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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線環境紀錄片作為環境教育影片的反思與分

析：以《±2℃》、《看見台灣》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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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對大多數民眾而言，大眾傳播媒體是取得環境議題資訊和知識的主要來源。

環境教育法施行之後，有越來越多環境教育單位注意到大眾傳播媒體在環境教

育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其中尤以院線環境紀錄片受到矚目。緣此，本研究以

近年來兩部臺灣環境教育上具代表性的院線環境紀錄片《±2℃》、《看見台灣》

作為分析研究個案，檢視這兩部受到環境保護主管機關高度推崇的院線紀錄片，

其作為環境教育媒介的文本特色和科學傳播方式。本研究分析發現，兩部紀錄

片均試圖以訴諸衝突和影像美學來建構環境問題，進而以問題化的環境議題來

加強民眾的環境意識，然而卻輕忽環保議題涉及的科學、社會和政治的跨領域

知識。本研究在結論中建議，環境教育者應反思運用院線紀錄片作為環境教育

教材的意義和問題，同時建議環境議題紀錄片工作者，應反思院線環境紀錄片

在環境傳播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功能，而應該透過與環境教育者的跨領域合

作、確保院線環境紀錄片內容之科學性，藉此兼顧紀錄片的環境傳播功能和環

境教育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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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本研究目的在於反思「運用院線環境紀錄片作為環境教育教材」的意義和

問題。近來全球環境問題日益嚴重，處理環境問題不僅需要政府部門制訂政策

因應，更有賴於民眾的支持，箇中便涉及到公眾如何理解和面對環境問題。緣

此，我國在 2010 年 6 月 5 日訂定《環境教育法》，立法目的即清楚說明，希望

透過環境教育的推動，增進全民對於「環境認知、環境倫理和責任」。在該法第

三條也清楚說明，環境教育的定義是指「運用教育方法，培育國民瞭解與環境

之倫理關係，增進國民保護環境之知識、技能、態度及價值觀，促使國民重視

環境，採取行動，以達永續發展之公民教育過程1。」 

因此，環境教育核心議題之一，便是探討如何透過教育的過程，建立公民

對環境的知識、技能和價值觀，以此提升環境素養，使公民能在個人生活和公

共事務上關心環境問題，並形成具體實踐(楊冠政，1997；葉欣誠，2017)。諸如

能夠在公共層面上，集體解決環境問題，對環境政策的研擬表達意見、以民意

支持和參與政策；在個體層面能以節能減碳、減少使用塑膠袋等方式進行具體

的環境保護行為。 

值得關注的是，在各類環境教育方式之中，環境紀錄片日漸成為主管機關

所樂於使用的環境教育媒介。近年來更有系統地推行環境紀錄片作為環境教育

的時數認證。如 2014 年環保署便在「環境教育終身學習網」上成立「影音專

區」，作為環境教育教材使用，鼓勵公眾以此來認證環境教育的時數2。為了推

廣環境教育影片，2015 年環保署更公布「十大環境教育影片排行榜」，鼓勵大

眾藉由此方法接受環境教育(何星瑩，2015)。 

環境教育主管機關運用環境紀錄片作為環境教育素材的發展脈絡中，更出

現將「院線環境紀錄片」納入環境教育影片的現象。所謂院線紀錄片是指「進

 
1 《環境教育法》全文可查閱自植根法律網 http://www.rootlaw.com.tw/ 
2 《環境教育法》規定機關、公營事業、高中以下學校和政府捐助超過 50%的財團法人

員工、師生每年要上四個小時以上的環境教育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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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院線進行商業放映的紀錄片(邱貴芬，2016，p.32)」。由於院線紀錄片的商業

性質涉及到票房，因此對於此類紀錄片是否適合作為環境教育影片，過去環境

教育主管機關是多所顧慮的。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創下院線環境紀錄片最佳票房

的《看見臺灣》，這部環境紀錄片原先在上映前，就曾經想成為官方所認定的「環

境教育影片」，當時主管機關環保署就是因為其商業映演的性質而予以拒絕。然

而在熱映後，環保署態度大變，不僅舉辦特映會，同時行文各機關學校將之列

為環境教育影片(三立新聞，2013)。2010 年由陳文茜主導拍攝的環保影片《±2℃》

則是更早發揮影響力，當時吸引了五院院長、環保署長和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

所所長劉紹臣等環境科學專家出席觀影，然而在此片上映不久便遭受環境專家

的質疑其內容的科學性(廖桂賢，2010；謝雯凱，2011)。值得反思的是，經本研

究查詢《±2℃》仍被列為環境教育影片3。這些現象背後凸顯出一個值得研究的

問題，也就是院線環境紀錄片是否適合作為環境教育素材？ 

反應在研究上，強調非虛構、甚至是強調事實的大眾傳播文本，常被社會

理所當然地視為是能有效傳遞科學知識的媒介。晚近有研究者開始主張，應該

挑戰這種社會理所當然的迷思，透過具體研究分析大眾新聞是如何傳遞科學知

識，藉此釐清具體事實。諸如國內有研究指出，大眾新聞雖是強調事實的大眾

傳播內容，但在運用具科學性的知識、資訊時，經常出現誤報的情況，不僅無

法成為有效的科學教育管道，反倒惹來「讓公眾『無科學素養』的罪名」(黃俊

儒、簡妙如，2010)。黃俊儒(2014)分析八八風災相關新聞報導時發現，某新聞

網在處理與氣候科學資訊時缺乏相關知識背景，以及對於科學方法論的論據理

解。當媒體急於扮演監督角色，卻因為缺乏足夠的科學基礎，而扭曲了傳播內

容應有的事實性。這些研究均透過具體的文本內容分析，有效釐清了強調事實

性的大眾傳播內容，在內容品質和傳播形式上，出現缺乏科學性的問題。 

本文認為，院線環境紀錄片與大眾新聞均被認為是強調事實紀錄、查證及

傳遞事實的媒體內容，同樣不能將之理所當然地視為是能有效傳遞涉及科學性

的環境教育內容。因此，本文認為必須持續檢視這類作品內容是如何傳遞環境

 
3 可參閱環保署學習中心資訊 https://elearn.epa.gov.tw/class-view.aspx?id=309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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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方能具體釐清其在環境教育所扮演的角色、功能。 

晚近可以發現，有越來越多國家包括臺灣，逐漸接受運用強調紀實傳播的

院線環境紀錄片來作為環境教育的媒介，然而院線環境紀錄片如何呈現涉及自

然科學、社會科學等跨領域知識的環境議題？是否適合作為環境教育影片？本

文認為仍然是一個需透過研究檢視的問題。本文因而提出具體研究問題是：院

線環境紀錄片如何以影像的呈現環境議題？又如何以影像建構環境科學知識？

因此，本研究檢視晚近兩部在國內被視為是重要環境教育教材的紀錄片內容《±

2℃》和《看見台灣》，藉此回應上述所提出的問題。本研究成果亦將進一步反

思院線環境紀錄片若要運用在環境教育，應該注意的特點和值得採用的方式。 

貳、文獻回顧 

紀錄片作為一種以事實為基礎、追求真實和建構影像美學的傳播作品，這

樣的真實性，必須透過影像和各種敘事手法，加上文字內容達成環境問題的存

在為真的事實效果。美國前副總統高爾透過製作《不願面對的真相》環境紀錄

片，成功地將全球暖化議題傳遞到各國。但關鍵的是，片中運用大量科學論證

和圖像化的數據，同時加上高爾的知名度和優異的演講能力，傳達出具氣候變

遷的事實內容。而在美學形式上，《不願面對的真相》影片中大量運用配樂、動

畫和電影畫面剪接的技術等特效，使影片更具可看性。《不願面對的真相》的內

容，採取能動之以情、說之以理，同時不失幽默的敘事方式，以此點出氣候變

遷的事實，並檢討全球暖化的原因，進而提出因應之道，成為具說服力的社會

倡議(郭實渝，2007)。只是，紀錄片要扮演好一個具建構社會議題能力的媒體內

容，關鍵在於如何論證影片中所聲稱之事實環境問題為真。因此，檢驗仰賴紀

錄片是如何引用和安排科學內容資訊，以及怎麼具脈絡的解釋問題形成的前因

後果，是分析的重點。另外一方面，本文也分析兩部紀錄片如何藉由具感染力

的影片和製作手法，建構出閱聽眾對於環境議題的感受和知識經驗。換言之，

在涉及到環境科學知識的院線環保紀錄片之中，若這樣的敘事，若能夠運用嚴

格的科學資料和知識，也就是以科學正確性來建立主題的事實，那麼就能夠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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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聽眾得以透過紀錄片關注環保議題、提升環保意識，甚至是凝聚出共識與力

