌镧ꉎ、卌갚㹆、瀖

㹄輶、ゟ僦悦、ゟ儫繶、倷⢆猗、䓹ꅷ榮、䓹ꔙ㮵、

Roto：勛㭓ꉁ、劫渤螠、寐䙼蠩、

諽㹆䢵、脌龿梕、鏪⛇⯋խ耫갉䖕醢：⨀䥊侸⡙猰䪮

⡙㕜ꥹ剤ꣳⰗЭ峿㸙䧭、䑁廭梥、ゟ兒㻞、ⷠ㸞

꤫僦俒、⟤ㆹ⺍、闒䔻楋、僒⸺⡠խⶩ鱀䌌：곃凶蔕խ

䕒铞荈䊹傍䘎✫，⛳격䠑⾲锯麕，俒䣔䝸

뜛խ2D 䕧⫹ざ䧭

埢խ鸤㘗⸔椚：꓃ꫵ楧խ唚⻋䌌：꤫橵蔊խ唚⻋⸔椚：

䑁㶩椑、䑁⢕厬、꤫⣜厬、匡钟뜛խ鸤㘗䭸㼬：詎ꫭ

歑㥪饥。叕罉䌌㔐玑涸騟♳，隌椚䌌ꨈ麕

✫，➮傍䖰滚牟钢ⴀ楾䕒，䟝ぢ㥠麥姊；楾

랔畖鑬、嘥㌈䥃、詎㹄ꩯխ2D 鋕錏暶佪䭸㼬：랔缦

遯⸔椚：卌㹻㹆、꤫謶㔔խ繡遯穉㻜绢欰：峿绐畖、

銴⹅侒㼩㔮ꨈ，⛳鑪⟃魨⡲。ず㷸⦛捀

㖒ㆰ✫，⾲⢵㥠僽楾䕒，叕罉䌌⺘䣆㥠銴饥

皿㕬：嘥㌈䥃、詎㹄ꩯ、卌

䙼へ、䕠䐁韝、⡦蔀㧄、랔畖鑬խ3D ざ䧭：⡦蔀㧄、

薊俒㶶䍌：⮛㽳⯘⫄久剤ꣳⰗխ笪騟遤ꌼ：䋒뉓開

䖕劍窡硁：脌⟗⯕խ䖕劍⼿锅：勛匡ꩯ、绀焗螦、꤫

罉䌌鷑♳牝犷，㜥䠮➃，Sam 「䠮⹛랿䙂

䥃、랔畖鑬խ3D 䩧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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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荞㸙խAlexa 磧锅吥姻：ⷠꯂ䒄խFCP 禺窡侮椚：

怵㆞Э勛莇俒（귇畎俒䣔）խ㹨ㆹ（귇랔楾䕒）խ

〢⤧륌）խꁀ姃（귇 Sam）խ䐆㸻螠（귇叕⤧

⪂罉䌌）խ嘥㸞用（귇叕䌌嫢）խ繏䙼楋（귇蒫걧➫）խ

墂呪管鱀䌌：勛䕥颩、齶✵榄、嘥䪭檕խ晚㽵鏤鎙：

䨼综蔊（귇蒫걧㧼）խⷠ⼿併（귇㣐걧➫）խゟ䋕（귇

⸔椚：勛⣜걽խDCP 侸⡙管焺：影꾚㓂、ゟ㹆鞮、

ⷠ桪梥（귇ⷠ桪梥）խ卌⨴㻳（귇⤧䕔）խ闒⳯ꨛ（귇

ⰗЭ鋕錏暶佪籏湌：㓂䮸妲խ㼠呪竤椚：꤫㪎㖳խ

䚃蘩（귇繡遯罉䌌）խ倰兒ꯂ（귇陪㻌䘞）խ꤫⟃

桬稇犵、ⷠ⸈㹗、哀䪭㸻խ侸⡙鋕錏暶佪：縒괐剤ꣳ
须幀䕧⫹ざ䧭䌌：꤫㪎㖳、䑁⨀兰、勛䕔⭳、꤫蒧

琐խ须幀♲笞⹛殥䌌：劫⤧傻、눛꾚䳓、衞⽂⡡խ醢

ꏗ：倞〵䍤 1,091,305 ⯋խ䖤栁、㾝私ꏗ：痧 8 㾂
ꨶ䕧幀㖕渿Ⱙ冸痧 4 㾂⼧㣐螠铃ꨶ䕧邍䕥Ⱙ狲

倰鹎犷）խ桬꼖䜤（귇鹎犷㧼）խ䖛껻㫫（귇랔㸞蟣）խ

㼬怵矦➝

桪哆）խ꤫䗱槇（귇㹆ば）խ꼟⤧擳（귇㸞匌）խ䑁

⟤⚥㷸繡遯罉䌌，㔔攨邪ꨶ䕧䊨⡲，1967 䎃饱⟤ꨶ

裄（귇楾䕒㩬）խⷠ⯘⹉（귇楾䕒時）խ嘥㭓⠺（귇

䌌㨢）խ峿涬⪂（귇㼭畎俒䣔）խ瀖姹（귇㼭랔楾䕒）խ

卌幢➝，㹆貽➃。㕜用䌌眕谁遯㣐㷸繡遯禺殗噠䖕，

䕧⿻ꨶ鋕管ⷜ，⯓䖕二⟤麕寐嵠、꤫峿字、勛遤、꤫

罇㖠瘞➃涸ⶰ㼬怵。1976 䎃⟃《寝峕⚥涸♧哭菻》
栽倞耂㽷ꨶ䕧✲噠㛇ꆄ剚櫷鼇ⷜ劥껷栁，⡎劢䬝䧭ꨶ

䕧；1977 䎃ⱄ⟃《オぢ䎂㖒涸䓽괐》栽櫷鼇ⷜ劥⢕

⡲⼿⸂：눦暶ⶾ䠑剤ꣳⰗխ晚걧鏤鎙：縒괐剤ꣳⰗ

桬떻（귇㼭〢⤧륌）խ歊㪨㧄（귇㼭⡦ꉎ䡹）խ䓹

佪醢⡲：寐猥情、衞䏭㧄、詎䪭ꏳ、꤫⭑謶、꤫⣜㮵խ

ꐍ（귇㼭㣐걧➫）խ峿⼪㣼（귇㼭倰鹎犷）խ桬㧄㲷

欰》；1981 䎃饱䱺鸮㛂㼬♲鿈㷸欰ꨶ䕧《㷸欰⛓䠦》、

㼭桪哆）խ脌兒鮯（귇㼭⤧䕔）խ䑁䘋㎗、勛➋⳯、

管ⷜ䲿そ。植荈穉倞륌➝㢵㯯넓Ⱇ䬝晚，管㼬⡲ㅷ

愯忄（귇㼩䩛棵㌝ B）խ飅冇䏭、莞䒊㸪（귇俒䣔棵

⩬潈勠，❀㼠㖈〵抓䙂ꄴ✲增뀿猰，殗噠鹎Ⰵ⫄久㕖

խⶾ䠑籏湌：넞鹠鮪խ㶶넓鏤鎙：卌⢕룲խ鋕錏暶
〵⻍䕧噠Э 3D 鋕錏暶佪䭸㼬：랔畖鑬խ3D 繡遯

鏤㹁：⡦蔀㧄、랔畖鑬խ3D ꖏ걧鷆髠：嘥㌈䥃խ3D

䒊垸

勞颶：嘥㌈䥃խ3D 㜥兞醢⡲：嘥㌈䥃、詎㹄

ꩯ、卌䙼へ、䕠䐁韝、⡦蔀㧄խ3D 㜥兞粭㕬：詎㹄

ꩯ、卌䙼へ、䕠䐁韝、⡦蔀㧄խ3D 磝㶩暶佪：嘥㌈

䃪榮（귇㼭蒫걧➫）խゟ蕰笻（귇㼭蒫걧㧼）խ桬䄳

⡲栁；1980 䎃⼮⟤㼬怵，껷鿈⡲ㅷ捀《♧⦐㉏겗㷸

（귇㼭랔㸞蟣）խ勛儀巒（귇㼭ⷠ桪梥）խ꼛襮（귇

《ず棵ず㷸》、《歑㥏ざ棵》，栽ꆄ꼛栁剓⢕㼬怵⿻

卌顜幢（귇넞耷欰）խ翈⯕猈（귇㼩䩛棵㌝ A）խ劫

稡琎 25 鿈。

歑欰）խ䓹鹎铇（귇䱳程罉䌌）խ勛⚆곏（귇넓肬罉

䖰✲倞耂䊨⡲，ⱄ饬⻍❩ꨶ䕧㷸ꤎ余隡「㼬怵灇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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䨾」。ꤑ✫ꨶ䕧㼬怵，❠魨Ⱟ䕧鋕㕖管ⷜ，㻨麕⯥留
ⷜ、⹛⡲晚、䛌䙳晚、〢酤晚、⧍椚晚、私ꏗ晚⟱ⷔ

瘞。剎⟤《⼧♬娔涸㣔瑠》管ⷜ、⩎䬝，《㸕隶》⩎
䬝瘞。

凶兒䱺饥。

僈搂鳡，㻜䞕僽뜩㫲涮植㢫麂䖕⟃娦湱鹧荈

䤨䙭罜剤眏䖒涸侫䩧淼⟝。剓䖕랱殥倾涯

酭涼僽㊭呪涸㜡㼬，⤧⪂荈钢搂鳡，♶濼

㫲♧鰳㶩。凶兒邍爚㔔捀䠺毰莅二䗱，䩞剚

〣鑨穪搂贡⧺。」

㖈罉莍杮㼭涸假䏅，⤧⪂ㄤ凶兒溏倞耂

㥶⡦僽㥪。㣆㺫⛓ꥹ，凶兒涸㕜⚥鎹䥊弉植，
殹儘昿嫢ꨆ殯，莅昿ず⡞涸凶兒鄄昿鋷䭸䱾

k

㥶嫢鋷♧垺宐䚍嘥蔅，殹儘涸歑⤧⪂㖈㥠

㣟䱾閦鎊

䭸㼬：䑁侣㜜խ敚⯕䭸㼬：㾅䒾➋խ谁遯䭸㼬：랔繡
幢խⶩ鱀䭸㼬：꤫⽈俒խ鼇錬䭸㼬：ꐏ㼭椨խ갉坿：
繏䛸㧚、豤梇❅խ耫갉䭸㼬：넞⨀儫խ管ⷜ：弔갚

瘱、垜♧㸞խ佦✲䠮⢵荈：盘➋⨴〈♧⦐㼱㮓騈衽
媹➃月猙㤕⟃䖕〉խ耢ざ醢晚：꤫⽂㸪խ窡硁醢晚：
卌㹗⧍խⶰ㼬怵：峿⠭韝խ⸔椚㼬怵：랔꾚⪂խ㛂遤

昿㺙デ凶兒莅⤧⪂涸ꡠ⤚，䠑㕬䬓侕Ⰽ➃，

㪨⟻խ管ⷜ⼿⸂：勛❏哆、倷ば巒、峿⠭韝、랔繡幢խ

䘋，⚂㕜⚥ず㷸㼩㢫旙俲，殹䎃㥠竤䌢ぢヰ
繡桪㔔姽蕲㎲鱜锸䪡鐱。⡜衆涸繡桪ⱄ䏞⢵

鸫，⤧⪂岤䠑ⵌ凶兒鼩⢪欽㕜⚥儘➮鋷荈⨞

ⵌ녋谁䏅，㖈㖒♴㹔♧겎⧺➃걧涸滚漌⚥⡂

Ⰽ➃⢵ⵌ㟍㕨，凶兒岤䠑ⵌヰ昿涸㟍㖒毠⡂

♧䎃䖕，♶⨞鎹罏涸繡桪ⴀ晝♧劥そ捀

剤➃⢵侮酭。

倞耂⫄⢵뜩㫲膨ꨆꦖ㞯，⡎〳腋隶䧭嗃

暟➃，ꤑ✫⤧⪂，陪倰⛳ꓳ㹁♧そヰ㨺䊺㭶

駈搂䲃。佹隌鮦䖎䘰䫼麨녋䐤，㼟⫊罏鷑䖃

䠑㢫娦❗，⤧⪂⛳嶍Ⰵ。倞莍呪涸ꡠ耢，

㥏㶩。✲㻜♳，陪倰猙♴岤䠑ⵌ㢵䎃ヰ昿

ꄴꤎ。⢵ⵌ䚊佹氻䨼㢫涸陪倰⾲䟝⨞瘘ꏗ，

毠럊ꅾꅾ，陪倰⛳鷆叆ⵌ凶兒罉㹻。

ꨆ。陪倰䱺栽鷆䯲涸䭸爚，䧃毠➮⡲颀䗱

兒，繡桪♳陪デ陪㻌䊺䱍䳣箁程，⛳䧃毠

㷛㶩Ⰵ漗，♱㣗䌟䠺蒀㖒䪭開，♴㔐ⱄꤙ

饱ⴲ䬩穪「鏞，⡎㖈陪倰㺙꧌涸鷆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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繡桪⯓㔔㊭呪倞耂以♳✲噠넞䂾，♶

鿓䧕䢵、绀僈곏խ⼿ず醢晚：衞姿㣼、詎用㪮խ伢䕧

鷗ㄐ듆듗魸询ⵌ凶兒涸呠㕨罉㹻。㔐䥊

걧，罉꠸㫟齶뜩㫲⦝㖈㖒匢♳䬄䴬，腺㶩♳

㢫，遳〡瑳搭꽢ⴀ♧鰘鮦，僽豤⤧⪂，➮㼟

谁䏅♧呪剓穅阮亙♶駈搂岁饱鏰。

㼬怵：垜♧㸞խ醢晚➃：넞ば❫խⴀㅷ➃：넞ば❫、

醢晚：꤫䒊⡡խ㜥兞竤椚：ス⯋㸪խ醢晚⸔椚：ゟ㪨

涸ꐏ⺫，Ⰽ➃莍䞕䗂敎。㖈罉㹻麕✫♧㢹，

凶兒䱳劆♱嫢㫟。凶兒ꨆ㹻䖕⽿⢵ⵌ녋谁䏅

㜡デ♳涸䝹娦♶痘，⤧⪂鼩僽鄄ⴼⴡ。罜녋

䕧晚须俲

⛉⽿⫄⢵⯓㜡㼬涸吥㕨䚍呪㲀月⟃娦僈

㜥兞⚥，䧭䎃䖕涸⤧⪂ㄤ䌟衽㥏⯥涸凶兒ꅾ

贡。秉蜓ず♧儘，넞꧆厥㸕酭，ヰ凶兒ㅺ

昿涸ㄐ呪，凶兒㗞䪭，殹䎃⤧⪂捀✫⥃隌㥠，

铞：「䧮僽豤⤧⪂，䧮涮钮，䱺♴⢵铞涸嫦

⤚，⛳鷴麕⩏叆涸陪倰、凶兒涸♱㣗，焷⥌

鑪㥏㶩魨ⴕ㽠僽凶兒，鷆髠ⵌ凶兒涸罉㹻。

鄄⤧⪂䬩穪✫，♶⛉⤧⪂⽿饿ꥵ䖰筝䚊ⴀ〡

陾겗，Ⰽ➃涸湱䠦荈涯，䒸涮鱜锸ず䞕。⤧

㣟䩛䩧娦㹻凐⚛䚍㥠涸時時，ꧪ搭莅娦❗

䕧堥，⟃⿻⤧⪂剎ㄤ♧⡙幋過繡㥏剤♶僈ꡠ

涸ⴉ汚♶⨢忶ⴀ過宐，♧倾涸♱㣗豤⤧⪂䩛

凶兒♶격㢵铞。䕧晚涮䋒䖕，䧭捀鹋ⴚ㼓

㕨䚍뀁仠呪，⛳岤䠑ⵌ㊭呪，㔔捀钢ⴀ㕜
녋谁䏅㆞䊨䩧聃ⵌ，뜩㫲♶⛉飑Ⰵꆚ㶰伢

䎖冝涸䕙赙녋谁䏅㖒♴㹔酭䱖怏⧺➃

騈衽鷗❗。ꡠ䱈ꏗ䕧儘，繡桪㉏饱ヰ昿呪䞕，

⪂莅凶兒ⵌ陪㽷荈껷，陪倰刿㢵衽㟯殹䎃ヰ

⚥ず㷸⤧⪂，⛳ず姿鷆叆鸏坼呪⟝。繡桪ぢ

ⷜ䞕➝稲

ⴞ。⤧⪂䪭開岁䖒蕰腋鼩➮幢涯，剚撑곃뜩

魨♳涮植沮過，䧃毠凶兒鄄㹻凐。

倞鹋ⴚ鎹罏蛅繡桪，姻㖈鷆髠♧㸻吥

White Lies, Black 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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繡桪㙵⠃㖈罉㹻，穅倴瘞ⵌ⤧⪂莅凶

⛖涮植✫➊랃。

《⧺韍》涸冱ꌼ㼭铞。厥㣔，繡桪⢵䬺鏞凶
兒ㄤⶍⴀ柱涸⤧⪂，凶兒㙵껷㹻，⤧⪂㼩
㢫歲䕱蕰劢耂，㼠岤ⶾ⡲淼⟝。凶兒䲀衽䊺
䧭嗃暟➃뜩㫲涸鰶喱，ㄤ繡桪㖈㢫걧侕姿。
繡桪㼟䪪ⵌ涸ꆚ㶰伢䕧堥ㄤ㼭铞❜窍凶兒。

凶兒ⲈⲈデ涯，殹䎃⚛尝剤鄄昿鋷㹻凐䚍
，荈醢沮過ⶾ⫊，〫僽捀✫䒸饱ず䞕。荛

倴ꆚ㶰ꏗ♴涸呪涮殥，⾲⢵僽凶兒㣟䩛ⷔ

ヰ昿涸娦㔔，䒊陾➮⦛ⵄ欽鹋ⴚ惶幢。➮⦛

⫊✫뜩㫲，⚛瘼ⷔ䖕糵鎙殥。繡桪尝铞涸✲，

㥪䪪♳繡桪。

✫鄄⤧⪂䩧僊涸ヰ昿。㥶➛，捀ヰ昿呪剪ⴡ、

궤䏅䨼酭，⤧⪂㼩ꖏ걧荈涯，邍

槇、卌秫纷、卌⢆琐、詎㷆⺍խ醢晚㻜绢：卌❫㸞、

꤫薳뢶խ劍醢晚⼿⸂：鏪㹻韝、꤫䋞翱խ㜥鎹：倷

伢䕧㣐⸔：⧋䕟խ✳⸔伢䕧⸔椚：♨兰渠、鏪㹻韝、

绀㹻㼢խ♲⸔伢䕧⸔椚：詎㺀嫏、飅䘞嫏խ✳堥伢䕧
䌌：㾅䒾➋、鏪秴彂խ✳堥㣐⸔：ꁀ莴➋խ琽㹁㐼乽

⡲㆞：꤫厣խ瑠䬝乽⡲㆞：叕俒葻、叕㤌鴇խ敚⯕

걆棵：齶뜛〞խ敚⯕⸔椚：鏪뇷뜿、꤫猈⯕、⩬儀➋խ
敚⯕㻜绢：랔䒊鞮խ敚⯕堥：瀖用⨀、䓹䘋葻խꨶ

䊨：⡮㷸⥌խ㜥걆棵：鏪⤧䎂խ㜥⸔椚：卌冕、

䓹啵⪂խⷜ穉堥：ゟ僈鞮、卌唿䒾、ヰ㼂⽂խ佐갉
䌌：勛肬兰、꤫❠⨀、꤫扣խ佐갉⸔椚：桬併傒、㷟

嵞鮯、랔㣔ꪶ、랔䒊⺍、랔儀䡹խ繡遯嚌䙂鏤鎙：

歊⽂嵳㶩խ繡遯䭸㼬：嶃焚䂻խⶰ繡遯䭸㼬：ꁀ㎗佟խ
繡遯㛂遤：桬埠뒉、ゟ蒩㰃խ繡遯⸔椚：䕠ⱟ⻋、꤫

龐藚、嘥䒾榮、龥㸻笞խ植㜥㛂遤佅䴂：랔蓐嚩խ植

㜥⸔椚：卌龐楋խ繡遯⼿锅：ⷠ⢕秫խ繡遯㻜绢：劫
桪諌、ス厣镧խ縨兞㕰：囙⟱噠剤ꣳⰗЭ꤫

ⱟ䘋、卌傒匌、勛幢唿、랔ⱟ敉、꤫俒摌、ꁀ剤䗞、

⾲⢵殹䎃㥠剎㥪㣼ꡗⰅ凶兒㹻⚥，䠑㢫䝹娦

卌⤧し、卌㕜ㄤխ颶䠮㕰：岁貽⯘颶䠮谁遯⚥䗱

⧺ꅼⴀ柱涸⤧⪂，䨥衽羮堥栬荈㖈䊨⡲呲

飅⭑䛽、랔㎗棶խ伢䕧㾝⡲ㅷ：《勞荈ꗻ翱꧆「⽂괐」

Э꤫倞涮、卌䕔⭳、桬꼖棶、꤫鸒㺢、랔酕摌、桬

⤧⳯、卌䏭猒、꤫渠琐、卌䏭㸞、康匌囙、꤫䟃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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禺⡲ㅷխ伢䕧㾝ꏗ⫹酤縨：《勞荈꤫蔀㹆瀊晚⡲ㅷ

蒩琐、꤫㪎㖳、詎䪭ꏳխ鋕錏暶佪醢⡲：縒괐խ鋕錏

Styling Studio Э鸤㘗：卌肬㦨、豤䏭⼰խ鸤㘗⸔椚：

侸⡙ꨶ䕧䭡頺窡硁：䓹笞秴խ侸⡙ꨶ䕧㶶䍌：鿓⿶榄、

《韣》խ伢䕧㾝ꏗ⫹酤縨怵ⴀ：랔㣐傢խ鸤㘗㕰：Z.E

佪卓：꤫䮸㕜խ侸⡙䭡頺 DCP：犷湱侸⡙醢⡲Э

꼛㎗俒խ剪酤盘椚：ゟ蓐榏խ暶婌⻋㦳：䖛㎗ば、ⷠ

剎俒龐խ侸⡙ꨶ䕧䭡頺醢⡲：꤫⤧䒄խ伢䕧㐼勞：躃

ꀶ蛂唿խ녋㘗⸔椚：豤绐內խ⹛⡲䭸㼬：嘥䘋륌խⶰ

꤫⪂榰խ邍怵鎯箻：ꁀ㹆䏎、䖛抉绥խ怵㆞盘椚Ⱟ痧

곏㎗խ⻋㦳䌌：桬ꉎ꼖խ⻋㦳⸔椚：悮姃催խ녋㘗䌌：
⹛⡲䭸㼬：卌✵⳯խ⹛⡲剐魨：卌✵绥խ⹛⡲⸔椚：

✳鼇錬：脌⛇㮵խ痧✳怵㆞盘椚：桬⛓琐խ劍鼇錬
⼿⸂：꤫㋐䟃խⷜ撑䌌：꤫⿶笞խ⩎䬝：豤繡桪խ〵

抓涮遤：㪮鋕肆⟨剤ꣳⰗխ〵抓斊ꌼ窡硁：兞㫨

坿剤ꣳⰗխ㕜ꥹꌼ㈒：兞㫨坿剤ꣳⰗխ⚆私㤹

㆞）խゟ棶笻、卌⣜輑、卌㪨⡮、剎㡦橾、랔潈ꍵ、

䌟剤㢵箁侃✲莅랱蒀虢闳涸蒀䕙。껷妄䧆毠겳㘗涸㎲

⯥）խ桬⸆、桬厣韝、瀖듳莇、ス僻嫏、勛僈⧍、ヰ

涸⡲ㅷ，衽ꅾ䲾粭➃暟Ⰹ䗱ꤥ冝錬衆涸牍㺙莅閦鎊。

ⷠ繡뜿、詎㹆ば（귇㼭く䏅㹐➃）խ⡦㣼✮（귇㣐ꈚ

娜䎃ꨶ䕧⡲ㅷ⺫䭍：2013 䎃《䑛暟》栽鼇犷䀥❏崎

晚䑖：囙⟱噠剤ꣳⰗխ暶婌㜥㐼勞：⸂囙䕧鋕

鏪鴇ꌂ、꤫㗛ꔩ、康㉬佟、랔⟤ꨛ、諽㸞鹎、諽佟僅、

䕧栁錚滞牱鼇栁、繡遯、㥏ꂂ錬栁，ꆄ꼛栁剓⢕㥏ꂂ

խ㜥㐼勞：宕牬䕧鋕剤ꣳⰗ、㸻⢵䕧鋕㐼勞剤

镧ⴅ、勛俒颩、勛㗛륌、勛㤘铿、勭㣼槱、導僱秋、

肆⟨剤ꣳⰗխꏗ갉㐼勞：㥪聃ꨶ䕧植㜥ꏗ갉剤ꣳⰗ
ꣳⰗխ獆鮦：宕疽导鮦獆顲剤ꣳⰗ

怵㆞Э桬厣⪂（귇豤⤧⪂）խ鏪榏歉（귇ヰ凶兒）խ
꤫䏭㧚（귇豤繡桪）խ랔ꗽ鰜（귇幑）խ顼㷂㕜（귇

㼭Ꟁ）խⲴ䗱㧄（귇㼭凶兒）խ랔宕ꌂ（귇㼭⤧⪂）խ

㼿䒄、넞㷸笞、䄄ꨛば、䓹䚃ꥑ、䓹䳓そ、鏪⚆⪂、

闒僈䠑（귇劫來䱇㢫鎹罏）խ桬꧉瘱、ゟ䕔䒄、ゟ

卌拃厬、卌蔒槇、纏傺、䌢㖈莇、䓹麨僈、畎䃕⨀、
꤫湅➋、랔帙屎、影㸪彂、ⷠ㹻笻（귇㖒增縭䱰鏞鎹
罏）խꀶ㈔倞、ꁀし⥌、湖ⱟ㸙、卌秫纷、寐蕰㻞、

꤫䚃へ、륔⟃厬（귇劫來䱇㹻㿂）խ卌㸙菕、ꆄ笻謠、

桬広蠩（귇㼭繡桪）խ鏪⛇巒（귇齶뜩㫲）խ䓹缦（귇

剎㜜㙹、䑁㶩⭑（귇귭䑼㹐➃）խ桬蒞韝、䨥⢕⨀、

鱀：哀ꉎ蔊խ薊俒㶶䍌缺陼：⡦繡榮խ晚걧㽵薊俒㶶

㾝）խ⡦豪䡹、⡦狣䜤（귇⧍⧍）խゟ䚃埙（귇倞

薳⪂、ꀶ妲韝（귇陪㆞）խゟ棁覂、랔誯厬（귇隌㡦）խ

䕠纏（귇假爢罉꠸）խ倰⢕楧、湖ⱟ㸙（귇녋谁㆞䊨）խ

㥏㹻㿂）խ卌秫纷（귇ꨶ鋕倞耂植㜥鸮箁）խ랔誯厬

䍌缺陼：勛䚃蔊、叕邆ⳝխ遤佟窡硁：僈棟խ岁

곃㉏：卌鹠䗱խ遤佟剚鎙：〢榰蝎խ䖕劍醢晚：諽㮵

꧹钟爢籏管）խ影し莇（귇凶兒昿）խ话袣螠（귇
耂⚺久）խ衞ꬆ巒（귇卌ず㷸）խ꤫岲埢（귇㼭馄）խ

蔕խⶩ䱺ず姿：绀桪듳խ䖕劍醢⡲：Ⰹ㺂暟侸⡙ꨶ䕧

叕㸪䁌、랔꾚⪂（귇ⴡ陪）խ脌䑞ꨛ（귇倞耂鎹罏）խ

꤫➋䕔խ墂呪盘椚：諽㮵蔕խ侸⡙嫢彂㤛晚：哀ꉎ蔊խ

（귇녋谁䏅䨼匌）խゟ俒䒄、ゟ肬眡、ス⢆棁、卌桪

醢⡲剤ꣳⰗЭ䖕劍籏湌：넞ば❫խ鋕錏暶佪籏湌：

㶶䍌管鱀：哀ꉎ蔊խA 䭡頺⼿⸔：哀ꉎ蔊խ耫갉䖕劍
䊨玑：Clapper Roduction

꤫⢆ば（귇㣐ꈚ㧼）խ耴䘋⹅（귇劫來䱇）խ卌䘋⭳
焗、剆騟⯕、鿓鞦ⵄ、꤫㼿㹗、꤫纻ば、꤫顨字、랔

For Good Soundխ耫갉

厬䡹、馢䟃ꨛ、詎⨴ㄤ瀖듳莇、勛俒鰜、勛僦䏭、ヰ

儫խ㼩涯ⶩ鱀：넞⨀儫、ꁀ⯋⳯խ갉佪ⶩ鱀：꤫㎗冕、

䃪笞、䓹㼭悦、䓹ば囙（귇ꄴꤎ➃㆞）խ䓹䚃ꥑ、哀

곃㉏：剆彂䂾խ5.1 幋갉：넞⨀儫խ䖕ꂂ幋갉：넞⨀

ꁀ⯋⳯խFoley 鏤鎙醢⡲：脌㹁♧խFoley 鏤鎙醢⡲

⸔椚：勛厣㜜、꤫㸪⥌、豤蔊խFoley ꏗ갉：꤫㎗冕、

넞㸻、ヰ䣔螠、卌肬冁、卌⣑、卌ꐘ륌、叕剢ꩾ、넞

薊歑、꤫뜩溫、嘥뜩繡、ꁀ䚃ば、諽㸞갫、諽佟僅、

闒僈䥃、ゟ㼢㎗、⼾㪨わ、卌⣑、卌牬榰、卌楪、齶

桬㎗彂、랔薳⪂、ꀶ妲韝（귇歑㹻㿂）խ諽㮵蔕（귇

（귇鮦畀䑞久）խ垜♧幢（귇锓鑨眏湡⚺䭰➃）խ넞

⫄缾侸⡙䕧⫹肆⟨剤ꣳⰗЭ醢⡲籏湌：ヰ梥蟣、

륟⟗廭խ䖕劍窡硁：桬䚃㮵խ侸⡙锅⯕：ヰ⢕翱խ墂

呪盘椚：ヰ✵棶、倷纷❫խ㤛晚：ꐏ挴❅խ䖕劍⼿锅：

ス蕰䡹、랔꧉纈խ暶佪騈䬝➃㆞：卌倷缦、衞䏭㧄խ
鋕錏暶佪籏湌：㓂䮸妲խⶾ䠑籏湌：㓂䮸妲խ谁遯籏
湌：넞鹠鮪խ晚걧㽵鏤鎙：縒괐խ鋕錏暶佪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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䎓玬㕨㹻Ꟁ）խ衞곽䥃、峿牬䛸、峿ꫵ巒、薵猥奚、

：2016.04.15-2016.05.19խ〵⻍牱䨼私ꏗ：倞〵䍤
2,939,037 ⯋խ䖤栁、㾝私ꏗ⿻鰊㼬ꆄ：2016 䎃Ⰵ

꼛栁Ⰵ㕠剓⢕倞怵㆞栁；Ⰵ㕠屎Ⰹꨶ䕧眏⚆歲兞ꨶ

晚（歍锞晚そ：《⧺韍》）

㼬怵矦➝

寐㤇颩、勛㸻缦、卌㸙菕、卌厬㸞、꤫ⱟ榏、꤫㪎ば、

⚥♴ꥣ秹涸欰ㄐ竤娜捀⚺。䖰傍劍涸ꨶ鋕⡲ㅷ《䘰坿

꤫缦ꩯ、䑁㺢㉖、ꁀ㸙䏭、繏㡦⪂（귇伢䕧㾝纈怵）խ
朤㪮、龗兒闉、鿓㡦⪂、嘥罇父、弔갚瘱（귇陪㽷陪

Two Idiots

鋊呔：DCPխ겳㘗：ⷜ䞕晚խⴕ秹：鰊 15խ♳僦劍

랔⣜坿、衞厣ꍰ（귇䎓玬㕨㼭剦）խゟ僈䂻、峿⠭

韝、衞䮸莇、闒㕜桡（귇ꂋ㹐）խゟ䚃蠩（귇凶兒㧶）խ

⫓檘ぢꐏ遼

肆⟨剤ꣳⰗխ晚Ꟁ：94 ⴕꗻխ铃鎊：㕜铃խ♳僦

䕧佞僦剚；101 䎃䏞痧 2 唑妄㕜欴ꨶ䕧Ꟁ晚鰊㼬ꆄ䕧

桬갾⡄、寝畾僱、卌ꨛ䗱、畎䟃、꤫ㅷ韝、꤫㪮䧭（귇

kk

、♲僦ꨶ䕧俒⻋✲噠剤ꣳⰗխ涮遤Ⱇ：㪮鋕

叜䒂覂、脌䃕韝（귇劫タ）խ脌䑞ꨛ、鏪私㪮、꤫湅

귭䑼胝兞갉坿：audionautix.com/խ锅⯕㤛晚醢⡲：

➃欰ⷜ㾝《䘰坿涸ⴀ菕》Ⰵ㕠ꆄꗻ栁鶵⡹ⷜ꧌剓⢕㼬

怵瘞㔋갪。

넞꧆➃խ醢⡲Ⱇ：Ⰹ㺂暟侸⡙ꨶ䕧醢⡲剤ꣳⰗ

豤梇❅խし➮ 頺倛：꤫ば韝խ䩛괐楪：䓹戇⚥խ〈㣖

➋、랔⨀ꌂ、ꀶ㈔倞、䕠陾䣔、ꁀ㹆䏎（귇㕜⚥罉䌌）խ

⯘蟛褑顥㸪瘞㢵⦐㕜ꥹ䕧㾝。ꨶ鋕⡲ㅷ 2005 䎃Ⱇ鋕

㕜ꥹ肆⟨剤ꣳⰗ、♲僦ꨶ䕧俒⻋✲噠剤ꣳⰗ、

㕠〵⻍ꨶ䕧栁ⷜ䞕Ꟁ晚、栽剓⢕㥏⚺錬；痧 53 㾂ꆄ

ꤿⴀ⢵✫〉⡲刼：䊩⟗խ鑂：倷倛խ怵㈖ꏗ갉：哆㶩խ

䎃ꨶ䕧瀊晚《宐䁘뜩兞》栽鼝ꆄ꼛䕧㾝、넞꧆ꨶ䕧眏、

ⴀㅷⰗ：Ⰹ㺂暟侸⡙ꨶ䕧醢⡲剤ꣳⰗ、程䬘晋

湖㹗꿴（귇⸈屘畀㆞䊨）խ卌稇ꩾ、詎㷆⺍（귇㕠㜧

㾝鎹罏纈）խ桬꧉瘱、ゟ䕔䒄、ゟ镧ⴅ、卌拃厬、

Ⰵ鼇蓐⸈ㆥ、껻度、倛䗞ㆥ晋䷒瘞㢵⦐䕧㾝；2007

⠺（귇䑞久⚺䭰）

갉醢⡲：넞⨀儫խ㼬갸デꏗ갉醢⡲：匋鈷俒⻋✲噠
剤ꣳⰗխ갉坿籏湌：繏䛸㧚խ耢ざ管刼：繏䛸㧚、

錬、顥嫲銯䕧鐱➃栁、NETPAC ❏崎ꨶ䕧栁Ⰵ㕠，

⨀儫（귇歑欰⢵频）խ㸢蜹梥（귇倞耂⚺久）խⷠ䚃

併㎗（귇꧹钟爢ず✲）խ脌⛇蕃、䓹⽈⥜、绢莅梥、

鏪嫯䏭、꤫ꌂ䟃（귇䭫虢涸㭊）խ剎㜜㙹、詎㹆ば、

ꨶ䕧眏鐱㻤㕰㣐栁；2009 䎃《♧䌏⛓㖒》栽〵⻍ꨶ

눛俒⤧（귇溏㸛䨾柱）խ耫갉怵ⴀЭ桬㎗彂、랔

勛琐、嘥⟃榄、ꁀ⯋⳯、넞⨀儫խ䖕劍醢⡲窡硁：鑹
㶩铿խ㼬갸デ幋갉醢⡲：넞⨀儫խ㕜Ⰹ갸デ 5.1 幋

鑑《㣟䱾閦鎊》䒂糵⛓涸괐呔，겗勞⽿鶈殯倴麕

⤧葻、卌肬冁、卌蒩⼰、卌⣑、卌㹆蠩、ꯂ蛂㬁、呟

躢醢⡲⫄久剤ꣳⰗխ敚⯕㐼勞：⚥䕧肆⟨剤ꣳⰗխ

繡Ⱇꡠ：䓹酕僅、랔갲䛸、桬韝歂խ晚そ垦彋㶶 嵳

㜡鏤鎙：꤫⚆䊛խ갸デ晚ⶩ鱀：卌渤խ㼬晚蔅ⶩ

2016 䎃〵抓ꨶ䕧➝稲 ⷜ䞕晚

垜♧㸞，剎莅鏪㢵ꨶ鋕ꨶ䕧涸管㼬䊨⡲，겗勞㢵⟃

涸ⴀ菕》、ꨶ䕧Ꟁ晚《♧䌏⛓㖒》⿻ꨶ鋕ꨶ䕧《䑛

暟》，⡲ㅷ竤䌢䱳鍸㕼㖒、ꥣ秹莅珏停瘞爢剚陾겗，

ⷜ䞕➝稲

罉㻜ꫭ䎃僅➫，冝䧗轠窣䊨䑖涸罉꠸

㥏⯥繡ꅽ䊺⛉，➮㼩荈䊹灇涮涸♶논⹛轠窣
⥌䗱⼧駈，錏䖤〳⟃䍲⸔ꤴⰅ頿⽭堥涸䊨

䑖饱娦㔐欰。䊨䑖頿⽭䚊儘，僅➫剐罉꠸
⡲⥃，尝䟝ⵌ罉꠸妁讐♧饥✫⛓，㹳➮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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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涰蠝⫈，鼩鄄䗚⥌爢Ⱟ斊鎣⫈涸륌瘞

⼪蠝⫈➃⾲⢵僽♧そ㸛衽灶欴㷑⯥

㼭䓍䌟饥。罉㣐溏僅➫䥢甦聃ㄤ堥唒䪮遯，

ꤎ涸繡繡罉䌌，㥠ꧪ搭♶葻倴遤，⡎捀✫雊

㼂，㼂溏⡂⠺暆⤰룈，⡎湈䟝♶ⴗ㻜ꥹ涸

♧⼪蠝。㊥葻涸繡繡殆♴僅➫ㄤ㼂，♧饱

銴➮⟃䊨䫼⫈。ず垺㔔妁ꐏ䫼⫈涸鼩剤
䬸侸，鎣⫈噠籑䖎䊴，罉㣐䟝ꤑ㼂雊僅

ꤎ留剤㺂魨⛓贖，⦶✫♧涰蠝，ⵄ怎ⵄ界䧭
く궤、麕㢹，➮⦛䗱⚥恸饱隶⻋。ꥬ㣔，

➫剐➿，⡎僅➫聃耂㼂剤⦐Ⱉ娔㥏⯥，䍲

륌鷆ⵌ㷑⯥ꤎ，㼂ⱎ衽桪瀖⥡揰涸⽭ꦖ，

爢㷸绢鎣⫈倰岁，⽿㷸♶剚鎣⫈涸李⸺，❜

僅➫ㄤ㼂㔐ⵌ䎂䌢⯕곃涸띳䏅，中

䘑宠䞕，罉㣐ず䠑✫。僅➫ㄤ㼂䖊㖈䗚⥌
鸒䊨Ⱘ僽⫈➃䫼⫈涸灶昈㪳㪳鮦。

嫏搭䪾劥牱丘䧭Ⰽ⼱。

鋅띳䏅罉꠸搂䧌㖒莅鎣⫈꧌㕰ヰ偒，㛚䭰嫦

㣐㱧 Monica 䧃毠罉㣐ㄤ㼭牍剅⩔䞕，

剢䭾儘鼩妵涸鋊瀄。罉꠸䩛苯ⵞ剤昿鋷涸鼍

ꏗⵌ⩔䞕涸阮亙。䭭ꐏ䖕，僅➫䌟㼂㔐㹻，

㵉⯥儘涸デ铉，风✫ꐏ㽠䍲⸔㔮ꨈ涸➃；

銴僅➫ㄤ㼂騈髠，✲䧭窍⼧蠝，➮⦛卓搭

䱳劆乁귢➮Ꟁ㣐涸㵉。㔔捀荈㼭昿嫢ꨆ

鎊，렽⺑➮♶銴䙲崩寂，崩寂风涸ꐏ♶剚駵；
㷑⯥ꤎ䌌欰涸齡耫闒闒，鸏❉鿪慨⺑Ⰽ➃

㭶，僅➫錏䖤荈䊹⫹尝➃銴涸㘏㖣，Ⰽ➃鮦

㼩⫈。

➮⦛⢵ⵌ㕩㕩涸吥〡，⩔⩔溏㥠。

㉂妁妵。ꤑ✫ぐ荈涸妁妵，➮⦛鼩격䠑䩳♴

♳锓䗱儘，㼂䟝饱♲䎃♶鋅涸㥏⯥㕩㕩，
㼭牍剅ㄤ罉㣐ⴕ䩛，ꨆ儘❜窍僅➫♧

秶⥌㼓，铞僽㖒㕬，鸏僽僅➫䪪㔐繡ꅽ涸箁

程。⥌㼓Ⰹꤑ✫㖒㕬，鼩剤Ⱇ⫄铞⚥剓㣐
瘘⛳剓ꨈ㔐佐涸妁妵，♧⼪蠝劥牱。僅➫ㄤ
㼂䗱䟝，鎣㔐鸏瘘妁妵僽㈔♧ꅾ䭫荈歋涸

倰岁。僅➫䪪ⵌ繡ꅽ，㥠涸魨鼹⽿剤歑剦，

ꥬ㣔，僅➫、㼂㔐ⵌ䗚⥌爢ㄤ罉㣐⼿

㷑⯥ꤎ涸⫈，䲿僽，罉㣐銴䫏须僅➫涸
♶논⹛轠窣。罉㣐錏䖤䫏须涸䲿陾〳疮，旙

䩧Ⰽ➃♧갾，鸏儘僅➫䭭ⴀ嚧걧，李侫晘♳
涸䗚⥌爢䬸晦，兜鸒涸轠窣䱈✫，⡎⯓➮
吊♳涸齡겎轠窣⽿䙦랃鿪侫♶䱈。僅➫铞，
荈䊹㽠⫹♶논⹛轠窣♧垺㛚䓽，穪㼩黾㸛開

䗱烱ꨆ。ꨈ麕涸僅➫ㄤ㼂对㹁ⵌ⽂鿈，

鎊。罉㣐幀「䠮⹛，穅倴瘸䥰。

蠝。㼩⫈➃，✳➃♶䗾䗱鹧鶗顇㔮涸罉

窣；㼂佖遤颪鮦，噠籑ⴀ蒀，ꅾ倞飷䖤㥏

㸤䧭罉㣐ⴕ崣涸佐妵⟤，ⱄ鎣㔐♧⼪

僅➫䱺䩛轠窣䊨䑖，䧭⸆ꆀ欴♶논⹛轠

➃，⿶鄄罉寐廪涸⫈➃仗✫♧麥，閦꿋銴

⯥涸⥌⟤；罉㣐ꬒ䫏须轠窣风㣐ꐏ；륌鱲

剪鿪鄄䩦⯕，〫㥪㔐僅➫涸㵉㹻。륌䗅

♧㣔，㼂⫹殹ⴲ⢵ⵌ䊨䑖䪪僅➫，✳➃

㖈蘢㹔锞㹐鼩ꐏ，⽿黶♶⢵穡妵，㹳➮⦛邆
⯓酤鏤涸甦聃㐼⢵ⵌ㵉㹻，⚛⚂䵻饥酤

剤劥牱涸⥃ꦖ盳。鼩㥪，僅➫䙲㼂栬ふ，

⯓䪾劥牱询㖈荈䊹魨♳，鎣⫈剤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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遤颪銯檘。僅➫ㄤ㼂涸⫈鿪鼩幢✫，鸏
衽齡〵灶㪳㪳鮦，鯺衽㼭牍剅㤕꼦㖈ꬒ嵳涸

Ⱇ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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闒僈㎗、ⷠꯂ䒄、꤫荞㸙խAlexa ⴲ锅吥姻：ⷠꯂ䒄խ

ⴀㅷ➃：鸮噖䟃、脌ꫭ⚥、卌幑顜խ湌醢：랔䘋僈խ

AVID 禺窡侮椚：곃凶蔕、꤫䒊䘋、闒䔻楋、僒⸺⡠խ

䟃խ㼬怵：랔ꌂ姻խ佦✲：ⷠ屛㸪、랔ꌂ姻խ管ⷜ：

寐䙼蠩խBaselight 锅⯕䌌：꤫繡箋խBaselight 锅⯕

㛂遤湌醢：䓹뒉繡、脌⟗⯕、卌幑顜խ醢晚➃：鸮噖

詎鹠ば、랔ꌂ姻խ醢晚窡硁：叕⤨喀խ㛂遤醢晚：랔

㶩꿫、䓹㹻⨀խ㜥兞竤椚：叕屾䘋խ㜥兞㛂遤：導㤘

墂呪管鱀䌌：勛䕥颩、桬䙼㺯、齶✵榄խ晚걧㽵鏤鎙：
⸔椚：勛⣜걽խDCP 侸⡙管焺：影꾚㓂、ゟ㹆鞮、

ⷠ⸈㹗、哀䪭㸻խ耫갉䖕劍窡硁：蛅兰⳯խ耫갉䭸㼬：

䒄խ邍怵䭸㼬：랔ꅷ⭑խ鼇錬：ꐏ㎗꾚、꤫⸈⦭、衞

鿓狲勱խ耫갉鏤鎙：鿓狲勱、剎꧉㻞խ幋갉䌌：鿓狲

⸔椚：詎㷆⺍、勛㹻⭑、峿劥渤、嬁鹎㾝、勛⢕梥、

剅僕խADR

諌蓐խ怵㆞盘椚：랔㼭㏪խ欰崞醢晚：耴螠渠խ醢晚
卌梐㦒խ劍遤佟：矦꧉ばխ䖕劍⸔椚：勛㹻⭑、飅
挴㸪խⶰ㼬：矦龐呼խ㜥鎹：勭㭓螦、ⷠ蚣猗խ酢

䬝ⶰ㼬：飅挴㸪խ伢䕧䭸㼬：桬㖳ꌂխ伢䕧㣐⸔：⥆
⤧戇խ伢䕧✳⸔：卌䏭㸙խ伢䕧♲⸔：卌ㆹ⡡խ墂

呪盘椚：鏪⠭铇խ✳堥伢䕧：矦姻⫄խ✳堥伢䕧㣐

⸔：⧋䕟խ伢䕧✳⸔：鿓愯琐խ伢䕧♲⸔：ゟ䥃傤խ

酢䬝伢䕧䌌：꤫僈䗞խ酢䬝伢⸔：䓹酕㣼、䖛㸻鑣խ
Steadicam 伢䕧䌌：嶃⨴傒խSteadicam ⸔椚：♨ⱟ

⪂խ瑠䬝굳䩛：⡦俒妲խ瑠䬝伢䕧：⡦俒勒խ麶䱾堥

㐼䩛苯乽⡲：䓹渤铇、䖛秫⽂、♨ⱟ⪂խ敚⯕䭸㼬：

勱、剎꧉㻞խ㼩涯 갉佪ⶩ䱺：剎꧉㻞、ⷠ㼭虋、嘥

Foley ꏗ갉：剎꧉㻞խFoley 怵ⴀ：鿓

狲勱、ⷠ㼭虋、嘥剅僕、脌䌏棇խ勭嫲ꏗ갉㹔：滏呥

㢫갉⫹醢⡲䨾խ⾲ⶾ갉坿：〷傤梇խ⼿⸂ꂂ坿：勛䡹
溍、詎㹆㖳խ耫갉鏤鎙：〷傤梇խ㼭䲿楪：剎Ⲵ㸙、

桬䚃ꬆխ⚥䲿楪：脌⼰蔕、寐㭓㮵խ㣐䲿楪：鏪꧉㮵խ
ꨶ頺倛 ⡜갉頺倛：卌た鹎խⵖ陗：㩎⡡輑խ字闙し
➮：ゟ㷎⭳խꨶし➮：〷傤梇、勛䡹溍խꏗ갉䌌：齶

㤘笞、叕㎗喀խ갉坿幋갉：齶㤘笞խꏗ갉㹔：㣖〢꧌
갉ꏗ갉㹔、䓽⸂ꏗ갉㹔խꨶ䕧⚺겗刼Э〈遼〉怵㈖

鑂刼：✉䔞绥խꏗ갉衽⡲奚➃： 湱⥌갉坿㕜ꥹ

肆⟨剤ꣳⰗխꨶ䕧䳄刼Э〈鱲ゅ！♬䕙ꩪ赙敚〉

꤫ⱟ䒄խ敚⯕㣐⸔：勛⢕缦、䕠翱僅խ敚⯕✳⸔：겝

怵㈖ 鑂刼：䥰証字խ涮遤：螠耢㕜ꥹ㢵㯯넓肆⟨剤

꤫㷆㸪խꨶ䊨⸔椚：겝宕秴խ繡遯䭸㼬：ꁀ⛓巒խ繡

姻、桬듳焚、꤫䟃梥խ㹒⫄：顜ꆄ䕧噠⫄㯯肆⟨剤ꣳ

㡦䘞խ敚⯕♲⸔：ヰ꤫俛、랔⤧料、ⷠㆹ歂խꨶ䊨䌌：
遯㛂遤：桬侣䰦խ繡遯⸔椚：랔꩑楑խ麥Ⱘ盘椚：꤫

㹻襮խ麥Ⱘ⸔椚：ꁀ蔒㧚、飅翱䛸խ繡遯꤫鏤⼿⸂：

럛撑垜、卌劥牏խ酢䬝麥Ⱘ⸔椚：꤫䂾⺍խ鸤㘗䭸㼬：

ꣳⰗխ涮遤㕰：꤫陏㸞、꤫㸙㸙、⡮㪨㳱、ⷠ䋞

Ⱇխ遤ꌼ㕰：勛❏哆、搋ず癌、卌䚃荬、脌㮵催、
랔蛂䟂、衞㹻㻞

怵㆞Э闒拿僂（귇卌㸪僅）խ꤫猥用（귇꤫㹻㼂）խ

䓹讛✮խ剪酤盘椚：矦⼰寍խ⻋㦳䌌：꤫㱐荬խ⻋㦳

ゟ〳擳（귇䗚⥌爢㣐㱧）խ龥牏癌（귇肬䎓ꤎ罉䌌）խ

酢䬝唚⻋：桬ꉎ꼖խꏗ갉䊨玑：柏㶩ꨶ歑㷛佐갉㕰խ

（귇㼭牍剅）խ顼㷂㕜（귇띳伱罉꠸）խ绀꼖⭑（귇

⸔椚：勛棶笻խ녋㘗䌌：悮䥊㮵խ酢䬝鸤㘗：꤫㋐䟃խ
ꏗ갉䭸㼬：꤫笞葻խꏗ갉⸔椚：䓹䘋㛚խ㜥걆棵：

桬姻㿋խ㜥㣐⸔：ゟꉎ屮խ㜥⸔椚：卌穡牬、꤫

䥰証字（귇륌ㆥ）խ䖛❣（귇䗚⥌爢㣐ㆥ）խ䓹棶槇
繡ꅽ）խ桬渿䒾（귇繡ꅽ昿）խ꤫宕ㄤ（귇轠窣灇涮
➃㆞）խ馢⤧㜄（귇 Kulo）խꁀ⳯戇、導㤘䒄、꤫

⭚僅խⶩ䱺䭸㼬：곃凶蔕、꤫凶匌խⷜ撑 ⚺鋕錏伢

儀뢶、⼾㹻⳯、랔僈鹋、蛅绥㸙（귇轠窣䊨➃）խ䓹

鏤鎙：꤫姻彂խ姻䒭갸デⶩ鱀：꤫⤧㸪խ晚蔅ⶩ鱀：

䗚⥌爢㆞䊨）խ랔⤧料（귇띳伱㹐➃）խⲞ㎗ⵄ（귇

䕧：꤫䕔⪂խ⩎䬝：矦꧉ば、飅挴㸪խ⚺鋕錏 嵳㜡

傤焚、悮姻㗛、꾁䕔❣、겝㣐笞、䓹そ⧍、䓹〳ꯓ（귇

⡦ば䟃խ䍌䖕蔅窛ⶩ鱀：飅挴㸪խ⚥俒㶶䍌：勛㹻⭑խ

⫈➃ A）խ侀⯘䧭（귇⫈➃ B）խゟ㹻榏、矦ꉎ

併、Matt Smithխ㼠呪遤佟：僈棟խ剚鎙䌙：峿

㸢ꨣ（귇ꂋ䏅幢悦㮓）խゟ繡ㄤ（귇㵉）խ⡦悦厬

薊俒缺陼：꤫鹠鮯խ薊俒㶶䍌吥㼩：卌劥➋、랔㎗

㼭蔕խ兰䢵頿欴奚곃㉏：卌鹠䗱խ侸⡙䖕劍醢⡲：〵

⻍䕧噠肆⟨剤ꣳⰗխ䖕劍窡硁：脌⟗⯕խ䖕劍⼿锅：
勛匡ꩯ、绀焗螦、꤫桪幢խAlexa 墂呪盘椚：嘥巾㰆、

蘩、倷⣜寍、寐䟃㥶、㸞呔（귇ꂋ䏅㼭㨱）խ桬闒

（귇꤫㹻㼂㥏⯥）խ齶〮䋕、랔⟤機（귇ꨶ唑Ⰹ鎣⫈
➃）խ諽䒾㾝（귇繡ꅽ歑）խ䑁䣔屮（귇蓺坿卓㕨

鴍㣗）խ䖛猗（귇鴍㮓）խ䓹䘋貽（귇莍䊨䑖㮓➃）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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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㷆㸪（귇垦ㆥ）խꁀ⯋馄、꤫粭俒、ⷠ繡梥、鿓㶩

奚（귇晦）խ꤫䙼覂（귇㼭く䏅罉꠸㫟）խ넞㼂呟

（귇㼭く䏅㼭㨱）խꁀ俒륌（귇㼭く䏅䑉䌌）խ卌㔋
ꔩ（귇罉⠭⠭）խゟ傻缦、倷㣔绥、勛僻榷（귇꾷鮦

ko

蟠㷸㕨：㼦䪪煡〢

The M Riders Finding Pangu

騟➃）խ闒굳、ⷠ梾榄、嘥㶩㳱、飅榰ꤿ、㸢儀䗞、

ꤎ㼭㷛）խ꼛⚆⯕牟昿（귇㋐坿牟昿）խ嘥㸻埢（귇
꤫ㅷ㸞、桬꧉瘱、꤫荞㸪、豤狣㺂（귇轠窣䊨䑖㆞䊨）

ⴀㅷⰗ：錬㶩䕧갉醢⡲剤ꣳⰗ、〵⻍䕧噠肆⟨剤

䕧갉醢⡲剤ꣳⰗխ涮遤Ⱇ：螠耢㕜ꥹ㢵㯯넓肆

痧♧唑妄Ꟁ晚鰊㼬ꆄ（歍锞晚そ：《駵騟薊꧆》）、

ⷜ䞕➝稲

ꆄ軨栁

♧㾵⯕円；㖒椕♳，孵⦬隶鼄，殯韍걽⫄，

㣖瑠⚥，➃鸤遺僤遤竤㖒椕鮨麥，慨饱

㣔瑠⚥ⴀ植⟂➃♶鍑涸ꆄ蒀䕙赙。㣐㿋ㄤ⚸

䨾焚㡦，剎倴䊼랫㕜ꥹ谁遯勠꽏勠。1997 䎃《ꅿ란

ꦿ》栽ꆄ꼛栁剓⢕ⶾ⡲瀊晚、〵⻍ꨶ䕧栁ⷜ䞕겳껷

栁、ꆄ琝栁剓⢕ⷜ䞕瀊晚；2000 䎃《㙹䋑굳遤》栽

〵⻍ꨶ䕧栁栬用ⶾ⡲겳涰蠝껷栁。鵜劍ꨶ䕧⡲ㅷ⺫䭍

ⷜ䞕晚《痧♲⦐격劆》，私ꏗ晚《抓欰㔐㹻》Ⰵ㕠痧
52 㾂ꆄ꼛栁剓⢕私ꏗ晚，2016 䎃《⫓檘ぢꐏ遼》Ⰵ
鼇〵⻍ꨶ䕧栁⛓ⷜ䞕Ꟁ晚겳。

駊鍑ꅼ荈䊹⢵荈ꦡ询㖈㖒椕㣐孵㾵㢫䎂遤瑠

涸蟠㷸㕨，⚛铞僈鸏妄二頾涸⟤。㣐㿋
聃✫莇㥅♶䊺，錏䖤㢫僤➃卓搭㶸㖈。

㛇㖒酭，蜓晋倛腙鶗繏秝〮㋎ⴀ蒕榰

⯘涸꾷㡦⛓瀖。㔔鷆䯲랱눦鮪㕰㖈喀卌酭鶵

㼓⽫，〮㋎蟠㷸㕨ⶾ鳵➃䋞窣㫫。⾲⢵蜓

㔐㹻涸騟；ず儘，䎑⛓꾷㡦蒕榰⯘涸䠮䥰鄄

䨾剤奚涸娝㿂，䋞窣㫫莅蜓晋倛ⴕ鄭䧭Ⰽ崣

騟涸朤蹓蛂ㄤ旵桬，㹁⡙禺窡㣟，䪪♶ⵌ
䳷爚，莅蜓晋倛㣐䨞，㣔瑠Ꟑꨶ❜⸈，㣐㿋

莇㥅㖒遼ⴀ㢫，閱❏僤捀✫雊㣐㿋鼚Ꟑ

ꨶ，〮㋎ⴀ荈䊹涸꾷㡦⛓瀖；〥♧倰，旵

禺。䋞窣㫫佅䭰⥃殆㖒椕欰ㄐ，蜓晋倛㛂

桬⛳䪪ⵌ✫荈䊹涸꾷㡦⛓瀖。蒕榰⯘〮㋎ⴀ

荈浝⛓⸂。捀✫煡〢，䋞窣㫫莅蜓晋倛㢵妄

吥Ꟁ〮꧌蟠꾷㡦⦛㔐，閱❏僤䲿ⴀⵄ欽㣐

䠑銴㼟煡〢⛓⸂麌欽㖈㣩⯘停，雊㣩⯘停剤

涸꾷㡦⛓瀖鄄蜓晋倛㤾饥，儘䨾ⶦ♶㢵，

㣐䨞，剓䖕䋞窣㫫㤀桐荈䊹，㼟荈䊹♧ⴕ捀

㿋涸 3D ⽫堥⨞♧⦐⧺涸꾷㡦⛓瀖，꣖姺

➃涸阮亙。姽儘，㣔瑠⚥ⱄ䏞ⴀ植ꆄ蒀䕙赙，

겎꾷㡦⛓瀖❜窍Ꟁ罉，歋礶停⚆⚆➿➿㸛

蟠㷸㕨酭，꾷㡦⦛㆞ⵌ뢶。蜓晋倛植

㔔姽➃겳溏♶鋅蟠꾷㡦。꣮衆㖈廪鼹涸蟠꾷

椕，䗳갭䪪㔐❀⦐❀겎꾷㡦⛓瀖、䩧㖒䗱

⚸㖈廪鼹庠鑑괐ぢ，鑑㕬欽庠ꆀ⭑䯲䯝㢫僤

蟠꾷㡦꣮衆㖈廪鼹，朤蹓蛂䬘ⴀ䎂遤儘瑠，

✳，㣟魨넓罜莅煡〢ꓳ㖈♧饱，⚛䪾❀

蜓晋倛㉬煡〢。

遺，⥃遺煡〢莅㖒椕。銴䩧侁蜓晋倛䭑佹㖒

魨⢵《꾷㡦⛓瀖，Ꟁ罉㼟➮䌟ⵌ㼓⽫㹔，⡎

㻜뀿㹔。

⚥朤蹓蛂，惨䛸䫵衽朤蹓蛂，뇺⛓ꨎ錏ꄁ，

㼟눦岁欰暟䱺㔐。佹䴂麕玑⚥，姘駊溏鋅♧

♲⡙蟠꾷㡦⢵ⵌ㖒椕，꣮衆㖈麉坿㕨⚥，⚸

煡〢㔔姽鄄㉬。

儘䎂遤儘瑠鍑ꤑ，➃겳瑠涮欰㣐㖒，⚸

➃䪪ⵌ✫礶停➃繏㫫，繏㫫倷岁雊㣐㿋ㄤ

㡦涮植눦岁欰暟㣖㢵，姘駊倷岁䖕廪宐䘰鸠

鄄䬄✝，倴僽ぢ蟠㷸㕨㼦宠佅䴂，崣牟륌꼛
ꦷ迱㶩鼩㖈㖒♳，⤑㼟迱㶩䱺♳牟륌꼛，姽
⚸涸䩛堥䶫衆ⵌ㖒♳，涮植廪宐䊺鄄䬄✝。

捀✫佹ⴀ㣎⠶ㄤ乹侁蜓晋倛，朤蹓蛂莅

⚸㖈➃纈⚥钢ⴀ姘駊，鷴麕⚸⚸，姘駊♧遤

䤨䙭䫼䫒蜓晋倛，欴欰剓䖕♧겎꾷㡦⛓瀖，
㖈㖒䗱㻜뀿㹔⚥，꾷㡦⦛ⱄ䏞㉬⹛꾷㡦

⛓瀖，❀僤ざ⸂，㼟欰ㄐ⛓埠䗂⾲，䋞窣㫫

⛳植魨莅蟠꾷㡦耢䩛，⻋䧭㼙ⴀꆄ盫嶋徧✫

辿魸㖈璭㢫瓹鋕衽。랱歌⻋魨涸辿㶩镄ぢ

瑠⚥ⴀ植ꆄ蒀䕙赙。蟠㷸㕨ⱄ䏞䛫䗂✫隌

⦛ぐ荈꾷㡦⛓瀖㼩䥰涸閱铃。姽儘，♧ꦷ랱

㣐鄄䚓暟碜㼂中灶，Ⰽ倰⸂慨捙⡲䨞，

蜓晋倛㜡デ蟠꾷㡦⦛⢵ⵌ㖒椕，蜓晋倛䱍䳣

랱눦鮪㕰껷걆蜓晋倛植魨，䭸そ銴䪪䋞窣㫫

⧺涸꾷㡦⛓瀖搂岁⡲欽，蜓晋倛♧孵⛓♴乹

⚸⚸尐漗䖕，欽㥠涸礶⛓瀖，鍑蟠꾷㡦

蟠㷸㕨酭，㷸㆞⦛劊孵涸㈖衽〈꾷㡦礶

牟〉，瑳搭갠饱Ⰵ陪㜡，隌笪鄄灶㡏，

218

⽿瑳搭植魨，㼟꾷㡦⛓瀖䵻饥，⚛䌟饥✫繏

鄄䌟饥涸㧶㧶惨䛸。吥Ꟁ〮꧌蟠꾷㡦䖃㼓

㣗。煡〢僽㉬⹛㖒椕欰䢀涸呍䗱，㔔捀煡〢

呔：DCPխ겳㘗：ⷜ䞕晚խⴕ秹：⥃隌秹խ♳僦劍

랔ꌂ姻，ⴀ欰倴㎗纏䋑，㕜用〵⽂谁遯㷸ꤎ갉⫹私ꏗ

莇㥅㣐㊮「㢫僤➃銴⢵✫」，罜⚸⚸㼟䩛

晋倛僽䋞窣㫫㖈煡〢儘劍涸涸灇瑖㣎⠶ㄤ♱

⟨剤ꣳⰗխ晚Ꟁ：98 ⴕꗻխ铃鎊：㕜铃խ♳僦鋊

㼬怵矦➝

秝。溏鋅♧ⴗ涸㣐㿋ㄤ⚸⚸끇㑵⿶㹳䙲，姘

⽫㹔，㼓⽫㹔酭⯏怏〢俒㶶涸瀖叙，吥Ꟁ鍑

ꣳⰗ、囙䕧噠肆⟨剤ꣳⰗխ醢⡲Ⱇ：錬㶩

2016 䎃Ⰵ鼇〵⻍ꨶ䕧栁ⷜ䞕Ꟁ晚겳、〵꼛❜崩䕧㾝－

㣐㿋㼟屎宐✝巕涸撑晚ㄤ剦ⴕ❧，

铞㸤，⤑㼟蟠꾷㡦蒕榰⯘ㄤ惨䛸䌟饥。

䟅⸂Ⰵ，雊㣎⠶鄄䌟饥，朤蹓蛂二䗱

띳伱鎣⫈㼭䓍）խ叕屾䘋、勛僈듳（귇竤ꌼ㉂㹐➃）խ

䍤 2,270,261 ⯋խ䖤栁、㾝私ꏗ⿻鰊㼬ꆄ：102 䎃

派浝⛓⸂，栽䖤⼧⛓僤꾷㡦⛓瀖，랱눦鮪㕰

㔔荈䊹⟤毝㣟，佹✫迱㶩Э랱迱，䩞⢪

띳伱鎣⫈➃）խ话⨴榏、ⷠ⯈嵞、卌翱⪂、鿓僈耥（귇

：2016.05.06-2016.06.07խ〵⻍牱䨼私ꏗ：倞〵

ㄤ煡〢，蕰♶❜ⴀ煡〢⤑雊㖒椕✝巕罜娦。

堥䬝ⵌ涸姘駊䕧⫹デ鏰繏㫫㨢㨢。姘駊荈顑

㸢儀⭳、䐁⿶俒、䓹ꔙ䕒、꤫❠妇、눛䘋䏭（귇肬䎓

2016 䎃〵抓ꨶ䕧➝稲 ⷜ䞕晚

✫蟠꾷㡦涸⹛ぢ。傍兒，姘駊䖰㕼㖒⚥䝎䖤

蜓晋倛。㖈㖒椕，㣐㿋ㄤ⚸⚸⟓劆㣔瑠，㣔
縟，糒糵ꦡ询㖈㖒椕㣐孵㾵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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䕧晚须俲

桪ꩯխ䖕劍醢晚⸔椚：齶罇䒾、꤫厣傤、㩎兰俒խⶩ

䱺⸔椚：諽猥❏、叕㹄铿、䨥剅榏խ薊俒㶶䍌缺陼：

Lisa、䕠䚃蜹、影䢵僈խ伢䕧䭸㼬：獔렳僅խ敚⯕䭸

䖛䢵俒խ䖕劍⹛殥：瀵猒侸⡙⹛殥剤ꣳⰗխ鋕錏暶

詎⢆蓸խ갉坿⾲ⶾ：䕠䕔⳯խ갉坿湌醢：薵㸻尬խ⚺

갉坿⡲刼：薵㸻尬、䕠䕔⳯խⶩ鱀：卌渤խ㼬怵：

佪醢⡲湌醢：桬⤧꧆խ鋕錏暶佪籏湌：⺫姻⺍խ䬝伢
暶佪籏湌：랔䕟խ鋕錏暶佪醢晚：䑁㭓⧍խPM 㼠

갉坿ⶩ鱀：薵㸻尬խꏗ갉醢⡲：112F ꏗ갉㹔խꂂ㈖：

㛂 遤 醢 晚： 䖛 ꐣ 䕜、 넞 桪 ꩯխ 管 ⷜ： ꤫ 繡 棁、E.

㼬：꤫䘋鮯խ繡遯䭸㼬：飅⹅㗛խ⹛殥䭸㼬：鑹䘋듳խ

勛奚䂾խⶰ㼬怵：䨥㸙ꨛխ⸔椚㼬怵：桬畹、랔䟃

楧խ㜥鎹：馢哟⠺、嘥催䡹、ⷠ匡խ䨡ⷜ䭸㼬：겝㎗

坿、랔嵞鑅խ姐莻㼬怵：Brook Hall、㷆ꫵꨛխ姐莻

㕰：Joy、卌㧄埢խ鼇錬䭸㼬：叕⽈➋խ怵㆞盘椚：
豤嫯棁、랔龐俒խ㛂遤醢晚：ꀶꫭ䥃、ⷠ㊧խ植㜥醢
晚：㷟䠦㕜、齶罇䒾、哀諌纷խ㢫耢醢晚：鿓⤧葻、

ゟ肬ꌂ、勛椺խ欰崞醢晚：峿陾❮、㷟㕜ⵄխ頿窡
硁：勛䀦խ醢晚剚鎙：卌捦笈、눛渤俒խ醢晚ⴀ秝：

䧭䌌：ヰ⤧❣、剎㶩⤧、剆猗⳯、꤫⤧、衞槇괐、

㮵（귇罉䌌）խゟ尬歉、嘥⢆悦、桬鑘䓛、눛冇⧋（귇

겗刼Э〈꾷㡦礶牟〉管刼：䕠䕔⳯խ⡲鑂：E. Lisaխ

ⴀㅷⰗ：㺀醢⡲剤ꣳⰗ、坿꤈猰䪮肆⟨剤ꣳⰗ

给、ゟ梚覂、ⷠ暜催、䑁屮囙、鿓⳯俒խ暶佪醢⡲窡

䖕劍籏湌：卌㗛摖խ䖕劍醢⡲窡硁：勛䘋箰խ䖕劍墂

肆⟨剤ꣳⰗխ醢⡲Ⱇ：㺀醢⡲剤ꣳⰗխ涮遤

❣խ繡遯鏤鎙：ヰ俒⯋、叕䚃䕐、꤫儀悦、䓹、

㭓䡹、鏪ㆹ笶խ㶶䍌醢⡲：鏪ㆹ笶խ侸⡙锅⯕䌌：㩉

㕜铃խ♳僦鋊呔：DCPխ겳㘗：ⷜ䞕晚խⴕ秹：兜麒

劍㛂遤醢晚：齶㹆頻խ䖕劍遤佟噠：꤫⸂癌խ勭嫲

倞〵䍤 7,071,998 ⯋

呪竤椚：䓹䒾麨、䖛⼰检、詎⯘䪭խ㼠呪竤椚：鏪㹻

硁：ⷠ䗱㕩、詎ꬆ㫲խ繡遯鏤鎙穉Ꟁ：齶㶩鮯、卌赙

꤫厬螠、勛⸱ㆹխ垸㘗顦㕬 Asset 籏湌：峿䢵楑խ垸
㘗穉Ꟁ：勛僈麨խ顦㕬穉Ꟁ：뢶❏謶խ须幀垸㘗䌌：

勛俒僅、倷顜꿴、薵䃕鰊、ゟ翱贅、꤫⳯⧍、詎⯘䪭խ

疀㹁铿、꓃楑、䓹廭㹆խ⚥䕧醢晚䑖（CMPC）Э

呪盘椚：랔갚㭫խⶩ鱀⸔椚：鏪ㆹ笶խ侸⡙ⶩ鱀：⡮

葻㣼խ侸⡙锅⯕⸔椚：⡮㭓䡹、卌赙ば、鿓廭謶խ䖕
幋갉䊨玑：⚥䕧䕧鋕醢晚䑖ꏗ갉㹔Э耫갉䭸㼬：ꁀ

垸㘗䌌：勛㣼⺍、卌䋷⟤、桬䙼䧕、랔厣绥、㓂䗱、

傒䘋խ耫갉⸔椚䭸㼬：矦鞮剅խ㼩涯ⶩ鱀：꤫㹻⤰խ

顦㕬䌌：⼾蕰猈、衞剅父、话㶩䧕、齶潈㭫խ顦㕬䌌：

劫䛸颩խFoley 갉佪醢⡲：꤫梾繶խFoley 갉佪醢⡲

卌儘㥶、랔꧉偒、꤫⤧缦、⡦㷎槼խ남卺鏤㹁穉Ꟁ：

갉：ꁀ傒䘋խ醢⡲⼿锅：꤫繡❅、꤫⸂癌խ갉坿갉佪：

椚：勛갠、鿓愯琐、㷟⚄㸽、䑁ㆹ⨀、ゟ䥃傤、꤫䏭

꤫⸈埢、ꁀ䳓耫、峿猥䧭、꤫蓽蕈、豤郜䟃、卌⢕渠、

䘋鮯խ敚⯕⸔椚：꤫猥㸪、겝㡦䘞、䑁㣔囙、桬넞䓽、

䓹俛犍、꤫⤧⭳、姘ꤿ剅䋕、蒕勒加խ⹛殥籏湌：䕠

갉坿麨鋕聃ꏗ갉剤ꣳⰗ、랔㸻♧、諽俒ꤿխ⹛殥䌌：

䌌：嘥猥⺍、ス⢕䥵、⡬䪭麌、卌㸻⭳、꓃㷆琐、闒꾸、

⡦卌峕խ噠竤椚：넞ⷧ㹆խ遤ꌼⶰ椚：勛秫䚃、䖛

ス䣔ꚙ、랔⤧料、ⷠ糒듳、ヰ꤫俛、勛䧃機、勛僈㉬、
媯❏⨀、剆䑞굳、꤫ꤿ、奩铇⨀、蛅鹠兒խꨶ䊨䌌：

㋐嵞խ须幀⹛殥䌌：꤫륌ꤿ、峿ꅷ楧、랔侣楜խ⹛殥

꤫㷆㸪խ佐갉䌌：鏪姻♧、㷟遺㕜խ佐갉⸔椚：⼾㸻

꤫愯欰、歊⚆ꫭ、ꡖ✮⧍、卌듳ꈚ、⥆䘋缦、齶槪楧、

玑㤇⚥、勛埠俒խ㜥⸔椚：䓹歉嗃、䨥嫏、脌㹻

繡ꫭխ暶佪䌌：馢⤧䎂、꼟⢕螠、歊闦犵、꤫啧、랔

䧭、⣶歂䉠、㷟䮸䮸、桬륌鰜、桬㼭ꩾխ㜥걆棵：

韝、䑁宕欰、ⷠ樍樍、ꁀꋓ䭚、桬륌㥶、➰嵳ꡗխじ

⼦ⱟ匋խ暶佪䭸㼬：꤫䡹➋խ暶佪穉Ꟁ：嘥䒾字、랔

詎僈⺍խ㹒⫄遤ꌼ：㪮鋕肆⟨剤ꣳⰗЭ遤ꌼ竤椚：

涯、랔䙼䡹、랔蛂ꈚ、勛俒㮵、ꁀ兰⯋、ꁀ帩俒、卌

蔊䡹、痘꧉幢、卌⡡⭳、넞楾厬、鏪꼖✻、嘥⢕梥、

㺀醢⡲剤ꣳⰗЭ叕⽈➋、ꁀꅷば、겝楑梥、齶

ꤿ䖒䌌խ岁䖒곃㉏：湖㎗䗞խ剚鎙：卌捦笈

꤫⸽⡡、卌꧉併、넞姃㮵、導㤘ツ、康⳯、卌俒椝、

ゟ佟鶔（귇歌♳僤）խ⩬ⱟ⪂（귇蜓晋倛）խ嵳ꉁ（귇

卌㷆榷、闒䁈ꩡ、䖛륌噇խ⻋㦳䌌：酛蛂㫲、飅뜩⼰、

鷆髠穉Ꟁ：倰㹒䧕խꖏ걧鷆髠䌌：ヰ㼭帩、ⷠ儀ばխ

㣼（귇㣼륌）խ剆刦剢（귇⧉⧉）խ儘歑（귇㤹呔）խ

䓹併խ⻋㦳⸔椚：⣶桪梥、勛⨀㴖、勛㕨㕨խ녋㘗䌌：
꼛僱薊、⡦僈姻、勛銯、䕠㊧խ녋㘗⸔椚：꤫❫悦、

䓹傒խ暶婌⻋㦳：꤫橵蔊、剆榮蔊、䓹⚑㻞、薵榰

螠խ䍌䖕蔅窛：랔僱彂、勛갠խ䍌䖕蔅窛⸔椚：齶ꉎ
蘩、䑁꾚鹠խⷜ撑䌌：闒僈妇、䓹葻խ䖕劍醢晚：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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鏪寲䒄、⩬ꌂ奚、ゟ巾꧉、ゟ鑘䜤、歊ㆹ欰խꖏ걧

䪮遯䭸㼬：繏䘋韝խ须鎝䊨玑䌌：ヰ⥆⚑խ䪮遯䭸㼬：
衞罇鰜、勛䒊铿խ㣆䟝⹛殥剤ꣳⰗЭ湌醢：衞⫄
罇խ醢⡲窡硁：绀铃䕒խ暶佪䌌：卌倞螠、叕㹻齦、

꤫⤧葻、哀⚆⺍խ敚⯕䌌：飅䒾䏭խざ䧭䌌：랔缦뜛、
齶蛂ꨛ、勛㭓ꉁ、剎ꫵ幅խ峯㣔僦殥剤ꣳⰗЭざ

勛奚䂾，1969 䎃欰。ꨶ鋕、ꨶ䕧醢晚➃ⴀ魨，䌌䖰

㕜㼂秹卌犷㖒㼬怵，剎莅鸮糵ⷜ《ꆄꐏ劥蒀》、

《⼧Ⱄ娔涸㣔瑠》、ꨶ䕧《隶繙➃》瘞䨡ⷜ醢⡲。

2012 䎃饱，㛂㼬《蟠㷸㕨》ꨶ鋕ⷜ，ⶾ♴噲⢕佐鋕
〡烵。

kn

괐ꨣ넞䩛

Go! Crazy Gangster

㢚ꫵ䏭（귇䋪徿衆㖒）խ겝㎗坿（귇㣐欬欬）խ嘥㶩

㼬：꤫巾峸、勛㫲խ鸤㘗䌌：卌⡡翱、桬⢕䟃、ⷠ㕨

㕨խ鸤㘗⸔椚：卌蔒㧄、꤫纻槼、涯嘥խ剪酤盘椚：

㼬怵矦➝

惨䛸）խ卌催䋞（귇朤蹓蛂）խ⺠䂾（귇肥蚒㩷）խ

ゟ㕜䐢、卌倴⳯խꏈ窣：卌姻䗞、詎꧉梥、寐⤧䕔、

僦䎸、뉓⚆⪂խざ䧭䌌：ⷠ䚃㖳、ゟ諌㥶、卌䒊㸪、

秹խ♳僦劍：2016.06.24-2016.07.24խ牱䨼私ꏗ：

劥（귇姘駊）խⷠ剅㸪（귇旵桬）խ䕙赙㨱㨱（귇

叕⢕㺂խ须幀ざ䧭䌌：桬䒊⚥、랔✵检、䑁㺍ㄤ、飅

䓹䂾ꌂ、詎㕜崎、ⷠ桪楧、꤫僅抶、卌㕜㼂խ鸤㘗䭸

Ⱇ：㪮鋕肆⟨剤ꣳⰗխ晚Ꟁ：96 ⴕꗻխ铃鎊：

楑խ噠㼠㆞：꤫繡㥶、ꁀ加囙խ遤ꌼ⸔椚：랔㹻䕔խ

怵㆞Э勛傱ꩯ（귇蒕榰⯘）խ卌㤘⺍（귇閱❏僤）խ

幀敚⯕䌌：ꀎ佟⨀、ⷠꉎ㥶、꤫ꑙ証խ敚⯕䌌：瀖妇

⟨剤ꣳⰗ、囙䕧噠肆⟨剤ꣳⰗ、瀵猒侸⡙⹛殥

嚩愯խⰗꡠⶰ椚：ⷠ䚃ばխⰗꡠ㼠㆞：ⷠ渠寍、譩䣔

椚：劫㹻、ꁀ⸂彂խ敚⯕穉Ꟁ：꼛㖳笶、랔㸞խ须

寐䟃㸙、⩬鹠⚥խ麥Ⱘ盘椚：勛㹄妇、㋮謠խ麥Ⱘ㛂
ꆄ뀨欰、桬竤箰、嘥䘋륌խ娀遤：랔悦⠺、䓹䃪梭、

⸔椚：嘥㹻䢆խ갉佪ⶩ鱀：겝允俒、劫䛸颩խ勭嫲幋

榰幢、寐䟃㸙խ岁䖒✲：㕜䖒䌌✲䨾Э劫榰

鮦：䓹渤莇խ㛂遤繡遯：눛僈彂、蛅缦、媯搭խ植㜥

遤：峿楜藚խ颶䠮䌌：꤫倞涮խ娀遯䭸㼬：⟤⠭閄、

ADR 㼩涯ꏗ갉：꤫㹻⤰խFoley 갉佪ⶩ鱀：겝允俒、

✵榄、影㭓厬、勛㸻듳խ暶佪䌌：剎牬䡗、꤫鹠绥、

嘥㷂䒄、랔⤧俒、卌✵⪂、嘥⢕梥、叕⢕㺂խ暶佪⸔

繡遯：鿓橣、ꀶꟀ衞խ繡遯⸔椚：랔鑘、勛桪蟣、

、屎⽂ꨶ䕧ꨶ鋕醢⡲꧌㕰剤ꣳⰗ、랔屎갉⫹ⴀ晝

爢剤ꣳⰗ、ⶾ㣆䋑꧌肆⟨剤ꣳⰗ、㋐怏㹐䕧㙹肆

倷㼿㹆、㩉兰ꋸ、㩉凶⚥խ顦㕬穉Ꟁ：䓹肬蟣խ须幀

垴、桬䕔⳯、䓹焚땃、桬䒊薊、鏪㹻欽խ敚⯕䌌：꤫

㷸欰）

諽㱵媲、ⲑ⢆槪、叕剦㸙、鏪〈歑、䊩⢆㮵、卌梅㖠、

勛噇խ痧♧伢䕧䌌：寐歍鞮խ痧✳伢䕧䌌：䓹擳僈、

꤫䘋鮯խ騈搋䌌：㌈륌굳、䑁䒊、꤫蠝䖤խ伢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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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귇㣐㿋）խ劫內広（귇⚸⚸）խ鿓⣈私（귇䋞窣

㫫）խ蠩ꅿ〳蓸 （귇繏㫫）խ껻誦ㆥㆥ（귇柏㝱ꨮ）խ

㽍蛂）խⷠ烵姐（귇湖ꫭ）խ鏪❩䊛（귇❏⸂）խ꤫

桬倞㸙（귇话⽈蠝）խ倷鞴俒（귇䋞⮛）խ蕑ꨎ（귇

瀖騟）խ⟤鹎鰜（귇⚺久）խ桬䗱㲟（귇랱迱）խ䑁

凶䕒（귇랱歌）խ鏪韝、峿䊫䚃、ヰ㸙厬（귇礶停）խ
珵䗞ⶍ（귇꧆）խ랔鹠牬（귇㼭淼）խ䓹㷆韝（귇

䟅눦）խ㢚竤⧍（귇㣐㼂）խ導俒⳯、卌溫❠、私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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괐岤䠑ⵌꟀ朤䢵呟涸椕ꭑ婫灶♶

랱冝⚥翹⯕敚䩧♴，♧そ歑㶩饥鹎莻

㜖，捀姽鎎醢✫♧꧱넞猰䪮椕ꭑ。㆞⦛♶

瑠굳鹎砮椕⠅䜂㹔，䩧⚥랱擕「宕黇涸匢

铐ꡗ㥏㶩刿邆㹔，㔔姽鄄吥Ꟁ鄪对ꨆ吥。銯

〵，䭾♴兰䢵䩛堥，♧겎㸙㸿ꥭ瀖䖰㢫㣖

ⳳ」⟤⢵괐。ꨶ鋕晘♳䨞屣慨捙，Ꟁ녋幢悦

䊨⪶⤛⟤⢵괐♳㜥鷑燴屮宐ㄤ嬁䋌，괐书

饱✫ꥭ瀖叆溏，♶⛉䑞久銴宠➮꼛♳♳㜥。

괐傱껷竤麕饥䐤，ㄤ䑁㼭ꨣ亮肖罜麕。♳
㜥䖕涸괐䫏鹎♧겎♲ⴕ椕，䧭⸆佹䴂，
錚滞䌏♳涸㼭ꨣ溏鋅괐䩛苯♳涸鎹贫铞：
「I want you ！」

怏鎯箻㣖麕鳟蕲，ざ鎙ꤴ㹳괐，钸⢪괐
恎㼟괐顠涸倞椕ꭑ❜窍朤䢵呟，朤䢵呟䗱

欰䠺姊，ぢ吥Ꟁ荈껷。㖈吥Ꟁ莅吥袚涸佅䭰
♴，괐铞剪朤䢵呟娝，⚛䰌㜥朤㱙涸峤

䑞デ輶䍌♳溏鋅㆞ㄎ㊮괐來箻，⤑佖麥
ꄴꤎ䱺괐㔐椕㜥。倞㽷飓㨥，⻍✳莅

ⷜ撑 ⩎䬝：ゟꔩ㸙խ䍌䖕蔅窛ⶩ鱀：ⷠ恎ꫭխ䎂

涸ⵄ⚛ꬌ⢵荈ꥭ瀖，罜僽椕㆞⦛涸⸗⸂。
殹♳㣔륌ⶰ剚Ꟁ涸괐ㄤ㼭ꨣ姹㋐穡

デ。괐濼䞕䖕，頾孵ꨆ椕。䢵呟莅繡

黠䚍涮㾝。

괐僽や殹䖤饱㥏㯉，罜㥏砮㕰㆞䖕⢵⛳鿪

䕧晚须俲

⢵ⵌ궤䏅，괐㋓♴♧匉秋ꂋ䖕㣟䠑陏。

♧涸㻜⸂，二䗱鱒椕涸䖕卓㓂ꅾ，銯恎⤑㸞

犵խ醢晚➃：剎犵、꼛㉬儚、詎䪭㾝、脌ꫭ⚥、脌⟗

剤⻍✳넞⚥吥袚䑁薊⤧ㄤ薊俒罉䌌䑁㼭ꨣ。

鵦㔐椕㜥，⻍✳넞㡦孵㣐䮸，⡎剓䖕➠⟃❉

錏䖤僽ꥭ瀖䌟⢵㥪麌，㼭ꨣぢ➮䵩鎳。Ⰽ➃
幢ꄁ䖕，➮鄄Ⰽそ㼭䓍䌟ⵌ♧귭䑼，酭
㖈ꆄꐏ涸钸䞨♴，괐䱺♴⻍✳㥏砮涸來箻

耷⡙，孵颶㭓秉涸㼭ꨣ⾲⢵僽魨Ⱟ㣔륌剚罉

鑑䩧飓，괐溏嫲飓ꏗ䕧，鋅陏ⵌ⽂

䱖✳⠭菻鯺괐鷗饥。鑑飓儘，괐⿻儘
䗏䊴騅鱒窍⽂♧。

㷸吥椕㜥鄄瑳搭ꡠꟗ，괐䌟衽椕⢵

㣐䑁薊⤧涸㥏⯥，㋓✫ꂋ剚䚍呔㣐隶。

ⵌ銯恎涸㔋⠭䊨㻯，㾝暶婌넓腋鎯箻。⫄

㼭㽠䠦鯱⸺砮椕。剎㣐⨀二⟤吥袚涸⽂♧넞

❀⠭欽孵⸆屛派㆞。㼭ꨣ欰傈殹㣔，㥏

䑁薊⤧莅㖒贅䍲䩳㡤㶩剎㣐⨀，Ⰽ➃荈

⚥䎃䎃ⵄ，Ⰽ➃䩧颻，蕰僽⽂♧鸏妄ⱄ飷
椕，㼭ꨣ㽠銴㱤窍㣐⨀涸⯥㶩剎桧⽂。괐
⢵ⵌ⻍✳넞⚥，「ⵌ吥䌌欰鵔䱺，⽿㖈砮
椕㜥♳鄄㥏砮䟅侮⦝じ。倞耂爢爢Ꟁ銯恎

ㄤ㥏砮㆞䓹㣔⢪⼿⸔괐㼟㥏砮㕰㆞涸䏁

稣䷬幢嘽。괐⟃鷎㷸捀㪮腙，銴宠㥏砮㕰
㆞䱺「㓂呔鎯箻。㼭ꨣ二䗱椕㆞鎯箻麕倴㓂

蕙，ㄤ괐㖈Ꟁ喱锓䗱，괐䟝饿堥く鞝臱，
㼭ꨣ㔐䥊饱⼧♬䎃，괐剎㼟괐馄➃鷑

窍㼭ꨣ。

222

铞剎僽 NCA 籏來箻涸㔋⠭⫄䱇䗱岁窍㆞，
砮♴㿋捀㥠䣔欰，㖈귭䑼酭麂ⵌ剎㣐⨀莅

剎桧⽂。桧⽂牝㼭ꨣ欰傈䘰坿，荆饥鋷ガ
✫㥠涸茁걬，姻㥪괐中鋅，ꨈ麕ꨆ。

敚

⯕ 㜥 㐼勞獆顲：듳茽䕧鋕醢晚䑖խ伢䕧㐼勞獆

椕。銯恎涸時時莅滞⠭♧饱ⴀ植，钢捀椕

㆞⦛鎊娝倴㥪，괐⛳䠮⹛娝。

랱擕㤾ⱟ䣔⸆㹶♳，괐䨥衽ꥭ瀖，

Ⲵ㼠欽鸤㘗：Nonie、Emily、Fion、Lesleyխ啟

顲：倞䕙䑞デ✲噠剤ꣳⰗխ砮椕곃㉏：勛ꨣ绥խ砮

⠭⫄䱇涸䗱岁，佹㔐歲㢫椕，䫏ⴀ鷠鱲♲ⴕ

㭶，䑁薊⤧䖤䠑荈䊹涸♧䩛鏤鎙，鿪僽罌뀿

繡䠑鋅♶ざ，㣐饱昰㛂，㖈㼭ꨣ涸⺘铞♴，

峿榮巒、꤫㤘畾խ녋㦳⸔椚：闒僒ꏾ、꓃㸙啧խ桬䗱

⽂♧嫲侸芣衽，剓䖕⼧猲儘，㣔⢪㔐䥊饱㔋

鮦㜥⟃笞䭰欰鎙。厥傈，㆞繏繡繡䱺ⵌ劍
䖊䊺⛉涸鸒濼，閦珖剢竤⢵，鬇䱈鎯箻♳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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湌醢 籏醢晚：剎犵խⴀㅷ➃：㸢㼭䘞、ヰ㸛鎯、剎
⯕、랔俒颩、랔僈䗞、峿僈歑、㩎렳䐁、私僈㻜、눛

㸪⚑խ㼬怵：䓹幢䂾խ瘼ⷔ：嘥顜鞮、䓹鞮蕑、留脒խ

⟱ⷔ：勛䎋㫲、勛⣜秫խ管ⷜ：꤫腋僈խ伢䕧䌌：꤫

듳犷խ敚⯕䌌：꤫䕔傒խꏗ갉䌌：嘥㶩➝խ繡遯䭸㼬：
ꁀ⛓巒խ鸤㘗䌌：랔㶃褄խⶩ䱺䌌：곃凶蔕խ幋갉：

椕來箻：嘥䘋韝、ゟ⤧꧆、넞ꉎ㜜、勛ㆹ榏、卌ⱟ䘋խ
⸔鋕錏鏤鎙：鱲㣔♴㫨坿剤ꣳⰗ、꤫姻彂խ䎂鋕

錏ⶾ䠑鏤鎙：꓃倞阌խ剚鎙：꤫桪梥խ岁：눛䎂佟խ
劍遤ꌼ⟱ⷔ：卌桪㮵、ꐏ䚃俒խ갸デⶩ鱀：卌

渤խ⚥俒㶶䍌：꤫䟃ばխ薊俒㶶䍌缺陼：꤫䕔榏խ䖕

劍醢晚：꤫䟃ばխ侸⡙䖕劍醢⡲：〵⻍䕧噠肆⟨剤ꣳ
ⰗЭ䖕劍窡硁：脌⟗⯕խ䖕劍⼿锅：勛匡ꩯ、绀

焗螦、꤫桪幢խAlexa 墂呪盘椚：嘥巾㰆、闒僈㎗、

ⷠꯂ䒄、꤫荞㸙խAvid 禺窡侮椚：꤫僦俒、⟤ㆹ⺍、

闒䢵楋、僒⸺⡠խ墂呪管鱀䌌：勛䕥颩、桬䙼㺯、齶
✵榄խBaselight 锅⯕䌌：랔䚃犵խBaselight 锅⯕⸔

椚：勛⣜걽խDCP 侸⡙管焺：影꾚㓂、ゟ㹆鞮、桬

稇犵、ⷠ⸈㹗、哀䪭㸻խ鋕錏暶佪籏湌：脌⟗⯕խ鋕

錏暶佪䭸㼬：랔缦뜛、랔畖鑬、ꁀ兰峿խ植㜥暶佪䭸
㼬：ꁀ兰峿、랔缦뜛、랔畖鑬、嘥㌈䥃խ晚걧⹛殥鏤

鎙：랔缦뜛խ晚걧⹛殥粭殥鏤鎙：劫渤螠խ晚㽵鏤鎙：
寐䙼蠩、諽㹆䢵խ2D 鋕錏䕧⫹鏤鎙：劫渤螠、寐䙼

勭睛⛓խ갉佪䭸㼬：ゟ厣ꃬ（㎗蛂）խ갉坿籏湌：ス

蠩、諽㹆䢵、脌龿梕խ2D 䕧⫹ざ䧭：랔缦뜛、勛㭓

⪂խ欰崞醢晚：卌㡦绥、康⯘、姘兞䎂、俒խ醢

➬、넞䊫覂、랔绐筃、勛㭓ꉁ、劫渤螠、寐䙼蠩、脌

翱俢խ⾲ⶾ갉坿：Jimmy Linխ醢晚：ꁀ⟟㸪、擕哟

晚㜥：寐䘞僈、寐催缦խⶰ㼬怵：㩎巾㬁խ㜥鎹：

ꉁ、寐䙼蠩、諽㹆䢵խRoto：勛纻蠩、桬鞴㥶、䖛⢕

龿梕խPaint：勛㭓ꉁխ繡遯鏤鎙：⡦蔀㧄、卌龐蔊、

꓃㗣ꩪխ㼬怵⸔椚：㸢䢵ꉁխ伢䕧㣐⸔：䓹⯐歪խ伢

랔畖鑬խ⹛殥갸錒：嘥㌈䥃、랔畖鑬խꖏ걧鷆髠：桬

♨䕔㸪、詎䁌⭳խ敚⯕⸔椚：䨥⨀륌、悮谁⯋、꤫ⱟ

嘥㌈䥃、卌䙼へ、卌龐蔊、⡦蔀㧄խ⹛殥醢⡲：桬噷

䕧⸔椚：鿓䘋䎂、叕䘞䘋、闒佟镧խ꧱堥伢䕧⸔椚：
㸙、꼟笞㾓խ敚鮦堥：影䕔⽈、齶㎗ꚙխꨶ䊨：鸮

噷俒、詎㹄ꩯ、卌〳鶔、랔畖鑬խ䒊垸 勞颶粭醢：
俒、嘥㌈䥃、詎㹄ꩯ、卌龐蔊、卌䙼へ、䕠䐁韝、랔

吥袚鳵Ⱇ㹔，䑁薊⤧䭭ⴀꄴ㷸㜡デ，铞

䚻、䕠➋㷆խ獵⹛伢䕧 鰊⸔伢䕧㐼勞걆棵：峿牬兰、

畖鑬խ㜥兞粭㕬：⡦蔀㧄、嘥㌈䥃խ磝㶩暶佪 崩넓

䗱䠑䊺隶，괐〳⟃荈歋✫。괐ꨆ儘麂

厣嫯、齶䒾㸙、卌㕜字、影帙俢խꏗ갉穉：⛰贫ꏗ갉
䊨⡲㹔Эꏗ갉㣐⸔：꓃ꈚխꏗ갉⸔椚：勛厣韝、

㕬 ざ䧭：嘥㌈䥃、桬噷俒、詎㹄ꩯ、卌䙼へ、卌龐

僈괐莅㼭ꨣ⚛尝剤涮欰ꡠ⤚，⚂➮飷椕涸

㣐ꨎ，㖈ꨎ⚥䚓縢㼭ꨣ妬꿋䠮䞕，⫊䗱ꨆ。
㼭ꨣ孵䤨黃ⴀ鴀ツ，锞宠昿鋷佞䩛。

嫲飓㨥，괐氻⦝✫，飓㜥涸嫲侸

㣐䌴衆䖕，⾲㹁馜䖃堥㜥涸㼭ꨣ，㖈騟鼹涸

鿓䃕葻խ獵⹛伢䕧 鰊⸔伢䕧㐼勞⸔椚：姘㎗渤、䑁

飅ꯂ䒂խⶰ繡遯䭸㼬：럛撑垜խ繡遯㛂遤：卌劥牏խ
繡遯⸔椚：ス剢俒、ꁀ蔒㧚、飅翱䛸խ植㜥繡遯：卌

龐楋խ麥Ⱘ⸔椚：鑹狲㻞、蛅俒⪂խ剪酤䌌：姘傤㨪、
卌䢵溩խ剪酤盘椚：劫呟恜、蛅ꬆꨛխ⻋㦳䌌：꤫楖

㮵、嘥剢峕խ⻋㦳⸔椚：卌ꨎ갚、㷆妇琐խ녋㦳䌌：

暶佪：䕠䐁韝、桬噷俒、詎㹄ꩯ、랔畖鑬խ䩧敚 皿
蔊、⡦蔀㧄、䕠䐁韝、랔畖鑬խ唞鋕錏䊨⡲㹔Э

晚そ鏤鎙醢⡲：꤫宕牬խ䖕醢ꏗ갉㹔：㎗蛂ꏗ갉䊨䨼

Э갉佪鏤鎙：랔㣐遺խ耫갉ⶩ䱺：卌⫄兰、ゟ㛆⧍խ
㼩涯ꏗ갉 ADR：卌⫄兰、ゟ㛆⧍խ⹛⡲佪卓鏤鎙：

ゟ㛆⧍、꤫輑խ耫갉䖕劍耢粯：卌䏭㸞խ幋갉ꏗ갉㹔：

耫蒀渱㶩剤ꣳⰗխ管刼：齶鑘巒խꏗ갉：䖛僈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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桬螠隘խ幋갉：꤫㾀姻խꏗ갉㹔：し碜갉坿խ幋갉㹔：
Ground Control Taipeiխ㥏넞갉：卌䡹갉խ加盘Э

Ꟁ痁：꤫妇ⵄխ鞫痁：꤫妇㧄խꋜ盘Э岁㕜贫：勛
㎗莴、랔绐㮵խ㼭贫：鏪用⨀խ⠽簮贫：寐䁌խ⡜갉

贫：꤫箰闉խ䓛坿Э㼭䲿楪：矦稲㸙、勛䟃䚃խ⚥

䲿楪：嶃檇溫խ㣐䲿楪：桬楖⭑խ⡜갉㣐䲿楪：寝僤
镧խ䩧乹：繏⛓꾚խ〈We Can Try〉怵㈖ ざ耫：⛩

坿խ⡲鑂：剎犵、詎⢕⭳խ⡲刼 醢⡲➃ ざ耫管㻨
嫢䌟䖕醢贖椚醢⡲：詎⢕⭳խ管刼 ꏗ갉䊨玑 幋

갉䊨玑 嫢䌟䖕醢贖椚䊨玑：NIXIX Studioխ〈ꨎ㷎〉
怵㈖ ざ耫：⛩坿խ⡲鑂：剎犵、詎⢕⭳խ⡲刼 醢
⡲➃ ざ耫管㻨 嫢䌟䖕醢贖椚醢⡲：詎⢕⭳խ管刼
ꏗ갉䊨玑

幋갉䊨玑

嫢䌟䖕醢贖椚䊨玑：NIXIX

Studioխし➮：勛⯕⚥խ〈㣖䟝䠦⡹〉怵㈖：⛩坿խ

㘗：ⷜ䞕晚խⴕ秹：兜麒秹խ♳僦劍：2016.07.082016.07.23խ牱䨼私ꏗ：倞〵䍤 2,805,809 ⯋

㼬怵矦➝

䓹幢䂾，1969 䎃ⴀ欰倴〵⻍。歋繡遯䭸㼬饱㹻，Ꟁ

劍䬝伢 CF 莅 MV 瘞㼠噠䕧⫹，莅Ⰽ䁘♲㖒門㢵螠➃

姐䩛剤麕ざ⡲竤뀿，⡲ㅷ䌢涮邍倴Ⰽ䁘莅匌⽂❏螠➃
㖒⼦。

kt

Ⱉ䒚ㄳ㉱긭
At Cafe 6

♲⦐격劆〉䱇奚Ⱇ：僤僦ꨶ䕧剤ꣳⰗ、榰꤈⫄久

荛桡խ遤ꌼ噠籏湌：桬䌌

榰㣼、詎䳓そ、ス稲䎂、ⷠ䳓、꤫僕、哀㸙、飅䒄

蝎）խ莞㶩兒（귇畾）խ랔櫷㧚（귇呠）խ㖒

椕（귇卌銯恎）խ꤫楾䋞（㼭藄蛂）（귇繏繡繡）խ

鏪蟠䋞（䬤䬤）（귇눛赙）խ⛩坿（귇䑁〲㑚）խ闒

⼪䟃（㼭悮悮）（귇朤㱙）խ䖛㾝⯋（귇椕飓⚺久）խ
卌㹄榮、鿓⢕秙、鞮䗱角、랔龐㮵、⡦赙䗞、勛瘱㮵、

闒ꓯ畾、䕠䟃頻、嘥蔒榮、康〳妇（귇㥏㶩砮椕㆞）խ

谑䀥ꬃ（귇剎桧⽂）խ䓹肬嚩（귇㼭ꨣ㱙㱙）

ⴀㅷⰗ 醢⡲Ⱇ：榰꤈⫄久剤ꣳⰗխ涮遤Ⱇ：

僤僦ꨶ䕧剤ꣳⰗ、暽柏㶩侮ざ遤ꌼ肆⟨剤ꣳⰗխ
晚Ꟁ：106 ⴕꗻխ铃鎊：㕜铃խ♳僦鋊呔：DCPխ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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嵳鼹莻饱殹䎃➮⦛ㆥ⦛䌢⨞涸莻姿。齡僽

✫娝㿂。

嵳鼹，➮鼇乵㖈ꫭ僱涸剓䖕♧傈莅嫢鋷⡲

䊹㋐姹涸〫剤䗱誩。➮⦛乩䫵，濼麥䕹姽剤
笃鼩僽衆嚸✫，♶腋莅䗱誩♧뢶䖃

〵⻍，〫腋㖈罉㹻莅厣兰糒糵殹ず㷸。♶娦

「〳僽㧨鿪㜡陪✫，䧮⢵腋䎍랃？」笃涸
鑨ⵞ⫊✫銴ꤙ⠶涸䗱誩，Ⰽ➃ⴀ植ⴕ娂。

䛸（귇歑㶩砮椕㆞）խ涯ꨣ（귇擕來箻）խ✵坿铇、

2016 䎃，Ⱉ䒚ㄳ㉱긭涸罉꠸厣兰隡饱

ぢ鋅纏⹅捀涸笃デ涯，笃䬩穪✫，铞荈

焥，䖤濼㥠㖈䋀〡鄄娡䖝䵻ꐏ罜湱殹㹳䙲。

桬䗱Ⲵ（귇䑁㼭ꨣ）խ勛䒊䎂、飅卌韝、叕榰㸻、齶

ꆄ⯈㋮（귇哆）խ㸞兒蔀（귇貽）խ卌梾㸞（귇

莍⥌，僽笃涸㶶騋。隡殗，厣兰栬荈䖃

ⵌ䗱誩䚊ꨶ，곃♶䖤㣐罌㖈⽰，⻍♳莅䗱誩

怵㆞Э랔듳⼮（귇⟤⢵괐）խ衞䗂〵（귇Ⱄ脆胣）խ

䗱誩㔐瘸，㥶卓♧饱䧭Ꟁ，穡卓䧴鏪♶ず。

僽㥠。䗱誩⩔⩔䖃ꄴꤎ䱳劆，中鋅㥏ず㷸

穪䗱誩涸䱳劆，铞荈䊹剓䟝鋅莅♶䟝鋅涸鿪

♴殹饱⸔椚，⦐䚍䠂涮剽。厥㢹，笃䱺

⹛⟱ⷔ：䓹倛䏭խ㯯넓Ⱇꡠ：㩎㸪⺍խ頿竤椚：勛

秉㹁。抡⯕⚥，笃㉏Ⰽ➃僽や鼩剤〳腋，

Ⰽ➃㖈摳抡莅娝㿂䠮⚥䏞麕♧㢹。

㣆，鷷姿鋊ⷔ劢⢵，⚛㖈눦遯爢㷸Ꟁ涸鼝锞

噠⚺⟤：䑁兒䋕խ遤ꌼ⟱ⷔ：卌肬➲、剎翱俒խ崞

䌟衽䗱誩嵳鼹，㻜植剓ⴲ銴♧饱佞摳抡涸

ず㷸罜莅㖒汮㣐䩧ⴀ䩛，뇀♳陪㽷，笃䬩

剚。䗱誩㖈ㄳ㉱긭䩧䊨，剤✫ㄳ㉱긭涸

剤ꣳⰗЭ㹒⫄窡硁：꤫䚃埢խ噠竤椚：齶꧉ꉁխ

⚺⟤）խꯓ楧（귇䓹㣔⢪）խ桬坿㦍（귇朤䢵呟）խ

䠦涸劢濼侸。厥㣔，笃莅厣兰捀✫⥃隌㥏

䓹䓹䖃鵦⽂⻍涸抡鮦牱，〫宠㔿㹁莅䗱誩秉

剤ꣳⰗխ〵抓㖒⼦遤ꌼ㹒⫄：暽柏㶩侮ざ遤ꌼ肆⟨

륌（귇剎㣐⨀）խ詎廭㹆（귇话㼂楧）խ勛䖤（귇

䗱誩幢嘽荈䊹蔊䗱䊺⹛，〫僽㹳䙲黇騅ꨆ䧗

䗱涸➮㨥䩧䊨，䪾儘莅ꆄꐏ鸒鸒䳖䧭♧

⡲鑂：剎犵խ⡲刼：詎⢕⭳խ管刼：NIXIX Studioխ〈痧

勛㶩⪂（귇䣔⸆㹶椕㆞）խ䑁䃕（귇䑁薊⤧）խ꼛㥶

佞摳抡。笃涮䤨㕬䓽，䗱誩鰊㼬➮涸铭噠，

2016 䎃〵抓ꨶ䕧➝稲 ⷜ䞕晚

䗱誩Ⲉ衆✫笃。捀✫䔥酢，笃♶

ⷜ䞕➝稲

䞼莅厣兰㖈抡鮦⨢꽢涸괤괐㣔꾷堥鮦⻍♳，

ꡠ笃⽿䕱䖁✲♶ꡠ䊹，䧭傈锅淼뇀✲，䟧

㻜䊺㖈♶鎊⚥。笃鷗✫。殹儻，Ⰽ➃㖈ㄳ

♧㼓鼍剅，⾲⢵齡㢹麕䖕，笃ⱄ⛳尝剤ꨆ
ꤙ，湬ⵌ宕黇。

䕧晚须俲

ⴀㅷ➃：桬椺խ耢ざⴀㅷ➃：蛅幅幅、峿⨀䩞、ゟ㶩
ꨣ、劫榏匋խ籏湌醢：桬椺խ湌醢：ⷠ匋խ籏瘼ⷔ：

䓹鮪խ瘼ⷔ：娀뀬、脌覂覂、彂㶩㣗、ⷠㆹ、擕땃、

䓹莇㗛、꤫⼰、馢凶ꨔ、桬㽳、馢僈鰜、桬㣐捀、ⷠ

藦խ醢晚➃：馢嫏、蛅幅幅խ㼬怵：ゟ㶩ꨣխ㛂遤醢

晚➃：陓噠굳խ遤佟醢晚：넞䘋⪂、䓹敶、ꁀ彂䧭խ

管ⷜ：ゟ㶩ꨣ、ꁀ彂䧭、⡦稇蓸、䑁僈嫏խ伢䕧䭸

㼬：ⷠ⿶䎃խ繡遯䭸㼬：飅⹅㗛խⶩ鱀䭸㼬：䓹㎗鰜

（HKSC）խ㛂遤㼬怵：䑁僈嫏խ鋕佪籏湌：勛僻埢խ

耫갉鏤鎙：勭睛⛓、寐鸮溫խ갉坿籏湌：꤫䒊꾸խ醢

晚➃：鏪㹤榏խ遤佟醢晚：䓹瘱䜱խ植㜥醢晚：꼟癯
㮵խ㜥兞竤椚：鿓䃕葻խ醢晚⸔椚：ⷠ䁈、齶䚃埢、

⽿湡漾䗱誩歋눦遯爢㷸Ꟁ♧傍鷑㔐㺋莓，✲

寐㼿催、랔㶩鮯、勛匌韠խ窡硁ⶰ㼬：⼾㼂貽խⶰ㼬

䖤來㸽鎯鑨鸮鸮。笃㈔♧䱦䙂涸，〫剤

㉱긭㼩颶，笃♶䥢捀➊랃㽷剚怵隶䧭鸏

厣韝、闒儀槇、桬ꉎ烂խ劍怵㆞ⶰ㼬怵：勛蘶խ伢

ず棵须⮛欰勛䗱誩。㖈ず璭娦럛諽厣兰鏤㽷

〫곃衽や㹁植㻜。ꨈ麕妝穪涸笃伱㖈㣐㷸

1996 䎃㢚㣔，耢罌⽰㼟ⵌ⢵，넞♲欰

栬⸂䪜귢➮Ꟁ㣐涸嫢鋷，ㄤ冝䧗Ꟁ麨Ⰽ䎃涸

垺；䗱誩倊顑➮，䕹姽䟝岁傍剤䊴騅，➮⽿

♴，Ⰽ歑莅䗱誩⟃⿻㥠涸㥪詎䗱䚃剤✫♧

㺋莓，鄄꣫欰ꨶ鑨窍✮剓䖕♧乹：嫢鋷氻鸚，

笃莅勛䗱誩鷷恸刈僳。耢罌㣐ꡠ⽰㼟

㋩狲♲⦐剢䖕，笃嬗搂갸陪㖒ⴀ植㖈

馫秉剚，䕹姽鴾鸠鋷㺙饱⢵。

⦝侸涰傈，䗱誩莅➮秉㹁，罌♳㣐㷸㽠♧饱

➮ꐫ麕✫剓䖕♧。

厣兰莅䗱誩瘞➃涸궤㽷。➮莅厣兰デⴽ䖕，

怵：ⷠ❏螦խ⸔㼬：뢶㷂兒、ゟ䒊箰խ㜥鎹：顭ⳝ榄խ
ⴕꖏ䌌：䖛用䏭խ鼇錬䭸㼬：ゟ嚶殊խ怵㆞盘椚：꤫

䕧㣐⸔：娀嵳Ⱕխ伢䕧✳⸔：勛渤㸪、䨥肬犍、꤫梅

匋խ墂呪盘椚：♨➬ꚙխ菕瑠䬝伢：詎㎗䉚խ菕瑠䬝

伢⸔椚：勛僅ꩯ、鿓愯琐խ伢䕧穉䊨隡欰：卌龐㺀խ
敚⯕䌌：䓹僱꧉խ敚⯕㣐⸔：涯宕굳խ敚⯕⸔椚：䓹
䓽、䌢䬪、諽듳渤、话㺲裄խꨶ䊨：랔囙ꥑ、랔ꨣ

䕟խ㜥穉：䟝굳⟱噠剤ꣳⰗЭ㜥竤椚：玑㤇
⚥խ㜥걆棵：鑹兰巒、桬䖰肬խ㜥⸔椚：鿓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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ㆹ、嘥⳯幅、鏪㸪潈、䓹窄ꈚխ䪮遯佅䴂：⸂囙䕧鋕

湌：勛僻埢խ醢⡲籏湌：ⷠ笻棁խ繡遯籏湌：륟撑妲խ

Leonard Fong、蚛뉓倛ꏗ갉㹔（倞⸈㗗）խ嫢䌟䖕劍

䚓〈〈）խ䓹㼱䧃（귇㼀暟䏅䏅㆞）խ䓹姻（귇陪遺

缦խꏗ갉䌌：勭ⶍ、勭㖳㛔、꤫ⱟ䒄、⼾㸻䧭խꏗ

䌌：蛅ㆹ䕔խ⹛殥穉Ꟁ：⼦ⱟ匋խ⹛殥䌌：⥆䘋缦、

䎑⯓欰〉䱇奚Ⱇ：僤瑠螠俒⫄㯯ꨶ䕧剤ꣳⰗⷠ錚

䣔（귇崩䊛♧）խ桬⤧⪂（귇崩䊛✳）խ勛䮸㗛（귇

㐼勞剤ꣳⰗխ䪮遯걆棵：鿓匡厣խ䪮遯⸔椚：詎匡

갉㣐⸔：⼾㸻䧭、勭⣜䋕、薵妇䚃、㸢⢩䏭խ㛂遤繡
遯：鿓槼、嘥䟃㸙խ繡遯⸔椚：㽍玬⭑、랔鑘խ麥

Ⱘ㛂遤：눛僈彂խ麥Ⱘ⸔椚：闒䢵蟣、꤫㹆榄、ゟ佟

䒊垸勞颶穉Ꟁ：薵俒䚃խ䒊垸勞颶䌌：卌牃⟤խ粭兞
齶蕃蓽խ敚⯕穉Ꟁ：ⷠ癯㮵խ敚⯕䌌：䓹俒䳓、寐⸭

⨀խ〈㣔㣔䟝⡹〉䱇奚Ⱇ：乿㣔㫨坿✲噠肆⟨剤ꣳ

闒㖳、蛅ㆹ䕔、䕠䙼榏、卌ꫵ棁、绀✵蘩、卌䕔❣խ

ꣳⰗխ㼭隌㡦䱇奚Ⱇ：〵抓剋猗ꨮ侚肆⟨剤ꣳⰗ

⭳խ暶佪䌌：寐猥琁խざ䧭穉Ꟁ：꤫侣俒խざ䧭䌌：

ꩯխ䊨隡欰：ꁀ⸂傻、導㶩⪂、㩎鎊莊խ鸤㘗䭸㼬：

넞꧆⯨㼟暶佪鿈醢⡲竤椚：⩬兞涽խ㼠呪竤椚：䓹㽮

ⱟ㮵、꤫凶琐խ녋㘗䌌：✵倞覝խ녋㘗⸔椚：랔纷棶խ

Ꟁ：倰㹒䧕խꖏ걧鷆髠䌌：ヰ㼭帩խ남卺鏤㹁䌌：豤

ゟ嚶殊խ㛂遤鸤㘗：勛桪巒խ剪酤盘椚：卌楾蠩、峿

⻋㦳䌌：꤫僻寍խ⻋㦳⸔椚：䖛併妇խ暶婌⻋㦳：涰

㎗㛔暶佪⻋㦳䊨⡲㹔խ暶佪⻋㦳䌌：諽涰㺀、ⷠ곏

㎗խ暶佪⻋㦳⸔椚：䖛㎗ばխ⹛⡲䭸㼬：嘥䘋륌խ⹛

㸻♧խ暶佪騈䬝➃㆞：桬䒄榮、闒䁌缦、卌儫㥶、⩬

涮遤籏湌：㸽䘋俛խ嵳㢫涮遤：䓹梺խ㉂㕰：ꁀ

兞涽、ⷠ儀ば、꤫䙼韝、哀兒莇、倰㹒䧕、豤蛶瘱խ

ꌼ㕰：螠耢㕜ꥹ㢵㯯넓肆⟨剤ꣳⰗЭ涮遤贖籏

㸙խⰗꡠ㼠㆞：⡮㪨㳱、飅悦㥶խ噠⟱ⷔ：桬듳焚խ
ꅷ僅㕜ꥹ㢵㯯넓肆⟨剤ꣳⰗխⴀ晝ヰ鼹：㉂ヰⴀ晝

怵㆞Э䨥用䗾（귇罉꠸）խ䓹嚩㺂（귇哀㼭㨱）խ

ADR ꏗ갉：寐鸮溫խFoley ꏗ갉：寐鸮溫խFoley 갉佪：

䓹㼱䧃（귇넞⚥來㸽）խ卌厣㸪（귇諽厣兰）խ袚㶩

䓹蓸榄、꤫⿶榫、卌䏭㸞、ⷠ鹠癌խ耫갉䖕劍耢粯：

峿⨀螠）խ姘ꤿ㧚㧚（귇詎䗱䚃）խ겝⼾（귇勛䗱

寐鸮溫、闒ꫭಊխ幋갉：勭睛⛓、寐鸮溫խ⻍❩ㄤ耫

ⶾ䕧侸㶶䪮遯剤ꣳⰗ：䓹䮸㸞、뢶ꤿ、䓹ꨔ謶խ⾲

ⶾ갉坿：꤫䒊꾸խ⡲刼：꤫䒊꾸խ耢ざ⡲刼：繏䛸㧚、

䓹⯘厬、꤫玬㽮խ剚鎙：詎頻䢵、꤫桪梥խⴀ秝：꤫

ゟ꾚鹠խ갉坿醢⡲⼿⸂：邿⨀绥（꾚匋갉坿）、豤⢆

䑁僈嫏խ晚そ鏤鎙：暽柏㶩侮ざ遤ꌼ肆⟨剤ꣳⰗ꤫

痧✳㼭䲿楪：繏兞듳、랔橵룲、꤫绐㮵、劫㤘㻞խ⚥

⾇խ痧♧㼭䲿楪：湖翈ꍵ、詎僈⭑、劫肬⡡、䓹隘罇խ
䲿楪：⡦ば䚻、鏪ㆹ䟃、欥㪮땃խ㣐䲿楪：薵㸻尬、

⨴（귇ꡠ笃）խ薵㼱⺍（귇卌㶩僈）խ鿓㶩韝（귇
誩）խ峿鿪䬘倛（귇兰時）խ䨥蕰哆（귇兰㱙）խ寐

㼱⭑（귇ꡠ猗螠笃㱙）խ脌⳯玑（귇䎓䎃ꡠ笃）խ
鏪秴ꌂ（귇㕜㼭ꡠ笃）խ勛玑䕟（귇繏⪂）խ꤫厣

韝（귇桬⚆㸪）խ㸢⟻➃（귇㸢⣜➃）խ랔㶩⢣（귇

齡罉䌌）խ桬ꉎ烂、寐❫琐、⡦⧉蔀、⡬䙼띋、⡮㶩
蔘、勛➋淏、寝蔒䕒、寝噷ꈚ、卌荞䒄、卌渤垗、㷟

➝俛、㷟ꬆ讛、䓹㹻、꤫纷謶、꤫佟듳、䕠䮸犷、

醢⚥䗱Э䖕劍醢⡲籏湌：꤫䕔俒խ侸⡙锅⯕䌌：ꁀ

ゟ㶩ꨣխ⡲刼：勛⩌蝬խ醢⡲➃：勛⩌蝬խ醢⡲⸔椚：

兰鰜、悮用⨀（귇砮椕㆞）խ桬䮸♧（귇ⱺ䏅罉꠸）խ

ꥹ껷䌏䠦坿坿㕰 籏佟姐莻㕰ꏗ갉啟խ䓛坿湌醢：䑁

スꬠ鹎、䑁齶㛖、꤫䒊帙（귇굔鮦停㼭䓍）խ㸢厣箰

⸈㗗）խ갉걽管鱀：꤫証櫷、䑁姻僤խ幋갉：導俒ꆭ、

〷㼿〸、康ꚙ宕（귇陪㻌㽷⧩㆞陪）խⷠ僈⺍（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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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0.27խ牱䨼私ꏗ：倞〵䍤 68,504,670 ⯋խ䖤
栁、㾝私ꏗ⿻鰊㼬ꆄ：栽痧 53 㾂ꆄ꼛栁剓⢕歑ꂂ
錬栁；痧 21 㾂ꆘ㿋ꨶ䕧眏䍌晚；痧 21 㾂ꯓ㕜㺢

䊛㣼䎑ꨶ䕧眏；Ⰵ㕠痧 19 㾂纏㣐ⵄ黇匌ꨶ䕧眏〵抓
畹飓晚；104 䎃痧 2 唑妄㕜欴Ꟁ晚鰊㼬ꆄ

㼬怵矦➝

ゟ㶩ꨣ，1998 䎃饱⟃谑❁埠捀瘘そ，㖈笪騟♳涮邍

㼭铞ⶾ⡲，乲Ꟁ⟃䎂僒鵜➃涸瘘ꍵ，䲾㻨䎃鰋停纈涸

䠮䞕⚆歲，⛳剎捀㷟敶㪨、⟿䙼⳯、桬䗱Ⲵ瘞冱ꌼ姐
䩛䲿⣘姐鑂ⶾ⡲。2015 䎃涮遤《冝爢䊨》䖕，䰎唳

㼬갉坿ꏗ䕧䌟，詎랔寍（鞝蔅㧶）涸〈䧮僽䎋犷涸〉。

屾閄（귇砮椕鄪ⴼ）խゟ䪭〞、峿牬渤、랔㶩櫷（귇

歊꧉妇、꓃憸㸙խし➮䩛：詎⣈葻խ㣐䲿楪䩛：ⷠ巒խ

䊨玑䌌：⩬㷆琐、ゟ僈敉խ⯨㼟ⶾ䠑䕧噠Э鋕佪籏

ⷜ 䞕 晚խ ⴕ 秹： ⥃ 隌 秹խ ♳ 僦 劍 ：2016.07.15-

豤ꉎ瘥（귇♲䎃♲棵）խ勛蒈猨（귇砮椕來箻）խ蛅

湖ⱟ⯈、飅꧉楑、闒㹄㮵、闒槼㴓、꓃僈幢、砮ꫵ梅、

䟂խ⚥俒㶶䍌：꤫䟃ばխ薊俒㶶䍌缺陼：꤫䕔榏խ䖕

䖕劍醢⡲窡硁：尃խ䖕劍醢⡲⸔椚：랔楧㫲խMIS

ꨶ䕧䊨⡲㹔剤ꣳⰗ、䕙蒀埠⫄㯯剤ꣳⰗխ晚Ꟁ：

갉㹔：♲ⶾ侸⡙㾝怵⚥䗱խ幋갉䊨玑䌌：嘥併㣼խ幋

갉㹔：㥪㢵耫갉խ갉坿⼿⸂：䐁䡗ㆹ、詎佟⺍խ管刼：

⡙墂呪盘椚：绀鑘內խDCP 侸⡙䭡頺醢⡲：⡦燊㸞խ

、嵄寐荈㖈剤ꣳⰗ、⻍❩⚆私螠僦俒⻋⫄㯯剤ꣳ

⢪欽⼧Ⱉ䎃涸瘘そ，佖⟃劥そ鹎遤ⶾ⡲崞⹛。䕧⫹ⶾ

醢⡲：꤫⤧㸪խMV ⶩ鱀：꤫⤧㸪խ蔅窛ⶩ鱀：剎父

⯐棁խ䖕劍醢⡲竤椚：绀鑘內խ㶶䍌醢⡲：勛諌խ侸

：ⶾ䠑⯕䎃剤ꣳⰗ、MM2 䕧鋕㫨坿醢⡲剤ꣳⰗ

꼟棶覂、랔➬⚑、랔⟳慮、랔佟绥、랔⨀ꌂ、랔ꉎ㮵、

岁㕜贫：ⷠ㹆妇、剆✮⹉խꏗ갉䊨玑䌌：嘥併㣼խꏗ

劍醢晚：꤫䟃ばխ䖕劍醢晚⸔椚：闒绥խ⯨㼟䕧噠䖕

ꣳⰗ、螠鋕㫨坿䫏须꧌㕰肆⟨剤ꣳⰗխ醢⡲Ⱇ

桬龐俒、ス馄⧍խ㋲矲盘：劫梚梥խꟀ痁：㸞䗞瀖խ

鏤鎙：鱲㣔♴㫨坿剤ꣳⰗ、꤫姻彂խ姻䒭갸デⶩ鱀：

꤫⤧㸪խ姻䒭갸デ갉坿醢⡲：卌䚻խ姻䒭갸デ㶶佪

ⴀㅷⰗ：㥪㥪ꨶ䕧䊨⡲㹔剤ꣳⰗ、䕙蒀埠⫄㯯剤

103 ⴕꗻխ铃鎊：㕜铃խ♳僦鋊呔：DCPխ겳㘗：

勭❠內、勭ⶍ、ⷠ㼭軨、㸢⢩䏭、闒ꫭಊ、鑹⢕琐、

卌䚻、⩬広吇խ㼬갸デ㶶佪醢⡲：矦稲ꈚխ嵳㜡

㑚㑚（귇㣐䗱誩㥏耫）

噠⸔椚：꤫陏㸞խ㯯勞盘椚：꤫用蓸խ侮ざ遤ꌼ：

խ⥃ꦖ：㺢齦➃㡽、⯐鞮欴暟⥃ꦖ肆⟨剤ꣳⰗ〵

⚆䊛խ㼬갸デⶩ鱀：꤫⤧㸪խ㼬갸デ갉坿醢⡲：

卌楾蠩（귇詎䗱䚃剐魨）խ桬ꉎ烂（귇㣐䗱誩）խⷠ

湖敁⳯խ勭嫲幋갉ꏗ갉㹔：耫蒀渱㶩剤ꣳⰗЭ耫

闒ꫭಊ、鑹⢕琐խ䓹蓸榄、꤫⿶榫、卌䏭㸞、ⷠ鹠癌խ

⤰㸞խⶩ鱀䌌：衞憜冱խⶩ鱀⸔椚：䄄ꚙ麨խⶩ鱀䌌：

ヰ榰噻（귇繏⪂剐魨）խ闒儀槇（귇勛䗱誩剐魨）խ

Ⱇ、⻍❩涰䏞笪鎝猰䪮剤ꣳⰗխ涮遤Ⱇ：㥪㥪

伢䕧 敚⯕㐼勞：⚥䕧肆⟨剤ꣳⰗխ㜥㐼勞獆顲：

⯈憠խⶾ䠑䭸㼬：僒➝⚥խ遤ꌼ㹒⫄：繏⟂匋խ遤佟：

⨀땃（귇デⴽ䒭䞄䙂鋷）խ䑁㤘椒（귇㣐䗱䚃）խ

湌：꤫䟃梥խ涮遤贖竤椚：ⷠ䋞姻խⰗꡠⶰ椚：꤫㸙

갉ⶩ䱺：寐鸮溫、勭❠內、勭ⶍ、ⷠ㼭軨、㸢⢩䏭、

눛ꌂ㸪、䖛㷆㸙、랔撑鐱խⷜ撑：叕挴鰜խ⩎䬝：꤫

（귇抡鮦畀㈒牱㆞）խ랔ꅾ琐（귇㹐麌畀㆞）խ꺛

䧭䌌：䖛薊䘋、⡮⢆楑、䄄顜贅、꤫開、㢚僕、䁌ꨔ㩞、

䓹䘋葻、绀갫屎、蛅翵㉬、勛㸽閄、瀖用⨀、䓹⽈绥խ

⻍ⴕⰗխ岁壜ꨶ䕧暶佪剤ꣳⰗЭ SFX 䭸㼬：

㸪、ꤷ卌、桬湺խ頿：勛⢕俛、䁌猗螠、꤫巾秋、

抡鮦畀ⶩ牱㆞）խ䓹㼱䧃（귇䫪讍䏅罉꠸）խ鿓㡦⪂

꼛䗞俒、桬秋哆խ岁：䖛㉬鰜、桬繡敶խ涮遤冸遤

넞耥、忆ꫭ䖛、哟牬խ暶佪䌌：蜓傒⼮խ♲笞䒊垸䌌：

눛㸻莓խ䪮遯㆞：悮䒊䧭、勛䓹恎、꤫㷆㙹、嘥⢕琐、

뀬、嘥ꪫꤿխ鋕걽ⶩ鱀：꤫⯈憠խ鋕錏窡硁：剎榮䏭խ

罉䓹）խ랔頻㎗、卌妇䚃（귇䗱誩㣐㷸㹔）խゟ䘋

SangReal 豤䊝㼿〢䕧鋕⫄㯯剤ꣳⰗЭ暶佪䭸㼬：

捀խ㼩涯䭸㼬：꤫㕜⨀խ鮦鰘盘椚：脌㟞ꋸխ堥：

⸂囙䕧鋕㐼勞剤ꣳⰗխ鮦鰘獆顲：⼿僈䕧鋕㐼勞Ⱇ

խ螠鋕㫨坿䫏须꧌㕰肆⟨剤ꣳⰗЭ遤佟醢晚：

ꀎ뜩խ㹒⫄窡硁：蠝㤘խ㹒⫄㕰：䓹㫲、ⷠ晊、娀

鏪⸺匡խ暶佪籏湌：䄄顜贅խ窡硁醢晚：꤫䙼ꨎխざ

勛㎗ꈚ、勛㷸굳、卌ꦹ鰜、䓹꾚薊、勛㎗ꔩ、詎娀崎、

Ⱇխ괤괐倞耂须俲䕧晚䱇奚Ⱇ：⚥螠ꨶ鋕肆⟨剤

蟣、鿓佟㸪խ暶佪醢⡲窡硁：詎ꬆ㫲խ ꖏ걧鷆髠穉

⡲穉㆞：卌✵⳯、卌✵绥、スꬠ鹎、䑁齶㛖խ⹛⡲䭸

㼬⸔椚：寐䚃խ邍怵䭸㼬：䖛抉绥խ눦遯䭸㼬：桬毑

贖椚：Leonard Fong、蚛뉓倛ꏗ갉㹔（倞⸈㗗）խ〈

㼭䲿楪䩛：ⷠ輑խ〈⼱〣ⱄ鋅〉怵㈖：㷟敶㪨խ⡲鑂：
꤫証櫷խ管刼

䓛坿管㻨：Terence Teoխ䓛坿：㕜

姻僤խ醢⡲窡硁：䑁姻僤խꏗ갉：蚛뉓倛ꏗ갉㹔（倞

鎙ⴕ㆞）խ㽍屾➋、桬䮸纈、⡬⥌䛸、ゟ猥듳、勛用
䌱、ヰ䳓⳯、卌厣䳓、鿓㹻榰、꤫䘋⺍、影嵞纷、影

⡲倰，佖管荈ⶾ㼭铞《㢚傈⛓鑘》捀ずそ瀊晚；㛂
ꨶ䕧《Ⱉ䒚ㄳ㉱긭》佖管荈ⶾ㼭铞，捀鋷荈二⟤㼬怵

涸껷鿈ⷜ䞕Ꟁ晚。

랔ꗽ鰜（귇굔鮦停罉㣐）խ넞绐兰、꤫䕔⭳、卌✵⳯、
（귇䓹姻䒄㷸Ꟁ）խ桬槇篞（귇繏⪂㱙㱙）խⷠ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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噲坿㺋莓

⛓昰，佦䩧僊麨➃，㼟➮䩳ⵌ㔋㩷䨼，⟃

➮鹎㾋。⼱ꃰ⼱ꄁ，噲坿䥊饱㣐✳尝䬄⚥

剤ꬌ岁♴鯺 MP3 捀歋，彋⪔䓽遤䵃程。噲

㹁ざ獆，鹎罜❜䖃。噲坿䭭♴䒊眡鏤鎙㣐栁

姽灶㡏㥏㺋そ隘。殹儻，㣐䪡陪⸂瑳搭⟃䭰

Happy Dorm

坿こ㋓㣐㹻䵦ꨶ舡，歑㥏㺋ⵄ欽⨢ꨶ㣐䵦ꨶ

ⷜ䞕➝稲

鸫䧭㣐㷸䒊眡禺倞欰桬噲坿，♶「嫢鋷

ⵄ钸，鼇乵䵦鹎歑欰㺋莓，劍䖊㾝㢵ꅷ㢵

舡炽焈，幋✥⛓ꥹ，魨贖㥏㺋涸噲坿ㄤ麨➃
鿪鄄陪倰䌟㔐⩏鎝。

陪倰䩾䬃㢵〵ꨶ舡，鸒濼噲坿傈䖕ⵌ䏭

㺋莓，ꅷ铿䪾堥剚雊窍ⴽ➃，Ⰽ➃䪪䨼儘对
涸齡㣔，⽿⫄⢵昿鋷㔔䊨㖒䠑㢫罜䧭捀嗃暟
➃涸嶋䜂，噲坿ㄤꅷ铿晋䖕㣟耢。

騥膨㔐䥊，ꤙ⠶ꂋꃰ噲坿涸综㮵ぢ➮邍

涯，⡎鄄䬩穪✫。姽儘ꅷ铿⢵ⵌ噲坿㹻，⽿

㪨涸㺋莓欰崞。㖈䖃㺋莓涸Ⱇ鮦♳，噲坿

䥰鎝。噲坿ꨆ陪㽷儘，溏鋅吥Ꟁㄤ匌꧆䒊

铐剚Ⰽ➃ꡠ⤚，♶곃综㮵涸铞僈ꨆ✫。麕

坿涸倞㹔⺫䭍，欰暟禺聞聘枡歑齶蠝㾝、

䩞ꤑ✫Ⱇ搭遤顴增㻌㸽，⚛⟃㷸欰麬岁✲⟝

鋷鸒鑨，噲坿鏰蕲儘昿鋷界搭ꄁ✫。㖈昿鋷

ㄤ㷆ꅷ铿䠑㢫钢陏，䕹姽殆♴幀ⵠ⽫韍。噲

鏤涸袚✲Ꟁ繏薊䩞，♧ず饥鹎⩏鎝㹔。繏薊

须䊨禺㸕歑叕噇䧭、ꨶ䕧禺涸ⴀ麥谁➃넞麨

㪮腙吥Ꟁ，㼟㥏㺋鸮ず歑㺋♧⢘颫颪。㖈㢫

侸㷸㷆ꅷ铿、⚥俒꤫䚃ば、䒊眡랔综㮵、须

㼟鏰門㯯넓，Ⱇ䋒♧ⴗ。

➃。㼩涸㥏欰㺋莓剤「㥏㺋㔋㩷」⛓珖涸
긭闒ꨎ棁，「➃濧湡。

⩔聃涸噲坿遼鹎䙭䩧繏薊䩞。繏薊䩞佞鑨
劍⚥罌傈，㷸吥鎹罏剚涸植㜥。吥Ꟁ

厥傈歑㺋瑳搭㹒䋒ꣳ⼦欽宐⿶⨢ꨶ，

㼩吥㖒㉏겗、㷸欰麬岁♧✲对㹁䒸ㄧ鴀耷。

〡⚥䖤濼㷸吥䩧皿㖈♧⦐剢Ⰹ䬓ꤑ罉莍涸歑

植㜥，㼟僴儻⩏鎝㹔㼩鑨䕧晚⟃䩛堥Ⱇ門倴

幋✥⚥噲坿ㄤ㹔⦛䖰晘♳Ⱇ俒、莓湌罉桬
㺋，颪㖒窍頿㕰，⡎倞歑㺋騅ꨆ㷸吥麶黇，

㥏㺋㔔ⶍ衆䧭⯝䬓。噲坿䙔䙔♶䎂，对㹁涮

饱「荈䊹涸㺋莓荈䊹佹」，贫〮歑㺋㷸欰♧
饱䒚넍㥏㺋。

歑㺋䱰《辉軺余，欩荛㥼䟝㖈㥏㺋

⻋禀寒ⵄ欽〳坿⸈剋棟鸤䧭㑑涮植韍，⡎

鄄㔋㩷㻌錏꣖姺✫。㔋㩷⟃ꅷ铿捀껷，ⴀ
ㄤ歑㺋⼿锅⨢姺뀁仠，对陾⟃笪騟涮俒涸➃

孵넞⡜，对㹁鱒飷。㥏㺋⟃繡撑、歑㺋䲿⣘

MP3 鯺럊瘞倰䒭，ぐ荈䒸➃孵，剓䖕歑㺋
对㹁余乹㥏㺋ꨶ舡ⵅ俒，㥏㺋⟃⚥倬ꨶ⸂

乹，穡卓歑㥏㺋莓㣐⨢ꨶ。㼩ꥬ㣔劍⚥罌
⽿搂ꨶ〳欽，噲坿ㄤ㹔㢫ⴀ鋑굺，㖈忾
伱涮植䩧䊨涸麨➃，♲➃䟝⟃➮飷㔐歑㥏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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姽儘噲坿植魨，ぢ吥Ꟁ騙㖒麥姊，䱺衽➮㖈
⚆，鎹罏阝搭。⾲⢵叕噇䧭㖈ꨶ舡堥媽⸈酤
鋕鎝ꖏ걧，⚛㼟笪⽓❜窍麨➃，銴➮㸞酤㖈
ꨶ舡♳欽黇畮㉬⹛涸倰䒭ꏗ䕧。

鸏儘，鎹罏剚㜥㢫㷸欰纈꧌荈격佞唳劍

⚥罌，ꅷ铿贫〮滞➃耫䴂䯤遺噲坿。噲坿稣

♧剚⯥，噲坿䱺ⵌ㹻酭ꨶ鑨，ㄤ氻䎯♳涸昿
莅剦涸렽⺑♴，噲坿对㹁ⱄ䪾ꅷ铿鷆㔐⢵。
ꅷ铿㗂鮦⢵ⵌ歑㺋，酤⥜䖕涸歑㺋鸤㘗

界僽殹䎃莅噲坿ず㾀儘，噲坿圓䟝涸歑䚍欰

婥㐼。鸏儘，噲坿䊺鷆♳⢵，ぢꅷ铿鍑ꅼ⚛

デ涯，㉏㥠僽や격䠑䧭捀㹻➃。ꅷ铿瘸䥰，

倴僽Ⰽ➃湱乩。罉桬䊺彋⪔㥪儘堥，럊敎歑
㺋갥畮涸摳抡ず䣔。

䕧晚须俲

ⴀㅷ➃：卌幑顜、卌⚆⹅、脌ꫭ⚥խ湌醢：䖛㕜⧍խ

♬䎃䖕，噲坿䧭捀䒊眡䌌，佖鸤莍歑

㺋。歑㺋衆䧭莊鳵涸⛉麬涸ず㷸剚⽿栬緄ꅷ

铿，剚䖕噲坿㣐ꃰ鄄剦鷑㔐㹻，综㮵优䪜

榏խ植㜥㛂遤：卌劥牏խ植㜥⸔椚：桬䠑巒խ꤫鏤⸔
椚：꤫ⱟꩪ、鿓䏭⪂、꤫⨀铇、ꁀ✮莴խ㻜绢欰：悮

儀巯、꤫㪮寐խ繡遯穉佅䴂：话⸆字、蛅⳯幅、繏ꨣ
ꗻ、ゟ僈し、ⷠ랿ꩯ、䖛뜩悦、ゟⱟ⭑、勛㸻䏭、鏪

顜㮵、卌㹻韝、꤫佟缦、猨⭑㪨、ⷠ㶩㎗խ㕬兞鿈竤

椚：䓹矦䑞䒾խ㕬兞鿈ⶰ椚：꤫ⱟ䘋խ醢兞⚺⟤：卌

⚆僅խ醢兞ⶰ⚺⟤：勛幢嘥、勛幢唿、랔ⱟ敉、䓹矦

纏䂾խ醢兞䌌⩬：卌傒匌、䖛桪ꁈ、勛姻捝、詎✝犷、
卌⤧し、绀⨀绥、䓹⽈幅、鏪併坿、䨥㡦幇、랔㎗

嘎、♨㼟⽂、剎そ㸞、勛䕔惶、勛橣륌、豤㣔渤խ屘

怚䊨：卌㕜ㄤ、랔Ⱖ、ꁀ䣔㛔խ䊨玑宐ꨶ：ⷠ形幇խ
䊨玑遤佟：꤫综㾓、剎猗棇խ鸤㘗䌌：勛㹄㻳խ鸤㘗

⸔椚：⡮ⱟ⭑、鿓⢆蠩խ⻋㦳䌌：Sam Q、桬ꩯխ녋

㘗䌌：卌❏ꬆխ녋㘗⸔椚：詎妇蔊խ剪酤盘椚：勛❫
⭑խ㻜绢欰：꤫䚃⠺խ鸤㘗穉佅䴂：⟿⤧蓐、꓃꼖

⭑、꤫尬榮、ゟ棶榄、卌ꥑ륌、桬뒉㥶、豤蒕槼խ䨡

ⷜ䭸㼬：ꆄխ鱲瘘䭸㼬：悮姻、ꗻ䎋歑խB-BOX

䭸㼬：豤䕔蜹խⷜ撑：ⷠ➃韝խ⩎䬝穉：嶃㹗ツ、ⷠ

⥌嫏、嘥㺀⢕、랔⤧㎗խ鮦鰘⼿⸂：宕疽导鮦獆顲剤
ꣳⰗխ堥：랔ꌂ鰜խ⾲ⶾ갉坿Э⡲刼 管刼：

꤫⣜㮵խ⼿ず⡲刼 管刼：랔㋮꼏խ管刼：㸢馢宕、

嫢䌟䖕劍贖椚：랔⤧䥃խ坿䩛ЭꟀ痁：齶䚃螦խ㋲

䡹խ㼬怵⸔椚：鿓儢へխ㼬怵穉佅䴂：ゟ楾巒խ㛂遤

㺋⨞㼩，噲坿⟃橇䫵ㄤ乹䱍㔐䥰。

姻끛խ佐갉⸔椚：剎鑘併խ㛂遤繡遯：剎橵榮、衞㶩

㼬：ゟ䘞䥃խ鸤㘗䭸㼬：勛㹄㻳խ갉坿：꤫⣜㮵խ耫

MP3，穡卓僽㷸欰荈䔞荈㈖涸갉墂，繏薊䩞

㺋莓，㷸欰姹妇。ꅷ铿㉏噲坿僽や鼩銴莅㥏

㷟⚑㸽、䐁㸞䓽խ佐갉䌌：꤫挡㸙խBoomman：꤫

꤫僦蓐խ醢陗：康㹻鰊խꏗ갉 幋갉：랔⤧䥃խꏗ갉

棶ꨛխ伢䕧䭸㼬：卌滞歂խ敚⯕：꤫䘋鮯խ繡遯䭸

侸繏薊䩞涸縢ⴡ，䛌㑵、鐧妬、⩝鸤俒剅、

♴騙钢ꐫ。吥Ꟁ㹒䋒䒂䖕劍⚥罌、♶䬓歑㥏

椚：䑁ㆹ箰、留䣔罇、剎䟃纈、䊱纻颩、飅㗛柗、鏪

듳頿խꨶ䊨：峿❠袣խ敚⯕穉佅䴂：꤫猥㸪、蛅鹠兒、

醢晚：꤫䣔琐խ管ⷜ 㼬怵：卌⚆⹅խ鼇錬䭸㼬：留
갉鏤鎙：ꁀ傒䘋խⶩ䱺：곃癯蔕խ暶佪：㣆䟝鋕錏暶

顴顰，繏薊䩞♶肥㾅剪，佖久䩾䬃ꨶ舡涸

2016 䎃〵抓ꨶ䕧➝稲 ⷜ䞕晚

⸔椚：ꁀ⛇ꋸխꏗ갉㹔：涯ꆄꏗ갉㹔、ꆄ豭卓ꏗ갉㹔խ

矲盘：㽍䚃㮵խ鞫痁：嶃㹆妇խ䊼匡盘：ヰꫵ⪂խꨶ

佪խⶰ㼬怵：桬Ⰱխ⸔椚㼬怵：랔䟃楧խ㜥鎹：嘥催

し➮：桬恎㪮խ加し➮：⥃⽋խꏈ楪：꤫⣜㮵խ➃耫：

醢晚：卌껻⠺խ醢晚竤椚：ꁀ淏✻խ㜥兞竤椚：詎嚩

㶩蘟、勛嫏ꌂ、䓹㤘蕰խ痧✳㼭䲿楪：繏兞듳、랔橵

ㆹխ㜥兞⸔椚：齶謶襮խ醢晚穉㻜绢欰：詎⚆➋、ゟ

䢵俒խ醢晚穉佅䴂：꤫䕔缦խ怵㆞穉㻜绢欰：劫㷎琐խ

꤫⣜㮵、꤫嘽㹆խ豤㶩蘟䓛坿㕰Э痧♧㼭䲿楪：豤

룲խ⚥䲿楪：⡦ば䚻、欥㪮땃խ㣐䲿楪：薵㸻尬խ〈麨
➃姐〉⡲刼 管刼：麨㶩խꨶ䕧⚺겗刼Э〈㥶卓ⱄ

怵㆞穉佅䴂：剎讛㳱խ醢⡲剚鎙：랫㶩催խ伢䕧㣐⸔：

鋅〉怵㈖➃ ⡲刼：ꯂ狲㸞խ⡲鑂：卌䒊葻խ⡲刼：

傤խ痧✳穉伢䕧：嶃㹗ツխ痧✳穉㣐⸔：䑁㷸箰խ伢

坿管㻨：꤫⣜㮵խ痧♧㼭䲿楪：豤㶩蘟խ痧✳㼭䲿

〢刓螠、䓹䘋笶խ伢䕧⸔椚：䑁㷸箰、꤫⤧㎗、ゟ䥃

䕧穉佅䴂：卌ㆹ⡡、꤫宕僈、랔⥌ꨛխ瑠⚥伢䕧：牟

㼙䩛垸㘗⟱噠爢、ꁀ⚥խ敚⯕㣐⸔：겝㡦䘞խ敚⯕⸔

醢⡲➃：詎㼿俒、ꯂ狲㸞խ管刼 し➮：ヰ곏ㆹխ䓛
楪：詎僈⭑խ⚥䲿楪：欥㪮땃խ㣐䲿楪：薵㸻尬խ醢

⡲遤佟：䑁ꫵ秙խꏗ갉䌌：詎㼿俒、卌㼿⠭խꏗ갉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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犷薳ꏗ갉㹔խ幋갉䊨玑䌌：嘥㣐箰խ幋갉ꏗ갉㹔：犷

姻䒭嵳㜡鏤鎙䌌：꤫姻彂խ➃暟妵嵳㜡鏤鎙䌌：勛䕔

晝）、嘥㣐箰（㈖晚晝）խ幋갉ꏗ갉㹔：ꆄ豭卓ꏗ갉

鸤㘗䌌：馢ꅷ㭫խ⻋㦳䌌：눛⳯䒄խ녋㘗䌌：랔䎋걛խ

薳ꏗ갉㹔、䓽⸂ꏗ갉㹔խ幋갉䊨玑䌌：랔⤧䥃（ꨶ䕧

㹔、嘥㣐箰ꏗ갉䊨⡲㹔խ晚㽵刼〈Us 㼭儘〉怵㈖➃

⡲鑂 ⡲刼：ゟ寲蔊խ醢⡲➃：桬䘋獔խ管刼 し

⭳խ嵳㜡啟䬝伢䕧䌌：螠䕧㕜ꥹ䕧谁剤ꣳⰗ꤫䕔⪂խ
麥Ⱘ：鿓䏭⪂խ薊俒㶶䍌缺陼 㕜ꥹꌼ㈒：ヰ㟞允

勛玑䕟（귇넞㺢䌃）խ勛琐（귇랔综㮵）խⷠ䃕箰（귇

갉䊨玑䌌：嘥㣐箰խ幋갉ꏗ갉㹔：嘥㣐箰ꏗ갉䊨⡲㹔խ

桬労労（귇꤫䚃ば）խ⽋㷸❮（귇矦罉桬）խ龥牏癌

鑂 OP：纈耫ⴀ晝剤ꣳⰗխSP：鞮螠갉坿竤私肆⟨

坿㱙）խ넞薊鮯（귇矦㎗䗞）խ桬⚥涽（귇繏薊䩞）խ

〈㶩刺〉⡲鑂：⽋㷸❮

娀꧆խ⡲刼：랔莞꾚խ1/5

剤ꣳⰗխ4/5 鑂 OP：㶶䖤Ⱖ坿剤ꣳⰗխSP：鞮

螠갉坿竤私肆⟨剤ꣳⰗխ刼 OP：鞮螠갉坿竤私肆
⟨剤ꣳⰗխ〈㼩㥏㷛溏麕⢵〉OA

C：꤫䣔牬խ

OP：Touch Music Publishing(M) Sdn BhdխSP： 㣐
惐갉坿竤私剤ꣳⰗխ侸⡙䖕劍醢⡲：〵⻍䕧噠肆⟨
剤ꣳⰗЭ䖕劍窡硁：脌⟗⯕խ䖕劍⼿锅：绀焗

