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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將他們的歷史、信仰、態度、慾望和夢想等，銘記在他們創遣的影像裡。

一一勞伯修斯( Robert Hughes)

作為一個創造夢想的園地，一部電影(fi1m)

，藝術評論家一一

，兩個小時的閱賞過程，觀者透

過感官的刺激以涉入自身的情感興思想，共同參與並體驗了創作者的藝術思維與所
欲傳達之題冒。電影的播映活動，藉由非口語的行為結構層面，提供了另外一種說

故事的管道，從別人的故事中學習，轉換為自己的經驗或體認，將有助於其人格的

健全發展，並給予心靈上的調養，它當可成為學校教育之外的男一種學習管道(蔡

宗和， 2006)

。細究起來，電影銀幕中所呈現的並非絕對性的真實，它只是真實

的其中一面，基本上，它仍是由導演、編劇及製作團隊等主觀而個人化的視野，所

產生具有美學意味的現實。電影和其他藝術媒介相同的是，它們都結合了現實與夢
想、真實與虛幻;不同的是，電影較其他藝術媒介結合了更多的聲光特效與高潮送
起之劇情張力，這使得電影能夠深入人心，獲得大眾的認同與喜愛。對於教育工作
者而言，透過電影的欣賞與討論，能夠讓教育工作及教學活動變得更加豐富多元，
提供學生更多樣化的學習管道，有效的幫助學生獲得新知，並可讓學生省思電影中

的人性與生命課題，擴展其人文視野，更有助於其美感鑑賞能力的提昇(古宛芸'

"的;李崗 '2006 ;張寶珠， 2006 ;方永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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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身處在資訊爆炸的知識經濟時代裡，知識即力量 (knowledge

power)

.而創造力(

creativity )或創造思考能力

(creative

is

skills) 的

thinking

培養與其備，早已成為現今教育體系與產業界的一股流行趨勢，坊間各種創意類的
課程相繼開設，吸引了眾多人士的聆聽與學習。再者，結合創意、美學觀念與商業

行銷的「文化創意產業」日漸蓬勃發展，透過創意的開發與行鋪，將創意具體化及
商業化，帶動起一股流行風潮。訓練創造思考或發展創意的方法眾多，諸如腦力激

盪法(

brainstorming )、水平思考法

(lateral

thinking)

(如六頂思考帽等)、

圖像思考法(例如曼陀羅思考法、魚骨分析法、自由聯想技術等)、列舉法系列

(屬性列舉、特性列舉、缺點列舉等)、檢核表法系列(如奔馳法-SCAMPER

等)與分合法 (synectics method) 等(陳龍安.

2006 ; Starko , 2001

)。以上這

些制式的創造思考策略或技巧，大多偏重於心智概念的多重聯想與理性分析方法，
然而在美感的體驗亦或想像力的培養上相較不足。電影作為一種多重感官涉入的

媒體，它結合了現實與夢想、真實與虛幻，一部電影，可以是一個個案 (case)
一項實務經驗(

(satire)

experience)

.也可以是一個哲理的隱喻 (metaphor)

.它更可以是一個象徵的符號(

具體意涵 (meaning)

(Champoux ,

1999)

有效的教學工具，諸如運用在「人文 J

Godwin , 2006; Walker,
「數學 J

2006)

(Bestgen & Robert ,

symbolism)

1982)

.亦或一個理論或概念的

。許多研究顯示，電影已成為一種

(Orw凹，

、「醫護 J

、或嘲諷

2002; Gilmour, 2005; Bird &

(Diez , Pleban & Wood ,

、「經濟學 J

2005)

、

(Leet & Houser ,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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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xit , 2005; Sexton , 2006) 與「管理學 J (Champoux , 2001; Mallinger &
Rossy, 2003; Huczynski & Buchanan,

2004) 等領域上。透過電影的閱賞，不僅

能夠幫助學生獲得新知，並可進一步促進學生思索劇中所涉及的各項議題(例如人

與自然、人與科技以及人與人等層面)

.亦能夠擴展其視野、培養人文情懷。更重

要的是，它能夠激發學生的創造力與想像力，填滿人類理性侷限的一種想像空間。
不僅如此，電影作為一種藝術美學之媒介，在觀賞的過程中，將有助於學生美感鑑
賞能力的培養與提昇'讓美學的欣賞與感受自然地成為生活裡的一部份。

筆者在閑暇之餘，總是把看電影當成一種放鬆身心、陶冶性靈與促進思考的
方式及管道。看一場電影，猶如閱讀一本書，抑或聽一則動人的故事。欣賞電影，
除了最基本的娛樂效果之外，它還能夠引發觀者進行思考，而電影裡曲折的故事情

