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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紀錄片的定義思索紀錄片與劇情片的混
血形式

李道明*

中文摘要

� � � �本文從理論角度重新探索紀錄片的定義，並透過電影史回溯考察紀錄片與

劇情片在美學與系譜學上的關係，進而討論「偽紀錄片」、「紀錄劇」、「反身

性紀錄片」、「表白性的紀錄片」、「實驗紀錄片」，以至於�1世紀大量出現的

混雜了紀實與虛構元素的混血形式。本文的結論是：紀實的紀錄片與虛構的劇情

片彼此的分野其實並非涇渭分明，兩者反而有很多共通處與相似的本質。因此，

本文建議不要拘泥於討論甚麼是紀錄片、或紀錄片與劇情片的差異，而是用「紀

實─虛構」、「論述─敘事」、「具象─抽象」三根軸線來考察個別影片

的屬性，讓每部影片在此三根軸線所架構起來的三度空間中，都找得到各自特有

的座標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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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學刊》第十期頁79-109（民國九十八年），臺北：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院
TAIPEI�THEATRE�JOURNAL�10�(�009):79-109
School�of�Theatre,�Taipei�National�University�of�the�Arts

收稿日期：�009.04.10；通過日期：�009.05.01
*��臺北藝術大學電影創作研究所暨科技藝術研究所副教授



戲劇學刊80

Redefining “What Is Documentary”：
Contemplating on Hybrid Forms of Documentaries 
and Fiction Films

Lee�Daw-ming�

Abstract

For�more� than�a�decade,�hybrid�forms� in� the�documentary�genre� that�mix�documentary�

and�fiction�elements�in�one�single�film�had�emerged�and�were�endorsed�in�many�documentary�

festivals�around�the�world.�It�is,�therefore,�necessary�to�redefine�“what�is�documentary.”�This�

paper�first�discusses�the�issue�of�redefining�documentary.�It�then�traces�back�through�the�history�

of�western,�especially�English,�documentary�film,� to�find�out� the�fact� that�genealogically�and�

aesthetically�documentary�had�had�an� indisputablly�close�relationship�with�fiction�film.�This�

paper�also�discusses�what�counts�as�mock�documentary,�docudrama,� reflexive�documentary,�

performative�documentary,�experimental�documentary,�or�hybrid�forms� that�mix�elements�of�

documentary�with� those�of� fiction�film.�This�paper�concludes� that� it�may�be�futile� trying� to�

distinguish�between�documentary�and�fiction�film.�Instead,� the�paper�proposes�a��-D�model�to�

indicate�the�relative�position�of�each�individual�work�within�the�space�formed�by�the�three�axes�-�

“fact-fiction,�“exposition-narrative,”�and�“representational-abstract”.

Key�words:�Documentary,�Fiction,�Hybrid�Forms,�Mock�Documentary,�Docudr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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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麼是紀錄片？

關於「什麼是紀錄片？」這個題目，每個人會根據自己的觀影經驗、人生經驗或知

識而有不同的答案。1960年代中期以前出生的臺灣人，在他們成年以前對「紀錄片」的共

同印象應該是每年紀念七七抗戰勝利都要一再在電影院放映或電視臺播出的《中國之怒

吼》�
1

，再來應該就是臺灣電影製片廠所製作的各種在電影院放映的《台製新聞》或專題紀

錄片。70年代文藝青年比較欣賞的則是由黃春明策劃、國聯工業公司製作的電視紀錄片影

集《芬芳寶島》�
�

，或是中國電視公司成立初期播出的電視新聞雜誌型節目《新聞集錦》與

《六十分鐘》�
�

。年紀更長的臺北文藝青年可能更加津津樂道的則是1967年在耕莘文教院放

映的《劉必稼》。這是由留學美國洛杉磯加州大學電影研究所的陳耀圻所導演、製作的一

部關於一位臺灣退伍老兵參加開發隊在花蓮開發河川地成為農田的紀錄片。1979年美國與

臺灣斷交之後，新聞局徵收台視、中視、華視三家無線電視臺的黃金時段播出的電視影集

《映象之旅》、《美不勝收》、《靈巧的手》、《大地之頌》也曾感動許多臺灣觀眾。

這其中，《劉必稼》在當時臺北文藝圈造成轟動，也影響《劇場》雜誌社週遭的一

些文藝青年開始拍攝紀錄片，但由於影片放映機會不多，加上後來主要人物被政治事件牽

連而不再參與紀錄片製作，因此對大多數臺灣人來說，是毫無印象或影響的。《芬芳寶

島》、《映象之旅》、《美不勝收》、《靈巧的手》、《大地之頌》等紀錄片影集，主要

是以鄉土民俗風情為題材、以抒情旁白為主體的動態影像作品，雖然有些在攝影上有個人

風格，但在政策的指導之下，影片並無法正視及反映當時現實社會的真貌，而且形式上仍

是不脫《中國之怒吼》（號稱為紀錄片但其實是宣教影片）這類以論述旁白為主、印證影

像為輔的製作模式，因此讓大多數臺灣觀眾在1980年以前真的渾然不知紀錄片形式與內容

可以有多麼的豐富與多樣性。

筆者之所以以1980年作為分水嶺，主要是電影圖書館�
4

於1978年成立，並透過館藏放映

及舉辦金馬國際影展引進歐美經典與最新之紀錄影片，而讓喜愛電影的臺灣都會觀眾開始

見識到紀錄片的各種形式與內容。1980年代也有愈來愈多的留美青年開始返回臺灣拍攝紀

1��《中國之怒吼》理論上是由中國電影製片廠製作，其實是根據美國軍方於二次大戰期間製作之《為何而
戰》（Why We Fight）軍教影片系列中的《中國戰役》（The Battle of China, 1944）改製（改寫中文旁白
及修改部分影像）而成的。

��關於《芬芳寶島》系列影集之製作始末與相關內容，請參見李道明、王慰慈�000：6�-14�。
���《六十分鐘》乃是中國電視公司模仿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極受歡迎的電視新聞雜誌型節目60 Minutes所
製作出來的節目（連節目名稱都抄襲過來），為臺灣最早出現的每週播出一次的新聞雜誌型節目。關於
《新聞集錦》、《六十分鐘》與下述《映象之旅》、《美不勝收》等電視紀錄片影集，請參見李道明、
王慰慈�000：�-6�。

4��電影圖書館原本隸屬於財團法人電影事業發展基金會，後來改名為財團法人國家電影資料館，由新聞局
直接編列預算支援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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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影片。而解嚴前後，臺灣也開始出現「綠色小組」之類的反主流地下媒體，去拍攝、製

作及發行反映社會與政治問題、記錄政治與社會事件之紀錄錄影帶，直接衝擊了社會大眾

對紀錄片的新認知。

筆者參與了1985年金馬獎的評審工作。當年報名競逐紀錄片獎項的共有二十部影片。

在評審過程中，由於一些年輕的評委認為大多數報名參展影片的宣教意味太濃，是教學影

片、產業簡介片、新聞片或宣傳片，並不符合國際上普遍認定的紀錄片定義，獲得大多數

評審委員同意；而少數委員雖不完全認同此觀點，但也認為這些影片雖屬紀錄片但品質不

佳。因而當年金馬獎全體十五名評審委員決議該年金馬獎的紀錄片所有獎項全部予以提名

從缺。這項舉措引起了有影片參展的中影、中製、台製等老牌公營電影製片廠的不滿與震

撼。他們長年習慣於製作制式宣教「紀錄片」與新聞片，而這些影片也都領有新聞局發給

的「紀錄片」准演執照，各公司也比照往年標準送片參加金馬獎，卻突然被評委說他們的

影片不是紀錄片，其心中之不滿與困惑自然不在話下，因此電影公司事後或四處抗議、或

醞釀補救辦法，但對於問題的癥結所在─什麼是紀錄片，卻未做深入的探討。（李道明�

1985：76）

1990年代中期以來，紀錄片在臺灣逐漸成為顯學，有興趣學習拍攝紀錄片的大

有人在。除了「公共電視」與「探索頻道」（Discovery� Channel）、「國家地理頻

道」（National�Geographic�Channel）等有線電視頻道播出的紀錄片節目吸引許多知識階

層觀眾觀看之外，在臺灣舉行的各類國際影展放映的紀錄片，更常見一票難求的盛況。

1997與1999年《穿過婆家村》與《美麗少年》兩部紀錄片在電影院放映獲得不錯的票房成

績（相對於同期的臺灣劇情片而言）。�004至�006年，一部接著一部的國內與國外製作的

紀錄片不僅在電影院正式放映，其中好幾部的票房更是名列前茅，比很多劇情影片（無論

國產或進口）更要風光。�
5

雖然紀錄片顯然已在臺灣建立起它的品牌與地位，但其實大家對

於什麼是紀錄片，心中並沒有什麼定見，尤其是當許多觀眾看到一些平常不曾見過的紀錄

片形式時，腦子裡更是疑惑連連。這是因為全球的紀錄片製作，近一二十年來出現一股

實驗表現形式的風潮。�000年起，「台灣紀錄片雙年展」就一再出現許多混合真實紀錄、

虛構、重演、戲劇演出、甚至包含動畫與特效等元素的作品。這些擺在紀錄片「專櫃」

販賣的貨品，披上「紀錄片」的名牌，卻引起顧客（觀眾）的迷惑：「到底這算不算紀錄

片？」或「紀錄片也可以這樣拍嗎？」因此，問題的癥結所在─什麼是紀錄片，顯然還

是個有待澄清的議題。

5��《生命》於�004年在臺北市電影院創下超過一千多萬臺幣的票房紀錄，是當年包含劇情片在內的國片票
房第一名，全部二百八十三部臺外影片票房的第五十一名。《Viva�Tonal�跳舞時代》、《歌舞中國》為
�004年國片票房第五名與第六名。《無米樂》、《翻滾吧！男孩》分別為�005年國片票房的第四與第五
名。《奇蹟的夏天》、《醫生》為�006年國片票房第四與第五名。



