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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漫畫閱聽人的跨媒介參與歷程初探─
以改編動畫、日劇、真人電影為例

中文摘要
近年來，日本漫畫除了改編動畫之外，改編成真人版也蔚為潮流，透過不同
媒介形式再次呈現，提供閱聽人更豐富的消費選擇。因此，本研究將焦點放在日
漫閱聽人跨媒介參與的接收歷程，企圖了解閱聽人如何解讀漫畫及其改編的文本
與媒介表現。
研究發現，閱聽人對漫畫與改編之間互媒／互文關係的認知，影響他們詮釋
作品與愉悅／不愉悅感的產生。另外，藉由落實閱聽人實際接收行為，證實切入
點媒介對閱聽人觀賞歷程的影響，翻轉原作為主、改編為輔的觀念。

關鍵字：日本漫畫改編、跨媒介參與、切入點、互媒性、互文性

Exploratory Study on the Cross-Media Participation Process of
Japanese Manga Audience—the Consumption of Manga-Based
Animes, Trendy Dramas, and Live-Action Films
Abstract
Nowadays, in addition to manga-based anime, the live-action version is
becoming a trend. Manga, being remediated to different media modality, provides rich
choices for the audience.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cross-media participation
behavior and interpretation, and the effect of entry point by focusing on “manga
audiences.”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media modality and the entry point, the motivations of
manga audiences consuming manga or adaptations are re-experiencing what they have
known and exploring more details of the story world. The findings also indicate that
the perception of intermediality/intertextuality affects audiences’ interpretation of
manga and adaptations, and their pleasures.
Moreover,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ctual viewing behavior, this
study finds out that the first viewing medium (the entry point) will become the
reference point for other texts. The finding also subverts the idea of manga as the
main, adaptation as the supplement.

Key words: manga, comic adaptation, transmedia participation, entry point,
intermediality, intertext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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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近年來日本的漫畫內容產業，除了舊有的電視動畫（以下皆稱動畫）與日劇
改編，還興起將漫畫改編成真人版電影的風潮，諸如《神劍闖江湖》
、
《羅馬浴場》、
《荒川爆笑團》
、
《宇宙兄弟》
、
《寄生獸》
、
《銀之匙》
、
《要聽神明的話》
、
《暗殺教
室》
、
《閃爍的青春》
、
《深夜食堂》
、
《進擊的巨人》等多部電影作品都是標榜改編
自漫畫，光是 2015 年就有 12 部漫畫原作改編共計 13 部電影上映，少女漫畫又
占了約 7 成（memeonmusic，2016 年 3 月 13 日）。
其中不乏高票房的賣座電影，如《羅馬浴場》日本總票房有 59.8 億日圓，
《神
劍闖江湖》也有 30.1 億日圓，其他像是《銀之匙》雖然總票房只有 7.03 億日圓，
但被網友譽為「神還原」、「翻拍真人電影最成功的一部」，甚至希望出續集（許
世穎，2014 年 03 月 28 日）
；然而像是《科學小飛俠》成本有 23.9 億日圓，最後
日本累積票房只有 3.91 億日圓（張雅惠，2013 年 9 月 4 日）
。同樣是改編成電影，
觀眾的接受度卻差異極大。
以 2012 年上映的《神劍闖江湖》來說，不僅被譽為日本影史上最賣座的真
人版電影1，之後更在 2014 年先後上映兩部續篇，在日本總票房超過 100 億。由
此例子中可以看出，日本將漫畫改編成真人電影，不只創造新的獲利，賦予漫畫
新的價值，更表現出不同的風貌。
反觀 2015 年上映多部漫畫改編的真人版電影，如《要聽神明的話》、《暗殺
教室》都因無法忠實呈現原作的精神，被評為「看過原作的千萬不要去看」
，
《進
擊的巨人》甚至被戲稱為「進擊的地雷」
（李姿瑩，2015 年 08 月 13 日）。
《進擊
的巨人》漫畫自 2009 年連載，銷售已經破 5000 萬冊，然而電影上映後，負面評
價不斷發酵，日本雅虎、IMDb、PTT 等影評充斥著「崩潰」字眼、一顆星評價，
即使有作者掛保證，上映第 2 週日本票房已從首週冠軍下滑至第 5 名，台北週末
票房也從第 6 名下滑至第 12 名2。
即使觀眾的接受度兩極化，仍然不減日本將漫畫改編成真人版的熱潮，連美
國也躍躍欲試，最近傳出好萊塢想要開拍去年完結的《火影忍者》
（陳昭妤，2015
年 8 月 1 日）。美國好萊塢近年也是流行製作由漫畫改編的超級英雄片，不斷重
複這種固定的改編形式和規則，以此賺取巨額的票房收入。在獲益的前提下，美、
日都追求受大眾喜愛類型的電影並最大限度利用「原作」，使觀眾易於接受。從
這波風潮可以看出，不管美、日都積極的將漫畫改編推向電影螢幕。
與播映前一星期在日本上映的《復仇者聯盟》相比，
《神劍闖江湖》以大約一半的螢幕數量上
映，但仍然得到比《復》片更高的票房成績（入倉功一，2012 年 8 月 27 日）
。
《復仇者聯盟》844
幅銀幕上映、週末票房收入 500,932,250 日元；
《神劍闖江湖》第一部週末票房收入 555,476,800
日元。
《神劍》三部日本總票房分別為 30 億、50 億與 25 億。
2
資料來自開眼電影@movies，08/15～08/16：$281 萬；08/22～08/23，$49 萬。
1

1

除了近年大量改編成真人電影，日本將漫畫改編的熱潮，就改編動畫而言，
大約是從 2000 年代中期，漫畫改編作品大量出現，而電視原創作品則大幅減少。
根據日本動畫協會（AJA）公佈的《日本動畫業界•動畫市場動向 2013》統計資
料顯示，2012 年日本電視動畫製作分鐘數與作品數皆較 2011 年大幅成長。至於
漫畫改編的日劇，最早廣為臺灣閱聽人所知作品為由柴門文的漫畫改編而成的
《東京愛情故事》
。日劇一年分四季播放，每一季都有漫畫改編作品，如 2015 年
深夜時段秋季日劇 11 部中就有 5 部是漫畫改編。
日本漫畫向來以題材多元、多面向發展著稱，從成年、青（少）年向，到兒
童向皆有。雖然近幾年來，輕小說改編成的動畫有成長趨勢，但 2013 年日本出
版界動畫化漫畫數據統計，漫畫 91 部（40.4%）
、輕小說 33 部（14、6%）
，顯示
仍是以漫畫改編動畫較為主流（日本通編譯，2014 年 1 月 6 日）。此外，近兩年
來，由漫畫改編的日劇與真人電影的數量更是不斷上升，其中不乏許多先改編成
動畫再改編成真人版電影（詳見附錄）；不管動畫、日劇或真人電影，要讓觀眾
更易於接受的最佳方法，自然是選擇已經通過其他形式為人熟知而喜愛的作品進
行改編（Txabi, 2013／Nippon.com 日本網編譯，2014 年 3 月 6 日）。
回顧日本動漫真人化的歷史，最早可追朔到 1925 年的《ノンキナトウサン
花見の巻》開始，從 1970 年代以來，幾乎每年都有真人版作品問世（維基百科，
2015 年 8 月 10）。而 2002 年松本大洋原作《乒乓》改編的真人電影，利用現代
攝影製作技術，將漫畫的寫實主義導入，為現代漫畫真人化電影開起新的一頁（松
谷創一郎，2014 年 6 月 4 日）。
在討論漫畫改編真人版為電影產業開起新頁之餘，卻也不能忽視日本長久以
來建立的動漫王國基礎的影響。從 1963 年，首部動畫《原子小金剛》開播以來，
日本動畫發展已經超過半世紀。至 1970 年代後期，
《宇宙戰艦大和號》與《機動
戰士鋼彈》又將電視動畫推向另一波高峰。隨後 1980 年代左右，可說是動畫快
速發展的時期，許多動畫製作公司和電視公司爭相將漫畫改編成動畫。時至 1990
年代後期，
《新世紀福音戰士》採用電影的蒙太奇3製作手法，又將電視動畫的敘
事風格帶向另一種發展。
日本的動漫產業一直以來是全球的大眾動漫的指標。根據 JETRO （Japanese
trade organization），日本的動畫占據全球百分之六十的電視卡通節目（Joo,
Denison, & Furukawa, 2013）。雖然自 1990 年代經濟泡沫化後，在被稱為「失落
的 20 年4」間，只有動漫產業及衍伸產品與發展的經濟規模逆勢成長，發展成為
僅次於明星的內容製造業（Ziang, 2010）。
根據日本 Oricon 公信榜，公佈 2015 年漫畫銷售排行（限日本國內），前 30

蒙太奇即是把兩種或兩種以上的事件重疊，造成一種平行的編排，以描述同一時間發生的動作，
讓觀賞者能從來回切換中看到不同的事件，透過前後圖像的聯結，故事的情節與意義才由中而
生。
4
參考 Funabashi Y. & Kushner B. (Eds.). (2015). Examining Japan’s Lost Decades, pp. 20-26. New
York: Routledge. 以及 Lost Decade (Japan)，上網日期 2015 年 6 月 15 日，來源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ost_Decade_(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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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中，半數以上已改編為動畫播映，其中 10 部的原作漫畫，已經或預定改編成
日劇或真人電影5。日本推出的動畫可分為兩種，一是白天播出的普通級動畫，
專門給兒童觀看，如《哆啦 A 夢》、《光之美少女》；另一種則是較受青少年、成
人喜歡的深夜動畫，根據本研究整理的（詳見附錄），已經製作成深夜動畫的漫
畫原作又比普級動畫的漫畫原作更有機會進行真人電影製作，如《交響情人夢》、
《荒川爆笑團》、《暗殺教室》、《我的朋友很少》等。
日本影視業界選擇漫畫作為改編文本的主要理由可歸納為三項：首先，漫畫
可做為改編的文案，可以節省發想時間與成本，也可以用來延伸系列商品；再者，
漫畫在產製過程中可做為故事腳本，可以讓製作者更容易改編、創作；最後，因
為漫畫已經建立足夠的人氣，所以更容易打開市場（資策會，2013）。因此，真
人版電影也逐漸成為動漫產業鏈的主力商品，這個產業鏈包括漫畫、動畫、動畫
劇場版、電玩遊戲、真人化的電視劇或電影。透過不同媒介形式的表現，讓漫畫
帶來的效益最大化，產業鏈上的每一個環節，都可以鎖定到一批特定消費者。
此外，日本編劇受訪時表示會選擇動漫作品改編真人電影，是因為負責決策
的高層缺乏想像力，他們只傾向有畫面和聲音的二次元作品，而動／漫畫的銷量
也是一個很好的依據。製作時必須提出可以獲得多少成果的佐證，有原作的作品
的參考資料較多。在企劃中註明漫畫賣了多少部、動畫的收視率有多高才能增加
說服力（吉澤光（吉沢ひかる），2015 年 7 月 8 日）。製作一部電影平均至少需
要 3 到 5 億日元，以 2012 年為例，日本電影平均票房僅為 2.5 億日元，在成本
壓力下選擇已經有大量原作粉絲的動漫作品自然有助於獲得預算回避風險（陳思
吟，2015 年 6 月 21 日；VenusTap 編集部，2014 年 8 月 31 日）。因此造就了近
年來，日本真人版電視劇或電影改編密集上映的趨勢。如附錄所示，許多暢銷的
動／漫作品，都成了改編選擇的指標。

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關於改編，過去的研究多見於文學領域的比較研究，討論原作小說改編成電
影或舞台劇，對兩者進行比較；Beineke（2011）提到：
「過去研究因為多數專注
於文學與電影之間的改編，因此陷入文學/電影二分法的領域限制中，忽略其他
媒介，諸如音樂劇、電視、網路、漫畫等等的潛能」（p.6）。針對漫畫的研究，
早期多以迷群、文化研究理論（Condry, 2013; Napier, 2001; Woods, 2010）切入。
隨著漫威系列（Marvel）的改編電影發展，國外積極探究漫畫改編的真人電影
（Burke, 2012; Jones, 2008; Sanders,2012; Somigli, 1998）
，研究多數以漫威為探討
對象（Zeller-Jacques, 2012），如 Film and Comic Books（Gordon, Jancovich &
McAllister（Ed.）, 2007）
、The Contemporary Comic Book Superhero（Ndalianis（Ed.）,
2009）等書，對於日本漫畫的改編現像著墨甚少。
至於國內研究，有曾偲齊（2014）的《漫畫迷與動畫迷之審美經驗探究：以
5

此資料為研究者比對日本 Orion 公信榜與當年度播映或預定改編的動畫、日劇、真人電影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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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海王 ONE PIECE 為例》研究漫畫改編動畫，真人版部分雖然有日本漫畫改編
偶像劇的研究（耿慧茹，2004；黃佳筠，2010；謝明穎，2012），但幾乎未曾踏
足電影的領域。然而，在跨媒體環境的運作下，當今的閱聽人不再只是接觸單一
文本獲得單一體驗，而是消費更多的文本，得到更多的娛樂，於是本研究意圖從
日本漫畫改編切入，探索閱聽人觀賞漫畫、動畫、日劇與真人電影的跨媒介參與
歷程，而他們又是如何評價原作與改編的關係。
1990 年代後，影視內容製作技術逐漸成熟，日本挾著動漫基礎，企圖以新
穎的內容、豐富多樣的風貌，席捲全球。此外，科技形式日漸多元，網路普及化，
媒體平台愈來愈多，觀眾從大眾閱聽人變成小眾、分眾的閱聽人，為了降低市場
不確定性，日本的動畫製作公司與電視公司選擇將已經具有高知名度與銷售量的
漫畫作品進行改編。漫畫、動畫、日劇與真人電影互相拉抬、配合宣傳的現象屢
見不鮮，成為內容行銷的主要媒體；因此，本研究選擇這四種媒介進行研究。
在觀看漫畫改編作品的閱聽人當中，大多是先觀看漫畫或動畫後，再接觸日
劇或真人電影，因此對漫畫或動畫已經先有體驗，所以 Hutcheon（2013）表示：
「當我們已經知道前作的存在，我們無時不感覺到它的影子，壟罩著我們正在體
驗的改編作品」
（p.6）
。2014 年在 Twitter 上一張日本中學生的投書的照片「人気
アニメの実写化やめて（不要再將動漫真人化了！）」，此篇投書引發動漫迷的熱
烈討論，底下的留言更是直言該文道盡動漫迷的心聲。雖然動漫迷怒吼不要再改
編成真人版，可是，從改編成日劇或電影的數量看來，真人版是不減反增。
真人版改編到底蘊含著怎樣的破壞力與吸引力，讓閱聽人這樣又愛又恨？對
於看過漫畫原作的閱聽人來說，消費改編作品已經不是單一的文本接收，而是石
安伶（2012）所說的雙重文本、雙重媒介的消費，甚至更精確來說，在漫畫多種
的改編情形下，閱聽人的跨媒介觀賞是雙重以上的多重文本、多重消費。閱聽人
跨媒介參與的動機與歷程，不再是使用與滿足理論對單一媒介或文本的使用可以
概括而論。
除了閱聽人的文本解讀之外，若要研究閱聽人跨媒體參與的現象，閱聽人對
媒介表現形式的偏好，也是不可忽視的討論因素。以往對於改編媒介的探討，多
是研究由文字（novel）轉變成影像（film），也就是 Hutcheon（2013）提到的閱
聽人媒介參與模式（modes of engagement）中的述說模式（telling mode）轉換成
表演模式（showing mode）
。根據 Hutcheon 對述說模式的解釋（主要以小說為例），
述說模式的參與感是來自於閱聽人對文字描述的想像，並將圖像小說6（graphic
novel，近似漫畫）歸在這一類（Hutcheon, 2013, p.43）；而在表演模式中，閱聽
人會被沒完沒了，持續進行的演出攫住，參與感由直接的視聽感官而來，語言
（language）不再是表達意義或串連故事的唯一方式，視覺的呈現帶來更豐富而
複雜的聯想（p.23）。
漫畫主要以圖像為敘述主軸，而以插入的文字框和對話泡泡為輔助。而圖像小說雖然具有漫畫
的外貌，基本上仍偏向「小說」範疇，在文字敘述的長篇架構中，將小說的世界化為圖像，藉此
加深敘述中的印象，但圖像並非主要敘述的媒介。（郭書瑄（2010 年 8 月 10 日）
。OFF—漫畫與
圖像小說之間。明日誌 MOT TIMES。取自：http://www.mottim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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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小說的文字呈現，Jones（2008）提到漫畫作為一個媒介特別在於它
是一個由文字與圖像組合而成的混合媒介，而改編的動畫、日劇與真人電影更是
標準的視覺媒介。因此，比起圖像小說所在的述說模式，漫畫更適合歸納於表演
模式。
漫畫、動畫、日劇和電影同樣作為視覺媒介來說，日本漫畫和動畫本身就具
有強烈的視覺印象，閱聽人在觀看真人版日劇或電影時，可能會受到對漫畫、動
畫的既有印象影響，如上述提及的 Twitter 投書中例舉一些如漫畫中身材纖細的
金髮美少女角色，身材比例跟現實完全不一樣，又或是漫畫中各樣顏色的頭髮，
在現實中（表現）跟本不合適。甚至因為這種既有的視覺印象，可能限制了閱聽
人在觀看日劇或電影的想像力，不若只有文字改編電影時，閱聽人有更大的想像
自由度。漫畫混合了述說模式與表演模式的特色，但以圖像為主的敘事讓它更偏
向表演模式。因此，對於表演媒介之間的轉換，日漫閱聽人如何看待自己跨媒介
參與漫畫、動畫、日劇與電影的歷程（如圖 1-1 所示），需要再進一步研究。

漫畫

動畫

日劇

真人電影

圖 1-1 閱聽人的跨媒介參與歷程
綜上所述，本研究期望以日本漫畫閱聽人的視角為出發點，研究目的有二點：
首先，改編是用新的方式重述熟悉的故事，即是以動畫、日劇與真人電影來表現
漫畫，然而比起寫實主義作畫的美漫，日漫的藝術風格更難表現。做為一個日漫
閱聽人，因為漫畫與動畫的高相似性，時常將兩者歸為一類，閱聽人的排斥感或
許沒那麼大。但是，以真人版的日劇、電影來說，不同的表現風格，讓日漫閱聽
人在預告甫出時，產生諸多懷疑。日漫的藝術風格先給予閱聽人固定、不變的形
象，若再加上動畫化，甚至受到聲優的影響。形象與聲音的印象對日漫閱聽人觀
看真人版改編的過程中，其觀看效果可能是加分，可能是優劣參半，甚至可能是
減分。
就生產順序而言，作為原作的漫畫當然是最早出版，但 Beddows（2012）說
過跨媒介的表現提供閱聽人多種參與的切入點（entry point）
。因此，即使是日漫
閱聽人，也可能並非全由漫畫原作開始接觸，他們或許是先接觸改編作品再看漫
畫或其他改編作品，如此一來，真人化的表現或許也會反過來影響閱聽人觀賞漫
畫。因此，何種原因促使日漫閱聽人願意在體驗相同的故事？而跨媒介參與及觀
賞順序，對日漫閱聽人的觀賞歷程又會帶來什麼影響？
其次，改編是一種「再媒介化（re-mediation）」的過程（Hutcheon, 2013, p.16）。
5

本研究也欲探討，文本在不同媒介形式表現下，閱聽人如何解讀漫畫、動畫、日
劇與真人電影這四種文本間的互媒/互文參照，期望從中歸納出看過漫畫的閱聽
人再次體驗動畫、日劇與真人電影的接收歷程。
總結而言，本研究期望透過探討日漫閱聽人消費動畫、真人版日劇與電影的
動機及觀賞歷程，以及對閱聽人跨媒介/文本的接收樣貌進行詮釋。希望能藉此
研究補充漫畫研究中，對閱聽人跨媒介參與探討的不足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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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根據緒論，日漫改編的模式愈來愈多元也愈加頻繁，本研究主題與目的是為
了瞭解透過觀賞不同的媒介表現，跨媒體的消費如何影響日漫閱聽人的觀看歷程
與對作品的解讀。本章將分七節進行，第一節梳理過去漫畫改編的研究，再聚焦
於與漫畫相關的跨媒體改編文本的定義；第二節則是釐清知情閱聽人的概念，並
整理閱聽人觀看漫畫跨媒體改編文本的動機；第三節回顧閱聽人互文性、互媒性
解讀的相關概念；第四節則是從閱聽人的跨媒介參與模式，探討漫畫、動畫、日
劇與真人電影的特性；第五節進一步透過首因效應與切入點來探討閱聽人接觸的
第一媒介如何影響後續的觀看歷程；第六節則是根據第四、五節所分別探討媒介
參與模式與切入點對觀賞歷程的影響，提出閱聽人觀看跨媒體改編文本的愉悅／
不愉悅經驗與評價行為；最後綜合前述的文獻回顧於第七節提出研究問題。

第一節 漫畫與跨媒體改編
過去十年來，日本漫畫除了改編成動畫之外，也愈來愈常出現日劇或真人電
影作品，如附錄所列的作品。漫畫文本跨越各種媒介，提供閱聽人以不同的角度
與平台去體驗同一套敘事。本節先梳理過去的漫畫改編研究，再聚焦於漫畫與跨
媒體改編文本的定義。
一、漫畫改編的相關研究
漫畫相關研究以迷群文化研究為大宗，而漫畫改編研究多數承襲此研究方向，
一直以來除了關注迷群如何消費改編文本，對改編文本的區辨與認同，多採用深
度訪談的方式進行探討。國內的跨媒體改編研究中，針對漫畫與偶像劇的接收研
究，如黃佳筠（2010）《幻想的實現或破滅？少女漫畫迷對漫畫改編偶像劇認同
與區辨歷程之研究》探討了迷群對改編文本的解讀與自我認同；而謝明穎（2012）
的《漫畫迷對漫畫改編偶像劇的區辨與認同歷程》則是針對單一作品《華麗的挑
戰》，探究同時身為偶像迷與漫畫迷的閱聽人如何解讀改編文本。此外，相對於
偶像劇以真人演出的表現方式，曾偲齊（2014）的《漫畫迷與動畫迷之審美經驗
探究：以航海王 ONE PIECE 為例》則是研究迷群在漫畫與動畫這兩種較為相似
的媒介中的審美經驗。
除了針對迷群對改編作品的區辨與自我認同研究，在探討跨媒體互文方面，
余佩芳（2010）的《日本恐怖漫畫之文化傳承－以伊藤潤二的〈漩渦〉為例》，
透過改編電影與漫畫文本的交叉比對，在閱讀漫畫的過程吸收日本文化，而觀看
電影的同時也聯結到漫畫的情節，加深對恐怖文本的印象。
黃佳筠（2010）的《幻想的實現或破滅？少女漫畫迷對漫畫改編偶像劇認同
與區辨歷程之研究》與謝明穎（2012）的《漫畫迷對漫畫改編偶像劇的區辨與認
同歷程》雖然也觸及了閱聽人在接收文本時的互文解讀，將互文理論應用至改編
7

研究範疇中，然而，其研究對象仍只有關注於「迷群」身上。
另外還有一大類是著重於跨媒體的互媒性，針對改編作品的藝術表現進行討
論。柯惠玲（2011）《從漫畫到電影的華麗變身〈交響情人夢最終樂章〉的改編
研究》討論電影文本與漫畫文本之敘事、表現差異，以及曾姝萍（2012）的《從
漫畫到電視劇的改編研究：以日劇〈交響情人夢〉為例》，試圖以電視劇的視覺
文本為基礎，從分鏡、剪接、音樂三個元素，探討《交響情人夢》跨越漫畫與電
視劇兩種不同媒介表現的成功因素。以上兩個互媒性研究僅針對文本面進行媒介
的對比探討，並未納入閱聽人研究的概念。
彭子芸（2013）的《戲弄漫畫－談〈人間條件 2：她與她生命中的男人們〉
的改編》較為不同，研究文本是從舞台劇改編而成的漫畫，以閱看時間、劇情、
閱看空間與畫面等四個主題來進行探討，舞台劇與漫畫這兩種藝術形式產生各自
的美學價值。
國內從產製端進行討論的目前僅有李翠丹（2010）的《電視劇生產的創意與
權力：日本漫畫改編偶像劇的產製策略與編劇勞動》，從電視劇生產者與編劇著
手，探討產製端如何將漫畫改編成偶像劇的過程；以及張智涵（2015）《從二次
元跨越到三次元：淺談日本動畫與電玩改編電影面臨的挫敗與困境》從美術、劇
本以及電影文化差異性等方向簡述美日動畫與電玩改編在製作上遇到的難題。
國外研究部分，Luca Somigli
（1998）早在 The Super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
Visual Narrative on Film and Paper 一文中指出自 1990 年代以後的近十年間帶來
了從未想過的漫畫這種視覺敘事媒介的復興；過去 1980 年代，人們對於漫畫作
為受人尊敬的文學形式出現是不抱以期待。然而，漫畫表現出像文字／圖像媒介
的敘事潛能，一直都存在。Somigli 表示如果將漫畫視為是一種較劣等的敘事媒
介，不僅阻礙了它的發展，也妨礙了它和其他媒介（如：電影）的關係。Rachel
A. Atherton（2015）Comics as Film, Film as Comics : The Examples of Alan Moore,
Daniel Clowes, and Harvey Pekar 一文認為，近年來人們對漫畫與改編電影的喜愛
與認同，讓漫畫逐漸擺脫「只是給小孩看的書」或是「大眾文化」等標籤，開始
能與文學、戲劇平起平坐。
然而，Thomas Leitch 表示過去四十年來的研究中，針對小說、戲劇的改編
影視研究佔了絕大多數，從 2003 年的 Twelve Fallacies in Contemporary Adaptation
Theory、2008 年的 Adaptations Studies at a Crossroads 以及 2012 年的 Adaptation
and Intertextuality, or, What isn’t an Adaptation, and What Does it Matter?文中都提
出此一現象，他舉例從 1957 年 George Bluestone 的 Novel into Film 到 Deborah
Cartmell & Imelda Whelehan（1999）
、Robert Stam & Alessandra Raengo（2004, 2005）
的文選合集，甚至一直到近期電影改編來自更多元的題材如新聞、電視影集、漫
畫、電玩等，由 Cartmell（2012）主編的 A Companion to Literature, Film, and
Adaptation，所收納的研究對象仍是文學改編佔多數。
Leitch（2008, 2012）進一步指出，大部分的學者都只想強調自己在改編研究
的發現和別人差別在哪，如 Stam 和 Cardwell，或者是在藝術、美學等觀點打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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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Desmond & Hawkes 和 Cahir 等人。但是，近年國外研究漫畫改編的論文如 Colin
Beineke（2011）的 Towards a Theory of Comic Book Adaptation 以及 Harm Rieske
（2012）的 Revisualisation: Comics, Games, and Rides Adapted to Film、Somigli
（1998）及 Atherton（2015）等，都是在探討原作與改編作品間視覺敘事表現與
忠實呈現的意義。Benjamin Smith（2009）的 Spandex Cinema: Three Approaches to
Comic Book Film Adaptation 還參考了電影研究的角度與概念，像是角色、場景、
敘事、主題等面向去分析由漫畫改編的電影文本，也特別對改編的媒介形式（form）
與內容（content）探討。
即便如此，上述所提的漫畫改編研究所探討的議題範圍，仍是侷限於文本上
的一對一比較研究，Leitch（2003, 2008, 2012）表示這樣一對一的比較研究，缺
乏理論基礎，許多問題仍懸而未決，如改編影響了什麼？什麼又適合改編？改編
與原作的關係，對比其他更多前作的互文關係，又是如何？Leitch 認為學者們忽
略了從互文性（intertextuality）、跨文本性（transtextuality），甚至是社會學的概
念去探究。因此，Valentino L. Zullo（2013）的 The comics shakespear: kill shakespear
and audience experience in adaptation studies 企圖瞭解閱聽人在閱讀由歷史與文
學改編而成的漫畫時，如何解讀、對照自己所知的歷史人物與文學作品；此外，
作者以 Hutcheon 的知情閱聽人（knowing audience）概念為基礎，重新詮釋之餘，
更納入閱聽人對媒介的熟悉度，企圖瞭解閱聽人對改編媒介的認知是如何影響對
敘事的解讀。
而 James Reynolds（2009）的‘Kill Me Sentiment’: V For Vendetta and
comic-to-film adaptation 一文中探討改編作品在商業脈絡下所面臨的限制，在商
業考量下，改編電影背離原作主旨，簡化原作所探討的議題與複雜性，移除原作
作者所探討的意識形態。Martin Zeller-Jacques（2012）的 Adapting the X-Men
Comic-Book Narratives in Film Franchises 則是從文本與產製端談論到系列化改編
的電影，過往被認為是重要條件的原作，在改編電影系列化的過程中，逐漸退為
附屬的角色，甚至在這過程中，超級英雄作為一種電影類型已逐漸成熟。
此外，在漫畫改編為電影的研究領域中，研究角度也逐漸從文本端、產製端
轉移到接收端。Matthew T. Jones（2008）的 Found in Translation: Structural and
Cognitive Aspects of the Adaptation of Comic Art to Film 以實驗法企圖得出，閱聽
人是如何建構與接收漫畫改編的電影。其實從 1991 年由 Roberta E. Pearson &
William Uricchio 主編的 The Many Lives of The Batman 一書中，就有 Eileen Meehan
談論文本的跨媒體商業性互文、Patrick Parsons 及 Camille Bacon-Smith with
Tyrone Yarbrough 對迷群的調查研究。雖然 Bacon-Smith 的研究中已有提出包含
一般大眾的四種閱聽人類型，但當時 Bacon-Smith 只針對身為迷群的閱聽人；2012
年 Liam Burke 發表的 Superman in Green: An audience study of comic book film
adaptations Thor and Green Lantern 則是除了針對迷群與其網路活動之外，還調查
非迷群對於觀看漫畫改編電影的期待與評斷。
綜觀漫畫改編的發展脈絡，國外的漫畫改編研究起先都沿用文學改編的一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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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本比較研究，後其因為科技進步、跨媒體發展蓬勃，閱聽人的分眾化，漫畫
改編研究範疇也朝向跨領域整合，上述研究中多數以改編理論為研究基礎，輔以
互媒性或互文性、敘事學、視覺表現語言、電影研究等等；國內研究則是以迷群
研究與影像對比分析為主，少數納入互文性的概念。此外，從研究文本分析，可
以瞭解由於市場因素，國外的研究目標以美漫為主，而國內研究目標偏重以日漫
為主，這也表示日漫在臺灣的影響力比較大。
二、跨媒體改編的定義
過去，漫畫與改編曾被歸類為低俗的藝術，前者被視為是一種垃圾文化，後
者則被認為是次級的、不重要的，而且比不上原作；然而，在現今的市場運作下，
漫畫與其改編作品已變成有價值的文本（Zullo, 2013）
。Hutcheon（2013）也認為
改編不應該是從原作衍生而來的次級文本，而是具有創作價值的產品，否則何以
今日我們的文化中，改編產品無所不在，且數量穩定成長。Hutcheon 舉例過去
文人的創作方式，認為改編是用新的方式重述熟悉的故事（retold familiar stories
in new forms）
，她進一步指出，改編的價值在於它是一種重複，但不是一種複製
性的重複（Adaptation is repetition, but repetition without replication）
，在此前提下，
改編作品顯然具有各種不同的意圖，如消耗或抹去閱聽人對原作的記憶或對作品
提出質疑，也可能是藉由改編向原作致敬。
因此，對於改編的定義，Hutcheon（2013）進一步提出改編的三個特質：首
先，改編是種實體形式或產品（formal entity or product）
，它是某個特定作品或多
個作品的延伸轉換，可能包含了媒介、類型、架構、內容的轉碼；再者，將它視
為一個創作的過程（process of creation）
，這可以是（再）詮釋（（re）interpretation），
與（再）創作（（re）creation）的行為，基於個人觀點的差異，也可以被視為是
一種挪用（appropriation）
，或是回收再利用（salvaging）
；最後，從接收過程（process
of reception）的觀點看來，改編具有互文的特性，透過我們對其他作品的記憶來
體驗改編，藉由變化性的重複消費來產生共鳴。所以，Hutcheon 最後將改編歸
納出三種定義如下：
1.
2.

獲得公認且可辨認出來原作品的轉換
具創造性且詮釋性的挪用／再利用行為

3.

與來源文本有延伸的互文關係

基於上述特質，Hutcheon 再從產品與過程這兩個角度切入探討，她認為：
「改
編（adaptation）一詞所指的既是產品也是過程」
（p.15）
。作為產品，改編經常受
限於原作的影響，即便以同樣的媒介再次呈現，都涉及改變、重新製作，更何況
是以不同媒介改編；而做為過程，改編作品在其他媒介上呈現的方式，是一種「再
媒介化（re-mediation）」，也就是說，是一種符號間（intersemiotic）的轉置，從
一符號系統到另一符號系統，如同漫畫具有明顯的圖像符號（iconic sign）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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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被選為改編文本。
其他學者如 Seger（1992, p.2）則認為改編是指「從一個媒介到另一媒介的
轉變、變換」
，在改編的過程中，因詮釋方式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轉變形式。Sanders
（2006）也認為改編是一種轉置的實踐（transpositional practice）
，改編的方式可
以是刪減、修改內容，也可以透過增加、擴大、添寫的方式擴張內容，當然也能
兩者同時進行。Somigli（1998）提到漫畫改編除了是重新述說故事，它還包含
了媒介轉換，以及對目標媒介的表現語言的敘事調整。簡言之，改編是藉由新的
表現形式，改變、調整較早的文本，和 Genette（1982）提出的超文本性
（hypertextuality）相似。
除了上述學者提出的改編定義之外，Geoffrey Wagner（1975, cited in Cartmell,
1999）、Dudley Andrew（1984）也對改編的形式加以分類。Andrew 將其分為借
用（borrowing）、交互穿插（intersecting）及轉換（transforming），Wagner 則是
分為轉置（transposition）
、註解（commentary）與類比（analogy）
。Jones（2008）
統整以上概念，以光譜形式分為三組（圖 2-1），詳述如下：
1.

轉置（transforming ／ transposition）
：這無疑是最常見的改編方式，而忠
實呈現是其中最常被提出來討論的面向，Andrew 定義為這是原作的再製

2.

（reproduction），這類改編盡可能在目標媒介中去呈現原作中的主題與敘事
結構，然而 Stam（2000）懷疑是否能做到忠實呈現，因為不同媒介形式轉
換的過程中，必然伴隨著一些改變，以符合目標媒介。
類比 ／交互穿插（analogy ／ intersecting）：若說轉置是位於忠實呈現的

3.

