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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在三大國際一級影展（坎城影展、威尼斯影展和柏林影展）之中，坎城影

展常被國際媒體如英國【衛報】列為三大之首，本人和坎城影展關係淵源已久，

除了二十多年來不間斷至坎城影展擔任宣傳台灣電影的舵手之外，也擔任監製推

動如蔡明亮的『洞』入選坎城影展正式競賽、易智言的『藍色大門』入選導演雙

週；自主席至策劃及各單元主持人，本人均有相當認識。 

經由此次教育部【學海築夢】的機會，我們遴選學生陳潔曜積極與他爭取

坎城影展實習工作；在與法國學生的激烈競爭下，潔曜有幸錄取為影展期間唯一

外國實習生；在此難得的機會中，我們將本實習計畫融入學校課程規劃，為北藝

大電影創作研究所【專業指導】實習課程之主要內容。 

我們成功進入坎城影展實習，擬定學習方向，再與影展積極配合，在坎城

影展副總監克里斯丁榮恩（Christian Jeune）精心策劃下，潔曜參與了影展各大

重要部門（如影片部門、媒體部門、官方網站和電影基石 Cinéfondation 等）之

實際工作，並協助金攝影機獎（Caméra d’or）的策劃與頒獎，在坎城影展貴賓室

協助招待影展最重要的貴賓，如西班牙導演阿莫多瓦和法國文化部長 Frédéric 

Mitterand。 

潔曜在實習期間用法文撰寫華人媒體觀察報告，全文收入於第六十三屆坎

城影展官方年度報告之中，使坎城影展深入了解華人電影媒體。潔曜也翻譯了一

百二十部電影之劇情大綱，協助坎城影展網站中文化之對華人推廣工作。 

潔曜在坎城影展工作期間，充份掌握自我充實學習之機會，在本人的引荐

指導下，積極協助法國『電影筆記』前主編佛洛東 （Jean-Michel Frodon）舉辦

巴黎電影資料館（Cinémathèque française）楊德昌導演回顧展之研究翻譯工作，

成功地協助台灣電影文化在法國的深度推廣，乃至佛洛東在其專書：【楊德昌的

電影】（《Le Cinéma d’Edward Yang》）序言中，特別寫道：「熱烈感謝年輕學者陳

潔曜極為有用（ extrêmement utile）的協助…」 

 

【圖一】『電影筆記』前主編佛洛東專書：【楊德昌的電影】封面，本書序

言特別寫道感謝實習學生陳潔曜對本書的研究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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潔曜在實習期間也精進專業編劇能力，爭取機會在法國電影資料館和所有

巴黎藝術電影院看了總共超過七十部電影，獲得大量靈感與啟發。此外，學生亦

在法國撰寫新的長篇電影劇本，工作成果獲得台北市電影委員會舉辦之全國性劇

本競賽之第二大獎：『銀劇本獎』。 

潔曜經由此全法語的實習環境磨練，回國後除了公開舉辦成果發表會，使

台灣學生深入了解坎城影展、增進入選影展的動力，更在北藝大成立【法語咖

啡】，在語言能力進步後，進行教學相長，每週免費教導同學法文，提升學生的

法文水準，帶動法語學習風氣，其熱心與實踐在同輩學生中不可多得。 

 

 

 

【圖二】實習學生潔曜公開舉辦成果發表會， 

使台灣學生深入了解坎城影展、增進入選動力 

 

 

為順利完成本計劃，除了【學海築夢】提供之獎學金外，潔曜也自己吸收

所需花用的費用，竭盡所能掌握學習與工作的機會，努力推動國際一級影展之首

的坎城影展和台灣電影界、教育界和北藝大建立友好的關係。綜論本計劃成果如

下： 

一、 使坎城影展深入了解華人電影媒體與電影學校教育 

二、 使台灣學生深入了解坎城影展，增進文化組織的實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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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參與巴黎電影資料館之楊德昌導演回顧展籌備，協助台灣電影文化

之國際推廣 

四、 實習充實專業能力，接觸多個國際劇本和故事，有助日後獲得台北

電影委員會銀劇本獎 

五、 充實語言後，成立北藝大【法語咖啡】，每週免費教導學生法文，

進一步實習教學相長 

 

細節將在下列章節分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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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實習單位簡介 

 

一、 坎城影展為三大國際一級影展之首 

（一） 坎城影展歷史 

坎城影展為了反對法西斯主義成立，第一屆舉辦尌因為希特勒侵略而被迫

取消。坎城影展於 1939 年由法國左派人民陣線的教育與美術部長 Jean Zay 創立，

目地為對抗當時法西斯黨統治之下威尼斯影展的軍國主義傾向，選定法國南方坎

城為影展地點，得到好萊塢和英國大力支持，如米高梅以豪華遊艇載著明星（賈

利古柏、梅蕙絲…等）到坎城，第一屆坎城影展於 1939 年九月一日盛大舉辦，

然而同一天希特勒侵略波蘭，法國、英國對德宣戰，影展被迫取消。而身為猶太

人的部長 Jean Zay，也在納粹占領法國期間被暗殺身亡。 

第一次正式舉辦的坎城影展為二次大戰戰後的 1946 年；1968 年因為發生六

八學運，在導演楚浮、高達、路易馬盧和波蘭斯基的抵制下，影展被迫取消；坎

城影展至 2010 年已六十三屆，發掘孕育了世界一流導演，引領世界電影潮流，

逐漸成為世界電影的風向球。 

 

