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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後》 
紀錄片類 Documentary Film 

 

導演：陳文彬 

光之路電影公司。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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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是被留下來的人 

孤獨且堅強的 必須面對 

此後繼續前行的道路！ 

 

 

影片片名: 此後 

英文片名: From Now ON 

影片語言:華語、台語、英語 

影片類型:紀錄片 

影片規格:HD 1920X1080p 24p 

音效色彩:彩色／同步收音 

影片長度:85～95 分鐘 

級別:普通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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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部關於 2009 年，高雄小林村莫拉克風災劫

後餘生者的紀錄片。 

紀錄片中主角翁瑞琪、楊美露、劉昆岱、周坤全

老夫婦-----各自代表了地域性的「在地」與「出外」

生命的「新生」與「死亡」意象。透過這幾位主角，

緩緩向觀眾敘說一段關於餘生者如何在災後，重新開

展新生命的動人故事來。 

本影片經過三年田野紀錄拍攝，安靜陪伴跟隨被

拍攝者，從離開、歸來、死亡、重生、迎接新生命，

又再度面臨死亡的過程…生命，在歲月的流裡安靜滋

養出一股堅韌的力量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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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單位:光之路電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光之路電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聚焦關懷社會人文、尊重自然生態

影像和文化傳播。受到當代社會人文、哲學思潮滋養，我們始終抱持

關懷當代社會議題，帶著問題意識切入拍攝，並選擇站在公平正義與

弱勢立場，讓被紀錄者透過影像平台為己發聲，且讓觀眾透過影片進

而自我映照。 

     我們的成員屬性多元，但共同點為深具社會關懷意識，由一群

關注台灣社會現象、文學運動的年輕人共同組成，自 2003 年 8 月成

立以來，基於「關懷人文社會、創作有機生產」的工作原則，持續進

行各項影像製作和創意生產工作。相對於台灣其他電影公司多屬於個

人工作室單打獨鬥或隨機任務結合方式，「光之路」長期以來朝向制

度化、永續經營方式邁進，除了維持固定製作班底外，我們亦積積極

參與國外影展與聯繫跨國製片、策展

人，掌握契機、合作成立跨國聯盟，一

方面嘗試將國片推廣至國際，另多方面

尋求全球化合作製片、資金投注的多元

可能性，創造新的電影生產格局和市場

經營模式。《溪水濁》、《不能沒有你》、《靈

魂的旅程》、《南國日和》等為「光之路」

重要代表作品，均曾獲得國內外影展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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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導演 陳文彬 

    陳文彬導演，出身於台灣雲林，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畢

業。求學時便積極投入社會及環保運動，長期關切台灣土地、人文與

生態等議題，目前為「光之路電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執行長，經歷

製片、導演、編劇、執行製作和演員等豐富經驗。 

    2004 年製作拍攝以 921 震災後為主題之《家》紀錄片，獲得當

年金馬獎紀錄片首獎；之後拍攝《濁水溪》、《溪水濁》等以台灣彰化

農田、雲林河川與生態議題追蹤探討紀錄片，展現其人道關懷與藉由

影像為弱勢發聲的紀錄片精神。2009 年編劇、製作的《不能沒有你》，

透過社會寫實故事改編成劇本，黑白寫實的素樸手法，在台灣電影圈

創造出新的視野。近三年來，秉持關懷社會弱勢之《泰雅千年》、《靈

魂的旅程》作品，則聚焦原住民面臨傳統和現代生存問題之間的矛盾

掙扎，在國外影展屢屢引起熱烈討論。 

    2010 年「八八風災」引發災難之後，陳文彬導演成長期駐點小

林村，進行田野調查和記錄拍攝，目前已完成《此後》短片剪輯，且

也陸續接獲來自國內外相關電影節注目邀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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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彬 經歷 
 
◆ 劇情/紀錄片 編導主要作品 

2012 年 電影短片《幸福事務    

所》、《蚵男不難》劇情短片 編/

導 

2012 年 記錄短片《蕉農古德

福》、《此後》劇情短片 編/導/

製作 

2011 年 《風之詩》劇情短片 編/導/製作 

2010 年 《靈魂的旅程》紀錄片（35mm）編/導/製作  

2009 年 《不能沒有你》劇情長片（35mm）編/製作並參與演出 

2009 年 《溪水濁》紀錄片（HDV）編/導/製作 拍攝 

2007 年 《泰雅千年》紀錄片（23min、HD）編/導  

2004 年 《家》紀錄片（16mm）製作/導  

2004 年 《百年古圳---水路八堡圳》紀錄片 編/導 

2004 年 《奔馳的縱貫線》「人生劇展」單元戲劇 編/導 

◆國際影展參展作品 

2012 年電影短片《南國日和》（導演/HD） 

獲邀日本福岡國際電影節觀摩片、澳門國際影展、美國休士頓影展決審。 

2011 年電影長片《靈魂的旅程》（導演/35mm） 

獲邀高雄電影節觀摩片、入圍新加坡國際電影節、台北電影節、德國海德堡、

曼海姆國際電影節、澳門國際電影節、印度加爾個達影展、甘地影展等。 

2009 年電影長片《不能沒有你》（製作人/編劇/男演員 3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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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圍 2009 年荷蘭鹿特丹影展正式競賽片、獲台北電影節百萬首獎、媒體推

