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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dma and Her Ghosts

奇幻或真實？
一個與鬼魂一起生活的世界觀

魔法阿媽
Grandma and Her Ghosts
文 / 劉維人（影評人、作家）
影片基本資料
導演：王小棣
監製：王小棣、李春滿
製片：黃黎明
編劇：黃黎明
剪接：雷震卿
造型 / 場景設計：麥人杰
動畫製作：Plus One Animation Co., Ltd.
配音：阿媽：文英
豆豆：莊博文
酷羅、玩具阿媽：許傑輝
阿民：簡大智
小扁：莊建昱
年份：1998 年
片長：80 分鐘
製作：稻田電影工作室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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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
之前
劇情簡介

導演與動畫師簡介
導演：王小棣

社的《動感月刊》發表了代表作之一《花木蘭》，
並於《中國時報》有多個漫畫專欄。

1996 年開始於中文版《花花公子（Play Boy）》

1953 年生。文化大學戲劇系影劇組畢業後，赴美

雜誌中連載漫畫，並於 2003 年集結成冊發表《狎

留學獲得美國德州三一大學劇場碩士，之後進入舊

客行》。《狎客行》系列作品結合中國武俠元素、

金山大學學習電影。回國後擔任電影導演和編劇、

搞笑幽默及性話題，連載中即造成轟動，在台灣地

製作電視節目，並在國立藝術學院及文化大學擔任

區受尺度所限，被列為限制級，之後陸續於法國

講師。成立稻田電影公司、民心影視公司及民心劇

（2004 年）、荷蘭、比利時等歐洲國家授權發行。

某年農曆七月，豆豆的媽媽因為需要照顧受傷的爸

團。王小棣除了親自擔任大部份作品的編導之外，

爸，將豆豆暫時託給海邊小鎮的阿媽照顧。豆豆無

更積極培養新一代的電影工作者，如《愛情萬歲》

法領會阿媽的愛與照護，以為自己是被爸媽拋棄的

導演蔡明亮、《熱帶魚》導演陳玉勳等。

孤魂野鬼。他在和阿媽與鄰家哥哥遊玩的過程中，

至 2014 年為止，共獲得 6 次金鐘獎，包括最佳製

雖然他不小心解開了惡靈的封印，一度被惡靈利用

作，最佳導演及最佳編劇獎項。另外亦曾獲金馬獎

想把阿媽賣掉；但另一方面，也同時了解到鬼魂、

最佳劇本獎、台北電影節最佳影片獎。是台灣小人

普渡、放水燈等等民俗儀式的意義。

物型電視劇的代表人物。《大醫院小醫師》、《波

在普渡與水燈的時間中，豆豆像是擔任道士的阿媽

麗士大人》等等作品更在國內引起文化現像。

一樣，開始幫助遇到困境的鬼魂，並且鼓起勇氣，
打倒了自己解放的惡靈，成為鬼魂們的英雄。他因

動畫師：麥人杰

為這些過程逐漸了解阿媽，並且喜歡上了小鎮裡人

1964 年生，原名麥仁杰。20 世紀 90 年代的單格

鬼共存的生活。在一年後的暑假，他主種開口要爸

漫畫作品《酸甜苦辣留言版》、《腦筋急轉彎》等

媽帶他回到小鎮，小鎮儼然成為了他最酷的樂園。

等成為當時極大的文化現像。1999 年於東立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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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
分析
分場大綱

[09:40] 等到半夜，阿媽才把香菇抓到門口，驅

[22:31] 阿媽回來，晚上幫豆豆洗澡，解釋開鬼

趕其中暫住的孤魂野鬼。

門跟普渡。

[10:39] 阿媽早上打掃到一半又發現孤魂野鬼躲

[24:11] 解釋到孤魂野鬼的部份觸動豆豆擔心被

在廁所，再次驅趕。媽媽哭著駕車離開，前往陪伴

拋棄的情緒。

受傷的丈夫，讓阿媽代替自己陪豆豆賴床。畫面一

[24:31] 附在酷羅身上的惡靈回到側間，一一解

轉，阿媽又把陪伴的任務換給寵物狗西羅。

開符咒放出被封印的鬼魂並且吃掉。

[12:25] 豆豆發現媽媽離開了不斷哭泣，阿媽祭

[25:12] 阿媽隔天早上醒來發現真相。

出食物電視和陪伴全都無效，折騰一整天才讓豆豆

[25:34] 豆豆離家出走，遊歷港口與石垣，玩累

哭累了安靜下來。

了在公車站遇見阿民。兩人騎著腳踏車玩，在半途

從天井照下，老人不知是人是鬼。主角的阿媽在旁

[14:50] 然而在夜裡醒來的豆豆依然感到孤單無

被協尋失蹤的警察帶回阿媽家。

邊作法，鄰居小孩敲門叫金水嬸回家吃飯。

助。床上睡著的阿媽露出詭異感讓他無法親近。

[02:59] 颱風天前陰暗的側間，一個被封印的妖怪

[16:12] 豆豆醒來吃完早餐發現阿媽換上道袍，

想掙脫，被阿媽制住。

他感到好奇但阿媽懶得解釋。

[03:34] 颱風降臨，都市小男孩豆豆在風雨中被

[18:23] 阿媽到隔壁的金水嬸家進行臨終安魂指

媽媽抓上車，托給小鎮的阿媽。豆豆被阿媽的外表

引。

靈說賣了阿媽就能回家，同時解釋阿媽的眼淚能讓

嚇到，媽媽和阿媽之間留著無法訴說的心結。

[19:53] 豆豆找不到會說話的香菇，前往被阿媽

人看見鬼魂。

[00:00] 阿媽家四個老人在縫壽衣，藍白的光線

[05:46] 但當豆豆看見阿媽穿著雨衣獨自爬上屋
頂修漏水，他突然覺得很酷。

[06:36] 沒修好漏水的房子讓豆豆覺得有趣。媽

嚴令禁止的側間，意外抓破妖怪封印，

[21:13] 在一陣詭異的綠光中，妖怪附到黑貓酷

[29:18] 傍晚阿民回家，豆豆對於看不見的朋友
感到高度興趣。

[29:57] 惡靈趁阿媽出門找豆豆還沒回來，遊說
豆豆蒐集阿媽三滴眼淚，把阿媽賣給收破爛的。惡

[33:27] 阿媽回來，豆豆以為會被責罰，但阿媽
看見豆豆沒事只是安心地流淚，豆豆拿起瓶子蒐

羅身上，逃竄消失。

集。

媽向阿媽講述丈夫受傷之事，豆豆在牆角發現會說

[22:05] 擔心阿媽回來生氣的豆豆躲在桌子下面

[34:19] 惡靈到陰氣最重的廢船廠吃掉附近的野

的香菇，但阿媽假裝想睡不對此發表意見。

接到媽媽電話。

貓，增強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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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0] 豆豆擦上阿媽的眼淚，卻沒有看到鬼魂。