（二） 坎城影展現狀 

坎城影展是世界媒體報導最多的影展，記者人數已從 1966 年的 700 人增

加到 2010 年的 4512 人，足足擴張了 6.5 倍，成為世界媒體最關注的影展。 

坎城影展因此被世界媒體及產業評為名列世界一級影展之首，每年有三萬

個電影人和超過四千位記者參與這個包含所有電影產業各端的電影盛會。 

坎城影展反映出電影的兩個本性：藝術和工業，在發揚電影文化藝術的同

時，也是電影產業人士的聚集焦點；它不但有高潮貣伏的競賽片和金棕櫚獎，她

亦有世界最重要也最大、最旺盛的電影市場展（Marché du film）。 

坎城影展也不斷地鼓勵電影藝術的創新，金攝影機獎（Caméra d’or）創辦

於二十年前，目的是鼓勵所有單元參展影片中的處女作； 1998 年成立電影基石

（Cinéfondation），為幫助年輕的電影工作者完成他們夢想－拍自己的電影。 

坎城影展的角色歷年來在電影的演進中越發豐富：挑選和鼓勵精采電影和

電影創作者，聚集電影產業，支持電影新潮來維持電影創作的活力，總而言之，

坎城影展為世界電影的各種面相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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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坎城影展之組織架構 

 

（一） 正式競賽 LA COMPÉ TITION 

每年有約二十部有廣大觀眾的作者電影入選，走向坎城的紅地毯；

在影展閉幕時，由評審團頒發金棕櫚獎（最佳影片獎）、評審團大

獎、最佳導演、最佳男女主角… 等獎項。 

 

（二） 一種注視 UN CERTAIN REGARD 

每年入選約二十部獨特、原創、有藝術表現力的電影，有獨立的評

審團，並在最後頒發最佳影片和評審團特別獎項。 

 

（三） 非競賽片和特別映演 HORS COMPÉ TITION 

每年約有近十部重要的劇情長片在坎城影展以非競賽片的形式映

演。 

 

（四） 入選短片 COURTS MÉ TRAGES EN COMPÉ TITION 

每年入選約九部短片，來自全世界的電影短片在此競賽，最後在坎

城影展閉幕式，由短片評審團頒發坎城短片金棕櫚獎（最佳短片

獎）。 

 

（五） 電影基石入選影片 SÉ LECTION CINÉ FONDATION 

每年約有來自全世界的電影學校的十二部短片，由短片評審團頒發

第一等獎、第二等獎和第三等獎。 

 

（六） 坎城經典 CANNES CLASSICS 

由影展總監Thierry FRÉMAUX於2004年專門設立，每年放映近二十

部影史名片，如修復版電影，向大師致敬電影與電影紀錄片等。 

 

（七） 電影市場展 LE MARCHÉ  DU FILM 

世界最大的電影市場，今年有來自92 個國家10500 參與者，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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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影片參展，1500 部影片放映。 

 

（八） 製片人網路 PRODUCERS NETWORK 

約500 個製片人參與這個電影計劃交流活動。 

 

（九） 電影海灘 LE CINÉ MA DE LA PLAGE 

在坎城海灘露天放映電影，每年約放映十部影片，開放給所有大眾。 

 

 

三、 坎城影展之財力、人力分配 

 

（一） 充足的資金以支持盛大的規模 

坎城影展預算由法國文化部下的法國國家電影中心（Centre national du 

cinéma et de l’image animée）編列，每年約有兩千萬歐元的經費，並加上影展的

合作夥伴如法國最大有線電視公司 “CANAL +”的資金補助。 

在充足預算的加持下，電影市場展的片量從1994 年來已經增加一倍，為世

界最大；然而入選影片的數量則多年維持一樣，如正式競賽片每年都約二十部。 

 

 

（二） 坎城影展的人力 

坎城影展有約 30 人的全年工作團隊，在接近影展期間逐漸增加到約850 

人，另外約300 人在電影市場展（Marché du film）工作；目前坎城影展主席為

吉爾賈克Gilles JACOB，總監為堤耶希福瑞蒙Thierry FRÉMAUX。 

坎城影展只有在影展前一個星期和影展期間的兩星期在坎城的影展宮

（Palais des festivals）工作，其餘一整年時間都在巴黎辦公，坎城影展的官方辦

公室位於巴黎第七區艾美利路三號，位於靠近艾菲爾鐵塔的靜謐小巷中。 

 

 

四、 計畫主持人和實習單位之關係 

 

本人自一九八零年代以來經年至坎城影展擔任宣傳台灣電影的舵手，擔任

監製之影片如蔡明亮的『洞』曾入選坎城影展正式競賽，推動多部華人影片至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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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為坎城影展重要的華人影評人和電影製片，本人因影展工作和坎城影展重要

人士為多年好友，如影展主席吉爾賈克、影展總監堤耶希福瑞蒙、副總監兼影片

部主任克里斯丁榮恩，以及參與坎城影展歐美重量級影評人，如『電影筆記』前

主編佛洛東。 

在本人的推薦下，潔曜成功在與法國學生競爭下取得影展期間唯一外國實

習生的資格；本人擬定實習工作方向，特別邀請本人長期工作夥伴坎城影展副總

監克里斯丁榮恩擔任法國方面實習導師，帶領潔曜在影展各重要部門服務，最後

實習工作表現獲得部門主管的高度讚賞，經由本實習計畫，進一步推動坎城影展

和華人電影界的深入了解和深厚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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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輔導學生實習申請過程 

 

一、 自費至巴黎面交履歷表和動機信 

 

