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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美學：紀錄片與社會實踐  

ATHETICS OF RESISTANCE:  

DOCUMENTARY FILM AS SOCIAL PRAXIS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Tunghai University 

Spring, 2017 

Tuesday 09:10-12:00 

一個人用鐵鎚將鏡子打破： 

藝術不是反映現實的鏡子，而是改造現實的鐵鎚。 

──布萊希特 
 

曾有一本百葉窗型電話簿 

上面寫的都是有關社運的電話 
 

曾有一張掛在牆上的台灣地圖 

上面貼著各種抗爭活動的貼紙 
 

曾有一種家用型電子攝影機 

被年輕人當作改造社會的工具 
 

曾有一整面牆的錄影帶 

紀錄了台灣的民主運動與社會運動 
 

這就是綠色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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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教師：黃崇憲 

上課時間：星期二 09:10-12:00 
（本課程設計之專題講座、導演與談及本系「2017文化行動主義」系列活

動，為配合講者／與談者，部分活動擬安排在星期二晚上 18:00-21:30及星

期三中午 12:10-14:00進行，請欲選修的同學務必斟酌能否配合此上課時間

之彈性調整） 

上課教室：SS210 

聯絡電話：04-23590121轉 36313 

電子郵件：momo@thu.edu.tw 

約見時間：星期二 7:30am -8:30am，東海大學伯朗咖啡館（請事先約定） 

 

※ 課程簡介 
 

台灣新紀錄片的出現，大約從 1980年代中葉開始，通常追溯到王智章拍攝

的海山礦災紀錄片及其後來所發起的「綠色小組」。歷史的因緣際會，由於 VHS

家用攝影機新工具的出現，創造了新的生產空間和表達模式，開啟了戰後台灣「人

民媒體」的歷史新頁，綠色小組以「小眾媒體」的姿態，首次站在人民位置，反

抗戒嚴體制支配下的主流媒體所發出的一元化、單向式的國家意識形態機器之政

令宣導、收編、與進行對被統治者的馴服、洗腦、與臣屬化。 

本課程的目的以歷史社會學的視野，重新系統地回溯台灣新紀錄片的興起，

探討 1980年代綠色小組在解嚴前後所記錄的騷動島嶼之反抗影像，配合影像佐

以「台灣狂飆」的八十年代之歷史旁白，重新進行歷史脈絡化與深入詮釋。 

「綠色小組」之後，1990至 2000年將以「全景學派」作為討論對象，2000

年之後個人化、藝術化與商業化的紀錄片興起且逐漸蔚為風潮，可與綠色小組的

反抗美學構成參照與比較，去析理三十年來的發展，台灣的紀錄片是否形成特有

的傳統，有哪些特色和侷限之處，以及共同求索未來紀錄片作為社會實踐之可能。 

 

※ 本課程探討之核心議題 
 

0. 觀看之道：如何選擇你喜歡的紀錄片 

1. 何謂反抗美學 

2. 何謂真實？如何紀錄？紀錄片該如何政治？ 

3. 紀錄片的政治性與去政治 

4. 紀錄片創作的政治實踐 

5. 紀錄片的定義與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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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紀錄片研究理論與方法 

7. 紀錄片研究的主要議題 

8. 台灣紀錄片發展的歷史型構與階段性發展 

9. 紀錄片的視角：誰的觀點 

10. 紀錄片與集體歷史記憶之共構關係 

11. 紀錄片作為社會實踐如何可能 

12. 紀錄片的實作與拍攝：公民記者作為社會學介入 

 

※ 課程進行方式 
 

1. 分組引言討論 

本課程分成十三小組負責每週導讀提問，每組 2-3 人，於本學期中認領一週

之導讀，時間 30 分鐘，導讀內容必須製成 PPT 簡報，導讀內容避免讀者文

摘式的摘要，覆述文本內容（我們的上課前提是每位同學在上課前都已讀完

指定文本），而是掌握文本重點，凸顯重要議題進行鋪陳、闡發與論述，並

就文本的相關內容形成三個提問，並在報告後負責帶領同學參與討論。 

報告小組於每週一晚上 9:00前將 PPT傳給授課老師（momo@thu.edu.tw），

並列印一份紙本，於隔日上課報告前繳交給授課老師。 

某些周次上課進行方式，會由同學先進行心得分享，當週報告小組需仔細聆

聽、蒐集議題，於報告時回應，以便形成報告小組與上課同學們的對話。 

2. 閱讀文獻導讀 

3. 紀錄片觀看、分析，以及師生互動討論 

4. 邀請紀錄片工作者與紀實攝影家蒞臨講演、分享經驗，並與同學面對面討論

問題 

 

