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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關於數位敘事的幾種理論與思考 
 

一、新媒體的發展與特性 
 

1-1 電腦與新媒體 
 

1981 年，微軟(Microsoft)贏得了替電腦巨擘 IBM（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設計作業系統的合約，此舉不僅讓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茲和保羅艾倫成

為年輕的億萬富翁，也使得電腦從大型機器開始往個人電腦發展，個人化的電腦

應用使得電子資訊產業從此成為產業新寵，「數位」（Digital）也逐漸成為新穎時

尚的重要名詞，電影學者 James Monaco 在對電影與媒體的年代大事記中，便將

自 1981 年之後一直到到現在稱為「數位世界」（1981-Present：The Digital World）

（Monaco，2000） 
 

電腦過去以來一直被定位成有效的工具，被用來處理複雜的數學或航太工程

運算，或用來處理大公司的人事新資檔案，而早期的人們要與電腦溝通，則必須

熟諳操作系統與程式語言的使用。隨著個人電腦價格的日漸低落、操作系統的漸

具親和性（由 DOS 至圖形使用者介面視窗）以及套裝應用軟體（文書處理器、

電子試算表、資料庫管理系統）的普及；使用者介面的人性化（由鍵盤，而演進

成滑鼠、觸控螢幕、光學文字辨識系統、語言輸入辨識系統）等發展，人與電腦

的關係變得更為密切。 
 
當一項工具越來越被有效利用，而使用者與工具的密合度也越來越高時，工

具往往就被賦予更多有效的價值使用與創造力。個人電腦一開始只是個計算器，

文字和數值在裡頭被運算著，後來圖像在其中現身，聲音也接著出現，電腦做為

一種媒體的想像便開始萌芽，1980 年代許多教育家利用電腦將文字及圖形整合

在一起製作了電腦輔助教學軟體（CAI：Computer Assisted Instruction）；實驗性

電腦遊戲「Spacewar！」問世後，電腦遊戲也已被孩童與成人所接受；1991 年

蘋果電腦的 QuickTime 應用軟體，讓新媒體製作者首次有了有效的工具以整合聲

音與影像，在一般消費者可以負擔的獨立平台上，並且能有良好的品質表現

（Monaco，2000：530），而後又有可以互動交談功能的軟體，以及聲光兼具的

動態影像。  
 
如今各種輸出輸入設備、影像壓縮格式、大容量儲存載體如 DVD 光碟、豐

富的影像軟體，再到網際網路的興起，電腦的角色日趨複雜化，而它也從高技術

密集的科技產業與商業應用中涉入媒體的範圍，從數位電影、電腦動畫、數位電

視、多媒體設計、虛擬實境、網路空間與網頁設計、互動裝置到電玩遊戲，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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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樣的媒體都可以看見電腦與數位科技著墨的影響，媒體的種種結構也在之中產

生異變。廣泛地說，這股趨勢的總和就是所謂的「新媒體」（new media）。 
 

1-2 新媒體的發展  

 

電腦科技進入影像生產，最初可以追溯到 1963 年，貝爾實驗室（Bell 
Laboratories）研究員 Edward Zajac 製作了第一個電腦動畫（Computer-Generated 
Motion Picture）：一個利用衛星對地球的靜照組合，模擬出環繞地球的旅行動畫；

一直到 60 年代晚期，美國太空總屬（NASA）生產了描繪無數地球表面的電腦

模擬動畫。（Lester，2003）好萊塢則在幾年後正式引進，第一次包含電腦繪圖效

果的大型製作是 1974 年的科幻驚悚片《Futureworld》，以及三年後 George Lucas
的《星際大戰》（Star Wars）；第一個大量使用電腦繪圖技術的則是迪斯奈 1982
年的《電子世界爭霸戰》（Tron），片中有將近二十分鐘的長度利用電腦繪製，也

創造出影史第一位數位角色；其後 James Cameron 1991 年的賣座鉅片《魔鬼終

結者二》（Terminate 2：Judgment Day），使得電腦繪圖真正為好萊塢主流所接受。

George Lucas 用 SONY HDCAM CineAlta 完成了《星際大戰首部曲》，在二十世紀

末電影發明百年後引發另一波影視製作變革（林泰洲，2003），法國的視覺特效

鬼才 Pitof 則是在 2001 年執導了全世界首部全數位商業電影《奪命解碼》（Vidoq）。 

 
主流電影之外，1995 年丹麥的逗馬宣言（Dogme 95）則預示數位電影時代即

將來臨，拉斯馮提爾以輕型數位攝影機 SONY VX-1000 拍攝，思索另一種低成本

的拍片模式（林泰洲，2003）；法國新浪潮名導 Eric Romer 利用數位科技創造的

《貴婦與公爵》（Lady and the Duke）、Agnès Varda 以手持 DV 拍攝的紀錄片《愛

格妮檢風景》（The Gleaners & I），甚至大師導演 Godard 亦利用數位與膠捲的混

合拍攝《愛之頌》（In Praise of Love）與《我們的音樂》（Notre Musique）。另類

名導 Mike Figgis 玩弄的四格分裂電影《真相四面體》（Timecode）、《噩宴旅店》

（Hotel）；俄羅斯導演 Aleksandr Sokurov 令人嘆為觀止的《創世紀》（Russian 
Ark），德國導演 Wim Wenders 在獨立數位電影製作公司 InDigEnt（Independent 
Digital Entertainment）的幫助之下以兩台 Panasonic DVX-100 PAL (25P) 數位攝影

機拍攝《豐饒之地》（Land and Plenty）。 
 

電影的特色就在於它一直是先科技後美學，科技一直推陳出新，美學就會跟

著大幅躍進，Alejandro Adams 認為從錄影到數位影像開始與傳統膠捲分庭抗禮

之後，有幾種不同的前進方向：一是純粹美學上的實驗（purely aesthetic），如早

期 Antonioni 對錄影、近幾年逗馬 95 對數位影像般純粹的美學嘗試或顛覆，不企

圖建立媒體定義上的典範而是做為一種美學上的展示或反抗的宣言。第二是實務

∕利他主義的（practical∕altruistic），錄影時期像 Francis Coppola 希望錄影能達

成 一 種 影 像 創 作 上 的 普 及 ， 數 位 時 代 則 如 InDigEnt （ Independent Dig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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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tainment ） 公 司 一 般 投 資 大 量 以 數 位 器 材 拍 攝 的 影 片 如 「 親 親 小 媽 」

（Tadpole）、獲獎無數的「非關女孩」（Pieces of April）、與獨立名導 Richard 
Linklater 的「甜蜜的強暴我」（Tape）等，希望數位影片能提供獨立製片創作更

自由的敘事。第三則為實務∕利己主義（practical∕egocentric），如 George Lucas
一方面以新穎的數位設備創造炫目的大銀幕影像，一方面積極整合所有數位製作

與傳播的相關產業（如與波音合作電影的衛星傳輸），以建立一個偉大不滅的數

位影像王國。（Adams，2004） 
  

Lev Manovich 則列舉了幾個電腦技術對當前電影的影響，包括了：「電腦技

術應用在傳統電影之製作上」如 3D 繪圖、虛擬場景等等；「以電腦為基礎之電

影新形式」如網路電影、互動式電影與以影片式段落為中心的電腦遊戲等等；「電

影工作者對後期製作大量依賴電腦技術的反制做法」如逗馬九五運動的影片、利

用 DV 攝錄影機的特性所拍攝的影片；「電影工作者對於新媒體成規的反制」如

使用電腦螢幕與遊戲敘事的成規所拍攝的影片（轉引自李道明，2005：123）。在

Manovich 的分類裡，可以看到前兩項是電影在電腦技術的基礎上發展新形式與

生產方法，後兩項則是利用新媒體概念的創造性或反制、反省，數位科技可以提

供更豐富的影像生產方法，也可以讓創作者更獨立的思考空間。 
 
電玩則是數位新媒體另一個重要的發展。電玩出現於 80 年代，由日本任天

堂推出的家用電視遊樂器（俗稱「紅白機」）開始引領風潮，玩電玩成為 80 年代

之後兒童與青少年最主要的家庭休閒活動之一，從紅白機一直發展到 2007 年的

PS3、Wii 等等，電玩遊戲不只成為一個家庭娛樂中心，它的互動模式、故事結

構，更逐漸成為學術理論裡值得被討論的議題；電玩劇情也衍生出來許多電影劇

本，大型的電影製作都開始在電玩遊戲裡找尋靈感。 
 
電玩的基本分類按照硬體的不同包括了（典藏，2004）： 
 

（1）電腦遊戲（PC Game，在個人電腦執行的遊戲）。 
（2）遊樂器遊戲（Console Game，即電視遊樂器遊戲）。 
（3）攜帶式遊戲（Portable Game，如掌上型遊戲、手機遊戲）。 
（4）大型機台遊戲（Arcade Game，遊樂場的投幣式電玩）。 
     

此外，隨著網際網路出現之後，電腦遊戲又可以再分為「單機」及「線上」

兩大類。單機是指在單一電腦上執行的遊戲，無法與其他電腦串連起來互動；線

上遊戲則是指玩家需要透過網際網路連線到遊戲伺服器與其他玩家進行互動的

遊戲，其中線上遊戲又分成多人線上遊戲（Massive Multi-Player Online Game，

MMOG）與撮合線上遊戲（Match game）。前者提供上千人乃至上萬人共同互動

的遊戲，後者則提供數人至數十人不等，以競賽為主，湊足一定的人數之後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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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 
 

電玩的發展已經從休閒玩樂晉升到龐大的遊戲產業，2005 年美國遊戲產業

的總產值實已超越電影產業，成為數位新媒體領域裡最有獲利淺力的產業。而電

玩所提供的各種互動模式、遊戲動畫設計、遊戲劇情與故事結構創意，也都是數

位新媒體理論汲取的對象。 
 

80 年代電玩的出現引領風潮，到了 90 年代，網際網路則成為另一波改變媒

體的面貌的新媒體趨勢。網路通訊技術在 60 年代開始由軍事機構開始主導研

發，90 年代整個網路開始向公眾開放。1991 年 Tim Berners-Lee 在瑞士創立 HTML、

HTTP 和歐洲粒子物理研究所（CERN）的最初幾個網頁，之後兩年，他開始宣揚

其全球資訊網（World Wide Web）項目。在 1993 年，Mosaic 網頁瀏覽器版本 1.0

被放出，在 1994 年晚期，公共利益在前學術和技術的網際網路步增長。1996 年，

「Internet」（網際網路）一詞被廣泛的流通，整個的全球資訊網開始改變人類溝

通的新方向。 

 

