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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撰寫本書的的動力是「毋甘願」。這就讓人想起，1949 年
起，接任臺南神學院院長的黃彰輝牧師，心懷「呣甘願神學」。
從日本殖民年代起，直到 1988 年辭世前，黃彰輝跟同時代的人
相同，無不因為政權不義，遭遇很多「不甘願事件」，包括曾經因為
使用閩南母語與弟交談而受辱。（張瑞雄，2004，頁 174-177、366367）
蘇致亨（2020，頁 22）（下引該文時，僅寫頁碼）的「毋甘
願」也是源生於「語言」，他說「語言政治和技術政治」更能「完整
解釋臺語片的興衰」。1
臺語片是怎麼「興」、怎麼衰的？電影票房的記錄，可以提供扼
要的說明。
國片觀影人次最早的紀錄，似乎是 1955 年。那一年，包括在臺
拍攝的 6 部國語片及 2 部臺語片，2 臺北市放映的國片超過百部，3 有
325.6 萬 人 次 進 入 戲 院 觀 賞 這 些 國 產 電 影 ， 約 佔 觀 影 總 人 次 的
20.6%。次（1956）年，國片（含在臺拍攝的 12 部臺語片）的票房佔
比是 26.01%（呂訴上，1961，頁 58、100）。到了 1957 至 1963 年，
前三十大賣座國片的平均佔比是 32.8%（朱介凡，1984，頁 98）。在
這 7 年間，本地完成的臺語片總計是 431 部，國語片停留在 52 部。
其後，再有票房統計，已是 1980 年。該年，由港片（90 部）與
國語片（174 部）所構成的國片票房佔比，降到了 17.6%，比 1955 年
還要低。臺語片 1980 年的產量是 0，從 1971 到 1979 年合計是 44
部，一年低於 5 部，但 1969 年尚有 84 部，1970 年銳減，仍有 18
部。4
這是強烈的對照。1955-1969 年間，國人若看國片，有相當比例
是臺語片，其後臺語片卻消失，這是怎麼一回事？發生了什麼事，怎
麼解釋？
如果予以簡化，蘇致亨（2015）從學位論文

