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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劇製作入門    葉 世 雄 撰  

 

廣播劇的特色 

談廣播劇，最好先弄清楚它的「身份」，這樣對認識它的優點

和限制，會比較容易。 

廣播劇有獨特的地方--「聲音表現」。 

舞台劇，有一座舞台，有布景，演員穿上戲服，舉手投足，供

觀眾欣賞，這是「形象的表現」。 電影和電視，有一個銀幕或螢光

幕，利用色彩、光綫、位置，襯托演員的演出，這是屬於「畫面的

表現」。三者都可以讓觀眾通過視覺來欣賞。  

廣播劇的演出，唯一依靠的工具只有「聲音」。要刻劃劇中人

的性格，靠角色的台詞；要描寫一種氣氛，靠音樂的襯托；要介紹

劇中人的動作，靠效果的運用。台詞、音樂、效果，都是聲音。從

開場到劇終，除了聲音，再找不到其他表演工具。  

所以，當我們談論廣播劇，必須緊記着：它是「聲音的表現」。 

當然，由於很多廣播劇比賽都要求參賽者站在舞台上演繹作

品，我稱它為「話劇化廣播劇」，演繹時，演員須注重儀容、服飾，

說對白要七情上面，但也不能脫離以聲音表達劇情的基本要求。  

 

導演的任務 

作為一齣廣播劇的導演，首要任務是找一位編劇。劇本到手，

做導演有責任研讀劇本，感受劇本的氣氛和情趣，研究劇中人物的

性格，注意劇本的長度是不是符合播放時間。  

接著便是排定演員。導演派角色時往往費煞思量，盡量希望所

派的角色，都是每一位藝員擅長的戲路，每一位藝員亦可能在同一

齣戲裏兼演多個的角色。 

導演也負責找適當的配樂和音響效果，一些比較特別的現場效

果道具，也要張羅妥當。 

排練時，導演負責指揮工作人員和藝員按劇本演出。  

如果廣播劇是錄音後播出，導演負責剪接工作，把「螺絲」（說

錯的對白）剪掉，使它成為可播放的廣播劇聲帶。  

 

編寫廣播劇的畫公仔畫出腸  

編寫廣播劇是一項非常吃力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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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畫面，沒有舞台，唯一的表現工具是「聲音」，藉着它把

劇中的環境、人物性格和故事情節傳達給聽眾。編劇者就像對着一

班失明人士講故事一般，說話要簡單明白、生動活潑，觸發聽眾的

聯想；  情節要曲折感人、波瀾起伏，抓緊聽眾的情緒。想寫出這

樣的一個效果，編劇者必須深切瞭解「聲音」這東西。  

「聲音」 --不僅指演員的對白，音樂和音響效果也屬它的範

疇。所以一個有水準的編劇者，既要寫出精采的對白，也要適當地

利用各種音響效果和音樂，增加戲劇的氣氛。  

 

撰寫劇本前的準備 

一、  確 定 主 題  

寫劇本的第一個步驟，是『確定主題』。  

一個劇本如果沒有主題，那就是無病呻吟；一個劇本的主題如

果表現得不夠鮮明，聽眾便會不明白作者想表達的意念。  

在這裏，筆者提出幾確定主題的原則，以供讀者參考。 

第一、一個劇本最好只寫一個主題。廣播劇單憑聲音表現，所

以特別注重這原則，太多的主題會使聽眾一頭霧水。如果只寫一個

主題，劇情的發展，人物的編排，都可以以這個主題為中心，聽眾

聽起來，便容掌握了。 

第二、主題要正確。我們不能忘記，電台聽眾包括老、中、青

三代。劇本播出之後，千千萬萬的聽眾都會受到影響。如果劇本的

主題意識不良，產生的後果不容易忽視。  

第三、主題要與群眾生活有切身關係。聽眾最喜歡收聽和他們

生活有關的戲劇，劇中情節反映他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容易使他

們產生代入感。要寫出這樣的劇本，定主題時，就必須從現實生活

出發， 

二、蒐集素材 

編寫劇本，必須有豐富的生活體驗。所以最好隨時在身旁帶備

一冊筆記簿。當你與朋友聊天，聽到一則富有戲劇性的故事時，把

它記下來。當你閱讀報紙，發現一則趣味性的故事時，把它記下來。

當你一個人躺在床上，閉目思考，忽現想到一個什麼情節時，把它

記下來。日積月累，就會建立一個豐富的資料庫。當編起劇本來，

隨手也可以找到所需的題材，不需搜索枯腸，搔破頭皮，仍然茫然

一遍。 

 