量，創造環保問題改善的契機(王玉燕，2008)。因此如何建構環境問題的影像事

實，有賴於回到語言使用來分析紀錄片如何建構影像的事實性。 

紀錄片又可稱之為非虛構電影，其發展初期便是以再現真實為核心，這也

就是透過影像和聲音的真實性，使得社會現實成為可見的。就紀錄片拍攝而言，

雖然容有不同風格表達、不同影片敘事觀點，但傳遞現實始終是紀錄片的核心

倫理。因此在概念上，紀錄片是一種透過不同的聲音和影響組織結構，傳遞具

有美學和社會觀點的真實再現(邱貴芬，2004；蔡慶同，2012)。 

紀錄片作為非虛構的或非劇情的傳播媒體，內容呈現不是一種絕對客觀或

全然真實的呈現，仍是具有詮釋觀點的媒介內容。從紀錄片取材拍攝而論，紀

錄片的創作過程正是對真實世界的進行素材刪選、結構處理，並以美學創意方

式對現實再現(李道明，2009；邱貴芬，2016)。而紀錄片之所以能夠發揮更大的

環境傳播效果，也在於其傳播內容是一種強調資訊查證和事實陳述，因而受到

社會大眾信任。此外，傳播內容也同時追求可讀性，透過美學和傳播技巧來強

化其傳播效果(郭力昕，2012)。 

環境紀錄片是與環境教育最為相關的紀錄片類型。紀錄片導演柯金源以環

境議題紀錄片實務專業者角度，回顧臺灣環境紀錄片的主題，他認為可以區分

環境紀錄、環境運動、公害抗爭與風土人文等四類(柯金源，2017)。王玉燕(2008)

依據不同年代作品之表現手法、主題內容，區分三類環境紀錄片：第一類為訴

求環保倡議、反核、反杜邦和提升環境意識的環保運動紀錄片(1987-1990)，這

類紀錄片多採取解說模式的敘事手法，利用影像和旁白來進行倡議，另一方面

則缺乏分析討論和訪談內容；第二類為生態紀錄片(1990-2000)，內容以各類自

然生態的紀實拍攝、報導為主，進一步觸及生態保護的議題，內容同樣採取解

說式的美學再現，更強調長期田野蹲點的拍攝和影片內容解說，卻普遍缺乏生

態科學的學理知識。第三階段的類型是多元化的環境議題紀錄片(2000-2007)，

內容涵蓋反核運動、環境公害和生態保育題材。 

邱貴芬(2016)研究耙梳環境紀錄片的概念內涵，認為環境紀錄片是「以『環

境』為主題，具有提升和傳播環境意識的紀錄片(p. 149)」。她對臺灣環境紀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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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回顧中，針對 1980 年代以來的環境紀錄片，區分為三類，首先是強調環

境正義的環境運動紀錄片，第二訴求生態記錄的影片內容，最後是院線紀錄片。

邱貴芬認為院線環境紀錄片這個類型的特色是訴求音效影像的感染力和震撼感，

並且採用解說式的旁白敘事，共同營造出閱聽眾在戲院中的情感以及對環境的

認同感。同時，透過院線上映，戲院的視聽設備更能達成前述的傳播效果、建

構出閱聽眾震撼、驚奇的院線環境紀錄片之觀影經驗。此外，邱貴芬認為院線

環境紀錄片雖然缺乏批判和深度，但其主題性明確，通俗性的傳播表現得以創

造影響力，這也造就了院線環境紀錄片的特點(pp. 104-149)。 

值得注意的是，假若紀錄片藉由觀察紀錄、剪接和表現等產製過程，捕捉、

呈現和傳遞真實性，則是構成紀錄片創作的核心問題(王慰慈，2003；Nichols, 

2001)。環境紀錄片所處理的環境問題，不論是探討發生的因果脈絡或者說明公

害、自然生態破壞或環境演變等事實真相，都不可避免會涉及到自然科學或環

境相關的社會科學知識。環境紀錄片內容便不只是涉及到如何不偏離事實，尚

涉及到真實世界的素材如何被統整成為具有思考性的內容，使閱聽眾能夠建立

環境意識之餘，還能建立環境議題的知識和見解。過去相關研究指出，科學知

識如何呈現在大眾媒體內容之中，存在著一定的難題，諸如強調機率和不確定

性的科學知識，如何被轉譯進入到強調確定性、追求簡單易懂的大眾傳播內容

之中。這涉及到傳播內容是否具有偏離科學真實，錯誤知識以及議題設定的問

題(張春炎、楊樺、葉欣誠，2015；張春炎、蕭崑杉，2013；黃俊儒，2014；黃

俊儒、簡妙如，2010)。由此反思以環境問題為主題的紀錄片，在影片內容上如

何實現科學正確性，這也構成科學傳播研究的重要研究題旨(Mellor, 2009)。 

針對紀錄片以環境議題作為主題，既有研究特別探討其如何有效、具科學

性地呈現環境議題。諸如近來備受關注的氣候變遷議題，由於一般民眾平時很

少有機會直接碰觸氣候變遷的學理知識，媒體因此成為相關知識的主要來源

(Stamm, Clark, & Eblacas, 2000)。晚近國內外也出現許多以氣候變遷和其相關環

境問題為主題的院線紀錄片，其所傳遞的內容更引起不少公共討論(曹琬凌，

2015)。Howell (2011)研究紀錄片《愚蠢的年代》的氣候變遷傳播功能，研究指

出該片主要訊息在於說服閱聽眾者對於減輕氣候變遷應該採取行動，以避免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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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災難的發生。由於內容明確，根據 Howell 研究的調查結果，閱聽眾觀影後確

實會更加關心氣候變遷議題、產生更強烈的行動動機，並且相信自己是有責任

要產生行動。而《不願面對的真相》這部院線環境紀錄片，其內容除了傳遞科

學資訊和陳述證明氣候變遷的真實存在之外，更直接著力在說服觀影者必須對

此採取因應行動，同樣引發許多傳播話題效應。環境傳播研究者因而也開始注

意到這類院線環境紀錄片的傳播效果之外，同時探討其如何做為環境傳播的有

效媒介(Mellor, 2009)。 

由於氣候變遷內容涉及種種具專業性、科學性的知識，這樣的內容如何透

過大眾媒體傳遞？箇中涉及的難度，不論是對科學家、環境教育者或媒體傳播

者都是一個挑戰。有研究指出，單純以資訊內容作為科學傳播內容，較無法引

起閱聽眾的注意，也容易被忽略(Moser, 2010)；相對的，紀錄片因為是訴求視覺

和情緒訴求的媒體內容，確實是一個更為有效地的氣候變遷相關訊息的傳播方

式，因為能夠使閱聽眾更容易記得，影像也濃縮了複雜的資訊，讓閱聽眾能夠

藉此開始思考，對於氣候變遷議題有所知覺(Huddy & Gunnthorsdottir, 2000; 

