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研究計畫之背景與目的 

(1) 研究計畫之背景 

    傳播學者 Lasswell 指出，傳播媒介具有守望環境、傳遞文化、聯繫社會等功能，

而電視身為大眾傳播媒介的重要工具，對於閱聽眾自有相當的影響作用，尤其在頻道

豐富的台灣，電視節目在一般大眾的生活更是佔有一定程度的時間，但長久以來，國

內許多的科學教育節目總因為對白呆板、表現方式單調而乏人問津，而錯失了藉由此

一傳播工具發揮科學教育的良機，除此之外，相較於國外如 Discovery 的專屬科技頻

道，台灣對於本土科技能力及研發進展的相關節目也堪稱付之闕如。 

有鑑於此兩大需求，本研究將試圖運用新穎的鏡頭、活潑的旁白、脫離過去說教

的呈現方式，從台灣日前在國際上大放異彩的的科展得獎事件著手，紀錄這兩位高中

生(黃維綱,邢本元)參加此次科展的歷程，用淺顯易懂的大眾語言，把此次科展應用

到的科學知識(熱聲效應)解說讓大眾了解，並藉由其指導教授(台大應力所李世光教

授)的解說，概略介紹台灣目前在科展比賽的科技發展現況。 

(2) 研究計畫之目的 

□藉由此次台灣高中生獲得國際科展大獎的事件，促進科學發展對於社會大眾的重

視。 

□運用生活化的方式拍攝高中生的科展比賽過程，記錄其中的歷程與值得學習的科學

家精神，能深入淺出的鼓勵莘莘學子對於自然科學領域的邁進，並增加一般大眾對

於科學知識的推廣。 

□拍攝多次指導科展的教授，介紹目前台灣科學教育與科展比賽的現況，不但能為台灣

科學界保留難能可貴的紀錄，更可作為之日後學校教育用的資料影片。 

□目前在台灣製作，從台灣在地觀點出發的科技相關節目並不多，必定可以讓喜愛知識

性節目的觀眾重視，有助於對科普教育的推廣。 

□節目中關於科學知識的解說部分能作為模組提供其他科教節目之用。 

 

（二.）進行步驟及執行進度 

(1)頻道託播 

□託播頻道:華視教育頻道(第 11 台) 

□集數:上下 2集各 30 分鐘，上集以參展同學為主，下集以李世光教授為主。 

□目標觀眾:以高中職以上在學學生為主要目標觀眾，學生家長等社會大眾為次要目

標觀眾。 

 

 

(2)拍攝方式 



   前製期將多次走訪以科學教育聞名的麗山高中，接觸這兩位獲得國際科展大獎的

同學 

(黃維綱/邢本元)為主，延伸側錄周遭的校園環境，包括學校老師,指導教授(李世光),

班上同學與家長等人事地物，盡可能獲得大量而真實的背景資料作為拍攝腳本之寫作

素材，而在前製會議確定腳本後，運用紀實報導的方式回溯當時這兩位同學在參加科

展過程中的歷程。 

首集內容以兩位同學參加科展的故事為主軸，輔以介紹此次參展作品的科學部

分—熱聲效應(未來可做科學普及節目的模組之用)，進而帶出另一集的主角-台大應

用力學研究所的李世光教授，除了介紹兩位同學參加科展的歷程之外，也會從李教授

的部分切入拍攝，介紹台灣科學教育與科展比賽的現況。拍攝內容著重: 

□ 參加科展的前後歷程中，如何運用科學教育的理性思維去解決問題。 

□ 此一團隊如何發揮團隊默契與團隊精神的意義 

□ 科展過程中展現的科學家精神為何，以及周遭環境的影響。 

□ 李世光教授對於台灣科學教育的貢獻與紀錄。 

□ 台灣目前科學教育與科展比賽的現況介紹與展望。 

 
 

 

 

 

 

 

 

 

 

 

 

 

 

 

 

 

 

 

 

 

 

 



 

 

 

 

 

 

 

第一集 科展風雲榜—本來就剛好 

第二集  團隊風雲榜—台灣之光 

 

版權申請書 

 

 



 
第一集 科展風雲榜—本來就剛好 
影片腳本修正版 2006/5/22 

腳本及旁白設計： 
序 VIDEO 旁白 時間 備註 

模組 1 引言(片頭)「研究動機」   180” 

1-1 △ 陽光很大 

△ 麗山高中外觀 

△ 物理課教室牌 

△ 吳明德老師上專題課景 

△ 本元維剛聽課 

△ 黑板的風扇 

Diss 

△ 動畫：風扇(合成) 

△ 本元打草稿 

 

 

 

△ 開始量測做實驗 

△ 本元及維剛記錄實驗數據 

 

 

旁白 OS:溫室效應影響整個地球，包括海平面上

升、溫度上升對四面環海的台灣來說是值得關

切，這也是科學家與產業界頭痛的問題。 

麗山高中的物理專題課常會帶領學生自行發

覺問題甚而去動手實驗與生活中有關的科

學研究，讓他們在生活中找靈感，成為創意的來

源。 

「創意的思維」就是發掘我們日常生活中的

事物並去做改變有時還能創造出不同的方式更符

合人們所需增加原來的價值，也就是創新。 

 

本元說明：「電扇改良原理」 

 

旁白 OS:這倆位同學用實驗去證實他們的想法可

不可行，所以用簡單的「圓錐套管」替代「號角

裝置」，把所測量的風向及風速一一的記錄，結果

維剛很開心的表示：「我們研究發現號角

裝置有效達到預期的集中風力增加

範圍的目的」 

 

  

1-2 △ 二人旋轉的小片頭：「科展風雲

榜-元來就綱好」 

 

科展風雲榜 

元來就綱好 

 

  

1-3 △ 科教館頒獎表揚的畫面(6/1

科教館畫面) 

△ 本元在台上講得獎心得 

 

△ 維剛在台上述說得獎心得 

 

(現場頒獎音) 

 

 

本元得奬感想：「得奬真的不是重點，就是那個覺

得就是在我們整個 二年多三年的做科展的過程

  



Fade out 

△  
中 ，我覺得除了培養很多能力,可以學習

到知識之外，還有一個就是態度的轉變。」 

 

維綱得奬感想：「像我們就很冒險的在學測的前幾

天熬夜做我們的實驗還有數據這樣子，但是其實

我覺得說，當時很辛苦，但是你現在回過頭來

看，那段時光很難忘，而且你會覺得感覺非常

棒。」 

(觀眾鼓掌) 

