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5 

    最後，重新檢視文獻中所整理的童話電影發展歷程，探討童話電影在敘事結

構與模式的發展上是否有重大的演變或轉向？依序探討新興期（1896-1920）、發

展期（1920-二十世紀）以及現代童話電影時期（1970-迄今）三個時期，其中現

代童話電影時期亦含括後現代電影，皆納為討論範圍之中。 

 

 

第肆章 「後現代童話電影」的敘事模式分析 

第一節 故事發展 

    本研究為了要更深入且具體分析「後現代童話電影」的敘事結構，首先必須

要清楚交代各文本的劇情發展。本研究依據亞里斯多德（Aristotle, 1971）等學者

將故事情節分為開頭、中間、結尾（Chatman, 1989；Allen, 1992／李天鐸譯，1993；

黃新生，1990），依照故事中事件的發展順序加以登錄，各文本之劇情發展（表

4-1），用以表述古典童話電影與後現代童話電影於故事情節之開頭、中間、結尾

發展上的異同。 

 

表 4-1-1  《史瑞克》劇情發展表 

《史瑞克》劇情發展 

    很久很久以前，在遙遠的沼澤裏，住著被人類稱為怪物的史瑞克。有一天一堆

童話故事裡的角色突然打亂史瑞克的平靜生活，這些童話角色都是被法克大人給趨

趕來的。史瑞克為了趕走這些童話故事角色，他和法克大人簽訂條件，將囚禁在城

堡的費歐娜公主救出來，如此，法克就可以還他寧靜的沼澤生活。他在前往城堡的

路途中遇到他的夥伴－驢子，兩人便一同前往拯救費歐娜。成功將費歐娜拯救出來

之後，費歐娜被大家發現她同樣也是一名怪物的真實身分，之後，史瑞克和費歐娜

兩人產生的真愛破解了魔咒，最後，所有的童話角色獲得拯救並以歡樂作結。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表 4-1-2  《曼哈頓奇緣》劇情發展表 

《曼哈頓奇緣》劇情發展 
    很久很久以前，在遙遠的安達拉西亞王國裡，住著一位美麗的吉塞爾，在那，

所有的小動物都會說話。有一天，吉塞爾在森林漫步時，邂逅了她的夢中情人艾德

華王子，兩人見面後決定馬上結婚，這件事被娜麗莎皇后得知後，娜麗莎深怕她的

權位不保，打算除掉吉塞爾。隔日，於皇家婚禮中，吉塞爾被娜麗莎所假扮的老巫

婆推入許願池，吉塞爾被帶到21世紀的紐約時代廣場。此時，動畫人物變成了真實

世界的人。不知所措的吉塞爾被羅伯解救並收留。吉塞爾也一直深深相信，她的王

子會來找她。而艾德華王子為了要拯救吉塞爾，也來到了紐約，娜麗莎皇后派了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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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尼爾阻止王子與吉塞爾相遇，納撒尼爾幾經失敗之後，娜麗莎同樣來到紐約又再

度化身為老巫婆，用毒蘋果將吉塞爾毒暈，而解藥就是「真愛之吻」。但是當艾德

華王子吻了吉塞爾，她卻沒有醒來，而羅伯吻了吉塞爾之後，吉塞爾真的醒來了。

娜麗莎因為被艾德華摘掉皇后權位而變身為火龍。火龍將羅伯帶到克萊斯勒大廈建

築物的最頂端，吉塞爾拔劍戰勝火龍之後，從此，吉塞爾與羅伯兩人過著幸福快樂

的生活，成立了安達拉西亞禮服設計公司的事業，同時也成為摩根的新媽媽。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表 4-1-3  《白雪公主》劇情發展表 

《白雪公主》劇情發展 
    很久很久以前，有位可愛的女人叫白雪，她的繼母皇后虛榮又邪惡，擔心有一

心白雪會比她美麗，因此她讓白雪公主穿著破舊的衣服，強迫她做打埽女工。每天，

皇后都向魔鏡詢問，誰是世上最美的人？要魔鏡回答皇后是世上最美的女人，這才

可以免去皇后對白雪的妒嫉和怨恨。某日，皇后詢問魔鏡誰是世上最美的人？魔鏡

回答皇后白雪公主才是世界上最美麗的女人，皇后妒嫉白雪公主的美麗，便指派武

士前往殺害白雪。在森林裡，武士不忍心殺害白雪，要白雪快點逃離皇后的所在地。

白雪逃到很遠的森林裡，獲得許多小動物的幫助，也因此找到小矮人的小木屋，白

雪也和他們相處愉快。隔日，小矮人前往礦坑工作，皇后裝扮成老巫婆要白雪咬一

口毒蘋果，白雪公主等不到小矮人的救援便吃了毒頻果氣絕身亡。當小矮人發現白

雪有危機而趕回家的同時也發現了壞心皇后，小矮人們將皇后追逐到懸崖上，皇后

因為雷擊且自食其果掉入山谷之中。之後，小矮人因白雪過於美麗捨不得將她埋

葬，一年過去了，王子聽到此消息趕了過來，王子見到白雪公主就輕輕吻了她的唇，

白雪公主因真愛之吻而甦醒過來，讓所有人和小動物們都非常開心。白雪向小矮人

與小動物道別之後，就和王子前往城堡，從此過著幸福快樂的日子。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本研究所分析的三部片皆具有明顯童話故事的特徵，其中在「後現代童話電

影」方面，《史瑞克》結合許多不同文本的童話故事人物於一身，是傳統童話故

事的搞笑版本，它向所有的經典童話致敬，徹底反轉了一般人對童話故事的刻版

印象；《曼哈頓奇緣》則是結合了〈白雪公主〉與〈仙履奇緣〉的童話故事，將

之置入於現代的時空背景。足見《史瑞克》與《曼哈頓奇緣》已能深度改寫傳統

古典童話故事文本。 

 

    而其中在「迪士尼古典童話電影」方面，《白雪公主》故事主要是改編自《格

林童話》中的〈白雪公主〉，電影故事劇情與童話故事書的內容幾乎毫無二致，

改寫程度不高，閱聽眾在觀看迪士尼《白雪公主》電影時，甚至可猜測到劇情發

展與最終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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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故事分析 

一、事件分析 

    本研究承接上述的劇情發展，依據巴特（Barthes）、Chatman（1978）、Allen

（1992）／李天鐸譯（1993）以及蔡琰（2000）對於「事件」等級輕重之分的觀

點，列出「核心事件」與「衛星事件」，並以主角為分析重心，分析在情節中所

經歷過程之事件，呈現出哪些問題，如何解決，又結果為何（表 4-2），目的在

回應研究問題一之（一）：「後現代童話電影」與「迪士尼古典童話電影」的主

角歷經哪些事件？包括：1. 發生了什麼事？2. 採取何種行動解決？ 3. 結果為

何？以此相較兩類童話電影於情節事件結構的異同。 

表4-2-1 《史瑞克》事件分析表 

 分析內 
     涵 
片名 

核心事件 
衛星事件 

（依故事發生

順序排列） 

問題 
（依故事發生順序

排列） 

解決方式 
（依故事發生順

序排列） 

結果 
（依故事發生

順序排列） 
法克懸賞徵召

童 話 故 事 人

物，並趨趕他們

到史瑞克的沼

澤。 

史瑞克的沼澤被童

話故事人物侵佔。

史瑞克協助童話

故事人物欲與法

克談判。 

法 克 遭 受 懲

罰，所有童話人

物被拯救。 

法克想要統治

國家。 
法克需要和公主結

婚才能當國王。 
徵求壯士比武，

指派勝出者拯救

公主。 

史瑞克勝出，並

答應拯救公主。

史瑞克原本很

討厭驢子。 
史瑞克和驢子前往

城堡，史瑞克受不

了驢子一路聒噪。

史瑞克一路忍受

驢子的聒噪，相

互暸解後逐漸成

為朋友。 

兩人與噴火龍

戰鬥成為了好

夥伴，並拯救了

公主。 
史瑞克喜歡上

費歐娜。 
史瑞克誤會費歐娜

因怪物的外表而討

厭他，賭氣讓費歐

娜和法克結婚。 

驢子向史瑞克解

釋費歐娜也喜歡

他，史瑞克趕緊

阻止費歐娜和法

克的婚禮。 

史瑞克阻止進

行中的婚禮。同

時，費歐娜得知

史瑞克也喜歡

她的心意。 

史瑞克 

史 瑞 克 為 了

要 拿 回 自 己

居 住 沼 澤 的

權力，同意法

克 人 的 條 件

救 出 了 費 歐

娜公主，同時

拯 救 一 堆 童

話 故 事 人 物

之歷程。 

費歐娜在眾人

面前揭露自己

是怪物。 

法克發現費歐娜是

一名怪物，下令驅

逐她。 

史瑞克和費歐娜

因真愛解除了魔

咒。 

史瑞克和費歐

娜成為戀人並

結婚。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與分析 

    《史瑞克》片中的核心事件為主角史瑞克為了要拿回自己居住沼澤的權力，

同意法克大人的條件救出了費歐娜公主，同時拯救一堆童話故事人物之歷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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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星事件則為核心事件的具體因果轉變，皆有一系列的問題、解決之道及其所產

生的結果。 
 

表 4-2-2 《曼哈頓奇緣》事件分析表 

 分析內 
     涵 
片名 

核心事件 
衛星事件 

（依故事發生

順序排列） 

問題 
（依故事發生順序

排列） 

解決方式 
（依故事發生順

序排列） 

結果 
（依故事發生

順序排列） 
吉塞爾在森林

中邂逅了艾德

華王子，兩人計

畫結婚。 

娜 麗 莎 怕 王 位 不

保，阻止艾德華和

吉塞爾結婚。 

娜麗莎把吉塞爾

推入通往21世紀

紐約曼哈頓的許

願池。 

吉塞爾來到了

21世紀的紐約

曼哈頓。 

吉塞爾於21世

紀紐約曼哈頓

卻找不著回家

的去處。 

吉塞爾對於現實世

界感到水土不服。

羅伯和他的女兒

摩根好心收留吉

塞爾。 

吉塞爾和羅伯

一家人成為好

朋友。 

羅伯的女友南

茜發現吉塞爾

衣衫不整出現

在羅伯的家。 

南茜誤會吉塞爾和

羅伯的關係。 
吉塞爾幫羅伯送

花和舞會邀請函

給南茜。 

南茜和羅伯恢

復良好的戀人

關係。 

艾德華王子與

皮普（花栗鼠）

來到紐約拯救

吉塞爾。 

娜麗莎深怕艾德華

王子會拯救吉塞爾

回 到 童 話 王 國 結

婚。 

娜麗莎指派納撒

尼爾阻止艾德華

找到吉塞爾。 

納撒尼爾一直

無法阻止艾德

華；亦無法殺害

吉塞爾。 
吉塞爾發現羅

伯就是她的真

愛。 

吉 塞 爾 喜 歡 上 羅

伯，但艾德華王子

要帶吉塞爾回童話

王國結婚。 

吉塞爾和艾德華

王子參加舞會，

感受艾德華是否

是她的真愛。 

吉塞爾和羅伯

在 舞 會 中 相

遇，且雙方互動

良好。 

曼 哈 頓

奇緣 

吉 塞 爾 從 童

話 故 事 來 到

21 世 紀 紐 約

找 到 真 愛 之

歷程。 

娜麗莎來到紐

約想要解決吉

塞爾。 

吉塞爾吃了娜麗莎

的毒蘋果而昏厥。

納撒尼爾因良心

發 現 揭 發 娜 麗

莎。娜麗莎被艾

德華摘下皇后的

王位。 

吉塞爾發現羅

伯就是她的真

愛。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與分析 
 
    《曼哈頓奇緣》片中的核心事件為吉塞爾從童話故事來到21世紀紐約找到真

愛之歷程。而衛星事件則為核心事件的具體因果轉變，皆有一系列的問題、解決

之道及其所產生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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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 《白雪公主》事件分析表 

 分析內 
     涵 
片名 

核心事件 
衛星事件 

（依故事發生

順序排列） 

問題 
（依故事發生順序

排列） 

解決方式 
（依故事發生順

序排列） 

結果 
（依故事發生

順序排列） 

白雪公主在打

掃庭院時被路

過的王子看見。

白雪公主身著粗布

衣在打掃庭院，身

後突然出現白馬王

子，深感驚嚇。 

白馬王子向白雪

公主吟唱愛情歌

謠。 

白雪公主卸下

戒心，互唱愛情

歌謠，兩人開始

認識。 

皇后透過魔鏡

得知白雪公主

是世界上最美

的人，產生妒

嫉，派遣武士殺

害白雪。 

白雪公主因為武士

的好心所以沒有被

殺害。 

武士請求公主原

諒，告訴她皇后

嫉妒她的美麗而

想殺她，要她逃

跑。 

白雪公主逃到

遠方的森林裡。

白雪公主逃到

遠方的森林裡。

白雪公主雖然逃過

一劫，但卻沒有地

方可住。 

白雪公主問小動

物附近是否有落

腳的地方。 

小動物把她帶

到小矮人住的

小木屋。 

白雪公主來到

小矮人住的小

木屋。 

白雪想見小木屋的

主人，但主人不在

家。 

白雪希望屋主可

以收留她，開始

和小動物打掃。 

白雪公主獲得

到小矮人們的

認同並被收留。

皇后透過魔鏡

得 知 白 雪 沒

死，想親自殺

她。 

皇后怕被別人認出

她的身分。 
皇后裝扮成老巫

婆製作毒蘋果。 
皇后帶著毒蘋

果來到白雪公

主的身邊。 

小動物見老巫

婆不安好心，就

找小矮人回家

救白雪。 

老巫婆趁小矮人都

出門工作，想拿毒

蘋果給白雪。 

小動物們發現不

對勁想找小矮人

回家，阻止老巫

婆惡行。 

小矮人回到家

拯救公主。 

老巫婆急迫想

要殺死白雪。 

老巫婆謊稱蘋果可

以實現美夢。 
白雪公主吃了毒

蘋果。 
白雪公主倒地

身亡。 

小矮人追逐老

巫婆。 

小 矮 人 發 現 老 巫

婆，展開追逐戰。

老巫婆想殺小矮

人 ， 卻 自 食 其

果。 

老巫婆掉入懸

崖而死。 

 

白 雪 公

主 

美 麗 的 白 雪

公 主 被 皇 后

所 忌 妒 想 將

她殺害；另一

方 面 為 白 雪

公 主 等 待 真

愛 到 來 的 歷

程。 

遠方的白馬王

子聽到消息趕

來看白雪。 

白馬王子見到白雪

公主時，白雪公主

已經死去。 

王子輕輕吻了白

雪公主的唇。 
白 雪 公 主 醒

來，兩人從此快

著幸福快樂的

日子。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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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雪公主》片中的核心事件為美麗的白雪公主被皇后所忌妒想將她殺害；

另一方面則為白雪公主等待真愛到來的歷程。而衛星事件則為核心事件的具體因

果轉變，皆有一系列的問題、解決之道及其所產生的結果。 
 
    藉由上述三部影片的事件分析表可得知，其童話故事於「核心事件」方面，

皆有一系列的「衛星事件」加以支撐圍繞著「核心事件」而發展，而每項事件皆

為主角面臨到惡棍的出現，對其產生了一系列的問題與威脅之後，主角出面救贖

解決問題，使童話世界趨於幸福美滿狀態的歷程。此相當符合托鐸洛夫（Todorov）

以及普羅普的敘事結構觀點。托鐸洛夫指出，敘事是一種因果的轉變（causal 

transformation），敘事結構五階段包括：一、最初的均衡狀態；二、藉由某些行動

破壞原有的均衡狀；三、認同此破壞狀態；四、想要修復此破壞狀態的企圖；五、

恢復均衡狀態。而其間的形式轉變是符合邏輯的。而普羅普亦認為敘事結構首先

會出現不平衡和不安定之情況（惡行、死亡、匱乏），接著展開補救的行動（英

雄之試煉與成功），最後恢復平衡和安定之狀態（英雄之地位被肯定出現大團圓

的局面）。 
 

    其次，三部童話電影的主角所面臨的問題皆與主角的自身利害關係有關，例

如《史瑞克》的男主角為了維護自家沼澤的擁有權而拯救公主，《曼哈頓奇緣》

與《白雪公主》的女主角則是面臨了身命存活的重大問題，三部片的主要危機均

圍繞在主角自身的利害關係上。 
 
    綜上所述，透過「事件分析」可發現「後現代童話電影」以及「迪士尼古典

童話電影」於情節事件上的敘事結構並無太大的差異，透過托鐸洛夫以及普羅普

的敘事結構依舊可以檢驗兩類童話電影的敘事結構。 
 
 
二、角色分析 
 

    每個童話故事都少不了人物角色，人物角色貫穿了整個故事的事件與情節，

開展了他們的歷史，表現出他們的性格風貌，能深深影響童話所呈現的世界觀與

價值觀。因此的角色人格特質在童話電影敘事中佔據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本研究透過角色分析可回應研究問題一之（二）：「後現代童話電影」與「迪

士尼古典童話電影」各自的劇中主要人物是否符合普羅普「故事角色」類型？而

這些主要人物對於核心事件反應的態度為何？以此相較兩類童話電影在「普羅普

的故事角色」、「角色的人格特質」、「角色的形象與塑造」、「角色慣例」以及「角

色呈現的童話世界觀與價值觀」之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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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普羅普之「故事角色」類型分析 

 

    本研究依據普羅普（1928）對於角色之論述，將故事角色分成七種類型，包

括英雄（hero）、惡棍（villain）、贊助者（donor）、協助者（helper）、公主（或者

是要找的人）與她的父親、信差（dispatcher）、假英雄（false hero），分析如下表

（表4-3）。 

 

表 4-3 普羅普之「故事角色」類型分析表 
  分析內涵 

 

片名 

英雄

（hero）

惡棍

（villain）

贊助者

（donor）

協助者

（helper）

公主／

要找的

人 

信差

（dispatcher）

假英雄

（false 

hero） 

史瑞克 史瑞克 法克大人 ＊ 
驢子 

噴火龍 
費歐娜

公主 

所有搬到沼

澤的童話故

事人物 
羅賓漢

曼哈頓奇緣 吉塞爾

娜莉莎皇

后/巫婆、

前期的納

撒尼爾 

羅伯 
小動物、

皮普、 
摩根。 

羅伯 納撒尼爾 老巫婆

白雪公主 
白雪公

主 
皇后／巫

婆 
小矮人 

小矮人、

小動物、

武士。 
王子 武士 老巫婆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與分析（打＊表示無） 

 
    以普羅普對於「故事角色」的觀點來看，三部影片均有英雄（男主角或女主

角）、惡棍、協助者、公主／要找的人、信差與假英雄。同一位故事人物還可以

同時扮演好幾種故事角色，例如在《曼哈頓奇緣》中，納撒尼爾可以是故事中的

惡棍同時又是一名信差；《曼哈頓奇緣》以及《白雪公主》中的皇后可以同時身

兼惡棍與假英雄的角色。這些影片中的所有角色各有不同的功能，每一個故事角

色都能幫助故事劇情的進行。 

 
 