Nicholson-Cole, 2005)。但也有研究顯示，閱聽眾在看完某些紀錄片是「對氣候

變遷提出質疑」的內容後，會減低對環境的關切；相對的，在看完確認氣候變

遷存在的紀錄片後，則對環境關切的程度不受影響(Greitemeyer, 2013)。 

另有研究指出，政治立場或意識形態也很可能會影響環境紀錄片的傳播效

果。以《不願面對的真相》為例，雖然該記錄片確實成功傳播了具有理解難度

的氣候變遷議題，因而被認為是成功的環境教育媒介。然而，研究檢視具體的

內容，研究發現該內容仍然面臨科學專業和媒體專業的鴻溝，因而引起爭議。

有研究便指出，雖然該紀錄片獲得部份科學家的認同，但卻不完全反映美國一

般人的看法。有人認為，若以《不願面對的真相》作為校園的環境教育內容進

行播放，會形成意識型態的戰爭，也就是把「究竟有沒有氣候變遷的爭議」從

社會帶進校園(Hess, 2007)。另有研究指出，美國西雅圖的一所中學曾因為在教

室裡放映《不願面對的真相》，引起部份家長反彈。一名家長批評，這部紀錄片

的觀點帶有偏見。面對家長抗議，學校雖然沒有禁播該片，但是仍要求希望老

師今後要在課堂上要播放該片時，必須得到校長的准許。同時在課堂討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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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確認有可信、合理和反對的看法才行。而美國全國科學教師協會，則是選

擇拒絕幫紀錄片製作人發送該紀錄片給各個學校，因為他們擔心可能會失去一

些教育的贊助者的支持(Rudolph, 2007)。這些研究發現，同時彰顯了院線環境紀

錄片進入到環境教育場域時，所呈現的政治、社會和教育的衝突。 

進一步從環境教育的角度，反思環境紀錄片的意義，本文認為需要對環境

議題採取具環境科學的理解，如此才能夠提升其環境教育知識、素養和行動意

願(葉欣誠，2017)。由此來看，不論是前述哪一種的環境紀錄片，都應優先重視

內容的科學性和知識性，藉此來提升閱聽人環境意識、素養乃至參與行動，否

則很容易抵觸紀錄片的倫理問題，亦不適宜當作一種環境教育的傳遞形式。特

別是院線環境紀錄片，其除了具有紀錄片拍攝紀實資訊之外，尚具備贏得票房

的商業性質。換言之，具商業意涵的院線環境紀錄片，如何影響環境議題的產

製和傳達，將是值得研究的議題。 

承上，本研究以《±2℃》和《看見台灣》這兩部以環境為題材的院線紀錄

片作為研究個案，係因這兩部環境紀錄片不僅登上院線，引發廣大的話題和效

應，同時也成為國內被廣泛作為環境教育的教材。本研究認為，這兩部成為院

線紀錄片，毫無疑問是晚近臺灣環境科學傳播的重要案例，值得進一步研究探

討。本研究先對兩部院線環境紀錄片進行內容分析，釐清其如何組織建構環境

議題，進而反思院線環境紀錄片在環境科學傳播中所扮演的角色、功能與問題。 

參、研究問題與研究方法 

本文採取質性取向的文本分析研究方法，目的是回應本研究主旨，並企圖

透過分析兩部具代表性的臺灣院線環境紀錄片如何透過音像、文字的文本內容，

釐清院線環境紀錄片是如何建構環境議題。在資料分析階段，本文首先針對兩

部影片的影像、聲音和旁白對話等三類型資料進行轉錄為文字內容，並採取內

容分析研究法進行分析。內容分析作為研究方法被廣泛使用在各種的文本內容

之分析上，包括各類文件、對話或訪談記錄，以及各類傳播媒體內容上，諸如

影視節目的敘事和形式，以及新聞、廣告內容等。其中質性內容分析法主要檢



院線環境紀錄片作為環境教育影片的反思與分析 

53 

視文本內容與閱聽人之間的複雜關係，並注意到媒體文本內容的因素。這樣的

分析方式高度仰賴研究者的對於媒介文本的閱讀和詮釋(Macnamara, 2005)。此

外，院線紀錄片作為影音媒體內容，其內容包含了書寫及口語的文本、視覺影

像和聲音變化等等，在進行分析時，基於研究所關注的焦點與目的進行內容的

轉錄。具體而言，轉錄是指針對紀錄片的影音、文字知媒體內容，分別以文字

記錄和描述以利後續的內容分析(Rose, 2000)。 

具體的資料搜集，首先是先針對兩部院線環境紀錄片進行影片內容的轉錄，

其次是針對轉錄後的文本內容進行分析。本研究採取質性取向的內容文本分析，

首先是參考黃俊儒、簡妙如(2006)一文之分析取徑，該文運用 van Dijk (1998)的

分析架構分析科學新聞如何組織論述，並有效釐清科學新聞各層次內涵。Van 

Dijk 針對新聞文本，認為可區分為語彙項目、命題、意涵、假定、描述等五個

層次予以分析(引自黃俊儒、簡妙如，2006)，反應在本文研究，則可以將院線紀

錄片的文本構成，進行不同層次與面向之分析，如表 1。 

值得注意的是，院線環境紀錄片不同於靜態的新聞文本，其文本特性更為

複雜，同時兼具影音、文字等，必須採取不同關注角度。誠如林東泰(2011)指出，

Chatman (1978)的敘事分析架構是能有效將文字和影視的敘事結合、進行分析

的重要基礎，因此本文進一步參考其新聞影片敘事結構的分析架構。Chatman 將

新聞影像的敘事架構區分為故事和論述兩類，首先故事是指電視新聞所欲傳遞

的表達方式，內容包含了情節、角色和場景，這樣的分析焦點在於釐清影像內

容所要表達的內容。論述則是包含了過程陳述和靜態陳述，前者係指角色對話

和動作呈現，分析其對話或行動如何構成重要結構，後者係指特效、音樂或旁

白，分析其如何在故事呈現及發展(林東泰，2011；陳智先，2007；Chatman, 1978)。

因此，本文亦將參考此敘事架構分析方式，分析兩部院線紀錄片之故事與論述

的兩類敘事方式。為提高分析之研究可信度，在資料分析過程，本文係透過三

位共同作者對內容進行之第一層次的概念歸納，然後再進一步第二層次之概念

抽譯，淬取出核心概念主題，進而完成分析與討論。 

本研究以《±2℃》和《看見台灣》這兩部院線紀錄片作為研究個案，進行

研究探討。主要原因是，兩部院線環境紀錄片先後於 2010 和 2013 年在電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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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映，成功促使臺灣社會廣泛討論紀錄片所引發的環境傳播功效。另一方面，

這兩部院線紀錄片的內容，同時也紛紛引起科學家、環境專家不少的爭論，指 

表 1 院線紀錄片的各層次和方向之分析焦點 

分析層次

及面向 

概念意義 分析焦點 範例 

語彙項目 文本之中的

字詞、用語的

含義 

分析院線環境紀

錄片所使用的字

詞和用語意涵 

例如：影片使用大量擬人法進行描述

「它們原本是高山上姿態傲然的林

木，現在卻毫無生息的堆砌在岸邊，

一如浩劫過後無人收拾的屍體」，以

「屍體」的比喻，營造出一片引人驚

悚的意象。 

命題 由長短不等

句子所組成

的句組含義 

分析院線環境紀

錄片如何使用的

句子來組織環境

議題 

例如：解釋冰融問題時，彰顯人與大

自然對立的命題。諸如紀錄片以「澳

洲南方漂浮著一排一排來自南極的

冰山，向大自然派出的武士，站崗標

示地球忍耐人體的極限。」 

意涵 在命題之中

的外顯意義

之外，其他引

伸的含義 

分析院線環境紀

錄片如何建構命

題之外顯含義與

引伸含義 

諸如：運用傳統文化信仰相關的語言

「上天所賜的甘霖留不住，我們眼睜

睜地任它流下大海」，將問題嚴重本

身提升到傳統宗教信念，而讓閱聽眾

感到可惜、遺憾和不妥。這種將環境

問題提升到文化價值問題的敘事，更

加強化閱聽眾對環境問題的感受和

感知。 

假定 被預設為已

知（或真實）

的陳述 

分析院線紀錄片

文本運用什麼已

知或真實的陳述

來呈現環境議題 

例如：運用「地球只有一個」這樣的

已知陳述，強調美麗的地球是我們唯

一的家，合理化闡述人與大自然的新

搏鬥，延伸出工業革命以來溫室氣體

上升引發極端氣候的出現。  

描述 事件被普遍

或特別描述

的層次，以及

不同層次中

命題使用的

多寡情形 

分析院線紀錄片

出現什麼事件是

被普遍或特別描

述，以及在不同

層次的命題中被

使用 

在《±2℃》之中，常使用到「科學」

兩字，包括使用「科學證據」、「科學

家」等詞彙，藉此帶入科學知識或者

科學解說。 

資料來源：參考黃俊儒、簡妙如(2006, p. 147)再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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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內容涉及環境知識不正確的問題4。然而根據本研究調查，這兩部院線環境紀