※ 課程要求 
 

1. 第一週上課未到，視同棄權。 

2. 作業 I請於 2/21繳交，作業 II請於 3/7繳交。作業 I、II未繳交者，不得選修

本課程。 

3. 請勿任意遲到、早退或心不在焉。準時與課本來就是基本的公民素養，因此

本課程點名後，遲到者不補點。 

4. 除身體不適與其他不可抗力之意外，請勿缺席。違者將影響學期成績，每缺

席一次，學期成績總分扣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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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Issue memo每週都需按時繳交，遲交一天扣一分，每份 issue memo佔 5分。

本學期共需繳交11次 issue memo，當週負責導讀的組別，不需繳交 issue memo

外，其他同學均需按時於課堂結束後繳交給授課老師，缺交三次者，本課程

即以不及格計。Issue memo繳交格式如下： 
系級學號： 

姓名： 

標題：反抗美學：紀錄片與社會實踐 issue memo（1）、（2）…… 

內文書寫，字數不得少於 1000 字 

Issue memo的評定標準，在於寫作態度的認真，同學們最好提前儘早讀完每

週的指定閱讀，讓自己有餘裕就文本內容沈澱、反芻、構思和書寫。issue memo

的寫作是本課程非常重要的日常例行訓練，同學們務必全力以赴、馬虎不得。

issue memo不可抄襲，若有引用相關文獻，一定要註明出處。同學們也需自

行備份，issue memo只給分不發還，在適當時刻，授課老師會對 issue memo

作整體性的評論，因本課修課學生過多，將不個別評論。 

6. 本課程的定位是討論課，同學們請敞開心胸，踴躍參與討論。討論的品質，

將決定本課程的成敗。課堂中我也將主動邀請同學發表意見、抒發心得、參

與討論。切記，沒有任何問題是笨問題，也沒有觀點與意見該被輕視！每位

同學上課之前，都要心理準備好當週的上課發言內容（可以 issue memo為底

本）。在討論過程中，同學們也該培養傾聽和接納不同觀點之心量與氣度。

要特別鼓勵同學勇於表達自己的觀點，不要人云亦云或虛矯「政治正確」的

四平八穩對號入座。特別鼓勵同學們挑戰授課老師的觀點，勇於實踐「吾雖

愛吾師，吾更愛真理」地面對知識的真誠與熱切。Keep your distinctive voice! 

7. 嚴肅以對影像閱讀，切勿以「影片欣賞」之輕忽態度觀看紀錄片。本課程以

紀錄片作為主要的文本。同學們該秉持嚴格的自我要求，戰戰兢兢、正襟危

坐自我要求成為稱職、勝任深度的閱聽者，開發自己之視覺素養（visual 

literacy）。 

8. 課堂播放影片時，務必專心觀賞並做筆記，影片播放完後，授課老師會隨即

邀請同學發表感想。凝神貫注上課為本課程之基本要求，不能做到者，請勿

選修本課；沒有強烈學習動機者，亦然。非誠勿擾，Be an active lear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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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分方式 
 

  本學期評分的依據如下： 

項目  配分  

課堂討論報告 25%（主報告佔整體表現 15％，個人課堂參與佔 10％） 

作業 I & II 20%（缺交任一作業，不得選修本課程） 

Issue Memos 55%（缺交三次者，本課程以不及格計） 

**相關規定與要求將在課堂中詳細說明。 

 

※ 指定閱讀書目 
 

邱貴芬，2016，《看見臺灣：臺灣新紀錄片研究》。臺北：臺大出版中心。 

陳世宏 編，2016，《衝撞與凝聚：綠色小組口述訪談集》。臺北：遠景。 

管中祥 編，2015，《公民不冷血（經典增修版）：新世紀台灣公民行動事件簿》。

台北：紅桌文化。 

 

※ 參考閱讀書目 
 

Arthur Rothstein著，李文吉譯，2012，《紀實攝影》（第三版）。台北：遠流。 

巴森（Richard M. Barsam）著，王亞維譯，2012，《紀錄與真實：世界非劇情片

批評史》（第二版）。台北：遠流。 

Michael Rabiger著，王亞維、喻溟譯，2016，《製作紀錄片》（第五版）。台北：

遠流。 

王慰慈等計畫主持，2000，《台灣新聞紀錄片片目、書名、口述歷史集》。台北：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李道明、張昌彥主編，2000，《紀錄台灣：台灣紀錄片研究書目與文獻選集（上）、

（下）》。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李道明、王慰慈主編，2000，《紀錄台灣：台灣紀錄片與新聞片影人口述（上）、