（二）角色人格特質分析 

 

    本研究承接上述的事件分析表以及普羅普的故事角色類型分析，以Chatman

（1978）與蔡琰（2000）對於角色的陳述，分析所登場的主要角色對於「核心事

件」抱持的某一立場與態度，比對故事從「開頭」到「結尾」在立場與態度上的

轉化（表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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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1 《史瑞克》主要角色人格特質分析表 

對於核心事件的立場與態度   分析內

片名  涵 
角色名字 

開頭 結尾 
史瑞克 因身為怪物，所以對自己的外

表沒有自信、對外憤世嫉俗、

不苟言笑、孤僻冷漠、暴躁又

自私，表現出對人類具有極大

的殺傷力，不喜歡和人打交道。

故事越是向後發展觀眾就能察覺

到史瑞克是個心地善良、有正義

感、責任感、聰明的好人，面對

於友情與愛情的心思是可以很細

膩且脆弱的。 

費歐娜公主 對愛情充滿幸福的幻想，外表

看似一名美麗動人、黃鶯出

谷、嬌弱的可人兒，等待著英

雄的救援。起初因為擁有如史

瑞克一般是怪物的身分而自

卑。 

故事發展到中段時，可發現她是

任性、恰北北且身懷絕技的女

孩，指使史瑞克像個男傭一般。

實際上，是具有「反傳統女性」

的主權意識，並具有行動力、戰

鬥力與果決的特質。 
驢子 驢子起初是一名史瑞克的麻煩製造者，但卻一向真誠對待史瑞

克，是史瑞克忠心耿耿的好夥伴；個性幽默、熱情、戲謔、聒噪

且碟碟不休，說學逗唱無所不會。 
噴火龍 

原本是一名脾氣暴躁且極具殺

傷力的噴火龍。 

渴望愛情又愛撒嬌、個性善良、

有正義感、重感情，最後成為驢

子的伴侶。 
即使擁有高聳的國家樓牆與強大權力，但外形卻是侏儒，身高只

有四呎半。為了名正言順當上一國之君，但是又沒有膽子親自拯

救美人，於是派遣史瑞克拯救費歐娜。 

史瑞克 

法克大人 

個性自私、邪惡、冷酷、貪財

嗜權、愛逞英雄。 
懦弱、貪生怕死。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與分析 
 
 
    從上述《史瑞克》的主要角色人格特質分析表可發現，英雄（史瑞克）、惡

棍（法克大人）、協助者（驢子與噴火龍）、公主（費歐娜）對於核心事件所抱持

的立場與態度，從「開頭」到「結尾」皆有明顯的不同與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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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2 《曼哈頓奇緣》主要角色人格特質分析表 

對於核心事件的立場與態度   分析內

片名  涵 
角色名字 

開頭 結尾 
相信童話故事的真愛會來臨，

渴望找到真心相愛的另一半。 
吉塞爾 

個性善良、天真、擇善固執、

喜歡用唱歌表達想法。 

發現真愛是需要培養出來的，她

向羅伯表明愛意，其勇敢、堅強

與正義感的特質讓她打敗了火龍

（娜莉莎）拯救了羅伯。 

因曾經離過婚，又是一名離婚

訴訟律師，故不相信現實有永

遠真愛的出現。原本是不愛唱

歌與跳舞。 

羅伯以「真愛之吻」拯救吉塞爾，

從此相信世上有真愛，愛情亦能

長遠。與吉塞爾跳舞、為她唱歌。

羅伯 

擁有耐心、善良、重感情的性格。 
非常相信童話故事裡那種真愛

的來臨，渴望找到真心相愛的

另一半。 

直接用言語表達愛意，讓南茜覺

得浪漫。愛德華與南茜相愛並結

婚，從此過著童話的愛情生活。

愛德華王子 

個性有自信、正義感、反應較不機警、喜歡用歌謠唱出愛意。 
娜莉莎皇后、 
巫婆、火龍 

因為怕皇后的權力不保，故極力阻止吉塞爾和愛德華王子結婚。

個性惡毒、自私、殘忍、邪惡、愛說謊、愛記仇、重權力。 
皮普 保護吉塞爾不被娜莉莎皇后所殘害。個性善良、聰明、機智、淘

氣、勇敢、富有決斷力、行動力、正義感。 
納撒尼爾 愛慕娜莉莎，為娜莉莎做盡壞

事。為魁儡性格、缺乏自我意

識、雖然具有行動力但是計劃

常常失敗。 

瞭解到娜莉莎根本不可能喜歡上

自己，他只是娜莉莎利用的一顆

棋子罷了。 
後期轉為善良、有正義感。 

在職場上是很成功的現代女

性，為服裝設計師。 
與愛德華相戀結婚後，可放棄現

實的生活，完全投入童話世界。

南茜 

渴望浪漫的愛情，個性擇善固執、重感情。 
摩根的母親很早就和羅伯離

婚，長期缺乏母愛。雖然相信

有童話般的愛情故事，但羅伯

總是阻止她有這種想法。 

見證到吉塞爾和羅伯的真愛。更

加確信有童話般的愛情故事。 

曼哈頓奇

緣 

摩根 

個性聰明、天真、善良、貼心、有責任感。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與分析 
 
    從上述《曼哈頓奇緣》的主要角色人格特質分析表可發現，英雄（吉塞爾）、

惡棍（娜莉莎皇后／巫婆與前期的納撒尼爾）、要找的人（羅伯）以及其他次要

角色對於核心事件所抱持的立場與態度，從「開頭」到「結尾」皆有明顯的不同

與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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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3 《白雪公主》主要角色人格特質分析表 

對於核心事件的立場與態度   分析內 
片名  涵 

角色名字 
開頭 結尾 

白雪公主 相信真愛會來臨。喜歡唱歌、愛與小動物說話，許多小動物也很

喜歡她。心地善良、貼心、為別人設身處地、面對苦難很任命。 
皇后／巫婆 認為自己是世界上最美麗的女人，非常忌妒白雪公主的美麗。個

性險惡、冷酷、殘暴。 
魔鏡 僅呈獻真實的一面，說真實的話。 
小動物們 非常地善良、為白雪公主的小助手。 
萬事通（Doc） 會帶領其它的小矮人，指派任務給其他小矮人。 

有領袖氣質，個性聰明、善良、有禮貌、有責任與正義感。但是

常把要說的話倒過來說，形成一股幽默感。 

開心果

（Happy） 

個性善良且笑口常開、擅長歌舞讓白雪公主開心、富有正義感。 

噴嚏精

（Sneezy） 

愛打噴嚏，特別是在一些關鍵時刻打噴嚏，製造出喜劇效果。個

性善良、天真、富有正義感。 

糊塗蛋

（Dopey） 

不會講話，傻理傻氣。個性善良、天真。是小矮人當中年紀最小

的一位、富有正義感。 

愛生氣

（Grumpy） 

非常愛生氣。一開始對於白雪

公主很有戒心，也不喜歡她，

想把他趕出去。 

如同其他小矮人，由衷地接納她、

喜歡她，變得不愛生氣，反而會笑

了。個性善良、有正義感。 

害羞鬼

（Bashful） 

面對白雪公主特別容易感到害羞、易臉紅。個性善良、天真、有

禮貌、富有正義感。 

瞌睡蟲

（Sleepy） 

無時無刻都在打瞌睡。個性善良、天真、富有正義感。 

白馬王子 找尋真愛，對愛情很忠貞。個性善良、重感情。 

白雪公主 

武士 僅管接獲到殺害白雪公主的任務，但因個性善良，將公主放生。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與分析 

 

    從上述《白雪公主》的主要角色人格特質分析表可發現，英雄（白雪公主）、

惡棍與假英雄（皇后／巫婆）、贊助者與協助者（小矮人）、要找的人（王子）以

及信差（武士）對於核心事件所抱持的立場與態度，從「開頭」到「結尾」除了

故事人物「愛生氣（Grumpy）」較有明顯的不同與轉向之外，其他所有主要角色

在前後所抱持的立場與態度皆無不同。 
 

    透過上述三部影片的故事角色與人格特質分析，可相較並統整出下述幾個內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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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角色的人格特質 

 

    於「角色人格特質」方面，「後現代童話電影」的《史瑞克》與《曼哈頓奇

緣》在故事的開頭與結尾，可看出英雄（hero）有明顯的立場與態度的轉折，例

如《史瑞克》中的男主角史瑞克在性格上原本是一名憤世嫉俗、不苟言笑、暴躁

又自私的怪物，但是故事越是向後發展觀眾就能察覺到史瑞克是個心地善良、有

正義感、責任感、聰明的好人，面對於友情與愛情的心思可是很細膩且脆弱的。

在《曼哈頓奇緣》中的吉塞爾原本是名天真且愛唱歌謠的童話人物，但是故事越

是向後發展就可以看到吉塞爾越能接受現世的愛情觀，她勇敢打敗了火龍（娜莉

莎）拯救了羅伯，從此亦能看出她不再被動地等待真愛。 
 
    惡棍（villain）在故事後期也有明顯的轉折，成為英雄的協助者（helper）與

贊助者（donor）。例如《史瑞克》中的噴火龍原本是個脾氣暴躁的大妞，但是在

遇見驢子時卻轉化為嬌羞的小女孩。又，法克大人原本看起來頤指氣使、貪財嗜

權、且愛逞英雄，但是在面對兇猛的噴火龍時他卻轉為懦弱且貪生怕死。在《曼

哈頓奇緣》中的納撒尼爾原本是在娜莉莎皇后身旁無惡不作的小嘍囉，但在後期

卻良心發現，向愛德華王子揭露娜莉莎皇后想毒害吉塞爾的惡狀。 
 

    而檢視「迪士尼古典童話電影」的《白雪公主》，其在英雄、協助者與惡棍

的故事角色，則呈現好人（如白雪公主、七矮人、小動物、白馬王子…等）一路

好到底，惡棍（皇后／巫婆）一路壞到底的角色人格特質。 

 

 

2. 角色的形象與塑造 

 

    然而在「後現代童話電影」除了有這些基本的人物角色之外，亦有更多元的

角色置入其中，例如在《史瑞克》裡，法克大人的強大權力與四呎高的矮小體型

幾乎不成正比，法克王國的人民僅管言行舉止受到法克大人的操縱，但是必要的

時候他們會回復成喧鬧的本性，另外，有更多童話故事裡的人物集於一身，例如

三隻小豬、姜餅人、小木偶皮諾丘與其爺爺、小精靈、神仙教母、瞎眼老鼠、白

雪公主與七矮人、喜歡穿女裝的大野狼…等。《史瑞克》於角色形塑的成功，主

要是由於那些傳統童話人物都是膾炙人口、家喻戶曉，所以可以用他們來大作文

章，在經由竄改後才可以如此無厘頭且深植人心。 
 

    《曼哈頓奇緣》則是置入更多二十一世紀的現代人物，例如紐約街頭的湧擠

人潮、街頭乞丐、維修水溝的工人、餐廳與舞會裡的人，以及被吉塞爾視為是「愛

生氣」小矮人的侏儒男性…等。這些「後現代童話電影」當中的每個大大小小角

色都各具特色，使每位觀眾可以從中找到認同感、引起觀眾的共鳴。正如鮑德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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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Bordwell）與湯普森（Thompson）的論述，這些無關乎主要劇情的敘事角色

元素，可以造就不同以往的童話情節，製造出更多的喜劇效果。 

 

    因此，「後現代童話電影」在角色上，人物較為多元且各具特色，每個角色

的性格會隨著時間的更移或空間的轉換而有發展性的變化，其角色的價值觀亦能

符合現代思維。 

 

    反之，「古典童話電影」的人物角色較為單純，每個角色都具有鮮明的形象

與特徵，且人物性格發展較無變化。 

 

 

3. 迪士尼的角色慣例 

 

    然而，迪士尼的角色從「古典童話電影」到「後現代童話電影」，並不是毫

無關係地脫序演出，其實迪士尼的角色在兩類電影中差異不大，其角色的型塑仍

然具有特定的公式與慣例，如同 Zipes（1997）所言，迪士尼把女人和家庭生活

聯想在一起，把男人和活力、權力聯想在一起，而主角都是美麗、英俊的；主要

的邪惡角色必然是醜陋的、也許是極端肥胖或者過度枯槁，並且會擁有誇張的臉

部表情。因此在《曼哈頓奇緣》與《白雪公主》中，可見吉塞爾與白雪公主在打

掃房子、做家務事；羅伯則是一名律師、白馬王子則是牽著他的白馬遊走；配角

驢子與七矮人總有滑稽的演出；而主要的惡棍角色，如邪惡的娜莉莎皇后與白雪

公主的繼母皇后，則是過度枯槁、擁有誇張的臉部表情並喜歡待在陰暗的地方計

謀惡事。正如同《曼哈頓奇緣》的導演凱文利瑪（Kevin Lima）所說： 

 

我們花了很多時間研究、迪士尼經典反派角色的特色，我們很幸運請到

蘇珊莎蘭登飾演惡毒的巫婆—娜莉莎皇后，我們希望壞女巫能有多些現

代感，像蛇蝎美人般的惡毒、更具威脅性…。 

 

《曼哈頓奇緣》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它真的很迪士尼，我們以極誇張搞

笑的方式，來表現迪士尼的經典元素…。（《曼哈頓奇緣》童話的反派

預告片） 

 

    足見迪士尼的角色在童話電影中的形象總是維持一貫的作風，於「後現代童

話電影」與「古典童話電影」上，皆小心的遵循著公式，使觀眾很容易辨識角色

對立的關係，所以角色的成長相當有限，善良不能變成邪惡，主要的惡棍角色（皇

后）也不能變回善良，配角滑稽的演出總是好笑的、可愛的、幼稚和淘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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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角色呈現的童話世界觀與價值觀 

 

    透過角色人格特質的分析，可看出「後現代童話電影」與「迪士尼古典童話

電影」不同的童話世界觀，《史瑞克》男女主角的體態、行為與傳統童話故事相

異，例如史瑞克上完廁所後撕下童話故事裡的內頁當衛生紙，在骯髒的沼澤邊洗

澡還邊放屁，放的屁還可以順便殺魚，而這些「死於屁命」的魚兒又可成為史瑞

克美味的晚餐，此情節與傳統童話故事中具有紳士作風的王子有著極大的差異；

而費歐娜雖然具有甜美的外表，但卻隱藏著另一名綠色怪物的身分，其所練就的

武術功夫甚至可以抵抗噴火龍拯救自己逃出高塔，但她卻期盼著勇猛的英雄能夠

拯救她，想像傳統童話中睡美人與白雪公主的情節一般，等待真愛之吻喚醒沉睡

的公主。然而，史瑞克卻顛覆以往的童話角色性格，不僅外型不討好，亦不是為

了愛情拯救費歐娜，在拯救費歐娜的過程中，他沒有殺掉噴火龍，反之，他是與

噴火龍在纏鬥時被甩進高塔之中，在高塔與費歐娜相見的時刻，不但沒有輕輕地

將她吻醒，反而用力地把她搖醒，不為她朗誦壯麗的愛情詩歌，反之道出那些都

是不切實際，史瑞克的身旁也沒有匹配英俊的白馬，取而代之的是一隻嘮叨不休

的矮驢子，還被費歐娜譏諷為是史瑞克的「寵物」。當觀眾正對於費歐娜所表現

的公主作風感到疑惑時，再看到費歐娜與鳥兒互唱歌謠的畫面，總能喚回我們對

傳統童話裡公主應有的唯美想像，但是費歐娜並不是為了愛情而和鳥兒互唱歌

謠，反之，費歐娜是為了取鳥蛋和鳥兒相較高音，好讓她能石煎鳥蛋飽餐一頓。 
 
    於《曼哈頓奇緣》更可明顯看出「後現代童話電影」與「迪士尼古典童話電

影」於角色性格上的轉化。例如，故事一開始的吉塞爾與愛德華王子兩人正如同

傳統童話故事《白雪公主》一樣，皆以愛情歌謠遇見了彼此，吉塞爾與愛德華以

「一見鍾情」的速度，打算即刻結婚過著幸福快樂的日子。但是吉塞爾在二十一

世紀的愛情觀卻和童話故事裡有極大不同，真愛在二十一世紀並不是透過互唱歌

謠與一見鍾情而認定彼此，而是必須透過時間的考驗與相互理解。 
 
    而在迪士尼的於1937年的古典童話電影—《白雪公主》，其角色所呈現的人

格特質承接了傳統故事書《格林童話》中的〈白雪公主〉，各個角色皆延續古典

童話中的人物性格。 
 
    因此，透過事件分析可以清楚看出「後現代童話電影」的童話世界觀越來越

開放，思想越來越前衛，價值觀也越來越多元。「後現代童話電影」的製片人員

在影片中置入了更多的新倫理、新知識和新觀念，以反映新時代的生活風格與思

想潮流，使故事主題融合了幽默、愛情、動作、冒險等各種元素。製片人員透過

電影媒介與新的科技技術，向我們重新描繪新的童話生活經驗與新的適應策略。

因此，我們可以透過「後現代童話電影」的轉變提醒我們童話世界並不是一成不

變，反之，更可藉此認識我們所處的現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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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場景分析 
 

    依據Rybacki ＆ Rybacki（1991），「場景」包括敘事中故事發生的「時間」

及「空間」。其中，「時間」是指故事發生時間、年代；「空間」為對地點的交

代（蔡琰，2000：38），包含故事發生地點、場所等，如童話故事中的森林、沼

澤、夢遊的奇境等，可協助發掘電影所建構的童話空間景觀（表4-5）。目的在

回應研究問題一之（三）：「後現代童話電影」與「迪士尼古典童話電影」各自

如何建構童話故事的背景？如何交代童話裡的空間場景與故事發生年代？以此

相較兩類童話電影於場景的「時間」與「空間」兩方面之建構方式。 
 

 