一側，比擬就位於相對的另一方。這類型的改編是指原作成為改編作品的靈
感來源，以創造新的、不同的敘事。Jones 認為 Andrew 的分類中以交互穿
插的概念與類比較為相似，交互穿插的改編是取用某些特色與面向，但不是
直接複製，而是以目標媒介的藝術表現來賦予敘事新的方向。
註解 ／ 借用（commentary ／ borrowing）：最後這一類別介於上述兩者
之間。Wagner 的註解表示原作在改編過程中被改變了，但這種改變是為了
更符合敘事目的而做的調整；Andrew 的借用雖然同處中間位子，其概念卻
大不相同，他指出這一類型中的改編作品能獲得成功是因為原作的名氣，而
這些改編作品也嘗試在現代脈絡中應用原作的原型典範。Jones 進一步依不
同的操作原則將改編作品分成主題式（thematic）與結構（structural）式改
編；然而，不管是主題式或結構式改編，都脫離不了將原作拆解、選擇、重
組與填補等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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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原作

偏離原作

註解／借用

轉置

交互穿插／類比

圖 2-1 改編的分類
透過對改編的討論，可以發現學者們對於改編的定義包含了內容與媒介形式
的轉換，在此可以初步將漫畫改編真人電影定義為「以漫畫作為改編文本，將故
事內容、架構及主題等進行再創作與再詮釋，透過從圖像轉影像的方式再次呈現
的作品」。
三、小結
從上述討論來看，對改編者來說，改編涉及了挪用、回收再利用等動作，改
編者重寫文本的過程中，必然包含了再詮釋與再創作的過程；對閱聽人來說，當
他們熟悉被改編的文本，改編無可避免地具有「互文性（intertextuality）」
，而 Zullo
（2013）對 Hutcheon 知情閱聽人（knowing audience）的再解析，提出另一面向
的知情閱聽人，除了對文本的瞭解之外，對媒介特性的熟悉與知曉，會影響閱聽
人對於改編媒介的解讀，進而形成「互媒性（intermediality）」。

第二節 閱聽人與觀賞動機
隨著數位技術的進步，文本內容可以從特定的媒介脫離出來，在不同的平台
上呈現。Beddows（2012）認為跨媒體敘事就是要在不同平台上，創造出新的敘
事體驗，提供給閱聽人，讓他們可以從不同的媒介模式切入，產生新的感受。
Jenkins（2006）也認為，一個好的跨媒體敘事，應該集合多種不同的媒介參與模
式，但也可以被分開使用。也就是說，閱聽人既可以獨立欣賞單一媒體內容，也
可以接收多種媒介的表現。
然而，從第一章的討論得知，漫畫、動畫、日劇與真人電影的表現方式有差
異，特別是後兩者與前兩者差異甚大，閱聽人也對真人表現不抱期待，究竟什麼
因素讓閱聽人想再一次體驗故事相同的改編作品？。因此，本節先解析閱聽人，
再討論閱聽人觀看改編作品的動機。
一、消費漫畫改編的閱聽人解析
對於動畫、日劇或電影業者來說，選擇漫畫改編主要是因為其文本已經具有
固定觀眾群的價值，而這群固定觀眾讀過原作，根據 Hutcheon（2013）在其書
提到，Conte（1986）偏好以 Knowing 一詞來稱呼知曉原作的人。Hutcheon 以此
概念將那些能辨識某個作品是改編而成，且知道它的來源文本的閱聽人定義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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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閱聽人（knowing audience）」，對於那些不知道正在體驗的作品是改編，
或是不知道它改編自何者，只將它當作一部新作品的閱聽人稱為「不知情閱聽人
（unknowing audience）」。
石安伶（2012）又進一步從「知情程度」
、
「喜好程度」將知情閱聽人大略分
為三類，分別是：未看過原作，但知道改編作品的原作存在；看過原作，對故事
的熟悉與喜好程度不一，程度愈高愈接近「迷」的身份；最後是屬於迷群的閱聽
人，傾向透過原作的鏡頭來看待改編作品。知情閱聽人因為看過原作懷抱期待、
要求也較高，甚至可能認為某個作品是一部經典作品，不適合改編，或是滿心期
待改編作品，卻發現成品空有名字，原作精神卻消失，例如謝明穎（2012）的訪
談中發現，漫畫《華麗的挑戰》本身有大量的不貼近生活的內容與畫風、舉止誇
張的角色，漫畫迷認為無法由真人表現相同效果，所以文本在不同媒介表現上的
差異，無法讓閱聽人感覺到忠於原作與呈現原作精隨之處。這或許就是造成閱聽
人對改編失望，進而對改編產生厭惡、甚至反對改編。
然而，Hutcheon 對知情閱聽人的定義，是關注在敘事、故事情節的熟悉，
觀賞改編所獲得的多重愉悅也是來自於對原作的認知；然而，若只以內容作為知
情與否的判斷，可能忽略閱聽人對媒介認知的探討。因此，Zullo（2013）的研
究中，進一步對於知情與不知情閱聽人的概念再次詮釋。Zullo 認為，與其將閱
聽人分為知情／不知情，不如以知情統稱所有的閱聽人，納入閱聽人對媒介模式
的「經驗」與「知識」。
過去，Hutcheon 定義的知情閱聽人只針對故事情節知識（plot knowledge）
的有無。她認為當知情閱聽人觀看改編作品時，因為有先備知識的具備，便可以
填補改編與原作之間的空隙（fill in the gaps）
，然而，Zullo 認為 Hutcheon 單獨注
重閱聽人如何透過對文本的瞭解來填補，卻忽略了媒介對觀看過程的影響。Zullo
表示閱聽人對媒介的經驗與知識可能會影響閱聽人欣賞或沉浸於特定的改編作
品／類型。
Zullo 認為對媒介的瞭解，也可能帶給閱聽人多重的愉悅感。所以 Zullo 以
Hutcheon 的定義為基礎，將了解媒介的知情閱聽人納入討論，因為不同的閱聽
人可能基於自己觀看的習慣或對媒介的偏好，從不同的媒介模式切入去消費改編
作品。根據 Zullo 的想法：「媒介不只是單純的呈現內容而已，更影響了內容的
表現」（p.4），對於某些閱聽人來說，比起從敘事上填補原作與改編的空隙，他
們可能隨著不同改編作品的媒介特質來觀賞改編。
以本研究討論的漫畫以及由漫畫改編的動畫、日劇與真人電影來說，當閱聽
人知曉改編的來源文本與媒介特質，會有三種類型的閱聽人，一是根據 Hutcheon
的概念，以先看原作，再看改編作品的知情閱聽人，另一個是石安伶依照知情與
喜好程度，區分出的第一類知情閱聽人，先接觸改編作品，但知道原作存在，當
然閱聽也可能會因此去看原作，甚至是其他方式的改編，如此一來，這和 Hutcheon
的知情閱聽人或許是一種相對的觀賞經驗；最後一類型是根據 Zullo 的概念，閱
聽人不只是從文本面來觀賞改編，也會從媒介特質的認知來了解自己觀賞原作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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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編作品的歷程。
二、閱聽人觀看改編作品的動機
由於知情閱聽人已經對故事脈絡與媒介有所瞭解，因此具備了 Hutcheon 所
說的「先備知識（foreknowledge）」
。根據上述文獻推定的三種知情閱聽人，先備
知識可以是「原作、改編與媒介」，如果閱聽人沒有先備知識，就可能將改編作
品當作一部新的作品，Burke（2012）也提出相同觀點，閱聽人甚至將其當作一
個新的電影類型。此種情形下，閱聽人的觀影動機大概就是 Austin（1986）或是
Rubin（2002）研究得出的知識獲得、逃避、打發時間、了解自我與社交活動等
7 至 12 個面向。
然而，相對於將改編當作新作品來體驗，閱聽人重複接觸媒體內容的動機與
接收過程會因為「媒介、內容與接觸方式」有所不同。以本研究所探討的漫畫改
編動畫、日劇與真人電影為例，漫畫與動畫擁有較相近的的劇情架構與畫面，而
後兩者雖然在畫面上有較大差異，但大致採用漫畫的內容與架構進行改編。
Furno-Lamude & Anderson（1992）
、Tannenbaum（1985）認為重複接觸媒體內容
不只是享受內容帶來的樂趣，還有其他不同於第一次接觸時的動機因素。故接下
來將以 Hoffmann 歸納過去研究提出的重複觀看動機，討論知情閱聽人消費漫畫
與其改編作品的可能因素。
Hoffmann（2006）首先提出四個重複觀看的動機，分別是預測效果或滿足感
（perfectly predict the effect or resulting gratification）、管理情緒（mood
management）、安全感與掌握感（security and feelings of control）、熟悉與重複本
身可能也是偏好的一種（familiarity or redundancy could also be a reason for
preference in itself）。Hoffmann 認為閱聽人可以在重複觀看中選擇最符合滿足自
己需求的方式，此舉讓閱聽人更能預測觀看效果與自己的滿足程度；對於閱聽人
來說，已知內容的情緒效果要比不知道內容的情況下更容易衡量，所以重複觀看
提供一個讓閱聽人安心、信賴的娛樂方式，免除了面對不熟悉內容（如新劇情或
角色）的風險。
以觀看動畫來說，因為畫面及內容都與漫畫相似，對於閱聽人來說，觀看動
畫的確比較能預知自己會看到哪些內容，也能獲得從不同的表現方式來欣賞相同
內容的滿足感；然而，對於觀看日劇或真人電影時，首先在二維與三維的表現就
有風格與藝術上的差異，且電影因為時間與技術限制，會增刪劇情，可能導致閱
聽人無法預期劇情如何發展。
對於重複觀看的熟悉感能帶給閱聽人對於安全與掌握感的需求，
Tannenbaum （1985）也曾提出觀看確定感（certainty）的概念，比起未知與不
確定，閱聽人更傾向確定無疑的內容，因為確定感與熟悉感營造更多的可靠性，
會給閱聽人心理帶來正向效果；然而，對於觀看日劇或真人電影的閱聽人來說，
因其具有不可預測性，可能會變成相反的效果。真人影像呈現上的差異可能讓閱
聽人產生「真的有辦法由真人演出漫畫？」的疑惑，如謝明穎（2012）的訪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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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聽人就表示無法相信真人要如何演出漫畫中的 Q 版或纖細美形的人物。閱聽
人因為懷疑而不抱正面期待，標榜原作改編反而可能給予閱聽人不安全與無法掌
握感。
上述是 Hoffmann 認為在重複接觸中比較重要的動機因素，接下來他列舉一
些次要的動機如放鬆（relaxation）、特定角色或演員的偏好（the preference for
certain characters or actors）
、懷舊（nostalgia）
、回憶（recall）
。比起接收新的資訊，
閱聽人對於重複與熟悉的內容不需要太多的認知處理，所以會更放鬆的享受。再
者，因為不需要專心在媒介內容上，所以更可能分心去作其他事情。
曾偲齊（2014）的訪談發現，多數漫畫迷看漫畫時會沉浸其中，而看動畫時
可以分心做其他事情；但是，當閱聽人觀看日劇或真人電影時，是否依舊是一種
放鬆的享受。放鬆的原則是閱聽人對媒體內容的熟悉，重複性高的內容讓閱聽人
可以預測，相對於動畫比較偏向舊的資訊（如：和漫畫相同的故事情節、角色形
象等），日劇與真人電影充滿新的訊息，閱聽人需要更多的認知處理，或許無法
同觀看動畫時一樣放鬆。然而，新的訊息也不見得是壞事，因為閱聽人可能因為
偏好演員或角色形象而選擇觀看。謝明穎（2012）提到，漫畫角色的外形與特質
該由誰來飾演比較適合，往往是閱聽人在談論改編、真人化議題時最先被提出來
討論。
另外，觀看改編作品可能滿足閱聽人回憶過去的需求，觀賞當下就像時間停
止一般，重溫過去美好時光，也可能回憶起當初第一次觀看時的心情
（Furno-Lamude & Anderson, 1992）
。除了滿足懷舊的渴望，觀看改編作品也可能
是為了回想起故事結局或是其中曾經遺忘的部分，閱聽人也會重新尋找第一次觀
看時未注意到的部分、錯過的細節，進行更深入的瞭解（Furno-Lamude & Anderson,
1992）。如曾偲齊（2014）的訪談發現，有些閱聽人在看漫畫時因為格子小就漏
看，動畫的連貫表現反而比較不會漏看，進而注意到錯過的細節。此外，
Tannenbaum（1985）提到雖然研究調查中未直接指涉，但他相信想像（imagination）
與幻想（fantasy）也是重要動機因素。
從上述討論來看，不論是 Furno-Lamude & Anderson、Hoffmann 或是
Tannenbaum 的概念，都是立基於使用與滿足的框架下，使用與滿足是將閱聽人
視為主動的個體，他們瞭解自己所需，並使用媒體來獲得滿足（McQuail, 2000
／陳芸芸、劉慧雯譯，2003）
。所以接著整理同樣在使用與滿足的理論背景之下，
Hutcheon（2013）與 Marciniak（2007）討論觀賞改編作品的愉悅時，提到改編
作品吸引閱聽人的理由，主要是從 Hutcheon 提出的概念：
「改編的吸引力在於它
混合了重複性、差異性、相似性以及新奇性」（p.114），以重複性為基礎來探討
其他三者。
Hutcheon（2013）認為，改編的重複性本身就是種吸引閱聽人接觸的因素之
一，Marciniak（2007）則表示重複性帶來知與不知的認知統合。Hutcheon 進一
步舉例，以小孩子一再聽著同樣的童謠或讀著同一本書仍然感到快樂的經驗來說，
就像儀式一般，重複聆聽與閱讀為他們帶來舒適感，更充分的理解，且能知道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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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來所發生的事。Tannenbaum（1985）也表示孩子喜歡固定的故事，這並不是
因為他們不知道故事中將發生何事或是對於其中部分的記憶有誤；相反地，這是
因為故事可以隨時停下，而孩子們依舊可以填滿故事，因為他們已經熟知故事。
其實這個概念也就是 Hutcheon 所提的具有先備知識的知情閱聽人。
Marciniak 認為觀看由同一原作改編而成的不同版本就像再訪老朋友一般，
他認為閱聽人會觀看不同版本的改編作品是抱持著一種見證故事重生的渴望，所
以閱聽人才會不停消費相似的媒體內容。在 Michelle, Davis, Hardy & Hight （2015）
的研究中，也提出相同的觀點，這或許也能解釋為何製片喜歡改編，因為只要在
熟悉的故事中重新創造並加入一點新的東西，就可以吸引閱聽人。
對此，Hoffmann（2006）提到單純曝光效應7（the mere exposure effect，或
譯作重複曝光效應）
，意指當我們對某人事物愈熟悉，我們就會愈喜歡（the more
familiar we are with something, the more we like it.）。根據上述論點，或許能解釋
為何閱聽人得知漫畫要改編成動畫時大多是欣然期待，因為漫畫和動畫的故事或
畫面表現極為相似，都是閱聽人所熟悉的事物；反之，當閱聽人得知漫畫要改編
成日劇或真人電影時，卻是懷著一種混雜了期待與懷疑的心情。即使真人版的故
事架構和漫畫相同，但真人版的畫面表現和閱聽人已經熟悉的漫畫不同，如此一
來閱聽人對於真人版的接收可能不會是完全的愉悅或是抱持著愈來愈喜歡的態
度。
然而，如果單以重複性、熟悉等標準來看待閱聽人對動畫、日劇與真人電影
的觀賞情形，為免太過狹隘，且 Hutcheon 說過：
「改編是有變化的重複（repetition
with variation）」（p.4）。改編的吸引力在於重複性中混合了熟悉之外，還有差異
與新奇。改編的過程伴隨著創造，創造的過程中也無可避免的產生差異性
（difference）
，如同 Terrence McNally（2002）所說，改編的成功在於如何再次創
造出熟悉的世界，卻又要帶有新鮮感。Hutcheon 認為改編給閱聽人的舒適感在
於改編是個幾乎相同但不完全重複的媒體內容，閱聽人能以不同方式再訪同一主
題。
除此之外，吸引閱聽人去觀看改編的動力還有影像所提供的具象化
（visualization）表現，閱聽人可以聽到、看到他們所想像的，期望以多感官的體
驗方式進入書中所創造的世界。過去由文字改編而成的影像作品，具象化的確是
吸引閱聽人的一大主因；但是，由於漫畫是混合了圖像為主、文字為輔的媒介，
舉凡各種人、事、物的形象或外形都有具體的形貌，閱讀漫畫的過程中，圖像便
已在閱聽人心中留下深刻印象。動畫的視覺表現和漫畫相似，閱聽人或許不是基
於對具象化的想像而觀看；但是對於日劇或真人電影而言，閱聽人可能想像漫畫
的角色或是大型動作場面要如何由真人來表現。不過就如緒論與前述安全與掌握
感的討論，閱聽人對漫畫圖像的印象深刻與熟悉，讓他們對於真人電影是抱持著
「既期待又怕受傷害」的心情。
除了從閱聽人本身去探究改編吸引他們的裡由之外，在 Bacon-Smith &
7

最早出現在 Gustav Fechner （1876）的研究中，其後 1960 年代開始由 Robert Zajonc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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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rbrough（1991）對觀看蝙蝠俠改編電影的研究中也發現，有許多閱聽人觀看
改編電影的動機是因為廣告的推銷或是因為「這似乎是一場盛會，所以我應該加
入其中」
。Burke（2012）的研究也提及，閱聽人會被製片精心設計的通俗（宣傳）
標語或大眾的推薦所吸引，前往觀看漫畫改編電影。
三、小結
綜合 Hutcheon（2013）與 Zullo（2013）對知情閱聽人的定義，以敘事和媒
介的知曉與否，觀賞改編的閱聽人區分為文本知情閱聽人與媒介知情閱聽人。此
外尚有石安伶（2012）針對閱聽人的知情與喜好程度，提出從改編作品接觸且知
道原作的知情閱聽人，也應該納入一同觀察。再者，從 Furno-Lamude & Anderson、
Hoffmann、Tannenbaum 對同一媒體內容的重複接觸動機到 Hutcheon、Marciniak
討論吸引閱聽人觀賞改編作品的因素，顯示重複性、熟悉感、差異性與新奇性是
吸引閱聽人去消費改編作品的因素。
從文獻討論中的舉例可以得知，當觀看改編作品的過程如 Tannenbaum（1985）
所說是一種再次體驗（reexperiencing），已經看過原作的知情閱聽人，在選擇觀
賞動畫、日劇、真人電影會面臨不同的誘因，例如選擇要觀賞動畫可能是因為確
定感、可信賴感、熟悉感等等；然而，如果是石安伶所提出的從改編接觸的知情
閱聽人，又有哪些原因吸引他們去觀看原作甚至是其他媒介模式的改編作品，與
Hutcheon 的知情閱聽人的觀看動機有何差異，都是可以進一步探究的問題。

第三節 跨媒體互文／互媒概念
跨媒體改編的特別之處在於，當閱聽人涉獵多種媒介時，不同媒介結合所產
生的效果，可能是強化彼此（同樣的內容以不同方式表達）
、作為互補的角色（Dena,
2010），當然也可能帶來干擾。如此一來，閱聽人在觀賞漫畫、動畫、日劇與真
人電影的過程中，會產生相互參照、填補與比較等行為，意義的建構便油然而生。
因此，延伸前面對改編與閱聽人的討論，本節從互文性與互媒性概念討論閱聽人
如何交互解讀文本之間與媒介之間的關係。
一、互文性（intertextuality）
早期進行改編研究時，主要是以比較（comparison）的方式進行，注重改編
作品對原作的忠實呈現（fidelity），討論改編是否傳達出原作的精神來評斷改編
作品成功與否。以改編電影為例，Andrew（2000, p.31）認為從忠實呈現的角度
來看，改編的任務是在電影中再製原作中的重要元素；也就是說，電影帶給原作
新生命的同時，並不會背離原作。Jones（2008）提到，有些研究文學改編的學
者，會批評忠實呈現不適合作為評價改編的標準，懷疑其作為一種研究觀點的有
用性；但是，從前面小節的討論可以看出消費漫畫改編作品的閱聽人，忠實呈現
仍是關注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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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只關注於忠實呈現的討論，卻可能忽略閱聽人解讀漫畫與改編作
品的其他可能性，如同學者張小虹（1994）談論文學改編時提到：「在探討文學
改編電影時，可以保有對忠實性的討論，但不應該將其視為分析的唯一核心。並
且應該要注意異質藝術形式之間的翻譯、詮釋與創造」
（引自彭子芸，2013）
，故
另外從互文性的概念來討論閱聽人如何解讀漫畫及其改編作品。
「互文性」又稱文本互涉，在西方為一個重要的文學批評概念，指某一個特
定文本與其他文本之間的相互作用、相互模仿、相互影響、相互關聯或暗合等關
係，也包括一個文本對另一個文本的直接引用（洪嘉慧，2009）
。Kristeva（1984，
引自 D’angelo, 2010, 1986）對互文性的定義是「一個（或多個）系統符號轉換
成其他樣子。任何文本都是由引述拼貼建構而成；任何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吸收
與轉換」。也就是說文本與文本之間是相互連結，互文性就是描述文本之間的關
係構成。D’angelo（2010）提到每一個文本都可能透過引用、提及、借用、改編、
挪用、模仿、拼貼等方式和其他文本產生互文性。
Gérard Genette 將原本廣義的互文概念做了更明確的界定並分類，互文性成
為「文」與「他文」之間所聯繫的總稱（邱于芸，2014）。Genette 在 1982 年提
出「跨文本性（transtextuality）」
，將前人互文性的概念，以更兼容並蓄的詞彙「跨
文本性（transtextuality）」稱之，這個更具包容性的名詞統括了包含文本互涉、
超文本性在內的五種互文類型，而 Forsyth（2009）認為電腦超文本性與內設文
本性也須納入此分類。此外，邱于芸（2014）也點出 Genette 進一步區分互文性
與超文性的差異，他認為互文性是供存關係（甲文出現於乙文之中），而超文性
則是縱向派生關係：
「通過簡單的轉換或間接轉換（也稱為模仿）
，把一篇文本從
已有的文本中派生出來。」
Geraghty（2009，引自 Allen, 2011）表示，過去只關注原作或原始意義的忠
實呈現評斷的研究，時常被批評，她表示當這些後結構主義學者（如 kristeva 和
Barthes）認為互文性將文本評論從忠實呈現中解放的同時，也讓這無所不在的互
文性觀點將所有事物都定義為改編的風險；因此，若只以互文性通稱所有情形，
不免忽略其他改編的可能情形，所以 Genette 的分類是研究改編時比較適合的觀
點。Forsyth（2009）也認為 Genette 的概念能夠明確區辨不同的互文情形。因此，
以下就 Forsyth（2009）
、Stam（2000／陳儒修、郭幼龍譯，2002）
、石安伶（2012）
對 Genette 跨文本性的五種分類整理如下。
Genette 在 Kristeva 的理論基礎上，更嚴謹地定義「文本互涉（intertextuality）」
是兩個文本以引述、抄襲和暗示等方式「有效的同時存在」。Stam 以電影舉例，
引述（quotation）如同把舊的影片插入新片中，引用既有的影像片段，作為新片
的一部分；暗示（allusion）是運用文字或影像來指涉其他作品。而由 Genette 提
出的第二種類型的跨文本性：
「近文本性（paratextuality）」
，是指就一個完整作品
而言，正文本與其副文本（paratext）的關係。副文本是指圍繞在文本四周的附
屬訊息（Bolin, 2010），可以是作品的標題、插畫、提詞、前言、封面設計等。
第三種跨文本性類型是「後設文本性（metatextuality）」
，同樣由一個文本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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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之間的關係構成，不論所涉及的文本是被明顯的提及或是隱喻式的、默默的
在閱聽人心中被喚起，例如《雨果的冒險》用 3D 技術來反思電影工業。
此外，「主文本性（architextuality）」這個由 Genette 提出的第四種類型，是
由文本的標題或副標題所提出或拒絕的類型分類法，可以辨別出該作品屬於何種
類別。主文本和文本（如：一首詩、一部電影、一篇小說）把自己的特色直接或
間接的表現在標題上，例如將電影片名和一些早期文學作品連結，如電影《給茱
麗葉的信》，讓人想起莎士比亞的名作《羅密歐與茱麗葉》。
Genette 提出的第五種：「超文本性（hypotextuality）」，對改編研究來說具有
相當的影響。超文本性是指一個文本（Genette 稱之為超文本）和先前較早的文
本（次文本）之間的關係，超文本改變、修改、闡述或延伸較早的文本（包含諷
刺性模仿、續集、改編等方式）。超文本性注意文本的所有變化，意即一個文本
在另一個文本上的表現。超文本性也特別適用於論述那些改編自既有文本的電影，
若就互文性程度而言，超文本性比文本互涉，更明確、具體指出文本之間的關係，
如改編電影（超文本）和原作（次文本）的關係。
除了 Genette 提出的五種跨文本性類型，Forsyth（2009）再提出的兩種類型
分別為：「電腦超文本性（computer-based hypertextuality」與「內涉文本性
（intratextuality）」。前者是指文本可以直接將閱聽人帶往另一文本，這種互文性
打破傳統的線性文本；簡言之，就是透過超連結（hyperlink）接觸不同作者或存
在不同網路位置的文本。後者指同一作品內的重複與呼應，同上一類型，打破了
線性閱讀，且需要讀者以不同的方式進行文本解讀，Forsyth 舉例如 John Milton
的《失樂園》或是 James Joyce 的《尤利西斯》。
綜觀上述討論的七種類型，本研究關注的漫畫改編而成的動畫、日劇、真人
電影，主要是呼應 Genette 提出的「超文本性」概念，但這並不代表其他概念未
被使用。舉例來說，日漫有許多長篇作品，故事與世界觀甚為龐雜，往往涉及了
內涉文本性，因為是長篇連載，閱聽人極有可能在漫畫與動畫之間交叉觀賞，閱
聽人除了反覆閱讀漫畫外，還可能透過動畫去解讀一部作品；或者是作品名就已
表示出故事的特色或類型，如《名偵探柯南》就涉及了主文本性。
Meehan（1991）以觀看《蝙蝠俠》電影為例，表示交互參照的網絡創造出
我們感到舒適的互文，讓我們可以建構不同的電影閱讀方式，定位電影及其互文
以符合我們的特定目的。Rae & Gray（2007）訪問 15 名觀看漫畫改編電影的閱
聽人，發現那些對原作熟悉的人，會廣泛地依賴互文參照，而那些不熟悉的人，
也會用自己的話語來評價、解讀改編作品（Burke, 2012）。
通常在改編作品尚未可以消費時，市場的宣傳炒作、媒體包裝與大眾評論傳
達了類型、藝術風格、預期觀眾、首選閱讀等各式提前釋出的印象。這些活動與
副文本意圖影響閱聽人的觀影經驗，閱聽人就會認知到改編來自於某作品。對閱
聽人來說，一旦知曉原作的存在，改編便無可避免地具有互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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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互媒性（intermediality）
Dick Higgins 於 1960 年代再次介紹「互媒（intermedia）」這個詞，此後互媒
一詞開始被廣泛使用，但常被誤用或混淆為混和媒介（mixed media）一詞；和
混和媒介不同，互媒意指一作品結合了多種媒介，是一種「融合（fused）」的概
念，而不是單純將媒介並置（Rieske, 2011）
。後來由德國學者 Aage A. Hansen-Löve
於 1983 年從互文性的概念類推，提出「互媒性」
一詞（Herman, John, & Ryan, 2005），
是指在文本在表現上跨越不同媒介特質界限的現象，並在 1980 年代末開始受到
學界的重視，逐漸在各領域廣泛使用。
一般來說，互媒性可視為兩個媒介間的關係，如媒介的互動／相互參照等，
因此互媒性的使用可以說是相當廣泛，只要是有關兩個媒介以上的現象都可以應
用（Rajewsky, 2010）
。廣義來說，互媒性等同於媒介的互文性，函括媒介之間的
各種關係；狹義來說，互媒性是指在一作品中參入一種以上的媒介或是感官模式
（Grishakova & Ryan, 2010）。
德國戲劇學者 Christopher Balme （2006）對互媒性有三種理解：（1）互媒
性是對陳述內容從某一媒介到另一媒介的轉置；（2）為互文性（intertextuality）
的某種特別形式；或是（3）嘗試將某一媒介的藝術表現或視、聽習慣，於另一
個媒介中實現（Rieske, 2011；彭子芸，2013）
。此外，根據 Eckart Voights-Virchow
對互媒性的研究，認為互媒性是媒介之間轉換的表現形式與相互參照（Rieske,
2011）
；而 Rajewsky 則從具體的媒介配置與互媒能力，提出較狹隘但能明確區分
出三種互媒性類型（Gibbons, 2010 ; Grishakova & Ryan, 2010; Rajewsky, 2005,
2010）。
「媒介轉換（media transposition）」是 Rajewsky 提出的第一種互媒性類型，
其概念是將同樣的內容從原先的媒介轉換到另一種媒介上，Rajewsky（2010）認
為此分類是一種產品導向的概念，也是互媒性最根本的概念，將來源文本重製成
不同媒介的表現發揮最大效用，而原始的文本成為新媒介的素材，媒介轉換的例
子如漫畫改編成動畫或日劇，又或是漫畫小說化都屬此類。
「媒介結合（media combination）」將互媒性視為一種溝通符號，由至少兩
種媒介型式的結合，也可能因此形成新的媒介類型（media genres）
。如動畫融合
音樂、圖像與影像等呈現多媒體的形式。此分類又可稱為多媒體（multimedia）、
混合媒體（mixed media）與多媒體呈現（石安伶，2012）
，通常是跟文字、圖像、
影像或是聲音的混和有關。Rajewsky 提到，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這一類型
強調的是一種動態的、創新性的過程。
而「媒介相互參照（intermedial references）」意指某一媒介產品使用它的特
定手法去指涉在另一媒介上的特定、個別作品，或是指涉特定的媒介次系統，又
或是參照其他媒介的系統，如電影可以模仿漫畫的主題、構圖、氛圍等。也就是
說，以一個媒體作為研究主體，去討論另一個媒體的觀念、手法或美學是如何在
其內發揮作用（耿一偉，2006；引自石安伶，2012）。
雖然 Rajewsky（2005, 2010）將互媒性分成三類，但彼此之間並不互相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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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作品可能同時包含三種互媒類型。以《名偵探柯南》的日劇為例，本身就結
合了音樂、影像，故可歸類為媒介結合，又因該作品是改編自漫畫，也是媒介轉
換的表現；如果還有明確的指涉被改編的文本（漫畫）的媒介特性，又可歸入媒
介相互參照。
另外，對於互媒性的探討，Schröter（2011）也提出相似的觀點，分為四類：
綜效性的互媒（synthetic intermediality）、形式（跨媒體）互媒（formal （or
transmedial）intermediality）、轉換型互媒（transformational intermediality）及本
體論互媒（ontological intermediality）。前三類基本上和 Rajewsky 概念相仿，第
一類像「媒介結合」，在新媒介內融合各種媒介特色；第二類則和「媒介轉換」
相似，同一種概念可以在不同媒介上找到。
第三類則指一種媒介透過另一媒介呈現，也與 Rajewsky 提出的「媒介相互
參照」概念相符，其表現方式也是種「再媒介化」
。然第三類型也帶出一個假設，
如果該類型不是存在於互媒性內，而是一種再現的過程，如此一來，轉換型互媒
就是本體論互媒的對立面，本體論互媒是指所有媒體彼此間都互相有所關連，互
相影響，沒有一個媒體是獨立存在。由上述討論可見，不論是 Balme、Rajewsky
或是 Schröter 提出的互媒性概念都是相互呼應。
三、小結
綜合以上對互文性與互媒性的討論，且用李依雲（2012, p.65）談論漫畫閱
讀時提到，「依據文學評論家沃爾夫岡‧伊賽爾的觀點，閱讀是一種文本結構與
讀者間的交互作用」。賴玉釵（2015）認為，當閱聽人接觸原作後再接觸改編作
品時，需要面對改編版本的不確定感、空白與斷裂。因此，她參考 Iser（1978）
讀者與閱讀歷程，提出補白（fulfillment）與否定性（negativity），前者是指閱聽
人可以透過想像力補足去填補改編文本與原作之間的差異或間隙；後者則是推翻
過去的預期，適應預料之外的發展已延續跟文本的互動。
否定性與補白讓閱聽人與文本之間得以平衡，他們激發了兩者的互動，讓空
白得以透過讀者的想像填補，且可以在推翻部分預期，轉而適應新表現之下，體
驗另一種可能（Iser, 1978）。閱聽人在消費改編的過程中，將自己過往接觸原作
或其他相關改編作品，甚至其他相關領域的知識經驗投入，成為互文詮釋的基礎，
其解讀的意義，不是只靠讀者自己想像，也不只是單靠文本來呈現，而是透過讀
者與文本兩方之間相互作用的過程中，互文解讀才得以形成。
此外，Pethő（2010）參考 Hutcheon（2006, p.33-34）提到媒介本身對於改編
重要性，認為改編可以從不同觀點來看，除了互文性之外，更可以互媒性來觀察
各種媒介關係的結合。再者，正如賴玉釵（2015）所說，隨著圖像轉向（the pictorial
turn）興起，以「圖像」為思考起點，去思考跨媒介轉述歷程如何影響閱聽人與
文本交流，如原作與改編作品之「互媒性」是否影響觀賞的愉悅；而漫畫與其改
編作品正是以圖像而非文字語言作為傳播方式。因此，互媒性的概念更適合用於
詮釋閱聽人如何解讀漫畫與其跨媒體文本之間的敘事、美學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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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閱聽人的跨媒介參與模式：漫畫、動畫、日劇、真人電影
根據 Hutcheon 的參與模式（modes of engagement），相對於小說（telling）
到的電影（showing）的改編，閱聽人觀看漫畫與動畫、日劇、真人電影改編作
品，這寫畫面作為主要敘事方式的媒介，更偏向表演（showing←→showing），
同一套故事可以透過不同表演媒介（performance medium, Hutcheon, 2013, p.46）
，
提供閱聽人更多選擇的體驗管道。
再者，根據第二節對知情閱聽人的討論，得出閱聽人既可能從原作開始觀賞，
也可能從改編作品開始觀賞。簡言之，閱聽人可以選擇想要觀看些表現方式，而
順序不像過去的研究得以原作為出發點，閱聽人選擇參與的媒介不同、順序不同，
或許會改變過去原作為主，改編為從的互文／互媒關係。以下先針對四個媒介的
關係進行討論，接著再從美術、編劇與聲音三個面向討論閱聽人在選擇觀看這些
媒介的過程中，可能發生的體驗與感受。
一、漫畫與動畫、日劇、真人電影的關係
單純就視覺這一觀點看起來，漫畫、動畫、日劇與真人電影有許多的相似性，
改編上看起來似乎相當容易；反觀來說，視覺表現本質上的不同也正是讓漫畫、
動畫、日劇與真人電影在媒介呈現上產生差別的重要因素，尤其以日劇、真人電
影更能體現出這種差異。漫畫是平面無聲的圖像媒體，日劇與真人電影是立體有
聲且以真人演出的影像媒體，動畫則夾在其間，它既保留了漫畫的風格，卻也擁
有影像的特性。
陳柏拯（2005）認為，「動畫角色之所以可以具有多變風格，通常都是源自
於漫畫改編，以漫畫故事作為動畫腳本，因此動畫角色往往也就帶有所謂的『漫
畫性格』」（p.33）。所謂的漫畫性格是指動畫保留漫畫的角色形象、繪畫風格與
故事結構等設定。而朱善傑（2003）也表示由於許多動畫多由暢銷的漫畫改編而
成，故雖然漫畫與動畫的觀賞方式迥然不同，但內容、造型與表現動作的方式上
仍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相較於漫畫的靜態，動畫的表現方式更加多樣，藉由電腦製作的優勢，增加
轉場特效，增加畫面的動態表現力（陳瑛，2008）；除了文字與圖像之外，加入
了聲音與配樂，豐富閱聽人的感官體驗。依據調查，喜歡動畫的閱聽人除了閱讀
漫畫以外，有超過 58.7%的人選擇看漫畫改編的動畫做為其他的休閒娛樂（漫畫
幫，2015）。
除了改編動畫之外，漫畫也常改編由真人演出，例如日劇以及近年電影也有
愈來愈多由漫畫改編而成，針對這些由真人演出的電視劇、電影媒體內容，
Somigli（1998）提到評論上常說漫畫是挪用了電影的影像技巧，但是他認為兩
者的關係不應是單向，而是互相影響。漫畫與電影或電視劇可說是擁有相似的視
覺表現能力，一個透過鏡頭拍攝，一個透過繪畫技巧，捕捉場景與人像運動。漫
畫的敘事就像影視作品的分鏡劇本，一部劇本在被拍攝成影像之前，會先轉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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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數個分格（frames）組成的分鏡劇本，在將這些分格一一連接起來形成影像，
而漫畫也是透過分格，將圖像前後扣連，敘事因此而生。所以 Krevolin（2003, 轉
引自 Jones, 2008）在其書中寫道，
「與眾多其他類型的媒介相比，漫畫可能是與
電影劇本最為相似的媒介」（p.156）。
然而，當漫畫改編成真人演出時，首要面對的問題就是「影像失真（lack of
photorealism）」（Jones, 2008）。雖然現在日本有些漫畫家會使用電腦繪圖或是相
片轉描8（Rotoscope）來達到擬真效果，但仍以符號（iconic）的表現方法為主流
（Jones, 2008），簡潔化的圖像線條能夠順利表現出各種形象與傳達情緒。漫畫
誇張、變形的繪畫方式雖然具有其獨特美學，然而在改編成真人演出時，也因此
面臨是否忠實呈現的困境。
雖然漫畫像分鏡劇本有利於改編成電視、電影等影像的表現，但從美術方面
來說，比起動畫能將漫畫性格表現出來，實際進行真人改編時，日漫的獨特美術
風格（也就是前述提及的「影像失真」）為日劇與真人電影的視覺表現帶來阻礙；
此外，當漫畫改編電影時，過長的篇幅要壓縮在二至三小時間表現，故事情節的
安排與取捨都會影響改編作品是否成功。因此，以下進一步就張智涵（2015）綜
觀日漫改編的電影作品提出的「美術」、「編劇」，以及 Hutcheon（2013，p.40）
提到的「音樂／音效」三個面向討論漫畫改編動畫、日劇與真人電影的優勢與劣
勢。
二、美術
二維與三維的表現差異，是在改編日劇與電影時必定面臨的困境。就角色表
現而言，美漫接近真人型態的繪畫，由真人演出時，角色形象不至於偏離漫畫太
多，甚至以近期不斷上映的超級英雄電影來說，電影對角色型塑更為成功，
Zeller-Jacques（2012）指出，美國的英雄類型改編電影甚至可能威脅原作漫畫的
表現。根據李衣雲（2012）與張智涵（2015）的分析，就角色造型而言，美國英
雄類型的漫畫，大多是接近真人的比例與風格，且以彩色漫畫為主（圖 2-2）
，不
同於日本漫畫大多使用黑白兩色去呈現畫面，日本的角色造型是以黑白兩色來定
義出角色的形象、辨識度，而且為了動畫的賽璐珞9作畫方便，角色的造型也會
盡量簡化；而動畫角色的服裝色彩飽和度會被大為提高，讓角色更加鮮明（圖

轉描機技術是一種動畫家用來逐格（frame by frame）的追蹤真實運動的動畫技術。這種技術最
早是把預先拍好的電影投放到毛玻璃上，然後動畫家將其描繪下來，近期有名的例子為《惡之華》
。
轉描機技術. （2014, October 28）. Retrieved from 維基百科, 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BD%AC%E6%8F%8F%E6%9C%BA%E6%8A%80
%E6%9C%AF&oldid=33109665
9
賽璐珞（Celluloid Nitrate）
，是一種合成樹脂的名稱，於 1880 年代後半起，賽璐珞被用做照片、
底片使用。由於早期大部分的動畫作品都是用手直接的繪製作在賽璐珞上，因此傳統動畫也被稱
為手繪動畫或者是賽璐珞動畫（cel-animation）
。雖然如今已被現代的掃描、手寫板、電腦技術取
代成為數位作畫，但傳統動畫製作的原理卻一直在現代的動畫製作當中延續。
傳統動畫. （2016, March 22）. Retrieved from 維基百科, 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C%A0%E7%BB%9F%E5%8A%A8%E7%94%BB
&oldid=3947210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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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圖 2-2《鋼鐵人》漫畫與真人電影

圖 2-3《名偵探柯南》以上、左、右順序分別為漫畫、動畫與日劇角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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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真人電影來說，日漫的簡化、非真實或是動畫中鮮豔色彩的描繪，例如
少女漫畫的大眼、各種顏色、型狀的頭髮或是近年在漫畫中常見的「顏藝10」
（圖
2-4）表現，在真人電影呈現勢必得進行調整。張智
涵（2015）進一步提到，雖然日本的漫畫改編真人
電影大多忠實於原作的造型，但是合理化的技巧尚
嫌不足。
相對於真人影像的困境，陳玉滿（2005）認為
動畫透過數位化的製作技術，將人物動感化，並透
過電視、電影媒體等傳播系統播放，呈現出立體的
角色，還能將多元的創作符號立體的表現出來，也
因為配音及配樂等功能，將人物的性格及特色更加
生動活潑的表達出來，迅速的吸引觀賞者的目光。

圖 2-4 顏藝

然而，即便動畫透過數位化技術讓漫畫的角色、故事更加生動，曾偲齊（2014）
觀察發現漫畫改編動畫後，因為有些問題產生導致和原作相差太大，便產生「作
畫崩壞11」一詞 （又被稱為作畫劣化、作畫墮落）
，意指動畫作品在製作過程中，
因為某些因素（如：時間、預算等）導致作畫跟原畫風格相差太多，亦或是動畫
中發生了不合邏輯的現象，隨著相關現象在動畫中的頻繁發生，讓「作畫崩壞」
一詞逐漸流行。當然，也有非常成功的動畫化例子，例如 2013 年改編自諫山創
漫畫原作的《進擊的巨人》
，在 2D 的角色造型上結合 3D 背景效果，搭上配樂、
音效，為 2013 最受矚目的動畫之一，也提升漫畫的知名度。
漫畫對於視覺的描述有很大的發揮與想像的空間，但真人版的日劇與電影卻
可能難以表現漫畫中誇張的表現，因為除了電腦特效之外，幾乎是靠著演員來詮
釋。Somigli（1998）認為當漫畫改編成電影時，為了因應電影上的呈現，承擔
更多電影媒介的特質，Beddows（2012）提到改編時會盡量發揮改編媒介（如電
視、電影等）的優勢，所以，改編時不得不進行調整以符合真實的情況，然而過
度更改，也可能失去原作的特色，不論是藝術風格或是劇情架構；謝明穎（2012）
的研究結果則發現，閱聽人對於漫畫由真人演出，有幾個反對理由，如選角不符
角色的內外特質、原作畫風等，過於美形的角色要由真人演出，只會讓閱聽人有
種角色遭到破壞的悲劇心態。所以在 Burke（2012）的研究調查中發現，對於大
多數迷群來說，看到喜歡的漫畫作品被更動，可能令他們感到大失所望。
Beddows（2012）進而提到，一般認為充分發揮改編媒介的優點就會讓閱聽
人接受改編作品；但是，閱聽人持續性閱讀與反覆觀看中，對於漫畫的圖像留下
深刻印象，漫畫已經將內容具象化呈現，所以當閱聽人在觀賞真人演出的日劇或

