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紀中 	  

身為最為人所知的電視影集製作人與娛樂界名人，張紀中無疑是中國最有影

響力的影界人士之一。過去三十年以來，張紀中製作了多部獲得重大商業成

功的作品，建立了他作為製作人的名聲，並帶來了全球總額十億人民幣的收

入。憑藉著他對於中國文化的獨到理解，張紀中所的作品以其史詩般的敘事

結構、大規模的戰爭場面，武術、浪漫故事與藝術元素而獨樹一格。他著名

的製作模式意味著文化傳播與豐厚的商業利益。這個模式的成功使張紀中成

為中國最炙手可熱的製作人。	  

	  

張紀中1951年出生於中國北京；由於其家庭政治背景經歷了艱困的早年生涯。
1978年他加入山西戲劇團並成為一位舞台演員。他進而參與電影與電視的演
出，並在1978年成為一個全職的製作人。張紀中的第一個重要製作─獲得中
央電視台大獎的「三國演義」史詩電視劇─以浩大的場面與上千人的臨時演
員所重建的歷史戰爭場景，使他成為最搶手的電視製作人。1997年張紀中製
作了另一部中國四大小說「水滸傳」的電視影集，亦獲得巨大的商業成功與

評論家的讚賞。	  

	  

過去十年來，張紀中製作了多部改編自金庸武俠小說的電視連續劇，在中國、

日本、南韓及臺灣與其他亞洲國家都非常成功。他製作的武俠電視連續劇也

替多位頂尖演員，如劉亦菲、黃曉明、胡君和周迅等人展開了成功的演藝生

涯。	  

	  

張紀中在中國建立了十一座大規模的影城。這些影城由當地政府出資並成為

觀光景點，使地方經濟從旅遊業中得益，並省下數百萬美元的製作費用。浙

江的桃花島影城及雲南的天龍八部影視城都是成功的案例，目前也都是著名

的旅遊景點。	  

	 

白睿文 	  

白睿文目前擔任聖塔芭芭拉加州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化學系教授。他的著作包

括：《光影言語:當代華語片導演訪談錄》(Speaking	  in	  Images:	  Interviews	  with	  
Contemporary	  Chinese	  Filmmakers，英文版：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2005；中
文版：台灣麥田，2007；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痛史：現代中國文
學與電影的歷史創傷》(A	  History	  of	  Pain:	  Trauma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Film，英文版：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2008；中文版：台灣麥田，上海



三聯，即將出版)、《鄉關何處:	  賈樟柯的故鄉三部曲》(Jia	  Zhangke’s	  The	  
Hometown	  Trilogy，英文版：British	  Film	   Institute	  &	  Palgrave	  Macmillan，2009；
中文版：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以及《光影記憶：對談侯孝賢的電影
世界》(台灣印刻，即將出版)。他亦翻譯多部小說，包括王安憶《長恨歌》	  
(The	  Song	  of	  Everlasting	  Sorrow，與	  Susan	  Chan	  Egan	  合譯，哥倫比亞大學出版
社，2007)、余華《活着》(To	  Live,	  Anchor,	  2004)、葉兆言《一九三七年的愛
情》(Nanjing	  1937:	  A	  Love	  Story，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2003；Anchor，2004；
Faber	  &	  Faber,	  2004)、張大春《我妹妹》與《野孩子》(Wild	  Kids:	  Two	  Novels	  
About	  Growing	  Up，歌倫比亞大學出版社，2000)。2009年獲得現代語言協會
（MLA）最佳翻譯獎的榮譽提名，2010年擔任金馬電影節評審。	  

	  
包蘇珊 	  

包蘇珊於1990在聖塔芭芭拉加州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目前於密蘇里大學	  -‐	  聖
路易斯分校人類學與語言學系擔任教授。身為國際知名的中國體育研究專家，

她在中國(特別是北京)進行田野調查。她的研究興趣是體育與身體文化。在
2007-‐08年她以傅爾布萊特資深學者的身分在北京體育大學進行北京奧運的研
究。在密蘇里大學	  -‐	  聖路易斯分校，她開授的課程包括文化人類學導論、人
類學概念與詮釋、進階討論課、人類學之歷史、理論與實踐、身體文化，及

