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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之家誰的家？台灣電影全球在地化的軌跡＊
Whose Taipei Film House? The Geographically Articulated
Patterning of Taiwan Film Industry
王冠棋 a
Kuan-Chi Wang
Abstract
In Taiwan, the studies of film, which considering the reasons of Taiwan film industry’s failure,
always regard that both government’s film policies and the monopoly power of Hollywood are both
main reasons. However, during 2003, Executive Yua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formulated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Development Plan”. This formulation includes the film industry and other
communication industries in the cultural policies, which is unparalleled. While the Hollywood still
dominating the NICL structure in global scope. The essay intends to deal with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Development Plan” , and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 of geographically articulated
patterning of Taiwan’s film industry which practices by the “Taipei Film House” .
Keywords ：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Development Plan, geographically articulated
patterning , NICL, urban entrepreneurialism, Taipei Film House.

論文摘要
本地的電影研究檢視台灣電影工業的不振，往往認為政府長期以來對於電影業缺乏制度性的
規劃與文化的想像，以及好萊塢的影響，是兩項重要的因素。2003 年行政院「2008：國家發展重
點計劃」
，當中的「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首度將傳播相關產業納入其中，同時提出了與電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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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的文化政策。與此同時好萊塢則持續以「文化勞動的新國際分工」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Culture Labour, NICL）收編各地文化資源與勞動力。本研究嘗試將這兩股發展趨勢置放在全球—
在地之辯證的命題下，並進一步深化 NICL 的研究架構。與此同時，本文抽繹出該計畫當中的國
民戲院計畫為研究對象，針對「台北之家—光點」這間座落於台北市的國民電影院之規劃及運作
進行研究，試圖從都市治理的脈絡，理解台灣電影工業的全球—在地，模式化的地理接合過程。
我初步發現，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與台北之家—光點皆為都市企業主義之表現。
關鍵詞：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文化勞動的新國際分工，台北之家，模式化的地理接合，都市
企業主義，電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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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底，新聞局在台灣加入 WTO 的談判過程中，把舊有電影法第 11 條與第 40 條取消 1。
我們若將台灣政府面對 WTO 的態度與歐洲對比，即可發現台灣當局的電影政策明顯消極許多；
不過自 2001 年起，台灣當局開始謀求以更多的配套政策來發展電影事業。新聞局電影處廢除了電
影法第 11 條與第 40 條之後，於原條文第五條之下增列第五之一作為補救措施2，爾後在 2003 年
底，立法院三讀通過電影投資抵減營利事業所得稅額，試圖以此帶動國片投資。
真正涉及政策層面的整體規畫，則是「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2002-2007）」
，其中涉
及電影工業的子計畫包括「數位台灣計畫」當中的數位娛樂計畫，提列 5.19 億元將電影數位化視
為挽救電影工業的方法。除此之外，還包括歸屬於「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的「創意影音產業
計畫」、「本土動畫工業計畫」；前者提列 3.11 億元預算，後者則提列 0.06 億元（文化創意產業發
展計畫，2003：60-62）
。屬於配套政策的「國民戲院」計畫，則規劃在「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
下的「創作型創意文化園區」
，並於三地—台北市、新竹市、高雄市設立；其中新竹與高雄均以市
府與中央政府力量為主導，唯有台北市採行公私合夥的模式由民間與企業經營主導該地國民戲院。
這些政策規劃中，值得我們特別加以注意之處有幾點。首先，將電影或是傳播相關產業納入
文化政策中加以規劃，過去未曾發生，這個時間點上制訂該政策，是否有特殊意涵，是什麼樣的
力量促成了這個史無前例的政治行動？是否已然足以回應一部份的台灣電影研究，批評台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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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影工業方面長期以來缺乏制度性規劃與文化想像 ？
再者，
「國民戲院」先後於三地設立，似乎可以作為台灣的中央與地方政權如何在全球好萊塢
1

第 11 條規定台灣電影有所謂映演主義，也就是政府可以在特定情況下要求戲院以固定天數或比例映演國片；第 40
條則意指外國影片欲進入台灣，政府機關得依照相關辦法徵收賦稅。這兩條從來沒有實施過，但「潛在」對台灣
電影業有所助益的法令，被我方談判代表新聞局在 WTO 的談判裡主動將其廢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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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因外國電影片之進口，致我國電影事業受到嚴重損害，或有受到嚴重損害之虞時，中央主管機關應就左列
是向採取救助措施：一、設置國片製作輔導金。二、成立國片院線，予以輔助，或設定國片映演比率。三、商訂
電影片映演業與電影片發行業合理之分帳比例。四、研訂發展電影工業之相關措施。五、其他可促進及維護電影
事業發展之措施。前項損害及有損害之虞之調查、認定及救助措施辦法，由中央主管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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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電檢制度（國家意識型態宣傳的需要），以及將映演業視為特種營業（課以營業稅、娛樂稅），往往壓抑了台
片早期在本地的發展（張世倫，2001；馮建三，2003；魏玓，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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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下，重新排列組合台灣電影業的相關資源以及這些資源所寄寓的空間之試金石，尤其是設
立在台北市的「台北之家—光點」
，它透過公私合夥的方式成立，而其中扮演關鍵經營角色的民間
組織「台灣電影協會」
，則包含了「台灣新電影」的旗手：侯孝賢，以及當時許多重要的推手。表
面上，這樣的經營團隊應該能夠走出好萊塢的籠罩4，展演另類的電影類型，甚至具有實驗性質；
然而，它在根本的經營邏輯，仍是以商業模式為主要經營方針，而且該地之消費高昂令人砟舌；
由此看來，
「台北之家—光點」之空間生產的過程複雜，令人質疑該地所身處的時間、空間、政經
紋理為何；中央政府、台北市、企業與民間組織，乃至於電影文本類型所交織而成的社會關係網
絡又凸顯了什麼樣的意義呢？
除此之外，選擇「台北之家—光點」為個案進行研究，還有幾項原由。首先，從發行—映演
部門切入，探討台灣本地的電影工業發展以及思考相關政策的規劃與出路，肇因於台灣電影市場
是由發行與映演共同主導，電影作品的命運取決於發行與映演部門所給予的條件（魏玓，1994；
盧非易，1998）
。質此，電影政策當中涉及映演的部分，也就有細緻檢視的必要，方能提出適當的
政策建議與改革方向。
第二，電影業就發行—映演而言，在台灣已經是以台北為中心的都市現象5，而台灣的都市政
權與國家並非涇渭分明，雖然就政策而言，前者往往是後者的執行機關，但這並不意味著都市區
域或地方只能聽命行事，它們在特定事務範圍內，仍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權，這包含了文化事務
及公共建設在內，加之晚近台北市政府為回應全球資本積累體制變遷所推動的文化經濟與都市更
新，進一步加深了市府介入這些部門的誘因，而台北市政府因此所成就的「營造環境」之結果與
變遷，也具體而微地表現了台北市的「都市過程」
，也就是台北市「創造一個供生產、循環、交換
和消費的物質性實質基礎設施」的過程（Harvey, 1985），這對於進一步瞭解晚近台北市的發展具
有特定意義。
再者，由於台北之家—光點身具古蹟，文化產業，電影院於一身，透過研究台北之家—光點，
我們對於台北市的媒體文化政策得以進一步瞭解。最後，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的公共敘事包
含了中央與地方層次，而台北之家—光點正是該計畫較為貼近在地層次者，足以視作該公共政策
之具像，進一步加以研究。

4台灣電影工業萎縮的重要因素—好萊塢風靡全球的政經力量，始自戰後國府播遷來台，電影工業發展較為完整的
映演業對於片源有需求時，適逢日本戰敗無力提供，以及台灣國民黨政府在電影製作層面的管制，導致台灣本地
的製片業欲振乏力，而美片卻因為戰前面臨經濟大蕭條而囤積大量片子，因此趁勢在冷戰結構之下藉由美、台在
軍事與政經上的合作關係，將其傾銷至台。至此之後美片一直在台灣電影市場有一半以上的佔有率（魏玓，1994）。
港片則一度因為文化語言的接近，以及早年國府的補助（結匯優惠措施，視為國片而不加管制）
，配合自身於 1970
年代，大英帝國殖民政府自由放任經濟政策的引領下，具備進步的電影技術以及熟悉資本主義電影工業運作模式，
繼而在 1970 年代以娛樂片攻佔當時的台灣市場（同上，1994）。然而近年來的發展，則是香港勢力逐漸減弱，而
美國好萊塢為主的八大電影公司佔據市場的主控位置，1990-1999 排名前四大的發行片商，大多數為好萊塢八大公
司的台灣代理商，市場上前四大廠商的營收就佔去整個市場超過六成的比例（黃詩凱，2002）。與此同時，90 年
代好萊塢電影在台灣市場佔有率也大致維持在 80％。
5
北部都會區域特別是台北縣市，在 2004 年就佔了台灣 188 家戲院中 61 家，。此外，根據陳頌聖（2000）整理 1996
年的數據，就發行與製片業而言，台北縣市佔了台灣整體電影業 8 成以上。由此可見，不管生產或是消費，都會
區域，尤其是台北，可說是台灣電影工業發展極端聚集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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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L，壟斷地租，都市企業主義
（一）文化勞動新國際分工下的電影體系