在普渡後協助解決 apple 的問題。

[62:28] 阿媽與白狗西羅交換身體，背著豆豆也

[35:56] 他在夢中進入阿拉丁情節，看見收破爛

[47:34] 普渡開始，豆豆幫小扁搶到一整顆西瓜，

的神燈精靈以及變成玩具的美少女阿媽戰士。在夢

但小扁隨即被埋伏的惡靈吃掉。

中他發現自己根本不想賣掉阿媽，並且因為擔心自

[49:45] 幾天後豆豆拉 apple 到海邊找阿民，後

己沒用，要求幫忙阿媽作事。

者失去了陰陽眼，因為看不見大鯨魚而哭泣。看不

下結界困住惡靈，但被惡靈操縱的貓殭屍包圍。

[38:03] 豆豆開始幫阿媽賣魚丸糊水燈，理所當

見 apple 的阿民對豆豆鬧憋扭。

[69:54] 阿媽一個不注意，也被惡靈抓住吃掉。

希望豆豆協尋失蹤的大鯨魚。

故意被惡靈抓住，用阿媽教他的五雷印將惡靈從黑

中途離開幫迷路的金水嫂鬼魂指路，並且再次呵斥

[53:57] 阿媽以為豆豆不開心是因為阿民不理

貓酷羅的體內逼出，同時也解放了所有被吃掉的靈

孤魂野鬼。

他，聽到豆豆的媽媽後天就要回來，決定帶著豆豆

魂。

[39:23] 豆豆獨自顧著攤車排遣無聊，看見阿民

去騎腳踏車繞小鎮。

[72:23] 牛頭馬面聞訊趕來抓住惡靈，眾人稱讚

然地越幫越忙。

[38:45] 賣完魚丸祖孫推著攤車回家，路上阿媽

背著一隻虎鯨經過，又坐到被壓扁的蛇靈魂小扁。

[40:35] 豆豆答應中元普渡幫小扁搶食物，讓它

[51:34] 直到回家後阿民才來找豆豆說明緣由，

[55:22] 苦等豆豆的 apple 被惡靈吃掉，豆豆和

前往打鬼行列，途中又教導豆豆壓制惡靈的法術。

[64:53] 先到的阿民不敵惡靈，在抽取靈魂的途
中被弄昏。豆豆與白狗阿媽隨後趕到，然而雖然佈

[70:50] 豆豆想起自己對小扁與 apple 的承諾，

豆豆的勇氣。

阿媽回家之後以為阿媽怕他受傷才把 apple 趕走，

[73:54] 關鬼門的日子到了，包括金水嫂、大鯨

有力氣投胎。

不吃飯大哭

魚等等諸多鬼魂順利地排隊前往投胎，牛頭馬面也

[41:58] 豆豆和阿民騎著腳踏車教大鯨魚走路，

[56:41] 阿媽知道豆豆早就看得到鬼之後，出門

應阿媽請求變成 Q 版來接 apple。

虎鯨學會行走之後一躍飛入空中。兩人在黃昏的海

協尋消失的 apple 小扁跟大鯨魚，

[75:42] 晚上爸爸媽媽回來，接豆豆回家。

[58:32] 阿媽未歸，豆豆以為阿媽已經被買走，

而且已經有了陰陽眼。某年農曆七月，豆豆的媽媽

邊聊天，

[43:41] 並前往水燈祭典，做了陽春水燈送大鯨

[57:52] 被法力大增的惡靈掃飛到車道上撞傷。

[76:07] 一年後，豆豆主動要求趁暑假找阿媽玩，

魚離開。

著急大哭。阿民將豆豆帶到醫院，阿媽在病床上解

因為需要照顧受傷的爸爸，將豆豆暫時託給海邊小

[45:50] 在阿媽遠望金水嫂離去的眼神中，豆豆

釋整個鎮上的鬼魂都被惡靈吃掉的事。

鎮的阿媽照顧。豆豆無法領會阿媽的愛與照護，以

又蒐集到第二滴眼淚。回家前遇見一個害羞沉默，

[60:59] 阿民得知惡靈躲在舊船廠，從醫院一奔

為自己是被爸媽拋棄的孤魂野鬼。他在和阿媽與鄰

害怕牛頭馬面無法投胎的小女孩 apple。豆豆承諾

而出拯救大鯨魚。

家哥哥遊玩的過程中，雖然他不小心解開了惡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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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見摸不著，很有可能根本就不存在。在這種解
封印，一度被惡靈利用想把阿媽賣掉；但另一方面，

