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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日本多數大學將「漢語」（華語）課程列於第二外國語之必選學分，

另亦有大學在通識課程開設華人電影等科目，透過影像讓日本大學生認

識台灣、香港與大陸。關於課程設計思維與進行方式，不論在臺日文化

解讀與交流上，或是在文化文學通識課程的教學，皆可獲得不同的思索

                                                
*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副教授。本文為民國 102 年 4 月 12 日，明

志科技大學第一屆通識教育「人文與教學」學術研討會之會議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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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與啟發。 

明治大學理工學部所在的生田校區，位於東京神奈川縣，距離東京

都心約四十分鐘車程。理工學部所屬「總合文化教室」，為人文通識中

心。此中心歷年來出現多位日本重要文學獎作家，因此在人文教育方面

具有優良傳統。「映像で知る台湾」為日本明治大學理工學部人文通識

科目之一，為林ひふみ教授開設，每星期進行三小時。由於在 2011 年

在該校擔任訪問學人時在該課觀摩、協助教學半年，故得窺其課程全

貌，並用以提供臺灣人文通識課程教學與設計上的思索與討論。本文將

以（一）、「映像で知る台湾」的課程內涵（二）、以影像作為文化的窗

口，兩方面進行論述。 

 

關鍵詞：文學、電影、通識、臺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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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age window: Design and Thinking of 

"Culture and Film" General Course ─ 

"Know Taiwan From the Image" General 

Course of Meiji University in Japan as an 

example 

 

 

Huang, Ya-Hsin 

 

 

Abstract 

 

 

The "General and Cultural Studies" of School of Science of Meiji 

University in Japan, is the center of General Humanities. Over the 

years this center appeared many important literary prize in Japan 

writer, so in humanities education has tradition. "Know Taiwan from 

the image" as one of General Humanities Course for thhe Schoo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Japanese Meiji University, was opened by 

Professor HAYASHI Hifumi, every week for three hours. Since I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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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in the class observe and assist the teaching for six months, so I 

can see the picture glimpse of their curricula, and to provide the 

design thinking and discussion from the teaching of Taiwan General 

Humanities Course . This paper will contain (1), Content of "Know 

Taiwan from the image"course.(2) Through the image as a cultural 

window. Two aspects were discussed. 

 

Keywords： General Humanities Course、Literature and Film、Taiwan 

and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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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國內公私立大學的通識教育課程中，與電影相關的人文科目不在少

數，一方面或因對於非人文科系（以及非電影本科系）學生來說，影像的

識讀比理論（文本）的識讀顯得「可親」，授課者亦較能掌握教學效果；1另

                                                
1 這方面已有不少學者論及，如宋秀娟、林友棻：「當電影作為教育的一種工具時，是

一種極為有效的學習媒體，它可以給觀眾或學生傳達一種超越時空，並親歷其境的認

知體驗。」（〈電影音樂融入通識教育課程之探討──以大葉大學及建國科技大學為

例〉，《臺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刊》第八期，2009年，頁 218。）；亦有相關研究之

學位論文，如梁正怡：《新世紀教育電影中的教學圖像──交融教學越界之教育觀》，

（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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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作為綜合藝術呈現的電影，不僅可以負載文學（創作）、社會（事