5

出發，歷經四年用

心大幅度增刪的《毋甘願的電影史》，應該就是要回答這個（些）提
問。這本著作不但有較高的可讀性，作者訪談、整理與精彩鋪陳臺語
片電影人的故事，也是對前行者的致敬。他們在「毋甘願」的逆境中
努力奮鬥，這些事蹟可以激勵後來者；這些部分構成了本書較多的篇
幅，讀者必能在翻閱過程，有所領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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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語片消失的四個解釋
這篇書介不另複述影人的故事，而是要就作者對於前段提問所提
供的分析與解說，另有對話及延伸。蘇書檢視的臺語片消失之原因，
可以列為四種，但彼此並不互斥。
一是天災，這是指臺語片市佔率在第一次高峰（1956 年至 1958
年）後（頁 95-132），從 1959 年起緊縮了兩年多。呂訴上（1961，
頁 111）認為，原因之一是「八七水災，地方觀眾減了一半」，而臺
語片觀眾有更高比例是在臺北市之外。其次，1970 年起，臺語片第二
次急遽下滑終至消失，常見的理由是政經壓力所致，又可分作兩個面
向。一是強調科技（電視興起）與國語片起飛後，臺語片沒有競爭
力，也就垮臺；這是經濟的「市場決定論」。再就是政府的國語運動
及高壓箝制創作空間，這是「政治決定論」。這兩個面向的綜合，就
是概括而抽象的政治經濟力量作祟所致。
這些解說大而化之，尚未進入細節。特別是，天災後雨過天晴，
水患僅影響當年，其後十年是臺語片的好年冬。政經之說如果僅是凌
空泛談，可以無所不解，卻也出現太多破綻。蘇致亨說，臺語片製作
量 1969 年尚有 84 部，1970 年墜落至 18 部的深淵，另有後文即將轉
述的原因。再者，政府對臺語片的政治壓制，已有時日，並不起於
1970 年代，也無證據顯示在這段期間升高。實情可能相反，那十年，
中華民國國際處境困難，島內的民主化動力增強，國府的威權政體，
其實反而不得不稍有鬆弛（頁 21、頁 447 註 4）。
「稅捐」與「臺片的品質」，是解釋臺片兩次衰退時，都出現的
另兩個、也是第三與第四個歸因。
先說品質。臺語片量高的另一面，是過度競爭與製片資源分散，
這就意味工作條件不良，衍生的結果是粗製濫造與劇情低俗，無法持
久。呂訴上（1961，頁 72-74）說臺語片的製片成本僅及港片四分之
一、國語片二分之一，「基本觀眾是中年以上的中、下階級，地方人
多於都市人…古來的傳說及由福建流傳的民間故事最受歡迎……不用
腦筋可以去欣賞」，即便早期的臺語片使公營三片廠「欣欣向榮」。
本書著墨甚多的林摶秋（特別是頁 155-170），曾有韓國友人訪臺時
「順道欣賞」兩部熱門的臺語片後，對林這樣說：「布景電線都看得
清清楚楚，更不談運鏡跟剪接了，這就是你講的賣座影片？」（石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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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2017，頁 474）。
對於這個歸因，蘇不是完全否認，他述及臺語片的「良莠不齊」
（頁 318-319）。但他更在意的是，臺語片不乏佳作。比如，在污名
環境下，《臺灣日報》創辦人夏曉華在 1965 年主辦「國產臺語影片
展覽」。頒獎典禮時，八位本省籍留日知識菁英與報社副總編等九位
評審「最普遍的感想」是，好的臺語片這麼多，「為什麼知識階級還
不肯移步去欣賞呢？難道知識階級的『近廟欺神』心理特別重，而非
外國片不看？」（頁 239-299，特別是頁 282）又如，通說指 1960 年
代的臺灣與「反叛文化舉世狂飆的六〇年代」脫離。但是，蘇致亨
（頁 19、242、266、284-298）認為，脫離論者未能看到產量達「顛
峰」的臺語片，不乏庶民的日常反抗表現，這已構成「既有臺灣文化
史敘事的一大矛盾」。不過，蘇的不平之鳴或許有理，但鍾秀梅
（2017，頁 54）提醒，當年的臺語片導演，已經對於商品化深感無奈
與「感慨」，惟「近年……大眾文化的研究中……過度地（予以）
『平反』……近乎民粹的頌讚……忽略……權力關係」，並不恰當。
電影資料館館長井迎瑞對於臺語片得以「重見天日」，很有貢獻，他
也曾經自行墊付數百萬臺幣，租賃空間以几藏臺語片膠捲；正是在這
個脈絡下，井迎瑞的評價應該更是值得重視，「冷戰體制下的影視產
品……避重就輕……不是指引觀眾在這禁錮的年代如何改變現狀看見
未來……」（同上引）。
究其實，臺語片如同任何曾經在臺灣製作的影視作品，其本身就
是在地文化賴以因革損益的一部份，不因其品質與內涵而失去這些價
值。並且，我們還應該補充，臺語片的粗製濫造、劇情低俗之說，會
是局部屬實，但不是全部，至於有多大比例，已經無法知道。較重要
的是，這不是臺語片消失的原因，電影量產及商業競爭或擴張的過
程，難道曾經看見沒有相當比例的「低俗、粗製濫造」嗎？好萊塢也
無法「免俗」，但好萊塢「整體」，還是霸佔美國海內外的電影票
房。
臺語片消失的第四個歸因，出在稅捐。早在 1952 年，有一計
算，發現政府對電影票的稅捐總和，可以高達業者收益的七倍（呂訴
上，1961，頁 50）。《聯合報》（1956 年 4 月 7 日）稱，捐稅佔了
臺北電影票價的 47%。1960 年財政部刊物的文章則說，「國片」隨
票徵收含臨時性質的稅捐將近 20 項，蘇致亨也引述新聞（頁 190274 中華傳播學刊．第三十九期．2021.06