Miller 以「文化勞動的新國際分工」（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Culture Labour, NICL），
說明好萊塢政經體系全球運作的型態。好萊塢藉著 NICL 得以從西歐→北美→澳洲→其他地方，
端視各地電影工業的特質是否能夠提供好萊塢電影體系利基，進行吸納，造成各地電影工業自主
性的諸多衝擊與限制（Miller et.al, 2003）
，而這已然體現在台灣許多電影導演與好萊塢的互動上6。
NICL 轉借自「新國際分工」，意指資本的力量在世界各地流動以開發各種商品以及勞動力市
場，並利用當地便宜的勞動力從事生產活動。在利之所趨下，何處具有更為優厚的生產要素，如
稅率以及勞動力等，跨國公司就移往該處。而在 NICL 架構下，則是聚焦於全球化的媒體產業，
以全球為尺度，剝削各地的文化生產者(或稱為文化勞工)，以滋養自身企業。這股趨勢雖然從 19
世紀就已經開始萌發，然而與電影工業的關連卻要到二次大戰之後方才逐步加劇（Miller et.al,
2003）。尤其 1970 年代歷經兩次石油危機之後，歐美資本體系原本偏向福特式的生產方式，因為
新科技以及運輸設備的創新發明，使得後福特式彈性生產得以全球地實現。進一步使得好萊塢能
夠透過全球不同層次的轉包分工，進行電影以及相關商品的生產。
對於政府而言，在利之所趨下，他們大都想方設法利用此股新起的勢力，企圖引入資本之流
以照顧自身的影視產業以及旅遊業。因此在 1990-1998 年，全球各地新設立了三十一個國家電影
委員會，其中有許多的委員會成立的原因，主要是為了吸引外資。再者，國家在剝削在地勞工的
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這一部份是因為跨國公司具備快速流動的能力，因此更能夠要脅規訓國
家與勞工，而國家為了吸引外資，除了不願意提升稅率並對外資施以限制外，也躊躇於提出捍衛
勞工的政策（Miller et.al., 2003）。這番國家文化政策與商業論述的結合，著實是 1980 年代以來，
新自由主義的政制運作模式，也就是國家文化政策成為商業邏輯開疆闢土的馬前卒（McGuigan,
2001）。
然而，NICL 的架構有幾項不足。誠如資本主義持具的辯證特質，在高度競爭的環境中，集
中壟斷與持續分散的反向效果往往必須同時發生，如同大公司與小型公司，以及資本的性質從特
殊到一般、一般到特殊，彼此相互衝突，協商，形成同盟，崩解（Harvey, 2003: 7）。資本體系中
的電影工業也有類似的性質；「全球電影消費體系」7並不是一個扁平的市場，而是一個不斷形成
中的階層化結構，往往體現著多層次的全球電影消費市場區隔，以及全球性的文化資本分配不均。
例如，台灣的電影市場，NICL 所代表的好萊塢通俗電影雖然在台灣佔據了相當大的市場，不過，
「台灣新電影」以降的藝術電影傳統，並非主要由好萊塢所支撐，反倒是法國與日本電影公司扮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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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國富替哥倫比亞電影公司導演《雙瞳》一片，以及早年楊德昌的《獨立時代》由華納發行，乃至於李安在好萊
塢的表現，都可以視作好萊塢在製作層次上，從台灣尋找文化勞動力的案例；另外一種型態是蔡明亮，他的電影
資金除了輔導金之外，大多由法國的政府單位或是企業支持，根據蔡明亮自己的說法，這是因為台灣的輔導金政
策，乃至於發行映演管道，已經被政商聯盟以及許多勢力所把持，因此他寧可拿外國資金與外國製片合作，也不
願意屈從於台灣扭曲的電影環境，他認為他要為自己的作品而戰（蔡明亮，2001:99-101）。
魏玓（2004）試圖以此較具「結構化」性質的動態概念，取代或修正 NICL 過度將好萊塢視為電影工業結構性動
力，而忽視了諸多行動者在全球電影工業中所蘊含的行動能量。這包含了各種不同的電影文本類型，國家角色
及合製的組合。然而，魏玓此一概念下的政治體制，仍然主要是以「國家」也就是中央政府為主，就此而言，
其與 NICL 的架構所受到的侷限相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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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更為重要的角色（魏玓，2004）
。此外，這兩者也有合作的可能，例如蔡明亮【天邊一朵雲】與
侯孝賢【最好的時光】就由好萊塢福斯的發行—映演體系助其流通。
再者，NICL 對於電影工業的討論，除了國家與好萊塢的合謀或是某種形式的對抗之外，都
市區域的角色幾乎不被提及，以致於忽略了台灣本地經驗的一些特色。例如高雄市在 2003 年發佈
了「高雄市獎勵電影片製作者至高雄市取景實施要點」
，蔡明亮的【天邊一朵雲】就因為在電影中
採取北高雄「蓮池潭」、「河堤公園」為電影場景，而獲得 1000 萬補助；2004 年則進一步成立了
「高雄市電影事務委員會」
。台北市則是透過都市計畫，在西門町打造電影主題公園，而西門町的
電影業者則順勢提出「市民戲院」
（由已經歇業的舊台北戲院改裝）的構想，希望以此作為國片及
其他形式影像的映演管道，並維繫台北市西區的繁榮。

（二）電影業的壟斷地租與都市企業主義
本文認為電影工業除了是「全球電影消費體系」之外，電影產業針對固定資本與基礎建設的
投資，也是全球電影工業的活動和關係，在地理上接合起來的模式化（模式化的地理接合：
geographically articulated patterning）（Harvey, 2003: 12）。電影工業從製作—發行—映演，幾乎每
個環節都涉及各式各樣，不同層次的行動者，同時也攸關都會區域土地資本與營造環境等實質的
基礎建設，或是廣告行銷，教育系統，政策制度等等社會基礎建設；這造成一種互為因果的政治
經濟現象；這些基礎建設與行動者是電影業汲取壟斷地租所需要的配置，與此同時，各都會區域
也運用電影工業的文化氛圍形塑自身的集體象徵資本，進而擷取地租。
由此，NICL 的理論架構在國家權力受到挑戰，面對已然浮現的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或說是
都會區域（Jessop, 1997），顯得有待補充，在此必須說明的是，本文並非認為台灣政府在電影工
業方面無力介入（相反地中央電影政策仍是重要的施力者）
，然而國家與都會區域皆是統治集團的
成員，加之台灣過去在黨國統治下，中央與地方往往分工合作進行治理，繼而在討論電影工業當
中的「國家」角色時，不可忽視「地方」的重要性。另外，現存電影院以不同方式（例如古蹟再
生）融入台灣的消費地景（百貨公司，重要商圈）
，使得涉及電影院的研究分析，無法與其所置身
的都市環境分而視之。
Harvey（2003）以都市企業主義描繪這般政治過程。它混合了國家權力（地方、都會、區域、
國家或超國家）
，以及市民社會裡各種組織形式（商會、工會、教會、教育和研究機構、社區團體、
非政府組織等等），私人利益（企業與個人），以便形成推動或管理某種形式之都市╱區域發展的
聯盟。
這個概念的重要核心，在於以「治理」取代「政府」
，並具焦在都市區域。由於都市生活經常
無處不在，並身處在多種力量的廣泛同盟中。與此同時，空間的組織源自社會多元能動者所動員
的複雜力量。政府及主管機關僅是眾多行動者之一（Harvey, 2001: 351）。這種都市治理著重引導
建構地方投資模式，除了實質基礎設施如運輸和通訊、港口設施、下水道和自來水，也有社會基
礎設施，例如教育、科學與技術、社會控制、文化和生活品質。目標旨在都市化過程裡創造足夠
的合能（synergy），以便私人利益和國家權力可以創造和實現壟斷地租（Harvey, 2003: 13）。
換言之，這個過程是資本主義擷取地租的過程。最為昂貴或者說是最具價值(最具炒作特質)
的土地（包含豎立其上之物）
，透過刻意操作，往往能夠一而再地墊高與最廉價土地之價值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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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而特定行動者就得以取得擷取地租的壟斷權力。在這樣的過程中，土地資本乃至於相關的營造
環境，可說是維繫資本主義生存的手段，也是生產—消費的特定環節。
「壟斷地租」與「模式化的
地理接合」之所以適用於電影工業，肇因於電影的美學形式就消費層次而言，非常複雜，即便是
以通俗電影為主的好萊塢，透過精密的行銷調查尚且無法確切掌握觀眾的偏好（Miller et.al,
2003）
，繼而使得電影「傳播企業財團統合力量的制度延伸」的資本空間化圖像越趨龐大，方能進
行控制（Mosco, 1996）。與此同時，正因為電影工業身處在混沌不明的消費脈絡中，生產電影商
品的獨特性、真實性、特殊性等宣稱，以及與這些宣稱互為表裡的好萊塢政經力量8，便構成了掌
握電影業壟斷地租的基礎。這些文化宣稱仰賴歷史敘事、集體記憶的詮釋與意義、文化實踐的涵
義等；在這類宣稱的建構上，總是有強大的社會輿論述成分，一旦建立之後，這些宣稱可以不斷
諄諄教誨，以便汲取壟斷地租（Harvey, 2003: 13）。
與此同時，電影工業也與營造環境、地景（無論是人工或天然）密切相關。就以電影映演部
門為例，它與電視、音樂等等屬於一般大眾消費文化商品的不同之處，在於電影院一直具有難以
取代的社會功能（McChesney, 2004）。除了電影院作為某種型式的文化與消費地景（許雲凱，
2002）
，其所具備的文化意涵與符號價值，不管來自於建築外觀、歷史身世、意像等等，實屬都會
區域文化活動與消費活動的一部份；而電影院所映演的內容，也往往與這些活動相輔相成。值得
一提的是，Harvey 於 1989 年出版《後現代的狀況》一書時，曾以專章討論電影，卻太快滑向電
影內容分析，似乎對於電影工業在資本邏輯的後現代狀況中所扮演的角色未予以足夠的分析；實
際上，電影工業所具備的經濟與文化意涵，與 Harvey 所勾勒出的後現代狀況之特質（Harvey, 1989:
340-1），多有相互呼應之處；電影工業除了與全球各大都會結合成為彈性分工的生產體系，電影
具備的美學意涵也足以滿足都市政治神魅化之需求，以及裝扮地方使其顯得更具特色，以鞏固政
治正當性。
就研究取徑而言，本文以 2003 年行政院「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劃」當中的「文化創意產業
發展計畫」為文本，並借用 Jessop 所採取的公共敘事取徑；Jessop 認為國家，經濟皆具廣納百川
的意涵，因此以公共敘事分析進行研究，能夠將它們內蘊的複雜紋理作一剖析，並探討當中的權
力關係與國家所扮演的角色。但必須注意的是，所謂「公共敘事」的轉變，在經驗研究的層次上，
比較接近修辭（rhetoric）的轉換與更替，並不具備敘事的完整故事邏輯與架構（Jessop, 1997）。
最後，研究者還嘗試在本研究中，結合傳播研究與馬克斯地理學家 Harvey（David Harvey）的理論
概念「壟斷地租」
、
「都市企業主義」
，一方面回應包括傳播學門在內的人文與社會學科，越來越重
視空間概念的積極角色，試圖從空間窺探和分析社會結構、行動、關係，以及歷史脈絡（王志弘，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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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照 Mosco(1996)以好萊塢為例進行的「空間化」研究，簡言之，好萊塢主要採取的方式有：1.沒有產權的變
化，共同執行計畫 2.共同成立公司 3.交叉持股而不控制彼此，以及所謂的重商協定，延伸符號價值的生產，以利
不同的商業團體交換彼此在特定脈落之下所擁有的「意義」，形成不同的販賣類目。然而比較可惜的是，類似分
析往往偏向巨觀，缺乏細緻的個案探討。另外，這些獨特性與宣稱也與電影類型有關，例如廣為人知的作者電影，
在藝術電影類型中就非常重要，侯孝賢、蔡明亮等作者已經可以被視為電影類型的「宣稱」，掌握一定的市場與
票房，而不僅止於一種空泛無力的修辭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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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企業主義