釋下，陰陽眼、道士、收驚很可能都是騙術，民

也同時了解到鬼魂、普渡、放水燈等等民俗儀式的

俗信仰是怪力亂神，燒香拜拜沒有任何意義。

意義。

罰。幾十年前，也許我們都住在這樣的世界裡，而

然而另一方面，我們卻害怕世界中潛藏的未知、

在普渡與水燈的時間中，豆豆像是擔任道士的阿媽

現在也許它依然留存於某些被我們遺忘的地方。

黑暗，以及生活中諸多怪異現象。我們用鬼故事

一樣，開始幫助遇到困境的鬼魂，並且鼓起勇氣，

跟著 5 歲的都市小男孩，我們來到遠離都市的海

和恐怖電影來整合這些恐懼：陰暗的角落、正體

打倒了自己解放的惡靈，成為鬼魂們的英雄。他因

邊小鎮 ，有陰陽眼的阿媽住在紅磚三合院的小屋，

不明的房間、沒有出口的迷宮、鏡子的對面、不

為這些過程逐漸了解阿媽，並且喜歡上了小鎮裡人

屋頂漏水牆上生菇，側間陳列貼符靈甕。鎮上的老

穩定的電力閃動 ...... 由於這些威脅超出我們的掌

鬼共存的生活。在一年後的暑假，他主種開口要爸

婆婆新死，鄰家的小孩陪著一個巨大沈重的無形朋

握，鬼魂也超出我們的掌握，我們便下意識地將

媽帶他回到小鎮，小鎮儼然成為了他最酷的樂園。

友，農曆七月隆重地普渡，放水燈時節海濱擠滿

兩者捆綁在一起，製造出現代人的「鬼」。在恐

人。鬼魂真實地存在這個小鎮裡，在廁所在牆角，

怖電影與遊戲誕生之後，「鬼魂 = 恐怖」的連結

在馬路上與每個人的生活中，他們和活人一樣有個

性又進一步被增強。

性，會說話，需要食物與住處，並且和活人存在同

需要注意地是，基於絕大多數的人都看不見鬼，

奇幻或真實？一個與鬼魂一起生活的世界觀

一個空間中，只是有些人看得到，有些人看不到。

鬼的恐怖與否就和道士引魂的真實與否一樣，都

魔法阿媽呈現一個美得讓人嚮往，與驚悚恐怖毫

看得到的人並不怕鬼，因為在這個小鎮上，鬼是另

無法被客觀證實。在真正嚴謹的檢視下，鬼的存

無關係的鬼魂觀。在小鎮的氣味與溫暖的夕陽、

一群長得不一樣的人，而不是怪物。

在與不存在，以及存在的各種方式都無法通過理

角色的質樸美麗，以及角色們與鬼魂的互動之中，

什麼是鬼？什麼是怪物？什麼是迷信？什麼是理

性的檢驗 。當代較為年輕的觀眾看見《魔法阿媽》

我們看見一群與鬼魂恆常共存的人。鬼魂是他們

性？我們習慣的現代生活全都是為了活人的需要

裡面溫馨得像是田園詩的鬼魂觀，會被救贖，被

看不見的朋友，可以交談，可以吐槽，一起玩會

而設計的，人一旦死了就被認為從此消失，從此

開心，別離時會落淚。因為有鬼所以需要道士、需

只留在別人的記憶中，而再也不能擁有自己的空

要祭典，讓看不見鬼的人和變成鬼的人可以交流，

間，甚至不能與活人共享任何一片屋簷。對於絕

給予弱勢的鬼魂救贖的機會，給予邪惡的鬼魂懲

大部分沒有陰陽眼或特殊體質的我們來說，鬼看

影片主題

1

2

1 從幕後花絮 [13:32] 可以知道原型為基隆與東北海岸。
2 奧坎剃刀例外，但那已經是型上學的討論，離本片太遠。有興
趣可以搜尋 Occam's Raz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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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動，甚至覺得那是像《哈利波特》一樣的魔幻，
不可能出現在現實生活中；然而就在短短幾代之

文本分析

欠缺明確個性的設計讓角色像是空白的紙娃娃，
能夠讓各種不同個性的目標觀眾對豆豆產生認同

前，我們的祖先都生活在《魔法阿媽》的世界裡，

角色與其視覺設計

他們認為鬼魂存在，自己死了也會變成鬼，所以

動畫與真人電影的主要差異之一，就是不以演員

處方式，以及小鎮的世界觀。然而另一方面，模

需要道士進行溝通，並以普渡的方式對弱勢的鬼

詮釋畫面，眼睛看到的一切都可以用筆畫出來。

糊的面貌也使觀眾幾乎不了解豆豆到底是怎樣的

魂們表達心意。

電影裡的選角與演員對文本的詮釋等等元素，在

人。

他們認為鬼就是人，就像我們習慣相信鬼很恐怖

畫面中並不出現。相對地，動畫必須直接以角色

這種設定普遍出現在幼年向的動畫作品。無論日

或鬼不存在一樣。這是他們的真實，無所謂魔幻、

的輪廓、配色等元素，區分主角與配角，給予觀

系、美系，或者歐系的動畫，幼年向作品的主角

超自然，更無所謂迷信。只是我們離開它太久，

眾對角色的下意識直觀印象。

大多個性空白，傳達出的人格大多是勇敢、善良、

感，連帶認同豆豆遇事的反應、與其他角色的相

憐憫等等大部分孩童共有的籠統特質。劇中對抗

在故事中看見反倒像是異世界，因此覺得新奇，
甚至感動流淚。

豆豆 身為主角，豆豆擔

的反派則極為戲劇化，做出的抉擇也相對簡單，

但它一直存在，直到當下都還有人真正活在這樣

負著讓觀眾投射自我的任

不需要繁瑣的心理掙扎。這些特質大多都是為了

的世界裡。他們知道隔壁新死的金水嫂最近過得

務。從他的年齡與生活背

讓同齡的觀眾能夠順利投射自我而被設計出來的。

怎樣，相信投胎、普渡，觀落陰和閻王。他們也

景可以推估本片的目標觀

豆豆的臉呈方形，帶著小孩微鼓的雙頰。兩顆白

許覺得鬼不可能長得像佛萊迪那樣，對於他們而

眾是城市長大的小學低年

色大眼睛位於臉部中間，佔了 1/3 以上的面積。

言，鬼片遠比鬼魂奇幻。

級男孩，次要目標觀眾則

就像動畫常見的手法一樣，他幾乎所有的表情都

而本片把這個真實存在的異世界帶回給遺忘了它

是 30-40 歲的學童父母。

的我們。

豆豆是本片最沒有個性的
角色，和社會上絕大部分的幼齡男孩一樣好奇不
守規矩、渴望被照顧、容易被影響、行事不管後
果，並且擁有純真的正義感。

上排為片中豆豆的褲子、背心、背心襯條，以及上衣的顏色抓取，下
排為藍、橙、綠、白。衣著上的高對比吸引觀眾目光，並呈現小男孩
的精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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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眼皮的開合與眼珠在眼睛中的位置變化表現出