錄片仍受到諸多單位採用，成為環境教育的教材。究竟院線環境紀錄片是否適

合作為環境教育教材？關係到其如何呈現環境議題內容？以及其媒介特性如何

影響媒介內容產製？等等問題。因此，本研究將具體檢視兩部紀錄片的文本內

容，以回答本研究所提之研究問題。 

肆、分析與討論 

一、結構分析：紀錄片如何建構環境問題和議題 

(一)《±2℃》的文本結構分析 

院線環境紀錄片《±2℃》係於 2010 年由媒體工作者孫大偉、陳文茜製作，

片長 1 小時又 5 分 18 秒，並邀請文化名人蔣勳擔任全片旁白。這部號稱臺灣

第一部以氣候變遷為主題的院線環境紀錄片，透過名人參與製作所帶起的名人

效應，搭配有效的影片行銷手法和政商關係的運用，以氣候變遷災難為題材，

讓當時才經歷八八風災不久的臺灣社會掀起話題，引起許多媒體共鳴，以及大

眾的目光。紀錄片首映會上，更出現五院院長一同出席觀影的現象。 

依照 Nichols (2001)的分類，《±2℃》這部紀錄片可歸類為採取解說的模式

(the expository mode)，這種模式的紀錄片之特色是以具權威的解說，搭配紀錄

片中再現的事實，營造出客觀的敘事。因此可以看到影片內容中，大量使用旁

白作為全知的觀點，將所要呈現的環境問題的現象、因果脈絡，透過解說和下

論斷的方式，引導閱聽人進入紀錄片的詮釋之中。過去研究指出名人配音能夠

提升閱聽眾對影片內容的理解和影片論點的說服力(Leung & Kee, 2009)，這部

院線紀錄片便運用了具知名度的蔣勳擔任旁白，提升閱聽眾對影片內容的熟悉

 
4 可參考關魚(2010)。從正負 2 度 C，談許多它沒告訴你的事。臺灣好生活電子報。取

自 http://www.taiwangoodlife.org/blog/aboutfish/20100225/1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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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說服力，使得影片作品能夠達成所欲建構的主題和看法。分析該紀錄片所

欲建構的主題和建構的結構方式，則是一個重要的研究議題。首先值得分析的

是，這部紀錄片究竟是透過什麼樣的論述框架，運用名人旁白和紀錄片其他影

音敘事讓閱聽人了解和認識氣候變遷議題？ 

本文首先分析影片結構，《±2℃》紀錄片可以區分為八個段落。第一個段

落以極端天氣、天災來再現全球氣候變遷現象。此段以插畫家幾米所創作的末

日時鐘的動畫做為開頭，搭配緊張的音樂，以及播放 2009 年各地發生的天氣災

難片段。隨後由陳文茜開場說出本部紀錄片的主旨，強調美麗的地球是我們唯

一的家，進一步闡述工業革命以後人類與地球關係變得緊張，甚至轉變為人與

大自然的新搏鬥，暗示工業革命以來溫室氣體上升引發極端氣候的出現。 

第二部分是天災災難頻仍，此段落剪輯了 2009 年在世界各國頻繁出現的

天災新聞畫面，以此再現氣候災難的事實。第三部分是氣候變遷的政治協商失

敗及科學證據，此段落再度以幾米的動畫表達天氣異常，是因為人類沒有好好

愛護地球，隨後以代表科學論述表達極地冰融的事實。影片解說溫室氣體自

1750 年工業革命以來的變化，說明氣候變遷從爭論到確定「氣候變遷是人為而

非自然因素影響」，此段結論主張人類有能力把地球溫度控制在攝氏 2 度以內，

如此也才能避免人類滅絕。 

第四部份則是解釋正負 2 度 C 的意義，由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同時也是

IPCC 成員的史奈德教授的專訪作為開頭，解釋氣溫上升攝氏 2 度將造成不可

逆轉的危險，緊接透過動畫模擬或者專家證言，說明萬一地球年均溫持續升高，

將帶來各種的災難性後果。 

第五部分，則是解說臺灣目前及未來可能因為氣候變遷而發生的災難性影

響。這段內容先以 2009 年的莫拉克風災的新聞畫面作為開頭，解釋了地球人口

條件、地質脆弱和颱風路徑、雨量等科學證據，說明臺灣是一個容易受到氣候

變遷影響成災的地區。以科學家汪中和到復興高中的橋段，透過科學專家解釋、

高中生提問，一方面解答天災與氣候變遷的關係，另一方面也強調了青年不要

放棄、要把握機會彌補環境遭破壞的問題。並強調，未來臺灣隨著地球增溫一

度，將面臨各種水災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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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則以海平面上升為主題，以幾米動畫作為開頭，展現大水沖破堤

防、淹水的景況。隨後再現哥本哈根會議所揭示的預測報告，說明未來全球各

地繁榮的三角洲都將被淹沒。然後以莫拉克風災災情慘重的林邊作為探討，說

明臺灣林邊等易淹水地區的問題，進一步比較荷蘭如何藉由水利、科技和還地

於水的政策，成功因應海平面上升的問題。 

第七部分，再度重現聯合國和中研院地球科學研究所評估，海平面上升六

公尺會淹沒的世界美景，包括臺灣即將消失的地區照片。隨後由史奈德教授、

受邀到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演說的 13 歲青年斯卡瓦、知名評論家佛里曼、臺大

氣候變遷中心主任柳中明等專訪和新聞畫面，強調必須達成溫室氣體減量以減

緩地球增溫。 

第八部分則是以環保倡議來做為結論，這段首先以美麗島罹難、重生和需

要被珍惜做開頭，接續以臺灣各大宗教家呼籲環保行動，另外，以陳文茜在像

是冰塊製作的主持台上，感性呼籲所有年輕人應該站出來加入展現行動，也就

是以每人寫一封信告訴總統表達國家應該重視氣候變遷問題，最後以幾米動畫

作為結束。該紀錄片整體文本結構分析，請參見表 2。 

整體而言，《±2℃》主要的敘事結構，全片運用了蔣勳作為名人旁白，就

氣候變遷所帶來的環境議題，解說紀錄片中的各種畫面、詮釋專家和環境問題，

同時也對紀錄片畫面進行論斷。影片中不時運用音樂、現場音和動畫來強化氣

候變遷問題的嚴重性、真實性，並且試圖運用能渲染情緒的災難畫面和敘事內

容，引起閱聽眾具情緒性的觀影經驗。此外，幾個重要部份的開頭或結尾，都

運用知名插畫家幾米的影片，再一次強調紀錄片各段落的論點。此紀錄片運用

動畫搭配紀實畫面，首先是建立一種耳目一新、換一句話說的效果，讓閱聽眾

形成更多元的解讀，同時也能藉此建立紀錄片論述的記憶效果。而整部影片的

結構也反應出紀錄片所意圖達成的傳播目標，也就是在認知層面上，讓閱聽眾

記憶、感受以及願意相信氣候變遷問題的嚴重性，同時也能夠解讀氣候變遷基

本知識和涉及的災難問題；進一步在態度上支持環保、正視環保問題；在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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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文本結構分析 