本人由此次教育部【學海築夢】的機會，遴選學生陳潔曜積極爭取坎城影

展實習工作。 

由於和坎城影展副總監克里斯丁榮恩為影展工作的多年舊識，本計劃參與

學生陳潔曜曾為本人所主持的國科會研究計劃，至法國巴黎訪問克里斯丁榮恩。

為了此【學海築夢】實習計畫，他也自費至巴黎與坎城影展副總監克里斯丁榮恩

再度見面，面交履歷表（Curriculum Vitae）和實習動機企劃，並以流利的法、英

文能力和電影專業，獲得榮恩的信任乃可以爭取實習候選人資格。 

 

 

【圖三】學生陳潔曜自費至巴黎與坎城影展副總監爭取實習資格 

 

 

二、 爭取成為影展期間唯一的外國實習生 

 

 

根據學生潔曜說明：本屆坎城影展法國實習生 Maxime Chevalier 向其表示，

其尌讀的里昂大學有三十位同學申請坎城影展實習，最後只有五位通過，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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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錄取率在 25%到 16.6%之間，被法國學生稱為十分熱門（chaud）的實習工作。 

坎城影展的實習工作在法國競爭十分激烈，即使依照坎城影展慣例，實習

不支薪，法國年輕電影愛好者還是搶破頭爭取這個工作，因為這個工作可見習到

世界頂端的電影創意、產業及媒體運作，全世界沒有第二個影展有此規模。 

潔曜有幸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下，正式錄取，他成為本屆坎城影展唯一外國

實習生，他也因此全力以維護台灣學生的口碑為目標。外國和本國實習生沒有任

何差別待遇，實習為全法文的工作環境，所有工作溝通一律以法文指示，在影展

期間，他不曾使用英文，更不用說中文；潔曜在坎城影展努力工作，每天戰戰兢

兢，終於圓滿達成主管交待之使命任務，根據坎城影展人事處表示：學生潔曜所

屬的實習團隊「為主管分憂解勞，完美達成任務」，實習工作獲得主管賞識，更

無愧於台灣實習生在國外的口碑。 

 

 

三、 實習計畫配合北藝大之課程內容 

 

本實習計畫融入學校課程規劃，為北藝大電影創作研究所本人【專業指導】

實習課程之主要內容，我希望他在坎城實習期間，仔細觀察一個成功文化組織的

架構與管理，了解各部門的協作關係，並趁此難得機會，接觸一流的電影工作者，

打開眼界，吸收世界頂尖的創作，升高自己的創作視野。果然，他能在繁重卻扎

實的工作環境中吸收、融會貫通，回來不久的創作拿到編劇大獎。 

修習完成【專業指導】課程，他也公開舉辦成果發表會，將經驗傳承，分

享坎城影展經驗，也有助於其他學生日後增進入選機會（發表會細節在後面章節

詳述）。 

 

 

 

【圖四】六十三屆坎城影展金攝影機工作團隊 

（右三，金攝影機負責人 Stéphane Letellier；左一，實習生潔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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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輔導學生之實習工作內容 

 

坎城影展實習期間，潔曜有幸參與了影展各大重要部門（如影片部門、媒

體部門、官方網站和電影基石 Cinéfondation 等）之實際工作，並協助金攝影機

獎（Caméra d’or）的策劃與頒獎，在坎城影展貴賓室協助招待影展最重要的貴賓，

如西班牙導演阿莫多瓦和法國文化部長 Frédéric Mitterand，也見識到世界一流影

展的效率，層層管理原則，各部門的互動狀況。 

他在實習期間，協助坎城影展豐富對華人世界的資訊完整度，他用法文撰

寫華人媒體觀察報告，全文收入於第六十三屆坎城影展官方年度報告之中，使坎

城影展深入了解華人電影媒體，這使媒體部門主持人克麗絲汀艾美（Christine 

AIMÉ）對他欣賞不已，艾美多年來未能建立的華文媒體資料庫由潔曜一手建立，

他的貢獻將永存於坎城影展中。學生潔曜並翻譯了一百二十部電影之劇情大綱，

協助坎城影展網站中文化之對華人推廣工作，這些故事也使他靈感啟發，見識到

創作的深度和廣度。 

此外他也有幸在各部門主管的親自指導帶領下，由實際的工作機會深入了

解坎城影展的內部組織運作；【表一】為實習生潔曜在坎影影展工作之一覽表。 

 

【表一】坎城影展實習工作一覽表 

工作單位 工作主管 工作內容 

影片部門 

Département Films 

影展總監：堤耶希福瑞蒙、 

副總監及影片部門主管：克

里斯丁榮恩 

整理、歸納申請入選坎城影

展之三千餘部來自世界各

地的短片。 

媒體部門 

La Presse 

媒體部門主持人： 

克麗絲汀艾美 

閱讀所有華人媒體對坎城

影展的報導，撰寫華人媒體

報導坎城影展的法文報告。 

官方網站 

Le Site officiel 

官方網站主管： 

Vinca VAN EECKE 

整理、歸納華人電影相關網

站並撰寫報告；翻譯 120 部

影展入選長片劇情大綱。 

電影基石 

Cinéfondation 

電影基石主任： 

Georges GOLDENSTERN 

建立電影基石和華人電影

學校之連絡管道，包括介紹

北藝大給予電影基石。 

金攝影機 

Caméra d’or 

金攝影機主管： 

Stéphane LETELLIER 

協助金攝影機獎（第一部電

影獎）之所有行政事務，如

策劃、晚會、頒獎等。 

坎城貴賓室 

La Terrasse  

貴賓室主管： 

Stéphane LETELLIER 

協助接待坎城影展最重要

之貴賓，如西班牙導演阿莫

多瓦和法國文化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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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撰寫坎城影展華人電影報導觀察之法文專業報告 

