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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時至今日，各界面對翻譯作品與改編作品的普遍評價標準，依然習慣建立在是否「忠

於原著」以及強調「對等」的概念之上。然而多年來，隨著研究觀念、方法的持續發展

與進步，針對翻譯和改編兩個領域的「忠實」論述已逐漸為學界所淘汰，配合「文本」

（text）定義的延伸與擴展，再加上「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概念的興起，過去原著

/原作高高在上的地位已明顯遭受動搖、挑戰。有鑒於翻譯和改編兩個領域在性質上的

極度相似，翻譯研究與改編研究並置討論、彼此相互借鏡儼然成為了學界的研究新趨勢

及方向。 

作家道格·史坦頓（Doug Stanton）的 Horse Soldiers 一書為讀者詳細講述並還原了 911

事件後、全球反恐戰爭初期當中一段不為世人所知悉的故事，對於瞭解這段重要歷史是

非常有價值的資訊。本研究因此以其電影改編版本《12 猛漢》（12 Strong）為切入點，

輔以學者赫全（Linda Hutcheon）跳脫舊有理論框架且具有新意的《改編理論》（A Theory 

of Adaptation）為依據，採用文本和內容分析的方法，透過數個不同主題及面向的例子，

多角度地去探究原著與電影改編分別如何呈現當時候的美國–阿富汗關係，以及從文字

符號轉換至多媒體符號的改編過程中，最終的呈現結果經歷了哪些得與失。經過針對原

著及電影內容的深入探究，本研究認為《12 猛漢》作為一部劇情電影，主旨簡明清楚、

邏輯清晰、結構也尚稱嚴謹；然而作為一改編作品，雖然成功捕捉且再現了原著的精神

和精髓，但是因著改編者與原作者在理念與聚焦重心等層面上的不同，也導致了兩個版

本在敘事深度、廣度上出現了顯著的差異。至於改編過程所反映的得失部份，筆者認為

雖然電影在內容上勢必會較原作來得更為精簡、濃縮，但同時卻也憑藉影視媒材自身的

優勢，例如影像、聲音、攝影技巧、演員演技⋯⋯等，達到了增補的效果，最後的呈現結

果也並不遜於原著的文字描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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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this day, the general evaluation criteria for translation works and adaptation 

works are still trapped in the dilemma of fidelity and the concept of equivalence. 

Over the years, however,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research 

concepts and methods, scholars and the academic community started to abandon 

the benchmark of fidelity for translations and adaptations. Also, with the concept of 

“texts” being introduced and the extension of its definition, coupled with the newly 

emerged notion of “intertextuality,” they all challenged and dismantled the hierarchy 

of the “original” and the “copy”. In view of the extreme similarity between two fields 

in both essence and dilemma, the juxtaposition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adaptation 

studies has become a new trend and direction of academic research. 

 Doug Stanton’s Horse Soldiers tells a story that was not known to the world during 

the early days of the global war on terror. This dramatic account contains valuable 

information for anyone who wants to understand and research this vital part of 

history. Stanton’s book was subsequently turned into the film 12 Strong. This thesis 

intends to explore how the original work and the film adaptation respectively 

presented the U.S.-Afghanistan relations at that time. A text-analysis approach will 

be adopted to closely analyze the gains and losses during the transformative process, 

also to identify whether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words to multitrack medium 

corresponds to the ideas proposed in Linda Hutcheon’s A Theory of Adaptation 

(2006). In sum, the thesis discovers that as a war drama film, 12 Strong is a 

well-structured work with clear, concise logic and subject matter. But as an 

adaptation work, however, although it managed to capture and reproduce the 

spirit/essence of the original text, the obvious difference between the adaptor and 

the author in terms of story/plot concept and focus also lead t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the narrative. As for the gains and losses 

during the transformative process, the thesis believes that although the content is 

inevitably condensed and concentrated in the adaptive process, the movie endeavors 

to create equivalence by exerting medium advantages such as images, sounds, 

photography, and acting skills. 

 

 

Keywords: 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 A Theory of Adaptation, movie adaptation, 

military history, war on t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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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近十數年來，隨著全球化風潮在各個領域、層面持續不斷地發展壯大，毫無疑

問，我們現今所身處的世界和社會正在經歷一場深刻的結構性變化，其中自然也

包含了學術界。因著全球化概念的影響，針對翻譯學的研究，無論是其定義、內

涵都正逐漸不斷地擴張及延伸，從最一開始單純探討、分析不同語言之間的轉換

課題，如今翻譯已搖身一變成為一門跨領域、跨學科的重要研究學門領域。而在

諸多跨領域的翻譯研究問題中，符際翻譯/跨媒材翻譯研究使得翻譯論述與著重

視覺的影視產業之間產生了連結，特別是與電影改編相關的研究，尤其受到矚目

及重視。 

 

1.1 翻譯與改編的關係 

翻譯與改編，因著兩個領域的多重相似性質，有愈來愈多的學者將翻譯研究和

改編研究並置分析討論，而翻譯與改編雙方領域的研究也得以相互借鏡。在〈把

故事再說一次：翻譯與改編〉（2015）一文中，陳佩筠教授指出翻譯和改編兩個

學科領域最大的共同點，便在於長期以來兩者皆被視為「原著」的複製品，因而

總是處於次要地位。（頁 39）在此種觀念之下所衍伸而來「忠實」與否的諸多評

判與爭論，皆是翻譯和改編研究裡始終難以擺脫的困境及挑戰。然而，翻譯研究

在經歷了 70 年代解構理論劇烈的影響之後，對於翻譯的思考，從原先不同語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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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和翻譯實務的探討，開始逐漸深入到概念的討論與方法論的反省，也就是在

這個時期，「互文性」（intertextuality）1的概念誕生了。解構論述拆解了翻譯研究

中「起源」(origin) 被賦予的優先性與不可撼動的權威；與此同時，強調「差異」

而非「同ㄧ」的思考邏輯也解消了忠實與否的問題，從而以「互文性」重新解釋

原文與譯文間的關係（陳佩筠，2015，頁 34）。互文/文本互涉對分類的本質和

定義比較沒興趣，而是對互涉過程中文本之間的互相刺激比較有興趣；文本互涉

並非把自己限制在某種單一的媒體上，而是考慮到自己和其他藝術及媒體（通俗

的或有深度的皆然）之間的辯證關係（陳儒修、郭幼龍譯，2002，頁 277-278）。

互文性的概念打破了翻譯研究裡原文/原著的優位性，從而反轉了過去將翻譯視

為次要的慣習刻板印象，後續也為電影改編提供了相同的理論視角，翻轉了改編

在電影研究中的次要地位。彷彿一縷活水，互文概念為兩個領域的研究開啟了更

多的可能性及方向。 

針對翻譯與改編兩者間千絲萬縷的關係，師大畢業研究生單凝在其 2018 年所

發表的碩士論文–《迷你影集《傲慢與偏見》的書信呈現：從《改編理論》看符

號翻譯》–一文中，有著非常詳盡的介紹和整理。而該篇論文也是筆者此次研究

最重要的參考及效法對象。文中，針對電影改編研究如何從「忠實」議題解套，

                                                        
1 「互文性」意指文本之間存在著不斷進行的相互引用、互為參照的活動。從互文性的角度來看，

後來出現的文本與已經存在的文本之間，雖然仍有發生時間的前後差別，卻不再是先發生的文本

就具有權威，而後發生的文本則顯得次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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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凝特地從兩位電影研究大家–喬治·布魯斯東（George Bluestone）與布萊恩·麥

克法蘭（Brian McFarlane）–的論述開始談起。布魯斯東首先在其於 1957 年出版

的《從小說到電影》（Novels into Film）專書當中，擺脫電影學研究的「忠實論」

（fidelity），轉而聚焦文學作品和電影兩個不同體裁各自的優缺點和限制、剖析

其中的增刪與更動。布魯斯東認為小說和電影就如同兩條相互交會的線，僅「在

某一點上會合，然後向不同的方向延伸」 （高駿千譯，1981，頁 69；George 

Bluestone, 1961/1957, p.63）。隨後，麥克法蘭則是延續了布魯斯東的論點，透過

認清文學、電影兩種媒材的不同和差異，再度重申「忠實論」的不合理。在其所

撰寫的《從小說到電影：改編理論導論》（Novel to Film: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Adaptation）裡頭，麥克法蘭闡述了「忠實論」雙重意義和現象，他提

出忠實可以是忠於「文字」（letter），也可以是忠於「精髓」（spirit/essence）（1996, 

p.9）。兩相比較之下，很明顯是後者更為困難，因著觀眾/閱聽人對作品的詮釋

各自有別，改編電影即便能達成第一重忠實意義，亦即原原本本、老老實實的再

現原著字句，也難以達成改編的第二重意義；由於改編者也是依照自身對於原著

的解讀和理解去創作改編作品，自然無法完全滿足其他每一位閱聽人的要求或期

待。在此一前提下，討論改編電影「忠實與否」顯然便毫無意義，更無道理可言

（單凝，2018，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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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布魯斯東、麥克法蘭之後，美國當代電影理論研究學者羅伯特·史坦（Robert 

Stam, 2000）在其所發表的專文〈超越忠實性：改編的對話〉（“Beyond Fidelity: The 

Dialogics of Adaptation”）裡面，也為「忠實論」的不可行和偏頗之處，整理歸納

出了三項論點。第一項最重要的事情，在於需要認清文學作品和電影本就屬於兩

種不同的媒材，兩者無論就本質、長處、特點⋯ ⋯等層面皆有所差異，因此雙方

在結果呈現上自然也會有所不同（p.55）。接著第二個論點，史坦則是從更加實

際的角度–小說和電影的產出過程–闡述「忠實論」的盲點：創作過程中會面臨到

的人力、資金、材料⋯ ⋯等等問題，在整體規模上文學作品和電影幾乎無法相提

並論，如此巨大的差異自然也會反映在呈現結果上2（p.56-57）。最後，史坦點明

「先者即優」（seniority）的偏見及印象長久以來讓包含觀眾/閱聽人在內的多數

大眾，都認定文學作品優於電影，直到 60、70 年代期間研究符號學的學者將「文

本」（text）的定義拓展至文學之外的符號系統，他認為「文本這個對文學作品的

重視和尊崇（首先是宗教的，接著是文學的）所慣用的鄭重字詞，改用在電影上，

從而得以提升較差媒體（指電影）的聲望⋯ ⋯當影片是文本而不是電影時，它們

將和文學作品一樣值得重視」（陳儒修、郭幼龍譯，2002，頁 254-255），而後再

加上「互文性」概念的興起，原著/原作至高無上的地位終於有所動搖，文學優

                                                        
2 原文如下：“The demand for fidelity ignores the actual processes of making films—for example, the 

differences in cost and in modes of production.” 

 



 5 

於電影、電影附屬於小說這類的觀念和印象也逐漸慢慢被打破（單凝，2018，頁

3）。 

史坦的改編理論研究方法論述裡，與翻譯學和翻譯研究最為息息相關的部份，

便是建立起雙方領域在理論之間的連結。首先，史坦指出有為數不少的比喻和概

念與改編有關聯，例如：「翻譯、閱讀、對話化、競食、蛻變、變形、表意⋯ ⋯」

3等等，而在這些比喻中，他認為「翻譯」與改編有著許多相似之處，也是對改

編最為貼切的譬喻4（2000, p.62）。無論是翻譯還是改編，兩者都致力於「具有

原則性的符際轉換」（陳佩筠，2015，頁 35），且過程中也總會面臨「無法避免

的得與失」；而另一方面，史坦形容翻譯為「對於原文的閱讀，是一種無可避免

地帶有偏頗、個人色彩與推斷成分的閱讀。這表示任何文本都可以產生無限多不

同的閱讀，因此也可以產生無限多不同的改編版本」5（陳佩筠譯，2015，頁 40；

Stam, 2000, p.62-63），因此若說改編即是對原作的一種解讀與詮釋，就這一層面

來說，翻譯和改編在性質上的雷同之處便不言可喻了。最後，史坦主張電影改編

實則直接涉及兩種翻譯形式：直譯/逐字翻譯（literal translation）以及形象翻譯

                                                        
3 原文如下：“In fact, adaptation theory has available a whole constellation of tropes—translation, 

reading, dialogization, cannibalization, transmutation, transfiguration, and signifying—each of which 
sheds light on a different dimension of adaptation.” 
4 原文如下：“If ‘fidelity’ is an inadequate trope, we must then ask, What tropes might be more 

appropriate? One trope, I would suggest, is ‘translation’.” 
5 原文如下：“For example, the trope of adaptation as a ‘reading’ of the source novel—a reading that 

is inevitably partial, personal, and conjectural—suggests that just as any text can generate an infinity 
of readings, so any novel can generate any number of adap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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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ative translation）（單凝，2018，頁 4；Stam, 2000, p.62）。總的而言，史坦

的論述不僅清楚地剖析翻譯與改編的相似之處，因此有充分的理由能夠將兩者相

提並論，同時也主張改編本身即是一種翻譯過程。 

綜前所述，翻譯與改編的關係，無論就兩者性質的相似、「忠實論」所造就的

困境、「互文性」與符際翻譯概念所帶來的啟發，皆說明了兩個領域間密不可分

的連結，也為翻譯、改編兩領域的理論基礎與研究內容開啟了更多可能性。就如

同陳佩筠教授所言，如今翻譯的意涵早已不再僅是不同國家或區域語言、文字之

間的轉換，隨著語言和影像之間愈發緊密的關聯性，更牽引出許多豐富複雜且值

得進一步探索的翻譯議題；而若改編已被認定是對原著的「翻譯」，「那麼就該取

『翻譯』一詞最豐富、最具啟發性的意涵，而這些豐富的意涵是過去數十年間翻

譯研究者持續努力的成果，而這些意涵皆指向『差異』而非同ㄧ，同時也都提示

一種關係性的思維，也就是以關係的角度理解翻譯的概念」（陳佩筠，2015，頁

34、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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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2 論「改編」及其研究 

長久以來，改編電影在全球電影市場與票房紀錄上，始終都佔有一席之地。近

年來也有學者觀察到，著眼於「改編」市場的潛力，出版界與媒體產業策略聯盟

之間的拉抬效應正在不斷發酵；隨著改編電影的數量越來越多、小說出版社與電

影業者相互合作、拉抬聲勢愈趨頻仍的現象來看，文學文本與視覺媒介兩種類型

間的交互改編轉換，儼然成為媒體產業的重要產製策略趨勢（石安伶、李政忠，

2014，頁 4；Aarseth, 2006; Meehan, 1991）。電影產業每年為了製作、發行電影，

自然就需要有大量的故事。這些故事有些是原創的，是編劇特別為了電影而創作

的；另外還有一些故事，來自於廣闊的書本世界、一個早已存在的故事資料館，

其中的故事有虛構、有真實，都等待著有緣人將其改編成為電影。而這背後的道

理，與文學性的好壞、優劣無關，純粹是基於商業和利益的考量，因其象徵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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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潛在觀眾與商機；任何文學作品，無論何種類型的書籍，即便不是暢銷書，

依然還是有成績，既然有人願意出版，也有人願意選擇去讀，就會有口碑出現。

口碑，在現今的社會裡面，仍然是非常好的行銷工具（Thomas C. Foster，郭麗娟

譯，2017）。簡單來說，改編作品既能為電影敘事別開生面，亦有很大機會為出

版與影視產業締造雙贏局面（陳亭聿，2014）。 

在《談改編電影對文學文本敘事的改寫–從《死前的最後一課》到《死亡紀事》》

一文當中，蔡秀枝教授直言文學作品（特別是小說）改編成電影儼然已經是當代

文藝生產的重要項目之一，同時也是文化增值、積累、延續和更新的重要渠道。

因著小說與電影兩者體裁的不同，由文字轉變至影像的過程，充滿了再現、創新

的意義與樂趣。將文字作品改編成電影，除了是把原作裡所營造的故事再一次以

電影這個新的視聽文類來演繹，也可以說是一次敘事內容的創新和再造（2012, 

p.16）。而談到改編研究，過去國內外學界的相關研究多數常見於文學領域之中，

而研究內容則多針對原作與改編電影之間的內容及呈現進行比較分析，亦有運用

文學批評理論、文化研究理論，或是從敘事學等角度去探討改編作品的忠實呈現

程度。但隨著近年來更多新概念、新思維的出現及影響，如今的改編研究也得以

逐步朝著跨學科、跨領域的方向發展（石安伶、李政忠，2014，頁 6）。 

針對「改編」一詞的定義，還有改編作品究竟具備什麼樣的形式與特質，歷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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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有不少學者都曾各自發表不同的分類及界定論述，例如前文所提及的布魯斯東、

麥克法蘭、史坦等人皆然。好萊塢資深編劇顧問琳達·席格（Linda Seger）在其

1992 年的著作《改編之道：將事實與虛構故事改編成影片》 （The Art of Adaptation: 

Turning Fact and Fiction into Film）裡談論改編，形容文學作品改編成電影是「從

一個媒介到另一個媒介之轉換、過渡」（葉婉智譯，2018；Seger, 1992, p.2），保

羅·威爾斯（Paul Wells, 1999, p.199）綜合過往學者的解釋，認為改編即一種由「你

我所閱讀的『文字』轉變為你我所觀看的『影像』」之間的關係6」。除此之外，

針對「什麼東西被改編了」的問題，個別專家學者對此也有不一樣的見解，包含

原著/原作的「內容」、「精神」、「風格」、「主題」和「角色」⋯ ⋯等等（石安伶、

李政忠，2014，頁 6），但整體而言，改編即是將「故事」與「精髓」從一個媒

介/體裁轉換至另一個媒介/體裁的一種「翻譯」和「再現」行為。 

 

1.3 研究動機 

在翻譯學領域的諸多研究面向中，若是牽涉到電影相關的主題，曾經多數研究

者大半都會選擇探討與字幕翻譯有關的內容。多年來研究字幕翻譯的文章並不在

少數，而較為熱門的內容皆把焦點放在討論各類型影片中的字幕翻譯策略。 

                                                        
6原文如下： “Since the very beginnings of cinema, literature has provided an extraordinary range of 

source materials for film texts. Writing about this relationship has been fundamentally preoccupied 
with the ways in which ‘the word’—something you read—becomes ‘the image’—something you 
see—raising issues about the very nature and effect of ‘adaptation’ itself, as a narrative moves from 
the primacy of the literary text into the realms of the visu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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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步於90年代的字幕翻譯研究，較早期如區劍龍的〈香港電視字幕翻譯初探〉，

文中指出字幕翻譯因螢幕大小有限，且有「字幕–話語同步」(subtitle-speech 

synchronisation)的特性，故有空間與速度的限制（區劍龍，1993，頁 337-338）。

空間限制主要來自於螢幕畫面的限制，字幕不能也不應佔據螢幕過多的比例，否

則將會影響影像畫面的呈現，因此字幕不宜有過多的字數。時間限制則來自於畫

面搭配的需求，務求讓字幕與畫面合而為一，字幕停留時間太長，會佔去不必要

的畫面空間，影響觀眾欣賞樂趣；停留時間若是過短，觀眾則可能來不及吸收完

整的訊息。空間和時間的兩大限制也帶出了影片字幕的第二個特色：「精簡」。由

於螢幕畫面大小有其限制，字幕譯者自然不可能完全採納一般文書翻譯策略，為

求完整表達原文而譯出較長的字句，也沒辦法為顧及詞句優美，而運用大量的修

辭技巧；因此，「刪除次要訊息，保留主要訊息」（楊承淑，2008，頁 64）便成

為了字幕翻譯的首要原則。值得一提的是，字幕翻譯過程中那些不得不被捨棄的

資訊，時常可藉由影像畫面或是人物角色的肢體動作來補足，若是從這個角度去

思考，將簡化策略視為「翻譯的缺陷或是譯者的無能」（楊承淑，2008，頁 65）

的觀念便不攻自破了，至少就字幕翻譯領域是完全說不過去的。 

在國內外學界逐漸將翻譯研究與改編研究並至討論，而該方向也儼然成為新趨

勢之一的今日，從前文的種種敘述中，不難發現翻譯與改編兩個領域實在有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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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的地方，特別是牽涉到電影這個影音媒介的時候，無論是面臨「忠實論」對

內容的挑戰，或是因為過程中無可避免會受到影視媒介特有之限制，而必須有意

識地、有技巧地去選擇適當的處理手法和策略，同時再結合電影這門藝術自身的

語言和優勢，例如：聲音、攝影鏡頭、影像畫面、演員演技⋯ ⋯等等，共同呈現

出原著/原作的精髓（和字幕翻譯力求精簡、主要訊息為重的目標一樣，改編電

影最讓導演及編劇頭痛的部份，往往是要刪減什麼內容而不致影響故事之完整），

再再都顯現了翻譯與改編兩者間的緊密關聯。 

筆者此次的研究題目、對象和內容，實與自身的興趣有相當程度的關聯。軍事

戰爭向來都是娛樂產業中（電影、電視、電玩、書籍、漫畫）非常熱門的主題和

取材來源，以電影產業來說，無論是純動作片或歷史劇情片，戰爭/軍事類型電

影長期以來都是好萊塢相當喜愛的題材之一，並且也非常受到觀眾的歡迎與喜愛，

尤其對所謂的軍事迷、軍武迷來說，更是如此。筆者因興趣使然，以及從小對於

歷史的熱愛 （再加上大學修讀歷史學的背景），於是早早便設定自己的碩論研究，

除了翻譯這個最重要的要素以外，還期望最好能夠融入歷史以及軍事這兩項元素；

而在參閱了前人針對翻譯與改編的相關研究之後，最終筆者便因而決定了此次研

究的主軸。 

由美國作家道格·史坦頓（Doug Stanton）所寫的 Horse Soldiers: The Extraordi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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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y of a Band of US Soldiers Who Rode to Victory in Afghanistan，其做為一部軍事/

戰爭歷史類型書籍，內容詳細忠實的為讀者講述了美國在 911 事件發生之後，第

一波迅速且秘密的軍事反擊行動的始末。讀者也可從作者的深入探訪與報導之中，

一窺美軍第一線特種行動人員的心路歷程，以及當時美國–阿富汗雙方對於戰事/

戰後未來的理解和期待。而在 2018 年年初，這本書也透過美國好萊塢電影公司

的改編，成為近一兩年最新的真實軍事歷史改編電影在全球各地上映。在改編作

為一種符際翻譯、改編本身即被視為一種「翻譯」的前提之下，本研究打算以

Horse Soldiers 這本書籍，以及它的電影改編版本 12 Strong 之內容（包含文字、

影像畫面、聲音、演技、拍攝技巧…等等）作為研究對象，探討：1. 原著與改編

電影如何去呈現/描繪 911 事件後，反恐戰爭初期（廣義來說即 21 世紀初期）的

美國與阿富汗之間的關係？讀者或觀眾從中能獲得怎樣的資訊與理解？2. 採用

文本分析的方法，透過選擇影片中的關鍵劇情，或是挑選具有特殊意義的情節，

經比較原作相應內容後，對電影改編版本進行剖析而後如實呈現，探究改編結果

的得與失。3.電影改編結果之呈現是否能與赫全《改編理論》所提之定義、規則

相互輝映？其中是否反映出任何翻譯的技巧/概念？ 

緊接著，筆者將會在下一個章節詳細介紹本研究所參照、援引的理論基礎–琳

達·赫全（Linda Hutcheon）所撰寫之《改編理論》（A Theory of Adap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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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理論基礎與文本介紹 

 

2.1 琳達·赫全《改編理論》 

琳達·赫全（Linda Hutcheon）是一位加拿大出身的知名學者，曾任教於多倫多

大學（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的英美語文暨比較文學學系（English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多年，如今已是該校的榮譽退休教授，其專長領域為文

學理論（literary theory）、文學批評（critical theory）、後現代主義文化

（postmodernist culture）及劇場學（opera）⋯ ⋯等7。赫全於 2006 年所出版的《改

編理論》（A Theory of Adaptation）一書，當中的內容不僅整理並闡述了早先許多

研究先驅對於「改編」的種種研究內容及論述，同時赫全也就自己的觀點與立場，

賦予了「改編」定義，更為讀者提供了檢視改編作品的面相。赫全的《改編理論》

可說是近年來學界討論「改編」，內容最為詳實、廣泛的作品，尤其全書以「互

文性」作為貫穿全文的主軸，不但切合時下改編研究的新趨勢，也為其論述展現

了不同於以往的突破性。因此，筆者選擇赫全的《改編理論》作為本研究的理論

架構。 

經過爬梳眾多前人的改編研究文獻與論述之後，赫全（2006, p.6-22）首先從

作品特性、產製過程以及接收過程這三個相互關聯的面向，為「改編」提出定義，

                                                        
7 Official website of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ofessor Linda Hutcheon, 
http://individual.utoronto.ca/lindahutche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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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如下：1. 根據一個或數個特定原始作品進行大幅度文本的轉置（an 

acknowledged transposition of a recognizable other work or works），此舉動也確立

了自身的改編身份。2. 對原始文本作品進行「再/詮釋」與「再/創作」的產製過

程（acreative and an interpretive act of appropriation/salvaging…. the act of 

adaptation always involves both (re-)interpretation and then (re-)creation）。3. 在原

始文本與改編文本之間進行「互文參與」的接收過程（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ts 

process of reception, adaptation is…… an extended intertextual engagement with the 

adapted work）。赫全認為經過改編的作品，無論其透過何種形式、媒介或體裁

呈現，固然是一種公開表態的「重複」（repetition），但是卻具有「變奏」的特質，

而非只是單純的複製而已。改編作品，無論從其本身、產製精神，亦或是閱聽人

接收的過程，都包含了重複與差異、熟悉和新穎交雜的特性（石安伶、李政忠，

2014，頁 6）。 

概略而論，赫全在《改編理論》一書當中，嘗試從兩個角度/面向去討論「改

編」，即：改編作為一項「成品」（product）和改編作為一種「過程」（process）。

作為成品，赫全認為改編絕對不能、也不應該「完全忠實於」原始文本，否則無

可避免地就會產生「抄襲」（plagiarism）的疑慮；因此，改編作品需要和原始文

本有相當程度的區別與不同，可是同時又得要保留原著/原作的核心基本價值、

精神和思想。赫全同樣也把「改編」拿來和「翻譯」做對比，指出「改編作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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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對特定既存作品進行延伸、擴展的再造行為，因此學界時常將改編和翻譯並置

討論」8（2006, p.16）。赫全認為翻譯是永遠不可能僅限於字面（literal）上的，

換句話說，也就是完全逐詞逐句的直譯是無法被達到的，而其原因在於在翻譯的

過程裡，譯文的產出是處在脫離原文語境的環境之下，因此，原文始終具備一定

程度的權威性與真實性；同理可證，改編也面臨同樣的問題。然而，無論移轉

（transposition）是發生在不同媒介之間，還是相同體裁間不同語言的相互置換，

它都是一種改變；又或者套用新媒體的語言，是一種「變革」。而所有的改變，

毫無例外，永遠都有得與失。最新的翻譯理論論述認為，翻譯是一種涉及文本和

語言之間的交易，因此可視其為「跨文化、跨時空的溝通行為」9（2006, p.16）。

同時赫全也直言，改編可以說是一種非常具體且特定的翻譯行為，是一種蛻變、

轉碼，而後重新編碼形成一套新的慣例和符號10（2006, p.16）。接著當改編作為

一種「過程」的時候，便成了一種帶有挪用（appropriating）及挽救（salvaging）

意涵的行為，嘗試賦予改編文本新的意義。於是，「創新」即是改編的價值所在。

無論原始文本還是改編文本，都是故事和歷史的一部份。至於改編為什麼會發生，

                                                        
8 原文如下：“As openly acknowledged and extended reworkings of particular other texts, adaptations 

are often compared to translations.” 
9 原文如下：“Transposition to another medium, or even moving within the same one, always means 

change or, in the language of the new media, “reforming.” And there will always be both gains and 
losses. …. Recent translation theory argues that translation involves a transaction between texts and 
between languages and is thus 'an act of both inter-cultural and inter-temporal communication'.” 
10 原文如下： “This is translation but in a very specific sense: as transmutation or transcoding, that is, 

as necessarily a recoding into a new set of conventions as well as sig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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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全認為包括經濟因素、文化建設、個人興趣、純粹娛樂考量、致敬行為或是社

會評論⋯ ⋯等等在內，都可能是影響和促成改編發生的原因，因此，改編背後的

動機是非常多元化的（2006, p.107）。最後，赫全表示任何的改編作品，「如同其

原著/原作，都是在一個特定的背景環境下建構而成的–時間和空間、社會和文化，

皆有脈絡可循，不會憑空出現」11（2006, p.142）。而無論改編是透過講述、展示，

還是互動的形式說出故事，總會是在社會（筆者認為可以延伸至歷史層面）裡的

某一特定時間和空間下發生12（2006, p.144）。 

下段內容筆者將會更為詳細的說明赫全的改編論述。《改編理論》內容的突破

點在於其給予了「改編」雙重意義：成品和過程，打破了過往改編研究的框架，

讓改編的討論不再侷限於電影，而是可以把其他形式及媒材的改編作品（例如影

集、音樂、電玩、漫畫、劇場，甚至是主題樂園）一併納入論述之中（2006, p.9），

接著再藉由包含改編形式、改編端、接收端、改編作品產出的時代背景等不同角

度切入探究改編現象，形成一套完整的論述。對赫全來說，改編就好似「演化」

（“Adaptation, like evolution, is a transgenerational phenomenon.”, 2006, p.32），會

經過「天擇」（natural selection），是一動態且不斷變異（mutate）的過程，此一

                                                        
11 原文如下：“An adaptation, like the work it adapts, is always framed in a context – a time and a 

space, a society and a culture; it does not exist in a vacuum.” 
12 原文如下：“Whether an adapted story is told, shown, or interacted with, it always happens in a 

particular time and space in a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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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連全書的理念，連帶也證明了在改編研究裡，「忠實」與否並非、也不該是唯

一的標準；時代背景（context）在改編和接收過程中所產生的影響，才應該是討

論改編需要關注的要素（單凝，2018，頁 5）。 

當改編作為一項成品，可被看作是對特定原始文本的「重作」（rework），在這

個過程中，最為重要與相似的類比概念便是「翻譯」。如前所述，翻譯指涉的是

不同語言之間的轉換，改編則是媒介/體裁間的轉換，甚至可能是同一媒材間不

同語言的轉換。此外，赫全也重申以符號學的觀點而言，改編毫無疑問屬於一種

翻譯形式，是從一符號系統轉為另一符號系統的符際翻譯（通常是從文字轉為影

像）（2006, p.16）。除此之外，赫全還指出不同的改編者對同一個被改編文本 (即

原著/原作) 可能會產生不同的詮釋，而同一個改編者在不同時間點和不同情境

下，對原始文本 (或事件) 也可能出現相異的詮釋結果（2006, p.18；單凝，2018，

頁 6）。接下來，當改編作為一個過程，則可分為改編端詮釋/創作過程（the 

adapter’s creative interpretation/interpretive creation）以及接收端的互文經驗 

（the audience’s ‘palimpsestuous’ intertextuality）兩個細部（2006, pp.18, 21）。改

編的過程通常涉及媒材與類型的轉換，從如何解讀文本到產生詮釋，再到創作出

成品，中間改編者勢必得經歷無數的抉擇，而每道抉擇的背後又必然參雜著各樣

因素；正如赫全於書中所述，「改編發生的原因有很多，也許是出於商業和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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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的考量，也可能是想挑戰並且致敬原著/原作的美學、價值與精神」13，因此，

探究這些抉擇背後的原因才真正有助於瞭解改編作品存在的意義與價值。而由此

也可以理解，為什麼「忠實論」的觀點並不適合、也不足以作為討論改編的原因。

無論改編行為隱含的動機為何，從改編者的角度和立場來思考，改編都可以是一

種挪用，甚至可能是一種挽救的行為；而改編的過程，也永遠都會包含解釋和創

造新事物的雙重意義14（2006, p.20）。 

除了改編的過程以外，閱聽人/接收端的接收過程也是討論改編十分重要的考

量點，而這也是《改編理論》一書的另一個價值所在，因赫全是近年來少數把改

編研究的焦點擴展至閱聽人身上的研究者之一（石安伶、李政忠，2014，頁 11）。

對閱聽人/接收者來說，熟悉原文本與否（『知情』和『不知情』）直接影響了他

們對於改編作品的期待程度（2006, p.120）。赫全認為對原著/原作擁有一定程度

的熟悉和知識，且懂得將改編品視為改編品（experience adaptations as 

adaptations）的閱聽人，或許才能夠徹底享受改編作品裡互文指涉（intertextual 

reference）帶來的樂趣15；反觀那些不熟悉原文本、甚至完全不知其存在的閱聽

                                                        
13 原文如下：“There is a wide range of reasons why adapters might choose a particular story and 

then transcode it into a particular medium or genre. As noted earlier, their aim might well be to 
economically and artistically supplant the prior works. They are just as likely to want to contest the 
aesthetic or political values of the adapted text as to pay homage.” 
14 原文如下：“Whatever the motive, from the adapter’s perspective, adaptation is an act of 

appropriating or salvaging, and this is always a double process of interpreting and then creating 
something new.” 
15 原文如下：“……the appeal of adaptations for audiences lies in their mixture of repeti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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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對這些人來說，改編等同於一樣全新的作品，在此種情況下，討論改編是毫

無意義的（2006, p.114；單凝，2018，頁 6）。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赫全的改編

論述並不反對討論改編作品時反覆出現的「忠實」觀點，只是她同時也點明一個

無法被否認的事實，亦即改編雖然要求相當程度的「重複」（repetition），但創新

和變動也是無法避免的結果（2006, p.114）。 

除了賦予改編雙重意義，赫全也將改編分類出三種參與的形式（modes of 

engagement）–講述（telling）、展示（showing）、互動（participatory/interacting）

（2006, p.22）。此三類改編形式各有其特性和限制，而接收者對於個別形式的感

知方式及程度也有所差異。首先是講述形式，最常見於文字敘述，閱聽人接收到

的通常是概念，需運用自身的想像力去勾勒其中的內容；過程中閱聽人幾乎不會

遭受任何因素的干擾，想讀就讀、想停就停、重讀或跳過不看，完全取決於自己

（2006, p.23）。接著是展示形式，包括各式影視作品及舞台表演，過程當中閱聽

人的視聽感官會同時接收到刺激；最後則是互動形式，在參與像是桌遊、角色扮

演、電玩、遊樂園等活動時，參與者時常需要同時動用到視覺、聽覺以及肢體動

覺（kinesthetic）。上述所提三種形式的改編方向不僅絕非單一，而是可以相互交

錯、參照的。 

就改編形式的層面而言，與筆者此次的研究題目最為相關的，便是從講述形式

                                                                                                                                                               
difference, of familiarity and nove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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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編至展示形式的內容與結果探討。在不同形式間的改編過程（此處是由講述形