項次 大標 小標 

一 片頭+開場 

1-1 末日時鐘 
1-2 只有一個地球 
1-3 冰融、汙染和人口暴漲 
1-4 氣候災難畫面 
1-5 美麗的地球是我們唯一的家 

二 天氣災難頻仍 
2-1 風災、水災現象 
2-2 旱災現象 
2-3 其他氣候異常現象 

三 

因應氣候變遷的政治協
商、科學證據 

 

3-1 表達前述天氣異常和災難 
3-2 科學證據，南北極、極地冰融(未說明科學數字) 
3-3 科學解釋，溫室氣體量暴增造成暖化現象(平均
氣溫上升) 
3-4 日常和工業各種排煙的畫面一幕幕劃過 
3-5 解釋 1750 年以來溫室氣體帶來的影響，以及將
年增溫控制在 2 度 C 是關鍵因應之道 

四 正負 2 度 C 的意義 

4-1 科學機解釋地球溫度升高 2 度 C 的意義是什麼 
4-2年增溫 2度專家預估隨地球增溫可能釀成的災情 
4-3 各國環境部長前進北極見證冰融危機 
4-4 科學推估北極冰融帶來的嚴重影響 
4-5 大氣科學家的訪問和見證冰融問題 
4-6 解釋氣溫上升到 2 度 C 帶來的影響 

五 
臺灣受到的災情影響和未

來災難發生機率 

5-1 我們的家，臺灣遭受莫拉克風災衝擊 
5-2 莫拉克風災不是唯一 
5-3 臺灣地理條件、地質位置和風災紀錄 
5-4 老師！我們會是氣候難民嗎？ 
5-5 臺灣必須面對的三大真相 
5-6 讓我們想像一個不是不可能發生的場景 

六 海平面上升 

6-1 淹水畫面 
6-2 最危險也最繁榮的三角洲 
6-3 莫拉克風災兩周後 
6-4 莫拉克風災五周後 
6-5 因應災難有方法，取鏡荷蘭的水利治理 

七 世界即將消失的地方 
7-1 科學評估海平面上升 
7-2 必須達成溫室氣體減量，關鍵的 2 度 C 之內 
7-3 什麼事該被完成了 

八 環保的倡議 

8-1 美麗島罹難、重生和必須被珍惜 
8-2 如何行動、我們可以做什麼 
8-3 獻給全臺灣所有的年輕朋友們 
8-4 拯救地球、拯救臺灣、拯救孩子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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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願上，建立閱聽眾在個人生活和政治意見上願意履行環保，回應影片的環境

倡議。 

(二)《看見台灣》文本結構分析 

2013 年 11 月 1 日上映後，《看見台灣》成為臺灣有史以來最賣座的記錄

片。該片導演齊柏林是臺灣少數、長期投入空中攝影家，但在 2009 年八八風災

看見臺灣山林的破壞，下定決心拍攝《看見台灣》這部影片。接受採訪時，雖

然齊柏林指出，該片是以「臺灣土地的美麗與哀愁」做為紀錄片主題，然而這

部影片真正的寓意是：一方面讓人們看見臺灣山林的美麗，另一方面讓閱聽眾

看見人為環境破壞以至於造成山林變色、令人哀愁的一面，藉此讓倡議環境保

護、提升閱聽眾的環保意識。換言之，看見《看見台灣》同樣是以環境問題、

環境保護為主題，具環境教育目標的紀錄片。 

《看見台灣》預算高達新台幣 9000 萬元，內容主要採取高畫質的空拍方

式呈現臺灣土地面貌，在放映前就已成為一個引發話題的作品。因為紀錄片除

了邀請名人推薦，其製作陣容更邀請具知名的導演侯孝賢擔任監製、吳念真擔

任旁白，因此一上映就引發熱烈關注。《看見台灣》本身也運用電影行銷手法，

促成全臺高達 55 家戲院的聯映，上映 17 天，光是在臺北，就累計超過 3000 萬

的票房，更被媒體喻為是「齊來風」，這些現象都反應出這部紀錄片的成功(蕃

薯藤電影特區，無日期)。最終這部影片創下臺灣院線紀錄片史無前例的佳績，

總共拿下 2.2億的票房(賀靜賢，2017)。票房一方面反映了該部影片的傳播效果，

隨著紀錄片票房，臺灣的環境問題更成為熱門話題；另一方面，影片所呈現的

各地環境問題，也受到政府重視，提出了具體的治理專案(曹琬凌，2015)。 

這部以高空攝影和俯視角度拍攝的紀錄片，同樣運用解說的模式，搭配眼

見為憑的鳥瞰畫面，點出臺灣美麗的環境已遭受破壞。紀錄片運用吳念真帶有

本土特色卻不乏知識權威的解說，將所要呈現的環境問題的現象和肇因一一呈

現，最後提出環保的呼籲。分析其影片組成結構，大概可區分為四個部分(表 3)： 

第一部分作為開場，描述這部紀錄片的主題，以及這部紀錄片採取的獨特

呈現手法，也就是透過鳥瞰的畫面，看見臺灣、看見這個島嶼的美麗與哀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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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全知的關照。 

第二部分以臺灣的美景和生機為主題，首先拍攝臺灣高山的美景、高山生

物、海岸景觀；其次拍攝人利用環境來進行各種謀生的畫面，包括在陸地上的

農地水田、牛耕、西瓜採收，在海上的採蚵、捕魚等等經濟行為。 

第三部分則是寫實地呈現環境遭破壞的問題，這段也構成本部紀錄片最主

要的內容呈現，逐一呈現幾大臺灣的環境問題，包括以梅花鹿、牛群奔跑來呈

現疑問：「誰驚動了萬物的平衡？」其次是以下雨、淹水畫面，加上解說極端天

氣造成近年來臺灣超大豪雨，更加頻繁出現；第三是莫拉克風災後的地質破壞，

以及臺灣地質容易淹水的問題解說；第四是人為的不當開發高山，開闢高山公

路；第五是高山旅遊；第六是呈現高山容易發生地滑、坍方而不適人居；第六

是為種植經濟作物進行山坡地不當利用是悲劇的開始；第七是山區觀光造成的

環境濫墾濫用；第八是濫墾使山林遇雨，無法水土保持，造成水庫淤積、水資

源流失；第九是養殖經濟魚類，大量地下水超抽，引起地層下陷；第十是人造

港灣、海堤造成海岸永久破壞；第十一是農業、工業等汙水排放造成清澈河水

變成黑水；第十二是大型工業區造成近海的海水汙染、大河汙染；第十三是東

部水泥業嚴重破壞山林環境；第十四是能源需求跟環境保護的矛盾與衝突；第

十五是山坡地濫建房子；第十六是物質文明製造大量垃圾產生的環保問題。 

第四部份是本片結尾，這段包含四個次主題，首先是針對自然資源剝奪的

柔性批判；第二是提倡可行的友善環境的經濟行為，落實世代環境正義；第三

是提升環境土地價值的意識；第四則是以布農族學童上玉山歌唱，表達人與自

然的和諧美好。 

整體而言，《看見台灣》主要的敘事結構，先以高空高畫質拍攝出臺灣各

地的美景，對照因為人為開發、自然資源剝奪、土地濫墾、水汙染、垃圾過量

等環保議題，所造成的山林破壞、令人怵目驚心的鳥瞰畫面。在以「見證畫面」

作為提供閱聽眾觀影經驗的內容中，紀錄片亦不時運用音樂來強化閱聽眾對畫

面的感受在。此外以吳念真的旁白解說各種畫面，再提出明示的論點：呼籲閱

聽眾應該愛惜臺灣的自然人文之美，以及正視環境問題、減少對環境的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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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看見台灣》文本結構分析 

 

 

 

