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2年生的金智英》是在2019年

10月底由同名小說改編於韓國上映的

電影，電影內容大致說明1982年出生

的金智英女士在韓國社會下，在生子

後由於周圍的人事物以及婆婆和父親

等人的言行及眼光，造成了心理上的

疾病，後在丈夫和家人的幫助下恢復

原先生活的故事。

82年生的

金智英
KIM JI-YOUNG, BORN 1982

從小金智英就感受到長輩對於男

女的不公平待遇，且父親的教導—女

孩子凡事要小心、穿著應保守、行為

要檢點等；出了社會找工作，才發現

男女薪資待遇並不等，且要開始面對

職場性騷擾的困境；結婚後面對婆媳

壓力，以及外界對於家庭主婦如同家

裡的寄生蟲這類的鄙視眼光，爾後產

生了心理疾病後對於社會上的各種意

見透過不同面貌的抒發。

著|吳旻如

在反女權的韓國社會下，支持本

書的公眾人物甚至引發網友的撻伐，

並非是激進地高聲呼喊女權的內容，

只是平鋪直敘地描繪30幾歲的韓國婦

女如何面對四面八方眼光的心境變化

，可見韓國社會對於女性正視自我權

利的惶恐且不安。



藉由外界的幫助及心理上的諮詢，讓金

智英重新正視自我對於生活、社會、家

庭中的意義而逐漸痊癒。

雖然看的是韓國電影，從電影中那

些對家庭主婦的歧視眼光、將女性馴養

成乖女孩的自我檢討心理、以及一些隱

性的性別不平等待遇，也是台灣社會中

實際存在的問題，雖然電影的結尾看似

解決了金智英長久的壓力，但現實中的

許多人仍困在社會上交疊的眼光中，性

別不平等在社會上一直存在著，被社會

中的性別期待與規定給綁架了，無從選

擇成為自己想要的樣貌。

這部電影在韓國男女性的滿意度

落差很大，女偶像因為支持該書導致

男性粉絲出現燒照片的激烈脫粉現象

，在韓國社會，對待女性和對待男性

公平性有相當程度的落差，面對男女

性平權、家庭事務分工，台灣的社會

也需要更往前，早期父權主義、男尊

女卑的觀念雖然早已鬆動，隨之興起

的是女權意識抬頭。男女平等的倡議

雖然漸漸地已從口號化成了行動，但

距離真正男女平權的社會

，尚須大家共同努力。

(本篇文章圖片皆自車庫娛樂)



你們貧富的落差，能堪比社會黑

暗，甚至更甚之的，是人性最為隱匿

且狡黠的的惡與欲。

韓國的社會背景建構在大財閥的

壟斷與壓迫，進入這種企業的與否成

為人生結局的致命關鍵，而巨大的貧

富差距也成為這種隨之後來的惡果。

青少年就業上的困難以及逐年攀升的

失業率問題，半地下房屋（semi —

basement ） 與高級豪宅的對比成為

本片最引人注目的橋段之一。垂直式

電影拍攝手法更隱喻出階層的高與低

，導演更直接點出：「下流的人們藉

由寄生上流的人們以享受上流生活 」

，並且明裡暗裡地且狼狽地朝諷韓國

逐漸瀕臨崩潰的社會問題。

寄生上流
PARASITE

你對善與惡的定義是什麼？又或

者說你是否已經落入既有的框架桎梏

，看完此電影後，你會發現，拋卻所

有曖昧的輪廓與模糊的是非對錯，你

會明白，人性的善惡美醜似乎不再那

樣絕對，一體兩面或一體多面地並存

於這世界上，當逐漸廣闊與明瞭的真

相顯露出來，那些真理或許都會被狠

狠甩開。

腐敗的制度成為腐蝕人心的罪魁

禍首，而人性的黑暗更加劇了其效果

。當習慣被上位者以全力壓制的下位

者，忽有一天推翻階級且獲得了至高

無上的權力，卻效法先前的上位者繼

續壓迫下位者，這樣的惡性循環著著

實實地掌控著且隱在社會的角落。

著|陳韋仲



「錢是熨斗，將一切燙平」，如此簡單的話卻道破人類數千年歷史

的罪惡之首。上層階級的優越感與下層階級的自卑感成為明顯對比，在

看似和諧的家庭裡，為錢爭吵已是司空見慣。即便人的行為可以憑藉著

自身意志力控制以不要做出踰矩的事，但散發出來的氣息卻無法：儘管

再怎麼謙卑與謙讓，身上總有股下層階層的人無法模仿的高貴奢華氣息

，而儘管再怎麼矯揉與修飾，身上總有股上層階級的人無法效法的窮酸

落魄氣息。當這種氣息雜揉後，衝突變一觸即發。人性的貪婪亦或者說

是對階級的憤恨不平，劇中提到「因為有錢，所以善良」，聽起來像是

嫉妒，但卻又是事實，如此錐心有如此道破世俗。

當寄生蟲以宿主自居，必將會是一場悲劇…

(本篇文章圖片皆自ELLE網站)