件）、文化（議題）、表演藝術等各種元素，更是展現各種觀看視野與討

論的最佳媒介。 

在「臺灣通識網課程資料庫」所收錄 97 至 99 學年度通識課程的開課資

料中，2與電影相關的人文通識課程數量眾多，除卻電影、音樂等藝術欣賞

專屬的課程之外，大部分都有「學科領域越界」的特質。3科目以「（中外）

文學與電影」之屬為大宗，其次為電影與人生、生活的連結，可知文本、

影像以及人性關係的互為觀看，成為主要的課程內容。以電影觀看社會、

探索文化面貌者則相對偏少，其中以電影觀看為基礎，有系統的去認識／

構築一地面貌的課程設計，有如「臺灣文化與電影」、「臺灣電影與文化」、

「從電影看日本思想與文化」等。 

如學者所言，「電影所塑造主題式的學習情境，可以引發自然學習興趣

與動機，並提供跨越文化與族群的分享經驗及特定的議題對話」，4以國立

臺北教育大學翁聖峰老師開設的「臺灣文化與電影」為例。以電影的選定，

分別對應臺灣文化主題的討論，如：「一、臺灣世紀回味（臺灣的女兒─女

性造像）。二、教育與環境電影（冏男孩ORZ boyz）。三、愛情與性別的

選擇（喜宴）。四、舊時代男女愛情電影（舊情綿綿）。五、產業變遷下

的臺灣（無米樂）。六、時代巨變下的臺灣（天馬茶房）」希望「透過影

                                                
2 臺灣通識網課程資料庫 http://get.aca.ntu.edu.tw:8080/getcdb/ 。 
3 王永泉（2003）：「透過電影，我們可以讓教育工作及教學活動的內涵變得更豐富、

多元，提供學生更多樣的學習管道和方式。特別是在視聽媒體科技日益普及的今日，

電影與教育之間的關係其實以更加密切了。」（見註 1梁正怡論文之引用） 
4 宋秀娟、林友棻：〈電影音樂融入通識教育課程之探討──以大葉大學及建國科技大學

為例〉，《臺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刊》第八期（2009年），頁 218。 

http://get.aca.ntu.edu.tw:8080/getc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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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的觀賞，認識臺灣文學、歷史、文化情境，了解背後的臺灣文化」。5正

是相同的課程設計與教學實踐。 

然而，以影像（電影）作為瞭解一地文化（文史）的窗口，背後所依賴

的是對該地文化具研究專長的教師的引導，始能在影象的「點的觸及」下，

集合、連結成整體性之知識架構，特別是對於學生毫無認知基礎的異文化

（或異國）的引介與解讀更需如此。並且，以影像作為異文化（或異國）

的引介，還存在另一個問題，即是否有適合的、足夠的翻譯（旁白）電影

可以取用，都成為左右課程設計與教學成果的關鍵。或因如此，國內公私

立大學有關電影與文化的通識課程中，透過影像去掌握單一異國文化的設

計並不多，譬如「外國文化與電影概論」、6「多元文化與電影賞析」等，7

是以多國電影為基礎的多國觀看，進行單一主題的討論。而「從電影看日

本思想與文化」，8是少數聚焦於一國的課程設計，此課程大綱去除導言，以

及最後的綜合討論，在文化思想的引介上，共分為：「二、浪漫愛情觀的濫

觴：平安時期的日本文化。三、速食愛情中最後的希望：純愛風潮。四、

從武士的誕生到戰國。五、戰國名將群像。六、和平時期：武士道的衰微。

七、軍國主義的崛起與潰敗。八、江戶時期的庶民文化。九、日本當代流

行文化。十、電影理論與影片攝製教學。」等九項，9每一項配合電影的放

映進行教學，以達到瞭解日本思想與文化等人文通識建構國際視野的成果。 

                                                
5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課程大綱

http://get.aca.ntu.edu.tw:8080/getcdb/retrieve/320844/992-0037_12.pdf?download=1 。 
6 吳欣霏，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99學年）通識課程。 
7 黃子庭，國立嘉義大學（99學年）通識課程。 
8 林盈銓，大葉大學、中山醫學大學（99學年）通識課程。 
9 http://get.aca.ntu.edu.tw:8080/getcdb/retrieve/324279/992-1012_67.pdf?download=1 。 

http://get.aca.ntu.edu.tw:8080/getcdb/retrieve/320844/992-0037_12.pdf?download=1
http://get.aca.ntu.edu.tw:8080/getcdb/retrieve/324279/992-1012_67.pdf?downloa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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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初步瞭解一個國家，這是很好的媒介與方式，特別是對於陌生異國