 大標題 小標題 

一 開場 鳥瞰: 從地球到臺灣的群山、水脈和海岸 

山脈的美麗 

題旨: 以鳥瞰來看臺灣這座島嶼的美麗與哀愁。 

二 臺灣的美景和生機 高山美景 

海岸風貌、燈塔 

漁船、捕魚活動 

以和諧的方式，利用環境謀生-水田與農舍 

以和諧的方式，利用環境謀生-各種討生活的活動 

為下一代打造更美好的未來 

三 破壞與土地的和諧
共生 

誰驚動了萬物的平衡 

極端天氣 

莫拉克風災和地質結構 

高山公路不當開發 

高山旅遊如同冒險 

高山不適人居 

為種植經濟作物進行山坡地不當利用是悲劇的開
始 

  山區觀光造成的環境濫墾濫用 

濫墾使山林遇雨，無法水土保持。造成水庫淤
積、水資源流失 

養殖經濟魚類，大量地下水超抽，引起地層下陷 

人造港灣、海堤造成海岸永久破壞 

農業、工業等汙水排放造成清澈河水變成烏黑死
水 

大型工業區造成近海的海水汙染、大河汙染 

東部水泥開採的環境破壞 

能源需求跟環境保護的矛盾與衝突 

山坡地濫建房子 

物質文明製造大量垃圾產生的環保問題 

四 結尾：回到友善大
地的作為 

自然資源剝奪的柔性批判 

可行的友善環境的經濟行為：落實世代環境正義 

提升環境意識 

以原住民歌曲表達人與自然的和諧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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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兩部環境問題紀錄片的文本分析 

基於本研究目的，以下文本分析重點則在於關注紀錄片如何藉由影像語言

傳遞環境議題，藉此影響公眾應該理解環境問題的方式。因此本研究回到兩部

院線環境紀錄片具體的敘事中，探討其如何運用聲音、影像與文字，策略性地

建立環境議題，比較簡表請參見表 4。以下分別以文本分析《±2℃》和《看見

台灣》如何展現其所傳遞的主題為真。 

(一)建構事實的傳播方式 

在紀錄片之中，所謂事實的文本敘事，包含了資訊的再現，以及據此所形

成的詮釋和論點。首先是資訊的再現，在兩部紀錄片之中，可以發現以影像為

先，樹立眼見為憑的表象事實，進而輔以科學證據、關鍵受訪者的現身說法，

以及透過旁白解說事實的形式，數據以圖表呈現等方式表達，藉此構成證實環

境問題存在、環境問題形成因素的資訊，最後在每一段文本內容透過旁白或者

以創作者現身，進而建構「環境問題為真」的敘事。 

表 4 兩院線紀錄片的文本分析比較表 

 《±2℃》 《看見台灣》 

建構事實的
傳播方式 

大量使用具有事實意涵的氣象災難
外電新聞片段、圖像，並透過科學
證據和論點、科學家現身說法，藉
此連結氣象災難的普遍性和嚴重
性。最後透過明確的、論斷性的旁
白，完成相關主題的事實論證。 

運用少量科學敘事，使用相對大量
的宗教文化、人生信仰、自然寫作
的故事敘事。 

科學家與科
學語言挪用 
 

常使用到「科學」兩字，包括使用
「科學證據」、「科學家」等詞彙，
藉此帶入科學知識或者科學解說。 

完全不訴求科學二字、機構或具體
的科學家作為來源，而使用「缺乏
科學二字的科學語言」。 

建構事實感
受的論述 
 

以知名插畫家幾米的動畫作為前
導，表現現實題材，接續再以新聞
畫面作為強化。以先虛後實的影像
敘事，創造出了一種特殊的事實傳
達效果。 

用大量的配樂，引發閱聽眾情緒反
應，同時透過具親和力的旁白口
音，傳遞大量的比喻或者是看圖說
故事的詮釋，引導閱聽眾對於觀影
經驗的記憶，同時強化觀影經驗與
既有的文化信念相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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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 中可見《±2℃》影片中建構事實的傳播方式，全片運用相同的方式，

逐一呈現相關次主題為事實，包括全球暖化已形成災難性的事件、全球暖化形

成的原因、災難未來必會發生，以及必須遏制溫室氣體上升以此減緩年均溫的

上升問題等次主題。值得注意的是，詮釋科學事實的「聲音」，紀錄片中不僅使

用了蔣勳的旁白，同時也使用了陳文茜在具權威性和象徵性的主播台，夾敘夾

議的方式呈現。 

相對的，《看見台灣》的事實陳述，基本上是運用少量的科學敘事，相對

使用更大量的宗教文化、人生信仰、自然寫作的敘事來完成。《看見台灣》這部

以台灣美麗土地被破壞為主題，影片使用大量的高畫質空拍影片為主要的內容，

強調眼見為憑的影像效果。然而相對於《±2℃》，高空影片本身更加倚賴旁白的

敘事，藉此解說各個影片主題所欲彰顯的環保問題，以及造成環保問題的原因。

影片旁白是以吳念真具本土特色的口音，採取第三人稱的敘事觀點，搭配鳥勘

的影片畫面，建構一種在高空上的「環境議題解說」，同時兼具客觀描述和感性

口吻。其中的客觀描述便是採取強調數據的科學式描述，例如在解釋淤積和水

土保持不佳造成水庫淤積問題，影片內容以吳念真旁白解說科學數據「到了

2010 年只剩下 19 億 3 千萬立方公尺，淤積的泥沙卻已經達到了 7 億 1 千萬立

方公尺。而這個數字，仍然以每年淤積 2千 2百萬立方公尺的速度持續增加中」。

這樣的解說，適度地為高空影像所呈現的環境問題做出了科學性的說明，藉此

彌補了影像未能完全傳遞複雜環境問題之限制。  

綜合而言，兩部紀錄片運用複合影音敘事和故事以建構事實，其特色和意

涵包括：(1)各種畫面傳遞眼見為憑的真實，這些畫面如同各個複雜的環境問題

的索引，以簡化的影像敘事加上具本土風格的旁白建構起環境問題存在；(2)形

成原因和呼籲閱聽眾必須採取因應環境問題的行動，是以三段事實敘事達成影

片說之以理的建構功能。 

(二)科學家與科學語言挪用 

科學知識或資料的運用，是建立兩部院線環境紀錄片真實性的關鍵基礎。

因此，兩部紀錄片以何種方式，如何呈現科學知識、科學家，這是檢視兩部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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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片作為環境問題建構的重要切入點。本研究先將兩部影片所有的旁白和出現

的專訪、台詞，轉為逐字稿後進行分析，初步歸類以下幾種不同的使用方式。 

1.「科學」符號的使用差異 

在《±2℃》中常使用到「科學」兩字，包括使用「科學證據」、「科學家」

等詞彙，藉此帶入科學知識或者科學解說。值得一提的是，這些詞彙的使用往

往是以非具體、匿名的敘事方式被運用在紀錄片中，以此彰顯科學事實的存在。

如「二次大戰到 1980s 開始溫度上升情況形成拉鋸，這段時間科學家開始辯論

暖化是否存在」。相對的，《看見台灣》全片旁白完全沒有使用科學這兩個字，

而是直接運用科學語言，包括數據、原理、科學研究的解釋、結論等詞彙。 

2. 彰顯具體事實的科學家現身說法 

在《±2℃》之中可以發現，影片運用科學家現身說法和解釋環境問題及環

境問題背後的推論或看法，包括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史奈德教授，在格陵蘭研

究的緬因大學氣候科學教授漢彌爾頓，中央研究院地球所研究員汪中和、臺大

氣候變遷中心主任柳中明都以接受採訪、專訪或者現身於影片當中，扮演具體

的科學知識傳遞者傳遞環境科學知識。另一類則透過旁白轉述科學家的推估，

如引用臺大教授、水利專家李鴻源對於大雨造成潰堤的推估，然而這樣的轉述，

雖然具體說明了資訊的來源，但相對於科學家的現身說法，可信度相對薄弱。

在《看見台灣》則完全沒有使用具體的科學專家現身說法或者資料引用。 

3. 科學資訊使用的落差 

兩部紀錄片不僅在科學符號或科學家引用上出現絕大差異，在科學資訊或

科學語言的使用，也有頗大的差異。這裡所謂的科學資訊或科學語言的使用，

是指影片中不明說什麼樣的科學來源，未引用或訪問特定科學家現身說法、引

述特定科學家論述等作法，而是直接運用數據、科學化的推估、現象分析等語

彙。這些科學語言或資訊的使用，在《±2℃》之中較少被使用，在這部紀錄片

中，關於科學知識和解釋大多會以科學證據顯示、科學家說，或具體科學家人

名、或源自於科學組織(如 IPCC)。相對的，《看見台灣》中被使用，完全不訴求

科學二字、機構或具體的科學家作為來源，而僅是使用「缺乏科學二字的科學

語言」，包括「根據統計，包括工業所需，臺灣一年總共抽取 5、60 億噸的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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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遠遠超過大地所能負荷的數量。當地下水(位)因為超抽下降的同時，地層也