191、頁 423 的註 31），指臺北市 10 元票價，戲院得 2.8、發行片商
3.42，稅捐 4.3 元。劉現成整理政府資料，指出 1950-1959 年間，娛
樂稅佔稅收比例達 0.7%，1961-1967 高升至 1.0% 以上；羅慧雯
（1996，頁 18）轉引劉現成（1995）的數字，然後增列臺北市 19661971 的稅捐比重，赫然發現電影佔了臺北市娛樂稅約四分之三。稅重
應該屬實，但這是消費稅，羊毛出在羊身上，業者可能以調高票價方
式移轉，由消費者承擔，整個 1960 年代，臺語片不因重稅而蕭條，
原因可能就在這裡，特別是，彼時的電視尚未普及，影視娛樂主要仍
由電影及影院提供，無分號。因此作者說「稅捐太重」不是臺語片產
量高低的關鍵（頁 190），當屬可信；畢竟，這些稅捐項目對國語片
與臺語片，都是相同。諷刺的是，在戲院電影娛樂稅銳減，營業稅進
而在 1993 年底減除後，6 正是國片市佔比率陡降 7 之時。
在臺灣的 1950、60 年代，觀眾看電影的「消費」稅捐雖然高，
但各種語言的影片都得承擔，臺語片並沒有為此消失。不過，再從
「生產」過程看，對於國語片與臺語片的拍攝，政府有了差別待遇；
本書論稱，第一階段兩年多的臺語片量減少，以及第二階段從 1970
年起，臺語片量的陡降及消失，應該都與電影政策歧視臺語片的生產
有關。
1956 年底，《底片押稅進口辦法》8 頒行，港人若來臺拍片，可
以免稅進口底片及攝影器材。臺人「鑽漏洞」，以臺港合作等方式，
同樣得到優待，臺語片產量是以從 1956 年不到 10 部，至 1957 與
1958 兩年都是 62 部（國語片是 4 與 13 部）（頁 97-99，127-128）。
但 1958 年 11 月行政院長換人後，不理會立法院的反對，輔助對象限
縮，以前是「國產」就扶持，現在「國語」片才優待。由於無法再免
稅進口底片等器材，臺語片的成本大增，1959 至 1961 年，臺語片量
幾乎減半，年均不到 33 部。1961 下半年，兩種貿易管理辦法出臺
後，臺語片重回優待，1962 年的產量竄升到 120 部（進口底片將近
2.8 萬公斤，前一年金約 1.4 萬公斤），其後至 1969，年均片量約一
百部（頁 168-176、頁 193-194）。
第二階段、也就是臺語片從相對地煙花燦爛，轉瞬間煙消雲散，
應該說是起源於爾虞我詐的商場競爭過程，一方是臺語片商，一方是
香港片商結合擁有黨政資源的本地廠商，結果是後者勝出。雖然這是
偶發事件（頁 237），卻也是不公平競爭的一部分，其後，美國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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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片所用膠捲的變化，加上政府眼中的「國片」明顯向「國語」片偏
倚，這些因素相乘之後，造成了臺語片退出「戲院」舞臺。
首先是臺語片商美都的《三伯英臺》與港商邵氏的《梁山伯與祝
英臺》，在 1963 年 4 月 24 日同步上映，這個事件具有指標意義（頁
211-238）。雙方都以突襲方式，早於預告日期一週，推出電影。但
前者 7 天下片，後者連映 62 天賣出 72 萬張票，何以觀眾接受度判若
雲泥？以前的解釋大多著眼於影片本身的美學與文本（故事通俗、黃
梅調解外省觀眾鄉愁……），以及報紙的報導差異。但蘇致亨提醒，
「關鍵因素」是《梁》片的「發行商」，除了自擁戲院，也與黨營戲
院聯合，並有當時最大報紙、執政黨的機關報《中央日報》…等媒體
的廣告安排以及「奇襲」，再加上軍政資源的配合，這才「締造票房
奇蹟」。該事件後數年，「臺語電影的……能量依舊豐沛」，但同時
並存的事實是，「國語電影從此打入臺灣人的生活世界」。兩片開映
的前一個月，曾任新聞局副局長的龔弘轉任中影總經理，他在交接記
者會表示，中影未來製片將以國語片為主；在《梁》片空前成功後，
「黨國高層對於自製彩色國語電影」，不僅「期待」，這個宣示也有
了落實的「自信」（頁 205、228、237）。
在《梁》片後的十年（至 1972），在中影的帶動…等等因素
下，國片確實從臺語片為主，轉變至以國語片領銜。1960 至 1963
年，本地製作的國語片量是 4 年 27 部；1964-1969 的 6 年間是 305
部，仍然低於臺語片（607 部），但已屬躍增。到了 1970-1972 這 3
年，國語片量達 259 部，臺語片僅存 52 部。然而，國語製片量的前
述成績，是因為政府相對大量補助才能達成（頁 328-334）：根據當
時財政部長李國鼎的文件，中影累計負債至 1972 年 5 月是二億三千
六百五十一萬（「相當於今日之十二億五千一百萬」），其中，「最
主要」虧損來自製片（頁 330）。
以當年臺灣的標準，這個虧損已經算是鉅額，但因政治民主化有
限，執政黨總是能以合法或非法手段，予以掩飾或消帳。相對於這個
暗箱作業，政府對國語片的扶植，則是冠冕堂皇，勇於公然為之。

