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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
之前
劇情簡介

孩子的演出，都展現了在台灣短片中少見的成熟，

學生，唯一的愛好就是拿著 DV 拍攝，剪輯一部

除獲得 101 年度電影短片及微電影輔導金的創作

始終未完成的作品。因為這個基本設定，使得影

補助保證了影片品質之外，更榮獲第 37 屆短片金

像得以在較寫實的（校園生活）與較抽象的（他

穗獎一般作品類優等獎及最佳編劇獎，主要肯定

拍攝的大量晃動甚至失焦的片段）影像之間流

了影片透過漸次閃回的方式將這件雖殘酷卻單純

動，而片中有寫意的超現實場景，符合角色的設

的意外呈現出來，而劇作的安排其實是深刻地召

定。從人物身上派生的異質影像材料，讓她在一

喚了片中人物的性格，藉此窺視最直接樸質的人

部作品中呈現與統合多元材料的機會。替搖滾樂

性。

隊 KoOk 的歌曲《絕對正義》（2012）所拍攝的

影片開始於溪邊的警消搜索，一名綽號小六的男

MV，依舊可以看到她本著影像與節奏上所進行的

孩失蹤了，另外三名玩伴大春、小春兄弟以及阿

實驗。

猴，都對事情的經過絕口不提。但隨著相關證物

這些作品透露出她個人在題材上的偏好，基本在

（小六的衣物）的浮現，小六的凶多吉少終究演

人性的黑暗面，多少造成在影像呈現上的沉重傾

變成具體的死亡。在死亡被揭示之後，大春才透

向。然而，異質影像材料以及 MV 拍攝的過程，

過回憶將案發經過透露給觀眾。原來出於惡作劇

也累積了她在處理影像、節奏與聲音的經驗。

與無心，阿猴忽略了患有氣喘的小六之求救，而

儘管過往作品帶著陰鬱色彩與消極情緒，也在這

大春則因為無法即時替小六取得吸入器，導致小

導演簡介

六在無人在場的情況下因窒息死亡，為了不讓大

柯貞年，1982 年生，世新大學廣播電視電影研究

了。事實上，這部作品起初在申請短片輔導金時

人們錯怪、責備同伴，大春遂將小六拖入水中，

所畢業。在她目前可見為數不多的作品中，可以

的設定是以國中生為題材，同樣是根據真實社會

營造出溺斃的假象。但無論真相是否被發現，罪

看到她從激進的影像往更精緻劇作編織的轉向。

事件改編。然而，國中社群所涉及到的面向顯然

惡感始終將伴隨大春成長。

在《無名馬》（2010）中明顯可見實驗電影的影

要比小孩複雜許多，最終修改為小孩或許顯示了

本片不論從攝影、剪輯到配樂，甚至是四位素人

響，劇中人被設定一位長期受到同學霸凌的孤僻

導演的某種轉變。

樣的前提下，《溺境》的創作也就不是一個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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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緣起

助於一點一點發現那深埋的苦衷。至於小孩題材，

02 － 01:22 兩個惡作劇 稻田，小六、阿猴、大

雖說導演在接受映後問答時，聲稱是為了挑戰業

則是因為「想用童真的視角去闡述殘酷的事實，

春與弟弟小春四人，小六搶了小春珍愛的彈珠，

界三大難拍對象（動物、老人、小孩），而採用

如果是用大人，會覺得是已經長大、具有心機的

大春制止；大春奪了阿猴的遊戲王卡，四人追逐，

了相對比較好掌握的小孩，即使我們接受這樣的

去做這些無心的舉動，我選擇用小孩的觀點去看

落後的小六停下，痛苦表示需要「吸入器」，但

動機，依然無法掩飾她調整之後呈現出來的積極

大人的故事。」

其實耍弄了跑來關心他的阿猴。片名「溺境」浮

面向。

現在無雲的藍天。

再說，改成小孩之後，在情節上的改動，特別是

03 － 03:43 母親的指責 大春家，晚餐，母親關

心理狀態的描述，需要花更大的心力去建構，正

切溪邊情況並指責大春不該帶弟弟去深山玩，大

因為小孩的行為在很多時候出於無心，便很難從

春抗議說是小春自己要跟的。

他們那裡獲得更深沉的自省；畢竟事故的發生本

04 － 04:32 大春的秘密 房間，大春手上拿著塑

來就是意料之外。由於訊息的稀釋有助於形式的

膠袋，小春問是什麼，大春急忙收到床底，說是

著墨，小孩題材讓導演有更多的空間去雕琢影像、
敘事手法以及象徵體系。
導演明白指出，拍攝這部片的背景主要是她意識
到這類因為無心而發生的悲劇層出不窮，但重點

電影
分析

「重要的東西」。兩兄弟在床上，大春對小春關
於小六的話題都不予回應。

05 － 05:33 阿猴的自責 樹林裡，大春在樹邊，
持手電筒，然後往溪邊走去，看見坐在溪邊啜泣

是小孩都成了被責備的對象，而她認為「有時候

的阿猴，大春表示是來找小六的，阿猴則哭訴說

我們以為的事實，後面還有另一層真相，而我們

「小六不會回來了，都是我的錯。」

以為的真相，背後可能還有更哀傷的苦衷。」這

分場大綱

06 － 07:44 阿猴視點下回溯事故過程 [ 閃回 ]

