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什麼故事弧線這麼重要
先不論身為製作人的你有多少頭銜，故事應該要不斷地出現在你腦海

中。你做的每一個決定也都必須考量故事弧線。身為一個剪輯師，你必

須滿足故事弧線。

在許多方面來說，這表示這是本書最重要的章節。我這麼說有三個原

因：

1.  故事的情節結構會影響你剪輯的決策。

2. 在剪輯時，瞭解現在位於故事弧線中的哪個點是很重要的。

3. 故事弧線無所不在。它存在於整體故事的大結構中，而且當它用

在組合兩個鏡頭的情境中時，它往下深入到最小的結構中。

故事弧線就像是雲霄飛車。一開始靜止而平緩，而後突然高潮起伏，直

到落入無可避免的結尾為止。就像故事一樣，雲霄飛車也有幾種不同的

開始方式。這裡只介紹兩種：

• 故事弧線可能緩慢上升，以平穩的速度起頭並逐步發展。它的骨

幹是故事中所包含的事件，不需要有震撼的開場，整體故事有秩

序的發展下去。這是依據作家在劇本故事負責的整體故事，而且

以剪接速度（或稱為「步調」（Pacing））反映在剪輯過程中。 

（步調是從一個段落到另一個段落剪接時機。請見第４章有更多

步調的說明。）

• 故事弧線快速攀升，在開頭即營造出震撼感。雲霄飛車可能起飛

而且依賴驚嚇或混亂的元素來吸引你進入故事，這表示故事節奏

的加快。

在花時間剪輯時，忽略故事弧線會使你進入猜測模式。如果你猜錯了現

在位在於故事中的位置，結果將可能帶給你的觀眾錯誤資訊。提供錯

誤的資訊或提供資訊的順序錯誤，會導致觀眾離席甚至完全忽略整個故

事。而在節奏和鏡頭選擇中，忽略故事弧線也會使你進入猜測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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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了解故事弧線提供一個清楚的方法會使你的剪輯提升到另一個層

次。它讓你在剪輯時體現觀眾的想法如何影響你的每一個決定。

在剪輯時沒有一件事是隨意的。你做的每個動作都是有其目的。圖 1.1

呈現出故事弧線（有時也稱為情節架構）的樣貌。你必須牢牢記住它。

（請注意，它看來像是電影的高潮出現在比較接近結局的時間點，有時

候會出現此種情況。但是，高潮通常出現在電影大約三分之二的時間

點。圖 1.1 顯示故事弧線上下起伏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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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現今的故事弧線分成五個部分。這呈現了整個故事，但在每一個場景中你

也會發現故事弧線。這個弧線也稱為翻轉（flip）。

每個故事約略可以分成三幕：

• 第一幕（Act 1）是說明。

• 第二幕（Act 2）包含上升行動、高潮、以及下降行動。

• 第三幕（Act 3）是決定。

故事弧線有時被稱為情節弧線，它分成五個部分：

• 說明（開始）是情節弧線中兩個平淡時刻之一。

• 高潮（中間）是影片轉折的地方 ─ 不一定是依故事的時間而言，

而是就弧線的中間來看。故事的「中間」或高潮可能出現在一部

上升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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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古老根源

故事弧線不是好萊塢（Hollywood）發明的，而且它也不是新的概念。

在約西元前 335年，亞里士多德（Aristotle）是第一位構思出三個關鍵

情節結構的人（圖片 1.2）。它看起來像個三角形，其每一個頂點分別代

表開始、中間、和結束。

圖 1.2　這是亞里士多德構思的情節弧線。它和今天的情節弧線相去不遠。一些隱

藏在場景中較小的弧線也運用像這個的情節弧線。

兩千多年後，在 1980年代，小說家和劇作家古斯塔夫佛雷塔格（Gustav 

Freytag）修改那個結構，在三個關鍵的結構中多加了兩個關鍵。他發明

了我們今天使用的五個關鍵的情節弧線（圖片 1.3）。他看到故事弧線中

共同的形式，然後發明一個圖示來說明。

圖 1.3　現今使用的五個關鍵的情節弧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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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2