的引介，電影在視覺上所帶來的活潑、多元性，對於人物、風土的掌握可

補文本敘述的平面。只是，依賴電影做為觀看文化的媒介，會不會不可避

免的產生盲點，而當我們以電影作為媒介去介紹、解讀異國的時候，與該

國學者對於自我國家的在地觀察與解讀，在關注點上是否有所差異呢？因

為社會的交流、文化的互通，日本對於臺灣學生而言大致具有認識基礎，

非為全然陌生的國家，如果是「相對陌生」的國家，10狀況應該也會有所不

同。 

日本的多數大學將「漢語」（華語）課程列於第二外國語之必選學分，

另亦有大學在通識課程開設華人電影等科目，透過影像讓日本大學生認識

臺灣、香港與大陸。其中位於東京的明治大學理工學部從 2008 年開始，每

一學期都由林ひふみ（Hayashi Hifumi）教授開設「映像で知る台湾」（以

影象認識台灣）、「映像で知る中国」（以影象認識中國）等人文通識課程，

關於課程設計思維與進行方式，不論在臺日文化解讀與交流，或是在文化

文學通識課程的教學上，皆可獲得不同的思索角度與啟發。 

再者，「映像で知る台湾」（以影像認識臺灣）的課程，正好可以與上

述「當我們以電影作為媒介去介紹、解讀異國的時候，與該國學者對於自

我國家的在地觀察與解讀，在關注點上是否有所差異」的論述對應，提供

思考的機會。也就是說，當我們以國人的身分，參與、觀看外國學者在影

像教學上對於臺灣的引介、切入的角度、關注的焦點，所引發的思考或盲

                                                
10此處的「相對陌生」是指與日本一樣，在地理位置上同樣身為臺灣的「鄰國」、經濟

文化上互有往來具相同基礎上的國家（譬如東南亞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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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同樣也可能發生在我們以「外國人角度」，用影像為素材，跟學生引介、

解讀異國的教學上。 

明治大學理工學部所屬的「總合文化教室」為人文通識中心，此中心歷

年來網羅多位日本重要文學獎作家，在人文教育方面具有優良傳統。筆者

在 2010 年、2011 年以訪問學人身分兩度參與林ひふみ（Hayashi Hifumi）

教授所開設的「映像で知る台湾」（以影像認識臺灣）課程，故得窺其課程

全貌，可用以提供國內人文通識相關課程在教學設計上的思索與討論。 

 

 

二、「映像で知る台湾」（以影像認識臺灣）的課程內涵 

 

 

日本許多大學都將華人文化的相關課程放入通識課程中，臺灣文化也是

其中一環。必然是因為無論在地域上、經濟上、歷史上，日本與中、港、

臺等關係密切，在亞洲或世界版圖上皆具重要性，因此提供學習的視野。

實際上，由於臺灣地位在國際上的不明確，以及兩岸現況的爭議，日本學

生對於臺灣的認識遠遠不如臺灣學生對於日本的瞭解。11臺日雙方「相對認

識」上的落差，不僅影響課程內容的安排、背景的介紹、電影的選擇，在

學生的反應與提問上也有明顯的呈現。 

 

 

                                                
11日本流行文化、次文化在亞洲的流行強勢，當然也是最佳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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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目的與教材選擇 

 

先將 2010 與 2011 兩學期「映像で知る台湾」教材內容羅列如下：（資

料原文見附錄一） 

2010 年 2011 年 

課程主旨： 

通過電影，認識臺灣社會、文史。 

課程主旨： 

通過電影，認識臺灣社會、文史，

以及對日情感的思考。 

一、陳懷恩《練習曲》 

‧聽障青年單車環島（臺灣）一周 

 

二、侯孝賢《冬冬的假期》 

‧冬冬和妹妹小學畢業在客家村的

祖父母家度過的暑假 

 

三、李安《飲食男女》 

‧以年輕三姊妹和父親一同用餐之

臺北餐桌為主題衍發的故事 

 

四、楊德昌《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戒嚴時期的臺北，國中生少年殺死

國中女生的事件 

一、臺灣地理與人文、語言： 

 ‧陳懷恩《練習曲》 

 

二、客家村與日本統治的殘留： 

 ‧侯孝賢《冬冬的假期》 

 

三、動畫中的傳統行事： 

 ‧王小棣《魔法阿嬤》 

 

四、臺灣「日本語世代」的思考： 

 ‧酒井充子《臺灣人生》 

 

五、南臺灣的多語言生活： 

 ‧魏德聖《海角七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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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臺灣總督府《南進臺灣》 

