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國際提案一對一工作坊文字紀錄(1) 

 

讓劇本顧問幫助你－劇本架構、常見的問題和元素  

The script consultant：Who? How? (framework, inputs) When? 

 

課程時間:2017 年 7 月 5 日 10:00-12:30  

主持人: 

Guillaume MAINGUET（法國南特三洲影展 南方製造工作坊統籌） 

 

講者:  

Jérémie DUBOIS（法國南特三洲影展/ 劇本顧問，法國） 

Gualberto FERRARI（劇本指導及導演，法國-阿根廷）  

 

主持人: 

劇本顧問在台灣或在世界其他國家可能不太常見，但相反地，在歐洲卻很常見。去年許多案

子在歐洲就是從這樣的劇本孵化、或劇本實驗室出來的，許多來自歐洲各國的劇本顧問，用

不同的方法手段和導演建立起不一樣的關係，這樣的專業也提供了導演或編劇不一樣的幫

助，所以我們認為這是個相當難得的機會，讓台灣的創作者了解，尤其是現在在劇本創作上

正覺卡關，需要外在意見的編劇們，有機會了解到這樣的模式。首先請兩位來賓自我介紹： 

 

Jérémie：  

大家好，我今年 36 歲。在接觸電影之前，我是個社會學研究員，然後我開始在法國電影學

校念電影製片，之後我在倫敦電影學校念了電影編劇。我從事劇本顧問五年，我最一開始就

是把自己當作故事閱讀者，閱讀大量的劇本，在法國幫許多機構挑選劇本，從短片到長片，

基本上我在這行六年多，同時也擔任導演。 

 

Gualberto： 

大家好，這是我第三次參加國際提案一對一工作坊，第五次來到台北。 

我是偶然成為了電影編劇，有人私下請我對他們的劇本提出建議，接著法國一個成立於九零



年代，也是最知名的電影實驗室 eQuinoxe 與我接觸，這個實驗室與日舞影展的劇本實驗室

合作，於是劇本顧問變成了我的全職。在這 16、17 年間我在歐洲不同國家與拉丁美洲擔任

劇本顧問。因為我是阿根廷人，我參與的案子從墨西哥到阿根廷。我同時也是紀錄片導演，

也做紀錄片的劇本顧問。紀錄片要拍攝非常多的素材與訪談，最難的部份就是分門別類剪

輯，劇本顧問也會在此提出協助。 

 

主持人：兩位同時也都是導演，這個身分會幫助你們成為更好的劇本顧問嗎？ 

 

Jérémie：對我來說，能站在對方的立場想事情總是非常珍貴，我可以知道對方是如何工作

的，哪些事辦得到、哪些事辦不到，所以以站在另一面的角度來看是十分有幫助的。 

 

Gualberto：是的，定義我們的抬頭「劇本顧問」（script consultant），和美國主流電影工業

中的「劇本醫生」(script doctor)不同，我們主要諮詢的影片是歐、亞洲、拉丁美洲的獨立

藝術作者電影，就像 Jérémie 說的，身為導演，我們得了解電影的內涵與意圖，不是一場一

場戲，不是針對技術或戲劇功能的指導。導演的經驗幫助我們更能與諮詢對象產生適切的連

結。 

 

主持人：如何定義劇本顧問與共同編劇的差別？ 

 

Jérémie：美國將此稱作「劇本醫生」，我一直覺得很奇怪，很像是劇本生病或者病入膏肓

了。在歐洲使用了一個不同詞：「劇本顧問」，比較是針對發展中的劇本提出建議。我認為劇

本顧問和共同編劇最大的不同在於，劇本顧問和劇本保持一個較遠的距離，我們被要求提供

建議，指出哪裡行得通與哪裡行不通，或者需要加強的地方。我們一開始接觸已有一個很強

壯的想法在那裡，接著我們灌入想法，從另一個人的眼光注入嶄新的元素。劇本顧問就像是

祖父母，把愛貫注在孫子身上，教導他們。共同編劇有了「編劇」的行為，不單是用草稿、

鍵盤書寫，更是將故事細節創造出來。很快的區分兩者，共同編劇是將雙手深入劇本之中，

而劇本顧問是與劇本維持距離，而這個距離相當的有用，創作劇本的時候時常陷入盲點，有

時候需要有人從更宏觀的角度來提供建議。 

 