也是為何她會採取穿插的敘述方式，她認為「看

01 － 00:00 搜尋與採訪 黑畫面傳來對講機聲。

到的真相不一定是真正的，背後或許有許多不得

溪邊，警消搜尋，記者採訪，小六失蹤，阿猴撇

到一百開始找人。

已苦衷或偶然、巧合」，抽絲剝繭的敘事結構有

清關係，大春則四處觀察，神色凝重。（溶）

07 － 08:23 溪邊，阿猴發現小六躲在水裡，悄

樹林裡，阿猴在樹邊數數，他是捉迷藏的鬼，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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悄游近他，「抓到你了！」小六試圖游走，阿猴

從教室出來，對大春說老師叫他先進去，並表示

19 － 21:12 大春情緒失控 大春與小春走在樹林

追上還把小六壓制在水裡一下，小六游回岸邊時

「我們什麼都不知道。」

裡，回到埋東西的樹旁，大春試著挖掘，不理會

感覺不適，呼吸急促，阿猴說「我不會再被你騙

14 － 13:07 大春出賣阿猴 教室裡，在老師的陪

小春的問話，小春拿出吸入器，說是在床底下撿

了」。

同下，警方向大春問話，說是已經找到小六衣物，

的，並欲埋它，因為哥哥將「重要的」塑膠袋埋

08 － 09:20 回到數數的樹邊，阿猴對贏得遊戲

以及小春的彈珠，大春情急下承認衣物是自己埋

起來，他才會跟著將彈珠埋起來的。大春這時情

很開心。但是其他人都沒回到這裡，他開始叫喚

的，而小六溺水的訊息則是阿猴跟他說的。

緒失控，將小春推倒，痛哭控訴說都是小春害的，

每個人的名字。

15 － 16:43 擱淺在石頭上的小六屍體，背上有

「你幹嘛拿人家衣服？拿人家吸入器？」

09 － 09:52 回到溪邊，阿猴四處找同伴，卻看

多處傷痕。

20 － 23:10 大春視點下閃回事故經過 [ 閃回 ]

到了水裡漂著疑似小六（面部朝下）的遺體，阿

16 － 16:50 警方盤問阿猴 大春揹著書包一個人

猴倉皇逃離。[ 閃回結束 ]

走著，經過阿猴家巷子，看到警員正在跟阿猴與

小春和小六的名字。

10 － 10:32 大春建議沉默 溪邊，阿猴要大春證

其母講話，警員走了後，阿猴注意到大春，他邊

21 － 23:29 來到溪邊，聽到小六的急促呼吸

實到底那具浮屍是不是小六，以及要不要向大人

啜泣邊怒視大春。

聲，大春前去，小六表示需要吸入器，但大春在

講，大春制止，認為現在講出來會被當壞人。其

17 － 17:43 大春的惡夢 夜裡，水從門縫流進

草叢邊沒找到放有吸入器的衣服。他往樹林裡跑

間閃現了兩個白天的鏡頭，大春手上拿著衣物奔

來，水流聲與雜聲將大春吵醒，他注意到家中淹

去。

跑（慢動作）。

水了，水深將近床板。這時身上、臉上都有創傷

11 － 11:38 小春埋寶物 剛剛大春站的樹下，小

22 － 24:11 大春在林間跑著，看到蹲在路邊的

的小六走來，臉上還有水在流。大春嚇得鑽進被

小春，小六的衣物在他腳邊。大春責備他說「你

春在埋他的彈珠。

窩裡。

幹嘛拿人家衣服啊？！」趕緊拿著衣物往回跑。

12 － 11:52 警方找線索 白天，樹林裡，搜索行

18 － 19:34 招魂儀式 溪邊，招魂儀式，小春注

23 － 24:33 [ 第二層閃回 ] 小春閒晃，看到小六

動仍在繼續。一頭警犬似乎聞到樹旁土堆有東西。

意到小六的奶奶正往溪裡走去，大人們去制止，

放在草叢旁的衣物，順手拾起，又看到小六躲在

13 － 12:18 警方問話 教室走廊，大春囑咐小春

奶奶哭喊著要去找吸入器。阿猴跪下來向小六道

水中，於是他拿著衣物就往樹林裡跑去。[ 第二層

在老師問話時要說什麼都不知道或不記得。阿猴

歉，哭著說不是故意的。

閃回結束 ]

在樹邊等不耐煩的大春離開他的藏身之處，喊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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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 25:04 大春奔回岸邊，發現小六已經沒有