 

我的好友坎城影展媒體部門主持人克麗絲汀艾美（Christine AIMÉ）也協助

潔曜學習，她表示：「坎城影展是電影專業人士的影展，電影相關人士必頇提出

申請才可參與放映和其他活動，而和其他影展如柏林影展開放給大眾欣賞有根本

上的不同。」她又說明：「媒體部門藉由提供媒體專業與良好的工作環境，來不

斷擴大坎城影展在世界媒體報導的範圍與規模。」 

在她的指導下，潔曜閱讀所有華人媒體對坎城影展的報導，並撰寫華人媒

體報導坎城影展的法文書面報告，給予坎城媒體部門參考研究，這些也讓潔曜認

識了媒體對坎城的看法，正面、負面，以及學習對事情的分析及觀察模式。 

潔曜為媒體部門工作，學到寫專業法文報告的嚴謹態度與嚴格要求，必頇

客觀、精簡、準確，而在客觀冷靜的專業報告後，對所研究的對象始終要保持熱

情；潔曜撰寫的法文報告，也能不修正的全文刊錄於 2010 年第六十三屆坎城影

展官方年度工作報告，使坎城影展深入了解華人電影媒體，另一方面，他也在坎

城歷史上留下印記。他的努力和工作成果獲得媒體部門主管克麗絲汀艾美的高度

讚賞。 

 

 

二、 翻譯一百二十部電影之劇情大綱 

 

潔曜也參與了坎城影展網站資料庫之中文化初始的工作。  

坎城影展於二十一世紀初期開始設立官方網站，經年以來，網站資訊益發

豐富，已經建構貣法文和英文的坎城影展歷屆歷史和圖片資料庫，開放給大眾流

覽。 

2010 年為影展官方網站第一次提供八國語言版本，除了法文與英文外，現

今已有中文（簡體）、日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和俄文的影展官方

網站（然而中文網站的資訊只限 2010 年，其他年份闕如，資訊不全）。 

在官方網站主管薇卡范艾克（Vinca VAN EECKE）的指導下，實習生潔曜

負責整理、歸納華人電影重要網站並撰寫報告，給予影展官方網站使用；官方網

站的中文資訊不齊全，實習生潔曜開始研究並翻譯坎城影展之歷屆歷史，翻譯約

120 部影片（2007 年至 2009 年坎城影展正式競賽和一種注目之所有影片）之劇

情大綱，為日後的坎城影展歷屆中文資料庫此龐大工程作奠基準備的工作，因坎

城影展和世界電影史的發展關係密切，希冀促成華人對坎城影展的深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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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為影展之【電影基石】建立新華人電影學校資料庫 

 

潔曜為電影基石主任喬治高登斯坦（Georges GOLDENSTERN）工作，建立

新華人電影學校資料庫。 

電影基石於 1998 年由影展主席Gille Jacob成立，目的為鼓勵並協助來自世

界各地的電影創作新生代，現今有三個鼓勵電影新秀的單元： 

 

（一） 電影基石評選影片 LA SÉ LECTION 

全世界的電影學校短片都可參加競選，片長在六十分鐘以下；從 1998 

年以來，已有來自全世界六十幾個電影學校，約150 部短片入選。電影

基石評選影片為坎城影展正式項目，在坎城影展期間由短片評審團頒發

第一等獎、第二等獎和第三等獎。這一部分我們會由潔曜帶回來的資

料，鼓勵電影創作研究所學生日後以此為重要展示帄台。 

（二） 駐市創作 LA RÉ SIDENCE 

每年挑選十二位來自全世界的電影新秀，招待住在巴黎九個月，完成他

們的第一部或第二部劇情長片的劇本；2000 年來，已有40 個國家的70 

位電影新秀參與。每位電影新秀可獲得： 

1. 每月 800 歐元生活費。 

2. 免費在巴黎看電影。 

3. 法語課程。 

4. 補助參加各種影展。 

（三） 工作室 L’ATELIER 

邀請十五位新導演帶著他們的長片計劃到坎城影展，促成新導演和電影

產業專業人士的接觸，具體協助完成其長片所需的技術和資金。 

 

電影基石對華人電影學校的認識嚴重不足，電影學校檔案常都已是五年前

的老舊資料，我雖然早向電影基石主任高登斯坦介紹過本校，但他和其工作人員

向潔曜表示都不知道國立台北藝術大學的存在。所以潔曜積極替本校向電影基石

介紹： 

1. 以法文報告華人兩岸三地電影學校狀況： 

實習生潔曜向電影基石負責人Georges GOLDENSTERN和其工作團隊

以法文報告華人兩岸三地電影學校狀況，其中最主要為深度介紹北藝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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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立電影基石新華人電影學校資料庫： 

潔曜學習使用坎城影展內部資料庫，為電影基石建立完整、最新的華

人電影學校資料庫。  

3. 建立電影基石暢通之華人連絡咨詢管道 

電影基石工作團對透過潔曜來處理華人連絡溝通與資訊咨詢事宜。 

 

潔曜希望增進北藝大學生在電影基石的能見度和參與可能性。希冀促成未

來華人電影學校和年輕電影工作者在電影基石的充分參與，這一點潔曜成為雙方

溝通的人才，貢獻了為台灣教育宣揚的力量。 

 