薦獎、日本 SKIP CITY、南非德班影展最佳劇情片大獎、智利聖地牙哥評審

團推薦獎、入圍第 46 屆金馬獎 9 項提名，5 項得獎。西雅圖影展、英國愛

丁堡影展、香港國際電影節。 

 

 (三)、《此後》的故事立意: 

◆ 生命果真無常？ 

多少人認真想過，如果有一

天，出門就好像平凡的每一

天，隨口不經意的和家人說

再見。豈料這次竟與家人永

別！2009 年八月八日突如其

來的那場大雨，一夕之間，

滾滾土石洪流摧毀高雄縣小林村，八八風災帶給小林村人的傷痛，

至今仍歷歷在目，無數家庭一夕之間採遭巨變，如此極端的「人生

無常」不再只是連續劇中的戲碼，而是如今每個人生命中難以迴避

的衝擊考驗。 

 

◆時間停格的那一天 

「就像尋常的每一日，一

家人難得聚在一起玩

牌。而他，正沉浸在剛當

阿公的歡樂中，…豈料，

這個難得的三代同堂喜



此後 頁 8 
 

悅，竟然只有短短的 23 天就被老天畫了句點……。」小林村遇難的

故事，早已被媒體披露廣並同為哀傷。然對少數倖存者而言，那一

夜的災難，卻是永遠也挽回不了的夢靨。翁瑞琪，便是當天親眼目

睹災難而倖存的少數村民之一。三年多過去了，翁家人共十人，全

數在事件中罹難；包括剛出生沒多久，讓他只當了 23 天阿公的小孫

子。 

 

◆社會集體的傷痛記憶 

淒風苦雨中，本片主

角翁瑞琪眼睜睜看著

親人逐漸失去氣息，

整個台灣社會，透過

電視同感震驚哀痛，

卻無能為力…。 

這不是一個幸運活下

來案例的單純紀錄，而是所有倖存下來的人與幸運未經歷災難的人

都該認真看待的生命故事。 

當每一天都可能成為最後一天時，「生命無常」不只是一句勸世豁達

的標語，從今往後，面對生命我們必須且必要擁有全新的態度。 

 

◆活著，是上帝的選擇？還是另一人生的旅程﹖ 

 

如同日本的 311 海嘯與福島核災

之變，亡者固然令人無法割捨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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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但多的是少數在大災難中存活下來的小孩或者遺孀，又要如何面

對每一個椎心刺痛的日子？如何找到新生的意義﹖人們如何在苦難

中獲得啟示？如何重新看待人類和自然之間關係﹖社會大眾除了給

予關懷憐憫外，可知道在他們心中最渴望生命是什麼﹖而這個故事，

又將如何衝擊社會大眾對於自己、家人、生命的看法？  

 

◆為誰而活﹖重生的力量從何而來﹖ 

在災難之後，我們失去了什麼？獲得了什麼？如何自處？如何重新

融入社會？我們選擇透過紀錄翁瑞琪及其他小林村民災後重生的曲

折原委，藉由影片中男主角如何走出悲愴、重組新家庭，讓社會看

見這些生命勇士如何展現人性不屈不撓的一面。《此後》講述的是一

個人如何因應巨變的人生，更藉此提醒自己，警醒思索「生命無常」

的涵意。活在當下，無時無刻追問自己「人生的意義」。面對大苦大

難或許我們無法選擇，但在悲傷之後，仍應保持向上態度，從苦難

中尋找重生之路。 

 

(五)、《此後》的聚焦點  

◆生命翁瑞琪:為自己活鄰里指標 

翁瑞琪（56 歲） 世居高雄縣甲仙鄉小林

村務農。2009 年 8 月 9 日清晨，大雨。他

獨自一人自家中步行出門，擔憂位於村底

的工寮會遭大水沖毀。當他行到小林村唯

一一條道路忠義路路底時，突然聽到一陣

轟隆巨響，轉身望見一片白煙迷茫。翁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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琪是小林事件餘生中，唯一目睹事發情形的人。三年多過去了，翁的

家人共十餘人，全數在事件中罹難。包括剛出生沒多久的小孫子。面

對一切重來的人生，翁瑞琪面對一切重來的人生，雖然難掩對逝去家

人的思念，但他積極協助親友與鄰里展開新生活，且很快便與同樣遭

逢不幸的美露重組家庭且生下一女，並迎接新生兒子的到來，他是如

何走過來的﹖面對生命考驗，有什麼新的體悟？又是如何走過人生最

艱難的道路？三年來他對家人的思念又如何疏導？如何看待自己活

下來的意義？除了為自己而活，他更積極協助親友與鄰里展開新的命

運，未來的路，他與小林村的未來，將如何繼續往前進？ 

 