 

 

1-4 △ 在學校做實驗 

 

△ 做實驗半夜回家 

 

 

△ Fade out 

 

 

旁白 OS:這對他們來說，是一次很特別的經驗，維

剛回想當時說真的還蠻辛苦的。要問他想法哦！

他只能說…「其實當時根本沒想到會得獎，自己

還蠻錯愕的，只知說要堅持下去。」 

 

 

  



 

序 VIDEO 旁白 時間 備註 

模組 2 「家庭生活」   180” 

2-1 △ 訪問：黃爸爸 

△ ins 維剛與姐姐蹓狗 

△ ins 本元與姐姐在彈吉他唱歌

△ ins 與家人的互動 

 

△ ins 維剛小時候的照片 

△ ins 維剛在家生活的狀況 

△ ins 維剛在學校做實驗 

△  

 

黃爸爸的訪問：「我想我們家的教育方式，是比較

採取自由開放的方式，好像維綱他們不喜歡補

習，那我們幾乎很少補習，照著他們的興趣，也

讓他們有發展的空間，像這一次學，而他們全國

科展測和學測的時間可以說是互相衝突，當初我

們也非常擔心，他們學測的問題，但是後來，我

們知道他有興趣，我們就一直支持他到底。 

這一次,他能夠在全國，在科展上得名次呵，我想

有很多人的幫忙，特別是他們的同伴、老師、教

授。」 

 

  

2-2 △ 訪問：盛寶徵 

△ ins 老師看維剛做實驗 

△ ins 維剛做實驗 

△ ins 維剛在家看書 

 

盛寶徵老師訪問：「學測的考試時間跟國際國展的

比賽其實時間點很相近，那我想學生也面對相當

大的壓力，那一段日子裡，黃維綱常在實驗室裡

做實驗,忙到三更半夜，那我也會很擔心他的課

業，所以必要的時候，我會在旁邊適時的提醒他，

不過我想這既然是他的決定，所以身為導師的

我，就在旁邊鼓勵他支持他，那陪他走過這一段

路程。」 

 

旁白 OS:維剛雖然說參加了科展，但他的課業成績

一直都還不錯，尤其是學測後他還考上了國立大

學。 

所以說參加科展不見得就不能兼顧學測的呢？ 

 

  

2-3 △ 訪問：邢媽媽 

△ ins 本元彈琴 

△ ins 本元小時的照片 

△ ins 本元與父母互動 

△ ins 本元上網找資料 

 

 

 

 

 

 

 

 

邢媽媽訪問：「本元小的時候在美國有住過幾年，

所以英文還有點基礎，那麼他就在這個基礎上，

做了大量的綱路閱讀，所以他也常會去看一些，

跟科學相關的綱站，像美國天文學會、NASA 等

等的，那麼這次從麗山高中的專題研究開始，直

到整個參加科展的過程中，他也經常自己上綱上

找資料，那麻除了檢索論文之外，他也去查看有

沒有相關的研究。」 

 

 

  

2-4 △ 訪問：張良肇老師    



△ 本元與班上同學的互動 

 

△ 「邢佳作」 

張良肇老師訪問；「邢本元是一個非常有熱情的同

學，不管是在校外還是校內，那，他都很熱心的

去幫助別人，幫助同學，所以因此他在自己的功

課或學展上面，他都常常先想到別人，先幫助別

人做，所以了，他自己的事情，都在最後才想到，

啊！自己也還沒做完，因此，在做其他學展的活

動裡面，他就是因為這樣子，所以沒有辦法做到

很完整，很完美。那就當然只拿到一個佳作。那，

最後當然 ，他也因為這樣，很多同學願意去幫助

他，最後他的事情，他也很執著的去做，因此，

他也拿到他該拿的一個大奬。」 

 

 



 

序 VIDEO 旁白 時間 備註 

模組 3 「大展生手」   180” 

3-1 △ 二人走在學校走廊 

△ 進入實驗室 

△ 冷熱….實驗 

△ 動畫：(合成) 

△ 動畫：(合成)二人開始製作熱

導效應時間穿梭 

△ 組裝完熱導的最後實驗 

△ 科展參賽 

△  

旁白 OS:像我們這樣邊讀書及參加科展的同學們

也很多，因為麗山高中主要以科學為導向的教

學，尤其是在每個學生高二的時候都有專題顆要

選擇有興趣的科學主題去研究，高三就回到準備

升學(大學)，當然有的還是會繼續研究下去…」 

 

 

旁白 OS:本元回想當時說：「做實驗，最花時間了。

有一段時間，他每日癈寢忘食，其實未曾「忘食」，

只是「未食」，連上課都會睡著，打破了他從小以

來保持上課不打瞌睡的紀錄；所以他認為時間分

配得重要，必須想好事情的輕重緩急。」 

 

 

維剛說明：「熱電半導體應用的說明」 

 

 

 

 

 

  

3-2 △ 得獎的獎杯+照片(2005 國際

科展台灣參賽高中生合照照

片(約 3~4 張) 

△ 訪問：柯正峰館長 

△ ins 科展評審現場(2006 年科

展) 

△ ins 外國學生的作品 

△ ins 學妹的作品 

△ ins 學弟的作品 

 

 

 

柯正峰館長訪問：「談到這個國際科展， 是科教

館一個很重要的工作，透過初選、複選，然後再

決選，我們選拔優秀的這些 國內的年青朋友的作

品，我們也引進國外的參展作品，大家在科教館

這邊，互相觀摩，順道評審，那我們擇優，選拔

我們優秀的年青朋友的作品，也送到國外去參

展。」 

 

旁白 OS:老師都會鼓勵學生們多去參賽，這樣一來

可以建立「自信心」又能「培養興趣」 

而 他 們 這 專 題 研 究 共 得 了 二 個 大 獎

「………………..發明獎」及「2004 年的台灣

國際科展儲備選手」 

 

  

3-3 △ 高中上課景 

△ 旅遊 

△ 逛街景 

 

旁白 OS:「青春只有一回，除了讀書之外，空閒時

間你都在做怎麼？ 

  



△ 跳舞 

△ 打球 

△ 打電動景 

△ 畫畫 

△ 實驗室 

△ 科展 

 

△ Fade out 

旅遊、逛街、跳舞、打球、打電動、畫畫，還是

也做科展研究呢！其實專心的做你想做的事，常

會有異想不到的收穫喔…」 

 



 

