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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 事东纪   

 

池 事东纪  The Forgotten: Reflections on 
Eastern Pond (2008)  

 

 

• 演导 ：  黄玉珊  
• 主演：  甯张钧   
• 型类 ：  片纪录   

• 国家/地区：  中国台湾   
• 型类 ：  片纪录    
• 片长： 56分钟 
• 白 言对 语 ：  汉 普通语 话   

     

 



池 事东纪  - 情剧  
  
由《 南方 事之浮世光影纪 》 黄玉珊编导， 述知名美 家黄清埕的光影 事讲 术 纪 ，与“高千穗丸”沉船事件 罹 者及其对 难
家人 生的 痛产 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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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yushan133.pixnet.net/blog/post/26427697 

黑白屋電影工作室 
B & W Film Studio  

 

• Jun 02 Mon 2008 17:38 
• 池東紀事 The Forgotten: Reflections on Eastern Pond  

 

本事：  

  
清呈先生為日據時代黃 「 MOUVE行動造型美術協會」 代表成員之一，本片透過對雕刻家及畫家 清呈生平及其黃

作品的紀 和重建錄 ，探究那個時代台灣年輕一代藝術家的創作及 心世界內 ，以及在現代化過程中台灣和中國、日本
文化與當代藝術的淵源。  

  
本片除了探索 清呈作品的 容和表現精神之外黃 內 ，並延伸至「 MOUVE行動造型美術協會」 重要成員如陳德旺、
洪瑞麟、謝國鏞，以及同是東京美術學校的校友廖 
德政的留學軌跡和藝術追求，反映出那個年代人台灣、日本、歐洲、中國現代藝術之間的互動關係與認知。這部紀
片除了企圖追溯雕刻家的生平軼事和創作 容錄 內  

外，也嘗試勾勒出那個戰火蔓延的時代和環境，太平洋戰爭後期「 高千穗丸」 事件對罹難者及其家人 生的哀痛和產
記憶。   

The Forgotten: Reflections on Eastern Pond     

      This documentary intends to explore the historical incident of "Takachiho Maru " shipwreck 
in 1943. This film will present the facts and feelings in order to get at the truth and reveal history 
which has been berried for so many years. Survivors of the ship have been interviewed, and 
history recreated in the form of docudrama. Also presented will be the story of Mr. Huang Ching-
cheng, renowned Taiwan sculptor, who died on the ship at the age of 31. Other aspects of 
documents and reconstructing scenes will be also included.  



演職員：     

製作人 王  瑋  / 玉珊黃    

編導   玉珊黃     

編劇   春秀黃    

攝影  鄭沛民  張光宗  陳冠豪     

         本片獲得國家文藝基金會贊助拍攝 / 黑白屋電影工作室/日月雕塑有限公司發行(2008)  

您可能會有興趣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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