意指動畫角色在某些情況下，臉部做出異常扭曲，甚至變型的樣子，一般是在作品起到渲染恐
怖詭異氣氛的作用，或者單純做為笑點。通常是以奸笑為主，但亦有一些是害怕時的表情，個別
角色甚至是萌的表情。
11
作畫崩壞. （2014, August 17）. Retrieved from 維基百科, 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D%9C%E7%95%AB%E5%B4%A9%E5%A3%9E
&oldid=3230486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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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時，可能聯想到原作，因而讓閱聽人忽略改編媒介的優點。Hoffmann（2006）
談論閱聽人重複消費媒體內容時時，會產生回想與懷舊的氛圍，閱聽人可能在觀
看電影時回憶起漫畫所看到的內容，或忘記的情節，也可能想起當初閱讀漫畫的
心情 Zeller-Jacques（2012）的觀察發現，比起真人演出電影，漫畫在角色的經典
姿勢或表現單一圖像上較為出色。這樣的印象或許也是讓閱聽人如此執著於改編
作品是否有如實呈現，Burke（2012）的研究中發現不論是迷群或是一般大眾，
都會評價作品的忠實度或至少是抱持這一觀點去欣賞改編作品。
三、編劇
漫畫改編真人版時，除了上述的影像失真以外，還要面臨篇幅以及原作精神
呈現的問題。如電影《爆漫王。》
、
《進擊的巨人》
、
《俺物語！》等，其中原作大
多是十幾集單行本起跳，過長的故事篇幅要如何在電影兩、三個小時內呈現出來；
或是日劇《朝九晚五》
、
《交響情人夢》
、
《信長協奏曲》等作品，有些原作尚未完
結就進行改編，考驗著編劇的能力與預算多寡。
原作的長久連載是漫畫在改編時面臨的挑戰，這帶出了一個問題：到底哪些
內容是改編時的必要之選。綜觀當今日本成功的漫畫改編日劇或電影，張智涵
（2015）分析部分的電影劇情架構，大致是依照著原作的流程，劇情的主旨不變，
以刪改大量劇情的方式進行改編，保留原作中推展劇情的關鍵事件，事件間的空
隙再以新的劇情連接。他進一步以《死亡筆記本》為例，前者以原作的前半劇情
為電影主軸，並就關鍵事件及角色作些微調，中間鋪寫新的劇情，最後又挪用原
作的結局到電影。而以日劇《朝九晚五》
、
《請和這個沒用的我談戀愛》來說，因
為原作尚未完結，角色的個性、出場時機，劇情架構都稍微調整，例如主角背景；
但是起電影需要濃縮至兩三小時的情況，日劇似乎有更多時間，可以表現更多原
作的細節。
動畫雖然在美術表現上比較沒有阻礙，但是對於篇幅也是有所限制。根據資
策會（2013）的定義，
「電視動畫」含 OP（片頭）與 ED（片尾）的時間約為 22
至 25 分鐘，通常以每 13 集為一季。動畫要在 25 分鐘不到的時間內表現出原作
漫畫其中一話的故事，有時因為頁數太少需要增加劇情於動畫中，有時卻又需要
刪減，這些都會影響閱聽人觀看的愉悅感，曾偲齊（2014）提到，大多數的日本
電視動畫皆從漫畫改編而來，呈現方式多少會有所變異。動畫有時是為了劇情順
暢而調整情節發生順序，另外有些作品為了迎合觀眾或是怕超過漫畫的進度，脫
離漫畫原作劇情，生產電視原創劇本，原創合理就可能受到閱聽人歡迎，但大多
時候可能造成閱聽人的不悅。
除了故事的取捨與安排，如何傳達出原作的精神，則是改編電影中另一個重
要問題，和精神關聯的有兩個面向：一是角色，另一是世界觀。由於原作作品大
都是長篇連載，閱聽人在長時間接觸文本的過程中，其心中對於角色的外型、個
性與世界的樣貌已經有一致的形象；不像童話故事在角色設定與情節發展等沒有
特定的標準，讓閱聽人的想像空間更大（唐心瑤，2015）。動畫對於角色與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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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設定基本上和漫畫相同，所以閱聽人在觀賞動畫時並不會有強烈的違和感。雖
然一集有 25 分鐘限制，但因為動畫是以季為單位播送，像是漫畫連載一樣；相
對於日劇在一季或電影在一部內說完故事，動畫有較長的時間可以去鋪陳原作的
世界觀與角色的成長。
日本漫畫一部作品就是一個完整的世界，當作品完結就是結束，不像美漫經
過至少六十年發展，同一部作品在每個年代重新詮釋的過程中，多少有一些設定
與前面出版的內容有所不同，也造就改編者對於漫畫世界觀詮釋更加彈性
（Zeller-Jacques, 2012）
。然而，日本漫畫的每一部作品的世界建構完整度很高但
也封閉，若要改編成三維的真人影像呈現，需要重新合理化。少女漫畫的世界觀
多半和現實世界相近，但以少年漫畫來說，世界建構多根基於「異世界」，所以
改編時若無法還原呈現或至少抓住其中精神，世界觀就很容易崩壞。Egan &
Barker（2008, 轉引自 Michelle, Davis, Hardy, & Hight, 2015）認為，閱聽人多希
望改編作品可以保留原作的靈魂或是故事的精髓；Mimibao （2008 年 10 月 24
日）認為既然要拍成電影，比起角色外型，故事的靈魂應該更加重要。
世界觀也就是故事靈魂的所在，對於成功的改編來說，優秀的世界觀表現不
應該是模仿而是「再現」，抓住原作精神的再次詮釋，然而在張智涵（2015）的
分析中提到，尤其是改編成真人電影時，常因為資金不足與無法駕馭大型特效，
日本對於一些世界觀比較大或是有大量誇張表現的作品，明顯沒有改編得當，例
如《彼岸島》
、
《殺戮都市》
、
《黑執事》等作品；所以，漫畫改編電影較為成功的
作品都偏向劇情類或少女漫畫，例如《NANA》、
《宇宙兄弟》
、
《羅馬浴場》
、
《死
亡筆記本》等作品。
四、聲音：配音／音樂／音效的多重感官體驗
一般而言，當靜態的漫畫改編成由動態、有聲的影像表現時，音樂／音效的
加入可以提供閱聽人更多得感官體驗，就像 Terrence McNally（2002）所說：
「音
樂的加入可以為作品帶來的境界，足以讓觀眾一聽就沉浸於故事中。假如閱聽人
對於角色與情節已經熟悉，他們更能放鬆與徜徉在音樂之中。」Hutcheon（2013）
也提到配樂會加強、引導閱聽人對影像的反應；也就是說，聲音效果會帶領閱聽
人融入劇情，並激發他們的情緒反應。曾偲齊（2014）的研究發現，當閱聽人在
觀看動態影像時，聲音的搭配，能使閱聽人感受到更強烈的視覺張力。
王受之（2009）提到，音樂可說是動畫的一大焦點，因為音樂可以傳達許多
畫面所不能傳達的資訊，能烘托畫面所表達的氣氛。不像漫畫是由圖像將聲音描
繪出來，特別是漫畫元素中的狀聲字，能透過聲音化的文字將事物的狀態或樣子
的感覺表現出來，而 Chion（2002，引用自李衣雲，2012）認為漫畫與動畫最大
的差異在與聲音的有無，動畫會透過音樂與音效使觀眾能夠自然地將視覺中的訊
息、情感、氛圍藉著「聲音」建構出來，例如效果音或是背景音樂，前者可以輔
助場景或劇情的變化，讓閱聽人更能瞭解故事場景與情境；後者則能使閱聽人更
融入劇情的氛圍，可以增加劇情氣氛或角色的情感表現，且因為每部動畫的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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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為了動畫量身打造，因此，背景音樂使影像更有魅力。
動畫加入了聽覺成分可以襯托影像的效果，不管是背景音樂、旁白或音效都
能夠輔助影像呈現；動畫除了音樂與音效之外，聲優也是重要特色。聲優透過語
氣與聲調去表現出該角色的個性與情緒，是賦予角色性格與生命的關鍵（王受之，
2009）
。曾偲齊（2014）的訪談中發現，
「聲音」是幫助閱聽人融入劇情中的重要
推手，特別是角色的「配音」能讓他們感受到角色的靈魂，部分閱聽人甚至會對
配音員的聲音產生依賴感。
然而，吳宗儒（2005）提到，動畫為一個同時提供視覺與聽覺兩種刺激的媒
體，故畫面與音樂的搭配一定要非常協調，當背景音樂與畫面所提供的資訊不一
致時，便會使得觀賞者產生較多的負面觀感。此外，對於閱讀完漫畫，又消費了
其他文本（例如動畫）的情形下，閱聽人在觀看真人改編時，可能會認為某一畫
面就應該搭配何種音效或是習慣聲優的表現，舉例來說，在一些釋出某漫畫即將
改編為真人版的新聞下，會出現「不如直接讓聲優來演」；又或者像是《魯邦三
世》的真人版電影因為版權問題，無法使用它既有的經典主題曲。當閱聽人不只
是對劇情、角色的瞭解，連音樂都熟悉的情形下，如此一來，觀看真人版改編時，
音樂與音效是否還能帶給閱聽人新的感受、是否為加分效果仍有待觀察。
五、小結
以往在研究小說改編電影時，能清楚辨認這一類改編方式符合 Hutcheon
（2013）述說到表現（telling to showing）的參與模式；然而，漫畫因為同時具
有文字與圖像的特性，不論是改編成動畫或是真人演出的日劇或電影，閱聽人在
觀賞這些作品時所參與的不只是文字轉換成影像，圖像轉成影像（showing to
showing）的參與過程更是占據了大部分的觀賞歷程。因此，閱聽人在消費漫畫
與其編作品的過程中，就涉及了靜態、動態、圖像、真人等不同媒介呈現模式。
從上述文獻討論得知四種媒介有各自的優缺點，假設閱聽人從漫畫開始切入，
再看動畫時可能藉會因為熟悉感高所以並不需要花太多心力去適應，但也可能限
縮了閱聽人的想像力，不過聲音的增加可能為閱聽人帶來新的感受；或者是當閱
聽人再繼續消費真人版的改編作品時，不管是畫面或是聲音可能都得重新適應。
相對來說，閱聽人也可能先接觸改編作品，然後再回去看漫畫或其他改編方式，
閱聽人對於角色形象與聲音也可能受到改編作品的影響；又或者是漫畫與動畫同
時連載與播送，閱聽人就可能是來回於兩者之間。當閱聽人接收多種媒介，選擇
參與的媒介不同，觀看順序不同，都可能對他們在文本與媒介的相互參照解讀上，
帶來不同的想像、詮釋與參與過程（Dowd et al., 2013; Jenkins, 2013, 2014）。
簡言之，閱聽人因為不同的媒介選擇組合與觀看順序，產生靜態、動態、圖
像到真人影像等不同的跨媒介參與模式，閱聽人對於原作與改編作品的想法便受
到不同媒介表現所影響。因此，媒介組合與觀看順序會為閱聽人的互文／互媒解
讀帶來哪些方面的影響？改編作品的障礙到底是來自故事說不清楚還是影像表
現？再者，除了美術、編劇與聲音之外，是否還有其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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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閱聽人消費改編的切入點
從知情閱聽人到跨媒介參與模式的探討，得出閱聽人接觸媒介的順序可能影
響閱聽人觀賞漫畫、動畫、日劇與真人電影的歷程。根據 Beddows（2012）的研
究，跨媒體的敘事策略提供閱聽人不同的參與模式，因此閱聽人就有多種的敘事
切入點（entry point）可以選擇；也就是說，閱聽人不一定是從原作開始接觸，
反而是先從不同的改編作品開始觀賞。
Hutcheon（2013）以閱聽人具有原作為主的先備知識概念，將閱聽人定義為
「知情閱聽人（knowing audience）」，但是，當閱聽人不是從原作開始接觸，在
觀賞體驗與詮釋上是否又有不同的可能性；因此，本節援引心理學的首因效應
（primacy effect）與切入點（entry point）來探討，閱聽人接觸的第一個媒介如
何影響他們後續消費原作或改編作品的解讀與接收歷程。
一、首因效應（primacy effect）
首因效應是屬於序位效應（serial position effect／order effect）研究的一環，
一般來說，當結果會跟著現象發生順序不同而有所差異時，就會造成序位效應的
產生，最先發生的情況佔有最大影響力即是首因效應。
有關首因效應的研究從 1925 年 Lund 歸納出「初始法則／首因律（law of
primacy）」開始，一開始是用來反映了人際交往中訊息出現的次序對印象形成所
產生的影響，諸多學者如 Anderson & Barrios（1961）
、Asch
（1946）
、Luchins（1957）
等人設計了一套描述人的形容詞，研究發現對一個人的描述事先與討人喜歡的形
容詞一起出現，之後才出現令人不快的形容詞，受試者對此人的反應帶正面印象；
當形容詞以相反順序出現時，受試者對此人的印象就帶有負面，顯示出首因效應
的影響（Ohanian & Cunningham, 2012）。
隨後認知心理學家廣泛地研究序位效應，發現當人們面對列表（list）時，
比起中間項目，在列表的最前頭或最後頭所接觸的項目，閱聽人更容易回想
（recall）；這樣的現象稱為首因效應或近因效應12（Li, 2010）。除此之外，心理
學家認為序位效應還可以運用在任何人們需要對某種順序現象做出回應或解讀
情況。因此，序位效應研究也被廣泛運用至行銷、廣告心理學等。
Haugtvedt & Wegener （1994）與 Hogarth & Einhorn （1992）研究發現，隨
著廣告訊息呈現順序不同，會影響消費者的訊息處理。在 Li （2010）的文獻回
顧提到，過去 Zhao（1997）以及 Pieters & Bijmolt（1997）訪談閱聽人收看某一
時段節目時對其中廣告的記憶，以及 Newell & Wu （2003）的問卷調查，三個
研究都發現首因效應的影響，較早出現的廣告比起中間或是最後的廣告，更能帶
來較好的品牌記憶；而 Li 自己所進行的超級盃廣告研究也發現不管是其中一段
或是整個時段的廣告，都有非常明顯的首因效應，研究結果與早期研究相符。簡
言之，假如某件事物的呈現／接觸優先於其他事物，代表它對閱聽人想法的影響
12

近因效應（recency effect）
，當最後或最近的情況佔有最大影響力，即是近因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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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可能大於後續出來的他者，首因效應的觀點就是先出來的會干擾閱聽人對後續
事物的接收。
近期改編研究中有談論到序位效應的僅有 Green, Kass, Carrey, Herzig,
Feeney & Sabini （2008）與俞菁、陳延昇（2014）
。俞菁、陳延昇（2014）的《改
編跨文本間的重複閱聽經驗探討：以轉移觀點出發》一文中，以 Green et al. （2008）
的實驗為基礎，探究閱聽人對小說和改編電影接觸次序的差異會對轉移感13產生
何種影響。與 Green et al.（2008）的實驗結果相對，俞菁、陳延昇的實驗結果發
現，不論閱聽人是先看小說再看電影，還是先看電影再看小說，次序效應並不會
對其轉移感產生影響。俞菁、陳延昇認為可能影響因素有改編的影視媒介本身在
視覺、聽覺的衝擊與播放時間限制，觀看兩者的動機強弱與付出相當的認知能力、
以及實驗文本已經深植閱聽人心中，且實驗間隔時間太短等三項原因，導致次序
效果不顯著。
整體而言，就過去的順序研究來看，首因效應的影響力比較強。相較於小說
改編電影的文字與影像兩個媒介本身差異較大，漫畫與動畫、日劇、真人電影都
是視覺為主的表現方式，與序位研究中的廣告文本較為相似，首因效應的論點是
否也能適用於解釋閱聽人觀賞漫畫與其改編品的歷程。以下進一步以 Beddows
（2012）的切入點來談首要媒介對閱聽人觀看改編歷程的影響。
二、切入點（entry point）的對觀看歷程的影響
Beddows（2012）認為切入點與模式偏好、涉入程度有關，尤其以切入點和
模式偏好（媒介）這兩者的關係最為密切，因為他們都涉及閱聽人如何及為何消
費跨媒介文本；這兩個概念不只影響了閱聽人參與文本的方式，同時也影響了他
們在不同媒介之間的解讀、接收情形。
Evans（2008）在分析 BBC 影集 Spooks 時，認為跨媒體會在媒體之間轉
換原有的經驗，然而，她的研究結果也發現媒體內容在不同媒介間的轉換，並非
輕鬆地就能將閱聽人先前的經驗移轉過去。就消費漫畫改編作品的知情閱聽人來
說，對原作內容／媒介的喜好、熟悉度愈高，可能就愈期望改編跟原作有更多的
連結。
然而，當閱聽人能參與改編的模式愈來愈多元，原作還是影響觀賞歷程的主
因，或是閱聽人第一個接觸的媒介模式愛來的影響力較大？過去文學領域上對改
編作品進行的比較研究，是以原作優秀論為主，因此認為閱聽人不管在消費改編
作品時是從哪一個媒介切入，都應該會以原作為解讀基礎；然而，隨後漸漸有較
多研究者從互文性角度來探討改編，原作與改編不再有階級之分，應該被平等看
待，如 Dena（2006）跟 Derecho（2006）都表示，每一個文本都應該被相同對待，
因為他們都有自己獨特的敘事能力，而且這些文本的重要性一點也不亞於原作的
Green & Brock 在 2000 年提出了轉移理論（transportation theory）
，希望從認知取向出發研究閱
聽人為何以及如何轉移入敘事文本當中；Green, Brock, & Kaufman （2004）對轉移進行了更為
精確的定義，轉移是暫時脫離現實進入一個之前未曾到達的環境（俞菁、陳延昇，2014）
。也就
是說，閱聽人如何沉浸倒敘事之中。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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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Beddows, 2012）。
Beddows （2012）的研究結果發現，雖然受訪者在談論到他們如何切入文
本時通常會提到最初或原作等字眼，許多受訪者的回饋都傳達出先入為主的觀念，
受訪者後續接觸的文本會被用來支持先接觸的文本，他們會把切入點的文本默許
為其他文本模式的參照點（reference point）。
跨媒體製作方式提供閱聽人從不同媒介切入某一個敘事網絡（story network）
，
閱聽人可能因較早的媒體內容體驗，而削弱或增強了對後續接收另一作品的感受。
假設閱聽人看完了漫畫又看動畫，然後再欣賞真人版日劇或電影，當閱聽人從知
情的立場來欣賞時，閱讀漫畫／動畫的體驗就可能影響他觀看真人版的感受；除
此之外，閱聽人也可以從改編開始接觸，因為通常在漫畫尚未完結時，業者就會
趁著高人氣而進行改編，所以閱聽人可能會在看了動畫或真人版日劇的最新進度
之後，為了想知道後續發展而回去看漫畫；如此一來，可能就不是漫畫單向的影
響閱聽人消費改編作品的感受，而是互相影響或是因為閱聽人先接觸了改編作品，
對改編的印象較為強烈，而變成是改編作品影響了原作接收。
隨著媒介多樣化，改編方式也愈來愈多元，閱聽人解讀文本的方式也有所改
變。日漫透過不同媒介廣泛的進行改編，雖然都有漫畫這一原作的存在，但閱聽
人消費作品的順序不一定都是從漫畫開始，如此一來，切入點或許成為影響閱聽
人後續消費動機、觀賞歷程的因素之一。
三、小結
根據 Beddows 的研究結果發現，閱聽人比較常從初級文本（primary text），
也就是原作進入媒體文本，所以原作以外的改編文本通常被視為是支持原作故事
的次文本。一般都認為，原作應該會是閱聽人最初的切入點，閱聽人在觀賞改編
時會以原作做為比較的標準，認為原作才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然而，假如閱聽
人不是從原作接觸，而是從改編開始切入，是否還會是以原作為比較、解讀的中
心？有無可能會變成是以改編的媒介為比較基準？而原作的地位與功能是否因
此而改變？
當閱聽人第一接觸的媒介變成是動畫、日劇或是真人電影，後續閱聽人再看
其他改編作品，甚至是原作時，閱聽人在互媒或互文的詮釋上，會不會因為切入
點概念的納入，而造成解讀上有不同的結果？比如說在互文互媒的指涉上，或是
文本的主從關係有所改變？因為過去互文、互媒的研究會以原作為主文本，改編
為次文本，當納入切入點的概念後，假設閱聽人不再是從原作切入，閱聽人在解
讀上，原作與改編的主從關係使否有所不同？例如，閱聽人先接觸的是日劇，之
後才去看漫畫，如此一來，或許對閱聽人來說，日劇才是主文本，而漫畫是作為
輔助的次文本。
改編的目的就是讓閱聽人可以透過不同的媒介去體驗一個文本，閱聽人除了
漫畫之外，還有動畫、日劇、電影等不同的故事模式可以選擇，這樣的敘事方式
企圖要創造完全的體驗，鼓勵閱聽人透過各種不同的切入點消費。所以本研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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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ddows 的切入點概念，以及援用首因效應的觀點為基礎去探討閱聽人從什麼媒
介開始消費改編作品，以及這樣的消費方式如何影響其對改編作品的解讀、接收
都是本研究欲探討的問題。

第六節 愉悅感的獲得與評價反應
在談論閱聽人觀賞改編的體驗時，都會提到閱聽人透過觀賞不同表現形式的
文本而獲得愉悅（pleasure）經驗。Ang（1985）和 Stephenson（1988）也提到，
閱聽人對文本入迷的原因、接觸媒介的目的往往都是感受到了愉悅的體驗。由於
消費漫畫與其改編是一種結合多種表現形式的娛樂體驗，俞菁、陳延昇（2014）
認為閱聽人跨文本消費時會將前一個文本的經驗轉移至另一個文本，如享樂感。
然而，Michelle et al.（2015）的研究提到「媒介化的接收模式（mediated mode
of reception）」
，認為閱聽人除了會關注文本，也會注意媒介表現的藝術性，閱聽
人會開始評價／評論電影藝術呈現與視覺效果的本質與品質，閱聽人因而開始分
心，無法沉浸到故事中，因此跨媒體體驗是種不愉快的經驗。究竟哪些方面會引
發閱聽人消費漫畫改編作品的愉悅感或是不愉悅感？而評價／評論行為又是如
何產生？以下透過文獻來檢視相關的消費改編作品的愉悅概念，以及閱聽人對改
編作品的評價行為。
一、消費漫畫改編作品的愉悅與不愉悅感
愉悅（pleasure）在閱聽人研究中的概念，大致就石安伶（2012）歸納可以
分為行為取向（behavioural approach）與文化（cultural approach）取向兩種分析
傳統。Fiske（1987, 1989）認為愉悅指的是閱聽人的各種歡愉情緒，例如快樂、
喜悅、滿足和亢奮等感受，且以觀看電視節目為例，在解讀當下，電視節目變成
一種文本，閱聽人透過與這個文本的互動中獲得愉悅（許瀞文，2007；張雅婷，
2008）。以漫畫、動畫、日劇與真人電影來說，透過跨媒體的參與與改編文本觀
賞，閱聽人從與媒介、內容的互動中獲得愉悅。
神經科學家和心理學家通常都用愉悅一詞來描述體驗所帶來的愉快反應。傳
統上認為愉悅是一種情感（affective）的回應，但是 Davidson（2003）對人類腦
神經反應的研究發現，人們在處理訊息時，會同時包含情感與認知（cognitive）
迴路。Bosshart & Macconi（1998）則將娛樂建構為一種接收現象（reception
phenomenon），認為娛樂即等同於愉悅（entertainment is pleasure），且近一步細
分成四種類型：感官的愉悅、自我情緒的愉悅、個人智識的愉悅、社會情緒的愉
悅。Vorderer, Klimmt & Ritterfield（2004）延續上述論點，認為愉悅是指媒介使
用者被某種狀態給抓住（caught），因而表現出廣泛且相異的經驗反應與表現。
除此之外，近年來的研究也將愉悅的概念劃分為更多種，如簡妙如（1996）
從 Fiske（1989）對愉悅概念的討論延伸而來，認為閱聽人的愉悅特質皆從「感
官性愉悅」與「創造性愉悅」兩者互動產生。楊維倫（2003）與許瀞文（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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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綜合文獻，在觀察層次上將愉悅歸納文四種類型：
「期待與推測的愉悅」
、
「悲
劇與宣洩的愉悅」
、
「幻想與逃避的愉悅」及「抵抗的愉悅」
；或是張雅婷（2008）
同樣在觀察層次上將愉悅區分為四種。
以上對愉悅感的討論皆是從觀察閱聽人觀看電視劇／節目、偶像劇或電影等
單一媒介體驗中歸納出共同的愉悅類型，針對改編相關的愉悅則可從 Marciniak
（2007）歸納出閱聽人消費改編的五種愉悅感來源與石安伶（2012）研究閱聽人
消費改編電影中得知的四種愉悅類型：感官性愉悅、情感性愉悅、認知性愉悅與
完全娛樂體驗愉悅來討論。
Marciniak（2007）的「表演者的魅力（the fascination with the performers）」
或「聽覺與音樂（aural & music）」的愉悅來源引導出「感官性愉悅」。經由消費
媒介文本所引發的身體感官的愉悅，呼應 Hutcheon 及 Marciniak 提及電影的多
媒體特色持除了滿足閱聽人對小說的想像，還滿足閱聽人視覺及聽覺上的享受
（石安伶，2012）。如演員以最直觀的方式塑造了改編，我們通常會為了某位演
員而去觀看某部電影，演員也常是我們對電影記憶最深刻的部分，同時也影響著
我們對電影的喜好與厭惡。過去角色是一種空泛的、只在於想像中的人物，現在
成了真實存在的人。
再者，人的聲音有種能感動人們情緒的力量，音樂的使用無疑地增加了口語
的感性力量，導演藉此力量來引導閱聽人的觀影反應。當聲音加入閱聽人與文本
之間的交流，可以延長愉悅體驗，也可以為文本添加新的力量，如強化文本的象
徵性與豐富性、建立改編與原作之間的新關係、或是提供文本意義新的詮釋觀
點。
此外，當我們看電影時，我們原先對原作的想像再次被電影的填補方式激發
出來，這樣的過程 Marciniak 稱為「人際間的藝術溝通（interpersonal artistic
communication）」，讓我們可以透過改編者的角度來探索原作。我們會對於電影
作者如何回應原作的重要情節，如何轉換角色、結構與物件間的關係，如何塑造、
豐富角色，如何重建潛在的次文本，如何塑造視覺與聽覺的表現等種種方式，表
達出改編者如何告訴我們他如何詮釋所看到的世界。
「觀察跨媒體藝術溝通的整體性（observing the unity of the artistic
communication across media）」意指電影將原作脈絡轉變成視覺／聽覺氛圍，邀
請我們發掘未曾想過的方式去聽、去看。視覺與聽覺的結合讓我們更深入去瞭解
原作的意義，透過跨媒體的使用，讓我們能以不同觀點來欣賞文本的不同層次，
以及注意到新媒體的獨特表現。跨媒體的方式對閱聽人解讀文本世界有重大影響，
它帶來不同的溝通模式，且超越特定媒介的表現限制。
以上兩種愉悅來源與石安伶（2012）的「認知性愉悅」相呼應，閱聽人運用
先備知識與改編電影進行認知性互動所產生的樂趣，同時也是運用互文與互媒對
改編電影進行解讀。另外，石安伶的研究發現還提及「情感性愉悅」，透過消費
跨媒體改編作品喚起閱聽人的情緒和心理體驗，延續使用與滿足及媒介心理學對
愉悅的相關討論；以及強調閱聽人透過跨媒體體驗而對作品有更深入、整體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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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的「完全娛樂體驗的愉悅」。
以上對愉悅的探討，都是認為消費跨媒介文本會帶感閱聽人愉悅的感覺，即
便是接下來要討論的 Marciniak（2007）的最後一項愉悅來源──「評論（judging
works of art）」
，石安伶也認為閱聽人雖然不免會將改編作品與原作比較，但比較
過程中產生的評析與批判都會帶來愉悅感；然而，若要將上述的的想法套用於閱
聽人對漫畫改編作品的否定、批評也都視為愉悅的表現，或許不太合適。透過前
面對漫畫與其改編媒介的討論看來，漫畫與小說的改編作品差異在於，小說的文
字表現，讓閱聽人在觀看小說改編的電影時，有更大的接受力，不像漫畫閱聽人
可能會受到漫畫圖像的影響，正因為是圖像的表現，漫畫改編成其他媒介時沒有
奢侈的視覺自由，通常漫畫改編作品會被閱聽人強烈批評對於原作的不忠實，即
使改編作品能逃離這種指控，視覺忠實度仍是大大地影響閱聽人觀看的體驗
（Leitch, 2007）。
因此，閱聽人在欣賞漫畫改編作品時，不全然如小說改編那樣感到完全的娛
樂與愉悅感，更多的是閱聽人可能產生不滿足或是不滿意（discontent）的感覺。
所以，以下將 Marciniak 的「評論」提出另外討論，從中尋求造成閱聽人在跨媒
介體驗時感到不滿足或是不滿意的可能面向。
二、評價／評論的產生
Marciniak（2007）的五大愉悅來源最後一項是「評論（judging works of art）」，
說明分析改編作品中的各個面向無疑是閱聽人所能獲得的愉悅之一。Michelle et
al. （2015）發現閱聽人在跨媒體體驗中，會關注文本的藝術性，評價改編電影
的藝術呈現與視覺效果的本質與品質。然而在此行為下，因為將文本是視為媒體
產品的高度意識，潛在的增加了閱聽人的不信任感（disbelief）
，所以敘事的傳輸
與沉浸於故事世界都可能被排除。這些有著特別但未被期待的科技特色的真人化
文本是如此明顯地令人分心，因為他們讓閱聽人無法體會到身歷其境的魅力，因
此跨文本、跨媒介的體驗是種不愉快的經驗。Squire（1964；轉引自 Benton, 1999）
也認為當讀者投入得愈多，愈容易傾向對作品評論一番。以上論點顯示「評論／
評價」是閱聽人消費改編作品時常出現的行為且不見得是一種愉悅的享受，因此，
特別將「評論／評價」從愉悅中提出另外討論。
Michelle （2007）在分析閱聽人接收模式時，針對閱聽人與媒介使用提出「媒
介化的接收模式（mediated mode of reception）」，她認為閱聽人清楚的認知到文
本在不同媒介中表現的特色，而對於媒介的認知讓閱聽人與文本之間存在著一種
較遠或分離的關係，這樣的關係可能導致閱聽人在接收過程中會思考產製的品質，
特別是注重在文本的藝術表現、類型特色，或者是製作者的意向。
她繼而提到當閱聽人在觀看過程中開始思考、認知到這些面向時，可能打斷
閱聽人對作品認同的過程或是妨礙閱聽人沉浸在媒介文本的內容之中。在此種接
收模式下，Michelle（2007）提到閱聽人會從三個面向來關注作品。首先是針對
「藝術／美學表現的關注（aesthetic focus）」
，閱聽人會將注意力放在技術製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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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特徵上，如敘事建構、情節、步調、時間、鏡頭運作、視覺或文字的使用、
編輯、腳本、表演和角色性格的塑造、媒介的限制等。媒介化的藝術接收通常都
會帶著對上述特徵的品質正面或負面的評價。因此，那些帶者正面評價的人可能
會讚揚或評點細節，其他人可能會反駁作品太無聊、平凡、過度感傷或膚淺、重
複性太高、結局顯而預見等。
上述對藝術／美學的關注與賴玉釵（2015）探討閱聽人消費改編的「美感評
價（aesthetic evaluation）」相似。她表示閱聽人對某些類型之表現元素、形式與
文法已有「預期視域14」（horizon of expectation）；所以閱聽人會因為對某些類型
的認知、原作的印象或是融入對動畫類型想像而思考角色設計、場面調度、背景
設置等去理解、分析改編作品（Gibbons, 2010; Thomas, 2010）。賴玉釵（2015）
以繪本改編動畫為例，閱聽人觀看改編時，可能回想與原作相仿之媒介表現形式
以建構「預期視域」，或是作品由靜態圖像轉為影像時，閱聽人會聯想原作情節
及表現形式，或透過「互媒性」感知改編作品欲建構的文本世界。
Michelle（2007）的第二種是以「類型（generic form）」來做為觀看的背景
知識，例如特定類型的敘事公式或角色設定，或是當作同類型內的文本、同一系
列不同章節或其他類型文本的詮釋框架；因此，以類型作為接收的基礎之下，閱
聽人常會產生互文參照。此外，閱聽人也可能運用自己對特定類型知識的認知嘗
試去理解特定敘事元素，例如某類型的文本有告知、娛樂、教育的需求。最後一
種面向，Michelle 認為閱聽人也會透過對製作者的「意圖（intentions）」與動機
的知覺，例如閱聽人會察覺製作者基於某些理由建構了特定文本特色，這些理由
可能是為了產生幽默感、有趣或是戲劇性，並依此去建構自己對作品的看法。
Barker（2006）的研究發現當想像的前文本與改編相符時，會帶來正向效果，
讓閱聽人更融入故事世界之中；當相異時，Stam（2005）則表示當我們面對他人
對原作（小說）的幻想時，我們會感覺到自己對原作的想像似乎遺失了，進而認
為改編作品失敗，通常這時會出現陳腔濫調的回應：「我覺得原作比較好。」這
種情況下表示，閱聽人認為自己的經驗與自己的想像比導演好。Marciniak（2007）
提到閱聽人總忍不住會評論電影中表達方式的藝術價值或是導演對文本的取捨，
以及這些面向對自己觀看時的影響。
Jones（2008）提到有些研究文學改編的學者，會批評忠實呈現作為評價改
編的標準，懷疑其作為一種研究觀點的有用性，或是懷疑改編從文字到影像成就
的潛在價值；然而，就 Burke（2012）對美漫改編電影的研究發現，非迷（沒看
過漫畫的人）中仍有 32%認為改編電影是否忠實呈現漫畫很重要，而在開放性問
答時，也出現像是「對迷來說，看到喜歡的書或漫畫故事被更改，可能令人失望。」
這表示，即便對於沒看過漫畫的閱聽人來說，忠實呈現仍是做為他們評價／評論
改編的標準之一，更別說是看過原作的閱聽人，對於原作的印象與經驗更可能影

「預期視域」或「期待視野（horizons of expectations）
」是由閱聽人已經有的經驗構成，例如作
品類型或觀影情境而產生期待（Hutcheon & Hutcheon, 2010; Iser, 1978）
，就像 Michelle et al.（2015）
提到的預示（prefiguration）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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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其賞析過程。
三、小結
Hutcheon 在其 Theory of Adaptation 一書中，嘗試解釋有什麼因素說服閱聽
人去看改編作品，儘管閱聽人並不喜歡看到所愛的作品被改動，但還是會去觀賞。
她認為改編是一種訴諸於「智力和美學」的愉悅表現，這種愉悅是來自於重複性、
差異性、相似性以及新奇性的結合。雖然可能因相似性而被貼上負面印象，但不
同媒介的結合帶來舒適感與新鮮感，閱聽人透過不同媒介體驗一個作品，從而創
造出雙重的愉悅（doubled pleasure）。這樣的愉悅是來自於閱聽人透過互文、互
媒性的解讀，瞭解文本、媒介之間的互動，從中發現文本的意義所在。
從文獻探討可以發現，早期對愉悅的探討多是針對單一媒介的體驗，近來隨
著跨媒體改編的盛行，開始有較多研究注重於閱聽人消費不同媒介獲得的愉悅感；
然而，不同於小說改編成電影的愉悅體驗，從 Burke（2012）與 Michelle（2007）
的研究發現，除了敘事的表現，閱聽人更可能關注在不同媒介的藝術表現、類型
的表達與製作者的意圖，並從中去建構對作品的看法。以觀看漫畫改編作品來說，
因為同樣是視覺為主的敘事傳達，閱聽人更可能特別關注在不同媒介的表現方式，
評論改編的藝術呈現，如同 Michelle et al.（2015）表示，因為清楚意識到媒介的
存在，反而降低了閱聽人沉浸於故事中的可能性。
簡言之，因為切入點與接收策略的不同，閱聽人能否將觀看上一媒介的愉悅
轉移至另一媒介？（例如將看漫畫的愉悅感轉移至動畫、日劇或是電影），以及
哪些面向能引起閱聽人的愉悅感；而在賞析的過程中，閱聽人的評論／評價行為
是如何觸發？會針對哪些面向進行評論／評價，都是本研究愈探討的問題。

第七節 研究問題
誠如緒論所探討，日本漫畫改編動畫已經是十分成熟的市場開拓策略，而近
年來，即使是不被看好，將漫畫作品真人影像化的日劇與電影依舊年年增加。國
內外學者對於改編現象多有關注，閱聽人觀看漫畫與其改編作品的文獻雖然逐漸
豐富，但是如第一章第二節所言，國外研究較少針對日漫的改編現象，而國內研
究，多數是從文本面比較媒介的改編方式，或是身為漫畫迷的閱聽人如何從偶像
劇改編的解讀中建立自我認同等研究，尚未看到關於閱聽人與媒介之間互動關係
的探討。
近年來，跨媒體研究期望能更著重於「媒介」面向，理解媒介的呈現模式如
何影響閱聽人解讀、詮釋作品（Jones, 2009；Kress, 2010）
。因此，本研究希望從
跨媒介參與模式以及媒介切入點的研究方向，更深入了解跨媒體改編的觀賞如何
影響閱聽人對作品的解讀與對自身接收歷程的影響。
綜合前述六節文獻，第一節先整理國內外談論到漫畫改編的相關研究，並針
對跨媒體改編的定義進行討論。第二節則是解析消費漫畫改編的閱聽人，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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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tcheon（2013）
、Zullo（2013）
，以及石安伶（2012）對知情閱聽人的探討得出，
知情閱聽人不只從原作，也從改編與媒介的角度切入來觀看改編作品，並以此概
念繼續討論知情閱聽人觀看漫畫改編作品的動機。
文獻探討的第三節則是回顧跨媒體互文／互媒的概念。第四節是對閱聽人觀
賞漫畫、動畫、日劇、真人電影的跨媒介參與模式進行討論，跨媒介參與對閱聽
人觀賞歷程的影響可從張智涵（2015）綜觀日漫改編的電影作品提出的「美術」、
「編劇」，以及 Hutcheon（2013）提到的「音樂／音效」三個面向來討論。本研
究以這三個面向為架構，延伸上一節概念，討論閱聽人如何透過跨媒介參與，解
讀文本之間與媒介之間的關係。
文獻探討第五節是針對切入點如何影響閱聽人觀看改編作品的接收歷程。根
據 Beddows（2012）的研究，跨媒體的敘事策略提供閱聽人不同的參與模式，因
此閱聽人可以從不同媒介切入作品，也就是說，閱聽人不一定都是從原作開始消
費，也可以透過其他改編形式開始接觸某一作品。
最後，第六節是探討閱聽人消費漫畫改編作品的愉悅感／不愉悅感與伴隨而
來的評論行為。以往針對文字到影像的改編研究，都將閱聽人的批判、評析行為
當作是愉悅表現的一種，但是觀賞漫畫與動畫、日劇、真人電影改編的過程，是
否還是有同樣的體驗與感受？而且 Leitch（2007）曾說過，漫畫圖像的表現方式，
讓閱聽人在觀賞改編作品時沒有視覺自由，也就是說，相對於文字改編影像來說，
漫畫原作本來就是具有強烈視覺表現的媒介，使得閱聽人觀賞改編時可能缺少了
想像的自由，例如第六節提到，閱聽人會想看到改編忠實呈現的一面，特別是真
人演出的時候，在此情況下，是否有不一樣的面向、評論或觀賞體驗的產生。而
針對閱聽人的評論行為可參考 Michelle（2007） 提出「媒介化的接收模式
（mediated mode of reception）」概念，藉此探討閱聽人如何評論漫畫與其改編作
品。
總結文獻探討的結果，本研究以閱聽人賞析多種漫畫改編作品為問題意識，
探討閱聽人接觸／消費漫畫與其改編作品的動機、方式，及這樣的方式對閱聽人
的接收歷程與作品解讀有何影響。以此發展出三個研究問題如下所示：
1.