序 VIDEO 旁白 時間 備註 

模組 4 「首度的挫敗」   180” 

4-1 △ 李世光教授與本元維剛聊研

究計畫 

△ 李老師的辦公室討論 

 

△ 大同電扇(各種電扇短鏡頭) 

△ 二人表情哀傷 

△  

 

 

旁白 OS:本元及維剛被選為國際科展的儲備選

手，可繼續再培訓準備代表台灣參加國外的科展

比賽」但卻馬上面臨更大的考驗。 

 

李世光老師訪問：「當時我們在看這個維綱跟本元

他們參加國內科展的時候，他們的題目是做電

扇，再加上熱電效應來改進電扇，這個題目就高

中生的研究是有意思的，可是他們所參加的組別

是工程科技，那以我們從工程科技的眼光來看，

這個題目沒有研究的價值，當他們真正來找我

說，希望科展的培訓的時候，我們說第一件事是，

如果要參加這個領域題目要改，因為以熱電效應

來所謂的風扇的改進的話，那我們說你的競爭對

手會是大同電扇，大同電扇在台灣已經好幾十年

了，那它改進的空間是有限的，就是從這個科技

推動的眼光來看，是有很困難的改進，所以說我

們他們第一件事要做是修改這個題目，但是能夠

遵尋他們原來的思考程序，繼續往前走。」 

 

  

4-2 △ 維剛回家苦惱 

△ 本元回家苦惱 

△  

旁白 OS:維剛回想當時說：「這熱電半導體和風扇

的降溫效果研究，幸運的在國際科展入圍了，他

的第一次就有這麼好的成果，總會有點驕傲，自

以為了不起，沒想到評審教授的一句話….徹底打

敗他的信心。」 

而本元也回想著：「學得越多，知道的越少」那..

他要更努力些！」 

 

  

5-1 △ (黑畫面)電呤聲 

△ 開門取件 

△ fade out 

 

旁白 OS：本元上網找到有關聲波與電扇的關係，

雖然聲波製冷技術採用的熱聲原理需要涉及到想

熱力學、聲學、流體力學以及熱傳導學等多種理

論，設計的參數也非常的複雜和... 

 

 

旁白 OS:本元無意間發現國外網頁中美國賓州大

學似乎有類似實驗設備，在研究如何利用熱聲效

應去製造冰箱，所以他就寫 mail 跟他們尋問，沒

想到他們很快的回應，後來買了兩套“熱聲效應”

的實驗器材寄回台灣。」 

 

  



 
序 VIDEO 旁白 時間 備註 

模組 5 「不放棄」   180” 

5-5 △ 水杯音樂(各稱角度) 

△ 各試管說明聲音及熱聲的… 

△ 互外的水杯 

△  

旁白 OS：也許是他們的努力及堅持，讓老師們也

把壓箱寶找出來傾囊相授，學校吳老師恰好有研

究聲波的學術背景！ 

 

旁白 OS：他說聲波可以是熱波，熱量的傳遞可以

由波的振動來完成，聲波在熱空氣中走得較快，

在冷空氣中較慢，因此不同溫度的空氣有不同的

折射率，就好像許多光學密度不同的介質。 

 

 

 

 

  

5-2 △ (黑畫面)電話響 

△ 維剛講電話 

△ fade out 

 

維剛：「喔..真的喔..」 

 

  

5-3  

 

 

△ 訪問：吳明德老師 

△ ins 實驗室本元與老師在討論

△ ins 維剛在旁畫圖 

△ ins 吳明得老師指導 

 

 

 

 

 

 

 

△ 動畫：熱聲效應的原理 

旁白 OS：有了這些方向後，他們並沒有被這些看

來困難的研究打敗，而是趕緊的著手進行這項

「改頭換面」的研究。 

 

吳明德老師訪問：「維綱他們一開始喔，因為我們

一開始做專題的時候，需要各式各樣的能力，有

的同學需要查證他們的能力，有的同學需要動手

做的能力，有的同學需要口頭發表的能力，

維綱他具有一個動手的實驗的能力，還有

就他呈現的美工能力，都是非常傑出的，剛好跟

本元可以做完全互補的工作，本元是在口頭發表

非常好，查資料也是很有效率的學生。」 

 

 

 

  

5-4 △ 二位與張老師在實驗室 

△ 盛老師與同學走來 

△ 維剛向同學說明研究 

△  

旁白 OS：因為他們的研究在國內比較少有資料可

尋，於是倆人分工合作，本元的英文非常的好，

看原文書對他來說就是家常便飯，所以負責找國

外的研究文獻並與老師學長的問題討論。 

 

 

維剛(解說)：「…….」 

  



 
序 VIDEO 旁白 時間 備註 

模組 6 「開始進行研究」   180” 

6-2 
△ .字幕「購鋁塊」 

△ 購金屬 

△ 請老板切金屬塊 

△ fade out 

 

 

旁白 OS：維剛就是運用這雙 “巧手”，進行模型的

材料購買及製作，因為經費有限所以需來個「省

錢大做戰」。 

 

旁白 OS：首先，維剛找到承德路有他需要的鋁塊

店家，到現場切幾段與他所設計的模型口徑大小

一樣的鋁塊。 

 

 

  

6-3 

 
2.字幕「磨平鋁塊」 

△ 請老板協助磨平金屬 

△ 切小磨平 

△ fade out 

 

 

旁白 OS：再來因為鋁塊的邊太銳利容傷人，而且

需要平整的面，所以維剛找到一家車床的老闆，

請他協助。 

  

6-4 
3.字幕「購壓克力」 

△ 請老板協助切壓克力圓 

△ 切的過程 

△ fade out 

 

 

 

旁白 OS：另外他還需要一塊大小相同的壓克力，

而他家的一位親戚所開的正是壓克力廣告公司，

於是維剛為了省錢就去找他幫忙。 

 

 

旁白 OS：從這得知，一個研究是需要很多人的協

助，也從這兒可以看到社會的各個階層生活。 

 

  

 



 
序 VIDEO 旁白 時間 備註 

模組 7 「風風雨雨」   180” 

7-1 △ 動畫：熱聲效應的原理 旁白 OS：維剛說，這次科展作品是要改善 CPU

的散熱嘛！所以做了一個可以把概念放在 CPU 上

的模型。 

 

 

 

 

  