螦、꤫桪幢խAlexa 墂呪盘椚：嘥巾㰆、闒僈㎗、ⷠ

垜♴涸䨼㹐

The Tenants Downstairs

怵㆞Э瀖濼歊（귇桬噲坿）խ峿兒琐（귇㷆ꅷ铿）խ

➮：JerryCխざ耫 ㄤ耫管㻨：ゟ寲蔊խ醢⡲遤佟：

䑁ꫵ秙խꏗ갉䌌：桬䘋獔խꏗ갉㹔：犷薳ꏗ갉㹔խ幋

ks

勛ꋸ（귇湖㷸Ꟁ）խ勛뒉倞（귇增㻌㸽）խ䖛뜩ꨣ（귇

琐㥶䌟♧そ歑㶩鵦㾋，䨼匌䢃✥㖒魸鹎䎯䏁

랔㥘㥘）խ䨥蕰哆（귇䨼匌 A）խ倷䧕棁（귇䨼匌 B）խ

♴，琐㥶♧䏞䔪♴魨㶩湬䨼匌，⽿♶⡲耫。

ꁀ纷䏭（귇㥏뇬）խ顭륌（귇來Ꟁ）խ꤫㸪꧆、䕠

䨼匌饿ꥵꨆ琐㥶䨼Ⰹ，鷴麕湌鋕㐼，溏ⵌ

繡梥、⡦榰⾇（귇罉䌌）խ卌㪇㦼（귇⪹➃）խ⩬✵

嵮㹔끇꽺涸♧兞，歑㶩鄄竁㖈嵮綿，鄄䓽⸂

䏭、㷆⟂悦（귇㥏㺋慨⳼㥏）խꨔ焗、坿蓇（귇넞㺢

곃凶蔕խ墂呪管鱀䌌：勛䕥颩、齶✵榄、嘥䪭檕、鏪

肆⟨剤ꣳⰗ〵抓ⴕⰗխ晚Ꟁ：116 ⴕꗻխ铃鎊：

놎涸歑㶩㗂㖈喱♳。陪倰ꥬ衽梯槵璭湌鋕。

纏螠խBaselight 锅⯕⸔椚：勛⣜걽խDCP 侸⡙管焺：

12 秹խ♳僦劍：2016.07.29-2016.11.17խ牱䨼私

鑅佟խ晚걧㽵鏤鎙：랔缦뜛խBaselight 锅⯕䌌：㸢

影꾚㓂、ゟ㹆鞮、桬稇犵、ⷠ⸈㹗、哀䪭㸻խ⚥䕧肆

⫹肆⟨剤ꣳⰗխ涮遤Ⱇ：繡㉂✳⼧⚆私犷倛䕧噠

㕜铃խ♳僦鋊呔：DCPխ겳㘗：ⷜ䞕晚խⴕ秹：鰊
ꏗ：倞〵䍤 10,228,026 ⯋խ鰊㼬ꆄ：101 䎃䏞牱䨼

⟨剤ꣳⰗ䕧鋕醢晚䑖Э䖕劍籏湌：卌㗛摖խ耫갉

栁⺑醢⡲酢⸔ꆄ酢⸔

：鏪肬秫խ勭嫲幋갉䊨玑Э耫갉䭸㼬：ꁀ傒䘋խ

㼬怵矦➝

窡硁：ꁀ傒䘋խ䖕劍㛂遤醢晚：꤫繡❅խ䖕劍遤佟噠

耫갉⸔椚䭸㼬：矦鞮剅、꤫㹻⤰խ㼩涯ⶩ鱀：矦鞮剅խ

卌⚆⹅，1979 䎃欰，殗噠倴鸫歌㣐㷸侸㷸禺、〵抓

ADR 㼩涯ꏗ갉：矦鞮剅խFoley 갉佪ⶩ鱀：勛ꨎ槼、

谁遯㣐㷸㢵㯯넓⹛殥谁遯䨾。2004 䎃栬⸂㸤䧭《加

⸔椚：嘥⟃榄、겝允俒、䑁⾩խ갉佪ⶩ鱀：겝允俒、

2012 䎃涸껷鿈Ꟁ晚《BBS ꀀ字涸姻纏》，껷䏞㼟〵

劫䛸颩խFoley 갉佪醢⡲：嘥㹻䢆խFoley 갉佪醢⡲

⩑➃禺》⹛殥瀊晚，笪騟ⶾ♴灶涰蠝♴鯺ꆀ。

勛ꨎ槼խ勭嫲幋갉：ꁀ傒䘋խꂂ갉➃㆞：豤渠纷、留

抓暶剤涸笪騟爢纈䎂〵「PTT」⡲捀ꨶ䕧ⷜ䞕⚺넓，

㣆䟝鋕錏暶佪Э繡遯湌醢：ꁀ䟃㨪խ䖕劍湌醢：衞

䨼⢕籑，Ⰵ㕠 2012 䎃ꆄ꼛栁剓⢕倞ꌴ㼬怵栁。2013

龐⧍、勛䪭㾝、勛榏⧉、詎㷸俒、꺛⨀땃、哀莞巒խ
⩬罇խ㼠呪竤椚：⩬楖㮵խ⹛殥䌌：鿓㶩笞、꤫䕔そ、
闒僅ꐍխ暶佪䌌：卌〳鶔、哀⚆⺍խ繡遯鏤㹁：勛俒
䡗、卌䃪➋、绀翱ㄤխざ䧭䌌：導姻謠、卌儀敟、闒

㷆䧭、䊱荞鹠、䓹㶩ꈚխ䪮遯佅䴂：䕠⨀佟խ遤ꌼ㕰

：顜ꆄ䕧噠⫄㯯肆⟨剤ꣳⰗ、桬㶩笞、勛❏哆、

搋ず癌、卌䚃荬、脌㮵催、랔蛂䟂、衞㹻㻞、⡦䧃寐խ

230

⚛穡ざ 3D ⹛殥莅溫➃㻜兞，箎鸤〵 5,500 蠝涸牱

䎃䲀ⴀꨶ䕧瀊晚《BBS ꀀ字涸姻纏⫄：䗳銴⛓》。
2016 䎃䲀ⴀ吥㕨䠦䞕㋐ⷜ《噲坿㺋莓》。

ⴕ僽♧㕰閱，㖈䖕⢵陪倰涸墂呪⚥，僽㈔♧

瑠涯，➮对㹁♧䱳瑖界。➮䖃叆䱳，麂♳

ⷜ䞕➝稲

窡侮椚：꤫僦俒、⟤ㆹ⺍、闒䢵楋、僒⸺⡠խⶩ鱀䌌：

㣐遤勛盳ⴀⰅ，䨼⛳⯏怏遤勛盳。㥠涸魨

䨼㹐涸欰崞⡲䜂，㈔剤ꡠ倴琐㥶涸瘘鎹♧晚

ꣳⰗ、〵⻍䕧噠肆⟨剤ꣳⰗխ醢⡲Ⱇ：僤加僦

ꯂ䒄、꤫荞㸙խAlexa ⴲ锅吥姻：꤫荞㸙խAlexa 禺

涸琐㥶，納洅㻑鎊，䌢♧魨稇涯Ꟁ酝，䬰䬘

䨼匌㣐ꆀ鎹ꏗ䨼㹐涸遤捀，唚椚嫦⦐

（귇⩬➋⢆）խ齶䕔绥（귇噲坿時）խ寐㼱⭑（귇噲

ⴀㅷⰗ：僤加僦⫹肆⟨剤ꣳⰗ、囙䕧噠肆⟨剤

瓹꤫㼭㨱䨼Ⰹ涸慨䞕。〥㢫，⡞㖈䨼匌垜♴

尝剤撑晚涸➃。

齶蠝㾝）խ랔㽮㹒（귇叕噇䧭）խ桬㸙⯥（귇闒ꨎ棁）խ

䌃磌窣）

2016 䎃〵抓ꨶ䕧➝稲 ⷜ䞕晚

㢹儻涸⩏鎝㹔，♧そ걧녋披涯、衆舳

歑㶩㉏，剤➃㖈䖕溏㌨？➮铞銴闍♧⦐佦
✲，⟃♧珏䎂箣罜Ⲉꬆ涸〡ガ，鶤铞⢵ⵌ陪

㽷⛓，➮㖈泇期涸礶牟氻ꤎ、㖈宐岟瀖披

芣랭⡞㏠䊼、⟃럊忹岤Ⰵ㣼䚓巊넓，汥蕲䱣
䩟。琐㥶䗏疮㖒欽ꆚ簧ざ➮Ⰽ䩐膖檫。琐㥶
♧䏞ぢ䨼匌侫⦶䩧抡堥，⡎〫⦶ⵌ抡叞。

䲿衽涯斧涸琐㥶，屘忹歑㶩，剓䖕㥠醗魨瑭
衽鷴僈ꨎ邆，䭭ⴉ㼟歑㶩ⴗⴕ䧭聘㝆。䨼匌
♶㸞㖒湡漾♧ⴗ。

㖈ꤿ〵，䨼匌㼩琐㥶铞，尝剤䨼㹐，➮

罉䒭Ⱇ㺲涸❜ꐫ竤娜。

涸➃欰嬗搂隶⻋。琐㥶剓䖕㔐䥰，「嫦⦐➃㹳

䩛ꨶ瘳ⰅⰉ䊣鋕，罉㾋Ⰹ披㞔怏䋒、罉롗甔

㸐。」Ꟑꨮ涸ꨎ㢹，䨼匌㹶锞䨾剤䨼㹐く궤，

ꨶ彂，㉬ꨶ彂，酤鏤㖈ぐ⦐䨼Ⰹ涸輶䍌

ꤿ⯕欩繡涸傈㶩，䨼匌䓹顦Ⱇデ鼍㣟ꚤ

歑㶩欽ꚤ⻑㉬罉Ⱇ㺲涸㣐，䲿衽

鷗。饥麕鏪㢵䨼䖕，➮䪪ⵌ侮啥Ⱇ㺲涸⚺
籏湌鋕㐼䱾〵⛳ꦑ⛓❮饱。鄄侮椚麕涸罉Ⱇ

䙲騈ⴽ➃♧垺，⽓㖈湈걧⹛⛳♶⹛，䧮剚ꛂ

琐㥶頾顑撞聘、ⴕ굺，滞➃♧㕰ㄤ孵。

⻑，銴䭫栽罏湈鸠娝鼩。㖈䨼匌䵆뇬♴，罉

㺲㨥剤✫倞涸䨼㹐，歑㶩魨ⴕ捀䨼匌，鷴

䓹书ⵌꚤ⻑，➮饿꤫㼭㨱ꨆ䨼儘，ⰅⰉ瓹溏。

莊♧⹛。Ⱉ穉䨼㹐ⴕⴽ僽：ꨆ㭶涸桬⯓欰ㄤ

ぐ贖欩荛䨩㢫⨢鮦㜥，ꄁ䖕铐⟃捀荈䊹箻䧭

麕䨼匌涸荈涯⿻湌鋕㐼，怵糋䨼㹐欰崞涸♧
㼭㔋欰㥏⯥桬㼭㧶、鿓⸂ㄤ⟂朶♧㼩ず䘋䠦

⤁、鶵䧗馄腋⸂涸㸕歑厣䕔、䚍ꡠ⤚醳꧹涸
♳棵㥏龥꤫㼭㨱、㥪蒀넓肬罉䌌罉䓹竤䌢⩔

厣䕔㋓♴谔涸궬ㅷ僊漗，鄄䨼匌䩦⯕䬰ⵌ
澖獵⹛。䨼匌㖈剤悦浤涸ず䘋䠦⤁䨼Ⰹ縨

佞殯暟，⢪➮⦛✽欰毠甝，欩荛䪾厣䕔䬰遤

荛姽，⟂꧱倰铐剚䕹姽ⴀ鮨，厣䕔⛳끇䛌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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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捀鄄䓽凐，䥳䜼♶䊺。鸏㼩䠦➃㣐ア⿶慨
䞕䖕，⟂朶鄄铐媹，鿓⸂〫㥪㖈ꨎ㢹涸龟⼦

䮕峯彋⪔㙵㾏넓。劍，琐㥶➠䬰衽遤勛盳、
媹➃，䨼匌ꤲꃰ㖒⚺㼬䨼㹐欰崞涸ꐫ✥，䕹
姽畹昰，孵韍鑠阷。

鸏妄，琐㥶竁卺桬㼭㧶，䨼匌鋅朜鄄慨

搂䖰鄄阮㻜荁䏁魨ⴕ，湬ⵌ 2007 䎃㧼㶩涮
植牍㺙傈钟罜ⴀꤎ，䓹㹻⤧鸮酢⮉ꆄ鿪尝걆

㽠䖰陪歲嶋㣟✫。陪倰鼍䥛㖒铞：「䧮⦛㼩

♶饱䓹㹻⤧。」⡎⛳涮植罉Ⱇ㺲涸溫㻜佦✲
莅➃暟ꡠ⤚⚛♶㥶䨼匌⯓䨾闍。

䶌⡞㥏㷛〡뢙，穡卓㥏㷛尝✫孵䜂。桬⯓欰

㖈⩏鎝㹔，僽䨼匌⛳僽䓹㹻⤧，溏衽倰瑭
衽㥏넞⚥欰ⵖ剪涸琐㥶䎑䕧，䗏疮衽。

䪪♶ⵌ㥏⯥，剓䖕㖈罉䓹䨼Ⰹ䪪ⵌ㾏넓，♶

䕧晚须俲

⟂朶㾏넓，⽿㖈厣䕔䎯䏁♴䪪ⵌ，䨼匌佦䠑

僈곏、ꀎ猗蔊、峿⨀䩞խ湌醢：叞兰㾓、䑁ꆄ뒉խ醢

䎋㔔罉䓹荈䧮遺罜鄄乹俋。鿓⸂㔐䨼♶鋅

鼇㖈姽儘鹎䨼，♲➃湱錊，䨼匌䖎䘰騙㖒父
宠⡜锅贖椚，⟃⯝䨼搂岁ⴀ獆，♲➃麨䧭
⼿陾。

植㖈罉Ⱇ㺲剤♲Ⱘ䖊贖椚涸㾏넓，罉

䓹、鿓⸂瘞➃ぐ荈䩳衽酤剤㾏㝆涸㝖芣郍，

䟝弓徧阮亙。꧱倰㖈Ꟁ䐤湱麂，⾲⯓鿪⧺䠑

㉏㥪，䖕⢵✽欰䧃毠♧㕰䪌䩧，⟂朶涸걧곓

怎✫ⴀ⢵，厣䕔끇䛌㖒驫굳。琐㥶♧ⴗ鿪溏
㖈滚酭，♧顐䗏疮㖒♴垜饥ⴀ。

㔐ⵌ陪㽷涸⩏鎝㹔㜥兞。陪倰锅叆ⴀ䨼

匌涸䏁稣，➮涸劥そ䓹㹻⤧，陪吥殗噠邍植

⪂ⴀ，㼠Ꟁ月縢䗱椚㷸，剎㖈 2004 䎃荁䏁
锅叆랔㔋龥涸呪㶩。랔㔋龥⟃隶䢀涸䩛岁媹

䱈♬そ㥏넞⚥欰，鄄鷑鹎礶牟氻ꤎ，荛䖕ꨆ
㣼涸♳じ娦❗。䓹㹻⤧荁䏁礶牟氻ꤎ劍，

「湈ぐ珏隶䢀Ⲵ贉，⡎殹䎃Ꟁ㸽䠑㢫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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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㛂遤醢晚：齶㹆頻խ䖕劍遤佟噠：꤫⸂癌խ醢⡲

恎խ颶䠮䌌：勒喀、㟔歊ⶍ㡦խ颶䠮⸔椚：䑁儫

莽、諽䎃꧉、豤儢颩խ〵抓颶䠮穉⼿⸂：㓂㕜葻、겝
纷剽、詎㎗ㄤ、齶蕰畾、闒僈➋、蛅㶩槇խ䊨玑竤

ꁈ、卌傒匌、ꁀ剤䗞、勛榰륌、桬耥侣、绀⨀绥、剎

琐㥶♧垺，㥶⩏鎝㹔呲♳㥏⯥涸须俲撑晚。

唳。㔐䨼涸罉䓹涮植桬㼭㧶㖈邆壜，䞕䚊♴

⸂：눛僈彂խ劍麥Ⱘ⼿⸂：馢僱薳、闒巾ば、䑁䃕

♧㣔，䓹㹻⤧暽衽♧そ涯帩涸㥏㷛，垸垺ㄤ

㨱䨼。厣䕔幢ꄁ䖕，⢵鏞涸⺫귢罏㔔铐剚
罜倷凐꤫㼭㨱，罉䓹♴垜䍲䘑鄄꤫㼭㨱㲀

䱺：䑁㶿兀խ植㜥ⶩ䱺䌌：桬峕峕խ植㜥ⶩ䱺⸔椚：

㣐箰խ麥Ⱘ⸔椚：剆㧄㮵、豤儢颩、兞⳯䎃խ麥Ⱘ⼿

㖈礶牟氻ꤎ，랔㔋龥㉏䓹㹻⤧䟝濼麥㥏

⯥♴衆㌨？⚛黃窍➮♧ⶰꚤ⻑。ꤿ⯕僈㰃涸

匌䪾桬㼭㧶䫵ⵌ罉䓹䨼，厣䕔鄄䬰ⵌ꤫㼭

랔戇姻、⡦兞䠑խ麥Ⱘ䌌：卌꧉梥խ植㜥麥Ⱘ䌌：康

椚：䓹矦䐢䒾խ䊨玑ⶰ竤椚：꤫ⱟ䘋խ䊨玑⚺⟤：卌

涮♶腋鱒涸놽䘋，ⱄ妄ⵄ欽ꚤ⻑㣐䵦괐。䨼

ⴀㅷ➃：䄄匌խ耢ざⴀㅷ➃：叞兰㾓、寐䘋䓽、绀
晚 㼬怵：䄄匌խ⾲衽 管ⷜ：⛰䪾ⴉխⷜ劥⼿⸂：
ⷠ哟悦խⶰ㼬怵：䨥㸙ꨛխ⸔椚㼬怵：랔䟃楧、桬⥆
俒、ゟ楾巒、陓蛂❏խ㜥鎹：顭ⳝ榄、卌⢆蠩խⴕꖏ

粭醢䌌：峿铇ばխ醢晚竤椚：䖛ꐣ䕜խ㛂遤醢晚：鏪

⢕僈խ㜥兞⼿锅：闒꧉ꬆ、繏腋螠խ欰崞醢晚：耴螠

渠խ醢晚⸔椚：悮棊俒、繏ꨣꗻխꦑ晚剚鎙：꤫冕룲խ
伢䕧䭸㼬：✵⯕笞խ✳堥伢䕧䌌：桬ⱟխ♧堥伢㣐
⸔：꤫蠝䖤խ✳堥伢㣐⸔：ス僻㸪խ伢䕧⸔椚：卌ㆹ
⡡、詎⣈⭳、랔⳯纈、勭⢕⧍、桬倞㋮խ䲀鮨䌌：ゟ

匌ꤿխ䲀鮨⸔椚：寐⨀铇խ敚⯕䭸㼬：⡮嫯ꈚխ敚⯕

㣐⸔：꤫麨ꍵխ敚⯕✳⸔：勛僒岲խ敚⯕⸔椚：㸢䘋
㪮、馢鮪颩、꤫猈⯕、勛㛆榏、꤫㈔嵞、齶뜛〞、ゟ

傻㷆、꤫ꅾ⡡、嘥ꫭ缦խꨶ䊨：ス䣔ꚙ、꤫狲幢、

꤫㷆㸪խ谁遯籏湌：❀鴤㖎խ繡遯䭸㼬：馢鴇涮խ繡

遯⼿锅：桬ず갚խ⼿锅⸔椚：꤫鑘傤խ繡遯穉缺陼：
卌妇謠խ颶䠮穉缺陼：康ꨛ㮵խ孨㕠㕬粭醢䌌：䖛用

䏭խ繡遯鏤鎙：䖛稲⧍、豤鑨꧉խ鏤鎙⸔椚：랔꩑楑խ

鏤鎙佅䴂：랔㼱眡、桬挴喀、ⷠ䗞䕔խ꤫鏤䌌：랔莞խ
꤫鏤㛂遤：⡮⢆渠խ꤫鏤⸔椚：矦㸙澌、꤫⽈䕔、鿓
莞巒、㩉兰꼖、勛ꨎꬆ、桬姻꼖、꤫❮纷、䕠淏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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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խ䊨玑ⶰ⚺⟤：䓹矦纏䂾、랔ⱟ敉խ䊨玑㼠㆞：

꤫㶩⨴խ䊨玑䪮䌌：勛幢ꤿ、勛幢唿、勛䕔惶、䖛桪

そ㸞、䓹鰜欰、䓹⽈幅、詎✝犷、豤鹎渤、꤫俒䳸、

卌⤧し、鯺㡦幇、랔渿ꥑ、䓹侣僈、鏪併坿、♨㼟

랔儀ꈚխ䖕劍籏湌：卌㗛摖խ醢⡲窡硁：勛䘋箰խ䖕

䭸㼬：勛䘋箰խ䖕劍墂呪盘椚：랔갚㭫、꤫䚃⭳խⶩ

鱀⸔椚：鏪ㆹ笶、飅鑅蠩խ侸⡙ⶩ鱀：鏪ㆹ笶：飅鑅

蠩խ侸⡙锅⯕䌌：桬䢐렳խ侸⡙锅⯕⸔椚：⡮㭓䡹、

卌赙ば、齶玑⹅、鿓廭謶խ㶶䍌醢⡲：鏪ㆹ笶、飅鑅

蠩խDCP 嫢彂醢⡲：鏪ㆹ笶、飅鑅蠩խDCP 侸⡙䭡
頺醢⡲：랔갚㭫、꤫䚃⭳խ耫갉䭸㼬：勭睛⛓、ゟ剅

榼խ植㜥ꏗ갉䌌：꤫摺匋、勭㖳㛔խ植㜥佐갉➃㆞：

꤫摺匋、勛⢕邂、鏪㸪潈、薵妇䚃խ耫갉鏤鎙：勭睛
⛓、ゟ剅榼խ㼩涯ⶩ䱺：勭❠內、勭ⶍ、㸢⢩䏭、

⽂、ꣁ俒字խ宐ꨶ䪮䌌：ⷠ渤崎խ屘怚䪮䌌：卌㕜

䓹蓸榄խ갉佪ⶩ䱺：勭❠內、寐鸮溫、闒ꫭಊ、鑹⢕

鸤㘗㛂遤：⡦誾㋮、嘥用⢕խ鸤㘗⸔椚：꤫⼾ꌂխ剪

갉：ゟ剅榼、勭❠內խFoley 갉佪：꤫⿶榫、鑹⢕琐、

ㄤ、ꁀ䣔㛔խ岟⡲䪮䌌：랔Ⱖխ鸤㘗䭸㼬：ゟꅽ樍խ
酤盘椚：鏪兞㮵、ꁀ姃䎂խ剪酤穉佅䴂：勛䗱貽、㷆

妇琐、랔廭角խ劍鸤㘗⼿⸂：鏪⸂俒խ녋㘗䭸㼬：

琐、꤫⿶榫、卌䏭㸞խADR ꏗ갉：㸢⢩䏭խFoley ꏗ

闒ꫭಊ、勭㖳㛔、鏪㸪潈խ耫갉䖕劍耢粯：勭❠內、
꤫⿶榫、ⷠ鹠癌խ勭嫲 Atmos 䪮遯佅䭰：랔绿խ勭

勛㸻閄խ녋㘗䌌：랔ꉁ䟃խ녋㘗⸔椚：導⫄䟂խ⻋㦳

嫲 Atmos 幋갉ꏗ갉㹔：耫蒀渱㶩剤ꣳⰗխ㼩涯䭸

唚㦳䌌：嘥凶嵳、꤫㼭僕խ녋㦳⼿⸂：陓薊纈խ暶婌

桬뉓闉խ鱲ꏗ：ꯓ⸂匆、譩㸪匋խ䪮遯佅䭰：脌嵳

䭸㼬：꤫䚃⤰խ⻋㦳䌌：ゟ纷㮵խ⻋㦳⸔椚：겝玬埢խ
⻋㦳䭸㼬：Kittichon Kunratcholխ暶婌⻋㦳⸔椚：勛

㼬：桬諌ばխ㼩涯䖕劍갪湡⚺盘：嬁焚խ㼩涯ꏗ갉：
㗛、顼❩❩、袚桪機、倰땃խ暶佪籏湌：䊩䘋⚥խ暶

厬厬խ鼇錬䭸㼬：叞兰㾓խ䨡ⷜ䭸㼬：㩉㗛ば、劫㸪

佪醢晚：ⷠ䗱㕩խ侸⡙橇㞯穉Ꟁ：⡦㷆缦խ侸⡙橇㞯

佅䴂：剎讛㳱խ⹛⡲䭸㼬：랔⨀❮խ⹛⡲㼬怵⸔椚：

ꨶ舡⹛殥穉Ꟁ：卌㶩⪂խ须幀ꨶ舡⹛殥䌌：勛缦㸙、

畎խ鼇錬㛂遤：꤫⸈⦭խ怵㆞盘椚：ゟ儀槇խ怵㆞穉
꤫ꯂ㸞խ娀遤：勛稲剦、剎⨀蝧、勛螠、䓹㪮䳓、

繏哟铇խ䭸㼬：꤫ꯂ㸞խ⸔椚：勛螠、勛稲剦խ㜥

竤椚：玑㤇⚥խ㜥⚺⟤：䓹㺺嗃խ㜥䭸㼬：峿

陾㋤խ㜥⸔椚：䓹窄ꈚ、鿓铇ㆹ、勛僈ㆹխ鼚걧

䪮䌌：ス⨀ꌂ、♨ⱟ⚥խ麶䱾걧䪮䌌：䓹渤铇խ15
ヌ⼮꣮堥乽⡲㆞：鿓匡厣、卌厣❅խGF8 堥㐼䩛苯

乽⡲㆞：ス⨀ꌂ、랔宕ꚙ、桬劊牬、詎匡缦խ伢䕧堥

琽㹁㐼乽⡲㆞：嶃⨴傒խ朶杭堥㐼䩛苯乽⡲㆞：ス⨀
ꌂ、䓹渤铇、卌厣❅խSFX 䪮遯䭸㼬：눛㸻莓խSFX

䪮遯㆞：꤫䘋䘞խSFX 䪮遯⸔椚：嘥⢕琐、눛ꌂ㸪、

崩玑涮：䓹笞⦍խ侸⡙橇㞯嚌䙂鏤鎙䌌：ⷠ橭巒խ
嘥侣幅、䓹䛸䎂、嘥妇卌խ暶佪穉Ꟁ：康宕匋խ暶佪

䪮遯䭸㼬：䓹㾝㎗խ暶佪䌌：齶厣ꈚխ须幀ざ䧭䌌：

ゟ⢆覂、嘥莞㹆խざ䧭䌌：桬㻞խざ䧭䌌⼿⸂：꤫

⺑䒄խ湌鋕㐼殥植㜥久佞：䊩䘋⚥խ⽰儘㢵輶䍌禺
窡涮：蛅㹁♧խ✽⹛鏤鎙⸔椚：勛Ⱙꥑխ须鎝盘椚

穉Ꟁ：랔㣔⽂խ繡遯湌醢：ꁀ䟃㨪խ㼠呪竤椚：⩬楖
㮵խꨶ舡⹛殥䌌：鿓㶩笞、랔厣囙、倰㶩ꌂ、卌㸪

颩、꤫肬铇、闒僅ꐍ、飅⸂擞、飅뜛⼮、꤫䕔频、
卌僈冕、飅㣐笞、꤫用⨀、卌䒄琐、劫⤧傻、꤫⡡

铇、⚊㘍酕、겝ꫵ⳯խ皿㕬盘椚㆞：䊱ば䘋、Ⲵ⧍

䖛㷆㸙խ䍌䖕蔅窛⩎䬝：⡮剅梚խ䍌䖕蔅窛ⶩ䱺：䑁

僈、卌㗛ꬆխ鋕錏暶佪䭸㼬：桬ꅾ屛խ暶佪䭸㼬：衞

撑⸔椚：䕠酕㸪խ20 ➃䊼堥：矦湅䂾խ堥：랔

ꌂխざ䧭䌌：歊䀥畇♧խMatte Painting Supervisor：

㶿兀、⟤ㆹ⺍、卌龐齽խⷜ撑䌌：겝葻㸞、뛥䊼խⷜ

ꯂ⪂、豤㹻뜛խ敚⯕鮦堥：卌䏭傒、꤫㣔ꯂ、勭㷂
榮、蛅鹠兒、랔⤧料、䓹䧕խⶩ䱺䭸㼬：卌渤խⶩ

➋韝խ鋕錏暶佪醢⡲➃：卌䚃猗խざ䧭穉Ꟁ：䓹劊

Jonah WestխMatte Painting Producer：Poshin Wesխ
Artist：Luna Castilloխ㛂遤籏湌：卌儈륌խ䪮遯籏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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闒䘞ㄤխ⹛⡲仑《㼠㆞：嘥猥呼、꤫擳俒խ嵳㜡鏤鎙：

Brittany Lasch、Ian Maser、Sze Ho Ken Luiխ⡜갉Ꟁ

꧉椇、ヰ㸪、卌肬颩、叕䙂蠩、勛鎯榏（귇派귢ꤎ氻

楪ばխ㛂遤籏鄪暶ⴽ⸔椚：陓蛂❏խ⟱ⷔ籏湌：ゟ㼭

Wilsonխ䩧乹坿：Wei-Chen Lin、John Stapletonխ痧

隌㡦

齶厣ꈚ、꤫姻彂խ㛂遤籏鄪：䄄匌խⶰ籏竤椚：侀

蟣խ笪騟遤ꌼ冸㹒⫄ⶰ椚：倷楾խ伢䕧：桬峕峕խ頿

冸遤佟籏湌：䑁㭓㋮խ頿遤佟：卌呟㺂խ頿遤
佟：寐䙻䢵խ剚鎙⸔椚：寐⢆䆁խ岁：私屙㖠、눛

贫：Phil Hymanխ ⡜ 갉 贫：Michae Stephan、Jobey
♧ 㼭 䲿 楪：Angel Valchinov、Tudor Dornescu、Chi
Li、Aleksandra Labinsk、Thomas Hofmann、Daniel
Kurganov、Yuval Herz、Onur Dilisen、Heewon

䒾⪂խ堥：ꁀ䘋խ㯯넓窡硁：剎䚃癌խꨶ鋕㹒⫄

Park、Shawn Wang、Travis Rapozaխ痧✳㼭䲿楪：

ゟ俒兰、嘥䡹蠩խ袚✲Ꟁ：叞兰㾓խꨶ䕧鿈籏湌：倰

Eunae Anna Koh、Stephanie Skor、Kenneth Mok、

㛂遤：⡮⥃㣼խ䎂㹒⫄㛂遤：影酕字խꦑ晚㹒⫄：

凶蘩խꨶ䕧⟱ⷔ鿈竤椚：私ꯂずխꨶ䕧⟱ⷔ鿈ⶰ椚：

Julia Okrushko、MaeLynn Arnold、Erica Turci、
Weiqiao Wu、Egle Jarkova、Jay-Ook Lee、Carol

嬁琐悦խꨶ䕧⟱ⷔ鿈㼠㆞：넞꧖꧉、绹兰⭑խ갉坿䭸

Cubberlyխ⚥䲿楪：Marthe Husum、Jinsun Hong、

坿醢⡲剤ꣳⰗխꂂ坿⼿⸂：繏䛸㧚、卌ⱟへ、넞併

Park、Wenhong Lou、Oliver Chang、Sam Kelder、

㼬：䄄匌խꂂ坿籏湌：⣶䘋㛚խ醢⡲：㣔瑠⛓㙹갉

⧍、랔䐁㻞խ䓛坿管㻨 䭸䳸：繏䛸㧚խ㼭䲿楪栬㤉：
豤㶩蘟խ㣐䲿楪栬㤉：薵㸻尬խ痧♧㼭䲿楪：豤㶩蘟、
勛嫏ꌂ、䓹㤘蕰、䓹隘罇、꤫绐㮵խ痧✳㼭䲿楪：繏
兞듳、譩㰆✻、랔橵룲、䓹冕棁、劫㤘㻞խ⚥䲿楪：

Jesse Morrison、Raymond Dineen、Miyoung
Allen Fitzpatrick、Mu Tao Changխ㣐䲿楪：Ignacy
Grzelazka、Sam Ou、Kett-Chuan Lee、Jamie
Clark、Mo Mo、Hyun-Ji Kwon、Sassan Haghighi、
Egor Antonenkoխ⡜갉䲿楪：Christian Gray、Brian

⡦ば䚻、鏪ㆹ䟃、欥㪮땃խ㣐䲿楪：薵㸻尬խꟀ痁：

Thacker、Nicholas Myers、Nathan Vargaխ 薊 俒 㶶

ꏗ갉㹔：㣔瑠⛓㙹갉坿醢⡲剤ꣳⰗ、涯ꆄꏗ갉㹔、

⟨剤ꣳⰗЭ袚✲Ꟁ：ꀎ猗蔊խ须幀곃㉏：꤫俒䕟խ

㕰：岚㡦갾㹔Ⰹ坿㕰、ꆄ瀖坿㕰խ䭸䳸：Yohei Satoխ

峕խ噠竤椚：넞ⷧ㹆խ遤ꌼⶰ椚：勛秫䚃խ遤ꌼⶰ

꤫䚃㮵խ㋲矲盘：劫梚梥խ䓛坿ꏗ갉 幋갉：嘥併㣼խ

䝖）խ影し莇（귇ꄴ欰 派귢ꤎ氻䝖）խ꤫䠦〳（귇
派귢ꤎ氻䝖）խ勛宕䐁（귇䖒䌌

派귢ꤎ氻

派귢ꤎ盘椚㆞）խ卌㶩㻞、⡮⢆溫、勛荛、⯋ゟ猥襮

（귇䨼匌걧剐）խ꤫✵㸞（귇琐㥶鑑䬝剐魨）խ剎⨀

ⷜ䞕➝稲

勛螠（귇⟂朶娀遤剐魨）

崩䌌Ⱇ，鼩剤♧魨♶䪾㹻殹鱒⯕㽠♶欥䗱涸

（귇鄄⩔瓹ꁈ㾀）խ䓹㎗倰（귇㥏넞⚥欰）խ繏㕜囙
蝧（귇鿓⸂娀遤剐魨）խ䓹㪮䳓（귇厣䕔娀遤剐魨）խ
ⴀㅷⰗ

醢⡲Ⱇ：㸞鼠鹎㕜ꥹ䕧噠肆⟨剤ꣳⰗ

խ涮遤Ⱇ：㪮鋕肆⟨剤ꣳⰗխ晚Ꟁ：115 ⴕꗻխ
铃鎊：㕜铃խ♳僦鋊呔：DCPխ겳㘗：ⷜ䞕晚խⴕ秹：

ꣳⵖ秹խ♳僦劍：2016.08.12-2016.10.09խ牱䨼
私ꏗ：倞〵䍤 116,129,865 ⯋խ䖤栁、㾝私ꏗ⿻鰊

㼬ꆄ： 2016 䎃〵⻍ꨶ䕧眏䍌晚，Ⰵ鼇〵⻍ꨶ䕧栁

ⷜ䞕Ꟁ晚겳、栽剓⢕錚滞牱鼇栁；痧 53 㾂ꆄ꼛栁剓
⢕鋕錏暶佪、㥏ꂂ錬栁；秣秉❏崎ꨶ䕧眏ꟗ䍌晚、

Ⰵ㕠畹飓晚；ꯓ㕜㺢䊛㕜ꥹ㣼䎑ꨶ䕧眏畹飓晚；岁

㕜鑠㣼䕧㾝（L’Étrange Festival）畹飓晚；㢚㪮㣧䕧

籏竤椚：⡦䘋摥խ頿Ꟁ：勭俒豠խ遤ꌼ竤椚：⡦卌

牱鼇栁

껷䌏：Angel Valchinovխ㼭䲿楪栬㤉㹻：勛꾸խ㼭贫

椚：䖛嚩愯խⰗꡠⶰ椚：ⷠ䚃ばխⰗꡠ㼠㆞：ⷠ渠寍խ

Antonio Oliartխ 幋 갉 䌌：Shinnosuke Miyazawaխ 幋

怵㆞Э⟤麨螠（귇䨼匌䓹㹻⤧）խ齽ꨎ謶（귇䨼㹐

㼬怵矦➝

栬㤉㹻：Kyle Sprakerխꏈ楪栬㤉㹻：卌㤘害խꏗ갉䌌：

噠㼠㆞：꤫繡㥶、ꁀ加囙խ遤ꌼ⸔椚：랔㹻䕔

㾝畹飓晚；嫲ⵄ儘䋒뉓傈䕧㾝畹飓晚、栽剓⢕錚滞

䄄匌，㖈㕜ꥹ騗㕜⟱噠二⟤㼠噠竤椚➃Ꟁ麨✳⼧❀

䎃䖕，鱲ぢꨶ䕧ⶾ⡲、醢⡲⿻㹒⫄遤ꌼ，⚛仍㾝竤

갉⸔椚：Jeff Gartenbaumխⶩ䱺䌌：桬兒缧խ醢⡲⼿

琐㥶）խ蛅⳯（귇䨼㹐罉䓹）խ勛勝（귇䨼㹐꤫㼭

Fraser Performance Studio, WGBHխ㜥湌：Thomas

⣶䕔銯（귇䨼㹐勛厣䕔）խ康㸞갫（귇䨼㹐桬⯓欰）խ

❉䎃，䧮⦛♧饱鷆涸㥏㷛》，䌏䰞螠铃ꨶ䕧䋑㜥。

（귇倛俒歑 派귢ꤎ盘椚㆞）խ꤫䢐纏（귇랔㔋龥

涸醢⡲⿻㹒涮，䧭捀Ⰽ䁘♲㖒鑨겗⛓⡲。2014 䎃，

锅：卌僈䢵խ醢⡲⸔椚：Izumi Hoshinoխꏗ갉㹔：
Devlinխ 幋 갉 㹔：The Village、Lambda Productionsխ
岁 ：Peter Myerson、Boston Chamber Orchestra

and Goldstones EnsembleխꟀ痁：Ashley Addingtonխ
Ꟁ痁

瀊 痁：Ona Jonaityte、Bi-Le Zhangխ ꧱ 矲

盘：Kyoko Hida、Michelle ZWI、Ben Fox、Izumi

㨱）խ勛䐁欰（귇䨼㹐鿓⸂）խ喀畖（귇䨼㹐⟂朶）խ
⡦悦厬（귇䨼㹐桬㼭㧶）խ꼟⳯（귇ⴡ陪）խヰ㷂㸞

（귇䌃歑）խ叕〈⯋（귇陪Ꟁ）խ桬麥（귇꤫陪㸽）խ

㛂㼬⛰䪾ⴉ冱ꌼ㼭铞佖管ꨶ䕧《垜♴涸䨼㹐》，⚛二

䓹橵㪨（귇꤫陪㸽㧼㶩）խ鿓ꚙ（귇鍑閱陪㻌）խ詎

⡜갉盘

绥（귇㜥陪㻌）խゟ姻⚥（귇㜥陪㻌）խ詎耥併

⦔⡜갉盘：Teresa Myersխ岁㕜贫：Adam

Krings、Jessica Appolinario、Virginia Morales、

Nick Rubenstein、Paige Mcgrathխ 㼭 贫：Kyle

Spraker、Katie Driscoll、Elmer Churampiխ Ꟁ 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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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䎃䫏Ⰵꨶ䕧《㼭儘➿》、《㼭儘➿：ꫭ加儘➿》

ⱄ妄穡ざ牱䨼랔ꆄ♲錬，莅叞兰㾓、⛰䪾ⴉ耢䩛，

Sakamotoխ㋲矲盘：Alexis Lanz、David Dziardrielխ
⡜갉盘：Stephanie Bubsy、Ali Eaton、Kai Rockeխ

斊㾵荛怵谁竤私、갉坿醢⡲、鋕錏暶佪 VFX 瘞，

巒覈㫨坿欴噠㢵⯋⻋⛓괐頗。2011 䎃莅ꨶ䕧《齡

罉㺢绀）խ勭鑘哆（귇㥏䏅㆞ 派귢ꤎ盘椚㆞）խ⻍

勠鞮內（귇胲罉꠸）խ導㷆欰（귇罉歑➃）խ卌侣⧍

僅䥃（귇〭颪ㆥ）խ齶蕦㯐（귇琐㥶㼭儘⦬）խ康兰

㣐곏牟㪮

The Big Power

䝖）խ勛薊㸪、ⷠ㸙儫、䨥猗琐、寐㼱⭑、脌牃ꌂ（귇

䍌缺陼：Stephen Creminխ〵抓ꨶ䕧涮遤：㪮鋕肆

㥪㢵耫갉խ⡲刼：卌㤘害խ醢⡲Ⱇ：ꆄ瀖㫨坿խ坿

kl

2016 䎃〵抓ꨶ䕧➝稲 ⷜ䞕晚

䩧鸤㣼䎑䠦䞕㋐ⷜꨶ䕧《瘞♧⦐➃ㄳ㉱》。2016 䎃，

⟤醢晚➃莅갉坿䭸㼬，穡ざ㣼䎑、랱蒀䎖랿、䲀椚瘞
⯋稇，ⱄ妄瑳灶㕜晚겳㘗，ⶾ♴♳⭚牱䨼私ꏗ。

韣ㆥ➲僽♧⦐♶鸒岁遯、♶䥢岁✲涸♲

颻涗，䟧䖤罉㭊♲Ⱄ繡⿶孵⿶䟛。厥傈，➮

♧㥶䖃䌢㖈颻㜥鱒⯕鵦㹻儘，书ⵌ♧⦐灶莍

涸ꆄ䩛꘦。

鸏㼩瓛ⵌ膨鈏涸㣗㧼墂对㹁䫏ꬒ㧶㯉，

䩞涮植㧶㯉⚥괐，搂⸂撑俲㢵긅涸㹻➃。
姻殹➮⦅䟶ꨣ㺙䋒，♧纈歑➃瑳搭⢵䱺䥰➮

⦛，⾲⢵僽⥃㗣㹨涸糒䪭➃륌袚，䩧皿翵锞

岁⸂넞䓽涸 Ken 䌌㗂ꔩ，⽿铐䩧铐中䪪

ꐫ➃。韣ㆥ➲ꦑ〡✥闍，濅⚥䕙ⵚ涸そ晦贫
焺，雊륌袚㣐䠮⢆剪，륌袚鏤㽷㸞䱖韣ㆥ➲
荈䊹涸颻㜥，韣ㆥ➲妁♴涰蠝⫈。姽
儘，韣ㆥ➲〭ⴀ♧⡙牟牍涸눦牟➫Э卌內

ꩾ，㥠欽ꋓ秶隶䧭涸ꐏ莅岁⸂，⸔韣ㆥ➲㣐

风♧瘘。儻♳，內ꩾ䩛♴涸㼭礶䪾韣ㆥ➲
卺饥，♲Ⱄ繡鷆♳，䩞濼麥韣ㆥ➲莅內ꩾ
剤⦐䪭開，⤑僽銴韣ㆥ➲䍲㥠㜡➔。

⥃㗣㹨涸껻抡莇傢饱⢵。 Ken 䌌涮

植韣ㆥ➲갥剐✫荈䊹，⠿堥罜⹛。韣ㆥ➲
瑳搭鄄䫌鹎陪㽷，陪㆞卌⯘䓽锅ꠗ韣ㆥ➲书

ⵌꆄ꘦㶩䖕䭭殹ꎦ涸私ꏗ颶㉏，⽿鄄增㻌
㸽⛳僽㥏涸齶ꨔ⧍ㄐ⟂佞➃，⟃⤑騈髠叆

（귇灶ⴡ陪）խ悮䌃⺍、剎俒䘞（귇灶ⴡ陪）խ

呪。⾲⢵，⯘䓽僽內ꩾ涸㩱㶩，魨䝖ꅾ氻，

랔ꉎ㮵、峿⨴询（귇罉㺢绀鋷䧹 派귢ꤎ氻䝖）խ䑁

➮䖎䟝䙂㨴㨴，䨼酭鼩佐询衽㨴㨴殹䎃魨

䨥傺䥃、꤫ꨔ櫷、뉓俒㷸、ꆄ繡怏、䖛ꌂ䘋、留嫏鮪、

䌢䌢円⦝，䎙竤娜玑，对㹁莅ꨔ⧍姻䒭ⴕ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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捀姐莻䑼秋晦⽿䢔黩牝輑⛓犳涸ⶩ㜡。內ꩾ
溏㖈滚酭，⽿⛳搂岁デ鏰➮荈䊹Ⱖ㻜僽鄄㹳
娦涸。

륌袚涸颻㜥，「荁䏁ⴀ颪鄄䪴✫。捀

✫风ꐏ，륌袚䩧皿ꅾ㉬牏⯓殆窍➮涸「ꆄ⯕

㣐姐䑼」欴噠，锞韣ㆥ➲⢵溏溏괐宐。韣ㆥ
➲〭ⴀ內ꩾ，涮植鸏酭姻僽內ꩾ鄄敯娦涸姐

䑼。♲⼧䎃，卌內ꩾ莅㺢韝哀㣐僈㟛Ⰵ䠦
屎，⽿涮植㣐僈傍剤㭶㪟，⫊䗱妝穪。內ꩾ

銴韣ㆥ➲䍲㥠䪪ⴀ㣐僈。♶⛉，ꆄ⯕㣐姐䑼
ꅾ，륌袚䑞鼝ⴀ须ꆄ⚺⢵㹐䏠，Ⱖ⚥⤑
⺫䭍㣐哀。韣ㆥ➲Ⲉ♶锞ⴀ꣡魨㖈♲Ⱄ繡

䕧晚须俲

2016 䎃〵抓ꨶ䕧➝稲 ⷜ䞕晚

桬椨癌、䑁⚆菕、ゟ姻戇、꓃䗂㸙、卌僕䚃、詎⢆ばխ

䱺鱀：僒⸺⡠խⶩ鱀䌌：곃凶蔕խ墂呪管鱀䌌：勛䕥

箰⢵ꨶ鋕笪肆⟨剤ꣳⰗ、ꆀ腋俒ⶾ肆⟨剤ꣳⰗ、

꤫渠琐、飅⭑䛽、卌渠、卌⢆襮、랔㎗棶、剎凶貽、

㸢纏螠խBaselight 锅⯕⸔椚：勛⣜걽խDCP 侸⡙管

ⴀㅷ➃：䓹㪮簰խ湌醢：⡦䘋㸪、䕠䐁肬խ窡硁：勛

鸤㘗：譋貽խ㛂遤鸤㘗：卌㪨䢵խ⻋㦳䌌：䖛巾㫲、

⡙䖕劍醢⡲：〵⻍䕧噠肆⟨剤ꣳⰗխ䖕劍遤ꌼ窡

绐內、卌⢕渠խ鸤㘗䊨隡欰：䕠荛蠩խ녋㘗䭸㼬：蒕

ꣳⰗ、⡦䘋㸪、ヰ㷸蛂խ〵抓㖒⼦遤ꌼ㹒⫄：暽柏

耢ざⴀㅷ：ꫵ㣔㫨坿肆⟨剤ꣳⰗ、ꤷꄁ螠、랔俒꧆、

㣖ꤿ㫨坿俒⻋剤ꣳⰗ、䖤谁㕜ꥹ㯯넓肆⟨剤ꣳⰗխ

岁貽⯘㕜ꥹ颶䠮谁遯⚥䗱：卌䕔⭳、闒蠝麌、꤫㶩邂、

卌䪭鹠、꤫龘㧄、䓹傈覂խ鸤㘗䭸㼬：ꀶ蛂唿խ剪酤

蕰⳯խ㼬怵：鳟㷎狲խⶰ㼬怵：桬畹խ㜥鎹：勛諌㥶խ

䓹䛸䡹խ⻋㦳⼿⸔：卌ꬆ䚃խ剪酤盘椚：勛䏭㹆、豤

㳱խ管ⷜ：㷟岁ꈚխ醢晚：桬ⶾ用խ⸔椚醢晚：卌㼭

繏鸤㘗䊨⡲㹔Э녋㘗䌌：㸢❠ꩯխ녋㘗⸔椚：ꡖ㸻

⸔椚㼬怵：䓹䘋匋、랔厬槼、桬⥆俒խⴕꖏ䌌：桬兞

肥խ㛂遤醢晚：꤫薊㸙խ㜥兞竤椚：䓹♧䗞խ欰崞醢

㶩侮ざ遤ꌼ肆⟨剤ꣳⰗЭ㹒⫄窡硁：꤫䚃埢խ㯯

3D 䭸㼬：湖纻䘋խ3D ➃㆞：ꁀ㣐榏、랔嵞ꌂ、⡦愌、

崞⹛⟱ⷔ：䓹倛䏭、豤㪨悦խ頿竤椚：勛荛桡խ遤

㹨㼿纏խ怵㆞盘椚：剎讛㳱、繏薊榄、劫㷎琐、꤫譋

䓹䎂、導⢆ばխざ䧭穉Ꟁ：䓹劊ꌂխ2D ➃㆞：랔ꬆ

椚：꼟绥䕟、ꁀ⳯⧍խ暶䪮䭸㼬：겝姻㕜խ伢䕧䭸㼬：

硁：䓹俒偫、勛蕰⳯խ⟱ⷔ 㹒⫄：➃〳㫨坿✲噠剤
넓Ⱇꡠ：倷僒葻、寐棶榮、㩎㸪⺍խ噠竤椚：齶꧉

晚：勛⢕梥խ㜥兞⸔椚：䓹影佟խ醢晚⸔椚：㩎鎊莊խ
㸞խ㜥걆棵：鿓䃕葻խ㜥㣐⸔：卌䘋⾲խ㜥⸔

焺：影꾚㓂、ゟ㹆鞮、桬稇犵、ⷠ⸈㹗、哀䪭㸻խ侸

颩խ程晋鋕錏佪卓剤ꣳⰗЭ鋕錏暶佪䭸㼬：桬ꅾ

屛խ暶佪䭸㼬：衞➋韝խ鋕錏暶佪醢⡲➃：卌䚃猗խ

醢晚穉㻜绢欰：康倰䡹、峿榰榫、ⷠ罇黇խ怵㆞窡硁：

颩、嘥䪭橾խ晚㽵鏤鎙：脌龿梕խBaselight 锅⯕䌌：

呏、꤫ⱟ⡡、嘥䟃꼖、歊䀥畇♧、導㤘鴇、莞㕜韝、

峿ꉎ啧խ擨谁䕧⫹肆⟨剤ꣳⰗЭ鋕錏暶佪䭸㼬：

ꉁխ噠⚺⟤：䑁兒䋕խ遤ꌼ⟱ⷔ：卌肬➲、剎翱俒խ
ꌼ噠籏湌：桬䌌

怵㆞Э韣ㆥ❮（귇桬㺢顜 韣ㆥ➲）խ卌繡猗（귇

♲Ⱄ繡）խ㸞䗱❏（귇卌內ꩾ）խ勛勛➋（귇スし륌）խ

ⷠ㪮⠽、勭⥃颩խ2D ざ䧭：ⷠ㪮⠽、獔ꉎ鮯、ⷠ俒

랔듳⼮（귇卌⯘䓽）խ蜓⯈ꨛ（귇齶ꨔ⧍）խ겝姻㕜

⸔椚（囙）：䑁㷸箰、㷟⚄㸽、꤫⤧㎗、ゟ䥃傤、

謶㹒、꤫挬纷、꤫䙼㷂խ3D ➃㆞：䖛㹻듳、넞隘곏խ

ぢ厣擳）խ랔僈䘋（귇䑁䨾⟃）խ剎蛶㮵（귇卌ㅷ떻）խ

➃。〥♧倰，卌⯘䓽氻ꅾ僊鶵，齶ꨔ⧍䱺

（⸂囙）：卌厣❅խ敚⯕䭸㼬：꤫䛸⪂խ敚⯕㣐⸔：

鋕錏佪卓剤ꣳⰗխⷜ撑䌌：詎姻岲խ⩎䬝蔅窛䌌：

륌袚鼝锞韣ㆥ➲鳵✫♧㜥岁剚。♲Ⱄ

꤫㷆㸪խꏗ갉䌌：꤫摺匋խꏗ갉⸔椚：勛⢕邂、鏪㸪

魨♳涸內ꩾ，雊Ⰽ➃焥。㣐僈铞，荈䊹♧
湬䠦衽內ꩾ，⾲⢵殹䎃涸溫湱僽㣐哀㧼㶩䗱

剤♶欥，駵姐莻䑼ꓳ佞抡，㹳娦✫䨾剤
䩛➮涸䊨⡲，彋⪔⩏叆륌袚莅⥃㗣㹨。

繡䪪⢵冝坼，雊韣ㆥ➲㖈剚♳怵♧㜥「ꄴ」

㥪㼭⯥란沣涸牟髖。姽儘，ꨔ⧍䌟衽陪莅

獔렳僅խ伢䕧䌌：䓹擳僈խ伢䕧㣐⸔：䑁䒊խB 堥
伢䕧㣐⸔：剎宕麨խB 堥伢䕧✳㣐⸔：詎傤戇խ伢䕧

䖛㎗듳խ䪮遯㆞걆棵（⸂囙）：詓䋞狲խ䪮遯㆞⸔椚
랔㺢畎խ敚⯕⸔椚：豤詎⺍、勛⸈䓛、勛垸䌃խ敚⯕
⸔椚（囙）：ヰ꤫俛、겝㡦䘞խꨶ䊨䌌（囙）：

潈խ갉坿籏湌：랔僈䘋խꨶ䕧ꂂ坿：랔僈䘋、勛⛇ⶍ、
䓹颟뜿խ갉坿Э⚺겗刼：〈㣐곏牟㪮〉怵㈖：桹

騥ⴀ⢵宠㭶，⾲⢵僽內ꩾ屛㥪✫➮。⯘䓽䪾
韣ㆥ➲窍➮涸ꆄ꘦㶩殹⡲⥌暟，Ⰽ➃湱乩。

♲Ⱄ繡䧃㶲，⨖韣ㆥ➲ぢ內ꩾ麥闒，內ꩾ莅
㼭礶♧茁怏駈㖒傻㣔。

䊩䊩〸〸）խ桹㡸㡸（귇桹㡸㡸）խ哀⥜魨（귇哀㣐

䊨⡲㹔խ갸デⶩ䱺：卌渤խ䎂⚺鋕錏鏤鎙：꤫⚆

䊛խ䎂鋕錏ⶾ䠑鏤鎙：꓃倞阌խ鏤⪔：⸂囙䕧鋕㐼

勞Ⱇ、囙䕧噠肆⟨剤ꣳⰗխ頿：康⥌խꦑ

晚剚鎙：卌㼭肥խ剚鎙：䄄㎗螠խ䖕劍醢⡲：勛蕰⳯、

䓽（귇 James）խ桬㹒（귇곃槈猨）խ䊩䊩〸〸（귇
僈罉䎃）խ哀姻纈（귇哀㣐僈⚥䎃）խ稇棟（귇♲Ⱄ

繡涸㱙㱙）խゟ併խヰ⚸謶（귇哀㣐僈罉㭊罉䎃）խ
卌ⵄꩡ（귇哀㣐僈罉㭊⚥䎃）խ涯ꨣ（귇殹莦罉꠸）խ

鑹㶩內（⚣걧）（귇⥌䖝）խ桬⤧⪂（귇婫ꥻ䝖罏）խ
㯯넓肆⟨剤ꣳⰗխ耢ざⴀㅷ：ꫵ㣔㫨坿肆⟨剤ꣳⰗ

劍遤佟噠：卌㼭肥խ植㜥ꏗ갉䌌：勭㖳㛔、꤫摺匋խ

㣖ꤿ㫨坿俒⻋剤ꣳⰗ、ꆀ腋俒ⶾ肆⟨剤ꣳⰗ、

⡲刼：랔僈䘋խ管刼：JSAWխ醢⡲：랔僈䘋խ幋갉：

〈沙䞕歑㶩恎〉怵㈖：桹㡸㡸、脌潈⯥խ⡲鑂：峿榮

듳（僱괐）խ⡲刼 管刼：꤫淏㸙（峕詙）խꏗ갉㹔：

幋過⯥㫨坿䊨⡲㹔、〵抓怎瀖갉坿竤私肆⟨剤ꣳⰗխ
〈鿪窍䧮〉怵㈖：㸞䗱❏խ⡲鑂 ⡲刼：랔僈䘋խ管

ꣳⰗխ䖕劍醢⡲窡硁：勛蕰⳯խ䖕劍墂呪盘椚：椚

䘋匋、卌㼭肥խ䖕劍㛂遤醢晚：勛蕰⳯、䓹䘋匋խ䖕

植㜥佐갉➃㆞：勛⢕邂、勭⣜䋕、鏪㸪潈、卌䕔㸪、

꤫㹆䎂խ耫갉ⶩ䱺：勭ⶍ、闒ꫭಊ、ⷠ㼭軨、䓹蓸

榄、꤫⿶榫、卌䏭㸞、ⷠ鹠癌խADR ꏗ갉：闒ꫭಊխ
Foley ꏗ갉：勭❠內、勭ⶍխFoley 갉佪：鑹⢕琐、

刼：勛⛇ⶍխ醢⡲：랔僈䘋խㄤ갉：ヰ综梥խ幋갉：

꤫⿶榫խ耫갉䖕劍耢粯：闒ꫭಊ、卌䏭㸞խ幋갉：勭

刼：勛⛇ⶍխ醢⡲：랔僈䘋խ䓛坿：Jacksonխ幋갉：

薊俒㶶䍌：䓹⧉藦խ䖕劍窡硁：脌⟗⯕、勛蕰⳯խ䖕

䓹颟뜿խ〈氻➃〉怵㈖

⡲鑂

⡲刼：랔僈䘋խ管

䓹颟뜿խꏗ갉：䓹颟뜿խꏗ갉㹔：Studio21խ繡遯䭸

㼬：㎗㸪խ繡遯㛂遤：ꁀ✮莴խ䎂繡遯：齶蕰畾խ
䎂鏤鎙：ⷠ㶩㎗խ植㜥㛂遤：䓹榮խ繡遯⸔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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詓涬⳯、䐁㹻笞、랔嵞榏խ蔅窛管㼬ⶩ䱺：齡儘僦⫹

㣐㕜ꥹ㢵㯯넓肆⟨剤ꣳⰗխ㶶䍌醢⡲：勛蕰⳯、䓹

䓹颟뜿խꏗ갉：䓹颟뜿խꏗ갉㹔：Studio 21խ䳄刼：

侸傈䖕，ꨔ⧍⢵⥃㗣㹨宠껻，⯘䓽瑳搭

蜓蛂（귇藄蛂）խ鿓俒걛（㣐俒）（귇哆귕）խゟ⟗

刼：〈Oh My God〉怵㈖：랔僈䘋、桹㡸㡸խ⡲鑂

 Ken 䌌㖈㜥㢫놽岁䍲♶✫➮，⽭堥⛓ꥹ，
騟，䩞雊陪ꨆ， Ken 䌌⛳鄄䩧侁。

敚⯕：䖛㹻듳խ鋕錏暶佪：桬ꈚ榏խ晚걧鏤鎙：程晋

㡸㡸խ⡲鑂：꤫淏㸙、䑁䒊荛、峿榮듳խ⡲刼：꤫淏

㸙խ管刼：꤫淏㸙խ醢⡲➃：袇㶩嫏、꤫淏㸙խ晚㽵

㼭礶⩔庋鹎ⵌ剚㜥⟃岁⸂雊㧶㯉畀饱⢵饥

（귇卌㸞㕜）խ Ken（귇 Ken ➲）խ詎僅䥃（귇

䓹䘋匋、卌㼭肥խ䖕劍籏湌：椚㣐㕜ꥹ㢵㯯넓肆⟨剤

韣ㆥ➲涸㧶㯉遼Ⰵ剚㜥，銴韣ㆥ➲屛㥪㧶㯉

涸⚥괐，や⤑銴⟃鐧妬縢鹃䯲。內ꩾ莅

韝、ꆄ㹻纷、桬땃韝、嶃꧉㮵、嘥癯豭、鏪俒꼖、꤫

睛⛓、ゟ剅榼խ勭嫲幋갉ꏗ갉㹔：耫蒀渱㶩剤ꣳⰗխ

랔鹠牬（귇婫ꥻ䝖罏）խ桬料（귇卌䘋➲）

ⴀㅷⰗ：럊漌瀖㢵㯯넓肆⟨剤ꣳⰗ、椚㣐㕜ꥹ㢵

、ꤷꄁ螠、랔俒꧆、箰⢵ꨶ鋕笪肆⟨剤ꣳⰗ、

䖤谁㕜ꥹ㯯넓肆⟨剤ꣳⰗխ醢⡲Ⱇ：椚㣐㕜ꥹ
㢵㯯넓肆⟨剤ꣳⰗխ涮遤Ⱇ：繡㉂✳⼧⚆私犷倛

䕧晚Ⱇխ晚Ꟁ：95 ⴕꗻխ铃鎊：㕜铃、〵铃խ♳

僦鋊呔：DCPխ겳㘗：ⷜ䞕晚խⴕ秹：鰊 12 秹խ♳
僦劍：2016.08.19-2016.11.17խ牱䨼私ꏗ：倞〵䍤

29,063,702 ⯋

劍⼿锅：绀焗螦、꤫桪幢խAlexa ⴲ锅吥姻：闒僈㎗խ

㼬怵矦➝

Avid 禺窡侮椚：꤫䒊䘋、꤫僦俒、闒䔻楋խ植㜥ⶩ

㷂颩ꨶ䕧ⷜ穉醢⡲㕰，⯓䖕㖈姹㋐䕧鋕醢⡲Ⱇ、

Alexa 墂呪盘椚：嘥巾㰆、闒僈㎗、ⷠꯂ䒄、繏鹠⪂խ

鳟㷎愴，〵⻍➃，⚆倞㣐㷸殗噠。㖈㷸劍剎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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涸颪㜥ꌼ㈒㆞。

⸈♳ⶰ籏倴Ⱇ倴猙걽걽⺠䒸，㢲蓸ꤴⰅ柔

䑞デ♳涰鿈；剎⟤껻度薊涽㫨坿、恎⫄㯯二⟤㼬怵

넓，㺂僒鄄곃㹐暽衽饥，鼩鄄噠籑剓㥪涸걆

錏荈䊹鶵㣟✫，㔔姽♶䟝ⱄ⡲ꌼ㈒。姽儘，

2014 䎃㛂㼬ꨶ䕧《痧Ⱄ⦐격劆》，栽ꨶ䕧鰊㼬ꆄ

⫈꧌㕰竁卺，罉㣐悦ㆥ涮植竁ꐫ➃，ⴀ麥

僱㣔䕧鋕醢⡲Ⱇ、䋞劆䊨玑䕧鋕醢⡲Ⱇ，二⟤繡

遯䭸㼬、ⶰ㼬怵、㼬怵，Ꟁ麨⼧✳䎃；剎⟃荈歋㼬怵
魨ⴕ䱺䬝䑞デ秉Ⱄ䎃，䬝麕⚥㕜、〵抓、껻度、傈劥

㔋䎃。娜䎃⡲ㅷ⺫䭍 2013 䎃䗏ꨶ䕧《㋲魨㱤㦳》；
1,400 蠝，倞㼬怵穉剓넞酢⸔；䗏ꨶ䕧《㹻⤑ⵄ㉂

䏅，聃鋅䕹姽涸䗱眝》栽䖤〵抓䗏ꨶ䕧㣐飓痧♧そ，

錚滞牱鼇剓⢕䗏ꨶ䕧。

㢲蓸㼩〭颪䖎♶黠䥰，颪➊랃鿪♶䖤

棵걧㶩繡猗䌟걧䱖亡。厥傈，㢲蓸鄄♧䍲鎣

繡猗䠑㢫剐㥠䩧孵。

姊。悦ㆥ麕剎僽ꌼ㈒㥪䩛，鄄䞕➃賥窣贿

㖈㢲蓸魨♳酤挾䔞，㪮腙㼓ꓳ伢䕧啟。⾲⢵

縢，悦ㆥ䭸럊㢲蓸ꌼ㈒涸牍鏒：「銴䪾荈䊹

㆞。賥窣ㄐ⟂㢲蓸欽ꚽ瀖涸⭆呔⯶㈒「㢲

瑠琎襵顠湬ꌼ欴ㅷ，衆䖤鎣⫈笞欰。捀✫ꤙ

殹䧭怵㆞，嫦妄ꌼ㈒鿪僽♧㜥礶ꅷ涸猗。」

kr

㢲蓸⸗⸂㻜驏、箻绢牍鏒，鷷恸䧭捀♧⦐〭

ꌼ㈒㣼㩷

ꃏ，⽰⢪僽♧箁涸须幀ꌼ㈒㆞，⛳〳腋㔔䎙

䕧晚须俲

〵ⶰ籏⽫韍幀ⵠ，㨥걽籗⚓呪呖㛆㢲蓸。

ず♧儘，兰⳯焥♳✫琎襵欽湈、娝㕜

询⼣涸賥窣。賥窣妇颣兰⳯격捀꣫欰➃湱隌

涸姻湬，对㹁䍲➮幋Ⰵꨶ鋕〵涸飑暟䊨⡲，
彋⪔ꬒ衽㈖锅⢵䵆灺㢲蓸，雊㢲蓸鄄拰뉡

䘋，〫䋞劆莅㢫頗䎂ⳝ⽿影厬넓顦涸宐ꨶ䊨

눴㔐㹻。尝䟝ⵌ，㢲蓸莅賥窣涸〡錬䖃⢵鄄

隡欰涮欰垦ꐫ㉂ㅷ颪⭆涸㣐秮怪，雊Ⱇꦖ

姹鵔，ꌼ㈒겙罜襓襓傈♳，ㄤ繡猗Ⱏず䧭

莅㥠庯劆涸涯걆耷湱䊴欩黇涸倞䊨⡲：馄䋑
238

⸂，✲䞕䩞衆䍌。㢲蓸鼇乵ꨆ耷，㔐ⵌⴲ邪

ꅾ倞莅兰⳯麕衽矦㋲涸欰崞。

蓸涮䳸ꯅ䚍，⽰⢪〡く⛳銴㕩㔐⢵，雊ꨶ鋕

鑑贖贖焥㠗涸搂㣾♴，㢲蓸♶䖤♶䱺「♧⟨

〵，铞荈䊹격ꅾ倞䱺秝賥窣，兰⳯⛳遼Ⰵ伢

齡❉麕錏䖤荈䊹♶腋䎍涸➃ⵉ湡湱溏。ⴲ

噲，鸮㖈鳵Ⱇ㹔く뢹䬺⡱涸倰岁鿪欽♳。㢲

❉⦝ꟗ，荞⢪㥠ꤴⰅ넞룲㣟噠涸䢔屣。㖈

挾䔞，뇀䖤怏㙹괐ꨎ。㢲蓸颪ㄐ㊮鑨，⸈饱

䕧啟，㹒䋒荈䊹격䠑顠♴㢲蓸➰ⴀ涸♧ⴗ⸗

⦐剢尝麨垦㽠䖤ꨆ耷，䵆䖤滞➃搂䨾♶欽Ⱖ

罉Ⱇ倰兰⳯㸞琽♧鰳㶩。鞟俲，㥠䏁♴涸䊨

蓸」鸏갪㉂ㅷ，♧傉⡜倴⼧➃飑顠㽠銴䒸旙

蓸对㹁騈鹎。兰⳯⚛♶佅䭰，钢捀飑暟〵〫

♳䄋涸㢲蓸⚛♶갫ⵄ。ꨶ鋕〵涸䊨⡲搂嫲婫

꤫㢲蓸僽⦐䎂ⳝ涸♳棵停⚺盘，欰搂㣐

賥窣涸嫢鋷剎鄄湬ꌼ꿋⯕琎襵，㥠汥䛶ꌼ㈒

⢵⽿〫剤⛰そ鋷顠㥠。姽儘，悦ㆥꡗⰅꨶ

僽亡㥘颪蒀涸耷⡙，⡎㢲蓸䗱䠑䊺对，銴雊

ⷜ䞕➝稲

♧傈，ꚽ瀖ꌼ㈒涸湬久♳，賥窣瑳搭

颪넞䩛，噠籑莅繡猗⚛꽙뢶뀝。

繡猗ꨆ馄䋑，彋⪔鱲耷ꨶ鋕飑暟，㢲

Ace of Sales

韠，湬荛涮植ⶰ籏傍剤㭶㪟，ꨈ麕妝穪，㻌

錚滞殹䧭㼩䩛䨡，㈖랱茁ㄤ涯茁涸괐呔㣐「
捀ꨶ鋕〵涸ꌼ㈒㥏桬。

㢲蓸䠂涮䖤䠑，⽿⛳㨥㼩罉Ⱇ䟅鎊䟅

铃，䟧⢵兰⳯涸⿈唳，㣗㧼ꡠ⤚䠂涮筝䓹。

ⴀㅷ➃：䑁⨀ꌂ、⡦椝橵、豤耥⭳、詎稲⚥、衞㥶蓸խ
湌醢：衞㥶蓸խ管ⷜ 㼬怵：⼾用խ醢⡲瘼ⷔ：飅䕔
荬խ窡硁醢晚：邿佅绥խ管ⷜ：勛䏭榮խ伢䕧䭸㼬：

寐併䘞խ敚⯕䭸㼬：勛㎗㺲խ繡遯䭸㼬：哀焚뜿խ鸤
㘗䭸㼬：倷癯厬խⶩ鱀：勛啥խ갉坿：꼛䙂⯓խꏗ

갉䌌：弔廭畾、劫➬㹆խ耫갉鏤鎙：ꁀ傒䘋խ㛂遤醢

2016 䎃〵抓ꨶ䕧➝稲 ⷜ䞕晚

剪酤㛂遤：嘥⢕覂խ剪酤盘椚：랔㶩✵խ剪酤⸔椚：

ⷠ倰䚃խ녋㘗䌌：✵倞覝、䖛用榏խ녋㘗⸔椚：䓹⯈
⯥խ⻋㦳䌌：豤蒕楑խ⻋㦳⸔椚：넞殾䏭խ繡歌䌌：

詎⢕埢、ヰ⢆悦խ녋㘗佅䴂：랔莅棶խ⻋㦳佅䴂：꤫
㪨埢խB 堥伢䕧䌌 騈搋㆞：勛⚆影խ伢䕧✳⸔：ⷠ

ꯂ傻խ伢䕧⸔椚：⩬ꊣ唿խSteadicam 伢䕧䌌：嶃⨴

傒խSteadicam ⸔椚：♨ⱟ⪂խ墂呪盘椚：剎ぢ䚃、

勛Ⱙ儢խ騈搋㆞佅䴂：卌蒞绐、꤫用笞խ伢䕧穉佅䴂：

꤫梅匋、ꁀ兰➋、遺㶩䳓、䨥肬犍、勭ⱟ莇、卌僅冕խ
敚⯕㣐⸔：勛㛆彂խ敚⯕✳⸔：蛅⳯玑խ敚⯕♲⸔：

꤫荞➋、卌곏ꌂխ敚⯕堥：鑹兰巒、剎㤘竸、ꀶ犷
⯋խꨶ䊨：䕠➋㷆、峿葻匡、䕠㡦䕔խꏗ갉⸔椚：䓹

⽈绥、ゟ䒊箰、豤蔊խꏗ갉㻜绢欰：卌癯瘱խ㜥竤
椚：玑㤇⚥խ㜥걆棵：䓹㺺嗃խ㜥⸔椚：鿓铇

ㆹ、鏪笞䧭խ䪮遯걆棵：鿓匡厣խ䪮遯⸔椚：桬⤧⪂խ
A 㶶卺穉：䓹䃪䂾、寐⨀铇խ㣐䴸苯穉：䖛秫⽂、寐

⨀铇、㩎狲䱺խⷜ撑䌌：鿓佟䕥խⷜ撑⸔椚：飅㤘槼խ
⩎䬝䌌：꓃猨楧խ⩎䬝⸔椚：ꁀ䚃蠩խ䍌䖕蔅窛ⶩ鱀：

꓃猨楧խꨶ鋕飑暟䭸㼬：繏蘟㥶խ宐ꨶ䭸㼬：弔廭⪂խ
堥：峿劊幢、諽姻颩、卌唿䒾、ゟ鹠纈խ佅䴂堥：

䓹宕匡、峿䘋嵞、峿㕜խ伢䕧敚⯕㐼勞：⚥䕧肆⟨

剤ꣳⰗխ㜥㐼勞：⸂囙䕧鋕㐼勞剤ꣳⰗ、䟝굳

⟱噠剤ꣳⰗխ涮ꨶ鮦獆顲：屾ꈨ剤ꣳⰗխ鮦鰘獆

顲：宕疽导鮦獆顲剤ꣳⰗխ⥃ꦖ：㺢齦➃㡽⥃ꦖ肆
⟨剤ꣳⰗխ剚鎙：ゟ뜩猨խ谁➃竤私：랔㼭⧍、䕠
愄笞、齶㼭焗、剆蔊榮、䓹剢溍、飅䕔荬、랔淏、ꁀ

纷巒、Peggy Chen、蛅妇㹆、鏪瘱㮵、䓹뒉繡、鏪

晚➃：桬用խ㛂遤醢晚：ⷠ㫲㥶խ㛂遤⸔椚：ⷠ傤

剅ꌂ、鏪繡角խ䖕劍醢晚：꤫䟃ばխ䖕劍醢晚⸔椚：

锅：绀꧉ꨛխ遤佟飬⸔：瀖蔊笻խ欰崞醢晚：卌䕀㮵、

そ鏤鎙：㖳猒鏤鎙խⶩ鱀⸔椚：鏪俒⪂、ⷠ➃뒉、闒

屾խ植㜥㛂遤：寐⨴㸙խ㜥兞竤椚：龹绐㾝խ㜥兞⼿

勛蕰榮խ醢晚穉佅䴂：ス䢵䛽、倰稙渠、鏪꧉巒、ス

㸻彂、ス捰䗞、ゟ嵞榮、ゟ㹻ㆹխⶰ㼬怵：ス翈颩խ

劍⸔㼬：桬ꫵ㮵խ植㜥⸔㼬：勛捀慫խ㜥鎹：꼛鹠
貽խ鼇錬䭸㼬：康䟃ꨛխ鼇錬：㽍䢵㮵、勛俒䗱խ⸔

㼬佅䴂：桬畹խ㜥鎹佅䴂：鏪癯梅、卌❮ばխ繡遯鏤

闒绥խ⚺鋕錏鏤鎙：鱲㣔♴㫨坿剤ꣳⰗ꤫姻彂խ晚
猥ツխ갸デⶩ鱀：㤀㣔䪭麌խ갸デ㶶⽓醢⡲：笃ꅿ➲

髠ꨶ䕧暶佪剤ꣳⰗխⶾ䠑湌醢：悮脒⡮խ⹛殥ざ䧭
䌌：鿓䃕⨀խ⼿锅：繏巾ꉁխ⚥俒㶶䍌：꤫䟃ば、闒

绥խ薊俒㶶䍌缺陼：詎⢆槼խ薊俒㶶䍌吥㼩：꓃猨楧、

嘥ꔙ㸙խ䕧⫹䖕劍醢⡲：⚥䕧䕧鋕醢晚䑖Э䖕劍窡

鎙：衞㶩榏、蛅⳯幅խ繡遯㛂遤：剎橵榮խ䎂鏤鎙：

硁：卌㗛摖、陓私葻խ䖕劍醢⡲窡硁：勛䘋箰խ䖕劍

ⱟꩪ、嘥唾、繏ꨣꗻխ麥Ⱘ䌌：飅㷆㖳խ麥Ⱘ㛂遤：

醢⡲䭸㼬：勛䘋箰խ䖕劍墂呪盘椚：랔갚㭫、꤫䚃⭳խ

鿓䏭⪂、䩞⣈峸խ꤫鏤穉Ꟁ：꤫猈兰խ꤫鏤⸔椚：꤫

鿓劥㮵խ麥Ⱘ⸔椚：桬䠑巒խ繡遯㻜绢欰：嘥㹄荬խ

㛂遤醢晚：꤫⸂癌խ䖕劍遤佟噠：齶꧉ば、鏪肬秫խ
ⶩ鱀⸔椚：ゟ覂㩑、랔儀ꈚխ侸⡙ⶩ鱀：ゟ覂㩑խ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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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䌌：勛䘋箰խ侸⡙锅⯕⸔椚：⡮㭓䡹、鿓廭謶խ

鑑㸽）խ邿佅绥（귇「鏞罏）խ꓃楑（귇颪㜥⤯뜩姻

꤫䚃⭳խ勭嫲幋갉䊨玑：⚥䕧䕧鋕醢晚䑖ꏗ갉㹔Э

晊㥏）խ鿓ㆹ䕔、ⷠ㫲㥶、꤫䒄㪮（귇飑暟〵鑑罏）խ

㶶䍌醢⡲：ゟ覂㩑խDCP 侸⡙䭡頺醢⡲：랔갚㭫、

㧶）խ影⡡字（귇颪㜥䫌赱ㆥ）խꁀ㸙䏭（귇颪㜥♶

耫갉窡硁：ꁀ傒䘋խ耫갉䭸㼬：ꁀ傒䘋խ㼩涯ⶩ鱀䭸

㽮⟗併、蛅覝裦、勛尅麨（귇飑暟〵⚺盘）խ䑁⚺

醢⡲：嘥㹻䢆խFoley 갉佪醢⡲⸔椚：嘥⟃榄խ갉佪

䏅剪欰）խ勛岲❣、勛㷆闉、卌䒊䒄、卌肬䗞、⣶

㼬：矦鞮剅խFoley 갉佪ⶩ鱀：勛ꨎ槼խFoley 갉佪

ⶩ鱀：겝允俒խ勭嫲幋갉：ꁀ傒䘋խ暶佪醢⡲：程晋

kp

㜡デ棵Ꟁ－⹅䖃湬
Yes, Sir! 7

䟃、䑁⸈䟃、ⷠ倴⳯（귇Ⰹ邆㥏垸）խ瀖⛉僕（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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涸㥏Ⱕ，䧭捀欰崞倞搋럊。㥏Ⱕ勛㫫，剤ⴽ

倴Ⱖ➮➃涸欬繡〳䠦，用䘋銴殹溫姻涸鮪➃，
㥠駵姿、鎯箻鿪♶剪鱒，⽿㖈ꨶꨮ盘㼬鸒⡲
噠儘鄄旙挾耫㑵ⵌ，雊馢⚆歲溏✫疮鑨。

䨞䊨鸮⽰㼟⸈䎃䏞乽莽䨞䪮庠뀿，

傺樆、䖛㸛匌、꤫ㅷ韝、鿓俒频、䓹㖳涰、䓹彂䏭、

勛㫫荈격二⟤莽Ꟁ，㆞钢捀㥠䭭ꧽ嬁殹⟂

鋕錏佪卓Э鋕錏暶佪䭸㼬：桬ꅾ屛խ暶佪䭸㼬：衞

ⷠ涰㙹、ⷠ榰륌、ⷠ⤧ꚙ（귇伢䕧啟伢䕧䌌）խ桬갚

3D ➃㆞：랔嵞ꌂ、⡦愌խざ䧭穉Ꟁ：䓹劊ꌂխ2D ➃

䬪そ、宕㷂、꤫ⱟ⚥、꤫繡桪、꤫⤧㸪、꤫⥌樆、

侕，鿈䭸䳸㸽䗚鑉Ꟁ㸽䒊陾，䋞劆慨⺑鮪

飅妇㧄、湖꧉俒、겝㸙䣔（귇ⶰ䱾㹔➃㆞）խ桬〳⯋、

⚥㡦孵傍㽠䄶湏✫。䭸䳸㸽钢捀銴佖隶，

➋韝խ鋕錏暶佪醢⡲➃：卌䚃猗խ3D 䭸㼬：湖纻䘋խ

㆞：꤫ⱟ⡡、嘥䟃꼖、ヰ⤧꧆、導㤘鴇、莞㕜韝、⡦

鿓僈㗣、鿓俒륌、蛅㗛♳、剎⤧㹆、嘥䘋⨀、ꁀ➲佟、

鋕錏暶佪䭸㼬：獔ꉎ鮯、勭⥃颩խ2D ざ䧭：獔ꉎ鮯、

䓹遤、鏪㷆歉、哀莞巒（귇飑暟〵㉂）խ桬㹻䢵、

꤫謶㹒、꤫挬纷、ꆄ㹻纷խざ䧭䌌：鿓⤧嫏խ垸㘗䌌：

鰜（귇㢹䏅ꂋ⥃）խ䓹⯘狲（귇⣃ꂋ䌌）խ랔楧⚥（귇

愌、歊䀥♧խ暶佪醢⡲：擨谁䕧⫹肆⟨剤ꣳⰗЭ

ⷠ㪮⠽、ⷠ俒韝、桬땃韝、嶃꧉㮵、嘥癯豭、鏪俒꼖、
䖛㹻듳խꂂ坿：꼛䙂⯓䊨⡲㹔խꂂ坿⼿⸂：ゟ兰冇խ

幋갉：邿鶤⚥խ姐刼Э〈䟝䙂荈䊹〉怵㈖：꤫㎗埢խ

倞㫟牍剅）խ齶✵䚻（귇㋲鮦歑垸）խ꤫ꆄ㺢、諽僂

牬（귇⥃➃㆞）խ䑁⚺䟃（귇ꚽ瀖㥏垸）խ꤫䎓蓸

（귇賥窣嫢鋷）խ䓹㹻皻、衞ꯂ梥（귇飑暟〵㢫鑑

խ〵抓涮遤冸遤ꌼ㕰：螠耢㕜ꥹ㢵㯯넓肆⟨剤ꣳ

鮦㼭胲㧶）

꤫㸙㸙、꤫陏㸞、飅悦㥶խ㹒⫄涮遤⼿⸂：螠俒ⶾ肆

Ⱇ、䖤谁㕜ꥹ㯯넓肆⟨剤ꣳⰗ、傢傢⚥儘㯯넓꧌

ⰗЭ꤫䟃梥、ⷠ䋞姻、桬듳焚、⡮㪨㳱、꤫用蓸、

䗱，㖈剚陾♳，♧⡙Ꟁ㸽ぢ䭸䳸㸽㗞鎊，鮪

鹶佞兰䢵㘗䩛堥，䓍⯌⦛㔔姽♶❠坿⛖，

ゟ蒩琐（귇㢹䏅莻罏）խ袚姻䓽（귇㢹䏅 DJ）խゟ⤧

⡲鑂：倷➃铇խ⡲刼：Paul Oxley、David Neisser、

Chazz Traxxխ갉坿䲿⣘：螠灇㕜ꥹ갉坿肆⟨剤ꣳⰗ

盫，搂䗱ꂂざ。滚鋅鎯箻䧭佪♶䕥，㡦孵幼

橣、ス❏溫、卌䕔䒄、卌䕔ば、卌⤧㸪、ヰ僈㕜、叕

㥏）խ飅厣覂（귇飑暟〵㢫荈䬝㥏）խ弔鑅窛（귇㋲

ⴀㅷⰗ：螠俒ⶾ肆⟨剤ꣳⰗ、猗岲㕜ꥹ㫨坿剤ꣳ

㨥䖤䠑䘎䕎，⾲鎎久佞涸䠦㕜䕧晚，鄄馢
⚆歲瘞➃剐䳖䧭「倞Ⱄ涰㡭㡦」涸䚍䠮㥏龥

ⷜ䞕➝稲

攨莻䕧晚。勛棵Ꟁ㣐捀⯕抡，䳰ⴀ⯋馢⚆

㼩傈Ⱄ䎃䫒䨞、䬪循箩Ⱇ騟，➮⦛僽剓㣐

㣐㹻銴鷴麕乽莽畹飓昰《囙隘。勛㫫䖰姽㼩

「ꤷ鮪䨞놽䊨Ⱕ鸮，僽剓⨀㣐涸鮪珏，

涸⸆茽。」㼩勛薊꧆棵Ꟁ涸鎯铙，倞Ⱕ馢

歲瘞➃䖕，䭸䳸㸽⽿鷎㔐䜼麕剅，罜慨⺑
鎯箻刿⸈㓂呔。㼩㥪䓽涸勛㫫，馢⚆歲尝
剤䠮，罜㨥欴欰莇馱。

⟨剤ꣳⰗ䖛桪蓸

㕰、㪮⫹ꨶ䕧剤ꣳⰗխ醢⡲Ⱇ：㪮⫹ꨶ䕧剤ꣳⰗ

⚆歲窣嬗♶⟃捀搭。馢⚆歲，攨䠦麌⹛、

卌繡猗（귇繡猗）խ齡笞⺍（귇悦ㆥ）խ劫蔒槇（귇

Ꟁ：129 ⴕꗻխ铃鎊：㕜铃խ♳僦鋊呔：DCPխ겳㘗：

䊹。歋倴鮪⚥欰崞⼪眝♧䖒，馢⚆歲㨥䫼

佹担䧭捀鮪➃涸⟤⛓♧。馢⚆歲莅ず郐麂

珏珏⡲捀，雊勛棵Ꟁ⼧ⴕ䠮，䖕⢵Ⰽ➃䕎

䌟걆涸䨞䊨鸮麂♳麥騟⚥倬，䭸䳸㸽捀宠㸞

怵㆞Э涯姃䟃（귇꤫㢲蓸）խ秝鞝（귇倰兰⳯）խ
賥窣）խ桬㣆뜿（귇㢲蓸昿）խ꤫渠悦（귇㢲蓸嫢）խ
랔⨴榏（귇ⶰ籏 Sean）խ㾝囙（귇 Prada）խ㾝榰（귇

Gucci）խ蘟耫（귇湖焗单）խ꼛⸂姘（귇颪㜥竤椚）խ
闒渠蠩（귇槈뜩㨱）խꀶ⛰ꨣ（귇醢⡲ヰ㨱）խ꤫㹻

鹗（귇醢⡲鹗ㆥ）խ桬荈䓽（귇遤ꌼ竤椚）խ䓹㼱䧃

խ涮遤Ⱇ：螠耢㕜ꥹ㢵㯯넓肆⟨剤ꣳⰗխ晚

ⷜ 䞕 晚խ ⴕ 秹： 兜 麒 秹խ ♳ 僦 劍 ：2016.09.02-

2016.10.07խ牱䨼私ꏗ：倞〵䍤 5,318,748 ⯋խ鰊㼬
ꆄ：104 䎃䏞痧 1 唑妄㕜欴ꨶ䕧Ꟁ晚鰊㼬ꆄ（歍锞晚
そ：《꤫㢲蓸涸ꌼ㈒➃欰》）

（귇⛱♼）խ꤫蠝贫（귇魸⫈罏）խ꤫畾傻（귇颪㜥

㼬怵矦➝

猈㸞（귇㸞㨱）խ闒ば葻（귇葻ㆥ）խ䓹ꈚ（귇ꈚ

莅湌醢衞㥶蓸Ⱏず醢⡲ⴀ㢵鿈䑞「㥪鐱ꨶ䕧䖕，鱲

♶晊昿）խ詎❅儫（귇顼涯蚛）խ劫㸞㥶（귇㥏⚺久）խ

ㆥ）խ嘥麨侣（귇歑⚺久）խ鿓桡㣼（귇㛂遤䪮㸞）խ

⼾用，繡㕜⽫㖒㸞齡䊝用㣐㷸ꨶ䕧焚㡦。醢晚ⴀ魨，
ぢ㼬怵。⟃괐呔栬Ⱘ涸겳㘗晚ⴀ涮，䧆毠껷⡲《桄

랔⤧⪂（귇㼬久ⷠㆥ）խ卌剅䒾（귇㼬久⟿ㆥ）խ桬

鞴》㾝植傢渿⟱㕬䗱，⚛倴 2011 䎃騗駈⚥㕜䬝伢痧

颩（귇㛂遤喀）խ勛㷸㸙、卌⚆申、哀榮䧭、ꨮ嵞

㹐》，佖管荈溫➃㻜✲；莅〵⻍䋑ꨶ䕧㨽㆞剚莅

捀（귇㉂ Peter）խゟ㪨⭑（귇㉂ Judy）խ卌肬

峕（귇䰦麌㼭㽺㷛）խ陓꧉俒（귇䨼⟗噠罏）խ詎㼭

㨱（귇蔅顋）խ卌傒⯋、桬㹁䚃、卌〷䛸（귇宠耷

240

✳鿈ꨶ䕧《♴♧⦐㣼髖》；2014 䎃䲀ⴀ《涯碜挾䔞
纏㣐ⵄ㕜㹻䕧鋕Ⱇ Rai Cinema ざ⡲涸ꨶ䕧瀊晚
《〵⻍䊨䑖 II －䠦䞕肎涶ⷜ》。

䃪㼿荈歋，剎竤刜铭麕㢵鄄鷎㷸➠㛚䭰⨞荈

䫒，⠅䜂儘♶㋓宐、酤氻、㻔㹔醗넓騥莻，
䧭㼩䫒錬⸂。

䖰鮪劍，孵⦬隶鼄㼬荞涸荈搭担㹳，

ⵌ韝ꨎ担㹳，䨞䊨鸮「ㄐ䖃佹担。勛棵Ꟁ
，♴⟂鵦㔐，勛棵Ꟁ⽿鼇乵ꦷ魨鹎。馢

馢⚆歲剤㢵⡙䚍呔鶈殯涸鮪⚥ず郐：蛅

⚆歲鋅朜痧♧⦐騈♳，Ⱖ➮䓍⯌⦛⛳荈격騈

俲；剎〵抓，㍅く墼嚧涸㢫㕜➃，聃鋅㕜偫

滞➃痧♧妄⚺⹛涮䳸㕰穡礶牟。〥♧倰，

麨➃，笪騟꽺㹐，剓䠦製꧌鮪⚥鋅耂♳笪旙
姐剚用姻騈衽㈖；殤讙，넓⡙䊴럊㽠腋⯝䕶，

䖰，➮⦛缺馊䄶㝌涸㿋㠗幀Ⰵ担⼦，䝖ꨈ⚥，
勛㫫瘞㥏Ⱕ㤀ㄐ伟䌟暟须䖃佅䴂。✳騟➃

捀✫ぢ㥏阮僈罜Ⰵ⟿，㖈ぐ珏乽箻⚥く湈

꼛駬㿋嶍宐，⯓䖕䫼麨担字䨾㖈⡙縨，㥏Ⱕ

䟝风ꐏ，㖈鿈䬘⥃ꦖ，鄄勛棵Ꟁ䫌⦐姻衽。

佹➃，胝衽㼭㥏㷛，㖈㿋㠗鹎鷎笞靽，耂

蕲걧➠䢔黩Ⱕ隶；罳タ，㔔昿鋷㣟噠罜♧䗱

䊨Ⱕ鸮㖈Ⱕ佟瘼䲀⹛♴，倞鹎䎙⡙䘋격䕶

暟须䖕ⵌ佅䴂，栬♶鋅勛㫫。⾲⢵勛㫫鼩㖈
耫罜⢵涸馢⚆歲⿻儘佹䴂，罜䖕馢⚆歲ⱄ䖰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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䊴럊鄄㕼瀖崩䲂㙵涸顊壜㾋⚥，佹ⴀ〥♧⦐

㼭歑㷛。♧媯儘，㕜鮪涸Ⱖ➮瑠⚥佹䴂穅
倴䫼麨。

㔔佹担遤⹛⚥䖤ⵌ⥌䗱莅⹅孵，馢⚆歲

鸏♧㸤䧭乽莽畹飓。鷎⟿㼟荛，蛅麨➃㖈
笪騟痧♧妄㻨♴㼩䖰鮪涸姻俒畎；罳タ栽

䖤勛棵Ꟁ莅䭸䳸㸽涸⥃㋲；殤讙㥶격䫵䖤繡

➃娝；剎〵抓䧯䱈墼嚧䧭捀耷噠鮪➃。馢⚆
歲ㄤ勛棵Ꟁ湈ꅼ㲀，䪭钢䊨Ⱕ僽剓⨀㣐涸

鮪珏，䣔䎋荈䊹⸈Ⰵ鸏佅⟿，넓剚ⵌ籏剤
♧㣔荈䊹剚僽㕜㹻涸⚺➃，肖♳胝頾顑⟤。

鷎⟿㔐㹻，馢⚆歲ⴀ植㖈勛㫫䊨⡲涸

귭䑼，铞銴锞㥠㋓♧匉ㄳ㉱。

蔊խ䭸䳸：寐ꫵ岚խ怵㤉：坿莇⛓儘盘䓛坿㕰խ遤ꌼ

牏铇խ〈㔔捀剤⡹〉鑂 刼 怵㈖：勛ゟ⯌䓍խ幋갉：

瘼ⷔ：笏ㄤ⯋、勛巾溫、ꣁ绥ꨛխ⟱ⷔ：䓹広㮵、랔

怵㆞Э䑁❠䄞（㪮䐢）（귇馢⚆歲）խ랔㪎㎗（귇

鎙：衞潈ꩯխ剚鎙✲䨾：㹨㖒剚鎙✲䨾խ嵳㜡鏤

ゟ傤⭳（귇꤫嵞黇）խ哆罇㣔（귇蛅麨➃）խ꤫㷸嫏

籏湌：䓹俒頻、勛佟㺂խ遤ꌼ⟱ⷔ：勛樥㦫、勛姻蔊խ
❏ꫭ、闒蒕⧍、ゟ佟⺍խ恠殥：寐暟⹛恠㹔խ頿剚
鎙：ⶾ䠑䎂蔊խ㐼勞Ⱇ：倞ꅷ䑞デ✲噠剤ꣳⰗ、
Ⱉ犷䕧鋕㐼勞剤ꣳⰗ、⼿僈䕧鋕㐼勞剤ꣳⰗ、㣔
遤鋅瑠⚥鋕錏侮ざ剪、⨀暶䊨玑剤ꣳⰗխ䖕劍醢

⡲：〵⻍䕧噠Э䖕劍窡硁：脌⟗⯕խ䖕劍⼿锅：勛

匡ꩯ、绀焗螦、꤫桪幢խRedone ⴲ锅吥姻：ⷠꯂ䒄խ

Redone 墂呪盘椚：嘥巾㰆、闒僈㎗、ⷠꯂ䒄խAvid

禺窡侮椚：꤫僦俒、闒䔻楋խ墂呪管鱀䌌：勛䕥颩、

齶✵榄խ2D 鋕錏暶佪䭸㼬：랔缦뜛խ2D 鋕錏暶佪䌌：

勛㭓ꉁ、劫渤螠、寐䙼蠩、衞癯笞խRoto：勛㭓ꉁ、
劫渤螠、寐䙼蠩、衞癯笞、諽㹆䢵խ3D 鋕錏暶佪䭸

㼬：랔畖鑬խ䒊垸 勞颶：⡦蔀㧄、桬噷俒խ暶佪

敚⯕：卌倞螠、䕠䐁韝、桬噷俒խざ䧭：䕠䐁韝、桬

噷俒խ晚そ鏤鎙：랔缦뜛、劫渤螠խ晚㽵鏤鎙：劫渤

䕧晚须俲

㼬怵：哆Ꟁꏳխⴀㅷ➃：峿勠꿫、衞幢剢խ湌醢：豤

螠、諽㹆䢵խBaselight 锅⯕䌌：꤫繡箋խBaselight

锅⯕⸔椚：勛⣜걽խDCP 侸⡙管焺：影꾚㓂、ゟ㹆鞮、

鹎䓽、哆Ꟁꏳխ籏瘼ⷔ：桬⥜ꌂ、䨥⨀邂խ籏醢晚➃：

桬稇犵、ⷠ⸈㹗、哀䪭㸻խ耫갉鏤鎙：勭睛⛓、ゟ剅

㸢俒䘞խ敚⯕䭸㼬：䓹鸫俒խ耫갉鏤鎙：勭睛⛓、ゟ

勭ⶍ、闒ꫭಊ、鑹㹻琐、䓹蓸榄、꤫⿶榫խADR

➃：衞幢剢、卌鰜、卌㯓⧍խ醢晚：꤫⫄楇、桬䗱

鑹⢕琐、䓹蓸榄、꤫⿶榫խ耫갉䖕劍耢粯：㸢⢩䏭、

衞幢剢խ管ⷜ：哆Ꟁꏳ、꤫儀⤰խ伢䕧䭸㼬：嘥庢恎、
剅榼խⶩ䱺䭸㼬：諽寍ⱟխ㛂遤㼬怵：耴螠⺍խ醢晚

䚃、衞潈ꩯ、龹厣绥、Perry Greenխ㛂遤㼬怵

ⶰ

㼬：桬ꆄ顜խ㜥鎹：詎㹆害、哆罇䡹խ伢䕧䌌：䓹㹆

併խ伢䕧㣐⸔：⣶ꅽ莇、꤫宕䣔խ伢䕧⸔椚：鏪用缦、
ⷠ厣榏、꤫宕頿、詎䁌⭳、䖛聕⺑、闒僈⦹、꤫猥捀、
䓹䏭榮、䓹⡡铇、꤫䕔䒄խ瑠䬝伢䕧䌌：勛䒊듳խ敚

⯕㣐⸔：桬⤧機խ敚⯕⸔椚：顼⚆癌、䓹㻫嵞խⶩ䱺：

⟤ㆹ⺍խꏗ갉䌌：꤫挡㸙、詎睛僒、康㺲稪、랔곏갫、
䐁宕䣋խꏗ갉㣐⸔：꤫姻끛խꏗ갉⸔椚：넞隘㹻、랔

榼խ耫갉ⶩ䱺：寐鸮溫、勭❠內、ⷠ㼭軨、㸢⢩䏭、

ꏗ갉：㸢⢩䏭խFoley ꏗ갉：㸢⢩䏭խFoley 갉佪：

卌䏭㸞խ幋갉：勭睛⛓、ゟ剅榼խ勭嫲幋갉ꏗ갉㹔：

耫蒀渱㶩剤ꣳⰗխ暶佪籏湌：勛僻埢խ醢⡲籏湌：

ⷠ笻棁խ繡遯䭸㼬：륟撑妲խⴕꖏ䌌：ꡠ妇㸙խ䒊垸

勞颶䌌：넞僤㸙、ゟꨔば、薵俒䚃խ⹛殥穉Ꟁ：⼦ⱟ

匋խ⹛殥䌌：卌듳ꈚխꖏ걧鷆髠穉Ꟁ：倰㹒䧕խꖏ걧

鷆髠䌌：ヰ㼭帩խ敚⯕穉Ꟁ：ⷠ癯㮵խ敚⯕䌌：䓹俒

䳓խ侸⡙粭兞䌌：蛅ㆹ䕔խ暶佪䌌：寐猥琁խざ䧭穉
Ꟁ：꤫侣俒խざ䧭䌌：寐猥琁、闒㖳、䓹俒䳓、桬螠

渠螠、⡦蔊⭑խ繡遯：哆罇㣔、랔ㅷ镧խ麥Ⱘ：鸮⛩

뒊խ暶佪醢⡲窡硁：飅㤘㥶、詎ꬆ㫲、劫㓂蛂խ暶佪

〢⢕蜹խ剪酤䌌：勛㠗角、꤫㎗䚃խ㜥걆棵：勭듳

㜥騈䬝➃㆞：剎⨀ㆹ、哀兒莇、⩬兞涽、倰㹒䧕խ涮

䊝、哆罇⚥խ唚⻋㦳䌌：䖛ꫭ僈、詎猗薊、꤫䙼褲、

葻խ㜥㣐⸔：넞峻漪、꤫䌌㜜、䖛聕⺑խ㜥⸔椚：
卌宕⨀、諽⟤憚խꨶ䊨：詎ꆄ犷、諽宕喀խ旙灶䌌：

꤫匌嵳խ⩎䬝：䄄㹻犵、랔ㅷ镧խ갉坿⡲刼：卌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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醢⡲⸔椚：ⷠ䗱㕩խ䪮遯䭸㼬：繏䘋韝、脌卌ꋸխ植
遤：坿ⵌ㹻㕜ꥹ㫨坿肆⟨剤ꣳⰗЭ涮遤贖籏湌：

龹厣绥խ噠竤椚：ゟ凶冇խ噠ⶰ椚：脌䘋⹅խꨶ
䕧姐刼Э〈䠦涸娀酤〉鑂：鸮⛩䊝խ刼 怵㈖：䓹

嘥㣐箰խꏗ갉䌌：눛⠭缦խꏗ갉㹔：嘥㣐箰ꏗ갉䊨⡲㹔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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䧮涸跗歑䞕➃
My Egg Boy

勛㫫）խ눛榰꤫（귇剎〵抓）խⷠ㕜⸛（귇桬䗞륔）խ
（귇薵麨）խ卌溫❠、랔嚩⯥、绹㼭⻍、哆罇䡹（귇

㥏Ⱕ）խ馢꾚❏（귇勛薊꧆）խ䐆㸻螠（귇齽⹅）խ
桬麥（귇馢昿）խ㼭欬欬（귇犷㧶）խ꼛㜥（귇⟂）խ
莞㸻嵞（귇用㨽）խ卌纏꧆、歊騟騟、嘥ꅷ梭、랔❏

ꫭ、繏䚃㮵、譩⽈陾（귇担字）խ欬䗱儘➿ Honey

Time（귇莻㕰）խス㤘袣、卌鑅⪂、勛牃箰、넞㡦、
랔⼪淏、䓹淏ꈚ、闒娀륌（귇歑Ⱕ）խ랔ꉎ巒（귇㥏
）խ⟤僈榼（귇姐䩛）

ⴀㅷⰗ：罇⚥㕜ꥹ剤ꣳⰗխ醢⡲Ⱇ：褑㣖㣼
䕧噠醢⡲㕰խ涮遤Ⱇ：坿ⵌ㹻㕜ꥹ㫨坿肆⟨

剤ꣳⰗխ晚Ꟁ：111 ⴕꗻխ铃鎊：㕜铃խ♳僦鋊
呔：DCPխ겳㘗：ⷜ䞕晚խⴕ秹：⥃隌秹խ♳僦劍

：2016.09.02- 2016.09.28խ 牱 䨼 私 ꏗ： 倞 〵 䍤
7,942,704 ⯋խ鰊㼬ꆄ：105 䎃痧 1 唑妄Ꟁ晚鰊㼬ꆄ

㼬怵矦➝

哆Ꟁꏳ，1950 䎃欰，⚆倞㣐㷸ꨶ䕧禺殗噠，捀须幀
醢晚➃。剎⟤⚥㣜ꨶ䕧Ⱇ醢晚、⚥螠字㕜ꨶ䕧✲

噠涮㾝㛇ꆄ剚䌢袚✲、醢晚⼿剚䌢椚✲、〵⻍

䋑䕧晚㉂噠Ⱇ剚䌢椚✲瘞耷，捀褑㣖㣼䕧鋕Ⱇ
ⶾ鳵➃。

ⷜ䞕➝稲

♧劆搂ꥹ涸ꨔ兞、鰋渠ⲈⲔ涸瑠孵、欽

ⱺ瀵䧭涸假긭……鸏❉殥㖈哆㼂舡嵳⚥

銼久佞。㖈ⲈⲵⰗ♳棵涸㥠，穅倴䱖㹁莅
❜䖃㢵䎃涸歑ず麉⻍姘，ず✲秼秼렽⺑㥠
䪾䳣儘堥，饿衽假遤䪾蹓剢⨞➃♧妄䵆㹁。

哆㼂ⵌ颪㜥䊣叆儘，涮植荈㹻欴ㅷꌼ㈒

♶⢕，罉꠸銴宠哆㼂莅ず✲頾顑倞欴ㅷ涸⟱

ⷔ遤ꌼ。鄄㨽⟃ꅾ⟤涸㥠，㨥尝傈尝㢹㖒
䊨⡲，堥♧⹛䪪♳殹秋귭䑼⚺䑉㨥，劢
俲䃪㼿倞늫굺勞涸㨥，㼟Ⲉⲵ굺勞䪡鐱䖤

♧俒♶⧩。哆㼂㖈䊨⡲♳鍸熹，䠮䞕⛳♶갫

䗱，♶⫦尝儘秉剚，鸮⻍姘⛓假⛳鄄鶗䒂
劍。捀姽，歑錏䖤荈䊹♶鄄ꅾ鋕，湬鎊Ⰽ

➃涸䠦䞕䊺竤麕✫⥃㶸劍ꣳ，♶ⱄ倞늫。

ず✲ぢ㣟䧗涸哆㼂黃♳ⲵ⽴Ⱇ涸矦

➝，㥠䋞劆「ⲵ」⡞儘涸崩鸚，雊荈䊹㖈

鷆㼦䎋犷涸麕玑⚥♶荞ꐫ㣟儘堥。䱺「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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䩛遯䖕涸哆㼂弉ⴀ鏪㢵䟝⫹，䕱䖁腋莅齡䗏
㼭涸欰ㄐ饱彂㼩鑨，鄄ⲵ⡞涸⽴㶩⡂⛖⛳腋

䠮䥰㢫涸⚆歲Э⢵荈♶ず涸昿嫢，剤荈

䊹涸䙼䟝，⡎鿪㖈瘞䖊ⴀ欰，瘞䖊ꨆⱺⲵ
⚆歲涸♧㣔。

ꅾ敎欰崞攨䞕涸哆㼂ⱄ䏞䬺鏞㨥，䵻

⯓铞ⴀ荈䊹㼩Ⲉⲵ굺ㅷ涸幀⾩䠮䞕。⾲⢵哆

㼂䧭Ꟁ倴㋲鋷㹻䏭，䘑倴䊨⡲涸㱙㱙籏僽鋷

荈⨞㥪鏪㢵俲椚佞㖈㹻酭涸㣐ⱺ盳，雊哆㼂

♧㹁剤궤蝳〳く。㼩哆㼂⢵铞，㱙㱙涸䠦鷴
麕Ⲉⲵ⥃㶸饱⢵，雊㥠䖰⢵♶錏㷑㋲，Ⲉⲵ
굺暟⚛ꬌ♧搂僽贖。哆㼂涸デ涯鍸⹛㨥，

➮鼝锞哆㼂Ⱏ❧傍귭，䌟㥠錚荈䊹涸蝳

⢵涸굺暟，䗱⚥⯏怏䟝䙂。㨥㼩欰崞⛳䲿
♶饱⸺，欩荛莅귭䑼涸㹐➃饱遼瑳。厥㢹，

ⱺⲵ涸⚆歲瑳搭拨攨ꨈ罣，礶㶩莅⽴㶩犝♶
饱넞影莅焥中，⡂⛖剤➃䟝銴䓽遤鍑ⲵ。哆

㼂⛳ず儘弉饱♶㸞涸䠮錏，⡂⛖䠮䥰ⵌ䗏㼭

荈䊹莅鸏⦐㖒倰剤ꡠ耢。䠑㢫衆䍌，ⱺⲵ涸

⚆歲莅㢫涸⚆歲鿪䎂ꬆ♴⢵，㨥⛳䖰⚺
屛ꄴ欰䖤濼荈䊹涸礶㶩鄄ⲵ㶸。ꄴ欰䲿ꄁ，

嫦♧⦐欰ㄐ鿪僽棇顜涸，䋞劆㨥㥪㥪棇䞼。
哆㼂涸㱙㱙麕⚆✫，嫢㥏幀ⵠ涸鸮穡

ⵌ♧饱。

䠑纏，鼝锞哆㼂ꅾ麉ⱺⲵ⚆歲，Ⰽ➃ⱄ䏞饥

荈䊹涸䑉谁雊Ⲉⲵ굺ㅷ隶㥪く。Ⰽ➃涸䧗䞕

䕧晚须俲

涸㨥穅倴剤✫㼩韍，⛳捀➮䗱。哆㼂涸

榼、⡦敶梥խ痧♧ⶰ㼬怵：꤫䚃㮵խ痧✳ⶰ㼬怵：ヰ

⻍姘⛓假ⱄ䏞㉬⹛，莅㨥♧饱⢵ⵌ㒷䖃䊺

⛉涸ⱺ瀵假긭。㢹酭，哆㼂デ鏰㨥荈䊹⨞
✫ⲵ⽴，㣆䟝莅䨾䠦涸➃欰♴㼭㷛，㨥⽿

巒、嘥螠楖、屗꿴✫僦⫹剤ꣳⰗխ晚걧鏤鎙：⯨㼟

衞僈䑞խ敚⯕㣐⸔：卌俒牬խ敚⯕⸔椚：嘥ꫭ缦、꤫

厣⡡խ佅䴂敚⯕⸔椚：꤫厣䧭、寐䏭ꍵխ敚⯕堥：
꤫傒、鏪㖳韝խꨶ䊨：勛⯘倞、䓹ㆹ韝խ敚⯕㐼勞：

㼬：꤫❠⨀խꏗ갉⸔椚：랔䒊⺍、勛厣㜜խ谁遯籏

倞䧗䞕雊➃军饱⢵。

鷷恸⼮影，剦溏ⵌ剎欰麕氻⿶籏䘑倴䊨⡲

⨀խ暶婌㐼勞：⸂囙䕧鋕㐼勞剤ꣳⰗխ敚⯕䭸㼬：

ⵌ鸏酭涸㨥⽿嵥ⴀ⡂剎湱陏涸䠮錏，䕱䖁

鷴麕䟝䙂䒂糵，㨥⛳ꅾ倞䙼罌欰ㄐ䒂糵涸

㨥穅倴姻䒭莅哆㼂Ⱇざ⡲，䋞劆欽

X-entus Luleåխⱺ䃋䬝伢：ヰ䗱㸙、䓹ꉎ薝、⩬㣔⡮խ

遯㆞⸔椚：桬㸪榏、랔翱䂻、桬劊牬、詎匡缦、랔⢕

欰ㄐ涸宠⸔，㥠锞㨥ꤙ⠶，对㹁ⵌⲵ⽴Ⱇ

㕨，⽿䠑㢫鄄㔮㖈Ⲉⲵ䏨⚥。㖈杮㼭ⱺⲈ涸
瑠酭，Ⰽ➃锓鑨❜䗱，ꡠ⤚隶䖤刿ꬒ鵜，

䬝鮦）：䓹䃪䂾խ䪮遯㆞（Foxy 堥）：䓹渤铇խ䪮

⚥䕧肆⟨剤ꣳⰗ⚥䕧醢晚䑖խⱺ㹨彗ⱺ酢⯕：䓹肬

溏溏。⾲⢵ⲵ⽴鏤⪔鄄灶㡏✫，罜ⴲ妄⢵

㼬怵

管ⷜ：⩬㣔⡮խ醢晚：꤫㼂傒խ瘼ⷔ：卌繡

䗱㸙խ⸔椚㼬怵：♨聕鰜խ㜥鎹：䓹ꉎ薝խ鼇錬䭸

笞խ㜥걆棵：峿翱僈խ㜥⸔椚：詎㷆鎊、弔屾㣐、
寐催缦խꏗ갉䊨玑：Aki Sound Taiwanխ植㜥ꏗ갉䭸

湌：俒䙂⚥խ繡遯：꤫挡⸛խ㛂遤繡遯：鏪顜㮵խ植

㜥繡遯：闒⢆蓸խ繡遯⸔椚：꤫⛇蜹、꤫ㅷ⸛、齶⭑

㘗䭸㼬：鏪⸂俒խ㛂遤鸤㘗：卌䥊ばխ跗剪鏤鎙：康

꧉ꨛխ剪酤盘椚：蠝蔒覂、卌鑘琐խ⻋㦳：痧ⳝ繡䕎

긭剤ꣳⰗЭ⻋㦳䭸㼬：꤫䚃⤰խ⻋㦳䌌：齶私䌱խ

⻋㦳⸔椚：ⷠ뒉楑խ녋㘗䭸㼬：勛㸻閄խ녋㘗䌌：䑁

俒憠խ녋㘗䌌佅䴂：剎潈꿴、鏪㹻ꌂխ녋㘗⸔椚：桬

譋㰃խSFX 䪮遯䭸㼬：눛㸻莓խ䪮遯㆞：嘥⢕琐、

눛ꌂ㸪、랔撑鐱、䖛㷆㸙、꤫䘋䘞խ⹛⡲䭸㼬：嘥䘋

륌、꤫⪂榰խ⹛⡲⸔椚：卌✵⳯խ朄ꦷ鎯箻䌌：桬儀

兰、ゟ㊥猒խ朄ꦷ鎯箻⼿⸂：勛⯋犍、卌껻へ、勛㢚

槼խ䎂ⷜ撑：剆⳯鐱、䑁⢕犍、卌鑅㋮խ⩎䬝㼬怵：

䙼榏、卌䙼へ、卌ꫵ棁、卌䚃ば、卌⢕륌、哀兒莇、

꤫䙼韝、绀✵蘩、卌䕔❣խ暶佪穉Ꟁ：寐猥琁խ暶佪

䌌：넞蔒巒խ⚥䕧䖕劍籏湌：卌㗛摖խ醢⡲窡硁：勛

䘋箰խ耫갉窡硁：ꁀ傒䘋խ䖕劍㛂遤醢晚：꤫繡❅խ
呪盘椚：랔갚㭫、꤫䚃⭳խⶩ鱀⸔椚：闒妇㧄、詎㷆

䌌：ヰ⢕翱խ侸⡙锅⯕⸔椚：⡮㭓䡹խ㶶䍌醢⡲：詎

㷆꼖խDCP 嫢彂醢⡲：詎㷆꼖、鏪ㆹ笶խDCP 侸⡙

䭡頺醢⡲：랔갚㭫խ耫갉鏤鎙：鿓狲勱խ㼩涯ⶩ鱀：

矦鞮剅խADR 㼩涯ꏗ갉：矦鞮剅խFoley 갉佪ⶩ鱀：

劫䛸颩խFoley 갉佪醢⡲：嘥㹻䢆խFoley 갉佪醢⡲

⸔椚：䑁⾩խ갉佪ⶩ鱀：勛ꨎ槼խ勭嫲幋갉：矦鞮

剅խ갉坿醢⡲：㥪㢵갉坿խꨶ䕧ꂂ坿：꤫䒊꾸խꨶ䕧

ꂂ坿⼿⸂：繏䛸㧚、ゟ⤧嫏խ盘䓛坿管㻨：繏䛸㧚խ
痧♧㼭䲿楪：豤㶩蘟、譩㰆✻、勛嫏ꌂխ痧✳㼭䲿楪：
繏兞듳、랔橵룲、꤫绐㮵խ⚥䲿楪：邿糋內、ス僻

槇խ㣐䲿楪：薵㸻尬、桬ㅷ俒խꟀ痁：㸞䗞瀖խ꧱矲

⺫㷂俒、ヰ幑单、卌槱嫏խ榰Ⱙ⼿䬝穉Э Service

匡盘：矦⳯桪խꏗ갉䊨玑䌌：卌㼿⠭խꏗ갉㹔：⛰㣖

䕔⭳խ㜥兞竤椚：⡦㎗傤խ㜥兞⸔椚：桬巒、ヰ⣈

Anna ModénխProduction Coordinator: Joel Burmanխ

㹔：112F Recording Studioխꨶ䕧⚺겗刼Э〈㼀⯥〉

镧խ伢䕧䭸㼬：ꡠ劥葻խ伢䕧：鏪秴彂խ伢䕧㣐⸔：

Casting / Costume Assistant: Lena WintherխCraft:

㼬：ꆄխ跗纈莻骪䭸㼬：諽噖悦խ植㜥榮梾䭸㼬

榮梾⹛⡲鏤鎙：꤫㹆寲խ醢晚竤椚：袚렳㸞խ劍遤

导鮦獆顲Ⱇխ堥：康狲铇、䓹薊⪂、ゟ钟闉、

湬ꤙ㖈荈䊹魨鼹，椚鍑㥠䨾剤涸⫊䗱ꨈ麕；

Anna AnderssonխDrivers: Henrik Bergman Rydgren,
Johnny BlomխLocation Manager: Sebastian Sauryխ

⪂խ彗ⱺ伢䕧⹛⡲佅䴂：衞㉬摖խ稇勞䬝伢：繏⨀

Location Scout / Prop Master: Emma SkoogխVideo

荈䊹雊䠦涸➃剤鼍䥛。

䌌：꤫鹠뜿、勛㹻㸞խMOVI 䪮遯㆞：꓃⢕肬、顠ꌂ
䛸、ヰ䗱㸙、䓹ꉎ螠、⩬㣔⡮խ伢䕧㐼勞：⚥䕧醢晚

Assistant: Stefan HeouitaխElectricians: Peter

㱙㱙㔔氻Ⰵꤎ䩛遯，㥠㷑㋲く衽㱙㱙Ⲉⲵ饱

䑖խMOVI 伢䕧㐼勞：ⵄ麨侸⡙䕧갉猰䪮肆⟨剤ꣳⰗ

Brännström, Olle SundbergխKey Grip: Björn

խ䪮遯䭸㼬（麶䱾걧）：ス⨀ꌂխ䪮遯㆞（랱꼛騈

CarlssonխFinancing: Johan NorströmխTechin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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帩խざ䧭穉Ꟁ：꤫侣俒、桬䒄榮խざ䧭䌌：闒㖳、䕠

ヰ铃蛅խ⩎䬝䌌：繏⨀䛸、馢ⱟ邂խ鮦鰘獆顲：宕疽

㼬：康䟃ꨛխ劍怵㆞盘椚：鏪儘韝խ跗纈邍怵䭸

꤫用笞խ伢䕧⸔椚：꤫梅匋、勭ⱟ莇խ侸⡙䕧⫹䪮

㔐ⵌ㕜Ⰹ，Ⰽ➃ぐ荈䘑倴䊨⡲。哆㼂涸

硁：飅㹆覝、詎ꬆ㫲խ넞꧆⯨㼟暶佪鿈Э醢⡲竤

椚：⩬兞涽խ㼠呪竤椚：鿓佟㸪խꖏ걧鷆髠䌌：ヰ㼭

꼖、鏪ㆹ笶խ侸⡙ⶩ鱀：鿓廭謶、齶玑⹅խ侸⡙锅⯕

Production Assistants: Tor Karlsson, John Silénխ

㨥搋䚊崩帒，㔔氻搂岁欰肬涸➮，㹳䙲

醢⡲籏湌：ⷠ笻棁խ暶佪䭸㼬：랔㶩ꯂխ暶佪醢⡲窡

굺ㅷ繡遯：ゟ⤧⡡、詎岲彂խ谁遯籏湌：俒䙂⚥խ鸤

噷俒、齶蕰畾、嘥字、剎凶貽խ굺ㅷ䭸㼬：꤫挬犷խ

ꩯ、闒⣜猗խ欰崞醢晚：鑹꧉巒խ飬⸔⼿锅：鑹⢕

ⱺꨔ涸꣫欰㕜䏞，哆㼂䠮錏齡䗏㼭涸欰ㄐ♧

ⶾ䠑䕧噠肆⟨剤ꣳⰗխ暶佪籏湌：勛僻埢、랔㶩ꯂխ

䖕劍遤佟噠：鏪肬秫խ醢⡲䭸㼬：勛䘋箰խ䖕劍墂

Producer: Susanne KarlssonխProduction Manager:

涸䊨Ⱘ。Ⰽ➃慨捙昰ア，哆㼂ꨆ假긭。㖈

䖕醢窡硁：袚렳㸞խⶩ䱺䭸㼬：勛啥խⶩ䱺：눛㥶

㪨、勛麥ⳝ、嘥僈⨀、ⷠ嚶蕈、㓂⟃冁խ颶䠮䌌：꤫

佟醢晚：䑁鶤㻞խ植㜥醢晚：꤫䒊⡡խ㛂遤醢晚：꤫

䖎慨⹛，㉏哆㼂僽や〫䪾歑殹䧭欰㷛㶩

2016 䎃〵抓ꨶ䕧➝稲 ⷜ䞕晚

Equipment: Dagsljus HaparandaխRental Cars:

盘：勛俢ꨛխ⡜갉鞫痁：卌䘋闉խ鞫痁：劫梚梥խ䊼

갉갠䊨玑剤ꣳⰗխ幋갉䊨玑䌌：ꐏ摥㸞խ幋갉ꏗ갉

怵㈖：卌㹗㎗խ刼：♨⚆⯕խ鑂：꤫⥌䒂խ醢⡲➃：

詎 佟 ⺍խOP：New Chinese Songs Publishing Ltd.խ
OP：HIM Music Publishing Inc.խ ꨶ 䕧 姐 刼 Э〈I
Am not Gonna Be the Same〉鑂

刼

管刼：꤫䒊

꾸խし➮：ゟ⤧嫏խ怵㈖：諽鶋⹗խꏗ갉䊨玑䌌：

꤫䒊꾸խꏗ갉㹔：㣐㼭滚ꏗ갉㹔խ幋갉䊨玑䌌：ꐏ

摥㸞խ幋갉ꏗ갉㹔：112F Recording Studioխ〈Love
Love Love〉鑂

刼

管刼：꤫䒊꾸խし➮：ゟ⤧

嫏խ怵㈖：峿⢆榮խꏗ갉䊨玑䌌：꤫䒊꾸խꏗ갉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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㣐㼭滚ꏗ갉㹔խ幋갉䊨玑䌌：ꐏ摥㸞խ幋갉ꏗ갉㹔：

僱橵（귇䊨䑖㥏䊨）խ勛⽈ꌂ（귇棵Ꟁ跗）խ嬁䓍（귇

刼：Mandarkխ ⡲ 鑂：Dean Yang、Ed Yang、Chun

B）խ涯俒둷（㣐俒）（귇胲跗）խ畎䑞鴇（귇䌃ㆥ

112F Recording Studioխ〈I Mean Us–

l

〉⡲

Zhang、Mandarkխ 管 刼：I Mean UsխVocals

Guitars：畎纆խVocals

Synthesizer

Keyboards：

哀 ⚸ 龾խMandark Guitars： 嘥 鑅 幅խPercussion

㼭跗）խꐏ⥆㸞（귇㡏跗 A）խ鿓桡㣼（귇㡏跗
跗）խ㽍篊㦍（귇繡蒈跗）խ卌鴇收（귇 Bartender

螠秝⯌䓍〵抓ⴕⰗ、鷠⯕ꨶ䕧肆⟨剤ꣳⰗխ瘼ⷔ

⚆樆（귇鴍㜥䊨➃）խ⡦㎗傤（귇鏻倰➿邍）խ鏪囙

in Studioխ幋갉：㩎荞❅、嘥鑅幅խ〵抓涮遤：繡㉂

녋跗）խし剋（귇⽫㽳跗）խ桬⽈（귇♳嵳跗）խ㩎

窡硁：嘥䡹蠩խ⟱ⷔ：ヰ铃蛅、剎㹻㻞խ遤佟：䖛姻喡、

螠（귇ꪫ斊痧♧㹻➃時時）խ勛猈蠩（귇㱙㱙）խ꤫

ⶩ鱀䌌：卌渤խ갸デ晚갉坿醢⡲：꤫䒊꾸、卌䚻խ
晚걧鏤鎙：勛棶ꨛ、峿ꉎ㛔、涯鱖㼙䕧⫹խ䎂鏤鎙：

ⷜ 䞕 晚խ ⴕ 秹： ⥃ 隌 秹խ ♳ 僦 劍 ：2016.09.23-

：佟麥岁䖒✲䨾、鿓檇怏、꤫韝勒խ剚鎙：闒巾
棇、䓹꧉頻

怵㆞Э卌⣜兒（귇哆㼂）խ뒉㼭䁌（귇㨥）խ鑹

䧃ꨣ（귇跗歑）խ玑✮䋞（귇跗㥏）խꆄ敶梥（귇哆
㼂㱙㱙）խ坿坿（귇㼭哆㼂）խ랔ꗽ鰜（귇颪㜥竤

韝⽰㼟姿Ⰵ狲㛔。Ⰽ➃㖈嵳鼹䬝伢㭶秲撑殹

晚鰊㼬ꆄ䕧晚（歍锞晚そ：《䠦涸⥃㶸劍ꣳ》）；

2015 䎃〵⻍䋑佟䏎俒⻋㽷ꨶ䕧酢⸔；2016 䎃ꆘ㿋䕧

尣粫ꨶ䕧眏錚䷒㋲⯋

（귇哆㼂ず✲涰涯）խPopu Lady（ⷠ㸙棁）（귇哆

㼂ず✲蛂蛂）խ飅愒ㆹ（귇哆㼂ず✲㼭飅）խ鏪➝❫
（귇蝳顋）խ⩬㷆厣（귇귭䑼✳䑉）խ䓹噷㤘、桬듳

2017 䎃껻度䕧鋕㾝䋑㜥㾝佞僦、Ⰽ䁘ꨶ䕧㾝䍌晚、

㼬怵矦➝

⩬㣔⡮，〵⚥➃，魨Ⱟ管ⷜ、㼬怵、⡲㹻。佟㣐傈俒
禺殗噠，秣秉㣐㷸㯯넓欰䢀莅ꨶ䕧灇瑖䨾焚㡦。⟃俒

㷸ⶾ⡲㨥ⶾ⡲欰巆，剎⟃〈幢悦涸䧗䠦〉♧俒栽痧

䕟、剎椚（귇귭䑼䑉䨼⸔椚）խ矦䡗裦、䑁䖒䧭（귇

24 㾂儘㜡俒㷸栁瀊眝㼭铞껷栁；ず䎃ⱄ⟃〈噠긅欰

㨥귭䑼㤹㹐）խ詎ⴅ䀉（귇㨥鏻䨾隌㡦）խ㩉し䢵

怵렽⺑莅鎯箻♴，鱲䖃ⷜ劥㻨⡲⿻㼬怵䊨⡲。2006

䏭⭑（귇鎹罏）խYukiya、銯⡱、랔巾㪨、랔鑘琐、

ⷜ；2008 䎃管ⷜ⡲ㅷ《⩏䱳暟铃》Ⰵ㕠ꆄꗻ栁剓⢕

㨥䠦朄）խ䓹撏ꗻ（귇Ⲉⲵ䊨䑖罉匢）խ卌傒⯋（귇

Ⰵ㕠껻度ꨶ䕧眏、〵⻍ꨶ䕧眏、莍ꆄ㿋䕧㾝瘞㢵⦐㕜

귭䑼㢫㜥）խ랔㡦、ꐏばꌊ、飅纷、ゟ䁈証（귇

（귇ⲵ⽴鏻䨾隌㡦 跗隌㡦）խ蛅ꨎ悦、⡦酕㣔、꤫

卌䗱裄、꤫㝑俒、ゟ糒넞（귇繡굺㹻）խ䓍（귇
䊨䑖䎍鿈）խ詎繡奚、랔僈、弔棁蒈、蛅⨀䘋、ゟ

厣榷、ⷠ㣔➝、㌈尬範（귇䊨䑖㆞䊨）խ勛畾楪、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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繡兰䵦⢵莅荈䊹ず⡞，Ⰽ➃傈⛉欰䞕。麕尝

栽 2014 䎃俒⻋鿈䕧鋕⿻崩遤갉坿欴噠㽷㕜欴ꨶ䕧Ꟁ

倞〵䍤 24,449,762 ⯋խ䖤栁、㾝私ꏗ⿻鰊㼬ꆄ：

哆㼂歑）խ叕剤笶（귇 Phil）խ騟㎗妇（귇 Phil 㧼）խ

㼭㷛）խ䓹溫螀（귇哆㼂ず✲溫螀）խ涯俒둷（涰涯）

衆嵳涸齡㣔ⵌ遳♳ぢ騟➃程ガ。䑞幢对㹁雊

ⷜ䞕➝稲

㾝❏崎⛓璭錚䷒㋲⯋、㢵⧍㢵❏崎ꨶ䕧眏ꟗ䍌晚；

꤫畾傻（귇鷑顊㆞）խ㼭䰞、㣝し、꤫僻㥹（귇 Phil

⦐歑➃⛓䖕，䩞腋䖤ⵌ溫䠦，䨾⟃㥠欩荛㖈

2016.10.24；2016.12.02-2017.01.12խ 牱 䨼 私 ꏗ：

椚）խ闒渠蠩（귇饱昰㛂顜㮓）խ勛捙（귇㨥鏻䨾
ꄴ欰）խゟ䙂溫（귇ⲵ⽴鏻䨾ꄴ欰 罉跗）խ㹗（귇

䲿饱薊㕜剤⦐窡鎙，㥏➃䎂㖳銴鋷ガ麕 22

ⴀㅷⰗ 醢⡲Ⱇ：鷠⯕ꨶ䕧肆⟨剤ꣳⰗխ涮遤

晚Ꟁ：112 ⴕꗻխ铃鎊：㕜铃խ♳僦鋊呔：DCPխ겳㘗：

ㄐ〉栽《⚥㣜傈㜡》俒㷸栁㼭铞겳껷栁。㖈ゟ䙂溫㼬

䎃管ⷜ⡲ㅷ《捀➊랃銴捀⡹䱈滚帒》栽ꆄꗻ栁剓⢕管

管ⷜ；2009 䎃䬝伢껷鿈ⷜ䞕Ꟁ晚《䌟䧮黇倰》，

ꥹ䕧㾝；2012 䎃管㼬《럄嫲涸䎋犷欰崞》栽ꆄꗻ㥂
剓⢕鶵⡹ⷜ꧌⿻ꨶ鋕ꨶ䕧栁。

罉꠸桬䓽溏㖈滚酭。

歑➃♧欰♧⚆。䖕⢵，繡兰䪪䑞幢䍲䘑䵦㹻，

琐、飅㼭鞝（귇 VCR 「鏞㥏㶩）

薊俒㶶䍌缺陼：瀖꧆淏խ㕜ꥹ䕧㾝耢粯：䓹♲梥խ岁

蔅窛ⶩ鱀：䑁㶿兀、桬蒈㥶խ䍌䖕蔅窛侮椚：䖛凶兪խ

涯鵜傈涮欰涸珏珏♶䎋。鸏♧ⴗ鿪鄄棟㼂Ⱇ

㥠鼩ⵌ䑔酭ぢ剢罉鏪격，䋞劆腋莅痧 22 ⦐

ꩌ榏♧㹻➃（귇ꪫ斊⛩㹻）խ꤫⢆ば、䓹僅箩、꤫㪨
Ⱇ：螠秝⯌䓍（黇匌）肆⟨剤ꣳⰗ〵抓ⴕⰗխ

惓，岜♶䧭耫㖒ぢ錚滞麥姊，㖈輶⯕䍌デ

꾷䷒䩯鮦鯺衽繡兰，鷎鎎㋐귕ㄤ㭶㹶㜥，

厣⺋（귇⯥㶩）խ♨鑘蔕♧㹻➃（귇ꪫ斊歌㹻）խ꤫

鏪ㅷ鑘、鿓㶩囙、勛棶ꨛխ嵳㜡䬝伢：剆⳯鐱խ䍌䖕

饥。䱺✳鸮♲涸䩧乹，雊繡兰㖈湬久植㜥䄶

⾲㹁涸㭶伢遤玑鼩ⶦ♴剓䖕♧㣔，䑞幢

跗넓乽罉䌌）խ뉓樳笻（귇䣯뇓跗）խSpexial- 괐歊

（귇傈劥跗）խ넞⳯梥（귇껻度跗）խMiguel（귇ꆄ

：⣶⤰㸙、桬巒、飅渠⠺、䖛鑘蔕、暋ꬆ楑խ갸デ

22nd Catch

跗）խⷠⱟ䒄（귇꧹罟跗）խ鏪儘韝（귇榮梾罉䌌

Drums：ス⢆觍խBass：꤫䙼缦խꏗ갉 幋갉：Line

꤫梅蜹խ⸔椚：꤫⭑棁խ㹒⫄籏湌：ゟ⢕梥խ遤ꌼ㕰

okխ22 ⦐歑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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䎙傈，匋⧍㔐⢵✫。

桬䓽㼩繡兰ꬌ䌢颣陏，鼝锞㥠殹⟤棟

ꨶ鋕飑暟⚺䭰➃꤫繡兰莅劢㭶㣗䓹䮸

㼂➿鎊➃，殹㣔♴棵⛳⚺⹛邍爚銴鯺繡兰㔐

㣔，伢䕧䌌邿䑞幢搂䠑聃鋅䮸韝ㄤ刈僳㥏

⧍⢵ⵌ䑞幢竤䌢⯕荆涸ㄳ㉱䏅，➮涮錏㥏䏅

㶩鸒ꨶ鑨，ꦑ䖕䮸韝⤑閦珖剤䚊✲銴⯓遤ꨆ

，栬殆繡兰♧➃。䑞幢鋅繡兰毠⡂䟝騥嵳
鰋欰，⤑騥嵳佹➃⚛㥠䌟㔐㹻。⡎⾲⢵繡兰

㹻，鸏雊䑞幢䗱酭䖎♶僽徱。⩑搭，匋
㆞㶰擿䜫，剓䖕鼝锞㥠ⵌ㹻酭⢵。繡兰鸏
䩞濼麥䑞幢♧湬冝䧗衽匋⧍涸㥏剦俤俤，
⽿♶侒⚺⹛鷆宠，罜㥏䏅㆞Ꟁ䖤ㄤ俤俤♧垸

僽㔔捀䱺ⵌ䮸韝涸ꨶ鑨㣖欰孵，䟝⚓䱈䩛

♧垺。

䓍꤫匋⧍涸ざ撑，⾲⢵➮⦛僽ず㷸Ⱟ㹔，

䖤ꨆ繡兰，⤑鑑䱳䚍㖒鑉㉏繡兰涸䠑鋅，

剪，㼟䩛堥殆♴䖕，䲿衽徒鷴涸㭶秲ꨆ。

㖈繡兰䱺⟤桬䓽Ⱇ涸棟㼂➿鎊➃涸崣㼩

堥，⽿♶㼭䗱䱈鹎嵳酭。繡兰涮植䑞幢莅䓍
罜匋⧍植㖈㖈姘崎假遤。繡兰䳖♳䑞幢涸邆
ꥬ㣔，繡兰㔔捀ꌼ㈒䧭籑♶⢕鄄⚺盘鎯

倊。䑞幢㔔捀䱺ⵌ䮸韝䩧窍繡兰涸ꨶ鑨，⢵
ⵌ伢䕧啟ぢ繡兰鱲麨䮸韝銴ⴕ䩛涸鎝䜂，ず

䑞幢䖤ⵌ⚥㕜䊨⡲涸堥剚，㔔捀䰎♶

繡兰䋞劆䑞幢㻜植㡭麉涸㣆䟝，邍爚飬ず。
♳，䑞幢殆♴繡兰剓䰎♶䖤涸「傺僈遳 122
贫」涸晦䖕䜡䜡ꨆ。繡兰濼麥鸏僽䑞幢

鷑涸狲暟，⡎㔐ⵌ㹻，䑞幢➊랃鿪尝邍爚，

✲⦛殹㜥鿪濼麥繡兰黩「鷎㭶。䱺骉罜⢵涸

㽠⫹䖃䌢。ꥬ㣔，繡兰ㄤ桬罉꠸✫껻度，

ꌼ㈒涸そ晦⺫㉂ㅷ，⿶鄄䎃鰋頗繡涸倞➃䵻

㖈繡兰涸ꨣ⽂罉㹻，剤♧労劆㣗ꨣ，

僽，䨼匌銴繡兰♧鹋Ⰹ䵦㹻，罜㥠⾲劥頾顑

䑞幢⛳䖃⚥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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湱⫄溏ⵌ劆㣗ꨣ➿邍䧗➃搂岁㖈♧饱；⡎繡

兰鼇乵湱⥌㥘㥘涸铞岁，〫銴鋅ⵌ劆㣗ꨣ，

侸⡙䖕劍醢⡲：〵⻍䕧噠肆⟨剤ꣳⰗЭ䖕劍窡硁：

脌⟗⯕խ䖕劍⼿锅：勛匡ꩯ、䓹⯈⚥խ墂呪盘椚：ヰ
䒂㸻、闒僈㎗、ⷠꯂ䒄、嘥巾㰆խ锅⯕：꓃傺䒄խⶩ

㽠腋䎋犷♧鰳㶩。繡兰ㄤ桬罉꠸捀✫莊遤㭶

鱀䌌：곃凶蔕խ禺窡侮椚：䑁㶿兀、꤫䒊䘋、꤫僦俒խ

㶩，⽿㖈齡涮植䑞幢䬝涸撑晚，⟃⿻剎竤⡞

ꁀ兰峿խ3D ⹛殥䌌：嘥㌈䥃խ锅⯕䌌：㸢纏螠խ锅

狲，⢵ⵌ佦ꀀꨣ⽂，㥠㔐ⵌ㼭儘⦬⡞麕涸䨼
麕涸汚騋。㭶狲♧儻，䑞幢㼟劆㣗ꨣ涸撑
晚鷑窍繡兰，䋞劆㥠䖰姽䎋犷䘰坿。

ꥬ㣔，殹〈穡㭶鹎遤刼〉갠饱儘，繡兰

嫏搭鱲魨鷆㼦溫䠦。㥠駵ⴀ狲㛔⢵ⵌ廪鼹，
ㄤ㥠涸痧 22 ⦐歑➃Э䑞幢，湱乩㖈♧饱。

랔㶃褄խ갉坿籏湌：ⷠ㣔⨴խ⡲刼：怎խ耫갉鏤鎙：
勭睛⛓խⶩ䱺䭸㼬：곃凶蔕խⶰ㼬怵：悮巾㫲խ㜥鎹：
桬ꫵ㮵խ劍⟱ⷔ：倰ꬆ楋、꤫㸪㸙、ꤷ妇蔒խ㼠呪

湈⸂㸞䣆绥。Ⰽ➃鋷鵜⛓ꥹ鄄蒕楧中鋅，

⯥（귇 Lucy）խⷠㅷ鎊（귇 Annie）խ卌麥黇（귇伢

ⷜ䞕➝稲

ⴀㅷⰗ：㥶눴䖤宐ꨶ䕧剤ꣳⰗ、ꨣ⽂ꨶ䕧꧌㕰剤

Battle 儘莅➃涮欰遼瑳，䞕䚊⛓♴ꡗ鹎❩ⷜ

遤Ⱇ：珵䖤ꨶ䕧剤ꣳⰗխ晚Ꟁ：91 ⴕꗻխ铃鎊：

勛俛、ꯓ㣔խ頿籏湌：㷟㣆蟣խ㛂遤醢晚：闒鴇ꤿխ

倞〵䍤 587,274 ⯋խ鰊㼬ꆄ：98 䎃䏞痧✳唑妄㕜欴

⸔椚：䓹允馊խ痧✳伢䕧⸔椚：䑁㷸⨀խ痧♲伢䕧⸔

㉏。妇颣哀淏㣔涸纷鴇䠮ⵌ搂䨾黠䖰，〫腋

⽈秝䕧鋕涮遤剤ꣳ顑⟤Ⱇխ㹒⫄䲀䑞：ꨣ⽂ꨶ䕧꧌

㕜铃խ♳僦鋊呔：DCPխ겳㘗：ⷜ䞕晚խⴕ秹：兜麒

醢晚⸔椚：鑹兰绥、蠝խⷜ：꤫⤧ꌂխ痧♧伢䕧

欰昿，⽿㔔곃⿻怵谁✲噠㼩绥嫢㶩♶耂♶

卌䚃荬、脌㮵催、랔蛂䟂、衞㹻㻞խ涮遤：⻍❩ꨣ䕧

竤椚：剎俒ばխ窡硁：勛ꉎխ頿竤椚：⡦ꩾխ頿：
ス䠦蟣、繏刿、ⷠ䀵匡խ鳵Ⱇ㹔：邿妇խ堥：ス⨀、

纷鴇䖃ꡠ䗱，绥䩞铞ⴀ哀淏㣔僽荈䊹涸

䭸㼬：嘥㣐⨀խ涮遤：珵䖤ꨶ䕧剤ꣳⰗЭ勛❏哆、

ꣳ顑⟤Ⱇխ醢⡲Ⱇ：㥶눴䖤宐ꨶ䕧剤ꣳⰗխ涮
秹խ♳僦劍：2016.09.23-2016.10.22խ牱䨼私ꏗ：

ꨶ䕧Ꟁ晚鰊㼬ꆄ倞➃穉

㓂蕙涸鎯箻剓穅⽿鹧➮ꨆ，佖绢遳莻。꤫

哀淏㣔僽❏崎渘涸➿鎊➃，隶䖤䝹䝹♶坿，

勭睛⛓խ갉坿Э⚺겗刼：怎խ⡲鑂：㼭㺯խꏗ갉

䕧⸔椚）խ꤫鹠굳、㩉⟃範、㩉ꅷ琐、繏⻍㸞、姘㻞

䖰㼭ず㖈䨡棵，㣔颭殯玶涸꤫鮪⪔「呖㛆，

䙼罌劢⢵涸倰ぢ。♧傈，绥涮植须幀姐䩛

勛⟻楑、嘥剅僕խ耫갉䖕劍：剎꧉㻞、寐鸮溫խ幋갉：

兰）խ绀㹻僈（귇桬䓽）խ⺫⨀ꌂ（귇鿓ㆥ）խ䖛悦

姽儘，꤫鮪ⴀ植㖈纷鴇，⾲⢵Ⰽ➃

纷鴇鹎Ⰵ➮涸莻㕰，纷鴇ꧪ劢瘸䥰，⽿♶犝

Э耫갉ⶩ䱺：剎꧉㻞、鿓狲勱、ゟ剅榼、ⷠ㼭虋、

⚺銴怵㆞Э薵鹠茽（귇邿䑞幢）խ獔嵳樍（귇꤫繡

㏪ㆁ涸倞莻姿，劍䖊㖈嫲飓⚥剤䨾倕栽。

鮪钢捀纷鴇⯏怏悴⸂，♶䥰㟯㸛䧭鋊，䋞劆

ヰㆹ箰、ⷠ⸈㹗խ勭嫲幋갉ꏗ갉㹔：耫蒀渱㶩剤ꣳⰗ

㣐땃、䓹⧍խ瘼ⷔ：湖䚃梅、㷟㣆蟣խ管ⷜ：叜䑞鰜、

㼬：꤫ⱟ䒄、勛⯘倞խ繡遯䭸㼬：ꁀ豀ꨣխ鸤㘗鏤鎙：

Battle of Hip Hopera

⯕⸔椚：勛⣜걽խDCP 侸⡙锅焺：ヰ䒂㸻、影꾚㓂、

㕰剤ꣳ顑⟤Ⱇ⻍❩䕧鋕瘼ⷔⴕⰗ

薵蔒笻խ㼬怵：叜䑞鰜խ伢䕧䭸㼬：ヰ⟃俒խ敚⯕䭸

穅噲莻棵

ⶩ鱀䌌：勛䕥颩、齶✵榄խ2D ざ䧭⿻晚걧㽵醢⡲：

䕧晚须俲

ⴀㅷ➃：话㣐땃、䓹⧍խ湌醢：勛俒榰խ醢晚➃：话

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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넞⚥欰薵用⥜莅绥乲Ꟁ遳莻，遳걧

冝䧗绥涸蒕楧㣐「䩧乹，ꨆ「ꨶ暶䘰」。
㕰㆞갾㣟佅叙，堥♧⹛鼝锞纷鴇⸈Ⰵ莻㕰。
纷鴇剓穅⸈Ⰵ「ꨶ暶䘰」，ⴲ鑑㊓耫⤑

㾝植麕➃㻜⸂，⡎❏崎渘넞䩛㥶卌，「ꨶ暶

莻〵，䩧倬怵ⴀ。Ⰽ➃魸麕鷆馜，䚊饬吥ꥹ

䘰」끇ꦖ鸒麕ⴲ飓。捀✫鍑绥涸䗱穡，

㸤䧭怵ⴀ。搭罜〥穉⟿「A Team」⸈Ⰵ

姽莊鸤䧭莻㕰䧭㆞铐鍑，纷鴇䚊䘑䭭ⴀ

渘嫲飓，莅㥪⟃「ꨶ暶䘰」捀㕰そ，갫ⵄ

✫牟牍넞䩛꤫鮪，亡♴「ꨶ暶䘰」䧭捀吥ꥹ
ⱟ鮪，㕰㆞⦛〫㥪䪾䋞劆佞㖈❏崎渘遳莻㣐

飓，䋞劆䩧侁㼩䩛，♧饱㸤䧭㣆䟝。

纷鴇䪪ⵌ哀淏㣔，劍湺Ⰽ➃腋㣁ㄤ鍑。劢俲
绥嫢鋷涸鼍剅，⚛鍑ꅼ姽⥌歋哀淏㣔⥃㶸㢵

䎃，䋞劆ꆂ幢Ⰽ➃涸铐剚。⡎绥➠♶격
䱺「，⚛钮鎊䭭♴❏崎渘遳莻ⱟ鮪，銴㖈滞

椚：꤫蠝䖤խ植㜥ꏗ갉：勭ⶍխꏗ갉⸔椚：꤫ⱟ䒄խ

㼬怵矦➝

穉痧✳⸔椚：랔囙ꥑ、랔⤧料、ヰ꤫俛խꨶ䊨䌌：峿

㼬怵。《痧 22 ⦐歑➃》捀Ⱖ껷妄荈管荈㼬涸ꨶ䕧，

纷鴇㉂⦶劆剢垜⡲捀箻绢㜥㖒。纷鴇ⴀ魨❩

剎薊韝խ⻋㦳：꤫楖㮵խ⻋㦳⸔椚：㷆妇琐、剎渠蔊խ

ㅷ⺫䭍 2002 䎃《䠦䞕涯淼剅》、2003 䎃《磌秋來

箻绢。蒕楧♧遤➃⢵ⵌ劆剢垜，纷鴇钢ⴀ

纷鴇界ꦑ「A Team」涬㜥，⡂⛖♶격雊「ꨶ

涸锞鎷♴，绥격䠑ぢ纷鴇麥姊，Ⰽ➃ꡠ⤚

涸䞕筱⚥，➠㥅⸂邍怵，⟃ⶾ倞涸❩ⷜ㏪ㆁ

鰶殤♳怵，绥妇颣纷鴇涸魨媯，纷鴇⛳鷷

⯕娜娜㖈湡。䗱剤♶怏涸「A Team」䧭㆞潽

ꏗ갉⸔椚：꤫摺⪂խ敚⯕穉痧♧⸔椚：䓹渤螠խ敚⯕
❠袣խ㛂遤繡遯：ゟ䘋䓽、䓹纈豭խ麥Ⱘ：꤫榰ꆄ、

剪酤⸔椚：꤫㤘畾խ私ꏗ晚㼬怵：꤫Ꟁ笶խⷜ撑：꤫

㪮鹠խ㜥：宕牬䕧鋕㐼勞剤ꣳⰗխꨣ⽂䊨⡲➃㆞

Э侸⡙䕧⫹䪮遯➃㆞：랔楑խ伢䕧⸔椚：ⷠ嵳憺、

䄄㼭俛խ㢫耢醢晚：倰蔊խ欰崞醢晚：㸢峿䓽խ䊨⡲
➃㆞：嘥幢嵳、劫㛆、勛䘋ⶍ、꤫䗞螠、勛㹻뜿、

䓹⹅խ獔嵳樍竤私➃：㶰峕鮪խ薵鹠茽竤私➃：넞㗛

䧭խ獔嵳樍⸔椚：媯㼭冇、叞梥խ怵㆞❜鸒：勛⯘倞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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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 2009 䎃Ꟁ晚鰊㼬ꆄ倞➃穉。麕涸ꨶ鋕ⷜ➿邍⡲
昿㼭欬欬》、2008 䎃《踡蹓䎋麌虋》、2009 䎃《⼿

㤉刼》、2011 䎃《棇䠦卌⻍》瘞。

捀✫㤾ⱟ，「ꨶ暶䘰」㕰Ꟁ蒕楧ぢ㥪

ⷜ⚆㹻，䖰㼭騈衽䨡棵欰崞，䪭二鏪㢵鳟蕲

绥殹傈ꡗⰅ莻〵，䗱⚥㼿劢锯鍑，⡎㖈蒕楧

㨥灶ⱺ。ず⦐莻〵，⫄窡❩ⷜ莅植➿遳莻
恸䠮厪遳莻涸腋ꆀ，㕰㆞⦛ꄗꅦ衽❩ⷜ輑ざ

➃䳷涮哀淏㣔涸溫湡。

昰ア麕䖕，纷鴇鷎ⴀ「ꨶ暶䘰」，㕰㆞

⦛䪪㔐蒕楧，䭰糵⪔䨞❏崎渘。对飓殹傈，
暶䘰」갫ⵄ㤾ⱟ，绥莅䧭㆞⦛㖈끇䠛♶鍑

伽《滞➃湡⯕，꤫鮪⛳鄄䒸，麕䖃䨡棵儘
衽꤫鮪，䪾薵用⥜秉♳갥垜，⟱㕬꣖丕「ꨶ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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暶䘰」糒糵飓。꤫鮪、绥⿻Ⱖ➮➃濼䞕
䖕馜饬갥垜，Ⰽ➃꼛㣐䩧ⴀ䩛，纷鴇⺘꣖

⛓ꥹ䊴럊㟛垜，蒕楧鋅朜，铞ⴀ荈䊹䭫栽
绥嫢鋷鼍剅，⥌⚥鷴ꪫ㔔欰昿䠑㢫麕⚆，嫢

鋷䌟衽绥䫏ꬒ哀淏㣔涸竤麕。䖤濼溫湱
涸绥穅倴僈涯纷鴇涸欽䗱，♧䗱䟝仗膨䨡

棵涸꤫鮪⛳䠑陏ⵌ荈䊹涸㛂䙂，Ⰽ➃剓䖕欽

Battle 䫉涮䗱䞕，䎃鰋➃㼩劢⢵涸鶵䞵莅劍
䖊诔衽莻骪ꅼ佞ⴀ⢵，魨넓鬪饱，ꫭ僱䭰糵
鹎。

㼬怵：繏갲Ⱖխ醢晚➃：랔䣔ꌂխⴀㅷ➃：

Kim Leng Tay、勛ꬆ蓸խ湌醢：剆㢵搭、⺫渿蓐、䑁
㕜渿、桬⫄❮、齶㼢螠խ醢晚：衞䮸莇խ㛂遤醢晚：

㷟⚑խ㢫耢醢晚：卌㛆꼖խ醢晚⸔椚：勛㹻⭑、詎

肬륌、勛㾀ⳝ、ꤷⱟ鐱խⶰ㼬怵：♨聕鰜խ⸔椚㼬

怵：䓹⢕癌խ㜥鎹：ⷠ蚣猗խ鼇錬竤椚：䓹❏螩խ怵

䖕〉怵㈖：⮭凶牬、齦齦խ鑂：僒㹻䳓խ刼：⧋㶩

䱺：剎父䟂խ⚥㕜涮遤：⻍❩⽂嵳䕧噠剤ꣳⰗ、⻍

M. Sinclairխし➮：Sean M. Sinclairխ幋갉䌌：桬倛

怵㆞Э⮭凶牬（귇哀僒绥）խ绀徱訬（귇卌纷鴇）խ

꓃䊫㫲խ籏곃㉏：䑁僱蓸խ遤ꌼ湌醢：ꆄ涰⧍խ⟱ⷔ

䀥、謶謶խ醢⡲➃：⧋㶩䀥խ管刼：⧋㶩䀥、Sean

㹆խ劍硁ⷔ：꤫⥃薊、闒妇囙、嘥尬ꩯ、䑁⢆梥、

猈խㄤ耫：ⷠ鮯襮、⧋㶩䀥խꏗ갉䌌：桬倛猈խꏗ갉

窡硁：㸢㋐绥、䑁哟儵խ⟱ⷔ㛂遤：꤫䙼㧄、랔䣔

詎䊫蟣、飅䢵ꨛ、寐䪭䛸、桬ば榏、㣐搂ꣳⶾ䠑剤ꣳ
Ⱇխ耫갉ⴀ怵：桬纻、卌僅冕、⼾㸻䧭、랔㷎

、嘥俒䡹、ꁀ匌⾲、ヰ纻䧭խ䖕劍醢晚：闒绥խⶩ

䱺䌌：눛㥶巒、꤫廭䚃、꤫嚩楜խ⼿⸂ⶩ䱺䌌：卌⨀

翱խⶩ䱺⸔椚：嘥螠㭓、⡦䪭⨀、ⷠ⯐梅խ屗꿴✫僦

㹔 幋갉ꏗ갉㹔：殹麥갉坿 Downtown Music（〵⻍）խ
OP：굳遤瀖剤ꣳⰗ、殹麥갉坿 Downtown Musicխ
SP: 螠 秝 ㈖ 晚 Warner、Chappell Music Taiwan Ltd.խ
〈17 䖕ꏈ楪怵㤉晝〉刼：⧋㶩䀥、謶謶խ管刼：卌

㷆襮խ竁㹁 鍑皿䌌：衞剅尅、ꁀ鑅⚥խ⹛殥䌌：衞

刼：koshinխLicensed by Universal J, A Universal

걧鷆髠䌌：䑁䚃棁、嘥꧉蘩、绀薳梭խざ䧭䌌：䑁䚃
棁、齶潈㭫、衞剅尅、话㶩䧕、ⷠ㸪㖳、叕㤘匋、桬

嫯闉、꤫⸽⡡、嘥꧉蘩խ㻜绢欰：繏麌蘩、桬淏蠩、

Music Companyխ〈Jungle Feel〉、〈Power〉、〈So

Good〉、〈Street Love〉、〈Pump It〉、〈In the
Future〉、〈Picture〉、〈Outdoor Party〉、〈Street
Love〉、〈Fantasy Trip〉、〈Come On〉、〈Dream