政府補助「國語片」的規模
政府扶植國片的補助經費，取自政府編列公務預算的部分，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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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百萬、且僅屬於得獎後的「錦上添花」9，影片製作時就給予的
補助，另有兩個來源。一是先前已提及，拍攝電影所需底片與相關設
備的進口稅賦減免或抵銷；二是運用日本殖民臺灣五十年的特殊歷史
條件，從日本片取「財」。後者是指戰後的臺灣電影市場，儘管「一
向是美國片的天下，尤其是在都市，大部分知識份子與青年學生，都
喜歡看美國電影」（呂訴上，1961，頁 55），但在日本與中華民國
（臺灣）在 1972 年斷交前，日片在臺仍有相當的觀眾群。在片源管
制下，1960-1970 等十一年間，得以入臺的美國片達 2,207 部，是日
本片 304 部的 7 倍多（計算自羅慧雯 1996：31）。10 觀眾相對地成
群，但片量及拷貝數在 1954 年元旦起管制後，竟有物以稀為貴的效
果，反而增加了日片有利可圖的機會：郭子銘（1956 年 6 月 14 日）
察覺，先前「最好的日片，總收入不會超過新臺幣六十萬元」，其後
「突破百萬元大關…所在多有」；到了 1960 年代，管制進口片數甚
至演變成奇貨可居的現象，黃仁（2008，頁 236-237）說：「片商無
不想盡辦法爭取日片進口……甚至賄賂官員……」。11
那麼，二戰後、或比較準確地說，國民黨 1949 年撤退來臺後的
二十餘年間，政府使用這個進口管制的方式及財源，不公平地補助
「國語」片多於臺語片的經費，究竟有多少？在完整與可靠的資料欠
缺、或者還未發覺之前，這個問題很難，或說無法準確知道。這裡僅
能分作 A 與 B 兩個部分，推估如後。
A 是指 1954（開始執行外片配額）至 1966（含）年間，取得日
片配額的廠商，分做四類。一是最早存在、製作並出口國片至日本的
電影業者；其次是施行較久也獲配最多的電影進口代理商；12 三是至
少有部分年度，黨營事業「中影」獲得兩部日片；四是最慢在 1964
年底，相關行政指令，已經出現「具有攝製國語長片實績業者」獲配
十部的文字。13 前兩類業者獲配日片的廠商，其收益是否拍片，又是
否拍攝國語片而不製作臺語片，無從得知，先不列計；後兩類偏厚國
語片的規定，折算臺幣，最多可能是當年的二千六百四十萬，14 約是
前引黨政對中影私相授受之補助額度的九分之一。
B 是本書（頁 312-313）引自《聯合報》（1968.12.11）的刊載
（另見黃仁，2008；中國時報，1969.1.15: 6）。該次核可的 1967 年
度日片配額，除給予中影及「攝製國語劇情長片實績者」十三部之
外，首創公開招標（也有十三部），並將其所得補助「國語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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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度約「二千三百萬」（相當於「今日之一億五千萬」）。不過，該
年似乎是特例，不是每年都有這個額度。這是因為，將代理片商享有
多年、但未必正當的利益轉為招標，顯係擋人財路，以致雖然早在
1962 年，電檢處長屠義方已提招標之法，卻遭「日片商請出特權階
級……施壓」後捲起連環反應而「擱淺」。六年多之後，招標得以推
行，是新成立的教育部文化局「擺脫過去的人士包袱」；然而，文化
局在 1970 年要二度招標時，再次有反對的片商，得到立委與外交部
呼應，指這是對日本的「差別待遇」，結果是其後三年累計的配額，
一直到兩國在 1972 年 9 月斷交前，都沒有解決（羅慧雯，1996，頁
40-42、52-53）。《聯合報》則在 1974 年（2 月 12 日）補充，該三
年核可的日片因已經「不得上演」，戲院與發行商都有損失。
以上的推估雖然粗糙而無法精準，但在尚未發掘更可信的材料之
前，若要推論政府補助電影的金額，暫且僅能先行參考這些數字。據
此，對照本書對不同時期的幣值換算，戰後至 1970 年代初的二十餘
年間，政府偏厚國語片的總金額，大約折合 2019 年前後的 15.29 億臺
幣。其中，較大的部分來自國庫或國民黨庫，主要是 1963 至 1972 年
移轉給中影使用的 12.51 億，較小的部分是取自日片配額，約 2.78
億。這筆補助國語片的經費，即便臺語片加配國語，也僅能取得其半
或四分之一。到了 1960 年代末，東南亞政情不利所有國片（不論是
國語片或臺語片）的外銷、香港影業鉅子在東南亞投資的戲院也不會
青睞臺語片，再加上國府壓制或甚至禁止臺語片出口，無疑又是臺語
片市場進一步萎縮的原因（頁 316-322）。稍早之前，1965 年起好萊
塢全面拍攝彩色片、全球減少黑白底片生產及供應，柯達也在 1969
年來臺設分公司販售彩色片，這個技術轉變墊高了製片成本，致使公
司雖多、但規模較小且沒有政府積極支持的臺語片商，尤其難以競
爭，商界在 1975 中止進口黑白膠捲後，臺語片業者更是「有錢也買
不到黑白影片」（頁 346-349），最終也就是戲院的臺語片消失，此
時，臺語影人從大螢幕轉入小螢幕——電視。15