四、 協助招待影展最重要之貴賓 

 

潔曜在坎城另一個重要工作是參與坎城貴賓室接待，曾協助接待坎城影展

最重要之貴賓，如西班牙大導演阿莫多瓦、法國影星朱麗亞碧諾許和法國文化部

長 Frédéric Mitterand。 

坎城貴賓室為今年坎城影展新成立的項目，目的是提供一個優美舒適的環

境，給予坎城影展最重要的貴賓進行活動（記者會、拍照、訪談、宴會…等）或

者休憩（香檳、果汁、咖啡…無限供應）。 

坎城貴賓室是由法國著名女導演阿涅斯華達的女兒－羅薩琳華達所親自設

計的，共有三個主題：春天氣習的香檳酒吧，豪華優雅的餐廳，和休閒舒適的咖

啡館。坎城貴賓室只能憑邀請卡進出，謝絕一般訪客。沒有准許，嚴禁拍照。潔

曜也趁便邀請我去參觀並在那裏短暫休息。 

他向我表示，影展開幕第一天，尌有好萊塢影星凱特布蘭祺（Cate Blanchett）

和羅素克洛（Russell Crowe）在坎城貴賓室舉行記者會。每天坎城貴賓室有各式

各樣的活動和宴會，如法國製片人午宴（所有法國重要電視台的電影投資者都齊

聚一堂，法國電影資金的三分之一都由這些人主導）、電影導演訪談、電影明星

拍照、電影首映雞尾酒會…等等。 

潔曜說明，因為此工作團隊之任務為接待影展最重要的貴賓，除進退應對

要到位之外，服裝要求極為嚴格，潔曜從台灣帶來自己最正式的西裝，完全派不

上用場（西裝外套顏色不夠黑，襯衫不夠白，鞋子太休閒），整套西服在坎城重

買，他為此自行花費置裝，以配合坎城影展盛典的規模，達成工作使命。 

潔曜表示，他在這裡學到的是管理與禮儀，接待工作也是公關的一環，儀

表是第一印象，談吐第二，誠懇是必要條件，效率更是眾目睽睽頇檢驗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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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好萊塢影星凱特布蘭祺（Cate Blanchett）和羅素克洛（Russell Crowe）

在坎城貴賓室舉行記者會 

 

 

五、 協助【金攝影機獎】和影片部門之行政事宜 

 

（一） 【金攝影機獎】之行政工作 

 

潔曜也有幸參與金攝影機獎（第一部電影獎）工作團隊，在負責人史蒂芬

萊特里耶（Stéphane Letellier）先生的帶領下，本團隊處理此獎項之所有行政事

務，如策劃、評審、晚會、頒獎等。 

1978 年，金攝影機獎由 Gilles Jacob 先生（現為坎城影展主席）設立，目的

為發掘、獎勵新電影創作人才；只要是在坎城影展入圍的導演第一部長片，包括

正式競賽或一種注目、『導演雙週』、『國際影評人週』的觀摩單元，都可參加角

逐金攝影機獎。該獎有獨立的評審團（今年的評審團主席為西班牙著名演員蓋爾

賈西亞貝納（Gael Garcia Bernal）），並在坎城影展閉幕式中頒獎，為坎城影展重

要獎項，也是世界認識有才華新創作者的最好機會，也因此競爭特別激烈；我印

象所及，只有少數我推薦的至競賽的香港及台灣導演，如余力為、張蕙蘭、徐小

明，有機會角逐。 

潔曜說明，本工作團隊必頇款待這些新導演，組織新導演交流會，讓新導

演互相認識，推荐其作品給國際發行商，並負責舉辦著名的「金攝影機之夜」。 

「金攝影機之夜」專為這些入圍坎城影展的新導演所設：在一場新導演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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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會後，所有入圍金攝影機獎的導演攜伴走上坎城影展的紅地毯，由紅地毯主持

人唱名，享受影展尊榮的注目；新導演們一貣觀賞一部正式競賽片（今年觀看的

是獲得評審團大獎的法國片：【人與神】），之後受邀到坎城著名的 Martinez 旅館，

於米其林二星餐廳晚宴，晚宴由坎城影展總監堤耶希福瑞蒙先生親自主持。 

 

 

【圖六】2010 年金攝影機得主導演邁克霍（Michael Rowe）和潔曜合影 

 

 

（二） 在坎城影展「核心」－影片部門之行政工作 

 

潔曜另一項工作是在影片部門負責整理、歸納申請入選坎城影展之三千餘

部來自世界各地的短片。 

影展副總監及影片部門主任克里斯丁榮恩對潔曜表示：「影片部門為坎城影

展的核心（le coeur）。」每年約有 1600 部長片和 3000 部短片爭取入選，最後只

有二十部長片、九部短片入選正式競賽，長片的錄取率為 1.25%，短片錄取率甚

至只有 0.3%。 

潔曜在影片部門負責整理、歸納申請入選坎城影展之三千餘部來自世界各

地的短片，這些影片之 DVD 塞滿一片牆還裝不下。實習生潔曜還整理三千餘部

短片的評審意見。 

潔曜表示，其在影片部門學到的有： 

 

1. 嚴謹的工作紀律： 

影片部副主任羅宏西瓦（Laurent RIVOIRE）向潔曜表示：「影片部門為影

展核心，每年要處理數千部來自世界各地的影片，要有嚴整的工作紀律，沒有出

錯的空間。」影片部門工作紀律與效率要求嚴格，如要求在極短時間在三千餘部

短片中找出十部特定作品，給予影展重要人士如影展總監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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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見證世界水準的影片藝術嚴格要求： 