衝突和 
鏡頭選擇



好的剪輯與決策有關。現在你了解了故事弧線（第 1章討論過了），你

在做決定時就有可以依據的基礎了。你在剪輯時做出對的決定可以造就

完美和紊亂剪輯的差異。

談到衝突，鏡頭選擇變得非常重要。第 1章約略提到衝突，有時候也稱

為激發力。衝突是主角在故事中試圖要克服的事情。在說故事時，你可

以把故事集中在 6 種衝突類型上。這個章節會介紹這 6種衝突。雖然衝

突不只是寫作或說故事的觀念，像故事弧線

一樣，但了解這 6種衝突、衝突原則、以及

鏡頭選擇會如何直接受故事的衝突影響是很

重要的。在討論鏡頭選擇前，這個章節會先

討論故事中可能出現的衝突類型。

當我在剪輯任何一部影片然後決定下一步應

該剪輯什麼鏡頭時，我總會問自己：「衝突

是什麼？」鏡頭選擇應該要能加強故事中已存在的衝突。剪輯師並沒有

創造衝突，但剪輯師用最精巧的方法關注及突出衝突。

在剪輯時，鏡頭選擇是你必須做的重要決策之一 ─ 而且是學習當一個好

的剪輯師要了解的最重要概念之一。當談到鏡頭選擇時，沒什麼會隨意

發生。和每件事情一樣，它是關於感官和觀眾的心理影響。當談到剪輯

時，很棒的是，鏡頭選擇在剪輯時能教你最終需要什麼類型的鏡頭才能 

成功。

如果你是新手製片而且計劃從剪輯師出發，或者你想在你眾多技能中加

上電影藝術，剪輯會以你想要什麼類型的鏡頭和你需要多少鏡頭來佔據

你的想法。在編劇的環境中，它是很直接的，因為事情在開拍前就計劃

好了。相反地，一個沒有劇本的環境會讓你在剪輯室中忙碌，因為影片

步調較快而在拍片過程中很都鏡頭都被遺忘了。

首先，我們來看在製片中衝突到底是什麼。

鏡頭選擇應該要

能加強故事中已

存在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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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種衝突類型
什麼是衝突？衝突是故事中兩種力量間戲劇性的對抗。每個故事都會有

衝突 ─ 沒有例外。這是毫無疑問也無須爭辯的概念。在故事中，6種

類型的衝突都會存在。然而，在探討那些類型前，我先來談一些衝突的 

原則。

你可以有一個沒有衝突的影片，但那就不是故事。在故事裡，你必須要

有兩股驅動力才能有情節。如果你在製作企業影片、婚禮影片、或其他

類似的影片，關鍵是不要總是把衝突想的很負面。所有參與衝突的方法

都是參與故事中的兩股驅動力。

沒有衝突就沒有情節。我並不是說每部影片都必須有衝突。但是，每一

個故事都必須有衝突。可能你在製作的影片並不是一個有結構或情節

的故事。在那個情況下，衝突可能會也可能不會出現在故事裡。可能你

在製作一個訪談節目，而那只是一位男士在鏡頭前聊最新的減肥藥丸片

段。當然，這可能沒有衝突（雖然那可能會

是社會衝突；後面會深入討論）。這裡的重

點是：如果你在製作像那樣的影片，那麼你

真的只是在製作影片。相反地，說故事就是

關於衝突。本書探討的每件事都是要加強故

事以及觀眾對故事的經驗。底限是如果你想

要有情節，你就必須有衝突。

你如何決定什麼是衝突？好消息是你的判斷在這裡不受審判。也就是

說，你覺得什麼是故事的衝突不相關。重要的是主角對衝突的感受。那

是突顯情節中衝突的決定因素。如果你和我看同一部電影，我們認為的

衝突可能不同。因此，剪輯師要迎合誰？都不用。主角是決定衝突的方

法。如果有人走到故事的主角面前說：「世界在 15分鐘就要毀滅了」，

你必須看主角對那句話有什麼反應。你的想法不重要。你可能會看到一

個衝突，但另一個人可能會看到不同的衝突。

鏡頭選擇應該要

能加強故事中已

存在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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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是為什麼衝突不是由觀眾決定。它只仰賴主角的回應。如果主角回