東亞文化等課程。包教授著有《規訓身體：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體育與道德秩

序》(Training	  the	  Body	  for	  China:	  Sports	  in	  the	  Moral	  Ord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芝加哥大學出版社，1995)及《北京的遊戲：奧運會對中國之意義》
(Beijing’s	  Games:	  What	  the	  Olympics	  Mean	  to	  China,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8)。	  

	  

蔡蓉 	  

蔡蓉目前擔任艾默理大學俄羅斯與東亞語言及文化學系副教授。她於華盛頓

大學聖路易斯分校獲得博士學位。她的研究及教學興趣包括現代及當代中國

文學、文化、電影與性別研究。她主要的著作包括《當代中國文學危機中的

主體》(The	  Subject	  in	  Crisi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夏威夷大學出
版社，2004)，以及發表於《立場》(Positions)、《近代中國》、《現代中國
文學》(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當代中國》(Contemporary	  China)	  等學
術期刊的論文。她目前的研究主題是當代大眾媒體中的歷史再現。	  

	 

紀一新 	  
紀一新目前擔任洛杉磯加州大學亞洲語言語文化系助理教授。他於哈佛大學

取得比較文學博士，並曾在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及台灣東海大學任教。紀



教授教學與研究的興趣為中文電影—包括中國、香港與台灣的作品。他目前
的研究課題包括電影與公共記憶、全球化與在地特性、包含中國歌劇電影與

武俠片的類型電影研究，以及邵氏兄弟的電影。他的著作包括：〈大陸電影

中的台灣〉，《中外文學》(April	  2006)、“Fotografia,	  Memoria	  e	  Giustizia:	  La	  
Strage	  di	  Nanchino	  del	  1937”,	  Dopo	  la	  Violenza:	  Costruzioni	  di	  Memoria	  nel	  
Mondo	  Contemporaneo	  (Napoli:	  L’Ancora	  del	  Mediterraneo,	  2005)、〈哀傷世
界？〉(A	  World	  of	  Sadness?)，收錄於《創傷與電影：跨文化的探索》(Trauma	  
and	  Cinema:	  Cross-‐Cultural	  Explorations，香港大學出版社，2004)、〈紅色娘
子軍：憤恨、再性別化與回憶〉(The	  Red	  Detachment	  of	  Women:	  Resenting,	  
Regendering,	  Remembering)與其他。	  

	 
Michael	  Curtin	  

聖塔芭芭拉加州大學電影與媒體研究學系	  

Michael	  Curtin	  是	  Duncan	  and	  Suzanne	  Mellichamp	  全球媒體講座教授。他的著
作包括，《荒原救贖：電視記錄片與冷戰政治》(Redeeming	  the	  Wasteland:	  
Television	  Documentary	  and	  Cold	  War	  Politics)、《面向世界最大的觀眾群：中
國電影與電視的全球化》(Playing	  to	  the	  World’s	  Biggest	  Audience:	  The	  
Globalization	  of	  Chinese	  Film	  and	  TV)、《美國電視工業》(The	  American	  
Television	  Industry，合著)、《全球媒體重塑：跨越邊界的印度與中國媒體》
(Reorienting	  Global	  Communication:	  Indian	  and	  Chinese	  Media	  Beyond	  Borders，
合著)。他目前正在進行《媒體資本：全球化的文化地理學》(Media	  Capital:	  
The	  Cultural	  Geography	  of	  Globalization)一書的寫作。	  

	  

杜磊 	  

波蒙那大學人類學系教授	  

杜磊於華盛頓西雅圖大學獲得社會人類學博士學位。他曾兩次以傅爾布萊特

研究員的身分前往中國及土耳其，並在中國西部、中亞與土耳其進行長期的

田野研究。杜教授著有超過五十篇的學術論文以及四本專書。	  

	  