節、天馬行空的想法以及引人省恩的題冒等，皆是吸收及學習創意的來源。也因
此，本文即針對各式電影類型進行歸納與整理，期盼讀者能夠從本文所列述的電影
名單中汲取創意的點子，而相關教學人員亦能在課堂上使用電影教學媒體，在過程
中培養學生的創造思考與美感鑑賞能力，為忙碌的現實生活帶來一點創造力與想

像力。此外，本文並以 (A. 1.人工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2001

)一片為

例，說明該電影中之創意概念及其劇情題冒，以作為相關教育人員之教學參考。

本文以作者自身閱賞電影的經驗，依電影裡的「故事情節」、「題旨」與「形

式」等進行創意額型的歸類，主要區分為「人與宇宙自然」、「人與科技發展」、

「人與心靈世界」、「人與人際之間」、「天馬行空的想像」以及「其他創意類
型 J 6大類別，包含約40種的創意類型，共計約有 120部之各式電影。此外，本文

以列表的方式進行彙整與說明，表格中包含了「創意概念」、「相關電影」、「創
意概念之說明」與「教育意涵」凹者。「創意概念」為電影裡主要創意概念之類別
歸巔，而「相關電影」則列出此類型的創意概念包含了哪些電影，電影選取的標準
主要依據筆者之個人閱賞經驗，針對各電影之情節、題冒與形式等進行初步的剖
析，偏向以坊間容易取得為主(多半為電影院上映之院線電影)

.所選取的電影其

出品年份約在近期的二十年裡。此外，各額型中亦包含一些早期的經典名片(在以
下的表格中以 r. J 符號加以註明)

.男外，限制級電影則以「的」之符號加以註

記，以作為教師選片的參考。「創意概念之說明」則詳細說明了這類型創意概念的
主旨或內涵，而「教育意涵」則論述其在教育領域上的省思或應用等，藉以期盼相

三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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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教育同好者能夠實際運用於教學場域中、進行電影欣賞教學法，透過課程中的電
影欣賞，以進行相關議題的討論，培養學生的創造思考能力。

本文之撰述，主要在於歸結出電影的各種創意類型，因此，內文中廣泛羅列
了各式各樣的電影片單以進行歸類及說明，雖然有些電影並非經典名片，且偏重娛
樂性質，然而這樣的電影卻也有其欣賞的價值，閱賞者在欣賞過程中多少能寓教於

樂、有所省思，端看教學者如何運用教學媒體、安排教學內容，以及閱賞者如何
解讀媒體訊息等。再者，本文論述之目的，在於推廣電影欣賞教學方法，有助於相
關教學者實際運用電影媒體於教學場域中，進而培養學生的創造思考與美感鑑賞能

力。因此，本文將讀者對象設定為「中等學校相關教育人員 J

然而，由於本文所

列述的電影片單中包含一些限制級電影，並不適合中等教育階段之學生欣賞，廣泛

羅列的目的僅在於方便進行歸頸，若要實際運用於中等階段之教學場域中，仍必須
經由教學者慎選電影片單，以適合該階段學生來閱賞(下文中限制級電影以「的」

註記)。以下本文參考相關資料，歸結出各種電影創意類型，列表說明如下(聞天
祥.

1996

2005

;楊松鋒譯 .2005 ;黃英雄.

tw/home/ • 2007
表1

2005

;黃英雄. 2004; 邱華棟、楊少波. 2004; 黃英雄.

;開眼電影網http://www.atmovies.com.

;星光大道電影網http://movie.starb1vd.net/.

電影創意類型
創意概念

2007

;焦雄屏譯，

2007)

r 人與宇宙自然 J
相關電影

創意概念之說明

教育意 j函

人對造物主始終充滿了一 透過電影的欣賞，讓學生

人與海物主闖係
的想像

王牌天神 (2003)

怒犯天條 (1999 )
第七封印 (195 7)

•

種想像或依戀感，上帝或

思索「上帝」及「生命意

死神存在嗎?他們又是以何

義」之形上概念，可進行

種方式存在?人類在面對死

哲學或生命教育議題的探

亡抑或生命意義始終顯現

討。

出氣知與渺小。

人類知蠻的有限，穗較於 透過電影的欣賞，盟軍官學
家嘗嘗搏...

的彎彎

世界大驗 (2005 )
第五完森( 1997)
樂形 (1992 )必
2001 太空漫遊 (1968)

海灣字會的績單單無限，還

生的想像力，錢拓展莫夫

就是以聾發們還周懇偉力 文學知難，雖贖身醫生息濃

盡量構也一儷外*望世界，

•

外求建設碎的種種，以及

以及各報裂態的 r 外太空 人買賣的素來發展等。
物種」粵人類的建像力擴
其覽會。

續觀世界的奧妙
與想像

..入侵入﹒

之盟!!.