就開始下陷，目前下降速度最快的是雲林，每年平均下陷大約 7 公分」，或者直

接引用科學學理：「港口凸出來的海堤，讓原本海砂分布起了變化，造成了所謂

的突堤效應，迎向海流的一面大量堆積，而另一面的海砂卻大量流失。」這些

科學語言的使用，以理所當然被接受和理解的方式進行，讓閱聽人自然而然接

受事實證據的方式，傳遞科學常識。 

(三)建構事實感受的論述 

紀錄片做為一種既具紀實同時又具影像美學的傳播作品，其建構真實不單

單是運用理性的資訊達成資訊傳遞的目標。觀念的建構仰賴閱聽者對影音內容

產生正面的態度和感受，因此有研究者提出紀錄片的特質是使用感性訴求的語

彙、圖像和配樂等複合的訊息，以建立閱聽眾對事實的感受和經驗(Huddy & 

Gunnthorsdottir, 2000)。紀錄片訴求視覺和情緒的內容，一方面能創造閱聽人對

於環境問題的情緒感受，另一方面則可強化閱聽眾對於環境問題的感知和反思。 

在《±2℃》每一個段落，都以知名插畫家幾米的動畫作為前導，也就是用

動畫表現現實題材，接續再以新聞畫面作為強化，以先虛後實的影像敘事，創

造出了一種特殊的事實傳達效果。分析影片內容，一開始便運用隨時鐘指針轉

動而上升的海平面的動畫，搭配急促的配樂、滴答聲和心跳聲，創造閱聽眾的

恐懼反應、緊張情緒，藉此引導其進入特定的情緒狀態，這有助於閱聽眾觀看

到後續幾個災情新聞畫面時，形成經驗災難現實的情緒反應。同時，影片也不

時運用災難現場的火燒、下雨、喊叫、救難聲響外，搭配緊張、災傷的配樂，

因此建構出災難的現實感，傳達出氣候變遷下的極端氣候是為真的感受。進一

步在面對影片所提出的警告，「若不能將年增溫控制在 2℃以下，末日災難會降

臨」等等議題時，則更容易接受紀錄片最後的呼籲：必須採取積極行動因應。 

值得關注的是，影片旁白也善用各種具象的修辭，創造出閱聽眾的感性解

讀和對影片意象之感受。例如解釋冰融問題時，以「澳洲南方漂浮著一排一排

來自南極的冰山，向大自然派出的武士，站崗標示地球忍耐人體的極限。」 

《看見台灣》同樣運用大量的配樂或配音，藉此引發觀影者對一幕幕高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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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下的臺灣環境之美或哀愁，形成情緒反應。這樣的情緒反應同時透過吳念

真具親和力的口音，運用大量的比喻或者是看圖說故事的方式進行詮釋，而形

成兩種效果，一是引導閱聽眾對於觀影經驗的記憶，同時強化臺灣觀眾的觀影

經驗，與既有的文化信念相結合。諸如影片中，吳念真描述臺灣地質脆弱的特

質，當遇到大雨沖刷，形成大量漂流木淤積的狀況，使用大量擬人法描述：「這

是被大雨沖刷而下的漂流木。它們原本是高山上姿態傲然的林木，現在卻毫無

生息的堆砌在岸邊，一如浩劫過後無人收拾的屍體」，大量運用擬人的修辭，並

且是以「屍體」的比喻，營造出一片引人驚悚的意象。如此不僅建構了閱聽眾

對於特定環境問題的認知，相對於理性、客觀或科學性的修辭，這類文本內容

進一步創造了對於環境問題嚴重性之感受。最後當其又再運用傳統文化信仰相

關的語言「上天所賜的甘霖留不住，我們眼睜睜地任它流下大海」，將問題嚴重

本身提升到傳統宗教信念，而讓閱聽眾感到可惜、遺憾和不妥。這種將環境問

題提升到文化價值問題的敘事，更加強化閱聽眾對環境問題的感受和感知。 

綜合而論，兩部紀錄片文本敘事特色包括：(1)善用影片和旁白的敘事，不

僅是建立具備美學意涵的事實呈現，更為重要的是運用修辭、敘事手法和配樂、

配音；(2)敘事輔以影片來建構觀眾對於氣候變遷或環境問題，形成一種身歷其

境的觀影感受、情緒反應，包括怵目驚心、驚心動魄或者幽微的感嘆。 

但當紀錄片運用這類敘事，係著重在引發閱聽眾情緒感受的呈現方式，閱

聽眾便難以藉由觀影去釐清或者注意到影片所探討的議題的事實性。特別是在

有限的資訊處理能力上，也無力檢視影片推論、事實詮釋的合理性。因此這樣

的紀錄片，似乎更容易將其閱聽眾推向對環境問題形成的情緒反應，而不是理

性思考。如此，也使得多數閱聽眾會採取消極的態度去面對後續學者、專家提

出的種種批判，包括兩部影片不能明確說明造成環境問題的現實結構因素，科

學資料引用和詮釋的錯誤，以及誇大科學推估的作用，或者許多關係到環境問

題應該被知道而影片沒處理的部分。 

最後是兩部紀錄片都在結尾處提出環保的倡議，呼籲閱聽眾必須對環保問

題要有所因應。然而兩部紀錄片都將因應行動限縮到個人環保態度、作為之上，

雖然在《±2℃》中，說明了溫室氣體排放是工業製造、化石燃料全球性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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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也提到全球政治協議的重要性，最後描述卻僅聚焦在臺灣，呼籲閱聽眾

寫信要求總統將氣候變遷提升到國家安全層級，但是對於企業製造溫室氣體以

及資本主義生產消費模式等大結構性的議題卻略而不談。《看見台灣》更僅是將

環保問題限縮在能源使用、工業開發、不當的環境資源使用等等。兩部影片一

致的將倡議聚焦在提高個人環保意識、提倡個人環保行為，這樣的環保倡議卻

無法有效的點出被隱匿的結構問題，更消解了對環境不滿的閱聽眾形成更直接

或有效的環保政治行動，以至於讓製造環境問題的真正因素在紀錄片忽略不處

理，也讓環保淪落為一種道德呼籲。這樣的議題建構，造成觀影者同時也是環

境問題的受害者，因而不知到透過影片認識部分環境議題的意義，其實也會因

此忽略了他所應該知道的，也就是克服環境問題需要以更集體性、嚴肅的作為，

要讓政治、企業負起環保責任等這類的議題(郭力昕，2013)。 

換言之，當院線環保紀錄片未能提倡閱聽眾針對結構性的問題，進行反省

和形成反制行動，包括造就環境問題的既有的生產消費模式、政治部門的環境

政策不足、經濟發展模式失當等等，便容易導引閱聽眾以環保為話題，成為知

識不足、不全的溝通資源，卻不能導引閱聽眾以環保為態度、知識甚至是信念

(郭力昕，2013)。這也凸顯了兩部院線環境紀錄片作為一種帶有環境教育意涵的

環境科學傳播作品，有其不足之處。 

伍、結論與建議 

院線環境紀錄片傳遞環境科學知識和揭露環境問題上，是否能夠扮演一個

有效的傳播媒體？過去研究有不同的看法。而本研究認為，關鍵在於必須有系

統地分析和評估院線環境紀錄片的文本內容，藉此重新評估其在環境教育傳播

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功能與興起之問題。本研究以近年來在臺灣最具傳播

影響力且被經常被納入環境教育教材的兩部國產院線紀錄片《±2℃》、《看見台

灣》為分析個案，採取質性的內容分析解構院線環境紀錄片的文本結構和科學

傳播手法。整體而言，兩部院線環境紀錄片，反應出種種問題，包括影片訴求

方式偏重在「感性煽情的音像語言，與只看現象不見問題、只見結果不談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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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力昕，2013)」，在敘事的運用上，兩部院線環境紀錄片往往採取誇大解釋，