Gualberto：兩者有極大的差別，身為劇本顧問，我們必須擁有「批判的眼」，時時警覺，但

在分析劇本時，也必須有建設性，但這不是劇本顧問的唯一面相。在解構之後進行建構，是

非常重要的一點。永遠用第三者的眼睛看劇本。 

共同編劇擇是另一個完全不同的角度，當然以我的例子而言，有時候我一開始以劇本顧問的



角色介入，但隨著過程的進展，漸漸變成類似共同編劇的角色。當然劇本顧問有其限制，我

們和創作者見面的次數可能只有兩三次，給的建議有限，有時你參與一個腳本一年半、兩

年，日夜工作，就漸漸成了某種共同編劇。基本上我們維持一種共識，我們並不是共同創

作，我們只指導三至四次，十分容易抽離。我們尊重原創，不試圖改變，基本上我們提供協

助，給予建議，但尊重作者與其作品，即使對話很有火花或產生激烈的辯論，但我們尊重你

們的作品，我們是為你的作品服務，不是為了呈現我們的意志，這是十分重要的。 

 

主持人：為何導演會想找劇本顧問？何時是需要尋找劇本顧問的時機？ 

 

Gualberto：有很多不同原因，當導演或編劇需要一個批判的眼、幫忙分析劇本的合作夥伴

或朋友……每個案子的狀況不同，也許沒有共同編劇，或者他們已經陷入自己對作品的自我評

判、或是出於製片要求…….。所以他們需要一個外界的眼光，但這個人要對這些素材或作品

類型有所了解，或是對電影具有敏銳度，將我們拉在一起，多少可以這麼說。 

 

主持人：有可能是因為一些更單一的理由嗎？例如劇本架構或是角色創造？ 

 

Gualberto：很少會只有單一理由，我們在閱讀劇本時，會從很多面相審視。閱讀一個劇本

的時候，我腦中同時在處理五六種程序：我分析結構、角色、整體概念、劇本文本、角色背

景、結構靈感、背後意涵……。因為故事只有故事是不夠的，你得了解背後的世界，得從較宏

觀的觀點來看，所以尋找劇本顧問很少只有單一理由。 

 

Jérémie：大家常常希望從一個新穎的視角來看劇本，我們常被要求對劇本提出審視，大多

是信任我們對劇本的敏感度。我的經驗時常是製片來找我，他們可能覺得劇本架構行不通，

導演或編劇也許有相當明確的構想、影片類型或寄望的寓意…….。我們都知道怎樣說故事，

也每天和朋友描述其他人的故事，但我們卻很難描述自己的故事，也許過於敏感，也許想保

護自己，常常我們不知道如何說起，我們也許會忘記細節，最熟悉的東西卻最容易忽略要描

述，劇本顧問就像是和你聊天一樣，將你忽略的細節指出。你常常會需要與人討論，卻不是

跟那些已熟悉你故事的共同編劇或製片，劇本顧問可以站在比較外圍與作者討論。  

 

主持人：製片和導演通常是哪一方會來尋求劇本諮商？ 

 

Gualberto：都有，當然很多時候是製片，他們了解我們，知道我們終將對劇本有幫助，有

時候導演自己也會提出需要協助，這對他們來講很尋常。 



 

主持人：這表示他們都知道你們的存在，接著就是我的下一個問題：要如何找到劇本顧問，

與你們聯繫，這機制如何運作呢？ 

 

Gualberto：好問題。這個圈子其實很小，各種工作坊、電影實驗室等，資訊很容易流通，

我接的案子都是此類活動而來的，或者是認識的製片公司介紹。在歐洲甚至拉丁美洲，現在

有太多太多的工作坊和劇本顧問了。 

 

主持人：你對於在劇本實驗室提供的諮詢，和透過製片等私人關係尋求協助的案子，有什麼

不同的工作方式嗎？ 

 

