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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創作內容 

 

3-1、創作概念說明 

  本系列作品以＂轉念＂為概念，強調＂轉變自己的意念＂，在作品中希望想呈

現當事情的一切不如自己所想的順遂時，改變自己的觀點，旋轉到自己能夠調適

的狀態，使情緒回歸到平穩的狀態。人在面對自身的情緒之時，常常因為自身想

法的執著，使情緒在原地鑽牛角尖，而拒絕放開心胸面對情緒，換一個角度感受

不同觀點。因此，＂翻轉＂做為概念，將轉念的理念放入作品之中，希望觀者藉

由觀看動畫和插畫作品，能看到轉念的概念，讓自己放開心胸以不同的視野觀看

世界。 

  以故事呈現轉念的核心思想，因此以動畫做為主要媒材，除了劇情中的敘述，

在製作手法上也運用翻轉的概念。例如為了使影片畫面一分為二，使用線條扭轉

後揭開背後的上下畫面，就像是舞台拉開序幕(圖 9)。以及運用符號的象徵，藉

由轉動推進劇情。例如：(圖 10)的眼睛，象徵＂觀點＂將其翻轉，在作品中具有

改變的意象。畫面表現的部分，也運用變形這項手法進行。例如：主角的身體產

生變化，變形成不同於人體的型態(圖 11)。 

 

  除了動畫作品中的劇情與手法、單純以作品展出形式來說，筆者將作以「轉念

-Metanoia」為主題發展成系列作品，分成動作作品和插畫作品(圖 12)。而其中，

動畫的部分，筆者將動畫分為主線劇情與支線劇情。主線劇情影片，在劇情進行

過程當中畫面會分割成上下兩個畫面(圖 13)，而支線劇情，便是敘述上下不同畫

面各自劇情的發展。因此，除了主線動畫的畫面，還會有另外兩支影片，代表支

線劇情，也和主線劇情同時播放。因此，作品表現形式就以主線影片的劇情敘述

表現觀點，在影片播放時插入另外兩支影片同時闡述支線劇情，並且三個視角一

起進行；而插畫的部分，則是以不同的媒材側寫動畫中的橋段。插畫是平面繪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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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不同於動畫的內容可以是數位繪圖，插畫則純粹為手繪作品(圖 14)，希望

以不同的媒材表像共同的主題，動畫是連續且具時間性的；插畫將畫面靜止，只

取最強烈的瞬間完成表現。兩者完全迴異的做法，也像是翻轉一般，眼睛看著動

畫，轉身後相同的題材卻靜止成平面作品。希望以不同的表現方式呈現＂轉念＂。

同時使用不同的媒材創作形式，便是不一樣的視角，使相同的題材在媒材中＂翻

轉＂，強化轉念的概念。就像同一個概念，只運用一種解釋手法，不一定能為人

所接受，但是換成另一個講法，也許反而能夠得到共鳴。我們總是在不同的群體

理學習到不同的概念，只有自身親自身處該環境，才能最直接地從他的視角，看

見自己的所作所為。因此，在動畫播放的過程中＂翻轉＂，轉自己的身體，看主

線劇情和兩個支線句情的發展；在媒材形式中＂翻轉＂，看流動時間的動畫和畫

面靜止的插畫。在觀賞作品的同時，隨著劇情發展，觀者也實踐了不斷＂轉念＂

的主題概念。同時呼應不斷變換角度，站在不同角度看世界的概念。 

 

 
圖 9 作品畫面一分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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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大眼睛 

 

圖 11 主角們變形 

 

圖 12 轉念-Metanoia 作品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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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畫面分作上下兩個場景 

 

 

圖 14 插畫作品-圓緒 

3-2、故事劇情大綱 

  動畫內容中，主角面對現實世界的不愉快，為了逃避而鑽進自己的內心裡，看

看自己在心中是否能夠有一個可以躲起來的安全地帶。但身體卻產生了變化，一

分而二進入了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之中。快樂平穩的世界，Happy 似乎總是很愉

悅，不管發生什麼都能處之泰然；相對於 Happy，悲傷世界的 Sad 卻相反，一昧

悲觀，一昧對於所有事情抱怨。直到 Sad 終於怨恨到了極致，決定鑽入 Happy 的

世界一探究竟。Happy 安慰 Sad，將自己的想法告訴 Sad。以體驗的方式教導 Sad

自己看事情的觀點。雖然痛苦，但是 Sad 終於明白 Happy 的觀點，回到 Sad 的世

界改變了自己。主角回到現實，終於可以面對世界，情緒回歸平靜。而同時，也

因此影響了一整個世界的兩方人群的和平共處。 

  進入 Happy 與 Sad 世界之時，影片的畫面會一分為二，同時進行劇情。表現兩

種想法同時流動，而兩個影像也是獨立的世界。世界景色截然不同，但是繪圖風

格相似，表現視覺的整體感，也代表兩個世界之間的相關連性(圖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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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動畫主線劇情部分，另有兩支支線劇情影片與主線劇情一起播放。(以下