成功的廣播劇  

一個上佳的廣播劇故事，必定是最適宜用聲音來表現的故事，

「聲音」成份很少，那便不是上佳的廣播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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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說：劇中人物發生了衝突，一言不合，大打出手。在電影

和舞台上，一場精彩的打鬥，肯定有助票房收入。可是在廣播劇裏，

純打鬥聲，聽眾聽來莫名其妙，不知誰勝誰負。但是加上幾句吵嘴，

那麼效果就完全不同了 ,誰勝誰負，也一「聽」了然。 

其它如寫劇中女主角愛藝術，讓她學習繪畫，不如讓她學習鋼

琴；她喜歡舞蹈，不如喜歡唱歌。  

小朋友喜歡玩具，送他一件甚麼玩具好呢？洋娃娃就比不上口

琴，因為口琴有聲音，而洋娃娃卻不會說話。故事書就比不上能發

聲的電動小玩具。 

從我所舉的例子，大家可以明白到做一個好的廣播劇編劇，基

本的技巧是找出最適宜於「聲音表現」的方法來。掌握了這種技巧，

就如庖丁一樣，遇上筋骨，也迎刃而解了。  

 
劇本分場  

以前的電台廣播劇，一般長度都有半小時，所以不能由始至終

得一個場次，否則就會顯得單調，缺少變化的趣味。事實上，劇情

的發展一定有時間和空間的變化，也不能不分場。  

劇本的分場，也有好幾項原則，根據這些原則編寫劇本，規格

便不會走樣。 

第一個原則是場次不宜太多。在一般情形下，場次太多，劇本

的結構就出現鬆散的現象，聽眾聽起來，較難捉摸劇情的發展。  

一個三十分鐘的劇本，每一場的長度，最長的不要超過十分

鐘，最短也不要短過三分鐘。也就是說，全劇的場次，最好在三至

五場之間。 

第二個原則是每一個劇本（一集計），都應該對其中一個或兩

個場次着力描寫。這一、兩個着力描寫的場次，便是「主要場次」。

但其餘的場次，仍然要和「主要場次」緊緊扣着，起牡丹綠葉的作

用，那樣「主要場次」才能突出，使人回味無窮。 

 

人物數目要適中  
廣播劇的主要角色不能太多。 

這就是廣播劇與電影及舞台劇不同的地方。電影及舞台劇中，

人物不妨多幾個，增加熱鬧氣氛。  但是在廣播劇中，人物就應該

儘量求其少；箇中原因非常簡單，因為「聲音表現」的局限。  廣

播劇全靠人物對白來表現劇情；可是，演員的「音色」，有時候不

見得很容易分辨，人物多了，分辨自然更加困難了。試想想，如果

一個場景中，用上十位演員，聽眾能分辨誰說某一句話嗎？  

一般來說，一個廣播劇最適當的人數，是五人左右。  

如果超過七人以上，就將發生音色分辨困難的毛病。如果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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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那當然也還可以，不過只用三位劇中人的廣播劇，實在不容

易撰寫。一不小心，廣播劇就可能變成「對話稿」或者「對口相聲」

了。 

雖然只有五人，但劇中人物的性別和年齡，也必須根據「聲音

表現」的要求而加考慮。 

劇中人物最好男女兩性都有；年齡的差別要大一些，一位老

人，一位中年女性，兩位年青男女，一位小孩，這樣的配搭，聽眾

聽起可以不假思索。 

當然，上面說的，只可以作參考用。每一個故事都有它的獨特

性，如何才能把它编成動聽的廣播，全賴編劇者的功力。  

 