Gualberto：要看情況，我在一個叫 Sources 2 的歐洲的劇本實驗室，八天內要讀完六個劇

本，是個相當緊湊的實驗室，而南方製造工作坊，一個案子會談兩到三小時。而大多數私下

找我諮商的劇本，大概是四個月會有一次兩到三小時的討論，一年內大概碰個二到四次。我

最近有一個巴西的諮商案，四次一對一諮商，每次兩到三小時。類似我們在台北的工作坊，

我過幾個月再回來一次。但只是一種形式，完全是看諮商會走到什麼狀況而定，這真的有許

多不同的方案。 

 

Jérémie：我也差不多，這是個小小的圈子，在法國也是，就像是一種集體社會運動，你得

要有人脈。我大多數合作的人都有經紀公司，透過經紀公司聯繫。 

 

主持人：你們可以接受任何劇本諮商嗎？你們會選擇、或者拒絕某些劇本，又或者你們會不

會選擇你們覺得可以提出適當建議的題材呢？ 

 

Jérémie：身為劇本顧問，我覺得每個故事都是可以說的，沒有不值得一說的故事。除非它

是一個還沒準備好的故事，而我的工作就是協助這個故事。我總是對於接觸新故事感到十分

興奮，大腦肌肉每天都可運作，就像鋼琴家一樣，每天都需要練習。身為編劇，我創作故事

的步伐得要很快，身為劇本顧問，我每天都期待被劇本驚喜或感動。我期待故事去表達對世

界的看法，有些故事不容易說，但我也願意投入時間去幫助我有興趣的故事。 

 

主持人：碰到不喜歡的主題或議題時，你們會怎麼面對？ 

 

Gualberto：這是個很有趣的問題。我一開始做這行時，我也堅持做自己有興趣的劇本或類



型，所以有很多即使很有趣，但我覺得我無法提供有用協助的劇本。隨時間和經驗累積，我

也被迫接受一些沒那麼有興趣的議題，但隨著進入到劇本，構想裡面，就像 Jérémie 說的，

你就是那個人，就算是不屬於你熟悉的世界，進入故事中，就會有所感覺，最後也會有不同

的結果。所以我也改變了我的想法，接受原本會拒絕的某類型電影，也會帶來革命性的改

變。 

 

主持人：所以你現在已經可以接受任何故事了？台北在座的這些學員聽到了。 

 

Gualberto：完全可以！在台北三年的工作坊經驗，讓我非常期待看到大家的計畫。 

 

主持人：在劇本創作的哪一個階段適合開始找編劇顧問加入呢？ 

 

Gualberto：對我來講並沒有特別的階段。只要故事、大綱或概念的作者意識足夠了，就可

以準備接觸劇本顧問。幾頁的劇情大綱、幾條註記到 10 頁的故事長綱（treatment），都可

以是個開始。我很常面對各種發展前期的劇本草稿，所以對我來說，尋找劇本顧問並沒有任

何的限制。 

 

Jérémie：只要導演對自己想講的故事有足夠的自信、覺得角色夠強烈，可以討論，自己對

角色的理解足夠，就可以找劇本顧問了。找人談是個好方式，但一定要對核心故事有自信，

準備好讓人研究我的角色、我的故事，必須要有這樣的自信。 

 

主持人：你的回答也讓我想問接下來的問題，也就是你們（劇本顧問）與編劇、導演的關

係。你們期待導演以怎樣的心態、拿什麼樣的問題來與劇本顧問接觸，尋求劇本顧問的導

演，必須怎樣準備好自己，才能獲得一個好的、有效的劇本顧問成果？我的問題其實十分簡

單，你們期待兩個小時的互相應和，還是導演站在一個特定的立場或態度捍衛自己的劇本

呢？ 

 

Gualberto：兩者都是。一對一的劇本顧問就是一種對話，導演必須要在我們面前揭示出自

己，向我們提問，是一場緊張的對話，並不是我們單一的指出劇本問題，而是創造出一種信

任的氛圍，在來回的討論、提問和回答之後，影片的能量就會產生，隨著台詞的發展，故事

密切在我們眼前成長，創作者和劇本顧問成了一種「共謀」關係，這是我的方法。 

 