式→展示形式）裡頭，理所當然會因為媒材的差異和獨特性而發生許多變化，連

帶使改編者可以運用的素材改變，閱聽人/接收者的期待、接收方式也隨之轉變。

舉例來說，從文字轉變為影像，因著表演需求，改編必需要戲劇化（dramatize），

描述（description）、敘事（narration）以及角色的思緒（represented thoughts）

都得轉化為言談（speech）、動作（actions）、音效（sounds）及圖像（visual images）

（2006, p.40）。在強調戲劇化的改編過程下，不可避免地會在故事的主題、角色

和情節等面向上，產生「再/加重」（re-accentuation）與「再/聚焦」（refocusing）

的情形。 

在從講述形式改編至展示形式，或者直接聚焦於文字轉化成影像的過程當中，

最常遭受學界或是一般閱聽人批評的地方，就在於故事情節、內容的刪減與濃縮，

質疑改編作品是否過於簡化。對此，赫全認為改編作品，特別是由長篇文學著作

所改編而來的作品，通常皆意味著改編者需要進行刪減與濃縮的工作，也因此，

改編會被稱為一門「外科般的藝術」（a surgical art）是有其道理的（2006, p.19）；

赫全也提出反證，表示改編作品在內容上的刪減與濃縮作法並不總是帶來負面效

果，由於展示形式（影像）加入了視聽覺的感官要素可供改編者操作，因此比起

原文本，反而更有機會能在閱聽人身上達到更加深刻、強烈的效果（2006, 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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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對簡化內容及情節刪減的質疑聲浪外，在影視、動畫、遊戲等多媒體形式的

媒介/體裁還未如今日這樣發達、廣受歡迎的時期，學界對於文字以外的媒材其

實存有不少偏見，當時大都認為講述形式（文字敘事）有許多其他形式所無法達

成的特質和要素，也無法被良好的轉換乃至呈現，經整理有以下四點：1.視角

（point of view）的轉換；2.講述形式擅於展現內心思想感受，展示形式則長於外

部動作；3.時間點的展現與時間推移的過程；4.文學元素的轉換問題。而針對過

往各界所抱持的各種偏見及迷思，赫全在《改編理論》書中也一一將之破除，舉

例來說：就視角變換議題，影視作品擁有旁白、攝影鏡頭、音樂⋯ ⋯等等素材能

夠協助展現不同的敘事視角；演員的演技、拍攝手法與各式視覺效果也能反映出

角色的內心思緒與情感；影視作品的倒敘、前敘、場景及色調的變化等等，無疑

可以協助體現出時間的影響和變化；最後談到文學專有的元素，如隱喻的呈現，

赫全指出其實同樣可利用運鏡、音效、配樂或是增補對話等手法來達到的同等效

果。由這些內容便可看出赫全試圖為所有媒材形式改編品爭取地位的決心，也確

實煞費苦心（Hutcheon, 2006, pp.55, 57, 68, 69；單凝，2018，頁 8-10）。 

整體而論，赫全的《改編理論》讓改編研究脫離了以往最熱門的「電影」的範

疇，將其他各種參與形式和媒材納入改編研究的論述，同時也擴展了改編作品的

檢視面向，讓改編得以擺脫「忠實論」的桎梏，從而分析並探究改編作品本身、

 



 22 

改編與接收的過程，也強調「互文性」與時代背景對於改編作品之產製和形塑的

影響。筆者此次的研究會透過 Horse Soldiers 一書及其電影改編版本 12 Strong 兩

種文本，以文本分析的方法探討它們如何呈現 21 世紀初期的美國–阿富汗關係，

而在由文字轉變為影像的改編過程中，經歷了哪些得與失的狀況；最後，電影版

本的改編/翻譯策略和結果又是否呼應了赫全的見解與論述。 

2.2 文本介紹 

本篇論文以美國作家道格·史坦頓（Doug Stanton）於 2009 年發表的著作 Horse 

Soldiers: The Extraordinary Story of a Band of US Soldiers Who Rode to Victory in 

Afghanistan（目前尚沒有中譯版本）及其電影改編版本 12 Strong（臺灣官方中譯

片名為《12 猛漢》）作為研究對象。 

作者道格·史坦頓是一位資深且有著豐富經歷的新聞媒體工作者，過去曾任職

於不少全球知名的報社和雜誌社，擔任編輯工作的同時也負責撰寫各類專欄文章，

寫作領域廣泛而豐富，題材涵蓋政治、軍事、旅遊、運動和娛樂，而其豐富的人

生閱歷和人脈也造就了他的暢銷作家身份。史坦頓的作品皆為非小說/歷史體裁

的書籍，這是他最為擅長且拿手的主題。據史坦頓自己所說，對他而言，現實生

活裡普通而平凡的男女，在最為艱困且出乎意料之外的情況下被迫適應、回應，

進而做出非凡決定的關鍵性時刻，這類型的真實事件和故事是他最為關注與感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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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的題材16。史坦頓寫作生涯的第一部作品，是 2001 年所出版的 In Harm's Way: 

The Sinking of the USS Indianapolis and the Extraordinary Story of Its Survivors，講述

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美國海軍重巡洋艦–印第安納波利斯號被日本海軍潛艦擊

沉的始末。由於事件中傷亡人數實在太過於慘烈，因此「印第安納波利斯號事件」

被認定為是美國海軍史上最重大的災難。該書出版之後，有長達近六個月的時間

都高居紐約時報暢銷書籍榜單當中，後來更成為美國海軍內部的閱讀書單之一。

2017 年年末，史坦頓發表了他的最新著作 The Odyssey of Echo Company: The 1968 

Tet Offensive and the Epic Battle to Survive the Vietnam War，其背景是越戰，講述

當年一支隸屬美國陸軍 101 空降師（The 101st Airborne Division）麾下的偵查連，

在 1968 年 1 月由北越所發動的「春節攻勢」（Tet Offensive）中的遭遇與見聞。 

筆者本次論文研究的主要文本，選擇的是史坦頓生涯的第二本非小說/軍事歷

史著作。Horse Soldiers 一書發行後，立刻成為美國各大媒體、書店（包括實體和

網路通路）暢銷書籍之一，同時更被美國陸軍特種部隊以及美軍甘迺迪特戰中心

暨學校（John F. Kennedy Special Warfare Center and School）列為指定讀物。17本

                                                        
16 原文如下： “Stanton says that he writes and talks about ‘existential moments when ordinary men 

and women are forced to adapt and make extraordinary decisions at the least likely moment. That’s 

when change happens, whether we like it or not.’”，The Official Website of Doug Stanton，

http://dougstanton.com 
17 原文如下： “Horse Soldiers is required reading by US Army Special Forces at the John F. Kennedy 

Special Warfare Center and School.”，The Official Website of Doug Stanton，http://dougstant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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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背景脈絡聚焦當年震驚全世界的「911 恐怖攻擊事件」，內容主要在描述事件

後美國政府的應變，以及美軍針對事件幕後主使賓拉登、極端主義組織「基地」

和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權所展開的一連串軍事反擊行動，而阿富汗戰役也為後續規

模更大、情勢更為複雜、為期長達十數年的「全球反恐戰爭」揭開了序幕。這場

以「消滅國際恐怖主義」為目標的全球性戰爭，時至今日依然持續進行之中；而

從反恐戰爭的過程之中所衍伸出來的地緣政治，則儼然成為了當代世界政治史的

新主軸。 

2001 年 9 月 11 日，美國遭受了自建國以來最為嚴重的一次恐怖攻擊事件。事

件發生後，美國陸軍特種部隊（U.S. Army Special Forces/Green Berets，俗稱綠扁

帽部隊）奉命作為第一批踏上阿富汗土地，對恐怖主義和極端份子展開反擊行動

的先鋒部隊，而本書所講述的便是這一群人的故事，他們的目標是摧毀與極端份

子關係密切的塔利班政權，同時也避免讓阿富汗成為恐怖主義的溫床和庇護所。

這段歷史可說是軍事史上相當重要的一頁，「全球反恐戰爭」是世界文明步入 21

世紀之後的第一場，同時也是規模最大、歷時最長的一場戰爭。 

這群美軍特種部隊在阿富汗與由地方軍閥、抵抗勢力所組成的「北方聯盟」攜

手合作，提供後勤補給支援、協助訓練北方聯盟士兵，以原始而又傳統的戰法（騎

馬打仗）共同對抗在阿富汗不得民心，同時從美國的角度和立場來看，是暗中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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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協助窩藏又庇護恐怖極端份子的塔利班政權。當年美國對於阿富汗情資的掌

握度並不夠理想，但全體美軍將士（特別是專責中東地區任務的陸軍第五特戰群，

也是本書與改編電影的主角–ODA 595 特戰小隊的所屬單位）依然義無反顧地投

入戰場；而在和北方聯盟合作的過程裡，由於特戰小隊中沒有人能說地方方言 

（達利語和普什圖語），因此雙方時常利用三方翻譯（英語、阿拉伯語和俄語）

的方式進行交流18。儘管和塔利班政權的軍隊在人數上有著相當程度的差距（敵

我比例將近 40:1），阿富汗的地理環境、氣候因素也時常成為問題，進而影響作

戰行動和任務，但是美軍和北方聯盟士兵依然通力合作、並肩作戰，經過一系列

艱辛激烈的戰鬥之後，最後終於從塔利班的手上奪回了馬扎里沙里夫。這座位於

阿富汗北部的城市有著十分重要且關鍵的戰略價值，因此馬扎的收復也為之後順

利擊潰塔利班、政權的徹底崩解奠定了基礎。這一群「馬背上的士兵」將古老的

騎兵戰略與二十一世紀的先進空中轟炸技術做結合，在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的極

短時間內，完成了一場近乎不可能實現的作戰行動；除此之外，當初這一小群美

軍士兵在阿富汗除了作戰任務，也積極地進行外交工作，而他們努力贏得當地居

民民心、避免無辜傷亡的作為，對於今日依然複雜的美國–阿富汗關係仍舊是一

種借鏡，更是值得好好關注、深入探討的寶貴經驗。 

                                                        
18 First to go: Green Berets remember earliest mission in Afghanistan, the United States Army, 
https://www.army.mil/article/199134/first_to_go_green_berets_remember_earliest_mission_in_afgh
anistan_part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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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原著作者在書裡的自述，書裡面所闡述的內容都是奠基於史料研究、專書

期刊資料、過往的新聞媒體報導和攝影材料，以及大量的實地調查訪談；與此同

時，在作者撰寫書中內容及研究取材的過程中，皆獲得了美國軍方的支持與協助，

得以接觸到大量的官方資料與報告，因此其中的內容頗具參考價值，也讓讀者得

以一窺戰火下較不為人所知的一面，為這段歷史的還原貢獻了一己之力。 

本書約在 2009–2010 年間問世，並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書榜（New York Times Best 

Seller List），作者也因而獲邀走遍全美各地進行演說，其中也包括到海內外的美

軍基地為現役軍人演講。就在這段過程當中，作者發現了一件驚人的事實。自從

911 事件發生和反恐戰爭開打，已經過將近十年左右的時間，當作者在各地區為

聽眾們講述這段故事的時候，他時常發現在場有許多人，特別是年輕一輩的新世

代聽眾，對於這段歷史幾乎沒有太多的共鳴或是反應，彷彿就只是在聽一個發生

在過去的歷史故事；與此同時，作者也在許多較為年長群眾（包含史坦頓自己）

的臉上看見驚訝的表情，因為他們頓時發現，原來這些事件、連同自己，都早已

成為歷史的一部分了。 

之所以選擇撰寫並且出版這本書，史坦頓在書中特別寫道，隨著時間的流逝，

過去幾年以來，在美國國內僅有少數的公共或軍事領域專家，才會持續對阿富汗

問題保持高度關注。至於美國的一般民眾，則多半早已呈現出事不關己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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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表示，他之所以對此有如此深刻的感觸，來自於在撰寫書中內容的過程裡，

無論有意或無意，每當對身邊的人提及當年的戰事（指 2001 年美軍在阿富汗的

軍事行動），所得到的回應、反應多半是很模糊和空泛的。作者觀察這些人臉上

的表情，覺得他們彷彿是在疑惑：「我們真的曾經去過那個國家嗎」 （Doug Stanton, 

2009, p.366）？ 

作者曾經問過自己這麼一個問題：「當面對一個存心想要傷害自己的人的時候，

應該要如何反應？」而這個問題，在其之後持續的研究過程裡頭，成為了他組織、

整理資訊的中心原則。而最終，史坦頓表示自己希望可以透過這本書的內容，想

要讓全世界的讀者們知道，當初面對這般如此巨大而深層的惡意，曾經有過一群

受過專業訓練的人們，挺身與之對抗，同時也誓言要徹底消除這份暴力。而這一

群人，不僅握有強大的武力，也擁有與之匹配的智慧。一位接受史坦頓訪談的特

種部隊隊員這麼告訴他：「總歸來說，這是一則有關於『關係』的故事，這些關

係包含了美國士兵與阿富汗人民之間的關係、特戰小隊內部隊員與隊員之間的關

係，以及隊員與身在家鄉的家人們之間的關係。如今回想起來，若是沒有了這些

關係的相互牽連與羈絆，能在那麼短的時間內就擊敗塔利班，根本近乎不可能」

19（Doug Stanton, 2009, p.367）。 

                                                        
19 筆者自譯，原文如下：“The story is about the power of relationship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U.S. soldiers and the Afghans, and between the men on the teams and with their families at home. 

 



 28 

2018 年年初，由 Horse Soldiers 書中內容所改編而成的戰爭劇情電影 12 Strong

（《12 猛漢》）在世界各國陸續上映。該片由全球知名的電影公司–華納兄弟影業

（Warner Bros. Entertainment, Inc.）所發行，除了有好萊塢重量級製片人傑瑞·布

洛克海默20（Jerry Bruckheimer）擔任監製，還特地找來過去在廣告界大放異彩的

丹麥新銳導演尼可萊·弗格席（Nicolai Fuglsig）來執導，而該片也是弗格席導演生

涯所執導的首部好萊塢商業劇情長片21。在劇本內容方面，《12 猛漢》請來《竊

盜城》編劇彼得·克雷格（Peter Craig）以及《沉默的羔羊》編劇泰德·戴利（Ted Tally）

聯手撰寫和改編。而至於影迷最為關注的演員陣容，除了有以漫威（Marvel）超

級英雄漫畫系列電影走紅的澳洲男星–「雷神」克里斯·漢斯沃（Chris Hemsworth）

擔綱男主角，還有著不容小覷的配角群，包括曾獲奧斯卡最佳男配角提名的麥可·

夏儂（Michael Shannon，《超人：鋼鐵英雄》）、《蟻人》麥可·潘納（Michael Peña）、

《月光下的藍色男孩》崔範坦·羅德（Trevante Rhodes）⋯ ⋯等堅強卡司助陣。最

                                                                                                                                                               

Without these, defeating the Taliban would have been close to impossible.”，Horse Soldiers: The 

Extraordinary Story of A Band of U.S. Soldiers Who Rode To Victory In Afghanistan，2009 

20 美國好萊塢著名電影製片人之一，憑藉其極為敏銳的商業觸覺，活躍於動作、劇情、奇幻、

科幻等各種不同類型的片種。從影生涯曾監製過多部膾炙人口的賣座影片，從早期的《閃舞》

（Flashdance）、《捍衛戰士》（Top Gun）、《黑鷹計劃》（Black Hawk Down），一直到近期的《國家

寶藏》（National Treasure series）與《神鬼奇航》（Pirates of the Caribbean series）系列電影，皆

是眾多影迷所津津樂道的作品。 

21 1972 年出生於丹麥的尼可萊·弗格席，不僅有著導演身份，同時也是一位攝影記者。過去除了

拍攝紀錄片之外，他在廣告界也相當出名，曾與包含 NIKE、健力士啤酒、SONY BRAVIA 等國際知

名廠商合作，為它們的產品拍攝廣告。其中，弗格席為 Sony 旗下液晶電視品牌 BRAVIA 所拍攝的

廣告，曾經在 2006 年的坎城國際創意節（Cannes Lions 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Creativity）和英國

仲夏廣告節（The Midsummer Awards）二度獲獎，堪稱廣告界裡極具創意的鬼才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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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為了營造緊張震撼的戰爭氛圍，全片配樂交由《全面啟動》的配樂師羅恩·

巴夫（Lorne Balfe）操刀，再搭配攝影及剪輯團隊的合作，共同打造出片中真實

又壯觀的戰爭場景。 

當時美國在阿富汗所發起的軍事行動，特別是在 2001 年底–2002 年初的初階

段時期，除了空襲行動之外，地面上的大部份行動及任務，幾乎都是由美軍特種

作戰單位所負責執行的秘密特種作戰，因著任務的特殊性和機密性，因此多年來

許多相關內容都被美國國防部列為高度機密資料，直到前幾年才開始陸續被解密

並對外公開。道格·史坦頓的 Horse Soldiers 一書出版後，隨著書籍的暢銷與好口

碑，也因而讓這起真實故事更為社會大眾所知，其中也包含了《12 猛漢》的監

製傑瑞·布洛克海默以及導演尼可萊·弗格席。在電影上映前的宣傳期間，兩人皆

不約而同地提到在史坦頓的著作之前，絕大多數的美國民眾、乃至世界各地的人

們完全不知道當年阿富汗反恐戰爭裡頭有著這麼一段不為外界所知悉的故事；但

是在閱讀完書籍並深入研究之後，他們卻都立刻深深地為其所著迷，進而決心對

其進行改編，拍攝成電影好讓更多人知道這麼一個充滿勇氣且震撼人心的故事。

2223 

在接受媒體記者採訪的過程中，布洛克海默談及之所以選擇弗格席作為《12

                                                        
22 The Cast Of "12 Strong", BUILD Serie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F0h0iuZ9zs 
23 12 Strong | On-set visit with Nicolai Fuglsig "Director", FilmIsNow Movie Bloopers & Extra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YTkSVqt0-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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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漢》導演的原因。布洛克海默表示即便弗格席沒有亮眼的作品履歷為其背書，

但是自己一直都有持續關注、也十分欣賞他過去的作品（紀錄片、廣告⋯ ⋯等），

同時他也注意到弗格席對於視覺藝術的重視，以及對自身作品在視覺呈現與效果

上的要求，都與自己的理念不謀而合；而或許最為重要的一點，是弗格席年輕時

的軍旅生涯經驗，更讓他確信尼可萊·弗格席是執導本片的不二人選。最後，布

洛克海默表示《12 猛漢》片中的劇情是奠基於現實世界裡真實發生過的故事，

即使經歷了戲劇改編的操作，然而求真、盡可能地忠實還原當年事件的實際情況

與細節，仍然是全體團隊最重視的目標。因此，劇組特地邀請了原著作者道格·

史坦頓，以及當年實際參與行動的美軍特戰小隊成員來擔任特別顧問，除了能夠

給予電影劇組所需的建議和指導之外，更可以和一眾演員分享自身的經歷與心路

歷程，從而幫助他們更加融入故事劇情以及所扮演的角色當中24。 

 

 

 

 

 

 

 

 

 

 

 

                                                        
24 12 Strong: Producer Jerry Bruckheimer Official Movie Interview, ScreenSla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_6Jr-QRc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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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淺談阿富汗 

阿富汗，一個可謂是在人類歷史上有著舉足輕重地位的國家。位於歐亞大陸的

阿富汗，東與中國接壤，西與伊朗為界，南接巴基斯坦，而北部更與前蘇聯領土

為鄰。如此特殊的地理因素使阿富汗成為歐亞大陸的十字路口，自古以來即是交

通要道，同時也因其地緣戰略要津的重要性而引來無數的軍事征戰，不斷遭受外

部強權的介入、侵略。在漫長的古代，位處亞洲大陸的阿富汗不僅是處於北方遊

牧文化與南方農耕文化的交匯處，它同時還是中華文明、伊斯蘭文明以及印度文

明的交匯處。正因為阿富汗獨特的地理位置，使得這個國家自古以來便具有重要

的國際戰略地位。近代以來，阿富汗又再次成為帝國主義列強爭奪勢力範圍的對

象。而在這其中，又以當時的大英帝國與沙皇俄國兩方的競爭最為激烈25。在那

段時期，當時的阿富汗人民為了爭取自身民族解放，也為了擺脫帝國主義的壓迫，

進行了相當艱苦的鬥爭，最後也終於迎來了國家的完全獨立。在這段過程裡，阿

富汗的部族主義（Tribalism）一直都是弱化國家機關的強勢力量，和中央政府競

逐著社會控制權。簡而言之，阿富汗國家（State）的形成與轉型，創造出相互衝

突的社會勢力；中央政府與部族之間的競爭關係，變成了阿富汗政治中的恆久景

                                                        
25在十九世紀，大英帝國與俄羅斯帝國為爭奪中亞地區的霸權，展開了「大競賽」（The Great Game），

從而使阿富汗成為兩強相爭之地：大英帝國將阿富汗視為防衛印度（當時大英帝國在海外最重要

的殖民地）的必要緩衝地帶，而俄羅斯帝國則認為控制阿富汗是其征服中亞政策的必然延伸。英

俄「大競賽」以及之後爆發的三次英阿戰爭（1839-1842、1878-1880、1919）過程，最終使阿富

汗被編入以西歐國家體系為原型的新型國家體系當中。（張錫模，2006，全球反恐戰爭，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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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張錫模，2006）。 

雖然就領土面積上來說，阿富汗並非是一個小國家，但由於其長期以來衰弱的

國力，在歷史上始終擺脫不了受大國操控的命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分別以美

國及蘇聯為首的兩大集團，又一次在全球版圖展開權力的爭奪、較勁；此時的阿

富汗也再次成了超級大國搶奪勢力範圍的對象。在這場爭奪中，蘇聯挾著其國土

鄰近阿富汗的這項優勢，最終佔了上風，進而導致了之後蘇聯的入侵，開啟了長

達十年的「阿富汗–蘇聯戰爭」（1979-1989）。在蘇聯顧問的指導下，當時的阿富

汗中央政府高層不顧阿富汗是一個經濟和文化落後、絕大多數居民是虔誠的穆斯

林、部落傳統勢力強大的這些特點，硬是要把阿富汗改造成蘇聯式的國家（劉雲，

2004）。原本若是沒有世界大國的支持，阿富汗問題的解決會便遙遙無期，這也

意味著阿富汗人民將會長期處在蘇聯軍隊鐵蹄的踐踏之下；但事實證明，阿富汗

人民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在自己的領土上展開了反抗蘇聯侵略的持久抵抗運動

（劉雲，2004，頁 137）。 

隨著蘇聯的解體和冷戰的結束，蘇軍終於自阿富汗全面撤退，然而阿富汗卻又

陷入了漫長的內戰當中；也就是在這段時期，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權崛起，再加上

其日後與恐怖主義的聯繫與往來，又再次為阿富汗的國土及人民帶來了戰火及動

亂。由此可見，阿富汗對於近代以來的全球國際政治局勢有著重大的影響。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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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 事件之後，作為美國所開啟之「全球反恐戰爭」的主要戰場，阿富汗的角色、

立場，以及其與美國之間的關係，更是整場戰事的關鍵所在，同時也是筆者此次

研究所聚焦的重點之一。 

 

3.1 阿富汗的獨特政治傳統 

儘管在國際政治體系裡頭，長期以來阿富汗皆被各方強權定位為緩衝國而能持

續生存，但阿富汗卻始終存在著嚴重的內政弱點：族群/地域斷層線。因著先天

的地理環境條件，來自各方的不同族群都在阿富汗境內共同生活著。而這些來自

各個民族的阿富汗住民皆分成許多部落，根據統計，阿富汗全國境內約有 3,000

多個大小不一的部落（劉雲，2004，頁 139）。由於阿富汗國土多山的地形，加

上交通閉塞的問題，歷來的阿富汗中央政權都無法有效統治每一個地區，因此形

成一個部落往往就是一個獨立王國和武裝集團的特殊現象26。 

普什圖族（Pashtun），是阿富汗東部和南部地區最主要的住民。普什圖族佔阿

富汗全國人口的多數，自 1746 年阿富汗建國以來，便是政權的主流派。這層因

素，連同以牙還牙的部族文化，使得普什圖族武風興盛，而這樣的部族武力構成

了三次擊退大英帝國的主力，並長期在阿富汗東部與南部扮演著抵抗英國擴張、

                                                        
26在這些個部落當中，伊斯蘭神職人員往往便與部落高層結合在一起。因此，阿富汗自身的抵抗

力量幾乎就等同於伊斯蘭武裝力量，而這些組織大多都具有伊斯蘭基本教義的性質；抵抗力量的

另一部分則是以部落武裝為核心的游擊隊，所有這些組織構成了日後阿富汗抵抗蘇聯入侵的主力。

（劉雲，2004，阿富汗史–戰爭與貧困蹂躪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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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略的守護神角色。而在阿富汗東北部、北部、西部和中部的部分地區，則分別

有烏茲別克族（Uzbeks）、塔吉克族（Tajiks）、土庫曼族（Turkmens）、哈札拉族

（Hazaras）以及其他的少數民族居住；這些民族是阿富汗政治裡的少數派，卻

也同時是抵制俄羅斯（前蘇聯）勢力南下的防波提（張錫模，2006，頁 21）。 

複雜的族群、地域斷層線與外部強權的持續角力，使阿富汗的國家生存及安定，

仰賴並維持兩大方程式的穩定運作：對內，維持普什圖族與其他部族之間的權力

平衡；對外，維持阿富汗與周邊國家以及主要強權之間的權力均勢，尤其要避免

在國界的內外刺激任何的民族統一運動風潮。作為一個被編入近代國家體系的獨

立主權國家，阿富汗始終面臨的最大課題在於：如何擺脫殖民地支配的遺害，從

而推動經濟和社會的現代化，建設一個真正的統一國家且同時具備穩定的國民統

合基礎。然而，由於內部族群斷層以及相異的部族經濟體系等等問題，使得喀布

爾的中央政府欠缺推動現代化建設的能力，也因此經常出現企圖導入外來援助以

推動阿富汗現代化建設的政治手段。與此相對，和喀布爾中央政府對峙的反對勢

力，同樣也試圖尋求外援來強化自身的競爭、對抗能力。可以說，自 1960 年以

來的阿富汗政治鬥爭史，便是這兩種仰賴外援之政治勢力的對抗過程（張錫模，

2006，頁 22-23）。 

 

3.2 塔利班政權崛起與「北方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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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的「阿富汗–蘇聯戰爭」讓蘇軍深陷阿富汗戰場無法自拔，也連帶付出了

沉重的代價27。最終，面對著來自國內外各方壓力，再加上國際政治局勢的改變，

蘇聯方面不得不審慎思考全面撤軍的方案。1988 年 4 月的〈日內瓦協定〉（Geneva 

Accords）28確定了蘇聯自阿富汗全面撤出的結果，隨著隔年（1989）2 月最後一

名蘇聯軍人離開了阿富汗領土，這場長達十年的抵抗戰爭也正式畫下了句點。然

而，由於〈日內瓦協定〉並沒有為之後阿富汗的政治前途作出明確的安排，因此

在蘇聯撤軍後，原先的抗蘇戰爭演變成了一場持久的阿富汗內戰（劉雲，2004，

頁 145）。 

當年〈日內瓦協定〉的內容主要重點是蘇聯自阿富汗撤軍的時程規劃，並非對

日後阿富汗的政治局勢或前途作安排，再加上當時對抗蘇軍的主力–阿富汗抵抗

勢力–並沒有參與會議談判，且協定中既沒有停火規定，也沒有就未來的政府組

織達成協議，所以蘇聯撤軍後阿富汗的內部衝突，其中包括抵抗勢力與當時的喀

布爾政權之間的衝突，以及抵抗勢力內部不同組織之間的衝突皆持續不斷，最後

                                                        
27 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再加上長期的動亂，造成阿富汗長期缺乏現代化的交通網絡建設；不

便的交通相當不利於現代化的大規模部隊（蘇聯）作戰，反而有利於小型部隊（阿富汗「聖戰者」

武裝勢力）的分散游擊戰。 

28 1981 年 6 月，在時任聯合國秘書長裴瑞茲（Javier Perez de Cuellar，秘魯籍）的奔走斡旋下，

美國、蘇聯、阿富汗以及巴基斯坦等四國代表於瑞士日內瓦展開談判。歷經多年時間，四方代表

終於在 1988 年 4 月簽署了〈日內瓦協定〉。聯合國安理會於同年 10 月的第 622 號決議當中，設

置了聯合國阿富汗–巴基斯坦斡旋團（UN Good Offices Mission in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UNGOMAP），監督該協定的執行。斡旋團共配置 50 名軍事觀察員，主要任務是觀察並確認蘇聯

於阿富汗撤軍之過程，同時監視雙方停止交戰，確保阿富汗難民的自願性返鄉。（李大中，2011，

聯合國維和行動：類型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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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漸演變成大規模的內戰29。 

正當阿富汗內戰打得如火如荼之際，一支名為「塔利班」（Taliban，或意譯為

「神學士」）的新伊斯蘭組織悄無聲息地趁勢崛起了。塔利班30，普什圖語意為

「伊斯蘭教的學生」，是一個由阿富汗當地神學院學生所組成的武裝組織，領導

人是穆拉·穆罕默德·歐瑪爾（Mullah Mohammed Omar），以阿富汗第二大城，位

於該國南部的坎達哈（Kandahar）為根據地。得利於阿富汗國內的戰亂情勢，塔

利班迅速發展壯大起來，透過打著「鏟除軍閥、恢復和平、重建國家」及「建立

真正的伊斯蘭政府」兩面大旗，再加上其紀律嚴明，起初贏得了阿富汗廣大平民

的支持和擁護。塔利班的成員皆視《可蘭經》為法律，信奉嚴格的伊斯蘭教法31

（Sharia）；也因著這個原因，在塔利班所佔領地區的居民，皆被迫奉行其所頒布

的極端政策，例如拒絕現代文明、漠視婦女權利、強制男子蓄鬍⋯ ⋯等等，違者

將會受到宗教警察的嚴厲懲罰。塔利班的這些舉措很快地便引起阿富汗民眾的強

烈不滿（劉雲，2004，頁 151）。 

此時，由於有了共同的敵人，阿富汗境內所有與塔利班敵對的各方勢力，毫無

                                                        
29 蘇聯–阿富汗戰爭的結果，造成近兩百萬住民死傷，約六百萬難民流離失所；如此劇烈的人口

結構變動，大幅改變了阿富汗的傳統族群平衡構圖。其結果，在蘇聯自阿富汗全面撤軍之後，阿

富汗很快地便陷入了軍閥混戰的局面。（張錫模，2006，全球反恐戰爭，頁 47） 

30 關於阿富汗「塔利班」政權的詳細資訊，有興趣的讀者可自行參閱《神學士：歐瑪爾與賓拉

登的「全球聖戰」》（Ahmed Rashid 著，陳建勳·奚修君·宋瑛堂·胡菁芬譯，新新聞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2001）一書。 

31 Sharia，「伊斯蘭教法」，維基百科，https://en.wikipedia.org/wiki/Sha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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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地選擇加強彼此間的團結與合作。很快地，反對塔利班政權的「北方聯盟」

32（Northern Alliance）正式成立了，而阿富汗的內戰也迎來了南北對峙的局面。

然而，北方聯盟自成立後，彼此間相互進行的實質性軍事合作並不如預期般順利，

由於不同宗教和種族間的矛盾問題，北方聯盟內部時常發生內鬨和衝突，這使得

北方聯盟在與塔利班的對抗當中經常失利（劉雲，2004，頁 158）。 

自 1994 年興起，接著在 1996 年奪取阿富汗首都喀布爾（Kabul），塔利班一路

以驚人的速度發展壯大，也曾經一度被認為有可能結束阿富汗長期的混戰狀態，

擊敗北方聯盟並正式接管阿富汗政權。然而，塔利班終究是戰亂下的產物，缺乏

深厚的社會和政治基礎。假如塔利班可以徹底戰勝北方聯盟進而結束阿富汗的內

戰，最有可能發生的情況，是其內部將會爆發內鬨與矛盾；換句話說，對塔利班

而言，結束與北方聯盟的戰爭便意味著另一場戰爭的開始。儘管事實上塔利班曾

一度控制了阿富汗國土約九成的地區，但它對自身管轄區域的控制力卻不斷減弱，

許多阿富汗百姓對塔利班的統治也開始出現了不滿、失望的聲音。塔利班政權所

面臨最大也最主要的內部危機，來自於阿富汗人民日益增長的厭戰情緒。 

塔利班在軍事行動上的持續勝利以及政權的建立，在國際社會引發了強烈的震

盪，尤其是阿富汗周邊的中亞國家。這些顧慮主要包含擔心阿富汗的戰火會向該

                                                        
32 全名為「阿富汗北方聯盟」（The Afghan Northern Alliance）。由艾哈邁德·馬蘇德（Ahmad Shah 

Massoud, 1953-2001）創立並擔任精神領袖，是阿富汗境內各個部族勢力所共同組成的同盟組織，

分別由不同的軍閥率領。北方聯盟自成立以來便一直都是塔利班政權的死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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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的各國邊境蔓延，同時把伊斯蘭基本教義的影響擴大至中亞各國，從而為害

到這些國家自身的政治穩定與經濟發展。然而，縱使當時國際上普遍都對阿富汗

境內伊斯蘭基本教義的發展感到擔憂，但也同時認為塔利班的問題是阿富汗的內

政問題，應該不予干涉。約莫就在這個時期，塔利班政權和賓拉登及其「基地」

組織開始有了接觸，彼此之間的交流往來日趨密切，之後更選擇支持、庇護賓拉

登，使阿富汗得以成為「基地」最新的主要根據地。也因此，塔利班政權與美國、

沙烏地阿拉伯等原先抱持較為和善、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態度的國家關係急轉直下，