做廣播劇演員的條件       

做廣播劇藝員要具備什麼條件的先決條件是具有一把可以演

戲的聲音。 

廣播劇演員，透過無線電波，接觸群眾，他的聲音，便是唯一

的武器。因此，一個廣播劇演員，也許貌如武大郎或鍾無艷，只要

她有一把迷倒眾生的嗓子，一樣可以成為純情小生或絕代美人。  

不過，一把好嗓子，未必適宜演廣播劇。廣播劇演員的聲音，

一定要有色彩、有特點，而且要表現力強、彈性大，可以表現不同

的情緒、不同的人物性格，喜怒哀樂，剛毅柔弱，溫純潑辣，樣樣

皆能。 

從前廣播劇迷人的地方，就在聽聲不見人，充分發揮聽眾的想

像力。 

 
演員表 

動手寫作之前，先製備一份人物「履歷表」，將人物的名、年

齡、性格、性別、職業、與劇中人物的關係，對劇中其他人物的稱

呼、口頭禪和特殊習慣，詳列下來。這樣，一有疑問時，便可以翻

閱「履歷表」，免除不小心的錯誤。  

 

廣播劇的遠景和近景       

我們一聽到聲音，就可以根據聲音的來源和強弱，辨別它的方

向與及距離的遠近。 

廣播和電影一樣，分為前景、中景、遠景三方面。前景用於對

談、密語及旁白。一人站在咪高峯前講話，兩個人或多數人一起談

話，用的常是前景。開會討論時，大家共聚一堂，錄音的方法是採

用中景，增強空間感覺。至於遠景，多數用在遠距離時，對白含糊

不清，產生漸去的效果。 

一個優秀的廣播劇演員，會利用近音和遠音的特點，使自己的

演出有動感。鍾偉明先生對這方面最有心得。他有一次飾演蘇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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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情說蘇武要上山牧羊，鍾先生便一陣兒近咪，一陣兒遠咪，忽然

大聲說話，轉瞬又輕聲呼吸。聽眾聽起來，便想像到他的動作及他

身處於曠野中的情景。 

由於沒有畫面，要聽眾感受演員的移動，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

情。演員必須掌握聲綫的穩定性，叫喊和私語，恰到好處，強弱分

明，這樣才會有藝術效果。  

近咪說話，還有一個很奇妙的效果，使聽者感覺演員是單獨對

他表白。因此，戲劇裏的心聲或自述，常用近咪錄音法。有些廣播

劇藝員，由於未能控制其聲綫，沒法做到近咪錄音，大大損害自己

的演出效果，也影響廣播的氣氛。  

 

語必稱身 

對白是要能夠充分表現劇中人物的性格和身份。上流社會人物

的用語，跟下流社會不同，商人和工人不同，主人和僕役不同，學

生和教師不同，老人和兒童不同。劇中人物有多少種，他們的用語

也有多少種。 

怎樣才能達成這一個要求呢？那就只有靠平日的觀察和體

驗。每一個不同行業的人，經理、伙計、文員、女侍應、小學生、

中學生、大學生、博士、女傭、賣報者、律師、會計師等各式人物，

都有他們不同的用語。劇中描寫他們，就應該採用們的用語。  

撰寫古裝劇，沒現成的人物可供參考；那麼，可以閱讀一些古

籍，將古代的用語，溶化在對白中。  

 

