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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期



 要拍自己想拍的東西
      專訪「老王打我」導演鄭宇軒

　　　　　　　　本刊記者 黃祺芸 採訪報導

        有著以「醉‧生夢死」榮獲第17屆
台北電影獎最佳男配角的鄭人碩，與一
直在校大多擔任導演的鄭宇軒合作出的
本屆畢業製作「老王打我」，帶大家正
視「逃避」這件事。
鄭宇軒導演靠著自己的經歷和有時想要
逃避的家庭狀況所融合製作出的劇本，
帶點搞笑又有點悲傷的故事，告訴大家
勇敢的面對想逃避的一切。

「我所逃避的，是我僅剩的一切。」

    當初學校的pitching潘朵拉劇組上台
有自信的介紹劇本，卻在大四上學期時
突然換了劇本，「主要是和宜珊老師做
了很多的討論」導演鄭宇軒說：「 原本
的劇本畫面需要比較多特效，我們可能
無法達到，而且以30分鐘來說太過冗長
，沒有辦法把故事講清楚，所以最後考
慮重新寫一個劇本」。之前的劇本也是
在談論逃避這件事，而因為無法拍原本
的劇本，就用「逃避」為核心寫出「老
王打我」這個新劇本。

換劇本的原因

       在學校寫劇本時，老師都會建議學生先從接近
自己年齡層的故事開始著手，這樣比較容易寫出那
個主角的心境跟想法，可是這個劇本是寫30多歲男
人的故事，「其實我也不知道30幾歲的人是怎麼想
的」導演鄭宇軒笑著說：「有時候是靠著自己想像
30幾歲的人遇到這些問題時是怎麼想的，也有很多
是靠演員的幫助，因為碩哥(鄭人碩)是那個年齡層的
人，他會說出很多他的想法，所以以自己的推敲和
碩哥的想法融合寫出這些心境的，很多東西都是跟
碩哥一起創造出來的」。

以20出頭的年紀寫出30歲後的心境

男主角立業的第一人選

        提起男主角的選角問題，導演鄭宇軒指出，碩哥本來就是第一人選，但其實那
時候也考慮過很多演員，製片當時也有推薦，像黃健瑋、吳慷仁，我們學生製片很
常都會想說線上的演員，但是線上演員很多都不太會接學生的戲，想說可能會找不
起之類的，但他就是覺得還是要去試試看、去問問看才知道他們想不想演出他們的
東西，所以他們都有寄劇本去給這些線上演員，看他們對劇組的劇本有沒有興趣。
而碩哥覺得這個劇本可以去試試看，之後導演鄭宇軒就去找他聊，碩哥也很有意願
要接這部戲，這也是他第一次演出學生製片，所以一切也都算蠻剛好的。

和組員的協調與溝通

        聽到很多學長姐在畢製的時候會有很多磨擦跟吵架，而且潘朵拉劇組又
幾乎都是好朋友，在面對這些摩擦的時候，「溝通很重要」導演鄭宇軒認真
地說：「像在分鏡或是技術上的東西，我們都會很有自己的想法，但我跟技
術組在討論過後一定會有一些人偏好一種想法，那我們可能就會以少數服從
多數的方式解決，就是採多數決，但也會說出他們各組的想法，可能燈光說
出為什麼要這樣打，攝影覺得怎樣比較好，很多的溝通之後才會下定案。」

鄭宇軒導演(後)在老王打我中與鄭人碩(前)排戲

鄭宇軒導演



釋懷過去，自我追尋
　專訪「景框流浪者」導演楊冬楨

                        本刊記者 曾怡瑄 採訪報導

印象深刻的小巷子

鄭宇軒導演(左)與鄭人碩(右)

       讓導演鄭宇軒印象最深刻的一場戲是，有一場在小巷子的戲，那其實算
是劇中關鍵的場，然後那天也是最後一天拍攝，直接翻班拍到天亮。導演
鄭宇軒表示，會印象深刻其實是因為他覺得那場戲拍得比預期得不好，因
為出現很多狀況，也拍到天亮，很多細節沒有掌握到，演員也都演到很累
了，覺得那些是需要改進的點，不應該讓演員那麼累，時間拉那麼長，拍
出來的影片其實是扣分的。