7-2 △   

旁白 OS：維剛雖然手巧，但因要打的孔非常精細，

他小心的用鑽孔器打在壓克力及鋁塊上，鑽壞了

可以說是家常便飯，他心想手中的鋁塊及壓克力

有限雖可以再去裁切，但一定還要花不少時間及

金錢，所以他一次比一次小心，終於成功的完成

一附！」 

 

  

7-3 △ 光華購一些零件 

△  

旁白 OS：還有些小零件，維剛自行搭車至光華商

場購買，但有些東西並不是那麼容易取得，雖然

他找了很久，只好再尋求協助。 

 

  

7-4 △ 請黃媽媽協助 

△ 訪問：黃媽媽 

△ 走在路上 

△ 街上找東西 

△ 買不材料 

△ 下雨 

△ 人來人往 

△ 公車 

△ fade out 

 

黃媽媽：「….師兄，你是做材料的，應該知道鎳鉻

絲(材料名稱)，你那有嗎？哦，你有沒有認識…」 

黃媽媽：「哦！幫我問看看..，就是我那兒子維剛

參加科展…說什麼一定要這個..」 

黃媽媽：「..我記下來，….」 

黃媽媽：「…，我朋友說你那有….是不是…」 

 

黃媽媽訪問：「維綱他啊，他很少主動跟我們講他

科展方面的一些實驗進度，通常如果有什麼問

題，他們跟他們兩個人，跟本元兩個人一起去解

決，如果會找到我們喔，通常就是沒辦法去處理

了，那當然，當媽媽的還是能幫什麼忙就盡量幫

忙嘛，讓他比較順利的完成。」 

 

  

 



 
序 VIDEO 旁白 時間 備註 

模組 8 「堅持到最後」   180” 

 △  旁白 OS：他們常到台大的實驗室與學長討論，後

來發現一個現象，就是有聲音存在時,會加強空氣

對流的現象(產生氣流)，所以他們就思考用 CPU

的熱發聲，然後產生空氣對流，把熱量帶走，結

果發現加強空氣對流的確可以產生大量的(約攝氏

80 度)，而且可以把聲音頻率提到人耳聽不到的超

音波，不會造成噪音。 

 

  

8-1 △ 本元及學長在台大實驗 

△ 本元做實驗 

△ 試管的風向 MOV 

△ 本元與學長討論 

△ 邢媽媽接本元回家 

△ 訪問：邢媽媽 

△ 路上的夜景 

 

 

邢媽媽訪問：「孩子在台大應力所做實驗的時候，

常常晚上會做到 11 點、12 點，有時候甚至是 1 點、

2 點，因為真的是蠻晩的，所以我通常都會接他們

回家，還好我也在同一個學校工作，所以我通常

都在研究實裡面，做我的事情等他們，等到他們

結束的時候，會打電話給我，那我們就一起開車

回家，那說來也難得，這個時候，在一路上也就

是我們母子的親子時光，可以一起談談白天的工

作讀書的情況。」 

 

  

8-2 △ 火焰測試 

△ 訪問：張良肇 老師 

△ 火焰測試的圖 

△ 火焰測試 

△ fade out 

 

 

張良肇老師訪問：「這次的實驗是要測量風的流

速，就是對流速率，那這個流速是非常低的，所

以我們同一般的風速計可能量不到，所以我們想

要量，那就想到一個方法，就是用滑車上面擺這

個火焰，從滑車滑下來的時候，徧斜的角度，來

去計算，那這個風的流速有多快，那我們已經量

了出來，那也可以算，但是我們想，這個不夠精

密，那想說找一些精密的儀器來做量測，因此找

了其他實驗室，依然還是量不到，經過台大教授

的幫忙，到台大應力所實驗室找了很多很多儀

器，他說這不是實驗儀器的問題，是你們人的問

題，那麼既由人的問題開始回來實驗室，好好的

把其他因素排除，那我們用一樣的東西都量出

來，所以這個人的問題，給我們的影響很大。」 

 

 

  

8-3 △ 動畫：本元合成動畫說明圖 

△  

 

旁白 OS：什麼是 “熱聲效應改善微電子裝置散

熱”？ 

 

  



本元(解說)：「這個作品的原理主要是先利用這個

變壓器將電源輸出，然後產生熱能。 

我們首先將變壓器的電源打開，然後電流會經由

電線流到這試管裡的鐵絲，然後產生加熱的現

象，這個熱也就類似一般電器會產生熱啦！ 

熱會產生熱空氣，而熱空氣是往上升的，所以他

會經過這個充滿很多孔隙的陶瓷管， 

而熱空氣經過這些細小的孔隙，就會發出聲音，

這些聲音又會增強空氣對流，最後到試管上方，

就產生了可以散熱的風了。 

可以看一下旁邊的機器，有測出他們現在的溫度

變化。」 

 

 

 

 



 

序 VIDEO 旁白 時間 備註 

模組 9 「堅持到最後」   180” 

9-1 △ 海報(簽名) 

△ 飯店的外觀照片 

△ 回溯歷史：賽前預演(李世光

老師與學長提問題，兩人解

說) 

△  

 

 

旁白 OS：當這一群代表台灣參加國際科展的選手

們，一到美國的時候，每天晚上都要一直排練，

由教授們提一些可能會被問到的問題，好讓他們

先做預演。 

(二人用英文預演的現場聲) 

 

 

  

9-2 △ 獎杯 

△ 獎牌 

△ 得獎的平面報導 

△ 字幕：(第一名) 

△ 字幕：跨領域最佳傑出團體獎

△ 字幕：歐盟青年科學家競賽推

薦獎 

△ 字幕：一等獎 

△ 字幕：“熱聲效應改善微電子

裝置散熱研究” 

△ 頒獎中上台的張總監或杜部

長致詞 

 

△ Fade out 

 

旁白 OS：英特爾國際科展是一年一度的科學盛

事，當天據說有全世界一千五百位的頂尖高手齊

聚在美國鳳凰城，台灣以“熱聲效應改善微電子裝

置散熱研究”…整體而言，這一次是在跨領域第一

名，據說是台灣參賽二十四年以來表現最好的一

屆。 

 

 

 

張總監致詞…..(或杜正勝致詞：「今天黃總監告訴

我，這是在亞太地區，這是我們的，的密度最高，

也就是我們的比例是最高，所以，這就證明我們

的教育是成功的。」) 

 

  

9-3 △ 本元解說當時的小故事(可用

科教館的訪問或是在學校的

訪問) 

△ 戲：本元很專業解說車的功能

(賣車) 