報幕/旁白 

「話說當年華山聖母……。」 

年長的的聽眾，大概還記得過去的年代，廣播劇開場前，一定

有一把聲音，將劇中人物、故事背景、時間和地點，解釋一番，以

便聽眾先作好聽劇的心理準備，這種介紹方式，稱為「報幕 /旁白」。 

「報幕/旁白」的首要作用，是銜接劇情和說明劇情的。  

如果一個故事，牽涉到相當長的時間，那麼在兩個相接的場

次，可能在故事內容上，相隔多年。例如第一場描寫戰爭爆發，一

對有情人黯然分手；第二場，戰爭結束，有情人再度重逢。在這樣

的情況下，第二場開始時，用一段報幕詞來說明，聽眾起來就比較

容易了解。 

另外還有一種情形，也可能要靠報幕 /旁白來說明。那就是「歷

史劇」。廣播劇裏沒有服裝，聽眾不能一望而知劇情發生的年代。

所以歷史劇的報幕，主要目的是在說明故事的時代背景。「報幕」

要三言兩語便交代清楚，切忌拖泥帶水；聽眾扭開收音機，目的是

聽廣播劇，不是想聽一段又一段的報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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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白 
「自白」是廣播劇常用的表現程式，許多人叫他做「心聲」。  
廣播劇中用「自白」的範圍很廣。例如描寫劇中人的日記、回

憶、思想、唸信和內心感受時，都會用得著。  
採用自白時，最重要的一點，是避免冗長。如果劇中每一段自

白，都長達五分鐘，那便不是廣播劇，反像在唸「第一人稱」的小
說。 

 

解釋性對白 
   在廣播劇的對話裏，時時會有意識地加一些「解釋性」的句子。 

我那位朋友舉出的例子，便是屬「解釋性」的對白。主人招待
客人：沖了一杯咖啡，然後對客人說：「我沖了一杯咖啡給你，試
一下它的味道。」若是電視或電影裏，對白可簡化為：「試一下這
杯咖啡的味道！」因為沖咖啡的動作，畫面已表達出來。但在廣播
劇裏，演員用對白解釋剛才一連串斟水、攪拌杯碟等聲音攪拌杯碟
等聲音效果的含意。這就是以「解釋性」的對白，來說明劇中人的
動作和狀態。 

另一種情形是「稱呼」。大家收聽廣播劇，也許留意到劇中的
對白裏，稱呼特別多。「爸爸，我不回來吃飯了。」「爸爸，給我五
塊錢賣雜誌，好嗎？」「我想自己有能力應付這份工作，爸爸，你
說是不是？」 

如果是舞台劇，電影或電視，聽眾看見演員向着誰人說話，「爸
爸」這詞就不需重複出現了。可是在廣播劇裏，尤其是同一 ,場中，
如果有三個或以上的人物同時談話，不停的互相稱呼是必要的，否
則有時聽眾有時會不知道劇中人是對誰說話。  

 

牡丹綠葉  

在廣播劇中，對白是牡丹，音樂是綠業，音樂的地位非常重要。 

音樂在廣播劇中，有兩種作用。第一是用來間場。第一場完結，

第二場馬上開始，其間以音樂作間隔，等聽眾有機會轉換情緒。  

間場音樂還兼有介紹劇情的功能。例如播放歷史劇時，採用中

樂來作間場；科幻劇集採用太空音樂來間場。  

音樂的第二個作用，是襯托氣氛。  

廣播劇裏有許多地方，需要靠音樂來做背景。例如描寫情侶相

會，柔情蜜意，細訴心曲，用一段溫馨的音樂來做襯底，聽起來特

別顯出談情的美妙情景。 

又例如描寫一段往事，劇中人幾句回憶的說話：「是五年前的

夏天，我就在這裏認識了她……」接着音樂便飄起來，彷佛把聽眾

帶回五年前的光景。 

自白、回憶、日記、書信，是常常用音樂來襯底。有了音樂做

襯底，劇情氣氛自然烘托出來。聽眾的情感，也自然會被溶化在劇

情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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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音樂固然有烘托氣氛的作用，有時也會有分散聽眾注意

力的反作用。尤其是流行的調子。如果在劇中重覆出現，可能聽眾

未受劇情感染，已經陶醉在音樂之中。  

至於氣氛音樂（俗稱過場音樂）的控制，可以考慮是否有辦法

把一些情節相近的場口集中起來。例如，寫二人拍拖，  第一次是

沙灘漫步，次一場是公園憩息，跟着，來個電影院低聲密語。若每

節都用音樂襯底，就會令人厭煩。把三場戲集中在一場戲裏，氣氛

音樂也不致濃厚得令人喘不過來。  

 