給學弟妹的建議

      「我不知道要說什麼」導演鄭宇軒開玩笑地說，思考一下後他突然認真
的說，「趁還是學生製片時，要用自己的錢去拍東西的時候，去嘗試一些你
自己想做的吧，不要管大家會不會覺得很厲害或是老師們一定會喜歡的，去
拍自己想嘗試或是自己喜歡的類型的片，還有不要吵架，學生製片就是該開
開心心的拍。」

        二十一屆黑潮畢業影展，這次主題為《未來少年漫畫周刊》，未來少年表示
現在每個人要邁向不同的人生階段，特別是現在對於出社會沒有太多想法的新鮮
人，往往對自己的未來處於非常迷茫的狀態。劇情片「景框流浪者」跟這次影展
未來少年的宗旨很相似，「景框流浪者」用「釋懷過去，自我追尋」，要大家勇
敢面對心中的自己，追尋自己的理想。

      「景框流浪者」這部片前後
的劇本落差有點大，原本是屬於
懸疑類，運用戲中戲當作一個賣
點，讓觀眾覺得看得很過癮，認
為這兩個人很像在回憶中拉扯，
跟著影片去推理，後來變得比較
單純，是一開始就會告訴觀眾這
是戲中戲，主要是讓觀眾比較快
速的融入腳色，重點放在自我追
尋(夢想)，以及家庭(親情)中兩
個關係。

        通常劇中劇這個類型，會有一定的套路，主角可能會演戲演到走火入魔，導
演楊冬楨想跳脫這個俗套，設定這個演員是可以抽離出演戲的腳色，裡面有一句
對白這樣寫：「演員可以在戲內過自己的生活」，清楚自己在做甚麼，想要在戲
中逃避自己現實生活中的不合適、恐懼，反而喜歡戲內中營造的自己，想過自己
內心理想的生活，但是不管在怎逃避，總有一天還是要脫離戲中的自己，誠實面
對現實生活中的問題、困難。

景框流浪者導演楊冬楨



       語言流失就代表這個族群會消失
            專訪紀錄片《匚》
                                                                            本刊記者 何思澐 採訪報導

       「往前看、自我追尋」是這個劇本想要告
訴觀眾的最大觀念，不管面對什麼困難，應該
勇敢的追求，不要因為一些挫折就放棄自己內
心的想法，有時候社會的步調太快，不得不去
壓抑自己的想法、情緒，需要逼迫自己更加圓
滑，人會隨著時代的變化，會越來越會愛面子
，一但太執著於面子、裡子，會擅於把自己最
真實的想法隱藏起來。想要去做的事情就去做
，不要害怕去面對內心最真實的自己。

       「釋懷過去，自我追尋」導演楊冬楨
一直把這八個子寫在每一版劇本的最上
面來提醒自己。無論Pitching怎麼改變都
好，起碼握住這八個字，不要讓主題偏
離這八個字的意思。

        在一個劇組裡面從前製到後製，有
問題發生時大家可以一起想，去想解決
問題的方法，要盡自己的能力去防止內
部分化，是大家要一起去努力，在星星
之火燎原前，要有人居中協調，先把火
撲滅。

        導演楊冬楨常跟組員講的一句話就是
，「如果有一天我沒有要求了，我隨隨便
便可以妥協，大家也不會有信心在這一組
跟我共事」，導演楊東楨是支撐全組重要
的人，如果導演想要多加幾個鏡頭或畫面
，就會跟組員講，導演覺得不要求，這部
片就不會好到哪裡去。

導演楊冬楨在公播現場

       「匚」是一個象形字，它是一個盒子只是去掉旁邊那條
線，意思是說這個盒子到底能裝些什麼東西？本屆黑朝影展
紀錄片《匚》的導演張耀祖說：「如果把盒子比喻成年輕阿
美族族人，那年輕族人他們能承載什麼東西進去，跟裝什麼
文化進去，不該讓旁人去定義，而是由他們自己去決定這個
盒子的大小有多大。」

