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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傾國怨伶》與《火玉》為八0 年代台灣少女漫畫的重要代表，這二部作品的銷售成功，

使得游素蘭揚名於漫畫界，被譽為少女漫畫的天后級作家 。

《傾國怨伶》在推出當時就一炮而

紅了，不僅給國內創作者很大的鼓舞，也讓這部漫畫成為當時台灣少女漫畫界最具代表性的作
品 。 把游素蘭最具代表性的成功之作，帶進通識課程的教學，一方面是希望透過此讓學生暸

解，台灣漫畫在幾乎為日本漫畫攻占的情況下，本土優秀作家的作品：另方面其作品反映的深
刻主題，對生命價值的追求，也很適合放在通識課程，幫助每個人對內在自我作探索。
這二部漫畫提供了對生命探索的各項問題，包括宇宙創生模式有什麼重要性？神祇是什
麼？人與命運、輪迴的關係如何於時間中運轉？如何能真正覺醒？如何把握自己的特質而作更

有效發揮？人、自然與宇宙間是如何的關係？如何從情愛的歡喜悲愁中完成生命的浮鍊？時間
與空間只是如目前僅知的現況，或另有不同的發展方式？當把這些問題帶進通識課程，對於學

生而言，不管來自什麼學科背景，這都關乎每個人的存在，可供思索生命、思索所處的時間空
間、思索那無限的可能性 。 通識課程在人文學科中，除了專業知識的培訓外，另還有心靈向度
的開拓，如何用文化來充實，如何更細緻的表達，予以活用來對之於這個沮喪而混亂的世界，
本文就游素蘭這二部作品，以身體作為切入的主題，討論人／神（自然）、命運／輪迪、受破／覺
醒．．．．．．等問題，在看似奇幻玄想，由此拉出的心靈向度，那關 i是於心，也關連生命，~許是通
向於宇宙的另種開啟方式。

關鍵字：祥素蘭、宇宙創世、命運、粉迪、突破、 覺 醒

The books called
representatives of adolescent girls’ comics in 1980s. The wide circulation of the works made the writer,
Su-Lan Yu, well known to the comic world and won for her the fame as the queen writer of adolescent
girls ’ comics. Chingguo-Yuanling acquired immense popularity on publishing. That inspired the
writers in the nation greatly and established itself firmly in the world of adolescent girls’ comics at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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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Discussing those works on general education class can make students understand works of local
writers in Taiwan which has been inundated with Japanese comics. The deep themes of the pursuit of
the value of life in the works well suit students to discuss freely and rationally in class. They also help
them exploring themselves.
The two books offered such questions about life as what the importance of the mode of the
universal creation is, what the gods are, how the relation of human being with fate and transmigration
revolves in time, how we can awake really, how we can work out our individuality effectively, what
the relation of human being with nature and the universe is, how we temper with the joy and soπow
of a仔ection, time and space is just what it is now, or it will be in the other way. When the questions
being discussed in general education class, no matter what major the student is in, the topics are
related with everyone’s existence, offering us to think of life, the time and space we are in, and the
indefinite possibility. In addition to train the professional knowledg巴，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s aim
to educate the students how to enlarge the heart and soul, to enrich our culture, to express ourselves
exquisitely, and to find our way in the depressing and confusing world. In a word, the two books use
the concept of body to discuss such questions as human being I gods (Nature), fate I transmigration,
and breakthrough I awakening ...巳tc.,. In the seemingly fanciful meditation leading to the mental state,
those which are related with the heart and the life may be the way to the universe.
Key words : Su-Lan Yu, the mode of the universal creation, destiny, transmigration, break, awakening

一、宇宙創世之原初時刻
（一）

「自然元素一神一人」架構

這二部漫畫，主要人物的原型，其源於宇宙創生，就生命存在的初始處講起。
在世界之初，與宇宙一起誕生的造物主，按自己的生命定義創造了六個神祇，來接

承其餘六種自然的力量，他們分別是山神一帝昀、風中申一千治、澤神．．優河、水中申一
擅掙、雷神一吳明、火中申一仲天，在這些神祇中，較特別的是司水壇埠，她是唯一

具有性別身份的女神。作者對這些神祇的塑形，其以人身方式，來呈現大自然的基
本元素，此可看出故事背後「自然元素神人」三者密切的連繫，當人物的原型
承這樣的源頭來探就其義，回歸創世的重整，這是把人放在與神、大自然共同相連

的向度，來明瞭 自己的神聖本質，就生命最初的根源，人、神、與大 自然有會通的
可能，在彼此共在的現場，回到宇宙創生之原初時刻，來探源其神聖 的重要意義。
浩瀚無際 的 宇宙，從黑暗的渾沌到生命的起源，在世界展開之 際，從造物的

一神到眾神的分相維繫，天地創始之造物神，與山、風、澤、水、雷 、火，各自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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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自然界不同的運作力，其彼此力量涵容均衡，共同維繫整個世界秩序的穩定運
行。這從無到有的過程， 一 到多的分化，元素凝聚成有生命意識的獨立存在體，因
承相同的來源，故彼此間相容相制也相成，互相擁有，且息息相關。漫畫作者游素

蘭把這段過程具體的擬象，把元素直接賦予人身，用身體來標示與區隔，並用人名
鮮活化各自的特性 。 這些既是自然元素，也是神祇，並有著人的身體，而呈現各自
不同之個性，如火神具有非常強大的力量，但須小心謹慎運用，否則這股力量足以

毀滅世界（《火王》 6
（《火王》 7

: p157

: p79 ）﹔如風神在眾神中看起來最弱，但骨子里卻強過任何人

），其雖看不見，卻有預知能力，可以看見命運之絮的波動，比

任何人還要熟知這個世界（《火王》 7 : p141-142 ）﹔如水神其有在一切能反映事物
之媒介中自由傳送的力量，如有形之水品、水、鏡子，或能有鏡子功能的東西，及

無形如犀利透亮的人心（《火王》 2 : p28 ） 。 這些例子都顯出遠古的宇宙創世，所
啟動的生命存在，其各自獨立而具有不同之特質。

自然元素各自獨立，而彼此間有什麼樣的關係呢？如下引文所提到：「我們

一直是自然界的一體，一直彼此擁有」（《火玉》 10

: p35 ）、「我們七個人之間的

感情，像兄弟姊妹，又像朋友，有的又像愛侶，我們之間溫暖和平的相處與自然相
溶，且息息相關。我們之間的情誼也太複雜了，因為包涵了世界所有的情感。」

（《火王》 7

: p169

）上段引文有幾個重點： 1. 他們雖分化為不同的質體，然互相涵

容，同屬於一整體﹔ 2. 彼此吸引，互相嘻鬧，形成像家人、朋友、或像愛侶間的感
情﹔ 3. 樣的感情是溫暖和平的自然相容﹔ 4. 他們間的感情為所有感情的原型。故就
總體來看，在遠古的創世，這樣的關係體現出一原始景象，所有東西雖分而不分，

各有特質卻又彼此相屬，此就如文本所說，「自然力量原本並無正邪之分」（《傾
國怨伶》 l=p119 ）「宇宙根本就是黑暗，沒有黑暗為本，就沒有光源形成 。 」

（《傾國怨伶》 2

: p32

）在原始景象，正與邪、光明與黑暗，相生相隨，所謂對立

的二極，可以涵容包括在一整體﹔而同屬於一整體的各個因子，彼此間相互吸引與

感召 。 創世所提供的原型意象，在主要角色人物後續的發展，其承著這樣的源頭，
尋尋覓覓彼此，形成所謂「同伴」之意義 。 那若有似無的連繫，形成互相感應，或
互相傷害，命運的轉輪也許不能改變，但「同伴」的意義，卻可決定命運轉輪之內
容 ，成了影響情節發展的重要關鍵 。

關於宇宙創生之原初時刻所具有的重要性，伊利亞德在《聖與俗》書中提到：
宇宙創生 的 時刻，在此瞬間，最偉大的實體一一世界出現了，這 就是宇宙

創生成為 所 有受造物及作為典範模式的原因。．．．．．．宇宙創生是宇 宙中所有
創造物的原 型，因為宇宙創生帶來了宇宙時間，其他時間是各種 存在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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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造時才存在的時間，所以宇宙時間是所有其他時間的典範模式。 1

伊利亞德提到宇宙創生時刻所具有的典範意義，從這里可探發事物之原型，
而對之於漫畫文本來討論，可歸納成幾個要點： 1. 異動﹔ 2創生﹔ 2凝具﹔ 3 運作﹔
4 回歸。在初起的創造，宇宙從無到有，會lj 生的開始，一切受造物開啟了其存在的

時間，從虛散到凝聚，各項元素取得了更為真實的存在，時間開始了，空間也為之
闢立，存在因凝聚而展開了可以作為的創造，而形塑成各自獨特的生命徵象，在整

個過程中，個體、他者與全體相互作用，每個單一交織成相互作用的網絡。宇宙創
生之原初時刻具有重要性，拉出了其後的各種可能，變異的開始，各種可能伺機而

動，改變也隨之發生。

（二）天地異動，神祇的消失
什麼樣的狀況會造成改變？改變如何發生呢？在漫畫里提供了這個問題的相

關線索，「我們之外，還有更多更大的波紋，時空原是這般無邊無際。」（《傾國
怨伶》 4

伶》 5

7 :

:

