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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制式影像與組成元素 

 

    如上文所述，古老背景知識已交待「何者為俠」的定位，特別從江湖、武術

招法與武器的描繪，我們可勾勒出俠之概略樣貌。 

 

    從「俠」的抽象概念到具體的俠樣貌，中間必須經歷「具象化」的過程，否

則無以落實抽象定義。以電影為例，若要將某物具體呈現，勢必要將它「圖像化」，

轉為一個個圖像（icon），才能將之映演（Buscomb，1986）。但若進一步追問，圖

像又是如何構成？如果將俠概念化為圖像，得經什麼程序呢？ 

 

關於這個問題，學者從元素（element）的概念切入，說明符碼、鏡頭語言與

構成圖像的關聯（Schatz，1981；Buscombe，1986；Hansen，1998）。一如所有物

質均靠分子構塑而成，人體是由細胞組裝而成，不管外型差異多麼巨大的物體，

都必須藉某些共通的基本元素（essentials，Buscombe，1986；Hansen，1998），才

能形構自己的獨特面貌。同理可證，圖像也需由基本單位（unit）──符碼、鏡

頭語言的組裝，才能拼成特殊圖像（Schatz，1981）。因此，俠概念得透過符碼、

鏡頭語言來再現，方成具體之俠圖像。 

 

    是而，「俠」「具象化」似乎得經幾個環結─除了引入俠概念外，電影之符碼、

鏡頭語言、構成俠形像之特殊符碼，亦是重要成因。下文擬介紹構成電影之符碼，

之後才能進一步思考：哪些影像符碼有助於呈現俠形像？ 

 

 

第一節  電影影像之組成單位─符碼、鏡頭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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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圖像的「細胞」是什麼？  

    如前文所論，圖像可化分成一個個「細胞」─視覺元素，理解組成特定造像

之單位為何。但這些「細胞」又是什麼？ 

 

    1.圖像＝主詞┼動詞┼受詞？ 

從四○年代開始，學者引進認知語言學的觀點，主張所謂的訊息其實指向一

共同結構；憑著這套共通語法，我們才有辦法累積經驗、運用我們的基模

（schema），從訊息之語法中，釐出其所指為何（Buckland，2000）。該學派又主

張，既然訊息背後均有共通結構，那麼文句組成單位─主詞、動詞與受詞，及句

法（如TGG）概念，1應可直接挪用到影像領域討論（Buckland，2000）。 

 

因此，部份學者主張，在傳統認知語言學領域中，圖像亦可對照文字之核心

元素、句法等架構來討論（Buckland，2000）。圖畫、文字的樣貌雖然不同，但是

由於事物組成元素、架構應是一致的，「影片的文法不能與文字修辭分離」（Metz，

1968；轉引自Buckland，2000：135），也就是說，文句的組成形式和元素，應該

可以直接被運用到影像上，解釋圖像特質。 

 

但是，這套說法備受質疑（Currie，1995）。舉例來說，我們可以用文句寫「我

牽著一隻狗」，以「我」（主詞）、「牽著」（動詞）、「一隻」（冠詞）、「狗」（受詞），

表示主體、客體、兩者如何互動的關係（Buckland，2000）。但在影像中，可能是

「女孩拉著細繩，繩端綁著一條狗」的圖像。換言之，影像應有其既定語言，不

                                                 
1 TGG（Transformation Generative Grammar，可譯作『轉換生成句法』）是指在句法改變的過程
中，某些詞彙可能被省略，致使句意轉變（Chomsky，1957）。比方說，當動詞轉成被動態時，
受格可能被略去，這時讀者就只能理解「發生了什麼事」，但卻不知道發生在「誰」身上。雖然

句子可能因為 TGG而產生改變，但是其組成形式仍萬法不離其宗，是構築在主詞、動詞和受格
之上。因此，TGG旨在彰顯句法轉變時，什麼被排除了（be excluded），但未否定句子的核心元
素是主詞、動詞和受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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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光由文字組成元素來理解。因此，在討論影像之「細胞」時，應著重其特殊性，

理解影像特定語彙為何（Currie，1995），似乎不能直接將傳統文法觀念，直接輸

入影像領域中。 

 

