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ow to Begin a Creative Composition  

Movies provide rich sources of inspiration for creative thinking and writing. 
Elements of plot, imagery, characters, and dialogue are great jumping off points for our 
imaginations.  

The important thing when beginning a creative composition is to free ourselves of 
traditional thinking patterns and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of grammar. Our goal is to 
express what we are thinking and feeling at the moment, which is exactly the purpose of 
personal communication, is it not?  

Language is inherently creative activity. So learning how to express ourselves 
creatively will make us better speakers, writers, and thinkers in English. Studying movie 
dialogue is unparalleled for its immediate usefulness, for it is a transcript of how native 
speakers naturally communicate with one another.  

We first begin by thinking about the movie we have seen in class, and relive our 
favorite scenes, and at the same time begin writing down words that reflect our feelings 
and thoughts.  

A list of single words is all we need. Phrases and full sentences will work well 
too, even a doodle or cartoon can get our creative minds working.  

In the back of this textbook, we can find dozens of examples of creative lists 
written by second-year KUAS students in the Fall semester 2017, and will see how these 
lists have developed into Flash Fiction stories, song lyrics, poems, RAP poetry, and video 
scripts.  

Our textbook provides a full transcript of all the dialogue in the movie, in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We can use this dialogue to generate scenes of our own or dialogue 
exchanges between our own imagined characters.  

In addition, our textbook has background information about the movie, along with 
maps and stills--all which can provide inspiration.  

Have fun!  

開始『寫創意作品』 

   開始寫作時,電影中的劇情,場景,畫面,及台詞等等,可以激發我們寫作的 
靈感。 
 
這些經由創意激發出的寫作作品,跟我們寫讀書報告或其他針對性的「技術

文 件撰寫( Techni cal  wr i t i ng)」寫作不一樣。要寫一篇好的技術文件撰寫的作品
,必需遵循 很多商業或科技上常用的規範與格式,但創意寫作就不需要考慮這些規
範了格式了。  



創意寫作是一個創造的過程,這個過程中,寫作者可以任意發揮自己天馬行空 
的想法,想要寫什麼就寫什麼,沒有寫的對或不對的問題。重要的是要敢想,要敢 寫
,創作者不需要任何人的肯定,只要自己喜歡就好!   

創意寫作的第一步  

   看完影片以後,先回想影片中 能感動你的、你 愛的、感覺 酷的、

屌 
的、 刺激的、 爛的、或 搞笑的場景和畫面。抓住這些靈感。 
 

從課本的資料中,你也可以發現激發靈感的東東,如:  故事介紹、照片、台詞 
和別班的創意作品的例子。  

   當你的腦海中有了你想要發揮的畫面和感情時,  
 
   用想像力把你的腦海中現在看到、聽到、聞到、觸摸到等等的五官感覺

到資訊 
紀錄下來。一開始,先發展出一個清單(可以寫下一個單字、字串、或整個句

子都可 
以。如果文字不能幫你想像,畫畫簡單的素描、插圖、或卡通也可以)。 
 
   一邊想,一邊寫 
   先寫一個字 
   讓第一字產生第二個,  
   第二個就會產生第三個,這樣繼續下去。 
   (課本後面有超多例子)  
   這種寫作的過程,叫做「意識流法」、「聯想」、或「連貫法」的寫作。 
 
   在創意的過程中,你可以先用中文來寫,然後翻譯成英文;或者你可以直接

用 
英文來寫都可以,這個完全看你自己了。 
 
   但請記得, 後完成的作品,一定是要英文的。 
 
重點複習:「創意寫作」是你想要寫什麼就寫什麼。沒有對,也沒有不對 的

。重要的是敢想、敢寫,我們不需要任何人的肯定,自己喜歡就好!「創意寫作」是  

一個釋放自己思想的自由活動,不要管拼字是對是錯,不要管語法,也不要管
別人的 

意見。 
創意寫作的第二步  



從我們發想階段所寫下的單字、字串、或句子,可以激發我們更多的靈感,讓 
我們發展出各式各樣的創意作品,  如:   

極短篇故事 (Flash Fiction) 

歌詞 詩 RAP說唱  

小劇本  

如果你不相信我說的?請參考課本後面的例子,就知道我沒有騙你們。 
這些作品全部都是我們系上二年級學長姐們在106學年第一學期寫出來的作

品啦!   

如果你對寫作有興趣,想要探討更多的資料,可以參考網路上一位台灣作家專 
門分享怎麼寫故事和小說的部落格,網址是:  http://www.rocknovels.com  

也許我們先做一些簡單的說明, 對你們有一些幫助: 
 
「先建立一個清楚的故事架構,就是用:五個W:「Who(誰)」、「When (什麼

時候)」、「Where (在哪裡)」、「Why(為什麼)」、「What(發生什麼 事)」  

五W法的 後一個W是「劇情(What)」。作者提到了幾個創造劇情的方法, 
首先是「聯想法」--直觀地由主題去聯想會產生什麼劇情。為了避免對劇情產生超
展 開,作者建議先從已經做好的設定開始作聯想、連結。  

其次,作者提出了「替換法」,就是將你聽過的有趣故事中的元素作替換,將 
其轉換成新的故事。像是富少追女明星不稀奇,改成外星人追女明星如何? 
 
第三個方法是「逆向思考法」,要你去挑戰習以為常的觀念,故意去顛覆。 
 
有了初步的劇情想法之後,同時要用「自問自答」與「取捨割愛」的方式,讓 
故事焦點集中,不要變成天馬行空的大雜燴。 
 
如何讓故事好看?作者提出了四點:清楚(以讀者角度出發)、懸疑、衝突、 
投入。對我來說,這四點講得都不夠有創見,但對初學者啟蒙來說算蠻好的。 
 
後講到了結構,作者選擇講「起承轉合」,西方書會喜歡講「三幕結構」, 
不過兩者是互通的。 
 
 劇情進行的模式作者則分成了:鎖鍊式、放射性、編織型。 
 
故事敘述法則分成了:正敘、倒敘、混合。 
 
寫大綱的方法,本書也只稍稍提到,有概念但沒有具體方法。 



 
書末還附上了編劇設定檢查表,用簡單的問答填空來編故事,算是誠意之作, 
對新手來說不無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