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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媒介改編劇集式文本之接收動機與經驗歷程探討 

摘要 

    在現今匯流的傳播環境，故事文本透過改編的方式呈現於不同的媒介已是常

見的現象。本文以小說跨媒介改編影視媒體並以劇集形式呈現的文本為研究對象，

從閱聽眾接收的角度出發，互文/互媒性為理論基礎，探討不同進入點的閱聽人

是因為什麼動機而觀賞另一個媒介文本，以及他們如何形塑整體的接收經驗。 

 

    研究發現，不同進入點的閱聽人會有不同的動機本質，先閱讀原著小說的閱

聽眾，好奇影像「如何」改編小說，而先觀賞影像改編的閱聽人，則希望在小說

中知道「更多」故事內容。除此之外，文本透過劇集的呈現，也會讓閱聽眾產生

特殊的接收動機。在經驗歷程的分析上，本文發現閱聽眾對於跨媒介改編文本，

本身就會存在對於小說或影像的媒介主從性，這影響了不同閱聽眾的接收行為。

另外，本研究提出以「單點配對式」的互文/互媒與「結構脈絡式」的互文/互媒，

作為一個新的理論觀點，解釋閱聽眾如何參考先前的媒體經驗來參照接收的文本，

並針對劇集破口的概念進行許多的探討。 

 

關鍵字:跨媒介改編、劇集、閱聽人研究 

 

  



 

A Study on the Receptive Motivations and Experiences of 

Cross-Media Adapted Serial Texts 

 

Abstract 

In the convergence communication environment today, it is common for a story to be 

adapted to different media. This study takes films and TV serials adapted from novels as 

the cases, adopting intertextuality and intermediality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to explore 

audience behaviors from different entry points about the motivations and experiences of 

seeing a story in another media. 

Research finds that audiences from different entry points have distinct motivations. 

Those who read novel first want to know “how”the video media adapt the story, but for 

those who watch video version first, they want to know “more”in the novels. Besides, 

the serial form would inspire some special motivations. In the experiential analysis, 

audiences will follow the media hierarchy relation from the inside to formulate their 

behavior.In addition, this study proposes “matched”and “structured-context” 

intertextuality/ intermediality, two theoretical viewpoints, to explain how audiences 

reference the experiences to the media texts. Finally, there are some discussions about the 

concept of serial“breaks”. 

 

Keywords: Cross-media adaptation, Serial, Audienc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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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近年來，有許多全球影迷所期待的電影作品，包括遊戲玩家注目的《魔獸:

崛起》、《刺客教條》，小說改編的電影《分歧者》系列、《移動迷宮》系列、《格

雷的五十道陰影》，漫畫改編的英雄電影《死侍》、《美國隊長 3:英雄內戰》、《蝙

蝠俠隊超人:正義曙光》等，似乎顯示了改編電影的熱潮，若回顧近期賣座或得

獎的熱門作品，像是《不存在的房間》、《絕地救援》、《大賣空》、《模仿遊戲》、《美

國狙擊手》等，在內容上確實都源於其他媒介，這說明了好萊塢影業的商業環境，

以改編為策略產製影像，似乎成了熱門的現象。 

 

    事實上，在過去的歷史中，影視媒體的發展與文學之間，本身就有著彼此相

互影響的關係，無論是其中的美學概念、觀念技巧或者背後的理論架構，都被社

會人文領域所關注。早期電影發展之初，最著名的文學改編作品當屬 1936 年

Margaret Mitchell 的小說《飄》(Gone with the wind)。這部小說在 1939 年改編成

電影《亂世佳人》後，電影在編導上把握原著的意蘊，加以凝鍊和改動，使之情

節更為緊湊，故事更為生動並充滿強烈的戲劇感，成為一部經典的好萊塢改編電

影(王鳴劍，2014)。 

 

    而後，隨著電影媒介的發展從無聲到有聲，從黑白到彩色，科技發展帶來藝

術美學應用的空間，好萊塢電影在 1960 到 1970 年代之間，即透過改編文學的方

式，產製出至今仍屬經典的影片，比如《教父》(The God father)系列，改編於

Mario Puzo 的同名小說，並由導演 Francis Coppola 執導，在當時引起了黑幫電影

的潮流，並獲得奧斯卡最佳電影與最佳改編劇本，至今在網路電影資料庫(IMBD)

中，《教父》以及《教父第二集》仍然是史上最佳 250 部電影中的第二名以及第

三名。另外像是改編自同名小說的《飛越杜鵑窩》(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 ，甚至在當時囊括第 48 屆奧斯卡五項大獎。 

 

    80-90 年代亦有許多透過改編而成的經典影片，譬如以恐怖小說著名的作家

Stephen King，其作品《鬼店》(The Shining,1980)被導演 Stanley Kubrick 翻拍後

在 80 年代發行，成為好萊塢恐怖電影的經典，其他作品如《魔女嘉莉》(Carrie)，

甚至到 2013 年又被重拍一遍，其他小說改編的電影還包括了《綠色奇蹟》(The 

Green Mile,1999)、《迷霧驚魂》(The Mist,2007)、《戰慄遊戲》(Misery,1990)等經

典作品，其中，《刺激 1995》(The Shawshank Redemption,1994)至今仍是 IMBD

中評分最高的經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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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後的年代，改編電影的趨勢呈現更多元的現象，尤其在好萊塢的電影中，

逐漸形成以“Blockbuster Model”為產製策略，Küng (2008)說明這種「鉅片策略」

在傳播環境中興盛的原因有許多，像是全球化的市場與科技變遷等因素，使得以

商業為中心的好萊塢影業更趨於需要降低風險的模式，這讓影像內容的產製更可

能源於其他的媒介，除了經典的小說外，暢銷小說、電視劇集、熱門漫畫或電玩

遊戲，都可能透過改編而形成“Killer content”來追逐消費閱聽眾。 

 

    除了電影媒介透過改編來製作熱門的內容外，另一個透過改編來發展內容的

媒介還有電視媒體。有關電視戲劇內容的發展，大約從二戰之後才逐漸成熟，相

較於電影，電視劇可以容納較長的篇幅，因此，長篇幅的故事內容或者單元形式

的經典作品較容易從中呈現。 

 

    比如英國作家 Jane Austen的許多作品，就時常被改編為電視影集或者電影，

像是《傲慢與偏見》(Pride and Prejudice)，早期除了被改編成電影外，BBC 也改

編成廣播劇與迷你影集，後來在 80-90 年代又被改編至電視影集，近期 2005 年亦

有重新翻拍的電影版本。《理性與感性》(Sense and Sensibility)也是如此的情形，

除了在 70-80 年代由 BBC 改編成電視影集外，1995 年由李安導演的電影版本更

屬經典作品，時至 2008 年，BBC 還重新翻拍了新版本的影集。 

 

    其他經典小說改編的電視影集，還有 80 年代的《故園風雨後》(Brideshead 

Revisited)，它源於作家 Evelyn Waugh 的同名小說，2008 年亦有翻拍成電影版本。

另外，知名的偵探人物《福爾摩斯》取自英國作家柯南道爾(Conan Doyle)的偵探

小說系列，事實上，從 1887 年到 2015 年之間，在不同的媒介中以「福爾摩斯」

為改編的作品，一百多年的歷史就出現過 22 個主角，內容從雜誌插畫、小說到

電視及電影，角色隨著時空背景而有不同的裝扮、形象甚至是敘事方式(王菡，

2015)，近年火紅的 BBC 影集《新世紀福爾摩斯》(Sherlock)演出至第三季，在

2016 年甚至以電影內容的形式，推出《新世紀福爾摩斯:地獄新娘》，作為鋪陳第

四季電視影集的開端。 

 

    美國的影集近來亦有許多取材自小說的熱門劇集，如改編自同名小說的《花

邊教主》(Gossip Girl, 2007-2012)，劇情講述貴族學校之間的愛恨情仇，《吸血鬼

日記》(The Vampire Diaries,2009-2015) 亦改編自同名小說，為美國人氣影集之一，

至 2015 年時已演出至第七季。另外同為吸血鬼題材的還有改編自《南方吸血鬼》

系列(Southern Vampire Mysteries)的《嗜血真愛》(True Blood,2008-2014)，在內容

上融入了更多如性、暴力或宗教議題等元素進行製作，先前提及的作家史蒂芬金，

其作品近來亦被利用於拍攝電視劇集，如《穹頂之下》(Under the Dome)以及

《11/22/63》(2015-2016)等，前者描述科幻且超自然的情境故事，後者則由 Hu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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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所發行，講述一段時空旅行的故事。 

 

    除了上述有關小說改編至電視與電影的經典作品外，近代的影像改編素材，

來源更為多元，譬如漫畫、童話甚至於電玩遊戲也成為影像的取材來源。 

 

   90 年代漫威 Marvel 公司進入破產程序之後，經由整併與整理媒介資源，如電

影、漫畫出版、版權、玩具等，重新將原本的資產投資轉換成現今為人熟知且賣

座的 Marvel 系列電影，大約從 2000 年左右開始發展如《綠巨人浩克》、《驚奇四

超人》、《鋼鐵人》、《X 戰警》等知名英雄系列電影，時至 2015 年五月，全球票

房估計累積超過 270 億的復仇者聯盟第二集，故事續集的發展與票房維持穩定的

關係，而後更持續推出如《美國隊長 3:英雄內戰》(Captain America: Civil War, 2016)

等在漫畫世界觀中的系列故事(項貽斐，2015)。 

 

DC 漫畫的超級英雄亦被製作成許多電影，如導演克里斯多福諾蘭的《黑暗

騎士》三部曲以蝙蝠俠為主軸，於全球票房中熱賣，其中，2008 年的電影《黑

暗騎士》(The Dark Knight)更在 IMBD 的評分榜排名第四，其他知名的英雄人物

如《超人》，至今已累積八個左右的超人版本，近年來仍持續推出系列電影如《超

人：鋼鐵英雄》（Man of Steel, 2013）與《蝙蝠俠對超人：正義曙光》(Batman vs. 

Superman: Dawn of Justice, 2016)。 

 

    除了電影之外，電視影集《夜魔俠》(Daredevil)由 Netflix 根據漫威漫畫的同

名角色改編製作，其他像是《卡特探員》(Agent Carter)、《神盾局特工》(Agents of 

S.H.I.E.L.D.)基本上都是以漫畫為藍本，包括《潔西卡·瓊斯》(Jessica Jones)、《高

譚市》(Gotham)亦是運用類似的策略而產製的影集。 

 

    改編於同名漫畫的《陰屍路》(The Walking Dead,2010-)則是另一個引起全球

熱潮的影集，從 2010 年在美國有線電視公司開播後，至 2015 年已邁入第六季。

根據 FOX 頻道統計，《陰屍路》自第一季至 15 日播出的第六季第九集，在台灣

已吸引逾 1078 萬不重複觀眾收看，占全台總人口的 48.7％，平均每兩個台灣人，

就有一人看過《陰屍路》(徐定遠，2016)。 

 

    除了漫畫之外，電玩遊戲也逐漸跨入影像劇本之中，過去經典的遊戲改編電

影，著名的有《惡靈古堡》系列(Resident Evil)以及《古墓奇兵》系列(Tomb Raider)，

其他知名作品還有《沉默之丘》(Silent Hill, 2005)、《波斯王子》(Prince of Persia, 

2010)、《毀滅戰士》（Doom, 2005）等，於 2016 年放映的《魔獸：崛起》（Warcraft）

改編於暴雪娛樂的遊戲《魔獸系列》(Warcraft)，單機遊戲《刺客教條》(Assassin's 

Creed)也即將改編成電影上映，另外，以遊戲作為電視劇集的題材較少，但仍可

見得一些蹤跡，比如陸劇《仙劍奇俠傳》及《軒轅劍》等是較知名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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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觀以上改編素材的多元樣貌，可以說娛樂內容產業本質上呈現一個匯流的

趨勢，在科技的發展下形成產業彼此跨足的現象，其中，改編就成為一個特定的

技巧或方式讓內容在不同的媒介中流動，不論電影或者電視，在商業的環境中，

尋求各種熱門且暢銷的文本，如小說、熱門漫畫、知名遊戲…等等，以某個故事

主題作為特定的「系列」(Franchise)來進行產製已經是一個常見且多元的現象。 

 

    事實上，Franchise 原意為特定的商標，在影像產製的概念上，廣義來說可

以指涉根據某個故事而發展的續集、系列延伸、改編、重拍等等的產製手法，這

在近來更是好萊塢奉為圭臬的產製原則，根據報導資料，2009 到 2013 年北美票

房前 10 名，除了以原創故事為主的動畫電影，真正的非續集原創劇本只剩下《地

心引力》（2013）、《熊麻吉》（2012）、《全面啓動》（2010）、《阿凡達》（2009）、《醉

後大丈夫》（2009）、《攻其不備》（2009），也就是這 5 年間的 50 部電影中，只有

6 部符合「非續集的原創劇本」，比例約 12%(孫碩，2014)。 

     

    在 2014 年也是類似的情形，根據 Box Office Mojo (http://www.boxofficemo 

jo.com/)網路資料庫的統計資料顯示，在當年度票房排行榜的前二十名中，除了

《樂高玩電影》(The Lego Movie)與《星際效應》(Interstellar)以外，最賣座的《美

國狙擊手》(American Sniper)改編自同名自傳體小說，其餘由《飢餓遊戲》系列、

《變形金剛》系列、《美國隊長》系列、《X 戰警》系列、《猩球崛起》系列等佔

據了票房名次。 

 

    2015 年的資料則顯示了，前二十名的賣座電影僅有四部作品為原創的故事

劇本，包括《腦筋急轉彎》、《好家在一起》、《衝出康普頓》、《加州大地震》。嚴

格來說，《衝出康普頓》屬於根據真人真事改編，其餘賣座的電影都屬於市場上

熟知的文本改編或者系列著作，比如《星際大戰》系列第七集《星際大戰 7:原力

覺醒》(Star Wars Episode VII: The Force Awakens)以及前身屬於《侏儸紀公園》

(Jurassic Park)的《侏儸紀世界》(Jurassic world)就是當年度最賣座的電影，其餘

還有《玩命關頭》系列、《不可能的任務》系列電影，以及重拍自《衝鋒飛車隊》

的《瘋狂麥斯》(Mad Max)等，估算近年來大約 8-9 成左右的電影是由知名的故

事架構下改編或延伸故事而形成的。 

 

    值得注意的是，當系列作品的產製策略逐漸結合多元改編的觀念與技術，「劇

集形式」(Serial)的影像改編作品就成了一個新興的趨勢。以小說媒介改編電影來

說，將篇幅較長的小說作為改編的策略，大約從 2000 年初開始的《哈利波特》

系列(2001-2011)與《魔戒》系列(2001-2003)算是引起風潮的開端，隨後，綜觀過

去十幾年「劇集形式」的改編電影發展，諸如魔戒前傳電影《哈比人》系列

(2011-2014)、《暮光之城》系列(2008-2012)、《飢餓遊戲》系列(2012-2015)、《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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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傑克森》系列(2010-2013)、《移動迷宮》系列(2014-2015)、《分歧者》系列

(2014-2016)等都是賣座的熱門電影，《格雷的五十道陰影》(Fifty Shades of 

Grey,2015)也確定會開拍續集，且預定於 2017 年以及 2018 年上映，《分歧者》

則預計在 2017 年放映最後一集，以上案例皆說明了近年來劇集形式的小說改編

影像文本已逐漸興盛的現象。 

 

    除了電影展現了劇集形式(Serial)的熱門現象之外，因為電視戲劇本身就屬於

劇集的觀賞方式，因此，若將電視影集改編的情況納入討論，亦可以歸類為類似

的現象，尤其像是西方歐美影集，以每年一季為單位的塊狀播出方式，當前季口

碑不錯，電視公司才會續訂製作內容，這與電影追逐著熱門的文本而呈現劇集的

形式亦有異曲同工之妙。 

 

    綜合以上背景探討，在匯流的傳播環境中，影像媒體改編的題材與來源變得

更為多元，其中，結合劇集形式的呈現亦逐漸興盛，在電影媒介中，改編與延伸

的熱門故事透過如此的模式賣座於全球。另一方面，原本就屬於劇集形式的電視

媒介，在納入改編的概念後，使得原本就擁有知名度的原著文本，可以透過影視

劇集在一段長時間的情境下觀賞之，影像媒體的系列改編作品使跨媒介消費的現

象更為熱門且多元，也因此值得深入研究。 

 

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回顧過去改編研究的歷史中，Murray(2008)曾將改編研究的理論與方法論以

歷時性的方式進行分析，早期大約 1950 年代的改編研究，仍被視為文學領域與

電影理論下的一個分支，著重於改編文本對於原著的忠實性(fidelity)探討以及批

評，並透過比較文本分析的方式進行。而後，雖然這樣的比較方式仍流行於電影

或者電視的評論之中，但越來越多學者開始質疑這樣的忠實性模型是否導致僵化

的思想。到了 1970 年代，則形成另一個研究創新的時期，在納入了如俄國形式

主義的文學理論(Russian formalist literary theory)、結構主義以及符號學等敘事學

概念後，這個時期的改編被認為是雙向且動態的討論。文學與影像的符碼(code)

作為的敘事技巧，彼此相互建構關係，知名的理論家如 Barthes、Genette 等人就

討論了許多改編作品的形成，並延續到了 1980 年代與後結構主義的理論交鋒。 

 

    始於 1980 到 1990 年代的改編研究可以視為是第三波的研究創新，延續後結

構主義、後殖民主義、女性主義以及文化研究的理論，除了文本本身以外，圍繞

在文本之外的概念都成為被關注的對象，比如，探討融入於文本的政治性以及意

識形態的剖析，像是文化、性別或種族等等的社會意涵，又或者沿用源於 Kristeva

與 Bakhtin 的互文性概念，將改編文本連結至更大的社會脈絡來進行探索。然而，

Murray(2008)認為，在這波的研究創新上，後結構主義與文化研究的特質卻使得



 

6 
 

研究焦點並不平衡，一方面過度著重於閱聽人的消費，另一方現卻鮮少關注文化

生產的條件，他認為在改編產業上，納入政治經濟學、文化理論以及出版歷史，

可以更有效探討改編如何「產業化」與「物質化」的過程。 

 

    至今累積的研究確實大多從文本分析的角度進行，Murray 認為以產業為中

心的改編模型研究，或許能夠概念化更多產業的次結構(substructure)，尤其在現

今多元且複雜的平台與媒介景觀下，改編更是一個驅動媒介內容商標流動的重要

力量，因此產業端至消費端都構成了重要的價值鏈分析。在製作上，作者、代理

商、出版、編輯、書商、編劇、導演、製作人如何(how)以及為何(why)改編等等

的種種面向，至於閱聽眾如何選擇以及消費來增加、延伸或豐富自己的內容經驗

(content experience)，都會是值得深入的研究問題。 

 

    值得觀察的是，過去文化研究所著重的閱聽人接收，較關注於閱聽人解讀文

本的過程中，所彰顯的社會文化意涵，而較少探討閱聽人在跨媒介消費上，對於

故事文本的理解與詮釋，尤其在先前提及的劇集改編作品中，相對於單一的改編

文本的消費，長時間的觀賞可能使得閱聽人接收與消費的過程更為錯綜複雜。另

外，考慮改編文本的「進入點」(points of entry)，也就是先接觸的不同媒介，亦

可能會使閱聽眾產生不同的跨媒介消費動機，例如，先接觸原著小說，再消費影

視文本的閱聽人動機，相對於先觀看影像媒介，而後再閱讀原著小說的閱聽人可

能有所不同。除此之外，不同的文本進入點，也可能影響著後續對於故事接收的

經驗歷程，先閱讀文字小說的閱聽人，如何參照自己的想像，進而解讀影像版本

的故事，與先觀看視覺影像的故事版本，再細細品味原著小說的閱聽人之間，相

同的故事，也許在不同的媒介情境下，內容經驗歷程會有所異同。更甚者，劇集

型態的改編文本，是否會有影響閱聽人接收的特殊性，也很值得深入探究。 

 

    鑑於以上討論，本文決定聚焦於小說改編電影和電視的劇集文本，並以閱聽

人的接收為主要研究對象，著墨在比較不同媒介進入點的閱聽人，對於劇集形式

的跨媒介改編文本，所產生的跨媒介接收動機與歷程，試圖剖析改編文本吸引閱

聽人進入不同媒介情境的可能因素，以及在整個系列改編故事的脈絡下，探討閱

聽人如何解讀與詮釋內容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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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在文獻探討上，第一節主要回顧改編相關的理論說法，進而將焦點置於跨媒

介改編的文本類型，第二節則論述互文性與互媒性兩個理論，這為本研究主要用

來分析的理論基礎，第三節特別探討劇集的概念，第四節介紹跨媒介改編文本的

兩個重要概念:進入點與參與模式，第五節則整合了跨媒介改編與劇集的概念後，

引入知情閱聽人的相關說法，詳細描述有關閱聽人接收的重要概念，進而在第六

節論述本文的主要研究問題。 

第一節 跨媒介改編文本 

一、改編(Adaptation)的概念與理論 

 

    廣義而言，不同的藝術形式、媒介或者文類之間的轉換，都算是改編的概念，

在過去的探討上，會隨著不同的研究重點而有不同的界定方式。Sanders(2006, p19)

在探討文學的改編中，定義改編為再詮釋現有文本於另一種新的文類情境中，或

是重新搬移(relocation)原始著作(original)、來源文本(sourcetext)的文化或時空背

景設定。而不論是否轉換至新的文類，她指出，改編是一種置換的實踐，是轉換

版本(re-vision)的舉動，除了剪裁與編輯原來的形式與特質外，亦可以透過增加

(addition)、擴張(expansion)、累積(accretion)、插補(interpolation)等方式強化新版

本。這樣的手法，在過去時常驅使經典文學與電視或電影戲劇之間的轉換，除了

建構文本之間的關係以外，藉由這種相似性(proximation)與更新(updating)的特質，

亦可建立讀者/閱聽眾的關係。 

 

    McFarlance(1996)從敘事學的角度來談小說改編至電影的過程，以不同的敘

事觀點或功能深入剖析小說與電影兩個表意系統的本質，包括構成媒介的符碼、

迷思或者心理學的模式等概念，並著墨於敘事元素、角色與故事文本之間的關係。

他以個案研究的方式探究改編過程中兩個思考的主軸，包括(一)在文本轉置的過

程中，什麼東西是小說可能轉移或改編至電影的，以及(二)除了小說本身具有的

要素外，還有什麼是影響電影版本呈現的關鍵要素。 

 

    Elliot(2003)從早期有關詩作(poetry)與繪畫(paintings)的辯論關係延續至小說

與電影之間的思考，她提出過去的改編研究可以分成兩個分支，第一種觀點是辨

別文字與圖像兩種基本元素，將詩作與繪畫區分為不同的類目/範疇(category)，

第二種觀點則把兩種媒介看成「跨藝術比擬」(interart analogizer)，將兩者視為姊

妹藝術。然而，她在探討「電影式的小說」(cinematic novel)與「文學式的電影」

(literary cinema)中，指出第一類型的觀點在研究改編作品上所產生的重要悖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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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以文字為傳播元素的小說被認為像是一部電影(cinematic)，但同時構成小

說的『文字』，卻是『去影像化的』(uncinematic)」，因此，若是從類目/範疇的角

度，將小說與電影歸納彼此為文字與圖像的呈現差異，則改編始終無法理論化，

因為他們彼此無法轉譯(untranslatable)，甚至被束縛，但若以類比(analogical)的角

度去談，則改編就成了一個具有邏輯性的跨藝術比擬，而這樣的概念對於跨學門

的語意與美學的替換就產生了啟示的作用，除了指出改編作品可以區分形式與內

容外，作品的美學風格或者精神亦是可以被改編的對象。 

 

    Cartmell 與 Whelehan(1999)延續過去許多學者如 Wagner(1975)的概念，整合

並提出三個主要的改編層次，並引述類似的個案作品說明之，其中包括(一)「轉

置」(transposition)，過去以文學文本移轉至電影媒介為較常出現的例子，屬於文

類與美學轉換的過程，(二)評論/註釋(commentary)則說明改編的內容相較原始的

文本已產生差異。Sanders(2006)補充說明在這個層次中，文本的改編有時不僅是

媒介或文類的轉換，更可能因為地理、時間或者文化的因素而影響內容的呈現，

目的就是要接近閱聽人的參考架構(frame of reference)，(三)類比(analogue)則指陳

接收文本過程中的更深層意涵，表示改編作品相對於原作已有相當大的轉移。 

 

    以時間演進的脈絡來看，在早期，有關改編的作品或理論大多著重於是否忠

實(fidelity)於原著的呈現，直到這樣的思考受到批判後，才逐漸納入如敘事學、

文化研究等學理而延伸更多的知識面向，如 Sanders(2006, p20)就指出，改編的研

究不應該只是對於作品是否忠實呈現原著而在價值上評論優劣，有關改編過程的

分析、內容的意識形態或者方法論都是值得深入的議題。McFarlane(1999)也說明

改編本身就是所有藝術之間的匯流/聚集，以小說改編電影為例，是否忠於原著

的思考則會邊緣化其轉換過程的論述，同時導致更多有關改編現象的潛在性被壓

迫。 

 

    事實上，對閱聽人而言，不論他們是否抱怨改編作品對原著的忠實呈現與否，

他們只是想知道這些小說在影像媒體上「看起來如何」，並比較電影中的人物或

場景與自己在閱讀小說中所創造的心智圖像有何差異(McFarlane,1999)。 

 