場次連接 

音樂是廣播劇連接場次的常用工具，無論你怎樣將前後場次連

接起來，音樂總是幾乎不可缺少的。不過選擇過場音樂時，一定要

留意它是否能夠承接前後場次的氣氛，上一場是恐怖情節，過場便

不能用一首輕鬆調子的音樂。  

運用「效果」來接場，往往叫人聽起來覺得劇情一氣呵成。劇

中人某農場主人說：「電台宣佈掛十號風球，快作好準備！」接着

便響起狂風暴雨的效果。在暴風雨聲中，劇中人大聲疾呼，指揮進

行防風工作。這兩場劇情，接得非常自然。像這類的連接方法運用

得好，對劇情進展很有功效。  

運用對話，也能收到活潑的連接效果。劇中人某警司告訴手

下，已經申請到拘捕令，可以出發拘捕大毒梟。音樂過場之後，接

着便是大毒梟對太太說有消息，警方正採取行動對付他：「我一定

要立刻離開香港！」一句相連的話，就將場次連接起來。  

除了上面提及的三種方法外，「報幕」也是連接場次的方法之

一。所謂「報幕」，  就是由第三者作敘述。  他的聲音與劇情的發

展毫無關係。他的作用只相當於一位「說故事者」。  

說起前後場的連接，有些地方應該避免雷同。時間、空間和人

物，前後場都應該有分別；否則，聽眾聽起來，便會感覺單調。  

 
 假可亂真 

效果的作用，在於使廣播劇有「真實感」，更加活潑。有些效

果，還有助長氣氛，增加劇情的戲劇性，例如暴風兩就是最明顯的

例子，一陣暴風雨的出現，即使沒有什麼對話，聽眾也能意味到劇

情將有激變。所以，忽略效果的運用，實在是廣播劇的一種損失。 

廣播劇中運用效果時，有一件最大的障礙，那就是效果大都有

一種混淆性。舉一個例子，廣播劇中出現水聲，聽眾很容易辨認出

來，但是，那是什麼水聲呢？是劇中人的洗臉、洗手或者洗澡呢？

還是在划船、游泳、潑水嬉戲？這就不容易辨別了。  

要解決這一項困難，就只有靠對話來解釋。但運用對話來解釋

時，要注意合情理，不生硬。例如 :剛在海中暢游，劇中人可以說 :

「今天真大浪，游起來很吃力啊！」那麼聽眾就明白劇中人在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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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 

 

罐頭音效 

由於音響技術的進步，現今從事配音工作，比從前容易得多。

一方面，唱片公司提供各式各類的音響效果唱片，要什麼效果，往

唱片架拿取便是；  另一方面，電子樂器性能大突破，小小的一具

電子琴，已經能夠玩出千變萬化的音樂效果，與從前一隊樂隊在錄

音室配樂的情況比較，就簡易得多。  

廣播劇效果的製作，由於劇情需要，除使用唱片效果外，有些

還是要現場做的。現場做的特點是可以配合演員的情緒和語氣的變

化。例如，劇中人開始時，吹着口哨，輕輕鬆鬆地踱步，突然，發

覺有人在背後跟蹤，步伐不其然加速，甚至跑起來。若果用唱片效

果，就很難配得很自然了。  

但是，唱片效果有它絕對的優點，就是真實。好像飛機起飛，

原始的方法是利用一具電風扇，開最慢的速度，另外用紙片一張，

阻擋風扇葉的旋轉，聽起來，就像一陣風「呼呼」的吹着，相比一

架飛機引擎撻着火的轟轟聲，氣勢弱了，震撼聽眾的力量也減少了。 

 

 

網站： 

免費音樂/音效 

http://www.mediamusicnow.co.uk/royalty-free-music-moods.a

spx 

https://www.audioblocks.com/ 

https://www.audionetwork.com/browse/m/mood-emotion 

https://www.jamendo.com/search 

http://www.mediamusicnow.co.uk/royalty-free-music-moods.aspx
http://www.mediamusicnow.co.uk/royalty-free-music-moods.aspx
https://www.audioblock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