郭安瑞	 

洛杉磯加州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郭安瑞,	 2005年柏克萊加州大學歷史系博士，專攻中國明清及近、現代史。
她的研究領域為社會文化史，側重都市文化、社會性別、戲曲曲藝以及文化

現象的美學與政治涵義。她的新著，《清代燕都戲曲表演與政治文化》，即

將由史丹福大學出版社發行。該書以北京戲壇為視角探討清廷與都市社會之



間的磨擦競爭與互動影響，並進而探討晚清政治文化的歷史走向。此外，郭

安瑞曾在台灣參與漢霖說唱藝術團的相聲巡島演出；在中國從事博士論文研

究的業餘時間又曾師從北京著名相聲演員丁廣泉先生。	 

	  

韓倚松 	  

西雅圖華盛頓大學亞洲語言與文化學系副教授	  

韓倚松自柏克萊加州大學獲得士學位，並任教於西雅圖華盛頓大學亞洲語言

與文化學系。他的著作包括《紙上劍客：金庸與現代中國的武俠小說》

(Paper	  Swordsmen:	  Jin	  Yong	  and	  the	  Modern	  Chinese	  Martial	  Arts	  Novel，夏威夷
大學出版社，2005)。他正在進行的研究主題包括向凱然、民國時期的雜誌文
學，以及武術在民國時期文學與文化的角色。	  

	 

康燦雄 	  

南加州大學韓國研究中心主任、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康燦雄是南加州大學國際關係學院與馬歇爾商學院合聘教授。他亦擔任南加

州大學韓國研究中心主任。康教授的著作包括：《西方勢力之前的東亞：五

世紀的貿易與朝貢》(East	  Asia	  Before	  the	  West:	  Five	  Centuries	  of	  Trade	  and	  
Tribute，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2010)、《興起中的中國：和平、權力、與東
亞秩序》(China	  Rising:	  Peace,	  Power,	  and	  Order	  in	  East	  Asia，哥倫比亞大學出
版社，2007)、《裙帶資本主義：南韓與菲律賓的貪腐與發展》(Crony	  
Capitalism:	  Corruption	  and	  Development	  in	  South	  Korea	  and	  the	  Philippines，劍
橋大學出版社，2002)、《核子北韓：戰爭策略之論戰》(Nuclear	  North	  Korea:	  
A	  Debate	  on	  Engagement	  Strategies，與	  Victor	  Cha	  合著，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
2003)。康教授在國際組織與國際安全期刊(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洛杉磯時報與其他中國及韓
國報刊上發表許多學術文章。他曾在史丹佛大學、耶魯大學、國立首爾大學

與日內瓦大學擔任訪問教授。	  

	  

Martin	  Kaplan	  

南加州大學安娜伯格傳播學院諾曼·∙李爾中心主任	  

Martin	  Kaplan	  於南加州大學安納伯格演藝、媒體與社會學院擔任諾曼‧李爾
中心主任；他亦擔任安納伯格學院的副院長長達十年。Martin	  Kaplan	  創立了
安納伯格學院的諾曼‧李爾中心，以研究及形塑媒體與娛樂對社會的影響為
職志。他曾在迪士尼工作室任職十二年，先後擔任影視副總經理及編劇/製作
人。他製作的影片包括由艾迪‧莫菲主演的「滑頭紳士闖通關」(Distinguished	  



Gentleman)，與改編自	  Michael	  Frayn	  作品的「大人別出聲」(Noises	  Off)。他
於哈佛大學主修分子生物並以最優等畢業，同時擔任「哈佛妙文」(The	  
Harvard	  Lampoon)的主席。他在劍橋大學獲得	  Marshall	  學者的榮譽並自史丹
佛大學獲得現代思想與文學的博士學位。自創刊伊始，他便是哈芬登郵報

(The	  Huffington	  Post)的網路主筆，並替「大洛杉磯猶太雜誌」(Jewish	  Journal	  
of	  Greater	  Los	  Angeles)專欄作家。他的評論散文見於廣播、電視與各類出版物。	  

	  