2.圖像學與影像形式： 

那麼，所謂切合影像特性之語法，又是什麼？近年來，學者倡言之圖像學傳

統（iconography），便是著眼「看」的到的圖形樣貌，推論出影像語彙之組成元

素。圖像學主張，畫面實為「圖之形式」，是由特殊標誌（atibutt）、色彩、數目

和幾何表現（圓、三角、長方形等）組成（戴麗卿，1997）。畢竟在畫面中，我

們「看」不到主詞、受詞、動詞的語言文法，而只能看到一連串圖樣。 

 

    （ａ）影像是外在形式所構成： 

Buscombe等人承襲這套論點，主張電影畫面是由外在形式（outer form）構

成（Buscombe，1986；Hansen，1998）。 

 

    所謂的「外在形式」，泛指「我們從銀幕看到的東西」（we actually see on the 

screen）（Buscombe，1986：14），構成影像之特殊結構（specific structure）（Buscombe，

1986）。 

 

這些具體形式包括佈景（settings）、衣著（clothes）和工具（tools）（Buscombe，

1986：14）。Buscombe（1986）指出，「佈景」是指劇中戶內、戶外擺設，如沙龍、

監獄、起居間、飯店、船隻，或沙漠、山群、平原和樹林。至於「衣著」，則指

劇中人的穿著，還兼具指涉特殊職業的作用。比方說，我們看到帶著黑帽的男士，

可能會想到他是送報生、傳教士或工人；看到邊緣往上翹的皮帽，可能意會到它

的擁有者是位牛仔（Buscombe，1986）。關於工具，則指劇中常出現的器械，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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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手槍、弓箭等器具。 

 

Buscombe（1986）由圖像外型入手，釐出畫面之組成元素，比起先前從「文

字語法」的觀點來說，他的想法更能切合影像之特殊性。但可惜的是，Buscombe

（1986）似乎只關照到「圖片型態」，對於聲、光等常存於影像媒介之科技元素，

均未著墨。 

 

換句話說，如果照Buscombe（1986）的論述體系來分析影片，我們只能觀照

到沒有聲音、彩度的影像。但回歸電影視訊的立場，除非是研究默片，否則該有

聲音存在；舉凡任何影片（包括黑白片），都會有不同的灰階、亮度，這些都是

要靠光線掌握的。因此，討論視訊的「外在形式」時，必須考量聲與光之元素，

方能掌握影像精髓。 

 

    （ｂ）動態影像＝符碼（非言辭符碼┼言辭符碼）┼鏡頭語言： 

    Hansen（1998）則提出較完整的論點。他承襲了Buscombe（1986）的想法，

主張圖像可以化分成一個個可見的形式。他也就是深化Buscombe（1986）提出的

圖像形態，增入明星、時空背景等類目，擴充外在形式之意涵。 

 

Hansen（1998）擴充的外在形式，包括聲效（sound & music）、光（light）、

明星（star）、戲服（costume）、配件（object）、道具（setting）、時代背景（period）

與空間（location），都能算可見形式的一部份。 

 

其中，「明星」指涉的是擔綱主要角色的演員，「衣裝」則為明星的慣常穿著，

「器具」指演員攜帶的物件（包括槍械、彈藥之屬），「道具」則指演員週遭的擺

設，「地域」為主角行經之地區，「時間」則指故事發生的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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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Hansen亦考量到聲、光在影像中的作用，將它們併入討論範疇

（Hansen，1998）。「聲音」則是聲效、音樂、對話之屬，「光線」為主慣常的燈光

色澤、打燈方式（Hansen，1998）。其中除了「對話」之外，依傳統的符號學區

分，明星、衣裝、器具、道具、地域、時間、光線、音樂、聲效等，均可算是「非

言辭」（nonverbal）符碼；至於對話，則可算「言辭」（verbal）符碼（Fiske，1990）。

這群整合科技元素、外在形式的圖像，可用「符碼」統稱之（Fiske，1990；Hansen，

1998）。 

 

但是，如果光討論圖形、聲光元素，我們似乎只能得見平板的「圖畫」。但

眾所週知，電影是「動態」的「影像」。那麼，如果要鏈結這些圖畫，將它轉變

成動態的影像，又得透過什麼形式呢？Hansen提出，這得透過「鏡頭語言」來呈

現。所謂鏡頭語言，包括鏡頭遠近（camera shot）、移鏡（camera movement）和視

角（camera lenses）等部份。也就是藉由運鏡方式，構成遠、近、不同角度的造

景，讓符碼「動」起來，成為具體的影像（Hansen，1998）。  

 