ⷠ㤘葻խ鋕佪ⶩ鱀：嘥螠楖խ䩾⫹ 亮ꤑ䌌：Puneet

Come True〉、〈Deep Inside〉、〈Life Is...〉、

Aggarwal、Pooja Aggarwal、Rajesh Murthy、Nikhil

〈Roll It〉、〈Show Me What You Got〉、〈Funk it

Sharma、Viraj Parkar、Ragesh Ramacharan、Vikas

Up〉、〈So Hot〉、〈Dance to the Beat〉、〈Hands

棶խ繡遯鏤鎙：䑁䒊㸞խ麥Ⱘ㛂遤：鏪꼖俒խ麥Ⱘ⸔

Swapnil Parkhe、Vivek Singh、Rohit Lonkar、

〈Bomm Boom〉、〈Cross Over〉、〈Something

蠩、绀⼪խ繡遯㻜绢欰：鏪冕㧚、勛ꯂꬆ、康㮵

Abhijit Pednekar、Anil Singh、Naveen Kumar、

랔俒、齶⤧憺、繏㹻匋խ瑠䬝䌌：⯓对䕧⫹剤ꣳⰗ

〈〫銴植㖈（Live 晝）〉、〈秋㞔㺑㻉➃（Live 晝）〉

、䓹淏搭、衞Ⳬꚙխꨣ〵䩛：峿䒊⳯、桬佟♧խ敚

䐄խ䖕劍窡硁：䓹蓐蜹խ䖕劍⼿锅：⡮⢕갉խ䖕劍遤

Chill Vibe Studioխ薊俒缺陼：黇匌缺陼爢Э陼罏：

佟：〷癌խ锅⯕䌌：嘥ツ幢խ㤛晚ⶩ鱀：⡦䪭⨀խ㶶

갉：♨䒊吊խ佐갉⸔椚：랔儀䡹խ㜥걆棵：랔嵳

⡦䪭⨀խ耫갉鏤鎙：繏갲瘼խ耫갉醢⡲：⚥䕧肆⟨

麥䌌：鏪⤧䎂խ鮨麥⸔椚：卌冕խ鸤㘗籏湌：ヰ癯

窡硁：ꁀ傒䘋խ䖕劍㛂遤醢晚：꤫繡❅խ䖕劍遤佟

剤ꣳⰗ䕧鋕醢晚䑖Э䖕劍籏湌：卌㗛摖խ耫갉

醢⡲：Chill Vibe Productionsխ怵㈖：⟻姻խꏗ갉㹔：
Glenխ吥珳：闒䡹խ劍㹒⫄窡硁：ス䮸韝խ劍䑖

㉂璭〡：鏪鞮揘խ〵抓涮遤：螠耢㕜ꥹ㢵㯯넓肆⟨剤
ꣳⰗЭ涮遤贖籏湌：꤫䟃梥խ涮遤贖竤椚：ⷠ䋞

姻խⰗꡠⶰ椚：꤫䣔㸙խⰗꡠ㼠㆞：⡮㪨㳱、飅悦㥶խ
噠⟱ⷔ：桬듳焚խ噠⸔椚：꤫陏㸞խ㯯勞盘椚：

瘱 Judyխ剪酤㛂遤：邿䒄ꩯ、盘哆蓸խ剪酤盘椚：

噠：鏪肬秫խ幋갉䭸㼬：ꁀ傒䘋խ㼩涯

鑹✵䎂խ녋㘗⸔椚：詎諌琐խ莻骪籏湌：齶㼢螠խ莻

갉佪ⶩ鱀：劫䛸颩խFoley 갉佪醢⡲：嘥㹻䢆խFoley

笻、꤫爸㎗խ⚺鋕錏鏤鎙：㖳猒鏤鎙խ嵳㜡伢䕧：㽍

䕥、ス䊫唿、蜓㣔催խⷜ撑䌌：勛䙼侣、㓂齦俒խ⩎

籏湌：Johnny Wuխ䳄刼Э〈Ready〉怵㈖：ゟ⽂

鸤㘗：ⷠ䎋㰆、ꣁ榰悦խ⸔椚：䌨䌨խ唚㦳：詎䧭僂、

䖛猥翱、スⱟ範խ⻋㦳䌌：䓹䌡㻫、랔莞巒խ녋㘗䌌：
骪窡硁：㸢㋐绥խ莻骪鏤鎙：卌屾륌、랔㪮韝、䓹渤
䬝䌌：꤫㖳韝խ邍怵䭸㼬：龥牏癌խ❩ⷜ䭸㼬：劫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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鱀䭸㼬：矦鞮剅խ㼩涯

ADR ⶩ

ADR ⶩ鱀：꤫㹻⤰խFoley

갉佪醢⡲⸔椚：䑁⾩խ勭嫲幋갉：ꁀ傒䘋խ갉坿
琐、Johnny Wuխ刼

鑂：J. Wuխ⚺겗刼Э〈17

귇（궬俲䏅㥏䏅㆞）խ齶㼢螠（귇 World Star 竤私

➃）խ绀龾듳（귇纷鴇ず㷸）խ桬渿䒾（귇蒕楧昿）խ

嘥蕰（귇蒕楧嫢）խ劫뒉䄋（귇䬝伢植㜥㼬怵）խ
卌䢵覂、涯寲䎂（귇倞耂⚺久）խ鏪ꌂ鮯（귇❏崎渘
ⴲ飓 DJ）խYoyo 罉䌌（귇吥ꥹ渘⚺䭰➃）խ纷⥌罉
䌌、㼭贅罉䌌、ㆹ罉䌌、㪮䐢罉䌌（귇吥ꥹ渘鐱

㻤）խ㼭⯕걧、盘哆蓸、屾륌罉䌌、ヰ癯瘱、䪑ꉁ罉

䌌（귇❏崎渘鐱㻤）խIP Locker（귇俒㿋넞⚥莻㕰）խ

KGB（귇 Genesha 莻㕰）խDouble K（귇 B`z 莻㕰）խ
䓹渤䕥、⼾䪭缦、繏纷鴇、랔倞㺀（귇 Mr. X 莻㕰）խ
Nike 罉䌌莻㕰、Nike Chen、띳띳、ꆄꆚ、꧉ば、蘟

肬꤈（귇㣐눴䍲滞）խ䖛淏䏓、ꁀꍺ䓽、䄄牏ꩯ（귇

Sinha、Ashish.P、Pankaj.O、Suneel Sahuխ䖕劍醢

䍌醢⡲：卌ꯂꈚխꨶ舡禺窡：꤫⚆狲խ晚㽵醢⡲：

埠（귇罉 K）խ瀖ꨎ內（귇궬俲䏅㥏㹐➃）խ卌⢆㨪

蘟（귇 J`s 莻㕰）խ蟠⚆➿（귇箻莻㼭㷛）խ䑁㕜葻

Chill Vibe Productionsխ ꏗ 갉 㹔：Chill Vibe Studioխ

㥶խ伢䕧䌌：劫ꖏ⨀խ騈搋䌌：ⷠ♲龥խ伢䕧⸔椚：

⡲：植➿ꨶ䕧尣⽫肆⟨剤ꣳⰗЭ䖕劍籏湌：꤫⚆

導儈㸪（귇㼭꤫鮪）խ悮屾➋（귇㼭绥）խゟ⟻㮵

Wrong〉、〈Silence〉、〈The Final War〉 醢 ⡲：

Anil Gulati、Manjeet Singh、Pankaj Jain、Neeraj

彂խ㜥⸔椚：卌宕⨀、蛅翵㉬խꨶ䊨：꤫鹎ꆄխ鮨

랔㸙楧（귇嘥猨ば）խ䕠⤧笧（귇暔⚸㩬）խ飅儀㸪

（귇绥嫢）խ䓹㸙㋮（귇纷鴇昿繡柏桬）խ♳㿋⽈

怵㈖：Cross Geneխ鑂：桬꧉ばխ⡲刼：koshinխ管

Up〉、〈Sad Love Song〉、〈Street Love〉、〈Day

螠、鏪⾲嫯、寐䂾䗞、䓹ㆹ铇խ佐갉䌌：繏갲瘼խ佐

淏（귇薵用⥜）խ㽍恎绥（귇걧）խ랔剅笞（귇

㼭涯）խ桬僦㮵、꤫晋⡡、랔榏（귇 A-Team 㕰㆞）խ

Times）〉怵㈖ 鑂 刼：꤫⪂榰խ〈Love&Peace〉

by Day〉、〈Get It Started〉、〈In the Future〉、

⯕鋊ⷔ：꤫ⱟ䒄խ敚⯕䌌：勛⢕缦խ敚⯕⸔椚：䓹渤

馊）խ⟻姻（귇哀淏㣔）խ龥牏癌（귇吥Ꟁ）խ鏪⳯

晚➃：눛㥶巒խ鋕錏暶佪갪湡竤椚：ゟ梚覂、哀諌

纷խ垸㘗䌌：话㶩䧕、ゟ㷆襮խ顦㕬䌌：话㶩䧕、ゟ

Babaleshwar、Nilesh Naik、Rohit Charde、Tushar

椚：꤫갚㥶խ꤫鏤㛂遤：랔僈➋խ꤫鏤⸔椚：卌⢆

齶僂㣼（귇꤫鮪）խ넞谁（귇겝蒕楧）խ齦齦（귇ꯓ

（귇㣐눴）խ䓹㹻䡹（귇㼭犵）խ鏪❏楋（귇㼭纷鴇）խ

管刼：랔妲翱、⧋㶩䀥խ〈䠦♧涰蠝妄（A Million

Makode、Avinash Sangate、Kishor Parkhe、

㆞盘椚：꤫儀㸞、꤫䕔䒄、卌諌貽խ繡遯䭸㼬：꓃⢕

❩♧騟僤⯕㕜ꥹ俒⻋⫄㯯剤ꣳⰗ、䠦䗏疮俒⻋⫄㯯

⣜ꩯխ〈17 䖕し➮ꏈ楪怵㤉晝〉刼：⧋㶩䀥、謶謶խ

⫹剤ꣳⰗЭ鋕錏暶佪籏湌：嶃笞䒄խ鋕錏暶佪醢

剅尅、ꁀ鑅⚥խ敚⯕ 庪厪䌌：齶潈㭫、绀薳梭խꖏ

䕧晚须俲
管ⷜ

韝խ❩ⷜ罉䌌：랔㸙楧、ꀎ㶩併խ❩ⷜ⼿锅：猨蟣、

2016 䎃〵抓ꨶ䕧➝稲 ⷜ䞕晚

꤫用蓸խ遤ꌼ㹒⫄窡硁：뢶瀖⫄久剤ꣳⰗЭ㽮䢵

俒、䁌馢⾇、悮갚㮵、詎䚃、鏪剅ꌂ、鏪鰊⼮、矦尬

腋⪂խ嵳㜡鸤㘗㕰：〷朤䛸儘㼿눃⸂剤ꣳⰗЭ

（귇䰦麌陪遺罉⠭）խ悮⳯⯋、⨖㕜摺、矦厣凭、卌
㕜⚥欰）խ륟䗞頿、桬岲、薵淏绥、랔ꔙꍵ（귇

䑛唳鮦䑖 Battle 莻罏）խꁀ匌⾲（귇ꨶ暶䘰剦 A）խ
ヰ纻䧭（귇ꨶ暶䘰剦 B）

ⴀㅷⰗ 醢⡲Ⱇ：齦⚥䕧噠剤ꣳⰗխ涮遤Ⱇ：
螠耢㕜ꥹ㢵㯯넓肆⟨剤ꣳⰗխ晚Ꟁ：91 ⴕꗻխ铃

鎊：㕜铃խ♳僦鋊呔：DCPխ겳㘗：ⷜ䞕晚խⴕ秹：
兜麒秹խ♳僦劍：2016.09.23-2016.10.27խ牱䨼

私ꏗ：倞〵䍤 2,536,102 ⯋խ㾝私ꏗ⿻鰊㼬ꆄ：痧
38 㾂ꆄ琝栁䕧㾝ꟗ䍌晚；104 䎃䏞痧✳唑妄䕧鋕㽷

Ꟁ晚鰊㼬ꆄ（歍锞晚そ：《⼧♬娔》）

꤫⹅㸞խ⻋㦳：㼭謶խ갸デⶩ䱺：㤀㣔䪭麌խ蔅窛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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㼬怵矦➝

繏갲Ⱖ，ꨶ䕧劥猰禺ⴀ欰，㼠Ꟁ䖕醢暶佪。䖰✲䕧鋕
欴噠㢵䎃，乩剤鞮㺢䬝伢竤娜，㽍Ⱖ㖈㉂噠䑞デ莅䗏

ꨶ䕧걆㚖。㢵鿈⡲ㅷ囙栽俒⻋鿈鰊㼬ꆄ⛓酢⸔，⚛㖈

鸏儻♴衽ꨎ，蕰涯꾷衽荈遤鮦㔐ⵌ罉莍

㈖〵鑂、騟➃瑳搭隶䧭ざ㈖㕰涸姐莻晚。鸏

〫㥪♧➃㖈㹐䑼㋓䝹ꂋ，㖈瘘鎹♳㻨♴䬝晚

㹁銯歖溏ꨶ䕧。⨋⨋㗂㖈➮䖕倰涸錚滞

Ⱇ㺲，罉㭊㲀➮儻娝䪾➮ꓳ㖈䨼㢫，蕰涯

1996、1997 䎃Ⰵ㕠ꆄ꼛栁⹛殥晚。2013 䎃㨥硁⪔

䠮。㣔♧❮，蕰涯佐ⵌꋓ遤䌙䨩頾须欴涸

ꆄ、ꆄ堚栁䍌晚⟃⿻ꆄ琝栁ꟗ䍌晚。娜䎃䖤栁⡲ㅷ

ⴕ俒涸➮，㼩倴姽儘ず遤⦶㐼勞涸锞宠，⦝

ꨶ䕧Ꟁ晚《穅噲莻棵》，⚛㖈 2015 䎃栽俒⻋鿈鰊㼬

⺫䭍 1996 䎃《繡涸麕抡》栽䖤❏㣖䕧㾝、ꆄ꼛栁剓

⢕⹛殥栁；1997 䎃《㣔㛔涸ꚤ⻑》栽〵⻍ꨶ䕧栁ꬌ

ⷜ䞕겳剓⢕䕧晚栁；1998 䎃《倰莽》栽⮛葻瀊晚鰊

㼬ꆄ；2001 䎃《⛰⛰䂾暟铃》栽 1999 䎃俒谁㛇ꆄ
剚⹛殥瀊晚鰊㼬ꆄ；2001 䎃《赙》栽倞耂㽷 100 蠝

瀊晚鰊㼬ꆄ；2010 䎃《Cleaner》栽倞耂㽷 120 蠝瀊

晚鰊㼬ꆄ、匌❩瀊晚眏（SSFF）剓⢕歑⚺錬栁，Ⰵ
㕠〵⻍ꨶ䕧栁剓⢕瀊晚。

on

ꨶ鿟鸒濼，罉㭊⿶ぢ➮稣侸㹻鎙妁妵。魨搂

♧そ뇓뇓㻑姹涸㥏㶩䵩鑨，㥠僽⼪。⾲⢵⼪

怵㈖：慩宐彰Ⱇ爢խ鑂 刼：詎嵳䛸խ醢⡲涮遤：

㣐吥㕨，䔞饱䩛⚥涸し➮，欽岁俒㈖ⴀ䗱耫：

捀邍怵剪酤㣖凐ꪫ銴㥠佞唳。Ⰽ➃䟝⫹騟鼹

➮♶⧩ꐏ，蕰涯尝颪。➮꾷衽荈遤鮦⢵ⵌ〵

デ鏰 Daisy 耫갉㼩ꨶ䕧涸ꅾ銴䚍，穡卓鄄
蕰涯幀㢹崩鸮銯歖，㖈⤑ⵄ㉂䏅㢫ぢ

涸㣆䟝僽騥聸淼莻，⡎锸⿻㭶㱤涸歑，㔔

「剤㢵㼱鎙殥鄄䬩穪？㻨㥪涸ꨶ䕧ⷜ劥⿶剤

齡㝆瑠㖒㽠僽莻〵，蕰涯䬝♴㥠騥聸淼莻涸

䞕、䠮卫畫、佐Ⰵ倬穪，〫㥪⢵ⵌ嵳鼹，

涯ⱄ妄麂♳✫ Daisy，Daisy 涸剦鼝➮♧饱

䗱䠦涸岁俒㼠鱀⛳⡜⭆颪窍✳䩛䏅。

扫ꃰ➮。穡卓蕰涯♧錏ꄁ⢵涮植➃垜瑠，

⡲，瑳搭笪騟倬箁，➮〫㥪䭭衽⫦㶸涸琎襵

垺㶩，㽠㥶㣆䟝⚥涸姐莻晚。饥衽饥衽，蕰

⢵㈖姐。Daisy 䟝銴䯝䒚蕰涯，來➮ⴢꂋ䭗

〫ⶦ䌙㋲。➮劥⢵䟝衆駵⽿鄄䏅㹻䫌㔐⢵，
〫㥪䭭ⴀ⥌欽⽓。

蕰涯㣟뇺衆눀㖒箣姿饥♳荈㹻갥垜，㣟

✫牟菛，滚溏㽠銴䱈♴垜，䎋㥪鄄頥〭耫窍

Musicխ〈괐〉刼：鸮棶㥶խ㼠鱀：《業楮假遤坿钟
Э刼 ✳脌怵㤉：諽鑘⨀խ業楮怵㤉：鸮棶㥶խ姐

刼Э〈植㖈涸爢剚〉㼠鱀：《聺坿䣦劍⡲ㅷ鱀》խ
㊥涸权խ〈鴍勠ⴀ✲䞕〉㼠鱀：《〵㹐涸䗂➔》խ怵
㈖：慩宐彰Ⱇ爢խ鑂

刼：詎嵳䛸խ醢⡲涮遤：㋐

坿갉㈖晚խ〈怔崩〉㼠鱀：《繡㥪儘ⵠ》խ鑂：꤫

ⱟ㸙խ刼：⟃蛂 ˙ 넞ꪫխ醢⡲涮遤：嵳䁘갉坿醢⡲
䨾խ〈㥪㥪崞♴〉㼠鱀：《繡㥪儘ⵠ》խ鑂刼：⟃

蛂 ˙ 넞ꪫխ醢⡲涮遤：嵳䁘갉坿醢⡲䨾խ〈鱲ゅ♬

䕙ꩪ赙敚〉㼠鱀：《鱲ゅ♬䕙ꩪ赙敚》խ鑂 刼：䥰
証字խOP：㣰㶩䕧갉栬ⶾ䊨⡲㹔խSP：Warner

Chappell Music Taiwan Ltd.խ 〈䟝⫹〉鑂：Estrella
私ⳓ儘խ刼：Alyshia ⷠ蓐榄խ〈Mes projets〉鑂
刼

怵㈖：㼿蕰涯խKTV 橇粕갉坿：Skybond（free

music）խꨶ䕧ꤎ㜥兞䕧晚涸耫갉：《Landes》խ㼬怵：
François-Xavier Vivesխ醢⡲Ⱇ：Sésame Films

怵㆞Э㼿蕰涯（귇岁㕜㼬怵）խ勛⤧鹠（귇䎃鰋栬

ⴀ粿顥。蕰涯⩑搭溏鋅騟♳涸䑞デ莊晦䊨

㋎ꄁ。➮㔐ⵌ㹻，䫵衽㹻➃涸撑晚佞耫汥ㆰ。

用㼬怵）խ桬麨➃（귇し➮䏅罉꠸）խ꤫纈缦（귇顠

➃僽や黠ざ，⛳䓽锅讐宐♶넞，銴➮♴妄⪔

內剽。➮䩧ꨶ鑨窍⼪，㉏㥠儻♳腋♶腋鋅⦐

羳⹗怏（귇⾲⡞字㼬怵）խ䓹挴旋（귇遳莻歑㷛）խ

鎹：「䟝鷴麕姐闙闍〵抓字⚺涸私ꏗ晚，僽

䥰✫。㽠鸏垺，蕰涯管㻨倞涸䬝伢鎙殥，糒

➃，⤑䪪♳㢫崣Ⱇ宠䩧䊨，罉꠸䧃毠銯倰
㧇阮⟝ⱄ铞。蕰涯〫㥪㖈銯歖糒糵㻨衽瘘

尝堥剚✫；䟝䬝ⷜ䞕晚䥰鑪銴♶倬㖒㻨ⷜ劥，
鼩僽銴佖管蜓屯呺涸瀊眝㼭铞ヤ？」

㢹儻，蕰涯栬荈㖈㼭䏅㋓衽㉷ꂋ，焥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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棟խꂂ坿 Э〈刌⯕〉刼：鸮棶㥶、Alex Dewխ㼠

䓹 CD 䖕ꨆ㹻。㖈坿㐼遤，罉莍涸〢Ⱙし

嶋䬝伢鸒デ，蕰涯䭭饱㹐䑼涸し➮，鼇✫䎙

♶격佞唳。➮㖈ꨶ舡♧鼹聃〵铃姐♧鼹䊨

䖰姽䠦♳鸏㝆㕼㖒，⚛㨥䬝伢私ꏗ晚。

窲խ嵳㜡撑晚：瀖䁈խ➿椚涮遤：ぢ峕䕧噠Э峿⨀

＠銯慍眝》խ醢⡲涮遤：Sweep Musicխ聸淼莻갉坿

㔐岁㕜ꨶ鋕〵䊨⡲，⡎➮鼩剤鏪㢵䬝晚鎙殥

岁硃㼬怵㼿蕰涯 1996 䎃⢵〵抓假麉，

幋갉：꤫㶩绥խ锅⯕䌌：巜罶խ嵳㜡鏤鎙：桬랿

縰牟竤氻。

僽ꬌ䌢䣗䢹㖒⯝顥冾⦶。㔔捀鄄荆儘鸒濼《

蕰涯㔐㹻ㄤ㱙㱙鸒✫ꨶ鑨，㱙㱙銴➮

ⷜ䞕➝稲

꤈、姘ꤿ鮯խ薊铃㶶䍌：姘ꤿ鮯խ⚥俒㶶䍌：䕠鑘榮

鱀：《業楮假遤坿钟＠銯慍眝》խ醢⡲涮遤：Sweep

ꅾ⢵♧ⴗ。」剓穅，し➮颪窍〵㣐涸瓛㷸欰，

Petite Histoire à la Porte de
L’Ouest

Daisy ♧湬醢鸤㐿갉，㾲⺘♶聃，蕰涯⤑䪾

蕰涯խ醢⡲⸔椚：䕠鑘榮խ䬝晚⸔椚：⡸㷆溫、ス厣

㥠䩛♳涸굺暟♧䪾䵻✫麕⢵。侕㜥䖕，蕰涯

䎙⦐腋㻜植？㔐䟝饱㹻➃、㉷ꂋㄤ蕲惯涸䧗

䧮涸銯㼭佦✲

儻鵦㹻，蕰涯鄄罉㭊ꓳ㖈㢫，♧孵⛓♴对

2016 䎃〵抓ꨶ䕧➝稲 ⷜ䞕晚

麂ⵌ擿陏涸⾲⡞字㼬怵⽓〢。蕰涯♶椚剚罉

㭊⪶⤛㔐㹻涸ꨶ鑨，ぢ⽓〢䫵䚐私ꏗ晚䋑㜥

馊⢵馊♶㥪，➮⛳䟝䬝ⷜ䞕晚，齡珏怵㆞剚

侸傈䖕，蕰涯꾷衽荈遤鮦♳㿋，㣔孵

，➮剤⦐ㄤ聸淼莻剤ꡠ涸䬝晚鎙殥，⼪瘸
糵鷆㼦㣆䟝。

䕧晚须俲

醢⡲➃：랔龐藦、㼿蕰涯խⴀㅷ➃：랔龐藦խ湌醢：

䓹鹠倰խ㼬怵 管ⷜ：㼿蕰涯խⶰ㼬怵：飅ⱟ彂խ伢
䕧：瀖䁈խꂂ坿：鸮棶㥶խꏗ갉：勛⤧鹠խⶩ鱀：㼿

し➮㣐㷸欰）խ倷樵桪（귇✳䩛剅䏅䏅㆞）խ䖛䣔ꉣ
（귇莊晦➃）խ䕠䥵륌（귇崣㜡爢罉꠸）խ⽓〢 ˙

䓹⿶㽮（귇ꨶ䕧ꤎ㥏欰）խ卌⼪喦（귇聸淼莻莻罏）խ
詎㹄⧍、桬繡巒、㝤㹄ꩯ（귇 KTV 㥏欰）խ飅ⱟ彂

（귇 KTV 䏅㆞）խ䓹⸂✮（귇 KTV 罉꠸）խ衞宕薳、

꤫䐁뜿（귇 KTV ⥃ꖒ）խ嘥繡ꨛ（㼭蓸耫갉⼿怵）խ
ꨔ⯘、諽㛆ば、闒俒绥、卌䎋蠘、蛅㷆㓂、Cédric

Alviani、Renée Wu（㼭㖒倰ꂋゅ⼿怵）խ꤫繡㦒、

蒕嫯蓸、勛䮸鞮、ヰ僈蔘、袚畾薊、勛蕰ꨛ、ゟ桪繡、
䨥蕰哆（ꨶ䕧ꤎ⼿怵）

ⴀㅷⰗ 醢⡲Ⱇ：랔鞝䕧⫹剤ꣳⰗխ涮遤Ⱇ：
ぢ峕䕧噠剤ꣳⰗխ晚Ꟁ：76 ⴕꗻխ铃鎊：㕜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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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铃խ♳僦鋊呔：DCPխ겳㘗：ⷜ䞕晚խⴕ秹：兜麒
秹խ♳僦劍：2016.10.07-2016.10.27խ牱䨼私ꏗ：

倞〵䍤 276,595 ⯋խ㾝私ꏗ：2016 䎃䊼랫し繡⽈

ⷜ䞕➝稲

涸。濼麥鸏⟝✲涸嫢鋷湱殹欰孵，顑⪔㥏⯥

歑㷛〭ꄁ，殹㥠鑑㕬鷆♳齡⡙㼭歑㷛，⽿䠑

嫢鋷♶ⱄ㼩㥏⯥搂䗏♶荛㖒撑곃，「ⵌⲈ衆

䕧晚须俲

鱭鱭涸㥠㔔姽铐굺✫剤嫬涸嗃暟，⚥嫬円⦝

竤椚：ⷠ䚃⢕խ痧♧ⶰ㼬怵：⡦凶槼խ痧✳ⶰ㼬怵：

鮅㖈㿋⚊涸㣐虋⾲♳㼭漗，鄄♧⡙䎃鰋涸㼭

㼬怵矦➝

㢫涮植♧㛜婫灶侕✥涸梖Ⱘ，⟃⿻虋⾲⚥♧

㼿蕰涯，岁俒そ Jean-Robert Thomann，捀岁㕜硃

纈㼭剦涸㾏넓……䖰㣆⚥끇ꄁ涸㥏㶩，莅

（Université de Valencienne）鋕錏⫄久焚㡦、㷸㡦。

㥠ず漗涸僽㥠涸嫢鋷。

そ岁㕜뇬䩞㼬怵蒕䋞⯘ ˙ 㸻⽓（Eric Zonka）、䷒

嫢㥏⦅♶㼦䌢㖒栬荈㖈幀㿋⚥欰崞。

鸏酭尝剤⟤⡦➃騋，〫剤㺙䋒惐憈涸喀卌嗃

莅ⶩ䱺涸《䷒峫ㆥ遳留》（Ali Zaoua, Prince de la

ꅿ蝳，뇓뇓㻑姹涸㥏⯥㼩滚涸荈搭✲暟⽿

Ⱘ㢵䎃涸ꨶ䕧、ꨶ鋕眏湡莅私ꏗ晚ⶩ䱺竤뀿，剎莅濼

峫ㆥ㼬怵秝嫲晋 ˙ 蒕㽍㣼（Nabil Ayouch）瘞ざ⡲，

Rue）䖤ⵌ岁㕜❏溭䕧㾝錚滞牱鼇剓⢕䕧晚、㊜䬘䬘
䕧㾝顥嫲銯栁、剋嵳㨗⿻嵳䗞㜄䕧㾝剓⢕䕧晚、碜貽

ꬌ崎䕧㾝剓⢕䕧晚瘞㕜ꥹ䕧㾝㣐㥂。2000 䎃㛂㼬《䑁
橵单－䨡㣆䊼랫》，荛➛㸤䧭⼧⛰鿈私ꏗ晚⡲ㅷ。Ⱖ

私ꏗ晚⡲ㅷ䌢鋅䖰⫄窡谁遯ⴀ涮，䬪⿻㼩〵抓爢剚陾

겗、佟屛㸻來、㖈㖒䚍涸ꡠ䗱。껷鿈荈㼬荈怵涸ⷜ䞕
ꨶ䕧《䧮涸銯㼭佦✲》，佖管荈魨涸竤娜。

嫢鋷㼟⚥嫬欰氻涸㥏⯥䌟㔐㿋峯撑곃，

㥠⦛랿랿㖒♶ⱄ䲿饱鸏⟝✲。㖈福굺⽰㼟罳

ꦑ〡㈥✫♧〣：「㧨鸏垺⨞ⵌ䏁剤尝剤䟝麕

儚儚，瑳搭羮鼹갠饱䗞䋒銯涸〈랱㪳㪳姿䢀

눴，♧饱彋⪔儻귭。⾲劥䗾⡞♶㏕〧涸嫢鋷，

㺙。㥶➛，㥠莅嫢鋷Ⰽ➃魸询㖈幀㿋⚥，嫦

殹聃ⵌⰦ➮➃涸耫갉，Ⰽ➃㽠筝䓹㖒䖃刿幀

㔋贖鶵饥。湬ⵌ㢹儻，⚥跑嫬涸嫢鋷剓䖕㖈
㥠胝♳娦✫。

㥏⯥䪪✫⦐㖒倰䖝䩛㙵袱✫嫢鋷涸㾏

넓，㥶➛幀㿋〫ⶦ♴㥠♧➃。㢹儻馊⢵馊㺯

Ⲉ，⟂➃ꨈ「，㥠瑳搭涮植♧啥搂➃涸㼭㾋，
剤嬁嬞ㄤ欰抡《军涸㐼Ⱘ，㥠䲵饱♧㕰莍㜡
秶銴騈叞抡♧饱敯，⽿涮植㜡秶♳ⴚ鯺涸僽
♱㣗ㄤ⯥㶩黩圙乹娦❗，⟃⿻㥠莅嫢鋷㣟髠

㿋贖魸询，剓䖕䪪ⵌ♧⦐➃摳縂荛涸㿋峯。

涸倞耂。

鸏䎙㣔騈㿋卌涸湱贖，瑳搭雊㥠䟝饱⡲刼㹻

諴，㷸绢ꬒ荈䊹涸⸂ꆀ崞♴。剤♧㣔，㥠

宐耫、㢨ꤿ䧴僽剢⯕，㥠瑳搭錏䖤荈䊹✫鍑

欽㖒垦㈒涸䬸晦，欰孵㖒㼟鸏㝆䬸晦䬓䱈殹

嫢鋷僽捀✫㥠䩞䌟衽㥠⢵㿋♳魸询，

䗞䋒銯，⟃갉坿怵糋㣐荈搭涸耫갉，괐耫、

䗞䋒銯✫。嫢鋷䠮㎒㥏㯉佐✫ꐏ，⽿⿶䰺

➃㹻涸䏁，㹳㥠⦛衆䖤鸏ⶰ歊㖒。㥏⯥䖎䗱

䭸㼬：랔繡幢խ繡遯䭸㼬：卌尬鴇խ敚⯕䭸㼬：剎懜

酕խ鸤㘗䭸㼬：鏪⸂俒խ갉坿：Evgueni Galperineխ
耫 갉：Roman Dymny、Boris Chapelle、 ヰ խ ⶩ

䱺：Yannis Polinacci、 勛 䙂 ⥜խ 岁 㕜 ⼿ 醢：Olivier

Chantriauxխ㜥鎹：绀玬內խ醢晚窡硁：ⷠ䚃ばխ遤

佟醢晚：庛㕜⡡、詎㹆䏭խ㜥兞竤椚 植㜥醢晚：卌
⥆㖳、ス䕔蠘խ㜥兞⼿锅：꤫⤧㸪խ㜥兞⸔椚：劫㹻

㜥㛂遤：卌た检խ植㜥⸔椚：꤫龐藚խ繡遯⼿锅：ⷠ

嫢鋷䟝銴䪪➃䧴♴㿋宠佹，⽿〫僽㖈幀㿋⚥

䒧呪，佐✫ꆄꐏ顴顰涸♱㣗銴㥠⥃㸛鸏⦐牍

盘⨀⪂խ伢䕧䭸㼬：Antoine Héberlé, A.F.C.խ谁遯

贖，⽿♶㼭䗱黩嫬跑ㅘ⫊。䢃䓹涸㥏⯥胝衽

㶩⹛暟㕨梖，㥶➛⯥㶩♶㖈✫，〫殆♴㥠

坿䑼긭Ꟁ涸♱㣗嶍Ⰵ갉坿䑼䒊鏤㖈⥃隌⼦涸

管ⷜ 㼬怵：鿓䪭還խ湌醢：㝤绥俒、勛罇螠խ醢晚

槇խ佅䴂植㜥醢晚：繏⯋⡡、闒ば㜜խ醢晚⸔椚：ヰ

垺涸✲。」䗾⡞䞕筱涸嫢鋷诔〡䩧宐ꨆ栬

㥠⯥㶩䩧倬。㥠䟝ⵌ荈䊹尝剤⥌㸛䪭開䌟⯥

㥏㶩䖃覅뇓卌幀贖遤。

䖕卓？」㥏⯥㔐㏠：「䧮䟝㧨⛳剚騈䧮⨞♧

刼〉，⾲⢵僽㥠荈䊹箻楪涸耫갉，罜楪耫鄄

饱荈䊹莅♱㣗齡媯縢䟅涸牍㺙。⾲⢵魨捀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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㖈喀卌⚥。

窣嬗♶䠮莇馱。㥠㖈喀卌酭恠搂湡涸㖒䝑䝑

㥏黬괐鼚ꨎ涸䌙瞇，⡎㥏⯥䗱酭〫♶倬㔐䟝

Forêt Debussy

涸㥠♶⫹嫢鋷擿䜫㿋酭涸ꅿ蝳、卓㻜，궃艍

湈涸儘⦬，嫢㥏⦅ꬒぐ荈涸㼠Ꟁ䱰卓㶩、ꆥ

搂嫲䥳䜼。

䗞䋒銯喀卌

ꧽ㭊㹳娦荈䊹涸㷟㶩，㥪䎙㣔♶騈㥠铞鑨。

暟。嫢鋷稣侸麕㵉來㥠钢陏涸ぐ珏〳굺

徒怡怡涸喀卌ㄤꤥꨎ涸㣔孵嫆㡏✫嫢

ot

加，㥏㶩羮鼹갠饱䗞䋒銯涸〈剢⯕〉。涯傈，

♧⦐䎃鰋㥏㶩䖰䟅㣆⚥끇ꄁ，㣆⚥涸㥠

暟긭（Musée Guimet）〵抓⚺겗剢䍌晚

㼬怵，魨Ⱟⶩ䱺、ⷜ劥ⶾ⡲瘞。岁㕜檳⧍䋞秝㣐㷸

贡㖒ぢ嫢鋷㗞涯，Ⱖ㻜僽荈䊹デ涮鸏㸻䒧呪

2016 䎃〵抓ꨶ䕧➝稲 ⷜ䞕晚

㥏㶩䌟衽㹻䏭灶烱涸䝲汥㖈幀㿋⚥麉

㖈㿋갥涸㣐虋⾲♳溏ⵌ♧㝆㼟㿋㖒殹⡲㉂噠
叞抡敯✫。殹抡搟㼟徧，㢹儻涸㿋卌⿶㔐

䗂䎂ꬆ⛓儘，剢⯕䖛䖛撑衽喀卌酭涸♧虋♧

㎗⭑、卌ば麨、桬➋⡡、ゟ䪭꾚խ嚌䙂鏤鎙：嶃焚䂻խ
繡遯㛂遤：桬厣⯋խ繡遯⸔椚：詎匡琐、桬䠑巒խ植

⢕秫խ繡遯佅䴂：蛅⳯幅խ嗃暟鸤兞：겝㕜㕨谁幢悦

䊨玑遤、겝䧭㕜、峿ꆄ单խ繡遯㜥：꤫薳囙、꤫䘋

併խ䵩兞㕰：囙⟱噠剤ꣳⰗխ縨兞竤椚：䓹矦

䐢䒾խ縨兞ⶰ椚：꤫ⱟ䘋խ痧♧加䊨：卌⚆僅խ加䊨
䪮䌌：勛幢䳓խ加䊨：勛幢唿、勛䕔惶、卌傒匌、䓹

矦纏䂾、鏪併坿、꤫俒䳸、ꁀ剤䗞、卌⤧しխ颶䠮㕰

：岁貽⯘㕜ꥹ颶䠮谁遯⚥䗱Э颶䠮籏湌：꤫倞涮խ

颶䠮㕰：꤫噷俒、꤫⯐鞮、랔酕鰜、卌䕔⭳、桬꼖
棶、闒蠝麌、康匌囙、卌䏭猒、闒䘞䛔、嘥字、꤫

䟃幅、꤫渠琐、꤫㶩邂、랔㎗⢆、飅⭑䛽、卌渠、

卌⢆襮խ䊨醢⡲：剚ꥑꏈ卺剤ꣳⰗЭ䊨：ꁀ

詎䎓欥խ剪酤㛂遤：卌䥊ばխ剪酤盘椚：鏪兞㮵、桬

勠榮、康⚆広խ⻋㦳䭸㼬：꤫䚃⤰խ⻋㦳䌌：齶私䌱խ
녋㘗䭸㼬：ⷠ梾㦨խ녋㘗䌌：闒㶩韝խ暶佪⻋㦳䌌：

玑謶琐խ暶婌⻋㦳⸔椚：卌ꨎ㭫、䖛棶ꨛ、꤫ꯂ麨խ
伢䕧㣐⸔：矦㉖⟗խ伢䕧✳⸔：卌蒞绐խ伢䕧⸔椚：

랔⳯纈、勭㷂榮խ敚⯕㣐⸔：ス猰䗚խ敚⯕⸔椚：㸢

䘋㪮、馢鮪颩、꤫猈⯕、꤫狲幢、峿❠袣խ敚鮦堥：
䓹䧕խ伢䕧敚⯕㐼勞：囙⟱噠剤ꣳⰗխ植㜥㜥
穉：䟝굳⟱噠剤ꣳⰗխ㜥竤椚：玑㤇⚥խ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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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䓹㺺嗃խ㜥⸔椚：䓹窄ꈚ、脌㹻韝、鿓铇ㆹ、

(Deuxième Livre des Préludes)〉Performed by Alain

խ䪮遯㆞걆棵：鿓匡厣խ䪮遯㆞：桬㸪榏խ植㜥佐

of [PIAS]

䓹⽈兰խ㜥 鰊⸔伢䕧㐼勞：⸂囙䕧鋕㐼勞剤ꣳⰗ

갉䌌：ヰխ植㜥佐갉⸔椚：勛厣㜜խ⹛⡲䭸㼬：嘥

䘋륌խ⹛⡲剐魨：卌蔕㥶、齶楖㮵խ⹛⡲⸔椚：卌✵
⳯、꤫㪎鴇խꏈ窣：꤫僅ꥑ、꤫僅抶խ暶佪䭸㼬：눛
㸻莓խSFX ⼿锅：ⷠ儢㧄խ暶佪䪮遯㆞：嘥⢕琐、눛

PlanèsխComposed by Claude DebussyխCourtesy
Harmonia Mundiխ䖕劍䕧⫹醢⡲：⫄缾

侸⡙䕧⫹肆⟨剤ꣳⰗխ醢⡲籏湌：륟⟗廭、ヰ梥蟣խ
䖕劍窡硁：桬䚃㮵խ侸⡙锅⯕：ヰ⢕翱խ锅⯕⸔椚：

倷纷❫、ヰ✵棶խ鋕錏佪卓籏湌：卌倷缦խ鋕錏佪卓

䓹冕僈խ墂呪盘椚：꤫갚㥶、倷纷❫、ヰ✵棶խ倾涯

涬㿋Э靽僈⯕、靽秉榱、靽秉缦խ⥃ꦖ：Motion

ꐏ挴❅խ䖕劍⼿锅：ス蕰䡹խ耫갉䖕劍䊨玑：㥪㢵耫

➃㡽⥃ꦖ肆⟨剤ꣳⰗ랔ꅾ갫խ剚鎙䌌✲䨾：涰

鏤鎙醢⡲：脌㹁♧խ갉佪ꏗ갉：ꁀ⯋⳯խFoley 鏤鎙

Picture Insurance Agent Ltd. (MPIA Specialty)、㺢齦

㶶䍌：導剅纷、涯妇歊խ㤛晚：꤫갚㥶խ侸⡙䭡頺：

갉խ䖕ꂂ幋갉 㼩涯ⶩ鱀 갉佪ⶩ鱀：ꁀ⯋⳯խ갉佪

峕剚鎙䌌✲䨾խ岁䖒곃㉏：椚䖒岁䖒✲䨾Э

醢⡲⸔椚：랔㖈䛸、勛㸻愯、卌㶩绥、闒Ꟁ㸪խ䖕劍

䢵➲խꦑ晚ꄴ隌㆞：⡮棟笻խ呟笶⸔椚：ꬆ걛խ薊

ꌼ剤ꣳⰗЭ꓃僈ꬌ、꤫䚃悦、詎兰⪂խ〵抓涮遤：

勛罇⚥、꤫梾靽խ遤佟窡硁：ⷠ䛽䛽խꦑ晚剚鎙：⟤

俒㼩涯缺陼：⡦繡榮խ岁俒㼩涯缺陼：鿓䪭還խ岁俒
㼩涯吥珳：Yannis Polinacciխꨶ䕧晚そ

淒楋、㩉蓽妇խ䍌䖕蔅窛䬝伢：ヰ䗱㸙խ䖕劍醢晚：

怵㆞Э呟笶（귇㥏⯥）խꤷ䒣ꬆ（귇嫢鋷）խ勛

Boris Chapelleխ 耫 갉 鏤 鎙：Roman Dymny、 ヰ խ
幋갉：Roman Dymnyխ岁㕜耫갉ⶩ䱺㹔：Poly Son

Post Productionխ ꂂ 坿：Evgueni Galperinխ 䭸 䳸：

Lancien、Ludovic Balla、Emilie Comentale、

Hélène Roblin、Yue Zhang、Zorica Stanojevicխ ⚥

䲿楪：Jean-Michel Lenert、Noelle Santos、Béatrice

Gendekխ 㣐 䲿 楪：Jean-Philippe Audin、Jérémy
Bourré、Etienne Cardozeխ ⡜ 갉 䲿 楪：Sylvain
Leprovostխ 갉 坿

Э〈Golliwogg’s Cake-Walk

(Children’s Corner)〉&〈Clair de Lune (Moonlight) 〉
Performed by Anastasya TerenkovaխComposed by
Claude DebussyխRecorded and mixed at Guilaume
Tell Studio by Florent Berthierխ〈Brouill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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ꣳⰗ、珏㶩갉坿剤ꣳⰗ、繡㉂螠秝⯌䓍（黇匌）

肆⟨剤ꣳⰗ〵抓ⴕⰗ、䕧♧醢⡲䨾肆⟨剤ꣳⰗխ
醢⡲Ⱇ：눴坿侮ざ遤ꌼ剤ꣳⰗ、顋颪堥ꨶ䕧✲噠

剤ꣳⰗխ涮遤Ⱇ：눴坿侮ざ遤ꌼ剤ꣳⰗխ晚

Ꟁ：92 ⴕꗻխ铃鎊：㕜铃խ♳僦鋊呔：DCPխ겳㘗：
ⷜ 䞕 晚խ ⴕ 秹： 鰊 12 秹խ ♳ 僦 劍 ：2016.10.28-

2016.11.24խ牱䨼私ꏗ：倞〵䍤 1,918,672 ⯋խ䖤栁、
㾝私ꏗ⿻鰊㼬ꆄ：103 䎃䏞痧 1 唑妄Ꟁ晚鰊㼬ꆄ；
痧 53 㾂ꆄ꼛栁Ⰵ㕠剓⢕㥏ꂂ錬栁

㼬怵矦➝

鿓䪭還，鰊➋㣐㷸岁俒禺殗噠、岁㕜兜繏傢倛㣐㷸ꨶ

䕧禺焚㡦。2008 䎃瀊晚《ꡔ㹻錚颣》剎Ⰵ㕠岁㕜⳯

㼭䝑对㹁ⱄ瘞⤧嵞♧⦐剢，搭罜♲⦐剢麕
，⽿〫瘞ⵌ⤧嵞㔔以䀵䠑㢫魨❗涸嶋䜂。

䄶惓㣐姐。㖈垜♴箻楪涸歊⽈聃衽♧ⴗ。

「ⵌ䩧乹涸㼭䝑礶牟♶琽，䘎✫荈䊹姻

㖈⠅⧺，駵ⵌⰗ銴䪪⤧嵞頾顑涸ꂋゅ鏤鎙

㕬，⡎䊨⡲䊺竤獵❜窍ず✲。㼭䝑⤑駵ⵌꂋ
ゅ䊨㖒，㔔捀♶怏㹐䨩䪡鐱⤧嵞涸鏤鎙，꧱

倰昰㛂饱⢵，㼭䝑欩荛䪾㹐䨩骐♴垜。㼭䝑
ⱄ妄㔐ⵌⰗ䵻饥⤧嵞涸鏤鎙㕬，㣟뇺衆눀
㖒饥♳遳걧，䠮⫊㖒䟝饱ㄤ⤧嵞䖃傈♧饱涸

欬蹓。

㖈ず✲抡ꑜ㹶䌏♳，㼭䝑涸佦⡲㛚䓽

䟧嬁ず✲，ず✲䳷ꪫ殹ⴲ僽⤧嵞⟃顠♧鷑♧

涸倰䒭，雊罉꼛䱺「㷸ꯓ铃涸㼭䝑鹎Ⰵ鏤鎙

㝤⯋啧（귇⯥㶩ꂂ갉）խ䨥用䗾、㝤绥俒（귇䊣㿋㆞

ⴀㅷⰗ：눴坿侮ざ遤ꌼ剤ꣳⰗ、⳯五䕧谁肆⟨剤

Claire Hazea、Alain Perciauxխ痧✳㼭䲿楪：Jeanne

Never Said Goodbye

㣐㿋嫢뛩㜥㼭蔅（귇哆蔅뛩）խ䓹鎯榏（귇♱㣗ꂂ갉）խ

갉㹔：Guilaume Tell Studioխ管刼⼿⸂：Irina Prieto
楪：David Naulin、Sébastien Surel、David Rivière、

閦鎊銯銯ꅽ

ㆹ、卌㶩绥、♨✮㯼、꤫✻嚶、ꆄ歂㰃（귇㼭剦）խ

靽秉缦（귇涬㿋㹐）

㥪，䊨⡲⿶䌢黩㹐䨩㹐鏰，銴宠㥠䌟讐⠅⧺。

狲，䬩穪䖃涸㼭䝑，㨥㖈䨼酭荈鎊荈铃，

㤘埙（귇㼭歑㷛）խ闒勒勒、♨✮巒、䓹潈㊧、䑁䒂

ꂂ갉）խ랔猰㋮、ⷠ榰椌、悮䕔䧭、靽僈⯕、靽秉榱、

Botellaխ㼭䲿楪栬㤉：Christophe Guiotխ痧♧㼭䲿

om

鏤鎙Ⱇ涸罉꠸罉꼛溏㼭䝑礶牟朜屣♶

ㄤ⤧嵞❜䞕欩睛涸罉꼛馜䖃纏㣐ⵄ⸈袱

椚：勛悦倛խ⚺⟤：勛蒕溫

Vsevolod Polonskyխꏗ갉 幋갉䌌：Denis Caribauxխ
ꏗ갉⸔椚：Florent Berthier、Adrien Bolkoխꏗ갉 幋

Ꟁ晚。

繡㉂螠秝⯌䓍（黇匌）肆⟨剤ꣳⰗ〵抓ⴕⰗխ㕜

ꥹ涮遤：⯕㖈䕧⫹肆⟨剤ꣳⰗխ籏湌：ゟ諌ばխⶰ

詎㹆䏭խ锅⯕⼿⸂：Mathieu Bertholetխ耫갉ⶩ䱺：

晚겳。〵、岁ざ⡲涸《䗞䋒銯喀卌》僽➮涸껷鿈ⷜ䞕

醢⡲窡硁：鑹㶩铿խ〵抓㖒⼦遤ꌼ㹒⫄：눴坿侮ざ遤

䎂鋕錏

鏤鎙：遤䕧խⷜ撑：剆⳯鐱、叕挴鰜խ䎂鏤鎙：랔

晚；2012 䎃瀊晚《⥃㶸劍ꣳ》剎Ⰵ㕠〵⻍ꨶ䕧栁瀊

湌醢：卌㸻字խ暶佪ざ䧭：랔佟䕔、꤫⺑䒄、衞蔊彼、

ꌂ㸪、䖛㷆㸙、랔撑鐱խ獆鮦Ⱇ：宕疽导鮦獆顲剤
ꣳⰗ、㼭꼛獆鮦꧌㕰խざ姹㿋㜥兞ꅿ㢫拡✲：ꨣ韵

讍栁剓⢕瀊晚，栽ꆄ琝栁剓⢕ⷜ䞕䕧晚、管ⷜ⿻㥏怵

㆞栁，⚛栽岁㕜⯘蟛褑顥㸪瀊晚䕧㾝錚滞牱鼇剓⢕瀊

2016 䎃〵抓ꨶ䕧➝稲 ⷜ䞕晚

ⷜ䞕➝稲

埠衞♧晚综笃，鮅㖈虋㖒涸⤧嵞侸衽，

ⵌ 2013 䎃 10 剢 1 傈姺，僽➮莅䧗➃㼭䝑钢

陏涸痧♲䎃⿶ 113 㣔。

Ⱇ，㥠⽿鳡頾⤧嵞涸㥪䠑，嫆✫ꂋゅ涸呪
㶩。㼭䝑濼麥䖕，㔐ⵌ䊨㖒ぢ㹐䨩⼿陾，㹐

䨩铞，㥶卓㥠腋栬荈㸤䧭갥啟酤縨谁遯涸䊨
⡲㽠瘸䥰。

厥㣔㼭䝑㖈䊨㖒䊨⡲，⤧嵞涸놽暋朄䤯

㖈♧㜥Ⱇず✲涸翹剚⚥，⤧嵞ぢ㣐

䤯「ⵌ끇㑵瑳搭駵饥，䗱䚊涸㼭䝑駵ⵌ遳♳

㣆䟝，㼭䝑剤ꨈ蒀。殹㼭䝑䪜衽ꂋꃰ涸⤧

갉，⡎㔐ⵌ⾲✲佦럊，➊랃鿪尝剤。➠饥♶

㹻㹒䋒荈䊹銴㔐纏㣐ⵄ㷸绢姐ⷜ，㸤䧭⯥儘

嵞㔐ⵌⰗ㺲儘，麂ⵌ倞䨼㹐歊⽈。䫒䬩纏
㣐ⵄ涸㼭䝑，デ鏰⤧嵞二䗱ㄤ➮涸㨢㨢贖♶

⢵，⡎Ⱖ㻜⤧嵞⛳〫顠♧䓹堥牱，㼭䝑欰孵

㖒䪾➮馜ⴀ。殹儻，⤧嵞ぢ㼭䝑䲿ⴕ䩛⤑
ꨆ✫。

䪪，⽿䠑㢫鮦犳，濅濚⡂⛖聃ⵌ⤧嵞涸耫
ⴀꤥꫂ涸㼭䝑，䊴럊㖈㹻檳倛⚥嫬，鄄垜♴
涸歊⽈䨾佹，剎剤䗱烱麕䖃涸歊⽈，㎲鑑

㼬㼭䝑，⛳瘸䥰䍲㥠䪪权。㼭䝑➠搭䭰糵䊨
玑，ⱪⱪ⚥⡂⛖剤➃䍲䘑。䊨玑㸤䧭，ず✲

䣔牝，罉꼛锞⢵擕⩑㈖騥䣔牝，莻姿⡂剎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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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㼭䝑♳乩䫵。㖈搂➃涸錬衆，膨♴걧

㤛涸擕⩑，Ⱖ㻜僽⤧嵞。

ꯓ硃涸⤧嵞殹䎃⡞㖈纏㣐ⵄ，厥䎃⢵ⵌ

♳嵳殆㷸，钢陏✫㼭䝑，幀「䒸涸⤧嵞䖎
䘰栽䖤㼭䝑蔊䗱，Ⰽ➃麕✫♧媯䘰坿涸ず㾀

欰崞。厥㣔，⤧嵞뢙過♶姺，鄄焷鏻捀縸䝖

舡舫泿，欰ㄐ〫ⶦ⼱䎃。捀✫♶雊㼭䝑⫊䗱，
➮鼇乵ⴕ䩛⚛㔐纏㣐ⵄ，⚛莊鳵⧺㋩狲。㖈

罉꼛涸䍲⸔♴，⤧嵞⡞鹎㼭䝑涸垜♳，欽ꏗ
갉瘘ꏗ♴䗱䞕，랿랿撑곃㼭䝑，鮦犳儘鷑㥠

ꄴꤎ、ⵌ䊨㖒䊨⡲瘞。⤧嵞氻䞕馊⢵馊㓂
ꅾ，罉꼛♶䖤♶雊➮鹎遤䩛遯。⤧嵞剎竤ㄤ

峸㧄、ⷠ憠、袚桪卌խ缺陼：励ꋓ蔅խ剪酤䌌：Shin

㼬怵矦➝

Kim Sijin、Jung Jikyungխ缺陼：涯兰䟃խ植㜥ꏗ갉：

㼭넓乽來箻，2005 䎃⟃《缺怎ゅ！歑㷛》䑞「㥪鐱，

䭸㼬：ゟ宕⧍խ⹛⡲⸔椚：ゟ莇㸙、ス⚆⢕、豤匆、

堥鄄䵻饥。瘞ⵌ糒䎂䟝ⴀ，涮植鄄昿鋷

勛煓、䓹ꆄꩺխ管莻：桬鮪խⷜ撑䌌：峿鶾㣼խⶩ鱀

《缺怎ゅ！⥌》〭㥪〭䏠，♶⫦颪ⴀぐ㕜晝奚，㕜

ꓳ，〡鄄顦♳岁ꤎ涸㼓哭。糒䎂䬓䱈秲

⸔椚：⡦⤧闉խ蔅窛：㷟榮խ㛂遤醢晚：䓹用鮪խ醢

晚⸔椚：꼟㰆、⡦➬⪂、勛僱剦խ植㜥醢晚：䓹僈僈խ

ㅷ㼿⺫䭍《Ⱉ贫ⴀ〡》、《㼩♶饱䧮䠦⡹》、《ꨎ麕

璭鷗㹻，ㄤ剦䐁彗鹎笪ㄳ䟝䩧⯝ꐏ涸麉

㣔內》，2017 䎃䲀ⴀ倞⡲《缺怎ゅ！歑➃》。

䨡。䐁涸贖㞯嫲糒䎂刿䢔，⛳䟝鷗㹻，➮

Soueonխ 剪 酤 ⸔ 椚：Choi Eunjung、Kim Eunsol、

勛⚸嘰、⚥卌խꏗ갉⸔椚：僒卌、劊ꤿխ⹛⡲

㢫耢醢晚：䓹俒椇、鏪䓹⹅խ遤佟醢晚：寝戇ꯥխ欰
勛㕜薊խ㜥：䖛䧭ꪶ、桬蕰䋞、譩䖰ⶍ、꤫嵳㴖、

涯妇⪂、棵僱ꨎ、꼟㼭륌、勛薊ば、僅桐鮪、⩬馄、

殗⸈⨀、㸢俒⪂、哀桪땃、桬ꤿꤿ、⡦넞㿋խ❜鸒穉：
桬䎃贅、ꁀ榰ⶍ、勛牏㕜、㶰牬偫、玑⯋僅、鿪挴怏、
媯ざ匌、勛薳⪂、嘥併、桬ⷠ䕔、勛ꐘ、㢚赙䒄、

嘥俒䧭、顼劥贅、玑䘋⹅、詎俒⚥、針䒊䘞、俒糒僈խ

酭殆剤Ⰽ➃ざ撑，㟍烵♳涸撑晚僽❜䖃痧♧

ⲥ㛇⯕剐：䓹♧鮪խꯓ㕜怵㆞ⶰ㼬怵：勛㼟黇խ耫갉

㣔㼭䝑撑涸，聃衽ꏗ갉，㼭䝑僈涯♧ⴗ。㖈

♧㜥㭶狲♳，罉꼛铞銴➝稲倞剦窍㼭䝑钢

陏，姻䊫㽠僽歊⽈。

卌肬颩，1974 䎃ⴀ欰倴〵抓㹆貽，剎㖈㹆貽二⟤㕜
䶰♴ꆄ꼛栁剓⢕私ꏗ晚，⛳ⶾ♴牱䨼私ꏗ。2011 䎃

ꥹ䕧㾝鼝秉♶倬，♧莊Ⰵ㕠ꆄ꼛栁㢵갪㣐栁。㼬怵⡲

崞醢晚：ꠦ㣔ⵄխ欰崞醢晚⸔椚：桬䒊鮪խ鮦鰘醢晚：

歊⽈㔔捀䪪䤯䤯湱麂，➮锞歊⽈⥃㸛牍㺙。

♧䎃䖕，㼭䝑⢵ⵌ纏㣐ⵄ，⤧嵞涸䨼

os

湌醢：ꡠꐘ땃խ㼬怵：卌肬颩խB 堥伢䕧䌌：Shin

⯥㶩罉㶩

Black Sheep

怵㆞ⶰ㼬怵：ゟ凶娀、勛䕔⪂խⶰ㼬怵：桬ⵄ㺂խ㜥

꤫梾繶խFoley 醢⡲⸔椚：嘥㹻䢆խ醢⡲⼿锅：꤫繡

糒䎂绢䢫⨴魨，湱⥌荈䊹剤㣔腋䩧飷

㶩鷗㹻涸ꤷ뒊，䬓✫糒䎂涸䨼、隶颪莍ꨶ

⻋⫄㯯剤ꣳⰗ、䕧♧醢⡲䨾肆⟨剤ꣳⰗ、薊涽䕧

䩛堥，⽿涮植酭鼩㶸衽㹻犷涸莍撑。ꤷ

♧醢⡲䨾肆⟨剤ꣳⰗխ涮遤Ⱇ：暽柏㶩侮ざ遤ꌼ

ꯓ俒խ♳僦鋊呔：DCPխ겳㘗：ⷜ䞕晚խⴕ秹：兜麒
秹խ♳僦劍：2016.10.28-2016.11.17խ牱䨼私ꏗ：
倞〵䍤 1,111,383 ⯋խ䖤栁、㾝私ꏗ：痧 8 㾂慍

繡遯⸔椚：䓹棊խ植㜥繡遯：導䣔纈խ縨兞繡遯：䖛

麥Ⱘ：넞䮸螠、劫갫麥、劫㼭嵳、Ⲵⷠ呏、剎⯕鰜、

痧 34 㾂鼠㺙ꨶ䕧眏⚥㕜ꨶ䕧㋲⯋䲿そ剓⢕㥏怵㆞

椚：Lee Yumi、Chu Kyungok、Lee Heeky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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倬ꨶ，〫㥪ⵌⰗ䐓湑峤。糒䎂䪪♳㖈鸠굺䏅

（귇⤧嵞㨱㨱）խꀶ繡䛸（귇⯨㶩）

㕜ꥹꨶ䕧眏栽剓⢕㥏⚺錬栁，䲿そ剓⢕㼬怵、歑ꂂ錬；

嘥㼱ꍵ、悮宕贅խ唚⻋䌌：Kye Seonmiխ唚⻋⸔

盘勲錚㻌。㔔捀粿♶ⴀ宐ꨶ顥，ꤷ㹻鄄倬宐

䝑）խꣁ竤㣔（귇歊⽈）խ齠⢕啥（귇罉꼛）խ叜㊥

肆⟨剤ꣳⰗխ晚Ꟁ：100 ⴕꗻխ铃鎊：㕜铃、薊俒、

幢䔆խ麥Ⱘ穉Ꟁ：馢⼾ꚙխ植㜥麥Ⱘ：勛⽈、㷟俒⨀խ

㣟噠涸ꤷ뒊䪪♶ⵌ䊨⡲，糒䎂➠「陪倰

ꤷ뒊。鸏㣔昿㶩⿶饱遼瑳䖕，ꤷ뒊界舀荈

囙 㗛、 ヰ 欰 륌、 䖛 嵞、 ꤫ 䒊 ⶍխ 敚 ⯕ 穉 Ꟁ：Paek

剆ⲥ、嬁䣔⨀、꤫糒⨀、剆兞⨀խⶰ繡遯：勛僈ꩾխ

ⵌ⼧Ⱄ娔Ⱕ㋲♧⢵㽠ⱄ⛳♶㔐㹻。

㶩侮ざ遤ꌼ肆⟨剤ꣳⰗ

噠剤ꣳⰗխ醢⡲Ⱇ：뒉ⳮ⫄㣼䕧噠剤ꣳⰗ、䕧

敚⯕痧✳⸔椚：Kim Kyungmoխ敚⯕穉：剆鞴륌、

唳。糒䎂㔐㹻䖕，䪾荈䊹ꓳ㖈䨼酭，ꤷ뒊䙭

㖒ꨆ。

❆խ幋갉：ꁀ傒䘋、䓹ꤿխ〵抓㖒⼦遤ꌼ㹒⫄：暽柏

B 堥痧✳⸔椚：Noh Heewuխ须俲盘椚：䄄䧭խ堥

Hyungsam、 剆 ⢕խ 敚 ⯕ 痧 ♧ ⸔ 椚：Cho Yongjunխ

⦛䟝ⵌ⩔鮦隶颪，⽿麂ⵌ陪㻌䊣齅，〫㥪佞

凐，⡎⛳䘑倴倞㹻䏭。糒䎂〫腋㣟衆⿶孵䤨

䭸㼬：ꁀ傒䘋խFoley ⶩ鱀：勛ꨎ橣խFoley 醢⡲：

ⴀㅷⰗ：뒉ⳮ⫄㣼䕧噠剤ꣳⰗ、⻍❩㺀ꌂ䕧鋕俒

唒穉Ꟁ：ス宕⨀խ堥唒⸔椚：玑럛偫、䒂馄、ス

昿㶩䪌䩧䧭㕰。糒䎂穅瑖䩧♶麕昿鋷，䩛

䊨⡲涸㱙㱙，㱙㱙ꧪ搭二䗱糒䎂⿶鄄昿鋷倷

鎹：卌㚖犍խ缺陼：ꆄ秋貽խヰⱵꨎ⯕剐：ⷠ嘽խ勛

TaehoխA 堥痧♧⸔椚：Kim HongmokխA 堥痧✳⸔

椚：Kim KangcheolխB 堥 痧 ♧ ⸔ 椚：Park Jinsungխ

ꤷ뒊㔐㹻鋅ⵌ糒䎂，䓽遤缺➮涸胝⺫，

抡敎饱，昿㶩ⱄ妄凐⸂遼瑳。糒䎂䙭ギ，瘞

婫，鄄鷑䖃ꄴꤎ⺫稟䖕搂㣐燘。緄ꐏ⿶䙲⯥

⚺銴怵㆞Э勛ⲥ㛇（귇励⤧嵞）խヰⱵꨎ（귇곃㼭

䕧晚须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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痧 20 㾂ꯓ㕜㺢䊛㣼䎑䕧㾝Ⰵ㕠❏崎ꨶ䕧耢湅䲀䑞栁；

鋕，䳖䖤䎙涰㝆。➮⾲劥䩧皿ⱄ颪䱈糒䎂涸

ⷜ䞕➝稲

㖈㔐佐䑖䊨⡲涸ꤷ뒊，妁⫈劢鼩，랱麥

뒊鱲䙂，䪡✫䎙盳嬁䋌，㨥㖈蝳䋑㜥仗伱。
糒䎂穅倴怏⼧Ⱄ娔，➮ⵌ馄㉂䥰䗚䏅㆞

䪪♳，⚓♴䊨⡲䬫艚㽠駵。⯥㶩ꤷ糒䎂ⶍ

劢卓，♶⛉Ⱕ㋲㽠⢵✫。䐁纎䢐糒䎂⽰㼟

⤑湬䱺鹎䨼，昿㶩㨥穅尝剤❜锓。ꤷ뒊㔔捀

넓增鸏㣔，糒䎂㔔捀過㠺⨋넞，銴醳增，

䖰㼱䎃錚隌䨾ⴀ⢵，㔐ⵌ⤂⤛灶莍涸㹻⚥，

殹Ⱕ，鸏妄➮鄄昿鋷䩧倬䩛，䊼♶䖤鷗饥。

䊨⡲⚥搂佦ꨆ，搂㣾鄄䊨䑖ꤑ。ꤷ뒊涸

雊➮䗱撖䠑✥莅⡜衆。㼩㹻停鼍⫄䚍涸넞

♶㥶䙂㣐㷸涸䓍䓍，罉僽銴ꐏ，銴➮ⴽⱄ⢵。

䎃涸耷噠鮪➃。鸏儘⦬涸ꤷ뒊㨥侮椚㹻⚥

昿鋷ꤷ꧁䖊㖈㸞귢ꤎ，鋅ⵌꤷ뒊ⷞ걧㽠縰➮
ꤷ뒊ꐏ⛳尝䭭䪌걧ꨆ。

過㠺，ꤷ뒊鑑㕬㸞䣆，铞荈䊹撑垺殹✫㥪䎙
㔋侕涸ꂋ櫖，尝㢵⛉铞銴䧯ꂋ；糒䎂峤ⵘ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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뒊舀㖈嵮㹔殆♴涸過騋。鸏㣔㹐䑼ꡗ鹎♧
ꦷ굳♶ⴀ涸듻㶩，昿㶩耢䩛䒸㼬듻㶩굳ⴀ

䊹涸芜覈、䩛聴，绢䢫ㄤ昿鋷♧垸♧垺。

，昿㶩ꡠ⤚⡂剤鹎㾝。

䕧晚须俲

欰䠑幢Ⲉ。ꤷ뒊➠䱳鋕昿鋷，昿鋷⛳〫ꡠ

㸞խ植㜥㛂遤：康⯘խ醢晚⸔椚：넞棶榮、꼛综梥խ

ꤷ뒊涸嬁䋌伱麂♳㖒걧跑程《⥃隌顥，

醢晚：꤫⥃薊խ醢晚窡硁：詎棶ꨛխ㛂遤醢晚：峿ꫵ
植㜥佅䴂：卌ば缦、詎妇歂խ㼬怵：㸞齦խⶰ㼬怵：

䗱䓍䓍涸♴衆。ꤷ뒊㔐㹻黇黇㽠溏鋅鎣⫈꧌

ゟ酕玑խ㜥鎹：ⷠ蚣猗խ伢䕧䭸㼬：卌ばꤿխ騈搋䌌：

✥灺，⽿♶鋅糒䎂涸➃䕧，⛳尝ⵌ鸠굺䏅䪪

敚⯕：蛅䒾酕խ敚⯕⸔椚：卌⢕俒、卌갲俒խ植㜥ꏗ

㕰，⤑鹎❀ꆄ遤⩔䭭蝳ⴉ，♳垜〫鋅㹻酭鄄

㱙㱙。⾲⢵糒䎂ㄤ䐁♧饱，䐁ⱄ䏞鄄㹻

凐，鸏㔐⫊刿㓂ꅾ，➮对䗱欽⩔⢵涸堥鮦
鷗饥，銴糒䎂♧饱鷗，糒䎂尝瘸䥰。糒䎂♧

㔐㹻，㽠鄄䗱䚊㥶揰涸㱙㱙䱺饥，㥠銴頾顑

넞㶩淏խ伢䕧⸔椚：卌宕喀、齶猥듳խⷜ撑：꤫㎗խ
갉：랔⬧ㆹխꏗ갉⸔椚：勛厣㜜խ繡遯鏤鎙：鏪⚆鰜խ
繡遯⸔椚：詎⢆ばխ鸤㘗鏤鎙：勛䚃琐խ剪酤盘椚：

랔㶩✵խ㜥：卌槱嫏խ㜥⸔椚：鿓䒊㸪խⶩ鱀䭸

㼬：忆⯐ꕼխⶩ鱀⸔椚：詎㷆꼖խ儘鯥䕧⫹醢⡲剤
ꣳⰗЭ锅⯕䌌：峿俒⳯խ䖕劍幋갉：㼿꧉谁遯剤

⮉鼩糒䎂涸颦⮉ꆄ，嫢㶩ꨆ儘，糒䎂㔐걧

ꣳⰗխ갉佪鏤鎙：脌䎸䆯խ㼩涯管鱀 ⹛⡲갉佪管

귢罉ꤎデ鏰ꤷ뒊，ꤷ꧁涸ꐏ〫㣁欽ⵌ♴

僈㷸、Thomas Foguenneխ姐刼Э〈The Bird〉⡲

溏✫䎙妄ꤷ뒊。

鱀：ヰ厣馄、랔⬧ㆹխ5.1 侸⡙橇粕幋갉䭸㼬：脌䎸

㆞）խ鿓䒊㸪（귇㼱錚䨾㼱䎃）խ卌㛆꼖（귇籏㹔

➃㆞）խ闒妇囙、桬⨀⚑、桬㤘绥（귇넓增ꄴ欰、ꄴ

ꤎ隌椚➃㆞）խ詎妇歂、鏪缾⳯、蛅厣绥、卌宕喀、

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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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騟갫괐
Godspeed

卌ꆄ恎（귇ꄴꤎ瘞⦬字滞）խ詎妇歂、鏪缾⳯、蛅厣

绥、卌宕喀（귇䕶歑）խ導俒⳯（귇⤑ⵄ㉂䏅䏅Ꟁ）խ
詎㼱㋱（귇⤑ⵄ㉂䏅䏅㆞）խ康⯘（귇⤑ⵄ㉂䏅顊
麌➃㆞）խ勛笞蔊、豤倴儫（귇⤑ⵄ㉂䏅㹐➃）խ䓹

蔊字（귇蝳顋罉꠸）խ䓹䘋匋、馢㣔韝、卌갲俒（귇

㡭焚崩孝）խ桬卌ꆄ赈♴（귇顠蝳㭊）խ랔䐁鸒（귇

㸞귢ꤎ䓹晆晆）խ⡮薵駈㧶、ス猗ꆄ、ꁀ❜幢、卌焗

呠（귇㸞귢ꤎ罉➃）խ嘥尬ꩯ（귇㸞귢ꤎ溏隌）խꣁ

肬姻（귇挾ꧽ䏅䏅㆞）խ蛅䒾酕（귇ꨶ鋕䏅ꎦ罉꠸）խ
峿ꫵ㸞（귇䩛堥莦䏅㆞）

ⴀㅷⰗ 醢⡲Ⱇ 涮遤Ⱇ：罉披杵䕧晚醢⡲剤

ꣳⰗխ晚Ꟁ：76 ⴕꗻխ铃鎊：㕜铃խ♳僦鋊呔：
DCPխ겳㘗：ⷜ䞕晚խⴕ秹：⥃隌秹խ♳僦劍：

ⷜ䞕➝稲

䆯խ5.1 幋갉ꏗ갉㹔：㼿꧉谁遯剤ꣳⰗխꂂ坿：卌

2016.11.04-2016.11.17խ牱䨼私ꏗ：倞〵䍤 129,385

⦐剢，ꤎ倰㉏ꤷ뒊䪪ⵌ䓍䓍尝，ꤷ뒊㔐瘸䪪

刼：Thomas Foguenneխ㼭䲿楪：䓹隘罇խꏈ楪：

㼬怵矦➝

❜僒涸㣐㼂，㔔岲㕜랱䍲瑳搭欰毠，鄄欽㣐

鋷♶ざ。ꤎ倰铞，ꤷ꧁铞麕⯥㶩殹耷噠鮪➃

窡硁：䓹笞秴խ侸⡙ꨶ䕧㶶䍌：剎俒龐、飅䕔㦒խ侸

ⷜ，⺫䭍《굔！⟱딭ꅽ䗞》、《㥏桬♶♴棵》、《齡

堥㼭ゟ鷑➮荛堥㜥儘，♶㼦䌢㖒ㄤ➮铞✫

ⵌ⛳尝欽，➮♶剚⢵涸，Ⰽ⯌䓍䖰㼭㽠ㄤ昿
僽捀✫ꨆ㹻，植㖈➮嫦⦐僤劍鿪顠坿鷴，
䟝銴⚥栁腋殆ꐏ酢⮉ꤷ뒊⯌䓍。

嫢鋷涸植⟤♱㣗鯺糒䎂醳增，Ⰽ➃僈곏

♶ざ。䐁㺕佞㖈糒䎂魨♳涸䩛堥갠✫，鮦

ⶍ⨢，糒䎂✫鮦䭨ㄐ駵。ꤷ뒊㔐㹻鋅ⵌ

糒䎂，䩞濼麥䐁ⴀ鮦犳娦✫，ꤷ뒊㖈ꨎ⚥
䖃糒䎂걧♳覈⡞嬁䋌，黬⡞➮䥳䜼涸帒宐。

ꤷ뒊䌟糒䎂ⵌ㸞귢ꤎ，Ⰽ➃⯓㥪㥪㖒峤

愪，⚛㼟䩛堥鼩窍糒䎂。ꤷ꧁、ꤷ뒊、糒䎂，
Ⰽ➿昿㶩Ⱏ贖♧㹔，ぐ荈㸞ꬆく衽䩛♳涸⤑

殹。ꤷ꧁䭭饱谔屘，䬀㖈芜覈瘞ꡠ眏♶莞剪
涸㖒倰，䬀♶ⵌ腺㶩䖕倰儘，ꤷ뒊♶곃昿鋷

䬩穪，㛚䭰捀➮㝤䬀，䩛♳䬀ⶦ涸㽠䬀㖈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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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s Foguenneխꏗ갉㹔：뜩괐ꏗ갉㹔խꏗ갉䌌：

䖛桪⯕խ幋갉：犷㢵槈խ犷湱侸⡙醢⡲Э侸⡙ꨶ䕧

⯋խ㾝私ꏗ：2016 넞꧆ꨶ䕧眏〵抓馊歲㋲⯋

㸞齦，⚆倞㣐㷸䑞ꨶ禺殗噠。剎二⟤㢵鿈ꨶ鋕ⷜ管

⡙ꨶ䕧䭡頺醢⡲：꤫⤧䒄խ侸⡙ꨶ䕧晚㽵：䑁剅䳓խ

♧䎃涸䎋犷儘⯕》瘞。2013 䎃㛂㼬私ꏗ瀊晚《㕩㣆

勞：宕牬䕧鋕㐼勞Ⱇխ鮦鰘：宕疽导鮦獆顲剤ꣳⰗ

2012 䎃㛂㼬涸瀊晚《⚺呲》Ⰵ㕠ꆄꗻ栁剓⢕ⶩ鱀，

獄碜剤ꣳⰗխ䕧晚晝奚剪籏湌：卌倰鑇խ㕜ꥹꌼ

《刈僳儘➿》。

伢䕧㐼勞：ⵄ麨侸⡙䕧갉猰䪮肆⟨剤ꣳⰗխ㜥㐼
խ䎂⚺鋕錏鏤鎙：꤫俒䗞խ㕜ꥹ涮遤晝奚ꌼ㈒：
㈒莅䕧㾝鋊ⷔ：諽꩑ꨛխ䕧晚崞⹛㼠呪竤椚：脌橲俒

怵㆞Э䓹缦（귇ꤷ뒊）խ悮鋷䖶（귇ꤷ糒䎂）խ♨

䓽（귇ꤷ꧁）խ䓹鑘渠（귇哀剢蓸）խꣁ䪭䛸（귇

䐁）խ䨥蕰哆（귇覝覝）խ䑁妲❮（귇糒昿）խ䓹僈
嵞（귇詓ㆥ）խ詎妇歂、♨聕鰜、ヰ⯘㪮、꤫䕔ꩯ、

话㣔䒄、勛䪭麨、ゟ厣㖳、꤫㸪꧆（귇鎣⫈➃㆞）խ

䓹䘞榰（귇⥜鮦䑖䌌⩬）խ剎䡗淏（귇⥜鮦䑖㆞䊨）խ
ゟ傻輑（귇㔐佐䑖⚺盘）խ䓹麨䖤、詎妇歂、♨聕鰜、

ヰ⯘㪮、꤫䕔ꩯ、话㣔䒄、勛䪭麨、ゟ厣㖳、꤫㸪꧆

（귇㔐佐䑖䊨➃）խ桬❮ꈚ、卌ꆄ恎、㷟楾（귇㆞陪）խ
랔劊㺢（귇㼱錚䨾遤佟➃㆞）խ詎棶ꨛ（귇增叆ㆪ➃

ⶩⴉ䩛》；2010 䎃醢⡲痧♧鿈ꨶ鋕ꨶ䕧《9AM》；

⚛栽䋒⸈㕜ꥹ䕧㾝涸肥㹁；2016 䎃管㼬ꨶ鋕ꨶ䕧

岲㕜涸秋⯕牍㹔⚥，⾲劥䩧皿鹎遤嫬顊

ⶩⴉ갥衽腺㶩，欰娦❜ꡠ⛓ꥹ，➮䟝饱傍♳
〣：「♧騟갫괐。」—➮僽崞㖈ⴉ⯕過䕧
랱麥⚆歲、欰ㄐꦑ儘鄄㪮腙涸嫬哱。

⥌⟤莅铿㖈랱く랱涸⚆歲⪔「罌뀿。

㖈ꦡ㺙涸䑛唳⥃룲椕긭，㣐㼂ㄤ䐆ㆥ翝衽
㖈岲㕜涸ꦖ麂，翝㼭ゟ齡〣「♧騟갫괐」㥶
⡦⟂➮䠮ⵌ♶㼩⸺，翝齡겎雊➮枤㼩䧃剤桪

罜膨ꦖ涸瀖걧、翝鷑顊㼭䓍，剓䖕鼩翝饱尪
涮—䐆ㆥ涸鳵✲贖剤䓹⼧❀䎃⢵鿪⺫衽

䴦㝖芣㤛涸尪涮，穅倴㖈㣐㼂涸铞剪⛓♴䬓

✫㝖芣㤛，⛳䬓✫䐆ㆥ⼧㢵䎃涸⪔䗱。

㣐㼂涸䩛♴秝鞝荈㼭鄄㹻➃鼍唳，麕

䖃ꬒ⩔甦笞欰，⩑搭麂鋅䗚➃䑞デ䖕㨥麌

嫬䊨⡲。➮嫦妄涸⟤䖎㋲秫，Ⰽ鹋䪾顊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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䖰〵⻍䌟荛⽂鿈♧妄，❜顊窍䐆ㆥ，ꤑ姽⛓

㢫，➮♶鄄デ濼⟤⡦稣眏，聃䖰罉㣐ꨶ鑨麶
䱾。➮䖰✲鸏⟨䊨⡲䊺竤♧䎃㢵，鸒䌢僽♧

傍ⴀ涮，䵩⛨鎙玑鮦鼚➃羮湡，⚥⼯䫼麨❜
顊，⩹儻⾲鮦鵦䫼〵⻍。鸏㣔，秝鞝♧㥶䖃

㔐麕걧糒糵麶䱾秝鞝鷆ꐏ，堥㼭ゟ瑳搭♶

黠㣟䱾，⛳㼬荞涮欰㓂ꅾ涸鮦犳䠑㢫，㣐㼂
驅骵⹉䓽㖒昮ⴀ鮦㢫侸Ⱇ㽯♶⛉，䖕걧旙挾
耫갠，抡⯕拃拃，㼭ゟ䢔娦㖈饱抡涸鮦Ⰹ。

罉鏪鯺衽秝鞝ⵌ〵抓⚥⽂鿈涸♶濼そꀀ

⻋㦳㛂遤：넞䠑蟣խ暶佪⻋㦳㛂遤⸔椚：嘥莞խ伢

㣐畾灇 Ken OhtakeխBass：傍䊛䗣 Toru Hayakawaխ

勞➃㆞：⸂囙䕧鋕խ颶䠮醢⡲：岁貽⯘㕜ꥹ颶䠮谁遯

（Subaru）〉⡲鑂

䕧敚⯕㐼勞 䵩兞：囙䕧噠肆⟨剤ꣳⰗխ⼿⸂㐼

䊨⡲㹔Э颶䠮䌌：꤫倞涮խ颶䠮穉：卌䕔⭳、꤫噷
俒、桬꼖棶、꤫⯐鞣、꤫倞㺢、闒蠝麌、闒䘞䛔、꤫

㶩邂、꤫渠琐、飅⭑䛽、卌渠、卌⢆襮、랔㎗棶、

䌢，♧傍㖈銯歖ꦑ䩛伍✫♧鰘鎙玑鮦彋⪔

，㖈剤喏㣐嚩埠涸䑔㚆玖⡲⠅䜂，鸏酭僽

꤫䢵幅、剎凶貽、卌䪭鹠、꤫⸲㧄、䓹傈覂、豤㊥

鏪乽衽慮慮涸䑞匌臽，僽⡙⛰○䎃➿⢵〵眡

㖒尐尐漗衽罜♶격ⱄ遤，秝鞝⩔✫〵堥

宕疽獆鮦խじ鮦：疽畖饱ꅾ⟱噠爢խ❜鸒盘椚：康

⽂♴，䵩♳涸鎙玑鮦곏䖤剤❉罉莍。堥罉
㣆涸껻度➃，✳⼧❀䎃麕，⣜莍衽灶莍

涸鮦㶩，♧㣔麕衽♧㣔。䵩♳鎙玑鮦涸秝鞝，
莅忄忄♶穪涸罉鏪Ⰽ⦐鼹箔㼭➃暟，㾝♧

㜥〵抓銯⼱鿈涸Ⱇ騟⛓假；堥㼭ゟㄤ㣐㼂
䜡䜡鮦湌䱾，♧騟㽵ꦑ⽂♴。

搭罜，秝鞝鸏馫鷑顊⛓遤⚛♶䎂갫。➮

ㄤ罉鏪铐Ⰵ鳵㋩➃㹻，鷗♶✫⺫㤮⭑涸ㄐ麌；
㥪♶㺂僒䪾顊鷑麨湡涸㖒，植㜥⽿麂ⵌ랱麥

湱ⵖ，䐆ㆥ殹㜥⚥圙魨❗，嫬顊ㄤ植妵鄄峤

鸏馫랱蒀Ⱇ騟⛓假涸穅럊。㢹儻，罉鏪氕䣽

⢵涸欰傈，〳⟃くⵌ㼭硱⺫。穅倴，频㡦鮦

⨢♴，Ⰽ➃鄄ꅼ佞，罉㣐㣐㼂⛳ꦑ⽰⢵ꨶ，

㓻ㄫ秝鞝⯓ⴽ㔐〵⻍，䪪㼭鏻䨾贖椚⫊〡。

랔僊儘ⴕ，罉鏪鯺衽秝鞝㖈殯㖒䪪饱ꄴ

欰，㣐㼂冾儘佞唳㽵ꦑ，鱲罜鷆媹㖈䐆ㆥ
䏁♴荁䏁⿶〓涸俒，秝鞝栽䖤瀊冾涸荈

歋。侸㼭儘麕，秝鞝㖈䚓ꄴ㼭鏻䨾屛派⫊

〡；㣐㼂⛳雊俒㎲湈蕲걧。鳵㸤✲涸㣐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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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㜥ꏗ갉䌌：鿓狲勱խ植㜥

ꏗ갉⸔椚：鏪姻♧、ꌂ㤘խ耫갉䖕醢窡硁：蛅兰

⳯խ耫갉鏤鎙：鿓狲勱խ갉佪鏤鎙：剎꧉㻞խ幋갉

䌌：鿓狲勱、剎꧉㻞խ㼩涯ⶩ䱺：剎꧉㻞、ⷠ㼭虋、

嘥剅僕、脌䌏棇խ갉佪ⶩ䱺：剎꧉㻞、ⷠ㼭虋、嘥

鎹❜鸒㐼勞剤ꣳⰗ、䓽㗛㻜噠剤ꣳⰗխ岲㕜怵

⡲：滏呥㢫갉⫹醢⡲䨾խ幋갉䖕劍醢晚：Phannipha

秝鞝衽齡〵频㡦鮦㔐걧䱳劆鄄䬚㖈⾲㖒涸

Sasalaknaխ 醢 晚 ⸔ 椚：Chaiwat Wattanasinխ 怵 ㆞

㜥〫剤♧〵搂➃涸频㡦ㄤ顊ㅷ。㢹麕㣔僈，
罉鏪，窍✫罉鏪♧䪾ꐏ，䌟衽➮䗱䗱䙂䙂涸
㼭硱⺫，牝➮欰傈䘰坿。

耷㆞Э醢⡲窡硁：꤫厣、Salisa Worawatangkulխ
醢 晚：Chumpon Jaruphianlertխ 醢 ⡲ 竤 椚：Napha

盘椚：Nitcha Chittinanխ繡遯：Wittaya Chaimongkolխ
㜥 兞：Location Maniaխ ➃ ㆞ 㐼 勞：Gear Head
Co.,Ltdխ 怵 ⴀ Э 娀 遯：Kecha Khamphakdee、

䕧晚须俲

Kankumnerd、Wuttichai To k e a w 、 P u c h o n g

管ⷜ：꓃㷆㸪խⶰ㼬怵：⡦凶槼խ⸔㼬：桬湺ꨣխ㜥

Chaowmonխ 갉 坿 籏 湌： 剎 䙼 ꌂխ ꂂ 坿 Э ꨶ し

ⴀㅷ➃：䑁⚆蔊、卌幑顜、脌ꫭ⚥、馢⣜蔊խ㼬怵

鎹：랔渿蚼խ怵㆞盘椚：䕠䧭䕥、勛䚃蠩、蛅棶䒾խ

㖈敚⯕僊랔涸䖕鮦䐕，罉鏪㾝➃欰デ鍑，

涸欰傈衆瑠。㣟䠑涸➮，〫劍湺僈㣔⽰㼟ⵌ

怵㈖：靽勠倞 Shinji

鮦，䭾㣐㼂⯓䭸㹁涸㖒럊《顊❜僒，⡎植

桬罇⭚、剎戇ꩌ、䓹꧁㮵խ繡遯䭸㼬：馢䙼韝խ繡

䣔牝，⽿㔔㼭✲莅㧼㶩ⴀ植鄭汚，ㄤ坿輑輑

Tanimuraխ耫갉䭸㼬

⡲刼

剅僕խFoley ꏗ갉：剎꧉㻞խFoley 怵ⴀ：鿓狲勱、

湌醢：衞㥶蓸、剎㼱⼪խ遤佟湌醢：⩬俛僤խ耢ざ醢

➮䥊饱䎃欰傈，⾲劥䩧皿ㄤ㹻➃く㼭硱⺫

誱խ堥：꤫榰暶、⟿薊⪂、䓹莴㎗、랔⛓ばխ纏

䩧 乹 坿： ゟ 佟 ばխ 幋 갉：Wolfgang Obrechtխ〈 傱

❜：ꁀ䮸妲、勛㎗䟃、㶰籗䗞խ鮦鰘：㸞鸠㼭㹐鮦、

⸙罜瑠，秝鞝⛳鄄崩䔞䨾⫊，ㄤ罉鏪欩荛♧
饱鄄ꡠⵌ频㡦鮦涸䖕鮦䐕，ꤴⰅꅾ㕠。簮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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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蠝㫲խ醢⡲窡硁：㸢ꌂ䘞խ㛂遤醢晚：卌厣愒、

Tippichai Takkino、Nattapon Sukphiam、Keittisak

Sardnok、Sunan Suttipoխ 鎙 玑 鮦  堥：Jamrien

➮：Mark Andersխ 䩛 괐 楪： 䨥 ꉎխBabalaka： ⣶

ⷠ㼭虋、嘥剅僕、 脌䌏棇、剎꧉㻞խ耫갉䖕劍醢

Kabillikavanich、Pradtana Janpiaխ 幋 갉 䊨 玑 䌌：

Phunsunist Authsarwinkool、Vinai Sriratխ 幋 갉 ⸔
椚：Des Cheungխ 幋 갉 ꏗ 갉 㹔：Ramindra Sound

Recording Studioխⶩ䱺䌌：飅猗꧆խ䖕劍窡硁：脌

⟗⯕խ䖕劍耢窄：绀焗螦、꤫桪幢խAlexa ⴲ锅吥姻：

랔䚃犵խAlexa 墂呪盘椚：嘥巾㰆、闒僈㎗、ⷠꯂ
䒄、繏鹠⪂խFCP 禺窡侮椚：꤫䒊䘋、꤫僦俒、闒

䔻楋խ墂呪管鱀䌌：勛䕥颩、齶✵榄、嘥䪭檕խ2D

鋕錏暶佪穉Ꟁ：랔缦뜛խ2D 鋕錏暶佪䪮䌌：勛㭓ꉁ、
寐䙼蠩խ2D 鋕錏暶佪⸔椚：諽㹆䢵、脌龿梕、鏪⛇
⯋խ晚걧㽵鏤鎙：桬鞴㥶խBaselight 锅⯕䌌：랔䚃

俒 岚խ 岲 㕜 痁：RichardխBass： 桬 僂խ 䩧 乹 坿：

犵խBaselight 锅⯕⸔椚：勛⣜걽խDCP 侸⡙管焺：

䌌：嘥岚խ幋갉：剎䙼ꌂ、嘥岚խ갉坿⸔椚：⟿♧

劍醢⡲：〵⻍䕧噠肆⟨剤ꣳⰗխ涮遤遤ꌼ：껻度㉂

Matthewխ䓛坿鏤鎙：勛땃խ갉坿醢晚：姿⽈խꏗ갉

影꾚㓂、ゟ㹆鞮、ⷠ⸈㹗、哀䪭㸻、桬稇犵խ侸⡙䖕

遯：勛渠妇խ㛂遤繡遯：繏侣ꌂ、ゟ渿楧խ繡遯⸔椚：

굳、㷟✻խ姐刼Э〈⦶鮦〉⡲刼：剎䙼ꌂ、⣶俒岚խ

꧆խⷜ撑：ⷠ䮸牬խ騈搋䌌：ⷠ♲龥խ伢䕧✳⸔：䑁

⣶俒岚խ〢Ⱙし➮：⣶俒岚խ〈鎊⼯鏪〉⡲刼

剢

㹆խ涮遤⟱ⷔ：ヰ妲䜱、⡦劊奚խ㕜ꥹꌼ㈒莅䕧㾝耢

敚⯕㣐⸔：랔⤧料խ敚⯕⸔椚：䑁ㆹ⨀、ヰ꤫俛、ⷠ

傍䊛䗣 Toru Hayakawaխ䩧乹坿：ゟ佟ばխ幋갉：

㸙խ薊俒缺陼：卌䕔鴇、剎㼱⼪խ岲俒缺陼：導⠭尬、

䖤խ㜥佅䴂：卌匌䣔、ス䕔ꩌ、齶뜛〞、桬䒊㸪խ

鑂：Somsak Thepanontխ⡲刼：Euah Suntornsananխ

ꁀ⢆⭑、꤫ꯂ鴇、䓹⮸룲、랔⨀铇խ伢䕧䌌：⚥䃋Ꟁ

㷸箰、䐁㸞䓽խ侸⡙乽⡲：랔⥌ꨛխ敚⯕䌌：꤫䘋鮯խ
ㆹ歂խꨶ䊨：꤫㷆㸪խ㜥걆棵：넞峻漪խ㜥：ヰ
娀遯䭸㼬：Kecha Khamphakdee、랔⨴榏խ圙单䲿

⣘：꤫⨀字խ旙灶：寒榰幑、ⷠ⢕Ⱙ、騟굳猰䪮剤ꣳ
Ⱇ、꤫ꌂ愯、峿縒겾、剎摥牬、ヰ肬欰խ遤佟頿

：嘥刌榫խ⩎䬝：랔⥌㜜խ撑晚䲿⣘：闒僱䗞խ鸤

㘗：鏪⸂俒խⶩ䱺⸔椚：꤫䚃㥶խ剪酤盘椚：卌鑘琐խ
⻋㦳녋㘗：꤫㹻巯խⵞꫭ䌌：倰幅欰խ暶佪⻋㦳：玑
謶琐暶佪⻋㦳䊨⡲㹔Э暶佪⻋㦳䌌：玑謶琐խ暶佪

〢Ⱙし➮：⣶俒岚խ〈랔蒀㼭듙〉⡲刼：剎䙼ꌂ、

楪：卌欰牬խꨶし➮：㣐畾灇 Ken OhtakeխBass：

Wolfgang Obrechtխ晝奚갉坿Э〈Huang Rak〉⡲

怵㈖：M.R. Thanutsri Savasdivatanխ〈㸙㸿㣐旙挾〉
刼䒭圓䧭 Bass：傍䊛䗣 Toru Hayakawaխꨶ剢楪：

歌♳㫨坿剤ꣳⰗЭ窡硁：鏪鑘樥խ遤ꌼ⟱ⷔ：
繏猗槇、띋摥抉、ⷠ䚃蓸、湖蒩蚡、㽍䚃俒、䓹棶

窄：螠俒ⶾ肆⟨剤ꣳⰗխ㕜ꥹ涮遤噠籏湌：嘥ꔙ

꤫鶋⹗խ礡铃缺陼：飅傈륌、랔刦內խ屎⽂➃佦✲䲿
⣘：桬糔

怵㆞Э鏪ⱟ俒（귇罉鏪）խ秝鞝（귇秝鞝）խ䨥

用䗾（귇㣐㼂）խゟ⚥㣔（귇㼭ゟ）խ䐆㸻螠（귇

卌欰牬խꨶし➮：㣐畾灇 Ken Ohtakeխ렽穉：犷䃋

頺䐆ㆥ）խ꤫⟃俒（귇俒）խ哀饟纈（귇㼭哀）խ

幋갉：Wolfgang Obrechtխ〈度鼹䞼ⴽ〉⡲鑂：꤫麨

㶩）խ卌繡猗（귇罉鏪㧼）խ꤫桪⺍（귇桊ꄴ）խ蛅

私僈 Noriaki FukushimaխKalimba：ゟ佟ばխꏗ갉

⭳խ⡲刼：ゟ䧭㹻խ怵㈖：꤫ꨮխ〈➲➃麉䎥〉⡲刼
剢楪

怵㈖：卌欰牬խ姐鑂：꓃宕鞮խꨶし➮：

Vithaya Pansringarm（귇尪鶔）խ랔⨴榏（귇㋩㹻歑
渤㟞（귇띳伱罉꠸）խ卌麥猈（귇頿）խꆄ㡦⪂

（귇秝鞝昿）խ蛅僈頿（귇랱➫）խ꤫㷆㸪（귇堥）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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怵ⴀ：ꁀ罇㸻、랔䪭、䓹蔒䎂、꤫䙼〞、꤫俒㜜、

랔⟤機、獔ㆹ㣗、꤫螠㈔、闒匌儢、꓃呟妲、랔꧖㣗、
꤫猥㸪、ꀶ蕰棇、薵畾螠、繏僈갫、ゟ⠭㖳、悮꾚䕔、
겝㹻僤、䓹秫榮、飅樥傺、랔蠝棊、䓹ꤿ欰、闒幅兰、

or

䗱儘ꗻ

Packages from Daddy

넞峻漪、ꫭ叜⯘僈

僽娦倴䗱茵氻，罜僽荈媹，鼩铞荈媹涸➃娦

⻍䕧噠肆⟨剤ꣳⰗ、囙䕧噠肆⟨剤ꣳⰗխⴀㅷ

䩧聃ⵌ♧⡙㼠㹻，鸏⦐嶋䜂雊衞话敎饱♧窣

䖕剚♴㖒柱。⡎僽㱙㱙莅㨱㨱鿪♶격䲿時時

䋞劆。ず♧儘，衞惶穅倴佐ⵌ時時㺕涸⺫

㹻鿪騈䖰♶♧垺✫。

䕧晚，㼭ꅿ렽⺑衞惶糒糵ⶾ⡲，⚛銴㥠棇䞼

涸娦㔔。鸏❉✲䞕湏呼㖈衞话涸䗱⚥，侮⦐
♧傈，衞话佐ⵌ⺫醚，㺕⟝➃界僽時時，

ⴀㅷⰗ（〵抓）：劥㖒괐⯕ꨶ䕧肆⟨剤ꣳⰗ、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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醚，⾲⢵時時䬺鎷㥠剓㋐姹涸⡲㹻㼭ꅿꏗ醢

㹻➃涸佅䭰。⾲⢵時時♧湬䟌鎹衞惶㼩俒㷸

僽♧⦐⾩ꅾ涸加渱，䩧䖕僽㡏䱈涸儘ꗻ，

ⶾ⡲涸㋐䠦，筝籚涸衞惶⡂⛖⛳논箣♴⢵，

歌♳㫨坿剤ꣳⰗ〵抓ⴕⰗխ晚Ꟁ：112 ⴕխ铃鎊：

捀⡦銴鷑鸏垺涸狲暟，⛳♶䥢時時麕⚆鿪

呏亙ヰ罉䌌䲿⣘涸须鎝，㱙㱙莅衞话

秹խ♳僦劍：2016.11.18-2016.12.23խ牱䨼私ꏗ：

➠仗衽，㱙㱙隶䖤刿䘑烮，ꤑ✫♳棵，鹋劣

Ⱇ（㣐ꤷ）：螠瘼䕧鋕㕜ꥹ⫄㯯剤ꣳⰗխ醢⡲Ⱇ

鼩剤時時鋷䩛㻨涸欰傈⽓晚。衞话♶䥢時時

：劥㖒괐⯕ꨶ䕧肆⟨剤ꣳⰗխ涮遤Ⱇ：껻度㉂
㕜铃խ♳僦鋊呔：DCPխ겳㘗：ⷜ䞕晚խⴕ秹：ꣳⵖ

㨥〡莅㱙㱙铞鑨。

㖈䟝❉➊랃。傈㶩♧㣔㣔麕，時時涸烾百

䪪ⵌ嵳峕남袚㼠㹻桬晆晆。⾲⢵時時䎃鰋二

53 㾂ꆄ꼛䕧㾝䍌晚，栽ꆄ꼛栁剓⢕繡遯鏤鎙栁，

鼩ⵌ궤䏅Ⱟ耷。㱙㱙⛳佐ⵌ⺫醚，時時㼟莅

涸竤箁⭑鷑窍時時。桬晆晆钢捀時時涸⹅侒

遯鏤鎙、鸤㘗鏤鎙、ꨶ䕧⾲ⶾ갉坿瘞Ⱄ갪；痧 29 㾂

㔐䥊㺕窍㱙㱙。㣐㹻䠑陏ⵌ時時剚㖈㹻➃欰

倞〵䍤 5,219,525 ⯋խ䖤栁、㾝私ꏗ⿻鰊㼬ꆄ：痧

㱙㱙湱陏⟃⢵涸⥌⟝稣䗱殆㶸，㼟麕䖃繡㥪

䲿そ剓⢕ⷜ䞕晚、㼬怵、歑⚺錬、歑ꂂ錬、伢䕧、繡

匌❩䕧㾝「⚆歲搋럊」㋲⯋Ⰵ鼇ꨶ䕧；2016 䎃㢵⧍
㢵䕧㾝Ⰵ鼇ꨶ䕧；104 䎃䏞痧 1 唑妄Ꟁ晚鰊㼬ꆄ

ⷜ䞕➝稲

㼬怵矦➝

ꦑ䖕饬繡㽠隡蓐⸈ㆥ谁遯㷸ꤎꨶ䕧醢⡲焚㡦。1997

꓃㷆㸪，ⴀ欰倴㾓匌，殗噠倴❜鸒㣐㷸须鎝䊨玑禺，
䎃㨥二⟤ꨶ鋕䑞デ㼬怵，荛➛䬝麕♳涰鿈⡲ㅷ。

2006 䎃㸤䧭껷鿈私ꏗ晚《ꄴ欰》，栽䖤痧 9 㾂〵⻍

ꨶ䕧眏剓⢕私ꏗ晚。2008 䎃껷鿈ⷜ䞕晚《⨢鮦》Ⰵ

㕠㖿㙹䕧㾝「♧珏岤湡」㋲⯋，2010 䎃痧✳鿈ⷜ䞕
晚《痧㔋䓹殥》雊➮栽䖤ꆄ꼛栁剓⢕㼬怵栁，⚛「鼝

荛湖⽓開、㢵⧍㢵瘞㕜ꥹ䕧㾝。2013 䎃ⱄ⟃痧♲鿈

ꨶ䕧《㣟뇺》Ⰵ㕠ꆄ꼛栁㢵갪栁갪，⚛「鼝荛匌❩、
ꆘ㿋ㄤ㢵⧍㢵瘞䕧㾝，《♧騟갫괐》❠栽 2016 䎃㢵
⧍㢵䕧㾝Ⰵ鼇。

纏莊，僽剓剤须呔♳㣔㛔涸➃，鸏雊衞话䖰
娦❗涸䛌䙳䟝⫹⚥鍑膨。桬晆晆⥜䗂✫竤箁

傈儘㺕ⴀ⺫醚，⽿♶濼麥➮溫姻涸欽䠑。

⭑，⛳⥜䗂✫衞话涸䗱，㣐㹻鷷恸僈涯嫦⦐

㱙⡞㖈荆嵳勠蛅，時時攨䠦製꧌菻葦㐼暟，

⽿尝剤ⴀ植，⡎僽㱙㱙尝剤䘎鎹，䪪✫㼭

㹻䏭ꡠ⤚穅倴ⱄ䏞鱲⹛。

♶䘎剐衞话、衞惶䣔牝欰傈。♧㹻➃麕衽䎂

傈儻귭儘ⵠ，衞惶莅㱙㱙饱✫遼瑳，㥠♶䟝

⛰娔㼭歑㷛衞话莅㨢㨢衞惶、時時、㱙

㣆䟝鏤⽈暟긭。㨴㨴䌢ⵌ㹻⚥饥⹛，嫦䎃
ꬆㄤ坿涸傈㶩。

厥傈，衞话佞㷸㔐㹻，涮植時時瑳搭

麕⚆，㨴㨴铞時時娦倴䗱茵氻瑳涮，衞话⡂
䥢ꬌ䥢，〫腋䙱䙱劆衽⫊䗱涸㱙㱙。䌟衽♶

♧䎃麕，ⵌ✫衞惶欰傈，時時涸⺫醚

㩬♧ず䣔牝，⡎衞惶➠♶격莅㱙㱙铞鑨。♧
ⱄ仗♳時時涸烾百，⚛铞ⴀ✲涮傈溏ⵌⰍ

➃昰ア，顑䚓㱙㱙♶䥰〡孵慨捙，ⵞ慨時時
饥♳穪騟。衞惶颶㉏㱙㱙：「捀➊랃娦涸➃

籏㖈궤呲仗♳➮涸烾百，㨢㨢衞惶⛳䗱✲ꅾ

岁，䎂傈妬頾➮涸ず㷸⿶䭭儘ꗻ梖疮，➮

䥰嫦鹋銴䌟➮梖，➮⽿㔔捀䟝䵩䷒㣔鰶，

涸ꡠ䗱。ヰ罉䌌デ鏰衞话，加渱酭⚛ꬌ儘

㥪，時時⽿䊺ꨆ。㷸吥酭ず㷸崩⫄時時♶

㼬怵 管ⷜ：詎ꋓ㫲խ湌醢 醢晚➃：勛䘋譗խ伢䕧

䭸㼬：ⷠ蔕たխ繡遯䭸㼬：䓹鯩䂾խⶩ䱺䭸㼬：꤫凶
匌խ醢晚：嘥뢶宕、衞䮸莇խⶰ㼬：ゟ䗞宕խ鸤㘗䭸

詎ꋓ㫲խⰟず管ⷜ：勛䘋譗խ㜥鎹：⡮⢕䚃խ㼬怵⸔

❉牍㺙ꦑ衽儘崩鸚，럊忹嵥植ⴀ⢵。

莅䲿陾錚鮪葦涸時時뇀䔚䪌，鼩⢵♶⿻ㄤ

ⴀㅷ➃：詎㸪腋、豤佟蔊、䄄ꐘ寐、勛岲ꩌ、諽䎂䗞խ

➃⡲⥃，㼬荞⫈糼魨，胝頾㣐㠺⸂。鸏

涸ꤥ䕧⚥，㨴㨴♶ⱄ⢵鏞，昿鋷涸䊨⡲㹔鄄

ꅾ，㨥♶騈㱙㱙铞鑨。衞话䟝饱時時剎瘸

䕧晚须俲

㼬：꤫㋐䟃խ鼇錬䭸㼬：ꐏ㼭椨խ鼇錬竤椚：桬⛓琐խ

隶䖤㹳䙲㣟㱙㱙，⛳鷷恸濼麥時時㔔捀䍲

披且ぢ➮欰剓䠦涸㣐嵳。㹻硱縟㖈䝲⫊

⺫醚鿪剤時時涸䠦，剤➮䟝铞涸鑨，⨢仗涸

♶僽㧨？」鸏〣鑨⡂⛖䧭捀衞话涸㣆눱，➮

鍑莅䝲⫊，衞话騈衽俲椚時時涸䖕✲，㼟남

㞔㼓，㱙㱙⡂⛖♶腋䱺「時時ꨆ涸✲㻜，

264

⟤佹欰㆞儘剎佹麕➮，捀邍麨䠮闒，㼟縂鋅

衞话㨥穅䪪♶ⵌ雊儘ꗻꅾ倞㉬⹛涸倰

琎稡䊺⛉涸䞕筱穅倴旙涮，䒸饱㷸吥ヰ罉䌌

ꗻ，罜僽㣐㘗菻葦㹁⡙欽涸「竤箁⭑」，⚛

䍲䘑㼦䪪腋⥜䗂涸⻠䌌。㖈ヰ罉䌌⼿⸔♴，

䨡ⷜ䭸㼬：歊翱䋞、랔ꅷ⭑խ䕧⫹䖕劍籏湌：刼䙼纏խ
ꂂ坿：랔酕绥、卌㼿䗞խ耫갉鏤鎙：넞⨀儫խ醢⡲➃：

椚：齶棭⨀խ㛂遤醢晚：㷟⚑խ植㜥㛂遤：ꤷⱟ鐱、

䓹㌈խ欰崞醢晚：卌䕔⠺խ醢晚⸔椚：勛⢕梥、峿

⡡笻խ伢䕧㣐⸔：鑹㶶⥜խ伢䕧⸔椚：鏪㹻韝、ꀶ妲

韝խ敚⯕䭸㼬：꤫䘋囙խ敚⯕⸔椚：豤䘋韝、桬⤧機、
詎榰듳、豤㹻䗞խ佐갉䌌：꤫❠⨀խ佐갉㣐⸔：랔㣔

ꪶխ佐갉⸔椚：桬併傒խ㛂遤繡遯：鏪⚆鰜խ꤫鏤㛂

遤：䑁ば秫խ㜥兞⼿⸂：랔戇姻խ繡遯⸔椚：鿓肬㎗、

詎⢆ば、諽榏愯խ鸤㘗䌌：랔併䓍խ⻋㦳䌌：ⷠꨛ楧խ
녋㘗䌌：桬ꉎ꼖խ唚⻋⸔椚：랔纷棶、랔莞巒խ剪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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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椚：ゟ蓐榏խ剪酤⸔椚：䓹⛇俒խ㜥걆棵：嘥劊

椚：ⷠ䚃ばխ噠㼠㆞：ꁀ加囙խⰗꡠ㼠㆞：ⷠ渠

绥խ㜥⸔椚：歊䃕囙、勛䪭缦խꨶ䊨：꤫鹎ꆄխ⩎

寍խ遤ꌼ⸔椚：랔㹻䕔խ侮ざ遤ꌼ：뢶瀖⫄久剤ꣳⰗ

䖒곃㉏：랔䎓貽䖒䌌խⷜ撑䌌：勛㷆䏭խ薊俒㶶䍌：

⾇、詎帺㮵、悮갚㮵、詎䚃、鏪剅ꌂ、꤫猨䟃、䨞桪

䬝莅䍌䖕蔅窛：寐㷆闉խ䍌䖕蔅窛ꂂ坿：ゟ厣嫏խ岁

Э遤ꌼ窡硁：㽮䢵俒խ侮ざ遤ꌼ：卌儢廒、䁌馢

叕邆ⳝ、勛䚃蔊խ遤佟窡硁：僈棟խ剚鎙：卌猗蛂、

角խ嵳㜡鏤鎙：㥪儘⯕㫨坿剤ꣳⰗЭ鋕錏鏤鎙：

⻋✲噠剤ꣳⰗխ⼿⸂醢⡲：㔋涰乹䕧⫹醢⡲剤ꣳⰗ

ꌼ㈒莅䕧㾝䲀䑞：⚥䕧肆⟨剤ꣳⰗЭ晝奚㼠㆞：

꤫㛆麥剚鎙䌌✲䨾、꓃ꓯ溫խ醢⡲：Ⱶ⦬둷ꨶ䕧俒

op

夔璭➃欰

Betelunt Gir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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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傈，棇涸㭊㭊中鋅棇，㭊㭊ⴀ鎊

ꨈ聃鼩飅㖈墼嚧伱，㛚䭰銴鋅ⵌ㷟㶩，棇
〫㥪⫄矦鎝䬺鎷⨀䱺㼭⪂佞㷸。㭊㭊䕧갠
墼嚧伱欰䠑，罉꠸ⴀ馜➃。㼭⪂㔐㹻䖕，

棇溏ⵌ㼭⪂涸殥，僽嫢㶩莅⨀♲➃♧饱

卌䒊㖳խ㼬嵳㜡：碜靽㢵㯯넓剤ꣳⰗխ㕜ꥹ晝奚

涸䎋犷垸垺。

、♲僦ꨶ䕧俒⻋✲噠剤ꣳⰗխ伢䕧㐼勞：躃躢醢

導㷆悦խ晝奚㼠㆞：䓹嫯䏭

僈䕧鋕㐼勞剤ꣳⰗխ宐⚥伢䕧：嵳䏁⽫韍խ宐⚥伢

時時衞影狲）խ闒굳（귇衞话）խ⡮蕰內（귇衞惶）խ

䟃併涸㜥，毠⡂㼩䟃併涸堥鮦悝怚，棇孵

㨴㨴）խ屛䎂（귇桬袚）խ鏪⛇巒（귇㼭㩬）խ

涮植㥠涸♱㣗鮿䓳搂腋，鼩銴䗾「㭊㭊涸鎊

⡲⫄久Ⱇխ敚⯕㐼勞：⯕䕧䊨⡲㖷խ㜥㐼勞：⼿

䕧䭸㼬：勛⚆僈խ宐⚥伢䕧䌌：꤫굳害խ伢䕧⸔椚：
勛厬愌խ瑠䬝：䓹淏搭խSteadicam：눴걧խ噲ꣳ蒀
㚖肆⟨剤ꣳⰗЭ䖕劍窡硁：꤫꧉楑խ侸⡙锅⯕：

刼䙼纏、寐䚃⺍խ墂呪盘椚：蠝蔒榏、姘ꤿ併խⶩ

鱀⸔椚：闒㹆棁、哀✻愯խ䖕劍⼿锅：꤫꧉楑、䓹

笞秴խDCP 嫢彂⸈㺙醢⡲⿻䭡頺：犷湱侸⡙ꨶ䕧醢

⡲խ勭嫲幋갉ꏗ갉㹔：ꋓ缾俒ⶾ㥪㢵耫갉䊨⡲㹔խ耫
갉䖕劍：♲ⶾ侸⡙肆⟨剤ꣳⰗЭ耫갉䖕劍䊨玑籏

蛅⳯（귇ヰ罉䌌）խ⩬ꨮ（귇桬晆晆）խ♨㻞（귇

⥜㥏）խ⡮儀箰（귇ず㷸ㄤ䕔）խ卌㹗㸞（귇ず㷸㶰

铃鴊縰。棇ㄤ⨀傈⛉欰䞕，⠅䜂儘棇

눴聾屘）խ랔㤘绥（귇ず㷸㣐耫Ⱇ）խゟ剦㤀（귇ꆥ

剚劍，棇⩑搭聃ⵌ㼬麉欽鰋訨涸〡ガぢ

）խ蛅幢棟（귇㢫⪹）խ䨥傺䥃（귇嘥⚺盘）խ랔
ꉎ㮵（귇㶰㱙㱙）խ哀莞巒（귇ꭑ䏅㆞）խ 㼭ꅿ（귇

ⷜ䞕➝稲

ⴀㅷⰗ 醢⡲Ⱇ：Ⱶ⦬둷ꨶ䕧俒⻋✲噠剤ꣳⰗխ

♳棵㽠鎷䨼匌撑곃。ꤑ✫撑곃㷛㶩，棇涸

脌㹁♧խ갉佪ⶩ鱀：넞⨀儫、闒Ꟁ㸪խ갉佪醢⡲：卌

涮遤Ⱇ：㪮鋕肆⟨剤ꣳⰗխ晚Ꟁ：98 ⴕꗻխ铃

괐剤ꣳⰗЭ鋕錏暶佪籏湌：㓂䮸妲խ须幀䕧⫹ざ

䧭䌌：꤫㪎㖳、꤫蒩琐խ晚걧鏤鎙醢⡲：縒괐剤ꣳⰗ
Эⶾ䠑籏湌：넞鹠鮪խ㶶넓鏤鎙：卌⢕룲խ鋕錏

暶佪醢⡲：詎䪭ꏳ、꤫蒩琐、꤫⭑謶、꤫⣜㮵խ갉坿
窡硁：卌㼿䗞խꏗ갉㹔：㣐猒갉坿ꏗ갉㹔խꨶ䕧姐

刼 Э〈䧮♶㖈⛖〉刼：闒㸻匋խ鑂：詎ꋓ㫲、闒

㸻匋խꏗ갉：匋鈷俒⻋✲噠剤ꣳⰗխ怵㈖：闒㸻

鎊：㕜铃խ♳僦鋊呔：DCPխ겳㘗：ⷜ䞕晚խⴕ秹：
⥃隌秹խ♳僦劍：2016.11.18-2017.01.19խ牱䨼私

ꏗ：倞〵䍤 2,247,718 ⯋（騗䎃稡鎙）խ㾝私ꏗ⿻

鰊㼬ꆄ：2016 䎃껻度❏崎ꨶ䕧眏、峫勒熘㥏䚍䕧㾝

姻䒭畹飓晚、넞꧆ꨶ䕧眏、慍崎ꆄ罌䬘螠铃ꨶ䕧眏、
⠅倛갾㕜ꥹ䕧㾝姻䒭畹飓晚；2017 䎃Ⰽ䁘ꨶ䕧眏；
102 䎃痧 2 唑妄Ꟁ晚鰊㼬ꆄ

匋、勛儢榏խ晚㽵刼Э〈痧♧겎瀖걧〉刼 鑂 怵

㼬怵矦➝

SP：Warner/Chappell Music Taiwan Ltd.խꂂ坿Э

K.I.A.D. 繡遯焚㡦。剎ⴀ晝粭劥《䧮涸 23 ⦐茁㶰》、

㈖：䖛ぢ用խOP：搂ꣳ䒂⠽갉坿✲噠肆⟨剤ꣳⰗխ

〈聃鋅䠦屎〉刼

鑂

ꏗ갉：嘥捀溫խ怵㤉：넞꧆

䠦坿խ〈Laudate alla Vergine Maria〉刼：Giuseppe

詎ꋓ㫲，⽂䫏簖⚥莇倞勠➃，〵㣐爢䊨禺殗噠，薊㕜

《㢚笃裦涸䠦䞕绢겗》，2010 䎃饱㨥ⶾ⡲ⷜ劥，

《⡹植㖈㖈ㆭ》剎栽〵⻍䋑「䬝〵⻍」ⷜ劥껷栁，

Verdiխ鑂：翱竤竤俒խ怵㈖：䍌耫ざ㈖㕰խꏗ갉：

《⼧♬贫ⴀⰅ〡》Ⰵ㕠ꆄꗻ栁⿻傈劥匌❩ず䘋ꨶ䕧眏；

ꣳⰗЭ袚✲Ꟁ：ꀎ猗蔊խ籏竤椚：⡦䘋摥խ遤ꌼ

栽⟻剽藄蛂蔅ꨶ䕧眏剓⢕ⷜ劥栁、〵抓⮛葻ⷜ劥栁⢕

䍌耫ざ㈖㕰խ〵抓ꨶ䕧涮遤 遤ꌼ㹒⫄：㪮鋕肆⟨剤

竤椚：⡦卌峕խ噠竤椚：넞ⷧ㹆խ遤ꌼⶰ椚：勛秫

䚃խ遤ꌼⶰ椚：䖛嚩愯խ噠ⶰ椚：꤫繡㥶խⰗꡠ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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ぢ⨀㷸绢⨞蝳，⨀ꤙ棇鸕遳，Ⰽ➃秉

ꥑ兰）խ導鑘蔕（귇ず㷸涯꼏繡）խ豤䗞拨（귇ず㷸

⡲㹻劥➃）

㶩绥、闒Ꟁ㸪、랔㖈䛸、勛㸻愯խ侸⡙鋕錏暶佪：縒

♶麕，䓽䜲㖒ⴀ䩛來鎯。棇鯺䟃併㔐㹻，

歊翱䋞（귇㵶㵶）խゟ傺麨（귇〈〈）խ랔ꅷ⭑（귇

湌：剆彂䂾խ耫갉䖕劍醢⡲窡硁：鑹㶩铿խ5.1 幋갉：

넞⨀儫խADR 㼩涯ꏗ갉：卌㶩绥խFoley 鏤鎙醢⡲：

墼嚧伱畹昰慨捙，ꥬ㠗伱♶欥㹐➃佖䰌

⚺銴怵㆞Э薵俒蔊（귇㱙㱙倰䢵薊）խ勛勛➋（귇

2012 䎃껷鿈ꨶ䕧《⦬둷⢵涸㷎眏》二⟤管ⷜ⿻㼬怵，
⡲，Ⰵ㕠㕜Ⰹ㢫㢵⦐䕧㾝，⚛栽鼝䠦♨㜄〵抓ꨶ䕧眏

ꟗ䍌晚、Ⰽ䁘ꨶ䕧眏䍌晚瘞。

墼嚧銯倷棇栬荈乁귢⯥㶩㼭⪂，儻♳

⚥㕜麉㹐➝稲墼嚧銯倷，䠑䘋嶋尐，鿪鄄
⨀溏㖈滚䏁。

䟃併걆ⵌ痧♧⟨讐宐，锞棇嫢㶩く궤

昿鋷㍅颻，竤䌢诔佦銴ꐏ，捀宠欰㶸棇籏

邍麨䠮闒。䟃併㉏棇，⡲墼嚧銯倷♶䙲鄄

➮ぢ㥏⚺錬デ涯「䧮귢㧨」涸竤Ⱙ堀媯。墼

衆，⚛♶荈⼻。鵦㹻䖕，䨼匌デ濼㼭⪂㢫Ⱇ

搋걧昈겙。㥠銼錚溏ヰ僤꼦涸ꨶ䕧，㋐䠦

➃㹻铞鑨㌨？棇荈钢♶⩔♶䵻，⯕僈煓

嚧伱⢵✫倞➃䟃併，㥠䖰犷䒊㱤⢵〵抓，䚍

⢵麕，棇涮植갪ꑙ♶鋅，⢵ⵌ颻㜥䪪昿鋷，

㛇㾵㆞陪⨀⟤⟤䚐，㧼㱤窍植

✳⼧蠝，棇孵䤨㖒〡걧鍑ꤑ昿㥏ꡠ⤚。鸏

䞕繽惯，棇⼿⸔罉꠸䌟㥠㷸绢倞橇㞯。

⟤䨾Ꟁ，䨾Ꟁ竤䌢搂佦ⴋꨈ。➮䎂儘頾顑䊣
叆墼嚧伱，鸏㣔捀✫鷆䯲䮋ꅩ➮涸植遤月，
淼㣰搂䠑鼍殆㖈棇涸䏅酭。捀✫䠮闒棇

⾲⢵昿鋷Ⱙ殹✫嫢鋷涸鼍暟，갪ꑙ銴餁ꆄ

㣔，⨀溏衽棇剓㋐姹涸ヰ僤꼦ꨶ䕧，对
㹁䪾㧼殆♴涸尪涮䵦ⵌ嵳鼹敯嫆。

⨀ꤙ棇嫢㶩⽂♴㋓㋐ꂋ，棇涸

涸䭫ꆄ♶僳，⨀锞㹹㢹，⽿麂♳崩孝뀁

㭊㭊瑳搭ⴀ植銴䌟饥㼭⪂，䎋剤Ꟁ鰳⚺䭰Ⱇ

⛳鄄䪑㡏。䖕⢵棇ㄤ⯥㶩飑暟儘麂ⵌ

㶩⿶颪嫬鄄ꡠ，鞟腋植㖈钢㷟？㭊㭊侰♶麕

仠，꧱倰䪌䩧，⨀茁♳䱦䕙，棇涸갪ꑙ

⨀，鼝锞⨀⢵㹻酭欽궤，㼭⪂䮋ⶂ굺暟，

⨀ㅺ➮⛥⛥く궤㽠鷑➮嵳筅㼂㼂涸梖Ⱘ，
✽⹛葻㥪。

麥，䭸顑㭊㭊㖈棇䧃㶲劍♶耂♶㉏，⯥
滞➃倷㠺，䞃搭ꨆ。㔐玑騟♳，⨀㉏

棇尝䟝麕䳖䊨⡲㌨？棇㉏，ꨈ麥⨞墼嚧
銯倷䖎⚓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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䟃併♧➃곃䏅，界黩罉꠸䚍，棇䟝

剐㥠來鎯罉꠸，⡎䟃併鼇乵䜂✲㻞➃。⨀
㖈騟鼹荆增，麂♳ꂋ䖕꾷鮦涸㕜㼭ず㷸，

⨀䗱鮿佞➃，♶俲ず㷸♴♧猲ⴀ鮦犳，殹㜥

娦❗。棇捀✫硁ꐏ，搂㣾ㄤ㹐➃鹎遤䚍❜

⸔：齶뜛〞խ敚⯕⸔椚：鏪뇷뜿、꤫猈⯕、勛㸽閄、

卌⢕僅խꨶ䊨：詎ꆄ犷խ꤫鏤㛂遤：䓹㹻犵、䓹俒覝խ
椚：䕙蒀埠⫄㯯、ゟ嚶殊、卌꧉⢆խꏗ갉⸔椚：峿催

（City of Memories, 2011）、《 搂 耫 娔 剢 》（True

䕙、嬁㧶、蔅鿪䊺ⵌ岲㕜♧媯儘。ꥬ傈，

Boy on the Bike, 2009）、《 暆 ⵘ 涸 佦 ✲ 》（The

⽿㔔捀尝剤ざ岁䊨⡲阮罜鄄䬩穪。㥠䟝騈衽

ꯂ缦、弔鑅蘩խ剪酤盘椚：卌楾蠩、闒儀槇խ怵㆞盘

㶿、勛匌匋խⷜ撑䌌：勛妇ㆹխ⩎ꏗ䌌：蛅肬铇խⶩ

of Touch, 2010）、《齡⦐꾷荈遤鮦涸歑㷛》（The

꤫俒䗞խ薊俒缺陼：蛅肬榰、Ryan H. Chuangխ伢

Toothbrush’s Story, 2008）瘞。

䵦㔐〵⽂，䏞麕긅欰。荆ⴽ，牏㷟♲➃㖈

鮦畀ꨈ䖤ざ撑。尝㢵⛉，⨀⢵ⵌ棇，

䕧㐼勞：躃❫伢䕧剤ꣳⰗխ敚⯕㐼勞：⚥䕧肆⟨剤

ꣳⰗ、Ⱉ犷㐼勞剤ꣳⰗխ㜥㐼勞：⸂囙䕧鋕㐼

䵦㹻殹㣔，䟃併⢵鷑遤，㥠铞荈䊹䧃✫

罉꠸涸㼭㷛，㔔捀罉Ⱇ搂岁欰肬，对㹁欰♴
⢵。⨀鷑窍㼭⪂♧⦐酤怏ꨫ굺涸嵳筅㼂㼂

剅⺫，랿랿ꨆ。棇♶濼⨀⢵麕，湬ⵌ

㼭⪂䩧剅⺫，㼟㢫㭊涸갪ꑙ渱❜ⵌ棇䩛
♳䩞濼䞕。鎙玑鮦♳，棇랿랿崩♴幢帒。

䕧晚须俲

ⴀㅷ➃：ꁀ憠、鿓憠խ湌醢：꤫⤧⚥、衞䂾խ醢晚：

娜䎃⡲ㅷ⺫䭍《㔐껷⛓》（2014）、《峫㙹䖃✲》

鱀：Donna Mathewson、꤫廭儢խ⾲ⶾ갉坿：Juan

㼭⪂涸㢫Ⱇ䖤✫肾浓，䗱欰䧈䜼，对㹁

㔐〵⽂，鎷鴀㭓䬩。

。㕜殆♴耢窄ꨶ鑨，銴角ꫭ剤✲䪪➮。

晋韝銯㣐㷸，2010 䎃《䖤秣秉ꨶ䕧㷸ꤎ焚㡦㷸⡙。

Carlos Rodriguezխ⹛⡲䭸㼬：嘥䘋륌խ嵳㜡鏤鎙：

ꧪ搭妇䣆，⡎➠铞Ⰽ➃僽♶ず⚆歲，对㹁䵦

譩颩㛚，䖰✲㼬怵、管ⷜ，2008 䎃殗噠倴⸈䭭㣐䨥

鋷䧹，䊺㖈䊨䑖䪪ⵌ䊨⡲，角ꫭ彋⪔䫏ꬒ剦

麥Ⱘ㛂遤：䕠ⱟ⻋խ繡遯⸔椚：꤫龐ꫭ、劫桪諌、卌

僒。棇、⨀、䟃併ぐ荈⡜惐。

垸⟬ꨶ䕧㜥兞ぢ㥠デ涯：「䧮귢㧨。」棇

㼬怵矦➝

2016 䎃〵抓ꨶ䕧➝稲 ⷜ䞕晚

勞剤ꣳⰗխ❜鸒：倰⡙㼭㹐鮦獆顲、橇㸙㼭㹐鮦

獆顲、宕傻㼭㹐鮦獆顲、⼿僈㼭㹐鮦獆顲խ锅蒀锅⯕：
儘鯥、峿俒⳯խ䕧⫹䖕劍䊨玑：⫄缾侸⡙䕧⫹肆⟨

剤ꣳⰗЭ醢⡲籏湌：륟⟗廭、ヰ梥蟣խ䖕劍窡硁：
桬䚃㮵խ晚걧鏤鎙：꤫㪎❅խ晚㽵：꤫㪎❅խ㤛晚：

角ꫭ⡞鹎䎙⦐箩歒㥏㷛ざ獆涸Ⱇ㺲，

角ꫭ瑭♳侮뢶涸㤛酤，ⵌ㙹酭涸Ⱇ鑑，

䕙䊨⡲，䕙⽿铞♶黠ざ，⡂⛖〥剤ꦡ䞕。
角ꫭ鱲ⵌ귭䑼♳棵，㥠㖈䑉䨼鳟䊨⡲，䪾

n

ⱄ鋅檳㙹

The Road to Mandalay

鳟蕲伭ⵌ涸ꐏ㺕㔐㹻。♧傈，角ꫭ莅㹔涮

欰铐剚，㕜㸞䱖㥠殆㺋㣐㨢㹻，➮ꬆꬆꤙ
衽擿漗涸㥠，䞕䠑恸恸訬䒂。㕜䋞劆角ꫭ
♧饱ⵌ䊨䑖♳棵，⡎㥠㛚䭰殆㖈㙹䋑，♧䗱

䩧聃鳵䊨⡲阮涸鸁䖜。厥㢹，陪㻌ꡗⰅ귭䑼

ꐏ挴❅խ倾涯㶶䍌：꤫갚㥶、涯妇歊、겝⸛畾խ侸⡙

㺋莓，角ꫭ㔔捀搂阮鄄酢，㕜⢵⥃ꅼ，

䭡頺：ꐏ挴❅խ갉佪ⶩ鱀：䨥䘋⯕խ䖕劍⼿锅：ス蕰

䌟衽「끇涸㥠ꨆ㙹䋑。

䡹խ耫갉䖕劍䊨玑：⫄缾ꏗ갉醢⡲剤ꣳⰗЭ幋갉：

ⵌ✫䊨䑖，角ꫭ♧㥶䖃䌢颪⸂䊨⡲，

䨥䘋⯕խ갉佪ⶩ鱀：䨥䘋⯕、랔䘞歉խ갉佪鏤鎙：䨥

䘋⯕խ갉갠ⶩ䱺：䨥䘋⯕、랔䘞歉խ涮遤冸遤ꌼ㕰：

㕜涸滚⯕㨥穅岤鋕衽㥠。角ꫭ➠䟝鳵䊨⡲

螠耢㕜ꥹ㢵㯯넓肆⟨剤ꣳⰗЭ꤫㸙㸙、⡮㪨㳱、

阮，㥠䌟衽㕜粿✫鏪㢵ꐏ，㞅✫鏪㢵须俲，

ⷠ䋞姻、桬듳焚、꤫䟃梥、飅悦㥶、꤫用蓸、꤫樥蠩

䋞劆腋㔐ⵌ㙹䋑，剤刿㥪涸䊨⡲。㕜錏䖤

⚺銴怵㆞Э剎棶榮（귇鏪뜩棇）խ鏪꿴➝（귇卌䐁

♶銴鳵阮，➮♶溭♶⠅⸈棵，䟝衽㶸㣁✫

⨀）խ桬♨瘱（귇ⷠ䟃併）խ齶鴇䛸（귇㼭匋）խ꤫

捀字（귇鏪昿）խゟ⢕棁（귇뜩棇㭊㭊）խ峿鿪䬘倛

ꐏ㽠㔐箩歒剪酤䏅。Ⰽ➃㼩劢⢵涸䟝岁尝

鏪巾꧉、ꀎ䣔埢խ瘼ⷔ：豤嫯ꨛ、蛅肬铇խⶰ㼬怵：

（귇墼嚧伱罉꠸）խꯂ寍（귇卌䐁⨀㧼）խꆄ㧚（귇

遯窡硁：ゟ蒩㰃խ剪酤鸤㘗：ゟ嚶殊խ⻋㦳䌌

ⴀㅷⰗ：螠珠㢵㯯넓剤ꣳⰗ、蕰〳俒⻋欴噠꧌㕰、

ⷜ䞕➝稲

倬艚，䊨䑖⫦䲿⣘㔋蠝⯋ꄴ谔顥，犷㸞鄄鷑

Ⱇխ涮遤Ⱇ：螠耢㕜ꥹ㢵㯯넓肆⟨剤ꣳⰗխ晚

㼩䁘，♳✫䁘，粕麕✝斖涸歊㖒，穅倴㖈♧

䊨鄄欽麕⽰⚓，⡂⛖尝剤缺魨涸〳腋。

峿⠭韝խ伢䕧䭸㼬：䑁侣㜜խ敚⯕䭸㼬：㾅䒾➋խ繡

㋮㋮）

佪⻋㦳：叕⢆Ⱖխ녋㘗䌌：勛㸞䎂խꏗ갉䌌：倷ꈚ

韍俒⻋⫄久剤ꣳⰗխ醢⡲Ⱇ：螠珠㢵㯯넓剤ꣳ

儢խ㼬怵 管ⷜ：譩颩㛚խ醢晚竤椚：䓹儢խ醢晚⸔

Ꟁ：106 ⴕꗻխ铃鎊：㕜铃、〵铃խ䬝伢鋊呔：DCPխ

暶

罇խ⾲ⶾ갉坿：Juan Carlos Rodriguezխⶩ鱀：꤫廭
椚：康⯘、卌䒊䘋、卌㡦绥、䓹鞮檏、꤫麥巒խ⟱

ⷔ：勛㣐箰、꤫⢰䘋、蛅肬铇、䓹꧉梭、꤫⧉㥶、꤫

䕔輑、꤫ꐘ妇、겝㶩䟂խ㜥걆棵：桬䖰肬խ㜥⸔
椚：鏪㸪潈、鿓铇ㆹ、鿓듳⡡խⶰ㼬怵：峿⠭韝、ゟ

䗞宕、⡦凶槼խ⸔㼬：倷㪨⟻խ㜥鎹：⡮⢕䚃խ伢䕧

㣐⸔：⧋䕟խ伢䕧⸔椚：랔㎗酕、♨兰渠խ敚⯕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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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僦鋊呔：侸⡙խ겳㘗：ⷜ䞕晚խⴕ秹：⥃隌秹խ♳

僦劍：2016.11.25-2016.12.15խ牱䨼私ꏗ：倞〵䍤

388,800 ⯋

岲箩鼹歲屎歿，䎃鰋涸㥏㷛䵩衽㼭萜ⵌ

鰘㼭顊鮦⨢♴。䎃鰋涸㥏㷛そ〭角ꫭ，騈

剤❜꧌。厥㣔，䊨䑖涮欰䠑㢫，ずꀀ犷㸞⫊

㔐箩歒。角ꫭ莅㕜滚鋅䨾剤竤麕，⩔庋獵
角ꫭ穅倴䭭ⵌ䊨⡲阮，㥠莅㕜♧饱ⵌ

倾鼹瘞䖊涸➃鿪銴⩔庋ⵌ岲㕜。騟鸁鵿鵿，

㙹酭䥰䗚䊨⡲，劢俲䊨⡲阮➠♶ざ岁，鳟蕲

⚺⹛㼟䏠雊窍㥠。䖕䏠涸➃㖈杮㼭涸瑠

䑖，角ꫭ䠑㢫䖤濼㕜剎伍♴䊨⡲阮涸鸒濼

角ꫭ鼇✫佐顥鯱⡜涸䖕䏠，ず騟ꫭ䎃㕜⽿

⚥漗，〫剤㕜尝ꟗ滚，䏠涸角ꫭ끇ꦖ

鸒麕湏叆，♧遤➃穅倴Ⰵ㞯岲㕜。㕜鷴麕

风⢵涸ꐏ鄄꿋饥，角ꫭ⫊䗱㖒ㆰ✫。㔐ⵌ䊨
ꨶ鑨，孵䚊鑉㉏㕜，Ⰽ➃ꤴⰅ昰ア，角ꫭ

䱣膨，ꨆ䊨䑖。角ꫭ♴㹁对䗱廔ꐏ鳵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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㥠ⱄ䏞瑭♳㤛酤，欽荈䊹涸ⴲ㢹䳖䖤⼧❀蠝

⯋，ⱄ竤麕㾵㾵涸䩛糵，穅倴《䖤䊨⡲阮。

殆♶⡞角ꫭ涸㕜鷷恸ꤴⰅ泇期，栬荈㖈䑖

䨼尝ㄐ㖒䊨⡲，诔鲛搭涸堥唒耫涮峾䗱䞕。

幢兒，㕜꾷衽堥鮦ⵌ㙹䋑♧贖Ⱇ㺲♴，䌟
衽♶ず⟃䖃涸䤨䙭滚牟以♳㢫晘，鹎Ⰵ垜♳

涸䨼。姽儘，角ꫭ鼩漗衽，㕜䙱䙱溏衽

㥠涸茁，㨥ㆰ岜。➮䖰魨䖕䭭ⴀⴉ，䶌⡞

角ꫭ涸㏠，湬ⵌ㥠宕黇搂岁䱣膨，ꦑ䖕䪾ⴉ
ぢ荈䊹，秋蒀涸過寜寜懈ⴀ，㕜尝✫

孵䜂。

䕧晚须俲

ⴀㅷ➃：桬⚆꧆、绀僈곏、叞兰㾓խ管ⷜ

จ๋อยก้อมխ暶婌㜥걆棵：ศุภชัย จิตมงคลխ暶婌㜥

⸔ 椚：สุรพงษ์ ก�รปลูก、พร้อมพงษ์ สมจิตรխ 侸 ⡙ 墂 呪
ั ไวท์ ไลท์ สตูดโิ อ จำ�กัดխ 繡 遯 㛂 遤：ม�นพ
盘 椚：บริษท

แจ้งสว่�ง(แจ๊ค)խ繡遯⸔椚：นันทวัชร์ ชินอ่อน(จ๊อบ)խ麥Ⱘ

䌌：มนตรี บุศยศิร(ิ น๊อต)խ麥Ⱘ⸔椚：ณรงค์ ศรีโสภ�พ(โอ)խ
่ ไวย(เจ)խ 植 㜥 暶 佪 ⻋ 㦳 䌌：
繡 遯 穉：วัชระ หมวกหมืน

馢䗞脒խ⚺銴怵ⴀ：叕匌、ゟ〳擳խⰟず怵ⴀ：

桬莇峿、馢䗞㺢、悮姻뜩、ꁀ㣆貽、⻢㎗䛸、勛蠝

娀、䖛䗞⨀խ醢晚：랔薳僅、馢䗞脒խ耢ざ醢晚：
桬 楜、Dominique Welinski、Aditya Assarat、 馢

䗞㺢、⽓蛏楧㫫（Katharina Suckale）、蒕螩卌厣

（Arﬁ Lamba）խ瘼ⷔ：ヰ⚆宕、ゟ僈䥃、繏猥唿խ
伢䕧䭸㼬：薵绥խ敚⯕䌌：脌嫯嵞խ繡遯䭸㼬：

Akekarat Homlaor (AKE)、เอกรัฐ หอมลออ (เอก)

ⶩ

噠⼿锅：䖛⧉、䖛鑘巒խ醢⡲盘椚：䖛㎗㶿խ㶶

⯋㈔♧栁갪 Arte ⷜ劥㣐栁；厣卌䕧㾝⚆歲ꨶ䕧㛇ꆄ

〵抓侸⡙ꨶ䕧醢⡲Ⱇ：黇匌侸⡙醢⡲剤ꣳⰗЭ
䍌醢⡲：詎剦悦、卌儀խ㕜ꥹ晝嵳㜡鏤鎙：Akiko

䖤栁、㾝私ꏗ：2015 䎃栽㖿㙹䕧㾝 Atelier ⶾ䫏㋲
剚栁⸔；㪮㽳倛䕧㾝「㪮㽳倛傈」㕜ꥹ姻䒭畹飓栽姘

哆խ薊俒㶶䍌缺陼：弔㽳·ꨮ䛸（Tony Rayns）、

⯋、ꆘ㿋䕧㾝❏崎⛓璭㋲⯋、껻度❏崎螠铃ꨶ䕧眏、

กิจทรัพย์խ 植 㜥 ⼿ 锅： 馢 䗞 㺢խ 鼇 錬：ทิพย์วรรณ
รินทร(ทิพย์)、วัศย� บุญนัดด�(เมย์)խ剪酤⸔椚：ส�ยทอง

鱀：卌渤խ涮窡硁：嘥㹗榮խ岁俒㶶䍌缺陼：勭

⡦繡榮խ箩俒 ⚥俒㶶䍌缺陼：馢䗞脒խ頿：넞䃪
隘、ꁀ猗㥶խ剚鎙䌌✲䨾：耢剚鎙䌌✲䨾、

แสนปัญญ�、ณต� ซ�โต้(อ�ต้�)խ 㜥 鎹： 卌 翱 俒խ ⷜ 撑

Chartered Accountant Berlin–Suckale&Partnerխ㐼勞

แซ่หลี(่ วรวุฒ)ิ 、อ�เว่ย、Julie Rivière、Gary Delépineխ醢

Ltd、HD.Club 礶灇㕜ꥹ、All Star.Cineխ悝宐眏姐刼

䨥 妇 覂、 ꤫ 撑 ⚥、 ゟ ⢕ 荬、 鏪 嘥 ꤿխ 植 㜥 缺 陼：

Twosharp Entertainment Co..Ltd.

갉㹔Э耫蒀渱㶩剤ꣳⰗխ耫갉ⶩ䱺：㸢⢩䏭、

莇峿（귇犷㸞）խ馢䗞㺢（귇㺢）խꁀ㣆貽（귇✳

䌌：  僈 黇խ Ⱇ ꡠ 㹒 ⫄： 峿 俒խ 醢 晚 ⸔ 椚：วรวุฒิ

FILMeX ꨶ䕧眏⚺畹飓㋲⯋、䋒ꅽ倛劥❏㣖ꨶ䕧眏 A

Matter of Form Section ㋲⯋、뛩暶⚸䕧㾝僈傈⛓耫

Э〈Cherm〉⡲刼 ⡲鑂：Kovit Intienխ晝奚䨾剤：

㼬怵矦➝

寐鸮溫、勭❠內、闒ꫭಊ、鑹⢕琐、ⷠ㼭軨、䓹蓸

㱧）խ悮姻뜩（귇单）խ⻢㎗䛸（귇㎗䛸）խ勛蠝

ꫭಊ、꤫⿶榫խ耫갉䖕劍耢粯：㸢⢩䏭、闒ꫭಊխ岁

㷆顠ꨶ䕧眏⚆歲ꨶ䕧㋲⯋、ꆄ꼛䕧㾝ꟗ䍌晚、匌❩

㋲⯋、ㆥ䗞㜄ꨶ䕧眏 Festival Favourite ㋲⯋

怵㆞Э叕匌（귇㕜）խゟ〳擳（귇角ꫭ）խ桬

榄խFoley ꏗ갉：寐鸮溫、勭❠內խFoley 갉佪：闒

㕜ꥹ畹飓㋲⯋剓⢕䕧晚；㢵⧍㢵䕧㾝殹➿ꨶ䕧礶鼇㋲

Ⱇ：Lighthouse Film Service Co.Ltd.、Big EyeCo.