到阿猴的自白。豈料，大春埋衣物時卻被小春看

前提。在稻田上的嬉鬧，他看到小春的彈珠被小

呼吸，這時又聽到小春和阿猴叫喚他的聲音，情

見，小春學大春將重要的彈珠也埋在一起，這才

六不情願地撒落一地時，也是主動上前來幫忙撿

急下只好邊哭邊將小六拖到水裡，再拿著小六衣

使得小春的嫌疑加重，而讓大春在情急之下將阿

拾；而當他自己的遊戲王卡片被大春搶走，被迫

物離開。[ 閃回結束 ]

猴抖出。可是即使逃脫了嫌疑，卻無法迴避良心

要以跑步跑贏才能贖回卡片這麼緊張的時刻，卻

25 － 26:34 丟棄吸入器 大春和小春在溪邊，小

的譴責，所以在出賣了阿猴之後，當天晚上大春

還會因為小六發出的痛苦呼吸聲而停留，並且關

春還天真地玩著，大春則默默地將吸入器放入溪

就夢到了小六回來找他。

注小六的情況。

裡。他回頭看，彷彿看到了以前四個人玩水的快

雖說基於護弟心切，在面對警察的詢問，他不斷

也正因為阿猴的這份豐沛的同情心，才會強化他

樂情景（慢動作）。

強調自己和弟弟什麼都不知道，就像他叮囑弟弟

在小六溺斃之後的種種行動邏輯：他會在夜間獨

26 － 27:58 黑畫面，水聲與對講機聲，說是在

時也是不斷重複類似的對白，這一次次的強調，

自到溪邊為小六哀悼，並以放在石頭上的遊戲王

下游處找到了，但身上都是傷，懷疑被人拖過。

最重要是保護又恨又愛的弟弟，但也是一再地向

卡來祭祀小六，也會在招魂大會上痛哭下跪。事

導演名字在對講機的對話過程中浮現。

觀眾強調：他們真的什麼都不知道。這種貫串全

實上，他起先在記者訪問時的迴避，在警方於教

片的無助感也把大春壓得喘不過氣來，直到小六

室問話後的啜泣，以及當大春出賣他警員來家裡

的招魂儀式之後，他才按捺不住地宣洩了出來。

調查時對大春的怒視，在在凸顯了阿猴那豐沛的

飾演大春的傅顯捷瘦弱的體型更將飽受壓力而失

情緒反應。

大春 幾乎一個人背負了所有的真相，大春在片

衡的心理狀態具象化，並因而喚起觀眾的疼惜：

因為裝載了極大的情感能量，所以飾演者梁智瑜

中始終保持著眉頭深鎖：因為他從阿猴的自白裡

他纖細得根本無力支撐這麼大的罪惡感。這或許

圓潤的體型也適切地回應了這個角色的內在，同

頭了解到阿猴以為是他自己害死了小六，但實際

也說明了為何即使飾演小六的汪師超與飾演小春

時他也身負替其他同伴向周遭人表達對小六之死

情況卻是因為小春藏起了小六的衣物以及在褲口

的汪心玨在現實中是真正的兄弟，但導演仍選擇

的真誠情緒之責。

袋裡頭的吸入器，使得大春因來不及將吸入器給

由這位更消瘦，神情更深沉的傅顯捷來飾演大春。

人物角色

小六 雖說死者為大，然而在片中小六被設定的

小六而致死。當時是為了保護小春，所以大春帶
走了小六的衣物，並將其埋藏，埋完衣物後才聽

阿猴 阿猴絕對是充滿同情心的角色，這是一個

角色形象實在稱不上討喜。首先是為了捉弄小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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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搶走他手上的彈珠，後來是為了趕上大家追逐

