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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分析臺灣製作人兼導演蔡岳勳，如何以東亞國際市場
為目標製作影視劇。他善於利用明星號召力，製作不具備明確
社會歷史背景，接受較多西方自由批判價值，呈現東亞儒家父
權權威文化的問題的「後儒家影視劇」，與尊崇儒家父權價值
的「新儒家影視劇」競爭市場。
2000 年代，他的作品進入東南亞與日本，但須以刪改版進
入中國大陸。2010 年代，其市場重心移轉至大陸並和其合作。
他仍然保持後儒家價值觀，但逐漸拋開臺灣特有的世界觀。面
對臺灣社會的疑慮，他強調兩岸合作對臺灣影視產業發展有其
重要性。他仍會呈現臺灣現代的一面，有助觀光發展。

關鍵詞： 臺灣影視、東亞流行文化、東亞影視市場、後儒家電
視劇、華語影視、新儒家電視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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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自從 1990 年代初國民黨政府解除管制，開放外資經營臺灣影視市
場 後 ， 外 國 產 品 開 始 大 量 進 入 臺 灣 （ Ishii, Su & Watanabe, 1999;
Iwabuchi, 2002, pp. 121-157）。臺灣影視也展開各式各樣的跨國合作
（馮建三，1995, 2007；程紹淳，2010；賴以瑄，2008, 2011；Chen,
2008; Curtin, 2007, pp. 133-150）。在【流星花園】（2001；以下簡稱
【流】）成功引進到東亞各國播出後，臺灣的電視劇製作公司以年輕女
性為目標觀眾，積極製作都會電視劇，並販售到東亞各國市場，特別是
東南亞、日本、中國大陸。這些電視劇在臺灣被稱為偶像劇，由青春偶
像或潛力新秀主演，因為戲中角色深受觀眾喜愛而走紅（李衣雲，
2007；林奇伯，2002）。但這好景很快消失了，首先，臺製偶像劇在東
亞影視劇交易市場上，向來無法和韓劇匹敵（川村由紀，2011；李衣
雲，2007；Zhu, 2008a, p. 90），再來當中國大陸電視工業開始自製同類
型的影視劇後，臺製偶像劇的大陸市場收入就逐漸減少。我們反而見到
許多臺灣電視從業者，前往中國大陸為其製作偶像劇。現階段雖然仍有
從業人員選擇專注臺灣市場，其製作資金大抵上來自政府電視劇補助、
電視台的製作或播映費、與臺灣廠商置入性行銷廣告費，其海外收益不
多，也難以事前估算（王思涵，2016 年 2 月 2 日）。換言之，能長期
依靠作品自身的區域多國市場收益來拍攝的臺灣偶像劇的成功案例並不
多。
要如何去經營東亞市場？是個複雜的論題，尤其棘手的是：中國大
陸影視市場蓬勃發展，形成了臺灣影視的整體海外市場收益，絕大部分
來自中國大陸市場。基於臺灣與中國大陸之間複雜難解的政治問題，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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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可能讓臺灣社會感覺到，甚至憂心這些影視人所追求的「東亞國際
化」，是否實質上等同於「中國大陸化」？將這個問題放到商業影視，
就會帶出一個臺灣人相當關切的議題，就是臺灣影視劇要如何經營東亞
市場？乃至於要如何與中國大陸合作？本文希望能超越兩岸二元對立的
焦慮，回應這個臺灣在地關切的議題。
目前仍然採取東亞大市場產製路線的臺灣影視製作人中，【流】導
演蔡岳勳應是最能兼顧市場與口碑的其中一位。（表一整理其作品成
績）。在【流】成功之後，他開始積極呼籲以「（東）亞洲市場」為目
標來製作影視劇，而不是依據逐年惡化的臺灣電視廣告收益，將本求
利。（表二列出他的相關呼籲）。他製作兼導演的影視劇，特別是【白
色巨塔】（2006）和【痞子英雄】（2009；以下依序簡稱【白】、
【痞】），能不受臺灣商業電視的本土產製思維侷限，突破了偶像劇產
業當時固有類型，獲得金鐘獎的肯定，也成功銷售至東亞國際市場。
【白】更是少數被日本公共電視台 NHK 播出的臺灣電視劇。他的電視
劇以現代都會人際關係與社會現象為主題，以國語發音，其實並不訴諸
臺灣本土語言趣味或在地故事，但卻能吸引臺灣本地與東亞國際市場觀
眾。挾著【痞】的成功，蔡岳勳推出了【痞】的兩部前傳電影。他宣稱
要持續製作「沒有界線」的華人電視與電影，並以東亞國際市場為導向
（吳月玲，2012 年 6 月 29 日；葛大維，2012，頁 48；蔡岳勳，2004
年 9 月 18 日）。2012 年 9 月，他公布了「亞洲華語新計畫」，包含四
部影視劇，分別是【痞子英雄：黎明再起】、改編日本作家安倍夜郎原
著漫畫的【深夜食堂】、【超能】、【愛上愛新覺羅】（王雅蘭，2012
年 9 月 21 日）。在這個計畫中，他接受了來自中國大陸影視公司的合
拍投資、日本片商的當地發行，也啟用臺灣、中國大陸、香港、日本與
新加坡演員，以及泰國、美國、法國的幕後製作人員（邱莉玲，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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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 月 2 日；葛大維，2012，頁 48；BlacknWhitetw, 2013）。
換言之，蔡岳勳的影視劇不僅在「市場」東亞國際化、其「產製思
維」也東亞國際化了。隨著他與東亞各國影視業的合作逐漸深化，他也
面臨到越來越多的困難與挑戰。為了極大化自己的市場，蔡岳勳勢必要
考慮東亞各國的共通性與差異性，特別是臺灣與中國大陸的異同，在作
品裡呈現共通性，忽略或調解差異性，在行銷宣傳時，留意社會輿論及
市場反應，引導目標觀眾的焦點。
東亞流行文化學者經常從電視劇的跨國流通或轟動現象，來討論東
亞觀眾的共通性（Cho, 2011; Iwabuchi, 2002, 2004; Yang, 2012）。當日
劇走紅東亞時，論者認為這是因為東亞觀眾從日劇裡找到她們所慾望的
「較西化而沒有明顯傳統東亞價值的現代性」，而這種對現代化的追
求，被認為是東亞觀眾的共通點（Iwabuchi, 2004）。然而，傳統儒家
倫理與價值也經常被論述為東亞共通的文化根源，例如，論者就常以這
個角度來理解韓國流行文化為何受到歡迎（Lin & Tong, 2008; Zhu,
2008a, p. 91）。上述兩種觀點提供了不同的看法，其一強調東亞共通性
是「現代性」的慾望，其二卻強調傳統儒家倫理是我們彼此之間的共通
處。那麼蔡岳勳的影視劇的東亞國際化，如何能深化我們對東亞共通性
的了解呢？蔡岳勳的個案因此兼具實務與學術的研究價值，遂引出了本
文以下的研究問題：
一、他的影視劇主題的共通特徵為何？
二、他的生涯面臨了哪些東亞重大影視環境變化？他如何調整自己來因
應？
三、當他走向和中國大陸的資金合作，他如何面對臺灣本土主義，對以
中國大陸市場為主的東亞商業影視合作之疑慮？
本文分析蔡岳勳影視劇如何配合市場而調整戲劇內容，特別是它們的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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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觀與世界觀，以及他的論述，來回答這些問題。
筆者首先簡單回顧 2000 年之前的臺灣影視解管制與自由化、以及
影視劇開始加入東亞影視製作合作與貿易流通之大環境。然後我將蔡岳
勳的影視劇分成兩個階段來分析。第一階段是 2001 至 2006 年，這個時
期的作品【流星花園】、【名揚四海】、【戰神】、【白色巨塔】（中
間兩部以下依序簡稱【名】與【戰】），仿效日本流行文化的代表性主
題與風格；此時其東亞市場是東南亞、日本、中國大陸並重。第二階段
是 2009 至 2014 年，其作品包含了三部【痞子英雄】系列影視劇，它們
仿效好萊塢影視的代表主體與風格。此時蔡岳勳的東亞市場重心開始移
到中國大陸，但仍不放棄出口到日本等其他國家。本文著重分析這兩階
段裡最具代表性的【白】和【痞】的價值觀與世界觀，以及市場導向的
調整，特別是它們以何種視角來呈現都會社會與人際關係，並討好臺灣
與非臺灣觀眾；以及它們如何因應國外市場消長（日本市場對臺灣偶像
明星的消費、蓬勃發展的中國影視市場及官方影視審查），國內社會氛
圍（兩岸語言文化等差異、臺灣的政治與媒體八卦生態、臺灣對中國大
陸經濟整合的疑慮），與產製環境（臺灣政府對影視劇製作的輔助與資
金支持）而調整內容。
簡言之，本文認為蔡岳勳的影視劇能銷售到東亞國際市場，主要在
於以下三個相互關聯的因素：首先，他的影視劇的背景設在沒有明確特
殊地方特徵的都會社會，主題未緊貼臺灣的歷史背景，所以較能被東亞
各國的主流觀眾欣賞。但是他採取日本影視文化常出現的「後儒家」批
判視角，來呈現東亞現代性的問題。（本文第三章將仔細介紹「後儒
家」這個概念，簡單說，「後儒家」視角呈現甚至檢討儒家父權社會結
構下的問題，間接點出東亞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問題，有別於尊崇儒家
傳統價值的「新儒家電視劇」）。其次，他善於運用明星藝人，特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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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東亞市場號召力的臺灣偶像明星。最後，他能視時機選擇主要國際
市場，並配合當地國情調整內容。第一階段裡，他的影視劇在東南亞市
場播出，並進入日本市場，卻常需刪減部分內容才得以在中國大陸播
出。第二階段，為求在中國大陸電影市場上映，他因應中國大陸官方的
世界觀，調整劇情內容，例如：避掉【痞】原先出現的北韓、俄羅斯的
反派角色，使得修正後的作品的世界觀變得更加中立，抽離臺灣的反共
親美意識形態觀點。從 2010 年開始，蔡岳勳受到東亞市場變化與政策
引導之影響，開始與中國大陸合製，並保持與其他東亞國家市場通路的
良好交易關係。他面對兩岸對立的局勢，則持續採取創造地域色彩模糊
的華語影視劇以為因應。面對臺灣對兩岸合作的疑慮，他自我辯護自己
所採取的影視國際與兩岸合作路線只是臺灣影視眾多的策略之一，但這
一策略對臺灣影視產業化的發展，具有相當的重要性。