支持

壟斷地租
汲取
營造環境（台北之家—光點）

全球電影消費體系

都市過程

「治理」台北市
都市過程

危機

營造環境

NICL

危機
危機
延遲資本周轉速度

圖1

台灣電影工業模式化的地理接合分析架構，以台北之家—光點為例。

文化公共敘事的轉折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劃」當中，涉及電影政策的規劃，被統籌在「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
畫」這個子計畫當中；因此，我們若要瞭解這些電影政策的規劃從何而來，梳理「文化創意產業
發展計畫」的來龍去脈有其必要性。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的前身為「文化產業」計畫，最早出現在社區總體營造的規劃當
中。社區總體營造基本上是國家機構發動的，前身是在 1964-1965 的社區發展浪潮，此運動透過
里民大會的形式，由里、鄰長從事政令宣導或集會的形式。第二波是 1993 後「文化產業」的提出
與推動，由國家機器發動全面性的文化動員(吳宗昇，2002)。
「社區總體營造」在 1994 年 10 月 3 日被提出，當時文建會主委申學庸在立法院施政報告中，
首次提出這個概念和計畫，這個概念和計畫主要是延續李登輝對社區文化、社區意識、生命共同
體的鼓吹，並加以整合轉化為一個可以在政策和行政上，實際操作的方案（陳其南，1996：1）
，
「社
區總體營造」涵蓋了相當多的範圍9，而其目標最終是要建立社區共同體成員對於社區事務的參與
意識，和提升社區居民在生活情境的美學層次，並藉著文化的提升創造一個新社會（文建會，