但也可以推論為他單純的模仿行為，就像他會尾

的孩子」的邏輯（場 02、07）才能順理成章地成

的腳步而假裝氣喘以博取阿猴的同情——這件事

隨大春半夜出門，然後依樣畫葫蘆般地將自己的

立。不過，阿猴並非造成小六意外喪生的主因，因

自然奠定了隨後悲劇的基調。然而這個行為同樣

彈珠也埋到哥哥藏小六衣物的土堆中；甚至還會

為即使他沒有因為前車之鑑而拋下小六，小六的

體現了小六的人格特質：一來是拿別人的同情來

拿出小六的吸入器做吸氣的行為，想必他曾在什

衣物（以及裡頭的吸入器）也已經被小春拿走（場

開玩笑，二來因為他自己並不認真看待自己的病，

麼時候看過小六只用吸入器。他臉頰上不經意出

23），因此小六的死甚至可以說是一開始已經註

於是才會想到躲藏在水裡這麼危險的行為。這個

現的酒窩，不離手的蜜豆奶強化了他的天真，專

定好的，所以，當他在稻田惡作劇地奪下小春的彈

輕忽大意當然馬上就讓他自食惡果了，阿猴不分

注在夾不起來的菜上沒有一絲躁進，無疑也統一

珠時（場 02），已經寫下他生命的句號了。

輕重的玩鬧，多少也讓小六緊張了，這才致使他

了他在面對事件的鎮定，在被哥哥敷衍後的不強

既然死亡是一個前提，情節顯然不偏往偵探的類

發病。同樣地，雖說大春可能是因為負罪感而夢

求追問，以及被哥哥推倒責備下也不會有激烈反

型，畢竟在片中並沒有任何人真的著力於偵探案

到小六的鬼魂，也可以說是小六平常不自覺表現

應。也是因為小春的這種處之泰然，更凸顯了哥

情，即使大春因為邱警官挖掘出小六衣物，同

出的不友善，加深了大春的恐懼感。事實上在招

哥的庸人自擾。

時也發現了小春彈珠這個重要線索的時候（場

魂儀式上，當阿猴下跪道歉時，小六的母親以如

12），情急下將阿猴抖了出來（場 14），這也頂

此惡狠的眼神看著阿猴，或多或少也透露了小六

多是讓警官再次去找阿猴確認小六其實早已溺斃

的家庭氛圍，實在很難以溫馨來形容。

文本分析

而阿猴跟大春知情不報而已（場 16）。總之，因

無關懸念

為不是偵探片，所以案情的漸次揭示則回扣到人

心的穿針引線者。在行為上的無意，使得所有事

四個玩伴因為無心也因為無知，而釀成一樁悲劇，

向大春透露了他罔顧小六呼救的事實（場 05 ∼

件顯得自然不刻意，同時也為悲劇增添了一股無

這樁悲劇似乎傳達了這樣的訊息：當無心與無知

10），這一點也給了大春在面對警官的追問時可

奈的氣息。同樣地，小六搶走他彈珠的行徑在先，

互為因果的時候，其破壞力是驚人的。題材選用

用的托詞，大春於是成了案件的唯一拼湊者，他

所以當他看到躲在水裡不設防的小六，小春才會

了小孩的樂極生悲，基本設定就已經存在既有的

的沉著變得異常必要，即使他在面對招魂儀式以

有拿走衣物的行為，或許是某種程度上的報復，

張力；同時，也因為是小學生，片中那個「放羊

及小六奶奶的情緒崩潰，依然冷靜面對，看著阿

小春 作為年紀最小的角色，他適時地擔任了無

性的自剖：阿猴夜間悼念小六時，在情境配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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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聲淚俱下的道歉（場 18），他心中還在盤算

第三次閃回發生在招魂儀式後，大春本來要回去

著趕緊回去將吸入器挖出來的事情；豈料吸入器

挖掘尚未被人發現的吸入器，小春這才將吸入器

已經被小春收起，這才觸動了他的真情流露（場

拿出來玩，大春在看到吸入器之後情緒潰堤，此

19）。

時閃回開始（場 20 ∼ 24），內容主要是大春一

因此，到底發生了什麼以及如何發生的，才是劇

直沒等到出來捉人的阿猴，散步到河邊才發現呼

情的重心。然而，即使大春在整個過程中為了掩

吸微弱的小六，跑去找吸入器，但仍來不及救回

飾真相而進行的自我壓抑顯得太過處心積慮，但

小六。這個閃回比較明確是大春自己的記憶影像，

這也同樣出於人性。大春對小春行為的隱瞞出於

外部的敘述者（即編導）引入片中，因此也使用

一種天性，而阿猴起初的逃避、後來的告白以及

了全片唯一一次轉場效果，溶接 ，使得兩場距離

閃回（場 23，即第四次閃回），也就是小春在稍

最後的道歉亦如是。如何在人性前提下設計出帶

遙遠的戲似乎是交融的，並且場 01 的搜索似乎被

早前藏起小六衣物的戲，這也是大春在找到小春

懸念的劇情，考驗著編劇的智力。

預示了在場 02 的惡作劇中：小六搶奪了小春心愛

（以及小六衣物）而啟動的閃回，基於小春可能

的彈珠，大春搶奪了阿猴的遊戲王卡，以及在賽

無法清楚地陳述整個過程，所以屬於小春的這段

閃回時機

跑時小六裝病博得阿猴的同情。

閃回也完全可能是大春自己想像的，這讓第二層

既然「放羊的孩子」邏輯在影片中一開始就被確

第二次的閃回出現在河邊阿猴的自白，閃回的內

閃回結束在第一層閃回內的影像這個構思完全合

立了，那麼故事的起伏基本上也就不是劇作重心，

容（場 06 ∼ 09）是阿猴在水裡發現了小六，因

理。

是在什麼時機進行了閃回以逐漸為觀眾拼湊事件

為是在玩捉迷藏，所以他去捉小六，並且還惡作

原貌，才是劇作上的特點。

劇地將小六頭按到水裡一下，小六發病向阿猴求

劇情嚴格算起來有四次的閃回，第一次是從場 01

救，但阿猴覺得小六是故技重施，所以不理會他。

到場 02，但這一次也不完全是閃回，即並不是劇

至於這一段閃回究竟是屬於阿猴的回憶影像還是

中人物進行回憶而召喚的過往影像，不如說是為

大春根據阿猴的描述而想像的畫面，不得而知，

了補充說明場 01 溪邊搜救的原因，所以更像是將

但總之是屬於兩人於當下共有的影像。

1

值得一提的是，在這段閃回中，還包含了另一層

1 溶接轉場指的是前一場最後的鏡頭逐漸淡出但尚未完全消失
前，下一場的第一個鏡頭便逐漸淡入，於是會有一小段時間內兩
個影像融合在一起，此消彼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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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雖說在電影中本來就不容易處理單一觀