稱主線與支線)主線的進行過程之中，畫面會分作上下兩個場景，場景內容同時

就是支線的劇情。隨著劇情的推展，左右兩邊的支線，會依照主線的進行同時推

展不同視角的劇情。也就是說，動畫分作三支影片(主線一支、支線兩支)，各自

有各自的結局發展(圖 16)。 

  支線中Happy的場景，會帶到在變形過程中消失的Happy，回到了自己的世界，

看著還在幻境中的 Sad，用內心向自己住在別處的夥伴們傳達訊息(圖 17)。在

Happy 的世界之外還有一個巨大的世界，住著 Happy 的夥伴。他們朝著世界的邊

界前進，要打開通往悲傷世界的大門。 

  Sad 世界的支線場景，則為在 Sad 世界的外面，一樣具有一個大型的 Sad 世界，

裡頭充滿著負面情緒。有人吵架、有人哭泣，隨著正片劇情的進行，Sad 真正想

通獲得救贖之後，大型 Sad 世界也射進了曙光，一片巨大的負面情緒才終於煙消

雲散，人們來到通往 Happy 的大門之前，開啟了雙方連結的管道。Happy 和 Sad

終於獲得平衡，意見一致，得以面對真正的現實世界。兩條支線的劇情最後會交

會重合，同時呼應主線中的劇情進展(圖 18)。 

 

圖 15 上下情境不同 畫風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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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劇情架構圖 

 

圖 17 Happy 向夥伴傳遞訊息 

 

圖 18 支線劇情最後合而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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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角色設定 

 

圖 19 主角 

1.主角 

  主角沒有名字，他就叫做主角。是故事的主人翁。住在黑白城市現實世界裡面，

因為心情不好，不小心跑進了自己的內心世界。在內心世界裡面分裂出 Happy

與 Sad 相互對話交流。在兩種情緒的交流之下，最後改變心情，回到現實世界笑

口常開。 

  以人的型態作為基礎，以線條簡化出人物的主體。並不希望人物特定屬於什麼

性別、職業、甚至有特定的造型。正因為是代表人類的形體，因此角色可以是任

何人的代入，也可能不是任何人。單純以人的形體，來塑造一個不代表任何形象

的角色，他是"主角"可以代表任何人。(圖 19)。 

  關於五官部分，也被簡化為由線條所構成的幾何形狀。線團圍成的眼睛、三角

錐的鼻子，線條構成的嘴。彷彿面具一般，單純代表五官的形體。和身體一樣，

不希望被設定為特定的人物，戴上面具，這張臉會是你的臉也會是我的臉。 

主角被賦予人偶的特性，代表人類，卻又為人類所控制。成為人類生活的縮影，

藉由遊戲中玩賞人偶，人類模擬自己的生活型態，人偶在最簡單的型態下，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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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各種不同的造型、衣著、長相。而我希望主角便是動畫中的人偶，被控制著，

但不代表任何特定意義，而是能夠自由置入觀者個人意識的容器。 

 

 

圖 20 Happy 

2.快樂(Happy) 

  Happy 是主角腦內世界中裡的樂觀人格，每天都很開心，沒事就喜歡謝天，人

在快樂時是會不斷感謝的，但是因為要感謝的人太多了，不如就謝天吧！因此他

常常在跪拜。延續主角所具有的人偶造型，Happy 的造型幾乎與主角差別不大，

主要在於表情的變化，和身體的色彩轉換。身體的色彩以高彩度暖色調處裡。使

用的暖色帶主要在紅色、橘色、黃色之間遊移，這三個顏色在色彩心理學中常有

充滿能量、喜樂、有精神的、樂觀的，等意義存在。在視覺上，能使觀者直覺感

受到 Happy 的色彩在身上所凸顯的情緒。另外，Happy 的手臂上有圓弧線，代表

圓滑、圓融(圖 20)。 

  Happy 在行進的過程中，總是以跳躍的滑步前進。以肢體的動態表現在快樂之

中的動作，輕快而且動作大。包含轉身，都盡量以延展身體的形式，進行描繪。



 