:

p93 ）﹔「這是在我們這個轉輪之外的異動．．．自然失去平衡了」（《傾國怨

p34-35 ）：「天地異變，神祇的消失一宇宙向心力量分解之故」（《火王》

p41 ）：「這個世界本來就是虛構，只是尚軒這個宇宙神祇的想像世界，隨時都

有異變的可能性。」（《火王》 7

: p140 ）從上述引文可整理成以下三個要點：第

一、我們所處的世界之外，還有更大之無邊無際的時空，我們的世界並不是唯一，
只是宇宙的部分而已，在這浩瀚宇宙，彼此間如波紋般的相互影響，故當整個宇宙

向心力分解時，我們的世界也會連帶起變動。第二、另一個造成變異的原因，世界
的最初形成，來自造物神（尚軒）的想像，故世界的本質是虛構，然虛構想像卻創

造了實相世界的成型，一切如此逼真到創造了所謂我們這個世界的真實，意念轉動
形成各種的可能，當然也包括隨時產生的變異。總結上述要點，造成世界異動，可

簡歸如下要素，一、來自於外力的影響﹔二、由於本身的關係。而這之中說明著部
分會作用到全體，而全體也會影響到部分，部分與全體是息息相關，每個因子都很

重要，既使是虛相的動念，都會既將影響整體，因為每個實相的形成是從意念的轉
動開始。

天地歪斜 ， 自然失去平衡 ，由水 神農畫睜開 始， 神祇逐 一 在劇變 中消失，第二
個接著消失的是澤神，第三個是火神，第四個雷神，第五個是風神 ，最後只剩山神
及造物神保有原 本形式，由他們來代替其他神支撐整個天地。這些神祇雖可事先感
1 關於宇宙創生之原初時刻所具有的重要性，可見於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 ）著，楊素蛾譯，〈聖與俗
的本質〉’（台北 ，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2000），頁 l 15 - 1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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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到自然統合力量就要瓦解，然面對這樣的狀況卻無能為力，只能眼睜睜面對自己

的既將消逝。當改變的力量，來自於世界之外，而那樣的外力強過於本身的穩定力
時，就會連帶使自身受到波及，造成變易與消逝。

然值得探索的是，為什麼司水的女神最先消失？把這個問題對照於眾神的特
質來看，水的特性相較於他者，能瞬間看透對方本質，並順應各種的狀況，在順應

中成全各種異變的發生。 2 在遠古的創世，當其他神皆不具有性別上的二分（陰／

陽、女／男）

' 3 唯有擅淨為女神身份。這就水的特質來看，水能順成變化，當世

界從無到有，一到多的不斷分化，由神而為各元素而為四方眾生，這內化蓄積的發

展趨力，凡俗的眾生物，多有公／母、男／女、雌／雄、陰／陽的分別，水神呼應
既將發展的趨勢，是所有神中最先相應地具有俗世的身體。當遠古的天地異變，水
神順應這樣的變化而消失，接著與她有關都屬水的澤神、及力量互相制衡的火神、

與愛上她的雷神，與想跟隨火的風神，一個牽動一個，異變的力量造成眾神在遠
古的隱退。而其後故事的發展，命運的轉輪以水神壇掙的覺醒為中心，而如此的蘊

義，是否說明扣住水的特質，在變逆即將發生，從順成中探尋每個變異的適應i生，
來成就所有新的可能。

消失的就消失了嗎？若探究其竟，其實並非如此，就故事的呈現，所謂「消
失」，可以思索的是，消失是消失到什麼程度？在遠古的宇宙之初，災變發生了，
「尚軒不願讓這世界停止呼吸，為了維持天地平衡，利用靈氣的聚合體一龍，作為

擎天之柱，並且將各人的意識溶入其中，接著七鏡使藉由此形成了，說七鏡是代替
支撐天地，亦不為過。」（《傾國怨伶》 5

:

p36）面對這樣的狀況，造物主尚軒以鑄

鏡來保有各神祇的神識。這里顯露出所謂「消失」，外在形質如身體，在異變中可
能會消失，然而內在神識，卻可以透過其他方式來保有。神識於各種有形之實體，

實體雖會因巨變而亡嫂，然那本質的元靈卻可能借用另個實體之保存，使力量攏聚
而不致潰散了。

接著進一步要探間的是，對於神識所依附的形體，什麼是所處當刻，所選擇

最適合的身體（實體）形式？當天地異變，收擬神識的方式用鏡子來保存，而為什
麼選擇用鏡子？而不是其他實體物。大自然元素各有其獨特之質，而何以能與另外
2 道家中不管老子或莊子，都常喜用「水」來形容其思想精義，強調柔順的重要性，剛強易碎，唯柔和能順應
萬變。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故幾於道。」（第八章）老子提到水善民幫助萬物，而不與

萬物相爭。另又如莊子〈德充符〉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天道篇〉：「水靜則
明」、〈刻意〉﹒

「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老、莊同時指出水具柔順、不爭、 善利萬物、清明、平

靜的特質。而這些特質對之於漫畫，正可說明了水蕃於容受順成各種形勢的發展。
3 在漫畫故事描述遠古那一段，就人物造型上，雖然外形看起來多具有性別徵象，如風神較傾向像女神，火

神、雷神．．．則傾向像男神 ， 但在文字的說明時 ， 作者有清楚表述就遠古的這些神祇只有造孽具有性別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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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他者完全相容，鏡子本身即提供了這樣的功能，可以完整的把萬物收攝於其中，
在相互照見的瞬間，即具有如此之神效了。而鏡子的功能即是水神壇淨所具有之特
質，其能成全支應各種受造物，擅淨是第一個消失的神氓，其最能因應成全時變，
造物神俏軒運用真有其特質之物來保存擅淨之神識，並也接著保存陸續消失的神
祇。所以在故事中他一再強調，命運的轉輪以鐘玉爭為中心，因為她可以成全各種生
命的形式，而成全各種生命形式所其有的重要意義，就如漫畫所說：「宇宙最大的

界限就是『生命 』

！」（《火王》 10

: p22 ）生命連結有形與無形，是使一切發揮更

大功效的運作基點，所以不是時空的無邊無際，蘊釀著很多的可能，而是生命的意
欲性與能動性，創造了各種可能的實現。以下將針對主要人物的情節發展，討論承
遠古的創世，就不同時代背景延伸下有關命運的問題。

二、命運之途的開展
（一）各神祇的不同發展
自生命存在的那刻開始，每個存在物即有不同的命運發展，而什麼決定命運的

走向？一切的發生是隨機？或自己可作選擇？或一切被操控？本文將從主要人物，
就故事分從三段不同的時空，遠古創世一唐代一現代，而如何串起意欲有所延續的

開展，在各自發展的趨向中心軸，及相互影響的牽動網絡，如何鋪陳了彼此交織共
在的命運之途 。

整理各神祇在故事的不同發展：

﹝遠古創世﹞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唐代﹞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現代﹞
水神壇睜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廣玉公主李盈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詠倩

火神仲天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仲天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特萊斯

風神千謂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司徒奉劍

雷神臭2月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臭明
澤神優河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優河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珊諾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臭明

>×

漫畫在通識教育中之運用：解糊糊〈向國足的、以王〉漫畫中的身體蜍

。

山神帝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造物神尚軒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個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
註：「×」符號為崩解消失了

在這個圖表中列出了各神祇在不同時空背景下的命運發展，就水神壇淨、火

神仲天、風神千泊、與雷神吳明，皆在唐代與現代各有一次的轉世重生。山神帝昀

及造物神尚軒是唯在遠古異變中仍穩定存在，從遠古一直到現代，其名字也始終如
一 ，說明其神祇力量的持續，可來去不同的時空而不受限制，而其最後皆為成全他
者（山神為了造物神，造物神為了世界），使自己消亡損殼。另外澤神優河在唐代
仍承遠古的名字，其並不是以轉世重生而是直接切進唐朝，因其本身力量還不夠，
在元靈尚在調養休息之餘，就作了這樣的變動，故最後在身體受創，面臨即將崩解
亡殼的困境。
各個神祇的不同發展，從名字的變動可看出一些端倪，例如有些在不同轉世
就有不同的名字，有的始終都是同一個，有的或有相同及或有不同。名字相同的意

義，透露著雖置身於不同時代，然這之間有著較強的連續性關係﹔名字的更換，意

喻與過去作了某種的切斷而重新再開始。如臭明的名字一 直延續下來，名字像是在
召喚，有仍未了而想持續的因子作用著。如遠古撞睜一唐李盈一現代詠倩，不同時

空中都有新的名字，每段意喻都是一個新階段的開始。另如火神仲天，遠古與唐時

的名字相同，而到了現代卻換了不同之名字，名字相同說明其間的承接性，換了不
同名字像是要與過去作某種的分開割裂，其在唐代因所愛的奉劍死亡，使其發誓不
想再有任何重生的機會，故現代的特萊斯，是尚軒為其準備轉世的身體，然有了可

作用的身體，卻召不固其神識的投注，須幾經輾轉波折，才能使神與形相互整合。
在這些不同的發展過程，歷經不同的時空轉世或直接臨現，有些依稀有片斷的遠古

記憶，有些則完全遺忘，另有些是完全通透相連，關於名字／記憶／身體／命運，
在這些要素之間，名字召喚來記憶，名字變異記憶也中斷了，新名字新身體重新記

憶的開始，闢出了新的命運旅程。

（二）命運底的選揮
從上述各個神板的初起、發展、變異、輪迴、轉世、回歸、重 生（或亡攻）的整
個過程，鋪展出 每個的命運之途，那橫跨了不同時空，就同個本質 的各種發展，

。過識教育一博學期刊

什麼是所謂的命運？所謂命運是受到控制，或可以自己來掌握？

「當時間開始運

轉，轉輪也就跟著形成了，為了規律宇宙間不同時空的各個生命體，神祇使定下、
了『命運』作為準則．．．．．．，而命運的線有兩端，一端在神祇手中，另一端呢？」

（《火王》 5

: p38-p39 ）這段引文關於「命運」提出了「規律」與「線有兩端」這二

個要點 。 首先，就第一個要點來看，神祇定了所謂命運的準則，為了規律宇宙間不
同時空的生命體，自生命存在的那刻起，在時空中凝聚成意動的力量時，命運的轉

輪也就形成了。所謂規律的命運，呈現了每個存在物無關乎孰輕孰重，而各有自己
的命運發展之軸。雖然彼此間相互影響，個人的、周遭的、整體的、整體之外的，
錯綜複雜的層層交織，有時候幾乎錯綜複雜到辨不出自己的主要軌道，而雖其如

此，「規律」之意，透顯了命運底質里，每個存在物各有自己的命運發展 。 而就第
二個要點來看，命運的線有兩端，一端在神祇手中，這意指自己的命運軌道，那與
神的關連，每個存在物與神祇的相連處，可通向更廣大的宇宙，每個無限小者都有

通向無限大者的力量，當命運的一端在神祇手中，故而可牽起那根源的究竟處，而
另一端呢？其接著要如何發展？
世界初創時刻，各個元素和諧圓融地分而不分，雖各司其職又相容地整體運