表4-5-1 《史瑞克》場景分析表 

  分析內涵 
片名       

故事發生年代 故事發生地點 故事空間景觀 

1.古老的童話故事書 
古老的童話書本翻開－故事講述者史瑞克

介紹很久很久以前有位囚禁於高塔的公主

等待王子來解救她。 
沼澤－佈滿了爛泥巴，有許多原始生物、

怪蟲子。 
2.遙遠的沼澤 

史瑞克的家－有桌椅、暖爐、床，儘管設

備簡陋，但對史瑞克而言是很溫暖的家。 
3.森林 有許多的綠色樹木、草皮、向日葵田、玉

米田、小溪，除了小鳥還有一些蒼蠅、蜘

蛛、青蛙、蛇等生物。 
城鎮－所有的建設都非常高聳，城牆的顏

色由藍、白、灰所構成，很乾淨。 
4.法克大人的王國 

地牢－有鐵甲士兵看守，陰暗、堅硬的石

牆與鐵牢、手鍊、昏暗的檯燈、垃圾桶，

還有一些嚴刑拷打的用具。 

城堡外－由滾燙的火山熔漿所圍繞，繩索

木橋非常的不穩固，天空也佈滿濃厚的烏

雲，地上有生物的骨頭。 

史瑞克處在的

很久很久以前 

5.噴火龍看守的城堡 

城堡內－有很多死人的骨骸，且非常陰黑

暗，裡面的石牆相當殘破，地形結構複雜。

史瑞克 

帶領閱聽眾視

聽童話電影的

現在 

6.《史瑞克》童話故

事書 
《史瑞克》童話故事書，上面寫著「他們

後來一起醜陋地生活在一起，完！」，《史

瑞克》童話故事書闔上－代表故事結束。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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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5-2 《曼哈頓奇緣》場景分析表 

 分析內  
片名 涵 

故事發生年

代 
故事發生地點 故事空間景觀 

帶領閱聽眾

視聽童話電

影的現在 

《曼哈頓奇緣》立體童話故

事書 
《曼哈頓奇緣》立體童話故事書翻開，以翻頁

的方式呈現故事前緣。 

1.吉塞爾的家（位於：

歡樂牧場、知足谷） 

房子裡有許多玫瑰花裝飾；外面就是森林。 

2.森林 色調為秋天的樹木，住著許多小動物，成為吉

塞爾的好幫手。 
3.皇后所在 陰暗的地底，一片黑暗。 
4.城堡皇宮 有許多花朵裝飾的高大城牆、高挑且空曠的花

園。 

很久很久以

前 
2D

動

畫

：

安

達

拉

西

亞

王

國 

5.許願池 陰沉，藍綠色調，能通往現實世界的美國紐約。

6.地下道的水溝蓋、紐

約時代廣場 
街頭人潮湧擠、車潮不斷穿梭、商業重鎮、吵

雜且髒亂。紐約人的服裝皆以深黑色為主；住

著蟑螂、老鼠、鴿子、蒼蠅，是吉塞爾的幫手。

7.律師事務所 挑高的辦公大樓，辦公室陳設以白灰色調為主。

8.羅伯住處 辦公處、客廳、房間、衛浴間、廚房、落地窗

與窗簾。窗簾被吉塞爾用來製作服裝。 
9.餐廳的廚房 廚師在忙著烹煮，熱鍋與滾燙的水是娜莉莎皇

后與納撒尼爾溝通的管道。 
10.餐廳用餐處 自助式的餐廳，許多人在此用餐。 
11.律師事務所附近的

公園 
有許多散步、運動的民眾。陳設有噴水池、河

畔；裡面舉辦著舞會，有許多表演家。 
12.地鐵旁的旅社 燈光昏暗、設備簡單，地鐵往來時相當吵雜。

13.義大利高級餐廳 溫暖的陳設，適合用來談心。 
14.克萊斯勒大廈的舞

會 
有歌者與演奏者。裡面陳設為中古世紀的風

格。所有人皆為中古世紀裝扮，只有吉塞爾穿

現代晚禮服。 

二十一世紀 現

實

世

界

：

美

國

紐

約 

15.克萊斯勒大廈建築 夜晚有大雨、閃電與打雷，打鬥場面更加驚險。

曼哈頓

奇緣 

帶領閱聽眾

視聽童話電

影的現在 

《曼哈頓奇緣》立體童話故

事書 
《曼哈頓奇緣》立體童話故事書，以翻頁作為

轉場，呈現故事裡主要角色於結尾的後續發

展。童話故事書闔上－代表故事結束。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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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5-3 《白雪公主》場景分析表 

內涵

片名  
故事發生

年代 
故事發生地點 故事空間景觀 

帶領閱聽

眾視聽童

話電影的

現在 

《白雪公主》童話

故事書 
《白雪公主》童話故事書翻開，以文字陳述故事前緣。 

城堡外 有花園、階梯、井、城牆與許多花與白鴿圍繞著。 
白雪公主住處－不太明亮、簡陋。有陽光從陽台照入，陽台

是白色且能對外開放的。白鴿圍繞著。 
皇后住處－燈火明亮，陽台有鐵窗，是封閉的。 
皇后的宮殿－氣派的椅子、燈光昏暗，物品顏色以灰黑、深

紫、黃金色調為主。 
魔鏡密室－裡面擺放魔鏡 

1.城堡 
城堡內 

地下室－陰暗、有老鼠，有許多階梯可通往製作毒藥的房間，

裡面有骷囉頭、烏鴉、燭火昏暗，木製檯架上擺放許多製作

毒藥的書籍，桌上有許多製作毒藥的器具與液體。 
春天的森林，有許多綠色樹木，綠意盎然，且有許多繽紛的

美麗花朵、小溪流。還有許多可愛的小動物，如小鳥、花栗

鼠、小烏龜等。 
森林的景象因為四季的轉換而有所不同。 

2.森林 

夜晚的森林，因黑暗使人看不清景象，讓人感到毛骨悚然。

小木屋外 前有小溪、木橋。在外觀上看起來不大。 
一樓 最初物品都很髒亂，有七張小椅子、桌上有髒亂的碗盤、壁

爐有灰塵、牆上有蜘蛛網、髒衣服隨處可見。裡面的木製品

都相當迷你、雕工細緻；小木屋在經過白雪公主與小動物的

打掃後變得相當乾淨且整齊，桌上的花盆插滿了花、鍋子裡

也有熱湯，看起來相當溫馨。 
二樓 為七名小矮人的臥房，每張小床皆有小矮人的名字，陳設都

是木製的，夜晚，窗戶隱約透著月光。 

3.七矮

人 的

小 木

屋 

歌舞空間 裡面有許多樂器，包括木鋼琴、喇叭、鼓、風琴、提琴等。

4.礦坑 七名小矮人工作的地方，有許多待開採的鑽石、也有乘載鑽

石的採礦車與軌道，還有鬧鐘提醒小矮人結束一天辛勞的工

作。 
5.懸崖 許多高聳且嚴峻的岩石，壞心皇后逃命時，閃電、風雨與雷

鳴交加。 

白雪

公主 

很久很久

以前 

6.小山丘 一年過去了。小矮人們用玻璃和黃金做了一副棺材，並在身

邊看守著。有許多粉色系的花圍繞在白雪公主的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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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領閱聽

眾視聽童

話電影的

現在 

《白雪公主》童話

故事書 
《白雪公主》童話故事書，以文字陳述故事後續發展。童話

故事書闔上－代表故事結束。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與分析 
 
    此三部童話電影的場景，可分「時間」與「空間」兩層次作說明： 

（一） 時間 
    在故事時間的分析上，本研究針對此三部童話電影的故事時間分析，發現可

從兩層面來探討：1.「陳述童話故事書的時間」，2.「童話故事書裡的故事發生時

間」。 
 
1. 從「陳述童話故事書的時間」來看： 
    三部影片的開頭與結尾皆以童話故事書的翻閱來講述古老的童話故事，不同

的是，《史瑞克》影片一開始的童話故事書是由史瑞克所陳述，他所陳述的是童

話故事書中另一個很久很久以前的童話故事，直至影片的結尾才有史瑞克與費歐

娜搭乘洋蔥馬車離開沼澤的鏡頭，當鏡頭越來越拉遠，觀眾這時候才瞭解原來電

影中一切的故事與角色是在講述來自很久很久以前的《史瑞克》童話故事書，此

種呈現手法可以讓觀眾觀看電影的時間與童話故事書翻頁的時間同步。 
 
    而《曼哈頓奇緣》與《白雪公主》則使用相同的手法，皆藉由現場翻閱主題

童話故事書的方式，帶領觀眾進入童話世界的時空裡。 

 

    透過此種「陳述童話故事書的時間」，可以帶領觀眾一步一步進入童話故事

書裡，猶如小時候我們在閱讀童話圖書一般，童話故事書的每一個故事與人物皆

在我們的眼前生動逼真且活靈活現。 
 
2. 從「童話故事書裡的故事發生時間」來看： 
    三部影片皆發生於童話故事的年代：「很久很久以前」。《史瑞克》的故事發

生年代在「很久很久以前」。《曼哈頓奇緣》則融合了「很久很久以前」與「二十

一世紀」兩種時間概念，兩者間的極大對比可製造更多的喜劇效果與戲劇衝突。

而《白雪公主》的時間則完全參照了《格林童話》故事書裡的〈白雪公主〉，故

事發生年代皆在「很久很久以前」，所有故事事件所發生的時間點與排列順序與

童話紙本幾乎無異。 
 
    童話電影之所以可以成為一種類型，勢必在某些方面要激發起觀眾對於該電

影的常模，也因此，童話電影須把時間設定在「很久很久以前」，時間於此成為

一種符碼與慣例，它直接影響了視覺風格的系統，讓觀眾透過稍微有些複雜的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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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過程後很快地能夠判定他們所看到的是何種敘事。因此，透過「很久很久以前」

的時間設定，可以讓觀眾更容易理解這是一部童話電影，讓觀眾不致於感到陌生。 
 
（二） 空間 
    在故事空間的分析上，本研究針對此三部童話電影的故事空間分析，發現可

從兩層面來探討：1.「陳述童話故事書的空間景觀」，2.「童話故事書裡的故事空

間景觀」。 
 
1. 從「陳述童話故事書的空間景觀」來看： 
    三部影片的開頭與結尾皆以童話故事書的翻閱來講述古老的童話故事，但是

三部影片仍有些許的差異，分述如下（表4-6）： 
 
(1) 《史瑞克》童話故事書的空間景觀： 
 
    《史瑞克》影片於開頭與結尾時，以3D動畫呈現「平面」紙本童話圖畫書，

並藉以書本的翻閱來講述古老的童話故事，其所呈現的視覺景觀如下（表4-6-1）： 
 
表4-6-1 《史瑞克》童話故事書的空間景觀分析表 

    片名 
分析內涵 

史瑞克 

故事開頭  

故事結束  

資料來源：本研究擷取自《史瑞克》影片，並自行分析整理 

翻開 

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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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曼哈頓奇緣》童話故事書的空間景觀： 
 
    《曼哈頓奇緣》影片於開頭與結尾時，以3D動畫呈現「立體」紙本童話圖

畫書，並藉以書本的翻閱來講述此一童話故事的前緣與故事的最後發展，其所呈

現的視覺景觀如下（表4-6-2）： 
 
 
表4-6-2 《曼哈頓奇緣》童話故事書的空間景觀分析表 

    片名 
分析內涵 

曼哈頓奇緣 

故事開頭  

故事結束  

資料來源：本研究擷取自《曼哈頓奇緣》影片，並自行分析整理 
 

翻開 

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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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白雪公主》童話故事書的空間景觀： 
 
    《白雪公主》影片於開頭與結尾時，以攝影機直接拍攝「實體」紙本童話書，

並藉以書本的翻閱來講述此一童話故事的前緣與故事的最後發展，其所呈現的視

覺景觀如下（表4-6-3）： 
 
表4-6-3 《白雪公主》童話故事書的空間景觀分析表 

    片名 
分析內涵 

白雪公主 

故事開頭  

故事結束  

資料來源：本研究擷取自《白雪公主》影片，並自行分析整理 
 
 
    從「陳述童話故事書的空間景觀」層面來看三部影片的視覺景觀，可以看到

《史瑞克》與《曼哈頓奇緣》皆以3D動畫技術呈現童話故事書；而《白雪公主》

則是採取攝影機直接拍攝實體童話故事書的方式講述故事的前緣與結尾，此應是

受限於1930年代動畫技術的限制，當時並無3D立體動畫技術可支援如同《史瑞

克》與《曼哈頓奇緣》宛若實境的動畫翻書效果，再者，導演可透過此種方式讓

觀眾有如親自翻閱童話故事書般的感受。 
 
 
 

翻開 

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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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從「童話故事書裡的故事空間景觀」來看： 
 
    從「童話故事書裡的故事空間景觀」來看三部童話電影的共同空間景觀，皆

包括了童話王國、森林、城堡、與小木屋，然而「迪士尼古典童話電影」與「後

現代童話電影」在空間景觀的視覺風格上卻呈現不同的空間效果： 
 
 
(1) 《史瑞克》的童話故事內容景觀： 

 
    《史瑞克》僅管擁有古典童話中應該有的空間景觀如沼澤、森林與城堡等，

但是卻置入非一般童話世界中應該有的景觀，如爛泥巴、怪蟲子、裝有一堆眼睛

的玻璃罐頭、蒼蠅、蜘蛛、青蛙、蛇、死人的骨骸等。 
 
    此外，《史瑞克》在真實度的提升上成為童話電影非常重大的發展，世界電

影（World Screen, 2001.6:390）指出，《史瑞克》片中總共有三十六個場景，遠比

其它的動畫電影來得多，製片華納說：「片中的每一片葉子都會動，每一粒沙子

都會飛…每一個道具都很逼真，幾乎都能觸碰得到。」使我們可以明顯看到《史

瑞克》於森林裡的每片葉子、花朵都會因微風而搖曳、每個生物都會呼吸、每一

處皆有光影的變化。華納又說：「最具挑戰的就是囚禁費歐娜公主的陰暗城堡，

城堡前面有一護城河，底下全是滾燙的熔漿，而史瑞克和驢子必須跨越一道繩索

才能進到城堡，設計小組用了一種類似手搖攝影機的技術，把這一段跨越繩索橋

的戲拍得驚險刺激，他們一旦進了城堡，工作人員透過一連串快速的剪接，拍出

他們跟噴火龍打鬥然後救出公主的危險過程。」因此，《史瑞克》結合了新科技

與新視覺效果，讓現代的童話電影呈現極度真實的傳統童話，甚至可以比紙本的

童話視覺元素還要來的逼真。 
 
 
(2) 《曼哈頓奇緣》的童話故事內容景觀： 
 
    《曼哈頓奇緣》更可以將童話年代與二十一世紀做一深入比對，例如在2D

動畫的童話世界中，吉塞爾的房子有許多玫瑰花裝飾、而森林則是以暖色調處

理，裡面住著童話世界中應該出現的小動物，如花栗鼠、蝴蝶、小白兔、小鳥、

小鹿、小浣熊、小烏龜與貓頭鷹，幾乎和《格林童話》故事書裡的〈白雪公主〉

所出現的小動物毫無差異，因此於2D動畫的景觀承接了《白雪公主》的景觀風

格，好人的色調皆相當溫暖，而惡棍的色調則顯得冷峻寒慄，以灰黑、深紫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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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當吉塞爾落入二十一世紀的紐約曼哈頓，則開始出現具有現代感的地標

與空間景觀，如紐約時代廣場的街頭人潮與車潮、辦公大樓、餐廳與地鐵等，此

外，二十一世紀的小動物也很不一樣，包括蟑螂、老鼠、鴿子、蒼蠅等，與古典

童話世界中那些唯美的景觀呈現極大差距，在美國紐約的色調處理上，一開始以

暗色、冷色系為主色調，呈現市景多元繁雜以及現代過度文明造成生活品質驟降

的空間景觀。 

 

 
(3) 《白雪公主》的童話故事內容景觀： 
 
    《白雪公主》完全承接了《格林童話》故事中〈白雪公主〉童話故事應該有

的空間景觀，如童話王國、森林、城堡、小木屋、礦坑與懸崖等。 

 

    於空間景觀的視覺風格處理上，其畫風於好人方面，色調較為柔美、燈光柔

和、以暖色系為主；而惡棍的色調以灰黑、深紫、黃金色調為主，刻意突顯好人

與壞人的差異。 

 
 
    若以顏忠賢（1996）「童話電影的空間」劃分空間類型，《史瑞克》屬於「危

機的差異地點」，因為故事最初的空間是發生在史瑞克的沼澤，被一群不速之客

的童話人物所佔據，而後的法克王國、由噴火龍看守的城堡等，皆為危機的地點；

《曼哈頓奇緣》屬於「差異時間」的空間概念，在2D的童話世界與二十一世紀

的真實世界相互遊走，引發許多趣味與刺激的情節；而《白雪公主》則是屬於「歷

史、傳統地點」，引用《格林童話》的古典童話故事，重新製作屬於童話電影版

本的《白雪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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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論述分析 

 

    此部份分為「表現的形式」與「表現的本質」兩部份做探討，以此討論「後

現代童話電影」與「古典童話電影」究竟是如何說故事，比較兩類童話電影於論

述上的異同。 
 
一、「表現的形式」包含如下： 

 
（一） 故事主要敘事者與敘事焦點分析 
 

    此部分首先分析敘事者為人格化的敘事者或非人格化的敘事者（外敘事涵敘

事者），再依照敘事者是否為故事中的人物（同質敘事涵敘事者）或故事外的人

物（異質敘事涵敘事者）找出「主要的」敘事者。接著再依照Genette的分類方式

並 結 合 電 影 鏡 頭 的 敘 述 觀 點 找 出 敘 事 焦 點 為 何 （ Stam, Burgoyne, ＆ 

Flitterman-Lewis, 1992／張梨美譯，1997；Allen, 1992／李天鐸譯，1993）（表4-7）。 

 
表4-7-1 《史瑞克》主要敘事者與敘事焦點分析表 

     分析內

片名     涵 
故事主要敘事者（narrator） 敘事焦點（focalization） 

人格化的敘事者： 

1.故事外的人物－陳述童話故事書的主要敘事

者：結尾以童話故事書的文字呈現，屬於「異

質敘事涵敘事者」。 
 
2.故事中的人物－童話故事書裡的故事敘事

者：劇中的每個角色皆為故事的敘事者，屬於

「同質敘事涵敘事者」。主要敘事者包括： 

(1) 史瑞克 
(2) 驢子 
(3) 費歐娜 
(4) 法克大人 

史瑞克 

非人格化的敘事者： 

利用電影的聲光控制呈現不同的敘事者觀點，

屬於「外敘事涵敘事者」。 

非焦點敘事 

（Non-focalized）／「古典」

敘事風格／「全知敘事」

／「作者全能觀點」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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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7-2 《曼哈頓奇緣》主要敘事者與敘事焦點分析表 