2001 )
小宇宙( 1996 )
鵬程千萬里(

28過數滋個dfl (2007)
28天毀1萬倒數 (2003 )
危機總動員(

1995)

透過鏡頭，曼現地球上微

透過電影的欣賞，讀學生

小的生物世界;以寫實的

體驗到自然世界的奧妙，

手法，呈現出生物世界的 並讓學生思索人與自然世
演化奧妙以及生物鏈的緊

界的關連性，有助於學生

密連結，讓人對生命充滿

對自然世界及生物生命的

7 讚嘆與想像。

尊重。

對於微生物世界，人類的

透過電影的欣賞，書醫學生

所知有腰，遺類型的電

了解徵生物世界的奧妙，

影，將擒憲入侵人總之情 認知到人類知蠢的有綴，
境發揮得溝溝盡致，完滿

並對安全衛生及疾病瞥嘗到j

7 錄限想像。

的教育有所勛章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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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概念

教育意涵

創意概念之說明

相關電影

面對大自然，人類始終存 透過電影的欣賞，讓學生
在一種無法預知之感。這 體驗到自然環境的巨大能

人竄，圖自然環境

的憊，

天搖地動 (2000 )
天風地裂( 199 7)
龍捲風( 1996)

類型的電影，克分展現 7

量與其奧妙之處，並讓學

自然現象對於人類的影

生思索人與自然環境的關

響，諸如地震、火山爆發

連性，有助於學生對於自

及海嘯等，顯現了人類對 然、環境的尊重與保護。
於大自然力量的驚嘆。

人類對於未來存在一種不 透過電彰的廠實，數學生
了解到自然世界的奧妙及
建繪出各種災難與地 E憲法 真不確定性，並讀學生恩
權定感，這類型的電影

地E虞洽泊之盟軍.

明天過後 (2005 )
世界末日( 1998)
蠶蠱摟抱球 (1998

)

劫，呈現出人類的級知與 索人在面對自然災難時的
費醫勛。人類並非萬能，字 恐憶與人性本簣，有助於
窗自有其運行之道。

學生息事長生命價值與意

錢。

詭絲 (2006
..世界的想像

)

大法師系列 (2004
見鬼 (2002 )
七夜健談系列(

)

1999)

將另一次冗的軍異世界具

透過電影的欣賞，讓學生

重E 化、寫實化，與現實世

思索靈異世界的存在與

界平行存在。只不過，有

否，並司藉由這類型電影

誰真的見過「鬼 J ?又有什

的欣賞，討論恐懼的內涵

麼方式可以駿證?由此可

與生命之意義等。

知，人類的想像力何其學

富!

ã.的..

金剛 (2005 )
大螃餃 (2004

人類與動物悶在地球上生 透過電影的欣賞，讀學生
長，兩者蛤終維持微妙的 思索人與動物世界的密切
互動踴條。對於臣，盟的想 性，以及尊重各億生命精
像，從遠古時代就已存

)

像儼紀公寓系列 (2001)

在。在相疇的電影中，還

史前巨組(

過電廠科技的輔助，更強

1999)

積的生存權。

fl:了巨獸的領盟與野性，
糧官倒賣聲。

綠巨人j告克 (2003

人燭，甚彤的想.

)

ø

狼女 (2002)
狼人生死戀 (1994)
變蠅人( 1986) 的

這類型的電影，透過人類

透過電影的欣賞，有助於

基因的突變，把人與動物 學生思索人類基因突變的
結合及突變的概念發揮的 議題，以及人與動物結合
溝漓盡致，充滿了無限的

的可能，並可豐富學生的

想像。

創造力與想像力。

.透過想像力的 jlJ 造，處續

透過電影的廠質，讀學生

出某種具有特異能力的人 恩棄不肉類製!lG具有特異

關鏈下一秒(

..罵人"的書..

2007)
2007)
越人再起( 2006)
X皺警系列 (2006 )
蜘蛛人系列(

類，以實現人類不游於髏 能力等人士之相閱讀題。
力及理性能力受限的一種 此外，這類裂電影的欣

幻想。

賞，亦有助於學生討省人
類理性與體力的偽限性，
並苟豐賣學生的創造力與
想像力。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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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電影創意類型
創意概念

r 人與科技發展」
教育意涵

創意概念之說明

相關電影

電影中「機器與人」的結 透過電影的欣賞，讓學生

機器人世界
之想.