作，然無法抗拒的變異發生，所轉出的另個異軌，就此拉出各自獨特的生命體驗。
不同的時空背景，各有不同的處境與心思，「冥冥之中會有無形的線牽連著每個同

伴，若在茫茫人海之中遇到轉生之後的同伴，即使彼此外貌已不同了，也依然會
有特殊情憬。」（《火玉》 9

:

p125 ）而冥冥之中無形的線始終牽連，使轉世時彼此

的身體雖不同，然本質特性的召引，仍會使之聚集，在那特殊情憬，或相慕相愛相

成，或相爭相制相殘 。 原本渾同一體的宇宙創世，當異動發生，神祇跟著改變，變
異造成舊階段的結束，開啟新階段的到來，在舊與新之間，變異是一座橋，連接著

此端與彼端，把那未了而有所遺憾的，在新的機會中重新展開。變異提供另個殊
軌，預示著那隨時伏出而無可憶測的各種可能，使未來充滿無限性，所以是好是

壞，是成是滅，在每個時時刻刻，那關鍵著要不要作選擇，及如何作選擇，而成之
所謂命運底最根本之事。

那關乎於命運底的選擇，命運是自己可以作安排的嗎？「雖然已注定．．．奉劍
是為這個轉輪而選出來的犧牲品．．．．．．’奉劍卻依然希望．．．．．．在那即將消逝的一刻，

你能陪在身邊 ！」（《火玉》 7

: p31 ）、「仲天！你太強了！因你夠 強 ，所以你能忍

受自己是犧牲 品這個事實吧？你夠強！強到可以犧牲！」、（《火王 》 11

「你和李盈， 只是為了讓墟淨覺醒的一步棋罷了！」（《傾國怨伶》 5

:

p128 ）、

: pl 7 ）在上述

不同的引文中 ，提到有關「犧牲品」、「棋子」．．．．．．等詞彙，這指 出 自己的命運像

被安排了，淪為成就他者的工具。例如奉劍認為其成了被設下陷阱的犧牲品﹔又例

漫畫在過識教育中之運用：解言盼倆個國泛的、以王〉漫畫中的身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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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仲天一直記得帝昀告訴他的話，認為其只是在配合讓撞淨覺醒的陪襯品罷了﹔而

詠情也想著每個人都透過她在關注擅暉，但她並不是擅淨，她就只是她而已。而這

之中突顯的問題，犧牲、祭品、棋子．．．．．．等，我淪為成就別人或是自己未來時刻的
犧牲品了 。

在文本所舉各種例子的分析中，在某些時刻也許很清楚知道自己的處境，對於
所深陷的困境感到悲歎，然若不把每個時刻作單獨切割，而能整體連貫，將可發現
其中的蘊意 。 所謂的通體連貫，那包括不同時空，就同個我在不同狀態的發展，雖

各有不同程度的龐雜紛歧，然這些紛雜卻是傾向某個中心軸在發展的 。 在那個中心
軸，承載著每個時刻所作的選擇，故既使龐雜紛歧有所謂命中注定而無法閃躲，然

內在底質里卻有自己所作選擇而共同譜寫的中心軸在發展 。 例如奉劍車前雖可預知
危險，然卻無能避免仍掉進陷阱，而所謂的陷阱，在曲曲折折的幾經磨難後，卻成

就使其一償自遠古以來的心願 。 如仲天對自身擁有強大力 量 ，卻會帶來巨大傷害，

而自苦不 已時，在幾經不同輪迴的體驗，也終於暸解如何更有效的開發及運用本身

的力畫。又如詠倩從原本平凡中，接通起自己原有的神性後，而開拓了自身的無限
可能。就這些角色在不同時空的整體連貫來看，命定也許註定某些狀況必然會發

生，然如何填充其內容卻是自己每個時刻選擇時所定現的。

變異製造了機會，或自己可選擇，或無法抗拒，每個不同故事的背後，似乎
說著同樣一件事，在新的變異中，只要沒有放棄就可以重新開始 。 對於命運可把握

的，就如書內所提「命運是個大轉輪，無論它去得多遠，行得多久，終究會回到原
點的，且不論它對何奔走，如何運轉，實際上，卻是操縱在我們手中。」（《傾國

怨伶》 4

:

p92）只要轉輪不停，雖會行得遠了，行得久了，但我們仍可在這之間作

著自己的選擇，此就如仲天的體悟，「雖然我擁有強大的力量，但我不是祭品！我

只為自己的信念而活！並非．．．．．．我無法為別人而生，或者為別人而死，對果．．．我愛

上了某人，或者．．．．．．我愛上了這個世界．．．．．．，我則可以奉上自己的生命！」（《火

玉 》 13 : p5 。”p51 ）別人的祭品、棋子、犧牲品，到後來也許會發現這些都不重要
了，是或不是都無所謂，因為最重要的，那命運的中心軸由自己決定，在那究竟
處，當串起所有連結，是可以找到成就自己的方式。
總括來看，那不同的命運過程， 包涵 了各種多 元 的發展，因時因地因不同特
質，變動帶出 了 各式不同的狀況，有的始終維持神被身份，有的一直在沈睡，有的

經過輪迴從神祇轉成人身。而不管作多大的改變，就彼此之間，同伴 的感情，那本
質特性的吸引， 常是超越性別，並跨越時空。有時或因境遇不同，雖漸行漸遠，然

彼此命運一直相互影響。當具體化的身體，串起了更多的連接，身體的感官，內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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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找到自己的神識，及元靈的特質，由此來探知那內心的渴盼，如何在一次又一次
的異動中成了現今的模樣。以下將以身體為關鍵，就過去、現在、與未來的不同景

象交接中，所有因素在什麼狀況下開啟新的連結與開創了。

三、輪迴生命中的自我突破
這二部漫畫，關於「身體」意涵，有著豐富的呈現。以身體為軸心，就「我」
之存在於不同輪迴，所延伸時空的相關問題，是本節所要處理的重心。在自己的命
運之途，經時間的輪轉，此承同個我之本源在不同時空的各自發生，每一段都是

無法抹滅及無可取代，漫畫把不同段的我以具像化方式同時提顯，那突顯「同」
中之「不同」的差異。然這樣的同時俱現，到底哪個「我」是時空點的唯一，哪個

「我」才是最重要？就命運軸中「我」之存在，如何突破時空限制而串起所有連
繫？本節將承上段以命運為主題的討論，就每個生命各有主線又彼此關連的發展，
接著探討身體如何在輪迴中突破與連接，而就身體所關連的時空，會因怎麼的突破

與連接，而呈現如何不同的狀貌。

（一）身體的時空跨度
生命的存在就宇宙初起，當意向性的動力凝聚集成，那意欲要有所作用的表

現，形成了各自命運軸的發展。在不同的輪迴階段，那本質襄同樣的我，置入不同
的時空背景，所轉出因時因地的個個殊異。每個與本源之間，那相同又各自不同的
分別，時空安置了同個我的不同樣態，每個我的存在都有與之對應的時空來承接，

我活在時間空間里，在一定時空中存在、作用及發展。對於時間的法則及空間的定
位，在某個當時某個當場，身體作為標記著我的出現，一切的發生在時空軸依序進
展。而什麼樣狀況，時空會失序般交疊重合？於是某個時間的我與另個時間的我撞

疊在一起了，那如何可能呢？為什麼會如此發生？
在《傾國怨伶》一開始，主角夢中人物，以一頁只有一個圖框，作為整個故

事的開場，就畫框內的文字說明：「曾幾何時一，我的夢中開始有一位少女不時地
出現！她身著華美的古服，高雅而美麗，與她常是抑鬱的神情成了對比。」此段中

提到了「夢」與 「古服」之關鍵字眼，從「夢」這個詞彙，可釐析 出 「我」一在作

夢之人，與「她 」一夢境中出現的人物﹔從「古服」這個詞彙，可釐析出「古」與
「令」二個不同 朝代。「我」一作夢的人處於現在這個時空，而「她 」夢境出現的

人物處於古代。

「夢」連結著「我」與「她」’「今」與「古」﹔而可此裹區分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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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她」二個不同個體的敘述立場及時代性。且隨著故事情節的發展，當夢

中人物竟活生生出現在現實，其不是以幽靈鬼魅，而是以實體的人身出現，那不同
時空的跨度，時空脫軌於序列之外，作了突破的重合，而何以會如此呢？

「為什麼一直夢見她呢？自小．．．在我的夢中就一直有她的身影！對她，我有一
股難以言喻的熟悉！」（《傾國怨伶》 1

: p39)

「一個一仟多年前的絕世公主，和我有何關聯？她和那滿池的青蓮，為何反

反覆覆的出現在我夢中？要到何時，我才能逃離她的束縛，還有剛剛的夢，．．．從那
種角度看來，似乎是從窗外望進來的，．．．而且是我自己看著屋裡的自己，好奇怪

啊！」（《傾國怨伶》 1

: p40)

「夢見自己看著窗內的自己，醒來時，發現在窗外注視自己的，卻是廣玉公

主．．．」（《傾國怨伶》 1

: plOO)

「我又為什麼不停的流著淚？我雖然是廣玉公主的轉生，可是．．．對於前世，我
一點記憶也沒有呀！」（《傾國怨伶》 2

: pll)

「我真不明白！既然我是她的轉生，為什麼她會追殺我呢？」（《傾國怨伶》

2 :

pl6 ）「啊！為什麼？那種感覺．．．好恨！好恨！好恨！一些奇怪的景象，混亂

而無邊際的傳入我的腦裡．．．，好強的怨氣！我真的要命喪在自己前世手中嗎？」

（《傾國怨伶》》 2 : pl 7-pl8)
「無論妳躲在哪裳，她總會找到妳，妳要有心裡準備！遲早要面對它，承受

它，這是脫了軌的命運。」（《傾國怨伶》 1

: p94)

「詠倩！妳和李盈是前世今生，但對時間及命運而言，只能有一個被選擇而留

下！」（《傾國怨伶》 5

: pl6)

從上述引文中可整理出三個重點， 1. 那個「她」與自己都是同個我，二者是前

世與今生的關係 ﹔ 2. 前世的我要追殺今世的我﹔ 3. 只能有一個可留下 。故事從一個
夢開始，夢是現實過渡到超現實的一個度口，夢把已過去的前世記憶 ，片斷破碎的