9

行政院在 1994 年 1 月提出的 12 項建設中列入「充實省（市）、縣（市）、鄉鎮及社區文化軟硬體設施」，其中包
括：「加強縣市文化活動與設施」、「加強鄉鎮及社區文化發展」、「文化資產保存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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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隨後，時任文建會副主委的陳其南，在一趟日本行之後，進一步瞭解日本的「造街運動」
、
「地
方文化產業」
，並於 1995 年「文化產業研討會」中，提出「文化產業化、產業文化」
（黃麗玲，1995）
，
該概念隨之成為社區總體營造的核心。所謂文化產業，是利用社區總體營造既有的基礎，結合起
各縣市文化中心、鄉鎮及地方民眾、推動地方文化特色產業。主要的工作是辦理文化資源的開發
與再利用、文化風貌的規劃與營造、產業的文化包裝與行銷工作（黃順星，2000：36）。
1997 年，社區總體營造結合更多的資源。陳其南、陳亮全推動「中華民國社區發營造學會」，
由李遠哲擔任會長。同時選取「傳統經典廟宇」辦理社區總體營造，與基督教、天主教、慈濟、
各醫院等體系也開始進行系統而縝密的結合。
透過一年一度的「社區營造博覽會」與「社區工作者聯誼」的活動，交往網絡密切而資源交
換頻繁（吳宗昇，2002）。 此外，1997 年的「城鄉景觀新風貌改造運動實施計畫」，編列 13 年的
預算，預計執行到 2010 年。2000 年的「閒置空間再生產」計畫，又擴大對遺跡產業的支助與法
源（同上，2002）。
社區總體營造與文化產業的結合，一直到行政院提出「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
，方才產生改
變，「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2002-2007）」認為「文化產業」的思維，仍停留在傳統、鄉
村型的初級產業（行政院文建會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2003）。因而，行政院在 2002 年 5 月提
出「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2002-2007）」
，由經濟部、教育部、文建會、經建會共同成立
「文化創意產業推動小組」，並統籌「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積極以產業鏈的概念形態，重新
定義文化產業的價值，並開拓創意領域，發展兼顧文化積累與經濟效益的產業；此外，文建會也
認為在服務業人口快速增加的情況下，文化創意產業的就業人口也會逐漸增加，成為台灣重要產
業別之一（同上，2003）。
「文化創意產業推動小組」參考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與英國政府對於「文化創意產業」的定義，
根據台灣文化的特質，將「文化創意產業」定義為：
「源自創意與文化積累，透過智慧財產的形成
與運用，具有創造財富與就業機會潛力，並促進整體生活環境提昇的行業 。」（文化創意產業發
展計畫宣導手冊，2004）
。與此同時，文建會還認為台灣在面臨全球化浪潮的席捲下，正步入全球
均質的危機當中，若無法建構屬於臺灣特色，以做為全球化下識別的符碼（陳其南，2002，轉引
自行政院文建會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2003）
，那麼臺灣的國際競爭力將很難提昇；而臺灣長期
以發展高科技產業及大型製造業為主，對於文化藝術相關產業的輔導、非營利事業環境的建構與
藝文生態的策進等，均極少被視為扶植產業或國家重點發展方向；從而，文化創意產業的目的，
即在整合地方智慧與文化藝術生命力，將其應用於產業發展以因應全球化之挑戰（行政院文建會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2003）。就此而言，「文化產業」顯得有所不足，因而必須重新思考、翻
新。緊接著該計畫有系統地將「視覺藝術」
、
「音樂及表演藝術」
、
「工藝」
、
「設計產業」、「出版」、
「電視與廣播」
、
「電影」
、
「廣告」
、
「文化展演設施」
、
「數位休閒娛樂」
、
「設計品牌時尚產業」
、
「建
築設計產業」和「創意生活產業」
，等十三個類別列入推動範疇（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宣導手冊，
2004）。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之前，台灣政府幾乎沒有針對台灣的媒體文化產業提出全面的規
劃，究其原因，除了國府解嚴前對於台灣媒體與言論進行極嚴厲的意識型態控制，將其視為政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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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的出口以及國府安插黨政退休要員、黨徒，收取獨佔利益外10；就電影部門而言，由於美方
於 1950 年代已經將好萊塢電影成功引入台灣電影市場，逐漸由佔據大半江山的市場主流，成為今
天佔據九成市場的壟斷者，加上本地資本為主的映演系統與其共謀，獲得大筆利益，進一步使得
本地資本缺乏投資國片的誘因；另一方面，1980 年代曙光乍現的「台灣新電影」雖然並未扭轉局
勢，但是它在 1980 年代前中期取得的票房成功，以及其特殊的電影風格所透露的東方與後殖民符
碼，逐漸受到國際影壇的重視，爾後 1989 年「國片製作輔導金辦法」由台灣政府提出，隨之而來
輔導金的挹注，使得台灣國家展示（display）企圖與「台灣新電影」電影工作者累積個人資本之
意欲匯合成流，並透過歐日的中型電影公司中介，一同實現了藝術電影國際化的路線（張世倫，
2001；魏玓，2004）
。總言之，台灣政府對於電影部門的介入一如其對於其他工業部門，扮演虛弱
的角色；除了意識型態的控制外；僅有輔導金可能勉強算是早年國府所提出的電影政策。
民進黨政府於 1990 年代末期上台，爾後逐步提出媒體改革的政策，包括無線電視公共化、廣
電三法修法等；不過電影相關政策仍然相對沈寂，一直到晚近「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才有明
確的規劃；這一連串與媒體相關的規劃從最早的電信業、智財權、有線電視，到晚近的音樂與網
路，其政策與立法精神大多立基於進一步確立鞏固資本家於媒體相關事業的財產權，而媒體事業
的公共性卻並未彰顯；電影產業更因為過去很長的時間已為資本家的禁臠，導致政府對其缺乏政
策想像。
不過，2003 年國家開始介入並意欲重新分配媒體相關資源，大部分民進黨政府的媒體「改革」
也在當時有了一些具體成效。國家介入的理由與修辭以民主化（VS.國府黨營媒體事業）、自由化
（回應 WTO 與美方小布希帶領的共和黨挾貿易自由化所施予的壓力）
、在地化（呼應本土化的要
求）為主，帶動了一波再管制媒體的風潮；這些改革成效最為彰顯之處，在於民進黨政府「黨政
軍退出媒體」的訴求，迫使國府切斷其與黨營媒體的直接關係，以及杜絕了政媒兩棲的現象；與
此同時，民進黨政府也對電影產業提出了新構想，這部分則與 WTO 以及 NICL 有所關連，
「媒體」
成為自由貿易炙手可熱的商品，而電影正是其中最具剩餘價值者。
端視民進黨於該時間點規劃的電影政策，主軸為「創意影音產業」與「本土動畫工業」兩個
計畫，這兩項規劃與早先的政府政策相比已大不相同，
「創意影音產業計畫」主要著眼於媒體數位
時代的來臨，而使得頻道空間增多，內容也供不應求，因此電視與電影應是重點發展的媒體產業；
與此同時，台灣具有華文內容產製的優勢，更應藉此發展出具有自己風格的媒體內容，並與好萊
塢做出區隔，以屬於東方的、人文品味的、高質感的內容作為主要的發展目標。此外，題材的選
擇也必須跨領域，以利跨國發行（行政院文化創意產業推動小組，2003：60-61）
。策略上，
「創意
影音產業計畫」試圖擴大修正目前的輔導金制度，透過對製作、發行、宣傳、票房、映演通路、
海外市場拓展的整體獎勵機制，重新提振台灣的電影工業。並將電視節目製作與電影拍攝製作進
行某種程度的結合。例如同時發行同套作品的電視、電影版，透過電視的普及性為電影做免費宣
傳。以及獎勵企業投資電影、電視影像產業（同上，2003：61）。
「本土動畫工業計畫」方面，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認為台灣有不少本土漫畫人才，也是
全球漫畫工業的代工重鎮。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認為，在技術面成熟而且本地消費市場仍有
10 請參考林麗雲（2004）《臺灣傳播研究史: 學院內的傳播學知識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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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空間的情形下，我們應該學習日本的「神隱少女」
、
「龍貓」
，擷取本地的素材發展漫畫相關產
業。所謂漫畫產業，包括平面出版到卡通動畫製作的每個環節，從創意設計、原稿繪圖、版面設
計、電腦動畫製作等各面向（同上，2003：62-63）
。策略上，
「本土動畫工業計畫」首先規劃出「2003
台灣漫畫年」
，以台灣漫畫展的方式，結合出版社、美術專業學校以及社會上對此領域有興趣的人
士，提供作品交流的機會。再者，配合「台灣漫畫展」以及「台灣漫畫年」
，舉辦「福爾摩沙漫畫
大賽」
，以高額獎金、強力宣傳培養本土漫畫人才。並以相對投資的概念，每年獎助若干部卡通動
畫片的拍攝、行銷、發行（電影或電視）
；最終的效益則是建立本土漫畫工業，帶動周邊產業繁榮
（同上，2003：62-63）。
這兩者的許多共通之處，而且也或多或少回應了前述民進黨政府「改革」媒體基本精神。首
先，它們都著眼於新科技的衝擊，造成通道的增加，將使得內容產業有發展的空間，而媒體的內
容產業正需要自由多元的言論氛圍，以促成資訊流通；第二，政府對於兩者的扶植策略，都以「產
業鏈」作為考量，從製作到發行到映演，乃至於行銷都是政府補助扶植的項目，其最終目的乃指
向台灣媒體產業成為全球流通的商品；第三，政策當中有關跨媒體提供內容的想像，使得電影工
業在未來的文化產業政策中將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最後，文化差異成為電影政策發展內容產業
的「利基」
，東方的、本土的、充滿在地文化元素的內容，是文化內容商品的最大賣點；與此同時，
台灣本身也因技術層面達到一定水準，因此得以在電影內容加工的層面取得一定優勢。
上述這些規劃的確部分觸及台灣電影工業發展的問題。台灣電影工業基於歷史因素所造成的
扭曲發展，所呈現的特色在於發行—映演部門主導了電影業的發展，而發行—映演部門大多以利
潤作為經營的首要考量，使其朝向代理外片為主要的獲利手段，也導致台灣電影製片部門在缺乏
本地資金下，呈現萎縮的發展趨勢。1980 年代末期進行的輔導金政策，針對製作層面進行的補助，
在缺乏電影下游部門的支持下，對於台灣的電影業並沒有整體的幫助（魏玓，1994）
，透過輔導金
以及當時國際影壇東方風等條件因緣際會所支撐出的「台灣新電影」，反而成為台灣近 20 年電影
發展所依賴的路徑。因此，政府能夠在「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當中，針對電影工業的「產業
鏈」進行整體規劃與補助確實是明智之舉，這或許能夠讓台灣電影工業有比較均衡的發展。
然而，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中的電影政策試圖以「產業鏈」的方式扶植電影工業，必須
體認當前的電影工業，在發行（包括行銷）映演層面，已經被美國好萊塢的勢力所吸納。政府如
果採取補助的方式，要求現有的發行（包括行銷）映演管道播放國片11，以韓國的例子而言，必
須依靠市民力量的監督以及法律規範作為配套才有可能確切實行 12（參見馮建三，2002）。
再者，就製片部門而言，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中的電影政策，鼓勵利用本地題材，發展