機械公敵 (2004

)

魔鬼終結者系列 (2003

A. I.人工智慧 (2001

)

)

合，使機械已具有人類思

思索機器人現象背後所牽

考的能力，甚至包含感性

涉的科技發展與人文關懷

的情緒，深富創意及未來

等議題。

感。

績，人瞥，學
之車..

種製人的行為自輛儷發擻 通過電影的欣賞，讀摯愛
念的標討中，車機嚮續偷﹒連 思道醫護數人嘗嘗後撈到E涉的
道德與眾教上的學
實在 生命教育、繪畫變道德及祭

絕地再生 (2005)
藍色協饗幽 (2004)
魔鬼縷製人(

而，電影的創意郤學已先 毅等的讀題。

2000)

行7 。
將電子虛擬的世界建續為
電子虛擬世界的
提萬化

工生殼機動隊 (2004

)

駭客任務系列 (2003
虛擬偶像 (2002

)

)

透過電影的欣賞，讓學生

一個以男一種;欠元存在的 思索電子虛擬世界背後所
「真實世界」。然而科技 牽引出的科技發展與人文
的發展，最終可能成為一

關懷之議題。

般宰制人類的力量，這個

概念深富哲理與創意。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表3

電影創意類型
創意概念

人寞，感性世界的
貨真化

疆，實幻境的
想像

r 人與心靈世界」
創意概念之說明

教育意涵

透過影像中現實與想像世

透過電影的欣賞，讓學

界的重新排列組合，把人

生思索其內在感性世界

相關電影

下妻物語 (2004 )
艾蜜莉的異想世界 (2002 )
安琪狂想曲 (2002

軍事 (1990 )。
犯罪份子 (1984)
愛情神話 (1970)

)

類內在的感性世界以擬真

(例如白日夢與愛情想像

方式呈現，極富創意。

等)

電影 E拉克滿各種符敏、萬里

透過電影的欣賞，讀學~

，並親身體會。

纜、聽喻與形式憲議，將 對話夢境鐵灣，數犧存在的

•
•

人類的夢境與潛意聽真象 形成，~針對電影中的符

化，極富想像力與創竅。

聽進行鱗續，續展其人文
說勢。

人類透過書寫，將內在的

透過電影的欣賞，讓學生

情緒與幻想具象化，只 思索「創作」的本質，並
..情境的

虛實交錯

針對想像之虛境及現實世

死亡靈感 (2000

不過，在創作書寫的過程

巴頓芬克(

中，書寫內容為創作過程

界之實境兩者的關聯性進

的主動，抑或被動?而創作

行探討。

)
1991 )

瘟疫( 198 7)。

的情 i竟為一種處境，還是

實 i竟?

在電影中，人類的 r 自由

..世界的
讀.fl:

旅行寶典魔衛飾( 2003)
美麗境界 (2002 )
魔鬼代富人( 1997)

透過電影的欣賞，頭學生

寢忘 J 被加以突轍，被簣 息費醫人類 r 皂白宮監志」之
異議化與現實化，意融投 無形力量，並感受自身告
界與現實世界彼此平行交 3蜜意攜世界的存在。
錯，還種把人類 2億 5億世界
按3龍化的影像單灣方式，
適當創意。

..流的
影像拍攝手法

2046 (2004)
蝴蝶效應 (2004

)

野草莓( 195 7)。

將意識流以影像方式呈

透過電影的欣賞，讓學生

現，回憶與現實悶在;夢

討論夢境、潛意識或想像

境與實境同在，強烈的蒙

世界的存在形式，或針對

太奇影像手法帶給觀眾

電影中的符碼進行解讀，

一種視覺上與意識上的刺

擴展其人文及美學視野。

澈。

March, 2008 SecondIry E，恥枷潭 213 建

看電影，創意

起草閃念

相關電影

|

創意概念之說明

|

|

教育意涵

這實質澀的電影克溝賣聲想不 i 遭遇電影的欣賞，讀學生

割的制續安排與場景設 i 學雷電影續劇與鼠通之 *'1

針，
擾....鐘

之..