貳、2000 年前後臺灣影視劇消費全球化與生產國際化
蔡岳勳的影視劇製作生涯開始時，國民黨政府已經解除了臺灣影視
劇市場的管制，國內影視市場已不由既有的國民黨政府官控媒體所獨
佔。自由化的貿易與經營使得國外影視產品得以進入臺灣，臺灣影視人
也自尋生路。馮建三（1995）指出，臺灣政府於 1990 年代初接受新自
由主義話語，解除影視市場管制。本文歸納其背後原因有三：一、臺灣
內部媒體競爭。在電視市場，國民黨政府官媒不再獨占，國內各個政治
經濟勢力爭相進入，競爭臺灣觀眾；二、好萊塢等西方跨國影視公司與
衛星電視欲進入臺灣影視市場，進行自由貿易。在電影方面，臺灣政府
逐漸解除國外電影進口數額與戲院拷貝數量限制（劉現成，2007）；在
電視方面，美國政府協助其業者施壓臺灣政府，使後者在 1993 年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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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線電視法〉，開放外資經營頻道（Chang, 1994）；同時，日、韓、
大陸影視也得以陸續進入臺灣；三、中國大陸開始引進臺灣影視，並開
放大陸與臺灣影視合拍；一些臺灣電視業者，採取泛中華合作的生產經
營策略，並安排臺灣播映。
開放多年，臺灣影視市場高度分眾化。觀眾得以自由消費，幾乎不
受政府限制。臺灣影視人處於這個開放競爭的市場，但又沒有了絕對的
大片廠與大電視台投資製作的環境，開始被「彈性積累」的原則引導
（程紹淳，2010；賴以瑄，2011；魏玓，2006）。他們各自發展，建立
自己的國際及國內資金來源及合作對象。
1990 年代到 2000 年代中期的臺製電影可分為幾個路線，分別是朱
延平為代表的商業電影；侯孝賢與蔡明亮等代表的藝術電影；輔導金作
者電影；不同規模、方式與方向的跨國合作電影（魏玓，2006; Tsai &
Shin, 2013, p. 8; Yeh, 2006）。藝術電影導演忠於自己意念，拍電影時不
考慮票房；而朱延平的商業電影劇情公式化（鄭秉泓，2014 年 8 月 28
日；Yeh, 2006）。從 1980 年代到 2002 年，臺灣政府逐步解禁好萊塢電
影的進口數額與戲院拷貝數量（劉現成，2007）；而向來備受臺灣市場
喜愛的香港電影則在通路上偏重有線電視播映（Curtin, 2007, p. 79）。
最終，臺製與港製電影都無法競爭過好萊塢，後者於 1990 年代末與
2000 年代初成功取得超過 9 成電影市場市佔率（Curtin, 2007, pp. 85108）。新生代的臺灣電影人則依賴政府輔導金補助與各種跨國電影合
作（Tsai & Shin, 2013, p. 8）。一直到 2008 年【海角七號】創下高票房
後，本土商業電影才開始恢復生機（Yeh, 2014）。但根據 2013 年與
2015 年的電影票房調查（文化部，2013 年 12 月 31 日，2017 年 3 月 31
日 ） ， 臺製 電影 的 表現還 很 不 穩定 ， 2011 年 表現 最 好 ，市 占率 為
18.65%，之後到 2015 年維持在 11-13% 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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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際的臺灣電視劇有五種主要路線：一、國民黨老三台八點檔國語
電視劇，其逐漸採取兩岸合製做法；二、民視和三立的八點檔本土臺語
長壽劇；三、九點半檔已婚婦女情感戲劇；四、大愛電視台的真人真事
佛教電視劇；五、公共電視台的文學主題電視劇（賴以瑄，2008, 2011;
Chen, 2008; Curtin, 2007, pp. 133-175; Lai, 2016, pp. 127-148）。1990 年
代，各國影視產品透過當時的新傳播科技（衛星電視與有線電視）與舊
的無線電視，流通於臺灣、香港、新加坡、中國大陸與許多東亞國家
（Chua, 2004）。這個貿易網絡裡除了最受歡迎的美國、香港、日本產
品，臺灣電視劇業者也開始了以大中華文化地域內的跨國合作，聯合香
港、中國大陸、新加坡的華語電視劇業者，以生產武俠劇、言情家庭古
裝劇和歷史劇為主的產品來因應競爭（程紹淳，2010；賴以瑄，2011;
Curtin, 2007, pp. 133-150）。

參、仿效日本流行文化的後儒家電視劇及其國際行銷
1968 年出生的蔡岳勳來自演藝世家，年輕時就進入臺灣影視圈擔
任演員與幕後工作人員。1990 年代末他開始導演電視劇。此時新一代
臺灣電視節目製作人開始仿效日本電視劇的風格製作電視劇。1990 年
代，日劇橫掃包含臺灣在內的東南亞各國，特別受到年輕女性觀眾歡迎
（Iwabuchi, 2002, pp. 121-157）。它集流行時尚、偶像演員和複雜劇情
於一體，當時東亞各國播映時以「偶像劇」為名行銷，強調其前兩項元
素（Iwabuchi, 2004）。臺灣綜藝節目製作人柴智屏和馮家瑞認為臺灣
許久沒有青春偶像和針對年輕女性觀眾的電視劇，於是鎖定這群觀眾，
著手改編日本漫畫《花樣男子》（其臺灣中文譯名是《流星花園》）為
同名電視劇【流星花園】（林奇伯，2002；林蔓繻，2006b），該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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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吸引了臺灣年輕女性觀眾，更成功進入多個東亞華語與非華語國家播
出，並造成轟動（林奇伯，2002）。這啟發了擔任【流】導演的蔡岳
勳，他也開始製作兼導演能受臺灣與區域國際市場歡迎的影視劇（董育
麟，2007）。