   分析內涵 
片名      

故事主要敘事者（narrator） 敘事焦點（focalization） 

人格化的敘事者： 

1.故事外的人物－陳述童話故事書的主要敘事

者：在開頭與結尾上皆以女性旁白為主要敘事

者，屬於「異質敘事涵敘事者」。 
2.故事中的人物－童話故事書裡的故事敘事

者：劇中的每個角色皆為故事的敘事者，屬於

「同質敘事涵敘事者」。主要敘事者包括： 
(1) 吉塞爾 
(2) 羅伯 
(3) 愛德華王子 
(4) 娜莉莎皇后 
(5) 納撒尼爾 

曼哈頓奇緣 

非人格化的敘事者： 

利用電影的聲光控制呈現不同的敘事者觀點，

屬於「外敘事涵敘事者」。 

非焦點敘事

（Non-focalized）／「古典」

敘事風格／「全知敘事」

／「作者全能觀點」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與分析 

 
表4-7-3 《白雪公主》主要敘事者與敘事焦點分析表 

   分析內涵 
片名      

故事主要敘事者（narrator） 敘事焦點（focalization） 

人格化的敘事者： 

1.故事外的人物－陳述童話故事書的主要敘事

者：在開頭與結尾上皆以童話故事書中的文字

呈現，屬於「異質敘事涵敘事者」。 
2.故事中的人物－童話故事書裡的故事敘事

者：劇中的每個角色皆為故事的敘事者，屬於

「同質敘事涵敘事者」。主要敘事者包括： 
(1) 白雪公主 

(2) 七小矮人 

(3) 皇后 

(4) 王子 

白雪公主 

非人格化的敘事者： 

利用電影的聲光控制呈現不同的敘事者觀點，

屬於「外敘事涵敘事者」。 

非焦點敘事

（Non-focalized）／「古典」

敘事風格／「全知敘事」

／「作者全能觀點」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與分析 



 

79 

    此三部影片的敘事觀點，可以細分「故事主要敘事者」以及「敘事焦點」兩

部分說明： 
 
1. 故事主要敘事者 
 
    此三部電影文本的敘事者可從兩層面加以探討： 
 
(1) 人格化的敘事者 

 

A、 陳述童話故事書的敘事者： 

 

    此三部影片於陳述童話故事書上，除了《史瑞克》共同採用了「同質敘事涵

敘事者」（homodiegetic narrator）與「異質敘事涵敘事者」（heterodiegetic narrator）

的方式講述該電影的童話故事，另外的兩部影片如《曼哈頓奇緣》以及《白雪公

主》則僅採用「異質敘事涵敘事者」講述童話故事的前緣與後續發展。 

 

    在《史瑞克》中，影片的開頭就是由史瑞克親自講述他手中的古老童話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個美麗的公主，她被一個可怕的妖怪所詛咒，只有愛人的

第一個吻才能夠解除它，她被鎖在一個城堡裡，由一條可怕的噴火龍看守著，許

多勇敢的騎士都試圖把她救出來，但沒有一個成功的，她在最高塔樓的最高的房

間裡，在龍的看守下等待著她和真正愛人的第一個吻」，接著史瑞克撕下此頁，

譏笑：「講得跟真的一樣！都是胡扯！」。在《史瑞克》影片結尾的童話故事書呈

現「他們後來一起醜陋地生活在一起，完！」的一段文字。 
 

    《曼哈頓奇緣》則是以畫外音的女性旁白為主要敘事者，在影片的開頭她講

述：「很久很久以前，在一個叫安達拉西亞魔法王國裡，住著一個惡毒的王后，

她自私而殘忍，害怕有一天她的繼子結婚後，她會永遠地失去她的寶座。因此，

她竭盡所能地阻止王子和他共享真愛之吻的特別少女相遇。」而在影片的結尾，

她又講述「從此以後，他們幸福的生活下去」。 
 

    而在《白雪公主》方面，則不以旁白出現，而僅以童話故事書的文字出現，

上面寫著：「從前有個可愛的公主名叫白雪，她的繼母皇后虛榮又邪惡，她擔心

有一天白雪會比她美麗，因此她讓白雪公主穿著破舊的衣服，而且強迫她做打掃

女工，每天皇后都向著魔鏡詢問，牆上的魔鏡誰是世上最美的人，要魔鏡回答你

是世界上最美的女人，如此皇后才可以免去她對白雪公主的嫉妒和怨恨」，而在

影片的結尾，同樣也以童話故事書的文字呈現：「白雪公主和王子從此過著幸福

美滿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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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三部童話電影在敘事觀點上皆以「異質敘事涵敘事者」的手法講述童話故

事書的前緣與後續發展，透過畫外音的方式可輕易帶領觀眾潛入童話故事之中，

在成功引入觀眾進入童話世界之後，又能再次以畫外音的方式做童話結尾，讓觀

眾回到現實時能夠回味無窮。 

 

B、 童話故事書裡的故事敘事者 

 

    此三部電影於童話故事書裡的敘事者皆為童話故事中的每個角色，屬於「同

質敘事涵敘事者」（homodiegetic narrator）。而這些角色敘事者會因為在故事情節

中擁有不同的敘事者觀點、權力，以及客觀、公正、可靠程度，而產生極大的差

異。 

 

    因此，透過此三部影片可以觀察，正派的角色如英雄、公主／要找的人、贊

助者與協助者等的故事敘事者，會比反派角色惡棍、假英雄等具有較客觀、公正

且可靠的敘事觀點。 

 

    在「主要敘事者」方面，三部電影的主要敘事者皆以主要角色的比重較多，

其他角色的講述亦圍繞在主要角色上。 

 

 

(2) 非人格化的敘事者（外敘事涵敘事者） 
 
    三部影片除了可以從「人格化敘事者」來加以討論，亦有「非人格化敘事者」

的層面可以深入探究。 

 

    在「非人格化敘事者」方面，三部影片皆利用電影媒介的聲光特性，以複雜

的影像和聲光控制，結合電腦科技與特效處理，呈現不同的敘事者觀點，此為「外

敘事涵敘事者」。例如： 

 

    《史瑞克》利用3D立體動畫的方式、結合擬真的燈光、大氣、毛髮等特殊

軟體技術與特殊音效，提升了動畫影像的真實性。 

     

    《曼哈頓奇緣》則是結合了2D動畫與真人實境的方式，可營造敘事觀點的

差異性。 

 

    《白雪公主》則是直接以攝影機拍攝童話故事書的實體，呈現真實的非人格

化敘事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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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敘事焦點 
 
    以Genette的敘事焦點觀之，三部影片皆屬於「非焦點敘事（Non-focalized）」

或稱為「古典敘事風格」，亦即，三部影片於敘事中，除了陳述童話故事書的敘

事者之外，皆沒有任何一個角色的情感、理解或認知觀點可以凌駕於其他角色之

上。以Stam, Burgoyne, ＆ Flitterman-Lewis（1992）的電影鏡頭的敘述觀點而言，

由於三部影片在鏡頭顯現的不一定是角色所看到的事件，而是導演的意識或觀

點，因此三部影片皆屬於「全知敘事」或「作者全能觀點」。 

 

此種鏡頭的全能敘事觀點，可以展現人事面貌，或是一件事情的多重看法，

而造成對應或對比。也可以表現同一時間不同空間的交插並置，展現劇情張力。

當鏡頭跳脫出某一角色的觀點時，觀眾可直接感受到導演的創作意識。 

 

透過非焦點敘事（Non-focalized）／「古典」敘事風格／「全知敘事」／「作

者全能觀點」的處理，導演可以融入無限的創意與藝術性，呈現出導演獨特的製

片風格。 

 

 
（二） 敘事時間分析 
 
    根據Chatman有關敘事時間之觀點（Stam, Burgoyne, ＆ Flitterman-Lewis, 1992

／張梨美譯，1997；Allen, 1992／李天鐸譯，1993），比較故事時間及論述時間上

的差異，以找出該相關劇情段落中所強調的重點（表4-8）。 
 
表4-8 敘事時間分析表 

  分析內 
片名  涵 

故事時

間長度

論述時

間長度 
故事時間與論述時間之關係 

史瑞克 數天 90分鐘 1.摘要－如：史瑞克和驢子前往城堡以數次溶接的剪接

方式代表行走的時間經過很久、白天溶接成夜晚的星

空。 

2.省略－如：史瑞克打敗法克大人後，影片直接省略了

一行人前往沼澤慶祝史瑞克和費歐娜的結婚典禮。 

3.現場描述－影片開頭與結尾在陳述童話故事書時；史

瑞克與驢子前往城堡與噴火龍迎戰之過程。 

4.延展－如：史瑞克與噴火龍決鬥時從高處躍下；費歐

娜與羅賓漢打鬥，採用時間靜止但鏡頭運動以ARC（繞

著被攝物所作之圓周運動）以及以慢動作呈現空中飛

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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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哈頓奇

緣 
數天 107分鐘 1.摘要－如：吉塞爾與摩根採購衣服時，導演拍攝好幾

家的服飾店，代表兩人已經逛過許多家的服飾店，顯示

信用卡有極佳的購買能力。 

2.省略－吉塞爾打敗娜莉莎之後，吉塞爾就開了禮服公

司正式成為羅伯一家人，納撒尼爾以及皮普各自都出版

了書籍。大家從此過著幸福快樂的日子。 
3.現場描述－於影片的開頭與結尾由畫外音陳述童話故

事書時；娜莉莎透過水的介質監視吉塞爾的一舉一動；

愛德華王子透過電視新聞看到記者採訪畫面；娜莉莎變

身為火龍與吉塞爾的追逐與打鬥。 
白雪公主 一年 84分鐘 1.摘要－透過樹枝四季的變換，顯示一年已過去。 

2.現場描述－於影片的開頭與結尾在陳述童話故事書

時；又如：白雪公主與小矮人唱歌跳舞；白雪公主在咬

下毒蘋果的前後歷程；小矮人發現由皇后假扮的巫婆，

展開追逐之歷程。 

3.省略法－如：透過童話書紙本的翻開與闔上，解釋故

事的開展緣起與最終發展（從此過著幸福快樂的日子）。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與分析 

 
    此三部影片在處理敘事時間上，皆共同採取了「摘要法」、「現場描述法」與

「省略法」。 

 

    於「摘要法」方面，因為受限於論述時間有限，而故事時間長度太長又無故

事重點，因此把數小時、數天或數年發生的事濃縮成幾分鐘，例如，在《史瑞克》

中，史瑞克和驢子前往城堡的途中，就以數次溶接的剪接方式，代表兩人行走的

時間已經經過很久了，此外，也有將白天溶接成夜晚的星空，將完全不重要的故

事情節予以濃縮。又如同《曼哈頓奇緣》，於吉塞爾與摩根採購衣服的情節中，

亦以數次跳接與溶接的方式，呈現兩人已經逛過許多家的服飾店。而《白雪公主》

亦採用「摘要法」，透過樹枝四季的變換與溶接，顯示一年的時間已經過去。 

 

    於「現場描述」方面，《史瑞克》、《曼哈頓奇緣》與《白雪公主》三部影片

皆使用「現場描述」應用於兩方面，一為使用於影片的開頭與結尾陳述童話故事

書時，故事時間和論述時間大略相同，鏡頭完整呈現童話故事之經過，鏡頭不再

縮減或延長事件時間的過程。另一方面，皆使用於好人與壞人對抗之歷程。如《史

瑞克》中史瑞克與驢子前往城堡與噴火龍正面迎戰之過程；《曼哈頓奇緣》中娜

莉莎變身為火龍與吉塞爾的追逐與打鬥；《白雪公主》中小矮人發現由皇后假扮

的巫婆，展開追逐之歷程。三部影片的鏡頭皆完整呈現故事經過，提醒觀眾該情

節的重要性與發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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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省略法」方面，三部影片皆於電影結尾之處省略了故事發展過程中較不

重要的情節。如《史瑞克》中史瑞克打敗法克大人之後，影片直接省略了他們一

行人如何回到沼澤。《曼哈頓奇緣》中吉塞爾打敗娜莉莎之後，影片直接省略了

吉塞爾如何開了禮服公司、如何正式成為羅伯一家人，又，納撒尼爾與皮普如何

都各自出版了書籍。《白雪公主》中透過童話書紙本的翻閱與闔上，可以省略映

演故事的開展緣起與最終發展。 
 

    而《史瑞克》則在影片兩處多應用了「延展法」，一為史瑞克與噴火龍決鬥

時從高處躍下（圖 4-1）；二為在費歐娜與羅賓漢打鬥的情節中，採用故事時間靜

止但鏡頭卻以 ARC（繞著被攝物所作之圓周運動）持續運動，並以慢動作（slow 

motion）呈現空中飛踢，此為敘事時間的「延展」手法，其手法可以交代故事所

有人事物的相互關係，慢動作亦添增出其不意的「笑果」，使觀眾有更深刻的感

受（圖 4-2）。 

 

 

圖 4-2 史瑞克於敘事時間中的「延展」片段（2）

資料來源：本研究擷取自《史瑞克》影片 

圖 4-1 史瑞克於敘事時間中的「延展」片段（1）

資料來源：本研究擷取自《史瑞克》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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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表現的本質」包含如下： 

 
    本研究根據 Chatman（1989）觀察到童話電影於論述方面，其在表現的本質

上，雖然是以「電影」為主要表現的媒介，但是還可再細分為： 
 
（一） 電腦動畫的童話電影：如《白雪公主》的 2D 平面動畫；《史瑞克》的

3D 立體動畫。 

 

（二） 動畫結合真人演出的童話電影：如《曼哈頓奇緣》以 2D 平面動畫結合

真人實境演出。 

 

第四節 「後現代童話電影」與「迪士尼古典童話電影」

之敘事模式比較 

    本研究將依照樣本分析結果，從下述幾項層面探討「後現代童話電影」與「迪

士尼古典童話電影」兩者敘事模式的異同。本節首先歸納出兩類童話電影的相同

慣例，再探討兩類童話電影相異的敘事特徵。 

 
一、童話電影的敘事慣例 
 
    正因為我們的生活週遭充滿了故事，所以當我們在觀看敘情片時，就會對影

片有一定的期待。我們可能已十分清楚電影裡要說的是哪個故事，或許在觀看《史

瑞克》之前，就早已讀過威廉史泰格（William Steig）的童話書；又或許我們在

觀看迪士尼的《曼哈頓奇緣》以及《白雪公主》作品之前，就已經閱讀或聆聽過

數次《格林童話》中的〈白雪公主〉。但是我們對於童話電影還是會有種種的期

待與想望，而這些期待也顯示著這些童話電影具備了一定的敘事模式與慣例，這

些正可以說明觀眾準備好瞭解電影意義的程度。 

 
（一） 童話電影的固定主題 
 
1. 愛情故事： 
 
    愛情故事向來都是好萊塢電影最常陳述的故事主題，特別是童話電影，愛情

一直是童話電影的主要素材。因此，英雄和另一半勢必發展一段動人的愛情故

事。如《史瑞克》中的史瑞克與費歐娜；《曼哈頓奇緣》中的吉塞爾與羅伯；《白

雪公主》中的白雪公主與白馬王子。男女主角最終一定會成為戀人並過著幸福快

樂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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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冒險故事： 
 
    英雄通常在接獲任務之後，必須與惡棍對抗而展開一連串驚險的冒險故事。

如《史瑞克》的史瑞克和伙伴驢子一起前往遙遠的高塔，共同對抗噴火龍拯救公

主之歷程；《曼哈頓奇緣》的吉塞爾被娜莉莎皇后丟到二十一世紀的美國紐約展

開一連串水土不服的冒險故事；《白雪公主》的白雪公主在經由武士的放生之後，

一個人在夜晚逃到莫名的森林當中，對夜裡不知名的生物感到恐懼。這些對於未

知世界的探險都讓兒童與成年人對其充滿新奇感。 

 
3. 魔法故事： 
 
    在童話故事中佔據非常重要的特徵與元素就是「魔法」，「魔法」在童話電影

的出現可以製造出其不意的效果，讓觀眾感到無比驚奇。此三部童話電影共同的

魔法元素就是「真愛之吻」，在《史瑞克》中，費歐娜公主本身受到魔法的詛咒，

所以在故事開端的她夜晚會變成綠色妖怪，而故事推展至高潮時，費歐娜就是在

獲得史瑞克的「真愛之吻」之後，解除了魔法將她恢復成綠色妖怪的樣子。在《曼

哈頓奇緣》中，昏迷的吉塞爾就是在獲得羅伯的「真愛之吻」後被獲救。而《白

雪公主》中的白雪公主亦是在獲得白馬王子的「真愛之吻」後，從沉睡中醒來。 

 
    另外，其他的主要或次要角色本身亦具有魔法的能力。例如，在《史瑞克》

中所出現的童話人物大部分皆具有魔法的能力，如神仙教母、小精靈、小木偶皮

諾丘、魔鏡…等。《曼哈頓奇緣》中的魔法能力就完全掌握在娜莉莎皇后的手中，

例如許願池、魔鏡、變身為火龍…等，其魔法是用來實現惡棍的計謀，展現她巨

大的權力。《白雪公主》的魔法能力亦被繼母皇后所操縱，用來實踐殺害白雪公

主的計謀。因此，由上述可知「魔法」的出場是童話電影不可或缺的重要要素。 

 
（二） 童話電影的特定情節結構 
 

    童話電影歷經百年發展至今，逐步形成一電影類型，具有重複與慣例運作的

特性，不論是「後現代童話電影」亦或是「古典童話電影」，在故事情節的架構

上，皆為主角面臨到惡棍的出現，對主角產生了一系列的問題與威脅之後，由主

角出面救贖解決問題，並在緊要關頭時期會有協助者或魔法出現，讓故事高潮迭

起，壞人最終會遭受懲罰，而男女主角從此過著快樂的生活，使童話世界趨於幸

福美滿狀態。 

 

    因此，童話電影即使有不同的故事、不同的主題、不同的主角，卻有著相同

的敘事結構。本研究所分析的三部童話電影具有如下的敘事情節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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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開端： 

    「開端」是整個童話電影情節的起點，是引起後面一連串衝突、困難的「第

一個事件」。例如《史瑞克》的開端就是史瑞克為一名憤世嫉俗且不善交際的恐

怖妖怪，但他的沼澤卻被一群童話人物所佔據；《曼哈頓奇緣》的吉塞爾追求真

愛，卻遭受到皇后的阻礙；《白雪公主》的白雪公主因美麗而遭受繼母的嫉妒。

這些「開端」皆具有爆發及開啟後續情節的作用，確定了衝突、困難的性質，是

後來一系列事件的引爆點，可以影響情節發展的方向。童話故事的「開端」，蘊

藏著其妙的誘惑力，會激發觀眾強烈的好奇心，占有不可忽視的重要地位。 

 

2. 發展： 

    「發展」，是緊接著開端而推演，是情節的主體部分，它由一連串的「衛星

事件」組成，而這些「衛星事件」，連續不斷地一步步向前推進，為高潮的到來

奠定穩妥的基礎。童話電影的發展部份皆醞釀了衝突或困難，如《史瑞克》的男

女主角一開始無法接受自己是一名妖怪的身分，必須面對他人異樣的眼光…等；

《曼哈頓奇緣》的吉塞爾對於現代愛情觀的內心衝突…等；《白雪公主》中的白

雪公主離家逃難直到被小矮人接納之歷程。三部童話電影皆展開了激烈化的整體

過程，由於在「發展」中能持續不斷的變化，使人物性格越趨明朗，衝突越尖銳，

困難越嚴重，主題思想也更深化，為高潮的出現做出合理化的準備。 

 