而和原本就敵對的伊朗、俄羅斯、中亞各國關係更是到達了劍拔弩張的地步，這

時塔利班的對外處境可說是四面楚歌（劉雲，2004，頁 161-163）。 

 

3.3 賓拉登與「基地」 

戰爭原理要求著人們注視全局。就如同歷史上的每一場大戰一樣，戰爭很少是

單純的「雙人賽局」（兩個行為者彼此之間的競爭），更多時候是「多方賽局」，

是三個或者三個以上的行為者之間的爭鬥。當人類歷史與世界文明正歡欣鼓舞地

邁入 21 世紀之際，一場規模最大、歷時最久，時至今日仍未結束的「全球反恐

戰爭」也正式揭開了序幕。毫無疑問，這場反恐戰爭的主角，至少就初期而言，

是美國和以奧薩瑪·賓拉登（Osama bin Laden）33為首的「基地」組織34（Al-Qaeda，

                                                        
33 Osama bin Laden(1957-2011)，奧薩瑪·賓拉登，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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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音譯為「蓋達」組織）（張錫模，2006，頁 2）。 

儘管戰爭的手段和樣貌隨著時間不斷改變，但唯獨有一件事從未改變：戰爭總

是源於政治，而政治界定、甚至製造了敵人。可以這麼說，是政治與軍事的交互

作用，構成了「911 事件」以及事件以降「全球反恐戰爭」的主要情節發展（張

錫模，2006，頁 9、頁 18）。然而，在介紹賓拉登以及他一手創建的「基地」組

織之前，筆者同樣要先將時空拉回美蘇「冷戰」時期35，因為，這正是促成往後

一連串事件發展的開端。 

時值冷戰期間，當時阿富汗不穩的內政很自然地吸引了美國的目光，開始將阿

富汗的混亂情勢視為一個機會–誘發蘇聯陷入泥沼的機會。當時的白宮高層希望

能藉由秘密支援阿富汗國內的反蘇聯勢力，藉以誘發蘇聯的軍事介入，據此讓阿

富汗變成蘇聯的「越南」（若讀者有興趣，可參照「越戰」36相關資訊）。而美國

的這個如意算盤最後也成功兌現了，在察覺到美國於背後的秘密介入之後，蘇聯

果然採取了更為直接的方式去干涉、介入阿富汗的內政，最終選擇派兵入侵了阿

富汗。雖然蘇聯入侵阿富汗的行動正中美國下懷，當時的卡特（Jimmy Carter）

政府37也有意利用紅軍侵略阿富汗事件來強力反擊蘇聯，然而，當時的美國國防

                                                                                                                                                               
https://en.wikipedia.org/wiki/Osama_bin_Laden 
34 Al-Qaeda，「基地/蓋達組織」，維基百科，https://en.wikipedia.org/wiki/Al-Qaeda 

35 Cold War，「美蘇冷戰」，維基百科，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ld_War 

36 Vietnam War，「越戰」，維基百科，https://en.wikipedia.org/wiki/Vietnam_War 

37 吉米·卡特，於 1977 至 1981 年間擔任總統職位，為美國的第 39 任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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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旗下並沒有一個直接負責中東戰區之戰爭規劃與執行的部門，因此實際上美國

所能採取的軍事回應手段相當有限，除了陸軍的空降師有能力在一星期內進入伊

朗領土，其餘的兵力部署則需要花費很長的時間。再者，美國先前在越南軍事行

動的失利與挫敗，其國內的政治環境並不允許再一次的大規模海外派兵作戰。經

過一連串的考量與思索，當時的白宮高層最後決定，利用動員阿富汗國內民族解

放的力量去對付蘇聯。而由於是一項秘密行動，這份重責大任自然便落到了中央

情報局38（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的肩上。 

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秘密行動，尤其在預算問題方面，向來都備受美國國內法律

限制與相關立法部門的嚴格監督。因此，中情局需要找尋美國以外的財源以支持

在阿富汗的秘密行動和游擊戰。沙烏地阿拉伯成為了美國政府的首選。對華府而

言，當時沙烏地阿拉伯可以提供三種協助：財源、情報以及伊斯蘭大義。拜 1970

年代的兩次石油危機之賜，沙烏地阿拉伯政府手中握有豐沃的油元（Oil Dollar），

而利雅德的王室政權又強烈敵視蘇聯。再來，沙烏地阿拉伯在伊斯蘭世界的情報

網絡也是美國迫切需要的；最後一點，所謂「阿富汗民族」其實僅是一個抽象的

名詞，阿富汗人民實際上是根據部族或氏族的傳統、原則來行動的，唯一可以整

合他們所有人的理念是伊斯蘭，因此，沙烏地阿拉伯王室政權正好扮演著凝聚阿

                                                        
38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美國中央情報局」，https://www.cia.gov/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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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汗各系統反抗勢力的意識形態黏著劑（張錫模，2006，頁 29）。 

而就在這個跨國合作關係中，年輕的虔誠穆斯林、沙烏地阿拉伯公民–奧薩瑪·

賓拉登出場了。當時，同意提供金錢支援的沙烏地阿拉伯政府，不單單僅由政府

直接出資，同時也動員社會力量去支援阿富汗的游擊戰，希望能藉此減輕一些政

府的財政負擔，也盼望可以擴大社會對政府的支持，達到解消政權正當性危機的

結果。於是，在沙國政府的私下徵召及動員下，沙烏地阿拉伯境內的富裕階層（例

如賓拉登的家族）與中下階層的青年，都在伊斯蘭聖戰的大義–抵抗無神論共產

蘇聯侵略同為伊斯蘭兄弟的阿富汗–旗幟下被動員起來。奧薩瑪·賓拉登也就是在

這時開始加入、參與這場保衛伊斯蘭，抵抗無神論共產主義蘇聯的聖戰 （張錫

模，2006，頁 33）。 

這場阿富汗戰爭的根源是內政衝突，但美蘇兩大強權的介入，最終使戰爭演變

成國際衝突。換句話說，蘇聯–阿富汗戰爭毫無疑問是一場十足的國際政治權力

鬥爭。來自中東地區各個國家的伊斯蘭聖戰士們，在阿富汗戰場上進行長達十年

的游擊戰爭，再加上來自外部勢力的強力支援，使得蘇聯軍隊在阿富汗陷入十年

的泥沼，最終迫使蘇聯在 1989 年 2 月自阿富汗完全撤軍，隨後美國也跟著退出

阿富汗並且停止一切的支援。兩年後，也就是 1991 年，蘇聯正式宣告解體，漫

長的冷戰時期也跟著一同落幕了。在這場漫長的戰爭當中，當時還年輕的賓拉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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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親自參與了戰鬥，同時扮演著對阿富汗游擊隊與外國聖戰士提供財源和武器的

仲介人角色。 

十年的蘇聯–阿富汗戰爭，可以說成為了現代伊斯蘭聖戰的重要轉捩點。正是

在阿富汗戰場上，培育出了一個以「基地」為代表、有著多達數萬人的跨國聖戰

士集團，同時更是一個深信是依靠其力量才得以在阿富汗擊敗超級強權–蘇聯–

的跨國武裝集團。這場戰爭的結果最後是美國與其聖戰士盟友共同迎來了勝利，

只是勝利卻也同時是日後另一場爭端的起源。從眾多的聖戰士眼光來看，阿富汗

戰爭毫無疑問是伊斯蘭歷史上的關鍵時刻。對穆斯林而言，在歷經了殖民統治、

霸權支配、以及對以色列的多次大小爭鬥等等殘酷的歷史過程中，這場戰爭是數

百年來穆斯林武裝力量首次擊敗非穆斯林勢力；對全球的穆斯林來說，在阿富汗

的勝利並非僅僅是阿富汗人的勝利，而是被視為等同於伊斯蘭的勝利。在戰場上

擊退蘇聯紅軍的是跨國伊斯蘭聖戰士，戰爭經費主要也來自穆斯林國家，因此在

這些聖戰士們的眼中，美國只是個獲利者而不是勝利者，真正的勝利者是穆斯林

與伊斯蘭世界。而與此相對，美國政府的認知則完全不同，美國認為阿富汗戰爭

只是扳倒蘇聯的眾多因素之一，更別提那些阿富汗游擊隊多是由美國暗中組織、

訓練、支援的；如此南轅北轍的認知差距，是日後一系列事件的關鍵（張錫模，

2006，頁 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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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從親美到反美 

所有的戰爭都有後果，有些是「意圖性的後果」，有些則是「非意圖性的後果」，

意即出現了遠遠超乎戰爭當事者先前的預期與盼求（張錫模，2006，頁 44）。從

美國的角度來思考，十年蘇阿戰爭的意圖性後果是蘇聯的敗北和解體；而若是從

聖戰士的角度來看，他們之所以參與這場游擊戰爭，背後的意圖性後果是捍衛「伊

斯蘭之家」（Dar al-Islam），擊退無神論共產蘇聯的侵略大軍。只不過，無論是美

國還是這群跨國聖戰士勢力，雙方都沒有預期到，這場漫長戰爭的終結，不但沒

有為阿富汗帶來安定與和平，反而激起了更為劇烈的內戰。同樣地，雙方也都沒

有預想到，戰爭的過程和終結，竟會培育出一支史無前例的現代跨國伊斯蘭聖戰

士武裝集團，以及這個武裝力量與美國之間的嚴重對立。 

1991 年 1 月，美國對伊拉克發動了代號為「沙漠風暴」39（Desert Storm）的

軍事行動，此一作戰是對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反制，最終迫使伊軍自科威特撤軍。

美國政府的這項軍事行動使得原先就不穩定的中東地區情勢更加雪上加霜。這場

波灣戰爭，同時也讓賓拉登徹底轉向，從此反對沙烏地阿拉伯王室政權與反對美

國。對賓拉登而言，伊拉克政權背後濃厚的泛阿拉伯主義（強調世俗化、奉行社

會主義）性質及色彩，一直都是信奉伊斯蘭主義者所不齒、憎惡的對象。而海珊

                                                        
39 Gulf War，「波灣戰爭」，維基百科，https://en.wikipedia.org/wiki/Gulf_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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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權揮軍入侵科威特的舉動，則提供了賓拉登與伊斯蘭主義一個以伊拉克為敵，

動員「基地」旗下聖戰士進行聖戰的大好機會。因此，當伊拉克軍隊大舉侵犯科

威特之際，賓拉登曾經向沙烏地阿拉伯的王室政權提議，由他去動員「基地」麾

下的聖戰士兵團對抗伊拉克軍隊，也同時防衛沙烏地阿拉伯的邊境安全。然而，

沙國王室政權不但沒有接納賓拉登的提議，反而是選擇接受美國的幫助，同意讓

美軍進駐，從而使美軍得以順利地對伊拉克軍隊發動作戰。 

如此一系列的事件發展，尤其是超過五十萬的「異教徒」多國聯軍進駐沙烏地

阿拉伯，並發動殺害伊拉克「穆斯林同袍」的沙漠風暴作戰行動，這在許多信奉

極端保守伊斯蘭主義者的內部引起極大震撼；而異教徒軍隊進入伊斯蘭聖地麥加

與麥地那（皆位於今沙烏地阿拉伯境內），而且戰爭結束後依然持續駐屯的行為，

更被虔誠的穆斯林視為不可容忍的侮辱。於是，以此事件作為契機，再加上不滿

美國長期以來對以色列的支持與偏袒40，奧薩瑪·賓拉登開始大力抨擊、反對沙國

政權以及仇視美國，也堅定了他對兩者發動國際「聖戰」41的決心。 

不同於傳統伊斯蘭所奉行、遵守的聖戰觀念42，賓拉登相信的是一種非正統的

                                                        
40〈賓拉登錄音談話 911 怪美國挺以色列〉，自由時報電子報，2009，

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268557 
41 Jihad（吉哈德），為伊斯蘭教與穆斯林世界常用的宗教術語。出自阿拉伯語詞根「Jahada」，

即「做出一切努力」或「竭力奮爭」之意；若單從字面上來看， “Jihad” 其實並沒有「神聖的戰

爭」（Holy War）的意思，更為準確的翻譯應該是「鬥爭」或是「奮鬥、努力」。 

42 根據伊斯蘭的世界觀，人類世界可分為「伊斯蘭之域」（Dar al-Islam，伊斯蘭世界）與「戰爭

之域」（Dar al-Harb，非伊斯蘭世界）。「伊斯蘭之域」是指接受穆斯林的支配，完全接受且採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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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戰觀，也就是所謂的「伊斯蘭共同體內部的聖戰」，或是直接簡稱為「內部聖

戰」。此種理論認為，聖戰的對象，不僅僅包含前面提及「傳統聖戰」的對象，

還應該要包括伊斯蘭共同體內部的穆斯林才對，亦即那些雖然表面上有著對伊斯

蘭的信仰告白，但其行為卻背棄甚至違反伊斯蘭律法的穆斯林。簡單來說，所有

沒有嚴格奉行伊斯蘭律法的穆斯林，也應當通通被列為「聖戰」的對象。身為此

聖戰觀的忠實擁護者及信徒，賓拉登誓言要破壞以美國為中心的世界秩序。 

蘇聯–阿富汗戰爭造就了賓拉登與「基地」，使他們得以在沙烏地阿拉伯崛起、

發展，之後由於賓拉登與沙國王室政權的交惡，賓拉登與「基地」轉往非洲的蘇

丹作為新的據點，繼續他們的聖戰大業。在這之後國際社會又經歷了一連串伊斯

蘭恐怖/極端主義相關的紛爭與動亂，於是以美國為首的歐美陣營與中東地區的

伊斯蘭諸國紛紛對蘇丹政府施加更龐大的壓力，要求蘇丹當局盡快驅逐賓拉登和

他的「基地」組織；而面對來自國際社會的強大壓力之下，蘇丹政府終於屈服了。

賓拉登和「基地」再次被迫轉移陣地，這一次，他們選擇了阿富汗/巴基斯坦的

                                                                                                                                                               

伊斯蘭律法（Sharia）的共同體，而「戰爭之域」則是不受穆斯林支配，由各種異教徒所構成之

政治共同體相互競爭的複數世界。在這樣的大前提之下，衍生出了兩種類型的戰爭：第一種是從

「伊斯蘭之域」向「戰爭之域」發起的戰鬥（宗教宣戰），第二種是面對來自「戰爭之域」的攻

擊，防衛「伊斯蘭之域」的戰爭。上述兩個類型的戰爭即是伊斯蘭教義裡的「傳統聖戰」。而其

中的前者稱為「擴張型聖戰」，後者則為「防衛型聖戰」。而根據伊斯蘭律法，回應「擴張型聖戰」

之徵召，是穆斯林的「集體義務」，意即整個伊斯蘭共同體必須集體作出回應，但是允許個別的

穆斯林不參加徵召；相對地，面對「防衛型聖戰」的徵召則是所有穆斯林的「個人義務」，每個

穆斯林都必須得要參加。（張錫模，2006，全球反恐戰爭，頁 52-53） 

 



 46 

國境地帶作為最新的根據地。就是從這個時刻開始，賓拉登與他的「基地」組織

聯繫上了正在阿富汗國內以光速崛起的塔利班政權。 

 

3.5「911 事件」 

賓拉登與「基地」所追求的最終極目標，是伊斯蘭的世界革命：打倒「不虔敬」

的穆斯林諸國政府，從伊斯蘭世界排除一切外國，特別是美國的影響力，最後再

藉由全體虔誠穆斯林的大眾蜂起，實現伊斯蘭革命，建立當代的哈里發國家43

（Caliphate）。然而，賓拉登深知，若是不妥善處理美國這個因素，那麼他理想

中的穆斯林大眾革命將很難有機會實現。長時間以來，由於穆斯林大眾和伊斯蘭

世界普遍畏懼美國這個超級強權的心理，使得穆斯林大眾很難被動員起來參與革

命。因此，賓拉登和「基地」得出一個結論，若是想要改變伊斯蘭世界的現狀，

就必須要打擊美國在伊斯蘭世界和社群的權力，透過對美國施加各種形式的攻擊，

一方面可以摧毀美國無敵且不可侵犯的「神話」印象，改變穆斯林大眾對美國權

力的認知，不再畏懼美國；另一方面，不斷刺激遭受攻擊的美國對伊斯蘭世界做

出激烈的回應，希望能據此撼動伊斯蘭世界的政治方程式，進而激起穆斯林保衛

伊斯蘭的聖戰意識以及革命的動能，最後實現穆斯林的大眾革命 （張錫模，2006，

頁 61）。 

                                                        
43 Caliphate，「哈里發國家」，維基百科，https://en.wikipedia.org/wiki/Caliph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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賓拉登很清楚，任何他們所發動的攻擊，都並不足以擊潰美國的世界霸權地位；

當然更不能寄望任何一場、甚至是數場攻擊對美國造成的損害，就可以將美國的

影響力從中東地區或是伊斯蘭世界驅逐出去。「基地」無力如此，也無須如此。

打從一開始，賓拉登和「基地」的目標，就並非是要摧毀美國的世界霸權地位，

而是希望能夠藉由對美國施加攻擊，激起美國的強烈反應，逼迫美國政府採取一

系列的行動，進而改變中東的權力平衡，動搖美國在該地區所有伊斯蘭盟友的政

治穩定性，據此來為「基地」謀求的革命（奪取政權）製造條件，一步步邁向伊

斯蘭諸國政權的崩潰和穆斯林大眾革命。為了推進這樣的戰略並達成最終目標，

賓拉登與「基地」選擇採行恐怖攻擊的方式作為他們的戰術。此後，一連串大大

小小的恐怖襲擊事件在國際間各個角落、地區發生，而最終，當全世界以及人類

歷史文明踏入 21 世紀的那一刻，在 2001 年的 9 月，一場前所未有、震驚全球的

重大恐怖攻擊事件發生了。從此，世界不再一樣了。 

2001 年 9 月 11 日早晨，19 名「基地」成員分別於起飛後劫持了美國航空 77

號（American Airlines Flight 77）與 11 號班機（American Airlines Flight 11），以及

聯合航空 175號（United Airlines Flight 175）和 93號班機（United Airlines Flight 93），

這時恐怖攻擊正式展開了。其中兩架飛機（美航 11 與聯航 175）對位於紐約的

世貿中心大樓（World Trade Center）先後發動自殺式的攻擊，第三架飛機（美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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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襲擊美國國防部五角大廈（The Pantagon），至於最後一架班機（聯航 93），

根據事後調查，原先預定是要攻擊白宮（White House）或是國會大廈（The United 

States Capitol），但是途中機上的機組人員和乘客奮勇抵抗，曾試圖奪回飛機的控

制權，最後依然不幸墜毀於賓夕法尼亞州（Pennsylvania）的鄉間。 

這起恐怖攻擊行動，是美國有史以來所遭遇的最嚴重恐攻事件。事件發生後，

世貿大樓所在地的紐約曼哈頓居民首先被撤離，隨後紐約其他各區和華盛頓特區

也接連宣佈撤離；美國國內各地機場宣布在接下來的七個小時全面禁止任何飛機

起降，原先預定飛入美國的航班一律全部改降加拿大的機場。這是自二次大戰之

後，美國政府首度宣布關閉機場。全球各地的美軍則是進入全面的高度備戰狀態，

與此同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也啟動

了歷史上首次的「共同防衛機制」44，宣布如果日後證實此次的恐怖攻擊事件是

                                                        
44 出自北約憲章第五條（Article 5 of the NATO Charter），全文如下： “The Parties agree that an 

armed attack against one or more of them in Europe or North America shall be considered an attack 
against them all and consequently they agree that, if such an armed attack occurs, each of them, in 
exercise of the right of individual or collective self-defense recognized by Article 51 of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will assist the Party or Parties so attacked by taking forthwith, individually and in 
concert with the other Parties, such action as it deems necessary, including the use of armed force, to 
restore and maintain the security of the North Atlantic area. Any such armed attack and all measures 
taken as a result thereof shall immediately be reported to the Security Council. Such measures shall 
be terminated when the Security Council has taken the measures necessary to restore and maintain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各締約國同意對於歐洲或北美之一個或數個締約國之武裝攻

擊，應視為對締約國全體之攻擊。因此，締約國同意如此種武裝攻擊發生，每一締約國按照聯合

國憲章第五十一條所承認之單獨或集體自衛權利之行使，應單獨並會同其他締約國採取視為必要

之行動，包括武力之使用，協助被攻擊之一國或數國以恢復並維持北大西洋區域之安全。此等武

裝攻擊及因此而採取之一切措施，均應立即呈報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在安全理事會採取恢復並維

持國際和平及安全之必要措施時，此項措施應即終止。），

https://www.nato.int/cps/ie/natohq/official_texts_1712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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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任何主權國家的指使，將會被視為是對美國的軍事攻擊，意味著也是對全體

北約成員國的攻擊，據此為之後的任何回擊行動提供法理依據。全球的經濟與股

票市場也因此事件而損失慘重。透過資訊的快速傳遞，從電視、網際網路、收音

機⋯ ⋯等等各種媒介，當時全世界的人們幾乎可以說是同時領略到心理的震撼，

以及面對未知的恐懼。如今往回看，911 事件可說是成為了全球社會認真看待「恐

怖主義」的重要分水嶺。而長期以來美國國防「本土不受攻擊」的傳統思維，也

因此而產生了顛覆性的改變45。於是，在事件發生僅僅 26 天之後，美國便宣布

對阿富汗開戰。世界文明步入 21 世紀之後，規模最大、歷時最長的反恐戰爭於

焉展開。 

911 事件發生之後，無論是當前的政治局勢、環境，或是來自國內外各方面的

聲音與壓力，都要求著美國政府必須作出反擊，藉以向所有美國國民和國際社會

展現美國對抗恐怖主義的決心與能力。在事件發生的九天後，小布希總統於 9

月 20 日在國會裡的全國演說當中誓言：「我們對恐怖活動的戰爭，將一直進行到

全球所有的恐怖團體和組織都被查出、制止和擊潰為止」。他並強調，「美國將會

動用軍中的一切資源、所有的外交途徑、所有情報手段、所有執法工具、所有財

經影響力、以及其他全部必要的武器來擊潰全球的恐怖活動網絡」。最後，小布

                                                        
45 蘇進強，2002，美國反恐戰爭：台灣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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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對國際社會嚴正地作出警告：「若是不支持我們，就是支持恐怖份子。今後任

何國家要是繼續包庇或是支持恐怖主義，美國將視其為敵對政權」46。在當時的

情勢及環境下，毫無疑問，美國必須反擊，問題在於：對手/敵人是誰？向何處

進攻？如何進攻？ 

 

3.6「全球反恐戰爭」–阿富汗戰役 

當時布希政府很快地便判斷出，這起攻擊事件的幕後主使是賓拉登與他的「基

地」組織。確認身份後，接著便是找出敵人的藏身地。美國知道目前「基地」的

根據地在阿富汗，同時也清楚他們正接受阿富汗塔利班政權的庇護。據此，布希

政府已經確定了反擊的目標就是「基地」和塔利班政權，而攻擊地點即是阿富汗。

但是，應該如何進攻？這個問題將會是決定性的關鍵。 

在 911 事件之前，每當美國遭受到恐怖攻擊，無論地點是在海內外，其一慣的

回應模式都是採取「司法途徑」解決：界定攻擊事件為犯罪行為，接著根據司法

精神與相關程序將犯罪者繩之以法（張錫模，2006，頁 85）。然而，尋求「司法」

作為面對恐怖主義和恐怖攻擊的解決方式，存在著一個嚴重的缺陷。試想，所有

的恐怖攻擊事件絕非是衝動行事的結果，背後一定有著相當縝密且長時間的規劃；

                                                        
46 布希主義（Bush Doctrine），吳玉山，《政治科學論叢》，內文摘錄如下：「布希主義運用美國優

勢的軍事、政治與經濟力量，以單邊主義的態勢，採用『非友即敵』的二分法邏輯，強力地動員

世界各國加入反恐戰爭。」，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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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想要蒐集恐怖份子的所有「犯罪」證據，必然曠日費時，而在調查和確

認的漫長過程當中，美國政府勢必得要面對來自全國人民的不耐及與論抨擊。更

糟糕的是，那些直接參與攻擊事件的恐怖份子，往往都已經在「犯罪」過程中死

亡了，若是根據司法途徑解決，在死無對證的狀況之下，美國政府很難找到充分

的證據，順藤摸瓜找出並證明有無其他的成員涉案，並將其定罪。簡而言之，利

用司法途徑的這個策略本身就有盲點，而且現實上難以做到。 

因此，面對 911 這場史無前例的重大恐怖攻擊事件，布希政府決定捨棄訴諸司

法，而是毅然決然地走向戰爭–一場全新型態的戰爭。 

這場巨大的悲劇讓美國驚覺、也同時意識到，他們如今面對的對手是一個網絡

遍及全球的恐怖團體–由奧薩瑪·賓拉登所創建的「基地」及其散佈在世界各地的

同情/協作團體。由此可知，此次美國的反擊將會包含以下的任務：1. 緝捕或是

擊殺賓拉登、摧毀「基地」及其所有的協作/從屬組織；2. 嚴懲任何支持、庇護

「基地」和恐怖主義的主權國家，摧毀這些恐怖組織團體的根據地；3. 防止類

似的恐怖攻擊於未來再度發生。上述的這些任務目標便清楚地界定了這場戰爭的

性質：「全球·反恐·戰爭」（張錫模，2006，頁 86）。而進攻的第一站，就是阿富

汗。 

對美國而言，最強勢的作戰計劃就是派遣大規模的地面部隊，直接進攻阿富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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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和敵人接戰，一舉擊潰對手的武力，接著全面佔領並接管阿富汗。然而，如

此的作戰計劃在現實層面上卻很難實現。在軍事地理上，位居內陸的阿富汗易守

難攻。在阿富汗全國土地中，約五分之四為山區，且平均高度達到四千至五千公

尺，再加上冬天時山區的平均溫度約是攝氏零下 26 度，作戰環境極為惡劣。換

言之，要在阿富汗進行作戰，入侵不是問題，但想要全身而退卻幾乎不可能。美

國很清楚這一點，畢竟當年全世界都目睹了蘇聯在阿富汗的重大挫敗，因此自然

不想要、也不可能重蹈覆徹。因此，美軍對阿富汗的作戰戰略著重於空權和特種

部隊的運用。 

美國制空權戰略的最基本思維，即在於利用美軍先進而強大的空中打擊力量，

剝奪敵軍的五感、徹底摧毀並癱瘓敵軍指揮調度部隊的能力，當敵軍的指揮、管

制、電腦、通訊、情報、偵查等系統都被破壞殆盡，敵方各部隊自然會陷入孤立

零散的狀態，這時美軍再派出精銳的地面部隊一舉殲滅對手。但是，要讓此戰略

得以順利實施有一個必要的前提，那就是美軍必須對敵軍的部署以及相關系統的

狀況都暸若指掌，做到最大程度的掌控。但是面對阿富汗，很多戰場上的相關資

訊與目標都非常不明確，為此，美軍特別需要麾下特種部隊的協助。由美國特種

作戰司令部47（United States Special Operations Command, USSOCOM）所指揮並執

                                                        
47 United States Special Operations Command, USSOCOM，「美國特種作戰司令部」，維基百科，

https://en.wikipedia.org/wiki/United_States_Special_Operations_Com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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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特種作戰，成為整場反恐戰爭的關鍵。 

美軍特戰司令部和特種部隊被交付的任務有二：第一，為空軍的空中攻擊行動

提供詳細的目標情報；第二，支援阿富汗在地的部隊和塔利班作戰並加以擊潰。

由此可見，情報戰和政治戰是美國獲勝與否的關鍵，卻也是相對困難的任務，因

為時間很緊迫。為什麼這麼說，這是因為就天候和時節來判斷，每當到了十月下

旬，或最晚在十一月初，阿富汗便進入了雪季，再加上多山地形，非常不適合作

戰。 

前述種種的軍事考量，都要求也迫使美國要處理同盟政治的問題。在這場全球

反恐戰爭裡頭，軍事力量並非首要考量，真正的關鍵點在於政治。美國必須要向

阿富汗內部的各派勢力，尤其是反對塔利班政權的勢力，展示自己推翻塔利班的

決心，藉此鞏固、強化自身與阿富汗反塔利班陣營的同盟關係，同時弱化塔利班

政權在阿富汗的地位。美國急需找尋在阿富汗境內的在地盟友，而唯一的選擇，

便是「北方聯盟」。布希政府很清楚，這場在阿富汗的軍事行動只是序曲，往後

的反恐戰爭走向絕大多數都會是以「代理戰爭」的方式進行，由所在地的政府部

隊領導、指揮，而美軍則扮演支援和輔助的角色。 

戰前的軍事準備與同盟政治的安排活動一路持續至九月底。2001 年 10 月 7 日，

美軍正式展開作戰，此次的行動代號為「持久自由」（Operation Enduring Free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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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9 月 11 日到 10 月 7 日開戰，只花費了不到一個月時間的 26 天，這在軍事史

上是一個巨大的成就。全球反恐戰爭就此正式揭開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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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Horse Soldiers 與其改編電影 12 Strong 之內容剖析 

在本章節當中，筆者將會針對原著以及改編電影的內容進行深入的剖析。透過

挑選、整理電影裡的重要關鍵劇情，逐一對比原著中相關資訊的闡述，筆者將會

利用文本分析的方法，探究兩者內容之呈現方式，以及從文字轉化為影像過程中，

在訊息傳遞層面上的得與失。 

經過統整，筆者將電影的重點情節發展逐一分為數個主題，分別如下：歷史背

景簡介、戰前準備、作戰任務規劃、戰場環境之艱困、進攻策略、北方聯盟內部

矛盾、美軍與北方聯盟互動情況、反恐戰爭初期迴響、身處戰場的阿富汗民眾，

以及最後任務結束的感慨。挑選出改編電影裡的重要情節內容後，筆者會同時將

其與原著裡相對應的段落進行剖析，進而說明原著與改編電影是如何分別還原並

呈現 911 事件後，「全球反恐戰爭」初期的美國與阿富汗關係，以及讀者和觀眾

能從中能獲得什麼樣的資訊，該如何去理解、看待這段改變了 21 世紀社會和國

際局勢的重要歷史。 

接著便進入本研究的核心部份，筆者將會按照時序與自行歸納整理的主題，搭

配各主題下的數個例子，深入探討並且剖析原著以及改編電影的內容。 

 

4.1 歷史背景介紹 

針對這段史實，改編電影的開頭便首先以一段近一分鐘，參雜真實新聞畫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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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片段做破題，將全球自 1993 年至 2000 年間所發生過的重大恐怖攻擊事件，

搭配畫面上文字的敘述與新聞旁白的聲音，言簡意賅地交代給觀眾。在這個片段

當中，透過鏡頭及畫面所透露出的訊息，即便是對這段歷史事件及相關背景不甚

熟悉的觀眾，依然可以在短時間內就抓住重點。透過真實新聞片段裡頭的主播旁

白，「隱身在阿富汗深山中，賓拉登策劃了這些攻擊」（“Hidden in the mountains of 

Afghanistan, Bin Laden planned these attacks.”）48，觀眾可以很迅速地就進入狀況。

首先是美國多年來，無論在海內外皆遭受過多次恐怖攻擊，而這些事件都與一位

名叫賓拉登的男人有莫大的關聯；而賓拉登本人則是率領著一個名為「基地」的

恐怖組織，隱身在阿富汗山區，默默策劃著攻擊行動。同時間，該片段也帶出了

一個名為「北方聯盟」的組織以及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權：「2001 年 9 月 9 日，

北方聯盟領袖艾哈邁德·沙阿·馬蘇德遭兩名蓋達組織成員刺殺，馬蘇德之死讓北

方聯盟失去穩定，清除了塔利班在當地（指阿富汗）的唯一威脅」（“September 9th, 

2001. Ahmad Shah Massoud, the leader of the Northern Alliance, was assassinated 

by two members of Al-Qaeda. Massoud’s death destabilized the Northern Alliance, 

removing the only threat to the Taliban’s power in Afghanistan.”）49。雖然並沒有更

進一步的詳細介紹，但若是從現有的資訊來理解，稍微細心一點的觀眾便可以整

理出以下兩大關鍵– 1.「北方聯盟」是塔利班政權在阿富汗最強勁的對手；2.「北

                                                        
48 12 猛漢，2018，00:01:29-00:01:32 

49 12 猛漢，2018，00:01:33-00: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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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聯盟」的領袖人物已經被「基地」的成員暗殺，目前正處於群龍無首的混亂狀

態。在這當中特別值得討論的一點，在於片中特別點明北方聯盟領袖馬蘇德被暗

殺身亡的時間點是 2001 年的 9 月 9 日，而筆者認為這是電影改編刻意為之的結

果。凡是對這段歷史過往還有一點瞭解與印象的觀眾，看到這裡、這個時間點，

相信一定都已經明白其背後那不言可喻的意義了。在這個時間點發生這樣的事情

絕非巧合，因為就在僅僅兩天後，2001 年 9 月 11 日，全球都目睹了那件觸目驚

心，也就此改變了世界政經局勢的重大歷史事件（12 猛漢，2018，

00:00:58-00:01:58）。 

接著來討論原著的內容部分。書和電影兩版本最明顯的差異在於，書中花費較

多的篇幅去闡述「北方聯盟」這個組織的生成背景，讓讀者得以瞭解「北方聯盟」

與塔利班政權的恩怨情仇，明白雙方因何原因而視彼此為誓不兩立的死敵，同時

也對當時阿富汗的內部局勢有所認識。在這其中，原著作者於書中對於北方聯盟

領袖馬蘇德的描繪，正好補足了改編電影沒能呈現給觀眾知曉的細節。書裡有兩

處與馬蘇德有關的段落，首先是藉由一位美軍特種部隊軍官之口，由其來帶出馬

蘇德之死的意義所在：「一看見報紙的頭條標題，他的心立刻涼了半截。馬蘇德

（Ahmad Shah Massoud, 1953-2001）死了。帶領阿富汗人民對抗塔利班的領袖人

物死了。他在戰場上出生入死超過二十多年，是一位名符其實的生存者。如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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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了。不要是馬蘇德。『2001 年 9 月 9 日在阿富汗死於暗殺』。迪恩感覺這個