 網路從早期的文字溝通模式，到近年由於頻寬與容量的快速增加，多媒體

的介入讓網站設計成為一項新的藝術，同時快速傳播的能力也為藝術發表創造了

一個全新的可能性。網路本身擁有無國界的傳播能力，這一個特性使得網路在經

濟與文化上已然完全超越了傳統媒體，此外網路藉由各種程式語言的撰寫與電腦

終端的配合，同時也具有人機互動的性格，再配合上全球資訊網、多點連接的能

力，網路也能夠成為人際互動溝通的新工具。同時具備了諸多文化、商業、藝術

與傳播上的想像空間，讓網際網路成為數位新媒體時代最具普及性的成員，在網

路的世界裡，每一個人都將是主角，因為如此，網路也成為最有生命力和創造力

的一個時代象徵。 

 
1-3 新媒體的特性 

 
當今所謂新媒體最普遍的定義，是麻省理工學者 Lev Manovich 歸納界定的

幾種指標：「數值化的再現」（numerical representation）、「模組化」（modularity）、

「自動化」（automation）、「變異性╱液體化」（variability / liquidity）與「轉碼化」

（transcoding）。（Manovich，2001） 
 
（1） 「數值化的再現」（Numerical Representation）： 
 
所有新媒體的物件，不論是原本即在電腦上繪製或是轉檔掃瞄進入電腦，最

終的呈現都是來自於 1 與 0 的數位化編碼，所有的新媒體影音技術最後都可以用

數學來計算與解析；而正如同利用數學邏輯的「演算式」（algorithmic）書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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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程式，新媒體物件都可以用邏輯系統的演算來做處理或修改，當使用者改變

一條程式的一個輸入數值，整個演算式便會運算出不同的解答，同樣地使用者如

果在 Photoshop 上修改一個數值，內建的程式語言就可以讓影像產生變化。照

Manovich 的說法便是：在新媒體中，媒體是可程式化運算的（media becomes 
programmable）（Manovich，2001：27）。 

 
（2） 「模組化」（Modularity）： 

 
新媒體的模組化特性又可以被稱為「新媒體的碎性結構」（fractal structure of 

new media），模組化架構下的各個元素都各司其職卻獨立存在。以網頁為例，

一個看似獨完整的網頁，實際上是一個個獨立的圖檔、文字檔、音效檔、動畫

檔與程式檔等等所組成，而一張張的網頁所組成一個個的網站，就連結成了無

邊無際的網路。由於新媒體的組成元件是各自獨立儲存，就像使用軟體時的第

一個步驟都是「匯入素材」一樣，每一個個別素材都會在電腦中被分門別類組

成資料庫，當整個專案需要修改的時候，只需修改資料庫裡的素材，作品就會

改變，而不用修改作品本身。這種模組化結構增加了藝術家在創作時候的靈活

程度，只要將模組下的一個共用檔案替換或更動，整個使用此一檔案元件的作

品就會同時地改頭換面。 
 
（3） 「自動化」（Automation）： 

 
當所有的素材都被數位化的呈現，並且在資料庫與程式演算的編輯下進行模

組化的應用時，新媒體操作、存取就產生了「自動化」的控制。Manovich 認為

簡單的自動化如同一般軟體中已經被撰寫好的封包程式，方便使用者進行素材的

編輯，而高階的自動化則如同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般的複雜，但他

們都是在程度上利用程式語言讓作品內容自動變更，遵照既定的邏輯，依循時

間、輸入、甚至觀者的肢體姿態等可變數，來促成作品內容或在呈現上的改變。

傳統媒體常常著重在素材的創造，如攝影、繪畫，而自動化則變成了一種整合，

如何重組、編排、儲存，重新給予既有的素材物件新的面貌。（Manovich，2001） 
 

（4） 「變異性/液體化」（Variability╱liquidity）： 
 

「變異性」，又或者可被稱為「液體化」，說明的是新媒體藝術作品的本質是

一種無固定物質型態的數據與資訊，因應每個觀者或展場的器材，所呈現的效果

在色彩及解析度上都略有不同，如金錢一樣，能以不同的型態等值的存在，又像

氣球裡的空氣一樣，因容器而現形。也是由於新媒體「數值化的呈現」、「模組化」

的資料形式，與「自動化」的素材調整，新媒體的存在是沒有單一源頭的、是暫

時性的，即使是同一個網頁，在不同終端開啟時，解析度會根據螢幕與硬體的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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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變更，使用者很難說是在閱覽同一件作品；又如同軟體的版本總是在不斷更新

（update）一般，數位時代的新媒體是不斷地在推進中、更新中與變動中，這項

特性也象徵著新媒體使用者被賦予變更作品本質的選擇，成為新媒體互動性的一

項內涵。 
 

（5） 「轉碼化」（Transcoding）： 
 
    新媒體、電腦化最終的本質，還是數位化的概念，也就是 0 與 1 的編碼，從

二元數值，衍生出無窮無盡的變化。當各式各樣的素材都是同樣的本質：「位元」

（digit）的時候，素材間便可以利用相同的語言互相轉化，在新媒體體語言中，

轉碼（transcode）就是把某樣材料或作品翻譯另外一種格式，也就是口語化的「轉

檔」。Manovich 更引伸地認為，新媒體可以被認為是「文化」與「電腦」兩個相

異層面的匯集（new media in general can be thought of as consisting of two distinct 
layers---the ”culture layer” and the “computer layer.”）（Manovich，2001：46），這

也如同 Henry Jenkins 所說的，當科學的/工程的與人文的/藝術的界線被減少區隔

時，當工程師將文化理論整合進他們的設計原則，以及當人文與藝術學者瞭解程

式與懂得創意進程時，最好的數位理論才會顯現。（Yet, the best digital theory 
emerges when the line between the scientist/engineer and humanist/artist are less 
clearly demarked, when engineers integrate culture theory into their design principles, 
when humanists learn how to program, and when digital artists theorize their own 
creative processes）（Jenkins，1999：3）轉碼化更深一層的內涵，是視數位新媒

體為一種科學與人文間的相互「轉碼」，與文化與電腦間的溝通。 
 

二、數位敘事結構 
 

2-1 電影與電玩：互動性的敘事 
 

當電腦與新媒體將當代文化帶領進數位文化，當敘事文本從印刷時代走入數

位時代，數位敘事承襲了過去經典非線性小說與實驗文學（波特萊爾、卡爾維諾、

波赫士、博納科夫、艾可）等等想像，發展了非序列性、多軸線、與互動形式的

特質，這一類的敘事文本常以叉題、多重觀點、時空與故事軸線的斷裂等等作為

其敘事手法。由於本論文與實驗作品以多媒體為出發點，因而關於數位敘事的種

種觀點便從傳統多媒體的老大哥電影開始討論。 
 
在絕大多數數位電影的定義或解釋中，看到的許多仍舊是用新的媒體說傳統

的敘事方法，至於新的敘事方法似乎必須藉助其他媒體來進行共同想像。李道明

（2005）認為至少在未來十至二十年電影在技術上會往數位化、非線性化與網路

化之趨勢發展。其中非線性化是在數位設備影音資料處理速度與容量大幅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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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以將整部電影設計成互動性的非線性結構為討論重點，將現在的電玩視為互

動性電影的某種雛形尋找電影敘事美學的新方向。 
 

根據海爾斯（Chris Hales）所做的研究，到目前為止在歐美電視、電影媒體

已出現的互動性敘事的實例，大概可包括下列幾種模式（Hale 2002：106-111；

轉引自李道明，2005：123）： 
 
    1. 多種結尾，由編劇設想出幾種可能發生的結果。 
    2. 電影院中的觀眾集體投票選擇。 
    3. 利用 CD-ROM 與 DVD-ROM 做為互動性可行的技術。 

4. 透過現在已被淘汰的雷射光碟（Videodisc 或 Laserdisc）技術，讓觀眾與

影音進行互動。 
5. 數位影音串流技術的發展，以及頻寬速度的加快，使網際網路變成互動

性影音發展的新場域。 
6. 透過網路進行大量的觀眾投票行為來製作電影。 
 

    將電玩引入電影的敘事模式，Martha Kinder 認為當代主要對於電玩和電影敘

事的比較討論有三個重點：一是認為電玩敘事的玩家主動參與，電影則鼓勵被動

的閱讀；其次是電玩的世界常常抽離真實，電影敘事則被設計為再現或影響真

實；最後電玩的目的、規則與結果是很明顯地呈現，電影敘事則往往模稜兩可。

（Kinder；Dan Harris，2002：122） 
 

將電玩讀者主動參與的特性轉移到電影上，即是在設計一種互動性的電影敘

事。在互動性的電影敘事上，是以許多小故事去建構整個故事，而每個小故事都

是整個互動敘事上的分枝情節。每段情節需要在不同地點與時間安排「節點」

（nodel points），必須使用「節點」去串連所有的「情節點」，以支撐互動性敘事

的結構，不論這些情節點是與地點或人物有關。「情節點」（plot points）傳達故事

一些重要訊息事項，並包含以問答題或選擇題的方式出現。每個「節點」會在不

同「情節點」有其對應的「節點」（以答案的形式出現），有時候一個「情節點」

就會包含問題與答案；有時不同的「情節點」必須被造訪好幾次，才能調查出其

關連性，而使的新的「情節點」可以進入或被操控。在電玩中，通過這些情節點

可以進到下一個層次，而在互動性電影中，就可以由一個小故事跳到下一個小故

事。（李道明，2005：130） 

 

    電玩的玩家滲透入遊戲的場景，與電腦相互推動，聆聽電腦的指令，思考並

且下達（述說）自己的反應，遊戲也隨著玩家的輸入而有所回饋，改變故事情節、

行進方向、人物行動，互動電影或電玩從一個影音數據資料庫選取素材，建立多

種不同的敘事走向，參與者或者說玩家進入一個電腦合成的人為環境，在那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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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活動，與物體、人物、事件相互作用，並直接影響到敘事的結構和發展歷程。

Manovich 認為利用傳統電影敘事技術或是電腦動畫所組成的互動敘事，已經越

來越難在其中分割互動性電影與借用電影成規製作的電玩的區隔，從這一個面向

看，90 年代之後的電玩事實上已經可以稱做為互動電影（Manovich，2001）。互

動性電影敘事將電玩視為可能依循的模式，來發展以實拍的人物與景物說故事的

電影，其情節結構因此可以想像成是一種放射狀的樹枝結構，在此結構中，觀者

扮演一位角色，在故事發展的每一個階段作出決定，建構出他所看見的那個故事

版本。（李道明，2005：130） 

 

2-2 再思考樹枝狀結構：以電玩「全面失控」（Indigo Prophecy）為例 

 