答：「我不在乎」，那麼在「世界毀滅」這個故事線就沒有衝突。主角必

須要在乎。主角有多在乎會決定衝突是什麼。如果主角比較在乎讓一個

女孩喜歡他而不是世界毀滅，那麼你主要的衝突則是女孩不是世界。要

把自己從個人想法中抽離很難，但是衝突的本質就是它是屬於角色的。

由主角的感受來決定衝突，有助於決定哪個衝突在故事中比較突出。

多個衝突可以同時發生。事實上，6種類型可以同時出現在對的故事中。

了解這個觀念很重要：當衝突開始重疊時，你就真的需要仰賴主角的指

引了。主角可能比較在乎其中一個衝突。這就是鏡頭選擇和衝突直接相

關的地方。

多個衝突在運作

一部關於霍華休斯（Howard Hughes）的電影神鬼玩家（The Aviator）有多個衝 

突。休斯的業務經理一直告訴他就要失去所有的錢。那看起來像是一個重要的

衝突，但休斯比較在意的是讓他的某些計劃達到極限。那些計劃絕大多數與電

影和飛機有關。在他們完成拍攝電影地獄天使（Hell's Angels）後的某個時間

點，休斯告訴他的經理想要重拍成有聲電影。在這時刻很清楚地，休斯在乎的

只有完成電影拍攝和證明世人是錯的─而不在乎他要失去所有的錢。

那些是衝突的原則。總結：

• 沒有衝突就沒有情節。

• 真正有關係的是主角對衝突的感受。角色必須在乎那個問題才會

有衝突。

• 多個衝突可以同時發生。

在我們進到衝突和鏡頭選擇的連結前，我們先來了解 6種衝突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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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本書的下載檔

在說明那 6種衝突類型時，我會參考隨書附上的影片跳脫框架中的特定時間碼。

那些時間碼告訴你可以在哪裡找到討論特定衝突的片段。要記得：一個影片有

一個整體的衝突，但每一個場景也有自己的弧線和衝突。請看本書的序可以更了

解隨書的電影以及如何取得免費的下載檔。

人際衝突（個人對個人）

人際衝突，也稱為個人對個人的衝突，是 6種衝突中最常見的（圖

2.1）。這個衝突僅是故事中兩個角色試圖達到相同或相反的目標。一個

是主角，通常是故事的英雄。這個角色是觀眾支持、同情、和理解的對

象。然而，不一定都是這樣。（如之後會討論的，鏡頭選擇會滿足這個

理論。）

人際衝突

VS

個人 個人

圖 2.1　人際衝突，也稱為個人對個人的衝突，是 6種衝突中最常見的。

Chapter 2 · 衝突和鏡頭選擇 41



另一個參與衝突的是敵人，通常稱為反派。觀眾被預期要反對這個角

色，但也不一定都是這樣。

人際衝突有很多個人對個人的衝突型式。範例如下：

• 故事中的兩個角色試著完成相同的目標。

• 主角想完成一個目標；但反派想阻止主角完成那個目標。

• 主角代表一個團體。在這情況下，反派可能是一整個反派團體，

但通常是一個核心角色來代表。值得一提的是，反派不一定只是

一個角色；它可以是很多角色、一個團體、或一個機構。想一下

像權力遊戲（Game of Thrones）的故事。這個故事裡還包含許多

小故事。想一下在絕境長城（The Wall）裡的角色。他們的敵人是

白鬼（White Walkers），則不只一個角色。

有時候，衝突讓人有些困惑因為「衝突」這個詞會立即聯想到負面事

件。然而，並不一定都是這樣。故事中的兩個角色在玩簡單的棋盤遊戲

也可以呈現出人際衝突。兩個角色都試著想要贏得勝利。在這樣的情況

下，你幾乎可以擲硬幣來決定誰是主角和反派。在那樣的情況下，唯一

能引導觀眾同情其中一個角色的就只有鏡頭選擇了。這是鏡頭選擇和衝

突相關的其中一個原因。

電影跳脫框架　時間碼 00:00是影片的開場也是人際衝突的最佳範例。

兩個角色面對面坐著是有象徵意義的。這個面談的場景 ─ 整個電影都是

這個場景 ─ 是一個人際衝突很好的例子。女採訪者艾利克斯（ALEX）

試著在訪談中惱怒保羅（PAUL）來讓她的影片有比較好的故事，但保羅

則試著保持冷靜、冷默、和鎮定來讓他自己在影片看起來很好且不顯現

出他的真實情緒（圖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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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在跳脫框架中保羅是主角而艾利克斯是反派。