สุวรรณ แซ่ควัง(ลูคส
ั )、ไอวี、
่ ฉ�ย、勛稲듳խ勭嫲幋갉ꏗ

娀（귇㼭娀）խ䖛䗞⨀（귇⨀）խ뉓剤繡（귇嬁㧶）խ

馢䗞脒，ⴀ欰倴箩歒。⼧Ⱉ娔ⵌ〵抓㈥剅，殗噠倴〵

抓猰䪮㣐㷸鏤鎙䨾，2006 䎃殗噠⡲《涯듻》⽰余鹎
ꆘ㿋䕧㾝；2009 䎃栽鼇껷㾂ꆄ꼛ꨶ䕧㷸ꤎ㷸欰，「
ⵌ⣶㷂颩、勛㸞、詎僈❮瘞㼬怵鋷荈䭸㼬；2011 䎃
贖㥏⡲《娝⢵涸➃》♧뒊끇➃，䲿そꆘ㿋䕧㾝倞惐崩

䁌佖撏（귇䕙）խ勛蔀䠦（귇蔅）խ嘥僱稇（귇

栁、뛩暶⚸䕧㾝罉贅栁；《ⱺ嫬》㖈厣卌䕧㾝㣐佞殯

Barraudխ侸⡙锅⯕䌌：Yov Moorխ岁㕜䖕劍Ⱇ：

Ⱄ㫟）խ桬㣐ꫭ（귇勠Ꟁ）խ䓹♲嬁（귇勠Ꟁ⸔椚）խ

怵、〵⻍ꨶ䕧栁剓⢕㼬怵，栽ꆄ꼛栁剓⢕㼬怵䲿そ，

Busnel-JoncourխProject Coordinator：Anh-Phuong

桬稇唼（귇䊨䑖罉꠸剚鎙）խ鿓䘞腋（귇귭䑼罉꠸）խ
勛姻奚（귇귭䑼歑䊨）խ䓹囙蔊、ꠦ呟薊、齽巒楧、

「♴♧⦐〵抓㣐䌌㼬怵」。姽㢫，㛂㼬涸私ꏗ晚《绿

勛剢猨（귇귭䑼㥏䊨）խ馢䗞➲（귇㕜㣐㨢）խ꤫

畾哆（귇㕜㣐㨢㥏⯥）խ齠僱螠（귇귭䑼罉꠸⸔䩛）խ

꼛栁剓⢕私ꏗ晚、ꨶ䕧갉坿。《ⱄ鋅檳㙹》僽Ⱖ痧㔋

嘥㹻顜（귇䷒䩯鮦㣗）խ罉倞（귇鼹字Ⱕ）խ䐁㹁

鿈ⷜ䞕Ꟁ晚，硁⪔劍Ꟁ麨❀䎃，莅岁㕜、䗞㕜、岲㕜
瘞㼠噠㕰騗㕜ざ⡲，栽㢵갪㕜ꥹꅾ銴䕧㾝涸肥㹁。

㕜 䖕 醢 籏 湌：Frederic Busnel-Joncour、Antoine

Cinéli Э Digital Technical Manager：Frederic

Assistant Color Grading：Valentin Goguet-Chapuisխ

ิ ธีระกุลช�ญยุทธ(เหวย)խ
㦳：桬㎗槇խ㛂遤醢晚：เจตนิพฐ

Bodolphe ChabrierխVFX Supervisor：Yann

Coordinators：Alexandre Boiron、Benoît Armstrongխ
岁 㕜 暶 佪 Ⱇ ：MAC GUFF Э Productor：

ุ ร(ปุย
้ )խ 醢 ⡲ ⼿ 盘： 導 ⥆
醢 晚 竤 椚：สุช�ด� เสริบต

BlondelխխVFX Post-Producer：Delphine《Fiﬁne》

⸔椚㼬怵：ธนเดช ประดิษฐ์(ต้อม)խ痧♲⸔椚㼬怵：桬

Buchalski、Matthieu Castexխ2D Artists：Romain

Domerխ3D Artists：Maxime Blondeel、Matthieu

莇峿、 ⻢㎗䛸խ痧♧伢 䕧 ⸔ 椚：悮 䏭 纷խ 痧 ✳ 伢

Brachet、Estelle Chesnean、Thibault Martegani、

จ๋อยก้อมխ 敚 ⯕ 㣐 ⸔：ส�ยชล เอีย
่ มรอดխ 敚 ⯕ ⸔ 椚：

(3D-Matchmovers)、Yassine Triki (3D-Matchmovers)խ

โข่กำ�นัน、ไกรสร สุดต�เส็ง、รัฐติกรณ์ แปกล�ง、ประมวล

IT：Vincent Champsiaux、Pierre-Etienne Deutshխ

䕧 ⸔ 椚：ธนนันท์ นุชน�รถխ 痧 ♲ 伢 䕧 ⸔ 椚：ณัฐก�นต์

Jean-Luc Perrinխ3D Tracking：Guillaume Ruegg

นิพล สมหวัง、สรุศก
ั ดิ์ ทองเลิศ、จิร�ยุ พรหมจรรย์、วิทวัส

VFX Editors：Yoann Copinet、Julien Champrouxխ

270

2016.12.09-2017.01.25խ 牱 䨼 私 ꏗ：6,811,974 ⯋խ

์ )խ ⸔ 椚 㜥 兞 竤 椚：คณิศร
椚：ณัฐวุฒิ ชัยเจริญ (เบิรด

꤫ⱟ䒄、勭㖳㛔խ植㜥佐갉➃㆞：勭⣜䋕խ㜥兞竤

鎙：Rujirumpai Mongkol(POR)、Phim Umari(PHIM)、

่ งทิพย์(เก๊�)խ 痧 ✳
埢խ 痧 ♧ ⸔ 椚 㼬 怵：ฉัตรวิทย์ เครือ

DCPխ겳㘗：ⷜ䞕晚խⴕ秹：鰊 15 秹խ♳僦劍：

Yves Mabongi、Guillaume Ruegg (3D-Matchmovers)խ

崎ꨶ䕧耢湅㣐栁剓⢕䕧晚；2016 䎃栽岁㕜❏溭䕧㾝

N’GuyenխColor Grading：McMurphyխProject

จิร�ำ ไพ มงคล (ปอ)、ภีม อุม�รี (ภีม)խ㦳녋莅茁鿈暶婌⻋

晚Ꟁ：108 ⴕꗻխ铃鎊：㕜铃、箩歒铃խ♳僦鋊呔：

Stehrenbergerխ〵抓晝嵳㜡鏤鎙：꤫姻彂խ갸デⶩ

鱀：꼛⥜（Matthieu Laclau）խꂂ坿：卌䓽խ耫갉鏤
鎙：勭睛⛓、ゟ剅榼խ䖕劍窡硁：卌翱俒խ剪酤鏤

Stéphane PrauxխAccounting：Loetitia Villeneuve、

สร�วุธ ศักดิธ
์ รรมเจริญ、วรวุฒิ ศรีวล
ิ ย
ั խ 植 㜥 ꏗ 갉 䌌：

晚㻜绢：影铃䕒、馢㎗㻞、Bran Yavuzes、導笞敉、
㼬怵：

Quentin TaillebrestխIO：Emmanuel Desbordes、

2016 䎃〵抓ꨶ䕧➝稲 ⷜ䞕晚

R&D：Alexandre Cocault、Barbara Laigneau、

淼⟝䏅竤椚⸔椚）խ㽮僱ꋓ（귇❀㫟）խ㽮僱怏（귇

勛姻涮（귇⩔庋畀⟗➝）խ鳟䒊喀（귇䊨䑖罉꠸⸔椚）խ

单（귇犷ⵄ爢罉꠸㫟）

ꅷ，⯓䖕栽䖤䠦♨㜄䕧㾝剓⢕䕧晚、榰Ⱙ䕧㾝剓⢕㼬
⚛➿邍〵抓錬鷷㤹倛⽓剓⢕㢫铃晚，㕜ꥹ䕧鐱隘捀

综⛓㙹》䧭捀厣卌䕧㾝锸㠢㋲⯋䍌ꨶ䕧，⚛䲿そꆄ

ⴀㅷⰗ：⚥橇㕜ꥹ㫨坿✲噠肆⟨剤ꣳⰗ、㥪㥪溏

㕜ꥹ䕧谁剤ꣳⰗ、纈僤榰兰㕜ꥹ㫨坿肆⟨剤ꣳⰗխ
ⴀㅷ

醢⡲Ⱇ：䁘♳䕧⫹剤ꣳⰗ、兞㫨坿剤

ꣳⰗ、箩歒褑㣖㣼剤ꣳⰗ（Myanmar Montage
Films）、⯕陗㕜ꥹ僦⫹（House On Fire）խ耢ざ醢

⡲Ⱇ：Pop Pictures Company Limited、㷆顠厣卌
ꨶ䕧醢⡲（Bombay Berlin Film Production）խ涮遤

Ⱇ：兞㫨坿剤ꣳⰗ（螠铃㖒⼦涮遤）、UDI-

Urban Distribution International Intl（㕜ꥹ涮遤）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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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k

铞，䧭⸆銴鳟蕲䖤⢵，邍僈魨♳涸氀汚僽

♧蠝Ⱇꅽ涸秉㹁

駵窣騟麂尪㞔凐「⫊，䖕䜼尝腋꣖姺㼭䃪䌟

⫊駵姿。ꥬ㣔，⟃內佞唳㷸吥㻜绢ꨆ✫，

10,000 Miles

铞㥠⦛㖈⯓窣騟飓麂ⵌ䠑㢫，䓍䓍⚆，
罜㥠䊩苯黩晚ⷔ麕，⛳⫊ⵌ䗱茵。

ⶰ繡遯䭸㼬：ヰ䘋䥃խ繡遯鏤鎙：勛㺀䋞խ劍繡遯

昈鎙玑鮦，銴➮ⴽⱄ鷗鼚。䖤濼㷑⯥ꤎ銴鄄

鮪，植㖈鎙玑鮦笞欰涸時時，㓂⿐꣖姺㼭

駵姿，饱鎙玑鮦。剤㣔㹐➃㖈鮦♳殆♴♧

⯥ꤎ妵。尪恊Ꟁ駵儘，㼭䃪㔔⩔く騟鼹䌙

♶곃昿鋷㼩，㼭䃪➠ꨆ㹻，䋞劆⸈Ⰵ鮯

⡙㹐➃，僽彋⪔鑑涸搂そ姐䩛，㼭䃪鄄

⯓佹麕涸杵䍲⸔➮膨ꦖ。

㻌鷆䯲涸鮯，鮯♴鮦䖕，㼭䃪䗱剤♶欥

宠劢㭶㣗剐㥠铞閦，♶搭㼭䃪剚殆㖈魨鼹饥

毠尝ꐏ㥶⡦鷆㣆。䖕⢵㼭䃪⛳騈衽麌嫬，Ⰽ

箻䪾⟃內䌟ꨆꄴꤎ，䪪♳䚓ꄴ⹛䩛遯，⡎䗅

䟝鱲㷸ⵌ鮯涸넞⚥㷸绢駵姿。剎僽騥黇ⱟ

䃪涸对㹁，㔔捀〫銴㣟侁㽠銴鳟蕲♧鰳㶩。

涸歊䖜吥，⡎悮來箻♶瘸䥰，鸮吥㆞

鿪㏜疮➮㣖瀍。㥏⸔來⟃內ㄤ㼭䃪嫲飓瀊
駵，㼭䃪ꧪ鱒，⡎⟃內➠对㹁鎯箻➮，⚛鷑

➮♧꧱溏饱⢵佞䖎⛉涸秋ꭑ。

Ꟁ劍鎯箻湱贖，㼭䃪㼩⟃內䗱欰㥪䠮。

剤妄⩔騈髠⟃內ⵌ㷑⯥ꤎ，涮植剤⦐㥏㷛㊮

㥠㱙㱙，♶⛉䖕涸궤㽷，䩞濼麥⟃內㖈㷑⯥

㼭䃪㔐㹻，時時欰氻荁䎯。㼭䃪♶腋

劥꧹钟，㼓㽠僽㣐䃚靽馄秹꼛䬘匡；♴♧
➮럊敎駵姿涸㣆䟝；痧♲⦐㹐➃⽿僽魸鼚陪

鷆♳，⯌䓍⦅㖈岟憌涸ꨎ⚥✽嫒，鮯颶
➃䤊ꬒ㼠Ꟁ，瑭遳饥䋀，鸏㣔滚溏娡䖝㽠銴
鷆♳鮯，㼭䃪〫㥪㜡陪，鮯鄄䫌。湡漾

鮯鄄䫌涸㼭䃪，焥䊫麂♳⟃內ㄤ劢㭶㣗䵩

䬓✫，㼭䃪㾝❀⦐剢涸窣騟Ꟁ駵，銴剐㷑
瞇涸匌銯，ㄤ䭰圙罏涮欰遼瑳，⽭䚊⛓ꥹ，
鮯䊫麂悮來箻，䖤濼⟃內尝娦，⚂銴

♶✫。㔔捀尝➃侒䍲⟃內䳖䗱，鮯ㄤ悮來
箁罜⢵涸陪倰余㛚䧭⸆，䩛遯㼿劢㸤䧭，⟃
內㔔姽麕⚆。

㼭䃪䩧皿欽 150 㣔駵㸤〢➿窣騟，籏Ⱏ

ꤎꟀ㣐，Ꟁ㣐㔐ꤎ麂鋅㥏㷛㼭碜，㼭碜㔔捀

鮦，⟃內㖈꧹钟♳殆♴㖈堀♳焥涸冝爚。

♧蠝Ⱇꅽ。ꨶ鋕涸鱲久㜡㼬，⢪妵䭰糵弉

⢪涸织艝。

靽馄꼛涸㜡そ莅顥欽，ꧪ搭䱣䩟，㼭䃪嫏搭

侚⤛㼭䃪䖃駵，㻜植Ⰽ➃♧饱駵♴涸秉

⟃內䩛苯涸Ꟁ氀汚，钢㹁僽麕⚆嫢鋷隶魨㣔

鸏媯劍，鮯涸㥏㼭梷䧃㶲，➮䌟

㼭梷㟺胣，剓䖕䜼ꨆ㺙ꄴ鏻䨾。㼭梷

㖈堀♳，⟃內♶䗾㼭䃪걺䑛，剐➮㸤䧭㣐䃚
⸈✫。

㖈㣐䃚靽涸嫲飓，⟃內⛳ⴀ植✫，⚛⚂

昿鋷䖤濼姽✲，⸽搭㣐䙭。鮯捀✫㥏ㄤ

デ濼㼭䃪荈䊹⽰㼟穡㭶涸嶋䜂，㼭䃪㣐苠㹒

麌鷑嫬ㅷ涸风ꐏ麥。厥㣔麌顊儘，➮⽿鄄

⟃內瘸䥰。㼭䃪⟃랱꼛⛓㪨，籏琎ⴕ⹅㤾⚆

㼭㷛，〫腋ⱄ䪪♳⛓涸䚓ꄴ，䚓ꄴ䲿⣘➮
㼭䃪中鋅，㼭䃪⺘铞⡎搂佪。

⟃內⚺⹛䍲㼭䃪㜡そ㕜ꥹ꼛䬘匡㣐飓，

㼭䃪琎噲鎯箻，♶䢆飓⫊✫膆남，➠㛚䭰
♳㜥，⡎艁⫊ⱄ⸈♳鄄➃ⵠ䠑䮋ꅩ中⦝，剓

䖕僽⟃內꾷堥鮦鯺㔐㹻。飓䖕，㼭䃪䧃毠荈
䊹♶僽駵姿涸俲，⛳䟝饱時時涸陪デ。⟃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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鎊，㥶卓鸏妄駵飷✫，䋞劆⟃內ꤙ➮駵♴，
歲痧♧。鮯溏ⵌ倞耂㜡㼬，牟䞕䥳䟛；氻

䎯♳涸時時僽䠮⹛崩帒莅뀺⫃。

㼭䃪駵ⵌ來㛔䪪⟃內，⽿涮植倞㫟♶僽

㥠。⾲⢵⟃內⡞ꤎ，瘞ⵌ㼭䃪馜ⵌꄴꤎ㥠➃
䊺♶遤✫。⟃內涸劢㭶㣗⽰僽⚺屛ꄴ䌌，➮

鱲❜⯓涸莍秋ꭑ，齡僽⟃內䓍䓍殆♴涸，

繡㕜）：䓹ꉎ

㣟⟃內涸㼭䃪⦶ꂋ惸䟶，鮯ⵠ䠑灺

䖊䧭麕⚆涸䓍䓍。

㼭䃪䖰㼭㽠僽ㆥㆥ鮯涸騈㽺辿，⛳

ⱟ⟗խ⸔椚㼬怵：桬⥆俒、嘥鶋㸞խ⸔㼬佅䴂：꤫

㤘䋕խ㜥鎹：䓹ꉎ薝խⶰ㼬（㣐ꤷ

薝խ㜥鎹（㣐ꤷ 繡㕜）：薵妇䚃խ鼇錬䭸㼬：勛猗

ㄤ顋嫬穉籽，怏魨僽過㖒㔐ⵌㄤ㼭叕涸㹻。

䓍䓍⦐걧ㄤ㼭䃪䊴♶㢵넞，⟃內䥰鑪䪾➮溏

置խ㼬怵：峿傻䳓խⶰ㼬怵：馢⨀溫խⶰ㼬佅䴂：꤫

鮯⟃♧겎臭茵⡲捀➿⭆，膨ꨆ✫䚓ꄴ

悮來箻铞，⟃鎯箻⟃內ㄤ㥠䓍䓍駵馄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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鹎㷑⯥ꤎ。Ꟁ駵騟♳，⟃內涸䎑䕧♶倬ⴀ植，

㹁。㼭䃪⯓麂ⵌ涸搂そ姐䩛ヰ匋⧍⣜秉㻨
✫♧껷〈㣆䟝㉬⹛〉鷑窍➮。

䕧晚须俲

ⴀㅷ➃：륟㸙、嘥䃕囙、ヰ搜螠、䩞兰խ湌醢：ヰ

匋⧍、卌纏⪂խ耢ざ湌醢：嘥ぢ螠、勛䀵匡խ遤佟湌
醢：ꁀ繡楧、悮ꌂ蘟խ醢晚：랔啵꧖、ⲑ㕜螠、㸢

⢕、闒㎗韝խ醢晚籏湌：랔啵꧖խ醢晚窡硁：卌➬肥խ
㛂遤醢晚：랔㎗楑խ⨖ず醢晚：䓹蜹㕍、ス傤琐խ㜥
兞⼿锅：곃Ⲵꏈխ㜥兞穉：ヰ㪨榮、勛鮪խ⸔椚醢

晚：䓹癯⢆、䖛⢆ꉎ、鑹⢕広խ管ⷜ：峿傻䳓、꤫㎗

証խ劍佦✲嚌䙂涮⼿⸔：卌纏⪂、詎㸻缦、矦㡦

ꚿխ怵㆞盘椚：䕠蒞頻、绀桪蟣խ繡遯䭸㼬：卌㷆⯥խ
鏤鎙：ゟ彦蔊խ繡遯㛂遤：鑹鹠嚶、ⷠ傺ꩯխ繡遯⸔
椚：蛅㷆ꩡ、ゟ併笻、蠝䧃牏խ麥Ⱘ䌌：齽ꉎ㫲խ麥

Ⱘ⸔椚：齶幼绥խ颶䠮䌌：꤫倞涮խ颶䠮䌌⸔椚：꤫
噷俒、卌䕔⭳、桬꼖棶、꤫⯐鞮、闒蠝黇、康匌囙、

랔酕鰜、卌䏭猒、꤫渠琐、闒䘞䛔、嘥字、꤫㶩邂、
卌⤧缦、꤫䟃幅、卌渠、飅⭑䛽、랔㎗棶、䚃槼、
卌⢆襮խ伢䕧䭸㼬：蔊顭䒾⛓խ♧堥伢䕧穉Э伢䕧
䌌：ⷠ譩囙խ伢䕧㣐⸔：䑁䒊խ伢䕧⸔椚：꤫梅

匋、⩬ꊣ唿խ✳堥伢䕧穉Э伢䕧䌌：Arron Smithխ
伢䕧㣐⸔：鑹鴇兰խ伢䕧⸔椚：䑁⚑⨀、勭ⱟ莇խ侸

⡙墂呪盘椚：〢㾋䎋♧、歊鼹幢➃խ伢䕧♲⸔佅䴂：
ⷠꯂ傻、ꗻ⢕肬、卌䪭箰խA 堥伢䕧㣐⸔（㣐ꤷ 繡

㕜）：鑹兒兰խB 堥伢䕧㣐⸔（㣐ꤷ）：䑁⨀⚑խ敚

⯕䭸㼬：Justin Thatcherխ敚⯕䌌：蛅㸪䕟խ敚⯕㣐
⸔：鏪⡡唃խ敚⯕✳⸔：ꁀ兰黇խ敚⯕⸔椚佅䴂：鏪
⾲嫯խ敚鮦堥：鏪秫畎、勛倰酕、瀖用⨀խꨶ䊨：

勛⯘倞խ㜥걆棵：薵䘋僈խ㜥✳⸔：桬䒊兰、詎
憚纏խ暶婌㐼勞㜥：峿翱僈խ暶婌㐼勞㜥⸔椚：

弔䒾㣐խ植㜥ꏗ갉䌌：넞⨀儫խꏗ갉㣐⸔：꤫扣խꏗ

갉⸔椚：桬併傒、랔䒊խ鸤㘗䭸㼬：卌肬㦨խ鸤㘗

鏤鎙：豤䏭⼰խ剪酤盘椚：䓹㼭㫲խ鸤㘗⸔椚：闒럄

ꩡխ剪酤盘椚（㣐ꤷ 繡㕜）：꤫䚃㥶խ⻋㦳䌌：齶

橵䢵խ㛂遤⻋㦳䌌：嶃㹶㛊խ⻋㦳⸔椚：嘥䁈秙խ녋

㘗䌌：蠝䘋⳯խ鏤鎙䌌：桬冇螠、齶䚃ꨝխ녋㘗佅䴂：
嘥傈囙խ暶婌⻋㦳：玑謶琐暶佪䊨⡲㹔Э暶婌⻋㦳：

玑謶琐խ暶佪⻋㦳⸔椚：卌蔊䢵、䐁讛⛓、ꁀꨛ蓘խ
娀遯䭸㼬：ꁀず勠խ䭸㼬⸔來：럛듳桪խ娀遤：ゟ铃
闉、脌䕔ꍵ、叜僅㸪、卌⤧㸪、⡮僈挡、峿⟗箰、詎

暜ꩯ、ꁀ弉ꩯ、ꁀ⸂ꋸ、꤫⤧㸙խ暶佪䭸㼬：鿓䥃籏、
勛娀䒊、倰坿鮯խ植㜥暶佪穉：鿓䥃籏、꤫僻ㄪ、闒

㹆棁խ⟱ⷔ：ス傤琐、랔⼪溫խ邍怵姻갉鎯箻：型⯕

罇խⴕꖏ粭醢：ゟ彦蔊、ゟ蔕蔊խ植㜥ⶩ䱺：寐绐㻞、
倷⯋鶔、薵妇䚃խⷜ撑䌌：勛䙼侣、㓂齦俒խ䍌䖕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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窛䬝伢：꤫㉬㸪խ⩎䬝：ꀶ⟗閑խ⩎䬝（㣐ꤷ）：哆

⡙锅⯕䌌：Robert Crosbyխ墂呪盘椚：剎⤧榏խ㤛晚：

坿剤ꣳⰗխ〈㣆䟝㉬⹛〉鑂：卌纏⪂խ刼 怵㈖：

㡦：䓹综㨪խ堥：䕠罇唿、륌擳專、ゟ鹠纈、ゟ⤧

䱺⸔椚：嘥俒䡹խ䖕劍醢⡲：噲ꣳ蒀㚖肆⟨剤ꣳⰗ

刼：鿓⨀耥խ怵㈖：飅꧉㦍խ눦羮㕜ꥹ倴坿剤ꣳⰗխ

Ⱇ、䠦㣼谁䕧噠խ醢⡲Ⱇ：㣆䟝㉬⹛剤ꣳⰗխ

〈Ellie’s Theme〉、〈Little Bird〉、〈Brothers〉、

鋕肆⟨剤ꣳⰗխ晚Ꟁ：103 ⴕꗻխ铃鎊：㕜铃խ♳

ꯂ韝խ⩎䬝（㣐ꤷ 繡㕜）：Edward Chenխ植㜥隌

傻խ伢䕧敚⯕㐼勞獆顲：⚥䕧肆⟨剤ꣳⰗխMOVI

㐼勞䲿⣘：㸪麨侸⡙䕧噠剤ꣳⰗխ鮦鰘涮ꨶ堥獆顲：
宕牬䕧鋕㐼勞剤ꣳⰗ、宕疽导鮦獆顲剤ꣳⰗխ⥃

ꦖ：㺢齦➃㡽⥃ꦖ肆⟨剤ꣳⰗխꫭ嵳欥聐穉Э醢
晚穉：鼹㶩检、勛晊、鿓稲匋、ヰ鮪խꏗ갉：꤫鮪、

䓹俒娀խ醢兞麥Ⱘ：嘥宕㸞、齽併、馢峿鮪խ굳遤

闒㹆棁խ侸⡙䭡頺：鿓䥃耥խ䖕劍⼿锅：豤肬ꨛխⶩ

Э侸⡙锅⯕䌌：寐䚃խ侸⡙㼩涯㶶䍌：哀✻愯、

剎俒龐խ䖕劍窡硁：꤫꧉楑խ暶婌鋕錏暶佪：⯕ㄤ䕧
僦⫹肆⟨剤ꣳⰗ、橇眏侸⡙䕧⫹俒⻋剤ꣳⰗխ鋕

錏暶佪湌ⵖ：랔啵꧖խ鋕錏暶佪籏湌：鿓䥃耥、勛娀
䒊、倰坿鮯խ鋕錏暶佪醢晚：ス傤琐խ䪮遯䭸㼬：

薵㿛խCG 䭸㼬：勛娀䒊խ⹛暟垸㘗䭸㼬：Mario

ヰ匋⧍խ匋㪮晋갉坿剤ꣳⰗխ〈㥏㷛〉鑂：飅꧉㦍խ
〈Alongside You〉、〈Never Try, Never Know〉、

〈Run the World〉、〈Kevin and Ellie〉、〈Minnie

Matchmaker（The Waltz）〉 ⡲ 刼：Josh Cruddasխ

螠❏㕜ꥹ갉坿Эꂂ坿䌌⸔椚：랔⨀ㆹխ晚걧晚㽵醢

⡲：Plus FX Design Studio Э晚걧㽵鏤鎙：鿓䥃

Naber、Reece Miller（귇杵ꂂ갉）

ⴀㅷⰗ：㣆䟝㉬⹛剤ꣳⰗ、㣖ꤿ㫨坿俒⻋剤ꣳ

醢⡲㛂遤：⯕ㄤ䕧僦⫹肆⟨剤ꣳⰗխ涮遤Ⱇ：㪮

僦鋊呔：DCPխ겳㘗：ⷜ䞕晚խⴕ秹：兜麒秹խ♳
僦劍：2016.12.16-2017.03.16խ牱䨼私ꏗ：倞〵
䍤 7,173,730 ⯋

㼬怵矦➝

㐼：⦬㎗、ꆄ情、䓹㹻✻խ㜥：劫螠幢、勛煓、䖛

Reitbauerխ⹛殥䭸㼬：倰坿鮯խ敚⯕䭸㼬：넞畎棶խ

耥խ晚걧繡遯鏤鎙：ゟ彦蔊խ晚걧⹛殥㶶넓鏤鎙：꤫

⹅、桬ꆄ俒、ⷠ䩞ⶍ、馢峿鮪、꤫꣮խꄴ欰：⻢彂խ

繡遯鏤鎙：ゟ彦蔊խ须幀䒊垸䌌：勛ꙧ彂խ侸⡙鋕錏

Э瘼ⷔ：ス傤琐խ瘼ⷔ：䓹蜹㕍խ醢⡲⼿锅：랔⼪

玑，⚛莅醢晚랔啵꧖Ⱏず䧭用⯕ㄤ䕧僦⫹肆⟨剤ꣳⰗ

Sig. Yխ遤ꌼⶰ椚：豤肬ꨛխ遤ꌼ⸔椚：⼾䏭㸙、랔ㅷ

Monster》莅 2012 䎃㖿㙹䕧㾝瀊晚錬衆錚䷒䕧晚，

꤫㤘㥶、ⷠ蔊へ、卌ꨎ㴓խ岁Ꟁ：䖛겾棇խ頿Ꟁ：

Ark），捀㥪蟛㝸栬用醢⡲，⟃ 200 蠝繡ꆄ⡜䧭劥갸

⚥用、馢貽幀、꼛㣔㸙、勛䎁狃խ堥：䓹埠卌、桬

涮ꨶ鮦：娀⟗խ騈堥㆞：Seven、䓹⡮、ⷠ儢囙խ敚

ざ䧭䭸㼬：闒㸻琐խ暶佪㼠呪穉Ꟁ：꤫僻ㄪ、闒㹆棁խ
鏤鎙䌌：꤫僻ㄪ、勛ꙧ彂、剎⤧榏、闒㹆棁、ゟ專蔊、

⯕：剆䃕䂾、剆僈馄、剆땃굳、嘥寐굳խ頿：ⷠ俒

闒妇ꩡ、꼛匡玬、䑁䘋噷、랔嵞ꌂխ暶佪⹛⻋䌌：鏪

晚 窡 硁：Linda Millerխ 㛂 遤 醢 晚：Johnny Goodwillխ

LightRayFX、Jonah West、Poshin West、Denise

㥪խ繡㕜柔➮䊝穉Э痧✳穉㼬怵：Guy Malimխ醢

⚺ 㜥 兞 ⸔ 椚：Steve Gurleyխ 㜥 兞 ⸔ 椚：Mike
Graham、Brandon Mackay、Yong Yunխ醢晚湌漛：

揵匋、鏪謶딚、㸞葻㉬、랔⨀缦、蛅佟揵խ黬兞粭殥：
Wang、Tyler Hansenխ暶佪⼿⸂：顥⤧䕔、留陼涯、
脌꧉㮵、湖䕔⚑、蛅佟揵、闒㖳、寐猥琁、剎⨀ㆹ、

ꫭ楧խ醢⡲Ⱇ：⯕ㄤ䕧僦⫹肆⟨剤ꣳⰗ（醢⡲鿈）
溫խ〵抓㖒⼦遤ꌼ㹒⫄：㣆䟝㉬⹛剤ꣳⰗխ遤ꌼ籏湌：
悦խ遤ꌼ鿈㻜绢欰：꤫淏、譩儫棁、겝冕䂾、桬⠭⧍、

鿈㛂㼬涸螠铃晚。

㷟囙岲、꤫⤧㸪、涮鎹䕧⫹鏤鎙肆⟨剤ꣳⰗ、勛⳯㪮խ

Densley、Chris Larsenխ 伢 䕧 ⸔ 椚：Mary Borqinoխ

剤ꣳⰗЭ耫갉鏤鎙：勭睛⛓、寐鸮溫խ耫갉ⶩ

剅韝、꤫⚆僈խⶩ鱀：卌噷⽈խ〵抓涮遤：㪮鋕肆⟨剤

✳⸔：Miso Tunks、Tony Ballewխ暶婌㐼勞㜥：

⢕琐、䓹蓸榄、꤫⿶榫、ⷠ鹠癌խADR ꏗ갉：ⷠ㼭

⡦䘋摥խ頿Ꟁ：勭俒豠խ遤ꌼ竤椚：⡦卌峕խ噠竤

椚：Joseph Garrardխ 㛂 遤 繡 遯（Moab）：Raquel

㸢⢩䏭、鑹⢕琐、䓹蓸榄、꤫⿶榫、ⷠ鹠癌խ耫갉䖕

簮儘伢䕧：Evan Hallectխ㜥：Andy Turekխ㜥

Andy Dicksխ 植 㜥 ꏗ 갉 䌌：Steve Laneriխ ꏗ 갉 ⸔
Tarbetխ㛂遤繡遯（SLC）：Daniel Hendersonխ㜥

䱺：寐鸮溫、勭❠內、勭ⶍ、ⷠ㼭軨、㸢⢩䏭、鑹

軨խFoley 갉佪：寐鸮溫、勭❠內、勭ⶍ、ⷠ㼭軨、
劍耢粯：ⷠ㼭軨、꤫⿶榫խ幋갉：勭睛⛓、寐鸮溫խ

兞 竤 椚：Crystal Bowdenխ 植 㜥 ꄴ 隌：Rosie Lunaխ

耫갉鏤鎙

Quang Hoangխ堥：Paul Lowell、Bob Hoverstonխ

Cruddasխ盘䓛坿管刼：Josh Cruddasխ갉坿劍：

鼇錬：Lisa Essaryխ荆儘걆棵：Yong Yunխ剐魨：

伢䕧㐼勞堥：Jason Kellyխ痧✳䬝伢穉Э醢晚窡
硁：闒䪭ㆹխ醢晚⸔椚：哆荞犍խⶰ㼬：闒䕟恎խ⸔

㼬：倷僤㸙խ敚⯕䌌：勛鹎䘞խ繡遯：ꁀ笞㋮խ剪盘：
ꀎ稙㸞խ㜥：랔宕榮、卌摺绥խ㜥兞：ꠦ⤧榏խ

堥：䓹䒊⯋խ䖕劍醢⡲窡硁：랔啵꧖խ䖕劍醢晚：豤

肬ꨛ、闒妇ꩡխⶩ䱺䌌：寐绐㸙、康兰巒、Chris A.
Peterson（A.C.E.）、卌噷⽈խⶩ䱺䌌（껻度）：勛

㹻奚խⶩ䱺⸔椚：豤䘋韝խ薊俒㼩涯缺陼：Sig.Y、
剆ꯂ缦、꤫噇խ䖕劍：⯕ㄤ䕧僦⫹肆⟨剤ꣳⰗЭ

醢⡲籏湌：鿓䥃耥、꤫僻ㄪխ䖕劍窡硁：闒㹆棁խ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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杵耫鏤鎙：豤ꉎ㮵խFoley 갉佪：Reece

Millerխ갉坿醢⡲：匋㪮갉坿剤ꣳⰗխꂂ坿：Josh
Andrew Coll、Wing-Ching Poon、Peter Han、Josh
Cruddasխ갉坿䭸䳸：Doug Manningխꂂ坿䊨玑䌌：
Josh Cruddas、Sydney Galbraith、Luke Schindlerխ
ꂂ坿ꏗ醢 Э⸈䭭㣐㢵⧍㢵 Revolution and Desert
Fish Studio.խし➮栬㤉：Haig Ashod Beylerianխ㼭

䲿 楪 栬 㤉：Sharon Leeխ 㣐 䲿 楪 栬 㤉：Amahl
Arulanandamխ耫坿栬㤉：Michelle Boueyխꏈ楪栬

㤉：Josh Cruddasխ〈ꑜ暋〉鑂 刼 怵㈖：ヰ匋⧍խ
匋㪮晋갉坿剤ꣳⰗխ〈ꑜ暋（갉坿晝）〉鑂 刼

怵㈖：ヰ匋⧍խ佖管怵㤉：Josh Cruddasխ匋㪮晋갉

2013 䎃䬝껷鿈Ꟁ晚《㣔莽⛓䨞》（Battle for Sky

皿醢⡲㸤䧭涸猰䎑ⷜ䞕晚，鄄ꨶ䕧涮遤㉂ Lionsgate

劍⚺鋕錏鏤鎙：꤫ꫭ楧խ갸デⶩ鱀：Studio 尪麨繏、

ꁀ㸙⡡、꤫꧉蔊、導猗㲟、꤫㉬륌、꤫❫琐、ꆄꯂ䊫、
哀⸂遤խ耫갉䭸㼬：勭睛⛓խ幋갉ꏗ갉㹔：耫蒀渱㶩

，荞⸂涮椕䚍겗勞涸ꨶ䕧。Ⱖ㛂㼬瀊晚《Mr.

꤫焗僱խ剚鎙：♨俒藦խ䎂⚺鋕錏涮䟝鏤鎙：꤫ꫭ楧խ

Tobijah Tylerխ㼬怵⸔椚：Terrisha Kearseխ伢䕧䌌：
Jed Seusխ 伢 㣐 ⸔：John Willamsխ 伢 ✳ ⸔：Zack

峿傻䳓，1981 䎃欰，倴秣秉ꨶ䕧㷸ꤎ余隡焚㡦铭

䍌䖕蔅窛Э㼬怵：ꀶ⟗閑խ醢晚：Sig. Yխ伢䕧：哆

颣陏，顠♴⻍繡涮遤晝奚。《♧蠝Ⱇꅽ涸秉㹁》捀껷

ꣳⰗխ袚✲Ꟁ：ꀎ猗蔊խ须幀곃㉏：꤫俒䕟խ籏竤椚：
椚：넞ⷧ㹆խ遤ꌼⶰ椚：勛秫䚃խⰗꡠⶰ椚：䖛嚩愯、

ⷠ䚃ば、鏪⚆琐խⰗꡠ㼠㆞：ⷠ渠寍、譩䣔楑խ遤ꌼ㼠
㆞：랔㹻䕔խ噠㼠㆞：꤫繡㥶、ꁀ加囙

怵㆞Э랔黇（귇倰䃪㸙）խ飅꧉㦍（귇⟃內）խ桬

㣐ꤷ（귇鮯）խJack Noseworthy（귇叆椚）խ型⯕

罇（悮來箻）խ륌⸛螠（귇㼭䃪昿鋷）խ湖䟃⯕（귇䚓

ꄴ）խ绀㻞闉（귇㥏⸔䩛）խ䑁䃕（귇꧹顊䏅罉꠸）խ
愈愈（귇꧹顊䏅罉꠸㫟）խ矦蛂秙（귇㼭梷）խ坿坿（귇

㼭碜）խ勛荛姻（귇⟃內歑）խ䖛뜩ꨣ（귇㷑⯥ꤎꤎ

Ꟁ）խ鿓獘㎗（귇倰䃪㸙㼭儘⦬）խ導儈㸪（귇鮯㼭

儘⦬）խ랔啵꧖（귇鎙玑鮦⛨㹐）խヰ匋⧍（귇㼭⧍）խ
桬麥⽂（귇㼭梷昿鋷）խ寐㼱⭑（귇㼭梷嫢鋷）խ꤫䒊

ざ（귇㷑⯥ꤎ鿟䊴）խ桬➋⼪（귇남猰ꄴ䌌）խꁀ猥㸪

（귇㼭胲）խ桬뜩꧉（귇㥏鼇䩛）խ嘥㉬➋（귇暜䌌）խ
Stanislav Naumov（귇湁⻳ A）խEvhenii Tereschenko

（ 귇 湁 ⻳ B）խStepan Drobny（ 귇 湁 ⻳ C）խJoey

275

2016 䎃䏞〵抓ꨶ䕧

TAIWAN CINEMA
YEARBOOK

私ꏗ晚

k

涸觍⸽。」穅倴，歋〵抓➃䬝伢涸《귢듙➃

⛳ꨈ䭑佹欴噠邝鷎、晚ꆀ幾㼱、껻度冱ꌼꨶ

⯓䖕堾䰿ꆄ꼛栁㣐栁，♧ちꆄ꼛䖃䎃鄄度晚

✳○○○䎃➿，《荁贅询륌》（2000）、

㹻》（1965）、《㹻㖈〵⻍》（1970）瘞晚，

䧮⦛涸齡儘姽ⵠ

䕧噠⣜莍⡜鶵，〫剤私ꏗ晚涮⯕涮攨、䭰糵

Chappell Music Taiwan Ltd.խ鑂：㷟⭑խ刼 管刼：

そ歋⢵僽劍鏪腋⫹箁䨞㜥涸ꆄ、꼛牏
♧垺，䧃衽侒䬷侒遼涸㥅䨞礶牟，⭽盘殹儘
〵抓剓「姹鵔涸，僽㥶《桬ㆥ叜ㆥ麉〵抓》

（1958）鸏垺涸〵铃晚。痧♧㾂ꆄ꼛栁껷
栁갼窍✫《僤僤剢❮㣖ꤿ》，痧✳㾂갼

窍鲛⹛〵涸랔哆锅《哀㿋⠭莅牝薊〵》

（1963），殹儘怵㆞Ⲵ岚荈껻度⢵〵걆栁，
雊〵⻍蠝㙹瑠䋀。㼬怵勛遤麥：「鸏Ⰽ鿈껻

度ꨶ䕧涸冱ꌼ，⛳鸮䌟䌟⹛✫〵抓ꨶ䕧䋑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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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䩞ꅾ鋅♧箁欰堥。灶⭚㣐晚䎃䎃ⴀ植，

（1979）……鸏❉ꨶ䕧捀錚滞䌟⢵繡㥪涸넓

꼛䕧た呟笶㼩衽滞➃铞麥：䋞劆剤刿㢵錚

2014 䎃，鸏僽ꆄ꼛栁涸❀⼧欰傈。ꆄ

滞격䠑溏❉♶♧垺涸ꨶ䕧，齡珏腋㣁䩧⹛欰

ㄐ涸ꨶ䕧。⽰㼟衆䍌，♧⡙⡙䕧➃䱺⸂菛，

ざ㕜✲⟝，⤛䧭⚺겗慨傱涸䠦㕜ꨶ䕧涮㾝，

㼩ꋓ䍌铞：「闒闒⡹！」

꼛栁㽠㖈鸏❉ꨶ䕧⚥䏞麕㸐涸䎃걧。詓⚥姻

䕧晚须俲

⫹僽㜥嵞㣐涸《Ⱄ涰㡭㡦》（1976）。ꆄ

렽⺑㕜Ⰹ涸㕜铃ꨶ䕧✲噠。「ꆄ꼛栁」涸ㄐ

蕲丑，湬荛《嵳錬♬〿》（2008）涸牱䨼灶
䕱䖁㹒爚〵抓ꨶ䕧涸ꅾ饱。

㖈㕜ꥹ♳♧妄⿶♧妄涸㢫❜䮲侁，㥶鷎ⴀ耢

1962 䎃，倞耂㽷硁鳵痧♧㾂ꆄ꼛栁，

䕧➃䙼罌騗㕜ざ⡲涸抡蔅莅〳腋。搭罜〵抓

管ꨶ䕧㥶《䧮僽♧晚ꨣ》（1977）、⟃䊨

뀿，䩧灶卫斖搂涸植㻜。〥♧倰，〵抓

隶鼄。

ꤥ涸佦✲〉⾲㈖ 鑂 刼：繏㣐⡡խOP：Warner

㉂爢剚，ꨶ䕧⡲捀字滞剓⚺銴涸㫨坿，⛳騈

䑖㥏䊨捀⚺겗涸ꨶ䕧㥶《♧⦐㥏䊨涸佦✲》

㫔麥湈〵抓ꆄ꼛栁涸饱衆莅〵抓ꨶ䕧〷涸

⡙管焺：影꾚㓂、ⷠ⸈㹗、哀䪭㸻խ䳄刼 Э〈⯕

Chappell Music, H.K. Ltd.խSP：Warner

㥶《⥊㥏》（1971）、⚺余鎊䞕涸橵榼佖

鸏僽♧鿈ꡠ倴〵抓ꨶ䕧涸私ꏗ晚，㫔

豤厣䧫、齶⳯蛂խ晚㽵そ㋲醢⡲：꤫鹠悦խDCP 侸

《꧱澢》（2002）鸏❉騗㕜䬝伢ꨶ䕧雊〵抓

♳✫鸏岚惐崩。雊歑⯥♧鸝娀⥊㣐㣆涸ꨶ䕧

ⷜ䞕➝稲

ꆄ敶խ侸⡙锅⯕；꤫繡箋、勛⣜걽խ㤛晚：꤫䒊䎂、

ꪶ⽑涸䚐孵。

♧⛰♬○䎃➿，〵抓䢩䢩荈鴍噠鱲ぢ䊨

The Moment

䕧刿䖤字䗱涸氕䢀。

2016 䎃〵抓ꨶ䕧➝稲 私ꏗ晚

麕⚆䖕，ꆄ꼛栁涸鱲久㘗䢀鷷恸佖隶，⟬撑

繡㕜㤹倛⽓栁涸䕎䒭，鼝锞僤、ꨶ鋕鱲久、
殹㜥䳷ꪫそ㋲，醢鸤끇㋐。

ꆄ꼛隶✫，爢剚⛳隶✫。♧⛰Ⱄ○䎃

➿，껻度ꨶ䕧鵔⢵倞嵠惐涸渿儘劍，堾䰿

ꆄ꼛。〵抓倞嵠惐ꦑ⛓莇饱，刿捀顦鵜錚滞

欰崞涸《㼭殗涸佦✲》（1983）㤾䖤ꆄ꼛
栁剓⢕ⷜ䞕晚。㼭ꅿ麥：「錚滞鸏儘㼩荈䊹

魨倾ⴗ魨涸㉏겗，剤衽馊⢵馊㣐、㛚♶〳乺
涸넞傱莇馱。」《䵩ꐫ鮦》（1983）、《䝲
䞕㙹䋑》（1989）鸏❉ꨶ䕧ꦑ衽爢麌莅鍑

㓂罜欰，鲛⹛ꆄ꼛䧭捀儘➿㼀⯥。♧⛰⛰○

䎃➿，ꆄ꼛栁涸⢵鏞僈僤⣜莍僤⯕料昈，〵

抓ꨶ䕧⽿♶坿錚。⽰⤑ⷜ劥䩟㻜㥶《䲀䩛》

（1991）、〥겳㋐ⷜ㥶《攨䌟눴》（1994），

ⴀㅷ➃：겝俒ꥑ、齶僈䢵、詓곏俛、꤫梥棇、劫鑘⧉、

嘥⸂䊝խ湌醢：劫鑘⧉խ㼬怵：嘥⸂䊝խ醢晚：劫鑘

⧉、鏪谁룲խ⟱ⷔ：湖⳯楧、卌❮㦒、嘥⸂䊝խ⟱ⷔ

Chappell

Music Taiwan Ltd.խ〈 ꆄ 꼛 㤕 꿴 〉OP：Warner

鏪型剋⭖խ〈䧮僽♧晚ꨣ〉怵㈖：뒉굳굳խ⡲鑂：橵
榼խ⡲刼：〢剢խ〈欬蹓蹓〉怵㈖：ꀶ뜩ばխ⡲鑂：

蛅㥒խ⡲刼：⽫㽳字闙խ晚㽵刼 Э〈繡뜩䃋〉怵
㈖：鿓ꈚ巒、桬䕀瘱、悮ꨣ㸞、闒㸻ꩯ、袚⯐䚃խ⡲

鑂： ꤫ 猗 ㋐խOP：Rock Music Publishing Co., Ltd.խ
⡲刼：勛꧱愯խOP：䭫厨䏞醢⡲剤ꣳⰗխ醢

⡲➃

管刼

ꏈ楪：꓃莇字խꏗ갉㹔：19 贫䨼խꏗ

갉䌌：꓃莇字խ幋갉㹔：19 贫䨼խ幋갉䌌：꓃莇字խ

Recording Copyright：Universal Music Taiwan Ltd.խ

遤ꌼ㹒⫄：暽柏㶩遤ꌼ侮ざ肆⟨剤ꣳⰗЭ㹒⫄窡

硁：倷僒葻խ㹒⫄Ⱇꡠ：寐棶榮խ崞⹛瘼ⷔ：豤㪨悦、

瀖龐謶խ噠籏湌：齶꧉ꉁխ噠⚺⟤：䑁兒䋕խ遤

ꌼ窡硁：桬䌌խ㼬갸デⶩ鱀：玑私淏խ姻䒭갸デⶩ
鱀：꤫⤧㸪խ嵳㜡䏁㕬粭醢：蛅宕倞խ嵳㜡鏤鎙：鱲

㣔♴㫨坿剤ꣳⰗ、꤫姻彂、꓃倞阌խꨶ䕧㼠剅：黇

鋅㣔♴俒⻋✲噠纈《30 ꧹钟》Э《30 ꧹钟》籏管鱀：

⸔椚：랔犍䖛、꤫鑅꧱խ㛂遤醢晚：卌⢕槼խ伢䕧：

䧭畎榮խⰗ滞✲噠⫄久鿈ⶰ籏竤椚：卌蔊敶խ遤ꌼ⼿

⸂：詎䘞䕟、鿓㶩牬、詎笞ꥑ、㩉涬⯋、⡮詎䎂、䖛

遤ꌼ㼠㆞：꤫傤嫯խ遤ꌼⶰ椚：康幅绥խ须幀⚺管：

ゟ罇匌、劫鑘ꉎ、䓹榏铇、ヰ俒妲、꤫娀歑խ伢䕧⼿
䣔ꩯ、꤫呟哆、랔ꫵ、桬纻⚥խ껻度䬝伢⼿⸂：卌

⨀듳、剎ꐘ㿋、衞⨀䎂խ⻍❩䬝伢⼿⸂：랔⚸楑、⡦

抉խ곃㉏：〵⻍ꆄ꼛䕧㾝㛂遤㨽㆞剚耂㣔牬խⶩ鱀：

랔ꫵխⶩ鱀⸔椚：媯⢆榼、䓹绐蠩、姘䕔⠺、ヰば

証խ⹛殥：闒㷆䧭խ薊俒缺陼：⡦繡榮խ兰䢵頿欴奚

곃㉏：卌鹠䗱、꤫嫯㣼խ岁⸔椚：勛妇㥶խ遤佟籏
湌：랔䟃ばխ䊨玑：넞䘞翱խ倾涯：呟笶խꂂ坿：

詎㹆㖳խ鞫痁：䊱棶擞խ㼭䲿楪：諽绥㽮、䓹稙巒խ

⚥䲿楪：峿訍խ㣐䲿楪：꤫⢕㧄խ⡜갉䲿楪：꤫䚃槼խ
ꏗ갉䌌 䖕劍䊨玑：넞ꫵꨛխꏗ갉㹔：㕜用〵⽂谁遯
㣐㷸䥰欽갉坿禺խ䖕劍ꏗ갉䌌：ヰ厣馄խ幋갉䌌：脌

䎸䆯խ䖕劍幋갉：㼿꧉谁遯剤ꣳⰗխ侸⡙䖕劍醢⡲：
〵⻍䕧噠肆⟨剤ꣳⰗխ䖕劍醢⡲窡硁：䓹㸙䑞、寐

椚：랔巾뒉խ噠竤椚：ⷠ桪楪խ遤ꌼ竤椚：䓹㹄榮խ
倰姻⭑խ㛂遤管鱀：卌梥槇、넞㎗、꤫蜶妇խ鎹罏：
ゟ尬笻、ⷠ㶩㻞խ伢䕧：ꡠ用邂

耢ざⴀㅷⰗ：䖕㜥갉⫹私ꏗ䊨⡲㹔剤ꣳⰗ、⚥㕜

⥌鎷ꆄ輑䱾肆肆⟨剤ꣳⰗ、CNEX 鋕秝螠➋俒⻋⫄

久（肆）Ⱇ、齡儘姽ⵠ肆⟨剤ꣳⰗխ醢⡲Ⱇ：

䖕㜥갉⫹私ꏗ䊨⡲㹔剤ꣳⰗխ涮遤Ⱇ：繡㉂✳⼧
⚆私犷倛䕧噠肆⟨剤ꣳⰗ〵抓ⴕⰗխ晚Ꟁ：113

ⴕꗻխ铃鎊：㕜铃、〵铃խ♳僦鋊呔：DCPխ겳㘗：
私 ꏗ 晚խ ⴕ 秹： 兜 麒 秹խ ♳ 僦 劍 ：2016.03.04-

2016.06.15խ 〵 ⻍ 牱 䨼 私 ꏗ： 倞 〵 䍤 4,711,020 ⯋խ
㾝私ꏗ：2014 䎃ꆄ꼛䕧㾝⚆歲껷僦、㣐ꢻꨶ䕧眏、

껻度ꨶ䕧眏㾝；2015 䎃倞⸈㗗螠铃ꨶ䕧眏、껻度
螠铃私ꏗ晚眏、傈劥㿋䕎䕧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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㼬怵矦➝

嘥⸂䊝，ⴀ欰倴 1969 䎃，〵抓䕥⻋彰廪ꔩ➃，濼そ
私ꏗ晚䊨⡲罏。殗噠倴鰊➋㣐㷸䥰欽繡遯禺、㕜用〵

⽂谁遯㷸ꤎ갉⫹私ꏗ灇瑖䨾。1997 䎃⟃《䩧抡⯌䓍》
栽䖤ꆄ琝栁剓⢕ꏗ䕧䌟栁，1998 䎃ⱄ⟃《殗噠私䙂
ⱁ》栽〵⻍ꨶ䕧栁ꬌ㉂噠겳䕧晚〵⻍暶ⴽ栁，䇩ꪫ걧

錬。姽䖕私ꏗ晚ꅾ銴⡲ㅷ⺫䭍《䧮䠦 080》、《鄄鼍

䘎涸儘⯕》、《ꫭ僱㉻㉻》、《㣼髖涸㢚㣔》（莅

䓹囙しⰟず㛂㼬）、《宐蹓呠㵉》、《Ⰽ㖒》（「➮

⦛㖈䃋䉞㻨⡲禺」：⡲㹻卌嵳갉）、《䬫♧哭屎》瘞。

劥晚玑鎹ꏗ꾷遤麕玑、屡鸁괐⯕，⛳鷴

♧♧䫼麨㡽⽓끉畀。鸏㣔剤そ䶫鮦，㔔

涸넓剚莅䠮「，⛳鏪㼩劢⢵欰崞莅✲噠䌟

鮦雊ⴀ荈遤鮦，雊䶫鮦罏♶殆鼍䥛，㸤䧭鸏

麕嫦⡙꾷遤罏涸錚럊，ツ植㆞⦛㼩假玑
⢵㉬涮䧴䕧갠。

痧♧㣔儻♳㖈㣐珨㚆，歋⥃㸞Ⱄ㔋瘼ⷔ

⚺鳵姹鵔㹶，넓뀿〵抓妵䖊涸鳵呲俒⻋，ず
儘妇颣㕜坿邍怵、姐䩛怵㈖；痧✳㣔，歋〵

⻍䵩⛨抡鮦荛㡽鞮，ⱄ꾷遤 29 Ⱇꅽ荛⯕䗂

铿。♧䎃䖕，굳똿鮦ⱄ妄⢵ⵌ〵抓，刿⸈

㗗，鿈ⴕ㆞⸂孵♶駈，〫㥪䲀衽鮦饥，➠

♶佞唳，⽰⢪剤➃䶫鮦「⫊，⺫稟䖕⛳撑莍

歲ぐ㖒。

䕧晚须俲

ⴀㅷ➃：桬⨀、ス㼂뜿խ籏湌ⵖ：ⷠ㼭똿խ湌醢：ꐏ

倞匌祫䑖，Ⱏ 46.6 Ⱇꅽ。鸏♧㣔，ꤑ✫⾲

⹛。㖈祫䑖谁遯勠酭，滞➃錚颣谁遯㹻㥶⡦
䖰繡停欰崞審《䠮涸ⶾ⡲，儻♳，
錚蔅勠瘞兞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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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䠦꾷遤，➮⦛穉䧭♶ず鮦，駈騋麒䋒⚆

频、齶㶩㻞խ籏瘼ⷔ：桬竤箰խ瘼ⷔ：䖛㫲、눛榼、

꾷。⠅䜂儘，ꤑ✫굺欽럊䗱，⛳⡲⠽㾝麌

湱翹〵抓，㾝♧㜥捀劍♬㣔涸꾷遤假玑。

妄假玑ぐ剤넓剚，⛳䒊用✫ꨈ䘎涸

㻜琁、桬㉬㺢、꤫笞➋խ籏醢晚➃：ス㼂뜿խ醢晚➃：

걆꾷ス⾲频，⛳ꤷ糵⸈Ⰵ倞㼠噠➃㡦⼿⸔ꤙ

䧭굳똿鮦，➮⦛瀊冾ꨆ㉂㜥♳涸䄋⡙，

❧「儻㹶莅邍怵眏湡，♧㔐䟝꾷遤假玑

ぢ。

痧㔋㣔，竤桪ꟀⰗ騟荛匌屎莍堀、鿪貽

涸㣔⢪䫏须➃⟃⿻ⶾ噠㹻，ㄎ剦䒸⠶，穉

痧Ⱉ㣔，꾷遤穡勲，滞➃䵩⛨❜鸒䊨

88.5 Ⱇꅽ。ꡀ涸匌鿈，雊㣐㹻殆♴幀ⵠ涸

䏅欽귭䖕，糒糵遤。鸁⚥，痧♧妄麂ⵌ昮

♧䪡⢵荈⚥㕜、껻度、〵抓Ⰽ䁘♲㖒

溏㥪荈䊹涸➃，鿪丑麕⢵✫。

⚥涸럊忹，㣰꧹姹坿䧴帒宐。嫦⡙䧭㆞㼩鸏

礶氕⸂湈涸⟿䛫䗂崞⸂。⚥⼯㖈⫄窡㼭く

ⷜ䞕➝稲

㣖㢵㆞佞唳，对㹁㊥䠑ꦡ潽，剓䖕⾲劥♶

꾷遤䪮遯。

⽫韍。꾷遤麕玑⚥，殹㖒➃屡鸁⸈屘，⾲劥

Go Angels Go - Taiwan Bike
Holiday

걆꾷濼麥♴⼯⽰㼟ⴀ植昮㗗騟媯，二䗱䕧갠

Ⱘ䖰䚻僱㔐〵⻍，䫼麨儘䊺僽儻♳。滞➃♧

痧♲㣔，竤桪ꟀⰗ騟荛〵匌䧭⸆，Ⱏ

⧺劍

媯騟玑。鸁竤ꅿ譑蔅姿麥、嵳䁘兞蒀猗뜩。

祫䑖。殹⚥♶㼱➃僽痧♧妄꾷Ꟁ儘꾷鮦，

㔔姽⦛㖈꾷遤⚥✽湱䭸㼬、ⴗ煔，礶鹎

o 㣔⢪ㆭ⯥？－〵抓㋲鮦

捀⟃捀擿箻✫，䟝꾷䖤刿䘰，剤격䠑䵩

痧❀㣔，꾷遤荛㡽⽓꼛끉畀，ⱄⵌ䚻

僱，Ⱏ 128 Ⱇꅽ。㡽⽓僽⦐ꡠ⽓，㔔捀剤
鸮糵 10 Ⱇꅽ涸昮㗗，雊➃⿶䠦⿶䛶。㖈㼠
噠걆꾷ㄤꤙ꾷涸렽⺑♴，ꧪ搭鿈ⴕ㆞♧䏞

䟝佞唳，⡎ꬒ衽✽湱慨⺑、㛚䭰⥌䙂，滞➃

䓹鹠匡、勛腋闉խ耢ざ醢晚➃：➰⢕、ヰꫵ巒、ス⾲

鳟鶔、鳟摥鶔、龹蕰ⱺխ⼿䬝㋲⡙：䞼〵抓㋲鮦假遤、

굳똿꾷遤⥡坿鿈、话㣔荈遤鮦խ伢䕧䭸㼬：ꯓ嫏խ

2016 䎃〵抓ꨶ䕧➝稲 私ꏗ晚

卌淏僈、ゟ㷆棁、卌蔒併、卌㹆䏭、劫併ⵄ、劫棶榮、
桬蝬鞣、Una、㼭柏、Berniceխ䕧⫹鋕錏䭸㼬：U.10

㣐遥㕜ꥹխ䖕醢Ⱇ：㣐䊛㣐用侸⡙䕧갉肆⟨剤ꣳⰗ

խ锅⯕䌌：䓹㹻啥խ2D 暶佪䌌：勛倞㺢、媲捀㧥խ
䖕醢⸔椚：鏪꧉、랔ꉎ蓸、勛㹻䢵、桬⠭鮯、ゟꨔ

㣆、卌偀㥶、勛䮸խ갉坿醢⡲：倞럊ⶾ䠑䕧鋕醢⡲
剤ꣳⰗխꏗ갉䭸㼬 幋갉：卌갫龥խ倾涯ꏗ갉：䓹

蠩꩑խ갉佪ⶩ䱺䌌：랔ꫵ⥜、卌갫龥խ갉坿籏湌 ꂂ

坿：ゟ傒俒խ遤佟⸔椚：槈呔խ䓛坿管刼 䭸䳸：勛
ㆹ谁խꂂ坿䖕劍幋갉

嫢䌟贖椚：㸢㤘㟞խ䖕劍⸔

椚：ゟ䁈鮯խ䓛坿怵ⴀЭ㼭䲿楪：卌㣔し、㩎兰陼խ

⚥䲿楪：姘耥ꤿխ㣐䲿楪：姘ꤿ䢵⭳խ畣楪：勛ㆹ谁խ
⚺겗刼Э〈〵抓䞕姐〉鑂 刼：ゟ傒俒խ管刼：ꨔ

剋խ怵㈖：䓹罇➋խ〈倞劆僱괐〉刼：ꀶꨎ颩խ鑂：

ゟ傒俒խ管刼：ꨔ剋խし㸐：㸢㤘㟞խ怵㈖：䓹罇➋խ

䞼〵抓㋲鮦假遤暶ⴽ걆꾷：ス⾲频、ꗻ䌢䊛、豤䘋ꌂ、

卌⤧⡡、勛⤧듳、LukaFurjan、绀㶃㮵խ倾涯ⴀ贖：
䓹ぢ匌《瀊冾굳遤：ⶾ噠㹻莅艁驎鮦涸❀㣐崎⛓假》
「鏞罏Э䗞鞮⪂륌腠㛇ꆄざ⠒➃

罉똿㛇ꆄⶾ㨥

➃：ⷠ㼭똿、諽謠㣗➃խ㺢렳ㄤ㛇ꆄ袚✲Ꟁ：桬㉖㺢խ
굳똿ⶾ噠䫏须ⶾ㨥盘椚ざ⠒➃

罉똿㛇ꆄ盘椚ざ⠒

➃：涯匡憠、㷟蘩㣗➃խ❩猨豭鸤㘗谁遯剤ꣳⰗⶾ
㨥➃：랔擳梅խ䐠㧚匌猰䪮剤ꣳⰗ㛂遤Ꟁ：劫㼭
匌խ⻍❩䋑䌢듳䖒䌌✲䨾⚺⟤冸껷䌏ざ⠒➃：䌢遺

匌խ罉똿㛇ꆄ䫏须ざ⠒➃ 껻度耢用䫏须㛂遤袚✲：

剎僻僈խ굳똿ⶾ噠䫏须 罉똿㛇ꆄ頿籏湌：勛㕜륌խ

幢괐须劥ⶾ鳵➃：鏪陼䗱խ罉똿㛇ꆄざ⠒➃：⫄륌խ
寐銯榰僅彂剤ꣳⰗⶾ㨥➃：勛㻞խⰙざ㕜ꥹ䱾肆꧌

갉坿䭸㼬：ゟ傒俒խꏗ갉䭸㼬：卌갫龥խ꾷遤䭸㼬：

㕰㛂遤袚✲Ⱟ籏鄪：ⷠ䀵խ宐䚓俒⻋ⶾ㨥➃ ばば⮛

㼭蛂խ㼬怵：劫蕦⤧խⶰ㼬怵：ꁀ⯐䒄խ醢⡲窡硁：

❩䋑ꐣ秫谁遯來肬Ⱇ渤㛇ꆄ剚涮饱➃：勛秋խ⚥㿋㎗

䓹⯕㸙խ敚⯕䌌：康僅խ繡遯䭸㼬：ⷠ䣔ꥑխ剪酤

假遤爢剤ꣳⰗ袚✲Ꟁ：꤫噠俒խ䠦〵괐肆⟨剤ꣳⰗ

꤫笃蕃խ㜥穉：럛撑⯋、ス㹆輑խ鮦盘穉：꤫姻㕜、

ス㼂뜿խ굳馊须劥ⶾ㨥ざ⠒➃ 〵抓㣔⢪剚袚✲Ꟁ：

눛螠蠩、랔ꫵ眡խ管ⷜ：顼馄✳、卌俒兰խ倾涯：ゟ

詎鹠〞խ醢⡲穉：詓恎榏、ス㸻彂խ伢䕧䌌：䖛、

䭸㼬：ꁀ䟃⚥խ伢䕧穉：꤫淏㜜、詎㷆堀、꤫㸙鮯、

鼇ㅷ晦ざ⠒➃：卌ばばխ⚥福꧌㕰䘞葻ⶾ鳵➃ ⻍

繡撑僈ꨶ㐼剤ꣳⰗꨶ㐼袚✲Ꟁ：랔뜩խ⻍❩倞㣐鿪

袚✲Ꟁ：䑁䗞龥խ륌꼛俒ⶾ肆⟨剤ꣳⰗ袚✲Ꟁ：

䧭颟륌խ頿穉：劫⠭㪮、ヰ蔊㥶խ岁穉：導ㆹ鎊խ

ス僈듳խ螠繡欰ꄴ꧌㕰ⶾ㨥➃

䢵蔊խ䖕劍㛂遤：꤫䚃鴇խⶩ鱀Ⱇ：峕卓䕧⫹䊨⡲

䁘✲⚥䗱ⶾ㨥➃：矦囙㸻խ暶ⴽ⢵频：剎䡗梭、ꆄ

遤佟窡硁：鿓⥌僅խ遤佟⼿锅：㹄鶔խ䖕醢窡硁：话

㹔խⶩ䱺䌌：卌㺂㸞խ眡⾲俒ⶾЭ꤫蒽ꏓ、康兞啧、

袚✲籏鄪：㷟擳俒խ

笞㢵ⵄ❏ꯓ铃⚥䗱ⶾ㨥➃：勛♲頿խ飷ㄤ䖒䌌堥圓Ⰽ

䪭擳、꤫榏謶、넞䘋罉䌌、桬⤧⪂罉䌌、꤫侣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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寐㣔ꩯ、倷䒊涮涮䌌、剆用꧆ㄳ㉱䌌խ坿㕰：康须
㮵、ⷠ⢕槇、䓹㺂䡹、ꁀ㺂僕、랔凭

ⴀㅷⰗ：륌꼛俒ⶾ肆⟨剤ꣳⰗ、⻍❩㣖ざ橇椕䕧
噠䫏须剤ꣳⰗխ醢⡲Ⱇ

涮遤Ⱇ：륌꼛俒ⶾ肆

⟨ 剤 ꣳ Ⱇ խ 晚 Ꟁ：83 ⴕ ꗻխ 铃 鎊： 㕜 铃խ ♳ 僦 鋊

呔：DCPխ겳㘗：私ꏗ晚խⴕ秹：兜麒秹խ♳僦劍：

2017.07.29-2017.08.10խ牱䨼私ꏗ：倞〵䍤 204,285 ⯋

㼬怵矦➝

劫蕦⤧，⚥⾲㣐㷸䒊眡禺殗噠。䖰✲䒊眡鋊ⷔ、㹔Ⰹ

䎃，Ⱄ䎃秹㷸欰嘥鹠䋕䭭饱伢䕧堥，㨥鎹
ꏗ㣐♧㾂涸㥪⦛⸈㕜⚥㛇劥㷸⸂庠뀿涸

䬝伢䊨⡲，⸈♳荈庠䧭籑ꨆ鏤㹁湡垦䊴騅麕

糵⼮㷸㽠䖤⸈㛇庠，㥪⦛⛳鼇乵鸏♧麥

侸。昿鋷䲿ꄁ➮ⴽ䘎鎹姽竤뀿涸䠑纏，罉䌌

䗱騟娜玑。㼩〵抓涸⛰䎃秹欰罜鎊，蕰銴糒
騟。麕玑⚥，鹠䋕涮植罌鑑《➿荈涮⹛堥，

䧭捀➮⦛㷸绢涸湡垦，姽鱲隶雊➮蟠欰䲿㉏：
⡦閗「㷸绢涸椚歋」？

鱲隶。䟝罌螠䀥谁吥阮僈荈䊹♶⫦剚隡剅涸

ꨎ蠩，㖈♧㜥怵闍䖕㨥柔毠，㹳䙲鼇乵怵

谁㣆罜㣟Ⱖ➮堥剚；ꅾ鋕罌鑑䧭籑涸尬梥，
䖕䜼麕♶欽⸆，钢溫鷆馜⽿ꨈ酢緄〡，嫢

㷸绢涸椚歋

➮⦛瀊冾涸㋉䜂儘⯕，筝䱺衽㛇庠歍锞穡卓

ⴀ旰，尬梥劢《䖤넞⚥耷Ⰵ㷸须呔，⸗⸂⽿
䖤♶ⵌ㔐㜡，⟂㥠ⱄ䏞ꤴⰅ荈䧮䧃毠。

♧䎃䖕，用㸞、ꨎ蠩、尬梥ⴕⴽ㽠隡㹆

貽넞⚥、繏匌넞⚥、㹆貽㹻㉂，罜♳♧㾂朜

屣ꅾ醳㖈鹠䋕鸏㾂ꅾ怵：莇韝剤갉坿䩞螠，
⡎㹻➃㼩➮鷷㣆，禾穡涸➮剓䖕鼇乵✳妄

ⷜ䞕➝稲

㹆貽➃俒⚥㼭㷸尝剤ⴕ侸ㄤ䱖そ，僽䨾

岤ꅾ㷸欰䱳程荈䧮⭆⧩莅倰ぢ涸㷸吥。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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䌌խ暶ⴽ䭸㼬：鏪꧉㮵、勛㷆峸、꤫䘋恎、桬䎋楑、

㸞ㆹ嫏、꓃㹆匋、ꨮ⾇、ゟ牬鰜、嘥僻阌、豤⟓䘋

「鏞罏Э꤫用㸞、詎尬梥、卌ꨎ蠩、ꭘ莇韝、嘥鹠

䋕、勛뜩梥（用㸞㱙）、桬ꬆꨛ（ꨎ蠩㱙）、ヰ猗갚

欰、⚆倞㣐㷸㷸欰、〵抓谁遯㣐㷸㷸欰、㻳㸙侸椚來

䟝⠅㷸，⡎搂岁嬗搂곃䗻㖒➰門遤⹛；莇韝

ⴀㅷⰗ：ꫭꄁ Awakeningխ涮遤Ⱇ：暽柏㶩侮

㸞䠮；用㸞Ⱖ㻜⛳幢嘽植遤ⵖ䏞涸㔿⻋罜
䟝鷆㼦갉坿㣆，⡎㹳䙲䖤♶ⵌ㥪穡卓。

䕧晚荈㼬怵嘥鹠䋕⼧㔋娔㨥䬝伢荛

㼬怵鿪䊺竤Ꟁ㣐䧭➃，⡎剓ⴲ涸毠䞨➠劢䖤

劆，罜ꬌꣳⵖ〳腋。ꧪ搭㛇庠䊺竤饥Ⰵ娜〷，
➮⛳冾儘佞♴伢䕧堥，⡎➠䭰糵䱳㉏「㷸绢
涸椚歋」。

䕧晚须俲

鏪꧉㮵（꧉㮵罉䌌）、嘥犷荆（犷荆罉䌌）、寐⯋䣔

肬⚥䗱㷸欰

ざ遤ꌼ肆⟨剤ꣳⰗխ晚Ꟁ：96 ⴕꗻխ铃鎊：㕜铃խ
♳僦鋊呔：DCPխ겳㘗：私ꏗ晚խⴕ秹：兜麒秹խ♳

僦劍：2016.08.12-2016.10.30խ牱䨼私ꏗ：倞〵䍤
670,030 ⯋խ䖤栁、㾝私ꏗ⿻鰊㼬ꆄ：2010 䎃栽

鼇痧 1 㾂 DocDoc 私ꏗ晚⨴增䊨⡲㖷；2014 䎃넞꧆
來肬䕧㾝䍌晚；栽⽂倰䕧㾝剓⢕私ꏗ晚，剓⢕➃奚

栁Ⰵ㕠；薊㕜ꨔ螩晋私ꏗ晚䕧㾝 Videotheque 錚䷒㋲
⯋；껻度螠铃私ꏗ晚眏Ꟁ晚畹飓㷎鮪；⽫㽳꧉⸈麨㕜

ꥹꨶ䕧栁私ꏗ晚倞➃ꆄ栁；〥겳來肬须彂穉籽䎃剚

䍌晚；幀㖕谁琝䕧㾝；2015 䎃〵抓ꫭ㼱䎃䕧㾝䍌晚；
痧 38 㾂❏繡ꨶ䕧眏ꫭ䎃錚럊栁；2016 䎃⽫㽳⚆歲私
ꏗ晚➃麥ꡠ䧃栁；瀢靽橇椕䕧㾝

ⴀㅷ➃ 㼬怵 醢晚：嘥鹠䋕խ醢晚⼿⸂：倷⟓⧍、

㼬怵矦➝

ゟ䮸韝խ湌醢：ゟ寧稁խ伢䕧䌌：卌䕔歂、嘥鹠䋕խ

ꥹ、㕼㖒、橇㞯Ⱘ剤栬用錚럊，⼧㔋娔㨥䬝伢私ꏗ

〷傤梇խ⚺겗刼Э〈留䎃㔐䥊〉⡲刼：嘥鹠䋕խ管

㼩㷛㶩涸䕧갠。鴻➛䬝麕私ꏗ晚、殹麕鎹罏、鳵麕꧹

詎㿋、ヰ淏ㆹ、ス❠裌、ꟗ䛸憜、導悦⟳、卌龐㎗、

ⶩ䱺䌌：ゟ㪨槇、嘥鹠䋕、馢㹻颩、鿓✵㻞խꂂ坿：

刼：耴楧խ醢⡲：ゟ㷆閄խ怵㈖：⡮䟃䗱、卌鮪㧄、

㛇庠，佞唳螠䀥谁吥；鹠䋕㖈✳妄㛇庠㢨，

卌梅㖠、䓹铃㲷、剎⟃㻞、꤫龐巒、繏ꨛ妇、嘥鹠䋕խ

鿈ⴕ，䖰鎹ꏗ罏鱲隶捀鄄鎹ꏗ罏，荈錏㖒䬝

鋕錏ⶾ䠑䊨⡲㹔խ㜥鎹：ヰ긅ꫵխ㶶䍌：嘥鹠䋕、嘥

对㹁鋷魨넓뀿⪔罌麕玑，䧭捀䕧晚《垺涸♧

卌龐㎗、ゟ䮸韝խ㉬褑㼬䌌：ゟ寧稁խ遤ꌼ䭸㼬：桬

（寐罉䌌）խ䠮闒「鏞Э詎尬楑、➃俒㕜⚥㼭鋷䌌

ⵌ鍑瘸。鹠䋕㖈晚劣䲿ⴀ來肬䥰腋䌟⢵䋞

屇㋩䧭卓♶㥶갸劍。衽䩛瘼ⷔ殗噠Ⱙ狲僽

晚㽵：꤫绐խ笪갤卺鏤：ス衞憠、卌翈、䕠憠、導悦

⟳խ䕧갠⸂䲀䑞：ヰ淏ㆹ、ス❠裌、ꟗ䛸憜、導悦⟳、

䠑鋅，钢捀䭾邍乽铭ꧪ娦匢搂馱，⽿腋䌟⢵

넞ⴕ涸岟屜。

侸，尬梥䭭ⵌ嫲갸庠넞涸䧭籑罜ꦿ鬪，ꨎ蠩

龐、飅䕔㦒խ侸⡙ꨶ䕧䭡頺醢⡲：꤫畖䒄խ侸⡙ꨶ䕧

（尬梥㱙）、嘥俒顜（鹠䋕時）、康椝ꨛ（椝ꨛ罉䌌）、

⼧⛰娔，剓䖕⨢呔㖈㣐㷸✳䎃秹，鄄伢罏莅

痧♧妄㛇庠穡勲，用㸞♶怏䠑荈䊹涸ⴕ

鹠갵、鿓✵㻞խ薊陼：랔用㻞、嘥鹠䋕խ犷湱侸⡙醢

⡲Э侸⡙ꨶ䕧窡硁：䓹笞秴խ侸⡙ꨶ䕧㶶䍌：剎俒

ⱄ⡂僓傈Ⱟ곃㷸噠ㄤ莇馱。⾲劥㢵䩞㢵谁涸

鋷二䗱㥠麕䏞ꅾ鋕ⴕ侸罜ꣳⵖ涮㾝；♶钢ず

⼮㷸넓ⵖ罜䟝荈㷸涸用㸞，⛳鷷恸幀ꤴ鷆宠

If There Is Reason to Study

鹎Ⰵ⼮㷸넓ⵖ涸用㸞、ꨎ蠩、尬梥ㄤ莇

ꨎ蠩，⫦笞䭰騥莻鸏갪㍅㥪；尬梥剤♶ず

㼩〫ⶦ䙂剅、罌鑑涸欰崞，➮⦛涸䟝岁㨥

n

绢」。

莅荈⚺䚍涸㷸欰。搭罜ꦑ㛇庠儘鹧鵜，

鏤鎙鋊ⷔ㸻來俒暟긭⿻㕜ꥹ秹⽈暟긭瑠，荞⸂倴䲀

〵、ⶾ㹐瑠⿻假䏅。

❠䭸ⴀ鄄㛇庠峿崩幎尝涸鹠䋕䊺「♶ⱄ㷸

韝，鷷恸黠䥰♧菛넞⚥耷涸㔿㹁⡲䜂，⽿ꨈ

梥，⟃⿻㋐姹邍怵涸ꨎ蠩，僽乩剤鞮尬䩞螠

⹛笃佖鸤䒊眡、笃䒊眡鋊ⷔ，鵜䎃⛳䲀⹛俒ⶾ麌斊䎂

㣐，雊鹠䋕恸䠮⸂♶䖰䗱，㨥倇倇鎙鯱ⴕ

䫵䭰㷸绢攨䘺涸用㸞、攨䠦莻骪涸尬

鏤鎙⿻俒ⶾ麌斊，䲿⦸「㜥䨾䨡ⷜ䚍」⿻「넓뀿竤
憘」。剎侸妄㤾䖤 TID 〵抓㹔Ⰹ鏤鎙㣐栁，⛳「鼝

伢鋷魨莅㷸庠涸麕玑。魨Ⱟ罌鑑ㄤ私ꏗ晚

2016 䎃〵抓ꨶ䕧➝稲 私ꏗ晚

⹛殥：ꁀ撏㸿、䊱⯋酛、馢㕜㪮խ晚걧鏤鎙：卌䘋肬խ
䖕醢窡硁：齶꧉ꉁ、ヰㆹխ锅⯕：峿俒⳯、儘鯥

嘥鹠䋕，1995 䎃欰。䎓儘莇馱䑞岌，㼩倴爢剚、➃

晚《㷸绢涸椚歋》（⾲そ：♶䟝罌㛇庠），䱳程來肬

钟，⚛莅㕜Ⰹ㢫♶㼱來肬ꬠ倞遤⹛。诔笪騟ⶾ用

「Awakening」，㖈ꨣ畮㻜뀿椚䟝⚥涸笪騟㷸吥 㯯
넓來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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㽠⫹♧㹻➃。

鷷괐㼱䎃

2012 䎃，竤麕 Alex 㣐⸂昰《⚺鳵奚，

姽䖕涸㔋䎃，䓹嵞♶倬ⴀ㕜嫲飓，笞䭰⚆歲

垦飓，꧌穡⢵荈⼧Ⱄ⦐㕜㹻Ⱏ 72 そ㤹麌⮭

呔，梖⠶㼭脌、⳯，䧭捀➮涸ꤙ箻㆞，⡎

⽰㼟㖈愈廪莊遤 RS:X ⚆歲ꫭ㼱䎃괐嵠匢ꐘ

Ripple Apart

⪔鼇䩛，鸏僽鋅陏ぐ㕜鼇䩛魨䩛莅鎯箻倰䒭

6 剢ⱄⵌꯓ㕜♧饱鎯箻，ꯓ㕜鼝锞♳㾂㤹

➃♧饱，✽湱ⴕ❧莅灝燺。䓹嵞ㄤ Lee 秉㥪，

䓹嵞搂䠑䖤ⵌ㕜痧♧そ，雊➮对㹁♶〫

剤來箻剚捀鼇䩛⨞鸏랃㢵✲。

ⴀ涮⧍侚涸㢨，⫄⢵㼭脌㔔捀植㻜

⻍䕧噠肆⟨剤ꣳⰗխ侸⡙锅⯕：랔䚃犵խ㤛晚：ざ

⡲：鏪⛇⯋խDCP 㶶䍌：ゟ㹆鞮、桬稇犵խDCP 管焺：

影꾚㓂、哀䪭㸻խ用넓耫幋갉：♲ⶾ侸⡙䕧갉醢⡲⚥
䗱⡦廭ꉁխ幋갉

갉佪：㥪㢵耫갉խ耫갉鏤鎙

5.1

幋갉：ꁀ⯋⳯խ갉佪ꏗ갉 갉佪ⶩ鱀：闒Ꟁ㸪խ갉佪

涸鎯箻垸䒭，➮⦛ㄤ筀贫㣐걧涸來箻，㕼岁

侚。嫦鸫ꅾ㣐嫲飓，䓹嵞㽠鷴麕ㄤ㱙㱙、㨱

耫㼩涯 갉佪ⶩ鱀：넞⨀儫、卌⯓併、⡦廭ꉁխꂂ갉

Alex 捀✫黠䥰橇㞯，飓♧⦐剢㽠䫼麨⧍

劆。䓹嵞걧Ⰽ㣔涸䧭籑⦝侸，㨥脌䙼✥䟝，

䓹㹻時時、㱙㱙ㄤ㨱㨱，捀✫䓹嵞䵦ⵌ愈廪，

呔。䓹嵞ㄤ Alex 䬰衽涰Ⱇ倇涸酤⪔，䖃秣

籑⽿䠑㢫㖒㥪，䧭捀➮涸㼂顜竤뀿。

2008 䎃，殹〵抓椕鶵ꡠ岤問椕腋や《

匢⚆歲ꐘ垦飓，䋞劆《䖤莅⻍❩㤹麌涸须

ㄤ Alex 遼嵠䏅瑠ⴕ⼱竤斊귭䑼，Alex ㄤ

銯貽飓。Alex 籏僽⺫鳵㣐㼭✲，⽰⢪⼧䎙

Alex ⢵荈慍崎，㖈껻度䏞麕ꫭ㼱䎃儘

飓。嫲飓殹㣔，Alex 㔔捀尝剤來箻菻，➠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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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ꀶ棶寒խ䖕劍醢⡲：鏪꧉㮵խ䖕劍䭡頺醢⡲：〵

罌ꆀ，佞唳䧭捀괐嵠匢鼇䩛涸嶋䜂。䓹嵞ㄤ

䖤㤹麌飓须呔，䓹嵞涸飓㜥僽 RS:X 괐嵠

➃䖃㢫駵，Ⱏず竤娜担ꨈ，䒊用慮⾩䞕䠮，

ⴕ）խꏗ갉䭸㼬：랔⬧ㆹխ佐갉：鏪私撜խⶩ䱺䭸㼬：

鸏⛳銴刿㢵荈䖒ㄤ鎯箻。䓹嵞ㄤ Alex 尝剤

䓹嵞梖괐嵠匢，⛓䖕㹻➃䌟➮暶㖒嫦剢㗂굳

➮姻㥪㖈䓹㹻，♧䪾䫌饱㼭䓹嵞，ㄎ㊮䓹㹻

Ⱇխ植㜥佐갉：程蒕䕧갉、ꨶ柏㶩歑㷛（⽂䫏鿈

꼛醢⡲剤ꣳⰗ弔⣜䏭խ晚걧醢⡲：랔缦뜛խ晚㽵醢

姽，Alex ➠䫏岤䨾剤儘鎯箻䓹嵞，㷸绢麌

㨱嫦㣔鸒ꨶ鑨佞논䗱䞕。鸏妄，㨱㨱暶㖒굳

ꡠ⤚⫹㥪⿶⫹昿㶩。涮欰⛰✳♧㣐㖒，

敚⯕㐼勞：囙䕧噠肆⟨剤ꣳⰗ、ざ꼛醢⡲剤ꣳ

⹛䗱椚、麌⹛斊귢、榮梾、䭾䷒瘞，䎙⛖尝

箻堥剚。搭罜넓㨽剚鸒濼，㕜㹻鼇䩛䗳갭䱰

摏ꏈ㖒䷬程、ⴕ䊨鎯箻。

嵞㽠䃪䬺➊랃鿪剚涸 Alex，➮⦛湱䊴䒒娔，

䑁䒊、卌桪㛔、剎宕麨խ伢䕧⸔椚：卌ㆹ⡡խ伢䕧

Rayeխⶩ䱺：脌繡蔊、Mark Fordխⶩ䱺⸔椚：卌癌

⟤⡦酢⸔䧴飬⸔，刿緄⛘Ⱖ➮㕜㹻傂剤䧭擿

劍，䒒❀娔ꦷ魨⢵ⵌ〵抓钢陏䓹㹻。䖰㼭䓹

㜜、Mark Fordխ敚⯕：꤫䘋鮯、卌厣僅խ伢䕧㣐⸔：

㼓ꟗ䒭鎯箻，獵㖒鎯箻鎙殥鄄鷎㔐。⽰⢪㥶

⛰娔㨥騈衽 Alex 㷸绢괐嵠匢。殹儘，➮⦛

䓹㹻ず⡞㾋砑♴。

醢晚⸔椚：ヰ䖤խ伢䕧䌌：꤫䟃欰、꤫䘋鮯、䑁侣

ꆀ，⚛⚂䲿⼮䪮遯。

䪾괐嵠匢殹⡲莇馱，罜銴殹⦐溫姻涸鼇䩛，

堥ⵌ愈廪，䭰糵✫♲䎃⛓⛉，㛆귢ⴀ莇馱。

湌醢：桬㶩笞խ㼬怵：脌繡蔊、Mark Forkխ

麌ⱟ鮪暶鎯Э鸏僽❏崎鼇䩛宠⛓♶䖤涸鎯

䓹嵞僽〵抓剓䎃鰋涸괐嵠匢㤹麌鼇䩛，

⾲劥〫僽騈衽 Alex 麌⹛，剤㣔 Alex 䲿陾雊

醢晚➃

捀➮㖈〵抓搂畹侰，䖰㼭㽠鄄鎯箻荈䊹ⴀ㕜

儘➿，嫦㣔瘞♴铭彋⪔梖괐嵠匢。㼭Ⱉ齡䎃，

䓹嵞ⴀ欰㖈〵抓㈔♧♶ꬒ嵳涸⽂䫏簖，

㻜⸂衆䊴䖎ꨈ雊鎯箻欴欰畹昰佪卓。姻㥪ꯓ

㛂遤醢晚：豤⡦、⼾ꨎꫭխ遤佟：靽葻哆、䓹倛㮵խ

麌⹛，䓹嵞⛳䪾䳣ㄤ껻度㛆鎯涸堥剚。㔔

溏衽❀㣔涸飓✲穡勲，䓹嵞䟝饱ꫭ㼱䎃

鿪䖰劢䟝麕，剤♧㣔剚⸈㤹麌。

䕧晚须俲

㕜㤹麌鼇䩛 Lee ⵌ愈廪獵㖒鎯箻，䎙⦐䎃鰋

嫲飓，鷴麕畹飓✫鍑荈䊹涸㻜⸂，⛳㛆귢苠

Alex 僽➮涸來箻。䓹嵞Ⱉ娔儘莅 Alex 湱麂，

➿鼇䩛；䓹嵞⣜搭꼦꾝嵳♳。

䱖そ。2012 䎃，䓹嵞ⱄ䏞《䖤⧍侚㤹麌须

涸堥剚。愈廪괐㣐宐䎂，僽❏崎椚䟝涸嫲飓
㖒럊。ず捀❏崎涸껻度，湱殹ꅾ鋕괐嵠匢

ⷜ䞕➝稲

㈔剤⚆歲䱖そ 120 そ䩞腋⸈㤹麌，

2016 䎃〵抓ꨶ䕧➝稲 私ꏗ晚

剓䖕对㹁佞䩛♧䴪，麂ⵌ♶乲Ꟁ涸㼭괐，䧭

넓Ⱇꡠ：卌䚃荬խ遤ꌼ⟱ⷔ：脌㮵催、랔蛂䟂、衞㹻

㔐ⵌ愈廪，䓹嵞騈衽 Alex 鎯箻倞欰➿

鳵岁涬♳㯯넓菻溏嫲飓。ꧪ搭麂ⵌ䓹嵞乲Ꟁ

荈䊹，㔔捀麌⹛㆞宕黇㶸㖈畹昰ꡠ⤚，䓹嵞

䕧갠ⴕ侸，䌌䖝鿪䞕筱筝籚。剓穅䧭籑♧そ

⣜搭⫹䖰，⚛肖㗂㖈埠♳，♧饱劆ぢ黇倰

匢⼿剚窍✮䓹嵞⟃㢫⽓魨ⴕ⸈⻍❩㤹麌。

㆞：ꨮ⯕㢚խꂂ坿：〷傤梇խし➮管刼：랔ꖏ⚑խ晚

걧㶶 嵳㜡鏤鎙：꤫姻彂（Stone Chen）խⷜ撑䲿⣘：

鼇䩛，㼭㼭涸魨䕧㽠⫹僽殹䎃涸䓹嵞。䓹嵞

⛓䊴，劢腋《䖤㤹麌须呔。䎋㥪，㕜ꥹ괐嵠

鑹㶩铿խ用넓耫幋갉：♲ⶾ侸⡙䕧갉醢⡲⚥䗱խ用넓

䖃薊㕜ꤙ➮，⭽盘〫腋ꥬ衽鼇䩛勠涸㕠晘湱

⦐㼭儘尝漗，⛳♶雊䓹嵞䳄䩛，銴➮㼠岤嫲

涸㣐괐，⡎㉬菕邍植妁⢕，⸈♳㉬菕馄箁，

鏤鎙醢⡲ 갉佪ⶩ鱀：卌㶩绥խ耫갉䖕劍醢⡲窡硁：

铞，㽠皿 Alex 罉✫，鼩僽剚㖈麌⹛倰㏜疮

卌鸮㸛խ갸デ晚ⶩ䱺：겝⠭罜、齶崎խ遤ꌼ㕰：

顜ꆄ䕧噠⫄㯯肆⟨剤ꣳⰗխ遤ꌼ籏湌：搋ず癌խ㯯
㻞խ㶶䍌聃䩧 笪騟遤ꌼ：⡦䧃寐խ〵抓䨡ꤎ涮遤：
顜ꆄ䕧噠⫄㯯肆⟨剤ꣳⰗ

「鏞罏Э Alex Mowday、䓹嵞、䓹ꆄ㸻、꤫稇ꐘ、

䓹㶩✵、卌ꔩꙤ（㣐걧來箻）、⡦䎓螠խ괐嵠匢㕜䩛：
脌ꆄ岲（㼭脌）、鏪兰⳯（⳯）խRSX 㕜ꥹ籏剚：

Rory Ramsdenխ껻度괐嵠匢籏來箻：Rene Appelխ

植㖈剚⩔⩔佞䢩雊姿䎃私䊺㣐涸 Alex。Ⰽ➃

껻度ꫭ㼱䎃來箻：⡦䘋韝խ껻度隌來箻：

涸嵳。2016 䎃䓹嵞ⱄ䨞ꅽ秉㤹麌；䓹㹻湡

（꤫兀俒）խꯓ㕜㤹麌鼇䩛：勛岲⺍（Lee）խ岚貽

㖈愈廪竤斊字㺋；Alex ㄤ䓹嵞➠㖈㛆귢倞欰

Michaelխ껻度㤹麌鼇䩛：Andy（哀抉⤧）、Haley

ꫭ㼱䎃鼇䩛：Pavel Tarnowskiխ⟃蒀ꫭ㼱䎃鼇䩛：
Naomi Cohenխ愈廪ꫭ㼱䎃鼇䩛：勛廭䏭խ〵⽂ꫭ㼱

283

2016 䎃䏞〵抓ꨶ䕧

TAIWAN CINEMA
YEARBOOK

䎃鼇䩛：鏪鹎兰、闒䘞閄、ゟ䪭缦、㽮用俒（Leo）、
卌桐䧭、꤫ꅾ琐（Nick）、鏪宕䓽（Pink）、랔鮪䕔（
タ）

ⴀㅷⰗ

醢⡲Ⱇ：歌兜㕜ꥹ㯯넓肆⟨剤ꣳⰗխ

涮遤Ⱇ：顜ꆄ䕧噠⫄㯯肆⟨剤ꣳⰗխ晚Ꟁ：95

ⴕꗻխ铃鎊：㕜铃、薊铃խ♳僦鋊呔：DCPխ겳㘗：
私 ꏗ 晚խ ⴕ 秹： 兜 麒 秹խ ♳ 僦 劍 ：2016.08.122016.08.31խ牱䨼私ꏗ：倞〵䍤 301,236 ⯋

㼬怵矦➝

脌繡蔊，剎⟤來倴劊ꤿ猰䪮㣐㷸⫄久谁遯禺，二⟤

䑞デ㼬怵，⚛㛂㼬ⷜ䞕瀊晚⿻私ꏗ晚。Mark Fork，
ⶾ⡲ⷜ䞕瀊晚莅私ꏗ晚，⛳二⟤ꨶ䕧ꏗ갉⿻幋갉涸

䊨⡲，剎Ⰵ㕠ꆄꗻ栁、ꆄ꼛剓⢕ꏗ갉瘞，湡㔐ⵌ

繡㕜來䱇䕧鋕ⶾ⡲。Ⰽ⡙㼬怵荈 2000 䎃繡㕜ꨔ㙹㣐
㷸ꨶ䕧灇瑖䨾儘劍㨥Ⱏずⶾ⡲，䖰ꨶ䕧瀊晚《Run

Away Home》⛓䖕，♧湬ざ⡲荛➛。

ⷜ䞕➝稲

䓹，〵抓涸恎俒ⴚ暟♧♧⨢ⴚ，䗚Ⱕ、㹒來、

麥ⴀ傈屛儘➿俒㷸㕰넓「괐鮦鑘爢」涸饱衆

㕖莅괐鮦鑘鮦鹎鹧。鸏肆搂嫲涸㠺⸂⻋⡲➮

1935 䎃，䎙⡙傈硃、〵硃涸ꫭ䎃倴〵

疮衽խ⡹ 傍㽠♶僽䧮涸䓍䓍 䊺竤僽♧

鸏僽♧鿈ꡠ倴〵抓俒㷸涸私ꏗ晚，㫔㫔

莅隶鼄。

繡遯⸔椚：鏪⚆鰜、䑁ば秫、詎䓛ⶍխ麥Ⱘ（䎂鏤
鎙）：ⷠ齊楧խ麥Ⱘ（ꧨ㝖）：袚僈儢、䓹剅榏、剎

⤧韝խ麥Ⱘ（귭궬）：⼾巾㫲、卌焗蔅խ㈖晚곃㉏：

⢵涸俒谁盘ⵖ窣嬗♶嫲⛓鰋논，괐鮦鑘爢

嘥⳯內խㄤ剪䭸㼬：歋껻ꅽխ䖕劍醢⡲Э醢晚：랔

涮ⴚ✫✳✳Ⱄ✲⟝贫㢫，鄄⟃Ⰹ✥縢饱鏰；

랔ꫵխ耫갉鏤鎙：랔❏娜、愈衞欰խず姿ꂂ갉：脌

圙对。鑘➃鷷恸尐랿，⽰⤑⣜搭衽鑘涮耫，

鏪䀉畾、嘥ꨎ埙、꤫䎂嵞、鿓悦広խꂂ갉：䨥䧭、

ꨈ⟃⟱⿻涸秫礩莅鍑佞。柔㥶➮⦛涸鑘莅鑘

锸䨾鎊：「䨾閗鑘僽➊랃？（…）

䧮⦛䙦

랃鄪倬㼩韍，穉ざ㼩韍，圓䧭✫鑘 鸏僽鑘
➃涸礶牟牍㺙」。

Ⱖ⚥，〵硃鑘➃嘥敁僅（瘘そ宐詮蟣）

僽괐鮦鑘爢涸銴䎍⛓♧。➮剎殆㷸傈劥，

傈劥䫏꣮，⚥螠字㕜䱺䩛。搭罜䧯㓂䌟

侸➃⯓䖕黩ⵌ暽鸮，嘥敁僅㔔捀⟃鎹罏魨ⴕ

䧭㆞勛䓹榰㔔穉籽儘✲ⴕ區涸隡剅剚罜鄄

⛳䌢䌢鏰铞衽尐랿劥魨：「齡⡙鑘➃ 僽搂
そ涸鑘➃ 㖈⯕䗂ꤥ䐾♴ㆰ岜涸 ♶姐㈖涸
鑘➃」。

剓䖕，괐鮦鑘爢搂〳鼚⯝㖒邝❗，䧭捀

〵抓俒㷸〷♳澖笽罜鸚涸♧腠单衞，㈔殆倬

♶㼱ず㥪䢐そ。괐鮦鑘爢㼩倴馄植㻜鑘괐莅

畎⟃⿻魨䕧。

⚥鷴䗣⫄黃✮ず➿➃。

䕧晚须俲

♧鼹䑞岌䱺鍸姘ꤷ䒸鹎涸ㆹ㷸俒锸、粭殥、

❏娜、䓹秙⢆խ劍醢⡲Э歊ꅿ锅叆：랔❏娜、䓹

괐남涸䤬䤷，㖈Ⱖ鑘⡲〈傈刓傈䒭侕姿罏〉
괐鮦鑘爢涸滞➃♧鼹䊨⡲、♧鼹ⶾ⡲，

姻殹괐鮦鑘爢涸➃꼛鷷恸莅♧❉俒谁㕰

넓䩧㥪ꡠ⤚，植㻜欰崞⽿♶ⱄ⫹麕䠨䠑，

⦝ꤴⰅ㣔偒㖒鱲。✳妄㣐䨞旙涮，儘㽷筝

傒䆯、ヰ厣馄խꂂ갉䊨玑：ヰ厣馄、脌傒䆯խ7.1 耫
麥䧭갉：Geoffrey Han、䓹ⵄ䧭、꤫謠խ晝奚贖椚：

傍歊⨴✳、䧭歊秫♧、갭宕颩♧、し䀥呠㣖龥、寒歺

酕➝、➋䎂姻➃、僤ꅿㄤ纏、幢宐酕繡㶩、䊛ざ椚䟃、

叜劥溫椚㶩、➛屮寐ⵄ㶩、涯ꋓխ䖕劍窡硁：꤫⚆䐄խ
䖕劍⼿锅：䓹蓐蜹、랔뜩蕈խ䏁晚尣峤：꤫⚆狲խ䏁

晚䰿䲾：ⷠ⯐梅խ锅⯕：嘥ツ幢խ侸⡙ⶩ鱀：卌ꯂꈚ、

ⷠ⯐梅խ侸⡙管焺：⡦䪭⨀խ禺窡盘椚：꤫嚩楜խ⚥

傈㶶䍌缺陼 吥鎎：嘥ꨎ埙、꤫榮ꩾ、衞襮襮、詎槈

蛂、鑹꧉➋、꤫⼪娀、꤫ꌂ〵、衞痁、寒歊 Lily 藦话、
嵞、Shelly Kraicerխ갉坿곃㉏：闒匋䒄խ岁䖒곃㉏：

秙⢆խ醢晚：랔❏娜、䓹秙⢆、䓹僈嵞խ醢⡲⼿⸂：

⢕莇խ遤ꌼ涮遤：湡㺋㯯넓Э勛桪螠、⡮僈棟、闒

䧭、랔蛂䟃、랔䠑內խ傈俒俒桐缺陼：嘥ꨎ埙、卌頻

⹛、䊩缾俒㷸，剤衽䗏㦫涸騅ꨆ。

❏娜、䓹秙⢆、䓹僈嵞խⶩ鱀：랔❏娜խⶩ鱀⼿⸂：

㼬怵 管ⷜ：랔❏娜խ湌醢：ꠦ듳❏խ醢晚窡硁：랔

㼬荞♶㼱鐱锸㹻㼩倴괐鮦鑘爢涸鑘⡲涮ⴀ
⛳雊➮⦛莅〵抓殹儘괐饱ꨣ弉涸倞俒㷸麌

〳蔕խ唚⻋：勛䚃琐խ唚⻋⸔椚：ⷠ㹻ꨛ、卌桯⦭、

Jake Timothy、Benjamin Rosenberg、嘥ꨎ埙、꤫䎂

鿓❮へխ俒㷸곃㉏：ス莇僅、ⷠ私諌、꤫⯈⯋、倰㭓

「嬗搂䗱騥」、「繡㷸梖Ⱘ罜䊺」涸䗏鑂，

勛㗛㙹խ剪酤鏤鎙：꤫䗳笻խ剪㦳⸔椚：康꧉ꈚ、䓹

㼭痍⾲♧嵞、뒉孵荛秫䎂、갭宕颩♧խ薊俒缺陼吥鎎：

ꨶ䕧瘞谁遯。➮⦛㼩䲀䑞谁遯⯏怏攨䘺，搭
罜馄植㻜俒㷸莅殹儘涸〵抓俒㠢㣐湱鸄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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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խ㜥兞⸔椚：⨖䘋铃、薵桪ꩯխ㜥兞䵩䒊：勛奚⾲խ

鸏珏谁遯駈⟃馄馊植㻜⚆歲，麨ⵌ㻨㻜ⶾ⡲

鑘爢㼩馄植㻜崣涸ⶾ⡲剤慮⾩涸莇馱，钢捀

⡲捀⣜娝、剤ⴽ倴荈搭⚺纏鑘姐涸鑘⡲，雊

Le Moulin

㤘颩、꤫㪮荛խ繡遯䭸㼬：䓹鯩䂾խ㜥兞鏤鎙：䑁갉

⦐ 〫捀꤄♴㤀桐欰ㄐ 傈劥涸㡦Ⱕ」。

锸；娝㕜䖕，➮䲀䑞麨麨⚺纏、⟃悴䠑陏ⶾ

傈刓傈䒭侕姿罏

⦛涸鑘〣：「植㖈〮꧌⟂ⵌ䩛խ♶㾅涸疮㺂

⸔：랔敶敶խ敚⯕䭸㼬：衞僈䑞խ敚⯕⸔椚：꤫厣

⡡、寐䏭ꍵ、䓹焚곏խ酢䬝敚⯕：衞➃韝խ㜥：袚

⽂䧭用괐鮦鑘爢，ⴀ晝ⴚ暟《괐鮦》。괐鮦

䱺鍸ⵌ䖰岁㕜匌ぢ䌏䰞匌❩涸馄植㻜鑘莅鑘

m

涽字⻋、顇瓛、暖硱⛓犳……♧姿姿ぢ俒谁

2016 䎃〵抓ꨶ䕧➝稲 私ꏗ晚

랔猗貽、缦䒄岁䖒✲䨾խ䎂鏤鎙：♲➃ⵖⶾ、⡦
㭓広、ꁀ寲❏、闒槼、랔犍䖛、諽楜㺂、⡦䙼槇խ㕜

犵、랔䒊ꌂխ傈劥⼿⸂：㼭䊛麥䎋խ傈俒鸒陼：䨥

ꥹ涮遤：⯕㖈䕧⫹Эゟ諌ば、勛蒕溫、勛悦倛

㳱、ꁀ凶貽、倰㭓犵、꤫⯈⯋、䕠㊥韝խ岁俒缺陼：

勛䓹榰（ⵄꅿ襟））խ導ば瀖、導螠葻（귇卌⥜✳）խ

䓹䧕䗞、詎㹄槼、嘥ꨎ埙խ遤佟⸔椚：绀⟤槇、⟤俢

悦、卌㪨槇խ醢晚⸔椚：䓹꿴⯋、卌䚃䢵、ヰ⢕へխ

䬝伢劍醢⡲Э醢晚

ⶰ㼬：랔⚸楑խ㛂遤醢晚：

鿓悦広、卌ば缦խ醢晚⸔椚：詎妇歂խ须俲⸔椚：겝

⸛畾խⰉ兞伢䕧：詎笞ꥑխ㢫兞伢䕧：랔❏娜、詎笞
ꥑխⰉ兞酢䬝：랔❏娜խ伢䕧㣐⸔：랔곏갫խ伢䕧✳

怵㆞Э哀⤧俒（귇嘥敁僅（宐詮蟣））խ勛ꌂ⨀（귇

⡦酕㣔（귇䓹葻Ⱙ）խ䨥グ僈（귇罉➃）խ꤫䗳笻（귇

⾲（卌）㦫㶩）խꁀ㹆䏎（귇㥏➃）խヰ⢕へ（귇傈
劥㥏➃）խ薵畾螠（귇罉䎃㦫㶩）խ䕠䙼鸫（귇犷❁

侣♧）խꁀ⨀㸪（귇㣐歊ⵄ♧）խ導ꫭ纷（귇湱긭䌌

⩬）խ勭鹠䋕（귇暶넞陪㻌）խ導ꫭ纷（귇㦫㶩昿）խ
卌靽闉（귇㼭䣔）խ꤫䛸櫷（귇㥏⬂）խ勛䚃琐（귇
㥏窍）խ桬翱♧、勛䢐䛸、랔楜䗩（귇⚥㕜㸽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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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鏞罏Э銯歊、繙㶩㋮、卌巯懖、卌❣岲、卌䋌
⸂、卌榰僈、ㄤ歊⽈俒、䖛猗䢵、꤫蔊僈、꤫僈〵、

랔䒊ꌂ、ⷠ私諌

ⴀㅷⰗ：劥加䊨⡲㹔、湡㺋㯯넓խ醢⡲Ⱇ：劥加

䊨⡲㹔、姻崣僦⫹խ涮遤Ⱇ：湡㺋㯯넓、遤➃俒⻋

s

嵳涸䕹畮

After Spring, The Tamaki
Family...

⚥。鸏纈〵抓➃㖈洈氭枚栏涸そ询㖒⼦，䒊

㷸，蔅✫♧涰繡⯋，⡎剓䖕瘞♶ⵌ尣粫㔐娝

1944 䎃，㣖䎂峕䨞昰劣，傈鮪ㄤず湅鮪㖈尣

欰傈麕䖕，㹻停鎙殥䌟㵉㔐〵抓䱳

用〵抓➃涸勠蛅，獵㾀⼧䎃，欰崞穅倴㸞㹁。

〵铃խ♳僦鋊呔：DCPխ겳㘗：私ꏗ晚խⴕ秹：⥃
隌秹խ♳僦劍：2016.09.14-2017.01.08խ牱䨼私

鋷，㵉♶僈铞，⡎溏䖤ⴀ⢵䖎䗱。2015

ꦖ㔐〵鼚ꨈ。

ⵌ㵉㚅ꅽ귢嫢㹻，㧶㧶䊺麕⚆，ⶦ㢫欹㥏

ꥬ䎃，〵抓⯕䗂。Ⱇ㖈⽂䫏莅㵉湱

ꏗ：倞〵䍤 1,258,005 ⯋խ䖤栁、㾝私ꏗ⿻鰊㼬ꆄ：

傈劥，㔔麕傍鸚。

粫㾝ꤷ㖒䨞，傈劥㼟Ⰽ蠝➃毝侕荛〵抓，
桬加宕瘞➃〫㥪佞唳㛇噠，䵩♳毝侕菻，끇

㻜뀿㹔、⯕㖈䕧⫹խ晚Ꟁ：162 ⴕꗻխ铃鎊：傈铃、

2016 䎃〵抓ꨶ䕧➝稲 私ꏗ晚

䎃僱，㹻停Ⱖ⚥❀➃㾝〵抓⛓假。➮⦛⢵

栬㸛莍㾋，䱺糵饥鏞傈剢惏、俒娀䑔、⛰停

2015 䎃ㆥ劥ㆁ呏私ꏗ晚䕧㾝 DOX: Award ⚺畹飓；

陏，殹儘♶⯈鏪荈歋䧗䠦，㵉ㄤⰗ猙㤕

俒⻋勠瘞兞럊，䱺衽僽䕥⻋涸䓍䓍㹻瘞鋷䧹

私ꏗ晚䕧㾝栽〵抓畹飓껷栁，Ⰵ㕠螠➃私ꏗ晚栁、⡲

岁钸䬤殹儘䒒娔涸㵉，黩ⵌ陪㻌㻤㉏。➮

鋅。ꤙず涸繡单㶩、繡㣾㶩㨢㧶䟝ⵌ⟃㔔

ꅾ㿋㌨？䧮⢵㸞䱖⩔庋菻。」㣗㧼⦅⤑䫵衽

❉鼍䥛，⛳䠮「ⵌ嫢鋷鸏馫涸䬺鏞，䟝䒂糵

2016 䎃ꆄ꼛栁栽剓⢕私ꏗ晚，Ⰵ㕠剓⢕갉佪；〵抓

穡㭶。✳✳Ⱄ✲⟝䒸涮爢剚⹛湚，Ⱇ㔔ꬌ

罏錚럊栁；〵⻍ꨶ䕧栁栽剓⢕管ⷜ、耫갉鏤鎙；⽂倰

䱺ⵌ⯕䗂鵦㔐Ⱄꅾ㿋涸ㆥㆥ⢵⥌，「♶⢵Ⱄ

䕧㾝栽⽂倰栁껷栁；뛩暶⚸䕧㾝劢⢵⛓⯕㋲⯋；䊝

ꨶ䕧眏鋕歲㣐錚⯕陗㋲⯋；䋒㹆開倛蒕ⵄ倛䕧㾝遺

겳㘗畹飓㋲⯋；꼛䗞ꅽꨶ䕧眏⯓뀝畹飓㋲⯋；ⵄ꼛栬

♧娔㣐涸㷛㶩，䖰㚅ꅽⴀ涮⢵ⵌ豤慍度，Ⰽ

用ꨶ䕧眏㕜ꥹ畹飓㋲⯋；嵳䅈ꨶ䕧眏私ꏗ晚㋲⯋；
繡㕜影屮㙹私ꏗ晚䕧㾝㕜ꥹ畹飓㋲⯋；翱㖒暆ㆥ❏崎
ꨶ䕧眏〵抓ꨶ䕧夔璭；㎗纏谁遯私ꏗ晚䕧㾝管鸤涸溫

㻜㋲⯋；2017 䎃껻度栬用ꨶ䕧眏〵抓栬用箁：（ꏗ
⫹）鑘涸䟝⫹㋲⯋；锸俒䒭ꨶ䕧眏；慍私ꏗ晚䕧㾝

㼬怵矦➝

랔❏娜，〵抓栬用醢晚⡲罏，ꡠ岤倴䕧⫹、耫갉涸耢
粯莅䒂⠽䚍。鵜䎃䫏魨倴醢⡲〵抓傍劍湱ꡠ⚺겗⛓私

ꏗ晚，䋞劆鷴麕娜〷涸唚椚ㄤ增鋕，䱳程私ꏗ晚溫㻜

涸鑣ꅼ〳腋，⚛䙼〵抓莅❏崎、⚆歲⛓涸ꡠ⤚。

私ꏗꟀ晚《傈刓傈䒭侕姿罏》栽 2016 䎃ꆄ꼛栁剓⢕
私ꏗ晚，⚛Ⰵ鼇뛩暶⚸㕜ꥹ䕧㾝「劢⢵⛓⯕（Bright

Future）」㋲⯋。

ⷜ䞕➝稲

抓涸栬暶孵。

〵抓➃涸魨ⴕ鄄妬頾、䟝ꦡ询魨ⴕ，♲歑俒

㛇倴《㸞⥃哭秉》，尣粫⣜搭剤繡鮪㛇

㖒꽏稟，㺙꧌涸굳遤怵绢ㄤ湱ꁈ涸⡞㸕⼦ꡠ

屛铞，嫢鋷铞麕ⵌㆭ鿪鷗♶✫僽〵抓➃涸✲

〵抓❜崩걽籗涸菻ꦷ⛳⨢꽢，莇渿Ⱉ⼧䎃涸

㻜，锞荈遤贖椚，䖰姽对㹁䧭捀嫲傈劥➃刿

ⵌ尣粫。䢆グ⽫韍㵉㓫㇙⿶㓂呔，⛳尝莇

捀✫㵉涸ⰔⰔ㣐㡽，㣐㹻䘑衽㻨鼝

馱聃㥠闍鶤〵抓，湬ⵌ⩑搭䖰《Ⱄꅾ㿋涸〵

✫，⛳䠑陏ⵌ㼭儘⦬㹻⚥俲椚，姻僽⢵荈〵

⛳♶鰋僒「➃妬⣳。桪加㹻✳➿，㢵㼱剎㔔

Ꟁ䎃㖈匌❩欰崞。➛䎃㔔捀㵉Ⱄ⼧Ⱄ娔欰

⫹傈劥➃涸〵抓➃。

锞ⴅ、醢⡲麥Ⱘ，㼭䗱♶雊㵉涮植끇㋐。

⤚筝䓹。♧⛰Ⱉ○䎃➿涸岙屁竤憘，⾲劥ㄤ
뒉唅攨惐，⛳㖈 1966 䎃ꡠꟗ剓䖕♧䊨䑖，
ⷔ♴〣럊。䢆グ荈钢剤糒䪭ꫭ卓䏅涸㺋ㄐ

䠮，二䗱尝剤㵉涸ꫭ卓䏅，㹻停〳腋ⴕ侕；
昿鋷薳屛钢捀ꫭ卓䏅䊺ꨈ欰㶸，㥶卓ㆭ㣔姆

抓獵字》剅⚥隡ⵌ㹻停涸⢵歋，䩞䛇搭㣐䝎。

䣔欰傈鸏㣔，㵉ⵌ繡㺂ꤎ唚걧⻋㦳，䳖♳

噠⛳腋䱺「✫。

僽♧⛰♲○䎃➿Ⱄꅾ㿋門䃋㔔➃〡♶駈罜倷

㡽。㔐⢵涸㷟⯥，鷴麕罉撑晚，䩞濼麥Ⱇ

✫䎃私，⡎➠來㶩㷟鰳⺫礴㶩涸牍鏒，㶩㷟

䕥⻋㆞卌ⴀ魨涸㻜噠㹻卌涮갠䥰佟瘼，䌟衽

䕹儘僽♧⛰♬○䎃➿，㔔〵抓膨ꨆ耢ざ㕜、

屛捀✫㕼㖒Ⱇ牺䘑烮，➃⦛䠮㎒罉➃嫦䎃幾

爢」涸뒉唅䊨䑖，桬加宕ㄤ➮涸ㆥㆥ魨㖈Ⱖ

傈劥硃。桬宕加䙲㷛㶩尝剤傈劥㕜硃♶腋♳

〵傈幋過涸䢆グ歋姽䖤濼，Ⱇ桬加宕

遤「Ⱄꅾ㿋鴍噠㠓䗚〮佟瘼」䗚〮涸鴍字。
뒉唅鴍字䖃瀖㘽䃋鏤用「㣐ず䬪婥吳䒭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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鳟，♶濼麥䙦랃崞♴。妄㶩薳屛铞，昿鋷

㵉㔐䥊殹儘繡鮪䱺盘涸尣粫，欰崞葾

Ꟁ劍ㄤ竤斊ꫭ卓䏅涸妄歑桪加薳屛ず⡞，妄

傈，㹻停䧭㆞䎙⛖鿪剚㔐⢵䣔欰，䢆グ⛳㔐

㹻停ꡠ⤚涸䗱䠑。䢆グ邍⯌䓍錏䖤㖈〵抓尝

剤魨贖㕜㢫涸䠮錏，㵉㖈姽⡂⛖隶䎃鰋

㖈➮❀䎃秹儘麕⚆，嫢鋷♧➃귢㹻，䖎㛚䓽

歑涸⯥㶩桪加䢆グ，僽䴸怎坿㕰涸頺倛䩛，

捀〵抓魨ⴕ鄄ꪶⲴ，〵铃〫剚聃♶剚铞，剤

鹋䖕䵩♳⩔庋菻。

桪加桪➿㵉僽㾀⡞㖈傈劥尣粫瀖㘽

䃋涸〵抓獵字，肬剤♲歑㔋㥏，⯥㷟怏㛔，

⦛，〵抓鋷➃籏僽攨䞕䱺䖊、ざ䕧，湱秉ⱄ

ㄤ剪䖕ⵌ湱긭䬝撑，㖈㶩㷟涸瞮乩♴䏞麕㣐

桬宕加娝⻋䖕，䩞佖傈劥㨺孒捀「桪加」，
尣粫娝鼩瘞佟屛㔔稇，㢵侸獵字㖈姽儘《䖤

2015 䎃涸僱㣔⛓䖕，㵉ꧪ搭䫵䚐♳

⦛钢捀䖎ꨈ⨞ⴀ⫹㵉涸麥。姽儘涸薳
㼱，⡎俒⻋呏彂➠銴笞䭰。㵉➠搭㖈殯ꀀ

涸㕼㖒牺䬺衽〵抓涸牟僈ㄤ牏⯓。剓䖕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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䎙䓹罉撑晚鎹ꏗ✫桪加㹻涸뒉唅歊、㕼㖒Ⱇ

牺、䒊⾮瘞㹻➃ざ䕧。

㕰岁➃㕜㹻ꨶ䕧⚥䗱、㕜用〵抓娜〷⽈暟긭、〵⻍

✳✳Ⱄ私䙂긭խ（傈劥）尣篗Ⱇ俒剅긭、瀖㘽䋑用Ⱄ
ꅾ㿋⽈暟긭、瀖㘽䋑來肬㨽㆞⠔䋑〷管꧌铭、وطء

尣篗、ꅿղ勠㷂歑、嵙䃷颩䋑、《Ⱄꅾ㿋ⱗ溫䋫—

㼬怵矦➝

ⷜ䞕➝稲

㾀傈劥。殗噠倴㕜用佟屛㣐㷸䑞久ꨶ鋕㷸禺、傈劥

姐䩛彋⪔怵ⴀ。擿䜫涸茁륔、鍸⹛㔐䥊涸ㄤ

랔脒嫯，加卌ꨶ䕧剤ꣳⰗ頾顑➃，ⴀ欰倴〵匌，植
匌❩鸤䕎㣐㷸灇瑖䨾ꨶ䕧㼠余焚㡦。㣐㷸劍㨥

䕧晚须俲

♳䋇—》䨾、ⱗ溫խ㹻停䕧⫹䲿⣘：桪加薳屛խ倾

二⟤䕧鐱；2010 䎃껷鿈私ꏗ瀊晚《❀靽桬⻍遳ⵌ〵

搭խ⟱ⷔ醢晚：㿋劥㦫、卌䚃⠺խ醢⡲⼿⸂：⚥靽꾚

Studios SounDartsխ倾涯ꏗ갉䌌：㣐䊛⚆㣾խ遤ꌼ

畹飓，⚛Ⰵ鼇⻍❩栬用ꨶ䕧㾝瘞㢵갪䕧㾝。2013 䎃

㼬怵 醢晚：랔脒嫯խⰟず醢晚：㿋♳䗣✳龥、ⷠ証
グ、哀⟃㧚、⡦㷆㷸խ伢䕧：⚥靽꾚グխ伢䕧⼿⸂：

涯：桪加䢆グխ倾涯ꏗ갉㹔：Noah, Inc.、Recording

涮遤：湡㺋㯯넓肆⟨剤ꣳⰗЭ籏瘼ⷔ：勛桪螠、

2016 䎃〵抓ꨶ䕧➝稲 私ꏗ晚

⻍》Ⰵ㕠匆䊝❏崎ꫭ䎃ꨶ䕧眏「❏崎⛓⯕」ꫭ䎃瀊晚

猙私ꏗ晚《㢹儻涸影䏞》倴榰㡦溫㻜䕧㾝㕜ꥹ畹飓㋲

2015 䎃 6 剢，〵⻍㼭跗䖕〵，♧纈

䓛……➮⦛僽♧纈䨞䖕ⴀ欰㖈〵抓涸䎃鰋
➃，㖈괐饱ꨣ弉涸♬○䎃➿，对㹁荈䊹㻨姐

荈䊹㈖。鸏♧岚愈廊涸ꫭ僱遤⹛，䧮⦛〭㸐

⸈谑㷂⥌、⡦㷆㷸、랔脒嫯խꏗ갉：ゟ匌缦、랔脒嫯、

闒㭓広、ꁀ寲❏、⡮僈棟、꤫➃䁌、⡦䙼槇、ゟ棶㥶、

⯋껷僦，⚛Ⰵ㕠䋒㹆開倛蒕ⵄ倛私ꏗ晚䕧㾝瘞㕜ꥹ䕧

「字姐」攨惐。

殥：㣐⛉⥃讛խ갉佪鏤鎙：媲⨀兰、倷㏖㣔խ갉佪鏤

「鏞罏Э桪加桪➿、桪加猨꧆、涬ꅿ㙹繡㣾㶩、桪

硁ⷔ⛓「Grand Voyage」ⶾ⡲鎙殥，㸤䧭歋屎戦湬

㨥。鄄珖⡲「字姐⛓嫢」涸㥠㖈㼭跗ꅾ植

2015 䎃䧭用加卌ꨶ䕧剤ꣳⰗ，⟃傈劥尣粫捀亙럊，

瑭ꆚ䒸箁，㫔㫔麥ⴀ字姐涸涮㾝娜〷。晚

瀨䊛侚䘋խ갉坿：⚥㛒嵳鿪խ⹛殥鏤鎙：涯✳ꉫխ粭

鎙䊨⡲㹔：䧮剚䍲⡹갉坿䊨⡲㹔խⶩ䱺：랔脒嫯խ䖕
劍醢晚：闒䙂⭳խDI 䖕劍醢⡲：噲ꣳ蒀㚖肆⟨剤ꣳ

ⰗЭ侸⡙锅⯕䌌：刼䙼纏、寐䚃⺍խ㶶佪醢⡲：

卌䪭䙌խ侸⡙ꨶ䕧鱒ⴀ：黇匌 䛸烝僦⫹醢⡲Э噠

⼿锅：䖛⧉、䖛鑘巒խDCP 㼩涯㶶䍌：詎剦悦、

⡦㲟꼖

加繡单㶩、し⾲繡⡠㶩、桪加薳屛、䘋葻㛔⛉繡㶩、

繡湌醢「㡭㣐涸菕嵳」私ꏗ瀊晚禺⛓《勹➃》。

（傈劥）Editha N. Tamaki、瀖❁㛚剆、桪加僈㶩、

鹎遤私ꏗ晚ⶾ⡲，⟱ⷔ呪⛓♧《笃蒀暖硱》Ⰵ鼇厣卌

桪加俒屛、桪加䢆グ、涬ꅿ㙹䘞歑խ莅䬝伢Э

桪加薊猨、涬ꅿ㙹⛳、⟻谑䣔㶩、⟻谑♧䋞、し⾲

畇⛳、し⾲藦、し⾲㡫〷、し⾲、ׅし⾲、יײ

䖛㎗㶿、꤫梅龐խ墂呪盘椚：卌儀、勛妇걛խ晚㽵醢

桪加歋蔡㶩、そ㎗란邆㶩、そ㎗㣐绥、そ㎗㤉绥、歊

Э耫갉ⶩ䱺：勭❠內、㸢⢩䏭、闒ꫭಊ、鑹⢕琐、

劢蛂、寒蟠邆、Ⱟ⛉♴、ֹאז䎂、ַכ瀨䊛Ⱙ

⡲：桬ⱟ兰խ勭嫲幋갉ꏗ갉㹔：耫蒀渱㶩剤ꣳⰗ

䓹蓸榄、꤫⿶榫խ耫갉䖕劍耢粯：㸢⢩䏭、䓹蓸榄խ
幋 갉： 勭 睛 ⛓、 勭 ❠ 內խ 갉 坿 Э〈After Spring,
The Tamaki Family…〉 刼： ⚥ 㛒 嵳 鿪խ〈Minimal-

Theme of Tamayo〉 刼： ⚥ 㛒 嵳 鿪խ〈Theme of

幇、ֹב歊幇焗䊹、寒֮、ַׅ寒䋞ㆂ、寒

㸞、랔䘋ㄤ、瀖ꨔ㬁、瀖䗞ㄤ、剆猨剢、瀖뜩繡、

ⴀㅷⰗ：加卌ꨶ䕧剤ꣳⰗխ醢⡲Ⱇ：加卌ꨶ䕧

䋑䊛⣈⛇խ㼭䲿楪：㹨ꅿ冱㶩、ꓟ歊溫䋕խ⚥䲿楪：
嚞㕨란邆㶩、谑劥劢勻խ㣐䲿楪：⚥ꅿꤿ♧龥、ꉁ

加⢕鿪秲խ〈Cracked 5-3-Miho Label for Sho, Cello

and Percussion〉疽：㹨歊ײתխ㣐䲿楪：⡠谑䢵խ
䩧乹坿：倞ꅿ㼜⛓խꏗ갉湌⥜：⡠⦍籗խꏗ갉⸔椚：

宕歊䘋㹌、庋鴡嵳խꏗ갉⼿⸂：匌齦갉嚃㣐㷖խ⚥俒
㼩涯缺陼：랔脒嫯խ薊俒㼩涯缺陼：ⷠ⢕愌խ薊俒㶶
䍌湌⥜：⻍䊛儥、Vanessa Micale、桬蕰㜜խ傈俒

倾涯莅㶶䍌湌⥜：⻍䊛儥խꨶ䕧晚そ㶶⽓鏤鎙：鿓

㶩囙խ娜〷须俲锅ꠗ：Ⰹ䃋䝑➝、⡦㷆㷸խ娜〷곃㉏：

宐歊䥃屛、匡歊葻㷂խ娜〷须俲䲿⣘Э（〵抓）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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嵳」鎙殥痧♧鿈刼。

꤫徱彂、瀖叜、勛蔊룲、勛敶蓸、桬耥莴、ス猗桪

剤ꣳⰗ、Siglo, Ltd.、⾲㶩僦韍剤ꣳⰗխ䨡ꤎ♳

僦遤ꌼⰗ：湡㺋㯯넓肆⟨剤ꣳⰗխ䖕畮涮遤Ⱇ

：ꅷ僅㕜ꥹ㢵㯯넓肆⟨剤ꣳⰗխ晚Ꟁ：131 ⴕꗻ
96 ⴕꗻ（㕜ꥹ晝）

161 ⴕꗻ（㼬怵晝）խ铃鎊：

傈铃、〵铃խ♳僦鋊呔：DCPխ겳㘗：私ꏗ晚խⴕ秹：

兜麒秹խ♳僦劍：2016.09.30-2016.10.20խ牱䨼私

ꏗ：倞〵䍤 773,192 ⯋խ䖤栁、㾝私ꏗ⿻鰊㼬ꆄ：
2016 䎃〵⻍ꨶ䕧栁Ⰵ㕠剓⢕私ꏗ晚겳；ꯓ㕜 DMZ 私

ꏗ晚䕧㾝❏崎畹飓㋲⯋；㢚㪮㣧ꨶ䕧眏；繡㕜翱㖒暆

ㆥ❏崎ꨶ䕧眏；殹➿侃✲䕧㾝；2017 䎃㣐ꢻ❏崎ꨶ
䕧眏暶ⴽ䬸䖊⡲ㅷ鿈；104 䎃䏞ꨶ䕧瀊晚鰊㼬ꆄ

䕧晚䖰须幀䑞久➃ꤲ凶幢涸傈䌢魨䕧

殹䎃涸久갉植㜥，㖈滞㢵姐䩛莅竤Ⱙ刼湡⚥

⽰⟃怵㜥剚植㜥、姐䩛涸植屣鏞锓，⿻麕䖃
墂呪䕧晚䎂箣❜籽罜䧭。ꤲ凶幢殹䎃㖈「⚥
銯字姐」眏湡렽⺑䎃鰋➃涮邍ⶾ⡲，罜䖕⿶

剤「ꆄ갚栁」莅「字闙괐」瘞嫲飓，慨涮䎃

鰋➃涸ⶾ⡲攨䞕，〵抓㨥剤✫荈䊹涸姐。

殹䎃鼩僽㣐㷸欰涸脌䗞㣗，欽⼻⽂停嫢

桬忓㼜畎խ（〵抓）랔♲⯋、叕剢焗、䕥⻋寮걧랔㹻、

䘋㛚埠խ〈Cracked 5-3-Miho Label for Sho, Cello

⚥㛒嵳鿪խꨶ䕧ꂂ坿怵㤉Э〈Main Theme〉ꏈ楪：

䕧㾝㕜ꥹ䲿呪㋲⯋껷栁。《嵳涸䕹畮》捀Ⱖ「期㿋⛓

㾋稇怏、倞呟㶩、劊オ䎋㶩、桬歊麨㣗、桬忓䘋ꥑ、

袚ꨔ寐、瀖剢敶、剆䒊喀、齶桪貽、飅竒䊫、꤫焗ꚿ、

and Percussion〉刼：⚥㛒嵳鿪խ〈爢⠔⹛✉〉刼：

䕧㾝倞ꌴ斊⛓「私ꏗ晚䊨⡲畀」㋲⯋，⚛栽榰㡦溫㻜

繡、剌呏僱㶩、瀨䊛顜繡、弔䊛宕♧、ゟ㾋㻫宕、ゟ

Shingo〉刼：⚥㛒嵳鿪խ〈桪ך蔅〉鑂 刼 怵㈖：

桪加䢆グխ〈〉ֲךׯ֮ל鑂 刼 怵㈖：Ⱘ

㾝。2013 䎃Ⰵ鼇㣾葻ꨶ䕧眏莅榰㡦傈Ⰹ檳谁遯㣐㷸

l

铃㈖ⴀ✫〈繡뜩涸珨琝〉，䖕䫏魨⾲⡞字麌

㔋⼧䎃

Ode to Time

⹛；嘥䓛⟃⡮⯕⚥涸鑘捀鑂，ⶾ⡲✫〈ꀀ䟶

㔋갚〉，罜䖕獵字繡㕜，诔歋㸻來贓䙼➃겳
涸㶸㖈莅㷑栬；ゟ嘽嘽⡲捀痧♧➿字姐䩛，

荈㔋⼧䎃㖈귭䑼꽏㈖荛➛，䖰劢⨢倬；植

捀崩遤갉坿ꅾ銴➃暟涸勛㸻渿，殹䎃❠僽
「加し➮ざ㈖㕰」涸♧㆞。㼩撑字姐⼬䎃涸

怵㈖剚殥，殹䎃ꯓ姻淏、꓃㼱貽剎莅嘥牏
椇♧饱ⵌ㷸吥、䊨䑖、嵳鼹、怒勠㈖姐，䗳

㹁銴㈖涸刼湡⽰僽〈繡뜩䃋〉莅〈㼱䎃⚥

㕜〉，姐刼涸礶牟遼灶儘➿涸犝ꐩ。植䊺鍑

犝，➃涸魨넓⽿侰♶麕儘，欰氻涸ꯓ姻淏

㖈꓃㼱貽涸ꤙ⠶♴，贡䓳涬♳字姐㔋⼧莻
〵，齴聕梚⛳㔔縸浓㖈怵ⴀ㜥ざ莅ꄴ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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㤕岚。儘⺭⺭，姿㾷♶⨢，⡎姐刼➠꽏殆

聃滞䗱⚥。

䕧晚ツ植字姐➿邍➃暟殹♴涸欰崞㻜

頗，❠⺫わⰦ㼩㕜停钢ず、➃欰饱衆涸䨾䙼
䨾䟝。〈륌涸⫄➃〉⫄㈖嵳䃚Ⰽ䁘，⾲⡲罏

⣶䗞⨴㖈Ⰽ䁘㼿劢佞儘鹎Ⰵ㣐ꤷ，䖕⿶獵

字ⵌ秣銯貽，剓䖕㔔穡㭶衆㾀⻍❩，㼩衽ꖏ

걧铞荈䊹㽠⫹「㹐➃」，籏劢鄄厥⦐㖒倰姻

䒭䪭钢，搂♧贖僽溫姻涸佦ꀀ。儘尐慈慨
傱涸䞕筱，䖃✲涸鰶䐸鷷恸幢兠。1976 䎃，

勛꧱愯㖈帝寐俒椚㷸ꤎ涸銯峕字闙怵㈖剚

♳，灺灶韍䗚銯峕俒⻋涸〳坿櫖，㣐耫氭ㄎ

㈖荈䊹涸姐，姽✲殹儘䒸涮넞䏞ꡠ岤莅锸䨞，
勛꧱愯⡲捀字姐麌⹛걆菕➃涸㖒⡙❠歋姽焷
钢。㔋⼧䎃䖕，殹㣔二⟤⚺䭰➃涸ꤲ凶幢㖈
ꖏ걧箣箣隡ⴀ㻨窍勛꧱愯涸⥌，ꅾ倞鼩⾲

殹䎃涸「〳坿✲⟝」：攨過涸䎃鰋➃Ⱖ㻜尝

剤灺灶〳坿櫖，㋐䠦銯峕姐刼涸➃⛳♶鑪鄄
䪡ⴼ。ꤲ凶幢䠮䢹䎃鰋涸勛꧱愯끐搭麕⚆，
ず㼩갉坿䫵䭰攨䞕涸Ⰽ➃尝剤堥剚ⱄⰟ✲。

儘⯕䲀獵，䨾剤昰鴄⥡ꬆ，䕧晚剓䖕ꅾ

鵦勛꧱愯㔔佹➃♶䎋徍俋涸莇⻋䏅嵳鼹，私
䙂烵♳㻨衽：「㈖荈䊹涸姐」，籏穡字姐麌

⹛涸儘➿䠑纏。晚劣겗そ：「桐窍ꫭ僱」。

䕧晚须俲

湌醢：ꤲ凶幢խ㼬怵：⣶㷎搭խ醢晚➃：勛罇螠խⶰ

㼬：䖛嵞鮯խ伢䕧：醎⢙箰、䖛嵞鮯խ伢䕧⼿⸂：꼟

⥌螠、ヰ㹆颩、䑁侣㜜、卌滞歂、卌ばꤿ、桬❮ꈚխ

佐갉：ヰ、꤫❠⨀、㓂㈔櫷、勛肬兰խ醢晚：詎㹆

䏭խ须俲佐꧌：꤫䚃ⴕխ醢晚穉⼿⸂：ⷠ䚃ば、ゟ楾

巒、齶謶襮、闒⣜猗խ怵㈖剚䬝伢Э㛂遤醢晚：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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ば㜜խ醢晚穉：꤫厣㸙、豤犷酕、䑁猥䚃խ伢䕧㣐⸔：

⡲鑂 ⡲刼：勛꧱愯、哀兞䂾խ⾲갉姐刼䲿⣘：䭫

㈔、ⷠ⤧嫏խ䖕劍醢晚：詎㹆䏭խⶩ䱺：넞뒊允、桬

䭫厨䏞醢⡲剤ꣳⰗխ〈♧哭傈⯕㣐麥〉⡲鑂：

넞黇䪭、ꁀ莴➋խ伢䕧⸔椚：䕠蘒僤、齶猥듳、꤫私
戒䊫խ㶶䍌缺陼：⡦繡榮խ晚걧ꂂ坿Э佖管荈〈䗏

괐䖃✲〉管刼 し➮ 醢⡲：桬䋞俒խ䓛坿：豤㶩蘟խ
幋갉：卌㼿⠭խ䖕劍䕧⫹醢⡲：⫄缾侸⡙䕧⫹肆⟨剤
ꣳⰗЭ醢⡲籏湌：륟⟗廭、ヰ梥蟣խ䖕劍窡硁：

担撑晚：詎僈䗞、桬兰畎խ⾲⡞字麌⹛撑晚：랔繡薊խ

♲嬁խ⡲刼：勛岲牬խOP：姐卌갉坿肆⟨剤ꣳⰗխ

剤ꣳⰗխ勛꧱愯佹➃徍俋デⴽ䒭、⚥繡倬❜－㢫❜

〈⡹涸姐〉⡲鑂

⡲刼：ゟ嘽嘽խOP：굳焈갉坿竤

私 剤 ꣳ Ⱇ խSP：Skyhigh Entertainment Co., Ltd.խ
〈⺭⺭〉⡲鑂：꤫ば㣔խ⡲刼：脌䗞㣗խOP：搂ꬌ

俒⻋剤ꣳⰗխ〈䧮♶濼麥괐僽㖈ㆭ♧⦐倰ぢオ〉⡲

棶խ㤛晚：꤫猈㷸խ倾涯㶶䍌：導剅纷、涯妇歊խ侸

䖛䘋䷒խ⡲刼：勛麨憠խOP：怎瀖㕜ꥹ갉坿肆⟨剤

．耫갉䕧갉䎂〵խ耫갉ⶩ鱀：ヰխ耫갉醢⡲：⻍

OP：䭫厨䏞醢⡲剤ꣳⰗ、怎瀖㕜ꥹ갉坿肆⟨剤

卓管鱀：卌䘋蔊խ耫갉管鱀：넞䂾խ耫갉管鱀⸔椚：

怎瀖㕜ꥹ갉坿肆⟨剤ꣳⰗխ〈♧겎㼭㼭涸瀖걧〉

遤：暽柏㶩侮ざ遤ꌼ肆⟨剤ꣳⰗЭ㹒⫄窡硁：倷

Taiwanխ〈時時㋓ꂋ涸儘⦬〉⡲鑂：倷焗唃խ⡲刼：

⡙䭡頺：ꐏ挴❅խ䖕劍⼿锅：ス蕰䡹խ耫갉ⶩ䱺㹔：
❩耫卌갉佪谁遯剤ꣳⰗխ耫갉䭸㼬：㺢䐁խ橇㞯佪
ⷠ䌃խI/O 䊨玑䌌：꤫しꚙխ갪湡⼿锅：桬ꏾխ涮

僒葻խ㹒⫄Ⱇꡠ：寐棶榮խ崞⹛瘼ⷔ：豤㪨悦、瀖龐

謶խ噠籏湌：齶꧉ꉁխ噠⚺⟤：䑁兒䋕խ遤ꌼ窡
硁：桬䌌խ嵳㜡鏤鎙：꤫⚆䊛խ伢䕧：鿓佟䕥խ㼬

鑂：䖛䘋䷒խ⡲刼：ꯓ姻淏խ〈ⱄⴽ䐁堀〉⡲鑂：

⡲鑂

⡲ 刼： ⣶ 䗞 ⨴խOP：Universal Ms Publ Ltd

⡲刼：䓹挴鰜խOP：怎瀖㕜

ⵄխOP：Sony

Atv Music Publishing (Beijing) Co.