將電玩視為製作數位互動性電影敘事的依循模式，也就是未來數位電影敘事

將類似電玩敘事的想像，前述的放射性樹枝狀結構往往被當作一種典範的結構。

在製作數位非線性的文本時常常被問到的一個問題就是：「有多少結局？」或「有

多少情節？」，這種問題就是一個標準的樹枝狀結構文本取向，而這種結構的確

是現代討論數位媒體故事性的一個主流。然而，遊戲設計師 Chris Crawford 卻認

為樹枝狀結構的故事很容易成為失敗的作品。互動非線性文本對讀者的樂趣是提

供「選擇」，但對製作者而言，若用放射性的樹枝狀結構，當讀者做出一個選擇

之後最少要製作兩個版本的分枝故事，每個選擇產生兩個結果，每個結果又各自

產生兩個新的結果，等於是以數學平方做計算，只要超過十層的選擇，作者就有

超過一千種以上的情況要處理，但對讀者而言，事實上只做了十次選擇。換句話

說，Crawford 認為「分枝樹（樹枝狀結構）會對製作單位產生太多工作量，但是

對玩家又提供了太少的故事豐富度」（Crawford，2006：125）。 
 
此外，雖然說這種樹枝狀結構的樂趣在於提供不同版本的故事讓讀者以「重

複閱讀」的方式，透過深入探索來理解全部的故事，但是對於讀者而言這個「重

複閱讀」的次數與耐性為何，仍需要進一步的驗證；另一方面，讀者或許可以將

各自閱讀到的不同故事版本在文本結束之後進行討論，就電影而言可能是放映後

論壇（但這就意味讀者必須分開各自觀賞），就其他媒體而言可能可以使用網路

或互動電視的線上論壇，這雖然可以產生一些讀者互動上的樂趣，但嚴苛來說這

個非線性互動的樂趣是發生在原本的故事文本之後，架構於另一個平台之上而非

在閱讀過程中即產生的趣味。 
 
個人在這裡認為，若要思考電玩劇本結構對於數位非線性或多線性敘事的可

能性，或許應該要跳脫「情節」與「結局」這一類仍舊服務於整個大敘事的結構

迷思。這裡以「全面失控」（Indigo Prophecy）為例，這是一款由 David Cage 編導、

Quantic Dream 公司製作、Atari 公司發行，在台灣發行於 2006 年 1 月上市的電玩

作品，屬於一種結合電影與電玩的「電影感遊戲」（Cinematic Game）新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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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於其他常常被理論專書討論的電玩作品如「迷霧之島」（Myst）、「毀滅

戰士」（Doom），「全面失控」更趨向一個理論上的互動性敘事電影。舉凡電影分

鏡概念中常見的兩人三人對話場景的調度、容納多人的全景、建立故事主題的建

立鏡頭、180 度線正反拍、表達人物空間距離關係的過肩鏡頭、移動鏡頭甚至前

衛的分割畫面鏡頭等等「電影規則」，都成為這款電玩使用的「介面規則」。除了

不是真人實拍以外，個人認為這已經是一部電影，甚至於裡面的人物動作，全部

都是由多達 50 名以上的演員實際獻身演出，採用動態捕捉器，蒐集演員們肢體

動作的資料，雖然不是真人實拍，裡面的人物卻依然細膩真實而活靈活現。 

 

    在敘事方面，「全面失控」是以玩家扮演三個角色的多人物方式來解決一個

謎題案件，遊戲中同樣有許多的「節點」與「情節點」，也同樣以問答、選擇的

方式來主導遊戲進行。遊戲中角色雖然會因為沒有選對路徑而在不同的情節死亡

或被逮捕，但若加上死亡與被逮捕，整個電玩遊戲的最後總共也只有五個結局，

而非完全放射的樹枝狀結構。事實上經過個人的試玩測試過後，避掉死亡與被逮

捕兩個情節，幾乎所有的選擇都可以導致另外三個結局。而這樣的結構會不會影

響該遊戲的趣味度？以「全面失控」2005 年年度在全歐洲銷售量第一的表現來

看，這款電玩的趣味度並不受到影響。（在台灣的能見度與銷售量大部分受到該

電玩為英文操作的影響。） 

 

那麼大量的「節點」、「情節點」、「選擇」與「問答」若並不對情節與結局有

絕對重大影響，那他們都帶領讀者玩家前往哪裡？「全面失控」的許多分枝情節

並不會往下延伸到新的情節以造成新的結局，而是自成一格，可能是一個分枝小

遊戲、可能是選擇了這個路徑可以增加角色的體力與精神、也可能是會讓玩家獲

得較多的點數，以便在遊戲結束之後，憑著越多的點數下載越多遊戲中的音樂、

動畫，甚至看到「露網鏡頭」。玩家經過分枝之後，會再經由精妙的設計回到主

敘事繼續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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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失控」遊戲畫面） 

 

2-3 邁向「無關緊要的分枝結構」 

 

從「全面失控」中，個人察覺出一個數位敘事的可能，一個與傳統敘事或樹

枝狀敘事逆向的思考，那就是數位敘事應該是一個「不再服務於大敘事的敘事。」 

過去有關數位敘事的理論與討論中，多半著重於分枝節點與選擇對情節和結局的

「重要性」或是其「不同的窗口所引領的不同視野」，卻忽略了它們可能可以有

的「不重要性」；甚至可以說，未來數位敘事需要的其實是「那些無關緊要的分

枝結構」。不管一個數位敘事的實驗設計了多少情節與結尾，它終究也是強調一

個傳統三幕劇般的衝突、發生與解決，只是數量變得多，像是多幾條線的線性敘

事，雖然多線但卻沒有更進一步地像數位文化中那種漫遊般的前衛。 

 

在過去的電影實驗中，也曾有過這一種「漫遊者」般的電影敘事，如 Fredric 

Jameson 形容 Godard 的《激情》（Passion；1981）中那種「許多角色中任何一個的

瞬間中心性」（Jameson，1998：378）；又如美國獨立導演 Richard Linklater 的《都

市浪人》（Slacker；1991），沒有主角、沒有故事，只有許多角色在城市中漫遊閒

晃的喃喃自語，一個角色的故事時間至多不超過十分鐘，並且不若現在流行的多

線敘事電影般角色會重複出現於每一個分枝，《都市浪人》的角色一閃即逝，出

鏡了便不再回來。（有趣的是，Richard Linklater 也是數位電影的實驗者之一，包

括用 DV 拍攝的《甜蜜的強暴我》（Tape；2001）與真人動畫影像作品《夢醒人

生》（Waking Life：2001）、《心機掃瞄》（A Scanner Darkly；2006）。） 

 

    從這一個方向的思考上，或許未來在從事數位敘事的文本實驗時，故事本身

的複雜度就變得不是那麼重要，相對地是要替這個數位敘事創造盡可能多的額外

樂趣，這些樂趣可能如小遊戲的外部連結、延伸的個人經驗應用等等。這些分枝

不需要服務於原始的故事劇情，說故事變得不是最重要（不再服務於大敘事的敘

事），而是讓數位敘事的讀者在文本中散亂地漫遊，產生無關緊要又眼花撩亂的

附加價值，甚至是一種「反情結」、「反高潮」甚至「反敘事」的顛覆式想像。這

種透過傳統敘事與放射狀樹枝結構敘事的反向思考，有可能會是未來數位敘事的

理論概念與發展方向之一。 

 

2-4 「自製電影」：後設的數位敘事 

 

     當 Umberto Eco 以戲謔式、插科打諢的筆法書寫「自製電影」一文時，不

知道他是真的有此想法還是只是一個荒謬的想像？但無論如何，Eco 老早在 1972
年的這個想像卻逐漸被實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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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自製電影」（收錄在 Eco 短文集「誤讀」）中，Eco 想像了一套創作個人

電影的「情節模式」：「消費者購買一套『情節模式』，弄一套故事的架構，然後

從多種變化中任意挑選，填滿空隙。只需一套模式與搭配的全套變數，任何人都

就可製作出一萬五千七百四十一部安東尼奧尼的電影。」Eco 所想像的「情節模

式」裡，假設一部安東尼奧尼的電影包括了「一片空地。她走開了」的場景，則

這個「情節模式」會有一套搭配的變數。首先將場景切割並編碼成「一片（x）

空地（y）。她（k）走開了（n）」，每一個切割出的段落會有一組可替換的變化索

引，如（x）的變化索引有「兩片、三片、無限多片。圍起來的。大片林立如迷

宮的。」；（y）有「目光所能及的。因為陽光刺眼而看不清楚。霧濛濛的等等。」；

（z）有「一座島。城市。麥當勞。捷運車站等等。」；（k）有「他。他跟她在一

起。」；（n）則有「留在那兒。把玩一件物體很長的時間等等。」則原本那一部

安東尼奧尼的電影情節就可以藉這些變化索引被任何人改變成一部情節為「一大

片林立如迷宮的麥當勞，因陽光刺眼而看不清楚。他把玩一件物品很長的時間」

的電影。 
 
     越來越多的數位敘事理論，開始將目標放置在「產生敘事的數位方法」而

非「數位敘事的內容」。例如為了要有效處理建立一個互動性敘事的龐大結構，

Crawford 就認為首先必須要建立一個角色個性模型（personality model），一個包

含定義角色資訊的資料結構。（Crawford，2006）這些資料結構的模型是長期觀

察各類戲劇中的角色行為之後，所產生的各種角色心理變數，這些變數可能包括

正直、美德、力量、智慧、吸引力、憤怒、恐懼、高興、悲傷等等，設計一個角

色時以數字的方式表現角色每一個變數的程度，並且設計一套數學程式演算法，

當每一個角色在故事中相接觸的時候，彼此不同的屬性數據高低會在程式的演算

下產生不同的互動模式，並隨著不斷地測試讓角色的互動模式達到符合人性的設

計，有點像是一種人工智慧在敘事中的培養，用電玩的術語來說就是所謂「NPC」

（Non-Player -Characters）。除了角色個性模型之外，還要設計故事文法、人物外

在動作等等，像是 Eco 的「情節模式」一般的變化索引。類似的還有像是 Elizabeth 
Figa 與 Paul Tarau 的「故事蹤跡」與「故事投射」資料庫、Karin Brendtsson 與 lena 
Kindmark 的「Intertale」系統、Stephane Donikian 的「DraMachina」系統等等。

（Crawford，2006） 
 

這些理論或實驗簡單來說，都是在設計一套「故事引擎」，能夠在電腦資料

庫與演算法的輔助下自動化地產生敘事。它們都在尋找過去敘事的通則，將之拆

解再利用數位科技自動化重組以形成另一個敘事，這些都是一種後設（meta）的

敘事方式，數位敘事的意涵不再也不應該只是一個文本具像化體現的內容，而是

在於數位科技對於敘事的破壞繼而賦予其重生的新創作理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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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互文性與資料庫 
     

將敘事結構打散重組的動作像是新媒體特徵中的「轉碼化」過程，數位媒體

將所有不同媒材統一處理，在電腦中轉碼成 0 與 1 的唯二血脈，打散之後重組形

成一種多媒體整合的表現形式，像是 Manovich 對數位電影的定義：「digital cinema
＝live action material＋image processing＋compositing＋2-D computer animation＋