不同切入點與不同的參與模式下，閱聽人消費漫畫改編作品的動機為何？

2.

跨媒介參與模式如何影響閱聽人對漫畫改編動畫／真人影像的解讀、詮釋與
評論？以及閱聽人的愉悅感為何？

3.

媒介切入點如何影響閱聽人對漫畫改編動畫／真人影像的接收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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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試圖從媒介的呈現模式切入，探索閱聽人的媒介選擇策略與切入點如
何影響他們觀賞改編的過程，特別是針對觀看日漫與動畫、日劇、真人電影作品，
所以本研究採取質性取向的深度訪談法作為主要研究方法，並輔以網路文本分析，
希望透過兩種方法的搭配，得以歸納出閱聽人觀看漫畫改編的動機，與媒介的呈
現模式對其觀看歷程的影響面貌。

第一節 研究方法選擇
本研究所探討的內容包含閱聽人觀看改編的動機以及不同媒介組合和切入
點對觀看歷程的影響，因為涉及閱聽人對媒介的選擇方式的不同而影響自身的觀
賞感受，所以選定漫畫、動畫、日劇與真人電影四種媒介模式，受訪者可以是看
過漫畫與日劇、漫畫與真人電影、或漫畫與動畫與日劇／真人電影等方式，此外
為了廣納更多可能的觀看方式與影響因素，所以採用深度訪談法輔以網路文本分
析，以及次級資料分析三種方法進行研究。
一、深度訪談法
爬梳與漫畫改編相關的文獻，國外的研究多從產製端或文本端探討改編的市
場策略，近年開始有一些從閱聽人角度出發的研究，如 Jones（2008）以觀看漫
畫與否，對閱聽人觀看改編電影時是否具有臨場感進行實驗，以及 Burke（2012）
對非迷群觀看改編電影的問卷調查；國內研究以探索漫畫與偶像劇改編為主，且
觀看順序皆為從漫畫到偶像劇，並未加入動畫、真人電影等其他表現方式，因此
無了解閱聽人在多種媒介的接收選擇下，媒介的選擇策略與切入點對觀看過程的
影響。再者，本研究選擇觀察的漫畫、動畫、日劇、真人電影皆限定為日本製作，
可以排除在製作上因文化差異造成對內容造成的影響。
基於本研究意圖請受訪者回顧觀賞漫畫改編的經驗，從個人觀點去詮釋媒介
對自己觀賞過程的影響。因此，本研究採用「半結構式訪談」，除了能獲得研究
問題所需的資料外，也能依照每位受訪者的回答，對訪談問題做彈性調整。
基本上，質性的訪談是一場有目的的對話，透過訪問涉及特定情況或事件的
群體，進一步了解受訪者對某事物的了解、對問題的認知與建構。其中深度訪談
法較能蒐集到較深入且豐富的資料。深度訪談法是一種藉由研究者與受訪者互動、
想法與意義的交換，從中發現與發展各種真實與感知（Gaskell, 2000；羅世宏、
蔡欣怡、薛丹琦譯，2008）；而受訪者是用一種他認為研究者可以理解的、敘說
故事的方式，去重構自己經驗（張德娟，2007）。
二、網路文本分析
除了深度訪談之外，為避免閱聽人表述時，因為距離觀賞時間已遠，記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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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漏，所以輔以網路文本作為補充，以發現更多可能性。游美惠（2000）認為，
文本分析可分為兩個層次：
「分析」與「詮釋」
。前者是針對文本的分析，主要運
用於文學作品的表象解讀上；後者是指是透過詮釋將事物的關係建立，以「說明」
來彌補表象看不見之處。
夏春祥（1997）認為像是傳播研究中對社會事務與流行文化的探討，文本分
析的應用具有足夠解釋力。而本研究目的是探討媒介的呈現模式對閱聽人觀賞改
編的影響，並非文學作品的內容解讀，此處所指的文本分析更接近「詮釋」的運
用。此外， Jensen 和 Jankowski（1991；唐維敏譯，1996）認為即使媒體文本相
當複雜，但媒體文本終究是某種歷史的產物，可以反映出某個時代中的意識或精
神。
楊若儀（2008）提出選擇網路文本的優點在於網路賦予文本的互動性、超連
結性、跨時性以及主題性，使文本間的互動取代語言的交換，也讓使用者能從任
何地方、時間引用訊息，還能吸引相同興趣的使用者，並將意見匯集。因此，本
研究選擇台大批踢踢實業坊（PTT）的 C Chat 版、日影版與日劇版，從中挑選動
畫、日劇、真人電影改編的觀後心得文，作為文本分析的材料。
三、次級資料分析
相對於原始資料（或初級資料），次級資料分析即是運用他人提供、蒐集的
資料，對其再進一步的分析研究。次級資料分析除了作為原研究、原調查的的再
次研究之外，也能應用資料去探討另一個新的研究問題（徐百威，2010）。次級
資料的使用日益受到重視的原因之一，即是透過資料分析，以了解趨勢變化。
本研究針對漫畫改編所蒐集、統整的資料如附錄所示，列表的資料指納入改
編後故事架構、內容仍同原作的作品，如改編後已為原創劇情，則不在本研究所
認定的改編範圍之內。期望透過深度訪談所得的資料與網路文本、次級資料對比
分析，更加了解日本漫畫迷如何看待改編作品。

第二節 研究對象選擇
一、訪談對象選擇
本研究探討的重心在於日漫閱聽人對漫畫與其改編作品的觀看動機，以及接
收過程的感受與想法，因此對漫畫敘事類型沒有限制，但為了解閱聽人觀看不同
媒介的認知與想法，因此將媒介侷限於漫畫、動畫、日劇與真人電影四種。所以，
本研究採立意抽樣將受訪者條件限為：至少看過兩種以上的媒介，且漫畫一定要
觀看，受訪者可以是看過漫畫與日劇、漫畫與真人電影、或漫畫與動畫與日劇／
真人電影等方式，但觀看順序不限制從漫畫到改編，而為了取得更豐富的研究面
向，本研究盡量選取接觸較多媒介的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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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路文本選擇
台大的批踢踢實業坊（PTT）是目前台灣比較主流的線上交流平台，除了有
大量的使用族群15，也有許多影視相關資訊與個人心得抒發。由於本研究有侷限
媒介類型，故挑選 PTT 的 C Chat 版、日影版與日劇版中收錄討論漫畫改編動畫、
日劇、真人電影的文章為分析文本。此外，觀察這些看板發現，使用者在發表觀
後心得時，會於標題或文中提到自己有觀看過其他的媒介模式，以及觀看的順序，
文章中也會以此作為表達自己觀看後的想法。因此，本研究以「漫畫」
、
「改編」，
以及受訪者提到的作品為關鍵字， 收集觀後心得文以進行文本分析。

第三節 研究程序
一、深度訪談
（一）、訪談程序與招募
除了私人網站的評論之外，台灣較集中的交流區或討論區為台大的 BBS 討
論區，因此選定台大的批踢踢實業坊（PTT）作為主要招募平台。由於本研究有
限定的媒介、觀看的作品為日漫及其改編作品為主，因此選定 C Chat 版、日影
版與日劇版，另外也透過研究者本身的社交網絡尋找多樣性的受訪者。本研究會
先請志願受訪者提供一些簡單資訊，如觀看過的漫畫與其改編作品、觀賞的順序
等，再依提供的資料篩選出適合的受訪者。
研究採用一對一的深入訪談，以面訪或網路訪談的方式進行，其後也會利用
網路私訊功能進行相關資料補充。訪談時間從 1 月底到 5 月中旬，歷時 4 個月，
平均間為 50 分鐘左右。最後共訪問 15 人，受訪者資料如表 3-1 所示。
在受訪的 15 人中，男性 6 位，女性 9 位，年齡分布為 21~36 之間。由於使
用 PTT 作為主要招募平台，因此較多學生或年輕族群16。然而本次受訪對年齡分
布，教育程度的人口變項仍符合楊維倫（2003）、郭魯萍（2008）、MIC 研究報
告（2010）、張智鈞（2008）、蔡旻峻（2011）、黃俊儒（2010）、黃世宏（2013）
等對動畫、日劇、電影消費觀眾的調查結果，研究顯示三種媒介的消費觀眾多集
中於 20－29 歲世代的年輕族群；教育程度方面也以大學以上居多。

根據批踢踢實業坊（Ptt.cc）的官方資料統計，最新資料為 2013 年底已突破 200 萬使用者。
根據數位時代《解讀 Ptt：台灣最有影響力的網路社群》分析一文指出，PTT 使用者多集中在
18～35 歲之間。
陳伯璿，周昱璇，胡舜詅及劉揚銘（2016 年 2 月）
。解讀 Ptt：台灣最有影響力的網路社群。數
位時代，261。取自：http://www.bnext.com.tw/article/view/id/38609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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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受訪者基本資料
受訪者
編號

訪談日期

性別 年齡

教育程度

接觸日漫時間

近期閱讀漫畫
頻率

A

2016/1/21

男

25

研究所

青少年時期

累積一定程度
再看

B

2016/1/25

男

26

研究所

青少年時期

每天看

C

2016/2/1

女

25

研究所

青少年時期

D

2016/3/21

女

36

研究所

青少年時期

累積一定程度
再看

E

2016/3/27

男

27

大學

青少年時期

2-3 天看一次

F

2016/3/27

女

27

大學

青少年時期

每天看

G

2016/3/27

女

24

研究所

國小

最近只看 1 部

H

2016/3/28

男

27

研究所

青少年時期

每天看

I

2016/4/2

女

25

大學

青少年時期

每週看

J

2016/5/2

女

28

大學

青少年時期

2-3 天看一次

K

2016/5/3

女

23

大學

國小

每天看

L

2016/5/5

女

21

大學

青少年時期

2-3 天看一次

M

2016/5/6

男

29

研究所

國小

2 週一次

N

2016/5/11

男

23

研究所

國小

累積一定程度
再看

O

2016/5/11

女

30

大學

國小

累積一定程度
再看

累積一定程度
再看

（二）、訪談大綱
本研究採取半結構式訪談，以大方向的研究問題，作為訪談依據，引導談話
的進行，為了解媒介切入點與媒介組合如何影響閱聽人消費漫畫與其改編作品的
解讀歷程，根據文獻探討與研究問題，擬定的訪談大綱如下：
表 3-2 研究問題與訪談大綱
研究面向

訪談問題
1.

受訪者的年齡／性別／最高教育程度。

2.

漫畫閱讀的行為：
 請問你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接觸日本漫畫的？

基本資料



3.

請問你閱讀漫畫的頻率為何？
請問你大多閱讀哪些類型的漫畫？

請大致列舉你看過的漫畫改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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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為什麼想看
影？

5.

請問你怎麼決定要不要繼續看下去？

6.

請說明一下觀看的順序。

7.

由於媒介不同，故事情節的表現方式會有所不同，請問
觀看當下，你會注意哪些地方？（請舉例）為什麼注意
這些地方？

8.

請問你對不同媒介的美術表現，有什麼看法？
 有些改編會運用漫畫表現方式在其媒介中，你對此
有什麼看法？

9.

請問你對不同媒介的編劇表現，有什麼看法？

觀看動機

媒介組合策略

此部漫畫改編的動畫／日劇／真人電

10. 請問你對不同媒介的聲音／音樂表現，有什麼看法？
 請問你會想像主角的聲音或背景音效？
 聲音／音樂的加入，對你體驗故事有什麼影響？
11. 透過不同的媒介來消費此部作品，對您解讀作品上有什
麼影響？帶給你什麼樣的感受？
12. 當有不如預期之處，你會如何應對？
13. 最先接觸的媒介，對你之後觀看其他表現形式有什麼影
響？
 此媒介的觀看經驗會激發你去消費其他改編方式
觀看切入點


或原作嗎？
此媒 介的觀看經驗如何影響你對其他媒介的解
讀？

14. 此媒介會成為你評論其他改編方式的標準嗎？
對於漫畫與其改
編的綜合性看法

15. 你覺得漫畫改編有什麼優點或缺點？
16. 當下次在聽聞漫畫改編動畫／日劇／真人電影，你有什
麼看法？

二、網路文本分析
由於閱聽人有各種不同的觀看行為，除了統整受訪者的觀看行為之外，為了
避免忽略其他的觀看方式，以及受訪者因為觀看動畫、日劇、真人電影的時間點
太久遠而忘記細節或當初觀看的感受，只採用深度訪談仍有不足之處；因此，本
研究納入台大批踢踢實業坊（PTT）中 C Chat 版、日劇版、日影版、電影版以及
作品個別板內的觀後心得文，作為補充資料。
網路文本的資料篩選是依據文本標題或是內文中可以觀察到，文本作者提及
自己觀看的媒介、故事等可作為「知情閱聽人」的立場，進行立意選取。選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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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共 118 篇，各別媒介的心得文分篇數如表 3-3 所示，雖然是以個別媒介區分，
但文章中的討論多會參雜其他媒介。
表 3-3 選取改編動畫、日劇、真人電影的文本資料篇數
改編媒介

心得文篇數

動畫

26

日劇

32

真人電影

60

三、研究資料的處理
訪談全程錄音，隨後將訪談內容全數轉騰為文字稿，並依訪談時間順序進行
編號。逐字稿除了無意義的語助詞，盡量根據受訪者所講述的內容呈現，資料引
用會於文末附註受訪者編號、訪談紀錄以及受訪者所提之原作作品名。經過統整
分析之後，內容詳見第四章「研究分析」。
而網路文本分析部分，除了文章發表者的內容之外，由於 BBS 的文本結構
有開放性的特質，所以也會有許多網友的回應，所以本研究的分析資料也會將文
章下方的回應內容17一並納入。此外，
Kolko（1998）與 Thomas （1996）認為，將網路內容作為研究的一部份，
為避免資料公開影響作者生活，文本資料的引用上需考量匿名性與公私領域界線；
再者，台大 PTT 實業坊新聞公關站（2004）曾聲明，引用 BBS 上網友發表的文
章與討論，必須依著作權法規定表示出處與作者。雖然 PTT 是個開放的網路平
台，但公私領域難以界定，為了同時隱私權與著作權考量，本研究參考楊若儀
（2008）處理網路文本的方式，完整引用文章標題，並以部分顯示 ID 的方式保
護作者隱私權。

以 PTT 的用語來說為「推文」
，意思是「推薦該文章」的簡稱，用來指網友透過該功能直接在
文章下方進行意見表達。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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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分析

依據研究問題，本章綜合訪談紀錄、網路文本以及附錄等研究資料分為四個
部分，探討日本漫畫的跨媒介參與閱聽人行為。首先以作為次級資料的附錄，從
畫風、題材進行分析；其次，探討閱聽人跨媒介觀賞的動機，從切入點與參與模
式歸納出兩種主要觀賞動向。再者，針對閱聽人跨媒介參與的實際情形，了解閱
聽人如何詮釋日漫的跨媒介改編作品與自己的觀賞行為。最後，再更聚焦於切入
點的文本與媒介對閱聽人觀賞歷程的影響。

第一節

改編文本與題材分析

根據文獻討論，有些漫畫本身的故事題材與風格可能適合改編，甚至可能更
適合由日劇或真人電影表現；相對地，也有些漫畫本身或許就不適合真人演出，
可能是因為作畫風格只適合於漫畫表現，也可能是背景、內容設定太過天馬行空，
以至於難以寫實化。因此，以下根據本研究整理的 2011 至 2016 年漫畫改編動畫、
日劇、真人電影作品，針對漫畫的畫風、題材、類型等進行分析討論。
一、列表分析討論
根據 2011 年至 2016 年出版的漫畫中，有 292 部是改編成真人版（包含日劇
與真人電影），這 292 部真人作品中，直接從漫畫改編，而無改編動畫的作品有
207 部（70.9％）
，其他同時有改編動畫與真人版的作品有 85 部（29.1%）
，這 85
部中屬於深夜動畫的作品有 56 部（19.2%）
，屬於普通動畫的作品有 29 部（9.9%），
如圖 4-1 與表 4-1 所示，即便緒論與文獻討論時提到日漫閱聽人對於改編真人版
多有微詞，但實際上改編數量仍是不斷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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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011
N 深夜

2012
O 普通

2013

2014

2015

X 未改編動畫

圖 4-1 漫畫改編真人版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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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全部真人版作品

表 4-1 漫畫改編真人作版統計數據
深夜

普通

未改編動畫

全部真人版作品

2011

7

8

32

47

2012

7

4

25

36

2013

4

7

30

41

2014

12

3

35

50

2015

11

2

41

54

2016
總數

15

5

44

64

56

29

207

292

最近三年的真人化作品中，同時有改編過動畫的作品都是以深夜動畫居多。
在 2013 年以前，普通動畫和深夜動畫被改編的作品數旗鼓相當；然而，自 2013
年後，有改編成深夜動畫的漫畫作品，被選擇改編成日劇或真人電影的數量則是
穩穩增加，超越普通動畫。從畫風角度來解釋，因為普通動畫本來就是為了兒童
製作，所以人物設定上更加童趣，如《烏龍派出所》，真人化改編就少了漫畫表
現的喜感，至於少數頗受好評的《宇宙兄弟》則是因為畫風比較成熟，非卡通化，
且又是青年、勵志類型，即使改編後也比較能打動人心；相對於普通動畫較為童
趣的漫畫風格，深夜動畫雖然同樣具有漫畫風格，但其故事題材還是比較適合日
劇、電影等影像來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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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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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

圖 4-2 真人版四種主要類型趨勢
另外，將類型區分後，以最常被選擇改編的四種類型為例，分別為少女 65
部、青年 61 部、少年 51 部與女性 27 部。以類型區分（圖 4-2、表 4-2）之後發
現，四種表現形式都有的作品僅女性向的《荒川爆笑團》、少女向的《淘氣小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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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與《櫻蘭高校男公關部》，以及少年歷史的《信長協奏曲》四部，其中《淘
氣小親親》還重拍過多次、多國版本，這部改編的成功不僅是因為漫畫原作，更
該歸功於第一次的改編日劇，縱使劇情架構改編幅度較大，至今仍是閱聽人心目
中的經典。根據受訪者的回應，先看過 1996 年的改編，以至於他們還會以此來
評比 2013 年重拍的新版，顯然日劇超越漫畫對他們影響力。
表 4-2 真人版四種主要類型統計數據
女性

少女

少年

青年

2011

6

6

6

9

2012

1

11

10

9

2013

6

8

7

8

2014

2

12

13

11

2015

6

10

8

11

2016
總數

6

18

7

13

27

65

51

61

其他作品如少女向的《大奧》
、
《戰神》
、
《白鳥麗子》
、
《我才不會對黑崎君說
的話言聽計從》
，少年向的《S -終極警官-》
，青年向的《異邦警察》
、
《超級代書》、
《彼岸島》、《我們都是超能者！》、《黑金丑島君》、《假面教師》，以及料理療癒
向的《深夜食堂》等 13 部作品皆有日劇與真人電影的版本；但是，這些作品都
沒有改編過動畫。至於大部分真人化作品幾乎都是日劇與真人電影之間二選一，
少有兩者都改編的作品。
從類型趨勢圖（圖 4-2）可以發現，少女與少年類型兩者在 2014 年以前，被
改編的數量相當，但是在此之後，少年向的改編數量少了一半，而少女向卻在
2016 年時迅速上升。根據閱聽人的想法，不難發現真人化電影常被閱聽人提出
來討論，而真人化電影也是日漫改編中，最容易產生爭議與評價兩極的產品，其
中又以少年類型爭議較大。以本研究受訪者討論最多的《進擊的巨人》為例，它
是一部日漫標準的王道作品，角色眾多、熱血的冒險，以及背後巨大的陰謀，都
是相當吸引人的題材。
但是，漫畫中提到的巨人、立體機動裝置等特殊設定，甚至是作者以多線條、
較為雜亂的畫風表現出來的末世風格與角色情緒的塑造，卻是改編上的一大難題。
演員們為了表現出使用立體機動裝置飛行的樣子，也曾向知名劇團學習，但與閱
聽人所期待「流暢的空中飛行」卻相距甚遠。
之所以進電影院也是為了想看看真人版怎麼演示流暢痛快的「空中飛行」。
但是電影版頗令人失望。不僅場面不多，調查兵團中真正使用立體機動
裝置飛行或戰鬥的隊員寥寥可數。特別是主角群，成天都在地上跑來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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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要看立體機動裝置不如看動畫。
（網路文本資料，ki*******／Fw:[負
雷]空具外殼毫無內神──電影《進擊的巨人》）
除了「劇情的改寫」
、
「角色塑造的崩壞」等造成改編失準的原因之外，在第
二節動機分析時也發現，閱聽人觀看改編作品是想回憶觀看漫畫時的感覺，像《進
擊的巨人》這種要拍出冒險、熱血類型感覺確實不難，但要拍出作者用畫工描繪
出的感情渲染，是日漫改編上比較難以翻拍的部分。
以風格來說，電影塑造出來的影像風格的確挺有末世晦暗、沒有光明的感覺
（如圖 4-3）。然而，對於情緒、恐懼或者以網友 Fi**所說，是「絕望感」的塑
造有問題。原作或動畫透過畫風與敘事互相輔助所塑造出來的絕望感（圖 4-4），
在電影的改動下，只剩下如一般恐怖片一樣的嚇人，而非原作中以線條、陰影呈
現出來的那種無助與無望，或是比起電影只是一貫灰藍濾鏡的顏色表現，動畫（圖
4-5）以鮮豔的明暗對比，更加強調出角色悲劇感。

圖 4-3《進擊的巨人》電影片段

圖 4-4 漫畫中絕望感的刻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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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動畫中鮮豔的光與暗對比
一般而言，像《進擊的巨人》這種少年向類型中有異世界冒險、非真實設定
的故事內容，就其故事架構而言，的確是改編成電影才能表現出場面浩大的樣子，
但就畫風、角色設定上來說，本來就比較誇張，雖然可以透過特效創造出相似的
內容，但是過度的、刻意的仿造出真實的樣子，反倒讓人感覺虛假，不若原本漫
畫的風格來的吸引人，甚至失去故事的氛圍，也就容易招致惡評。
另外，再綜合其他兩類型，青年向穩定成長，畢竟這類型作品內容是以成年
人的職場、社會、大學生活為主，比起少年向更貼近現實，誇張成分較少；另一
方面，與青年向相似的是女性向作品，但這類型改編的數量起伏落差相當大，且
2014 與 2016 年都沒有真人電影。
除此之外，再深入觀察日劇的類型趨勢（圖 4-6、表 4-3）發現，少女向作
品在 2016 年增加最多，女性類型也逐漸增加。一般來說，少女或女性向的故事
多是以傳統戀愛喜劇為主軸，背景設定比起少年漫畫要容易許多，因此，改編後
來自閱聽人的批評也比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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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日劇四種主要類型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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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

2016

表 4-3 日劇四種主要類型統計數據
女性

少女

少年

青年

2011

4

3

1

2

2012

0

5

5

6

2013

3

5

2

6

2014

2

4

5

6

2015

3

3

3

6

2016
總數

6

9

4

6

18

29

20

32

不過與少女類型相比，女性類型涉及當代社會或是現實生活議題成分較重，
所以需要多一點時間來鋪陳，例如 2016 年的《朝 5 晚 9》與《逃避雖可恥但有
用》這兩部，故事講述的都是關於女性、職場與家庭之間的選擇，後者更談論到
家庭主婦的價值。因為討論的議題較深，電影有限的時間內可能無法闡述完整，
而日劇有更多時間可以慢慢鋪陳，將故事背景交代清楚，所以，這可能是女性類
型在改編真人電影中大幅降低（圖 4-7、表 4-4），甚至是沒有作品改編，而日劇
卻逐漸上升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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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真人電影四種主要類型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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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表 4-4 真人電影四種主要類型統計數據
女性

少女

少年

青年

2011

2

3

5

7

2012

1

7

5

3

2013

3

3

5

2

2014

0

8

8

6

2015

3

7

5

6

2016
總數

0

11

3

9

9

39

31

33

以漫畫的畫風，女性類型也比較偏向是現實中成熟女性的感覺，而少女類型
就是更加飄逸、可愛、大大的眼睛的角色，背景滿滿花朵的風格等；但是，誠如
受訪者提過，實際的場景、燈光、彩妝等運用，更添故事氛圍的營造，他們更在
意劇情與角色的塑造，演員若是能抓住角色神韻，便是成功的開始（圖 4-9）
。閱
聽人對於這兩類型的表現轉換上，多能給予正面評價，而且像《逃避雖可恥但有
用》善用音樂與影像的配合，帶起一股戀舞風潮，獲得廣大迴響與討論。如果這
部作品如果是改編成電影，就不像日劇可以花更多時間滲透閱聽人。

圖 4-8《逃避雖可恥但有用》角色與演員
除了少女向作品快速攀升之外，從真人電影的趨勢圖（圖 4-7）還可以發現，
青年向作品也增加不少，少年向則是相對下降。先前提到，青年與女性向作品談
論的都是貼近現實生活的議題，不過青年向的題材又更多樣，不管是溫馨劇情、
犯罪驚悚、或是刑事題材等。以 2016 年的作品來說，科幻題材的《火星異種》
就是劣評如潮，其實演員選角算適當，故事架構也沒也改編太多，但是作品精神
走樣，且以原作特別的內容與背景設定來說，視覺上的效果比較適合以漫畫表現，

50

真人化後反而顯現出劣質感18。然而，大部分作品評價都不錯，甚至以反映真實
社會與人性黑暗的《黑金丑島君》上映多部續集。
相對於青年向改編作品的成長，少年向作品在 2014 達到高峰後就逐年下降，
如同前面以《進擊的巨人》所討論，因為少年類型的故事背景向來比較天馬行空，
很多內容都是需要大量依靠特效來表現，而不成熟的特效與未能抓住故事核心主
旨，使得改編失去原作的味道，讓閱聽人無法將消費漫畫時的情緒順利帶入改編
作品。
不過同樣屬於少年向的《神劍闖江湖》則是是評價相當好的作品，閱聽人雖
然認為故事架構上還有加強空間，但是對於角色過招畫面與較色特有招式的動作
表現，則是相當亮眼，且有表演出動作的精隨。
該部是熱血冒險融合了歷史題材，演員的氣質算是很符合漫畫的描繪，阻礙
在於角色的武打招式，因為漫畫中不存在物理限制，所以作者能把那些招式畫得
極其誇張。當改編成真人電影時，多虧於故事背景是日本幕府時代的武士，一般
日本的古裝電影也常看到，閱聽人也比較熟悉，所以倒也沒執著於要表演出一模
一樣的招式，而是抓住重點演出，將那些非現實的動作合理化，因此也博得好評。
最後，如上述的討論，一般來說，以傳統戀愛故事為主軸的少女或是女性像
作品，大多改編後都能獲得不錯的評價，也提到音樂的使用能讓改編作品的表現
更加豐富，如《交響情人夢》的音樂事故是相當重要的背景，貫穿整部故事架構，
因此，相對於只能靠圖畫與文字表現出聽音樂情境的漫畫來說，不論是動畫或真
人化，改編後閱聽人直接聽到音樂的感受必定更深。近期另外與《交響情人夢》
主題相像的是《四月是你的謊言》，這部改編動畫時騙走閱聽人很多淚水，帶動
漫畫的閱讀量，但真人電影選角不甚適合，最終評價就比較普通。
至於《交響情人夢》的成功，除了演員符合漫畫角色的神韻之外，還得歸功
於拍攝手法（圖 4-10）將「漫畫感」拍出來。惡評裡提到，日本漫畫有其獨特特
的漫畫味，或可說是一種風格，這種風格在其他媒介上比較難表現，過度仿效反
而畫虎不成反類犬。

圖 4-9 漫畫的風格與日劇的拍攝

詳見費雯麗（2016 年 5 月 10 日）。院線影評／《火星異種》只配得 5 分？讓日本影評人崩潰
的實寫悲劇。娛樂重擊。取自 http://punchline.asia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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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畫中出現的樂曲名稱、音符，或是描
述音樂進行的樣子等（圖 4-11）
，對於古典音
樂不熟悉的人只是有看沒有懂，就算畫風、
劇情再好，也是體會不出古典樂的氛圍。然
而，
《交響情人夢》的日劇卻能將漫畫風格表
恰當，甚至因為實際音樂演出後，讓音樂、
聲音的表現更加具體，甚至比漫畫表現出來
的效果更好。
除了上述討論的類型之外，其他類型還
有獵奇、恐怖、靈異、搞笑、料理等類型，
以恐怖類型來說，網友 ho*******就談到伊藤
潤二的畫工將漫畫這個媒介特性徹底發揮，
以至於透過繪畫方式能表現出令人毛骨悚然
的感覺，在影像上卻讓改編者跳不出原作的
風格，無法呈現出漫畫給予的恐懼感而招致
負評。

圖 4-10 音樂的描繪

也許伊藤大師太厲害了吧！他把漫畫這個媒介的特性發揮的淋漓盡致，
讓人想改編成別種媒介又會跳脫不出原來的框框，最後就很難拍出符合
伊藤迷期待的東西，因為漫畫同時也有畫面，所以就更難討好了。我曾
經試著想把伊藤大師的作品改成小說，都覺得非常困難...因為他實在太
有漫畫味了（網路文本資料，ho*******／標題 Re: 電影版-漩渦）
像《漩渦》這樣的作品，除了作者本身的繪畫功力，還有漫畫作為一個圖像
媒介本身在表現上的彈性，如受訪者 D 就以《仁者俠醫》為例，她認為漫畫這
個媒介可以容許畫出各式各樣的事物，但日劇拍攝上就不可能將醫療畫面血淋淋
的部分直接呈現，所以就覺得原本應該令人震驚的部分不見，少了漫畫表現出來
的震撼。
二、小結
整體而言，本節以畫風、類型、題材等討論改編作品改編真人化的成效，改
編不只是演員與角色的契合度、故事的改寫方式、拍攝方式等會影響一部改編作
品的成功與否，漫畫原作本身的風格與故事題材也是決定該作品是否適合改編成
真人演出。綜合上述的分析討論，本研究認為改編作品可以分為以下三類：
1.

惡評：異世界設定、非日常生活的故事題材，主要是少年類型的作品為
主，其內容或特殊背景、角色造型等設定難以轉換，故較常出現負面評
價，代表作品如《進擊的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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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普通： 貼近現實生活的題材多半能引起閱聽人的共鳴，以青年或女性
向作品為主，原作畫風的影響較小，而是故事精神的傳達，代表作品如
《黑金丑島君》。

3.

好評：大部分以少女、女性類型的戀愛題材為主，演員能否貼近原作畫
風以及表現出角色神韻是成功的關鍵因素之一，其次是劇情架構遵循原
作，又或是改編後能獲得實際聽覺體驗的音樂類型，都能得到正面評價，
代表作品如《逃避雖可恥但有用》、《交響情人夢》。

其實日劇跟電影的題材還是有些微差別，通常日劇的題材規模比較小，多以
青春戀愛、貼近日常生活的故事架構為主，而那些需要大場面的少年類型的熱血、
冒險、科幻等題材則是以改編真人電影為主，這也顯示題材的選擇與製作成本考
量有關。
仔細從列表來看，能夠從動畫、日劇到真人電影都有改編的作品實屬少數，
也只有《淘氣小親親》這一部算是成功且名氣較大的作品，其餘的作品多是動畫、
日劇、電影三者則一。此外，日本這幾年也嘗試不同類型、題材的作品，如推理
或是歷史題材，像是《神劍闖江湖》就是成功了例子；另外，從《深夜食堂》日
劇播送以來，料理題材的日劇就開始增加，尤其以 2015 年最盛。