    總結來看，影像之組成「細胞」包括：聲效、光線、明星、戲服、配件、道

具、時空背景等符碼（言辭符碼及非言辭符碼），及鏡頭遠近、移鏡和視角等鏡

頭語言。藉由符碼和鏡頭語言的陳述，始能將零碎符碼拼成某一影像，形構特定

造像。 

 

 

第二節 類型片與慣例視訊：  

    如前文所述，電影影像「細胞」為鏡頭語言與符碼。雖然影像有其共通元素，

但並不能以此推論：因為構成細胞相同，所以影像「外貌」也相同。相反地，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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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大眾的特定期許，伴隨特有文脈，某些符碼之「外貌」，宛若制式定則般，不

斷的重複出現（Buscombe，1986；Sobchack，1986；Hansen，1998），產生「影像

組成單位相同，但外貌相異」的有趣狀況。舉例來說，在西部片的文脈中，「佈

景」必須以「帳蓬」呈現，放在恐怖片的脈絡裡，則是「鬼氣森森的古堡」

（Sobchack，1986）。 

 

因此，當這群「細胞」遇上不同的文脈，展現出的圖像亦會有所差異。因應

著觀眾的期許，這些圖像會伴隨著特定語言系統、及慣例手法（Dick，1996）的

「類型」（genre）脈絡，構塑「自成一格」的外貌。 

 

     1.類型與特有符碼： 

     所謂符碼「自成一格」手法，必須與「類型」脈絡合在一起談。一如Rosmarin

（1985）指出，「類型原指Kind（種類）」或「sort（分類）」，而Feuer（1987）則

稱類型為「一群可供分享的共同特徵」（轉引自蔡琰，2000：116）。因此，當我

們提出「某類事物」的字眼時，實已化定了類與類的界線，設定某類作品該有何

種特質（模範）或禁忌（被限制的性質）（蔡琰，2000）。 

 

    也就是說，類型隱含了「可」與「不可」的標準（蔡琰，2000：117）。這套

可與不可的標準，展現在特定形式與慣例符碼層次。如Ryall等學者言及，類型

擁有某樣專屬模式（Pattern）、形式（form）、風格（style）、結構（structure）（Ryall，

1975；轉引自Neale，2000：12；Schatz，1981），利用複製符碼的手法，提供相仿

資訊，構塑出近乎儀式、定則的語言系統（戴柔秀，1999），建構特有的語言情

境。 

 

本著這套定則，當影人要產製某些符碼（如房屋）時，得參照這套語言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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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複製先前影像作品），致使類型片中的符碼，宛若「兒孫」（sons）、「親戚」

（brides）般，有著像血緣關係般的相似性（Sobchack，1986：104），專以某種形

態出現。總歸來說，同片型的符碼，會用特定外貌呈現，形成類型片與「專屬符

碼」的有趣現象。 

 

因此，由於類型之約制作用，讓符碼的呈現方式產生定則，變成某種類型應

具哪些符碼（如科幻片得有星艦），或符碼專門服務某一文類（如看到星艦，會

想到科幻電影）。也就是說，符碼之呈現「樣貌」，似乎會被特定文類所「獨佔」，

每種文體均有其專屬符碼，而制式符碼又可對應至特有文類。 

 

    2.符碼的慣常特質： 

    類型中的符碼，還具「重複搬演」的特質，近似儀式性、慣例般不斷出現（戴

柔秀，1999）。由於複製的原理，某類型之制式造像可以一再被重製，構成視覺

慣例（routine）的狀況，更加強化了「專屬」符碼之公式特質。 

 

    隨著慣例符碼的重複搬演，類型文脈、專屬符碼被寫入大眾的認知知識裡，

使觀眾對某類影片（甚至是片中之角色、人物、場景）有了預期，認為某類事物

「該」當如此（Dick，1990；Allen，1992；蔡琰，2001），思維活動被慣例所限。

這套原則亦能適用在影人身上。類型之於影人，也有約束作用（Neale，1980）─

─由於大眾對某類事物已有推定、如同默契般的標準（蔡琰，2001），讓創作者

得依循著某個方式執行，導致公式化的結果（如不斷搬演既定符碼）。 

 