不甘願 找出路
未來，臺語片還能復甦嗎？或者，應該問的是，無論是在大螢幕
或小螢幕，臺語電影或臺語電視劇的前途何在？甲午戰爭後，臺灣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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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日本殖民與內部殖民，生活其間的先民，必有「毋甘願」的感受。
後人領會「毋甘願」，據以刻畫這段期間的電影史片段，其後應該就
是要「找出路」。
蘇致亨期待「推廣臺語電影」，但同時警示，這個願景的落實，
不能訴諸「悲情牌」或「喜鬧牌」（「惡搞牌」），否則，將導致大
家「簡化而扁平」地理解臺語片。他也贊同詹宏志所說，電影的藝術
與市場並非對立（頁 388-397）。藝術電影與市場電影若是不對立，
是因為兩邊的資源含人才會流動穿梭，特別是若有其他條件的配合。
那麼，臺語片的推廣，與其他語種包括國語片的推廣，也不會是對
立，是本地影視產業假使有前途，相較於影視產業若在本地不發達，
將要讓構成國片的臺灣北京話、閩南語、客語，以及十多種的原住民
語言影視作品，都有比較大的空間成長，彼此支援。
所以，眼前相當不好 16 的臺灣影視產業，怎麼「找出路」？
有正確的認知，才會有出路。第一步與必要的條件，是要理解
「電影產業」與「市場失靈」及「政府失靈」的關係。
本書作者說，即便當年遭到不公正對待，仍有一段時間的「臺語
片確實能從市場回收成本」（頁 329）。17 這可能是事實，但也可能
是以個案作為論證，未必代表全豹；更重要的是，若該判斷當年屬
實，現在已是明日黃花。不說美學，電影是典型的「市場失靈」的例
子。韓流起源之一，是 1990 年代阿里郎電影人的奮進；當時，他們
的訴求是「反壟斷」，拒絕好萊塢以自由市場的宣稱，稱霸其電影市
場（馮建三，2002）。立法委員林濁水在 2003 年 5 月 16 日的立法院
座談有驚人之語，表示各國的電影業之「敵人，很明確，是好萊
塢」。18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推動並在 2007 年生效、對簽約國有法律
效果的《保護和促進文化表現形式多樣性公約》，起源於好萊塢試圖
將其對戲院電影的寡佔，延伸至電視（傳播文化與政治編輯委員會，
2015）。歐洲聯盟在 2018 年底修正其《影視傳媒服務指令》，責成
外來（美國在內）的影視串流服務，其片庫必須放入的歐洲作品，比
例要從 20% 提高至 30%，歐盟並授予各會員國權力，可以自行決定
是否要對這些串流企業在其本國的影視營收，課徵特別稅捐（郭嫚
容，2019）。何以從南韓到臺灣，從聯合國至歐盟，都對好萊塢心生
戒心？原來，好萊塢這個美國的「小國務院」大有能力，足以讓真的
國務院在外貿談判時，要求對方開放市場讓它長驅直入（Lee,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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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ann, 1991）。19
糾正市場失靈，有賴政府介入。但政府未必有能，有能未必成
事，政府會出錯，政府介入（電影）市場，也會失靈，亦可能比市場
失靈更引反感。環顧世界，政府介入有成的國家，法國及南韓最為知
名。法國以穩定且大規模的補助見長，最近的資料是，一年 7.993 億
歐元（約合 250-270 億臺幣）。20 研究法國電影的學者，曾訪談多位