△ 本元的尷尬表情 

△  

旁白 OS：在這次參賽中本元還有一個難忘的經驗 

 

本元(回想)：「本元：就是，就是那個，每次評審

來的時候，然後我們都必須把我們的作品講給他

聽，結果在評審聽完之後，他們也許是覺得我們

講得還不錯吧，就說；以後如果找到工作話，也

可以去賣車。」(二人相視而笑) 

 

  

9-4 △  李世光老師訪問：「我們今天的ＣＰU 利用電扇產

生空氣的對流，這個對流使得ＣＰU 不會繼續升

溫，他們兩個的研究，使我們有機會利用這些多

餘的熱能，產生究氣的對流，自動就形成一個電

扇，所以我們可以說，他們的這種做法，有機會

讓我們設計以符合下一代綠色環保能源的一個工

程設計，這就是他們真正研究的重要精神。」 

 

李世光老師訪問：「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他們兩個

  



做的這個應，這個研究工作，有相當多的應用，

所有有需要做熱能消耗跟熱能傳遞的地方，都有

應用，就以台灣的產業來說，最容易應用的就是

我們所說的ＮＯＴＥＢＯＯＫ，手提電腦，把它

的ＩＣ上面加上他們所做的這個裝置，那麼設計

得當，是有機會產生降熱的這個作法，這個作法

還有其很多方面的應用，我們的手提電腦以外

呢，我們的小相機，我們今天的ＩＰＯＤ裡面的

電腦所用的硬碟機等等等等，都有可能可以用這

個技術來做進步的散熱。」 

 

9-5 △ 二人挫折的精彩剪輯(…….) 

△ 本元及維剛走在校園裏 

△ 二人相視而笑 

△  

△ Fade out 

△  

 

旁白 OS：這是幸運之神降臨嗎？若說這是他們的

幸運，因該在於他們不管遇到多少的挫折與壓力

依然堅持下來，現在倆位都進入台灣最高學府開

始他們的新生活，研究還是會繼續下去！ 

他們兩位真是 “元來就綱好” 

 

維剛：「本元，你說是不是??.」 

本元：「是…，是什麼？…」 

 

 

  

 △ END    

 



 

第二集  團隊風雲榜—台灣之光 
影片腳本修正版 2006/6/29 
腳本及旁白設計： 
序 VIDEO 旁白 時

間 
備註

模組 1 引言(片頭)「SARS」   180”
1-1  (現場新聞) 

旁白 OS：這是個與時間賽跑的時刻，每

個人心裏都希望能快點遠離 SARS 病毒，

恢復正常的生活。 
 
 
 

  

  旁白 OS: 從 WHO 公佈急性嚴重呼吸道症

候群（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簡稱 SARS 的全球警訊挑起了全球疾病防

禦的機制。這一場 SARS 防疫戰與過去對

天花、霍亂、禽流感病毒、伊波拉病毒、

甚至是庫賈氏症與愛滋病等比較起來，規

模並沒有什麼不同。但是 21 世紀醫藥的

發達，SARS 的防疫行動顯然迅速很多。 
 

  

1-2 △   
團隊風雲榜 
台灣之光 
 

  

1-3 △  (現場新聞) 
「只要使用這個已經獲得專利的抗煞有

機化合物，即便噴灑在雨衣、內衣，也可

以百分之百發揮去除 SARS 病毒的作用。」

(或是：「此化合物破壞 SARS 病毒的實驗

室測試結果相當良好，可以添加在口罩、

防護衣上破壞病毒，將造成 SARS 病毒如

皇冠般的套膜三度空間構形解體，此時病

毒就失去入侵人體與感染的能力。」) 

(救護車聲..) 
 

  

1-4 △ 在學校做實驗 
 
△ 做實驗半夜回家 
 

 
旁白 OS:在民國 93 年五月，台灣爆發

SARS 疫情相當嚴重的時刻，以台灣大學

為首的研究團隊，在短短二十天的時間內

  



 
△ Fade out 
 

召集所有成員投入防治 SARS 的研發工

作，這個團隊結合了之前累積的許多專

利，以新思維、新方向，研發出「抗煞一

號」。 
 
旁白 OS：消息一公布，立刻為當時口罩、

防護衣奇缺的台灣社會打了一劑強心

針，解決了迫在眉睫的 SARS 疫情無以防

護的窘境。 
 
 

 △  訪問李世光老師： 
 

  

 △  訪問林世明老師： 
SARS 發生的時候,我們必須對他的奈米

結構做,也就印證了台大一號他怎麼崩解

這個 SARS, 我在醫學院拿了一些就是情

境傷人的病毒由高全良教授那邊純化出

來的, 然後當天大概六七點我自己本身進

實驗室然後掃, 剛開始掃一顆一顆圓圓

的 , 沒有被分解的, 他蠻漂亮的, 然後自

己 在那種心情, 大概 一個小時洗了五六

十次的手, 然後之後大概晚上七八點的時

候就開始用李世元老師合成的 Chemical, 
然後依照整個實驗步驟操作, 去對這個

SARS 病毒來做, 然後又開始掃, 掃到大

概清晨三四點了, 才慢慢整理出, 掃了將

近四五百顆 SARS 病毒, 然後這個 SARS
病毒顆粒都像這樣的一個顆粒,   一顆一

顆, 剛開始看相當漂亮,  其實大概那個

資料大概要四五百顆, 慢慢歸納整理確定

這 個 SARS 病 毒 ( 英 文 ) 已 經 被 Break 
Down. 
 

  



 
序 VIDEO 旁白 時

間 
備註

模組 2 「」   180”
2-1 △   

旁白 OS：然而，這次的成功並不是一個

單一事件。因為「台大奈米生醫微機電系

統研究群」在過去的發展，也曾多次的成

功執行產學合作計畫以及其他不同層次

的跨領域合作案。 
 

  

 △  李世光教授： 
之後有好幾次重要的研究案，非常非常多

次，每次遇到這種情況之後，就發現這個

TEAM 可以快速的運作，那所以，從這個

角度來看說，總歸到底，我們發現這樣的

一件事情，大學內部真正的一個團隊，平

常絕對不像軍隊，他不是一個口令一個動

作，每天都蹦得很緊，它是必須要讓團隊

內部所有成員，繼續的在學術尋找卓越，

繼續的跟我們的社會有互動，可是這個團

隊必須各有議題，不停的跟內部互動，那

麼一旦出現重要的議題，有時候能轉陣，

合成一個當時需要成軍的結構，利用長期

建立起來的互相的互動，快速的讓它走，

那這是我們十二年來，這個研究團隊從一

個人到幾十個人，到幾百個學生，這是我

們所得到的一個體驗，那麼我們相信它是

一個好的模範。不過這個團隊在永遠在求

改進，至少我們十二年的想法是這樣子。 
 

  