<<鐘》蘭一片發生的!新手法，培養其創造力興

地點f:E.影棚，

口白人生 (2007)
建門的世界 (1998

<<口》船 1 懇像力。此外，並司透過

則以小說家創作的 1皂角生 i 電影的欣賞，續費陸學生的
活為主妞，這爾郵電影， I 人文耳聽.與道德情懷。
閱棋書，述宿命的掌控與擺

)

說命運掌控之禽竅，亦那

人的踐自寢忘力。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表4

電影創意類型
創意概念

還沌理尬的
影像化敵，

r 人與人際之間」
創意概念之說明

教育意;函

一個事件的引發，串起

透過電影的欣賞，介紹混

所有人事物之間的關連

j屯理論，並讓學生思索

相關電影

ø

火線交錯 (2006)

衝擊效應 (2004

)

ø

夫人交戰 (2000)

性，彼此錯綜複雜的交集

「事件的必然或偶然」之

與連結，就如同蝴蝶效應

概念，可進行哲學或生命

一般，一個微小的不良機

教育議題的探討。

制，將導引出一個無以收
拾的局面。

週旋式臘惰的舖隙，人物 透過電影的欣賞，讓學生
之聞存在一種臘梅的翻 學雷電影獨創與拍攝之創
過錢麓的樹情興

角 8R縛

11 點 14分 (2005

僚，角色的安排相當細膩 新手法，培養其樹造力與

)

雙萄薇若總卡(

微妙，贊類似的電影有

)

偶然與巧合 (1998

1991

)司，

想像力。此外，錢可透過

一種樂想不到、峰迴路轉 電影的欣賞，培養學生的
的總貿體驗，不得不佩緻

人文情績。

電影續劇與導演的敘，功

力。
不同的時間與空間，人與

亡命感應 (2007

透過電影的欣賞，有助於

人之間陰錯陽差的交集 學生思索「相對」的時間

)

不同時重點的

跳越時空的情書 (2006)

在同一時間點，跨越生與

概念，並可進行生命教育

交錯輿 E ﹒

黑洞頻率 (2000

死、過往與現今，時間並

議題的探討。

)

X情人 (1998)

非絕對之概念，透過想像
力達成不可能的事。
遭類型的電影，主要透過

男1(..之
角色，鬧過

透過電影的欣賞，有助於

男女變撞車之角色扮演，自竄 學生了解男女性別之差
興了一種人類性別變換的 異，並進行性別教育之宣

絕地奶數 (2006 )
~窕奶爸( 1994)
蝴蝶君 (1993)

ø

想像。

理事。另外，在角色的多種
像
單是扮中，亦有助於學生想

這類型的電影，主要透過

透過電影的欣賞，有助於

電影中主角人物的角色變

學生了解多重人格之面

力與盟國逾力的培養。

角色之

多 E 變換與扮，事

糟米正傳 (2007

)
神鬼交鋒 (2002 )
天才雷普利( 1999)

ø

換及扮裝等，讓同一人物

向，另外，在角色的多重

具有不同性格之角色，賦

裝扮中，亦可培養其創造

與了一種人格與身份變換 力與想像力。
的想像。

人類在菌對至親的死亡 透過電影的欣賞，讓學生

$JEM'厚的
.會...

美夢成真( 1998)
第六感生死戀( 1990)
似曾相融 (1980)

•

峙，

內心車搶先滿著無膜的 思索生命之價值，並能勇

衷慟與無助，唯有借助一 於商對生死敵划，可進行

般跨越生死界線的幻想力
聾，方能與另一個世界鑫
生聯繫。

潭， 214還在

中等教育伍拾將軍壹期

生命教會議題的探討。

司

「白白W;Ê;

1

m~~電影

的主之說出

|

縮認

可l

以相關主題講話限(如巴寶安 i 透過電影的欣賞，讓學生

與愛情、+分鍾的時間流 l 思索同一主題的不同商

以主..框架'

，陸軍人之 IIJ.

巴黎我愛你 (2006 )
愛神 (2005) ø
十分鐘前:小號響起 (2002)
十分鐘後:提琴魅力 (2002)

逝及情慾等主題)

.集眾|向，進行腦力激過活動，

家電影名導進行影像副|並學習電影創作者的這種

作，看這類型的電影，看|創意激盪模式。

得出人類創造力與想像力

的豐富及多元化，且故事

多為人際之間的互動及影
響。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表5

電影創意類型
創意概念

8}'主典人歐世界
的想.

r 天馬行空的想像」
相關電影

哈利波特系列 (2007

納尼E傳奇 (2005
魔戒系列 (2003

)

)

)

創意概念之說明

教育意 j函

一個完滿魔幻的世界，融

透過電影的欣賞，有助於

合了人、獸以及魔法，這 學生培養豐富多元的想像

是一個完全天馬行空、完 力及創造力，並可潛移默
滿想像的世界。

化其勇敢、冒險與人文關

懷等特質。
電影情節~.會希臘會與

"露蝕，駒..

透過電影的激寞，星島學生

天幌子一海克力士 (2'伽)

神話，電影 E拉克瀉各或轉

7 鱗會與希臘神諧的內

特洛伊一木馬屠綠 (2004)

獵、神撼人物及髓，臣費事，

韓戰英.