Jérémie：寫劇本就像自己的故事，我即使寫了一個故事，主角不是我、也不是在法國，但



仍是我。我希望導演也可以抒發自己。我在做劇本顧問時，會講很多我自己的事，因為這是

一個分享的過程，互相交流是很重要的，我把我的東西掏出來，你也把你的東西給我。既然

寫故事就是一種蒐集記憶和私密故事的過程，能夠講出來與分享出來就很重要。就像跳雙人

舞，兩方都想要跳舞才行。 

 

主持人：所以對你們來說，和外語劇本與母語劇本的工作並沒有分別？ 

 

Gualberto：一點都沒有。從一開始這個一對一提案工作坊，我們就一直感受到一樣的情

況，普世共同的慾望。雖然我不是民族主義者，但我希望每個劇本可以擁有自己的國家印

記，這非常重要，這些是來自故事本身。對我來說，許多問題都是全球化的，所以我完全可

以對台灣或南非的案子感同身受，我們的感受相同，知道要講什麼樣的故事，當然我們互相

從對方身上學習，彼此的身分和文化認同。這並非是國際主義，而是最簡單的跨語言的理

解，所以對我來說沒有任何差別。一個劇本成功，因為背後擁有全世界都能理解的構想，劇

本行不通，也不是因為我是外國人或不了解當地文化。 

 

Jérémie：每個國家都在說同樣的故事，面對同樣的議題，同樣為生存而掙扎，所以走出自

己的世界到別的地方是件令人興奮的事，像我看侯孝賢的電影，我想看到的是台灣，是在法

國電影裡面看不到的樣貌。但除此之外，其實我們不斷重複的在講著相同的故事，最重要的

是，這個故事為何要被說出來，在此時此刻此地被說出來？ 

 

主持人：聽說有製片或導演擔心劇本顧問投射太多自己的想法在故事之中，左右影片應該被

呈現的方式。前面我們討論到了信任的問題，可不可以更詳細談談你們對於劇本顧問與創作

者間的「信任」關係？ 

 

 

Gualberto：很有趣的說法，我從沒聽過製片或導演和我說我的影響太大。我想這要回到我

們一開始說的，這個故事最初的構想與目的。對我來講，尋找劇本顧問並不會有這種風險，

我十分嚴守尊重作品與創意構想的作者精神，對白自然就會以他的文字走向他要的方向，而

我要提出的是作者還沒有的，或是還沒創造出來的，這並不會有過度影響的危險。當然，有

時我們會不由自主對某些案子投入較多的力氣，在某些案子上的進展較快速，但只要我們有

相同的共識，我為你工作，你是創作者，我是給你我的建議，不是給你我的想法，這是你的

劇本，我不是把我的構想加入你的故事裡面，而是激盪出新的火花，提出修改的「建議」，要

不要接受隨你。這就是信任的基礎。所以我沒有碰過這樣的狀況。但我承認，劇本顧問和創



作者之間有很多種不同層面的糾結關係，必須要有平衡，有很多緊張的理性對話、感性對

話、我們分享感受、自我、心理分析……非常的困難。我們得有同理心，創作者與作品已經有

深厚的關係，我們得批評他們的創作，柔軟但誠實的說出我們的看法，這也是他們所希望

的，這是他們來找你的目的，正常來說，不應該產生問題。 

 

主持人：Jérémie，那你呢？你給予建議的極限是到哪個程度？ 

 

Jérémie：最難的的確是要如何加入建議。劇本顧問必須在指出方向，保持一定的距離卻同

時又在靠近主題間找到平衡。 

 

主持人：回到劇本顧問的工作過程與和導演的關係，你們對於有人把「劇本顧問」當成「劇

本治療」有什麼看法？ 

 

Jérémie：我們一直在互相隱瞞。要承認自己不知道該拿劇本怎麼辦是很痛苦的，你根本不

想說出口，把劇本拿給別人看更是把自己的情緒展現出來，創作者日以繼夜的度過無數個與

自己內心對話的創作夜晚，已深陷其中，此時真的很需要與人談一談。透過劇本顧問，可以

幫你指出一些方向來。 

 