她長年戶外工作，而帽子和頭髮構成了面部的外

來，方便觀眾辨認。

框，臉上是擴大的眼睛、皺紋，以及幾乎與臉等

他的白色 T 恤袖子從亮橘色背心兩側露出，下半
身是帶條紋的藍色運動褲，腰際的黃色襯條與運

上排為阿媽劇照抓色，下排為 CMYK 以 RGB 色域呈現的樣子 3。
CMYK 的主觀感覺對比度比 RGB 弱，但依然擁有高辨認度

寬的扁嘴巴。看得到鼻孔卻沒有鼻樑，說話時讓
人聯想到青蛙。用五官填滿面部的設計給予角色
力量感，而青蛙般的造型讓力量角色在風趣呈現

動鞋的黃底上下框住褲子的色塊。上下半身的對
比色塊使角色顯得精神，過於鮮艷的橘黃也是幼

然而卻不憂愁不抱怨，對生活中的一切都能順利

下顯得可親。

年小男孩適合的顏色，襯托豆豆貪玩的陽剛感覺。

處理。樂天知命的形象讓較為年長的成年觀眾憶

她的主要穿著是洋紅色的上衣配上天藍色的圍裙，

起舊時代的鄰家阿媽。

腳下踏著黃色雨鞋。來自印刷四原色 CMYK 除了

與空白紙娃娃一般

在人物造型上，角色遠看上去是一個以肩膀為寬

黑色中的三種，一樣是以強烈對比吸引觀眾的方

的豆豆完全相反，身為全

度的直立長方形。四肢黑黝乾瘦，強調肌肉與皺

式，但比起豆豆的橙白藍，對比程度較低，較不

片主軸的阿媽立體而真實。

紋線條，呈現長老歷經歲月的形象，以及足以承

突兀而顯得成熟。

除了處理突然闖入生活的

擔生命中各種挑戰的柔韌感。阿媽頭上總是戴著

她的另一套穿著則是黑黃紅的道袍，手中拿著鮮

豆豆起居之外，隨著劇情

帽子，耳側頭髮過度膨脹，填滿雙肩上方的大部

黃符咒與鈴鐺。道士裝扮的顏色與造型大抵符合

進展，觀眾將注意到阿媽

分空間，這設計使頭部擴張，角色的雙眼接近頭

現實，只在符文的形狀與大小方面略為卡通化。

部的井字構圖焦點，吸引觀眾在第一時間注意到

道袍極為寬鬆，覆蓋阿媽整個人的身形，讓她看

阿媽

承載著鎮上許多人的信仰
生活，相當於前現代社會
中的耆老角色。片中的阿
媽似乎有作不完的事，賣
魚丸糊水燈，主持普渡法
會，聯繫新死的靈魂，還
得應付豆豆的陪伴需求，

阿媽的膚色較暗，衣服由
CMYK 裡面的粉紅與天藍
色系組成，產生對比吸睛
但不至於在劇中破壞背景
配色平衡，也符合真實世
界中漁婦的穿著。帽子與
白髮造成的頭部膨脹使全
身呈現長方形，並將眼睛
位置置於井字構圖的焦點。
阿媽的面部與身體全部被
細節佔滿，呈現力量感。

4

阿媽的眼神與表情 。阿媽的衣著寬鬆，筒褲與鞋
子的橫幅刻意設計得與肩同寬，使得角色整體維
持完整的長方形，露出的雙手與踝部產生骨幹感，
襯托角色的內隱力量。
配色方面，阿媽的面部由上方紅色帽子、耳側白
雲狀頭髮，以及橘色的皮膚構成。皮膚顏色暗示

3 當然，CMYK 轉 RGB 的視覺結果與 CMYK 色票不同。此處
僅為示意對比度以及動畫習用原色系作為角色填色發想的範例。
4 豆豆和阿民的面部也以類似方式設計，但由於豆豆的角色設計
必須呈現小男孩的陽剛與純真，眼神的位置擺放方式單一許多，
生動度遠不如阿媽。阿民的眼睛只有兩個點，表現的可能空間也
大幅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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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來像是鑲邊的紅色塊狀。這和現實中道袍給人

片尾關鬼門鏡頭。巨大的大鯨魚出現
在畫面正中央，對比其他人類，呈現
沈重化為輕盈的救贖感，構圖與情節
讓人想起《熱帶魚》的片尾。此外背
景的晚霞在稍有印象派的筆法下大抵
採用寫實配色，上方的暗色紫雲與下
方的海面夾擠下，地平線傳來與真實
晚霞相同的溫暖感

的視覺印象相同：人們第一眼看到的是道士這個
職業，而不是特定的某位道士。職業的形象大於
個體的形象。
媽媽與阿民 城市上班族的媽媽以及鄉村少年的
阿民在片中擁有相同的功能層級，人物外型設定
的策略也相同。兩位配角的存在都是主角產生情
緒衝突的理由：媽媽給予豆豆依戀，以及被拋棄
的恐懼；而阿民是豆豆的遊玩與冒險夥伴。
媽媽的 6 頭身比例是片中的少數 ( 豆豆是 3 頭身，
阿媽跟阿民 4 頭身 )，五官與肢體的描繪方式也較
為寫實。她始終呈現都市人的特質：現代式的眼
鏡鏡框與口紅、標準國語口音、合身的套裝或者 T

眼，微微結巴的少年。阿民的膚色比豆豆深，穿

覺，降低信任門檻。另一方面，泥土味也讓片中

恤 / 五分褲。最為突出的是，在大量使用橘黃色與

著背心，四肢細瘦，總是與復古的鐵管腳踏車一

大鯨魚從阿民背上飛昇的前後轉換營造魔法般的

暗藍色的這部片中，媽媽是唯一持續被粉紅色圍繞

起出現，四肢的尺寸讓人聯想到他身邊的腳踏車。

奇蹟感動。

的角色。這些元素給予觀眾幹練、簡潔、緊繃的現

他的衣褲分別是淺黃與土黃，整個角色呈現低對

代化特質，相比於片中其他人都穿著寬鬆舒服的衣

比的泥土感，宛如從台灣新電影走出來的鄉間角

大鯨魚和小扁 另外兩個值得一提的角色是阿民

著，過著閒適的生活，媽媽明顯格格不入。影片藉

色一般。和豆豆一起出現時，鄉間的質樸氣質更

背著的大鯨魚和主角在路上撿到的小扁。前者無

此在視覺上對比出城鄉之間的氣質差異。

加明顯。作為引入陰陽眼以及鬼魂給主角的角

疑是本片神來一筆的轉化手法，而後者產生玩具

阿民的外型則是媽媽的反面：大光頭、缺牙、小

色，阿民的泥土系印象角色給觀眾友善可親的感

般的丑角潤滑功能。「看不見的朋友」在當代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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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是學齡兒童解決情感依附需求的心理現象，

