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漫畫文本的去／再領域化：台灣大眾文化創演轉變模式之探討 

 
研究動機與目的 

 

視覺文本是當今全球化時代最為普遍的文本形式。在傳播與複製技術的推波

助瀾下，從新聞到電影，來自世界各國、各式各樣的視覺文本填塞我們日常生活

的每個空隙，繁複的文化經驗錯置(displacement)形塑當今文化消費景觀。其中，

原先被視為以兒童為對象的漫畫文本也日漸受到傳統以成人為對象的文化工業之

重視。以好萊塢電影為例子，《三百壯士：斯巴達的逆襲》(300)、《七龍珠：全面

進化》(Dragonball Evolution)及《雷神索爾》(Thor)等漫畫改編作品的出現，不僅

代表了某些地區特定世代共同的閱讀經驗，還顯示出漫畫文本創演在當今全球化

時代的重要性。 

 

漫畫創作在台灣長期處於文化資本邊緣地帶，曾經飽受政治與社會的規制與

鄙視，從早年審查制度之閹割演變到對日本翻譯漫畫的結構性依賴，長年以來一

直被視為是「小人書」的不入流讀物，但漫畫在台灣仍是跨越世代的成長經驗之

一，也是在台灣的大眾文化中不曾缺少的一環。近年來，每當有漫畫相關的活動

時，「開拓動漫祭 首日狂吸四萬人次1」、「國際書展開幕 動漫館擠爆2」等類似的

新聞標題總能映入眼簾，即使在受到多元娛樂異業競爭與網路盜版盛行而日漸萎

縮的台灣漫畫出版市場中，不墜的人氣彷彿訴說著動漫畫及相關周邊商品廣受台

灣年輕人青睞的程度。經過了二十一世紀的頭一個十年，台灣漫畫市場流通的漫

畫雖然仍以日本翻譯漫畫為主，本土商業創作佔有的市場比例仍低，但在 2003 年

起經建會「挑戰 2008 國家發展重點計畫」的介入補助漫畫產業、網路文化與迷文

化活動的日漸興盛下，具備同人經驗的漫畫家與非傳統日漫代理商的出版社逐漸

嶄露頭角，似乎為台灣本土漫畫創作環境帶來新氣象。日前台灣正式受邀成為法

國「安古蘭國際漫畫節」成為 2012 年亞洲地區主題國，這些現象的產生，是否意

味著台灣漫畫創作已經逐漸擺脫日本漫畫的陰影，在以日本漫畫為主流的商業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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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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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風格中重新淬鍊出屬於本土的創作風格？ 

 

文獻探討 

 

文本的產生與其文化脈絡脫不了關係。依據英國民族學家 Tylor 的定義，「文

化」及「文明」的概念是指「包含一切知識、宗教、藝術、法律、道德、風俗，

以及做為某個社會的成員所具有其它的稟性和習慣在內的總合」，是社會成員知所

進退的導引。(Warnier 2003: 22)換句話說，一個社會成員的文化建構是來自於其社

會化的過程，透過各種社會教育管道令社會成員學習如何辨別事物行為之優劣，

也可說是身為一個社會成員應有的訓練。Warnier(2003)認為，文化是一個複雜的總

體，由社會成員所應具有的規範、習慣、行動總匯、表徵所形成，所有文化都受

到各別特殊性、地理及社會等在地化因素影響，深植於其所處的地方環境，在世

代傳承之中不斷再生產而成，並加以認同。換言之，文化的延續是經過在地社會

各種內在外在因素混雜與積累，進而演變成為現今我們所能觀測到的日常生活樣

貌。 

 

Warnier 提出的文化概念中社會成員與居住地的連結在全球化時代顯得相對脆

弱。民族國家的興起與其思想的傳遞強化了地域性國族政治的文化認同，同時亦

隨著近代全球化「去領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的特性相互影響、彼此滲透。原

先無法大量生產／再製的聲音、影像、圖像等各類文化產品隨著複製及運輸技術

的普及，使得文化產品可以跨越國境、迅速滲透世界各國，侵蝕人們對自身文化

純粹性的想像。Tomlinson(2004)指出在文化全球化的過程中，去領域化意味著文化

經驗與地域關係連結的削弱。在全球化的語境中，多元混雜的文化經驗「使人得

以在想像交織的王國中，從當地的情境脫離。」(Tomlinson 2004: 120)受去領域化

影響產生追求文化融合的「再領域化」(reterritorialization)概念，誠如 Tomlinson 所

述，在其外來文化的威脅感與生物經驗的雙重限制下，「可視為是重新建立文化『家

庭』的許多嘗試之一」。(Tomlinson 2004: 165)去領域化與再領域化的互動關係就宛

如新陳代謝一般，不斷作用、長存於某一特定社會文化之中，持續修正該地社會

成員的生活習慣，全球化不停帶來的新事物，正是加速此一進程的重要推手。 



 