‧日本統治時代臺灣總督府所拍攝

的國策宣傳影片 

 

六、郭亮吟《綠的海平線─少年工的

故事》 

‧少年工前往日本海軍工廠，離鄉背

井的命運 

七、魏德聖《海角七號》 

‧臺灣電影史上大賣座之臺日相關

愛情故事 

 

課程主旨皆為「通過電影，認識臺灣社會、文史」，2011 年增加了「對

日情感的思考」。以兩年課程內容的相較可發現在電影的選擇上有所調整，

通過電影所要觀察的重點也有所調整。2010 年的課程大綱以影片為主軸，

並於其後加上電影主旨概述，同時帶出所欲討論的主題。2011 年則提綱挈

領訂出認識臺灣的幾個項目，再附上電影資料。兩兩相較，後者更具教學

者對於臺灣介紹的明確性。整理兩份課綱的課程安排與教材選擇，可觀察

「映像で知る台湾」中授課者的思維、臺日雙方相互理解的基礎差異，以

及在大學通識課程中所欲達成的教學目的與意義。 

因為受限於日文字幕的關係，早期可選擇的電影大約是侯孝賢、楊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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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李安等大導演的作品，時空背景多屬早期臺灣。但近年來因為臺灣電

影從《海角七號》以來顯現新的氣象，在日本上映、取得日文字幕的影片

選擇性也陸續增多，因此較能呈現當代臺灣的面貌。像《練習曲》、《海

角七號》等都是近年新增的教材。首先，安排陳懷恩導演的《練習曲》作

為課程之始，是有其特殊（必須）考量的，用意在於提供日本學生對於臺

灣地理位置的「基本認識」。對於課程主題裡的「異國（臺灣）」全然陌生

的學生來說，這部以聽障青年單車環島為主軸的電影，剛好成為教學者介

紹臺灣地理位置的最好媒介。當然在此我們也同時發現臺日學生對於兩國

之間認識的差異，如前所述，由於臺灣地位在國際上的不明確，經濟文化

的強弱差異，以及臺海兩岸現況的爭議，日本學生對於臺灣的認識遠遠不

如臺灣學生對於日本的瞭解；而以非文史科系學生來說，外國歷史、地理

未必是入學考科，再加上日本諱言殖民、戰敗歷史，學生對於這個歷史與

地理關係密切的「鄰國臺灣」毫無認識者是極為多數的。12因此藉由《練習

曲》電影的「環島（臺灣）一周」，提供地理、風土、民情的觀看，可成為

脈絡清楚的臺灣前述。 

其次，從兩份課綱來看，「以影像認識臺灣（映像で知る台湾）」雖然以

臺灣社會、人文特質的介紹為主軸，但不難窺見教學者特別關注於臺灣在

文化歷史上與日本的聯繫。2010 年七個單元中，有三個與日本在臺灣的殖

民史有關；2011 年的課綱更加明確，正如課程主旨所增加的「對日情感的

思考」，不論是單元的設計、或是電影用以解讀的文化內涵都有明顯的連

                                                
12在 2011年東日本 311大地震之後，臺灣發動巨額的愛心捐款，確實也增加了日本大眾

對臺灣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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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13也就是說，「認識異國」在人文通識課程上的意義，除了擴充視野，