- 27 - 
 

較大的動作比較能凸顯快樂的特質，同時也將動做拉大到極限，使 Happy 與和其

相反的 Sad 能有所區別。 

 

 

 

圖 21 Sad 

3.悲傷(Sad)圖 

  Sad 是主角腦中世界的悲觀人格，他總是心情不太好，常常怨天尤人，因為心

情太糟開始發脾氣，所以鑽到 Happy 的世界抱怨，希望 Happy 可以安慰他還有教

他怎麼變開心。和 Happy 相同，具有和主角差異不大的外表。但是在身體的裝飾

線條之上，Sad 和 Happy 是完全相反的(圖 21)。手臂上的花紋是鋸齒線，代表 Sad

的情緒尖銳又具攻擊性。Sad 的身體採取冷色調的色彩範圍，以深紫、藍色、靛

色作為主要色彩。色彩心理學當中，這系列的顏色，有悲傷、冷淡、沮喪、洩氣

的感覺。雖然藍色也具有安定、冷靜、智慧、自信等意義存在。但是刻意將色彩

的彩度降低、明度降低，製造 Sad 沮喪的視覺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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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d 在行進時動作較慢，所有動作的幅度也偏小。有緩慢移動的步伐、無奈的

神情，以及總是蜷曲的軀體。製造畏縮、失望、缺乏動力的狀態。 

 

3-4、場景設定 

1.城市 

  主要以目前居住的新竹市為場景的發想。從遠景十八尖山的山腳涼亭眺望出去

(圖 22)，帶至中景新竹火車站前站的景色(圖 23)。以攝影的形式，描繪一開始故

事發生的開頭，在現實的世界之中開始。將彩色照片後製出黑白色調，刻意將色

彩抽離，希望觀者注意在單色世界中的飄渺還有缺乏活力。另外，將城市中部分

窗戶、看板後製上透出的色塊，使色彩依然存在於黑白的世界。想製造色彩依然

存在卻被刻意隱藏著的感覺。黑灰白在色彩學中，被稱為＂無彩色＂，藉由無彩

色呈現＂無＂的狀態。城市虛無，看來冷淡抽離的城市，卻還包覆著躲藏在窗格

後，若隱若現的色塊，彷彿城市在刻意掩飾著情緒，但又壓抑不住，不小心透露

出來的輕聲低語。 

 

 

圖 22 從十八尖山眺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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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新竹火車站景色 

2.街景 

  街景取自新竹市一角(圖 24)，畫面刻意鏡面翻轉，代表從此鏡頭開始，畫面開

始翻轉。天空的色彩流動，低彩度低明度的紅色、藍色、綠色、黃色，在天空中

緩慢地變化，而地上隨著天空的變化，影子也變化不同明度的濃淡。兩者相互呼

應，在畫面中緩緩變化，使街景作為背景也有動態變化。希望運用天空中地面上

色彩的變化影子的濃淡，帶出畫面中即將發生些不同的變化。這個場景同時也作

為主角產生變化的地點。而後，主角終於回到現實之中，該街景也會以彩色的狀

態重新出現，回到彩色的現實世界之中，則是以黑白的狀態降低透明度顯現出底

層的彩色圖層，因此逐漸恢復為充滿色彩的世界，象徵世界終於因為主角轉換了

視野，在主角的眼中恢復了美好。 

 

圖 24 新竹市赤土崎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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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腦內世界 

  主角進入潛意識的景象(圖 25)，以電腦繪圖製作。繁複的線條交織成具有圓型

天頂的異度空間，線條粗細不一，交叉織出天頂上的圓型空洞，地面上則為線條

所構成，環繞狀的花紋。天頂圓洞中映照出許多不同畫面，畫面皆為主角腦中所

思考的片段，運用自己許多過去的作品點綴在其中，並且運用特效方式處理，使

圓洞中的影像各自有不同的運轉動態。 

  畫面象徵，主角來到意識之中，第一次正視自己的內心，因為好好檢視了自己

才有了之後的劇情發展。腦中世界的色彩，運用大量紫色，象徵神祕與未知。墨

綠色的地面有若隱若現的白色漩渦，紅色黃色構成的線條脈流則象徵神經傳導。 

 

圖 25 腦中世界 

 

4.自然界 

  角色－Happy 所居住的世界(圖 26)，以流暢線條所構成的奇異自然界，有球狀

的茂密大樹，長滿綠色的球型樹葉和紅色的果實、開滿花的綠地、流洩的小瀑布、

對岸開滿粉紅色花朵的樹林、藍天白雲襯托遠處青山。流水的部分會隨著時間產

生動態，小水珠在瀑布中躍動。在作為背景的自然世界中還是帶有動態表現的效

果。 



 