    而 Hutcheon 在 2006 年出版的一書 A Theory of Adaptation 中，將改編的概念

以整個傳播的想法來思索其理論架構，從「什麼被改編」(What)、「改編者」(Who)、

「為何改編」(Why)、「如何接收改編」(How)與「接收的情境」(Where and When)

來談改編的理論基礎，以作品的特性、產製的過程與閱聽人的接收形成較為完整

的架構，其中在歸納許多探討之後，認為改編在定義上可以分成產品或者過程

(product/process)兩種取向，並提出改編的定義與面向可以從三個不同但彼此相關

的觀點來談，包括(一)從特定的作品經過轉置(transposition)的實體或產品，可能

涉及媒介或者文類的轉碼(trnascoding)，抑或改變架構、情境，比如以另一種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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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述說故事或創造另一種詮釋方式，(二)詮釋/再詮釋(re/interpretation)或者創造/

再創造(re/creation)的產製過程(process of creation)，(三)將改編視為原始文本與改

編作品兩者互文(intertexual)關係下的一種形式，這個觀點強調閱聽人對於改編作

品能透過記憶「重複」並體驗「變奏」(repetition with variation)的特質所形成的

接收過程(process of reception)。 

 

    值得注意的是，不論是產品或者過程的面向，Hutcheon 並不將改編的概念

以「比較」的方式作為思考的出發點，取而代之的是，她認為改編作品是重複而

非單純複製的(repetition without replication, P7)，並更加強調不同改編之間，「參

與模式」(mode of engagement)的不同所產生的接收情境差異，提出「以改編作品

作為一個論述主體」(Adaptations as Adaptations)的理論思想，將改編作品視為對

應原作的「羊皮紙文獻作品」或「重寫的作品」(Palimpsestuous work)，並借用

Barthes 的說法以「文本」(text)取代「作品」(work)，用以指稱改編作品呼應(echoes)、

引用(citation)或參考(reference)原始文本的關係，形容改編作品作為一種「重寫文

本」，仍在特定的時空中保有 Benjamin 所形容的 aura，存在其特定的藝術美學價

值。 

 

    Hutcheon 特別著重於改編所產生的「參與模式」(Mode of engagement)，是

因為不同時空中的多重因素，像是文化及語言等社會面向的發展，而影響生產或

接收情境的變化，包括科技也是重要的因素之一。同時，也因為著重於參與的模

式，而非關注特定的媒介或改編來源，使得 Hutcheon 發覺其他領域的類比亦是

具有啟發性的，像是達爾文在生物學說上的演化理論，似乎就成了一個具有啟發

性的類比。 

 

   就字義上而言，“Adaptation”可以翻譯為「改編」，也可以作為「適配」或

者「適應」的解釋，基因的適應(genetic adaptation)指陳生物因為環境的關係而經

由變異或調整而呈現於下一代，生物學家道金斯著名的書籍《自私的基因》中甚

至依此類比於人類社會，提出人類文化的「模因」(memes)，就像基因的傳遞一

樣，隨著環境變化如語言、時尚、科技或藝術而突變或混合而形成文化傳輸，而

Hutcheon 認為故事文本的改編亦是如此，是跨世代(transgeneration)的「演化」現

象，一些故事基礎會明顯且穩定地外顯於文化環境中，在不同的世代，故事會以

不同的方式以及新的材料被重複地述說，而後藉由變異(mutation)，形成後代

(offspring)的發展，就像基因嘗試去適應新的環境，文本透過「改編」或者「適

應」於文化環境之中進而更加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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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編與跨媒介敘事 Transmedia storytelling 

    關於將改編的意義看做特定時代下因應文化環境而衍生的概念，在 Hutcheon

於 2013 年 A Theory of Adaptation 一書再版的後記1中，指陳如此的說法是相當有

先見之明的，其中，除了檢視不同科技與載具的興盛發展所影響的文本呈現，最

重要的就是針對跨媒介敘事(Transmedia Storytelling)現象的方興未艾以及其與改

編概念之間逐漸模糊的陳述。 

 

    跨媒介敘事是源於 Henry Jenkins 在 2006 年出版的 Convergence Culture 書中

所探討的概念，在書中，Jenkins 認為三個關鍵詞(一) 匯流 convergence、(二)集

體智慧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與(三)參與 participation 使得現今的媒介景觀正逐漸

形成「匯流文化」(Convergence Culture)。它描繪了人們與媒介關係的轉移，更

代表了一種政治過程與人際網絡的存在關係(p.22)。其中指出在媒介產業中，三

個主要的概念將媒介的環境趨於匯流，首先是「延伸」(extension)，也就是藉由

將內容擴展於不同的傳遞系統，進而擴張潛在市場，接著是「綜效」(synergy)，

則是指以不同表現形式的內容，來達到經濟效益與規模，最後是「系列作品」

(franchise)，說明產業試圖將文本以品牌的概念推行至市場，書中以探討不同的

個案來說明，包括實境電視節目《美國偶像》(American Idol)、《僥倖者》(Survivor)、

電影《駭客任務》(The Matrix)、《星際大戰》(Star Wars)、《哈利波特》(Harry Potter)

以及遊戲《模擬市民》(The Sims)等，這些媒介匯流時代下的文化產物，同時也

形塑不同的內容生產與消費的關係。 

 

    其中，Jenkins(P.96)提出跨媒介敘事(transmedia storytelling 或 transmedia 

narrative)的美學形式來呼應媒介匯流的環境，在初始定義上，跨媒介敘事的理想

型就是「故事以不同的媒介展現它最好的一面」，一個故事或許從電影開始，而

後擴張至電視、小說或者漫畫，亦可能透過遊戲或者遊樂園來體驗整個故事觀，

每一個媒介的「進入點」(points of entry)需要獨立，如此一來閱聽人也許不需要

看過電影才能享受遊戲，而其他媒介亦然，每個媒介都是一個體驗整體的進入點，

透過經歷不同的媒介，會產生更深層的經驗，進而引發更多的消費，以《駭客任

務》來說，從原先的首部電影開始，接著提供一些漫畫、動畫、遊戲等形成一個

跨媒介的循環(transmedia cycle)，接著再整合至續集電影，每個媒介的歷程建立

在先前的內容基礎上，並提供新的進入點，使得「故事透過多重的媒介平台呈現，

每一個新的文本具有其特殊性與價值，同時貢獻整個故事」。 

.     

    而 Hutcheon 與 O’Flynn (2013)則將這樣的媒介文化所形成的文本美學，連結

至改編理論的架構下陳述。文中指出，跨媒介的生產存在於多重的平台，即便是

                                                      
1
該書在 2013 年再版的內容中，多了一位作者 Siobhan O’Flynn 主要負責後記的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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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離的通道，彼此相互關連而形成整合性的理解與敘事，透過如此設計的生產模

式，在現今已是擴增電影、電視系列或遊戲的主要發展策略。然而就過去有關改

編的論述來看，其本身是一個包含再創作、再製作、再中介、新版本、再產製、

再詮釋、擴張或者擴增等「轉碼」的過程，隨著跨媒介(transmedia)作為媒體產製

策略的興盛，涉及媒介轉移的改編也變得更難以定義或者更為複雜，即便有關改

編或者跨媒介的概念在過去都有明顯的定義與差別，實際上要去區分彼此之間的

不同仍是困難的(p.181)。 

 

    在 Hutcheon 與 O’Flynn 的後記中提及了許多現象來說明彼此逐漸模糊的界

線，比如 BBC 的影集《新世紀福爾摩斯》，主要以改編的故事為發展主軸(tent-pole)，

並搭配網頁部落格、推特、迷群自製宣傳影像與 Youtube 等平台，有效運用新平

台的特性整合內容體驗並增加閱聽人的涉入/參與(anduence engagement)。影集

《單身毒媽》(Weeds) 或《超異能英雄》(Heroes)更推出手機 App 來介紹角色、

劇情發展或者改編遊戲。除了產業端運用新科技平台之外，迷群對於參與內容的

現象亦逐漸興起。《飢餓遊戲》的電影迷自創相關的另類實境遊戲(Alternate 

Reality Game)，而 Jenkins 在 Convergence Culture 書中所提及的《星際大戰》，指

出影迷們展現對於故事的熱愛，透過改編手法來創製內容，形成 fan-fanction 或

fan-film，更使得原作導演George Lucas逐漸納入閱聽眾對於內容的發展與參與，

形成新型態的「協作式的改編」(Collaborate Adaptation)。這些閱聽眾主動參與內

容象徵著一個過去與當代的轉折，透過社群網絡與網路科技而賦權於迷群的當代

現象，媒體集團不再像過去一樣掌握通道與生產的方式，迷群的改編不再被視為

著作權的侵犯，而是被賦予更多對於文本參與及宣傳的正當性(P.191-193)。 

 

    Hutcheon 與 O’Flynn (P.195)根據上述所提及的許多現象，總結了在過去被視

為相對的，而今卻趨於複雜且彼此逐漸模糊的幾個概念:(一)改編 vs.跨媒介敘事

(Adaptation vs. transmedia storytelling)、(二)系列作品敘事 vs. 跨媒介敘事

(franchise storytelling vs. transmedia storytelling)、(三)原作設計 vs. 擴增(original 

authorial/intentional transmedia productions vs. later add-on extentions)以及(四)系列

作品敘事 vs.跨媒介參與(franchise transmedia vs. participatory transmedia)，這些對

比說明了至今因為科技、媒介經營與閱聽人本質的變遷，使得不同的概念逐漸興

盛但又彼此模糊的現象，並呼應了「改編」不論是以產品或者過程的面向，仍持

續地「演化」(evolution)於不同的跨媒介實踐之中。 

 

    這些概念的對比也代表了許多學者運用不同的觀點更深入地研究這些跨媒

介改編的現象，像是 Parody(2011)以「系列作品改編」(Franchise Adaptation)來談

論跨媒介的改編作品。Franchise 原意指涉商標或經銷的特權，若放置於文本內

容的情境下，則如故事的前傳(prequel)、續集(sequel)、重拍(reboot)或者角色的外

傳都算是系列作品(franchise)的運作模式。若將跨媒介敘事或改編以系列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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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hise)角度來談，更指出了許多有關產製背後的經濟動機與市場策略，就如

Parody 所說，這些已經形成品牌或商標(franchise brand)的系列故事，改編作為一

種實踐，本身就具有「生產特定系列作品(specific franchise installment)」的功能，

他甚至覺得這樣的「系列作品敘事」(franchise storytelling)才是最早且是最主要

的跨媒介實踐。 

 

    學者 Dena(2009)則在針對「改編」與「跨媒介敘事」這兩者之間的探討中，

回顧了 Jenkins 最原始對於跨媒介敘事的定義與改編的概念後，從跨媒介文本製

作的觀點切入，提出「若每一個媒介都是一個意義創造的過程(meaning-making 

process)，而改編就成了在溝通意義中的重要技術」，這呼應了 Hutcheon 所提及

「重複體驗的需求」(the desire for repetition)與「以不同方式重新述說同一個故事」

(wanting to retell the same story over and over in different way)等改編的說法，以這

個觀點來說，在跨媒介文本的產製上，改編是一種具有功能性的重要手法，對

Dena 而言，跨媒介文本的發展上，「將每個媒介的終端產品僅作為擴張」(end 

product trait as expansion)並非是最好的策略，而是應藉由不同媒介或環境所涉及

的知識與技巧來創作跨媒介的個案，其中一個表現的方式就是改編(P.160)。 

第二節 文本跨媒介改編的互文性與互媒性 

一、跨媒介改編的理論架構: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互媒性(Intermediality) 

    先前探討有關涉及跨媒介的改編作品或者跨媒介敘事的個案，在現今仍持續

受到不同的角度探究著，值得注意的是，在探討這些議題上，即便不同的學者具

有不同的觀點深入文本跨媒介改編的現象，這些論述仍站在以「不同的文本內容

存有互文/互媒關係」的基礎上而延伸，像是 Dena 就回顧了互文性的概念來解釋

跨媒介的實踐中，故事世界觀建立(worldbuilding)的基礎。Parody (P.212)則以

Hutcheon 提出的「改編互文性」(adaptative intertextuality)，來陳述整個系列作品

的多重文本中，個別內容的彼此關係。另外，Hutcheon(2006)提及跨媒介的改編

所形成的「再中介的串聯」(chains of remediation)，這個說法其實就指陳了存在

於各種媒介版本的互媒性(Intermediality)關係。 

 

    Hutcheon(2006,P170)在 A theory of Adaptation 書中的最後一章提出了一個問

題:什麼不算是改編作品?(What isn't an Adaptation?，其在分析過 John Bryant 的著

作 The Fluid Text 之後，她提出了一個想法:「所有的文本並非固定」(no text is a 

fixed thing)，因為不論在(一)生產的過程或(二)接收的脈絡下，都會使得文本產生

「流動」(fluidity)，因而要端看產製的模式或者接收的光譜才能從中辨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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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itch(2012)對此則認為，與其討論什麼是「改編」而什麼「並非改編」，其

實更應著重於探討另一個更廣義的問題，就是文本之間的互文/互媒關係，對此，

Hutcheon 的說法「重複但非複製」(repetition without replication)反而形成了具有

精闢見解的形容，這樣的說法將改編作品置於互文性與互媒性兩個理論架構的中

心，讓作品內容以及形式的問題，會因此受惠於有架構且組織化的學術知識而被

精確的探討(Leitch,2012)。綜合以上，可以見得對於跨媒介改編的文本，互文性

與互媒性是兩個重要的理論架構，以下將對這兩個重要的學理基礎進行探討。 

二、互文性 Intertextuality 的相關概念 

    互文性的概念起源於 Julia Kristeva(1980, p.36)從一些符號學的論點延伸至文

本而形成，在符號學中，言說(discourse)被看作是一個由許多符號所實踐(several 

semiotic practice)，並帶有「跨語言的」(translinguistic)性質所形成的概念。從這

個觀點來看，文本(text)就是一個重新組合語言的「跨語言工具」(trans-linguistic 

apparutus)，藉由相關的「溝通言說」(communicative speech)形成不同的「表達」

(utterance)，進而達到告知的目的。這使得文本(text)本身是豐富的(productivity)，

同時帶來兩個重要的意義，(一)文本與語言的關係是「再分配的/解構-建構的」

(redistributive, destuctive-constructive)，以及(二)文本之間的變更/交換形成了所謂

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這個說法特別指出了文本在特定空間中，從其他文本

借用的話語(utterance)，另外可能滋生於其他文本的性質。 

 

    而 Genette(1980)以「跨文本性」(transtextuality)作為較廣義的概念來延伸互

文性的探討，其定義跨文本性為「不論明示或暗示的，一種將文本與另一個文本

置於一個相互關聯的關係」，他提出五個主要的互文類型，包括: 

 

    (一)由 Kristeva 所提及的「互文性/文本互涉」(intertextuality)，描述文本間的

相互「引述」(quotation)或「暗示」(allusion)。 

    (二)「近文本性」(paratextuality)則指稱一種「次級信號」(secondary signal)

的關係，像是標題、題詞、次標題、序言、插圖或封面等等。 

    (三)「後設文本性」(metatextuality)則可類比於「評論」(commentary)，不論

是明示或暗示的。 

    (四)「主文本性」(architextuality)則是較為抽象而隱晦的概念，它涉及一些文

類相互參照而未言明(silent)的關係。 

    (五)「超文本性」(hypertextuality)，Genette 認為這個概念是一個嫁接(grafted)

先前已存在的文本而整合於後來文本的關係，更進一步地說，Genette 的超文本

(hypertext)是指任何文本源於/出自先前已存在的文本，而透過變形(transformation)

或者模仿(imitation)所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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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m(2005)評論 Genette 所談的互文性中，超文本性(Hypertextuality)是與改

編最相關的形式，像是維多利亞時期的小說在後來的時代中，被大量地改編成影

像文本，進而使得原著小說的經典地位透過影像文本的超文本性而更加穩固。 

 

    Leitch(2012)則認為，改編理論學者若要從 Genette 的分類系統去辨識改編作

品，則可能會因為這五種互文性並非個別獨立的範疇，甚至彼此重疊而產生不穩

定的基礎。特別的是，他認為 Genette 對於改編作品的分析更大的幫助在於他實

驗性地分辨了兩種超文本性的「功能」，包括(一)「莊重模式」(serious mode)，

這指陳超文本性具有「總結」或者「轉譯」的實踐功能，用以回應社會的需求並

合理地運用而從中獲利，以及(二)「高貴審美模式」(nobly aesthetic mode)，這說

明超文本性給了創作者能運用先前的作品，進而能透過個人的思想或美學能力表

達文本意涵。 

 

    D'Angelo(2009)以修辭/語藝學(Rhetoric)的角度來談互文性，以 Kristeva 的觀

點「任何文本都是從其他文本吸收與變形而來」作為基礎，解讀為「任何文本可

以藉由不同的互文關係而連結」，這說明了互文性其實可以用來描述文本之間的

關係，他概括六種互文性，包括: 

 

    (一)「改編」Adaptation 是互文性的一個表現，如 Hutcheon 指出，改編作品

作為一個重寫的文本，無可避免地形成了互文關係，不論是讀者或觀眾，只要接

收者熟悉被改編的文本，就能意識到文本的相互關係。 

    (二)「重新流行」Retro 又可寫成 Recycling，與懷舊(nostalgia)的意義相關，

是時尚、設計或風格懷舊於過去的互文呈現。 

    (三)「挪用」Appropriation 則是指借用或利用其他文本而成為自己的一個部

分，像是複製、模仿、抄襲或重製等的概念都涉及挪用，但並非所有的挪用都是

抄襲，而挪用與改編最大的差別在於「改編承認先前文本的存在而挪用沒有」，

這樣的手法常見於後現代藝術的作品中。 

    (四)「戲仿」Parody 或稱調侃、嘲諷等，D’Angelo 根據字典上的意思說明是

「一個文學或藝術作品去模仿原作的特質風格，目的是為了嘲笑或滑稽的效果」，

這個概念與後現代主義特別有關聯，通常與嘲笑、不協調、誇張或「對原著的批

判」(criticism of the original)等概念相關。 

    (五)「拼湊」Pastiche 的概念是「從多元的來源借用不同的碎片、原料或主

題產生的文本或風格」，相關聯的字彙如拼裝 bricolage、拼貼 collage、蒙太奇

montage 等，特別與一些圖像或鏡頭影像「拼貼」、「剪輯」、「剪接」或「蒙太奇」

的風格或手法有所關聯。 

    (六)「擬仿」Simulation 為「一種假定外在是某種物體質地(qualities)的行為

或過程，通常具有想要欺瞞的意圖」，Baudrillard(轉引自 D’Angelo)定義擬仿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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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但沒有原始性或確切性的一種生成模式」，它是一個有關為了「真實本身」的

「真實替代符號」，這與後現代理論的觀點特別相關。 

 

    D’Angelo 指出(P.43)，若「所有的文本都是一種互文」，則有關修辭/語藝學

批判(rhetoric criticism)的結果就有許多的可能性，更進一步地說，如果互文性在

根本上就是修辭/語藝的(rhectorical)，那它就能對修辭理論或批評產生許多啟示，

他總結了五種互文性所帶來的啟示，包括(一)互文性帶給了文本修辭/語藝情境中

的另類想法，或者說互文性本身就是在創造自己的「修辭/語藝的情境」，這使得

讀者或觀眾可以藉由互文性來採取某些觀點進行接收與解讀。(二)互文性也可以

作為創作上的思考來源，像是從漫畫、圖像小說、電玩、遊樂園等非傳統媒體找

到靈感進行點子的發想。(三)文類的靈感也可以從互文性上找到啟發，像是先前

提及「重新流行」或「戲仿」的手法亦常見於電影產製中。(四)敘事結構亦可以

運用互文性來進行發想，像是漫畫、小說或電玩的元素的編排呈現於電影中。(五)

最後一個啟發則是發生在閱聽眾身上，D’Angelo 認為，或許大多數媒體文本的

目的是為了要娛樂大眾，但「讀者反應批評」(reader-response criticism)卻告訴我

們，觀眾可能會因為許多的互文關係而產生多種不同的反應，換言之，並非所有

的讀者或觀眾會以相同的方式來反應同樣的文本，同時，也並不總是產生同樣的

意義，讀者對文本的反應是有多種可能的，包括娛樂(entertainment)、美學愉悅

(aesthetic pleasure)、狂熱(ecstasy)、產生信念(persuasion)、形成訓令(instruction)、

情感淨化(catharsis)甚至是不可言說的(ineffable)。 

 

    特別是針對讀者/閱聽眾的反應所帶來的啟發是值得深入探討的。Fiske(1987)

以文化研究的理論視角深入閱聽人對於內容的解讀，他指出，先存在的互文性知

識(Intertextual knowledge)使得閱聽眾能透過特定方式產生內容的多義性

(polysemy)，進而構造意義，而這些意義提供了檢視整個社會文化或次文化的線

索(P.108)。在這過程中，若閱聽人產生「偏好閱讀」(preferred reading)的現象，

則可從中探出閱聽人的「支配/主流意識形態」(dominant ideology)。 

 

    除此之外，Fiske 提出了兩個互文性的架構，包括(一)「水平式互文性」

(Horizontal Intertextuality)，這是指與主要文本(primary text)或多或少明顯相關聯

的事物，像是文類(Genre)、角色(character)或內容(content)等，(二)「垂直式互文

性」(Vertical Intertextuality)，則是與主要文本相關的「二手文本」(secondary text)，

像是官方宣傳、新聞報導、評論等。而像是觀眾的談論、八卦閒聊、心得的書寫

等則是「第三文本」(the tertiary text)，亦是垂直互文性的類別。 

 

    在上述的水平式互文性中，Fiske 引述了關於「迷文化」(fandom)的概念來

陳述有關文類(Genre)的轉換是值得注意的。Fiske 引用了 Jenkins 在早期有關《星

艦迷航記》的「迷群」研究，說明迷群在創作內容上所進行的文類轉換，原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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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艦迷航記》影集/電影內容是屬於科幻類型的冒險故事，但在這些迷群創作

中，特別是女性閱聽眾，他們產製了有關故事人物之間的「羅曼史」(Romance)，

形成「迷雜誌」(fanzines)，這樣的重寫方式不僅受到了閱聽眾的歡迎，同時也為

他們帶來愉悅。 

 

    Whelehan(1999)則結合了迷群的特徵來論述改編作品的接收與解讀，她指出，

當讀者或閱聽眾具有迷群的特質時，他們本身就像是評論家的角色，能夠重新寫

作(rewriting)或重新框架(reframing)原始文本的表達，他們能運用許多資源來分析

或者評論文本，像是透過演員在其他作品的表現或其他相似文類的文本來進行比

較與分析，這讓他們成為「精明的互文性讀者」(sophisticated intertextual readers)。

而改編作品的讀者/閱聽眾，就像是一般媒介的迷群，他們能夠意識到本身的角

色是主動的，他們有能力知覺在改編過程中所做的選擇，以及這些選擇的條件，

甚至是其他可能的選擇以及其可能產生的影響，進而去比較、分析與評價原著與

改編作品。 

 

     Ellis(1982;轉引自 Sanders,2006)則把上述的互文過程以「愉悅感」的角度探

討並指出，觀賞改編作品其實「延長」且「延伸」了對於原著記憶的愉悅，他認

為觀看改編作品就是在消費原著的記憶，試圖透過改編的呈現樣貌消除那些原著

的痕跡，但 Sanders(2006)卻認為改編作品的終點並非僅是被消費，或抹去來源文

本的資訊，她認為正是來源文本的「持續存留」(endurance and survival)，使得(一)

「對比閱讀」(juxtaposed readings)形成持續進行的過程，而這個過程亦成為改編

作品在「文化作用」(cultural operations)的重要關鍵，以及(二)讀者/閱聽眾在追尋

原著與改編的互文關係時，持續地產生愉悅感。 

 

    Hutcheon(2006, P.21)則在「以改編作品作為改編研究的主體」(Adaptations as 

adaptations)的架構下，描述閱聽人的接收產生「重寫性的互文性」(Palimpsestuous 

Intertextuality)，更深入地描繪上述談論的特質。她指出，只要讀者或閱聽眾對於

被改編的文本是熟悉的，則會無可避免地產生互文性，這是一個透過已知的記憶

與正在經歷的文本經由比較所形成的「持續對話過程」(ongoing dialogical process)。

對閱聽人而言，改編作品是「多層次的」(multilaminated)，它們可以直接且開放

地連結那些「可辨知的」(recognizable)作品，這種連結是改編作品的「形式特徵」

(formal identity)。除此之外，Hutcheon 也認為改編作品具有「詮釋特徵」

(hermeneutic identity)，這是指在接收的過程中，因為互文性而能連結或對比更多

「相似的藝術/美學」(similar artistic)或「社會慣例」(social conventions)，進而在

重複的過程中產生愉悅或失望的經歷， Hutcheon 特別以「知情閱聽人」(Knowing 

Audience)來描述這些熟知原始文本的閱聽人，本文也將在後續的章節中更深入

地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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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互媒性 Intermediality 的相關概念 