更落實在「異國」與本國之間的聯繫、思考上。而很顯然的，通過「影像」

來認識臺灣（映像で知る台湾），影像是個媒介，不是主體，雖然在介紹電

影的過程中，會同時提及臺灣導演的成就，以及臺灣電影在國際上的表現，

但重點仍然在於「認識臺灣」，並不在電影藝術的探討。在這前提下，日本

學者在電影選擇上的考量，未必和臺灣學者眼中「足以代表臺灣」的標準

一致；14並且會加入日本導演的作品、資料記錄片等，作為臺日觀點的參照。 

譬如 2010 年課綱上的《南進臺灣》是日本統治時期臺灣總督府所拍攝

的國策宣傳影片，這個史料記錄用來觀看日本殖民時期「官方」對臺灣的

認知，以及態度，讓學生對於臺日殖民史中，政治關係與文化聯繫的背景

有所瞭解，有其特殊性。另如郭亮吟導演的記錄片《綠的海平線─少年工的

故事》，內容講述二次世界大戰末期，日本軍隊募集臺灣少年前往生產軍用

飛機的日本海軍工廠工作，大約八千多臺灣少年從此離鄉背井、踏向生死

未知之路。橫跨臺、日、中三地，大量使用史料、當事人訪談，呈現臺灣

少年工在時代的動盪、命運的撥弄下，戰爭前後面對生命與生存的無奈。

雖然這是臺灣導演的作品，並屢獲獎項，15臺灣公共電視臺也曾經播映，但

                                                
13
2011上半年因為 311震災的關係，大學延後開學，學期縮短，因此課程減少一個單

元。 
14
並如前所述，因為使用為課堂放映的教材，電影有沒有日文字幕也成為首要篩選條

件。之後的更新、置換，亦因為日文字幕作品的陸續增多提供了選擇的機會。 
15 2006年入圍臺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國際競賽類」。 

  2006年入選女性影展「臺灣焦點」單元。 

  2006年南方影展「最佳紀錄片獎」。 

  2006年臺北電影節「評審團特別獎。 

  2008年金穗獎首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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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公開上映的院線片，紀錄片的「普及性」通常較低，在臺灣恐怕熟

悉的人並不多。但因為內容關係著臺日殖民歷史，並獲日本記錄片獎項的

肯定，亦因參展關係製作了日文字幕，因此被選用為「以影像認識臺灣（映

像で知る台湾）」的課程教材。 

在 2011年課綱中的紀錄片，則以日本導演酒井充子的《臺灣人生》，更

新了 2010 年《南進臺灣》、《綠的海平線》。這部紀錄片是具記者身分的女

性導演酒井充子至台灣拍攝的。主要訪談具日本殖民統治後期經驗、屬於

「皇民化世代」的台灣人。這些年長者中，男性在戰時曾為「臺籍日本兵」，

家庭內多使用臺語和日語，民國三十八年之後面對國民政府的「國語政

策」，產生了語言上的認同混淆。酒井充子本身不會中文和臺語，記錄片全

程以日語訪談和敘述，在詮釋上被認為極具日本「右派」觀點，在臺日關

係上成為某一種「日本人」立場。於通識課程中作為課程教材，具有特殊

的意義與討論空間。 

另外如楊德昌《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侯孝賢《冬冬的假期》、魏德聖

《海角七號》，分別放在講解臺灣戒嚴時期、客家族群的日本文化遺留，以

及以新世代臺日愛情故事，擺脫殖民歷史、觀看臺灣當代社會面貌的各項

議題上。在這樣的引導之下，課程主軸明確，學生在電影放映過後的問題

討論（見後文）皆能將焦點置於臺灣，但有關導演或藝術、技術內涵等成

就電影的關鍵元素自然是相對模糊了。 

 

                                                                                                              
  2008年日本「平成 20年度（第 6回）文化庁映画賞の文化記録映画部門」大賞。 

  2008年日本湯布院文化・記錄電影節「松川賞」大獎與「觀眾票選最佳影片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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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設計與效果 

 