傳送到今世，雖然前世與今世斷裂，記憶無法相連續，而透過夢使此時與彼時相連
了起來，感受也是直接相通，使得「她」與「我」形體雖有異，心卻互相接通。那
白小夢中即熟悉的人影，當景象越來越逼真，而從夢里跨越到現實， 這個跨度很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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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的以「身體」作為連接，在考古探查唐公主墓陵，由開棺使封葬的身體外露，那
沒有腐朽的身體，唐時的身體在現代的時空暴露，透過身體這二個時段重合了，使

得夢境的人物跨越來到現代。這是我在召喚著過去？或過去的她意欲要來到這里？
那區分出「她」與「我」，雖是同個我，但處於不同時空而有各自的意向性 。 當意
念的動力越來越強，強到為 了抗拒命運而甦醒，強到要作脫軌的跨越，強到要以吞

滅來追殺另一方，恨意的爆發，突破了時空的局限，因為不干就此消失了。前世記

憶隨之越來越多地浮現，然無法拼湊出的完整，使得現世的我，不瞭解曾發生什麼
事，為什麼要被過去所追殺，而在一切還未被瞭解前，弔詭的是感受總能相通，把
點點滴滴逐漸串連。那承載著過去，而於眼前既將覺醒的力量，身體在徹上徹下通

透之際，當過去要與現在相爭，到底哪一個該退位？因為時空的任一點，只能容納

一個真體之身。當脫軌的意外把危險逼臨到眼前，都是同個自己啊！然無法全然安
置時，發生了我之不同區段間彼此的相爭，這是自己命運底終須解決的事，故逃也

無處可逃，自己終究會被自己找到，而如何重整與突破困局呢？
火神仲天則是另一種的情況，仲天與特萊斯，就如李盈與詠倩，都是前世今
生的關係。前世的李盈不干於消失而想跨越到今世﹔而前世的仲天則希望永遠的消
失而不願再有重生，同樣透過夢，讓過去與現在有 了 連接。《火王》故事也是從夢
開始，在特萊斯的夢里，常出現一些與現世完 全 不同的影像，他無法理解何以會如

此，夢中總圍繞同一個人物，日覆一日地，夢中的少年漸漸長大成人 。 特萊斯為美
藉的中荷混血兒，他在紐約出生、長大，卻清楚知道其實心里一直不屬於這里，而
為什麼會如此？那究竟要尋找什麼？隱隱約約似乎與夢有某種關聯 。 就《傾國怨

伶》與《火王》對夢境的相關描寫作比較，此間最大的差異，特萊斯的夢境只是客
觀傳述，而不像詠情可直接與夢境人物心靈會通。從後續的故事發展可知，詠倩夢

境的人物就是前世的 自 己，而特萊斯夢境的人物則是其唐時的生活經驗中曾關懷的
一個對象。所以一是不同時段的自己，故總能心靈相通﹔另一則是前世經驗曾關切

的對象，故呈現著客觀轉錄當時 。 夢境是另個心靈的視野，那不受意識的控制與主

導，在幽邊的深層里，藏有斷裂與接續的秘密， 4 特萊斯的前生在唐時遭受巨創而

4 對於夢的重要性，榮格提出相當精間之論點 。 榮格提到我們意識不到的東西，卻經常被j蓄意識所感知，再透

過夢來傳遞訊息 。夢的象徵大多是心靈的表1毀 ， 而心靈是超然於意識心智的控制之外的。 當人類擴展了憲
議，他的意識心智也跟著某些心靈能量失去了接觸，甚至使它渾然不知有那原初心靈的存在 。 還好，我們所
稱的潛意識，保留 了累積在原初心靈中的原始特徵，而夢的象徽經常就是在指涉這些原始特f獸 。 夢的象徵

是心靈能量的顯現 ，正是這種心靈能量，使得夢的象徵有了鮮活的重要性。夢的主題有些常不是周遭生活中
得來，而更關聯於內向底的潛意為層，夢並沒有欺騙人的意圖，而是盡最大能力來表達某種東西，生命的這

些形式並沒有欺騙我們的意圈 。 Carl G. Jung主編，龔卓軍譯，〈人及其象徵

榮格思想精擎的總結〉’（台

北 ： 文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999 ），頁 1-110 °及榮格（C.G. Jung) （榮格自傅：回憶﹒夢 ﹒ 省思〉’（台北：
張老師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997 ），頁215-2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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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不想轉世，而命運的轉動卻比其意想到的有更多的發展，轉世的身體已然開始

運作，而以身體作軸心的牽引聚合，把身／心、過去／現在、創傷／療癒、絕滅／
希望，這之間的斷裂尋找新的發展，而這如何有突破的可能呢？

（二）突破與連接
關於「突破累的，伊利亞德在《聖與俗一宗教的本質》里提到：
l 、空間並非同質性，空間的某些部分與其他部分是不同的，作用於空間中的「突
破點」，使世界得以被建構，因為這「突破點」，顯示出所有未來定向的「定

點」（the fixed point) 與「中心軸」（central axis ），而得以真實的意識來生活。
2 、這個突破點開啟了宇宙不同層面之間的聯繫，而且使一種存在模式在本體上進

入另一種存在模式的通道成為可能。
3 、我們的世界圍繞在這宇宙軸向外展間，因而此軸位於「正中央」，它是世界的
中心。神聖的介入，使得「世界的建立」成為可能，神聖者在這空間中，顯示

自己，真實地將自己揭露，使得這世界得以進入存在。 5
把伊利亞德關於「突破點」的說法，對照於漫畫情節來觀察，進入文本的分
析，要提間的是，什麼時間、什麼空間，什麼樣的狀況發生，那非於 平 常的同質
性，而這樣的突破發生時，顯出了有何對未來的定向 i‘生，而開啟哪些不同層面的聯
繫，使有了不同於以往的什麼深刻體會。突破如何發生而使身體作了時空的跨度，
以下將把身體納於時間與空間這二個要點中作討論 。

l 、就時間點的分析：
(1 ）接近死亡：
當李盈拾住詠倩的脖子時，有一些奇怪的景象及某種心理的感受，這時混亂地

傳了進來。（ 《傾國怨伶》 2

: pl7)

詠倩受到別人的攻擊，就在她受傷暈厥過去時，主畫璋的元靈從她身上具現而

出。（《火王》 3 : pl46)
特萊斯被商 業競爭對手綁架，並注射足以使人致命的毒品，後來 又被人開了一

5 有關伊利亞德在〈聖與俗﹒宗教的本質〉里提到所謂「突破點」，可見於伊利亞德（ Mirce a Eliade）薯，楊素

蛾譯，〈聖與俗：宗教的本質〉’（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2000 ），頁71-1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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槍，身體瀕臨死亡之際，畫面接著跳到另個異次元的空間，其元靈獨自在那兒不想

被人打擾。（《火玉》 4: p29）身體與元神分別處在二個不同的空間，元神不願意回
到身體處，不顧意參與輪迴的轉世。
奉劍傷口急速惡化時，她的身體躺在床上，另個身體卻置於不同空間，她疑惑
周圍為何如此幽深淒黑，這是內心的世界，亦或是來到夢境，在那兒她看到了遙遠

的未來既將發生的景象。（《火玉》 5

: p128-135)

在上述例子，同樣敘述瀕臨死亡，或（前世）自己想殺死（現在）自己，或被別人
殺害的危亡之際，或自己生病的緊急時刻，當「死亡」把人逼到無路可退轉，在那
危急存亡的當刻，就在那生死的瞬間，詠倩在那時有關前世的記憶與感受一湧而

上﹔而奉劍身體的另個靈視在那時看到了自己的未來﹔或在另個狀況里，特萊斯與
詠倩的元神都在這樣的狀況下現身了。
(2）夢境之中：
遠古的仲天有一次作了奇怪的夢，「我看見自己站在一個奇怪的頂塔，看著另

一個夢．．．」。那個夢衷出現的畫面，現代的特萊斯站在高樓大廈的房間落地窗旁，

感受到曾經在唐時悲傷的經歷。（《火玉》 10

: p8 l-p86)

在這個很特別的夢中，出現了三段的時空：遠古、唐、及現代﹔及三個不同裝
扮的人：遠古神板的造型、唐西域人頂上包著頭巾及穿著長袍的造型、及現代中荷

混血兒襯衫西褲的造型。作夢的人在夢中進入另一個作夢的人的夢中，透過了夢同
時整合三段不同經歷的情境，這同時的俱現，把三個人以夢串連為一體，同時體驗
每段像幻象般，卻又如此真實令人酸澀的刻骨銘心。
在《夢的智慧》這本書中提到：

夢有能力告訴我們某些很受用的事，它會使用最讓人詭異的語言一用形象，夢
的語言是形象，而非語文。．．．夢經常會以形象發出警告，提醒我們的意識生活缺了

什麼、又需要什麼，籍以求取平衡。 6
《傾國怨伶》與《火王》都擅於運用夢作為現實生活的提點，並發揮夢境語言
為形象而非語 文 的方式，將夢境內容圖象化，於是實景與虛景具像化的穿插呈現，

把那意識到的表層及潛藏的深層，全向地以圖像化方式展演了出來。

6 Stephen Segaller , Merrill

Berger響，聽卓軍、曾廣志、沈台訓譯，〈夢的智慧〉’（台北 ﹒立緒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2000）＇頁 100- 1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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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就空間點的分析：
漫畫所提到的各種空間，並不單純只就那看得見的，空間中容納不同物件的這

個意義而已，而是內部充滿各式看不見，卻正作用著的力量，如以下引文所述：
「這是什麼地方？好奇怪的感覺！那麼寧靜詳和．．．」（《傾國怨伶》

p48 ）、「這空氣的流動真奇怪！有人在阻止我的前進？為什麼？」

2:

「好強

大的怨氣！像潰決的洪水，無邊無際的散開．．．竟能與森林中的邪靈互相
呼應！」

「日落了！取而代之的，將是黑暗的力量！」（《傾國怨伶》 1

:

p121-p124)
空間里充滿各式交互的作用力，人的力量、神的力量、邪靈的力量、光明的
力 量 、黑暗的力量、天地運轉的力量．．．．．．等，各種力量彼此相容或相爭 。 生命存在