第二節 閱聽人觀看漫畫跨媒體文本的動機
知情閱聽人本身因為先接觸過漫畫原作或改編的動畫、日劇、真人電影，所
以對於故事內容以及媒介特質，都有一定程度的認知。他們既知道漫畫原作的存
在，也好奇改編動畫、日劇或真人電影的表現。此外，過往的研究多是假定閱聽
人是從原作開始消費，但現今改編的模式多元，閱聽人有更多的接觸方式，不再
皆從原作看起，因此，考量到閱聽人實際觀賞情形，本研究結合切入點和參與模
式的概念，歸納出知情閱聽人觀賞漫畫跨媒體改編作品的動機如下：
一、從漫畫到改編的觀賞動機
基本上，漫畫出版較早，所以大多數閱聽人是從漫畫先開始接觸，而後當由
漫畫改編的作品推出時，閱聽人會因為對原作的喜愛與熟悉，產生觀看改編作品
的興趣。從訪談紀錄與網路文本中可歸納出閱聽人觀看漫畫改編作品的動機有五
種，一是再一次體驗的機會，二是促使閱聽人找回當初的感動，三是好奇改編如
何再現已知的經驗，四是期望對故事進行更多了解，五是推薦提供閱聽人預測效
果。
（一）、再一次體驗的機會
Marciniak（2007）與 Hutcheon（2013）認為，熟悉感與重複性本身就是種
吸引閱聽人接觸改編作品的因素；Hoffmann（2006）也認為當閱聽人對某人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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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熟悉，他們就會愈喜歡。因此，改編以不同的方式呈現，提供知情閱聽人再一
次體驗某部作品的機會。本次研究的訪談資料與網路文本資料呼應了這一觀點：
可以體驗到不同的，但一樣是你熟悉的故事，用不同的表現方式去感受，
畢竟是跨到不同媒介，可以增加曝光，然後就是看的人也可以多一種選
擇（訪談錄音稿，《二十世紀少年》、《宇宙兄弟》、《交響情人夢》等，
H）
如果我本身就是原作的粉絲，那我自己就會對改編這個影像化的作品，
抱有期待，因為我喜歡這個作品，改編的話我就會想去看，等於是說又
多了一個不同的方式去接觸這樣的故事（訪談錄音稿，
《名偵探柯南》、
《金田一少年事件簿》、《淘氣小親親》等，M）
如果是我有看過的漫畫，聽到他改編成日劇或真人版時，我就會比較有
興趣，去注意它的相關資訊，這取決於我有沒有看過漫畫，如果一開始
我沒有看過他的原作，就只是看到廣告說這是某知名漫畫改編，加上如
果他不是我喜歡的類型，我就不會去關注這個消息。
（訪談錄音稿，
《鋼
之鍊金術師》、《進擊的巨人》，N）
（二）、促使閱聽人找回當初的感動
除了能有機會再次體驗某部作品，誠如 Furno-Lamude & Anderson（1992）
的想法，消費改編能滿足閱聽人回憶的需求，重溫過去觀賞時的美好時光，回憶
起當初第一次觀看時的心情，如受訪者Ｅ提到自己想看動畫的原因是：「因為動
畫都比較晚出，看完漫畫後再看一次動畫，可以溫故知新，再回味一次」。而
Marciniak（2007）也認為知情閱聽人回憶、懷舊的動機是因為懷抱著一種見證故
事重生的渴望，如同再訪老朋友的感覺，所以他們才會願意再次消費相似的媒體
內容，透過再次體驗的機會，重新找回當初的感動。
假如我很喜歡這部漫畫，但是它結局了，還是會想繼續看到這部漫畫的
蹤影，所以有改編的話就會很開心有機會可以再接觸這部作品的相關資
訊，另一點是我可能對這部作品有一些地方不是那麼盡善盡美，那搞不
好在日劇會有一些改變，就可能會改編的比較符合我的期待也說不定
（訪談錄音稿，《流星花園》、《櫻蘭高校男公關部》，K）
我很喜歡鋼鍊，非常非常喜歡。因為太喜歡漫畫，我一直沒有去看鋼鍊
FA 動畫，我實在是不想破壞鋼鍊漫畫在我心中的評價呀！不過最近空
出一段時間，突然心血來潮發狠決心補完 64 集。鋼鍊很王道、很通俗、
很淡然，但也因此很熟悉、很親切、很真實，所以讓我願意一再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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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在每次回味時重新找回某些感動與溫暖。這大概就像是一種細水長
流的感情吧，平淡卻永恆。(網路文本資料，cp****／[推薦]鋼之鍊金
術師 FA－細水長流的感動與溫暖)
久違的劍心，以真人版，一個活生生的劍心重新出現在已經冷掉很久的
飯～我的眼前，竟然能這樣重新燃起熱情，找回當時的那種心動感，再
也沒有比這更美好的事。（網路文本資料，ch******／[好雷]神劍闖江
湖-與真人劍心完美再邂逅-1）
（三）、好奇改編如何再現已知的經驗
吸引知情閱聽人去觀看漫畫改編作品的動力還有影像所提供的具象化
（visualization）表現（Marciniak, 2007）；然而，不像小說改編成電影，影像的
多媒體特色幫助知情閱聽人將文字描寫的抽象概念具體呈現，漫畫原先就給予閱
聽人角色、世界、物件等具體的形象。此外，Tannenbaum（1985）也提到閱聽
人的想像（imagination）與幻想（fantasy）也是重要的因素。知情閱聽人期望以
多感官的體驗方式進入漫畫所創造的世界，希望可以聽到、看到他們已經知曉的
漫畫要如何在其他媒介上再次呈現。
如果說有什麼期待的話，應該還是想說電視劇要怎麼呈現原作，像是鬼
手、妖怪之類要怎麼表現，找的演員有沒有適合漫畫角色等。（訪談錄
音稿，《靈異教師神眉》，A）
我通常都是先看漫畫，然後想說既然個東西改編成電影，就想去看看他
和漫畫有什麼不一樣，比如說漫畫這個畫面把他變成影像時要怎麼呈現。
比如說《寄生獸》的主角，他的手上只有一部份寄生，我會想看他要怎
麼用畫面去呈現那隻手的特效，一般來說，像是漫畫的特效，要怎麼在
影像中呈現。（訪談錄音稿，《寄生獸》，B）
《漩渦》是兩年前追的，看完《漩渦》就很期待，要去重追，既然他有
電影，想要知道這麼可怕、詭異的東西要怎麼拍出來。動機就是純粹看
完漫畫覺得內容題材頗新穎，很喜歡之外，很想知道這樣的題材到底要
怎麼樣用電影的方式呈現，在看到實品前都無法想像。因為這些題材都
是有點偏奇幻。當然就會期待漫畫中重點人物的視覺呈現，例如，漩渦
中很多幕是死法太驚悚，像是爸爸最後蜷曲死在洗衣機還是箱子裡，總
之對於那個意象，在看電影時就會特別注意。（訪談錄音稿，《漩渦》，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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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想看動起來是如何，譬如說劇情方面，就看改編的如何，或是看聲音
跟自己想像的一不一樣（訪談錄音稿，《火影忍者》，E）
比較大的原因是因為我有看過他們的漫畫作品，當他們有改編版時，因
為我很喜歡這部漫畫，我會很好奇它真人版到底會改編成什麼樣子，就
是會有期待感吧！我還蠻重視角色的還原程度，劇情方面只要主線是一
樣的，有一些小改變都是可以接受。
（訪談錄音稿，
《流星花園》
、
《櫻蘭
高校男公關部》、《澄和堇》，K）
從上述訪談資料可以看出，知情閱聽人除了想知道改編媒介如何形塑他們所
看的漫畫之外，「演員」經常被提及。每當有新的漫畫改編作品推出時，漫畫角
色的外形與特質該由誰來飾演比較適合，往往是知情閱聽人在談論改編，特別是
真人化時最先被提出來討論的話題（謝明穎，2012）。
比如說在漫畫，我喜歡的角色 A 或角色 B 變成實體的話，他會選誰擔
任，這都會影響我願不願意去看，比如說…《流星花園》好了，我就很
喜歡早期 F4 的選角，但我就不是很喜歡杉菜這個角色的選角，這會影
響到起初一開始的時候，我沒有看他的第一輪，而是等他播了以後，紅
了以後，我才去看。會因為選角選擇性的要不要去觀看或欣賞這個作
品 。…像之前日本還有一部漫畫《只想告訴你》
，像是他也有翻拍真人
版，但裡面女主角我就很討厭，我就沒有看那一部（訪談錄音稿，《流
星花園》、《只想告訴你》，B）
應該是選角吧，如果說漫畫裡面看起來很帥的人，電影選角沒有特別帥
就不會很想看，在決定去看之前，會先去了解選角的相關訊息。（訪談
錄音稿，《暗殺教室》，F）
還有一部《朝 5 晚 9》，我覺得那個男主角真是超變態的，如果不是山
下智久的話，我才不會看。（訪談錄音稿，《朝 5 晚 9》，G）
這個部份是因為本身就對原作很有興趣，但通常是改成日劇或真人電影
這種三次元的版本，我還會特別注意演員是不是我能接受的，演員是我
能接受的，貼近原作以及我自己的想像，我才會看下去。
（訪談錄音稿，
《流星花園》、《交響情人夢》，O）
另外，受訪者 I 在被問及觀看動機時，提到自己喜歡作品、喜歡的角色，能
以更生動，有豐富色彩的動畫來呈現，就會感到很期待，感覺角色活靈活現，感
覺她自己可以更貼近所喜歡的角色。知情閱聽人會本著對故事「角色」的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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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角色與自己的經歷產生共鳴而想要透過不同方式再次接觸。
那如果我很喜歡這個作品，我都會再去看他的改編，可能對劇情有共鳴，
可能是當中角色遇到的情況或是作者寫的對白會讓我有種身歷情境的
感覺，對劇情、角色有共鳴與喜愛，會讓我想再透過不同的媒介表現方
式再接觸這個故事（訪談錄音稿，
《航海王》
、
《獵人》
、
《NANA》等，J）
我與《朝 5 晚 9》這部漫畫相遇的時間點大約是兩三年前，那時候一拿
起來，看到和尚監禁女主角後，內心 OS「這真是有夠變態！」，接著
就歸還漫畫了。直到最近，才再度開始看這本漫畫，對於主線的潤子與
和尚幾乎是略過在看，因為兩人多數的時候根本雞同鴨講，這樣居然也
有怦然心動的感覺？讓我匪夷所思。我最感興趣的線是王子亞瑟和百繪，
情場老手 v.s 戀愛新手，怎麼都有看頭，更別提百繪的屬性是腐女，根
本就是曾經的我的同伴啊！於是，在聽到這一季的月九將播出漫畫改編
時，我很期待能看到一些支線的互動。
（網路文本資料，sa********／[心
得]朝 5 晚 9 第一集（有漫畫雷、部分人物比對））
（四）、期望對故事進行更多了解
知情閱聽人除了想透過不同表現方式再次回味作品，Marciniak（2007）提到，
閱聽人也試著透過改編者的角度來探索原作，閱聽人會好奇會對於改編者如何回
應原作的重要情節，如何轉換角色、結構與物件間的關係，如何重新塑造、豐富
角色，如何表達出潛在的意義等表達他如何詮釋所看到的故事。
因為《仁醫》是穿越題材，就想知道穿越劇要怎麼拍，正好有機會就順
便看看。我那時候看漫畫時，因為作者畫得很寫實，譬如說怎麼幫人家
治病還有藝妓那部分，所以就會想想知道電視導演要怎麼拍，但它沒有
拍出漫畫的感覺，所以後來日劇第二季就沒有看下去，只有看過一，但
它拍得沒有漫畫好。（訪談錄音稿，《仁者俠醫》，D）
我覺得動畫它的人物表情會比較生動一點，然後動畫的劇情也許會有一
點點不一樣，因為動畫的製作組跟原作者是不一樣的，所以他們在製作
時會加入一點點自己的想法，所以這也是吸引我看動畫的原因，我會想
知道說製做動畫的人會用什麼樣的心態去改編。
（訪談錄音稿，
《獵人》
，
J）
熟悉的演員、熟悉的情節，重要的是看導演與編劇如何從既有的文本將
故事呈現。來到戲院的多半是已經讀過漫畫的觀眾，能不能給大家一個
好的交代，是改編電影最大的挑戰。
（網路文本資料，Tw********／[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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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漫迷補完計畫，《20 世紀少年第２章：最後的希望》）
此外，知情閱聽人一方面除了想了解改編者是如何詮釋故事，另一方面也會
好奇演員要如何詮釋漫畫中的角色。
在看到女主角潤子由石原聰美演出時，倒是喚醒我對主線的關注焦點，
同時也頗好奇她會如何詮釋這個角色。畢竟，在漫畫中的潤子，感覺是
對自己的能力很有自信，滿心想著要去紐約，但不知為啥特別拿和尚沒
轍，也不曉得她是在何時墜入情網的。
（網路文本資料，sa********／[心
得]朝 5 晚 9 第一集（有漫畫雷、部分人物比對））
（五）、推薦提供閱聽人預測效果
Burke（2012）提到，閱聽人會被大眾的推薦所吸引，前往觀看漫畫改編作
品，雖然這一點與漫畫原作或改編作品本身沒有直接關聯，但閱聽人因為看到預
告片的推銷，然後覺得「這似乎是一場盛會，所以我應該加入其中（Bacon-Smith
& Yarbrough, 1991）」。知情閱聽人間接從他人那裏得到關於原作或改編的經驗，
進而促使他們想一探究竟。此論點在本次訪談中亦可發現：
我覺得每個題材我想要的東西不太一樣，不會每個都看，有時候就單純
想看漫畫而已，不會想那麼多，有時候也只是因為是 on 檔的日劇，大
家都說好看我就跟著看。
（訪談錄音稿，
《神之雫》
、
《仁者俠醫》
、
《東大
特訓班》等，D）
基本上看到改編是樂觀其成，但我通常不會一推出就跑去看，如果有看
到人家的好評的話，才會去看。（訪談錄音稿，《暗殺教室》，F）
因為日劇改編漫畫，它的風格還蠻明顯的，就比較 Kuso 吧，就比較不
會像一般愛情故事，它會比較歡樂搞笑一點，就有感覺它像是漫畫改編，
而且大家一遍好評，網路上的評價好就想回去看漫畫。
（訪談錄音稿，
《請
和這個沒用的我談戀愛》，G）
《寄生獸》的漫畫很久以前就出了，我是直到最近這一部好像被拍成真
人電影了，然後才好奇說，這一部之前好像還蠻受歡迎的，就引起我的
好奇，我是先看到電影的預告，覺得還蠻不錯，就先回頭看漫畫，然後
是動畫，最後再看電影，他的電影是我覺得近幾年拍得還算不錯的作品，
就選角、敘事、運鏡上讓我覺得感原作的相近度蠻高的（訪談錄音稿，
《寄生獸》，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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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訪談可以發現，他人的評價是知情閱聽人決定要不要觀看改編作品或
原作的誘因。雖然不是因為作品本身，但這樣的概念與 Hoffmann（2006）的想
法有些類似，透過他人的經驗可以為自己觀看改編作品或原作前，先將心理狀態
準備好，此舉讓閱聽人更能預測觀看效果與自己的滿足程度。
另外，知情閱聽人也會被負面評價激起好奇心，即使本身就認為改編與原作
之間差異甚大，且透過他人經驗分享已經知道改編不如預期，但仍是禁不住好奇
心想親自體驗，此時，比起未知與不確定，他人的經驗反而成為一種確定無疑的
內容，這樣的確定感與熟悉感提供知情閱聽人更多的可靠性（Tannenbaum,
1985）。
小弟天生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往虎山行」的性格，打從《進擊的巨人》
改編電影的消息放出以後，本來就很欣賞這部漫畫的我一直很想一睹為
快。之後聽說有影評給分只給 40，根本是超級大爛片後，我就有點按
耐不住，想體驗一下到底有多爛。於是挑快下檔時刻衝一趟電影院。一
個半小時之後，這部改編電影果然沒有讓我失望。（網路文本資料，
ki*******／[負雷]空具外殼毫無內神──電影《進擊的巨人》）
話說我一開始只是為了看三浦春馬才去補完了所有的動畫，卻意外愛上
了這部神作。在看過前面幾位大大的心得（劇透是我的習慣）之後決定
不去看真人版電影了，因為完全無法接受艾笠關係的改編，結果昨天，
本來要看《紳士密令》，卻因為沒有位子，唯一符合時間的場次又有位
子的就只有巨人，於是我鼓起勇氣進場了解到底有多可怕。（網路文本
資料，ta******／[心得][一堆雷]真人版電影進擊吐槽區）
二、從改編到漫畫／改編的觀賞動機
現今因為改編數量眾多，作品的流通與保存都更加便利，受訪者 G 曾提到，
如果自己要向他人推薦作品，她也會以電視劇為主，因為電視劇比較流行且大眾
比較能接受。有別於以往從漫畫到改編的觀看流程，閱聽人有愈多機會是從改編
先開始接觸，如石安伶（2012）所提到的第一類型知情閱聽人，就是先接觸改編
作品，並且知道原作的存在。改編作品反而成為促使閱聽人去消費漫畫，甚至其
他改編作品的動力，此部分的動機有兩種：一是激發閱聽人想了解故事後續發展
與細節；二是原作論的反制。
（一）、激發閱聽人想了解故事後續發展與細節
相對於看過漫畫原作再去看改編作品的知情閱聽人，先看過改編的知情閱聽
人，會為了想快點知道後續發展，或是改編因為時間限制的因素而將故事進行刪
減，閱聽人為了瞭解細節而去消費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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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從動畫會去追漫畫再去看動畫，有點像是剛才提到的過程，動畫就
是領門，像是讓你認識這個故事，然後你會對後續的劇情迫不及待，想
去看漫畫，後面進展會是怎樣。（訪談錄音稿，《排球少年》，I）
因為第一次看的時候，他有些可能是有些漏洞，因為日劇一次大概播十
集左右，他不可能全部拍完，所以在看漫畫的時候，有時候感覺是在補
那個洞。對我來說，漫畫比較像學習書，日劇就沒辦法，就一股腦的熱
血，漫畫就會有背景知識，包含神之水滴也是，他後半部會告訴我哪個
酒莊有什麼紅酒等級，有什麼酒類啊，鑑賞家要怎麼去品酒。（訪談錄
音稿，《東大特訓班》、《神之雫》，D）
相較於改編媒介，漫畫擁有足夠的時間去詳細描述某一事項的細節，所以閱
聽人看完改編作品之後，除了可以在透過漫畫把因為時間限制而刪改掉的劇情補
足，漫畫也能提供更豐富的背景資訊。另外，受訪者 A 也提到，因為動畫製作
組在改編時常會基於時間、篇幅等各種因素，自行編改而忘了作者本意，所以他
認為：
作品風格很重要，因為像《灌籃高手》這種劇情緊湊的故事……而且作
者都會給劇情的提示，如果要仔細了解的話，要看漫畫才行，有時候動
畫製作組會自行組合，忘了作者的本意。（訪談錄音稿，《灌籃高手》，
A）
（二）、原作論的反制
基本上，即使閱聽人先接觸的是改編作品，他們心中還是懷有「原作為主」、
「忠於原作」的論點（Leitch, 2007），如受訪者 K 表示：「我會先認定說，日劇
或電影就是改編自這部漫畫，所以我還是會以漫畫為主」。因此，閱聽人會因為
認定改編是來自於某漫畫原作，而覺得自己應該去消費原作漫畫。
目前看到第六集，連潤子我也覺得好婊.....不喜歡就不要給他任何機
會或是自己破綻太多啊！！各種心軟各種讓對方入侵自己的世界（？）！
然後被清宮告白（？）後發現照片馬上回去找星川開房間到底！（雖然
在遊樂場發現星川還在是意外，知道自己這樣很討厭也讓我鬆一口氣，
原來她還知道自己這樣不太對）。覺得應該要忠於原著於是看了漫畫，
看沒多久潤子就跟星川睡了到底！！理解不能！就無法繼續看漫畫下
去了.......（網路文本資料，mi****／[心得]朝五晚九心得（各種吐
槽，微黑有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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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同媒介有不同的表現方式，改編過程也會因應媒介適合的方式進行
敘事的調整。所以，當閱聽人抱持原作論觀點去消費漫畫與改編作品，對不同媒
介的接收認知就會互相受影響。如受訪者 M 表示，即使自己先接觸的是日劇，
也認定這個文本的設定，但多多少少還是會因為後來接觸了原作，而去比較兩者，
這樣的比較行為造成閱聽人對不同媒介的感受互相影響。
因為有的時候看的過程當中如果個性、其他東西符合，那我會覺得這兩
個東西是互相加分的。如果日劇的主角演的好，我對於漫畫我接受度就
會比較高，就是我覺得如果有哪一個表現不好，我覺得評價就是會被影
響到。（訪談錄音稿，《失戀巧克力職人》，M）
由於日劇與漫畫兩種媒介表現、詮釋敘事的方式不同，對於其中一者的評價
影響到對另一媒介的看法，如網友 VC***表示自己因為好奇漫畫的表現，忍不
住看了漫畫，卻在之後繼續觀看的過程中，不免開始比較兩者的差異，直到把其
中一個媒介表現忘記之後，才終於又能好好欣賞。
由於《進擊的巨人》是依據漫畫內容而推出，而非原創動畫，免不了被
比較漫畫和動畫間的差異，幾乎每一集動畫都有批評聲浪，說哪裡跟漫
畫不符合、漫畫的橋段比較精彩等，我在看完動畫第二集後，難以克制
心中的好奇，忍不住把漫畫補完，雖然看動畫依舊精采，卻也讓我看動
畫時偶爾覺得動畫這裡多了、那裡少了、哪裡畫不好了。兩年後的現在，
我對漫畫分鏡跟細節劇情已經忘的差不多時，回來看動畫覺得超好看，
當初把動漫之間互比的念頭都沒有了。
（網路文本資料，VC***／[動畫]
進擊的巨人－25 集總心得）
閱聽人為了避免因為看了漫畫，產生比較行為而造成愉悅中斷，他們採取「先
完整地看完一部改編作品或一個篇章，再去接觸漫畫」
，如網友 Lo****表示自己
為了不要在觀看過程中受影響，「我是看完日劇，才忍住把封印的漫畫拿來看，
最後看動畫的人」
（網路文本資料，Lo****／re:[心得]第一集動畫感想）
，受訪者
K 也表示：「除非是我先看完了日劇或電影，之後再去追漫畫，彼此就不會有影
響」。
三、小結
Hutcheon（2013）曾說過，改編擁有的吸引力是重複性、差異性、相似性以
及新奇性四者的混合。不論是先接觸原作或是先接觸改編，知情閱聽人都已經對
故事脈絡有一定的了解。綜合切入點與參與模式的概念，可以發現先接觸的媒介
與各改編媒介的特質而影響了閱聽人觀看漫畫原作或其他改編作品的動機。
從漫畫到改編的觀看動機，其實和過去的研究結果相似，改編提供他們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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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故事的機會，他們可以透過不同的方式再次見證故事的誕生，回憶起當初觀
看時的感動。其他不外乎是改編要如何再現出他們已經熟悉的人事物，改編者或
演員要如何詮釋故事與角色；至於對忠實呈現的討論上，受訪者與網路文本作者
提到他們其實並不排斥「改變」，他們希望改編並不是仿照漫畫，而是能運用不
同媒介的特色來表現漫畫。
相較於前者，先接觸改編之後，再看漫畫的動機則是為了想知道故事的後續
發展或其中細節，一部好的改編作品可以觸發閱聽人去看原作的動機，如同
Hoffmann（2006）提到單純曝光效應，當改編作品給予閱聽人好的印象，閱聽人
愈喜歡它，自然就想藉由消費原作，了解細節與更多的故事，就像網友 Er*****
所說：
如果做為入門作品，一部好的改編電影確實可以快速把人帶進漫畫的世
界，在自己的經驗裡，如：《死亡筆記本》、《寄生獸》……許多經典的
漫畫作品，我都是先被電影呈現出來的概念驚豔，再回頭把原著作品補
完，感受其豐富的故事。但相反的，如果電影拍得尷尬，就會造成反效
果了」
（網路文本資料，Er*****／[好雷] 蠕呼呼呼呼──暗殺教室）。
基本上，從上述分析中的閱聽人表述可以得知，他們對於觀看動畫的動機，
所提的內容甚少，且對於敘事的關注大過畫面表現，這顯示在閱聽人的認知中，
漫畫與動畫之間的差距較小，在選擇是否觀看時，並無太多考慮的理由，反而是
一種自然而然就會接觸的消費行為。
然而，對於真人化改編的日劇或電影，閱聽人考慮的要素更多了，既在意故
事的改寫，也關心畫面的寫實呈現與角色的表演，畢竟真人化是不同於漫畫的藝
術風格的表現，讓閱聽人更加清楚意識到媒介之間的差異，進而產生互媒性的解
讀。這也是為何閱聽人會為了避免下意識地將不同媒介表現形式進行比較，而說
服自己要將不同的媒介形式獨立出來觀賞；這是閱聽人認知到自己的比較行為會
造成觀看愉悅中斷，因而產生出一種防禦機制。

第三節 閱聽人的跨媒介解讀
漫畫、動畫、日劇與真人電影四種媒介，有動態、靜態、圖像、真人四種不
同的表現方式，提供閱聽人不同的觀賞經驗，使閱聽人對於漫畫原作與改編作品
的解讀受到不同媒介表現所影響。依照上一節動機的分析，閱聽人的觀賞過程大
致可以分為兩個方向，一是傳統上從原作到改編作品的觀賞歷程，也是多數閱聽
人所經歷的方式；另一種則是先接觸改編作品，繼而再接觸漫畫原作或其他改編
方式。
根據 Zullo（2013）的想法：
「媒介不只是單純的呈現內容而已，更影響了內
容的表現」（p.4），對於閱聽人來說，跨媒介參與不只在敘事上填補原作與改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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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隙，他們隨著不同改編作品的媒介特質來解讀原作與改編。閱聽人選擇參與
的媒介不同，觀看方向不同，為他們在跨媒介參與的互媒／互文解讀上，帶來不
同的想像、詮釋與參與歷程（Dowd et al., 2013; Jenkins, 2013, 2014）。
一、跨媒介參與下的互媒性解讀
漫畫與改編的動畫、日劇、真人電影是以圖像、影像而非文字語言作為傳播
的主要方式，隨著圖像轉向時代的興起，互媒性的概念更適合用於詮釋閱聽人如
何檢視漫畫與其跨媒體文本之間的敘事、美學表現，思考跨媒介轉換如何影響閱
聽人與文本的互動。根據文獻的分類，將閱聽人對漫畫與改編媒介之間的參照解
讀分為「媒介轉換」、「媒介結合」與「媒介相互參照」三類討論。
（一）、媒介轉換
１、換個方式說故事
在跨媒介參與的情形下，閱聽人對作品的解讀自然會涉及媒介轉換。媒介轉
換是指相同的內容從原先的媒介轉換成另一種媒介表現（Rajewsky, 2010）
，而漫
畫與影像化的改編（動畫、日劇、真人電影）都是屬於表演媒介（showing）
，前
者是靜態，後者是動態表現。本研究資料發現，閱聽人在跨媒體參與中，會關注
文本的藝術性，評價改編作品的藝術呈現與視覺效果的本質與品質（Michelle et
al. , 2015）。因為閱聽人已經知道劇情，所以會先注意畫面的轉換是否恰當，作
為評價的基礎。
我自己比較會介意他跟漫畫的畫風像不像，會不會差太多，因為有些動
畫畢竟是要畫很多張，會覺得有時候沒有畫的像原作那麼漂亮的時候，
就減少我看的慾望。所以如果他畫風沒有差太多的話，我就會比較想繼
續看下去。早期像是美少女戰士，或是夢幻遊戲，這兩個我就印象很深
刻，因為它動畫就是沒有畫的漫畫好看，那時候看了就沒那麼開心，就
會覺得「啊！還是漫畫好看。」然後像是獵人啊，因為它是少年漫畫，
我覺得他改的…就畫風的感覺沒有差很多，就能比較享受在動畫裡面。
（訪談錄音稿，《美少女戰士》、《夢幻遊戲》、《獵人》，O）
日劇的話…之前有看過《神眉》，那鬼手超不逼真，而且像那個雪姬，
雪姬應該是要漂亮的，但真人版就弄得像個傻妹一樣，雪姬本來是山上
的妖怪，怎麼會是傻妹呢？她是有可愛的地方，但絕不會是像真人版用
的像個傻大姐。故事中要打一些鬼怪之類，一看就知道太假，因為它撥
出時間是一般時間，所以就不能太血腥，妖怪就會弄得很蠢，在看的時
候，就會抱著一個開玩笑的心情看待，因為漫畫版比真人版還可怕，可
是真人版就會很想笑，比如說漫畫裡面九尾狐變身的時候多帥，真人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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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真是醜死了，就覺得根本是個大玩偶，也不能說它毀壞作品但就覺得
是個搞笑片。（訪談錄音稿，《靈異教師神眉》，A）
閱聽人對於畫面轉換的感受往往受到日漫的美學風格所影響，閱聽人在閱讀
漫畫的過程會先受到圖像的吸引，產生強烈印象。不論是動畫畫或是真人化，當
改編作品無法在原作的風格與影像表演方式之間取得平衡，閱聽人就會失去持續
觀看的動力；反之，當改編媒介能在影像中善用漫畫的風格，閱聽人就會增加觀
看的慾望，並予以好評。
《女主角失格》我個人覺得水準之上，有達到漫畫與電影間的拿捏，在
漫畫感的取捨上相當成功，不會太過也不會太少，雖然仍嫌浪漫過頭，
但這就是漫畫才能擁有的專利不是嗎？正因為是漫畫改編，才能如此放
肆。《女主角失格》整體來說前半段用許多特效，如女主角中箭、浮在
上空的字體等等去呈現漫畫誇張感，加上女主角真如同漫畫般誇張表情
與動作，確實會讓人有種再看喜劇漫畫的錯覺，不慍不火剛剛好的設計。
（網路文本資料，a1*****／[好雷]《女主角失格》，女配角不好嗎？）
但是，畢竟都是要換個方式來重新說故事，也有閱聽人認為比起以漫畫的表
演方式來呈現，應該更加善用改編媒介的優點，如受訪者 O 就表示，
《名偵探柯
南》改編成連續的動畫影像後，她對於細節更加理解。
《柯南》變成動畫之後，好像比較能理解他的案子在幹嘛。因為它有一
些犯案動作，比如說犯人做了什麼機關，在漫畫裡面只有一個畫面，加
上很多文字敘述時，會有一種似懂非懂，或在看的時候覺得「啊、我好
懶得看那麼多字」，就這樣看過去，然後沒有了解犯人到底做了什麼機
關。但是動畫的時候，因為它是動作就有一個連貫的畫面，就比較理解
那個手法。這就是如果同一個案子，我看了漫畫與動畫之後會覺得好像
比較能理解他在說什麼。（訪談錄音稿，《名偵探柯南》，O）
我會覺得漫畫的分鏡會比較雜亂一點就動畫處理得比較乾淨，像是獵人，
漫畫後期整個畫面是蠻雜亂的，相對來說，動畫就感覺可以讓觀眾看得
比較清楚，我覺得這跟作者的風格有很大的關係，像少年漫畫，就是原
作好像都沒畫得很精緻，改編成動畫後精緻度都會提高。
（訪談錄音稿，
《獵人》，J）
從閱聽人的回應中發現，特別是真人影像更應該善用媒介本身的優點，例如
透過演員、音樂、燈光、道具、佈景等去重新建構出屬於日劇或電影的表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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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講電視劇好了，我覺得這兩部男女主角都是一時之選，至少男女主角
都是賞心悅目，然後他又有一些比較時尚一點的配樂、服裝、打光、彩
妝、配件、佈景都比較精緻一點，漫畫的畫也不是說不精緻，但竟是只
有黑白線條，相比之下，電視劇重新搭了景比較漂亮。
（訪談錄音稿，
《請
和這個沒用的我談戀愛》、《朝 5 晚 9》，G）
日劇似乎也想營造出類似國外美劇的拍攝手法，更為動態：如潤子吃中
餐經過街道時，有人拿著氣球繞過她；或是她與上司在街頭談天時，中
間空檔被一群跳著的人穿越過。中間有數個畫面都頗有情調。（網路文
本資料，ak*******[心得]朝 5 晚 9 第一集（有漫畫雷、部分人物比對））
最後志志雄的體溫過熱而死也經典重現，平心而論，我可能也比較偏向
原作轟轟烈烈燒死的那一派，因為畫面更具氣勢。但其實看電影後來也
別有一番感動，這樣其實更貼近真實，而志志雄在逐步燃燒的火焰中，
邊痛苦的嘶吼邊步向地獄，對照劍心的若有所思與告別，兩人人生的對
比，其實是有另一種比原作更悠長的感觸的。（網路文本資料，mo***
／[普好雷]要是多一集多好的神劍 3）
２、篇幅的侷限性與敘事節奏的掌握
除了圖像要如何轉換成影像之外，漫畫動輒十幾、數十本的內容，要如何在
有限的時間內述說， 動畫、日劇與電影要如何表現出漫畫的敘事節奏與篇幅，
都是閱聽人關注的要點。
漫畫的節奏和電影的節奏本來就不太相同吧，漫畫的時間跳躍可以非常
自然，但電影一下松姬死後三年、一下死後十五年，會讓人覺得不斷在
快轉，有一點斷裂感。這邊應該可以算是漫畫改編電影的一種困境吧。
（網路文本資料，hs*******／[心得]「大奧‧永遠」）
漫畫的分格讓故事的時間與空間性具有斷裂性的特色，閱聽人在閱讀時可以自己
將斷裂的地方補上，然而，對於原本就是連續性的影像，時間的過度切換反而造
成閱聽人觀看上的不連貫，敘事的節奏被打亂。換言之，這樣會讓閱聽人無法融
入故事中，另一方面，影像化後過度的拖沓時間，也會讓原作故事企圖營造的氛
圍遭到破壞，使得閱聽人的觀賞情緒中斷。
因為動畫不能超越漫畫，所以動畫有時候會開始拖戲或是回憶，反而讓
我覺得沒有漫畫那麼刺激、緊湊，因為有時候回憶流川楓打個架，打一、
兩集都打不完，就會覺得很拖戲，那漫畫可能兩頁就交代過去。（訪談
錄音稿，《灌籃高手》，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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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前看的另外一部鑽石王牌，它在漫畫的時候就已經是非常長篇的漫
畫了，改編成動畫也是以要播非常長的集數的方式規劃，雖然說我當時
非常喜歡這部，可是它在改編之後，也許是因為它是一次全部播，劇情
看到最後就覺得有點冗長，所以我到最後動畫的部分就比較沒那麼積極
的每一集都看，最後就有點疲乏。（訪談錄音稿，《鑽石王牌》，I）
就故事篇幅來說，改編作品大致是依照著原作的流程，劇情的主軸不變，以
刪改大量劇情的方式進行改編，保留原作中推展劇情的關鍵事件，事件間的空隙
再以新的劇情連接（張智涵，2015）。受訪者 H 就說過，其實漫畫改編的作品，
不論是在畫面或時間上，都相當有侷限性，以電影來說，勢必要將故事進行整理，
甚至人物劇情得有所刪減，裝在電影的框架內，這樣的改動可能是變得更精華，
也可能是少一些東西，甚至可能變得像另一個作品的感覺。
比如說日劇他講的這句話其實就已經告白了，可是在漫畫中他不只講一
次，因為漫畫的篇幅很長，可是日劇一季十集而已，所以他不可能花太
多時間在小細節上，可是漫畫裡面就會把這些小細節給放大，可能相處
的過程中就會用一本到三本的量去鋪陳男生女生相處的過程，可是在日
劇裡面就是一集，然後一集裡面他用一到兩個事件，我們就會知道「喔…
他們已經約過會了」，然後中間的那些小細節我們又不用去在意，因為
既然會有兩個大的約會就會有小的約會。
（訪談錄音稿，
《淘氣小親親》，
Ｍ）
原著故事到第四集之前，一直不疾不徐地交代主角們之間的人際關係，
在前三本的小故事裡一點一滴地展露他們深厚的情感，雖然都是些零碎
的生活趣味，但是這種慢節奏卻更讓讀者進入狀況。直到第四集開始，
整體故事開始往先前鋪陳的伏筆發展，角色們的內心世界，尷尬、執著、
悲傷，也一一被挖掘出來。問題是，在兩小時的青春電影裡，勢必無法
交代這麼龐大的劇情量，因此故事在第三集硬生切斷，完全沒有交代原
著裡最複雜的理花與森田的秘密，電影的鏡頭只停留在五個人先前的生
活相處之上，整部電影劇情於是充滿了片段凌亂的情節，使得觀眾無法
更加地了解這些角色的內心世界。（網路文本資料，to********／另一
片幸運草,另一段蜂蜜時光:蜂蜜幸運草（上））
相較改編作品，漫畫有更優渥的時間可以慢慢鋪陳，但是電影的時間限制，
無法交代所有劇情，刪改之下因為對角色的塑造不夠完整，反而讓閱聽人無法與
角色產生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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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故事精神的轉達
本研究資料發現，漫畫轉換成其他媒介作品的過程中，閱聽人特別在意故事
靈魂（精神）的呈現（Egan & Barker, 2008, cited in Michelle et al., 2015）
。從過去
觀賞漫畫改編作品的經驗，閱聽人深知改編媒介無法忠實地呈現漫畫；所以，閱
聽人想看到的改編作品並非是外型上跟漫畫一樣，而是故事靈魂的傳達。
它畫面沒有漫畫來的有趣，沒有漫畫來的寫實，而且它故事在講盤尼西
林的發明，畫圖可以畫得很天馬行空，可是拍攝的時候卻顯得很拘謹，
不太喜歡這種樣子。就《仁醫》來說，它是在描述醫學，所以漫畫可以
畫出各式各樣的事物，但日劇拍攝上就不可能那麼血淋淋啊！所以就覺
得原本應該要有驚喜的部分都不見，讓人覺得悶悶的。畫面表現上會有
所限制，原本期待的東西反而表現不出來。我覺得它不見得要一模一樣
的劇情，但是它的主題精神要在，以《神之雫》來說，譬如說要攀登什
麼阿爾卑斯山，漫畫就可以畫出來，但日劇就無法拍出來，但它用比較
誇張的方式表達，用狂笑啊、比較粗劣一點的手法，但卻觸碰到漫畫的
精神，讓我覺得表現出來的感覺相差不遠。
（訪談錄音稿，
《仁者俠醫》、
《神之雫》，D）
電影版最大的問題，不是動畫，不是角色，而是絕望感。當初看動畫所
帶來的絕望感超極沉重，艾倫面對媽媽被吃的絕望，阿明眼見同伴被吃，
終將輪到自己被吃的絕望，米卡莎面對愛倫被吃的絕望，書中教導我們
面對逆境只要奮勇面對就會勝利的說法完全不成立，面對巨人只有滿滿
的無助和無力。而電影只有像恐怖片一樣想嚇人、吃人，像摸奶那段，
反而變得好笑。（網路文本資料，Fi**／Re: [超級大負雷] 進擊的巨人
同人電影）
改編電影僅在特效、選角和故事劇情上都幾乎忠於原著是不夠的，《20
世紀少年》的原著精神我幾乎沒在這部電影裡發現，這是讓我意外甚至
失望的地方。從日本的報導和各類作品中，我們不難發現日本常有類似
新興宗教團體做亂的現象，這也是為何故事一開始會用朋友社團的宗教
崇拜作起點，到後來甚至以宗教崇拜來描述英雄崇拜背後的脆弱。因為
完整漫畫寫實卻忘記原著探討的中心思想，甚至將鋪陳經典的轉折都省
去，那這不過就是昂貴的 Cosplay 罷了！（網路文本資料，yu****／[平
雷]《20 世紀少年》第一部（電影總共有三部喔））
從上述閱聽人的表述可以發現，故事精神是閱聽人在評價改編作品是否轉換
成功的關鍵。即使不能忠實地呈現出漫畫的樣子，但改編作品能以影像化的表演
去傳達出原作精神，閱聽人會予以好評；然而，不論畫面、特效、演員多忠於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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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若是忽略了原作精神的探討，閱聽人便會覺得該作品未能觸及當初感動他們
的敘事核心。閱聽人感到失望之餘，也會對沉浸於故事產生抵抗，如受訪者 B
所言：
我看完漫畫的歡愉感轉嫁到了動畫的話，比較沒有落差，但當他是被改
編成電視劇或電影的時候，它就會造成我一種……抵抗，產生「嗯？不
太一樣」或「這是正統的嗎？」這種想法。
（訪談錄音稿，
《只想告訴你》、
《流星花園》，B）
就分析結果來說，閱聽人對於媒介轉換的解讀，多著重在動畫、日劇與真人
電影是否能將漫畫的畫面與敘事轉換恰當，轉換也並非執著於一對一的忠實再現，
而是將漫畫風格巧妙地融入影像的敘事與表演中，或是運用改編媒介的特性重新
詮釋作品。
此外，比起外型，故事的靈魂更加重要（Mimibao，2008 年 10 月 24 日），
日漫作品的完整性很高，不像美漫長期重新發展，詮釋上較為彈性。因此，對閱
聽人來說，故事靈魂的建構就相當重要，特別是針對真人化的改編，靈魂不只是
閱聽人解讀故事的背景，更是感染情緒的要素。
整體而言，不論是過去從講述到表演方式的媒介轉換，或是表演媒介之間的
媒介轉換，若是能在漫畫與改編的動畫、日劇、真人電影之間取得平衡，能以適
當的方式去表現出漫畫的畫面風格、敘事鋪陳與意涵，提供閱聽人不同詮釋故事
的方式；然而，一旦失衡就會招致閱聽人的抗拒，無法與作品產生共鳴。
（二）、媒介結合
１、關注音樂與聲音、忽略動作
漫畫是兼具圖文、靜態的媒介形式，本身就可視為是「媒介結合」的表現。
「媒介結合」至少由兩種媒介型式結合，是一種多媒體的表現方式，改編成動畫、
日劇與真人電影的影視作品之後，融合音樂、圖像與影像等表現方式。從研究資
料中發現，閱聽人特別注意聲優、音樂的表現如何營造出不同於漫畫的氛圍，音
樂的加入可以為作品帶來新境界，讓閱聽人更加沉浸於故事之中（McNally,
2002）。
配樂是改編蠻重要的部分，是一種情境，如果沒有配樂會覺得很乾，可
是它配了音樂就會覺得它很浪漫這樣，我覺得這是漫畫比較難做到的。
（訪談錄音稿，《請和這個沒用的我談戀愛》，G）
我覺得從漫畫到日劇差最多是配樂，因為它每一季都會有主要的配樂，
這就是漫畫裡看不到的。但音樂的搭配倒也不是融入故事，我覺得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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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營造氣氛，因為《孤獨的美食家》這部作品沒有什麼故事劇情可言。
（訪談錄音稿，《孤獨的美食家》，N）
由於羽海野千花老師對於輕搖滾音樂的喜好，所以不只書名跟音樂有關，
老師創作時也聽這些音樂，動畫化時更是配上了大量的插入曲，彷彿羽
海野老師用心描繪的漫畫格，就是一個個小小的喇叭，無聲地靜靜播放
給每一個讀者聽。當電影版音樂製作交到了菅野優子手上，又會怎麼看
待這樣一份獨特的配樂工作呢？先從一個小地方看起。當時真山看到竹
本兩眼發直時的心聲：我第一次看見他人墜入愛河的瞬間，這句台詞說
來簡單，但在電影裡該如何用配樂加強戲感？菅野優子竟然寫了一個短
短的樂章，17 秒的墜入愛河之音，首先是微弱的聲響，好像從幽暗的
天空中有什麼東西墜落下來了，"噹"的一聲清脆地擊破沉靜，隨後兩個
音符就好像是在地上彈跳一般，第三個高音音符卻又嘎然而止，彷彿留
下了一道亮眼的光芒後又消失不見，用音樂來表達情感，連這樣的小地
方也有玄機，真是小巧的驚喜。（網路文本資料，to********／另一片
幸運草,另一段蜂蜜時光:蜂蜜幸運草（下））
從靜態的漫畫到結合音樂與聲音的改編媒介，配樂會加強、引導閱聽人對影
像的反應（Hutcheon, 2013）
，也就是說，音樂效果會帶領閱聽人融入劇情，並激
發他們的情緒反應。音樂的加入不只滿足閱聽人聽覺感官的需求，更讓影像表現
上更加豐富，透過音樂與影像的結合，使閱聽人的情緒在觀賞過程中，隨著音樂
興奮、感動。
公園事件是我看漫畫每看必哭的一次，而且每看一次感觸就越深，特別
這禮拜"還是母親節"，整個在電影院飆淚，但是電影跟漫畫不同的地方
就是多了 BGM 呀! 背景音樂真是催淚滿分！如果媽媽的回憶再多一
點，我想催淚程度應該 100%，特別是媽媽為了避免新一被燙傷那一幕。
還有新一看到媽媽爸爸旅行回來那幕，喔幹！真的要哭了！！好吧我覺
得這是漫畫遠不及電影或動畫的一幕吧！（網路文本資料，ea*******
／[好雷]寄生獸-電影版--完結篇 觀後心得！）
配樂讓我對這部電影大大加分。很喜歡新一情緒轉折，或是有什麼危機
準備出現時，配樂之間的轉換。還有就是新一被 A 刺穿心臟，米奇救
了他，新一甦醒後對著鏡子哀傷母親死亡那幕。背景雖然是窗外透射的
陽光，看似溫暖，但搭配新一悲傷的心情卻格外來得令人鼻酸。導演把
這幕拍得真的很美，很喜歡這個畫面。
（網路文本資料，pi*******／[好
雷]《寄生獸》- 高還原度的改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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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音樂帶來的效果，滿足閱聽人情緒上的需求，Marciniak（2007）還提到
人的聲音有種能撥動人們情緒的力量，操控閱聽人的觀影反應。音樂的使用無疑
地增加了口語的感性力量，而且閱聽人的愉悅感不僅是可以從音樂的旋律與節奏
中所產生的心情與提高的情緒得之，同時藉由分析音樂強化文本意義或是提供文
本意義新的詮釋觀點等方式。
……日日人搭乘火箭發向太空，曾踏上太空的退役太空人奧爾德林先用
鬥志說醞釀火箭升空是要許多人的力量才能完成，接著火箭升空，畫面
及音響效果帶來的震撼和六太帶著複雜情緒說出飛啊!!快飛啊!!!這邊
算是騙到了我第一滴眼淚。
（網路文本資料，cl*******／[好雷]宇宙兄
弟）
其實我對聲優沒什麼研究，不過鋼鍊的聲優表現常常讓我忍不住讚嘆不
已啊！大推朴璐美配的主角愛德！不論是熱血、悲傷、還是嘶吼慘叫場
面，常常讓我感到雞皮疙瘩、超級佩服，例如 41 話負傷時的叫聲，我
光聽就覺得靠北好痛啊！
其中一個賺人熱淚經典場面，就是 26 話結尾，被真理拖進大門的愛德
再次踹開門、怒吼著阿爾馮斯等我我一定會來接你，配上 ED 神切入，
我只想說動畫太神了！（網路文本資料，cp****／Fw: [推薦]鋼之鍊金
術師 FA－細水長流的感動與溫暖）
改編之後，音樂的結合所帶來的效果，閱聽人特別針對動畫音樂的感受上有
「類型」的區別，閱聽人會以他們對特定類型的認知，作為詮釋的背景框架
（Michelle, 2007）
，從受訪者的回應中發現，特別是少年、冒險這一風格、類型，
結合聲優與音樂表現，讓閱聽人觀看情緒上更加滿足，視覺感受上也更加強烈，
豐富閱聽人的感官體驗。
因為它（《一拳超人》）是屬於比較熱血的漫畫，多了聲音以後，好看非
常多，這就很像《七龍珠》或《第一神拳》這種打鬥的漫畫，他必須要
有聲光音效，戰鬥、熱血、冒險的故事變成動畫，加上聲音後會帶給我
更多感覺，情緒更豐富，但如果今天是比較言情或是抒情性質的漫畫，
就只是多了這些聲音，如果它演的好那就好，如果它演的不好就很蠢。
（訪談錄音稿，《第一神拳》，B）
我自己是會對一些少年漫畫，像是火影忍者的動畫，有了音樂之後會讓
人覺得更熱血沸騰，所以那時候就覺得這動畫音樂配的很好，少女漫畫
可能就還好。（訪談錄音稿，《火影忍者》，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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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畫改編成動畫或真人影像後，結合聲音與音樂，讓故事的表現力更加豐富；
然而，媒介結合並非只有音樂或聲音的搭配，以漫畫與動畫的表現方式為例，除
了加入音樂與聲音，漫畫轉換成動畫後，還有結合了「動作」表現，但這一要點
在訪談資料中甚少發現，甚至是幾乎被忽略的部分，僅有一人對此做出較詳細的
回應。
如果是先看漫畫已經知道劇情，在看動畫時，會把注意力放在動畫的更
多細節，譬如剛才說的聲音，或是在動作上或是運鏡的表現，就更有餘
力去欣賞的感覺。因為我最近很喜歡排球，當然排球它大部分按照漫畫
在走，但有些點它會新增一些角色間的對話也好或是過場的場景，就是
可以讓劇情更流暢，然後某些小場景會讓人覺得很驚喜這樣。（訪談錄
音稿，《排球少年》，I）
對於動作的忽略可以從受訪者 C 與 H 的回答中窺知一二，兩位受訪者皆提
到自己在閱讀漫畫時，會自己進行「腦補」，也就是在腦袋裡自行將畫面連接。
閱聽人在看漫畫時，已經會在腦海裡建構出角色的動作或是畫面的轉移等行為，
因此，當閱聽人看到動畫的表現時，便對動作沒有太多的關注，反而對於多出來
的音樂或聲音，感到驚喜或期待。
２、音樂影響原作甚至其他改編作品的觀賞經驗
相對於從漫畫到影像化改編的觀賞，可以使閱聽人的視覺與聽覺體驗更加豐
富，先接觸了動態影像化的改編作品之後，再回過頭來看漫畫，閱聽人不免被聲
音或音樂所影響，將觀看改編作品的印象附加在漫畫的觀看過程。
就覺得漫畫好像沒那麼生動，因為動畫有聲音，就會讓我看漫畫時想像
那個角色的聲音就是那樣子，所以看完動畫再回去看漫畫就會讓我開始
去想像那個角色的聲音，會受到聲優的影響。
（訪談錄音稿，
《航海王》、
《獵人》，J）
我覺得以我自己個人而言，都是第一次接觸的媒介印象最深刻，其後接
觸的作品都有點像是補充，然後搭配一些有音樂或影像的作品，在看漫
畫時，這時候我覺得比較有趣，可能是因為一些音樂或聲音上的表現，
我覺得在看紙本的時候，這些東西就會跑出來。我覺得這些彼此之間是
一種互補的感覺吧！（訪談錄音稿，《交響情人夢》，O）
起初閱讀漫畫時，閱聽人還會對畫面與角色有所想像，但是像《航海王》
、
《火
影忍者》這種長篇作品，漫畫一集一集、動畫一季一季推出，閱聽人很容易將漫
畫和動畫交叉著觀看。長期下來，動畫的聲音、顏色會融入閱讀漫畫時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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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閱聽人對畫面或聲音的印象，導致閱聽人後續再閱讀漫畫時，容易帶入動畫
的聲音。
看動畫後就會被聲優的聲音影響，因為我是同時漫畫跟動畫都有看，因
為起初看漫畫時都會有一點想像，看了動畫之後，不管聲音、還是顏色，
當我在看漫畫時就會想到動畫這些設定，尤其是像我這種交叉著看，或
是一次追很多進度的人來說，很多聲音都會融在一起，而且這邊故事看
過然後又去看動畫或漫畫就會一直不停加強畫面或聲音的印象。（訪談
錄音稿，《航海王》，A）
另外，有受訪者特別提到從動畫到日劇的觀看過程，兩者同樣作為動態影像
表現，如果能使用熟悉的動畫配樂，會讓閱聽人更沉浸在日劇之中，透過熟悉的
配樂把過去觀看時的開心、愉悅的感覺再帶回來。
我覺得從動畫跳到日劇的這個過程會比較有影響，影響大一點的是在於
說，如果他把當初動畫的配樂拿到日劇來用，那其實我覺得我的涉入度
會深一點，就好比說可能某一個特殊的場景或是場合他一定會用到的配
樂，那剛好跟日劇搭起來了，我會覺得是同樣的情境，例如某個危急的
時候，一定會有的固定的配樂，那小時候看動畫時就已經熟悉那個配樂
了，所以在替換到日劇上面時，自己對於那個配樂就有感覺，或者是看
到那個當下，自己腦袋裡就會有那個配樂產生。對我而言，只是一個是
卡通的、是 2d 的，一個是立體，我覺得音效這一點對我來說是蠻重要
的。（訪談錄音稿，《名偵探柯南》，M）
從漫畫到動畫，在到日劇的觀賞過程，動畫音樂帶給受訪者Ｍ強烈的印象。對於
該受訪者來說，雖然音樂是動畫製作組的詮釋，但是動畫的音樂重要到讓他覺得
應該要再放到日劇中使用。從上述這些資料可以得知，當閱聽人已經接觸過聲音
與音樂的洗禮之後，音樂與聲音開始影響他們再去看原作的歷程，甚至是去看其
他改編作品的感受。
綜合前面所述，因為漫畫本來就是圖片與文字兩者兼具的媒體，所以閱聽人
對於媒介結合的討論多關注在音樂與聲音表現，忽視動作的表現。因為閱聽人已
經在腦中自然的連結動畫與畫面，對於閱聽人來說，動作不是一種新的詮釋要點。
以前小說影像化，閱聽人還可以對角色的動作與畫面有想像空間；然而，特別是
漫畫改編成動畫，畫面與動作連結早已在閱讀漫畫的過程中產生，因此，閱聽人
對於音樂與聲音的表現特別關注。
從資料分析中可以發現，閱聽人在檢視改編作品的音樂、聲音表現時，不太
會將漫畫原作視為對照基準，而是針對個別改編媒介的特性或是同樣屬於影像的
媒介（例如：動畫），去評價媒介結合的效果是否合適；另外，對於先接觸改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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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頭看漫畫的閱聽人來說，容易在看漫畫的過程中，想起動畫或真人化作品的
音樂、角色聲音等表現。
（三）、媒介相互參照
１、日漫美學風格難以轉換
漫畫與它的動畫及真人化影視作品都是以視覺呈現為主，不論是迷群或是一
般大眾，或多或少都會在觀賞過程中，抱持忠實呈現的觀點去欣賞改編作品
（Burke, 2012）。閱聽人因而會去解讀改編媒介如何相互參照。媒介相互參照是
指某一作品使用特定手法去指涉另一個媒介形式的特色，例如真人化作品模仿漫
畫的構圖、風格、氛圍等。本研究實證資料發現，閱聽人在觀看這些改編作品上
就會特別去注意其他媒介要如何表現出漫畫的樣子。
因為神眉他的題材就是靈異故事，他可能會出顯所謂的妖怪，或是鬼魂，
可是這些東西我們在現實當中是看不到，你也只能是從漫畫畫出來的內
容去感受他的樣子，去想像出來，可是當它變成一個實體，他可能是用
一個道具也可能是 CG 去做出來之後，就會發現跟你想像當中是兩個不
同的東西，或者是說漫畫你看起來還好，可是做出來會動的東西之後，
就覺得很奇怪。（訪談錄音稿，《靈異教師神眉》，M）
巨人從牆縫底下進攻後，一瞬間我真的笑了，雖然動漫的巨人本來外型
就是人的模樣，可是電影版的巨人沒有營造出壓迫跟恐懼感，有幾隻小
隻的巨人做得很棒，越大隻就越失敗，超大型巨人也假假的，巨人鑽進
牆內時，我想起格列佛遊記，那畫面根本是格列佛進小人國。（網路文
本資料，VC***／[普雷]進擊的巨人-最殘酷的就是動漫變真人版）
影片特效的部份，第一個出現的特大型巨人還有艾倫變身成的巨人感覺
比較有動漫的 fu，其它的巨人不能說做得不好、但感覺像是鬧鬼。然
後士兵們在空中飛翔的畫面完全跟動漫沒得比啊！看過動漫再看電影、
猶如騎過機車再去飆腳踏車，再快也就那樣。
（網路文本資料，df*****
／[負雷]進擊的巨人 推薦給沒看過原著的人）
相較於小說改編成電影，每位閱聽人對文字的描述有自己的想像，漫畫本身
就具有影像的元素，像電影分鏡圖，而且日本漫畫的表現方式又是帶著「漫畫性
格」（陳柏拯，2005），也可以說是日漫獨特的「美學風格」，這樣非真實風格的
圖畫表現，使閱聽人在閱讀漫畫時，對於漫畫的經典畫面，或是角色形象印象較
深刻（Zeller-Jacques, 2012）
，並將漫畫的印象帶入改編作品的觀賞過程中，並期
待真人化改編作品能如實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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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真人影像中參照日漫美學風格的內容，無法很好的融入影像中，反
而令閱聽人產生到怪異的感受，導致閱聽人在觀賞時，無法投入敘事中。受訪者
Ｆ就表明比起《暗殺教室》的真人電影，自己還是傾向漫畫的方式，畢竟真人影
像無法做出像漫畫那樣的表現，都要靠 CG 來補強，但做不好的時候反而很假，
相比之下動畫比較沒有這種問題。受訪者 C 也有相同的想法：
我知道他在演這個角色，理智上知道、客觀上知道，可是我就會覺得…
我還是比較喜歡漫畫跟動畫的樣子。我覺得動畫就真的還不錯，因為動
畫就把平常妳在紙面上的那些圖案就連接在一起，就看動畫的時候，反
而有一種滿足感，就他真的呈現在你眼前，而且是動起來的樣子。電影
的話就像是在看另一部作品，可是你知道他在演什麼，你也知道劇本怎
麼寫，可是真人電影就真的沒什麼特別喜歡的，可是動畫的話我就覺得
蠻生動，也喜歡變成動畫的樣子。（訪談錄音稿，《寄生獸》，C）
動畫和漫畫本身就極為相似，陳柏拯（2005）認為動畫在製作時即保留漫畫的角
色形象、繪畫風格等具有漫畫性格的內容，因此表現上不會讓閱聽人感覺落差太
多，閱聽人在解讀媒介相互參照時比較能接受。
２、當虛構進入真實
基本上，閱聽人在解讀漫畫與動畫的相互參照上，不會有討厭、無法接受的
情緒；然而，對於真人化的日劇或電影作品，閱聽人會更加透過他們所生存的世
界去檢視作品的表現，受訪者Ｋ就曾表示，看漫畫時會覺得某個動作好帥、某個
畫面好浪漫，畢竟漫畫就是虛構的，怎麼想像都可以，但是真人化之後，感覺該
故事更貼近現實，再看到同樣的場景，反而不會有同樣的感受。受訪者 M 也有
同樣的想法：
因為《神眉》就是科幻類的東西，好比說老師的手可以除靈或者是你生
活周遭會出現你看不到的東西，就是會靈異現象，那些東西我會覺得說
你如果要用影像的方式拍出來，你就會很明確的知道那個東西是不真實
的，因為你的肉眼就是看不見啊！結果現在硬要是把它做成可以看的見
的，不管是後製上去，還是做出來的道具，我覺得那看的出來都是假的，
而且我覺得最主要是因為，他把漫畫當中出現的一些特色，然後強加在
影像當中，好比說，裡面有一個角色，老師是白頭髮，是長髮，也許看
漫畫你會覺得很帥。但是日劇呈現出來，可能是一些後製、道具、人物
的設定上面，他可能想要營照一個觀眾看到他從漫畫裡面走出來的人物，
可是從漫畫裡面走出來的人物，真實社會裡面或現實社會當中，不會有
人是做那樣子的裝扮或打扮，我自己看起來就會不真實。
（訪談錄音稿，
《靈異教師神眉》，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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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爾金（1966, 轉引自 Wolf, 2014）認為想像出來的故事世界仍是建構於真
實世界的基礎，因此閱聽人在觀賞真人化作品時，會把自己對真實世界的認知帶
入。然而，要將具有獨特美學風格的漫畫圖像參照進影像的表現上，卻難以融入，
即便可以用特效製作出擬真的效果，但閱聽人潛意識地認為這樣的人物或內容不
可能出現於自己的生活中，蓄意做出的真實感反而讓閱聽人感到不真實，讓閱聽
人無法融入故事中。這樣的不真實感（或是說違和感）來自於閱聽人對世界觀認
知的不同。
我覺得《寄生獸》的電影看起來有點假假的，就很不符合真實世界應有
的感覺。它是比較符合漫畫裡面整個人物的塑形，然後怪獸的感覺都很
逼真，可是因為它是真人電影，我知道它真的把那隻手弄得很逼真，可
是我覺得很不真實，不知道為什麼，可是我就覺得它…很不真實，就是
我覺得反而有隔一層山在看。可是我反而喜歡他漫畫裡面的方式，可能
是 2D 的感覺吧！反而它改編成真人電影的時候，我就覺得有距離感。
（訪談錄音稿，《寄生獸》，C）
除此之外，從下面這一篇討論中也可發現，世界觀的不同如何影響閱聽人評
價改編是否參照漫畫美學風格的適當性。一般來說，漫畫或改編動漫後，為了更
突顯角色的差異與個性，顏色都會比較鮮艷，網友 go*****以髮色還原為例，討
論真人化是否有必要如實呈現，其他網友紛紛留言表達自己的看法：
lo****：最近最慘的例子就是日劇版監獄的小花，演員本身很清純，可
是那頭假髮的質感讓我零秒出戲
Go********：看世界觀，校園或日常背景的作品最好不要，架空作品
就比較可以還原髮色
e4****：髮色只是要樹立性格分辨角色吧，真人版是沒什麼必要，但是
像巨人那樣的時空背景所有人都東方臉孔髮色就很怪
ll******：真人版造形真的符合現實比較好一些
ju****：弄得太像反而看起來會覺得怪怪的 好像看 cosplay 表演
（網路文本資料，go*****／[閒聊]改編真人版有必要把髮色也呈現出
來嗎？）
從上述資料來看，對於異世界作品，是可以保留漫畫的美學風格；然而，對
於大部分作品來說，畢竟已經是改編成真人化，應當要符合現實世界的邏輯。受
訪者 B 以《死亡筆記本》為例：
因為原本在看漫畫的時候會有一個既有印象，就會有一個大概是要呈現
怎樣的想法，但也許是技術上的關係，它在畫面上還是一個很虛擬的東
75