神聽蟬的世界，完滿各稽

漪，畫畫穗，陸學生之懇像力
與創通力。

(2000)

劃慧與想像。
這類型的電影，將動物的

動物世界饋人化
的想曲，

夏綠蒂的網 (2006

)
怪醫杜立德( 2001 )
貓狗大戰 (2001 )
這是墨綠 (2005)

卡通1t....

巧:tt力冒冒險工廠 (2005)

的想﹒

野.~塵懿 (1995 )
鷥莫大海織 (1987)

偵探 it l!險鐘，自
的想，最

達文西密碼 (2006

透過電影的欣賞，讀學生

世界擬人化、寫實化，結 從動物世界的觀點思索間
合人聾的配音，把動物世

題，培養學生尊重生命的

界營造的相當活潑有趣、

價值觀，並可豐富其創造

充滿創意。

力與想像力。

電影情節宛如曬鵬這最擻{

還治電為影的殷實，培養學

般，把結瑰合寶夭世憊界行營史逸的的懇
像 g
如

生天

4寄過激棒，電影中完滿了

行鍾的讀總力與劍
擻

班過難力及，軍畫區畫激潛之移精默神化黨。當

天真的姆像與謝意。

)

國家寶藏 (2004

)
七寶奇謀( 1985)

透過我毒寶物或釐清真相的

透過電影的欣賞，培養學

形式，營造偵探式的歷險遊

生之想像力與創造力，並

戲，闖過一關又一闊的關

潛移默化其冒險犯難以及

卡，電影裡充滿了許多想像

抽絲剝繭之科學精神。

與緊湊刺激的情節。

以電腦科按海輔助， .闡述藍

...蟬的
車1....隱遁

地獵新娘 (2005)
超人特攻緣 (200的
責監魚單單幫( 2004)

樣獸11力公海 (2002)

透過電影的欣賞，續學生

7 一個克海想餘的世界， 探知一個量最很奇態的想像
點，饋的故 *1育部及人物 世界，稽.葉劍逾力與懇
角色響，完滿 7 天馬行空 像力。此外，尚可草書街 11
的想像力與劉道力。

影的欣賞，稽機
，農學途的磁
默感、人文情及美學書長
聲響。

卡迪世界的
想像與創遁

以卡通為主體，創造 7 一

透過電影的欣賞，讓學生

個完滿想像的世界，卡通

探知一個無限可能的想像

霍爾的移動城堡 (2005)

裡的故善黨情節及人物角色

世界，培養其創造力與想

蒸氣男孩 (2004

等，充滿了天馬行空的想 像力。此外，崗可藉白電

神隱少女 (2001

)
)

像力與創造力。

影的欣賞，培養學生的幽

默感、人文情懷及美學秦
養等。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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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電影創意類型
創意概念

r.其他創意類型」
創意概念之說明

教育意涵

打破時間直線發展的概

透過電影的欣賞，讓學生

相關電影

念，將事件發展的先後順 思索「時間」或「生命
序以不同方主t 進行重組， 之必然或偶然」之形上概

蝴蝶效應 (2004

)
記憶拼圖 (2000 )
蘿拉快跑( 1 999 )

時間的

非曲，位置寶庫

「先與後」失去 7 絕對的 念，亦可進行哲學性議題
意義。生命，也可以隨性

的探討。

發展。

.f!書的..駕"

..續辦詞，

聽5萬島的英雄們 (2006)
來自磁臣費..釣倍 (2006)
英雄 (2002 )
羅生門 (1950)

司幫件的.組閣 F俯在立場的 透過電影的欣賞'.呂學生
不向孺存在不糟的主觀畫畫 您曾聽立場與囊相藏者的幫

釋，真相沒有緣一，它在 騙性，鐘書才篩選否有「絕
對真理」的存在。

辦澆'*'形成。

•

透過想像力的創造，虛惜

這類型的電影，發揚了東

夜宴 (2006

出某種具有特異民打能力

方身體文化，透過這類型

身個極限輿

無極

的俠客人士，以滿足人類 電影的欣賞，有助於學生

懿打體功的想像

+面埋伏 (2004

)
(2005 )

臥虎藏龍 (2000

)
)

對身體極限與武打輕功的

討論人類身體的侷限性與

一種想像。

可塑性，

並可豐富學生

的想像力與創造力。

夢幻11:.郎 (2006

..輯、翎單... 如果，變 (2005
定加哥 (2002 )

)
)

自覺現代冀的拼湧

.J.