一、仿效日本流行文化
蔡秀粧（Deppman, 2009, pp. 90-91）將【流】的東亞成功歸納出三
個原因：（一）改編商業成功的日本漫畫；（二）抓住女性觀眾對性與
暴力兩種主題的收看需求，並呈現漂亮的臺灣男性偶像演員與男性氣
概；（三）去國化（denationalized）的東亞都會場景，不涉及國族敘
事。延伸她的觀點，我認為蔡岳勳在 2001 年到 2006 年間的影視劇有三
個基因：一是巧妙運用當紅臺灣偶像明星的魅力及市場號召力行銷東
亞，二是這些影視劇的主軸無關臺灣的國族政治，同時劇中人物以「國
語」對話，也沒有強烈的臺語本土文化特徵，三是借鑒早已常見於日本
媒體文化的視角，切入當代都會人際與社會關係。
首先，蔡岳勳發現東亞各國主流媒體市場並未強烈需求臺灣影視
劇，所以他選擇這個市場已然接受的主題與類型，再以臺灣現代都會地
景與令人喜愛的演員擔綱演出。他接受方念華訪談時，指出製作與行銷
以東亞市場為導向的電視劇，關鍵在於：
在做這種國際性的題材跟電視劇的時候，最重要的是那個
共融性要大，不要產生過度的地方性，因為…文化一定會有很
多的隔閡，就是說，你沒有辦法去講一些大家不感受的東
西，…，比如說我們講的一些很地方性的，我們自己的文化色
彩，當然那一個文化色彩是當你的國家魅力極度強大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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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去告訴人家說，原來臺灣本土有這一些東西，是很當地
文化的，但是在這個之前，我們都需要使用共通語言，就是他
們一看就可以感動的，一看就可以感受的（方念華，2009 年 4
月 4 日）。
蔡岳勳所謂的「共通語言」，可以被理解為不同國家觀眾共通的戲
劇元素。我從他的初期作品歸納出幾個東亞觀眾共通元素，包括：「都
會現代時尚感」、「令人喜愛的偶像明星或是潛力新秀」、「受觀眾青
睞的戲劇類型與主題」。蔡岳勳選角能力強，並能妥善運用偶像明星的
魅力，把觀眾焦點引導到他的戲劇主題（藍祖蔚，2009 年 6 月 29
日）。在戲劇主題上，他似乎被那些複雜且細膩描述現代都會社會與人
際關係的故事所吸引。【流】成功之後，他研究了日劇代表性的主題與
風格，製作【名揚四海】（2003）。【名】有著 1990 年代日劇常見的
主題，它描述了七位鄉下青年在臺北都會的奮鬥與掙扎，其中兩位具有
原住民身分，由藝人尤秋興和 Saya 演出。因此，此劇稍微呈現了臺灣
的多元族群。而蔡岳勳在宣傳時，更挪用了日本社會原先用來標籤【東
京愛情故事】等成功日劇的「趨勢劇」之概念，強調【名】貼近當代臺
灣年輕人的生活情感現實，有別於當時許多企圖複製【流】的灰姑娘愛
情的「偶像劇」（方念華，2009 年 4 月 4 日；高啟翔，2004，頁 198；
董育麟，2007）。然而【名】獲得許多國內渴望看到新型態戲劇的觀眾
的好評，卻因沒有大卡司而沒有得到高收視率，也未得到國際市場的成
功（張嘉容，2006，頁 55）。之後蔡岳勳選擇改編日本漫畫《戰神》
為電視劇【戰神】，以青少年心理創傷與救贖為主題，由臺灣偶像明星
周渝民主演，乃獲致成功。2003 年，日劇【白色巨塔】（2003）風靡
臺灣，蔡岳勳抓住觀眾關注醫院權力鬥爭的熱潮，改編臺灣作家侯文詠
以醫院為主題的小說《白色巨塔》，拍攝為同名的電視劇。臺版【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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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不是改編日本作品，但從製作與播映宣傳時，總是與日版【白】連
在一起被討論，因此我們可以判斷臺版的影視化是受到日版的市場效應
所影響。蔡岳勳再次選擇了有東亞市場號召力的臺灣偶像明星言承旭主
演。【白】的議題性與卡司使其成為少數在日本公共電視 NHK 播放的
臺灣電視劇。

二、後儒家電視劇（Post-Confucian TV Dramas）
蔡岳勳的影視劇不以臺灣政治歷史為主題，而是聚焦在高度資本主
義現代化的東亞社會裡，年輕主角的希望、情感與掙扎，以及他們與長
輩或權威之間分裂的或充滿危機的關係。
歷史上，東亞各個社會（尤其是中華漢人社會以及受漢文化影響的
日、韓），長期是封建農業社會，以父權儒家倫理來主導社會關係。論
者指出，在 19 至 20 世紀，這些社會開始其資本主義現代化的進程。然
而，在其現代化的過程中，雖然引進了大量的西方觀念，但並不是全盤
西化，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與觀念仍然徘徊其中，甚至還會逐漸收編這
些新觀念（de Bary, 1984）。又或者說，儒家父權價值觀已和父權資本
主義的工商社會的社會控制逐漸結合，持續扮演東亞經濟成長的重要文
化因素（Fore, 1993, p. 66）。
戰後日本，以及所謂的亞洲四小龍，一方面加入西方主導的資本主
義世界生產體系，另一方面仍以父權威權方式治國。它們的政治領袖
（例如：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擔憂自身文化會遭到西方文化的腐蝕，
常以強化儒家倫理為社會核心價值，來維持自身的文化認同（Lin &
Tong, 2008, pp. 114-117; MacLachlan & Chua, 2004, pp. 161-162）。而當
其創造亮眼的經濟成長率後，這些政治領袖接納西方論點，亦歸因於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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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倫理能使社會穩定、人民乖巧勤奮所致，並稱儒家倫理為亞洲價值
（Chua, 2004, p. 202; Liew, 2011, p. 262）。此類論述被多位新加坡學者
稱為新儒家（neo-Confucian）政治文化話語，特徵是讚揚父權儒家傳統
倫理與威權政治制度優點，強調集體性，反對西方自由個人主義
（Chua, 2004, pp. 201-202; Liew, 2011, pp. 260-262; Lin & Tong, 2008, pp.
115-117）。
新儒家話語引發不少批評，批評者稱其為東亞威權政治制度辯護，
拒絕實質民主化，忽視勞動剝削問題（Chua, 2004, p. 201）。新加坡學
者 Kai Khiun Liew（2011）面對這種主導性話語，以政治民主化的日
本、南韓與臺灣分別拍攝的電視劇【白色巨塔】為例，肯定它們以醫療
院所為場景，揭櫫東亞日本與「四小龍」現代化後，仍主宰社會人際關
係的父權家長主義，以及在這種結構中的組織權力鬥爭、所維持的表面
上的組織穩定、與社會所付出的代價。Liew（2011, pp. 260-261）更肯
定【白】將此嚴肅題材，透過電視劇來接觸到大眾觀眾，他稱之為｢後
儒家東亞電視劇」（Post-Confucian East Asian TV drama）。他認為
【白】對儒家傳統社會結構的批判可分為三個層面：
（一）揭櫫仍受儒家倫理主宰的現代東亞社會裡，以父權權威為中心的
人際關係文化的問題；
（二）批判東亞企業組織裡，重視集體性、壓抑個人意見的父系權威式
文化，點出權力鬥爭與貪汙腐敗等問題，期盼能以民主理念取而
代之；
（三）點出這些東亞國家的威權政治及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造成的社會問
題。
這些新加坡學者的主要論點是，東亞威權政治與資本主義經濟制
度，強化儒家倫理進行社會控制，是為新儒家政治文化話語。後儒家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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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劇相應後威權，反映後威權民主化的精神，批判儒家社會的倫理關係
結構、父權家長主義權威文化、威權政治制度，點出政治話語所隱藏的
社會矛盾，以及呈現社會的潛在真實問題。
雖然 Liew（2011）僅只是討論【白】為後儒家電視劇，筆者試著
用他所提的後儒家電視劇的三個層面，來分析蔡岳勳的【名】與
【戰】，略過他只擔任導演的【流】。前文已簡述，【名】極力向
1990 年代的經典日劇看齊，對複雜社會與人際之間的情感有較深刻的
刻畫，但還不太能符合三個層面而被認定為具備後儒家特質。【戰】則
改編自日本漫畫家惣領冬実的作品。原作結合愛情與心理驚悚兩種類
型。男女主角分別成長於兩個失能的家庭而飽受身心的傷痛。女主角少
女時期慘遭外表斯文的繼父強暴，也曾遭遇男老師的性騷擾。男主角的
母親不能忍受丈夫冷落，外遇生子後自殺。他的雙胞胎弟弟也在少年時
自盡。最終男女主角兩人相互扶持，得到人生的希望與救贖。此作呈現
了校園與家庭裡多個失德的男性權威角色，包括女主角偽善的繼父、剽
竊其美術作品的學長、覬覦其肉體的男老師，以及多個心理受創的主
角，包括男女主角、女主角軟弱忍讓的母親、男主角內心懊悔的父親
（實為他的親生父親的哥哥）、遭霸凌而心理變態的陰柔同性戀少年。
日本漫畫工業龐大的內需市場，給予各類型的創作者探討社會問題的空
間，【戰】的原著雖然不是直接批判現代資本主義父權社會，但能讓少
女漫畫觀眾開始省思複雜的人性與心理，特別是父權對各種弱勢主體的
脅迫。【戰】承襲了原著的精神，比【名】接近了 Liew 所稱的「後儒
家電視劇」的第一要件。
也許蔡岳勳早期的愛情主題電視劇，還不能算具有嚴格意義上的後
儒家特質，不過，隨著其開始轉向男性角色為主的電視劇，他的後儒家
特質就逐漸清晰。【白】原著作者侯文詠以其於國立臺灣大學醫院的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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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經歷為靈感，意圖透過小說解剖醫院裡封建的官僚體系、教授之間的
權力關係與鬥爭（林蔓繻，2006a，頁 24）。雖然【白】考慮到東亞電
視劇女性觀眾的喜好，由臺灣偶像明星言承旭主演，並配合他的形象，
增加了愛情戲的比重，但其明確地將男性角色放在劇情中心，呈現臺灣
現代醫療體制裡的儒家父權文化，點出醫院裡資深教授、部門主任對青
年醫師宛如父親般的世代權威關係，鼓勵觀眾思考當代醫療體制下的弊
病，例如派系團體相互爭權，資深醫師的貪汙受賄，組織的包庇，已嚴
重影響到就醫者的權利（Liew, 2011, pp. 261-262）。【白】藉由醫院院
長因為重大手術疏失被迫辭職，點出權威式文化已逐漸被民主理念取代
的趨勢，是一部表達完整的「後儒家電視劇」（Liew, 2011, p. 262）。