於身體之小空間與外部之大空間，空間既可承載著物體，形成某種區隔的疆界，而
分出個個的獨特性。然空間也同時開放，既是有形也是無形，各種作用力互相制衡

較勁，空間是活生生的能量場域。以下將就漫畫所提到的各種空間，作進一步的分
析說明。
(1 ）幻境
整座大樓都在幻境之中，尚軒在空間中特別區隔出某個場域來加以保護。

（《傾國怨伶》 2

: p45)

李盈在幻境的另一端，在她心中或許還有個莫名的憧憬，．．．，她能從內心的幻

境中找回自己嗎？（《傾國怨伶》 2

:

p48 ）幻境另一端接通的是自己記憶中的風景，

幻境把時光倒轉了，那遙遠的從前，一下子在眼前展間，就在她重新踏回過往的那

個瞬間，眼淚不可抑止地流了下來，她像忘了所有的愁恨，惦念地喊著父皇、母

后、還有大家．．．。（《傾國怨伶》 2

: p50)

詠倩深陷在水之幻境中，「咦？這水．．．難道是幻覺！？我．．．究竟在哪襄呢？」

﹛旁邊敘述的文字襄有嘩啦嘩啦流水的狀聲詞﹜，當越來越往下沈，廣玉公主即時拉
住了她。（《傾國怨伶》 4

: p55-p58)· ..回到現在的這個時空下，爵文還問她怎麼突

然地出現在這里， 且全身是濕淋淋的 ？ （《傾國怨伶》 4

: p107-p108)

上述這幾個例子，幻境是目前所處的時空下，關出同時存在的另 個空間﹔或幻
境是自己的記憶海淵，有曾經發生的點點滴滴﹔或幻境像媒質般，可藉由此通向其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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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時空。就第一個例子，在向軒所設的幻境，像是在空間中佈了無形的網域，使得

網域內相關的人事物受到保護。就第二個例子，李盈進入自己記憶海淵的幻境，在
重新面對舊日景象，在那瞬間她哭了，她體悟到自己的恨深是因為背後蘊含的愛更
深的緣故，而從幻境中的重新經歷，使她找到被愁恨填滿前的深切期盼 。 就第 三個
例子，詠倩在幻境中進入自己本源特質之水境，而看到並瞭解更多自己的前世歷程 。

(2）異次元空間：
詠倩來到沒有時間空間定限的場域，拿著尚軒曾給她的光輪，企盼召引尚軒的

到來，美胡也正在尋找尚軒，因著光環的力量，美羽先發現了詠倩在此。在這個時
空中，詠倩做了她一直想做的事，她用美羽保留廣玉公主的耳環，使消失的廣玉公

主聚凝成形，在美羽能越記得起來時，她的形體也就能越鮮明，當美羽想起了與她
共處的所有時光，在那個瞬間，時空作了大逆轉，美羽回到唐朝廣玉公主身邊，所

有事件跟著改寫了，他及廣玉公主並沒有被害死，他只是受到重傷，一切像作了場

夢，讓曾發生過的真實改在夢里發生，他正從作了一個很長很悲傷的夢襄醒過來，
而美明與廣玉公主在最後也有了美好的結局。而在這個異次元空間中，詠倩仍獨自
留在這衷等待尚軒的到來，尚軒最後是來了，並與她作崩解前的道別，在轉身離去
時，那喚不田的景象，就在詠倩哭喊的剎那，所在時空又轉回到現代 。 （《火王》

12 : pl 兒， 175 ﹔《火王》 13 , p58-80)

藉物件作為召引物件主人的力量，弗雷澤在《金枝》提到的「交感巫術」
其中一項中說到，「物體一經互相接觸，在中斷實體接觸後還會繼續遠距離的互相

作用。」 7 所以，光輪及耳環發揮了這樣的作用，光環曾是尚軒所佩帶、耳環曾是
廣玉公主所佩帶，物體一接觸過，它們就與原主人間保留某種聯繫，既使彼此中斷
了，仍有著遠距離的相互作用，詠倩拿這些東西作為召喚，希望能召引原物的持有

人到來 。
所謂的異次元空間，在這里呈現時間空間沒有定限，並可以通向各個時空，
詠情從現代的時空進入，臭明可以從這襄轉進唐代時空，李盈可以從死掉的空間再
凝其成形重現， 尚軒從這 里通向宇宙更深處的神祇崩解盡頭。在這里 ，時間、空間
全向地開放， 而 可通向所有定限的時空，使部分可以通向整全，使 召 引可以湧入緊

7 弗雷﹔罩在〈室主枝〉 里所提到的「交感巫術」，他分析了巫術賴以建立的思想原則，可歸結為二點： 1 「同類

相笙」或果必有因 ： 2. 「物體一經E相接觸，在中斷實體接燭後還會繼續遠距離的互相 作用 。 」前者可稱之
為「相似律」﹒ 後者可稱作「接觸律 J 或「觸染律」。弗雷澤（
宗教之研究〉’（台北 ： 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991 ），頁21 。

J. G.

Frazer）著，汪培墓譯 ﹒〈金枝 ： 巫術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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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使心生的盼望可以有機會逆轉而重新發生，使人、神、與死去的幽魂得以會
通。在這個時間與空間的無止盡處，那是無限的敞開與包容了各式的可能。

3. 故事里所呈現的時空觀
就時間而言，在我們已知對時間的掌握，時間是序列地發展：過去一現在一未
來。在這樣的序列時間觀中，也可以適用推論到輪迴的各個區段嗎？是有了前世，

才接著有現世，以及有來世嗎？這二部漫畫所呈現的時間觀，如果現世里就可以看
到已發生的未來，以及在當刻就可接連到過去，那是否意謂時間並不只有序列發展

的這一種，不是一個過去了，才能接下個再開始﹔而是有可能同時正在發生，所以
才能相互看見彼此，並也相互牽動彼此。在不同的時空場域，從自己分出的不同發

展，我不是只有一個，而是有很多分身，我與眾多的分身是既獨立又相連的關係，
某個當時當刻，冥冥中的相互感應，把一切接續相通，全部同時發生，而又相互影

響。總結來看，故事里呈現的時間觀，除了我們所知的序列行進的時間外，又另有
不同的時間向度在同時進行，時間在發展著自己，不同的時間軸中相互影響著彼此。

就空間而言，漫畫所呈現的空間觀，並不只是我們平常所熟知，某一物件處
於三維空間下的固定時間點的空間觀而已，另外還包括如水之場域的空間、記憶場
域的空間、神祇所在的空間．．．。這些空間彼此可互相轉置，每個空間並不是固定而
封閉，那可能是某個固定時間點的空間，或可能是沒有時空定限的無邊無際。空間
中另有空間，景中另有其景，各種景象同時並在，彼此包容且相互接通，有時理性

還不能思及，身體的感通已適時相應，在仍莫明奇妙之際，人巳置身於其中了，臨
現到某個現場。身體也是一個空間，空間與空間之間，總能適時的相互感應。漫畫
里呈現的空間觀，所謂空間的「空」並不是什麼都沒有，或單指某一範園區域，而
是其中有著各種存在作用力的能量場，當能量的蓄積越來越強，力量的蓄勢待發，

可以越出形體的邊界，作各種空間里的跨度，於是人、神、邪靈、大自然的各種存

在彼此互相作用，空間的相互開通，身體使空間有了實在感，藉著身體的交流於其
中，各種不同狀態的空間有了互動的可能。

漫畫所呈現的時空觀，就如同《靈魂永生一賽斯書》書中所提到 ：

你如此貫注於你的角色，如此被你所創造的實相激起興趣，如此被你的特
定角色的問 題、挑戰、希望與憂傷所述，．．．但同時還有其他的戲 在上演，

。過識教育博學期刊

在其中你也有角色要演 。 這些戲各有其背景及道具，而且在不同時期發

生。一個也許叫作『十二世紀的生活』’一個也許叫作『十八世紀的生
活』，或『在紀元前五世紀』，或『在紀元三千年』。你同樣也創造了這
些戲劇，而且在其中扮演角色。這些背景也代表了你的環境，環繞著你的
整體人格的環境 。 但是，我說的是參與這個時代戲的那個部分的你﹔而你
整體人格的那特定部分是如此地沉浸浸於這場戲中，竟不知覺你還同時在

演其他的戲 。 你不了解你自己的多次元實相﹔因此當我告訴你你在同時過
著許多不同生活時，彷彿是很奇怪或不可思議 。 你很難想像同時身處兩個

地方，更別說同時身處兩個或更多個不同時代或世紀裡。

在這一段中，賽斯提到人有多種的狀態，分處在各個不同時空，開展出不同的
生活戲碼，戲是同時在演，戲本身會喚醒潛藏在每個演員之內的能力，時空不是一

個接一個地單線行進，而是所有同時發生，每個會受到所參與的各種不同之戲的影
響，這之間有即刻溝通與即刻的回饋系統。 8
總結而言，漫畫里對生命的討論，那展延開來的歷程，所謂的「我」並不是

只就現世的這個時空來談，而是上溯自宇宙創世、輪迴轉世，及未來時代的開展。
那面對自己時，當每段都有自己的主體性，而如何妥當安置每個同中又不同之差

異？當過去時空的我跑來跟現在時空的我相爭，或當過去時空的我要作切斷，不想
再有任何未來，每段里都是個重新的開始，都各有不同的故事發生 。 所謂的突破

點，當彼此使彼此相互的照見 了 ，我見到了不同區段的我，而這也使得我之所在的
時空，也連帶有了突破性的接軌與互通 。 時間不再只是依序進行，而是有 了 跳躍性
的接繫，使不同時刻共同俱現了﹔空間也不再只是實象之景，而可能通向自己記憶

之景，或神祇的所在之處 。 時空仿如有了生命般，也在開顯著其他的可能形式 。 而
這之間的切換轉置，不是依憑著某種規矩或法則，而是或受傷、或瀕臨死亡、或作
夢、或心之想望．．．．．． 等 ，當生命更能傾聽到自己內在聲音時，突破就在這時發生
了 。 在那個特別的時刻，輪迴中轉世的不同身體，與內在本質的元靈，可以彼此瞭

解與對話，人可以找到與神會通的可能，並在探發自己更多的特性時，會出現改變現
況的契機 。

8 Jane Roberts薯， 王季慶譚，〈靈魂永生：賽斯書〉’（台北：方智出版社， 1995 ），頁77 。
對於人是否在不 罔 空簡處，另有分身之說，台大校長李個浮在參加第九屆吳健雄科學營 時，也談到相關的
看法，李個j爹說：

「宇宙中僅有四%正常物質（如原子、分子及各種場），另外九六% 的宇宙物質或能量，

現在的科學都不能理解。他認為，對於宇宙，科學家仍是「以管窺天」﹒暸解太少。

李爾j學表示，原子

有分身，同一時間能在不同地方出現﹔人也是由原子組成，當然也可能有分身。」中國 時報.