    下文將針對電影之專屬符碼、符碼慣常特質，做更進一步的申論，再從中推

演出專屬符碼、慣例搬演與「制式化圖像」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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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電影類型與專屬符碼：  

    Buscombe（1986）指出，類型片多有既定符碼，宛若約定成俗的觀念般，似

乎當某一類型出現時，就必須扮隨著這些視訊。舉例來說，恐怖片得有面色蒼白

的吸血鬼、陰森的古堡；而歌舞片必須有華美的服裝、活潑的音樂（Buscombe，

1986）。 

 

    1.西部片與專屬符碼： 

    Hansen（1998）曾以西部片為例，舉出西部片專屬符碼，這些元素是在警匪

片、歌舞片、喜劇當中見不著的。例如在光線（燈光色澤、打燈狀況）部份，西

部片之慣常光線是十分亮眼的，根本看不見陰影，喻朝氣蓬勃的一面（Hansen，

1998）。另外，西部片的聲效以槍聲為多，表現牛仔、印第安人的生活氛圍

（Hansen，1998），這都是在恐怖片、歌舞片裡找不著的。 

 

    至於外在形式部份，「衣裝」為劇中人物之慣常穿著，西部片服飾離不開短

帽、皮外套和短靴（Hansen，1998）。「器具」指演員攜帶的物件，西部片慣見配

件則有馬匹和槍枝（Hansen，1998）。「道具」則指週遭陳設，西部片慣例擺設含

沙龍、西部街道、印地安敞篷和鐵道（Hansen，1998）。另外，「地域」為主角行

經之地區，西部片來看，以沙漠出現的頻次最高（Hansen，1998）。 

 

    關於鏡頭語言之表現方式，西部片慣用之鏡頭語言，習以「長鏡頭」攝製出

人與自然環境的關係（如細小如蟻的車隊在沙漠中行走），而慣常「移鏡」則是

由東往西，反映出開拓疆土的特定路線（Hansen，1998）。 

 

關於西部片慣例符碼、視覺元素之陳述，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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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西部片慣用符碼與鏡頭語言列表  

分析類目（元素） 呈現方式 對應西部片的例子 

取鏡 

（framing） 

景框（frame，或譯『框

格』）裡呈現的圖象是什

麼？經由特別構圖，符號

間的排列組合也會受影

響，裡面彰顯的意涵為

何？ 

    例如在《The Searchers》

（1956）之中，導演 John 

Ford在最後一幕安排演員

John Wayne站在門外，暗

示 他 是 個 門 外 漢

（outsider），無法與房裡的

成員打成一片。 

鏡頭遠近  

（camera shot） 

由於鏡頭遠近，構塑

出遠景、中景、近景的不

同畫面。 

    西部片之慣常呈現手

法為「長鏡頭」。用「長鏡

頭」方式，突顯人物與特

殊地貌的關係。例如細小

如蟻的車隊行於沙漠，突

顯了人與自然相抗衡的特

質。 

移鏡 

（camera movement） 

鏡頭位移方式。     西部片慣用之移鏡方

式，是由「東邊移向西

邊」，反映出開拓疆土之特

有路線。 

視角 

（camera lenses） 

拍攝角度，如仰角、

平行與俯角。 

    西部片慣用「廣角」

來拍攝，彰顯人與環境的

對映關係。 

聲音 

（sound） 

當中常出現的配樂、音效 槍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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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線 

（light） 

光線的強弱      光線是十分明亮的、

幾乎沒有陰影，架構出朝

氣蓬勃的一面。 

戲服 

（costume） 

演員穿著與打扮     短帽、皮外套和短靴。

演員 

（stars） 

由誰扮演     John Wayne, James 

Stewart, Gary Cooper等人，

都是西部片常出現的面

孔。 

物件 

（object） 

演員配戴的物件     馬匹和槍枝。 

劇中擺設 

（setting） 

    常出現的道具。也就

是「地物」，擺在地表上的

東西。 

    擺設則有沙龍、西部

街道、印地安敞篷和鐵道

等場景。 

地域 

（location） 

   常出現的場域、地區，

通常指涉的是地理形態

（landscape），也就是地

貌。 

    地域以沙漠出現頻率

最高。 

時間 

（period） 

常出現的時間     片中出現的時代背景

為何。例如拓荒時期。 

資料來源：整理自Hansen（1998：171-175） 

 

