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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情狂愛 (Wild Love) 電影資料 

小蘭的成長和大多數人一樣，真情狂愛(Wild Love) 
有個不知道能不能回去的家，有群不知道能不能相信的朋友，她並不曾仔細的去思索
這些問題，但是當好友小琳自殺後，她才發現有些事情比想像中沉重了許多…… 
 
主演:   方岑, 賈靜雯, 胡兵, 林立洋 
 
導演:   玉珊黃  
 
上映:    1999年 4月 24日,星期6 (12年前) 
 
級別:    待定 
 
片長: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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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d Love (DVD) (Taiwan Version) 
Hu Bing (Actor) | Alyssa Chia (Actor) | Lin Li Yang (Actor) | FANG CEN (Actor)  
 

YesAsia Editorial Description 

 
Based on a true story, the Taiwan film Wild Love works both as a touching human 
drama as well as a cautionary tale. The film stars Taiwan television personality 
Alyssa Chia, Mainland artist Hu Bing, and Hong Kong singer-turned-actor Lin Li 
Yang (a.k.a. Lee Lam).  

Rebellious girl Lan leaves home at a young age, and the cruel reality forces her to 
sell her body in order to get by. Her hope of happiness and freedom vanishes the 
moment she stabs her priest husband. After being released from prison, she meets 
Blackie, her live-in boyfriend who is a gambler, and Xiu Xiu, a kind-hearted girl 
who intends to help her lead a normal life. But Lan makes the same mistake again 
and is back in jail...  

© 2008-2011 YesAsia.com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original content has been 
created by or licensed to YesAsia.com, and cannot be copied or republished in any 
medium without the express written permission of YesAsia.com.  
 
 



Technical Information 

Product Title: Wild Love (DVD) (Taiwan Version) 真情狂愛 (DVD) (台灣版) 真情狂爱 (DVD) 
(台湾版) Wild Love (DVD) (Taiwan Version)   
Artist Name(s): Hu Bing (Actor) | Alyssa Chia (Actor) | Lin Li Yang (Actor) | FANG CEN 
(Actor) 胡 兵 (Actor) | 賈靜雯 (Actor) | 林立洋 (林利) (Actor) | 方岑 (Actor) 胡 兵 (Actor) | 静雯贾  
(Actor) | 林立洋 (林利) (Actor) | 方岑 (Actor) 胡兵（ フー・ ピン）  (Actor) | Alyssa Chia (Actor) | Lin 
Li Yang (Actor) | FANG CEN (Actor)  
Director: Huang Yu Shan 玉珊黃  黄玉珊 Huang Yu Shan  
Release Date: 2008-12-17  
Language: Mandarin, TAIWANESE  
Subtitles: Traditional Chinese  
Country of Origin:  
Taiwan Picture Format: NTSC What is it? Aspect Ratio: 1.33 : 1  
Sound Information: Dolby Digital 2.0, Dolby Digital 5.1 Disc Format(s):  
DVD Region Code: All Region What is it?  
Duration: 110 (mins)  
Publisher: Hoker Records Package Weight: 120 (g) Shipment Unit: 1 What is it? YesAsia 
Catalog No.: 1013996055 
 
 