時候小六在水裡基本上已經泡了一陣子了，因為樹

它們也是奠定全片形式的關鍵。前一段溪邊搜救

點的影像呈現，但在本片中四次閃回基本上都有

林很大，所以阿猴花了一點時間才找到溪邊來（場

的戲，主要透過一個「視點中心」作為統合剪接

一個共同點：幾乎都可以說得上是大春的視點，

07），與此同時，大春也開始等得不耐煩了（場

與分鏡的支撐點，共 11 個鏡頭，約 1 分 13 秒；

哪怕是阿猴和小春各自經歷的過往，但啟動閃回

20），而小春甚至已經忘記還在玩捉迷藏，逕自

後一段的分鏡概念圍繞著兩次惡作劇帶出的衝突，

影像的，都是大春，而這些畫面完全可能由大春

在樹林小道上蹲著玩起他心愛的彈珠（場 22）。

動態與方向成了重點，共 13 個鏡頭，約 2 分 21

自己拼湊，無怪乎場 01 到場 02 的那個溶鏡頭也

阿猴逮到小六跑回樹幹的這段時間差剛好讓大春發

秒。兩段不同的分鏡、取景與剪接構想，則有助

是大春的頭像溶接到大夥走在稻田裡的鏡頭。

現發病的小六（場 21），也讓他有時間去找衣物，

於向學生解釋這幾種創作的考量。

甚至再返回來處理事故現場（場 24），就在這時

行動間隙

陸續聽到阿猴和小春的叫喚（場 08）。小春沒有

視點中心作為剪接支點

影片還有一個巧妙之處，就是大春、小春以及阿

也不會再回到溪邊，但阿猴會再回到這裡尋找大

第一個鏡頭是搖攝鏡頭（01 ∼ 03） ，從樹蔭下

猴三人分別來到溪邊卻彼此錯過這樣的設計。簡

家，因此成了最後的目擊者（場 09）。

的圍觀群眾（01）、家長與警方（02）再到溪裡

單來說，這幾個人分別見證了小六生命最終的不

一切只因為這個遊戲空間實在太大、太複雜，空

搜救的消防員（03），可說是尋常的建立鏡頭，

同時間段，允許這樣的情況發生，則需要魔術般

間使得時間得以延長，而時間則是這部片最重要

但不從舞台的全景入手，而是從登場的「人」出發，

的時間安排。

的函數。

點出了主題所關切的重點：（失蹤的）人。但更重

2

因為阿猴必須要從 1 數到 100，所以頑皮的小六有
足夠的時間躲到水裡，重點是為了不讓阿猴一下子
就發現自己躲到水裡，所以要把衣物放得遠一點。

段落分析

因為藏身的時間還很多，小春閒晃看到草叢裡的衣

劇作上以大春為敘述中心的設定，基本上也體現

物，隨後發現原來屬於之前搶過他彈珠的小六，可

在場面調度上，從影片開場段落可以獲得證實。

能基於報復，小春帶著衣物跑開（場 23）。當阿

為了更好地說明場面調度如何與劇作資源進行結

猴數到 100 之後，他開始出來找人（場 06），這

合，以下將分析開場的兩個段落（場 01、02），

2 搖攝鏡頭，指攝影機架在腳架上，作左右的搖擺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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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鏡頭八，07）給中斷，是在當記者說到「你