Branchխ〈侕㜥ꨶ䕧〉⡲鑂：飅銯㸞խ⡲刼：꼛⯐

꾚խOP：怎瀖㕜ꥹ갉坿肆⟨剤ꣳⰗխ〈㥶卓〉⡲
鑂：倷焗唃խ⡲刼：齴聕梚խOP：怎瀖㕜ꥹ갉坿肆

㩉㕜䓽、㩉럄榏、薵䑞䢵、䖛䃪䥃、媲姻峕、嶃⢆䀉、
邿猨蟣、邿䟂➋、꼛㹆⚥、꼛嫯蓸、蛅䟃㥶、蜓ⳝ、

鏪巾窲、鏪兞幅、꤫宕륌、꤫用䚻、꤫㸪ꌂ、꤫僈감、
꤫⪂恎、弔淏、랔⟗䃿、랔屛鐱、랔갚梥、嘥㎗、

嘥罇匌、蠝蔊、衞ꩯ、衞⢕⥜、袚麌僅、擕⭳颩、馢

㮵、馢埠嵳、뢶韠、ⷠ⯋⳯、悮馊ꨣ、詎㼿俒、ꁀ䟶

✮、ꁀ뜩窣、飅♲峕、ꠦ㸻桪、闒㸙㪮、꓃㼱貽、ꯓ

խ〈㿋酭⢵涸㥏㷛〉⡲鑂：桬꧉蔊խ⡲刼：齴聕

㈖谁遯⼿剚ꫭ㿋ꅽ姐㈖灇绢棵、ꨣ莻꧌擿䎃铭玑涸

⣘：怎瀖㕜ꥹ갉坿肆⟨剤ꣳⰗխ㼠鱀：嘥䓛《㔔ꨎ

Music Inc. ꃏ❏갉坿肆⟨剤ꣳⰗխ〈䧮⦛涸椚䟝〉

肆⟨剤ꣳⰗխ〈繡뜩涸珨琝〉⡲鑂 ⡲刼：ꤷ喀㼂խ

Ⱇ խ〈Today〉Written by Sparks, RandyխOP：

艝〉⡲鑂：湖㸙嵳խ⡲刼：齴聕梚խOP：One Asia

⡲鑂

⡲刼：擕㣔渤խOP：鞮螠갉坿竤私肆⟨剤ꣳ

Primary Wave SongsխSP：EMI Ms. Pub. (S.E. Asia)

ꣳⰗխ〈捀➊랃〉⡲鑂 ⡲刼：脌䗞㣗խ⾲갉姐刼

Ltd., Taiwan Branchխ〈㼭藄蛂〉⡲鑂

⺭》խOP：䭫厨䏞醢⡲剤ꣳⰗ、搂ꬌ俒⻋剤ꣳ

⡲刼：勛㶩䚻խOP：怎瀖㕜ꥹ갉坿肆⟨剤ꣳⰗխ

Ⱇխ〈㖒㾵へ〉⡲鑂：沲䓛խ⡲刼：嘥䓛խ〈䧮濼麥〉

䀉㻞⯥、勛宕蟣、勛⯐꧆、勛僈䗞、勛뜩蓸、ꣁ䗞ば、

姻淏、ꯓ颩⯕、陓蘾⚥、VOX 梖耫坿㕰、㼭㫲莅㿋

梚խOP：怎瀖㕜ꥹ갉坿肆⟨剤ꣳⰗխ〈话蒀肖

䲿⣘：䭫厨䏞醢⡲剤ꣳⰗխ㼠鱀：脌䗞㣗《⺭

㔔㕜、詎楪、湖㸙嵳、譩⟻、豤⢵、♨凶ꨛ、桬㹻啥、

齴聕梚խOP：EMI Ms. Pub. (S.E. Asia) Ltd., Taiwan

刼：峿⯕麨խOP：怎瀖㕜ꥹ갉坿肆⟨剤ꣳⰗխ〈ꀀ

OP：怎瀖㕜ꥹ갉坿肆⟨剤ꣳⰗ、䭫厨䏞醢⡲剤

梚、⣶䗞⨴、㩉⾩疽、脌䗞㣗、ꯂ狲㸞、䖛⢕槇、꼛

⚆蔊、䓹挴鰜、ꤲ凶幢、랔䣔⯋、嘥䓛、嘥牏椇、ⷠ

卌䒄僒、卌⢕覂、卌僈埢、卌䳸俛、卌ꥑ槼、ꆄ兰㫲、

⡲刼：勛㸻渿խOP：侣噠갉坿醢⡲肆⟨剤ꣳ

Branch、One Asia Music Inc. ꃏ❏갉坿肆⟨剤ꣳⰗ

䧭姐－嘥䓛姐꧌ 1975-1998》խOP：怎瀖㕜ꥹ갉坿

Figure Skating team: Courtesy of the IOC

Ⱇխ〈佦✲〉⡲鑂

⡲鑂

榏խ湌✲：ゟ蒩琐、ゟ䒊䚻、꼛뜩螠、馢㮵խ牍剅：
䟶㔋갚〉⡲鑂：⡮⯕⚥խ⡲刼：嘥䓛խ⾲갉姐刼䲿

畀「蜓䘎⢵儘騟」怵㈖剚晚媯：侣噠갉坿醢⡲肆⟨剤

ꣳⰗ、怎瀖㕜ꥹ갉坿肆⟨剤ꣳⰗխ2006 Winter

桬嵳梥、桬倞角、桬㣆뜿、⺫繡翱、ゟ僈螠、ゟ佟ば、

⟨剤ꣳⰗխ〈瑠涯僈⥌晚〉⡲鑂：嘥用䗞խ⡲刼：

ⷠ⤧蔊խ갉坿Э〈䗏괐䖃✲〉⡲鑂：꼛⯐꾚խ⡲

穉䕧⫹私ꏗ宕糵⼿剚խ〈㜥涯〉2015 䑞䊝⚥㣜鮦

齴聕梚խOP : ⯕繡俒⻋✲噠剤ꣳⰗխ〈㜥涯〉

凶ꨛ、桬➝㸞、倰荞䚃、勛⢕覂、Ⲟ⢆䀉、꼛⚆蔊、

擕⭳颩、ⷠ桪卌、ⷠ❏俒、闒㸙㪮խ䌢湌✲：㩉럄

螠ꨶ鋕肆⟨剤ꣳⰗխ⾲⡞字麌⹛䕧⫹：〵抓笃蒀㼭

「鏞罏Э寐㷸⚆、ゟ嘽嘽、勛㸻渿、勛䒊䗂、齴聕

⡲刼：⣶䗞⨴խOP：

Ltd.խSP：Sony Music Publishing (Pte) Ltd. Taiwan

椚✲：ゟ嘽嘽、媲姻峕、ꤲ凶幢、ꯓ颩⯕խ椚✲：♨

䎃䯪妵，砞そ、⚥繡倬❜－䠦㕜纈滞爚㪮、字姐：⚥

ꣳⰗխ〈륌涸⫄➃〉⡲鑂

ꤲ凶幢、ゟ嘽嘽、媲姻峕խ硁⪔㨽㆞：꤫坿輑、ꯓ颩
螠갉坿➃❜崩⼿剚痧 7 㾂Э椚✲Ꟁ：勛䒊䗂խ䌢

鿈爚㪮、繡⢪긭字滞砞そ䫒陾繡⻳䒊❜、ぐ㖒ꫭ

Olympic Games in Torino, Italy - Footage of Chinese

ꥹ갉坿肆⟨剤ꣳⰗխ〈㼭豭卓〉⡲鑂 ⡲刼：桬㣖

⯕、倰荞䚃、擕⭳颩、闒㸙㪮、꼛⚆蔊、ⷠ桪卌խ⚥

「Ⱉ⼧ⴕꗻ」眏湡ꫭ虋㖒怵㈖剚：⚥㕜ꨶ鋕✲噠肆⟨

ꣳⰗխ〈繡뜩䃋〉⡲鑂：꤫猗㋐խ⡲刼：勛꧱愯խ

갸デⶩ鱀：넞뒊允խ갸デⶩ鱀：꤫⤧㸪խⴀㅷⰗ：

⚥螠갉坿➃❜崩⼿剚Э〮꧌➃：勛䒊䗂խⶰ〮꧌➃：

⟨剤ꣳⰗ、字괐坿䏎խ撑晚莅䕧⫹䲿⣘Э嵳㿋燴

厨䏞醢⡲剤ꣳⰗխ㼠鱀：《侣！勛꧱愯》խOP：

桬䚃㮵խ侸⡙锅⯕：ヰ⢕翱խ锅⯕⸔椚：倷纷❫、

ヰ✵棶խ墂呪盘椚：꤫갚㥶、導剅纷、倷纷❫、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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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刼：齶兒խ

OP：怎瀖㕜ꥹ갉坿肆⟨剤ꣳⰗխ〈猨辷〉⡲鑂
〈뙀똝〉⡲鑂

靽酭涸㾀字、㼭梚㹻停、㹐䑼隡剅剚䧭㆞、倞⻍䋑姐
ず㷸

ⴀㅷⰗ：⚥螠갉坿➃❜崩⼿剚խ醢⡲Ⱇ：顋颪堥
ꨶ䕧✲噠剤ꣳⰗխ涮遤Ⱇ：暽柏㶩侮ざ遤ꌼ肆⟨

剤ꣳⰗխ晚Ꟁ：119 ⴕꗻխ铃鎊：㕜铃խ♳僦鋊呔：
DCPխ겳㘗：私ꏗ晚խⴕ秹：兜麒秹խ♳僦劍：

2016.10.14-2016.11.03խ牱䨼私ꏗ：倞〵䍤 1,491,585

⯋խ㾝私ꏗ：2016 䎃痧 29 㾂匌❩㕜ꥹ䕧㾝❏崎劢
⢵畹飓㋲⯋

⡲刼：豤⢵խOP：怎瀖㕜ꥹ갉坿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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㼬怵矦➝

⣶㷎搭，ꨶ䕧管㼬、⡲㹻。佟屛㣐㷸䑞久ꨶ鋕灇瑖䨾
殗噠，⡲ㅷ㢵ꡠ岤儘➿莅鎹䥊。2003 䎃，껷鿈⦐➃䕧

⫹⡲ㅷ《僤㞔 15749001》䭭♴〵⻍ꨶ䕧栁涰蠝껷栁，

⛓䖕㨥㼠岤ꨶ䕧ⶾ⡲䊨⡲。2005 䎃⟃䷒䩯鮦捀⚺겗
涸瀊晚《䧮涸♬㔋♬》，栽䖤껻度 IFVA 栬用瀊晚畹

飓 Asian New Force 㣐栁；ず䎃㸤䧭涸私ꏗ晚《〵抓
랱ꨶ䕧》，ꅾ倞䮕䱡⚛㹁纏〵抓♬○䎃➿劣劍涸「爢

剚㻨㻜ꨶ䕧」겳㘗，Ⰵ鼇匌❩、ꆘ㿋⿻뛩暶⚸瘞㕜ꥹ

䕧㾝，⚛Ⰵ㕠ꆄ꼛栁剓⢕私ꏗꟀ晚；2010 䎃㨥鱲䖃

ⷜ䞕晚걆㚖，⡲ㅷ剤《剤♧㣔》、《⽂倰㼭繙暜㜥》瘞。
2015 䎃ꅾ倞㔐ⵌ私ꏗ晚걆㚖，䬝伢⟃㔋⼧꧌禺瀊眝

私ꏗ晚《剅䏅酭涸䕧⫹鑘》，㖈螠➃㖒⼦栽䖤䑞岌鶬

갠。《㔋⼧䎃》捀Ⱖ剓倞私ꏗꟀ晚⡲ㅷ。

r

騈ꦑ绀榰楑屡埠卌遤饥，䖤⟃恸恸⺠⹗

ⴀ➮欰崞涸鰶䐸Э➮⟃珏嗃啖壾埠笞欰，

♧傍衽顊鮦♳㿋衞，鯺♴㿋，颪荛䋑㜥。
㔐ⵌ㹻酭，➮缺㹻䏭湱砤，➝稲湱晚酭涸
嫦⦐➃暟：穡鈕䒒♲䎃涸㧼㶩ヰ繡貽、♲そ
㶩㥏、ⴀ欰♶麕䒒♲㣔䓽重⚥涸㷟㶩……搭

ⴽⰨ䠑纏。㼭卌勠㸻來⥌⟓⚥䗱 Э⻍噲

嫄，倴괐担⚥黩ⵌ䲂㙵。2012 䎃 5 剢，⻍

贉〵抓。ꥬ傈幢兒，⡙倴넞꧆歌➲涸㼭卌勠，

ㄤ⯥㥏涸嘥繡ꪫ（ꪫ）ⱄ㭶，欰♴㥏⯥绀
绐秫，㥅⸂䊨⡲，ꅾ䭫昿鋷涸錬蒀。⡎㖈傈

䌢ㄤ坿涸倞㹻䏭欰崞⚥，➮⩑晋剚翝㣔ⵌ♧

㼬怵꤫俒䕟「鎷鹎Ⰵ㼭卌勠，饱ⴲ♲⦐剢，

担䖕，㼭卌勠啖壾衞涸➃䎙⛖鿪♶

瑠涸⫊汚。

➮ꬆꬆ莅勠字Ⱏ䏞欰崞，湬荛尐慈⛓䖕䩞莊

㖈✫，绀榰楑⿻䁌昿、䁌嫢➠䭰糵⟃姽笞

涸佦✲。

㥪䎙妄ⴉ，♶濼麥鼩腋⨞㢵⛉䊨。莅姽ず

䕧晚㨥倴⚺錬绀榰楑涸㣆㞯。㿋㝌䖕，

㹻涸搂岁鸒遤，➮⫦腋䖰䖕〭㊮㹻➃

ⴀ⢵。担䖕侸䎃，➮➠搭竤䌢⨞衽莅植㻜湱
䊩涸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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䑁⯋䒄խⶩ鱀：勛䙂⥜խⶩ鱀⸔椚：卌鑘㭓、䑁⯋

겗㶶：卌⤧茽խ㹒⫄ㅷ鏤鎙：꼛鑘갚խ䩛ⱁ俒㶶管鱀：

⼱ⴀ牟，坿錚涸㢫邍♴，询剤♧㢨⛓鄄䱒

饱伢䕧堥，顥儘♲䎃鎹ꏗ긅欰罏—绀榰楑

俒䕟、卌䘋⭳、랔珵䚻、꤫땃㸙、䓹宕僈、〢䚻铿、

꤫⽂㸪、衞䙼へ、䑁渤绥խ敚⯕㜥⼿⸂：〢䚻铿、

牺Ⱙ、㸻來⭑䒭♶儘瑭䳄，䧭捀䕧晚⚥겳

鄄䖕倰桐聸㿋䄶㝌䲂㙵，462 ➃縸ꨈ，47 ⡙

⦥㶸勠字涸➃欰⛳澖娝ꨫ。2011 䎃 10 剢，

꤫俒䕟խ伢䕧䭸㼬：剎䥃䘞、䑁⯋䒄խ伢䕧⼿⸂：꤫

噲嫄莊鳵㸞䏠Ⰵ抡㣐Ⱙ，姻䒭ꅾ䒊，暶ⴽ

⼧Ⱄ娔㽠䖰⽫㽳㱤⢵、⛳㖈担ꨈ⚥㣟ꂂ⩑

2009 䎃 8 剢 8 傈，⚥䏞괤괐蜓䬘⯘聒

湌醢：桬䬪խ醢晚：꤫⽂㸪、꤫⣜㮵խ㛂遤醢晚：詎

䒄խ갉佪 ⡲刼：勛㹆襟խ幋갉䊨玑：秋加ꏗ갉䊨⡲

绀榰楑僽担䖕勠酭剓䘰穡㭶涸，➮ㄤ

ⷜ䞕➝稲

糵倞涸欰崞。

捀㼭卌勠㼱侸湡漾担㹳涮欰涸⦥㶸罏。

竤麕ꅾ㣐㣔担，⥌⟓莅倞欰ㄐ㼩勠字

㹔խ侸⡙锅⯕：儘鯥䒭錏ⶾ䠑䊨⡲㹔խ侸⡙䭡頺：

犷湱侸⡙ꨶ䕧խ遤ꌼ㹒⫄：⯨虋ꨶ䕧剤ꣳⰗխ晚걧
衞䙼へխ遤佟⿻剚鎙竤椚：ⷠ巾蓸、卌⢆金խ薊俒㼩

涯缺陼：卌㷆琐խ伢䕧㐼勞：剎䥃䘞、䑁⯋䒄、⯕⛓

騟ꨶ䕧俒⻋✲噠剤ꣳⰗխ敚⯕㐼勞：剎䥃䘞、躃噅
醢⡲⫄久剤ꣳⰗխ

「鏞罏Э绀榰唿、嘥繡ꪫ、ヰ㗛、ヰ꤫角

ⴀㅷⰗ

醢⡲Ⱇ

涮遤Ⱇ：⯕⛓騟ꨶ䕧俒⻋

✲噠剤ꣳⰗխ晚Ꟁ：84 ⴕꗻխ铃鎊：㕜铃、〵铃խ

♳僦鋊呔：DCPխ겳㘗：私ꏗ晚խⴕ秹：兜麒秹խ♳

僦劍：2016.10.21-2017.01.12խ牱䨼私ꏗ：倞〵䍤
551,240 ⯋

㼬怵矦➝

꤫俒䕟，1969 䎃欰，䕥⻋簖뛩度ꔩ➃，⚆倞㣐㷸爢

欰。⡎➃欰搂䌢，䁌嫢䖕⢵䝖✫胋浓，✫

剚涮㾝灇瑖䨾殗噠。剎騈ꦑ「笃蒀㼭穉」䬝伢私ꏗ晚，

儘，绀榰楑ㄤꪫ鵔⢵痧✳⦐欰ㄐ—⯥㶩

剚⸔椚、〵⚥簖佟䏎牍剅瘞䊨⡲；鵜䎃莅ꨶ鋕、ꨶ

绀摺。♧㥏♧歑雊绀榰楑涸➃欰ꅾ倞「㕩
怏」，➮籏僽钢捀罉㣔殆➮，僽䋞劆➮〳

⟃䒂糵欰ㄐ。

鹎乹⛓騟

Fight for Justice

♳㿋衞，鯺衽啖壾衞♴㿋，傈䗂♧傈㖒糒

䙼へխ㼠呪⟱ⷔ：䓹そ㪮խ䖕劍醢晚：卌⢆金խ㼬怵：

字停钟涸眝畎。

From Now On

䎯，鑑㕬䪪㼦㹻㾋涸婫煴晚檳。㣔❮，➮⿶

䕧晚须俲

❗，➮㔔Ⲵ兒ⴀ䊣鋕䊨㻯鷗麕♧⸙，䧭

p

⟃涸䨼㶩，㣆㞯䒸걆➮ⱄ妄㔐ⵌ虢諶涸屎

罜，撑晚⚥涸➃⦛，䎙⛖㖈㿋䄶殹㣔侸魨

鵔⢵鏽欰㫟㫟，劍鏪欰ㄐ涸䒂糵莅ꅾ欰。

姽䖕

䕧晚⟃绀榰楑涸㣆㞯⡲穡。鸏妄➮㣆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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䖕鹎꽏⛰✳♧㣐㖒担⼦瀖䀥⼦。傍䎃二⟤鎹罏、㕜

䕧、私ꏗ晚䬝伢莅怵ⴀ。剎⟤⚥䊝猰䪮㣐㷸鋕鎝⫄久

㷸禺ⶰ來䱇，捀⯕⛓騟ꨶ䕧俒⻋✲噠頾顑➃，植⟤䕥

⻋簖佟䏎俒⻋㽷㽷Ꟁ。

ⷜ䞕➝稲

䕧晚⟃齶곏兰、ⷠ糒証、勛㹒嫏、剎㪮

⳯㔋⡙䖒䌌捀껷涸纏䖒䌌㕰捀竤，岁✲

⟝捀箰，瑭䳄倞耂殥、ꅾ怵岁䏭㜥兞、聱

⫹殥、䒸欽ㆹ㷸㹻铃ꏗ瘞，邍麨呪⟝胝䖕涸
佦✲莅䖒䌌⦛涸椚䙂。顐⚮晚涸齶곏兰，

ⴀ魨㎗纏畾䃷，僽ꧪ顇瓛⡎闍瑖➃䞕涸鴍
勠，昿鋷㖈㎗鴍⟤來，㎗鴍㼩鴍字涸䍲⸔欩
㢵，➮莅鸏䨾㷸吥♧ず䧭Ꟁ。「ꨶ䕧《⟃昿

⛓そ》㉬涮㜡罌岁䖒禺，㖈鮪⚥鋅阮ⱨ呪，
鷎⟿䖕饬䗞㕜嵳䗞㜄㣐㷸余隡⽈㡦，㷸绢䗞

㕜䥃岁，✫鍑䗞㕜㛇劥岁痧♧哭「➃䚍㼤㓂，
♶〳月」胝䖕涸岁椚㛇燊。

「㕜ꡠ䑖䊨➃✲⟝」，饱㔔䊨䑖䟅䚍

⦝ꟗ，鏪㢵䊨➃䭭♶ⵌ须黐顥ㄤ鷎⠅ꆄ，欰
崞ꤴⰅ㔮㞯，䤨罜䫒陾。㼩䫒昰，㨽剚

⟃「ꡠ䑖姆噠㣟噠䊨ⶾ噠顡妵」そ湡遤➿

⡙宠⮉⛓㻜，佅➰䊨➃鄄琎妁涸顥欽，⽿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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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Ⱉ䎃䖕涸 2012 䎃，㻞蔅顥 2,056 蠝翵锞
Ⱄ⼧⡙䖒䌌，䱾デ 1,300 ⡙䊨➃鼩妵。䊨➃

搂⸂頾二鏰鏉顥欽，䒸涮荁鮨䫒昰。纏䖒
䌌㕰䩧飷✫鸏㜥㸽，䊨➃䫒陾♶䥭䧭捀䖕

湽，ⴼ对穡卓捀䊨➃䪌姻娜〷✲㻜Э䊨➃

2002 䎃鄄䭸䱾媹陪罜ⴼ贖娦ⴡ，⡎㻤椚騈阮

⯓➮⛳⼿⸔麕「ⷠ拨㕜呪」，⡎呪⽿㖈

掑怚俤꼸涸顊鮦，莅㹻➃ざ䕧。

梥խ䕧⫹䱇奚䲿⣘：桬겾⚥、寐⨀螠、勛䙂⥜、留⟗

䕧晚须俲

俒䕟、랔㸪ꐍ、卌榰棟、꓃翱꧆、䓹䗱螠、勛佟凭、

馊⢵馊㢵➃鋕姽捀ⱨ呪，齶곏兰纏鴄隌。
噲瀊儘Ⰹ鄄㛂遤娦ⴡ，㼩➮ㄤꁀ䚍愯涸䩧

胝兞雊➮㼩姽呪呔㢫䠮䢹，劥鑪撑곃䊨➃涸

「ꁀ䰦呪」， 2014 䎃〵⻍䰦麌ꦑ堥媹

涸剓넞♳鏰。

㕜㹻，⽿㥶捙傈，雊猨ꩺ菛涸䊨➃輑鍑婃湈。

➃✲⟝⚺㲀，歋ⷠ糒証二⟤岁䪜䖒䌌，劍

♴㡦峿⟗⚊鄄䭸䱾麬须㸞鋊㹁，倷遤犝ꟗ

对穡卓♶㥪，僽鵔ざ爢剚劍䖊涸娦ⴡⴼ对，

贖ⴕ，毠㔔麕䏞乽箻，䒸涮攨邝畫娦❗，✲

䖕湱ꡠ须俲搂佦嶋㣟，欩荛黩ⵌ甔佖。䖒䌌
㕰濼麥㼩㿂㕜鿈⛓♴、䒂糵䧯㓂鼍筱涸

鮪✲㻤ⴼ禺窡，ꬌ䌢㔮ꨈ。勛㹒嫏捀姽呪䖒

䌌㕰䧭㆞，➮㔐䥊殹Ⱕ涸㖒럊，㽠僽陪⪔
⟂鿈陪⪔贖，椚鍑⼿⸔峿⟗⚊涸✲⟝，⛳

㔔姽呪罜佐麕䛌㑵⥌。ⷠ糒証钢捀姽呪涸ⴼ
➮䘉ꆀ：「爢剚㺂♶♴Ⱖ➮♶㸤繡涸➃，齡

爢剚㺂䖤♴䧮鸏⦐⛳♶僽䖎㸤繡涸➃㌨？」
➮荈㏜荈䊹僽㸕，䖰⻋䊨䙂ⵌꨶ堥，䖎
儻䩞䱺鍸岁䖒。

「껻度ꨎ⪑ꬠㄐ」僽䕧갠齶곏兰䫏Ⰵ

用㨽鼇莊涸ꡠ꒳，♧⡙㖈䫒昰植㜥鄄䫌饥涸

僽㼩麕鿈㔐䥊涸佹餁。2014 䎃넞瘞岁ꤎ

罉䖒䌌剎デ鏰➮，〵抓鼇莊ⵖ䏞ꬌ䌢㥪，剤

荞娦⛓縢顑。♶⛉，用岁ꤎ鸒麕⥜佖《鮪✲

涮，鏰宠㕜剚佖ꬠ、⚆➿❜剐，➮㖈꼛騟、

ⴼ对，䨾剤嶍呪鮪㡦㸽涼⚺䓹尝剤㧏㹳荈歋

㻤ⴼ岁》ㄤ《㕜㹻㸞岁》。峿呪鼍䥛ꧪ
搂岁䔥酢，⽿捀鮪岁佖ꬠ㉬ꅾ銴涸♧玑。

「㣖ꤿ蔅㷸麌」饱㔔倴 2014 䎃 3 剢，

用岁ꤎ䟝䘰鸠鸒麕《嵳䃚Ⰽ䁘剪顬僒⼿
陾》㻤叆，㔔〳腋䕧갠ぐ遤ぐ噠⿻鎊锸荈歋

瘞，䒸涮㷸欰⽑걆用岁ꤎ、遤佟ꤎ，劍涼
剤纏䖒䌌 24 㼭儘㖈㜥䧯隌，湡垦僽雊㷸

ꉁխ伢䕧䭸㼬：넞㶩淏խꂂ坿：ゟ琐搭խ幋갉䭸㼬：

脌䎸䆯խ㛂遤醢晚：랔ꉁ㰆խ醢晚⸔椚：勛尬䛸խ㛂

遤㼬怵：랔ꉁ㰆խ伢䕧⼿⸂：豤ㆹ颩、䖛䮸䂾、卌ば
ꤿ、卌滞歂、랔㸪ꐍ、ꁀ⛓巒、桬肬뜿、꤫娀歑、繏

⨀䛸、齶癯僅、랔ꉁ㰆խ伢䕧⸔椚：桬㶩焚、랔㉬韝、
卌彂愯、勛厣❏、ゟ⨀匋、峿Ⱶ➃խ植㜥佐갉：袚㤘
颩、㷟淏鮯、랔㉬韝、桬㶩焚、랔ꉁ㰆խ㻜绢欰：導

牏䒄、넞㉬剅խ敚⯕：衞➃韝、卌彂愯、桬㶩焚խ敚

⯕⸔椚：勛稲⳯、勛缦䳓、衞䪭黇、䓹ㆹ铇խⶩ䱺곃

㉏：꤫凶匌、勛䙂⥜խ䖕劍醢晚：랔ꉁ㰆、勛尬䛸խ

䖕劍⼿锅：闒绥խ䖕劍醢晚⸔椚：峿Ⱶ➃խSound
Art 㼿꧉谁遯剤ꣳⰗЭ耫갉鏤鎙：脌䎸䆯խ㼩涯

管鱀：ヰ厣馄խ⹛⡲갉佪管鱀：ヰ厣馄、랔⬧ㆹխ5.1
幋갉ꏗ갉㹔：㼿꧉谁遯剤ꣳⰗխ儘鯥䕧⫹醢⡲剤

蝳䋑㜥、㹒⫄鮦♳ぢ䋑字䬘牱。鼇䨞劍㧼

⡙ꨶ䕧窡硁：䓹笞秴խ侸⡙ꨶ䕧㶶䍌：剎俒龐、飅䕔

㶩頾顑㹻䏭佅ⴀㄤ肬⯥，雊➮㼠䗱畹鼇，穡
卓侁鼇，⡎栽䖤♲蠝㢵鼇字佅䭰。

➃奚䖒䌌⦛㔐ⵌ傈䌢涸䊨⡲植㜥，ⱄ䏞

䫏Ⰵꁀ䚍愯呪痧 31 妄䖒䌌㕰剚陾。晚㽵䲿

爚✫♳鶤呪⟝涸䖕糵涮㾝：2016 䎃 3 剢 31
傈，♲♧Ⱄ麌⹛䖕Ⰽ䎃，《Ⰽ䁘⼿陾湌漛哭

䌌ⴀ⼿⸔笞隌㷸欰涸奚渤。

剢 12 傈，增倰⫄鎝ꁀ䚍愯，岁㸽傈䖕僽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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㼬怵：豤ㆹ颩խ湌醢：鑹㮵䚃խⶩ䱺：ⷠ➃뒉、勭稇

ꣳⰗЭ锅⯕䌌：꼟ꈚⲴխ侸⡙㤛晚：ⷠ渠榰խ⚥

⢿》➠仆縨用岁ꤎ劢对；2016 䎃 1 剢 27 傈，

「ꁀ䚍愯呪」，ⴀ魨蕑吒ꀀ涸ꁀ䚍愯，

ꁀ䚍愯穅倴㔐㹻，畀㖈㢵䎃劢腋遤꽢罜

堥剚欽鼇牱佖隶㕜㹻。齶곏兰䖰痧♲⸂ⴀ

欰嬗녋搂⫊㖒㔐㹻。䫒陾植㜥涸㷸欰黩ⵌ䓽

ⵖ뀝ꨆ、鄄耫锞繕䬃，欩荛鄄饱鏰，鏪㢵䖒

畾խ鴍㻜绢：衞㹻啥、卌㡦䳓、湖僕箰、哀肬䛸、

䎃⢵涸繕䬃。

乹䖎㣐。2015 䎃 8 剢，剓넞岁ꤎ꼸㔐ꁀ呪

「峿⟗⚊✲⟝」涮欰倴 2013 䎃 7 剢，

用謶、㷟갚䢵խ植㜥䩛粭：ⷠ⧩⠺խ➃暟聱⫹：剆♧

亙鿪㶸剤ꅾ㣐榡氜，⼧♲䎃⢵鄄䭰糵繕䬃，

䖰⢵尝剤ぢ佟䏎⦶ꐏ，罜僽걆《劥鑪栽《涸

㣟噠颦⮉。䖒䌌㕰䧭㆞剎㪮⳯，⹛㹻䏭涸

넞瘞岁ꤎ穅倴ⲥ✮ⱄ㻤，⨢姺㼩ꁀ䚍愯⼧㔋

2016 䎃〵抓ꨶ䕧➝稲 私ꏗ晚

峿⟗⚊⛓娦呪涮㔐넞瘞岁ꤎ刿㻤；2016 䎃 4

㉬ⱄ㻤㼿劢〳濼，湬ⵌ 2016 䎃 5 剢 3 傈，

薊㼩涯㶶䍌：儘鯥䕧⫹醢⡲剤ꣳⰗխ暶佪䭸㼬：
嘥㷆⭳խ墂呪盘椚：勛尬䛸խ犷湱侸⡙醢⡲ Э侸

㦒խ侸⡙ꨶ䕧䭡頺醢⡲：꤫⤧䒄խ侸⡙ꨶ䕧晚㽵：꤫
绐խꂂ坿⼿⸂：繏䛸㧚խ晚㽵刼Э〈鹎乹⛓騟〉怵

㈖

⡲鑂：嘥㕜꧖、嘥㹻憯խ⡲刼

管刼：ゟ琐搭խ

涮遤㹒⫄：嵳땃䕧噠խ㕜ꥹ涮遤：㩉竤桪、㩉翱峕、

䑁➝㿋խ㹒⫄涮遤：矦癌厬խ㼩涯聃䩧：勛尬䛸、勛
聇㹻、勛尃䛸、⥆堜、卌槪、䓹俒焚、導牏䒄、ゟ㹆

襮、㩎儫槼、闒⢕琐、꤫用謶、譩䎂、衞剅へ、꤫꧉

康槵俒խ岁䏭ⴀ怵：寐⨴、峿尬䧭、꤫黾淏、꤫⥌奤խ
❜鸒⼿⸂：䓹剅榏、闒⽈㸙խ蔅窛䕧晚ⶩ䱺：勭稇
䕔、ゟ匌暜、鿓䗞歊、諽繡楪、꓃갫ꥑ、꤫뜩顜、꤫

橇椕、豭卓傈㜡、耢ざ箁♳、Ⱇ字遤⹛䕧갉私ꏗ须俲
䏨、TVBS 倞耂〵

「鏞罏Э齶곏兰、剎㪮⳯、勛㹒嫏、ⷠ糒証、ゟ⤧
麨、繏猥䧭、♨琽、峿䡹、脌稇溫、峿し畮、卌

굳䋕、랔龐蓸、ス랔湄、ꁀ䚍愯昿、ꁀ䚍愯嫢、齶곏
㋮、齶卌剢蔅、齶崞屮、矦桪㬁、闒猗껻、闒敶秋、

剎涬奚、峿し畮、峿脌稇溫、闒⽈㸙、ヰ⢕琐、嬁䮸
굳、꤫捀䒄、卌儈⡠、脌⽈烂、랔㭓㮵、겝ꆄ桪、ⷠ

⚆㼤、⡦䢵梥、꤫焗角、꤫뜩꧉、㷟焚
ⴀㅷⰗ

醢⡲Ⱇ：訬螩耢晋ⶾ䠑醢⡲剤ꣳⰗխ

涮遤Ⱇ：嵳땃䕧噠խ晚Ꟁ：97 ⴕꗻխ铃鎊：㕜铃խ

♳僦鋊呔：DCPխ겳㘗：私ꏗ晚խⴕ秹：兜鸒秹խ♳
僦劍：2016.11.04-2016.12.15խ牱䨼私ꏗ：倞〵䍤

1,560,563 ⯋խ㾝私ꏗ：2016 䎃媹➃䕧㾝；2017
䎃껻度栬用ꨶ䕧眏、厣卌蟛嫲ꐣ〵抓私ꏗ晚ꨶ䕧鹋、

呠㕨ꨶ䕧眏

㼬怵矦➝

豤ㆹ颩，1982 䎃ⴀ欰倴〵抓，〵抓谁遯㣐㷸䥰欽㯯

넓谁遯灇瑖䨾谁遯焚㡦。2010 䎃껷鿈ꨶ䕧⡲ㅷ《遳

莻期惐》栽痧 47 㾂ꆄ꼛栁剓⢕私ꏗ晚，僽鑪栁갪剓
䎃鰋涸䖤栁㼬怵，⚛倴〵抓、껻度Ⰽ㖒ꨶ䕧ꤎ箁♳
僦。2016 䎃㸤䧭痧✳鿈私ꏗꟀ晚《鹎乹⛓騟》，倴

〵抓ꤎ箁涮遤。2011 荛 2014 䎃剎假㾀⻍❩，湡㼠

岤倴ꨶ䕧佦✲莅ⷜ劥㻨⡲。

✻、闒绥խ薊俒㶶䍌缺陼：Matt Smithխ䗞俒㶶䍌缺

陼：䓹꼖✻、꓃笶、脌⽈烂խ⚺鋕錏鏤鎙：꤫⚆䊛խ
姻䒭갸デⶩ鱀：䓹㹻笞խ姻䒭갸デ⼿锅：ヰꅾ㧄խ㶶

䍌䱖晝鏤鎙：嘥㷆⭳խ嵳㜡ⷜ撑：䖛翱幇խ㐼勞⼿⸂：
偒鱲暜꼛伢䕧㐼勞、ꖏ蔅㕨խ䗞㕜㜥兞缺陼⼿⸂：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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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留㣆

兞涸➃✲暟稣眏。➮涸圓㕬㓂阌罜椚䚍，⡎

㻞격崣꽏꼛牏⛳♶격⸈Ⰵ㕜字럛。1979 䎃⚥

䕧晚须俲

➮涸殥⡲㾝爚㖈傈劥㾝錒剚，렽莻♧⡙㣟

蕰荈䊹♶腋佖隶橇㞯，齡㽠黠ざ荈䊹涸橇

랔⢆蘾、랔䡹䚃、ꁀ䘋葻、寐⣜䏭、䖛併囙խ갉坿：

慨，雊➮幀「䠮⹛。

や钢涸✲㻜。

邍植䪮岁僽䠮䚍涸。1995 䎃涸ꢻ牟㣐㖒，

An Odyssey of Dreams

㹻➃罜䟝荈媹涸㥏䚍，鸏⡙㥏䚍邍麨涸䠮
ス康ꌂ涸㉬褑罉䌌，僽〵抓⯥留粭劥來

㼭㖈㢫㼩繡䒭欰崞，㖈㹻⽿僽〵抓䒭來

䖰⚥䖤ⵌ鄄钢ず涸䧭㽠䠮。㖈佐询㹻㿋㨗 ˙

碜⹗（Sam Miller）㹻⚥，佐询鏪㢵ス康ꌂ

䋑꧌，㖈鸏媯Ꟁ鸁Ⱇ騟♳，箣箣铞饱➮涸佦
✲。ス康ꌂ䖰 1987 䎃ⵌ 2008 䎃，嫦䎃鿪

剚⸈秣秉㕜ꥹ谁遯⽈錒剚，⡲捀⚺銴涸㕜

ꥹ䱺鍸。繡㕜谁遯眏（Art Festival）䖰❀○

⚄ꚙ铞，ス康ꌂ♳铭籏僽殥恠殥搭䖕顋㈒；

䎂瘞㕜㼭罉䌌勛Ⱇ⯋铞，《㢚㢹涸佦✲》僽
➮涸痧♧劥䳄殥⡲ㅷ，➮乲倴鱲䳖俒㶶捀㕬

⫹，❜珳鸠䏞䖎䘰；《儘㜡ヰⴚ》ⶾ䠑籏

⢵㽠僽ス康ꌂ，Ⰽ➃湱钢儘，哀㼭葻莇㥅ꨈ
䭍䨞昰恠殥。

ス康ꌂ⛳雊鏤鎙鹎Ⰵ欰崞，剎竤䖰✲㹔

植㖈殥⡲，➮籏腋㼩⹛暟涸䞕䙼䠮ず魨「，

Ⰹ鏤鎙，繡㕜涸䨼㶩歋荈䊹鏤鎙莅湌䊨，➮

ꌂㄤ㣗➃㖈殥㹔穡箔，㣗➃䖎傍㽠僽➮瘘♴

䏭》、《㹻䏭酤惃》，⡲ㅷ♧䏞鄄噠罏湁欽

涸垸暶⯥。

ス康ꌂ㋐姹鮦，♶㋐姹䵩굳堥，㔔捀

騟鸁〳⟃ꦑ儘⨢鮦，欽湱堥⤑䰦鎹ꏗ䨾鋅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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㣗Ⰽ➃㥪㥪欰崞⽰〳。

ス康ꌂ㖈㷸儘，ꧪ搭攨䠦殥殥，⽿♶鄄

剤月ꐫ，⡎贖倴齡垺涸儘➿♴⽿「㠺䫈，留

䲂，钢捀➮涸䳄殥⡲ㅷ㖈殹儘䖎遺，⛳⺫

殥⚥涸頥籏僽㣐，ㄤ➃♧垺剤⦐䚍。ス康

⤚毝ꨆ。㥠㼩姽剤❉鼍䥛，⡎植㖈〫銴ㄤ♱

殥㖈荈㹻，鼚⯝鄄➮昿嫢涮植；㕜⚥ず㷸卌

佐询鏪㢵ꁀ僈鹎涸殥⡲，㖈㼭㷸儘䍲➮询恠

頥㖈ス康ꌂ涸殥⚥湱殹ꅾ銴。㣗➃卌

頥，䖰姽頥Ꟁ⠶➮䊩〸。㔔姽頥䖎荈搭㖒ⴀ

肬，㷛㶩⦛♶㣖腋黠䥰衆䊴，恸Ꟁ䖕鋷㶩ꡠ

⯈鏪欩荛㔔罜鄄鎹麕，濨湽涸僽，➮⿶䌢➿

湌哀㼭葻，剎佐询♶濼そ涸䳄殥㹻⡲ㅷ，⾲

桪单铞，嫢鋷㖈➮㼭儘⦬䖰䋑㜥顠✫♧ꦷ㼭

罜㥏⯥㣟耢✫。㣗➃㔐彸鋷㶩ꡠ⤚，㷛㶩䖰

涸⡲ㅷ，㹄㥶㼭㘗涸谁䐤。㕜㼭ず㷸랔䒄颩，

䎃➿㨥，飑殥㼩字滞䊺僽欰崞⻋涸✲，➮
⛳㔿㹁⸈。

ス康ꌂ涸昿嫢䎃✲䊺넞，⯥㶩ス頻갲「

涸錚㻌⸂⿻䲾粭腋⸂。

飑縨殥⡲，ス康ꌂ捀字滞鍑铞、鎣锸、陾⭆，

缾㖒㼟殥⡲䩧⺫♳鮦，彋⪔䖃蓐⸈ㆥ谁遯

㞯，ⵌ繡㕜欰㶸，䗳갭雊荈䊹䓽ⵌ䧭捀♶〳

ⵌ昿鋷䕧갠，植捀鏤鎙䌌，♧䎃㔐㹻♧妄，

㖈僈㽳豤麨䊝涸谁遯䋑꧌，字滞妇颣莅

㹻⡞繡㕜莍ꆄ㿋涸殥㹻ス康ꌂ，㼭䗱缾

繡倬❜，爢剚㐵蕰㺯辷，殹Ⱕ儘，➮㽠䟝衽

昿ꁀ僈鹎。➮ 1957 䎃㽠隡〵⻍䋑륌㿋㕜㼭，
⢵ⵌ罉䌌涸殥㹔，䖎䘰㽠鄄岤䠑ⵌ㣔颭殯玶

ⷜ䞕➝稲

2016 䎃〵抓ꨶ䕧➝稲 私ꏗ晚

邍⸈吥ꥹ嫲飓罜鎹⸆，⸆麕ꨈⴕ。殥殥尝
䎃ꤥꫂ♧䏞雊➮竤䌢㐽㣆。荈鎊ꁀ僈鹎僽➮

欰ㄐ⚥涸痧♧呏逕斧，ス康ꌂⶾ⡲粭劥《䟝

殥．㽠殥．㽠腋殥》僽䖰䌌欰涸㼩鑨罜⢵

Э 1957 䎃ꁀ㉏➮：「⡹䟝殥㌨？」「僽㉇，
䧮䖎䟝殥」，⡲ㅷず儘鎹ꏗ傍䎃涸萤菾、㣐

ꁀ䘋葻、寐⣜䏭խⶩ䱺⸔椚：ヰ襮䏭խ鋕錏鏤鎙：榰

䒄ⶾ䠑剤ꣳⰗխ幋갉：㣼㤘卓剤ꣳⰗխ䖕劍醢晚：

䓹䠑갵、ⷠⳝ䡹խ㶶䍌：劫棶⭑、豤㪎镧、詎催儫խ

薊俒缺陼：桬黇峕、鏪兰㭫խ⟱ⷔ：〢撐幢、詎㺯癌խ

⾲ⶾꂂ坿：豤㶩蘟խꂂ坿⼿⸂：陓㉬䎸խ盘䓛坿㕰—

Ꟁ痁：㸞䗞瀖խ꧱矲盘：峿⼪兰խ鞫痁：蛅諌畾խ⡜

갉盘：矦⳯桪խ⚥䲿楪栬㤉：豤㶩蘟խ㣐䲿楪栬㤉：

薵㸻尬խ痧♧㼭䲿楪：繏兞듳、䓹隘罇、䓹㤘蕰խ痧

✳㼭䲿楪：譩㰆✻、랔橵룲、꤫绐㮵խ⚥䲿楪：꤫〳
⧋、邿糋內խ㣐䲿楪：薵㸻尬、桬ㅷ俒խし➮：陓㉬

䎸խ盘䓛坿㕰ꏗ갉：卌㼿⠭ @ 涯ꆄꏗ갉㹔խ幋갉：

卌㼿⠭ @ 匋卌谁遯醢⡲խ陗：殆㸞䒄խDI 䖕劍醢

⡲：噲ꣳ蒀㚖肆⟨剤ꣳⰗ—侸⡙锅⯕䌌：刼䙼纏、

寐䚃⺍խ㶶䍌醢⡲：卌䪭䙌、蠝蔒榏խDCP 侸⡙䭡頺：

姘ꤿ併խ䎂鏤鎙：邿䠑內խ遤ꌼ⟱ⷔ：嘥䡹蠩խ晚
⚥䒸欽佖管⛓姐刼—〈⚥螠字㕜㕜偫姐〉⡲鑂：䨥

⫄颩խ⡲刼：랔荈խ〈余㣐ꤷ〉⡲鑂：礶莞խ⡲

刼：勛⚥ㄤխ〈랔僊涸佦ꀀ〉⡲鑂：俒㢚խ⡲刼：⚥

ꅿ䘞內խ

「鏞罏Эス康ꌂ、卌桪单、ꁀ僈鹎、랔䒄颩、卌⚄
ꚙ、勛Ⱇ⯋、哀㼭葻、ス頻갲、Sam Miller

ⴀㅷⰗ 醢⡲Ⱇ：绢㛔ꨶ䕧剤ꣳⰗխ涮遤Ⱇ

珨㚆瘞㖒，⡲捀桐窍罉䌌涸Ⱄ⼧㣐㡽狲。Ⰽ
렳栁⯥留㼱䎃㕬剅栁涸肥㹁，㼩假㾀㖈㢫涸

2016.11.24խ牱䨼私ꏗ：倞〵䍤 331,740 ⯋խ㾝私

「Once a life」，ス康ꌂ铞。鸏鰳㶩䖎

䏞痧 2 唑妄Ꟁ晚鰊㼬ꆄ（歍锞晚そ：《䃋㕜麉字》）

➃❠䌌❠，➠⥃䭰幀⾩䞕铿。粭劥栽䖤ꆄ

➮⢵铞僽䖎㣐涸렽⺑。

〳腋〫剚焥ⵌ♧妄，⡎䠮錏僽♶ず涸，銴⭽

醢⡲㉂ㅷ、鄄佟䏎湁欽ⴚ㖈來猰剅♳，雊➮

ス康ꌂ糒糵䊫麂欰ㄐ괐兞涸ⶍ㥪。

ス康ꌂ㼩娜〷、鮪✲䠮莇馱。殹Ⱕ儘，

豤㶩蘟խ耫갉鏤鎙：詓麥、鏪䆁㮵խⶩ䱺：卌噷⽈、

：绢㛔ꨶ䕧剤ꣳⰗ、ぢ峕䕧噠剤ꣳⰗխ晚

➃鎙皿穡圓。Ⱖ鏤鎙⡲ㅷ剎ⴚ涬㖈《䷒涬㹻

䖎搂㣾。

㼬怵：飅⤧纷խ醢晚：䓹䠑갵խ伢䕧：鑹兒兰խ⹛殥：

ꆀ鎹ꏗ♴⢵，♶腋鰋僒佞䱈。遤꽢㖈騟♳，

Ꟁ：79 ⴕ ꗻխ 铃 鎊： 㕜 铃խ ♳ 僦 鋊 呔：DCPխ 겳
㘗：私ꏗ晚խⴕ秹：兜麒秹խ♳僦劍：2016.11.04-

ꏗ⿻鰊㼬ꆄ：2016 䎃넞꧆ꨶ䕧眏〵抓껷僦；102 䎃

㼬怵矦➝

飅⤧纷，1978 䎃欰，〵⻍谁遯㣐㷸猰䪮谁遯灇瑖䨾
殗噠，剎⟃瀊晚《デⴽ䒭》栽 2004 䎃〵⻍ꨶ䕧眏〵

⻍⚺겗栁껷栁，〥 2009 䎃《鼍衆涸梯槵棟》、2012

䎃瀊晚《㔋ⴕ➃》瘞⡲ㅷ，Ⰵ㕠䋒뉓㝱晋㣼䎑䕧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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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㢵妄Ⰵ鼇〵⻍ꨶ䕧栁、ꆄꗻ栁、ꆄ琝栁瘞門㢵栁

갪。⟃鋕錏暶佪鋅Ꟁ，剎⟃《♶腋铞涸 ˙ 猽㺙》栽

ꆄ꼛栁剓⢕鋕錏佪卓栁。2013 䎃㛂㼬ⷜ䞕Ꟁ晚《䠦
䞕搂갫》。

勛䙂⥜瘘鎹罉勛涸鎹䥊，⣜䗅騟箁ꅾ鏞➮涸

㟍烵，㊢麥「㔐㹻✫」，넞䎥㶩勠涸Ⰵ勠

㥏酤、窣銂、넞騈ꭑ，⡲䢀仗䬝，〡⚥㈖

2013。

垺溏♳〳䤉。厥㣔罉勛䨥♳⧺녋，瑭♳
衽余㣐ꤷ涸鮪姐。

1948 䎃涮欰㣖⾲䨞䕶，罉勛魨㖈Ⱖ⚥，

➃。植㖈烩㜄䎙⛖尝✫，鸮㿋⛳鄄䲀䎂，姻

꤫稇蛂խⶩ鱀：勛䙂⥜խⶩ⿻⸔椚：劫棶⭑、ヰ襮䏭խ

㨥ꛂ荈䊹涸㟍烵，ⵠ㻨「勛䘞㷂⡙」，➮

幋갉：⨴䐁ざ⡲갉坿醢⡲剤ꣳⰗ、꤫梇輑、넞⨀儫խ

⦐烩㜄。Ⱉ⦐剢劍，Ⰽ鮪⫊❗馄麕⼧♬蠝

峸，䫏鋷♶䧭，麂♳㣔峸䋑⼦㣐峿宐，✥

㖈莇䒊涸倞䒊眡㼟《罜➿⛓。2004 䎃，罉勛

罉勛♧㹻鷗ⵌ痧⼧ꅽ涸⽂㕼㖒䑔，氻ꅾ涸

铞殹ⴲ〵抓僽湈䘞湈㷂，植㖈鄄佟屛㹳䖤隶

㱙㱙，厥㣔怎衆ⵌ䑔倾涸寒㝦，娦✫。㱙㱙

䧭♶䘞♶㷂。

䌟騟䪪㠁，⡎ 1958 䎃涸㣐鬪鹎，䬘䎂䑔㸙、

劊涸䘋격鮪，鄄繡鮪⤼责，㽠㖈ꯓ㕜憘䃋

䎥涸♧䑔ⴀ㹻，植➛㼭䟃䎥涸䑔⛳尝✫，

罉勛鼇乵㖈魨♳ⵞꫭⰟ垦铃，⢵ⵌ〵抓，

㟍㖒，勠兞㣐佖。殹䎃涸罉勛䖕⢵駵ⵌ㼭䟃
覈饱♧尝剤娜〷涸倞⡞㸕。

1950 䎃，ꯓ䨞涮欰，罉勛䧭✫䫒繡䴂

涸䨞⤼斊。捀✫♶鄄殹䧭Ⱏ欴럛，㶸崞♴⢵，
➮ꅾ倞♴鿈，䖰⚥㡦⨞饱。鷎⟿䖕，✫

2008 䎃涸〵⻍，罉勛ㄤⴕ㾀鵜䒒䎃涸

䒒♧䎃涸Ⱇ鮦。植➛涸勛䙂⥜ꅾ鵦Ⰽꯓ⛓

⨢涸䫵䚐、넍鑨，㧼㶩䌢銴➮ⴽ闍鑨，䧴罏

2011 䎃，罉勛䱺「腥嗅䩛遯，歋㧼㶩

䎃䨞✥⢵ⵌ〵抓䖕，♧欰劢㔐屎⻍。罉勛僽

㧼㶩㔐䁌昿㹻。Ⰽ➃湱䊴䒒娔，㼩罉勛♶

剓傍涸殥㨥倴 2006 䎃，〵⻍厥贖⽰㼟䬓

✝腛ꟗ滚♶聃。儻♳，罉勛♧⦐➃㔐㹻，晘

撑곃，Ⰽ➃ⱄ䏞ず㾀。遯䖕涸罉勛遤⹛箣䢩，

垸暶⯥。➮醗魨，〫衽Ⰹ鈏，魨♳ⵞ衽涸

罉勛涸朜屣㨥隶䊴，ⴕ♶幢傍儻，鎹♶䖤

❀⼪⯋。罉勛䚍㶩䚊、臎孵䊴、怏〡磧鑨，

䕧晚须俲

峸。1939 䎃，罉勛㽠僽屡鸏哭屎㗂菻ⵌ㣔

娦䖕，⯌䓍ぐ㤕匌銯，植➛涸勠➃捀勛䙂⥜

鼄涸滑勠，罉勛䬓♴❉〳欽涸匌銯，隶颪✫

晦㖷鬪搭♧澖。晚㽵㶶䍌㻨，勛䘞㷂 1927-

齡僽➮溏麕剓䢔捙涸䨞㜥，殹儘覈✫Ⰽ⼪㢵

汸氭聒贉，♧⦐剢䖕宐䩞鷎，⽿⿶뇀傖担。

㼬怵勛䙂⥜涸昿鋷，劥晚娜儘⼧❀䎃䬝伢，

竤䖊麕涸㖒倰，隶䖤㸤♶♧垺✫。

鸏酭䊺竤尝剤勛㨺涸➃，➃✲䊺ꬌ。勠➃䠮
㎒䖰勠酭涸屎崩幢惽，鼩腋湬䱺㗂菻ⵌ㣔

罉勛，1927 䎃ⴀ欰㖈⚥㕜屎⻍，1954

䕧晚剓䖕涸魨䕧，僽罉勛䩧䰿荈䊹涸

⸈㕜字럛䣔，➮涸걧녋涯，錏䖤荈䊹垸

坿㜥。勛㨺㖈勠酭僽㼭䨩，姽贖㣐㢵㨺ⷠ，

ⷜ䞕➝稲

㼩➮⢵铞鿪♧垺。2010 䎃，罉勛㖈〵⻍

溏衽勛䙂⥜ⵌぐ㖒涸ꏗ⫹殥，鎹䥊ꦑ殥

㖈殹㖒⛳䪪➃鏞㉏殹䎃涸兞錚䧴䨞屣。罉勛

➮〡⚥涸❁隶䧭✫꼛騟，勠酭涸㣐㗄䧭✫麉

Hebei Taipei

䖰㼭崩嵠，⛳剎竤䟝㹻，⡎㥶➛㣐ꤷ♳➮剎

ⵄ，➮⛳搂㹻〳娝，程䚍佖⸈ⰅⰟ欴럛。

罉勛涸佦ꀀ僽屎⻍溁⽂淼簖넞䎥㶩勠，

屎⻍荩⻍

娦㾏，騈衽㕜字럛䩧Ⱏ欴럛。湬ⵌ鍑佞鮪

駈騋，屎⻍、㣔峸、⻍❩、㣖⾲ⱄⵌꯓ㕜，

鄄⺠⹛儘⛳剚倾鶤⦐䎙〣。

k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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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顦✫醗㥏㕬晚，䎯♳鼩剤⦐瑭㥏酤涸⧺➃

涸 38 䏞箁，植㜥䨞✲垸㘗，怵爚䢔捙殹䎃。

縰➃涸⸂麥䓳鏪㢵。2012 䎃涸鴍凰倞䎃，

㼬怵：勛䙂⥜խ醢晚：ヰ襮䏭、劫棶⭑խ伢䕧：ⷠ㡦

嫏、勛䙂⥜խⷜ撑：ⷠ㡦嫏խ㻜뀿䕧⫹㼬怵：勛䙂⥜、
勭➋裄խ㻜뀿䕧⫹伢䕧：勭➋裄խ㻜뀿䕧⫹繡遯：

㜥鎹：ヰ儫㥶խ锅⯕：Penny Chouխꂂ坿：影㶩䰦խ
㼩涯ⶩ鱀 갉佪鏤鎙：꤫梇輑、ス嵳喛、넞⨀儫խ䖕

劍醢⡲：植➿ꨶ䕧Э䖕劍⼿锅：⡮⢕갉խ㶶䍌醢⡲：
卌ꯂꈚխ侸⡙管焺：꤫嚩楜խ晚そ겗㶶：影樵ꨣխ晚

そ鏤鎙：꤫㪨覂խ㹒⫄ㅷ鏤鎙：剎㪨㎗խ薊俒㶶䍌缺
陼：⡦繡榮խ傈俒㶶䍌缺陼：銯劥剤ꅽխ䕧晚矦➝之
㻨：蛅㉬牬խ䕧㾝耢窄➃：ス嵳喛

「鏞罏Э勛䘞㷂、䎂姻倰、蕑㸻卌、勛勭䕙蔊、勛
桪棇、ꠦ蚛桪、勭僤❮խ㻜뀿䕧⫹怵㆞Э闒륌、

脌⤧巒、ⷠ㡦嫏

ⴀㅷ➃ 醢⡲➃：勛䙂⥜խ〵抓涮遤Ⱇ：鰜峿涮
肆⟨剤ꣳⰗխ嵳㢫涮遤➃：勛䙂⥜խ晚Ꟁ：91 ⴕ

ꗻխ铃鎊：㕜铃խ♳僦鋊呔：DCPխ겳㘗：私ꏗ晚խ

ⴕ 秹： 鰊 㼬 秹խ ♳ 僦 劍 ：2016.11.11-2016.11.17խ
牱䨼私ꏗ：倞〵䍤 136,835 ⯋խ䖤栁、㾝私ꏗ：

2015 䎃栽〵抓㥏䚍䕧㾝〵抓畹飓껷栁；Ⰵ鼇㿋䕎㕜

ꥹ䕧㾝㕜ꥹ畹飓、㢚㪮㣧䕧㾝㕜ꥹ畹飓；DMZ 私ꏗ

晚䕧㾝、笞⛳秝ꨶ䕧眏；2016 䎃栽〵⻍ꨶ䕧栁剓⢕

鸏㣔♶곃꣖伍，炽銴㖈尝宐尝ꨶ涸滑勠䐓䨾

Ⱏ垦铃，겝蒀鿪帝✫，ꨶ鋕䑞デ䞕蒀ꨶ鑨，

罉勛⼧娔儘，昿鋷鄄꼟桪牬鮪媹㹳，

1933 䎃，䌌⩬雊罉勛⻍❩岁彂㼉隡

⥜䍲➮䬝鼍撑。➮䋞劆㷛㶩嫦㣔䩧鸒ꨶ鑨，

㼬怵矦➝

䚍佖殹Ⱕ，鹎✫麌鱒斊，頾顑䬰圙灴、䬘

⫹怪笪⛓눴、❗ㄐ⛓䖝，㽠鸏垺鷗✫ⴀ⢵，

ⷜ䞕晚莅私ꏗ晚ⶩ鱀，⺫䭍 2011 䎃《❀剢㣔鷆㣆

䱖⤑。

㱙㱙䌟衽ㆥㆥㄤ➮鸮㢹鷗駵，劥䟝捀昿㜡
➔，尝䟝ⵌ剓䖕⢵ⵌ〵抓，植㖈Ⱄ⼧❀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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刈僳갉坿♶穪。

剅，溏鋅倾鼹鸤秶䑖剤鮪꽏稟，罉勛程

銴⨞➊랃。

罉勛⯓㖈㹻酭㹐䑼瑭䨥鸤㘗，銴勛䙂

焷钢➮尝娦㽠㥪✫。➮籏僽㣆ⵌ䩧➯，荈䊹

私ꏗ晚、❏崎㥏䚍䕧㾝耢湅畹飓껷栁

勛䙂⥜，殗噠倴〵抓谁遯㣐㷸ꨶ䕧䨾，剎莅㢵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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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NA》，2012 䎃《鷠⯕굳绥》、《♶罉꾷㡦》瘞，

㖈《鷠⯕굳绥》⚥❠二⟤管ⷜ䊨⡲。2010 䎃⟃《遳

莻期惐》䲿そ痧 47 㾂ꆄ꼛栁剓⢕ⶩ鱀，⚛㨥ⷜ劥
ⶾ⡲。

䊨，♧饱㾝⼧㔋㣔Ⱏ鎙 1,300 Ⱇꅽ涸㋲鮦

⦛鋊瀄㖒ꂂざ㣐➃贖椚⫊〡。⠅䜂欽궤儘，

僽䖤⸗⸂㼩Э㽠㥶殹儘橇䃋「⫊儘ⵠ，

2011 䎃 7 剢 5 傈，ꤎ留ㄤꤙ꾷䘋䊨⦛

痧⼧♧㣔，㷛㶩俒颩旙胣，⿶瘞♶ⵌ⥜酢，

넓㘗鯱㡭涸ず㷸钢溫㼩䩧。ꤎ倰濼麥，鏪㢵

➮꾷鮦橇䃋。〥♧⡙㷛㶩⛳㔔䶫鮦佖䵩鮦，

㹻ꥻ燘，鸏僽䖎㔮ꨈ涸⸆铭，➮⦛䟝阮僈荈

橇䃋鎙殥。

鄄鹧衽⯓䵩♳伢䕧鮦，➮铞㷸吥ず㷸♶湱⥌

隶涸騟屣，⟃⿻ぐ珏瑳涮朜屣。痧♲㣔，贫

㉏➮橇䃋遤玑剓䟝ㆭ酭？➮㔐瘸㎗纏，㔔

珖旙胣桬涸⳯俒，鮦胣⿶꾷旙✫；ⶍ䖰Ⱖ➮

㋲鮦㣔⢪

肬䎓ꤎ鱲⢵涸㼭悮悮䶫鮦，➮㼩꾷鮦緄⛘莇

Cycling Angels

傍䎃涸「㷑⯥ꤎ」⽫韍，㖈植➿爢剚♴㨥
佖隶，鱲捀⼿⸔撑곃㣟腋㹻䏭涸㷛㶩。⢵ⵌ
鸏肬䎓ꤎ，ꤎ倰䲿⣘琽㹁涸欰崞橇㞯，⼿

⸔㷛㶩荈䧮撑곃涸腋⸂，⚛㛆귢荈⥌䗱，鷷

恸㉬涮➮⦛㼩劢⢵⸗⸂涸湡垦。䎙䎃，ꤎ

倰㕰竤麕鎣锸，䲿ⴀ꾷鮦橇䃋涸圓䟝，✲

來㼬㷛㶩钢陏괐ꦖ、㻜ꥹ侸剢涸箻꾷，⚛

竤麕⥃肬㆞鐱⠮，莅〳♳騟涸㷛㶩、橇䃋䘋
300

Ꟁ䱺糵铞㸤걧涸鑨：「㷛㶩䖰鹎⢵涸痧♧
㣔，䧮⦛涸䊨⡲㽠僽銴雊➮⦛㔐㹻，⡎僽鸏
媯騟玑，Ⱖ㻜遈恠Ꟁ涸。」

毠⡂涮敯涸匌肬く麕谔䖕，⿶糒糵馜騟。俒

䕧晚须俲

♳，㷛㶩⦛⛳銴㷸衽䩧椚鮦屣ㄤ荈䊹，⺫䭍

鮦✫，겙걧⫊〡顦♳秲䋒，➠㛚䭰꾷鮦。ꥬ

⣶䌃㸞խ醢晚⸔椚：嘥⪂룲խ伢䕧：ꁀ鹎㕜、ヰ䫵域、

痧⼧♲㣔，㖈〵⽂，滞➃㖈㣐ꨎ⚥㉬玑。

颩鼹꾷鮦鼹䩧潞漗，㑵㡏䘋䊨，䖕⢵卓搭䶫

亮鮦、㷸䬓酤鮦鰶、峤邆剪，鼩銴㻨傈鎹，

㣔㽠銴㔐ⵌ肬䎓ꤎ✫，㜡秶⛳ⴚⴀ㋲鮦㣔⢪

痧㔋㣔，鹎Ⰵ㹆貽銴昮㗗，僽鯱㔮ꨈ

䏅，莅㷛㶩⦛ず姹，莊鳵儻剚。儻剚♳，䨾

涸倞耂，䬸䖊㣐㣎⠅䜂涸匌麥⚺捀姽暶ⴽ⠅

涸騟媯。㷛㶩⦛礶⸂傢渿⿶嫏⸂麕➃，䖃䖃

剤➃㼩騟玑♳剎栽䖤涸䍲⸔邍麨䠮闒，뢶耫

㸞。籏넓⢵铞，➛㣔朜屣♶ꐫ，儻♳⦶漗

⡹。」ꥬ㣔，㖈攨捙涸姹鵔⚥，➮⦛㔐ⵌ肬

雊㣐➃⦛㖈䖕鷆馜，欩荛銴宠幾鸠，⟃瘼

肬䎓ꤎ涸ゟ俒鰜ꤎꟀ㜥㥶僽铞。肬䎓ꤎ䖰

䊹涸㶸㖈⭆⧩，䋞劆䖤ⵌ㹻➃涸䱺秝。ゟꤎ

䖰鰶胣灶䴦朜屣㽠〳⟃濼麥ㆭ❉㷛㶩꾷鮦㥶

㣐➃⦛僽鎣锸㥶⡦撑곃䱈衆䖕涸㷛㶩。

⦛涸䊨⡲㽠僽雊㷛㶩彋⪔㔐㹻。」ꨣ卌⥌纏

垺，剚䟝䙂荈䊹涸嫢鋷。鸏儻，㷛㶩⦛ꨈ䖤

㷛㶩㛚䭰㸤䧭橇䃋涸胝䖕⹛堥，㽠⫹䱖ꤑ㔐

漗䎯ꎦ。

⡦锅淼，㔔捀姻䌢꾷鮦⚛♶剚剤㉏겗。㖈騟

「鸏❉㷛㶩䖰鹎⢵肬䎓ꤎ涸痧♧㣔，䧮

捀〳⟃溏ⵌ㱙㱙，㥶肬䎓ꤎⰦ➮鏪㢵㷛㶩♧

䬩穪♳鮦㛚䭰荈䊹꾷鮦；㖈駥䭗麥铭㛔♳ㄤ

馱，⛳♶격䠑邍麨Ⰹ䗱䟝岁；Ⱄ娔涸荞渿䎃
私剓㼭，捀➃珖雙。䍲䘑䳖胣涸䘋䊨㸢⠭，

ⷜ䞕➝稲

㷛㶩⦛⨞捀➿邍，玬㳅㖒ぢ匌麥⚺荞闒。

㨥痧♧㣔涸遤玑。➮⦛㖈㉬玑♶⛉，⯓ぢ
㱙牏䑔贓铇ꭲ魫，䱺衽㼩拨攨涸㣔孵、㢵

ko

2016 䎃〵抓ꨶ䕧➝稲 私ꏗ晚

㕜㼭。痧Ⱉ㣔，㣔尝❮㽠ⴀ涮。㣔Ⲉ，㷛㶩

铞：「闒闒⡹ꤙ䧮⼧♲㣔，䧮宕黇♶剚䘎鎹

䎓ꤎ，䣔顭麨䧭湡垦。⥃肬㆞铞，鸏䎙䎃涸

鄄銴宠䗾罣，䖰㣖뉓ꠀ㕜㹻Ⱇ㕨꾷♴䋑⼦。

㋲鮦橇䃋崞⹛䖕，籏剚䒸涮㔋、❀⦐㷛㶩㼩

⦛涸䱍䱾⸂。ꤙ꾷涸䘋䊨⦛鐱锸，➛䎃僽剤

♲䎃䖕，2014 䎃涸鴍凰䎃，㸢⠭鏞

鸮糵♴㗗，⸈♳鹋⠅✳傈涸麉㹐，罌뀿㷛㶩

劢⢵欴欰䋞劆ㄤ湡垦，鸏垺㽠僽䧭⸆✫。

ꨈ䏞涸Ａ秹騟箁，㣐➃꾷鿪剚㹳䙲，㷛㶩⦛

㉏肬䎓ꤎ，⼧Ⱉ娔涸㼭悮悮隶䖤影厬、疮㺂

剪，⚛铞麥㷛㶩涸㉏겗僽爢剚鸤䧭涸，䥰鑪

㖈鴍莓，⾲⢵僽㔔捀➮䟝꾷㔐⽂䫏涸㹻。㷛

涸鮦⿶ꬌ涬㿋鮦，꾷饱⢵湱殹顥⸂，⟂➃⢆
窍➮⦛刿㢵⸂ꆀ㼦䪪欰ㄐ涸䠑纏。

臛。㸢⠭䟝饱殹䎃橇䃋，㼭悮悮剎膨魸
㶩⦛劍䖊鄄㹻➃䌟㔐㹻麕眏，ꧪ搭⛳剤❉㷛

痧⛰㣔，鹎Ⰵ〵匌，鸮傈㣐ꨎ搂岁꣖姺

㶩㔔捀㹻⚥朜屣，♶♧㹁腋㔐㹻。俒颩⼧♲

⟃䵩，➠剚㛚䭰銴꾷鮦，㔔捀♳鮦㽠㥶ず鄄

溏㵉，㵉䖎氨䞼俒颩，⡎搂㣾銴撑곃涟

➮⦛鹎，㷛㶩⦛稡✫、䶫✫，⽰⢪剤鮦〳

殹䱈♧垺。⠅䜂儘，䎙⦐⫊Ⱕⴀ植✫，㷛㶩

娔✫，⸈娀遯嫲飓涸㔐玑騟♳，갫麥㔐㹻
浉涸㥏⯥，䱳㷟♶僒，俒颩ꨈ䲂㣟衆，⡎鼩

湌醢：勛䚃悦խ㼬怵：ヰ䫵域խ醢晚：勛䚃悦、寐渠、
ꗻ彰嚩、卌㷆僱խ⼿⸂伢䕧：䐁桡襟、闒匌僈、륟蠝
牬、勛䚃悦խⶩ䱺：ヰ䫵域、闒匌僈խ⼿⸂ⶩ䱺：卌

噷⽈խ갉坿⡲刼：豤㶩蘟խ盘䓛坿㕰ЭꟀ痁：꤫䚃

㮵խ岁㕜贫：湖䚃㮵、랔僕铿խ㣐䲿楪栬㤉：薵㸻尬խ
痧♧㼭䲿楪：詎僈⭑、꤫䚃䒄、勛嫏ꌂ、랔橵룲խ痧

✳㼭䲿楪：繏兞듳、ꆄ僸父、꤫绐㮵、꾁䙼✻խ⚥䲿
楪：⡦ば䚻、鏪ㆹ䟃、⡦⢕棇խ㣐䲿楪：薵㸻尬、桬

龐俒խꨶし➮：陓㉬䎸խꨶ頺倛：陓㉬䎸խ加し➮：

桬䋞俒խ㥏耫：꤫ㅷ琐խ⯥留ざ耫：哀坿䎂、哀⚆갚、
嘥帩烂խꂂ坿⼿⸂：陓㉬䎸խ갉坿⸔椚：殆㸞䒄խ陗

：殆㸞䒄խ盘䓛坿㕰ꏗ갉：卌㼿⠭խꏗ갉㹔：涯ꆄ

ꏗ갉㹔խ갉坿幋갉：卌㼿⠭խ䖕劍耫갉贖椚：⚥䕧肆
⟨剤ꣳⰗ䕧鋕醢晚䑖Э䖕劍籏湌：卌㗛摖խ耫갉

窡硁：ꁀ傒䘋խ䖕劍㛂遤醢晚：꤫繡❅խ䖕劍遤佟噠

：鏪肬秫խ耫갉䭸㼬：ꁀ傒䘋խ㼩涯ⶩ鱀：劫䛸颩、

겝允俒խADR 㼩涯ꏗ갉：꤫㹻⤰խFoley 갉佪ꏗ갉：
겝允俒խFoley 갉佪醢⡲：嘥㹻䢆խFoley 갉佪ⶩ鱀：

劫䛸颩խ갉佪ⶩ鱀：䑁⾩、꤫㹻⤰խ勭嫲幋갉：ꁀ

傒䘋խADR：꤫ⱟ㸙、桬ⱟ傻խ䖕醢⹛殥暶佪：ヰ䫵

域、랔兞奚、꤫䕔㖳、䓹焚鴇խ䖕劍锅⯕锅蒀：植➿
ꨶ䕧尣⽫肆⟨剤ꣳⰗЭ䖕劍窡硁：꤫⚆䐄խ䖕劍

㛂遤：⡮⢕갉խ䖕劍⼿锅：꤫㤘ばխ锅⯕䌌：嘥ツꫭխ
锅⯕㤛晚：꤫嚩楜խ㶶䍌醢⡲：豤♳彂խ侸⡙管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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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䪭⨀խ晚㽵醢⡲：⡦䪭⨀խ遤ꌼ涮遤：暽柏㶩侮ざ
遤ꌼ肆⟨剤ꣳⰗЭ㹒⫄窡硁：倷僒葻խ㹒⫄Ⱇ

ꡠ：寐棶榮、䐁榄խ崞⹛瘼ⷔ：豤㪨悦、瀖龐謶խ噠

籏湌：齶꧉ꉁխ噠⚺⟤：䑁兒䋕խ遤ꌼ窡硁：桬

kn

牟䨡

The Immortal’s Play

䌌խ갸デ晚ⶩ鱀：꤫⤧㸪խ嵳㜡鏤鎙：ⷠ竤榏խ薊铃

ⵌ䓹㹻涸〢⾮，溏ⵌ⣘㤀涸牟僈，㥪⫹䠮䥰

罜嫦儻漗䨡啟⛳䳖⢵䢩䚍氕稡，湬荛幀㢹䩞

䨡棵銴竤䌢㔋贖邍怵，㕰㆞幀㢹湬䱺

荈鏪怵㥪嫦♧㜥䨡雊牟僈溏。㥠䋞劆溫姻㷸

ⵌ剢罉暽秋箁，岤㹁㖈〵抓涸怵㆞欰巆。

「鏞罏Эꨣ卌⥌纏肬䎓ꤎꤎ留⦛、ゟ俒鰜（ꤎꟀ）、

繏䟃ば、䑁㼭䟃、䓹䘞纏、嘥稇猨、蛅巾哆、卌⢆楑、
랔✵ꆎ、詎⢆⠺、桬⬂傢、䑁巾螠、䑁巾㫲、蜓⣜ば、

剚姐➫䨡鸏㼠噠谁遯，嫲撑垦彋鐱嫲，罜

♧㹻㣐㼭㽠漗㖈䖕〵，䖕〵⛳僽く궤、⻋㦳、

2014 䎃猨㣔，㸞㧚㔐馊⽂幢⻋ㄤ㹻➃

㕰翹，竤娜莅㑚瀊冾ⴕꨆ涸ꨈ䰎。痧✳㣔

內䚃；姻䨡㨥，㸞㧚僽殹㹻㼭傉，㖈〵♳

㧚⛳㈖饱䙼䙂㱙㱙涸姐。嫦㔐㸞㧚尝荈⥌，

暶䪮。

〥♧⡙㛚䓽涸㥏䚍，䊺㣟僈❀⼧䎃涸㵉，

➲」，㸞㧚㹻♳〵䪐ꃰⰔ➲，⺫わ㣐㥏⯥

䑁巾併、飅⿶倞、ⷠ儫襮、卌妇⭑、꓃岲䎂、䓹麥囙、

莅㼭欰怵㼩䩛䨡；㢹䨡，㥠鼩銴じꏈ窣怵ⴀ

䓹宕䘞、꤫㺢꧆、桬彂蔊、ꁀ鹎㕜、륟蠝绥、齶㘍➋、
卌䟃頻（纏䊨）

ⶍ⢵〵抓儘，㸞㧚♧鼹㷸铃鎊，♧鼹㷸

ⴀㅷⰗ 醢⡲Ⱇ：鋅稇䕧⫹剤ꣳⰗխ涮遤Ⱇ：
暽柏㶩侮ざ遤ꌼ肆⟨剤ꣳⰗխ晚Ꟁ：82 ⴕꗻխ铃

鎊：㕜铃խ♳僦鋊呔：DCPխ겳㘗：私ꏗ晚խⴕ秹：
兜麒秹խ♳僦劍：2016.11.11-2016.12.29խ牱䨼私
ꏗ：倞〵䍤 2,554,458 ⯋

㼬怵矦➝

ヰ䫵域，1983 䎃ⴀ欰。㖈慍崎Ꟁ㣐，Ⱉ䎃㔐〵ⶾ

噠，ⶾ鳵鋅稇䕧⫹，㼠耷⟱噠䕎韍䑞デ、笪騟遤ꌼ䕧
晚、Ⱇ渤私ꏗ瀊晚，荞⸂倴私ꏗ晚䕧⫹醢⡲莅涮遤，

⟃〵抓殹㖒➃俒、來肬⿻谁遯捀⚺。《㋲鮦㣔⢪》僽
➮涸껷鿈私ꏗ晚⡲ㅷ，䬝伢鎙殥剓ⴲ「㷛㶩涸⹅侒䩧
⹛，娜儘❀䎃，鷴麕纈滞须♳僦ꤎ箁。

ⷜ䞕➝稲

瑭衽馊⽂㕜剪涸㸞㧚㖈尪抂♳，影厬㈖

♳〵，⟂來䨡涸⠭嫢겝剢㬁⼧ⴕ끇鏄。ꅿ〵

♴䨡䖕，㸞㧚㖈䖕〵剐㼭㥏⯥亮愪，➮

⦛㖈Ⱇ䐓㢫䵩矦僒䌙瞇，䱺宐湑峤。凊珖

〵叙，䊣鶬⚆歲ぐ㖒邍怵。㖈昿鋷滚⚥，㸞

荞涮㾝黶箣，♬娔㼿♶剚饥騟，♶㣖剚铞鑨，

2004 䎃，㸞㧚莅♱㣗䓹蔊黇ⴲ妄湱麂，

殹儘⼧⛰娔涸䓹蔊黇⩑搭麂鋅꼛䨡㕰ⵌ㎗纏

邍怵，鄄㸞㧚涸邍怵䒸，⛳㉬䕹姽涸箔
ⴕ。䓹蔊黇涸㹻停竤斊「倞뜩繡姐ⷜ㕰」，

㱤，荈錏贿妁時㱙，時時欩荛♬、Ⱄ䎃捀姽

➃⡎⛳⣜莍僽馊⽂➃。㸞㧚溏衽佦ꀀ兞蒀、

䖕鑪袱馊⽂鼩僽〵抓，ꨈ䗾衆帒，尝䟝麕黇
㱤䖕䟝㔐⢵鸏랃ꨈ。

麉廪菻ꦷ䝑搭儚湚，㸞㧚鮅㖈嫢鋷涸艚

㑚涸㼭㥏⯥梾蕦，ⴀ欰儘♧䏞⠅⯘㣖⛉，㼬

♳，齡껷䙼䙂㱙㱙涸姐ⱄ䏞갠饱，姐鑂㈖麥，

銴竤䌢峤臭。㣗㧼♶䗾㷛㶩「蕲涸垸垺，

鋷魨鼹剤僱㣔。

溫〳䠦，僽滞➃涸䗱卓，䕹姽湱⠶䧭捀♧

䕧晚须俲

⡎㑚暶ⴽ顦䗱，⽰⢪䬄過䩧ꆚ鿪♶ㆰ，㣔
珏䎋犷。

2014 䎃ꤑ㢨，㸞㧚痧♧妄⨞馊⽂僱䰞，

鸏僽馊⽂麕䎃䗳⪔涸蝳蒀，〵抓㹻➃ㄤ馊⽂

➮僽倞♧➿㕰⚺。2005 䎃，Ⰽ➃穡㭶，殹儘

㹻➃欽笪騟鋕鎝，✽麥倞䎃䘰坿。鴍凰♲剢

䨡棵鍑侕，鼇乵糒䪭㹻噠。㸞㧚㔐䥊痧♧妄

䨡棵笞䭰♶僒，䨡ꆄ、錚滞鿪♶㥶䖰涸㢵，

䓹蔊黇ⶍ鷎⟿，剎罌䣂佖遤，⡎♶䗾Ⱇ涸

䠮闒㱙㱙，㔔捀䖰㼭ꨆ㹻，✳⼧娔⿶捀䠦黇

㔐䥊留䎃，錏䖤㔐ⵌⴀ欰㖒䖎荈㖈，锓ⵌ魨

〵抓姐➫䨡䖎湱⡂。⼧娔儘，㥠罌鹎馊⽂㕜

涸〵抓㎗纏宐暋⾮。

湺劆㸞㧚娝⢵鏪⛉。㮓㥏眏鸏㣔，㸞㧚桐蔅

荈鎊ⶍ㷸儘䖎䮲侁，⡎怵䨡腋Ⱟ곃䌟㷛㶩，
䖰䊨⡲隶䧭♧珏顑⟤。

㹻꼛䨡㕰，⢵ⵌ㣐鿪䋑屎Ⰹ，⼧♲娔㽠殹♳

㽠剚䟝饱欰崞鳟蕲➠⥃䭰坿錚涸㱙㱙，⟃⿻

䣯뇓。㨢㨢雙繡㥠涸黠䥰⸂，铞㥠䊺僽〵抓

㽠㋐姹㈖姐，㥠㖈Ⱄ、⛰娔儘溏麕♧妄馊⽂
姐➫䨡，㽠腋荈管荈怵荈㈖，馊⽂姐➫䨡ㄤ

僽殹㖒涸㮓㥏眏，㣐㹻儻꧌剚、㈖姐，㸞

姐➫䨡僽「崞䨡」，〫铞ⷜ䞕㣐笧，鵜⛖俒

鎊俒涸〵鑂，鼩銴⽰莇涸邍怵腋⸂，㸞㧚

㧚⫹㼭눴康ⵌ㣐嵳，䟝♶ⵌ䖕⢵㥠康ⵌ刿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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䨡，㼟姐鑂欽馊⽂䭨갉䪴♴，䩞♧Ⰽ䎃㽠腋

ⴀ馊⽂⫄窡姐闙，⛳㫔㫔麥鏰黇㱤〵抓、䧭
捀姐➫䨡怵㆞涸佦✲。欰倴馊⽂涸㸞㧚䖰㼭

♶僽㔔捀㢫㕜➃㷸䨡♶僒鄄肥㹁。

䳖酤涸㖒倰。ꅿ〵⡲闒牟䨡，姻䨡銴「䪐

繏缦뜿、卌㷆僱、꓃彰嚩、飅뜩ꨔ（⥃㆞）、㸢僈牬、

䓹俒颩、桬䘋䓽、繏竤ꈕ、꤫ⱟ䒄、卌㹆襮、嘥䮸䘞、

腋剐㑚欽仗㖈䖕〵涸堥㐼峤臭，⡎㸞㧚➠

獵⹛ⵌ♴⦐怵ⴀ㖒럊，滞➃ⴕ䊨䵦䨡硱、㸞
䋒兞、卺鏤敚⯕갉갠。瘞䨡啟䵩㥪，㕰㆞⦛

㶶䍌缺陼：豤嘰꧉

2016 䎃〵抓ꨶ䕧➝稲 私ꏗ晚

黠鸫㱙牏钲鴇，䨡棵鸮怵鵜♧侮⦐剢。㥶➛

⽰⢪僱㣔䊺麕鼩僽剚㔐ⵌ嫢鋷魨鼹，㔔捀嫢

⟱ⷔ：飅뜩ばխ管ⷜ 㼬怵：飅뜩ば、䕠㹻㥶խ醢晚：

飅뜩ば、䖛ꐣ怏խ伢䕧：䕠㹻㥶խ敚⯕：䕠㹻㥶խ佐

갉：飅뜩ばխ넞瑠伢䕧：넞ꆄ⫄、랔⣜䗞、諽姻纏、

勛僱巾、꤫䮸곏խⶩ䱺：䕠㹻㥶、飅뜩ばխ倾涯：飅

뜩ばխꂂ坿幋갉：䕠㹻㥶խ馊俒缺陼：⟿㬁、衞颩、

ꣁ猨껻խ곃㉏：卌恎崎խ聃䩧 ♳㶶：衞奚䢵、衞㷆

ㆹխ剅岁겗㶶：桬곏䒄խ姐刼Э〈屎Ⰹ涸猨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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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嵳鼹涸姐〉、〈傈ⴀ匌㿋♧럊秋〉、〈䴸砮刼〉、
〈嫢鋷〉、〈䠦㨴锅〉、〈敶㶩〉怵㈖：ꣁ㸞㧚խ갉

坿Э〈䙼䟝饱〉怵㈖：넞荛խ陗刼：桬⤧⪂խ〈♳
騟（Theme on the Road）〉by Jean Ponխ〈Call to

kt

绿综⛓㙹

City of Jade

Adventure〉、〈Disquiet〉、〈At Rest〉、〈When
Ahead〉、〈Long Road Ahead B〉、〈Gymnopedie
No.1〉、〈March of the Mind〉、〈Blue Paint〉by
Kevin MacLeod (incompetech.com)խLicensed under
「鏞罏Эꣁ㸞㧚、䓹蔊黇、倞뜩繡姐ⷜ㕰

ⴀㅷⰗ 醢⡲Ⱇ 涮遤Ⱇ：嵳⛓滚䕧⫹䊨⡲㹔խ

㼬怵矦➝

飅뜩ば，1974 䎃ⴀ欰倴㎗纏，⚥㕜俒⻋㣐㷸㣐滞⫄
久禺殗噠。剎⟃〈怔屯㖈㣐鿪䋑⚥涸麉暜字停〉Ⰵ㕠

ꖋ㶩䱰，㽠剤堥剚膨顇。

㣐ㆥ㼱儘ꨆ㹻涸桪瀖㣆、荈䊹饬〵殆㷸䖕涸

ⷜ䞕➝稲

⡙倴箩歒⻍鼹⯘妲齦涸䋪侒桪瀖㜥戴

恠衽慮ꪓ莅랔摳，鸏酭僽欰欴⚆歲剓⮛

颶涸绿综燴㜥⛓♧，鎹鯺搂侸瓛➃缺魨涸

桪瀖㣆。ⴀ欰箩歒匌鿈茣䧨涸㼬怵馢䗞脒

꣫欰涸燴⼦ꅾ倞㨥，荈䊹二⟤䊨걧䬸䊨

✳⼧㢵䎃涸䮕桪➃欰，歋➮栬荈䭨廔䟝⫹。

㜥。馢㣐ㆥ䖕䖕㖈䋪侒桪瀖㜥䖊✫䒒✳

㕜➃字饥♳遳걧，箩歒⹛✥，㣐ㆥ涸谔

㷸绢㼠噠。㣐㷸儘嵶帱俒㷸、ꨶ䕧；Ⱄ○䎃➿劣，爢
剚隶，莅➃ざ䬝㢵鿈爢麌私ꏗ晚，❠剎莅嘥䗞

僅涸ꨶ䕧醢⡲。1991 䎃䖰秣秉鵦〵䖕，二⟤荈歋管

✲，➃⦛➠➓䖕糒㖒䮕桪，䪾㿋䮕䧭

䖰涯㣔ⵌ㢹儻，㖈⨅㣐涸猔㿋ꆄ燴酭♧ꖋ♧

㖈ㆭ酭。⽰⤑僽㺯Ⲉ涸Ⱶ㣔，➮⦛➠䗳갭悴

㼬、伢䕧鴻➛。1995 䎃⟃《〵抓鮪➃》栽ꆄ琝栁剓

⢕私ꏗ晚，⡲ㅷ겗勞㢵莅字⤺俒⻋、㸻來、䓳湱ꡠ。

䎃鰋燴䊨㖈ꨶ鑨酭ㄤ㧼㶩鎣锸衽㷛㶩ꨶ舡铭

鄄ꡠ鹎箩歒涸檳㙹湌柱。箩歒籏窡㣐鼇䖕，

酭，䊨➃欽䩛ꨶ瘳稣稣增鋕ⶍ䮕ⵌ涸瀖燴，

2011 䎃㻜倷㣐饘，馢㣐ㆥ䖤⟃䲿♧䎃ⴀ
柱。ⴀ柱䖕♧侮䎃，➮㼩Ⱖ➮䊨⡲鿪䲿♶饱
⸺，ꔩ傈䙂䙂♶䘎桪瀖㜥。2013 䎃䏁，馢䗞
脒䌟衽伢䕧堥ꦑ㣐ㆥ⢵ⵌ䋪侒桪瀖㜥。齡䎃

姻⧩鼹㞯涸「卓侒〓鮪」莅箩歒佟䏎鮪⡲䨞，
304

㜥钢陏涸䊨➃⦛。馢㣐ㆥ莅殥⚥齡❉ꨆ

馢㣐ㆥ莅➮涸䊨➃⦛尝剤ꐏ飑顠㣐㘗堥

馢㣐ㆥ⛳㔔姽ⱄ䏞鵦㔐桪瀖㜥。

䎃涸㣐ㆥ馢䗞ꫭ。

馢䗞脒ⱄ妄鋅ⵌ㣐ㆥ儘，➮䊺㔔捀嫬

刿尝䗱䞕㔐⥌。」

㹻ꀀ涸䊨➃，鄄ꀀ䟶、㷑栬、顇瓛、穪劆、

ꖋ䢩䢩䮕，欽⸂䳖《䋞劆。♴䊨䖕，♧そ

倴〵⻍䋑䕧晚Ⱇ剚管㼬棵莅秣秉鋕錏谁遯㷸吥ꨶ䕧禺

걧，佅佅ググ㖒铞麥：「齡儘尝风ⵌꐏ，䗱

䏅「岚⿻⦝ꟗ，馢㹻涸竤憘朜屣㔐ⵌ⾲럊，

㣐ㆥ鿪鎣麕欰崞涸㖒倰，翹搋鎹ꏗ㣟耢㢵

䕠㹻㥶，1963 䎃ⴀ欰倴〵⽂。剎㽠隡匌嵳䒊眡禺，

䎃⢵㙵询䗱⚥涸颶㉏，㣐ㆥ㨥穅♶격姻㼩ꖏ

䕧晚㽵耫，ꖏ걧箣䢩暶㻨馢䗞脒㖈桪瀖

Ⱘ，䊨➃♧⦐⦐䌟衽ꖋ㶩，以昮杮瑻涸唑㶩，

⼧Ⱉ䎃䖕，➮䌟衽伢䕧堥㔐ⵌ昿嫢、㨢㨢、

捀➊랃？⛳尝㺕ꐏ㔐㹻？」馢䗞脒䬚ⴀ㢵

朜屣♧䏞饱蒀。搭罜，1988 䎃绀㿋豤㩷䌟걆

䊨，荛⚥㕜饥猙谔ㅷ㔐箩歒竤斊谔䏅，㹻⚥

♶剎鋷滚溏麕涸桪瀖燴⼦⯏怏䟝⫹。ꨆꀀ

晚䬝伢，劍鏪荈䊹腋㸤䧭「㎗纏♲鿈刼」䬝伢鎙殥。

「齡䎙䎃㹻酭㻨䖎㢵⥌窍⡹，⡹鿪尝㔐麕，

䞕䊴㽠䬄뒪晚，䮕桪风⢵涸ꐏ〫㣁荈䊹蔅，

♧湬㣆䟝䬝伢姐➫䨡私ꏗ晚，2013 䎃㔐ꀀ䬝晚，䠑
㢫钢陏䨡棵殹㹻蔅傉ꣁ㸞㧚，㨥硁⪔《牟䨡》私ꏗ

桪瀖㜥涮欰➊랃✲，䖰♶剎㼩➮㸤侮鶤铞，

䎃，⚥鸁剎㔔氻㔐ꀀ⠅귢，罜䖕䖃岲㕜䩧

僽㹻⚥罉⛎，⛳僽剓䎋麌涸「剅欰」。➮
⼧Ⱉ娔ꨆ箩歒，䖃〵抓宠㷸，䖰㼭㼩

馢䗞脒傈鎹菛涸ヤ㊢倾涯，⺠⹗㻑鎊

ꨶ䕧㣆，莅箩歒涸佟㽷⹛湚。㣐ㆥ鸏❉䎃㖈

儘㜡俒㷸栁；2002 䎃捀ⰗⰟꨶ鋕醢⡲《㿋艁♴涸㔋

䎥殤》私ꏗ晚，Ⰵ鼇⽂倰䕧㾝錚䷒。攨䠦ꅿ〵姐➫䨡，

瑳乹，儘罜鹃䯲䊨➃，儘罜尝佐堥㐼，馢䗞

ꅾ鵦桪瀖㜥涸馢㣐ㆥ，⚛劢䫏ꬒ齡❉䊺

䎃涸馢㣐ㆥ⤑ꨆ茣䧨，栬荈䖃䋪侒桪瀖

2016.11.18-2016.12.17խ牱䨼私ꏗ：倞〵䍤 385,732

抓畹飓暶栁、䐠꧌繡꧱喌ꫭ䎃僦殥㷎剓⢕私ꏗꟀ晚

脒涸湱堥、ꏗ갉堥⛳䊴럊鄄尝佐。

瓛㔮，1982 䎃，馢䗞脒䎃⫦❀娔儘，㼿劢䧭

DCPխ겳㘗：私ꏗ晚խⴕ秹：兜麒秹խ♳僦劍：

38 㾂ꆄ琝栁♧菛穉⮛瘞栁、痧 23 㾂〵抓㥏䚍䕧㾝〵

䱰㛂撑冾儘♶銴✫。《罜➿⛓，筅䒂侸

涸䱰燴奚穅倴논竁，⾲劥䎙⼧⭚䩞腋䭭ⵌ涸

➃。⩑晋䊨⡲瑠墂，⯌䓍锓麕䖃，䎓儘㹻酭

晚Ꟁ：113 ⴕխ铃鎊：〵铃、㕜铃、馊铃խ♳僦鋊呔：
⯋խ䖤栁、㾝私ꏗ：2016 䎃㎗纏谁遯私ꏗ晚䕧㾝

♶腋雊栬用鮪涮植。佟䏎鮪⿻陪㻌ꦑ儘〳腋

竤涮㣐頿涸䱰燴䓍⯌，罜僽鼇乵ⵌ♧⦐㸤

Creative Commons: by Attribution 3.0

䱰桪瀖儘♶腋雊佟䏎鮪䫌ⵌ，䮕ⵌ桪瀖儘

〳腋黩䨞抡岚⿻，⡎䎂儘䱍䳣㖈㣐⟱噠䩛⚥

⼧ꅽ涸桪燴隶䧭瑠㙹，〫銴苠㶩㣁㣐，䌟衽

the Wind Blows〉、〈Lamentation〉、〈Long Road

䍌晚、薊㕜⧍侚涽㹻㷸ꤎ珏㶩ꨶ䕧眏久僦；栽痧

馢㣐ㆥ钢捀鸏僽⦐⼪鯺ꨈ鸫涸㥪堥剚，⽰⤑

2016 䎃〵抓ꨶ䕧➝稲 私ꏗ晚

䨞昰、嫬ㅷ、洈氭㕠粕。燴㗄ꦑ儘剚䄶衆ⴀ

靽，䪾靽䮕䧭㿋，尝剤➃溫姻濼麥㥪涸桪燴
Ⰵ屎宐䮕桪，㣐涸宐㠺䊴，雊➮⦛♳䁘䖕
崩✫뢙過。㢹儻，➮⦛䗳갭箣箣衽뒪晚，

玑涸㛆鎯顥欽，ꪫꨈ蒀；敚⯕䎖冝涸䊨㻯

䩞腋䎂ꬆ漗。绕傈㣔僈，䌟衽涮頿涸䎑䟝

劍䖊⼪鯺ꨈ鸫涸㥪麌；䎙⦐馢㣐ㆥ涸莍儘ず

랔堜涸桪燴㜥銍䩯兞馢㣐ㆥ涸량랱茁륔，

郐，翹㖈䊨㻯酭♧饱聃갉坿翝，➮⦛僽♧
纈䎃麕⚥䎃，ず垺剎竤㖈桪瀖㜥㣟侁麕，䟝

匌㿋ⱄ饱涸➃。鸏❉桪瀖䊨➃♶锸罉㼱，穅
傈㖈佟䏎鮪ㄤ⯘妲栬用鮪⛓鎣欰崞—

莅➃欰涸㣟䠑，糒糵悴Ⰵ屎䏁㥅⸂䮕桪瀖。
姽ⵠ➮涸茁ꬆꬆ㖒鄄ꖏ걧鎹ꏗ。

䕧晚须俲

㼬怵：馢䗞脒խ管ⷜ：馢䗞脒、ゟ棶笻խ湌醢：倷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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俒խ醢晚：桬莇峿、馢䗞脒、⡦繡榮、卌翱俒խ㨽醢

ꅷ，⯓䖕栽䖤䠦♨㜄䕧㾝剓⢕䕧晚、榰Ⱙ䕧㾝剓⢕㼬

管鱀：桬崣䕥խꂂ坿：卌䓽խ伢䕧：馢䗞脒、桬犷㸞խ

怵、〵⻍ꨶ䕧栁剓⢕㼬怵，栽ꆄ꼛栁剓⢕㼬怵䲿そ，

갉㹔：耫蒀渱㶩剤ꣳⰗЭ幋갉：勭睛⛓、ゟ剅榼խ

「♴♧⦐〵抓㣐䌌㼬怵」。姽㢫，㛂㼬涸私ꏗ晚《绿

勭ⶍ、㸢⢩䏭、闒ꫭಊ、鑹⢕琐、䓹蓸榄、꤫⿶榫խ

꼛栁剓⢕私ꏗ晚、ꨶ䕧갉坿。《ⱄ鋅檳㙹》僽Ⱖ痧㔋

䗞ꫭ、⟿唎薳、⟿唎鸒խDCP 䖕劍醢⡲：僦麨䑞デխ

瘞㼠噠㕰騗㕜ざ⡲，栽㢵갪㕜ꥹꅾ銴䕧㾝涸肥㹁。

ⶩ䱺：馢䗞脒、卌翱俒խ锅⯕：僈黇խ勭嫲幋갉ꏗ

耫갉䖕劍耢粯：ⷠ㼭軨、闒ꫭಊխ耫갉ⶩ䱺：ⷠ㼭軨、
䖕劍窡硁：卌翱俒խ㛂遤醢晚：꤫䚃㥶、馢ꫭ鸒、馢
箩歒⫄窡坿㐼怵㤉：茣䧨䋑箩歒⫄窡갉坿⼿剚、僈僈

⣑、⟿⚸影、⟿唎影、⟿僈⯓、⟿⚸鸒、茣䧨怏㙪⡱
㼉խ薊俒缺陼：⡦繡榮

莅怵ⴀЭ馢䗞ꫭ（귇馢䗞ꫭ）խ⟿绀㋮（귇♲鰶

鮦⠊）խ⟿唎鸒、⟿唎影、⟿唎薳、⟿㋮羳、桬莇峿、
⨀、羳㋮、㋮⹗、⟿䎃、㕜、⟿绀錏（귇桪燴䊨

➃）խ嘥㼭颩（귇⣘嫬罉꠸）խ㷆顜、罉顜、凶、

⚺纏涸㔐娝，鱲捀穉籽㖒♴娀酤놽昰涸꼛⢵

综⛓㙹》䧭捀厣卌䕧㾝锸㠢㋲⯋䍌ꨶ䕧，⚛䲿そꆄ

㼩㹻停涸毠䞨，诔歋伢䕧堥，㔐ⵌ佦ꀀ꼛⢵

㻨Ⰵ䑁⯘涮涸娜〷來肬。䫼䫒薊佟䏎，銴

鿈ⷜ䞕Ꟁ晚，硁⪔劍Ꟁ麨❀䎃，莅岁㕜、䗞㕜、岲㕜

（Sitiawan），鎹ꏗ㹻停佦✲。

km

♶⽰♶ꨆ

Absent Without Leave

⫹剤ꣳⰗխ晚Ꟁ：99 ⴕꗻխ铃鎊：箩歒铃、ꨣ⽂
铃խ♳僦鋊呔：DCPխ겳㘗：私ꏗ晚խⴕ秹：鰊 12

倞〵䍤 150,495 ⯋խ䖤栁、㾝私ꏗ：2014 䎃栽勭

ㆁꨶ䕧⚥䗱栁⸔鎙殥；2016 䎃栽〵⻍ꨶ䕧栁剓⢕갉

剋靽匌⼿ꨶ䕧眏；⟃蒀⽂倰䕧㾝；〵⻍ꨶ䕧眏；♳

ⷜ䞕➝稲

笞⛳秝䕧㾝；岚貽❀䕧㾝；㻯㕜륌㗗齦ꨶ䕧眏；꼛

僦銍芣⽷䰞⹛涸耫갠，♧㼩昿嫢㖈䏭ꤎ䍲㼭

㼬怵矦➝

㼬怵䑁⯘涮妇纎罜妁緄涸留䎃欰崞殥。➮

ꆘ㿋䕧㾝；2009 䎃栽鼇껷㾂ꆄ꼛ꨶ䕧㷸ꤎ㷸欰，「
ⵌ⣶㷂颩、勛㸞、詎僈❮瘞㼬怵鋷荈䭸㼬；2011 䎃
贖㥏⡲《娝⢵涸➃》♧뒊끇➃，䲿そꆘ㿋䕧㾝倞惐崩

栁、뛩暶⚸䕧㾝罉贅栁；《ⱺ嫬》㖈厣卌䕧㾝㣐佞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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䖃〵抓㷸ꨶ䕧，鵜⛰䎃劢莅昿鋷耢窄，「捀

媹娦，㹻➃♶腋湱钢、ㆰ岜，荛➛⛳♶濼袱

㖈⡦贖。✲䖕，㣐⠭鎷➃殥ⴀ昿鋷涸殥⫹。

䪡䫒➃㡦，Ⱉ○䎃➿穡勲筝䚊朜䢀，湬ⵌ
鿈ⴕ꼛Ⱏ鍑侕䖕涸鷎䕶䨞㼟，㾀⡞㖈岲㕜涸

Ⰵ筝䚊朜䢀」。䨾⟃ⰗⰗ僽䛌䙳ⴕ㶩㌨？牏

鼹㞯喀卌。

䱦㖈㹻⚥晘♳，⽿♶鄄锓锸涸犝䗻殥⫹。魨

㶩，㢵侸鄄鶗唳㶩鷑➃佐귢。꼛Ⱏ涸〟卌鎹

姿姿䱳㼦昿鋷莅ⰗⰗ㹻䏭「㣟顑」涸⾲㔔，

鷴麕㣆㞯鶬鵦。꼛Ⱏ䧭㆞䓹䎂铞：「䧮涯

鏞锓⚥涸꼛Ⱏ♧➿康乹㖈〟卌⚥欰

䥊䊺♶㖈邍䎂ꬆ涸傈䌢欰崞⚥鄄䲿⿻，⫦

⚛㼟ꖏ걧ぢ㢫鱖㼙荛僓傈꼛Ⱏ䧭㆞，鋷荈饥

㣔㖈⚥㕜，⡎⨞㣆⽿鿪㖈꼛⢵銯❏，㖈嗴㕨

㔐⚥㕜涸罉꼛Ⱏ。

鸏酭尝剤鋷➃，〫剤䧮♧⦐➃㔐⢵……」罜

♧⛰♲○䎃➿，ⰗⰗ䨾欰Ꟁ涸꼛⢵銯

1941 䎃「棇棟度✲⟝」齡㣔，傈劥㜡䗂⽂

2006 䎃，䑁⯘涮ꨆ佦ꀀ꼛⢵銯❏，

僽㖈鸏儘劍，㔔㔐㹻鄄➃莊㜡，鄄佟䏎鮪

1989 䎃꼛Ⱏ莅佟䏎ㄤ䎂锓ⴼ，穡勲䨞昰。

㵦㷛峤愪，♧䌴ㄤ坿輑輑涸㹻䏭䕧⫹，齡僽

䏭ざ撑⚥，昿鋷곏䖤䗱♶㖈揑。

椚，⟃ꥬꨆ字滞佅䭰꼛Ⱏ。䑁⯘涮涸牏昿㽠

嫢鋷ㄤ䑁⯘涮鿪䒚♶幢嘽。㕜㼭娜〷铭劥♳

겗。꼛Ⱏⵌ䏁僽ㄤ傈劥➃鼩僽薊㕜➃䩧䨞，

❏，⺫わぐ倰字停，꼛⢵➃、螠➃、⽫䏞➃，

㖈㹻Ⰹ緄䌏，㈔♧♧䓹㼭儘⦬㹻ⴀ麉涸㹻

♲㣐字停涸佅䭰，薊佟䏎䧭用꧌⚥斊盘

荈 1948 䎃佟䏎갼䋒筝䚊涮⟂⟃⢵，뀝鷷㣐

歋꼛⢵銯❏㕜姐偒䖒佖管罜䧭涸䞕姐，

涸昿鋷䑁牬幢⼧Ⱉ娔⽰饬倞⸈㗗䊨⡲，Ꟁ䎃

銯❏鍑佞鮪，䱰康乹䨞。鸏㜥栬用䨞㜥⚛劢

䖰⢵♶䲿。「꼛Ⱏ」㖈꼛⢵銯❏僽⦐犝䗻鑨

鏞⚥㕜䑞䊝、껻度瘞㖒，鏞锓鄄崩佞䧴黐鷑

坿；螠渿갾螠铃ꨶ䕧栁剓⢕私ꏗ晚；ꆄ꼛栁栽剓⢕⾲

抓猰䪮㣐㷸鏤鎙䨾，2006 䎃殗噠⡲《涯듻》⽰余鹎

ⰗⰗ䎃鰋儘⸈ⰅⰟ欴럛，䒒⛰娔麕⚆，牏嫢

捀꼛Ⱏ鼍停痧♲➿涸䑁⯘涮鷴麕伢䕧堥，♧

秹խ♳僦劍：2016.11.25-2016.12.08խ牱䨼私ꏗ：

馢䗞脒，ⴀ欰倴箩歒。⼧Ⱉ娔ⵌ〵抓㈥剅，殗噠倴〵

䲿饱牏昿（ⰗⰗ），昿鋷鰋䲾帝㻨，

嫢✳⼧㢵娔饱栬用귢㹻，ⰗⰗ涸㶸㖈僽♧䌴

抓）、箩歒褑㣖㣼ꨶ䕧（箩歒）խ涮遤Ⱇ：䁘♳䕧

䗞ꅽ螠铃䕧㾝；幀㖕抓谁琝眏

銯❏涸倞㿋（Johor Bahru）、罉㹻㻜⯐黇

涸瘸呪僽「꼛Ⱏ鹎遤䛌䙳崞⹛，㼬荞㕜㹻鹎

䕧⫹剤ꣳⰗխ醢⡲Ⱇ：䁘♳䕧⫹剤ꣳⰗ（〵

嵳ꨶ䕧眏；嵳䅈䕧㾝；纏㣐ⵄ Asiatica ❏崎䕧㾝；

䌏涸？」Ⰽ➿㹻䏭撑涸湱⡂，雊䑁⯘涮䌟衽

邍爚⽫韍帝謮、♧搂䨾濼；嫢鋷脌加㴖聃铞

ⴀㅷⰗ：頿㕰岁➃ⰗⰟꨶ鋕俒⻋✲噠㛇ꆄ剚、䁘♳

껻度ꨶ䕧眏畹飓晚；慍崎❏㣖ꨶ䕧耢湅㣐栁畹飓晚；

꼛Ⱏ鏰宠栬用、字⚺麌⹛，䬩穪薊䋷婥字

剤ꡠ？昿鋷涸㹻䏭撑⚥，捀⡦➮涸昿鋷僽緄

⚛➿邍〵抓錬鷷㤹倛⽓剓⢕㢫铃晚，㕜ꥹ䕧鐱隘捀

㷆㻫、罉权（귇嫬罏）

ⶾ갉坿栁、Ⰵ㕠剓⢕私ꏗ晚；厣卌䕧㾝锸㠢㋲⯋䍌；

⡦➮♶僽♧⡙姻䌢涸昿鋷？僽やㄤ➮涸昿鋷

2016 䎃〵抓ꨶ䕧➝稲 私ꏗ晚

㖈薊㕜婥字ⴕ罜荈屛涸佟瘼♴ぐ荈欰崞。
峕螠➃㼩⚥㕜䫒傈涸佅䭰，㖈僤꼛鹎遤㣐增

酭珏嗴㶩、撞ㄳㆫく，騈Ⱖ➮➃锓疮；䧮㖈

「鄄䬚唳涸」꼛Ⱏ䖕➿，尝剤昿嫢，⛳搂
岁䲿⿻欰昿嫢涸そ㶶，䧭捀鄄鶗㣟呏莅怔崩
涸♧➿。

䕧晚㽵耫，㖈岲㕜♧㜥꼛Ⱏず䘋翹剚，

ぐ停纈涸罉䨞♧ず騥莻㇇㈖字闙，僽♧㜥

阮，㾭媹⼧❀蠝螠➃，痧♧妄罌뀿꼛⢵❏ぐ

姹㹶，㥶ず罉芣⽷酭，殹䎃㖈〟卌欰崞涸꼛

字䫒傈鮪（꼛Ⱏ）㕰穡⥃遺娀酤꼛⢵銯❏，

㻜⯐黇涸♧贖喀卌，昿鋷铞➮ⴀ欰㖈喀

字停涸钢ず㉏겗。♶ず字停穉䧭涸꼛⢵❏➃
湬ⵌ 1945 䎃傈劥䫏꣮。

䫒傈䖕涸꼛Ⱏ，莅薊佟䏎♶ざ，鸏妄

Ⱏ歑㥏涸莻姿。

卌酭，⡎鸏酭鿈鿪♶♧垺，♶钢䖤✫。➮

饥鹎笃詮薳㺙涸埠卌，橇곃㔋ヰ㊢麥：「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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鿪♶濼麥㖈ㆭ酭✫。」胝衽魨，➮䭫饱♧晚

衞㶩，⡜걧䪾梖Ⳗ鋕。

䕧晚须俲
㼬怵

伢䕧

ⶩ䱺：䑁⯘涮խ醢晚

Krontjong OrchestraխPublisher：Edison Bell
Studio.1928

「鏞罏Э䑁牬幢、脌加㴖、䑁繡梥、䓹䎂、闒剤ꨣ、

剎棇、衞榰幢、䓹繡、Awang、Bin、Yakup、桬
㼬怵：镻ꬆ角խ

醢晚：꤫機俒、꤫㎗韝խⶩ䱺곃㉏：䑁䣔匡խ伢䕧⼿
⸂：衞僈䑞、䓹㎗麌、姘鑘⨀խꏗ갉：鿓➃韝խ⡲

刼：卌䒾ꯥխ갉佪：弔꧉瘱խ耫갉ⶩ鱀：弔꧉瘱、

：暽柏㶩侮ざ遤ꌼ肆⟨剤ꣳⰗЭ㹒⫄窡硁：
倷僒葻խ㹒⫄Ⱇꡠ：寐棶榮、䐁榄խ崞⹛瘼ⷔ：豤

㪨悦、瀖龐謶խ噠籏湌：齶꧉ꉁխ噠⚺⟤：䑁

蕦㥹խ晝奚✲噠贖籏湌：䓹琐巒խ遤ꌼ窡硁： 桬
䌌խOriginal Soundtrack：〈Departure（Cello

䫼麨涸䊨➃㖈杮㼭涸瑐簧酭럊♳䎙呏逕

Malaya〉խOriginal Song：〈Farewell, Malaya〉（デ
ⴽ 꼛 ⢵ 銯 ❏ ）խComposed by Yang-LiխLyrics by

Yang-GuoխArranged by Hung-Tao LinխCello by
Vardan GasparyanխPiano by Hung-Tao Linխ〈An
Old Lady, an Old Piano〉խArranged by Hung-Tao
Linխ갉坿Э〈Terang Boelan〉Performed by Rudy
Van Dalm and The Royal Rhythmics Traditional
/ Arr. The Royal Rhythmics-Publisher：Lightfoot
Media GroupխSond Recordings are with：Sam
Sam Music-NetherlandsխCourtesy：Sam Sam
Musicխ〈Mamula Moon〉Performed by Felix
MendhelssonխPublisher：Hasmick International
Limitedխ〈Terang Boelan〉Performed by Eur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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ꛂ燴耫㖈랱㢹⚥곏䖤呔㢫幢惽，䕱䖁腋瑭馊

ꨣꩆ。㣔❮✫，㔋、❀そ䮕燴䊨➃畀㖈ꤌ䂵

ꨶ䕧眏；넞꧆ꨶ䕧眏；2017 䎃栽鼇厣卌䕧㾝痧 15 㾂
倞ꌴ斊

涸俷㗗，黇倰♧晚ꪓ孵戴恠，⫦溏䖤幢꧱艁

㼬怵矦➝

䮕；䭭ꖋ涸䊨➃頾顑䪾烱瀖ꖋ，䕹

䑁⯘涮，ⴀ欰倴꼛⢵銯❏䚃⥃㻜⢡黇（Sitiawan）。
㽠隡倴㕜用倞⸈㗗㣐㷸㉂噠㷸禺，⽿攨邪倴俒㷸ⶾ⡲

⟃⿻ⴀ㕜麉㷸，剎栽㣐㼠俒㷸栁。殗噠䖕⟤來倴倞⸈

㗗㼭㷸，㔋䎃䖕⢵〵㷸绢ꨶ䕧醢⡲，2011 䎃殗噠倴

꼛㷸ꤎ；2015 䎃ꆘ㿋㕜ꥹ䕧㾝栽馄䑞錬❏崎剓⢕瀊

Tao LinխPiano by Hung-Tao Linխ〈Farewell,

斧，莊껻贓铇父宠，㸤䧭ꅾ銴涸⢿遤⭑䒭。

⯋խ䖤栁、㾝私ꏗ：2016 䎃倞⸈㗗ꨶ䕧眏栽錚滞

Cello by Vardan Gasparyanխ〈Departure（Piano
姐）խComposed by Yang-LiխArranged by Hung-

儚⹛，걧敚涸䗏⯕⚥，溏䖤ⵌ䎙ꦷ儚⹛涸ꖋ

呔：DCPխ겳㘗：私ꏗ晚խⴕ秹：兜麒秹խ♳僦劍：

㕜用〵抓谁遯㣐㷸ꨶ䕧禺，Ⰽ鿈⡲ㅷ剎栽ꆄ琝栁剓⢕

Version）〉խOriginal Song：〈Departure〉（ⴽꨆ

✫。」剤➃㔐걧稣耫䲿ꄁ。ꖏ걧ꦑ䊨➃姿⠄

麨湡垦燴⼦。

⟨剤ꣳⰗխ晚Ꟁ：84 ⴕꗻխ铃鎊：㕜铃խ♳僦鋊

〈Departure〉
（ⴽꨆ姐）խ
Version）〉խOriginal Song：
Composed by Yang-LiխArranged by Hung-Tao Linխ

僽㈔♧涸䭸騟⯕彂，「剓鵜鮪➃䫌䖤刿㓂

㶩。➮⦛瑭馊꧹虋〟欰涸㼭䖜，㥪♶㺂僒䫼

牱鼇栁；Ⰵ㕠ꆘ㿋䕧㾝馄䑞錬私ꏗ晚畹飓㋲⯋；〵⻍

Michael Rogge、Critical Past、21 갉 ⫹ 㹔խ 遤 ꌼ Ⱇ

彋⪔㽠筱，䊨➃䩳衽ꖋ䖃㢹蒀鼠，걧敚

Production Co. Ltd）խ涮遤Ⱇ：暽柏㶩侮ざ遤ꌼ肆

♧猗、ⷠ♧秋խ薊俒缺陼：⡦諌楧、ヰ僈⢕խ撑晚

㜥⽈暟긭、ⷠ麥⽂、䑁宐ꨣ、䑁⯘勞խ娜〷殥：

Jade Miners

ⴀ ㅷ Ⱇ ： 踡 둷 䕧 ⫹ 剤 ꣳ Ⱇ （Hummingbird

2016.11.25-2016.12.10խ牱䨼私ꏗ：倞〵䍤 181,080

须俲：21 ⚆私ⴀ晝爢、껻度倞꼛灇瑖爢、㻜⯐黇䥬

䮕桪瀖涸➃

僈䟃、䑁牬猨、䑁鸮棟、䕠♧ⳝ、勛䧃ꤿ

랔䎃宕խ幋갉：랔䎃宕、耫㞯խ锅⯕：儘鯥、豤

⢆❫խ娜〷곃㉏：湖劊㛇、랫❏⛉խ耢窄⼿⸂：ⷠ

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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㷸欰䕧晚、剓⢕㼬怵；2013 䎃Ⰵ鼇⣶㷂颩⚺䭰涸ꆄ

䨾用駈涸瑻㼭⼦㚖。䭭堥㐼涸䊨➃㥅⸂ぢ♴

ⷜ䞕➝稲

2012 䎃䏁，箩歒佟䏎鮪莅㼱侸字停⯘

䬚ⵌ♧倾。㖈恠Ꟁ⚂罳⸂涸䮕燴儘⯕⚥，䊨

Ⱇꅽ涸桪燴⼦隶䧭昰湱丅ꆄ涸䨞⼦，㕜ぐ

傈䗂♧傈，䊨➃䖃鵦倴燴㜥莅䊨㻯⛓

頿㕰，鄄鶗⨢姺䱰桪瀖。倴僽，筅䒂♳涰

㖒涸䱰燴䊨➃弉Ⰵ，ⱎ衽鄄鮪陪鹃䯲、鄄㕼

⚛鼇Ⰵ 2015 䎃岁㕜⽂暶䕧㾝〵⻍ⷜ劥䊨⡲㖷。䧭用

瀖，麕♳㥪傈㶩。2013 䎃ⴲ荛 2014 䎃䏁，

踡둷䕧⫹剤ꣳⰗ，醢⡲ⷜ䞕莅私ꏗ䕧晚；⟤〵抓㕜

㹻㖒椚걽麥伢䕧䌌。

缾增叆ⶍ䮕ⴀ⢵涸燴瀖，焷㹁♶僽溫桪䖕⤑

妲栬用鮪䨞䖕，鏪㢵⾲莅佟䏎砞鎎ざ秉涸

晚。管ⷜ⡲ㅷꟀ晚ⷜ劥《蝽賥蹓恠Ꟁ涸교껻瘞䖊》，
佖管荈牏昿✳䨞儘䨞涸欰ㄐ佦✲，栽⮛瘞ⷜ劥栁，

姽䲿ꄁ畀琽艁騈；Ⱖ긅䊨➃欽䩛ꨶ瘳㼭䗱缾

➃⩑晋♶荈錏㇇饱崩遤姐刼。

。「⡹➛㣔剤䮕ⵌ桪瀖㌨？」䊨➃⦛㹻䌢

瀖䲂㙵涸⽭ꦖ，ꬌ岁䮕，〫捀䮕ⵌ♳瘞桪

㖒㺯冁衽。欽加匢䵩䒊罜䧭涸矦僒䊨㻯僽➮

㼬怵馢䗞脒㔐ꀀ，䬝伢⯘妲溁桪燴⼦涸䮕桪

暟，杮㼭涸瑠㝱怏䨾剤欰崞㹻殹。侮㢹䮕

瀖䊨➃。➮⦛鄄鶗鼇乵莅顇㔮Ⱏ㶸、⽭ꦖ⽰
傈䌢涸ꦖ䃕欰崞。

㺑ꬆ랱冝⛓⚥，侕涮衽䎖䗏涸斧⯕，聐

琁涸⡱竤㈖䬺䖰ꏗ갉堥崩懤，桪瀖䊨➃涸瑐

㾀傈䌢欰崞姻鹎遤衽：父狸、欰抡、䩧宐。

꩞儘，♧麥鮦⯕Ꟑ旪，剤➃꾷⛨堥鮦歋㗄

⦛꧌넓欰崞涸㖒倰，䎯㞽涸♳倰䧆じ衽邆
燴涸䊨➃涯㣔亡㖈䊨㻯酭⠅䜂，⫦剤涸㫨坿
㽠僽♧纈➃䧴㗂䧴鮅，欽灶莍涸㼭輶䍌♧ず

溏䕧晚、聃佐갉堥涸崩遤坿，佟屛䠑慮⾩
涸佟⟂㹒⫄。㖈涯儿儘傈涸➮⦛礶牟䫐仚，
欩荛儘剤疮㺂。

欽귭儘ⴕ，䊨➃⦛㕠㗂㖈㖒♳，畮衽

麥鹎Ⰵ燴瑐，❜➰ꚤ⻑䖕ꨆ。抡涸披旅鹳

湏ⴕ굺㻚㻚䎙麥㹻䌢蝳긊，く✫磧귄䖕，䪾

遤涸⹛⡲：ⵘ暆、ぢ斧⯕贓铇父狸牺䬺。

鎣锸衽➛傈莅僈傈涸蝳蒀，⩑晋⛳崩ꪫⴀ㼩

Ⰵ랱冝⚥，䊨➃饱魨佐䭫㘏㖣，糒糵㸤䧭⢿

䨾剤⸂孵欽⢵㼩➰顇㔮。鑨㹻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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倴植➿⻋涸䟝劆，鎣锸兜⿻涸⤑㹆䩛堥，⡎

⭆呔㾀넞♶♴涸 SIM ⽓，⽿雊➮⦛嶋顥♶饱。
鸏纈箩歒㞯Ⰹ涸獵䊨㢵⼱䎃鰋礶洅，

䕧晚须俲

湌醢：卌坿纈խ㨽醢管鱀：桬崣䕥խ㨽醢⼿锅：䊩棶
螠խ㛂遤醢⡲：꤫䚃㥶խ㼬怵：馢䗞脒խ醢晚：桬莇

猥唿、唎⽂⸽绀խ耫갉鏤鎙：ヰխ植㜥ꏗ갉：桬莇

㖈騟鼹，㼠岤䩧熌、幢峤♧儻䮕ⵌ涸燴瀖，

馢䗞脒、卌翱俒խⶩ䱺佦✲管ⷜ：ゟ棶笻、馢䗞脒խ

Ⱖ➮➃㖈♧倾ꡠ岤䞕屣。䊨➃崩⫄衽鸏

垺涸铞岁：「㥶卓⡹䟝銴傍럊㔐ꀀ，齡㽠钢

溫峤㸐；㥶卓⡹䟝銴风㣐ꐏ，㽠銴ⶆ㸐；

⡎㥶卓酭♶僽笃蒀涸，㽠➊랃⛳尝✫。」

䊨➃殜䌟鼍䥛㖒溏衽䩛♳涸桪瀖，铞麥：「鸏
㝆涸焷剤럊笃，⡎⛳剤鏪㢵鄭汚。」

ꤿⶍ涸⹛⚆歲酭，㥏䚍、⯥留、㹻

䏭儘䌢緄䌏，♧そ䊨➃⦶✫䩛堥䩧ꨶ鑨窍㧼

⯥，䩞⿶ꅾ倞莅㼓ꟗ燴㿋㢫涸䎂ⳝ⤺⚆欰崞

鸮穡♳。✽㜡鵜屣涸㣗㮓，♶倬ꅾ醳䗱⚥剓
䟌鎹涸鑨겗，㼩鑨ⱔꟀ⽿溫㻜。ꨶ鑨齡걧涸
㣖㣖デ鏰⯓欰，➛䎃罉㹻珨碜佐䧭葻㥪；燴
㜥鸏걧涸⯓欰，ⱄ♲ꡠ䗱珨歊僽や銴肎

俲。䖰⡋鴍隶䧭燴䊨涸⯓欰，ꧪ搭罉㹻珨碜

佐䧭♶ꐫ，⡎➠♶駈⟃佅➰歊獆、㷛㶩涸㷸
顥，⟃⿻雊⯥㶩ㄤ剦♧饱♳ꨶ舡酢绢棵涸
ꌼ。

䕧晚㽵耫，伢䕧堥ꬆꬆ⥟澛㥶䃚靽菛涸

桪瀖燴瑐，♳涰➃翹꧌倴姽，剤➃䭭衽堥㐼

瘞㼠噠㕰騗㕜ざ⡲，栽㢵갪㕜ꥹꅾ銴䕧㾝涸肥㹁。

峿、⡦繡榮、馢䗞脒、ヰխ㛂遤醢晚：馢ꫭ鸒、繏

♲⼧娔♳♴，デⴽ㧼⯥軪㾀燴㿋，㣆䟝剤劊

♧傈腋㣁䮕ⵌ绿综，膨顇荞㺢。♧そ䊨➃髹

鿈ⷜ䞕Ꟁ晚，硁⪔劍Ꟁ麨❀䎃，莅岁㕜、䗞㕜、岲㕜

峿、唎⽂խ伢䕧：馢䗞脒、桬莇峿、唎㷆խⶩ䱺：

DCP 醢⡲

䖕劍醢⡲：僦麨䖕劍խ薊俒缺陼：⡦繡

榮խ䠮闒：唎影、㋮羳、唎薳、⨀、䓹猥㻫、罉权、

kl

遤罏♲㣖㶩－鵔ぢ刌⯕
The Flush of Dawn

ⴀㅷⰗ：頿㕰岁➃ⰗⰟꨶ鋕俒⻋✲噠㛇ꆄ剚、䁘♳

兜麒秹խ♳僦劍：2016.11.26-2016.12.08խ牱䨼私

♶ず涸㖒䕎箻绢，歊䖜㜥、嵳抂尪㖒、㿋騟，

㹆開倛蒕ⵄ倛䕧㾝姻䒭畹飓晚、〵⻍ꨶ䕧栁私ꏗ晚겳

捀✫黠䥰尪恊넞影，㕰㆞瑭衽괐邆괐鈏㖈剓

Ⰵ㕠；뛩暶⚸䕧㾝、〵⻍ꨶ䕧眏、倞⸈㗗匌⽂❏䕧㾝、

ꆘ㿋䕧㾝；2009 䎃栽鼇껷㾂ꆄ꼛ꨶ䕧㷸ꤎ㷸欰，「
ⵌ⣶㷂颩、勛㸞、詎僈❮瘞㼬怵鋷荈䭸㼬；2011 䎃
贖㥏⡲《娝⢵涸➃》♧뒊끇➃，䲿そꆘ㿋䕧㾝倞惐崩

植㖈➮䊺♶ⱄ䟧✲，㔐㹻剚⚺⹛⼿⸔㹻。

㼠噠鼇䩛ꆀ魨䩧鸤㓂呔涸鎯箻铭邍，㕰㆞㖈

ꏗ：倞〵䍤 22,055 ⯋խ䖤栁、㾝私ꏗ：2015 䎃䋒

抓猰䪮㣐㷸鏤鎙䨾，2006 䎃殗噠⡲《涯듻》⽰余鹎

姻䒭㕰㆞㣐胲，㹻䏭竤憘搂质，⡎䩧卺뇀✲，

5 剢，鎯箻姻䒭㨥。籏來箻剐鸏纈ꬌ

ꨣ⽂铃խ♳僦鋊呔：DCPխ겳㘗：私ꏗ晚խⴕ秹：

馢䗞脒，ⴀ欰倴箩歒。⼧Ⱉ娔ⵌ〵抓㈥剅，殗噠倴〵

㥪，⡎㔔嫬涸䖕鼍氿，搂岁ⱄ二⟤렽䩛；

佅丑，ⵌ䖕⢵䊺隶䧭♧珏荈䧮銴宠。

䁘♳䕧⫹剤ꣳⰗխ晚Ꟁ：104 ⴕꗻխ铃鎊：箩歒铃、

㼬怵矦➝

䒭㕰㆞ꐍ，㼠✲䩧ꉊ，ꧪ搭麕렽䩧䖤剓

涮魨넓氨汥、饱宐岙，ⶍ㨥ꬒ衽㸻來⥌⟓

醢⡲Ⱇ：箩歒褑㣖㣼ꨶ䕧肆⟨剤ꣳⰗխ涮遤Ⱇ：

谁琝眏

Ⰵ鐧꿋꧌㕰，鹎㼱䎃湌柱✳䎃；⮭⪔㕰㆞㼭

넓⸂、绢렽、荈椚傈䌢✲，⛳䌢㔔箻绢䒸

䕧⫹剤ꣳⰗխ醢⡲Ⱇ：䁘♳䕧⫹剤ꣳⰗխ⼿⸂

蒀⽂倰䕧㾝、꼛䗞ꅽꨶ䕧긭〵抓私ꏗ晚㾝、幀㖕抓

鸏酭嫦剢⫦❀⼪㝆；遤佟竤椚ⱟⱟ，剎㔔

鸏纈㕰㆞嫦傈黾㸛㕰넓欰崞鋊眕，駵姿ꑻꑙ

馢俒岲、嘥䛸幢、嘥⚆⨀、꼛宕䧭

䕧㾝〵抓畹飓⮛瘞栁；껻度栬用ꨶ䕧眏暶ⴽ桐僦、⟃

♶㖈⛖，㱙㱙劍鏪➮㷸绢䗾罣，⛳㗞鎊䖊㖈

ㅷ，剎⸈Ⰵ䍲崣，鄄♶〫♧㷸吥鷎㷸；姻

⟿䎃、㷆뇬、唎鸒、罉顜、㋮⹗、㼭颩、馄、㕜、

笞⛳秝䕧㾝、岚貽❀䕧㾝；2016 䎃栽〵抓私ꏗ晚

2016 䎃〵抓ꨶ䕧➝稲 私ꏗ晚

ⷜ䞕➝稲

2011 䎃 1 剢，䬝伢㕰㨥鎹ꏗ⛰㣔

字⤺䪮谁㕰♧纈そ捀「刌⯕㼱䎃」鱲魨涸佦
✲。㕰Ꟁ麕剎䌟걆鸏❉㕰㆞ㄤ㣖㶩晆♧饱

㸤䧭橇䃋、涬桪㿋，➮㨥䙼程♴♧姿。殹

攨涸⚥⼯儘媯箻绢。8 剢 23 傈，㕰㆞㖈愈

廪鹎遤伢孒 35 䏞、籏Ꟁ 100 Ⱇꅽ涸垸亼Ꟁ

䖄，⽿㖈 20 Ⱇꅽ贖㽠涮欰⟿䬰㣖Ꟁ，㕰

㆞攨邝畫鷑ꄴ。湬ⵌ鎯箻穡勲，䊺竤尝剤♧
⦐㕰㆞魨䗱贖倴姻䌢朜䢀，欩荛來箻㕰鿪䧃
毠僽や⡜⠮ꨈ䏞，⡎僽㕰Ꟁ鼇乵湱⥌㕰㆞涸

➮㣆鋅㣖㶩晆畀㖈尪恊岤鋕➮，⤑莇饱䮋䨞

䠑䘋。10 剢，竤娜ぐ珏彋⪔，⺫䭍胝⺫㥶⡦

Э「遤罏♲㣖㶩鎙殥」。鑪鎙殥僽銴胝衽

Ⱇ倇ꅾ涸♲㣖㶩，䫼麨且ㆁ䬘尪恊。

椕꼛䬘匡，剓㔮ꨈ涸且ㆁ䬘飓✲涸䟝岁

ꂂꅾ、黠䥰⽰굺굺暟瘞，刌⯕㼱䎃⦛䌟衽 12

䧴ꖋ㶩㥅⸂㖒䮕，搭罜鸏妄䮕涸♶僽桪瀖，

栁、뛩暶⚸䕧㾝罉贅栁；《ⱺ嫬》㖈厣卌䕧㾝㣐佞殯

♲㣖㶩，㖈伢孒 50 䏞涸尪恊⚥，⟃♬㣔䖝

儘〳腋ⱄ妄䄶衆，㍅過廔攨뇀涸➃惐➠♶倬

怵、〵⻍ꨶ䕧栁剓⢕㼬怵，栽ꆄ꼛栁剓⢕㼬怵䲿そ，

遤，➮⦛䖰㕜Ⰹぐ갪麌⹛飓✲涸鼇䩛㼦䪪㼠

➃㣐耫氭ㄎ。鵜⛰ⴕꗻ涸Ꟁꖏ걧，Ⳗ鋕鸏纈

「♴♧⦐〵抓㣐䌌㼬怵」。姽㢫，㛂㼬涸私ꏗ晚《绿

噠⼿⸔。

殯、♶ず玑䏞涸⫊Ⱕ、鸠䏞，㨥ⴀ植娂鋅，

꼛栁剓⢕私ꏗ晚、ꨶ䕧갉坿。《ⱄ鋅檳㙹》僽Ⱖ痧㔋

㔐溏㕰㆞麕䖃竤娜，㢵僽雊㣐➃勲䩛搂

瘼涸㉏겗㼱䎃：ⶍⰅ㕰涸㼭绥，牟䞕ぐ珏涸

晆駵㸤玑。痧✳㣔，㈔♧㥏㕰㆞ⱟⱟ艁舫、

罜僽㔔燴㗄㖽倰鄄䲂㙵涸䊨➃。ꧪ搭燴㗄ꦑ

弉Ⰵ，「鷎䖕、鷎䖕！」㖈痧♧箁䵻佹涸䊨
㖈㖽䄶燴㗄植㜥莅欰ㄐ䴪놽涸䊨➃。

310

ꅷ，⯓䖕栽䖤䠦♨㜄䕧㾝剓⢕䕧晚、榰Ⱙ䕧㾝剓⢕㼬
⚛➿邍〵抓錬鷷㤹倛⽓剓⢕㢫铃晚，㕜ꥹ䕧鐱隘捀

综⛓㙹》䧭捀厣卌䕧㾝锸㠢㋲⯋䍌ꨶ䕧，⚛䲿そꆄ

姿䖄剪 250 Ⱇꅽ。捀✫㸤䧭鸏㜥尪恊⚥涸⥜

飓✲㨥。痧♧㣔，䨾剤➃㻜ꥹ㼩尪

恊ぐ珏尪颶㖒䕎，來箻㕰㔔捀㕰㆞涸넓腋䊴

來箻㕰尝䪾䳣넓㸤飓，⡎➠僽鼇乵莅㣖㶩

䟝ち，㖈ꦑꄴ欰涸㛚䭰♴䗳갭唳飓。痧㔋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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㣔，騟玑葾ꉣ，來箻㕰莅㕰Ꟁ䠑鋅ⴕ娂。來

箻㕰鼇乵雊⟿ⴕ鹎遤飓✲，♧蕰⯓

ⵌ㽠⯓⠅䜂，瘞䖕♧䫼麨，ⱄ䱺⸂䩳㣖㶩
晆ⴀ涮。⡎㕰Ꟁ䓽锅㕰涸㕰穡㡦孵，♶銴

闍瑖䧭籑，钢捀㽠皿搂岁㸤䧭飓✲，㽠雊⛰
㣔㕰㆞♧饱䩳衽㣖㶩晆䢩䢩饥㸤。➛㣔㣖㶩
晆涸邆剪⛳灶䴦✫，來箻铞鸏僽僦爫⛳䪭

二㕰㆞噠⸂。騅ꨆ穅럊〫ⶦ♶ⵌ 100 Ⱇꅽ，
來箻㕰涸毝ꨆ，雊刌⯕㼱䎃剤✫唳飓⽭堥。
㕰Ꟁ♧렽⺑㕰㆞，⛳䭸爚㖈〵抓涸㕰㆞
㠢，ㄎ锞滞牟⼿⸔刌⯕㼱䎃⦛。

痧❀㣔，㣔鼩尝❮，㣐㹻〫漗♧⦐㼭儘，

㈖衽〈䠦䬷䩞剚飷〉ⴀ涮✫。鸏㣔，來箻㕰

ㄤ刌⯕㼱䎃⦛ꅾ倞穡ざ，䮋䨞剓䖕 80 Ⱇꅽ

涸娦❗䖄剪，ꧪ搭聘넓䫔熌䓽䏞剓㣐，⡎孵

孨剓ㄤ镜，⫹僽㣖㶩晆暽䒸㣐㹻，♧姿♧姿
䲀鹎。剓穅，尝剤➃佞唳荈䊹，擿䜫涸렽耫

鵔䱺㕰㆞ㄤ㣖㶩晆⦛♧饱暽䩛鸒麕穅럊箁，
㣐㹻穅倴疮ⴀ⢵，搭䖕剤➃⛳ㆰ✫。

2011 䎃且ㆁ䬘飓✲，⚆歲馄麕 160

⡙㼠噠鼇䩛⸈，갫ⵄ㸤飓〫剤 130 ⡙，刌
⯕㼱䎃⛳僽Ⱖ⚥♧ⴕ㶩。鸏纈㼱䎃꽙꼝✫

㼩娦❗涸䛌䧌，竤娜麕剓ꬒ鵜娦❗涸䮋䨞，
劢⢵鼩剤➊랃搂岁䖄剪？剓䖕넓㕰㆞莅㕜

偫♧饱ざ䕧，㊮衽：「〵抓⸈屘、㣖㶩⸈
屘！」

⳯խ鋕錏䭸㼬：諽ꫭꤿխ醢晚：꤫俒䘞խ⸔椚醢晚：

꤫僻㸙խ伢䕧䌌：桬ⱟ、詎㸻ㆹ、勭䒊㸪、䖛⢕莇、
ꯓ憸ꑈ、꤫⸈輑խ伢䕧㣐⸔：ス厣ꩯ、鿓⟗绥、ヰ摖
幅、勛㪮ꩌ、ゟ㸻ⵄ、桬俒䘋、랔뜛ꩯխ伢䕧✳⸔：

歊⳯䒾、륟㤘楾、剆怏ꚙ、䖛㷂匋、䓹ㆹ榏、勛⢕厣խ
佐갉：鏪⨞併、ⷠ㹻鴇、寝鑘㜜、嘥䁈琐、꤫㤘併խ

ⶩ鱀䭸㼬：鿓䡗⭳、䓹醎唿խⶩ鱀⸔椚：峿㕜꼖、涯
譋䆁、눛䪭摭、勛岷恎、ⷠ⳯ꬆ、鏪꧉、랔ꉎ蓸、

勛㹻䢵、桬⠭鮯、卌偀㥶、勛䮸、ꯓ蹓蹓、꤫猈櫷խ
ꂂ坿管㻨：ど用ⳝ、卌兒䂾խ갉坿籏湌：薵䮸僈խ⾲

갉：薵䮸僈、ス用ⳝխ5.1 幋갉：薵䮸僈、碜騟ꏗ갉

㹔խ伢䕧㐼勞：㣐䊛㣐用侸⡙䕧갉肆⟨剤ꣳⰗխ侸
⡙管焺鱲墂：犷湱侸⡙ꨶ䕧խ䖕劍窡硁：ゟ棁䢵խ锅
⯕䭸㼬：嘥⭣噠խ锅⯕䌌：꤫厣缦խ锅⯕⸔椚：鑹僈

榄խ晚㽵醢⡲：媲捀㧥խ鋕錏鏤鎙：卌寐涮、䓹꧉㮵խ
暶佪䭸㼬：勛倞㺢խ2D 暶佪：媲捀㧥、康凶ꏾ、䓹

㹻啥、䑁蔊笻խ晚걧⹛殥鏤鎙：媲捀㧥、康凶ꏾ、䑁

蔊笻խ倾涯：卌兒䂾խ嵳㜡鏤鎙：諽ꫭꤿ䊨⡲㹔խ갸

デ晚ⶩ䱺：鿓䡗⭳խ遤ꌼ㹒⫄㛂遤：㣐䊛㣐用侸⡙䕧
갉肆⟨剤ꣳⰗխ遤ꌼ籏湌：繏兰肬խ遤ꌼ㹒⫄：ゟ

棁䢵、䑁㛆ꨛ、齶鑘巒խ噠窡硁：넞뜩㮵、齶用耫խ
遤佟佅䴂：峿稇䟃、㸢猗蔕、峿譋內、䑁䚃僕խ⚺겗

刼：卌兒䂾、ꁀ㸪愴խ⚺겗刼管刼：㓂殹⳯、鏪䛎歑խ
㥏耫⚺㈖：姘ꤿ䎃䎃խㄤ耫：劫䛎用、䓹ㆹ欰、寐⤧
鹠、康僈缦

「鏞罏Э暶ⴽ怵ⴀ：랔뢶⸂、⡸䗞劆、䓹䢵俒、倛

稲螠、勛幢鎊、䕠酕渿、鏪兰꧆խ來箻㕰：꤫䒊䧕、

꤫듳⪂、卌鹎犷、⡦蔊ꦿխ㕰Ꟁ：鏪䮸囙խ㕰㆞：詎

呟蔕、勛⯕姻、꤫⚆傤、ꁀ㶩㞻、鏪䧃俒、峿㹻楧、

桬㎗铇、꤫ⱟ槇、ス姻、詎❠⳯

ⴀㅷⰗ：䊫猒遤ꌼ肆⟨剤ꣳⰗ、㣐䊛㣐用侸⡙䕧
갉肆⟨剤ꣳⰗխ醢⡲Ⱇ：㣐䊛㣐用侸⡙䕧갉肆⟨

嬁桪遤、鏪䮸囙խ㼬怵：卌兒䂾、꼛䣔ꗻխ瘼ⷔ：勛

ⴕ秹：兜麒秹խ♳僦劍：2016.12.02-2016.12.17խ

囙、詎呟蔕խ字⤺俒⻋䭸㼬：卌薳颩խ伢䕧䭸㼬：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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➃，《遤罏♲㣖㶩－鵔ぢ刌⯕》僽➮痧♧妄醢⡲私ꏗ

晚。2011 䎃㔔堥箔䊫ざ，⼿⸔⛰㣔字⤺䪮谁㕰涸刌

⯕㼱䎃，䮋䨞〷搂⢿涸〵抓ꫭ㼱䎃且ㆁ䬘⥜遤鎙
殥，㸤䧭✫姽鿈私ꏗ晚。

꼛䣔ꗻ，〵抓㼬怵，➿邍⡲⺫䭍 2007 䎃ꨶ鋕ⷜ《ㄎ
〭 223》、2008 䎃《꼧㺢鎹》瘞。

ⴕꗻխ铃鎊：㕜铃խ♳僦鋊呔：DCPխ겳㘗：私ꏗ晚խ
牱䨼私ꏗ：倞〵䍤 1,166,546 ⯋

➃涸卌㣐ㆥ，騈랔繡猗ㄤ㥠涸㷸欰⦛ⴕ❧䋒

鴍停莅랱擕涸佦✲，➮㼟랱擕ⴕ굺ꨣ韵桄暟
涸绢䚍，⟃⿻⩔饥停➃䩧桄䧭卓罜穡♴涸哀

㶩，隶䧭♧媯媯礶ꅷ涸佦✲。㼩랔繡猗⢵铞，
䋒鴍停莅랱擕涸⫄铞莅姐闙，⛳僽䖎ꅾ銴涸

灇瑖稇勞，㥠♶儘⡲瘘鎹、ꏗ갉鎹ꏗ。

랔繡猗莅卌㣐ㆥⰍ➃♧湬僽ꅿ㖒灇瑖

涸㥪䵩墂。剎竤殹麕桄➃，擿䜫㿋⼦㖒䕎騈
⹛暟绢䚍涸卌㣐ㆥ，ꤑ✫僽䭸䒸騟鸁涸㥪㒷

㼬：薵䮸僈խꏗ갉：薵䮸僈、ス用ⳝ、闒⯕螠խ幋

剤ꣳⰗխ涮遤Ⱇ：⚥䕧肆⟨剤ꣳⰗխ晚Ꟁ：93

⯕姻、繏兰肬խ⾲ⶾ佦✲：⛰㣔字⤺䪮谁㕰、鏪䮸

卌兒䂻，匌ゟ㣐㷸佟屛禺殗噠。殹✫⼧⛰䎃涸䑞デ

ⶾ갉坿：ス用ⳝ、卌兒䂾、㓂殹⳯、鏪䛎歑խ耫갉䭸

䕧晚须俲

ⴀㅷ➃：鿓〵䓽、Sean Liuխ湌醢：卌㗛摖、嘥듳䘋、

㼬怵矦➝

2016 䎃〵抓ꨶ䕧➝稲 私ꏗ晚

kr

㼬，㖈鏤ꤴ䯲䯝랱擕瘞倰⛳僽湱殹䖤⸂

랱擕喀卌

Black Bear Forest
ⷜ䞕➝稲

䖰 1998 䎃㨥，⹛暟㷸㹻랔繡猗㖈䋒

鴍停➃涸䒸㼬♴，㨥㖈⤺珖「剤擕㕜」涸
桪㿋㕜㹻Ⱇ㕨呍䗱㖒⼦㣐ⴕ，鹎遤〵抓랱擕

涸灇瑖，䖰姽鸏⦐懼荆穪珏涸〵抓暶剤珏ꅿ

涸⸔䩛。✳⼧㢵䎃⢵涸ざ⡲랿㤏，鸤㽠Ⰽ➃
涸ꬠㄐ䞕䠮。卺鏤ꤴ僽灇瑖랱擕涸♧⦐ꅾ

銴麕玑，䕧晚⚥，➮⦛䪪ⵌ✫殹䎃痧♧妄

⨞涸ꤴ，欽Ⰽ⦐㕩䕎涸㣐咱鸮䱺饱⢵罜

䧭，殹ⴲ僽⹛欽湬⼮堥麌鯺，鼩䪪✫Ⰽ➃䖝

姿胝ⵌ㹁럊穉ざ罜䧭，剓䖕，鸏⦐㣐顥ヰ畎
涸ꤴ⽿雊擕鷗膨✫。➮⦛⛳䌢䌢銴麌欽

卌㣐ㆥ桄➃涸䪮腋莅湬錏，⢪欽加걧、瀖㝆
㽠㖒《勞、醢鸤ꤴ，䯲䯝랱擕란ꃰ䖕，鎹

欰⹛暟䩞㨥䑞捀➃濼。劥晚僽勛껻猗㼬怵

ꏗ랱擕暶䗚⚛䱦♳涮㜡㐼，ⱄ㼟➮⦛ꅿ佞⟃

涸艁姿，缺㿋馊䉚鹎Ⰵ㣐ⴕ㖒⼦，㼦䪪〵抓

㖈랔繡猗涸灇瑖欰巆⚥，〥㢫♧⦐ꅾ銴

䖰 2011 䎃㨥，ꦑ衽랔繡猗⿻Ⱖ灇瑖㕰
랱擕涸髠騋，⛳㔐곃✫㥠✳⼧㢵䎃⢵灇瑖랱

鹎遤鷆髠錚㻌。

涸➃暟僽㥠涸罉䌌 Dave Garshelis 來䱇。⾲

擕涸䗱騟娜玑。

劥䩧皿殆㖈繡㕜灇瑖繡崎랱擕涸랔繡猗，㔔

➃，䖰蔅角Ⱄ鸒ꡠ〢麥涸涬㿋〡ⴀ涮䖃㣐ⴕ

➮涸繡崎랱擕」，䕧갠✫㥠㔐㕜灇瑖〵抓랱

䕧晚♧㨥，랔繡猗䌟衽灇瑖㕰♧遤

捀罉䌌铞➮「♶緄♧⦐剤俒⻋䊴殯涸➃⢵⡲

鹎。屡鸁⚥，랔繡猗ꤑ✫騈ず遤涸㷸欰锅

擕涸对㹁。罜㥠涸灇瑖䗳갭䒊用㖈䖎㢵蕲⸂

ⴕ❧㥠㖈繡㕜宠㷸儘騈ꦑ罉䌌灇瑖擕涸剤馱

⡲捀灇瑖垺劥。♳㿋鹎遤ꅿ㖒锅叆⛳剎黩麂

叆、鍑ꅼ랱擕ⴀ尝、鋑굺䨾殆♴涸汚騋，⛳

竤娜。♳㿋涸麕玑，♶〳䧴緄涸僽桪盘贖䊣
㿋㆞卌幇彂㣐ㆥ涸騟莅䭸䒸。魨捀䋒鴍停

♳，갭幀Ⰵ➃摳縂荛涸㿋⼦，䩞腋䪪ⵌ랱擕
麕끇ꦖ涸儘ⵠ，⫹ 2000 䎃涸焗ⵄ倛馄秹괤
괐，㽠雊㥠㖈㿋♳「㔮✫♲、㔋㣔；〥♧妄
313

TAIWAN CINEMA
YEARBOOK

㖈「㕼袇䄶㠗」鄄衆瀖灺ⵌ涸欰娦♧澖，
㔔卌㣐ㆥⴀ䩛湱佹书㔐♧ㄐ，⛳雊➮⦛䧭捀
䝖ꨈ莅Ⱏ涸灇瑖㣎⠶。

랔繡猗卺鏤㖈㿋♳涸湌鋕伢䕧堥䯲䯝ⵌ

鏪㢵棇顜涸랱擕ꏗ䕧，䧭捀〵抓랱擕灇瑖涸
ꅾ銴须俲。랔繡猗⛳㖈灇瑖麕玑⚥넓剚ⵌ⾲

⡞字俒⻋涸兰䢵，罜♳㿋ꅿ㖒锅叆涸麕玑ꧪ

搭蕲，⽿⛳僽㥠灇瑖麕玑⚥剓⧩䖤劍䖊涸儘

ⵠ。晚㽵，私䙂 2016 䎃鸚⚆涸卌幇彂㣐ㆥ。

䕧晚须俲

醢晚 㼬怵：勛껻猗խ伢䕧：ヰ⟃俒、詎姻冇խ⹛暟

伢䕧：哀牬륌、ゟ䥃㗛、桬渠莴、鿓㸻榏、勛껻猗խ

瑠䬝伢䕧：齶俒、꤫厣խ荈⹛伢䕧堥：勛껻猗խⶩ

䱺：꤫凶匌、勛껻猗խꏗ갉：勛肬兰、꤫❠⨀、詎睛僒、

넞⨀儫խꂂ坿：꤫䒊䎃խ伢䕧㣐⸔：蛅肬楧、悮䏭纷、
랔㼿뜛խ伢䕧✳⸔：꤫梅匋、勛渤㸪、䑁⨀⚑խ伢䕧

䏭㸞խ耫갉䖕劍耢粯：闒ꫭಊ、卌䏭㸞խ幋갉：勭睛

⛓、勭ⶍխ幋갉ꏗ갉㹔：耫蒀渱㶩剤ꣳⰗխ伢䕧
冸ꏗ䕧㐼勞：⚥䕧肆⟨剤ꣳⰗ醢晚䑖խ麌鱒冸酢窍
➃㆞：넞槇㿋、卌宕䧭、넞倞莇、卌㷂䗞、卌猗㿋、

넞倞傢、⡮䮸㻫、卌ꐣ鰜խ䘋䊨：꤫Ꟁ屮、꤫齦⯕、

䨥㕜僤、飅ꋸ幇、랔⤧僈、鿓㸻榏、ゟ䃪俒、倰䕔ꈚ、
꤫绥酕、꤫桡箰、勛䪭缦、勛幅ꉫ、卌ⱟ箔、꤫䟂⟤、
卌㡦绥、勛厣、勛㕜彂、鏪用㣗、湖⹅、卌ⱟ䊝、

⡦僅琐、꼛猗哆、馢嵞㸙、ꐏ㤏缦、ゟ俒⥌、랔馄

纈、卌ꏾ㹆、留陼涯、繏䏭偙、ゟ䏭⭑、卌妇⭑、鿓

儢、ヰ㶩⪂、寐䏭铿、ꀶ⳯⚥、넞凶棁、卌⯘埢、湖

㪮聇、꤫䕔鴇、倷㷆⡡、ゟ焗梥、鏪ꯪ㸞、꤫僅듳、

ⷠ⟤榮、勛㎗肬、桬龐⪂、ꁀ뢶俒、ⷠ绐㸪խDV 䕧

䌟须俲墂呪晚䲿⣘：랔繡猗、桬琐խ撑晚䲿⣘：랔繡

猗、卌幇彂խ〵⻍ 101 㢹兞䲿⣘：꤫厣榰խ鿈ⴕ갉

坿《荈《Mihumisa(n)g 牝犷⡹》㼠鱀Э㣐遺．麨
⠺（David Darling）

Wulu Bunun Tribe ꪓ뛩䋒鴍停խ

䱇奚：頿㕰岁➃兰齦谁遯㛇ꆄ剚խ倞耂晚媯䲿⣘：字
字ꨶ鋕肆⟨剤ꣳⰗ

「鏞罏Э卌幇彂、랔繡猗⿻Ⱖ灇瑖㕰

♲⸔：넞㶩淏խ鋕錏佪卓：鿓㸻榏խꂂ坿幋갉：ⷠ鑘

ⴀㅷ➃ 醢⡲➃ 涮遤➃：勛껻猗խ晚Ꟁ：127 ⴕꗻխ

䖛䃿犵խ醢⡲⸔椚：ꁀ뢶俒、桬㊧㹒、卌㸻⭚、卌ⱟ

兜麒秹խ♳僦劍：2016.12.09-2017.02.19խ㋲傈♳

歂խ晚そ겗㶶：꤫姹խ둷耫鳺陏：叕兰➋խ⚥薊俒㶶

倞〵䍤 4,145,802 ⯋խ䖤栁、㾝私ꏗ⿻鰊㼬ꆄ：

艁劥：ゟ陏듳խ⹛殥醢⡲⼿锅：勛⢕鮯խ⹛殥醢⡲：

⻍ꨶ䕧栁私ꏗ晚겳；99 䎃䏞瀊晚晝劥栽瀊晚鰊㼬ꆄ

⨀խ㣐䲿楪怵㤉：ⷠ巒խꏗ갉⸔椚：䓹⽈绥、勛䕔㸻、
歂、鿓䕔➋、⡦秙խⷜ撑：繏鴇、勛㾀ⳝ、矦㹻

䍌缺陼：勛䚃蔊、叕邆ⳝխ⹛殥窡硁：ゟ陏듳խⴕꖏ

勛⢕鮯、寐㸻料、绀榮듳、랔罇齦、ゟ陏듳խ胝兞繡
遯：姘ꬆꨣ、諽⽈俒、詎䊫俒、꤫䚃襮、ゟ陏듳խ⹛

殥胝兞窡ざ：ゟ陏듳խ䖕劍ざ䧭：勛⢕鮯խ侸⡙䖕劍

醢⡲：〵⻍䕧噠肆⟨剤ꣳⰗЭ䖕劍窡硁：䓹㸙䑞խ

䖕劍耢窄：绀焗螦、꤫桪幢խ墂呪盘椚：嘥巾㰆、闒

僈㎗խ墂呪管鱀䌌：勛䕥颩、嘥䪭檕、鏪鑅佟խ㶶⽓

鏤鎙醢⡲：齶繡䟃խ2D 鋕錏暶佪穉Ꟁ：랔缦뜛խ2D

鋕錏暶佪䪮䌌：勛㭓梥խ晚そ⿻晚㽵鏤鎙：諽㹆䢵、
鏪⛇⯋խBaselight 锅⯕䌌：㸢纏螠խBaselight 锅⯕

⸔椚：勛⣜걽խDCP 侸⡙管焺：影꾚㓂、ゟ㹆鞮、
桬稇犵、ⷠ⸈㹗、哀䪭㸻խ耫蒀渱㶩剤ꣳⰗЭ

耫갉ⶩ䱺：勭ⶍխFoley ꏗ갉

갉佪：闒ꫭಊ、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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铃鎊：㕜铃խ♳僦鋊呔：DCPխ겳㘗：私ꏗ晚խⴕ秹：

僦：2016.03.03、03.05、04.12、04.30խ牱䨼私ꏗ：

2017 䎃呠㕨ꨶ䕧眏私ꏗ晚畹飓〵抓栁껷栁；Ⰵ㕠〵

㼬怵矦➝

勛껻猗，栬用ꨶ䕧䊨⡲罏，⚆歲倞耂㼠猰㷸吥ꨶ䕧管

㼬猰殗噠、繡㕜㣔兜㣐㷸ꨶ䕧莅㢵㯯넓谁遯灇瑖䨾焚

㡦㷸⡙，⟤耷⚆倞㣐㷸䑞ꨶ禺⸔椚來䱇。ꅾ銴⡲ㅷ⺫

䭍 1999 䎃《嶋㣟涸桬㕜－䭔坿爢》，栽 2000 䎃㕜

ꥹ私ꏗ晚꧱䎃㾝❏崎ꨶ䕧⤛鹎栁鐱㻤暶ⴽ䲀讄栁，Ⰵ
㕠繡㕜㢚㪮㣧䕧㾝私ꏗ晚畹飓、ꯓ㕜恎㙹㥏䚍䕧㾝錚

䷒⡲ㅷ。2004 䎃《⽂倰慍嵳峕私✲》栽ꆄ꼛栁私ꏗ
晚畹飓剓⢕私ꏗ晚、㾝傈劥㿋䕎私ꏗ晚꧱䎃㾝❏崎
倞嵠惐㼠겗。

2016 年度台灣電影

2016 年台灣電影

暨

2016 年台灣電影
大事紀冸報導
整理 潘味如、謝佳錦

一
月

k m 度晚《衞㉏ 3》㖈〵抓♳僦㔋㣔灶
⭚牱䨼，䩧灶⼧䎃⢵⸆㣗겳㘗ꨶ䕧牱䧭

k t 㕜晚《〫銴䧮Ꟁ㣐》莊鳵넞㿋暶僦

籑。鑪晚〡烵㜥儘，〵⻍䋑⿻倞⻍䋑Ⱏ

剚，㼬怵꤫悦榼倴⯋傉伟晚⚥♲⡙稇➃㼭

424 㜥妄，〵鵜⼪㜥妄，姻䒭♳僦䖕㣐

留僤，卌兒淏、꤫㸙、ゟ戇噠瘞➃莅暶

䑼侸，騗䎃㢹ⴀ植䱖➃惐。

僦剚，晚Ⱄ䧭涸㜥兞㖈〵⚥䋑橇㿋鿈衆

《兞。

k m 私ꏗ晚《罉䥰䟝굳》㔔㣐㿇㕜㼭✳
䎃秹㷸欰꤫ⱟ聇瘞➃갠䥰佅䭰佞僦⥌⟝，

k t 傈劥痧 58 㾂话窣䌟栁Ⱇ䋒Ⰵ㕠そ

⤛⢪듳嵳꧌㕰劍♴涸宕룲䡹㊥來肬㛇ꆄ剚，

㋲，㕜晚《KANO》、《ⵞ㹐耴ꦡ㫟》栽䲿

⯈開飑顠《罉䥰䟝굳》涸Ⱇ久奚，劢⢵♧

そ剓⢕㢫铃晚。话窣䌟栁㼟倴 2 剢 9 傈莊

䎃㼟䊣鶬〵㕜⚥㼭㷸ㄤ⨋ꀀ佞僦。

遤갼栁Ⱙ狲。

k m 俒⻋鿈㼩倴⚥㕜晚䱰《䬄硹ꂂ겙僦

k m 痧 35 㾂遤佟ꤎ俒⻋栁䖤⚺ⴕⴽ捀

怵ⵖ䏞，㔔ヰ僤꼦ꨶ䕧《繡➃눴》〳腋搂

爚，䬝ꨶ䕧僽㣔ㄐ，격㖈剤欰⛓䎃，⟃「ꨶ

㖈⥃隌㕜晚用㜥，歋倴⚥㕜晚ꨈ颪䏠，䒸

⚛㼟〵抓䎃鰋♧➿ꨶ䕧➃䲀ⵌ刿㣐涸䋑㜥。

㝸晚。

岁㖈〵♳僦，䒸涮昰陾。噠罏邍爚，蕰畀

勛遤、꓃聕佟、勛✝剽瘞➃。㼬怵勛遤邍

鹎〫僽俒⻋❜崩，溫銴⥃隌♶㥶盘ⵖ㥪蟛

䕧纏䊨」涸魨ⴕ，䭰糵䲀⹛Ⰽ䁘ꨶ䕧❜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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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r 〵抓✳䏞䶰♴ꆄ꼛栁剓⢕伢䕧涸须

年代間，中影所出品的黑白片，多由華慧

Ⰽ䏞栽䖤ꆄ꼛栁剓⢕伢䕧，ⴕⴽ捀 1961 䎃

自力拍攝而成的台灣彩色電影里程碑《蚵

1987、1989、1992 䎃 ⟤ ꆄ 꼛 栁 鐱 㻤。 衽

他離開中影，到聯邦電影公司大南片廠任

䎃》♧剅，稣侸⼱⚆私涸ⶾ⡲䗱騟娜玑。

製《龍門客棧》與《俠女》，其中歷時三

넞룲⛰⼧涸➮，鼩「鼝湌漛䕧晚⥜䗂莅锅

「最佳技術獎」殊榮。1971 年受邀到華視，

幀ꨶ䕧伢䕧䌌螠䢵薊鸚⚆。螠䢵薊欰巆剎

英負責攝影。1964 年，中影不請外國顧問、

《 㹆 㹔 㹆 㹻 》、1966 䎃《 䧮 㥏 蕰 貽 》。

女》，亦由他擔任攝影師工作。1968 年，

剤《䯲䯝䕧⫹涸➃：螠䢵薊伢䕧姿鸁❀⼧

副廠長、攝影師和導演，與胡金銓合作攝

2014 䎃，《륌㹐啲》鹎遤侸⡙⥜䗂儘，

年才完成的《俠女》，獲 1975 年坎城影展

⯕。➮剎邍爚：「䧮♶侒铞㼩䧮㕜ꨶ䕧剤

任電影組組長，分別於 1972 年和 1974 年

㢵㣐顀桐，⡎荈钢㖈⚥㕜ꨶ䕧涸娜玑♳，
䧮僽♧⦐♶娦涸罉Ⱕ，顀桐ⴀ✫荈䊹剓㣐
⸂ꆀ。」

以紀錄片《龍》和《炙艾圖》，二度獲得
金鐘獎「創新節目」獎。
1985 年自華視退休後，與同好組織「中

華慧英，1925 年生於上海，祖籍浙江寧

華民國電影攝影協會」，致力於電影技術

波。1946 年經朋友介紹進入國防部中國電

的推動，獲選為第一、二屆理事長及榮譽

影製片廠，初從事暗房沖洗助理和新聞攝

會 長。1989 年 他 拍 攝 了 360 度 電 影《 美

影的工作，為電影技術打下基礎。身處動

夢成真》，後又完成《錦繡河山》和《長

盪大時代，他現場捕捉了國共和談、街頭

江三峽》兩片，堪稱台灣科技電影先驅。

群眾運動、槍斃日本戰犯等影像；國共會

1989 到 1993 年間，任中山科學院顧問，從

談破裂後，任戰地攝影師，獨力一人完成

事科學研究紀錄和影片沖洗紀錄改良。

登步島大捷、舟山大撤退的新聞拍攝工作。
1948 年，中製廠開拍劇情片《萬象回春》，

k p痧69 㾂薊㕜䕧谁㷸ꤎꨶ䕧栁（British

㵉）⟃ 94 娔넞룲氻鸚㾓匌。ꁀ꤫呠剎㖈㮓

㥏佹䴂㛇ꆄ剚涸⼿⸔♴，㢵妄饬傈，ぢ傈

娦⣃》（Deadpool）歑⚺錬蟛䛸 ˙ 蟛開倛

k kn 顭娔晚《㣐㽵됇뎚 2》갸鎙 2 剢 5

鸤鏞〵抓。〵抓僽鑪ꨶ䕧椕䊣鶬㹒⫄⚥，

桬䕙埢佞ꮆ挪鸤。

k oo 歋 㣔 玱 惶 宐 醢 ⡲、 俒 ⻋ 鿈 䕧 鋕

k km 〵⻍谁遯㣐㷸꼛⢵銯❏⫼欰叕寲

2016 KIDS FIRST 㕜ꥹ⯥留䕧㾝「橇㞯䕧

1954 年，農教與台影（台灣電影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合併改組成中影，在五、六○


⟃㼟鵜䒒䎃䬝伢涸㣐嵳䕧⫹꧌穡䧭私ꏗ晚
《嵳》。鑪䕧晚尝剤갉坿莅倾涯、㶶嫢，⟃

噲矦䕎䒭ツ植䒒䎃嵳峕橇㞯隶鼄涸頗。

晚栁」，僽〵抓㼱侸⟃㷸欰捀⚺涸濼陏䱳

ⷠㅷ㖳醢晚《胝麥罜꼦》剤堥剚Ⰵ㕠㤹倛

程㘗眏湡。

⽓剓⢕㻜㞯瀊晚，〳䞼《荈歋➃》姺倴

⼧そ，剓䖕劢腋亡鹎Ⰵ㕠そ㋲，Ⰽ鿈瀊晚

k oo 䕥 ⻋ 傈 婥 儘 劍「 ꋓ 㹨 䨡 ꤎ 」 倴

涼ꔞ纷罜娝。

♧⛰⛰○䎃➿ꡠ姆噠，1997 䎃歋鸮ꓳ剪

귇（NET）噠罏䱺䩛，➛⟃䗂莍倰䒭酤⥜

k km2016 䎃「㣐ꤷꨶ䕧晚鹎〡ꂂ겙」，

✳垜，ꅾ植䎙⡦㕬㘗涸璭䨩ㄤ嘌卺穡圓。

Ⱏ剤 45 鿈㣐ꤷꨶ䕧莅䬄硹，鯱䎃㢵ⴀ
9 鿈。䬄硹穡卓⣜䎸捀：《ꐘ邆遺－粚僱

k om 㕜㹻ꨶ䕧⚥䗱莊鳵厣卌䕧㾝遤

ⴉ》、《獔儘僈剢⛓륌꿴蠝ꅽ》、《㣐ず》、

ⵖ䟧ⴀ昰陾，ヰ僤꼦㛂㼬涸顭娔晚《繡➃

式升為攝影師，第一部作品是《風塵劫》。

㽷酢⸔涸⯥留㼱䎃眏湡《䱳程 ING》Ⰵ㕠

ⵄ㛂㼬涸《荈歋➃》、〵㣐爢剚禺殗噠欰

侚갼栁。

k kk 须 幀 欰 䢀 私 ꏗ 晚 㼬 怵 叕 ꆄ 彂，

❏崎㈔♧鸤鏞럊。

蕑〳뜩、鸮ꬆꨛ、䐁䐁、稇棟㩬、卌繡猗、

㦣鎹》、《䌌昿》、《麥굳贅》、《時

華慧英任第一助理。1951 年調至農教，正

（Ryan Reynolds）갸鎙倴 20 荛 22 傈껷䏞

傈♳僦，僴傈韣ㆥ❮、鿓ꅷ悦、剎䘋⨀、

BAFTA）Ⰵ㕠そ㋲䳷凶，《耴ꦡ㫟》Ⰵ㕠

推出創業片《惡夢初醒》，與中製廠合作，

k o 㥪蟛㝸恠㪮薊꧆ꨶ䕧《䟅啄薊꧆：

劥佟䏎䫒陾，昰《䣆㸞㮓涸麥姊颦⮉。

《自君別後》、《黑名單》、《悲天憫人》

製廠來台，1950 年，農教（農業教育公司）

蟛㝸晚。

⛓姐》，䕧晚涸鎹ꏗ㼩韍ꁀ꤫呠（㼭呠

Academy of Film and Television Arts,
剓⢕ꬌ薊铃晚。鑪栁갪갸㹁 2 剢 14 傈㖈⧍

暨

溫姻⽑亙㕜Ⰹꨶ䕧䋑㜥䥰㿂鹎〡涸㥪

k kk 䲾㻨〵硃䣆㸞㮓涸私ꏗ晚《豢袣

華慧英任攝影助理，後來也參與《擠》、

等片製作，並升為第一助理。1949 年隨中

2016 年台灣電影

鎹罏剚，䲀⹛㕜晚䋑㜥㾝㕜ꥹ晝䱇奚噠。

《⻍❩䠦䞕佦✲》、《瘘➲끇뇺 3》、《䯝

㕜䕧⚥䗱侸⡙⥜䗂䕧晚《㽳繏屎㥏⯥》Ⰵ

鼇「厣卌竤Ⱙ」㋲⯋。

時ㆭ⯥》、《騟鼹ꅿ귭》。Ⱖ⚥㔔ꂂ겙

눴》焷㹁♳僦搂劆。㯯넓钢捀，湡〵抓

k ol 嘥⸂䊝䨾㛂㼬涸私ꏗ晚《䧮⦛涸

㕜ꨶ䕧㼩⥃隌劥㕼ꨶ䕧涸㻜颶䠑纏♶㣐，

晚剚。嘥⸂䊝邍爚，䕧晚贖椚䒸欽涸竤Ⱙ

齡儘姽ⵠ》，倴〵⻍銯㕜频㣐䑼莊鳵鑑

ꨶ䕧䊺僽佞涸荈歋䋑㜥，⫦ꣳⵖ⚥

䕧晚莅姐刼涸晝奚，Ⱏ砞 188 ⦐䱇奚ざ秉，

⣜亙俒⻋鿈㸽倰侸㶶，2010 荛 2012 䎃，

䧭劥䲀⠮鹬⼪蠝⯋。

鑪♲䎃⚥㕜晚㖈〵籏牱䨼捀 2,457 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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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ol 剤「〵抓䕙蒀ꨶ鋕來昿」⛓珖、

底片往返台日，若按正常的航空郵包，昂

醢晚詎匌螠鸚⚆。詎匌螠剎⟤䧮㕜❏㣖䕧

還要加上通關時間。蔡東華曾在大使館打

Ꟁ㢵䎃，❠僽❏㣖䕧㾝涮饱➃⛓♧。殹⚥

即可，大幅縮短往返時程，對拍攝現場有

䒸鹎傈劥䕙蒀晚䪮遯顀桐葻㢵涸ꨶ䕧湌醢、

貴又費時，來回一趟至少十天到半個月，

㾝➿邍㕰、⚥螠字㕜䕧鋕⫼脆鏞㉏㕰ⶰ㕰

工，懂得用外交郵袋寄送，來回三、四天

螠字㕜ꤴⰅ㢫❜㔮㞯，➮僽䧮㕜腋⟃㙹䋑

很大助益。

そ纏⸈❏㣖䕧㾝⯝黩䱖ꤑ涸ꡠ꒳➃暟。

1962 年，他引介日本技術人員來台，協

k or顭娔晚《➃欰䭾⦐雙》莊鳵鑑晚，

o ko馢䗞脒㛂㼬涸私ꏗ晚《绿综⛓㙹》

栽鼇⸈痧 66 㾂厣卌䕧㾝「ꫭ䎃㼬怵锸

涯ⱺⱺ魨Ⱟ籏湌醢。

鳵껷僦，껷僦牱♬涰䌏㈒緛。

䋒뉓倛、㋐、뢶㭫、䧭❮惶瘞➃ⴀ䌏，

㠢」（Forum Expended），鑪晚㖈厣卌莊

k op ꆄ꼛䕧䋷叕⤧꧆䎃鸚⚆，㕜㹻

o ko 痧 66 㾂厣卌䕧㾝「〵抓⛓㢹」倴

ꨶ䕧⚥䗱倴〵⻍䋑⚥㿋㛔♧鸮♲㣔莊鳵「ⱄ

厣卌蜓ⳝ䕹ꂋ䏅莊遤。植㜥剤♲涰㢵⡙顜
➃⛓㢫，㕜ꥹ䕧➃⺫䭍껻度ꨶ䕧须幀醢⡲

鋅 ˙ 龥：♧➿䕧䋷叕⤧꧆䧃䙂䕧㾝」，

蔡東華，台南人，1924 年出生，曾為日

本僑領，戰後任職日本東寶電影公司，熟

他也安排台灣學習彩色電影技術的人員赴

悉台日人脈，是促成台灣邁向彩色電影時

日受訓，並加入日本劇組一起拍片。台灣

鼇僦《㖒柱倞㫟》、《㉪㥏䞕幀》、《䳓

期，及我國加入亞太影展的幕後功臣。

之所以能快速且成功移轉日本技術，在

㶩寐괐ꨣ》、《陪デ鷗㧼》、《ⱄ鋅龥》、
《㹻㖈〵⻍》、《哆蔅》、《薊捙⼪猨》、

蔡東華為了幫助台灣發展彩色電影，在

1963 年就完成第一部國人獨力拍攝的彩色

《殯㚖》瘞⛰鿈➿邍⡲。

東京和台灣分別成立公司，專門進口日本

片《蚵女》（彩色沖印仍依賴蔡東華在日

影片促進交流。因為他的牽線，東京現像

本沖印），以及後來 1967 年完全自製的彩

所答應幫台灣沖印，並在所內設立專屬辦

色片《路》，蔡東華功不可沒。

频莅，ꤑ✫Ⰵ鼇➛䎃厣卌䕧㾝涸〵抓䕧
➃倷⽂欰、Ⰵ㕠畹飓晚〵傈ざ醢ꨶ䕧《륌
⯓欰》涸傈劥ⷜ穉➃㆞䋑㿋㼿♲（Shozo
Ichiyama） 醢 晚 ⿻ 歑 ꂂ 錬 ꫭ 叜 绥（Sho