或未清楚說明科學前提就引用科學研究論點。在數據或資訊引用，甚至出現資

訊不正確，反應出既有科學傳播的問題(黃俊儒，2014；黃俊儒、簡妙如，2010)。

此外有學者進一步批判，院線環境紀錄片凡是訴諸個體行為的改變，內容卻缺

乏了更具脈絡性和結構性的探討，無疑是背離了紀錄片的傳播功能。誠如郭力

昕(2012)曾指出，紀錄片是一種能夠對社會和政治提出結構反思的傳播類型，因

此，紀錄片內容若能建立閱聽眾瞭解環境問題，以及現象背後所存在的社會結

構，將能夠更凸顯用紀錄片來傳遞環境問題的傳播效果及意義。沿此觀點，本

文認為值得進一步反思的是，院線紀錄片如何在紀錄片的批判傳統以及追求票

房的市場機制之間做好環境傳播？無疑是檢視院線紀錄片是否能夠做好環境傳

播管道的關鍵原則。因此本文針對兩部紀錄片所使用的語言特性和意涵進行分

析，進而提出以下發現。 

(一)「訴諸以情」大過「說之以理」，未有效平衡說理與情感的

比例 

兩部紀錄片以著重情感美學的手法，建構起愛地球、愛臺灣和保護下一代

的論述，卻不能夠使閱聽眾夠理性知識層面，更加認識和了解環境問題是在什

麼樣的現實結構中叢生，關鍵問題根源是什麼。 

(二)科學的知識被紀錄片工作者挪用，卻缺乏審慎和嚴格的使用

態度 

這個問題特別是呈現在《±2℃》中，影片受訪問的科學身份、科學數據或

推估均出現爭議。這也說明了科學知識對於環境問題紀錄片的重要性，未能夠

被紀錄片的製造者所體認，因此也難以幫助公民提升環境科學知識和素養。因

此這樣的院線紀錄片不能讓閱聽眾了解環境科學知識，在理解環境問題和認識

科學所扮演的角色，反而僅只是淪為紀錄片的背書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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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院線紀錄片與政治人物的拉抬關係 

晚近有研究者關注到，臺灣近年來的院線紀錄片一方面使政治人物淪為紀

錄片宣傳工具，另一方面卻也成為政治人物卸責和自我政治行銷的管道。在這

兩部院線紀錄片均可以發現，確實出現相互拉抬關係的現象。這兩部環境議題

的紀錄片將環境的題旨限縮在愛鄉愛土的論述中，卻缺乏對政治責任和結構問

題的有效剖析，使管理眾人之事的政治人物能夠不受批判、安然扮演起與觀影

群眾一起感動、促銷影片的角色，反映出所謂的去政治化的問題(郭力昕，2013)。 

最後本文企圖探討的是，為何這兩部受到矚目且被多方採用作為環境教育

教材的院線環境紀錄片，在具體內容上會出現種種偏離環境教育的問題。本文

認為，上述指出的兩部院線紀錄片之媒介內容及問題，正凸顯了「商業化媒介」

的特性，限制了其作為環境教育與傳播題材及科學傳播的適當性。正如曹琬凌

(2015)研究指出了，院線紀錄片是一種紀錄片採取商業映演的方式，商業的映演

特質導致了紀錄片媒介特質的變化，進而影響了其內容的產製邏輯，包括了由

於院線紀錄片必須迎合影片行銷和市場邏輯運作，雖然使紀錄片內容觸及更多

閱聽眾，發揮更大的傳播影響力、引起大眾對於環境關懷的話題(曹琬凌，2015)。

本文認為，兩部院線環境紀錄片，正因為其商業映演媒介特質使其必須符合市

場行銷原則，進而影響其紀錄片製作和內容篩選，易忽略嚴肅、具科學知識的

環境內容和議題。而對於環境問題背後的結構和政治問題不去深入探討，恐怕

仍與影片內容需追求商業映演效果有關。因為探討脈絡和社會結構的內容，無

法讓閱聽人直觀、具體生活經驗或感官體驗相呼應，因而無法成為院線環境紀

錄片內容組織的重點。然而正因為如此，也造成了讓閱聽眾無法透過紀錄片獲

得更深刻的知識內容，而這一點卻又恰恰是環境教育的關鍵議題。 

總結以上討論，本文企圖檢視兩部近年常作為環境教育教材的院線紀錄片，

從環境教育的角度進行分析。首先，本文認為環境紀錄片的重要性和發展性應

該建立在：是否能夠創造有效的環境科學傳播，藉由具科學觀及具脈絡性的文

本傳遞事實，進而運用影片美學或傳播手法，製作成一個易懂、好看和具影響

力的影片，如此才能夠真正達成環境教育與傳播效果。然而檢視兩部院線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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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則可以發現與環境教育品質相抵觸的問題。院線環境紀錄片在追求商業映

演的媒介邏輯下，容易渲染環境問題，以矛盾衝突製造臨場，以及迎合閱聽眾

感官享受和觀影興趣。換言之，院線紀錄片優先性是創造環境議題的商業效果

和受歡迎程度，正是這樣的媒介邏輯影響了環境議題在兩部院線紀錄片的建構

與組織。這樣的媒介特色也使其內容容易偏離了環境教育的宗旨，若要作為環

境教育使用，恐怕需要在教材運用和教法上，搭配環境教育教師對科學議題的

批判和解說。因此，就環境教育課程設計上，環境紀錄片僅作為課程素材運用，

在觀影前首先應該瞭解影片的環境科學觀點、核心概念，同時也應該以增加媒

體素養為前提，提供環境紀錄片特性介紹；其次介紹播映的環境院線紀錄片以

及該影片的特性、主旨，並引導如何抱持環境教育觀點來看這樣的紀錄片。在

觀看影片後，應該透過引導與討論的方式，看見環境院線紀錄片的題旨、問題

以及錯誤，透過環境科學知識的補充以更正錯誤，充實影片所未提到的內涵、

原則與方式，以此避免環境院線紀錄片因為媒介特性所傳遞的錯誤或扭曲擴大，

亦可以透過講師的課程設計適時補充院線紀錄片所缺漏的環境知識。 

最後本文需說明既有的研究限制，由於本研究僅採取文本分析法，使研究

不免缺乏其他分析立面之參照，未能使研究分析與討論更為全面。因此，針對

未來相關主題之研究，建議可以採取批判論述分析，將環境議題及環境紀錄片

的社會歷史與發展脈絡帶入研究分析中，以增進文本詮釋分析之深度與廣度。

另外晚近也有研究者會採取複合的研究方法進行研究，諸如透過文本分析與深

度訪談、專家訪談等，採用更多元的研究方法能夠增加研究推論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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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dia plays a vital role in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For most people, media 

is the major source of acquiring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regarding environmental 

issues. This study adopted qualitative content analysis to analyze two environmental 

documentary films, “±2℃” and “Beyond Beauty-Taiwan from Above”, which both 

depicted the environmental situation in Taiwan. It has been found that the two films 

mainly focused on using visual elements and on constructing the environmental 

arguments, instead of the accuracy of scientific information and the lack of constructing 

the interdisciplinary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cerns. The study suggested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problems of using documentary films released in cinemas as material fo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t has been recommended that film producers reflect on the role 

and function of environmental documentaries and be accountable to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and the quality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scientific accuracy. 

 

Keywords: documentaries released in cinemas,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visual construc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