熔 爐
SILENCED

電影 《熔爐》 是由真實事件改

編而成，主要在講述 2000到 2005年

間發生在南韓光州某啟聰學校，一名

來自首爾的教師姜仁浩（孔劉飾演）

遭校長李江福（張光飾演）威脅以韓

幣5000萬來獲得任職資格，不過為了

養家糊口只好妥協。就職後，他發現

校園中的氛圍非比尋常，這個年紀中

的孩子理應是天真開朗，但在他們的

臉上卻只看到無限的憂鬱及惶恐，甚

至在放學後的洗手間時常傳來孩子們

的尖叫聲。透過層層的抽絲剝繭後，

姜仁浩發現了令人不敢置信的真相，

校長及師長們竟不法的對學生們進行

性侵及暴力虐待，於是他決定聯合人

權組織成員徐幼真（鄭有美飾）一舉

告上法院。在電影的最後並不同於以

往的快樂結局，反而是那些作惡多端

的加害者贏得了最終的勝利。

《熔爐》上映後轟動了整個韓國

社會，引發了廣大的社會輿論，讓原

本已結案的性侵害案件浮上水面。促

使韓國光州警方組成專案小組重審「

仁和學校事件」，而本案真實加害者

之一，也從三審逆轉緩刑判決，改監

禁12年。不僅僅如此，這部電影更促

進了南韓修正《性暴力犯罪處罰特別

法部份修訂法律案》，這條法案也被

稱為「熔爐法」。

(本篇文章圖片皆自Naver電影)