時間點絕對不可能是巧合」50（Doug Stanton, 2009, p.19-20）。 

接下來的第二個段落如下：「2001 年 4 月間，馬蘇德前往法國的史特拉斯堡尋

求國際社會的協助。當時他對著媒體表示：『如果布希總統不伸出援手幫助我們，

那麼這些恐怖份子很快地就會為美國與歐洲造成傷害，到那時一切就都太遲了』。

馬蘇德不斷地想告訴國際大眾，要特別注意塔利班政權以及一位名叫奧薩瑪·賓

拉登的男人，他是一位沙烏地阿拉伯億萬建築大亨的兒子。但是，顯然沒人放在

心上。這個重大的疏忽讓賓拉登得以在該年夏天策劃一起刺殺馬蘇德的計畫。幕

後主腦名叫艾曼·札瓦希里（Ayman al-Zawahiri），他是基地組織裡的指揮官之一。

『基地』可以說是賓拉登的私人軍隊，約有三千名訓練有素士兵的規模，並且受

到塔利班政權的庇護和支持，時常與其一同行動。塔利班旗下約有一萬五千兵力，

分別由阿富汗當地各階層男性所組成。這群人的目標是將中東地區恢復成十四世

紀時的模樣，一個由伊斯蘭律法所統治的黃金時代。為了達成這個『巨大退步』

目標的第一步，必須要先除掉馬蘇德」51（Doug Stanton, 2009, p.20-21）。此段落

                                                        
50 筆者自譯，原文如下：“The newspaper’s headline stopped him cold. Massoud was dead. The leader 

of the Afghan people in their fight against the Taliban. The great man had been at war for more than 
twenty years – the ultimate survivor. Now he was dead. Not Massoud. Assassinated: September 9, 

2001. In Afghanistan. Dean felt that the timing could not be an accident.”，Horse Soldiers: The 

Extraordinary Story of A Band of U.S. Soldiers Who Rode To Victory In Afghanistan，2009 

51 筆者自譯，原文如下：“In April 2001, Massoud had traveled to Strasbourg to ask for international 

assistance. There, he had said to the press: “If president Bush doesn’t help us, then these terrorists 
will damage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very soon – and it will be too late.” Massoud had b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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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內容，不僅僅讓讀者能夠清楚明白馬蘇德被刺身亡事件的重要歷史意義，與

此同時，更讓讀者得以深入理解賓拉登、基地組織、塔利班三方面的關係，以及

他們彼此間各自的目標和盤算。 

 

小結：一部電影的好壞，從如何開頭便可略知一二。好電影需要有強勢的開場

（Start strong），開場鏡頭要能揭露電影的中心主旨，提示情節的發展方向，更

要把背景故事透露出來（Neil Landau，吳莉君譯，2013，頁 15）。針對這段歷史

前因後果的描繪，原著裡頭顯然有更多更詳細而清楚的陳述，但這其實並不令人

意外；畢竟，書面和影像的呈現方式與方法原本就存在差異。筆者認為，或許更

該要注意的重點在於，資訊量的多寡與訊息本身的準確度和真實性並沒有直接的

關聯。換句話說，從結果呈現的角度來看，暫且撇除一切戲劇相關的元素不論，

單純就資訊傳遞而言，雖然原著和電影改編版本釋放給讀者與觀眾的訊息量明顯

有著程度上的不同，但是觀看電影的觀眾，其所接收到的資訊，即便不若原著來

得詳實，卻皆能對應書中所提供之資訊，同時也符合史實的發展。簡而言之，改

編電影選擇以最簡單明瞭、單刀直入的方式為觀影民眾呈現理解這起歷史事件的

                                                                                                                                                               
describing the Taliban and a man named Osama bin Laden, the billionaire son of a Saudi construction 
mogul. No one listened. That neglect had given bin Laden the summer to organize a secret plan to kill 
Massoud. The mastermind was a man named Ayman al-Zawahiri, an Al Qaeda commander. Bin 
Laden’s army, totaling some 3,000 trained soldiers, had merged with the Taliban, consisting of 15,000 
farmers and butchers, teachers and lawyers. Together, they wanted to return the Middle East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 into a golden age ruled by Islamic law. A big step toward that great step back 

would be the elimination of Ahmed Shah Massoud.”，Horse Soldiers: The Extraordinary Story of A 

Band of U.S. Soldiers Who Rode To Victory In Afghanistan，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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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所需資訊，即便缺少原著的深入剖析和細膩的書寫細節，但絲毫並不影響事

件後續發展的鋪陳及推進。 

 

4.2 戰前準備 

在瞭解歷史背景之後，接著要討論的便是美國針對恐攻事件的應變和反制。經

過改編，電影版本同樣選擇利用當年的真實新聞畫面交代「911 事件」。即使沒

有長篇大論的文字敘述，但是畫面同樣會說話，影像的重量及影響力並不亞於文

字，甚至可能有過之而無不及。隨著新聞旁白的簡單說明，搭配螢幕上世貿大樓、

五角大廈遭受攻擊的畫面，觀眾彷彿穿越了時空，再次經歷當年所感受到的恐懼、

震撼情緒。 

緊接著鏡頭畫面一轉，場景來到了美國陸軍特種部隊的總部。在這個片段當中，

觀眾目睹了戰情室內的忙碌，房間裡到處是埋首工作的美軍人員，交談聲與電話

鈴聲不絕於耳，每個人的桌上、手上堆滿了各式各樣的資料、情報，整體傳遞出

一種充滿壓迫性的緊張、混亂氛圍。隨著劇情推展和角色們之間的台詞對白，觀

眾對於美國人民由上至下在事件當下最直接、赤裸的情緒反應，例如憤怒、復仇

心切⋯ ⋯等等，很快地就可以感同身受。在這個將近五分多鐘的片段裡（12 猛漢，

2018，00:03:00-00:08:40），筆者認為其實背後透露了一個很重要的訊息：在攻擊

事件發生後，透過攝影鏡頭和螢幕畫面的呈現，美國政府、軍方的反應看似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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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而有條理；然而，這只不過表面的假象而已。儘管美國當時十分迅速地便鎖

定了事件的元兇–賓拉登以及「基地」組織，但實際上美方對於相關情資的掌握

度嚴重不足。觀眾心裡都清楚美國很快便會對賓拉登與基地組織發動反擊，但是

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任何成功的作戰行動都需要有準確而嚴謹的情報做後盾，

也因此對於美軍來說，當下最要緊的便是情資的掌控。 

圖 1

 

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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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相較電影的改編結果，針對美方當時候在情報搜集過程中所遭遇到的困境、窘

況，原著裡頭就有非常詳盡的著墨和描繪。筆者接下來將會挑選幾處重要段落來

深入討論，並與電影的劇情進行比對。首先是美國應該如何籌劃進攻阿富汗的作

戰行動，以及其所面臨的問題。段落 1：「通常，國防部的架子上都會擺放著入

侵/進攻各國的作戰計劃書，但是面對阿富汗，藍伯特（Geoffrey Lambert）53心

裡明白，美國對此絲毫沒有任何準備或是計畫。什麼都沒有，一切為零。自從美

蘇冷戰結束之後，美國的軍事策劃專家依然深陷舊衝突的泥沼之中，完全不知道

也不確定該如何去面對不熟悉的敵人，也無法想像出可能遭遇的威脅情境。但是

藍伯特認為，這次的攻擊事件（指 911）就是一個血淋淋的範例，未來美國人民

將會一而再再而三不斷遭遇、目睹相同形式的暴力行為。這樣的恐怖攻擊活動會

在瞬間發生，而且策劃過程不需要花大錢，只需要一小群人透過手機或網際網路

就能完成」54（Doug Stanton, 2009, p.28）。透過訪問當時位居美軍指揮高層的藍

                                                        
52圖片皆為筆者自行截圖之電影劇照，12 猛漢，2018 

53 傑佛瑞·蘭伯特，前美國陸軍少將，時任美國陸軍特種作戰司令部司令。 

54 筆者自譯，原文如下：“Usually, there was a contingency plan on the shelf at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for invading a country. But when it came to Afghanistan, Lambert knew that no such plan 
existed – nothing, not one scrap of paper describing how you mobilized men and weapons to take 
down the place.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U.S. military planners had been floundering in the 
backwash of old conflicts, unsure of how to prepare for imagined threats from unfamiliar enemies. 
The attacks were, to Lambert’s mind, perfect examples of the kind of violence that the future held for 
Americans. They had come quickly and cheaply, carried out by a small number of men communicating 

by mobile phones and the Internet.”，Horse Soldiers: The Extraordinary Story of A Band of U.S. Soldiers 

Who Rode To Victory In Afghanistan，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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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特少將，原著讓讀者知曉了當年美國政府所面臨的難處，即使敵人就在眼前，

卻因為缺乏對情勢與對手的瞭解，而一籌莫展的窘境，同時也藉機會點出極端主

義和恐怖攻擊的危險之所在。 

接著是情報搜集的過程。段落 2：「他們（特種部隊）不斷地訓練、鍛鍊身體；

同時間，在缺乏可信且詳細的情報狀況下（他們被告知中情局總部的分析師們正

不眠不休地趕工），他們只好透過網路盡可能去瞭解阿富汗的一切資訊。需要的

東西實在是太多了，多到連他們自己都感到汗顏」55（Doug Stanton, 2009, p.34）。

段落 3：「⋯ ⋯查閱任何自己能找到與阿富汗相關的資料和文獻，包括由巴基斯坦

資深記者阿哈瑪·拉希德（Ahmed Rashid）所著，深入探討塔利班政權的《神學士》

（Taliban）一書，以及由中情局提供的機密情報，內容有關於一位名叫杜斯塔姆

（Abdul Rashid Dostum）的阿富汗當地軍閥。根據資料，杜斯塔姆在自己的勢力

範圍內容許性交易和毒品（特別是鴉片）買賣，他同時也是中情局希望能夠合作

的對象。另外還有一位軍閥，名叫阿塔（Atta Mohammed），和杜斯塔姆不同，

阿塔是一個虔誠的穆斯林」56（Doug Stanton, 2009, p.46-47）。段落 4：「迪恩57在

                                                        
55 筆者自譯，原文如下：“They marched, lifted weights, and, in the absence of real intel (they were 

told CIA analysts at Langley were working on it), read anything they could find about Afghanistan on 

the Internet. They needed a lot, so much so that it was embarrassing.”，Horse Soldiers: The 

Extraordinary Story of A Band of U.S. Soldiers Who Rode To Victory In Afghanistan，2009 

56 筆者自譯，原文如下：“He studied whatever he could get his hands on about Afghanistan, including 

Ahmed Rashid’s book Taliban, and scraps of classified intel about a warlord named Abdul Rashid 
Dostum, who reputedly was tolerant of both prostitution and opium production in his camp, and with 
whom the CIA was hoping to do business. Another warlord was named Atta Mohamme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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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隊的辦公室裡用自己的電腦，試著搜尋更多關於這兩個男人的資訊，也希望能

找出更多有關賓拉登與基地的情報。但就目前而言，正確而又詳實的資訊實在是

太少了。有一天，基地裡的工作人員送來了一堆老舊、過期的國家地理雜誌，還

有幾卷探索頻道發行的錄影帶，內容全部都是在講述阿富汗歷史。『這些是什麼？』

迪恩詢問，對方只回答：『就把它們想成是更多的情報吧』」58（Doug Stanton, 2009, 

p.46-47）。 

上述四段出自原著中的段落內容，皆清楚說明了當時美國對於賓拉登、基地組

織，特別是對於阿富汗這個國家，都缺乏相當程度的瞭解；情報機關和軍方手中

所掌握的情資也大有問題，不但不夠詳盡，甚至連準確度都可能遭受質疑。在這

樣的狀況之下，即便美國政府一心希望能夠盡快展開反擊行動，卻也不得不更加

審慎評估眼前的局勢。而除了最重要的情報資訊之外，由於美國政府及軍方力求

要在最短時間之內於阿富汗展開作戰行動，卻也連帶產生了部隊所需裝備和物資

                                                                                                                                                               

comparison to Dostum, Atta Mohammed was a pious Muslim.”，Horse Soldiers: The Extraordinary 

Story of A Band of U.S. Soldiers Who Rode To Victory In Afghanistan，2009 

57 一位當時參與作戰行動的美軍特戰小隊指揮官。由於特種作戰人員的身份屬於軍事機密，出

於保密的必要性，作者於原著當中特別聲明，書裡所出現之角色與人名，除少數以外，其餘皆採

匿名制。 

58 筆者自譯，原文如下：“Using his laptop in the team’s planning room, Dean searched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se two shadowy men, as well as whatever he could find about bin Laden and Al 
Qaeda. But there wasn’t much hard intel immediately available. One day, an ISOFAC staffer dropped 
off an armload of tattered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s and a few Discovery Channel television 
shows on VHS tape about the history of Afghanistan, and when Dean asked, ‘What’s that stuff?’ the 

guy replied, ‘Consider it more intel.’”，Horse Soldiers: The Extraordinary Story of A Band of U.S. 

Soldiers Who Rode To Victory In Afghanistan，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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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缺的狀況。特別需要說明的地方在於，一般來說，特種作戰單位由於性質十分

特殊，因此通常在編制上，其層級都會優於一般的正規部隊，因此按照常理，所

有特戰單位麾下的部隊無論是在裝備、後勤補給、預算資金⋯ ⋯等方面，都會較

基層單位來得更加完善和充足；然而，由於這次的恐攻襲擊事件實在來得太過於

出乎意料，在事前毫無任何準備、又想要迅速回應的情況下，才因此出現了這樣

令人意外、不尋常的窘境。而在電影裡，劇情的描述也如實地還原了這個真實狀

況。透過片中美軍特戰小隊成員間的對白及互動，觀眾可以得知當時美軍在戰前

準備期間，在裝備和物資問題上遭遇了困難，例如：發熱衣、禦寒裝備以及個人

GPS⋯ ⋯等裝備都嚴重不足（12 猛漢，2018，00:13:30-00:14:10），需要緊急向其

他部隊單位借調，務必優先供應給第一線的作戰人員，確保作戰進度和時程不受

影響。 

 

4.3 作戰任務規劃 

結束了戰前的各項準備之後，接下來的重點便是作戰行動的規劃與擬定了。在

2001 年的 10 月初，美軍就已經開始陸續進駐位於烏茲別克的前線作戰基地。隨

著電影劇情的推展，此時負責執行作戰任務的美軍特戰小隊也已經抵達前線，準

備聽取詳細的任務簡報。接著要討論的便是改編電影當中，特戰小隊與指揮高層

討論作戰行動與任務細節的片段。透過片中美軍指揮官角色的一席話，觀眾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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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知悉當時阿富汗的政治局勢，也得以再次確認賓拉登、基地組織以及阿富汗

塔利班政權彼此之間的關係，同時也會理解擊潰塔利班的重要性與意義為何：「賓

拉登資助塔利班和蓋達組織，在全阿富汗設立恐怖份子訓練營。他在美國大勝一

場，他會食髓知味，要是不阻止他，將會後患無窮。賓拉登或許是主腦，但別搞

錯了，在阿富汗是塔利班掌握武力，要是推翻塔利班政權，他（指賓拉登）就無

法利用他們發動攻擊」59（12 猛漢，2018，00:14:52-00:15:16）。而後指揮官便開

始向特戰小隊成員闡述此次任務的詳細內容以及最終目標，首先是要和隸屬「北

方聯盟」的阿富汗軍閥–杜斯塔姆合作，奪下馬扎里沙里夫這座擁有重要戰略價

值的城市：「馬扎里沙里夫，得那座城市者得阿富汗。我們拿下馬扎就能讓賓拉

登跛腳」60（12 猛漢，2018，00:15:18-00:15:27），而「杜斯塔姆將軍會拿下馬扎，

他是北方聯盟的阿富汗軍閥，他有軍隊、有情資、熟悉地形、熟悉地勢，最重要

的是，他一點也不喜歡塔利班」61（12 猛漢，2018，00:15:34-00:15:47）。此次行

動採取北方聯盟主導、美軍從旁支援/協助的作戰方針，特戰小隊將會透過中情

                                                        
59 原台詞對白如下：“Bin Laden has been financing the Taliban and Al-Qaeda, setting up terrorist 

training camps all over Afghanistan. He’s had one big win on U.S. soil, he wants another. And if we 
don’t stop him, there will be more. Bin Laden might be the brains, but make no mistake about it, in 
Afghanistan, the Taliban is the muscle. If we remove them from power, he can’t use them to make his 

attacks.”，12 猛漢，2018 

60 原台詞對白如下：“Mazar-i-Sharif. Whoever controls that city, controls Afghanistan. If we take 

Mazar from the Taliban, then we cripple Bin Laden.”，12 猛漢，2018 

61 原台詞對白如下：“The man who’s gonna take Mazar is named General Dostum. He’s an Afghan 

warlord with the Northern Alliance. He has the troops, he has the intel, he knows the cliffs. He knows 

every cave and most importantly, he does not care for the Taliban.”，12 猛漢，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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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的居中牽線，和北方聯盟一起並肩作戰；過程中美方負責提供優勢的空中火力

支援，逐步進攻塔利班據點，直到拿下馬扎並促成塔利班政權的垮台，第一階段

的作戰任務方告結束：「計畫如下：你們會空降到北阿富汗，再跟中情局密探會

合去見杜斯塔姆。你們的任務，是取得杜斯塔姆的信任，加入他的民兵，與他並

肩作戰、讓他攻向塔利班據點，到時你們就請求密接空援攻擊，其他的交給杜斯

塔姆。一個接一個、一個據點接一個據點，直到他拿下馬扎，塔利班垮台」62（12

猛漢，2018，00:15:56-00:16:24）。 

透過此片段的內容，觀眾因而得以大致理解美國政府對於阿富汗作戰行動的規

劃和目標，而最重要的一點，便是確立美軍在行動及作戰過程裡的角色及定位。

美方指揮高層很清楚地表示，此次作戰將會由阿富汗在地的「北方聯盟」主導，

而特戰小隊則會透過中情局的引薦，和北方聯盟進行接觸，之後負責利用美國強

大而先進的優勢武力，從旁提供支援與必要的協助。與此同時，該片段也首次帶

出了杜斯塔姆這位人物，一個隸屬於北方聯盟的阿富汗軍閥，在往後的作戰任務

裡，美軍特戰小隊必須與其密切合作，一步步瓦解塔利班政權，進而重創賓拉登

和他旗下的基地組織。 

                                                        
62 原台詞對白如下：“Here’s the plan. We’re gonna drop you into Northern Afghanistan. There, you 

will meet up with a CIA operative who will take you to Dostum. Your mission, earn Dostum’s trust, 
embed with his militia, you fight alongside him while he makes his way to Taliban strongholds. When 
you get there, you call in for close air support strikes. Dostum will do the rest. One by one, stronghold 

by stronghold, until he takes Mazar, and the Taliban falls.”，12 猛漢，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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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值得討論的地方在於，改編電影裡的這個片段，實際上是融合了原著裡面

不同的段落所歸納整理而成的結果。針對美國當時對於在阿富汗發動作戰行動的

安排及規劃，原著作者花費了相當多的篇幅為讀者娓娓道來，訊息量非常地細膩

而詳盡，補足了電影中沒辦法一一呈現的細節。第一個要談的便是中情局的角色

和任務問題。觀賞電影的觀眾在這個片段裡頭，只接收到了美軍特戰小隊進入阿

富汗之後，必須要和中情局的幹員會合，然後一起去見北方聯盟的杜斯塔姆將軍

這項訊息；然而，該片段卻沒有說明、也沒有解釋中情局因著什麼原因要派人去

阿富汗，背後的動機和任務又是什麼？而這個問題，原著中有非常清楚的解答。

經過原著作者多年來的研究，加上訪談多位當年曾親身參與阿富汗戰役相關人士

的結果，發現原來當初在小布希政府確定要派遣陸軍特種部隊作為第一批進入阿

富汗執行作戰任務的規劃之後，「（陸軍特種部隊/綠扁帽）冀望能夠得到中情局

的協助，同時也需要仰賴他們在阿富汗當地所發展的關係網絡。過去在蘇聯–阿

富汗戰爭期間，中情局早已和阿富汗打過交道，他們為當時阿富汗的游擊隊組織–

『聖戰者』（Mujahideen，『自由鬥士』之意）提供金援及武器，抵抗蘇聯軍隊入

侵。而如今在美國政府體系內的所有外交與軍事相關部門中，唯獨中情局一直都

有陸續在關注阿富汗問題」63（Doug Stanton, 2009, p.30）。雖然那當下美國缺乏

                                                        
63 筆者自譯，原文如下：“Lambert was banking on the cooperation of the CIA and its covert ties in the 

country. During the 1979-89 Soviet occupation of Afghanistan, the Agency had funded the 
mujahideen – “freedom fighters.” Of all the diplomatic and military branches of the U.S.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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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賓拉登及基地組織相關的有力情報，對於阿富汗局勢的掌握度也略顯不足，但

中情局畢竟是世界首屈一指的情報機關，再加上過去蘇聯–阿富汗戰爭期間和當

地人打過交道的寶貴經驗，美軍依然需要借重中情局的情報和資源。 

其次得要釐清在阿富汗作戰行動裡，美軍特戰小隊、中情局、「北方聯盟」的

杜斯塔姆部隊三方的關係。這一群人是整場阿富汗戰役當中的核心關鍵所在，他

們彼此間的互動將會奠定行動及任務的走向，也會直接對戰局產生決定性的影響。

以下是原著針對行動內容的說明：「此計畫的重點在於美國強大的空中武力，也

就是空權的運用64。利用巡弋飛彈和雷射導引炸彈擊潰塔利班，將其趕出阿富汗。

至於地面上的美軍特種部隊，其主要任務則是負責為空襲行動標定目標，與阿富

汗當地勢力建立同盟關係、對其加以訓練，而後一起攜手對抗塔利班。阿富汗北

方聯盟（The Afghan Northern Alliance），一個先前由馬蘇德擔任精神領袖，由阿

富汗境內各個部族勢力共同組成的同盟組織，分別由不同的軍閥率領。北方聯盟

將會是此次戰役中地面作戰的主幹。最後，中情局則是扮演潤滑劑及支援的角色，

                                                                                                                                                               

the CIA had kept the closest watch on Afghanistan.”，Horse Soldiers: The Extraordinary Story of A Band 

of U.S. Soldiers Who Rode To Victory In Afghanistan，2009 

64 在派遣地面部隊進入阿富汗之前，由美國空軍所進行的一連串空襲行動，結果並不如原先預

期般順利。對於轟炸機的飛行員來說，在超過 20,000 英尺的高空中飛行，同時面對著底下白雪

皚皚的山脈和一望無際的卡其色平原，實在很難準確地標定目標（由於塔利班擁有先進的地對空

武器，所以美軍的戰略轟炸機無法進行低空飛行）。因此美國政府及軍方的官員們心裡都明白，

空軍的飛行員們需要有人在地上為他們指引目標，而且越快越好，也因此才確立了此次特種部隊

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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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金錢賄絡65和情報，居中為美軍特戰部隊和北方聯盟內部各個勢力牽線」66

（Doug Stanton, 2009, p.33）。由上述內容可知，透過私下交易（提供金援、武器、

後勤補給⋯ ⋯等）以求合作的方法，顯示著至少在一開始，美國政府並不真的信

任這些阿富汗軍閥，只是迫於局勢而不得不然的權宜之計。另一方面，美方會如

此不放心，甚至是有所質疑的態度也實在其來有自，畢竟在塔利班掌控政局之前，

這群人為了爭奪阿富汗的控制權，彼此針鋒相對，打了十幾年的內戰67（Doug 

Stanton, 2009, p.37）。 

 

小結：在說明及呈現戰前準備、任務規劃，以及實際作戰行動內容與目標等主題

上，相較於原著提供大量而詳盡的資訊，輔以平穩、客觀的文字敘述去引導讀者，

電影的呈現方式則是充分利用鏡頭畫面搭配角色之間的互動，將龐雜的訊息巧妙

地融入一來一往的對白當中，讓觀眾在沈浸於劇情的同時，自然而然地接收所需

                                                        
65 這筆錢是用來賄絡和美軍特戰部隊合作的阿富汗軍閥們，像是：杜斯塔姆（Abdul Rashid 

Dostum）、阿塔（Atta Mohammed Noor）以及莫哈奇（Mohammed Mohaqeq）。 

66 筆者自譯，原文如下：“The plan involved using massive American airpower – cruise missiles and 

laser-guided bombs – to blast the Taliban out of the country. U.S. Special Forces on the ground would 
spot targets, build alliances among the locals, and whip them into fighting shape. The Afghan 
Northern Alliance – Massoud’s old fighting force of several tribes led by different warlords – would 
make up the bulk of the ground power. The CIA would grease the wheels, many of them unturned in 

years, with money and intel, and help the SF soldiers link up with the Afghans.”，Horse Soldiers: The 

Extraordinary Story of A Band of U.S. Soldiers Who Rode To Victory In Afghanistan，2009 

67 筆者自譯，原文如下：“The money was meant to bribe the Afghan warlords that the Special Forces 

troops were to work with – rough, mercurial characters with names like Abdul Rashid Dostum, Atta 
Mohammed Noor, and Mohammed Mohaqeq. For the past decade or more, they had fought each 

other for control of their country.”，Horse Soldiers: The Extraordinary Story of A Band of U.S. Soldiers 

Who Rode To Victory In Afghanistan，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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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訊息。舉例來說，經過改編，電影利用一場關門會議的劇情，短短一分多鐘的

片段就向觀眾交代了此次作戰的內容和目標。若真要細究，當然改編電影的呈現

還缺了不少原著裡有講述到的細節，只不過那當中其實更多是屬於歷史背景的層

面，即使不提，觀眾在理解事件的整體發展上也不會出現什麼大問題。正如同好

萊塢編劇尼爾·蘭道（Neil Landau）在其著作《好電影的法則》（101 Things I learned 

in Film School）所言，用演的，別用說的（Show, don’t tell）。電影是一種視覺媒

體，因此畫面裡的每樣東西都必須用來傳達故事，而角色最好是用演出而非解釋

的方式來呈現。利用畫面呈現而不是話語陳述，才可以把更多的銀幕時間留給更

重要的情節（吳莉君譯，2013，頁 19）。簡單來說，改編電影採取的策略是選擇

呈現重點，讓觀眾接收最該知道的資訊即可，同時也讓片中情節發展得以保持流

暢。 

 

4.4 艱困的作戰環境 

在交代完了作戰任務的內容與目標之後，電影裡的會議繼續進行，雖然延續同

一個片段，但緊接著便帶出了下一段劇情，同時也是我們接下來要聚焦的主題：

阿富汗戰場的艱困環境。片中美軍指揮官指示特戰小隊在進入阿富汗、與杜斯塔

姆的部隊會合以後，預計會給他們六週的時間，從塔利班的手上奪回馬扎里沙里

夫。就在此時，特戰小隊的隊長回應他的長官，表示六週的時間太長，小隊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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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必須得在三週內就完成任務，否則後果不堪設想。看到這裡，觀眾想必會驚訝

於劇情當中這名隊長竟然敢直接反駁直屬長官的命令，同時也納悶為什麼他會如

此肯定，進而想知道背後的原因和理由為何。改編電影透過這位特戰小隊隊長的

角色，帶出了影響此次作戰的重要關鍵要素之一，也就是阿富汗的氣候。 

小隊長回應指揮官：「俄國人也來這裡打過仗，對吧？他們有記載，到了 11

月中旬，大雪會阻斷所有山路，每年毫無例外。俄國人口中的嚴冬絕對值得留意」

68（12 猛漢，2018，00:16:25-00:16:55）。當時，美軍約在十月初至十月中旬期間，

陸續將地面部隊一批批地部署至烏茲別克等阿富汗周邊的友邦國家，準備隨時發

起進攻。按照推算，美軍特戰小隊正是在十月中旬左右進入阿富汗，正式展開作

戰行動；而若是按照原先美軍指揮官的指示，假如在六週後美軍特戰小隊以及杜

斯塔姆的北方聯盟部隊還沒有辦法拿下馬扎，那麼就勢必會遇上阿富汗惡劣的冬

天氣候，這對於任務來說完全是百害而無一利的結果。也因此在電影的這個會議

片段裡，才會安排這位小隊長有這麼一段發言，讓觀眾更能理解此次行動的急迫

性與重要性。 

至於在原著裡面，關於戰場實際情勢的敘述段落，相較於改編電影選擇著重於

                                                        
68 原台詞對白如下：“The Russians have been here before, right? They’ve done this. And they wrote 

about it. They said the snow was shutting down all the mountain passes by mid-November. Every year, 
without fail. Now, if the Russians are talking about a bad winter, it’s usually worth paying attention to, 

isn’t it?”，12 猛漢，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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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因素，整體來說是以更為全面、宏觀的方式呈現。時間回到 2001 年，當時

美軍從 10 月 7 日開始對阿富汗進行全面的空襲行動，但是轟炸行動的攻勢和推

進時程實在太快，許多執行空襲任務的飛行員壓根不知道任務的成效如何；同時

間美軍指揮階層手上的情報實在少得可憐，而且也不夠準確，導致沒有辦法即時

因應戰場瞬息萬變的情勢，而這一切的原因來自中情局的行動報告始終無法及時

送到相關人士的手上。但其實追根究底，真正的原因來自於這場戰爭本身。這場

開啟 21 世紀的「全球反恐戰爭」是一次不同於以往、全新型態的戰爭，無論美

國或阿富汗、美軍（以及北方聯盟）還是塔利班，對任何一方來說都是全新的體

驗與經歷，所以沒有誰可以很好地預測未來的發展與走勢，即使是中情局也不例

外。 

換言之，對美國而言，無論是空軍飛行員還是地面上的特種部隊，能夠獲取的

情報真的不多，很多時候只能隨機應變69。當時美國國防部的軍事策劃專家認為，

一旦特種部隊進駐阿富汗之後，他們可能需要花上整個冬季去訓練、整合無論在

各個層面都相對落後的北方聯盟部隊，然後才能順利在春天時節對塔利班發動攻

                                                        
69 原文如下：“Intel was scant on what to expect. The pace of the U.S. bombing, which had begun 

October 7, had proceeded so quickly that the 160th Nightstalker pilots hadn’t received any briefing 
from the CIA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ampaign. The war effort was so new that the CIA had little 

else to tell Spencer and the pilots.”，Horse Soldiers: The Extraordinary Story of A Band of U.S. Soldiers 

Who Rode To Victory In Afghanistan，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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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由此來看，這至少要花上近七個月的時間70。而實際上，美軍高層對於在冬

季結束前至少攻下兩座城的計畫，也並沒有抱持太大的信心。因為就現實面來說，

無論是時間還是氣候條件，都對塔利班較為有利。假如在這段時間內，塔利班能

夠重挫美軍並造成一定程度的傷亡，美國的士氣將會大受打擊。如此一來，伴隨

著阿富汗冬天的暴風雪，深入敵營的美軍特戰小隊將會面臨非常艱困而且危險的

處境。當時美國的軍政高層，普遍都認為這場戰役至少需要花一年至一年半的時

間，才有辦法攻破喀布爾71，徹底擊潰塔利班。 

另外，在改編電影的同一個劇情片段當中，筆者個人認為還有一個地方值得特

別拿出來討論，原因在於它同時也隱含了原著裡另一個重要段落的訊息，那便是

前蘇聯（今俄羅斯）在阿富汗戰場的經驗談。從美軍指揮官和特戰小隊長在會議

的對談內容裡，觀眾可以很清楚地知道，在準備這次阿富汗作戰行動的過程當中，

先不論個人好惡或是意願，美國都應該認真、嚴謹地去看待並研究過去蘇聯在阿

富汗當地的戰場經驗。特別是在當前缺乏情報的情況之下，像這般難得的史料更

                                                        
70 原文如下：“Military planners at the Pentagon believed that Spencer and his team would spend the 

bitter winter training the ragtag Northern Alliance soldiers for a spring offensive, which wouldn’t 

commence until seven months after they had landed.”，Horse Soldiers: The Extraordinary Story of A 

Band of U.S. Soldiers Who Rode To Victory In Afghanistan，2009 

71 原文如下：“…. had little faith that more than two towns could be captured before winter’s thaw. 