- 31 - 
 

  自然，對於人對於世界都是最原始的狀態，未經破壞、最純粹的存在，自然不

代表絕對的快樂，因為正因為身處自然之中，所以最原始的部分依然帶著未開化

的危機感，但是正因為這種天然的挑戰，所以人類會理所當然地在自然之中學會

成長、演化、直到現在的文明美好，因此依然以自然來譬喻 Happy 所處的世界，

希望表現人性最本能的開始，尚未遭受汙染，單純的愉悅感受。縱然許多快樂，

多由複雜的原因所產生，但是快樂這種情緒仍是種讓人想不斷延續而且不願意被

破壞的狀態。而也只有在快樂的狀態，才會彷彿身處自然一般令自己輕鬆自然。 

 

圖 26 自然界場景 

5.機械界 

  角色－Sad 所居住的世界(圖 27)，相較於自然的世界，機械世界充滿幾何塊面

的物件，主要以方形、長方形、菱形等具有角度的形狀架構出世界的狀態。色調

部分，主要為紅色、黃色、藍色、綠色、灰色，但是使用將顏色調整為高明度低

彩度為整體視覺觀感，高明度低彩度的色調，在色彩心理學中被稱為冷色調，色

彩溫度低，以視覺直接面對便能感受，在色彩的調性之中涼爽甚至寒冷。機械本

身所象徵的意義常常是冰冷而且不具情感的，因此採用此色調做為整個機械世界

的表現。機械不代表完全的悲傷，甚至機械的製造一開始帶來的是文明的突破和

喜悅。但在一層一層的構築之後，文明毀壞了許多原始純粹的部分，建築逐漸過

度複雜。因此將機械象徵為 Sad 所居住的世界主體。悲傷不一定絕對人為，但卻

是人類在進化之後因為逐漸複雜而產生的附加品，同時也是人們不斷希望逃離的

部分。悲傷的構成混和了許多原因，無論原因為何，悲傷的同時總是伴隨許多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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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銳利地傷害著當事人，所以造成悲傷，無論大小事件都是一種或多或少的傷

害。 

 

圖 27 機械界 

 

3-5、符號象徵與意象 

 

圖 28 機械花 

 

1.機械花 

  從主角右手生出的花枝(圖 28)，使用右手左腦思考，因此左代表理性種邏輯的

左腦，以幾何而且規律的生長方式生長，樹枝呈現一段一段的狀態，交織出方正

的枝椏。花朵也以正方形重複組合形成，用正方型的多寡決定花朵的大小。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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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以數位繪圖完成後，一部分一部分進行擦拭再倒帶播放完成。配色部分，

樹枝以褐色和黑色漸層上色，為增加剛硬的感受，黑色比重加大，讓樹枝看來不

同於一般樹木的褐色，而像是帶有堅硬的質感。花朵採用灰黃色、灰紫色、灰藍

色…等接近灰階的色調表現。灰色帶有高明度低彩度的特性，能使看來鋼鐵的樹

枝開出花朵之後更顯機械的感覺。高明度低彩度的色彩溫度低，正好符合鋼鐵所

帶給人冰冷堅硬的視覺印象。 

 

圖 29 自然花 

2.自然花 

  左手生出的花朵(圖 29)，使用左手，右腦思考，因此管理感性創意的右腦，以

有機的流暢線條描繪出樹枝的姿態，雖然一樣是運用數位繪圖的方式完成後再擦

拭倒帶而成，擦拭的手法卻與機械花的方式不同。自然花以點狀方式擦拭，使自

然花朵生長的視覺效果是連貫生長出來，而非一段一段有規律的方式行進。色彩

部份，自然花藤蔓以漸層綠色呈現，花朵以鮮明的紅色、黃色、橙色表現。高明

度高彩度有朝氣勃勃的視覺印象，強烈對比機械花朵所帶給人們的印象，自然花

朵是相當具有生命力的圖像。 

 

 



 

- 34 - 
 

 

圖 30 心臟 

3.心 

  心臟是人類生命的來源，仰賴心臟的收縮，人類的血液得以被運送到身體的每

一個部份，維持生命。使得對於個人的生存意義來說，心臟就成了其中得以象徵

的代表物件，因此運用心臟的印象，賦予心這個物件(圖 30)，心可以代表人類的

生命，同時也代表主角心靈狀態。完整無缺是為單純的狀態，用力跳動著。而心

的分裂代表受傷，癒合的過程中受到治療，因而轉化型態而成為翅膀，代表生命

轉化為另一種更能順應生活的狀態，被療癒後更加堅強茁壯。 

 