    Berger（1997）曾整理某些電影類型之非言辭符碼。他分析西部片、偵探片

和科幻片，發現這些電影類型，均擁有既定符碼（Berger，1997）。雖然每種電影

均有時間、地點、服裝、交通工具和武器等元素，但表現出來的符碼，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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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不相同，與電影類型的關心主題相繫。 

 

    比方說，西部片講述的是美國獨立戰爭前後的拓荒史。因此，其時間多設定

於十九世紀時，而描述的場域則為美國西部（Berger，1997）。在拓荒歷程中，人

們多騎在馬上橫渡沙漠，因此戴牛仔帽防晒、攜手槍禦敵，亦是日常之需（Berger，

1997）。馬匹、牛仔帽和手槍，是西行歷程裡衍生之交通工具、衣著與武器，反

映西部拓荒的精神（Berger，1997）。 

 

    2.偵探片與專屬符碼： 

    至於偵探片，其外在形式仍不脫時間、地點、交通工具、服裝和武器（Berger，

1997）。不同的是，由於片子旨在陳述私家警探推理的情節，因此展現之非言辭

符碼，亦會有所不同。由於「偵探」是現代社會的新興行業，是而故事發生的時

間必在「現代」；另外，偵探活動均為秘密進行的，因此會穿著不引人注目的風

衣、開著舊車，所配備的武器也不會是最精進的，大多一切從簡──採用拳頭和

簡單槍枝。總結來說，偵探片之制式時間為「現代」，慣常交通工具為「舊車」，

慣見服飾為「風衣」，例行武器為「拳頭」和「槍枝」（Berger，1997）。 

 

    3.科幻片與專屬符碼： 

    至於科幻片，由於故事聚焦於新興科技的題材，因此展現的形式，多與未來、

新科技相關。比方說，其慣常時間是「未來」，場景多設於「太空」，演員也穿上

了象徵高科技的服飾（如太空衣），搭乘之工具為星艦，攜帶器械亦為新興技術

的產物──是出擊速度比美光速的『光束槍』（Berger，1997）。 

 

    Berger（1997）研究結果，如下表所示（轉引自蔡琰，2001：121─122）。2 

                                                 
2 Berger（1997）研究重心在「敘事」，因此他提出的研究成果，有不少是敘事的元素（主題、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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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電影類型與專屬視覺元素 

        類型 

元素 

西部類 偵探類 科幻類 

時間 十九世紀 現在 未來 

地點 美國西部 城市 太空 

服裝 牛仔帽 風衣  高科技服裝 

交通工具 馬匹 舊車 太空船 

武器 左輪手槍 手槍與拳頭 光束槍 

資料來源：節錄自蔡琰（2001：121-122） 

     

    而戴柔秀（1999）也發現，科幻電影亦有其專屬符碼。例如「起始情境多設

於地球」。另外，「在視聽符碼方面，則會有高科技機械、未來城市景觀、將日後

地球汙染所造成的後果以影像呈現出來。興奮或懸疑的氣氛則用音樂表示，尤其

是電子音樂，明星可能是特定的人，如阿諾史瓦辛格」（Branston & Stafford，1996：

62-64；轉引自戴柔秀，1999：48）。 

 

    從上文可知，電影類型的符碼包括：聲效、光線、明星、戲服、配件、道具

和時空背景。而隨著所屬的類型不同，符碼呈現之特定方式也會跟著不同。那麼，

再現中國俠之專屬符碼為何？是否能直接從好萊塢片型中，找到對應關係呢？ 

 

   4.當原有類目遇上俠形像： 

    總體來看，好萊塢片型之慣例符碼，包括了：明星、聲效、服裝、器械、配

                                                                                                                                            
雄、女英雄、惡徒和情節）。考量本章探討的是「視覺符碼」，因此 Berger（1997）研究中的某些
敘事元素便未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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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地域、時間與光線等元素。但若將這套體系，對應至前文之俠概略形像討論，

可發現這套類目實有不足之處。比方說，「江湖」與「招式」等具體特徵，皆無

法在表中細緻展現。 

 