Time and weather were on the Taliban’s side. If the Taliban could kill enough soldiers through the 
winter, the Americans would lose heart in the effort. Spencer would be locked in a siege scenario, 
eating boiled goat and keeping his head down around a dung fire, battered by winter blizzards. The 

operating idea was that the entire war would take a year and a half before Kabul fell.”，Horse Soldiers: 

The Extraordinary Story of A Band of U.S. Soldiers Who Rode To Victory In Afghanistan，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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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得珍貴，且就實際面來說，當初蘇聯在阿富汗戰場所遭遇的慘痛教訓及經驗，

尤其值得美軍在接下來即將展開的行動當中，做為借鏡和警惕。 

而在電影的改編內容裡，除了在上述片段有提及蘇聯的影響之外，還有另一個

地方也默默地隱藏著相同的訊息。那是一個完全沒有任何聲音或是台詞對白的片

段，在攝影機的鏡頭之下，隨著畫面緩緩地拉近聚焦，螢幕上是一個美軍特戰小

隊的隊員正聚精會神地讀著一本書；這個小片段雖然一閃即逝，但若是稍微細心

一點的觀眾，或許會注意到那本書的書名為 The Bear Went Over the Mountain（12

猛漢，2018，00:33:00-00:33:26）。該片段並沒有對這本書的背景或是內容多做解

釋，因此觀眾無從得知這本書的重要性為何，甚至可能會疑惑為什麼要特地拍出

這麼一個鏡頭畫面？然而，這個問題的答案，在原著裡面就有非常清楚的解釋及

說明。 

圖 3 72 

                                                        
72圖片皆為筆者自行截圖之電影劇照，12 猛漢，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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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美軍特種部隊在被部署到前線作戰基地之前，全體隊員們都被下令要待在

基地內 24 小時待命，隨時準備戰鬥部署。在這段等待的期間，正是他們搜集、

研讀相關資料和情報的好機會。原著當中這麼描述：「⋯ ⋯美國政府顯然是在毫無

準備的狀況之下，就要把自己和隊員們送進阿富汗作戰。畢竟在此之前，阿富汗

已經有好一段時間都不是世界各國所關注的情報熱點所在。而當中情局的分析師

終於送來情報，⋯ ⋯內容不僅虎頭蛇尾，而且有很多根本是早就已經知道的訊息。

幸好，隊上有人靈光一閃，想到去聯絡一家出版商，請其送來一本曾經出版過，

名為《翻山越嶺的大熊：蘇聯對戰阿富汗的戰略運用》（The Bear Went Over the 

Mountain: Soviet Combat Tactics in Afghanistan）的舊書。由書名就能知道，裡面

必定充滿了當年蘇聯軍隊在阿富汗戰場上的各種經驗談。基地的軍需官請對方送

來 600 本，只是出版商手上早就沒有如此龐大的存書量，於是只好將電子版本送

到印刷廠加緊印製，然後利用快遞直接送抵特種部隊所在的基地」73（Doug 

Stanton, 2009, p.46-47）。經過比較原著內容之後，才會明白這本在電影裡頭驚鴻

一瞥的書籍，其實含有非常重要的象徵意義。它不只是過去蘇聯大軍在阿富汗作

                                                        
73 筆者自譯，原文如下：“It dawned on Dean that the U.S. government was woefully underprepared 

to send him and his men into Afghanistan. The country had not been lately in anyone’s intelligence 
bull’s-eye. When Dean finally did hear the CIA analyst knock on his door, the briefing was anticlimactic 
and he learned little that he didn’t already know. Thankfully, someone had gotten the idea of phoning 
the publisher of a book called The Bear Went Over the Mountain, about the Soviet experience in 
Afghanistan, and asked that they send 600 copies. The publisher no longer even stocked the book and 
had to scramble and send an electronic version to a printing plant, from which fresh copies were 

express-shipped to the ISOFAC.”，Horse Soldiers: The Extraordinary Story of A Band of U.S. Soldiers 

Who Rode To Victory In Afghanistan，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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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十年的血淚史，更是當時美軍在缺乏可靠情資的情勢下，所能仰賴的最寶貴資

訊。 

 

小結：針對戰前評估此一主題的討論就在這裡結束。而從上述內容來看，無論原

著還是電影的改編，都將美方在行動前評估裡針對阿富汗當地氣候條件的考量這

項資訊，如實地傳遞給讀者以及觀眾。因此無論是閱讀原著還是觀賞電影，閱聽

人應該多少都能透過以上的這些資訊，概略體會美國對於在阿富汗作戰的種種顧

慮與考量，而且很顯然地，因著參考過去蘇聯在同一地點作戰的經驗，美軍在行

動過程當中除了得時刻步步為營、小心謹慎，更必須要和時間賽跑，以求盡可能

快速達成任務目標，收復馬扎。 

若說電影的改編策略在此處有任何稍微不足或可惜的地方，筆者個人認為應該

就在於改編者在處理「蘇聯經驗」這個環節上，略為粗糙了一些。其中以書籍的

特寫片段作為例子就相當明白了。很顯然，這並不是什麼足以動搖任務或是整體

作戰行動的重大訊息，即使完全不著墨也不會影響之後的劇情發展和走向；但既

然如此，其實當初導演、編劇，乃至全體劇組大可以選擇直接忽略、不拍攝這個

畫面，然而最終還是選擇拍攝了這麼一個鏡頭。相信電影選擇以這樣的方式呈現，

相信其中一定有改編方面的考量，原因在於特寫鏡頭及畫面時常隱含著呈顯細節、

對比的用意，同時也代表著電影作者（導演和編劇）的介入（簡政珍，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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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7-68）。只是也許在此處的例子裡，由於釋放出的背景訊息不夠充足，導致最

終的呈現結果並不如預期。 

筆者認為這一個例子，便充份展現了改編文本與原文本之間互文指涉程度可能

遭遇的風險及問題（單凝，2018，頁 6）。雖然電影的片頭開宗明義便告訴大家，

片中劇情改編自真人實事，但其實嚴格說起來，電影版本應該更算是第二重改編

（筆者認為原著作者將真實歷史事件整理歸納成書的過程，應被視為第一重的改

編行為）；可是筆者相信，絕大多數去觀賞此片的觀眾對此並不知情，他們並不

知道電影其實是改編自書籍而來，是先有書才有電影。由於原著向來就非一般民

眾普遍會關注、喜愛閱讀的書籍類型，因此可以大膽推斷，前去觀影的觀眾當中，

應該多半都是赫全口中不熟悉原文本的「不知情」閱聽人/接收者。然而在這裡，

在這個例子當中，電影的改編者顯然忽略、遺漏了這一關鍵，因而導致改編呈現

方式明顯過度地仰賴了互文性，偏偏這項細節更是唯有熟悉原文本的閱聽人才有

機會及可能理解，於是觀眾無法從畫面上所釋出的資訊得到預期的共鳴，對於此

片段很可能完全不知其所以然，甚至很有機會誤解了其意思，以為畫面中那一本

書不過是作為一種娛樂消遣，而全然不知它所隱藏的重要象徵意義。說實話，若

不是筆者過去曾閱讀原著，否則筆者相信觀影當下的自己，大概也無法領會該片

段背後真正的重量及引伸的含義。由此便可清楚理解，改編過程裡的互文指涉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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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其運用和互文程度皆需要小心操作，倘若引用不當或是過度使用都會產生問

題，嚴重的話甚至會直接影響內容本身，因為即便此處改編方利用符際翻譯將文

字敘述轉化為影像，卻沒有成功把當中所隱含的意義一併帶給觀眾，此舉也因而

喪失了該有的重量與意義。 

 

4.5 進攻策略 

接下來要討論的部份是美軍在阿富汗作戰任務中的進攻策略。在電影的改編內

容裡頭，針對這個部份其實並沒有十分突出或明顯的敘述，而是隨著劇情的推展，

自然地呈現給觀眾。觀賞電影的觀眾隨著情節發展，至此已經清楚此次作戰的細

節以及最終目標，也就是從塔利班的手中收復馬扎里沙里夫這座城市。只是，片

中只表明這座阿富汗城市有著相當重要的戰略價值，卻沒有進一步地解釋之所以

重要的原因。同樣地，原著為此提供了解答。 

原來當初馬蘇德便曾在心中構想，判斷假如自己能夠堅守住阿富汗北部的防線，

那麼他就可以等待由南方往上進攻的莫哈奇、阿塔與杜斯塔姆，結合四股力量從

後方攻擊勢單力薄的塔利班軍隊。假如北方聯盟可以做到，那麼塔利班–從巴基

斯坦邊境附近的昆都士到馬扎里沙里夫，由東向西延伸約八十公里–的防線就會

被打散並且孤立。「北方聯盟最大的目標就是要拿下馬扎里沙里夫。若是從軍事

戰略上的角度來看，掌握了馬扎，幾乎就等同於控制了整個阿富汗北部地區；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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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北部區域之後，接著就是首都喀布爾；奪下了喀布爾之後，就能進攻南部的

廣闊沙漠地區，從坎達哈一路到巴基斯坦的邊境。如此一來，北方聯盟就控制了

全阿富汗。⋯ ⋯馬扎里沙里夫周邊蘊藏著豐富的石油和天然氣。與此同時，這座

城市的機場擁有阿富汗國內最長、最完善的跑道設計，能夠良好的支持班機起降

以及物資的流通；中東地區的古老河流–阿姆河（Oxus River）–正好流經此地，

而城內北方的橋樑是聯繫烏茲別克的交通要道。上述的原因都顯示了馬扎的戰略

價值，若是想要擊敗塔利班，那麼馬扎的控制權就至關重要。然而這並非易事」

74（Doug Stanton, 2009, p.54）。可惜馬蘇德還沒來得及將自己的計畫付諸實現，

就被刺殺身亡了。 

雖然在電影當中沒有更深刻地描繪，不過實際上，能否順利將馬扎里沙里夫從

塔利班政權的統治下解放，對於美國和北方聯盟來說至關重要，因為這次作戰的

成敗，極有可能直接影響整場阿富汗戰役的結果。按照原著的描述，當美軍特戰

小隊順利空降進入阿富汗，並且成功和杜斯塔姆的北方聯盟部隊會合之後，雙方

                                                        
74 筆者自譯，原文如下：“Holding this northern front, if he could, Massoud would wait for Mohaqeq, 

Atta, and Dostum to ride up from the south, attacking the outnumbering Taliban from the rear. If the 
Alliance could do this, the Taliban front, which stretched eighty miles east and west, from Konduz near 
the Pakistan border to Mazar-i-Sharif, would be divided. The Alliance’s goal was to capture 
Mazar-i-Sharif. If a man held Mazar, then he could hold the north. And if he held the north, he could 
capture the capital, Kabul. From there, he could attack the desert wastes in the south stretching from 
Kandahar to the border with Pakistan. His army would rule Afghanistan. …. Rich oil and gas deposits 
lay nearby. The city’s airport boasted the country’s longest paved runway, capable of landing transport 
and supply aircraft; the bridge north of the city over the ancient Oxus River could be used to move 
men and materiel from Uzbekistan. This was why it was such an important piece of ground to hold in 

the defeat of the Taliban. But increasingly, Mazar’s capture seemed unrealistic.”，Horse Soldiers: The 

Extraordinary Story of A Band of U.S. Soldiers Who Rode To Victory In Afghanistan，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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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刻就之後的任務內容以及合作模式進行商討。過程中，杜斯塔姆相當直白地表

示，「如果想要拿下並且控制全阿富汗，那麼關鍵就在於首都喀布爾。而若是想

要順利攻下喀布爾，就得先取得馬扎。」杜斯塔姆接著再更進一步解釋，只要能

夠攻佔馬扎，阿富汗的北部地區就會手到擒來。而一旦掌握了北部區域，接下來

就輪到喀布爾了。之後只要再南下進攻，奪得南部區域的重鎮–坎達哈，整個阿

富汗大抵上就已經等同於落入美軍和北方聯盟的掌控之下了75（Doug Stanton, 

2009, p.117）。 

 

小結：《電影閱讀美學》一書中，學者簡政珍認為一部好的電影，追求的是一種

自然的流暢感，片中的每一個鏡頭、每一個畫面的佈局，看似有意為之，卻不造

作（簡政珍，2006，p.48）。 

在「進攻策略」此一主題的著墨與呈現上，電影的改編內容顯然不若原著來得

詳實，話雖如此，卻沒有因此而在劇情走向或是戲劇張力等面向打了折扣；從文

字到影像的改編過程裡或許犧牲了部份較為次要的訊息，但是卻換來了影片整體

的流暢，其中孰好孰壞、孰是孰非，實在因人而異。按筆者之見，如此的選擇是

                                                        
75 筆者自譯，原文如下：“The key to controlling the country, he (Dostum) explained, meant taking 

Kabul. The key to Kabul was taking Mazar. The key to Mazar, Dostum continued, was taking the Darya 
Suf River Valley. And if they took Mazar, the north would fall. All six provinces. Without question. Next 
would come Kabul. And with the north in control, you could take Kandahar in the south. In this way, 

you could capture the country.”，Horse Soldiers: The Extraordinary Story of A Band of U.S. Soldiers 

Who Rode To Victory In Afghanistan，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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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對可以被理解的。 

值得一提的是，當觀眾在欣賞電影的時候，若是期望得到與閱讀文學作品同樣

的纖細感受，那麼十分重要的一點在於，觀眾首先就需要明白電影本身是藉由影

像來「顯示」一些事件，而非明言「告訴」你我某些資訊、甚或是道德教訓（簡

政珍，2006，p.8）。然而，也正因為只是「顯示」，它同時賦予了觀者廣泛的想

像空間，讓觀者因而能夠更加融入電影的劇情之中。 

 

4.6 北方聯盟內部矛盾 

接下來要討論的主題，是原著和電影改編如何呈現北方聯盟的內部矛盾問題。

而針對這個部分，電影中有兩處劇情皆深刻地描繪了這樣的情形。首先第一個片

段，出現在美軍特戰小隊利用夜色掩護，成功空降進入阿富汗之後，立刻和事前

便已經先在降落地點周圍戒護的中情局幹員，以及杜斯塔姆手下的先遣部隊成功

會合，接著便一起前往杜斯塔姆的營地。而在營地等待杜斯塔姆到來的期間，趁

著空擋，特戰小隊立即向中情局派來的幹員探詢任何和杜斯塔姆、北方聯盟以及

當前局勢的情報與資訊，而幹員表示其實自己所掌握的情報也不多，但可以確定

的是：「北方聯盟基本上剩下 3 批民兵，懂嗎？他們互相為敵。杜斯塔姆將軍、

阿塔將軍、莫哈奇克將軍，所以現在是三頭馬車，互不溝通，互不協助，在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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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遇到，八成會扔下塔利班，開始互相殘殺」76（12 猛漢，2018，

00:30:46-00:31:08）。 

透過該名中情局幹員角色的說明，觀眾此時知道了北方聯盟內部不穩定、相互

鬥爭的事實，而這樣的情況自然也可能會對美軍在阿富汗的作戰任務造成影響。

原著裡談及內部矛盾問題的敘述，作者的描述內容也大致相同，只是資訊更全面：

「北方聯盟是由馬蘇德一手促成並擔任領袖的結盟組織，更是塔利班的死敵。馬

蘇德花費了多年的時間和精力，才讓杜斯塔姆的烏茲別克、莫哈奇的哈札拉兩股

勢力，和自己領導的塔吉克軍隊一起合作。這群人構成了北方聯盟裡最為兇悍的

三股勢力。但如今隨著馬蘇德的逝去，北方聯盟已經瀕臨崩潰」77（Doug Stanton, 

2009, p.53）。書中這段針對北方聯盟內部問題的描述，正好可以視為對於改編電

影片頭的呼應。在電影一開始的新聞回顧片段當中，觀眾只知道隨著馬蘇德被暗

殺身亡，北方聯盟內部面臨了困境，但是卻不明白究竟發生了什麼問題，以及問

題背後的嚴重性；一直要到了此處的劇情發展，才總算為觀眾心裡的疑惑提供了

                                                        
76 原台詞對白如下：“What’s left of the Northern Alliance is essentially three separate militias. All 

right? They are all enemies with each other. General Dostum, General Atta, and General Mohaqiq. So 
you got a three-pronged attack that doesn’t communicate, will not assist each other. And if they meet 

on the battle field, they’ll probably stop fighting the Taliban and start killing each other.”，12 猛漢，

2018 
77 筆者自譯，原文如下：“These fierce men formed the triumvirate of the northern Alliance, the 

Taliban’s mortal enemy, which had been organized and commanded by Massoud. Massoud had spent 
years forging the front with Dostum’s Uzbeks and Mohaqeq’s Hazara’s, alongside his own Tajik soldiers, 

and the Alliance had come close to crumbling.”，Horse Soldiers: The Extraordinary Story of A Band of 

U.S. Soldiers Who Rode To Victory In Afghanistan，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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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於是乎，對於美國來說，此次在阿富汗的作戰雖然獲得了在地強力盟友的

支持，但是這個盟友自身卻像是顆不定時炸彈，隨時都有可能自爆，輕則自我毀

滅，重則全體同歸於盡。在這樣的情況下，美軍特戰小隊此趟任務所肩負的責任

又變得更加巨大了，除了要達成指揮高層在戰前所訂下的目標，還得在過程中確

保北方聯盟的穩定，讓聯盟不至於因為內部不同勢力的爭鬥而解體，因而讓塔利

班有機可乘，甚至危害整場戰役的勝負結果。對於美國來說，阿富汗戰役是一次

只許勝不許敗的作戰行動。 

接著是第二個例子。如前所述，北方聯盟是由阿富汗境內各個不同的部族/部

落勢力所組成的同盟組織，雖然有著共同的目標–推翻塔利班政權，但卻因為彼

此之間歷史、信仰、文化⋯ ⋯等各種層面上的矛盾、心結，所以即便已經組成了

聯盟，各方勢力依舊時常會在私底下將互較勁、爭奪主導權。因此，無論是原著

還是改編電影，也都對北方聯盟內部衝突的情況有所描繪與呈現。在原著裡頭就

特別描述了這麼一段聯盟裡兩位軍閥–杜斯塔姆與阿塔–彼此之間的衝突場景。作

者於書裡面提及阿塔，這位在馬蘇德死後接掌其手下塔吉克部隊的後起之秀，十

分不滿美國選擇和杜斯塔姆合作，雙方自蘇阿戰爭結束後便一直視彼此為死敵。

在阿塔的想法裡，他認為以杜斯塔姆為首的那群烏茲別克人都是不折不扣的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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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子，只是一心為自身的利益著想，而不是真正為了阿富汗的未來奮鬥78。順帶

一提，針對杜斯塔姆的介紹，原著當中作者甚至還更加露骨地用了另外一段描述，

以讓讀者更能認識這號人物的性格與思想：「這麼多年下來，無論是面對塔利班

或是敵對軍閥勢力的追殺，杜斯塔姆之所以能夠屢次死裡逃生，根本原因就在於

他的個性。杜斯塔姆是名十足的投機份子，沒有什麼堅定的立場可言，只要對自

己有利，什麼都可以談。正因為如此美軍才找上他，希望能與他商談合作/結盟

的事宜」79（Doug Stanton, 2009, p.111）。 

出於憤怒，阿塔甚至威脅美方派來的代表（中情局幹員），若是美國執意只和

杜斯塔姆合作，而不願意支援自己，他一定會出手干預，讓美軍在阿富汗的任何

攻勢、行動都無法順利推行，就連之後美國空投給杜斯塔姆的援助物資，阿塔也

威脅要從中阻撓（Doug Stanton, 2009, p.58）。而得知這個狀況的杜斯塔姆，馬上

向阿塔釋出善意，表明願意合作的意願。杜斯塔姆答應阿塔，美國所提供的任何

形式援助，無論是物資、武器彈藥或是人力，他都會和阿塔共享。在得到了上述

                                                        
78 原文如下：“What Atta learned next infuriated him: he would not be working with any of these men 

in his camp. Instead, they were going to work for Dostum in his. For over twenty years, since the 
Soviet’s invasion in 1979, he and Dostum had been perennial enemies. Atta believed the Uzbeki was a 

rank opportunist.”，Horse Soldiers: The Extraordinary Story of A Band of U.S. Soldiers Who Rode To 

Victory In Afghanistan，2009 

79 筆者自譯，原文如下：“As for Dostum, he had escaped death thus far by switching sides whenever 

his won seemed to be losing. He was a volatile sovereign, but he remained a genial opportunist, and it 

was this trait that made him a pliable ally.”，Horse Soldiers: The Extraordinary Story of A Band of U.S. 

Soldiers Who Rode To Victory In Afghanistan，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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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承諾之後，阿塔才同意合作，願意和杜斯塔姆一起攜手對抗塔利班80（Doug 

Stanton, 2009, p.59）。 

而在電影劇情的改編呈現上，對於杜斯塔姆這個角色的塑造及設定，相較起書

裡的描繪，導演、編劇顯然用更為正向、光明的角度去呈現，並且給予此角色許

多的發揮機會及搶眼戲份，這在原著當中是完全沒有的。綜觀全片劇情的走向，

杜斯塔姆的角色在片中一直都是非常搶眼的存在，很多時候鋒頭甚至蓋過了領導

美軍特戰小隊的隊長角色尼爾森。針對這一點，筆者個人認為這是有其意義的，

但在此處先不贅述，筆者將會在本章節後段詳細分析、闡述自己的觀點。就北方

聯盟內部衝突描述的部份來說，電影和原著兩方的描寫稍有出入，改編電影在此

處選擇稍做更動，以較為戲劇性的方式去呈現杜斯塔姆和阿塔之間的矛盾。這段

情節發生於影片的中後段（12 猛漢，2018，1:25:35-1:27:25），當時特戰小隊和

北方聯盟正準備和塔利班部隊決一死戰，並且拿下馬札里沙里夫。 

                                                        
80 原文如下：“Trying to salvage the situasion, Dostum, ever the diplomat, assured Atta that he would 

share fifty-fifty any assistance he received from the Americans. A grateful Atta opened it and 
discovered inside $250,000 in American bills. He announced that the money would useful in feeding, 
clothing, and arming his men. He added that he would call off the attack on the supply drop. He and 

Dostum would fight together, against the Taliban.”，Horse Soldiers: The Extraordinary Story of A Band 

of U.S. Soldiers Who Rode To Victory In Afghanistan，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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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81 

就在隊伍準備前往進攻塔利班據點時，杜斯塔姆得知美國派遣了另外一支特戰小

隊去協助、支援阿塔的部隊，這使他相當不滿，甚至毅然決然退出這次行動，讓

美軍特戰小隊獨自去面對塔利班大軍。 

在這段劇情當中，當特戰小隊的隊長尼爾森得知上級的決定，並準備前往告知

杜斯塔姆，一起討論接下來的任務細節之前，尼爾森的副官、同時也是特戰小隊

裡的資深成員這麼告訴尼爾森：「你剛接下自由世界的頭號外交工作⋯ ⋯讓北方聯

盟維持統一」82（12 猛漢，2018，01:23:08-01:23:48）。這短短的一句話，道盡了

北方聯盟內各軍閥間彼此爭鬥、相互制衡，多頭馬車並進的殘酷現實；同時也再

一次顯示了北方聯盟的存在與順利運作對於阿富汗戰役，乃至於反恐戰爭整體，

皆是至關重要的關鍵。假如北方聯盟垮了，不只意味著阿富汗失去境內唯一能和

塔利班政權抗衡的武裝勢力，美國同時也會失去在當地最不可或缺的盟友。 

                                                        
81圖片皆為筆者自行截圖之電影劇照，12 猛漢，2018 

82 原台詞對白如下：“You’ve just been handed the most important diplomatic job in the free world. 

Keeping the Northern Alliance together.”，12 猛漢，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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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接下來尼爾森與杜斯塔姆的對談裡，觀眾可以輕易地推斷出杜斯塔姆和阿塔

長久以來都視對方為眼中釘，雖然目前暫時合作去對抗共同的敵人–塔利班，但

是在這個過程當中，雙方依然在私下相互角力，以期在未來阿富汗的權力版圖裡

佔有一席之地。片中杜斯塔姆的角色之所以對於美國同樣派人協助阿塔有如此劇

烈的反應，原因是他擔心阿塔的部隊會早自己一步進入馬札，進而把馬札里沙里

夫納入其勢力範圍83。這是杜斯塔姆所不能容許的，因為早在塔利班攻佔馬札之

前，馬札里沙里夫一帶一直都是杜斯塔姆的總部和根據地（在片中前段劇情裡有

提到，1:19:21）；換言之，在杜斯塔姆的心裡，他自認自己才是馬札真正的主人，

這是屬於他的城市。 

然而，美國卻不是這麼想的。對於美國來說，它的目標非常明確：擊垮塔利班，

這才是唯一值得在乎的事情。無論是杜斯塔姆還是阿塔，他們都屬於北方聯盟84。

如果拿下馬札能夠重創塔利班，甚至加速其政權的崩壞，那麼務必要在最快、最

短的時間之內完成。因此，觀眾從劇情中提供的解釋就會知道，美軍指揮高層之

所以派遣另一支特戰小隊支援阿塔的部隊，正是因為希望可以加速作戰時程與進

展，透過杜斯塔姆以及阿塔這兩股勢力，從不同方向夾擊塔利班的部隊，而後順

                                                        
83 原台詞對白如下：“I won’t let my men die so Atta can go to Mazar first.”（「我才不犧牲手下來把

阿塔送進馬札」），12 猛漢，2018 

84 原台詞對白如下：“From the US point, you are all the Northern Alliance.”（「對美國來說，你們

都是北方聯盟」），12 猛漢，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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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贏下此戰、進入馬札。可想而知，對於杜斯塔姆如此的反應，美國肯定是非常

憤怒與不解的。而美方如此的態度也間接反映在劇情的呈現上，電影透過尼爾森

這位特戰小隊指揮官的角色，為觀眾展現美國的立場。片中尼爾森為此事直接槓

上杜斯塔姆，質疑他並非真心想要擊敗塔利班，也不是真心為阿富汗的未來與阿

富汗人民而戰，一切都只是為了其自身的利益打算。「你才不是戰士，只是另一

個軍閥」（“You are no warrior, you are just another warlord.”）85，尼爾森如此向杜

斯塔姆說道（12 猛漢，2018，01:37:06-01:37:22）。雖然杜斯塔姆的角色在片中

一度率領旗下部隊撤離，獨留尼爾森的特戰小隊面對塔利班，但是想當然爾，為

了劇情需要、同時也得符合史實，最終杜斯塔姆還是率軍回頭加入這場關鍵戰

役。 

 

小結：在「北方聯盟內部衝突與矛盾」這個主題的呈現上，由上述的各項舉例可

以很明顯地看出，在改編成電影的過程當中，導演和編劇同樣花費相當的篇幅去

描述北方聯盟內部各個勢力（著重於杜斯塔姆和阿塔）的相互矛盾與衝突，即使

顯然無法如同原著那般，仔細而詳盡地交代相關的歷史背景與來龍去脈，因前文

也提過，這是從文字轉化為影像的必然結果，然而卻不盡然是一種缺陷。法國電

影理論家克里斯汀·梅茲（Christian Metz）將電影特有的「表達素材」界定為五

                                                        
85 原台詞對白如下：“You are no warrior, you are just another warlord.”，12 猛漢，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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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軌跡–影像、對話、聲響、音樂與書寫下的文字（Robert Stam，陳儒修、郭幼

龍譯，2002，頁 292），而應用這些素材所能加總得出的效果，都是文學形式中

文字敘述無法達到的，也因此成為影視媒材獨有的特質及優勢。透過台詞對白以

及鏡頭畫面，影片可以用最直接而快速的方式，將訊息傳遞給觀眾，同時影像及

聲音（各式音效、配樂⋯ ⋯等等）也會起到加分的效果，比起紙本上的文字，甚

至可能讓觀眾更為融入故事、產生臨場感。 

在這個主題上，原著與改編電影各自所選擇聚焦的角色（原著描繪阿塔、電影

講述杜斯塔姆），著墨的方式以及呈現的結果，與前述的主題相較，有著更為明

顯的差異。電影出於商業層面的需要，若是期望吸引觀眾，就必須在劇情的戲劇

性和角色之間的情感上作為主要的著眼點。而在此處，雖然電影將原著的段落做

了更動，但是整體說來並沒有偏離事實，同時若是以改編的結果來看，電影對於

呈現北方聯盟內部的衝突和矛盾，的確比原著的平鋪直述還要更加使人融入其

中。 

假如談及符號，文字與影像的符號功能雖然各有千秋，卻都同樣強大且有影響

力。然而因著任何電影或是影片，在相當程度上皆是以大量映像取代詳細的文字

敘述，由於不過度依賴和強調訴諸文字，而是直接出現在螢幕上，這使得觀眾能

在瞬間便建立起臨即感，而意識則躍動於畫面上和觀眾的個人意識相互交流。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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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見，觀眾的積極介入賦予了電影意義（簡政珍，2006，p.85、p.91）。 

 

4.7 美軍特戰小隊與杜斯塔姆部隊互動情況 

下面一個要聚焦的主題，可說是阿富汗作戰能否順利進行的重要關鍵，也就是

美國和北方聯盟雙方的合作關係。對於美軍特戰小隊來說，雖然在任務開始前就

已經知道要與北方聯盟一起行動，並肩作戰對付塔利班，但是現實往往是殘酷且

多變的，上一秒還是朋友、下一瞬間立刻變敵人的例子所在多有，因此美國很清

楚，畢竟是在一個全然陌生的環境作戰，凡事小心為上、絕不可掉以輕心，過程

中雙方的互動才是真正的考驗。原著中對此有諸多的描繪，而在電影裡頭，同樣

也把美方這樣的顧慮和思維，忠實地呈現在劇情當中，讓觀眾得以隨著情節的推

展，一路見證美國（特戰小隊）和北方聯盟（杜斯塔姆）關係的轉變。由於此一

主題是這段歷史、也是這則故事之中最重要，也最受重視的部份，無論是原著還

是改編電影都花費大量篇幅，甚至可以說把重心都放在此環節的著墨，因此筆者

針對這個主題也會挑選較多例子進行剖析，內容的闡述也會更加詳盡。 

那麼首先就從電影的第一個例子看起。當特戰小隊搭乘直升機空降進入阿富汗，

並且順利和中情局幹員以及杜斯塔姆派來的先遣護衛部隊會合之後，改編電影的

劇情裡拍出了這麼一個小片段：由於特戰小隊攜帶了大量的裝備及物資，有幾位

杜斯塔姆麾下的士兵主動上前要幫忙整理、運送，此時美方人員卻出聲喝斥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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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聯盟的士兵，指示對方不要碰觸任何屬於小隊的物品（12 猛漢，2018，

00:29:19-00:29:30）。 

觀眾或許一開始會認為這是一次由於雙方彼此間語言不通、溝通不良所產生的

誤會，只是畫面會說話，很顯然這並不是誤會，而是特戰小隊心中不信任態度的

直接表現。對於美方人員來說，就在不久之前，自己的國家和家園遭受了一次慘

烈的攻擊，如今終於來到了敵人的領土，心情肯定相當地激動、複雜；而這樣的

情緒，在面對阿富汗這個陌生、不熟悉的環境，以及眼前和塔利班一樣同是阿富

汗國民的北方聯盟士兵的時候，縱使內心明白他們是盟友，卻仍然無所遁藏。當

然，特戰小隊的警戒心與不信任的態度是可以被理解的，只是在這樣的一來一往

之間，觀眾已經慢慢可以看到雙方態度及立場的差異了。 

緊接著下一段劇情立刻帶出第二個例子。此時美軍特戰小隊已經抵達杜斯塔姆

的營地，並且初次面會杜斯塔姆。在這個片段裡，觀眾能夠在雙方談話過程中，

看見特戰小隊隊長尼爾森作為美國代表，與北方聯盟的杜斯塔姆不斷測試彼此的

能耐與底線；筆者認為，此處改編電影顯然是透過這段情節，隱晦地呈現出美國

與北方聯盟在作戰行動主控權議題上的相互角力（12 猛漢，2018，

00:36:50-00:37:55）。不過更重要的一點，是電影同時也利用這段情節，為觀眾呈

現杜斯塔姆看待美國來到阿富汗對抗塔利班的態度和立場。從電影當中杜斯塔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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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言行舉止來觀察，明顯可以看出他非常堅定地想要保護這群美國軍人的態度，

同時另一方面，至少在一開始的時候，他對於美軍在對抗塔利班的戰鬥裡所能提

供的協助和支援，其實同樣是有所保留、甚至帶有些許懷疑的意味。 

美軍特戰小隊和杜斯塔姆部隊會合後的第一天晚上，雖然身處友軍的營地，但

特戰小隊的成員們依然徹夜輪流站崗戒備。這樣的行為讓杜斯塔姆感到不解。劇

情中杜斯塔姆詢問尼爾森：「你的人為什麼站哨？你們是客人，我保護你們。」

（“Why do your men stand guard? You are my guests, I protect you.”），尼爾森則回

答他：「我們不只是客人，還是盟友。我的人不是防你們，是一起防守。」（“We’re 

not just your guests, General. We are your allies. My men aren’t standing guard 

against you. They’re standing with you.”）但是杜斯塔姆依舊堅持保護他們一行人

的安全是他的責任（12 猛漢，2018，00:48:25-00:48:40）。從這個小片段便可以

看到杜斯塔姆十分在意美方人員的安危，而背後的原因，在接下來的劇情片段當

中便能獲得解答。 

按照美軍指揮高層在戰前的規劃，此次阿富汗作戰中的行動，絕大多數都會以

北方聯盟（杜斯塔姆部隊）作為主力，而特戰小隊則負責在後方留守或是執行掩

護工作；貫徹由北方聯盟主導、美方輔助的作戰方針。但是電影的改編出於戲劇

張力需要，勢必得找出理由讓美軍在劇情發展之下不得不直接參與、介入作戰行

動，而做法便是藉由呈現塔利班與北方聯盟雙方在軍力和裝備上的差距（塔利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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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隊擁有坦克、重機槍及迫擊砲等優勢火力），使得美方特戰小隊必須出手干預，

和北方聯盟一同參與地面作戰（12 猛漢，2018，01:02:43-01:05:42）。隨著劇情

的推進，當特戰小隊和杜斯塔姆的聯合部隊第一次和塔利班的軍隊正面交鋒的時

候，為了阻止美方人員過度投入戰鬥，杜斯塔姆此時告訴尼爾森：「我每折損五

百人，才能有一個美國人受皮肉傷。你知道為什麼嗎？要是有一個美國人死，你

們政府會離開，我們就輸掉戰爭」86（12 猛漢，2018，00:50:17-00:50:28）。此時

觀眾才恍然大悟，原來杜斯塔姆之所以那麼在乎美軍特戰小隊成員的安危，原來

還隱含著這一層考量。 

而在原著裡面，針對此點（杜斯塔姆的心態和思維）在不同的段落中也有非常

豐富的描繪。書中先是提及杜斯塔姆曾經警告過自己的部下：「無論如何都要保

護好美國人。要是你們失敗了，只要有一個美國人死亡，我就會殺了你們」87（Doug 

Stanton, 2009, p.120）。而當特戰小隊出於任務需求，不得不更加深入塔利班據點

時，杜斯塔姆便明白向美方人員表示：「你們不能再繼續靠近了。我不會讓你們

被殺的。我可以犧牲我手下五百人，但是我不會允許任何一個美國人受傷」88

                                                        
86 原台詞對白如下：“Five hundred of my men can die before one American gets scratched. You know 

why? Because one American die, your government leaves and then we lose the war.”，12 猛漢，2018 

87 筆者自譯，原文如下：“In fact, Dostum had warned his men: ‘You will guard the Americans. If you 

fail, you will be killed.’”，Horse Soldiers: The Extraordinary Story of A Band of U.S. Soldiers Who Rode 

To Victory In Afghanistan，2009 

88 筆者自譯，原文如下：“‘No,’ said Dostum. ‘You cannot get closer. I cannot let you get killed. Five 

hundred of my men can be killed before even one of you is scratched.’”，Horse Soldier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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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ug Stanton, 2009, p.138）。 