孔安怡 	  

孔安怡是洛杉磯加州大學亞洲語言與文化學系博士候選人。她的博士論文探

討中美聯合媒體製播過程中所發展的跨國製播工業文化。孔女士關於中國電

影製片廠的田野調查受到傅爾布萊特基金會與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的支持。在來到洛杉磯加州大學之前，孔女士在中
國教育部獎學金的支持下於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進行研究工作。	  

	  

Thomas	  E.	  McLain	  

南加州亞洲學會會主席	  

Thomas	  E.	  McLain	  是	  Arnold	  &	  Porter	  法律事務所洛杉磯分公司的合夥人，專
責國際商業業務，特別是亞洲與中東娛樂工業的智慧財產權。他是大規模娛

樂企劃案(large	  scale	  location	  based	  entertainment	  projects，LBE)的專家。
Thomas	  E.	  McLain	  的首個	  LBE企劃案是代表東方樂園公司(Oriental	  Land	  
Corporation)參與東京迪士尼的經營；其後他亦代表環球影城參與大阪環球影
城創設的協商工作。在環球影城的企劃案之後，他代表迪士尼、環球、米高

梅、夢工場動畫與派拉蒙等公司參與了在中國、印度、南韓、新加坡、杜拜、

阿布杜拉、約旦、卡達、法國與西班牙等地的主題公園及其他LBE企劃案。
McLain先生是專業管理人、紐約亞洲學會全球委員會的執行委員及副主席；
他亦擔任亞洲學會南加州中心的主席。	  

	  

William	  M.	  Mechanic	  

Pandemonium	  影視主席兼執行長	  

獨立製片人與影視界老兵	  Bill	  Mechanic	  以其公司	  Pandemonium	  影視與亨利‧
謝力克(Henry	  Selick)、泰倫斯‧馬利克(Terence	  Malick)、大衛‧芬奇(David	  
Fincher)、保羅‧葛林葛拉斯(Paul	  Greengrass)以及華特‧沙勒斯(Walter	  Salles)
等導演合作，持續製播高品質的電影。他最近亦與亞當‧謝克曼(Adam	  
Shankman)共同製作了第八十二屆的奧斯卡金像獎。在來到	  Pandemonium	  影
視之前，Mechanic	  先生曾任福斯影業的主席及執行長達七年的時間。身為主



席與執行長，他負責監督福斯製片電影製作、行銷與宣傳活動、以及福斯錄

影帶(Fox	  Video)、福斯互動媒體(Fox	  Interactive)、福斯經銷與行銷(Licensing	  
and	  Merchandising)與福斯音樂(Fox	  Music)的全球業務。	  

	  
Mike	  Medavoy	  

鳳凰影視主席兼執行長、奧瑞安製片共同創辦人	 

作為經紀人、製片廠主任以及製作人，Mike	  Medavoy	  參與了超過三百部電影
的製作，獲得無數國際影展獎項，其中七部並曾獲得奧斯卡獎(十六部獲得提
名)。身為鳳凰影視(Phoenix	  Pictures)的主席與共同創辦人，他製作了「情色
風暴1997」(The	  People	  vs.	  Larry	  Flynt)、「越愛越美麗」(The	  Mirror	  Has	  Two	  
Faces)、「上錯驚魂路」(U-‐Turn)、「誰在跟我玩遊戲」(Apt	  Pupil)、「紅色警
戒」(The	  Thin	  Red	   Line)、「魔鬼複製人」(The	  6th	  Day)、「特種部隊」(Basic)、
「別有洞天」(Holes)、「國王人馬」(All	  the	  King’s	  Men)、「索命黃道帶」
(Zodiac)、「征服者」(Pathfinder)與「波特小姐」(Miss	  Potter)等電影。Mike	  
Medavoy	  曾獲得許多獎項，包括1992年年度電影先鋒獎(Motion	  Picture	  
Pioneer	  of	  the	  Year	  Award)、1997年洛杉磯加州大學生涯成就獎、1998年坎城
影展終生成就獎。他在1999年獲得洛杉磯加州大學	  Neil	  H.	  Jacoby	  獎，該獎頒
發給對於人文精神有特殊貢獻的人士。2009年他獲得舊金山藝術大學的榮譽
博士學位，並獲頒法國國家榮譽軍團騎士勳章。	  