3. 高潮： 

    「高潮」是情節的核心部份。童話電影在此部份，是衝突最尖銳、困難最緊

急的階段，氣氛劍拔弩張，一觸即發，也是決定人物前途和命運的關鍵時刻。如

《史瑞克》的費歐娜公主在法克大王與所有人面前揭露自己是一名妖怪，直至法

克大王被噴火龍活吞之歷程；《曼哈頓奇緣》的吉塞爾一口咬下娜莉莎皇后的毒

蘋果，她之後發現羅伯是他的真愛；愛德華王子打算摘下娜莉莎的皇后寶位，娜

莉莎變身為火龍與吉塞爾纏鬥之歷程；《白雪公主》的繼母皇后將自己變身為巫

婆，拿毒蘋果給白雪公主吃，直至巫婆落入懸崖下之歷程。 

 

    從上述可觀察，童話電影於「高潮」中的主要衝突或困難、主要人物性格、

主題思想都會得到最充分、最集中的展現。觀眾於「高潮」中可看出童話電影的

核心情節，是引發觀眾產生極度的驚喜、意外、喜悅、傷心或憤怒的時刻。 

 

4. 結局： 

   「結局」是情節發展的最後結果。童話電影到了此階段，衝突或困難經過了

劇烈的變化，皆會得到解決，人物和事件有了明朗的結果，童話的主題就會完全

呈現出來。因此，《史瑞克》中的史瑞克，其主題就是在講述接受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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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哈頓奇緣》的主題在於真愛必須歷經一段相處與接納的過程；《白雪公主》

的主題則是耐心等待真愛奇蹟就會發生。每部童話電影皆饒富情味且能夠讓觀眾

有所啟發，最終從圓滿開朗的故事結局獲致心靈層面的滿足。 

 

    由此，可看出童話電影故事情節的特定結構，從開端到故事結尾，皆相當符

合托鐸洛夫（Todorov）以及普羅普敘事結構觀點，皆從故事開端的不平衡，最

後恢復平衡和安定之狀態。 

 

    若將三部影片應用於普羅普三十一種行動功能，可發現它們特定的敘事結

構，從敘事情境展開後： 

 

(1) 每集都初都會先介紹初期狀況，介紹英雄與相關背景(α)。 

(2) 英雄「違禁」(δ)，接著離家(β)。 

(3) 英雄面對惡棍的各種「危害」(A)或「圈套」(η)企圖得到公主。 

(4) 強調魔法(F)的出現能夠化解危機。 

(5) 打敗惡棍(I)，完成任務(N) 。 

(6) 惡棍遭受懲罰(U) 。 

(7) 從此英雄與公主過著幸福快樂的生活(W) 。 

 

    透過上述普羅普的行動功能可以發現，童話電影的敘事模式仍然符合普羅普

的敘事觀點，故事功能總數將不會超過這三十一種，不管一個故事擁有這三十一

種功能中的多少個，它所擁有的那些功能總是以同樣的順序出現。童話電影正由

一系列的功能序列所組成，其敘事必從主角遭遇某個惡行陷阱或缺乏某種物件開

始，接著也必然受到某些制約條件所束縛，化解危機，打敗惡人，完成任務，惡

人必遭受懲罰，英雄與公主必能快樂的生活在一起，童話電影在敘事結構上有一

定的特定發展。 

 
 

（三） 童話電影的特定角色設定 
 

   以普羅普對於「故事角色」的觀點來看，三部影片均有英雄（男主角或女主

角）、惡棍、協助者以及公主／要找的人，這些角色成了劇中的基本要素。 

 

1. 出身不凡且一定會成功的男／女英雄： 

    從故事的開端就可以一窺男／女英雄的原始面貌。普羅普在其敘事分析中說

明，一個故事通常開始於某種「最初情境」，例如介紹英雄的姓名、身世或某一

家庭的各個成員。儘管這不是一種功能，但仍然是重要的型態學因素。本研究所

分析的三部影片開場除了交代故事時間背景之外，英雄也會同此時出現，其不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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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身與氣質使觀眾可以馬上認知，他或她就是整部電影的主角。如《史瑞克》

在故事的開場就是由史瑞克本人在講述童話故事，但他卻認為童話故事是笑話一

則，歷經一段被村民追捕過程，隨後遇到驢子才道出自己的名字「史瑞克」；《曼

哈頓奇緣》在故事的開端可看出小木屋的女主人－吉塞爾與一群小動物們，吉塞

爾又歌又舞又追尋真愛地，可以很明顯看出她就是迪士尼所形塑的（女）主角；

《白雪公主》由於是以《格林童話》中的〈白雪公主〉為藍本，又是以「白雪公

主」為電影名稱，因此觀眾可以明顯看出白雪公主為電影中的（女）主角，其於

開場的低微模樣又有美麗的外型可明顯看出她的不凡。 

 

    而這三部影片出身不凡的英雄，於結局中必然會達到成功的彼岸，例如《史

瑞克》中的史瑞克最終接納了人群，且抱得「美人歸」；《曼哈頓奇緣》的吉塞爾

打敗了娜莉莎皇后，拯救羅伯，最後還以自己縫製的長才，開了一間服裝設計店；

《白雪公主》的白馬王子以真愛之吻喚醒白雪公主，從此白雪公主與白馬王子過

著幸福快樂的日子。 

 

2. 被英雄尋覓的另一半，兩人勢必發展愛情故事： 

    愛情故事一直都是好萊塢電影最常陳述的故事主題，特別是童話電影，愛情

一直是童話電影的主要素材。因此，英雄和另一半勢必發展一段動人的愛情故

事。如《史瑞克》中的史瑞克與費歐娜；《曼哈頓奇緣》中的吉塞兒與羅伯；《白

雪公主》中的白雪公主與白馬王子。男女主角最終都一定會過著幸福快樂的生活。 

 

3. 忠誠的協助者： 

    童話電影不僅有男女主角，協助者於故事中占有非常重要的角色，且協助者

甚至不只一名。通常主要的協助者都是英雄的忠心好伙伴，協助者在行動時的缺

失與轉折，可為故事帶來出其不意的效果。如《史瑞克》的驢子；《曼哈頓奇緣》

的花栗鼠－皮普；《白雪公主》的七名小矮人以及小動物們。而這些協助者在故

事中有一定的功能： 

 

(1) 協助者的名字，通常依據諧音、外觀或者特質命名，讓觀眾容易記憶且印

象深刻。 

(2) 協助者有特殊的人格特質，必須具有幽默、可愛的吸引力。 

(3) 協助者所開展的故事必定是圍繞在主角身上，依據主角所歷經的事件與情

節而產生。 

(4) 協助者的所有行動對主角的背景與相關事件具有補充作用。 

(5) 協助者於行動上的缺失或轉折，可以帶給觀眾意想不到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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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惡棍必有報應： 

    為了要增加童話電影的戲劇張力，突顯英雄達成任務的艱難，因此皆會安排

惡棍的出場，惡棍的陰謀與險計可以使故事情節高潮迭起，因此惡棍的人格特質

皆為自私、邪惡、冷酷…等極端負面的個性。而惡棍必須受到報應或死亡之後，

故事才能結束，如此，主角與另一半才能過著幸福快樂的日子。如《史瑞克》的

法克大人最後沒當上國王，反而在自己的子民面前被噴火龍吞下肚；《曼哈頓奇

緣》的娜莉莎皇后原本想要殺害羅伯與吉塞爾，最後卻從克萊斯勒大廈建築物的

最頂端跌落而死；《白雪公主》的繼母皇后原本想要用大岩石砸向七矮人，反而

從懸崖摔落山谷死亡。 

 

    童話電影儘管強調唯美的愛情故事與驚險的冒險故事，但惡棍終究會受到

「死亡」的報應，然而，他們的死亡並不是由英雄所造成的，反而是因為惡棍的

性格而自食其果。這些咎由自取的惡棍甚至可以突顯英雄高尚的情操，即正派的

英雄因為善良得以生存並備受世人喜愛。不過，童話電影在呈現惡棍的死亡時，

還是必須保有非血腥的作風，絕對不用殘暴手法讓惡棍死亡。此種呈現方式可以

讓各個年齡層的觀眾見到惡棍受到報應時，可以獲致心靈上的滿足，同時又不會

對兒童有負面的身心影響。 

 
 
（四） 童話電影的時空背景設定 
 
1. 時間設定： 
 
    童話電影之所以能成為一種類型，勢必在某些方面要激發起觀眾對於該電影

的常模，也因此，正如同傳統童話故事書一般，童話電影亦把故事時間設定在「很

久很久以前」，時間於此成為一種符碼與慣例，它直接影響了視覺風格的系統，

讓觀眾透過這些符碼與認知過程後很快就能夠判定他們所看到的是何種敘事。透

過「很久很久以前」的時間設定，可以讓觀眾更容易理解這是一部童話電影，使

觀眾能直接聯想故事可能會發生的空間景觀，抱持著特定的期待。 
 
2. 空間設定： 
 
    由於童話電影皆發生於「很久很久以前」，因此三部童話電影皆具有一定的

共同空間景觀，包括童話王國、森林、城堡、與小木屋…等。這些空間景觀可以

透過電影與動畫的視覺傳達方式，將空間的佈局、大小、遠近、顏色、光澤、空

氣…等作更佳呈現，甚至可以利用聲音或音效的輔助，製造更真實的空間效果，

讓閱聽眾可以歷經不同於紙本童話書的視覺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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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童話電影的敘事觀點 
 
1. 故事主要敘事者： 
 
    此三部童話電影文本的敘事者可從兩層面加以探討： 
 
(1) 人格化的敘事者 

 

A、 陳述童話故事書的敘事者： 

 

    此三部童話電影在敘事觀點上皆採取「異質敘事涵敘事者」（heterodiegetic 

narrator）的手法講述童話故事書的前緣與後續發展，透過畫外音的方式可輕易帶

領觀眾潛入童話故事之中，在成功引入觀眾進入童話世界之後，又能再次以畫外

音的方式做童話結尾，讓觀眾回到現實時能夠回味無窮。 

 
B、 童話故事書裡的故事敘事者： 
 

    此三部電影於童話故事書裡的敘事者皆為童話故事中的每個角色，屬於「同

質敘事涵敘事者」（homodiegetic narrator）。而這些角色敘事者會因為在故事情節

中擁有不同的敘事者觀點、權力，以及客觀、公正、可靠程度，而產生極大的差

異。 

 

    因此，透過此三部影片可以觀察，正派的角色如英雄、公主／要找的人、贊

助者與協助者等的故事敘事者，會比反派角色惡棍、假英雄等具有較客觀、公正

且可靠的敘事觀點。 

 

    在「主要敘事者」方面，三部電影的主要敘事者皆以主要角色的比重較多，

其他角色的講述亦圍繞在主要角色上。 

 
 
(2) 非人格化的敘事者（外敘事涵敘事者） 

 
    三部影片除了可以從「人格化敘事者」來加以討論，亦有「非人格化敘事者」

的層面可以深入探究。 

 

    在「非人格化敘事者」方面，三部影片皆利用電影媒介的聲光特性，以複雜

的影像和聲光控制，結合科技與特效處理，呈現不同的敘事者觀點，此為「外敘

事涵敘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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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敘事焦點： 
 
    以 Genette 的敘事焦點觀之，三部影片皆屬於「非焦點敘事（Non-focalized）」

或稱為「古典敘事風格」，亦即，三部影片於敘事中，除了陳述童話故事書的敘

事者之外，皆沒有任何一個角色的情感、理解或認知觀點可以凌駕於其他角色之

上。以 Stam, Burgoyne, ＆ Flitterman-Lewis（1992）的電影鏡頭的敘述觀點而言，

由於三部影片在鏡頭顯現的不一定是角色所看到的事件，而是導演的意識或觀

點，因此三部影片皆屬於「全知敘事」或「作者全能觀點」。此種鏡頭的全能敘

事觀點，可以展現人事面貌，或是一件事情的多重看法，造成對應或對比。也可

以表現同一時間不同空間的交插並置，展現劇情張力。當鏡頭跳脫出某一角色的

觀點時，觀眾可直接感受到導演的創作意識。透過非焦點敘事（Non-focalized）

／「古典」敘事風格／「全知敘事」／「作者全能觀點」的處理，導演可以融入

無限的創意與藝術性，呈現出導演獨特的製片風格。 
 
 
（六） 故事時間與論述時間的關係 
     
  此三部影片在處理敘事時間上，皆共同採取了「摘要法」、「現場描述法」與

「省略法」。 

 

1. 摘要法： 

   

  因為受限於論述時間有限，而故事時間長度太長又無故事重點，因此把數小

時、數天或數年發生的事濃縮成幾分鐘，例如，在《史瑞克》中，史瑞克和驢子

前往城堡的途中，就以數次溶接的剪接方式，代表兩人行走的時間已經經過很久

了，此外，也有將白天溶接成夜晚的星空，將完全不重要的故事情節予以濃縮。

又如同《曼哈頓奇緣》，於吉塞爾與摩根採購衣服的情節中，亦以數次跳接與溶

接的方式，呈現兩人已經逛過許多家的服飾店。而《白雪公主》亦採用「摘要法」，

透過樹枝四季的變換與溶接，顯示一年的時間已經過去。 

 

 

2. 現場描述： 

 

    於「現場描述」方面，《史瑞克》、《曼哈頓奇緣》與《白雪公主》三部童話

電影皆應用「現場描述」於兩方面： 

 

(1) 使用於影片的開頭與結尾陳述童話故事書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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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史瑞克》於開頭時就由史瑞克講述古老童話故事的內容，於影片結尾時

採用童話故事書的翻閱呈現「現場描述」的效果；《曼哈頓奇緣》於開頭與結尾

皆採取女性的畫外音呈現「現場描述」的效果；《白雪公主》於開頭與結尾則以

童話故事書的翻閱效果作為「現場描述」的效果。此種論述時間的手法使得故事

時間和論述時間大略相同，鏡頭完整呈現童話故事之經過，鏡頭不再縮減或延長

事件時間的過程。 

 

(2) 使用於好人與壞人對抗之歷程： 

 

    如《史瑞克》中史瑞克與驢子前往城堡與噴火龍正面迎戰之過程；《曼哈頓

奇緣》中娜莉莎變身為火龍與吉塞爾的追逐與打鬥；《白雪公主》中小矮人發現

由皇后假扮的巫婆，展開追逐之歷程。當中三部影片的鏡頭皆以「現場描述」的

論述手法完整呈現故事經過，提醒觀眾該情節的重要性與發展性。 

 

 

3. 省略法： 

 

  三部影片皆於電影結尾之處省略了故事發展過程中較不重要的情節。如《史

瑞克》中史瑞克打敗法克大人之後，影片直接省略了他們一行人如何回到沼澤。

《曼哈頓奇緣》中吉塞爾打敗娜莉莎之後，影片直接省略了吉塞爾如何開了禮服

公司、如何正式成為羅伯一家人，又，納撒尼爾與皮普如何都各自出版了書籍。

《白雪公主》中透過童話書紙本的翻閱與闔上，可以省略映演故事的開展緣起與

最終發展。 
 
    童話電影藉由上述處理時間的手法，就能夠巧妙地處理「故事本身的時間」

使得導演可以揀選重要且具有戲劇張力的核心事件，採取「現場描述」的方式巨

細靡遺地呈現在觀眾眼前；而對於與故事主題較無直接相關的事件則可以採取

「摘要法」或者「省略法」縮短其發生的時間長度。這些手法皆可以協助或阻礙

觀眾對童話故事時間的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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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迪士尼古典童話電影」到「後現代童話電影」的敘事轉向 
 
（一） 主題：由兒童式的簡單化轉向於成人式的多元化 
 

    本研究所分析的三部片皆具有明顯童話故事的特徵，其中在「迪士尼古典童

話電影」方面，《白雪公主》故事主要是改編自《格林童話》中的〈白雪公主〉，

電影故事劇情與童話故事書的內容幾乎毫無二致，改寫程度不高，閱聽眾在觀看

迪士尼《白雪公主》電影時，甚至可猜測到劇情發展與最終結局。 

 

    而在「後現代童話電影」方面，《史瑞克》結合許多不同文本的童話故事人

物於一身，是傳統童話故事的搞笑版本，它向所有的經典童話致敬，徹底反轉了

一般人對童話故事的刻版印象；《曼哈頓奇緣》則是結合了〈白雪公主〉與〈仙

履奇緣〉的童話故事將之置入於現代的時空背景。足見《史瑞克》與《曼哈頓奇

緣》已能深度改寫傳統古典童話故事文本，「後現代童話電影」的主題有如下的

轉化： 

 

1. 以古典童話為藍本，進行改編與竄改： 

 

    從《史瑞克》以及《曼哈頓奇緣》可以看到好萊塢主要製作公司已能開始大

幅度改編、直接篡改古典童話的經典故事，使題旨與原本的童話故事、電影不甚

相同，甚至明顯呈現「後現代特徵」的「顛覆」手法與風格，故事主題也越來越

成人化。 

 

    如《史瑞克》幾乎顛覆了我們對傳統童話故事的認識與期待，不僅改寫了英

雄拯救公主的情節，還將每個人物角色的人格特質重新聚集寫入於故事之中。《史

瑞克》對傳統童話題材進行娛樂式的嘲弄，也由於傳統的童話故事如此深入人

心，因此，《史瑞克》對其進行顛覆才會造成如此大的轟動效應。 

 

    而《曼哈頓奇緣》，更可明顯看出「後現代童話電影」與「迪士尼古典童話

電影」的情節衝突。因此，女主角從童話故事世界落入二十一世紀紐約凡間，期

間可激發出相當多的衝突性，例如，在童話故事中公主與王子只需要哼唱愛情歌

謠就能遇見真愛，並從此過著幸福快樂的日子；但是在現實生活中，愛情必須面

臨許多殘酷的考驗，所以吉塞爾一開始無法接受現代人離婚的想法。藉由《曼哈

頓奇緣》可以很明顯看出對於愛情價值觀的轉變。 

 

    由此，可看出《史瑞克》與《曼哈頓奇緣》顛覆了古典童話故事與古典童話

電影的神話和慣例，它們重新改寫經典童話的情節，並以諧仿趣味突破了傳統的

意識型態，給童話電影注入新的血脈與生命，展現了獨到的丰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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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女性角色對於愛情的主動性： 

     

    主要的主軸線以「愛情」為主，在「後現代童話電影」的《史瑞克》與《曼

哈頓奇緣》，兩部影片的女主角對於愛情的主動權比「古典童話電影」的《白雪

公主》來得明顯且強烈許多，兩部影片皆將女性塑成勇於追求愛情、為愛而戰的

形象，甚至在《史瑞克》中的驢子和噴火龍還可以跨種族展開一場一國戀情。這些

與「迪士尼古典童話故事」中女性角色多半在等待愛情來到的模式有顯著的不同。 

 

3.  自我成長： 

 