    互文性因應的是改編作品「內容」的探討，但是在跨媒介改編的文本中，關

於媒介「形式」的「互媒性」(Intermediality)則是另一個需要深入的重要概念。

互媒性一詞是由德國學者 Aage A. Hansen-Löve(1983)為了捕捉文學與視覺藝術

兩者間的關係，類比於互文性而創造的，廣義的互媒性，意旨不同媒體跨越彼此

之間的邊界，進而相互參照或者交互作用，是一種「跨藝術」(interart)的關係

(Herman, Jahn, & Ryan, 2005)。 

 

    Schrőter (2011)綜合了四種有關互媒性的說法，包括(一)「合成的互媒性」

(synthetic intermediality)，用以說明不同媒介如何「融合」(fusion)成新媒介的過

程，(二)「形式上的互媒性」(formal intermediality)，這探討關於不同媒介的形式

結構問題，特別像是以敘事學(Narratology)或新形式主義(Neoformalism)的觀點來

比較跨媒介的現象，(三)「轉型的互媒性」(transformational intermediality)則指陳

有關一個媒介再現於另一個媒介的議題，以及(四)「本體論的互媒性」(ontological 

intermediality)，這意旨主張沒有特定的單一媒介，而是所有媒介都存在互媒關

係。 

 

    更精確地來說，互媒性的概念特別與媒介的「結構」或「組態」(configuration)

有所關聯，對此，Rajewsky(2005)指出，有關互媒性在過去的研究論述，觀點上

分成「共時性」(synchronically)與「歷時性」(diachronically)兩種取向，前者發展

了互媒性在形成特定形式後的「類型學」(typology of specific forms)，後者則關

注媒介發展的歷史所形成的「系譜的互媒性」(genealogical intermediality)，這兩

種不同的取向，更形成互媒性有兩種基本但不同質的理解，包括(一)「互媒性作

為一個『基本的條件或範疇』(fundamental condition or category)」，與(二)「互媒

性作為具體分析特定媒介產品或結構的『關鍵/批判類別』(critical category)」。或

者說，這背後隱含著要以本體論(ontological)或者認識論(epistemologial)的觀點來

談互媒性的概念，除此之外，「什麼構成媒介」的討論，包括「中介」(mediation)、

「媒介化」(medialization)或「媒介轉換」(medial transformation)等概念亦有許多

連結於互媒性的討論。 

 

    Rajewsky(2005)在梳理了過去的概念之後，關注於具體的媒介結構以及其特

定的互媒性質，歸納出三種互媒性的子範疇，包括(一)「媒介轉置」(Medial 

transposition)，這個類別是以生產的角度描述互媒性的「基因概念」，像是電影改

編或影像小說化等現象，強調原始的文本內容作為媒介形式轉換的資源，源於特

定媒介進行的互媒轉換過程，(二)「媒介結合」(Media combination)，又可稱「多

媒體」(multimedia)或「混合媒介」(mixed media)，強調媒介之間動態的、歷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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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過程，屬於傳播符號學(communication-semoitic)的概念取向來談不同的媒介

整合，像是電影本身就是融入音樂與影像的多媒體，(三)「媒介相互參照」(Media 

reference)，這類型說明媒介產品在意義建構的策略中，以本身的媒介特性為主體，

參照其他特定的個別作品或媒介系統/次系統，運用其形式手法或美學於自身中

發揮，而這三種範疇並非互斥，甚至可能出現在同一個文本作品中。 

 

    在這三種範疇之中，特別是「媒介相互參照」與先前所提及的互文性特別相

似，因為它指涉特定媒介去參照「其他」媒介的性質，進而產生「彷彿」(“ as If ”)

以及「幻覺形成」(illusion-forming)的特質。在互文性中，指陳文本藉由各種方

式參照內容於本身，而媒介相互參照則是媒介本身「彷彿」能夠「感知」(sensing)

到其他媒介，進而產生類似的「幻覺」(illusion)。舉例來說，文字的寫作不可能

真正地像電影影像拍攝一樣，具有遠景、剪輯或特寫等鏡頭語言，媒介的差異無

可避免地產生「互媒的間隙」(intermedial gap)，文字不可能真正的「使用」(use)

或者「再製」(reproduce)影像媒介的元素或結構，但仍可能透過文字試圖「喚起」

(evoke)或者「模仿」(imitate)它們。換句話說，這樣的媒介相互參照實踐，特別

是針對接收者對於其他媒介特質的感知所形成的「幻覺」(Rajewsky)。 

 

    除了這三種範疇的討論之外，廣義的互媒性其實還可以包含「再中介」

(Remediaiton)這個概念，Bolter&Grusin(2000,P45)說明這個概念為「一個媒介於

另一個媒介的再現」(Representation of one medium in another)，他們特別針對新

媒體的誕生，形容他們是「挪用」或者「再流行」(refashion)舊有的形式而成，

又或者說新媒介的再中介化其實是「借用」或者「重組」了舊媒介的特徵，同時

重塑其文化空間，像是電腦數位科技在某種程度上其實再現了報紙與雜誌的特

性。 

 

    事實上，「再中介」的概念在 Bolter&Grusin 的討論中，特別提及好萊塢電影

早期改編許多經典小說的現象，文中指出，在改編的過程中，內容確實被「再利

用」(repurposing)，但是媒介版本之間的「交互作用/相互影響」(Interplay)或許只

有特定的讀者觀眾才能意會，這與 Hutcheon(2013)論述再中介及改編理論的說法

亦有所關聯。Hutcheon 認為並非所有的改編都必然是再中介，也就是說並非所

有的改編作品都涉及媒介的轉移，Leitch(2012)對此則認為，更確切的說法是，

改編作品除了「互媒轉換」(intermedial)以外，亦有「媒內轉換」(intramedial)的

類別，他特別指陳不涉及媒介轉換的改編現象，這亦是 Rajewsky 在說明「媒介

相互參照」時特別去辨別的詞彙，只是就本研究所欲探討的跨媒介改編則不屬於

此。 

 

    Hutcheon 與 O’Flynn (2013)著作 A theory of Adaptation 一書再版的後記中，

有關「跨媒介」與「改編」兩者的陳述，其實也就是深入了改編作品的「互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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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聯，不同的跨平台/跨媒介改編本質上就是一種「互媒實踐」(intermedial practice)，

對閱聽人而言，這些改編都是一種「互媒經驗」接收，更具體的說法是，媒介特

性的差異產生不同的「參與模式」(Mode of engagement)，而跨媒介改編在接收

上的「互媒性」，就是融合了不同媒介的「參與模式」所形成的經驗歷程，對此，

關於「參與模式」的概念著墨，也將在後續的章節中繼續深入。 

四、小結:閱聽眾互文/互媒解讀下的「經驗的重寫性」 

    本節針對跨媒介改編的現象，以互文性跟互媒性兩個理論基礎來深入了解其

內容與形式的關聯性，亦特別將這兩個概念延伸至閱聽人的接收探討。一方面，

內容的互文性，如 Genette 所提及的五種互文性、D'Angelo 所提出的六種互文修

辭/語藝，或是 Fiske 的兩種互文性面向，特別是水平式互文性的描述，進而形成

後續「知情閱聽人」的概念基礎;另一方面，形式的互媒性，以 Rajewsky 提出的

三種互媒範疇配合再中介的概念，形成媒介「參與模式」的差異以及其互媒經驗

的依據。   

 

    如此互文/互媒的解讀脈絡，影響著閱聽人在接收跨媒介改編文本的體驗，

在Hutcheon「以改編作品為改編研究的主體」(Adaptation as adaptation)的論述下，

形容此為閱聽人「經驗的重寫性」(palimpsestuousness of the experience, P.172)，

這樣的說法甚至緊緊扣連著改編定義的核心想法「重複但非複製」(repetition 

without replication)。除此之外，這些理論依據亦提供了在接收跨媒介改編文本的

「動機」以及經驗「歷程」的可能方向。 

 

第三節 劇集形式(Serial)的跨媒介改編文本  

    本文欲特別探討的是「劇集形式」(Serial)的跨媒介改編作品，而這個類型的

興盛，其實與 Parody(2011)所提及的「系列作品敘事」(franchising storytelling)有

相當的關聯。「系列作品」(franchise)的產製方式，像是混合(remix)、重製(remake)、

重拍(reboot)、續集(sequel)或延伸版本(extended edition)等都屬於此，特別是一些

著名的「虛構文本」(fictional text)，其角色、情節或故事世界等，都是「系列作

品敘事」特別能夠實踐的地方。著名的例子像是《詹姆士龐德》(James Bond)、《星

際大戰》(Star Wars)、《哈利波特》(Harry Potter)、《魔戒》(The Lord of the Rings)、

《駭客任務」(The Matrix)等。這與先前所說的跨媒介敘事(transmedia storytelling)

與改編(Adaptation)亦有所相關，一方面，「系列作品敘事」可以看做一個敘事透

過不同的媒介通道而系統性的展開「分支」(Branching)與「延伸」(Extension)，

或是對於一個故事世界的角色、內容或事物進行「重寫」(palimpsest)，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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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編則是「系列作品敘事」的形式之一。Parody 甚至認為改編除了是最有效率與

經濟效益的產製方式外，也是最能夠有效吸引閱聽人轉往不同平台觀賞的策略。 

 

    若以產製環境的觀點來談，上述的現象亦呼應了影視媒體的產業脈絡。Küng 

(2008)指出，為了吸引最大量的閱聽眾以及最低的風險，產業製作上傾向大量地

投資於少數的暢銷書籍或者賣座電影，形成所謂的「鉅片模式」(Blockbuster 

model)，這使得電影編自改暢小說變成策略之一，甚至進而發展續集、三部曲或

者更多而形成了「劇集形式」(Serial)，又或者可以形容成電影的「劇集化」

(Serialization)。 

 

    Denson(2011)以知名的虛構人物「科學怪人」為研究對象，深入這些「敘事

的劇集性」(narrative seriality)，他提出兩種「劇集形式」(Serial form)，包括(一)

「線性形式」(linear form)，說明那些累進的、連續的劇集形式發展，以及(二)

「非線性形式」(non-linear)，則形容劇集的「合生」(Concrescence)、「雪球式累

積」(snowballing accumulation)、或「複合沉澱」(compounding sedimentation)。

Denson 以故事的角色來解釋這兩種劇集形式，以「線性模式」為策略的角色可

稱作「劇集角色」(series character)，是故事人物藉由連續的「事件」而存在於「劇

集中」(within a series)所發展的連續敘事，像是典型的電影續集或三部曲等。而

「非線性形式」的故事角色則是將類似作品的「劇集人物」(serial figure) 「視為

同一『系列』」(as a series)，像透過重拍或重製而形成不同版本的超人、蝙蝠俠

或福爾摩斯等所形成的集合，其人物彼此並不存在於同一個「敘事空間」(diegetic 

space)。事實上，這兩種劇集形式並非互斥，亦可能在同一個故事文本中彼此共

存。 

 

    除了上述的有關電影媒介的談論之外，本文所欲探討的對象還包括了原本就

屬於劇集形式的電視媒介。電視戲劇改編自小說的現象承襲了許多早期廣播發展

的形式，像是早期的廣播劇，就時常以經典文學作為廣播劇的內容來源，比如

Charles Dickens、Jane Austen 或 Anthony Trollope 等人的作品。而這樣的廣播改

編(Radio Adaptation)形成了早期「經典劇集」(classic serial)的樣貌，後來，電視

戲劇的敘事手法除了承襲這些廣播的改編形式外，更融入了許多「臨場感」

(liveness)以及電影運鏡的技巧，慢慢地發展媒介內容的美學形式與產製流程

(Geraghty, 2003)，到了二戰之後，生產流程隨著商業電視台的興起亦更加地標準

化，此時生產了許多經典劇集像是《傲慢與偏見》(Pride and Prejudice)、《簡愛》

(Jane Eyre)、《浮華世界》(Vanity Fair)、《遠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包法

利夫人》(Madame Bovary)等，到了 80-90 年代，這些經典劇集除了持續翻拍或者

登上大銀幕之外，電視媒介更融入了許多「現代經典」(Modern Classics)，像是

《故園風雨後》(Brideshead Revisited)、《皇冠之珠》(The Jewel in the Crown)等劇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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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tt(2012)以《荒涼山莊》(Bleak House)與《克蘭佛德》(Crandford)為對象深

入探討電視媒介的「劇集」(The Serial)。他指出，經典劇集(Classic Serial)的發展

其實代表了電視改編並「劇集化」(Serialize)原著小說，而這樣的形式延展了時

間架構，並使得內容在敘事上更具發展的空間。這樣的概念其實與大眾市場的興

起有關，在早期的出版產業中，「連載小說」(serial fiction)就是因應大眾市場興

起的一個產品，它的目的是吸引並建立「讀者關係」(readership)，藉由整個敘事

結構使他們消費/再消費後續的內容。對此，不論是電視或者廣播，也利用了同

樣的策略而推行類似的劇集形式，更精確地說，劇集形式「是將敘事的組成部分

以系列的方式建構」(Serials are structured as a series of narrative parts)，在每個劇

集之間會有暫時的停滯空間，Butt 更形容這是一個充滿「期望與懸念的結構」

(Structure of anticipation and suspense)。 

 

    除此之外，Butt 指出，這樣的劇集形式，特別影響的是媒介表達故事的「時

間性」(temporality)，也因此影響了閱聽眾參與內容的習慣，劇集形式深深地與

閱聽眾的生活節奏編排在一起，又或者說，劇集形式複製了閱聽眾生活經驗的「時

間結構」(temporal structure)並「存在於其中」(being-in-time)，即便推動劇集形式

的主要驅力是大眾市場的經濟因素，但對閱聽人而言，劇集形式的故事的發展會

使得他們進一步地產生「糾葛」(entanglement)，在劇集形式的「擴張期間」(extended 

duration)與「時間結構」(temporal structure)中，閱聽眾會在虛構的文本世界與真

實世界之間醞釀並產生更多的「熟悉感」(familiarity)與「親密性」(intimacy)。 

 

    綜合上述所談，本文將以劇集策略所形成的故事片段，以「敘事組成」來稱

呼之，另外，要如何描述每個劇集形式之間的擴張期，本文則引用原屬於廣告領

域的「破口」來概念化劇集之間的停滯空間。原來的廣告「破口」(Breaks)，被

置於電視節目的文本結構，在過往的廣告行銷研究中，學者關注於不同的節目類

型、廣告訊息的呈現，與閱聽眾的記憶、態度、情緒或行為等概念，來衡量傳播

的效果(Norris&Cloman, 1993)。只是在本文所探討的跨媒介改編文本中，則把重

點置於不同媒介版本所呈現的故事，如何形塑閱聽人追隨敘事組成的行為，以及

這些行為背後的意義。 

 

    另外，相對於「劇集形式」(Serial) 的概念則是「單集形式」(One-off)，用

來形容單一的、完整故事的內容文本。De Vany&Walls(1999)在電影票房的研究

中對此指出，單集形式的電影文本在進入影廳播映與下檔的時間大約僅有幾個禮

拜，也因而只擁有幾個禮拜的「最佳觀賞時期」(shelf life)，同時也只能在這段

時間內試圖引起閱聽眾的注意力與想像力。De Vany&Walls 亦指出，就票房結果

而言，大部分的收益其實集中於少數的鉅片，而這樣的說法其實也呼應了上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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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系列作品」(Franchising)以及「鉅片模式」(Blockbuster Model)等產製策略的

差異。 

 

    值得注意的是，若從文本分析的角度，不論是小說改編的電影或電視劇，單

集或劇集的型態則似乎不會有太大的差別。事實上，在過去的研究中，不論是劇

集或單集的改編作品，研究上常將之視為單一的文本，並以「文學」與「影像」

兩種型態進行一對一的文本分析與比較(Leitch, 2008)，但以閱聽人的角度而言，

劇集型態的跨媒介改編文本，其接收過程或許並不一定遵循著如單集的接收形式，

經由完整的原著閱讀後，再進行完整的影像觀賞。閱聽人可能於這些連續並帶有

停滯空間的劇集結構中，也就是破口，產生交錯與流動的跨媒介經歷，並透過複

雜的互文/互媒參照，產生不同的接收動機與解讀歷程。 

 

    有關電視受眾的一些理論觀點也很值得用來探討上述的現象，Allen(1992) 

延續了 Iser 早期有關小說讀者在建構閱讀意義的說法，延續到電視觀賞的討論，

他指出，正是文本敘事的結構、形式與閱聽眾的期待、反應與行為之間的「動態

張力」(dynamic tension)，影響了閱聽眾的觀賞行為，進而導致意義的產生。特

別是對於肥皂劇(soap opera)這種「連續敘事」(Serial narrative)的探討，Allen 提

及，它具有某種別於單集電影或小說的特性，一種電視連續劇所特有的「開放性」

(Openess)，開放性的敘事並不會在每個敘事片段將整個敘事封閉起來，往往在片

尾留下了未解決的疑點、問題或謎題，甚至是在回應了某個事件之後，激發更多

的問題與複雜性。對於觀眾來說，他們是存在於整個劇集的「敘事流」(narrative 

flow)之中，並隨著接收每個敘事的組成，都會處在不同的「漫遊點」(Wandering 

Point)，不同的漫遊點都會對於劇集產生不同的心境歷程與期待。Allen 以「文本

的間隙」(Textual Gaps)來形容連續劇集之間的空檔，剛好與本文所提出的「破口」

是類似的，他並提到，這樣的間隙其實本身就有多方面的意義，一方面，對於節

目的廣告主、贊助商來說，這個破口提供了喚起觀眾對於消費的意識，對於節目

產製端而言，也因為必須要把破口插進節目中，於是，在內容即將進入廣告時，

往往會設計一些懸疑點、伏筆或是有關下段節目內容的提示，試圖要引導觀眾繼

續觀賞，以避免流失收視群，另一方面，對於觀眾而言，破口的商業資訊雖然打

斷了整個敘事的接收經驗，並讓文本形成不同的片段(textual segments)，但這也

形成一個「再評估」(Reassess)先前文本資訊與「再形構」(Reformulate)故事未來

發展的期待。 

 

    另外，電視與電影兩種媒介的劇集型態其實並不太一樣，電影作為改編的媒

介，產製上時常「對應」著小說的形式而呈現，比如早期的《魔戒》、《哈利波特》

或《暮光之城》系列等等，電影幾乎都呼應著小說的劇集架構而改編，某種程度

來說，它在每個「敘事組成」上，仍承襲了「單集」的形式來進行一部電影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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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但又因應著小說的劇集發展而延續「劇集」。對閱聽人來說，小說跨媒介改

編電影的劇集，每個「敘事組成」或許仍具有一定程度的故事完整性。 

 

    敘事組成之間的破口「長度」，也間接地反映了文本在不同媒介所能呈現的

篇幅大小，電影劇集間的破口時程較長、文本篇幅較短，而電視媒介除了每年以

「季」(Season)為單位播放內容以外，每季通常以一周為單位來放映每「集」

(Episode)，有些影集甚至還會有為數幾個月的「季中休播」，可見得電視影集的

破口其實較「短」，媒介可容納的文本篇幅也較長。篇幅較長會使文本能夠進行

改編、再詮釋的空間更大，但也因此讓閱聽人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與精神在參與

上，相對來說，電影讓閱聽人更容易參與。 

 

    若在這邊納入小說的探討，則小說的破口其實在接收上最為細緻，除了每一

本小說之間的故事段落可以看成一個破口之外，每一本小說之內的章、節、段落，

在閱聽人接收的過程其實都可以是一個破口。除此之外，原著小說與影像改編之

間的差別，亦可引述 McLuhan(1964)對於影像與文字兩種媒介的說法，比較出小

說、電視與電影三種媒介在呈現劇集上的基本差異。McLuhan 曾將媒介分成冷

媒介與熱媒介來區別不同的媒體本質，他特別以媒介「解析度的高低」作為區分

的標準，影視媒體相對於文字小說，擁有較高的解析度，並乘載了較多的資訊量，

相對來說較「熱」，文字小說則因為僅透過文字媒介做描述，因此解析度較低，

是較「冷」的媒介。媒介本身的冷熱特質，也造就了閱聽人在「參與程度」的高

低之別，以影視媒體來說，因為解析度較高，所以閱聽人參與程度較低，也代表

了閱聽人可能較「容易」參與，但是如文字小說這種低解析度的媒介，則需要閱

聽人較高的參與程度，它代表閱聽人需要投入更多的想像力與精神來補足故事的

感知。 

 

    另外，若考慮文本在媒介傳播的情境，則閱聽人對於故事的「掌握性」或許

亦有所區別，以閱聽人在閱讀小說的過程中來說，他們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掌握

故事節奏、調整情緒的步調，是一個較有主動性的接收情境，針對故事擁有較高

的掌握權，但相對來說，影視媒體則提供了一個直接的、連續的故事放映情境，

因此對閱聽人來說，故事的掌握性則相對較低，某些影像橋段可能在閱聽人還沒

意會時就已進入下一幕。 

 

    若綜合上述所談的幾個特性，則可以針對這三種參與模式，也就是小說、電

視與電影之間的媒介性質進行更細緻的區分。首先，小說本質上由文字所組成，

故事在呈現上具有較為完整的細節，但因為僅由文字所構成，在媒介解析度較低

的情況下，閱聽人參與的程度較高，同時亦在接收上被賦予了較大的掌握性，不

論是人物心境、故事情節的深入，皆能主動地掌握閱讀的節奏。以「劇集」的概

念來說，閱聽人可以自己決定敘事組成接收的段落，每本小說可以更細緻地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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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或段落，其在結構上最具備接收的彈性。電視本身的破口則可以區分為每季

(season)或者每集(Episode)，相較於電影在接收上更具有彈性了一些，且故事篇

幅亦大於電影。而電影的破口則相對最大，文本本身亦可能設計得更完整，媒介

的解析度亦是這三種媒介中最高的，它讓閱聽人的參與程度最低，也因此最容易

接收。事實上，在跨媒介改編文本的產製模式下，不同媒介的劇集型態，在結構

上可能有所呼應，本研究嘗試將這三種媒介以及上述討論的性質差異用下圖來清

楚的釐清他們的關係: 

 

圖 2-1 不同媒介的劇集概念圖，本研究整理 

 

    這三種媒介在劇集的概念上，改編文本本身有著不同的「結構性的破口」，

每個媒介在呈現文本上，彼此對應著故事的內容段落。比方說，電影《飢餓遊戲》

在原著小說上，共有三部曲，在改編電影的呈現中，原著小說第一部曲與第二部

曲的內容分別對應了電影的第一集與第二集，第三部曲的內容則呼應到電影在呈

現最後一部曲的上下集。另外，電視影集也有類似的情形，影集《權力遊戲》的

原著小說從第一部到第五部曲，分別大略地對應影集從第一季到第五季的內容進

度，雖然可能無法精確地從每一集(Episode)去找到對應的小說段落，但以此觀之，

跨媒介改編的產製，大抵上會在劇集形式中呼應內容的組成，並反映在破口，如

圖一所示。 

 

    值得注意的是，閱聽人在接收故事的體驗中，可能因為遇到這些破口而有不

同的行為，比如剛看完第一集電影《飢餓遊戲》的觀眾，電影的體驗可能會使他

們有不同的想法，有些閱聽眾可能會想要回頭閱讀原著小說，也有可能為了先知

道後續的電影內容而觀看小說，甚至不繼續觀看後續的電影也有可能發生，換句

話說，當閱聽人遇到了故事劇集的破口，很可能會有多元的流動歷程，並在接收

的經驗上有不同的體會。若要探究他們為何流動以及接收故事的經驗，則需要考

慮不同媒介的本質以及相關的概念才能更明確的描述，後續將繼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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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跨媒介改編:參與模式(Mode of engagement)&媒介進入點(Points of entry) 

    先前提及，劇集形式的跨媒介改編文本，可能會使得閱聽人在接收的過程中，

產生複雜的流動與接收歷程。如此的現象，可以用不同媒介所帶來的「參與模式」

(Mode of engagement)作更精確地描繪。這是 Hutcheon「以改編作品作為改編研

究的主體(Adaptation as adaptation)」中，以媒介的角度指出，不同媒介類型所能

帶給閱聽人的文本體驗，這樣的說法其實指出了，在劇集形式的跨媒介改編文本

接收中，會使得閱聽人交錯於不同的「參與模式」，並產生不同的整體經歷，另

外，媒介進入點(Points of entry)則是因應著參與模式接觸的先後次序不同所形成

的概念，這讓接收跨媒介改編文本的閱聽人，產生了「進入點」的差別，這兩個

概念在先前的文獻探討中皆略有提及，以下將深入說明之。 

 

    Hutcheon(2006)根據改編作品在不同媒介中的所能帶來體驗，大略分成三種

不同的參與模式(mode of engagement)，這是深入分析媒介經歷的重要概念，包括

(一)「敘述」模式(Telling mode)、(二)「表演」模式(Showing mode)與(三)「參加」

模式(Participatory mode)。敘述模式以文字為主，需要讀者經由想像力而沉浸於

虛構的世界中，表演模式則主要透過聲音與影像來讓觀眾理解故事內容，參加模

式則讓玩家在實體中直接參與故事世界。舉例來說，小說是「印刷媒介」(print 

media)，其所呈現的是敘述模式(Telling mode)，它需要我們建構文本的「概念」

(conceptual)，並於腦海中「視覺化」(visualize)從文字中閱讀的世界。影像媒體

則是「表現媒介」(performance media)，屬於表演模式，在表演模式中，閱聽人

處於一個沒有鬆懈的、向前推進的(forward-driving)故事情境，同時也暴露於直接

的理解之中，它「呼召」了閱聽人「感知的解碼能力」(perceptual decoding abilities)，

並透過影像與聲音「搶佔」(preempted)閱聽人的理解。而參加模式(Participatory 

mode)則可透過新媒體或遊戲等「互動媒介」(Interactive media)來比擬，它是一

個閱聽眾與故事彼此「互動」的形式，每一個行為動作都會接收到內容的回應，

進而拓展成對於故事的理解，除了新媒體或遊戲之外，像是主題樂園、虛擬實境

等也算是這個類型。 

 