	  
寧洲明 	  
寧洲明目前擔任北京大學歐洲中國研究中心執行主任。2003至2006年間，他
擔任由埃爾朗根-‐紐倫堡(Erlangen-‐Nuremberg	  )大學、萊布尼茲日本研究，與
布倫茲維克艾克特國際教科書研究所(Georg-‐Eckert-‐Institute	  of	  Schoolbook	  
Research)共同執行之「東亞1980年代以來之認同重建與歷史再書寫」研究計
畫的研究助理。2011年他在	  Michael	  Lackner	  教授的指導下完成其博士論文
「電視劇中中國歷史領導人物的改編與影像化」(Revising	  and	  Televising	  
History	  -‐	  TV	  Dramas	  on	  Leadership	  Figures	  of	  Chinese	  History)，自埃爾朗根-‐紐倫
堡大學獲得漢學博士學位。他的研究興趣包括大中國地區與日本電視戲劇中

國家歷史的再現、當代中國的歷史與社會變遷，以及東亞的制度經濟。	  

	 

任海 	  
任海於亞歷桑納大學東亞研究學系及人類學系授課。他的著作涵蓋大眾文化、

媒體，與政治文化。他曾主編《新自由主義的政府治理：自身科技與政府管

理》(Neo-‐Liberal	  Governmentality: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	  Governmental	  
Conduct)—此書為《莖：文化研究與新興研究》(Rhizomes:	  Cultural	  Studies	  in	  



Emerging	  Knowledge)的專輯(Spring	  2005)。他亦曾擔任《Hyperrhiz：新媒體文
化》(Hyperrhiz:	  New	  Media	  Cultures)的特輯《顛覆新媒體》(New	  Media	  
Subversion，Spring	  2010)與《東亞的全球未來》(Global	  Futures	  in	  East	  Asia，
史丹福大學出版社，2012)兩書的共同主編。他並著有《中國與香港的新自由
主義與文化：時間倒數》(Neoliberalism	  and	  Culture	  in	  China	  and	  Hong	  Kong:	  
The	  Countdown	  of	  Time，Routledge，2010)及此書的續編《新自由主義中國的
中產階級：治理風險、生命建構，與主題化的空間》(The	  Middle	  Class	  in	  
Neoliberal	  China:	  Governing	  Risk,	   Life-‐Building,	  and	  Themed	  Spaces	  ，Routledge，
2012)。他目前的研究計畫著重於新媒體、情感經濟，以及當代中國不穩定的
生活條件。	  

	  

Robert	  Rosen	  

洛杉磯加州大學戲劇、電影與電視學院教授	  

身為教育家、評論家、文化資產維護者與洛杉磯加州大學戲劇、電影與電視

學院前任院長，	  Robert	  Rosen	  在超過二十個國家的學術、公共及專業論壇上
發表關於電影批評、媒體歷史與策展的專業觀點。在他的引領下，洛杉磯加

州大學電影與電視資料庫從一個小規模的收藏，發展成世界最大的大學電視

電影資料庫。他曾在影視專業擔任許多領導職務：美國電影協會(American	  
Film	  Institute)國家電影與錄影保存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Film	  and	  Video	  
Preservation)的創辦人、國際電影資料聯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Film	  
Archives)的執行委員、國會圖書館國家電影保存委員會(National	  Film	  
Preservation	  Board)會員、史丹福電影基金會及格芬劇場(Geffen	  Playhouse)董
事會會員。他與	  Martin	  Scorsese	  一同組織了電影基金會(Film	  Foundation)，並
擔任影視資料保存從業人員協會(Archivists	  Council)的創始主席。他目前在洛
杉磯加州大學任教，並以洛杉磯加州大學敘事讀寫能力實驗室主任的身分投

入製作與寫作的計劃。	  

	  