        整個團隊（七巧板有個
洞）是由不同族群組合起來
的，有馬來西亞、香港、原
住民或是客家人等等，為了
找出一個主題性，就是一個
共同的主題，就想要不要以
語言，就是談語言這個東西
，但那要談語言的什麼？導
演張耀祖說：「現在很明顯
很多族群的母語正在慢慢地
流失，然後這個文化就會消
失，有了從這個方向去走的
想法，才會拍這個議題。」

        語言這個議題比較難呈現出來，通常紀錄片都是拍個人的故事或是生活背
景之類的，可是語言是議題性的，比較抽象，就是摸不到的東西，要如何用畫
面去呈現這個議題，讓製作小組傷透了腦筋。因此製作小組在拍攝前花很長的
時間討論要怎麼呈現出來，每個人的意見都不同，所以找不到那個共通點，甚
至想說要不要換個主題，試看看身分認同或比較文化的東西，因為都比較好呈
現出來。由於最初討論是要拍語言流失的議題，導演張耀祖對此有比較有深刻
的想法，最後決定以導演張耀祖的故鄉阿美族部落為主題，拍攝的阿美族人跟
環境的互動，就發現這些東西其實都跟語言很有關係，是不是可以把它變成一
個支線，母語是主線這樣子，讓每個東西都有談到，因而解決這個問題。

本身就是阿美族的導演張耀祖



家的味道 愛的佐料
        專訪電視節目《晚箸食光》
                                                                    
                                   本刊記者 蔡佩伶 鍾雅琦 採訪報導

阿美族豐年祭

        影片主要的目標族群是年輕的阿美族族人，阿美族族語流失會不會是因
為年輕的族人不去傳承或是什麼原因造成現在族語的流失？其中一位受訪者
Fuyam語重心長地說：「語言流失就代表這個族群會消失」，因此張耀祖希
望透過本片提醒年輕人去思考這件事情，因為其實每個人都知道語言流失這
個族群、這個文化就會消失，這是理所當然的，只是有沒有真的去思考過。

其實是這個故事就是在講導演張耀祖
本身，因此他特別有感觸的說：「我
們自己受到環境的影響，之前都會覺
得是政府的錯，體制怎麼樣、政策怎
麼樣，但有沒有思考過從自己開始改
變，因為你不可能改變大環境，那就
從自己改變。」這是導演張耀祖從這
個影片體悟到最大的東西，也希望能
傳達給觀眾的訊息。

《匚》是一部很誠實的作品，透過檢
視自己對於族語流失的措手不及來探
討整個族群的文化傳承以及老一輩對
年輕人的期待，這不單單是原住民母
語的流失，也是整個社會對母語的不
重視，導演不僅反省自己也提醒年輕
世代要思考這個問題。

一個誤打誤撞的劇組及充滿愛的主題

        碗箸食光是這屆畢業製作中唯一
一組新聞節目類，透過尋找料理的食
材，為觀眾提供茶餘飯後的話題，戰
鬥陀螺劇組提到當時的方向都沒有最
先想到要拍節目，談到那小組怎麼組
成的，節目製片李亞璇沒有多加思考
隨興地說：「誤打誤撞！看到人就問
你要不要加入？」

        跟其他組別一樣在當初也想了很多的企劃案，剪接林奕辰想起環島旅行時，經
過嘉義一間餐廳，他提到最特別的是，「店家上菜時都會講那道食材的故事，並不
像一般餐廳吃了就走，是有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廚師說明食材來源及烹飪手法，
也因此讓他們回溯料理的源頭，從食材的產地了解食材，處理的過程，以及廚師添
加了充滿愛的調味料，更希望料理能夠人們嚐到家的味道。