 

圖 31 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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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翅膀 

  在心臟被治療之後，幻化成為翅膀(圖 31)，不斷拍打飛翔。翅膀，是鳥類身體

的一部分，鳥類為了生存發展出在天空中求生的技能。飛翔能夠到達許多人類無

法到達的地方，自古以來在文學上、圖像上總會將飛翔象徵為是一種自由的代表。

而翅膀則與飛翔時常被放在相似的詞彙當中。心臟轉化為翅膀，從靜態只能跟隨

人類身體移動的心臟，在經過變形後成為了具有行動能力的翅膀，得以飛翔。這

代表，經過轉變自我的想法後，原來原地不動的心，有了力量獲得自由，可以自

由來去便是真正的獨立而且重生了。 

 

 

圖 32 刀刃 

5.刀刃 

  快樂，幻化為刀刃(圖 32)。這本該是件奇怪的事情。但是，看在悲傷之人的眼

中，那份快樂卻可能帶有尖刺，並且傷人的。人總會羨慕許多自己得不到的事物，

進而形成忌妒的眼光，越光芒耀眼的快樂幸福，看在不同人的眼中卻不一定都具

有一樣的意義。另外，快樂在這其中是一個像是教師一般的角色；他教導悲傷如

何去看世界，以體驗的方式變形成不同立場的物件，模擬出遇到傷害的狀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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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快樂為了悲傷化作了刀刃，在過程中模擬了傷害悲傷的狀態，讓悲傷體驗，最

後領悟獲得成長。 

 

 

圖 33 針頭 

6.針頭 

  快樂化作刀刃，模擬傷害了悲傷之後，又再度變化形成針頭(圖 33)。針頭所象

徵的意義是治療。但不是普通的治療，就像預防針一般，預防針並非單純注射藥

劑進入人體治療，而是在人體身上先注射少許的病原體，使人類在接受後以身體

能夠接受的範圍中自行產生抗體以對抗病魔，最後完成了自身的抗體，在真正的

病毒來襲時得到免疫力。人們總在面對過悲傷的打擊之後，在心中產生免疫，或

者對於相同事件的面對上做好心理準備，以免自己重蹈覆轍，就像是注射預防針

一般，藉由注射的意象象徵人在面對傷害之前，時常出現的自衛本能。針頭注射

雖然疼痛，但是在疼痛的過程之中，同時對象物也獲得了自體產生的抗體，在日

後遇到真正需要抵抗的事物時能更加強韌。一種先破壞再建設重生的手法。筆者

相信許多事情許多困難也是如此，所以親身體驗，在被傷害的過程中學習如何堅

強，最後超越那份疼痛，獲得真正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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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大眼睛 

7.大眼睛 

  眼睛代表觀點，是我們面對事件所保持的眼光(圖 34)。看事情有很多種角度與

方向，作為部屬有部屬的觀點，作為主管也有主管的考量。不管是在哪一個場合

有人的地方就充滿不同的立場。因此反過來看世界就成了最重要但是也最困難的

部分，不見得人人都願意在有了自我的意識主張後，再放下自己的一切去觀看他

人的一切，甚至包容。因此，我讓眼睛出現在乍看之下，是被 Sad 被 Happy 傷害

的場景之上，藉由眼睛的轉動象徵眼界視角的轉換，是指轉換過觀看的方式之後。

故事的情節也就出現改變，該是傷害對方的利刃成了療癒對方的針筒；破碎的心

靈也重生為翅膀得以飛翔或得自由。因此在此情節當中，眼睛的轉換成為非常重

要的轉涙點，換一個角度觀看後，一切完全顛倒了過來，也重申觀點轉換的重要

性。 

 

 

圖 35 Happy 的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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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Happy 看見 

  Happy 在自己的自然世界，其實也並非一切都美好歡樂。自然依然存在著一定

的運行方式，除了火山爆發、森林大火、洪水猛獸，是自然可怕的地方。也有著

最微小但是令人不快樂的事情。例如：一棵樹的腐爛果實。 

  筆者很喜歡養盆栽，曾經為盆栽取上名字，勤快澆水施肥期待有些收穫，不管

是結果開花或單純是一種視覺的美感也開心的不得了。然而，這盆努力栽種的植

物卻在某天不明原因枯死了。這件事情很小，卻帶來不快樂的情緒。因此，運用

了一件這麼小的事情描述自然界中也有不甚美好的事物。沒有任何地方可以完全

滿足任何一個人，因此，作品中刻意讓 Happy 見到了不太快樂的枯萎、腐爛。但

是 Happy 為何會快樂？因為 Happy 換一個角度看事件，所以可以在 Happy 的眼中

看見花朵飛舞、清新飄揚(圖 35)，把那份枯萎、腐爛當做肥料，生成出更美麗的

東西，在這樣的觀點下，希望一切都美好，也就不難達成了。 

 