有助於學生排解現實生活
舞蹈、肢體、音樂及佈鑽

展現與倫費醫遍真毒害，克海 道真響，亦有助於學生懇

7+定的謝軍童樂娛樂蟻。

像力與翻遍力之繪畫籃。

驚聲尖笑系列 (2006)

以後現代的拼湊方式，結合

透過電影的欣賞培養學生

周星馳電影一一如「功

各種無直頭戲劇橋段，電影

的幽默感，並從較戲諱的

追殺此爾系列 (2004
下妻物語 (2004 )

安棲嵐2點(

)

2006)
(2004)
麥胖報告 (2004 )
科倫事軍校函，件( 2002)
華民 911

晨.樹.

中完滿了般總書雙演與聲光

果。電影中的舞輯、鐵總

)

興..庸的 KUS。 夫」、「少林足球」等

餌，眼片之

電影 E拉克滿許多，光撥撥

劇情節，電影 教果，透過電影的欣賞，

刺激，瓷分遺;tJ 娛樂的效 之壓力，高電影中 .J 憊的

%.食...衛

紅膺站 (2001

以音'配樂合歌臘喝目 與舞路盡最主

"

中完滿了幻想式的笑點與創

角度來思索事物，培鑫學

意，完份展現 7 人類幽默的

生另一種視野的想像力與

想像力與創造力。

創造力。

運類型的紀錄性影片，將

透過電影約欣賞，語學生

現實發生的事件進行影像
把錢，透過影縷的安排與
剪輯等以警惕觀者，片中
極盡鵬聽之能.'道顯避

題，有助於學生了解重大
導E 賞的.緒，並璿獲3主批

從另一個角度來恩寮悶

判思考能力與幽默感毒害。

的影片，先溝各種反輯之

創意。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參、「看電影學劍忠 J 之實例舉隅
下述內容主要以 (A. I.人工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2001

)一片為

例，針對其電影中的創意概念及題旨等進行實際的分析與討論，以進一步作為相關
教育人員在教學使用上的參考。內容整理如下:

→、片名

((A.I.人王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001 )

二、導演:奧蒂芬鹿匹柚 (Steven

216 告

中等教育伍拾玖毒草壹期

Spiel berg )

三、繭備大個:
本部電影所處的時空背景為「未來年代 J

因為溫室效應的影響，地球上的

陸地遭海水淹沒，生態發生嚴重劇變，此外，在天然資源有限的情況下，人類的生
育受到了政府當局的嚴格管制，在此情境下，機器人被大量研發與製造，以滿足人

類的各方面需求，像是機器寵物、愛情機器人、機器保母等等。「大衛」是一名機
器男孩，他是虛擬電子製造公司跨出人工智慧的一項實驗結晶，他也是第一個能夠
付出「真愛」的機器人。在電影情節中，一名虛擬電子公司的員工亨利和他的太太

茉妮卡，由於他們的見子馬丁罹患了絕症，必須長期冰凍以等待新的藥物被研發出
來。因此，他們自願領養大衛做其實驗對象，在朝夕相處之間，他們對大衛視如己
出，也十分寵愛他。不過，就在一次奇蹟中，他們的親生小孩馬丁突然病癒，這讓
大衛開始有了爭寵的念頭，甚至有了暴力的傾向。在發生一連串意外事件之後，讓

他無法再繼續過著溫暖的家庭生活，擁有真愛卻無法被人類所接受，他終究被領養
媽媽丟棄於野外。於是，他與超級玩具熊泰迪，踏上了尋找自我的旅程。在這段追

尋自我的過程中，他的所見所聞讓他發現，人類和機器之間，始終存在著一道無法
跨越的鴻溝。不過，他也發現，人與機器之間，同樣存在了一個共通的特性，那就

是一「愛」

四、創意概念分析:
(一)本片的時代背景，發生在未來時日，電影中的許多情境多為豐富的想

像，諸如溫室效應所造成的地球淹沒，又如科技化的機器人被大量生產、甚至能夠
擁有愛人的特質，以及人類滅絕後外太空物種的入侵等等，這些電影片段充滿了各
種意想不到的想像，在電影的技術上更是別其創意。

(二)

r 機器人」是「機器」還是「人 J

?他們能夠擁有「人的特性」嗎?這

個創意概念，包含了一種「人與物」的哲學觀察。而這個概念亦可作為課堂中廣泛
探討的主題。

(三)機器人存在的目的，是否僅只在於「服務人 J ?又是否「用完即丟 J

?