李道明  從紀錄片的定義思索紀錄片與劇情片的混血形式 8�

二、紀錄片的定義

如果要談什麼是紀錄片，很多人會先從定義下手。記得當年金馬獎「紀錄片從缺」的

爭議事件落幕後第二年，當時任職於中央電影公司的影評人暨導演劉藝曾經受「電影基金

會」委託舉辦了一次「紀錄影片觀摩講習會」，並出版了一本小冊子《紀錄影片論集》�
6

。

劉藝在冊子中的〈紀錄影片探討〉一文裡，廣徵博引了英國紀錄片之父格里爾生（John�

Grierson）、理論家史波提斯伍德（Raymond� Spottiswoode）、理論家林格倫（Ernest�

Lindgren）、紀錄片學者羅塔（Paul�Rotha）、英國紀錄片專家蕭（Alexander�Shaw）、日

本紀錄片專家大方弘男等人對「什麼是紀錄片」的看法，甚至也引用1948年世界紀錄片聯

盟大會為紀錄片所下的定義�
7

，以及巴山（Richard�Barsam）在其紀錄片歷史教科書《非虛

構影片批評史》�
8

（Barsam�197�）中對紀錄片所做的闡釋。

這些對紀錄片定義所做的討論，其實大多圍繞在格里爾生於19�0年代給紀錄片

下的一個定義：「對真實事物（的影像紀錄）作創意性的處理」�
9

（Rotha� 195�：70；

Hardy�1971：1�）上打轉。格里爾生於19��至19�4年陸續發表的長文〈紀錄片的首要原

則〉（“First�Principles�of�Documentary”）中明白告訴我們：紀錄片不只是對自然素材

的樸素（或有加裝飾）的描述而已，而是要對這些自然素材做安排、再安排，以及創意

性地型塑它。也就是這樣，紀錄片才可望達到藝術的功效。（�Hardy�1971：146）格里爾

生進一步闡釋：針對「只描述某一題材的表面價值的方法」與「能更爆炸性地揭露該題

材的真實面的方法」這兩者必須予以區分。紀錄片創作者藉由組織他所拍攝到的自然生

活中的各種細節，因而創造出對自然生活的詮釋。（Hardy�1971：148）紀錄片理論家溫

斯頓（Brian�Winston）進一部說明格里爾生的紀錄片定義中，「創意」指的是藝術，「處

理」指的是戲劇結構，而「真實事物（的影像紀錄）」指的則是紀錄片所處理的─最重

要且最決定性的─是證據與見證（evidence�and�witness）這個領域。（Winston�1995：

10）

6�劉藝（編）。1986。論集中的所有文章後來又轉載於中國影評人協會出版之《電影評論》17期。
7��世界紀錄片聯盟（World�Union�of�Documentary）於二戰後不久（1947年）即於比利時布魯塞爾召開一次
歷史性的預備會議，以起草一篇宣言。次年（1948年）世界紀錄片聯盟於捷克斯洛伐克召開第一次（也
是僅有的一次）大會，會中十四個與會國共同對紀錄片下了定義：「紀錄片是意指以各種方式在電影膠
片上記錄任何被詮釋的真實，無論是忠實地拍攝或藉由誠懇且可說出個道理的重建方式，藉由訴諸理性
思考或情緒感動，以達成激發追求並擴大人類知識與相互理解，以及誠心地提出經濟、文化與人際關係
上的各種問題及其解決方法的目的。」（Rotha�195�：�0-�1）

8�本書1996年修訂版之中譯本為� �Barsam,�Richard�Meran著，王亞維譯。1996。《紀錄與真實─世界非劇
情片批評史》。臺北市：遠流。
9��原文是‘The�creative�treatment�of�actuality’，其來源是Paul�Rotha於Documentary Film一書中引述的，而非

Grierson本人在任何文章中直接闡述。Forsyth�Hardy在其編著的Grierson on Documentary一書的導論中也曾
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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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爾生對紀錄片的定義雖曾被廣泛引用至少二十年，同時也是到目前為止最常被

引用的紀錄片定義，但它其實一直是有爭議的。溫斯頓指出，任何人都不難看出「對真

實事物作創意性的處理」這句話的內在矛盾。「在經過創意性處理後，如果還有人認為

會有多少真實（事物）被留存下來的話，這個人現在一定會被當成太天真，或甚至認為

他（她）是在說謊。」�
10

（Winston�1995：11）其實格里爾生自己也知道這句話有問題。�
11

溫

斯頓舉艾肯（Ian�Aitken）的說法為證：「雖然他（按：格里爾生）認知到電影是對真實

的詮釋，而不是模仿，但他並不認為一般觀眾應該有這種認知，反而認為必須要有可信的

真實的幻覺來讓敘事愈強愈好。」（Winston�1995：1�）�
1�

也就是說，格里爾生其實要的紀

錄片不是事實的純紀錄（也就是一般所說的紀實），而是要有對事實的詮釋，但要做得

有藝術性，同時又要有真實的假象來不使一般觀眾察覺。羅塔也主張：紀錄片的精髓是

將真實素材戲劇化。他當然知道戲劇化的結果會使電影的呈現變成不忠於真實素材，但

他認為紀錄片本來就不可能完全忠於真實，因為社會不斷改變發展、不斷產生矛盾，同

時電影（在19�0年代）的技術也不可能對真實作完全正確的再現。他認為，大多數紀錄片

所忠於真實的，其實只在於它所代表的一種心態（an�attitude�of�mind）。（Rotha�195�：

116-117）

在1960年代以前，電影技術無法讓紀錄片工作者對真實世界隨心所欲的拍攝與收音，

恐怕才是造成格里爾生與羅塔等人於19�0年代強調紀錄片的「藝術性處理」或「戲劇化」

的主要因素。以「英國紀錄片運動」時期的經典作品《夜間郵件》（Night Mail,�19�6）為

例，由於無法在真實的火車車廂中打光，加上當時錄音機重達數百公斤且需用電，不方便

在真實的火車車廂中同步錄音拍攝，加上攝影機機器聲吵雜，必須被關在隔音房間中拍

攝，因此只能在攝影棚中搭出火車車廂的景，然後請真正的郵差在攝影棚搭建的火車車廂

處理郵件（Winston�1995：1�1；Sussex�1975：68），並且為了達到「寫實」的效果，還

在搭建的火車車廂佈景下裝置彈簧，使得車廂在拍攝時有振動的真實感。�
1�

因此「紀錄片」要詮釋、處理，而不要純紀錄，就名詞本身而言是有點弔詭與尷尬，

甚至有刻意魚目混珠引起誤解之嫌。「紀錄」這個詞隱含有客觀、忠實的性質，但我們現

在卻認為「紀錄片」必須對真實世界予以詮釋，而不強調其客觀或忠實。因此，有很多

10��但溫斯頓在�00�年臺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舉行的「真實與再現：紀錄片美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之主題演
說中，對於上述這句話有所反省，認為指責太過嚴厲了。參見Winston��00�：10。

11��格里爾生自己在〈紀錄片的首要原則〉一文中，一開始即開宗明義說：「紀錄片是個拙劣的描述詞，但
姑且讓這個詞保持現狀吧。」（Hardy�1971：145）。

1��轉引自Aitken�1990：70。
1���該片導演瓦特（Harry�Watt）回憶說：「我們沒有劇情片那樣的經費去使用可震動或移動的佈景。攝影
棚很小，因此我們只能在攝影機畫框外用手搬動彈簧上的球，讓車廂固定頻率地搖動，以製造火車車
廂向前移動的錯覺，也讓郵差們會搖擺一下。再加上火車聲之後，就產生了火車向前奔馳的絕對逼真
感。」（Sussex�197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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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試圖用「非虛構片」（nonfiction�film）這個名詞來代替「紀錄片」。問題是「紀錄片」

與「非虛構片」其實是兩個範圍大小不等的領域。「非虛構片」包含了教學影片、宣導

片、新聞片、旅遊報導片、趣味短片，以及紀錄片，因此是比「紀錄片」範圍大得多。

然而，這些教學影片、宣導片、新聞片、旅遊報導片、趣味短片不正是被格里爾生認為

是屬於「較低的類別」，而紀錄片是屬於「較高的類別」（Hardy�1971：145），所以才

被區隔出去的嗎？怎麼現在又有人要將兩者混為一談了呢？羅塔也說：「紀錄片超越了

教學影片的簡單描述，比宣導片較有想像力與表達力，比新聞片有較深的意義、風格上

更洗鍊，比旅遊報導片或演講片觀察得更廣，比純粹的趣味短片在涵意與參考價值上要

更深奧。」（Rotha�195�：70-71）巴山在其紀錄片歷史教科書《非虛構影片批評史》中，

則基本上仍是採用格里爾生對紀錄片的定義來解釋「非虛構片」（Barsam�197�：1-15，

�47-�95）。他認為非虛構片的創作者將個人的觀點與攝影機的焦點集中在個人、事件、

過程等真實情境中，並嘗試去對這些情況給予一個有創意的詮釋。換句話說，非虛構片多

半是以立即的社會狀況（如問題、危機、事件或個人）為依據，在真實的環境下拍攝真實

的人，而不用道具、服裝、佈景、對白、或音效等，以便能忠實地再現原來真實情境的感

覺。

巴山把非虛構片依製作模式分為四類（Barsam�197�：�-15，�47-�95）：

（一）�紀錄影片（documentary�film）：具有社會政治目的，也就是有意見要表達的非

虛構片。它關心的是事實與意見。紀錄影片要傳達某些意見，引起情感反應，

促成社會改革，而不只是娛樂或教學而已。拍紀錄影片的人希望能說服、影

響、或改變他的觀眾的看法，因此內容比形式重要。

（二）�紀實影片（factual�film）：不以表達意見為職志的非虛構片。它所關心的是事

實。這是與紀錄影片最基本、最主要的差異處。

（三）其它非虛構影片：包括旅遊片、教育訓練與教學片、新聞片等。

（四）�新的非虛構影片（new�nonfiction�film）：也就是「真實電影」、「直接電影」

等1960年代以後出現的紀錄片類型，是企圖直接捕捉經過刻意選擇過的真實的

某一些部份，而盡量減少影片製作者與被拍攝對象之間的障礙。

由以上的討論可以得知，1960年代之後，紀錄片的定義隨著「真實電影」、「直接電

影」的出現而有了新的觀念。此地，必須先澄清一個基本觀念。「紀錄片」這一個名詞，

就像「非虛構片」一樣，其實是被用來泛指一群性質相近卻又不完全相同的影片，而非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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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某種獨沽一味的影片。我們都知道，通常書籍可被區分為「小說類」與「非小說類」，

而「小說類」依字數又可分為「長篇小說」、「中篇小說」、「短篇小說」、「極短篇小

說」，依性質又可分為「古典小說」、「言情小說」、「武俠小說」、「科幻小說」、

「推理小說」等等；或者「非小說類」又可分為「詩」、「散文」、「報導文學」、「論

文」、「傳記」、「歷史」、「雜文」等等。同樣的，在世界紀錄片的歷史發展過程中也

出現過各種不同種類的紀錄片形式，但都被列入「紀錄片」的框架中。因此，我們可以把

「紀錄片」當成是一種電影「類型」來看待。�
14

關於「紀錄片定義」的討論，另外一點必須澄清的概念是：對於紀錄片的想法，其

實並非全球一體，而是各國或各地區有自己的看法與作法。此外，隨著時代的演進，紀錄

片的形式、美學與風格也會產生質變，因而讓許多人對紀錄片的定義也跟著改變。紀錄片

理論家尼寇斯（Bill�Nichols）就認為（Nichols��001：�1-��）：紀錄片如同其他電影類型

一樣，經歷了各種階段或時期。不同國家、地區有自己不同的紀錄片傳統與風格。例如歐

洲與拉丁美洲的紀錄片工作者較喜歡主觀及開放性的說理形式�
15

，而英、美、加三國的紀錄

片工作者則更強調客觀與觀察的形式。而紀錄片也如同劇情片一樣，有自己的各種運動，

如19�0與19�0年代蘇聯的「真理電影」、1950年代英國的自由電影運動、1960年代美國的

直接電影運動等。這些運動之所以出現，主要是因為有一群人共同使用相同的手法或一群

作品具有相同的外貌。有的是透過共同的宣言或文章而有意識地創造出一種運動，例如蘇

聯維爾托夫（Dziga�Vertov）發表的宣言與「電影眼」理論，或英國自由電影運動由安德

生（Lidsay�Anderson）在《視與聲》（Sight and Sound）雜誌發表的文章而發動起來。而

不同時期的紀錄片也會給紀錄片帶來不同的定義，因而與其他不同電影運動或不同時期的

紀錄片有所區隔。例如19�0年代的紀錄片大多具有新聞片的質感，主要是受到「經濟大蕭

條時期」歐美的政治焦點或眾人的敏感度比較偏向社會與經濟議題所致。1960年代則因為

出現了輕便的、可手持的、且可與錄音機同步的電影攝影機，使得紀錄片創作者可以更具

活動力，對事物做出更快的反應，因而可以跟隨被拍攝對象記錄其日常生活的行蹤。這也

是為何60年代會出現以「純觀察」或「參與觀察」這兩種電影風格為主的原因。

那麼，今天我們到底要如何為紀錄片下定義呢？尼寇斯認為這個定義一直會是相關

連的與相比較的。就好比「愛」的意義是和「恨」或「漠不關心」相對比的，「文明」

是和「野蠻」或「混亂」相對比的；同樣的，紀錄片的意義是和劇情片、實驗片（前衛

電影）相對比的。（Nichols��001：�0）但是，當我們把一群使用不同技術、討論不同議

14��紀錄片理論家尼寇斯在《紀錄片導論》（Introduction to Documentary）一書中，即曾說：「我們可以把
紀錄片當成一種電影類型」。（Nichols��001：�6）