 

圖 36 Happy 深呼吸 

9.Happy 聞到 

  Happy 真的快樂，因為他用力地的吸收每一口空氣(圖 36)。當我們緊張的時候，

大人總是會說「別怕，深呼吸！」為何要深呼吸呢？除了深呼吸可以增加人身體

的氧氣交換帶來新的生命活力，同時這也是一種具有包容意義的狀態。我們吸取

空氣不只呼吸，還是吸收空氣中各種成分的狀態。例如灰塵、氣味…等等。好的

吸收，不好的也包容。因此，使 Happy 的鼻子不斷吸取空氣，深呼吸。代表 Happy

願意包容，而且吸納。不斷深呼吸，為自己帶來新的活力，同時也接受各種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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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Happy 笑了起來 

 

10.Happy 笑 

  笑容是一種會傳染的表情(圖 37)。我們藉由笑容表達快樂的情緒，同時在微笑

的狀態之下，所有對外的警戒會下降，遇到的對象也會因為笑容而鬆懈，進而容

易有較好的交流進行。人與人之間雙方友好，自然快樂也就容易出現了。 

 

 

圖 38 Sad 的眼光破碎 

11.Sad 看到 

  Sad 總是抱持著悲觀的想法，想當然爾不管怎麼看都會覺得一切很悲慘。因此

運用「破碎」做為悲傷眼中所看見的事物(圖 38)，不管見到什麼，縱然是美好的

色彩、景緻，也都成了破碎的慘狀。太多時候在發生任何事情之時，總是率先看

見事件或者對方的缺點，在情緒化的影響之下，一切都將被放大。進而遺忘了一

開始可能具備的美好一切，回到原點可能一切都沒有這麼糟。說起來很簡單，做

起來卻很難。因為放肆悲痛的想法奔放，時常令人沉浸在自我可憐的美感之中，

但是從客觀的角度來看，這只是在自暴自棄自怨自哀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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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Sad 呼氣 

12.Sad 聞到 

  比起吸納，憤怒的人、悲傷的人總是用鼻子用力噴著氣(圖 39)。因為強烈的情

緒反應，進而驅動身體的機能，為了平復腦中不斷盤旋的記憶和心中的激烈怨氣，

而使身體不斷藉由排放發洩，使不滿可以稍微降低。因此在對於鼻子的描繪之中，

將氣息吐出，就成為表現不滿、哀傷的的表現象徵了。 

 

 

圖 40 嘆氣 

13.Sad 嘆 

  嘴角下垂，活在自我情緒的世界，這樣的人總是在抱怨。不斷的抱怨，只是一

種消極攻擊方式，正因為抱怨可以凸顯自己有多麼可憐，並且獲得同情。所以情

緒化的過程之中，人們熱愛抱怨。只要繼續講就不會忘記自己有悲慘，獲得的眼

光也會多更多。說穿了其實只是在找尋他人的關注而已，而不是真的在闡述一件

事實。最後就連旁人本來願意給幫助也想要收回了，下垂的嘴角，最後只落得他

人的嫌棄，而更加下垂(圖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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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文字腳本 

3-6-1 主線文字腳本  

  筆者運用二十個段落闡述一整個故事。首先，1~3 段為故事的起點，敘述故事

的場景，發生的現象，以及帶到主角的登場。4~8 段則藉由主角來到自己內心世

界的情節描述主角身體的異變，同時也是故事主軸的開始。9~13 段來到故事的

主軸，分為上下兩個畫面，以 Happy 和 Sad 兩個角色各自面對世界面對情緒的態

度為主要的情節。同時以兩個角色不同的處世態度，詮釋轉念與否的差異。畫面

合而為一之後，兩個角色開始面對問題，並且嘗試去解決問題。並且正式進入如

何轉念的狀態。以 14 段進入黑色畫面為劇情中最強烈的轉折，描述兩個角色為

了解決問題，不斷變化身體型態，進而以改變的型態作為轉變的描述。15~16 段

敘述轉變完成，兩個角色各自的發展。進入結尾 17~20 段，主角從內心世界回到

現實世界，打從心底完成自我改變，終於過得開心，完成"轉念"這個故事的結局。 

以下將從不同的段落，以表格形式列舉出場景與角色的關係，同時輔以說明該場

景進行的劇情狀態。 

1-1~1-6 地點：煙霧蒼茫的黑白城市 

角色：無 

灰濛濛的濃霧，又細又白的絲線在畫面中纏繞著，他們生長著，相互交錯著，不

知不覺，濃霧逐漸散去，露出一座黑白的城市。 

 