    以產製的觀點來說，Hutcheon 認為從敘述模式到表演模式的改編是最為常

見的，像是屬於印刷媒介的小說，其包含了大量的資訊使之在改編至影像媒介的

過程中，可以快速地轉譯成動作與手勢，這樣的「戲劇化」(dramatization)過程，

讓原本文字的描述、敘事，透過言說、動作、聲音與視覺圖像再現。 

 

    值得注意的現象是，若以閱聽人接收的角度來談，則參與模式接觸的先後次

序或許影響了不同的經驗歷程。對於先接觸敘事模式的讀者，其本身擁有較為完

整的訊息基模，再轉變為接觸表演模式的觀眾後，則可能因此較容易理解文本影



 

26 
 

像化的過程。然而，就另一個角度而言，先接觸表演模式的觀眾轉變為接觸敘述

模式的讀者，就如同產製影像文本的「小說化」(novelization)過程，原本透過影

音呈現的、持續向前推進的影像，轉變成接收文字來提供更多有關故事細節、角

色人物的洞見(insight)或者背景描述(Hutcheon)。以閱聽人的角度而言，如此的敘

述模式，可能使得閱讀歷程上更深入地描繪了現有影像呈現中的故事背景與人物

心境，如此的對比，其實闡明了透過跨媒介改編的文本，會使得閱聽人因為媒介

「進入點」(Points of entry)的不同，進而影響整個敘事體驗的差異。 

 

    「進入點」(Points of entry)與先前提及改編仍持續「演化」(evolution)於不同

的跨媒介現象亦有所相關。Dena(2009)以跨媒介文本製作的觀點認為，每一個媒

介都是一個意義創造的過程(meaning-making process)，但是並非所有的閱聽人都

會遵循相同的「跨媒介循環」(transmedia cycle)，或者採取相同的參與模式接觸

順序，因此，製作的重點變成「如何透過『改編』來吸引『不同的閱聽人』」，意

即，改編的技術具有形成「進入點」的重要功能，透過改編作為實踐進入點的方

法(adaptation points-of-entry approach)，就能使不同的觀眾可以藉由選擇不同的媒

介作為進入整個故事觀的起點。以本文所要探討的小說改編影像媒介為例，閱聽

人便具有兩種媒介進入點的可能:原著小說或者影像改編，他們各自的經驗跨媒

介改編文本的歷程即(一)先閱讀原著小說，再觀看影像改編作品，以及(二)先觀

看影像改編作品，再閱讀原著小說，又或者可透過參與模式的概念來描述成(一)

先接觸敘述模式再接觸表演模式，與(二)先接觸表演模式再接觸敘述模式。 

 

    另外，媒介進入點的選擇與閱聽人的「模式偏好」(Mode of preference)亦值

得一提。Beddows(2012)認為，對閱聽人來說，他們或許並不需要因為故事跨媒

介改編的呈現，而非得離開最初接觸的參與模式，閱聽人只會根據他們的需求來

追逐文本，也就是根據本身的「偏好」(prefer)來決定所要觸及的故事媒介，這就

是閱聽人的「模式偏好」。 

 

    閱聽人面對跨媒介改編的文本，對於消費另一個媒介敘事並不一定感到舒適，

他們很有可能「習慣」於特定的「消費模式」(consumption pattern)而降低跨媒介

文本的接收意願，換句話說，即便跨媒介敘事/改編的目標是讓每個媒介呈現它

特定的美學價值，但對於閱聽眾來說，很有可能因為習慣/熟悉於特定的媒介模

式，使得跨媒介消費形成困難(Evans, 2008)。  

 

    若以本文所欲探討的「劇集形式的跨媒介改編文本」來綜合上述的概念，閱

聽人除了進入點的差異以及參與模式的經驗不同之外，「劇集」的結構形式也可

能使他們在「敘事組成」與「破口」中形成複雜的交錯或流動現象，如此的流動

讓閱聽人透過不同的參與模式，進而形塑特殊的個人接收歷程，又或者因為不同

的參與模式特性，而有不同的流動動機與行為。至於該如何描繪這些流動模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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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貌，甚至是更細緻的閱聽人跨媒介消費特徵，後續即將討論的「知情閱聽人」

(Knowing Audience)則會有更深入的說明。 

第五節 知情閱聽人的接收與流動 

    綜合先前文獻所討論的劇集形式跨媒介改編文本、參與模式與進入點等概念，

本節將針對閱聽人接收過程的特徵進行探究，這其實與 Hutcheon 所談的「知情

閱聽人」(Knowing Audience)特別有所關連。 

Jenkins(2006)認為，在內容流通於不同媒介平台的時代下，閱聽人會為了尋

找他們想要的娛樂經驗而「遷徙」(migratory)，以跨媒介敘事的概念來說，故事

創作本身就是一種「世界建造」(world making)的藝術，閱聽人在這個過程中扮

演「獵人」(hunters)或「蒐集者」(gatherers)的角色，主動性的參與並經驗虛構的

世界，經由不同的媒介通道追逐故事，同時透過社群與協作來比較內容，在投入

時間與努力後會的到更豐富的體驗。 

 

    這樣的體驗對於接收跨媒介改編的文本來說，更融入了重複但具有變異，熟

悉卻兼具新奇的愉悅特質，因為觀看改編作品本身就是一種愉悅，重複的過程帶

來更深刻的理解，並因知悉即將發生的情節而具有「信心」(confidence)，並於「再

訪」(revisit)相同但具變異性的主題中帶來「舒適感」(comfort)。Hutcheon(2006)

形容那些對於原始文本熟悉的閱聽人為「知情閱聽人」(Knowing Audience)，知

情閱聽人能夠在經驗改編作品的過程中，召喚原著文本的記憶，讓資訊填補於接

收改編作品的歷程，了解原著與改編作品之間的「交互關係」(interplay)，同時，

無可避免地感知改編作品的「豐富性」(enriching)與「重寫文本的雙重性」

(palimpsestic doubleness)。 

 

    相對於知情閱聽人，Hutcheon 描述那些未接觸過原著文本的閱聽眾為「不

知情的」(Unknowing)，不知情的閱聽人，反而可能以改編作品作為先接觸的對

象，對於改編文本產生了「原始性」(Originality)與「優先權」(Priority)，若閱聽

人再回去觀賞原著，則變成以改編作品作為理解故事的框架，進而接收原著。 

 

    從上述知情/不知情的閱聽人差異中，可以看出 Hutcheon 所論述的知情閱聽

人是指熟悉「原著」而觀賞「改編」的閱聽人，然而，這樣的概念在某種程度上，

預設了原著文本以及改編作品的「主從關係」。但事實上，在跨媒介改編文本接

收過程中，不論是以原著小說或者影像改編為進入點的閱聽人，在消費另一個文

本時，其實都可以視為已經具備了知情閱聽人的條件。換句話說，跨媒介改編文

本「知情閱聽人」的概念，差別只是在於先看原著或是改編，這亦可描述成「不

同進入點而體驗文本的閱聽人」，如此的研究觀點，能夠補充且平衡最初 Hutcheon

所論述的知情閱聽人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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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以「劇集形式」的跨媒介改編文本來說，更為複雜的是，除了進入點的

差異之外，也因為劇集的破口而產生了複雜的流動模式，這些破口可能讓知情閱

聽人根據自己的模式偏好或其它因素，游移於不同參與模式所呈現的敘事組成，

因此而形塑整體的故事體驗，如下圖所示: 

 

 
圖 2-2 流動模式示意圖，本研究整理 

 

    此概念圖大致涵蓋了本文所欲探討的幾個重要概念，首先，上半部與下半部

是文本跨媒介改編所形成的兩種參與模式，包括由文字小說所形成的敘述模式以

及由影像媒介所形成的表演模式。在這兩種參與模式中，實線箭頭代表著最一開

始閱聽人可能的媒介進入點，當閱聽人選擇了其中一個進入點之後，就可能有非

常多樣且不同的流動行為。 

 

在每個參與模式中，因為劇集的型態以及媒介特質，所以會產生許多不同的

「敘事組成」以及「破口」組合。在同一個參與模式中，破口扮演著連結敘事組

成的停滯空間，但在不同的參與模式中，破口其實可以讓閱聽人選擇流動至不同

的敘事組成。舉例來說，當閱聽人選擇觀賞電視影集《權力遊戲》為體驗故事的

起點時，即以影像媒介為進入點，當看完了影集第一季，經歷了敘事組成 1，此

時，閱聽人即有多種的選擇，如在圖二中以虛線表示的可能流動行為，閱聽人可

以回頭閱讀原著小說，去閱讀已經在影集看過的內容，即敘述模式的敘事組成1，

或者在原著中找尋更多後續的故事內容進行接收，流向其他不同敘述模式的敘事

組成 2 或 3，當然也可能僅在同樣的表演模式中持續觀賞影集。 

 

    這表示在閱聽人的接收過程中，除了最初進入文本的參與模式差異之外，整

體的流動/解讀歷程亦可能呈現許多不同的軌跡而值得深入探索。舉例來說，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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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最初先閱讀原著小說的閱聽人，在觀賞影像改編之後，亦可能透過破口再回頭

閱讀小說的其他敘事組成，然而，這個過程是否仍存在最初所想像的故事世界與

原始性?另外，對於以影像媒介作為進入點的閱聽人而言，相同的流動模式(也就

是先觀賞影像再閱讀小說後，又回到影像)，又會有什麼樣的特殊解讀經驗? 

 

    除此之外，閱聽人的整體流動歷程是「對應著敘事組成的順序」而交錯於參

與模式中進行，抑或可能執著於劇集最後的結局破口才進行跨媒介接收?又或者

可以試問，接收/流動過程所呈現的多樣性，其背後的動機為何?等等有可能會產

生的接收歷程，都是值得深入考究的問題。從這樣的研究角度切入，其實更凸顯

了以閱聽人接收來探討跨媒介改編文本的特殊性，除了打破過往閱聽眾先看原著

再觀賞改編的假設，重新思索不同進入點的閱聽人類別之外，過去即便故事利用

劇集的概念來形塑商業策略，以文本分析的角度，它仍不脫離原著與改編的一對

一對應關係，然而，劇集之於閱聽眾的接收情境，它的關係可能如上所述更為多

元，這是本文更加著重探究的地方。 

 

第六節 跨媒介改編的劇集文本接收「動機」與「歷程」 

    綜合上述的文獻探討，首先，第一、二節回顧了改編概念，包括定義、理論

到與跨媒介敘事的融合，接著探討互文性與互媒性的概念作為原著與改編作品在

內容與形式上的理論基礎，並依此將焦點放置於閱聽人接收經驗的「重寫性」。

在第三節中，特別針對了劇集型態的跨媒介改編文本以及「破口」的概念進行論

述，並說明電影與電視所呈現的劇集特性可能有所差異的情形。 

 

    在第四節中，主要納入參與模式、進入點以及模式偏好等概念來釐清更多的

跨媒介接收細節，並於第五節中探究了「知情閱聽人」概念後，形成了本研究所

關注的焦點，也就是在劇集型態的跨媒介改編文本中，不同進入點的知情閱聽人

接收與流動的經驗探討，值得注意的是，若要比較不同進入點的知情閱聽人在跨

媒介接收的異同性，則需要更微觀的探討這些模式背後的「動機」與「歷程」等

相關的議題。 

 

    回顧跨媒介改編文本本身，因為兩者互文/互媒的關係，閱聽人本質上亦屬

於一種廣義的「重複暴露於媒介內容」狀態，在過往的說法中，Tannenbaum(1980;

轉引自 Hoffman, 2006)就指出，重複地暴露過程是為了選擇那些「安全」且「可

信賴」的娛樂形式，它避免了面對不熟悉的內容所產生的風險。 

 

    Hoffman(2006)認為，重複暴露於相同的媒體內容不僅有高度的「享受性」

(enjoyable)，有時更會產生有別於第一次觀看的動機。一般來說，重複暴露的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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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仍然可以沿用過去的使用與滿足理論做解釋，但「重複暴露」特別的地方就在

於它讓閱聽眾預期了滿足的結果與效果，類似的動機說法可以歸納為幾種因素，

包括: 

 

    (一)可預測的內容所帶來的「情緒調節」(mood management):這說明在重複

暴露的過程中，文本的「可預測性」、「熟悉性」(familiarity)或「重複」(redundancy)

本身就是影響偏好的原因之一。 

    (二)放鬆(relaxation):相對於新事物，熟悉的事物需要較少的認知過程與注意

力，因此帶來放鬆感。 

    (三)社會互動(social interaction):說明它讓閱聽人能更加容易地去談論熟悉的

事物，進而與他人溝通。 

    (四)角色、演員或「類社會關係」(parasocial relation)等因素:指稱透過重複暴

露來展現對於故事的認同(identification)與移情(empathy)。 

    (五)懷舊(Nostalgia)則用來形容閱聽人渴望緬懷過去的現象。 

    (六)回憶/回想(recall)則是指對於已經遺忘的內容，想要更深入地回顧與了解

的動機。 

 

    上述這些動機，若以跨媒介改編的脈絡而言，其實呼應了許多互文/互媒的

概念探討，然而，若以「劇集形式的跨媒介改編文本」作為討論對象，則不同進

入點的閱聽人，或許因為先接觸的參與模式不同，而在作品「重複但具變異」的

特性上會產生不同類型的動機，並因為劇集的結構，使其在不同的破口中，產生

流動於不同參與模式敘事組成的「動機」，這形成了本研究的第一個研究問題: 

 

研究問題一: 

    閱聽人在劇集型態的跨媒介改編文本接收中，會產生什麼樣的跨媒介接收動

機?不同媒介進入點的閱聽人所產生的動機，又有什麼相似或相異的地方? 

 

    除了動機之外，如何詮釋閱聽人從一開始接觸的文本，到後來跨媒介接觸另

一個文本的經歷，甚至在整個劇集結構裡的跨媒介流動，則需要考究其中互文/

互媒概念下，經驗重寫的「歷程」相關說法。 

 

    對此，Hoffman(2006)認為，閱聽人在重複暴露於相同內容的過程中，除了

會增加「情緒反應」(emotional reaction)外，亦會有異於初次接觸文本的「認知

性經驗」(cognitive experience)，因為知悉敘事情節並帶來較為放鬆的經驗，這使

得閱聽人能夠注意更多除了故事事件以外的細節，比如藏於情節中的笑話(hidden 

jokes)、情節發展的線索、錯誤或問題點的發覺、特定角色的關注、對話分析或

者注意背景設定、音樂、顏色與編輯等風格元素。Suckfull(2004;轉引自 Hoff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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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則認為，接收者在重複的過程中，能更自由的選擇他們的「接收模式」

(reception modalities)，特別產生了「新的認知經驗」(new cognitive experience)。 

 

    這種「新的認知經驗」，以跨媒介改編「重複但具變異」的接收而言，扮演

著重要的角色。回顧在產製的概念上，如何改編/設計不同的體驗，本身就是製

作考量的重點。相關的概念在過去的探討中，著重於在創作上如何思索「虛構讀

者」(fictitious reader)，進而設計「召喚式結構」(inviting structure)，形成「補白」

或者「否定/辯證」的創作歷程(賴玉釵，2016)。值得注意的是，若以傳播/接收

的角度，閱聽眾同樣會經歷這些概念來形塑整體文本的經歷，召喚式結構其實與

先前討論的媒介參與模式有所關聯，只是它更著墨於閱聽人的「參與」所帶來藝

術與美感交流所形成的「表演結構」(Iser,1978)。以不同媒介的參與模式而言，

召喚式結構深入地思索了文字與影音媒體彼此如何透過傳播元素召喚閱聽人對

於文本的共鳴，甚至「導引」(lead)了不同進入點的閱聽人，如何透過不同的媒

介敘事建構作品的「意義層次」(hierarchy of meaning)(Beddows, P.70)。 

 

    除此之外，在這些美感接收中的召喚式結構，所產生的「補白」與「否定/

辯證」兩種「創作歷程」，若以閱聽眾的角度言之，前者連結了在跨媒介改編文

本中的「間隙」(gaps)概念，其概念也可以形容為不同故事版本間的「互文線索」

(Beddows, 2012)。「補白」也可形容閱聽人在不同的媒介元素/情境中，參照最初

進入作品的主題內容、情節或傳播元素來補充、填補另一版本的故事體驗，而「否

定/辯證」的歷程，原本形容創作者能意識不同媒介的美感預期，進而去引援不

同的互媒特性與傳播元素來構造敘事情境(Booth, 2008)，同樣的概念對於閱聽人

而言，在不同的媒介經歷中，則可能形成思辨、比較不同的媒介參與模式，進而

修正本身的審美期待(胡致峰，2013)。 

 

    對此，若將上述的說法置於「劇集形式跨媒介改編文本」的探討脈絡，值得

關注的是，不同進入點的閱聽人會產生什麼樣相似或相異的「解讀歷程」?以敘

述模式為進入點的閱聽人，在經驗表演模式的影像作品中，會如何召喚先前的文

字記憶而「補白」，抑或是在改編作品的接收上形成什麼樣的「否定/辯證」思維?

以表演模式為進入點的閱聽人，又會在敘述模式的文本中產生什麼樣的「解讀歷

程」?甚至是，兩種不同進入點的閱聽人，在劇集結構的敘事組成與破口中，整

體的「流動歷程」又會是什麼樣的情形? 這即是本研究的第二個研究問題: 

  

研究問題二: 

    在劇集型態的跨媒介改編文本接收中，不同進入點的知情閱聽人會產生甚麼

樣的「解讀」與「流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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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在這個章節中，第一節介紹本文所選定的研究案例，主要是近年來一些熱門

的電影與影集資料，總共選了三部電影與三部影集作為研究的案例，這些影像文

本皆為小說改編，不論是原著小說或影像改編，皆以劇集的方式呈現故事內容。

第二節則陳述研究的方法、流程與對象，大致上來說，研究的進行是根據前一節

中選定的案例，以網路文本分析與深入訪談法並重的方式進行研究，一方面透過

直接徵詢閱聽人的方式尋找受訪者，另一方面則在蒐集了文本資料以後，試圖聯

繫撰寫文章的作者來進行訪談，最終再綜合分析、探討資料，第三節則提供研究

的訪談大綱，大抵上是根據文獻探討所形成的問題。 

第一節 研究案例介紹 

    研究案例的選擇上，以六部近年來熱門的改編電影與影集為主，分別是電影

《分歧者》、《飢餓遊戲》、《暮光之城》以及影集《權力遊戲》、《古戰場傳奇/異

鄉人》與《嗜血真愛》，以下詳述其基本資料。 

 

一、電影《飢餓遊戲》(The Hunger Game)系列 

 

    電影《飢餓遊戲》系列，改編自作家 Suzanne Collins 的同名原著小說，該小

說三部曲被認為是自 2008 年以來最令人驚奇的系列小說，小說曾登上《紐約時

報》、《美國今日報》、《華爾街日報》、《出版人週刊》等全美暢銷書排行榜第一名，

第二部曲在 2009 年更被《時代雜誌》評為年度十大小說之一。自首部曲出版以

來，曾在紐約時報暢銷排行榜佔據一百多周，電影在 2012 年推出首部曲，續集

在 2013 年上映第二部，最後一部曲分成上下集於 2014 及 2015 年上映。根據 Box 

Office Mojo 網路票房資料，首部曲在 2012 年的全美票房為當年度的第三名，累

計 4.08 億美元，續集更為 2013 年度第一名，累積 4.24 美元，最後一部曲上下及

亦有 3.37 億美元與 2.81 億的票房累積。 

 

二、電影《分歧者》(Divergent)系列 

 

    電影《分歧者》系列改編自作家 Veronica Roth 的小說《分歧者》三部曲，該

小說於 2011 年出版首部曲《分歧者》(Divergent)之後，續作《叛亂者》(Insurgent)

以及《赤誠者》(Allegiant)分別於 2012 年以及 2013 年出版，小說為《紐約時報》

2011 年度百大小說、Amazon 網路書店年度百大，並獲得美國青少年選擇獎提名。

改編電影則在 2014 年上映首部曲《分歧者》之後，於 2015 年上映續集《分歧者

2:叛亂者》，第三部曲《分歧者 3:赤誠者》則分成上下兩集，上集已在 2016 年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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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最後一集則預計將在 2017 年呈現。其故事的背景設定於人類的未來社會，

並參照許多社會結構、政治權力與冒險元素來陳述一個反烏托邦的故事題材。在

票房上，首部曲北美累積 1.5 億美元，續集亦有 1.3 億美元。 

 

三、電影《暮光之城》(Twilight)系列 

 

    電影《暮光之城》(Twilight)改編自作家 Stephenie Meyer 的同名小說，該小說

共四集，分別在 2005 到 2008 年出版，融合了愛情、吸血鬼與青少年元素的作品。

系列小說在美國熱賣約 1000 萬本，並蟬聯了紐約暢銷書排行榜約 143 周，電影

則於 2008 到 2012 年根據小說的進度放映，最後一部分成上下集上映。根據票房

資料，第一部在當年度全美票房賣座 1.9 億美元，之後的系列作品皆有 2 億多美

元的年度全美票房。 

 

四、影集《權力遊戲》(Game of thrones) 

 

    影集《權力遊戲》改編自美國作家 George R.R. Martin 的小說《冰與火之歌》

系列，該小說預計出版七部，最早發行的是 1996 年的首部曲《權力遊戲》，而後

於依序是《烽火危城》(1998)、《劍刃風暴》(2000)、《群鴨盛宴》(2005)以及第五

部《與龍共舞》(2011)，小說蟬聯了亞馬遜網路書店年度最佳奇幻小說，並連續

被許多雜誌評為年度最佳奇幻小說，作者更因此作品而被《時代雜誌》封為「美

國版的托爾金」。影集的部分大致圍繞著原著改編，由HBO公司進行製作與播映，

首季於 2011 年播放，至 2015 年時已根據小說播映至第五季，特殊的是，時至 2016

年，第六季的影集內容實際上已超越小說的出版進度，根據新聞資料，內容的呈

現大致上由原著作家與影視製作團隊溝通而編寫(徐卉，2016)，內容以奇幻、戰

爭為主要風格，影集連續五年入圍艾美獎最佳影集，並於 2015 年獲得了最佳影

集的肯定，同時囊括 12 項大獎，在全球形成熱門的風潮。 

 

五、影集《古戰場傳奇》(Outlander) 

     

    影集《古戰場傳奇》(或譯《異鄉人》)，改編自作家 Diana Gabaldon 的原著

小說系列，是部融合歷史、奇幻、冒險的羅曼史巨作。該小說在 1991 年至今已

出版八部，曾被《讀者文摘》選為「史上最佳十大愛情故事」(The Best Love Stories 

of All Time);在 Good Reads 網站上，亦曾被票選為「20 世紀百大最佳羅曼史小說

第 1 名」(The Best of the Best Romance Novel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與「史上

最佳羅曼史第 3 名」(Best Top Romance Novels of All Time)，至今逾 20 多年仍然

是全球熱門的經典，全系列書暢銷累積超過 2500 萬冊。在台灣，於 2013 年引入

第一部《異鄉人 Outlander》，並在 2015 年引入第二部續集《異鄉人 Outlander 2:

琥珀蜻蜓》。影集的部分，第一季在 2014 年八月至九月放映上半季(八集)，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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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四月至五月播映下半季，第二季則於 2016 年四月開播，進度大致根據原著的

情節進行，第一季剛播畢時，在網路影視資料資料庫 IMBD 中得到 8.8 的高分好

評，第二季播畢仍維持 8.5 分的水準，雖然並未在艾美獎或全球獎獲得獎項或提

名，但許多外媒甚至是《權力遊戲》的原著 George R.R. Martin，都對此部影集

表達製作水準的肯定。 

 

六、影集《嗜血真愛》(True Blood) 

 

    影集《噬血真愛》是 HBO 根據 Charlaine Harris 的小說《南方吸血鬼系列》

所改編，該書被翻譯成 35 國的語言，全球銷量 3000 萬冊，曾榮登紐約時報排行

榜冠軍，在台熱賣 15 萬冊。影集的部分，在 2008 年開播第一季，至 2014 年播

出第七季完結，該影集的女主角 Anna Paquin 也靠著在劇中的演出而獲得全球獎

的最佳女主角，並曾獲得艾美獎最佳戲劇類影集提名。 

 

第二節 研究方法、流程與對象選擇 

    研究方法上，主要是以網路文本分析與深入訪談法並重的方式進行。會以深

入訪談法與網路文本分析並重的方式進行，主要是因為這兩種方法皆各有優缺點，

深入訪談法的優點是能直接關切研究問題的核心，但是就時效性而言，或許並不

能深入地了解閱聽人在當下的情感經驗。而網路文本分析的資料，優點在於這些

文章的撰寫是閱聽人在接收文本當下的自主抒發，透過深思熟慮後所留下的紀錄，

這對於研究問題中，所要探究的解讀歷程是很好的參考資訊。然而，這些紀錄背

後的實際接收/流動模式、動機並不如以深入訪談法所獲得的資料來得明顯。以

下說明這兩種方法: 