（下）》。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人間雜誌》第一至四十七期，1985-1989。 

井迎瑞，2012，〈閱讀綠色小組〉（2012年 5月 27日《嘉蘭八八重建》首映會

發言稿），http://greenteam1.tnnua.edu.tw/releaseRedirect.do?unitID=241&pageID=129 

王智章，2012，〈綠色小組的社會實踐：為懷念吳耀忠而作〉，《思想》22期「走

過八十年代」，頁249-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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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介民，2012，〈革命在他方？：此刻記憶1980年代〉，《思想》22期「走過八

十年代」，頁157-178。 

黃崇憲，2012，〈夢想共和國的反挫：1980年代的個人備忘錄〉，《思想》22

期「走過八十年代」，頁179-196。 

蕭阿勤，2012，〈追求國族：1980年代台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思想》22

期「走過八十年代」，頁85-110。 

陳素香，2012，〈八○九○二千以及之前和之後〉，《思想》22期「走過八十年

代」，頁205-248。 

台灣綠色小組影像永續協會策劃，范綱塏主編，2016，《巨浪的起點：鹿港反杜

邦運動30週年紀錄文集》。台北：人間。 

 

■報導者│綠色小組30年系列報導：  

綠色小組30年：尋找真相的紀錄者（文／報導者） 

https://www.twreporter.org/a/greenteam-content 

綠色小組30年：扛著攝影機當武器的年輕人（文／蔣宜婷） 

https://www.twreporter.org/a/greenteam-30years 

搞綠色的變賣古董的  傅島：我只在意真假（文／汪宜儒） 

https://www.twreporter.org/a/greenteam-huang-le-shan 

棒打鎮暴警察沒在怕 我身騎白馬闖街頭（文／房慧真） 

https://www.twreporter.org/a/greenteam-li-jin-long 

綠色小組鏡頭下，差點被時間偷走的3000小時（文／蔣宜婷） 

https://www.twreporter.org/a/greenteam-3000hours 

 

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2015，《布萊希特作品系列：論史詩劇》。北京：

北京師範大學。 

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張黎等譯，2000，《布萊希特戲劇集》。合肥：安

徽文藝出版社。 
布萊恩・溫斯頓（Brian Winston），王遲、李莉、項冶譯，2015，《紀錄片：歷

史與理論》。北京：中國廣播影視。 

李晨，2014，《光影時代：當代臺灣紀錄片史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李翔，2014，《用紀錄片改造世界：參與式紀錄片研究》。陝西：陝西師範大學

廣播電視藝術學碩士論文。 

李道明，2013，《紀錄片：歷史、美學、製作、倫理》。臺北：三民書局。 

林木材，2016，〈重探綠色小組：三十週年的迴響與反思〉，《綠色小組三十週

年研討會會議論文集》（未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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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力昕，2014，《真實的叩問：紀錄片的政治與去政治》。臺北：麥田。 

陳瑞樺，2016，〈影像重返歷史現場的條件、作用與意義：記「水源里與李長榮

的抗爭」三十年後的在地放映〉，《綠色小組三十週年研討會會議論文集》

（未出版）。 

臺北市紀錄片從業人員職業工會策劃，林木材，2012，《景框之外：台灣紀錄片

群像》。臺北：遠流。 

蔡慶同，2012，〈媒體即身體：綠色小組與環保抗爭〉，《南藝學報》第 5期，

頁 1-23。 

聶欣如，2010，《紀錄片概論》。上海：復旦大學。 

羅褘英，2014，〈在場、介入與自反：1980年以來臺灣紀錄片美學的一個觀察角

度〉。《北京電影學院學報》2：39-45。 

蘇建，2012，《布萊希特的馬克思主義戲劇美學思想研究》。黑龍江：黑龍江大

學哲學所碩士論文。 

 

※ 參考相關影片 
 

吳乙峰，《月亮的小孩》（1990，63min） 

吳乙峰，《生命》（2003，142min） 

李惠仁，《不能戳的秘密》（2011，64min） 

李惠仁，《不能戳的秘密 2：國家機密》（2011，83min） 

李道明，《人民的聲音：環保篇》（1991，63min） 

沈可尚，《噤聲三角》（2000，19min） 

沈可尚，《築巢人》（2012，53min） 

馬躍．比吼，《天堂小孩》（1997，14min） 

崔愫欣，《貢寮你好嗎》（2004，89min） 

陳素香，《T婆工廠》（2010，56min） 

陳素香，《彩虹芭樂》（2012，59min） 

陳耀圻，《劉必稼》（1966，28min） 

賀照緹，《我愛高跟鞋》（2010，52min） 

黃信堯，《帶水雲》（2009，36min） 

黃孫權《我的家在康樂里》（2001，80min） 

嘉蘭報告紀錄小組，《嘉蘭報告——八八風災》（2009） 

齊柏林，《看見台灣》（2013，93min） 

齊美玲，《雲的那端》（2007，102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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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網站 
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http://www.civilmedia.tw 