    （ａ）待增補類目之一─江湖： 

    就「江湖」的概念論之，前文言及，「江湖」最初之定義來自「三湖五湖」，

馬上得見其地理意涵，可與「地域」（location）相對應。此外，「江湖」之具像表

徵包括了寺廟、山寨等景致，這些造景實可用「配置」（settings）來概括。 

 

    但是，光憑場域與道具，似乎難以說明江湖的概念──也是犯禁場域隱含的

『非主流』、甚至是『對立』的性格。舉例來說，如果看到一幅畫著中國山水、

古早涼亭的國畫，我們是否就能指認，畫裡描繪的地域便是「江湖」呢？因此，

單憑場域及道具的陳述，難以具體反映「江湖」之特有面貌，也無法確切反映犯

禁意涵。 

 

    回歸「江湖」原初概念，從上文得知，「江湖」暗指朝廷勢力鞭長莫及之區，

才能讓俠士行犯禁之實，還不被嚴懲。那麼，王法不振之特質，如何具像化？影

人可藉用哪些元素，構塑出犯禁情境呢？ 

 

因此，在討論「江湖」類目時，除了考量地域、造景等視覺元素外，當中的

「犯禁精神」，亦是著墨的重點。也就是說，「江湖」應是犯禁精神／行為與造景、

場域互動的結果。 

 

    初步看來，「江湖」似乎應包括佈景和地域，並融入能構塑犯禁情境的若干

元素，才能具體描繪出「江湖」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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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待增補類目之二─招式： 

    再者，「招式」亦是俠士外顯特質之一，可惜在上述類目中無緣得見。因此，

論及電影之專屬符碼時，宜加入「招式」面向，才能彰顯「武」之特質，扣緊俠

形像的脈絡。 

 

    整合「江湖」、「招式」等類目，下一章將以本章言及的符碼為參照體系，試

著更細緻的瞭解：再現中國俠形像之專屬符碼為何？其指涉內容為何？如何協助

俠形像構塑呢？ 

 

    （二）專屬符碼之「慣例」呈現：  

    「類型」可藉由特定形式（如專屬符碼）的重複搬演，讓人們對這套模式日

漸熟悉、習以為常，視為「理所當然」的存在（Dick，1990；Allen，1992；戴柔

秀，1999；蔡琰，2001）。如Dick（1996）所說： 

 

    「⋯⋯論及類型時，意指帶有特定傳統和模式之文學作品形式，經

由重複手法，讀者熟悉至會產生一種在欣賞同形式的作品中，期待相似

的要素出現。」（Bernard F. Dick，1996：92） 

 

     1.慣常特質的起因： 

    從「慣例」言之，如果某種模式、符碼常重複出現，大眾便可從經驗中提取

類似經驗，在最短時間做出最快的判斷，理解作者指涉為何（Berkenkotter & 

Huckin，1995）。無形之中，透過慣常模式、符碼的表現手法，可縮短作者與受眾

的溝通時間，達到較好的傳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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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套語言形式，老是伴著特定方式出現，予人們不可抹滅的印象，讓人們產

生期待，期許作品應如何進行。包括角色、樣貌和場景，都可以是預期的一部份

（戴柔秀，1999）。 

 

    藉由這套系統，慣例符碼被寫入大眾的認知知識裡，使大家對某類影片（甚

至是片中之角色、人物、場景）有了預期，認為某類事物「該」當如此（Dick，

1990；Allen，1992；蔡琰，2001）。 

 

    類型之於影人，也有約束作用（Neale，1980）──由於大眾對某類事物已有

推定、如同默契般的標準（蔡琰，2001），讓創作者得依循著某個方式執行，導

致公式化的結果（如產製出相仿的圖像）。也就是說，由於作者得考量受眾的預

期來創作，才能達成與受眾互動的目標。無形之中，作者似乎被一套「公式化定

則」（formula）所限（Schatz，1981），只得取用某類形式與符碼，形塑出制式結

果，進而產生制式造像。 

 

    2.專屬符碼的慣例搬演與制式造像： 

    對於創作端來說，由於影人得考量受眾的預期來創作，才能達成與受眾互動

的目標。無形之中，作者似乎被一套「公式化定則」（formula）所限（Schatz，1981），

只得取用某類形式與符碼，形塑出制式結果。 

 