15�尼寇斯此地用的是subjective�and�openly�rhetorical�forms，代表不只一種修辭或思辯的形式。



李道明  從紀錄片的定義思索紀錄片與劇情片的混血形式 87

題、具有不同形式或風格的影片統稱為「紀錄片」時，這些影片到底有何共通的元素呢？

反過頭來說，紀錄片做為一種類型，到底有何獨特之處是與劇情片不同呢？�
16

我們先拿格里爾生「對真實事物（的影像紀錄）作創意性的處理」這個定義來作為

討論的起點。雖然我們現在都知道絕大多數19�0年代英國紀錄片都是在實景或在攝影棚內

搭景重建場景，再找真人按照劇本重演的─也就是經過「創意性的處理」─但溫斯頓

認為格里爾生在其定義中所未提到的一個紀錄片的重要觀念是關於此種創意性處理的「限

制條件」（constraints）。其中，主要的限制條件是：紀錄片的素材，無論經過多少操弄

或重建，都必須在電影製作過程之外曾經真實的發生過，且被紀錄片工作者在研究階段見

證過或有人向他說過。溫斯頓稱之為「先前的見證」（prior-witness）。紀錄片就靠這種

「先前的見證」存在而容許對事實的重建，而還能自稱是事實。創意則進一步容許這種先

前所見證的素材被操弄（「處理」），造成既不是新聞片也不是劇情片，而是介於新聞片

與劇情片之間的一種影片。古典紀錄片就是由於有上述這種「限制條件」，才與劇情片或

新聞片有所區隔。（Winston��00�：4-5）在1960年代之後，即便紀錄片不再如古典紀錄片

那樣操弄或重建事實，甚至有些還刻意強調其「客觀觀察」、「不介入」的拍攝態度，但

是紀錄片依然不是真實的複製，而是真實的再現，是透過某種世界觀─經過紀錄片創作

者將真實素材經過剪輯、安排、處理之後─呈現出來的，仍然隱含有「操弄」的因素在

其中。因此，溫斯頓這種「紀錄片素材先前真正發生過」，而不是被「虛構」（無論是用

專業或非專業演員按照編造出來的劇本表演出來）的，恐怕仍然是用以區分紀錄片與劇情

片的主要元素。

先前說過，「紀錄片比劇情片真實」的說法是有問題的。但有些學者則認為，在對世

界的詮釋方面，紀錄片比劇情片要比較好、比較恰當、比較合宜。紀錄片往往刻意顯現事

物的意義，而劇情片則經常故意把意義隱藏在一套預先設計好的電影公式之中。這種說法

其實是自我矛盾的─紀錄片既然已經是一種經過選擇的對真實的詮釋，又如何能說對被

呈現的真實素材是恰當或合宜呢？在這種狀況下，剪輯、影音處理已經被當成是形成恰當

詮釋的重要手段，而不再被當成是一種對真實素材有問題的「操弄」了。

1970年代起，紀錄片的觀念開始受到新興起的電影理論的質疑與攻擊。這些電影理

論多是由左翼的結構主義或符號學的學者領導，包括結構主義、符號學、心理分析、形

式（主義）分析、意識形態分析、口述歷史學、觀眾史學、專業技術史，乃至於後現代主

義、解構學派等。在這些理論的檢視下，紀錄片對真實的再現模式或再現風格成為討論

的重點。他們認為，傳統上對紀錄片與劇情片的區分方式是值得懷疑的。經過分析後，學

者打破了傳統認為「紀錄片比劇情片真實」的迷思。學者認為紀錄片所捕捉的真實、真

16�有關紀錄片與實驗片的差異，是一個比較複雜的題目，本文將不做詳細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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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現實、或客觀都是有問題的。根據電影符號學的分析，紀錄片與劇情片等電影類型一

樣，有自己的一套符碼、自己的習慣用法、文化假說、以及傳遞意義的方式。與其他電影

類型一樣，紀錄片也是一種對外在真實的詮釋與扭曲。所以，紀錄片在本質上其實與劇情

片是沒有太大的差別。若有差別，則最大的不同應該是在於「影像的來源」方面─紀錄

片是「事實的再現」，而劇情片則是「想像的表現」。用尼寇斯比較學術的說法，紀錄片

是「社會的再現」─把我們所居住與共享的世界的各個層面實體地再現出來，把社會現

實的事物以一種獨特的方式（根據紀錄片創作者所做的選擇與安排）讓我們看得見、聽得

到；而劇情片則是「願望的實現」─把我們的願望與夢想、夢靨與恐懼實體地表現出

來，把想像具體化─看得見、聽得到。（Nichols��001：1-�）

任何一種紀錄片的風格或模式都是一種「再現」的形式。紀錄片最根本的基礎還是來

自被拍攝的真實素材。格里爾生在〈紀錄片的首要原則〉一文中並不否認真實素材是紀錄

片的基本元素，它只是不要純粹的描述它，而是要以創意去形塑它。紀錄片運動之所以始

於19�0與�0年代的歐美各國，其實當時主要就是為了要和在攝影棚拍攝的劇情片相抗衡。

格里爾生提出了紀錄片抗衡劇情片的三個原則。第一個原則就是放棄攝影棚中的人工背

景，強調要去拍攝真實的場景與活生生的故事。�
17

第二個原則則是讓電影中的真實人物與場

景去引導我們對現代社會的詮釋。第三個原則就是，來自生活的材料與故事要比演出來的

更細緻（在哲學意義上更真）。（Hardy�1971：145-146）

第一個原則令我們回想起電影剛發明時，法國的盧米埃兄弟（the�Lumières）使用手

轉發條動力的小型電影攝影機，重約三公斤，可自由在真實世界拍攝「正在發生的事」，

也就成為盧米埃兄弟所稱的「真實事物的影像紀錄」（actualités）。同一個時期，美國的

發明家愛迪生（Thomas�Alva�Edison）卻堅持要採用以電動馬達做為動力的攝影機，重達

數噸，因此只好把被拍攝的對象變成表演者，請他們到攝影棚內拍攝，並且為了配合陽光

的來源還特別把攝影棚設計成屋頂可以隨陽光之位置而轉動�
18

，因此拍攝出來的就不是「真

實事物的影像紀錄」，而是「表演」了。

雖然紀錄片在19�0至1950年代容許去重建曾被先前見證過的事實，但基本上它在敘事

方法與視覺上是放棄傳統戲劇或虛構的手法的。但在1960年代美國的「直接電影」運動採

用危機結構、多臺攝影機同時拍攝的策略，使得剪輯出來的紀錄片卻有如同劇情片那種戲

劇張力時，這種作法就被顛覆了。如前所述，1970年代之後的電影理論認為紀錄片與劇情

片的主要分野並不在於戲劇或虛構手法。今天有許多電影甚至故意模糊紀錄片與劇情片這

17��在無聲電影的時代，這個原則是被發揚的，但到了有聲電影初期，紀錄片需要同步記錄現場聲時，格里
爾生領導下的英國紀錄片運動就再也無法遵守這項原則了。

18�此攝影棚被稱為「黑色瑪麗亞」（black�Ma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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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類型的界線，或者相互混用「虛構」與「真實紀錄」的元素，因而使得「什麼是紀錄

片的特質？」更加混淆不清。

誠如尼寇斯所說，紀錄片其實是個不確定（fuzzy）的概念，因為一方面紀錄片的定

義會隨著時間的演進而有所改變，另一方面也因為沒有任何一個時期的任何一種紀錄片的

定義足以涵蓋所有被認為屬於紀錄片的影片。紀錄片的製作方式也一直在改變，總是有人

會嘗試用另類的方式來製作紀錄片，有時失敗就被遺忘，有時成功就會成為原型而被繼續

採用。但模仿此新的原型的人也不會完全照抄。每次有人為紀錄片畫定疆界，就會有人嘗

試挑戰此疆界，因而將紀錄片的界線往外推，甚至會改變紀錄片的傳統認知。因此與其

試圖建構一個定義來區隔什麼是紀錄片、什麼不是紀錄片，還不如保持一種模稜兩可的定

義，找出一些紀錄片的原型來討論。（Nichols��001：�1-��）

三、回溯電影史中紀錄片與劇情片的關係

�006年香港出現了《四大天王》。�007年臺灣出現了《情非得已之生存之道》。《四

大天王》「記錄」了香港演藝界的知名藝人吳彥祖、尹子維、連凱、陳子聰四人合組偶

像樂團至失敗的過程。《情非得已》則「記錄」了導演鈕承澤獲得電影輔導金籌拍一部

電影的過程，中間還牽扯出他與女友間的感情糾葛。這兩部先後在港臺出現的「偽紀錄

片」，在港臺主流電影產業中算是數十年難得一見的電影形式，但擺在全球整體電影史

來看，則算不上甚麼新意。港臺主流電影界過去並非不曾有過在紀錄與虛構的界線間游

走跨界的企圖；方育平的《半邊人》（198�）與《美國心》（1986）、關錦鵬的《阮玲

玉》（199�）是較常被學者討論的例子；但總的來說，這類電影在港臺（尤其在臺灣）並

不常見，箇中的原因值得另文探討。

偽紀錄片（mock�documentary）�
19

與紀錄劇（docudrama）是兩種近年來較常被學者討

論的混合了紀錄片與劇情片元素的「混血形式」（hybrid�form）。而近十年來全球電視大

為流行的真人實境電視（reality�television）、實境遊戲節目、紀錄肥皂劇（docu-soap）等

這類具有紀實外觀的電視娛樂節目，也是一種刻意遊走在事實與虛構的界線上的「混血形

式」；它們混合了紀錄片「牆上的蒼蠅」的觀察模式與遊戲或肥皂劇等電視娛樂性節目。

黎普金（Steven�N.�Lipkin）等人則認為當今的電視觀眾之所以能接受真人實境電視，熟悉

這種混合事實與虛構素材形式的美學與倫理，自1960年代開始流行的紀錄劇與偽紀錄片扮

演了相當重大的角色。（Lipkin,�Paget�and�Roscoe��006：�5-�6）

19��與mock�documentary相似的名詞還有fake�documentary與pseudo�documentary等，本文將統一稱之為「偽紀
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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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久以來紀錄片與劇情片被創作者、學界與觀眾都認為是涇渭分明的兩種電影