公共電視紀錄片平台：http://viewpoint.pts.org.tw/videos/ 

台灣紀錄片資料庫：http://taiwandocs.tfi.org.tw 

綠色小組社會運動紀錄片：http://greenteam.tnnua.edu.tw/bin/home.php 

 

※ 參考網頁資訊 
• 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學資源網紀錄片區：

http://sociology.ntu.edu.tw/ntusocial/test/cata.html 

• 2014年度回顧專題：紀錄影像—社會運動，歷史及其不滿：

http://www.funscreen.com.tw/headline.asp?H_No=551 

• 紀錄片之於社會運動，是紀實也是反思：

http://www.biosmonthly.com/issue_topic/5201 

• 理想主義的困惑——在運動與記錄之間（上）：

http://www.tidf.org.tw/zh-hant/reportsandarticle/4023 

• 理想主義的困惑——在運動與記錄之間（下）：

http://www.tidf.org.tw/zh-hant/reportsandarticle/4024 

• 2016年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http://www.tidf.org.tw/zh-hant/tagcloud/779 

• 〈日曜日式散步者：一部詩歌紀錄片為何跟你我關係密切？〉：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908-culture-Le-Moulin-taiwan/# 

• 〈十問張贊波：影像紀錄是無力者唯一的有力〉：

http://news.knowing.asia/news/32579eb5-b3c0-41cb-b5ce-db3ed6e0cc49 

• 嘉蘭報告：http://www.peopo.org/kaaluwan 

• 〈與布萊希特的對話〉：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walter-benjamin/mia-chinese-walter-benjamin

-193407-8.htm 

• 耿一偉，〈布萊希特與電影：二十世紀前半葉的發展〉：

http://1www.tnua.edu.tw/~TNUA_THEATRE/files/archive/311_b3c3727f.pdf 

• 徐匡复，〈布萊希特和東德的文藝政策〉：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bertoltbrecht/marxist.org-chin

ese-BertoltBrecht-2.htm 

• 李時學，〈改變世界的戲劇：20世紀西方左翼戲劇理論的建構〉：

http://www.ilf.cn/Mate/34591.html 

http://www.ilf.cn/Mate/34591_2.html 

http://www.ilf.cn/Mate/34591_3.html 



	 9	

http://www.ilf.cn/Mate/34591_4.html 

http://www.ilf.cn/Mate/34591_5.html 

http://www.ilf.cn/Mate/34591_6.html 

http://www.ilf.cn/Mate/34591_7.html 

http://www.ilf.cn/Mate/34591_8.html 

• 蔡慶同，〈再現弱勢的美學與政治： 從《月亮的小孩》到《水蜜桃阿嬤》〉：

http://ccs.nccu.edu.tw/word/HISTORY_PAPER_FILES/1361_1.pdf 

• 王玉燕，〈第五章 《奇蹟背後》：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交互辯證〉：

https://nccur.lib.nccu.edu.tw/bitstream/140.119/33227/11/100811.pdf 

• 王玉燕，〈第七章 《貢寮你好嗎》：反核運動的在地觀點〉：

https://nccur.lib.nccu.edu.tw/bitstream/140.119/33227/9/100809.pdf 

• 郭玉敏，〈貢寮你好嗎？一部紀錄反核運動的紀錄片〉：

www.smrc8a.org/v1/smff2005/image/Gongliao02.doc 

• 吳靜如，〈她們是我見過最英俊的女人——記《T婆工廠》(上)〉：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51954 

• 吳靜如，〈她們是我見過最英俊的女人——記《T婆工廠》(下)〉：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51955 

• 林庭萱，〈《彩虹芭樂》導演陳素香：「移工的飄泊，發展出 ”Only in Taiwan” 

的戀愛模式。」〉：http://npost.tw/archives/21622 

• 陳逸婷，〈《彩虹芭樂》解構浪漫愛，看見移工生活〉：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73504 
• 攝影之聲・第 15期：影像的左邊：http://www.vopmagazine.com/vop015/ 

• 王玉燕（1996）《環境議題紀錄片的敘事策略研究：一個集體行動框架的觀

點》，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http://nccur.lib.nccu.edu.tw/handle/140.119/33227 