三、東南亞、中國大陸與日本市場並重
筆者強調蔡岳勳的電視劇的後儒家傾向，意在指出，他雖然選擇以
去歷史、地域的文本手法處理戲劇背景，事實上仍然保有對社會現實的
批判與關注。更重要的是，他試圖在以浪漫愛情劇為主流的東亞影視劇
市場上，製作愛情比重較少，但對當代社會問題有較多嚴肅省思，以男
性角色為中心的電視劇，並爭取這類電視劇的立足之地。
在 2001 至 2006 年這一階段，蔡岳勳的影視劇因為由臺灣偶像明星
主演，通常都能夠銷售到東南亞及中國大陸，並積極進入日本。【戰】
的臺灣收視率普通，但是在口碑與市場上都有斬獲（陳慧貞，2005 年 3
月 11 日；葉宜欣，2004 年 10 月 23 日；劉瑋，2005 年 11 月 13 日）。
【白】在臺灣的收視率也僅只是普通，卻能賣出多國國際播映權（張嘉
容，2006，頁 57）。針對印尼市場，【白】啟用一位印尼女演員 Agnes
Monica 飾演一位外籍配偶（但是並未作為臺灣宣傳時的焦點；匿名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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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作者訪談，2013 年 1 月 25 日）。蔡岳勳當時視日本市場為重要目
標，為符合日本公共電視 NHK 對聲音品質之要求，甚至花大錢重做
【白】的成音效果，才成功得到 NHK 的讚賞順利播出（方念華，2009
年 4 月 4 日；葉宜欣，2007 年 4 月 5 日）。
在 2000 年代中國大陸大量引進臺灣偶像劇時，恰逢學者所謂的中
國大陸「儒家復興主義」（Confucian Revivalism）的時代（Zhu, 2008a,
p. 95）。不同於文革時期的「反儒家主義」（Anti-Confucianism），
1980 年代初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社會開始逐漸回歸儒家思想（Cai,
2016, pp. 109-110）。「儒家復興主義」是指胡錦濤政府（2002-2013）
的精神文化政策，此時中國大陸經濟結構劇烈變化，貧富階級差距加
大，社會關係緊張，社會秩序有瓦解的危機。胡錦濤政府推出以「和諧
社會」為口號，講求穩定社會秩序的「新儒家主義式」的國家文化政
策，積極採取儒家倫理來規範社會（Zhu, 2008a, p. 95）。中國大陸政府
並推出一連串「淨化螢屏」的行政命令，禁止電視播出其所認為不當的
節目內容，例如：犯罪、婚外情、貪腐等，使得以這類題材為主題的電
視劇逐漸消失（Bai, 2015）。受到大陸媒體與民眾歡迎的電視劇主要是
韓劇和大陸劇。朱影指出韓劇經常呈現不同世代的家人能和諧共處，其
正面展現儒家道德與倫理，而被中國大陸的觀眾接受（Zhu, 2008a, p.
91）。黃雅倩分析中國大陸自製的女性時裝劇，發現其依循儒家父權倫
理價值觀來建構劇中的兩性人際關係（Huang, 2008）。換言之，熱門韓
劇和大陸自製女性劇都符合中國大陸政府的道德倫理與電視內容政策。
而當時中國大陸製作的歷史古裝劇，例如 1997 年播出的【雍正王
朝】，以男性為主要觀眾，描繪歷史上具有豐功偉業的偉大君王的生平
與政績，歌頌威權政治領袖。劇中呈現儒家理想的五倫，特別是君臣人
民關係。朱影認為這是流行文化反映了中國大陸後天安門時期的主流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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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決定發展由強大國家調控的市場經濟，而不是自由放任市場經濟，
因此重新認可儒家威權專制領導（Zhu, 2008b）。這些韓國與中國大陸
的女性與歷史電視劇尊崇儒家倫理，都可以被歸類為「新儒家電視劇」
（neo-Confucian TV drama）。
蔡岳勳此時期的影視劇幾乎都無法輕易通過中國大陸官方審查，即
便通過審查也會因為諸多因素，而影響他們在大陸的商業成績。【流】
的戲劇核心主軸是性別階級文化，並以對比手法，藉由許多反面角色，
呈現資本主義校園階級文化與拜金價值觀，以強調貧窮女主角的階級反
抗，讀者可從比較中分清是非（Deppman, 2009, p. 107）。然而【流】
在大陸播出幾集後就被禁播，主因是中國大陸政府認定對社會瞭解不夠
的青少年，容易被這部電視劇的手法所誤導（〈《流星花園》禁播實
錄〉，2002 年 3 月 12 日）。【流】最後以盜版方式在大陸流通。隨著
蔡岳勳後續自製影視劇展現較多的後儒家特徵，此特徵也成了在中國大
陸審查的主要癥結。【戰】呈現了父權社會病態的一面，【白】拍出了
醫院權鬥與貪污，因此都必須刪減部分內容，才能在中國大陸播放（洪
秀瑛，2007 年 9 月 22 日；搜狐娛樂，2005 年 5 月 10 日；馮議賢，
2006 年 3 月 1 日；楊文杰，2004 年 12 月 22 日）。
【白】還涉及了故事背景的政治暗示。原著小說的劇情主軸是總統
千金因病入院治療，醫院內部兩個派系人馬爭奪表現機會，以獲得更多
權勢（黃玉芳，2006 年 9 月 3 日）。侯文詠虛構了「國立聯合大學醫
院」作為背景，避免臺灣媒體將小說角色和現實人物對號入座（林蔓
繻，2006a，頁 24）。然而侯文詠仍依循臺灣政治體制，以「總統」為
最高元首。蔡岳勳沿用了這個虛構醫院的設計，但在增拍的中國大陸播
映版中則依照中國大陸官方觀點，改以「最高領導人」稱呼臺灣的「總
統」（馮議賢，2006 年 3 月 1 日）。雖然蔡岳勳在進行宣傳時將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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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人生無常」與「珍惜當下」的價值觀，未刻意強調這個情節（林
蔓繻，2006a，頁 25；蔡岳勳，2006），但是上海東方衛星電視台在播
映該劇時仍然自行將該角色再改以「董事長」來稱呼（洪秀瑛，2007
年 9 月 22 日）。【白】在中國大陸播映時，又正逢主演者言承旭到日
韓宣傳臺灣觀光，並稱臺灣為國家。因此中國大陸決定低調播映
【白】，最後導致【白】在中國大陸的收視不理想（褚姵君，2007 年
10 月 12 日）。