駱思典 	  

南加州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主任、政治系教授	  

駱思典是南加州大學政治系教授，專攻中國政治，並擔任南加州大學東亞研

究中心的主任。他著有八部專書及許多學術論文，研究議題包括文化大革命、

中國的法律系統、公共意見、青年文化、社會性別、人權問題、電影與媒體。

他是《中國的教育與社會》(Chinese	  Education	  and	  Society)一書的共同主編。
他最近的作品是《中國政治：國家、社會與市場》(Chinese	  Politics:	  State,	  
Society	  and	  the	  Market，與	  Peter	  Hays	  Gries	  合編，Routledge，2010)以及《中
國電影中的藝術、政治、與商業》(Art,	  Politics	  and	  Commerce	  in	  Chinese	  



Cinema，與朱影合編，香港大學出版社，2010)。駱教授曾十一次陪同中美關
係委員會訪問團前往中國，並替世界銀行、福特基金會、美國新聞署、洛杉

磯公共辯護人、私人企業、電影公司、法律事務所、美國政府單位提供諮詢。	  

	  
Stephen	  L.	  Saltzman	  
在娛樂界，	  Stephen	  L.	  Saltzman	  擁有豐富的本土及國際業務經驗。他曾代表
美國、歐洲及亞洲的製作人，製作公司、錄音室、行銷公司、廣播公司、數

位企業、銀行、電影投資家、導演及明星洽談相關業務。他經手的案例包含

電影、電視、電腦遊戲與數位媒體的企劃、製作、銷售、推廣與集資等各方

面，亦觸及出版、相關商品與新興科技等面向。	  Saltzman	  先生的業務集中於
創新的國際共同製作與集資。他亦負責電影產業中金融家、證券公司、製作

公司/製作人的代理業務，以及電視製作投資及合作安排等業務。	  Saltzman	  
先生經常運用其語言能力及對美國/非美國電影及電視工業的深入認識，代表
跨國企業及好萊塢的工作者洽談相關業務。	  Saltzman	  先生經常以講者及與談
人的身分參與美國、歐洲與亞洲各地的論壇。他的德語作品亦見於多種德文

出版品。	  

	  

蕭培寰 	  
奧普傳媒集團創辦人及首席執行長兼董事長	  

蕭培寰是奧普傳媒集團的創辦人及首席執行長。奧普集團以洛杉磯與北京為

基地，投入跨國界電影的製作、投資、行銷與經銷，並藉由線上遊戲將中國

及國際市場整合而一。蕭培寰曾擔任	  Ironpond	  公司的執行長。該公司為一以
美國及亞洲為基地的投資/製作公司，從事中國─好萊塢之間的聯合製作並經
營與中國電影集團公司、中國電影合作製片有限公司共同進行電影投資、數

位媒體及聯合製作計劃。蕭培寰也曾在其共同創辦的天空傳媒公司製作電影，

其中包括首部由中美電影公司合製的電影「縱情慾海」(Restless)。2010年十
一月蕭培寰以中美電影高峰會主席的身分，使好萊塢與中國影界的領袖齊聚

一堂，商討雙方未來的合作策略。他曾在1995擔任中國廣電局與美國商業部
聯合高峰會的主席。	  

	  

孫少晶 	  

孫少晶是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中介傳播和媒介研究。曾經任

教於馬里蘭大學和韋伯州立大學。他的研究在傳播學、心理學和市場營銷等

學術期刊上發表。	 
	  

	  



孫紹宜 	  

孫紹宜是上海大學電影與媒體研究教授、紐約大學上海中心合聘教授、

NETPAC	  International	  (The	  Network	  for	  the	  Promotion	  of	  Asian	  Cinema	  
International，亞洲電影國際促進協會)委員會成員、中國數位電影與節目委
員會副主席。他曾在爾灣加州大學與南加州大學教授電影、文學，與文化研