戰鬥陀螺劇組在筷趣大飯店

拍攝期最歡樂 後製期困難接踵而來

       戰鬥陀螺劇組擅長於說話這件事，因此在跟老師討論的過程中其實都蠻順利的，
李亞璇表示，「他說我們不好，我們就反駁再反駁。」林奕辰還在一旁邊學著老師

的口氣說到，「我們只是提提意見啦，
要不要做是你們決定。」但在拍攝過程
中還是遇到了一些瓶頸，像是收音設備
其實不太好、採訪的主題都是靠天吃飯
的行業，所以還是得看天氣，又或是受
訪者是九十幾歲牙齒幾乎掉光光的阿公
，其實根本分辨不出來他在說什麼。而
整部片靠著旁白及訪問受訪者組織起來
，又該如何讓所有受訪者的回答都達到
水準，李亞璇很灑脫又近乎無奈的說：
「剪接啊，從一百句裡面不精準的挑兩
句精準的。」戰鬥陀螺劇組在洲南鹽場



跳脫行銷廣告框架，鼓勵人追夢
                                                          
                       本刊記者 陳思婷 採訪報導

        戰鬥陀螺劇組一致認為後製期最累，三機作業的檔案數量非常大，他們笑著表
示毛片紀錄表變成也只是很隨興的複習自己拍了什麼而已，連配音到了最後也是組
員自己下去，常常錄到已經聽不出來聲音有沒有差了。但大家還是興奮地回憶起拍
攝期看著稻米收成像一座山，還有受訪者非常熱情好客的請他們進家裡坐，煮了一
桌像辦桌一樣豐盛的菜請大家吃。

與受訪者建立關係 把他們當好朋友

        林奕辰說到，「跟受訪者建立的
關係，會開眼界的感覺。」組員中有
三位就曾在校園新聞台中擔任幹部，
當時遇到的受訪者給他們的印象大多
是不好親近，但畢製期間遇到的受訪
者人都很好，只有一位因為臉比較臭
，讓他們以為受訪者不喜歡他們，李
亞璇想了一下說，「有一次我們去拍
市場的時候，然後他就買年糕，想說
他買年糕等一下要自己吃的，結果他
是要做小點心給我們吃的。」這之後

才慢慢感覺得到受訪者內心其實是很愛他們的。但李亞璇也開玩笑的說「姿色是很重
要的！」其中一位受訪者阿里山老闆對其他人的訪問愛理不理，只跟她聊特別多，甚
至還很偏心的問她要不要做副駕駛座，其他人在一旁抱怨，「卡車後面超抖，超難坐
的。」但李亞璇也隨即表示重要的還是採訪技巧「怎麼可能純粹靠姿色，要把他當好
朋友聊天啊！」

憨己園自然農園主人講解作物

約定進化成更好的自己 再重新回來一起做事

       面對未來要如何勉勵自己的組員
們，大家尷尬的互看然後大笑，隨後
便說了四個人在暑假去實習之前曾約
定好要各自進化成更好的樣子，再一
起回來做事情。聽著劇組裡四位成員
笑著分享這一年半有趣的、好笑的、
困難的事，但都可以感受到每個人在
這當中都收穫滿滿。

筷趣大飯店

        在這一次第21屆黑朝畢業影展裡，在眾多紀錄片和劇情片中，
名為《異世界》的這部微電影顯得更為特別。究竟當初他們是為什
麼選擇製作微電影這個類別？而所謂的異世界又代表了什麼？讓導
演胡逸琳細說分明。

畢業展中唯一的微電影  導演：經各種取捨後所得出的結果

       之所以選擇微電影這個類型而不是
劇情片或紀錄片來做，導演胡逸琳指出
，她本身其實就是走系上的劇情片模組
，不過當成組的組員確定下來後發現，
大部分幾乎都是拍廣告片模組為主，具
有拍攝劇情片技術的人其實並不多，而
且相反的她們可能更了解的是行銷的部
分。

       擁有豐富拍片經驗的人並不多，技
巧可能也不能說是純熟。微電影除了所
需要的人數較不多外，胡逸琳也說，比
起做一系列的廣告，她更想要藉由微電
影這種以故事的方式去行銷某些東西。
於是胡逸琳認為拍微電影的這個方式更
能發揮整組所有人的能力。