四、東亞電視市場的新儒家與後儒家電視劇
本文分析到此已經建立了「尊崇傳統的新儒家影視劇」與「批判傳
統的後儒家影視劇」的市場競爭關係。當然筆者並不是認為所有的韓劇
和大陸劇都是「新儒家電視劇」，我相信韓國與中國大陸也有符合後儒
家精神的電視劇，而這個對比也應該被看成是一個光譜，大部分電視劇
落在光譜不同位置。筆者的目的是想點出東亞社會仍相當深受傳統父權
儒家倫理的約束，因此「新儒家電視劇」尊崇傳統價值觀念，普遍受到
政治統治者與大眾觀眾的歡迎。相對的，「後儒家電視劇」則較具西方
現代的自由與批判理念，揭開社會問題與黑暗，體現進步價值觀，需要
與前者競爭東亞觀眾的收視與認同。
許多東亞流行文化學者指出，來自不同國家的東亞影視劇，特別是
後起之秀韓國與臺灣的影視劇，能受到東亞觀眾歡迎，是因為它們再次
表達了特定的東亞共通價值觀（Cho, 2011; Yang, 2012）。筆者認為蔡
岳勳的電視劇效法日本，整體來說偏向後儒家的那一端，願意呈現社會
現實，甚至是不合理且需要被改變的問題，不歌頌父權權威，不正面呈
現儒家傳統倫理，其價值觀並不符合當時中國大陸政府的主導價值。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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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理想觀眾群應較願意批判傳統，追求社會進步。特別是【白】，批
判意味較濃，教育水平較高的菁英觀眾較能欣賞，若非他能巧妙的安排
明星卡司，掌握醫療題材的熱門時機，恐怕不容易在東亞市場上吸引觀
眾。許多臺灣嚴肅藝術電影通常要在西方影展得獎才能受到臺灣注目，
【白】也似乎因其得到日本的「肯定」，而更被臺灣肯定。當時【白】
成功登上日本公共電視台 NHK 播出，並獲得高額播映費，消息傳回臺
灣，對蔡岳勳的策略具有很大的肯定（方念華，2009 年 4 月 4 日；葉
宜欣，2007 年 4 月 5 日）。而蔡岳勳也能夠藉此成績在臺灣電視圈內
證明自己的價值，正當化自己的東亞市場產製策略。
韓國與中國大陸的「新儒家電視劇」，和蔡岳勳的「後儒家電視
劇」，在中國大陸市場上的競爭關係，非常能夠呼應 2000 年代的東亞
流行文化研究裡，日韓劇的東亞華裔閱聽眾研究所得到的結果。如本文
前言提及，東亞流行文化學者研究日劇或韓劇的華裔觀眾，發現不同的
觀眾對連續劇，會產生不同的反應，有的喜好「表達自由觀念」的日
劇，有的則堅守傳統的社會文化觀念，偏好韓劇或是港臺劇（Iwabuchi,
2002; Lin & Tong, 2008; MacLachlan & Chua, 2004）。這些閱聽眾研究
常常引用學者 Joseph Straubhaar（1997, p. 291；轉引自 MacLachlan &
Chua, 2004, p. 155）的「文化接近性」（cultural proximity）的概念，此
概念是用來指出節目出口國與接收國之間文化（包括地域、族裔、語
言、宗教、生活方式等其他要素）相似性的程度，是決定接收國家的觀
眾，會偏好哪個國家的電視產品的重要原因之一。Straubhaar 認為觀眾
會強烈偏好文化接近性高的國家的電視產品。例如：日劇在臺灣受歡迎
的時候，喜歡日劇的觀眾多過於喜歡美劇。許多學者引用這個概念來解
釋臺、日、美之間的跨國接收，指稱其原因為：臺日比臺美在文化上較
為接近，致使日劇受到歡迎；但是這論點過於依賴東亞社會在傳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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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質」上的相似性，而且無法捕捉東亞社會現代化過程中，觀眾的動
態演變（MacLachlan & Chua, 2004, pp. 155-156）。因此日本學者 Koichi
Iwabuchi 提出了修正看法。Iwabuchi 發現，日劇並未受到全部臺灣觀眾
的歡迎，那些喜歡日劇勝過美劇的臺灣觀眾，是因為美國電視劇的性愛
觀念過於開放，且日劇的價值觀及風格所具有的現代化，不同於臺灣本
土節目裡保守的儒家傳統價值。這顯示了臺灣觀眾的「價值取向」原本
就是分歧的，有人渴望拋棄傳統包袱，有人仍然認同傳統觀念。所以
Iwabuchi 認為造成日劇轟動的原因，不應該只用臺日社會之間先天的儒
家傳統文化相似性來解釋，而是臺灣觀眾似乎有一個特定的脈絡（例如
拒絕本國節目的保守價值觀），收看日劇並對其觀念產生共鳴，並認定
其觀念雖然「較西化但仍然是東亞的新觀念」，而主觀認定彼此之間具
有文化相似（2002, pp. 150-157）。同樣地，Elizabeth MacLachlan 與
Geok-Lian Chua（2004）發現新加坡的中年已婚華裔女性觀眾，拒絕價
值觀較為西化的日劇，偏好港劇與新加坡劇講述的儒家傳統社會文化觀
念，但是年輕未婚華裔女性則認同這些日劇，認為日劇表達的是現代化
下的東亞新觀念，這些觀念較為開放，雖然會被傳統價值派批評為「盲
目西化」，但事實上並不是簡單複製西方現代性，而是思考後接納了西
方的自由價值，是一種「沒有明顯東亞傳統價值的東亞電視劇」（Ang,
2004, p. 306; MacLachlan & Chua, 2004, pp. 169-172）。
在此之後，韓劇接續日劇受到東亞華裔觀眾的歡迎，觀眾將韓劇與
較為西化的日劇相比較，肯定韓劇一方面表現了充滿魅力的現代都會時
尚生活，但另一方面仍尊崇傳統儒家價值，巧妙融合傳統價值與現代生
活特質，接納較少的西方自由價值，因此是一種「新儒家現代性」
（neo-Confucianist modernity；Lin & Tong, 2008, p. 122）。
本文前言提及一個東亞文化研究的問題：「東亞共通性」。它，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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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是「現代化」還是「傳統儒家倫理」？歸納上述論點，筆者認為，東
亞觀眾的喜好是分歧的，能讓這群觀眾感到文化上接近的電視劇，也必
然是多元的，可能是日本電視劇的「沒有明顯傳統價值的現代性」，或
是韓國電視劇的「新儒家現代性」，甚至是香港、臺灣、新加坡的華語
電視劇的「儒家傳統性」。然而前者（日劇）比後四者，對於西方自由
價值接受的程度多，甚至是以自由進步價值為基礎。日劇代表的「沒有
明顯傳統價值的現代性」正是因為其慢慢引入了西方觀念，再從儒家傳
統的社會內部自己產生的變化（Ang, 2004, p. 307），也不是文革時期
的中國大陸打倒孔夫子的「反儒家主義」，那般企圖徹底摧毀儒家思想
之反傳統主張，因此筆者認為 Liew（2011）提出的「後儒家電視劇」
相當呼應「沒有明顯傳統價值的日本電視劇」，雖然這二個概念的討論
脈絡不同，前者屬產製範疇，後者是從觀眾接收的面向產生，兩者所指
涉的電視劇之主題也不一樣，但其核心價值與戲劇精神都是追求自由、
民主，而抵抗儒家傳統倫理與價值觀。
筆者認為，這些觀眾的不同選擇，應該正是東亞社會裡，肯定傳統
價值與抵抗傳統之間的文化角力。這種在觀眾認同上的文化角力，在市
場供給面的競爭，同時存在，相互影響，就如韓國與中國大陸的「新儒
家電視劇」，和蔡岳勳的「後儒家電視劇」在市場的競爭關係。因此，
也許我們可以這麼說，在東亞市場裡，「新儒家」以傳統價值為基礎，
「後儒家」接受西方自由批判價值為其基礎，前者是偏好傳統的那群觀
眾的共通性，後者是偏好進步的另一群觀眾的共通性。

肆、仿效好萊塢的【痞子英雄】及其市場導向調整
【白】之後，蔡岳勳拍攝了他的第一部警察動作電視劇【痞子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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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2009）。【痞】描寫跨國軍火商「天堂」勾結一虛構華人城市
「海港城」所在國家的國會議長，買通國防部長和警界高層，企圖找出
現任總統不為人知的過往錯誤（有私生子），以扳倒現任總統，讓自己
成為下任總統，而議長掌權之後將會購買軍火商的大量武器。兩個年輕
警察陳在天、吳英雄在偵辦一連串小案件的過程中，發現此一內幕，逐
漸威脅到此利益團體，而必須對抗「天堂」僱用的中東傭兵、以及國防
部秘密軍隊。這兩位主角的身世錯綜複雜，牽涉其中，隨劇情發展，在
過程中被一一揭露出來。

一、廣義的後儒家電視劇
筆者在此說明，不若【白】嚴肅地直接呈現醫院內的政治文化氛
圍，【痞】並沒有一個明顯的儒家父權位階文化以供我們評論。更何況
蔡岳勳選擇用輕鬆的熱鬧的動作調性來呈現【痞】。但是【痞】上檔
前，蔡岳勳接受方念華訪談時說：
【痞子英雄】我們在做的比較大的部分是娛樂性很高的電視
劇，就是說它特別好玩，然後特別放鬆，然後有很多喜劇的元
素，當然也有很多好看的動作片的元素在裡頭，但是我雖然開
始嘗試拍一些這種純商業的片，我還是會希望我放一些我認為
的感受在裡頭，…，我這次想講的是一種堅強跟勇敢，就是什
麼叫正義，到底什麼是真正的正義在這個世界裡面，大家可以
看得到一個新的東西。所以【痞子英雄】，我反而反過來，我
過去都是用一種很人文的外在在包裝一種娛樂性，我現在反倒
希望【痞子英雄】用一種很娛樂的外在去包裝一種人文性，這
是我這次【痞子英雄】比較想做的樣子。…因為我是個是非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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念很嚴重的絕對的人，所以我在這部戲裡面做了一個很大的檢
討，就是到底什麼是是，什麼是非，什麼是對的，什麼是錯
的，可能沒有你想像的那麼一加一等於二，但是不是不重視，
而是你要怎麼樣找到真正的正義跟是非。（方念華，2009 年 4
月 4 日）
如蔡岳勳自述，【痞】以娛樂為外在，其嚴肅訊息僅只是表現在故
事發展的背景之中，很容易被熱鬧的外在劇情所掩蓋，不容易被觀眾察
覺。但只要深究【痞】的核心主題，會發現它想提醒觀眾，進入民主選
舉的後威權時代，政治人物操控國家機器、製造假象、謀取私利，是更
大的問題。「是非對錯」難以簡單劃分的「非二元對立觀」貫串全劇。
根據蔡岳勳對於【痞】的描述：現今最大的罪惡來自光明的頂端，而且
是掌握國家機器的權力人士，是軍火商、國會議長、國防部長、警界高
層串連起來的利益團體（于小惠、蔡岳勳〔製作人〕，蔡岳勳〔導
演〕，2009）。劇中的國會議長、國防部長與警察局長，是劇中父權的
象徵，他們在傳統儒家思想裡，都應該是為社會謀福祉的最有權力與能
力的人，但事實上卻反而追求私利，是真正問題之根源，必須以法治，
鍥而不捨地追查。其背後的精神，則是期望展現在能以民主理念來追求
真正的民主法治。因此筆者認為【痞】符合 Liew（2011）的第三個條
件，是討論民主時代政治弊病的廣義的「後儒家電視劇」。
筆者認為【痞】對於國家機器與政治權力者是否能公正無私的懷疑
與「非二元對立論」，是蔡岳勳和他的故事發想與編劇團隊對當今臺灣
政治歷史的體悟。張鐵志指出臺灣知識分子經歷 1990 年代的政治變動
後，普遍不再信任職業政治人物（李維菁、張鐵志，2017 年 1 月 2
日）。【痞】呈現了即便是民主時代，也不再輕易信任政治人物的這種
認知。在這個層次上，【痞】顯然是和臺灣社會民主思想高度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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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虛構城市：避免政治麻煩、建構新 21 世紀城市意象
和【白】一樣，【痞】也有一個虛構的故事背景。蔡岳勳參考
【白】的作法，虛構背景城市，極少提及臺灣。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臺
灣內部的政治文化氛圍。臺灣媒體因為過度競爭，常以二元對立簡化思
維來引起大眾注意（陳韜文，2004，頁 12-13；羅世宏，2008，頁 217218）。【痞】播出時，遭到網友批評不敢使用臺灣警徽。蔡岳勳受訪
時表示：【白】播出時，部分臺灣媒體已將觀眾焦點從【白】劇情轉移
到其是否影射現實，他認為這已經嚴重偏離全劇主旨，讓他深感困擾，
繼而影響了他將【痞】背景城市虛構化的設計（褚姵君，2009 年 4 月
13 日）。
第二個將【痞】的戲劇世界虛構化的原因是「國際市場」。蔡岳勳
對【痞】的定位不是寫實臺灣政府弊案，而是能跨國接受的動作劇。但
因為【痞】從臺灣過去的政府弊案擷取靈感（匿名編劇，作者訪談，
2013 年 1 月 25 日），出現了許多關於政治人物的貪污與陰謀，甚至可
能引起觀眾回憶起臺灣政府的過去種種的弊案。虛構城市就不會直接指
涉某個現實社會，避免產生各國的影視公司、觀眾、政府與媒體過度將
戲劇與現實連結在一起檢視（蔡岳勳，作者訪談，2013 年 2 月 20
日）。蔡岳勳宣傳【痞】時，只強調該劇傳遞「勇敢」、「正義」的價
值觀和是非對錯難以簡單二元劃分的看法，而避免導引觀眾連想【痞】
劇情裡的反派角色是否有現實對照。
成功的戲劇對觀眾能造成巨大的魅力，讓觀眾願意身歷其境。因此
影視劇近年成為臺灣各地方縣市行銷的工具（黃淑鈴，2016）。高雄市
近年推動都市更新，有了嶄新的都市地貌。還推出許多拍攝協助，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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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視劇來當地拍攝，成為【痞】的主要拍攝場景。高雄市和【痞】相互
滋養與形塑。蔡岳勳在創造「海港城」這個虛構城市時，參考了幾個經
濟發展比臺灣城市更久的城市之影視符碼，如美國邁阿密和日本東京
（普拉嘉國際意像，2008 年 6 月 10 日）。他並善用高雄現代化的一
面，複製好萊塢動作片常見的影像符碼，如：充沛的陽光與藍天白雲、
飛車追逐，創造出一個現代化的東亞華語海港城市。【痞】男主角陳在
天曾經有過街頭遊民的悲慘歲月，可是他很快地因為某種原因獲得巨大
財富，此一劇情滿足了大眾致富的夢想，可以這麼說，【痞】的「海港
城」及主角體現了服膺資本主義現代性的臺灣主流社會，意欲成為的更
現代化的 21 世紀城市與都會主體。另一方面，【痞】與高雄的新聞討
論議題都集中在關於理想現代化城市意象的塑造。高雄市渴望在新一輪
的全球城市競爭中不被邊緣化，而【痞】建構出的意象和高雄市政府的
城市宣傳結合後，提供了嶄新的高雄與新的海洋城市的圖像。高雄市政
府進一步藉由【痞】的經驗，合理化其政策為成功的經驗，並做為未來
政策依據，規劃及展望新高雄的未來（葉思吟，2011，頁 165）。