 

一、深入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 

 

    所謂的訪談法(interviewing)，又可分為非結構式、半結構式與結構式訪談，

又可以因為研究對象為個人或團體分成「深入訪談法」與「焦點團體法」(胡幼

慧，2008)，本文以先前探討的文獻為依據，針對研究的面向設計成訪談大綱，

依此以個人為對象進行深入訪談，另外，深入訪談法對於資訊的蒐集著重於「資

訊飽和度」(saturation of information)，所謂的「飽和」是指質性資料的蒐集在研

究過程中的喊停判準，亦即研究者持續追尋不同的再現狀況中，卻不見任何新的

再現狀況增加的情形(Martin W. Bauer＆; George Gaskell 原著，羅世宏譯，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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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路文本分析 

 

    另一個研究資料的蒐集方法則是網路文本分析，所謂的文本(text)是人類心

智活動經由具象化過程後所呈現的內容物，文本分析(textual analysis)主張文本的

意義是由文本與所處脈絡的關係而定，透過文本分析可以用特定的理論為分析架

構，對文本提出解讀與詮釋，探討作品表面意義(denotative)之外的社會意義

(connotative)(鄭自隆，2015)。  

 

    本研究以台灣最大型的學術論壇 PTT 為主要文本蒐集來源，經由所選定的

研究案例，觀察閱聽人對於研究案例所撰寫的「心得」與「回應」作為分析對象，

進而解讀其跨媒介消費的進入點、動機或歷程等本文所關注的面向。另外，許多

的心得文撰寫實際上是轉引自其他最原始的部落格，因此在網路文本的資料蒐集

上，部落格的原始文章亦是研究觀察的文本之一。 

 

    在研究進行上，整體的流程是，先選定近年來熱門的研究案例，即第一節中

的研究案例，然後，根據這些研究案例，初步分成兩種資料蒐集的途徑，分別是

直接徵詢與研究案例有相關經驗的閱聽人，以及網路文本資料蒐集，其中在文本

資料蒐集的部分，又可以根據文本的撰寫來源，試圖接觸作者進行訪談，整體的

流程如下圖所示: 

 

 

圖 3-1 研究流程圖 

 

    在文本資料蒐集中，以關鍵字搜尋的方式加上論壇精華區的典藏資料，從中

尋找符合有討論到原著與改編的文章，電影《飢餓遊戲》蒐集 35 篇、《暮光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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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篇，分歧者 25 篇，影集的部分則《權力遊戲》則蒐集了 20 篇、《古戰場傳奇》

與《嗜血真愛》則總共 25 篇與 15 篇文章。在經過文本資料的蒐集後，研究上試

圖根據這些文章寫作的閱聽人進行訪談聯絡，以站內信的方式送出邀約，試圖與

閱聽人進行接觸。對於有意願進行研究訪談的閱聽眾，在經過訪談之後，將資料

一起併入直接徵詢閱聽人的訪談分析，最後在與網路文本資料進行綜合的探討。 

 

    最終，用以參考、呈現研究發現的資料，以下整理編號訪談者及統計文本資

料，表 3-1 大約描述了受訪者的資料，包括研究案例、進入點以及基本資訊，表

3-2 則整理了本研究所參考的網路文本資料數目: 

 

表 3-1 訪談者資料 

研究案例 進入點 編號 附註 

權力遊戲 影集 A1 男/26 歲 

權力遊戲 影集 A2 女  

權力遊戲 小說 A3 女  

古戰場傳奇 小說 B1 女 

古戰場傳奇 影集 B2 未透露 

飢餓遊戲 電影 D1 男/24 歲/學生 

飢餓遊戲 小說 D2 男/35 歲 

飢餓遊戲 小說 D3 男/24 歲 

分歧者 小說 E1 男/28 歲 

分歧者 電影 E2 未透露 

暮光之城 電影 F1 女/24 歲 

 

 

表 3-2 網路文本資料整理 

研究案例 參考資料數目 

權力遊戲 20 篇 

古戰場傳奇 25 篇 

嗜血真愛 12 篇 

飢餓遊戲 35 篇 

分歧者 25 篇 

暮光之城 19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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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訪談大綱 

    訪談大綱的擬定大致根據研究問題的方向以及其相關面向撰寫，首先是文本

的進入點，也就是知情閱聽人所先觀賞的媒介，以及其媒介模式偏好等基本資料

的詢問。另外，有關動機與歷程的問題，則以媒介的參與模式所帶來的差異，並

納入劇集形式的特殊性作為探討的起點。 

 

表 3-3:訪談大綱 

研究問題 研究面向 問題大綱 

資本資料 年齡、性別、職

業 

請問您的年齡、性別與目前的職業為何? 

基本資料 進入點/參與模

式 

請問你是先看小說還是電影/電視影集? 

是小說的第幾集?/是電影的第幾集/影集的第

幾季? 

基本資料 媒介模式偏好 平常是否特別偏愛看電影/影集或小說? 

動機 參與模式 為什麼想去觀看影像改編的作品/原著小說? 

動機 劇集形式/媒介

差異 

劇集形式的呈現是否有特別影響你去讀小

說?(針對進入點為電影/影集) 

劇集形式的呈現是否特別影響你去觀看影集/

電影?(針對進入點為小說) 

歷程 接收歷程/認知

經驗 

在閱讀小說的過程中，與原本觀看影集/電影的

感受有什麼差別?或者特殊的感受?(針對進入

點為影像) 

在觀看影集/電影的過程中，與原本閱讀小說的

感受有什麼差別?或者特殊的感受?(針對進入

點為文字) 

歷程 劇集形式 整體閱讀小說與觀看影集/電影的歷程、次序為

何? 

後來在看過影集/電影後，有再回去翻閱小說

嗎?(針對進入點為小說) 

後來回去看小說後，有再回去看影集/電影嗎? 

(針對進入點為影集/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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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發現 

    在研究結果與發現上，第一節主要回應研究問題一，即不同進入點的閱聽人

動機比較，第二節則回答研究問題二，有關不同進入點的閱聽人經驗歷程探討，

以下深入說明之。 

第一節 不同進入點的閱聽人動機比較 

 針對本文的第一個研究問題，此章節大略地分成兩個部份來說明閱聽人觀賞

跨媒介改編文本的動機。第一部分是「重複」且具「變異」的跨媒介改編，這個

部分主要探討閱聽人為何在觀賞過原著(或改編)後，對另一個媒介文本產生接收

的動機。對此，本文分析了四種情形來做探討，前兩種情形針對不同進入點的閱

聽人進行研究發現的闡釋，另外比較「已知情節」觀賞的動機差異，最後說明另

一種閱聽人根據過往的習慣、偏好而形成的進入點選擇狀況。第二部分則特別探

討因為「劇集結構」所形成的接收動機，並歸納兩種情形來描述，分別是因為閱

聽人「看不下」原著小說而改看影像，或在看了改編後，迫不及待先閱讀原著的

情形。 

一、「重複」且具「變異」的跨媒介改編 

    根據文獻的探討以及案例的選擇，本研究區分了兩種類型的閱聽人，分別是

(一)先閱讀原著小說以及(二)先觀看影像改編作品的閱聽人，試圖比較他們在跨

媒介接收另一個文本的動機，來回應本文的第一個研究問題，即不同進入點的知

情閱聽人，在接收劇集型態的跨媒介改編文本過程中，會產生什麼樣的接收動機? 

 

(一)影像「如何」改編的期待 

    對於先閱讀原著小說的閱聽人，也就是以「敘述模式」為進入點的閱聽人，

在觀看影像改編作品的動機上，仍圍繞在產製上，好奇編劇、導演如何「詮釋」

或「設計」自己在文字閱讀中所想像的故事，甚至是如何掌握原著故事的精隨等，

如訪談者所表示: 

 

    以電影第一集來說，比較期待的應該是抽籤和競技開場吧，電影中

的抽籤片段，在節奏和氣氛營造上面都很好，我還滿喜歡的，但競技開

場的地方我就比較失望了，電影畫面和我想像中有點落差。(D3，訪談

資料/飢餓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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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小說裡面當然無法看到一些「畫面」，比方說，在小說裡描寫了

一些男女主角在床上聊天的場景，那在小說裡面也就只是文字而已，像

是他坐起來，然後他去哪裡，比較有感覺的部分就是他們對話的內容，

其實就看不到畫面，但是在影集裡面，我就滿期待導演如何利用鏡頭或

畫面這些東西來呈現，我印象中，有兩個畫面讓我很有感覺，第一個是

女主角懷孕了，然後肚子滿大的，後來跑去找她老公...這在小說裡面

沒有什麼特別，但我印象很深刻，就是那一幕是藍色的月光打在女主角

上，他們把他調得很偏藍，它讓女主角看起來就很像大理石像，很漂亮、

很美，但在小說裡面就沒有辦法看到這麼具體的東西，另外一個景是，

書裡面描寫女主角跟男主角去皇宮裡面的 Party，但其實小說裡面描寫

的禮服就是一套紅色的禮服很漂亮，但後來影集拍出來的時候，所有的

書迷或看影集的人，都說那件衣服太漂亮，其實每個人真的都很期待這

邊到底會怎麼拍。 (B1，訪談資料/古戰場傳奇) 

 

    以文字為進入點觀賞影像改編的閱聽人，是 Hutcheon(2006)最初所論述的

「知情閱聽人」類型，他們在接收另一個媒介文本的動機中，貼近了許多改編理

論在描述產製過程的說法，改編本身是一種「置換的實踐」，在文字改編至影像

的過程中，內容需要經過「剪裁」與「編輯」，並透過影像、聲音、運鏡或劇本

來達成「增加」(addition)、「擴張」(expansion)、「累積」(accretion)或「插補」

(interpolation)戲劇效果(Sanders, 2006)，對閱聽人來說，製作團隊包括編劇、導演

或演員等「如何」去實踐一個改編，本身就是一個引發閱聽人觀賞的動機。 

 

    以互文/互媒的理論角度來說，文字是「去影像化的」(uncinematic)(Elliot, 

2003)，對於影像改編的呈現，閱聽人預期能夠接收更多的傳播元素來構成另一

個接收的體驗。以 Rajewsky(2005)的說法，是因為原始文本的「媒介轉置」(Medial 

transposition)，進而期待影像媒介在呈現相同文本的「媒介結合/多媒體」(Media 

Combination)。內容上，閱聽人會根據文字中印象深刻的記憶，作為一個重要的

依據，進而期待重複的內容在多媒體中的變異與新奇性。 

 

    以文字為進入點的閱聽人，在觀賞影像改編的動機上，仍清楚地認知不同媒

介的性質，並關注製作團隊是否掌握了自己對原著所認知的重點，或者說故事的

精隨，形成了閱聽人重要的觀看動機，如訪談資料中所陳述: 

 

    我是先看了小說再去看電影的，小說裡面講關於穿噴火花的那個橋

段其實還滿 High 的，還滿想知道電影會把場面拍得怎樣，但其實小說

寫得比較精彩。(D2，訪談資料/飢餓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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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會想去看影集，就是其實覺得小說不錯或者很好，然後因為

裡面的好，才要去看他怎麼去拍，如果沒有掌握到故事的精隨或本來期

待會被拍出來的樣子，那整個就覺得被背叛了…我覺得看影集的動力還

是要先喜歡書拉，如果看過書就覺得不好看，其實也就不會想要去看影

集，因為喜歡那個書，就會想要去看它動起來的版本，當然也因為書裡

面會有一些特別喜歡的地方，所以就會想要去看它怎麼演，以

Outlander這個例子來說，裡面的故事情節其實設計的讓人覺得有趣，

包括一些男女主角的遭遇、環境因素、對白或一些歷史的背景等，這些

吸引我的地方，就會想要去看他怎麼演，我想，對喜歡書的人來說，會

想看到真人把它演出來應該是一件滿讓人感動的事。(B1，訪談資料/

古戰場傳奇) 

 

(二)原著提供的「更多」細節 

    另外，先觀看影像改編作品的閱聽人，回頭閱讀小說的動機，與上述的閱聽

人並不太一樣。根據 Hutcheon(2006)對於影像媒介的參與模式，也就是「表演模

式」的描述，它本身是一個「向前推進」(forward-driving)的接收情境，相較於原

著小說，閱聽人僅能透過畫面、鏡頭語言或演員的肢體表現進行故事設定與細節

的推敲，在這樣的狀態下，原著小說反而形成了一個可供「更多」細節描繪的來

源，如以下的閱聽人所表示: 

 

    我記得大概是第三季的時候，才回去從頭開始翻小說…因為小說其

實裡面會有很多的小細節，所以它後面的發展其實都要很仔細的去看完

整套才能更完整的體會，它需要的時間更久。書借回來看的時候也就從

頭開始翻有興趣的地方，然後就翻到影集最新發展的地方，就是在影集

還沒有播新的之前，會想多去看一下更細節的故事內容這樣。(A1，訪

談資料/權力遊戲) 

 

    小說所能夠提供的「細節」或「設定」，也代表著閱聽人可能因為在影像觀

賞中，可能會有許多不太清楚或者看不懂的時刻，而原著小說即提供了釐清故事

脈絡的素材: 

 

    剛看完電影回來看到版上幾乎都是普負雷，但個人覺得還不錯 可

能是本身對電影要求很低...每每有改編小說電影總是會迫不及待的把

書追完，剛補完分歧者，發現整部電影需要小說輔助的地方還真多耶，

怪不得版上很多人跟我一樣一堆疑問 (以為是我觀察力不夠)，所以由

原來的普好雷變普普雷。(網路文本資料，me*******/[普雷] 分歧者 雷

很多外加作弊解惑心得/分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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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說明了有趣的是，先觀看電影所產生的評價，會因為後來看過小說之後

而產生轉變。影像媒介的改編，相較於原著小說，閱聽人的接收情境處在掌握性

較低的狀態，再加上改編篇幅的限制可能刪減了部分的內容，這使得閱聽人出現

「看不懂」的情形。但就跨媒介改編的文本來說，原著小說成了具有「解答」性

質的文本。換句話說，擁有較為完整細節與設定的小說，使影像改編為進入點的

閱聽人，產生了解惑的動機，驅使其觀看原著小說，除了故事背景的細節之外，

包括人物的心境想法、關係等，亦是類似的情形: 

 

    我是先看影集，會想去看小說的原因是想更清楚知道每個角色的想

法，因為光看影集對角色之間的關係和想法的了解有限。(A2，訪談資

料/權力遊戲) 

 

    以文字為進入點的閱聽人，他們期待著改編「重複」且具有「變異」的影像

呈現，同樣地，以影像為進入點的閱聽人之於原著小說，其實亦具有「重複」且

「變異」的性質，並皆能因為這些性質而產生收看的動機。當影像改編「忠於」

原著，先觀看影像的閱聽人，其實也會好奇原著如何運用「文字」帶來影像呈現

上的感覺，在訪談資料中，當訪談者被問及影像哪些地方吸引閱聽人觀看原著小

說的問題，其回答如下: 

 

    我覺得它(影集)把時代的氛圍抓得很好，劇情也很緊湊，然後影集

裡呈現的蘇格蘭風景也很迷人…影集因為篇幅的關係，改編了很多小說

的段落，但大體上來說，跟原著的「氛圍」還滿接近的…這個部分(觀

看原著小說)原本是想要知道原本的故事是怎麼寫的，但是卻發現，作

者比較著重在情緒、心境上的描寫，影集當然在這些地方不能說得很詳

細。(B2，訪談資料/古戰場傳奇) 

 

    另外，閱聽人亦可能會因為影像在設定上與原著不同，而好奇小說中的描寫

為何: 

 

    我先看了電影第一集，後來去買了小說第一集來看…當初是因為看

完電影之後，聽到網路上的影評與劇評會說，其實小說跟電影的設定不

太一樣，所以就會想說去看到底是哪裡不一樣。(F1，訪談資料/暮光之

城) 

 

    綜合以上兩種不同進入點的閱聽人對於相同內容的接收動機比較，可以看出

一些基本的差別，以文字為進入點的閱聽人，好奇影像產製上「如何」運用多重

的媒介元素進行跨媒介改編，以影像為進入點的閱聽人，則會對原著小說如何描

寫相同與不同的影像改編而閱讀文字，產生想要知道「更多」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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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其實可以回顧文獻探討中，對於不同進入點的知情閱聽人所進行的陳述來

做更精確地剖析。在文獻中，Hutcheon(2006)形容知情閱聽人為「熟悉原始故事

情節」並具有「豐富知識的」(Knowledgable)閱聽人，就廣義地談，這兩種不同

進入點的閱聽人，皆能夠知悉故事的整體架構與內容，他們皆具有一定程度的先

備知識而參與重複的內容。在某個程度上，本文將不同進入點接納入知情閱聽人

的觀點，仍然符合且補充了原始的概念性質，但在初步探討引發不同跨媒介接收

動機的現象中，則可以發現，因為構成這些先備知識的「屬性」或「媒介」的不

同，造成了「豐富知識」的「程度」不同。整體來說，以原著小說為進入點的閱

聽人，較屬於為了得知影像「如何」(Know How)運用不同的媒介元素進行改編，

他們期待影像製作團隊藉由更多媒體的相互參照，再詮釋故事的內容，同時具象

化原著故事。然而，以影像改編為進入點的閱聽人，則以影像敘事為先備知識，

期望藉由文字獲得更多的資訊內容，知道「更多」(Know More)有關故事的細節、

設定、伏筆，甚至是異於小說的部分，即使其仍可能好奇原著文字如何描繪影像

改編中的感受，這兩種不同進入點的閱聽人接收動機，在本質上並不太相同。以

下圖整理這兩者的相互關係: 

 

 
圖 4-1 不同進入點的動機圖，本研究整理 

 

(三)已知故事的「重現」 

    在前面的探討中，不論是以文字為進入點的閱聽人好奇影像「如何」改編，

或者以影像為進入點的閱聽人欲得知「更多」故事細節，這些其實可以歸納在改

編/被改編文本的「未知」部分，但其實，對於重複且具變異的跨媒介改編文本，

想要體驗一些「已知」的部分，也就是重新在另一個文本中，體會文本片段的「重

現」與重溫舊時的「感動」，亦是一個重要的動機。 

 

    特別是對於以原著小說為進入點的閱聽人，透過文字閱讀所帶來的內心澎湃，

即便已知結局，仍會期待其從影像重新體驗改編作品，如以下的訪談者表示: 

 

    其實小說跟影集到後來的劇情真的差很多，但我並不會太在意這個，

因為有些戲份自己還是很喜歡，會去期待它被重現的時候，比方說，當

紅毒蛇被魔山打爆臉那個場景，那時候我在看這一系列(小說)時，這個

部份看到簡直是要站起來了，因為就是差那麼一點點紅毒蛇要贏了，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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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一直很希望紅毒蛇可以打敗魔山，那時候讀覺得很熱血，覺得原作寫

得很好，而在看影集的時候，就是掛著一顆心在等它重現，雖然已經知

道結局了。(A3，訪談資料/權力遊戲) 

 

    然而，形成對比的是，以影像改編為進入點的閱聽人，對於「已知」部分重

現的期待，則並不如以文字為進入點的閱聽人，如訪談者針對一些以先觀看影像

改編的文本所表示: 

 

    霍爾的移動城堡我是倒過來看的，我是先看了電影後，才去看書…

但是因為動畫版的電影做得滿誇張的，像是洗浴室之後霍爾頭髮變色那

邊，倒是沒有因為想重溫這些片段而回去看小說…而且通常我覺得先看

書比較會有這種期待，因為書想像空間大，而且可以慢慢看慢慢幻想，

這部老實說，也還好我先看電影，不然應該會超失望的。(B1，訪談資

料/古戰場傳奇) 

 

    影像所帶來的強烈視覺印象，可能壓縮了文字想像的空間，這讓先觀看影像

改編的閱聽人，對於「已知」的故事情節重現於文字的閱讀動機，相較於以文字

為進入點的閱聽人期待故事重現於影像，其實並沒有那麼強烈，甚至有可能在觀

看小說的當下，並沒有很認真的閱讀那些劇集演過的部分，這在後續的解讀歷程

中亦會有所提及。 

 

    整體上來說，對於追求故事的重現，亦可以回歸到先前所提及，以文字為進

入點「Know How」與以影像為進入點「Know More」的動機本質差異，文字進

入點的閱聽人，追求的是多元媒體，包括影音特效等，「如何」更豐富的表現文

字表達的故事。在這個概念底下，未知畫面的呈現與已知情節的重現，皆是其重

要的觀賞動機。然而，以影像為進入點的閱聽人，則在影音感受為基礎記憶底下，

或許仍如先前所提及，會好奇原著在文字媒介中，如何刻劃影像接收中的感受，

但最主要的動機仍在吸收「更多」的故事資訊，相較之下，閱聽人對於已知情節

重現的觀賞動機，或許並不如以文字為進入點的閱聽人來得強烈。更精確地說，

這其實與更細節的跨媒介解讀歷程有所相關，後續的章節會繼續補充不同進入點

的閱聽人在接收上的歷程體驗所帶來的影響。 

 

(四)跨媒介進入點的事前選擇 

    上述所陳列的三點動機，比較屬於因為先看了某個媒介文本後，對於原著/

改編的未知或已知部分產生接收的動機。然而，本研究亦發現了閱聽人因為習慣

而產生的進入點選擇偏好，對閱聽人來說，他們可能依照本身對於參與模式的偏

好，在能夠選擇媒介進入點的狀況下，循著習慣與偏好而選擇先觀看原著或是改

編，以下深入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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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敘述模式的知情閱聽人，除了因閱讀小說所累積的先備知識而產生跨媒

介接收文本的動機外，閱聽人亦可能會因為影像改編的文本即將上映，而根據自

己的偏好「先閱讀」原著小說: 

 

    中文版小說早在2009年在臺灣就賣的一蹋糊塗，當時我自己反骨，

就是不願意翻開這本書，反而知道電影即將上映，前一陣子才在兩個星

期之內，把一系列三本書一次 K完。(網路文本資料，ot*******/ [好

雷] 飢餓遊戲 - 作法可議，但材料是有價值的 ，2012-04-04/飢餓遊

戲) 

 

    除了本文所選定的研究案例之外，以文字為進入點的閱聽人亦表示，針對其

他的跨媒介改編文本，其實本身就已經「習慣」先閱讀原著，更可能會因為原著

將被改編，主動性地找尋原著並進行閱讀，如下的訪談資料表示: 

 

    我會去觀察，比方說我現在在等的就是九月份的《怪奇孤兒院》，

我會因為一個東西要被改編成影視作品而先找它的原著來讀，讀過之後

呢，就會先自己消化原著裡好看的地方，它的強項在哪裡，然後再去看

拍它的人，因為拍跟寫一定有落差，拍不可能把寫的東西完全拍出來，

它一定要刪，然後也可能為了自己想加的東西而加，那這兩個去比較，

包括它為什麼刪這個東西、為什麼加這個東西、或者為什麼花這麼多的

篇幅強調這個東西，去想，去猜測他為什麼做這件事情還滿好玩的…其

實我喜歡看改編影集的原因，就是在欣賞編劇或導演對於這個故事，認

為我覺得這個故事可以這樣詮釋，有點像是在開讀書會這種感覺，編導

在跟你說這個故事的時候，有時候就是會覺得對阿，這樣子講故事，也

是很有邏輯，甚至有它自己的特色。(B1，訪談資料/古戰場傳奇) 

 

    在受訪者所提供自己當時進行比較的文本資料如下，這反映了閱聽人根據過

往的接收模式，在能夠選擇進入點的狀況下，根據偏好選擇原著的情形: 

 

    聽說《心靈詭計》改編電影而且還是甘道夫+萬磁王伊恩麥克連主

演，我自然喜孜孜地找了原作先來預習…在好萊塢一堆幼稚劇本和重拍

重開機氾濫的慘境下，能看到這種比原作還要加分的改編劇本，簡直要

哭惹~(網路文本資料，Am*****/福爾摩斯先生與心靈詭計) 

 

    我一直都有比對影視改編和小說原作的習慣，本季的新劇怪松鎮

(Wayward Pines)出來後，看了幾集印象不差，又聽說原作是評價頗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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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部曲，就找了電子書來看…(網路文本資料，Am*****/陰松林電視

劇失敗原因) 

 

    這其實說明了，原著小說帶給了閱聽人自己詮釋與理解故事的空間，這些自

身的詮釋與理解，變成了在觀看改編作品時的一項能力，也就是參透/剖析「再

詮釋」者「如何」進行改編背後的想法、技巧或其對原著的理解，這與先前所提

及，因為看了原著之後，好奇改編者「如何」進行改編有一些不同，這裡的所顯

示的進入點選擇偏好，特別讓即將被改編的文本，成為一個驅使閱聽人轉變成知

情閱聽人的因素，他們的目的是，要能在文本即將被「改編」之前，一方面，享

有自己詮釋與理解的空間，另一方面，提升觀看影像改編的層次，這個層次是指

知情閱聽人能夠精明地比較、評論或評價「改編者」所進行的「再詮釋」。換句

話說，這裡談的並不是「知情閱聽人」的接收動機，而是「成為知情閱聽人」本

身，就是一個因為偏好/習慣而產生的動機。 

 

    相較之下，以影像觀賞為主要參與模式的閱聽人，有時甚至因為跨媒介的文

本改編，有意識的「不先接觸」原著，這與上述所談的閱聽人偏好形成了對照。

在訪談的閱聽人中，以影像改編為進入點的閱聽人，特別提出在觀看其他文本中

的特殊現象。受訪者表示，因為知道自己一定會去看電影，但若先看過小說，反

而可能會對電影失望，於是不如不要先去看小說: 

 

    我當初有看哈利波特的小說，但不是每一集，大概其中 3、4本吧， 

但我覺得我每次看完哈利波特的小說，再看電影我就會覺得很失望，所

以我就再也不看哈利波特的小說了…因為我一定會看電影，但我知道我

先去看小說再看電影一定會失望，所以我就不看小說…主要是因為它不

是很大一部分都在說魔法嗎，但電影呈現的魔法跟我的想像有很大的落

差，主要是畫面的關係，故事倒沒甚麼影響。(D1，訪談紀錄/飢餓遊戲) 

 

    閱聽人根據本身的經驗、習慣，形塑接收文本的偏好，這樣在「事前」預設

跨媒介接收的行為，或許可以用「模式偏好」(Mode of Preference)來進行補充說

明。「模式偏好」原指閱聽人根據自己的習慣，不一定依循著跨媒介改編的生產

順序，進而消費另一個媒介文本(Beddows, 2012)。但是這裡的行為指出，文本的

跨媒介改編，可能讓閱聽人依「習慣」主動地找尋原著小說進行閱讀，或者有意

識的不先看小說，這亦是「模式偏好」的展現。它讓閱讀原著的動機可能是因為

文本將被改編成影像而形成，影像產製的消息讓閱聽人預設了觀賞影像改編的

「可能」，然後選擇先閱讀原著小說。而對於以觀看影像為主的閱聽人，則可能

根據故事的題材特性以及本身的經驗感受，選擇原著小說的參與方式，它所展現

的是存在於參與模式背後，閱聽人對於原著/改編所設定的「主從關係」，這其實

與之後的章節在探討閱聽人流動歷程上，有相當的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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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劇集形式」所影響的特殊動機 

 

(一)「轉換」參與模式接續故事體驗 

    上述所談的內容，主要著墨在不同進入點對於「重複」內容所產生的動機，

然而，在本文所關注的「劇集結構」中，更進一步地發現，以文字為進入點的閱

聽人，當「看不下」原著小說的時候，即可能「轉換」成以觀賞影像為主，這算

是利用影像媒介在參與上的容易性，進而透過影像來接續故事的參與歷程，如下

的文本資料顯示: 

 

    老實說，我有買書，我只買了兩集就買不下去了，也沒辦法一頁一

頁把書(第二集)完整的看完， 所以我沒辦法去說導演有沒有把書本裡

的意境拍出來， 因為我有好好的看小說第一集，但是都感受不到男女

主角刻骨銘心的愛.... 我昨天也又看了一次暮光之城第一集的重播，

真的很想轉台，但是因為我今天要看第二集，所以就勉強的看完。(網

路文本資料，um***/[負雷] 暮光之城 2 The Twight Saga:......) 