創造異於常人的世界 創造一個屬於自己的世界

       談到異世界的理念，胡逸琳表
情變得非常認真，她說她最希望達
到的目的，「是想讓現在的年輕人
，或是那些想要追求夢想但還沒有
勇氣去追夢的人，把握當下去追求
自己的夢想吧！」

        人生來不能沒有夢想，但是即使有了夢想，仍有許多人不敢踏出那步，拾起勇
氣去追尋夢想。就像是在《異世界》裡的三位主人公，他們都有著自己的理想和抱
負，同是魔術師的他們面臨了挫折，但他們還是決定三人一起，結合團結的力量，
想改變現在這個困境，改變這個世界。

       這就是《異世界》這部片的由來。或許是一個異於常人的世界，但他們仍要追
尋一個屬於自己的世界。

在酒吧內的談話

專訪「異世界」導演胡逸琳



不再迷茫的未來少年

        
                                                    本刊記者　墨嘉恩　採訪報導

魔術表演的拍攝並不容易  劇組克服困難完成作品

        導演胡逸琳在之前曾經幫助
朝陽科大的魔術社拍攝社團的宣傳
影片，所以在對於拍攝魔術方面的
守則她很清楚。像是很多的魔術表
演必須一鏡到底的拍攝。在畫面的
安排上也不能隨便的切換，不然會
讓人看不懂。

        經過討論和選擇，為了能呈
現更好的表演，導演胡逸琳最後決
定使用雙機去拍攝，因為在魔術表
演的時候，每位表演者的對應點都
可能不同，不會每次都一樣，最好
的方式就是要一鏡到底，雖然這種
拍攝的方式並不容易，最後仍然克
服這一項挑戰，完成了《異世界》
這部作品。

三位主人工齊心追夢

突破過往行銷產品思想  用微電影來行銷人物、品牌

        藉由魔術來包裝這個
鼓勵年輕人，或是有夢還
沒去追的人勇於追夢的故
事。《異世界》他們想行
銷的並不是產品，對他們
來說他們想要行銷的是人
物，想嘗試去突破以往廣
告多數都是在行銷產品的
觀念，於是《異世界》就
誕生了。

       或許在拍攝過程裡，劇組的大家都遇上不少的困難。但是在導演胡逸琳的
帶領以及所有組員們的團隊合作之下，他們就像是《異世界》中的三位主人公
一般，用團結的力量去迎戰困境、解決困難。創造只屬於他們的世界，一個異
於常人，鼓勵大家都能勇於追夢的世界。

製片 李子豐

攝影  黃奕銘

 

專訪MV《迷 Lost》

        朝陽科技大學傳播系第二十一屆黑朝畢業影展，唯一一部參展MV《迷 Lost》，
製作團隊由九個馬來西亞同學組成。片名「迷」一字代表迷茫，表示在人生不同階段
的人，特別是準備踏入社會的同學們，都會處於一個對自己未來很迷茫的狀態，與這
一屆畢展的主題《未來少年漫畫週刊》不謀而合。

        MV內容是講述被框架的人生，人們
不能為所欲為的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小
時候曾經擁有偉大的夢想，在成長過程中
，因為現實環境或外來的壓力而變得妥協
，當中或許背負著別人對自己的期望，大
家開始不知不覺中成了別人想要我們成為
的那個人，而自己的夢想，未曾觸及，卻
已經變得遙不可及。副導演林翠鈴表示，
計劃拍攝這次MV的原因是想要喚醒一下

五天拍攝結束，劇組與演員合照

        MV《迷 Lost》最特別的地方是，
當中的歌曲、歌詞、編曲都是由團隊一
手創作，九位同學把自己想要表達的訊
息寫成句子，再把它們拼湊成一首歌，
加上與台北的音樂公司合作，邀請到旗
下的歌手獻唱。製作團隊這次也邀請到
擁有豐富MV拍攝經驗的黃順幸老師為
他們監製，老師更曾經與周杰倫、蔡依
琳等歌手合作過。