究。他曾擔任2009新加坡國際電影節NETPAC陪審委員、2008	  上海國際電影
節學生短片獎及2000年達卡國際電影節評審委員。孫教授的著作包括《電影
的原型：電影空間與全球文化主義》(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燈光！攝
影機！開始！：與中國新一代導演的深度對談》(EastBridge，2008)、《想像
的城市：文學、電影與視覺上海，1927-‐1937》(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以及
其他。目前孫教授正在進行他的第二本英文著作，投入關於生於文革結束時

之新銳中國導演的研究工作。	  

	  
Bob	  Weis	  

迪士尼幻想工程執行副總經理	  

Bob	  Weis	  是一位屢獲獎項肯定的創意家。他的才氣、想像力、對於籌備主題
樂園、策展、整體規劃、多媒體、與電影製作的熱情，替他帶來了豐富而受

人矚目的作品與成功的夥伴關係，使他成為最炙手可熱的創意及商業領袖。

他的作品遍及東京、巴黎、紐約、倫敦、雪梨與上海。國際專業，豐富的娛

樂視角、以及建築設計與總體規劃背景使	  Bob	  Weis	  能深入了解公共場域中的
共通性與人性本能。目前他擔任迪士尼幻想工程執行副總經理，以創造新媒

體的內涵、開發主題樂園互動遊樂設施及開拓新興娛樂科技平台與國際交流

為目標。此外，他正主導加州迪士尼休閒中心的擴建計劃。	  

	  

王國斌 	  

洛杉磯加州大學亞洲研究所主任；洛杉磯加州大學歷史系教授	  

王國斌的研究在亞洲區域背景與歐亞比較的脈絡中，審視中國(特別是十八世
紀)的政治、經濟與社會變化之模式。在他的著作中《轉變中的中國：歷史變
遷與歐洲經驗的局限》也以中文出版。他最新的著作，《大分流的過往與超

越：中國與歐洲經濟變革的政治學》亦將以中文與法文出版。王教授著有超

過六十篇的學術論文，以中文、英文、法文、德文與日文出版。	  

	  

閻雲祥 	  

洛杉磯加州大學人類學系教授；洛杉磯加州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主任	  

閻雲祥目前擔任洛杉磯大學人類學系教授。他著有《流動的禮物：一個中國



鄉村的相互性與社會網絡》(The	  Flow	  of	  Gifts:	  Reciprocity	  and	  Social	  Networks	  
in	  a	  Chinese	  Village，1996)、《社會主義下的親密關係：一個中國鄉村的愛、
親密性與家庭變革》(Private	  Life	  under	  Socialism:	  Love,	  Intimacy,	  and	  Family	  
Change	  in	  a	  Chinese	  Village,	  2003)、以及《中國社會的個體化》(The	  
Individualiz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2009)。	  

	  

楊燕子 	  

Manifest	  影視總經理	  

在她的職業生涯中，楊燕子曾經與世界上最富有造詣的導演與演員合作，並

發掘了許多獨特而不為人知的故事，將其帶往主流的舞台。她對於將這些具

有天分的影視從業人員引介至中國與亞洲市場特別有興趣。她是	  Manifest	  影
視的創辦人，其製作包括卡爾‧弗蘭克林(Carl	  Franklin)的「暗藏玄機」(High	  
Crimes)與「魔鬼遊戲」(The	  Weight	  of	  Water)，以及廣受評論家讚賞的「零效
益」(Zero	  Effect)與「戰地傷痕」Savior。其他楊燕子所製作的影片包括迪士
尼的「歌舞青春：中國」(High	  School	  Musical:	  China),「氣喘吁吁」(Gasp)、
「魚年」(Year	   of	   the	   Fish)與「流星夢滅」(Dark	   Matter)。在1985至1987年間，
她擔任中國與好萊塢之間的橋梁，代表環球、派拉蒙與米高梅首次將美國電

影銷往中國市場。楊燕子被《好萊塢報導》(Hollywood	  Reporter)選為好萊塢
最有影響力的五十位女性，亦被紐約時報、洛杉磯時報、綜藝雜誌(Variety)、
哈潑以及其它許多中美廣播與電視節目報導。	  

	  