2-1~2-1 地點：黑白城市中 

角色：行人 

城市當中，有許多行人在城市中穿梭著，他們過馬路，形形色色來來往往。半透

明的身體像是幽魂一般。空中有許多雲煙白絲纏繞著，天色灰暗得非常詭異。 

 

3-1~3-7 地點：黑白城市的某個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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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主角 

主角從遠處走來，步伐緩慢，心情不好，突然主角停了下來，他的內心突然出現

了一個彩色的圓環，圓環逐漸擴大，他逐漸感到眼前一片黑暗。畫面開始改變… 

 

4-1~4-7 地點：腦內世界 

角色：主角 

主角張開眼睛，發現自己來到一個奇妙的世界，感到非常驚訝。他環顧四周，突

然覺得身體產生異狀，低頭一看自己的手，發現手掌發出奇異的色彩，左手是黃

色，右手是藍色，閃閃發亮，突然間畫面蓋下黑幕。 

 

5-1~5-7 畫面切換成特寫 

角色：主角的手部 

畫面兩邊移入主角左手與右手的特寫鏡頭，左手生長出綠色的藤蔓，開出多采多

姿的繽紛花朵；右手生長出幾何般的機械線條，長出像是鋼鐵般的灰藍色花朵。

花朵綻放後，兩個畫面往左右移開，黑色畫面向是舞台屏幕升起來。 

 

6-1~6-3 畫面切換回腦中世界 

角色：主角 

黑色畫面像是升起舞台屏幕一般升起，主角出現在畫面之中，主角表情震驚，鏡

頭拉遠，主角的手中已經開滿花朵。 

 

7-1~7-3 地點：腦內世界 

角色：主角 

主角往上面看去，發現世界開始產生異狀，逐漸被黑霧給覆蓋。他很震驚，但是

逐漸感到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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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8-8 地點：腦內世界 

角色：主角 

整個世界被黑霧所瀰漫，主角手中的花化作灰白色，形成白絲線逐漸纏繞住自己

的身體。主角無法動彈，他被白絲線包圍成一顆球，發出白光，然後消失了。 

灰白色的絲線纏繞在一起，翻轉。將主角帶走，接著絲線往上下分開，背後出現

了兩個全新的世界。 

 

9-1~9-3 地點：上下雙畫面-自然界與機械界 

角色：無 支線劇情畫面展開 

灰白色絲線分開後，出現兩個世界，上面是自然界，有著自然景致流水處有繽紛

的花朵飛散；下面是機械界，景色單調，色調灰暗。鏡頭拉近，自然界的流水處

花瓣飛舞；機械界的一個角落，開了一扇門。彷彿要前往什麼地方… 

 

10-1~10-3 地點：上下雙畫面-自然界與機械界 

角色：Happy、Sad 

自然界裡，Happy 正開心地跑跑跳跳，他繞了一圈轉頭看見大樹；Sad 心情很差，

他慢慢踱步，情緒失控蹲了下來，然後感到憤怒地往上看。 

 

11-1~11-6 切換畫面-Happy 與 Sad 特寫 

角色：Happy、Sad 

Happy 看見樹木落下腐爛的果實；Sad 看到樹木飄出亮麗色彩的葉子。Happy 的

眼中繁花盛開，鼻子深呼吸，嘴角露出笑容；Sad 的眼中盡是破碎，鼻子用力噴

氣，嘴角下垂。Happy 很開心 Sad 則非常不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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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2-4 上下雙畫面-自然界與機械界 

角色：Happy、Sad 

畫面回到雙畫面。Happy 愉快地謝天，因為喜悅而感謝一切；Sad 則是感到憤怒

和悲傷，一步一步往前走，在空中開出一個黑洞，Sad 自己鑽了進去，他決定去

另一個世界找 Happy。機械界逐漸消失，畫面中只剩下自然界。時間暫停，Happy

停住動作，自然界的畫面向下移動至中央。 

 

