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程內容 

 
以影像傳達（一）──取景與構圖、人與物之意涵與功能：表現主題、精神、內

涵、哲思。 
電影例：（取景）2001 年太空漫遊第一段戲──The dawn of man。 

外景景觀、猩猩、動物、草食、豹、水源、鐵板－智慧開

關（物）、骨頭（物）──工具、打獵、肉食、骨頭（物）

──武器、骨頭－太空船（物）。 
  （構圖）影武者第一場戲──王、弟、賊對談。 

                 蠟燭（物）、王之影（物）、賊－王－影成一斜線。 
 
以影像傳達（二）──景象與象徵，事件與象徵、外在景象為內在心理氛圍之投

射與呈現。 
電影例：野草莓第一段戲──夢：無人之街，無指針之鐘，無人駕駛之

馬車，類似無五官之臉，這些無﹦死亡之

象。棺材，自己﹦死亡。 
 第七封印第一段戲──海陸之界﹦生死之界。 
      騎士與死神之棋弈﹦生與死之戰。 

兩者合之──在海邊，騎士與死神之對

弈。 
    第七封印最後一場戲──死亡之意象﹦死亡之舞。 
    白痴──冰天雪地﹦冷、恨 
      冰柱﹦恨、刀、謀殺 
    Lost Highway──場景之氛圍。 

The Cook, the thief, his wife and her lover──場景設計，內景設

計（Set design），，舞台設計（Stage design） 
Stalingrad, 最後一場戲，凍死於雪地 
 

故事轉換成劇本──以影像圖樣為表達之工具語言思考（一）。 
  分場：以場景為單位，以事件為單位。（有如文章之段落） 
     地──什麼地方、景的描寫 
     時──時代、年、月、日、時 

人──年齡、性別、長相、身材、外貌、服飾、裝扮、眼神、表

情、教育程度、氣質、氣勢、個性等的描述 
     物──所有的東西、物件、物品 
     事──人的語言（獨白、對白） 
     人的動作、行為 



     事情、事件 
故事轉換成劇本──以影像圖樣為表達之工具語言思考（二）。 

韻律：影像、情節、情緒、心理在電影時間中流動的感覺，一種節奏感、

音樂感。所有牽涉到時間流動的因素都會影響、決定一部電影的

韻律，運鏡、對白、音樂、剪接、分場、情節進行等等。單位與

單位之間的銜接與連結的運動感。 
對應：猶如作文之文句精密度，長度，結構性，所蘊含之意涵的呈現、

流動之速度與節奏。段落之密度，長度，結構性，所蘊含之意涵

的呈現、流動之速度與節奏。通篇文章之整體呈現之密度，長度，

結構性，所蘊含之意涵的流動速度與節奏。標點符號的感覺。 
電影例：Tarkovsky “Sacrifice”第一場戲 
   黑澤明：樁三十郎，最後一場決鬥戲 

喜劇： 
 
以影像傳達（三）──人物（角色）、物件之造型、意涵與功能。（內）性格、情

感、心理、涵養、人格、氣質、氣勢﹦（外）長相、身材、外貌、裝扮、眼神、

表情、言語、行為。 
電影例：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角色造型與出場。 
   Godfather, 第一場戲 
   Apocalypse Now，Marlon Brando 的出場 
   The 7th Seal, 死神 

   Love and Death, 死神 
 
以影像傳達（四）──鏡頭內容、取攝、角度之意涵、效果與功能。 
以影像傳達（五）──分鏡與剪接之意義與功能。 
以影像傳達（六）──綜合論。 
 
 
 
 
 
 
 
 
 
 
 
 



編寫故事的要素、綱領提示 
 
(1) 人物要鮮明、活生生的形象 
(2) 情節發展必須要有合理、具說服力的因果關係 
(3) 深刻的主題內涵 
(4) 獨特的風格 
 
鏡頭的考量 
 
(1) 大遠景 
(2) 遠景 
(3) 中景 
(4) 近景 
(5) 特寫 
(6) 攝影的角度 
(7) 運鏡：攝影機的運行與鏡頭的進行 
 
電影與其他藝術 
 
(1) 電影與文學 
(2) 電影與繪畫 
(3) 電影與雕刻 
(4) 電影與建築 
(5) 電影與音樂 
(6) 電影與舞蹈 
(7) 電影與戲劇 
 
電影的類型 
(1) The Western 西部片 
(2) The Gangster Film 警匪片 
(3) Film Noir 黑色電影 
(4) The Screwball Comedy 脫線喜劇 
(5) Melodrama 通俗劇 
(6) The Situation Comedy 情境喜劇 
(7) The Horror Film 恐怖片 
(8) The Science Fiction Film 科幻片 
(9) The War Film 戰爭片 
(10) The Adventure Film 冒險片 