相較於原著，改編電影所沒有呈現出來的細節是，實際上打從杜斯塔姆確定了

美國會派部隊來阿富汗作戰的那一刻開始，他便清楚地知道，無論如何都要保護

好美方派來的人員，原作者史坦頓於書中也很清楚地將箇中原因作了詳細的分析：

「北方聯盟很清楚，無論如何都絕不能讓這些美軍特種部隊士兵在降落的時候就

遭受攻擊，甚至出現任何傷亡。因為一旦發生這樣的狀況，北方聯盟擔心美國政

府會迫於國內的輿論壓力，決定立刻離開阿富汗，並且不再提供任何援助去對抗

塔利班；而若是沒有了美國以及國際社會的支援，孤掌難鳴的北方聯盟面對擁有

優勢武力的塔利班，被徹底擊垮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89（Doug Stanton, 2009, 

p.96）。 

對於北方聯盟來說，在長期與塔利班政權對抗的過程當中，他們深知其實無論

是在整體軍力或是裝備武器上，聯盟都無法與塔利班相抗衡；在當前塔利班勢力

已經掌控多數阿富汗領土的局勢下，一直以來若不是靠著堅定的意志力拼命頑強

抵抗，聯盟才依舊能夠勉強佔據一席之地，繼續奮力作戰。面對這般嚴峻的局勢，

如同前文所述，在馬蘇德還在世的時候，他便一直積極努力地在世界各國四處奔

                                                                                                                                                               

Extraordinary Story of A Band of U.S. Soldiers Who Rode To Victory In Afghanistan，2009 

89 筆者自譯，原文如下：“Whatever the case, it would be very bad indeed should the Americans be 

killed as they landed. America would forget Afghanistan and its fight against the Taliban. They would 

leave and never come back.”，Horse Soldiers: The Extraordinary Story of A Band of U.S. Soldiers Who 

Rode To Victory In Afghanistan，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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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極力想要爭取國際社會的支持與幫忙，希望世界各國正視恐怖極端主義，以

及塔利班政權在阿富汗境內的暴虐行徑，可惜功敗垂成。如今雖然馬蘇德已死，

但卻因著 911 事件的發生，讓以美國為首的國際社群終於願意直視長久以來被漠

視的問題，正面槓上賓拉登的「基地」以及提供其庇護與支援阿富汗的塔利班政

權，而這正是北方聯盟期盼許久的結果。因此，看著杜斯塔姆在面臨可能危及美

方人員性命安全的情境下，其所展現出來的堅決與強硬態度，加上這一層背景因

素的說明，相信讀者和觀眾都能理解杜斯塔姆的顧慮以及擔憂了。 

若是從杜斯塔姆的立場去思考，毫無疑問美國在阿富汗這片土地上就是客人。

作為盟友，杜斯塔姆有義務保衛美軍特戰人員的安全，而作為在地主人，更是責

無旁貸。因此，在和美方人員互動的過程中，杜斯塔姆其實一直都有意無意地展

現出主導者的姿態，而電影中雙方初次見面時，那段與特戰小隊相互試探、言語

交鋒的戲碼，更是讓觀眾在心裡加深了這樣的印象：行動的主控權掌握在杜斯塔

姆一方，而特戰小隊負責提供後援。面對美國的鼎力相助，杜斯塔姆雖然表示歡

迎，但畢竟在此之前他從未直接面對面和美國打過交道，因此對於美軍究竟能夠

為這場和塔利班之間的戰鬥帶來什麼樣的幫助、影響的程度有多大，其實他心裡

多少還是有所懷疑的。 

而杜斯塔姆的這層心思，便是我們接著要討論的第三個例子。讓我們先從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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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容看起。當特戰小隊和杜斯塔姆的部隊會合，並且開始一起執行作戰任務後，

書中的這個段落便描寫了杜斯塔姆當時的心境：「在此之前，杜斯塔姆對於美國

的能耐其實是還存有疑慮的。他從未親眼見過那些飛彈或炸彈，只是聽說它們會

飛往任何美軍要它們飛去的地方，而且是全自動的。彷彿是全身包裹著鋼鐵的飛

鳥那樣。以前當杜斯塔姆和他的阿富汗同袍們還在攜手對抗蘇聯的時候，可惜這

項科技還沒有被發明出來；要不然，杜斯塔姆心想，自己早就拿來用了。他希望

美國人能夠再一次讓自己大吃一驚，就像昨晚那樣，在烏漆麻黑的夜晚搭著直升

機順利降落。對杜斯塔姆來說，在黑夜還能夠駕駛直升機簡直是不可思議。太神

奇了」90（Doug Stanton, 2009, p.139）。由此段落的內容便可以發現，杜斯塔姆、

乃至於整個北方聯盟，其實對於現代戰爭的概念是非常缺乏而且陌生的，正因為

不懂、不瞭解，所以才會心生懷疑。與此同時，讀者也可以從這個段落的內容中

看到阿富汗與世界先進國家在科技發展、知識傳播⋯ ⋯等等多方面的明顯差異。 

同樣的問題（雙方的認知差距）在原著裡另一個段落還有更深入的描繪：「尼

爾森忽然意識到，塔利班對於接下來要發生的事情根本一無所知，也無法想像。

                                                        
90 筆者自譯，原文如下：“He had his doubts about the American’s abilities. He had never seen their 

bombs. They were reported to fly where you told them to go. By themselves. Like iron birds. This 
technology had not existed in his long war with the Soviets and then with his fellow Afghans – 
otherwise, of course, he would have used it. He was hoping the Americans would surprise him again, 
as they had last night when they landed so expertly on the small dirt pad in complete darkness. 

Dostum had thought it was most incredible to fly helicopters at night with no lights. Unbelievable.”，

Horse Soldiers: The Extraordinary Story of A Band of U.S. Soldiers Who Rode To Victory In Afghanistan，

2009 

 



 98 

他感到一陣噁心，一種興奮與恐懼參半的感覺湧上心頭。他擔心自己對於取勝太

過自信，反而顯得不切實際了。尼爾森發覺，塔利班士兵是真心相信自己是無堅

不摧的，單單這一點就令他無法置信。就當前的情況來看，他覺得自己很有可能

是在場所有人之中，唯一一個真正瞭解狀況的人。正如杜斯塔姆和他的部下一樣，

塔利班陣營也從來沒有見識過一枚內建 GPS 的導彈能夠做到什麼。尼爾森懂了，

這群人生平從來沒打過這樣的戰爭」91（Doug Stanton, 2009, p.140）。讀者由此段

落的敘述就會知道，不僅僅是杜斯塔姆和北方聯盟，甚至就連塔利班的軍隊也完

全無從想像接下來要面臨的是一場怎樣的戰爭。而這樣的現實以及背後所引伸的

含義，正如現實裡這位美軍特戰小隊長所描述的感受一樣，不禁讓人不寒而慄。 

現在就讓我們來看看電影是如何改編和呈現這段內容。首先第一個片段的時間

點，是特戰小隊和杜斯塔姆部隊正式展開聯合行動後，第一次和塔利班軍隊交戰

的時候。隨著劇情發展，美軍特戰小隊一行人跟著杜斯塔姆以及他手下的北方聯

盟部隊，以馬匹作為交通工具，途經各種艱險的高山地形，終於來到塔利班的其

中一個駐紮地。就在這時，特戰小隊開始按照先前的計畫，迅速標定目標的方位

                                                        
91 筆者自譯，原文如下：“And then it dawned on Nelson that the Taliban had no idea what was 

coming. He had a sickening feeling, elation and fear. That he might get ahead of himself if he got too 
confident in the fight. The Taliban believed they were invulnerable. This in itself was an incredible 
discovery. At the moment, he was possibly the only guy on the planet who understood it. Like Dostum, 
they had never seen what a relatively inexpensive GPS mounted inside a $20,000 bomb could do. The 

places it could fly. He realized they had never fought a war like this one.”，Horse Soldiers: The 

Extraordinary Story of A Band of U.S. Soldiers Who Rode To Victory In Afghanistan，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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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座標，同時透過無線電請求空軍執行空中打擊任務。緊接著下一幕的畫面上便

出現了美國空軍的 B52 戰略轟炸機92，透過鏡頭，觀眾可以清楚的看到轟炸機投

下了多枚炸彈；然而，這次轟炸的結果卻不如預期，炸彈幾乎沒有對塔利班造成

任何嚴重的傷亡。 

一次成功的空中密接支援攻擊行動，最重要的環節便是需要有非常詳盡的方位

與座標作為輔助，才能有效且精準地打擊目標；然而，一方面由於杜斯塔姆不希

望讓美方人員太過接近塔利班，因而產生不必要的犧牲，另一方面則因為杜斯塔

姆和北方聯盟對於這種現代戰爭的作戰方式一竅不通，也不熟悉任何相關的知識

或是操作方法，所以才產生了這樣的結果。不過，即便美軍的炸彈沒有成功讓塔

利班遭受大規模的損害和人員的傷亡，但無論是對北方聯盟還是塔利班來說，雙

方人馬都是第一次親眼目睹、經歷到現代戰爭的震撼與無情，同時也感受到了戰

爭型態改變以及科技差距的殘酷事實。 

與此同時，電影透過這一段劇情，讓觀眾即使隔著螢幕，也能藉由攝影機的鏡

頭，清楚地感受到美軍的炸彈對阿富汗人民所產生的心理震撼。面對炸彈從天而

降的衝擊，北方聯盟和塔利班雙方陣營的士兵所表現出來的言行舉止可說是完全

極端的兩樣情。雖然多數炸彈沒有直接打擊到塔利班的據點，但已經足以讓塔利

                                                        
92 B-52「同溫層堡壘轟炸機」(B-52 Stratofortress)是美軍現役的主力戰略轟炸機之一。從 1952 年

至 1962 年的十年期間，美國總共製造了 744 架的 B-52 轟炸機，此後經過多次的改裝、升級，服

役至今已經超過半個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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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的士兵們嚇得抱頭鼠竄、落荒而逃，而在遠方目睹這一切的杜斯塔姆和北方聯

盟部隊，則是歡欣鼓舞、高興得彷彿已經打了勝仗一樣（12 猛漢，2018，

00:50:29-00:53:00）。而這一切看在美軍特戰小隊的成員們眼裡滿是驚訝，完全不

知道應該如何去消化、理解目前的狀況。至此，美方人員或許是第一次真正明白

了自己當下的處境，原來此時在場的每一個人，不分敵我，其實都在打一場自己

不熟悉、全然陌生的戰爭。 

首次轟炸任務告一個段落之後，雖然沒有成功重創塔利班軍隊，但至少已經逼

迫他們放棄這個據點、暫時撤退，這個結果對於杜斯塔姆來說顯然是可以接受的，

因此他也宣布收隊，命令全員返回營地，隔天再繼續行動。此時鏡頭畫面一轉，

美軍特戰小隊的隊長尼爾森上前詢問杜斯塔姆為什麼不繼續乘勝追擊，反而選擇

在此時就撤退？（“Why aren’t we attacking?”）杜斯塔姆沒有正面回應尼爾森的

質問，只簡單表示明天再繼續進攻（“We attack tomorrow.”）（12 猛漢，2018，

00:55:53-00:56:18）。此時，特戰小隊裡有一個隊員開玩笑地說道：「難不成剛剛

只是彩排嗎？」（“So that was, uh, what? Nice little dress rehearsal?”）依照筆者個

人的淺見，我認為改編電影是利用這麼一個小片段去呈現杜斯塔姆試探、測試美

軍能耐的心思。若果如此，那麼這也就充分反映了原著裡頭對於杜斯塔姆心態及

思維的描寫，為了往後作戰行動的順利，同時也為了更加瞭解美國這個盟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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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一個研究的機會，而此番任務便是他所選擇的時機，但是他沒有辦法明說，

也不能夠表現出來。如今他已經確認了美國的實力，心中的顧慮自然也就消失了；

換句話說，他們和塔利班之間真正的戰鬥接下來才正要開始。 

接著第四個例子要談的是何謂「阿富汗式的戰爭」。這個名詞出自原著裡一段

杜斯塔姆與尼爾森的談話：「杜斯塔姆告訴尼爾森，自己常會跟塔利班陣營那邊

的人說話。他說在自己的部下當中，有很多人的兄弟、表兄弟都加入了塔利班，

有些是自願的，也有人是被迫加入。有的時候，杜斯塔姆的手下會來詢問他，看

看今天針對特定地區的攻擊行動能否不要太過激烈。而當杜斯塔姆向其詢問原因，

手下就會告訴他：因為我的兄弟就在那裡，他是個好人，我不想傷害他。每當遇

到這樣的狀況，杜斯塔姆都會評估情勢，假如戰況允許的話，他通常都會答應，

稍微在戰鬥中放水。在阿富汗，『戰爭就是這樣打的』，杜斯塔姆這樣跟尼爾森說。

沒有什麼事情是不可能的。當然也包含透過談判去避免不必要的傷亡」93（Doug 

Stanton, 2009, p.140）。 

電影的改編同樣也有為觀眾呈現這一段內容。經歷了首次轟炸任務的失敗後，

                                                        
93 筆者自譯，原文如下：“He told Nelson that he talked to the Taliban all the time. Some of his men 

had brothers or cousins in their army, he said, either by choice or conscription. And sometimes these 
men came to him and asked, “Sir, could we not attack a certain place so strongly today?” “why?” 
Dostum would ask. “Because my brother is there. He is a good man. I do not want him killed.” And if 
Dostum could afford it, if the position could be determined to be of some minor importance, Dostum 
would hold the attack. That was the way war worked, Dostum said. Everything was possible. 

Forestalling death was a negotiation.”，Horse Soldiers: The Extraordinary Story of A Band of U.S. 

Soldiers Who Rode To Victory In Afghanistan，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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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軍特戰小隊和杜斯塔姆的部隊馬上就迎來了第二次和塔利班交鋒的機會。只是，

在這一個充滿著肅殺氛圍的片段當中，觀眾會發現片中的杜斯塔姆遲遲不肯下達

進攻的命令，而是不斷地和某個不知道身份的對象講電話；就在這時候，電影裡

尼爾森的角色彷彿是要回應觀眾們的疑惑，開口詢問杜斯塔姆的副指揮官：「現

在是什麼情況？」（“You have any idea what’s going on?”），這位北方聯盟的資深

副官回答：「杜斯塔姆在查他外甥是否還在塔利班陣營裡。很多人會換邊站，效

忠誰全看需求，有些人每幾週就變一次」94（12 猛漢，2018，01:01:06-01:01:28）。

就這個例子而言，無論是原著還是改編電影，都為讀者以及觀眾充分地展現了塔

利班政權在阿富汗實行暴政的現實，還有阿富汗民眾面對混亂局勢時身不由己的

無奈。正如同阿富汗人因現代戰爭與先進科技而深受震撼，美方人員在面對阿富

汗現實情況時所感受到的驚訝、驚嚇程度恐怕也不在話下，身處螢幕前的觀眾或

是閱讀原著的讀者們亦是如此。 

除了戰爭複雜的背景成因以及戰場上血腥、無情和殘酷現實的如實還原，原著

作者在書裡也詳細描述了不少阿富汗在戰鬥之外的日常景象。第五個例子就讓我

們看看美方人員與北方聯盟士兵在戰場之外，平日生活裡相處和互動的情形。原

著中有不少篇幅都是在描述杜斯塔姆和部下之間的情誼，以及北方聯盟士兵與美

                                                        
94 原台詞對白如下：“Dostum need to find out if his nephew still over there, fighting along with 

Taliban. Many switch sides. For necessity, loyalty change. Some every other week.”，12 猛漢，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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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之間透過並肩作戰，而逐漸產生出的兄弟情誼和羈絆（Doug Stanton, 2009, 

p.161）。舉例來說，在一次與塔利班的戰鬥過後，當天晚上回到營地的杜斯塔姆

便立刻跑去和尼爾森討論白天的戰鬥。雙方稍早的戰鬥過程其實相當驚險，美軍

與北方聯盟聯軍和塔利班的部隊彼此相距不過約 20 公尺；換句話說，雙方這次

的交戰是一次非常近距離的戰鬥。杜斯塔姆搖著頭、一臉驚訝地告訴尼爾森：「我

從來沒看過塔利班打得這麼拚命」。他認為，塔利班會有這樣反常的表現，是因

為他們心裡知道自己贏不了這場仗。杜斯塔姆的部隊在戰鬥中殺死了不少敵軍，

也俘虜了一些人，但他同時也失去了一些部下。其中，有一個北方聯盟的士兵為

了掩護同袍，帶著身上僅有的一枚手榴彈衝進塔利班部隊的防線，隨即引爆，殺

死了大量敵軍卻也犧牲了自己。聽到這樣的消息，尼爾森感到非常地難過，同時

也擔心起杜斯塔姆的安危（Doug Stanton, 2009, p.173）。就在這時，尼爾森才察

覺到，漸漸地自己愈來愈關心這個阿富汗軍閥。另外還有一個小段落，透過描寫

尼爾森會在夜晚就寢時，在睡袋下擺放手槍的這個細節95，表現出美軍雖然和杜

斯塔姆的部隊緊密合作，但畢竟身處在人生地不熟的環境底下，再加上置身於戰

場之中，因此時刻警惕的心態是有其必要的。想要在戰爭之中取勝，甚至是活命，

                                                        
95 原文如下：“For his part, Nelson took notice of the fact that Dostum was scolding him like a father 

and worried for his safety. Ever since their arrival, Nelson had been sleeping with a pistol under his 
sleeping bag, just in case. Maybe the old man could be trusted. Maybe. Nelson didn’t ponder this for 

long. Trust no one.”，Horse Soldiers: The Extraordinary Story of A Band of U.S. Soldiers Who Rode To 

Victory In Afghanistan，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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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輕易相信任何人是千古不變的道理。 

但是另一方面，由於美國和北方聯盟的結盟關係，眾人經過日複一日的作戰任

務與朝夕相處，彼此除了是在戰場上並肩作戰的戰友，更早已是患難與共、以性

命相互託付的兄弟。根據書裡的描述，幾個星期下來，美軍特戰隊員和北方聯盟

的士兵們不但已經相處融洽，還從一些小細節當中觀察到了阿富汗人的熱情與好

客性格。比方說，每到用餐時間，他們總是準備最豐盛的食物款待這些遠道而來

的美國客人們。而對於一個普通的阿富汗家庭來說，那些食材量很可能足以供應

全家大小整整一星期的三餐。對這些美國軍人來說，眼前這群阿富汗人並不富足，

生活環境及條件也並不好，其中一些人甚至有可能是自己有生以來所遇過最為貧

窮的人家；然而，面對像自己這般外來的陌生客人，他們卻毫無保留的真誠相待，

甚至為保護自己的安危而犧牲生命也在所不惜。因此，為了回報這群阿富汗盟友

的心意，美軍特戰隊員們衷心的期盼著能為這些阿富汗朋友贏回屬於他們這片土

地的自由96（Doug Stanton, 2009, p.212）。 

回過頭來看改編電影，雖然在此處內容的呈現上，似乎沒有一個特定、突出的

情節去專門描繪美軍特戰小隊和杜斯塔姆、北方聯盟士兵平時相處的情形，但是

                                                        
96 原文如下：“He (Dean) understood that Atta and his fighters were giving him the best they had, and 

that this food could probably feed their families for a week. He realized that generosity was in 
proportion to what you had. These were some of the poorest people he had ever met, and yet they 
would give him – it seemed to him – even their lives if it came to that. In return, he wanted them to 

win their freedom.”，Horse Soldiers: The Extraordinary Story of A Band of U.S. Soldiers Who Rode To 

Victory In Afghanistan，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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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劇情的進展，相信心思較為細膩或是眼尖一點的觀眾們，依然還是可以在一

些小細節裡面，例如在執行任務過程中的閒暇之餘談笑風生、語言不通情況下所

鬧出的笑話⋯ ⋯等等，明顯地感受到雙方從初期的劍拔弩張、針鋒相對，到後來

慢慢變得融洽，反映出彼此在相處及互動層面上的轉變。 

圖 7 97 

在這其中，筆者認為片中一位名叫納吉布（Najeeb）的阿富汗男孩角色起到很

關鍵的作用。事實上，這並非是一個由電影劇組所虛構出來的角色，而是真有其

人，原著當中也有對此人的描述。在現實世界裡，2001 年時的納吉布（Najeeb 

Quarishy）是一位身材圓潤、機智又愛笑的二十一歲青年。那時的他在馬扎市中

心一棟老舊商辦大樓的二樓，開辦了一間語言學校。無論任何時候，總是能看見

一群又一群的學生們（全校總共約有 200 名學生），來到這裡來學習英文。然而，

當地的塔利班卻也無時無刻都威脅著要關閉語言學校，因為他們不希望有任何阿

富汗人民學習異教徒的語言。於是納吉布選擇離開馬扎。他離開了幾個月，但後

                                                        
97 圖片皆為筆者自行截圖之電影劇照，12 猛漢，2018，01: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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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還是又偷偷地回來了。從那個時候開始，即使現實情況和周邊環境依舊艱困，

他依然堅持繼續經營語言學校。根據原著裡頭作者和納吉布本人的訪談內容中可

以知道，當年納吉布一聽聞美國本土遭受了恐怖攻擊，其實他的心情地十分複雜，

除了為那些無辜喪命的受難者而感到悲傷，但同時卻也夾雜了一絲的喜悅之情，

因為他知道美國人要來了，美國終於要來阿富汗對付塔利班了98（Doug Stanton, 

2009, p.127、p.129）。 

而電影與原著內容之間的不同之處，在於電影將納吉布這個人物及角色，從頭

到腳、包含身份與背景等都進行了大幅度的改編。改編電影當中的納吉布是一個

小男孩，顯然是一個隸屬於杜斯塔姆麾下的北方聯盟童兵。劇情中並沒有對其背

景有任何的著墨，但是可以看到他打從一開始便一直跟前跟後地協助美軍特戰小

隊執行任務，同時也負責守護他們的人身安全。這期間，片中出現一個片段描述

有位美軍特戰隊員對於納吉布這般跟前跟後、如影隨形的伺候，感到相當的不耐

與困惑；這時候同行的另一位資深隊員說話了：「他們在保護我們。要是我們有

                                                        
98 筆者自譯，原文如下：“Najeeb Quarishy, at age twenty-one, pudgy, witty, and easy to laugh, Najeeb 

ran a successful language school on the second floor of a dilapidated office building in downtown 
Mazar. He had two hundred students who trudged up the stairs at all hours to learn English. The 
Taliban were in constant threat of shutting the place down. They did not want anyone to learn English, 
the language of infidels. …. So Najeeb left the city. He stayed away for several months and then crept 
back, unnoticed. Since that time, four years ago, he’d been living a life under siege, but still refused to 
close his language school. The past month, hearing the news of the attacks in America, he felt a 

strange kind of joy and sadness. He knew that the Americans would be coming for the Taliban.”，

Horse Soldiers: The Extraordinary Story of A Band of U.S. Soldiers Who Rode To Victory In Afghanistan，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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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死，杜斯塔姆可能會殺人咎責，也許還會株連全家」99（12 猛漢，2018，

00:59:03-01:00:15）。這段話對應了前文所述，原著裡頭杜斯塔姆對自己手下部隊

的嚴正警告，無論任何代價都必須保護好美方人員，否則就將會受到懲處。而自

此之後，觀眾從往後的劇情裡就會發現，特戰小隊成員們對待納吉布的態度開始

有了變化，從原先的敷衍、不耐煩，到了影片後段變成了極度地保護、關懷，擔

心他在與塔利班的戰鬥過程中遭受傷害。筆者認為，這便是改編電影用來呈現美

國與北方聯盟雙方人員在日常相處與互動層面上的方法；利用納吉布這麼一個角

色作為媒介，實際上是在說明美軍特戰小隊與杜斯塔姆部隊整體在相處的過程之

中，彼此在心境、態度和情緒上的轉變。 

 

小結：在「互動與相處」這個主題的描繪與呈現上，相較於原著書裡所提供的諸

多背景資訊，以及經過實際訪談而後整理出來的嚴謹文字書寫，電影則是善用其

優勢，利用了流暢的運鏡、緊湊的劇情以及演員的深刻演技讓觀眾融入故事之中。

尤其在此處，講述「互動與相處」的主題下，影像相較於文字的優點就被凸顯出

來了；在這當中，筆者認為有兩個關鍵：一是攝影鏡頭，二是聲音。 

優質的電影講求跟緊動作（Follow the action），攝影機是觀眾的眼睛。在觀影過

                                                        
99 原台詞對白如下：“These guys guard us. Anyone of us gets killed, Dostum might execute the man 

he thinks is responsible and his whole family.”，12 猛漢，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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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觀眾總是希望能盡量貼近情節動作，而非只是坐在座位上遠遠觀看；因此

需要隨時利用攝影機的位置、移動和必要時的伸縮變化，帶給觀眾最理想的畫面

與鏡頭（吳莉君譯，2013，頁 27）。在欣賞電影的過程中，藉著攝影鏡頭的移動，

觀眾時而可以綜觀全景，時而可以觀察個別演員表演時表情的細膩、變化（簡政

珍，2006，p.121），讓演員的肢體語言和演技徹底發揮，甚至可以讓觀眾忽略掉

劇情、故事的不足或是漏洞。 

至於電影裡的「聲音」，其實包含了演員的台詞對白、背景音效、配樂⋯ ⋯等等

多種要素，而在這裡，筆者要談的是對白。雖然台詞及對白最初同樣是以文字的

形式呈現，但是這些台詞到了大螢幕上，電影作為最終成品，隨著劇情中眾演員

和角色之間的互動、對談，透過影片裡的聲音再搭配演技的加乘，為電影所講述

的故事賦予了感情與溫度，而這正是文字書面作品較難以直接給予讀者的體驗。

而總的來說，由上述從原著及改編電影裡所整理出來的各項內容和例子中都能夠

明顯感受到，無論是原著還是改編電影，兩者都花費相當多的篇幅以及劇情片段，

非常用心而且仔細地去描繪、敘述，然後將之呈現給讀者和觀眾。 

筆者認為這背後十分重要的原因在於，無論是原著（作者）或者是改編電影（導

演、編劇），皆深刻地意識到這一個主題，幾乎完全可以稱得上是這段歷史和故

事當中的關鍵核心，同時也是最為動人、最發人深省的環節。在全球對抗恐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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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與極端份子的反恐戰爭中，至少就初期而言，美國之所以可以在阿富汗戰場於

短時間內就有所斬獲，若是沒有北方聯盟和阿富汗當地人民的協助及支持，根本

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而如今回過頭去思考，當時一切能夠如此順利，便是根基

於雙方在同盟合作關係上的穩固。因著這個原因，無論原著亦或是改編電影會如

此重視此一主題，花費時間、精力鉅細靡遺地著墨，實屬必然。 

 

4.8 反恐戰爭初期迴響和輿論 

下一個要討論的主題是反恐戰爭–阿富汗戰役初期於美國國內、乃至於全世界

所引發的迴響。針對此部份之下，無論原著或者是改編電影都是以同樣的一個例

子去呈現。就讓我們先從原著中對於當年真實情況的敘述說起：時值 2001 年約

十月底至十一月初期間，當時以尼爾森為首的美軍特戰小隊和杜斯塔姆的北方聯

盟部隊正如火如荼地對塔利班據點進行轟炸，但是美軍指揮高層突然決定硬是多

調派兩名空軍的前進空中管制員100（Forward Air Controller, FAC）加入隊伍。對於

上級這樣的決定，其實有些隊員都是頗有微詞的。首先，這意味著小隊必須要為

新加入的成員找尋代步工具，也就是馬匹，但這並不容易；第二點，同時更是多

數隊員最不滿的一點在於，他們聽聞高層之所以做出這項決議，是因為他們不滿

                                                        
100 Forward Air Controller, FAC，「前進空中管制員」，維基百科，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orward_air_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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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爾森和特戰小隊目前的作戰進度101（Doug Stanton, 2009, p.159）。 

根據書中所述，對於美軍指揮高層來說，自從派遣特種部隊進入阿富汗進行地

面作戰之後，不僅空襲轟炸任務的成效不如預期，對於塔利班的傷害也不夠劇烈，

因此他們希望能藉由空軍專業戰管人員的協助，加速進攻的時程並且提升任務的

準確性。然而，對於實際在地面上投入戰鬥的美軍特戰小隊來說，他們則認為上

級根本完全不清楚戰場的真正局勢和情況。其實美軍和北方聯盟所執行的空襲任

務是很有效果的，或許在實質帳面上看不出太顯著的結果，但是隊員們都很清楚

的瞭解到，美軍空襲任務對於塔利班所造成的真正傷害，來自於心理層面。尼爾

森和他的隊員們知道，他們不需要每一次轟炸都非常精準地擊毀目標，而是要讓

敵人（塔利班士兵）相信，只要美國想，美軍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在任何時候，摧

毀任何地方的任何目標。而這一點，特戰小隊隊員們深信，自己做得非常好也非

常成功。但是顯然高層並沒有意識到這點。 

場景回到美國本土，此時美國民眾已經透過新聞媒體不間斷的報導，獲知愈來

愈多關於阿富汗戰爭進展的訊息，同時也得知美軍除了有空軍執行空襲行動之外，

                                                        
101 原文如下：“Making matters worse, Essex was apprised of a command decision at K2 to force two 

Air Force personnel onto the team. Sergeants Mick Winehouse, twenty-eight, and 
thirty-three-year-old Sonny Tatum had been trained to call in aircraft on bomb targets, a job they did 
expertly. Essex learned they were being added because Nelson and the team weren’t hitting targets, 
or at least enough of them. Essex was short on horses, and now he would have to find two more for 
these guys! He was livid. And insulted. Didn’t the higher-ups understand the Afghan way of war? They 
were winning. Nelson didn’t have to blow up everything he aimed at. He had to make the Taliban 

believe he could smash any target, in any place. And this he was doing quite well.”，Horse Soldiers: 

The Extraordinary Story of A Band of U.S. Soldiers Who Rode To Victory In Afghanistan，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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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派遣特種部隊進駐當地，甚至和阿富汗當地組織同盟，一同對抗塔利班政權

的消息。當美軍特戰小隊在阿富汗執行一次又一次任務的同時，美國民眾藉由個

人電腦及網際網路，也能輕而易舉地獲悉戰爭相關的資訊。當時，美國防衛資訊

中心（Center for Defense Information, CDI）–一個由專業學者和退役美軍將士所

組成的獨立智庫–針對當前阿富汗戰爭的情勢以及美軍的任務進展，發佈了一份

不太樂觀、甚至令人組喪的評估報告。報告顯示：「北方聯盟目前的攻勢和進展

呈現停滯不前的狀況。主要原因在於這支反塔利班的反抗勢力在軍力上，和塔利

班部隊相比下嚴重不對稱，而且在後勤支援和運輸補給作業上，極度緩慢而且不

可靠。另外根據報導，馬扎附近地區的北方聯盟部隊不僅缺乏彈藥，食物、醫療

用品等各方面也嚴重不足。這對於美軍希望在當地、甚至是全阿富汗所取得的最

終戰略成果，都是相當不利的」102（Doug Stanton, 2009, p.171）。而這樣的說法，

聽在這些特戰小隊隊員們的耳裡，相當地不認同而且也不以為然。根據尼爾森本

人在書中所述，他認為本土的那些高層和媒體人士沒有資格、更沒有立場去評斷

自己和隊員們在戰場上所達成和獲得的一切成果。當時的尼爾森心中有諸多不滿，

                                                        
102 原文如下：“Back in the States, news had finally hit the papers that U.S. Special Forces were in 

Afghanistan. As Nelson was riding back into camp, Americans logging onto their computers could read 
a dismal assessment issued by the Center for Defense Information, an independent think tank made 
up of academics and retired military, about the military’s effort: “… The Northern Alliance advance has 
been described as ‘stalled’,” largely because the opposition force is still grossly outnumbered and their 
transport is unreliable and slow. ‘Afghan opposition troops in the area around Mazar are reportedly 
almost out of ammunition, food, and medical supplies, which would hamper any attempts to convert 

U.S. strikes into permanent military gains.’”，Horse Soldiers: The Extraordinary Story of A Band of U.S. 