玩具般的形象，小扁的動作讓許多談話與解說畫

與反應全部都以外顯行為與情節來表達。另一方

看不見的朋友是主體幻想出來的，會隨著年齡增

面較為豐富，也給予劇情上解說普渡的好理由。

面，除了阿媽以外，其他角色的個性較為刻板，

加，對於現實與非現實分野的認知增強而自然結

另一方面，也能滿足低年級小孩希望冒險時身邊

對外在世界的反應也偏向社會期待的標準答案。

束。然而本片在豆豆還不熟悉鬼魂的時候直接藉

總要帶個玩具的潛在願望。

這可能和本片的目標觀眾設定為低學齡孩童，考
量文本的閱讀難度有關。

由阿民沈重的腳踏車步伐引入一個懸念，接著在
豆豆開始了解自己與世界間的責任關係，幫忙阿

敘事

媽賣魚丸的情節之後，揭開懸念的真面目：一隻

1 少年成長小說的敘事

2 色塊複雜度與視覺引導

比豆豆阿民加起來還大好幾倍，站起來超過兩層

本片的敘事主軸是豆豆在小鎮的冒險，故事依循

在本片中，由於背景採用偏寫實的風格呈現，細

樓高的虎鯨。

典型的成長小說 (Bildungsroman) 三段結構。成

節複雜度較高，前景與背景之間的主要差異在於

鯨魚影子從街道露出的剎那衝擊觀眾之前的預期，

長小說的主線是主角的轉變。主角在開始誤解世

卡通化的程度，辨認程度的對比度比起美日的商

作為與預期認知落差最大的一個鬼魂，他的出現

界或者只想到自己，經由世界中其他角色或事件

業動畫電影低了不少。

讓其他對於鬼魂合理性的懷疑都變得不再重要。

產生衝突，在困難中了解到自己在世界中的責任。

為了引導視覺動線到重要角色身上，動畫師們將

另一方面，大鯨魚的體積與重量感隱隱指涉阿民

本片從影片開始到與惡靈交易賣掉阿媽這段是主

角色的色彩複雜度直接與角色重要性作相關連結。

背負著看不見的朋友的沈重 ( 或者，在現代的觀

角脫離舒適圈進入陌生環境的抗拒，中間經過惡

除了豆豆與阿媽之外，其他角色大都是單一色塊

點之中，不被理解的孤獨沈重 )。透過虎鯨飛昇之

夢、陰陽眼、小鎮遊歷、結交朋友的過程而逐漸

或鄰近色塊，色塊的情感效果則分別對應角色的

後悠遊空中的情節，影片讓豆豆以友情與認同將

認同當下的環境並且幫助他人。最後以解決每個

劇情功能，例如阿民是黃色的鄉土感，來自城市

沈重翻轉為輕盈，給予觀眾詩歌式的救贖，並進

次要角色的困境，鼓起勇氣打倒自己害怕的惡靈，

的上班族媽媽永遠穿著一身粉紅，更不重要的村

一步接受片中的世界觀。

重新了解自己對於阿媽家的感覺作結。

民幾乎都穿單一色的衣服。然而豆豆的橘色上衣

大鯨魚讓世界觀設定易於入口，而小扁給予的連

成長小說重視主角從衝突中獲得新的自我，強調

配的是正藍褲子，阿媽的粉紅 T 恤與紅帽子罩上

結則是畫面與細部情節上的。小扁怎麼死的比起

環境衝擊與角色反應。本片較為不同的地方在於

天藍圍裙，道袍則是黃紅黑組合。對比度較高的

他的畫面功能顯得並不重要。作為一個綠色彈簧

幾乎完全沒有描述角色的內心敘事，角色的心情

色彩吸引觀眾在背景中注意到主角。同樣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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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讓惡靈酷羅 ( 黑貓 ) 的黃色眼睛以及黑白組合的

金水嫂、小扁，以及 apple 則分別詮

著腳踏車上坡，口齒不清地說出自己有看不見的

大鯨魚出現時產生更強的畫面吸引力。

釋鬼魂不同的面向。金水嫂死後依然

朋友的樣貌，完全符合現代都市人心中「民智未

保持憨憨的老人形象，會迷路會害羞，差別只在

開」的定義。即使是相信民俗信仰中鬼壓身的觀

3 民俗信仰的介紹與翻轉

走路變成用飄的；小扁看起來是一只可愛的玩具，

眾，可能也很難猜到壓在阿民身上的鬼竟然是一

本片透過阿媽的道士身份，簡單地介紹道士的

而 apple 符合民間傳說中較為弱勢的鬼魂，她躲

隻巨大的虎鯨。虎鯨從畫面中央的坡道出現時，

工作以及農曆七月的民俗信仰。影片在 [16:47-

藏自己的姿態就像被欺負的活人，即使再怎麼不

體積與重量瞬間解消觀眾對鬼壓身的疑慮，而鯨

19:45] 引入金水嫂的臨終，接著在 [22:29-24:01]

甘心也無法脫離現狀。

魚飛天的情節將「重」翻轉為「輕」，給予觀眾

阿媽在替豆豆洗澡時介紹開鬼門的概念以及食物

本片藉由這些設定，大幅翻轉鬼故事中將鬼魂等

藝術的療癒感。

入口會化成火焰的燄口餓鬼。在 [39:21] 豆豆能夠

同於作祟妖怪的習慣。本片的鬼不會穿牆，不會

看到大鯨魚與小扁之後，接著 [43:41-45:40] 呈現

嚇人，可以溝通，是生命的

水燈祭典，再透過 [46:05] 小女孩 apple 引入牛頭

死後姿態，暗示著鬼魂應該

馬面、投胎，最後 [47:35] 畫出普渡景況。在片尾

被當成活人一樣尊重。這項

的惡靈戰鬥中也加入了陽氣陰氣，五雷印等等民

設定加上阿媽的陰陽眼體質

間信仰中的概念。

與道士職業，使得民俗信仰

本片餓鬼的形象接近廟宇常有的地獄圖，但在卡

脫離了迷信的範疇，而成為

通化以及簡化之後顯得可愛。本片與其它涉及民

活人與死人之間的聯繫；而普渡水燈等儀式被還

間信仰的作品最大的差異，在於鬼魂形象的可愛

原為信仰中人鬼交流的重要場合。至於道士，則

化以及去妖魔化。片中的孤魂野鬼看起來其貌不

從裝神弄鬼的形象還原到少數擁有特異體質的人

揚，但既不作祟也不怨恨，會跟阿媽討價還價，

默默擔起的社會責任，是人類學與社會學式的觀

住在香菇裡還會被豆豆嚇到，形象從妖怪還原成

照。

人類，沒有恐怖氣息，反而會引起觀眾的憐憫心。

其中最大的翻轉是大鯨魚。片中阿民氣喘吁吁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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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風格