 

(二)為了「得知後續」情節的動機 

    另外，對於先觀賞影像改編劇集的閱聽人，本研究則發現閱聽人可能是為了

「先得知」後續的「影像劇情」而閱讀原著小說，以下訪談者與文本資料皆顯示

閱聽人因為電影結束後，欲得知後續的故事發展而產生「先觀看」後續小說文本

的動機: 

 

    當初是看到了第二集的飢餓遊戲後，為了想知道後面的劇情發展，

所以跑去買了小說來讀第三部曲的小說內容，之後再回去看電影的最後

一部曲(上下兩集)。(D1，訪談資料/飢餓遊戲) 

 

    《分歧者》完全超乎我的想像…很妙的是，偏偏在近年反烏托邦系

列小說中，《分歧者》分五派這個設定，當初讓我覺得好像沒那麼有趣

耶（所以小說買了還沒看 XD）。但就電影的呈現，卻是處處充滿驚喜

啊！...整體來說，我覺得電影真的還蠻不錯，至少看完會讓我想知道

後續發展，再加上每首配樂都超好聽。看來可以來翻一下買很久的第一、

二集。順便入手第三集了。(網路文本資料，pi*******(痞皮陳)/ 分歧

者-超乎想像的好看 ) 

 

    綜合來看，以影像為進入點的閱聽人，為了「得知後續」的故事情節而轉換

另一個參與模式的過程，其實類似於以文字為進入點的閱聽人，透過影像改編接

續故事參與的形式，兩者的流動皆是因為故事以「劇集」的形式持續發展，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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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媒介進行故事的接收，但更精確地說，「先得知」後續情節與「轉換」參

與模式，在動機的概念上並不相同。 

 

三、小結 

這個章節透過兩個部分來回答閱聽人的跨媒介改編接收動機，在第一部分中 

，提出(一)「Know How」與(二)「Know More」兩種觀點來描述不同進入點的閱

聽人動機本質，並在(三)閱聽人期待已知情節重現的探討上，呼應不同進入點的

動機本質來做描述，最後再論述(四)跨媒介進入點的事前選擇，這說明在閱聽人

可以選擇進入點的情況中，可能根據過往的媒介偏好與接收模式來經歷原著或改

編。第二部分則納入了劇集來探討，提出(一)「轉換」參與模式接續故事體驗，

這在某種程度上說明了影像媒介的參與容易性，與(二)為了「得知後續」情節的

動機，這發現了閱聽人因為好奇故事內容的接續發展所形成的特殊動機。 

第二節 不同進入點的閱聽人歷程探索 

    當動機影響行為，上述所探討的幾個動機，造就了閱聽人在劇集結構的跨媒

介改編文本接收中，形成複雜的經驗歷程，這也是本研究的第二個研究問題，即

對於不同進入點的閱聽人，探討他們在接收文本過程中所產生的流動與解讀歷程

經驗。針對第二個研究問題，本研究在這個章節共分成三個部分說明研究發現。 

第一部分所探討的是閱聽人的行為面向，也就是流動歷程的部分，第二個部分則

著重閱聽人的解讀歷程，並從中提出一些新的互文/互媒參照的觀點，進而論述

閱聽人如何透過過往的故事經驗參照跨媒介改編文本，第三個部分則是從整體劇

集的概念，論述閱聽人在接收過程中，破口的「時間性」面向。 

一、閱聽人的跨媒介流動歷程探討 

    在過往的研究想像中，常常假定了原著與改編的從屬地位，以及閱聽人的接

收先後次序，也就是完整的先看過原著後，再接收改編作品，如下圖所示: 

 

圖 4-2 過去的閱聽人接收想像示意圖，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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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圖所顯示的是，過去想像閱聽人完整地看過原著小說後，再進行影像改編

觀賞的接收行為。然而，在本文研究的過程中卻發現，當「劇集」納入跨媒介改

編文本的接收中，閱聽人的流動模式其實更為「交錯」，不論進入點為何，閱聽

人在每個參與模式中，不一定會完整的讀過原著，也不一定堅持在讀完原著之後，

再進行改編作品的接收。甚至，連改編作品的觀賞亦不一定會很完整，本研究以

下圖來闡述欲說明的閱聽人接收概況: 

 

 

圖 4-3 更為交錯的閱聽人接收情形示意圖，本研究整理 

 

    至於該如何說明如此錯綜複雜的接收情形，在經過詳細地了解不同閱聽人的

流動歷程後，本文將不同的接收模式進行異同性的比較，以更具體的分類方式，

將各種不同的行為以原著小說及影像改編背後的「主從關係」進行歸納，其中，

大略可以分成三種接收模式得以進行說明，分別是(一)以原著小說為主要參與模

式、(二)以影像改編為主要參與模式與(三)無特定主要參與模式的閱聽人。 

 

(一)以原著小說為主要參與模式的閱聽人 

    以原著小說為主要參與模式的閱聽人，偏好以原著小說為主要參與的媒介，

但是進入點並不一定是原著小說，影像改編文本也可能是其先接觸的作品。另外，

不論是原著或者改編，觀賞的歷程可能因為閱聽人本身的偏好而「省略」某些片

段。 

 

    以原著小說為進入點，小說的閱讀歷程不一定如過去想像得那麼完整，如下

的閱聽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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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看完小說再回去看影集的，但是小說跟影集出來中間有一段時

間了大概有三年…其實小說總共出了八本，我當時大概看到第五本，後

面覺得太莫名其妙了，所以就沒有繼續看…影集的話就是一季一季追。

(B1，訪談資料/古戰場傳奇) 

 

    上述的資料中顯示，當「劇集」的概念納入原著的接收中，閱聽人可能根據

自身偏好或者媒介特性跳過或者忽略某些敘事組成。換言之，原著的接收並不一

定很完全，閱聽人根據的是自身的喜好來判斷是否繼續進行閱讀。 

 

    另外，以原著小說為主的閱聽人，可能則是在先觀看過影像改編之後，產生

了閱讀原著的興趣，然後進行小說閱讀: 

 

    如果是單指 Outlander的話，那麼是先看到第一季影集結束，在看

英文版的小說，讀完全部的小說之後，再看影集第二季，嚴格來說第四

集小說是跳著看的…(B2，訪談資料/古戰場傳奇) 

 

    這邊的資料顯示了，「破口」的概念在影像媒介的放映時程中，形成重要的

轉捩點。以原著為主要參與模式的閱聽人，雖然以影像改編為進入點，但可以在

影像媒介的放映時程中，透過破口流動至原著小說進行閱讀。除了上述所談之外，

以原著為主的閱聽人之於改編影像的觀賞，亦不一定會追求完整性: 

 

    說實在的~暮光系列我完整看過的只有第一集電影，然而第一集(電

影)看完後~也很單純得因為吸血鬼們實在長得太美了，所以再買書重看，

看過每一集的書之後，實在又是因為我非常極度討厭貝拉這樣處感情的

個性，加上後面幾集(電影)大家一面往負雷倒~哈哈!!正巧省下好幾筆

摳摳啦!!!會去看這片(暮光之城最後一集)~單純因為最近沒啥好片(我

對港片實在沒有那麼愛...so...) 但是又想看個電影~所以有算是有頭

有尾的選了這一部拉!!可能抱持著不期不待，沒有傷害的心情~本集我

覺得意外的好看啦!!!^O^(網路文本資料，st**/ [好雷] 暮光之城-破

曉 2 比第一集好看非常多/暮光之城 ) 

 

    在先前的動機探討中曾經提及，閱聽人在轉變成知情閱聽人的過程上，有時

是在跨媒介改編的「事前」，根據過去的模式偏好而先找尋原著進行閱讀，這樣

的情形，在劇集的結構下亦會發生，閱聽人預設了繼續觀看影像劇集的可能，而

在每個影像破口之前，保有先知悉原著的接收方式，這亦是以原著為主要參與模

式的閱聽人可能特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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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看小說是很久以前，因為跟小說的翻譯很熟，然後翻譯送了書給

我看，我大學的時候其實沒有特別喜歡奇幻小說，我覺得是工作以後才

比較喜歡，那個時候，覺得小說就是還好，好像就「只有這樣」...然

後沒有特別想很多，但就是後來看了影集之後，才又回去看小說的第二

集，接著就把小說之後到第四集(的小說)都看過，第五集(小說)我其實

沒有看完…整體來說，都是先看過小說之後才去看影集，然後影集的話，

基本就是跟著追…一開始回去看基本上就只是希望在第二季影集之前

把第二集的小說讀完，但其實我很快就達標了，然後之後就是慢慢

看…(A3，訪談資料/權力遊戲) 

 

(二)以影像改編為主要參與模式的閱聽人 

    以影像改編為主要參與模式的閱聽人，在接收行為上，與上述所談的閱聽人

形成對比，他們以影像接收為主要的偏好，依循著每個影像媒介的破口而回頭閱

讀原著小說，試圖釐清更多在影像觀賞中的故事情節，特別對於電視影集來說，

除了每季(season)之外，每集(Episode)也可能是一個破口的形成: 

 

    我是看完第一季的影集之後才去看第一集的小說，之後也都是看完

每季的影集之後，再找對應的小說集數來看，所以整體來說，基本上就

是影集第一季->小說第一集->影集第二季->小說第二集->影集第三季

->小說第三集…依此類推，直到目前的第六季(雖然已經超過小說進度)

如此的交錯進行，並沒有讓小說的進入超越影集，因為本身就是習慣先

看過電影或劇集，如果有興趣想更深入了解的話，就會去找書來看，比

方說甄還傳還有電影失戀 33天也都是如此...並沒有在每集的時候去

找書來看。(A2，訪談資料/權力遊戲) 

 

    當初主要是一集跟一集之間去看小說，大概就每個禮拜會去翻一下，

另外，一季的結束，也可能會好幾天都在看別人對它的評論，包括去比

較自己的推測、心得還有別人的想法這樣，尤其一季剛結束時，都會很

好奇大家是怎麼想的，這個時候很多陰謀論啦、劇情的可能走向都會跟

著出來，而過了之後，又回歸到等待的時間，這個時候就沒有那麼瘋了。

(A1訪談資料/權力遊戲) 

 

    以表演模式為主要接收方式的閱聽人類型，很可能為了保有影像的驚奇感，

而刻意地不先接觸原著小說，如下閱聽人所表示: 

 

    我其實有偷翻過幾頁，但是後來就沒有看，因為我就在想，如果都

知道了劇情了，這樣以後要怎麼看影集。(A1，訪談資料/權力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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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也有可能是因為影像媒介使閱聽人對於故事產生了懸疑感，進而利用

原著文本來「得知」故事發展，如以下的訪談者表示: 

 

    當初是看到了第二集的飢餓遊戲後，為了想知道後面的劇情發展，

所以跑去買了小說來讀第三部曲的小說內容，之後再回去看電影的最後

兩集。(D1，訪談資料/飢餓遊戲) 

 

(三)無特定主要參與模式的閱聽人 

    第三種閱聽人類型，在接收跨媒介改編文本上，不同於上述兩種閱聽人類型，

其並沒有特定的媒介偏好，在流動的模式上，可能是在接觸了某個文本後，好奇

另一個文本的內容而產生接收行為。如以下所提的閱聽人，因為好奇原著的不同

而在觀賞影像改編文本後接觸原著，然而，他們在後續的行為上，並不如以原著

為主的閱聽人，追求原著故事的完整性，甚至僅因為影像改編作為故事的參與模

式所需花費的精神與時間較少，選擇影像改編作為後續接收故事的方式，或展現

出隨心所欲的特質: 

 

    我先看了電影第一集，後來去買了小說第一集來看…當初是因為看

完電影之後…想說去看到底是哪裡不一樣…後來沒繼續看是因為看書

要花的時間太長了，一部電影了不起三個小時就可以看完，但同樣一本

書我大概要看個兩三天吧。(F1，訪談資料/暮光之城) 

 

    我飢餓遊戲是看完全部的小說後，再去看電影，但對於其他的故事

卻不一定，有時候是先看小說再看改編電影，有時候是看過改編電影，

再去找小說來看，其實沒有一定的模式。(E1，訪談資料/分歧者) 

 

    這與先前提及，閱聽人可能因為小說讀不下，所以轉換另一個模式來繼續故

事的體驗，或是整個放棄觀賞故事劇集亦是類似的類型: 

 

    我有買書，我只買了兩集就買不下去了，也沒辦法一頁一頁把書(第

二集)完整的看完…因為我有好好的看小說第一集，但是都感受不到男

女主角刻骨銘心的愛.... 我昨天也又看了一次暮光之城第一集的重播，

真的很想轉台，但是因為我今天要看第二集，所以就勉強的看完。(網

路文本資料，um***/[負雷] 暮光之城 2 The Twight Saga:......) 

 

    我看了電影第一集後，回去找了小說來讀，讀了兩本又回去看電影第二

集，但書中的視角一直轉換，所以小說第三集我就棄看了，甚至連電影第三

集也沒有去看。(E2，訪談資料/分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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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類型的閱聽人顯示了，閱聽人可能在故事「後續」的敘事組成中，僅由

單一的參與模式完成整體的接收，甚至不繼續觀賞文本，這除了說明閱聽人的時

間、金錢等資源有限，必須做出接收方式的選擇外，相較於小說，影像媒介的參

與其實更為容易。 

 

(四)小結 

    透過具體地分類成這三種不同的閱聽人，展現了別於過往以文本分析取向所

呈現的成果。這是以閱聽眾的觀點來剖析媒介文本的主從性，將原著小說與影像

改編的關係，置於接收的主體中進行論述，它展現了多樣的可能關係。當閱聽眾

面對劇集型態的跨媒介改編文本，他們也許是第一種類型的閱聽人，會想要先找

原著小說來讀，也可能是第二種閱聽人，在看過影像改編後，才產生對原著小說

的興趣，刻意地保有在觀看影像的驚奇感，也可能是第三種閱聽人，隨心所欲地

游移在原著與改編之間。 

二、閱聽人的跨媒介解讀歷程探討 

    先前所談的流動歷程，以較為鉅觀的角度探討了閱聽人在接收文本的行為，

然而，若要更細緻的討論他們在接收文本中，對於故事所產生的互文/互媒參照，

則需要更關注他們在接收文本當中的解讀歷程。這也是本文第二個研究問題中的

另一個部分，即閱聽人的解讀歷程探討。本研究在這個部分，分成兩種類型的互

文/互媒接收來進行論述，分別是(一)單點配對式的(Matched)以及(二)結構脈絡式

的(Structured-contexted)互文/互媒接收。 

 

(一) 單點配對式的(Matched)互文/互媒接收 

單點配對式的互文/互媒接收，主要描述閱聽人具備「知情閱聽人」的特徵而 

接收跨媒介改編文本的解讀過程，也是描述知情閱聽人在接收文本的當下，腦海

中早已具備了另一個媒介版本的情節印象，他們對於特定故事的橋段，能夠從另

一個版本中提取記憶進而透過互文/互媒的概念進行接收。如先前文獻所提，在

這個解讀過程中，又可以將知情閱聽人分成「不同進入點的知情閱聽人」，針對

他們在接收「重複且具變異」的故事來進行比較。其中，若運用「補白」與「否

定/辯證」兩種歷程概念來分析，則不同進入點的知情閱聽人在接收故事的過程

中，「補白」的歷程在本質上是相同的，只是不同進入點代表著補白的「經驗次

序」並不一樣。另外，「否定/辯證」的歷程則對不同進入點的閱聽人來說不太相

同，主要是因為先接觸的媒介性質差異所引起。最後值得一提的是，以原著為進

入點的閱聽人在一些「已知」但主要是透過影像作為「輔助」呈現的經驗上，這

也是類似於「補白」的概念，但反觀以改編為進入點的閱聽人，這些早已透過影

像體驗過的「已知」經驗，其實並不一定很仔細地在原著中閱讀，以下深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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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閱讀原著小說再觀賞影像改編的閱聽人，累積了完整的原著故事基模，在

接觸影像改編的故事中，可以清楚地感知改編的變動，包含刪修或增補的故事情

節，這使他們本身就了解故事發展的邏輯與背後的因果關係，進而在觀賞改編作

品的「當下」，連結原著的文字記憶，以原著的先備知識為基礎，經驗影像的情

節，如下的文本資料表示: 

 

    …因為我看過書，才會知道小芸在訓練所偷刀子的橋段是因為她來

自於採集果樹的農業區，可以自由自在在樹上跳來跳去；黑密契給凱妮

絲熱湯附上紙條，是暗示凱妮絲要好好在觀眾面前扮演苦命戀人博取同

情；凱妮絲跟母親的疏離和對妹妹小櫻的不捨，是來自於當初父親死於

礦坑爆炸，母親傷心過度導致兩姊妹差點餓死街頭；凱妮絲與彼得的際

遇，在於小時候的凱妮絲在死亡邊緣時，彼得故意把麵包烤焦，假借丟

給豬吃其實是故意丟給了凱妮絲…如果導演願意在凱妮絲與彼得對話

時，多加入他們倆個對如此不公平的國家機器的反抗，那麼在最後兩人

想要一起吃毒果的結局就會顯得更讓人理解。因為凱妮絲在自願帶替小

櫻時，早就不準備回家了，彼得也說不想讓都城覺得他們可以隨心所欲

地控制他自己的生命…《飢餓遊戲》第一集最重要的部分就是這

個…(ot*******/ [好雷] 飢餓遊戲 - 作法可議，但材料是有價值的 ，

2012-04-04) 

 

    換句話說，改編作品未呈現原著的地方，閱聽人會以原著的記憶為基礎，在

觀看影像的當下針對故事進行「補充」，這其實就是閱聽人接收跨媒介改編文本

的「補白」歷程。文本因為媒介性質的不同，在改編的過程中，無可避免地產生

了版本之間的「間隙」(gaps)，閱聽人透過文字記憶「補白」改編故事在連續的

演進中所欠缺的細節與說明，這對於先觀看影像改編再閱讀原著小說的閱聽人，

其實也會發生，如以下的閱聽人表示: 

 

    看完影集再看小說，就是會了解到更多的東西，包括人物的心境或

是故事的脈絡等，基本上小說會有很多的小細節，書裡面的梗也比影集

還要多很多，像是小說裡面就有出現石心夫人，但是在影集中那個角色

死了就沒了，大部分回去看的時候就是找有興趣的地方讀，比方說會想

去找舊時代的介紹，看看以前的龍有多神這樣，這些電視沒有演的地方

(A1，訪談資料/權力遊戲) 

 

    雖然補白歷程的本質是一樣的，但是不同進入點代表著經驗接收的「次序」

並不一樣，以原著為進入點的閱聽人，是以「最初」的閱讀經驗，在觀賞影像改

編的「當下」產生補白的歷程，但是以改編為進入點的閱聽人，卻比較像是透過



 

55 
 

閱讀原著小說的「當下」，補白「當時」的影像經驗，兩者在互文/互媒的相互參

照上，「先後次序」並不相同。 

 

    除了「補白」的歷程之外，跨媒介改編的接收也產生了「否定/辯證」的經

驗歷程。先閱讀原著小說的閱聽人，其實在接收影像改編之前，已經產生了自己

對於故事的詮釋與想像，而影像製作團隊作為一個「再詮釋者」，閱聽人往往在

接收影像改編的時候，試圖比較著自身的詮釋與編導的詮釋，進而產生失望或愉

悅的情感，如以下的閱聽人表示: 

 

    我覺得西恩賓演的艾德史塔克跟我想的就滿像的，有點忠厚老實的

感覺，特別有差別的是瑟曦，我其實一直都覺得琳娜海地沒有那麼適合

演，最早灰鹰大(原翻譯)跟我說過，他覺得適合的演員是妮可基嫚，但

是我覺得 Amy Acker 比較適合，琳娜海地有點太中性，書中的瑟曦就是

一個很蛇蠍美人的感覺，一附很會外交、治國的感覺，但是琳娜海地的

形象比較陽剛，我沒有覺得很合我胃口拉，應該說，原本的想像會更邪

氣一些些，雖然也很喜歡她拉...在書剛開始的時後，瑟西本身就是一

個讓人覺得很異常的角色，小說中的一些獨白就是會讓人覺得毛骨悚

然…小龍女也跟我想像中也點不一樣，龍女在嫁給馬王之前，其實是一

個很脆弱，就像玻璃一樣的女生，但是他們(製作團隊)找來一個萌系的

女生來演，也沒有覺得不好啦，但會覺得她演技其實滿平板的，我是覺

得她缺乏了一點靈氣。(A3，訪談資料/權力遊戲) 

 

    除了角色的呈現以外，編導團隊亦可能增加或變動原著故事，以自己的方式

詮釋原著，這亦可能讓閱聽人感到失望或者愉悅: 

 

    這次看新月因為是先看過書,所以心得也許會變得書迷化…關於改

編的部分,我不需要一部兩個小時內把原著每一部份都講完的電影，新

月從頭到底一直趕故事跳鏡頭,情節都不連接，至少提一下 Bella受傷

後 Edward有一直很擔心她的手...另外, 為增加動作場面而加的

Volturi打鬥部份,把 Edward弄得很不堪一擊還有 Bella為了想要

Edward的幻覺而搭上陌生人的摩托車...這兩個都是我很不能接受(在

原著裡沒有)的改編情節。(網路文本資料，ti******/[負雷]暮光之城-

新月) 

 

    我覺得這部影集的編劇還滿強的，因為畢竟是影集，所以一定會有

許多的增減，但是影集其實呈現了也很不錯的方式來說這個故事，比方

說，在小說裡，女主角原本的老公其實被寫得滿討人厭的，就是把他形

容得很不好、很邊緣，然後，書裡面其實也寫了很多瑣事來表達他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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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生活，但是在影集裡，他把這些東西都刪掉了，然後增加了女主角

原本的老公的戲份，把他描繪的得更悲傷、更立體，讓人為之動容，甚

至還有一個反派，他在小說裡面其實就是一個很變態的角色、是個混蛋，

但是在影集裡，他們都被改得讓人很同情，改編的編劇加上拍攝手法，

還有他在一些戲份中，他的表情加上台詞其實會讓人覺得很淒涼、很難

過，但是這些在書裡面其實並沒有。(B1，訪談資料/古戰場傳奇) 

 