更宏觀的角度來檢視他。

們是好朋友嘛，對不對？」時，大春將眼睛低垂

因此，鏡頭十一（10）的景別稍微鬆一點，大春

了下去，後景中除了阿猴之外，還有介入的記者

的人雖小了一些，但由於鏡頭內只剩下他一人，

要的是透過下一個鏡頭揭示出來的觀看中心。

身體的局部。在鏡頭八插入之前的正反拍鏡頭並

仍然凸顯了一份孤立感。正當此時，通過溶鏡轉

鏡頭二（04）顯示前一個鏡頭其實是大春的主觀

非以問－答的尋常組合構成，而是由「高－低」、

場，大春的影像與一片黃澄澄的稻田重疊了，場

視角，他深鎖著眉頭，表現出這些「人」給他的困

「禁止－說明」的對立構成，強化了大春的主導

01 基於場景位在溪邊，全段色調以藍綠、灰白為

擾，畢竟他不但知道小六身亡，還盡力做足了掩飾

地位，也預示了隨後情節中，作為發言者的大春

主，色調偏冷，也給人一種深沉的印象；但即將

的工作，但依舊不能保證萬無一失，而這幾批登場

是如何強勢地掌握敘述的大權；當然，取景角度

接上的場 02 卻是高調的黃，除了與藍色調產生對

的人物，都有可能成為指控他的證人。另外，這個

與構圖方式也凸顯了兩人的衝突：因為小春的關

立之外，多少也給人一種雀躍、活潑的印象。然

鏡頭的構圖富有含意：在焦距內是大春，而被他遮

係間接引發了小六之死，而大春則是在目擊小六

而場 02 的第一個鏡頭（11）中那筆直的田中小道，

擋住大半並且被置放在失焦範圍內的阿猴，則是事

瀕死而試圖要救回他的人。

倒是劃進了大春的心，而他也在此時閉上了眼睛，

件的另一個知情但又不完全知情者。因而虛與實、

鏡頭九再回到記者問話，這時阿猴的母親將正在

彷彿回憶，也彷彿以傷感回應了小六的失蹤。

完整與局部就形成影像內部的意義張力。

發言的阿猴拉走，順勢也帶走了阿猴，留下大春。

同一個鏡頭，大春被記者的詢問叫回了現實（配

剩下大春的畫面，與緊接著兩個鏡頭像是樂曲中

行動衝突作為分鏡原則

樂消失），接著是一組「正

反拍」鏡頭組：鏡

導向另一個音調的過渡，鏡頭九的最後是大春將

場 02 開始時是大春要借看阿猴的遊戲王卡但阿猴

頭三∼七，分別是記者訪問阿猴與大春（鏡頭三）

頭略為左轉（08），順勢帶動了攝影機的跳動，

不給，鏡頭二（12）點出了明亮的天空與耀眼的

跟失蹤的小六的關係，蹲在地上玩彈珠的小春趕

鏡頭十（09）在前景帶大春背的構圖中進一步確

稻田，似乎是出遊的好日子，但是配樂卻始終帶

緊回答說他們每天都一起玩（鏡頭四），大春制

認觀看主體（大春）與觀看目標（小六父母與警

有一絲不安的感覺。

止小春的發言（鏡頭五，05）而小春失落低下頭

察）。至此，我們都能想像有一台攝影機像蒼蠅

鏡頭三回到鏡頭一的延續（13）是小春透過彈珠

（鏡頭六，06），阿猴發難說他肚痛早退（鏡頭

一樣，在大春的身邊圍繞著，一下子代替了他的

看天空，卻沒發現背後小六悄悄靠近搶走了他的

七），記者繼續追問，而這個鏡頭被一個插入鏡

視點，一下又近距觀察他，最後慢慢遠離他，以

彈珠。這一惡作劇重複了大春對阿猴做的事，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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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阿猴跟大春年紀相近，所以大春沒能得逞，因