先建模，此部份花的功夫超過手繪動畫，因而在

2D/3D 交混的《攻殼機動隊》電影版，比較各作

寫實主義的傳統 2D 手繪動畫

成本考量下通常較為呆板，幽默效果也沒有手繪

品中背景、人物表情、周圍物件、光影之間的差

動畫來得自然。

別。更能了解本片的新電影風格為何適合以傳統

本片以傳統的手繪方式製作：動畫師將不同圖層

在光影方面，由於畫面從賽璐珞片到底片中間有

手繪動畫呈現的原因。

先畫在紙上，再逐片手描至賽璐珞片並上色。每

多一道拍攝工序，手繪動畫在燈光上可以使用打

張完成之後以底片拍攝。在電腦動畫出現前，這

光技巧做出畫片以外的另一層光影變化效果，改

是動畫製作的固定流程。近年隨著電腦動畫逐漸

變的細緻程度也比電腦中以虛擬光源運作的電腦

發展，許多拍攝與後製逐漸移轉至電腦執行，但

動畫高。

在要求傳統手繪感的作品中，傳統方式依然是作

手繪動畫的弱項在於鏡位變換時完全由動畫師設

品製作流程的骨幹。

想畫面，難度較電腦動畫高，較容易出錯，工序

由於每幅畫面都以手工作成，這種方式需要的人

也變得更複雜。因此手繪動畫的鏡位大部分較為

力遠超過比起電腦建模之後算圖 ( 根據角度與鏡

單一、靜態，適合呈現日常生活主題。另一方面，

頭算出符合的人物與背景 ) 的電腦動畫方式。然

畫面中出現千軍萬馬或全城大火等大量動態物件

而背景的細緻度、前景角色的自然度等等細節可

時，手繪的工時遠超過電腦，因而此類畫面大半

以被動畫師完全控制。因此，對於每張單幅畫面，

很少出現在手繪動畫中，即使出現也不會很久 。

手繪動畫的表現自由度遠超過電腦動畫，也不容

本片呈現出手繪動畫的幾項特色：1. 高情緒感染

5

6

易產生不自然感 。

力的背景、2. 高度卡通化而情緒表達細緻的阿媽

在人物上，由於手繪動畫可以任意控制物件的變

臉部、3. 簡單而變化少的鏡位，以及 4. 鏡位配合

形程度，還可以用臉上冒黑線等等卡通化方式呈

背景所呈現出的，有如新電影一般的寫實感。

現幽默效果，較能簡單呈現傳統漫畫的扭曲與幽

在時間許可的狀況下，可比較本片與宮崎駿擔

默特質。電腦動畫要做到這些事的時候反而需要

當導演的動畫、近年 Disney 的電腦動畫、以及

5 電腦動畫的背景與人偶都是模型物件，在電腦中運算時的解
析度必須夠高才能算出視覺上合理的圖。然而人類觀眾觀看物
件的方式並非解析度無限大，於是電腦動畫在算好圖要進行後
製時，往往在解析度上過高，而在畫面上呈現虛擬空間的不自
然感。
6 例如本片阿媽載豆豆騎腳踏車，[54:27-55:06] 背景移動的部
份。尤其 [54:37-54:40] 的繞景像是電腦動畫的算圖，必須完全
由動畫師逐張模擬環繞鏡頭的效果來完成。基於複雜與困難，這
種鏡頭在手繪動畫中時間都很短。另一方面，仔細看也可以注意
到這段背景的樓房重複使用了兩次，以降低不必要的工序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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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創意

同人物與目標讀者的特性，人物的軀幹與肢體會

這些技法的目的都是一樣的：降低雜訊，將觀眾

被扭曲，例如不可思議的三圍，或者佔去軀幹一

的視覺壓縮到當下畫面要講述的重點上，並且將

半體積的巨大胸部 ( 女性 ) 或肩膀 ( 男性 ) 等等。

該重點盡可能地誇張化。如果以傳統的藝術分類

動畫，作為畫面可操作性遠高於電影的表現媒材，

同樣的原理還也出現在空間比例上。為了呈現教

套用到動漫畫，會發現大部分的動漫畫都是表現

通常會利用這項特性，做出許多電影無法作到的

室中兩個角色無法溝通的孤寂，兩人之間的距離

主義的作品。重要的是觀看時的心理真實，而非

表現效果。現實難以做出的輪廓變形、誇張、抽

可以被拉長到二三十公尺寬；為了不讓觀眾欣賞

描寫對象的物理真實。作品的一切技巧都是為了

象化，甚至是違反物理原理的佈景，都可以在動

角色的表情或快言快語，角色可以被壓到 1.5 頭

將現實元素扭曲後組合為心理真實。

畫中實現。

身，甚至根本只有頭部而沒有身體。

而另一方面，由於沒有現成的物件能用來直接組

加強關注點的另一面是減少畫面中的雜訊。常見

《魔法阿媽》以動畫呈現的心理真實

成場景，沒有演員的演技來呈現角色 ，動畫的一

的漫畫兩大主流：美系與日系，分別用不同的技

在《魔法阿媽》中，作品呈現的心理真實是什麼呢？

切呈現方式，包括每個物件的上色跟輪廓這種小

法達成這項目標。美系的角色大多必須在日常場

是小鎮的緩慢閒適感、阿媽家的溼潤磚屋氣息，

事，都必須由製作者們手工完成。高自由度的代

景中行動。為了在真實系的背景中突顯角色，美

以及作為無所不在的真實魔法，一點也不可怕的

價是動畫的一切都很費工。

系角色幾乎都穿著單一純色或兩種對比色的服裝。

鬼魂們。

從還沒有動畫的紙上漫畫時代開始，漫畫家們就

無視身形寫實度的日系則儘量捨棄角色的面部與

發現可以透過增減畫面中的元素，以及讓畫面角

肢體細節，並且讓角色的動作填滿整個畫面。

偏離日常習慣的視覺範疇兩點，同時完成減少工

這些特質越在晚近的作品中越是強烈，而且同樣

序與加強表現性的目標。在諸多技法之中，最常

的原理被應用到角色的動作以及空間配置上。反

使用的是誇張化以及扁平化。

派會對著觀眾做出邪惡猙獰的表情，人物的台詞

無論是報紙上的單格諷刺漫畫、故事性的連環漫

大多像是舞台劇 ，而人物在動作時畫面會出現速

畫，或者是動畫，人物的頭部幾乎都大得不成比

度線和效果音。到了當代則大量出現魚眼鏡頭變

例，而眼睛的大小更是現實的 3 倍以上。根據不

形，以及跳針一般的關鍵畫面重播等等。

動漫畫的表現主義本質

7

8

7 用 interpolated rotoscope 的 真 人 電 影 例 外， 例 如《A
Scanner Darkly》，但這類電影在拍完之後要逐幅轉寫成動
畫畫面，需要的工程依然龐大。
8 日系作品最為極端，名句多不勝數，例如《金田一》系列的「犯
人就在我們之中」、《新世紀福音戰士》的「不能逃不能逃不能
逃」、甚至延伸到《逆轉裁判》遊戲中動畫的「異議あり！」等
等，全都是舞台劇形式的，將角色的心理狀態直接化為台詞的作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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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種人文主義的世界觀。為了呈現這個世界