類型。相對於劇情片是虛構出來的（fictional）、編撰出來的（scripted）、安排出來

的（staged）、表演出來的（performed），紀錄片則被認為是一種忠於社會「事實」�的再

現�
�0

。但若仔細檢視紀錄片的發展歷史，即可發現歐美電影史上充滿了混合事實與虛構素材

形式的劇情片與紀錄片（或非虛構片）。

1895年盧米埃兄弟在法國推出了他們所發明的「電影機」（cinématographe）。他

們拍攝的多半是正在發生的生活影像（“sur� le�vif”），因此被稱為「真實事物的影像

紀錄」（actuality）（俗稱「紀實影片」）。這些動態影像展示了當時法國人生活的全

景面貌，但這些影片中也有一些是刻意安排的表演，例如《餵嬰兒吃飯》（Le Repas de 

Bébé）、《水澆園丁》（L’Arroseur Arrosée）。（Barnouw�1974：8）之前，愛迪生發明

供個人觀看的「西洋鏡」（kinetoscope），則全是在攝影棚安排的「演出」。（Barnouw�

1974：5）在1895年至1905年大約十年間，單純記錄真實事物的紀實影片也逐漸演化出一

些虛構劇情、安排表演、攝影機內剪輯等不同的美學形式。

巴諾（Erik�Barnouw）舉出非常多例子說明在1900年代歐美很多號稱真實的陸戰與海

戰實況畫面，其實若不是找人在外景演出，就是在池塘中拍攝模型偽造充數的。另外有一

些被稱為「重建」的影像，則是被拿來與實拍的影像剪輯在一起。他說，這種偽造或重建

的影像在當時曾經十分「成功」，諸如1898年義和團攻擊英國傳教所、1898年波爾戰爭、

1904年日俄戰爭鴨綠江戰役、1905年維蘇威火山爆發、1906年舊金山大地震等事件，在攝

影機未能實拍到的狀況下，都由電影公司安排演出再放映給毫不懷疑的各國觀眾觀看，普

受歡迎。（Barnouw�1974：�4-�6）

第一部被公認為「紀錄片」的電影是佛萊爾蒂（Robert�Flaherty）的《北方的南努

克》（Nanook of the North,� 19��）。這部影片記錄了加拿大次北極地區一個伊努意特

族（Inuit）家庭過著傳統狩獵生活的實況。19��年它在紐約的電影院公開放映後，不但受

到當時一般觀眾的歡迎，同時也帶動好萊塢製片廠投資拍攝類似的影片。佛萊爾蒂可說是

一位充分使用敘事手法來結構「真實事物的影像紀錄」�
�1

，並利用真實事件來建構戲劇的

人。（Hardy�1971：�0�）從外觀上看來，他拍攝到南努克一家人真實生活的情景，是當

時全在攝影棚內搭景拍攝的好萊塢電影中所看不到的景象，因此受到觀眾的矚目。但是，

他拍攝的其實並不是未經操控的真實的事物。在佛萊爾蒂拍攝《北方的南努克》時，伊努

意特族人的傳統生活早已受到基督教傳教士與歐美皮草商人侵入的影響，不再過著自給自

�0�請參閱本文前段對於紀錄片定義更深入的討論。
�1��這部影片師法好萊塢劇情片，運用特寫、對跳鏡頭、搖鏡等手法，以製造「真相大白」（moments�of�

revelation）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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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的生活，反而成為新的交易經濟模式下的最底層─為皮草商人狩獵獸皮以換取武器、

酒、藥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佛萊爾蒂抱持著盧梭「高貴的野蠻人」的西方浪漫主義的情

懷，想要拍攝的是他所認為的未受到西方文明洗禮前的傳統愛斯基摩生活情景，因此他用

遴選演員的方式來安排片中人的角色與行為。影片中的南努克只是個角色，他的家人也都

是找人來扮演的。這種遴選演員「演出」傳統生活情景的拍攝方式，在佛爾赫蒂的每一部

影片中都如出一轍。

嚴格上說起來，這已經遠超過格里爾生所定義的紀錄片的範圍，但是格里爾生還是

把佛萊爾蒂的電影推崇為「浪漫主義紀錄片」的一種典範。格里爾生認為佛萊爾蒂比任何

人更清楚的執行紀錄片的首要原則：（一）必須實地蹲點熟習影片的素材，與之產生親密

關係以便重組它。（佛萊爾蒂在拍攝影片時往往會實地蹲點一到二年，與被拍攝對象一起

生活，直到故事能被「它自己」講出來。）（二）必須區分描述與戲劇的差別。（描述是

只將被拍攝對象的表面價值作一番描述而已。佛萊赫蒂的拍攝方法則是更爆炸性地揭露

其真實面。他不只拍攝到真實生活，更藉由細節的並置而創造出對它的詮釋。）（Hardy�

1971：148）因此在1980年代以前，《北方南努克》的紀錄片身分與地位很少受到學者的

挑戰。

19��年維爾托夫於革命後的蘇聯推出《真理電影》（Kino Pravda）新聞影片，提

倡（無產階級的）電影必須以「片段的真實事物的影像紀錄」（fragment�of�actuality）為

基礎，經過組合（剪輯）而創造出新的「電影事物」（Film-Thing），讓觀眾對真實有更

深入的見解與更廣泛的感覺。他認為鏡頭的影像必須是真實的，但是要經過刻意的選擇與

構圖，並考慮光影與動態效果，然後經由剪輯，配上字幕與音樂，創造出全新的感覺、

情緒、意義。這即是著名的「電影眼」（Kino�eye）的理論。�
��

維爾托夫強烈反對艾森斯

坦（Sergei�M.�Eisenstein）等人創作的劇情片的人工效果，視之為人民的鴉片。他回到盧

米埃兄弟的概念，拍攝正在發生中的行動，並且用隱藏式攝影機等各種方式去捕捉這些行

動。可是他也反對純粹的寫實影像，反而追求藉由剪輯與特殊效果來表達出創作者要表

達的「真理」。維爾托夫極其相信電影拍攝到的即是真理，而用剪輯的方式把小真理組

合成的整部影片也是真理。他同時認為攝影機具有超人的多變能力；它好比是機械的眼

睛，可以爬到無所不在的地方，拍到肉眼所不能見到的東西。攝影機超越了時間與空間，

比人眼更能捕捉到真理。維爾托夫於19�9年親自創作了一部《持攝影機的人》（Chelovek 

s Kinoapparatom），來體現他的「電影眼」理論。為了表現攝影機及電影的「超人」能

力，他在剪輯時使用了分割銀幕、疊、溶等特效，把他對攝影機當成超人來崇拜的心理表

露無疑。但是，這部影片中使用特效與剪輯的模式，和1960年代之後觀眾所熟習的「寫實

���關於「電影眼」理論，請參考黃翰荻�1987：105-14�及Michelson�1984：5-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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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的紀錄片風格其實有一段差距。反過來說，特效在西方電影中反倒多是出現在虛構

劇情片中。

與維爾托夫同時期的一位蘇聯剪輯師伊絲佛．夏卜（Esfir�Shub）則在19�6年以沙皇

尼古拉二世的一批家庭電影（包括御前攝影師拍攝的生日宴會、網球比賽、板球比賽、划

船出遊、以及各種儀式）為基礎，於適當之位置穿插戰爭、罷工、生產彈藥的工廠、軍警

逮捕暴民、排隊領救濟食品的人潮等影像，以及一些說明字幕，剪輯出令世人折服的長篇

紀錄片《羅曼諾夫王朝淪亡記》（Padeniye Dinasti Romanovikh,�19�7）。這部影片大受歡

迎，促使夏卜繼續完成兩部類似的作品：《偉大的道路》（Veliky Put,�19�7）與《尼古拉

二世及托爾斯泰時代的俄羅斯》（Rossiya Nikolaya II I Lev Tolstoy,�19�8）。這三部影片組

成了自1895年（電影發明那年）至19�7年的俄羅斯歷史三部曲，也發揚了紀錄片中利用資

料影片建構歷史的「編纂電影」類型�
��

。

夏卜並非發明編纂電影類型的人。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以及一戰結束後幾年，

就已經有大量編纂影片發行，當時主要目的是做宣傳。此後，許多由老新聞片剪輯而成的

傳記片、年度回顧、週年回顧等影片，在歐美各國一再出現。19�0年代之後，運用資料影

片製作政治宣傳影片的例子層出不窮，包括墨索里尼、羅斯福總統、希特勒等人，均有編

纂影片介紹他們的崛起。德國人更在二戰之前大量利用新聞片製作宣傳用的編纂影片。

英、美兩國也不遑多讓，例如《為何而戰》系列軍教片就是在好萊塢導演卡普拉（Frank�

Capra）監督下完成的一套針對美國新兵進行思想教育的編纂影片。二戰結束後，運用資

料影片進行戰爭罪行控訴或檢討戰爭的影片在歐洲各國紛紛出現。

「編纂電影」雖然大量運用新聞片的片段，但包括夏卜在內，幾乎所有製作這類影

片的人，不論用意何在，其實都不避諱使用虛構劇情片的片段在其編纂影片中。�
�4

例如1940

年德國人在製作醜化猶太人的《永恆的猶太人》（The Eternal Jew）時，刻意使用劇情片

《羅斯柴爾德家族》（The House of Rothschild,�19�4）中的片段來顯示有錢的猶太人如何

裝窮來欺騙稅吏，以及猶太人在世界金融與發動戰爭上所扮演的角色，並使用郎（Frits�

Lang）的經典劇情片《M》的片段來說明「猶太人就是對不正常與墮落的事物感興趣」這

個命題。（Barnouw�1974：14�）美國的新兵宣教片《為何而戰》則是以各國發生二次大

戰的背景歷史為主軸，片中因而除了以情緒化（煽動性）的旁白為主要意識宣傳的工具

外，也大量引用資料影片作為說理的「證據」，並使用一些經過安排拍攝成的影片，以及

����「編纂電影」（compilation� film）這個詞是由美國電影學者萊達（Jay� Leyda，他有個中文姓名叫陳
立）所創的，用來說明任何影片（包括紀錄片、宣傳片、甚至劇情片）靠剪輯其他人的影片而完成的一
種類型。參見Leyda�1964。

�4��當時即便在一些實地拍攝的經典紀錄片，也不乏在片中穿插劇情片片段的例子，例如羅倫茲（Pare�
Lorentz）在其《破土之犁》（The Plow That Broke the Plains,�19�6）與《河流》（The River,�19�7）兩部
影片中也毫不猶疑地使用好萊塢劇情片裡的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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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士尼公司製作的動畫地圖，還有一些劇情片的片段畫面。這些劇情片片段通常是用來