影片部副主任羅宏西瓦特別給潔曜觀看 2009 年入圍的九部短片，這九部短

片在來自全世界三千多部中雀屏中選，能入圍的都是世界級的最高水準，羅宏西

瓦向潔曜說明：「坎城影展的正式入選影片藝術要求可以說是世界所有影展最嚴

格的，影片部門落選的影片常跑到國際影評人週、導演雙週，影片若再落選，可

能會到柏林和威尼斯影展。」見證到如此嚴格的選片標準，讓身為影像創作者的

潔曜深受鼓舞，立定要創作出如此高水準作品的志向。 

3. 觀察台灣短片的參與機會： 

潔曜利用坎城影展內部資料庫調查，結果顯示台灣今年共有五部短片參

賽，台灣學生在外國拍攝的作品（如在國外電影學校學習的台灣學生）有十八部

短片參賽，可惜的是，沒有一部入圍。研究顯示：台灣影片只有 1997 年由林俊

泓導演的【小孩、塗鴉、生活照】曾獲得坎城短片的提名。 

坎城影展短片規定一定要在十五分鐘之內，對台灣學生短片通常三十分鐘

來說，規格不符，建議台灣學生短片可至電影基石參賽，其時間規定為六十分鐘

之內，讓台灣短片更有機會入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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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參與巴黎電影資料館楊德昌導演回顧展之研究翻譯工作 

 

經過我的引薦下，潔曜積極協助重要影評人、前法國『電影筆記』主編尚

米榭佛洛東（Jean-Michel Frodon）先生籌備巴黎電影資料館楊德昌導演回顧展；

他工作十分賣力，曾經為佛洛東先生工作到半夜三點，早上九點再去坎城影展上

班。  

楊德昌導演回顧展於 2010 年十二月十日在法國電影資料館（Cinémathèque 

française）舉行，放映楊德昌導演的所有電影作品，幾近場場滿座，獲得廣大迴

響，『世界報』等主流報紙均有報導；回顧展並出版法文紀念文集，提供楊德昌

導演詳盡的法文資訊。 

潔曜主要從事楊德昌導演紀念文集的中文資料研究和中文翻譯法文的工

作，主要撰寫導演『牿嶺街少年殺人事件』製作過程的法文研究報告，和在 2000

年以『一一』獲得坎城最佳導演後到其因病去世歷程的法文研究報告，並將所有

影片的工作人員名單翻譯成法文。 

本次影展法文紀念文集－【楊德昌電影】（《Le Cinéma d’Edward Yang》）由 

佛洛東先生撰寫，知名法國出版社 l’Éclat 於 2010 年十一月發行。佛洛東先生在

其專書序言中，特別寫道：「熱烈感謝來自台灣的年輕學者陳潔曜，澄清了我所

需要的特殊資訊，為本書提供極為有用的幫助。」 

學生潔曜參與巴黎楊德昌導演影展紀念文集的研究、翻譯工作，希冀讓法

國和國際電影界深入了解台灣楊德昌導演的美學和一生，讓台灣電影受到尊崇，

也間接協助台灣電影文化的國際推廣。 

潔曜表示，綜論其在法國實習工作學到的主要有： 

 

1. 追求完美的工作紀律： 

坎城影展為國際一級影展之首，在此世界級的盛典工作，要有嚴整紀

律，沒有出錯空間。坎城影展的工作團隊每天都上緊發條、戰戰兢兢，努力

維持世界領先的國際影展地位。 

2. 追求得體的工作禮儀： 

潔曜學到禮儀與管理，接待影展貴賓是公關的一環，儀表是第一印象，

談吐第二，誠懇是必要條件，效率更是眾目睽睽頇檢驗的成績。 

3. 追求卓越的電影專業： 

潔曜從影展內部學習到珍貴第一手的坎城影展內部資訊，並且以影展

工作人員終身對電影奉獻的熱情為榜樣，學習到以熱情追求專業與卓越的工

作態度。 



20 
 

伍、 經費運用 

 

他於法國實習工作三個月，包括坎城兩星期，影展巴黎辦公室實習兩個月

又兩個星期；法國生活費昂貴，他省吃儉用，以約四十萬元完成此計劃。 

坎城影展實習依照影展傳統慣例不支薪，實習期間三個月只給予實習補貼

台幣 35273 元。 

本教育部【學海築夢】計畫獲得補助十五萬餘元，本計劃並無獲得任何其

他學校、政府機關補助。 

 

【表二】實習生海外實習計畫收入支出一覽表 

 

收入 支出 

 教育部【學海築夢】計畫補助十五

萬餘元（本計劃無獲得任何其他學

校、政府機關補助） 

 坎城影展實習三個月補貼台幣

35273 元 

 潔曜自行支出：約二十一萬元（存

款十六萬元、信用卡借貸約五萬

元） 

 

 機票、簽證費：五萬五千元 

 坎城影展期間兩個星期：約十三萬

元（住宿費高達八萬元，巴黎坎城

來回交通費一萬元，工作用禮服費

一萬元，生活飲食雜支約三萬元） 

 於坎城影展巴黎辦公室實習兩個

月兩星期之生活費：約二十二萬元

（包括住宿、飲食、交通、雜支等） 

總計共約四十萬元 總計共約四十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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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實習成果檢討 

 

一、 使坎城影展深入了解華人電影媒體與電影學校教育 

 