透過相反的構圖所產生的對立性，增強了大春制

之創造神」，大春甚至提議賽跑，先到終點的

而小六與小春之間的年紀差也是劇作設定的重要

止小六的力道：「還他啦！」接著幾個鏡頭交代

人就能擁有這張卡片，這已經是場 02 的鏡頭九

考量。而「重複」也成為片中重要的行動模式，

小六的掃興與阿猴主動幫忙撿被小六丟下的彈珠，

（19），至此，藍色逐漸取代了黃色，一次又一

同時也符合了小朋友單純的世界。

以及阿猴疑惑為何彈珠對小春如此重要，這是一

次的孩童間嬉戲，看似無害卻又逐漸引向悲劇。

鏡頭三到鏡頭四（14）之間顯然有時間的省略，

個不需要解答卻必須被提出的問題；不過我們可

這條寬敞、筆直的道路是必要的，才能將奔跑與

因為即使追逐的行動像是持續的，但場景已經略

以看到這個鏡頭已經偷偷的換了空間，雖同樣在

停頓都表現得無遺，大春與小春兄弟是自顧自地

有不同。改變場景有其重要性，一來自然是暗示

這片稻田，但他們所處的道路又有所不同，顯示

跑著，阿猴是被小六裝病耽誤，這裡順勢要帶出

了時間的跳躍，即小六與小春的追逐持續了一小

出不同的道路選擇具有其功能性，為此必然得犧

小六（看不見）的吸入器，鏡頭十二的收尾（20）

段時間，顯示兩人在個性上同樣執著，二來是透

牲掉寫實的連續性。

是以一種相對隱晦的方式回應了場 02 的鏡頭二，

過兩人之間的水溝凸顯了追逐的衝突，並且在小

在撿彈珠的過程中，大春注意到阿猴有一張珍貴

構圖很像，但場景中已經沒有人了，導演刻意讓

春從右邊跑到左邊來試圖搶回他的彈珠這個動態

的遊戲王卡，於是趁阿猴不注意搶走了那張「光

落後的阿猴離開鏡頭還有短暫的停留絕非無心，

（15），強化搶奪與行動的激烈。而鏡頭五基本

尤其這個鏡頭最後一句對白是小六的畫外音「跑

上是根據這個動態接續的，由於小六往左邊跑的

最後的要當鬼！」這也是一句可怕的咒語，因為

動作，使得剪接的痕跡很不明顯（16）。值得一

稍後正是由於阿猴當鬼了（很顯然阿猴跑最後），

提的是，鏡頭四跟鏡頭五完全可以是同一個鏡頭，

才觸發了小六喪生的機制。

但卻切成兩個，後者無疑需要一個橫向的移動來

鏡頭十三（21）則諷刺地象徵了幾個人筆直地衝

繼續加強爭奪的衝突，但鏡頭四卻又需要將攝影

向了「溺境」，雖說死者只有小六一人，但其他三

機放在小六的「這一邊」，所以犧牲掉拍攝的連

人（小春也許除外）無疑也溺在小六之死的深水

續性，也要以運動方式加強行動張力。鏡頭五的

中。片名「溺境」的字樣以逐漸浮現的方式顯現，

橫向跟拍也才強調了大春的忽然闖入（17），並

自然是配合了片中事件逐漸被揭示出來的方式。

緊接著以一個幾乎是 180 度的反拍鏡頭（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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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面調度

似乎暗示了案件重啟的可能性，但劇中人當下還

取景的堅持

透過場 01 和 02 的段落分析，我們清楚看到導演

不知道是否面臨重新調查，而因為影片的結束，

就像場 02 倒數第二個鏡頭一樣，在落後的阿猴也

自覺地使用構圖、剪接的手段來達成將意義孕於

觀眾更是不得而知，黑畫面於是又變得相當貼切。

從畫面中跑開之後，攝影機停留在原地，留出一

影像的目的，再加上劇作上透過時序的切換，也

由於影片大多數場景都在室外，蟬鳴、水流聲便

個休止時間，包括像阿猴抓到小六之後，聲明不

讓影像的呈現顯得更加靈活。儘管視覺無疑是影

成了影片中重要的聲音角色，而配樂在烘托情緒

會再上小六的當，而逕自拿著衣物就離開現場，

片讓人印象深刻的第一性，然而影片是以一個黑

的前提下，偶爾也擔綱「演出」，如阿猴再次出

鏡頭也是停留在阿猴離開後的空景（03），但觀

畫面開場，這也是值得特別注意的一點，那就是

來尋找小六等人身影而回到溪邊時，當他走近溪

眾卻聽到了小六持續的急促呼吸以及細微的呼救

片中聲音的處理。

的另一邊時，他的動作突然停止（01），隨侍的

聲，可是，觀眾作為局外人，既不可能介入搶救，

配樂也同樣嘎然而止，以突然的中斷強調了阿猴

更重要的是，觀眾連小六的身影都無法視見。這

聲音的調度

的震驚。當阿猴匆促逃離溪邊後，鏡頭對準了小

類遊走於敘事－情緒的空景影像使得最終，影像

全黑的片頭，搭配的是警消聯繫用的無線電聲音，

六的浮屍（02），被誇大的蟬鳴，無疑也體現了

在這兩種功能上已經無法區分，而難分難解，就

隻字片語中聽到的約略是彼此探問搜尋情況，最

人物情感。誠如劇情分析一章的說明，阿猴的自

像阿猴夜裡悼念小六，他放在岩石上的光之創造

後清晰可聽到的是用閩南語講的「沒呢，什麼都

白的閃回，極可能是屬於大春的想像影像，因此，

神的卡片（04），究竟帶有一種敘事功能（因為

沒看到。」因為什麼都沒看到，甚至什麼情況都

這個包含在閃回段落中的浮屍鏡頭，自然也可能

搶奪卡片的人明明是大春，雖說當時被掃興的小

不清楚，黑畫面給觀眾帶來懸念，另一方面則凸

是大春的主觀想像，聲音多少加強了對浮屍影像

六也因為這張卡片而又有了興致），還是一種代

顯出聲音的份量。

的驚懼。

表情緒的延伸？因為連卡片的圖案本身也帶有強

片末，同樣回到黑畫面，就在大春緬懷完大夥嬉

然而這類本應承載敘事功能的鏡頭，有時候卻被

烈的反諷象徵。

戲的影像（以慢動作顯示）之後，黑畫面收尾時

轉化為純情緒功能的影像。帶有小六浮屍的影像

另一方面，由於敘事時序需要切換，空景有時也

的警消無線電通報說找到小六屍體了，因為隔了

就跟片中其它空景一樣，更多是情緒延伸的場域。

承擔起這個轉換的裝置。比如在招魂儀式之後，

幾天了，所以尋獲者強調「腫得像麵龜一樣」，

餘韻空景也就成為影片中另一個重要特點。

樹林裡，大春因為小春藏起的吸入器而啟動了他

更重要的是「整個背都是傷……好像給人拖過！」

的閃回機制，這時有一個拍攝陽光透過樹葉縫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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灑落的鏡頭（05），究竟是當刻還是過往，這不