2-2 △   
旁白 OS：「科專團隊研究群」在性質上畢

竟不同於企業組織；因為大學實驗室裡面

人員的流動是必然，例如碩士生在組織裡

待個二~三年，博士生大約待個四~七年，

這樣必然的流動對於團隊知識的累積更

是一種挑戰。 
況且在激勵獎懲設計方面，也不能用像企

業界的高薪利誘來留住人才，不過在這裡

做研究過的人據說都會被大企業用高薪

挖角。 
 

  



 
2-3 △ 上銀科技頒獎 

 

李世光教授： 
我們通常在談台灣的產業跟學術界兩者

的研究工作，我們說學校的這個研究工

作，做出來之後逐級把它變成一個技術，

然後轉給業界真希望我們的業界可以把

他給發陽光大 ,替我們社會賺進這個外匯

可是這樣的想法在這種高速變動的時代

裡面,那是不對的想法,今天的速度太快了

學界跟業界要一起互動 這樣的想法也就

是為什麼十年前這個研究團隊說們的座

右銘跟創意的基本原則是台灣沒用的不

做沒有學術價值的也不做,第一個原因告

訴我們所有的研究工作對這個台灣這個

社會產業有貢獻,第二話就是告訴我們這

是一個台大團隊如果沒有基礎的學術工

作我們是不應該投資這個人力資源跟時

間來作這樣子一個動作的,這也就是為什

麼這十年來我們以這樣的想法來推動,整
體研究工作的建置跟他的發展也是我們

用來訓練全體成員的基本思考形式。 
 

  

2-4 △     
 



 
序 VIDEO 旁白 時

間 
備註

模組 3 「」   180”
3-1 Δ訪問博士候鄭志強 

 

Δ有人進入實驗室 

Δ實驗室的辦公場所 

Δ實驗室的休息空間 

 

Δ訪問相關的人員 

Δ團員開會的狀況 

 

 

Δ訪問相關的人員 

 

訪問博士候鄭志強：「李老師可能是把在

國外研究室的優點也用在我們的實驗室

內，所以我們的實驗室是採用手指辦認系

統，每個人都有一個密碼，不需要人去監

督，隨時想做實驗都可以來，在我們辦公

的場所裏也有休息的空間，讓我們通宵達

旦研究時可以睡個覺。」 
 
訪問學長：「我們有自行約制的方式，而

且也會有固定開會溝通的時間，若有建議

及想法時可以提出來，經由大家同意後就

變成一種規範。」 
 
訪問學長或離開的成員：「這實驗就好像

自己第二個家一樣，變成自己常來的地

方，無論是幫學長做實驗，一起討論研

究，或是幫忙實驗室盡一些義務，都讓人

樂在其中。」 
 

  

  訪問李世光老師： 
 
 

  

3-2   
旁白 OS: 然而對於強調跨領域整合的研

究團隊來說，研究不只是一個人的事情，

而是團隊合作的結果。其中畫龍點睛的部

份，就是組織的文化以及價值觀，重視

「人」的價值，把「人」當作最大的資產，

並且以「人」的整合為首要，而非把「人」

只當作是「技術」的載具。 
 

  

3-3 △   
 

  

 



 
序 VIDEO 旁白 時

間 
備註

模組 4 「」   180”
4-1 △     
4-2 △  旁白 OS：實驗室內都會有很多的實驗器

材與儀器，有的是與別的實驗室共用的，

更有的是團隊自己研發出來的，完全符合

實驗室自己的需要而設計的。 
這些儀器除了自用之外，有許多更已成功

技術移轉給產業界。 
 

  

4-3 △  旁白：這些自行開發的儀器設備不緊緊解

決自己的研究問題與提昇自己的團隊核

心能力，更是團隊的重要研發績效成果之

一。 
 
 

  

 △     
4-4 △  訪問李世光教授：「這個團隊的實驗室﹐

每天可以說是徹夜通明﹐使用率高達二十

二時~二十三個小時﹐最重要的是﹐每個

人都能夠兼顧到研究之外的學術道德﹐以

及做人理念﹐因為這個團隊的理念就是﹐

團隊每個人都是平等的﹐而每個人要期許

成為一流的人﹐當然也要用一流的標準要

求自己﹐更不要忘記肩膀上扛的社會責

任。」 
 

  

 



 
序 VIDEO 旁白 時

間 
備註

模組 5 「」   180”
5-1  旁白 OS：團隊計畫主持人之一李世光教

授，早年在 IBM 從事研究，回國後，發

現台灣的研發環境不夠人性，所以他認為

一個團隊的文化很重要，這個團隊要有 
“家的感覺”才能留注人才並也可以人性

化的管理。 
 
訪問李世光教授：「我想我受我父親的影

響很大，雖然他在銀行、金融界服務﹐但

是幾乎從來不應酬﹐回到家就唸書﹐教導

兒子的就是﹐要做一流的人﹐就要有一流

的眼界﹐更不要忘記自己是台灣人。」 
 
 
 

  

5-2 △  旁白 OS：李世光的父親﹐就是在十信風

暴當中﹐接下十信的李文雄﹐後來也擔任

過台灣銀行總經理、合作金庫總經理﹐最

後在合作金庫董事長的任內退休﹐三個兒

子各有專精﹐都在美國拿到博士學位﹐但

是在李文雄的期盼之下﹐三個兒子都放棄

了美國的發展﹐回到台灣服務投入學術以

及實務各種領域﹐李世光就是大兒子。 
 

  

 △     
 



 
序 VIDEO 旁白 時

間 
備註

模組 6 「」   180”
6-1 Δ動畫(台灣→縮小成如鹽

大小→鹽) 

 

 

 

 

Δ報紙的新聞畫面(奈米相

關的產品) 

 

 

Δ書報資料畫面(美國 IBM

約翰…) 

Δ相關奈米研發畫面 

Δ動畫合成(想像中的奈米

未來世界) 

旁白 OS：奈米本身為一非常小的長度單

位，一奈米為十億分之一公尺，若將台灣

縮小為十億分之一，就如同一粒鹽差不多

大小。 

 