美國電影業者與經貿談判代表，發現美國人也從 1990 年代的抗拒，
到了理解並接受法國為首所堅持的意見，亦即電影補助必須繼續，影
視的產銷不能放任牟利並歸私的市場自由（Walkey, 2018, pp. 113-116,
227）。南韓主要是依靠管制外片進口，其中，「銀幕配額（screen
quota, SQ）系統……轉變韓國電影……抵抗好萊塢霸權……各地影
業與藝術及文化倡議人與政策制訂者，相當艷羨」（Yecies ＆ Shim,
2016, pp. 108-109）。不過，1966 至 1993 年間，SQ 在南韓是失敗
的，這就激起外界嘲諷，指其反而造就了該段時期的韓片，多有粗製
濫造，應予揚棄（如 Parc, 2018）；這類人士不肯辨明 1994 年以後，
南韓電影業從幼稚期成功轉入已可自立的階段，SQ 是有重要甚至轉
型的貢獻（更詳細的鋪陳，見鄒宇澤，2006）。南韓的例子顯示，政
府介入失敗，日後仍然可能成功，但足以讓反對公共政策或認識不清
的人，將其豎立為攻擊的靶子。在臺灣，也是這樣，彼時偏厚國語片
而歧視臺語，不僅本地電影未能振興，更糟糕的是，公權力以其惡作
為，反而掩護了市場失靈的存在與嚴重。本書作者對此有「毋甘願」
的沉痛感受，其深刻的程度已經到了授予「好萊塢」以正面的形象，
進佔書的副標題，21 部分原因也許就在這裡。國家曾經壓抑多數人使
用的臺語片，讓人視而不見、忘卻好萊塢的擴張，更是造成臺語片在
內的國片，即便有志、也會難以伸張的關鍵因素。
補助本國片的規模大小及是否穩定，經常是本國電影市場能否有
合理立足空間的條件之一。在國片站穩腳步之前，以 SQ 確保國片在
大小螢幕的映演比例，也是不應該也禁不起放棄的措施。
在臺灣，從以前到現在，對電影業的補助規模，足夠嗎？穩定
嗎？1990 年度開始執行的國片輔導金，以及更晚才開始對電視劇的補
助，規模夠了、穩定了嗎？補助的方式完善了嗎？國人最慢在 1956
年就提出銀幕配額的問題，22 在臺灣進入世界貿易組織前後，電影人
的呼籲再次出現，23 近日也有學人就此辯論，24 並有社團呼籲政府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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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訂及執行法規，祈使國片在戲院有合理的映演比率，25 政治系統會
回應嗎？
民主化有眾多面向，通過普遍選舉，取得統治合法性以及統治權
力，可能是必要的面向之一。過去三十年來，雖有缺漏，這個面向的
民主，在臺灣大致建構完成；在這半甲子年間，建立臺灣主體性的願
望，已經不再支吾其詞，已是人心所共的目標。
但是，這個主體性的內涵是些什麼，通過哪些文化形式傳達於
世？很不協調、相當弔詭的是，政權走向民主化的同時，電影進入殖
民化、電視劇遠離本土化，背離了主體的需要。1990 年代至今，通過
電影，國人琢磨、演練、挑戰、修正與更新臺灣主體性的機會，急遽
減少，至本世紀已低於一成；1950 至 1980 年代尚可維持二、三成。
電視這個更接近人們日常生活的小螢幕，也從解嚴以前，有八成或更
多國人在看電視劇時，看的是本國自製劇，現在減至三成多（參見註
16）。
本地自製的電影不振、自製的電視劇不興，臺灣主體意識的表達
與鍛鍊，就是空談。政黨與政府若不正視，電影人與社會人就得自我
教育及培力，同時向黨政示意，從選票到施壓、從遊說到參政，進而
再三自我提醒與結社，認清取回與建構臺灣影視主體性的重要手段，
必然必須包括設計有效與規模合適的影視補助，持之以恆，佐以合適
比例的大銀幕與小螢幕的本地影視配額，分段執行。