Product Information 

導演： 玉珊黃   
 
真情狂愛是由已逝慈濟義工陳愛蘭的真實故事改編而成，透過 玉珊導演的鏡頭演繹黃 ，把一位２８歲、富有傳奇色
彩的一生，加上 導演蒐集的田野調黃 查、個案分析，使得劇中少女的辛酸更憑添了一份令人瞠目的真實。   
小蘭（ 賈靜雯飾） 有個不知道能不能回去的家，有群不知道能不能相信的朋友，好友小琳自殺後，她反覆思索這些
問題，赫然發現有些事情比想像中沉重了 
許多。小蘭與家人不和，離家出走，面對殘酷的社會現實，她沒有選擇機會，必須以妓女面目，在整個社會運作中
沉淪，可悲的是，營生只是她唯一的目標。   
明道（ 大陸名模 
胡兵飾） ，對生命充滿了熱忱，經由一串鑰匙和小蘭有了接點，教會神父的他認為借助信仰的力量，可以引導小蘭
走上正路。婚姻對小蘭來說，或許是生命的轉機，但卻結束在小蘭刀傷明道的瞬間。小蘭不確定的人生，在入獄後
完全喪失自我與尊嚴。   
在獄中小蘭與小貓同病相憐，相互扶持。出獄後的她，重新遇到小貓，兩人再度相依為命，期望在未來的路上攜手
前行。未料，小貓的背叛讓小蘭的人生又有新的轉向。   
黑仔（ 林立洋飾） 在小蘭出獄後的同居，好賭的性情，讓小蘭再墮入深淵。   
秀秀在酒店中賣花，一心想要幫助小蘭，小蘭似乎有了選擇生活的機會。   
沒有人知道小蘭最後漂流到哪，但可以確定的是，在沒有任何 兆或警告徵 ，生命隨風而逝無法捉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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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yesasia.com/global/%E7%9C%9F%E6%83%85%E7%8B%82%E6%84%9B-dvd-
%E5%8F%B0%E7%81%A3%E7%89%88/1013996055-0-0-0-zh_TW/info.html 
 

真情狂愛 (DVD) (台灣版) 

 
 
 

真情狂愛 (DVD) (台灣版) 

暫時缺貨停售 
 
若這件貨品正式發售，請通知我。   
 
此 品可享有以下優惠產 :  

• 此 品可享獲免郵費優惠產 。  

購物須知:  

• 此 品可獲有條件的退貨服務產 。詳情請參閱退貨條款。  
• 此影像 品不設英文字幕或語音產 。  
• 此 品將不會付運至產  香港 。  
•  

YesAsia 品介紹產  

改編已故慈濟義工陳愛蘭的真人故事，探索台灣當下的色情行業、檳榔西施和KTV公主的面面觀，由台灣資深電
影導演李行出品，曾炮製《 落山風》 、《 雙鐲》 、  
《 牡丹鳥》 、《 插天山之歌》 的女性與獨立製片導演 玉珊於黃 1999年在電影《 真情狂愛》 為觀眾呈現了當代社會
的次文化，經年的資料搜集下才拍攝了由28歲 
起這位義工充滿傳奇的年青戀愛故事。由《 惡女列傳》 戲劇一姐賈靜雯在片中扮演小蘭，《 千秋家園夢》 大陸名模
兼旦影星胡兵飾演劇中小蘭丈夫明道，兩人的演技 



出眾，再加上當年首次在大銀幕演出的莫子儀(《 最遙遠的距離》 )、《 風中傳奇》 林立洋、《 我們這一班》 方岑、
蔡可欣等主演。   

劇情講述小蘭(賈靜雯飾)與家人不和，她氣憤出走。小蘭蘭為了生計，從事妓女的行業。教會的神父明道(胡兵飾)
對生命充滿了熱誠。明道幫助小蘭走上正路，  
後來兩人結婚。小蘭和明道在酒店中發生激烈的衝突，小蘭刀傷明道，被判入獄，在獄中與小貓相互扶持。黑仔(
林立洋飾)是小蘭出獄後的同居人，為人好賭，之 後穿梭在酒店中賣花女秀秀想要幫助小蘭回到正常生活中……  

© 2008-2011 YesAsia.com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此 容乃內  YesAsia.com 
原文撰寫或獲授權刊登。未經 YesAsia.com 書面許可，不得轉載。   
 
 