補紀實影片不足之處，例如《中國戰役》中，為了解釋中國歷史，採用了好萊塢製作的

劇情片《馬可波羅》（The Adventure of Marco Polo,�19�8）、《大地》（The Good Earth,�

19�7）等。當時的學者與觀眾對此現象並無特別反對的意見。

英國在二戰期間也製作了大量戰爭宣傳片。英國戰爭宣傳片製作者中公認最重要的

一位是詹寧斯（Humphrey�Jennings）。詹寧斯此時期重要的作品如《傾聽英國》（Listen 

to Britain,�194�）、《失火了》（Fires Were Started,�194�）、《寫給提摩西的日記》（A 

Diary for Timothy,�1945），風格比較不像戰爭宣傳片。他的影片從不解釋、訓話、或長篇

大論，反而著重觀察，再將片段的人的行為舉止組合成一部影片。有人說，戰爭提供詹寧

斯一個「通俗劇」的時代背景，雖然失之刻薄，但也顯示他獨特的風格與傳統英國紀錄片

有很大的區別。不過，詹寧斯的《失火了》以及1940年代英國一些戰爭宣傳影片，如《今

晚的目標》（Target for Tonight,�1941），其實是在實景或攝影棚內搭景重建場景，再找

人（業餘或專業演員）按照劇本重演的。�
�5

這種影片被稱為「戲劇紀錄片」（dramadoc）。�
�6

戲劇紀錄片的出現的背景，如前所述，是在19�0年代有聲電影出現後，由於錄音器材十分

笨重且需穩定的電壓，以及攝影機的機器噪音甚大，而不得不在攝影棚內隔音拍攝。紀錄

片在默片時期原可隨處自由拍攝「正在發生的生活景象」，到了有聲電影時期反而無法在

真實場地紀錄同步聲音，因而限制了攝影機的活動範圍與能力。為解決此種限制，19�0年

代一些經典的英國紀錄片就已發展出在攝影棚「模擬」真實場景與活動的拍攝模式。這種

變通的製作模式，被格里爾生認為是可接受的「藝術處理」方式，而不是虛構的劇情片，

主要原因是影片雖是按劇本「重演」，但其素材是在電影製作過程之外曾經真實的發生

過，被紀錄片工作者在研究階段見證過（也就是溫斯頓所稱的「先前的見證」）。「戲劇

紀錄片」另一個不被視為劇情片的主要原因是：影片的目的是以「告知」為主，而不是

「娛樂」為主。

二次大戰結束後，英國的紀錄片工作者繼續沿用此種混合紀錄片製作方式與戲劇重

演的「戲劇紀錄片」製作模式，完成了《康伯蘭的故事》（詹寧斯編導，The Cumberland 

Story,�1947）、《大衛》（狄克森（Paul�Dickson）導演，David,�1951）等片。好萊塢製

片廠以外的一些美國獨立電影創作者在二次大戰前後也採用「戲劇紀錄片」的方式去製

作影片。如「電影與攝影聯盟」的史川德（Paul�Strand）與賀維茲（Leo�Hurwitz）合導的

�5��有些電影學者對於《失火了》這類戲劇紀錄片是否可被稱為紀錄片持著懷疑的態度，參見Winston�
�000：�5。

�6��dramadoc、docudrama、drama�documentary、documentary�drama等等名詞，因哪個名詞在前或是否縮寫等
表現方式，以及不同人的不同使用方式與定義而莫衷一是，至今尚無約定俗成的統一說法，因此中譯方
式根本無法統一。本文只在文章範圍內自行統一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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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國》（Native Land,�194�），不得不用重演的方式去處理曾經發生過的違反黑人民權

的案例。麥爾斯（Sidney�Meyers）的《不說話的孩子》（The Quiet One,�1948）由著名的

編劇家阿吉（James�Agee）編劇（並演出片中的心理分析師），找來兒童教養院的小孩

演出這個關於心理有障礙的黑人兒童的「案例研討」。佛萊赫蒂創作的《路易斯安納故

事》（Louisiana Story,�1948），也如同他的其他電影一樣，找來一些當地的真實人物（不

是職業演員）來演出。這部影片的故事是關於一位住在路易斯安納沼澤區的小孩與探礦工

人間由畏懼到產生情誼的過程，也算是一部「戲劇紀錄片」。另一部較著名的「戲劇紀錄

片」是畢伯曼（Herbert�J.�Biberman）關於墨裔美國礦工為爭取同工同酬而罷工的《地上

的鹽》（Salt of the Earth,�195�）�
�7

。

可能受到戰爭的影響，歐美與日本於1940與1950年代製作的劇情片，在主題與外觀

上有接近紀錄片的寫實與直接的感覺�
�8

。由於形式上的接近，一些在戰爭實景中拍攝的劇情

片，如義大利新寫實主義電影《羅馬：不設防城市》（羅塞里尼（Roberto�Rossellini）導

演，Roma Città Aperta , � 1945）、法國導演克萊曼（René� Clément）的《鐵路英烈

傳》（Bataille du Rail,�1945）、美國導演辛尼曼（Fred�Zinnemann）的《尋親記》（The 

Search,�1948），在1940與1950年代也曾被誤稱為「戲劇紀錄片」，但其實應該是屬於下

面提到的「半紀錄片」（semi�documentary）。

「半紀錄片」是泛指使用紀錄片風格拍攝的虛構故事，讓觀者產生「該故事是根據

真實拍攝出來的」的印象。在半紀錄片中，包括拍攝、剪輯等過程盡量簡化─攝影機

較少移動，也不太會使用詭異的拍攝角度（通常以遠景為主），並在實景拍攝，燈光也

盡量求其自然，演員也通常是籍籍無名，影片並且常常使用全知觀點的旁白來主述故事，

新聞片也常被穿插使用在影片中。（Konigsberg�1987：�11）二戰後的好萊塢電影，如

二十世紀福斯公司在1946至1949年推出的「海賽威三部曲」（《九十二街的房子》（The 

House on 92nd Street,�1945）、《麥德蓮路1�號》（13 Rue Madeleine,�1946）、《呼叫北方

777》（Call Northside 777,�1948）），都是導演海賽威（Henry�Hathaway）以19�0年代華

納兄弟公司的「社會問題片」�
�9

（social�problem�film）為基礎所創作的社會寫實劇情片。

二十世紀福斯公司戰後推出的「半紀錄片」，為近代美國電影與電視上的「紀錄劇」提供

了一個先例。除了「海賽威三部曲」外，其他二戰後的「半紀錄片」範例還有卡山（Elia�

Kazan）的《作法自斃》（Boomerang,� 1947）與《圍殲街頭》（Panic in the Streets,�

�7��本片曾由「綠色小組」發行中文字幕版的錄影帶，翻譯片名為《典範》。Salt�of�the�earth語出新約聖經，
意指「社會中堅」。

�8��例如法國電影理論家巴贊（André�Bazin）就說：「……義大利（新寫實主義）電影有一種特別強的紀錄
片質感，是你無法從劇本中將之移除的─除非你將它所深深根植的整個社會背景完全去除。」（Bazin�
1971：�0）

�9�這些華納社會問題影片會使用紀錄片的手法去「保證」其自稱的事物的真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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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達辛（Jules�Dassin）的《不夜城》（Naked City,�1948）、華許（Raoul�Walsh）的

《白熱》（White Heat,�1949）等。黎普金等人認為：美國電視與電影至今仍然持續使用一

種紀錄片的樣貌作為真實的保證，其實是延續「半紀錄片」的傳統。例如1994年的《益智

遊戲》（Quiz Show）即以同樣方式運作。（Lipkin,�Paget�and�Roscoe��006：19）

反觀義大利新寫實主義電影，尤其是羅賽里尼的《羅馬：不設防城市》與《游擊

隊》（Paisà,�1947）影響了二戰後歐洲、拉丁美洲、印度等地的劇情片與「非虛構影片」

的運動與創作（Warren�1996：1�）。受到義大利新寫實主義的影響，1950年代歐、美開

始出現劇情片「新電影」風潮（如波蘭、捷克的劇情長短片與紀錄片，及法國新浪潮），

倡導貼近生活、實景拍攝。這些新電影再轉而影響英國「自由電影」（Free�Cinema）運

動與美國獨立電影運動�
�0

。英國劇情片在1960年代的寫實風潮，主要創作者，如安德生、萊

茲（Karel�Reisz）、李察遜（Tony�Richardson）等，即是來自「自由電影」運動。

1950年代末期，科技的進步帶來了新的輕便且可同步錄音的攝影機與麥克風及錄音

機。它提供了更具彈性且是一種「明顯的」接近真實的方式。1960年代美國人應用此技

術發展了「直接電影」（Direct�Cinema）的紀錄片模式。但它雖建立了現代紀錄片的「觀

察」美學與形式外觀，但其講求衝突、戲劇感而採用「衝突結構」的模式則是取法自劇情

片。同一段時間法國「真實電影」（Cinéma�Vérité）紀錄片模式所創立的「訪問」作為紀

錄片的要素，則也影響了如高達（Jean-Luc�Godard）等劇情片導演的敘事模式。相反的，

美國「直接電影」的導演則完全放棄與被拍攝對象的互動，尤其反對使用訪問去獲得資

訊。所以，1960年代可見到一些劇情片開始使用訪問或演員對觀眾直接呈述，但也有紀錄

片則向劇情片旁觀與全知的敘事方向移動。紀錄片創作者也開始對形式提出反省與思考。

四、偽紀錄片

麥克布萊德（Jim�McBride）於1967年製作的黑白片《大衛霍茲曼的日記》（David 

Holzman’s Diary），針對紀錄片攝影機及工作人員對於其所再現的事物會造成甚麼影響

或改變，進行了一次探討與思辯。一般認為是因為這部影片，才開始使得「偽紀錄片」

自1960年代起成為一種獨特的形式。片中的影片創作者大衛霍茲曼受到高達所說的「電

影是一秒二十四次的真理」（“Film�is�truth��4�times�a�second.”這句話的啟發，嘗試透過

將自己的生活全記錄在影片上的作法，企圖去發現自己生命的真理。在經過八天的拍攝

�0��美國獨立電影運動又稱為「美國新浪潮」，發生於1958至1967年間，其著名的劇情片創作者包括卡薩維
提斯（John�Cassavetes）、克拉克（Shirley�Clarke）、唐尼（Robert�Downey）、梅鐸（Ben�Maddow）、
羅果辛（Lionel�Rogosin）、楊（Robert�Young）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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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他感到挫折，因為攝影機並未提供他任何啟示。黎普金等人認這部影片是在評論電影

與真實的關係，以及所謂紀錄片既可接近又可同時揭露「真理」的說法。（Lipkin,�Paget�

and�Roscoe��006：��）當時類似的偽紀錄片還包括《…不是謊言》（…No Lies,�1974），

是透過「紀錄片創作者採訪婦女遭受強暴的議題」，來探討紀錄片媒體對敏感議題的處

理手法。同樣透過「真實電影」觀察與訪問手法呈現的「偽紀錄片」，還包括英國於1960

年代出現的，分別重演歷史事件與預演未來事件的兩部「偽紀錄片」─瓦金斯（Peter�

Watkins）的《喀羅登戰役》（Culloden,�1964）與《戰爭遊戲》（The War Game,�1965）。

1978年英國電視節目《大蟒蛇的飛行馬戲團》（Monty Python’s Flying Circus）的

艾朵（Eric� Idle）與美國電視節目《周六夜現場》（Saturday Night Live）的魏斯（Gary�

Weiss）兩人攜手導演了《癩頭四》（The Rutles）。這部影片讓偽紀錄片形式由批判電影

或紀錄片媒體轉為評論大眾文化偶像。《癩頭四》挪用了偽紀錄片理性的、嚴肅的論說形

式，讓影片變成對「披頭四」樂團進行嬉戲式但卻很清楚的諧仿。黎普金等人認為這部影

片作為一個公然虛構的文本，既批評了紀錄片，同時也使用紀錄片的形式去向一個天團既

表達敬意卻又拿它來搞笑。（Lipkin,�Paget�and�Roscoe��006：��-��）�

1980年代就連好萊塢也開始出現「偽紀錄片」，如《與安德烈的晚餐》（My Dinner 

with Andre,�1981）、《搖滾萬萬歲》（This is Spinal Tap,�1984）等。1990年代法國的《人

咬狗》（C'est arrivé près de chez vous,�199�）、美國的《厄夜叢林》（The Blair Witch 

Project,� 1999）則因為高票房而更為人所知。《搖滾萬萬歲》是以類似《癩頭四》的模

式，針對重金屬搖滾樂界超級男子氣魄的現象提供了一種批判性評論。本片是向1960年代

的「搖滾紀錄片」（rockumentary）�
�1

作一次慧黠的諧仿，而這部影片也成為想製作偽紀錄

片的人一個比較的基準。（Lipkin,�Paget�and�Roscoe��006：��-��）拍攝香港演員吳彥祖等

人合組偶像樂團始末的《四大天王》也是這類「偽搖滾紀錄片」最近的一個仿作例子。

偽紀錄片雖然完全是虛構的，但它卻是比紀錄劇要更仔細地挪用紀錄片的樣貌。羅斯

科（Jane�Roscoe）和海特（Craig�Hight）認為偽紀錄片是透過諧仿、批判、解構三種方式

去對「紀錄片」進行操作。（Roscoe�and�Hight��001：68-74）諧仿（parody）的偽紀錄片

較不去批判紀錄片本身。它挪用紀錄片美學主要是基於風格上的緣故，同時也為了強調其

幽默。前述的《癩頭四》與《搖滾萬萬歲》即屬於此類。諧仿往往帶著懷舊的感覺去批評

明顯而容易攻擊的目標，特別是那些已不再當紅的文化偶像，正是可以嘲諷的目標。此種

偽紀錄片是把紀錄片改頭以鬧劇的面貌出現。

批判性的偽紀錄片則更加重偽紀錄片先天所具有的對紀實論述的反身性思辯，

�1��諸如潘尼貝克（D.A.�Pennebaker）於1967年為鮑伯狄倫（Bob�Dylan）拍攝的《勇往直前別回頭》（Don’t 
Look Back）這類記錄搖滾樂團演唱會實況與幕後的紀錄影片，被專稱為「搖滾紀錄片」。