西。以《死亡筆記本》為例，它很明顯就還是用卡通的形象把他置到影
像裡面去。比如說是在漫畫裡，兩個角色就是同樣風格，並不是說三次
元對二次元，但在電影裡，主角是寫實的，像我們一般的認知，可是他
對的死神卻是二次元的，所以就會覺得，怎麼會是這樣呈現的感覺。
（訪
談錄音稿，《死亡筆記本》，B）
其次，雖然漫畫已經給予閱聽人既定的圖像，但漫畫畢竟是靜態表現，當漫
畫透過數位化技術或是真人演出的方式（陳玉滿，2005）將角色與場景實體化，
更能吸引閱聽人的目光與觸發閱聽人感動情緒。閱聽人並非是完全不能接受真人
化作品在表現上參照漫畫或動畫的特色，他們本身也了解漫畫中有些動作是無法
在現實世界中完美地再現出來，所以一旦演員能表現出經典的姿勢，就能激起閱
聽人觀賞的愉悅感。
有別於傳統日片，武士刀只有橫劈下砍等動作，武指設計出炫目的過招
招式,並將漫畫中的招式實體化，其中覺得比較可惜的部分算是齊藤的
牙突，雖然施展時架勢十足,但卻沒感受到這招應有的凌厲感，至於最
後與刃衛對決出現的飛天御劍流雙龍閃，這是以往只能在漫畫或動畫裡
回味的畫面，如今能以影片忠實呈現，還是一整個感動到不行。（網路
文本資料，su****／[心得]劍心 值得再看第 2 次的好片（微雷））
漫畫裡面本來就有很多東西是無法在電影，或者是說在真實世界中表現。
但是以電影的改編來說，我覺得是相當合理也很不錯的，打鬥也是都相
當流暢（當然還是無法跟我們的武打片比，不過也不錯了）雖然你說沒
有表現出很多招式 但是那些招式現實中用的出來嗎？光是九頭龍閃就
用不出來了，要我看到主角拿著劍對壞人戳九個地方，我會笑死吧！更
不要說要他一邊戳一邊大喊九頭龍閃~~~~其他就更別提龍鳴閃那種無法
達成的超越物理劍招了！我倒是覺得天翔龍閃非常有誠意啊！連左腳踏
步都出來了，這點就很夠水準了。
（網路文本資料，gs*****／Re: [超級
負雷] 神劍闖江湖 1.2.3.）
從上述資料可以得知，影響閱聽人解讀媒介相互參照的因素是漫畫的美學風
格與閱聽人對世界觀的認知，至於改編媒介本身的特質帶來的影響可能不大。基
本上，閱聽人將漫畫與動畫當作同一組的媒介形式看待，而真人化的日劇和電影
則是另一個對照組。
對於閱聽人來說，將漫畫的美學風格表現出來，並不只是模仿，因為他們也
都知道，漫畫中有些東西不是輕易就能仿照，且融入真人影像中。符合閱聽人對
他們生活世界的認知會比外型上做到一模一樣，讓閱聽人更容易接受，否則畫面
上的不協調感只會成為閱聽人觀賞過程的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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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跨媒介參與下的互文性解讀
根據前面對閱聽人互媒解讀的討論，依照不同的改編媒介，說故事方式會有
所不同，為了適應不同媒介的表演方式，原作故事會被重新選取、組合。因此，
在跨媒介參與行為下，當閱聽人面對敘事重整後的空白與斷裂時，不論先接觸原
作或改編的閱聽人，因為具有先備知識便可以填補改編與原作之間的空隙
（Hutcheon, 2013）
。從本研究實證資料發現，閱聽人主要透過推理改編者的意圖
與內容、角色進行互文解讀，並將漫畫改編視為是一種類型。
（一）、推敲改編者的意圖
從閱聽人的回應中可以觀察出，閱聽人會透過對改編者的「意圖」的認知來
做為互文解讀的方向（Michelle, 2007），例如閱聽人會推論改編者是基於某些理
由重新編排故事內容，這些理由可能是為了產生幽默感、戲劇性或是合理化，並
依此去建構自己對作品的看法。
最近有一部日劇是老婆婆變年輕，就是有一隻貓妖師法，讓他變年輕，
然後他的漫畫是還沒有結局，但漫畫給我的感覺，男主角應該是那一位
貓妖，但是日劇已經結局了，男主角就換成另一位男生。因為跟我的認
知不一樣，所以還蠻失望的，但理性來說，因為日劇通常是要讓大眾都
能接受，感覺就不會是跟妖怪在一起，這樣比較合理。
（訪談錄音稿，
《澄
和堇》，K）
漫畫可以描述得比較深，而改編的作品能了解的就不會那麼多，甚至有
可能跟原作的劇情完全沒關係，比如說《鋼鍊》就是很好的例子，我看
的是比較早的那個版本，因為那時漫畫還沒完結，他後來的劇情完全跟
漫畫沒關係，然後我想漫畫中能描寫的可以更多，畢竟動畫能解釋的時
間沒有那麼長，篇幅也有限，所以能留給觀眾解釋的機會不多，通常他
們都會把劇情刪到很少，變得很線性，比較不會那麼錯綜複雜。（訪談
錄音稿，《鋼之鍊金術師》，N）
記得這部電影當初在發表選角的時候，網路上就一片評論說，兩位主角
最高跟秋人的選角根本相反了！甚至連演出秋人的神木隆之介，一開始
也以為自己接到的角色應該是最高才對，怎麼一拿到劇本就變成秋人了
呢？後來經導演解釋才知道，這次選角是依照角色的本質而不是外觀，
關於角色相反的疑慮，我想大家看完電影應該都可以被說服，負責作畫
的最高，他那種固執、堅毅、不認輸又犀利的眼神，如果換成了神木弟
弟演，我覺得都不會比佐藤健接演表現得更好。（網路文本資料，
da******／[心得]爆漫王-給創作者的一封情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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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將漫畫內容的劇情的整合功力極佳, 除了同意父親的配角被刪有
點小可惜外，其它的部份，在 2 小時的劇情裡，所有重要的重點幾乎都
有抓到。對一個十年沒看這部漫畫的我來說，導演演出的劇情都是我對
這部作品主要有留下印象的部份，所以私心猜測導演搞不好小時也看過
這部，因為很有感所以重點拿捏的特別好 XD。而也許讓親人只剩媽媽，
不但可以節省不必要的支線時間，還可以更強化因為是單親，而讓主角
跟媽媽的關係與情感更強烈，而安排發生的關鍵事件，自然也就更加的
緊緊扣住人們心情的情緒感受，即使是知道劇情的自己，看到那幕時也
是難過到想哭而又說不出話，個人認為這樣的安排是合理且必要的，畢
竟只有 2 小時。（網路文本資料，pr******／[大好雷]寄生獸 無論是
否看過原著都值得一看）
閱聽人從改編者的角度了解他們如何回應原作的重要情節，如何轉換、塑造
角色，如何重建故事內容（Marciniak, 2007）
。閱聽人透過文本的呈現去感受改編
者的意圖，並透過文本與改編者進行互動、溝通，改編者藉由作品的呈現告訴閱
聽人他如何詮釋所看到的世界，而閱聽人則透過原作的知曉與改編者的詮釋再一
次建構出屬於自己的意義。
（二）、從故事內容來解讀作品
１、故事完整性的破壞
透過改編者的意圖去解讀作品，以及不同媒介表現去體驗另一種說故事的方
式之外，改編作品的故事內容會受到媒介轉換帶來的時間限制所影響，因此，閱
聽人還會以故事情節刪減或增加的部分作為解讀基礎，如受訪者 M 就認為有些
內容刪除了沒關係，但有些內容刪除，就會破壞敘事的完整性。
如果漫畫一套十集，可是日劇也才十集，所以他必須把十集的漫畫濃縮
成十集的日劇，勢必會有很多東西刪刪減減，這時候會有很多東西被迫
給刪除掉，有些東西刪除掉沒關係，可是有些很重要的東西你把他刪除
掉，就會覺得「你怎麼把他刪掉了？」對於有些粉絲他很在乎完整性，
他會覺得這是怪怪的，那對於那些不是粉絲，可能也是第一次接觸的人，
可能也會覺得怪怪的，是不是有跳過什麼東西沒有鋪陳，但因為我沒看
過原作，我也不曉得我到底漏掉了什麼，所以我覺得這對於一個改編的
作品來說是不好的。
（訪談錄音稿，
《淘氣小親親》
、
《失戀巧克力職人》，
M）
其實千秋也曾經思考過自己追夢的「核心」是什麼，只可惜日劇和動畫
都礙於篇幅沒有好好描寫，搞得千秋就像一隻不斷往前衝的兔子，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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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跌倒有撞牆，但總不了解千秋在急什麼，如果 Nodame 是急著想追上
千秋的程度達到共演的願望，那千秋呢？我想這裡就只有原作漫畫有說
清楚了，因為千秋想被離家的父親看見努力，所以不停的證明自己。事
實上這條父親的支線，可以使讀者更了解千秋的脆弱，在一旁扶持的
Nodame 也就更顯重要；因此流露在很多小細節裡，就會知道千秋對
Nodame 的愛，是需要。（網路文本資料，sh******／[心得]漫畫+真人
版+動畫版全部閱畢的感想）
如果刪減是破壞敘事的完整性，那增加劇情會是好事嗎？根據受訪者 E 表示，
以《火影忍者》的動畫為例，為了不追上漫畫進度，動畫改編一推原作沒有的部
分，而他認為這些部分通常都不如原作，反而也是破壞原作的敘事的完整度。網
友 VC***在評論真人版的《進擊的巨人》時，也認為新添加的劇情是造成失敗的
主因。
我後來有仔細回想電影是哪裡出了問題，基本上重現動漫經典橋段的地
方我都滿喜歡，可是動漫以外的新添劇情，許多都莫名其妙，電影推出
很多原創新角色，個性卻一個比一個怪，如果整部電影劇情跟人物設定
能夠更棒，其實特效假跟某些人物造型不像、甚至添加愛情成分，我都
欣然接受。
（網路文本資料，VC***／[普雷]進擊的巨人-最殘酷的就是
動漫變真人版）
２、互相補充或是獨立觀賞
當閱聽人接收不同表現方式，媒介結合所產生的效果可以強化彼此，閱聽人
欣賞以不同方式表演的相同內容，或是透過不同媒介文本接收，為故事的了解更
加深入，跨媒體參與的好處在於不同媒介作為互補的角色（Dena, 2010）
；因此，
對於劇情刪減造成敘事完整性破壞的部分，受訪者 C 與 G 就認為，透過觀看多
種媒介文本，可以將單一作品缺乏的部分補回來，對故事的了解會更加完整。
我覺得比較完整，會覺得《寄生獸》的形體變完整了，只看漫畫的時候，
可能就是片面，然後動畫的時候見漸漸有一個…骨架，看真人電影的時
候就覺得，他最完整就是這樣持呈現了吧，這部作品就像一個完整的雕
塑、完整的呈現。不會說我好像只認識到這個人的…頭，可是身體跟腳
卻沒有完整接觸這樣。因為就覺得他明明有這些東西去表現，那我現在
看完所有就有一種完整的感覺。（訪談錄音稿，《寄生獸》，C）
看過的漫畫真的可以補充電影缺少的東西，例如，《詐欺遊戲》電影真
的會刪很多細節，我覺得漫畫諜對諜很好的部分，可是它真的沒有篇幅
去談，就會刪掉，這部分我覺得看漫畫爽度會比較夠，因為大腦會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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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說，
「天啊！他們現在對決到哪個階段」
。
（訪談錄音稿，
《詐欺遊戲》，
G）
對於這樣的互補解讀，受訪者 I 認為，即便是與漫畫相近的改編動畫，兩種
媒介都接觸，可以看到更多對這個故事或世界觀的解釋，兩者其實都應該是要導
向同樣結局，或同一故事性，他們的解釋內容應該是一樣的，可是解釋方法有所
差異，所以在這兩者都看的情況下，我覺得可以看到更多的東西。雖然是相同的
故事內容，可是透過不同的表現方式，帶給閱聽人不同的感受，所以兩者都看的
話，文本互補的情況下帶給閱聽人更豐富的體驗。
然而，對於其他閱聽人來說，補足的同時，閱聽人也意識到原作與改編的差
異之處，不論是刪減、增加或是改動，而這樣的意識會成為觀賞過程的阻礙或是
影響之前觀賞的愉悅感，所以，閱聽人會對原作與改編之間的關係進行否定，說
服自己原作與改編是兩個獨立作品。
我覺得反而會造成混亂，所以就把它看成兩個平行世界的作品，我覺得
比較好。因為他畢竟都註明是改編，那劇情多少都會不一樣。畢竟是改
編劇情就不太一樣，會有反差的感覺，就想說「漫畫裡面就不是這樣子
演，你們幹嘛這樣鋪陳」
、
「漫畫就不是這樣，好雷喔！」但後來想想，
人家都說是改編了！就把它當作是兩個不同世界，與我認知不同時，通
常就會這樣說服自己，所以有很多改編都會被說：「我不承認這是他的
電影版本等等，這是另一部作品」
。
（訪談錄音稿，
《鋼之鍊金術師》
，N）
過去，當閱聽人記憶中的故事與改編相符時，就會帶來正面效果，讓閱聽人
更融入故事世界之中（Barker, 2006）
；當印象與結果不相符時，閱聽人會感覺到
自己對原作的感受似乎遺失了（Stam, 2005）
，進而認為改編作品失敗，覺得還是
原作比較好。
即使因為過去真人化改編失敗例子太多，動漫迷也曾呼籲不要再改編，但是，
漫畫改編作品還是如雨後春筍，不停冒出來，畢竟以漫畫作為改編來源代表著有
固定消費者的保證，而從第一節動機分析中也可發現，即使閱聽人抱怨著改編品
質不良，還是會因為好奇而一探究竟。既然無法改變業者，也止不住自己的好奇
心，閱聽人只能自行改變觀賞的態度，如同上述受訪者說服自己該作品是兩個獨
立、平行世界觀的作品，或是如下列的受訪者與網友，換個方法、換個角度去重
新看待漫畫與改編的關係。
假設我是先看漫畫在看日劇，我會把日劇當作另外一個作品，比較不會
去進行比較。漫畫對改編的影響是還好，看完後才會去比較劇情的部分，
但在看的當下我不會像有些人覺得知道故事，再去看就會有暴雷的感覺，
我自己本身是比較不會有這種問題，我看的時候會把漫畫忘掉。（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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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音稿，《請和這個沒用的我談戀愛》，H）
我自己會擔心說…就像我剛講的，一開始如果我已經認定了這個文本，
比如說是漫畫，我會擔心影響到後面我觀看的經驗，觀看其他文本的經
驗，所以對我來說，我自己不喜歡同時接觸兩個文本，所以我都會先把
日劇看完…盡可能看完，因為如果他是以漫畫當作基礎的改編的話，如
果我一邊回去翻漫畫，我可能被後面的劇情影響到，就是日劇後面的劇
情還沒演出來，可是漫畫已經先看到了，我就會被影響到，就被雷到的
感覺，所以我自己會先看完一個文本，再去看另外一個文本。（訪談錄
音稿，《淘氣小親親》、《朝 5 晚 9》、《失戀巧克力職人》，M）
我是巨人迷，這部漫畫與卡通我大概看過三遍。我承認新聞與這個版排
山倒海而來的負雷的卻影響了我是否要去看這部片的決定。但是因為朋
友完全沒看過這片，因此反而跟他一起帶著全新的心情去看，竟然覺得
意想不到的好看。我邊看電影時，邊想，如果我是導演，或我是編劇，
我如何在這短短的時間內要交代這麼多原著裡的事情？後來乾脆不去
想，單純抱持著看導演怎麼弄的心情去看。劇情算緊湊，有點愛情片的
成分，但又會在看似快要有愛情動作片時，巨人突然出現造成驚恐。如
果你也是巨人迷，也被這個版影響猶豫著要不要去看這部片。我覺得你
不妨放空自己的心，去看人家怎麼去處理這些片段。這樣的欣賞角度感
覺還不賴。（網路文本資料，gp*／[好雷]進擊的巨人）
上述閱聽人的心得表述與 Burke（2012）調查發現相似，即便是非迷，也會
有希望改編能忠實呈現漫畫的想法。基本上，雖然閱聽人不是完全抱持著原作論，
但是原作正統性的觀念與漫畫的獨特風格，使閱聽人在觀賞改編作品時，多少會
受原作的影響，且因為過去經歷失敗的經驗，所以不論看改編或是看原作時，會
告訴自己，要把兩者獨立觀賞，避免改編影響觀賞過程的愉悅感，而錯失了發現
驚喜之處。
透過補白與否定，讓閱聽人和文本之間取得平衡，延續與文本間的互動，閱
聽人可以透過改編者意圖的推論與消費不同媒介表現，補足單一媒介缺失的部分，
而面對與印象不符的敘事，則透過否定後再接受，推翻原先預期，轉而適應新表
現，體驗另一種可能。閱聽人在跨媒介參與的過程中，將自己接觸原作或改編作
品的經驗投入，成為互文詮釋的基礎，從解讀中建構出屬於自己文本意義。
（三）、從演員的表演來解讀角色
因為閱聽人先接觸過漫畫，對於角色的外型與個性都有特定的標準，所以當
閱聽人繼續觀賞改編作品時，便會透過這樣的角色認知作為不同文本間交互參照
的連結點。當演員能表演出閱聽人心中期待的角色樣貌，閱聽人便會認同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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詮釋；當與認知的角色設定不同時，除了徹底否認的選項外，閱聽人會推翻原先
的預期以適應新的發展，延續跟文本的互動（Iser, 1978）。
《柯南》的日劇我只有看過幾集，因為我覺他的選角跟我想像的差很多，
就選角跟我心目中想像的樣子不一樣，所以讓我無法持續看下去。我當
初看的是小栗旬眼的那個版本，因為我覺得他年紀比較大，可是工藤新
一又是高中生，就會讓我覺得說蠻突兀的，就跟我的期許不一樣。（訪
談錄音稿，《名偵探柯南》，J）
柯南的第一代是小栗旬演的，第二代好像是溝端淳平，可是小栗旬演的
就單純在耍酷，然後就覺得也不是不好，但是跟我想像中的工藤新一不
太一樣，所以我就比較喜歡後面那個版本，而且一開始我知道小栗旬是
作者親自欽點要這個人來演，可是後來我會發現他沒有我想像中把漫畫
裡，原作這個角色特質表演出來，反而是後面另外一個演員演得我比較
能接受，所以我覺得還是在於演員的表現會影響我很深。
（訪談錄音稿，
《名偵探柯南》，M）
我覺得它選角是故意的吧！那個男主角的演員很喜歡演那種下場都不
太好的反派角色，看起來跟漫畫原作就差很多，個性上也有一點點差，
應該說角色選角的外觀，會讓人覺得長這樣的大概就是什麼個性，跟漫
畫裡面看到不太一樣，然後就覺得有點反差。因為知道那位演員本來就
會演某類型的角色，對於電影版的角色印象就跟漫畫有點脫節，演員有
時候會影響到我對那個角色的感覺。
（訪談錄音稿，
《死亡筆記本》
，N）
從閱聽人的回應可以得知，演員的外型、演技，甚至是演員個人的形象都影
響著閱聽人跨媒介參與的詮釋過程，透過角色詮釋的轉變，進一步理解作品想要
傳達的理念。其實從媒介相互參照的討論發現，閱聽人對於角色的期待，並非是
要跟漫畫完全一樣，因為漫畫風格難以轉換，對於閱聽人來說，角色即使外型不
像，但能在改編版本中刻劃出貼近漫畫所描繪的角色形象，就會是一個吸引人的
作品。
比如說 2014 版的《惡作劇之吻》，它選角的部分雖然外型不 ok，但角
色刻劃的很接近漫畫，也不是說舊版不好，可是我覺得新版跟我一開始
體驗到的漫畫版本最接近，所以我覺得他對我來說是一個有吸引力的作
品。因為我覺得一個新的影視作品，它如果要借用你既有印象裡的那些
角色的一些性格的話，但是卻沒有刻劃這麼多的話，我在心裡會產生抵
抗，我會覺得你這不是正統的，你這是怎麼編導的，角色怎麼會是這樣
子，他跟我既有認知是不一樣的。（訪談錄音稿，《淘氣小親親》，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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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角色進行的互文解讀，多是集中於真人化作品的討論，對於動畫角色的
詮釋極少。正如受訪者 I 的想法，因為改編成動畫大抵是遵循原作，角色個性塑
造上都會一樣；因此，閱聽人的互文解讀不是為了角色的形象或設定，而是為了
釐清角色之間的關係。
當我看完第一季動畫相關的漫畫內容，我才知道有些角色的關係是
比較微妙的，他們的關係是漫畫裡面會交代得比較清楚，因為這樣可以
補足我在動畫第一季裡面他們角色之間的關係，我沒辦法看懂：「他跟
她是什麼關係？為什麼他們這麼熟？」可是這個漫畫裡面會有交代，可
是動畫裡面就會理所當然地認為說我們看過漫畫了。因為補完了細節，
故事會更好理解，漫畫等於是一個架構跟背景，幫我補一下人跟人之間
的關係，不然有的時候一開始看漫畫最困難的就是既角色名稱嘛，一開
始光記角色名稱，與角色關係會影響到你看動畫時的流暢感。（訪談錄
音稿，《只想告訴你》，B）
透過不同文本的消費，閱聽人得以補足改編動畫的空白與斷裂之處，將角色之間
的關係重新組合、建構，對角色有更深的理解。
（四）、對比好萊塢的英雄漫畫改編類型
Michelle（2007）認為閱聽人會以「類型」做為觀賞過程的背景知識，閱聽
人運用自己對特定類型知識的認知嘗試去理解作品的表現，例如以特定作品類型
（恐怖片、愛情片等）的敘事公式或角色設定去詮釋故事內容；然而，從本研究
的受訪者回應中發現，僅受訪者Ｋ稍微提到作品類型，像是《暗殺教室》
、
《進擊
的巨人》等少年漫畫，在真人化改編時會比較注重特效特技場面，而少女漫畫則
比較注重劇情性，其他有不少受訪者是將「漫畫改編」視為一種類型，去檢視日
漫改編與美漫改編之間的差異。
我覺得美國人很會搞形象倒是真的，所以他把以前漫威旗下的英雄塑造
成一個全新世界的價值觀，讓英雄們可以在彼此的電影中出現，這樣的
跨文本操作蠻厲害的。簡單說，我覺得日本漫畫比真人好看是因為我想
要看畫風，看內容，看角色怎樣進行故事內容。美國漫畫我看的不多，
因此我覺得電影內容好看好熱鬧才是重點，甚至我是先接觸電影之後才
會去翻美漫。平常就習慣看日漫，突然改編成真人版會很不習慣，如果
有人要演《銀魂》真人版，我鐵定或覺得搞砸了。（訪談錄音稿，A）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日漫方面，大部分都是由原作，也就是漫畫的原始設
定就開始接觸，所以翻拍成電影時難免會對改編的內容（不管是角色會
是劇情）都有疑慮，例如若是由真人演出就與心中的漫畫角色有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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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期待的劇情不同之類。美漫的部分，我們不管是電影還是原作都不
了解，但在想可能是因為在接觸這類作品都是從改編後的電影開始看起，
對這樣的粉絲而言，改編的電影已經被視為是原作，所以可以毫無顧慮
的去享受作品，再加上背後製作公司或演員的名氣等等，可能都有影響。
（訪談錄音稿，I）
我自己覺得是文化接近性的關係，因為我們受到日本的影響太深，所以
很容易就接觸到漫畫這個文本，也很容易接觸到改編的卡通，因為台灣
就一直放映，這個東西是很常出現在我們的生活中，可是美漫就比較困
難，而且美漫有自己的製作架構跟流程，而且就算他改成卡通也不太在
台灣放映，所以他改編的文本結構就像是西方霸權，就是以一個全世界
都可接觸的版本在告訴你一個英雄片的故事，比如說像最近的《美國隊
長 3》，那我覺得他就是以一個電影的形式，就一集或續集的形式讓你
去感受他所想講的東西，所以我覺得美漫改編的電影，通常我們不太接
觸的到原作，或是我們可能通常都是先看了一集電影，才會接觸原作，
等於是他已經是一個已經有影像的東西，我不太可能先接觸到圖像的東
西。（訪談錄音稿，M）
因為美漫，大家應該不在乎他是不是漫畫改編，就覺得它是好萊塢的爽
片吧！就衝著它是好萊塢的製作，因為好萊塢的聲光效果比較好，而且
他的動作片在台灣票房本來就好，加上這幾年英雄片打的非常兇，我相
信那些看過美國隊長的人，應該都沒有看過他的漫畫吧！一方面也可能
是因為不容易接觸漫畫，但主要原因，可能還是因為它是一部精彩的動
作片，所以就會去看。我想日漫的改編，很大部分是因為看過漫畫才會
去看，如果只是單純想看改編作品的人，很少吧！（訪談錄音稿，O）
從閱聽人的回應中發現，他們皆是以英雄漫畫的改編電影作為對比的文本，
因為這是最容易接觸到的文本。對於閱聽人來說，日常生活中很少、甚至是完全
沒接觸過美國漫畫，所以在觀賞這些改編電影時，閱聽人是把它們當作一部全新
的作品來看，單純欣賞電影的表現，不像日漫的改編作品，大部分的閱聽人是先
接觸漫畫，因此會在觀看過程中，將漫畫和改編作品掛勾在一起，受到漫畫影響。
三、淺談跨媒介參與下的愉悅感
綜合上述從互媒性／互文性角度的分析，可以得知不同媒介的特性與不同媒
介消費組合所帶來的先備知識會影響日漫閱聽人跨媒介消費行為與詮釋。Zullo
（2013）認為閱聽人對媒介的知識與經驗，會帶給他們更多的愉悅感。首先，從
閱聽人的詮釋中可以發現，愉悅感類型中佔最大比例的當屬「感官性愉悅」，感
官性愉悅談及的是跨媒介消費會滿足閱聽人視覺、聽覺上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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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感官性愉悅還是以聽覺與音樂的影響最多，Marciniak（2007）認
為音樂觸發閱聽人的情緒反應，滿足閱聽人聽覺的享受。畢竟漫畫是靜態媒介，
不像改編作品的多媒體呈現，從閱聽人的表述中就可得知，對於改編後的音樂表
現還真沒有負評，都是稱讚結合音樂後，讓他們更融入於故事，如第一節對好評
作品的分析，閱聽人對音樂類型的作品的評價較高，因為這是無法僅靠想像就能
獲得的感受，又或是透過音樂與畫面的搭配，使閱聽人感觸愈深。
此外，Marciniak（2007）還提到人聲，除了真人版中的演員聲音之外，日漫
的人聲表現最主要是動畫，日本聲優已經是一種文化，每位聲優都有自己的聲音
特色，聲優的表現還能使閱聽人感受到更強烈的視覺張力，透過自身的聲音魅力
賦予漫畫角色生命，透過口語撥動人們的情緒。當人聲加入閱聽人與文本的交流，
可以豐富閱聽人的愉悅體驗，也可以為文本添加新的力量。
與聽覺比起來，視覺帶來的感官性愉悅就略遜一籌，因為不論漫畫或是改編
作品都是視覺傳達為主的媒介，角色與背景都有既定的形貌，閱聽人的想像自由
度較低，不像文字改編影像可以滿足閱聽人從無到有的具體呈現。雖然在於真人
改編這方面，閱聽人的確會期待演員的表演，也會因為看到喜歡的演員而想去觀
賞，透過表演者的魅力而獲得滿足感。
但是這樣的滿足感也是有差異，當演員的表現與閱聽人的預期之間產生落差
時，帶給閱聽人的可以是驚喜，如閱聽人最容易接受的是少女戀愛類型的作品，
其他大部分的作品卻是讓受訪者傳達出的是一種不愉悅的感受，如第一節討論的
惡評類型，因為本身故事架構與畫風就不是能輕易轉換的類型，改編後帶給閱聽
人更多的是驚嚇，一旦閱聽人產生這種不愉悅的情緒，便會進行比較、評論，甚
至是批判。
其次，過去研究都是把評論這概念視為是愉悅感的一種，石安伶更把它歸納
於認知性愉悅一類。然而，透過上述的討論得知，評論是一種不開心的情緒下所
產生的行為；因此，本研究認為評論是一種「認知性的不愉悅」。雖然 Zullo 認
為對媒介的知識與經驗會為閱聽人帶來愉悅，但本研究也發現，當閱聽人愈清楚
知道媒介的差異，亦或是日漫風格的印象都是造成不愉悅感的產生。
對於認知性的不愉悅，可以從 Marciniak（2007）提過的「觀察跨媒體藝術
溝通的整體性」來談，而這一面向也與 Michelle（2007）的「藝術美學表現的關
注」相似。這個概念主要著重在閱聽人能以跨媒體的觀點去思考不同的媒介文本，
並認為視覺與聽覺的結合能使閱聽人更深入了解原作的意義。
然而，根據媒介轉換與相互參照這兩點的討論，因為受到日漫美學風格的影
響，閱聽人會特別關注在改編媒介的藝術呈現與視覺效果的品質，特別是真人化
的作品，因為原作與改編在美學表現上的差異過大，致使閱聽人產生抵抗、拒絕
接受的反應。
相對於互媒解讀上，閱聽人因為藝術風格表現的認知差異而導致的不愉悅感，
另一方面，從互文性的觀點來說，卻是一種認知上的愉悅。Hutcheon（2013）曾
說過改編的愉悅除了訴諸於美學之外，還有智力，來自於對文本間的解讀與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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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瞭解文本的意義，這個觀念與 Marciniak（2007）的「人際間的藝術溝通」
類似，閱聽人透過改編者的角度探索文本的樂趣，分析作者如何回應原作的情節，
或是如何改編角色與敘事的設定。
雖說本研究在文獻討論時將評論認定為不逾悅的情緒下而生的行為，但是在
互文解讀下，閱聽人透過對導演意圖的解析，了解導演如何回應原作的重要情節，
如何轉換角色、敘事結構等關係，並否定過去自己對作品的預期，將認知差異下
導致的不愉悅感導正過來，回到愉悅的情緒。
整體而論，本研究發現日漫閱聽人於感官性與認知性兩個面向上有愉悅與不
愉悅表現。雖然閱聽人會在跨媒介參與下，透過消費多種表現方式而獲得單一媒
介所無法提供的感官愉悅，石安伶（2012）研究也認為閱聽人會透過消費雙重文
本／媒介獲得完全娛樂的體驗。然而，依本研究結果來說，閱聽人對於原作漫畫
與改編作品之間的相互參照與對比，認知上的不同也使他們產生不愉快的情緒，
多重的消費也未必是會帶來完全的娛樂體驗。
四、小結
總結閱聽人跨媒介參與解讀的資料，本研究發現，隨著向圖像轉的研究方向
興起，閱聽人除了以觀看過的原作或改編內容當作互文解讀的基礎，閱聽人更進
一步透過對媒介本質的認知來檢視改編作品與自己的跨媒介參與歷程，而這樣的
互媒解讀也反過來影響了閱聽人的互文解讀。
具體而言，在互媒解讀的層面，當閱聽人消費同樣都是視覺傳達為主的漫畫
與改編的動畫、日劇、真人電影，他們評論的重點在於敘事與美學的轉換表現。
從靜態圖像到動態影像，提供了另一種表演方式，視、聽覺的結合滿足閱聽人的
感官享受，但是日漫美學風格的難以轉換，特別是真人化的影像，當漫畫中虛構、
誇大的內容進入閱聽人認為是真實的真人影像中，畫面上的不協調感時常讓他們
難以融入故事中。
另外，就互文解讀層面而言，閱聽人透過消費多種文本來填補單一文本內容
的不足之處；同時，因為意識到抱持原作正統性的想法而影響觀看過程的情緒，
以致不能好好欣賞改編的優點，因此，閱聽人也開始翻轉這樣的想法與自己的觀
賞態度，告訴自己不論是漫畫原作或是改編都是獨立的作品。最後，閱聽人更將
漫畫改編視為是一種類型，對比觀賞日漫與美漫真人化改編感受上的差異。
再者，從閱聽人的互媒／互文解讀中，本研究發現閱聽人主要有兩種愉悅表
現：感官性愉悅與認知性愉悅。然而，這兩種愉悅面向又會在視覺與整體藝術表
現上帶給閱聽人不愉悅的情緒反應，進而產生評論。
綜上所述，雖然日本的「動漫（anime）」是單指動畫這一部份，但對普遍臺
灣閱聽人的理解來說，動漫一詞指的是漫畫加動畫，所以在跨媒介參與的解讀上，
閱聽人經常將漫畫與動畫綁在一起，去對照真人化的日劇與電影作品，透過兩類
媒介的相互參照與指涉，對作品有更深入的了解，獲得更豐富的視、聽覺體驗，
然而，在圖像與影像相互重疊比較之下，也阻礙了閱聽人沉浸於文本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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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觀看切入點的影響
根據 Beddows（2012）的研究，閱聽人比較常從初級文本（primary text）開
始接觸，這邊所指的初級文本可以說是原作也可以說是切入點，所有原作以外的
改編文本通常被視為是支持原作故事的次文本。
然而，從第一節、第二節的分析發現，閱聽人不全是從漫畫原作開始參與。
雖然閱聽人的回應中時常會出現最初或原作等字眼，但是許多閱聽人也都傳達出
先入為主的觀念，不只是改編動畫、日劇或真人電影被視為支持漫畫原作的次文
本，當跨媒介參與順序不同，原作也被視為是支持改編的次文本，甚至一改編是
支持另一改編的次文本。所以，閱聽人的切入點會隨著參與順序不同而改變。
從本研究實證資料發現，閱聽人後續參與的文本會被用來支持先參與的文本
（也就是切入點），因此，閱聽人會把切入點的文本默許為其他文本模式的參照
點（reference point），並以此為參照基礎去解讀整個跨媒體參與歷程。以下就從
內容、角色與聲音分述之。
一、內容
過去文學領域上對改編作品進行的比較研究，閱聽人的基本背景都是先看過
原作，所以都應該會以原作為參照解讀的基礎，且認為原作比較優秀。從實證資
料發現，先從原作接觸的閱聽人，如 C、D、K、L、M 等人都會對漫畫的內容有
一種先入為主的想法，在看改編作品時，會期待作品的內容是改自漫畫的哪一段，
比較劇情，跟漫畫哪裡不一樣，或是有新增什麼人物。
我覺得《寄生獸》也是。我覺得我本身對漫畫就有一種先入為主的概念，
我在看漫畫時自己就會幻想，就是腦補很多漫畫的情節。對、如果說我
在看電影的時候，常常會…會比較跳脫出來、客觀的覺得：「我覺得這
好像沒有原先我看漫畫時，沉浸在裡面的氛圍這樣」
，只是覺得：
「喔、
他用另外的方式呈現，然後好像也符合作者的本意」，可是卻不是我原
本心理預設的那個模樣，會比較無法深入，除非我就是沒看過漫畫，我
才有客能把它當作是普通、原創作品看待。要不然我就一直會跳到：
「嗯？
那原本漫畫這邊會是怎樣？」（訪談錄音稿，《寄生獸》，C）
《仁醫》我比較有印象，它會影響我在看日劇的過程，因為我先看了漫
畫，它就畫得很有趣，可是日劇就還好，看到後半其實也就看不太下去，
而且也知道後續故事走向，就沒有那麼大的興趣，就覺得沒有什麼歡樂
點，有意點小沉重，就沒有很喜歡。《仁醫》是完全會被漫畫的畫面牽
著，因為它在講用青黴素去發明盤尼西林，它畫得很真實，日劇的畫面
雖然很像，但就覺得它少了一點什麼東西，就怪怪的我也不知怎麼形容，
然後還有藝妓的部分，漫畫的表現會讓你覺得特別崇高，日劇的藝妓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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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也是很好，可是拍攝上卻沒有藝妓的感覺，就無法吸引我。（訪談錄
音稿，《仁者俠醫》，D）
因為你會先入為主的以你看過的漫畫去思考接下來動畫的邏輯是什麼，
可是有的時候動畫會做一點修正或改編，所以基本上漫畫跟動畫是有出
入的，可是基本上只會在當下觀看的過程中產生一點不協調的感覺，可
是過了之後就會被我淡忘掉，可能也會被原作者或是製作方也好，他可
能是一個梗，他又會重新導正回來，所以有的時候後來在看的時候，那
個回憶會回來，就會覺得「喔！原來他把這個地方改回來了！」（訪談
錄音稿，《名偵探柯南》、《金田一少年事件簿》，M）
閱聽人受到漫畫經驗，以及原先心中對故事預設模樣的影響，所以當改編表
現不是預期那樣，會進行調整，嘗試否定原先的預期去接受改編的表達方式，有
的受訪者甚至因此感到失落。這樣的失落感在真人化改編表現得比較明顯，對於
改編動畫，閱聽人卻可以隨著時間推展而習慣、甚至接受改編者所做的更動。
然而，從訪談資料也發現，閱聽人會因為先觸的是改編作品，所以改編作品
的敘事內容反而影響觀看原作的過程，例如受訪者 A 提到：
「如果像是《進擊的
巨人》，我是先看動畫，動畫演什麼我都會相信。」或是受訪者 B 也提到，因為
自己第一次碰到《只想告訴你》這個文本時，是透過動畫，即使後來從漫畫補完
第一季相關的背景後，他還是想快點看到第二季動畫，而不是繼續將漫畫內容看
完。此外，受訪者 N 也提到自己因為先看了動畫覺得很好，所以看漫畫時受到
先觀看的動畫表現、敘事內容的影響：
比如說我有看過一部《櫻蘭高校男公關部》，雖然它不是改真人，有改
動畫，我覺得它能接受的客群就會多很多，不只女生會看，男生也會看，
因為很好笑，那時候給班上男同學看，也都很受歡迎。我是先看了動畫，
然後才去買漫畫，但就有點失望，為我覺得漫畫的畫面、敘事跟動畫差
很多。假如說我先看了它的漫畫的話，我應該就不會去看動畫，因為我
會覺得漫畫也就這樣子，改成動畫應該也好不到哪裡去。
（訪談錄音稿，
《櫻蘭高校男公關部》，N）
再者，從其他評論真人版改編的資料也發現，當閱聽人先消費了結合音樂
與影像等多媒體表現方式的改編作品，再觀看原作或是其他改編作品時，第一
個接觸的改編作品會影響後面的觀看歷程，由此可見，原作與編作品的主從文
本關係會有所改變，變成是改編為主文本，原作為次文本關係。從受訪者與網
友的心得還可以發現，改編不只是影響閱聽人觀賞原作的歷程，更影響了閱聽
人觀賞新版日劇時的感受，他們仍是以最先接觸的第一版的日劇當作參考基準
去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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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的狀態是我會很注重我第一個版本的文本，就是我會 care 我第
一個看的東西，就好比說，
《惡作劇之吻》
，我是看過當年日劇的第一個
版本，可是我看完那個版本之後，我對於後面的版本，沒有一個能夠接
受的，可是我可以獨立出來，把漫畫當成是一個另外的東西，我知道他
的內容是一樣的，可是我可以把他這個文本獨立出來，可是一樣是影像
的文本，可能我就無法接受台灣的版本或是我知道日劇重拍了一個就算
大家很好評的版本，可是我看完之後我沒有辦法接受，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腦袋裡還是會認定第一版才是我最初的文本。
（訪談錄音稿，
《淘氣小
親親》，M）
就幾年版那種，像《惡作劇之吻》，我也是只有看最早的版本，新版本
的我有稍微看一下，但我還是覺得柏原崇才是我心目中的入江植樹，所
以我就沒有繼續看下去。（訪談錄音稿，《淘氣小親親》，O）
根據最近很夯的仁者俠醫，看了日劇後再去看原作漫畫，發現漫畫真的
讓人感覺差了一截，很多漫畫中輕描淡寫的事件，在漫畫中人物看不到
細膩的感情變化在日劇中似乎表達得淋漓盡致，再加上弦樂的陪襯，我
覺得日劇超越了漫畫許多。（網路文本資料，fr**********／[討論]比
漫畫還有感覺的日劇）
但是也有如受訪者 O 的回應，雖然在觀賞當下，閱聽人的確被先接觸的改
編作品所影響，但是原作正統性的觀念與漫畫的獨特的敘事風格讓閱聽人在持續
接觸原作的過程中，會逐漸被原作的故事內容所吸引。
我記得這部我也是先看日劇在看漫畫的，因為漫畫畫風本來就不是唯美
派的，當我回去看漫畫時，一開始有一點點會被日劇的印象影響，但因
為這部日劇它後面跟漫畫改的就完全差很多，所以我反而一開始有點不
太習慣漫畫，但是漫畫的劇情真的很精彩，一直看下去之後，就會覺得
漫畫這個樣子，才是這個故事所要表達的。
（訪談錄音稿，
《淘氣小親親》
，
O）
不過這樣的正統性概念並非指作為原作的漫畫較其他改編作品優秀，因為每一個
媒介文本都應該被相同對待，它們都有自己優勢的表現能力（Beddows, 2012）。
誠如第二節閱聽人對故事內容的解讀歷程分析提到，閱聽人甚至擔心過度的互文
參照、解讀會影響觀賞過程的愉悅感，所以會將各媒介文本獨立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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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角色
就日漫的角色造型而言，主要以黑白兩色來定義出角色的形象、辨識度，而
且為了動畫的作畫方便，角色的造型也會盡量簡化，此外，動畫角色的色彩飽和
度會被大為提高，讓角色更加鮮明（李衣雲，2012；張智涵，2015）。對於大部
分閱聽人來說，通常會先接觸到漫畫，對於真人版的感想會因為先接觸過的漫畫
印象太深，當日劇或真人電影表現與自己對漫畫的認知有所差異時，就會感到不
悅。
如果像是《復仇者聯盟》我只有看過電影，我就覺得能接受，是好看的，
但如果像我事先看過漫畫，當它變成真人版，我就會很生氣，因為原本
對漫畫的印象太深，如果電影的表現方式跟我看漫畫時的認知不一樣，
我會很生氣。我猜也許是因為先看真人電影再看漫畫跟先看漫畫再看電
影之間有所差異造成的影響。其實也是可以看電影，但是沒辦法很入戲，
而且會邊看邊罵，但看漫畫時就很入戲，會一直看下去，但看電影時，
就會一直抽離出來想說「他為什麼要這樣搞那個角色」或「劇情明明不
是這樣」。我覺得漫畫給讀者的腳色設定，第一印象最重要，如果後來
動畫或電影違背那個設定，就會看不下去，會一直批評。
（訪談錄音稿，
《海賊王》、《進擊的巨人》、《靈異教師神眉》等，A）
一定是這樣。就動作上，因為畢竟是演員在演，在動作上就會有一些物
理上的限制，就不會像漫畫或動畫中那麼誇張的表現，比如說九頭龍身，
要怎麼表現出來。比如說在跟忠次郎對決時，漫畫裡兩人是快到消失不
見，但真人沒辦法這麼表現，我看電影版，他們用了一些鏡頭的技巧，
然後把那個動作看起來比較快速。這種限制造成我在觀看上沒有當初看
漫畫那種開心興奮的感覺，不過我想這種事情對於那些沒有看過動畫或
漫畫的人來說，就比較會有太大的影響。
（訪談錄音稿，
《神劍闖江湖》，
N）
閱聽人會因為自己先看過漫畫後，在看真人電影時，就受到過去經驗影響，
認知上的衝突導致無法進入電影的敘事之中，觀看的同時會受到漫畫的影響而不
斷抽離出來進行評價。
然而，不只是因為對日漫風格的印象太深對觀賞歷程的影響，當閱聽人是先
接觸改編作品，改編設定的角色形象也會影響閱聽人後續消費其他改編文本或原
作的過程。
以《拜託請愛我》這部來說，我先看日劇在看原作的話，會受到日劇的
影響比較深，舉例來說，我會覺得角色好像有點差異，回去看原作的時
候會有這種感受（訪談錄音稿，《請和這個沒用的我談戀愛》，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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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惡作劇之吻》來說，因為我一開始是看柏原崇跟佐藤籃子的版本，
那佐藤籃子她是短髮，可是其實後來翻漫畫時我才發現說女主角是長髮，
然後一開始會有點不協調，後來倒也還好，所以我覺得是說如果我的第
一文本是日劇，那其實我在看另外一個文本的時候，我多多少少會被他
影響到，可能外觀不太一樣會被影響到，但那不是絕對的，但是如果我
在看的當下，很明顯分別的出來說，個性不一樣，那我自己就比較會受
這個影響，好比說以《失戀巧克力》來說，日劇裡面，石原里美演的角
色像小惡魔這樣的女主角，所以我再翻回原作看的時候，當然原作不會
畫的那麼漂亮，那我就會想說，如果是這樣子的女生作這樣子的事情的
話，我只會覺得這個女生很賤啊，不會覺得心很癢，我的感覺會這樣。
所以我覺得如果說，日劇跟原作個性是一致的話，那我就覺得我的接受
度會高一點。就回到我剛才說的，畢竟還是立基於同一個文本，我覺個
性不會差太多，情節當然會有些縮減，但那是我可以接受的。（訪談錄
音稿，《淘氣小親親》、《失戀巧克力職人》，M）
一邊看會一直不斷回想起日劇裡上野樹里跟玉木宏的表現。好可怕，當
初日劇我就覺得幾乎接近漫畫一格一格演出，現在動畫版又走同樣的路
線，超像是再複習一次日劇一樣 XD 像是那個︰「昨天的事，你還記得
嗎？」
（我覺得這裡上野勝！）
、野田廢快速開門打到千秋學長（這裡感
覺也是日劇勝！）
、還有歡樂的屁屁體操（總覺得這裡也是上野勝~囧）、
千秋學長無奈的在做不完的家事裡洗滌野田廢的罪惡（?）
、悲慘的雙鋼
琴……等。可能是日劇給我的印象太深了，會自動帶入上野跟玉木兩個
人耶（真糟糕）
（網路文本資料，ea*****／[心得]動畫版第一話觀後感）
三、聲音與音樂
漫畫是靜態的表現媒介，所以當閱聽人先接觸了有聲的動畫、日劇、真人電
影的表現，再看漫畫時，便會將影像化作品的角色聲音或配樂帶入觀賞的過程，
如第二節媒介結合部分談到音樂影響原作甚至其他改編作品的觀賞經驗。
其實看完動畫後，對於聲優就有個印象，自然而然在看漫畫時，就會把
那個聲音、形象帶到漫畫裡，這跟你先去看漫畫再去看動畫，那感覺不
太一樣。（訪談錄音稿，《只想告訴你》，B）
我會帶入耶，在看漫畫的時候會想說，這段如果由男女主角來演應該也
會很有趣，就是腦海中會出現深田恭子他們的聲音啊、臉之類的。（訪
談錄音稿，《請和這個沒用的我談戀愛》，G）
聲優與演員透過語氣與聲調表演出角色的個性與情緒，是賦予角色性格與生命力
的關鍵（王受之，2009）。文獻回顧中也提到良好的聲音表現會幫助閱聽人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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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情中，特別是動畫角色的配音能讓他們感受到角色的靈魂與情感反應，部分閱
聽人甚至會對配音員的聲音產生依賴感（曾偲齊，2014）。
此外，閱聽人提到在觀賞音樂為主的作品類型，會比觀賞其他類型的作品，
更容易因為先接觸改編，而將聽到的音樂帶入閱讀漫畫的過程，在閱讀漫畫時自
然而然地想起旋律，或者如網友 tr******所說，因為先接觸的日劇音樂印象，而
認為動畫的音樂如果像日劇的表現或許也不錯，也就是說，閱聽人會把第一個媒
介的音樂印象當作參考的標準。
在改編的時候，有音效或配樂比較容易進入劇情，但回去看漫畫時不會
有影響，除非是比較音樂為主的作品，像《她愛上了我的謊》，他的音
樂都蠻好聽的，我也是先去看電影在去看漫畫，就會帶入音樂，但其他
作品我的印象就比較沒有那麼深刻。
（訪談錄音稿，
《她愛上了我的謊》，
L）
…有一個比較例外，因為大部分的作品我都是先看過原作，再去看改編
的東西。但像《交響情人夢》，我是先看過電視劇，再去看漫畫。這部
的話我會覺得它改編非常成功，因為他畢竟是以音樂為主題，那如果你
本身沒有強大的古典樂素養的話，你光看漫畫裡描寫那一音樂篇章的名
字，你不知道那是什麼，但電視劇上一聽那些名曲，都是知道的，然後
整個改編的方式我覺得非常好。我覺得這變成是我在看漫畫的時候，看
到那些曲目我自己腦中就會想起些音樂，如果我是先看漫畫，然後才去
看日劇，那我可能一開始看漫畫時，我的腦中就不會有那些音樂。（訪
談錄音稿，《交響情人夢》，O）
我是看日劇約第三集左右，就看漫畫了。而目前正在追動畫，以整體來
說我最喜歡漫畫原著（我是原著控），以同樣有聲光視覺「會動」的日
劇和動畫來說，日劇的音樂感很重，色彩也比較濃烈，相對動畫感覺比
較小品，比較輕，一開始的片頭曲音樂和畫面有點讓人失望，可能受日
劇影響，覺得片頭也來段古典樂也不錯。（網路文本資料，tr******／
Re: [心得]動畫第三集）
漫畫與動畫、日劇、真人電影最大的差異在與聲音的有無，影像化的改編作
品會透過音樂與音效使觀眾能夠自然地將視覺中的訊息、情感、氛圍藉由聲音與
音樂建構出來。因此，當閱聽人先接觸了有聲的改編作品再去看原作的漫畫時，
便會把聲音與音樂的印象帶入漫畫中，增加了觀看漫畫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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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
根據過去的研究結果發現，閱聽人比較常從原作進入媒體文本，所以閱聽人
會把原作當作主文本，而原作以外的改編文本通常被視為是支持原作故事的次文
本。在這樣的主從關係下，閱聽人在觀賞改編時會以原作做為比較的標準，認為
原作才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然而，改編文本的重要性一點也不亞於原作的價值（Beddows, 2012）
，依本
研究分析結果發現，當閱聽人不是從原作接觸，而是從改編開始切入整個跨媒體
參與的歷程，原作作為評論、解讀的中心已經改變，改編作品成了評價的基準。
如受訪者 G 聊到自己與朋友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G 是先看過日劇才去看漫畫，
所以她認為自己要評論作品還是會以先看過的日劇為主。
評價還是以電視劇為主吧！因為漫畫尚未完結。假如說我今天要介紹的
人不常看漫畫的話，當然還是電視劇會比較流行跟普遍一點。但我跟同
學推薦這部時，她跟我說已經看完漫畫了，所以她一點也不想看電視劇，
因為她覺得電視劇改編一定沒有漫畫好，她說改編會破壞她對漫畫的幻
想。（訪談錄音稿，《朝 5 晚 9》、《請和這個沒用的我談戀愛》，G）
對於閱聽人來說，先接觸的第一印象最重要，不管之後看的是改編或原作，都會
依最先接觸、習慣的那個版本作為評斷標準。因此，當閱聽人是從改編作品切入，
他們在評論、解讀的中心，已經轉移到改編作品。
當閱聽人第一接觸的媒介變成是動畫、日劇或是真人電影，後續閱聽人再看
其他改編作品，甚至是原作時，閱聽人在互媒或互文的詮釋上，會因為切入點的
不同，而造成解讀中心的轉移，不論在互文互媒的指涉上，或是文本的主從關係
上都有所改變。
這種主從文本的轉移比較明顯出現在動畫與日劇上，因為動畫與日劇不像電
影是一集完結，而是一集一集播送，閱聽人會因先接觸的是動畫或日劇，而將它
們當作是主文本，後來觀賞歷程的期間或接續再看的漫畫反而是補充細節的次文
本；至於電影，則是因為閱聽人的觀賞路徑大多以漫畫到改編電影為主，所以對
閱聽人來說，漫畫與電影還是維持原先的主從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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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選定漫畫、動畫、日劇與真人電影四種媒介，透過次級資料分析、深
度訪談與網路文本資料，探討媒介對閱聽人跨媒體參與接收歷程的影響，以及對
作品的詮釋與解讀。首先，將依研究問題為架構，提出研究發現與整體討論；再
者，提出學術與實務的研究貢獻；最後則反思本研究的不足與限制，並對未來研
究建議進行說明。