Aoyagi）、《䲀䭭》怵㆞랔樍。姽㢫，㕜

ꥹぐ㣐䕧㾝ꅾ銴➃㡦，⺫䭍ꆘ㿋䕧㾝囙隘

⚺䌏ꆄ匌贅（Kim Dong-ho），⟃⿻㖿㙹

二
月

䕧㾝、㪮㽳倛䕧㾝、ꯓ㕜㺢䊛㣼䎑䕧㾝瘞
鼇 晚 ➃ 涼 ⴀ 䌏 渿 剚。㯯 넓 倰 ， 㕜 ꥹ 涮

遤 ꧹ 钟《 遺 㜡 》（The Guardian）、《 竸

o o顭娔晚《➃欰䭾⦐雙》莊鳵껷僦剚，

谁 》（Variety）、《 ꋓ 䍌 傈 㜡 》（Screen

⣶㷂颩㼬怵ⴀ䌏껷僦剚⸂䯆。

Daily）瘞，涼ⴀ䌏䱰鏞。

o n 痧 10 㾂❏崎ꨶ䕧㣐栁僴䲿そ，⣶

o ko 㔔 㕜 欴 ♲ 鿈 顭 娔 晚《 㣐 㽵 됇 뎚

㷂颩⟃《ⵞ㹐耴ꦡ㫟》Ⰵ㕠⛰갪，䧭捀剓
㣐飷㹻。❏崎ꨶ䕧㣐栁倴 3 剢 17 傈莊遤갼

2》、《牟䑉》、《➃欰䭾⦐雙》〵⻍籏牱
䨼邍植♶侰㥪蟛㝸晚《䟅啄薊꧆：娦⣃》

栁Ⱙ狲。

（Deadpool）涸♲ⴕ⛓♧，㼬怵衞㣔⧍倴
笪騟䎂〵涮邍㕜晚陪鎝涸湱ꡠ鎊锸，䒸涮

o n 넞꧆ꨶ䕧긭莅傈劥❜崩⼿剚、傈劥

笪殆鎊慨鴄。

㕜ꥹ❜崩㛇ꆄ剚ざ⡲，莊鳵「饥麕 311Э

䖰嫆徧ⵌꅾ欰」㼠겗䕧㾝，礶鼇⼧鿈䖰

o kn 痧 66 㾂厣卌䕧㾝「〵抓⛓㢹」

♲♧♧⚺겗遥欰ⶾ⡲涸䕧晚，䕧㾝荈 3 剢

䒸秉♲涰そ频㹐⸈，⺫䭍《㽳繏屎㥏⯥》

11 傈荛 4 剢 3 傈。

《人生按個讚》（圖片提供：長興影視有限公司）



暨

晚⚥⚺怵脌檘、涯ⱺⱺ、ꨮ峿、嘥粚䟃、

助台製廠拍攝國內第一部彩色片《吳鳳》，

公室與剪接室，專門處理台灣送去的影片。

2016 年台灣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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㼟䭰糵䲀⹛娂鋕⿻停纈䎂瘞湱ꡠ岁呪，

o ok 痧 66 㾂厣卌䕧㾝䖤栁そ㋲䳷凶。

伢䕧䌌勛㾓频⟃⚥㕜ꨶ䕧《Ꟁ寐㕬》，栽

o kr 「 䖤 谁 䩛 堥 ꨶ 䕧 Ꟁ 晚 涰 蠝 䫏 须

ⶾ⡲㷸禺焚㡦棵、倞⸈㗗⫼欰剎㪮ꆀ㛂㼬

⪂ⴀ谁遯顀桐ꋓ擕栁；〵⻍谁遯㣐㷸ꨶ䕧
涸《犝姺♴ꐝ》栽厣卌䕧㾝㤹鶔⢕瀊晚栁，

ㆹ嫏⟃《也來肬》栽䖤껷栁，䖤ⵌ〵䍤

栁ꆄ✳蠝姘⯋（秉〵䍤 75 蠝）。

㻤㕰⚺䌏邍爚，鑪ⷜ劥Ⱘ剤䓹⸂，㺙㹔㜥

o oo ㎗纏⽂螠㣐㷸⫄久禺、俒ⶾ禺、

♧涰蠝涸飬⸔。须幀醢晚➃衞㥶蓸二⟤鐱

怵㆞넞䰦、《绿综⛓㙹》㼬怵馢䗞脒、《ⱺ

嫬》㥏⚺錬ゟ〳擳、⚥㕜晚《Ꟁ寐㕬》怵
㆞獔僂莅鿓剢瘞㖳ⴀ䌏。植㜥⪔剤ⴘ⺫，
侕涮㹻ꀀ。

蠝㾀♲。

崞㔮㞯，Ⰵ㕠痧 66 㾂厣卌䕧㾝瀊晚畹飓㋲

鑪晚㖈㣔蒀冝♧㼭儘馜䬝涸「눦䎑儘

䖕䏠锓。

o ks〵抓僱眏墂劍，《䟅啄薊꧆：娦⣃》

♳僦Ⰽ㣔灶⭚，箎鸤犷倛㖈〵晚倞私ꏗ，
〵稡琎 2.8 ⭚牱䨼㾀ⱟ。㕜晚顭娔晚牱

䨼邍植，韣ㆥ❮⚺怵《㣐㽵됇뎚 2》⟃牱䨼


㹒⫄圓䟝，歍锞來肬鿈ꫭ䎃縭 104 䎃ꫭ䎃

ꐝ》，䲾鶤馊⽂獵䊨⢵〵䊨⡲䨾荆涸欰

⯋，㼬怵、醢晚、管ⷜ瘞㖳ⴀ䌏儻涸僦

o kr《㣐㽵됇뎚 2》䕧晚Ⰹ㺂嶍⿻娂鋕

⾲⡞字䒸涮昰陾，⾲⡞字㨽㆞剚邍爚，ⵄ

欽停纈ⵠ匢⽫韍䧴䪌刼Ⱖ➮字停俒⻋暶䗚，
⨞捀ⶾ⡲Ⰹ㺂䧴醢鸤疮俲，⽰⢪♶僽ⴀ倴

䟅䠑娂鋕，➠㿂Ⱘ剤⫊㹳䚍涸䗏余乹遤捀，

湅」，⟃「㣐卌㼭ꔩ䗂崞鎹」捀錚⯕假麉

倴 23 傈莊鳵デⴽ䒭。

爢⼦莅遤⹛鎙殥，栽䖤酢⸔。➮⦛鎙殥

蘇武進。他曾擔任《街頭巷尾》、《兩相

遤⹛颭✮䨡ꤎ倞欰ㄐ，䒸麉㹐钢陏㣐卌

⟃殹㖒罉䨡ꤎ蠝㕜䨡ꤎ捀呍䗱，诔歋ⶾ䠑

李子弋，1926 年 10 月出生上海，祖籍江

《夏雪》擔任總指導。

䕧㾝「竤Ⱙ㋲⯋」껷僦，怵㆞넞䰦❠ⴀ䌏。

ⵠ」，⢪➮⽫韍幀ⵠ。

o kr ꨶ䕧醢晚➃勛㶩䒨㔔肾拨麕⚆，

牱䨼麨 2,750 蠝㾀妄；《牟䑉》牱䨼秉 1,200

o ks 倞ꌴ㼬怵剎㪮ꆀ㛂㼬涸《犝姺♴

넞䰦邍爚，⣶㷂颩侒欽稇➃⚂劥蒀怵ⴀ，

鋕㯯禺瘞♬⡙㷸欰穉䧭「㼭ꔩ䗂崞罏耢

好》的製片，後支持李行成立「自立電影

o km⣶㷂颩 1987 䎃㛂㼬涸《㽳繏屎㥏

⯥》竤㕜㹻ꨶ䕧⚥䗱 4K 侸⡙⥜䗂，倴厣卌

兞黠ざ⟃䩛堥䬝伢。

1.4 ⭚剓⢕，〵⻍莅⚥⽂鿈牱䨼嫲⢿秉 1：

3.6；歋脌檘、涯ⱺⱺ⚺怵《➃欰䭾⦐雙》

暨

⚛暶ⴽꆚ㼩䕧갉欴噠灇陾ꂂ㤛⡲岁。

䗚鼇」倴螠㿋⯕럊莊鳵갼栁Ⱙ狲，㼬怵䑁

《翡翠之城》（圖片提供：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2016 年台灣電影

㼭ꔩ。

公司」，並於 2010 年在李行導演的舞台劇

o on⚥㕜㸽倰䑞ꨶ籏㽷⿻⚥㹒鿈♴⟂，

捀姺♶痘ざ㕜䞕涸鎊锸ㄤ䕧鋕⡲ㅷ䌟⢵
♶葻䕧갠，ぐ㣐笪畀䎂〵犝久껻度ꆄ⫹栁

o o  䓹峿ꆀ㛂㼬倞晚《䑞䃋⛓䧗》，

䖤❀⭚须ꆄ，갸鎙♴⼱䎃䬝ꨶ䕧贖㥏

㻜屣，⫄ⴀ〵抓ꆄ꼛栁⛳㼓媹そ㋲。

⡲《ꪶ桬ⴽ㩷》ꨶ䕧⾲耫䌟，饬⻍❩ꨶ䕧

o ot 痧 10 㾂 TIDF 〵抓㕜ꥹ私ꏗ晚䕧

1995 䎃鹎秣秉㣐㷸余隡ꨶ䕧醢⡲。

俒〈2016 䎃螠铃ꅾ銴ꨶ䕧栁갪Ⰵ㕠冸䖤栁

⡲。䓹峿ꆀ⾲捀濼そ姐䩛，㔔 1990 䎃醢

醢晚䑖錚溏ꨶ䕧䬝伢，㉬涮㼬怵㣆，䖕倴

㾝Ⱇ䋒Ⰵ㕠そ㋲。（鑬稣Ⰵ㕠そ㋲锞鋅䖕
そ㋲〉）

o ok ヰ僤꼦㛂㼬涸《繡➃눴》，♳僦

⼱⦐剢，㖈㣐ꤷ莅껻度牱䨼瑳灶涰⭚〵䍤。

o ot《㣐㽵됇뎚 2》鄄䭸嶍娂鋕⾲⡞字

俒⻋鿈钢㹁《繡➃눴》捀「ꤷ晚」，⛳尝

俒⻋，⾲⡞字ꤏ箁耢湅荛㻫ꋓ䍌ꨶ䕧醢⡲

䬄ⵌ㣐ꤷ晚ꂂ겙，佦搂岁㖈〵♳僦。

Ⱇ，莊遤馄庋娂鋕岁剚，植㜥⟃扵ⱪ秶
涸倰䒭邍麨♶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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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om ꆚ㼩用㨽꤫槇傈（02/15）倴用

岁ꤎ〮鎹罏剚䪡鐱《㣐㽵됇뎚 2》鿈ⴕ䞕
眏娂鋕⾲⡞字，㼬怵齶橲㻫涮邍耫僈ⱄ妄

2016 年台灣電影

暨

䍤 154 ⭚⯋），ⵘ倞螠铃晚私ꏗ，䧭捀湡
剓颪䏠、⚂♶倬ⵘ倞私ꏗ涸螠铃晚。

麥姊，⚛䭸ⴀ꤫槇涸鎹罏剚植㜥久佞湁晝

殥，劢腋笞隌㕜晚晝奚。ꦑ䖕〵抓衽⡲
奚⼿剚瘞湱ꡠ㕰넓耫僈隆顑湁晝，鸮縭そ

㋲⺫䭍：ꨶ䕧㼬怵⼿剚椚✲Ꟁ桬留、Ⰽ䁘
ꨶ䕧❜崩㨽㆞剚⚺㨽勛遤、〵⻍䋑䕧晚㉂

三
月

噠ず噠Ⱇ剚椚✲Ꟁ꤫⤧囙、ꨶ䕧醢晚⼿剚

n k ꤫桪⺍㛂㼬倞晚《⨴䘎勠》䬝，

幢螠、衽⡲奚⥃隌⼿剚椚✲Ꟁ䑁⨀ꌂ、ꨶ

湡垦捀Ⰽ䁘牱䨼䋑㜥。

ꨶ䕧俒ⶾ欴噠⼿剚椚✲Ꟁ꤫䘋㻫、⚥螠字

n k 뒉굳굳鸚⚆㔋鹋䎃，倞⸈㗗㼬怵꤫

Ꟁ绀䑁狣、〵⻍䋑ꨶ䕧䨡ⷜ㉂噠ず噠Ⱇ剚

껷僦剚，⼧⡙㥏僤桬䕙埢、䓹猗⾇、詎猨

椚✲Ꟁ勛牃㻞、⚥㕜䕧鐱➃⼿剚牍剅Ꟁ桬

䕧䨡ⷜ㉂噠ず噠Ⱇ剚耢ざ剚椚✲Ꟁ䑁屛䗞、
㕜ꨶ䕧䨡ⷜ㉂噠ず噠Ⱇ剚㕜耢ざ剚椚✲

歋莞巯二笧⚺怵。鑪晚歋〵抓、⚥㕜ざ醢，

《奇幻同學會》（圖片提供：新龍介多媒體有限公司）

n n 껻度痧♧㹻ꨶ鋕〵「❏崎ꨶ鋕」♶

暶꧌」，⤛䧭㢵鿈〵抓ꨶ䕧㖈傈劥ꤎ箁♳

鋕荈 1957 䎃 5 剢久，捀螠➃㖒⼦껷㹻ꨶ

鋅〵抓》。

㶩闉㛂㼬涸《䟝Ⰵ굳굳》莊鳵「䟝䙂굳굳」

侰Ꟁ劍贿䴦，㹒䋒黐侕㔋涰㢵そ㆞䊨。❏

椚✲Ꟁ䓹⚥ヰ。

뒉、桬榰ꩾ、⩬謶、ヰ㎗뜩、⺫综薊、ⷠ

鋕〵，껻度⯝顥涸搂箁ꨶ鋕〵〫ⶦ TVB。

o os⚥㕜 3D 눦䎑⹛⡲ꨶ䕧，《銯麉鎹

뒉굳굳荞䠑。ꨶ䕧倴 3 剢 4 傈㖈〵♳僦。

⼪蠝。

n o 馢䗞脒㛂㼬涸《ⱄ鋅檳㙹》갸鎙僈

⛓㷟䝎瑠♲䩧涯남礶》〵稡鎙牱䨼䊺灶

o ol 嘥⸂䊝㛂㼬涸私ꏗ晚《䧮⦛涸齡
儘姽ⵠ》，儻㖈넞꧆䋑用繡遯긭涸虋㖒

僈棟、ꁀ⟗蘟ㄤ⢆櫷，⯝ꂺⴀ䌏桐㈖，ぢ

o or



《㣟䱾閦鎊》、《㣼䎑ず㷸剚》、《➃欰

n o 卌幢➝㼬怵꼸倊《㣼䎑ず㷸剚》

瘞，Ⱏ鎙⛰穉ꨶ鋕、ꨶ䕧，갸鎙倴 14 傈荛

➛䎃㤹倛⽓갼栁Ⱙ狲ⴀ植㼩❏酓涸ⵠ匢⽫

➮䲿⣘⥜佖䒊陾，Ⰽ➃剎Ⱏず䱦そ管ⷜ歍

㕜♳僦⼧⛰㣔颪灶 30 ⭚⯋➃字䍤（ざ倞〵

㈒ⴀ✳蠝䓹갸㈒牱。

剚。⺫䭍《랱涯》、《䧮⦛涸齡儘姽ⵠ》、

n p 㼬怵勛㸞瘞 25 ⡙繡㕜䕧谁㷸ꤎ❏

歖♲㹻䨡ꤎ莊遤⺫㜥껷僦剚。荈 3 剢 4

ヰ僤꼦㛂㼬涸《繡➃눴》，㖈⚥

㯯넓鑑僦剚。㖈ꨶ䕧姻䒭♳僦，鑪晚䊺

n n2016 껻度㕜ꥹ䕧鋕㾝莊鳵遤鎹罏
䭾⦐雙》；ꨶ鋕ⷜ《鼍䥛䭨㕬》、《娝 ˙

譩㼱鮯䱾鏰ⷜ劥䪴銔♧✲。鑪ꨶ䕧硁须Ⱉ

傈饱，㼟㖈〵 67 㹻䨡ꤎ♳僦。

n r 卌幢➝㼬怵涸《㣼䎑ず㷸剚》莊鳵

䎃（2017）♳僦，➛莊遤僱ꂋ。

莊鳵蠝➃ꪫ㣔鑑僦剚；2 剢 28 傈㖈㎗纏簖
蠝㕜䨡ꤎ莊鳵ꨶ䕧佞僦剚；3 剢 2 傈㖈銯

僦，㥶《飓䗞⯘·䊼蟛》、《KANO》、《溏

䎃，卌幢➝邍爚，譩㼱鮯殹儘䲿⣘䟝岁，

锞 103 䎃䏞㕜晚鰊㼬ꆄ劢卓，䖕⢵卌䭰糵

韍莅珏停娂鋕，銴宠⟃Ⱘ넓⡲岁⥃ꥻ䨾剤

17 傈饬度㹒⫄。

停酓涸㼤㓂。䕧谁㷸ꤎ䖕倴 15 傈⟃ꨶ鿟倰
䒭，ぢ耢縭➃荞姊。

n t痧 11 㾂㣐ꢻ❏崎㕜ꥹ䕧㾝涬㜥，Ⱏ

Ⱉ鿈〵抓ꨶ䕧㾝，俒⻋鿈妄Ꟁ꤫宕鞮桧

㼦宠须ꆄ，⚛䪪⩬潈齩ꅾ倞佖㻨ⷜ劥。㸤

㕰ⴀ䌏䍌Ⱙ狲。Ⱖ⚥《抓欰㔐㹻》栽鼇

2015 䎃 10 剢譩䲿デ，⡎⚛劢䧭呪。

俒⻋鿈鸮糵♲䎃莅鑪䕧㾝ざ鳵「〵抓ꨶ䕧

䧭儘剎鑉㉏譩僽や䱦そ管ⷜ、㼬怵，黩䬩。

酓剚㆞，涮邍Ⱇ⥌ぢ䕧谁㷸ꤎ넞㾵䫒陾，

㫟㹻》、《1989 ♧䙂》、《稙蒀㣐珨㚆》

n k  匌ゟ㣐㷸䌌欰，歋ꁀ⻢㸙湌醢、

勛宕捀㼬怵涸瀊晚《㻤ⴼ》，䱳鎣䑛娦陾

捀䕧㾝䍌晚，《緄錬♧停》Ⰵ㕠畹飓晚。

겗，Ⰵ鼇痧 69 㾂㖿㙹䕧㾝「瀊晚錬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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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rt Film Corner），⚛Ⰵ㕠繡㕜痧 13

㾂⚆歲字停ꨶ䕧眏「剓⢕ⷜ䞕ꨶ䕧瀊晚栁」
（The Best Drama Short Film）。

n k  倞⻍䋑私ꏗ晚栁Ⱇ䋒Ⰵ㕠そ㋲，
Ⱏ 24 鿈，⺫䭍：湖渠葻《暜罏》；䓹箰钟

《尝剤蹓踡涸㣔瑠》；ゟ厣屾、㶰牬棭、

桬屛䗞《⼪ꅽ⛓麶䠦搂歷》；䄄宕䗩《聃

鋅〵抓聃鋅늄⯋䡗》；䖛䠑㋮、䖛ꫵ⧍《屎

涸䕹䁘》；卌撏俒《鼄獵㉬✲》；顭撑範《〫
銴䧮Ꟁ㣐》；ꁀ豀㥶、勛⨀渿《鸒䊝遳⿰

⢐㡸䭫贫》；勭䧃翱《繡뜩➃欰》；꤫䘋
恎、ゟ寧稁 《俒卌ꋓ遤》；㷟➝棭、詎㹆
蓸《嵳괐♴》；卌⡡㷸《䧮⦛剓䖕涸ꫭ僱

瀊Ꟁ》；꤫悦榼、飅棇楧《怔崩麂鋅⡹》；
私䁌ば、鑹兒兰、詎䓛ⶍ《㡏➃⛓䧗》；

✵⯕⚥《希ꆄ攨》；랔笞蠩《劣畀♶⨢》；

ス厬蠩、嘥姻㻫 《牟僈✲䨾》；꤫肬ꫭ

豤ꉎ㮵《牝䧮㥪㶲》；⡦㮵㮵、桬來ㆹ《駈
㣆鼹㞯》；瀖⨀缦、峿榮䓽、䓹䟃䙼、䓹
꧉㮵《ꏈ㥏㷛灶䂾鎹》；꤫纻蘁《噲莻

Pole Dance（瑠⚥噲莻）》；ꤷ㷂俒、㸢
稇䟃《剤织艝涸➃》；鳟⢆㹆《ⴕ棵》；
ヰ俒妲《Exchange》。

䎃，㕜㹻ꨶ䕧⚥䗱鋊ⷔ「諴㮓䗱，♧䪾ꫭ：

涯⯕ꨶ䕧鼇礩」暶㾝，➛莊鳵䏠锓剚，鼝

锞卌尣莅《䕧㠢♧➿㦣㩷：涯⯕⫄㣼》⡲
罏⧋剤秫ⴀ䌏。㾝劍荛 5 剢 21 傈。

n ko넞꧆僱㣔谁遯眏涸「䕧·갠〵抓」

ꨶ䕧虋㖒갉坿剚，䖰❀⼧鿈〵抓ꨶ䕧⚥ⶩ

鱀 140 ⴕꗻ礶螠䕧⫹⿻ꂂ坿，歋话牏証二
⟤醢⡲➃⿻㼬翕，갉坿剚䵩ꂂ넞䋑❜、⚆

私ざ㈖㕰⿻峿侣㜜、卌㸻莇、痘橵갉瘞♲
⡙姐䩛Ⱏず邍怵，鸮Ⰽ儻倴넞繡긭虋㗗䑞
㜥莊鳵。

n kt 卌㷂闉㛂㼬涸《❀僤秹눴䎁㥏》
栽䖤繡㕜ꡠ䃋㕜ꥹ䕧㾝껷栁剓⢕䕧晚，⚛

⚂Ⰵ鼇螠渿갾❏繡䕧㾝、纏㣐ⵄ⡱繏⧍倛

螠铃ꨶ䕧眏瘞。

n km 傈劥㣐ꢻꨶ䕧眏Ⱇ䋒栁갪，《緄



n oo 《〫銴䧮Ꟁ㣐》，⫦ 24 㹻䨡ꤎ♳

䕧⿻갉佪栁。

牱䨼。《❀僤秹눴䎁㥏》鹋劣⟃〵 350

⚺錬、㥏ꂂ錬、⾲ⶾ갉坿、繡遯䭸㼬、伢

㔐㹻》栽錚滞➃孵栁。

峿㷆㉬㼩姽邍爚：「湡㕜Ⰹ岁䖒⚛劢盘

溫棟颣」（剓⢕怵㆞栁），私ꏗ晚《抓欰

䭍《䟅➃靽》、《ㆭ♧㣔䧮⦛剚굳》、《桬

（⥜䗂晝）、《⻍❩䠦䞕佦✲》㖈〵♳僦。

갪、栽栁Ⱄ갪，⺫䭍剓⢕ꨶ䕧、㼬怵、㥏

n kr ⚥㕜䕧갉䎂〵「䠦㣼谁」鏤用〵

껻度、꼛⢵銯❏、倞⸈㗗涸嵳㢫晝奚。

《궤㉻》、《䧮⢵荈秣秉》、《㹻剤㓳✲》

《只要我長大》（圖片提供：華映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錬♧停》涸怵㆞ Ella（꤫㎗埢）栽「谔䌌

n ks ⾲⡞字㼬怵꤫悦榼倞⡲《怔崩麂

㹻妇》、《䧮⦛⨢䨞ゅ！》、《䠦㖈幀猨》、

暨

n kk ♧⛰㔋○䎃➿䕧僤涯⯕鸚⚆⼧Ⱉ

n kk歋螠僦㫨坿䲀ⴀ涸《螠铃㣐䱖墂》

꧌穡⛰鿈螠铃晚，⟃䠦䞕ꨶ䕧捀⚺겗，⺫

2016 年台灣電影

鋅⡹》➛莊鳵껷僦。湡捀姺鑪晚䊺颪ⴀ

n kl 痧 10 㾂❏崎ꨶ䕧㣐栁Ⱇ䋒䖤栁そ

㋲，⣶㷂颩㼬怵涸《ⵞ㹐耴ꦡ㫟》Ⰵ㕠⛰

僦，ⴀ〵⻍ 110 蠝、〵 300 蠝涸❮滚
蠝牱䨼，涬♳㕜晚ⱟ鮪。

抓畀，갸鎙遼乹〵抓䕧鋕欴噠。俒⻋鿈Ꟁ

n oo 〵 抓 剓 㣐 栬 用 ꨶ 䕧 涮 遤 ㉂

ⵖ騗㞯笪騟Ⰹ㺂，Ⱖ➮㕜㹻㥶姘繡瘞鋊眕

on Demand（COD）」侸⡙⚮崩剪。

CATCHPLAY， 㹒 䋒 䲀 ⴀ「CATCHPLAY

⛳♶㢵，䥰䱰《⡦珏盘ⵖ⡲捀，ⱄ竤歋
騗鿈剚鎣锸。」

n ot ⚆倞㣐㷸㷸欰ゟ㎗帩、卌荞⟤㛂
㼬涸《鋷㺙デ涯》，鼇痧 69 㾂㖿㙹䕧

n kp 痧 38 㾂ꆄ琝栁䕧㾝䍌，㾝劍㼟

㾝「瀊晚錬衆㋲⯋」；歂殗噠涸吥鿓薳

荛 27 傈，⚛倴 28 傈饱荛 5 剢 15 傈㖈

ꋸ㛂㼬涸《䖰姽麕衽䎋犷䘰坿涸傈㶩》，

〵ぐ㖒䊣鶬佞僦。

栽銯棵暆㕜ꥹ氭氻瀊晚ꨶ䕧眏（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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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Short Film and Art Festival,
FICAE）ⷜ䞕晚껷栁。

t k ⚥㕜㼬怵殗餉㛂㼬涸《騟鼹ꅿ귭》

㕜俒⻋栁栁畎✮䖤⚺：㼬怵勛遤、䒊眡䌌

⦐䕧㾝，栽栁⼧✳䏠。➛㖈〵♳僦，殗餉

勛✝剽⿻⡲㹻꓃聕佟。遤佟ꤎ俒⻋栁僽㕜
㹻剓넞涸俒⻋栁갪，邍䳓⪂ⴀ俒⻋➃㡦涸

穅魨䧭㽠，갼䱇俒⻋栁畎、阮剅⿻栁ꆄ涰
蠝⯋。

n om 「ꆄ꼛 53」䕎韍䑞デ，鼝锞箩歒
螠酓㼬怵馢䗞脒、倞⸈㗗㼬怵꤫ㆹ谁、⚥
㕜㼬怵殗饓⦐ⴽ䬝伢。

n os ꆄ꼛㼬怵詎僈❮倴⻍䌌繡遯긭莊
鳵「搂搂溭Э詎僈❮㣐㾝」，㾝錒Ⰹ㺂

⟃《搂搂溭》、《銯麉》莅《猨傈》♲鿈

瀊晚Ⱏず穉䧭，劍㼟莊鳵鋷㶩㢹㺋、幀
㢹闍㛔、㼭㘗怵㈖剚瘞崞⹛。㾝錒䭰糵荛 4
剢 24 傈。

n or 《⨴䘎勠》佞㯯넓䱳棵，ⷜ穉
鸤㘗、㜥兞刕⯕。鑪晚罳儘♬⦐剢，㖈䚻

僱怏䊝㿋⼦倊须 5,000 蠝〵䍤䵩䒊⚺㜥兞，
⽑ 㖒 ✳ 涰 Ⱇ 갧， 鋊 垸㼟鵜⼱䏠㿋，Ⱏ秉

⼧❀啥垜䨼，Ⰵ勠〡䩧鸤鵜❀⼧Ⱇ㽯じ堀。

栽ꆄ꼛栁剓⢕倞㼬怵。鑪晚荛➛䊺⸈ 41
⢵〵㹒⫄，㼟䖊荛 10 傈ꨆ〵。

t n 痧 35 㾂껻度ꆄ⫹栁➛갼栁Ⱙ狲Ⱇ

䋒䖤栁そ㋲，㕜晚《耴ꦡ㫟》栽剓⢕Ⰽ䁘
螠铃ꨶ䕧。

t m 薊㕜䕧谁㷸ꤎ（British Academy of
Film and Television Arts, BAFTA） 㖈 峫 勒

熘ⴕ鿈鏤用涸㣐♶겮栁，㹒䋒갼✮勛㸞
「⪂ⴀ㼬怵栁」。⚺䌏⳯貽·䋒卌（Kieran

Breen）邍爚：「勛㸞搂毠僽殹➿剓Ⱘ澰
䚍涸㼬怵⛓♧，♶⫦剤⼾馊涸㕜ꥹꨶ䕧䧭

㽠，刿♶倬㾝植㣐苠涸鼇乵莅涮➃幀溁涸
錚럊。」갼栁Ⱙ狲㼟倴 10 剢 28 傈莊遤。

t r2016 䎃倞⻍䋑私ꏗ晚栁，嫦鿈䕧晚

〳栽 33 蠝⯋涸䬝伢酢⸔，⟃⿻湌醢䊨⡲㖷

涸㻜颶⼿⸔，晝奚娝㼬怵䨾剤。䖤栁そ㋲

Ⱏ鎙⼧✳鿈：湖渠葻《暜罏》；卌撏俒《鼄

獵㉬✲》；顭撑範《㼦䪪♧⦐㹻》；ꁀ豀㥶、
勛⨀渿《鸒䊝遳⿰⢐㡸䭫贫》；㷟➝棭、

《失控謊言》（圖片提供：內容物數位電影製作有限公司）

嘥姻㻫《牟僈✲䨾》；꤫肬ꫭ、豤ꉎ㮵《牝

t kt 痧 8 㾂Ⰽ䁘ꨶ䕧眏䍌，䕧㾝ⴕⴽ

ヰ俒妲《Exchange》。

⻍❩、㣔峸；5剢12傈荛17傈倴〵⻍、蔅角。

t p 哆Ꟁꏳ㛂㼬涸《㜡デ棵Ꟁ—⹅䖃湬

t ks繡㕜䑞久ꨶ鋕⼿剚㖈颻㙹莊鳵「

䧮㥪㶲》；⡦㮵㮵、桬來ㆹ《駈㣆鼹㞯》；

椕騗㯯넓ⶾ倞䂾剚」（NAB Show），Ⱖ⚥

爚䕧晚嶍⿻〵抓䗚Ⱕ陾겗，♶䖤⸈涮邍

《⼱㜥搂箁䨞✲》ꨶ䕧 11 ⴕꗻ涸晚媯，捀

䕧〷껷鿈⟃ 3D 用넓、4K 넞鍑區、⟃嫦猲

剚，劢⢵䛌䙲⛳ꨈ㖈⚥㕜♳晚。ⷜ穉ⴀ㕜

120 䌬桧（湡垦彋捀 24 䌬）⛓鋊呔伢醢。

縨湱ꡠ顥欽䴦㣟秉 30 蠝。

t kn 垜♧㸞㛂㼬涸《㣟䱾閦鎊》㖈❩

넞꧆煡륌䃚靽。

➃⛓䧗》；✵⯕⚥《希ꆄ攨》；ス厬蠩、

꤫䏭㧚㖳ⴀ䌏㹒⫄。



「ꨶ䕧劢⢵」灇鎣剚，껷䏞Ⱇ勛㸞倞⡲

「〵抓ꨶ䕧䲀➝剚」，⚥㕜㻤䪡劢麕，邍

詎㹆蓸《嵳괐♴》；꤫悦榼、飅棇楧《怔
崩麂鋅⡹》；私䁌ば、㸢尃镎、詎䓛ⶍ《㡏

倴Ⰽ䁘㔋⦐㙹䋑駵，4 剢 14 傈荛 19 傈倴

》，⾲鎎 19 傈⸈⻍❩ꨶ䕧䋑㜥㾝⚥涸

Ⱖ➮䬝伢㖒럊⺫わ倞畾倞㚅ꔩ⽂㕨、蕑吒

⼾貽ꔩ㣐䃚靽、⽂䫏뛩靽ꀀ㼭⼱㣔畾卌、

暨

四
月

n ot 俒⻋鿈莊鳵痧 35 㾂遤佟ꤎ俒⻋栁
갼栁Ⱙ狲，歋遤佟ꤎꟀ䓹㊥佟鋷䱇⚥螠字

2016 年台灣電影

植㜥䵩ꂂ꧱ꨮ㼙䫏䕧禺窡佞僦。

t ks 《52 饟蘘䧮䠦⡹》3 剢ⴲ㖈〵⻍

螠㙹莊鳵껷僦剚，⚺怵鏪榏歉、桬厣⪂、

牍㺙ꖏ，䬝⟃⢵，♶㼱㢫兞䱰康乹倰



2016 年度台灣電影
TAIWAN CINEMA
YEARBOOK

䒭馜䬝，《兞⺫䭍：字欰爢⼦、⥌纏⼦䕧㙹。
➛㖈㣐⢕屎憺Ⱇ㕨䬝伢㣐㘗㭶狲㜥，䋑

Ꟁ叕俒ㆹ植魨晚㜥㹐⚮「〵⻍䋑Ꟁ」♧錬，

♳涰荆怵瑭㭶秲、銯酤。

t kr

纏㣐ⵄ竤Ⱙꨶ䕧《倞㣔㛔坿㕨》

（Nuovo Cinema Paradiso）侸⡙⥜䗂晝，

五
月
m o 랔劊❮㛂㼬涸《㣐ꆥㆥ》，歋韣ㆥ

❮、话姻륌、嘥顜㰃、ゟ⯘纈、闒尬䛸瘞
⚺怵，➛莊鳵ꖏ⭑䒭。

㖈〵♳僦。涮遤㉂涮饱「㼦䪪〵抓倞㣔㛔

m s 痧 10 㾂 TIDF 〵抓㕜ꥹ私ꏗ晚䕧㾝

ꤎ⚮鸮僦怵，莅䨡ꤎ⺫わ：蔅角㺢ꅽꀀ

⯕럊螠㿋ꨶ䕧긭莊鳵。儘ꥬ䒒Ⱉ䎃，껷䏞

㣐卌蠝㕜䨡ꤎ⿻넞꧆繡慮痧♧㣐䨡ꤎ。

私ꏗ晚，「笃蒀㼭穉」䧭㆞⛳㼟莅僦䖕

坿㕨鎙殥」，꧌〵抓⻍⚥⽂植㶸涸罉䨡

榰莻⚸䨡ꤎ、㹆貽❀穡ꀀⵄ愯䨡ꤎ、㎗纏

t on 〵抓殆㷸欰ⷠ僒、嘥㭫㛂㼬莅管
ⷜ涸《⛝⛟》，栽 2016 繡㕜秣秉综頺⽓䕧

㾝剓⢕㷸欰瀊晚，僽㈔♧Ⰵ鼇涸螠铃晚。

鑪晚Ꟁ 14 ⴕꗻ，䧭劥秉 3,500 繡⯋，捀
鵦〵劍⟃♲㣔䬝伢㸤䧭。

t on搂箔㖈〵♳僦涸ꤷ晚《繡➃눴》，

「䠦㣼谁」〵抓畀➛莊鳵鑑晚佞僦，䒸

そ➃劊翱。24 傈Ⲵ兒饱㖈「䠦㣼谁」笪畀

⣘剚㆞錚颣。

➛傈饱荛 5 剢 15 傈劍，㖈〵⻍倞⯕䕧㙹、

佞僦《⡹䙦랃♶䤨䙭！ꅿ涰ざ㷸麌》㸤侮
䏠锓。

m s 꼛 ⢵ 銯 ❏ ꨶ 䕧《 鰜 摖 䎃 ➿ 》 ⟃

♧⛰❀○䎃➿涸꼛⢵銯❏㕜㹻駈椕捀胝
兞，醢⡲顥 4,000 蠝，50 㣔䬝伢劍，㢵麨

268 ⦐暶佪ꖏ걧。䍌䖕㕰纈꧌〵抓、慍
崎ぐ㕜礶薊，歋〵抓《KANO》獔렳僅二⟤

伢䕧䌌，勭睛⛓頾顑갉佪。鑪晚 1 剢㖈꼛

⢵銯❏♳僦Ⱉ鹋，牱䨼⤑瑳灶 6,400 蠝〵
䍤。➛傈饱㖈〵♳僦。

m k  痧 18 㾂〵⻍ꨶ䕧栁Ⱇ䋒Ⰵ鼇そ

㋲。㔔 9 傈涮欰㸽笪そ㋲䲿傍㢫峾，⚺䌏

t os 玑⨀韝㛂㼬涸倞晚《湡乹罏》，

勛㾓频ⴀ麥姊。

涸 3、4 剢♳僦。

m ko痧 15 㾂㙹䋑麉暜䕧㾝崞⹛㨥，䕧

莊鳵媹ꫭꂋ剚，䕧晚갸鎙㖈僈䎃（2017）

㾝䭰糵荛 22 傈，㖈銯歖溫㊥繡䨡ꤎ佞僦。



m ko 痧 8 㾂Ⰽ䁘䕧㾝㖈坿耫䕧㙹莊遤

2016 年台灣電影

暨

m kl倞獵字✳➿ꀎꥑ㫫㛂㼬《㽳》，

䍌䒭⿻䍌晚《罉挪⯥》佞僦。⚥㕜➿邍

⟃螩䖒频怒䊨捀겗勞，䕧晚Ⰵ鼇㖿㙹「㕜

㕰⺫わ䓹㕜用、꼟㼭ⶍ瘞⼧긅➃⢵〵㹒⫄。

ꥹ䕧鐱➃鹋瀊晚畹飓」㋲⯋，僽㈔♧〵抓

ꨶ䕧➿邍，➛㖈㖿㙹莊鳵⚆歲껷僦。

m kn 痧 10 㾂 TIDF 〵抓㕜ꥹ私ꏗ晚䕧

㾝Ⱇ䋒䖤栁そ㋲。（鑬稣䖤栁そ㋲锞鋅䖕

m ok ⷠ 䒊 ⨀ 㛂 㼬 涸 私 ꏗ 晚《 䗏 ⯕ 儘

俒〈2016 䎃螠铃ꅾ銴ꨶ䕧栁갪Ⰵ㕠冸䖤栁

➿》，Ꟁ麨♲䎃鷆髠ꫭ㼱䎃莅㕜ꥹ䘋䊨涸

m kn ⾲ 㶩 僦 韍  莅 醢 晚 涸《 ꫭ 猒 歑

m oo歋卌⣜兒醢⡲、䓹榏溫㛂㼬涸《鶵

佦✲，倴銯歖 in89 韝螠䨡ꤎ莊鳵暶僦剚。

そ㋲〉）

넞》，㖈㕜㹁〢髖「⾲傈劥嵳鮪뒉㿋搂箁

鸁〵⻍》，㖈㙹䋑康暜䕧㾝莊遤껷僦。劥

鸤䧭♲贖灶峯。넞꧆䋑俒⻋㽷銴宠⨢姺䬝

㡦涸殗噠⡲ㅷ，晚Ꟁ 17 ⴕꗻ，罳须 200 蠝

ꨶ⥌䨾」䬝伢儘，♶䢆驫灶〢䒊眡暟晘㠗，

晚捀卌⣜兒 2013 䎃饬薊㕜余隡輶䍌邍怵焚

伢，㼟⣜麬《俒⻋须欴⥃㶸岁》㼩ꨶ䕧

〵䍤。

縫ꆄ♧涰蠝⯋。

m on 痧 15 㾂㙹䋑麉暜䕧㾝Ⱇ䋒畹飓䖤

噠罏䲿デ，剓넞〳贖❀䎃⟃♴䖝ⴡ䧴⢘猰

栁そ㋲：麉暜껷栁《鳵呲》、麉暜鐱㻤栁

m kt 痧 69 㾂㖿㙹䕧㾝「〵抓⛓㢹」

《䧮鎣⿈⡹》、麉暜剓⢕栬用 MV 栁《堜

ꥹꅾꆀ秹䕧㾝瘼㾝➃、䕧➃、ꨶ䕧堥圓➿

錚滞牱鼇栁《ꨔ➃－䕠娀敁 》。

ꂋ剚，倴 Plage Royale 涽㹻嵳抂莊鳵。㕜

虋－搂そ姐》、黇匌悴⸂栁《䋪侒ꫭ䎃》、

邍、㯯넓、䕧鐱➃、涮遤㉂莅㕜Ⰹ晚㉂瘞

秉 350 ⡙频㹐ⴀ䌏。

m ot꤫桪棁㛂㼬涸《䧮涸㼱㥏儘➿》，

12 傈㖈ꯓ㕜♳僦，♳僦荛➛✳鹋䊺麨⼧Ⱄ
蠝錚䕧➃妄。

m kt嘥➋颩㛂㼬涸⹛殥晚《呠跨彂鎹》

（⚥㕜♳僦そ捀《ꫭ跨籏⹛㆞》），㖈⚥

㕜♳僦牱䨼麨 4,300 蠝。2014 䎃㖈〵♳僦
儘牱䨼 483 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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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m 勛䐁欰荈管荈㼬荈怵、詎僈❮湌醢

六
月
s k 须幀怵㆞、欰巆♲䫵ꆄꗻ涸桬榰，
㔔䚊䚍䗱肾邝畫⚆，❧㡽 86 娔。桬榰僽
鏪㢵➃䗱⚥涸♶侁䕧䋷，2014 䎃怵ⴀⰗ鋕

ꨶ鋕ꨶ䕧《〫䟝嫲⡹㢵崞♧㣔》，⟃ 83 娔

s m 桬㣐ꤷ饬傈ꯓ㹒⫄《䧮涸㼱㥏儘

王瑞，1930 年 7 月 25 日出生，本名王錫

♳僦♧⦐剢，瑳灶 35 蠝錚䕧➃妄，牱䨼稡

與表演結下不解之緣。政工幹校影劇系畢
業，後加入中視當基本演員，擅長扮演反
派，1974 年以中視《一代暴君》的奸臣趙
高一角成名，也曾於《俠女》飾演東廠宦
官。生涯三抱金鐘，1991 年以中視金獎劇
場《無色的愛系列：鹹魚翻身》首獲男演
員獎肯定；1997 年以中視金獎劇展《夢土》
拿下男配角獎；2014 年以 83 歲高齡詮釋《只
想比你多活一天》裡辛苦照顧罕病兒子的
老父，再奪迷你劇集 電視電影男主角獎。
2000 年以《天公金》獲台北電影獎最佳男
配角獎。

s o 痧 53 㾂ꆄ꼛栁鐱㻤㕰⚺䌏歋껻度

そ㼬鏪ꭕ螠ⴀ⟤，➛䎃䕧㾝倞鏤栁갪⹛殥

瀊晚，➛傈饱㨥㜡そ，6 剢 30 傈䨔姺，
ⷜ䞕晚、私ꏗ晚⿻⹛殥Ꟁ晚捀 7 剢 1 傈荛

31 傈。10 剢 1 傈䳷凶Ⰵ㕠そ㋲⿻䨾剤鐱㻤
㕰䧭㆞，갼栁Ⱙ狲倴 11 剢 26 傈㖈㕜昿私
䙂긭莊遤。



上是兩岸公認的領航人，他最亮眼的成就在

Society）。

➿》，⸈⼧㔋㜥僦䖕䏠锓，3,700 䓹牱

瑞，祖籍山東泰安，小學演出學校話劇，

栽 I3DS 㕜 ꥹ 㣐 栁（The International 3D

㺢㙹、嘥㶩㨪⚺怵。Ⰽ鿈晚㼟㖈〵⻍ꨶ䕧

넞룲乹侁滞㢵歑僤，ⱄ栽痧 49 㾂ꆄꗻ栁鶵
⡹ⷜ꧌ ꨶ鋕ꨶ䕧歑⚺錬栁。

青天》、《新白娘子傳奇》等，還當過演員。

䎃鑪晚莅勛㸞《㼱䎃 Pi 涸㣼䎑怔崩》ず

眏⟃牟牍㜥鹎遤껷僦。

䊺㈒緛，㢵麨❀涰㢵⡙䕧鶵䱺堥。鑪晚㖈ꯓ

於全方位，堪稱戲劇活字典。1995 年國光

s kt 㕜⯕ⷜ㕰껷⟤谁遯籏湌、须幀䨡

民間故事的「京劇台灣三部曲」，包括《媽

顀併㔔䎃罉荈搭麕⚆，㖈♧澖㡽穅姻㻔，

台灣的新編京劇指出一條道路。

ⷜ㹻顀併鴀⚆，❧㡽 85 娔。➮涸鋷邍爚，

祖》、《鄭成功與台灣》、《廖添丁》，為

饥儘㺂⼧ⴕ㸞鑬。

s kr 繡㕜란䊝痧 17 㾂兜繏影倛侚㕜

貢敏，1931 年 1 月 21 日生於南京，本名

貢宗耀，筆名金聖不嘆。父親熱愛京劇，

s kk ⟃ 蒀  ⽂ 倰 㕜 ꥹ 䕧 㾝（Cinema

國民軍的話劇隊，1950 年隨軍隊到台灣，

䗞脒㼬怵㼠겗」㋲⯋，⺫䭍倞晚《绿综⛓

瘂弦、張永祥、劉維斌、宋項如等好友。

⚛莊鳵「馢䗞脒㣐䌌闍㛔」。馢䗞脒倴 6

拓及戲劇評論與研究。

侮⦐㙹ꔩ䱦怏鑪晚ⷜ撑溏匢，佞僦㜥妄㈒

副導演、剪輯、配音等基礎工作，後以編

儘馢䗞脒瘘ꨶ♧䏞鄄尝佐，䎋捀䓽ⵖ䩯麌。

其中《成功嶺之歌》獲金馬獎最佳紀錄片

s ko 勛奚䂾㛂㼬涸《蟠㷸㕨：㼦䪪煡

情長片，代表作有第 1 屆金馬獎優等劇情

ꥹꨶ䕧眏（Provincetow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PIFF）⚥，勛㸞栽갼「ꍵ䕧➃

自小培養對戲劇的興趣。1948 年，他加入

栁」（Filmmaker on the Edge）。

進入政戰學校第二期影劇系，結識聶光炎、

㙹》瘞❀鿈Ꟁ晚⿻✳鿈瀊晚倴殹㖒껷僦，

1954 年畢業後，開始從事舞台劇編導，並

傈荛 8 傈鏞，《绿》晚捀䕧㾝⚺鋕錏，

1961 年轉調中製廠，初任場記、劇務、

緛。8 傈尪繏秝䋑㜥涮欰䵻乹呪，堥㜥㸞增

國光劇團藝術總監王安祈認為，貢敏在京劇

劇團成立，他應邀出任藝術總監，取自台灣

琎 8,600 蠝〵䍤，ⵘ倞〵晚㖈ꯓ颪䏠私ꏗ。

South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鋊ⷔ「馢

暨

㕨，雊⨋ꀀ㷸留䠮「〵抓栬暶⛓繡。2013

涸瀊晚《 ♧䙂》，晚㖈銯歖䬝伢。怵

㆞ゟ⚥㣔儢⼮㼬怵涸《㣔❮⛓》，歋鿓

2016 年台灣電影

s kp 痧 19 㾂♳嵳㕜ꥹꨶ䕧ꨶ鋕眏➛

Ⱇ䋒䖤栁そ㋲。（鑬稣䖤栁そ㋲锞鋅䖕俒

〈2016 䎃螠铃ꅾ銴ꨶ䕧栁갪Ⰵ㕠冸䖤栁そ
㋲〉）

s kp 剎「㼓「剓Ⱘ䕧갠⸂涸❏崎伢䕧

導為主，包括新聞片、紀錄片、軍教片，

䌌⛓♧」⡦谝，㔔肾拨䟅⻋㖈繡㕜⸈䊝翱

蚛銯涸ꄴꤎ氻鸚，❧㡽 84 娔。

獎及最佳紀錄片策劃獎。後來開始製作劇

何藩，1931 年 10 月 8 日生於上海，1949

〢》，佖管荈눦岁禺ꨶ鋕ⷜ《蟠㷸㕨》，

片《宜室宜家》、文藝片《感情的債》與《荷

年隨家人移居香港，為重要攝影師，亦曾

ꨶ䕧晝倊须 1.5 ⭚，暶佪⼮秹、䓽⻋䨞놽

葉蓮花藕》、黃梅調電影《新西廂記》，

任演員及導演，攝影成就斐然，1956 年起

䬸䒭。怵㆞勛傱ꩯ、⩬ⱟ⪂➛饬♳嵳㕜ꥹ

以及與吳念真合寫劇本的社會寫實電影《慧

贏得超過 280 座國際攝影獎項，2012 年被

ꨶ䕧❜崩蘢剚。

眼識英雄》。此外，他也是《揚子江風雲》

攝 影 專 業 網 站 IPA（Invisible Photographer

的副導演。

Asia）選為「最具影響力的亞洲攝影師」之

s kn 刼用㛂㼬涸《3D 〵抓》，⟃

「3D 遤⹛ꨶ䕧ꤎ」幀Ⰵ〵Ⱄ涰㢵䨾吥

貢敏觸角廣且深，電影之外，也寫小說、

一。1961 年加入邵氏，當過場記、演員、

廣播劇、劇評，電視劇編劇代表作有《風雨

導演，以《西遊記》的唐僧一角為人所知。

生信心》、《寒流》、《天涯赤子情》、《包

1970 年以實驗電影《迷》，在柏林與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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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展放映。一九七○年代後以導演身分活
躍電影圈，多為艷情電影或三級片，包括
《春滿丹麥》、《長髮姑娘》、《浮世風

2016 年台灣電影

暨

傈㖈⚥㿋㛔、倞⯕䕧㙹、⯕럊螠㿋ꨶ䕧긭
莊鳵。

情繪》、《我為卿狂》等。
因攝影名家郎靜山的推薦，何藩在 1976
年獲行政院頒發「優秀華僑青年獎」，而
有機會在台灣北中南十二所大學當客座教
授，包括台大、淡江、成大、藝專等，傳
授攝影與電影。他也曾在 1992 年擔任金馬

七
月
l k 〵⻍䋑ꨶ䕧㨽㆞剚㼟⼿⸔繡㕜䕧꧌

《蝳둷倞獵字》（Fresh off the Boat）⢵〵
䬝伢。䕧㨽剚斊麌Ⱄ䎃⟃⢵，剎剪《ꪫ

獎評審，1996 年退休移居美國。

s ol 姐䩛卌⤧⪂㖈⻍❩幢螠㣐㷸涮邍
껷鿈갉坿私㻜晚《聃·鋅卌⤧⪂》。鑪晚

罳儘 455 㣔，倊须 800 蠝堾騗繡㕜、僤꼛、

껻度ㄤ〵抓瘞㖒䬝伢。갸鎙倴 7 剢 7 傈♳
卺侸⡙䎂〵。

銯》（Lucy）、《尐랿》（Silence）、《㼱
䎃 Pi 涸㣼䎑怔崩》瘞晚。

l k 剎⟤䕧鋕管ⷜ⿻㼬怵涸㷟ꤿꨆ⚆，
❧㡽 79 娔。

孫陽，本名孫正中，1937 年生於南京，

s op 痧 18 㾂〵⻍ꨶ䕧眏㕜ꥹ倞㼬怵畹

飓鐱㻤㕰⚺䌏歋馊⽂硃㼬怵꤫薊꧆（Tran

Anh Hung）二⟤，Ⱖ㸐鐱㻤⺫䭍醢晚勛捙、

㼬怵卌剅㸙、䕧鐱➃㸙歊䊛䎋峕（Udagawa
Koyo）、瘼㾝➃䓹俒⪂瘞。

湖北隨州人。父親孫繼權曾參與推翻滿清
的武昌起義。孫陽曾任影視編導、製作人、
製片協會編劇班主任、華視編審企劃、華
視訓練中心編劇班召集人、中華編劇學會
理事等。國立藝專畢業，寫過武俠小說，
早年跟隨名導潘壘作副導。編劇作品有《無
情刀》、《青龍鎮》、《母與女》、《愛

s op ⣶㷂颩㼬怵栽㤹倛⽓繡㕜䕧谁㷸

情一二三》，導演作品有《無敵刀王》、《虎

Ⰹ㟞⸈ 500 ⡙ꬌ涯➃剚㆞、1500 ⡙㥏䚍剚

《玉劍飄香》等。近作為舞台劇劇本《夏

ꤎ倞剚㆞鼝锞。䕧谁㷸ꤎ涸湡垦僽㖈❀䎃

牙山》、《桃花三娘子》、《愛的小草》、

㆞，鷷䎃劊㢵⯋⻋佖ⵖ。

雪》（李行導演）。著有影劇美學專書《電
影及舞台劇構成：影劇傳播創意觀》。

s n  痧 18 㾂〵⻍ꨶ䕧眏駵，➛䎃

歋鏪榏歉、瀖걧二⟤䕧㾝㣐⢪，荛 7 剢 16


l o 䕥⻋宕ꫵꀀ䧭繡俒⻋㕨⼦涸䎋犷ꨶ

《六弄咖啡館》（圖片提供：好好電影工作室有限公司）

䕧ꤎ，⟃ 220 す巊兪輶䍌，䵩ꂂ 4K 넞殥

⪔糵꧌，劍鏪䒂⠽莅➮㕜㥶〵抓、傈劥ㄤ

l n 銯 棵 暆 㼬 怵 ⡦ 僈（José Miguel

l s 䓹幢䂾㛂㼬涸《괐ꨣ넞䩛》，歋랔

颶ㄤ갉佪，➛饱鸮♬鹋久僦冖⧺墂劍ꨶ䕧。

ꯓ㕜㼬怵ざ⡲，갸鎙⟃〵抓⮛⯓。

듳⼮、桬䗱Ⲵ⚺怵，➛㖈銯歖莊鳵껷僦，

García Sánchez）莅〵抓醢晚➃ꯓ妇妇ざ

⡲䬝伢《鷴鋕Ⰹ䍌：〵⻍莍㙹⼦䗂莇麌⹛》，

麂♳䓽괤㽳⠭暶。7 剢 8 傈饱〵♳僦。

㸤侮鎹ꏗ〵⻍䘞㷂堀䒸麥鄄䬓ꤑ瘞娜〷殥
，➛莊鳵㯯넓蘢侃。➮ 2015 䎃剎⢵〵⟃

l p须幀怵㆞涯僈螠鴀⚆，❧㡽 85 娔，

蔅角「剎鎹란禙」捀겗，䬝伢私ꏗ晚《Mochi

갸鎙㖈 8 剢 1 傈莊鳵デⴽ䒭。欰ㄐ⚥剤 71

遤ꌼ䕧晚涯ꆄ栁。

浹㥪，㽠㥶摳뇬ꨆ♶뒪晚，嫦룸䨡鿪僽

Mochi》囙栽痧 49 㾂⠅㡦갾㕜ꥹ䕧㾝剓⢕

䎃䫏魨怵谁䊨⡲涸㥠，剎铞：「䧮㼩䨡涸
䘰坿怵ⴀ。」

l m ꨶ䕧《Ⱉ䒚ㄳ㉱긭》莊鳵㯯넓鑑晚

白 明 華， 本 名 劉 綉 菊，1931 年 生 於 台

耢鏞，㼬怵谑❁埠⨖卌厣㸪ⴀ䌏。

灣，以阿嬤形象為人熟知，特別是長壽本
土劇《鳥來伯與十三姨》裡的阿春姨嬤一

l s 度晚《⼧剢》倴繡㕜秣秉❏崎ꨶ䕧

角。14 歲出道，五○年代時和作曲家楊三

眏佞僦，湌醢詎鸮僈「鏞儘鷴ꪫ，䊺㖈硁

郎共組黑貓歌舞團，為舞團台柱，也曾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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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楊麗花歌仔戲團。電影作品包括《太平
天國》、《稻草人》、《無言的山丘》、
《紅衣小女孩》等。2009 年以公視人生劇
展《三十秒過後》入圍金鐘獎迷你劇集女
配角獎，2013 以《忐忑》獲得金穗獎一般

l ko《Ⱉ䒚ㄳ㉱긭》8 傈饱鸮莊鳵♲傈

〡烵㜥，㜥妄♶㢵，〵⽿剤 300 蠝牱䨼，
Ⱖ⚥〵⻍剤 105 蠝涸牱䨼䧭籑。

l ko 度晚《㺯䨞 2》8 傈♳僦⟃⢵，箎
鸤鵜 5,000 蠝〵䍤牱䨼私ꏗ，䧭捀➛䎃〵
抓螠铃ꨶ䕧牱ⱟ鮪。莅怵ⴀ涸〵抓怵

㆞䕠✵儫、嘥牃㻞鋷荈怵ⴀ⹛⡲㜥，栽
䖤肥㹁。

l kn 《Ⱉ䒚ㄳ㉱긭》莊鳵껷僦剚，㼬

怵ゟ㶩ꨣ（瘘そ：谑❁埠）桧걆⚺錬卌厣㸪、
袚㶩⨴、겝⼾ⴀ䌏。14 傈饱〵♳僦。

l km 《垜♴涸䨼㹐》Ⰵ鼇岁㕜䊼랫鑠

呪，〵⚥䋑佟䏎莅䖤垦斊麌涸⚥䕧Ⱄ䗞Ⱇ

氏期間代表作有《毒玫瑰》、《亞洲祕密

l km 怵罜⮛㼬涸馢謶，㛂㼬⚥㕜ꨶ

〵⚥䋑Ꟁ脌䘋䓽䲀⹛涸「⚥〵抓ꨶ䕧䲀

雄本色》裡提供小馬哥情報的台灣黑社會

栬」谁➃䨥用䗾莅傈劥「螠」怵㆞宐⾲

歋⚥䕧Ⱄ䗞Ⱇ䖤垦，꧱倰㖈 2014 䎃砞

䕧《尝剤ⴽ涸䠦》，鄄莊㜡鑪ꨶ䕧⢪欽「〵

♲⼪㶶耫僈「䧮♶僽〵栬」，邍僈㖈〵
莅Ⱇ字麌⹛僽爢剚莅，⚛搂ꡠ暶㹁럛崣

佅䭰，宐⾲䋞㶩䬝♧媯䕧晚捀姽✲麥姊。
晚倰➛涮邍耫僈「㛚对笞隌牏㕜窡♧㣐㽷，
㕜㹻ⵄ渤넞倴♧ⴗ。㖈㕜㹻ㄤ字停㣐纏♳

⢵♶䖤⼱럊贡⧺，⛳♶㺂鏪⟤⡦垸玱Ⰽ

㉂锓♧䎃㢵搂Ⱏ陏，䊺㖈 5 剢鍑秉。歋

l ol 㪮㽳倛䕧㾝Ⱇ䋒Ⰵ㕠そ㋲。馢䗞

⚥，갸鎙僈䎃 7 剢斊麌。〵⚥倞耂㽷鍑ꅼ，

㕜ꥹ畹飓㋲⯋；㕜㹻ꨶ䕧⚥䗱⥜䗂脌ꆄꋸ

6 ⭚頾顑鏤⪔，〥嫦䎃䫏Ⰵ竤顥⿻㔐꺈〵

⫄㣼》瘞晚，㼬怵顼垴叕、怵㆞袚㶩⨴ⴀ
䌏껷僦剚。

歋鷎墂，《嶋⾲㹁 29 傈㖈⚥㕜♳僦。㢫歲

ꡠ岤䨥用䗾䖕糵ꨶ䕧僽や剚黩ⵌ⚥㕜
㼓媹。

l ok 剎怵ⴀ莻〵ⷜ、〵铃晚、ꨶ鋕ⷜ

l or 私ꏗ晚《搂碜坿》⚺錬⛓♧媲摖

⿻ꨶ䕧涸怵㆞桬⥊，㔔脩茵浓⚆，❧㡽

僈㔔肾浓䟅⻋氻鸚ꄴꤎ，❧㡽 82 娔。㹻㿂

86 娔。

䖤栁そ㋲锞鋅䖕俒〈2016 䎃螠铃ꅾ銴ꨶ䕧

司，儘管台語不流利，靠著配音演台語片



硹涸✲⟝，⚥㕜涮遤㉂⟃䋑㜥畹昰慨捙捀

㱙㱙》、《ⴋ字》。

傑。空軍官校肄業，早年加入「力行劇團」

ꏗ晚《鷠鱲꾷㡦》，➛莊遤껷僦。鑪晚鎹

䒂荛➛䎃冖⧺，⿶麂䨥用䗾鄄顦♳〵栬垦

♶㖈涸儘⦬》、《ⴲ䧗涸痧㔋⦐〳腋》、《权

鎊》⿻瀊晚《⚆私劣涸螠뜩》♲鿈晚㼓た，

l km 耢ざ㜡私ꏗ晚䊨⡲㹔䲀ⴀ껷鿈私

㸞䃋》⾲ 2015 䎃䊺䬝伢㸤䧭，㔔晚そ♶⢕

《湡乹罏》、《顠㾋鎹》、《秋垜㣆》、《⡹

㾝鼇晚倰㾝⨋ぢ㾏넓莅醗넓。姽晚⯓㖈

ꯓ㕜㺢䊛䕧㾝畹飓晚。

l or 䨥用䗾莅怵ⴀ⚥ꯓざ须涸《䎂

ⰟⰔ鿈歍锞呪栽鼇，鰊㼬ꆄꆄ겙ざ鎙捀

l ks 痧 18 㾂〵⻍ꨶ䕧眏Ⱇ䋒䖤栁そ

㕜ꥹ䕧㠢䊺Ⰵ鼇秣秉❏崎ꨶ䕧眏ꟗ䍌晚、

⛳栽鼝「㪮㽳倛竤Ⱙ」㋲⯋껷僦。

l kp 俒⻋鿈䕧鋕㽷➛傈Ⱇデ 105 䎃䏞

俒⻋ⶾ⡲荈歋䥰馄搭罜搂佟屛꣖⸂。

佞僦《㿋屎佦➃》、《24 㙹鎹》、《嵳♳

1979 䎃㛂㼬涸《㿋⚥⫄㣼》侸⡙⥜䗂晝，

♶㟞⸈갸皿⾲♴，ꅾ㉬䬸㉂。

9,500 蠝⯋，そ㋲捀：《52 饟蘘䧮䠦⡹》、

涸麉㶩」，㖈⯕럊螠㿋ㄤꟀ僱㕜频莊遤，

脒㛂㼬涸《ⱄ鋅檳㙹》Ⰵ㕠「㪮㽳倛傈」

鍑秉僽㔔꧱倰頿鑑皿剤衆䊴，䋑䏎㼟㖈

痧 1 唑妄㕜欴ꨶ䕧Ꟁ晚鰊㼬ꆄ栽鼇そ㋲，

l ks 㣐ꤷそ㼬顼垴叕㼠겗䕧㾝「儘⯕

大哥。

秉，歋䋑䏎ⴀ须 12 ⭚覈炽넓，⚥䕧Ⱄ䗞ⴀ

〳」，㼬怵ㄤ鿈䫏须倰꧌넓对㹁丶䳖⚺

怵䨥用䗾。㼩姽俒⻋鿈邍麨鼍䥛，钢捀

警察》、《中國超人》等，也曾飾演《英

䑞㕨⼦」，䱰㨽歋字 OT 倰䒭竤斊，⾲

㣼䕧㾝（L’Étrange Festival）畹飓晚，䖰馄
麕♬涰鿈㜡そ䕧晚亡鹎剓䖕✳⼧䓽，鑪䕧

暨

ꏗ䓳⨋ꀀ㷛㶩㋲鮦橇䃋涸㡭莊。

䋞㶩，黩⚥㕜笪䫼ⵖ。捀姽䨥用䗾涮邍

作品個人單項表現的女主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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㼟㖈 8 剢 13 傈莊鳵デⴽ䒭。

王俠，本名王振釗，1930 年 5 月 5 日生

㋲。鏪榏歉⟃《秋邆㼭㥏㷛》、《㣟䱾閦

於西安，隨父至台灣，其子為著名歌手王

涰蠝껷栁歋《〫銴䧮Ꟁ㣐》栽䖤。（鑬稣

演話劇，後考入丁伯駪主持的亞洲影業公

栁갪Ⰵ㕠冸䖤栁そ㋲〉）

入行。從潘壘執導的《金色年代》起改演

l kr「⚥〵抓ꨶ䕧긭」OT（斊麌鱲獵）

發展，簽約邵氏當基本演員。王俠身材高

八
月
r o 〵抓ꅾ銴伢䕧㹻，ず儘⛳僽私ꏗ晚
㼬怵、ⴀㅷ➃⡮㥶㷎鸚⚆，❧㡽 84 娔。

國語片，戲分也增重，接著隨潘壘到香港

余如季，1932 年生於福建漳州，因父母

雙亡，1946 年來台投靠在台中女中當校長

大，角色經常留鬍子，充滿男子氣概，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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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姐，一住七十載。台中一中畢業後，
投身攝影工作。先於台中市政府服務，後
任《聯合報》攝影記者與台視電視公司台
灣省政府新聞中心召集人，從事新聞採訪、
攝影逾五十年。因為興趣，也因為工作，
扛起沉重的攝影器材上山下海，復因職務
之便，有很多搭直升機拍攝的機會，為民
國五、六○年代留下珍貴空拍照。新聞照
片外，余如季還留下許多珍貴的鳥類照片。
他的一中學弟、攝影家莊靈指出，余如季
的白鷺照片，是台灣史上拍得最好、最完
整的，純粹生態紀錄外，也很有美學表現。
他也因研究白鷺鳥生態的成就，當選 1968
年的中華民國「十大傑出青年」。
電影成績亦是豐碩。余如季花費足足七
年時間，在北屯國小附近農家拍攝，完成
的紀錄片代表作《白鷺人家》，在 1967 年
獲日本東京第 14 屆亞洲影展獎，在台灣是
以個人製片得獎的第一人；同年 10 月再以
重新剪輯成的劇情片《白鷺人家》，代表

r m 《㜡デ棵Ꟁ－⹅䖃湬》㔔♧妵㹒

最佳攝影（黑白影片）。此外，他曾獲美
國國務院邀請，赴美參訪一年，回程經過
非洲將當地農耕隊拍成的紀錄片《木琴心
聲》，也獲得金馬獎優等紀錄片、最佳紀
錄片攝影。

r m 《垜♴涸䨼㹐》倴 5 荛 7 傈莊遤〡
烵䵻⯓㜥。



遳㼱䎃媹➃✲⟝》捀䠮，欽歑⚺錬䓹䭭

窡鷴僈⻋」鋷荈⚺䭰Ⱇ聃剚，ꨶ䕧欴噠，

涮饱䬩溏ꨶ䕧。㼬怵哆Ꟁꏳ邍爚，姽捀ꨶ

衽䩛ꨶ瘳、䫬걧䱳撑冝贖涸魨䕧，ぢ竤Ⱙ荞

r m ꆄ꼛䕧㾝Ⱇ䋒管ⷜ㹻䓹宕牬栽痧 53

㾂ꆄ꼛栁「穅魨䧭㽠栁」，➮僽껷⡙⟃管

伢鎹ꏗ〵抓痧♧⡙괐嵠匢㤹麌㕜䩛䓹嵞䗱

晚ⴲ鼇Ⰵ㕠。湡➮莅㣗➃⟤蓐貽㹁㾀繡
㕜峫勒熘，㼟鵦〵鋷荈걆栁。

r s 哆Ꟁꏳ㛂㼬涸《㜡デ棵Ꟁ－⹅䖃湬

Lynn’s Long Halftime Walk），⚂椕窡♧

⢪欽，⟃痘ざ䕧晚礶牟。〵抓㼟莅繡㕜ず
姿倴 11 剢 11 傈♳僦。

r p 《垜♴涸䨼㹐》〡烵㜥，牱䨼瑳灶
850 蠝。

湡㛂遤♳，荈䎃饱歋僦怵噠Ⱇ剚

䒊縨㕜牱䨼窡鎙禺窡製꧌ぐ䨡ꤎ牱
䨼侸亙⛓倰䒭，鸤䧭牱䨼侸亙姻焷䚍

剤䖊㉂囩，搂岁麨ⵌ怏駈噠歲宠莅

ぐ倰劍䖊，俒⻋鿈㼟莅僦怵噠，晚㉂
Ⱇ剚ꆚ㼩禺窡䒊縨倰䒭鹎♧姿鎣锸佖

㔐꺈䓹嵞⡲捀⸈ 2018 䎃❏麌涸竤顥。

㊥倰呪，鷴麕鎎㹁倷遤稣䓽⻋㛂遤

衆㻜，䧴增鎣《ꨶ䕧岁》僽やⱄ遤

r ko 2016 䎃捀껷鿈⢪欽 35mm 芣⽷䬝

暟㾝」莅「〵铃晚䕧㾝」，俒暟㾝莊鳵倴〵

晚そ佖䧭《嫲ⵄ·卌䛸涸⚥㜥䨞✲》（Billy

䠑傌，❠捀俒⻋鿈傂㹁佟瘼用㜥，䟂

䨡ꤎ♳僦。鑪晚䨾䖤㼟䩾ꤑ䧭劥䖕，侸

呠㕨瘞Ⱉ鿪莊遤껷僦。

r r

《ꨶ䕧岁》⥜姻哭俒痧 13 哭⛓用岁

騟娜玑，➛莊鳵껷僦剚， 12 傈饱〵䭸㹁

伢涸〵铃晚《譩䎂顜莅桬㼂ꆭ》㉏⚆Ⱉ⼧鹋

勛㸞㼬怵倞晚《⼱㜥搂䨞✲》⚥俒

♧、ꨶ 䕧 牱 䨼 鷴 僈 ⻋ 捀  䎃 5 剢 鸒 麕 ⛓

㼬涸私ꏗ晚《鷷괐㼱䎃》，荈 2007 䎃饱䬝

》➛、僈Ⰽ傈㖈넞꧆、〵⽂莊鳵Ⰽ㜥껷
僦砞㈖剚。♳僦ꤷ糵倴〵⻍、倞⻍䋑、

珳䲿ⴀ⟃♴穡锸：

僦✳⼧❀䎃，ꆄ꼛䕧㾝㼟佞僦侸⡙⥜䗂晝。

㔋䏞栽갼❏崎䕧㾝剓⢕管ⷜ。管ⷜ⡲ㅷ넞

麨 120 鿈，《猨对》剎栽㤹倛⽓剓⢕㢫铃

㷸遯歲瘞➿邍馄麕 100 ⡙莅。㸽倰倞耂

遤」，♶䘎ⴲ邪劍鏪。➛䎃黠鸫《暥》晚♳

r k  脌繡蔊莅犷꼛⯘（Mark Ford）㛂

⢕管ⷜ，莅ゟ䙂溫⚛私ꏗ⥃䭰➃，⚛剎

《ꨶ䕧岁》痧 13 哭，⤛鹎㕜ꨶ䕧牱䨼禺

侣，⛳䌟ⴀ「ꨶ䕧⛓⯕：㔐溏⢵儘，撑❮

ⷜ魨ⴕ栽䖤姽栁涸➃，Ⱏ栽❀㾂ꆄ꼛栁剓

台灣參加在西班牙舉辦的第 5 屆國際兒童
影展，獲最高推崇獎，隔年再拿下金馬獎

r ko 俒⻋鿈Ꟁꁀ뜩ばꆚ㼩「㥶⡦衆㻜

歋嵳㜡鏤鎙䌌랔嵳乽ⴉ，⟃嘥䗞僅涸《暥䉚

䕧遤ꌼ䩛岁，⚛搂繽鴊㕜鮪涸䠑䙼。

暨

r k  痧 53 㾂ꆄ꼛栁⚺鋕錏嵳㜡Ⱇデ，

⫄嵳㜡俒呪「尝剤剓昈，〫剤刿昈」涸垦
铃，䒸涮鷎⟿鮪➃涸茁剅磌窣갤邍麨♶怏，

2016 年台灣電影

⥜姻。佖㊥倰呪⿻岁鋊增鎣㼟倴➛䎃

䏁䲿ⴀ。

䎃，㕜㹻ꨶ䕧⚥䗱莊鳵「〵铃晚Ⱉ⼧鹋䎃俒

✳、ꆚ㼩湡植剤牱䨼侸亙⛓Ⱇ倰䒭，莅
剚➃㡦ず䠑歋俒⻋鿈䭸㹁䱇奚頿㕰岁

⻍⚥㿋㛔，㾝劍荛 10 剢 10 傈；䕧㾝㾝劍

➃㕜㹻ꨶ䕧⚥䗱ⵖ㹁鋊眕，ꆚ㼩欴噠

捀 9 剢 11 傈荛 10 剢 29 傈，〵䊣鶬。

歲鿈ⴕ，䱰剚㆞ⵖ倰䒭Ⱇ须鎝；Ⱇ

滞鿈ⴕⱄ灇㉂Ⱇ䋒Ⰹ㺂⿻Ⱇ걽桧。

r ko ⛰䪾ⴉ⾲衽管ⷜ、叞兰㾓湌醢、

♲、植ꥣ媯僦怵噠荈 6 剢 11 傈饱䊺䲿⣘牱

⭚，⚺Ⱇ㺲㜥兞蔅顥 5,000 蠝，䬝蔅

⼯ 2 儘䲿⣘♧斊噠傈牱䨼侸亙⛓倰

䄄匌㛂㼬涸《垜♴涸䨼㹐》，晚罳须 1.5

䨼须俲✮俒⻋鿈，⾲㹁倴嫦䊨⡲傈♴

2,000 蠝䬝伢「馄㼬䕧晚」，⣜撑㥪蟛㝸

䒭✮俒⻋鿈，剚陾Ⱏ陏佖捀僦怵噠䲿

㉂噠晚乽⡲垸䒭，♳晚䊺⨞侸涰➃妄涸

倴嫦䊨⡲傈⚥⼯ 12 儘䲿⣘♧斊

稇➃鑑僦、湡垦錚滞停纈錚䕧ⴕ區庠鑑，

噠傈牱䨼侸亙✮俒⻋鿈⿻「俒⻋鿈䭸

⟃锅侮Ⰹ㺂。➛饱㖈〵♳僦。

㹁涸頿㕰岁➃㕜㹻ꨶ䕧⚥䗱。♴♧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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媯，䖊䒊縨禺窡佖㊥䖕劊ぢ殹儻䧴

䎃籏鎙 534 鿈䕧晚㜡そ（ⷜ䞕Ꟁ晚 181 鿈、

㔋、俒⻋鿈㼟〥鼝꧌頿佟鿈、Ⱇ䎂剚、猰

194 鿈、⹛殥瀊晚 62 鿈），侸ꆀⱄⶾ倞넞

䪮鿈，ꆚ㼩僽や〳腋灇鎎涮遤噠莅僦

怵噠⛓㹁㘗⻋㤏秉、牱䨼须鎝彋焷䚍

莅⽰儘⫄鱒䪮遯䲿⼮、㥶⡦穡ざ暟耢
笪瘞须鎝猰䪮䥰欽，灇㉂Ⱘ넓佟瘼䲃

倷，⟃⤛鹎欴噠涮㾝。

r kn ⚥㕜犝晚《⼧䎃》㖈〵♳ꤎ箁，

〵⫦❀㹻䨡ꤎ♳僦，껷鹋牱䨼遼灶涰蠝。

r kt

ꣳⵖ秹㕜晚《垜♴涸䨼㹐》，♳

僦♧㣔牱䨼麨⼪蠝⯋。怵㆞蛅⳯䲀讄錚

滞넓뀿 4DX 䧴 Atoms 瘞刿넞ꥣ涸錚䕧넓

뀿，♶盘僽갉佪䧴넓䠮鿪僽㕜晚㼱剤涸넞
鋊醢⡲。

r km 「ꆄ꼛 53」䕎韍䑞デ，馢䗞脒涸
晝劥《䧗䧗》➛㖈䎂彰⼧ⴕ麥䬝，䵩
ꂂꆄ꼛飬⸔㉂侸㶶桬㕜（Digital Domain）

䲿⣘涸 VR360 䪮遯，ぢ⣶㷂颩ꨶ䕧《䧗䧗

괐㞔》荞侣。

r kl 鳟㷎愴㛂㼬涸《㣐곏牟㪮》，歋

韣ㆥ❮、卌繡猗⚺怵，ꨶ䕧Ⱇ➛儻㖈銯
歖莊鳵껷僦剚，⚂㼓遳娀僅遳莊鳵兜庋

㣐剚，父宠뇬剢ꡗⴀ牱䨼⢕籑，19 傈〵
♳僦。



暨

r o  痧 53 㾂ꆄ꼛栁㸤䧭ⴲ鼇鐱㻤，➛

刿⽰儘倰䒭䲿⣘俒⻋鿈⿻Ⱖ䭸㹁⛓頿
㕰岁➃㕜㹻ꨶ䕧⚥䗱。

2016 年台灣電影

⹛殥Ꟁ晚 5 鿈、私ꏗ晚 92 鿈、ⷜ䞕瀊晚
（♳㾂㜡そ晚侸捀 427 鿈）。

r ok㕜㹻ꨶ䕧⚥䗱➛倴⚥㿋㛔莊鳵「〵

铃晚Ⱉ⼧鹋䎃䍌蘢剚」，滞㢵须幀〵铃

晚䕧➃ⴀ䌏。俒⻋鿈Ꟁꁀ뜩ば䪭開㼟丸刿

㢵竤顥鋊ⷔ「ꨶ䕧须欴Ⱙ询」鎙殥，䩧鸤
㣐㘗晚䏨佐询〵抓ꨶ䕧。

r oo 《㣐곏牟㪮》껷傈〵牱䨼ⴀ

300 蠝⯋，♳僦♲㣔牱䨼灶⼪蠝，⽂鿈牱

䨼殜⻍鿈。➛莊鳵䠮䛸鎹罏剚，韣ㆥ❮

䫵氻ⴀ䌏，邍爚껷妄䮋䨞冖劍墂，䓽锅晚
⚥鏪㢵ⷜ䞕歋荈䊹䨾㻨。

r oo ⻍䫏䗂莇䄋⚥㣜醢晚䑖魨捀⚥
㕜醢晚䑖，⽑㖒㔋⼪㢵㗣，⚺銴䒊暟⺫䭍
㣐伢䕧啟莅⚥伢䕧啟，ⴕⴽ䒊倴字㕜 70 䎃
莅 56 䎃，湡䎃⛉㣟⥜，♶㜖⢪欽。〵⻍

䋑䏎鋊ⷔ⻍䫏䕧鋕갉坿欴噠㕨⼦ BOT 呪，

➛〮俒⻋须欴㻤陾㨽㆞剚。噠歲㢵⚺䓹

㼟莍䒊暟侸䬓ꤑ，䒸鹎倞鏤⪔；俒须㨽

㆞须⛖⫙ぢ⥃殆，倞莍輑ざ。⚺䌏ꀶ㹻㛇
鄪爚「奚䱇奚俒⻋㽷㖈䖕糵 BOT 呪⚥⥃

殆娜〷⯋稇」，㼩倴䑖Ⰹ莍䒊暟僽やⰨ俒

须⭆⧩䧴䥰涬ꏗ娜〷䒊眡㸤劢䲿⿻，鵜

由國家電影中心舉辦的「台語片六十週年開幕茶會」，眾多資深台語片影人出席（攝影：邱繼諺）
出席影人依序為：
第一排（左起）：丁香（演員）、洪慶雲（大都沖印董事長、資深攝影師）、紀露霞（寶島歌后）、林沖（演
員）、陳子福（手繪海報大師）、文夏（寶島歌王）、鄭麗君（文化部部長）、李行（導演）、周遊（演員）、
林福地（導演）、郭南宏（導演）
第二排（左起）：蔡揚名（陽明，演員、導演）、張麗娜（演員）、王滿嬌（演員）、孔蘭薰（歌星）、文香（歌
星）、余素雲（白蝶，演員）、邱麗文（演員）、丁曉菁（國影中心董事長）、謝佩霓（台北市文化局局長）
第三排（左起）：戴黃翩翩（發行商戴傳李之妻）、林紹甲夫人、林紹甲（華興製片廠監製）、馬靜枝 （馬
小梅，演員）、洪明秀（演員）、洪明雪（演員）、巫明霞（小明明，演員）、簡秀綢（小艷秋，演員）、
賴成英（攝影師、導演）、林鴻鐘（攝影師，前中影製片廠廠長）
第四排（左起）：洪明麗（演員）、戴珮珊（天才童星）、白虹（演員）、陳茵（演員）、陳秋英（敏芳，
演員）、張敏（演員）、林錦鶴（台語片場記）、陳義（製片）、張宏基（張智超，導演、場記）

♧㼭儘鎣锸劢䖤僈焷瘸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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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on薊㕜 BBC 鼝锞椕 177 ⡙䕧鐱鐱

恎⚥遳（䰦麌銯歖Ⱉ贫ⴀ〡荛恎〡遳）、

r n  《嵳錬♬〿》㼟佖管捀ずそ갉坿

껷歋㣐遺·卌⼦（David Lynch）《琁蚛貽

（⚥螠騟♧媯荛銯㻞⽂騟），倷⡲琎麨

㕜ⷜ㜥剓넞囙罇）涸傈劥そ㼬㹨劥❏㛂

鼇，➛傈Ⱇ䋒「21 ⚆私涰㣐⢕晚嚸」，嚸

㣐麥》（Mulholland Drive）㤾♴，⼧そ

Ⱏ剤✳⡙螠➃㼬怵Ⰵ鼇，ⴕⴽ僽桬㹻遺《蔅

垺䎃螠》そ痧✳，嘥䗞僅《♧♧》そ

娀僅遳（⚥螠騟♧媯荛䐁㹁騟）、䂫䅸遳
3,933 㗣，呪侫㹁ⴕ✳劍倷䊨。痧♧劍⮛

⯓佖鸤「ꨶ䕧遳」（娀僅遳），幑Ⰵꨶ䕧

芣⽷、ꨶ䕧伢䕧堥、秋嬞⯋稇，갸鎙 10 剢

痧Ⱄ。勛㸞Ⰵ嚸Ⰽ鿈，ⴕⴽ僽 35 そ涸《荁

䏁鹎㜥倷⡲；Ⱖ긅䖊僈䎃㺯⧺鳵椚。

《ⵞ㹐耴ꦡ㫟》䱖そ痧 50。

r or「〵⻍䠦䞕䰦麌」Ⱉ鿈禺ꨶ䕧，

贅询륌》莅 40 そ涸《倬胝㿋》；⣶㷂颩涸

r ot 倷悦⭑㛂㼬涸私ꏗ晚《랱冝⚥♳

歋❀⡙㼬怵ⴕⴽ䬝伢，衞㣔⧍㛂㼬涸㠺鯥
晚《銯㙹留鑨》剓鵜㸤䧭，갸鎙䎃䏁♳僦；

54 㹻、嫦㣔秉㔋ⵌ❀㜥，二䣯痧♧㣔牱䨼

⫄鷑ⵌ㕜✳⼧⦐⼦。

r ot《垜♴涸䨼㹐》♳僦⟃⢵，湡

r or 桬렳ꩯ㛂㼬涸《䧮涸狲暟》➛傈

鎹罏剚，⚺怵⟤麨螠偒괐䒭⢵〵Ⱉ㼭儘暶ⴽ

齽ꨎ謶⚺怵。

痧✳鿈灶⭚㕜晚，⛳僽 2007 䎃《蒀·䧯》

r opヰ䳓僈䬝伢ꡠ倴昿鋷涸私ꏗ晚《갉

〵牱䨼稡鎙 1 ⭚ 841 蠝⯋，➛莊鳵牱䨼灶⭚

ⴀ䌏。鑪晚僽糒顭娔晚《㣐㽵됇뎚 2》➛䎃
䖕潃麬⛰䎃，ⱄ剤ꣳⵖ秹ꨶ䕧灶⭚⯋㣐ꡠ。

r om 《㜡デ棵Ꟁ－⹅䖃湬》㖈⥌纏
㪮猗莊遤「钮䌌」껷僦鎹罏剚。

r ol

ꖏ，㿂箰⢵ꨶ䕧〵荈醢ꨶ䕧，歋ゟ䣗➋、

坿㹻ヰ话蟣》，䬝伢劍䕧僤䁌螠⼿⸔㼬

錒齽孒晚㜥，ꅾ鵦殹䎃ヰ话蟣⢪欽涸ꏗ갉
㹔，䕧晚㼟㖈ꆄ꼛栁䕧㾝⡲〵抓껷僦。

r op 㪮㽳倛䕧㾝遤鎹罏剚，《ⱄ鋅

〵⻍䋑倞䊨贖倊须 6,600 蠝⯋鹎

遤「銯䖝姿⼦ꎦ刿倞䊨玑」，⚛䑞鼝

ꅽ字、㉂㕖、Ⱇ字Ⱏず鋊ⷔ，刿倞眕㕠⺫わ：


檳㙹》㼬怵馢䗞脒、怵㆞叕匌莅ゟ〳擳

瘞➃ⴀ䌏㹒⫄。

麨♲ⴕꗻ，䒸Ⱉ涰そ錚滞ⵌ㜥。鑪晚傈

莊遤㯯넓鑑晚「ⵌ濧湡，ꧪ僽⼯㢹㜥妄
⽿넞麨Ⱉ⼧㹻㯯넓ⴀ䌏，僦䖕䱍耫Ꟁ麨♧

ⴕꗻ。叕匌、ゟ〳擳捀䨡蕲箻ꨣ⽂倰鎊，

九
月

颪ⴀ傈劥晝奚，〵⻍鿪剚괐䞕㼟诔歋ꨶ䕧

ㅷ匡螷鑑僦。

「㪮㽳倛傈」㋲⯋⚆歲껷僦，僦䖕䱍耫Ꟁ

谁遯眏怵ⴀ。

䭾䷒。24 傈、27 傈㖈〵⚥蠝➿犷⿻〵⻍铇

䀥䕧㾝껷僦。鑪禺Ⱉ鿈䕧晚㖈♳鹋焷㹁

p m 《ⱄ鋅檳㙹》➛倴㪮㽳倛䕧㾝涸

갸鎙 2017 䎃 5 剢 4 傈荛 7 傈㖈넞꧆僱㣔

p k 《㜡デ棵Ꟁ－⹅䖃湬》㼬怵哆Ꟁ

橇䃋，ⵌ〵⼧㢵⦐罉➃㸞귢⚥䗱捀Ꟁ鰳

剓颪䏠ꯓ晚。

㼬，湡䊺焷㹁鼇錬，䱰〵傈㕰ざ⡲。

껷鿈刼《䠦䞕皿♶皿》，㼟倴 9 剢 16 傈犷

暨

〵牱䨼瑳灶 3,000 蠝，䧭捀〵抓䕧〷♳

ⷜ，歋剎Ⰵ㕠匌㽳栁（Tony Award，捀繡

騟》，鎹ꏗ㔋⡙⯓㣔鋕ꥻ罏Ⱄ㣔♬㢹䵩鮦

2016 年台灣電影

栽䖤肥㹁。

p s詎僈❮㼬怵Ꟁ劍귄「⚥㕜湁晝㔮仠，

ꏳ〮鎹罏剚邍爚，湡♳僦䨡ꤎ䑼侸捀

2016 䎃 7 剢㖈䗏⽈涮邍「㼩颀䙂竤」禺

♶⢕䛌雊䨡ꤎ㜥妄鴾鸠幾㼱，ㄎ碚佟䏎⥃

䳸⡲欽，「话䕧笪」、「㍱ㆫ㍱ㆫ䔞䍌笪」、

俒畎㼩䫒湁晝㉂，嫦㣔涮邍侸眝䗏⽈，涮

ꥻ㕜晚僦怵㜥妄。

「꿴鎝鋕걽」⯓䖕钢ꐫ，⚛⚂♴卺。

p k 〵⻍䋑佟䏎俒⻋㽷ㄤ〵⻍俒⻋㛇ꆄ

p l ⻍䫏⚥㕜醢晚䑖俒须㻤陾昰陾呪，

뀿來肬堥圓」➛傈㷸。痧 1 㾂Ⱏ鎙䬸佐

俒须㻤陾玑䎸，劢ꆚ㼩俒须⭆⧩⨞ⴀ对陾

剚ざ⡲，罳儘Ⰽ䎃硁⪔「〵⻍䋑䕧鋕갉㻜

俒⻋鿈俒须㽷Ꟁ倷㕜ꥑ邍爚，鑪呪䊺鹎Ⰵ

♲⦐棵秹、41 そ㷸欰，䎃私衆㖈 15 ⵌ 19

，⣜撑《俒须岁》痧 20 哭植捀冾㹁〢髖，

娔⛓，䱰♧㷸䎃㔋㷸㷎ⵖ䏞，㷸顥♧㷸

♶腋鹎遤⟤⡦贖ⴕ。

䎃 16 蠝⯋。

p l遤佟ꤎ俒⻋剚㜡➛莊鳵痧 1 妄剚陾，

p k 䧭륌湌醢、䓹用㎗㼬怵涸猰䎑⹛⡲

翵⟤눛䗞翱、卌剋뜩瘞㼠㹻㷸罏二⟤字

➛莊鳵ꖏ鎹罏剚，䧭륌暶ⴽ䠮闒〵⻍ꨶ

デ」，䲿ⴀ须ꆄ、欴醢、鸒騟⿻橇

晚《堥㐼⛓過》⢵〵《兞，䬝伢♧⦐⼱剢，

㨽 ㆞，⚛ 䲿 ⴀ「䮸 莇 䕧 Ⰹ 㺂 涮 㾝 卺 圓 㜡

䕧㨽㆞剚涸⼿⸔昰《。

㞯瘞㔋㣐佟瘼䙼笞。须ꆄ⺫䭍䧭用「栁

酢⸔－䫏輑须」꧱鮨㛇ꆄ、䓽⻋㢵⯋须ꆄ

⢵彂⿻㼠呪䫏须鰊㼬瘞遤⹛瘼殜；欴醢

p t ꯓ晚《㣟鸠鮦》2 傈♳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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涸鿈ⴕ，䓽⻋䕧鋕Ⰹ㺂欴醢鰊㼬䲃倷、涮

p k  눛䗞渿㛂㼬涸《52 饟蘘䧮䠦⡹》

㾝Ⰹ㺂 IP 騗㚖䥰欽➃䩞㛆肬、鸮穡㖈㖒俒

顋㈒ꨶ䕧갸㈒牱，鑪晚갸㈒牱麨⼧蠝䓹，

鋕眏湡荈醢桧、䓽⻋㕜晚ꤎ箁鸒騟、䬪㾝

剢䏁ꨶ䕧剚⯓鹎遤嵳㢫䊣鶬佞僦，⺫䭍秣

⻋鎹䥊瘞遤⹛瘼殜；鸒騟鿈ⴕ，䲿ⴀꨶ
㕜ꥹ䋑㜥⿻倞㯯넓、䕧⫹來肬瘞遤⹛瘼殜；

橇㞯鿈ⴕ，䲿ⴀ岁鋊侮⪔、䒊用䕧鋕㼠

噠⚥➝穉籽、䕧鋕㛇㖒、侮ざⰗ䑞꧌㕰遤
⹛瘼殜。

p r 넞꧆ꨶ䕧眏㕜ꥹ瀊晚畹飓➛Ⱇ䋒䖤

栁そ㋲。（鑬稣䖤栁そ㋲锞鋅䖕俒〈2016
䎃螠铃ꅾ銴ꨶ䕧栁갪Ⰵ㕠冸䖤栁そ㋲〉）

p p〵抓ꨶ䕧俒⻋㕨⼦－㕜㹻ꨶ䕧⚥䗱，

➛㣔歋倞⻍䋑Ꟁ劫用⧍莅俒⻋鿈Ꟁꁀ뜩ば

馄麕 200 蠝〵䍤涸牱䨼⢕籑。㼬怵㹒䋒 10
秉、岚㡦갾瘞❀⼧⦐㙹䋑。갸鎙 2017 䎃僱

p k 《ⱄ鋅檳㙹》㤾♴㪮㽳倛䕧㾝「姘

崎ꨶ䕧耢湅㣐栁」剓⢕䕧晚，鑪栁갪捀㸽

倰䭸垦䚍栁갪，莅馄麕Ⱉ⼧鿈ぐ㕜䕧晚Ⱏ

ず鐱嫲。䖤栁椚歋捀：「麌欽礶彋涸ꨶ䕧

俒⻋鿈頾顑䖕糵Ⰹ酤⿻斊麌。〵抓ꨶ䕧俒

怵ⴀ，♶䬰岟䌟宐，⮛꧉⚂礶彋㖒䲾鶤溫

⻋㕨⼦秉 2.6 Ⱇ갧涸㛇㖒，痧♧劍䊨玑捀 1

Ⱇ갧涸㕜㹻ꨶ䕧⚥䗱，갸鎙 2020 䎃㸤䊨；
痧✳劍䊨玑，갸鎙䩧鸤 1.6 Ⱇ갧涸ꨶ䕧俒
⻋㕨⼦，䲀⹛ꨶ䕧俒ⶾ欴噠。

p p 《垜♴涸䨼㹐》♳僦馄麕♧⦐剢，
牱䨼䊺麨 1.3 ⭚⯋。鑪晚⽰㼟㖈繡㕜、⸈

䭭㣐、薊㕜瘞㖒♳僦，ず儘⿶Ⰵ㕠嫲ⵄ儘
䋒뉓傈䕧㾝、㢚㪮㣧䕧㾝畹飓晚瘞。ꨶ䕧

铃鎊⿻繡㷸，溫㻜涸倰䒭ツ植怵㆞荈搭涸
㻜⚆歲涸婫ꃏ佦✲。」

p ko 勛㸞⸈㨗倛暶⚸莊遤涸㕜ꥹ

䑞久㣐剚（IBC），갼栽鑪穉籽剓넞囙隘
「 䎃 䏞 ⼾ 馊 㕜 ꥹ 囙 隘 栁 」（International

Honour for Excellence）。栁갪邍䕥㼩欴噠
Ⱘ剤ꅾ㣐顀桐，穡ざ䪮遯莅ⶾ䠑麨ⵌ⼾馊
䧭㽠涸➃。

ꂂ坿嫲撑㥪蟛㝸鋊呔醢⡲，莅繡㕜岚㡦갾

p kt 私ꏗ晚《傈刓傈䒭侕姿罏》倴괤

⾲耫䌟。

㽷㽷Ꟁ闒⢆ꩪ、「괐鮦鑘爢」鑘➃㹻㿂⿻

㹔Ⰹ盘䓛坿㕰ざ⡲，23 傈涮遤ꣳꆀ晝ꨶ䕧



괐㢹껷僦。俒⻋鿈Ꟁꁀ뜩ば、〵⻍䋑俒⻋

幏❁ㆹ䕔暟铃∼》，➛㖈〵⻍姻䒭䬝。

佦✲胝兞捀♧⛰Ⱉ○䎃➿涸〵抓。

⢪欽 90 鿈伢䕧堥、64 佅띋⯘괐，⟃ 3D 鋊

p or 㔋䏞䶰♴ꆄ꼛栁㥏ꂂ錬栁갪涸须

呔 4K 넞幢涸倰䒭䬝伢，晚罳儘㔋䎃。

ⴀ䌏。

幏❁ㆹ䕔涸涮㾝莅顀桐，䬝伢ꨶ䕧《娀뇺∼

 3D 怵㈖剚》➛㖈痧 41 㾂㢵⧍㢵䕧㾝「暶

p k  ⡦証䏭㛂㼬涸《䎋犷㙹䋑》，➛

樍⟃⿻岁㕜㥏僤袇卌厣（Louise Grinberg）

䟃棟），捀私䙂♱㣗「〵抓瑠䩛麥⛓昿」

p km桬⸂㸪醢⡲涸갉坿私ꏗ晚《抡⸂
ⴽ佞僦」㋲⯋椕껷僦。鑪晚倊须♧⭚，Ⱏ

莊鳵ꖏ⭑䒭，怵㆞勛듳Ⱖ、䓹㕜叙、랔

暨

p or 须幀〵傈谁➃幏❁䟃㶩（劥そ꤫

饱倴〵䭸㹁䨡ꤎ♳僦。

眏♳僦。

Ⱏず⚺䭰砞秉⭑䒭，劢⢵㼟歋倞⻍䋑佟䏎

䲿⣘㕼㖒⚛ⴀ须 3.96 ⭚⯋莇䒊炽넓䊨玑，

꤫蔊僈、嘥愯、듳듳、嘥⢕㳱ⴀ䌏。⽰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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幀㥏谁➃桬蟛鴀⚆。㥠⼱⚆私⟃⢵怵ⴀ鹬

涰鿈⡲ㅷ，鄄隘捀「⼪㥏龥」，㖈ꨶ䕧

《䲀䩛》莅龥꧆涸㼩䩛䨡稣芵⿶廂搭㣔䧭，

p km 랔 脒 嫯 㛂 㼬 涸 私 ꏗ 晚《 嵳 涸 䕹

雊鏪㢵䕧鶵ꨈ䘎。桬蟛钢捀荈䊹僽怵㆞罜

畮》，➛㖈㹆貽捦瀖度莊鳵暶僦剚，30 傈

ꬌ僈僤，䋞劆怵㥪䨡，㖈䠑ⷜ劥，晚ꂺ넞

㖈〵♳僦。

⡜♶僽ꅾ럊，剎铞：「殹怵㆞剓㣐坿馱♶

僽ⴀ괐걧，罜僽㥶⡦腋栽䖤堥剚，邍植♧

p oo 俒⻋鿈Ⱇ䋒，꤫悦榼㛂㼬涸《〫

⦐剤幀䏞ㄤ俒谁孵孨噲慮涸錬蒀，⢵怏駈

銴䧮Ꟁ㣐》㼟➿邍〵抓錬鷷痧 89 㾂㤹倛⽓

荈䊹。」

剓⢕㢫铃晚。

王萊，原名王德蘭，1927 年 2 月 12 日生

p ot 痧 3 㾂〵抓㕜ꥹꃏ⯥䕧㾝瘼㾝➃

於北京，原籍山東。金馬獎唯一四度獲得

擕栁鐱㻤，⤛䧭Ⰽ⦐䕧㾝騗㕜歲涸鸮穡。

18、25、28 屆以《人之初》、
《小葫蘆》、
《海

㼟倴 10 剢、11 剢、12 剢ⴕⴽ㖈〵⻍、넞

話劇演員出身，1944 年自北京師範大學女

卌䘋匋，㔔栽鼝二⟤痧 30 㾂厣卌䕧㾝岲鶔

最佳女配角獎的紀錄保持人，分別於第 3、

〵抓㕜ꥹꃏ⯥䕧㾝➛傈饱㤛牱껷颪，䕧㾝

峽兩岸》、《推手》獲獎，至今無人能及。

꧆ㄤ〵⚥佞僦。

子附中畢業後，加入「上海藝人劇團」，

p os 痧 29 㾂匌❩䕧㾝Ⱇ䋒Ⰵ㕠そ㋲，

上大銀幕，首部作品為《神龕記》。隔年

後與志同道合的團長賀賓結婚。1951 年躍

〵晚劢Ⰵ姻䒭畹飓，⡎《♧騟갫괐》Ⰵ鼇

前往香港定居並發展，先後於永華、亞洲、

Ⰵ㕠「❏崎劢⢵」畹飓㋲⯋，僽鑪㋲⯋㈔

影公司，參演超過百部電影，跟陶秦、岳

新華、電懋、國泰、邵氏、台灣中影等電

「⚆歲搋럊」㋲⯋，字姐私ꏗ晚《㔋⼧䎃》

楓、王天林、易文、李翰祥、楚原、許鞍華、

♧♧鿈私ꏗ晚。

虞戡平、李安等知名導演合作。1992 年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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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台參加金馬獎，與凌波共同頒獎。
近半世紀的演藝生涯裡，頂級綠葉王萊
戲路寬闊，角色跨度極大，有「千面女郎」
的美譽。影評人焦雄屏稱她「可以是知心
的大姐，睿智的母親，賢惠的妻子，或者
刁鑽的職業婦女。身上有種北方女子的大
氣，又是常在社會打滾的世故麻利。聲音
清脆，不拖泥帶水，是出身話劇的必備條
件；眼光犀利，是深諳攝影機功能的老道；
高挑的身材，合身的旗袍，是香港婦女的
形象代言人……（當）古裝片盛行，她當
仁不讓地演佘太君、賈母，甚至潘金蓮中
的王婆，從小資生活的當代婦女，變成封
建體制中的母系權威，不變的是她銳利的
眼神和凌人的氣場。」到了晚年，她又以
李安導演《推手》裡與郎雄的一段止於禮
的黃昏之戀，展現離開類型電影後，寫實

k

十
月

健康理由息影，定居加拿大。曾於 2003 年

k

k 痧 53 㾂ꆄ꼛栁➛傈Ⱇ䋒Ⰵ㕠そ

㋲。（鑬稣Ⰵ㕠そ㋲锞鋅䖕俒〈2016 䎃螠
铃ꅾ銴ꨶ䕧栁갪Ⰵ㕠冸䖤栁そ㋲〉）

k

k 勛㸞ⴀ䌏㖈ばㅷꂋ䏅莊遤涸「劢

瀊晚勛䐁欰《♧䙂》、詎僈❮《猨傈》瘞。

莊奴，本名王景羲，1921 年 2 月 22 日生

䒚ㄳ㉱긭》、私ꏗ晚《♶⽰♶ꨆ》，⟃⿻

於北京，華語流行音樂知名作詞人。1939

詎僈❮⟃瀊晚《猨傈》Ⰵ鼇「馄䑞錬瀊晚

民政府來台，當過記者、編輯，還演過話

惐崩」、「馄䑞錬私ꏗ晚畹飓」㋲⯋昰栁。

k

k 詎ꋓ㫲㛂㼬涸《䗱儘ꗻ》，糒

Ⰵ鼇넞꧆ꨶ䕧眏、껻度❏崎ꨶ䕧眏，ⱄⰅ

㕠峫勒熘㥏䚍䕧㾝畹飓晚，涮饱「僤瑠歌

年就讀當時的中華新聞學院；1949 年隨國

錚䷒」㋲⯋，ず儘⛳僽劥㾂❏崎ꨶ䕧㷸ꤎ

⡲⚆歲」。

4K 넞鋊呔佞僦。

⠶♴，氻鸚ꅾ䣔ꄴ猰㣐㷸꣡㿂痧♧ꄴꤎ。

Ⱖ⚥《涯迎》、《♶⽰♶ꨆ》㼟ⴕⴽ㖈「倞

ⶾ倞、䬝晚倰䒭。湡椕⫦剤〵⻍、秣

秉、峫勒熘、♳嵳ㄤ⻍❩Ⱏ❀⦐䕧䑼腋欽

kk螠铃姐㠢♧➿鑂➃蛅㥒⚆，❧

䎃 95 娔。蛅㥒鵜䎃䌢㾀ꅾ䣔，㖈㹻➃涸ꤙ

ꤎꟀ，➮㼟⟤鏤㹁捀「㼟䎃鰋䕧➃䖰⫄

颩㼩锓「䱳程莅ⶾ鸤」，锓⿻倞晚涸䪮遯

k

暨

《䧮涸跗歑䞕➃》、
《涯迎》、
《Ⱉ
鋅檳㙹》、

⢵ 3D」鎹罏剚，莅ㄤ焚耢ざ猰䪮袚✲留㶩

劇。畢生創作不輟，作品共計三千首，包
括鄧麗君膾炙人口的〈甜蜜蜜〉、〈小城

窡䬝晚倰䒭鍑佹，欩荛湏겮銼➮⦛涸ⶾ

故事〉，被譽為「鄧麗君的恩師」。莊奴
的作詞之路，始於電影。1958 年，天南電
影公司準備開拍電影《水擺夷之戀》，作

p ꆘ㿋䕧㾝「〵抓⛓㢹」ꂋ剚，➛

曲家周藍萍因為在報上看到莊奴的散文詩，

䭍⣶㷂颩、詎僈❮、馢䗞脒、叕匌、ゟ

出電影《水擺夷之戀》中的歌曲〈願嫁漢

k

儻㖈嵳ꨣ〵呔貽暶궤䏅莊鳵。ⴀ䌏⢵频⺫

儘管素昧平生仍推薦了他，最後共同創作

〳擳、ゟ䣗➋、✵〵摳、꓃榼瘞䕧➃。

家郎〉，也開始他的創作生涯。

匢ꨶ䕧ꤎ꧌须鎙殥」♳箁，껷ⶾ鮪葦歌匢

可塑性。

ꪫ㣔ꨶ䕧ꤎ，갸鎙㖈鮪葦⽈暟긭䗞ꤿ葦♳

p op 桬笞僈㼬怵硁⪔涸倞晚《䚓䧮㣖

k

氛圍下亦是恰如其分的表演硬底子、高度

sꆘ㿋䕧㾝➛䍌，鼇僦㕜晚剤《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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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鳵暶僦剚。

䎃鰋》，Ⰵ㕠ꆘ㿋㕜ꥹ䕧㾝❏崎ꨶ䕧ⶾ䫏
갪湡。

p n  〵 铃 晚 Ⱉ ⼧ 鹋 䎃 䕧 㾝， 倴 ➛ 儻

莊鳵껷㜥佞僦，ꪫ㣔佞僦〵铃晚《ⱄ鋅〵
⻍》，歋俒㢚莅徧抡㐼伟䩛怵ⴀ。

n 勛㸞「鼝ⴀ䌏遤佟ꤎꟀ卌㖈䋑

Ꟁ㸽龄谁俒尪륌涸鼝㹶，䒊陾⸈䓽㛆肬䕧

鋕谁遯➃䩞ㄤ䒊䕧鋕㛇㖒，⟃䒸刿㢵ꨶ

䕧㕰⢵〵䬝伢。卌ꤎꟀ⯈開，⚛殹㜥䭸
爚俒⻋鿈Ꟁꁀ뜩ば劊鑪倰ぢ涮㾝。

k

m峿傻䳓㛂㼬涸《♧蠝Ⱇꅽ涸秉㹁》

➛莊鳵鎹罏剚，湌醢卌纏⪂、怵㆞飅꧉㦍、

랔黇㖳ⴀ䌏。


《♶⽰♶ꨆ》（㕬晚䲿⣘：暽柏㶩侮ざ遤ꌼ肆⟨剤ꣳ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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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kn痧 23 㾂〵抓㕜ꥹ㥏䚍䕧㾝䍌，

䕧㾝劍 13 荛 23 傈㖈〵⻍⯕럊螠㿋；10

剢 20 荛 23 傈㖈〵⚥傈傈倞㣐䨡ꤎ。劥㾂

㥏䚍䕧㾝歋叕⢕㶃二⟤䕧㾝㣐⢪。

k

kt勛㸞倞晚《嫲ⵄ·卌䛸涸⚥㜥䨞

✲》㖈痧 54 㾂秣秉䕧㾝⚥莊遤椕껷僦，
䨡ꤎ暶ⴽ捀✫鑪晚刿倞鏤⪔，⟃ 4K 鍑區
䏞、3D、嫦猲 120 䌬桧涸倞ꨶ䕧鋊呔佞
僦。䕧鐱Ⰽ噲。

暶㹁⼦㼟剤『笃腋欴噠猰㷸㙹』ㄤ『尪䄐
䕧鋕晚䑖㛇㖒』⚛㶸。」

荈媹。2015 䎃 10 剢，❜䖃 35 䎃涸⠶⤁剎
剤㭶㪟ꡠ⤚，鏪㢵岁䖒奚渤「꣖。

k

11 月 9 日生於法國。法國第七大學中文系

穉倴➛傈ꨆ〵。鑪晚㖈銯歖、101 㣐垜、

侣馄⚆，㔔〵抓ず䘋䎂奚㼿劢ざ岁，尝
畢安生，法文名 Jacques Picoux，1948 年

碩士，1979 年因法國第七大學與台大外文

kt 2016 倞⻍䋑私ꏗ晚栁Ⱇ䋒䖤栁

系進行交換計畫，與同事施蘭芳來台兩年，

痧✳そ《鼄獵㉬✲》卌撏俒㼬怵、痧♲そ

因喜歡台灣而留下，成為台灣的法語教育

罏》湖渠葻㼬怵；《괐牟㼱䎃》顭撑範㼬怵；

德昌、蔡明亮、王家衛、張藝謀等人的電

㷟➝棭㼬怵；《㡏➃⛓䧗》㸢尃铿㼬怵；《希

功不可沒。與侯孝賢相熟，曾演出《刺客

k

そ㋲：껷栁《牟僈✲䨾》㼬怵ス厬蠩、

任教於台大外文系。計畫結束後，兩人都

《怔崩麂鋅⡹》꤫悦榼㼬怵。⮛鼇⡲ㅷ：《暜

先驅。畢安生熱愛電影，曾為侯孝賢、楊

《㍦儻㢹》ꁀ豀㥶、勛⨀渿㼬怵；《嵳괐♴》

影擔任法文翻譯，對華語電影的歐洲推廣

ꆄ攨》✵⯕⚥㼬怵；《牝䧮㥪㶲》꤫肬ꫭ、

豤ꉎ㮵㼬怵；《駈㣆鼹㞯》⡦㮵㮵、桬來
ㆹ㼬怵；《Exchange》ヰ俒妲㼬怵。

k

kmꆘ㿋䕧㾝ꟗ䍌晚《涯迎》，栽顥

嫲銯㕜ꥹ䕧鐱➃栁。

聶隱娘》的西域法師空空兒一角。

k

kl濼そꀀ㕼ⷜ怵㆞顭鮪佟儻♳㔔艝

脫浓䠮厪䒸涮侁過氿，氻鸚倴♲籏，❧㡽
63 娔。

賀軍政，本名賀軍晸，1954 年出生，父

親山東人，母親澎湖人，從小在高雄長大。

ks勛㸞㢵妄⚺䓹〵抓䥰䩧鸤㕜ꥹ秹

台南崑山中學化工科畢業，但一心嚮往電

飅幢䗞㖈茁剅♳邍爚：「遤佟ꤎꤎꟀ卌

練班。早年演出徐進良執導的學生電影，

k

晚䑖，⟃㛆肬➃䩞⚂䌟⹛欴噠，〵⽂䋑Ꟁ

䭸爚俒⻋鿈㼟倴〵⽂尪䄐鋊ⷔ♧䏠㕜ꥹ䕧
㙹，劍䖊♲䎃Ⰹ溏ⵌ䧭卓。劢⢵〵⽂넞



展，成為近年本土劇的熟面孔。病逝前的

《台灣霹靂火》、《阿不拉的三個女人》。

欰，㖈Ⱖ加叟⡞䨾㟛垜魨❗，陪倰灇ⴼ捀

影，1978 年考取中影和永昇合辦的演員訓

包括《拒絕聯考的小子》、《不妥協的一
代》、《年輕人的心聲》、《小市民的狂

⢪捀鿓剅榼。

員訓練班的指導老師）引介，朝電視劇發

最後一個螢幕形象，是《嫁妝》裡老實的

暨

䋞喀卌》、ꟗ䍌晚《銯㙹留鑨》，䕧㾝㣐

想》。經台視導播黃以功（賀軍政參加演

ks 魨Ⱟ怵㆞、缺陼⿻㷸罏涸殗㸞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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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oo넞꧆ꨶ䕧眏「넞꧆䬝」㋲⯋瀊晚，

껷僦詎㸻缦㼬怵《䠦㖈⚆歲劣傈》、ꁀꨎ

討海人江樹根，代表作還有《台灣阿誠》、

㫲㼬怵《哆ꨎ㷎》、ꀎꥑ㫫㼬怵《㽳》瘞。

kp 䧭륌⚺怵Ⱟ湌醢涸猰䎑⹛⡲晚

《堥㐼⛓過》，17 傈㖈〵⻍䨡ⴕ媹ꫭ，ⷜ

k

ot《䗞䋒銯喀卌》莊鳵鎹罏剚，㼬

怵鿓䪭還莅⚺怵ꤷ䒣ꬆ、呟笶㖳ⴀ䌏。

卌〡、榰蔊瘞㖒《兞，䬝伢劍麂ⵌ♲⦐

k

om껷䏞二⟤㼬怵涸詎䐁宕，鵜劍㾝

괤괐，ⶦ♴涸䨡㼟獵ⵌ⻍❩。

k

《くく涸䠦》ꨶ䕧䬝伢，歋㼭 S（䖛擳㫻）
莅卌䘋梥⚺怵，䕧晚갸鎙 12 剢媹ꫭ，2017
䎃♳⼱䎃♳僦，捀〵抓莅⚥㕜涸ざ䬝晚。

o 〵⚥䋑佟䏎倞耂㽷䲀⹛「⚥〵抓

ꨶ䕧䲀䑞㕨⼦鎙殥」，➛㖈ꪓ䂾「⚥〵抓
䕧鋕㛇㖒」莊鳵䊨玑⹛㕼Ⱙ狲，㛇㖒⽑㖒

k

秉 3.12 Ⱇ갧，管竤顥 7.8 ⭚⯋莇䒊，Ⰹ

om 痧 29 㾂匌❩䕧㾝䍌，Ⰵ鼇䕧

晚《㔋⼧䎃》㼬怵⣶㷎搭、湌醢ꤲ凶幢湱

鿈鋊ⷔⰍ䏠〵剓㣐涸伢䕧啟、♧䏠⚥㘗

⨖驎♳秋嬞。

啟，⚂勛㸞《㼱䎃 Pi 涸㣼䎑怔崩》䨾䩧鸤

涸鸤嵠寒，⛳㼟䵦鼄荛䕧鋕㛇㖒，⚛鏤縨

k

or卌肬颩倞晚《閦鎊銯銯ꅽ》捀騗

幀宐寒、加䊨㖷瘞鏤倷，갸鎙 2018 䎃⚥㸤

㕜ざ䬝晚，笪繏〵、度、⚥、ꯓ、纏㣐ⵄ

「⚥〵抓ꨶ䕧⚥䗱」，姽⼦鋊ⷔ须俲Ⱙ询、

ꯓ㕜勛彋㛇、⚥㕜ヰⱵꨎ⚺怵，〵抓ꣁ竤

䊨。ꤑ䕧鋕㛇㖒，䋑䏎⛳䩧皿㖈宐弛䒊縨

涸ꨶ䕧➃ざ⡲，⛳黇饬纏㣐ⵄⴀ㢫兞，歋

ꨶ䕧佞僦ㄤ㾝怵㉂噠⸆腋，⚛昰《 ACG ⹛

㣔暶ⴽ怵ⴀ。➛饱〵♳僦。

恠걆㚖鎙殥。

k

k

ok 넞꧆ꨶ䕧眏䍌，㾝劍荛 11 剢

or 㕜㹻ꨶ䕧⚥䗱侸⡙⥜䗂 1995 䎃

♳僦涸《馄秹㣐㕜字》，㼬怵蠝➋⛳莅

6 傈，劥㾂「꧆䕧㕜ꥹ瀊晚畹飓」껷䏞⻍♳

⥜䗂麕玑⚛䲿⣘䒊陾，➛傈饱〵⻍、넞꧆

䲀ⴀ「꧆䕧瀊晚眏」，㼟倴 25 荛 31 傈㖈

♳僦。

〵⻍⯕럊螠㿋ꨶ䕧긭莊遤。䍌晚《䗞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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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or「㣆䊨䑖⹛殥暶㾝」㾝，繡㕜

㣆䊨䑖⹛殥Ⱇ暶佪籏湌勛用字，ⴕ❧Ⰵ

遤⿻䊨⡲䗱騟娜玑。

k

op 㼬 怵 勛 㸞 ➛ 栽 갼 薊 㕜 䕧 谁 㷸

2016 年台灣電影

暨

nk桬麥⽂㼬怵倞晚《㿋涸齡♧鼹》

k

捀⾲⡞字겗勞，䲾鶤䊣㿋㆞莅湁加罏涸㼩

用ꡠ⤚，歋㼭讛、豤麨、且㛇⸗、喀畖⚺怵，
㖈〵⚥匡떻鿈衆䬝伢，➛鼝锞㯯넓䱳棵。

ꤎ ꨶ 䕧 栁（British Academy of Film and
Television Arts, BAFTA） 㣐 ♶  겮 㥂

（Britannia Awards）剓⢕㼬怵栁，捀娜䎃
㈔♧栽䖤鑪栁갪涸❏崎㼬怵。

k

op 㕜㹻ꨶ䕧⚥䗱갠䥰耢ざ㕜 10 剢

27 傈「⚆歲䕧갉鼍欴傈」，莊鳵ꪫ㣔佞僦
冸 2016 ꨶ䕧侸⡙⥜䗂䧭卓涮邍剚，剚⚥佞

僦《㣐⥊哆蔅뛩》，⚛Ⱇ䋒➛䎃⥜䗂䧭卓，

《ⱄ鋅〵⻍》、
《猨角》、
⺫䭍《㿋⚥⫄㣼》、
《桬ㆥ叜ㆥ麉〵抓》（♳、♴꧌），⟃⿻

荈⚺⥜䗂涸棇顜倞耂晚《〵䕧倞耂 002 鱀：
黐鷑傈⤼傈⫼娝㕜、〵抓溁陪⪔籏⟂鿈

⿻傈⫼盘椚㨽㆞剚姹鷑꽏〵湅鮪、〵抓溁

陾剚痧♧㾂㣐剚䧭用Ⱙ狲》，⚛䲀⹛

䎃⥜䗂䕧晚《馄秹㣐㕜字》莅《㽳繏屎㥏
⯥》ꅾ倞♳僦ꤎ箁。

俒⻋鿈佟妄Ꟁ♨凶蜹➿邍邍䳓䎃䏞䕧

晚⥜䗂飬⸔䧴ꨶ䕧俒暟䯪飨涸佅䭰罏，⺫

䭍：㣐鿪䕧噠袚✲Ꟁ⿻〵铃晚ꅾ銴伢䕧䌌

峿䣔ꨣ⯓欰、ꁀ俒㛔㼬怵、傈劥㼉歊⦍䏨
⚥ꅿ㊥㡽爢Ꟁ、㺢齦俒來㛇ꆄ剚邿⨴欰袚

✲Ꟁ、匌喀ꨶ鋕眏湡鿈ꁀ僈坼ⶰ籏瘞。

十
一
月

kk k豤ㆹ颩㛂㼬涸私ꏗ晚《鹎乹⛓騟》

罳儘♲䎃，鎹ꏗ㔋⡙➃奚䖒䌌剎㪮⳯、齶

곏兰、ⷠ糒証、勛㹒嫏，捀「㋲鋷㱙㱙ぢ
籏窡⚓ꭑ呪」、「ꡠ䑖䊨➃鴄隌呪」、「䓹

䗞姻遼中籏窡䏎呪」瘞呪鴄隌麕玑。➛莊

鳵껷僦，㼟倴 4 傈〵♳僦，傍⯓䊺倴 10
剢佞㕰넓⺫㜥。

kk k 눛䗞翱倞晚《52 饟蘘䧮䠦⡹》

㨥㖈⻍繡㹒⫄莅䊣鶬佞僦，♧⦐剢Ⰹ駵 52
⦐㙹䋑，佞僦 65 㜥。

kk o 《嫲ⵄ ˙ 卌䛸涸⚥㜥䨞✲》2、

3 傈ⴕⴽ㖈❩畀㪮猗、〵⽂⽂稉飑暟⚥䗱莊

鳵❏崎껷僦、暶僦剚，㼬怵勛㸞㼟⨖歑⚺

錬㋮ ˙ 姘俒（Joe Alwyn）、勛幅ⴀ䌏㹒⫄。

kk n 㕜㹻ꨶ䕧⚥䗱➛㖈繡㕜⸈䊝莊鳵
痧 37 㾂繡㕜ꨶ䕧遤ꌼ䋑㜥㾝，鏤伱䲀䑞〵
抓ꨶ䕧，㾝劍ⰟⰔ㣔。



《河北臺北》（圖片提供：李念修導演）

kk t ꆄ꼛䕧㾝➛儻䍌，歋《♧騟갫

kk r 倞 嵳 铇 㛂 㼬 涸 ⹛ 殥 晚《 ⡹ 涸 そ

괐》二⟤䍌晚。

㶶》，10 剢 14 傈㖈〵♳僦，荛➛稡琎牱䨼

瑳灶 1.87 ⭚，囙涬〵抓䕧〷颪䏠傈晚ⱟ鮪。

kk s 㕜㹻ꨶ䕧⚥䗱侸⡙⥜䗂䕧晚《猨
角》，鑪晚♳僦倴 1979 䎃，歋뒉굳굳、哀

kk kk嘥䗞僅㛂㼬涸《暥䉚遳㼱䎃媹➃

⥜魨⚺怵。㼬怵飅䧭薊ⴀ䌏ꆄ꼛䕧㾝佞僦

✲⟝》，歋繡㕜垦彋佐询（The Criterion,

麕箁♳须⥜䗂㸤䧭。

儘㸤侮ツ植，➛傈饱㖈〵♳僦。

Collection, CC）⟃ 4K ⥜䗂㸤䧭，⟃ 4 㼭

㜥，侕㜥儘ꅾ鸫殹䎃管ⷜ⣶㷂颩。鑪晚鷴

kk l ⚥㕜痧 12 㾂㕜➃字➿邍㣐剚➛

kk kk箻䒊㸪㛂㼬涸ꨶ䕧瀊晚《㼭㷛♶

鸒麕《ꨶ䕧欴噠⤛鹎岁》，僈俒鋊眕劢⢵

㖈㹻》ꡠ䧃Ꟁ罏陾겗，歋韠ⷜそ⠺䓹䀺ꨣ

⚥㕜醢⡲倰♶䖤莅「䖰✲⫊㹳字停䞕䠮崞

二笧怵ⴀ，鎙殥䎃䏁莊鳵〵䊣鶬ꨶ䕧闍

⹛」涸㞯㢫穉籽䧴⦐➃ざ⡲。㼟㕜停䠑陏

䏠䧴久僦剚。

Ⱏ㼩㯯넓涸盘ⵖ䠂⢵䠂㓂呔。

kk kk 勛䙂⥜㛂㼬涸私ꏗ晚《屎⻍荩

䕎䢀僈俒⻋，䕎ず겳䨥用䗾哭妵，곏爚⚥

⻍》，➛傈饱㖈〵⻍⯕럊螠㿋栬㹻♳僦♧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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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k kl 詎僈❮㼬怵栽갼〵⽂谁遯㣐㷸

そ隘⽈㡦。

噠Ⱙ狲，ꤎꟀ⣶㷂颩莅㼬䌌馢䗞脒、勛⚥

kk kr《ⱄ鋅檳㙹》㤾♴岁㕜❏溭䕧㾝

《荈⸔峤邆䏅》，姽㢫⛳갼涮栁⺑倞ꌴ㼬

ⴀ䌏錚颣⼧㔋⡙㷸㆞Ⱏず醢⡲涸《눴綿》、
怵涸㣾崣⯘栁（NETPAC）栁，歋倞⸈㗗

㼬怵䊱⤧䂾《䖝ⴡ》㤾♴。

kk kp竤Ⱙꨶ䕧《猨对》㖈ꆄ꼛䕧㾝ꅾ

kk ot 꼛 ♨· 〷 叕 銯 倛（Martin

僦，鑪晚㼬怵勛遤、管ⷜ䓹宕牬㖳ⴀ䌏僦
䖕䏠锓。

Scorsese）㼬怵涸倞晚《尐랿》（Silence）

「勛㸞㼬怵䲀讄，2014 䎃䏁⢵〵⼱䎃䬝伢，
晚㖈〵抓《兞，⺫䭍ꤿ僈㿋㖒攨靽、ꆄ

kk o ꆄ꼛ⶾ䫏鼠Ⰵ痧⼧䎃，➛䎃Ⰵ鼇

㿋、⛰⟨、♲蓐、蔅角、〵匌、〵⚥瘞㖒䬝

29 ⟝⟱ⷔ呪，莊遤䍌ꂋ剚⚛⚂Ⱇ䋒⯓

伢，ꨶ䕧㼟㖈 2017 䎃 2 剢 17 傈㖈〵♳僦。

涰蠝껷栁涸䕧晚晚媯，⺫わ：2014 䎃《ⴕ

頺➃欰》（㼬怵꤫翱し），2013 䎃⹛殥Ꟁ

kk kk 《〫銴䧮Ꟁ㣐》㔔倴䕧㾝䧭籑
邍植❮滚，✳䏞♳僦，➛儻倴〵⚥껷僦

1969 年，在台語片男星洪洋的推薦下，初
次掌機拍攝台語片《鑰匙》，自此展開攝

㹒⫄。

影師生涯。

kk kk须幀ꨶ䕧伢䕧䌌䑁䣔匡ꨆ⚆，❧

kk kt㼬怵㸞齦껷鿈ⷜ䞕Ꟁ晚《⯥㶩罉

㡽 79 娔。

廖慶松，1937 年 7 月 23 日生於台中市，

為資深電影攝影師，從台語片到國語片，
作品履歷超過六十部，與蔡揚名、陳俊良、
劉家昌、徐進良、朱延平等知名導演都有
合作過。25 歲時隨片到各地上映作宣傳，
開始接觸電影相關工作。在台語片第二個
高峰期時，跟隨電影攝影師林春生進入晃
東影業社，擔任《老長壽》等片的燈光師，
偶爾兼任劇照師。後跟隨黃瑞璋等攝影師
擔任攝影助理，期間自修電影專業知識。


㶩》，Ⰵ鼇넞꧆ꨶ䕧眏「〵抓馊歲」㋲⯋，

➛傈饱倴〵⻍⯕럊螠㿋栬㹻♳僦。

kk km《鹎乹⛓騟》♳僦⼧♧㣔，〵

牱䨼馄ⴀ갸劍麨 180 蠝，♳僦荛➛，㼬怵

ⴀ䌏㹒⫄馄麕❀⼧㜥。鑪晚갸鎙倴 23 傈㖈
䗞㕜嵳䗞㜄㣐㷸佞僦。

kk ks譩颩㛚㛂㼬涸《夔璭➃欰》莊鳵

㯯넓鑑晚，⚺銴怵㆞剎棶榮、鏪꿴➝、桬

♨瘱、ꆄ㧚瘞➃ⴀ䌏。

暨

kk onꆄ꼛ꨶ䕧㷸ꤎ莊遤⡲ㅷ佞僦冸穡

「㕜ꥹ畹飓㋲⯋」剓⢕䕧晚。

《再見瓦城》（圖片提供：前景娛樂有限公司、岸上影像有限公司）

2016 年台灣電影

kk otꆄ꼛ⶾ䫏栁Ⱇ䋒涰蠝껷栁，歋绹

晚《䎋犷騟♳》（㼬怵㸢妇琐）。

纏牬涸贖㥏⡲《꼛飓⯘㼱㥏》栽䖤。玑⨀
韝㼬怵、衞⛇蜹管ⷜ涸《鎹➔》栽䖤「〵

kk oo《⨴䘎勠》㖈⻍❩莊遤鎹罏剚，

⻍俒ⶾⷜ⡲栁」、「螠俒俒ⶾ剓Ⱘ鋕ꅿ栁」，

⚺錬纈莞巯、桬⼪彂、䓹㷂、嘥牃㻞Ⱏ

䖤栁ꆄ 70 蠝⯋。桬剢湌醢涸《뇺눀㣖뉓ꠀ》

ず❮湱。

栽「〵⻍殥㣔ⶾ⡲栁」，䖤栁ꆄ 30 蠝⯋。

kk on倞⻍䋑 9 剢莅俒⻋鿈砞秉莇䒊㕜

㹻ꨶ䕧⚥䗱，倞⻍䋑倞耂㽷邍爚 2017 䎃♳

kk ot눛䗞翱倞⡲、갉坿䠦䞕ꨶ䕧《52

鋊ⷔ㕨⼦瑠，ꤑ䕧㙹ㄤ㉂㙹，⚛秝Ⰵ VR

㜥ꨶ䕧ꤎ莊遤姘崎껷僦，姻㖈䗞㕜鹎遤俒

饟蘘䧮䠦⡹》，儻倴䗞㕜厣卌俒⻋ꅦ鸤

⼱䎃㼟莊鳵䬸㉂鐱⠮，焷㹁悴㖈䫏须罏䖕
（贡亼㻜㞯）、AR（仍㟞㻜㞯）、侸⡙鋕

⻋㢫❜⛓假涸俒⻋鿈Ꟁꁀ뜩ば❠ⴀ䌏。

䪮遯欴噠，⚛莅卌〡䕧鋕㙹⚮鸮，䕎䧭欰

kk om 蘕 뜩 衞 ˙ 殗 開 鏪（Juliette

錏暶佪、⹛殥、갉佪、暶婌麥Ⱘ醢⡲㦳瘞

欴醢鸤、佞僦、遤ꌼ♧哭륌涸「倞⻍䕧鋕

Binoche）㼟ㄤ⣶㷂颩㼬怵Ⱏず二⟤ꆄ꼛栁

䐤麥」。

갼栁Ⱙ狲㎗频，➛ⴀ䌏鎹罏剚，姽遤騅㥠
♳妄鏞〵䊺ꥬ⼧⛰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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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k os 痧 53 㾂ꆄ꼛栁Ⱇ䋒劥㾂䖤栁そ

㋲。（鑬稣䖤栁そ㋲锞鋅䖕俒〈2016 䎃螠
铃ꅾ銴ꨶ䕧栁갪Ⰵ㕠冸䖤栁そ㋲〉）

kk ol倞ꌴ㼬怵ⷠ䮸⽂㔔䠑㢫麕⚆，❧

䎃 37 娔，殆♴倞晚《䭨㕬》㼿劢㸤䧭，⟂

➃㐖。

劉振南，本名劉東迅，1979 年生於嘉義，

台大地理系雙修中文系，後赴日本早稻田
大學攻讀文學，回台曾於麥肯廣告與三菱
商社任職，卻選擇離職，赴台北藝術大學
電影創作所就讀，並成立莫門特電影公司。
2011 年畢業製作《我的拼湊家庭》，入圍
台北電影獎最佳劇情長片；《飛啊！卡夫
卡》獲釜山中韓電影節最佳劇情片銀獎；
《藥笑 24 小時》入圍三項金鐘獎，還刷新
公視「人生劇展」的收視紀錄，被視為潛
力新銳。2015 年更以《拼圖》申請到千萬

kk or《♧蠝Ⱇꅽ涸秉㹁》莊鳵鑑晚。

ⷜ穉堾騗♲㣐崎《兞，幀Ⰵ넞⾲、尪恊、

뛥廪瘞㖒䬝伢。

十
二

月

ko o 〵、度ざ䬝䛌䙳晚，歋꤫䮸땃㛂

㼬涸ꨶ䕧《竁》，饬岲㕜剋靽鵜龟䑛唳
㷸吥䬝伢，갸鎙 2017 䎃 5 剢㖈〵♳僦。

ko o 须幀谁➃蠝ꅾ㿋儻 11 럊㔔㊭浓

⻍❩姻䒭怵ⴀ，〵抓怵ⴀ儘劢㹁。

kk ol ꆄ꼛栁갼栁Ⱙ狲Ⱏ 22 갪갼栁갪

始參與演出，六○年代成為聯邦影業的基

锸。頾鐱罏邍爚䕱䖁溏⚥㕜涸ꆄꧽ栁；罜

生和班底，以《龍門客棧》裡反派多刺的

涸䕧갠⸂莅栬用⿻⺫㺂。ꆄ꼛㛂㨽剚㛂遤

娘子》、《俠女》與邵氏的《愛奴》。後

⽑㢵侸，䕧晚涸㕜硃⛳ꬌ鎣锸㉏겗；鐱㻤

反派。晚年於電視劇《醉後決定愛上你》、

侸），䩞剤鸏⦐穡卓。」

涯中拍攝 85 部電影、數十部電視劇，奠定

湡，㔔〵抓ꨶ䕧〫䭭♴❀갪，䒸饱姻鱜

本演員，跟石雋等人共為胡金銓導演的學

姻溏䖊罏钢捀鸏➿邍ꆄ꼛栁㼩螠➃䕧鋕

形象為人所知。其他作品包括聯邦的《鐵

Ꟁ耂㣔牬邍爚，⼧♬⡙鐱㻤殹⚥，〵抓➃

來成為台視旗下的單元劇演員，專門詮釋

㕰⚺䌏鏪ꭕ螠酢⯏：「尝剤皿（ぐ㕜栁

《幸福不倒翁》客串。在五十年的演藝生

在演藝圈的地位。

갉坿ⷜ，倴⻍❩莊鳵㯯넓껷怵，23 傈㼟㖈

佦✲锓欰䢀⥃肬，⡎黩㿋莊㜡毠⡂剤捀

䬝伢宠幢ꤑ鿈ⴕ卌加、㘏㖣麥Ⱘ劢幢ꤑ，

ko kl 嘥⸂䊝荈 2007 䎃饱䬝伢䋒郍䨡

⡎⣜鋊㹁⥜ⶩ，植㜥⛳剤䊣㿋㆞湌䱾。匌

⼱䎃㼟㸤䧭剓穅晝，2017 䎃䎃⚥♳僦。

㣐䌌꤫ꐣ摖涸私ꏗ晚《秋渱㶩》，갸鎙ⱄ

䒸涮昰陾。醢晚꤫⽂㸪㗞鎊捀䬝伢侮㖒，
卌盘贖㼟倴劥鹋崣㆞剚，酢⸔鑪晚涸

ko kp《嫲ⵄ·卌䛸涸⚥㜥䨞✲》㹒䋒

〵⚥䋑倞耂㽷邍爚，㥶剤麬鋊㼟䕧갠鑪晚

〵抓牱䨼姻䒭灶⭚，❩畀㪮猗佞僦「劢⢵

歍锞⼿䬝莅酢⸔须呔。

3D 晝劥」⛳⟃ 4,500 蠝ⶾ㋲䑼剓넞牱䨼。

ko s 㕜㹻ꨶ䕧⚥䗱莊鳵「叕⤧꧆鸚⚆

ko oo 《豭卓傈㜡》Ⱇ䋒 2016 䎃〵

鹋䎃鷆䙼剚」，⚛ⴀ晝詎㕜囙之㻨涸倞剅

勛莇俒瘞➃ⴀ䌏荞䠑。

北，國立藝專第三期畢業生。五○年代開



ko m ꨶ䕧《㿋涸齡♧鼹》鷴麕㿋罉롗

㨥箻孵⸆，氻䞕♧䏞㥪鱲，搭罜穅♶
侰氻눦。

ko kmヰ匋⧍껷鿈荈㼬荈怵ꨶ䕧《♶腋

铞涸·猽㺙》，歋秣秉涰罉佖管䧭ずそ

《叕⤧꧆涸邍怵谁遯》。䕧➃⺫䭍䌢嘰、

腺㶩巵䊼穡ꈡ⻋，ꄴ欰鏻倬僽♴ㅱ浓䖕，

暨

鳵媹ꫭ鎹罏剚。

氻鸚，❧㡽 80 娔。蠝ꅾ㿋倴 2011 䎃涮植

萬 重 山， 本 名 孫 效 文，1942 年 生 於 台

輔導金，卻不幸早逝。

ko n玑⨀韝㛂㼬涸《秋邆㼭㥏㷛 2》莊

2016 年台灣電影

螠铃晚❀そ牱䨼䧭籑，ⴕⴽ捀：《衞㉏》

《㣐㽵됇뎚 2》1.7 ⭚⯋、
《㺯䨞 2》
2.2 ⭚⯋、

䓹宕牬、倰姻、劫䒂䎂、꼛⛓獔、鿓⽂㸪、

1.5 ⭚⯋、《垜♴涸䨼㹐》1.4 ⭚⯋、《Ⱉ

䒚ㄳ㉱긭》6,000 蠝⯋。㕜晚劥䎃侮넓䧭籑

♶㥶麕䖃。

ko kt《⨴䘎勠》捀〵抓、⚥㕜ざ䬝晚。

そ㏠袚兰喀眏湡䪡鐱꤫桪⺍⯓䯆㣖ꤿ蔅

ko on 痧 35 㾂ꆄ琝栁Ⱇ䋒Ⰵ㕠そ㋲，

剪顬，➛鱲ぢ⚥㕜䋑㜥，姽鎊锸竤⚥㕜

劥㾂䕧㾝䕎韍㣐⢪歋ゟ〳擳、㩉幅罇Ⱏず

笪字鱲涮，殆鎊䫼ⵖꨶ䕧。湡ꨶ䕧䊺鸒

二⟤，➛䎃㷸欰穉 135 鿈㜡そ，鼇ⴀ 31 鿈

麕⚥㕜䑞ꨶ籏㽷㻤叆，㼟倴 2017 䎃 1 剢㖈

Ⰵ㕠䕧晚，䩧灶娜䎃私ꏗ。（鑬稣Ⰵ㕠そ

⚥㕜♳僦。ꨶ䕧Ⱇ㔐䥰，剤䗱➃㡦拰鑨

㋲锞鋅䖕俒〈2016 䎃螠铃ꅾ銴ꨶ䕧栁갪Ⰵ

겗，䋞劆䕧鶵♶銴㔔捀佟屛㔔稇「ⵌ䕧갠。

㕠冸䖤栁そ㋲〉）

ko kt《♧蠝Ⱇꅽ涸秉㹁》莊鳵껷僦，

ko on私ꏗ晚《抓欰㔐㹻》湌醢歊⚥㻜

湌醢ヰ匋⧍、卌纏⪂，㼬怵峿傻䳓、怵㆞

⸈（꤫㹒⭳），剎耫珖颪荈粭殥捀ꨶ䕧硁

飅꧉㦍、랔黇㖳ⴀ䌏。劥晚 16 傈饱〵

须，鵜傈鄄䭸ⴀ殥⡲ꬌ⾲ⶾ罜僽笪騟湁㕬；

♳僦。

⟃⿻⯓傈劥《欴竤倞耂》〵⻍爢Ꟁ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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勠ⶍ〷倴 2013 䎃鏞㉏，颶毠㥠贡圓抓欰䖕

➿魨⚆，䒸涮昰陾。歊⚥㻜⸈倴茁剅㻨⼪
㶶俒，ꆚ㼩殥⡲鸤⧺괐岚钢ꐫ麥姊，⡎⚛
劢䲿ⴀ魨⚆阮僈。

ko on

2017 䎃ꤷ晚ꂂ겙Ⱇ䋒䬄硹⼧

そ， ⺫ 䭍：《 杵 㕬 꿴 》 㼿 - 顼 ⯘ ˙  開
（Jean-Jacques Annaud）㼬怵、《湱䠦湱

鋷》䓹蒕㎗㼬怵、《罉挪⯥》盘贅㼬怵、《繏
剋裦⯘嶋❗〷》玑羮㼬怵、《㼱䎃》嘥埠
땃㼬怵、《䧮㖈佦㹨⥜俒暟》諽㺯㼬怵、《ꫭ

猒歑넞》詓⼾⾲㼬怵、《⚥齭》꼛⳯㼬怵、

《㣟㷑》䕠♲彂㼬怵、《度㔣》䖛䄥㼬怵，

Ⱖ긅⫦腋䱖⦬酢，䬄⚥罏㢵䊺倴 2015 䎃♳

僦，䒸涮䫵䚐。

2 ⭚ 2,000 蠝⯋。窡鎙劍 1 剢 1 傈荛 12
剢 18 傈。

ko ol《⨴䘎勠》莊遤㯯넓涮䋒剚，갸

鎙㼟倴 2017 䎃 1 剢 26 傈♳僦。

ko ol《52 饟蘘䧮䠦⡹》莊鳵暶僦剚，

갸鎙㼟倴 2017 䎃 1 剢 26 傈♳僦。

ko ol㥏僤䓹渠溫㔔ㆳ㋉䒸涮䗱茵氻，

鸚倴♳嵳，❧䎃 63 娔。

張盈真，景美女中、國立藝專畢業，作

風率性大膽，為八○年代紅極一時的女星。
1978 年初登大銀幕，便與當紅明星劉文正
合演《初戀風暴》，片中穿泳裝展現曲線，

《豭卓傈㜡》Ⱇ䋒〵抓 2016 䎃

出道即成話題；1982 年出版寫真集《單身

薊꧆Ⰹ䨞》（Captain America: Civil War）

何衣物，尺度遠超當時，是台灣寫真史第

（Deadpool）4 ⭚ 2,000 蠝⯋、《㾏鸠鮦》

之路，中影對找她演《策馬入林》有顧慮，

⽈ 㡦 》（Doctor Strange）3 ⭚ 35 蠝 ⯋、

一次以《策馬入林》裡被土匪擄走的鄉村

蠝⯋、《䚓暟莅暓⦛涸欴㖒》（Fantastic

自張愛玲小說《金鎖記》）裡遭百般欺辱

蠝 ⯋、《 ⹛ 暟 倰 玑 䒭 》（Zootopia）2 ⭚

前者輸給《我這樣過了一生》的楊惠珊，

ko ot

ꨶ䕧牱䨼⼧そ，䱖䎸捀：《繡㕜Ꟁ 3：

女郎，雙人床》，浸濕的白襯衫下沒穿任

5 ⭚ 3,098 蠝 ⯋、《 䟅 啄 薊 ꧆： 娦 ⣃ 》

一人。然而，性感形象也險些阻撓其表演

（Busan Haeng）3 ⭚ 4,000 蠝⯋、《㣼殯

幸得導演王童力保。生涯兩度提名金馬獎：

《荈媹瑳乹》（Suicide Squad）2 ⭚ 9,900

少女提名女主角，一次以《怨女》（改編

Beasts and Where to Find Them）2⭚9,700

的媳婦芝壽提名女配角，可惜與獎無緣，

8,890 蠝⯋、《躶軁⥊㼩馄➃：姻纏刌⯕》

後者輸給《海峽兩岸》的王萊。形象多變

2 ⭚ 3,400 蠝⯋、《X 䨞陪：㣔㉬》（X-Men:

殺人事件》裡小明的母親、在《失聲畫眉》

（Batman v. Superman: Dawn of Justice）
Apocalypse）2 ⭚ 2,500 蠝⯋、《衞㉏ 3》



的她，也曾在九○年代詮釋《牯嶺街少年

裡與陸一嬋演出同性戀歌仔戲演員。

䎃䏞
栁갪
2016

2016 䎃螠铃ꅾ銴ꨶ䕧栁갪Ⰵ㕠冸䖤栁そ㋲
2016 䎃㕜ꥹ䕧㾝㕜晚㾝冸䖤栁そ㋲

2016 䎃䏞栁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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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BOOK

2016 䎃
螠铃ꅾ銴ꨶ䕧栁갪Ⰵ㕠
冸䖤栁そ㋲
整理 劉宇軒

2016 䎃螠铃ꅾ銴ꨶ䕧栁갪Ⰵ㕠冸䖤栁そ㋲

《鳵呱》（Pan Zhog）꤫̽妇箯
《ⴀ麈》（An Outing）̽ꆄ⟗螟
《姻し》（Jheng-Ji）̽倶㷆畾

剒⢕私ꏖ晙

《牟䨠》（God’s Play）̽飆뜨ば、䕠㹻㥵
《晘》（The Wall）̽ꯒ䘞缦、⠀䗱榭、桬䮷㸙、鏪㭒ꉀ
《秋嬝涸齡♧畮》（We Want to Get Married）̽䖛ꫴ⧍
《ⶥ㥎，溫涸？》（My Leftover Ladies）̽ワ匌䕔
《㿋》（The Mountain）̽豣䒾䛸

剒⢕⹛殥晙

《꺢》（Glutton）̽卌䣓Ⱙ
《❏䬘䬘暵㿋》（Ararat）꤫̽䢏彯

剒⢕㻜뀿晙

痧  㾂ꆄ琝栁Ⰵ㕠冸
ꨶ䕧瀊晚鰊㼬ꆄ䧭卓

《鳟㣧㝸》（Xinyiwood）̽卌➬匊
《⟻➃》（The Person of Whom I Think）̽ゞ哟㸝
《㼭랱㖈䊨䑖⚥涸♧鰴㶩 2》（Little Black’s Whole Life in the Factory-Second
Episode）꤫̽⣜秫

3/19–3/27 ⯕럊螟㿋ꨵ䕧긬
3/28–5/15 䊢鶫佞僥

Ⰵ㕠
そ㋲

♧菚⡲ㅷ

剒⢕ⷛ䞔晙

《ⳝⳝ》（Fan Fan）̽ⷠ㹻妇
《䋪侓ꫬ䎃》（Hpakant Jade Life）̽勚宕馄
《嬁嬁ꨍ》（It’s Drizzling）̽箻䒊㸪
《涬㿋》（Into the Mountain）̽蛄绥㸝
《縫㋲》（Fine）̽卌猥䕔
《䗎疭》（Smile）̽卌㹻⭚
《㣐垛剣뇫》（The Ghost）̽脓僅嵞
《⯘峫閊倛》（Cronos）̽嘥㭪



㷸欰⡲ㅷ

剒⢕ⷛ䞔晙

《㣅䎑㥎龥》（Dream Girl）̽勚廭龾
《㢹銓》（Night Raid）̽桬鹟ꉀ
《궫俱㣐⡲䨞》（Sweeter Than My Drink）̽磨戇俒
《➚㣔䧮➿铭》（The Substitute）꤫̽厣㸺
《犜姺♴ꐜ》（Anchorage Prohibited）̽剎㪭ꆀ
《佞》（Letting Go）꤫̽頻俒
《「ⴡ》（Penalty）̽巾蓷
《䘍䎃➃》（Unforgettable）̽䑀螟⠹
《ⱄ鋅♶鋅》（Orpheus）̽䓹䘋㪭
《㷁䜱⯥留》（Filial Piety Award）꤫̽䒊䕥
《ꨅ䁘》（The Absence）̽䓹♶⛩
《醲滚》（Eyes Wide Shoot）̽卌㤗䔢
《㥩㥩㼭㨰♶荈㖈》（MS. Vanilla）̽䖛㶩䜣
《䫏䍤䒭》（Laundromat）̽飆鑅蠨
《⛕军》（Winter, Fireworks and My Father）꤫̽㹁㻞



2016 䎃䏞栁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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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劢界⛓㖑》（Red Spider Lily）̽嘥⳯㮴
《螶》（A Cigarette）̽箻⨴鰜
《〳〳눴》（My Brother）̽륞猧要

2016 䎃螠铃ꅾ銴ꨶ䕧栁갪Ⰵ㕠冸䖤栁そ㋲

剒⢕⹛殥晙栀

《❏䬘䬘暵㿋》（Ararat）꤫̽䢏彯

剒⢕㻜뀿晙栀

《㼭랱㖈䊨䑖⚥涸♧鰴㶩 2》（Little Black’s Whole Life in the Factory-Second
Episode）꤫̽⣜秫

剒⢕私ꏖ晙

《私䙁⚥㕜㙹》（In Memory of China Town）꤫̽ばⰩ
《䬬➊랂屎》（Tug of War）̽䖛䠑㋮
《度➫㽵私✲》（The Story of My Grandfather in Kan Zai Wan）̽䨥㎗㸪
《䧭㹻》（Remaking Home）̽䊱㸺䥂

⮚瘝栀

《》（Quemoy）̽齶肫⽂

⦐➃㋲갪邍植栀

剒⢕⹛殥晙

《Hide and Seek》̽卌鮯䠄
《ꡠ / 䠥》（Close Circuit）̽倶⽇戇
《溫䗱㼭浸》（Love Dishes）̽衝ꨍ巑
《䶰剢鎹》（Catch the Moon）꤫̽隶岁
《檲蜒碛》（Wai Momi）̽桬⻊姻
《Dreamer》̽桬䚃
《緃羭劳涸➃》（The Deaf）̽䨻僤⡮、䖛㸝㧙
《呏．刿》（Tear Down）꤫̽厣闉

剒⢕㻜뀿晙

《傈䌢眎㤉》（The Daily Rhythm）̽詍㸺⺌
《䓽鶖곏䕧》（Push Processing）̽勚奙峕

《䋪侓ꫬ䎃》（Hpakant Jade Life）̽勚宕馄
《姻し》（Jheng-Ji）̽倶㷆畾
《牟䨠》（God’s Play）̽飆뜨ば、䕠㹻㥵

怵㆞：飆愒ㆹ̽《ⴀ麈》（An Outing）
ⶨ鰿：嘥㭪̽《⯘峫閊倛》（Cronos）
箠ⷛ：蛄绥㸝̽《涬㿋》（Into the Mountain）
伡䕧：勚宕馄̽《䋪侓ꫬ䎃》（Hpakant Jade Life）
谀遮䭷㼫：勚⤦㸪̽《鳵呱》（Pan Zhog）

㷸欰⡲ㅷ
껷խ栀

《⛕军》（Winter, Fireworks and My Father）꤫̽㹁㻞

剒⢕ⷛ䞔晙栀

《犜姺♴ꐜ》（Anchorage Prohibited）̽剎㪭ꆀ

剒⢕私ꏖ晙栀

《》（Quemoy）̽齶肫⽂

剒⢕⹛殥晙栀

䖤栁
そ㋲

《ꡠ / 䠥》（Close Circuit）̽倶⽇戇

剒⢕㻜뀿晙栀

♧菚⡲ㅷ

《傈䌢眎㤉》（The Daily Rhythm）̽詍㸺⺌

⮚瘝栀

껷խ栀

《鳵呱》（Pan Zhog）꤫̽妇箯

剒⢕ⷛ䞔晙栀

《ⴀ麈》（An Outing）̽ꆄ⟗螟

剒⢕私ꏖ晙栀

《晘》（The Wall）̽ꯒ䘞缦、⠀䗱榭、桬䮷㸙、鏪㭒ꉀ



《ꨅ䁘》（The Absence）̽䓹♶⛩
《䧭㹻》（Remaking Home）̽䊱㸺䥂
《溫䗱㼭浸》（Love Dishes）̽衝ꨍ巑

⦐➃㋲갪邍植栀

箠ⷛ：䓹鹟㻞、꤫頻俒̽《佞》（Letting Go）
箠㼫：箻⨴鰜̽《螶》（A Cigarette）
醢晙：闑㸪用̽《㷁䜱⯥留》（Filial Piety 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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繠遮：눚㧃䏭̽《䘍䎃➃》（Unforgettable）
箠ⷛ：꤫厣㸺̽《➚㣔䧮➿铭》（The Substitute）

鐱㻣
勛牃㻞、ꁀ俒㛔、劫俛、㷟匡囙、ⷠ証搭、䑁劥嚩、湖ꬌ僒
ぜ㋲

2016 䎃螠铃ꅾ銴ꨶ䕧栁갪Ⰵ㕠冸䖤栁そ㋲

《绾绻⛓㙹》（City of Jade）̽馡䗞脑（Midi Z）
《溏♶鋅涸뇫䃋》（A Ghost Island Lies Beneath）̽卌岲䊜（Lin Tay-Jou）
《屎⻌荩⻌》（Hebei Taipei）̽勚䙁⥝（Li Nien-Hsiu）
《劣➿〒✥月》（The Last Insurrection）̽䑀䒊螟（Liao Jian-Hua）
《傈划傈䒭侔姿罏》（Le Moulin）̽랓❏娛（Huang Ya-Li）
《㿋》（The Mountain）̽豣䒾䛸（Su Hung-En）
《傈傈㊢㊢》（Murmuring Days）̽導〳㼿（Shen Ko-Shang）
《》（Quemoy）̽齶肫⽂（Chiu Yu-Nan）
《豬卓涸徱》（The Taste of Apple）̽勚䟃➋（Kevin H.J. Lee）