主持人：這些情緒與感受，通常是劇本發展會花費那麼多時間的原因嗎？ 

 

Gualberto：劇本發展的長短並沒有模型，有些劇本會花多一些時間，有些則會比較快，並

沒有準則。我前幾天在替一個巴西的腳本工作，一個詩意的帶有社會議題的恐怖片，我已經

看這個劇本看了五、六個月，一開始我非常懷疑這樣的劇本要怎樣抓住人心，但三天前我拿

到了第三個版劇本，劇情竟然讓我流淚了。它的迅速發展令我驚訝。 

 

主持人：兩位劇本顧問會有不同的劇本指導方法，兩位剛拿到劇本時，第一個會看的是什

麼？ 

 

Gualberto：前面說過，我在看劇本時，腦內同時在執行很多事情：故事、編劇創作故事的

動機、角色、劇本結構、明顯的劇情動機、背後的劇情動機，當然還有結局。最重要的，是

編劇想告訴我什麼？另外兩個最簡單的東西：理智的批判和一般觀眾情感的連結。 

 

Jérémie：我第一次看劇本的時候盡量讓自己像一般讀者一樣，就像在戲院裡看電影一樣，



隨著劇情感到無聊或疑惑。第二次閱讀我會開始把理智加進來。並加入剪接或結構的技術觀

點，保持距離的再看劇本。接著我會開始理解劇本的故事，以及編劇為何要講這個故事、寫

在劇本之內與之外的訊息、哪些可以發展卻還不夠的部分、釐清劇本要講的是關於哪些人的

故事。另一個也很重要的，是故事是否有起承轉合，這是基本常識但卻常常被遺忘。劇本必

須有節奏、劇情有進展，角色必須有改變，他們看待世界的方式必須改變。我們的人生觀不

太常改變，會有所改變通常是因為經歷過刺激，真實人生中並不會有那麼多的改變，所以我

覺得人們看電影的時候，會希望看到角色有所轉變。人們想要在電影裡面看到自己無法做到

的事情。 

 

主持人：兩位有很強的關於劇本創作的方法理論嗎？ 

 

Jérémie：我不認為有，每個人有自己發展劇本的方法。我在學校念了兩年劇本創作，並沒

有任何劇本創作的撇步。大家都知道怎樣講故事，但不知道怎樣講得好，這得透過練習，就

像練習鋼琴一樣，得一次又一次的練習。方法面來說，我有我的小技巧，就是不要忘記故事

主軸。電影裡第一件事，就是加入衝突，讓人不會忘記。例如若是一部天主教的小孩要進行

領聖體的儀式，在善惡與成為好教徒間掙扎，就在他要走到主教前領聖體時，他卻看見上一

個女孩……因為生命就是一種掙扎……這是我第一個指導的劇本，那樣的劇情小細節，幫助她

不會忘記劇本的宗旨。有時我們在發展故事的過程會忘掉一些東西，我一直和導演說，這是

一個達頓兄弟《美麗羅賽塔》的故事。因為羅賽塔在劇中一直不停重複自言自語，這即是一

種劇本方法。 

 

Gualberto：我同意 Jérémie 說的，沒有方法，方法是自然生成的。劇本和角色是可以調整

的，但劇本與台詞建構得是不斷增強的，得要注入新的能量進去。我們可以看著劇本指出劇

情的幾個重心，但重點是，這些點得讓編劇放進創新的進展或轉折。否則一個兩小時的電

影，很難讓觀眾進入。所以創造新的轉折是很重要的。寫劇本沒有方法，方法是導演工作時

需要的。 

 

主持人：有沒有什麼基本又關鍵的訣竅可以套用在所有類型的劇本上？ 

 

Gualberto：絕對沒有。回歸到角色身上，角色個性、動機需求產生適合的台詞，這是角色

建立後自然生成的，沒有特別的創作規則。 

 

主持人：進入到提問時間之前，我想提最後一個問題，就是劇本顧問的工作架構。當製片或



導演接觸你們，提出劇本諮商協助後，接下來要怎麼進行？得進行多久？需要進行幾次諮

詢？ 

 