三、前傳電影的產製條件：增長的中國大陸商業電影市場
【痞】在臺灣造成現象級的成功，主演藝人快速走紅，也得到商
業、獎項與影評人的肯定（藍祖蔚，2009 年 6 月 29 日）。高雄市政府
也讚揚【痞】改變了大眾對高雄市容的印象，對該市的城市行銷有重大
貢獻（楊濡嘉、謝梅芬，2009 年 10 月 8 日）。這些成功催生了【痞】
的兩部前傳電影【痞子英雄首部曲：全面開戰】（2012）與【痞子英
雄：黎明再起】（2014）。
這兩部電影有著不同於電視劇的製作環境。臺灣商業電影自【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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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號】（2008）後逐漸脫離谷底，國內創投基金對臺灣商業電影的投資
意願增加。於此同時，中國大陸電影市場票房快速上升。中國大陸政府
因應好萊塢電影在其市場的競爭，透過鼓勵兩岸電影合作，一方面提升
國產電影競爭力，二方面使臺灣電影人融入大陸市場。2010 年中國大
陸政府和馬英九政府簽訂〈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簡稱 ECFA）之後，2013 年更發布
〈關於加強海峽兩岸電影合作管理的現行辦法〉，鼓勵臺灣與中國大陸
電影公司合作；臺灣電影等同大陸國產片，可不受配額限制進入大陸電
影市場（林志勳，2012 年 12 月 3 日；膝關節，2012 年 12 月 3 日）。
在 1949 年之後，臺灣和中國大陸分別由兩個國家統治。在國民黨
統治下的臺灣被納入美國的勢力範圍，接受美國軍事保護，中國大陸則
是臺灣的直接軍事敵人，俄羅斯與北韓等社會主義陣營與大陸站在同一
邊。國民黨統治的臺灣不僅反共，還內化了美國的世界觀，例如對共產
世界與中東的看法；在民進黨取代國民黨執政後，反共意識形態與美式
世界觀仍然持續著（Chen, 2010）。但這樣的親美世界觀卻和中國大陸
官方觀點相悖。雖然 1980 年代末開始，中國大陸改採市場經濟，使兩
岸經濟關係逐漸緊密，但政治上仍大相逕庭。臺灣走向選舉式民主，中
國大陸則維持一黨專政。中國大陸試圖釋放經濟利多以改變臺灣對統一
的意願，前述提及的〈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是最具代表性的經
貿行動（Wu, 2015）。吳介民（2009）指出中國大陸政府改採「以經促
統」的策略，透過來往兩岸的臺灣政商人物，或是依賴中國大陸經濟的
臺灣企業，影響臺灣政治與文化活動，達到統一的政治目標，他稱之為
「中國因素」。
臺 灣 電 影 圈 同 樣 也 正 在 面 對 中 國 大 陸 的 影 響 。 Stephen Cremin
（2013）認為臺灣電影人正處於討好臺灣市場，還是放入更多「中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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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元素」以討好中國大陸市場的十字路口上。中國大陸電影票房高，但
影視審查多變難測（Samuels, 2012）。所以一些臺灣電影人還是選擇留
在臺灣市場裡，以中小規模資金製作電影，用「本土元素」、「在地主
題」來訴求本土觀眾，但是許多臺灣影視人仍逐漸嘗試和中國大陸電影
公司合作拍攝電影（Maple，2015 年 4 月 30 日；子川，2015 年 5 月 22
日）。