為單一色調，而是如風景畫一般鮮艷。

觀，《魔法阿媽》甚至捨棄了許多方便的表現主

在構圖方面，本片在角色對話時不使用俯仰角變

讓觀眾產生共感 (synesthesia) 效
果的背景

義手法，讓畫面盡可能真實。

形畫面，近景鏡頭大半與角色等高，會畫入角色

而相對於一般動畫追求的易讀性或風格化，背景

觀眾很難不注意到本片的電視劇風格：舊時代的

的整個頭部甚至半身，而非動畫常用的局部五官。

氣氛是《魔法阿媽》最強大的特點。它的效果勝

小鎮、極具生活感的柴米油鹽細節、來自阿媽與

此外在描繪遠方風景以及角色情緒的時候，也不

過許多遠比本片著名的動畫作品，也是寫實的背

阿民的大量溫馨場面。場景間的切換很慢，甚至

刻意變更景物的尺寸比例以呈現角色心理感受。

景畫法，採用中景水平視角所得到的效果。

比真人演出的電影還慢。此外，當代動畫必定出

甚至，明明有豆豆溜下樓梯扶手、白狗從天上一

阿媽家陰暗的磚屋、小鎮明亮的坡道、夕陽下建

現的舞台劇式台詞與肢體表演完全消失，而回到

躍而下的畫面，也完全沒有使用速度線。

築物反光，以及鬼片般的廢船廠等等背景，透過

台灣人文劇傳統的敘事方式：沒有救世英雄般的

這些都是為了維持背景細節，並表達寫實風格。

畫面傳達出視覺以外的氣息。這些效果與印象派

奇遇，沒有不斷堆疊的情緒張力，完全以生活事

整潔的畫面會降低環境真實感，降低畫面的層次，

件來推進情節。

可讀的焦點集中於前景角色，畫面銳利充滿動感，

無論美系日系或歐系動畫，為了節省繪畫複雜度，

易於閱讀。但本片要呈現的是現實世界中某些人

並且增加角色的存在感，在角色講話時經常使用

的生活方式與信仰，而不只是畫面中的故事。影

半身景與特寫景，讓臉部突出螢幕邊框，採用俯

片減慢了場景切換的速度，保留背景細節，置入

角或仰角構圖，簡化背景成為單一色系藉以突顯

大量的生活花絮、室內佈景以及街道描繪，讓觀

前景角色。然而，除了片尾與惡靈戰鬥的部份之

眾和豆豆共同經歷片中的每一幕冒險場景。

外，《魔法阿媽》幾乎捨棄了場景部份的表現自

同樣的理由也是水平鏡頭、不使用速度線、不變

由度。對本片而言，環境的真實感是必要的，必

更風景尺寸的原因。戲劇性的表現會降低真實感，

要性超過動畫的易讀性。於是我們總能在阿媽家

使觀眾抽離背景。日常生活的中鏡頭水平視野符

中的場景看到背景保留了磚頭的紋路，甚至磚牆

合日常視覺經驗，使觀眾易於感受風景裡的氣氛。

斑駁的痕跡。戶外場景的街道與樹木沒有被統一

阿媽家的顏色變化是片中最能引起共感的背景畫法。暗藍色的磚牆重
現極低明度下的視覺，讓人感受午夜室內完全無光時的陰暗沈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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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音創意

繪畫給與觀者的情緒感受類似。

讓同場景的角色身上顏色也被影響色相與亮度，

以所繪出的磚屋內部為例，平常是暗紅色，燈光

出現類似白平衡的效果。觀眾被磚屋的古老溼潤

下變成土色，昏暗時則是藍色，在有光過度到無

氣氛所圍繞，甚至會在心中感受到微微的霉味和

光的中間階段呈現綠色。這些低彩度低亮度的畫

水氣，產生類似共感 (synesthesia) 所謂「看到聲

法同時呈現磚牆本身以及室內光線，並且部份地

音」、「閱讀出氣味」的效應。

本片的另一個亮點毫無疑問是阿媽的配音。文英

同樣的呈現方式也出現在片中的夕陽場景與水燈

的演出完全撐起了閩南阿媽的角色特性，無論是

場景。白平衡是情感感染力很強的畫面處理方式，

話語裡樂觀和諧的氣力、口齒清晰度、台灣國語、

本片中的大量夕陽場景配合偏黃的畫面給予觀眾

對晚輩說話時的慈祥，甚至老一輩閩南人在話語

日照的溫度，而放水燈時暗藍色的天空、火焰般

尾音微微抱怨的習慣，都極為符合阿媽這個角色

橘紅漸層的地平線，以及遠方黑山下點起燈火的

在劇中的設定。

樓房，讓人覺得遠方有溫暖而重要的祭典正在發

甚至，她的表現比這個角色的造型更立體，於是

生。

產生了角色與演員之間的明星效應。

藍色的廢船廠則增強片尾惡靈情節的陰暗感。本

明星出演原創戲劇時，觀眾經常會覺得自己看到

片的惡靈即使作為低年齡作品裡的反派也不恐怖，

的不是該角色，而是該明星。尤其好萊塢的巨星

但廢船廠的暗藍色環境營造出無光場景的照明感，

最明顯：好萊塢巨星的個人特質都很強，當他們

黑暗讓人緊張，發生的一切事物都變得不太舒服。

投入角色時，幾乎必然地帶著個人風格 。尤其當

低亮度的藍色廢墟配上血紅色的貓屍、亮綠色的

他們的演技夠好的時候，他們的人格特質會”污

水泥牆被右方的爐火照亮，從較暗的左上方藍綠色一路變成綠色與黃
色，在阿媽面前的爐火上方呈現溫熱。無論有無燈光，配色都傳達阿
媽屋子溼溼冷冷的感覺。

文英配音的立體感，以及小扁獨特
的扁音

9

貓耳與貓妖，就成功地講述了一場角色扮演遊戲
裡面勇者對抗最終大魔王的故事。
廚房畫面從左至右的牆壁配色。低明度低飽和給人陰濕老舊的情緒感，
重現現實世界中磚屋在低光照夜晚的氛圍。