Soldiers Who Rode To Victory In Afghanistan，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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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卻不知道該從何開始說起。 

根據作者在書中的描繪，當時白宮和美軍指揮高層對於在阿富汗作戰的成效曾

一度相當不滿，認為進展實在是太過緩慢，取得的戰果也不如預期。時任美國國

防部長的倫斯斐103（Donald Rumsfeld）甚至親自寫信至前線，要求特種部隊的官

兵們對於戰況予以說明並回覆。而改編電影也在劇情裡忠實地呈現了這個片段

（12 猛漢，2018，01:20:03-01:21:42）。在一次與塔利班之間的戰鬥結束之後，

特戰小隊和杜斯塔姆的部隊正在重整隊伍，同時也暫停行動並稍事休息。就在此

時，美軍特戰小隊從隨身攜帶的軍用電腦當中，透過安全線路收到了一則經過加

密的訊息，而寄件人正是唐納德·倫斯斐。而這封質疑、指責意味濃厚信件的指

名收件人，就是特戰小隊的地面指揮官尼爾森。在這段劇情裡頭，尼爾森被自己

手下的一名特戰隊員告知國防部長來信，而且內容非常不妙（“The Donald 

Rumsfeld just send you an email and it ain’t a good one.”）。尼爾森詢問信的內容寫

些什麼，隊員回答他信裡寫著：「你什麼時候才要滾去馬扎？」（“When are you 

gonna get off your ass and get to Mazar?”） 

後來，尼爾森提筆回覆之信件的內容，幾天後便由倫斯斐本人在一場公開記者

會的現場，當著全球各大媒體的攝影機鏡頭面前，透過螢幕傳遞給全世界的人們。

                                                        
103 唐納德·倫斯斐，美國第 13 任（1975-1977）與第 21 任（2001-2006）國防部長，曾於 2011

年時出版個人回憶錄《已知與未知》（Known and Unknown: A Memo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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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時，這則報導可說是提供了大家來自於阿富汗戰場，最真實也最血淋淋的第

一手資訊；而從被披露的內容當中，即便是沒有親臨戰場的人，也能透過這位年

輕美軍特種部隊軍官的文字，一窺在當地作戰的美軍對於戰事、對於阿富汗這塊

土地及其人民，最真實不諱的心得感想。而當時倫斯斐於記者會上宣讀信件的新

聞畫面，在十多年後也再次藉由改編電影，以更為感性與戲劇性的方式，透過大

螢幕呈現給每一位觀影的民眾。 

圖 8

104 

以下是筆者嘗試自譯並補充的完整信件內容： 

『當您閱讀此信的同時，我正在建議一個阿富汗男人（指杜斯塔姆）如何部署他

手下的輕步兵和騎兵，去對抗塔利班的 T-55 坦克、迫擊砲與各式大砲、武裝載

具、以及機關槍。自從格林機砲（Gatling gun）問世之後，我原本還以為再也用

                                                        
104 圖片皆為筆者自行截圖之電影劇照，12 猛漢，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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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上這些老舊而且過時的戰術了，但對於北方聯盟105士兵來說，這樣的作戰方式

他們早就習以為常。戰鬥前，他們每個人身上都只配發了十枚彈藥，即便是狙擊

手也只有不到 100 枚子彈，而水和食物的供給更是嚴重不足。我還曾經目睹一位

北方聯盟的士兵，扛著一挺俄製 PK 通用機槍步行十餘里，只為了和同袍們一起

加入戰鬥，而他還很驕傲地對我展示他的右小腿義肢。在這裡，我們目睹了北方

聯盟的騎兵部隊即便面對塔利班較為先進而強大的優勢火力攻擊，依然毫不畏懼

地攻陷一個又一個敵方據點。要是在戰鬥過程中受了傷，北方聯盟根本無力在第

一時間給予任何的醫療協助，唯一能做的就是利用驢子後送傷患到營地的護理站

去作治療，那是一間相當簡陋的泥屋。我認為，面對諸多不利的條件與因素，再

加上現實的嚴峻，北方聯盟迄今為止的表現，實在是非常了不起。而截至目前為

止，我軍在阿富汗戰場所執行的一切行動和作戰，之所以能夠取得如此巨大的成

功，都得要歸功於空軍的空中支援。無論我們去到哪裡，當地的居民總會告訴我，

他們很高興美國人終於來阿富汗了，同時也衷心期盼著在塔利班政權垮台之後，

阿富汗的未來可以一帆風順』106（Doug Stanton, 2009, p.172）。 

                                                        
105 根據作者於書中的描述，尼爾森在原信件當中，此處所選擇的詞彙是 “The Mujahideen”，翻

譯成中文便是「參與聖戰的鬥士」，也就是聖戰士。以美國的立場與觀點來看，無論是北方聯盟、

塔利班甚至是賓拉登的「基地」組織，組成這些勢力的主幹，絕大多數都是當初於十年蘇聯–阿

富汗戰爭當中，一同攜手抵禦蘇聯入侵的「聖戰士」。因此，尼爾森在此處會這麼稱呼北方聯盟

士兵，其實有其道理而且也可以理解。只不過，為了不造成不必要的混淆，同時也為了方便閱讀，

筆者決定在譯文裡直接以「北方聯盟」作為替換，因此特於此處補充說明。 

106 原文如下：“’I am advising a man on how to best employ light infantry and horse cavalry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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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無論是原著還是改編電影，皆透過描述、呈現當年這封來自反恐戰場的最

前線、由一位年輕匿名美國軍官所書寫的親筆信，映照出當時這場阿富汗戰役帶

給全世界的巨大衝擊和影響。當時透過全球各大媒體的大篇幅報導，這封信感動

了廣大的美國群眾。信件當中的每一段文字，都充分地表現出戰場上士兵（美軍

和北方聯盟）以及阿富汗當地人民的心情，也反映出他們每一個人心中的沮喪、

恐懼與希望。只是，遠在美國本土的一般民眾並不知道，這位不知名的美軍特種

部隊軍官，在提筆寫下這些文字的那當下，其實因為連日來的作戰任務而又累又

餓，同時內心還充滿著對上級的憤怒與不滿107（Doug Stanton, 2009, p.173）。 

另外特別值得一提的地方在於，經過改編後的電影劇情裡，除了忠實地還原了

原著書裡對於信件由來和內容的描寫之外，在畫面的呈現上，也巧妙的融合了當

年美國國防部長倫斯斐在記者會上宣讀信件的真實新聞畫面，但或許更重要的是

                                                                                                                                                               
attack against Taliban T-55s {tanks}, mortars, artillery, personnel carriers, and machine guns – a tactic 
which I think became outdated with the invention of the Gatling gun. {The mujahideen} have done this 
every day we have been on the ground. They have attacked with 10 rounds of ammunition per man, 
with snipers having less than 100 rounds – little water and less food. I have observed a PK gunner who 
walked 10-plus miles to get to the fight, who was proud to show me his artificial right leg from the 
knee down. We have witnessed the horse cavalry bounding overwatch from spur to spur to attack 
Taliban strongpoints – the last several kilometers under mortar, artillery, and sniper fire. There is little 
medical care if injured, only a donkey ride to the aid station, which is a dirt hut. I think {the mujahideen} 
are doing very well with what they have. We could not do what we are doing without the close air 
support – everywhere I go the civilians and mujahideen soldiers are always telling me they are glad 
the U.S.A. has come. They all speak of their hopes for a better Afghanistan once the Taliban are 

gone.’”，Horse Soldiers: The Extraordinary Story of A Band of U.S. Soldiers Who Rode To Victory In 

Afghanistan，2009 

107 原文如下：“That he had written in a fit of pique, when he was tired, hungry, and pissed off, would 

remain his secret.”，Horse Soldiers: The Extraordinary Story of A Band of U.S. Soldiers Who Rode To 

Victory In Afghanistan，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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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段鏡頭裡的情節，鏡頭瞬間回到了美國本土，螢幕上是一個尋常家庭的客廳

場景：身為特種部隊的丈夫們在遙遠的陌生國度為了國家犧牲奉獻，而他們遠在

地球另一端的太太以及孩子們，也同樣聚在一起，相互扶持、彼此依靠，同時也

為自己丈夫的安危而日夜祈禱著。 

如果說角色似乎是電影不可或缺的要件，那麼不要忘記片中的場景其實和角色

一樣強而有力。每個場景都有其獨一無二的屬性，無論是氣候、地形、光影⋯ ⋯

等等，這些屬性都會影響到場景裡的角色，而反之亦然（吳莉君譯，2013，頁

86）。而《12 猛漢》片中的這一幕，也讓每一位在螢幕前欣賞電影的觀眾們，發

自內心地感受到愛與親情的羈絆、偉大與溫暖。 

 

圖 9108 

 

                                                        
108 圖片皆為筆者自行截圖之電影劇照，12 猛漢，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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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身處戰場的阿富汗民眾 

接著要聚焦的主題，是戰爭之下的阿富汗一般民眾，探討在原著以及改編電影

裡，如何去呈現當時在塔利班勢力掌權之下，阿富汗民眾的日常生活和處境，以

及戰爭爆發後，當地人民如何看待美國進入阿富汗、他們的想法與態度為何。 

讓我們先從原著裡所講述的段落看起。第一個段落是美軍特戰小隊在阿富汗當

地村莊裡的所見所聞：「隊上的醫護兵布萊克此時正忙著替德里當地的村民們看

診，而隊裡的其他人則是在村子裡四處回收空投的物資。來德里的路途一切都很

順利，順利到有不少隊員甚至懷疑這會不會是一個陷阱。當布萊克替村裡的孩子

們看牙齒，或是用聽診器替他們的父母檢查心跳的時候，他都會問：『這附近有

基地的成員或是據點嗎？塔利班呢？怎麼分辨誰是好人誰是壞人？』布萊克和史

賓塞都有注意到，當地村民似乎都是真心的喜歡他們。因為美國人願意花時間學

習自己的語言，這一點讓不少阿富汗當地人都很開心。但與此同時，每一次有當

地女子迎面走來的時候，儘管她已經身著傳統的全身罩袍，臉也被紗布遮得只露

出一雙眼睛，許多隊員還是得花不少心力提醒自己不要盯著看。簡單來說，這群

美軍特戰隊員正努力地以『他者』（the Other）的身份，盡可能地融入當地的生

活與環境。實際上，對德里村民來說，儘管絕大多數的塔利班士兵都是阿富汗公

民，他們仍然視其為侵略者。而至於這群美國人，則是那群試圖推翻塔利班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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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亂份子（指北方聯盟）的幫手和盟友」109（Doug Stanton, 2009, p.157）。 

根據原著當中此段落所敘述的內容看來，可以大致整理出以下幾個重點：1.

即便面對的是普通民眾，美方人員還是時時保持著戒心；一是畢竟這是自己所不

熟悉、同時也是敵人所控制的領土，其次則在於此次的敵人，並非一般傳統戰爭

和衝突所會面對到的正規軍隊，而是一群在信仰與思想上相對激進、極端的組織

團體，而這是無法從外觀便可以直接區別或是辨識的；2.似乎絕大多數的阿富汗

民眾對於美國勢力進入阿富汗、美國軍人來到自己的家園，都表示十分歡迎，也

展現出相當程度的友善態度；3.美軍特種部隊的隊員們雖然都非常積極、努力地

融入當地的文化和生活模式，但是對於阿富汗某些特定的傳統風俗民情（例如對

待女性的方式），顯然還是有點沒辦法適應；4.美軍和北方聯盟部隊時常無法順

利獲得來自後勤的空投補給和物資。 

在改編電影裡，針對美國利用空投方式提供地面部隊所需的物資與補給，也有

在劇情中拍攝一個片段來呈現此環節。在此片段裡，觀眾可以看到任何由空軍利

                                                        
109 筆者自譯，原文如下：“Scott Black, the medic, was busy treating the maladies of the local villagers 

in Dehi, while Spencer retrieved the supply drops that came in. Black’s trips into Dehi were a simple 
and perhaps obvious subterfuge. As he examined the teeth of the local children and listened to the 
heartbeats of their parents through his stethoscope, he would ask questions. “Are there any Al Qaeda 
in the area? Taliban? Who are the good guys and the bad?” Black and Spencer both noticed that the 
locals seemed to genuinely like them. The Americans made educated attempts to speak the local 
language, which endeared them. The team took pains to look away whenever a woman passed by, 
even though she might be dressed in a full-length burkha, her face hovering unseen behind a piece of 
latticed gauze. They were trying to become the Other without going native. The truth was, the people 
in the village saw the Taliban as the invader, even though many of them were Afghan citizens. Black 

was part of the insurgency trying to overthrow the Taliban.”，Horse Soldiers: The Extraordinary Story 

of A Band of U.S. Soldiers Who Rode To Victory In Afghanistan，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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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空投所提供的補給物資，假如偏離了原先預定的降落點，就會立刻被周遭的阿

富汗民眾收拾帶走；而特戰小隊則必須要親自走遍附近周圍的每一個村莊、聚落，

挨家挨戶回收這些補給物資，有些時候甚至還得花錢買回這些原本就是屬於美國

所有的財產（12 猛漢，2018，00:56:21-00:56:36）。而通過這麼一個短短十幾秒

的小片段，依舊足以反映出美、阿兩國無論是在國民境遇、生活資源以及社會環

境⋯ ⋯等層面上的天壤之別，而觀眾或許也因此能從中理解阿富汗民眾之所以渴

望外界介入支援、協助他們，以擺脫塔利班政權的原因了。 

圖 10110

 

接著是原著裡的另一個段落，其中的內容讓讀者可以更進一步地瞭解當地人民

對於美國的想法以及心中的期許。有一位名叫納迪爾·希哈伯（Nadir Shihab）的

阿富汗當地民眾，他的家在當年的一次戰鬥中被塔利班軍隊的砲火炸毀了，日後

                                                        
110 圖片皆為筆者自行截圖之電影劇照，12 猛漢，2018 

 



 120 

在接受原著作者的訪問過程裡，納迪爾告訴作者：「我們（指阿富汗民眾）都很

高興，先生。對於美國人來到阿富汗並伸出援手，我們都感到相當開心。塔利班

是一個糟糕的政權，如今它已經被擊潰，我們現在只想要安全與安定。阿富汗人

民想要重建屬於我們的這個國家」111。與此同時，納迪爾也很想知道，美國是否

會繼續留在阿富汗，協助他們完成國家重建這項龐大而複雜的艱鉅任務。艾哈邁

德·拉爾（Ahmed Lal），一個杜斯塔姆手下的副指揮官，也同樣對於戰後美國政府

高層的動向、決定，向作者表達自己的擔憂。「我們都是堂堂正正、說話算話的

男子漢」，艾哈邁德這麼跟原作者說道，「一旦我們幫助了某人，我們就一定會幫

到底，哪怕為此獻上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112。艾哈邁德的言下之意，是希望

美國政府也能意識到這一點，不要只是帶來戰火與混亂，而後又再次輕易拋棄阿

富汗以及阿富汗的人民（Doug Stanton, 2009, p.359-360）。 

由此可知，大多數的阿富汗人民對於美國的期望，其實不僅僅只是希望他們能

夠幫助自己的國家脫離塔利班政權的嚴厲、不合理統治，更期待美國會協助阿富

汗成為一個更加進步、健全與安定的國家。阿富汗民眾非常擔心美國會再一次像

                                                        
111 原文如下：“We were very happy, sir, after the Americans came to Afghanistan. Very happy.”，

Horse Soldiers: The Extraordinary Story of A Band of U.S. Soldiers Who Rode To Victory In Afghanistan，

2009 
112 原文如下：“We are men. If we give our hand to someone, we will be with him until the last drops 

of our blood.”，Horse Soldiers: The Extraordinary Story of A Band of U.S. Soldiers Who Rode To 

Victory In Afghanistan，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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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 80 年代蘇聯–阿富汗戰爭時那樣，留下一堆爛攤子之後便拍拍屁股走人。這

是阿富汗民眾所最不樂見的情況。 

在改編電影的劇情裡頭，針對當時阿富汗一般民眾在塔利班政權統治下的生活

境遇，最為深刻的描繪與呈現，應屬下面這一個片段了（12 猛漢，2018，

00:41:13-00:44:02）：

圖 11113 

一位阿富汗婦女被迫跪在自家村子的廣場，身邊被塔利班士兵所團團包圍，一旁

站著的是自己的丈夫和三個年紀尚幼的女兒；接著一個明顯是在這群塔利班士兵

中擁有領導權的角色出現在鏡頭裡，開始輪流和三個小女孩對話，話音剛落便隨

即在眾人面前槍決了她們的母親。而觀眾從他們的對話內容裡頭就能明白，這位

                                                        
113 圖片皆為筆者自行截圖之電影劇照，12 猛漢，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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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婦女被處決的理由，是因為她在私下偷偷幫助自己的女兒們學習，教導她

們讀書認字和基本的數理常識。處刑之後，這個塔利班領導便對著在場所有被迫

觀刑的村民宣布：「你們都知道祂（指阿拉）的聖訓，年齡超過 8 歲的女孩不得

受教育。你們想要老師？現在你們學到了」（“You all know His divine law. No girl 

over the age of eight years is to be educated. You wanted a teacher? Now you have 

learned.”）。這個三分多鐘的片段，已經充份為觀眾展示了塔利班政權的殘酷無

情，以及阿富汗婦女和女性孩童在這種極端伊斯蘭信仰體制下的悲慘處境。與此

同時，電影也藉由這般震撼的內容，在無形之中交代了美國出兵阿富汗、剷除塔

利班政權的動機與理由。 

最後是筆者於原著內容當中所挑選的最後一個例子。此段落所描繪的同樣是塔

利班政權的統治下阿富汗女性的處境，只是更加深入。根據書裡的敘述，「人身

安全」是她們最大也最深的盼望。「2003 年當時候，阿富汗絕大多數的女性同胞

都很高興看到塔利班政權垮台，而對於美軍的進駐也多半抱持著正面的態度」，

一位名叫梅娜·南吉（Meena Nanji）114的知名紀錄片導演在訪談中這麼告訴原著

作者。「然而，之後美國卻沒有如實地兌現它對阿富汗以及阿富汗人民的承諾。

這一直都是阿富汗女性最關心也最擔憂的問題。對於阿富汗的女性同胞們來說，

『安全』是她們最關注的一件事情。假如她們沒有辦法在街道上自由且無顧忌地

                                                        
114 Meena Nanji，「梅娜·南吉」，New Day Films，https://www.newday.com/filmmaker/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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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連如此基本的事情都需要擔心受怕，那她們就一點都不安全。」另一方面，

南吉也直言，雖然目前阿富汗的成年婦女在名義上都擁有投票權，但實際上，她

們身邊的男性親友卻時常干涉她們的權利，在一旁下指導棋。換句話說，阿富汗

的女性事實上根本沒有任何權利可言。南吉最後告訴作者，「阿富汗女性渴望改

變」（“Women want change.”）115。可見問題出在阿富汗的男性，長期以來這些

人無論在任何大小事情上，都是扮演主導者的角色，他們不想、也不願意看見阿

富汗社會出現任何變化（Doug Stanton, 2009, p.371）。 

 

小結：在呈現戰火底下阿富汗民眾日常的這個主題上，改編電影的著墨雖然不若

原著來得詳細，但是在與之有關的片段之中，相信都讓觀眾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

例如在空投物資和贖回補給的片段當中，電影明顯選擇採用相對幽默而有趣的方

式去表現，而這樣的拍攝手法，也使得在劇情裡多半時間處於緊繃、嚴肅氛圍的

本片，有了可以放鬆的機會，也讓觀眾的情緒得以稍作喘息。至於片中另一個與

阿富汗婦女境遇相關的片段，雖然不像原著裡相對應的段落給予讀者更加詳細的

背景資訊，但改編電影卻是毫無保留、血淋淋地把真實發生在當時阿富汗婦女身

                                                        
115 筆者自譯，原文如下：“‘In 2003, a majority of women were happy that the Taliban had been 

defeated and that the U.S. was there,’ Nanji (Meena Nanji, a documentary filmmaker) told me. ‘Since 
then, the U.S. has not lived up to its promises, where women are concerned. For women, security is 
the number one issue. If they can’t walk down the street, they’re not safe.’ Women can vote, she 
points out, but men tell them how to vote. ‘So they don’t really have the right.’ Women want change, 

she says. Men, as a rule, do not.”，Horse Soldiers: The Extraordinary Story of A Band of U.S. Soldiers 

Who Rode To Victory In Afghanistan，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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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遭遇，透過螢幕一五一十地告訴觀眾，而這正是影像的優勢之一，讓感官、

意識受到最直接的衝擊，進而留下無可抹滅的印象。 

 

4.10 收復馬扎、任務結束 

本章節最後一個要討論的主題，是原著以及改編電影如何去描寫，並且為讀者

和觀眾呈現當年阿富汗戰役的初期行動中，美軍特戰小隊、北方聯盟在順利從塔

利班的手中奪回馬扎里沙里夫之後，雙方的反應以及後續的發展。 

在現實中，當年的阿富汗戰役按照原先的計劃，美軍的攻勢透過密集和延伸的

空中攻擊行動搭配特種作戰，而地面攻勢則主要交由「北方聯盟」負責，再加上

美軍特戰部隊的從旁協助，一切行動都如火如荼的順利進行。當時根據美軍指揮

高層的計畫，特戰小隊和北方聯盟將會在 11 月 5 日左右發動自戰爭開打以來，

規模最大也最為關鍵的一次地面作戰116。此次的行動將會決定能否順利奪下馬扎

里沙里夫這座戰略要城。若是聯軍可以在這場關鍵前哨戰中贏得勝利，同時順利

攻佔馬扎，那麼在這場與塔利班政權相對抗的戰爭當中，美軍和北方聯盟就會佔

盡優勢。改編電影隨著劇情的一路發展，也即將迎來片中最後的高潮戲碼，而當

                                                        
116 原文如下：“On November 5, Dostum’s forces would mount an assault on the village of Baluch, 

about eight miles to the north, and from there link up with Atta’s soldiers near Pol-i-Barak. It would be 
Bowers’s and Mitchell’s job to coordinate bomb strikes between Dean’s team to the west and Nelson’s 

team in the east, as they moved north in parallel lines.”，Horse Soldiers: The Extraordinary Story of A 

Band of U.S. Soldiers Who Rode To Victory In Afghanistan，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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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這場作戰行動，便是影片末段最高潮也最關鍵的情節–天吉峽谷之役（Battle 

of the Tiangi Gap）。在此要特別說明，筆者並不打算對這場重點片段中的戰鬥、

動作場面進行詳細的說明或分析，原因在於雖然這些場面非常地震撼人心，不過

那畢竟不是筆者此次研究的課題，因此筆者並不會對此有所贅述。只是必須一提

的是，電影針對此關鍵任務的改編內容，雖然沒有如原著那般完整呈現所有細節，

不過其將重點選擇聚焦於由尼爾森所率領的美軍特戰小隊和塔利班之間的戰鬥，

以及過程中小隊與杜斯塔姆部隊之間的互動與合作，著實讓螢幕前的觀眾感到熱

血沸騰。 

接著就讓我們來看第一個例子。原著書中這個段落所描述的內容，讓讀者完全

可以感受到當時瀰漫著阿富汗戰場上的詭譎氛圍，以及誰也不可輕易相信的殘酷

現實與混亂的情勢。此段落所講述的是當時在戰鬥結束之後，美軍特戰小隊所遭

遇到的一個出乎意料之外的詭異狀況：「塔利班戰俘們畢恭畢敬地在一旁排排站

著，雙手被綑綁，眼睛盯著地上。阿塔（另一位北方聯盟的軍閥）以手勢指示他

手下的一名副官，該副官隨即走向戰俘。接著，出乎（迪恩）意料之外的事情發

生了，那位北方聯盟的軍官竟然開始為戰俘們一一鬆綁。此時，在場所有美軍特

戰小隊的隊員們都警戒地把手放到了步槍的板機上，以防發生任何意外狀況。塔

利班戰俘隨後一個接著一個的走向阿塔，同時把一隻手放在自己的胸膛上，謙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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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對其宣誓效忠。結束之後，這群原塔利班戰俘們有些人直接走出營區，迪恩心

想應該是直接回自己家裡去了，另外一些人則是拿起武器，就地加入阿塔的北方

聯盟部隊。只要稍加留意，其實並不難發現，北方聯盟和塔利班雙方陣營的士兵，

有許多人彼此之間非但不陌生，甚至還相互認識。甚至有人還向迪恩表示願意為

部分塔利班士兵做擔保，因為他們彼此是朋友。『這個人沒有問題，他以前是賣

水果的，是我的朋友』，有個北方聯盟士兵這麼說道。迪恩此時心裡在想：『或許

這些人當初是在非自願的情形下被迫加入塔利班的，又或者他們現在發覺自己做

錯事、選錯邊了』。面對眼前所發生的事情，在場的美軍人員其實都很困惑，也

無從去理解自己所目睹的景象。包括迪恩在內，特戰小隊隊員們心中隱隱都感覺

到事有蹊蹺，塔利班這次的投降很可能另有目的。站在這群美軍特戰人員的角度

來思考，不過短短幾分鐘之前，明明大家還處心積慮地想著要如何消滅眼前這群

塔利班士兵，而且反之亦然；如今他們不僅成為了階下囚，絕大多數竟然還都歸

順了阿塔，成了北方聯盟的一員，這種狀況實在是太詭異了。就在此時，阿塔把

迪恩拉到一旁，同時告訴他：根據伊斯蘭的律法，每一位戰俘都必須要被妥善的

對待。對此迪恩並不陌生，他先前早已經研究過可蘭經，所以也很清楚這一點。

『我會以我自己希望被對待的方式，去對待這群塔利班的戰俘；因為若是有一天

我不幸也成為了敵人手上的俘虜，我也期盼自己可以受到合理的對待』，阿塔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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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說道。迪恩點頭表示同意。接著迪恩轉頭向小隊下令：『保持警戒。這群塔利

班可能正在謀劃著要怎麼殺光我們』」117（Doug Stanton, 2009, p.206）。 

上述這段塔利班士兵集體投降的真實內容，經過改編之後，電影也有將其融入

到劇情當中，只不過在細節上做了不少更動，好讓其能為影片增添高潮戲碼需要

的戲劇元素。片中這段描繪塔利班士兵投降的戲碼，發生在天吉峽谷之役片段中

的其中一幕，當時在雙方即將展開戰鬥之際，特戰小隊和北方聯盟部隊眼前突然

出現一群塔利班和「基地」組織的士兵，每一個皆雙手高舉自己的武器、有些人

的手上甚至還拿著白色旗幟及布條；美方人員和北方聯盟士兵判斷他們可能是要

來投降，但同時也不敢貿然行事，於是不斷地利用當地語言勒令這群人不要輕舉

妄動，也不准再繼續靠近，與此同時他們則準備上前搜身、進行確認並且控制住

這群塔利班士兵。 

                                                        
117 筆者自譯，原文如下：“The POWs stood humbly before Atta, still bound, looking at the ground. 

And then Atta beckoned one of his lieutenants forward, who approached the POWs. To Dean’s shock, 
the soldier began untying the prisoners. The team tightened the grip on their weapons. One by one, 
each prisoner approached Atta, placed a hand over his heart, and humbly swore allegiance. When a 
prisoner was done, he stepped away. Then either he walked out of the compound, headed, Dean 
figured, for home, or he picked up a weapon and joined Atta’s soldiers. It was clear that many of the 
Northern Alliance fighters knew some of these Taliban men. They explained to Dean, ‘No, this man is 
okay! He is a shopkeeper. He sells oranges. He is my friend.’ Either the men had joined the Taliban 
against their will, or they had seen the error of their ways. Maybe they never wanted to be in the 
Taliban in the first place. Dean could not wrap his mind around this surrender. He thought he smelled 
a rat. He and the team were now surrounded by the very soldiers whom, minutes earlier, they had 
been planning to kill. Atta took Dean aside and explained that each prisoner needed to be treated well, 
as defined by Sharia law, which Dean knew from his study of the Koran. ‘I will treat them as I would 
wish to be treated, should I ever be captured,’ said Atta. Dean nodded. ‘Stay alert,” he instructed the 

team. “These prisoners might be fixing to smoke us all.’”，Horse Soldiers: The Extraordinary Story of A 

Band of U.S. Soldiers Who Rode To Victory In Afghanistan，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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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118  

沒想到就在這個時候，這一群塔利班之中有一人突然引爆了自己身上的自殺炸

彈，造成了雙方人員嚴重的死傷，一位美軍特戰隊員也因此受了重傷（最後幸運

生還）。原來塔利班這次的詐降從頭到尾都是一場陷阱，同時也是點燃接下來塔

利班軍隊全力進攻的信號（12 猛漢，2018，01:34:34-01:36:38）。電影裡頭這場

改編自原著的投降情節，當中引爆炸彈的那一幕實際上是融合了當年美軍在阿富

汗戰役的另一次行動中的遭遇，現實裡的這場馬扎里沙里夫前哨戰完全沒有出現

這樣的情況。然而電影在此處內容的改編，卻是充分地把當年在現場，親身經歷

這一切的美方人員心中的疑慮、擔憂，透過畫面清楚明白地呈現出來。 

最後，美軍特戰小隊和杜斯塔姆所率領的北方聯盟部隊，沒有任何意外地在這

場關鍵前哨戰當中取得了勝利，接著他們一行人便浩浩蕩蕩地往馬扎里沙里夫前

進。透過電影劇情的呈現，觀眾可以看到馬扎的居民都聚集在城外的主要道路上，

熱烈地夾道歡迎這群遠道而來的美國客人和北方聯盟的部隊（12 猛漢，2018，

                                                        
118圖片皆為筆者自行截圖之電影劇照，12 猛漢，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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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4:30-01:55:10）。而原著裡也有相同的描述：「距離馬扎市中心幾里外的郊區，

已經開始陸陸續續出現第一批集結的民眾，準備迎接即將到來的美國與北方聯盟

聯軍。數以百計的阿富汗男女老少紛紛聚集，夾道歡迎剛剛擊退塔利班的聯軍士

兵，甚至開心地拍手歡呼、熱切地和經過的美軍士兵握手致謝。在這其中，有不

少阿富汗民眾（特別是孩子們）爭相要求美軍特戰小隊的隊員們替自己拍照；這

個情形讓不少隊員都百思不得其解，他們不理解為什麼這些阿富汗民眾希望美軍

士兵為自己拍照。隊裡的醫護兵布萊克之後心想，『也許他們是希望自己能夠被

記得吧』」119。由上述的內容便可以瞭解，當時馬扎的居民們對於塔利班勢力終

於離開是相當開心的，也由衷地感謝美國人的幫忙，同時他們對於未來的日子和

生活應該是滿懷希望的。 

                                                        
119 原文如下：“Near the outskirts, still several miles from the city center, the first crowds of 

welcoming Afghans appeared. Hundreds of men, women, and children stood and watched as Atta and 
Dean passed. They clapped and cheered. They stepped to the trucks with outstretched hands to touch 
the Americans as they passed. They asked the soldiers to take their pictures. Scott Black had two 
disposable cameras with him and he did the best he could – the truck was moving briskly as he 
snapped away. He couldn’t figure out why the kids wanted him to take their pictures since he would 
never see them again. And then he thought that maybe they just wanted someone to remember 

them.”，Horse Soldiers: The Extraordinary Story of A Band of U.S. Soldiers Who Rode To Victory In 

Afghanistan，2009 

 



 130 

圖 13120  

另外根據原著書中所述，當年處境已經岌岌可危的塔利班政府還曾在 11 月 8

日公開對外宣布，將會授予奧薩瑪·賓拉登正式的阿富汗國籍。「從今往後他（指

賓拉登）將不再只是我國的客人」（“Now he is not just our guest,”），塔利班政權

的發言人如此表示，「他是阿富汗的一份子、是阿富汗的國民，而我們絕對不會

把他交給美國」（“He is a citizen of Afghanistan, and we will not hand him over to the 

U.S.”）（Doug Stanton, 2009, p.248）。當阿富汗民眾聽聞這則消息時，不少人都非

常憂慮，他們不知道要到什麼時候自己的國家才會再次恢復和平與自由，不再受

到這些心懷極端、激進思想狂熱份子的侵擾。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

僅僅兩天之後，也就是 11 月 10 日，美軍與北方聯盟合力擊潰了當地塔利班、收

復馬扎里沙里夫（僅花費一天的時間）的消息，很快就透過無線電對講機以及廣

播新聞等方式傳遍了整個阿富汗。 

全阿富汗境內各大小城鎮、村莊的男女老少，無不聚集在家中連接著盜版衛星

                                                        
120圖片皆為筆者自行截圖之電影劇照，12 猛漢，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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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線的小小電視螢幕前，觀看美軍和北方聯盟士兵在當地民眾歡欣鼓舞的熱烈迎

接之下，風光地進入馬扎。這個令人振奮的消息讓阿富汗民眾又再次燃起了希望。

儘管對於美國強大的軍事力量感到恐懼和憂心，但與此同時，阿富汗的人民卻又

在心裡默默地期盼著，希望美國能夠用飛彈及炸彈為他們的國家炸出一個全新的

開始，好讓阿富汗可以從灰燼之中徹底浴火重生。在經歷了二十多個年頭的連年

戰火之後，這似乎已經變成了阿富汗重新開始的唯一辦法：從零開始121。總的而

言，原著作者透過親自訪談多位阿富汗當地民眾的意見，而後所整理出來的結果

顯示：阿富汗人民多期盼美國能展現出領導大國的風範，繼續留在阿富汗，幫助

他們重建曾經輝煌的阿富汗，使其再次成為一個自由而安定的國家。 

至此，改編電影的劇情便大致結束了。在成功收復馬扎里沙里夫之後，電影於

美國陸軍特種部隊 595 特戰分遣小隊（ODA 595）任務宣告結束，小隊全體 12

名隊員皆平安返國後落幕。而明顯相較於現實中更為複雜的局勢，電影的改編則

是選擇在一個相對正向、溫馨感動，同時隱含著對未來懷抱期待的氛圍裡為全片

劃下句點。 

 

                                                        
121 原文如下：“They had feared the powerful weap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but they had also prayed 

the Americans would bomb their country back to a new beginning, so it could be rebuilt from the 
ashes. After more than twenty years of war, this had seemed the only way to start over. A return to 

zero.”，Horse Soldiers: The Extraordinary Story of A Band of U.S. Soldiers Who Rode To Victory In 

Afghanistan，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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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電影的故事結束在馬扎里沙里夫，但是現實的戰爭在當時卻尚未結束。實

際的情況則是在美軍的強力支援和協助之下，「北方聯盟」於 2001 年 11 月 9、

10 日攻克並奪回了阿富汗的北部要城馬扎里沙里夫（Mazar-i-Sharif），緊接著四

天後在 11 月 13 日拿下了首都喀布爾；而最終，在不到一個月後的 12 月 7 日，

塔利班政權終於丟失了他們在阿富汗的總部及根據地–南部大城坎達哈。至此，

美國在阿富汗的作戰才宣告結束，同時反恐戰爭也正式進入下一個階段。 

在改編電影的劇情裡，杜斯塔姆在一行人正式進入馬扎之前，對尼爾森說了下

面這一段話：「這裡是阿富汗，許許多多帝國的墳場。今天是朋友，明天就是敵

人，就算是你們也一樣。美國將成為這裡的另一個族群，如果你們離開就是懦夫，

留下來就是我們的敵人。只要記住，你永遠都是我的兄弟。等我進城，我會升起

你的旗幟」122，而尼爾森則回應：「這是你的城市，升你的旗幟就好」123（12 猛

漢，2018，01:55:16-01:56:27）。此片段當中雙方的談話內容，完全是電影的原創

情節，原著裡面並沒有出現這樣的敘述或者是描繪。話雖如此，片中杜斯塔姆的

這一席話，卻是完全暗示了真實世界裡後來的一連串歷史發展，也反映出了現實

中美國與阿富汗兩個國家，乃至於整個中東地區，自 2001 年 911 事件發生、全

                                                        
122 原台詞對白如下：“This is Afghanistan. Graveyard of many empires. Today you are our friend, 

tomorrow you are our enemy. It won’t be any different for you. Soon America will become just 
another tribe here. You will be cowards if you leave, and you will be our enemies if you stay. Just know 

that you will always be my brother. When I get into that city, I will raise your flag.”，12 猛漢，2018 