2006.08 .16.

參考網址 ： http://n 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newslist/newslist-contenν0,3546,110501+1 日0060816α）（）20,00 .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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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世界的開展
（一）覺醒的意義
什麼是覺醒？為何要覺醒？覺醒的力量會有如何的改變？
例如，關於詠情－

1 、在銅鏡前的位置，二個不同的時空（唐與現代）同時發展著，一群古代宮女

從詠倩身上穿越而過（《傾國怨伶》 3

:

p36-p38 ）﹔而她也跟著走進唐時，就在廣玉

公主看著水中倒影時出現，廣玉公主嚇了一跳，想著「那個女弦是誰？為什麼在我
看著水中的幻影時出現？」（《傾國怨伶》 3

:

p46-p48 ） 。

詠倩進入自己的前世，再次經歷唐時發生的一切﹔接著之後畫面轉到詠倩深陷

於水中，「咦？這水．．．難道是幻覺！？我．．．究竟在哪衷呢？」﹛旁邊敘述的文字衷
有嘩啦嘩啦流水的狀聲詞﹜’當越來越往下沈，廣玉公主把詠倩拉住而不再往下沈

去。（《傾國怨伶》 4:

p55-p70)

而離開了水之境，她被帝昀召到另個時空，這時畫面跳到了遠古，她看到了墟

淨最後消失前的時刻 。 （《傾國怨伶》 4

: p72-p97)

在這整個過程，詠倩從現代一進入到唐朝一又進入水之深淵

到了遠古

最後

回到現代。
2 、「不是錯覺，我混身上下都有力量的湧入感覺，一種非常熟悉的感覺包圍

著我的全身！」（《火王》 12

'

pl26）「這就是覺醒？不！不是！我明白地知道．．．我

並沒有變成娃淨，我還是詠倩！」（《火王》 12

'

p127 ）「娃淨覺醒真的失敗了．．．那

是因為她不願意覺醒，我也．．．我不再屬於壇掙了，也不屬於自己．．．已經收回了水鏡
裡『水』的力量，卻還沒有覺醒成壇淨．．．我還是我，還是詠倩，我已經明白，她

（李盈）．．．你眼前的這個人也不願意覺醒！」（《火王》 12

' pl64-p165)

例如，關於特萊斯一
畫面上特萊 斯抱著剛死去的珊諾傷心欲絕而悲痛地大聲狂叫，世界像是毀滅般

到處都有「轟！ 轟！轟！及隆隆！」的爆炸聲，整個大樓的巨大岩塊 紛紛地墜落。
造物神尚軒即時 的出現，告訴他要冷靜下來，並說著：「不要再害怕 自己強大的力

。 過言談教育一博學期刊
量！．．．讓已無法再轉世的千渴重生的人．．．就是你呀！」特萊斯：「我讓千涓重生．．．
怎麼可能？我的力量．．．只會傷害別人而已．．．只會．．．傷害我最心愛的人們．．．」

「強大

的力量有時雖然也會傷害到自己．．．但要保護別人或自己，卻也需要強大力量為後
盾，．．．只要你願意，強大的力量也能蛻變！轉化成保護和重生的力量．．．」圖面的
特萊斯閉著雙眼，整個頭髮如火般的飛揚起來，身體像是進入了正待運作的狀態。

（圖中有很多狀聲詞，出現三個「剎剎！」的聲音），旁邊文字說著：「火．．．這和先

前的毀滅之火不一樣．．．這是．．．療傷之火！重生之火．．．及生命之火．．．」

「總覺得．．．我

的心飄泊得很久了．．．在空虛的日子里．．．手中總想抓住點什麼．．．但卻一直不斷地失
落．．．」

「遠古時，我失去了我的同伴：唐時，我失去了奉劍．．．﹔而現在．．．我真的能

抓住什麼嗎？除了這一身，我一直想拋棄的強大力量之外，我還能擁有什麼嗎？」
「為了這不該存在的力量，我是不是連自己也一點一滴地失去了呢？」（《火玉》

13 : p34-p50)

......覺醒的特萊斯頭髮變得非常長，整個周圍充滿能量流動的「咻！

咻！」聲，他驚看眼前發生的這一切，而抱著的珊諾正待醒過來，「傷已經好了！

連我自己的傷也痊准了！」

「這就是全能的力量！？創造的力量？想保護重要的

人，竟使我．．．轉化了自己原本屬於破壞性的能力．．．我成為了新的世界之神！？」

（《火王》 13 : p56-p57)

在上述所舉的例子中，所謂覺醒的重大突破，就詠倩及特萊斯的狀況，都同

樣關連從創世、至輪迴間，及現在，就每個「我」在不同時代的發展，須連起所
有後，才會發現命運中曾有的困結，那一世一世間如何的牽連影響，自己在懼怕
什麼，真正又期待什麼，以及如何能把握自己的特性，善加運用或開發。而何謂真
正「覺醒」？其很特別把覺醒關連著整個命運輸迴，並拉到創世的源頭上探討。而

就原初時刻所具有的重要意義，此如伊利亞德所說，「透過回歸最初時間，在那個

神聖領域里，參與了存在（being），就越能進入真實（the real）。」 9 從發展源頭上論
起，可從其中把握事物所具有的本性特質，此即是為何要回歸宇宙創世的重點所在
了。例如就詠倩的方式，水的特質，其順成各段的差異，所謂擅睜不願意覺醒，李

盈不願意覺醒，而詠情也很清楚知道自己仍舊是自己，在接通相承起一切時，又成
全地保有各自的獨特性，沒有誰可以取代誰，各有自己的主體性選擇。而特萊斯又

是另個不同的 狀況，其不再生生世世的飄泊孤寂，被自身所擁有 的 強大力量所困
擾，把自己沈 封於空寂中，其終能善加轉化自身，把毀滅的力量 提鍊為重生的力

量，此正如火 之特質為淳鍊，火力量雖然猛烈，但通過火之淳鍊， 可更加精益提鍊
9 伊利亞德（ Mircea Eliade）蓄，楊素織譚，〈聖與俗一宗教的本質〉’（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2000)'
頁 1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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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化，而有全新的效能。
關於覺醒時刻，在故事中所提到對於能量的描述，詠倩可以感覺到全身上下都

有力量湧入，特萊斯也可感受到整個周圍充滿能量的流動。身體在這時像是完全開

通，可以接進四面八方湧入的力量，並轉化為自身之力 。 詠倩此時也可進入到男個
時空去尋找尚軒，並召引唐時李盈的身體具凝成形，她有自主的能力，可以自由出

入到想去的時空，而不像以前身體是莫名奇妙的掉進或掉出。而當特萊斯轉化了自
身的能量，強大力量並不會用來傷害和破壞，而可以是創造和重生。當更懂得善用

自身力量，就會在這同時，找著自己存在的特質，力量不是把自己逼向隱退，力量
是使自己穩健地往前開展。就上述的這二個例子，在那覺醒時刻，或是力量轉強，

可以自由運用﹔或是力量轉化，可以淳化自己﹔身體是一個能量場域，既可保有自
己特質，也同時接引進天地之能量，強化或轉進而發揮出更適合於自己特質的能
力。身體有形，能量無形，無形的能量作用在有形的身體，覺醒的身體是全能量的

流通湧現。他們的頭髮在瞬間變得非常長，有些染色的地方也變回了原本的髮色，

能量的強大湧入，頭髮上也有著身體運作力的展現，以頭髮的增長象徵內化之力的
啟動。那覺醒力量，全身上下內外之氣的交流融通，使所有都交接了，串連起輪迴

的轉世經驗，與不同的時空場景的穿插交合，那曾困結的打通了，那失去的自我也

找回來了，一切在敝通的全體中有了新的發展。

（二）火／水二神的分立相成
就整個故事的發展，從《傾國怨伶》以詠倩故事為開始，一直延續到《火

王》，故事結束在舊的神死去，以詠情（代表水的力量）與特萊斯（代表火的力量）

的覺醒，開啟了新世界運行的方式。在這個發展模式，世界本身也是個生命體，意
動著要有新的發展，舊的造物神須放手，讓世界自由了，世界才不致毀滅。而在這
新的結構，輪迴的轉世以水神為中心，新的世界之神則由火神來接替，此由原本的

一 神創造，轉化為二種力量（水／火）相制相成的共同運作 。 而此一新的形式，對
於回歸的原初時刻，又具有怎樣的意義呢？如果新變異的不斷發生，也根本脫離了
原本模式，那溯回源頭的舊，與變異的新之間，有怎麼樣的關連呢？
從故事的發展中可看到，生命的一體相連，是要拉回宇宙創世的原初時刻，才

能探源到最初本源的特質，而找到了本源特質，也才能體現自己存在 的獨立性，而

有更大作用的發揮出來。在那根源處有著存在的永恆鄉愁，提供後來 的繁衍分化，
在遺忘的連結中 ，新發展是要連起過去的點點滴滴，才能找到適合於新異變的最佳

發展方式。新的 開始了，舊的逝去了，在故事裹並不是如此簡單分斷二者間的關

。通識教育一博學期刊

係，舊的神祇「化為天空，化為雲朵，化為空氣，化為火焰，化為水流... J （《火

玉》 13

' p77 ），舊的完全融化在新者之中，變成蘊育新者的一股力量了。

舊神祝的退位，新神祇的出現，這樣的結局安排，為何由火神為新世界之主，
水神力量與火神力量間有何關係？對於這個新世界的描述，故事襄提到「世界自由
之後，人們是走向萎靡暴亂，獸行的結果，抑或是自由與和平的世界呢？這個世界

的人們終於成為決定自己未來的主人，信仰消失，神也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
（《火王》 12