13-1~13-5 地點：自然界 

角色：Happy、Sad 

Happy 跪在地上，突感受到背後有點異狀，轉頭一看竟然是 Sad 從地底鑽出來。 

Happy 安慰 Sad，兩人身體的色彩不斷改變，情緒在兩人之間流動著。Happy 決

定教 Sad 如何恢復心情，因此念起了咒語，兩人的身體開始產生奇異變化。 

 

14-1~14-25 地點：黑色空間 

角色：Happy、Sad 

Happy 變成刀刃；Sad 變成心臟。刀刃將心臟砍成兩半，心臟裂開來，與刀刃一

起被一個浮現出的大眼睛所注視著，大眼睛旋轉了一圈代表觀點的轉換。轉換過

觀點的刀刃逐漸變形成針頭，往破碎的心中注射藥水，Happy 針頭消失，Sad 心

臟轉變成翅膀，翅膀展翅，再轉變成心形，最後又從心中重生出 Sad。Sad 身體

的色彩逐漸變成暖色調，他想通了！改變了觀點，拉近鏡頭，露出了笑容並且掉

下淚來 

 

15-1~15-4 地點：自然界 

角色：Happy、Sad 

Sad 回到自然界，Happy 笑著看著。 Sad 的身體逐漸往下沉，他要回去自己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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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Sad 消失的土地長出了美麗的花朵。是 Sad 再獲得快樂之後，所開出來的美

麗。 

 

16-1~16-5 地點：機械界 

角色： Sad 

Sad 回到了自己的世界，因為心情變好了，世界的色彩也變得溫暖。Sad 身體的

色彩消失，世界也開始扭曲，最後化作一片白光。 

 

17-1~17-3 地點：現實世界黑白城市 

角色：主角 

主角回到了現實世界，本來黑白的城市，逐漸轉變成彩色世界。 

 

18-1 地點：現實世界 

角色：主角 

主角眨眨眼睛，看著天空。 

 

19-1~19-2 地點：現實世界 

角色：主角 

從主角的眼中看向天空。從模糊的視野，逐漸轉變成清晰，藍天白雲非常開闊。 

 

20-1~20-5 地點：現實世界 

角色：主角 

主角看著天空，終於露出燦爛的笑容。鏡頭拉近主角的笑容特寫，主角的笑容逐

漸融在藍天白雲之中，故事到此告一段落，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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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支線文字腳本  

  支線劇情分為兩個視角，快樂與悲傷。從支線劇情的前半部到出現影像都是

一片黑暗的狀態，為的是讓支線劇情配合主線劇情中的主角。主角進入腦中世界

後，又分出了兩個上下畫面，支線劇情才會啟動。因此，支線劇情的開啟是跟隨

主線劇情的上下畫面，彷彿母子畫面一般的存在。支線劇情出現畫面後，一開始

的影像是主線劇情９～１３段的故事內容，時間會有些微的差異，但是差異不大。

主要在配合主線劇情的發展，強調兩個世界的差異。主線劇情進入到黑色的變形

畫面後，支線劇情才與主線完全不同。支線劇情的影像以圖像表現為主，兩個世

界各自是八張與六張的插圖，各自講述在進入黑色畫面之後，實際上 Happy 和

Sad 到底在做什麼，以及他們的夥伴們在做些甚麼事情。快樂國住著快樂夥伴他

們打開通往悲傷的大門和悲傷人們相見，並且溫暖他們。悲傷人們過的難過又憤

怒但是隨著 Sad 的想開，通往兩個世界的大門被打開了，才終於感受到快樂的溫

暖，以下用表格列出各張圖片的順序與故事內容。 

快樂支線 自然界與快樂國 

（一片黑暗） 

（承接主線劇情９～１３段，整體畫面的上半部） 

1. Happy 與 Sad 沉睡著 

2.Happy 醒來了 

3.Happy 傳遞訊息 

4.快樂國住著 Happy 的快樂夥伴們 

5.快樂夥伴收到訊息了 

6.快樂夥伴們合力打開通往悲傷國的大門 

7.快樂夥伴與悲傷人們見面了 

8.快樂夥伴溫暖了悲傷人們 

 



 

- 47 - 
 

悲傷支線 悲傷國 

（一片黑暗） 

（承接主線劇情９～１３段，整體畫面的上半部） 

1. 悲傷國有一群悲傷人們，他們總是很悲傷 

2.因為太過悲傷，悲傷人們常常打群架 

3.突然一道光線照進來 

4.快樂夥伴打開了悲傷國的大門 

5.悲傷人們終於與快樂夥伴見到面 

6.被快樂夥伴所感動，悲傷國染上了溫暖的色彩不再悲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