3-D computer animation」（Manovich，2001） 
 
如同前述「無關緊要的分枝結構」的想像，這一類的數位敘事理論家與實驗 

者 也 不 以 故 事 內 容 為 關 注 核 心 ， 他 們 受 傳 統 敘 事 理 論 中 的 「 形 式 主 義 」

（formalism）較大的影響，而他們視敘事文本為可以統籌整理、賦予數據、甚

至 以 電 腦 自 動 化 調 整 的 一 連 串 不 穩 定 象 徵 符 號 ， 也 宛 如 後 結 構 主 義

（Post-Structurism）一般把符號與其相連結的意義切離的動作。從 de Sassure 將

人類的語言系統以比鄰軸和係譜軸做統化的整理，將符號視為封閉穩定的系統，

到 Derrida 認為意義是零散散佈在整個符徵的鎖鍊中，解讀文本成為追蹤不斷閃

爍的意義與掌握語言「播散」（dissemination）的過程，語言符號與敘事符號隨著

人類表意溝通過程產生的延遲成為互動上的不安定，符號變得不是純粹且不具有

完整意義（Eagleton，1994）。後設的數位敘事理論為了模擬人類（角色）溝通行

動的光譜而藉助電腦科技，並以數學算式去收納調整每一個單字在互動過程中的

程式演算變化，而整合這些複雜龐大數學算式系統進而組織新的敘事，則成為一

個找尋敘事基礎單元元素相互關連性的互文化過程 
 
在 Derrida 與後結構主義所宣稱語言的「播散」之下，Barthe 認為每個字句

與片語都是其他寫作的再造，無所謂文學的「原創性」，一切文本都是「互參文

本」（intertextual），因為意義會不斷地溢散到周圍的文本。（Eagleton，1994）同樣

由 Kristeva 提出的「互文性」（intertexuality），也意在強調任何一個單獨的文本都

是不自足的，其意義是在與其他文本交互參照、交互指涉的過程中産生。由此，

任何文本都是一種互文，在一個文本中，不同程度地以各種能夠辨認的形式存在

著其他的文本。在極端的意義上，甚至可以說，任何文本都是過去的引文的重新

組織。 

 
Gerard Genette 在互文性理論基礎上提出了「跨文本性」（transtextuality）的

理論名詞，用來指涉「一個文本（不論是明顯的或私底下的），與其他文本相關

連的所有關係」，並且假定了五種型式的跨文本關係。（Stam，2002）首先他更嚴

謹地定義 Kristeva 的文本互涉為：「兩個文本有效的共同存在」，種類包括引述、

抄襲，及暗示。第二種類型為「近文本性」（paratextuality），指就一個文學作品

的整體性而言，該文本與其「相近為本」（paratext）之間的關係，也就是指圍繞

在文本四周的附屬訊息與記事，例如：序言、獻辭、說明、甚至書籍的封面和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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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的設計。第三種類型為「後設文本性」（metatextuality），是由一個文本和其他

文本之間的重要關係構成，不論所涉及的文本是被明確地引述，或只是默默地被

喚起。第四種類型「主文本性」（architextuality），是指由文本的標題或次標題所

提出或拒絕的類型分類法。以及最後一種類型則為「超文本性」（hypertextuality），

是指一個文本（超文本）和一個較早的文本（或稱次文本）之間的關係。超文本

轉變、修改、闡述或延伸次文本，超文本性注意所有的變化運作，也就是一個文

本可能在另一個文本上運作。（Stam，2002） 
 
    文本互涉中的「引述」與「超文本性」在之後有相關的討論，而「近文本性」

則如同前文「無關緊要的分枝結構」。在新媒體，尤其是網際網路裡，訊息與文

本的連結是緊密的。過去一部電影的相近文本如海報、預告片、宣傳用的附屬產

品等等，雖然可以影響對這部電影的看法，但並非直接連接於主文本之上，而數

位敘事可以做到的一點是，利用超連結主文本可以迅速提供任何相近文本，就像

「無關緊要的分枝結構」結構一樣可能是小遊戲或附屬應用，利用這些相近文本

來衍生主文本的敘事以提升主文本的另類豐富度，而非對於情節故事等等的一味

追求。   
 
「互文性」或「互參文本」不再追求新故事的創造，相反地它們質疑甚至嘲 

弄追求新故事的企圖；數位敘事的理論與實驗則利用新媒體去解構整個敘事體系

的符號序列，以資料庫的方式歸納整理符號單元的基礎元素，並利用資料庫與演

算法的存取具體化了互文性的敘事模式，靠著選取共同的基礎元素，拼貼、填滿

成一個看似為新的故事，成為數位敘事的一種新語法。 
 

那些被打散而等候拼貼的敘事基礎單元元素被存放在電腦的資料庫中。電腦

資料庫的原始定義是「結構化的資料集合體」，Kinder 認為所有的敘事形式都是

從資料庫中選取、組合項目然後創造成一個特別的新故事，即使是傳統電影的製

作，也是挑選需要的角色、影像、聲音等等然後組成作者心目中的理想故事。

（Kinder；Dan Harris，2002：127）Manovich 在 Database as a Symbolic Form 一

文論新媒體的形式中，直接使用新媒體本身的術語「資料庫」一詞，並將它升格

為描述形式的用法。（李順興；2001）兩者最大的不同，在於 Kinder 認為存在敘

事作者腦中的作品素材刪選過程即是一種資料庫敘事的展現，而 Manovich 的資

料庫定義則需要配合演算法（Algorithm）依一定算式編碼類目的存取，與電腦

數位世界有較深的扣連。例如當電影數位化進入資料庫之後，Manovich 認為這

產生了一個新的名詞叫做「資料庫電影」（Database Cinema）（Manovich；Dan 
Harris，2002）：藉著電腦的儲存能力與大規模資料的自動搜尋速度，產生一種新

的傳播方式。Manovich 認為「資料庫電影」給了電影之於新媒體一個新的拓展

空間，電腦等新媒體將這些資料放進硬碟之後，什麼樣的介面能讓使用者能夠大

規模的處理資料成為一個新的實驗方向；Manovich 認為一個電影工作者必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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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一個介面設計者，只有這樣電影才能夠真正成為新媒體。（In short, a 
film-maker needs to become an interface designer. Only then will cinema truly 
become new media.）（Manovich；Dan Harris，2002：217） 

Ulmer 指出，所有媒體都以三種方式來組織資訊的釋出：一、敘事，二、說

明文體，三、模式（pattern）。故事（story）以敘事方式為主流，記錄片（documentary）

以說明文體為主流，拼貼則以模式為主流。接著他說，敘事和說明文體兩者為印

刷媒體組織資訊的主流表現形式，而模式在過去只有在藝術領域可稱為主流，然

而在新媒體裏，模式卻一躍成為主流表現形式，而模式中最核心、最具代表性的

形式是拼貼（Ulmer 1992, 160-1；轉引自李順興，2001）。若將 Ulmer 和 Manovich

對新媒體形式的認識合併起來，可以改寫成：資料庫以拼貼為最具代表性的表現

形式。（李順興，2001） 

2-6 一些互文性與資料庫敘事的實驗 

廣義來說，即使非使用數位設備，但在素材蒐集的階段便不具備敘事性思

考，採用拼貼的方式將隨手或刻意隨意收集的素材編輯處理的作品，便具備了「資

料庫敘事」（database narrative）的特質。文學中像 H.G.Wells 在「時光機器」（Time 

Machine）裡「世界大腦」與 Jorge Luis Borges 在「巴別塔圖書館」（The Library of 

Babel）裡的想像，與 James Joyce 的「都柏林人」（Dubliners）、Charles Baudelaire

的「巴黎的憂鬱」（Le Spleen de paris）那種以一小段一小段故事或散文拼湊出

的城市全景。影像媒體如 Manovich 舉例的早期蒙太奇先驅 Dziga Vertov 的《持攝

影機的人》（man with a movie camera）與 Peter Greenaway 的《崩潰》（the fall），

兩者都是編輯隨手拍攝的或是流產的影像再重新拼貼出新的意義。Kinder 則認為

Luis Bunuel 的《自由的幻影》（The phantom of liberty）中集合了分散在每個房間

中的小故事也是一種資料庫的敘事結構，這些非數位化的資料庫電影（pre-digital 

database films）還包括了 Alan Resnais 的《吸煙不吸煙》（Smoking / No Smoking）

與 Agnes Varda 的《艾格妮撿風景》（Gleaners and I）等等。（Kinder；Dan Harris，

2002） 

Genette 所說文本互涉中的「引述」，就如同把舊的影片片段插入一部新的電

影，引用既有的影片片段，做為影片結構的主要原則。（Stam，2003）如在實驗

電影的領域中，將撿回的舊的資料影片加以挪用，並施以搔刮處理，包括圖像的、

繪畫的以及化學的手術是一種實驗的手段。（Yann Beauvais，2005）藉助於檔案

---資料的真正基礎，這類實驗電影工作者將工作重點放在素材的搜尋上。一旦這

些資料的選擇底定，再挪用的工作就會根據各種安排、組合、重組和變化而進行，

確立了以挪用、剽襲、複製、改變為本的後設電影（meta cinema）的存在。在今

日素材的擷取已經變成一項重要的賭注，撿回的鏡頭不侷限於類比材料，而可以

在數位錄像、網路和 V-J（video jockey）裡找到應用與延長。（Yann Beauva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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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如數位藝術家 Jannifer McCay 與 Kevin MacCay 曾以解構的方式，創造了

一個稱做《每一個鐵砧》（Every Anvil）的作品。《每一個鐵砧》中彙集了華納公

司所有的卡通名片，作者將每一部卡通肢解開來，將每一段情節，依照內容分門

別類歸檔成 120 張光碟，觀者可依照自己的興趣，點選光碟放映。若讀者選擇了

「每一個吻」，會欣賞到這些名片中每一場吻戲，若選擇了「每一個逃亡」，就會

欣賞到這些名片中每一場的逃亡場景，若選擇「每一個鐵砧」，則將感受到華納

兄弟卡通中每一個從天而降的鐵砧。（葉謹睿，2003）此外這類手法在電影裡面

則有 Virgil Widrich 運用新的創作手法將老電影重新剪接拼貼而成的《電光列車》

（Fast Film）。 
 

利用數位工具可以輕易的改變素材，讓各種可能性輕易產生。切斷一部完整

結構的電影，擷取其部分影格做循環播放，再以同樣方法切割其他電影，將每一

個原本是水平線的電影結構分裂，在垂直面重新整理賦予嶄新意義。藉由數位應

用軟體非線性剪輯與動畫編輯、修圖的輔助，讓資料庫本身就有一個後設的意

義，而非只是瑣碎資訊的集合。 
 

此外，在數位內容產業中的「數位典藏」領域裡，將傳統的報紙、雜誌或書

籍內容，經過數位化及資料庫化，以網站、電子郵件、下載或無線通訊的方式遞

送給讀者，實體的照片或文物，以數位化方式加以典藏、提供授權，並開發新的

加值產品。（典藏，2004）例如傳統電影由於會隨著時間慢慢產生膠捲的腐蝕、

刮痕，而使得影像慢慢消失，傳統的影像保存裡需要很大的儲藏室以及適當的濕

度與溫度，而經由數位化，電影膠捲可以經由掃瞄入電腦，建立影像資料庫來進

行保存與快速讀取。除了實驗性的素材回收重製之外，如何利用「數位典藏」的

概念，讓舊的、珍貴的影片或其他敘事內容產生有效率的編輯組織方式，甚至有

能夠回收的附加價值應用都是這種「互文性」與「資料庫」數位敘事將來可以開

發與思考的目的跟方向。 

2-7 更徹底的解構：3D 遊戲引擎電影（Machinima）與電影夢工廠（The Movies） 

互文性與資料庫的敘事實驗將舊有的或任何不具組織性的碎片素材結合成

一個新的敘事，但像 Eco 設想的那種「情節模式」卻把敘事作更精密的拆解，而

非只是素材的集合。「Machinima」是一種 3D 遊戲引擎電影，為機器（machine）、

電影（cinema）與動畫（animation）三個英文詞的縮寫。Machinima 可以翻譯為「遊

戲電影」或「引擎電影」，也有人稱之為「機造影片藝術」。這個由機器、電影

加上動畫構成的新事物，目前被定義為在即時 3D 虛擬環境中的電影製作。在實

際操作時，一般使用遊戲引擎來提供環境、道具、虛擬演員：像動畫一樣，

Machinima 的角色是藝術家創建出來的，人物為即時驅動﹔像遊戲一樣，

Machinima 應用遊戲引擎提供的 3D 虛擬環境﹔像電影一樣，Machinima 能運用電

影的鏡頭語言表達創作者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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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遊戲引擎電影實際上是由人操控遊戲引擎所提供的虛擬演員在場景中