大家的共鳴，鼓勵大家，未來必須掌握在自己手中，而非受他人操縱，雖然夢想或許
不容易實現，但在努力後必然有達成的一天。

        由於整個團隊都是馬來西亞人，而
合作的對象歌手演員都是台灣人，語言
跟文化背景也不一樣，在溝通上難免出
現困難，不過他們都認為這是有趣的火
花，過程中大家會想要了解比彼此國家
的生活，基本上合作愉快、相處融洽。



攜旺雖小，希望卻大
  
                     
                                                      本刊記者 蔡申 採訪報導

        副導演林翠鈴表示拍攝MV與劇情片
最大的分別是時間上的控制，劇情片一
般有二十分鐘以上，著重情節與對白的
表達，MV卻有時間的限制，以音樂為首
，所以他們決定把創意著重在畫面和美
術的部分。因為想要透過MV鼓勵正在迷
茫的人們，歌詞會由一開始比較負面，
到後來漸趨正面，而MV的鋪陳也設計了
轉捩點，在主角重新把握自己後，引發
新的目標與人生。

        對於持續三個學期的努力製作終於完成，製片任怡珊表示感到滿足與不可思議，
作品能登上大銀幕，也代表四年的大學生涯終於畫上句號。對於未來的展望，劇組成
員都希望自己可以貫徹《迷 Lost》的中心思想，提醒觀眾之餘也提醒自己，不再對未
來感到迷茫，而以自己的興趣為優先，找尋理想的職業，並表示未來也希望能夠從事
與傳播系相關的工作，繼續突破自己，成為忠於自己的「未來少年」。

副導演  林翠鈴

燈光師  巫珍瑩

攝影助理  許慧琳

專訪行銷組《 Hope Café 》

攜旺所在

        那是一間位於台中市中心，車
水馬龍，旁邊環境喧鬧的一間似是
收容所，又充滿咖啡豆氣息的一間
寵物餐廳，他們是《攜旺cafe台中
寵物餐廳&浪浪中途學校》，也是
這次畢業製作中，Hope Café這組行
銷組的重點對象。

        Hope Café由四位來自朝陽科技大學傳播藝術系的大四同學組成。王尊生、
賴致理、蔡宜君與鍾靈。匆匆成軍的他們，因為在開學一週便要決定組別，於
是拉住身邊性格相符的彼此，一起跳下這艘前往攜旺的船上。

        寵物收容所與咖啡廳在越來越重視領養代替購買的台灣並不特別，雖然這
個概念是基於美意才誕生，但把這個主題當成畢業製作會不會有極大的重複性
啊？「不會啊！攜旺的老闆可是名副其實擁有專業證照的業主唷！」賴致理自
信的說道，但在人人擁有證照的時代，這樣的說詞實在讓大家興趣缺缺。「是
全台灣不到十個人擁有的導盲犬訓練師執照耶！這應該夠特別了吧！」賴致理
湊近的臉龐，對他們的專題對象非常有信心。

       攜旺咖啡與其他寵物咖啡廳不同的點在於老闆對於流浪狗有非常大的目標
與理念，不僅做流浪狗中途學校，更重視對流浪狗訓練的重要性，Hope Café希
望藉著攜旺咖啡獨特的理念以及特別經營模式，為他們設計一連串的活動，增
加曝光的機會，將攜旺咖啡介紹給更多人。

第一次參與擺攤就收穫滿滿（左起為蔡宜君、賴致理、鍾靈）



攜旺途中

　　王尊生表示：「最印象深刻
的事，大概是第一次在戶外擺攤
吧！」，提起過去一年的努力，
去過了無數次攜旺咖啡廳，講得
最起勁的一次經驗，竟是擺攤的
時候。「那是我們第一次以攜旺
咖啡的身份接觸民眾，吸收了好
多對於流浪狗的領養經驗和分享
，很特別，也收穫到很多」，一
直都喜歡狗狗的鍾靈對吸收到的
經驗非常有感。