「以影像認識臺灣（映像で知る台湾）」為明治大學理工學部大一、大

二人文通識課程（一個學期），每周一節課（日本大學一節課為 90 分鐘）。

原則上授課主題以兩週為一單元，一部電影分兩次播放，90 分鐘內以 50 分

鐘觀看影片，40 分鐘進行提問與討論。在每一單元的開始，林ひふみ

（Hayashi Hifumi）教授會先作背景介紹與主題引導，並發放羅列電影相關

資料的講義（見附錄二）。以首課單元《練習曲》為例，Hayashi 教授帶上

了臺灣地圖，將臺灣的地理位置、與日本的相對方位，緯度、氣候等幾乎

是「從零開始」對臺灣作了詳細的介紹。接著介紹電影和導演，引導學生

將隨電影中的聽障青年，以「逆時針」方向，騎單車從臺灣東部北上環島

一周，提醒應注意的重點，並說明電影放映之後立刻進行提問討論，每一

位同學都必須發言。 

在提問過程中，可以判斷學生上課的狀況以及對課程主題吸收、瞭解的

程度。以《練習曲》為例，學生的提問從「臺式早餐」的蛋餅、藍牙手機，

到服兵役、以及多種語言轉換等等，都是日本學生藉由影像認識臺灣的窗

口，這些文化上的差異與好奇，在本國人的觀影經驗上幾乎不會出現，這

除了顯示日本新世代對於臺灣的認識的確不足之外，但也同時能從外國學

生的視角回視臺灣的位置，提供不同於「臺灣自我觀看」的機會。 

譬如因為《練習曲》中出現一名即將服役的青年角色，臺灣的兵役制度

便成為日本學生提問的重點，由於日本並無義務兵役的制度，因此感到困

惑；待教授解說之後，學生又隨即提問「既須備戰，那敵人是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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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請學生作答，學生不確定的回答「……日本？」如此看似「幼稚」、缺

乏深度的對答，在我方聽來或感突兀、驚訝，但卻提供了思考：所謂的異

文化隔閡，正是從以本國立場看來習以為常、理所當然的一般生活／人生

秩序為開端的。類似的問題也出現在語言的使用，因為特殊的時代背景，

臺灣當代社會／家庭中，視之如常的長輩與晚輩以臺語、國語夾雜溝通無

礙的場景，也引起外國學生的注意與疑問，恐怕也是從異國眼光回視臺灣，

所被提醒的文化特殊性（因為這些並不會是我們觀看國內電影時，覺得必

須被討論的問題）。 

提問也同時呈現對於臺灣「現代化」的未知與好奇。包括片中出現藍牙

耳機、3G 手機等高科技產品，學生發出「這些產品在臺灣具普遍性？」的

疑問，在教授解說中，始得知「世界上數一數二的電腦王國」，「3C 產品

與用品日新月異」等訊息，因而將臺灣從面貌模糊的「東南亞南島群」中

「熱帶度假小島」的形象脫出。 

每節課節結束後學生需撰寫約 600 字左右的心得，在下次上課前繳交。

評閱後會將優良作業印出，在課堂中作為範例與修課學生一起討論。上課

時並要求學生作筆記，學期末會將筆記收回評閱，期末考當日發還。雖然

有嚴格的作業要求與上課規範，由於授課方式以電影放映和討論並行，過

程緊湊，授課的氣氛也很活潑有趣。觀看學生繳交的作業內容，皆可見對

於電影內容與臺灣社會的掌握。（見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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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影像（映像）作為文化的窗口 

 

 

（一）、觀點介入與客觀素材的呈現 

 

如果說單元設計代表教學者解讀異國的觀點介入，那麼電影取材就是被

用以展現觀點的客觀素材。也就是說，作為文化「窗口」的影象，只是客

觀的素材，絕對要有（也不可能沒有）觀點的介入與整合，才能形成具體

的教學內涵。從前述課程內容以「臺日殖民歷史與對日情感的思考」為主

軸觀察，Hayashi 教授主要設定了三個觀看重點：1、風俗文化觀看。2、語

言觀看。3、殖民／戰後歷史觀看。 

在風俗文化上，以王小棣導演的動畫《魔法阿嬤》為例，課程重點不在

於介紹台灣動畫工業或作品的呈現，而是用以觀看臺灣「鬼神（怪）傳說」、

「放水燈民俗」、「喪葬文化」等庶民社會面貌。以上臺灣民俗文化的介紹，

不乏文本資料可以取用，但如儀式的進行、放水燈的樣貌等等，文字的敘

述遠不如電影（影像）呈現來得清楚與生動。而 Hayashi 教授引導學生觀看

這些風俗文化，將之整合在「臺日文化淵源與交錯比對」的觀點下，提供

一種「亞洲文化版圖流動與交錯」的空間視野，提醒學生應認知除了本國

（日本）之外，與亞洲（以至世界）各國之間相互存在的「既定與必需」

關係。譬如以基隆「放水燈」民俗傳統，連結日本九州長崎的放水燈習俗，

講述中原（中國）文化在歷史上對於臺日的影響；又以片中鬼（亡）魂超

渡與喪葬儀式，對應日本葬禮儀式的異同。都有文化上的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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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觀看」則是 Hayashi 教授在「以影像認識臺灣（映像で知る台湾）」