表演的過程，這和在幕後操縱著玩偶的木偶劇類似。很多人開始嘗試用其他 3D

軟體進行角色建模，然後將自己設計的人物模型導入到遊戲引擎中，這樣，

Machinima 就有了新的演員。最重要的是，在新演員和新動作的基礎上，人們開

始為 Machinima 撰寫劇本，單純的遊戲打鬥場面變成了有情節、有內容的電影敘

事。 

    原則上，Machinima 就是利用某一特定遊戲內建的工具來製作影片，也就是

利用低階 3D 成像引擎（對比於影視產業所使用的高階設備）所繪製而成的動態

影片，這種影片敘事可以說是一種簡單的動畫技術，但由於它的來源來自於電玩

遊戲的製作基模，一方面它是一種「跨媒體性」實驗，一方面它也融合了遊戲互

動與電影製作，最終而發展出一個真正「自製電影」的模式。 
 
     Machinima 所使用的遊戲內建引擎如今被暴露了出來，本身成了一款遊

戲。「電影夢工廠」（The Movies）是一款 2006 年 1 月 19 上市的新遊戲，由 Lionhead 
Studios 公司製作、Activison 發行，國內由松崗代理，有中文化的翻譯介面。「電

影夢工廠」有兩種遊戲進行模式，一種是策略經營，另一種則利用 Machinima
的技術成為一個「動畫製作軟體」。遊戲中經由長期的研究，將動畫的角色、動

作、化妝、服飾與場景等製作成一個一個套件，就像是「情節模式」裡的全套變

數，玩家可以選擇每一個細微的角色動作甚至表情，錄製自己的口白、打上字幕

與配上自己喜歡的配樂，將之放置在選定的場景，經由遊戲內建簡單的剪接軟

體，便可以玩弄出一個簡單的動畫作品，輸出成常見 WMV 檔，如同一部真正的

動畫一樣。 
 

 
（電影夢工廠遊戲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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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與其說電影夢工廠的「遊戲介面」，不如可以說那是一種新的電影製作

方式的操作介面。在大型的動畫製作系統裡，雖然也有一套模組化的敘事套件，

但是藉由這種遊戲式的軟體，Machinima3D 遊戲引擎電影與電影夢工廠將電影動

畫的實踐落實到個人電腦的用戶上。而每個人自行製作出來的影片不僅可以在個

人電腦上觀看，「電影夢工廠」的官方網站還提供了各個玩家上傳動畫的空間，

經由瀏覽率與玩家彼此間的投票，產生像網路奧斯卡這樣的虛擬活動，被評比的

等級越高，該玩家可獲得更多的虛擬點數購買遊戲製作公司設計的新套件，往製

作品質更加的動畫邁進。 
 

三、數位空間與敘事系統 
 

3-1 銀幕空間與介面 
 
    從電影院的發軔開始，到電視、電腦螢幕，再到流行的手機、PDA、掌上型

電玩等等新科技，銀幕（Screen）的概念不斷變化，即便我國的兩兆三星國家發

展計畫，也將面版、顯示器視為重點發展產業，說明了在新媒體時代，視覺顯示

功能逐漸多樣化而且具有商機。銀幕空間的變化不僅在大小、視覺解析度，也象

徵了媒體使用習慣的改變，隨著媒介越趨個人化、機動性的使用，銀幕越來越小

之外，新科技的演變也讓銀幕不再只是訊息投射、展演的場域，而成為一個互動

的介面（interface）、人與機器溝通的橋樑。在「電腦銀幕的考古學」（Archeology 
of the Computer Screen）一文中，Manovich 認為傳統的電腦銀幕（在平坦表面上

的三維透視空間）被「動態銀幕」所取代，多重的、相對化的影像隨著時間而逐

步變化。(Stam，2002)在觀看傳統的電影時，我們集中注意力在銀幕對於影像的

呈現，而忽略銀幕外的外在空間，這種專注行為基於傳統影像將銀幕給填滿，銀

幕空間的功能在過濾、區隔、取代所有不在畫格內的空間。但電腦銀幕空間創造

的是動態空間，這個空間創造的是多重的視窗，彼此競爭以攫取使用者的注意

力。（Jenkins，1999） 
 
    Per Persson（2003）比較了古典好萊塢敘事電影的空間陳列與數位新媒體空

間導覽性質的差異，最根本的差別，Persson 認為在於電影空間不若電腦數位空

間一般具有互動性；電影空間的陳列在於幫助敘事的連接、情緒的張力處理，對

於電影作者而言重要的是如何在正確的位置、精準的時機，完成一個線性的敘事

線以表達出一個故事，觀眾對於故事的理解是敘事電影視覺技巧的主要目的，剪

接或各種技巧的功能都在於避免觀眾的注意力被抽離。電影剪接將一個大空間做

空間分割，將一個場（scene）分成一個一個鏡頭（shot），再將之組合起來，讓

觀者在認知中拼湊組合一個大空間的存在性與連續性；在大空間以內，但在單一

鏡頭以外的則為畫外空間（off-screen space），畫外空間被鏡頭暫時摒除，但是在

導演的選擇下，畫外空間隨時為前一個鏡頭進行補足、說明，以進行連戲。以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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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敘事電影常用的視覺連戲、主觀鏡頭、建立鏡頭等空間技巧，Persson 說明了

敘事電影以連戲剪接的方式，做為觀者進入電影故事世界的導航。（Persson，

2003） 
 
    相對地，數位空間對觀者的導航來自於超連結，若說古典敘事電影暫時被單

一鏡頭摒除在外的空間稱為畫外空間，Persson 認為，數位空間如網路首頁、電

玩介面上等等的選單、按鈕之下的隱藏資訊、連結頁是不是也可以被稱作數位空

間電腦銀幕的「畫外空間」？電腦桌面、網路首頁也可以被視為是數位空間的建

立鏡頭，而上面的圖像選單，則是數位畫外空間的指引、參考，以及導航資訊；

超連結是不是如同敘事電影的剪接，導引出各式各樣存在畫外空間裡的圖像、資

訊與物件？敘事電影利用畫外空間所製造出來的情緒效果，能不能與數位空間產

生結合？Persson 舉例，當一個陰影從首頁的右邊進入，會不會讓使用者在進行

到下一頁的連結時產生好奇；當電腦螢幕的下方泛起一陣白煙，是不是可以讓使

用者產生是誰在畫外空間抽煙，這個人有什麼話要說嗎的疑問；如果畫面上出現

一個生物看著左邊或右邊的畫外空間，對於使用者的瀏覽行為是不是可以有更多

的樂趣？敘事電影利用畫外空間提供情節的延續與起伏，數位空間的畫外空間則

利用超連結隱藏許多資訊，而數位空間的瀏覽功能若能加入敘事的起伏，則可能

產生更有故事性的動態銀幕空間。簡而言之，Persson 期待的是利用電影空間塑

造情節起伏的效果，讓數位空間的使用者沈浸入一個想像，讓電影的敘事性融合

入數位空間的瀏覽，產生敘事的美感，增加使用者的情感投射，以及結合電影與

數位空間創造出新的瀏覽樂趣和敘事系統。（Persson，2003） 
 
    如前述，Persson 認為在於電影與數位空間最基本的差異在於互動性，而銀

幕也因而從一個投射展示的場域，轉型成一個互動發生的介面（interface）。人機

介面（HCI，Human-Computer Interface）概念也就在數位化的互動空間中興起。 
人機介面的設計，向來是程式設計師和數位藝術家絞盡腦汁、費盡心力的工作重

點。根據 Brenda Laurel 的觀察，介面設計歷經演進，其定義已產生變革，早期

的定義大致是：「人機溝通之間所使用的軟硬體」。如今，介面一詞的內涵著重「使

用者的認知與情緒面向」，並以「提昇使用者的能力」為目標；David Rokeby 如

此詮釋介面的隱形作用：「介面規範我們如何感受內容，並如何在作品中移動

（navigate），因而也形塑了我們對內容的經驗，過程非常細膩，幾乎不著痕跡」，

這樣的觀察，實已點出介面在意義生產過程中所佔有的主導位置（李順興，

2002）。Michael Heim 在「從介面到網路空間」（The Metaphysics of Virtual Reality）

一文中，則對於人機交互的介面給予了重新定義，把介面從鍵盤、銀幕的物質形

態擴展到一種精神交互的點，是兩種或多種資訊源面對面交互之處，透過電腦介

面與數位空間的交換是心靈的溝通，是外與內的和諧，精神世界與物質世界的融

合，換句話說，Michael Heim 認為人機介面把人的精神及心靈行為與電腦物質連

結，進而產生交互作用。（Heim，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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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體的視覺空間成為「介面」，在傳統電影中的攝影構圖、場面調度，到

了新媒體，變成了所謂的「介面設計」。新媒體空間成為是一個多訊息的交替場

合，在過去媒體如電影、電視等等，訊息是一格一格時間性地交替，利用人類眼

睛的視覺暫留產生連續動作的幻影，敘事就在時間與影格的行動中出現並消失，

但新媒體的「介面」空間卻是「單一畫面多重訊息」。觀察網路介面，它的視覺

空間就是一系列經由創作者精密設計、排列組合的資訊系統，有的強調方便閱

讀、有的強調設計創意，但它都是一種分散資訊的整合，看似整體，其實各自分

隔，看似各自分隔，但又形成完整的主體；其視覺流動是「停格」的，呈現在介

面上的是各種選單與選項，讀者需要點選才能進入閱讀介面底下藏匿的訊息；電

玩遊戲的介面也是，當主角在畫面上移動時，訊息與指令也同時出現在畫面上，

做為主角作出選擇動作，或故事前往下一關卡的窗口，當遊戲中需要作出重大抉

擇時，畫面也會給予「停格」的處理，接著出現許多選單讓玩家選擇路徑。Manovich

曾說未來的電影是一個資訊空間（cinema as an information space）（Manovich，2001：

326），舊媒體的敘事是時間性的，而新媒體則是空間性的，敘事的推進掩藏在單

一畫面裡的多重訊息底下，經由時間上的暫停（停格）讓讀者點選而跨出敘事上

的步伐。 

 
3-2 空間的蒙太奇與共時性敘事 

 