    Hansen（1998）也主張，符碼被大量複製後，可產生公式化（conventional）

結果（Hansen，1998）。制式化角色、服裝、場景、刻板印象等，都是公式的表

現（Hansen，1998）。因之，由於符碼被大量複製，其展現形式有了慣例、定則，

方導致制式造像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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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新』慣例符碼的源頭： 

不少文獻均指出，符碼雖有慣例、公式化的特性，但並不代表它們是一成不

變的（Berkenkotter & Huckin，1995）。也就是說，慣常符碼展現的形式，會隨大

眾認為的「常態」，而有所變革（Berkenkotter & Huckin，1995）。 

 

雖然符碼展現樣貌會有所改變，但由類型特有的機制─複製功能，可以推論

出，這些符碼都是自先前慣例複製而來（Sobchack，1986）。換句話說，擺在類型

的脈絡裡，似乎沒有新創作（new creation）、「新」符碼一事（Sobchack，1986）。

一如Sobchack（1986）所說： 

 

「避免只是單純重製，持續性的模仿能只是更為精緻、加入裝

飾⋯⋯，打破原創作品之簡單特質。」（Sobchack，1986：104）。 

 

    因此，慣例符碼雖然與時俱進，反映出不同世風（Berkenkotter & Huckin，

1995），但究其所以，似乎是「萬法不離其宗」，必須仿自某一先例（the first 

instance），慢慢將之轉化，衍生出看似不同的外觀（Sobchack，1986）。 

 

    1.「新」慣例＝舊慣例 ┼ 個人詮釋： 

從個體立場言之，由於個人對世界、影像的認知，有其獨特的知識形態，縱

始是社會化的過程，並不能完全消弭這種差異（Berkenkotter & Huckin，1995）。

因此，無可避免的，不同個體與慣例符碼進行對話時，可能展現不同詮釋、運用

方法。這樣看來，似乎有「新」創作的可能性──但個體雖有改造符碼時，卻仍

得利用社會資源（既有符碼基礎）和大眾溝通（Sobchack，1986），也就是藉著舊

瓶（先例）裝「新」酒（融入眾所週知的元素），來表現自己的「創見」。如此看

來，所謂的新例，其實是衍生自舊符碼。縱然加入了個體再多詮釋，融入再多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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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風格，仍跳不出「慣例形式」的五指山。 

 

下文，將由個體與接收新資訊的關係，來探討舊慣例得以維持之故；並論及

舊慣例如何衍生新樣態，卻又無法脫離既定窠臼的因素。 

 

（ａ）當新資訊與舊慣例類似⋯⋯  

如前文所提，觀眾接受到新的訊息時，若個體能接受（沒有認知不協調情

況），那麼就會將它轉化成背景知識（background），做為下次接收、詮釋類似資

訊的基礎（Berkenkotter & Huckin，1995）。也就是說，若新資訊與先前經驗、慣

常表現相符，那麼就比較容易被寫入腦海中，做為下次詮釋符碼的參考

（Berkenkotter & Huckin，1995），強化既有慣例。 

 

（ｂ）當新資訊與舊慣例有差別⋯⋯ 

相反的，假若觀眾接受到不是慣例化的圖樣，可能對它產生新反應（new 

response）（例如：這跟以前不一樣），做為下回解讀電影類型的參考（Berkenkotter 

& Huckin，1995）。 

 

值得思考的是，我們怎麼會有「新」反應，怎麼知道它與「以前」的東西不

同？因此，非慣例化的圖像，還是得被拉回先前「慣例」範疇，參照以前慣例，

做出解讀。換句話說，縱然有我們認知到「新」慣例，但仍是以「原初」慣例為

基礎，做出的個人判讀。因此，從個人經驗的角度來看，之所以會認知到「新」

慣例的產生，其實是「舊符碼┼個人色彩」而來，呈現「異」（個人色彩）中有

「同」（舊符碼）之特質。 

 

而在「創造」「新」慣例之時，個體雖有「改造」符碼的能力，但仍得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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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資源（既有符碼基礎），進行變造（Sobchack，1986），否則無法和世人溝通。

因此，個體可以選擇：要沿用舊符碼的通例？或使用之前出現的符碼，來詮釋舊

符碼的外觀？但不管怎麼選擇，均不脫「舊符碼」的框框。 

 