潔曜在影展各大重要部門參與工作，在各部門主管的親自指導帶領下，由

實際的工作機會深入了解坎城影展的內部組織運作，由認真工作為坎城影展做出

貢獻，也讓影展更深入了解華人電影媒體與電影學校。 

 

（一） 使坎城影展深入了解華人媒體 

 

潔曜閱讀所有華人媒體對坎城影展的報導，撰寫華人媒體報導坎城影展的

法文專業報告，本報告全文刊錄於 2010 年第六十三屆坎城影展官方年度工作報

告，藉由實際工作成果使坎城影展更深入了解華人電影媒體與電影評論。 

 

（二） 使電影基石深入了解華人電影學校 

 

坎城影展正式項目－電影基石於 1998 年由坎城影展主席吉爾賈克成立，

目的為鼓勵並協助來自世界各地的電影創作新生代。 

潔曜希望增進北藝大學生在電影基石的能見度和參與可能性，希冀促成未

來華人電影學校和年輕電影工作者在電影基石的充分參與。 

電影基石對華人電影學校的認識嚴重不足，實習生潔曜於電影基石的工作

有： 

1. 以法文報告華人兩岸三地電影學校狀況： 

向電影基石負責人喬治高登斯坦和其工作團隊以法文報告華人兩岸三地電

影學校狀況，其中最主要為介紹北藝大。 

2. 建立電影基石之新華人電影學校資料庫： 

學習使用坎城影展內部資料庫，為電影基石建立完整、最新的華人電影學

校資料庫。  

3. 建立電影基石暢通之華人連絡咨詢管道 

電影基石工作團隊透過潔曜來處理華人連絡溝通與資訊咨詢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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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使台灣學生深入了解坎城影展，增進文化組織的實踐

能力 

他參與坎城影展網站中文化工程，希冀讓華人能夠更深入了解坎城影展；

實習完畢，他成功在台舉行成果發表會，讓台灣學生也深入了解坎城影展。 

 

（一） 參與坎城影展網站中文化工程，希冀讓所有華人深入了

解坎城影展 

潔曜參與坎城影展網站之中文化的工作，翻譯一百二十部影片之劇情大綱，

貢獻心力於影展網路中文化此龐大工程，目地為使所有華人能夠在網路上透過中

文深入了解坎城影展。 

 

（二） 舉行成果發表會，經驗傳承，增進入選動力 

學生潔曜於實習完畢後在北藝大公開舉辦成果發表會：『前進坎城－電影新

秀跨進國際一級影展的第一步』，目地是使台灣學生深入了解坎城影展、增進入

選動力。 

成果發表會於 2010 年十月二十五日於北藝大藝文生態館公開舉行，藉由文

圖並茂的七十七張 PowerPoint 說明，發表會重點有： 

1. 『你應該知道的坎城：從外部看坎城影展』 

影展歷史與正式競賽、一種注視、帄行單元等各項目的介紹。 

2. 『你不知道的坎城：從內部實習看影展』 

由在坎城影展各大部門內部實際工作看坎城內部運作。 

3. 『坎城影展和電影新秀息息相關的三個 “C” 』 

短片金棕櫚（Cannes Courts）、金攝影機（Camera d’or）和電影基石

（Cinéfondation）等三個關於電影新秀重要項目入選機制的詳細介紹。 

4. 『入選影展秘笈』 

潔曜在成果發表會強調：電影基石評選影片比坎城短片正式競賽更適

合華人電影學校學生的參與，因為電影基石評選影片片長為六十分鐘

以下，比坎城短片正式競賽規定的十五分鐘之內更為自由，對華人短

片通常較長（常約三十分鐘）的形式篇幅更為合適，入選和獲獎的機

會更高。 

5. 『電影新秀國際一級影展路線』 

潔曜整理國際一級影展對電影新秀提供的資源，提出電影新秀國際影

展路線表，如【表三】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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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潔曜提出之『電影新秀國際一級影展路線表』 

 

 

 

 

 

創作階段 坎城影展 柏林影展 

 

 

 

短片創作 

↓ 

 

 

 

電影基石－短片精選 

（限學生作品，六十分鐘內， 

紀錄片不收） 

短片金棕櫚 

（十五分鐘內，超過不收； 

世界三千部片選出九部） 

 

電影新秀營 

（電影工作新秀皆可申請；

最好具備英文溝通能力） 

柏林今日大獎 

（需入選過電影新秀營； 

提出短片企劃， 

入選獲得拍片資金） 

柏林短片競賽 

（不需入選電影新秀營） 

 

劇本發展 

↓ 

電影基石－駐市創作 

（每年兩次；需有短或長片作品； 

已完成劇本初稿； 

英或法文申請； 

需具備英或法文溝通能力） 

 

 

長片資金 

↓ 

電影基石－工作坊 

（幫助長片企劃找尋資金； 

無報名表，由電影基石主任挑選； 

劇本應當完成，自有 20%的資金， 

並有開拍日期） 

 

電影新秀市場 

（需入選過電影新秀營； 

幫助長片企劃找尋資金） 

參加影展 一種注視（或正式競賽） 

↓（落選再戰） 

導演雙週 

↓ 

國際影評人週 

（以上處女作入圍角逐金攝影機獎） 

↓ 

轉戰威尼斯或柏林 

正式競賽 

↓ 

電影大觀 

↓ 

青年論壇 

↓ 

其他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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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電影新秀參與國際影展的建議』： 