第一節 研究發現與討論
回顧本研究的三個主要研究問題分別為「不同切入點與不同的參與模式下，
閱聽人消費漫畫改編作品的動機為何？」
、
「跨媒介參與模式如何影響閱聽人對漫
畫改編動畫／真人影像的解讀、詮釋與評論？以及閱聽人的愉悅感為何？」與「媒
介切入點如何影響閱聽人對漫畫改編動畫／真人影像的接收歷程？」。本節先以
研究問題分別討論閱聽人的跨媒介參與歷程，再從研究發現提出整體討論。
一、研究發現
（一）、想要更多的故事
從研究蒐集的資料可以發現，閱聽人跨媒介消費的動機，與以往改編研究中，
只有從原作到改編的消費順序不同。對於觀賞漫畫與其改編作品的閱聽人來說，
觀看動機雖然多樣，但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是從原作到改編的觀賞歷程，另一
則是閱聽人先接觸了改編作品，再回頭看漫畫，或是其他改編作品。
如 Hutcheon（2013）所言，改編本身具有重複性、相似性等特質，因此不
論是先接觸漫畫原作或是先接觸動畫、日劇或真人電影的閱聽人，都已經對故事
脈絡有一定的了解。從漫畫原作到改編作品，閱聽人是想透過不同的表現方式，
再次體驗故事，回憶當初觀賞時的感動之處。
另一方面，從改編作品回到漫畫或其他改編的部分，閱聽人也是想多了解一
點故事，如 Hoffmann（2006）所言，當閱聽人對改編作品留下良好的體驗，閱
聽人會愈喜歡該部作品，進而想藉由消費漫畫原作或其他不同形式的改編作品，
了解細節與更多的故事。
雖然閱聽人對於忠實呈現有一定程度的期待，但他們也希望能看到相異、新
奇之處，而非照本宣科地翻拍。此外，因為日漫藝術風格較難改編成真人版，所
以根據過往經驗，為了避免下意識地將不同媒介表現形式進行比較而影響觀看情
緒，他們產生將作品獨立觀賞防禦機制與心態。
（二）、閱聽人對跨媒介改編文本的詮釋
從閱聽人的回應中，可以發現他們在跨媒介參與的過程中，並非只有針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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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與改編文本的解讀，閱聽人會根據自己的經驗、原作、改編作品，以及媒介特
質四者的互動進行詮釋。本研究發現，對於同樣是表演媒介的改編轉換，閱聽人
所持有的媒介特質的認知會影響他們對故事文本的解讀與詮釋，如 Zullo（2013）
所說，媒介不只是呈現內容而已，媒介還影響了內容的表現。
在閱聽人的互媒性解讀層面，本研究根據 Rajewsky（2005, 2010）等人對於
互媒性概念的討論，將分析架構分為「媒介轉換」
、
「媒介結合」與「媒介相互參
照」三類。研究分析發現，閱聽人對媒介轉換的解讀，主要是關注在改編媒介能
否將漫畫的畫面與敘事轉換得宜；但是，所謂的得宜也並非是一對一的忠實呈現，
而是恰當地運用改編媒介的特質，重新詮釋漫畫的畫面風格、敘事鋪陳與文本意
涵。
再者，漫畫作為圖片與文字兩者兼具的媒體，閱聽人對媒介結合的討論主要
針對音樂與聲音，反而忽視動作的表現。以往文字改編成影像時，改編媒介對於
動作的表現有相當大的詮釋空間；然而，根據實證資料得知，閱聽人會在腦中自
行的連結動作與場景轉換，所以對於閱聽人來說，動作不是一種新的詮釋。另外，
閱聽人對於音樂、聲音的解讀是針對單一媒介表現，或是同樣屬於影像的媒介（例
如：動畫與日劇）
，去評價媒介結合的效果。對於先接觸改編作品的閱聽人來說，
容易將動畫或真人化作品的音樂、角色聲音表現融入漫畫的觀賞過程。
最後，以往媒介相互參照的研究，會認為媒介本身的特質具有相當大影響力，
但根據本研究的閱聽人對媒介相互參照的解讀與詮釋，發現改編媒介本身的特質
帶來的影響可能性不大，反而是漫畫的美學風格與閱聽人對世界觀的認知影響他
們對作品的詮釋。對於閱聽人來說，日漫美學風格並非容易在真人影像中仿造，
符合人們對生活世界的認知會比外型上做到一模一樣，要來得讓人更容易接受，
否則畫面上的不協調感只會阻礙閱聽人的觀賞歷程。如《異邦警察》導演熊切和
嘉19受訪時說過：
「不要淪為模仿漫畫，因為漫畫有漫畫的表現方式，電影就必須
要讓漫畫中的東西套用在現實生活中，讓它看起來是現實生活中會出現的元素。」
在閱聽人互文解讀層面，從本研究實證資料發現，閱聽人透過改編者的意圖
對內容、角色進行互文解讀，並將「漫畫改編」視為是一種解讀類型。閱聽人透
過跨媒介參與多種文本來填補單一文本內容的不足之處，這與以前的改編研究結
果相似；然而，同時也因為意識到自己會將不同表現方式互相比較，不能好好欣
賞漫畫原作或是改編作品的優點，所以閱聽人也開始推翻消費多種文本就會獲得
更多愉悅的概念。閱聽人開始翻轉觀賞時進行比較的態度，將不同媒介形式獨立
欣賞，避免作品之間互相影響。此外，閱聽人漫畫改編視為一種類型，解讀該類
型的特色，並對比觀賞日漫與美漫真人化改編感受上的差異。
總結來說，閱聽人基本上將漫畫與動畫當作同一組的媒介形式看待，而真人
化的日劇和電影則是另一個對照組。本研究發現，隨著向圖像轉的研究方向興起，
除了以原作或改編的文本內容當作互文解讀的基礎之外，閱聽人還透過對媒介特
採訪：Sebox、Jean／口譯：張克柔（2016）。[人物] 不可能的改編任務！專訪《異邦警察》
導演熊切和嘉。Hypesphere 狂熱電影資訊網。取自 http://www.hypesphe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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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的認知來檢視改編作品與自己的跨媒介參與歷程，產生互媒解讀的策略，而這
樣的互媒解讀更反過來影響閱聽人的互文解讀。
（三）、生產次序不必然等於觀看順序
若以生產次序來說，作為原作的漫畫當然是最早產出的成品，這也是為何閱
聽人多少還是會表現出原作正統論的看法，早期研究也假定生產次序即為閱聽人
觀看的順序，這樣看來似乎生產次序就決定閱聽人的想法；然而，現今跨媒介改
編方式多樣，閱聽人也從被動接收轉變為主動性、有選擇性的閱聽人，如此一來，
閱聽人可以選擇從原作以外的角度切入跨媒介消費歷程，本研究結果即顯示生產
次序並非閱聽人的實際觀看順序。
透過受訪者表述自己觀賞順序的歷程，本研究發現過去在參照解讀上，原作
為主，改編作品為輔的主從已經改變。如 Beddows（2012）所言，跨媒介的表現
方式給予閱聽人可以選擇不同的參與模式的機會，而漫畫與其多樣化改編作品就
提供閱聽人多種的切入點。切入點媒介對閱聽人觀賞歷程的影響正呼應了首因效
應（primacy effect）的概念。在一系列接觸的媒介中，第一個媒介對閱聽人的影
響力大於後續接收的其他媒介，並且對此媒介留下較深印象，而這第一個媒介也
成為詮釋其他媒介表現的基準。
從本研究蒐集的資料得知，閱聽人會把切入點的文本視為觀賞其他媒介形式
的參照點，但切入點的文本不再單指漫畫原作，改編作品也會是後續觀賞其他表
現方式的參照點，當閱聽人從動畫、日劇或真人電影開始切入整個跨媒體參與的
歷程，原先被視為是詮釋、解讀中心的原作已經轉移到改編作品。
二、整體研究討論
（一）、原作與改編作品之間主從關係的轉移
綜合文獻回顧與分析資料，本研究發現，以前的改編研究，都有一種主從關
係，原作就是主，改編就是從；然而，當閱聽人的切入點不一樣時，切入點的媒
介體驗才是真的影響閱聽人的觀賞歷程，閱聽人的互文／互媒解讀常常是依照切
入點而改變，所以原作與改編作品不再像以往主從關係那麼明確，會隨著閱聽人
的選擇而轉移。
以前的研究中，改編作品通常被視為附屬的、不重要的，且比不上原作，閱
聽人在觀賞改編作品時皆假定以原作為解讀基礎，並且認為對閱聽人來說，原作
才是具有價值與影響力的作品；然而，以往的研究卻忽略了閱聽人的主動性與選
擇性，本研究結果發現，改編文本對閱聽人觀賞歷程的影響力一點也低於漫畫原
作。
過往的研究是針對文本內容進行分析，即便後來有從閱聽人角度進行探討，
也是假設閱聽人從漫畫原作到改編作品這單一、線性的觀賞路徑，並未將閱聽人
實際的接收行為納入考量；但是，當今跨媒介敘事發展蓬勃，多種表現平台與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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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操作之下，閱聽人有更多的選擇性，他們可以從改編作品到原作，改編作品到
另一改編作品，甚至是在不同參與模式間相互穿插，閱聽人選擇觀賞的路徑更加
多元。
再者，因為主從關係的影響，讓閱聽人在觀賞作品時會下意識地進行比較；
然而，這樣的比較並不是過去以文本的地位來看待，而是根據閱聽人的觀看順序，
如閱聽人先觀看真人影像的改編作品，再回頭觀看漫畫時，便會受到真人演出或
音樂的影響，閱聽人因而以改編作品作為比較依據。不過本研究也發現，閱聽人
會為了避免愉悅中斷，而說服自己將作品獨立欣賞。
本研究落實了閱聽人的實際接收行為，發現主從文本的轉移，當互文／互媒
產生時，閱聽容易受到切入點媒介的影響。對於閱聽人來說，原作的地位不再是
絕對，作為切入點的媒介才是影響閱聽人解讀、詮釋其觀賞歷程的主媒介。
閱聽人詮釋時所依賴的基準是主文本，但並非只有漫畫原作，面對漫畫、動
畫、日劇與真人電影這一系列媒介中，因閱聽人選擇的切入點不同，造成主文本
可以是漫畫原作，也可以是改編作品。閱聽人會以第一接觸的媒介去解讀媒介表
現，這一發現乃符合首因效應的概念，先接觸媒介的會干擾閱聽人對後續媒介的
接收。主從文本的轉移、詮釋仍以主文本為基礎的研究結果，確實印證了首因效
應的影響。
簡言之，對閱聽人來說，漫畫原作不再是主導他們解讀跨媒介參與歷程的主
媒介，一如 Jenkins（1992, 2006, as cited in Bourdaa & Hon-Mercier, 2012）的想法，
當今跨媒介的環境下，閱聽人是個主動的接收者，他們會選擇、創造及重新定義
屬於自己的詮釋、活動、認同、價值；所以，根據閱聽人不同的切入點，造成解
讀上主從文本的轉移，從不同角度來欣賞改編作品，也改變了過去認為原作是最
優秀的概念。
（二）、高解析度文本的跨媒介參與，降低閱聽人詮釋的自由度
當代日本漫畫改編的形式愈來愈多元，然而，漫畫這個媒介的特質本身，相
對於以往的文字改編影像，改編媒介的表現與閱聽人詮釋的自由度相對低了許多。
漫畫本身即以圖像表達佔絕大部分，如 Peter Brook（引自 Hutcheon, 2013, p.131）
談論影像時的概念，認為影像具有強大的力量，當閱聽人接收的那刻，他無法思
考、感覺、想像其他事物。
將漫畫改影像與小說改編影像對照來看，以麥克魯漢在 1964 年《認識媒體：
人的延伸》這本書裡提出「高解析度／熱媒體」和「低解析度／冷媒體」概念來
說：
熱媒體是以高解析度延伸某一個單一感官，高解析度則是指被資料數據
全然充斥的狀態，比方就視覺而言，照片即屬高解析度，漫畫則屬低解
析度，因為後者提供的視覺資訊很少。言談話語也是低解析度的冷媒體，
因為說者給予的甚少，聽者必須自行填充，反之，熱媒體卻不會留下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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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多空間，讓受者填充或補全，因此熱媒體的參與性低，冷媒體的受訊
者參與性或補全度高。（麥克魯漢, 1964／鄭明萱譯，2006，頁 54）
麥可魯漢將媒介區分為冷熱媒體，但並非絕對，而是媒介兩兩互相比較之下的一
種相對性概念；所以，漫畫雖然被麥克魯漢列為冷媒體一方，但是從以往文字改
編與本研究的漫畫改編相比來看，文字是屬於冷媒體，解析度比較低，比較容易
改編成任何形式，漫畫其實更偏向「高解析度／熱媒體」，除改編動畫落差較小
之外，真人化改編的差異與阻礙較多。
再者，若就本研究目標的四個媒介─漫畫、動畫、日劇、真人電影─來看，
漫畫與動畫（或日劇、真人電影）相比之下，漫畫是屬於低解析度，動畫屬於高
解析度，因為動畫結合了影像與聲音等多媒體表現。而動畫與真人化作品相比，
誰是高解析度？誰是低解析度？
本研究認為兩者雖然表現風格不同，但都具有多媒體的表現，所以皆屬於高
解析度，高解析度的熱媒體霸佔一個感官，而動畫、日劇或真人電影這種聲音、
影像對感官接收比較支配性的媒介表現，影響閱聽人對漫畫原作的解讀；漫畫本
身的豐富視覺資訊也影響了閱聽人對跨媒介文本的詮釋，降低了閱聽人對文本填
補、想像的空間。
（三）、漫畫文本的特殊性對閱聽人消費改編的影響
透過漫畫文本分析與互媒性的討論可以了解，日漫文本的特殊風格，使閱聽
人對動畫與真人化兩種改編模式的接收程度卻大有差異。首先，就改編動畫而言，
不論是角色、場景形象與風格都與漫畫相似，甚至可以說改編動畫之後，搭配聲
優、音樂等表現，角色的性格與特色更加動感化。動畫可以說是極具彈性與包容
性的媒介，不管是何種畫風、題材的漫畫作品，都可以順利轉換，落差較小，例
如惡評討論的《進擊的巨人》，其動畫將原作的筆觸細緻化，使畫面更精緻，動
畫不僅大受歡迎，更抬升漫畫的人氣。因此，在互媒詮釋上漫畫和動畫經常被視
為一體，閱聽人自然而然地能夠接受動畫。
此外，閱聽人對於漫畫改編成日劇，雖然不若動畫那般輕易接受，但也沒改
編成真人電影那般排斥。根據受訪者的回應，可能是因為改編成日劇的類型多半
是傳統少女戀愛題材，而且這類型在一般日劇裡也是常見的一種；所以，即便閱
聽人先看過漫畫，對漫畫中的俊男美女或是浪漫情景有所想像，但也不強求照漫
畫如實地呈現，受訪者 K 就說過，在漫畫看到某個劇情覺得好浪漫，可是日劇
給予的是一種真實的、身歷其境的感受，如實呈現反而有誇張之嫌，如《朝 5 晚
9》改編後收斂很多。但是，像《交響情人夢》那般，徹底拍攝出漫畫感的誇張
表現方式，也別有一番感受。
至於改編真人電影，閱聽人卻常常對其轉換感到憂慮。其實真人電影也並非
只有惡評裡提到的少年熱血、異世界冒險類型，只是因為這類型的原作漫畫人氣
已高，甚至也改編過動畫，所以討論度也愈高，閱聽人也愈容易關注漫畫與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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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的差異。閱聽人對漫畫作者的作畫風格與故事描繪，以及想像出來、非真實
存在的設定已經非常熟悉，而這些由畫工、畫風表現出來具有漫畫性格的內容可
以說只有漫畫與動畫這兩種媒介可以表現。《神劍闖江湖》真人電影也是因為背
景設定上與歷史有連結，閱聽人可以聯想到武士，動作上又抓住精隨，才能頗受
好評。簡單來說，漫畫感難以由真人演出，偏偏又愛選擇這類型的作品，幾番失
敗的經驗，讓閱聽人總是抱持著既期待又怕受傷害，且傷害或許還大過期待的心
情。
閱聽人在解讀漫畫真人化作品時，比起觀看動畫更容易意識到媒介間轉換的
差異，比如說因為畫風、題材等因素，改編作品對於人物形象、表現風格與故事
結構受到漫畫影響；同樣地，閱聽人也會因為先看過真人化作品，再看漫畫時，
難以擺脫真人的影像跟聲音表現。更甚者，對閱聽人的整體解讀歷程來說，佔有
較大影響力的可能變成是改編動畫，而不是漫畫原作。因為即便閱聽人是從漫畫
原作開始切入，當閱聽人再觀賞動畫之後，對聲音便有了印象，讓閱聽人很難不
在看漫畫或是真人化作品時，腦中浮現聲優的表現。
整體而言，日漫的真人化轉換，讓閱聽人真正地意識到「改編」這一動作的
發生，也讓互媒性的概念真正進入閱聽人的詮釋過程中，閱聽人會好奇漫畫如何
被轉換，改編媒介如何參照漫畫的風格，如何適度地呈現漫畫給予他們的體驗。
雖然在接收歷程中，閱聽人也會針對文本內容進行互文解讀，但是，日漫的圖像
表達與藝術風格，讓閱聽人在解讀互文性時，其實是傳達出互媒性的概念。