    以上顯示了，編導團隊作為一個「再詮釋」原著的角色，在製作上可能增補

了在原著中沒有的情節，或者用其本身想法再詮釋故事，對閱聽人來說，接收原

著所沒有的情節或新的故事表達方式，本質上似乎是用自己對於原著的詮釋、想

像，相比較於改編者呈現的作品，產生了「否定/辯證」的接收歷程，意即，閱

聽人針對原著的想像與編導所做的詮釋，形成一個辯證的解讀過程。他們在接收

中相互比較與對照，改編者的詮釋很可能並不如閱聽人自身的想像，使他們感到

失望，亦有可能超越閱聽人的解讀，使閱聽人感受到改編作品超越原著的驚喜。 

 

    然而，對於以影像改編為進入點的閱聽人，則產生了不同於上面的描述。影

像的接收取代了文字的想像，並形成接觸原著小說的「框架」，它強烈的浮現在

閱聽人接觸原著小說的過程中: 

 

    我覺得先看完電影再回去看小說，都會有種先入為主的感覺，在看

小說的時候，想像到的樣子其實都是電影的感覺，包括那個演員的模樣，

還有他們的演技、表情，直接帶入小說的閱讀之中…電影給我的印象真

的很會很深刻，比方說，愛德華跟貝拉在學校餐廳裡相遇的那段，在看

書的描寫時，都會自動地把當初在電影裡看到的畫面帶入...其實後來

我會滿希望當初是先看書再看電影，因為那時候看書時，就只能想像愛

德華的長相是羅伯派汀森。(F1，訪談資料/暮光之城) 

 

    以影像改編為進入點的閱聽人，在閱讀原著的過程中，是以影像改編的印象

作為先備知識，這樣影像的「框架」，使閱聽人在接觸文字時，並不特別需要運

用想像力建構人物的形象，但是，由於接觸「更多」的訊息內容，可能使閱聽人

從中比較影像所建構的形象，他們仍可能會知覺原著與改編的差異或雷同的地方，

形成比較影像改編與原著小說的「否定/辯證」歷程: 

 

    其實我覺得，看電影主要就是看演員，像暮光之城就是男帥女美，

可是看小說就會描寫得比較多東西，比方說愛德華，我覺得電影裡的呈

現，就沒有小說裡來得好，不過貝拉就差不多…我覺得電影裡面(愛德

華)演得很內斂，看起來還是個很高冷的人，但是小說給我的感覺是，

他比較像是一個會開點小玩笑的高中男孩，或者說，因為演員並沒有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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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只能夠用文字表達而無法用演技呈現的細節演出來，當然也有可能

是演技沒那麼好啦。(F1，訪談資料/暮光之城) 

 

    綜合來談，不同進入點的知情閱聽人，以「文字」補充「影像」的補白歷程

在本質上是相同的，但兩者體驗的次序並不一樣，「否定/辯證」的歷程則因為媒

介的性質，使得先接觸的故事版本產生了不同的比較對象，以原著為進入點的閱

聽人在閱讀小說的過程中，產生了自己的詮釋與想像，進而在觀賞影像改編的經

驗裡，對照著編導的再詮釋感受失望或愉悅。然而，以改編為進入點的閱聽人，

在閱讀原著的過程中，比較的對象則是影像改編的框架與原著的描述，兩者最大

的差別就在於透過前者透過原著建立自身想像空間的過程，這樣的關係可以用先

前的動機概念圖加上歷程的概念作更清楚的描繪如下: 

 
圖 4-4 單點對照式的互文/互媒概念圖，本研究整理 

 

    上述概念圖所涵蓋的「補白」與「否定/辯證」歷程，其實也呼應了在先前

的探討中，原著進入點產生「Know How」與改編進入點產生「KnowMore」的動

機本質，以原著為進入點，期待編導「如何」轉化文字呈現影像，以改編為進入

點，則期望透過原著吸收「更多」情節。 

 

    值得注意的是，在後來的動機論述中，特別提出以原著為進入點的閱聽人，

對於「已知情節的重現」也是另一個觀賞改編的動機，這在歷程的概念上，某種

程度而言也算是一種「補白」，但這個補白的意義並非以原著的文字來「補充」

改編的情節，而是透過影像的多媒體呈現來「輔助」文字中的想像，進而產生感

官性的愉悅或失落，如以下閱聽人表示: 

 

    其實當初還沒想過影集真的會拍出來，因為當時的許多例子其實技

術上都做得不好，看到龍真的誕生在影集中，其實有點感動…鐵王座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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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點讓我小失望，鐵王座在書中描述有 1.5 層樓高，基本上要爬樓梯爬

到半層樓高才能坐，但是影集的呈現好像太小了(A3，訪談資料/權力遊

戲) 

 

    然而，同樣是「已知」的片段，對於以影像改編為進入點的閱聽人來說，亦

如在先前的動機所提，他們或許因為早已透過影像作為故事的印象框架，並不一

定會很期待文字重現的過程。更甚者，有些閱聽人甚至表示，其對於「已知」的

部分，也就是影像媒介演過的部分，甚至不一定會很重視: 

 

    看小說的時候…對於影集演過的地方，那倒是不會認真讀，稍微看

到有不一樣知道就好，大致上影集看過的東西不會再繼續找小說的看

(A1，訪談資料/權力遊戲) 

 

(二)結構脈絡式的(Structured-contexted)互文/互媒接收 

    單點配對式的(Matched)互文/互媒接收，主要針對相同的內容呈現於不同的

媒介版本中，探討不同進入點的閱聽人解讀經驗，在上述的討論中，除了針對個

別類型的知情閱聽人互文/互媒參照進行論述以外，也在後半的討論呼應了在動

機的討論中，不同進入點的動機本質。 

 

    除了這些探討之外，本文所討論的範疇其實不僅於此。當跨媒介改編的文本

納入「劇集」的概念時，閱聽人的接收過程並不僅有單點配對式的互文/互媒接

收，還會有「結構脈絡式的」(Structured-contexted)互文/互媒接收。這意旨閱聽人

對於一個存在特定參與模式中的敘事組成，其比較、參照或者評價的對象，並不

僅限於另一個參與模式中相同故事內容的版本。事實上，不論是同樣的參與模式

或者不同的參與模式，閱聽人所接收過的任何敘事組成，皆可能是其互文/互媒

相互比較的對象。 

 

    如以下閱聽人表示，當其閱讀了全部的原著小說後，其即可以針對小說的每

個敘事組成進行相互評價，如以下的資料所顯示: 

 

   閱讀過此三部曲的讀者多有第一集最精彩，第二集還不錯，

第三集卻欲振乏力的感覺。（但也有讀者認為一部比一部精采

就是了）我個人覺得作者敘寫此龐雜結構的內涵實屬不易，三

部曲也各有千秓，但第三集的確被一些枝節冗長的事務給削弱

了些力道，三名主角凱妮絲、比德和蓋爾的情感關係也處理得

太雲淡風輕。(網路文本資料，舞影˙艾蜜李/飢餓遊戲 3:自由幻夢

The Hunger Games:Mockingjay-Part1--困在殘酷遊戲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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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同的情況類似於當閱聽人觀賞了全部的電影或影集時，即可能針對不同的

劇集來相互比較: 

 

    猶記去年編劇群破釜沉舟的改編第二部曲《叛亂者》讓我

驚艷，印象深刻的還有羅伯史溫基 Robert Schwentke 導演接

手執導後拍出有別於第一部曲《分歧者》的熱血，這是看過原

著與電影第一部曲後兩相比較之後的感覺。第三部曲《赤誠者》

仍由羅伯史溫基接續導演，但編劇群換了另一批（Noah 

Oppenheim、Adam Cooper、比爾克爾吉 Bill Collage、史蒂芬

切波斯基 Stephen Chbosky），這種模式倒常出現在歐美電視劇

中，用在《赤誠者》中個人覺得還算蠻成功的。(網路文本資料，

舞影˙艾蜜李~~Emilee's  Movieland/分歧者 3:赤誠者 The 

Divergent Series: Allegiant-少一槓的缺陷者) 

 

    第一季的影集拍出了緊湊的感覺，重點也都有說，雖然是不太一樣

的劇情，但是小說很好，影集也很棒…但我認為第二季就改編得不是很

好，如果要說失望的話，也是有那樣的感覺。(B2，訪談資料/古戰場傳

奇) 

 

    更為交錯的情形是，不同參與模式的敘事組成，也可能變成了閱聽人接收經

驗的參照來源，如以下的閱聽人透過不同的文字與影像經驗，進行整體的故事評

價，融入了不同參與模式的經驗來進行論述: 

 

    HBO也挺壞心眼的,雖然說第二季的基本骨架是原著 VOL.2，但是故

事情節分明就已經牽扯到了後續的其他本影集本身就在爆後續原著的

雷(感覺上 TRUE BLOOD就是 SOOKIE STACKHOUSE NOVEL系列的同人誌)，

因為原著 VOL.2 台灣有中譯,翻過的人比較多，大家的印象都是"酒神狂

女"這角色只是順道經過 BON TEMP，因此只有出現一下下,直到雜交派

對結束就完畢走人…可是影集中的MARYANN有點變成的打不死的蒼蠅，

揮之不去,天天施展法術連 VAMP也不知該怎麼對付她，後來想到的就

是....這難不成是把 VOL.4裡面針對著 ERIC 來的 WERE-WITCH跟"酒神

狂女"的角色合而為一，同時把目標改成針對 SAM而來 

(網路文本資料，ar********/[心得] TRUE BLOOD 影集第二季與原

著..../嗜血真愛) 

 

    先觀看影集第一季到小說第一集，整體感覺不錯，但從小說第二集

到影集第二季反而產生了失望的感覺…其實小說第二集並沒有比小說

第一集不好看，應該說，就是轉換不同的場景，說不一樣的故事，也非

http://emilee2216.pixnet.net/blog/post/272199379-%e5%88%86%e6%ad%a7%e8%80%852%3a%e5%8f%9b%e4%ba%82%e8%80%85divergent-series%3ainsurgent--%e5%8c%96%e5%b9%b3%e5%87%a1%e7%82%ba
http://emilee2216.pixnet.net/blog/post/180367042-%e5%88%86%e6%ad%a7%e8%80%85-divergent--%e8%b5%b0%e5%85%a5%e5%8f%8d%e5%8f%9b%e5%ae%bf%e5%91%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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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好看，但是影集第二季卻沒有給我這種感覺，它在呈現上拍得有點瑣

碎，故事也連接的不是很好…我有認真想過這個問題，我個人的結論是，

可能是導演或編劇，抑或是兩方面都有問題…在影集第二季中，第七集

拉回蘇格蘭的場景後，我覺得流暢的感覺又回來了，後來去查了資料，

才知道第二季的第七集與第八集是第一季影集的編劇寫的，所以我個人

會比較傾向，雖然第二季的導演跟編劇表現都比不上第一季影集，但編

劇的問題大一些。影集第一季不會讓我感覺這些場景之間的轉換很突兀，

也給了你很足夠的時間去感慨、惆悵或者傷心之類的，但影集第二季就

沒有做好這些事…其實小說的第六集或第八集之後，有時候也有給我這

樣的突兀感。(B2，訪談資料/古戰場傳奇) 

 

    這裡說明的是，對於跨媒介改編的劇集，任何的敘事組成，皆可能會成為閱

聽人在接收文本中，相互比較甚至是評價的參考。這可以說是在「劇集」的概念

下，閱聽人不僅是「單點配對式」的互文/互媒解讀，更是「結構脈絡式」的相

互參照。 

 

    值得注意的是，要如何分析、歸納上述所談的相同或不同參與模式下，閱聽

人對於敘事組成的結構脈絡式互文/互媒接收，則回顧互文/互媒的理論視角，除

了先前所提，不同進入點的閱聽人利用另一種媒介的特性來接收「重複且具變異」

的內容以外，劇集形式的跨媒介改編，或許可以回到整體故事的情節發展，將敘

事組成分作「跨模式的」(Cross-mode)與「模式內的」(Within-mode)互文/互媒關

係來進行分析，Fiske(1987)曾對互文性的概念以「水平式互文性」(Horizontal     

Intertextuality)以及「垂直式互文性」(Vertical Intertextuality)兩種類型來架構概念

的基礎，其中，水平式的互文性特別指主要文本(primary text)多少明顯相關連的

文類、角色或者內容，若將本文所探討的跨媒介改編與劇集的概念，以這個脈絡

作為分析的主軸，則或許可以將文本以下圖的方式呈現，更精確地顯示不同敘事

組成的水平式互文關係: 

 

圖 4-5 結構脈絡式互文/互媒概念圖，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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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模式的」互文性，意旨文本因為跨媒介改編，讓閱聽人可以在接收其中

某一段媒介文本時，能夠參照另一個媒介中的任意敘事組成，進行風格、敘事或

製作的比較、評價等，先前討論的「單點配對式」互文/互媒，其實也算是跨模

式的互文性之一，是更為嚴謹的子集合。跨模式的互文性則更為廣義一些，舉例

來說，當閱聽人在觀賞源於第二集小說的改編電影時，閱聽人其實可以透過小說

的第一、二或三集，來比較改編電影的呈現，換句話說，在劇集的概念下，閱聽

眾所參照的互文/互媒對象並不限於故事重複且具變異的對應部分。整體來說，

當文本透過跨媒介改編並形成劇集，它形成了一系列的敘事組成並存在於兩種不

同的參與模式，其中，對任一個敘事組成而言，我們可以說，相對於這個敘事組

成的另一種參與模式，所存在的任何敘事組成，它們即具有跨模式的互文性。另

外，「模式內的」互文性，則是指在同一個參與模式中，閱聽人可以比較著不同

故事片段的現象，比方說，當閱聽人正在觀賞原著小說的第三集，即可能聯想至

小說的第一或第二集來做比較，思考著哪一本小說寫得比較好，彼此主題有何差

別等等。 

 

    如果將「跨模式」的互文性與「模式內」的互文性用於先前所探討的閱聽人

流動歷程，則許多現象更能因而被精確地描述。比如先前提及，閱聽人的流動歷

程可以根據其背後的主從關係區分成三種模式，包括(一)以原著文字為主、(二)

以影像改編為主與(三)無特定主要參與模式。前兩種類型的閱聽人，其實可以描

述成當閱聽人以特定的參與模式為主要偏好時，即可能在那個參與模式中，盡量

地追求模式內互文性的完整度。比如說，以影像改編為主要參與模式的閱聽人，

會盡量地追求觀賞完所有的電影，在劇集的形態下，每部電影之間存在著模式內

的互文性，影響著閱聽人的接收行為。另外先前提及，媒介的主從關係亦可能影

響著閱聽人在原著與改編的接收次序，比如以原著為主的閱聽人，可能習慣先知

悉原著，再觀賞影像改編，以改編為主的閱聽人，則可能為了保有影像的驚奇感，

刻意地將原著置於改編作品的接收後，再進行閱讀，這或許可以說，每個敘事組

成的跨模式互文性，會因為閱聽人在接收文本上的主從關係，形塑特定的「流動

方向」。 

 

(三)進入點特徵的「相互融合」 

    單點配對式的互文/互媒接收，主要探索不同進入點的閱聽人針對重複且具

變異的敘事組成進行解讀的經驗。結構脈絡式的互文/互媒接收，則將劇集的概

念納入探討，強調閱聽人進行整體跨媒介改編故事的相互比較情形。雖然本文以

「主從關係」來描述閱聽人在接收敘事組成中，追求模式內互文性完整度以及跨

模式互文性特定流動方向的可能，值得一提的是，不論閱聽人的主從關係為何，

亦不論其參與故事的進入點為何，就整體的跨媒介改編劇集參與而言，單點配對

式的互文/互媒接收特徵，可能會在特殊的地方產生，以下深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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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文字為進入點的閱聽人，有了影像接收經驗之後，再回到小說中，其最原

始的想像可能已經被影像中的演員、場景等取代，即使其接收的是並未知悉的小

說內容，如下閱聽人表示: 

 

    以飢餓遊戲來說，若是電影塑造出來的形象和原著相符，則回去看

小說的話其實真的會感覺書中的人物角色被影像填充，像是彼得、艾菲

或蓋爾等等，但如果電影與原著形容的落差太大，或者與我自己想像的

差很多那倒是還好，像是凱妮絲、黑密契或小芸，看書的時候就沒有那

種感覺。(D3，訪談資料/飢餓遊戲) 

 

    我覺得人物真的會有點套用耶，像是艾莉亞，我原本覺得她應該是

個很瘦很瘦的女生，甚至有點營養不良的感覺...但因為看了影集之後

一定會被影響，原本的想像大概就會用那些模樣去套用。(A3，訪談資

料/權力遊戲) 

 

 

    在先前所談，以影像為進入點的閱聽人在接收文字小說的過程中，是個以影

像為框架參照原著小說的過程，但在上述的資料卻發現，在劇集型態的接收歷程

中，一旦有了影像接收的經驗，不論進入點為何，取代文字想像的過程是很可能

發生的。 

 

    另外，以影像為進入點，為了先得知後續情節而閱讀原著小說的閱聽人，在

接收原著的經驗上也發生了類似的接收現象: 

 

    當初在看第三集小說的當下，其實與電影不會有太大差異，大部分

感覺都滿像的，包括主角也是，其實在看的時候，影像都是珍妮佛勞倫

斯的影像，所以不會有什麼突兀的感覺，包括其他角色腦海中浮現的身

影都是他們...這主要是因為有看過第一二集的電影，所以讀小說時想

像的東西已經有了既定的影集在那邊，並不會有什麼差別。(D1，訪談

資料/飢餓遊戲) 

 

    在上述的資料中閱聽人表示，為了先得知影像後續內容而觀賞原著小說的當

下，其實是以先前的影像為框架來進行小說的閱讀，這與以文字為進入點的閱聽

人接收影像後，再回到文字小說中，形成類似的經驗歷程。整體來說，兩者因為

文本經驗的累積，特別有了影像的視覺框架後，透過「跨模式」的互文/互媒參

照形塑了特殊的故事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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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獻裡，針對知情閱聽人的部分，Hutcheon(2006)曾提及，對於不知情的

閱聽人接觸改編作品，其實會產生所謂的「原始性」(Originality)與「優先權」

(Priority)等「神聖元素」(sacrosanct elements)。在本文所論述的經驗歷程中，如

先前所提，以文字為進入點，對於文字所產生的想像，以及以影像為進入點所產

生的視覺框架，其實就是這些先接觸媒介文本所產生的「原始性」與「優先權」，

然而，在劇集形式的跨媒介改編文本中，閱聽人可能因為影像媒介的「搶佔」，

而使得這些自身想像的「原始性」消逝，這特別可以用來描寫上述兩種不同進入

點，但卻有了影像經驗的閱聽人接收情形。 

     

    除此之外，在先前提及，以文字為進入點的閱聽人，在接收影像改編的歷程

中，是一個從文字的想像到多媒體的呈現過程，他們從中感受已知情節的重現、

未知的呈現或者編導觀點的否定/辯證歷程等。然而，以影像改編為主要參與模

式並以影像改編為進入點的閱聽人，若透過原著小說先得知後續的故事情節，再

回到影像的接收過程中，其實也融入了以文字為進入點的閱聽人接收影像的特徵，

比如，當閱聽眾在看了第二集的電影後，為了想得知第三集電影的內容，先行找

了原著來閱讀第三集電影的內容，即這樣的情形，如以下的閱聽人訪談以及其當

初所留下的網路文本資料所表示: 

 

    反而第三集的電影就比較特別，像是在看電影的時候，就會去想，

這個時候小說是怎麼寫的，畢竟知道之後的劇情發展，然後就開始想，

電影應該會怎麼呈現，然後跟自己內心的稍為比較一下，我是覺得飢餓

遊戲第三集拍的滿好的，並不會讓我失望…比方說特效好了，因為三分

成上下，上集比較像是在鋪陳，下集就有很多的特效，一開始讀小說時，

那邊的發展就會去想像一下特效是什麼樣，然後在看電影時就會想，恩，

這特效做得真好，就是有到期望值，然後就不會對電影失望…戰爭的場

景就特別地讓我感覺電影的導演還有原著作家想要表達的差異，小說的

重點放在女主角的心境、反烏托邦的情境，當然因為第三集看過小說，

所以比較容易看到更多的細節，另外，畢竟小說會有描寫很多人物的心

境之類的，所以在看電影的時候，也比較能揣摩角色為什麼會那麼做、

為什麼會那樣下去的感覺。(D1，訪談資料/飢餓遊戲) 

 

    看小說時沒有電影來的沉重，也有可能最近的一些社會事件影響了

我，對我來說，當初看小說時，作者感覺把重點放在描述那些致命的陷

阱，給我一種很重的科幻感，但今天看電影的時候 每當有角色死亡，

我感受到的是生命的渺小 一個小小的動作，就能奪走一個人的性命(網

路文本資料，wa********/ [好雷] 飢餓遊戲:最終章 戰爭的沉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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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的資料顯示，很多的解讀歷程都與先前探討以文字為進入點接收影像的

過程中相仿，包括已知情節的重現經歷，自身的文字想像透過影像的填補，以文

字記憶合理化、邏輯化影像情節，甚至是思索編導呈現的觀點等解讀歷程。 

 

    綜合上述資料所談，劇集型態的跨媒介改編，很可能會使不同主從關係、進

入點的閱聽人，融合不同的單點配對式互文/互媒接收特徵，產生特殊且交錯的

跨模式互文/互媒參照。整體來說，若是閱聽人有先觀看原著而後再看改編作品

的「次序」發生，則很可能會在故事的接收上，產生類似以文字為進入點的閱聽

人接收特徵。若閱聽人有影像接收的經驗，則不論進入點為何，亦不論小說內容

是否知情，這些視覺印象很可能「搶占」了當下的接收歷程，產生類似以影像為

進入點的閱聽人解讀經驗。 

三、「結構性」的文本破口與破口的「時間性」 

    上述的歷程探討，主要著墨於文字與影像兩種媒介進入點的閱聽人，在整體

的流動經驗探討與解讀歷程比較。然而，本研究亦發現了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接收

情境的議題，即劇集文本破口的「結構性」與「時間性」兩種面向，這其實對於

描述閱聽人的接收經驗上亦很值得一提。 

 

    在文獻的回顧中，本文曾以下圖來表達不同媒介的「劇集」型態，試圖描述

小說、電視與電影這三種媒介作為不同的參與模式，故事對於閱聽人接收的可能

差異: 

 
圖 4-6 劇集破口概念圖，本研究整理 

 

    在此圖中，所謂的「劇集文本」，在任何媒介上皆是由「敘事組成」加上「破

口」所形成，而破口在不同的媒介中，又會有不一樣的長度與性質，媒介本身的

解析度、參與程度或故事掌握性一有差別，這是存在於媒介文本本身的「結構性」

差異。其中，有關影像與文字媒介在參與程度差異所形成的參與容易度差別，可

以在先前探討「無特定主要參與模式的閱聽人」的論述中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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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聽人在不同媒介對於故事的掌握性與媒介文本的性質差異，本研究亦在訪

談中發現這些特性。以電影來說，除了文本本身可能塑造地較為完整外，亦可能

產生故事的懸疑感使得閱聽人主動找尋小說進行閱讀，如以閱聽人表示: 

 

第一集的電影結束時有一個完整的 Ending，但是第二集結尾時卻

帶出了整個故事的伏筆，所以才會想去看小說。(訪談資料，D1/飢餓遊

戲) 

 

    影像媒介相較於文字媒介，本質上仍然是個故事情節持續推進的接收情境，

閱聽人對於故事所產生的情緒起伏，仍被編導所設定的「節奏」影響著。而小說

的部分，則在閱讀的過程中具有主動掌握故事節奏的能力，這在閱聽人的訪談中

亦可得到佐證: 

 

    對我個人來說，影集第二季最大的問題是，每一個段落銜接的時候

沒有什麼關聯性，很常讓我覺得，怎麼剛剛演那個，現在演這個，這中

間的關係是什麼???...或者上一秒你還在很感動，但是它馬上切入下一

段落，結果你剛剛的情緒都被打斷，很突兀，因此，段落之間沒什麼關

聯性，就會覺得很無聊...第一季不會讓你覺得這些場景之間的轉換很

突兀，也給了你很足夠的時間去感慨、惆悵或者傷心之類的，但影集第

二季就沒有做好這些事...我覺得小說跟影像畢竟不同，你看小說，想

要培養一下情緒，就不要繼續看下去就好了，但是電視不行啊，它就這

樣子繼續演下去了...所以我覺得，就算真的有轉換的很突然好了，因

為主控權較大的關係，所以不太會識別問題，但是對影像來說，我們本

身就是沒辦法控制。(訪談資料，B2/古戰場傳奇) 

 

    存在於跨媒介改編文本本身的「結構性」破口與媒介特性所帶來的經驗，讓

閱聽人能夠根據本身對於參與模式的「主從關係」，按照媒介的偏好而形塑對於

劇集型態跨媒介改編文本的流動歷程，進而產生「單點配對式」或「結構脈絡式」

的解讀經驗，這些都在先前的討論中深入地剖析。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這些劇集改編文本除了具有「結構性」的破口之外，

它也產生了在接收上的「時間性」(Temporality)面向，Butt(2012)形容這是指每個

劇集在「擴張期間」使閱聽人產生「糾葛」的時間結構，這其實所指的就是不同

媒介在市場中，推陳劇集故事的「檔期」。更確切地說，破口的「時間性」，其實

代表了更多在產製上的商業策略意涵，原著與改編之間的劇集型態，其實相互影

響著閱聽人的期待，並試圖激發觀賞的需求以及流動的歷程，某種程度來說，「時

間性」亦代表了文本的熱門性、流行性或是對於故事內容討論的風潮，如下的閱

聽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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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覺得回頭補完後續小說的一部份原因是，看這個故事的人多