痧  㾂
6/30–7/16 〵⻌ꨵ䕧眎
〵⻍ꨶ䕧眏7/16 갼栀Ⱙ狲
〵⻍ꨶ䕧栁

Ⰵ㕠
そ㋲

瀊晙

《犜姺♴ꐜ》（Anchorage Prohibited）̽剎㪭ꆀ（Chiang Wei-Liang）
《䊼ⵄⱺ》（Barli Ais）̽䖛㹻铇（See Kar-Seng）
《⚆私劣涸螟뜨》（End of a Century: Miea’s Story）̽導〳㼿
（Shen Ko-Shang）
《恟Ꟁデⴽ》（Farewell Photography）̽桬ば䒾（Wang Chin-Hong）
《窍䠥뜨窣》（Für Elise）̽俒✳⻌䫏（Albert Ventura）
《䧭し䙼寂䖄剪剢椕》（Genghis Khan Conquers the Moon）̽嘥倛藥
（Kerry Yang）
《䧮銳ㄤ⡹㖈♧饰》（I Wanna Be with You）̽桬㣔⡡（Wang Tanyo）
《㧙꧈涸》（Nia’s Door）̽䑀⯘涮（Lau Kek Huat）
《♧䙁》（Single Belief）̽勚䐀欰（Lee Kang-Sheng）

ⷛ䞔Ꟁ晙

《⫒檗ぢꐏ遼》（2 Idiots）̽랓ꌁ姻（Huang Ming-Zheng）

《꣭欰⼧✳僤䏠》（Spring Beauty）̽䑀㡦巑（Liao Shih-Han）

《邆壜酭涸頤》（The Cat in the Closet）̽剎薉䏭（Tseng Ying-Ting）

⹛殥晙

《䊩羭》（The Left Ear）̽豣剣剦（Alec Su）

《中乹庠鑑》（Crash Testing）̽譨⡡䒄（Yuting Hsueh）

《〫銳䧮Ꟁ㣐》（Lokah Laqi! / Hang in There, Kids!）꤫̽悥榻（Laha Mebow）

《緃羭劳涸➃》（The Deaf）̽䨻僤⡮（Fang Sing-Yu）、䖛㸝㧙（Hsu An-Ni）

《蝲둷》（Maverick）̽ꀿ俒㛔（Cheng Wen-Tang）

《啿卌猽㞯》（The Forest Unseen）꤫̽儀⠹（Chen Yu-Ling）

《䧮涸㼱㥎儗➿》（Our Times）꤫̽桪棂（Chen Yu-Shan）

《⼯》（Noon）̽嘥㶩倝（Yang Tzu-Hsin）

《秋邆㼭㥎㷛》（The Tag-Along）̽玐⧿韝（Cheng Wei-Hao）

《鑗眜 73》（Psalm 73）̽랓㪭⳯（Huang Wei-Kai）

《垛♴涸䨻㹐》（The Tenants Downstairs）̽䄄匌（Adam Tsuei）

《氻䡿䒊眠氿⦫纈》（Sick Building Syndrome）꤫̽ばⰩ（Chen Chun-Tien）、
嘥ꔩ㸙（Yang Chen-Yu）

《㾎䥊》（The Bride）̽闑䏭蝿（Lingo Hsieh）

《㣟䱽閥鎊》（White Lies, Black Lies）̽垛♧㸝（Lou Yi-An）

《里嫢》（Baumu）̽꓃⸛ば（Chung Shao-Chun）

《僱ꨍ》（Spring Rain）̽私厣莽（Chi Po-Chou）

私ꏖ晙

《冝屎》（Subsurface Flow）̽ゞ䗞幅（Wu De-Chuen）

《嵳涸䕹畮》（After Spring, the Tamaki Family…）̽랓脑嫮（Huang Yin-Yu）



《呏．刿》（Tear Down）꤫̽厣闉（Chen Po-Ch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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〵⻍ꨶ䕧栁

䖤栁
そ㋲

2016 䎃螠铃ꅾ銴ꨶ䕧栁갪Ⰵ㕠冸䖤栁そ㋲

剒⢕ⶨ鰿栀

꤫䒊䘋（Kenji Chen）̽《〫銳䧮Ꟁ㣐》（Lokah Laqi! / Hang in There, Kids!）

剒⢕伡䕧栀

馡ꬋ（Zhao Fei）̽《䊩羭》（The Left Ear）

剒⢕耪갉鏤鎙栀

涰蠜껷栀

랓❏娛（Huang Ya-Li）、愈衝欰（Huang Mei-ching）̽《傈划傈䒭侔姿罏》
（Le Moulin）

《〫銳䧮Ꟁ㣐》（Lokah Laqi! / Hang in There, Kids!）꤫̽悥榻（Laha Mebow）

剒⢕ⷛ䞔Ꟁ晙栀

《〫銳䧮Ꟁ㣐》（Lokah Laqi! / Hang in There, Kids!）꤫̽悥榻（Laha Mebow）

㯮넒䲀讃栀

剒⢕私ꏖ晙栀

《屎⻌荩⻌》（Hebei Taipei）̽勚䙁⥝（Li Nien-Hsiu）

錙滞牰鼆栀

剒⢕瀊晙栀

《犜姺♴ꐜ》（Anchorage Prohibited）̽剎㪭ꆀ（Chiang Wei Liang）

⼾馊顀桏栀

剒⢕⹛殥晙栀

《中乹庠鑑》（Crash Testing）̽譨⡡䒄（Yuting Hsueh）

剒⢕㼫怵栀

꤫悥榻（Laha Mebow）̽《〫銳䧮Ꟁ㣐》（Lokah Laqi! / Hang in There, Kids!）

剒⢕箠ⷛ栀

랓❏娛（Huang Ya-Li）̽《傈划傈䒭侔姿罏》（Le Moulin）

剒⢕歑⚺錭栀

랓屎（River Huang）̽《秋邆㼭㥎㷛》（The Tag-Along）

剒⢕㥎⚺錭栀

鏪榎歈（Hsu Wei-Ning）̽《秋邆㼭㥎㷛》（The Tag-Along）、《㣟䱽閥鎊》
（White Lies, Black Lies）、《⚆私劣涸螟뜨》（End of a Century: Miea’s Story）

《豬卓涸徱》（The Taste of Apple）
《垛♴涸䨻㹐》（The Tenants Downstairs）
〵⻌䋑私ꏖ晙䖰噟➃㆞耶噟䊨剚（Taipei Documentary Filmmakers’ Union）

黻鼇
㨽㆞

桬⚆⧿、歊葻、勚蔔㴒、ワ傒謵、륋歑·⟄专⯘·ⳝ❏䙼（Lungnan Isak
Fangas）、闑俒僈

鐱㻤
㨽㆞

莞楑、䋑㿋㼿♲（Shozo Ichiyama）、卌姻渿、ꐏ绥、勚㣔昽、꤫僅、鿓⸂僕、
䓹㕜用、ꨭ⯕㢙

剒⢕歑ꂁ錭栀

蛄⳯（Chuang Kai-Hsun）̽《蝲둷》（Maverick）

剒⢕㥎ꂁ錭栀

知㲞剅（Jain Man-Shu）̽《蝲둷》（Maverick）

剒⢕倝怵㆞栀

꤫㸙（Buya Watan）、卌兑淏（Watan Silan）、ゞ戇噟（Suyan Pito）、㼭讚（랓
我䚃）（Esther Huang）、剆⚆鰜（Tsao Shih-Huei）、叕凶륋（Mudi）、卌ꆄ龥
（Lin Jing-Lang）、넞ꫴ嚩（Sharon Kao）、衝榎䏭（Uni Yeh）、蛄僱蔄（Chuang
Chuen-Hua）̽《〫銳䧮Ꟁ㣐》（Lokah Laqi! / Hang in There, Kids!）

剒⢕갉坾栀

卌䓽（Lim Giong）̽《绾绻⛓㙹》（City of Jade）



Ⰵ㕠
そ㋲

㕜ꥹ倞㼬怵畹飓

《冝㢹鶫騟》（Alone）̽励峿併（Park Hong-Min）｜⽂ꯒ
《ꬠㄐ㢧涸姐㈖》（As I Open My Eyes）̽謟䬘·䋒楑（Leyla Bouzid）
｜岁㕜、瑲㽲銯❏、嫱ⵄ儗、䬘⠭耡ざ㣐Ⱆ㕜
《㼥䪪㣼뗟》（The Black Hen）̽併·䊼ㆁ勭晋·䊼㨖（Min Bahadur Bham）
｜㽲屯晋、岁㕜、䗞㕜、榰㡦



2016 䎃䏞栁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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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嵳裥♶ⴔ》（Don’t Look at Me That Way）̽ꀐ棂槈·䋪嘽（Uisenma Borchu）
｜䗞㕜、褐〢
《㹻䏭䭨㕭》（Famliy Flim）̽姗䷑·姗蜒莞（Olmo Omerzu）｜䰦⯘、䗞㕜、
倛峫笞㽲❏、岁㕜
《〫銳䧮Ꟁ㣐》（Lokah Laqi! / Hang in There, Kids!）꤫̽悥榻（Laha Mebow）
｜〵抓

《㼂頺㸛㆞》（Keeper）̽し鑅㨖·颩Ⰺ蘗（Guilaume Senez）｜嫱ⵄ儗、榰㡦、
岁㕜
《怍䒚》（No Burma Anymore）̽桬㶩匊（Wang Z.J.）｜箩歒、〵抓
《崨嵠ⷛ㕰⛓㹻》（Ogres）̽謟꧈·⡱㣽⯥（Léa Fehner）｜岁㕜
《坾㕧㥟倰》（Paradise）̽䋞秜·㗞㔔·鶓秜（Sina Ataeian Dena）｜⟻剽、
䗞㕜

2016 䎃螠铃ꅾ銴ꨶ䕧栁갪Ⰵ㕠冸䖤栁そ㋲

痧  㾂넞꧆ꨶ䕧眏խ10/23–11/8
Ⰵ㕠
そ㋲

㕜ꥹ瀊晚畹飓

《犜姺♴ꐜ》（Anchorage Prohibited）̽剎㪭ꆀ（Wei-Liang Chiang）｜〵抓
《㽲》（Arnie）̽ꀎꥑ㫪（Rina B. Tsou）｜〵抓
《里嫢》（Baumu）̽꓃⸛ば（Shao-Chun Chung）｜〵抓

《尪恉䗱괏凐》（Sand Storm）̽⟻蛁·㝱榲（Elite Zexer）｜⟄蒀

《Bloody Dairy》̽ⷠ傤（Min Liu）｜〵抓

《䫔缽㼱䎃婪ꃎ鎹✲》（The Wounded Angel）̽㙩碛晋·䬺⸈峸（Emir Baigazin）
｜ㆁ讌⯘、岁㕜、䗞㕜

《㷐栬㕧》（Burma Monk Life）̽勚宕馄（Yong-Chao Lee）｜〵抓
《ꋜ匣㼱䎃》（Coin Boy）̽勚奙峕（Chuan-Yang Lee）｜〵抓
《⯘峫閊倛》（Cronos）̽嘥㭪（Chieh Yang）｜〵抓

㕜ꥹ倞㼬怵畹飓

䖤栁
そ㋲

《窍䠥뜨窣》（Für Elise）̽俒✳⻌䫏（Albert Ventura Roldán）｜〵抓
《ILISIN》̽⹗㎡·莞碛（Lekal Sumi Cilangasan）｜〵抓
《䃋䉝莌䒭》（The Islands）̽闑㹒⯕（Hsuan-Kuang Hsieh）｜〵抓
《♧湬꾷サ♧湬꾷》（Keep Going）̽卌❏⡡（Ya-Yu Lin）｜〵抓
《媸➃䩛鎹》（Killing Note）̽꼛嫮䒄（Leon Mar）｜〵抓

剒⢕䕧晙栀

《痦Ⱉ⼧⛰⥌》（Letter #69）̽卌妇䚃（Hsin-I Lin）｜〵抓

鐱㻣㕰暵ⴽ栀

《㧙꧈涸》（Nia’s Door）̽䑀⯘涮（Kek-Huat Lau）｜〵抓

《嵳裥♶ⴔ》（Don’t Look at Me That Way）̽ꀐ棂槈·䋪嘽（Uisenma Borchu）
｜䗞㕜、褐〢
《㼂頺㸛㆞》（Keeper）̽し鑅㨖·颩Ⰺ蘗（Guilaume Senez）｜嫱ⵄ儗、榰㡦、
岁㕜

《顥峫褐》（Liquid Love）̽蛄⛓笞（Chih-Wei Chuang）、䌏晋ⳝ．䗞繏啿
（Sylvain Derosne）｜〵抓
《⛝⛟》（Ping Pong Coach）̽ⷠ僒（Yi Liu）｜〵抓
《劢界⛓㖑》（Red Spider Lily）̽嘥⳯㮴（Kai-Ting Yang）｜〵抓

暵ⴽ䲿⿺

《豣螨꧈ㄤ㥟ㆥ》（Sophia and Josh）̽嘥㭪（Chieh Yang）｜〵抓

錙滞牰鼆栀

《㣐㵵莄杵》（The Wolfdog）̽桬㪭➃（Ui-Lin Wang）、詍傒允
（Shiu-Cheng Tsai）｜〵抓

《尪恉䗱괏凐》（Sand Storm）̽⟻蛁·㝱榲（Elite Zexer）｜⟄蒀
《〫銳䧮Ꟁ㣐》（Lokah Laqi! / Hang in There, Kids!）꤫̽悥榻（Laha Mebow）
｜〵抓

鐱㻤
㨽㆞

《冝屎》（Subsurface Flow）̽ゞ䗞幅（De-Chuen Wu）｜〵抓

《晇晇涸盗䓛坾》（The Orchestra）̽碛㣼·䋞晋（Mikey Hill）｜慌崍
《鄄鼌䘍涸➃》（Beast!）̽淼羴暵·䏨鶓愯（Pieter Coudyzer）｜嫱ⵄ儗

꤫薉꧆（Tran Anh Hung）、㸙歊䊛䎋峕（Udagawa Koyo）、勚捘、䓹俒⪁、
卌剅㸙



《鱖㼘⹛暟㕧》（No-Go Zone）̽꧋넒䊨⡲㹔（L’Atelier Collectif）｜嫱ⵄ儗
《ⱺ盲⩓瓸期》（Who’s in the Fridge? (a love story)）̽螨ⵄ兜·䬘碛鏪
（Philippe Lamensch）｜嫱ⵄ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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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䠥⡹䠥ⵌく䱈⡹》（Eat Me!）̽蛁㫪·棶蛁❏閊笞（Ilina Perianova）
｜⥂⸈ⵄ❏、䠥尪㽲❏
《♲鰶鮦䝱姐》（Three Wheels）̽㻞⽓笞（Kavich Neang）｜叐㚅㻠、岁㕜
《小랾鷖❖》（Molk）̽岲⧍倛·ꨓ麧（Terence Chotard）、䬘信晋·㢴倛䲿
（Raphaël J. Dostie）｜⸈䭭㣐
《莺莺莺》（Pas）̽顥䗞蛁·叕閊羴－ꨭ讌（Frédérique Cournoyer-Lessard）
｜⸈䭭㣐
《虡恉ꨵ⸂Ⱆ》（Electric Man）̽檲峫·琁闲倛（Alvaro Muñoz）｜兰ⵄ

2016 䎃螠铃ꅾ銴ꨶ䕧栁갪Ⰵ㕠冸䖤栁そ㋲

《讌裥涸麈遤》（Satie’s “Parade”）̽㿋勠嵞✳（Koji Yamamura）｜傈劥
《瑬唍⼧♲贪剢〵》（Platform 13）̽⽓闲·讌檲暵（Camiel Zwart）｜蚚貼、
嫱ⵄ儗
《䠥䞔涸㠁㟌》（Stuck）̽꼛岲倛·蒔倛呔倛（Mathijs Geijskes）｜蚚貼

《♶♧垺涸䎯鼸佦✲》（Accidents, Blunders and Calamities）̽鑸㨖倛·䐀㻞縁
（James Cunningham）｜秢銯貼
《랱頤㸔䚉⤑》（Madam Black）̽蒔俒·䊼晋し（Ivan Barge）｜秢銯貼

《㫪晋》（Anaer）̽㸢㗛⭲（Kun-Ru Song）｜⚥㕜

《➃く➃，权ㅘ权》（The Prologue to Our Dog-Eat-Dog）̽⽇·姗㖿岚
（Bor Ocampo）｜螨䖒频

《剣涸➃》（Senior Teacher）̽尪恉（Mo Sha）｜⚥㕜

《湡乹罏》（La Etiuda）̽꼛♨·䬘蘗（Martin Rath）｜岚貼

《ꅿ桊⛓滚》（The Beast）̽碛繏倛䬘㣗·䌏⽓笞讌（Miroslav Sikavica）
｜⯘繏㙩銯❏

《「⫊涸ⵞ躿》（Lila）̽㢴碛㧙⽓·檲兜⽓（Dominika Łapka）｜岚貼

《㘗歑㋲鮦傈鎹》（14）̽蘔뜨衝·䏨䗞ⵄ羴（Juliette Coutellier）、㣐遺·昽卌
（David Jurine）、繏⯘棂·꼛♨嶇（Roxane Martinez）、㢙峫暵·麧繏倛
（Charlotte Da-Ros）、䋞晋·䒼峫（Cyril Flous）、蒔哆蛁·呔䬘顥（Amélie Graffet）
｜岁㕜

《䞔麁ꅽ倛劥》（Excursions）̽䗞㽲·叕暵（Denis Côté）｜袕蟎暅、⸈䭭㣐

《䮋鸉䚍麈䨠》（1992）̽㸝匌㽲·匌呔（Anthony Doncque）｜岁㕜
《㱘㱘涸ⲇㄳ㉰》（Cold Coffee）̽꼟程·繏⣵檲（François Leroy）、〷裥蓷㧙·
貼讌⯘（Stéphanie Lansaque）｜岁㕜
《㵈㧧㖈ㆭ酭？》（Grandma, What You’re Doing There ?!）̽叕縁⚸·繏削㽲
（Corentin Romagny）、淼羴ꅽ⯘·ꨓ齥（Pierrick Chopin）｜岁㕜

《峯⛓僥⫸》（Signum）̽笞㢴·し晋蘗（Witold Giersz）｜岚貼
《仌㟞㣅㞯》（Freud und Friends）̽覇䋒ꅽ晋㙩·䋒剽蘗（Gabriel Abrantes）
｜袕蟎暅
《㢹⛓蒀》（L’Oiseau de la Nuit）̽槈蛁·賤䋞羴（Marie Losier）｜袕蟎暅、岁㕜
《鷅鷶㣖ꤿ涸䏨䏨㢙⽓》（Kukuschka）̽朣㫪·笞㧙罌倛㛇羴（Dina Velikovskaya）
｜⤜㕜
《笂⯕涸秉㹁》（Green Light）̽ꆄ翰併（Seong Min Kim）｜⽂ꯒ
《堤唒랾爙ꏖ》（Keep Going）̽ꆄ䒊（Geon Kim）｜⽂ꯒ

《㥎⣂涸钸䞨》（Quebra-Cabeça）̽㤸ⵄ笞羴·䋒䋞㸝（Ollivier Briand）｜岁㕜

《㍄過䏀晙》（Exposure）̽⟻呔秜銯姗·繏㢴（Ignacio F. Rodó）｜銯棴暅

《ꃯ䖔菔嵳㡦》（Ressac）̽薴⧍裥·棴㽲囗（Valentin Panisset）、꼛䲿姗·ㆁ
将（Matéo Ravot）、꼛⥝·蜒ⵄ倛（Matthieu Moric）、し线·劦脋鏪（Guillaume
Zaouch）、袆殹·⪁ⵄ（Gaëtan Jayle）｜岁㕜

《ꪒ酭溏教》（Lost Village）̽㋮屛·䩯䋷❏（George Todria）｜銯棴暅

《侢！⧿㣐涸걅㼫》（The Reflection of Power）̽呔ꨭ䏨·碛㙩（Grecu Mihai）
｜岁㕜

《⨢鮦㜥䧗绡刼》（Timecode）̽脋㸝⣵·䋞哆Ⰺ蘗（Juanjo Giménez Peña）
｜銯棴暅

《䔞걧涸䘐热➃欰》（Automatic Fitness）̽❏蛁棂䗞䬘·䩯띊（Alejandra Tomei）、
晋頺䩯·⽓ꨓ峫（Alberto Couceiro）｜䗞㕜

《刲邆粪莄㥎㶩》（Ariadne’s Thread）̽⯘䗞·뉓羴（Claude Luyet）｜榰㡦

《⡞넞垛涸歑㶩》（In the Distance）̽⡱峫ꅽ㸝·呔繏ꨭ（Florian Grolig）｜䗞㕜
《⯋껷殥䧭韢》（Revolution）̽꼛䏨倛·晋ㆁ暵（Markus Erhart）｜䗞㕜

《㣟衅꼛䨠㕰》（The Missing Part）̽讌晋檲·㢴尪羴（Salvador Sunyer）、
Baro d’Evel Cirk Cie（Camille Decourtye and Blaï Mateu Trias）｜銯棴暅

《䠥，搁燗》（Stutterer）̽棴⪁僈·⯘蟚榰（Benjamin Cleary）｜薉㕜、䠥晋貼
《劣⚆㘏㖤㜥》（Junk）̽檲暵·㢴㽲羴（Walter Tournier）｜捦䬘㖎

《涰蠜珏荈媸涸倰岁》（Whack）̽䌏㧙·䋪蓹（Syni Pappa）｜䋞茢、⯘繏㙩銯❏

《鵥樢娞溫》（Shift）̽槈蛁❏·兜呔ꨭ倛（Maria Cecilia Pugles）、ⷠ䚃ば
（Yi-jun Liu）｜繠㕜、銯棴暅

《㸝楑⯥》（Angela）꤫̽♳㙹（Sheung-Shing Chan）｜껺度

《㣔鼸♧劳蝍》（The Procedure）̽⳯俒·榰䗞（Calvin Reeder）｜繠㕜

《䠥》（Love）̽蓼⽓·䋒㣼（Réka Bucsi）｜⺱暅ⵄ、岁㕜

《馊⽂鶴䞔》（Another City）̽薴桪뜾（Ngọc Lân Phạm）｜馊⽂

《䞔䣥ぜ殥》（Peep Show）̽랫閊·麧呔ꅽ❏顥晋㢴（Rino Stefano Tagliafierro）
｜纏㣐ⵄ
《鋶䞔，♶䗽缺陼》（The Silence）̽䒼䬘⸖倛·讌鼟鶓（Farnoosh Samadi）、
ꅽ·倛㎗狲（Ali Asgari）｜纏㣐ⵄ、岁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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㕜ꥹ瀊晚畹飓

䖤栁
そ㋲

넞꧆栀껷栀

《虡恉ꨵ⸂Ⱆ》（Electric Man）̽檲峫·琁闲倛（Alvaro Muñoz）｜兰ⵄ

〵抓栀

《㽲》（Arnie）̽ꀎꥑ㫪（Rina B. Tsou）｜〵抓

㣼䎑抠椕栀

《⨢鮦㜥䧗绡刼》（Timecode）̽脋㸝⣵·䋞哆Ⰺ蘗（Juanjo Giménez Peña）
｜銯棴暅

笂蒀 404 㣐栀

《ꅿ桊⛓滚》（The Beast）̽碛繏倛䬘㣗·䌏⽓笞讌（Miroslav Sikavica）
｜⯘繏㙩銯❏

⹛殥栀

《⡞넞垛涸歑㶩》（In the Distance）̽⡱峫ꅽ㸝·呔繏ꨭ（Florian Grolig）
｜䗞㕜

〵抓㷸欰栀

《ꋜ匣㼱䎃》（Coin Boy）̽勚奙峕（Chuan-Yang Lee）｜〵抓

⮚鼆

痧  㾂ꆄ꼛栁
Ⰵ㕠
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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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11/24 ꆄ꼛㕜ꥸ䕧㾝
10/28–11/26 ꆄ꼛ꨵ䕧㷸ꤎ
11/22–11/24 ꆄ꼛ⶽ䫏剚陾
11/26 갼栀Ⱙ狲

剒⢕ⷛ䞔晙

《♧騟갫괏》（Gogspeed）̽劥㖑괏⯕ꨵ䕧肅⟧剣ꣳⰖ、〵⻌䕧噟肅⟧剣ꣳⰖ
、囘䕧噟肅⟧剣ꣳⰖ、螟瘻䕧噟（㣔峸）剣ꣳⰖ
《埠㣐䬸괏》（Trivisa）̽㻳❏ꨵ䕧醢⡲剣ꣳⰖ、⻌❩嵳情䕧噟剣ꣳⰖ

《䧮♶僽悭ꆄ觑》（I Am Not Madame Bovary）̽⻌❩罆蟚䕧鋕俒⻊⫄㯮剣ꣳⰖ
、螟铿⯌䓍⫄㯮肅⟧剣ꣳⰖ、⻌❩䷑㣔鰶俒⻊⫄㯮剣ꣳⰖ、螟铿⯌䓍ꨵ䕧
剣ꣳⰖ、嵄寐匌ꤿ繠䬘⫄㯮剣ꣳⰖ
《ⱄ鋅檲㙹》（The Road to Mandalay）̽㥩㥩溏㕜ꥸ䕧谀剣ꣳⰖ、⚥橇㕜ꥸ
㫧坾✲噟肅⟧剣ꣳⰖ、纈僤榰兰㕜ꥸ㫧坾剣ꣳⰖ、䁘♳䕧⫸剣ꣳⰖ、兞
㫧坾剣ꣳⰖ、箩歒褐㣖㣼肅⟧剣ꣳⰖ
《Ⱃ剢》（The Summer Is Gone）̽⻌❩띊뜨窣䕧鋕俒⻊剣ꣳ顑⟣Ⱆ

剒⢕ⷛ䞔瀊晙

《犷莄勚》（Fu and Li）̽卌ㆹ坾（Zero Lin）

《痦Ⱉ⼧⛰⥌》（Letter #69）̽卌妇䚃（Hsin-I Lin）｜〵抓

《⛰剢✳⼧Ⱃ傈．兦》（A Sunny Day）̽䥰❭（Liang Ying）

《♲鰶鮦䝱姐》（Three Wheels）̽㻞⽓笞（Kavich Neang）｜叐㚅㻠、岁㕜

《中晘》（Crash）̽㶰䣓鰜（Heng-Fai Hong）

《㱘㱘涸ⲇㄳ㉰》（Cold Coffee）̽꼟程·繏⣵檲（François Leroy）、
〷裥蓷㧙·貼讌⯘（Stéphanie Lansaque）｜岁㕜

《㽲》（Arnie）̽ꀎꥑ㫪（Rina Tsou）

《鄄鼌䘍涸➃》（Beast!）̽淼羴暵·䏨鶓愯（Pieter Coudyzer）｜嫱ⵄ儗

剒⢕私ꏖ晙

《「⫊涸ⵞ躿》（Lila）̽㢴碛㧙⽓·檲兜⽓（Dominika Łapka）｜岚貼

ⴲ㻤
鐱㻤㕰
对鼇
鐱㻤㕰

《嵳䃋》（Island）̽桬饟愯（Heze Wang）

《✥⚆⪓䘍》（Yellowing）꤫̽哟呼（Tze-Woon Chan）、䕧䠑䘋剣ꣳⰖ

歊㕜䎂、ゟ⤧鰜、卌䊫蕈、卌㷂闉、卌翱俒、齶猈뒉、㷟䘋擳、䓹宕僅、
랔⟃刦

勚ꬅ棇、齶用⧿、꤫㸪♧、䓹僅䕔、ꁛ棶鑗



《傈䌢㼩鑨》（Small Talk）̽랓䟃⩏（Hui-Chen Huang）
《㣐騟劊㣔》（The Road）̽䓹飬岚（Zanbo Zhang）、⻌❩⻌修僤㸙俒⻊⫄乄
剣ꣳⰖ、恸鵛箁䊨⡲㹔

《傈划傈䒭侔姿罏》（Le Moulin）̽랓❏娛（Ya-Li Huang）、劥加䊨⡲㹔剣ꣳⰖ
、湡㺋㯮넒肅⟧剣ꣳⰖ
《绾绻⛓㙹》（City of Jade）̽馡䗞脑（Midi Z）、頿㕰岁➃ⰖⰟꨵ鋕俒⻊✲噟
㛇ꆄ剚、䁘♳䕧⫸剣ꣳⰖ、箩歒褐㣖㣼肅⟧剣ꣳ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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剒⢕⹛殥Ꟁ晙（Ⰶ㕠䖰緃）

ワⱵꨍ（Dong-Yu Zhou）̽《♫剢莄㸝欰》（Soul Mate）

剒⢕⹛殥瀊晙

ゞ〳擳（Ke-xi Wu）̽《ⱄ鋅檲㙹》（The Road to Mandalay）

꼛䙼秫（Si-Chun Ma）̽《♫剢莄㸝欰》（Soul Mate）

《緃⛘ぜ㶶涸㜥䨾》（Wander in the Dark）̽䖛㕜䂽（Redic Hsu）
《里嫢》（Baumu）̽꓃⸛ば（Shai-Chun Chung）

剒⢕歑ꂁ錭

《Ⱃꅽ彘》（Löss）̽馡僒（Yi Zhao）

秜鞝（Nadow）̽《♧騟갫괏》（Godspeed）

《涯蒀ꦍ麤》（Wite Tunnel）̽知䆀巯（Lan-Chi Chien）、䓹儢笞（Chin-Wei Chang）
《䊼暵》（Bart）̽랓⺛䓛（Yun-Sian Huang）

剒⢕㼫怵

꓃㷆㸪（Mong-Hong Chung）̽《♧騟갫괏》（Godspeed）

獓尬（Paul Chin）̽《⻌❩麁♳銯꧈㕭⛓♶✳䞔剅》（Book of Love）
卌厣㸪（Austin Lin）̽《Ⱉ䒚ㄳ㉰긬》（At Cafe 6）
剎䘋⧿（Eric Tsang）̽《♧䙁搁僈》（Mad World）
卌ꨓ（Suet Lam）̽《罈痌》（Robbery）

勭楑䂻（Johnnie To）̽《♲➃遤》（Three）

剒⢕㥎ꂁ錭

剎㕜牬（Derek Tsang）̽《♫剢莄㸝欰》（Soul Mate）

ⷠ覜（Pei Liu）̽《♧〣갥♧蠜〣》（Someone to Talk To）

꼟㼭ⶍ（Xiao-Gang Feng）̽《䧮♶僽悭ꆄ觑》（I Am Not Madame Bovary）
馡䗞脑（Midi Z）̽《ⱄ鋅檲㙹》（The Road to Mandalay）

剒⢕倝㼫怵

玐⧿韝（Wei-Hao Cheng）̽《秋邆㼭㥎㷛》（The Tag-Along）
랓鹍（Chun Wong）̽《♧䙁搁僈》（Mad World）

鏪㷸俒（Frank Hui）、姗俒⪁（Jevons Au）、랓⧿⪁（Vicky Wong）̽《埠㣐䬸
괏》（Triviṣa）
劫颩ㆹ（Hsien-Che Chu）̽《涯迎－䣥劅閰笩》（White Ant）
䓹㣐煓（Dalei Zhang）̽《Ⱃ剢》（The Summer Is Gone）

剒⢕歑⚺錭

咿㹻鰜（Ka-Fai Leung）̽《㺯䨞 2》（Cold War 2）

鏪ⱟ俒（Michael Hui）̽《♧騟갫괏》（Godspeed）

䓹㷸（Jacky Cheung）̽《冝蒀㣔㛔》（Heaven in the Dark）
薴⧿（Wei Fan）̽《♶䧭㉏겗涸㉏겗》（Mr. No Problem）

叕匌（Kai Ko）̽《ⱄ鋅檲㙹》（The Road to Mandalay）
Ӫ

剒⢕㥎⚺錭

鏪榎歈（Wei-Ning Hsu）̽《秋邆㼭㥎㷛》（The Tag-Along）

薴ⱺⱺ（Bing-Bing Fan）̽《䧮♶僽悭ꆄ觑》（I Am Not Madame Bovary）



ゞ䕔㩐（Yan-Shu Wu）̽《⻌❩麁♳銯꧈㕭⛓♶✳䞔剅》（Book of Love）
勚勜（Xing Li）̽《垛♴涸䨻㹐》（The Tenants Downstairs）
ꆄ敵梤（Elaine Jin）̽《♧䙁搁僈》（Mad World）

ꤶ䒢ꬅ（Yi-Ching Lu）̽《䗞䋒銯啿卌》（Forêt Debussy）

剒⢕倝怵㆞

脋㶩䕒（Tsz-Tung Wu）̽《럊❀姿》（Weeds on Fire）

꤫㸙（Buya Watan）̽《〫銳䧮Ꟁ㣐》（Lokah Laqi! / Hang in There, Kids!）
꤫䏭㧙（Annie Chen）̽《㣟䱽閥鎊》（White Lies, Black Lies）
㶰笞♧（Wei-Yi Kong）̽《Ⱃ剢》（The Summer Is Gone）
ꆄ䊼（Kimba）̽《淼粪♳涸뇹》（Soul on a String）

剒⢕⾲衼ⷛ劥

꤫悥榻（Laha Mebow）̽《〫銳䧮Ꟁ㣐》（Lokah Laqi! / Hang in There, Kids!）

譨凶騟（Xiao-Lu Xue）、搋螟ꬅ（Hua Jing Jiao）̽《⻌❩麁♳銯꧈㕭⛓♶✳䞔剅》
（Book of Love）
륋俒䐀（Man-Hong Loong）、⠀㣼⧿（Thomas Ng）、띊㣔垱（Tin Shu Mak）̽《埠
㣐䬸괏》（Triviṣa）
馡䗞脑（Midi Z）̽《ⱄ鋅檲㙹》（The Road to Mandalay）

䓹㣐煓（Da-Lei Zhang）̽《Ⱃ剢》（The Summer Is G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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剒⢕佖箠ⷛ劥

抠抠（Fire Lee）、顭ꚙ（Xin He）、陓䑝彂（Frankie Tam）̽《罈痌》（Robb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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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ꬅ（Lei Jing）̽《淼粪♳涸뇹》（Soul on a String）

ⷠꨢ（Zhen-Yun Liu）̽《䧮♶僽悭ꆄ觑》（I Am Not Madame Bovary）

剒⢕⹛⡲鏤鎙

卌鑅椹（Wing-Sum Lam）、勚㰅（Yuan Li）、鏪⟻蟟（Yi-Meng Xu）、ゞ噇（Nan
Wu）̽《♫剢莄㸝欰》（Soul Mate）

⠀ⶍ（Wu Gang）̽➃遳䱲呩（Detective Chinatown）

哆䂽（Feng Mei）、랓瀖（Shi Huang）̽《♶䧭㉏겗涸㉏겗》（Mr. No Problem）

䩟銯麧㪲（Tashi Dawa）、䓹嘥（Yang Zhang）̽《淼粪♳涸뇹》（Soul on a String）

剒⢕伡䕧

勭匊（Jie Du）̽《➃遳䱲呩》（Detective Chinatown）

⚥䃋Ꟁ꧆（Nakashima Nagao）̽《♧騟갫괏》（Godspeed）
ス匠ꅿ（Song-Ye Lu）̽《Ⱃ剢》（The Summer Is Gone）

鿓麧僈（Da-Ming Guo）̽《淼粪♳涸뇹》（Soul on a String）
勚㾓频（Mark Lee）̽《Ꟁ寐㕭》（Crosscurrent）

剒⢕鋕錏佪卓

Douglas Hans Smith、桬煓（Sam Wang）、Sam Khorshid、ⷠ匠（Strilen Liu）
̽《㼥륋鏑》（Mojin-The Lost Legend）

勚僻埡（Charles Lee）、ⷠ笻棂（Chishan Liu）̽《秋邆㼭㥎㷛》（The Tag-Along）
⡮㕜❭（Yee Kwok-Leung）、咿⧿字（Raymond Leung Wai-Man）
̽《㺯䨞 2》（Cold War 2）

䊩䘋⚥（Zuo Zhi-Zhong）、⡦㷆缦（Han Ho）、嘥妇卌（Aeolian Yang）、
康宕匊（Jack Yu）̽《垛♴涸䨻㹐》（The Tenants Downstairs）

咿⧿字（Raymond Leung Wai-Man）、⡮㕜❭（Yee Kwok-Leung）、卌㎗坾
（Garrett K Lam）̽《衝㉏ 3》（Ip Man 3）

剒⢕繠遮鏤鎙

勚幓（Miao Li）̽《➃遳䱲呩》（Detective Chinatown）

、咿し岷（Yang Kil-Yong）̽㼥륋鏑（Mojin-The Lost Legend）
導㖈⯋（Shim Jae-Won）
ꐏ㎗坾（Chin Ka-Lok）̽㺯䨞 2（Cold War 2）
邿ㄤ䎂（Yuen Wo-Ping）̽衝㉏ 3（Ip Man 3）
꤫⚥岲（Adam Chan Chung-Tai）̽ Mrs. K

剒⢕⾲ⶽꨵ䕧갉坾

卌䓽（Giong Lim）̽《绾绻⛓㙹》（City of Jade）

剎䙼ꌁ（Si-Ming Tseng）̽《♧騟갫괏》（Godspeed）
Xavier Jamaux ̽《♲➃遤》（Three）

勭謵（Wei Du）̽《䧮♶僽悭ꆄ觑》（I Am Not Madame Bovary）
䓹讃（Jian Zhang）̽《淼粪♳涸뇹》（Soul on a String）

剒⢕⾲ⶽꨵ䕧姐刼

〈弎Ⱋ㥵괏〉（It’s Cold Without Your Love）̽鑂：咿偒（Xuan Liang） 刼：し歊悥
（Yoshida Kiyoshi） ㈖：䖛⢕槆（Lala Shu）̽《㣐눴嵳啦》（Big Fish & Begonia）

〈讌檲鶓⽓〉（Sawadika）̽鑂：馡鴆륋（Zhao Chenlong） 刼：脋宝峕（Hu
Tingyang） ㈖：⽂䖄⻌䨞（Nan Zheng Bei Zhan）̽《➃遳䱲呩》（Detective
Chinatown）
〈䠥♶欽铝鑨〉（Love Without Words）̽鑂：꤫悥榻（Laha Mebow）、謟꧈
刼：⥂⽋（Baobu Badulu） ㈖：卌䠑巑̽《〫銳䧮Ꟁ㣐》（Lokah Laqi! / Hang
in There, Kids!）

〈(It’s Not a Crime) It’s Just What We Do〉̽鑂 刼 ㈖：甜ꫴ留（Leah Dou）̽
《♫剢莄㸝欰》（Soul Mate）

띊㕜䓽（Kowk-Keung-Mak）̽《衝㉏ 3》（Ip Man 3）

〈Arena Cahaya〉̽鑂：Rendra Zawawi 刼：㷍㼭謵（Zee Avi）、Rendra
Zawawi ㈖：㷍㼭謵（Zee Avi）̽《Ola Bola》

繏갫犷（Shun-Fu Lo）、倰翰绥（Premo Fang）̽《㣔❭⛓》（One Night Only）

剒⢕ⶨ鰿

馡䙼韝（Shih-Hao Chao）̽《♧騟갫괏》（Godspeed）

Akekarat Homlaor ̽《ⱄ鋅檲㙹》（The Road to Mandalay）

剒⢕鸣㘗鏤鎙

䓹⚆⪁（Stanley Cheung）̽《➃遳䱲呩》（Detective Chinatown）
鏪⸂俒（Hsu Li-Wen）̽《♧騟갫괏》（Godspeed）
衝巾螟（Sukie Yip）̽《埠㣐䬸괏》（Triviṣa）

ゞꅽ樍（Dora NG）̽《♫剢莄㸝欰》（Soul Mate）



卌㭒桪（Wan-Yu Lin）̽《傈䌢㼩鑨》（Small Talk）

넞뒊允（Ming-Sheng Kao）、桬我䊫（Ching-Chiao Wang）̽《秋邆㼭㥎㷛》
（The Tag-Along）
䓹㎗鰜（Ka-Fei Cheung）̽《衝㉏ 3》（Ip Man 3）

咿㾝笶（Chin-Lun Leung）、David Richardson ̽《埠㣐䬸괏》（Triviṣa）

鏪㸪㸙（Derek Hui）、勚럊瀖（Dian-Shi Li）、ワ聰卌（Xiao-Lin Zhou）、塚ぢ
㰅（Xiang-Yuan Tan）̽《♫剢莄㸝欰》（Soul 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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剒⢕갉佪

랓❏娛（Ya-Li Huang）、愈衝欰（Yannick Dauby）̽《傈划傈䒭侔姿罏》
（Le Moulin）
랓ꏽ（Joe Huang）̽《㊮ ‧ 㿋》（Mountain Cry）

䖛䘺（Chen Xu）、勚凶⚸（Xiao-Dan Li）、넞猧⼰（Qiu-Hui Gao）、
⟣Ⱶ（Dong Ren）̽《Ⱃ剢》（The Summer Is Gone）

嘥寐（Jiang Yang）、馡噇（Nan Zhao）̽《淼粪♳涸뇹》（Soul on a String）
䨻憠（Zhao Fang）、龹兰猇（Zhi-Yu Hao）̽《Ꟁ寐㕭》（Crosscurrent）

䖤栁
そ㋲

2016 䎃螠铃ꅾ銴ꨶ䕧栁갪Ⰵ㕠冸䖤栁そ㋲

剒⢕㥎ꂁ錭

ꆄ敵梤（Elaine Jin）̽《♧䙁搁僈》（Mad World）

剒⢕倝怵㆞

㶰笞♧（Wei-Yi Kong）̽《Ⱃ剢》（The Summer Is Gone）

剒⢕⾲衼ⷛ劥

륋俒䐀（Man-Hong Loong）、⠀㣼⧿（Thomas Ng）、띊㣔垱（Tin-Shu Mak）
̽《埠㣐䬸괏》（Triviṣa）

剒⢕佖箠ⷛ劥

哆䂽（Feng Mei）、랓瀖（Shi Huang）̽《♶䧭㉏겗涸㉏겗》（Mr. No
Problem）

剒⢕伡䕧

勚㾓频（Mark Lee）̽《Ꟁ寐㕭》（Crosscurrent）

剒⢕鋕錏佪卓

剒⢕ⷛ䞔晙

《Ⱃ剢》（The Summer Is Gone）̽⻌❩띊뜨窣䕧鋕俒⻊剣ꣳ顑⟣Ⱆ

Douglas Hans Smith、桬煓（Sam Wang）、Sam Khorshid、ⷠ匠（Strilen Liu）
̽《㼥륋鏑》（Mojin-The Lost Legend）

剒⢕ⶽ⡲瀊晙

剒⢕繠遮鏤鎙

剒⢕私ꏖ晙

剒⢕鸣㘗鏤鎙

《⛰剢✳⼧Ⱃ傈．兦》（A Sunny Day）̽䥰❭（Liang Ying）
《傈划傈䒭侔姿罏》（Le Moulin）̽랓❏娛（Ya-Li Huang）、劥加䊨⡲㹔剣ꣳⰖ
、湡㺋㯮넒肅⟧剣ꣳⰖ

剒⢕⹛殥Ꟁ晙（䖰緃）
剒⢕⹛殥瀊晙

《緃⛘ぜ㶶涸㜥䨾》（Wander in the Dark）̽䖛㕜䂽（Redic Hsu）

剒⢕㼫怵

꼟㼭ⶍ（Xiao-Gang Feng）̽《䧮♶僽悭ꆄ觑》（I Am Not Madame Bovary）

剒⢕倝㼫怵

馡䙼韝（Shih-Hao Chao）̽《♧騟갫괏》（Godspeed）
䓹⚆⪁（Stanley Cheung）̽《➃遳䱲呩》（Detective Chinatown）

剒⢕⹛⡲鏤鎙

⠀ⶍ（Wu Gang）̽➃遳䱲呩（Detective Chinatown）

剒⢕⾲ⶽꨵ䕧갉坾

卌䓽（Giong Lim）̽《绾绻⛓㙹》（City of Jade）

剒⢕⾲ⶽꨵ䕧姐刼

〈Arena Cahaya〉̽鑂：Rendra Zawawi 刼：㷍㼭謵（Zee Avi）、Rendra
Zawawi ㈖：㷍㼭謵（Zee Avi）̽《Ola Bola》

랓鹍（Chun Wong）̽《♧䙁搁僈》（Mad World）

剒⢕ⶨ鰿

薴⧿（Wei Fan）̽《♶䧭㉏겗涸㉏겗》（Mr. No Problem）

剒⢕갉佪

ワⱵꨍ（Dong-Yu Zhou）̽《♫剢莄㸝欰》（Soul Mate）
꼛䙼秫（Si-Chun Ma）̽《♫剢莄㸝欰》（Soul Mate）

䎃䏞〵抓⪁ⴀꨵ䕧䊨⡲罏

卌厣㸪（Austin Lin）̽《Ⱉ䒚ㄳ㉰긬》（At Cafe 6）

《䧮♶僽悭ꆄ觑》（I Am Not Madame Bovary）

剒⢕歑⚺錭
剒⢕㥎⚺錭
剒⢕歑ꂁ錭



咿㾝笶（Chin-Lun Leung）、David Richardson ̽《埠㣐䬸괏》（Triviṣa）
䨻憠（Zhao Fang）、龹兰猇（Zhi-Yu Hao）̽《Ꟁ寐㕭》（Crosscurrent）
馡䗞脑（Midi Z）

錙滞牰鼆剒⢕䕧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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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䎃螠铃ꅾ銴ꨶ䕧栁갪Ⰵ㕠冸䖤栁そ㋲

㕜ꥸ䕧鐱➃顥嫱銯栀

《䎋犷㙹䋑》（Cities of Last Things）̽Ꟁ륻剣ꣳⰖ｜〵抓

穅魧䧭㽠栀

《权㱘㱘》（Dog Mama）̽♲㋐ꨵ䕧醢⡲剣ꣳⰖ｜〵抓

《Ⱃ剢》（The Summer Is Gone）

《佞欰》（Cycle of Life and Death）̽戇虊䕧鋕俒⻊✲噟肅⟧剣ꣳⰖ｜〵抓

䓹宕牬（Yung-Hsiang Chang）

ⴲ㻣
鐱㻣㕰
醳㻤
鐱㻤㕰
对㻤
鐱㻤㕰

Ⰵ鼇
⟱ⷔ

《僱惐》（Spring Tide）̽♳嵳䠥繠䕧鋕俒⻊⫄㯮剣ꣳⰖ｜⚥㕜
《厫䞔〷》（Tender Histories）̽⻌❩⫄教俒⻊䫏顺剣ꣳⰖ｜⚥㕜
《崞過》（Arterial）̽秋蔄꼛僥⫸䨾剣ꣳⰖ｜〵抓

ゟ峫紆、䖛뒍、䓹⨀꧆、哀葻、꤫䗞룲、꤫듳⯋、랔⥜䎂、勛⚥、㷟匡囙、랔
⪂、勛䟃➋、勛麨纏、卌⨀듳、峿幅⥜、䥰❮、齶猈뒉、꤫䚃蜹、闒俒僈

《薴㣐⯘》（Van Dy Ke）̽琎加䕧⫸醢⡲剣ꣳⰖ、⾲㶩僥韌剣ꣳⰖ｜〵抓
《龟⼥涸둷》（Suburban Birds）̽♳嵳뇶괞䕧噟剣ꣳⰖ｜⚥㕜
《䯲괏罏》（The Windfighter）̽ Connectic Studio、Ghosts City ｜岁㕜
《鎹➔》（Last Memory）̽䩧㶶➃ⶽ䠑剣ꣳⰖ｜〵抓

澸㻞、꤫㸪♧、꤫蔀㹆、㩎猗橵、꼛䘋绥、ⷠ証搭、ⷠ䓽、꼛薊⸂、導翱
䗞、搋⯋彦、⡦䙼琐

《꼛飓⯘㼱㥎》（Mosaic Portrait）̽랱덻（⻌❩）俒⻊⫄㯮剣ꣳⰖ｜⚥㕜
《띿泆》（The Way Home）̽䷑晋㫧坾剣ꣳⰖ｜꼛⢵銯❏
《䟅⛓殥》（The Painting of Evil）̽ⰎⰎ僥歘剣ꣳⰖ｜〵抓
《搁岁搁㣔》（Badass）̽㣐堤㐼䕧鋕｜倝⸈㗗、꼛⢵銯❏

澸㻞、꤫㸪♧、꤫蓿㹆、㩍猖橴、꼛䘋绥、ⷠ註搬、ⷠ䓽、꼛薉⸂、導翰䗞、
搋⯋彥、⡦䙼琏、鏪ꭔ螟、勚䗱悥、꤫䒊俛、䓹㹻䮷、꼛㹻鰜、㩈㸪僒

《蝼賤蹓涸䠥》（A Love of Boluomi）̽踡둷䕧⫸醢⡲剣ꣳⰖ
｜〵抓、꼛⢵銯❏、岁㕜
《顠㾋鎹》（Half a Good Woman）̽輑錙ꨵ䕧剣ꣳⰖ｜〵抓
《䗎暟⛓牟》（The God of Small Thing）̽랱덻（⻌❩）俒⻊⫄㯮剣ꣳⰖ、
蔄㕧僥殥（⻌❩）俒⻊⫄乄剣ꣳⰖ｜⚥㕜、岁㕜
《攧䌞䚍䣮뇓》（Tropical Blue）̽儗⯕虊蛚ꨵ䕧剣ꣳⰖ｜〵抓

  ꆄ꼛ⶽ䫏剚陾

《2130 䍋䖔湬乹》（Exposé）̽눥䎑儗ⵠ侷⡙ꨵ䕧醢⡲剣ꣳⰖ｜〵抓
《MU 嵳䏀㙹》（MU）̽愯匌ꨵ䕧剣ꣳⰖ｜〵抓

《TAROKO 뇹뇿㣖뉓ꟿ》（TAROKO）̽㾓괏暵余剣ꣳⰖ、⼮㼂䫏顺肅⟧剣ꣳ
Ⱆ｜〵抓

《㿋㙹殥髠》（Searching for the Silent Maiden）̽䕹姼䕧噟剣ꣳⰖ｜⚥㕜、〵抓
《㣔屎傈㢹》（The Crime of Wish）̽랱덻（⻌❩）俒⻊⫄㯮剣ꣳⰖ、⻌❩뒉
劊ꤿ俒⻊涮㾝Ⱆ｜⚥㕜
《涯蒀㥎㷛》（The White Girl）̽㋐땍㯮넒｜껺度

《䫔缽㣔⢪》（The Angels）̽ MM2 䕧鋕㫧坾剣ꣳⰖ｜꼛⢵銯❏

《齡⡞㖈ꥬ㠗涸尣粪㥎㷛》（Uchinanchu in the Neighborhood）̽讌䷑❏㉁涰䙼
噱剣ꣳⰖ〵抓ⴔⰖ｜傈劥、〵抓



《夽呠껺誥♶♧垺》（Cherries & Bananas: Stories That Tickle Your Sexual
Fantasies）̽㣔✮ꨵ䕧剣ꣳⰖ｜〵抓
《ꄀ》（Don’t Wake Up）̽ MM2 䕧鋕㫧坾剣ꣳⰖ｜꼛⢵銯❏

《谀蓏Ⰾ涰煈》（XXL or XS）̽껺度ꨢ㕭䕧鋕醢⡲䊨⡲㹔、鞮鸭䕧噟（껺度）剣
ꣳⰖ｜껺度

䖤栁
そ㋲

涰蠜껷栀

《꼛飓⯘㼱㥎》（Mosaic Portrait）̽랱덻（⻌❩）俒⻊⫄㯮剣ꣳⰖ｜⚥㕜

꼛⢵銯❏栀

《띿泆》（The Way Home）̽䷑晋㫧坾剣ꣳⰖ｜꼛⢵銯❏

〵⻌俒ⶽⷛ⡲栀

《鎹➔》（Last Memory）̽䩧㶶➃ⶽ䠑剣ꣳⰖ｜〵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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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䕧栀

《夽呠껺誥♶♧垺》（Cherries & Bananas: Stories That Tickle Your Sexual
Fantasies）̽㣔✮ꨵ䕧剣ꣳⰖ｜〵抓

Ⰺ㺂暟侷⡙ꨵ䕧栀

❏崎鋕ꅿ畹飓䖤栁そ㋲

《薉꧆涸修瞆》（Hero and the Cloak）̽䬘鏪．䬘脋䲿（Arash Lahooti）̽⟻剽

《涯蒀㥎㷛》（The White Girl）̽㋐땍㯮넒｜껺度

螟俒ⶽ剒Ⱘ鋕ꅿ栀

⮚瘝栀

《㢹㺫⛓㙹》（Cities of Sleep）̽㢚秝⯘．啿（Shaunak Sen）̽⽪䏞

《鎹➔》（Last Memory）̽䩧㶶➃ⶽ䠑剣ꣳⰖ｜〵抓

$/$ 植ꆄ栀

《蝼賤蹓涸䠥》（A Love of Boluomi）̽踡둷䕧⫸醢⡲剣ꣳⰖ｜〵抓、꼛⢵銯❏、
岁㕜

㣔殥殥㣔栀

《厫䞔〷》（Tender Histories）̽⻌❩⫄教俒⻊䫏顺剣ꣳⰖ｜⚥㕜

⫄缽侷⡙莄ꏖ갉栀

鐱㻣暵ⴽ䲿⿺

《頤权、㹻殌、欰눴晙》（Of Cats, Dogs, Farm Animals and Sashimi）̽㛆ⵄ．
鶓갲（Perry Dizon）̽螨䖒频

〵抓畹飓䖤栁そ㋲

껷栀

《傈划傈䒭侔姿罏》（Le Moulin）̽랔❏娛（Huang Ya-li）̽〵抓

《薴㣐⯘》（Van Dy Ke）̽琎加䕧⫸醢⡲剣ꣳⰖ、⾲㶩僥韌剣ꣳⰖ｜〵抓

〵⻌殥㣔ⶽ⡲栀

《TAROKO 뇹뇿㣖뉓ꟿ》（TAROKO）̽㾓괏暵余剣ꣳⰖ、⼮㼂䫏顺肅⟧剣ꣳ
Ⱆ｜〵抓

鐱㻤

껷栀

2016 䎃螠铃ꅾ銴ꨶ䕧栁갪Ⰵ㕠冸䖤栁そ㋲

⮚瘝栀

《䮔桪瀖涸➃》（Jade Miners）̽馡䗞脑（Midi Z）̽〵抓

껷栀

㬽敉、랔䘋僈、鏪剢棇

螠➃私ꏗ晚栁䖤栁そ㋲

《㣐騟劊㣔》（The Road）̽䓹飬岚（Zhang Zanbo）̽⚥㕜

鐱㻣㕰暵ⴽ栀

《㿋》（The Mountain）̽豣䒾䛸（Su Hung-en）̽〵抓


5*%' 〵抓㕜ꥸ私ꏖ晙䕧㾝5/6–5/15
껷栀

㕜ꥹ畹飓䖤栁そ㋲

《䮱㪭䎃㼱儗➿》（Brothers）̽窣峫．㨖（Aslaug Holm）̽䮱㪭

⮚瘝栀

⡲罏錚럊栁䖤栁そ㋲

《⟻剽Ⰼ㐴耪》（Remote Control）̽搂そ孒（Anonymous）̽岁㕜

ꫭ㼱䎃鐱㻤㕰栁䖤栁そ㋲

《㢹㺫⛓㙹》（Cities of Sleep）̽㢚秝⯘．啿（Shaunak Sen）̽⽪䏞

錙滞牰鼆栀䖤栀ぜ㋲

《抓欰殥㹻－用瀖茽》（Wansei Painter - Tetsuomi Tateishi）̽鿓❭ぷ（Kuo
Liang-yin）、谐歊⥝䎂（Fujita Shuhei）̽傈劥、〵抓

《✝巕⛓㞯》（Drought）̽槈蛁❏．䬘蜒倛（Maria Ramos）̽䊼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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痧  㾂껻度㕜ꥹꨶ䕧眏խ3/21–4/4
抠둷㣐栀

倞猗ꨶ䕧畹飓䖤栁そ㋲

《单籖衝薲》（Life After Life）̽䓹乞⣜（Zhang Hanyi）

鐱㻣㕰栀

《㣐䠥莄頤ず遤》（Tomcat）̽恍䏞ㆥ繏倛（Handi Kilaus）

私ꏖ晙畹飓䖤栀ぜ㋲

抠둷㣐栀

痧  㾂❏崎ꨶ䕧㣐栁խ3/17 갼栀Ⱙ狲
䖤栁
そ㋲

剒⢕ꨵ䕧

《ⵞ㹐耳ꦠ㫞》（The Assassin）̽⣵㷁颩（Hou Hsiao-Hsien）｜〵抓

剒⢕㼫怵

⣵㷁颩（Hou Hsiao-Hsien）̽《ⵞ㹐耳ꦠ㫞》（The Assassin）｜〵抓

剒⢕歑⚺錭

勚挳䥂（Lee Byung-hun）̽《㺯崨랱ꆄ》（Inside Men）｜⽂ꯒ

《䝱Ⱋ눥桊》（Behemoth）̽馡❭（Zhao Liang）

剒⢕㥎⚺錭

《䎋犷⻌ꯒ》（Under the Sun）̽笞䗞ⵄ．僈倛㣼（Vitaly Mansky）

剒⢕倝怵㆞

鐱㻣㕰栀

抠둷㣐栀

㕜ꥹ瀊晚畹飓䖤栁そ㋲

《ꫬ跨䧴し⽋飓➃》（Batrachian’s Ballad）̽ⵄ㤸㫪．岲⹗窣（Leonor Teles）

鐱㻣㕰栀

莞巯（Shu Qi）̽《ⵞ㹐耳ꦠ㫞》（The Assassin）｜〵抓
僱㢙（Jessie Li）̽《驎過㼥哆》（Port of Call）｜⚥㕜

剒⢕歑ꂁ錭

幏ꅿ䘞⥌（Asano Tadanobu）̽《魧䖔䧗✲》（Journey to the Shore）｜傈劥

剒⢕㥎ꂁ錭

ワ갍（Zhou Yun）̽《ⵞ㹐耳ꦠ㫞》（The Assassin）｜〵抓

剒⢕箠ⷛ

顼垴叕（Zhang-Ke Jia）̽《㿋屎佦➃》（Mountains May Depart）｜⚥㕜

《岤㹁嶊㣟涸䎸刼》（Prelude to the General）̽䕠厣㎗．䩯笞㫪（Pimpaka
Towira）

剒⢕伡䕧

《蠜ꅽ鷐遤莽》（The Island Funeral）̽䕠厣㎗．䩯笞㫪（Pimpaka Towira）

剒⢕繠遮䭷㼫

㕜ꥸ䕧鐱➃耡湅栀

㣔⚺來俒⻋栁䖤栁そ㋲

㣔⚺侅俒⻊栀

《⼧⦐䬒䔞涸㼱䎃》（Land of Mine，〵抓♳僥⚥俒晙ぜ《䬒䔞㼱䎃》）̽꼛歊．
飬㣗（Martin Zandvilet）

暵ⴽ邍䳓

《➃权䞔劢✫》（Truman）̽瀖㡦⢕（Cesc Gay）



2016 䎃螠铃ꅾ銴ꨶ䕧栁갪Ⰵ㕠冸䖤栁そ㋲

勚㾓频（Mark Lee）̽《ⵞ㹐耳ꦠ㫞》（The Assassin）｜〵抓
랓俒薉（Wen-Ying Huang）̽《ⵞ㹐耳ꦠ㫞》（The Assassin）｜〵抓

剒⢕⾲ⶽ갉坾

卌䓽（Lim Giong）̽《ⵞ㹐耳ꦠ㫞》（The Assassin）｜〵抓

剒⢕ⶨ䱹

䓹〈䎂（William Chang Suk-ping）、劫㹻鹟（Chu Ka-yat）、䑀䣓匠（Liao
Ching-sung）、랓嵳（Wong Hoi）、线㶩⯕（Philip Yung）̽《驎過㼥哆》
（Port of Call）｜⚥㕜

剒⢕鋕錏佪卓

Prasad Sutar ̽《繠➃䗱鎙》（Bajirao Mastani）｜⽪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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剒⢕鸣㘗鏤鎙

勚兰搬（Lee Ji-yeon）、導颩斩（Shim Hyun-seob）̽《䙼䞄》（The Throne）
｜⽂ꯒ

⼾馊❏崍ꨵ䕧➃㣐栀

⚥靽繠私（Nakatani Miki）｜傈劥

穅魧䧭㽠㣐栀

卌奙愯（Im Kwon-taek）｜ꯒ㕜

剒⢕갉갠

勭睚⛓（Tu Duu-chih）、劫➬㹆（Chu Shih-yi）、ゞ剅榻（Wu Shu-yao）̽ⵞ㹐
耳ꦠ㫞（The Assassin）｜껺度、⚥㕜、〵抓

 䎃剒넞牰䨻❏崍ꨵ䕧

剒⢕箠ⷛ

线㶩⯕（Philip Yung）̽《驎過㼥哆》（Port of Call）

剒⢕歑⚺錭

鿓㺢㙹（Aaron Kwok）̽《驎過㼥哆》（Port of Call）

剒⢕㥎⚺錭

僱㢙（Jessie Li）̽《驎過㼥哆》（Port of Call）

剒⢕歑ꂁ錭

涯〫（Michael Ning）̽《驎過㼥哆》（Port of Call）

剒⢕㥎ꂁ錭

ꆄ敵梤（Elaine Jin）̽《驎過㼥哆》（Port of Call）

《䯝㦢鎹》（Monster Hunt）｜⚥㕜

剒⢕倝怵㆞

ⷠ❏➋（Yoo Ah-In）｜⽂ꯒ

剒⢕伡䕧

❏崍ꨵ䕧㣐栀굳鬩倝僤栀

❏崍ꨵ䕧㣐栀⼧ワ䎃暵ⴽ㣐栀
꼟㼭ⶍ（Xiao-Gang Feng）

❏崍ꨵ䕧㣐栀⪁ⴀ顀桏栀

2016 䎃螠铃ꅾ銴ꨶ䕧栁갪Ⰵ㕠冸䖤栁そ㋲

涯〫（Michael Ning）̽《驎過㼥哆》（Port of Call）
勭〳괏（Christopher Doyle）̽《驎過㼥哆》（Port of Call）

剒⢕ⶨ䱹

䓹㎗鰜（Cheung Ka-Fai）̽《衝㉏ 3》（Ip Man 3）

剒⢕繠遮䭷㼫

勚㻪（Qian-Kuan Li）

穅魧䧭㽠栀

埠加䋞卌（Kirin Kiki）、邿ㄤ䎂（Woo-ping Yuen）

䓹〈䎂（William Chang）、齶⧿僈（Yau Wai-Ming）̽《螟뜨♳棴偛》（Office）

剒⢕剪酤鸣㘗鏤鎙

㤡⟗俒（Yee Chung-Man）̽《䯝㦢鎹》（Monster Hunt）

剒⢕⹛⡲鏤鎙

勚䘞䘋（Li Chung-Chi）̽《媸灶杵 II》（SPL 2 : A Time for Consequences）

痧  㾂껻度ꨶ䕧ꆄ⫹栁խ4/3 갼栀Ⱙ狲
䖤栁
そ㋲

剒⢕⾲ⶽꨵ䕧갉坾

繏㣐⡡（Dayu Lo）、꤫鰜ꤿ（Chan Fai-Young）̽《螟뜨♳棴偛》（Office）

剒⢕⾲ⶽꨵ䕧姐刼

〈䊵♧럊䧮⦛剚굳〉（ㆭ♧㣔䧮⦛剚굳）（We Almost Fly (She Remembers, He
Forgets)）̽刼：䨥⧿（Day Tai） 鑂：꤫䗱麵（Saville Chan） ⚺㈖：랓巾訫
（Feanna Wong）

剒⢕갉갠佪卓

剎兞牬（Kinson Tsang）、勚罆䓽（George Lee）、㩈⤦鮯（Yiu Chun-Hin）̽《兰
》㪭贄㿋》（The Taking of Tiger Mountain）

剒⢕ꨵ䕧

《⼧䎃》（Ten Years）̽⼧䎃ꨵ䕧䊨⡲㹔剣ꣳⰖ（Ten Years Studio Ltd）

剒⢕㼫怵

䖛⯘（Tsui Hark）̽《兰》㪭贄㿋》（The Taking of Tiger Mountain）



剒⢕鋕錏佪卓

Jason Snell、悭㕜榭（Ellen Poon）、弔ⱺⱺ（Tang Bingbing）̽《䯝㦢鎹》
（Monster H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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倝儢㼫怵

谀遮顀桏㣐栀

剒⢕Ⰾ䁘螟铃ꨵ䕧

剒⢕⹛殥晙

鏪铇嫏（Raman Hui）̽《䯝㦢鎹》（Monster Hunt）
《ⵞ㹐耳ꦠ㫞》（The Assassin）

穅魧䧭㽠栀

2016 䎃螠铃ꅾ銴ꨶ䕧栁갪Ⰵ㕠冸䖤栁そ㋲

《ꪒ》（Hamog）｜螨䖒频
《㼭䚓暟藃蛁》（Molly Monster，〵抓♳僥⚥俒晙ぜ《㼭藃蛁㣐ⱎꦖ》）
｜䗞㕜、榰Ⱙ、榰㡦

勚뜨螟（Li Lihua）

㼠噟礵牟栀

❏崎倞➃栁䖤栁そ㋲

ワ宕⯕（Chow Wing-Kwong）

剒⢕䕧晙栀

《袰狲》（Thithi）｜⽪䏞、繠㕜、⸈䭭㣐

剒⢕㼫怵栀

痧  㾂♳嵳㕜ꥹꨶ䕧ꨶ鋕眏խ6/13–6/21

ꆄ昽栁⚺畹飓㋲⯋䖤栁そ㋲

剒⢕䕧晙

꤫㸙鑦（Jacob Chen）̽《ⱄ鋅㥎⯥》（Lost Daughter）｜〵抓

剒⢕綘ⷛ栀

蒔榰顀麧（Ere Gowda）、榰㨖 ‧ 兜䬘㝜 ‧ 榰鶓（Raam Pratap Reddy）
̽《袰狲》（Thithi）｜⽪䏞、繠㕜、⸈䭭㣐

剒⢕歑怵㆞

獓⹄（Qin Yong）̽《饥ⴀ㞓㙩》（Nirvana）｜⚥㕜

剒⢕㥎怵㆞

㷞䚃（Sun Yi）̽《姸．䠥》（Pleasure Love）｜⚥㕜

剒⢕伡䕧

《䗞貼》（De Lan）｜⚥㕜

鐱㨼剚㣐栀

《䗞䊜鋅》（Generazione Y）｜䠑㣐ⵄ

剒⢕㼫怵

㸝䲿．㋮ꆄ䛸（Antti Jokinen）̽《䟅⛓蔄》（Pahan Kukat）｜蓷貼

剒⢕箠ⷛ

㸝䗞榰䬘倛．呔뉓⠭（Andreas Gruber）̽《恍㫪涸漖朄》（Hannas Schlafende
Hunde）｜䗞㕜、㤸㖑ⵄ

剒⢕歑怵㆞

ⷠ效（Liu Ye）̽《鷅⯒罏⛲》（Cock and Bull）｜⚥㕜

剒⢕㥎怵㆞

谐㿋湬繠（Naomi Fujiyama）̽《㕰㖑》（Danchi，〵抓♳僥⚥俒晙ぜ《嶊㣟涸
㿋♴⯓欰》）｜傈劥

剒⢕伡䕧

鿓麧僈（Da-Ming Guo）̽《淼粪♳涸뇹》（Soul on a String）｜⚥㕜



埞宝䕠 ‧ 뉓悭（Ali Tabrizi）̽《蠜ꅽ鷐遤莽》｜⟻剽

ꨶ鋕걽麥⫄㯯㣐栁䖤栁そ㋲
剒「⫄㯮ꡠ岤䕧晙栀

《渿⯓欰涸蔄⯥》（The Song of Cotton）̽劫㆞䧭（Yuan-Cheng Zhu）｜⚥㕜

剒「⫄㯮ꡠ岤箠ⷛ栀

嘥㶩（Larry Yang）̽《㊮．㿋》（Mountain Cry）｜⚥㕜

剒「⫄㯮ꡠ岤㼫怵栀

嘥㶩（Larry Yang）̽《㊮．㿋》（Mountain Cry）｜⚥㕜

剒「⫄㯮ꡠ岤歑⚺錭栀

꓃恍葻（Wallace Chung）̽《♲➃遤》（Three）｜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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剒「⫄㯮ꡠ岤㥎⚺錭栀

겝⚋敵（Bing-Yan Yan）̽《渿⯓欰涸蔄⯥》（The Song of Cotton）｜⚥㕜

剒「⫄㯮ꡠ岤歑ꂁ錭栀

꿴呔晋（Tengger）̽《䘯䩛團䩛䘯團䩛》（For a Few Bullets）｜⚥㕜

剒「⫄㯮ꡠ岤㥎ꂁ錭栀

蒔뜨㮤（Liya Ai）̽《渿⯓欰涸蔄⯥》（The Song of Cotton）｜⚥㕜

剒「⫄㯮ꡠ岤倝➃㼫怵栀

劫㆞䧭（Yuan-Cheng Zhu）̽《渿⯓欰涸蔄⯥》（The Song of Cotton）｜⚥㕜

剒「⫄㯮ꡠ岤倝➃歑怵㆞栀

卌厣㸪（Po-Hung Lin）̽《Ⱉ䒚ㄳ㉰긬》（At Cafe 6）｜〵抓

剒「⫄㯮ꡠ岤倝➃㥎怵㆞栀

겝⼾（Cherry Ngan）̽《Ⱉ䒚ㄳ㉰긬》（At Cafe 6）｜껺度

剒「⫄㯮ꡠ岤䎃䏞倝➃栀

2016 䎃螠铃ꅾ銴ꨶ䕧栁갪Ⰵ㕠冸䖤栁そ㋲

痧  㾂螠铃ꨶ䕧⫄㯯㣐栁խ11/18 갼栀Ⱙ狲
䖤栁
そ㋲

剒⢕ꨵ䕧

《ⵞ㹐耳ꦠ㫞》（The Assassin）̽⣵㷁颩（Hou Hsiao-Hsien）

剒⢕㼫怵

⣵㷁颩（Hou Hsiao-Hsien）̽《ⵞ㹐耳ꦠ㫞》（The Assassin）

剒⢕箠ⷛ

䖛嵞䂽（Xu Haofeng）̽《䌌昿》（The Master）

剒⢕歑⚺錭

꼟㼭ⶍ（Xiao-Gang Feng）̽《罈挩⯥》（Mr. Six）

ゞ❠ⳝ（Kris Wu）｜⚥㕜

剒「⫄㯮ꡠ岤䎃䏞怵㆞栀

闑ꩋꍵ（Nicholas Tse）｜껺度

剒⢕㥎⚺錭

ス⚥（Lu Zhong）̽《ꡗⰆ罏》（Red Amnesia）

剒「⫄㯮ꡠ岤䎃䏞䕧晙栀

剒⢕歑ꂁ錭

《罈挩⯥》（Mr. Six）｜⚥㕜

スꨓ뒉（Lu Hsueh-Feng）̽《ꃯ．欰㣅娥》（Thanatos, Drunk）

《捘傈拂䗱》（The Dead End）｜⚥㕜
《㣐桡㤜》（Xuan Zang）｜⚥㕜

穉㨼剚暵ⴽ栀

《ꪵ桬ⴽ㩶》（Farewell My Concubine）｜⚥㕜、껺度

桬⼪彂（Wang Qianyuan）̽《鍒佹グ⯓欰》（Saving Mr. Wu）

剒⢕㥎ꂁ錭
剒⢕倝㼫怵

䙌ꉎ㗛（Xin Yu-Kun）̽《䗱鶴㹨》（Deep in the Heart）

剒⢕倝怵㆞

僱㢙（Jessie Li）̽《驎過㼥哆》（Port of Call）

剒「濧湡ꨵ䕧

《➃遳䱲呩》（Detective Chinatown）꤫̽䙼铇（Chen Sicheng）

剒「濧湡㥎怵㆞

ⷠ❠螨（Liu Yifei）̽《痦♲珏䠥䞔》（The Third Way of Love）

剒「濧湡歑怵㆞

姗韝（Oho Ou）̽《䊩羭》（The Left Ear）

剒「濧湡邍植

㸢蔔埡（Vivian Sung）̽《䧮涸㼱㥎儗➿》（Our Times）

涰㹻⫄㯮䎃䏞荝侢ꨵ䕧

《ꡗⰆ罏》（Red Amnesia）̽桬㼭䌃（Wang Xiaoshu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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涰㹻⫄㯮䎃䏞荝侢ꨵ䕧➃
桬⚥煓（Wang Zhonglei）

涰㹻⫄㯮䎃䏞荝侢邍植栀

媯㤗㸪（Yihong Duan）̽《捘傈拂䗱》（The Dead End）

2016 䎃㕜ꥹ䕧㾝㕜晚㾝冸䖤栁そ㋲

2016 䎃㕜ꥹ䕧㾝㕜晚
㾝冸䖤栁そ㋲
資料提供 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

痧  㾂ꆄꧽ涰蔅ꨶ䕧眏խ9/16–9/19

ꆄꧽ涰蔅栁䖤栁そ㋲

剒⢕䕧晙栀

《捘傈拂䗱》（The Dead End）̽剆⥂䎂（Cao Paoping）

剒⢕㼫怵

捦晋㊤（Wuershan）̽《㼥륋鏑》（Mojin-The Lost Legend）

剒⢕歑⚺錭

鸪稲䂽（William Feng）̽《杵㕭꿴》（Wolf Totem）

剒⢕㥎⚺錭

鏪兦（Summer Qing）̽《罈挩⯥》（Mr. Six）

剒⢕歑ꂁ錭

勚僒䂽（Yifeng Li）̽《罈挩⯥》（Mr. Six）

剒⢕㥎ꂁ錭

嘥琏（Angelababy）̽《㼥륋鏑》（Mojin-The Lost Legend）

剒⢕倝➃栀

蛄㼭륋（Olav Kristoffer Bauer）̽《䨞杵》（Wolf Warriors）

ꆄꧽ栀穅魧䧭㽠栀

ꤲ桪梤（Yuling Tao）、袆㶸㡭（Ge Cunzhuang）、咿⥌（Xin Liang）、闑蔉
（Xie Fang）



ⷜ䞕Ꟁ晚

慌崍䋒ꅽ倛劥❏㣖ꨵ䕧眎畹飓晙
繠㕜翰㖑暅ㆥ❏崍ꨵ䕧眎

⽪䏞㷆顠䕧㾝⯥留剒⢕䕧晙ꆄ栀

《牟䑉》（Rookie Chef）
尣粪䕧㾝格鼜暵ⴽ錙䷑佞僥

《❀僤秸눴䎁㥎》（Welcome to the
Happy Days）

《〫銳䧮Ꟁ㣐》（Lokah Laqi! / Hang
in There, Kids!）

纏㣐ⵄ⡱繏⧍倛螟铃ꨵ䕧眎
螟渿갾❏繠䕧㾝

䰦⯘ Zlin ⯥㼱䕧㾝

影ㆥ螟〵抓ꨵ䕧眎

ꯒ㕜㺢䊛㣼䎑䕧㾝 Family Zone ㋲⯋－
BIFAN ⯥留鐱㻣㕰栀

Ⰾ䁘ꨵ䕧㾝⻌❩㾝僥

纏㣐ⵄ Giffoni 㕜ꥸ⯥㼱䕧㾝 Element +10
畹飓㋲⯋－ Premio CIAL per l’ambiente 暵
ⴽ栀 (CIAL Prize for environment)

《㣼䎑ず㷸剚》（See You Again）
窣騟ꨵ䕧眎

䁰ꅽ䃋䕧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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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㣟䱽閥鎊》（White Lies, Black
Lies）

《♧騟갫괏》（Godspeed）
匌❩䕧㾝⚆歲搋럊㋲⯋

屎Ⰺꨵ䕧眎⚆歲Ⰼ兞ꨵ䕧佞僥剚

㢴⧍㢴䕧㾝

《Ⱉ䒚ㄳ㉰긬》（At Cafe 6）

《䗱儗ꗻ》（Packages from
Daddy）

ꆘ㿋ꨵ䕧眎䍋晙

ꯓ㕜㺢䊛㣼䎑ꨵ䕧眎

껺度❏崍ꨵ䕧眎

纏㣐ⵄ黆匌ꨵ䕧眎〵抓畹飓晙

《緃錭♧偛》（The Missing Piece）

《嵳涸䕹畮》（After Spring, The
Tamaki Family...）

傈劥㣐ꢼ❏崍ꨵ䕧眎－剒⢕怵㆞栀

ꯒ㕜 DMZ 私ꏖ晙䕧㾝❏崍畹飓㋲⯋

⠅㡦갾䕧㾝－㋐ⷛ晙ꆄ晥栀

㢙㪭㣧ꨵ䕧眎

繠㕜翰㖑暅ㆥ❏崍ꨵ䕧眎

《涯迎－䣥劅閰笩》（White Ant）

殹➿侃✲䕧㾝

ꆘ㿋䕧㾝－顥嫱銯㕜ꥸ䕧鐱➃栀

峫勒熗㥎䚍䕧㾝畹飓晙
慌崍ꆄ罌䬘螟铃ꨵ䕧眎
⠅倛갾䕧㾝畹飓晙

《垛♴涸䨻㹐》（The Tenants
Downstairs）
秢秉❏崍ꨵ䕧眎ꟗ䍋晙、畹飓晙

《ⱄ鋅檲㙹》（The Road to
Mandalay）

ꯒ㕜㺢䊛㣼䎑ꨵ䕧眎畹飓晙

岁㕜鑠㣼䕧㾝（L’Étrange Festival）
畹飓晙

㪭㽲倛䕧㾝－㪭㽲倛傈「姗崍ㄤ㖑⚥嵳䕧
鐱➃耡ざ剚」剒⢕䕧晙栀

㢙㪭㣧䕧㾝畹飓晙

岁㕜❏溭䕧㾝－㕜ꥸ畹飓㋲⯋剒⢕䕧晙栀

嫱ⵄ儗䋒뉓傈䕧㾝畹飓晙－剒⢕錙滞
牰鼆栀

㢴⧍㢴䕧㾝殹➿ꨵ䕧礵鼆㋲⯋
ꆘ㿋䕧㾝❏崍⛓璬㋲⯋

《䧮涸跗歑䞔➃》（My Egg Boy）
ꆘ㿋䕧㾝❏崍⛓璬錙䷑㋲⯋

껺度❏崍螟铃ꨵ䕧眎

㷆顠ꨵ䕧眎⚆歲ꨵ䕧㋲⯋

匌❩ FILMeX ꨵ䕧眎⚺畹飓㋲⯋

㢴⧍㢴❏崍ꨵ䕧眎ꟗ䍋晙

䋒ꅽ倛劥❏㣖ꨵ䕧眎 A Matter of Form
Section ㋲⯋
뛨暵⚸䕧㾝僈傈⛓耪㋲⯋

《閥鎊銯銯ꅽ》（Never Said
Goodbye）
慌ꨵ䕧眎－剒⢕㼫怵、歑ꂁ錭䲿ぜ；剒
⢕㥎⚺錭栀

ꯒ㕜㺢䊛㣼䎑ꨵ䕧眎－❏崍ꨵ䕧耡湅䲀䑝
栀Ⰶ㕠
鼟㺙ꨵ䕧眎－⚥㕜ꨵ䕧㋲⯋剒⢕㥎怵㆞
䲿ぜ



ㆥ䗞㜃ꨵ䕧眎 Festival Favourite ㋲⯋

《涰傈デⴽ》（Zinnia Flower）

2016 䎃㕜ꥹ䕧㾝㕜晚㾝冸䖤栁そ㋲

《㔋⼧䎃》（Ode to Time）
匌❩䕧㾝❏崍劢⢵畹飓㋲⯋

私ꏗ晚

《屎⻌荩⻌》（Hebei Taipei）
❏崍㥎䚍䕧㾝耡湅畹飓껷栀

《㷸绡涸椚歋》（If There Is Reason
to Study）

《牟䨠》（The Immortal’s Play）

⽪㽲⚆歲私ꏖ晙－➃麤ꡠ䧃栀

薉㕜⧍侚涽㹻㷸ꤎ珏㶩ꨵ䕧眎

瀡靽橇椕䕧㾝

䐟꧋繠꧱喋ꫬ䎃僥殥㷍－剒⢕私ꏖꟀ晙

《傈划傈䒭侔姿罏》（Le Moulin）

《绾绻⛓㙹》（City of Jade）

뛨暵⚸䕧㾝劢⢵⛓⯕㋲⯋

螟渿갾螟铃ꨵ䕧栀－剒⢕私ꏖ晙

Ⰼ䊜ꨵ䕧眎鋕歲㣐錙⯕陗㋲⯋

厣卌䕧㾝锸㠢㋲⯋䍋

䋒㹆閊倛蒔ⵄ倛䕧㾝遺㘗畹飓㋲⯋

껺度ꨵ䕧眎畹飓晙

꼛䗞ꅽꨵ䕧眎⯓뀜畹飓㋲⯋

慌崍❏㣖ꨵ䕧耡湅㣐栀畹飓晙

ⵄ꼛栬用ꨵ䕧眎㕜ꥸ畹飓㋲⯋

削靽匌⼿ꨵ䕧眎

嵳䅈ꨵ䕧眎私ꏖ晙㋲⯋

⟄蒀⽂倰䕧㾝

繠㕜影屮㙹私ꏖ晙䕧㾝㕜ꥸ畹飓㋲⯋

♳嵳ꨵ䕧眎

翰㖑暅ㆥ❏崍ꨵ䕧眎〵抓ꨵ䕧夔璬

嵳䅈ꨶ䕧眏

纏㣐ⵄ Asiatica ❏崍䕧㾝

㨖倛暵⚸❏崍ꨵ䕧眎－ Tiger Beer 鐱㻣
㕰栀

笞⛲秜䕧㾝

岚貼❀䕧㾝



TAIWAN CINEMA
YEARBOOK

㻯㕜륋㗗齥ꨵ䕧眎
꼛䗞ꅽ螟铃䕧㾝
帿㖕抓谀琝眎

《♶⽰♶ꨅ》（Absent Without
Leave）
倝⸈㗗ꨵ䕧眎－錙滞牰鼆栀

ꆘ㿋䕧㾝馄䑝錭私ꏖ晙畹飓㋲⯋

շ䮔桪瀖涸➃ոJade Miners
껺度栬用ꨵ䕧眎暵ⴽ桏僥
⟄蒀⽂倰䕧㾝

瀊晚
շ犜姺♴ꐜո"ODIPSBHF
1SPIJCJUFE
厣卌䕧㾝－㤸鶓剒⢕瀊晙栀

շ륋軋㼭㷛ոThe Lobster Kid
峫勒熗❏㣖䕧㾝－ꆄ鯥栀

程䒸

2016 䎃䏞ꨶ䕧湱ꡠ螠俒剅硃ⴀ晝
娜䎃շꨶ䕧䎃Ꙥո籏湡ꏗ
1968 ։ 2016 䎃湡妄♧錒

շ⛝⛟ոPing Pong Coach
秢秉绻頺⽓䕧㾝－㷸欰黆鋅栀

շ㻣ⴼոThe Day to Choose
岁㕜㽲倛䕧㾝－剒⢕歑⚺錭栀



程䒸

TAIWAN CINEMA
YEARBOOK

2016 䎃䏞ꨶ䕧湱ꡠ
螠俒剅硃ⴀ晝

剅そ Title
ꨶ䕧⚥㕜㣆
⣶띋
〫䟝䬝ꨶ䕧涸➃：傈劥㕜字㼬怵㿋
歊峕妄锓ꨶ䕧ⶾ⡲騟

整理 李仲豪、劉宇軒
剅そ Title
嫲➃欰刿溫㻜涸僽ꨶ䕧㉇！
「溏鋅〵抓」：〵抓倞私ꏗ晚灇瑖
NETFLIX：椕箁♳䕧갉剪륌걧
笪굳㣐䄖饱
ⱄ鋅．龥：♧➿䕧䋷叕⤧꧆䧃䙂
䕧㾝
⹛殥錬蒀㸤䭸⽂：鸤㘗鏤鎙、圓
㕬䪮䊫、眕⢿鍑區♧劥䵆㹁

䗏ꨶ䕧醢⡲莅遤ꌼ鸏墂✲：
傈劥䧭⸆呪⢿㷸绢 YouTube 崞欽岁
莅䕧晚醢⡲岁
ⶩ䱺䌌⛓騟：⚆歲秹ꆄ栁ⶩ䱺䌌䙦
랃䒊圓铞佦✲涸穡圓莅眏㤉，䧭㽠
♧鿈㥪ꨶ䕧涸괐呔莅䞕䠮
溏䖤鋅괐兞涸䨼：ꨶ䕧《驎過㼦
哆》ⶾ⡲私ꏗ⿻⾲衽ⷜ劥
㣐ꋓ䍌♳涸倛裦蓸 ˙ ꆄ

䧮⦛涸齡儘姽ⵠ：
螠铃ꨶ䕧❀○䎃崩ꆄ娔剢

康ꨆ蒀湱：껻度ꨶ䕧涸㥏䪐歑酤
ꩾㆥ⫄㣼：騗峕ꨶ䕧莅㥏䚍⯓ꍵ

Re：[ ㉏⽚ ] 剤尝剤馄秹薊꧆涸Ⱄ
⽚？－薊꧆⦛涸搂欽䑛濼陏㕬鍑䧀
➃⺫

晝妄
Ed.

ⴀ晝㖒⿻ⴀ晝罏
Publisher

ISBN

ⴲ

〵⻍䋑：㣔♴欰崞

9789570388695

ⴲ

〵⻍䋑：〵㣐ⴀ晝⚥䗱

9789863501251

ⴲ

〵⻍䋑：㙹齦㉂噠ヰⴚ

9789869253864

-

N/A

ꯓ㸙衽

〵⻍䋑：㕜㹻ꨶ䕧⚥䗱

ⴲ

〵⻍䋑：♳㣼须鎝

9789863756118

㹻㶩〷琝、⼪䃷麨
⛳衽；ⷠ猗纈陼

ⴲ

倞⻍䋑：⽈钟俒⻋

9789862101407

Justin Chang 衽；
랔佟幇陼

ⴲ

〵⻍䋑：恠麉罏俒⻋；
㣐꧁俒⻋涮遤

9789865671853

⡲罏 Author
䕠䧃溫衽
齶顜蓸衽

Gina Keating 衽；
陓宕坿陼
㕜㹻ꨶ䕧⚥䗱管

绀㶩⯕管衽

Mark Browning 衽；
랔ⷧ、㩎⚋듻陼
嘥⸂䊝衽
峫嘰衽
눛儘摺、繏⽓衽
Leong Tim 衽；
MaoPoPo 陼



ⴲ
ⴲ
ⴲ
ⴲ
ⴲ
ⴲ

껻度：♲耢；껻度耢ざ
剅ⴚ暟崩剤ꣳⰗ涮遤
⻍❩：⚆歲㕬剅ⴀ晝
Ⱇ

9789620439001
9787510057748

〵⻍䋑：30 ꧹钟

9789869153232

껻度：♲耢

9789620439094

껻度：⚥螠剅㽷

9789888340781

〵⻍䋑：띋嵞倛ⴀ晝；
㹻䏭⫄㯯㙹齦ⴕⰗ
涮遤

9789864081172

㣐䌌麌ꖏ 3：ぢ갥㼺涸 100 珏ꨶ䕧
䬝伢䪮䊫，瑳灶䎂䐄涸ꖏ⡙鏤鎙莅
㼬怵䙼笞
殹➿㺑㻉罌

灶烱、派浝莅䋞劆：22 ⦐㕜ꥹそ㼬
怵涸䖤栁ꨶ䕧
䙼䟝莅僈僤：⚥銯俒谁겳㘗涸禺陗
莅僤㕬

ꨶ䕧酭涸鷆㣆➃欰：62 鿈ꨶ䕧，徱
귢㷛㶩涸攨䞕、ⱎꦖ莅⹅孵
ꨶ䕧酭涸䠦䞕㷸ⴕ：51 鿈ꨶ䕧，ꤙ
㷛㶩锓䞕铞䠦
㔐껷♧疮♬⼧䎃

搂䌢稇䲾：鷆䥊㣼倛峫㣗倛㛇
➃欰，㽠䙲♶뛝♶帝

佦✲㻨⡲㣐䌌棵：㥪蟛㝸濼そ「ⷜ
劥ꄴ欰」來⡹ Step By Step 㻨ⴀ穪
♶騈ⴽ➃中ㆊ、ⰯⰨ䞕䠮⾩䏞莅用
넓穡圓涸剓䓽佦✲
佦✲ⶾ⡲ Tips：32 㛔ⶾ䠑铭

⯓雊薊꧆佹頥ㅕ 2：㥪蟛㝸颪䏠ꨶ
䕧ⷜ劥㣐鍑㺙

《⢵繡遯긭龟麉：詎僈❮㣐㾝》㾝
錒㕬ꏗ

馄雙涸ⶾ䠑⹛殥鸏垺⨞：䖰劍嚌
䙂、ⴕꖏ艁劥ⵌ괐呔圓䙼，䱍䳣⹛
殥醢⡲涸猽鏒

2016 䎃䏞ꨶ䕧湱ꡠ螠俒剅硃ⴀ晝

⡲罏 Author

晝妄
Ed.

ⴀ晝㖒⿻ⴀ晝罏
Publisher

ISBN

꼛喀衽

ⴲ

〵⻍䋑：猗㪮须鎝猰䪮

9789863263609

Antoine Baecque、
Noël Herpe 衽；
薵⯐䒂陼

ⴲ

〵⻍䋑：証话俒⻋

9789869205054

㿋歊峕妄衽；
䓹猨僈陼

ⴲ

9789865824563

Kenworthy Chris 衽；
䓹⢕用陼

〵⻍䋑：倞竤Ⱙ㕬俒
⫄久

ⴲ

〵⻍䋑：ⶾ䠑䋑꧌、
㙹齦俒⻋涮遤

9789869261814

꼛妇衽

ⴲ

9789863592273

꤫갚楧衽

ⴲ

倞⻍䋑：加꼛俒⻋、
黇駈俒⻋涮遤
〵⻍䋑：麥耫

9789864001026

ⴲ

〵⻍䋑：耢竤

9789570846966

✳

〵⻍䋑：耢竤

9789869292030

ⴲ

〵⻍䋑：耢竤

9789869292023

ꁀ⢆⢆衽

ⴲ

⻍❩：♲耢剅䏅

9789869311250

繏㾝뒉衽

ⴲ

껻度：Kubrick

9789881299307

꼟㼭ⶍ衽

ⴲ

〵⻍䋑：儘㜡俒⻋

9789571366081

John Truby 衽；
寐⯓耫陼

ⴲ

〵⻍䋑：恠麉罏俒⻋、
㣐꧁俒⻋涮遤

9789865671884

翈♧⨀衽

ⴲ

〵⻍䋑：剅卌

9789574455997

〵⻍䋑：ꨣ㣆⼪ꅽ俒⻋

9789868980297

騟屣衽

勛⨀俒、勛妇惶、
勛妇䛽衽
勛⨀俒、勛妇惶、
勛妇䛽衽

Blake Snyder 衽；
랔㭓螠陼
詎僈❮、卌剋뜩
籏管鱀
Blazer Liz 衽；
勛牃㻞陼



ⴲ
ⴲ

〵⻍䋑：〵⻍來肬㣐㷸
MoNTUE ⻍䌌繡遯긭

9789866049897

ⴲ

〵⻍䋑：匡䄋

9789572245484

程䒸

TAIWAN CINEMA
YEARBOOK

晝妄
Ed.

ⴀ晝㖒⿻ⴀ晝罏
Publisher

Goodridge Mike 衽；
랔佟幇陼

ⴲ

〵⻍䋑：恠麉罏俒⻋；
㣐꧁俒⻋涮遤

9789869310482

鏪寍秴衽

ⴲ

〵⻍䋑：⥌㻜俒⻋

9789865767556

랔➋衽

ⴲ

〵⻍䋑：猗㪮须鎝猰䪮

9789863263753

勛摥衽；俒併陼

ⴲ

〵⻍䋑：歉俒ⶾ

9789868754881

卌匡鰜衽；陓⟃開陼

ⴲ

꼟ㅷ⢕⚺管

ⴲ

莞僈衽
勛菘衽

剅そ Title

⡲罏 Author

㼬怵⛓騟：⚆歲秹ꆄ栁㼬怵ⴕ❧ⶾ
⡲錚럊、侃✲繡㷸、㼬怵鋕ꅿ，⟃
⿻㥶⡦䒸㼬㕰涮䳸噲荞ⶾ鸤⸂
ꬌ䥢♶〳涸 100 ⡙ꨶ䕧㣐ㄳ！
♶䥢，ⴽ铞⡹䠦溏ꨶ䕧
⚥㢫ꨶ䕧宕黇涸僤（♲）
䕧⫹涸猽㺙

詎僈❮莅箣䢩ꨶ䕧

䕧⫹莅䊴殯：鋕錏俒⻋灇瑖莅佟屛
傈劥ꨶ䕧簳堾锓

㖈갠ꨮ⚥挾갠：♧⦐➃涸ꨶ䕧〷
랱愯僈 100

䍌䖕㥪蟛㝸：劢剎刕⯕涸䏁晚
猰䎑䕧鋕㣐✲鎹

䱍䳣ꨶ䕧：㥪ꨶ䕧僽鸏垺䬝䧭涸
⡹♶濼麥涸Ⱉ䒚ㄳ㉱긭

蹠蹷涸㽵䊼：猙询晝ꨶ䕧鯩✲
Cosplay 㣐颣

殹ꨶ䕧㼬怵麂♳ꨶ䕧椚锸
僤䕧 ˙ ⴲ䗱

屛〷剤䤊 ⹉⾩䗞：齠牏俒㷸陏莅
➃呔灇瑖
ꨶ䕧寐廪涸溫⸆㣗：⚥㕜⹛⡲ꨶ䕧
錚
㥪蟛㝸䙦垺锓欰䠑：ꨶ䕧、ꨶ鋕⿻
倞㯯넓涸锓ⴼ䪮䊫莅ざず垸匢

랱愯ㄤ㶩⚺管；
褑䘋⨴陼
Karina Longworth
衽；鿓樍陼

Mallory Michael 衽；
ㆁ鶵泇㶩陼
玑✮铇衽

ゟ㶩ꨣ（谑❁埠）衽
ꅿ♳撑➿衽；
ꋓ蒀䘰䩛陼

傒傈秋瀖管衽

〵⻍䋑：㕜用〵抓㣐㷸
ⴀ晝⚥䗱

9789574456871

ⴲ

⻍❩：⻍❩㣐㷸ⴀ晝爢

9787301266359

ⴲ

⻍❩：♲耢剅䏅

9787108053282

ⴲ

⻍❩：倞僤ⴀ晝爢

9787513320856

ⴲ

⻍❩：➃字鿟ꨶⴀ晝爢

9787115282781

ⴲ

⻍❩：➃字鿟ꨶⴀ晝爢

9787115411679

ⴲ

〵⻍䋑：❀⽂

9789571185200

ⴲ
ⴲ

〵⻍䋑：㉂ヰⴀ晝；㹻
䏭⫄㯯㙹齦ⴕⰗ涮遤
〵⻍䋑：〵抓㥏䚍䕧⫹
㷸剚
⻍❩：➃字鿟ꨶ

Jacques Aumont衽；
㷟匡囙㻤㹁；
詎俒允陼

ⴲ

〵⻍䋑：❀⽂

尪㡹衽；㺂䢵䗱管鱀

ⴲ

껻度：秋ⴀ晝
（ꫭ喀俒⻋）

馢遺⚺管

ⴲ

⻍❩：⚥㕜ꨶ䕧ⴀ晝爢

䓹嵳衽

ⴲ

Dina Appleton 衽；
導蛓陼



9789863501602

〵⻍䋑：剅卌

ⴲ

✳

䧭鿪：銯⽂頿竤㣐㷸
ⴀ晝爢
⻍❩：⻍❩耢ざⴀ晝
Ⱇ

剅そ Title

ISBN

9789864770533
9789869332309
9787115410191

9789571186443

9789888380886
9787106044251

䍌：ꅾ鏞䕧〷莅瘼㾝㻜驏
㹨䃷꾚ㄤ➮涸⚆歲

⡲罏 Author

晝妄
Ed.

尪⚸衽

ⴲ

㿋䊛颩♧衽；
剆鹠ⱺ陼

䬝伢植㜥：莅⪂ⴀꨶ䕧伢䕧䌌㼩鑨

Vincent Lobrutto 衽；
卌ꯥ、ⷠⱵ陼

蜓ꅽ䐁Ⰹ：50 䎃♧澖涸눦䎑儘ⵠ

ⴲ

2016 䎃䏞ꨶ䕧湱ꡠ螠俒剅硃ⴀ晝

ⴀ晝㖒⿻ⴀ晝罏
Publisher

⻍❩：⻍❩耢ざⴀ晝
Ⱇ
⻍❩：⚥⥌ⴀ晝爢

ISBN
9787550279827
9787508654980

ⴲ

呟卌䋑：䑞銯䌌眕㣐㷸
ⴀ晝爢

9787549582778

Ennio Morricone、
Antonio Monda 衽；
⧋㸞㸙陼

ⴲ

⻍❩：⻍❩耢ざⴀ晝
Ⱇ

9787550270428

㼬怵涸伢䕧铭

Jacqueline B. Frost
衽；ꭘ㥶哆陼

⥜鎎

⻍❩：⚆歲㕬剅ⴀ晝
Ⱇ

9787510063138

瑭䍲：ꨶ䕧㣐䌌涸猽㺙欰崞

Robert
Schnakenberg 衽；
桬併陼

ⴲ

⻍❩：⻍❩耢ざⴀ晝
Ⱇ

9787550276574

闒㸻桪衽

ⴲ

⻍❩：⛰䊝ⴀ晝爢

9787510844157

儘⯕涸渿㹶：竤Ⱙꨶ䕧倞涮植
挪耫⚥涸ꨶ䕧：⚥傈ꨶ䕧〷
閑媹涸铃岁
ꨶ䕧恠姿罏

殹䎃湱䧗䠑⚥➃：度欴晚㔐䥊
私ꪫꩾ涸姐㈖䎃➿
希♶湈涸괐崩➃暟

僤⯕㣐麥：❀Ⱉ⼧䎃➿껻度䕧㠢괐頗
♶徧僤⯕

芣晚꼛䨡㕰

佞鷷涸Ⳗ鋕：鋅阮⚥㕜栬用私ꏗ晚
䗱䜤〵抓

⡠谑䘞歑衽；
䁌黇㗛陼

Karla Oeler 衽；
擕剢ⷧ陼

J. M. G. Le Clezio
衽；랔Ⲵꩾ陼

Rex Koo（곃尬搭）
管衽
私ꪫꩾ〡鶤；
ⷠ㕜摥侮椚之㻨
⡦佦衽

鸮字㸞、ゟ顜륌
管衽
꓃俒殜伢䕧；
ヰ蹓蹓管之

ⴲ
ⴲ
ⴲ
ⴲ
ⴲ
ⴲ
ⴲ
ⴲ

ABC 㼭䓽衽

ⴲ

俒嵳衽

ⴲ

㔋倰歊朄䕔衽

ⴲ

9787550420861
9787550277809



⻍❩：⚆歲㕬剅ⴀ晝
Ⱇ
⻍❩：⚆歲㕬剅ⴀ晝
Ⱇ

Ꟁ僱：し卌ⴀ晝꧌㕰剤
ꣳ顑⟤Ⱇ

9787510093463
9787519204426
9787553400952

껻度：ꬌⳝ

9789888420346

〵⻍䋑：姻耫䑞久

9789869353700

껻度：♲耢

9789620439681

껻度：⚥螠剅㽷

9789888420063

껻度：㉂⽫剅긭

9789620756900

♳嵳➃字ⴀ晝爢

9787208139145

〵⻍䋑：⫙ぢⴀ晝爢

9789868820487

〵⻍䋑：耢竤

9789570848144

程䒸

TAIWAN CINEMA
YEARBOOK

剅そ Title
〵抓ꨶ䕧涰䎃怔崩：
嘥䗞僅、⣶㷂颩、勛㸞、詎僈❮
㼬怵涸饱럊：100 ⡙螠铃ꨶ䕧㼬怵，
痧♧鿈⡲ㅷ钲欰涸佦✲
傈劥ꨶ䕧〷（♲ⱁ）

㷆顠⛓耫：殹➿㼂蟛㝸ꨶ䕧⛓假
䕧䨡䎃Ꙥ

耫갉罏：㷟䜤俛ꂂ갉椚锸⿻㻜驏䪮䊫
醢晚⛓騟：⚆歲秹ꆄ栁醢晚➃㥶⡦
䪪ⵌ駈㣁须ꆄ莅♧崩➃䩞，⯘剪ぐ
珏ꨈ겗，雊䟝⫹⸂鬪♳㣐ꋓ䍌
ꨶ䕧ⷜ劥㻨⡲㛇燊

搂湈鷆䙼：䕧➃鋷㿂鏞锓ꏗ

Ⳗ鋕欰ㄐ：㣼㡦倛㛇《⼧铉》涸
牟㷸繡㷸

⚆歲僽搂岁瓛湈涸俒劥：爢剚㷸䟝
⫹莅ꨶ䕧涸㼩鑨
ꨶ䕧〷꧱铃隡劥
넞麨涸㥏➃⦛

齽孒娀⥊ꨶ䕧瘘鎹
猰䎑ꨶ䕧㼬锸
加僤。䗱撑

宕黇䧃䙂涸勛缦牬
꧱耫 ˙ ꧱魨

鍸䱳⯕䕧幀贖

⡲罏 Author

晝妄
Ed.

ⴀ晝㖒⿻ⴀ晝罏
Publisher

剅そ Title

ISBN

衞剢榮（Emilie
Yueh-yu Yeh）、䨥
坿捀（Darrell William
Davis）⡲；剎蔒癌、
꤫꧉꼖、勛赙䢵陼

ⴲ

〵⻍䋑：剅卌

9789574457007

隡䥢ꨶ䕧铃鎊

玑ꫭ匡⚺管

ⴲ

〵⻍䋑：ⶾ䠑䋑꧌

9789869360609

⡠谑䘞歑衽

ⴲ

䗂傉㣐㷸ⴀ晝爢

齡❉ꨶ䕧來䧮涸✲ II

9787309120233

桬䘋嫏衽

ⴲ

⻍❩䋑：嵳韂ⴀ晝爢

9787511031457

ꗻ㣐鞮、ゟⱟ䎂
⚺管
㷟䜤俛衽

띋秝⠭（G o
Macnab）、〷将暶
（Sharon Swart）衽；
꤫㹻⧉陼
Field Syd 衽；
꓃㣐鞮、늄桪棭陼
㷟⸺匡⚺管
剎䣔韵衽
脌姻俒衽
康굳⚺管

㔋倰歊朄䕔衽；
詎ꫭꨛ陼

랔⚸衽、闒㏖㻜衽
秉缦倛갾（Keith
M.Johnston）衽

ⴲ

ⴀ晝㖒⿻ⴀ晝罏
Publisher

ISBN

Robert Edgar-Hunt、
Steven Rawie、John
Marland 衽；
䖛蔒㮵 陼

-

〵⻍䋑：鰋ⵠ

9789863793748

宐、ډ宐厥衽

ⴲ

〵⻍䋑：㉂ヰ

9789864770496

♨父倰衽

✳

〵⻍䋑：뜩俒

9789577486417

諽蝎頻管衽

ⴲ

〵⻍䋑：㣐㝆

9789862137406

囙ㆹ衽

ⴲ

ⴲ

〵⻍䋑：恠麉罏

9789869370943

ꨶ䕧㻤叆：⡹♧湬䟝濼麥⽿尝贖㉏
涸✲⯥

ⴲ

⻍❩䋑：⻍❩耢ざⴀ晝
Ⱇ

9787550284753

汥〷：植➿螠铃俒㷸莅ꨶ䕧涸娜〷
ⶾ⫊

涯潈俒（Michael
Berry）衽；
勛繡敶陼

⼱㜥搂䨞✲

ⴲ
ⴲ
BOD
♧晝
ⴲ

⻍❩䋑：⚥㕜ꨶ䕧
ⴀ晝爢

9787106045012

倞⻍䋑：吥㕨剅䨼

9789861985237

〵⻍䋑 : 倞ꌴ俒ⶾ

9789865716769

⻍❩䋑：⻍❩㣐㷸
ⴀ晝爢

9787301270868

ⴲ

〵⻍䋑：랱滚漌俒⻋

9789866359620

ⴲ

♳嵳䋑：♳嵳♲耢剅䏅

9787542653987

ⴲ

㢚牏鰜衽

BOD
♧晝



ꨶ䕧繡遯鏤鎙铃鎊

晝妄
Ed.

9787565715129

ⴲ

陓佟衽

9787506089265

䧮⦛鸏垺䬝ꨶ䕧

⡲罏 Author

⻍❩䋑：⚥㕜⫄㯯㣐㷸
ⴀ晝爢

ⴲ

加僤伢䕧

랔须㮵衽

⻍❩䋑：➃字匌倰
ⴀ晝爢

侸⡙ꨶ䕧醢⡲嚌锸

BOD
♧晝
ⴲ

⻍❩䋑：⚆歲㕬剅ⴀ晝
Ⱇ⻍❩Ⱇ
껻度：Apres Nouvelle
Vague

9787519213527
9789887708001

〵⻍䋑：猗㪮须鎝猰䪮

N/A

〵⻍䋑：猗㪮须鎝猰䪮

9789863263876

⻍❩䋑：⚥㣜管陼
ⴀ晝爢

9787511730497

㖈㥪蟛㝸㕬閑♶鮨：⠭갾锓⠭갾

뛥涸➿⭆
抡僤⟤

崣暶涸䎋犷ⷜ劥
⚸띋㥏㷛

⹛殥ⴕꖏ鏤鎙

⼱⚆私涸嵠恠：橵榼ꨶ䕧㷸遯灇鎣
剚冸棇询橵榼䕧㾝
❏崎겳㘗ꨶ䕧：娜〷莅殹♴
❏崎ꨶ䕧话淼剅 2016

2016 䎃䏞ꨶ䕧湱ꡠ螠俒剅硃ⴀ晝

岚갾（Tim Burton）
〡鶤
哆䂾、勛✳➬、
ꗻ㣐鞮管衽

ⴲ

⻍❩䋑：⻍❩耢ざⴀ晝
Ⱇ
⻍❩䋑：⻍❩耢ざⴀ晝
Ⱇ

9787550242616
9787550280519

⻍❩䋑：⻍❩耢ざⴀ晝
Ⱇ

9787550282452

ⴲ

〵⻍䋑：띋歊

9789863443995

倰涬（Ben
Fountain）衽；
䓹薳蔕陼

ⴲ

〵⻍䋑：儘㜡俒⻋

9789571362496

嵳〷㺙倛（Patricia
Highsmith）衽；
勛䒂鰜陼

♲

倞⻍䋑：加꼛俒⻋

9789863592006

-

〵⻍䋑：♲ꅷ俒⻋

9789863421559

〵⻍䋑：꼛〳㶽繏

9789866319617

〵⻍䋑：띋歊

9789863443025

㪮晋（Andy Weir）
衽
뇷⯘（Matthew
Quick）衽

㙪⽈ꨔ㣗（David
s o ）衽
ꆄ渤、桬Ⱶ⚺管
꤫俛籏管鱀

ⴲ

✳晝
⼧Ⱉⵘ
✳晝
⼧ⵘ
ⴲ
-

ヰ僤、䓹敶⚺管
ヰ僤、䓹敶⚺管



ⴲ
ⴲ

⻍❩䋑：ꨶ㶩䊨噠
ⴀ晝爢

〵⻍䋑：㕜㹻ꨶ䕧⚥䗱、
〵抓㣐㷸谁俒⚥䗱
⻍❩䋑：⚥㕜ꨶ䕧
ⴀ晝爢
⻍❩䋑：⚥㕜ꨶ䕧
ⴀ晝爢

9787121285783
N/A
9787106045708
9787106045142

程䒸

TAIWAN CINEMA
YEARBOOK

剅そ Title
婫ꃏⷜ㜥：谁遯、ꨶ䕧、䨞昰ꤥ䕧

耴ꦡ㫟涸⚆➛欰：⣶㷂颩莅➮涸
ⵞ㹐耴䕧㫟
螠铃ꨶ䕧輑须、䋑㜥莅醢晚盘椚
⢵䬝〵⚥：〵⚥涰㣐䕧鋕兞럊

内怏➃欰：勛䡗⯓欰Ⱄ❀➃欰私䙂
殥ⱁ
伢䕧俒暟⥃㶸笞隌灇绢斊䧭卓㼠鱀

꧌倞宠隶：倞㯯넓谁遯⡲ㅷⰩ询⥃
㶸莅笞隌㕜ꥹ灇鎣剚
〵抓、騗㕜莅荈䧮涸⚺넓：傈鎹ꨶ
䕧灇瑖
䨡ⷜ곃㉏：鸮穡椚锸莅ⶾ⡲涸㻜⡲
䩛ⱁ
ꯓ㕜䕧鋕闍纏 1：䨡ⷜЭꨶ鋕ⷜ劥
ⶾ⡲ & 겳㘗ⶆ區
2016 䎃〵抓ꨶ䕧䎃Ꙥ

莅⯕ず㞔：恠锓 110 䎃⟃⢵涸⚥㕜
ꨶ䕧
俒僈涸婥字：䕧鋕⚥涸繡㕜俒⻋

饥ⴀ♳嵳：傍劍ꨶ䕧涸〥겳兞錚
⚥㕜娜〷ꨶ鋕ⷜ㻤繡灇瑖

倞谑Ⱟ➃⫄：劢㸤穡涸傈劥ꨶ䕧〷

㏮！䛌䙳：虢加굳ス䕔涸䛌䙳ꨶ䕧
幢㋲
管ⷜ涸荈⥜铭：鍑隡繡㕜ꨶ䕧ⷜ⡲
ㆁⰉ⯘锸ㆁⰉ⯘
溫㻜㥶⡦ツ植：ꡪꅼ㷸鋕ꅿ♴涸私
ꏗ晚侃✲瘼殜

⡲罏 Author
䋒뉓槈（Ian
Buruma）衽

꤫䙼뢶、꤫湱㔔
⚺管
⼾⠭啧⚺管

⼾ⱟ䒄籏管鱀

晝妄
Ed.
ⴲ
ⴲ
ⴲ
-

龹ꏈ、劫䒊螠⚺管

-

䓹䖕㧄瘞衽

-

꤫宕颩瘞之俒

-

勛僈㸙管衽

ⴲ

暶角ꦿ㧚（Katalin
Trencsenyi）衽

ꁀ巾（헣쿧）衽；
卌䕔陼
꤫俛籏管鱀
飓➃衽

㤹開
（Kent A. Ono）衽
衞剢榮、꼟癯䩞、
ⷠ鰜管
勭槇⪂衽

㼭ꅿ字埠衽
虢加굳ス䕔衽
哆䂾管衽

䌏⤜㝝（Michel
Cieutat）；脌羳
（Philippe Rouyer）
管衽
ꬰ俛衽



ⴀ晝㖒⿻ⴀ晝罏
Publisher

〵⻍䋑：秋呲俒⻋、
䊩㸛ⶾ⡲

9789869280532

〵⻍䋑：儘㜡俒⻋ⴀ晝

9789571368580

껻度：㣔㖒㕬剅

9789888257652

〵⚥䋑：〵⚥䋑佟䏎
倞耂㽷
廪⽂溁Ꟁ尪䋑

〵⚥䋑：㕜用〵
抓繡遯긭

〵⚥䋑：㕜用〵抓
繡遯긭

9789860500042
N/A
9789860513424
9789860513783

〵⻍䋑：䚻屎ⴀ晝爢

9789869024228

-

〵⻍䋑：㕜㹻Ⰽ䑼ꤎ

9789860498103

ⴲ

〵⻍䋑：㣐㹻

9789869203920

〵⻍䋑：㕜㹻ꨶ䕧⚥䗱

9789869139946

ⴲ
ⴲ
ⴲ
ⴲ
ⴲ
ⴲ
ⴲ
ⴲ

⻍❩䋑：⻍❩㣐㷸
ⴀ晝爢
⻍❩䋑：幢螠㣐㷸
ⴀ晝爢
⻍❩䋑：⻍❩㣐㷸
ⴀ晝爢

⻍❩䋑：⚥㕜⫄㯯㣐㷸
ⴀ晝爢
⻍❩䋑：⚆歲㕬剅ⴀ晝
Ⱇ⻍❩Ⱇ
⻍❩䋑：⚆歲㕬剅ⴀ晝
Ⱇ⻍❩Ⱇ
⻍❩䋑：⻍❩耢ざⴀ晝
Ⱇ

剅そ Title

ISBN

9787301273289
9787302443483
9787301273159
9787565717765
9787519202538
9787510098796
9787550289345

ⴲ

⻍❩䋑：⚆歲㕬剅ⴀ晝
Ⱇ⻍❩Ⱇ

9787519205454

ⴲ

⻍❩䋑：爢剚猰㷸俒桐
ⴀ晝爢Э爢剚佟岁ⴕ爢

9787509794333

㥪蟛㝸⹛殥ꨶ䕧겳㘗灇瑖
騗㯯넓侃✲醢⡲翱竤：♧笪䩧湈贡
亼ㄤ㻜㞯涸㢵䎂〵遤ꌼⶾ䠑㷸
ꨶ䕧⫄㣼

鞝臱⻠涸ㆹ㷸

瘞䖊ꨶ䕧涸傈㶩：ꨶ䕧 101 䊨⡲㹔
20 ヰ䎃私䙂䘋
ꨶ䕧椚锸㛇燊
欽䕧⫹闍佦✲

⢘䭸㥶ⴉ：龥溏ꨶ䕧

䕧갠㷛㶩♧欰涸 100 鿈ꨶ䕧 I：
㼭㷸眝
䕧갠㷛㶩♧欰涸 100 鿈ꨶ䕧 II：
ⴲ⚥眝

䕧갠㷛㶩♧欰涸 100 鿈ꨶ䕧 III：
넞⚥眝

♶〳♶濼涸傈劥⹛殥〷：랫僈涸
ꡠ銯㕖ꨶ鋕⹛殥
竤Ⱙꨶ䕧颣區〢Ⱙ㥪蟛㝸隡劥
ꨶ䕧⚥涸䚍ⴽ凐⸂

㣐鄭：痧Ⱉ㾂 BenQ 螠俒⚆歲ꨶ䕧
㼭铞栁䖤栁⡲ㅷ꧌
㶶莅⯕：俒㷸佖管ꨶ䕧锓

ꤥ㾏騟涸랱冝派浝：㕰넓㠺⸂ ˙ 麥
䗞Ⰽꨈ ˙ 欰㶸畹昰……24 ⡙䗱椚
㼠㹻ⶆ區⟂➃⿶汥⿶乁䣆涸➃䚍䱣
䩟ㄐ겗

㼬怵涸㢵⯋侃✲괐呔：⟃《䨞 1：0》、
《ꨆ㹻♶黇》捀⢿

2016 䎃䏞ꨶ䕧湱ꡠ螠俒剅硃ⴀ晝

⡲罏 Author

晝妄
Ed.

ⴀ晝㖒⿻ⴀ晝罏
Publisher

ISBN

桬岚衽

ⴲ

9787509791387

螩ⵄ兜倛（Andrea
Phillips）衽

⻍❩䋑：爢剚猰㷸俒桐
ⴀ晝爢Э竤憘莅盘椚ⴀ
晝ⴕ爢

ⴲ

〵⻍䋑：㣐㻨

9789865695644

ⷠ㼭煓衽

ⴲ

♳嵳䋑：♳嵳♲耢剅䏅

9787542654038

㼭峸㸞✳龥衽

ⴲ

⻍❩䋑：倞僤ⴀ晝爢

9787513311700

䖛뒍管衽

ⴲ

꤫凶✻⚺管

✳

桬畹、哀뜩螠⚺管

ⴲ

랔嵳닼衽

ⴲ

桬凶楧管衽

ⴲ

桬凶楧管衽

ⴲ

桬凶楧管衽

ⴲ

峸㛚⥌⛓衽

ⴲ

勛✳➬⚺管

ⴲ

倰ⶍ衽

ⴲ

脌岚⡲

ⴲ

ꁀ佟䚻衽

⻍❩䋑：⚥㣜管陼
ⴀ晝爢
⻍❩䋑：⻍❩耢
ざⴀ晝Ⱇ

⻍❩䋑：⻍❩耢ざ
ⴀ晝Ⱇ

寐銯溁⽂僅䋑：涰蔅崎
俒谁ⴀ晝爢

9787511731067
9787550283299
9787550284586
9787550018242

ꁀ䊝䋑：㣐韍ⴀ晝爢

9787534786761

ꁀ䊝䋑：㣐韍ⴀ晝爢

9787534789465

ꁀ䊝䋑：㣐韍ⴀ晝爢

9787534789472

⻍❩䋑：⻋㷸䊨噠
ⴀ晝爢

⻍❩䋑：넞瘞來肬
ⴀ晝爢

⻍❩䋑：⚥㕜爢剚猰㷸
ⴀ晝爢

9787122265661
9787040415124
9787516191132

〵⻍䋑：儘㜡俒⻋

9789571367194

ⴲ

껻度：♲耢剅䏅

9789620440847

貽ꅽ（Travis
Langley）衽；
㩉䚃䎂陼

ⴲ

〵⻍䋑：ꅷ㻜ⴀ晝꧌㕰

9789869354936

痘㸪䖄衽

ⴲ

〵⻍䋑：⚥㕜俒⻋㣐㷸
螠䀥ⴀ晝鿈

9789865709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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繏倛 ˙ 螩ⵄ嵙
（Philip Roth）衽；
㸢榫㛔陼

✳

倞⻍䋑：加꼛俒⻋

9789863593157

랔⸺鰜衽

ⴲ

껻度：⚥螠剅㽷

9789888420919

詎ꋓ㫲

ⴲ

倞⻍䋑：加꼛俒⻋ⴀ晝

9789863593201

1968 ։ 2016 䎃湡妄♧錒
整理 潘味如、鄭雯芳、李仲豪

⚥㕜鎹ꏗꨶ䕧：錒♧鑘鑨：㻤繡鼇乵
䎂字⻋莅〷鑘⻋：ꨶ鋕ⷜ괐呔锸
ꨶ鋕ⷜ㕜ꥹ❜僒灇瑖

稙蒀㣐珨㚆：籗螠⛓㣆涸儘⯕假㕬
♧䪾ꫭ：ⶾ⡲ⷜ劥

䙦垺䧭捀㥪管ⷜ：ꆄ椕栁栽栁管ⷜ
涸竤뀿栬涯
⚥㕜䕧鋕俒⻋鮿㻜⸂：椚䙂莅騟䖜
Motion Pictures and the Image of
the City
Making Icons: Repetition and the
Female Image in Japanese Cinema,
1945-1964

嘥叜衽
넞䂾衽
獔⤧껻衽
㷟ꌂ妇衽

ⴲ

⻍❩䋑：⚆歲㕬剅ⴀ晝
Ⱇ⻍❩Ⱇ

9787519206963

ⴲ
ⴲ
ⴲ
ⴲ
ⴲ

⻍❩䋑：倞僤ⴀ晝爢

♳嵳䋑：♳嵳❜鸒㣐㷸
ⴀ晝爢
⻍❩䋑：➃字俒㷸
ⴀ晝爢

⻍❩䋑：⚥㕜⫄㯯㣐㷸
ⴀ晝爢

9787513322201

9787565717772

〵⻍䋑：㕩牟

9789861335858

랔⚆뒊⡲

ⴲ

〵⻍䋑：宐俒ⶾ

9789869316743

脌兰ꍵ、䓹䪭䘋
⚺管

ⴲ

⻍❩䋑：ꨶ㶩䊨噠
ⴀ晝爢

⻍❩䋑：⚥㕜⫄㯯㣐㷸
ⴀ晝爢

來肬鿈俒⻋㽷飬⸔
椚✲Ꟁ：륟䒾

ꨶ䕧䎃Ꙥ管糡㨽㆞剚

9787565717697

⻍❩䋑：⚥㕜⫄㯯㣐㷸
ⴀ晝爢

9787121293542
9787565718182

Xiaofei Hao

-

Springer Fachmedien
Wiesbaden

9783658143398

Jennifer Coates

-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9789888208999

⚺⟤㨽㆞：ꀶ竞㻞

㨽㆞：嘥埙、哆Ꟁ룲、♨⠭꽵、尪囙䂾、♳㸽噠⫄、꼟㸻衄、飅㕜
勞、䓹薊、ヰⷧ⯕、豤恎륌、袚䗱ꌂ、䓹岁떻

㛂遤管鱀：倰ꐣ铇

湡妃

곃㉏：繏䢵僈

䎸խ俒 桬峿ꈙ

⚥螟字㕜ꨵ䕧✲噟涸㔐곂莄澯խ俒 륞䒾
⚥螟字㕜ꨵ䕧䨠ⷛ⼿剚知➝
〵抓溁䕧ⷛⰖ剚知➝

⚥㣛ꨵ䕧✲噠Ⱆ知➝

㕜鿈⚥㕜ꨵ䕧醢晙䑖知〷
〵抓溁ꨵ䕧醢晙䑖知➝
ꨵ䕧Ⱆ知➝

〵抓溁ꨵ䕧醢晙⼿剚

⚥谁ꨶ䕧✲噠剤ꣳⰗЯ㕜ꥹ䕧晚剤ꣳⰗЯ
耢齦䕧噠剤ꣳⰗЯ❏崎䕧噠ⰗЯ蠝齦䕧噠

〵⻌䋑ꨵ䕧䨠ⷛ㉁噟ず噟Ⱆ剚知➝

ⰗЯ〵耢䕧噠ⰗЯ⚥㣔䕧噠ⰗЯ窡♧䕧

⚥㕜䕧鐱➃⼿剚知➝



kpsrkpsp

ⴀ晝㋲⡙：⚥螠字㕜ꨶ䕧䨡ⷜ⼿剚

9787020112678

ⴲ

ⴲ

ⴀ晝傈劍：字㕜 58 䎃 10 剢 30 傈

9787313144850

♲用ꨶ鋕肆⟨剤ꣳ
Ⱇ、ꫭ漐䕧鋕醢
⡲肆⟨剤ꣳⰗ衽
匋飓兜（Lee Zahavi
Jessup）衽

《1968-1969 ⚥螠字㕜ꨶ䕧䎃Ꙥ》

Ӫ


ꨶ䕧欴噠㕜ꥹ畹昰⸂鐱⭆灇瑖

➛勠僅䎂衽

9787550287044

校訂 蕭淑如

噠ⰗЯ匌䕧ⰗЯ耢莇䕧噠Ⱇ屡ꬠЯ㣐滞

Ӫ


虋泇Ꟁ

ⴲ

⻍❩䋑：⻍❩耢ざⴀ晝
Ⱇ

Ӫ


ꅽ㣼（B. Ruby
Rich）衽

9789864770908

Ӫ


倞ꃏ⯥ꨶ䕧

〵⻍䋑：㉂ヰⴀ晝；㹻
䏭⫄㯯㙹齦ⴕⰗ涮遤

Ӫ


ꨮ·ㆁꅽ韝喀涸ꨶ䕧㣼䟝ⶩ顦砤

ㆁꅽ韝喀 ˙ ꨮ
（Harryhausen
Ray）衽

ⴲ

Ӫ


䋒蟛晋ⵄ ˙ 讍뉓
（Brierley Saroo）衽

Ӫ


恠恠娝鸁

ISBN

Ӫ


䗱儘ꗻ：ꨶ䕧《䗱儘ꗻ》佖管
㼭铞

ⴀ晝㖒⿻ⴀ晝罏
Publisher

Ӫ


ⷠ⟃뇐莅껻度䷒涬：俒㷸 ˙ ꨶ䕧 ˙
私ꏗ晚

晝妄
Ed.

Ӫ


繡㕜暜姐

娜䎃շꨶ䕧䎃Ꙥո籏湡ꏗ

⡲罏 Author

Ӫ


剅そ Title

娜䎃շꨶ䕧䎃Ꙥո籏湡ꏗ
1968 ։ 2016 䎃湡妄♧錒



程䒸

TAIWAN CINEMA
YEARBOOK

忹㶩Я柩繡➃Я⭖劥㢵䞕Я䠮䞕涸⫈Я勛♲㫟Я

* 须俲佐ꏗ荛 1969 䎃 8 剢䏁

ꨔ㫟Я㣐饕䂻䉚Я㩎㶩暆♴㿋Я湡鸮佹嫢Я㷟륔
뇄岁Я暋龥籽㥏Я㼭䞕➃鷗❗Я♶鸠㹐Я贅昿贅

Я⚥㣔䕧噠ⰗЯ䒊莇䕧噠ⰗЯ椕䕧噠Ⱇ
Я殗贅 ( 껻度 ) 醢晚ⰗЯꚙ彂䕧噠Ⱇ

䕧晙➝稲

㹻㖈〵⻍Я㼭综Я纈僤剚Я蠝⽈鷆髠Я僱哆 [ 搂

걧⥌ ] Я♲労蔅Я袖蟏䧭擿儘Я勛㪳Яꫭ邓㹐Я

範篞Я〵⻍、♳嵳、ꅾ䣔Я匉ꂋ넞姐Я㣐ㆂ㶰㶩

《1969-1970 ⚥螠字㕜ꨶ䕧䎃Ꙥ》
ⴀ晝傈劍：字㕜 60 䎃 5 剢 30 傈

Я〵抓⯕䗂䒒❀鹋䎃Я㣖噲䭗Яꫭ䎃⧺劍痧♲

kpspkpl

ⴀ晝㋲⡙：⚥螠字㕜ꨶ䕧䨡ⷜ⼿剚
來肬鿈俒⻋㽷飬⸔
椚✲Ꟁ：륟䒾

ꨶ䕧䎃Ꙥ管糡㨽㆞剚

囘格娛㾂ꆄ꼛栀䕧晙ぜꏖ（痦♧㾂荛痦Ⱃ
㾂）

Ӫ


蠝滞䕧噠ⰗЯ㣐滞䕧噠ⰗЯ蠝齦䕧噠Ⱇ

囘格娛㾂ꆄ꼛栀⦐➃䖤栀ぜꏖ（痦♧㾂荛
痦Ⱃ㾂）

Ӫ


Ӫ

Ӫ


❀⼧♧荛❀⼧♫䎃䏞㕜欴䕧晙ⴀㅷ窠鎙

䬪䕧噠ⰗЯ륌酕䕧噠ⰗЯし僤䕧噠ⰗЯ

䨞秋㷛⯥Я❀뒉劊ꤿ

❏崍䕧㾝㕜欴䕧晙娛䎃格栀邍（痦♲㾂荛
痦⼧Ⱉ㾂）

Ӫ


Я㫟㶩Я䞕➃涸滚帒Я兒ꪓЯ銯顀搂䨞✲Я過

〵抓溁ꨵ䕧醢晙⼿剚剚㆞ぜꏖ

䕧噠ⰗЯ〵耢䕧噠ⰗЯ❏崎䕧噠ⰗЯ

鱀Я♲㫟來㶩Я蠝ꅽ꧆괐Я굳륌㿋Я䁌굳圙䮋
㼭哀桬Я捙抡Я륌㙹⼧傈Я⼧♲哭辿Я朶㧼Я

⚥螟字㕜ꨵ䕧醢晙䑖耡ざ剚剚㆞ぜꏖ

Ӫ


Яꨣ㿋㣆㔐Я륌㹐啲Я♧➿ⷧ桬Я⥊㥏Я랱䋫

⚥螟字㕜ꨵ䕧醢晙䑖耡ざ剚剚㆞ぜꏖ

Я⼯㢹殆껻Я㥠䙦랃鳵？Я랱涯⪑Я㷟䝎瑠㣐

㕜ꥹ䕧晚剤ꣳⰗЯ耢齦䕧噠剤ꣳⰗЯ螠㕜

〵抓溁ꨵ䕧醢晙⼿剚剚㆞ぜⱁ

Ӫ


ꨣЯ唅㿋僱凶Я㼭ꔩ僱㔐Я姐耫镄䕧Я㡭䘋Ⲵꨣ

Ӫ


Я欰ㄐ⛓姐Я棁榩Я䞕ꡠЯ鼩䧮㿋屎Я䳓㶩寐괐

囘格娛㾂ꆄ꼛栀ぜꏖ（痦♧㾂荛痦❀㾂）

Ӫ


눦Я䝲姹娔剢Я騟Я㺑㻉涸⼧♬娔Я項辷莅ス䋒

箠䖔խ俒 ꀶ竝㻞

Ӫ


桪錚갉Я✝㗛♲对뇄Я倞㫟莅䧮ЯⰔ➲麕嵳䰿㦣

䙭㿋끇뇺Я䏭ꤎ幀幀Я姹㣔㋐㖒Я㼦嫢♲蠝ꅽ

ꨵ䕧Ⱆ知➝

❀⼧⛰䎃䏞㕜欴䕧晙窠鎙（㖲⤙䕙蒀）

Ӫ


Ӫ


䕧晙➝稲

蔅敚Я型唅蔅獵㿋⦝嵳Я㼦嫢⼧♬䎃Я猨对Я

箠䖔խ俒 ꀶ竝㻞

Ӫ


賥虋Я剢怏銯垜Я鋷䞕

〵抓溁ꨵ䕧醢晙䑖知➝

Ӫ


韣Ⱄ䧯䬸鋷Яꫭ륌ꔩЯ뛥㥏Я㕜ꥹꆄ㝆镄Я㥏

Ӫ


㶩Я㼓牟嚸Яⷧ桬⛓桬Я➛㣔♶㔐㹻ЯⰔ繡㕬Я

螠䕧噠ⰗЯ抡둷䕧噠Ⱇ

Ӫ


䕧噠ⰗЯ蠝갫䕧噠ⰗЯ蠝耫ꨶ䕧ⰗЯ䒊

ꨣ䊝㣐⭳⥊Яꦩ♳僱汚Яꅾ䣔♧贫Я譩ⶍ㣐뇀

《1974 ⚥螠字㕜ꨶ䕧䎃Ꙥ》

ⴀ晝傈劍：1974 䎃 6 剢 11 傈

⚺⟤㨽㆞：ꀶ竞㻞

㨽㆞：嘥埙、哆Ꟁ룲、♨⠭꽵、尪囙䂾、♳㸽噠⫄、꼟㸻衄、飅㕜勞、
䓹薊、ヰⷧ⯕、豤恎륌、袚䗱ꌂ、䓹岁떻
㛂遤管鱀：嘥惶

ⴀ晝㋲⡙：⚥螠字㕜ꨶ䕧䨡ⷜ⼿剚
椚✲Ꟁ：哆Ꟁ룲

飬⸔罏：遤佟ꤎ倞耂㽷
⚺⟤㨽㆞：ꀶ竞㻞

Ӫ


〵⻌䋑ꨵ䕧䨠ⷛ㉁噟ず噟Ⱆ剚知➝

Ӫ


䎸խ俒 桬峿ꈙ

Ӫ


〵⻌䋑䕧晙㉁噟ず噟Ⱆ剚知➝

Ӫ


殹涸铭겗խ俒 륞䒾

Ӫ


⚥㕜䕧鐱➃⼿剚知➝

Ӫ


⚥螟字㕜ꨵ䕧䨠ⷛ⼿剚知➝

㨽㆞：嘥埙、劫㏖猨、♨⠭꽵、尪囙䂾、卌韍颩、ヰⷧ⯕、ヰ⥌꧆、
飅㕜勞、绹ば瀖、袚䗱ꌂ、豤恎륌、⟤㼂룲、랔㹒㪮、䓹岁떻
㛂遤管鱀：ゟ⟗閑

管鱀：넞宕鰜、勛笞樆

Ӫ


⚥㣛ꨵ䕧✲噟Ⱆ知➝

Ӫ


〵抓溁䕧ⷛⰖ剚知➝

Ӫ


㕜鿈⚥㕜ꨵ䕧醢晙䑖知〷

Ӫ


〵抓溁ꨵ䕧醢晙⼿剚



kplt

管⽫罏：ꨶ䕧䎃Ꙥ管鱀㨽㆞剚

곃㉏：荄䎂

湡妃

娜䎃շꨶ䕧䎃Ꙥո籏湡ꏗ
1968 ։ 2016 䎃湡妄♧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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Ӫ

Я涮ꨶ䕧剤ꣳⰗЯ듳麨ꨶ䕧⟱噠剤ꣳⰗ

Ӫ

⚥螟字㕜ꨵ䕧崞⹛㣐✲鎹（1973 䎃 1 剢荛
1974 䎃 5 剢）խ40

Ӫ


薊捙⼪猨Яꨔ蔅晚晚Я䧮昿 ˙ 䧮㣗 ˙ 䧮㶩Я꧱

Ӫ

ぐꨵ䕧醢晙䑖⿺尣⽪Ⱆ➝稲խ51

ꅾ銳ⷛ䞔晙➝稲խ80

륌靽Я㣐䷒㣔䉚Я過懈赙堀Я⻍❩➃Я⚥㕜➃

⚥㣜ꨶ䕧醢晚䑖矦➝Я⚥㕜ꨶ䕧醢晚䑖矦➝Я

Я㿋⸆㣗Я䗱剤⼪⼪穡Яꨔ교교Я䕙ꨣ晚晚

〵抓溁ꨶ䕧醢晚䑖矦➝Я匌䕧ꨶ䕧醢晚䑖矦➝

Я❗ㄐ㣔巆Я⚥㕜ꆚ抻Я惐䊝贅㥏Я㣐⢊Я䗱

Я㕜ꥹꨶ䕧醢晚䑖矦➝Я螠㕜ꨶ䕧醢晚䑖矦➝

貽佦✲Я贅贅贅

《1978 ⚥螠字㕜ꨶ䕧䎃Ꙥ》

ⴀ晝傈劍：字㕜 67 䎃 6 剢 26 傈



Ӫ

Ӫ

Ӫ

Ӫ

Ӫ

Ӫ

Ӫ


⮚葻ꨵ䕧ⷛ劥鳵岁莄䖤栀ぜꏖխ50

䖤栀ⷛ䞔晙➝稲խ160

栀⺐⮚葻㻜뀿䕧晙鳵岁խ51

箠䖔խ俒 ꀶ竝㻞

《1979 ⚥螠字㕜ꨶ䕧䎃Ꙥ》

kplp

袚✲Ꟁ：㸢嘽榮

飬⸔㋲⡙：遤佟ꤎ倞耂㽷

kplr

管⽫罏：⚥螠字㕜ꨶ䕧䎃Ꙥ管鱀㨽㆞剚
⚺⟤㨽㆞：㸢嘽榮

㨽㆞：欥嫯륌、꤫〈ず、鏪뒊刦、憳䗞梇、詓⧎字、僈끛、留剢㫲、
ヰⷧ⯕、䓹薊、尪囙䂾、䓹ꨎ歊、桬螠卌、寝ꏳ
籏管鱀：䖛用⸆

湡妄

管鱀：䓹繡ꨣ、ⷠ儀

Ӫ


䎸鎊խ俒 㸢嘽榭խ1

Ӫ


♧䎃⢵ꨵ䕧✲噟涮㾝嚋屣խ俒 僈끚խ5

㺕劅倴䧮㕜涸㻜뀿ꨵ䕧խ俒 哆Ꟁ룱խ21

⚥螟字㕜ꨵ䕧✲噟涮㾝㛇ꆄ剚⮚葻㻜뀿䕧
晙ꆄ琝栀䖤栀ぜꏖխ25

Ӫ


痦⼧❀㾂ꆄ꼛栀ぜꏖխ9

⸈㕜ꥸ䕧㾝崞⹛䧭卓♧錓邍խ13

Ӫ


㨽㆞：尪囙䂻、勭ꨣ⛓、卌韍颩、ヰⷧ⯕、ヰ⥌꧆、邿〟繡、䓹薊、
䓹岁떻、䓹宕牬、䕠遤䩞、衞㶩䘞、袇껻❫、랫⚆蓸、ⷠ⠭犍、
管鱀：搋㡦㣖、ヰꫭ埢

ぐꨵ䕧Ⱆ➝稲խ151

ⴀ晝㋲⡙：⚥螠字㕜ꨶ䕧涮㾝㛇ꆄ剚

管⽫罏：ꨶ䕧䎃Ꙥ管鱀㨽㆞剚

㛂遤管鱀：ゟ⟗閑

ぐ㕜ꨵ䕧醢晙䑖⿺尣⽪Ⱆ➝稲խ135

ꨵ䕧增叅岁խ29

飬⸔罏：遤佟ꤎ倞耂㽷

꓃ꨮ、ꠦ䮸戋

⚥螟字㕜ꨵ䕧崞⹛㣐✲鎹խ107

㕜㢪䖤栀䕧晙ぜꏖխ27

ⴀ晝㋲⡙：⚥螠ꨶ䕧䨡ⷜ⼿剚

⚺⟤㨽㆞：ꀶ竞㻞

Ӫ


Ӫ


Ӫ


❏崍䕧㾝䖤栀䕧晙ぜꏖխ25

ⴀ晝傈劍：字㕜 68 䎃 10 剢

箠䖔鎹խ俒 ꀶ竝㻞խ98

Ӫ


Я㕜ꥹꨶ䕧尣⽫肆⟨剤ꣳⰗ矦➝Яꆄ鿪㻜噠

ꨵ䕧㕭剅湡ꏖխ104

Ӫ


Я度耢䕧谁⟱噠肆⟨剤ꣳⰗЯ蠝갫䕧噠Ⱇ

ꨵ䕧ꤎ窠鎙邍（1973 䎃顺俱）խ39

ꆄ꼛栀䖤栀ぜꏖխ21

Ӫ


Ӫ

⯌䓍 ( 껻度 ) 剤ꣳⰗЯ螠耢ꨶ䕧✲噠剤ꣳⰗ

ꨵ䕧侅肫嚋屣խ94

Ӫ


Ӫ

㸪螠ꨶ䕧✲噠ⰗЯ껻度뒉뒊䕧噠ⰗЯ齽孒

ꨵ䕧ꤎぜꏖխ37

栀⺐⮚葻㕜铃䕧晙鳵岁խ17

痦⛰㾂❏㣖䕧㾝խ27

Ӫ


Ӫ

ꣳⰗЯ〵耢䕧噠ⰗЯし僤䕧晚剤ꣳⰗЯ

1971-1974 䎃㕜欴䕧晙ぜꏖխ28

ꨵ䕧ꤎ湡ꏖ莄窠鎙邍խ88

Ӫ


⚥㣜ꨶ䕧✲噠肆⟨剤ꣳⰗЯ㣖㶩ꨶ䕧✲噠剤

⚥㕜ꨵ䕧✲噟涸㔐곂ㄤ㾝劅խ俒 勭ꨢ⛓խ7

Ӫ


Ӫ


㣐滞ꨶ䕧ⰗЯ㣐恎䕧噠껻度肆⟨剤ꣳⰗЯ

ぐꨵ䕧Ⱆ剚㕰넒խ12

ぐꨵ䕧Ⱆ剚㕰넒խ66

Ӫ


㣐鿪䕧噠肆⟨剤ꣳⰗЯ㣐剤ꨶ䕧✲噠堥圓Я

ꆄ꼛栀䖤栀䕧ぜꏖ（1970 䎃痦 9 㾂荛
1973 䎃痦 11 㾂）խ8

涮䳸ꨵ䕧✲噟涸爢侅⸆腊խ俒 哆Ꟁ룱խ5

Ӫ


ぐꨵ䕧Ⱆ➝稲խ78

Ӫ


Ӫ


❏崍䕧㾝㕜晙䖤栀ぜꏖ（1971-1973）խ7

㕜欴䕧晙ぜꏖխ55

Ӫ


Ӫ


刿♳㾵垛խ俒 哆Ꟁ룱խ5

⚥螟字㕜ꨵ䕧䎃ꙣ䎸խ俒 ♨䥴儗խ1

Ӫ


Ⱇ䕙蒀尣⽫䑖

Ӫ


Ӫ


剤ꣳⰗ ( ꏗ갉⚥䗱 ) 矦➝Я㣐鿪䕧噠肆⟨剤ꣳ

Ӫ


䎸խ俒 ꐏ䗁խ1

湡妄

Ӫ


湡妃

娜䎃շꨶ䕧䎃Ꙥո籏湡ꏗ
1968 ։ 2016 䎃湡妄♧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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Ӫ


⚥俒ꨵ䕧㕭剅湡ꏖխ68

Ӫ


㻜뀿ꨵ䕧莄ꨵ䕧㕭剅긬崞⹛խ84

ぐꨵ䕧Ⱆ剚㕰넒խ78

《1980 ⚥螠字㕜ꨶ䕧䎃Ꙥ》

ⴀ晝傈劍：字㕜 70 䎃 3 剢

kpr

《1982 ⚥螠字㕜ꨶ䕧䎃Ꙥ》

ⴀ晝㋲⡙：⚥螠字㕜ꨶ䕧涮㾝㛇ꆄ剚
袚✲Ꟁ：㸢嘽榮

飬⸔㋲⡙：遤佟ꤎ倞耂㽷

管⽫罏：⚥螠字㕜ꨶ䕧䎃Ꙥ管鱀㨽㆞剚

袚✲Ꟁ：㸢嘽榮

⚺⟤㨽㆞：㸢嘽榮

飬⸔㋲⡙：遤佟ꤎ倞耂㽷

籏管鱀：䖛用⸆

管⽫罏：⚥螠字㕜ꨶ䕧䎃Ꙥ管鱀㨽㆞剚

⚺管：詎㕜囙、䓹榰룲、寐麥䗞

⚺⟤㨽㆞：㸢嘽榮

繡遯管鱀：鿓尣瀖

籏管鱀：䖛用⸆

管鱀：朤⟗嵳、詎㕜囙、寐麥䗞
繡遯管鱀：ヰ挬듳
㼓：詎㸪囙

湡妄

㼓鏤鎙：ꨮ㣐㿋

Ӫ


䎸鎊խ俒 㸢嘽榭խ2

䕧㾝嚋屣խ

痧⼧♬㾂ꆄ꼛栁そꏗխ70

Ӫ


ꨵ䕧✲噟涮㾝嚋屣խ

69 䎃䏞㢫晚歍锞鹎〡䕧晚խ24

㕜欴䕧晚醢⡲嚌屣խ俒 詎㕜囙խ7

㕜欴䕧晚♳僦湡ꏗխ37

㢫㕜䕧晚鹎〡嚌屣խ俒 랔➋խ38

㣐鿪䕧噠Ⱇ䕙蒀䕧晚尣⽫䑖矦➝խ11

剓鵜䒒❀䎃㢫晚呍㹁ꂂ겙莅㻜ꥹ鹎〡겙
♧錒邍խ43

♧䎃⢵ꨶ䕧✲噠涮㾝嚌屣

㕜欴䕧晙醢⡲嚋屣խ俒 詍㕜囘խ13

Ӫ


Ӫ


ꨵ䕧㕰넒崞⹛嚋屣խ45

字㕜 68 䎃 7 剢荛 69 䎃 6 剢㕜欴䕧晚ⴀㅷ
湡ꏗխ18

Ӫ


㟞鎎ꨵ䕧鰊㼫岁鋊խ56

ꨶ䕧䪮遯嚌屣խ俒 ꤲ䗞鴇խ54

ꨵ䕧侅肫嚋屣խ俒 剎銯ꪵխ59
㟞鎎ꨵ䕧鰊㼫岁鋊խ64

㻜뀿ꨵ䕧莄ꨵ䕧㕭剅긬խ99

Ӫ


㢫㕜䕧晚涮遤嚌屣խ俒 勛岷屮խ40

ꨵ䕧崞⹛㣐✲鎹（字㕜 69 䎃 7 剢荛 70 䎃
12 剢）խ俒 卌薲խ119

Ӫ


剓鵜Ⱄ䎃㢫晚ꂂ겙籏겙♧錒邍խ43

ꨵ䕧Ⱆ剚㕰넒ぜꏖխ125

Ӫ


Ӫ


⚥㣜ꨶ䕧Ⱇꨶ䕧尣⽫䑖矦➝խ10

⸈㕜ꥹ䕧㾝崞⹛䧭卓♧錒邍խ97

㕜欴䕧晚涮遤嚌屣խ俒 ꤫ꨎ菕խ22

Ӫ


⚥㢫䕧晚涮遤嚌屣խ俒 剎銯ꪶխ32

ꨵ䕧䪮遮嚋屣խ俒 剎鸭囘խ6

痧⼧Ⱄ㾂ꆄ꼛栁そꏗխ80

Ӫ


Ӫ


䎸鎊խ俒 㸢嘽榭խ1

ꨵ䕧侅肫嚋屣խ67

Ӫ


㢫㕜䕧晚鹎〡嚌屣խ俒 卌薳խ23



kpro

ⴀ晝傈劍：字㕜 71 䎃 4 剢

ⴀ晝㋲⡙：⚥螠字㕜ꨶ䕧涮㾝㛇ꆄ剚

湡妄

ꨵ䕧Ⱆ剚㕰넒ぜꏖխ106

Ӫ


⸈ぐ㕜ꥹ䕧㾝崞⹛䧭卓♧錒邍խ82

Ӫ


Ӫ


痧⼧Ⱉ㾂ꆄ꼛栁խ71

Ӫ


Ӫ


⚥螟字㕜ꨵ䕧✲噟涮㾝㛇ꆄ剚Ⱉ⼧♫䎃䗛
鼆⮚葻ꨵ䕧ⷛ劥䖤栀そꏗխ55

㕜欴䕧晙湡ꏖխ63

ꨵ䕧崞⹛㣐✲鎹（字㕜 68 䎃 7 剢荛 69 䎃
6 剢）խ100

Ӫ


Ӫ


ꅾ銳涸♧姿—⚥螟字㕜ꨵ䕧✲噟涮㾝㛇
ꆄ剚ꨵ䕧㕭剅긬知➝խ俒 ♧袢խ51

䕧㾝嚋屣

Ӫ


Ӫ


⚥螟字㕜ꨵ䕧崞⹛㣐✲鎹 1978 䎃 5 剢荛
1979 䎃 6 剢խ56

Ӫ

ꨵ䕧✲噟冷ꨵ䕧怵谀➃㆞鰊㼫盗椚鋊խ44

⚥㕜䕧鐱➃⼿剚鼆ⴀⰙ⼧♫䎃剒⢕㕜晙խ55

Ӫ


Ӫ


♧䎃⢵㕜晙醢⡲騟箁涸馸ぢ—⚥㕜㻨㻜
ꨵ䕧ⱄⴀ涮խ俒 랓➋խ31

娜䎃շꨶ䕧䎃Ꙥո籏湡ꏗ
1968 ։ 2016 䎃湡妄♧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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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 ⚥螠字㕜ꨶ䕧䎃Ꙥ》

kprn

ⴀ晝傈劍：字㕜 72 䎃 6 剢

娜䎃շꨶ䕧䎃Ꙥո籏湡ꏗ
1968 ։ 2016 䎃湡妄♧錒

《1984 ⚥螠字㕜ꨶ䕧䎃Ꙥ》

kprt

ⴀ晝傈劍：字㕜 73 䎃 7 剢

ⴀ晝㋲⡙：⚥螠字㕜ꨶ䕧✲噠涮㾝㛇ꆄ剚、ꨶ䕧䎃Ꙥ管鱀㨽㆞剚

ⴀ晝㋲⡙：⚥螠字㕜ꨶ䕧涮㾝㛇ꆄ剚

籏管鱀：䖛用⸆

袚✲Ꟁ：㸢嘽榮

⚺管：銷ꨣ欰

飬⸔㋲⡙：遤佟ꤎ倞耂㽷

管鱀：剆稙罇

管⽫罏：⚥螠字㕜ꨶ䕧䎃Ꙥ管鱀㨽㆞剚

繡遯鏤鎙：桬㡦劊

⚺⟤㨽㆞：㸢嘽榮

鏤鎙醢⡲：绀㕜ꈚ、倷䚻䗞、卌㕜䗞、ⷠ廭俒、꤫梥梥

籏管鱀：䖛用⸆

⚺管：詎㕜囙、꤫榰룲、꤫加꧆
繡遯管鱀：勛笻蓸

㕜欴䕧晚♳僦湡ꏗխ21

Ӫ


ⶽ⡲瀊晙嚋屣խ111

㕜欴䕧晚ꅾ銴⡲ㅷ矦➝խ俒 詎㕜囙խ28

痧❀㾂栁⺑⮛葻ⶾ⡲瀊晚ꆄ琝栁鐱➝խ
俒 剎銯ꪶխ111

㢫㕜䕧晚涮遤嚌屣խ俒 桬幢螠խ43

痧❀㾂栁⺑⮛葻ⶾ⡲瀊晚ꆄ琝栁そꏗխ113

ꨵ䕧湱ꡠ⫄乄㯮넒嚋屣

Ӫ


⚥螠字㕜ꨶ䕧✲噠涮㾝㛇ꆄ剚䎃䏞栁㷸ꆄ
䖤栁そꏗխ116

⚥㕜ꨶ䕧꧹钟涮遤嚌屣խ俒 랔➋խ61
劥䎃䏞ꨶ䕧꧹钟嚌屣խ俒 䓹榰룲խ70

ꨵ䕧㕭剅긬崞⹛嚋屣խ121

Ӫ


劥䎃䏞㜡秶䕧ⷜ晝嚌屣խ俒 ꤫ꨎ菕խ77

ꨵ䕧Ⱆ剚㕰넒ぜꏖխ129

Ӫ


Ӫ


ꨵ䕧崞⹛㣐✲鎹խ俒 咿葻խ83

Ӫ


〵抓⼥䨠ꤎぜꏖխ169



Ӫ


Ӫ


ꨶ䕧岁խ114

㣐鰶鶬խ俒 哀葻խ68

㼭殗涸佦✲խ俒 㸢螠噇խ69
❀犷僤խ俒 搋꧆㾓խ70

ꨶ䕧莅㼭铞խ俒 꼛喀խ118

䧃䙁涸➃暟խ俒 랓➋խ122

Ӫ


㕜欴䕧晚涮遤嚌屣խ俒 랔➋խ18

痧♧鿈「ꨶ䕧岁」钲欰խ俒 尪囙䂾խ112

䎃䏞ꨵ䕧

ꁀ欽⛓Я父ㄤ擳Яⷠ⯘㹒Я哆Ꟁ룲

嵳抂涸♧㣔խ俒 랔䒊噠խ71

⯥㶩涸㣐梖⩑խ俒 搋꧆㾓խ72

䎃䏞➃暟խ73

꤫㗛⾩Я⣶㷂颩Я嘥䗞僅Я质䨃䎂Яゟ䙂溫Я
僈끛Я꓃嘽秋Я䓹秫蔊Я㷟馊Я瀖꧖Я䓹蒕㎗

㢪晙涮遤嚋屣·湡ꏖխ俒 桬幡螟խ127

Ӫ


⸈㕜ꥹ䕧㾝崞⹛䧭卓♧錒邍

ꨵ䕧倝剅խ俒 䓹굳烂խ139

Ӫ


㕜欴䕧晚ⴀㅷ湡ꏗխ13

㢫晚鱒Ⰵꂂ겙䨞抡խ108

㕜晙䕧晙湡ꏖխ21

䖤栀湡ꏖխ152

Ӫ


Ⱉ⼧䎃➿㕜晚そ㼬⡲鼇矦➝

ꆄ꼛栁Яꆄ琝栁Я❏㣖䕧㾝Я䎃䏞⚥㢫⼧㣐⢕

Я랔僱僈

ꨵ䕧㣐✲鎹խ俒 咿葻խ87

晚Я㕜晚⸈㕜ꥹ䕧㾝

ꨵ䕧㕰넒խ155

Ӫ


㕜欴䕧晚醢⡲嚌屣խ俒 䐁Ⱙ琐խ9

㕜晙涮遤嚋屣խ俒 랓➋խ12

Ӫ


ꆄ꼛栁㕜ꥹꨶ䕧㾝矦➝

ꅾ銳㣐✲խ103

꧌ꐘ晚ⱄ植渿屣խ俒 ꨣ宐、鑹岲、㼭猒խ104

Ӫ


Ӫ


ꨵ䕧✲噟涮㾝嚋屣խ

㕜晙醢⡲嚋屣խ俒 螟兞䔢խ10

Ӫ


痧⼧⛰㾂ꆄ꼛栁

Ӫ


Ӫ


䕧㾝嚋屣խ89

Ӫ


䎸鎊խ俒 㸢嘽榭խ4

湡妄

Ӫ


湡妄

㼓鏤鎙：銷ꨣ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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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螠字㕜ꨶ䕧䎃Ꙥ》