11

12

新聞局針對發行-映演所提出的輔導與獎勵措施，僅有「行政院新聞局九十四年度國產電影片行銷與映演補助
暨票房獎勵辦理要點」，政策主要是以新聞局公布的國片院線當作映演管道，搭配行銷經費的補助，以提升國
片發行-映演能力。然而，在台灣 2002 年，為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新聞局電影處取消三項西片映演規
定，使得相關結構性問題已經失去翻轉的政策工具，繼而使得政府的補助猶如杯水車薪，無法從根解決發行映演業的結構性問題。另外，由於發行部門仍由新聞局掌控，因此文化創意產業政策對此並無太多著墨，而
本文也礙於研究資源有限，不對此多加著墨，然而發行-映演部門在研究分析上仍應將視為一體。
馮建三（2002）認為，市民社會的力量與國家政策有互動的層面，政府所規劃的政治制度是否存在市民社會發
展的空間，以及市民社會對於政府的衝撞力量，彼此之間是一個拉扯的過程，而依循韓國的電影政策發展，
國家能夠透過積極的介入，讓「管制的延遲效果」顯現，是 90 年代，韓國市民社會能夠群起支持韓國電影工
業，並且自發地監督韓國國片「銀幕保護措施」的落實，同時反對好萊塢以及美國強力叩關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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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別於好萊塢等地的內容，也許是電影製作層面的契機，並且能讓電影內容與台灣社會產生共鳴。
但在此之前，如同前述，目前台灣電影工業製作層次的兩條主軸必須先進一步思索並有所警
惕。首先，1980 年代以來，政府透過輔導金補助，以及個別導演策略性地爭取國際電影獎項，而
形塑的新電影與後新電影採取國際影展路線，雖然在內容題材上多自本地取材，近幾年卻多以外
國電影觀眾為主要的目標對象。這其中除了「東方主義」式的扭曲再現之外，還造成本地電影的
製作與本地觀眾疏離，轉而以出資者—法國、日本市場為主，這些導演包含楊德昌，侯孝賢，蔡
明亮等人（張世倫，2001；魏玓，2004）
。另一方面，主打大眾通俗電影內容的好萊塢佔據台灣電
影市場約 90％，對本地電影工業自主性帶來諸多影響；陳國富與李安就以不同形式被吸納，但相
同之處則是他們與好萊塢其他導演或是製作人相比，仍屬於較為便宜的勞動力（魏玓，2004）
。針
對上述兩大主軸，Harvey（2003）的提問可供我們深思，他說：
「為什麼附著於象徵資本的壟斷地
租，只能讓多國公司或一小撮有權勢的當地資產階級掌握？」
。上述的兩條主軸，前者佔據了相對
豐富的文化象徵資本與社會資本，後者則佔據了相對豐富的經濟資本與社會資本；但就某種意義
而言他們都具備了菁英的特質，以及與本地疏離的傾向。
從而，政策規劃倘若忽視台灣電影工業的發展現況，很容易使得台灣政府針對電影工業的公
共投資，成為形塑壟斷地租的助力，除了複製既存的權力結構外，利潤的汲取也僅止於少數階級
同盟者。這可以進一步從兩方面進行討論：首先，當前的電影相關政策著重硬體與技術的擴充升
級，卻忽視了針對市場失靈進行矯正，而且諸多政策工具（例如賦稅以及拷貝數）
，仍大大地有利
於好萊塢及其從屬，這使得本地相關基礎建設越趨成熟的同時，反而有利於外國電影資本在本地
流動。
第二、好萊塢之外，台灣新電影一直是國片的重要希望，尤其該電影類型具備藝術電影的元
素，往往具有特定支持者，而學院也有特定知識份子長期予以支持；然而，我認為這樣的的電影
發展路徑，是以另一種方式展現資本的力量。例如新電影與後新電影一脈的侯孝賢，佔據了國際
邊緣位置（魏玓，2004）
，其支持者主要來自日本與巴黎藝術電影市場的資金。雖然他的創作理念
雖然與好萊塢電影有很大的區隔（即便近期侯孝賢的電影代表作【海上花】，全然與台灣本地斷
裂）
，而他一貫的拍片習慣主要以本地素材充作故事元素（例如稍後的【千禧曼波】
、
【咖啡時光】、
【最好的時光】），再加上他特殊的電影敘事風格，以及耗費多年培植起來的國際聲望，使得他以
及同屬一脈的導演，更可能是台灣電影政策與相關行動者意識到好萊塢電影的宰制力量，極思解
套的同時，轉而連結的對象13。
然而，上述趨勢正是最引人憂心之處，由於台灣電影工業的特殊地位，必須動員國家，非政
府組織，文化論述，象徵資本，才能夠確保電影業苟活的態勢，結果卻形成一定程度的進入障礙，

13

這個部分，稍後針對台北之家的經驗分析將進一步有所討論。簡單地說，侯孝賢與蔡明亮可說是近年台灣政
府發展電影業的導演代表，例如 2005 年韓國首爾「台灣新潮流電影展」由韓國電影劇院協會、中華民國新聞
局（委託「台灣電影文化協會辦理」）主辦。侯與蔡二人當時與陳儒修教授一起到韓國參訪，並代表台灣參加
「大師講座」
，再者，雖然侯孝賢與蔡明亮都可以算是台灣新電影的延續，他們採取的藝術電影國際化策略也
是最成功的，然而蔡明亮的國籍為馬來西亞，他自身曾認為身分認同對於他融入台灣的電影圈子，是有一些
阻礙的(Jean-Pierre.et.al, 2001: 100)，侯孝賢則幾乎沒有類似的問題，再者，侯孝賢的創作春充滿本地歷史氛圍，
【悲情城市】之後所開拓的國際影展路線，以及接下來的【戲夢人生】獲得最高額的國片輔導金，也與近十
多年來台灣國族打造運動（國家展示）有所聯繫（古淑薰，2004）。

12
除了那些已經佔據特定分工位置的「大師」之外，小資本或是政治力量較弱的電影工業，在全球
競爭的環境下，如不成為全球好萊塢國際分工的一環，就必須走向離經叛道一途，賣弄或是發明
富饒趣味的奇觀以及（或是）異國風情；而且，就當前的情況而論，即使以同樣的模式操作，新
的勞動力也不一定能夠成功複製前人的經驗，嶄露頭角；但可以確定的是，資本的力量仍舊扮演
了主導地位。
假使資本對於逐利一向具備千變萬化，一路到底的傾向，而國家又與之並肩而行，那麼最為
貼近「在地」的都市政權又發揮了什麼樣的職能呢？「創意影音產業」與「本土動畫工業」等主
軸之外，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還規劃了屬於配套政策的「國民戲院」計畫，隸屬在「創作型
創意文化園區」子計畫之下，這項計畫搓揉了古蹟保存、公共空間再利用、發展文化產業與觀光
產業等宗旨，因而與都市地方產生密切關聯，可說是「文化產業」計畫，經營社區地方與營造空
間，以及「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納入新科技與媒體，二者之結合，這看似雪泥鴻爪的地理連
結，卻具體而微地突顯了電影產業在「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中的定位。

台北之家誰的家？

台北之家全體同仁衷心期盼您的支持與鼓勵，這是我們除了”電影’這個理由之外，能夠邁
14

向下一步最大的動力（台北之家，2004） 。
陳議員永德：文化局一直想要引進新的活動，來賦予古蹟新的機能，也就是所謂的古蹟活化
再利用，例如前美國大使館官邸、台北之家、西門紅樓…，都是古蹟的活化再利用，並在古蹟內
陳列、展示及舉辦各項活動。局長將來要如何帶領市民認識古蹟，使得古蹟成為未來的觀光景點？
廖局長咸浩：…，接下來會以文化觀光的方式，做一個統籌的古蹟促銷活動，以及規劃出至
少十條的文化古蹟觀光導覽路線，並且利用文化快遞將資訊不斷的告知民眾。事實上文化局有出
版文化地圖，不過明年會將文化地圖做得更細緻…

15

台灣電影工業的發行—映演管道為好萊塢所把持，已行之有年，造成除了好萊塢的影片之外，
其他類型影片的展演空間受到嚴重壓縮，然而政府卻一直無法提出政策規劃加以回應。就映演管
道而言，規劃「國民戲院」可說是近來難得一見的嘗試。
文建會近年來所規劃的「國民戲院」，陸續自 1999 年至今，分別在新竹電影博物館、台北之
家—光點以及高雄電影圖書館開始實踐，而整體的影片規劃與戲院建設則是從 2002 年年底開始融
入「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
，並由台灣電影文化協會以及國家電影圖書館策劃「國民戲院」影展
的播放內容。文建會的國民戲院理念如下：

14

15

台 北 之 家 — 光 點 的 經 營 團 隊 及 台 灣 電 影 文 化 協 會 在 2004 年 開 館 2 周 歲 宣 言 的 結 語 。〔 online 〕 :
http://www.spot.org.tw/2yr_index.htm
資料來源:台北市議會公報第六十七卷第二十六期(2003/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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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提供國內外非商業性影片一個更好的放映機會，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與新聞局，特別
結合地方資源，積極推動「國民戲院」計畫，藉以打造出一個具有公共色彩的常態性映演通路，
除了增加優良影片的曝光機會，也讓民眾以較低的費用，看到更多樣的影片。「國民戲院」計畫
初期率先推出三個放映地點，除了光點台北電影主題館之外，還有新竹市立影像博物館，以及高
雄市電影圖書館等，讓好電影也能走出台北市！
「台北之家」的前身是美國駐台大使館。創始於日治時期，昭和元年(1926 年)10 月 8 日，美
國在臺北市御成町 4 丁目 9 番地，即「台北之家」所在地，之後一直沿用到戰後。隨著 1979 年中
美斷交後，大使館於該年度 2 月 28 日關閉，最後一任大使安克志離台，建築物始正式關閉使用。
在民國 86 年（1997）2 月 20 日，被指定為市定三級古蹟。
市定為古蹟後，由台北市文化局將土地與地上建築捐出，並從中斡旋，最後由台積電文教基
金會贊助新台幣六千萬，將建築物本體修復，爾後，委託「台灣電影文化協會」經營，主要由「台
灣電影文化協會」理事長侯孝賢導演，以及所有理監事及台北之家—光點經營團隊，將其規劃為
以電影文化為主的藝文空間，在空間分配上，該領事館定名為「台北之家」
（一部份作為商業使用，
一部份作為電影文物展示用），原來的車庫則改建為「台北之家—光點」電影主題館，並於 2002
年 11 月 10 日正式開館。台北之家—光點除了有播放國片及以多元文化為主的光點電影院，還結
合搭配以電影藝術為主題的誠品書店、C25 咖啡廳、展覽館、多功能會議室、第六大道酒吧、庭
園休閒等藝文空間。
全球各地的都市政權透過公私合夥的手段，將古蹟重塑為商業觀光休閒地標，自 1980 年代起
已經大量操作於歐美許多大城市；Harvey（2001）在巴爾地摩市的個案研究中，提出都市企業主
義的幾個特徵：（1）新企業主義的中心地帶是由「公私合夥關係」構成，其中傳統在地的振興主
義，與地方政府的權力運用整合在一起，企圖吸引外部的資源與財源，包括新的直接投資、新的
雇傭資源。
（2）
「公私合夥關係」的行動是企業的，因為他們在執行、設計上都是投機的，也因而
伴隨著投機所帶來的困難與危險。Harvey 懷疑，危機所帶來的損失往往由地方公共部門（非國家
或聯邦）所吸收。（3）企業主義關注於地方（place）的政治經濟勝於領域（territory）， Harvey
認為後者是經濟計畫（住宅、教育等等）
，主要設計用來在特定管轄範圍，改善居住、工作條件。
有關地方（place）的建設（新的市民中心、工業園區），則專注於提昇地方（吸引資本）條件。
都市企業主義的核心特色是「公私合夥關係」
，而台北之家—光點在成型之初，由台北市文化
局將土地與地上建築捐出，並從中斡旋，最後由台積電文教基金會贊助新台幣六千萬，整修完成
後，委託「台灣電影文化協會」經營，不久，
「台灣電影文化協會」又跟文建會合作國民戲院計畫，
接受文建會的補貼，定期推出非主流（非好萊塢）電影。以這樣的合作模式而論，已經符合 Harvey
所提出的「公私合夥關係」
。在「公私合夥關係」中，公共角色在其中作為商業力量的馬前卒，而
非政府組織在當中所扮演的角色，不管自願與否，也極有可能成為資本利益的「白手套」。
就台北之家—光點的建築主體台北之家進行空間配置的分析，「台灣電影文化協會」將其中
3/4 的用途規劃為商業使用，而且這棟建築身處中山北路二段與南京東路交織而成的商圈 16，使得