    「後現代童話電影」的《史瑞克》與《曼哈頓奇緣》，其男女主角皆因為朋

友與愛情得以解決他／她們內心正面與負面力量的衝突，例如《史瑞克》中的史

瑞克與費歐娜一開始無法接受身為怪物的身分，但之後卻因為真愛而互相得到自

信；《曼哈頓奇緣》中的吉塞爾對於愛情觀的轉變。兩部影片的故事越向後發展

越可以看到男女主角逐步克服內心的衝突達到自我成長。反之，「迪士尼古典童

話故事」《白雪公主》的每個故事角色從故事之開頭至結尾，其人格特質皆無明

顯的變化。 

 
 
（二） 情節：由特定的情節結構轉向於創新的情節內容 
 
    僅管，「後現代童話電影」與「迪士尼古典童話電影」皆具有一定的故事特

定結構，但在動態情節上還是可以看出明顯的差異，兩類的童話世界觀大不相同。 
 
    迪士尼於1937年的古典童話電影—《白雪公主》，其故事事件與情節承接了

傳統故事書《格林童話》中的〈白雪公主〉，故事主題皆在陳述愛情故事，閱聽

眾在觀看迪士尼《白雪公主》電影時，可依照童話故事書的文本直接猜測到電影

劇情的發展與最終結局。 
 

    而在《史瑞克》裡，夢工廠對於《史瑞克》的童話一開始就是要走「顛覆」

常規童話的定位，其電影製片傑瑞‧凱森柏格最初的構想就是企圖將《史瑞克》

塑造為不同以往的傳統童話故事，企圖徹底顛覆了一般人對童話故事的刻版印

象。因此在《史瑞克》的故事開頭裡就鮮明地表現了「顛覆」的風格。它先讓史

瑞克這個人物講述傳統童話的開頭：柔和的光線中，一本古老的大書被打開，一

個悅耳的聲音開始講故事「美麗的公主被困在古堡，英勇的騎士鬥敗火龍救出公

主，英雄與美女終成眷屬。」當觀眾還沉浸在傳統童話的氛圍中時，突然有一隻

綠色大手伸進畫面，把童話書的一頁撕掉，譏笑：「講得跟真的一樣！都是胡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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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接著史瑞克把書一扔，從廁所中走出來，觀眾這下才明白原來這本《睡美人》

的童話書只是一本令史瑞克不屑的廁所讀物。這個開頭正是整部童話故事風格的

縮影。此外，男主角史瑞克的體態與行為與傳統童話故事所刻畫的英俊王子十分

不同，女主角費歐娜在故事一開始身分就十分讓人臆測，魔鏡談起她欲言又止，

似乎埋藏了什摩隱情。在太陽下山後，費歐娜會變身為如同史瑞克的妖怪。而與

男主角史瑞克搭配的並不是高貴的白馬而是一隻嘮叨不休的矮驢子，上述皆突破

了傳統童話的單調發展模式。 

 
    在《曼哈頓奇緣》中，更可明顯看出「後現代童話電影」與「迪士尼古典童

話電影」的情節衝突。例如，故事一開始的吉塞爾與愛德華王子兩人正如同傳統

童話故事《白雪公主》一樣，皆以愛情歌謠遇見了彼此，吉塞爾與愛德華以「一

見鍾情」的速度，打算即刻結婚過著幸福快樂的日子。但是吉塞爾在二十一世紀

的愛情觀卻和童話故事裡的有極大不同，真愛在二十一世紀並不是透過互唱歌謠

與一見鍾情而認定彼此，而是必須透過時間考驗與相互理解。另外，吉塞爾在友

誼的部份也可以看到差異後的喜感，她在二十一世紀的小動物，如髒螂、老鼠、

鴿子…等，和她在古典童話中的那些差異甚多。 

 
    透過「事件分析」可看出「後現代童話電影」在情節上結合了更多現代的思

維以更多創新的內容提供現代閱聽人視聽，以反映新時代的生活風格與思想潮

流，使故事主題融合了幽默、愛情、動作、冒險等各種元素。 

 
 
（三） 角色：由正邪二元對立轉向於多樣化 
 

    透過「角色人格特質」的分析，可以檢視「迪士尼古典童話電影」的《白雪

公主》，其在英雄、協助者與惡棍的故事角色，則呈現好人一路好到底，惡人一

路壞到底的角色人格特質方式。 

 

    而「後現代童話電影」的《史瑞克》與《曼哈頓奇緣》在故事的開頭與結尾，

可看出英雄（hero）有明顯的立場與態度的轉折。而惡棍（villain）在故事後期也

有明顯的轉折，成為英雄的協助者（helper）與贊助者（donor）。 

 
  此外，《史瑞克》與《曼哈頓奇緣》可以看出女性角色在故事中皆具有勇敢、

堅強、行動力、正義感的人格特質，《史瑞克》中的費歐娜具有一身的好武藝，

可以單獨打敗半路打劫又想英雄救美的羅賓漢一行人；《曼哈頓奇緣》的吉塞爾

則是為了羅伯單獨正面迎戰火龍；而「迪士尼古典童話電影」的《白雪公主》其

女主角對於愛情的追求較為被動，以歌舞的方式等待真愛來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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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現代童話電影」最常改寫的敘事元素即為這些童話故事的基本角色，例

如在《史瑞克》裡，有許多童話故事裡的人物都集於一身，例如三隻小豬、姜餅

人、小木偶皮諾丘與其爺爺、小精靈、神仙教母、瞎眼老鼠、白雪公主與七矮人、

喜歡穿女裝的大野狼…等，他們皆具有特殊的人格特質。《史瑞克》於角色形塑

的成功，主要是由於那些傳統童話人物都是膾炙人口、家喻戶曉，所以可以用他

們來大作文章，在經由竄改後才可以如此無厘頭且深植人心；而《曼哈頓奇緣》

則是將移植了《格林童話》中〈白雪公主〉裡的白雪公主、白馬王子以及壞心皇

后等人物，並將之置入現代的時空當中，而當這些傳統的經典童話故事人物被錯

置在二十一世紀時，其所迸發的衝突顛覆了我們對於童話角色的一般印象。 

 

  這些「後現代童話電影」的每個大大小小角色皆各具特色，使每位觀眾都可

以從中找到認同感、引起觀眾的共鳴。正如鮑德威爾（Bordwell）與湯普森

（Thompson）的論述，這些無關乎主要劇情的敘事角色元素，可以造就不同以往

的童話情節，製造出更多的喜劇效果。 

 
    因此，製片人員在「後現代童話電影」的角色塑造上，人物較為多元且各具

特色，並為每個角色注入更多的新倫理、新知識和新觀念，使這些角色的性格隨

著時間的更移或空間的轉換而有發展性的變化，其價值觀亦能符合現代思維，此

可顯示「後現代童話電影」的童話世界觀越來越開放，思想越來越前衛且多元；

反之，「古典童話電影」中的《白雪公主》，其角色所呈現的人格特質承接了傳

統故事書《格林童話》中的〈白雪公主〉，各個角色皆延續古典童話中的人物性

格，人物角色較為單純，每個角色都具有鮮明的形象與特徵，且人物性格發展較

無變化。 
 

 
（四） 時空：從童話的時空背景轉向融合二十一世紀的現代時空背景 
 
1. 時間的轉化： 
 
   三部影片皆發生於童話故事的年代：《白雪公主》的時間完全參照了《格林童

話》故事書裡的〈白雪公主〉，故事發生年代在「很久很久以前」，所有故事事件

所發生的時間點與排列順序與童話紙本幾乎無異。而《史瑞克》的故事年代雖然

發生於「很久很久以前」，但在敘事上卻呈現許多現代的思維。《曼哈頓奇緣》則

融合了「很久很久以前」與「二十一世紀」兩種時間概念。此兩部「後現代童話

電影」於時間上的轉化可製造更多的喜劇效果與戲劇衝突。 
 
 
 



 

97 

2. 空間的轉化： 
 
    在故事空間的轉化上，可從兩層面來探討：（1）「陳述童話故事書的空間景

觀」、（2）「童話故事書裡的故事空間景觀」。 
 
(1) 從「陳述童話故事書的空間景觀」來看： 
 
    從「陳述童話故事書的空間景觀」層面來看三部影片的視覺景觀，可以看到

「後現代童話電影」中的《史瑞克》與《曼哈頓奇緣》皆以3D動畫技術呈現童

話故事書；而「迪士尼古典童話電影」中的《白雪公主》則是採取以攝影機直接

拍攝實體童話故事書的方式講述故事的前緣與結尾，此應是受限於1930年代動畫

技術的限制，當時並無3D立體動畫技術可支援如同「後現代童話電影」宛若實

境的動畫翻書效果。 
 
 
(2) 從「童話故事書裡的故事空間景觀」來看： 
 
    「後現代童話電影」在童話故事書裡的故事空間景觀方面皆包括了如同「迪

士尼古典童話電影」中童話王國、森林、城堡、與小木屋的共同空間景觀，然而

「後現代童話電影」在空間景觀的視覺風格上卻呈現不同的空間效果： 
 
 
A、 《史瑞克》的童話故事內容景觀： 

 
    《史瑞克》僅管擁有古典童話中應該有的空間景觀如沼澤、森林與城堡等，

但是卻置入非一般童話世界中應該有的景觀，如爛泥巴、怪蟲子、裝有一堆眼睛

的玻璃罐頭、蒼蠅、蜘蛛、青蛙、蛇、死人的骨骸等。 
 
    此外，《史瑞克》在真實度的提升上成為童話電影非常重大的發展，《史瑞克》

結合了新科技與新視覺效果，讓現代的童話電影呈現極度真實的傳統童話，甚至

可以比紙本的童話視覺元素還要來的真實。 
 
 
B、 《曼哈頓奇緣》的童話故事內容景觀： 
 
    《曼哈頓奇緣》更可以將童話年代與二十一世紀做一深入比對，例如在2D

動畫的童話世界中，吉塞爾的房子有許多玫瑰花裝飾、而森林則是以暖色調做處

理，裡面住著童話世界中應該出現的小動物，如花栗鼠、蝴蝶、小白兔、小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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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鹿、小浣熊、小烏龜與貓頭鷹，幾乎和《格林童話》故事書裡的〈白雪公主〉

所出現的小動物毫無差異，因此於2D動畫的景觀則承接了《白雪公主》的景觀

風格，好人的色調皆相當溫暖，而惡棍的色調則顯得冷峻寒慄，以灰黑、深紫為

主。 

 

    但是當吉塞爾落入二十一世紀的紐約曼哈頓，則開始出現具有現代感的地標

與空間景觀，如紐約時代廣場的街頭人潮與車潮、辦公大樓、餐廳與地鐵等，此

外，二十一世紀的小動物也很不一樣，包括蟑螂、老鼠、鴿子、蒼蠅等，與古典

童話世界中那些唯美的景觀呈現極大差距，在美國紐約的色調處理上，一開始以

暗色、冷色系為主色調，呈現市景多元繁雜以及現代過度文明造成生活品質驟降

的空間景觀。 

 

 
C、 《白雪公主》的童話故事內容景觀： 
 
    《白雪公主》完全承接了《格林童話》故事中〈白雪公主〉童話故事應該有

的空間景觀，如童話王國、森林、城堡、小木屋、礦坑與懸崖等。 

 

    於空間景觀的視覺風格處理上，其畫風於好人方面，色調較為柔美、燈光柔

和、以暖色系為主；而惡棍的色調以灰黑、深紫、黃金色調為主，刻意突顯好人

與壞人的差異。 

 
 
    若以顏忠賢（1996）的「童話電影的空間」劃分空間類型，《史瑞克》屬於

「危機的差異地點」，因為故事最初的空間是發生在史瑞克的沼澤，被一群不速

之客的童話人物所佔據，而後的法克王國、由噴火龍看守的城堡等，皆為危機的

地點。《曼哈頓奇緣》屬於「差異時間」的空間概念，在2D的童話世界與二十一

世紀的真實世界相互遊走，引發許多趣味與刺激的情節。而《白雪公主》則是屬

於「歷史、傳統地點」，引用《格林童話》的古典童話故事，重新製作屬於童話

電影版本的《白雪公主》。 

 

    從「陳述童話故事書的空間景觀」以及「童話故事書裡的故事空間景觀」兩

層面的故事空間分析可看出從「古典童話電影」到「後現代童話電影」，是由唯

美的空間轉向實際現世生活的空間，透過此種轉向，童話世界不再是觀眾不可觸

及的幻想世界，而是更貼接我們的生活環境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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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敘事者觀點：從簡單的敘事者觀點轉向於真實化的敘事者觀點 
 
    童話電影於非人格化的敘事者方面，由於電腦科技與特效技術的日漸發展，

可看出從「古典童話電影」到「後現代童話電影」的明顯轉化。 

 

    「古典童話電影」的《白雪公主》由於受限於1930年代的電影技術，直接以

攝影機拍攝童話故事書的實體，呈現真實的非人格化敘事觀點。 
 
    「後現代童話電影」的《史瑞克》利用3D立體動畫的方式、結合擬真的燈

光、大氣、毛髮等特殊軟體技術與特殊音效，提升了動畫影像的真實性。而《曼

哈頓奇緣》則是結合了2D動畫與真人實境的方式，可營造敘事觀點的差異性。

足見「後現代童話電影」的敘事者觀點可以利用電腦科技詮釋更真實且更複雜的

視覺效果。 

 
 
（六） 故事時間與論述時間：從簡單的時間論述轉向於多樣化的時間論述 
 
    《史瑞克》在敘事時間上手法較為多元且花俏，電影使用「延展法」來呈現

費歐娜與羅賓漢的打鬥情節，採用故事時間靜止但鏡頭卻以 ARC（繞著被攝物

所作之圓周運動）持續運動，並以慢動作（slow motion）呈現空中飛踢，此種「延

展」手法可以向觀眾慢速交代故事中所有人事物的相互關係，此外，此種慢動作

亦添增出其不意的「笑果」，使觀眾有更深刻的感受。 
 
 
（七） 表現的本質：從 2D 平面動畫趨向 3D 與真人實境的多樣化 
 
    本研究觀察到童話電影於表現的本質上，雖然是以「電影」為主要表現的媒

介，但是還可再細分為： 
 
1. 電腦動畫的童話電影：如《白雪公主》的 2D 平面動畫；《史瑞克》的 3D 立

體動畫。 

 

2. 動畫結合真人演出的童話電影：如《曼哈頓奇緣》以 2D 平面動畫結合真人實

境演出。 
 
    製片人員透過電影媒介與新的科技技術，向我們重新描繪新的童話生活經驗

與新的適應策略。因此，我們可以透過「後現代童話電影」的轉變提醒我們童話

世界並不是一成不變，反之，我們更可藉此認識所處的現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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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後現代童話電影」敘事中的後現代特徵 

 

    此部分藉由上述的「後現代童話電影」樣本敘事分析結果，以「後現代特徵」

逐步探討「顛覆（subversion）」、「諧擬（parody）」、「反諷（irony）」三項層面，

觀察研究樣本於敘事中所體現的後現代內涵。 

 
一、顛覆分析 

 

    本研究依據洪淑苓（2000）對於「顛覆」之觀點，檢視研究樣本是否將

童話故事原有的人物形象、情節模式、結局、主題意識、敘述語言等，予以

扭曲、折射、變形，甚至 180 度翻轉。以此檢視「後現代童話電影」於敘事

上的「顛覆」形制。 

 

（一） 故事主題與情節的顛覆： 

 
    《史瑞克》以及《曼哈頓奇緣》皆以古典童話為藍本，進行深度改寫與竄改，

顛覆古典童話故事與古典童話電影的神話和慣例，同時，也顛覆了我們對傳統童

話故事的刻版印象與期待。 

 

    於敘事的主題上，「後現代童話電影」所富有的「後現代」氣息與新鮮感，

已能多方呈現複雜情節與多元價值觀，使故事主題融合了幽默、愛情、動作、冒

險等各種元素，讓童話注入更多的新倫理、新知識和新觀念，反映新時代的生活

風格與思想潮流。這使得「後現代童話電影」的主要閱聽眾已能從兒童跳脫為成

年人為對象，重新燃起各年齡層的閱聽眾觀看童話電影的熱潮，成為最受歡迎的

電影類型之一。 

 

（二） 角色的顛覆： 

 
    《史瑞克》以及《曼哈頓奇緣》顛覆了古典童話故事與古典童話電影對於人

物形象與態度上的形塑： 

 

1. 於「角色對立性的顛覆」方面：古典童話的角色有著二元對立的絕對性，

好人具有天生的善良、天真、浪漫的天性，壞人則具有陰險、妒嫉的天性，

呈現好人一路好到底，壞人一路壞透了；反之，「後現代童話電影」的任

何角色都能隨時處於正面、負面或者是灰色地帶的個人思想，其角色人格

特質不帶有絕對的二元對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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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於「性別印象的顛覆」方面：《史瑞克》的女主角費歐娜不似古典童話的

公主那般柔弱與被動，她具備的好武藝可以單獨對付一群無賴，她獨立自

主的特質顛覆了我們對於童話公主的一般想像。而《曼哈頓奇緣》的女主

角吉塞爾亦不似古典童話中的公主只會哼唱歌謠、被動地等待王子救援，

反之，她成為一名英雄，親自迎戰惡棍，拯救她的所愛。 

 

3. 於「角色串場的顛覆」方面：在《史瑞克》裡，可以看到許多童話故事的

不同人物，例如三隻小豬、姜餅人、小木偶皮諾丘與其爺爺、小精靈、神

仙教母、瞎眼老鼠、白雪公主與七矮人、大野狼…等，他們於《史瑞克》

中皆具有不同以往的全新人格特質，例如七矮人要搬家還得帶著白雪公主

的棺材，並堅持將棺材放在史瑞克的餐桌上，而劇中的大野狼明明身為一

名男性卻有愛穿女性睡衣的特質。《史瑞克》於角色形塑的成功，主要是

因為這些角色都是來自於膾炙人口、家喻戶曉的傳統童話人物，所以可以

將他們進行竄改並大作文章，如此才能令觀眾印象深刻且深植人心；而《曼

哈頓奇緣》則是將移植了《格林童話》中〈白雪公主〉裡的白雪公主、白

馬王子、壞心皇后以及花栗鼠等人物，並將之置入現代的時空當中。當這

些傳統的童話故事人物被錯置在二十一世紀時，各角色於兩個不同的時空

所迸發的衝突顛覆了我們對於童話角色的刻板印象。 

 

 