品詳情產  

 
品名稱產  :  真情狂愛 (DVD) (台灣版) 真情狂爱 (DVD) (台湾版) Wild Love 

(DVD) (Taiwan Version)   
藝人名稱 : 胡 兵 (演員) | 賈靜雯 (演員) | 林立洋 (林利) (演員) | 方岑 (演員) 胡 兵 
(演員) | 静雯贾  (演員) | 林立洋 (林利) (演員) | 方岑 (演員) 胡兵（ フー・ ピン）  
(演員) | Alyssa Chia (演員) | Lin Li Yang (演員) | FANG CEN (演員)  
導演 : 玉珊黃  黄玉珊 Huang Yu Shan  
推出日期 : 2008-12-17  
語言 : 國語, 台灣語  
字幕 : 繁體中文 製作 
來源地 : 台灣  
制式 : NTSC 這是什麼?  
屏幕比例 : 1.33 : 1  
音效資料 : Dolby Digital 2.0, Dolby Digital 5.1  
影碟格式 : DVD  
區碼 : 全區碼 這是什麼?  
片長 : 110 (分鐘)  
出品商 : 豪客唱片  
重量(連包裝) : 120 (g)  
運費單位 : 1 這是什麼? YesAsia  
品編號產  : 1013996055 

 
 
 



容簡介內  

導演： 玉珊黃   
 
真情狂愛是由已逝慈濟義工陳愛蘭的真實故事改編而成，透過 玉珊導演的鏡頭演繹黃
，把一位２８歲、富有傳奇色彩的一生，加上 導演蒐集的田野調黃 查、個案分析，使
得劇中少女的辛酸更憑添了一份令人瞠目的真實。   
小蘭（ 賈靜雯飾） 有個不知道能不能回去的家，有群不知道能不能相信的朋友，好友
小琳自殺後，她反覆思索這些問題，赫然發現有些事情比想像中沉重了 
許多。小蘭與家人不和，離家出走，面對殘酷的社會現實，她沒有選擇機會，必須以
妓女面目，在整個社會運作中沉淪，可悲的是，營生只是她唯一的目標。   
明道（ 大陸名模 
胡兵飾） ，對生命充滿了熱忱，經由一串鑰匙和小蘭有了接點，教會神父的他認為借
助信仰的力量，可以引導小蘭走上正路。婚姻對小蘭來說，或許是生命的轉機，但卻
結束在小蘭刀傷明道的瞬間。小蘭不確定的人生，在入獄後完全喪失自我與尊嚴。   
在獄中小蘭與小貓同病相憐，相互扶持。出獄後的她，重新遇到小貓，兩人再度相依
為命，期望在未來的路上攜手前行。未料，小貓的背叛讓小蘭的人生又有新的轉向。   
黑仔（ 林立洋飾） 在小蘭出獄後的同居，好賭的性情，讓小蘭再墮入深淵。   
秀秀在酒店中賣花，一心想要幫助小蘭，小蘭似乎有了選擇生活的機會。   
沒有人知道小蘭最後漂流到哪，但可以確定的是，在沒有任何 兆或警告徵 ，生命隨風
而逝無法捉摸！  
附加資料可能由生 商產 、供應商或第三者提供，並可能只有原文 容內 。  
 
 
see also: 
http://www.yesasia.com/global/%E7%9C%9F%E6%83%85%E7%8B%82%E6%84%9B-dvd-
%E5%8F%B0%E7%81%A3%E7%89%88/1013996055-0-0-0-zh_TW/inf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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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情狂愛     Wild Love 

 
上映日期： 1999/04/24  
 
影片資料 
 
影片年份： 1999  
出  品  國： 台灣  
出  品：   
發  行  商：   
語  言：   
色  彩：   
音  效：   
 
演員：  方岑  
賈靜雯  
胡兵  
林立洋  
導演：  玉珊黃  
 
 
劇情簡介 
 
小蘭的成長和大多數人一樣，有個不知道能不能回去的家，有群不知道能不能相信的朋友，她並不
曾仔細的去思索這些問題，但是當好友小琳自殺後，她才發現有些事情比想像中沉重了許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