Gualberto：兩者是不一樣的，通常製片聯繫我們後，我們會討論好多次劇本發展的方向，

有時候找到適當的討論方式並不容易，有時我們會因為持續進行了三、四小時的一對一面談

分析劇本感到疲累，有時候經歷一連串的面談轟炸，所以會是與各案之間的排程也有關係，

通常會有三個流程，一是互相認識，二是一對一，最後是後續追蹤。有時候編劇本人想找劇

本指導時，可以聯繫我們，我們會按照當時狀況安排見面時間，我們也會簽個一頁的簡單合

約。接下來的運作方式就和製片公司、導演習性和拍片預算有關。 

 

主持人：所以劇本顧問的費用也有談判的空間嗎？ 

 

Gualberto：當然，不過我們是也會有談判的底線的。 

 

【交流時間】 

學員 1：身為編劇，很多時候我們在作品中會有不想妥協的核心價值，但很多時候放進故事

裡面，戲劇節奏就會被打亂，也得為你想表達的東西抗爭，你們會建議怎樣面對這種狀況

呢？ 

 

Jérémie：我聽過很多妥協的故事，我認為將影片寫得更好，讓大家知道你想與世界說的

話，比做出妥協更有價值。當講到戲劇性問題時，我覺得你得要成為你的角色，照著他的個

性會做的事去走。你看電影就是為了看事情發生，也就是戲劇性，因為你希望戲劇化的事情

發生，就連在沒那麼有劇情的蔡明亮電影裡，也有事情在發生。你應該在你的角色行為和戲

劇需求之間找到平衡，但你只要夠了解你的角色，你就可以讓他遇到一些事情，發生一些事

情，對我來說，沒有什麼好妥協的。 

 

Gualberto：我同意 Jérémie 的話，不要妥協。當你妥協，你就不是在做自己想做的事，也

不會引起任何人的興趣。接著你得創造你自己的角色，而每個角色都必須有些古怪

（singularity）。在這些最平凡無奇的人身上，得要發生最不得了的事。否則他們就只是一些

攝影機角色而已，你得要豐富你的角色，然後到了某一個點，他或她會從你的設定中自由出

來，他成了有血有肉的角色，當角色開始質疑你，你的角色便有了生命。你對他的控制越

多，他到了一個點就會開始反抗，而此時，他就活起了來了。所以，千萬不要妥協。 



 

主持人：若是必須與製作方面的妥協呢？ 

 

Gualberto：這就不是我們的工作了，應該是製片的工作！我們在這裡是協助編劇講故事，

將他們最原本的創意發揮出來。 

 

學員 2：身為製片，我們的任務就是做出選擇，尤其在國際合製的案子時。 

舉例很多時候我們得把主角改成小孩，以獲得相關的補助，更多時候因為審查問題，我們可

能得把拍攝地點整個從北京移到馬來西亞。而這些絕對會改變到故事和角色。我的問題是，

劇本顧問會在這個過程中提出協助嗎？還是這完全是製片的責任呢？ 

 

Gualberto：這的確是個我們常常被問到的問題，只要不改變故事的本質或精神，有些改變

其實是有幫助的。只要故事夠強、共通性夠，地理疆界、主角的國籍都是有可能改變的，這

些全取決於是否改變了案子的本質初衷，或是否改變了事實還有導演的目的。有時候比起其

他的主要元素，改變拍攝地點並不是最複雜的，所以必須看情況而言，這是有可能的，但必

須要對改變的目的非常清楚。 

 

學員 3：在編劇的過程總是會碰到不停修改的過程，以劇本顧問的經驗上，大概在改本到哪

個階段，會建議製作人不要再改了，進入拍攝階段呢？ 

 