• 李怡臻（2015）《柯金源紀錄片中的敘事觀點與環境正義》，成功大學台灣

文學系碩士論文：

http://etds.lib.ncku.edu.tw/etdservice/view_metadata?etdun=U0026-1508201522

212200 

• 〈盧卡奇美學哲思〉：

http://mp.weixin.qq.com/s?src=3&timestamp=1481429092&ver=1&signature=rr

r21m-evw6j-WrOqK*ATJ5O57bu8bU47RPWo91mP0KmQ97MRbQt*EfBQZG

Ju-1MMqw829A5ztieJ5qZuVFHeGij9lWZVvCw7hRrU88dvxaJP9Jb3Zv2IV7S

JYRMp68*XybEGq8Tt46hTPdpq0Kcz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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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進度及主題 
 

Week 1 

02/14 

課程簡介、主旨與目標  

＊ 本週未出席簽到者，不得選修本課程 

＊ 說明期初作業教學設計之理念、課程基調、相關要求。 

Week 2 

02/21 

緒論 I：紀錄片的理念、歷史與審美  

＊ 期初作業繳交及課堂報告（必交，未繳交此作業不得選修本課程） 

作業 I：從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學資源網紀錄片區，擇定一部你感興趣

的紀錄片，觀賞後寫下心得報告（文長 1,500字左右）於本週課後繳交，並

準備三分鐘口頭報告。（此作業相關要求將於第一週課堂進一步補充說明） 

＊ 分組及認領小組報告。 

Ø 指定閱讀：邱貴芬，2016，〈第一章 導論〉，《看見臺灣：臺灣新紀錄片

研究》。臺北：臺大出版中心。頁 1-54。 

Week 3 

02/28 

和平紀念日（不上課）  

＊ 課外講堂：  

 
http://www.tidf.org.tw/zh-hant/category/shows/4961 

同學們請於 2/25（六）下午 4：00自行前往台中大墩文化中心觀賞 2017年

「台灣紀錄片雙年展」（TIDF）全省巡迴展，播放綠色小組《520事件》（1988，

69min）和《水源里與李長榮的抗爭》（1987，33min）。並鼓勵同學下午

1:00可在大墩文化中心先觀賞另一部紀錄片《大路朝天》（2015，95min）

的播放，並可在下午 7:30-9:30在中區再生基地（台中市中山路 69號 2樓）

參與映後導演張贊波和房慧真的座談。此課外講堂活動是本課程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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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同學們務必參加。 

作業 II：同學們可就《520事件》和《水源里與李長榮的抗爭》任擇一片，

寫觀賞後的心得，於 3/7上課時繳交。若同學們 2/25不克前往觀賞，可選擇

2017TIDF綠色小組台中場播放的影片，擇一書寫觀後心得報告。 

² 參考閱讀：陳瑞樺，2016，〈影像重返歷史現場的條件、作用與意義：記「水

源里與李長榮的抗爭」三十年後的在地放映〉，《綠色小組三十週年研討會

會議論文集》（未出版）。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0Bzq6llEhyPn4SURZZzAyR0J4bTA?us

p=sharing 

Week 4 

03/07 

緒論：紀錄片的理念、歷史與審美  

＊ 繳交作業Ⅱ（請同學們注意，本週除了繳交作業Ⅱ，還有 issue memo 1，

分開繳交）  

＊ 繳交 issue memo 1：《看見台灣：台灣新紀錄片研究》第一章至第二章。 

＊ 第一小組報告：《看見台灣：台灣新紀錄片研究》第一章至第二章。 

＊ 自本週為止，未繳交作業 I及作業Ⅱ不得選修本課，請自動退選。 
Ø 指定閱讀：邱貴芬，2016，〈第二章 台灣歷史紀錄片的敘述和記憶〉，《看

見臺灣：臺灣新紀錄片研究》。臺北：臺大出版中心。頁 55-102。 

Week 5 

03/14 

騷動島嶼的反抗影像 I：綠色小組  

n 「2017文化行動主義 I：影像篇」第一場活動 
影片播放：《你怎麼不憤怒！野百合學運》（2016，65min） 

時間：2017年 3月 14日 18:00-21:30 

地點：銘賢堂 

主持人：黃崇憲 

與談人：王智章（綠色小組發起人） 

邱毓斌（屏東大學社會發展學系助理教授、野百合學運參與者） 

房慧真（《報導者》資深記者、作家） 

魏揚（太陽花學運參與者、黑色島國青年陣線成員） 

＊請注意本週活動時間地點的彈性調整 

＊ 繳交 issue memo 2：《衝撞與凝聚》第一篇。 

Ø 指定閱讀：陳世宏 編，2016，〈第一篇 王智章訪談錄〉，《衝撞與凝聚：

綠色小組口述訪談集》。臺北：遠景。頁 12-73。 

² 參考閱讀：何榮幸，2014，《學運世代：從野百合到太陽花》。台北：時報。 

² 參考閱讀：吳叡人、林秀幸主編，2016，《照破：太陽花運動的振幅、縱深

與視域》，台北：左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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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 參考閱讀：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7564 