　　行銷組的畢業製作，對業主產生相當的回饋是必須的，平常開會、辦活動，
也常因為組裡大部分的組員都讓上班佔據了大半時間，而無法全到，說起這印象
最深刻的事彷彿開啟了這趟旅程中最重要的馬達，「擺完攤後這些下午剛見過的
民眾，晚上就直接成為攜旺咖啡的新客人了耶！」，蔡宜君臉上漾著滿足的笑容
，表面上也許是對於本身努力而產生的立竿見影，甚至成功替業主尋來更多良伴
，但始終最值得慶幸的是，憑藉著當初一起踏上同一條船的決心，擁有共同的目
的地，還是順利的抵達岸上。

攜旺咖啡創辦者，蘇庭鋒（左）與方思懿（右）

攜旺雖小，希望卻大

　　很多人說，自己的作品很容易反射出自己，抑或是說，會產出這樣的想法，
是另一種投射感情的表達方式。《攜旺cafe台中寵物餐廳&浪浪中途學校》選擇了
一條人煙稀少的路，做著吃力不討好的事，從無到有，奉獻了很多，也捨掉了很
多。也許就像是Hope Café這一路上的情感寫照吧！草草的成軍、與其他組相比人
數較少的問題甚至是無法全到的討論窘境……，雖然急切的決定但呈現出來的一
切卻一點也不隨意。

　　臺灣「流浪動物零安樂死」政策於今年2月6日正式上路，雖然這項政策對於
台灣看似是一步非常大的躍進，但好的改變並不全然表示社會也在進步，若無這
些在背後默默散播的撒種人，豈能使信念更為廣大？

　　也許畢業製作就是如此，如何才能夠把一個微弱的信念轉為力量，在找方法
的路上，也許碰壁也許撞上鐵牆，但只要堅持信念，最適合你的路，必會張開臂
膀。而Hope Café選擇帶著攜旺前往希望的方向，在這一條蜿蜒的小路上，即使遇
到重重困難，還是一起面向前方作戰。

真人真事改編
用影像記錄爺爺最後的記憶
            專訪劇本《大小夏天》
                                                                        

    本刊記者 林彥廷 採訪報導

　　由曾韻慈、陳儀珊所共同創作的劇
本「大小夏天」，在第21屆畢業專題劇
本組中，是唯一由兩人共同創作的組別
，作者曾韻慈分享了兩個人創作劇本的
好處，一個人寫劇本時，可能就會怠惰
或沒有靈感，但有另一個人的時候，就
可以相互督促和打氣，兩人能夠一起提
出想法，結合兩個人的創意來爆出劇本
新的靈感。

   　　而在訪談的過程中可以看出曾韻
慈、陳儀珊兩位作者的感情十分的好，
對於劇本的架構和內容的進度都有相同
的共識，雖然有些問題並沒有兩人同在
時問，但最後竟回答出相同的答案，可
見兩人默契相當的好。

  　「大小夏天」改編自真人真事，內容
敘述失智症的夏爺爺與孫女夏瑞萱和家
人的故事。劇本中孫女用影片記錄爺爺
與奶奶的生活故事，因為失智症的關係
，爺爺開始失去生活機能，家人都努力
地面對和細細地為爺爺打理生活，這也
讓家人彼此之間的關係更加凝聚，這都

透過孫女的影片記錄了下來，而隨著時
間的流逝，孫女也得面對最後的事實。

大小夏天的起源

　　談到創作緣起，曾韻慈、陳儀珊兩
位作者剛開始有很多的方向，都是偏社
會案件的事件，是想從真實、嚴肅等方
面的事件作改編，因為希望能夠寫實，
可以從中揭露一些什麼故事。所以當時
她們提了很多案子，但跟老師討論完之
後，發現其實不用想得這麼複雜，反而
找一個生活周遭發生的故事，有時候共
鳴感也會很大、很強烈。

　　 看完「大小夏天」的故事大綱，
很容易就讓人聯想起前一陣子爆紅的
夏爺爺網路影片，而其中讓曾韻慈、
陳儀珊兩位作者印象最深的影片是：
爺爺一覺起來，就忘記天天照顧她的
孫女和妻子的情形。恰好曾韻慈、陳
儀珊兩位作者的爺爺年齡相仿也有類
似的的問題，既然都有共同的感觸，
最後他們就選擇了失智症的議題，從
這個方向去改編。