旁白 OS：物質在這樣的尺寸時可呈現多

樣、全新的特性，利用這些新的特性，可

以產生許多更具價值及商業化的產品；這

就是我們稱的「奈米科技」，即指應用介

於 1nm 至 100 nm 間物質的特性所衍生的

創新科技。 

 

旁白 OS：美國 IBM 公司首席科學家 John 

Armstrong 曾表示：「正像七○年代微電子

技術對二十世紀產生的資訊革命一樣，奈

米科學技術將成為下一世紀 IT 時代之核

心」。 

 

旁白 OS：雖然目前「奈米級」的產品大

多仍留在研究階段，但光是想到未來生活

型態、產業結構可能因無數這樣的「小東

西」而全盤改變。 
 

  

6-2   
 

  

6-3 合成特效畫面 

Δ光學的相關畫面及符號 

Δ機械的相關畫面及符號 

Δ電子的相關畫面及符號 

Δ材料的相關畫面及符號 

Δ控制的相關畫面及符號 

Δ物理的相關畫面及符號 

Δ化學的相關畫面及符號 

Δ生醫的相關畫面及符號 

 

Δ一條街上找尋招牌(電腦

資訊/通訊汽車/醫療…等賣

家) 

Δ進入一個店找尋東西(印

 
 
 
旁白 OS：微機電技術早已被廣泛地應用

在日常資訊、通訊、汽車、醫療等週邊精

密產品上。像是噴墨印表機的印字頭、碟

機讀取頭、安全氣囊內壓力感測器、以及

助聽器、心率調整器等，都是創造微機電

主要市場產值的成熟產品。 
 

  



字頭/讀取頭/壓力感測器…)

  旁白 OS：與傳統最大不同之處是這個研

發團隊是採取整合學術研發的能力、產業

的需求，及全球的趨勢進行跨領域的產學

合作。 
旁白 OS：除了研發抗 SARS 病毒無害有

機化合物，對於同樣具有脂蛋白核膜的腸

病毒也已證明有相同作用；現在更提供了

台灣生物醫學﹐包括布料、醫療用品﹐以

及未來的製藥業發展的一個絕佳契機。 
 

  

 



 
序 VIDEO 旁白 時

間 
備註

模組 7 「技轉實例」   180”
7-1  旁白 OS：剛開始的產學合作計畫，是 1994

年從汽車車燈的繞射式光學元件開始，到

後來衍生到研究開發全像顯示的技術開

發以及其他光學檢測的儀器設備。 
 

  

7-2 
 

 訪問：   

7-3  訪問： 
 

  

  旁白 OS：「台大奈米生醫 微機電系統研

究群」以及其他實驗宝共同執行整合大型

計畫的作法也相當類似於企業界靈活運

用專案小組與平日例行工作的任務規劃。 
因為整合專案集合的往往不只一個實驗

室，因此在企業系統層可以由多個組織組

成，成為跨領域整合研究計畫成功的重要

基石。 
 

  

7-4 Δ訪問吳光鐘教授 

Δ市面上藥房找(抗煞一號)

 

訪問經濟部技術處學界科專總計畫主持

人吳光鐘教授：「目前已有廠商向台大主

動表達先期參與學界科專計畫，醫用器儀

認證業界聯盟正逐漸成形，積極聯合業界

相關企業，推動學界科專成果技術移轉上

市。其中，台大奈米生醫一號（台大抗煞

一號）產品已有部分上市。」 
 

  

 
 



 
序 VIDEO 旁白 時

間 
備註

模組 8 「」   180”
8-1 Δ老人群體的生活景 

Δ老人家進醫院看病 

Δ台大心臟病方面監測系

統 

旁白 OS：國內漸趨高齡化社會，社會需

求將從臨床照顧、移動式照顧到居家照

顧，心臟病、糖尿病、關節炎等，是國內

老人最常見的疾病，目前台大鎖定心臟病

方面的監測系統，進行研究，如能快速發

現新藥及適合本地人的新藥，將是非常有

利基的商業模式。 
 

  

8-2     
8-3 △   

旁白 OS：為了研發體內檢測晶片，台灣

大學無線奈米生醫系統研發團隊公布階

段性研究成果，以電化學檢測系統為技術

平台，發表四合一血液檢測儀，授權廠商

創盛科技公司預估，年底可進入量產。 

 
訪問台大應用力學研究所教授李世光：

「台大研究團隊以體內檢測晶片為目

標，透過不同階段的學界科專計畫，預計

以兩億四千萬元預算投入基礎研發；其

中，第一階段三年期的學界科專至今年底

到期，以電化學檢測平台為基礎，只要採

集一滴血，就可在六秒內檢測血糖、膽固

醇、三酸甘油酯及血紅素等四項數值。」 

 
旁白 OS：這項技術已授權給創盛科技公

司，預計今年底可正式量產，以其中一項

血糖檢測為例，一年市場潛力就高達六十

億美元。 該研究團隊正計劃申請第二階

段學界科專，同時發展另一套技術平台免

疫蛋白，預計將利用這項技術平台檢測引

發心血管疾病的Ｃ型反應蛋白，三年內完

成科專成果後，將繼續授權給民間廠商。 

 

  

8-4  旁白 OS：研究團隊在這個計畫的最終目

標，是發展出多點體內檢測晶片，這種系

統晶片被植入人體後，不需充電而可長期

留置體內，針對老年人的各式生理參數，

可以透過遠端無線傳輸，直接傳達給醫療

  



照護人員。 但是這項技術目前在全球仍

屬在研發階段，美國最先進的技術已可透

過植入式載具傳送胰島素，但每兩星期就

要開刀取出，另外一家美國應用資料解決

公司（ADS），則是發展出可植入體內的

RFID 晶片，並判讀其病例。 
但由於植入式晶片在台灣，仍面臨法規上

的限制，因此台灣大學無線奈米生醫系統

研發團隊預計以十年時間來完成。 

 
8-5 △  旁白 OS：當紅產業淘汰週期短的特性，

及注重研發，台灣雖然擁有豐富的半導體

人才與經驗，但我們可以勝任嗎？ 
 
訪問團隊相關人員：「運用原有的技術，

可以讓產品因微小化而提高其性能、品

質、可靠度及附加價值，同時降低製造成

本。」 
 
訪問團隊相關教授：「………………。」 
 
訪問經濟部技術處學界科專總計畫主持

人吳光鐘教授：「團隊除提升先進科技之

外，也要注意社會需求，如健康照顧、環

保、商業支援等。」 
 

  