² 參考閱讀：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642379 

Week 6 

03/21 

騷動島嶼的反抗影像 II：綠色小組  

n 《1130桃園機場事件》（1986，61min） 

＊ 繳交 issue memo 3：《衝撞與凝聚》第二篇。 

＊ 第二小組報告：影片賞析與導覽，報告內容分兩大部分： 

• 1130桃園機場事件之歷史脈絡介紹 

• 影片文本賞析 

Ø 指定閱讀：陳世宏 編，2016，〈第二篇 李三沖訪談錄〉，《衝撞與凝聚：

綠色小組口述訪談集》。臺北：遠景。頁 74-149。 

Week 7 

03/28 

騷動島嶼的反抗影像 III：綠色小組  

n 《鹿港反杜邦運動》（1987，53min） 

n 《反五輕運動》（1988，19min） 

＊ 繳交 issue memo 4：《看見台灣》第三章。 

＊ 本週無小組報告，課堂進行將邀請《巨浪的起點》主編范綱塏報告鹿港反杜

邦運動之重返歷史現場。 

Ø 指定閱讀：邱貴芬，2016，〈第三章 台灣環境紀錄片的空間與論述〉，《看

見臺灣：臺灣新紀錄片研究》。臺北：臺大出版中心。頁 103-151。 

² 參考閱讀：台灣綠色小組影像永續協會策劃，范綱塏主編，2016，《巨浪的

起點：鹿港反杜邦運動 30週年紀錄文集》。台北：人間。 

Week 8 

04/04 
清明節（不上課） 

Week 9 

04/11 
期中考（不上課） 

Week 10 

04/18 

騷動島嶼的反抗影像 IV：綠色小組  

n 《生死為台灣》（1989，61min） 

＊ 繳交 issue memo 5：《衝撞與凝聚》第三篇至第四篇。  

＊ 第三小組報告：影片賞析與導覽，報告內容分兩大部分： 

• 影片歷史脈絡介紹 

• 影片文本賞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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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指定閱讀：陳世宏 編，2016，〈第三篇 傅島訪談錄〉，《衝撞與凝聚：綠

色小組口述訪談集》。臺北：遠景。頁 150-201。 

陳世宏 編，2016，〈第四篇 林信誼訪談錄〉，《衝撞與凝聚：綠色小組 

口述訪談集》。臺北：遠景。頁 202-272。 

² 參考閱讀：吳叡人，2016，《受困的思想：台灣重返世界》，台北：衛城。 

Week 11 

04/25 

專題演講  

n 演講講題：我對綠色小組影像資料庫的後設考察 

講者：井迎瑞（台南藝術大學音像學院院長） 
時間：2017年 4月 26日中午 12:10-14:00 

地點：SS524 
＊請注意本週活動時間地點的彈性調整 

Week 12 

05/02 

1990-2000年台灣紀錄片的發展：全景學派  

n 吳乙峰《月亮的小孩》（1990，63min） 

＊ 繳交 issue memo 6：本週指定閱讀讀後心得 

＊ 第四小組報告：影片賞析與導覽，報告內容分兩大部分： 

• 影片歷史脈絡介紹 

• 影片文本賞析 

Ø 指定閱讀：黃崇憲，2012，〈夢想共和國的反挫：1980年代的個人備忘錄〉，

《思想》22期「走過八十年代」，頁 179-196。 

李泳泉，2006，〈全景學派的誕生：台灣紀錄片的趨勢觀察（1990-2000）〉。

《台灣當代影像：從紀實到實驗 1930-2003》。王慰慈主編。台北：同喜文

化，頁 59-66。 

² 吳乙峰及全景學派作品 

1998年《陳才根的鄰居們》 

2004年《生命》 

2013年《秋香》 

Week 13 

05/09 

2000年之後環境運動紀錄片  

n 崔愫欣《貢寮，你好嗎》（2004，89min） 

＊ 繳交 issue memo 7：本週指定閱讀讀後心得 
＊ 第五小組報告：影片賞析與導覽，報告內容分兩大部分： 

• 影片歷史脈絡介紹 

• 影片文本賞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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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指定閱讀：郭力昕，2014，〈去政治化的環境議題紀錄片：以《±2℃》為