課程中非常感興趣的部分。在其觀點中，國語（中國語）、日語、臺語、

客語、原住民等，多種語言混雜與並存的臺灣文化（民族）面貌是非常迷

人的。臺灣這種多語言融合的歷史背景與文化樣貌，和日本單一民族與語

言的排他性「國族」思考有極大的差異。幾乎在每一部片子中都可以取得

客觀素材，《練習曲》中有國語、臺語，以及原住民社會的日語遺留；《冬

冬的假期》是客語與日語，《海角七號》不僅是語言，還有臺灣的外省人、

本省人、原住民，以及日本人的「民族大集合」。每一種語言的背後都代

表了不可取代的文化意義，以及歷史的遺留，而這些歷史遺留又大部分與

日本殖民時間交錯，以此觀點出發，要帶領、提醒學生去面對日本在亞洲

的殖民歷史，並審視今日自我與日本應擺放的位置。 

在殖民╱戰後歷史觀看中，以日本殖民與國民政府戰後戒嚴統治對於臺

灣社會的影響為觀點，使用楊德昌《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為參考素材，

解讀臺灣戒嚴時期的社會氛圍，並以酒井充子《臺灣人生》為例，一方面

講述 228 事件的思想禁錮，一方面也批判了日本極右派的臺灣論述。藉此

提供學生反思本國（日本）在亞洲關係上的歷史課題，以及在臺灣論述上

的盲點。 

以上三個 Hayashi 教授在「以影像認識臺灣（映像で知る台湾）」課程

中帶領學生解讀臺灣的觀點，正代表著外國（日本）學者對臺灣的關注重

心與理解，其中不論對於歷史、語言，以及臺日文化關係，必然也呈現和

本國學者之間視角上差異；相對的，這也同時提供了我們在設計「異國解

讀」相關課程時的思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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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視野的建立與「異國解讀」 

 

如同前述，以影象（映像）作為文化的窗口的課程設計，需配合授課

者觀點的整合，始得從陌生之中建構異國的圖象與視野，但同時也接收了

教學者觀點的引導。借用比較文學意義裡的形象學理論來看，「一個作家（讀

者）對異國現實感知與其隸屬的群體或社會的集體想像密不可分」，「大多

數人往往並不是通過自己的直接接觸去感知異國，而是通過閱讀作品或其

他傳媒來接受異國形象的」。16那麼，學生通過課程的「異國解讀」，獲得一

個人文視野的建立，也是同樣的意義。所以，授課者希望從引導中達到人

文通識課程的何種教學目的，的確是在教學設計裡可以去「左右」與思考

的。 

以 Hayashi 教授的課程來說，以臺日殖民歷史來觀看台日社會文化的連

結作為主軸，的確是一個學術論述觀點。因為在臺灣文學（化）的研究裡，

日本殖民時期的政治（文化）統治、戰爭的歷史遺留，所形成的面貌和影

響，長久以來成為被關注的主題。但在這觀點的覆蓋下，也可能無法避免

的捨去了某些臺日文化關係的觀察。在世代的差異下，譬如 90 年代以來，

臺灣新世代多半已是「具有日本殖民經驗者」的第三代，雖然家庭中或有

來自具殖民經驗長輩的日本文化遺留，但自己的「歷史經驗」是沒有的，

因此對於日本的認識與歷史解讀，也有一個新的起點。 

                                                
16 孟華，〈比較文學形象學論文翻譯、研究札記〉，《比較文學形象學》（北京：北京大

學出版社。2001年），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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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對日本（流行）文化的接受來說，在政府解除媒體語言限制的 90年

