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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 Night   夜夜 
 
 

Format: HD / Color 
Category: Drama 
Running Time: 80 mins 
Director(s): Yushan HUANG 
Producer(s): Huayi HSU 
Production Company: National Tainan 
University of the Arts / Southern Taiwan Film Studio 
Distributor: National Tainan University of the 
Arts / Southern Taiwan Film Studio 
Production Year: 2008 
 
| Synopsis | 
A woman from foreign place buries her secrets in 
smoke and shadows. A girl trussed by routine has 
trouble seeing herself. A bored man is trying his best 
to keep himself going. 
One night, she walks into their view. One night, she 
searches and he sings. One night, among these three 
lonely souls – one wanting to leaving, one having just 
left, and one to whom leaving does not matter – they 
see each other in the haze of the city’s bright lights                   
and maybe, just maybe, they even see themsel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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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ipobar.com/read.php?tid-173865.html 
 

特別放映－【 夜夜】 Ye Ye (South Night ) 
 
被生活軟禁的女孩，看不見自己。  
 
無聊的男子，偶爾呼吸困難地活著http://films-for-
africa.co.za/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blogsection&id=7&Itemid=38。  
 

 【 夜夜】  Ye Ye (South Night ) 
 
玉珊黃 Huang Yu-Shan 

Taiwan/2007/80min/DVCam 
中文發音/中文字幕/普通級 
 
 
外來的女子，在煙霧與光影中埋藏心事。動態影像及影片轉 工具檔  
剛離開的，想離開的，無所謂離開的三個男女在城市中看見彼此。  
然後，他們或許看見自己。  
夜裡，她尋找，算命、風水、占卜軟體他唱歌。  
夜裡，她走進他們的眼底。播映場次：  
11/08(日)10:00 台南國賓 (導演映後座談) (免費索票) 
 
逛上一篇: 華人短片選1【 夏午】 Su...   逛下一篇: 嗜好 
 
 
回覆： 特別放映－【 夜夜】 Ye Ye (South Night )  
正點的文章就要頂，才有更多好帖 
謝謝大大分享  
作者：  Ixz16032   (2010-11-09 1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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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outhfilm.pixnet.net/blog/post/22390895 
 
 

 

• 特別放映－【 夜夜】 Ye Ye (South Night ) 

【 夜夜】  Ye Ye (South Night ) 
玉珊黃      Huang Yu-Shan 

Taiwan/2007/80min/DVCam 
中文發音/中文字幕/普通級 
 
外來的女子，在煙霧與光影中埋藏心事。  
被生活軟禁的女孩，看不見自己。  
無聊的男子，偶爾呼吸困難地活著。  
夜裡，她走進他們的眼底。  
夜裡，她尋找，他唱歌。  
剛離開的，想離開的，無所謂離開的三個男女在城市中看見彼此。  
然後，他們或許看見自己。  

播映場次：  
11/08(日)10:00 台南國賓 (導演映後座談) (免費索票) 

您可能會有興趣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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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w.myblog.yahoo.com/jerocca/article?mid=19724&prev=19746&l=f&fid=36 
 

South Night 夜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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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moov.com/movie/details/5791 
 

夜夜(South Night)電影資料 
外來的女子，夜夜(South Night)在 
煙霧與光影中埋藏心事。被生活軟禁的女孩，看不見自己。無聊的男子，偶爾呼吸困難地活著。夜裡，她走進他們
的眼底，夜裡，她尋找，他唱歌，剛離開的，想離 
開的，無所謂離開的三個男女在城市中看見彼此。然後，他們或許看見自己。（ 以上來自南方影展提供）   

夜夜(South Night) 
主演:      未有資料 
導演:      未有資料 
上映:       2007年1月1日,星期1 (4年前) 
級別:       待定 
片長:        1小時20分 
 

 
--------------------------------------------------------------------------------------------------------------------- 
 

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filmdata&film_id=fstw29710171 

夜夜  
South Night 

影片年份： 2007  
出  品  國： Taiwan  
出  品： 黑白屋電影工作室  
發  行  商：   
語  言： Mandarin  
色  彩： Color  
音  效：   
 
劇情簡介 

外來的女子，在煙霧與光影中埋藏心事。被生活軟禁的女孩，看不見自己。無聊的男子，偶爾呼吸困難地活著。夜
裡，她走進他們的眼底，夜裡，她尋找，他唱歌，剛離開的，想離開的，無所謂離開的三個男女在城市中看見彼此
。  
然後，他們或許看見自己。   
 
（ 以上來自南方影展提供）   



----------------------------------------------------------------------------------------------------------------- 
http://www.pots.com.tw/node/2959 