李道明  從紀錄片的定義思索紀錄片與劇情片的混血形式 97

並對於紀錄片形式與更廣泛的紀實媒體的做法提出質疑。例如《天生贏家》（Bob 

Roberts,� 199�）對美國的政治體制做了批判，並對紀實媒體加以嘲諷。《急診室的春

天》（ER）電視影集於1997年首播第一集的片名叫《突襲》（Ambush），是以一齣「偽

實境秀」節目的方式呈現，敘事結構圍繞在一部觀察式紀錄片的製作人員去參訪一間急診

室，以記錄醫院及其職員幕後的活動情形。這集節目拍攝出來的外貌故意弄得好像真的是

一齣實境秀的節目，但其實卻是在現場所表演出來的。如此的作法不僅強化了一種「紀錄

片樣貌」的感覺，同時它也批判了現代實境秀注重「警察與醫生」的這種傾向。此集影片

的內容逐步發展之後，提出了關於紀錄片工作人員的倫理議題，同時影片也對於「低俗

化」的紀錄片形式提出批判性的評論。（Lipkin,�Paget�and�Roscoe��006：�4-�5）

解構的偽紀錄片則會毫不掩飾地對紀錄片形式做出直接批判。前述《大衛霍茲曼的日

記》以及《人咬狗》都是以不懷好意的態度去挪用紀錄片符碼與常用手法，破壞並解構了

紀錄片創作的根本基礎。這類解構的偽紀錄片較缺少幽默感，其再現方式反而更加造成觀

眾在倫理上感到不舒服，從而確保觀眾會看見其所要批判的。黎普金等人認為這種特性也

是屬於整個後紀錄片文化中的一個成分。（Lipkin,�Paget�and�Roscoe��006：17）

五、紀錄劇

1945年美國與英國開始出現電視廣播節目後，紀錄劇（docudrama）即成為英國電

視臺新聞部門與美國電視臺節目部門的一種重要的影片類型。（Lipkin,�Paget�and�Roscoe�

�006：1�）但羅森塔（Alan�Rosenthal）認為紀錄劇可以追溯自19�0年代蘇聯時期艾森

斯坦的《十月》（Oktiabr,�19�8）與普多夫金（Vsevolod�Pudovkin）的《聖彼得堡淪陷

記》（Konyets Sankt-Peterburga,� 19�7），只不過紀錄劇真正開始發展則是從19�0年代

起，一直到今天共可分為五個時期：（一）好萊塢製片廠拍攝的有事實依據的史詩劇情

片（fact-fiction�epic）；（二）英國紀錄片創作者於19�0及1940年代進行形式實驗（即

前述的「戲劇紀錄片」）時期；（三）1960年代初期起英國電視臺製作的紀錄劇時

期；（四）� 1970年代初期起美國電視臺製作的紀錄劇時期；（五）現代導演—如史

東（Oliver�Stone）與艾登堡（Richard�Attenborough）—所創作的紀錄劇。（Rosenthal�

1999：1-�）

紀錄劇早期的模式是像紀錄片一般，受制於格里爾生在19��年所立下的古典定義：

「對真實事物（的影像紀錄）作創意性的處理」。但在歐洲「真實電影」及美國「直接電

影」的紀錄片製作模式於1950年代末與1960年代出現後，紀錄劇開始有了根本性的改變。

1960年代末期開始，英美兩國「紀錄劇」如雨後春筍般出現，逐漸成為一種固定類型，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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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金等人認為是基於兩個原因：（一）電影創作者開始藉由直接電影紀錄片的電影文法去

探討社會議題；（二）好萊塢製片廠開始提供電影給電視臺播出，因而在1970年代初期出

現了「本週電影」（Movie-of-the-Week）的電視節目。由於好萊塢一向有根據真實故事拍

攝電影的傾向，而紀錄劇「現成的」情節更確保能滿足電視製作在量上的需求，因而使

得紀錄劇成為「本週電影」這類電視節目固定的元素。（Lipkin,�Paget�and�Roscoe��006：

19）

霍佛（Tom�W.�Hoffer）與尼爾生（Richard�Alan�Nelson）認為最純粹形式的紀錄劇可

以既富含資訊又有娛樂性，是傳統紀錄片所難以作到的。紀錄片雖然主觀，但它仍是去

描繪真實世界時空中的人與事；相反的，在寫實主義的紀錄劇中，描繪的事件則是被創

造出來的、被重新結構後的。因此紀錄劇可說是電視公司根據事實所再創造出來的，依

賴對白、演員、佈景、服裝去重新創造過去的事件。（Hoffer�and�Nelson�1999：65）前

英國格拉納達電視公司（Granada�Television）負責紀錄劇部門的主管伍德海德（Leslie�

Woodhead）則認為：最好是把紀錄劇這種形式想成是介於「新聞重建」與「相關的戲

劇」這兩個極端之間的一種光譜，具有無限逐漸變異的可能形式。而在各種變異之中，包

含深入調查的新聞記者、紀錄長片創作者、或有想像力的編劇等，都會想去採用它。�
��

因

此，英美兩國的電視臺在面對紀錄劇的態度上是截然不同的。英國人使用「紀錄劇」指

的是將政治或社會調查的新聞報導予以重建，其製作者主要來自新聞部門，目的在於儘

可能正確地重建歷史，主要的例子包括洛區（Ken�Loach）的《凱西回家》（Cathy Come 

Home,�1966）與前述的瓦金斯的《柯羅登戰役》與《戰爭遊戲》兩部「偽紀錄片」�
��

。美國

人使用「紀錄劇」指的則是娛樂性的傳記及羶色腥的醜聞，製作單位主要是戲劇或娛樂部

門。（Rosenthal��00�：��）

到了1970與1980年代，英美兩國的電視紀錄劇不僅處理重要的題材，也會處理一些不

甚重要的題材。美國的迷你影集如《根》（Root,�1977）與《大屠殺》（Holocaust: Story 

of the Family Weiss,�1978）處理的是美國歷史或國際史上的重大問題。《核爆之後》（The 

Day After,�198�）則仔細探討眾所關心的冷戰下的核子軍備競賽問題。沙烏地阿拉伯與英

國的外交關係曾經因為1980年一部英國紀錄劇《一位公主之死》（Death of a Princess）而

暫時中止�
�4

。後來好萊塢製作的電影，在處理類似題材時，也都找得到對應上述這些例子的

���轉引自Rosenthal��00�：�1-��。
����雖然「偽紀錄片」與「紀錄劇」在定義上有所不同，但《柯羅登戰役》與《戰爭遊戲》這兩部影片卻因
為在內容屬性與創作方式上都能滿足「偽紀錄片」與「紀錄劇」這兩種類型的特徵，因而既是「偽紀錄
片」也是「紀錄劇」。

�4��這部影片是講一位英國記者調查中東某伊斯蘭教國家的公主因為與情人通姦而被公開處死的故事。一般
咸信影片是根據沙烏地阿拉伯王國的米沙爾（Misha'al�bint�Fahd�al�Saud）公主的故事改編。影片於1980
年4月於英國ATV播出後，沙烏地阿拉伯政府向英國政府強烈抗議，引起英國媒體對沙國政府企圖封殺影
片的作法產生反彈，但在沙國向英國採購的訂單一一流失之後，英國媒體也反過頭來檢討該影片是否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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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例如199�年《辛德勒名單》（Schindler’s List）即可對應《大屠殺》，而1997年的

《勇者無懼》（Amistad）即可與《根》相對應。�
�5

（Lipkin,�Paget�and�Roscoe��006：19-�0）

紀錄劇至今仍然是好萊塢劇情片與美國電視臺「本週電影」節目中最具利基的影片類

型。對戲劇專家艾德嘉（David�Edgar）而言，紀錄劇之所以會吸引美國觀眾，主要是因為

人們對某些題材已經缺少共同的經驗了。因此紀錄劇之所以有力量，就是讓編劇在分析發

生在我們當代的一些令人不可置信的事件時，能讓人信服（credible）。紀錄劇的責任因

此就是讓觀眾接觸到他們所感興趣，但卻對其一無所知的事件。（Rosenthal�1999：6）。

在影藝學院金像獎中也可明顯看出紀錄劇在今天的好萊塢是一種重要的表現模式，因

為在一些重要獎項中紀錄劇往往會獲獎，例如近十年來至少有《美麗境界》（A Beautiful 

Mind,��001）獲最佳影片獎與最佳導演獎（霍華（Ron�Howard））及最佳女配角獎（康

納莉（Jennifer�Connelly））、《戰地琴人》（The Pianist,��00�）獲最佳導演獎（波蘭

斯基（Roman�Polanski））與最佳男主角獎（布洛帝（Adrien�Brody））及最佳改編劇本

獎（哈伍德（Ronald�Harwood））、《雷之心靈傳奇》（Ray,��004）獲最佳男主角獎（福

克斯（Jamie�Foxx））、《自由大道》（Milk,��008）的（潘（Sean�Penn））獲最佳男主

角獎、《柯波帝：冷血告白》（Capote,��005）獲最佳男主角獎（霍夫曼（Philip�Seymour�

Hoffman））、《黛妃與女皇》（The Queen,� �006）獲最佳女主角獎（米蘭（Helen�

Mirren））、《玫瑰人生》（La Vie en Rose,��007）的柯蒂亞（Marion�Cotillard）獲最佳女

主角獎、《永不妥協》（Erin Brockovich,��000）的羅勃茲（Julia�Roberts）獲最佳女主角

獎、《女魔頭》（Monster,��00�）的塞隆（Charlize�Theron）獲得最佳女主角獎、《神鬼

玩家》（The Aviator,��004）獲最佳女配角獎（布蘭琪（Cate�Blanchett））等，名單可以一

直列下去。

黎普金等人認為偽紀錄片也在近年來讓其在文化上的可見度提升到新的層次。《搖滾

萬萬歲》的導演葛斯特（Christopher�Guest）以相似的風格製作了《人狗對對碰》（Best in 

Show,��00�）與《歌聲滿人間》（A Mighty Wind,��00�）；《厄夜叢林》則評論了攝錄一

體機（camcorder）的文化，並因其應用網際網路去培養觀眾群及製造影片聲譽而讓人刮

目相看；《NG一籮筐》（Waiting for Guffman,�1996）則挪用並批評了電視形式的「紀錄

肥皂劇」（docu-soap）；《逃殺生還者》（Series 7,��000）則直接評論了電視「遊戲實境

秀」的崛起。黎普金等人說，偽紀錄片的形式至今已經發展出一定的片目，其中有些甚至

是對媒體文化中更廣泛的轉變做出反應。（Lipkin,�Paget�and�Roscoe��006：��）

該播出。沙國政府也向美國政府施壓要求禁播該片，但經過一些延宕後，《一位公主之死》後來還是在
美國公共電視網播出。該片嗣後就幾乎不曾再公開播出過，也無法在其他管道看到。