 



 
序 VIDEO 旁白 時

間 
備註

模組 9 「」   180”
9-1 Δ合成畫面 旁白 OS：「台灣擁有眾多學術研發人才，

結合強大的資訊通信製造優勢，及社會快

速應用科技產品的環境，只要補助研發政

策得宜，不但能讓國人享有先進科技帶來

的優質生活，更能藉由創新研發帶來的高

利潤。 
 

  

9-2 Δ醫院場景 

Δ醫生看病人 

Δ病人的拿著柺杖走著走

著(背影) 

Δ病人變成很正常的人(背

影) 

Δ正常人走走變成超人飛

出鏡 

 

旁白 OS：「以人為本」的理念已成為先進

各國對未來研發的共通點，並以環境、生

醫、資訊、通訊四大科技領域為主軸，結

合無所不在的計算達成「無所不在的生活

照料」，透過科技輔助「讓病人變凡人，

讓凡人變超人」將是二○二○年的生活寫

照。 
 

  

9-3 Δ團隊全體開會景 

Δ開會討論的畫面 

Δ研究人員離開走進實驗

室 

Δ實驗室門被關上 

  字幕：「奈米生醫 微機電

系統研究群」 
 

旁白 OS：一個由台大、淡大等國內四十

多位大學教授及一百多位研究生，所共同

組成跨科系所與學校的研究團隊，正以多

元化的產學合作模式，為業界注入新的研

究能量，這個團隊稱為「奈米生醫 微機

電系統研究群」 
 

  

9-4 △     
 △ END    
（附件為此次科展得獎系列報導與腳本意見審查表，懇請參考） 

 

 

 

 

 

 

 

 

 

 

 

 



 

結論 

 

此次拍攝計畫因為在製作層面與一般製片計畫流程不同，因此適合在製作計畫層面加

以檢視與討論。一般製片計畫為「計畫性製作」，其意為在實際執行拍攝之前的「前製作業」

中，已敲定所有工作人員、演員、情節、分鏡、道具及拍攝器材，並且按照拍攝工作日逐

步完成拍攝素材，並在進度期限內進入後製階段。在後製階段的處理程序中，在素材擷取

上依照拍攝當時，場記紀錄 DV 帶的所有鏡頭起迄秒數，來選取適合素材進入非線性(或線

性)剪輯，因此原則上不用檢視所有的拍攝母帶內容。而剪輯的動作主要依照前製作業的分

鏡表來進行粗剪，再進行其他特效處理。 

 

依上述「計畫性製作」流程來看，製作團隊的分工將切割的非常清楚，比如製作人主

導所有拍攝條件的談定與進度掌握；導演來主導影片風格、美學創意與演員表現；編劇主

導腳本與劇本；攝影師主導構圖、鏡位抓取與攝影機操作；燈光師主導燈光位置與強弱…

等等。在前製作業中經過製作人、導演、編劇的協調之後，導演在拍攝階段成為創意主導

者，其他分工者皆須依據導演創意美學上的需求，以分工角色的立場做出專業判斷。亦即，

在清楚分割的團隊分工下進行拍攝作業時，除了導演之外，每個分工角色無法、亦不會在

遇到突發狀況的第一時間內做出獨立的拍攝判斷，所以攝影師不會依自己的判斷來抓取臨

時發生的事件，因為在「計畫性製作」方式下，攝影師以導演需求為作業依歸。 

 

而另外一種「非計畫性製作」的製片方式，是為了配合「紀錄性質」或「半紀錄性質」

的影片而產生。「紀錄性質」的影片即為紀錄片，其重視「事件發生當下的立即抓取」，而

非「事後的模擬演出」；強調「事件發生者即為影片被攝者」，而非「請演員進行模擬演出」。

因此紀錄片無法進行「計畫性製作」，因為無法預期在何時何地發生會發生何種狀況，所以

只能鎖定、聚焦拍攝者本身的觀點，並不斷與拍攝到的素材相互調整，也因此需進行長期

跟拍。在後製階段，則需要將拍攝 DV 母帶逐一檢視，才能過濾出合適素材，且因為無法預

期拍攝內容與狀況，因此前製作業無法畫出分鏡表，所以後製階段沒有分鏡表依循下，整

體製作成本需求相對增加許多。而「半紀錄性質」的影片，即為「類戲劇」(docu-drama)

影片，其常以「回溯方式」來進行對發生過事件的「模擬演出」，且演出者不一定為當事人。

而因為類戲劇製作手法的關係，能以訪問、模擬演出的方式來進行製作，大大提高拍攝內

容與狀況的可掌握度，因此在製作成本上較能夠控管。 

 

依上述影片需求所產生的「非計畫性製作」，其製作團隊通常為編劇、導演合一，且攝

影師需要有足夠判斷力，來對突發狀況做拍攝應變，因為具紀錄成份的影片，其素材在事

件發生之後不會重新發生，一旦漏失重要鏡頭的捕捉則很難彌補。而被攝者不一定是專業

演員，無法百分之百配合拍攝，因此攝影師除了了解導演需求之外，還需要具備較高度的

人際溝通技巧，並以獨立的專業判斷，在臨時發生的情境氛圍當中，抓取到被攝者最自然

的樣貌，此點與「計畫性製作」的團隊專業分工是最大不同之處。非計畫性製作方式的團

隊，需要較強的獨立專業判斷，而非完全聽由導演指揮。 

 

此次拍攝案採用「計畫性製作」方式，無法兼顧紀錄與即時報導的部分，且因為在製

作團隊分工方式上，亦為採用「清楚的專業分工」，因此在拍攝當時無法隨著突發事件，而

採取更有效果的拍攝執行。在製作上集的部分，因被攝者不善於面對鏡頭，且攝影師與導



演以專業分工方式來執行拍攝，因此製作難度提升，應為不適合的製作方式。 

而下集部分，因為被攝者十分配合，且能動用的資源較多，因此拍攝狀況相對良好許多。

因此建議，此種拍攝案適合採用「非計畫性製作」方式，且由編導合一、分工角色有相對

較高的專業判斷空間之團隊來執行，且須投資大量時間在分工者在意念上的溝通，以提高

共識，讓分工者獨立的專業判斷，在拍攝當下有更大的發揮空間。 

 

 

 

 

 

 

 

 

 

 

 

 

 

 

 

 

 

 

 

 

 

 

 

 

 

 

 

 

 

 

 

 

 

 

 

 

 

 



腳本意見審查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