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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 影視劇本寫作

授課教師 
Instructor 劉立行

學年度
Academic
year

93 學期
Semester 1

教學目標 :  
一、 說明影視劇本編寫的原理與寫作技巧
二、 訓練學生分析及編寫影視劇本的能力 
 
課程範圍：
一、 以Syd Field（1990）所著”Screenplay：The Foundations of Screenwriting”之內容為
主要講授寫作原理與技巧的範本。
二、 以劉立行老師所試擬之劇本（部分）及王獻箎之《阿爸的情人》為示範，說明影視劇本編寫的要領。
 
授課方式：
上學期以講授及討論（seminar）為主
 
課程進度及綱要:
 
第一週     課程介紹及考核規定（先發講義）
第二週     劇本的格式(format)：以試擬之劇本及《阿爸的情人》劇本為例
 
第三週     一、抬頭部份：場、 景、時、（人）
製訂分場大綱（scene cards：the world is a stage，離別、浪漫等場景）
 
第四週     二、敘述情節部份（diegesis）：
（一）描述環境（如易卜生槍的裝飾）、事件及人物等要有功能
（二）動作要具象化（生氣：頓足搥胸或帶大動作？【有特寫，小動作即可】；緊張：護胸口吃或吃
東西？）
（三）心靈外顯化（形容詞要具體可拍：氣得臉都綠了？快樂得像隻小鳥在天空飛翔？）
（四）每一場都要詳盡鋪陳後才予轉場
（五）flash back會遲滯敘事進展的節奏
（六）”diegesis”是否offensive？
（七）三角形條列式寫法？
 
第五週     三、對白部份(dialogue) 描述：
（一）語氣（下、副詞、望文生義或顯而易見之語氣則免）
（二）動作及O.S.（旁，或短的描述、O.S. 與 V.O.的異同）
（三）狀態（長的敘述）；
（四）同時性語言與交叉語言
（五）對白校訂
四、轉場方式(transition method as a creative design；“cut back to” etc.；shot、
scene、sequence；場與景的區別、避免不斷換場)
 
第六週     一、意念發想(idea)與多人編劇模式（作者經驗與資質、continuous observation）
           二、撰寫synopsis
           三、好故事」的要件(Gerald Mast：1、surprising/inevitable
seeming/being，3、discovery or initiation，4、care about，5、moral system) 
           四、「類型電影」與「生活流」的基本寫作要素（love story for example
：handsome and beauty、unexpected meeting、the third person、romantic setting 
or activity、sad ending）
 
第七週     一、人物性格塑造 (typage、stereotype and typical：consider國父與孫中山、煙
花女子的長菸與驕縱女子的馬靴與皮鞭)
           二、物體態與體型、能力（Achilles’ heel？）、態度與行為、嗜好與習慣（smoking 
habit？）、氣質（飄逸、帥氣、悠閒、陽光？）
           三、人物性格轉變與成長(多面向與立體感：Cora in “The Postman”)
 
第八週        劇情結構分析：
“Life may be random, but arts make sense out of life”
logical、lineal and causal
foreshadowing、plot point、衝突與高潮【意外與轉折】etc.
 
 
第九週       期中報告 
 
第十週          一、視角（觀點）與敘述者
二、原型題旨與原型意象 (archetypal image and theme、二元對立ex. 死亡vs.欲望etc.)
  
第十一週     一、撰寫劇情大綱及人物介紹（分場大綱）
                二、seminar：（評析同學口頭報告）
 
第十二週        一、撰寫character報告



課程大綱
   二、seminar：
---Create a character you are interested in (may be                yourself.)
---Describe his/her salient physical and emotional qualities.
---Give him a history. What do you like about him? (Keep in mind: Why should 
we care about this character?)
 
第十三週      一、撰寫Plot報告：
     二、seminar：
---Put the character in a crisis situation.
---How does the character react to the crisis, and what happens as a result 
of his actions? This is your plot.
---Give him an antagonist---create a conflict. (Keep in mind: What are his 
conflicts---exterior and interior?)
 
第十四週         一、撰寫3 dimensions build-up報告
     二、seminar ：
---What is the protagonist’s dilemma?
---Give example(s) of foreshadowing and plot points in the narrative that 
move the plot forward.
---What does the heroin think she wants? What does she really want（if any）?
 
第十五週     一、撰寫subject matter/ /motif /theme報告
                二、seminar：What is your subject matter/ /motif /theme etc. ?  
 
第十六週      一、說明premise
例如：前提為「投機取巧導致毀滅」，所以設計「人物」時就必須寫：王大年，好逸惡勞、投機取巧，總想
不勞而獲；在設計「衝突」時就必須寫：王大年為了有錢買房子而擄人勒索等等。
                二、seminar：What is your premise? 
 
第十七週       閱讀「敘事體的視覺化」（handout）
第十八週       期末考週：繳交所有小報告；交代下學期個人劇本寫作須知
 
評分方式：
 
一、   期中及期末報告各占學期總成績百分之五十
二、 未到課且未於一週內向教師以書面附證明方式正式請假者
每一小扣學期總成績二點五分
三、 學期點名累計三次未到課者此科以零分計
四、 參與seminar提報積極者，教師可酌予加學期總成績三至五分
 
參考書目:
          
曾西霸譯（1993，Syd Field著）。實用電影編劇技巧。台北市：遠流出版社。   
 
易智言譯（1994，Ken Dancyger, Jeff Rush著）。電影編劇新論。台北市：遠流出版社。
 
王書芬譯（2000，D. Parent-Altier著）。電影劇本寫作。台北市：揚智出版社。
 
張覺明著（1997）。電影編劇。台北市：揚智文化。  
 
姜龍昭著（1999）。戲劇編寫概要。台北市：五南圖書公司。
 
Cook，Pam（ed.）。（1985）。The Cinema Book。New York：Pantheon Books。
 
Dawson，Jonathan（2000）。Screenwriting：A Manual。South Melbourne；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ield, Syd（1990）。Screenplay：The Foundations of Screenwriting。New York: 
Dell Publishing Co; Inc.。          
 
Liu, Li-hsing（1986）。Theresa：a screenplay。Salt Lake City： University of 
Utah Publishers。
 
Rabiger，Michael（2000）。Developing Story Ideas。Boston：Focal Press。
 
Russin，Robin U. and Downs，William Missouri（2000）。Screenplay：Writing the 
Picture。Fort Worth：Harcourt College Publishers。
 
Dancyger，Ken and Rush，Jeff（1995）。Alternative Scriptwriting。Boston：Focal 
Pr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