「 夜夜」 （ South Night） 台北放映資訊 
longlong — 週三, 2009-07-29 00:39  

Start: 2009-07-29 00:36  
End: 2009-08-20 00:36  

由行政院新聞局和國立台南藝術大學合辦的南方電影工作坊電影人才培訓班，以獨立製片方式完成的首部劇情片『
夜夜』 。由知名電影人包括 玉珊黃 、李祐 
寧、蘇照彬、陳齡慧、林育賢、劉芸后等，擔任課程指導，並由工作坊成員構思劇本， 玉珊執導黃 ，在不同世代的
觀點下，完成了這部以古都台南為主的城市美景電 影。新世代優質演員林涵 
(「 雙瞳」 、「 夏天的尾巴」 )、安代梅芳（ 「 插天山之歌」 ） 、耀眼新星李國毅（ 「 單車上路」 、「 蜂蜜幸運草」
） ，和不少劇場演員，在影片中都有亮眼的演 
出。主辦單位盛情邀請關心台灣電影的觀眾朋友欣賞本片，放映後並將邀請導演、編劇、演員和觀眾會談電影製作
的實踐之路。  

 
1.【 北部首映會】  
時間： 2009/08/07 PM 06:30－ 09:00 
地點： 金車文藝中心(台北市南京東路二段1號3樓/伯朗咖啡南京二店) 
報名專線： 02-25628629 
     �免費入場，座位有限，敬請提早報名。  
2.【 台北特映會】  
時間： 2009/08/14 PM 03:00 －05:00 
地點： 國家電影資料館(台北市青島東路七號四樓) 
報名專線： 02-23924243 # 22 
�免費入場，開放非會員報名，電資會員優先報名。  
夜夜網站： http://www.wretch.cc/blog/south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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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wretch.cc/blog/southnight 

【夜夜】South Night 

 監製：李肇修  

 導演：黃玉珊  

 製作：國立台南藝術大學南方電影工作坊  

 Taiwan／2008／80 min／HD(DVD) 



  

 
 
(中央社記者鄧愈馨、陳亦偉台北13日電) 
         
     以古都台南為主的城市美景電影「 夜夜」 ，導演 玉珊今天在首映記者會分享帶領南方電影工黃
作坊電影培訓班成員，完成電影夢。男女主角李國毅、林涵重現電影中成年禮儀式。  
 
     玉珊表示黃 ，電影有輕南重北的跡象。南方電影工作坊這個設計，使中南部對電影有熱忱的人
，較有機會參與製作，專業電影人員帶領他們共同投入製片。  
 
     「 夜夜」 電影是由6名知名電影人，擔任課程指導。並由工作坊成員構思劇本， 玉珊執導黃 ，
帶領新生代演員與工作坊成員們，培養以獨立製片方式，完成以台南為主的城市美電影。  
 
     
成年禮是台南特有傳統習俗，李國毅與林涵，現場穿戴傳統成年禮的帽子，從桌子鑽出，示範成年
禮儀式。雖然他們早已過16歲，但是成年禮對「 夜夜」 劇組而言，象 電影徵 、演員、工作人員的
成年。  
 
     李國毅與林涵表示，導演對他們來說，就像是具文藝氣息的媽媽，像仙女下凡。兩人也很默契
的答說，印象最深刻的一場戲是在天台喝酒，突然下起雨，本來有吻戲，但是拍夜夜是兩年前，當
時就像個小孩，因此不好意思而作罷。  
 
     電影「 夜夜」 首映會，今晚6時30分在金車文藝中心，免費播映。導演、編劇、演員，放映後
將與觀眾暢談，電影製作的實踐之路。98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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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outhmovie.pixnet.net/blog/post/24994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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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社記者鄧愈馨、陳亦偉台北13日電) 

        
以古都台南為主的城市美景電影「夜夜」，導演黃玉珊今天在首映記者會分

享帶領南方電影工作坊電影培訓班成員，完成電影夢。男女主角李國毅、林

涵重現電影中成年禮儀式。 
 
        

黃玉珊表示，電影有輕南重北的跡象。南方電影工作坊這個設計，使中南部

對電影有熱忱的人，較有機會參與製作，專業電影人員帶領他們共同投入製

片。 
 
        

「夜夜」電影是由6名知名電影人，擔任課程指導。並由工作坊成員構思劇本

，黃玉珊執導，帶領新生代演員與工作坊成員們，培養以獨立製片方式，完

成以台南為主的城市美電影。 
 
        

成年禮是台南特有傳統習俗，李國毅與林涵，現場穿戴傳統成年禮的帽子，

從桌子鑽出，示範成年禮儀式。雖然他們早已過16歲，但是成年禮對「夜夜

」劇組而言，象徵電影、演員、工作人員的成年。 
 
        

李國毅與林涵表示，導演對他們來說，就像是具文藝氣息的媽媽，像仙女下

凡。兩人也很默契的答說，印象最深刻的一場戲是在天台喝酒，突然下起雨

，本來有吻戲，但是拍夜夜是兩年前，當時就像個小孩，因此不好意思而作

罷。 
 



        

電影「夜夜」首映會，今晚6時30分在金車文藝中心，免費播映。導演、編

劇、演員，放映後將與觀眾暢談，電影製作的實踐之路。9808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