16 包括晶華與老爺兩家五星級大飯店，以及飯店周邊，包括 LV、GUGGI 等高級精品店在內的商店街，還有捷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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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間商店似乎受到「比價效應」的影響，它們的消費定價都非常高昂；誠品的書籍已經不用多
談，C25 咖啡廳雖然是連鎖咖啡店，但平均消費也在 180-250 元，已經比一般咖啡店的索價高出
許多，而第六大道酒吧如同它的名片所散發出的黃金氣質，這裡一瓶沛綠雅的礦泉水要價 180 元。
再者，這三個消費場所的裝潢也同樣讓人感受不到「國民」的氛圍，第六大道酒吧以歐洲宮
廷貴族的風格加上金黃色的燈光，鋪陳出 lounge bar 所應有的慵懶、貴氣；C25 咖啡廳則是利用
台北之家—光點所擁有的綠地與庭園，打造出幽雅休閒的風格，而誠品書店則是利用光點電影院，
以及台北之家以電影作為裝置素材所形成的文化氛圍，以高價販賣許多關於電影、設計、建築的
深奧理論書或是專業書籍；這當中，文化資本、象徵資本與經濟資本的交流尤為明顯，PTT 國片
版上 ID Lo Co Co 提及此地誠品書店的一段話，雖然是那樣的愉悅，但放在都市企業主義的脈絡
下，卻是讓人感受到一股嘲諷的氣味：
光點裡附設的誠品裡面，光亮亮 振奮的新書面 就立在那邊等著我去看它們，而且電影藝術
類的書籍 那邊都能找到一般誠品所找不到的，每當能進到光點時，尤其是夜晚 香榭燈明地點綴
在 南洋歐式建築的暗夜之中，特別有一種高雅，能在暗夜之中 被光點的高雅之光 給吸引進去 去
看本書甚至是看場電影，是幸福的，這種感受 要在中山北路的夜晚繁忙時分 親自去體驗 才能夠
感受得到的，多說無益 希望光點能長長久久(不過我小貪心的希望 我看電影的時候最好人還是少
一點啦^_^)
另一方面，台北之家的二樓有兩個空間「多功能藝文廳」與「展覽室」
，作為對外租借之用，
兩者的定價相同，平常時候全天 8000 元，而假日則全天 10000 元，在學生畢業作品展方面，則有
特價優惠：一天(11:00am-6:00pm)索價 8000 元，一週(11:00am-6:00pm)索價 20000；雖然商業用途
另議價格，不過，這樣的定價並沒有比其他具有同樣性質的場地便宜，而且對於公共用途完全沒
有著墨。
最後則是關於光點戲院，雖然台北之家—光點以電影作為主題，但是實際上光點電影院只佔
一小隅而已，這從它是由車庫改建可見一斑，全院座位也只有 88 個，姑且不論裡面的聲光影音效
果好壞這種見仁見智的問題，但是它的出租定價，每 2.5 小時在平常時候 6000 元、假日則是 10000
元，與真善美戲院可容納 300 多人的索價幾近相同，而其票價非會員成人索價 220 元、軍人學生
190、會員 150 並沒有在價格上便宜太多，對於試圖近用的市民而言，這難道不會是阻礙嗎？
置身在台北之家—光點的消費地景與其他類同的地方相比，昂貴了許多，雖然本文無法提出
咖啡店、lounge bar 的平均消費水準數字（就個人消費經驗而言，置身台北之家的 C25 與第六大
道是非常昂貴的），不過就其映演場地的出租與收費而言，它的確「超額」地汲取了租金17。
接下來的問題是：為什麼它們可以超額收租？難道是因為台北之家—光點身處台北消費地景
的金字塔頂端，並具備了可資動員的歷史記憶，建築形式，以及一套似是而非的「國民」論述，
特定形式的電影文化想像與生產，企業精神的治理機制，才得以鞏固台北之家—光點較之其他戲

17

中山站出口的衣蝶新舊館、新光三越百貨。
根據鄒侑如等人（2004）的資料整理，台北之家—光點在 2003 年的財務報告中，光是場地租金與戲院的收入，就
佔了 86％，其中場地租金佔 46％，戲院收入 40％。此外，專案規劃佔 8％，會員收入 5％，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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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顯得如此單調貧乏）所具備的收租權力？
經由田野研究，本文發現在定價方面，台北之家—光點是非常昂貴的，而頗具創意與時尚的
裝潢與建築風格，則與高消費相輔相成；在這裡先說明的是，本文的立場不在於對商業行為的全
面拒斥，但是該棟建築與土地、乃至於特定影展受到中央機關文建會的補助，不都意味著這個空
間早在全體市民、國民繳稅的同時，就已經具備了近用的資格？還是說這棟建築本來就不是以全
體市民、國民作為服務對象？Harvey 的觀點似乎給了我們答案，他說：
大都會區域也透過消費的空間區隔，提昇自己的競爭位置；這裡指的是透過觀光與幽靜隱密
的休閒去處來吸引人，並且為大都會區域引入錢流。1950 年代所的大量消費熱潮，在失業、信貸
的居高不下，倒轉了那些具有（消費）可能性的一群人。…很快地，生活品質成為焦點，縉紳化、
文化創新、都市環境的實體升級，增加安全而且吸引消費者的去處以及娛樂，成為都市再生的首
要策略（Harvey, 2001: 355）。
Harvey 提及這段話，提醒了我們台北之家—光點的建設，是都市企業主義的一種展現方式，
透過古蹟再造，這棟荒廢已久的建築呈現了與周邊商圈全然不同的面貌，那種地中海風情的白色
建築、遙遠的異國想像、複雜的身世、庭園詩意，跟周邊單調一致的現代建築相比，呈現出渾然
不同的趣味；走進其中，豐富的文化氛圍以及高檔的消費，正好供給資產階級「國民」標示自我
身份的標籤；不過與此同時，則是更多的市民與國民被排除在外，特別是那些文化資本與經濟資
本匱乏者。
排除了社會上大多數的人而獨厚社會當中的少數，難道不會對都市治理產生正當性危機嗎？
這般問法的不足之處在於，都市企業主義的治理模式，是由「公私合夥關係」所組成與形塑，裡
面的權力結構包含了本地資本家與管理階級、專業人員等等，也同時包括外國資本以及氣味相投
的其他成員，因此都市企業主義的正當性，很大一部份是建立在這些成員身上。
與此同時，
「公私合夥關係」也是流動的，都市企業主義的另一個重要特色，就在於都市彼此
之間的競爭。由於運輸支出的減少突破了限制貨物、人們、貨幣、資訊移動的界線，地方的特質
變得更為重要，而且必須被突顯出來，而都市間的競爭也因此越演越烈。在人力市場、政府管制
（符合資本利益的管制方式）
、稅務（低廉的賦稅）以及基礎建設上凸顯足以吸引資本的差異，成
為都市企業主義的特色（Harvey, 2001: 358）。因此，在都市企業主義之下，地方政府的正當性來
源，必須端視其是否能夠促進公私合夥關係下的資本貨暢其流；不過，原因也可能是中央—地方
政府還來不及考慮「誰的正當性？」這種問題時，資本的流動速度就如同利刃封喉般地，逼迫它
們表態了。
從上述分析看來，台北之家—光點屬於地方（place，而非 terrtory）政治經濟發展所需的一環，
透過嶄新且頗具創意的空間設計，以及其中蘊含的懷舊歷史典故、文化意涵、電影美學，台北之
家—光點就能夠招攬商機，並成為台北市吸引跨國資本的門面。
至此，假使台北之家—光點的經營管理單位「台灣電影文化協會」所召喚的「國民」及「支
持、鼓勵」有其特定階級意涵，那麼該機構所珍視的「電影」又意指為何？先從台北之家—光點
與文建會合作所舉辦的幾次影展以及它的日常映演內容進行分析。表 1 所羅列的影展大致可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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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四類。
第一類影展屬於電影與新科技的結合，例如「台灣國際動畫影展」及「數位影展」
。第二類則
是引介新電影形式或美學內容，例如「北歐影展」
、
「日本映畫巨匠展」
，這類影展以新知識與新文
化的引進為主要目的，並未在影展當中穿插台灣電影作為參照或對話。第三類是懷舊電影風（至
少具回顧性質）
，例如「這個夏天刮台風-新新浪潮影展」
、
「經典武俠影展-當俠客遇上武士」
、
「聲.
影.紀.事-台灣籍華與電影的音樂情旅」
，這類影展重新組合台灣舊電影，時間序列主要具焦在台灣
戰後以及 1995 年迄今，包含武俠電影、台語電影、2000 年前後的一些台灣電影，比較有趣的是，
這類型影展並未將我們一般理解下的「台灣新電影」（以及後新電影）納入其中，「台灣新電影」
是在下個類型才頻頻出現。
第四種類型可說是前兩種（第二與第三類）影展的混合，例如「台灣 VS.東歐影展」、「台灣
VS.南歐影展」，在這些影展中，大致上同時兼容跨國電影所代表的新文化及台灣舊電影。值得注
意的是，
「台灣」電影在影展中與這些歐陸電影互為參照，而文建會與「台灣電影文化協會」所認
定的「台灣」電影又是哪些呢？
「台灣 VS.東歐影展」中，台灣電影分別是【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A Brighter Summer
Day）
、
【戲夢人生】
（The Puppetmaste r）
、
【悲情城市】
（A City of Sadness）
、
【好男好女】
（Good Man
Good Woman）
、【超級大國民】
（Super Citizen Ko）、
【恐怖份子】
（The Terrorizer）、
【一一】
（A One
and a Two）、
【多桑】
（A Borrowed Life）。導演有侯孝賢，楊德昌，萬仁，吳念真。「台灣 VS.南歐
影展」中的台灣電影則是【母親三十歲】〈Story of a Mother〉、【桂花巷】（Osmanthus Alley）、【落
山風】（Autumn Tempest）、【我這樣過了一生】（Kuei-Mei, A Woman）。導演分別是宋存壽，陳昆
厚，黃玉珊，張毅。
本文在此不擬針對電影文本進行仔細分析，這可能必須獨立為文處理，不過很明顯地，這些
「台灣」電影，由「台灣新電影」及其延續佔據了壓倒性的比例。除了宋存壽可以排除，黃玉珊
的【落山風】可能留有討論的空間外18，其他的導演都被公認為台灣新電影的參與者，甚至有多
人屬於領導者。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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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之家—光點所舉辦的影展 2003-2005