(11) The Epic Film 史詩電影 
(12) The Sports Film 運動片 
(13) The Biographical Film 傳記片 
(14) The Satire Film 諷刺劇 
(15) 其他 
 
 
電影能提供的情感或情緒種類 
 
(1) 喜 
(2) 怒 
(3) 哀、悲傷 
(4) 樂 
(5) 恐懼 
(6) 緊張 
(7) 愛 
(8) 恨 
(9) 無奈 
(10) 同情 
 
觀眾的心理 
 
(1) 學習 
(2) 了解自我 
(3) 尋求共鳴 
(4) 打發時間 
(5) 暫時忘記與逃避現實 
(6) 現實生活上的需求 
(7) 社交活動 
(8) 娛樂 
(9) 刺激 
(10) 解悶 
 
 
 
 
 
 



編寫故事須考量之要素 
 
（一）第一階段： 

（１）主題：道德觀 
            社會觀 
     藝術觀 
     深廣性 
     含蓄性 
    先有故事後有主題 
    先有主題後有故事 
    用對白來表達主題 
    用人物來表達主題 
    用情節來表達主題 
    用結局來表達主題 
    用影像、意象來表達主題 
 
 
（２）故事大綱 

基本架構 
故事背景──場景 (Mise en scene) ── 

意境、情境、氣氛、氛圍 
      時代 

情節：角色所處之處境及發展； 
人、事、物的交錯關係、互動與發展 
轉折、衝突、伏筆、僵局、懸疑、曲折、驚奇、巧妙、解決、

餘音 
將角色放進一個處境下所產生出來的事件 
主題就是透過這些人物與事件來傳達 
主軸、支幹 

情節之類型：愛情類，成功類，神話類，三角戀，浪子類，復仇類，

轉變類，犧牲類，家族類。求告，援救，復仇，逃亡，

災難，不幸，革命，壯舉，綁劫，釋謎，取求，骨肉間

的仇恨與殘傷，骨肉間的競爭，姦殺，姦情，瘋狂，鹵

莽，戀愛造成的罪惡，犧牲奉獻，愛離仇聚，情慾的力

量，不名譽，野心，人神之鬥，忌妒，悔恨，錯誤，骨

肉重逢， 
對白、敘述台詞 
故事情節之鋪陳：時間性之考量，順敘，倒敘，插敘等 



    事件性之考量 
    因果可能性之考量 
    如何開場：具吸引力，具推動力 

故事進行：流暢性，懸疑性，趣味性，合理性，

感染力，感動性，震撼力，吸引力，

起伏性 
結局：劇情、事件必須符合因果及說服力，能

充分傳達主題之意旨，能使觀眾回味，

繞樑，不一定要有答案或定論。 
故事的結構性質：戲劇式的結構 
    散文式的結構 
    詩體的結構 
    混合式的結構 
    紀錄片式的結構 
    心理意識式的結構 
 

（３）角色── 
           先天：本質或本性 
          性格或個性 
    後天：環境、背景 
    心理：深度、內涵、多重性 
    年齡，性別，職業，身分，家庭，朋友 
    造型 
    表情 
    言語 
    行為 
    人物的刻畫：特殊性，從內在到外型 
        多面性，非平面化，非單一性，衝突性 
        主要人物，次要人物、背景人物 

正派人物：平正型，拘謹型，笨拙型，機智

型，忠正型，剛愎型，粗豪型，

火燥型，純真型，自卑型。 
反派人物：兇狠型，陰險型，墮落型，紈褲

型，敗類型，小丑型，奸詐型，

諂佞型，潑辣型，風騷型，交際

花。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衝突與和諧 
    人與社會的關係 



    人與物之間的關係 
    人與事的關連 
 
（４）氣氛： 

1. 場景 
2. 光影 
3. 道具 
4. 服裝 
5. 化妝 
6. 音效 
 

（５）２.，３.，４.所有因素之合成必須達成 
(a) 成功有力地傳達表現了主題 
(b) 劇情要生動，具有說服力 
(c) 角色及因果（內在心理與外在行為）要真確 
(d) 主題、劇情（含情境）與角色融為一體，互相烘托、互相

