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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本研究鎖定國片中的「軍教電影」，先就類型的角度切入，將其視為一個

獨立的類型，除了定義我們一般常說的「軍教片」究竟指稱包含何種主題

或內容的電影，也試圖觀察軍教電影在這數十年間的演化和轉變，並更進

一步探討隱含在這些軍教電影中的性別意識與性別互動關係。 本研究在釐

清國片軍教電影中的敘事慣例及其所隱含的意識型態之外，並會對於軍教

電影中的男性形象加以分析；透過這些電影的比較，試圖找出軍教電影中

男性形象的轉變，從而探討此一男性形象鬆動的可能性及此一形象所遭受

到的挑戰。我們也將透過軍教電影文本的分析，進一步探究在軍教電影中

出現的「成熟男性形象」、「軍人形象」和「父親形象」各是為何，以及

這三種屬於「男性」的形象其間的互動關係。同時這三種形象又是如何透

過被再現和建構的過程，成為一種可供認同的形象。 本研究所指稱的「軍

教電影」，是一種與軍事題材相關但不同於戰爭電影的電影類型，其故事

與人物是架空的，不明顯指涉某一特定的戰爭歷史事件或人物。其描寫的

重心是在於與軍事教育相關的生活經驗，通常是某種兵役經驗的再現，關

注的是在這種兵役經驗中的人際關係互動，而非傳統戰爭電影的史實再現

或詮釋。 本研究在電影文本的論述分析層面，將會以「報告班長系列」的

第一集《報告班長》、第五集《報告班長─女兵報到》和第六集《報告班

長 6─報告總司令》為主要的分析文本，為了避免文本的選擇過於偏狹，

部分論述分析和軍教電影的歷時性分析部分，本研究仍會參照其他的軍教

電影文本，以兼顧不同時代及作者所呈現出來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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