: p78 ）「舊的宇宙之神掌控這個世界的力量已經消失了，新世紀的神

祇將要取而代之。」（《火玉》 12

:

p128 ）每個時代都有不同故事傳承，舊時代舊方

式的運作，新時代新方式的開啟。 IO 在這個新的時代，所謂信仰消失，神也就沒有

存在的必要了，這是指舊的宇宙之神創造世界，因世界有了新型式的轉變，所以

舊神祇放手，讓世界自由了，不再依其定的規律來發展，而另有更適合於時代變異
的新世紀之神產生。新世紀之神由火神接位，火的特性為焚毀與悴鍊，這同時兼具
反與正的力量，此即相應符合新世界的發展趨勢，如書中所說可能會走向於萎靡暴
亂，或是走向於自由和平，這二種都是有可能的預伏發展，而火神個性同時具著愛

及毀滅的雙重性，此也正相應於新世界的發展形式。火神在遠古時為保護其所愛，
寧願使自己處於孤寂，深怕強大的力量稍有失控會造成災禍﹔而唐時的轉世為了找

回失去的同伴，既使處於陪襯地位，也願意接下被託付的事﹔而於現在時空的轉
世，其一度以商業雄厚的財力，連合軍火組織要毀滅了世界﹔那隨著各種情勢的發

展，愛會冷陌如冰，愛會讓人遭至巨痛，愛會讓人絕望至毀滅，平和與失控都有可
能發生﹔而就在毀滅臨至，在重要的關鍵時刻，火神是在那時覺醒為全能之神，他

終於領悟愛與毀滅須經淳鍊 o 悴鍊中有著二元的辨證力量，而悴鍊也正是火之重要
特質，火不僅可淳鍊他者（唐時被託付助成雷神及水神覺醒），更重要的是也可以

10 每個時代都有個故事正在說著，時代的改變，新的故事啟動了內部運作的機制，漫畫在此的提及，不能輕

忽只以玄想的杜撰戲言來看，芭芭拉﹒馬克斯﹒斯巴德提到時代輪替中，文化內部蘊含故事機制之重要

性，在〈你正在改變世界一有意識的演化〉提到，當一個文化有一人人可懂的故事，它就給予這個文化以
方向與意義。當民眾不再相信這個故事，那文化就開始分崩離析。從荷馬傳奇故事起，百元前五世紀的希
幽誕生了。新的故事〈福音書〉的出現，基督教誕生了。文藝復興時代，新的故事出現，藉由知識，藉由

知曉大自然如何運作，藉由個人自由而進步。從文藝復興到二＋世紀，我們進入了科學、自由、進步的時
代。然時至今日，這故事卻慢慢趨動引發了全球性的災難，這個故事再講下去會把我們全部毀滅。現在，
我們處在兩個故事之間。在這混亂中，一個演化的新故事卻正在浮現，但它尚未找到易於眾人接受的表達
方式。而那走向可以充分展現我們潛能的未來，第一個關鍵性的步驟就是領會這新的故事。這種領會會給

予我們方向、 希望與意義，為我們提供一個新的自我形象，為我們提供一個正面的未來願景：這願景是我
們選擇的，我們新的能力也可以貢獻在上面。而就文本的分析中，漫畫在此所提供的 ，當人們信仰消失，

舊神祇消失， 新 的世紀之神繼將取而代之，世界不斷變動，而要發展成什麼樣的狀況 ，那關鍵就在於同
個時代的人是如何領會當代正傳演著什麼樣的故事了，每個生命與這世界共在，探發尋求未來適合的新形

式，而就在內 蘊中那慢慢傳演開來的故事里。有關上述引文，可見芭芭拉﹒馬克斯－ 斯巴德（Barbara Max
Hubbard）著，孟祥森譯，〈你正在改變世界有意識的演化〉’（台北：方智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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悴鍊自身，強大力量可轉化為生命創造的動力。

火神為新世界之主，而水神力量與火神力量間有何關係呢？首先就水的特性來
看，水可容於各種有形之材質，而由水所形成的鏡面，也能瞬間容受各種對象物，
且水直接關連於生命之源，生命的初生處常與水有相關，這些特質使水具有成全與

支持各種受造物之能力，其最能順應各種變化，可呼應任何一種新形式的開啟，所

以在漫畫故事所說，命運的轉輪是以水神為中心的發展。如遠古水神順應分化的趨
勢最先有性別的徵象，而其順應時變也最先消失﹔水神轉世的唐時，一個牽動一
個，拉攏凝聚各神散在此時會合，並發展出各自的不同故事﹔而水神轉世於現代
的時空，各相關的因子又在此聚合，歧出的異軌蘊釀新型式的開啟。在這些變動的

過程，水神參與了每個階段，帶進相互召引的驅力，能成全順成各種形勢的發展，
這是水神力量之特質。而當面臨瓦解崩潰，就得由火神上場，火神力量的強烈、轉

化、淳鍊，可使緊臨的危機脫困抒解。故總結這二者來看，水力量的成全順成，與
火力量的轉化沖鍊，這是二種完全不同的特質﹔水力量就如女子柔軟和順之特質，

所以水神自遠古壇玲、唐李盈、現代的詠倩，其轉世一直都是身為女人﹔而火力量
就如男子剛烈強勁之特質，火神在遠古的仲天並沒有性別的徵象，而到現代轉世的

特萊斯則為男人。此新世界的發展方式，由造物的一神到二元（火／水、男／女、剛
／柔．．．．．．）的相濟相成，水使得一切可輪轉起來，火使得遇至危困時具有轉化的創
發力量。
這由一元到二元的分立發展，在二元的形式中，強調了生命各有其特性，卻又

息息相關的共同相濟，漫畫最後所揭顯的二元世界觀，此二元的精義，就如生態女

性主義者對（男／女）二元立場問題上的表述，其主張以生物為中心，敬重自然，
強調萬物皆有內在價值，宇宙為一活生生的有機體，一切生命過程之間的關聯性，
任何一部分受到損傷，整個生態體系都會失衡或受害。生態女性主義企圖將過去建

立在上下主從關係的權力宰制，轉化為以互惠互賴為基礎，他們認為人與自然及至
一切生命形式都息息相關，所有的生命都是神聖的，強調尊重萬物原貌，在體認生

命之間的關聯性上，共創人類萬物的和平共存。 ll 漫畫故事這樣的結局安排，從一

神的獨創到二元的分立相成，以水／火，既是順成，又是淳鍊的力量作收尾，二元
分立的精義是順成每個生命特質的各有差異，並也體認生命間相互影響的關係，而
各就其所能， 1卒鍊探發自己的無限可能。

從這樣的發 展來看，其所呈現的世界觀，道是不斷在演化，那容許了個個發

II 有關生態女性主義所提倡的主張，見於顧燕翎主編，〈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台北﹒ 女書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997 ），頁259-2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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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殊異，不同的神祇轉變，不同的覺醒方式，不同的命運發展，如澤神在唐時消

失，山神及造物神則在現代消失，雷神重回唐代，風神在現代卸下過去沈重負擔只
往前看去，水神選擇了讓其輪迴的各段生命都得獨立，火神則從不斷的漂泊中體認
到自身存在之特質。而從所揭顯的時空觀，時問中有不同的時間在發展，空間中包

涵其他不同的空間，時空既是序列地發展，而時空也仿如有著生命般，有著其他的
可能形式，而這些都在同時發生著。這包羅個個殊異的萬象開展，生命的驅動力使

世界不斷開展，而有著新圖象的拓展呈現。舊神氓的退位，新神祇的取代，肯恩﹒

威爾伯在《一眛》中提到「法界一直不停地在演化的，因此新的真相不斷在顯現，
新的啟示不斷被揭露，新的佛也不斷在冒出，法界就在這股自我超越的趨力之下，
超越著過往的一切，也含攝了過往的一切。」 12 在神祇的交替中，道也在一直變動
著，從變動中包涵曾發生的一切，是要在容攝一切後，在澄明的透亮中，才能找到
適合於變異的最佳模式。
總結而言，這二部漫畫的故事，敘述了從初創、歷劫、回歸的生命旅程。而初

創是從哪個點拉出了序幕，歷劫又是怎樣的形式，而最後又是如何的回歸，就這在
幾個基本問題上，繁衍架構了所有情節的發展，及各式人物角色的愛i
部漫畫相承發展，從宇宙創世開始溯源，因為那創造之初，有每個生命蘊含的最初
本質，回歸原初時刻的重要意義，即是在重回源頭，探尋自己生命的特質。而這樣
的回歸，在一連串的歷劫中，當樂園消失，橫逆無可阻檔的發生，神祇散殊於各個
命運的輪迴間，從原本自由自在的無有限際，至lj 面臨各種有限的形勢，記住的、遺

忘的，在夢里、在幻境襄、在現實里，既隱伏叉開顯的各種機兆，當突破發生，常
在探向更深的自己，串起疏通所有後，才會有覺醒的可能。

身體在這之中的重要性，身體作為跨界的導引，凝聚著力量的集成，使得意
動的驅向力就此發動，形塑成各自不同的內在之質、外在性狀、與各種作用力。由
身體帶出所在的時間與空間，不同的身體狀態，使得時間與空間有了各式的組合可
能。而就每個生命既獨立又互相作用的關係，從這樣來談順成與j卒鍊，身體使某些
相關的因子交互關連，又創發自身的無限可能性。最後，總結而言，整個故事用不

同的生命歷程所示現的歷劫與回歸，而什麼是所謂回歸呢？讓創世重臨於現實，並
不是完全的再版複製，因為生命是活潑潑的生機百態，每段的發展是不斷豐富的旅

程，各段都有其 自身的獨特性與無法取代性，回歸並不是斬斷一切 的單純歸向，而
是包涵了所有 ， 在一體的相承相連中，回歸的重生，直指當下，那是每個生命型態

如何作選擇了 ， 世界不斷進展變化，道也在不斷豐富前行中。
12 肯恩﹒威爾伯（ Ken Wilber）著﹒胡因夢譚，〈一眛〉﹒（台北：先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2000）＇總序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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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漫畫在通識課程的運用一以游素蘭《傾國怨伶》、
《火王》為例的討論
（一）漫畫教學之特色
透過文本素材的呈顯，所謂的文學，應不單看成只於抒發心情而已，其中所勾
勒出來的心靈圖像，或許提供了比科學更為直接關於什麼是世界的解答。既使是漫