以下是三個有人際衝突的電影：

社群網戰（The Social Network）：在這部影片中，主角因為偷竊臉書

（Facebook）的主意而被他最好的朋友提告。他同時也被其他三個人因

相同理由提告。這仍是人際衝突，而且是主角和他最好的朋友之間的衝

突，因為這是主角在乎的事情。

黑暗騎士（The Dark Night）：這部電影中發生很多事，但沒有比小丑

（Joker）對上蝙蝠俠（Batman）更重要了。在影片中，蝙蝠俠試圖拯救

高譚市（Gotham City），而小丑則試著不讓他成功。

頂尖對決（The Prestige）：這部電影是 2位想追求成為最偉大的魔術師

的故事。他們之間的競賽是誰做的犧牲最小但能成為最偉大的魔術師。

社會衝突（個人對團體）

社會衝突，也稱為個人對團體的衝突，是很常見且明顯的（圖 2.3）。這

個衝突主要是一個人對抗整個團體的人 ─ 這個團體扮演反派的角色。這

個反派團體不需要被發展而只需被呈現出來，或甚至也可稱為是個人對

上觀念的衝突。飢餓遊戲（The Hunger Games）就是社會衝突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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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部電影裡，凱妮絲（Katniss）對抗的是政府。當然，她在競賽中與

對手對抗 ─ 這也是社會衝突，但她真正反抗的是飢餓遊戲的整個觀念。

社會衝突

VS

個人 團體

圖 2.3　社會衝突，也稱為個人對團體的衝突，是故事中常見的衝突。

這裡有一些重疊。我的確在討論人際衝突時提過個人與整個反派團隊的

對抗。有些仍屬於人際衝突是因為通常一個團隊是一個聯盟的一部分。

在那樣的例子中，聯盟可以是團體，而團隊可以視為要被發展的角色。

而且，一個核心角色也代表那個團隊。而屬於個人對抗團體的個人對抗

觀念案例則不同，因為沒有具體的代表。

回想一下任何一部戰爭電影。反對的城市可以視為敵人。不需要對劇情

上已經發展成熟的國家多做延伸（但當然可以有而且也常有）。在這裡

重疊線非常薄。當試著了解那差異時，你必須依賴衝突的其中一個原

則：從主角的角度來看衝突。他是否有選出一個觀念或觀念中的特定人

物？這是決定因素。

以下是一些社會衝突的範例：

• 主角須和他不喜歡的團體合作來完成他個人的目標。

• 團體不喜歡主角，使他更難完成他的目標。

• 為了完成目標，主角必須結合一群可能會或不會互相喜歡的人。

要記得：衝突不一定總是負面的。一個角色可以試著說服一群人一起合

作，而且僅止於此。他們彼此間可能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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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跳脫框架　時間碼 34:51的場景是社會衝突的最佳範例。它並不在

這一小節的 3個範例裡，但它仍是社會衝突。保羅正試圖說服一群人他

的意見很好，並希望他們能改變他們公司的整體方向。就字的傳統意思

上，那些人沒有反對他的意見，所以說服的元素仍存在。否則，這個場

景就沒有必要存在（圖 2.4）。

圖 2.4　跳脫框架中當保羅試著說服那間公司採納他的意見時，這是社會衝突的 
範例。

以下是三個有社會衝突的電影：

藥命俱樂部（Ballas Buyers Club）：故事大意是一名男子感染了愛滋病，

然後他開始賣一間提供減輕愛滋病症狀藥物的俱樂部的會員證。美國政

府多次試圖停止這個行為。

挑戰星期天（Any Given Sunday）：一位美式足球教練試著團結他的球隊

且抗拒任何誘惑，希望能保住他的工作和參加錦標賽。

衝鋒陷陣（Remember the Titans）：在這部美式足球的電影中，族群比

球隊來得重要，因為其中添加了種族隔離的元素。這不只是教練要團結

整個球隊。而是這個球隊（由教練當代表）要團結整個城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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