影展名稱

台北之家—光點放映時間

北歐影展-來自雪地極光的饗宴

2003/3/29-4/11

這個夏天刮台風—新新浪潮影展

2003/7/11-7/25

數位影展—這個時代最久的新鮮

2003/8/9-8/22

經典武俠影展—當俠客遇上武士

2003/9/27-10/10

日本映畫巨匠影展—小津安二郎

2003/12/9-12/26

台灣 VS.東歐影展

2004/4/27-5/7

由於黃導演的創作風格幾經轉折，除了女性議題一直是她的關注重點外，要進一步歸類並不容易。不過，
《落山
風》跟當時的台灣新電影及其後來的延續頗為相似地，在 1988 年走出台灣，參與新加坡台灣影展，以及該電影
的內容改編自鄉土小說家汪笨湖的鄉土文學，在內容及敘事風格與當時台灣新電影可說頗為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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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台灣國際動畫影展

2004/5/7-5/16

台灣 VS.南歐影展

2005/428-5/27

「聲.影.紀.事—台灣籍華與電影的音樂情旅」

2005/8/12-8/2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台北之家—光點」網頁。
另外一個觀察點則是台北之家—光點歷年來所放映的影片，研究者將目前可觸及的資料以每
個月份當作檔期，台北之家—光點從 2003 年 10 月開始到 2006 年 2 月總共有 28 個檔期，這 28
個檔其中播放國片或是本地影像生產者，總共有 15 個檔期，超過一半。不過並不是每個檔期全部
都用作播放本地影像。本文進一步以天數計算羅列在表 2（為了讓數字計算較為劃一，不滿一天
者以時段計算，6 個時段算一天，另外此計算預先扣除影展電影）
。計算後發現，本地電影製作在
該電影院兩年四個月中約佔 156 天（放映總天數約 700 天）
，再對照「台灣電影網」的電影檔案（包
含劇情片、紀錄片、短片、動畫、實驗電影）從 2003-2005 所蒐羅的 150 部台灣影片，台北之家—
光點只映演了其中 9 部（參照表 3；http://www.taiwancinema.com/ct.asp?xItem=12000&CtNode=108）。
表 2 台北之家—光點映演本地電影生產天數 2003/10-2006/2

電影名稱

台北之家—光點放映天數

公主徹夜未眠

6天

17 歲的天空

19 天（外加 5 個時段）

台北二一

8天

海洋熱

8天

跳舞時代

7天

豔光四射歌舞團

13 天

咖啡時光

23 天

月光下我記得

11 天（外加四個時段）

無米樂

6 天（外加四個時段）

翻滾吧 男孩

6 天（外加三個時段）

宅變

13 天

經過

13 天

最好的時光

14 天

林見坪國際得獎短片展

7 天（加上一個時段）

總計

156 天（外加五個時段）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台北之家—光點」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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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電影名稱
月光下，我記得
十七歲的天空
海洋熱
艷光四射歌舞團
最好的時光
經過
宅變
無米樂
翻滾吧！男孩

時間
2004
2004
2004
2004
2005
2005
2005
2005
2005

類型
劇情片
劇情片
紀錄片
劇情片
劇情片
劇情片
劇情片
紀錄片
劇情片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台灣電影網」。
至此，台北之家—光點倘若還與電影有關，意味著「電影」一詞必須重新審視。就其規劃的
思維以及成果看來，我們眼見大量昂貴且虛無浮華的「創意」與「時尚」的文化氛圍佈滿台北之
家；而光點則成為台灣新電影及其延續的具像，只是如今電影美學的參照對象轉向北、東、南歐，
不變的仍是其「文化中介者」的角色（參照張世倫，2001）
，或者也可以說，這是某種以菁英品味
為賣點的文化經濟之結晶。這兩者彼此交互流動，使得台北之家—光點創造了集體象徵資本，足
以區隔它與台北市其他同樣融入消費地景的電影院，並以此獲利19。
然而，這樣的操作有其必然的侷限，小眾品味所具備的獨特性，既是台北之家—光點所以存
在的因，也是果。這樣的獨特性必須在競爭環境中（中山商圈，東區以及西門町）不斷試圖加碼，
持續營造才能夠獲利；然而，
「台灣電影文化協會」畢竟不是跨國資本，如何能夠一而再地，在公
共資源有限的情形下20，繼續維繫下去？另一方面，台北之家—光點目前的操作已經有違其公共
映演通路的政策構想，而且壟斷地租的集體象徵資本一旦大眾化，即有可能失去壟斷的宣稱，也
就是說，當前的台北之家—光點的經營模式若是繼續維繫，那麼它將無法走出台北市，就連走出
台北市中山區可能都有困難，繼而成為「國民戲院」政策最為顯著而持久的反諷。最後，儘管台
北市與中央政府的統治者屬於不同政黨，但是資本主義的確不分藍綠，從中央到地方，都不約而
同地貫徹了都市企業主義的核心宗旨，將公共政策導向汲取壟斷地租。
台北之家—光點作為個案進行分析，我們發現它傾向以都市企業的治理方式被形塑，雖然從
這個個案，推論整個台灣的電影環境仍嫌武斷，這必須進一步探尋台灣與台北市其他的文化政策
施行歷程，以及更細緻地檢視中央與台北市治理的變遷，與台灣電影業的外在、內在政治經濟情