當新媒體的銀幕空間成為介面，當主流電影的傳統規範---講求視線配合、位

置配合、三十度規則、旁跳鏡頭---被不斷增加的多種製作方式所取代，繼承自文

藝復興時代人文主義的中心視點不再絕對（Stam，2002），新媒體的多重窗口締

造了電影想像的無窮可能。而 Mike Figgis 近幾年不斷實驗的四格分裂式創作，

也成為新媒體介入電影想像的一個重大矚目，Manovich 將 Figgis 的「真相四面

體」（Timecode）視為通訊傳播與電影敘事的結合，「真相四面體」的四分格、即

時性，像典型的監視器效果，將日常生活中的監視器畫面，應用在電影敘事的實

驗上，通訊傳播的技術變成一種敘事的藝術，「真相四面體」利用了通訊形式的

介 面 來 思 考 傳 統 的 電 影 敘 事 。（ Telecommunication becomes a narrative art, 
“Timecode” uses a telecommunication-type interface to a traditional narrative.）
（Manovich；Harris，2002）同樣的想像也發生在 Peter Greenaway 的作品上，若

說 Figgis 的作品像監視器，Greenaway 的「枕邊書」（The Pillow Books）則像作

業系統的視窗，如 Manovich 說的「使用電腦螢幕的成規」。Greenaway 讓畫面和

文字、聲音並陳，並且加開了許多子視窗一般的分割畫面，不像 Figgis 四格並重

的特性，Greenaway 的子視窗像是補充、文章中的括號與註釋，並且在某些時機

喧賓奪主。 
 
電腦設計發展出來的「多工制」（多種操作在同一時間處理），銀幕與新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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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這一種設計模式，將不同的影像或資訊在同一時間相互替換，Manovich 稱之

為「空間的蒙太奇」（Spatial montage）。1920 年代之後蘇聯的蒙太奇理論者，認

為單一鏡頭只是鈍化的的基本素材，而蒙太奇讓這種電影的基本素材得以增輝。

蒙太奇理論認為單一的電影鏡頭在安置到蒙太奇結構之前是沒有實質意義的，換

言之，只有當單一鏡頭成為一個較大系統的一部份，和其他鏡頭有某種關係時，

才具有意義，（Stam，2002）如同蒙太奇理論中著名的「庫樂雪夫效果」（Kuleshov 
effect），將演員莫斯尤金的同一個鏡頭，和不同的視覺素材（一碗湯、棺木中的

一個小孩等等）並列，傳達出非常不同的情感效果（例如：飢餓、悲傷）（Stam，

2002）。 
 
傳統電影與電視的技術是被設計成單一影像填滿整個銀幕，蒙太奇利用單一

鏡頭的組織與剪接的技法來推動敘事，探索空間的蒙太奇對影像作者而言則是違

背這種科技的舉動（Manovich，2001）；將畫面分割的影像實驗在過去的電影中

也可以見到，Manovich 認為過去電影銀幕分割畫面的方式已是簡單的空間蒙太

奇，然而在數位空間、電腦技術中，空間的蒙太奇又從靜態的進化到與「動態銀

幕」的融合，電影銀幕與數位銀幕也可能激起新的火花。 
 
    Manovich 以 Olga Loalina 的網路作品「My boyfriend came back from the 
war！」（http://myboyfriendcamebackfromthewar.ru/）為例，認為可能是空間蒙太

奇的探索。Olga Loalina 利用的是網路 HTML 的語言，創造出在影格內的影格

（frames within frames），整個作品從一個單一的畫面開始，隨著敘事的發展與讀

者點選的超連結，銀幕逐漸分割出越來越多的畫格，這種分割畫面是變動的，不

是靜止的，甚至也可以稱做是導覽的。傳統電影的畫面是一格取代一格，不斷地

推進敘事，「My boyfriend came back from the war！」的畫面則是並存而停留的。

電影的特性，畫隔間取代的邏輯，讓位給了補充以及並存；時間變成空間性的，

在銀幕的表面上並存，在空間的蒙太奇中，沒有東西需要被遺忘，沒有東西是被

消除的。（Manovich，2001）空間蒙太奇隨著敘事發展累積所有的物件和影像，

與作用在於情緒感受的電影銀幕不同，電腦銀幕的作用像是記憶的紀錄（In 
contrast to the cinema’s screen, which primarily functions as a record of perception, 
here the computer screen functions as a record of memory.）（Manovich，2001：236） 
 
    類 似 的 作 品 還 有 Doug Aitken 的 「 五 倍 的 裝 填 」（ Load 5x ；

http://adaweb.walkerart.org/project/aitken/），其追求的是一種多重解讀的敘事情

節，網頁上先以一段哲學性的宣言開場，接著走入一張有五個角色的照片。每個

角色身上各藏有超連結，觀者將選擇自己的路徑，經由不同的觀點出發去看整個

故事。當角色跟角色之間，因地點而相連貫的時候，觀者還可以藉由點選，去看

另一個角色在走過同一地點時所發生的事。因為過程中不同的選擇，每一個觀者

都會看到不盡相同的故事。（葉謹睿，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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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ga Loalina 與 Doug Aitken 的作品，將電腦銀幕多重的（multiple）與共時

的（simultaneously）的敘事概念，以網路藝術的方式呈現，使用者可以開啟每一

個同時存在的超連結，每一個連結動作都改變了原本的畫格或是創造了新的畫格

陳列在銀幕上；做為一個整體的銀幕畫面不斷被考驗，時間不再凌駕於空間、順

序不再凌駕於共時性、時間的蒙太奇也不再凌駕於共存在一個鏡頭內的空間蒙太

奇。在動態影像和空間蒙太奇的融合下，新媒體與如同 Olga Loalina 一般的作品，

做到了 Mike Figgis 與 Peter Greenaway 在電影實驗上所想像而只做到一半的事

情。 
 
    空間蒙太奇其實反應了電腦時代日常生活經驗的一部份：在電腦上一次處理

多種不同的應用程式，畫面上的每一個細節都是被處理的焦點，整合起來又具有

可閱讀性。不若傳統構圖的視點中心性，空間蒙太奇銀幕上的每一個圖像或文字

都是中心，而文字與圖像的底下，各自可以超連結出一個自己的敘事活動；每一

頁、每一格的影像都是前述的「介面」，每一個介面又都是由各種分格的訊息組

成，而每一個分隔的圖像、文字、訊息底下都可以再利用超連結、資料庫，連結

出獨立的敘事系統。新媒體的結構變得複雜，分支總匯於介面，並且拼貼出介面，

數位空間被設計成可閱讀性的，但它終究是各個分離資訊的組合物。在空間蒙太

奇之外，Manovich 認為電影的新語言（the new language of cinema）也將會是一

種資訊的空間（Cinema as information space）（Manovich，2001），結合資料庫、

超連結、搜尋引擎，成為一種多重的、共時性的、非線性的，以及互動性的銀幕

空間。 
 
這種以空間蒙太奇所建立的共時性敘事並非數位時代所特有，Manovich 即

認為漫畫其實是最早的「空間蒙太奇」形式；Crawford 也曾以漫畫為例，認為漫

畫提供了一個值得借鏡的非線性敘事的子故事大小：每個單格就是一個子故事，

漫畫中利用一隔一隔的分鏡並陳敘述一個故事，新的漫畫風格也已超越簡單的四

格或單格漫畫，畫格視作者的需要或創意而有大有小，對白或格中人物甚至可以

超出格外。（Crawford，2005） 
 
漫畫長期以來對於表達影像的動作與敘事時間線具有迥異於其他以時間為

基礎的媒體（如電影）的特別語彙，從十五世紀開始，漫畫在歐洲與亞洲開始成

為一種印刷出版物，到十九世紀，漫畫發展成一種對連續動作的再現媒介，內容

主要是一連串誇張的諷刺繪畫。（Bukatman；Harris，2002）在數位媒體時代，

漫畫卻被重新發掘成一種視覺可能性，尤其是網路時代那一種一頁一頁、一個視

窗一個視窗的翻閱模式像是往漫畫更靠攏了回去，利用超連結，將分散的頁面整

合在一起，這一種閱讀模式開始被以線上漫畫（on-line comics）來形容。

（Bukatman；Harris，2002）網路利用類似漫畫形式呈現的原因之一，還是來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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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目前的技術設備，包括像電影和動畫等「佔滿一整格螢幕」的舊媒體，利用網

路下載後往往會成為緩慢下載的新媒體（slow-loading new media），實際面考量，

漫 畫 般 的 圖 片 呈 現 才 具 有 快 速 下 載 的 能 力 （ quick-loading new media ）。

（Bukatman；Harris，2002：138） 
 
    像網路與電腦這種具有空間蒙太奇本質，利用多重視窗與滾動軸的媒體，揭

示了漫畫般圖片敘事的新可能性，進入一種更擴大的、連續性的空間，像是一部

擁有無止盡畫布的漫畫。在數位領域裡，Scott Bukatman 認為傳統的時間線性影

像如動畫或電影往往只能限制住新媒體的發展，不斷地重複於舊媒體的初始本

質，像漫畫這一種一格一格被限制的動作卻可以被隨意組合拼貼，更類似網路的

特徵。（Scott Bukatman；Dan Harris，2002）當影像的運動隨著讀者滾動視窗上

的滾動軸時，影像從置於一個完整的敘事結構中被讀者釋放，讀者做出動作，在

整個影像故事地圖中尋找特殊的空間與時間。是讀者拓展了可能的連結，在影像

結構中做出選擇，不管是選擇一條路徑、找出一個被隱藏的視窗還是縮放不被注

意的細節，在數位網路環境中總是有無數的方法去與作品互動，讀者是主動去框

住而非沈浸於影像，藉由漫畫的特性網路上的動態影像變成一個一個被架構於大

敘事結構的單獨元素，每一個單獨的元素是一個大敘事中靜止的時間與空間，等

待讀者去促使大敘事產生動作。空間蒙太奇與多媒體編輯讓漫畫動了起來，成為

新的「動態影像」，在傳統電影與動畫之間出現一條「線上漫畫」這種對動態影

像的畫框重新定義的影像語言道路。漫畫的每一格都是連續動作的暫停，經由每

一格的組合出現如動態影像般的幻覺，網路媒體的互動性，需要時間給讀者暫停

做選擇，而這也是受線性時間限制的媒體與文本先天缺乏的一環，在漫畫裡，是

每一格影像裡的留白空間決定了閱讀的時間，而動畫與電影的時間則是被作者決

定而不是讀者。（Bukatman；Harris，2002） 
 
共時性與角色穿插的敘事模式，過去的線性電影中有如 Krzysztof Kieslowski

的《十戒》（The Ten Commandments；1990）與 Doug Liman 的《狗男女》（Go；

1999），未來使用空間蒙太奇、線上漫畫等等共時性創作概念的作品，個人認為

可以以這類電影為文本基礎做大規模延伸發展的新媒體嘗試。 
 

3-3 互動故事世界與有機敘事文本 
 

在數位時代裡，互動性成為最令人目眩神迷的魔力名詞，不管任何的新媒體

形式，互動性為電腦這樣的媒體，帶來了其他媒體所沒有或不擅長表現的競爭優

勢。沒有任何的電影、音樂 CD 或是油畫畫布可以提供互動性，只有電腦，以及

那些名稱雖然不叫電腦，但是本質也是電腦的設備譬如電視遊樂器或高級手機，

才能提供互動性。因而對數位內容來說，互動性是目前可以有別於其他傳統媒體

的優勢。（Crawford，2005）「作者已死」、「讀者誕生」以及等等後結構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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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潮的興起，觀眾、作品和藝術家的互動在 60 年代成為一種在既定類別和機制