四、更加中立化，拋下臺灣意識形態的世界觀
前文已經說明【痞】的價值觀仍是緊貼臺灣社會，其實【痞】也沒
有離開臺灣的反共親美意識形態的世界觀。劇中的軍火集團「天堂」是
個神祕機構，不知從何而來，但是幾個劇中為「天堂」服務的反派角色
則有來自俄羅斯的北韓裔人，「天堂」並雇用了一組中東傭兵為其服
務。反觀劇中主角吳英雄和藍西英都是受過美國教育訓練。換言之，電
視劇的正反角色設計仍然是遵循臺灣主流社會長久以來以美國為中心的
價值體系與世界觀。
【痞】和美國好萊塢電影還是有一些差異，那就是兩者對邪惡來源
的觀點不同。好萊塢動作片經常跟隨美國政府的意識形態，想像自己面
對來自「共產國家」的攻擊，近年來幾部好萊塢電影，就是將北韓視為
威脅來源，而將攻擊美國的反派角色設置為北韓人，如【全面攻佔：倒
數救援】（Olympus Has Fallen）（2013）等。【痞】在反派小角色設
計上複製美國觀點，但是其大反派則是擁有政治經濟權力的國家政客與
軍火商，而不是前述的北韓裔俄羅斯人。
【痞】在中國大陸的商業播放沒有太大回響，只在廣東省、港、澳
的華娛衛視播出，之後就以網際網路在中國大陸傳播（搜狐娛樂，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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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 月 24 日；蔡岳勳，作者訪談，2013 年 2 月 20 日）。蔡岳勳和北
京華錄百納影視股份有限公司合作製作兩部前傳電影，對方為大陸資金
的主要來源，蔡岳勳這方在臺灣向各種投資基金籌款（馬自明，2011b，
頁 90；葛大維，2012，頁 42-44）。 因此這兩部前傳電影的「中國大
陸元素」變得顯著了。兩位男主角分別由臺灣與中國大陸的明星演員擔
任，並由其他東亞社會的華人演員擔任配角。蔡岳勳仍然看重日本市
場，他和日本的雅慕斯（Amuse）公司合作，由對方在日本發行第一部
前傳電影（與東映公司聯合發行），同時也安排雅慕斯的藝人藤岡靛演
出一個華人角色（蔡岳勳，作者訪談，2013 年 2 月 20 日）。
前傳電影更考慮臺灣以外的市場，尤其是中國大陸的國情與觀點。
中國大陸政府和北韓政府之間的關係近年雖然已有變化，但兩國之間依
舊保持官方盟友關係（朴炳光，2010，頁 34；Kim, 2008; Roy, 2013, pp.
178-193）。前傳電影顧慮到大陸的官方政策，並未出現【痞】裡的北
韓俄羅斯角色。
在此簡單說明前傳電影的劇情：首部電影的劇情是軍火商「Spark」
串通海港城所在國家的國防部長，企圖在海港城製造恐怖攻擊，引發社
會恐慌，促使國會通過龐大軍購預算。第二部電影的劇情是，國防部的
秘密軍隊領導人遭國防部無情犧牲，憤而決定報復這個國家。這兩個陰
謀都遭到主角吳英雄擊破。【痞】有足夠的篇幅，設計複雜曲折的情節
與人物關係來吸引觀眾。兩部電影受片長限制而被定位成不須費腦思
考，只有熱鬧大場面的娛樂動作片（馬自明，2011a，頁 81）。前傳電
影的反派角色只有軍火商（名字由「天堂」改為「Spark」）、國防部
和其秘密軍隊，而原先【痞】裡讓劇情懸疑的北韓裔俄羅斯角色和中東
傭兵都未出現。這兩部電影從臺灣的政治世界觀抽離開來，變得較為中
立，也變得較【痞】淺薄，僅保留關於軍火商勾結政客、操弄政治、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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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國家機器的戲劇核心主軸。【痞】一開頭就指出本故事發生於純屬虛
構的「海港城」，但並沒有明白指出海港城在哪裡，也未被否定或承認
是不是在臺灣，所以觀眾可以主動詮釋「海港城」為臺灣的城市。但兩
部電影各自的開場旁白，清楚指出「海港城」不是一個臺灣的城市：
現在我們從衛星雲圖上面可以看到，強烈颱風艾莉絲已經
完全脫離了我們，現在以每小時 25 公里的時速由菲律賓呂宋
島向臺灣、香港前進。因此海港城未來一周的天氣…。（【痞
子英雄首部曲：全面開戰】，2012）
成功攔截攀達瓦軍武分子劫機事件的南區分局警官吳英
雄，這一年來儼然成為正義的化身，而今天更是代表海港城警
方拍攝了一隻最新的警校招生影片，目前吳警官正代表著海港
城前往臺灣、香港參加亞洲警察表揚大會。（【痞子英雄：黎
明再起】，2014）
這些旁白暗示了「海港城」可能是一個在菲律賓、香港與臺灣附近
的國家之城市。已經預設「海港城」是一個臺灣城市的觀眾（尤其是臺
灣觀眾），接收到這些訊息時可能會感到錯亂，但是世界上其他地方的
觀眾，可能只將它視為一個存在於電影中的虛構城市。這兩部電影抽離
了臺灣的政治世界觀，少了深度，也有意不讓臺灣觀眾將海港城與自身
連結，它們在臺灣電影院線僅是取得中等以上的成績，也未獲得臺灣影
評人的稱許。鄭秉泓（2014 年 10 月 14 日）評論它們失去了【痞】
「對於黑與白的不斷質疑和辯證，以及當初創見的架空海港城與臺灣現
實的隱隱連結」。然而它們在中國大陸的成績，確實較大部分的臺灣本
土電影與兩岸合作電影來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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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回應臺灣本土主義對兩岸影視合作的疑慮
蔡岳勳採取兩岸合製來製作【痞】的前傳電影，共同發展商業東亞
市場，他因此要面對臺灣主流社會對兩岸影視合作，是否有益臺灣影視
發展的疑慮。這些疑慮來自媒體、也有學界。在 2012 年 12 月 21 日臺
大電影節論壇上，學者黃宗儀從中港合拍造成香港社會焦慮電影本土性
消失的前例，詢問兩岸合拍、兼顧臺灣與中國大陸的主流觀眾口味，會
不會比中港合拍有更多的困難？她好奇合拍是否只是個快速取得資金的
途徑？能否有資金以外的意義？
蔡岳勳的回答雖然並不直接，他仍回應了「合拍片的困難和意義」
的兩個問題。第一、他認為華語影視將成為東亞影視市場最主要的消費
品。臺灣影視人不能被邊緣化，需要借重中國大陸的市場和資金，融合
中國大陸元素，維持商業產業運作。但是他不將兩岸合拍視為資金捷
徑，他呼籲兩岸要有真正合作的精神，不只思考自己的利益，也要回應
對方的需求。第二、鑒於兩岸的隔閡，他也同意兩岸合拍電影的確有困
難。而他的解決辦法是製作沒有界線的華語影視，時空背景架空、國語
發音、兩岸演員與元素能並存，也滿足各方需求。他不僅是運用大陸的
資金來拍出「臺灣影視」或是「大陸影視」，而是融合各自元素，創造
新的華人電影類型，不受國界限制，不僅兩岸三地都接受，大陸與臺灣
電影更可藉它們走出去到東南亞、日本等地。他的策略也只是臺灣電影
多元策略之一，使本地影視產業得以繼續運作。第三、他會以臺灣為拍
攝地，繼續透過作品呈現臺灣現代美麗的一面，改變國際觀眾對臺灣的
印象，有益臺灣觀光業發展。
蔡岳勳的產製行為的種種面向都是商業導向。他遵循商業邏輯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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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積極突破市場、文化和語言的疆界，製造沒有地域特殊性的產品，
追求東亞多國的商業影視市場（中國大陸占其比重似乎越來越大）。而
他利用臺灣都市地景，拍攝出現代化的都市影像，也是基於這種作法能
產生影視工作機會與觀光經濟效益。然而他已經從在臺灣單打獨鬥，轉
變成與中國大陸公司合作發展東亞商業市場。從他的回答，也不難看
出，他現在既要回應臺灣企求自身影視產業仍能佔有一席之地的渴望，
也似乎開始回應中國大陸近年追求文化軟實力，希望出口電影到海外市
場的目標，他要同時獲得臺灣和中國大陸的情感認同與金錢投資。這些
結果應該是由臺灣影視的政治經濟條件與區域影視市場環境共同決定
的。蔡秀粧（Deppman, 2009, p. 105）指出，臺灣身處當今世界體系的
半邊陲，又缺乏政治實力，更全面開放國內市場環境，臺灣商業影視
工業受到這樣的政治經濟條件所困，必須展現經濟務實主義
（pragmatism），考量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的東亞國際市場喜好。她的評
論似乎也能用來解釋蔡岳勳的新動向，同樣是商業影視人的務實主義。
然而蔡岳勳沒有察覺，卻是本文想強調的，是他的後儒家傾向。筆
者著力討論後儒家與新儒家的競爭，就是希望能提供另一個角度，從東
亞文化角力這個層次來理解蔡岳勳的東亞發展。回到本文開頭所指出
「臺灣影視劇要如何經營東亞多國市場，乃至於如何與中國大陸合作」
的議題，筆者認為蔡岳勳雖然製作娛樂導向的商業影視劇，但其後儒家
傾向值得被肯定與進一步討論。即使他現階段主力發展中國大陸，他若
能持續製作後儒家影視劇，且被大陸觀眾接受，從文化角力的層次來
看，這可能意味中國大陸社會持續朝向後儒家發展，逐漸接納西方的自
由進步價值。但若他在這過程中，從後儒家轉向新儒家，則可能意味著
新儒家取得文化霸權、東亞傳統價值又一次取得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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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臺灣影視市場的自由化及分眾化、東亞媒體工業之間的合作潮流，
使得蔡岳勳選擇國際化的市場產製策略。他的影視劇在國際化的過程中
面臨到東亞內部的地緣政治、各國價值觀與世界觀的差異、還有臺灣社
會二元對立的政治與媒體氛圍、以及臺灣政府對影視劇的各種政策協
助。這些因素驅使他仿效日美商業影視劇主題與風格，製作沒有明確特
殊歷史的都會影視劇，以臺灣為拍攝地點，倚賴臺灣明星的國際市場號
召力，並積極與其他東亞影視工業合作。
從他投入這份事業開始，他就持續製作或多或少拋開臺灣政治歷史
的影視劇。它們的主題並未緊貼著臺灣政治歷史與國族敘事，而是處理
當代都會人際關係與社會議題，並且已為市場熟悉，所以較能被東亞各
國的主流觀眾欣賞。一開始他改編日本作品，之後他的原創故事依然仿
效日本或是好萊塢的代表性主題與風格。他持續以輕重不等的後儒家觀
點切入都會人際關係與社會議題，呈現家庭父子、組織長官下屬、以及
社會裡政治領袖與人民的位階關係。劇中的主人公面對著儒家父權社會
結構性問題，具備解決這些問題的能動性。他的後儒家影視劇較接受西
方自由批判價值，相對於新儒家電視劇以傳統價值為基礎，兩者在東亞
市場上競爭收視，體現了東亞社會裡肯定傳統和抵抗傳統兩種力量的文
化角力。
蔡岳勳起初的國際市場同時並重東南亞、中國大陸和日本，隨著東
亞國際市場環境逐漸轉變，他目前的海外市場重心已是中國大陸。然而
他的影視劇反而逐漸涉及到比較複雜的成人世界。出於商業考量，它們
拋棄臺灣的反共親美意識形態的世界觀，變得更加中立簡單，也壓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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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美的臺灣社會對世界的刻板印象。雖然【痞】前傳電影裡較沒有顯著
的日本元素，但從他為求在日本上映電影的努力，我們可以推知他應沒
有放棄經營日本市場的念頭，而且他的新作【深夜食堂】（2017）的資
金雖然出自中國大陸，他卻回到改編日本漫畫的路上，可以推估【深】
應有在日本播映的機會。
因為蔡岳勳開始轉向兩岸合作，在許多面向都與香港電影轉向中港
合拍相似。香港電影工業曾經稱霸東亞電影市場多年，但是 1990 年代
開始，受到各國影視，特別是好萊塢的競爭，逐漸衰退，曾經一度聯手
東亞電影人才，針對更大人口的東亞市場催生「泛亞洲電影」。但在
2004 年 〈 內 地 與 香 港 關 於 建 立 更 緊 密 經 貿 關 係 的 安 排 〉 （ 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簡稱 CEPA）通過之後，眾多香港電
影人轉向耕耘中國大陸市場，拍攝討好大陸市場的大成本華語古裝電影
（彭麗君，2010; Lo, 2005; Yeh, 2010）。從香港的經驗關照蔡岳勳的發
展，是很重要的思考角度。他和香港電影人的軌跡有何異同？未來可繼
續研究。值得注意的是，蔡岳勳雖然以東亞影視市場為目標，他仍然定
位其作品為「華人／語電影」，並未像香港電影人混雜不同東亞語言文
化元素，在敘事裡處理東亞多元文化。筆者認為主因可能是蔡岳勳從臺
灣偶像劇的產製環境出發，以製作沒有明確歷史背景，國語發音的電視
劇獲得市場成功。另外，跨文化的泛亞洲電影在商業市場的成功案例不
多，上述香港電影之嘗試就是例證，是可能原因之一。蔡岳勳對東亞各
國的跨文化／跨國關係的興趣似乎不高。他一直在創造「泛華人」的都
會影像世界。他的影視劇發生在一個不緊密連結臺灣歷史與族裔文化的
虛構都會裡，並採用標準國語為溝通語言，讓收看的國際觀眾不一定會
將之和臺灣聯想在一起。但對於把這些虛構故事和臺灣聯想在一起的觀
眾而言，它們提供了現代化臺灣都會的面貌，並間接助益臺灣地方的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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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相比同時期的臺灣商業偶像劇，蔡岳勳的影視劇有較為複雜的故事
內容，它們滿足了臺灣主流觀眾與政府的需求，呼應臺灣社會與政治潮
流，同時還力求討好東亞各國主流觀眾，如今它們更要同時接合臺灣與
中國大陸對影視實力的渴望。它們的內容與產製過程，透露了東亞（涵
蓋臺灣）主流社會的樣貌，以及各國與各個社會之間複雜難解的關係。
蔡岳勳的國際化經驗也許難以被其他人複製。他自己也將持續面對著不
斷變化的東亞國際市場帶來的挑戰。我們除了以本土主義的角度，關注
蔡岳勳是否會更進一步和中國大陸合作，不斷去掉臺灣元素，或是關注
他是否會放棄耕耘非華語東亞市場，只迎合大陸喜好；我們亦需從東亞
文化角力的層次，觀察他能否保持後儒家視角；也應該討論他拿掉了哪
些臺灣元素及其背後的原因。【痞】的北韓及俄羅斯角色具現了臺灣的
反共親美意識形態，這樣的影視符號應該被作為研究問題來討論，不能
毫不批判地接受。未來他將帶給東亞與臺灣影視市場什麼樣的影視劇，
值得繼續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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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蔡岳勳製作兼導演影視劇的臺灣與海外成績
劇名
階段 （臺灣播 成本
出年）
一