123 原台詞對白如下：“It’s your city, General. You raise your own flag.”，12 猛漢，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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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反恐戰爭開打後，時至今日將近 20 年的時光，雙方千絲萬縷、剪不斷理還亂

的複雜關係。 

與此同時，尼爾森對杜斯塔姆說的那句話，也讓觀眾再次明白美國對於在阿富

汗所進行的作戰行動，從一而終的態度和立場 — 作為解放者（liberator），而非

侵略者（invader）。在這場反恐戰爭–阿富汗戰役當中，打從一開始美國和阿富汗

的北方聯盟就已經形成了一項共識：這是一場阿富汗人民內部的鬥爭，而美國則

是居中扮演協助、支援的角色。位居北方聯盟內部領導階層的杜斯塔姆和阿塔兩

位將軍，同樣都費盡了心力確保這場戰爭不會持續擴大，也都希望可以讓戰鬥維

持在「阿富汗內戰」的狀況，不讓國際社會產生「美國佔領阿富汗」的聲音或是

印象。 

根據原著作者在書中的描述，美方人員曾對北方聯盟的指揮階層相當明確地表

示，美軍此行的目的是要摧毀塔利班政權，而為了達到這個目標，美國會提供他

們一切所需的資源和必要的武力。「這是你們的戰爭」，尼爾森曾經這麼告訴杜斯

塔姆，「而我們要來幫你們打贏它」124（Doug Stanton, 2009, p.107）。若是將此和

電影裡尼爾森最後對杜斯塔姆所說的那句台詞拿來對比，就不難發現這兩段話實

                                                        
124 筆者自譯，原文如下：“Nelson told them that he and his soldiers had come to attack the Taliban 

and that they would supply anything needed to do this job. ‘This is your war,’ Nelson told them. ‘We 

are here to help you fight it.’”，Horse Soldiers: The Extraordinary Story of A Band of U.S. Soldiers Who 

Rode To Victory In Afghanistan，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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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著異曲同工之妙，都讓讀者以及觀眾能夠充分地理解美國當時，至少是戰爭

初期階段，面對阿富汗的態度與背後的思維。 

 

後記–反恐戰爭第一階段結束 

從表面上看來，美軍和「北方聯盟」可以說是在相當短的時間內便取得了勝利，

而這一點也確實跌破了眾多專業軍事評論家的眼鏡。此次快速的勝利，一切都得

歸功於那些在前線勇敢奮戰的全體美軍將士們，以及所有阿富汗在地的「北方聯

盟」士兵們，若是沒有他們過人的勇氣，戰事不可能這麼快就告一段落。然而，

就實際層面來看，奪回並佔領喀布爾、坎達哈這兩大重鎮，其實只具有政治上的

象徵意義，並沒有任何軍事戰略意義。原因在於，「基地」和塔利班政權打從一

開始就沒打算與美軍或是「北方聯盟」正面對決。 

通過「持久自由行動」，美國沒有意外地實現了開戰前的基本預設目標：摧毀

塔利班政權和「基地」在阿富汗境內的總部與據點。但是，「基地」並沒有被殲

滅，而塔利班政權雖然現階段被終結，但是他們的勢力依然沒有潰敗；這兩股勢

力只是隱身幕後、暗地潛伏，等待時機再度捲土重來。對美國而言，在塔利班政

權的中心據點坎達哈陷落之後，全球反恐戰爭的第一階段–阿富汗戰役–可謂暫時

告一段落。但值得注意的是，直至目前為止，無論是美國的本土防衛工作，亦或

是阿富汗戰役，其實都屬於被動因應性質的行動。即便在推翻塔利班政權和摧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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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在阿富汗的根據地之後，美國依然並未取得「全球反恐戰爭」的戰略主

導權。不僅如此，美國在未來將會遭遇愈來愈多困難。 

其中，最直接也最顯而易見的問題，便是阿富汗的未來。美軍在阿富汗發動作

戰並取得勝利，但是卻沒有選擇佔領阿富汗。911 事件後，美國政府明確且嚴厲

地對國際恐怖主義（特別是賓拉登與他的「基地」）和所有庇護、支持恐怖份子

的組織、團體、政權宣戰；但與此同時，美國也不忘再三強調，其所要對抗的敵

人是恐怖主義和恐怖份子，而非穆斯林與伊斯蘭世界。選擇阿富汗作為開啟「全

球反恐戰爭」的起點，原因在於當時阿富汗是賓拉登和「基地」的總部和根據地

所在，且同時他們也受到當地塔利班政權的庇護。對美國而言，在阿富汗發動作

戰的最重要目的就是要擊殺並摧毀賓拉登與「基地」，並且懲罰庇護恐怖份子的

塔利班。佔不佔領阿富汗從來就不是考量或問題，也從來就不是預設目標之一。

在美國政府和美軍將士的認知裡，擊潰並摧毀塔利班政權可以說是一個舉手之勞，

是在幫助阿富汗人民脫離一個獨裁專斷的惡劣政權。換言之，美國不認為自己是

侵略者，當然也不是征服者，而是立意良善的援手，協助阿富汗人民脫離苦難。 

然而，現實的政治局勢與環境從來就不是如此簡單。儘管在這場阿富汗戰役之

中，美國實際上僅在阿富汗部署有限的特種部隊以及中央情報局的幹員，但是美

國早已無法棄阿富汗於不顧。打從在阿富汗發動作戰的那一刻起，阿富汗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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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和美國綁在了一起，成為美國的政治責任。若是美國遺棄了阿富汗，其結果不

僅將會徹底摧毀美國在整場「全球反恐戰爭」裡的信譽，更會為塔利班、賓拉登

與「基地」創造絕佳的條件，讓他們有機會捲土重來，再度把阿富汗變成自身的

根據地，甚至是作為發動伊斯蘭聖戰的「聖域」。想當然爾，美國絕對不願意承

擔如此的風險。另外，在阿富汗的戰役初步結束後，「基地」更形分散化，成員

散布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南亞區域，甚至是全世界各地。如此來看，這場戰鬥

雖然暫時破壞了「基地」在阿富汗的根據地和活動空間，可是卻反而造成美國在

搜捕、擊殺賓拉登的行動，以及摧毀「基地」的作戰更加複雜和困難（張錫模，

2006，頁 103）。總地來說，阿富汗戰役只是「全球反恐戰爭」的序曲，在這之

後，美國必須要找出並且界定整場反恐戰爭的重心所在。 

這群「馬背上的士兵」（原著作者對於美軍特戰小隊的代稱，主因來自於他們

在阿富汗都必須以馬匹作為主要的代步及交通工具）在阿富汗戰場上所取得的成

果，無論從過往歷史或是當代軍事行動的標準來看，都是相當令人歎為觀止且成

功的。就實際層面來看，由美國所主導的這場「全球反恐戰爭」，便是現代戰爭、

甚至是未來戰爭的最佳範例與模板。相較於過去以國家或是民族作為主體、強調

大規模攻擊和佔領的傳統正規戰爭，二十一世紀的戰爭，其實更需要仰賴特種部

隊的專業與活躍表現。作為精銳且高度專業的特種作戰單位，自然必須肩負起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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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上的重責大任，常常需要於第一時間挺身而出，執行最困難、最危險的任務，

同時也被冀望能以最隱蔽的方式，在最短的時間之內完成任務。而在阿富汗戰役

之中，美國陸軍特種部隊做到了。 

原著作者史坦頓於書中的末段，大力讚賞了這群特戰隊員在戰場上所展現出來

的勇氣以及高效率。作者認為，美軍在如此短的時間之內，就能夠在阿富汗獲得

這麼巨大的戰果，一度將塔利班勢力逼到走投無路，甚至必須暫時撤離阿富汗，

這其中的功勞，有很大一部分都得歸功於特戰小隊的行動。若不是他們和阿富汗

當地居民，以及北方聯盟部隊彼此之間的緊密合作，美軍在阿富汗的作戰不可能

如此地順利與成功。另外，根據作者日後針對當時參與行動之特戰隊員的個別訪

談，有不少人都表示，當前美國在面對、處理恐怖主義相關議題，特別是阿富汗

地區問題的時候，必須要找出並且回歸最根本的源頭，從根本問題去著手。而這

正是特種部隊的拿手好戲，也是他們的專業所在。畢竟話說回來，當初在這場反

恐戰爭的初期，正是這群人（美國陸軍特種部隊），在阿富汗僅僅花費了短短兩

個月的時間，便完成了原先國防部軍事策劃專家預計需要兩年時間才能達成的預

設作戰目標。 

原著作者撰寫 Horse Soldiers 一書的時間點，正好適逢 2008–2009 的美國總統

大選期間。關於該次選舉的結果，筆者相信已經不需要再多加贅述。當時，發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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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主導「全球反恐戰爭」的小布希政府終於正式結束兩次任期、長達八年的執

政；往後美國將由以巴拉克·歐巴馬（Barack Obama）125為首的新政府主政。面

對接下來這個全新的環境與局勢，作者當時還曾特別寫了一封信給自己的阿富汗

朋友，他是作者在訪問阿富汗期間結識的一位當地口譯，名叫馬丁·沙里菲（Matin 

Sharifi）。在信中，作者向沙里菲詢問他對於往後局勢的看法及想法，特別是阿富

汗人民對於美國新任的歐巴馬政府有著什麼樣的期待。（Doug Stanton, 2009, 

p.364）對此，沙里菲提出了七點事項作為回覆： 

1. 「假如拿同樣的問題在阿富汗路上隨機訪問民眾，絕大多數人應該都會給你

相同的答案：「安全」。對於阿富汗人民來說，這是最首要的事情。」（If an 

average Afghan is asked, they will tell you they want “security” first, for all.） 

2. 「我們想要一個能夠提供人民包含教育、醫療、道路、灌溉系統、電力⋯ ⋯等

等基本服務的政府。」（A government that can deliver basic services, such as 

education, health care, roads, irrigation systems, and electricity.） 

3. 「大部分的阿富汗民眾都不希望，也不想看到塔利班在阿富汗再次崛起。」

（Most Afghans don’t want to see the return of Taliban.） 

4. 「許多阿富汗民眾希望美軍能夠駐紮在自己所處的地區、省份甚至是村莊，

                                                        
125 巴拉克·歐巴馬，於 2009 年至 2017 年擔任美國第 44 任總統，更是美國歷史上首位非裔總統。

歐巴馬個人曾於 2009 年 10 月獲頒諾貝爾和平獎，並出版包含個人回憶錄在內的多本暢銷著作，

可說是近十年來全球最知名、影響力最廣泛的政治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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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阿富汗安全部隊。因為在阿富汗，人人都知道警察是貪腐而且不值得

信任的，而且阿富汗自身的軍力也不足以維持治安或國家安全。」（Afghans 

want the presence of American troops in their districts, villages, and provinces, 

instead of Afghan security forces. They know police are corrupt and there are not 

sufficient Afghan National Army forces.） 

5. 「基本上，比起自己的政府以及腐敗的部隊，阿富汗人民相對更加信任美軍。」

（Basically, Afghans trust the American troops more than the Afghan 

government and its corrupt forces.） 

6. 「阿富汗人民希望這個新任的美國政府能夠認真且嚴肅的對付巴基斯坦，讓

巴基斯坦不再是塔利班或是恐怖主義相關組織的避風港。」（They want the 

United States to deal with Pakistan seriously, in order for Pakistan to deny Taliban 

and its affiliates a safe haven.） 

7. 「阿富汗人民不希望從歐巴馬政府的口中聽到「退出」或是任何類似的言詞。

我們不想要再一次被拋棄，就像 1989 年那樣。」（Afghans do not want to hear 

the word “exit” from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in fear of being left again, as in 

1989.） 

對於當年參與阿富汗戰役的特戰小隊隊員們來說，大家都清楚知道 2001 年時

美國在阿富汗的終極目標，並不是對阿富汗實施佔領。當時的目標是要讓塔利班

政權再也無法繼續在阿富汗經營、生存，迫使這個庇護恐怖主義、賓拉登和「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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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成員的極端政權離開阿富汗。當時在美軍特戰小隊和北方聯盟的奮戰之下，

這項目標可說是完美達成。然而，就在塔利班政權驟然分崩離析之後，當時美國

的軍事政策卻突然轉向，轉而關注阿富汗的國家建設問題，希望建立一個遵循歐

美國家體系的中央政府，卻忽略了阿富汗歷來以部落群體為優先的傳統。如今回

頭去看，當時美國政府的這項決定是非常不明智的。在（作者）史坦頓以及當年

參與過那些戰役的特戰隊員們心中，正是因為當初政府搞錯了關注重點，才導致

了後續一連串的混亂，而「全球反恐戰爭」也因此而變調，不僅喪失初衷，更遭

受全世界人們的誤解與批評。而更可惜的一點，即便是當時就已提出的阿富汗國

家建設策略，最終也沒有獲得布希政府持續的支持，當然更遑論嚴格落實；眾所

皆知，當時的美國布希政府在阿富汗之後，馬上就將注意力轉向其口中「邪惡軸

心國」126（Axis of Evil）之一的伊拉克去了。 

而就在多年後，換了一個新政府主政的美國，面對阿富汗問題，歐巴馬政府卻

只能重提被擱置的國家建設方案。這些年來，美國對阿富汗政策的搖擺不定，以

及關注重點的失當，也連帶造成了阿富汗內政的不穩定，甚至諸多層面都加速惡

化；政府權力長期的真空也讓原先潰敗的塔利班有了休養生息、捲土重來的時間

和空間，重新建立了秘密的地下網絡，再次滲透進入阿富汗；同時間美國則是把

                                                        
126 2002 年 1 月，時任美國總統小布希發表當年度〈國情咨文〉，點名「伊朗、伊拉克和北韓為

威脅世界和平的邪惡軸心國家」，並指稱這些國家「透過尋求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構成日益嚴重

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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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副心力都投入在追擊、獵殺賓拉登以及他旗下的「基地」組織成員，這顯然無

疑是一種治標不治本的行為，無助於解決任何問題。 

但其實更令美國人民灰心的是，即便這場打擊全球恐怖主義的戰爭已經持續進

行了好一段時間，美國卻似乎一直陷入泥淖，始終沒辦法取得關鍵性的突破（多

年來美國始終無法確切掌握賓拉登的行蹤），距離這場反恐戰爭的結束似乎遙遙

無期。直到 2011 年，長年僵持而無進展的局勢似乎終於要迎來一個決定性的突

破與轉機。 

2011 年 5 月 1 日，美東時間星期日的下午，傳出美國海軍海豹部隊在一次代

號為「海神之矛」（Operation Neptune Spear）的行動當中，在巴基斯坦境內的阿

伯塔巴德（Abbottabad）將賓拉登擊斃於其宅邸。當天稍晚，時任美國總統歐巴

馬於白宮發表了對全美民眾以及國際社會的電視談話127，確認了這項消息，宣布

賓拉登已在一次由聯合特種作戰司令部和中情局所主導的特別行動中喪生，且其

身份也已經透過比對賓拉登逝世親屬的 DNA 而獲得了證實128。當時歐巴馬政府

考量賓拉登是一名虔誠的伊斯蘭教徒，在逝世三天之內下葬是伊斯蘭信仰的傳統，

於是在確認賓拉登死亡後的 24 小時內，其遺體就被送往卡爾文森號航空母艦

（USS Carl Vinson CVN-70），經過妥善清理並朗誦《可蘭經》（Al-Quran）之後，

                                                        
127 Osama Bin Laden Dead，The White House official blog，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blog/2011/05/02/osama-bin-laden-dead 
128 Death of Osama Bin Laden，維基百科，https://en.wikipedia.org/wiki/Death_of_Osama_bin_La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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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投入至北阿拉伯海當中。經過商議，美國政府決定捨棄伊斯蘭信仰慣用的土葬

儀式，而改採海葬；對此，白宮方面隨即發表聲明，解釋之所以採取海葬形式，

目的在於防止賓拉登的墓在未來變成國際恐怖主義與極端份子的朝聖地或是紀

念地129。 

經過整整十年的追捕與獵殺，美國終於將賓拉登這名頭號通緝犯繩之以法，除

去了長時間以來的一個心腹大患。只是，在這場範圍涵蓋全世界的反恐戰爭當中，

賓拉登的死雖然具有一定程度的象徵性，但就實際層面上，對於遏阻恐怖主義或

是極端份子的行動，並沒有起到太大的效果。 

而面對阿富汗層出不窮的各種問題，美國能做的好像只有一直增兵，不斷派員

進駐阿富汗，同時卻也不斷傳回美軍在當地傷亡的消息。當前阿富汗所面臨的混

亂局勢，彷彿回到了 2001 年反恐戰爭還未開打時那般，甚至比起當時有過之而

無不及。美國國內各界在討論阿富汗相關議題時，談話的內容多半都是在爭論是

要繼續留在阿富汗，還是要全面撤離–彷彿這只是另一個單純而直觀的辯論題目。

然而事實是，阿富汗的問題一點也不簡單。就如同前文曾經提過的一樣，對於作

者以及當年曾經親身參與戰役的特戰隊員們來說，大家心中都在納悶且不解的是：

為什麼當年僅靠數百人的特種部隊，加上少數中情局幹員就能完成的事情，如今

                                                        
129 Osama Bin Laden: What happened to his body，BBC News，

https://www.bbc.com/news/world-south-asia-13261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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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有專家表示需要投入成千上萬的人力，才能維持阿富汗的穩定？雖然史坦頓對

此並沒有做出正面的回答，但他卻於書裡提出了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或許，美

國、乃至於全體西方世界國家，真正應該需要思考的問題是：假如目標是要讓阿

富汗（中東地區）能取得長期的穩定和成功，那麼應該怎麼做、需要付出怎樣的

代價（Doug Stanton, 2009, p.365）？ 

自從 911 事件發生、全球反恐戰爭開打以來，至今已經過十餘年的時間了。然

而即便經過這麼長的一段時間，那些敵視、仇恨的情緒以及極端不理性的思想，

依舊充斥在世界和社會裡的各個角落，沒有消逝。筆者最近剛好讀了一本書，書

名是《我必須獨自赴約：第一線聖戰報導紀實》（I Was Told to Come Alone: My 

Journey Behind the Lines of Jihad, 溫澤元譯，2019），作者是一位名叫蘇雅德．梅

科涅特（Souad Mekhennet）的穆斯林第二代移民，如今在美國擔任《華盛頓郵

報》（Washington Post）的記者。書裡她提及自己在 911 恐攻事件後，走遍了世

界尋找答案，同時心中盼望著知識和同理心能讓民眾知道，該怎麼做才能杜絕仇

恨與更多殺戮。梅科涅特認為有些西方國家的民眾並不知道，若把自己的標準加

諸在他人身上有多危險；同時間，其他文化與信仰也遲遲未與伊斯蘭教進行溝通

和對話，且穆斯林之間也必須釐清哪些觀念合乎教條，因為信仰並未激化信眾，

而是信眾將信仰推向極端（溫澤元譯，2019，頁 468-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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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科涅特並直言蓋達組織（或譯為『基地』組織）和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the Levant, ISIL 或 ISIS）等組織之所以會崛起，並不是特定國家或團體的

錯，而是長久以來許許多多的歷史錯誤所交織而成的結果；她相信這個世界的衝

突並非由不同文明與文化而起，而是因為試圖搭建溝通橋樑的人，與思想極端，

努力散播仇恨與挑撥離間的人無法達成共識。而最終，「是誰把規矩加諸在他人

身上？」拋出這個疑問的梅科涅特深信，這其實不只是穆斯林世界面臨的問題，

更是西方世界必須擺脫的困境（溫澤元譯，2019，頁 471-472）。 

上述梅科涅特對過去這段時間以來，國際社會所面臨、遭遇到最嚴重問題之一

的感慨與想法，筆者亦深有同感，同時也認為梅科涅特的思維與 Horse Soldiers

原著作者史坦頓、以及多數當年曾親自參與戰役的前美軍特戰小隊成員的想法和

看法，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在美軍特種作戰單位之間（特別是陸軍特種部隊）有

一句眾人皆知且深信的口頭禪： “to work ‘by, with, and through’ a society to create 

change.” 這段話若是用中文去理解的話，簡單來說就是：假如想要讓一個社會真

正產生改變，一定要去深入瞭解所有的問題，彼此相互尊重與理解，最後透過緊

密的合作才能完成這個目標。任何的改變，尤其是一個社會的改變，唯有由內而

外的變化才是真實而且持久的；相反的，如果是用外力試圖從外向內強制推動的

變化，這樣的改變通常只會是一時的。用心感受、設身處地思考、仔細聆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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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當個高高在上的旁觀者、局外人，甚至把自己偏好的價值觀強加在他人身上；

而是要彼此包容，願意找出不同族群間的共同點，找出一套全球適用的價值與標

準。筆者相信這是解決任何問題、爭議，化解仇恨與敵視的最佳辦法。 

願在不遠的未來，世上的每一個生命、每一條靈魂都能善待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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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結論 

無論國內外，綜觀網路上許多網友所發表針對《12 猛漢》（12 Strong）的影評

分析文章，筆者發現內容大致呈現出意見不一、褒貶參半的現象。在這些文章當

中，有人認為它不夠熱血、戲劇張力不足130；有人覺得《12 猛漢》的動作及戰

爭戲碼相較其他動作鉅片似乎稍微遜色，但是透過演員、角色的刻畫，卻成功呈

現了人與人之間細微的互動情感，讓觀眾在觀影過程中有了對故事與角色的「關

心」情緒131；也有人提出全片的節奏太平穩、太簡單，沒有一般類型電影該有的

緊湊刺激感，而且其所呈現的美國形象過於正面，缺乏更全面、深入的討論空間，

十分可惜132；還有一位網友則評論其主旨簡單而清楚，回歸到最單純的軍人信念

和英雄精神133。由上述的內容可以知道，對於《12 猛漢》一片的討論和評價，

幾乎每位觀眾都有各自的想法及觀點，有好有壞、有人欣賞也有人不買帳。要注

意的是，上述的意見及看法皆來自於所謂「不知情」的閱聽人/接收者，因此他

們的評論完全是針對電影本身的內容，並不涉及原著。然而筆者認為，上述的諸

                                                        
130〈《12 猛漢》：趨於流水帳的真實改編軍事片〉，電影神搜–電影影評，2018，

https://news.agentm.tw/3219/%E3%80%90%E5%BD%B1%E8%A9%95%E3%80%91%E3%80%8A12%E
7%8C%9B%E6%BC%A2%E3%80%8B%EF%BC%9A%E8%B6%A8%E6%96%BC%E6%B5%81%E6%B0%B4%
E5%B8%B3%E7%9A%84%E7%9C%9F%E5%AF%A6%E6%94%B9%E7%B7%A8%E8%BB%8D%E4%BA%8B
%E7%89%87/2/ 
131〈《12 猛漢》戰略室看不見的戰場真實〉，火行者電影精選週報，第 234 期，2018，

https://paper.udn.com/udnpaper/POA0037/322499/web/index.html#2L-11544494L 
132〈《12 猛漢》荒謬戰爭〉，白色豆腐蛋糕，2018，

https://kevinhearst.pixnet.net/blog/post/461444078-%E8%8D%92%E8%AC%AC%E6%88%B0%E7%88
%AD-12%E7%8C%9B%E6%BC%A2%E3%80%8812-strong%E3%80%89 
133〈《12 猛漢》（12 Strong）- 回歸最簡單的軍人信念〉，Lizzy’s Film Reviews，2018，

http://wildflower.pixnet.net/blog/post/32217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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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評論之中，確實也點出了一些值得我們在研究結論裡頭討論的問題。 

 

5.1 研究結果 

筆者此次的研究以符際翻譯為主軸，採納赫全（2006）的《改編理論》作為基

礎架構，並置翻譯研究與改編研究，利用文本內容分析法剖析並探討赫 Horse 

Soldiers 與其電影改編版本《12 猛漢》的內容呈現，以及改編過程和結果的得與

失。接下來筆者就要以自己身為「知情」閱聽人、熟悉原文本和改編文本之接收

者的角度，說明自己對此次研究的觀察與結論。 

首先，赫全曾經相當明白地表示，相較於一般暢銷小說，大多數的閱聽人確實

對於經典文學作品的電影改編版本，在「忠實」與否的議題上有著更高的標準134

（Hutcheon, 2006, p.29）。而原著 Horse Soldiers 一書做為一本非小說、軍事/戰爭

歷史類型的作品，假如按照赫全的邏輯去推論，其電影的改編版本理應也必須對

「忠實性」有相當程度的要求和標準，尤其當其所敘述的故事內容是真實發生過

的事件時，更是得小心而謹慎地處理。然而所謂的忠實，究竟是「忠實於什麼」？

筆者認為這便是其中有意思的地方。在電影宣傳期間，《12 猛漢》的監製傑瑞·

布洛克海默便表示，這部片的重心及焦點就是這一群 12 人的美軍特戰小隊，這

是屬於他們的故事；之所以選擇改編、拍攝這段歷史故事，在於他認為這一群人

                                                        
134 原文如下：“One of the central beliefs of film adaptation theory is that audiences are more 

demanding of fidelity when dealing with classics.” 

 



 148 

的事蹟不該被埋沒，應該被大眾所知悉135。有了這樣的前提和目標設定，於是乎

電影的改編內容明顯避開了所有複雜以及可能衍伸出爭議的議題，例如：戰爭的

正當性、中東地緣政治、正義與道德層面的思辨、後續影響及發展⋯ ⋯等等，純

粹且直接地將時間拉回到 2001 年底，當世界各國對於這一段歷史（911 事件、

全球反恐戰爭等）對錯、善惡的思維判斷和看法還相對單純、沒有異議的時間點，

單純從這一小群美國軍人的立場和角度出發，講述他們如何在一個敵眾我寡的逆

境之中，和異鄉的盟友一起以傳統的作戰方法，全神貫注、專心一志贏得一場只

准獲勝而不容許失敗的艱苦戰役。正因為如此，才導致影片在最終的呈現結果上，

使得觀眾產生了相當分歧（例如：人物角色刻畫深入得當、主旨節奏簡單、劇情

張力不足⋯ ⋯等等）的意見與評論，各有其道理，也都是事實。 

就「忠實性」論述的角度來看，《12 猛漢》的電影改編版本可說是相當成功地

還原、體現了原著中針對美國陸軍特戰小隊 12 名隊員深入且細膩的刻畫，也很

好地展現了當時候美方人員與阿富汗在地盟友之間的互動和情誼；但同時間，由

於改編內容過於關注單一面向，無可避免地就無法如同原作那般，對該段歷史有

更加全面、深入的討論，缺少了對事件後續發展的關心與描述，也缺乏多元的聲

音和觀點。簡單來說，以「忠實性」而言，筆者認為《12 猛漢》的改編成果可

說是既「忠實」，同時卻也「不那麼忠實」。這樣的結果同樣也能反映、延伸至「得

                                                        
135 The Cast Of "12 Strong", BUILD Serie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F0h0iuZ9zs 

 



 149 

與失」的層面。 

如同翻譯策略有得有失，譯作必然無法達到與原作完全對等的狀況，改編策略

也是一樣的。自原文本 Horse Soldiers 改編至電影《12 猛漢》的過程中，筆者認

為其中的「得與失」可分別兩方面來論述：一是內容的得失，二是因著媒材本質

不同所造成的必然得失。首先內容的得失，筆者認為此處的得失其實和上述「忠

實性」的呈現結果是非常雷同與相似的；改編電影成功地捕捉、甚至強化了原著

裡面對於角色人物之間關係與情感細膩刻畫、著墨的精髓，但同時卻失去、賠上

了原著看待整起事件和歷史的多元及宏觀視野。至於第二種得失，原因則來自於

兩種媒材/類型在本質上的不同。作為歷史類型的書籍，藉由搜羅大量資料和史

實，加上作者走遍美國、阿富汗兩地，訪談多位當年直接參與該場戰役的許多相

關人士，原著在內容呈現上自然細膩而詳實，加上其多方面、多角度的闡述也讓

文字增添了歷史研究所看重的客觀性，而如此的呈現也連帶會影響閱聽人的接收，

在閱讀過程中讀者較能平心靜氣、不受個人情緒/感情的影響，去接收、理解、

體驗、體會書裡提供的資訊和內容，也較有機會能從多方面的角度、立場去思考

及評析事件，但同時卻也有著一個致命的缺點：零散且瑣碎。而至於改編電影，

因其出於娛樂和戲劇層面的考量，常常不免誇大，加入更多感性、溫情、正邪、

善惡對抗的情節與內容的描繪，雖然使得觀眾很容易就會因投入劇情而不自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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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邊站，此時天秤便會失去平衡，因而產生了先入為主的思維或是想法，然而中

心主旨卻十分明確。相較於原著的體裁以及敘事方式，改編電影讓觀眾更能對故

事內容感同身受，也讓閱聽人得以用更為主觀、個人情緒更為飽滿的方式去接收

相同的資訊，雖然因此失去了面對歷史應該有的嚴謹、客觀態度和立場，但是卻

把故事的主旨與精髓（重視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和互動）放大、強化了。 

總的而言，作為一個赫全所認為的「知情」閱聽人/接收者，筆者覺得《12 猛

漢》的電影改編版本有其優點，也有可改進、加強的部份，其改編內容在結果呈

現上實屬中規中矩。筆者深信在面對一改編作品的時候，應當要如同莊坤良教授

所言，理解「原著並非神聖不可更動，改編後的作品，是另一種原作」（劉建基，

2012，頁 2），同時也如蔡秀枝教授所說，「改編電影並非僅是文學文本的故事以

真實的影音『重複再現』，而是更進一步地將讀者個人純粹想像裡的人、事、物、

時空場景與情節內容加以現象化、實物化後的一個轉變」（2012，頁 2）；且無論

是改編還是翻譯，其發生的理由，皆是為了適應不同的語言、文化、歷史等環境，

同時也是積極實驗的具體例證，目的是發現新方法以回應環境與人之間的失衡狀

態（陳佩筠，2015，頁 49）。 

事實是，改編電影如何改得好、編得妙，勢必會面臨這幾項棘手的問題：究竟

要忠於原著？還是提供新解？如何將文字進行視聽影像化–從書到螢幕載體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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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其間更牽扯到符號訊息之重組與受眾之異動，比之不同語言間的文字翻譯，

實在要來得複雜龐鉅得多。然而無論是讀法的歧異，亦或是解法間的協商，都將

會形塑出作品截然不同的面貌。任何針對改編作品所做出的判斷、決策和初衷，

皆會深刻影響文本再現的姿態（陳亭聿，2014）。只要是「改編」，就必然牽涉到

再創作的過程，即使名為改編，它仍和一個原創作品一樣，最終會以其獨立的面

貌被完整地重新認識。假如太過於在意忠誠於文本與否，陷入「忠實論」的桎梏，

或是以改編方法論為優先，雖然看似客觀保守，但其實也存在著走入誤區的危險。

因此，唯有將原著與改編電影置放於相同的創作位階，把解讀原作和產製新作都

視為使命，電影和文學才能交相輝映，作者們也才能以各自的精彩想像、別緻觀

點及獨特措辭，綻開彼此的視野，深化對方的存在136；也唯有接受改變，認清並

接受改編（翻譯亦然）勢必伴隨著得與失的事實，視「改編為改編」的瞬間，身

為閱聽人/接收者的我們也才真正能夠懂得去欣賞、享受改編作品所帶來的不同

樂趣。 

 

5.2 研究限制與未來發展 

隨著將翻譯研究與改編研究並置探究，逐漸成為學界及研究者之間的一股新趨

                                                        
136〈【有故事的人】文學改編在金馬 51── 淺談近年文學改編電影的復現與第六屆「金馬電影學

院」〉，放映週報–影迷私房貨–電影五四三，487 期，2014，

http://www.funscreen.com.tw/fan.asp?F_No=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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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且由講述形式（telling）轉換至展示形式（showing）所象徵的符際翻譯也漸

漸廣為學者所討論，因此筆者此次的研究即嘗試以不同媒介/體裁特性、歷史與

時代背景、改編內容及理念等角度作切入，檢視、剖析由非小說類型的歷史書籍

改編至劇情電影的過程與結果。 

本研究所挑選的原文本內容是以敘事為主、搭配訪談紀錄的紀實/論述類型軍

事歷史書籍，然而電影參考此類型文本而進行改編的例子僅為少數。軍事/戰爭

類型的電影在整體電影市場上，始終佔有一定程度的地位，也有固定的觀眾群存

在；但是觀察近幾年的真實軍事改編電影，其所參考、改編的文本則多為個人傳

記與回憶錄性質的書籍。而這一點，便是筆者認為在未來可以繼續發展的研究方

向。經猜測與個人觀察，筆者大致上可以理解選擇回憶錄進行改編的理由，因為

其內容通常包含飽滿且鮮明的情感、情緒以及個人意見與觀點的抒發，將這些要

素轉換為影像相對來說是比較容易且合適的，而在整體呈現上也能夠得到強化；

因此，筆者認為若是未來能夠針對此類文本與其改編作品的內容進行剖析，應該

會是相當不錯的研究主題。 

但要特別注意的地方在於，無論是紀實/論述類型或者是傳記/回憶錄類型的書

籍，在處理史實部份內容的時候，都需要花費時間小心且仔細的一一查證，最好

能夠搭配參考相關事件的其他史料、資料作為佐證；與此同時，由於此類型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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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文圖書出版市場上屬於小眾，因此有極大機率不會有中文翻譯版本可供對照，

此點也是投入研究前需要審慎評估的要素之一。 

除此之外，本次筆者的研究由於自身研究限制，僅能將重心與關注焦點擺在單

一面向，也連帶為著眼範圍設下了限制。舉例來說，筆者其實很遺憾沒能花更多

篇幅去更加仔細地探討並界定「史實、著作、電影改編」三方之間的關係，因為

就內容層面來說，其實也許有可能出現電影劇情符合史實發展，反而是原著忽略、

偏離了事實的情況，而這雖然是此次研究筆者的疏忽，但同時卻也是未來研究可

以著眼的面向。其實任何一部改編電影及其原著、原作，無關其類型或主題，肯

定都有許許多多的層面和潛在的議題可以討論，一切皆關乎、取決於研究者本身，

端看研究者如何抉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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