註釋
1

俗稱的「臺語」如同廈門語，與閩南語並無太多差異。本文作者
認同葉啟政的選擇，他以閩南語統稱臺灣約六至七成人口的母語
（葉啟政、何榮幸，2013，頁 23、29）。若以臺灣化的閩南語作
為唯一臺語，並不合理，也會讓很多人產生李永熾提及的「情何
以堪」之不舒服與不受尊重的感覺。惟本書既已使用「臺語」一
詞作為書名，本文的後續文字仍以「臺語片」指涉在臺拍攝的閩
南語影片（李永熾、李衣雲，2019，頁 465-470）。

2

根據盧非易（1998）與葉龍彥（1999）編纂的資料，轉引並計算
自張英進（2017，頁 265-266）。另有兩點說明。一是所引資料，
區分為「拍攝」與「上映」，但拍攝後是否一定上映，未曾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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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二是，統計時，前引資料區分了「廈語片」與「臺語片」。
3

以下所引的國片票房比例，均指臺北市。

4

依據盧非易（1998）的研究團隊之蒐集與統計。票房統計至今雖
未精準，惟已見改善，特別是《電影法施行細則》修訂後，其第
十條已經從 2015 年 9 月 30 日起，要求「電影片映演業依本法第
十三條第一項規定提供票房統計資料之內容、格式及期間，由中
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5

筆者參與該年某學會的碩博士論文獎審查，「高度推薦」這篇論
文。後無意間得知另一審查人亦「高度推薦」，但蘇文最後並未
得獲獎，原因不明。

6

文化部電影科（2013）指民國「自 82 年起，臺灣映演業得依文化
部《文化藝術獎助條例…》，除限制級之電影片外，電影片映演
業映演電影片時，得申請減免營業稅（票價之 5%）。及娛樂稅減
半（本國片 0.5%～1.5%，外國片 1%～3%），本措施自 82 年起
實施迄今。」第一批減稅電影名單在 1993 年 10 月 22 日通過（李
玉玲，1993 年 10 月 22 日）。

7

國片佔比從 1980-1989 年的 12.11%，1990-1999 年是 2.35%，
2000-2007 僅 1.96%，2008 年《海角七號》賣座後至 2019 年，年
均僅 10%上下。

8

完整的名稱是「臺(45)財字第 6668 號函《自由影業商來臺拍片進
出口器材統籌處理辦法》」。

9

教育部文化局制訂有《五十七年獎勵國語影片辦法》與《五十八
年獎勵國語影片辦法》，設有將近 20 個獎項，前者獎金若全部發
出，合計僅 43 萬，後者 48 萬。但《五十九年獎勵國語影片辦
法》，及 60 年 9 月 17 日制訂並在 86 年廢止的《獎勵優良國語影
片辦法》（臺（60）化字第 21495 號），不再有獎金，僅有獎座
（李文慶，1997，頁 243、299、325、395）。