兩人的感情相當的好
(右：曾韻慈左：陳儀珊)



兩人在靜態發表前的合照
(右：曾韻慈；左：陳儀珊)

構成大小夏天的開始－田野調查

　　有了方向和議題，接著就是開始從
這個骨架漸漸地向外生長，開始把握與
受訪者的互動是完成故事重要的一環，
因為田野調查在架構時期是最重要的，
它往往影響的是最終結果的呈現。但令
人驚訝的是，兩位作者曾韻慈、陳儀珊
其實與本名為夏德萱的主人翁的真實互
動只有一次。後來得知原因是，夏爺爺
的身體已經不像影片中那麼的健朗，而
夏德萱本身也有工作在身，而常常無法
配合採訪的行程，作者都是採用APP軟體
來做劇本上的討論和疑惑詢問，但幸好
一次的訪談中讓他們獲得許多有用的資
訊。

　　其中夏德萱開始對鬼神信仰的改變
，是讓作者曾韻慈、陳儀珊印象最深刻
的。原本夏德萱是不信鬼神的，但身體
每況愈下的夏爺爺開始會指著某角落問
：「為什麼有人在那？」，夏德萱很擔
心夏爺爺的異常行為，求助友人以及廟
公後，開始向神明祈求，希望讓夏爺爺
能在人世間留久一些。這時候夏德萱身
上出現莫名的抓痕，再次詢問廟公，得
知抓痕是想要警告她「不要強留」。這
件事讓夏德萱開始思考，爺爺若時候到
了自己也不能強留，想通後抓痕就沒再
出現，但夏爺爺仍舊看得到那些人。

　　儘管是透過轉述，但是仍讓人感到
真實中帶點痛，因為是那樣接近真實生
活中的生老病死，就好像身旁許多相同
的事情正在發生，更不用說作者接收的
當下是如何的感受。

  大小夏天的創作

 　談到創作的靈感，曾韻慈和陳儀珊
兩位作者表示雖然有相同的經歷，其實
加入自己本身經驗的地方並不多，因為
是真實事件改編，所以希望能夠就注重
在夏爺爺他們的故事上，所以有許多場
故事都是照著Instagram上的影片和搭配
與夏德萱的訪談做故事發展。

 　　作者陳儀珊表示，因為劇本是注
重在爺爺與家人這部分，而她們在創作
時對孫女的性向就抱持著比較疑惑的感
覺，雖然在劇本中沒有多做闡述，但在
她們與夏德萱訪談中有提到，會在孫女
性向增加自己的想法後寫到劇本中。所
以在最後寫出來的故事中，大部分都是
由訪談中比較相關的情節做延伸，由她
們改寫出來的劇情像是：向媽媽出櫃、
故事主角夏瑞萱與她女友的互動等橋段
。特別講到與女友互動這段的時候，她
們的表情都顯得興奮，從她們話中透露
出許多訊息，都是比較激情這方面，所
以就不方便在此多做敘述，有興趣的朋
友可以直接去閱讀大小夏天。

大小夏天的瓶頸

　　提到創作瓶頸，作者陳儀珊覺得反
而因過程中發生事情太少，完成時一度
覺得太順暢了，並不是因為劇本很簡單
，而是創作時沒有出現太多在前製期所
設想的意外和可能面臨的問題，所以很
擔心完成後的劇本會因流水帳劇情太多
而顯得平淡無奇。幸好經過指導老師林
有慶的建議後，除了解決她們的疑慮，
也修改許多劇本裡的衝突點，讓故事更
有看點和起伏，最終順利完成。

找到自己的大小夏天

    　最後，曾韻慈、陳儀珊兩位作者
向有心致力於劇本創作的學弟妹信心
喊話，她們一致表示：「不管如何，
對於堅持下去自己所做的事情，學弟
妹加油！找到自己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