例〉、〈台灣符號、政治維穩，與國族性格〉，《真實的叩問：紀錄片的政

治與去政治》。台北：麥田。頁 73-85、頁 117-124。 

Week 14 

05/16 

積極公民培力 I 

＊ 繳交 issue memo 8：《公民不冷血》之「土地」、「環境」 

＊ 第六小組報告：「土地」、第七小組報告：「環境」 

本週報告小組必須針對讀本指定主題「土地」、「環境」，進行相關事件及

議題之補充、闡發與論述。 

Ø 指定閱讀：管中祥 編，2015，《公民不冷血（經典增修版）：新世紀台灣

公民行動事件簿》。頁 26-93。台北：紅桌文化。 

• 「土地」 

1. 都更與暴力迫遷 

2. 科學園區與農地 

3. 樂生院的兩三事 

• 「環境」 

1. 反國光石化運動 

Week 15 

05/23 

積極公民培力 II 

＊ 繳交 issue memo 9：《公民不冷血》之「勞工」、「族群」 

＊ 第八小組報告：「勞工」、第九小組報告：「族群」 

本週報告小組必須針對讀本指定主題「勞工」、「族群」進行相關事件及議

題之補充、闡發與論述。 

Ø 指定閱讀：管中祥 編，2015，《公民不冷血（經典增修版）：新世紀台灣

公民行動事件簿》。頁 94-157。台北：紅桌文化。 

• 「勞工」 

1. 勞動權抗爭紀錄 

2. 高科技冷血運動 

• 「族群」 

1. 台灣原住民運動 

Week 16 

05/30 
端午節（不上課） 

Week 17 

06/06 

積極公民培力 III 

＊ 繳交 issue memo 10：《公民不冷血》之「性／別」、「公民在線：社運者

速寫」 

＊ 第十小組報告：「性／別」、第十一小組報告：「公民在線：社運者速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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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報告小組必須針對讀本指定主題「性／別」、「公民在線：社運

者速寫」進行相關事件及議題之補充、闡發與論述。 

Week 18 

06/13 

台灣紀錄片的倫理課題與未來展望  

＊ 繳交 issue memo 11：《看見臺灣》第四章、第五章 

＊ 第十二小組報告：「台灣紀錄片的倫理課題」、第十三小組報告：「台灣紀

錄片的國際發聲」 

• 本週報告小組必須針對讀本指定主題，進行相關事件及議題之補充、

闡發與論述。 

Ø 指定閱讀：邱貴芬，2016，〈第四章 台灣紀錄片的倫理課題〉、〈第五章 台

灣紀錄片的國際發聲〉，《看見臺灣：臺灣新紀錄片研究》。臺北：臺大出

版中心。頁 153-225。 

Week 19 

06/20 

期末考（不上課） 

學期結束 

 

※ 延伸的課程及主題 
 
Week 20 

 

八八風災原住民部落重建之蹲點紀錄：綠色小組 VI 

n 《嘉蘭八八重建》（2012，93min）   

＊ 〈閱讀綠色小組〉、《防天災 禦人禍》第一部分。 

＊ 小組報告：影片賞析與導覽，報告內容分兩大部分： 

• 八八風災事件之歷史脈絡介紹 

• 影片文本賞析 

² 指定閱讀：井迎瑞，2012，〈閱讀綠色小組〉（2012年 5月 27日《嘉

蘭八八重建》首映會發言稿），

http://greenteam1.tnnua.edu.tw/releaseRedirect.do?unitID=241&pageID=

129 

² 陳永龍、丘延亮，2014，《防天災 禦人禍：原住民抗爭與台灣出路》

第一部分「天災／人禍的認識與理述」，台北：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 

• 天災／人禍的認識與理述 

1. 不對天災無奈 要教人禍不再：八八災後民間自主力量與部落的

生存對抗 

2. 反思天災的人禍結構及殖民論詰：原住民部落面對災禍的主體重

建與社群軟實力 

3. 天災的人禍屬性與部落自救：八八災後原住民部落再生成的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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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運動 

4. 災後在地社會能量介入政策的拮抗：一個類民族音樂學譜記與閱

聽的嘗試 

5. 回歸部落主體的社會空間主張：部落活出來與「上／下部落」再

生成的理述 

Week 21 n 報導文學紀實攝影：《人間》雜誌  
＊指定閱讀：行人文化實驗室企劃（黃奕瀠採訪撰文），2014，〈人間：

是報導者、參與者，更是介入者〉，《咆哮誌：突破時代的雜誌》。台北：

行人。頁 58-99。 

Week 22 n 黃孫權《我的家在康樂里》（2001，80min）  
＊指定閱讀：黃孫權，2012，《綠色推土機：九零年代的台北的違建、公

園 、 自 然 房 地 產 與 制 度 化 地 景 》 。 台 北 ： 破 週 報 。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566570。 