臺灣成績

海外成績

名揚四海 45 分鐘 40 集 首集收視率 1.28，整 無資料。
（2003） ， 單 集 150 體收視率不如【臺灣
萬元。
霹靂火】等臺語劇；
金鐘獎女配角獲獎。
戰神
75 分鐘 13 集 平均收視率約 1.5； 日本、泰國、大陸
（2004） ， 單 集 330 金鐘獎最受歡迎電視 等地。
萬。
節目獲獎。
白色巨塔 45 分鐘 39 集 平均收視率約 2.29； 日 本 、 大 陸 、 香
（2006） 共 8 千 萬 ， 金鐘獎導演、編劇等 港、印尼、香港等
單 集 平 均 約 三個獎項獲獎。
地。
200 萬。

二

痞子英雄 45 分鐘 24 集 平均收視率 2.12；
日本、大陸、馬來
（2009） ， 單 集 平 均 金鐘獎戲劇節目、導 西亞、新加坡、香
400 萬臺幣。 演等五個獎項獲獎。 港。
痞子英雄 3 億 5000 萬 入圍金馬獎新導演。 臺 灣 、 大 陸 、 香
首部曲： 臺幣
港、新加坡、日本
全面開戰
等地。
（電影）
臺灣票房：1 億
（2012）
2000 萬 新 臺 幣 ，
中國大陸票房：接
近 1 億人民幣。
痞子英雄 6 億臺幣
：黎明再
起
（電影）
（2014）

無

臺灣、大陸等地。
臺灣電影票房：
5000 萬新臺幣
中國大陸電影票
房：2 億人民幣。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89‧

‧新聞學研究‧

第一三五期

2018 年 4 月

表二：蔡岳勳的商業（東）亞洲市場論述
時間

蔡岳勳的商業（東）亞洲市場論述

2004 年

再拚一下，再 5 年，好的電視作品愈來愈多，我們就可以
建立『亞洲華人電視市場』…（蔡岳勳，2004 年 9 月 18
日）。

2006 年【白色 希望大家以亞洲環境來看待臺灣市場，千萬不要讓臺灣變
巨 塔 】 播 映 宣 成地方性的電視台…（張嘉容，2006）。
傳
2009 年【痞子 一定要以全亞洲為目標，以全亞洲為一個市場的概念，才
英 雄 】 播 映 宣 有辦法把自己做大，好好地做事，而且才會好好要求自
傳
己…我們有機會成為下一代的亞洲影視龍頭，但是那是要
付出，是要辛苦去經營跟創作，所以大家要對這事情產生
責任感跟榮譽感之後，你才有辦法讓自己的東西到了一個
全亞洲的每一個人的家庭裡面去被認同…（方念華，2009
年 4 月 4 日）。
2012 年 12 月 不管是電影也好，電視也好，大家應該把市場高度拉高到
21 日臺大電影 可以涵蓋全亞洲的概念，最少是個泛亞太地區，就是韓
節論壇
國、日本、中國大陸、香港、臺灣、東南亞四國…所有創
作者都應該以泛亞太地區的市場結構去想像，市場結構，
電影發行方式，創作理念，因為這樣，你可以擁有更多觀
眾，想像力與技術…所有臺灣人應該讓自己視野跟思維能
夠更國際化，更創新，我們需要看到不只是臺灣，看到全
亞洲，如果亞洲的華人都能聯手創造亞洲的華人影視產業
的市場，吸收全新技術，我們成為下一代的亞洲霸主之
後，我相信 15 年之後，讓亞洲產生一個全新產業影視工
業，我們有機會在東方建立自己的王國，我想這是很漫長
的歷程，需要很多瘋子，各位在這裡應該和我們這行業有
關係，謹以此這個很冒險的想法分享，但是我必須要告訴
你們，我從【流星花園】到現在都在做這件事，慢慢地有
點成績，還沒有在半路戰死，表示這條路有可能的，歡迎
大家加入亞洲華人影視產業市場（蔡岳勳，2012 年 12 月
21 日臺大電影節論壇）！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90‧

蔡岳勳後儒家影視劇的東亞國際化與市場競爭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Market Competition
of Tsai Yueh-Hsun’s Post-Confucian TV Drama
and Films in East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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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essay investigates the East Asia-oriented TV and film productions
of Taiwanese producer-director Tsai Yueh-hsun. His productions have made
wide use of the transnational bankability of Taiwanese TV stars. Set in
nationally non-specific urban societies, they are categorized as postConfucian TV dramas, adopting liberal Western values and presenting
problems in the authoritative patriarchal culture of the modern yet Confucian
East Asia. They have competed in this market with neo-Confucian Korean
and mainland Chinese TV dramas that follow Confucian patriarchal values.
His productions in the 2000s entered many East Asian markets,
including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Japan, and mainland China, with the
latter airing censored versions. In the 2010s, his productions have prioritized
the rapidly increasing mainland Chinese market among all East Asian
markets and adopted Taiwanese-mainland Chinese cooperation. The
productions maintain the post-Confucian style of presentation, but remove
the political viewpoint commonly perceived in Taiwan. Confronted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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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ese skepticism toward the Taiwanese-mainland Chinese cooperation,
Tsai argues that this strategy will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s
film and TV industry. The presentation of Taiwan’s modern places in the
productions will help promote its tourism.
Keywords: Chinese-language film and TV, East Asian film and TV market,
East Asian pop culture, Neo-Confucian TV drama, PostConfucian TV drama, Taiwanese film and 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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