以外的新藝術形式的特色，這種不拘界別和技術的藝術稱為「跨媒體藝術」，嘗

試令互動成為前衛藝術的手法，顯示藝術家希望脫離精英的中產階級文化，轉而

影響大眾文化。其他理想包括 Eco 的「開放作品」(Open Work)觀念，還有德國

哲學家 Jürgen Habermas 的「不受主宰的商談」(domination-free discourse)；而在 90 
年代的數位範疇內，文字、聲音和影像沒有基本的分別，因而把不同的媒體結合

成一個多媒體程式，不用像跨媒體藝術宣揚那樣需要美學上的正當性，而是符合

數位科技的原則的；在以電腦為基礎的多媒體科技裡，讀者和機器的互動也是媒

體本身固有的。（Daniels，2000） 
 

Crawford 認為「互動是一個介於兩個或更多推動者（agent）的循環過程。

在這個過程中這些推動者彼此輪番的聆聽（listen）、思考（think）與述說（speak）。」

（Crawford，2005：28）Wand 認為則「互動性」（interactivity）與「互動」（interaction）

所指的是兩個不同的觀念，「互動性」是指電腦與使用者之間的對話，而「互動」

則是指人（們）與團體之間的相互關係。典型的電腦互動性包括：由選單選擇指

令、做出按鍵動作、進行連結、鍵入搜尋字詞在資料庫進行檢索、在播放影音資

料時調整音量或播放程式、以及回答電腦螢幕對話欄所提出的問題或訊息等（李

道明，2005）照 Wand 的說法，「互動性」是所謂的「人機互動」，著重在電腦人

工智慧的發展；「互動」則像網路一般，是以電腦做中介提供人與人間的相互溝

通。Dieter Daniels 認為在今日有關互動性的討論中，一類是關於藉著媒體建立的

人與人關係的社會意識形態，另一類則是討論人和機器溝通的科技可行性

（Daniels，2000），這兩者的差異，也像是 Wand 所提「互動性」與「互動」的

根本差異。 
 
    在「人機互動」與「互動性」上，數位敘事的主軸在設計一套完正而強大的

電腦互動機制，產生可以讓讀者與電腦交流溝通或涉入敘事的各種形式文本；「電

腦中介的人際溝通」與「互動」則在利用網際網路，讓電腦成為一個訊息的轉運

中心，而非對話對象。網際網路的時代，讀者在整個傳播敘事體系的地位大大提

昇，產生主動性對話的能力增強。時代雜誌將 2006 年年度人物選為每一個使用

與創造網路內容的人，也就是所有坐在電腦前遨遊網際網路的讀者/作者，理由

是當今由使用者所建構的網際網路內容，已成為驅動現在世界的力量。 
 

網路時代中敘事作者權產生轉移，「網路藝術與傳統藝術最大的差異，來自

於作者權（authorship）的轉移。利用網路強烈的互動本質，網路藝術家在網際

空間中架構出一個個舞台，讓參與者由被動的觀眾角色，搖身一變成為主動的表

演者。」（葉謹睿，2003）數位敘事作者的工作是搭建一個空間、繪製一個介面、

培養一種情緒、提供一個議題與誘因，引發共鳴之後由使用者共同提供內容，一

起將故事完成，因而要設計一套敘事結構必須降格情節的濃度，而將重點放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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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一個「互動故事世界」。 
 

Crawford 認為設計互動故事的方法和傳統創作一個故事不同的是，互動故事

創作者需要創作的是「互動故事世界」（interactive story world），而不僅僅是故事。

建立一個互動故事的世界，必須先忘掉那些固定過程的情節，把思考的重心轉回

到一個充滿各種劇情發展可能性的故事世界，選定一個故事大方向要進行的方

向，然後探索各種可以跟隨大方向前進的可能性。互動故事世界的關鍵部分就在

於一個故事世界是大於一個故事的，玩家每次在故事世界中的一次完整互動過

程，等於就創作了一個新故事，而玩家所經歷的過程，就是故事情節的發展過程。

（Crawford，2005）互動故事的建構者於是等於是在創造一個世界，而故事的講

述者是玩家或故事中的人物，在分享自己的親身經歷時，才像是故事的講述者。

在當今流行的線上遊戲裡，玩家所進入的就是一個互動世界，同一個玩家每次進

行不同的故事過程，或是不同玩家一起進入同一個互動故事世界，所說出來的故

事都是不一樣的，而這種組合隨著技術的容量與創作團隊的開發，產生越來越多

的可能性，互動故事世界也遠比述說一個故事更加地複雜與龐大。要開發一款線

上遊戲，在遊戲劇本的編寫過程中，開頭的故事等等皆不是工作的重心（很多時

候玩家並不會去閱讀開場故事），重點在於如何描繪一個故事地圖、交代這個故

事地圖裡有哪些種族及其自然景觀為何？玩家從哪裡出發，在哪裡會遇到其他玩

家扮演的角色，哪裡又是 NPC（非人物角色，指電腦人工智慧的角色）、走到哪

裡會發生什麼樣的任務跟遭遇等等。相較於故事情節，這些地圖所描述出來的互

動故事世界豐富度更加吸引玩家。線上遊戲之外，網站的本質是也一個「平台」、

一個具有私密性的公共空間，網路藝術只需要讀者點入網址即可呈現在讀者眼

前，從精神性上來說，網路藝術也可以是一種公共藝術；與一般公共藝術不同的

是，此處的公眾不僅可以欣賞，而且還主動參與創作，在這個虛擬的世界裡，藝

術家將作者權心甘情願地交了出來，觀者也如魚得水地自由發揮與分享。（葉謹

睿，2003） 
 
    應用「電腦中介人際溝通」為創作手段的數位敘事作品裡，所秉持的精神又

與前述的種種理論思考站在不同的基準。這一類的作者像是建築師或是舞台設計

師，倘若這個作品沒有人的參與近用，那麼只是一個待廢的建築與空曠的舞台，

不會是一個有生命力的作品，因而這一類的數位敘事必須深入網路大眾所熱衷關

切的議題甚至創造議題，秉持網路開放空間、公共領域的精神讓讀者涉入文本。

讀者上傳自己的訊息成為作者，彼此連結閱讀再成為讀者，在數位訊號光速運行

下讀╱寫身份不斷替循環更生，同時在網路外部性下往更遠的地方繼續連結其他

的敘事。主文本在讀者的涉入產生新文本，讀者相互的閱讀又繼續產生新的文

本，Genette 的「超文本性」中那種超文本與次文本轉變、延伸的關係在數位敘

事中產生無盡的生長，由讀者所撰寫的各種不同超文本在一個同源的次文本中被

引發，產生不斷循環的互文轉換、在一連串文本產生其他文本那種無止盡的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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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轉換及演變的過程中進行著，沒有明確的起始點。（Stam，2002） 
 

Gilles Deleuze 所想像式的根莖（rhizome），一直是數位敘事與超文本的象徵

狀態，讀者被導入一個向四面八方蔓延、重重疊疊、綿延不休網路敘事文本。篠

原資明將 Deleuze 根莖莖的特徵總結為四項：「接續與異質性」、「多樣性」、「非意

義切斷」與「地圖形成」。「接續與異質性」指根莖的每一點都能與其他的每一點

接續，也應該被接續，並且根莖的諸要素都是由異質性構成；「多樣性」指的是

通過接續形成的多樣性，特別是逃走線、脫領土化的線表示與外部關係的線，與

此相反，樹木則是被固定的點與位置所支配。「非意義切斷」指的是任意的切斷

與曲折都是可能的；「地圖形成」則是指一種不根據限定模式，而有多重、可變

化與公開的入口。（篠原資明，2001）網路數位敘事在超文本的連接裡就像根莖

的結構，進入一個互動故事世界或平台就像攤開一個公開而有多重入口的地圖，

每一個讀者撰寫屬於自己的多樣性文本，在分歧彎曲的網際網路世界裡上傳和每

一個節點接續，主文本、超文本與次文本於是連綿不絕，在故事世界的培養下終

而成為一個有機生長、永遠沒有盡頭的未完成敘事。 
 

四、數位解放與昇華的理念 
 

4-1 去中心、解放性的數位敘事理念 

 
數位世界裡，不論在產業結構、產製方式、傳輸模式以及讀者的接受行為上，

個人認為都有往兩個極端方向去發展的傾向，其一可稱之為「數位昇華」，另一

則稱為「數位解放」。 
 
「數位昇華」描繪的是電影藝術數位化、像素化之後，在電腦介面輔助下的

創意性，可能包括前述的互動發展，以及視覺特效與虛擬真實等等；而在數位經

濟時代，產業的發展隨著科技的變動不停地融合或解構，各種新型態的企業原型

與經營模式不斷地衍生，許多的新興產業在這一波浪潮之中開始萌芽，聚合型的

大媒體潮也已不是新鮮事。 
 

「數位解放」則著重於「個人性」。數位新科技給予讀者或觀眾的閱讀經驗

不再侷限於一個公共場合，新媒體經常是意味著光線充足的一個小螢幕（Stam，

2002），觀眾不再是被集中，而是自我馳騁於一條資訊高速公路之上，這條跨越

國界的資訊高速公路，搭載著數位化之後的各種文本，透過數位電視、數位機上

盒、網際網路以及個人電腦等開枝散葉般的終端進入每個人的家庭、房間，以及

最終的目的地—大腦。內容產製方面則有個人化敘事如部落格的興起，以及各種

數位影音載具如錄音筆、數位相機、網路攝影機、數位攝影機、甚至可錄影的手

機等等帶來的輕便性、易操控性與普及性，所創造出數位時代自由、散漫、無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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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際的敘事創造之可能性與未來性。 
 