（三） 時空的顛覆： 

 
    「後現代童話電影」的故事發生時間若不是發生於「久很久以前」，似乎有

失童話的文本類型。所以儘管《史瑞克》以及《曼哈頓奇緣》的故事發生年代皆

在「很久很久以前」，有著古典童話故事應該具備的經典景觀，如童話王國、森

林、城堡、與小木屋等；然而在《史瑞克》中卻還是能看到許多現代化的設備，

如自動化的旅遊導覽設備、鐵製的嚴刑銬打器具，以及非一般童話世界中應該有

的空間景觀，如爛泥巴、怪蟲子、裝有一堆眼睛的玻璃罐頭、蒼蠅、蜘蛛、青蛙、

蛇、死人骨骸等；《曼哈頓奇緣》更可將童話年代與二十一世紀做深入比對，在

童話世界中，吉塞爾的房子有許多玫瑰花裝飾、森林則是以暖色調做處理，裡面

住著童話世界中應該出現的小動物。而二十一世紀的紐約曼哈頓，則開始出現具

有現代感的地標與空間景觀，如紐約時代廣場的人潮與車潮、辦公大樓、餐廳與

地鐵等，此外，二十一世紀的小動物也很不一樣，包括了蟑螂、老鼠、鴿子、蒼

蠅等。可看出古典童話世界與現實世界的極大差距，動搖了我們對故有童話的閱

讀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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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諧擬分析 

 

    於「諧擬分析」方面，本研究探討樣本如何對於經典文本裡的素材做間接模

仿或轉換，製造幽默並予以擴張成為新的事物（Rose, 1993：51；孟樊，1997：278；

Berger, 1992：47-48；蒂費納‧薩莫瓦約著／郡煒譯，2003：42）。以此檢視「後

現代童話電影」於敘事上的「諧擬」形制。 

 

    「後現代童話電影」當中非常重要的後現代特徵即為「諧擬」，透過「諧擬」

的手法，「後現代童話電影」可以承接經典童話故事與古典童話電影的文本內容，

並做間接的模仿、扭曲、變形或翻轉，呈現和經典文本之間最直接的密切關係。

以下為《史瑞克》以及《曼哈頓奇緣》的「諧擬」分析，本研究特以「童話故事」

與「童話電影」兩部份做諧擬的探討： 

 

（一） 對童話故事的諧擬： 

 

1. 《史瑞克》對童話故事的諧擬 

 

    《史瑞克》模仿並轉換了許多經典童話文本裡的故事情節、故事角色與故事

對白，《史瑞克》諧擬的經典童話故事如下（表 4-9）： 

 

表 4-9 《史瑞克》中的經典童話故事情節一覽表 

經典童話

故事 

《史瑞克》對童話故事的諧擬分析 

睡美人 費歐娜在劇中的角色表現儼然是睡美人情節的翻版。美麗的費歐娜公主曾經遭受

可怕的妖怪詛咒，只有愛人的第一個吻才能夠解除詛咒，她被囚禁於城堡裡，由

可怕的噴火龍看守著，許多勇敢的騎士都試圖把她救出來，但是卻沒有人成功，

她在最高塔樓的最高的房間裡，在龍的看守下等待著她和真正愛人的第一個吻。 

 

然而，費歐娜和睡美人卻有許多不同的地方，例如她雖然是被囚禁於城堡的高塔

中，但是她並沒有長期沉睡，反而在見到英雄時，先將衣服整理平整，手裡拿把

鮮花並假裝沉睡，再噘著嘴等待著她和真正愛人的第一個吻。 

 

而在男主角－史瑞克方面，他和〈睡美人〉故事裡的王子有很大的差異，他既不

是自告奮勇，也不為愛而戰，反而是為了與法克大人的一場交易。 

三隻熊 

 

三隻熊被法克大王的士兵抓進籠子裡，熊爸爸和熊媽媽被關進大籠子裡，而熊兒

子則在旁哭鬧說自己的籠子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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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偶奇遇

記 

法克大王徵召緝捕童話故事中的所有人物，〈木偶奇遇記〉的老爺爺把皮諾丘抓去

想賣個好價錢。士兵要求老爺爺證明它是會說話的小木偶，皮諾丘才說了一句：「我

不是木偶，我是真的男孩」，它的鼻子馬上就變長了，成為緝捕的對象。 

小飛俠彼

得潘 

在影片裡，〈小飛俠彼得潘〉的「小精靈」也出現在《史瑞克》中。 

 

法克大王在徵召童話故事人物時，一身綠衣的「彼得潘」拿著裝有「小精靈」的

籠子，也想賣個好價錢。在原本的童話故事裡，「小精靈」除了會飛翔，她也有一

種金粉可以讓別人飛翔。而驢子就是因為不小心沾染上她的金粉，才得以短暫地

飛翔讓他逃跑。 

瞎老鼠 三隻瞎老鼠來到史瑞克的家，牠們弄亂了史瑞克的桌子，還宛若瞎子摸象一樣指

陳史瑞克的耳朵聞起來像是奶酪。 

白雪公主 

與灰姑娘 

 

史瑞克家中的桌子被白雪公主的玻璃棺材所佔據，搞得史瑞克氣的向七矮人大

吼：「死人不能放在桌子上」，七矮人回應史瑞克：「但是床已經有人在使用了！」。

 

法克大王派屬下找尋魔鏡，法克大王對著魔鏡說：「鏡子！鏡子！牆上的鏡子，這

裡是不是世界上最完美的王國？」魔鏡回答：「嚴格地說 你不是一個國王」。法克

大王為了脅迫魔鏡，他的屬下還故意打破小鏡子，魔鏡才回答：「你只是還沒當上

國王，但是你可以成為國王，你只要跟公主結婚就可以了。」魔鏡向法克大王一

一介紹幾位合格的優質單身女生，魔鏡陸續介紹：「一號是備受精神折磨，她被關

在遙遠的王國裡，她喜歡吃壽司和洗熱水浴，她的愛好還包括為她的兩位壞姊姊

清理衛生，請大家歡迎灰姑娘！」，「二號是一位身穿斗篷的姑娘，她來自奇妙的

國土，她很不簡單，她與七個男人生活在一起。吻她冰涼的嘴唇，看看她有多麼

的激情，快來為白雪公主鼓掌吧！」…。童話故事中的白雪公主與灰姑娘因此成

了法克大王要遴選的結婚對象之一。 

 

在影片的結尾，白雪公主和灰姑娘兩人還為了搶新娘捧花而大打出手。 

小紅帽與

大野狼 

在影片裡，有「大野狼」串場，他雖然身為男性但卻愛穿女裝，還霸占了史瑞克

的床。他不如同傳統童話故事那般具有侵略性，反而乖乖地被史瑞克拎到屋外去。

三隻小豬 三隻小豬來到《史瑞克》的影片中，連豬小弟的磚牆屋子都無法住，因為他們都

被法克大王強制驅逐到史瑞克的沼澤裡。 

薑餅人 法克大王用牛奶對薑餅人行刑，強制將它浸泡在牛奶裡，還被法克大王的屬下打

斷了兩條腿，法克大王對薑餅人說了一段來自〈薑餅人〉童話故事的經典對話：「跑

啊！跑啊！盡快的跑！你抓不到我，我是薑餅人！」 

 

法克大王認為薑餅人和所有的童話人物破壞了他的完美世界，法克大王要求薑餅

人說出所有童話人物的藏身之處，但薑餅人抵死不從，法克大王看薑餅人口風很

緊，打算扭斷薑餅人身上的糖漿鈕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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羅賓漢

（Robin 

Hood） 

在《史瑞克》影片中，羅賓漢這回成了綠林中「假行俠仗義」的「假英雄」，他在

森林中強行帶走費歐娜，羅賓漢為了要向費歐娜介紹他的身份，他開始扮演起主

唱，他的夥伴們則拿著樂器彈奏伴唱，共同跳著踢躂舞排著華麗的隊形。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與分析 

 

 

 

2. 《曼哈頓奇緣》對童話故事的諧擬 

 

    《曼哈頓奇緣》亦模仿並轉換了許多經典童話文本裡的故事情節、故事角色

與故事對白，《曼哈頓奇緣》諧擬的經典童話故事如下（表 4-10）： 

 

表 4-10 《曼哈頓奇緣》中的經典童話故事情節一覽表 

經典童話

故事 

《曼哈頓奇緣》對童話故事的諧擬分析 

白雪公主 迪士尼在這部影片中，大致上都是在諧擬傳統童話故事〈白雪公主〉，甚至是諧擬

他們自家於 1937 年所製作的《白雪公主》（圖 4-3）。女主角吉塞爾就像是白雪公主

一般，哼唱著愛情之歌等待她的真愛之吻，而男配角艾德華王子就像是童話中的

英勇王子，亦等待他的公主出現好共築未來（圖 4-4）。 

 

《曼哈頓奇緣》中的王子與公主 《白雪公主》中的王子與公主 

 

圖4-3 《曼哈頓奇緣》影片的開始為吉

塞爾與艾德華王子相遇的片段 
圖 4-4 《白雪公主》影片的結尾為男女

主角望向遠方 

資料來源：本研究擷取自《曼哈頓奇緣》

影片開頭片段 

資料來源：本研究擷取自《白雪公主》

影片結尾片段 

 

 

 

在惡棍方面，同樣都有邪惡的皇后裝扮成老巫婆，想以毒蘋果殺害女主角。（圖 4-5、

圖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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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哈頓奇緣》中的老巫婆 《白雪公主》中的老巫婆 

 

圖4-5 《曼哈頓奇緣》中的老巫婆拿毒

蘋果給吉塞爾 
圖 4-6 《白雪公主》中的老巫婆拿毒蘋

果給白雪公主 

資料來源：本研究擷取自《曼哈頓奇緣》 資料來源：本研究擷取自《白雪公主》

 

但是在《曼哈頓奇緣》中，故事卻有不同的發展，吉塞爾放棄童話世界中那般一

見鍾情、柏拉圖式的理想愛情，選擇和現實世界中的羅伯相愛，當然結局還是如

同童話故事一般，兩人從此過著幸福快樂的日子。 

 

灰姑娘 當吉塞爾要去拯救羅伯時，她遺留了一隻舞鞋在舞會當中。南茜在舞會中撿到了

這只舞鞋，艾德華王子接了舞鞋幫南茜穿上，兩人就像是遇見真愛的彼此一般，

回到童話世界結婚，從此過著幸福快樂的生活（圖 4-7）。 

圖4-7 艾德華王子幫南茜穿上舞鞋 
資料來源：本研究擷取自《曼哈頓奇緣》影片

.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與分析 

 

 

（二） 後現代童話電影的相互諧擬： 

 

1. 《史瑞克》對迪士尼童話電影的諧擬 

 

    《史瑞克》使用大量的經典童話素材，對其解構並重新編擬全新的童話故

事，這難免會諧擬到一向喜愛承接傳統童話故事的迪士尼童話電影。例如「三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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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豬」、「白雪公主」、「木偶奇遇記」、「小飛俠彼得潘」…等，許多人物的造型皆

參照了迪士尼的古典童話電影。 

 

    然而，《史瑞克》對於迪士尼的諧擬與惡搞似乎又煞有其事，影評人聞天祥

在影評中指陳： 

 

夢工場的三巨頭之一傑瑞‧凱森柏格，過去就是迪士尼動畫的掌舵者。

自從與迪士尼關係破裂、甚至對簿公堂後，傑瑞‧凱森柏格處心積慮地

想以實力證明他從前對迪士尼的貢獻，以及迪士尼少了他的損失……。

《史瑞克》更象徵了他們已經完全掌握迪士尼的獨家秘方，除此之外，

還能開發出新口味。（KingNet 影音台-影評專欄） 

 

    傑瑞‧凱森柏格與迪士尼的不解之緣是來自與當時迪士尼總裁邁可‧艾斯納

（Michael Eisner）的決裂。凱森柏格是艾斯納在 1985 年從派拉蒙電影公司挖角

到的黃金拍檔，兩人共同創造許多膾炙人口的經典影片，而凱森柏格長期為迪士

尼所創造的票房佳績使得他原本幾乎即將成為迪士尼的接班人，然而卻在艾斯納

的阻攔下一直苦無出頭天。於是，兩人從情如父子的關係逐漸走向決裂，雙方除

了在法院上當著法官開罵之外，凱森柏格還因此負氣地離家出走，另外組了一家

新公司：「夢工廠」，而且裡面還包含了一個跟迪士尼徹底為敵的卡通部門（閻驜
35，2001）。 

 

    1999 年的 5 月 5 日，艾斯納（Michael Eisner）在接受媒體訪問時，對夢工廠

的創辦人凱森柏格做出以下的評論：「我厭惡那個侏儒（I hate the little midget）」。

雖然凱森柏格並不是侏儒，但卻是一個身高不滿 160 公分的矮個子，所以聽到艾

斯納講出這種傷人的話自然是相當不悅。但是他對人高馬大的艾斯納卻無可奈

何，因為當時凱森柏格領銜的夢工廠始終鬥不過艾斯納所屬的迪士尼。 

 

    不過《史瑞克》卻帶給卡森柏一個復仇的機會，原本《史瑞克》的劇本被夢

工廠規劃為一部由真人飾演的劇情片，但是在 1997 年原本要飾演史瑞克的演員

克里斯．法利（Chris Farley）不幸去世，於是《史瑞克》便從原本由真人主演的

版本轉換成現今的 3D 動畫版本，而凱森柏格就衝著艾斯納這句「侏儒論」，在

史瑞克電影中添加嘲諷迪士尼公司以及迪士尼總裁艾斯納的搞笑元素。 

 

    閻驜（2001）指出，在《史瑞克》中，可以發現裡面唯一的反派－法克大人

（Lord Farquaad）的臉龐就是用邁可‧艾斯納（Michael Eisner）的照片來當藍圖，

而法克大人奇短無比的身材則是卡森柏用來自我解嘲的小創意（如圖 4-8）。而史

                                                 
35  閻驜為台灣作家，從 1999 年 5 月至今於「閻驜網站」http://www.1001yeah.com.tw 有多篇專欄

文章，本研究之該段分析整理自 http://www.1001yeah.com.tw/article/0101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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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克電影中的邪惡城堡，就宛若是迪士尼樂園的翻版，小小世界的創意讓人捧腹

大笑。另外史瑞克也對迪士尼歷代的知名卡通人物：白雪公主與七矮人、小木偶、

三隻小豬做出極盡調侃之能事的經典嘲諷，因為這些卡通人物在《史瑞克》中被

迫流離失所，都要靠男主角－史瑞克來拯救。 

 

 
圖 4-8 《史瑞克》劇中的法克大人角色 

資料來源：本研究擷取自《史瑞克》官方網站 

 
 
    僅管媒體與外界傳得沸沸揚揚，但是凱森柏格卻在媒體前否認這項說法。娛

樂週刊的影評人 Lori Reese 則有不同的看法，她說明凱森柏格對於法克大人的角

色並不是想要諧擬他自己的矮個子或者是諧擬艾斯納的長相。惡棍法克大人的角

色只是想要呈現如同拿破崙與希特勒一般，達傳若想要創造所屬的完美世界與完

美種族是絕對不可行的
36
。 

 

 

2. 《曼哈頓奇緣》對《史瑞克》的諧擬 

 

    《曼哈頓奇緣》或許是感受到《史瑞克》對其所產生的壓力，因此在影片中

亦加入狀似史瑞克的綠色怪物，此怪物在劇中是一名惡棍，牠的外型不僅巨大，

嘴裡還長有兩顆大獠牙，此外，牠的人格特質還被塑造成笨拙、覬覦吉塞爾外貌

的好色之徒。觀眾若先看過《史瑞克》影片，再看到《曼哈頓奇緣》中綠色怪物

的外型應可直接聯想到《史瑞克》影片中的史瑞克，觀眾若是全知的，對此種諧

擬方式總能引發他們會心一笑（圖 4-9）。 

                                                 
36 Reese L. (2001.5) Is ''Shrek'' the anti- Disney fairy tale? 上網日期 2008 年 6 月 2 日。取自「娛樂週

報」（Entertainment Weekly）網站 http://www.ew.com/ew/article/0,,127805,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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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曼哈頓奇緣》劇中的綠色怪物角色 

資料來源：本研究擷取自《曼哈頓奇緣》影片一開始的片段 

 

 

    而在影片的結尾，綠色怪物甚至購買花栗鼠皮普所出版的書籍，為了要獲得

皮普的親自手印，牠還乖乖地在門外守候。這些片段讓觀眾不禁想像《曼哈頓奇

緣》是對《史瑞克》的反擊作品，似乎在嘲弄夢工場的《史瑞克》不禁也要向迪

士尼致敬，重回迪士尼的懷抱（4-10）。 

 

圖 4-10 《曼哈頓奇緣》劇中的綠色怪物等待可以擁有皮普的親自手印 

資料來源：本研究擷取自《曼哈頓奇緣》影片的結尾片段 

 

    透過《史瑞克》以及《曼哈頓奇緣》兩部影片於「童話故事」以及「童話電

影」的諧擬分析可觀察，被諧擬的對象必須具有一定的知曉性，意即，「後現代

童話電影」所引用的前文本，必須是閱聽眾所熟悉的內容，閱聽眾才能理解被戲

擬的舊情節。因此，「後現代童話電影」在使用戲擬手法時，不能僅侷限於對經

典文本的扭曲、折射與變形，尚必須考慮到閱聽眾本身的全知經驗。也緣於此，

「後現代童話電影」才會選擇經典與膾炙人口的童話故事作為戲擬的參考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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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童話電影」亦能成為「後現代童話電影」所諧擬與嘲弄的對象，因此，

我們可以在《史瑞克》中看到許多參照迪士尼經典童話影片的情節與角色；同樣

在《曼哈頓奇緣》中，亦可以看到狀似史瑞克外型的惡棍角色。 

 

    綜上，「後現代童話電影」透過對「童話故事」以及「童話電影」這些經典

文本的翻轉與竄改，挑戰了原本文本的故事意蘊，產生創新的故事內容，能帶給

觀眾驚奇，讓觀眾料想不到後續的情節發展。 

 

 

三、反諷分析 

 

    反諷是用相反的意思來駁詰引用的原話，是採用相反字面意思的語言模式，

亦為一種幽默、譏笑或輕微的嘲諷。反諷於電影中的表現方式可分為四種類別：

一、人物對白和表演；二、音樂或音效；三、場景設計；四、剪接。反諷效果的

產生必須有一個前提，即觀眾是全知的，而電影中的角色正好相反，他們只創造

反諷的各種要件，但不一定自覺到反諷的存在（台灣電影筆記）。以此檢視「後

現代童話電影」於敘事上的「反諷」形制。 

 

    以下為《史瑞克》以及《曼哈頓奇緣》的「反諷」分析，本研究特別針對「人

物對白和表演」、「音樂或音效」、「場景設計」以及「剪接」四個部份作「反諷」

的探討： 

 

（一） 從人物對白和表演進行反諷 

 

1. 《史瑞克》於人物對白和表演的反諷分析（表 4-11） 

 