好比是徐克將好萊塢般的特效融入電影，他使用影像語言的方式，構塑出外

形炯異的視訊符碼（如電玩般的仙山），刺激俠形像的變革。但是，縱使元素呈

現外貌不一，但仍不脫既有範疇──飛劍形貌再怎麼變化，仍是從「劍」的原型

脫胎而來。電腦造景的山嶽再怎麼奇形詭譎，仍由「山」型演化而來。 

 

因此，雖說個體對影像語言的使用，是類型圖像變革的動力，每次互動，都

可能激發電影的新造像產生（Berkenkotter & Huckin，1995）。但這些「新」造像、

「新」慣例，其實是自某先例改裝後的結果。 

 

    2.「新」慣例＝舊慣例┼當下社風： 

    就同前面所述，「社會互動」仍在類型知識運用上，佔相當重要的地位。 在

社會互動的脈絡下，我們對「類型」的知識，是從日常生活中逐步發展的。 

 

    （ａ）舊有慣例編織而成的語言環境：  

    也可以說我們一出生，就浸淫在類型、某種特定形式的修辭的環境之下。必

須藉著既有的文本元素（text elements）、修辭形式，當成互動的基礎，去完成我

們的傳播活動（Berkenkotter & Huckin，1995）。隨著我們參與社會活動、傳播行

動，或者了解更深的文化意義，「類型」的知識便會逐步累積，形成一套有關類

型的知識體系（Berkenkotter & Huckin，1995）。而慣例語法，也就在這樣的環境

中被沿襲下來，成為「既定」的溝通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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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不同對話情境與「新」成規： 

    經歷不同互動、不一樣的情境，便有打造「新」慣例、「新」成規的可能，

如 Vygotsky所說，類型是社會傳播的認知歷程（亦為結果）──是傳播活動參

與者經社會化後，所產生的情境行動（Berkenkotter & Huckin，1995）。 

 

因此，透過不同的對話情境、社會互動，類型語言能被變造，促成看似「新」

造像的狀況產生。但是，別忘了，這些「新」造像是站在舊有的社會認知系統而

來，也就是不管慣例樣態再怎麼「新」，它們所指向的源頭，都是大眾所共享的、

原初的類型知識。 

 

    例如，《少林足球》（2001）的「功夫couple」，算不算「俠」概念的一部份呢？

當中的「少林派」的「大力金剛腿」、「鐵頭功」、「鐵布衫」和「輕功水上飄」足

球新招，都是自傳統武術變造而來，某些武術名稱絲毫未動。因此，某些看似天

外飛來一筆的狀況，其實應不離先例（如俠形像招式）的基本面。 

 

於是乎，依著情境、社會互動、鉅觀層次（如經濟和科技）的改變，符碼也

會在對話的過程中，悄悄的產生形變（或融入某些符碼，產生質變）。雖然這一

切看來「理所當然」、能跟的上社會腳步（李森堙，1998），但符碼背後其實都指

向同一「共相」─先前的慣例形式。 

 

 

第三節 小結： 

    本節論及電影影像是由「符碼」與「鏡頭語言」組成。所謂的「符碼」是非

言辭符碼與言辭符碼之「外顯形式」，包括明星、道具、器具、服裝、地域、年

代、聲音和光線，「鏡頭語言」則涵蓋鏡頭遠近、移鏡和視角等外顯形式。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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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外觀會有差異、圖像間也會有分別，但是影像之構成元素，必離不開符碼與

鏡頭語言兩者。換言之，符碼與鏡頭語言，是影像之基本元素，亦是共同形式。 

 

    擺在不同「類型」（genre）的語言文脈下，符碼與鏡頭語言，會有近乎制式

的表現手法。比方說，恐怖片的房子為古堡、西部片的居所為帳蓬。而隨著類型

不斷複製的特質，這套專屬形式亦會不停出現，宛若公式（convention）一般，

變成牢不可破的慣例（routine），呈現在世人面前。 

 

    由於「類型」（genre）之約制性，使舊有符碼一再被沿用，而成制式常規。

也由於類型之重製性格，所謂的「新」符碼，實是自舊慣例中「複製」並變造而

來，衍生出「舊瓶裝新酒」的不同樣貌。因此，從某種程度來看，「新」慣例的

產生，亦是舊慣例的展現。不管符碼樣貌怎麼變，背後指向「專屬」「慣例」符

碼之基調（theme），似乎是難以破除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