�5��很巧合的是，《辛德勒名單》與《勇者無懼》兩部影片都是由美國導演史匹柏（Steven�Spielberg）製作
與執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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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電影中的創作者與反身性紀錄片

在劇情片中，關於創作者自己的電影作品，很多人立刻會想到法國導演楚

浮（François�Truffant）的作品《四百擊》（Les quatre cents coups,� 1959）與《日以作

夜》（La nuit américaine,�197�）。《四百擊》或許可以說是楚浮童年生活的自畫像。《日

以作夜》則是關於一位導演在拍攝一部電影的種種情形。雖然人物、情節、時空都是虛構

的，但這部片仍不免讓人有導演拍攝自畫像的錯覺。即使像義大利導演費里尼的《八又二

分之一》（8½,�196�）、英國導演道格拉斯（Bill�Douglas）的三部曲（《我的童年》（My 

Childhood,� 197�）、《我的家人》（My Ain Folk,� 197�）、《我返家的路》（My Way 

Home,�1978））、甚至香港導演方育平的《父子情》（1981）�
�6

、還有侯孝賢的《童年往

事》（1985）、張毅的《我的愛》（1986），都有直接或間接的「自傳」成分─片中一

部份情節或人物反映了創作者個人的生活經驗。但這類影片可能只能稱之為「自我影射」

或「自我指涉」，而非「自傳」，因為這些成分並不是影片的重點。魯比（Jay�Ruby）認

為：自我指涉（self-referential）是採用預言的或隱喻的方式來使用自我，作者的生命變成

為象徵某一集體性的東西（所有拍電影的人、或所有的人）。（Ruby��1988：66）

在1970年代之後，一些紀錄片創作者開始把自己暴露在攝影機之前，拍攝自己的家庭

與週遭世界。這在紀錄片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是之前不曾出現過的趨勢。因為過去紀錄片被

認為是必須中立、客觀、無偏見的，在影片中不應該出現作者與拍攝過程，因為那只會造

成觀眾的困惑。在影片中呈現作者也被批評為自戀、主觀、過於個人化。魯比則認為紀錄

片過去一直是「西方中產階級企圖探討、紀錄、解釋、瞭解，也就是因應用象徵的方式去

控制世界的這種需要所產生的。」（Ruby�1977：8�及�Ruby�1988：68）紀錄片過去一直是

以「他者」（無錢、無勢、無力、被欺壓、被迫害的人）為拍攝對象，不曾將鏡頭對準影�

片創作者自己和自己的文化，直到「個人紀錄片」出現。

但是魯比認為「個人紀錄片」主要關心的是作者自己身為一個電影創作者或做為一個

人的處境，而把這兩者的行為作為影片的主要成分。只有關心電影在意識形態上所隱含的

意義（像維爾托夫或高達那樣）、或試圖把自己的影片當成社會科學的作品，只有這兩種

創作者才會關心如何在影片中呈現製作過程。前者的作品有羅斯伯（David�Rothberg）的

《我的朋友文思》（My Friend Vince,� 1975），後者有艾許（Tim�Asch）的《用斧頭打

架》（The Ax Fight,�1975）。（Ruby�1977：9�或�Ruby�1988：69）

�6��方育平導演的三部影片除《父子情》為自傳（或自我影射）電影之外，《半邊人》（198�）為導演邀請
與已故舞臺劇導演方武有關係的一些人「重演」一些方武的生平故事，《美國心》（1986）則徵求一對
真正的夫妻把真實與虛構的生活情景混合「演出」，都有相當「自我演出」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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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身性」（reflexivity）在西洋繪畫中已有先例。布萊希特的「疏離劇場」也有

「反身性」的效果。現代文學中的「後設小說」也是一種「反身性」的表現模式。在劇情

電影中，早在愛迪生時期的喜劇片《喬許叔叔看電影》（Uncle Josh at the Moving Picture 

Show,�190�）�
�7

或布魯克斯（Mel�Brooks）執導的好萊塢喜劇片《閃亮的馬鞍》（Blazing 

Saddles,� 1974）這類諧仿作品，已經使得觀眾自覺到自己正在看導演有意創造出來的電

影，而得以反思自己看電影的某些習慣。高達等「後現代主義」的電影作者也常在其電影

中刻意把電影創作者、演員、表演過程提醒觀眾注意。

在紀錄片領域中，1960年代以前只有在蘇聯導演維爾托夫的《持攝影機的人》與法國

導演胡許（Jean�Rouch）與莫辛（Edgar�Morin）合導的《一個夏天的紀錄》（Chronique 

d'un été,�1960）才真正見到「反身性」的運作模式。《一個夏天的紀錄》師承《持攝影機

的人》，採用自覺的拍攝風格，將製作者（導演）、製作的過程（紀錄片的拍攝）、與製

作的成品（剪輯後的影片）並陳剖析，也影響了人類學、人類學電影及紀錄片方法學上的

探討。魯比稱這種在影片中呈現製作（影片）者─製作（拍攝）過程─製作成品（影

片本身）此三個元素，並讓觀眾清楚知道作者這樣做是為了讓觀眾了解他們所看的影片

是怎麼被創造出來的，這樣的紀錄片才能算是「反身性」的紀錄片。（Ruby�1977：4�或�

Ruby�1988：65）

維爾托夫認為革命的電影應該是要能創造出一種形式，去提高觀眾的自覺，以辨證唯

物主義的方式去看待世界。因此在《持攝影機的人》中，他一方面顯示拍電影是一種「勞

動」、拍電影的人也是一種「工人」─上山下海取鏡頭，另一方面也消除電影的神祕性

－顯示電影在機械、技術、方法、觀念上是如何運作的。

胡許在《一個夏天的紀錄》一開場即說明這部電影是一次「真實電影」的實驗。他

與莫辛把自己擺在攝影機前，讓我們看到他們如何透過與被拍攝對象的訪談去操作這部影

片，也看到被攝對象如何看待影片對他們及對其他人的呈現，最後並有兩位導演對此次實

驗的檢討。魯比認為胡許比較關心「私人」的問題（從事研究的哲學性問題，以及拍攝這

個研究的可能後果），而非像維爾托夫那樣關心「過程」。胡許則自己認為他是想結合

佛萊爾蒂所用的個人的、參與的方法，以及維爾托夫對過程的興趣。（Ruby�1977：7�或

Ruby�1988：68）

但在紀錄片領域中，真正像維爾托夫與胡許那樣，一開始就有計畫要去探討紀錄

片與民族誌的反身性的人，在1970年代之後可能只有美國紀錄片創作者史密斯（Hubert�

�7��在愛迪生公司的目錄中有《喬許叔叔看電影》、《喬許叔叔在鬧鬼旅館》（Uncle Josh's Nightmare,
  ��1900）、《喬許叔叔的夢饜》（Uncle Josh in a Spooky Hotel,1900）等影片，都是著名的導演波特（Edwin�

S.�Porter）執導的。喬許叔叔是當時美國雜耍劇場的一個名角，是個常鬧笑話的鄉巴佬角色。《喬許叔叔
看電影》算是電影史上相當早的一部反身性的電影（關於看電影的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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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ith）與人類學家舒曼（Malcolm�Shuman）所共同進行的關於墨西哥原住民猶加敦馬雅

族（Yucatec�Maya）的民族誌電影研究計畫（The�Yucatec�Maya�Film�Project）。紀錄片中

有反身性外觀的紀錄片，大多數是在拍攝過程中意外發生的，並在剪輯過程中保留了這

些反身性的元素。例如潘尼貝克的《勇往直前不回頭》、梅索斯兄弟（Albert�and�David�

Maysles）的《灰色花園》（Grey Gardens,�1975）與盧波（Michael�Rubbo）的「探索式電

影」（exploratory�film）�
�8

皆是此種例子。這些電影都包含了被攝者與電影創作者之間的互

動，及其他「後臺」（通常不應該被看到的）的行為。這些都提供了一些關於「製作者」

與「製作過程」的資訊給觀眾。但這些反身性的元素不是拍攝前刻意計劃出來的結果。

尼寇斯對「反身性紀錄片」有較不相同的看法。他認為一些質疑傳統紀錄片寫實

主義再現方式的影片，如《大衛霍茲曼的日記》、《…不是謊言》、鄭明河（Trinh�T.�

Minh-ha）的《重新聚合》（Reassemblage,�1978）、西叢（Michelle�Citron）的《女兒儀

式》（Daughter Rite,�1978）、福安德斯（Marlon�Fuentes）的《邦托族悼念文》（Bontoc 

Eulogy,�1995）也都算是反身性的紀錄片。但這些影片其實是屬於「偽紀錄片」的形式。

賈德米羅（Jill�Godmilow）的《遠離波蘭》（Far From Poland,�1984）與鄭明河的《姓越

名南》（Surname Viet Given Name Nam,�1989）則混合了紀錄、重演、表演、資料影片等

形式元素，屬於一種混合戲劇與紀錄的跨界形式，�
�9

也被尼寇斯當成是反身性的紀錄片。尼

寇斯認為這些反身性的「紀錄片」旨在改變觀者對所看見的影像與聽見的聲音的假設與期

待─包括觀者對於紀錄片形式本身的假設與期待、以及觀者在政治上對週遭世界的假設

與期待。（Nichols��001：1�5-1�0）�

七、表白性的紀錄片

反身性紀錄片讓觀眾注意到紀錄片在創作上的一些假說與慣用手法，要觀眾知道他

們正在看的電影是由某人所建構出來的對現實的再現。換言之，反身性紀錄片讓觀眾注意

到媒體本身，而不僅只在媒體所傳達的訊息。相反的，像瑞格斯（Marlon�Riggs）的《舌

頭被解開了》（Tongues Untied,�1989）、翁烏拉（Ngozi�Onwurah）的《身體美》（The 

Body Beautiful,�1991）及福安德斯的《邦托族悼念文》等影片，自由地結合真實事件與想

像（虛構）的事件，使得真實因想像之存在而被擴大。尼寇斯稱這類紀錄片的製作模式為

�8��探索式電影是盧波在《黃種人的悲歌》（Sad Song of Yellow Skin,� 1970）、《等待卡斯楚》（Waiting 
for Fidel,�1974）、《索忍尼辛的孩子們》（Solzhenitsyn's Children... Are Making a Lot of Noise in Paris,�
1979）等影片採用的拍攝策略。影片創作者假裝自己在拍攝前對拍攝題材一無所知或無從掌控，因而只
能隨著所遇到的情境的發展去做記錄。