第二節 研究貢獻
一、學術方面
首先，國內有關漫畫的研究不算少，但多以文本、符號解讀或是政經的批判
分析為主，至於針對「漫畫改編」的研究甚少，且多以漫畫原作與一個改編形式
作研討，如曾偲齊（2014）的漫畫與動畫與謝明穎（2012）漫畫與偶像劇。然而，
從文化創意面向來看，日漫不停改編的過程興許是一種文化能量與創作經驗的累
積，透過推出不同媒介改編的作品，開發閱聽人對作品的喜好與市場；因此，本
研究將漫畫、動畫、日劇與真人電影四種主要改編形式納入，一窺日漫閱聽人對
漫畫原作與改編作品的整體想法。
其次，為符應當帶向圖像轉的趨勢，試圖將研究重點從文本與閱聽人的互動
轉移至著重在媒介與閱聽人的互動上，探討閱聽人在跨媒介參與的接收歷程，誠
如 Zullo（2013）所言媒介不只是將文本表達出來，更影響了文本內容的表達，
因此，本研究運用互文性與互媒性的概念分析閱聽人對文本間與媒介之間對媒介
轉換、結合、相互參照的解讀，以及這樣的互媒性解讀如何影響他們對文本互文
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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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互媒的可轉換性來看，漫畫與動畫常被視為是一體，媒介轉換比較容易；
然而，對於漫畫與日劇或真人電影來說，不同表現方式下的熱媒體轉熱媒體相當
有難度，也影響了閱聽人跨媒介參與的歷程。閱聽人若不是透過切入點的主從文
本解讀，就是當認知衝突無法解決時，便會將作品視為平行，又或是在交叉觀賞
下，將不同媒介表現混和，難以擺脫其他媒介的某些表現，如聲音。這些都是以
往文本分析上難以發現的結果，對於改編研究來說，閱聽人的主動性帶來的影響
比文本間的互文轉換更為重要。
最後，因應閱聽人在跨媒介參與下，媒介選擇性的對接收歷程的影響，本研
究從 Beddows（2012）的切入點觀念了解閱聽人接收作品有不同選擇性，而在本
研究結果得出切入點帶來主從文本的轉移，這也造成閱聽人在互文／互媒解讀參
照基準的轉變，改編也不再該被視為是次級、附屬的補充文本。
以往文學上的改編研究，只專注於文本內容的比較分析，但是在傳播領域下，
文本內容在各種媒介間轉換、流動，提供不同的進入方式，有鑑於當代閱聽人是
個主動的接收者，改編研究應以閱聽人為中心進行探討，且除了互文／互媒性的
分析概念外，也可運應其他領域的論述，如本研究嘗試以廣告心理學的首因效應
概念，分析閱聽人在不同切入點與觀看順序下，媒介的接收順序對他們解讀，欣
賞作品的影響。
二、實務方面
在實務領域的貢獻上，本研究得出的閱聽人跨媒介參與的解讀與詮釋經驗，
可以作為未來漫畫改編題材選擇與製作上的參考。根據研究分析結果可以發現，
真人版的選擇類型有些限制，如少女漫畫大多貼近現實比較容易表現，而少年類
型的題材也不是說不好表現，只是若一昧地仿效漫畫風格而忽略真人影像表現該
有的合理化，反而無法抓住閱聽人對作品的好感度。
另外，本研究也發現，改編後結合音樂的表現，更能傳達出文本的情緒，特
別是音樂類型的作品，某種程度上來說，改編動畫、日劇或真人電影甚至優於原
作也不一定，如網友 sh******所言：「透過動畫能真正聆聽到作者介紹的每一首
曲子，讓人更能感受、體會那一段情節的心情，這是漫畫怎麼努力也望塵莫及的
呀！」（網路文本資料，sh******／[心得]漫畫+真人版+動畫版全部閱畢的感
想）。
本研究部分受訪者及蒐集的文本資料還發現，閱聽人有時候是因為先聽到改
編作品的主題曲或配樂，受到音樂吸引進而觀賞。閱聽人明明未看過漫畫原作，
卻因為喜歡改編作品的音樂而願意去觀看，這顯示改編之後，音樂的結合延伸出
動漫音樂產業（當然還有其他周邊商品產業）之餘，動漫音樂甚至也影響閱聽人
的觀賞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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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一、研究限制
本研究關注於媒介的特質與觀賞順序對閱聽人觀賞動機、跨媒介解讀與切入
點的影響，但仍有些限制。由於本研究設定的閱聽人背景皆為日漫閱聽人，閱聽
人可以從漫畫原作、改編與媒介的角度來解讀所觀看的作品。然而，先不論真人
電影，因為會看真人電影的大多是因為看了漫畫而去看，若只單看日劇這一部份，
雖然本研究的閱聽人有從日劇切入的案例，但畢竟還是以日漫迷的角度去解讀，
但是日劇本身就是一個龐大的產業，且有屬於日劇的迷群，如果從日劇迷的角度
來解讀，興許又會產不同的意義。
另外，本研究起初為避免限縮了閱聽人的回應，因此並未限定討論特定作品
類型；但是，這也顯得本研究的發現太過廣泛、不夠詳細深入，未來可搭配文本
類型，選擇幾部作品進行分析。
二、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在訪談過程中發現，雖然已告知只有探討日漫與其改編，但受訪者在
受訪過程中，或多或少會提及一些臺灣也有改編成偶像劇的作品，並一同納入他
們的解讀與詮釋過程。此外，過去美國的漫畫改編電影一直是票房保證，畢竟美
漫的寫實風格比起日漫獨特的藝術風格要容易進行真人化改編。然而，美國近期
也開始採用日本漫畫作為改編來源，如緒論提到的《火影忍者》或已在進行中的
《攻殼機動隊》。
本研究設定的作品是由日本改編為主，若是在不同文化下的日漫改編作品，
閱聽人的詮釋與解讀又有何不同，文化差異的探討不失為可行的研究面向。對於
同一部作品在不同文化下的改編表現，為何吸引閱聽人觀賞，或是他們如何解讀
這些不同的版本都是未來研究可行方向。
另外，本研究雖然根據閱聽人不同觀賞順序，分為從原作開始與從改編作品
開始，但研究結果中，也發現閱聽人除了這兩種方向之外，還會交叉觀賞，但本
研究實證資料較少。所以交叉觀賞下的閱聽人解讀與媒介影響是未來可以研究觀
察的方向。
再者，根據上述限制提到的作品類型，從閱聽人的表述中可以稍微得知，對
於不同類型的作品，他們的觀看動機與在意的地方不一樣，如針對少年漫畫改編
的作品，是想要得到感官上的刺激與滿足，而少女漫畫的改編作品，則是想感受
劇情的氣氛營造。因此，未來研究或可針對不同作品類型，來研討閱聽人的接收
歷程。
最後，從冷熱媒體的討論也引出閱聽人跨媒介參與度的面向，不同的改編媒
介各有特色，透過觀賞切入點、改編媒介特質與涉入程度差異三者的互動下，都
可能影響閱聽人的參與程度，這也不失為未來研究的可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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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011~2016 年漫畫改編動畫、日劇、真人電影列表
作者／漫畫

動漫 類型

日劇

真人電影

2011
石塚真一《岳-大家的山》

X

青年

《岳：冰峰救援》

柳澤公夫《市民警察 69》

X

刑事

《市民警察 69》

細川貂貂《阿娜答得了憂鬱症》

X

女性

《阿娜答得了憂鬱
症》

土山滋《極道飯》

X

劇情

《極道飯》

古谷實《不道德的秘密》

X

犯罪

《不道德的秘密》

真鍋昌平《搬運你的未來》

X

成人

《搬運你的未來》

新條真由《搖滾藍薔薇》

X

少女

《搖滾藍薔薇》

河原和音《俏妞出招》

X

少女

《俏妞出招》

原秀則《星星的故鄉》

X

青年

《群星劃過的城鎮》

村上隆《星星守護犬》

X

劇情

《守護星星的小狗》

Time 涼介《格鬥拳擊》

X

青年

《格鬥拳擊》

久保美津子《草食男之桃花期》

X

青年

《草食男之桃花期》

高森朝雄原作、千葉徹彌作畫《小
拳王》

O

少年

《火力拳開》

田中宏《BAD BOYS 搞怪少年》

O

少年

尼子騒兵衛《忍者亂太郎》

O

搞笑

《忍者亂太郎》

漫畫太郎《地獄甲子園》

O

少年

《好球殺物語》

搞笑

《烏龍派出所 THE
MOVIE 封鎖勝鬨

秋本治《烏龍派出所》

O

《BAD BOYS 搞怪
少年》

橋！》
藤子不二雄Ⓐ《怪物小王子》

O

少年

《怪物小王子》

望月三起也/《Wild 7》

O

少年

《Wild 7》

奥浩哉《殺戮都市》

N

青年

矢澤愛《天國之吻》

N

少女

《天國之吻》

宇仁田由美《白兔玩偶》

N

女性

《白兔玩偶》

福本伸行《賭博默示錄》

N

青年

《賭博默示錄：人生
奪回遊戲》

手塚治虫《人間昆蟲記》

X

成人 《人間昆蟲記》

入江謙三原作、橋口隆志作畫《頂
尖神醫》

Ｘ

醫療 《頂尖神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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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NTZ 殺戮都
市首／二部曲》

藤崎聖人《六本木鮮師》

Ｘ

教育 《美女鮮師 No.1》

城安良嬉原作、長友健篩作畫《王
牌酒保》

Ｘ

青年 《王牌酒保》

森本梢子《小汪刑事》

Ｘ

刑事
《小汪刑事》
搞笑

村上紀香《仁者俠醫》

Ｘ

科幻
《仁者俠醫》完結篇
歷史

武富健治《鈴木老師》

Ｘ

學園 《鈴木老師》

深谷かほる《鋼之女》

Ｘ

學園 《鋼之女》

山崎紗也夏《伴君入眠》

Ｘ

青年 《伴君入眠》

秋山香《明日香高工進行曲》

Ｘ

女性

《明日香高工進行
曲》

六花チヨ《IS 上帝的惡作劇》

Ｘ

少女

《IS 上帝的惡作
劇》

中村光《荒川爆笑團》

N

女性 《荒川爆笑團》

青山剛昌《名偵探柯南》

O

推理

葉鳥螺子《櫻蘭高校男公關部》

N

少女

柴門文《華和家四姊妹》

X

家庭 《華和家四姊妹》

中條比紗也《偷偷愛著你》

X

少女

安倍夜郎《深夜食堂》

X

療癒

高橋弘《QP 痞子勇士》

X

少年 《QP 痞子勇士》

粕谷紀子《我是影子》

X

女性 《我是影子》

柘植文《我叫野田》

X

女性

本宮宏志《我的天空~刑事篇》

X

刑事

《工藤新一密室大
推理》
《櫻蘭高校男公關
部》
《花樣少年少女 ～
美男☆樂園～》
《深夜食堂》第二季
（2014、2016 各有續集）

《我叫野田》
（2011~2013）

《我的天空~刑事
篇》

2012
秀樂沙鷺《小螢的青春》

X

少女

《魚乾女又怎樣：羅
馬假期》

東本昌平《麒麟》

X

青年

《麒麟》

少女

《大奧～永遠～【右
衛門佐．綱吉篇】》

吉永史《大奧》

X

《大奧【男女‧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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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
佐藤秀峰《海猿》

X

青年

《海猿：東京灣空
難》

YUKIWO 《蘿莉姊妹花》

X

少年

《蘿莉姊妹花》

西岸良平《三丁目的夕陽》

X

青年

《永遠的三丁目的
夕陽》

梶原一騎《愛與誠》

X

少年

《愛與誠》

田中宏《莫逆家族》

X

少年

《莫逆家族》

水波風南《今日開始談戀愛》

X

少女

《今日開始談戀愛》

乘附雅春《高校痞子田中》

X

少年

《高校痞子田中》

岡崎京子《HELTER SKELTER》

X

驚悚

《惡女羅曼死》

小山宙哉《宇宙兄弟》

O

勵志

《宇宙兄弟》

赤塚不二夫《甜蜜小天使》

O

少女

《甜蜜小天使》

中村光《荒川爆笑團》

N

女性

《荒川爆笑團》

和月伸宏《神劍闖江湖》

N

少年

《神劍闖江湖》

山崎麻里《羅馬浴場》

N

搞笑

《羅馬浴場》

葉鳥螺子《櫻蘭高校男公關部》

N

少女

《櫻蘭高校男公關
部》

小畑友紀《我們的存在》

N

《愛，一直都在－初
戀》／
《愛，一直都在－真

少女

愛》
久住昌之原作、谷口治郎作畫《孤
獨的美食家》

X

料理

《孤獨的美食家》

手塚治虫《向陽之樹》

O

少年 《向陽之樹》

平川哲弘《CLOVER 幸運三人組》

X

少年

（2012 至今）

《CLOVER 幸運三
人組》
《未來日記

えすのサカエ《未來日記》

N

少年 -ANOTHER:WORL
D-》

菅原敬太《走馬燈株式會社》

X

青年 《走馬燈株式會社》

藤澤亨《麻辣教師 GTO》

O

少年 《麻辣教師 GTO》

花澤健吾《敏行快跑》

X

青年 《敏行快跑》

佐藤智一《幽靈媽媽搜查線》

X

青年 《第六感搜查線》

東村アキコ《多半在哭泣》

X

青年 《多半在哭泣》

南波敦子《愛情種子》

X

少女 《愛情種子》

久住昌之原作、水澤悦子作畫《花

X

料理 《花的懶人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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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懶人料理》
《SUGARLESS～無
糖～》

細川雅巳《SUGARLESS》

X

少年

蘆原妃名子《Piece》

X

少女 《Piece》

逢田夏波《Switch Girl!!～變身指
令～》

X

《Switch Girl!!～變
少女 身指令～》

真鍋昌平《黑金丑島君》

X

青年 《黑金丑島君》

麻生美琴《法庭新鮮人》

X

少女

落合尚之《罪與罰》

X

青年 《罪與罰》

（2011~2013）

《法庭新鮮人》
（2014
有第二季）

2013
益田米莉《小好》

X

女性

《小好、小麻、佐和
子》

中山昌亮《不安的種子》

X

恐怖

《不安的種子》

武富健治《鈴木老師》

X

勵志

《鈴木老師》

木月明、佐藤南紀《謊言的誘惑》

X

女性

《謊言的誘惑》

小手川瑜亞《ARCANA》

X

青年

《ARCANA》

育江綾《潔柔》

X

少女

《潔柔》

大野安之《夢的通道》

X

少年

《夢的通道》

西原理惠子《上京物語》

X

女性

《上京物語》

青木琴美《她愛上了我的謊》

X

少女

《她愛上了我的謊》

育江綾《不完美情人》

X

少女

《不完美情人》

青野春秋《我只是還沒有認真而
已》

X

勵志

《我只是還沒有認
真而已》

安藤慶周《瘋狂假面》

X

搞笑

《HK 瘋狂假面》

高橋昇《臥底威龍》

X

少年

《臥底威龍》

外海良基《JUDGE》

X

懸疑

《JUDGE》

五十嵐三喜夫《前往貧困村》

X

勵志

梶原一騎《虎面人》

O

少年

《虎面人》

尼子騒兵衛《忍者亂太郎》

O

搞笑

《忍者亂太郎暑假
作業大作戰！》

田中宏《BAD BOYS 搞怪少年》

O

少年

石川惠美《絕叫學級》

O

恐怖

《絕叫學級》

吉田龍夫《科學小飛俠》

O

科幻

《科學小飛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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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見金錢，前往貧
困村》

《劇場版 BAD
BOYS J》

山內泰延《男子高校生的日常》

N

《男子高校生的日
常》

少年

《009-1 THE END
石森章太郎《009-1》

N

青年

太田基之《高梨太太》

X

女性 《高梨太太》

X

料理

X

青年

O

少年 《BAD BOYS J》

三宅亂丈《佛物專寺》

X

青年 《佛物專寺》

嶋木明子《歌舞伎華之戀》

X

少女 《歌舞伎華之戀》

末延景子《Limit 界限》

X

少女 《Limit 界限》

小田由亞《齊藤太太來了》

X

少女

吉河美希《山田君與 7 人魔女》

N

少年

藤澤亨《假面教師》

X

青年 《假面教師》

安田弘之《庶務二課》

X

女性 《庶務二課》2013

朔ユキ蔵《白馬王子純愛適齡期》

X

女性

松本光司《彼岸島》

X

青年 《彼岸島》

UME《東京玩具箱》

X

青年 《東京玩具箱》

喬治朝倉《戀文日和》

X

少女 《戀文日和》

高野洋原作、菊地昭夫作畫《Dr.
DMAT》

X

青年 《Dr. DMAT》

西村滿原作、梶川卓郎作畫《信長
的主廚》

X

料理

坂戸佐兵衛原作、旅井とり作畫
《美食知識刑警立花》
若杉公德《我們都是超能者！》
田中宏《BAD BOYS 搞怪少年》

OF THE
BEGINNING》
《美食知識刑警立
花》
《我們都是超能
者！》

《齊藤太太來了》第
二季
《山田君與 7 人魔
女》

《白馬王子純愛適
齡期》

《信長的主廚》
（2014
還有第二季）

《惡作劇之吻 2013》
多田薰《淘氣小親親》

O

少女 （2014 續集《惡作劇 2
吻沖繩特別篇》
）

CLAMP《xxxHOLiC》

N

靈異 《xxxHOLiC》
2014

金城宗幸原作、藤村緋二作畫《要
聽神明的話》

X

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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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聽神明的話》

井上三太《東京暴族》

X

熱血

《東京暴族》

甘詰留太《年上彼女》

X

青年

《年上彼女》

渡辺鮎《鄰居♥同居》

X

少女

《鄰居♥同居》

榎屋克優《日日搖滾》

X

少年

《日日搖滾》

押見修造《甜蜜的游泳池畔》

X

少女

《甜蜜的游泳池畔》

稚野鳥子《Clover》

X

少女

《幸運情人草》

藤澤亨《假面教師》

X

青年

《假面教師》

中村尚儁《十一分之一》

X

青年

《十一分之一》

紡木卓《HOT ROAD》

X

少女

《HOT ROAD》

高橋弘《漂丿男子漢》

X

少年

《漂丿男子漢
EXPLODE》

柳內大樹《淺草少年》

X

少年

《淺草少年》

MIKIMOTO 凜《近距離戀愛》

X

少女

《近距離戀愛》

糸杉柾宏《浮戀》

X

青年

《浮戀》

五十嵐大介《小森食光》

X

劇情

《小森食光／夏秋
篇》

五十嵐藍《鬼灯家的大姊姊》

X

搞笑

《鬼灯家的大姊姊》

大橋裕之《City Lights》

X

科幻

《超能力研究部的 3
人》
《神劍闖江湖：京都
大火篇》／《神劍闖

和月伸宏《神劍闖江湖》

N

少年

山崎麻里《羅馬浴場》

N

搞笑

《羅馬浴場 II》

東村明子《海月姬》

N

少女

《海月姬》

咲坂伊緒《閃爍的青春》

N

少女

《閃爍的青春》

樞梁《黑執事》

N

奇幻

《黑執事》

加藤一(Monkey Punch)《魯邦三
世》

N

冒險

《世紀怪盜：魯邦三
世》

N

少年

《我的朋友很少》

荒川弘《銀之匙 Silver Spoon》

N

少年

《銀之匙》

葉月鼎《只要妳說妳愛我》

N

少女

《只要妳說妳愛我》

岩明均《寄生獸》

N

科幻

《寄生獸》

高橋昇《臥底型警》

X

青年

《臥底型警》

乃木坂太郎《醫龍-Team Medical
Dragon-》

X

青年

平坂讀原作、いたち&田口囁一作
畫《我的朋友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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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傳說的最終
篇》

《醫龍-Team
Medical Dragon-4》

真鍋昌平《黑金丑島君》

X

青年 《黑金丑島君 2》

水城雪可奈《失戀巧克力職人》

X

少女 《失戀巧克力》

多田薰《淘氣小親親》

O

少女

小森陽一原作，藤堂裕作畫《S終極警官》

X

少年 《S -終極警官-》

田島隆原作、東風孝廣作畫《極惡
頑暴》

X

青年 《極惡鮮女》

橫幕智裕、竹谷州史《Smoking Gun
民間科搜研調查員 流田緣》

X

青年

遠藤幸一《死神君》

X

少年 《死神君》

ひじかた憂峰原作、田中亞希夫作
畫《大川端偵探社》

X

青年 《大川端偵探社》

久保美津郎《Again！！》

X

少年 《Again！！》

X

女性 《同學會後愛上你》

島本和彥《青之炎》

X

少年 《青之炎》

峰奈由果《三十小女人》

X

女性 《三十小女人》

天樹征丸原作，佐藤文也作畫《金
田一少年之事件簿》

O

推理

大島弓子《咕咕貓》

X

自傳

石井步《信長協奏曲》

N

歷史 《信長協奏曲》

藤村真理《今天不上班》

X

少女 《今天不上班》

倉科遼原作、成田マナブ作畫《黑
服物語》

X

青年 《黑服物語》

真倉翔原作、岡野剛作畫《靈異教
師神眉》

O

少年 《靈異教師神眉》

柴門文《同學會後愛上你～人一生
會戀愛三次～》

《黑金丑島君 Part
2》

《惡作劇 2 吻沖繩特
別篇》

《SMOKING GUN
～決定的證據～》

《金田一少年之事
件簿 N（neo）》
《咕咕貓》
（2016 有第
二季）

2015
吉田秋生《海街 diary》

X

女性

《海街日記》

筒井哲也《預告犯》

X

懸疑

《預告犯》

和久井健《新宿天鹅》

X

成人

《新宿天鹅》

木村紺《神戸在住》

X

青年

《神戸在住》

寶井理人《星期戀人》

X

BL

《星期戀人 前篇/後
篇》

秀良子《在宇田川町等我喔。》

X

BL

《在宇田川町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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喔。》
水城雪可奈《戀愛中毒大作戰》

X

少女

《戀愛中毒大作戰》

佐草晃《天道交響樂》

X

青年

《尋找心樂章》

咲坂伊緒《閃爍的愛情》

X

少女

《閃爍的愛情》

西炯子《娚的一生》

X

女性

《娚的一生》

池邊葵《裁縫師的美麗人生》

X

少女

《裁縫師的美麗人
生》

安倍夜郎《深夜食堂》

X

療癒

《深夜食堂》

小森陽一原作，藤堂裕作畫《S-

《S-終極警官-奪還
X

少年

RECOVERY OF
OUR FUTURE》

幸田桃子《女主角失格》

X

少女

《女主角失格》

南波敦子《先輩與彼女》

X

少女

《先輩與彼女》

五十嵐大介《小森食光》

X

女性

高野莓《Orange》

X

少女

《Orange》

杉浦日向子《合葬》

X

青年

《合葬》

喬治朝倉《PIECE OF CAKE》

X

青年

《PIECE OF CAKE》

O

少年

《爆漫王。》

岩明均《寄生獸》

N

科幻

《寄生獸：完結篇》

松井優征《暗殺教室》

N

少年

《暗殺教室》

終極警官》

大場鶇原作、小畑健作畫《爆漫
王。》

《小森食光／冬春
篇》

《進擊的巨人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

N

少年

ATTACK ON TITAN
前篇／後篇》

河原和音原作、或子作畫《俺物
語!!》

N

少女

《俺物語!!》

若杉公德《我們都是超能者！》

X

青年

《愛愛超能者》

峰奈由果《約飯》

X

女性

神崎裕也《無間雙龍》

X

青年 《無間雙龍》

新久千映《和歌子酒》

N

料理

田島隆原作、高橋昌大作畫《超級
代書》

X

青年 《超級代書》

西村滿原作、川隅廣志作畫《大使

X

料理 《大使閣下的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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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飯》（2016 有第二
季）

《和歌子酒》
（2016 有
第二季）

《劇場版超級代
書！！！》

閣下的料理人》

人》

青木雄二《浪花金融道》

X

青年 《浪花金融道》

石坂啓《I'm home》

X

青年 《家的記憶》

久住昌之原作、和泉晴紀作畫《食
之軍師》

X

料理 《食之軍師》

小野夏芽《江戶盜賊團雙雄》

N

少年

小澤真理《銀色湯匙》

X

料理 《銀色湯匙》

鳴見奈留《愛吃拉麵的小泉同學》

X

料理

大場鶇原作、小畑健作畫《死亡筆
記本》

N

少年 《死亡筆記本》

吉澤保己《根性青蛙》

O

少年 《根性青蛙》

椎名千佳《37.5℃的眼淚》

X

少女 《37.5℃的眼淚》

森繁拓真《鄰座同學是怪咖》

N

喜劇 《鄰座同學是怪咖》

北沢バンビ《女人之路》

X

女性 《女人之路》

北條司《天使心》

N

青年 《天使心》

古谷三敏《酒吧檸檬心》

X

青年

相原實貴《朝 5 晚 9》

X

女性

鈴之木祐《產科醫鴻鳥》

X

醫療 《產科醫鴻鳥》

Hirochi Maki《總有一天在第凡內
吃早餐》

X

《總有一天在第凡
料理 內吃早餐》
（2016 有第

黑江 S 介《武士老師》

X

穿越 《武士老師》

山崎紗也夏《警報 刑警×女友×完
全惡女》

X

懸疑

平本 Akira《監獄學園》

N

校園 《監獄學園》

内田春菊《南君之戀人》

X

少女

Makino（マキノ）《我才不會對黑
崎君說的話言聽計從》

X

少女

《江戶盜賊團雙雄》
（2016 有第二季）

《愛吃拉麵的小泉
同學》

《酒吧檸檬心》
（2016
有第二季）

《朝 5 晚 9～愛上我
的帥和尚～》

二季）

《警報 刑警×女友×
完全惡女》
《南君之戀人～my
little lover》
《我才不會對黑崎
君說的話言聽計從》

2016
石井步《信長協奏曲》

N

歷史

《信長協奏曲》

Makino（マキノ）《我才不會對黑
崎君說的話言聽計從》

X

少女

《我才不會對黑崎
君說的話言聽計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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鈴木由美子《白鳥麗子》
貴家悠原作、橘賢一作畫《Terra
Formars ~火星任務~》

X
N

少女 《白鳥麗子》
青年
科幻

《白鳥麗子 2016
電影版》
《火星異種》

森本梢子《高台家的成員》

X

少女

《高台家的成員》

杉作《為什麼貓都叫不來。》

N

寵物

《為什麼貓都叫不
來。》

古屋兔丸《荔枝☆光俱樂部》

N

少年

《荔枝☆光俱樂部》

三家本禮《電鋸少女血肉之華》

X

獵奇
殭屍

《電鋸少女血肉之
華》

漫☆畫太郎《珍遊記》

X

惡搞

《珍遊記》
《花牌情緣 上之
句》／《花牌情緣 下
之句》（分別於日本
2016 年 3 月與 4 月上映）

末次由紀《花牌情緣》

N

少女

三部敬《只有我不存在的城市》

N

懸疑

松井優征《暗殺教室》

N

少年

《暗殺教室〜畢業
編〜》

花澤健吾《請叫我英雄》

X

青年

《喪屍末日戰》

福滿茂之《生活》

X

動作

安藤慶周《瘋狂假面》

X

搞笑

《瘋狂假面：變態危
機》

丸尾末廣《少女椿》

X

獵奇

《少女椿》

古谷實《白晝之雨》

X

青年

《白晝之雨》

八田鮎子《狼少女和黑王子》

N

少女

《狼少女和黑王子》

此元和津也《瀨戶內海》

X

青年

《瀨戶內海》

真造圭伍《森山中教習所》

X

青年

《森山中教習所》

清水玲子《最高機密》

N

少女

《秘密 -The Top

科幻

Secret-》

綱本將也原作、吉原基貴作畫
《U-31》

X

運動

《U-31》

新川直司《四月是你的謊言》

N

少年
音樂

《四月是你的謊言》

真鍋昌平《黑金丑島君》

X

青年

《黑金丑島君 Part
3 & Part 4》

永井豪《Cutie Honey》

O

少女

《甜心戰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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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我不存在的
城市》

《HERO MANIA-生
活-》

安倍夜郎《深夜食堂》

X

療癒

《續‧深夜食堂》

喬治朝倉《溺水小刀》

X

少女

《溺水小刀》

巴亮介《惡魔蛙男》

X

懸疑

《惡魔蛙男》

多田薰《淘氣小親親》

O

少女

《惡作劇之吻電影
版 高中篇》

高橋昇《臥底型警》

X

青年

《臥底型警 2 香港
狂響曲》

リチャード・ウー原作、
すぎむらしんいち作畫《異邦警
察》

X

青年 《異邦警察》

《異邦警察》

中原亞矢《請和這個沒用的我談戀
愛》

X

少女 《拜託請愛我》

松駒原作、ハシモト作畫《尼采老
師～領悟世代降臨便利店》

X

喜劇 《尼采老師》

高梨三葉《澄和蓳》

X

少女

《澄和蓳 年輕了 45
歲的女人》

惣領冬實《戰神》

X

少女

《MARS～只是愛著 《MARS～只是愛著
你》
你》

高須賀由枝《Good Morning Call
愛情起床號》

O

少女

《Good Morning
Call 愛情起床號》

赤塚不二夫《天才傻瓜》

O

少年 《天才傻瓜》

萩尾望都《波族傳奇》

X

少女 《波族傳奇》

久住昌之原作、和泉晴紀作畫《白
天的澡堂酒》

X

美食 《白天的澡堂酒》

松田奈緒子《重版出來》

X

青年 《重版出來》

立木早子《早子老師，要結婚是真
的嗎？》

X

女性

田中機械《極樂天使》

X

少女 《極樂天使》

藤榮道彥《最後的餐廳》

X

美食 《最後的餐廳》

圓城寺真紀《快樂婚禮》

X

少女 《快樂婚禮》

どーるる《戀聲情人夢》

X

少女 《戀聲情人夢》

北川美幸《毫不保留的愛》

X

女性 《毫不保留的愛》

岡村星《戀戀外星人》

X

喜劇 《戀戀外星人》

X

美食

勝木光《Baby Steps ~網球優等生
~》

O

少年

渡邊航《飆速宅男》

N

少年 《飆速宅男》

西村滿原作、大崎充作畫《首相閣
下的料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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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子老師，要結婚
是真的嗎？》

《首相閣下的料理
人》
《Baby Steps ~網球
優等生~》

松田洋子《扮家家酒》

X

青年 《扮家家酒》

松本光司《彼岸島 Love is over》

X

青年

海野津波《逃避雖可恥但有用》

X

女性 《月薪嬌妻》

マキヒロチ《你只想住在吉祥寺
嗎？》

X

青年

X

女性

X

女性 《公主公寓》

遊知やよみ《福家堂本铺：京都爱

情故事》
池邊葵《公主公寓》

《彼岸島 Love is
over》

《彼岸島 Deluxe》

《你只想住在吉祥
寺嗎？》
《福家堂本铺：京都
爱情故事》

小林立《天才麻將少女》

麻將 《天才麻將少女》
N
說明：N 代表深夜動畫、O 代表普通動畫、X 代表未改編成動畫
資料來源：此表為研究者比對維基百科（2016）的〈アニメ・漫画のテレビドラ
マ化作品一覧〉、
〈日本劇集列表 （2011~2016 年）〉、
〈アニメ・漫画の実写映画
化作品一覧〉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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