◆ 浩劫後的知音人 : 楊美露----翁瑞琪現任妻子  

楊美露（38 歲）是印尼客籍華人後裔，18 歲即嫁至台灣小林村內。

原本務農，後因務農收入不敷支

出，經印尼籍友人介紹到台南科

學園區內資源回收部門的作業

女工。莫拉克風災時，正在台南

工廠內趕工，住在小林村裡的先生、兩個小孩、公婆全數罹難。    災

難後楊美露回到組合屋，積極參與重建事務。然而因其外籍配偶身

份，一度遭少數人質疑參與公共事務的正當性。後與翁瑞琪結婚生下

女兒翁翊純（3 歲），共同居住在小林村五里埔基地，兩人經歷過生

命悲痛後，對於人事紅塵有另番體悟，因此更加相知相惜，攜手展開

一段新生命旅程。2013 年小年夜前夕，美露待產催生，強忍肚痛、

悶聲不發一句「好痛」，堅毅性格表露無遺，歷經十多小時產下一健

康男丁，為老公完成「有子繼承」此生大願；而這一次，她彷彿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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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逝去大兒子再次回到身邊…。 

 

◆痛失愛女之後 : 岳父母（前妻父母）的重生與死亡  
 

周坤全（82 歲）周陳蓮(79

歲)夫婦，世居小林村薑

農。女兒周彥吟（52 歲）生

前是翁瑞琪妻子，2009 年因

莫拉克風災在小林事件中

罹難。當時老先生因病住

院，老太太在醫院照顧，兩人因此閃過一劫。然而對女兒、孫子、曾

孫子瞬間罹難的老夫婦來說，心底傷痛迄今尚難平復。2012 年年初，

老太太因身體不適就醫檢查出癌症末期，兩人商量決定放棄積極治

療。對翁瑞琪來說，妻子雖已逝，自己也組了新家庭，然而老丈人還

是老丈人。翁瑞琪積極照護兩老生活起居，兩老也不麻煩女婿自給自

足。 

面對女婿再娶再生，兩老仍不時會想起已故的女兒、孫子及曾孫，心

底傷痛迄今尚難平復。2012 年初，老太太檢查出癌症，經常出入醫

院….，然而依然工作不間斷，曾經面對天倫驟變，重生，如今又再

度面對死亡威脅，他們如

何度過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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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鄉的浪子鮭魚---劉昆岱 

昆岱，這一位小林村有名的

豪爽「兄弟」。17 歲因殺人罪

嫌逃亡離開小林村，之後在

嘉義、台北縣的海線黑道勢

力中縱橫多年。隨著年紀增

長，江湖氣息逐漸褪落。隨

之而來的工作卻是在板橋角頭廟宇擔任神靈附身的乩身代言人。八八

風災小林事件後，許多留在家鄉罹難的鄰居、同學亡靈紛紛找上了

他。受不了紛擾神靈紛擾的浪子，決定鼓起勇氣踏上返鄉路程。歸鄉

的江湖浪子與翁瑞琪是小時候的玩伴，相隔多年卻在災難後相見。他

要如何面對村裡人們對他年少時的觀感？他要告訴尚在世間的亡靈

家人，他那異於常人眼底看到的景象？孤身貸居北縣三重小工廠樓上

的浪子，又是如何看待自己與小林家鄉、兒時玩伴翁瑞琪、新的小林

村裡所發生的一切故事呢？對倖存的小林人來說，曾經消失多年的浪

子劉昆岱到底是鄉人還是外人？而對劉昆岱來說，回到新小林村到底

是歸途，還是一個再次讓他浪跡天涯的起點呢？  

 

◆ 新小林村--五里埔永久屋 

     

五里埔永久屋基地，位於高雄

市甲仙區小林村五里埔地區。

距離小林災難事發地不到 2 公

里遠。莫拉克風災事變後，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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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村餘生者與出外家屬分居三處，分別為山下杉林鄉的慈濟大愛村、

杉林鄉的日光小林基地，以及位於山上甲仙鄉小林村的五里埔基地。 

多數原本居住在小林村的餘生者，因耕種農地多在山上最後選擇五里

埔基地居住。本片拍攝地點，亦以五里埔基地的餘生者為主要記錄對

象。本片雖不積極涉入談論重建政策，但透過五里埔居民和小林村其

他三處住民的互動，從中透悉如今小林村民與外界協助單位之間所面

臨的矛盾衝突；而隨著逐年的影像紀錄象徵小林村信仰與宗族凝聚力

的每年一度「小林夜祭」， 我們將看到小林村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