地呈現為大自然（溪水）的視點，正靜靜地目睹

戲」的危險性。列車代表了一種強力、堅實與速

得而知，因為也不重要，重要的是這個標點鏡頭

這樁悲劇的發生。

度，在在指向孩子們所奔去的方向基本上是危險、

串連起兩個樹林。樹葉背後才是真的「光的創造

除了堅持的凝視之外，一如開場時幾個單獨將大

可怖的。

者」，但樹葉卻遮擋了光，落葉同時也成了大春

春取景的鏡頭，片中也充滿了大量單獨取景的設

為了統一全片的象徵性，即使連小細節都不放過。

兄弟埋藏「重要東西」的掩飾，縫隙射下的光，

計，讓即使有兩三人以上的對話場面，被單獨取

就像小春深愛的彈珠，正因為彈珠這個微不足道

依然頑強地逼使真相顯影。時間的表意影像這時

景的人物總是顯得分外的隔離。比如在學校走廊

且尋常的道具，卻可能裝載了強大的象徵意涵，

又成為帶敘事功能的象徵鏡頭。

上，阿猴走出教室而對等著被約談的大春兄弟說

而使得影片在總體構思上，透露出一種異常深邃

最特殊的一個鏡頭，無疑是從溪裡往岸上拍攝的

話時（09），他不但被單獨取景，且透過背景廊

的思想。小春拿著彈珠出場的形象是他透過彈珠

鏡頭（06），這個鏡頭作為一個壓縮時間的畫面，

柱與天花板構成的線條給框住，因而顯得更加隔

在看天空，而彈珠雖有紋路，裡頭也往往有花樣，

先是記錄了小春拿了衣物跑走的影像（07），同

絕。更明顯的，當然是隨後被叫去教室內問話的

但它畢竟是透明的，是可以透過它看出去的，當

時也目擊了大春拿回衣物趕來救援的過程（08）。

大春，攝影機橫過一排排桌椅（10），最後來到

然看到的影像也必然已經蒙上不同的雜質了。這

由於是一個不自然的鏡頭，所以鏡頭周圍也以特

大春旁（11），鏡頭也就停在這裡，沒有繼續走

點得回到小春的設定上，當他看到哥哥大春坐在

殊濾鏡處理，這個「無人稱」的鏡頭沒有觀看的

下去讓警員跟老師也入鏡的打算，自然也帶有強

床邊拿著一袋塑膠袋（裡頭裝著小六的衣物和吸

主體（因為它不可能是小六的視線），而被隱喻

烈的隔離象徵。

入器），他問哥哥那是什麼，哥哥僅以「重要的
東西」敷衍他，小春也就不再追問，這是很重要

象徵的安排

的，前一場晚餐的戲已經可以看出端倪：小春因

綜合看來，象徵幾乎成了這部在劇情上相對單純

為菜夾不好，被哥哥念說「很笨」，但他卻沒有

的影片中，場面調度思維上最終的目的。不管是

任何氣惱的反應，仍然淡定地試著將菜夾起來，

片名顯示的方式，甚至就在片名浮現之前，小孩

顯示了小春氣定神閒的個性。因此，不追問顯得

奔向遠方時，導演都要刻意安排在一輛有列車由

很自然，更重要的是，其實他是以自己的敏感度

左橫穿的時候拍攝（12），當然是要強調這場「遊

在觀察周遭，特別是哥哥的一舉一動。所以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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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夜半跟著哥哥的腳步出門，在看到哥哥埋藏塑

而布置成家裡淹水，但更重要的是，水淹到床底

問題思考

膠袋的之後（這個觀看鏡頭以強烈的手持晃動來

也是有意義的：因為大春將「重要東西」放在了

一、這部片的敘事結構跟主題是怎麼樣搭配的？

暗示了屬人的視角），小春自己也仿效將彈珠埋

床下，即使衣物已經轉移（而當時他還不知道吸

二、關於整起事件，你覺得誰最應該對小六的死

在同一個地方（13）；他同樣以自己的推想，替

入器還落在家裡），但是那裡確實曾經藏著攸關

哥哥將吸入器給藏了起來。最後他本身甚至成了

小六死因的重要證據，所以將證據淹沒，基本上

一個折射物，才在招魂現場引導眾人目光發現正

才是大春作這場夢的真正含意。

往溪裡走去的小六奶奶。

簡單來說，導演透過一些與表面上看來有差距的

當然最重要的一場象徵戲，當屬大春夢到小六半

含意，以回應劇情設計的相同走向：一件尋常意

夜來找他的戲，這場戲一方面為了配合小六溺死

外事件背後不尋常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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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
三、影片中，「水」這個元素主要給了你什麼樣
的意象？它是否也擔負起象徵的功能？
四、影片中重要的道具有哪些？它們如何推進情
節的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