潔曜對電影新秀進入國際一級影展提出下面兩個建議： 

1. 電影美學與品質精進： 

坎城影展每年在三千部來自世界各地的短片中只入選九部，錄取

率只有 0.3%，入圍坎城影展短片除了製作品質一定要精良，美學

更要前瞻並且扎實，才能在人才濟濟的國際電影新秀中脫穎而出。 

2. 充實英文能力： 

國際一級影展有許多特別為電影新秀舉辦的活動，如坎城影展電

影基石的『創作公寓』和柏林影展的『電影新秀營』的參加必要

條件為英文具備溝通的能力，台灣電影新秀應充實英文能力，參

與競爭激烈的國際影展活動。 

 

【圖七】實習計畫成果發表會之海報 

 

發表會獲得學生廣大的迴響，如入圍 2010 年金馬獎最佳短片『修學』的導

演詹凱迪便向潔曜諮詢前進國際影展的策略與方法，潔曜積極建議其參加坎城影

展電影基石短片精選之項目。他計畫每年在電影學系舉行發表會，讓電影系之新

生能夠深入了解影展機制，增加入選動力。 

潔曜在坎城影展工作期間，坎城影展副總監與影片部主任克里斯汀榮恩曾

多次明白表示：歡迎潔曜引荐台灣的短片或者長片，參與坎城影展。他為了推廣

台灣電影至坎城影展會不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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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參與巴黎電影資料館之楊德昌導演回顧展籌備，協助台灣電

影文化之國際推廣 

 

潔曜主要從事楊德昌導演紀念文集的中文資料研究和中文翻譯法文的工

作，巴黎楊德昌導演回顧展於 2010 年十二月十日在法國電影資料館

（Cinémathèque française）盛大舉行，放映楊德昌導演的所有電影作品，『世界

報』等主流報紙均有報導。 

學生潔曜參與巴黎楊德昌導演影展紀念文集的研究、翻譯工作，希望讓法

國和國際電影界深入了解台灣楊德昌導演的美學和一生，讓台灣電影受到尊崇。 

 

 

【圖七】巴黎電影資料館舉行楊德昌導演回顧展研討會， 

右一為回顧展主辦人 Frodon 先生，中坐者為楊德昌導演遺孀彭鎧立女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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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實習充實專業能力，接觸多個國際劇本和故事，有助日後獲

得台北電影委員會銀劇本獎 

 

潔曜在實習期間開發眼界、精進專業能力，乃於結束實習後積極撰寫舉本，

獲得全國性獎項－『順著景點一路拍』劇本徵選銀劇本獎。 

在實習期間他在法國電影資料館（Cinémathèque française）和巴黎藝術電影

院觀賞總共超過七十部電影，獲得大量靈感與啟發，得以在新的創作中沉澱發

揮，在法國撰寫新的長篇電影劇本－『台北撞巴黎』，參加第二屆台北市電影委

員會『順著景點一路拍』劇本徵選，此為一全國性競賽，只要劇本場景發生在台

北，劇本寫作使用中文，全球華人都可以參與競賽。競賽競爭激烈，最後得獎多

為電影業界資深創作者，如得第一大獎的李志薔曾拍攝兩部長片，第三大獎的閻

鴻亞拍過五部長片；身為電影新秀的學生潔曜最後在競爭激烈下獲得第二大獎－

銀劇本獎，實屬難得。 

 

 

 

【圖八】學生潔曜在實習期間精進專業能力， 

獲得台北市電影委員會劇本徵選銀劇本獎之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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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充實語言後，成立北藝大【法語咖啡】，每週免費教導學生法

文，進一步實習教學相長 

 

潔曜經由此全法語的實習環境磨練，法文大為增進，回國後除了公開舉辦

成果發表會，使台灣學生深入了解坎城影展、增進入選動力，潔曜更在北藝大成

立【法語咖啡】，每週免費教導同學法文，提升學生的法文水準，帶動法語學習

風氣。 

【法語咖啡】於每星期三晚上舉行，共有兩個班級，時間各為兩個小時，

總共有六個學生；在『法語初級班』潔曜從最基本教貣，『小王子閱讀班』則由

潔曜帶領有法文基本程度的同學閱讀法文原文書籍。【法語咖啡】的教學活動完

全免費，並舉辦多種教學活動，如法國香頌研習，並邀請法籍博士 Jean-Luc Rigaud

先生教學，Jean-Luc Rigaud 先生目前為巴黎索邦大學的研究員和教員，曾出版兩

本著作，潔曜特別邀請其到【法語咖啡】免費教學。 

 

 

 

【圖九】法籍博士 Jean-Luc Rigaud 參與【法語咖啡】 

－學生潔曜舉辦之免費法語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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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本海外實習計畫藉由在坎城影展重要部門實際工作深入探討坎城影展內部

機構，獲得寶貴的實際經驗和第一手資訊，並著重了解坎城影展發掘電影新秀的

機制－電影基石 Cinéfondation，期待促進北藝大同學和台灣電影新秀參與。本實

習計畫研究與翻譯坎城影展之歷屆歷史，並參與楊德昌導演巴黎回顧展，希冀對

台灣和法國電影界的互相深入了解有所貢獻。本計劃期望增進坎城影展和華人電

影界的深入了解和深厚友誼，促使台灣電影學生能夠深入了解坎城影展機制，增

進入選動力；另外，學生潔曜在實習期間精進專業能力，最後獲得全國性獎項－

『順著景點一路拍』劇本徵選銀劇本獎；經由實習嚴格的全法語環境磨練，本實

習計畫後續成立【法語咖啡】，以每週免費的法語教學活動，以提升台灣學生法

文能力和學習法文的風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