了，當它還是小說的時候，其實它在台灣沒有那麼紅，那時候很多人並

不知道他到底是什麼樣的故事，所以即便看了，也沒有人可以討論，可

是影集出來的時候，其實台灣人看影集的品味還不錯，基本上好的影集

大家都會稱讚，不好的影集大家都會罵，然後權力遊戲出來時，其實大

家就開始關注，這算是想要參與討論啦，就是覺得還不錯，然後可以跟

大家討論，所以就繼續追 (A3，訪談資料/權力遊戲) 

 

    上述的資料表示，影集的熱門程度影響閱聽人在原著與改編的流動歷程，為

了符合自身接收故事的「主從關係」而閱讀小說，這樣的情形，與先前探討閱聽

人在剛看完電影後產生欲先得知後續情節而閱讀小說，以及以影集為進入點，但

在影集休播期中找尋原著小說，進行完整閱讀的閱聽人皆是類似的情形。它展現

了閱聽人在劇集破口「時間性存在的當下」，產生流動的契機，如果以更精準的

箭頭的方式示意此流動行徑，則如下圖所示: 

 

 
圖 4-7 流動模式圖(一)，本研究整理 

     

    這個案例顯示了，閱聽人在影集每一季的破口中，回到原著小說進行閱讀的

流動模式。與之呈現對比的是，在訪談的資料中曾提及，以影像改編為主的閱聽

人，在看過影集後，可能會透過原著小說，補充更多影像的體驗，但為了不破壞

影像的驚奇感，內容僅止於影集觀賞過的部分。另外，影集的破口可能是每周的

一集(Episodes)，也可能是數隔幾個月的每一季(Season)，前者的流動情形相較後

者更為密集，如下兩個圖例所表示: 

 

 

圖 4-8 流動模式圖(二)，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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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流動模式圖(三)，本研究整理 

 

    破口的時間性面向實屬於產製上的操作所形成，不論是製作或發行的階段，

根據的是原著與改編本身的故事型態而來，某方面來說，可以說是「結構性」的

文本破口影響了破口在市場的「時間性」操作。但這樣的時間性其實會「消逝」，

這意旨文本的檔期、熱門性、討論度漸失的情況，當破口的時間性消逝，文本的

接收行為其實更為個人化，例如下檔的電影、已播畢的影集等，如以下的閱聽人

表示，當影集並不在檔期中，接收上其實更為隨心所欲: 

 

    當初一開始看的時候，對於它是不是小說改編沒想那麼多，就只是

純粹看電視，不知道有原著小說，而且，我其實是看 DVD看了三天，看

完第一季後，才去搜尋它的相關資料，並不是在影集的播放中，隨著進

度去看的。(B2，訪談資料/古戰場傳奇) 

 

    上述這個情形，特別呈現了在影像劇集的第一季之間破口並不存有時間性的

案例，直到閱聽人在觀賞完第一季後，遇到了第一季到第二季之間的檔期，進而

產生了流動的契機，這亦可以用圖形來表示流動的情形，如下所呈現: 

 

圖 4-10 流動模式圖(四)，本研究整理 

 

    整體來說，若將跨媒介改編劇集文本的「結構性」破口納入「時間性」的面

向作考量，則先前所論述的閱聽人接收動機或者歷程經驗，或許可以更精確地描

繪他們在接收「當下」的文本傳播情境。上述特別以許多的實例圖形來論述閱聽

人在破口時間性存在與否的當下選擇，它造就了流動模式的多元與複雜性，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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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配合流動歷程背後的媒介主從關係，以及先前所整理的動機因素，這在探究閱

聽人接收跨媒介改編劇集文本的情境中，則得以更明確的解析之。 

四、劇集破口的層次意涵 

    從上述將劇集破口的概念，釐清了「結構性」與「時間性」兩種面向之後，

其實可以探出更深層的文本結構與接收上的意義。結構性的內容對應，實屬破口

的第一種層次，它說明了故事在同一個水平的互文性中，不同媒介對於劇集片段

的呈現，這是較為靜態地去分析跨媒介改編的劇集文本。但另一方面，劇集破口

的「時間性」意涵，則帶出了更多在產製上、商業上的市場策略，這是破口的第

二種層次。在文獻中曾提及(Allen,1992)，電視受眾因為肥皂劇這種「連續敘事」

的結構特性，形塑了他們的參與模式，對於製作端而言，如何在這個破口時間性

中，建構故事映演的時間軸，引發更多的討論、參與，甚至是消費的意識，本身

就是這個破口的目的，在這個層次中，製作端藉由構造劇集的結構，形塑閱聽眾

參與的模式。然而，閱聽眾本身的主動性，則賦予了第三種破口的層次意涵，尤

其在現今更多元、更複雜的媒介景觀中，閱聽人可能不單單只是在商業策略操作

下的被動受眾，他們可能主動地經過資訊的搜尋、社群的討論、意見領袖的評價、

多元媒介的使用等行為之後，才促成了接收故事、決定繼續觀賞故事、或轉換參

與模式的動機、歷程等等，更甚者，閱聽眾在破口中的態度、認知與行為可能更

為複雜，當產製端以不同的劇集片段，促使閱聽眾在破口時間性存在的當下，引

起他們對於劇情的討論，閱聽人可能會意識這種情結的糾葛是刻意被塑造的，進

而故意等到劇集結束才選擇接收，如以下在論壇中閱聽人的回應表示: 

 

bluegold: 打算等書出完再看 

rl55586: 小說一出完 就會去看小說~~ 就怕出不完 XD 

(網路文本資料，sc**********/[請益]Game of thrones 要看小說嗎) 

 

    換言之，這是閱聽人對於自身的期待所形成的反應，若將破口時間性面向所

帶來的兩種層次作為一種動態的、相互影響的現象來描述，其實也正呼應了文獻

所提及的，接收文本的所產生的意義，是來自文本敘事的結構、形式與閱聽眾的

期待、反應與行為之間的「動態張力」(Dynamic Tension)所產生的。正是因為破

口具有在商業操作與閱聽人賦予主動性的兩種意涵相互影響著，跨媒介改編的劇

集文本，不論是小說改編的電影或是電視影集，它也變成了具有「開放性」的特

徵，當閱聽人處於不同的文本「漫遊點」(Wandering Point)，他們可能正與製作

團隊相互角力著謎題的走向(改編是否忠於原著?)、故事的期待(編導如何產製與

閱聽眾如何回應劇集的敘事組成與破口)或是觀賞的行徑(進入點動機與經驗歷程)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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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劇集破口面向圖，本研究整理 

 

五、小結 

    這個章節共分成三個部分來回答本文的第二個研究問題。第一個部分主要探

討閱聽人的流動歷程，以三種類型的閱聽人分別描述，將媒介文本的主從關係置

於閱聽人的接收脈絡進行探討。第二個部分則關切閱聽人的解讀歷程，這主要論

述閱聽人如何參考過往的經驗來參照文本，對此，本研究提出(一)單點配對式與

(二)結構脈絡式兩種互文/互媒關係來詮釋閱聽人對於跨媒介改編劇集式文本的

接收經驗，其中，結構脈絡式的互文/互媒又可分成模式內與跨模式的互文性，

事實上，單點配對式的互文/互媒也可以歸納為跨模式互文性的其中一個類別。

除此之外，閱聽人的整體經驗，亦會在特殊的地方產生進入點特徵相互融合的現

象，這算是跨媒介改編劇集文本的特殊性。最後，第三個部分則回顧了劇集破口

的「結構性」特徵，並將討論擴充至「時間性」的面向，這對於解析閱聽人在接

收上的情境，確實值得做為參考。另外，延續著破口的兩種面向，本文繼續深入

地探索劇集破口的層次意涵，除了故事內容展現在結構性上的涵義之外，本文亦

呼應文獻的說法，提出在時間性上，屬於商業操作與閱聽人主動性的兩種層次，

這兩種層次其實是相互影響的，是一個較為動態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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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文從小說改編影視媒體的現象為研究背景，試圖以接收的角度，探討閱聽

人對於跨媒介改編的劇集文本所產生的接收動機與詮釋經驗，其中，以互文/互

媒性為理論基礎，在納入了參與模式、進入點與知情閱聽人等概念後，進行研究

問題的探討。 

 

    本研究的第一個問題是，對於不同進入點的知情閱聽人，在接收劇集型態的

跨媒介改編文本中，會因為什麼樣的動機而觀賞另一個媒介文本。針對第一個問

題，文本發現，對於先閱讀原著小說的閱聽人，他們好奇著影像製作團隊「如何」

(Know How)轉換文字形成影像，同時，對於已知的情節，亦期待著編導團隊利用

多媒體的手法重現內容。然而，以影像改編為進入點的閱聽人，他們對於原著小

說，反而較著墨於得知「更多」(Know More)的故事情節來補充影像的經驗，這

兩者在動機的本質上並不太一樣;除此之外，本研究亦發現了進入點的偏好選擇

現象，這不同於上述閱聽眾先觀看了某個媒介文本後，對另一個媒介文本產生觀

賞的動機，而是在閱聽人能夠選擇進入點的狀況下，遷就本身的偏好而選擇進入

點的現象，另外，兩種特殊的動機，包括轉換不同的媒介來接續故事體驗與為了

得知後續情節，特別是因為文本的劇集型態而產生。 

 

    另外，本文提出的第二個研究問題，不同進入點的知情閱聽人，對於劇集型

態的跨媒介文本會產生什麼樣的經驗歷程。對此，本研究將經驗歷程區分成流動

歷程與解讀歷程來進行探討。流動歷程意指閱聽人在接收文本的過程中，透過劇

集的破口而流動至不同敘事組成接收故事的行為，在經過資料的蒐集之後，以更

具體的「主從關係」區分成三種類型的閱聽人，分別是(一)以原著小說為主要參

與模式的閱聽人、(二)以影像改編為主要參與模式的閱聽人與(三)無特定主要參

與模式的閱聽人。以原著小說為主要參與模式的閱聽人，進入點並不一定是小說，

也可能是影像，其重點在於盡可能地追求接收小說的完整性，亦可能會有偏好先

閱讀小說再觀賞影像改編的故事接收行為。以影像改編為主要參與模式的閱聽人，

則可能為了保有影像的驚奇感，而刻意地將原著小說視為補充故事體驗的媒介。

第三種無特定主要參與模式的閱聽人，則彰顯了不同媒介在呈現故事上的特性，

相對於原著小說，影像媒體在參與上其實較為容易的情況。 

 

    解讀歷程的部分，則主要描述閱聽人如何運用先前所累積的故事經驗作為先

備知識的基礎，進而在接收另一個故事的當下，透過互文/互媒的關係進行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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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或者評價。其中，本研究提出了兩種觀點來說明，分別是(一)單點配對式的

(Matched)與(二)結構脈絡式的(Structured-Context)互文/互媒接收來進行探討。 

 

    單點配對式的互文/互媒接收，意指閱聽人在不同媒介中，接收相互對應的

故事內容經驗，試圖了解閱聽人如何提取原先的先備知識而參照另一個媒介文本

的解讀經驗，探討不同進入點的閱聽人如何經歷「重複且具變異」的歷程。其中，

本文以「補白」與「否定/辯證」這兩種歷程的概念來比較不同進入點的閱聽人

異同性。對於補白的歷程，不同進入點的經驗本質上是相同的，但是經驗的次序

其實並不相同，以原著小說為進入點的閱聽人，在接收影像改編的當下，以過去

的原著記憶補白影像改編之間的情節與邏輯。但是，以影像改編為進入點的閱聽

人，則是在閱讀原著小說的當下，帶入影像的框架，試圖以文字小說的內容補充

最原始的改編印象，進而增進故事體驗。另外，否定/辯證的歷程則在本質上並

不相同，先觀看原著小說的閱聽人，在接收改編影像之前，早已經透過原著小說

的經驗生成了自身的想像與詮釋，因此，在接收改編影像當下，他們試圖比較著

自己的想像與編導的再詮釋，如果編導的再詮釋超越了他們的想像，則可能帶來

愉悅甚至是驚奇，反之，則可能會產生失落的情緒。然而，對於先觀賞影像改編

的閱聽人，則缺乏了建立自身想像的空間，他們仍可能針對影像改編與原著進行

不同版本的比較，但是與先閱讀原著小說的閱聽人在歷程上並不相同。 

 

結構脈絡式的互文/互媒接收，則是將閱聽人如何參照文本的現象，納入了

劇集的考量，以較鉅觀的方式，說明閱聽人對於整個跨媒介改編劇集文本，比較、

參照或是評價的對象其實更為多元。對此，本文提出以模式內的互文性與跨模式

的互文性作為分析的架構，其中，模式內的互文性，是指閱聽人在同樣的媒介接

收過程中，可能透過相同媒介中的不同故事片段進行互文/互媒參照，如在先前

所提，閱聽人對於一部電影，可能比較著同樣呈現於電影的先前作品或者後來續

拍的續集，或者是，對於一部小說，參考不同集數的小說作品來相互評價。在近

年來，有許多的續集電影其實在編劇、導演甚至是演員的人選上並不一定相同，

閱聽人即可能對此產生模式內的互文性相互比較。另外，跨模式的互文性則指出，

閱聽人對於呈現在一個媒介的故事中，即可能透過另一個媒介所呈現的不同故事

組成，相互交錯地進行互文/互媒參照。比如先前所論述的閱聽人接收中，針對

以原著小說第二部為基礎而改編的第二季影集，即可能參照小說的第一部、第二

部，甚至是第七、第八部來進行評價。它描述了在劇集的概念下，跨媒介改編文

本的互文/互媒參照其實更為交錯且多元。當然，跨模式的互文性其實與先前的

單點配對式的互文/互媒接收亦有所關聯，更精確地說，單點配對式的互文/互媒

概念，其實是跨模式的互文性中，較為嚴僅條件下的一個類別。 

 

總體來說，有關閱聽人接收經驗的第二個研究問題，可以從閱聽人對於媒介

的「主從關係」來了解他們的流動行為，亦可透過單點配對式的互文性來解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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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經歷重複且具變異的跨媒介改編文本接收經驗，也可以透過結構脈絡式的互文

/互媒接收來剖析閱聽人比較、參照不同媒介文本的整體解讀經驗。即使在本研

究中亦發現，整體的跨媒介改編劇集文本，可能會使閱聽人融入不同進入點的單

點配對式互文/互媒解讀特徵，甚至破口的「時間性」面向也可能會影響閱聽人

的接收行為，但由上述幾個概念與觀點的整理，其仍然可以是解析閱聽人在接收

文本上的參考依據。 

第二節  研究與實務貢獻 

    綜合以上的研究討論，可以見得，本文針對劇集型態的跨媒介改編作品，以

閱聽人的角度出發，呈現了別於過往以文本分析的角度探討作品的論述。特別在

「跨媒介改編」結合「劇集」的概念中，若僅從文本分析的角度，其實所彰顯的

閱聽眾接收意義並不多，尤如在本文所論述，閱聽人的接收過程其實很多元，首

先，對閱聽人來說，因為文本跨媒介改編的關係，而有不同的進入點，不同的進

入點所代表的，是不同類型的知情閱聽人，在過去有關知情閱聽人的論述，往往

隱含著原著與改編文本之間的主從關係，但藉由探索不同進入點的閱聽人可以得

知，媒介文本的主從關係，其實可以在接收端上發掘。更甚者，在劇集結構的概

念下，故事並非僅有一部小說對應一部電影或影集的呈現，而是在多集小說與多

集電影/影集的選擇下，閱聽眾本身對於媒介文本的主從關係，更可能影響著他

們如何選擇接收故事的行為，這樣的論述，其實對於知情閱聽人的理論上，達成

了平衡的作用，並將研究的主體拉至閱聽眾本身。其次，劇集本身亦是一個值得

談，但在過去的研究較少著墨的概念。本研究以「敘事組成」與「破口」來概念

化劇集結構，在閱聽眾接收的過程中，他們可以藉由破口來進行流動。不同媒介

所呈現的劇集文本，其實會有不同的破口性質。整體來說，不同媒介在呈現故事

上，破口其實會有「結構性」的對應，亦即，故事內容會在敘事組成的段落上呼

應，另外，若考量閱聽人接收的情境，破口甚至會有「時間性」的面向，這特別

與商業操作的策略有關，以上這些討論，其實在整個接收經驗的探討上，釐清了

更多閱聽眾的接收情境，這些討論特殊地為閱聽人的研究立下了概念基礎，實屬

本研究的貢獻之一。 

 

    除此之外，本文以互文/互媒為理論基礎，在閱聽人接收過程的經驗描述中，

以「Know How」與「Know More」兩種不同的概念，主張不同進入點的閱聽人會

有不同的動機本質，亦在閱聽人的解讀經驗探討中，提出了「單點配對式的

(Matched)」與「結構脈絡式的(Structured-Context)」互文/互媒作為新的研究觀點，

將互文/互媒理論置於跨媒介改編結合劇集的概念下進行論述，讓理論帶入了更

多有關閱聽眾的解讀脈絡與接收的面向。在過往的研究中，互文/互媒性等理論

其實源於文學領域，本文介由探索閱聽眾的接收情境，特別讓互文/互媒理論產

生傳播的面向，這在過去並不常見。然而，如此的研究發現其實很值得在傳播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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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中，依此作為基礎，繼續以互文/互媒理論構造出更多存在媒介文本與閱聽眾

接收之間的詮釋意義。 

 

    實務貢獻上，回顧近來越趨熱門的改編風潮，產製上或許可以藉由考量不同

進入點的閱聽人在動機與歷程的經驗，媒合不同的公司形成策略聯盟，將跨媒介

改編文本做更精確的產品企劃與行銷策略。事實上，內容匯流於不同的媒介，並

以「系列作品」(Franchising)的形式打造市場，確實形成近來在影視媒體產業上的

一股趨勢，而本研究所關注的跨媒介改編與劇集的概念，算是這股趨勢的其中一

種範疇，若在實務企劃作品中，能夠先釐清不同的媒介及內容的要素，從閱聽人

的接收動機與歷程，策劃文本在產製與行銷的特點與時程，或許是一個值得參考

的地方。以吸引先閱讀原著小說觀賞改編影像的閱聽人為例，在改編原著的過程

中，若能考量知情閱聽眾的補白經驗，在保有原著精華的情況下，適時地以此為

產製的考量，或許即能形塑良好的改編作品。另外，考慮到以影像改編為進入點

的閱聽眾，亦可在行銷上激起其對原著的好奇心，產生回頭閱讀小說的可能性，

吸引其補充故事體驗。同時，亦可考慮否定/辯證的概念，適時地跳脫原著的思

考框架，以再詮釋的觀點，為以原著為進入點的閱聽眾帶來驚奇以及愉悅感，也

讓以改編為進入點的閱聽人好奇原著中變異的部分，這亦是值得參考的。 

 

    整體來說，運用不同的動機與歷程本質，將跨媒介改編的規劃進行整體的考

量，思索不同閱聽眾在接收過程中的需求，進而創造娛樂感，若能加上劇集破口

的適時規畫，或許更能形塑良好的故事接收體驗。除此之外，不同進入點的閱聽

眾，其實也是跨媒介改編文本在進行市場調查時可以著墨的因素，藉由了解閱聽

眾觀看影像改編的潛在市場中，不同進入點的數據比例、流動特徵，或許亦能形

塑有效的幫助企劃與行銷策略，達成不同媒介的整合效果，創造閱聽人愉悅的故

事體驗。 

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本文雖然納入了劇集的概念來探討跨媒介改編文本的接收，並以電影及電視

兩種媒介的呈現來進行探討，然而，或許電影與電視兩種媒介仍然有繼續區辨的

空間。以漫威或 DC 等公司的漫畫改編電影或影集來說，它們在發展劇集的概念

上其實很特別，除了每個英雄人物能發展本身的故事線形成劇集以外，集合不同

的英雄形成另一個連續的劇集亦有所見。這也代表了，藉由發展同一個故事世界

觀的劇集方式，其電影或電視的劇集文本，彼此仍存有特定的互文/互媒性，但

比起單純地將連續故事切分成不同集數的小說改編電影/電視，或許更為複雜些。

這也表示了，對於閱聽人的接收來說，是否會有更特殊的地方，其實很值得後續

的研究繼續進行。另外，如此樣態的劇集發展於電影或電視兩種媒介中，是否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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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麼樣差別，到底閱聽人在這兩個媒介中，面對這些劇集的接收，會呈現什麼

樣的經驗歷程，又或者會有什麼樣的模式，其實很值得後續的研究繼續發展。 

 

    另外，閱聽人之於小說改編的電視或電影劇集，若考量新科技的傳播情境，

可能亦會有更多的發現。尤其在現今多元的接收管道，閱聽人「追劇」的行為，

可能會有更多的現象值得深入探討，比方說電視影集，現今透過網路平台、隨選

視訊(VOD)或是行動載具 APP 來進行觀賞，已經是非常普遍的現象。閱聽人觀賞

電視影集或電影，並非僅是受制於商業策略布局下的被動觀眾，反之，他們如何

挑選最有利於自己的觀賞方式，反而更值得深入探究。這其實也呼應了本文所提

及的劇集破口，一方面是由商業策略所驅動，但另一方面，閱聽人也會賦予更多

主動性的意義在其中。換句話說，考慮更多新科技傳播的情境與因素來探究閱聽

人之於跨媒介改編的劇集文本接收，甚至比較不同的觀賞平台與行為等因素，或

許亦能夠釐清更多的面向，這當然包含了劇集的敘事組成與破口等概念繼續深入

的可能性。 

 

    除此之外，本研究關注的是以小說為改編來源的媒介，在現今的影視環境中，

除了上述所提及的漫畫之外，諸如電玩遊戲亦是另一個跨媒介改編的來源，而這

些以遊戲作為跨媒介改編來源的文本，有些甚至亦結合了劇集的型態來發展影像

故事，如在文獻中提及，電玩改編的《沉默之丘》、《惡靈古堡》等，皆在電影中

持續地推出續集。近來知名遊戲《魔獸:崛起》也有新聞中指出，產製上可能會

有續集的計畫，然而，以遊戲為進入點的知情閱聽人，勢必有持續發展理論內涵

的空間，畢竟參入更多實體互動的遊戲作為體驗故事的文本，必然會有別於小說

或是漫畫的參與性質。而在劇集的概念上，是否仍會有模式內或跨模式的互文性

得以解釋或修正的地方，也有待於未來的研究進行關注。 

 

    比較不同進入點的知情閱聽人，是此篇論文的主軸，在先前的貢獻中提及，

以進入點的概念來陳述最先前的知情閱聽人理論，其實達成了平衡且補充的效用。

然而，本文僅就小說與影視媒體作為研究的對象，未來其實可以在更多元的改編

媒介中繼續探索，除了小說、遊戲或漫畫之外，真實事件、微電影、動畫、童話

故事、舞台音樂劇等，越來越多元的文本形式，代表著進入點與知情閱聽人的理

論意涵有著更多的論述空間。同時，互文/互媒性等理論基礎，以及劇集的概念，

當然有著更多得以拓展的面向。 

 

    另外，在研究的過程中，本文發現，閱聽人期待文字重現於影像，是因為影

視媒體的影音特效，能夠造就更多奇幻、科幻的元素實際地呈現在螢幕上。這其

實與文本的內容題材有所相關，然而，本文其實並沒有特別探討故事內容題材的

影響，僅就近來持續熱門的故事做為研究案例，實為一個研究限制。因此，未來

建議若在探討劇集與跨媒介改編的概念上，或許可以引入內容題材作為研究的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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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面向，從中修正動機或是經驗歷程的論述，畢竟在研究中發現，閱聽人可能

會期待影像重現原著的現象，較多是對於原著中特殊的奇幻、科幻的世界觀而來。

然而，若比較像是《福爾摩斯》、《達文西密碼》等這種劇情、推理的文本，或許

研究的發現會有所不同。更甚者，動機或經驗歷程也可能有所修正，畢竟劇情、

推理這類型的故事，很可能主要的愉悅感即來自故事敘述過程所帶來的驚喜，它

們在發展劇集的概念上，角色人物仍是串聯劇集最主要的因素，也可能讓互文/

互媒接收的理論仍有發展或改進的空間。 

 

    除了閱聽人接收的面向以外，產業、管理或是行銷的概念亦值得作為理論基

礎而引入觀察對象。本研究提及，在整體劇集結構的概念上，閱聽人會有跨模式

與模式內的互文性，這在 Fiske 的分析架構中，是屬於同一個水平的互文空間。

然而，閱聽人所比較的跨模式或模式內互文性，特別對於電影或電視的劇集，比

較的是故事的呈現風格、敘事的流暢度、內容的編排等。實際上，影響這些元素

的關鍵來自於產製上如何建立組織，交由編劇、導演或演員來做呈現，若能藉由

不同的個案來分析產業上如何組織、編排這些成員要素，實際上也能夠呼應閱聽

人接收上的情況，將模式內或跨模式等互文性進行理論面向的延伸。另外，劇集

結合跨媒介改編的文本型態，是否會有品牌的概念在其中，或許可以連結更多「系

列作品」(Franchising)的模式，將跨媒介改編與劇集的概念與更廣義的概念類別進

行對話。事實上，當跨媒介改編與劇集的概念結合於文本中，閱聽人在接收上可

能不僅僅是故事內容的呈現，也會有行銷整體文本的意涵存在，至於要如何論述

之，亦有值得探討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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