19

20

關於光點的營收目前尚未掌握確切數據，不過根據台北市議會公報第六十七卷第二十六期(2003/10/3)陳政德議員
的質詢資料，其他委外經營的協力廠商：誠品書店、C25 咖啡廳以及二樓的第六大道，每個月也有一百萬元至一
百二十萬元的營業額。而回饋金的比例雖然在市議會質詢時存在爭議，但至今由於台北之家—光點對於相關研究
非常謹慎應對，因而尚無公開的資料。不過以第一年約 1500 萬左右的總預算看來，台北之家—光點吸金的能力
遠遠高過這個標準。不過，本文的立場並不在於批判或是「扣帽子」於任何個人或是團體，如同陳儒修教授與筆
者在課堂上的對談所得到的理解，侯導演主導的「台灣電影文化協會」在招商的過程中，由於對市場的理解有誤，
以致權利金的設定非常低廉而簽約時間則非常長，以致目前台北之家─光點的大筆收入，實際上「台灣電影文化
協會」並沒有獲得太多利益，但這也符合前文的分析，即便無意，民間團體仍可能是資本運作的關鍵合夥人或者
是白手套。
同樣根據台北市議會公報第六十七卷第二十六期(2003/10/3)台北市政府的書面答覆，台北市文化局預算從 2002
年約 13 億，2003-10 億，至 2004-9 億，逐年下降的趨勢非常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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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及當中各式各樣行動者的實踐。不過，經由本文的梳理，我初步認為：台北之家—光點的空間
生產，可說是資本家與藝術菁英所形構的階級同盟之實踐。

以希望的空間做為出路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當中的國家以及地方政治權力，主要以「企業主義」為旨，與此同時，
電影類型上，表面看似對立的兩造，放在資本主義的脈絡中，卻屬於同一陣營。但另一方面，文
化成為商品的過程，在文化獨特性以及商品的交換價值所具備的普遍性之間，卻也存在著深刻的
矛盾衝突，Harvey 認為這是希望的所在：
全球化之替代出路的鬥爭，不利用壟斷地租，也不陷入多國資本主義。並且以群眾動員為焦
點，積極建構新的文化形式，以及新的真實性、原創性和傳統的定義（Harvey, 2003: 18）。
壟斷地租尋求壟斷導致全球資本偏愛獨特的地方創制（在某些方面，這些創制越是獨特，以
及近年來越是離經叛道，就越好）的同時，導向了推崇獨特性、真實性、特殊性、原創性，以及
社會生活裡所有和商品生產所預設之均質性不一致的面向（Harvey, 2003:17）。
這種另類的文化生產過程的建構，意味著當本地的文化素材受到交換價值的青睞而欲將其商
品化的時候，另類的創意以及「地方」的政治力量（政治機構與社會運動）
，將成為扭轉資本主義
交換價值的希望。當中的政治力量除了中央層次之外，也包含都市治理層次以及各式各樣不同的
行動者及其論述。
中央層次上，透過制度設計，例如英國公共電視的第四頻道，以英國獨立電視台的廣告收益
作為運作的經費，並以另類多元的理念製作節目；他們與接收社群站在同樣的位置，思考社群的
真正需求，而非只是表面形式地複製刻板印象，所以其對於多元、弱勢族群的再現並不顯得突兀
（Murdock，1992）。同時，這樣的公共傳播系統是植基於多元的政治、經濟樣貌，並且拒絕任何
與公共傳播賴之所存的哲學背道而馳，例如差異的承認、異議的寬容；而且最重要的是，其中許
多的辯論與抗爭必須在平等近用的脈絡下進行（同上，1992）。就此而言，台灣 90 年代社會運動
對於「公共電視」與「媒體改革」的訴求，是一股可資連結的力量。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的電影政策中，雖然並沒有公共媒體系統的想像，但是有一個配
套政策很接近這個構想，那就是「國民戲院」的計畫。然而，類似這種營造環境，可能如 Harvey
所言，是「都市企業主義」與「壟斷地租」的一部份。這似乎已然在台北之家—光點初見端倪。
但是壟斷之所在也是希望之所在，
「國民戲院」做為政策規劃，在面對台灣電影工業的問題時，確
實是一個比較積極的政策作為，因為台灣電影工業的重要問題之一，就是發行與映演的部門為好
萊塢電影與發行商所佔據，導致本地的製作無處可播放。政府雖然極思作為，但是所採取的策略
僅有「國民戲院」偏向公共的意涵21，因而能夠被期待適度轉化文化商品化的壟斷力量在其中的

21

雖然這需要更多的經驗資料方能下定論，但是高雄電影圖書館與新竹影像博物館在所有權方面全部由公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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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力。
此外，
「國民戲院」對於台灣這個地屬海島，原本就有許多族群居住，加上近年來數量逐漸增
多的移民伴侶以及移民勞工，存在著實用價值；無論種族、階級、性別、老幼，皆能在這個空間，
平等地近用電影，繼而在資本主義的交換價值外，產生契機，成為其他思維與價值的培力之所在。
再者，本地的電影工作者與相關科系的學習者，也都能夠將這個場地視為實驗室，發表、展演自
己的作品，舉凡廣告、紀錄片、短片、任何類型的電影都不受限，而在這樣的模式之下，作者因
為能夠與各種觀眾接觸，進而能夠促發更多的創意以及想像22。
令人扼腕的是，「國民戲院」在文建會並沒有固定的支出，「國民戲院」被認定為地方政府的
施政範圍，而且在財務上並沒有針對這個項目進行永續規劃，這也突顯「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
當中的電影政策，公共服務的想像仍屬貧乏，但另一方面，
「國民戲院」卻是「文化創意產業發展
計畫」中的電影政策，少數具備政策實踐經驗，並極富積極意義，值得進一步投資與拓展。假使
政府不願意增加投資，那麼重分配現有資源也值得一試，例如每次消費電影繳交的娛樂稅，應當
回歸娛樂事業，特別是娛樂稅作為地方稅，若能回歸到地方的娛樂事業，補助各地「國民戲院」，
實屬名符其實23。
另一方面，電視投資電影拍攝也是一種值得參考的模式；電視通道中，由於電影是熱門的內
容，因此電視與電影合作能夠產生互利的情形，而這也在「創意影音產業」計畫中提及。但是，
電影電視合製模式下的電視媒體，往往以公共電視為主，這或許與經營制度對於利潤的分配方式
有關；商業電視的利潤屬於私人，而公共電視相對能夠將利潤回歸到電視品質的提升，因此公共
電視再投資電視內容的意願以及所投入的資金比商業電視來得積極。質此，若能夠讓台灣的公共
電視規模擴大，納入國民戲院，進而投資電影事業，那麼「國民戲院」在這種意義上，正好扮演
一個具有另類價值取向的生產空間。與此同時，
「國民戲院」也促使我們思考當代文化政策的改革
策略的同時，對於都市治理與地理政治進一步加以重視。

有，而且這兩處在規劃時，都刻意地在所有權方面避免受到太多商業力量的制肘，高雄電影圖書館規劃案就列
出公辦民營（公私合夥的形式之一）的四項缺失：1.政府部門對該場地未來方向缺乏主導性 2.商業化發展與文
化屬性衝突 3.該館之學術定位機制將被削弱 4.該館對外扮演之文化性角色將遭致混淆，極力避免該規劃的核心
理念--文化教育受到影響（黃玉珊，2000）
，而經營方面則委託專業人士，使得這兩處國民戲院，不只觀影免費
（我相信在這個所有權脈絡下，即使收費也與台北-光點的經營有所不同），也讓整個機構是以台灣電影文化推
廣與保存為「主」
，而且就目前的觀察，這兩個機構也比較能夠尊重多元交流的重要性，彰顯「公共」的意涵。
22

這個建議並非天馬行空，國民戲院之一的高雄電影圖書館，在 2004 年 6 月份的專題：「『媒』飛『攝』舞」南台
灣青年音像創作聯展的簡介當中，提及：為鼓勵南台灣影像創作風氣及培養新生代創作人才，聯合南部大專院
校舉辦「南台灣大專院校畢業生聯合影展」，以南部大專院校之影片創作，交流彼此之間的技術及經驗，一方
面提供南部大專院校大傳、視傳等相關科系之畢業學生一個發表作品的平台，讓這群即將畢業的青年學生能透
過此平台，彼此分享影片拍攝的經驗，同時互相打氣加油；另一方面透過引導學生積極參與影片行銷的機會 ，
更讓新生代創作者掌握影片市場的發展趨勢，使初出茅廬的製片團隊得到社會各界的評價，也希望能為每年度
的高雄電影節培養更多欣賞的人口。

23

本文修改的過程中，娛樂稅已經停止開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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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的向度
中產階級的興起

人民、國族國家、資本的空間
（ex : 城市、國土、工業地景）

↓
追尋公共領域

國家的力量

（ex: 媒體；議會制度）

資本的力量

虛構的公共性

空間私有化

（技術官僚、形象政治、消費主義）

與空間意義掏空

資本邏輯：公共空間商品化
集體消費不足：私人侵佔公共空間
（電影業與電影院為好萊塢體系所壟斷）

社會介入的空間策略（特定學院知識份子與藝文人士）
例如：國民戲院
1.將公共空間轉變為公共領域（無線電視公共化運動或希望的空間？）
2.將公共空間轉變為公私合夥的壟斷地租汲取機制（ex: 台北之家誰的家？）
3.質疑既有的公私之分（ex: 「公共」定義的爭奪）

新公共領域的形構
持續的問題和爭鬥：誰的公共性？誰的利益？

圖2

公共空間及其轉化: 以「國民」戲院為例，資料來源：修改自王志弘（2005）《空間與社會
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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