畫也有奧秘深刻之哲理，就像少女漫畫，那可以適合情竇出開，對愛情存有無限幻
想的小小年紀，也適合喜歡圖像閱讀的各式年齡層的大人。在不知不覺中，故事闡

述用心靈感受的事，透過感性、直觀、與想像，所揭露的世界觀，也許某個部分是
科學得在後面追著作驗證的。對於什麼是真實，或許後來竟會發現，是以超乎常軌

的方式來探知，心靈感受也許是探向奧秘的其中途徑。漫畫很特殊的文學形式，文
字敘述常很容易堆疊出艱深晦澀，而漫畫以構圖與文字互相搭配，看似簡單的圖文

並呈，越簡單或許蘊含越接近純粹的心靈力量吧！那是去掉文字雕塑出的花巧後，
直接看進畫面的各種要素，語言不止是文字的傳達，而另有表情、動作、狀態、背

景、效果線、狀聲詢、圖框大小、每頁圖框數．．．．．．等，這些要素共同組構出虛虛實
實的豐富意涵。當漫畫放在大學通識課程作為教材，在多數學生來自各科系，漫畫
的淺顯易懂及生動有趣，更可以興發對所要討論主題的探索樂趣。

漫畫作為視覺藝術與文學創作的共同形式，以內容連貫的圖像及文字敘述共
同鋪述出故事，「圖」及「故事」是漫畫二大基本構成特點。 E帕諾夫斯基在《視

覺藝術的意義》提到，「圖像學發現和揭示在作品的純形式、形象、母題和故事的
表層意義下面潛藏著的更為本質的內容，這樣的內容透過藝術家的手筆，將國家或
時代的政治、經濟、社會、宗教、哲學．．．．．．等議題凝聚在藝術作品中，成為作品

的本質意義和內容，就人類生活面向的某些環節凝縮成了徵兆而進行解釋。」圖像
畫面有著豐富意義，圖像學正是在探索圖像之表層及深層下，與社會史、文明史、
生命史間的關連。在資訊傳播影像世代的來臨，我們不就已然處於影像（圖像）之
中了，透過電視、電腦、 MP4 ......等電子產品作為媒介，可無時無刻接收影像，看

著故事。這樣的時代發展趨勢，也許我們更應該暸解到，我們不是於影像之外，拉
出距離地看著所有的發生，而已置身於影像之內、故事之中了，我 們在整個世界圖
像當中，生活隨時都有各種不同的故事，就在身邊開始、發展，或結 束。漫畫教學

之特色，即是 以圖像教學的思考，來導入實際生活，從文本到生活而來探發世界圖

像所隱藏的妙巧 與奧思。漫畫與影像之最大不同在於，漫畫是靜態方 式，是動態影
像的停格處理， 每個畫面的停格時間 ， 閱讀者可依自己進入故事的不 同玩味速度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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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當生活即是圖像，每個圖像在心中的停留狀況及時間，即是如漫畫以畫框大
小及數目之不同的呈現，由此可探發事件時間中另有的心理時間，以圖像來切入生
活，漫畫教學更著重在細心品味生活，所有的發生都可能息息相關，那切割出來不

等值的大小畫面，透露出心靈視窗另種不同看世界的方式。

（二）游素蘭《傾國怨伶》、《火王》在通識教學中的運用
台灣第一次有「少女漫畫」這個字詞的出現，據談璞於〈台灣漫畫回憶錄〉

一文中指出，是於 1975 年出刊的《漫畫大王》週刊，而此時漫畫內容幾乎全是由國
人按照原版漫畫重繪的日本漫畫，台灣少女漫畫的發展，是從盜版漫畫引進開始，

在這之前台灣漫畫走的是民族抗戰風格，熱衷的是武俠情義路線。日本土少女漫畫
的真正創作是從八 0 年代開始，首批的少女漫畫家如張靜美、高永、游素蘭、孔
德儀、王宜文、徐娟、曾莎梅等人，他們幾乎多不談政治議題，而以情愛題材為主
軸，在中國思維與日式漫畫風格的交雜中，呈現對時代社會的感觸、生命意義的探
討、及剖析複雜的人性問題。 14 在這首批本土的少女漫畫家中，游素蘭的《傾國怨
伶》在推出當時就一炮而紅了，不僅給國內創作者很大的鼓舞，也讓這部漫畫成為
當時台灣少女漫畫界最其代表性的作品，游素蘭也登上台灣少女漫畫家的第一把交

椅。而把游素蘭最具代表性的成功之作，帶進通識課程的教學，一方面希望透過此
讓學生瞭解，台灣漫畫在幾乎為日本漫畫所攻占的情況下，本土優秀作家的作品﹔

另方面其作品內容反映的深刻主題，對生命存在的內在價值追求，是很適合放在通

識課程，幫助每個人對內在自我的探索。
就通識課程的學習，黃武雄引西方二位學者之論點而提到， Howark

Lee

Nostrand 在替Jose Ortegay Grasset 所著《Mission of the University》（ 1946）一書作序
13 談E羹，〈台灣漫畫回憶錄〉，〈動漫2000 ）’（台北：傻呼嚕同盟， 1990），頁的。

14 賴怡伶把台灣本主少女漫畫，就八0年代及九O年代這二時期作比較，可由此來掌握八0年少女漫畫作品
的共同特色，如下所示：
時間

八0年代
（第一代）

主題內容

繪畫風格

整體表現

創作者
張靜美、游素蘭、高永

探討生命意義

視野格局大，實驗性質高，

用中國的道德與生命倫

文本意涵深刻

講求細緻華麗，人物繪製顯

常的思維濃厚，作品呈

反詛社會生活

現各自特色。

現作者意識形態。

重青少年議題

喜繪時尚流行，留白顯現活

求嚴肅而講求娛樂價值

情愛觀念開放

力，人物繪製美形，善用 Q

，反映出青少年對於時

反應流行文化

版趣味網點使用率高。

、王宜文等。

作品訴求年輕活力，不

九0年代
（第二代）

李崇萍 、依歡、林玉琴

、曉君 、賴安等。

﹛弋快速變遷的一種逃避

心態。
此圖弓︱自賴怡伶，〈台灣少女漫畫發展與文本創作分析研究〉，成功大學藝術研究所，碩論， 1999 ，頁92 。

漫畫在過識教育中之運用：解輪會蘭〈惆帥〉、〈太王〉漫畫中蚓體傲

。

時，說：「通識教育意指人的全面發展，而這種全面發展是在專業訓練之外的。

它包含了把人的生活目標用文化來充實（civilizing of life purposes），把人的情感反

映加以細緻化（refining of emotional reactions ），也包含了使人對事物的理解趨於
成熟，而這理解卻應該依據當代最佳的知識。」 John Buchan 的看法，買IJ 另有旨

趣：「我們生活一個令人沮喪而混亂的世界。這是一個沒有人能夠預見其未來的世

界，也是一個基礎已經動搖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我們曾經替它命名為『文明』
的諧和已經陷入嚴重的危機。生在這種時代，受過通識教育的人應該如何面對這
種世局？設若教育不能在此一時刻給予我們一點引導，那麼教育又做什麼用？」

Nostrand 與 Buchan 的看法，多少已經指出通識教育的方向，不限於專業訓練，
而是為了要培養人全面觀照的能力，以應付生活中的變局，參與建立世界的新秩
序。的就上述這些學者的說法，都指出了教育的目的，除了專業知識的培訓外，另
還有一心靈的向度，如何用文化來充實，如何予以開拓活用來對之於這個沮喪而混
亂的世界，通識課程在人文學科中，正可以嚐試用各種教材就這方面作廣度與深度
的討論。

游素蘭的《傾國怨伶》及《火王》提供了對於生命探索的各項問題，包括宇
宙創生模式有如何的重要性？神祇是什麼？人與命運、輪迴的關係如何於時間中運

轉？如何能真正覺醒？如何把握到自己的特質而作更有效的發揮？人、自然與宇宙
間是如何的關係？從情愛的歡喜悲愁中如何完成自我生命的沖鍊？時間與空間只是
如我們現在僅知的這個狀況在進行，或另有不同的發展方式？當把這些問題帶進通

識的課程討論，這些都關乎每個人的存在，讓每個人去思考生命、思考所處的時間
空間、思考那無限的可能性。在充滿各種奇幻的玄想，在看似虛幻的不切實際，所
拉出的心靈向度，保留了想像運作的空間，就自身的存在，除了物質、知識、技術
這個層次，還有什麼樣的未知可能性，因為宇宙太遼闊了，也許有太多可能，正以
超乎我們常軌的方式在發生。那關連於心，也關連生命，或許是通向於宇宙的另種
開啟方式，就如故事中所說，宇宙最大力量是生命的創造力，而心的想像與創造，
是生命意動發展的關鍵。

最後，總結說明將此套漫畫帶進通識課程的教材時，就此單元的課程設計，可

分成以下幾個重點來進行：
1. 就漫畫特性之要點分析：請同學比較漫畫之不同於其他文學類別之特殊性，
在歸納整理這些要項特色後，並進而帶入文本的分析，由此掌握其整體的風格﹔並探

15 黃武雄，＜ lm 識教育、科學教育與數學教育（上）一理性的叛逆與解放〉，〈「大學通 識教育的理論與實

際」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臺灣大學文學院編， 1994），頁 103 。

。過識教育博學期刊

討如何推而廣之，從強化這些要素中，落實於日常生活，以漫畫視角來看人生。

2. 就作者及其作品之概述介紹：本土作家以游素蘭為例，請同學收集其歷年的
作品，分類並作成圖示，並從其歷年作品之發展中，探討其如何在台灣漫畫市場，

從帽起、成功、到多元發展，暸解本土作家努力的打拼過程。
3. 就《傾國怨伶》及《火王》漫畫之圖像造型賞析：請同學上網找此文本之相

關圖片，並製成powerpoint在上課中播放，就少女漫畫之圖像造型，說明其風格特
色，並就班上不同性別的評價作比較，以看出性別在圖像欣賞上有何不同的觀感差

異。
4. 就《傾國怨伶》及《火王》故事內容之探討：協助同學從故事的整體脈絡
中，探索故事問題的核心，及針對相關情節作意義上的討論﹔並將之對應於自己的

人生，而就自己的存在作省思。

漫畫在通識教育中之運用：解鸝輔相國泛的、以王》漫畫中的身體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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