ⴀ晝傈劍：字㕜 74 䎃 10 剢

kprm

《1986 ⚥螠字㕜ꨶ䕧䎃Ꙥ》

ⴀ晝傈劍：字㕜 75 䎃 10 剢
籏管鱀：䖛用⸆

籏管鱀：䖛用⸆

⚺管：繏埠⽂、銷ꨣ欰

⚺管：銷ꨣ欰

繡遯鏤鎙：桬㡦劊

繡遯鏤鎙：桬㡦劊

鏤鎙醢⡲：ⷠ廭俒、卌㕜䗞

鏤鎙醢⡲：랔䮸螠、ⷠ廭俒、랔桪⾇

桪⾇㱧խ俒 꼛喀խ106

ꨶ䕧ꏗ갉խ俒 卌㼭螀խ16

ꨵ䕧㣐✲鎹խ俒 诜牏註խ110

Ӫ


Ӫ


㕜晙涮遤嚋屣

㢪晙涮遤嚋屣 ˙ 湡ꏖխ俒 桬幡螟խ128

Ӫ


㕜晚涮遤嚌屣խ俒 랔➋խ20

傈劥䋑㜥涸⚥㕜ꨶ䕧խ俒 랔➋խ24

Ӫ


䖤栀湡ꏖ

ꆄ꼛栁字⚺⻋ Э字껷妄⚺鳵ꆄ꼛栁渿剚խ
俒 歍僈棟խ145

Ӫ


㕜晙䕧晙湡ꏖխ侮椚 ꤫ꨍ菔、兞绥、
桬㹒♧、ꀿ䢴蟢、馡優㥵、⩫㣔榭խ32

ꨵ䕧㕰넒

Ӫ


Ӫ


䎃䏞ꨵ䕧

〵抓⼥ꨵ䕧醢晙䊨噟ず噟Ⱆ剚խ

Ӫ


괐壜⢵涸➃խ俒 ⷠ喀㜜խ88

俒 랓嗃խ154

屘란蝳碱խ俒 邿橵橵խ92
A 鎙殥խ俒 넞ꬆ蓸խ94

䎃䏞㼫怵 ˙ ꨵ䕧 ˙ ➃暟

㥏䚍ꨶ䕧Э䖰「蕲ⵌ䱾鏰խ俒 뢶ꥑ㡨խ48

⣶㷂颩Э䧮錏䖤字僽剓剤⸂孵涸խ
俒 搋꧆㾓խ8

䖰尝剤ⵌ贡⧺խ俒 搋꧆㾓խ50

㣼錚䒭⹛⡲晚Э䧭륌莅넞垜捀侰խ
俒 搋꧆㾓խ54

留䎃䖃✲Э⣶㷂颩傈馸䧭擿խ俒 搋꧆㾓խ10
䓹嫏խ俒 剎銯ꪶխ12

私ꏗ晚䖰緄莅鱜锸歲涸铐鍑խ俒 랔䒊噠խ56

留䎃䖃✲Э栬涯莅隶㤉խ俒 ꤫⫄莇խ14

锸ꆄ꼛栁私ꏗ晚そ「䖰緄」խ俒 脌〵뜩խ56

䧮㽠鸏垺麕✫♧欰խ俒 랔䒊噠խ16

私ꏗ晚〳莅㜡㼬俒㷸穡ざխ俒 脌〵뜩խ57

劊笻뜩歑խ俒 留㪳խ20

ꨶ䕧莅㼭铞խ俒 劫㣔俒խ58

㕜㔋薊꧆⫄Э㕜㔋薊꧆涸䝲ㅶխ俒 暜罏խ22

ꆄ꼛栁㕜ꥹ䕧㾝涸鐱⠮խ俒 䯍䧭խ60

㕜㔋薊꧆⫄խ俒 랔䒊噠խ23

齽鹠㣗顠㋲，ꤎ箁䬓㣎խ俒 詎㕜囙խ62

ꨶ䕧猗Э㣐滞俒⻋涸倞〡խ俒 諽倞摖խ24
冾儘⨢姺ㄎխ俒 搋꧆㾓խ28

嘥䟃㨪Эꦑ䟝呟繡，ꦑ䟝嘥䟃㨪խ
俒 桬螩卌խ30
桬㼭뒉խ俒 哀葻խ32

䧮溏䑁䃕ㄤ愈愈խ俒 桬螩卌խ34
蘩ꯪխ俒 罉㎗螠խ36

1985 䎃⻍䋑㕜晚牱䨼䱖遤խ俒 影兰䎂խ64

㕜晙涮遤嚋屣 ˙ 湡ꏖ

Ӫ


溁度偫Ⱕխ俒 搋꧆㾓խ104

ꨶ䕧갉坿խ俒 卌㼭螀խ14

鼠ぢ⨴涸ꨶ增ꨶ䕧ⴕ秹ⵖ䏞խ俒 勛㣔、
虅⯕繡խ46

1985 䎃㕜晚㕜Ⰹ㢫涮遤嚌屣խ俒 랔➋խ70

㢪晙涮遤嚋屣 ˙ 湡ꏖ

Ӫ


ⱵⱵ涸⧺劍խ俒 搋꧆㾓խ102

㸢⚺⟣飨鎊խ俒 㸢嘽榭խ4

Ӫ


㕜晚ⶩ鱀խ俒 㓂儫❫խ12

劊韝佞㥏խ俒 搋꧆㾓խ100

湡妄
Ӫ


罉蜓涸痧✳⦐僱㣔խ俒 哀葻、뢶ꥑ㡨խ98

Ӫ


㕜晙醢⡲嚋屣խ

㕜晚伢䕧խ俒 䓹倬խ10

㢫晚涮遤嚌屣Эꨶ䕧䋑㜥涸Ⰽ噲⻋խ
俒 桬幢螠խ142

鏪♶✫խ俒 ゟ䙂溫խ38

倞ꨶ䕧涸䄖饱莅涮㾝խ俒 䓹僅䕔խ42

ꨶ䕧䪡鐱Э聃♶ⵌ涸铞鑨խ俒 뢶暟✮խ44

Ӫ


䖤栀湡ꏖխ154

Ӫ


Ӫ


䎃䏞㣐✲

ꨵ䕧㣐✲鎹խ俒 诜牏註խ
ꨵ䕧㕰넒խ190

Ӫ


䓹榫խ俒 哀葻խ39



kprs

ⴀ晝㋲⡙：⚥螠字㕜ꨶ䕧✲噠涮㾝㛇ꆄ剚、ꨶ䕧䎃Ꙥ管鱀㨽㆞剚

ⴀ晝㋲⡙：⚥螠字㕜ꨶ䕧✲噠涮㾝㛇ꆄ剚、ꨶ䕧䎃Ꙥ管鱀㨽㆞剚

湡妄

娜䎃շꨶ䕧䎃Ꙥո籏湡ꏗ
1968 ։ 2016 䎃湡妄♧錒



程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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ⴀ晝㋲⡙：⚥螠字㕜ꨶ䕧✲噠涮㾝㛇ꆄ剚
籏管鱀：䖛用⸆
⚺管：繏埠⽂

瘼殥：勛䎓倞、䓹僅䕔、꤫ꨎ菕、뢶ꥑ⟤、搋꧆㾓、繏埠⽂
繡遯鏤鎙：卌䗞

娛䎃ꆄ꼛栀㕜ꥸ䕧㾝㾝䕧晙ぜꏖխ138

Ӫ


Ӫ


㕜晙⸈㕜ꥸ䕧㾝խ128

ꨵ䕧倝剅խ136

Ӫ


Ӫ


ꨵ䕧㣐✲鎹խ俒 诜牏註խ114
䖤栀湡ꏖխ129

ꨵ䕧㕰넒խ148

Ӫ


ⴀ晝傈劍：字㕜 76 䎃 8 剢

kprl

Ӫ


《1987 ⚥螠字㕜ꨶ䕧䎃Ꙥ》

娜䎃շꨶ䕧䎃Ꙥո籏湡ꏗ
1968 ։ 2016 䎃湡妄♧錒

《1988 ⚥螠字㕜ꨶ䕧䎃Ꙥ》

ⴀ晝傈劍：字㕜 77 䎃 9 剢

kprr

ⴀ晝㋲⡙：⚥螠字㕜ꨶ䕧䎃Ꙥ管鱀㨽㆞剚
⽫遤㋲⡙：⚥螠字㕜ꨶ䕧涮㾝㛇ꆄ剚
籏管鱀：䖛用⸆
⚺管：繏埠⽂

Ӫ


薊꧆晚牱䨼胝䖕纈滞䠑陏⿻Ⱖꣳⵖխ
俒 랔䒊噠խ38

꼦そ㕜ꥹ䕧㠢涸俒⻋㣐⢪Э⣶㷂颩խ
俒 ⧋繏խ4

Ⰹ갤鏤鎙：諽蠩蠩
㼓鏤鎙：桬⤧⪂

橵榼䒭ꨶ䕧䰞㕼ꅾ⢵խ俒 랔䒊噠、搋꧆㾓、
馢剋㥶խ40

鼠ぢ㕜ꥹ䕧㠢倞ꌴ涸嘥䗞僅խ俒 ꤫ꨎ菕խ6

鸒⤺ꨶ䕧겗勞涸倞饥ぢխ俒 랔➋խ43

ꨶ䕧：贡搂莅汥ⴗЭ㖒♴䞕խ
俒 랔䒊噠խ14

ꨶ䕧：鸮橇㕬䒭涸鮪ꠄ儘➿Э䖛⯘涸「ⴉ꼛傉」խ
俒 랔䒊噠խ16
ꨶ䕧：䓹蒕㎗「剓䠦」խ俒 랔䒊噠խ18

ꨶ䕧：薊꧆劥蒀Э尝剤錚럊，〫腋㸽腋涸湁⻳
晚խ俒 랔䒊噠խ20
ꆄ꼛栁俒⻋用㜥涸尐䙼խ俒 搋꧆㾓խ22
佟瘼晚涸增鎣խ俒 ヰ儫㶩խ26
私ꏗ晚涸㉏겗խ俒 勭ꨣ⛓խ28

䖰「㣐⥊」怵ⵌ「㣐ㆥ」涸Э朤륌խ
俒 馢剋㥶խ62
ꋓ䍌♳刕⯕剓㢵涸怵㆞Эヰ情涮խ
俒 馢剋㥶խ63

Ⲱ鸙涸䕧➃

勛衞Я蛅㕜ꈚЯ䓹繡ばխ俒 랔➋、哀葻խ64

㕜晙欴醢湡ꏖխ侮椚 ꀿ䢴蟢、馡削㥵、闑뜨
桪、⧋繏խ68

Ӫ


㕜晙涮遤嚋屣խ俒 衝螟խ96

谁遯ꨶ䕧ꤎ䧭用涸㔔䖕卓խ俒 哀葻խ30

Ӫ


㢪晙涮遤嚋屣Э㢪晙鹍〡䊺侎㣐խ
俒 랓➋խ101

Ӫ


䎃䏞植韌

㢪晙颪䏠嚋屣խ俒 랓➋խ108

Ӫ


⧺➃俒⚺纏խ俒 勛㼿➋խ32

倞㥏䚍䞕娝⡦贖խ俒 䓹桪妇խ34



䎃䏞➃暟խ

걺䑛⚥涸慨䞕阂姐Э「脡腓䩾」 俒 搋꧆㾓 25

Ӫ


Ӫ


倞㶰涸怵䪮խ俒 剎鸮囙խ58

湡妄

稣㓑「猨㣔涸留鑨」խ俒 〷俒듳խ26

ⶾ倞涸ꨶ䕧竤뀿：ⴲ䱳⣶㷂颩⡲ㅷ暶䚍խ
俒 搋꧆㾓խ3

「⧉㥏䎖뇺」Э뇺涸⚆歲，罜ꬌ⚆歲涸뇺խ
俒 겝㟞խ28

鸏♧䎃，僽嘥䗞僅涸「ⵄ䎃」խ
俒 䨥用⚥խ5

「A 鎙殥糵꧌」Э䠑陏䕎䢀涸濨湽禾穡խ俒
勛㼿➋խ30

䢩䊨ⴀ稣崞涸桬留խ俒 ⧋繏խ7

「湌柱괐ꨣ」Э䛶䠑涸㹒峾խ俒 勛㼿➋խ32

ꡠꐘ땃խ俒 䨥㼿晋խ9

鏞䑁䣔匡Э歋ⶩ䱺溏㼬怵խ俒 Ꟁꖏ걧管鱀鿈խ
11

䎃䏞ꨵ䕧

㕜晙鰊㼫嚋屣խ34
䎃䏞㣐✲խ36

字㕜 76 䎃〵抓ꨶ䕧㹒鎊խ37

Ӫ


ꨶ䕧：䧮⦛涸㣔瑠խ俒 䓹僅䕔խ12

䎃䏞怵㆞

Ӫ


ꨶ䕧：ꫭ僱搂湈㼱䎃儘Э⣶㷂颩涸「䧗䧗괐㞔」խ
俒 ゟ姻呼խ10

ꨵ䕧侅肫嚋屣խ俒 ꤫哆ꫴխ48

Ӫ


ꨶ䕧：鄭莅ꅾ穉涸䠑纏牟鑨Э嘥䗞僅「䛌䙳
⟨㶩」锸խ俒 搋꧆㾓խ8

牱䨼涸焷〳⟃ꬒ㹒⫄䵆ⴀ⢵խ俒 兞绥խ46

Ӫ


Ӫ


䎃䏞ꨵ䕧

Ӫ


䎃䏞㼫怵խ

Ӫ


湡妄

尝剤䎑䟝〫剤植㻜涸「㽳繏屎㥏⯥」խ
俒 ゟ姻呼խ15

㼩〥♧珏ꨶ䕧涸〥♧珏耫갉խ俒 瀖ꬆ俒խ39
ꡠ倴ꨶ䕧涸䎙⦐㉏겗խ俒 䓹❩肬խ42

珨虋➃խ俒 䓹僅䕔խ17

痧♧㾂ꨶ䕧㷸遯灇鎣剚：ꨶ䕧佐询긭涸ꅾ銴䚍խ
俒 欥㼿䎂խ43

❀겎㶩䔞，儘➿鋅阮？խ俒 桬⤧⪂խ19

ⶂ秋鸏垺麕✫♧欰Э「呟蔅䋀」涸繡뜩⿻字⤺
馱խ俒 搋꧆㾓խ23

痧♧㾂ꨶ䕧㷸遯灇鎣剚խ俒 嘥佟䥃խ44
ꆄ꼛栁㕜ꥹꨶ䕧㾝խ46

劍䖊⡹Ꟁ㣐խ俒 哀葻խ24

痧 32 㾂❏㣖䕧㾝խ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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㕜晙欴醢湡ꏖխ鰿 倶蔉橽、㸢繠槆խ105

Ӫ


Ӫ


䎃䏞植韌

㢪晙涮遤嚋屣խ138

Ӫ


㛚䭰鐱鼇宐彋խ俒 剎鸮囙խ63

Ⰽ뇬⚛縨，铪莅昰鰜խ俒 桬⤧⪂խ65

歋倴谁遯ꨶ䕧ꤎ涸莇饱，㢫晚鹎〡䊺ぢ㢵⯋⻋鱲
隶⚥խ俒 랔➋խ139

ꨶ䕧鐱锸涸俒⻋椚䟝խ俒 랔䒊噠խ67

㕜晚植朜⿻劢⢵涮㾝馸խ俒 卌涬굳խ72

瑠嵥，〵抓ꨶ䕧莅殹➿爢剚植㻜խ俒 卌峕խ78
1987 㕜铃䕧晚醢⡲籏穡խ俒 ⷠ宕淏խ82
饥㖈ꏈ程♳㣐ꤷꨶ䕧խ俒 ꤲ銯խ86

ꨵ䕧㣐✲鎹խ俒 卌⥂䧭խ151

Ӫ


ꨵ䕧倝剅խ160
ꨵ䕧程䒸խ166

䕧鐱겳Яꬌ䕧鐱겳Яꨶ䕧꧹钟խ167

㕜晙⸈㕜ꥸ䕧㾝䖤栀꣡ꏖխ185

Ӫ


䖰ꅿ㿋ⵌ랱灴✲⟝խ俒 ヰꤿ㿋խ89

痧㔋㾂ꨶ䕧妇颣栁խ189

Ӫ


㕜晙涮遤嚋屣խ俒 衝螟խ90

Ӫ


ꨶ䕧來肬ⵠ♶㺂箣խ俒 搋꧆㾓խ206

ⷛ撑խ103

ꨶ䕧兞孵㣖䊴，竤斊ⵖ䏞⚄隶խ俒 ꤫듳⯋խ207

ꨵ䕧稇䲽

Ⰽ䁘ꨶ䕧來肬簳堾錚խ俒 䓹䗳榮խ208

衆衞娝呏涸植➿牟鑨խ俒 嘥猨խ124

⚥、度、〵㷸欰ꨶ䕧⿻ꏗ⫹㾝խ210

䧮⦛姻㖈溏娜〷խ俒 뢶ꥑ㡨խ127

Ⰽ䁘♲㖒「㷸ꤎ崣」ꨶ䕧增鎣խ俒 剎銯ꪶխ213

㼩「嵳䃚Ⰽ䁘」涸♧❉溏岁խ128

䚍。⡱。괐—ꡠ倴「衆㿋괐」涸✳、♲✲խ
俒 랔桪棁խ129

㷸蕃䕧㾝涸鶬갠խ216

ꨵ䕧俒⻊❜崨

ꨶ䕧俒⻋涸ⱄⴀ涮խ俒 䑁牬꧆խ218

䧮⦛䫵衽ꨶ䕧䘑衽俒⻋鱒ⴀխ俒 㼭ꅿխ219

オ렽オ，♧オⵌ虋㛜խ俒 詎㕜곏խ131

纏㣐ⵄ頺尪峫䕧㾝渿㣐莊遤խ俒 랔➋、搋꧆㾓խ
220

ꨶ䕧⚥涸㥏䚍錬蒀խ俒 ㉏埙խ135
〵抓倞ꨶ䕧涸➃俒饥ぢխ137

姘崎ぐ㕜须⸔ꨶ䕧✲噠♶鼍긅⸂խ俒
225

⣶㷂颩溏莍晚锓倞⡲խ俒 ꤫듳⯋խ140

繡㕜⤜㣐莊遤❏崎ꨶ䕧灇鎣剚

Ӫ


Ӫ


鼠ぢ♧⦐礶篊涸㕜ꥹꨶ䕧俒⻋㾝խ俒
227

〵抓㖒⼦涸ꨶ䕧✲噠嚌屣խ144

〵抓栬用醢晚涸涮㾝խ俒 랔桪棁խ149

ⴀ晝㋲⡙：⚥螠字㕜ꨶ䕧䎃Ꙥ管鱀㨽㆞剚
籏管鱀：❁鵔榰
⚺管：繏埠⽂

Ⰹ갤鏤鎙：꤫뜩桪
㼓鏤鎙：꤫䒊ꌂ
㕬晚：랔䏭鰊

1988 䎃〵⻍「榰㡦ꨶ䕧眏」㾝䕧晚խ234

字㕜♬⼧♬䎃㕜晚醢晚嚌屣խ俒 哀葻խ163
1988 䎃껻度ꨶ䕧㔐곃խ俒 ⡮䢐ꨣխ166

牝’88 䎃〵⻍「榰㡦ꨶ䕧眏」㕩怏䧭⸆խ
俒 齽桪ꌂխ235

♧⦐㈖，〥♧⦐♶㈖խ俒 ⷠ喀㜜խ174

1988 䎃㕜晚⸈㕜ꥹ䕧㾝♧錒邍խ237

濼倞ꨶ䕧眏խ鱀 꼛〳խ236

靽䏁♴涸✥崩խ俒 卌峕խ171

劍䖊ⱄ♧妄涸䱍耫խ俒 랔嫯秫խ175

葻䗱、⡲猗莅脌铞Ⱄ麥խ俒 㼭ꅿխ176

ꨵ增ⵖ䏞

Ӫ


ⴀ晝傈劍：字㕜 79 䎃 3 剢

kprp

植ꥣ媯ꨶ䕧✲噠饬㣐ꤷ㖒⼦䬝晚㜡⪔⡲噠㻜倷
銴갪խ240

㢨ꤿ䊨噠涸㢨ꤿ䏠锓խ俒 勛㣔խ177
ꨶ䕧鼩〳⟃饥㢵黇？խ俒 ⷠ喀㜜խ178

㕜晚鰊㼬ꆄ歍锞岁խ241

ꨶ䕧鑪捀瘼殜䚍䊨噠？խ俒 涯繏խ179

锓㻜倷「ꨶ䕧晚增叆鋊眕」涸䎙⦐植韍խ俒 㽍
⪂խ242

GATT 剤ꡠꨶ䕧晚涸暶婌鋊㹁խ俒 겝䣔畎խ182

㻜倷ꨶ䕧ⴕ秹䖕涸♧❉植韍խ244

䎃䏞搋럊

♲秹ⵖ ˙ ♲秹騥—倞ꨶ增㽯䏞涸䠑鋅խ俒
哀葻խ246

䖰竤憘⾲鷆鏻㕜晚尝衆⾲㔔խ俒 䖛㸻䥵խ184
䮸莇〵抓ꨶ䕧⛓䱳鎣խ俒
葻、㼭ꅿ、랔➋խ189

剆ꌂ㸻、㕬、哀

凐⸂ꨶ䕧涸䠮厪⸂—话岚䒭涸ꨶ䕧䪾凐⸂莅
姻纏幋差✫！խ247

ꆄ꼛栁⛓昰陾խ俒 ꀶ剢僈խ195

竸锸ず䚍䧗ꨶ䕧涸踙隶խ248

聃♧㜥ꪹꨮꩌ涸旙涮խ202



勛㣔խ

1988 ꆄ꼛栁㕜ꥹꨶ䕧㾝♧錒邍խ230

〵抓ꨶ䕧 88 䏠锓剚խ160

Ӫ


《1989 ⚥螠字㕜ꨶ䕧䎃Ꙥ》

影兰䎂խ

僤崎「〵抓ꨶ䕧眏」խ226

「留䎃䖃✲」ꨶ鋕晝奚㖈䗞颪䖤넞⭆խ142

植韌恟锒

ꨵ䕧㕰넒խ192

牱䨼籏佐Ⰵ莅錚䕧➃妄խ93

ꨵ䕧侅肫

㖈ꤿ⚆ㄤꤥ涸㣰簧⚥⩔庋—ꤥ갠꼛խ
俒 闒悴խ130

Ӫ


剤堥剚，⡎鼩銴⸗⸂խ俒 涯繏խ70

㼭軋碜㼩♳Ⱄ昩눴խ俒 桬㕜⯕խ145

Ӫ


倞ꨶ䕧涸㔐곃莅㾝劆Э鄄ꐫ縨㖈䝹㽷⚥涸〵
抓倞ꨶ䕧խ俒 랔䒊噠խ68

㕜晙欴醢湡ꏖխ2

Ӫ


Ӫ


ꨵ䕧晙ⴔ秸贕椚鳵岁խ61

Ӫ


Ӫ


ず姿ꏗ갉Эꅾ鋕耫갉㖈ꨶ䕧⚥涸㖒⡙խ
俒 ゟ呸帷խ101

Ӫ


ꨵ䕧晙增叅鋊眔խ59

湡妄

Ӫ


Ӫ


ꨵ䕧䊨噟嚋屣խ俒 ꤫哆ꫴխ95

Ӫ


ꨵ䕧俒⻊❜崨խ55

娜䎃շꨶ䕧䎃Ꙥո籏湡ꏗ
1968 ։ 2016 䎃湡妄♧錒

㣐ꤷ晚莅䧭➃ꨶ䕧ꤎխ249

佞莅♶佞⛓խ俒 ゟ姻呼խ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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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BOOK

䧮溏〵抓ꨶ鋕莅ꨶ䕧涸✽⹛ꡠ⤚խ
俒 詎䙂⚥խ259

籏管鱀：❁鵔榰

㣐ꤷꨶ䕧佖ꬠ剤䗱搂⸂խ俒 哀葻խ323

俒㶶管鱀：랔䏭鰊

⚺管：繏埠⽂

ꨮ㼙䕧焈堥錚խ俒 랔僤鰜խ273

Ӫ


ゟ姻呼խ
卌俒

〵⻍䋑 77 䎃 7 剢∼ 11 剢⚥㢫䕧晚䱖遤խ281
㕜晚颪䏠私ꏗ邍խ鱀 ꯓ䗞俒խ284

1988 䎃㢫晚涮遤嚌屣խ俒 랔➋խ288

㣐ꤷꨶ䕧㉏겗ⶆ區խ俒 康ꬆխ327
ꆄꧽ涰蔅꧱栁奚㪮䚍「ⵌ䮋䨞խ330

痧❀➿鐱铞「痧❀➿」—䓹卌Эⶆ區⚥㕜ꨶ
䕧䊨噠涮㾝ꨈ겗խ俒 话楑խ332
럊敎㣐ꤷꨶ䕧攨涸抡珏「㣐ꤷꨶ䕧须俲긭」խ俒
哀葻խ334
䧮⦛銴ꅾ鋕ꨶ䕧㷸遯！խ335

륌䎃涸「屎媆植韍」Э鏞《屎媆》管㼬Э㢚꾚խ
336
「 屎 媆 」 ⛓ 䖕 ♶  溁： 륌 媆！խ 俒
339

⣶ 䙼 ⪂խ

♶䗾⼽漾涸㼩〵窡䨞眏湡խ俒 鿓⸂僕խ342

妄㥏䚍⚺纏⯏倊度晚，㣐♱㣗䗱椚牱䨼䱦䌃խ
俒 磩㲿ꉎխ300
〵⻍䋑❀䎃⢵⼧㣐颪䏠㕜铃䕧晚խ301

字㕜♬⼧♬䎃䎃⚥、㢫䕧晚牱䨼籏佐Ⰵ冸錚滞
籏➃侸♧錒邍խ302
锓〵抓䕧鐱➃莅錚滞⼧㣐⢕晚牱鼇խ
俒 哀葻խ303
匌倰㥪蟛㝸鹧鷎✫姻窡㥪蟛㝸խ
俒 䓹覝խ311

ꨵ䕧㣐✲鎹խ鰿 卌⥂䧭խ343

Ӫ


度晚㖈〵牱䨼䚊駮涸⾲㔔խ297

ꨵ䕧程䒸խ鰿 卌⥂䧭、꼛〳、ꯒ䗞俒

Ӫ


㢫晚颪䏠私ꏗ邍խ鱀 ꯓ䗞俒խ292

䕧鐱겳程䒸Яꬌ䕧鐱겳程䒸խ358
ꨶ䕧꧹钟խ369

ꨶ鋕♳佞僦涸㕜晚、㢫晚խ382

字㕜 77 䎃㕜晚ꏗ䕧䌟涮遤湡ꏗխ389

Ӫ


ꨵ䕧倝剅խ鰿 꼛〳խ398
䖤栀ぜꏖխ404

Ӫ


ꨶ䕧䟝殹爢剚孵韍〵，牱䨼鸏ꡠ麕♶✫խ
俒 磩㲿ꉎխ312

湁ꏗ莅 MTV 㼩䓽晚䕧갠剤ꣳխ俒 巾梚խ312
谁遯ꨶ䕧ꤎ涸斊麌嚌屣խ俒 脌䎓뒉խ313

繡管：꤫뜩桪

ꨵ䕧㕰넒խ424

吥㼩：悮㥶、勛ば蔊

湡妄

䎃䏞搋럊（♧）խ䝱䞔㙹䋑㼠鰿

㷸麌遼乹䖕涸⚥㕜㣐ꤷꨶ䕧歲խ俒 ꅷ괐խ86

Ӫ


鼠ぢ鋕錏⫄久㯯넓涸竸ざ儘➿「痧♧㾂ꨶ䕧ꨶ鋕
ꏗ䕧㷸遯灇鎣剚」䶰銴խ俒 ꁀ兞듳խ271

㣐ꤷ涸ꨶ䕧✲噠（♳、♴）խ俒 勛㣔、뢶䚃խ
324

⚥螠字㕜ꨶ䕧來肬涸朜屣⿻涮㾝խ俒 ⷠ撏䘞խ88

䧮㕜ꨶ䕧谁遯穅栽㕜ꥹ肥㹁խ2

䖰《䝲䞕㙹䋑》溏〵抓倞ꨶ䕧涸兞—鏞〵抓
䕧鐱➃랔䒊噠խ
鏞㉏ 䓹䘋䧭、豤뒉；侮椚 豤뒉խ4

ꨵ䕧莄俒㷸

俒㷸涸ꨶ䕧 ˙ ꨶ䕧涸俒㷸խ侮椚 䖛猗梥խ90

䝲䞕㙹䋑，䘰坿涸ꆄ柲խ俒 䑁ꐘ呟խ8

ꨶ䕧 / 俒㷸；俒㷸 / ꨶ䕧խ俒 랔䒊噠խ115

䧮涸ꖏ걧酭尝剤䣯⫊խ俒 绀俒ꬆխ10

ꨶ䕧俒㷸、ꨶ䕧谁遯⿻ꨶ䕧涸俒㷸䚍խ俒 諽虋խ
121

䝲䞕㙹䋑✳✳Ⱄխ12

ꨶ䕧涸俒㷸䚍ㄤ俒㷸涸ꨶ䕧䚍խ俒 ⡮⧉խ124

⣶㷂颩。倞ꨶ䕧。⚥㕜暶颶խ俒 詎峿耫խ24

ꨶ䕧涸俒㷸ㄤꨶ䕧涸俒㷸䚍խ俒 衞噇խ128

➮㽠鸏垺䬝㸤✫鸏鿈ꨶ䕧խ俒 䑁ꐘ呟խ30

俒㷸佖管ꨶ䕧ⵌ倞ꨶ䕧涸㾝劆խ俒
131

䐠「〵抓ꨶ䕧ꨶ鋕谁遯灇鎣剚」鸠鎹խ俒 哀
葻խ33

〵抓倞ꨶ䕧：娦。䫈䧴崞衽？խ俒 랔䒭䥃խ35

䎃䏞搋럊（✳）խꆄ꼛㕜ꥸ䕧㾝

ꨶ䕧➃〡䠑鋅锅叆խ134

1989 䎃㕜晚涮遤嚌屣խ俒 衞螠խ139

1989 䎃「〵⻍ꆄ꼛㕜ꥹ䕧㾝」խ鱀 ⧋繏խ58

1989 䎃㢫晚涮遤嚌屣խ俒 랔➋խ142

娜㾂ꆄ꼛㕜ꥹ䕧㾝䖤栁そꏗխ64

1989 䎃㖈傈劥♳僦涸⚥㕜晚խ俒 랔➋խ146

䧮㕜ꨶ䕧莅㕜ꥹ䕧㾝—哀葻խ72

1989 䎃㕜晚⸈㕜ꥹ䕧㾝♧錒邍խ76

㕜晙欴醢湡ꏖ

1990 䎃㕜晚⸈㕜ꥹ䕧㾝♧錒邍խ77

1989 䎃㕜晚醢⡲嚌屣խ俒 哀葻խ150

䎃䏞搋럊（♲）

Ӫ


䕧晚程䒸 խ153
䕧晚矦➝խ157

ꨶ䕧须俲긭ꅾ䒊莅ꬠ倞խ俒 勛䎓倞խ80



랔䢵併խ

ꨵ䕧㣐✲鎹խ鰿 叕蒔卌խ270

Ӫ


♲⦐〵抓ꨶ䕧㼬怵涸溫椚植㻜խ俒
83

랔桪棁խ

䋑㜥⹛䡿

Ӫ


隶⹛⚥䕧晚莅ꏗ䕧䌟խ俒 ꤫幢屎խ268

㣐〵⻍㖒⼦字滞ꨶ䕧崞⹛䠑鋅锅叆խ俒
佟խ279

㣐ꤶꨵ䕧

㣐ꤷꨶ䕧荆㔮㞯խ俒 ꁀ兞듳խ322

䧮溏껻度ꏗ䕧俒⻋խ俒 늄⧍խ266

kpp

ⴀ晝㋲⡙：⚥螠字㕜ꨶ䕧䎃Ꙥ㨽㆞剚、⚥螠字㕜ꨶ䕧须俲긭、⚥螠
字㕜ꨶ䕧✲噠涮㾝㛇ꆄ剚

Ӫ


껻度ꏗ䕧谁遯殜䱳խ俒 넞䙼꧉խ263

〵⻍涸ꨶ䕧嶋顥罏䙦랃溏ꨶ䕧？խ俒
276

ⴀ晝傈劍：字㕜 80 䎃 9 剢

佞匌姘ꨶ䕧鹎〡խ318
尣⽫䑖涸欰欴ꆀխ319

ꨶ䕧莅ꨶ鋕涸✽⹛ꡠ⤚խ俒 剎㡭牬խ261

䋑㜥⹛䡿

《1990 ⚥螠字㕜ꨶ䕧䎃Ꙥ》

Ӫ


❁鵔

䖰「✳○♲넞㖒」增鎣⚥傈ꨶ䕧✲噠խ
俒 桬鑅剢խ316

Ӫ


ꨶ䕧莅ꨶ鋕⛓✽⹛㖈俒⻋♳涸䠑纏խ俒
榰խ254

繡㕜竤뀿♴涸껻度ꨶ䕧㣼錚խ俒 搋꧆㾓խ315

Ӫ


Ӫ


僥韌谀遮

凐⸂ꨶ䕧牱䨼凐駮խ俒 桬䥊➃խ314

Ӫ


䖰剓鵜♲䎃ꨶ䕧晚增叆穡卓溏䧮㕜ꨶ䕧涸饥ぢ 251

娜䎃շꨶ䕧䎃Ꙥո籏湡ꏗ
1968 ։ 2016 䎃湡妄♧錒



程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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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䕧㕰넒խ350
꣡ꏖ

Ӫ


Ӫ


ꨵ䕧程䒸

Ⱄ○䎃➿〵抓⼧㣐㕜晚խ侮椚 랔䏭鰊、ⷠ䢐銯խ
29

字㕜 78 䎃⻍䋑㕜晚牱䨼窡鎙խ376

䕧鐱겳程䒸խ鱀 Ⲵ䧭խ297

字㕜 78 䎃⻍䋑㢫晚牱䨼窡鎙խ382

ꬌ䕧鐱겳程䒸խ鱀 螩⹗㨗խ299

♬⼧⛰䎃㕜晚醢⡲鰊㼬ꆄ歍锞鳵岁խ389

ꨶ䕧꧹钟խ307

植ꥣ媯ꨶ䕧✲噠饬㣐ꤷ㖒⼦䬝晚㜡⪔⡲噠㻜倷
銴갪խ389

⚥俒ꨶ䕧倞剅➝稲խ鱀 螩⹗㨗խ317

♬⼧Ⱄ䎃ꨶ鋕㕜铃Ꟁ晚խ鱀 哆뜩蛏խ324

㣐ꤷ㖒⼦ぐ⚺銴㣐滞⫄久✲噠䨾㿂剤ꡠ㼠噠➃
㡦⢵〵錚鏞㉏歍锞갭濼խ390

♬⼧Ⱄ䎃ꨶ鋕㢫㕜Ꟁ晚խ鱀 꼛〳խ327

「⼧㣐㕜晚」鐱鼇䖕⦐➃䠑鋅խ44

㋐ⷜꨶ䕧〵抓Ⱉ䧭錚滞涸剓䠦խ俒
47

瀖⨀僈խ

⡹⛳〳⟃䬝ꨶ䕧խ俒 랔僈䊛խ48

ꨵ䕧涮遤

Ӫ


溁䧮⦛捀➊랃乩剤麕㥪ꨶ䕧խ俒 ❁鵔榰խ28

♬⼧⛰䎃㕜晚涮遤嚌屣խ俒 桬䟃蟣խ164
1990 䎃㢫晚㔐곃խ俒 랔➋խ165
字㕜♬⼧⛰䎃鷑增䕧晚խ170

ꨵ䕧僥怵

Ӫ


䖤栀ぜꏖխ334

Ӫ


1989 䎃⚥㢫䕧㠢婶⚆涸僤խ俒 랔➋խ288

Ӫ


Ӫ


Ⲱ鸙䕧➃

字㕜♬⼧⛰䎃〵⻍䋑㕜晚牱䨼窡鎙խ172

ꨶ䕧「殯㚖」涸殯陾խ俒 桬䟃蟣խ53

㣐ꤷ䬝晚攨ㄎㄎ ˙ 〵⻍颪䏠Ⲉ幢幢խ俒
䎂խ179

幏锓ゟ㸙喀涸ꨶ䕧繡㷸խ俒 ꤫㼂傒խ55
㥪蟛㝸ꨶ䕧欽ꐏ怎ꐏխ俒 ꤫㼂傒խ56

➛㢚攨㢫晚♳僦儘㼩撑邍խ191

字㕜♬⼧♲䎃荛♬⼧Ⱄ䎃〵抓㖒⼦䨡ꤎ侸ꆀխ191
〵⻍䋑㕜晚牱䨼私ꏗ䱖遤嚸խ⻍䋑晚㉂Ⱇ剚խ192

錚䕧⽭ꦖ廂♶荈濼խ俒 ꤫㗛屎խ59

〵抓湁ꏗ枚栏，䕧鶵㔔犳䖤犷խ俒 ꤫㼂傒խ61

《ꨶ䕧植韍⛓❀ 豤耢ꨶ䕧眝》：

㕬晚：⡦僕僈、桬䮸諌

吥㼩：䕠座ꨛ、蠝覝楧、闒Ⱖ憯

歋《䨞昰莅ㄤ䎂》溏豤耢ꨶ䕧խ俒
70

Ⲱ鸙䕧➃խ俒 랓➋խ198

Ӫ


〵抓ꨶ䕧瑳㔮禺♧∼❀խ鱲鯺字欰㜡խ64
鐱《㼦䪪〵抓欰ㄐ⸂》խ俒 鿓⸂僕խ69

繡管：꤫뜩桪

1990 䎃㖈傈劥Ⱇ♳僦涸⚥㕜ꨶ䕧խ俒
196

《ꨶ䕧植韍⛓♲ ꨶ䕧瑳㔮禺》：

⽭鎊耭聃 ˙ 嵥岌涸♶㸞խ俒 䓹㣐僱խ68

⚺管：繏埠⽂

字㕜♬⼧⛰䎃㕜晚⸈㕜ꥹ䕧㾝♧錒邍խ194

䕧噠歲넞〭湁ꏗխ俒 䓹䘋䧭խ62
《ꨶ䕧植韍⛓㔋 私㻜眝》：

籏管鱀：❁鵔榰

㕜晙⸈㕜ꥸ䕧㾝

Ӫ


錚滞捀➊랃♶欰孵խ俒 ⷠ꾚䊝խ60

ꨵ䕧㣐✲鎹խ鰿 䕠座ꨚխ206

Ӫ


ⴀ晝㋲⡙：㕜㹻ꨶ䕧须俲긭

〵⻍䋑㢫晚牱䨼私ꏗ䱖遤嚸խ⻍䋑晚㉂Ⱇ剚խ192

❀ⴕ⛓㔋錚䕧➃〡꧌⚥❀㣐鿪剚⼦խ59

ꨵ䕧程䒸

Ӫ


ⴀ晝傈劍：字㕜 83 䎃 4 剢

kppk

䕧鐱겳程䒸խ鱀 ✵溫խ214

搋꧆㾓խ

ꬌ䕧鐱겳程䒸խ222
ꨶ䕧妇颣խ229

劦ꅽ袇ꨮ倛㼩⚥豤ꨶ䕧❜崩㺕劆媲ⴗխ鱲鯺⚥
㣜傈㜡խ71

䕧갠խ231

⚆歲ꨶ䕧խ237

豤耢ꨶ䕧牱䨼劢㥶갸劍椚䟝խ俒 瀖⨀僈խ72

⚥俒ꨶ䕧倞剅խ245

ꨵ䕧醢⡲

♬⼧Ⱄ䎃ꨶ鋕㕜铃Ꟁ晚խ鱀 ⡦僕僈խ249

Ӫ


湡妄

〵⻍ꆄ꼛㕜ꥹ䕧㾝鏤用䌢鏤堥圓⟱ⷔ虋呪խ
俒 ❁鵔榰խ2

「㕜晚醢⡲鰊㼬ꆄ」铞僈խ21

♬⼧⛰䎃㕜晚醢⡲鰊㼬ꆄⰅ鼇䕧晚♧錒邍խ23

1990 䎃〵⻍ꆄ꼛㕜ꥹ䕧㾝խ鱀 ⧋繏խ6

㕜晚欴醢湡ꏗ䕧晚程䒸խ75
䕧晚➝稲խ78

♬⼧Ⱄ䎃ꨶ鋕㢫㕜Ꟁ晚խ鱀 꿴卌խ251

䖤栀ぜꏖխ260

Ӫ


Ӫ


⚥螠字㕜ꨶ䕧耢ざ剚陾剚佟瘼穉竸ざ穡锸խ
俒 卌涬굳խ19

字㕜♬⼧⛰䎃㕜晚醢⡲嚌屣խ俒 ⧋繏խ74

ꨵ䕧㕰넒խ270

Ӫ


䕧㾝崞⹛

䕧⫹䭡頺须俲莅俒⻋頿涸錚䙂խ鱲鯺字欰㜡խ24

ⷠ谁。⡎恎畎私䙂㾝խ鱀 ⧋繏խ8

䧮㕜涸ꏗ䕧䌟俒⻋搂呏խ鱲鯺字欰㜡խ25

ⷠ谁⯓欰㼭⫄խ俒 峿鶤㛔խ9

笞隌䕧晚㸤侮䚍尝➃椚խ俒 瀖⨀僈խ26

卌ば㙹锓⡎恎畎խ侮椚 ⠭樆խ10

ꨵ䕧植韌

Ӫ


Ӫ


佟瘻莄岁鋊

《ꨶ䕧植韍⛓♧ 䕧鑨眝》：

⚥螠字㕜ꨶ䕧耢ざ剚陾ꟗ䍌剚鎹ꏗխ16



影兰

字㕜♬⼧⛰䎃〵⻍䋑銯晚牱䨼窡鎙խ180

Ⰽ䁘「怵」耫䫼♶⡞，〵抓麕嵳ⵌ㿋խ鱲鯺⚥
㕜儘㜡խ58
《ꨶ䕧植韍⛓✳ 錚䕧眝》：

《1991 ⚥螠字㕜ꨶ䕧䎃Ꙥ》

娜䎃շꨶ䕧䎃Ꙥո籏湡ꏗ
1968 ։ 2016 䎃湡妄♧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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ⴀ晝傈劍：字㕜 82 䎃 4 剢

䖤栀ぜꏖխ272

⚥俒ꨶ䕧倞剅➝稲խ鱀 괐荞խ246

Ӫ


kppo

Ⱄ⼧䎃ꨶ鋕㕜铃Ꟁ晚խ鱀 꿴卌խ251

ꨵ䕧㕰넒խ278

Ӫ


《1992 ⚥螠字㕜ꨶ䕧䎃Ꙥ》

娜䎃շꨶ䕧䎃Ꙥո籏湡ꏗ
1968 ։ 2016 䎃湡妄♧錒

Ⱄ⼧䎃ꨶ鋕㢫㕜Ꟁ晚խ鱀 ⡦僕僈խ256

ⴀ晝㋲⡙：㕜㹻ꨶ䕧须俲긭
籏管鱀：❁鵔榰

《1993 ⚥螠字㕜ꨶ䕧䎃Ꙥ》

⚺管：繏埠⽂
繡管：꤫뜩桪

㕬晚：⡦僕僈、桬䮸諌

ⴀ晝傈劍：字㕜 83 䎃 12 剢

kppn

ⴀ晝㋲⡙：㕜㹻ꨶ䕧须俲긭

吥㼩：䕠座ꨛ、蠝覝楧、闒Ⱖ憯

籏管鱀：❁鵔榰
⚺管：꓃㋮

㛂管：ꁀ用僈
繡管：꤫뜩桪

ꨵ䕧涮遤

Ӫ


俒 繏埠⽂խ1

㕬晚：⡦〈㫲、勛用⸛

㕜晚涮遤嚌屣խ俒 桬䟃蟣խ138

䕧㾝崞⹛

1991 䎃껻度ꨶ䕧㔐곃խ俒 ⡮䢐ꨣխ141

嵮抡䖕⛓ⱄ欰խ俒 ❁鵔榰խ4

1991 䎃㢫晚涮遤嚌屣խ俒 랔➋խ146

㣐㹻锓♲、㔋○䎃➿竤Ⱙ㕜晚暶㾝խ6
ꪫ㣔〵铃晚䕧㾝խ俒 ❁鵔榰խ12

Ӫ


ꨵ䕧僥怵

芣⽷僦➃欰 ꖏ걧Ꟁ㶸䠦խ侮椚 〷桪楑խ14

字㕜 80 䎃⻍䋑㕜晚颪䏠私ꏗխ152

痧䒒Ⱄ㾂ꆄ꼛栁䕧㾝խ21

痧♲⼧Ⱉ㾂❏㣖䕧㾝խ俒 䓹僅䕔խ26

⢵荈豤耢涸鎝䜂「豤耢ꨶ䕧眏」矦➝խ
俒 䒼捙䋷㺙晋 ˙ 鶔叕㣗 (Viadimir Dikov)խ31

䎃䏞ꨵ䕧

字㕜 80 䎃⻍䋑㢫晚颪䏠私ꏗխ158

㕜晚、㢫晚牱䨼佐Ⰵ⿻錚䕧➃妄窡鎙խ170
㣐〵⻍㖒⼦字滞錚䕧绢䢫㉏⽷锅叆㜡デխ
瘼ⷔ 繏埠⽂խ171

Ӫ


Ӫ


佟瘻莄岁鋊խ174

䲀䩛涸麛䟝խ俒 勛䎓倞խ34

㕜晙⸈㕜ꥸ䕧㾝խ190

Ӫ


ꣁ梥桪խ俒 剎侣馄խ36

♶㸤侮涸佦✲⽿䧭用涸ꨶ䕧竤뀿խ俒 搋꧆㾓խ46

ꨵ䕧醢⡲

Ӫ


ꨵ䕧㣐✲鎹խ鰿 䕠座ꨚխ210

Ӫ


⚆私劣涸鼍䥛խ俒 勛搜呠խ44

Ⲱ鸙䕧➃խ俒 랓➋խ198
ꨵ䕧程䒸

Ӫ


䚊倴ꅾ䒊麕涸♧➿Э嘥䗞僅ꨶ䕧「暥䉚遳㼱
䎃媹➃✲⟝」䏠锓剚鎹㻜խ39

䕧鐱겳程䒸խ鱀 ✵溫խ214

Ӫ


ꬌ䕧鐱겳程䒸խ220

1991 䎃㕜晚醢⡲嚌屣խ俒 哀葻խ48

ꨶ䕧妇颣խ231

䕧晚程䒸 խ52

⚆歲ꨶ䕧խ233

䕧晚矦➝խ55

䕧갠խ241



吥㼩：嘥梚꼖

湡妄

䎃䏞搋럊

㣐ꋓ䍌✥禂禂խ俒 话牏証խ40

Ӫ


Ӫ


80 䎃〵⻍䋑晚㉂涮遤㕜、㢫晚侸ꆀ窡鎙邍խ140

ꬌ⚺崩錚럊խ俒 䕧갠խ42

靽䏁騛갉—1992 䎃〵抓ꨶ䕧瘘鎹խ
俒 耂㣔牬խ3

ꨶ䕧䎃涸胣⹛խ俒 ꤫㼂傒խ46

䎃䏞ꨶ䕧植韍䱳鎣（㉂噠僦怵겳）խ8

92 䎃ꨶ䕧 V.S 儘✲խ俒 䓹聕꩑խ48

幋⚆㼱䎃，괐㞔㝖⫹խ俒 랔䒊噠խ12

92’㥪蟛㝸㔐곃խ俒 䓹覝խ50

⫙聃♧⦐꧌넓蕲䝹涸耫갉—䧮溏《ꫭ㼱䎃ㆭ
つ》խ俒 鿓⸂僕խ15
殹辉軺麂ⵌ辉軺խ俒 㼭ꅿխ17

㿋⚊搂鎊➃剤䞕խ俒 ゟⰦ閄խ19

㞔㙪㥏⯥—1992 繡㕜栬用醢晚խ
俒 ꤫僅➋խ53

䕧㾝莄栀갪

Ӫ


Ӫ


「㕜㹻ꨵ䕧顺俱긬」鏤縨籎铝僈խ

㹁鋅ㄤ劢濼涸䖧䖑խ俒 桬榏խ56

《랔굳듳》—䖛⯘涸⚥㕜䞕穡խ
俒 桬䘋䧭խ22

䯲괐䯝䕧—1992 䎃ꆄ꼛栁㕜ꥹ䕧㾝խ
俒 卌㹆妇խ60

「痧♲錚兞璭」—錚溏瑠涸〥♧ꦷ滚䖛⯘涸
㦣桊鿪䋑խ俒 ♨囙欰խ24

ⷜ㜥莅⯕䕧⛓：《冝䧗呠蔅彂》—勭〳괐莅
ꨶ䕧伢䕧խ鏞㉏ 衞粭խ26
䧮䨾濼麥ꡠ倴螩卌莅ꨶ䕧涸✳♲✲խ俒
31

鶵饥խ

1992 䎃ꆄ꼛栁㕜ꥹ䕧晚錚䷒湡ꏗխ65

鞮渠莅⼁⛘涸䱍䳣խ俒 剎⨀犵խ69

ꆄ琝鞮佐 15 䎃

Ӫ


湡妄

ꆄ琝栁 15 䎃խ俒 勛㣔燬խ71

搂ꣳ䙼䙂涸㻜颶⥃ —罉䕧晚涸㔐䗂莅⥃㶸խ
俒 嘥♧䂾խ37

私ꏗ晚珏珏㉏겗խ俒 勛麥僈խ73



程䒸

TAIWAN CINEMA
YEARBOOK

〵抓鼠Ⰵ⡲罏ꨶ䕧涸儘➿խ俒 ゟⰦ閄խ2
馜꧌㓩铃—〵⻍䕧㾝 1993խ
俒 耂㣔牬խ6

ꨵ䕧㣐✲鎹խ298

Ӫ


Ⲱ鸙䕧➃խ俒 랓➋խ310

Ӫ


ꨵ䕧程䒸

Ӫ


䕧鐱겳程䒸խ316

ꨵ䕧醢⡲

Ӫ


ꬌ䕧鐱겳程䒸խ323

1992 䎃㕜晚醢⡲嚌屣խ俒 哀葻խ136

「ꆄ꼛♲⼧」—饥鹎娜〷⛓涸溁䙼խ
俒 䑁ꆄ뒉խ21

ꨶ䕧妇颣խ353

欴醢湡ꏗ程䒸խ139

껻度ꨶ䕧꧱ヰⴚխ367

ⶾ⡲㣆䟝涸㸤䧭—锓Ⱄ⼧✳䎃䏞⮛葻ⶾ⡲瀊
晚鰊㼬ꆄ⡲ㅷխ俒 䓹僅䕔խ29

⚥俒ꨶ䕧倞剅➝稲խ376

䋑㜥莄涮遤

Ӫ


Ⱄ⼧♧䎃ꨶ鋕㕜铃Ꟁ晚խ384

1992 䎃〵抓ꨶ䕧䋑㜥穡圓ⴕ區խ俒 䕧갠խ240

ꨵ䕧醢⡲

䕧晚程䒸խ154
䕧晚➝稲խ156

䋑㜥莄涮遤

1993 䎃〵抓ꨶ䕧䊨噠⽭堥鏻倬剅խ
俒 䓹㫲蓸、湖䢵俒、䕠䥵륌խ234

Ӫ


ꆄ꼛栁栁䏠⛓怵隶խ俒 䑁ꆄ뒉խ34

䖤栀ぜꏖխ406

Ⱄ⡙菻Ꟁ涸菕嵳㕬խ
俒 䓹㫲蓸、湖䢵俒、䕠䥵륌խ249

ꆄ꼛♲⼧խ俒 耂㣔牬խ38

ꨵ䕧㕰넒խ416

〵抓ꨶ䕧涸菕遤䏠垦խ
俒 䓹㫲蓸、湖䢵俒、䕠䥵륌խ258

ꆄ꼛♲⼧䎃㣐✲鎹խ俒 詎㕜囙、꤫稇蓸խ46

Ӫ


1992 䎃껻度ꨶ䕧㔐곃խ俒 ⡮䢐ꨣխ263

俒㶶䨾䲾粭涸䕧⫹—1993 䎃〵抓涸ꨶ䕧剅硃խ
俒 ゟⰦ閄խ146

ꆄ꼛䕧㾝

Ⱄ⼧♧䎃ꨶ鋕㢫㕜Ꟁ晚խ390

Ӫ


ꨶ䕧ꤎ䬄垺锅叆㜡デ剅խ俒 랔䘋、넞䃪⼮、
⩬蛂蓸、豤秙ꨛխ258

㕬剅겳程䒸խ143

捀➊랃⮛葻ꨶ䕧ⷜ劥♶〳腋䬝䧭ꨶ䕧？խ
俒 詎㕜囙խ25

⚆歲ꨶ䕧խ359

䕧晚➝稲խ141

꧹钟겳程䒸խ116

瀖㝆⚥涸ꟐꟐꆄ⯕ —⛰♲〵抓ꨶ䕧栁㔐곃խ
俒 桬⛓⹐խ17

Ӫ


佟瘻莄岁鋊խ90

㜡秶겳程䒸խ102

Ⱄ⼧♲䎃䏞㕜晚鰊㼬ꆄ鐱㻤䊨⡲㜡デխ
俒 ꤫⭳⥜խ14

Ӫ


1992 㕜晙⸈㕜ꥸ䕧㾝♧錓邍խ87

ꨵ䕧程䒸

Ӫ


㣐㹻⢵溏罉ꨶ䕧խ86

〵⻍䋑 81 䎃㢫晚牱䨼窡鎙խ286

佟瘻莄岁鋊խ78

Ӫ


鐱㻤䠮鎊խ侮椚 ꤫䢵榫խ84

㖈娜〷涸Ꟁ屎酭 䧮⦛♶ⱄ怔屯խ俒 ❁鵔榰խ84

䎃䏞搋럊

Ӫ


〵⻍䋑 81 䎃㕜晚牱䨼窡鎙խ277

湡妄

Ӫ


1991 䎃〵抓鹎〡㢫晚⢕⡲剓㢵涸♧䎃խ
俒 랔➋խ271

㋐姹⟃㓂聐ꨶ䕧铃鎊镾ⵞ➃欰—㼠鏞䎃䏞剓
⢕⡲ㅷ䖤⚺飅鞮㣼խ俒 ꤫䢵榫խ77

Ӫ


㻜뀿ꨶ䕧涸㹁纏莅怵隶խ俒 랔桪棁խ75

〵⻍ꆄ꼛䕧㾝 1993 䎃㕜ꥹ䕧晚錚䷒㾝➝稲խ50

82 䎃〵⻍䋑㕜晚牱䨼窡鎙խ264

Ӫ


ꨵ䕧䎃

ⴀ晝㋲⡙：頿㕰岁➃㕜㹻ꨶ䕧须俲긭
籏管鱀：❁鵔榰
⚺管：꓃㋮

1935 ∼ 1993 ⚥㕜ꨶ䕧莅㕜ꥹ䕧㾝խ
俒 랔➋խ68

Ⱄ⼧✳䎃䏞㕜晚⸈㕜ꥹ䕧㾝♧錒邍խ73

Ӫ

Ӫ


Ⲱ鸙䕧➃խ俒 랓➋խ286
䖤栀ぜ㋲խ292
ꨵ䕧㕰넒խ312

ꨵ䕧噟湱ꡠ遤噟խ330

㛂管：ꁀ用僈
繡管：꤫뜩桪
㕬晚：勛俒し
吥㼩：卌ꨛ



ꨵ䕧㣐✲鎹խ274

Ӫ


ꡠ倴「⚥螠字㕜ꨶ䕧㢵㯯넓须俲䏨」խ
俒 湖ꬌ僒խ64



Ӫ


ⴀ晝傈劍：字㕜 84 䎃 6 剢

kppt

腋鋷荈⹛䩛「⨞」⹛殥䕧晚，溫僽⟂➃莇㥅խ
俒 瀖僅匋խ62

82 䎃〵⻍䋑銯晚牱䨼窡鎙խ266

Ӫ


《1994 ⚥螠字㕜ꨶ䕧䎃Ꙥ》

ꨈ䖤涸⸂ꆀ穡ざխ俒 搋꧆㾓խ58

娜䎃շꨶ䕧䎃Ꙥո籏湡ꏗ
1968 ։ 2016 䎃湡妄♧錒



程䒸

TAIWAN CINEMA
YEARBOOK

ꨵ䕧程䒸

䕧晚➝稲խ180

㜡秶겳程䒸խ132

ꨵ䕧㣐✲鎹խ侮椚 ꀿ用僈խ242

Ӫ


꧹钟겳程䒸խ147
俒㶶䨾䲾粭涸䕧⫹娜〷—1994 䎃〵抓ꨶ䕧〷
ⴀ晝涸㣐鞮佐䎃խ俒 랔➋խ172

籏管鱀：❁鵔榰
⚺管：꓃㋮

ꨵ䕧醢⡲

Ӫ


Ӫ


繡管：꤫뜩桪

ꨵ䕧㕰넒խ282

ꨵ䕧噟湱ꡠ遤噟խ300

䕧晚程䒸խ178

㛂管：脌䎋楋

䖤栀ぜ㋲խ264

Ӫ


ⴀ晝㋲⡙：頿㕰岁➃㕜㹻ꨶ䕧须俲긭

Ⲱ鸙䕧➃խ俒 랓➋խ256

Ӫ


㕬剅겳程䒸խ169

Ӫ


ⴀ晝傈劍：字㕜 84 䎃 12 剢

kppm

Ӫ


《1995 ⚥螠字㕜ꨶ䕧䎃Ꙥ》

娜䎃շꨶ䕧䎃Ꙥո籏湡ꏗ
1968 ։ 2016 䎃湡妄♧錒

㕬晚：勛俒し

吥㼩：卌ꨛ、ꁀ㎗諌

湡妄

䎃䏞䕧晙

Ӫ


㥏䚍ꨶ䕧涸溁䙼莅ꦑ䟝խ俒 康䟃頻խ43

䧮䠦㕜晚䊣鶬㾝 83.3.12 ∼ 6.12

Ⱄ⼧♲䎃⮛葻㕜晚⸈㕜ꥹ䕧㾝Ⰵ㕠♧錒邍խ

㔐곂莄㾝劅

Ӫ




耂㣔牬խ

康䟃頻խ

ꅾ隡⛰○䎃➿〵抓ꨶ䕧涸俒⻋䠑巒խ
俒 勛㣔խ88

⛰○䎃➿〵度㣐ꤷꨶ䕧⚥歑㥏ꡠ⤚⛓䊨⡲㜡デխ
俒 ꤫⭳⥜խ97

佟瘻莄岁鋊

Ӫ


㥏䚍䕧⫹谁遯㾝 83.10.1~10.7

佟屛「倬鄭」涸汥嘽ⵌ俒⻋「醳ざ」涸㤏堥խ
俒 䑁ꆄ뒉խ86



湡妄

䎃䏞䕧晙

桬㹻遺㖈䵆➊랃疮Э鐱《㟺衆㣔⢪》խ
俒 랫荛疮խ31

♧⛰⛰❀䎃，ꨶ䕧情Ⱄ剢խ俒 耂㣔牬խ9

䓹蒕㎗莅勛㸞涸㹻䌢㼭拰Э溏《㼱㥏㼭怒》խ
俒 랔䒊噠խ17

㥼䙂〵抓➃Э鍑隡꤫桪⺍涸ꨶ䕧《攨䌟눴》խ
俒 ꨮ끘խ19

Ⱄ⼧㔋䎃⮛葻㕜晚⸈㕜ꥹ䕧㾝Ⰵ㕠♧錒邍խ34

ꨵ䕧涰䎃

Ӫ


94 〵⻍ꆄ꼛㕜ꥹ䕧㾝涮敯猽疛խ俒
63

➃字涸ꨶ䕧 100խ俒 ❁鵔榰խ39

穅倴⢵⦐《時涸䞕➃》Э齡⦐「䖕植➿」涸
「䕧㶩」խ俒 䑁ꆄ뒉խ21
㥪歑㥪㥏涸㢵ꅾ⚆歲խ俒 耂㣔牬խ25

剤럊「繡뜩」，♶㣖「ㅶ䟶」Э锓《䧮涸繡뜩
莅ㅶ䟶》խ俒 脌䎋楋խ29



ぐ㕜ꨶ须긭捀䣔牝ꨶ䕧涰䎃䨾莊鳵⛓崞⹛խ
陼 勛俒しխ41

嵳䃙Ⰾ䁘

Ӫ


ꆄ꼛㕜ꥹ䕧㾝 83.11.19 ∼ 12.9

랔䒊噠խ

Ӫ


〵抓䊨私ꏗ晚涸植屣莅劢⢵խ俒
37

䧮㕜ꨶ䕧涸⫄窡莅崩遤խ俒 ❁鵔榰խ61

Ӫ


《굳⥊麨》㖈贡緿涸⧺韍⚥⥜遤խ俒 搋꧆㾓խ
21

䊨䕧㾝 83.6.9 ∼ 6.30

繡管：㡽⽂

匡劥幢䓹ꨶ䕧籏鐱➝—暶㻨➃䚍莅➃䞕涸겝
頗խ俒 兞绥խ57

䬓鍑《궬굺歑㥏》涸⺫酤խ俒 媯頻㢲խ18

ꗻ갠❀⼧䎃—䖰《尪듆⛓⚥》锓䕧⫹⚥涸⾲⡞
字խ侮椚 歊桪俒խ30

㛂管：哀宕㸞

蛘ㆁ窣ꨶ䕧籏鐱➝—ⴕꨆ耫䕧、䭨顦갉殥խ
俒 卌葻խ51

䖰《崞衽》溏⚥㕜ꨶ䕧涸牟鑨խ俒 鶵饥խ13

⾲䕧㾝 83.2.17 ∼ 4.28

⚺管：繏埠⽂

꼛㤇倛ꨶ䕧籏鐱➝—鬪Ⰵ䕧⫹，㼦鏞눦遯䌌խ
俒 桬䘋䧭խ47

♧⦐㷑㺑栬贖涸錚䕧竤뀿—「䧮㽠僽鸏垺，䙦
랃垺？」涸《䠦䞕蠝娔》խ俒 ꅽ㤹խ10

䎃䏞䕧㾝

籏管鱀：❁鵔榰、랔䒊噠

⽷♧⛰⛰㔋俒㷸ꨶ䕧眏 83.9.1 ∼ 9.28

《秋梚槕莅涯梚槕》—㝖芣秋梚槕莅秶梚槕խ
俒 耂㣔牬խ8

kpps

ⴀ晝㋲⡙：頿㕰岁➃㕜㹻ꨶ䕧须俲긭

歑歑㥏㥏倞俒⻋խ俒 卌㹆蔊խ46

《匌齭銯嫬》涸呠蔅莅ꨮ㣾涸《䎃㖈꼛⧍䊼》
㼦䪪ⴼꨆ—《㼂䃋㣐㣆》錚䖕䠮խ
俒 ⷠ⢆⥜խ6

⛰○䎃➿〵⻍倞㕬⫹—Ⱟ锸《栬用儘➿》涸鰜
摖莅侁瘘խ俒 듳듳խ26

ⴀ晝傈劍：字㕜 85 䎃 12 剢

ず䚍䧗䕧㾝 83.9.14 ∼ 9.25

《ꅾ䣔喀卌》涸儘瑠խ俒 勛䎓倞խ2

《㢵呺》捀昿鋷㣐➃莅⯕ꤥ㝖⫹խ俒
23

《1996 ⚥螠字㕜ꨶ䕧䎃Ꙥ》



嵳䃚Ⰽ䁘ꨶ䕧❜崩 70 䎃㣐✲私（1924-1995）խ
俒 랔➋խ49

程䒸

TAIWAN CINEMA
YEARBOOK



1995 䎃㢫晚涮遤嚌屣խ俒 桬幢螠խ75

1995 䎃〵⻍䋑㢫晚牱䨼窡鎙խ俒 桬幢螠խ78

Ӫ


㕜晙醢⡲

Ⱄ⼧㔋䎃䏞ꨶ䕧㣐✲鎹խ257

1995 ⚆歲䕧㠢㣟涸礶螠խ俒 랔➋խ261
ꅾ銴䕧㾝䖤栁そ㋲խ267

䕧晚程䒸խ89

Ⱄ⼧㔋䎃䏞〵抓㖒⼦ꅾ銴䕧㾝崞⹛խ278

䕧晚➝稲խ91

佟瘼莅岁鋊խ279

俒桏程䒸



㕬剅겳程䒸խ鱀 卌⥃䧭խ124
꧹钟겳程䒸խ126

䋑㜥莄涮遤

1996 䎃㕜晚涮遤朜屣Э ♧⛰⛰Ⱉ䎃〵抓ꨶ䕧
鰉姐⛓խ俒 䑁ꆄ뒉խ30
1996 䎃〵⻍䋑㕜晚牱䨼窡鎙խ鱀 傉貽桪խ35



Ⱄ⼧❀䎃䏞〵抓㖒⼦ꅾ銴䕧㾝崞⹛խ鱀
桪խ242

㎒⼧耫խ俒 耂㣔牬խ66

⚺管：繏埠⽂、嘥䥊冇
㛂管：勛ꫭ覂

吥㼩：繏猗角、傉貽桪

殹繡鮪䳖䧭㥪蟛㝸ꨶ䕧Э《㣖䎂㣔㕜》㼩繡㕜
俒⻋䋷㕜⚺纏涸䠮㎒խ俒 卌俒巯խ8



繡管：剎鑅ꩪ

吥㼩：僈棟、媯秫秫
跑莅♲㼄ꆄ角Эꨶ䕧《僱蔅㣆ꪫ》⚥涸♲➿㥏
䚍խ俒 衞陓խ11
♴嵳莅♳䁘 ˙ 鷗㹻莅㔐㹻խ俒 導凶蘟խ13

➃䚍䞕乽莅娜〷鎹䥊Э 蠝➋涸《馄秹㣐㕜字》խ
俒 䓹㕜䣔խ15
《⽂㕜ⱄ鋅 ˙ ⽂㕜》Э ♧⦐鰋僒涸デⴽ䒭խ
俒 勛䮸❏խ18

湡妄

䎃䏞䕧晙

《屎崩》汥䳷植➿➃涸泷氀խ俒 ꤫㼂傒խ13

괐괐ꨎꨎ涸〵抓ꨶ䕧խ俒 ꤫⭳⥜խ5

鏞《窍鷗❗罏涸䜄䜄》㼬怵桬頿牬խ
俒 䓹覝խ20

Ӫ


Ӫ


《秋台㶩》Э㢫溁➃涸〵抓䠑陏խ
俒 搋꧆㾓խ6

Ӫ


籏管鱀：랔䒊噠

繡管：꤫뜩桪

⚆私劣㣐鿪剚滞欰湱Э✳⼧♧⚆私㕜ꥹ倞鋕
ꅿ《란㼟》խ俒 勛䎓倞խ2

kppr

ⴀ晝㋲⡙：頿㕰岁➃㕜㹻ꨶ䕧须俲긭

㛂管：卌⥃䧭

䎃䏞䕧晙

娜䎃⚥螠字㕜ꨶ䕧䎃Ꙥ籏湡ꏗխ256

ⴀ晝傈劍：字㕜 87 䎃 6 剢

⚺管：繏埠⽂、劫蕈㽮

湡妄

꣡ꏖ

《1998 ⚥螠字㕜ꨶ䕧䎃Ꙥ》

籏管鱀：랔䒊噠

傉貽

佟瘼莅岁鋊խ244

Ӫ


ⴀ晝㋲⡙：頿㕰岁➃㕜㹻ꨶ䕧须俲긭

Ⱖ➭

ꅾ銴䕧㾝䖤栁そ㋲խ鱀 繏猗角խ227

䨡ꤎ徥呺խ俒 랔➋խ57

䕧晚➝稲խ80

ⴀ晝傈劍：字㕜 86 䎃 11 剢

ぜꏖ

1996 䎃⚥㢫婶衆涸僤խ俒 랔➋խ220

〵⻍䋑銯晚牱䨼窡鎙խ鱀 桬幢螠խ45

䕧晚程䒸խ鱀 繏猗角、傉貽桪խ78

kppl

㜡畎겳程䒸խ鱀 繏猗角、傉貽桪խ174

字㕜Ⱄ⼧❀䎃ꨶ䕧㣐✲鎹խ鱀 卌⥃䧭խ212

1996 䎃㢫晚涮遤朜屣խ俒 桬幢螠խ40

㕜晙醢⡲

㜡畎겳程䒸խ163

《1997 ⚥螠字㕜ꨶ䕧䎃Ꙥ》



俒桏程䒸

Ӫ


Ӫ


⥃㶸䕧晚、鼠ぢ㕜ꥹ莻〵Э❁鵔榰锓ꨶ须긭鹎
Ⰵ FIAF 涸䗱騟娜玑խ俒 䓹覝խ249

Ӫ




Ⱖ➭

Ӫ


1995 䎃〵⻍䋑㕜晚牱䨼窡鎙խ70

Ⰾ䁘♲㖑

鷆鎹痧♧㾂㕜ꥹ螠铃ꨶ䕧㷸遯灇鎣剚խ
俒 ꤫⭳⥜խ22

Ӫ


1995 䎃㕜晚涮遤嚌屣խ俒 哀葻խ69



ぜꏖխ219

Ӫ


Ӫ




㕬剅겳程䒸խ214

Ӫ


䋑㜥莄涮遤



꧹钟겳程䒸խ177

Ӫ


Ⳗ翹䒒♧⚆私⚥㕜ꨶ䕧⛓뀺⫃ЭЭ鎹Ⰽ䁘♲㖒
㼬怵剚痧♲妄剚խ俒 랔➋խ62

娜䎃շꨶ䕧䎃Ꙥո籏湡ꏗ
1968 ։ 2016 䎃湡妄♧錒

〵抓ꨶ䕧⚥僦涸虢钲✥韍莅倞⚆➿俒⻋贡搂խ
俒 랔䒊噠խ2

《繡뜩㖈㈖姐》Э㼠鏞㼬怵卌姻渿խ
俒 䓹覝խ16



程䒸

TAIWAN CINEMA
YEARBOOK

鷷姿䧭捀錚岤搋럊涸私ꏗ䕧晚խ
俒 랔䒊噠խ36

《瑭麕㭊㹻勠》Э「㰾㮓Ⰵ」䕧⫹私ꏗխ
俒 脌〵뜩խ42
⛰♬ꆄ꼛⹛殥䘰駵խ俒 瀖僅匋խ46

⚺管：繏埠⽂、嘥䥊冇

ꨶ䕧〟剅խ鱀 媯秫秫խ276



㛂管：哀宕㸞

ꨶ䕧㼭铞խ鱀 媯秫秫խ279

繡管：剎鑅ꩪ

Ⱖ➭

字㕜Ⱄ⼧Ⱉ䎃ꨶ䕧㣐✲私խ
鱀 繏埠⽂、桬㼭繡խ284

1997 䎃⚥㢫䕧㠢㣟涸礶螠խ俒 랔➋խ299

痧㔋㾂嵳䃚Ⰽ䁘冸껻度㼬怵灇鎣剚剚陾鎹ꏗխ
鱀 ⚥螠字㕜ꨶ䕧㼬怵⼿剚խ54

脌ꆄꋸ涸ꨶ䕧⚆歲խ俒 랔➋խ308

纏㣐ⵄꨶ䕧㻜뀿⚥䗱痧♧⡙⚥㕜殆㷸欰Э
涯兞榰麥繏꼛蕲㷸鎹ㄤ劢㸤涸㣆խ
俒 랔➋խ324

⚆私劣㢨껻度涸铇䠑ꨶ䕧խ俒 ꤫⭳⥜խ68
1987 䎃〵抓鍑㓂䖕涸嵳䃚Ⰽ䁘涸ꨶ䕧❜崩：
過慮倴宐涸鶵䙼莅濨湽խ俒 䑁ꆄ뒉խ71

吥㼩：绀ꬆ肬、鿓㉬⫄、鏪㕜螠

湡妄

䎃䏞䕧晙

搂耫㻜䎍涸㼬怵齶ꌂ铇խ俒 㸙噠擤խ329

〵抓⹛殥涸ꅽ玑烵Э《눦岁㱙》խ
俒 耂㣔牬խ2

1997 䎃㕜Ⰹꅾ銴䕧㾝㾝崞⹛խ
鱀 媯秫秫խ348

詎僈❮涸倞⡲《峯》խ俒 耂㣔牬խ7

ꅾ銴䕧㾝䖤栁そ㋲խ鱀 媯秫秫խ331

Ӫ


䋑㜥莄涮遤

1997 䎃⚥㢫䕧晚涮遤嚌屣խ俒 桬幢螠խ84

《嵳♳蔅》Э♳⦐⚆私劣涸繡뜩莅ㅶ䟶խ
俒 ꁀ荛淏խ5
《ꅿ란ꦿ》莅랔ꌂ姻խ俒 勛䎓倞խ11

1997 䎃㕜晚⸈㕜ꥹ䕧㾝♧錒邍խ
鱀 媯秫秫խ363

1997 䎃〵⻍㖒⼦㕜晚牱䨼窡鎙խ
俒 桬幢螠խ93
1997 䎃〵⻍㖒⼦㢫晚牱䨼窡鎙խ
俒 桬幢螠խ101



꤫㎗♳莅《ꅿ桊ⴡ陪》խ俒 桬榏խ15

佟瘼莅岁鋊խ374





굳♧菛涸ⴲ糼䧗たЭ溏Ⰽ鿈껻度倞㼬怵涸⡲ㅷխ
俒 耂㣔牬խ18

ぜꏖխ



1998 䎃ꨶ䕧㣐✲鎹խ270

ꅾ銴䖤栁そ㋲խ314

⛰Ⱄꨶ䕧歲⛓螠秝㪮猗植韍խ俒 ꤫㼂傒խ52

1998 䎃㕜晚⸈㕜ꥹ䕧㾝♧錒邍խ333

Ӫ




Ⱖ➭

「⥃㶸ꨶ䕧俒⻋须欴⼿㉂剚陾」剚陾私ꏗխ
私ꏗ 䓹獔蔕խ308

㕜晚鰊㼬ꆄ溫涸僽㪮晋ⶍ㌨？Э聃聃ꨶ䕧➃
䙦랃铞խ俒 ꤫㼂傒խ49



佟瘼莅岁鋊խ337

ぜꏖ

Ӫ


1998 䎃〵⻍㖒⼦㕜晚牱䨼窡鎙խ俒 桬幢螠խ65

ꨶ䕧㼭铞խ267

「俒⻋须欴⥃㶸岁」㟞鎎ꨶ䕧俒⻋须欴湱ꡠ哭俒
灇㉂剚陾私ꏗխ私ꏗ 繏埠⽂խ300

1998 〵⻍ꆄ꼛㕜ꥹ䕧㾝晚㋲խ43

1998 䎃⚥㢫䕧晚涮遤嚌屣խ俒 桬幢螠խ58

㜡秶䕧鐱程䒸խ162

1998 䎃⚥㢫䕧㠢㣟涸礶螠խ俒 랔➋խ295

1998 〵⻍ꨶ䕧眏㕜ꥹ䕧㾝晚㋲խ41

䋑㜥莄涮遤

俒桏程䒸

ꨶ䕧〟剅խ265

1998 〵抓㕜ꥹ私ꏗ晚꧱䎃㾝晚㋲խ37



䕧晚➝稲խ90

Ӫ


〵抓私ꏗ晚涸倞私⯋Э〵⻍ꨶ䕧栁䖤栁罏꤫焚
⭑、嘥⸂䊝鼠私ꏗ晚涸痧♧姿խ俒 諽蝎頻խ34

㕜晙醢⡲

䕧晚程䒸խ88

꧹钟겳程䒸խ204

鵔䱺䎂字⡲罏涸䎃➿խ俒 桬❏笞խ28

〵⻍ꨶ䕧眏「瀊晚䧭䎃狲」Э✳⼧䎃⢵涸瀊晚
珏㶩劍䖊♧妄剤抡蔅涸遼乹խ俒 諽蝎頻խ32

꣡ꏗ：ぐ㼭㘗䕧㾝♧錒խ鱀 桬幢螠խ85

㜡秶ꬌ䕧鐱程䒸խ174

ꡠ倴鸏⦐䃋䉞Э〵抓ꡠ岤 ˙ Ⱏず鎹䥊խ
俒 䓹撑㛔խ22

Ӫ


꣡ꏗ：ぐ䕧㾝㾝ⴀ䕧晚խ115

1998 䎃〵⻍㖒⼦㢫牱䨼窡鎙խ俒 桬幢螠խ70

Ӫ


Ӫ


Ⰾ䁘♲㖑

껻度㔐娝攨惐⚥涸「隶茁」խ俒 ꤫㼂傒խ66



籏管鱀：랔䒊噠

Ӫ


〵抓ꨶ䕧暶佪涸涮㾝խ俒 脌⟗⯕խ48

kppp

ⴀ晝㋲⡙：頿㕰岁➃㕜㹻ꨶ䕧须俲긭

䕧鐱겳ꨶ䕧鐱锸խ鱀 勛ꫭ覂、僈棟խ190
ꬌ䕧鐱겳ꨶ䕧鐱锸խ鱀 僈棟խ200

〵抓ꨶ䕧涸倞惐莅넞惐խ俒 ヰ儫㶩խ39



ⴀ晝傈劍：字㕜 88 䎃 7 剢

俒桏程䒸

Ӫ




䕧晚➝稲խ122

《1999 ⚥螠字㕜ꨶ䕧䎃Ꙥ》

Ӫ


❁鵔榰莅〵⽂谁遯㷸ꤎ갉⫹私ꏗ灇瑖䨾խ
鏞㉏侮椚 ꤫❮⚫խ30

㕜晙醢⡲

䕧晚程䒸խ120

Ӫ


《㕜麥㼓ꟗ》涸㣔迱僤堾遤խ俒 䑁ꆄ뒉խ28



Ӫ


牟僈涸茁陗莅➃涸錬蒀Э騈《䘞➫》♧饱㼦
䪪ꨶ䕧խ俒 ꁀ用僈խ25

娜䎃շꨶ䕧䎃Ꙥո籏湡ꏗ
1968 ։ 2016 䎃湡妄♧錒



程䒸

TAIWAN CINEMA
YEARBOOK

《2000 ⚥螠字㕜ꨶ䕧䎃Ꙥ》

ⴀ晝傈劍：字㕜 89 䎃 11 剢

o

《2001 ⚥螠字㕜ꨶ䕧䎃Ꙥ》

ⴀ晝傈劍：字㕜 90 䎃 9 剢 11 傈

ⴀ晝㋲⡙：頿㕰岁➃㕜㹻ꨶ䕧须俲긭

籏管鱀：勛㣔燬

⚺管：繏埠⽂

⚺管：繏埠⽂

㛂管：勛ꫭ覂

㛂管：卌字㻞

繡管：䓹㸪㎗

繡管：䓹㸪㎗

吥㼩：䓹䎓覂、僈棟

「ⲱꨫ涸鸠䏞雊➃䗱汥」Э諽蝎頻驎衽《秋
衞》♧騟饥⢵խ俒 卌葻խ23
랔桪棁锓《溫䞕期䠦》խ䱰鏞侮椚 僈棟խ26

Ӫ


ꁀ用

㖈랱冝⚥❜剚涸✽佞⯕❮…1999 〵抓ꨶ䕧瘘鎹խ
俒 耂㣔牬խ38

⼱⚆私⢵〵抓ꨶ䕧伢䕧䌌涸顀桐խ俒 랔➋խ45
껻度ꨶ䕧㖈〵抓խ俒 桬榏խ50

Ӫ


䕧晚程䒸խ84
䕧晚➝稲խ86

俒桏程䒸

Ӫ


《䗚㭶㉬爚》խ俒 랔䢵뒉խ20

㕜晙醢⡲

㜡秶䕧鐱程䒸խ168

㜡秶ꬌ䕧鐱程䒸խ176
꧹钟겳程䒸խ196

ꨶ䕧〟剅խ鱀 媯秫秫խ250
ꨶ䕧㼭铞խ鱀 媯秫秫խ252

Ⱖ➭

Ӫ


䩛圙、匢ⳳ、权、䟅㥏♲媯锸…《䟅㥏⫄》խ
俒 ꁀ用僈խ17

1999 䎃ꨶ䕧㣐⚆私խ鱀 勛ꫭ覂、桬繡룲խ254

1999 䎃⚥㢫䕧㠢鸚䕧➃խ俒 랔➋խ264
ꅾ銴䖤栁そ㋲խ鱀 ꤫猨蓸խ272

ꅾ欰涸䕧⫹：〥ꡬ〵铃晚灇瑖鸁䖜խ
俒 䑁ꆄ뒉խ53

倞⚆私〵抓ꨶ䕧䖰㷸欰ꨶ䕧㨥…1999 〵⻍ꨶ
䕧眏⛓㕜ꥹ㷸欰䕧㾝䊨⡲㜡デխ俒 ꤫⭳⥜խ57
㼦䪪〵抓ⶾ鸤䚍涸⹛錬蒀խ俒 瀖僅匋խ59

1999 䎃〵⻍ꨶ䕧眏խ286

1999 䎃〵⻍ꨶ䕧眏晚湡խ293

1999 䎃ꆄ꼛㕜ꥹ䕧㾝晚湡խ294

1999 䎃㕜晚⸈㕜ꥹ䕧㾝♧錒邍խ296
㕜用〵⽂谁遯㷸ꤎխ299

Ӫ


䋑㜥莄涮遤

1999 䎃⚥㢫䕧晚涮遤莅䋑㜥嚌屣խ
俒 桬幢螠խ64

Ӫ


佟瘻莄岁鋊խ301

Ӫ


ぜ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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俒 剎⨀犵խ10

〵抓ꨶ䕧 2000：劥㕼㔮㞯莅㕜ꥹ澗劆խ
俒 耂㣔牬խ66

ⷜ䞕晚：
《荁贅询륌》խ俒 话牏証խ20

2000 䎃㕜ꥹ䕧㾝涸〵抓艁⽫խ俒 耂㣔牬խ78

寐廪悴䠑陏：《荁贅询륌》⚥涸ꫭ僱妲纎莅䧗留
㠺䫈խ俒 䓹㼭赙խ22

꣡ꏗ：2000 䎃㕜晚⸈㕜ꥹ䕧㾝♧錒邍խ79

緄⛘㤹䴂涸㕜ꥹ⛓騟：䖰岁㕜ꨶ䕧须俲긭「⣶㷂
颩㔐곃㾝」锓饱խ俒 ゟ㗛㞻խ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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俒 矦佟棇խ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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ꠗ隡《♧ ♧》⚥涸歑䚍搋䣂խ俒 鿓䓽欰խ40

「♧ ♧」麥⢵，♲㼭儘Ⱏ뒊：鏞 2000 㖿㙹䕧㾝
剓⢕㼬怵嘥䗞僅խ俒 ゟ㗛㞻խ42
《麌鱲䩛⛓䧗》խ俒 话牏証խ44
《尪屎䝲姐》խ俒 桬麥⨀խ45

갸鋅痧Ⱄ谁遯繡뜩倞劢⢵խ俒 桬䒄楼խ88

搋럊鷳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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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ꏗ：ぐ갪㼭㘗䕧㾝խ俒 桬幢螠խ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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剓瀊騅ꨆ涸Ⳗ鋕：ꨶ䕧瀊晚涸눃⸂ 俒 闒㎗ꏳ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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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䕧⛰剢㣔：2000 ꆄ꼛䕧㾝莅私ꏗ晚꧱䎃㾝剤䠮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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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ꏗ晚：
秋蒀侸㶶姻㖈忹忹⦝侸：䧮隡諽蝎頻涸《ꋓ矹㶩》խ
俒 꾁⟃鮪խ54
鎹ꏗ䗱涸私ꏗ晚：锓脌〵뜩涸《䠦䧗䱖抓痁》խ
俒 勛❏哆խ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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鰊㼬ꆄ佟瘼㼿鰊㼬խ俒 ゟ㹄龐խ88

✳○○♧䎃鸚⚆涸须幀谁➃խ俒 랔➋խ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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Ⱖ➮꧹钟խ323

灶鹋㜡խ281

脌ꆄꋸ㼬怵俒暟涸侮嚌屣խ俒 飅宕➋խ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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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ⴚ겳խ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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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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䖰《荁贅询륌》溏㕜ꥹざ醢騟箁涸鶵䙼խ
俒 勛❏哆խ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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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䎃〵⻍㖒⼦ꨶ䕧䋑㜥ⶆ區խ俒 桬幢螠խ56
2002 䎃〵⻍㖒⼦♳僦ꨶ䕧晚牱䨼窡鎙խ66

灶鹋㜡ꨶ䕧湱ꡠ俒畎湡ꏗխ224

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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㕜Ⰹ㢫ꅾ銴ꨶ䕧栁䖤栁そ㋲խ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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䎸խ俒 卌⢕륋խ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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勛䐁欰莅《♶鋅》խ俒 䓹覝խ98

⹛殥⚥涸侸⡙ⶾ䠑：鏞瀖僅匋、랔薳僅、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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㣐ꋓ䍌倞莻荩Э侸⡙ꨶ䕧䌟⢵涸ꤎ箁ⱄ欰箔խ
俒 桬騟僒խ78

ꨶ䕧倞倰ぢ：笪騟㻫걽莅侸⡙䕧⫹խ
俒 桬騟僒խ180

繡뜩涸䤬䤷，䝲巜涸㣟侁Э《❀剢⛓䧗》遤ꌼ
瘼殜增鎣խ俒 갪䚃㭦խ73

《눦鞝⫄㣼》⛓⫄㣼ЭЭꨶ鋕鞝肆⟨剤ꣳⰗ遤
ꌼⶰ籏鏪囙㸪㼠鏞խ鏞㉏侮椚 卌渠䘋խ173

佞僦倞涮㾝Э繡뜩螠 IMAX ꨶ䕧竸錒խ
鏞㉏侮椚 僈棟խ83

〵抓ꨶ䕧涸㉂噠錏ꄁխ185

䖰⽫䏞㼂蟛㝸溏〵抓㉂噠ꨶ䕧涸涮㾝莅㔮㞯խ
俒 勛❏哆խ190

〵抓ꨶ䕧僦怵噠䊣狲խ
锅叆侮椚 卌渠䘋、詎㹄麨խ91

歋♲鿈⡲ㅷ锓䎃鰋ⶾ⡲罏涸䄖饱莅㔮㞯խ
俒 耂㣔牬խ194

䎃䏞植韌

私ꏗ晚䧭捀〵抓ꨶ䕧倞곏㷸խ124

㣰簧⚥宠欰㶸涸⚥欰➿㼬怵 Э嘥갫幢㼠鏞խ
鏞㉏侮椚 桬繡룲խ198

《騥莻儘➿》㼭瘘鎹Э 1933，䧴僽 2004խ
俒 鿓棇䓍խ131

僽ⴀ〡鼩僽幀幇？Э〵抓ꨶ䕧騗㕜ざ醢涸㔮
㽷莅鱲堥խ俒 눛桶խ215

䖰「姐莻⚥㕜」ㄤ「騥莻儘➿」涸牱䨼ⵄ锓饱խ
俒 勛麨纏խ139

〵抓䕧㠢 2004

Ӫ


㕜㹻ꨶ䕧须俲긭剚㆞歍锞鳵岁խ286

ⴀ晝傈劍：字㕜 94 䎃 12 剢

o m

ⴀ晝㋲⡙：遤佟ꤎ倞耂㽷

䪭鳵㋲⡙：頿㕰岁➃㕜㹻ꨶ䕧须俲긭
⚺管：哀葻

顑⟤管鱀：卌渠䘋、僈棟
繡遯管鱀：錚럊鏤鎙

须俲侮椚：詎㹄麨、僈棟

湡妄

㽷Ꟁ䎸խ俒 㩈俒兰խ7

䖰《♧瀖✳둷》锓〵抓ꨶ䕧㖈㣐ꤷ䋑㜥涸涮㾝
Э劫䒂䎂㼬怵㼠鏞խ鏞㉏侮椚 僈棟խ207

♶焥佟屛涸〵抓私ꏗ晚俒⻋Э「〵抓㕜ꥹ私ꏗ
晚꧱䎃㾝」涸㉬涮խ俒 鿓⸂僕խ128

鰊㼬ꆄⵖ䏞⛓佪渤莅莇ꬠ铞䋫խ
俒 倞耂㽷ꨶ䕧贖խ223

䧮涸鏪㢵痧♧妄Э《VivaTonal 騥莻儘➿》
⩎鎹խ俒 矦⨀倛խ135

Ӫ


《2005 ⚥螠字㕜ꨶ䕧䎃Ꙥ》

2004 䎃涸〵抓䕧㠢խ232

䮋二罏ⷠ䗳珪：脌〵뜩锓《瀖걧㣆》խ
鏞㉏、吥鎎 鏪➋僅；侮椚 ゟ馊⥜խ146

䎃䏞䕧晚➝稲խ製꧌侮椚 詎㹄麨խ235

〵抓涸䗱聾Э《搂碜坿》խ俒 话牏証խ158

ざ须劢ざ崩Э䖰ꆄ꼛栁溏䎃䏞螠铃ꨶ䕧涸ぐ
荈괐螠խ俒 勛❏哆խ250

䵩♧䏠堀Э《⽂倰慍嵳峕私✲》⩎㻨խ
俒 䑁듳㛇խ161

2004 䎃ꨶ䕧䋑㜥籏錒խ俒 桬幢螠խ252

缺怎ゅ！歑㷛խ俒 랔껻榼խ164

桬㼭啭涸「乩䫵」⸂ꆀխ俒 卌㦍㳱խ267

䕧鋕崩㣐馸խ166

鞴⯕ꨶ䕧窛铃խ俒 ヰ繡梥խ270
婶衆僤㞔խ俒 랔➋խ274

Ӫ


《⼧♬娔涸㣔瑠》涸醢晚瘼殜խ
俒 勛罇螠խ36

䎃䏞搋럊

Ӫ


㣼髖莅披旅Э管ⷜ锓《⼧♬娔涸㣔瑠》 涸圓
䟝麕玑խ俒 ⩬潈齩խ41

〵抓ꨶ䕧佟瘼⿻㻜倷銴럊խ10

植ꥣ媯ꨶ䕧鰊㼬佟瘼⛓䲃倷莅㾝劆խ
俒 倞耂㽷ꨶ䕧贖խ15

《欰ㄐ》莅「兞僦⫹㷎」遤ꌼⴲ䱳խ
俒 䓹覝խ46

锓䧮㕜涸ꨶ䕧佟瘼莅격兞խ俒 剎鸮囙խ22

殹私ꏗ晚䧭捀倞涸來㛔Э鑑锸《欰ㄐ》⿻Ⱖ俒
⻋植韍խ俒 鿓⸂僕խ59

〵抓ꨶ䕧涮遤莅僦怵խ32



娜䎃շꨶ䕧䎃Ꙥո籏湡ꏗ
1968 ։ 2016 䎃湡妄♧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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ⴀ晝㋲⡙：遤佟ꤎ倞耂㽷

䪭鳵㋲⡙：頿㕰岁➃㕜㹻ꨶ䕧须俲긭
涮遤➃：ꁀ俒料
籏管鱀：ヰ覝㩷

婵衅僤鴆

Ӫ


2005 䎃ꨶ䕧䋑㜥籏錒խ俒 桬幢螠խ218
〵抓䕧㠢㣐✲私խ243

2005 䎃〵抓䕧㠢㣟涸礶薊Э宕䧃蕑㣔、
邿橵繡ㄤ勛䕧խ俒 랔➋խ118

* 㕜晚㾝冸䖤栁そ㋲

* 㕜Ⰹ䕧㾝、䏠锓剚、闍䏠冸灇鎣剚

ꨵ䕧岁鋊

Ӫ


ⴀ晝傈劍：字㕜 95 䎃 12 剢

o s

* ꨶ䕧㕰넓そꏗ

〵抓䕧㠢

* ꨶ䕧欴噠そꏗ

Ӫ


《2006 ⚥螠字㕜ꨶ䕧䎃Ꙥ》

䎃䏞䕧晚➝稲խ侮椚 ꤫儫螠；须俲⢵彂 倞耂
㽷խ204

* 㕜晚ꤎ箁䨡ꤎ呍㹁そⱁ

（* ⫦ꏗ㶸湡倴剅⚥，须俲Ⰹ㺂锞叆ꠗ⯕焈晝）

⚺管：闒➋僅

㼓鏤鎙：랔槈椨
繡遯管鱀：랔槈椨

㽷Ꟁ䎸խ俒 ꀿ俒斘խ11

ⴀ晝傈劍：字㕜 96 䎃 12 剢
䪭鳵㋲⡙：頿㕰岁➃㕜㹻ꨶ䕧须俲긭

Ӫ


䶰銴խ16

銯檘莅ꨣ労涸ꨶ䕧植韍錚㻌խ俒 ⷠ宕淏խ18

欽䕧⫹鏰铞鱲隶 雊䕧晚䧭捀㉂ㅷ：䖰⣶㷂颩涸
《剓㥪涸儘⯕》铞饱խ俒 랔䒊㸪խ21

《搂碜坿》遤ꌼ䧭⸆⛓鮨騋խ俒 䓹鋹覝խ34

㕜晚륌걧ꪶ噠♶ⱄ，栬用醢⡲康乹⽓⡙Э锓
2005 䎃倞甔饱涸㕜晚醢⡲莅涮遤Ⱇխ
俒 蒕晋խ91
ꨶ䕧瀊晚涸〥겳久佞䎂〵Э䩛堥⟃⿻Ⱇ鮦、䰦
麌畀涸 Bee TVխ俒 ꤫僈猗խ95

㼠噟錙럊

䶰銴խ100

䎃䏞植韌

2005 䎃〵抓倞㼬怵錚㻌瘘鎹Э䎃鰋⻋、겳㘗
⻋涸〳㋐莅ꦡ䣯խ俒 耂㣔牬խ66

䕧⫹걆菕㆞勭睛⛓涸耫갉渱㶩Э㼠鏞须幀ꏗ
갉䌌勭睛⛓խ鏞㉏、侮椚 ゟ恞楧խ114

Ӫ


䶰銴խ52

럊敎〵抓ꨶ䕧涸䗂欺⛓抡Э㼠鏞ꨶ䕧贖Ꟁヰ覝
㩷խ鏞㉏ 闒➋僅；侮椚 ゟ䁌⥜、導烂ꫭխ106

竸錚 2005 䎃〵抓ꨶ䕧欴噠饱衆խ
俒 衞鮯兒、꤫⭳⥜խ56



㛂遤管鱀：繏嵳笞、嘥䥊冇
㼓鏤鎙：랔槈椨

⟃䋑㜥捀㼬ぢ涸ⶾ⡲瘼殜Э♲ㄤ㫨坿莅兞
㫨坿涸醢⡲㎲鑑խ俒 갪顨俢խ89

Ӫ


❀䎃Ⰽ涰䥊䫏Ⰵ俒⻋ⶾ䠑欴噠խ
俒 倞耂㽷ꨶ䕧贖խ48

⚺管：闒➋僅

㖈ꨶ䕧酭莅⽈暟긭湱麂խ俒 랔俒姻խ81

⚥䕧僒⚺莅䨡ꤎ湱糒⨢噠植韍խ俒 话牏証խ24

雊䧮⦛涸⡲ㅷ㼩䋑㜥ゅ！Э㼠鏞《缺怎ゅ！
歑㷛》ⶾ⡲䬝墂卌肬颩、蛅兞敟խ鏞㉏、侮椚
꤫䗞룲、蒕晋խ42

籏管鱀：꤫⤧ㆹ

䖰㼭輶䍌鼠ぢ㣐ꋓ䍌Э〵抓ꨶ鋕걽麥騗駈ꨶ
䕧欴噠涸㢵珏頗խ俒 桬兪渠խ78
《ꫭ僱軤軨㷑䧗蔅》䖰ꨶ鋕隶ꨶ䕧涸⯓㣔㣟锅խ
俒 㝤绥俒խ85

《鑠窣》涸暶佪醢⡲竤뀿Э㼠鏞《鑠窣》㼬怵
豤撑䕟、醢晚랔䘋僈խ鏞㉏ ⣶㷎搭；侮椚 ⣶
㷎搭、嘥⯋㧚、랔겢荬խ28

涮遤➃：闒䘋⨀

殹猰䪮噠麂♳ꨶ䕧噠խ俒 蛅㉬牬խ75

䩧侸⡙ꨶ䕧涸倞㤏堥Э㼠鏞〵⻍䕧噠袚✲
Ꟁ脌ꫭ⚥խ鏞㉏ 闒➋僅；侮椚 導烂ꫭխ110

繡遯管鱀：랔槈椨

须俲侮椚：桬繡룲、詎㹄麨、僈棟

湡妄

㽷Ꟁ䎸խ俒 闑䘋⧿խ10

䧮㕜ꨶ䕧鰊㼬䲃倷⛓䱳鎣խ
俒 倞耂㽷ꨶ䕧贖խ36

Ӫ


Ӫ


〵抓ꨶ䕧來肬㔔䥰椕⻋莅侸⡙⻋馸涸〳腋
⛓麥խ俒 䑁ꆄ뒉խ72

䎃䏞搋럊

o l

ⴀ晝㋲⡙：遤佟ꤎ倞耂㽷

䎃䏞搋럊

Ӫ


湡妄

须俲侮椚：桬繡룲、詎㹄麨

《2007 〵抓ꨶ䕧䎃Ꙥ》

䶰銴խ14

2006 䎃〵抓ꨶ䕧㔐곃Э倞儘➿涸欰㶸遯խ
俒 耂㣔牬խ17

䎃䏞植韌

Ӫ


㛂遤管鱀：勛ꫭ覂、꤫儫螠、嘥䥊冇、繏嵳笞

娜䎃շꨶ䕧䎃Ꙥո籏湡ꏗ
1968 ։ 2016 䎃湡妄♧錒

䶰銴խ50

〵抓⟱噠㹻騗駈ꨶ䕧噠証捀倞괐惐խ
俒 桬䒊㸙խ53

䖕㿋呠蔅彂，䬪㕜晚倞鋕ꅿխ俒 勛䘋譗խ25
䖰《蒀，䧯》涸鼇錬麕玑增鋕〵抓怵㆞植朜խ
俒 갪顨俢խ28

ぢ䊩饥，ぢ〸饥？䖰《鑠窣》ㄤ《♧䎃⛓ⴲ》溏
〵抓ꨶ䕧䋑㜥涸欰㶸齅鱀խ俒 勛❏哆խ57

暶佪⛓倴〵抓ꨶ䕧涸䭸垦䠑纏խ俒 㝤绥俒խ32

ず䘋겗勞䭰糵䒂敯խ俒 飅姻ㆹխ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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Ӫ


2006 䎃〵抓䕧㠢㣟涸僤纈խ俒 랔➋խ100

ꨵ䕧岁鋊
〵抓䕧㠢

Ӫ


〵抓㕜ꥹ䕧鋕⽈錒剚侮ざ䕧鋕欴噠䎂〵խ
俒 ꁀ〳眕խ75

2006 䎃䎃䏞䕧晚➝稲խ侮椚
彂 倞耂㽷խ212

㼠噟錙럊

桬繡룲；须俲⢵

Ӫ


2006 䎃ꨶ䕧䋑㜥籏錒խ俒 桬幢螠խ

䶰銴խ80

ꨶ䕧醢⡲莅遤ꌼ涸㘍湬侮ざЭ㼠鏞㿋宐㕜ꥹ
籏湌嘥꾚խ鏞㉏、侮椚 哀橲剢խ84

㖈醢晚莅ⶩ䱺涸濨湽⚥⥜摏荈䊹Э㼠鏞 2006
䎃「㕜㹻俒谁栁」䖤⚺䑁䣔匡խ鏞㉏、侮椚 哀
橲剢խ90

♧⦐繡㕜伢䕧䌌涸〵抓ꨶ䕧竤뀿Э㼠鏞伢䕧䌌
Jake Pollockխ鏞㉏、侮椚 ⣶㷎搭խ93

㽷Ꟁ䎸խ俒 〷❏䎂խ10

㻜植㣆䟝莅㼩植㻜涸ⰍꨈЭ䖰《剓麶黇涸騅
ꨆ》溏〵抓ꨶ䕧涸醢⡲㔮㞯խ䱰鏞 僈棟խ118

䎃䏞搋럊

⻋䟝⫹捀溫㻜Э鏞ꆄ꼛栁鋕錏佪卓栁䖤⚺飅
⤧纷խ䱰鏞 繏嵳笞խ122

Ӫ


Ӫ


ⶾ「〵抓螠铃ꨶ䕧」涸〳腋խ
俒 䑁ꆄ뒉խ71

湡妄

2006 䎃〵抓䕧㠢㣐✲鎹խ
* 㕜晚㾝冸䖤栁そ㋲

* 㕜Ⰹ䕧㾝、䏠锓剚、闍䏠冸灇鎣剚
* 2006 䎃ꨶ䕧湱ꡠ㕰넓そ㋲
* 2006 䎃ꨶ䕧湱ꡠ欴噠そ㋲
* 㕜晚ꤎ箁䨡ꤎ呍㹁そⱁ

（* ⫦ꏗ㶸湡倴剅⚥，须俲Ⰹ㺂锞叆ꠗ⯕焈晝）

⚥、薊俒䶰銴խ16

2007 〵抓ꨶ䕧 Э넞㿋莅冝弉，ꉣ须莅㼭ㅷխ
俒 耂㣔牬խ18

2007 〵抓私ꏗ晚錚㻌瘘鎹 Э岙屁䖕涸⽭堥խ
俒 卌加勞խ28

㼦䪪䠦，㔔捀䧮㶸㖈《랱滚㕖》խ俒 暋걧朄խ32

陗ⴀ㕜晚涸倞䠮⹛Э鏞《箻绢刼》㼬怵꤫䧃䛸խ
䱰鏞 ꀶ꧉⚸խ35

Ⰽ䁘♲㖒Ⱏⶾ螠铃ꨶ䕧倞嵠惐խ
俒 僈棟խ126

2007 䎃ꨶ䕧䋑㜥籏錒խ俒 桬幢螠խ130

䕧鋕僤湎♳涸⯕蒹❜剏

Ӫ


「倞涸倰ぢ」Эぐ㼦ⴀ騟涸倞ꌴ〵抓խ
俒 嘥⯋ꉁխ68

Ӫ


婵衅僤鴆

倞♧岚ꨶ䕧ꂂ坿涸䄖饱խ俒 勛⯕昽խ64

2007 罇滚倞僤넓

魸鹎괐酭굳绥涸猽㺙Э鏞桬㶃㧚խ
䱰鏞 ゟ⥆蠩խ156

꧱㙹鎹、㼩溏꧌Э《Ⱉ贫ⴀ〡》、《䍲䍲䧮䠦
牟》殹⚥涸⻍넞꧱㙹խ俒 ⡎闫խ40

捀荈䊹⛳捀錚滞⨞涸ꨶ䕧㣆Э鏞넞挴奚խ
䱰鏞 ゟ⥆蠩խ160

贡亼⚆歲＋〳䠦來⚺Э《ⵞꫭ》涸ꫭ僱⽫鎹խ
俒 ゟⳝխ45

䭰糵衽騗歲涸麕玑Э鏞䓹❣㥶խ
䱰鏞 ꀶ꧉⚸խ164

♧〫《蒀，䧯》Ⰽ麥筝皦ㄭխ俒 ꁀ用僈խ50

匡롗瑭晘⚥Э踙隶⚥涸〵抓⚥欰➿ꨶ䕧㼬怵：
ゟ碜喀、듳듳խ俒 랔䢵併խ58

2007 䎃〵抓䕧㠢㣟涸僤纈խ
俒 랔➋、峿焗㭓խ168

幀ꤴⶾ⡲涸⚆歲，秫礩㖒崞Э鏞ꁀ㹆鴍莅ꁀ俒
㛔锓《㢚㣔涸㽵䊼》խ䱰鏞 ゟ⥆蠩խ63

ⴀ晝傈劍：字㕜 97 䎃 12 剢
ⴀ晝㋲⡙：遤佟ꤎ倞耂㽷

䪭鳵㋲⡙：頿㕰岁➃㕜㹻ꨶ䕧须俲긭
涮遤➃：〷❏䎂
籏管鱀：卌幢⥜

⟱殥窡硁：譩䟃梥
⚺管：ꁀ用僈

㛂遤管鱀：桬繡룲
㼓鏤鎙：랔槈椨
繡遯管鱀：랔槈椨

须俲侮椚：桬繡룲、僈棟、눛鹠槇、繏嵳笞

薊俒缺陼：卌僱怏（倞耂㽷须俲管陼贖）、랔䢵併

吥㼩：劫䢐覂、僈棟、康ꫭ蟣、繏嵳笞、눛鹠槇、눛㎗螠


2007 䎃〵抓ꨵ䕧խ侮椚 눚鹟槆

Ӫ


Ӫ


o r

⛕僈⛕冝，⛕鋅䖝涸㋐䜤Э嘥䗞僅涸ꨶ䕧⚆
歲խ俒 嘥⯋ꉁխ173

⚥、薊俒䶰銴խ70

➃⛓䃋Я♶腋铞涸 ˙ 牍㺙Я눃Я㣔㛔〡Я䎑

䳷ヰ匋⧍涸「牍㺙」խ俒 ⡦榰棟խ72

麉⫄Я聘魨踝Я蒀，䧯Я䧮溏鋅桊Я尐漗涸ꫭ僱

2007 ꋓ䍌倞➃Э〵晚㔐僱涸䭸垦⛓♧խ
俒 㝤绥俒խ76

Я㕖歑㷛ЯⵞꫭЯ㣼㦫涸假玑Я娂騟㣔㛔Я崩
嵠牟权➃Я瑭晘➃Я秋孵椕Я㢚㣔涸㽵䊼Я嵳

私ꏗ晚涸佟屛Э䙼莅㼩鑨խ俒 鿓⸂僕խ80

⛓⫄铞Э 㱙牏Я牟鼇罏Я程槈蔅涸㷎眏Я㛇
㔔对㹁䧮䠦⡹Я䞕ꬌ䖤䊺⛓欰㶸⛓麥Я鸏⯥僽

「坿欰」⥃殆麌⹛涸㯯넓莅俒⻋遤⹛խ
俒 盘⚥牬խ84

껻呔ꅽ䬘Я剓麶黇涸騅ꨆЯ䳄㣔㿋⛓姐Я庻庻

ꫭ僱、ꀀ㕼、猰䎑Э崩隶⚥涸⚥騟箁խ
俒 嘥⯋ꉁխ88
恠鑨 2007 䕧㾝խ俒

Я軤軨Я䨞 ˙ 렽Я䍲䍲䧮䠦牟Я晘⛓눱խ180
2007 䎃〵抓ꨶ䕧㣐✲鎹խ侮椚 桬繡룲խ216

Andersonխ92

㛆귢倞♧➿ꨶ䕧涸铞剅➃Э鏞勛䄋锓「䲀䩛鎙
殥」խ䱰鏞 ꤫潈琐խ97

* 栁⺑鳵岁
* ꨶ䕧岁鋊

䨡ꤎ竤斊倞倰ぢ：in89 韝螠侸⡙䕧ꤎ鏞詎佟㸪、
荄癯ꨛխ䱰鏞 ꤫潈琐խ101

* 2007 䎃䏞栁갪

* 2007 䎃ꨶ䕧湱ꡠ俒畎程䒸

芣⽷♳涸뛝ꃒ欬ЭЭ㔐곃〵铃ꨶ䕧⼱⚆私խ
侮椚 卌渠䘋խ106

㜡秶ꨶ䕧湱ꡠ㜡㼬խ432
꧹钟劍ⴚꨶ䕧湱ꡠ俒畎խ475
ꨶ䕧劍ⴚ湡ꏗխ486

醢⡲㻜ꏖ

Ӫ


《2008 〵抓ꨶ䕧䎃Ꙥ》

䎃䏞植韌

娜䎃շꨶ䕧䎃Ꙥո籏湡ꏗ
1968 ։ 2016 䎃湡妄♧錒

⚥、薊俒䶰銴խ110

*2007 䎃ꨶ䕧湱ꡠ㕰넓欴噠そꏗ

㔮㞯莅ⶾ䠑Э锓植ꥣ媯〵抓ꨶ䕧涸遤ꌼ莅㹒
⫄խ俒 勛❏哆խ112

（* ⫦ꏗ㶸湡倴剅⚥，须俲Ⰹ㺂锞叆ꠗ⯕焈晝）



程䒸

TAIWAN CINEMA
YEARBOOK

《2009 〵抓ꨶ䕧䎃Ꙥ》

ⴀ晝傈劍：字㕜 98 䎃 12 剢

o p

㼠鏞伢䕧䌌：ヰ⟃俒խ䱰鏞、之俒 㝤绥俒խ120

♬〿Я⨢鮦Я䞕ꬌ䖤䊺⛓欰㶸⛓麥Я庻庻Я穪

㼠鏞伢䕧䌌：ꡠ劥葻խ䱰鏞、之俒 繏嵳笞խ128

僱Я軤軨Я䍲䍲䧮䠦牟Я晘⛓눱Яꡔ㹻錚颣Я

㼠鏞伢䕧䌌：⡮ꬆ蟣խ䱰鏞、之俒 哆俒խ124

뇺⽫Яꈈ䩾➃Я䠦涸䉚耫箻绢Я䢀䏞Я怔嵠ꫭ

〵抓ꨶ䕧涸㥪㣎⠶Э囙晚䑖խ䱰鏞、之俒
僈棟խ134

䭸㼬㋲⡙：遤佟ꤎ倞耂㽷

뇀蘢խ148

2008 䎃〵抓ꨶ䕧㣐✲鎹խ侮椚 桬繡룲խ181

叕麨䏁晚㖈〵抓խ䱰鏞、之俒 僈棟խ139

ⴀ晝㋲⡙：頿㕰岁➃㕜㹻ꨶ䕧须俲긭

2008 䎃〵抓䕧㠢㣟涸䕧➃խ俒
俒、繏嵳笞խ142

涮遤➃：꤫䘋㻫
籏管鱀：勛㣔燬

랔➋、㝤绥

* 栁⺑鳵岁
* ꨶ䕧岁鋊

* 2008 䎃䏞栁갪

Ӫ


2008 䎃䏞〵抓ꨵ䕧խ侮椚 눚鹟槆

⚺管：㝤绥俒

* 2008 䎃螠铃ꨶ䕧湱ꡠ俒畎程䒸

♧Ⱄ⛰❀Я⛰꣮괐Я➃⛓䃋Я눃Я㣔랱Я⸆

㛂遤管鱀：繏嵳笞

* 2008 䎃ꨶ䕧湱ꡠ㕰넓欴噠そꏗ

㣗扫砮Я㕩歑㷛Я䖄剪⻍噲Я蔅く✫齡㥏㷛Я

（* ⫦ꏗ㶸湡倴剅⚥，须俲Ⰹ㺂锞叆ꠗ⯕焈晝）

僤⯕⫄㣼Я崩嵠牟权➃Я秋孵椕Я㢚⼯Я嵳錬

㼓鏤鎙：⥆㪎⟻
繡遯管鱀：⥆㪎⟻

娜䎃շꨶ䕧䎃Ꙥո籏湡ꏗ
1968 ։ 2016 䎃湡妄♧錒

须俲侮椚：桬繡룲、僈棟、눛鹠槇、繏嵳笞
薊俒缺陼：랔䢵併

吥㼩：㝤绥俒、繏嵳笞、눛鹠槇、桬繡룲

湡妄

袙✲Ꟁ䎸խ俒 ꤫䘋㻪խ9

Ӫ


䖰《嵳錬♬〿》增鋕㕜晚遤ꌼ瘼殜խ俒
覂、꤫凶棶խ62

Ӫ


䎃䏞籎锸

《2010 〵抓ꨶ䕧䎃Ꙥ》
꤫⤧

倝ꌳⶽ⡲莄㘗垺頗

Ӫ


⚥、薊俒䶰銴խ14

2008 〵抓ꨶ䕧：㿂倴倞ꌴ涸♧䎃խ
俒 耂㣔牬խ16

瘞䖊灶踕涸䎃➿Э 2008 〵抓私ꏗ晚錚㻌խ
俒 卌加勞խ27
鷴鋕劢⢵涸刌⯕Эꡠ倴 2008 ⷜ䞕瀊晚խ
俒 ꁀ猥屾խ33
㖈鸏♧晚⟃䕧⫹遤ꌼ㙹䋑涸㋡㓝胝䖕խ
俒 勛❏哆խ41

⚥、薊俒䶰銴խ70

䖰겳㘗涸㢵㾵妄ぢ溏 2008 〵抓ꨶ䕧խ
俒 勛麨纏խ72

〵抓ꨶ䕧⚥涸㥏ず䘋䕎韍խ俒 ⡎闫խ79

䧮涸⚺䩧姐：䑞デ莅 MV 㼬怵涸Ꟁ晚贖歑⡲Э
《蔅く✫齡㥏㷛》、《⨢鮦》、《䠦涸涮耫箻绢》խ
俒 暋걧朄խ83
2008 䎃涸〵抓ꨶ䕧僤⯕խ俒 㝤绥俒խ87

⚥、薊俒䶰銴խ46

㼠鏞《嵳錬♬〿》醢晚랔䘋僈խ䱰鏞、之俒 
哆俒խ48

「嵳錬攨」鷎敯⛓䖕Э〵抓ꨶ䕧涸呔㽷莅劢⢵խ
俒 鿓⸂僕խ53
《嵳錬♬〿》佪䥰鸤䧭涸㯯넓植韍錚㻌խ
俒 갪顨俢խ58



2008 䎃〵抓ꨶ䕧⚥涸ꂂ坿莅갉坿、姐刼涸麌欽խ
俒 勛⯕昽խ91

ꨵ䕧欴噟莄䖔醢

Ӫ


Ӫ


《嵳錭♫〿》괨「〵」괏

⚥、薊俒䶰銴խ98

ⴀ晝傈劍：字㕜 99 䎃 12 剢
䭸㼬㋲⡙：遤佟ꤎ倞耂㽷

ⴀ晝㋲⡙：頿㕰岁➃㕜㹻ꨶ䕧须俲긭
涮遤➃：劫俒幢
籏管鱀：勛㣔燬
⟱ⷔ：ꁀ用僈

㛂遤管鱀：繏嵳笞
㼓鏤鎙：⥆㪎⟻
繡遯管鱀：⥆㪎⟻

须俲侮椚：桬繡룲、勛ꫭ覂、繏嵳笞
薊俒缺陼：랔䢵併

吥㼩：繏嵳笞、눛鹠槇、桬繡룲

2008 〵抓ꨶ䕧牱䨼籏錒խ俒 ⡦榰棟խ100
騗㕜醢晚倞괐惐խ俒 ꀎ䙂牏խ109

《嵳錬♬〿》伢䕧傈钟խ俒 獔렳僅խ115



o k

程䒸

TAIWAN CINEMA
YEARBOOK

湡妄

袙✲Ꟁ䎸խ俒 劫俒幡խ8

Ӫ


ⶩ䱺⛳僽♧珏ⶾ鸤ЭЭ꤫⽈俒㼠鏞 խ
䱰鏞 랔䏭鰊、ꁀ用僈；侮椚 康ꫭ蟣խ122

䎃䏞籎锸

Ӫ


㖈ꨶ䕧酭ⶾ鸤溫㻜ЭЭ랔繡幢㼠鏞 խ
䱰鏞、之俒 僈棟խ132

⚥、薊俒䶰銴խ

2009 〵抓ꨶ䕧：䩧㔐⾲䕎，溏鋅悴⸂խ
俒 耂㣔牬խ14

《2011 〵抓ꨶ䕧䎃Ꙥ》

ⴀ晝傈劍：字㕜 100 䎃 12 剢
ⴀ晝㋲⡙：頿㕰岁➃㕜㹻ꨶ䕧须俲긭

Ӫ


涮遤➃：劫俒幢

2 ⴕ 20 猲：⸂昰♳康Я♧䌏⛓㖒Я♶腋尝剤⡹

籏管鱀：䓹覝

Я♶腋굳涸둷Я涯ꋓ䋷㕜ЯⵞꤰЯ娂騟㣔㛔Я

時…⡹㥪㌨？Я僤剢搂湈Я㢚㣔⼿㤉刼Я䌟䧮

䖰⚺넓ⴀ涮涸鎊铃莅䒊ⵖ涸铃鎊Э䖰嵳䏁䠑
⫹锓《♶腋尝剤⡹》խ俒 勛麨纏խ40
㙹䋑遤ꌼҠꨶ䕧괐䞕խ俒 勛⯕昽խ47

娦❗⿻Ⱖ䨾ⶾ鸤涸：《茁》խ俒 暋걧朄խ51

Ӫ


ꨵ䕧欴噟

⚥、薊俒䶰銴խ

㣼髖胝䖕Э私ꏗ晚《갉坿➃欰》涸涮遤竤뀿խ
俒 ゟⳝխ60
〵抓ꨶ䕧鼠ぢ㙹䋑遤ꌼꡠ꒳䎃խ
俒 갪顨俢խ65

饱，䧮䠦⡹Я箻．䧗．莻Яꩪ赙䗱Я刈僳Я茁Я

㼓鏤鎙：⥆㪎⟻

谁ꩾ䎃➿Я聃铞խ140

繡遯管鱀：⥆㪎⟻

2009 䎃〵抓ꨶ䕧㣐✲鎹冸㜡㼬խ
侮椚 桬繡룲խ202
2009 䎃〵抓䕧㠢㣟涸䕧➃խ
俒 랔➋、勛ꫭ覂խ224
* 栁⺑鳵岁

*2009 䎃䏞栁갪

*2009 䎃ꨶ䕧湱ꡠ㕰넓欴噠そꏗ

2008-2009 䎃⚥㢫䕧晚䋑㜥籏錒խ
俒 桬幢螠խ76

㛂遤管鱀：繏嵳笞

ꫭ僱Я䠦ⵌ䏁Я倞뉓ⱺ蔅：㷛㶩涸㣔瑠Я㼩♶

* ꨶ䕧岁鋊

幏锓넞꧆簖䋑「㙹䋑遤ꌼ」湱ꡠ䕧鋕佟瘼խ
俒 ꁀ猥屾խ70

⟱ⷔ：눛覝謠、繏嵳笞

Я㼦䞕娜ꦖ鎹Я穪ㄐ崣㼩ЯꤿꤿЯ랔繙䊛Я✥

（* ⫦ꏗ㶸湡倴剅⚥，须俲Ⰹ㺂锞叆ꠗ⯕焈晝）

须俲侮椚：桬繡룲、康ꫭ蟣、繏嵳笞
吥㼩：繏嵳笞、桬繡룲、僈棟

湡妄

袙✲Ꟁ䎸խ俒 劫俒幡խ7

涬㜥Я蘕뜩衞Я䌟衽㣆䟝假遤Я幋幋㣔㕰Я滚

Ӫ


⚥、薊俒䶰銴խ

遤佟管鱀：눛覝謠

黇倰Я帒桬㶩Я鸏⯥僽껻呔ꅽ䬘Яꅿ椕㷛㶩

帒Я痧 36 ⦐佦✲Я痧㔋䓹殥Я鄄鼍䘎涸儘⯕Я

䎃䏞籎锸

Ӫ


Ӫ


䎃䏞植韌

눴权Я遳錬涸㼭桬㶩Я遳莻期惐Я䠦⡹♧蠝䎃Я
䠦䞕놽ꤏЯ殹䠦⢵涸儘⦬Я㻜绢㣐僈僤Я萤菾Я

2010：《萤菾》莅〵抓ꨶ䕧涸㔋⦐绢겗խ
俒 耂㣔牬խ10

ꃏ꼛ЯⷧꨎЯꬒ䁘Я桄鞴ЯꙤ溫㣐ㄤ㼿Я䧗䠦鸒

鹎姿莅⦝鷎Э 2010 〵抓私ꏗ晚錚㻌瘘鎹խ
俒 卌加勞խ30

Ӫ


䕧➃暵㻨

㿋船♳涸礶䕙➃欰ЭЭ넞䰦㼠鏞 խ
䱰鏞、之俒 僈棟խ116

デխ侮椚 桬繡룲、康ꫭ蟣խ90

2010 䎃⚥㢫ꨶ䕧䋑㜥籏錒խ
俒 桬幢螠խ40

2010 䎃瀊晚邍խ侮椚 桬繡룲խ166

2010 䎃䏞歍锞ꨶ䕧晚ⲥ怵㛂撑䕧晚邍խ
侮椚 桬繡룲խ178

Ӫ


䕧➃暵㻨

2010 䎃〵抓ꨶ䕧㣐✲鎹冸㜡㼬խ
侮椚 桬繡룲խ180

䕧晚涮遤⛳僽珏㼠噠Э㼠鏞嵳땃䕧噠㩉竤桪խ
鏞㉏、之俒 僈棟խ66

2010 䎃〵抓䕧㠢㣟涸䕧➃խ
俒 랔➋、桬繡룲խ212

《萤菾》涸䧭⸆竤뀿Э㼠鏞醢晚勛捙խ
鏞㉏、之俒 袇㣐笞խ78

* 栁⺑鳵岁

2010 䎃䏞〵抓ꨵ䕧խ

Ӫ


* ꨶ䕧岁鋊

♧갤〵⻍Я♧Ꟑ♧Ꟑ❮兪兪Я♲䮸Я㼭♽눴Я昿

* 2010 䎃䏞栁갪

䖕♬傈Я〵⻍僤劍㣔Я剤♧㣔Я罉䖛涸㸤穡眝Я

* 2010 䎃ꨶ䕧湱ꡠ㕰넓欴噠そꏗ

䧮，19 娔Яⴲ䧗괐凐Я䬝颪僱㣔Я鵜㖈ㅖ㽯Я

* 锸俒程䒸

鰜涸㥏⯥Я胝衽⡹騥莻Я⛨衽⯕䕧假遤Я磌㟯



o kk

䭸㼬㋲⡙：遤佟ꤎ倞耂㽷

2009 䎃䏞〵抓ꨵ䕧խ侮椚 桬繠룱

㾓䜂⟃䖊Э 2009 〵抓私ꏗ晚錚㻌խ
俒 卌加勞խ32

娜䎃շꨶ䕧䎃Ꙥո籏湡ꏗ
1968 ։ 2016 䎃湡妄♧錒

（* ⫦ꏗ㶸湡倴剅⚥，须俲Ⰹ㺂锞叆ꠗ⯕焈晝）



程䒸

TAIWAN CINEMA
YEARBOOK

《2012 〵抓ꨶ䕧䎃Ꙥ》

ⴀ晝傈劍：字㕜 101 䎃 12 剢

o ko

《2013 〵抓ꨶ䕧䎃Ꙥ》

䭸㼬㋲⡙：俒⻋鿈

ⴀ晝㋲⡙：頿㕰岁➃㕜㹻ꨶ䕧须俲긭

ⴀ晝㋲⡙：頿㕰岁➃㕜㹻ꨶ䕧须俲긭

涮遤➃：䓹䃪➋

涮遤➃：䓹䃪➋

籏管鱀：䓹覝

籏管鱀：卌俒巯

遤佟管鱀：눛覝謠

管鱀㨽㆞：랔➋、랔䒊噠、勛牃㻞

㛂遤管鱀：繏嵳笞

管鱀䊨⡲㼭穉：꓃㕜螠、랔䏭鰊、譩䟃룲、랔䢵併

㼓鏤鎙：⥆㪎⟻

遤佟管鱀：눛覝謠

繡遯管鱀：⥆㪎⟻

㛂遤管鱀：桬繡룲、勛ꫭ覂

须俲侮椚：桬繡룲、繏嵳笞

㼓鏤鎙：⥆㪎⟻

吥㼩：繏嵳笞、桬繡룲

Ӫ


媹䩛姘ꤿ渝呖Я暽ꣁ涸䩛ЯꨶㆭつЯ莅䠦ⴽꨆ

〵抓ꨶ䕧 2011：嵮抡ꅾ欰⿻Ⱖ披旅խ
俒 耂㣔牬խ10

Я䔞矲䎯⯓欰Я坿⛓騟Я䥊⚆歲㣐ⱎꦖЯ敎敯

ゅ！姘し呺Я飓䗞⯘ ˙ 䊼蟛Я缺怎ゅ！⥌Я

鱲㘗涸ꄗꅦ：2011 〵抓私ꏗ晚錚㻌瘘鎹խ
俒 卌加勞խ32

话蒀濶鮦蝎Яꧽ䱖薊꧆Я㼂䃋恠岚Я띳䒸㶩Я

2011 䎃⚥㢫ꨶ䕧䋑㜥籏錒խ
俒 桬幢螠խ42

䧗䠦䛌䢃氿Я뇺涸假玑խ侮椚 桬繡룲խ104
2011 䎃瀊晚邍խ侮椚 桬繡룲խ252

䕧➃暵㻨

Ӫ


2011 䎃䏞歍锞ꨶ䕧晚ⲥ怵㛂撑䕧晚邍խ256
2011 䎃〵抓ꨶ䕧㣐✲鎹冸㜡㼬խ
侮椚 桬繡룲խ260

《飓䗞⯘ ˙ 䊼蟛》涸䧭⸆竤뀿Э㼠鏞㼬怵
눛䗞翱խ鏞㉏、之俒 갪顨俢խ80

2011 䎃〵抓䕧㠢㣟涸䕧➃խ
俒 랔➋、桬繡룲խ280

《飓䗞⯘ ˙ 䊼蟛》涸䧭⸆竤뀿Э㼠鏞醢晚
랔䘋僈խ鏞㉏、侮椚 袇㣐笞խ86

Ӫ


2011 䎃䏞〵抓ꨵ䕧խ

10+10 Я㣐疮寐廪Я♶♧垺涸剢⯕Я❀剢㣔鷆㣆

3DNA Я傈衆㣐㣆Я➮⦛㖈䃋䉞㻨⡲Я➮⦛㖈殗
噠涸♧㣔旙挾礶螠晝Я淼⯘ꫭ僱Я㥶㣆Я罉
㣗㶩⛓㼭宐贅⫄㣼Я饥ⴀ❀剢Я齡♧䎃㖈銯询

Я齡❉䎃，䧮⦛♧饱鷆涸㥏㷛Яㄐ麌⻋㦳䌌Я



* 栁⺑鳵岁
* ꨶ䕧岁鋊

* 2011 䎃䏞栁갪

* 2011 䎃ꨶ䕧湱ꡠ㕰넓欴噠そꏗ
* 锸俒程䒸

（* ⫦ꏗ㶸湡倴剅⚥，须俲Ⰹ㺂锞叆ꠗ⯕焈晝）

2012 䎃䏞〵抓ꨵ䕧խ

Ӫ


䎸խ5

Ӫ


僱㉻㉻Я僤瑠Я嶋㣟䩧溏Я䌟♧晚괐兞饥Я

䎃䏞籎锸

湡妄

20 ⡙笪湱鋷鎹

䎃䏞籎锸

Ӫ


Ӫ


㧨僽や⣜搭䠦䧮Я屎韂Яꆄ㙹㼭㶩Я時Яꫭ

繡遯管鱀：⥆㪎⟻

BBS ꀀ字涸姻纏

Z-108 唳

㙹 㣐ず：䐁剤捀㖈榰Ⱙ 㥏剦。歑剦 㥏

㋡㓝莅㷑栬：2012 䎃〵抓ⷜ䞕Ꟁ晚
俒 耂㣔牬 8

㷛㡏㡏

♶罉꾷㡦Э姘⯶鼠橇〵傈鎹

涸滚帒

〵⻍교ꨔ

♶⦝绀

涸㣼䎑⛓假 ➊랃둷傈㶩 Ⰹ➃．㢫➃ 䩛堥酭

2012 䎃〵抓ꨶ䕧「䖕䊼蟛䎃➿」涸鑑摏莅罌뀿խ
俒 ꁀ猥屾խ18
囙兞莅櫖걸：2012 䎃〵抓私ꏗ晚㔐곃䙼程խ
俒 卌加勞խ33

麌权♶椚

捀⡹罜⢵

2012 䎃⚥㢫ꨶ䕧䋑㜥籏錒խ
俒 桬幢螠խ40

蔅悂

涯㣔涸僤僤

銯歖

⽂倰㼭繙暜㜥

⦬둷⢵涸㷎眏

鷆䠦

ㄐ

僴傈涸鎹䥊
鷠⯕굳绥

ꤏ걧 椕⢵㽠䩧 椕䠦㣔瑠 欬．牍㺙 痧♲

⦐격劆 顇字薊꧆ 曂ⵄ➃㧼剓穅㔐：䎋犷歑．

䕧➃暵㻨

♶ꨈ 汮㶩薊꧆껷鿈刼：䨞 궬굺歑㥏Э

Ӫ


袙✲Ꟁ䎸խ俒 䓹䃩➋խ7

o kn

ⴀ晝傈劍：字㕜 103 䎃 2 剢

䭸㼬㋲⡙：俒⻋鿈

湡妄

娜䎃շꨶ䕧䎃Ꙥո籏湡ꏗ
1968 ։ 2016 䎃湡妄♧錒

♶腋ⶾ⡲，䩞僽剓㺑㻉涸✲Э《蔅悂》ヰ繡梥
㼬怵鏞锓խ鏞㉏、之俒 卌渠䘋、僈棟խ70

㥪黇⿶㥪鵜

㣔欰♧㼩

ꡠ倴《鷠⯕굳绥》涸럊럊忹忹Э鏞㉏㔋⡙⚺
ⶾ➃㆞խ鏞㉏、之俒 桬䘋妲խ82

굳뒉莻

䠦

䠦涸띳⺫뇺

殹㹻蔅傉

㼂碜䜄䜄

㼂䃋㣐旙饥

뀁➃ 띳⺫䞕➃ 隶繙鎹խ

ꫭ僱蒈抡涸儘➿긅旅Э㼠鏞《㥏剦。歑剦
》㼬怵嘥꧉㊧խ鏞㉏、之俒 嘥淏ꈚխ96

䵻佹罉時

擕擕䠦♳⡹

㟯뇺

㼂䃋꧱꧆

倞

륌

侮椚 桬繡룲、䑁㶩槇、ⷠ妇梚、詎鹠槼、詎罇
✻、繏嵳笞խ114

㖈罉㶰酭澉鋅♶罉娜〷Э㼠鏞《♶罉꾷㡦
Э姘⯶鼠橇〵傈鎹》㼬怵螠㣔抉խ
鏞㉏、之俒 剎蔒癌խ104

2012 䎃瀊晚邍խ侮椚 桬繡룲խ249

欰ㄐ涸濨湽䞕䠮Э㼠鏞《⦬둷⢵涸㷎眏》㼬怵
詎ꋓ㫲խ鏞㉏、之俒 哀焗㥶խ108

2012 䎃〵抓ꨶ䕧㣐✲鎹冸㜡㼬խ
侮椚 峿⨴⧍խ252



程䒸

TAIWAN CINEMA
YEARBOOK

程䒸

㜥 ˙ 㣆䊨㜥Я♧껷䴸怎♳剢椕Я簳遤㔏➫Я溏

2012 䎃䏞〵抓ⴀ晝ꨶ䕧湱ꡠ剅硃խ
侮椚 桬繡룲խ345

侮椚 卌❮㦒、諽巾㥶、康⼪䢵、랔犍䖛խ81

2012 䎃螠铃ꅾ銴ꨶ䕧栁갪Ⰵ㕠冸䖤栁そ㋲խ
侮椚 桬繡룲խ282

2012 䎃䏞焚 ⽈㡦锸俒խ侮椚 桬繡룲խ318

2012 䎃㕜晚䖤栁冸㾝そ㋲խ侮椚 桬繡룲խ312

2013 䎃㕜晚䖤栁冸㾝そ㋲（㕜ꥹ䕧㾝鿈ⴕ）խ
侮椚 ꤫⸛櫷խ336

鋅〵抓Я猨껻Я⼧✳㢹խ

2013 䎃〵抓ꨶ䕧㣐✲鎹冸㜡㼬խ
侮椚 ꤫摥兰、绀摖䗞խ244

程䒸

Ӫ


Ӫ


Ӫ


䎃䏞栀갪

2013 䎃䏞焚 ⽈㡦锸俒խ侮椚 ꤫⸛櫷խ343
2013 䎃䏞〵抓ⴀ晝ꨶ䕧湱ꡠ剅硃խ
侮椚 ꤫⸛櫷խ351

Ӫ


䎃䏞栀갪

2013 䎃螠铃ꅾ銴ꨶ䕧栁갪Ⰵ㕠冸䖤栁そ㋲խ
侮椚 ꤫⸛櫷、꤫❫聇խ300

《2014 〵抓ꨶ䕧䎃Ꙥ》

ⴀ晝傈劍：字㕜 103 䎃 12 剢

娜䎃շꨶ䕧䎃Ꙥո籏湡ꏗ
1968 ։ 2016 䎃湡妄♧錒

o kt

䭸㼬㋲⡙：俒⻋鿈

ⴀ晝㋲⡙：頿㕰岁➃㕜㹻ꨶ䕧⚥䗱
涮遤➃：勛䥰䎂

《2015 〵抓ꨶ䕧䎃Ꙥ》

ⴀ晝傈劍：字㕜 104 䎃 12 剢

籏管鱀：卌俒犍

o km

䭸㼬㋲⡙：俒⻋鿈

管鱀䊨⡲㼭穉：꤫摥兰、䖛僈戇、卌渠䘋、卌❮㦒

ⴀ晝㋲⡙：頿㕰岁➃㕜㹻ꨶ䕧⚥䗱

暶秉管鱀：꤫ꯂ荬

涮遤➃：꤫宕鞮

㼓鏤鎙：꤫䒾⭳

籏管鱀：卌俒犍

管鱀䊨⡲㼭穉：꤫摥兰、䖛僈戇、꤫⨀擳、꤫⸛櫷
暶秉管鱀：꤫ꯂ荬

䎸խ俒 卌俒巯խ4

㼓鏤鎙：㢚淼⽂

2013 䎃〵抓ꨶ䕧：䧭⛳劥㕼侁⛳劥㕼խ
俒 ꁀ猥屾խ21

度鿪Я僈㣔鎹䖤䠦♳䧮Я瓛➃。囤址。란谔。
⩔庋㹐Я娝⢵涸➃Я㣔〵Я㼭儘➿Я⚆歲痧♧

띋倰Я槈䗞 2 贫Я籏莦䌌Я莻⸂㔋㼙Я㼭儘➿：
ꫭ加儘➿Я㣟뇺Я⡹涸➛㣔ㄤ䧮涸僈㣔Я䧗䧗

「溏鋅」涸绢겗：2013 〵抓私ꏗ晚㔐곃խ
俒 卌加勞խ39

嵳抓Я鄄⩔饥涸齡❀䎃Я㼩涸㥏㷛媹麕⢵Я

䧮僽ꦷ㼭㼭둷Я聃鋅♴ꨎ涸耫갉Я䗏⯕Ꟑ❮ 痧

2013 䎃〵抓⚥㢫ꨶ䕧䋑㜥籏錒խ
俒 桬幢螠խ53

♧⦐幢兒Я⸈屘！歑㷛Я溫䠦 100 㣔Я龟麉Я
㣆鋅Я冖⧺⡲噠Я䠦䞕搂갫Я溏♶鋅涸駵麥

Ӫ


2013 䎃䏞〵抓ꨵ䕧խ

鷆뇺♬媹Я鋷䠦涸㥘㥘Я隶魨Я㣐㽵됇뎚Я䘋



Я䊼⽓騟罣Я〵抓랱权⯌Я姻鵔乹Я䬫♧哭

屎Я縟ꪓ괐ꨣЯ 5 剢㣔開❏倰莽Я植㜥 ˙ 䨞

湡妄

㛂遤Ꟁ䎸խ俒 卌俒巯խ4

2014 〵抓ꨶ䕧：荆歲럊♳涸䪽乵խ
俒 ꁀ猥屾խ42

Ӫ


铪㖈龟麉㣟✫뇺：矦锸 2013 〵抓ⷜ䞕Ꟁ晚խ
俒 耂㣔牬խ7

Я㣔た⛓䨞Я㵉涸㣆⚥䞕➃Я 101 妄宠㭶Я

箠鰿㹔㜡デխ6

2014 䎃〵抓⚥㢫ꨶ䕧䋑㜥籏錒խ
俒 桬幢螠խ64

Ӫ


Ӫ


䎃䏞籎锸

䎃䏞籎锸

Ӫ


Ӫ


孵Я鸊ꤏڄЯ䧮♶瓛，䧮〫僽尝ꐏ－껻誦⫄㣼

2014 〵抓ⷜ䞕Ꟁ晚：穪㞯鼩僽ⴀ騟？խ
俒 耂㣔牬խ12

〵抓ꨵ䕧僥怵噟ⱄ䊢狲խ俒 弔⟄韝խ115

Ӫ


湡妄

䨡ꤎ涸麕莅倞欰Э莅㪮猗䕧㙹♧䌏锓խ117

2014 〵抓私ꏗ晚㔐劆：㼩植㻜涸㔐䥰խ
俒 卌加勞խ28

㕜ꨶ䕧僦怵噠须俲邍խ
侮椚 勛➋、ゟ㼿꾚、弔⟃韝խ127



程䒸

TAIWAN CINEMA
YEARBOOK

⾲⢵⡹鼩㖈｜欬蹓媹堥｜柲桪梥橾｜㣐珨

剎鹎莇、嘥囙ꌂխ142

呠跨彂鎹｜䟝굳｜崞騟：㦙䗻猙㹻⩏䱳爢｜㺯辷
佪䥰｜㾏㙹｜鷠鱲｜鮦䭨｜儘♴凐⸂｜䞕➃
眏箔ⴕ醢鸤鎹｜ꠦ㼭㧶괐柲晆㣐剚｜惯㥏龥ꨶ

䕧晝：歑欰㥏欰꿋｜湱䠦涸♬珏鏤鎙｜噲⯕⛓䠦
私ꏗ晚：

眡䊤➃｜䨞ꂋ｜㱙牏鶾〵抓｜㥶姐涸遤匢－➮

⦛㖈䃋䉞㻨⡲ 2 ｜搂䁘⛓屎－➮⦛㖈䃋䉞㻨⡲ 2
｜긅欰—飓䗞⯘ ˙ 䊼蟛｜㣖ꤿ ˙ ♶黇խ

2014 䎃螠铃ꅾ銴ꨶ䕧栁갪Ⰵ㕠冸䖤栁そ㋲խ
侮椚 諽楾鮯խ362

2014 䎃㕜晚䖤栁冸㾝そ㋲（㕜ꥹ䕧㾝鿈ⴕ）խ
侮椚 諽楾鮯խ398

程䒸

2014 䎃䏞〵抓ⴀ晝ꨶ䕧灇瑖湱ꡠ剅硃խ
侮椚 ꁀ继闉խ402

2014 䎃頿㕰岁➃㕜㹻ꨶ䕧⚥䗱（⾲㕜㹻ꨶ䕧须
俲긭）㼠겗䕧㾝湱ꡠⴀ晝ㅷխ
侮椚 ꁀ继闉խ407

ⴀ晝傈劍：字㕜 105 䎃 12 剢

ⴀ晝㋲⡙：頿㕰岁➃㕜㹻ꨶ䕧⚥䗱
涮遤➃：♨凶蜹
籏管鱀：꤫俛

管鱀䊨⡲㼭穉：卌渠䘋、꤫摥兰、䖛僈戇、諽巾㥶
暶秉管鱀：꤫ꯂ荬
㼓鏤鎙：㢚淼⽂



Ӫ


2014 䎃䏞栀갪

《2016 〵抓ꨶ䕧䎃Ꙥ》

̽柲桪梥橾 2 ̽〵⻍㢹麉㕰㕰鱲̽䙂䙂̽尪

2015 〵抓ⷜ䞕Ꟁ晚：罉㼟倞ꌴ꧌넓㑑涮խ
俒 耂㣔牬խ8

o ks

銯碜̽怏剢ꂋ̽緄錬♧停̽䠦楧㫫̽錬걧̽괐

⚥㹻停̽ Open ！ Open ！̽䧮涸㼱㥏儘➿̽

2015 〵抓私ꏗ晚錚㻌：鵔ぢ♴♧⦐⼧䎃խ
俒 卌加勞խ26

ꃰ．欰㣆娦̽ꫭ歊遳♧贫̽㾏䥊̽ⵞ㹐耴ꦡ㫟̽

2015 䎃〵抓⚥㢫ꨶ䕧䋑㜥⿻牱䨼ⴕ區խ
俒 哀葻խ38
꣡ꏗ：2015 䎃㣐〵⻍㖒⼦螠铃晚、㢫铃晚ꨶ
䕧牱䨼私ꏗխ侮椚 悮㥶；须俲 〵⻍䋑䕧
晚㉂噠ず噠Ⱇ剚խ50

衆駵ゅ䠦䞕̽㣖ꤿ涸㷛㶩̽涰傈デⴽ̽ 234 铞
䠦⡹̽䠦䞕皿♶皿̽蝳둷̽佅騟̽秋邆㼭㥏
㷛̽涰➃欰̽䧮⦛㹻♶㣖擿
私ꏗ晚：

㙹䋑涸䕧㾝，䕧㾝涸佟屛：䖰〵⻍ꨶ䕧眏ㄤ넞꧆
ꨶ䕧眏锓饱խ俒 ꁀ猥屾խ72

ꬠㄐ鹎遤䒭̽⯕ꤥ涸佦✲－〵抓倞ꨶ䕧̽㼭꾷
㡦ꡗ鸒ꡠ⛓繡㣆䧭溫̽⢵䖤⿻铞ⱄ鋅̽遤罏̽

Ꟁ䞕涸デ涯̽豢袣⛓姐̽㣆䟝嵳峕̽縟ꪓ괐ꨣ

〵抓ꨵ䕧ⴚ暟涸蔄垺䎃螟
鎊խ俒 䖛僈戇խ90

II：衆㶩̽嵳♳䞕剅̽抓欰㔐㹻̽剤⟤涸假遤
̽罉똿䟝굳̽Ȿ㣔̽隡⚥俒禺涸➃̽㥧稙㲷秋

1970s 仉㖒剤耫涸ꨶ䕧⥡坿鿈Э㼠鏞《䕧갠》管
鱀勛麥僈խ䱰鏞 䖛僈戇；鷷㶶珳 ヰ㤘䕐խ93
1985 《ꫭ哆畾꼛》♳僦㔋㣔♴晚䖕 Э㼠鏞
《400 乹》⚺管꤫ꨎ菕խ
䱰鏞 䖛僈戇；鷷㶶珳 勛赙⭑խ100

1987 期굔䎃➿酭涸㣼䎑假玑Э㼠鏞《Ꟁꖏ걧》
㛂遤管鱀卌俒楑խ
䱰鏞 䖛僈戇；鷷㶶珳 勛赙⭑խ106

麒̽䧮㙹̽匌銯̽ 1918խ

2015 䎃〵抓ꨶ䕧㣐✲私冸㜡㼬խ
须俲製꧌ ヰ冇㾝；侮椚 ꤫摥兰խ274

2015 䎃䏞栀갪

Ӫ


KANO ｜汮㶩薊꧆：랫僈ⱄ饱｜鶬⯕㤉뒊刼｜

ꅾ鵦 20 娔̽㣼➃㺙焺－〢繏䋒⛓閱̽㣐㓳荆

2015 䎃螠铃ꅾ銴ꨶ䕧栁갪Ⰵ㕠冸䖤栁そ㋲խ
侮椚 ヰ冇㾝խ324

1980s-2010s 騗䌴⼬䎃䖕Э㼠鏞《Fa ꨶ䕧妇
颣》㛂遤⚺管䖛僈戇խ
䱰鏞 勛赙⭑、ヰ㤘䕐；鷷㶶珳 勛赙⭑խ113

殹➿խ䧮⦛鑪劍䖊⡦珏騗걆㚖鐱锸？Э㼠鏞
《谁遯錚럊 ACT》⚺管㷟匡囙խ
䱰鏞 䖛僈戇；鷷㶶珳 勛赙⭑խ120

2015 䎃㕜ꥹ䕧㾝㕜晚㾝冸䖤栁そ㋲խ
侮椚 ヰ冇㾝խ361

程䒸

Ӫ


瘞♧⦐➃ㄳ㉱｜㣐㸕⦛｜鮪⚥坿㕨｜Ⱏ月｜

ⷜ䞕晚：

Ӫ


㶩麂ⵌ䠦｜遤⹛➿贫：㷟⚥㿋｜ⱺ嫬｜䑛暟｜

㛂遤Ꟁ䎸խ俒 ꤫俛Ⰼխ4

2015 䎃䏞ꨶ䕧灇瑖湱ꡠ螠俒剅硃ⴀ晝խ
侮椚 랔颩佟խ366

2015 䎃䏞〵抓ꨵ䕧

Ӫ


〫銴♧ⴕꗻ｜ⵌ♶✫涸㖒倰｜䠦㖈㠓♨－汮

湡妄

䎃䏞籎锸

2014 䎃〵抓ꨶ䕧㣐✲私冸㜡㼬խ
侮椚 ꤫摥兰、绀摖䗞խ274

Ӫ


㚆｜㿋韣影屮｜⨞⡹䠦⨞涸✲｜涯碜挾䔞㹐｜

嫏、꤫鑅꧱、弔⟃韝、諽楾鮯、ⷠ⟻䋕、绀摖䗞、

Ӫ


ⷜ䞕晚：

Ӫ


侮椚 桬䘋妲、ヰ冇㾝、랔犍䖛、哀ꈚ巒、꤫㹒

Ӫ


2014 䎃䏞〵抓ꨵ䕧խ

娜䎃շꨶ䕧䎃Ꙥո籏湡ꏗ
1968 ։ 2016 䎃湡妄♧錒

侮椚 寐猥䥃、ヰ冇㾝、㩉用䓽、꤫ꨎ厬、꤫⥆
䒄、꤫㪮⭳、飅厬褲խ128



㕜㹻㕬剅긭ⴀ晝ㅷ갸遤管湡 (CIP) 须俲
〵抓ꨶ䕧䎃Ꙥ . 2017 䎃 / ꤫俛籏管鱀 . -- ⴲ晝 . -- 荩⻍䋑 : 㕜㹻ꨶ䕧⚥䗱 , 字 106.12
խ ; խⰗⴕ
ISBN 978-986-91399-9-1( 䎂酤 )
1. ꨶ䕧 2. 䎃Ꙥ 3. 荩抓
987.058

106024711

台灣電影 年鑑

TAIWAN CINEMA YEARBOOK

瘼խխⷔ：頿㕰岁➃㕜㹻ꨶ䕧⚥䗱
涮 遤 ➃：♨凶蜹
籏 管 鱀：꤫俛
⚺խխ管：꤫鹠麨
⟱ⷔ管鱀：諽巾㥶
暶秉管鱀：꤫ꯂ荬
繡遯管鱀：㢚淼⽂

㼠俒⡲罏：耂㣔牬、卌加勞、哀葻、꤫儀䆁（䭾俒畎䱖䎸）

须俲侮椚：悮㥶、闒⢕ꐘ、㸢肬䧭、䓹蕰巒、弔⟃韝、詎鹠槼、詎罇✻、ꁀꨛ蔊、豤証㮖、

ⷠ㸙鮯、勛⟗韝（䭾俒畎䱖䎸）

䭸㼬㋲⡙：俒⻋鿈

㖒㖧：倞⻍䋑倞蛅⼦⚥䎂騟 439 贫⽂啥 13 垜
笪㖧：www.moc.gov.tw

ⴀ晝：頿㕰岁➃㕜㹻ꨶ䕧⚥䗱

㖒㖧：〵⻍䋑⚥姻⼦ꫭ䃋匌騟 7 贫 4 垜
ꨶ鑨：02-2392-4243
⫄溫：02-2392-6359

E-mail：service@mail.tﬁ.org.tw
笪㖧：www.tﬁ.org.tw

晝妄：ⴲ晝 ⚥螠字㕜 106 䎃 12 剢
㈒⭆：倞〵䍤 400 ⯋

衽⡲頿欴奚➃⥃殆㼩劥剅⣜岁䨾❧剤⛓䨾剤衽⡲奚ⵄ
亼欽劥剅鿈䧴鿈ⴕⰉ㺂罏，갭⯓䗚䖤衽⡲頿欴奚盘椚堥ꡠ⛓ず䠑䧴䱇奚
（锞崡衽⡲頿欴奚➃：頿㕰岁➃㕜㹻ꨶ䕧⚥䗱，ꨶ鑨：02-2392-42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