Gualberto：關於在劇本修改中遇到各方不同意見的這個問題，我以比較簡單的講法來回答

你。假設今天我和 Jérémie 一起在看你的案子，我們兩個都無法被劇本裡面的某個特殊的東

西說服，而改變了這個東西卻會讓電影完全不一樣，有可能我和 Jérémie 會有不同的看法。

但這並不是壞事，你有了兩種觀點，電影也會有兩種走向。通常一個案子有兩個不同的劇本

顧問的觀點，是很常見，也很有趣的，因為你會有兩種不同專業與情感上的建議。在劇本發

展上面算是一種前進，但當然會需要重新調整，而這就是一個不斷修改的過程，我們永遠不

知道會走到什麼地步。但是包括你，我們三個人會有三種對劇情的發展三種走向，但永遠是

出自於專業的考量和建議。以這個角度來看，我覺得對案子來說是正面的。當然會面臨一直

修改重寫的狀況，但這不是我們所能控制的。我們可以在劇本面幫助你，但無法指出何時該

停下來。 

 

Jérémie：有和你意見相同的人當然很好，可以在你要面臨劇本抉擇的時候給你有用的意

見，讓你做出決定。當談到劇本該在哪裡停止發展或者結束，我得說，寫劇本其實是很容易



的。基本上當你知道你要從哪裡開始說故事，以及結局是什麼，就好像拉住一根絲帶的兩

頭，就可以釘出起點和終點，這是很邏輯的事。難的是你為什麼要說這個故事。這是非常困

難的，我們的工作就是讓你釐清為何得由你來說這個故事，而不是別人。一旦清晰了，我們

的工作就完成了，接下來就是把故事寫下來，當然會經歷許多重寫或修改，但只要你的故事

夠強烈，你就只要繼續寫下去，讓它自行發展。只要劇本有強烈的核心價值，most thing is 

done. 

 

學員 4：因為台灣並沒有劇本顧問這個角色，所以我想知道，當你們在判斷劇本的時候，你

們會以商業取向或是影展取向來分別劇本嗎？ 

 

Gualberto：你指的是寫作動機，還是賺錢取向？ 

 

學員 4：當你同時接到一個比較商業的導演和一個藝術取向的導演，你們會用不同的觀點去

判斷這兩個劇本嗎？ 

 

Gualberto：我們是為故事服務，為劇本服務，我們盡力將這樣的合作做到最好，所以並不

會有不同標準。我們希望編劇寫出他最棒的故事，就是這樣。所以我不覺得主流電影和藝術

電影會有不一樣。我們只是協助他們把他們想講的故事講好，就這樣。 

 

主持人：你們從兩者之間得到的報酬會不一樣嗎？ 

 

Gualberto：當然！非常不同。這個圈子很小，也很正常，重要且知名的商業取向的大製作

公司有能力付出較高的的價錢，獨立年輕的小公司則無法相比，但我們提供的協助沒有不

同。 

 

Jérémie：故事就是故事，並沒有差別，當然也許意圖有所不同，但對我來說電影就是電

影、故事就是故事。因為這是我的熱情所在，我投資我的時間、心力。我目前同時接了三部

電影，其中有一部商業電影，老實說，一開始我並不十分感興趣，對我來說只是賺錢，但當

它漸漸成了「我的」電影，就和其他電影一樣，我沒辦法選擇我要花費多少時間心力發展

它，因為每個電影都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樣。 

 

學員 5：兩位曾提到，就算不同的國家，你們都可以對其故事構想產生共鳴，想請問你們在

諮詢的過程中，會針對相同的問題或議題，給予個別性或差異性的劇本建議嗎？ 



 

Gualberto：每個劇本都是一個世界，每個劇本都是一個故事。所以每一部電影需有不同的

走向、討論和建議，許多問題是共通的，但不是所有的導演、編劇都有同樣的問題，每個劇

本的角度也不同，我們得要給予不同意見。我們給予每個角色、導演、編劇不同的建議，所

有的企劃案都是不同的，每個故事本身也都是獨一無二的。 

 

Jérémie：每部電影都是獨特的，我們雖然在現實生活中經歷著相同的問題，但我們有著不

同的背景、國家、宗教。所以一樣的故事在台灣講或在法國講、北法或南法，都會不同。我

們用我們的背景和個人生命經歷講故事，會得到的回饋也不一樣。 

 

Gualberto：總之，我們要記住的是，不管是什麼故事，要講的都是「求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