9 例 如 我 們 會 在《 復 仇 者 聯 盟 2》 裡 面 看 到《 大 法 官 》 和
《LUCY》，在《X 戰警：未來昔日》裡面看到《權力的遊戲》
和《星際奇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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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該角色，觀眾會將明星的詮釋視為原版，之
片所附幕後花絮的 [18:38-21:38] 提到，配音員莊

後其它演員怎麼詮釋味道都不對。
當我們關掉畫面，可以更明確注意到文英配音的

閩南阿媽級人物特有的語感。尤其在其中 [44:50-

建昱是主角配音員莊博文的弟弟，當時五歲，可

立體度如何增加角色的層次。由於阿媽這個角色

44:57] 指揮推水燈的背景台詞，文英的台詞詮釋

愛的樣子與沙啞的聲線一度被劇組相中想讓他配

是台灣小鎮的閩南長者，除了流利的閩南語以及

方式完全呈現出阿媽級人物在自己熟練的領域會

年齡相符的主角，之後在工作量的考量之下改配

年長的女性聲音之外，日常生活中的長者語感是

處處指點的聲音表情。

小扁。

詮釋的關鍵所在。閩南女性長者在生活中講話會

這些聲音表情讓文英的詮釋立體得可以成為廣播

由於小扁是被壓扁的蛇，在聲音表現上導演希望

帶著太陽底下沒新鮮事的些微厭煩，一邊處理事

劇。觀眾甚至完全不需要畫面也能在腦中浮現一

聲線能呈現出被壓扁的感覺。為了讓五歲的莊建

情一邊說話的時候會壓低嗓子，顯露出輕微的不

個小鎮阿媽的形象。相對於其他角色中規中矩的

昱了解”被壓扁的聲音”，導演還用壓住喉嚨的

耐。這種碎碎念聽起來比平常更乾，我們可以從

乾淨配音，文英的台詞帶有生活感，觀眾的注意

方式來示範。在花絮的 [21:22-21:38] 可以看到「什

[16:16-16:33] 為例，注意到文英詮釋阿媽一邊準

力在潛意識中被拉到最為立體的阿媽上。

麼 pizza ！我是一條蛇啦！」壓扁的孩童聲線配

備早餐一邊對孫子的念叨，這段充滿說話者心中

本片的製作方式是先配音再作畫，阿媽跟文英在

音時的幕後畫面。莊建昱壓著聲音對著麥克風的

微微皺著眉頭，拿年輕人沒辦法的感覺。她在「走

髮型與眼神有一定相似，使角色造型與聲音表現

樣子，與電影中小扁用力睜著眼睛，舌頭歪在一

來睏在阮的眠床腳」部份講得快而小聲，到了要

相合，阿媽的眼睛經常在眨眼過程中交雜半睜的

邊的畫面之間有神奇的反差，但在音畫結合之後

對豆豆講話時音量才增大；在「害我 ( 喔 ) 早起

畫面，呈現長者的愛睏氣息，扁平的嘴巴與乾而

感覺卻非常流暢。兩者之間的驚奇感是向觀眾介

給你踏死」、「以後 ( ㄏㄛ ˋ) 你要叫我啦」的

低的文英聲線融為一體。這些風格化，帶著設計

紹配音魔力的良好窗口 。

中間自然地加入台灣閩南人在快要講到句子關鍵

感的平面造型同時詮釋了劇中的阿媽與文英扮演

部份之前會加入的語尾助詞。而在 [44:23-45:38]

的阿媽，進一步增強角色的觀眾印象，也讓觀眾

的部份可以更明顯地從情緒語尾助詞注意到阿媽

們即使沒有看過在其它戲劇的扮演，也能在這部

和其他角色配音立體度的差異：像是「好啦」、

作品中建立她的詮釋風格。

「這邊啦」等等贅句助詞的表現方式，都是台灣

綠蛇小扁的配音則是本片製作的有趣花絮。在本

10

10 例如可以讓觀眾先猜這段配音員是怎麼配的，配音員的年齡
與揣摩方式等等，再放出莊建昱配音時的錄影。習慣日系動畫由
成年女性配兒童角色音的觀眾會特別驚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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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
之外
課外延伸動畫推薦

11

1《佳麗村三姊妹》。導演：Sylvain Chomet。

名作。以 3D 動畫的恐怖谷效應巧妙地做出劇中

除了視覺效果之外，本片的配樂與配音也足以作

cyperpunk 的真幻交界反諷效果。其中廟會一段

為該主題的良好教材。平澤進高反差的背景音樂

幾乎完全來自台灣民俗信仰，但在劇中變成《銀

表現片中角色的不安定心理，而主要角色的配音

翼殺手》般的場景，很適合跟本片的民俗信仰呈

員都具有豐富的電視動畫配音經驗，其詮釋在適

現方式進行比較文學式的研究。

當的誇張化之中保有電視動畫的古典到位。

3《 盜 夢 偵 探 》。 導 演： 今 敏。 年 代，2006。
DVD/BD。

結合 2D 風格與 3D 技術之後，宣示動畫表現可

年代，2004。DVD。

能性的著名作品。大量的快速變形物件與扭曲鏡

動畫長片中充分表現手繪動畫表現力的作品。人

頭、超現實主義的魔幻情節、主客觀鏡頭熔接與

物、場景、動作，以及鏡頭的扭曲與誇張技法接

切換……這部作品出現了許多真人電影難以實做

近於單格諷刺漫畫，貫穿全片後達成超越《卡里

的表現技法，並以這些技法表現人類的潛意識與

卡里博士的小屋》的表現主義風格。畫面呈現 2D

夢境。

手繪動畫效果，但使用了 3D 建模處理鏡頭快速

片中的配色、打光、人物輪廓、景深、視角等等

移動。全片採土色與灰色系，呈現弱勢小人物的

各種常見的視覺元素都會因為角色與場景的心理

心理以及默片懷舊氣氛。

氣質而改變，3D 運算技術使得片中各種變形成為
可能，但畫面在直覺上依然維持平面動畫風格。

2《攻殼機動隊 2 INNOCENCE》。導演：押井守。

本片的色相、明度、彩度在不同段落的差異相當

年代，2004。DVD/BD。

大，僅僅使用不同片段就能解說動畫中色彩呈現

混合 2D 手繪動畫與 3D 建模運算兩種動畫形式的

的各種心理效果。

11 這三部片在動畫上的複雜度都大幅高於本片，也大幅高於
Disney 或宮崎駿的動畫作品。由於《魔法阿媽》走寫實主義，
老師們若需要色彩、聲音，以及動畫特色上更強烈的範例，可從
這三部之中尋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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