Brent	  Young	  

Brent	  Young	  是	  Super	  78	  的首席指導及藝術總監。Super	  78	  媒體製作工作室位
於洛杉磯，歷年來與世界各地廣受歡迎的主題樂園合作，發展及製作各類廣

受好評的教育節目及娛樂設施。與	  Super	  78	  合作的主題樂園包括海洋世界、
新加坡環球影城、布希花園	  (Busch	  Gardens)，以及上海的歡樂谷。身為屢獲
大獎的導演及視覺特效監督，Brent	  Young	  導演過上百部商業廣告、實景真人
宣傳影片、秀場及劇場演出。Super	  78	  著重當代及實境的藝術特色，替電影
及傳播界創造了數位媒體及動畫素材，為主題樂園的遊客帶來世界馳名的娛

樂體驗，其中包括：「朵拉與迪哥4D：機蝶追逐記」	  (Dora	  and	  Diego	  4D:	  
Catch	  That	  Robot	  Butterfly)(全球製作)、「馬達加斯加：木箱漂流記」
（Madagascar:	  A	  Crate	  Adventure)	  及「驢子秀」	  (Donkey	  Live!)	  (皆於新加坡環
球影城)、「飛行影院」	  (Flight	  of	  the	  Dragon)	  (於上海歡樂谷)、「Shamu	  虎鯨
秀」	  (Shamu’s	  Believe)	  (聖地牙哥海洋世界)、「Darkastle	  的魔咒」	  (Curse	  of	  
Darkastle)	   (布希花園)、與「榮耀之夜」(Awards	   Night)	   (Audubon	  昆蟲博物館)。	  



	 

張實 	  

張實教授是消費者行為及行銷策略研究的專家學者。他開創性的研究，多集

中於運用比較方法與商品之特色對應性等概念制訂行銷策略，以及品牌設計

與國際行銷等方面。他經常於學術會議與研究生課程中發表演說，並於行銷、

消費者行為與應用心理學等領域的頂尖期刊發表其研究成果。張教授於在洛

杉磯加州大學安德森管理學院	  EMBA、FEMBA	  及	  MBA	  博士班開設行銷管理課
程(策略、政策、廣告、傳播、及國際行銷)；亦參與安德森管理學院經營管
理學程的組織及教學工作。張教授曾擔任國際知名企業之顧問，如皇家阿霍

德	  (Royal	  Ahold)、谷歌、羅氏藥廠	  (Roche)、箭牌食品	  (Wrigley’s)	  及中國聯通
等。在來到洛杉磯加州大學之前，張教授曾於杜克大學任教。	  

	  

朱影 	  

朱影是紐約市立大學史丹頓島學院媒體文化教授以及現代中國/東亞研究群主
任。她的作品散見於美國、中國與歐洲的重要期刊與專書。她著有《改革年

代中的中國電影：精巧的體系》(Chinese	  Cinema	  during	  the	  Era	  of	  Reform:	  the	  
Ingenuity	  of	  the	  System，2003)，以及《後改革時代的電視：連續劇、儒家領
導與全球電視市場》(Television	  in	  Post-‐Reform	  China:	  Serial	  Drama,	  Confucian	  
Leadership	  and	  Global	  Television	  Market，2008)。她合著有《中國電視》(TV	  
China，與	  Chris	  Berry，2009)	  及《中國的電視劇》(TV	  Drama	  in	  China，與	  
Michael	  Keane	  及	  Ruoyun	  Bai，2008)。目前她正在完成一本關於中國中央電視
台的專書以及一部關於中國青年中儒家復興的紀錄片。朱影在	  2007-‐08獲得
美國學術團體協會獎助，並在2006成為美國國家人文基金會學者。	  

	  

庄稼昀 	  
北卡羅來納大學戲劇藝術系	  
庄稼昀是表演研究與劇本寫作的學者。她於2009年自UCLA戲劇系獲得戲劇與
表演藝術研究博士學位，並成為北卡羅來納大學戲劇系助理教授。她的研究

興趣包括民眾劇場、表演與都市空間、舞蹈劇場及身體理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