10 1964 年未列各國，僅有各國總進口量 386 部，這個數字不含該年
的美片與日片數量。
11 一部日片的權利轉讓金有多少？《中國時報》1959 年（10 月 27
日）的新聞說，「日片一般盈餘 30 萬」，「好的片子……可超過
一百萬」。《聯合報》1963 年（6 月 14 日）則說 60 萬。羅慧雯
（1996，頁 48）轉引 1965 與 1966 年三家日報的新聞，指是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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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80 萬元；但黃仁（2008，頁 296-297）說 1967 時，是 180-200
萬。無論那個數字為真，都是大錢，1963 年的彩色臺語電影《三
伯英臺》，製片費是 60 萬元（頁 212）。1973 年後，日本影視無
法再入臺，到了 1981 金馬獎國際影展，專案引入日片觀摩「轟動
一時」後，新聞局三度專案進口日片（1984 年 5 月 9 日簽約，進
口 4 部，除每部捐 300 萬作為電影基金，日方負擔發行與拷貝等
全部費用，稅後收益 20% 歸臺。1986 年專案進口六部，共得
8915 萬入輔導金，但到了第三次專案的 1989 年 10 月，每片輔導
金減半為 150 萬，但日片配額低到 10 萬元都「乏人問津」）。
1994 年 3 月，全面開放日本影視作品進口（黃仁，2008）。
12 黃仁（2008，頁 283-298）的紀錄有些出入，前後不一，但他指
出，1953 有兩部進口日片，是獎勵出口《春滿人間》在日放映的
「大華影業」。1959 年 5 月的《國產影片輸日交換日片映演辦
法》顯示該作法「實施了幾年」，一年或有 10 部進口日片符合這
個用途。至 1963 年 7 月，這個運作六年的日片代理制度，有了改
變。但一年後，似乎便因監委王枕華封案及片商請願而恢復原
樣？研究者說，日片配額的分配方式維護了 1957 至 1962 年的
「原來的日片代理商的利益」，無法參與分配日片的公司，他們
因此從 1966 年 6 月 1 日起，在各晚報頭版刊登反對廣告（羅慧
雯，1996，頁 45-47）。
13 根據黃仁（2008）蒐集的資料，最慢在 1964 年 12 月 28 日，相關
辦法已說次年（1965）的 34 部日片，有 10 部配給「具有攝製國
語長片實績業者」。1966 年度也是 10 部。國片的定義是，「影
片長度 50% 以上在國內攝製」，而「地方語劇情長片……配有國
語發音拷貝，並領有准演執照者，視同國語片。彩色劇情片應照
黑白片加倍計算其實績。……金馬獎或國際影產……得……獎的
影片，其積點加倍計算……中外合作攝製的影片具備同國片之條
件者，其積點減半計算。」這個計點標準延用至 1972 年，也就是
禁止進口日片前夕（聯合報，1972 年 3 月 1 日）。
14 黃仁（2008）有少數年份寫著兩部給中影，現假設 12 年都配予中
影，計有 24 部。假設 1965 與 1966 兩年拍攝國語片者，合計也都
獲配一年 10 部，並且，又假設所有拍攝的臺語片，全部不加配國
語配音以換取進口日片的點數，那麼，這兩年的 20 部日片，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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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純國語片的補助。若一部進口日片有 60 萬行情（參見本文註
11），44 部就是 2,640 萬。
15 蘇致亨說有人指「電視打垮臺語片」，但他認為，不如說臺語影
人進入家庭通過電視劇「奪回人氣」。雖然政府旋即又在 1972 年
4 月起，政府規定電視節目每日臺語比例要在 16% 以下，當年底
更使「方言節目」每日不能超過 1 小時而備受壓抑至解嚴（蘇致
亨，2020，頁 354-369）。
16 2018 年的文化部（2019，頁 14、52、116）調查顯示，國片票房
僅佔 7.52%、通過網路裝置看電影或電視劇僅有 7.85% 是通過國
內平臺業者，傳統電視播放的電視劇，本國製作是 9810 小時，僅
是海外電視劇（其中，最多的是韓劇）21,162 小時的 46%。
17. 本書歷經四年改寫，作者在碩士階段期間有更強烈的文字，成書
後則已取下：若「……教育部……一視同仁……扶植……不加以
嚴厲限制，（臺語片）就能夠單憑民間資本和市場回收而茁
壯……甚至……成為東亞『福佬話娛樂產業版圖』的最大製作重
鎮」（蘇致亨，2015，頁 63）。
18 筆者當日參與該座談，親耳聽聞。
19 好萊塢「僅」在臺灣約佔有四成市場的 1947 年 8 月，國民黨省黨
部成立臺灣電影企業公司，擬統籌全省排片事宜，八大以拒絕供
片抵制；1948 年底，中南部臺影院線與《中華日報》合作，發行
半價券優待觀眾，八大威脅五日內取消該議，否則停止供片（呂
訴上，1961，頁 33-35）。
20 2017 年，補助電影與電視分別是 3.712 與 2.956 億歐元，跨功能
部門是 1.199 億，數位技術是 1,260 萬，管理成本是 3,070 萬
（CNC, 2018，頁 207-208）。
21 「臺灣有個好萊塢」一詞，首度出現似乎是在第 56 屆金馬獎，臺
灣音樂劇團隊「瘋戲樂工作室」以音樂劇「臺灣有個好萊塢」在
開場典禮演出（黃保慧，2019 年 11 月 20 日）。該詞似乎頗獲接
受，致使本書以此入題？若是，這是另一困境，電影因好萊塢的
擴張而奄奄一息的程度，在臺灣相當嚴重，但有太多本地消費者
及傳媒親善好萊塢，表現在每年奧斯卡頒獎典禮的報紙披露數
量，舉世數一數二（鐘承諭，2018）。不過，對於臺灣因拍攝大
量臺語片，曾有世界前三大電影生產國的說法，作者雖有轉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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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致亨，2020，頁 17、247、257），但他在查閱相關材料後，
表示該說法「其實仍有待確認」（同上引：頁 447 註 3、頁 415
註 41）。
22 陳舍（1956 年 7 月 13 日）說「一個國家在自己本國土上連本國
國片都看不到，而以外國影片當道，這像什麼話？」，他指當時
政府剛開始「硬性規定，凡是甲級戲院每六十天要上映國語片六
天」。1965 年 2 月 13 日，《中央日報》報導，港九影劇事業自
由總會與臺灣省電影製片協會合辦記者會，他們呼籲「保障國片
上映黨籍，由政府明令規定任何戲院，每年平均上映國產影片的
天數不得少過三百天」（轉引自羅慧雯，1996，頁 50）。
23 項貽斐（2004 年 9 月 1 日）、葛大維（1999 年 3 月 19 日、2002
年 3 月 5 日）。
24 郭力昕（2015 年 12 月 18 日、2016 年 1 月 4 日）與鄭秉泓（2015
年 12 月 30 日）。
25 野薑花公民協會（2017 年 4 月 8 日）與蔡蕙如（2017 年 4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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