＊參考閱讀：楊長苓，2004，《銘印，協商與抵抗的空間實踐：由康樂里

非自願拆遷重思都市規劃與建築歷史》。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論文。 

Week 23 n 張贊波《大路朝天》（2009，95min）  
＊作品年表 

2009《天降》Falling from the Sky 

2010《戀曲》A Song of Love,Maybe 

2011《有一種靜叫莊嚴》The Interceptor from My Hometown 

2015《大路朝天》The Road 

Week 24 n 陳素香《T婆工廠》（2010,56min）  
＊作品年表 

《轟拍港都》（2008,55min） 

《彩虹芭樂》（2012,70min） 

Week 25 n 馬躍·比吼《天堂小孩》（1997,14min）  

   《請問貴姓》（2002,25min）  
＊作品年表 

《季·拉黑子》（1997,36min） 

《我們的名字叫春日》（1997,40min） 

《親愛的米酒 你被我打敗了》（1998,24min） 

《如是生活 如是 Pangcah》（1998,28min） 

《阿道的腳步—存在與虛無》（1999,34min） 

《心中的土地—目擊者田春綢》（1999,24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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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gcah媽媽—築屋的女人》（1999,24min） 

《急馳的生命—八嗡嗡車隊》（1999,24min） 

《國家共匪—美麗的錯誤》（2000,56min） 

《三月的禮物》（2000,38min） 

《畫滿九又 1/2》（2001,45min） 

《來去大陳》（2001,111min） 

《背起玉山最高峰》（2002,46min） 

《部落漂流到金樽》（2002,55min） 

《不願與你同姓－當歐蜜羅遇上葉莉茱》（2002,26min） 

《一直變大又變小的名字》（2002,25min） 

《光復．噶驲佤》（2003,55min） 

《腳印行動》（2003,55min） 

《走一趟故事 Cilangasan》（2003,25min） 

《復興．比亞外》（2004,54min） 

《把名字找回來》（2004,56min） 

《地下臺中》（2005,12min） 

《請問蕃名》（2005,48min） 

《Lekar Makor 部落的智者》（2005,54min） 

《阿里山 鄒》（2006,50min） 

《Malakacaway 倒酒的人》（2007,80min） 

《達蘭埠的 Malapaliw》（2008,38min） 

《Kanakanavu的守候》（2010,94min） 

《我家門前有大河》（2009,54min） 

《山裡的微光》（2011,56min） 

《移動永久》（2011,55min） 

《Una是客家人嗎?》（2011,25min） 

Week 26 n 賀照緹《我愛高跟鞋》（2010，52min）  

＊作品年表 

2001《縣道 184之東》County Road 184 

2003 《手風琴在路上》 Squeezebox On The Road 

2005 國家地理頻道「蟑螂 X檔案」Cockroach Confidential 

2006 公視「台灣棒球百年風雲」系列--《站在火山口》Mouth of a Volcano 

2006 《炸神明》The Gangster's God 

2009 《穿在中途島》六部曲--《薩爾瓦多日記》Wandering Island -- 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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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vador Journal 

2009 《穿在中途島》六部曲--《牛仔褲》Wandering Island -- Blue Jeans 

2009 《穿在中途島》六部曲--《鞋子》Wandering Island -- Shoes 

2009 《穿在中途島》六部曲--《胸罩》Wandering Island -- Bras 

2009 《穿在中途島》六部曲--《洋裝》Wandering Island -- Dresses 

2009 《穿在中途島》六部曲--《秋裝上市》Wandering Island -- Designers 

2010 《我愛高跟鞋》My Fancy High Heels 

2012 《303》Class 303 

2013 《台灣黑狗兄》Sock’n Roll 

Week 27 n 莊益增、顏蘭權《牽阮的手》（2010,140min） 	

   《無米樂》（2004，110min）  

Week 28 n 李惠仁《不能戳的秘密》（2011，64min） 	
李惠仁《不能戳的秘密 2：國家機密》（2011，83min）  

＊作品年表 

1998《山線戀情》 

1999《前進龜山島》 

1999《尋找連鄰長》 

2000《傾城歲月——災民日記》 

2001《三叉山．56年》 

2001《南海神話》 

2004《危雞危機》 

2006《六十六塊錢的一堂課》 

2009《睜開左眼》 

2011《寄居蟹的諾亞方舟》 

2014《太陽，不遠》 

2015《蘋果的滋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