代，日本偶像劇進入臺灣，吸引了年輕族群，連同影視工業的環環相扣，

音樂原聲帶、演員、歌手、演唱會等流行文化也在台灣擁有大批支持者，

可以說日本偶像劇在臺灣「創造了一個新的消費空間」。17也出現了所謂「哈

日族」的名詞。而開放觀光以來，臺灣旅客每年到日本觀光的人數始終居

高不下18，其中將近半數為年輕的自由行旅客。到訪地區則以東京、大阪、

京都為主，其中東京多半在四成以上19。從以上這些都市的（臺灣五都）、

年輕的、自由行的、現代化（東京）的旅行元素，或可窺見現代日本生活

裡的美學風格對台灣遊客提供了一種文化吸引力。日本產品的品質、商業

的行銷也成功的吸引消費者，包括「日本電視節目悠閒、愉悅的幸福感深

深地吸引著台灣觀眾」20。 

因此，如果重新審視前述台灣社會「語言的觀看」，雖然那些國語（中

國語）、日語、臺語、客語、原住民等，多種語言混雜與並存的臺灣文化

（民族）面貌，主要來自於歷史的遺留，但在當代臺灣社會中大量出現日

語或「日語化」詞句的現象，許多是來自「非殖民文化遺留」的新世代對

日語／文化的接受與創造。由此來看戰後臺灣新世代與日本新世代彼此間

瞭解互不對等的狀況，或許比用殖民經驗來解讀來得貼近了。 

                                                
17
 李天鐸、何慧雯，〈遙望東京彩虹橋─日本偶像劇在台灣的挪移想像〉，《日本流行文

化在台灣與亞洲》Ⅰ（臺北：遠流出版社，2004年），頁 18。 
18見日本政府觀光局（JNTO）調查報告，

http://www.jnto.go.jp/jpn/downloads/110126_houmonchi2010_attach.pdf。2012.12點閱。 
19 同前註。 
20 李清志，〈販賣幸福感的國度〉。見梁旅珠《浮世の繪─我和我的那些日本朋友們》

書序（臺北：時報，2008年）。 

http://www.jnto.go.jp/jpn/downloads/110126_houmonchi2010_attac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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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 

 

 

日本明治大學「映像で知る台湾（以影像認識臺灣）」人文通識課程，

以電影作為認識文化的窗口，授課氣氛活潑有趣，不僅藉此介紹了臺灣的

電影作品與導演，重要的是從中瞭解臺灣文化風俗面貌，以及之於日本的

位置。雖然亦有其侷限性，但透過良好的課程設計與引導，會是一個好選

擇。在這個課堂上，我們亦能從外國學生的視角重新回視臺灣的位置，思

索文化的內涵與影響力的發揮。日本學生藉由影象認識臺灣而引發的興趣

與提問，在本國人的觀影經驗上幾乎不會出現，而這些文化上的差異與好

奇，同時也顯示日本新世代對於臺灣的認識不足，跟臺灣新世代對日本的

瞭解是互不對等的。以此而觀，在日本大學通識課程中有這樣的科目，是

很可貴的。 

而在人文通識課程中「認識異國」的課程，除了擴充視野之外，還有

什具體或積極的教學目標呢？不同於國家地理頻道或旅遊頻道所提供的

「認識異國」內容，觀點的提出、本國與他國之間相對位置的思考，也許

是課程設計的重點。「映像で知る台湾（以影像認識臺灣）」特別關注於臺

灣在文化歷史上與日本的聯繫，不論是單元的設計、或是電影用以解讀的

文化內涵都有明顯的連結。也就是說，「認識異國」在人文通識課程上的意

義，除了擴充視野，更落實在「異國」與本國之間的聯繫、思考上。很顯

然的，通過「影像」來認識臺灣（映像で知る台湾），影象是個媒介，不是

主體，雖然在介紹電影的過程中，會同時提及台灣導演的成就，以及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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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在國際上的表現，但重點仍然在於「認識臺灣」，並不在電影藝術的探

討。要帶領、提醒學生去面對日本在亞洲的殖民歷史，並審視今日自我與

日本應擺放的位置，提供學生反思本國（日本）在亞洲關係上的歷史課題，

以及在臺灣論述上的盲點。 

其中不論對於歷史、語言，以及臺日文化關係，必然也呈現和本國學

者之間視角上差異；而學生通過課程的「異國解讀」，獲得一個人文視野的

建立，所以，授課者希望從引導中達到人文通識課程的何種教學目的，的

確是在教學設計裡可以去「左右」與思考的。以上都提供了我們在設計以

電影作為「異國解讀」相關課程時的思索與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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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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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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