    再以電影為例，來自伊朗，曾參與「911 事件簿」拍攝的年輕導演 Samira 
Makhmalbaf 發表過一篇宣言性質的文章 The Digital Revolution and the Future 
Cinema，在這篇宣言文章中，Samira Makhmalbaf 表達了她做為一位第三世界的

女性導演，對於數位攝影設備所能帶來的突破政治、財務等限制的嶄新電影創作

遠景的期望與熱忱。她認為在數位革命的浪潮下，數位攝影機能夠輕易地穿越政

治經濟的外在控制，讓電影導演成為一個能夠隨心所欲地佈置其創作媒材的作

者，數位科技將可以宣布電影作為一種「產業」的死亡，相反地，讓電影作為一

種藝術得以重生；數位攝影機將會讓好萊塢式的電影製作死亡，但卻將是電影的

未來。（Makhmalbaf，2000）。 
 

Makhmalbaf 認為在電影製作方面，數位攝影機可以輕易穿越政治與經濟的

限制，但在發行方面，雖然很大的程度上，資本的限制依然有一定的影響，但是

未來網際網路這個新型態的傳播通路，卻充滿了新傳播渠道的無限想像。總而言

之，Makhmalbaf 將數位革命與市民社會功能的想像，以及民主電影作了期望性

的連結，期望第三世界的電影工作者能憑藉新穎而輕便的數位攝影機來克服對電

影機制的恐懼，充實第三世界的視覺語彙，勇敢拍下自己的電影。 
 
    Makhmalbaf 這種數位解放性的敘事，承襲過去 Truffaut 在 A Certain Tendency 
of The French Cinema 一文中提出的「表現自我的導演電影」（Auteur’s cinema）

以及 Alexandre Astruc 將攝影機視為作家手上的筆的「攝影機鋼筆論」（Camera-Pen, 

Camera-Stylo），認為數位媒體在書寫創造和傳輸上都有了更大的自由度，在數位

時代電影的攝製將會如同寫作一般的成本低廉，資本的集中性將會急速地消失；

大眾電影將會在這一波科技變革中枯萎，20 世紀的電影，到了 21 世紀將會變得

如文學寫作一般地信手拈來。  

 
    這種「自製」的、「上傳至網路分享」的數位敘事文化，提升了敘事文本的

數量與可見度，越來越多個人的、瑣碎的故事在網路等數位頻道裡誕生。

Makhmalbaf 認為未來數位電影就會像是新聞記錄一樣，利用數位攝影機的輕便

性與網路快速傳播的能力，「我們每一天都可以創造具有立即性效果的歷史。」

（Makhmalbaf，2000：198）Makhmalbaf 稱這種立即性為 Visual Journalism，同

樣的理念亦如同 Cesare Zavattini 的 Screen Writer 所認為：相對於商業電影的緊張

刺激，認為這些日常無聊的瑣事（an ordinary daily happening），才是電影最大的

魅力所在（Zavattini；1952）。 
 
    解放性的數位敘事除了上述較為嚴肅的層面，有更多的實踐是在顛覆、惡搞

的遊戲文化之上，例如台灣當前網路現象中最流行的 Kuso 文化。這些 Kuso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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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如幾年前風靡台灣網路的「CD-PRO2」，拜簡易的影音存取設備之賜，再加

上影像壓縮技術以及串流（streaming）技術的發展，從拍攝，稍微的剪接後製，

修改文本繼而上傳到網路伺服器上或網友間 P2P 與 FTP 之間，再加上現在電腦

多媒體播放軟體如 Media Player、Real Player 等等的普及，網友以串流模式下載，

立即播放，馬上就達到迅速傳播的效果。不論是搞笑的、無俚頭的，還是具有諷

刺抗議性質的；也不在乎影片的拍攝手法技巧，以及影片的解析度與畫面品質，

這些來自於大眾社會所創造的「文化干擾」，都代表了數位時代影像語言的一種

新面貌，對於來自於網路的電影，學者 Patricia Zimmerman 認為這是「自有聲片

出現以來，最大的惡搞。」（轉引自何怡，2002：85） 
 

不論上傳的是文字、聲音還是影像，這些個人性、解放性的數位敘事變得沒

有組織、沒有邏輯，是一個「眾聲喧嘩」的喧囂世界。然而在整個資訊高速公路

的平台裡，誰掌握了開關仍舊是一個牽扯到「數位落差」的議題。此外 Nick Rombes
曾指出，在 2003 年第二次波灣戰爭中，美軍追捕海珊時所攜帶的兩個「武器」，

一個是標準步槍，另一個則是 Sony PD150 數位攝影機，目的就是要即時拍攝到

海珊被逮捕的畫面公佈給全世界。（Rombes，2005）於是，數位設備與傳輸媒介

在這裡變成了國家機器展示合法暴力的媒介、一個充滿權力塵蟎的敘事文本，與

整個「數位解放」眾聲喧嘩的民主式理想，交替成了一個背道而馳的弔詭情境。 
 

4-2 真實與幻覺的交錯書寫 

 
由「數位解放」所帶來的日常生活的立即性與真實性，Manovich 也曾也同

樣的想法。他認為新媒體在概念上，真正的革命在於「電腦儲存」（computer 
recording），過去所有的敘事技巧，不管是電影的、電視的、小說還是戲劇的都

是在處理一種時間的壓縮（compression），因為沒有一種載體能夠完整承載敘事，

往往必須經過刪減，然而新媒體的強大儲存性與搜尋性卻可以讓更多的敘事被收

納。（Manovich；Dan Harris，2002）傳統的敘事形式必須壓縮一部時間上以月計

或以年計的故事，但像用 DV 所拍攝的影像，拜數位壓縮與大容量硬碟之賜，可

以不需修剪篩選直接儲存所有的內容於硬碟中，宛如一個「完全敘事」一般成為

「真實時間的敘事」（real-time narrative），而其快速立即傳播的能力也讓新媒體

的敘事能力得以最接近故事真實發生的時間。這種「數位攝影機的真實主義」

（DV-realism）是相對於數位特效的使用，照 Manovich 的說法，就像是電影發

軔時期 Lumiere 與 Melies 在電影真實與電影幻術上的分道揚鑣。 
 
    真實與幻覺一直是視覺藝術（甚至於所有藝術或所有再現形式）最常被辯證

的主題之一，而「虛擬真實」也一直是數位媒體的特色、爭議以及主題，許多主

流的好萊塢電影使用數位特效重建真實的場景，如神鬼戰士（Gladiator）的羅馬

競技場（或是某些電影在實際拍攝時為了取鏡方便破壞場景，之後再用電腦修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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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如真似幻的虛擬真實。Manovich 則提出過一個有趣的觀點，認為使用電腦

特效所塑造的永遠都是「奇觀」（spectacle），譬如使用特效電影可以創造出跳樓

的鏡頭，但注視永遠無法被證明的真實，是一種既是真實又是幻覺的交替，我們

既無法說它為真亦無法說它假，畢竟關鍵就在現象學式地主觀經驗之有無，而跳

樓死亡的人無法重生覆述這個經驗。（Manovich；Harris，2002） 
 
    採用數位媒體創作的作品常常就在這種真實與幻覺的交替中發生，數位效果

不僅「虛擬真實」，更「召喚出歷史，以全然不同於純粹電影的方式去運用或濫

用真實：我們知道阿甘從來沒見過甘迺迪，而浩劫重生中的飛機也沒有墜毀在海

中。」（何怡，2002：84）或許是因為明瞭數位特效的影像只是一種「奇觀」，幾

部使用數位技術卻又描述歷史的影片，都有意無意間極度誇張化那些屬於歷史的

影像，像 Aleksandr Sokurov 總覽整個俄國歷史的《創世紀》（Russian Ark）與 Eric 
Romer 的《貴婦與公爵》（Lady and the Duke），前者將長鏡頭美學發揮到極限，

後者使用數位繪圖繪製色彩極端濃郁的法國；又如《愛蜜莉的異想世界》（Amelie 
from Montmartre）利用數位科技將觀眾轉移到一個與世隔離的鄉愁大泡泡，充滿

巴黎懷舊的色調（何怡，2002：21），即便好萊塢的鉅片《明日世界》（Sky Captain 
and the World of Tomorrow），在使用全藍幕數位造景的技術時，也將影片色調處

理成懷舊影片的昏黃與 3、40 年代黑色電影的高反差風格。 
 
    這些在最新的數位技術下拍攝出來的影片卻具有最懷舊的影片風格，

Jameson 曾把懷舊電影視為一種「對我們時代中歷史不斷減弱的形式補償，也可

以說是一種為永無厭足之渴望服務的華麗的的戀物對象。」（Jameson，1989：365）

對於歷史、懷舊與鄉愁總成為對現實缺憾的補償。運用數位特效的影片在身為「奇

觀」的自覺下，對於歷史是否因而更具幻想性的色彩？又或者說，這些本質就是

0 與 1 符號虛擬的數位敘事，不論怎麼前進永遠都在「奇觀」的誘導下往真實虛

擬交錯的文本類型靠攏？而當手持的、搖晃的攝影技法嘗試表現一種真實與立即

性時，卻也同時提醒了觀眾攝影機的存在，「數位攝影機帶我們離真實越近，我

們越可以察覺它是個幻覺。」（The closer DV takes us to the Real, the more we 
recognize it as illusion）（Rombes，2005：16）於是，不論一個數位敘事文本的目

的是極端真實抑或極端虛擬，它恐怕永遠都是一個在真實與幻覺間交錯的書寫。 
 

五、結語 
 

    「關於數位敘事的幾種理論與思考」為本論文的前半部份，首先歸納整理了

新媒體的發展，說明電腦從一項使用工具逐漸變成人類溝通傳播的媒體以及創意

表現的藝術媒材，當中包括了數位電影、電玩與網路等重要的數位新媒體趨勢概

要以及其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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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整理了數位媒體在敘事結構上的變遷，從電影這種線性敘事為主的

媒體，涉入電玩敘事結構之後可能產生的多線、非線性敘事等等想像；從互文性

與資料庫的角度，瞭解數位媒體不只能創造新的故事內容，也是一種新的說故事

方法的體現，發展「故事引擎」亦是數位敘事結構的重要方向。    

 
    第三節從數位空間的角度切入，說明互動性是新舊媒體在空間建構上的主要

差異。由於互動性與多工制，數位空間呈現了單一空間多重敘事的介面，形成空

間性而非時間性的敘事系統，如空間蒙太奇、共時性敘事與互動故事世界等理論

的啟發。 
 

    第四節則是數位敘事理念上的整理，包括了利用輕便的數位器材與網際網路

表達的數位解放性理念；另一方面，數位科技也同時讓產業界產生聚合重整的現

象，而數位影像的炫目效果，也形成充滿奇幻想像、天馬行空式的數位昇華理念。

兩者交錯，於是使得了數位媒體的書寫理念在真實與幻覺間不斷地交錯擺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