現代人又該如何面對人額所創造出的機器人所牽引出的倫理議題?此一討論亦可導

引出類似的「複製人」倫理議題。

(四)不同於其他物種，人類之所以為人，在於我們擁有高層次的理性思考，
以及人類獨有感性特質，少了這些，人類無異於禽獸。本片的題冒，即是在於傳達
這個深沉的理念。電影中透過機器男孩大衛的自我追尋歷程，電影編導想說的，便

是指涉人類應當勇於踏上追尋自我的歷程，以及保有人類最珍貴的本性，也就是
「愛與關懷」。這個創作理念，在電影的最後片段中清楚顯現，大衛在面對領養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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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茉妮卡的離別時，他流下了專屬於「人類」的眼淚。此一電影題冒，可做為課堂
中「生命教育」的討論主題，甚至是哲學性議題的探討

亦即，人所為何來?最

後又能留下什麼?而人生的意義又該是什麼?總之，電影創意的探討，不僅只有天
馬行空層面的想像，透過電影題冒的深入討論，更可帶引出更深沉的哲學性思考，

引發觀者省思。

肆、結語
電影作為一種綜合性的藝術，在電影中，它廣納了文學、音樂、舞蹈、戲劇、

繪畫、建築與雕塑等七大藝術類別，因此被稱為「第八藝術 J

(the eighth

art)

。

電影是一個創造夢想的園地，一部電影，運用了各種創意，片中充滿了許多幻想與

想像，而這些想像，通常也顯現出人類目前在知識領域與理性發展的有限性，以及

人類對於未來的一種不確定感，例如人與宇宙自然的一種微妙關係，像是對於太空
世界、靈異現象、上帝、生物世界與自然災難的一種想像;又如人與科技發展的關

係，像是複製人、機器人與電子虛擬世界等，在這個虛幻的世界裡充滿了時尚的

未來感以及呈現人類對於科技發展的一種惶恐與不安;又如人類、對於心靈世界的探
索，像是感性世界、自由意志、夢境與意識流等等，充份的顯現了人類對於內心世
界的複雜與多彩之想像;又如人與人之間的微妙關係，像是生與死兩界的想像、人
的際遇與複雜的人際網絡以及各種角色的巧扮偏裝等等;又如天馬行空的幻想與想
像，像是魔法世界、特異人物、冒險遊戲、動畫與卡通世界、神話故事等等，此類
型的電影中充滿了許多意想不到的創意與想像。此外，電影之劇情通常也帶有某

些議題的論述與探討，像是生命意義、環境問題、科技發展或人際互動等等，在
觀賞電影的過程裡，必定能夠促進觀者思索劇中的相關議題，產生某種移情作用

(empathy) 或思考的共鳴等。

此外，本文中透過對於電影 {A. I.人工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2001) 裡的創意概念與題旨等進行實際的分析與討論，以對讀者揭示一些省思或
體悟，諸如人類未來的發展走向、人與物的哲學觀察、科技發展的倫理議題、生命

意義的探索等等，藉以進一步作為相關教育人員在教學使用上的參考。
創意的激發以及創意的培養，已成為現今時代的一股潮流、受到各界重視，教
育單位負有培養學生創造思考能力的責任，而使用電影影片作為一種教學媒體，大

致有下列幾項優點:一、促進學生主動學習 (active learning) 及訓練其批判思考

能力 (critical

reality)
量 218~哇

thinking)

;二、能夠幫助學生反映心理的真實性( psychological

;三、能夠讓學生體驗真實的世界;四、透過影片中的議題討論，帶入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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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學科之理論與知識概念;五、能夠讓學生了解不同領域的知識;六、能夠擴大學

生了解社會與歷史的脈絡 (socio-historical context)

生的多元化特性( student

七、能夠連結學習本身與學

diversity) ( Champm眩， 1999; Bluestone , 2000)

。

電影作為一種充滿創意的藝術媒介，同時，它也是一種教學媒介，在課程中
透過電影的欣賞，除了可培養學生的創造思考能力外，它亦能幫助學生獲得新知，

並讓學生思索相關議題，擴展其人文視野、培養人文情懷，更能夠提昇其美感鑑賞
能力。欣賞電影，就像閱讀一本書、觀賞一幅畫、或者聽一則動人的故事一樣，再
者，如今的電影資源又俯拾即是、唾手可得，也因此，教育人員當可藉由豐富的電

影資源，透過欣賞與討論等過程，以培養學生之創造思考及美感鑑賞等能力，讓電

影成為一台真正的教學機 (veritable

teaching machine)

(方永泉 '200 7)

，並

讓課堂裡的教學，充滿一種活潑與彈性，透過師生的對話與討論，相互分享創意，
共同學習與成長，讓教育就在電影的娛樂中實現，潛移默化為學生的真正能力，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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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能成為「學習創意」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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