彰顯，不可分割。或更進一步地說，一個好的故事，劇中

的任何一個因素、細節都應與主題密切關連。 
 

 
（二）第二階段 

（１）分場 
      （２）故事進行的節奏與韻律 
   （３）影像與意象學複習 
 
 
 
 
 
 
 
 
 
 
 
 
 
 



故事改編成劇本 
 
（一）原著精神 

(1) 原著的主題 
(2) 原著的主要人物 
(3) 原著的主要情節 
(4) 原著的基本風格 

 
 
（二）四種改編的方式 

(1) 再現式改編 
(2) 節選式改編 
(3) 取材式改編 
(4) 重寫式改編 

 
 
（三）小說創作與電影腳本的差別 

(1) 組合問題：小說繁複，腳本精簡 
(2) 結構問題：小說細膩、周延，腳本嚴謹、緊湊 
(3) 時空問題：小說空曠、疏野，腳本壓縮、連貫 
(4) 對白問題：小說纖細、典雅，腳本洗鍊、自然 

 
 
 
 
 
 
 
 
 
 
 
 
 
 
 
 
 



電腦動畫劇本寫作作業 

類型： 
(一) 景物類: 
1. 圖畫類：從一幅畫去創思一個故事，或將多幅畫做連結與聯想去組合成一個

故事，完全不限畫風，可以從文藝復興連到超現實主義，或插畫，或電玩影

像等等，完全自由。 
2. 景象類：任選一個景象或情境，例如森林、山洞、半夜的街道，或自創一個

場景，例如海底的一間屋子，從這個景去聯想、構思、發展出一個故事。 
3. 物象類：任選一個物件，例如鑰匙、手機、撲克牌、汽車、萬花筒等，深刻

思考其各種可能之意涵，去發展出一個故事，故事情節須將此等意涵充分呈

現。 
(二) 角色類：以完全的想像力去創造出一個獨特的角色，獨特的造型，獨特的

性格，以它為中心，去構思一個獨特的故事。 
(三) 事件類：  
1. 典故類：以歷史事件，神話，傳說去衍伸出另一個故事，例如空城計，耶穌

最後的晚餐等。 
2. 自由創作: 從小到任何一種動作或一個聲音，例如拍手，眨眼睛，電腦開機

等，大到球類競賽，戰爭等去構想發展出一個簡單的故事。 
(四) 基本元素類: 
1. 具象類:以一個圖形，例如一個點，一條線，一個形狀，圓形，三角形，正方

形，梯形，或任何奇形怪狀，從這個基本元素去發思，構成一個故事。 
2. 抽象類: 選一個字，一個詞，一句話，一個哲學概念，理論或思想，一首詩，

一篇散文等，自由發揮創作一個故事。 
(五) 綜合類: 以上任何多種類型之結合。 
(六) 廣告類：任選一項商品，寫一個電腦動畫廣告劇本（30 秒左右的長度）。 
(七) MV 類：選一首音樂，依音樂的風格及特質，寫一個電腦動畫劇本。(大三

上學期作業) 
 
寫作需注意事項: 
(一) 影像、影像、影像: 電腦動畫的本質是影像，以影像思考故事的進行與劇情

的發展，一切都必須要能以影像來表達。 
(二) 影像與意象必須精確。 
(三) 影像的視覺表達必須獨特、鮮明，具有強烈的吸引力與高度的藝術性。 
(四) 角色、場景、物項、事件、情節等力求簡單、明瞭，不要過度複雜繁瑣。 
(五) 無論是哪種類型，整個故事發展與進行都必須緊扣著一條明確清晰的主軸

線，也就是主題。 
(六) 因果邏輯必須正確: 角色的性格、心理與動作、行為；事件發展的前因與後



果。 
(七) 第一個鏡頭必須具有立即的視覺吸引力，它是主題的預告，調性與風格的

宣示；最後的一個鏡頭必須具有令人回思不已的視覺震撼力，它是劇情、 意
象與主題的結晶。 

 
呈現方式： 
1. 主題：請用一句話，點出你（妳）這個故事要說的中心意涵。 
2. 創作理念：請用一段精簡的話，說明妳（你）的構思。 
3. 角色（人物）介紹以及場景描述（如果有必要的話）。 
4. 以文字精要地敘述故事內容。 
5. 以劇本格式寫出每一個畫面。 
6. 以一幅圖呈現這個動畫的美術風格，必須含有角色（造型），場景以及情境的

表現，一如電影海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