著|許惠婷



不只是韓國，台灣也有類似的

性侵案件，發生在花蓮私立美崙啟

能發展中心。吳姓護理人員在幫一

位女院生洗澡時，無意間聽到女院

生反應張姓行政組長會對她毛手毛

腳，而在護理人員持續的調查下，

發現不僅僅只有那位女院生受害，

起初護理人員將這起事件向主任反

應，卻沒有獲得採信，因此護理人

員就向花蓮縣政府檢舉。花蓮地檢

署經過偵查後，認定張姓行政組長

有犯罪事實並移送法辦。其實，弱

勢族群受侵害的案件在我們的社會

中仍是層出不窮的！而且不是每個

案件都能像上述的那兩起案件那麼幸運的被揭發出來，並使加害者受到應有的

懲罰。的確，我們無法完全的遏止每個悲劇的發生，但我們能從自己開始做起

，多釋出一些關心，付出更多的關懷，或許就能讓我們的社會變得更好一些。



不只是戲劇

更是一場大型社會實踐
—台灣首部政治職人劇《國際橋牌社》—

，

COVID-19（新冠肺炎、武漢

肺炎）肆虐，多數人選擇減少戶外

活動以躲避疫情，許多線上經濟或

是電子經濟得以「受惠」，Friday

影音平台也是受惠受體之一，春節

期間新註冊會員數較去年春節成長

9 成！如此巨大的成長幅度，恐怕

就不是單純疫情所造成的影響，這

一切的矛頭均指向一齣新播映的台

劇－《國際橋牌社》。

著|徐子翔

根據該劇監製馮賢賢表示及導

演汪怡昕表示，現正播映的第一季

以 1990 - 1994 台灣政治及社會為

背景，並以「無限逼近史實」的概

念為劇本撰寫及拍攝的核心，而這

齣劇的誕生，其實源自於導演汪怡

昕壯闊的「台灣IP計畫」。「台灣

IP計畫」是導演汪怡昕的偉大夢想

，從之前一系列他所拍攝的紀錄片

，包含《孤軍》、《少了一個之後

》等片開始，再到國際橋牌社，其

目的只有一個，便是構築所謂的「

台灣記憶 」。

「沒有記憶，就沒有根性和血

性」這是汪怡昕導演拍攝初衷，這

劇畫看似簡單而且很好理解，但從

理論的角度來說，也是有理論支撐

的，在社會學的記憶研究領域中，

記憶工作（mnemonic work）在認

同建構當中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

，本系葉欣怡教授的博士論文便是

針對戒嚴時期國民政府如何透過建



構假肢記憶（ prosthetic  memory

）使當時的台灣人民沉浸在愛國主

義的氛圍下而塑造所謂的官方中

（華民）國認同，另外，此種記憶

工作的建構型塑了認同，民族主義

便是建立在社會認同之下的產物。

或許這一系列的台灣IP計畫還

稱不上建構所謂的「台灣民族主義

」，但這個計畫所創建的目的就在

於建構所謂的台灣人認同，透過搜

尋以訴說台灣過去的歷史、正視過

去台灣的故事以及傷痕並將其呈現

，以此建構並強化；讓台灣人了解

我們自己本身是如何成為「台灣人

」的，這一段的做法，就可以視為

是台灣IP計畫對建構台灣人認同的

記憶工作方式。

而這件事也並不是只有筆者一人在做

，觀賞此劇的觀眾或多或少都有這方

面的舉動，透過這樣子的過程，透過

戲劇讓台灣人主動檢視與搜尋台灣歷

史的資料，讓台灣人了解台灣的過去

並產生「哦～原來我們是這樣過來的

」，這種我群意識的建構便是台灣人

認同建構的起點。

筆者因其對於政治的興趣便觀

賞了此劇，也經常在劇中看到一些

有趣的影射並且邊看劇邊配維基百

科來去了解劇中所建

立背景故事年代，

說台灣人的故事及談台灣人的記

憶在台灣影劇界其實不是陌生的事，

但是一些沉重的議題，因為情勢；因

為社會而無法；甚至忽視台灣人的過

去，也因為如此台灣認同其實都留在

很淺層的層次，也因此當日本利用過

去戰國時代的記憶完成多部膾炙人口

的大河劇；韓國利用其成熟的電影工

業開始輸出如《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

》、《寄生上流》等韓國記憶的故事

，我們台灣似乎慢慢地被落下。



當然，深層的台灣記憶諸如白色恐怖以及 228  事件事很沉重的議題因

而不好詮釋，但《國際橋牌社》從 1990 – 2000 年這一段台灣轉型以及動盪

的年代開始詮釋台灣記憶，不啻為一個比較平易近人的切入角度，加上《我

們與惡的距離》、《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與《想見你》等近來優質台劇

的產出，台灣記憶與台灣人的故事不只是影劇產業的新藍海，更是《國際橋

牌社》片頭曲〈無名英雄〉的一句歌詞所述的情懷 — LET ME STAND UP 

LIKE TAIWANESE，從此刻開始，我們帶著台灣記憶，像個台灣人般站起來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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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文章圖片皆自Friday網站)



凝視：
你的瞳孔映照出我的臉龐

《燃燒女子的畫像》
《Portrait de la jeune fille en feu》

（英：Portrait of a Lady on Fire） 為

2019秋天一部法國劇情片。 導演是瑟

琳席安瑪（Céline Sciamma）， 由阿

黛兒艾奈爾（Adèle Haenel）、 諾耶

米梅蘭特（Noémie Merlant）所主演

。獲得第 72屆坎城酷兒金棕櫚獎與最

佳劇本獎、 第45屆凱薩電影獎等多項

提名獲獎。畫家瑪莉安（Marianne）

受委託至一座小島上為甫離開修道院

且「待出嫁」的富家小姐艾洛伊茲（

Héloïse）作肖像畫，完成品是為了呈

現給不曾見過面的未來丈夫，艾洛伊茲為表抗拒因此不接受被畫，為此更趕

走前一位畫家。艾洛伊茲的母親要求瑪莉安佯裝成女僕，須在不被發現的情

況下做畫。於是瑪莉安在白天陪艾洛伊茲外出散步，悄悄記上她的輪廓和神

韻，到夜晚才能將她畫上。隨著觀察與被觀察的一來一往之間，兩人逐漸在

眼神中產生情愫。電影最終呈現了在18世紀歐洲的女性如何在當時的社會做

選擇以及選擇後的承受。

(圖片取自IMDb網站)

著|李伊得



儘管整部片幾乎沒有出現男性角

色，而父權社會的綑綁以及該時期的

道德枷鎖使得多個情節顯得哀傷又無

可奈何。像是艾洛伊茲的畫像是為了

交付給未曾謀面的陌生男子，讓對方

用以「鑑定」、「品論」未婚妻；瑪

莉安需要多次表現出陽剛的行為以試

圖告訴他者自我的獨立性、在畫展仍

需要用上父親的名姓作為標示。當然

電影中還有種種我未寫上的女性在社

會中所受到的限制和規範作為敘事。

2020年的新聞字幕仍是醫師和女

醫師、仍是護士和男護士，可能出現

男教師、女教師，但還沒有教師。人

們似乎很輕易地將這些劃分視為理所

當然，理所當然地去規範一個角色應

該要是甚麼樣的性別、又性別應該扮

演社會上的何種角色。性別的劃分與

定義滲透至生活中的每一個縫隙，當

然我們逐漸意識到性別的流動性以及

自我對此的意義解讀，是什麼決定了

社會？又是什麼決定了自我？我想這

類的覺察以及實踐更甚是傳播尚需留

給時間的推移。
(圖片取自CineMaterial網站)

(圖片取自IMDb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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