�9�有人名之為「戲劇的紀錄片」（drama�documentary），但筆者認為可能不是最好的稱謂。參見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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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白式的」（performative）紀錄片。「表白式紀錄片」強調影片創作者自己介入影片

題材之主觀的或表現的層面，也強調觀眾對創作者此種介入的反應狀況─被喚醒或被感

動，也就是強調對觀眾在情感方面與社會性的衝擊。（Nichols�1994：�4，1�0-1�7）

尼寇斯認為早年的蘇聯紀錄片《土耳其西伯》（Turksib,� 19�9）、《給斯凡尼提亞

的鹽》（marili svanets,� 19�0）及布紐爾（Luis�Buñuel）的《無糧之地》（Las Hurdes,�

19��），甚至雷奈（Alain�Resnais）的《夜與霧》（Nuit et brouillard,�1955），某些地方都

具有表白式紀錄片的特質，但整部片則不是。1990年代後出現的「表白式紀錄片」則試圖

讓一種社會主觀性能具有代表性，好讓社會大眾能加入特定的階層（包括代表人數不足及

被錯誤代表的婦女及少數族群、同性戀者），讓個體能加入群體，讓政治能加入私領域。

雖然影片可能只拍攝某些個體，但其目標則是涵蓋一種社會主觀性（或共有的主觀性）的

反映形式。「表白式紀錄片」修正了過去紀錄片那種「我們告訴你們關於他們的事」的位

置，變成「我們告訴你們關於我們自己的事」。其表白方式則是自由混合各種表現性的技

巧，如虛構（觀點鏡頭、配樂、主觀觀念的呈現、倒敘、停格）與口述（不受科學或理性

侷限的討論社會議題的口述技巧）。

八、跨界的實驗紀錄片

1960年代紀錄片革命性的製作技術不僅影響了紀錄片的製作模式，它也影響了美

國「實驗電影」的製作。布萊克治（Stan�Brakhage）以自己妻子臨盆為拍攝題材的《窗

．水．嬰．動》（Window Water Baby Moving,�1959），以及梅卡斯（Jonas�Mekas）拍

攝自己的生活之《筆記．日誌．素描》（Diaries Notes and Sketches,� 1969），就都是

從「家庭電影」發展成一種具有紀錄片成分的刻意的實驗美學。梅卡斯1964年的《禁

閉室》（The Brig），其實就是布朗（Kenneth�Brown）編劇的同名「生活劇場」（The�

Living�Theatre）劇作的演出紀錄，由於梅卡斯以「真實電影」的風格去記錄演出，給予該

片相當的震撼力，因而被威尼斯影展頒予一座紀錄片獎項。這是實驗電影與紀錄片領域相

互重疊的一個例子。當錄像藝術開始發展時，表演紀錄也曾屬於錄像藝術當中一種重要的

類型。近代重要的錄像藝術家（如維歐拉（Bill�Viola））的作品，許多也是將真實事物的

紀錄片段予以抽象化的一種風格。

其實早在19�0年代歐洲即有畫家、音樂家、作家、建築師、靜照攝影師等人加入「電

影俱樂部」，看電影、談電影、也拍「實驗電影」。他們較不關心劇情，而是講究光影、

構圖、節奏等形式元素彼此間的關係。除了一些「實驗動畫」是以抽象線條與圖形為構

成要素外，許多實驗電影則是以真實事物的紀錄影像片段為基礎，加以剪輯組合成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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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現。例如法國藝術家雷捷（Fernand�Léger）與美國藝術家墨菲（Dudley�Murphy）合

導的《機械芭蕾》（Ballet mécanique,�19�5），將許多日常用品（廚具、打蛋器、鐘擺

等）予以移動，再打散、組合。片中最有名的一段是一再重複的一位洗衣婦人走樓梯的片

段，讓影片具有抽象的哲學意涵。美國實驗電影的先驅德倫（Maya�Deren）拍攝的幾部與

舞蹈有關的影片，如《為攝影機編舞的一次研究》（A Study in Choreography for Camera,�

1945）、《關於暴力的冥想》（Meditation on Violence,�1948）�及《夜的那隻眼睛》（The 

Very Eye of Night,�1958）即有紀錄片的外貌。

而在1990年代之後，數位攝錄影機與剪輯設備的快速發展，加上新一批從小玩電玩、

看音樂錄影帶長大的紀錄片工作者的出現，對於傳統紀錄片美學、風格、題材極端排斥，

力圖反叛。於是在世界各地不約而同地出現了一股「實驗紀錄片」的風潮，並在各國紀

錄片影展受到鼓勵，成為當今甚受矚目的紀錄片製作模式。「實驗紀錄片」基本上可視

為當代「後現代」文化下，拆解、並置、拼貼等手法在紀錄片領域的應用，也可說是諸

種「跨界」藝術形式中的一支。例如喜愛自由混合「實驗電影」、「紀錄片」與「虛構

電影」元素的日本導演河瀨直美、俄羅斯的蘇古洛夫（Aleksandr�Sukurov）、比利時的阿

克曼（Chantal�Akerman）、法國的丹尼愛爾．雨樂（Danièle�Huillet）與史特勞普（Jean-

Marie�Straub）、美國的雷納（Yvonne�Rainer），就都是很難以任何單一電影類型加以框

限的電影「藝術家」。

實驗紀錄片（或表白式紀錄片）與實驗電影不同的地方在於：實驗紀錄片中的實驗最

終強調的不是實驗本身，而是強調影片中的「表現」層面如何回歸現實世界來再現其最終

意義。而且「實驗紀錄片」中的「表現」元素也會不時提醒我們：世界不是只由所有看得

見的影像證據就可推論得到的。

九、從邊緣走到中心的混血形式

到了�000年代初，混雜了紀實與虛構的形式不再是處於邊緣位置，而是在媒體製

作的正中心。當觀眾與製作者都對事實與虛構之間的對立可以很自在地面對，並且對之

有興趣時，新形式就可以利用此時機去公開操作事實與虛構之間的緊張關係。它不僅是

借用紀錄片以及挪用戲劇符碼與常用手法的一個案例而已，戲劇也藉由挪用紀錄片及紀

實的符碼而顯得更為活潑生動。黎普金等人舉出了最近一些被創造出來的混合戲劇與

紀錄片的發展包括：（一）溫特波頓（Michael�Winterbottom）於《美麗新世界》�（In 

This World,��00�）及杜（Khoa�Do）於《無望的人》（The Finished People,��00�）中使

用非演員的方式；（二）《莫凡卡樂》（Morvan Callor,��00�）中手持攝影機的自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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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攝影與錄音；（三）在「事實虛構」（faction）方面的新發展（例如同以科倫拜校

園殺人事件為題材，�00�年范桑（Gus�Van�Sant）的《大象》（Elephant）與�00�年摩

爾（Michael�Moore）的《科倫拜校園事件》（Bowling for Columbine）兩片之間的互文

性）；（四）「傳記片」紀錄劇中真實世界的原始主人公具挑釁意味的外表，例如�00�

年《小人物狂想曲》（American Splendor）中的克朗姆（Robert� Crumb）；（五）英

國人使用歌劇與音樂劇風格的方式（�00�年一齣根據黛安娜王妃死亡而創作的《她死

後》（When She Died�）），以及希爾（Brian� Hill）於�00�年創作的紀錄音樂劇《費

爾潭感化院之歌》（Feltham Sings）及�00�年的《色情片音樂劇》（Pornography: the 

Musical））。（Lipkin,�Paget�and�Roscoe：�5）

最新一波在全球流行的事實性娛樂電視節目，毫不掩飾地同時使用戲劇符碼與紀錄片

符碼去將其敘事與真實相連結。其實，許多這類的電視節目產品是要依賴節目製作者、參

與節目的民眾及觀眾都能加入這種介於「安排的段落」與「真實情境」之間的緊張競逐，

才會成功的。像西方的《老大哥》（Big Brother）、《我要活下去》（Survivor），乃至

《誰是接班人》（The Apprentice），及臺灣的《e起去同居》、《超級星光大道》等這類

實境節目的其他變型，都是藉由這種相互競爭的論述而被框架出來的。黎普金等人認為，

紀錄劇與偽紀錄片在讓觀眾熟悉「混合事實與虛構素材的形式」之美學與倫理上，都扮演

了相當重大的角色。紀錄劇與偽紀錄片除了在形式上使用並顛覆紀錄片的符碼與常用手法

外，在其他領域也有角色可以扮演。當它們是文化與社會的評論者時，這兩種形式就很

接近紀錄片原先的目標與用意。像它們這樣，不但掌握了原先紀錄片的形式所想達成的任

務，同時還增加了對大眾的親和力，這讓某些這類型的影片及電視節目會在某些時候擊出

遠遠超過其分量的重大一拳。（Lipkin,�Paget�and�Roscoe：�5-�6）

十、結論

史普林傑（John�Parris�Springer）與羅德（Gary�D.�Rhodes）使用了下列圖表來示意紀

錄片與劇情片在內容與形式上的關聯方式：（Springer�and�Rhodes�006：4）

　　　紀錄片形式　　　　　　　　　　　　　　　　　　　　紀錄片內容

　　　劇情片形式　　　　　　　　　　　　　　　　　　　　劇情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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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使用此一模型來界定下列組合方式：

� � � 紀錄片形式�＋�紀錄片內容�=�紀錄片

� � � 紀錄片形式�＋�劇情片內容�=�偽紀錄片

� � � 劇情片形式�＋�紀錄片內容�=�紀錄劇

� � � 劇情片形式�＋�劇情片內容�=�劇情片

可是本文無論從紀錄片定義的討論，或回顧整個歐美電影史中紀錄片與劇情片彼此

相互借用對方的形式元素的情形來看，都得到這樣的結論：紀實的紀錄片與虛構的劇情片

之間的分野，其實並沒有那麼涇渭分明；兩者反倒是有著相當多共通處與相似的本質。因

此，與其說紀錄片的疆界一直在改變，筆者建議不如不要侷限在討論什麼是紀錄片、什麼

不是紀錄片。如果反過來思考，承認紀錄片與劇情片都只是電影的一種類型，那麼跨類型

就不再是那麼不能接受的事了。

筆者建議我們可以建立一個座標系統，橫軸的兩個極端是影像的相對本質（紀實相對

於虛構），縱軸的兩個極端則是創作影片的相對目的（敘事相對於論述），那麼幾乎所有

的劇情片、紀錄片、紀錄劇、偽紀錄片、反身性紀錄片、表白性紀錄片、實驗紀錄片……

等分類以及個別的作品，都可以在這個二度空間座標圖中找到一個屬於自己的位置。

甚至，如果在此座標圖上再加上一根�Z�軸，以絕對抽象和絕對具象作為兩個極端，

那麼連動畫與實驗電影、甚至錄像藝術等其他動態影像藝術，都可在此三度空間座標圖中

擁有個別獨立的座標點。

論述

敘事

紀實虛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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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下一次有人再問我：「動畫紀錄片是紀錄片，還是動畫？」時，我會請他自

己在上面這個三度空間座標圖中，自己幫動畫紀錄片找一個座標點。那麼，有誰可以告訴

我：鈕承澤導演的偽紀錄片《情非得已之生存之道》會在這張座標圖的哪個位置呢？而魏

德聖導演籌拍中的史詩紀錄劇（？）鉅片《賽德克巴萊》又會落在哪個座標點呢？

論述

敘事

紀實虛構

抽象

具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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