表 4-11 《史瑞克》於人物對白和表演的反諷分析一覽表 

反諷內涵 《史瑞克》於人物對白和表演的反諷分析 

人物對白

和表演 

(1) 史瑞克於影片開頭撕下古老童話故事的內頁譏笑：「講得跟真的一樣！都是胡

扯！」 

(2) 驢子在遠處初次見到史瑞克的家說：「瞧那裏！誰想住在那裡」，史瑞克說：「那

是我的家」，驢子馬上改口說：「很好！很漂亮，你是個相當不錯的裝潢家！在

預算有限的情況下，你所做的令人驚訝！」 

(3) 法克大王對已經被打斷腿的薑餅人說了一段來自〈薑餅人〉童話故事所出現的

經典對話：「跑啊！跑啊！盡快的跑！你抓不到我，我是薑餅人。」 

(4) 魔鏡向法克大王一一介紹幾位合格的優質單身女生，魔鏡陸續介紹：「一號是備

受精神折磨，她被關在遙遠的王國裡，她喜歡吃壽司和洗熱水浴，她的愛好還

包括為他的兩位壞姊姊清理衛生，請大家歡迎『灰姑娘』！」，「二號是一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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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斗篷的姑娘，她來自奇妙的國土，她與七個男人一起生活，她很不簡單。吻

她冰涼的嘴唇，看看她的激情有多麼強烈，快來為『白雪公主』鼓掌吧！」 

(5) 史瑞克與驢子來到法克大王的王國，史瑞克一看到這個王國奇高無比便對著驢

子笑稱：「你看他（法克大王）是不是在彌補什麼？」 

(6) 法克大王對著史瑞克說：「那是什麼？噁！真是醜死人了！」史瑞克面向驢子回

答：「這真的很不好！牠只是一隻驢子！」 

(7) 史瑞克（史瑞克當時帶著頭盔）將費歐娜拯救出被噴火龍看守的城堡外，費歐

娜誇獎史瑞克：「你的行為真偉大，心地又純潔，我將永遠感激你」，轉身也誇

獎驢子：「沒有高貴的馬，哪裡有勇敢的騎士？」驢子對著史瑞克回答：「我希

望你聽到這些話，她說我是高貴的馬！」但是當史瑞克摘下頭盔後，費歐娜馬

上改口說：「不！都搞錯了，你不應該是個妖怪！」、「我應該被真正的愛人所拯

救，而不是被妖怪和他的寵物所拯救！」，驢子聽了之後回答：「我再也不是高

貴的馬了！」 

(8) 費歐娜在未見到法克大王之前，詢問史瑞克和驢子法克大王的長相為何。史瑞

克笑說：「像法克大王那樣矮的人很少」，驢子則反諷地說：「他矮到很少人可以

看的到他」。費歐娜生氣回答：「你們只是在嫉妒他，你們沒辦法跟法克大王比」，

史瑞克笑著回答：「對！也許你說的對，公主，但明天見到他時，你最好親自量

量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與分析 

 

 

2. 《曼哈頓奇緣》對人物對白和表演的反諷（表 4-12） 

 

表 4-12 《曼哈頓奇緣》於人物對白和表演的反諷分析一覽表 

反諷內涵 《曼哈頓奇緣》於人物對白和表演的反諷分析 

人物對白

和表演 

(1) 娜莉莎皇后將吉塞爾推入通往二十一世紀的紐約時代廣場，奸笑說：「那是一個

根本不會有『從此永遠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地方」，反諷現實生活的愛情並非

如同童話般那麼美好。 

(2) 吉塞爾初次來到二十一世紀的紐約時代廣場，吉塞爾的奇裝異服引來側目，她

不斷詢問路人：「我想要知道如何去城堡？」，當她看到侏儒的男性，她竟以為

侏儒是白雪公主的七矮人之一，她說：「歐~『愛生氣（Grumpy）』」。讓侏儒男性

生氣地回答：「呀！女人！妳是認真的嗎？」（圖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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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1 吉塞爾以為侏儒是小矮人 
資料來源：本研究擷取自《曼哈頓奇緣》影片

(3) 羅伯送一本「當代重要女性（IMPORTANT WOMEN OF OUR TIME）」的書給

女兒摩根，羅伯告訴摩根：「我知道這不是你想要的童話故事書，可是這本比那

些書好，看看這個，看見了嗎？羅莎‧帕克斯（美國民權運動之母）、居里夫人，

她是一位出色的女人，一生致力於研究…直到她死於…輻射中毒」，摩根問：

「她…死了？」 

(4) 羅伯問吉塞爾她要住哪，吉塞爾回答：「或許是附近的一個牧場，或者一顆中空

的樹吧！要不就是有很多矮人的房子，我聽說他們很好客的！」。羅伯疑惑回

答：「一顆中空的樹？」 

(5) 愛德華王子來到二十一世紀的紐約時代廣場，他拔劍詢問修理水溝的工人：「你

的名字，鄉巴佬！快！」工人回答：「艾迪」愛德華又問：「你跟那個把我可憐

的吉塞爾弄到這鬼地方的邪惡老巫婆是一夥的嗎，艾迪？…」、他拿劍俠持工人

又問：「我在找一位漂亮的女孩，我的另一半，我的美人，和我同奏愛情二重奏

的人」，工人回答他：「我也想找那樣的人，你知道嗎？」 

(6) 南茜誤會吉塞兒與羅伯兩人的關係，讓羅伯感到不悅，吉塞兒告訴羅伯：「你應

該唱歌給她聽，或許那樣她就能對你的愛重拾信心，你要衝到她眼前，抱住她，

然後用心唱一首動聽的民謠，這樣她就會明白了！」羅伯既生氣又訝異地問她：

「妳是從賀卡或者類似的東西裡跑出來的嗎？」 

(7) 愛德華王子來到二十世紀的紐約，他以為巴士是邪惡的爬行怪獸，拔劍刺入巴

士，艾德華向巴士裡的人宣告：「這隻鋼鐵怪物已經死了，大家，我讓你們自由！」

駕駛巴士的女性黑人氣沖沖地大罵艾德華：「你是瘋了是不是！沒有人敢弄壞我

的巴士，我要撕爛你…你這個穿緊身衣的瘋子。」 

(8) 吉塞爾想參加舞會但她卻沒有童話裡的神仙教母可幫助她，摩根說：「我有比神

仙教母還要更好的東西」，摩根拿出羅伯的信用卡，兩人到街上大肆採購。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與分析 

 

     「後現代童話電影」藉由「人物對白和表演」的反諷呈現，可以用相反的

意思來駁詰引用的原話以創造幽默感，例如在《史瑞克》中，史瑞克撕下古老童

話故事內頁並譏笑：「講得跟真的一樣！」，藉以相反的話語反諷古老童話故事的

虛假與不實，因此史瑞克接著馬上說：「都是胡扯！」又如同，驢子在遠處初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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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瑞克的家說：「瞧那裏！誰想住在那裡」，史瑞克說：「那是我的家」，驢子馬上

用相反的話改口說：「很好！很漂亮，你是個相當不錯的裝潢家！在預算有限的

情況下，你所做的令人驚訝！」，除了反轉原來的話語之外，《史瑞克》亦使用「借

刀殺人」的反諷方式，例如法克大王對被打斷腿的薑餅人說了一段來自〈薑餅人〉

童話故事的經典對話：「跑啊！跑啊！盡快的跑！你抓不到我，我是薑餅人。」

反諷薑餅人已無法如同童話故事中那般逗趣地奔跑。 

 

    在《曼哈頓奇緣》中亦可看到「人物對白和表演」的反諷手法，如娜莉莎皇

后將吉塞爾推入通往二十一世紀的紐約時代廣場，奸笑說：「那是一個根本不會

有『從此永遠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地方」，反諷現實生活的愛情並非如同童話

般那麼美好。又如同，吉塞爾初次來到二十一世紀的紐約時代廣場，吉塞爾的奇

裝異服引來側目，她不斷詢問路人：「我想要知道如何去城堡？」，當她看到侏儒

的男性，她竟以為侏儒是白雪公主的七矮人之一，她說：「歐~『愛生氣

（Grumpy）』」。造成一語雙關的反諷效果，反諷那位男性矮到像是〈白雪公主〉

故事中的小矮人，又以「愛生氣」（Grumpy）來稱呼那位男性，反諷那位男性看

起來脾氣很不好，正如同巴赫汀（1981：95）所言，可使用「借刀殺人」達到反

諷的效果。 
 
 

（二） 從音樂或音效進行反諷 

 

1. 《史瑞克》對音樂或音效的反諷（表 4-13） 

 

表 4-13 《史瑞克》於音樂或音效的反諷分析一覽表 

反諷內涵 《史瑞克》於音樂或音效的反諷分析 

音樂或音

效 

(1) 史瑞克起初在陳述古老童話故事時，背景音樂為古典弦樂，當史瑞克撕下內頁

笑稱胡扯時，古典弦樂馬上停止，出現沖馬桶的音效，史瑞克從廁所走出來，

背景音樂立即改為流行音樂「破嘴合唱團」（Smash Mouth）於 94 年的冠軍單曲

「All Star」。 

(2) 史瑞克在高塔找到費歐娜時，費歐娜在床上裝睡等待英雄給她一個吻，此時背

景音樂為高音女聲的哼唱，直到史瑞克用力抓住費歐娜的手帶她衝出門外，背

景音樂馬上轉為號樂，營造出氣勢磅礡、澎湃的視聽快感。 

(3) 史瑞克（史瑞克當時帶著頭盔）將費歐娜拯救出城堡外，費歐娜誇獎史瑞克是

一名英勇的武士，她向史瑞克說明公主應該與英雄分享真愛的第一個吻，此時

的背景音樂一直都是古典弦樂。驢子和史瑞克聽完了費歐娜的解釋，兩人就呆

住，同時古典弦樂停止，現場一片安靜，只有鳥鳴聲（啾啾啾），如此的音樂與

音效對比呈現出反諷的喜感。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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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曼哈頓奇緣》對音樂或音效的反諷（表 4-14） 

 

表 4-14 《曼哈頓奇緣》於音樂或音效的反諷分析一覽表 

反諷內涵 《曼哈頓奇緣》於音樂或音效的反諷分析 

音樂或音

效 

(1) 吉塞爾落入紐約時，背景音樂為急促的管絃樂；當她走在大雨的街上，她發現

一個城堡廣告牌，誤以為是童話世界裡的城堡，此時背景音樂轉為童話故事裡

的主題曲「True Love’s Kiss」。 

(2) 愛德華來到了紐約，他以為巴士是邪惡的怪獸，拔劍想征服這邪惡的怪獸，此

時背景音樂為氣勢磅礡的管絃樂。 

(3) 當艾德華王子費勁千辛萬苦找到吉塞爾，他獨自歌舞並唱著「True Love’s Kiss」

愛情歌謠：「我一直在憧憬著來自真愛的吻，以及一位我開始思念的女士，純真

甜美的等待著譜寫完我的愛之曲，是的，在世界的某處有一位從未謀面的少女，

她是由…（妳要接著唱）」，但吉塞爾卻沒有接著唱（表 4-12）。 

圖4-12 艾德華王子手舞足蹈地唱愛情歌謠 
資料來源：本研究擷取自《曼哈頓奇緣》影片

.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與分析 

    「後現代童話電影」透過「音樂或音效」的反諷呈現，可以錯置古典童話的

浪漫與現實的殘酷，批判與嘲諷古典童話的過度虛幻性，同時又可以讓古典與現

代在衝突之中達到共存。例如在《史瑞克》影片中，史瑞克在陳述古老童話故事

時，背景音樂為古典弦樂，當史瑞克撕下內頁笑稱都是胡扯時，古典弦樂停止，

沖馬桶的音效立即出現，史瑞克從廁所走出來，背景音樂換成流行音樂「破嘴合

唱團」（Smash Mouth）於 94 年的冠軍單曲「All Star」。又如同，史瑞克在高塔找

到費歐娜時，費歐娜在床上裝睡等待英雄給她一個吻，此時背景音樂為高音女聲

的哼唱，直到史瑞克用力抓住費歐娜的手帶她衝出門外，背景音樂馬上轉為號

樂，營造出氣勢磅礡、澎湃的視聽快感。 

 

    在《曼哈頓奇緣》中亦可看到「音樂或音效」的反諷手法，當吉塞爾落入紐

約時，電影為了呈現吉塞爾內心的不安，以急促的管絃樂為背景音樂；但是當她

走在大雨的街上，她發現了一個城堡廣告牌，她誤以為是童話世界裡的城堡，此

刻背景音樂轉換成童話故事裡的主題曲「True Love’s K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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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由《史瑞克》以及《曼哈頓奇緣》的「音樂或音效」反諷分析，可以獲知

「後現代童話電影」於「音樂或音效」上，可透過音樂風格的轉折與對比，製造

出更令人深刻的幽默感與喜劇感。 
 
 

（三） 從場景設計進行反諷 

 

1. 《史瑞克》對場景設計的反諷（表 4-15） 

 

表 4-15 《史瑞克》於場景設計的反諷分析一覽表 

反諷內涵 《史瑞克》於場景設計的反諷分析 

場景設計 (1) 法克王國的高大城牆對比法克大王的矮小身高。 

(2) 史瑞克的家門口擺著「別靠近！注意有妖怪！」，對比驢子硬是要留在史瑞克的

家，隨後所有的童話人物亦被法克大王驅逐至此。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與分析 

 

2. 《曼哈頓奇緣》對場景設計的反諷（表 4-16） 

 

表 4-16 《曼哈頓奇緣》於場景設計的反諷分析一覽表 

反諷內涵 《曼哈頓奇緣》於場景設計的反諷分析 

場景設計 (1) 吉塞爾在紐約街上發現一個城堡廣告牌，誤以為是童話世界裡的城堡，她一直

敲廣告牌上的城堡門，詢問：「有人在家嗎？可以開個門嗎？你認識艾德華嗎？」

（圖 4-13、圖 4-14） 

二十一世紀的真實世界 2D 童話故事的世界 

圖4-13 吉塞爾發現一個城堡廣告牌 圖 4-14 童話世界裡的城堡 

資料來源：本研究擷取自《曼哈頓奇緣》影片 

 

(2) 吉塞爾為了要幫羅伯打掃髒亂的家，她打開窗戶唱歌找尋幫手（圖 4-15、圖

4-16），卻發現她所引來的小幫手是蟑螂、老鼠、鴿子和蒼蠅，與她在 2D 童話

故事中的小幫手大不相同（圖 4-17、圖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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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的真實世界 2D 童話故事的世界 

圖4-15 吉塞爾幫羅伯打掃髒亂的家打

開窗戶唱歌 
圖 4-16 吉塞爾拼湊出心目中王子的雛

型打開窗戶 
資料來源：本研究擷取自《曼哈頓奇緣》影片 

 
二十一世紀的真實世界 2D 童話故事的世界 

 

圖4-17 吉塞爾幫羅伯打掃髒亂的家所

找尋到的幫手 

圖 4-18 吉塞爾拼湊出心目中王子的雛

型找尋到的幫手 

資料來源：本研究擷取自《曼哈頓奇緣》影片 

.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與分析 

 
 
    「後現代童話電影」透過「場景設計」的反諷手法，可以呈現空間上與故事

情節上的關連性與對比性。例如在《史瑞克》影片中，法克大王的王國即使擁有

崇高無比的城牆，但是卻與法克大王的矮小身高呈現極大對比。又如同，史瑞克

的家門口擺放著「別靠近！注意有妖怪！」，但驢子卻硬要留下來，隨後所有的

童話人物又被法克大王驅逐到史瑞克的家，亦可看出強烈的對比性。 

 

    《曼哈頓奇緣》透過「場景設計」的反諷手法，可以呈現古典童話與現實場

景的差異，例如吉塞爾在紐約街上發現一個城堡廣告牌，她誤以為是童話世界裡

的城堡，她敲廣告牌上的城堡門，詢問：「有人在家嗎？可以開個門嗎？你認識

艾德華嗎？」她的舉動讓路過的羅伯誤以為吉塞爾是個精神有問題的女人。又如

同，吉塞爾為了要幫羅伯打掃髒亂的家，她打開窗戶唱歌找尋幫手，卻發現她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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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的小幫手是蟑螂、老鼠、鴿子和蒼蠅。此反諷了她在現實當中打開窗戶唱歌的

古怪性，亦反諷了我們在現實生活中因為過度文明所造成的結果，即害蟲充斥在

我們的生活環境中。 
 

    藉由《史瑞克》以及《曼哈頓奇緣》於「場景設計」的反諷分析，可以獲知

「後現代童話電影」可透過場景設計的反諷，製造出更深刻的幽默感與喜劇感。 
 

 

（四） 從剪接進行反諷 

 

1. 《史瑞克》對剪接的反諷（表 4-17） 

 

表 4-17 《史瑞克》對剪接的反諷 

反諷內涵 《史瑞克》於剪接的反諷分析 

剪接 《史瑞克》起初在建構法克大王的鏡頭時，運用仰角鏡頭建立該角色的權威性（圖

4-19），透過反諷式的剪接，觀眾可發現法克大王實際上是個奇矮無比的人。（圖

4-20）。 

圖4-19 以仰角鏡頭來拍攝讓法克大人

看起來有高大威猛的視覺感受 
圖 4-20 法克大人與兩位士兵在高度上

呈現對比為剪接上的反諷 

資料來源：本研究擷取自《史瑞克》影片 

.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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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曼哈頓奇緣》對剪接的反諷（表 4-18） 

 

表 4-18 《曼哈頓奇緣》對剪接的反諷 

反諷內涵 《曼哈頓奇緣》於剪接的反諷分析 

剪接 吉塞爾利用羅伯家中的窗簾（圖 4-21、圖 4-22）與地毯（圖 4-23、圖 4-24）縫製身

上的洋裝。透過剪接的反諷方式，可對比出布料剪裁過的痕跡與吉塞爾身上的洋

裝，營造出喜劇與幽默感。 

圖4-21 羅伯的窗簾被吉塞爾拿來剪裁 圖 4-22 窗簾成為吉塞爾身上的新洋裝 

資料來源：本研究擷取自《曼哈頓奇緣》影片 

 

  

圖4-23 羅伯的地毯被吉塞爾拿來剪裁 圖 4-24 地毯成為吉塞爾身上的新洋裝 

資料來源：本研究擷取自《曼哈頓奇緣》影片 

.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與分析 

 

    綜上，「後現代童話電影」可透過「剪接」上的反諷手法，讓觀眾瞭解到全

知的視覺景觀，使觀眾更能掌握完整的情境。例如在《史瑞克》中，影片在建構

法克大王的鏡頭時，運用仰角的鏡頭建立角色的權威性，透過剪接上的反諷，對

比法克大王實際上是個奇矮無比的人。 

 

    在《曼哈頓奇緣》中，吉塞爾利用羅伯家的窗簾與地毯縫製她身上的新洋裝。

運用剪接的方式，可以對照出布料剪裁過的痕跡以及吉塞爾身上的新洋裝，營造

出喜劇感與幽默感。因此，透過「剪接」的反諷手法，可以讓景框內的景觀呈現

極大的反差，讓觀眾直接觀看導演欲強調的視覺重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