漫畫在台灣的發展：政府角色的變遷 

 

去領域化與再領域化的過程至今仍不斷作用於台灣人的日常生活中。就以飲

食生活為例子，某些本土小吃、甚至是今日被視為當地名產加以販售的食品，往

往是外來文化再領域化的結果（澎湖名產黑糖糕即為一例）。即使把今日的文化生

活與 10 年前相比，仍然有許多不同之處。不過在漫畫文本消費方面，台灣的漫畫

消費者始終對日本漫畫情有獨鍾。溯其歷史淵源，我們可以發現台灣漫畫文化的

發源其實就是根植於日治時期。陳仲偉(2006)引述洪德麟的觀點，指出日治時期台

灣人享有與日本同步的第一手全球漫畫3資訊，第一代台灣漫畫家陳定國、王朝基、

陳光熙、洪晁明、許丙丁皆受日本漫畫的洗禮，日後以《諸葛四郎》系列聞名的

葉宏甲亦曾赴日就讀川流美術學校。陳家鵬、葉宏甲、洪晁明、王花與陳世河這

批大多參加過日本「新漫画派集團」函授課程的漫畫家，於 1940 年組成「新高漫

畫集團」。(陳仲偉 2006)這批漫畫家與隨國民黨撤退來台的連環圖畫作家即為日後

創造 1950、60 年代武俠漫畫風潮的主力創作者。 

 

1950 年代的漫畫雜誌與 60 年代初的漫畫單行本是本土創作第一波巔峰期，此

一時期以反共政治漫畫與描繪武俠的兒童漫畫為大宗，許多十四、十五歲的新人

陸續投入漫畫生產的行列，一時蔚為風潮。當時台灣漫畫創作風格搖擺於日本漫

畫與大陸連環圖畫之間，「無法擺脫日本創作的影響，又加入參雜大陸連環圖畫的

感情」。(陳仲偉 2006: 55)換言之，當時台灣漫畫創作仍處於中日風格混雜的摸索

階段。然而原本有機會進一步發展的漫畫產業在 1966 年〈編印連環圖畫輔導辦法〉

的頒布下走向沒落，出版商與部分受審查辦法欺壓的漫畫家為了生存，開始大量

盜印的日本漫畫填補空虛的市場。 

 

                                                      
3
依據陳仲偉(2009)的研究，幕末時期英國記者 Wirgman 所創辦的《ジャパン・パンチ》帶動了明

治時期西方式諷刺漫畫雜誌的發展。另外還有法國諷刺漫畫家 Bigot 在日發表的諸多畫集，並在

1887 年創辦支持日本自由民權運動、批判政府的諷刺漫畫雜誌《トバネ》。明治 38 年(1905)年北澤

樂天自行創辦諷刺漫畫雜誌《東京潑克》（東京パック），這本雜誌不但是明治末期熱銷雜誌，還帶

動了中國、朝鮮與台灣以「パック」為名的漫畫雜誌創刊。 
 



 〈編印連環圖畫輔導辦法〉的頒布是政府積極介入漫畫創作的開端、也是今

日促成今日日本動漫畫迷文化在台灣順利開展的遠因。政府在漫畫產業所扮演的

角色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一） 政治箝制者（1966~1987） 

 

此一時期政府對於漫畫的態度一如當時的政治氛圍，以國軍為中心，鼓

勵利於統治的政治宣傳漫畫，並壓抑、輔導以兒童為對象的漫畫創作。1966

年〈編印連環圖畫輔導辦法〉正式實施後，又頒布多項審查細則，大自主題

意識、表現手法、構圖分鏡，細至標點符號都有所規範，以下為〈連環圖畫

審查標準〉第八條 12 項細則針對圖像表現的部分： 

 
一圖之中，景物應分賓主，空間應有疏密，有積極與消極；畫面的結構，或

取線條的組合，均不外求穩定、和諧與生動的效果。線有交叉、平行、彎曲之分；

面有三角形、方形及菱形及面積分割之別。而背景的明暗繁簡，視主體需要而定，

均亦在襯托主體，不可喧賓奪主；均需繪實景，不可以黑塊、線條或花紋充數。 

           （引自陳仲偉 2006: 62） 

 

看似細密的規定，其內容卻空泛不實，實際審查時以審查者的主觀意識

判斷為主，嚴重干擾當時漫畫家的創作自由。這項審查不但令當時許多漫畫

創作者相繼棄筆抗議，還規定 1967 年以前出版未送審的作品得全數沒入銷

毀，使本土第一代漫畫家建立的王國一夕之間崩盤。自洪德麟以降的研究者

一致同意當時〈連環圖畫輔導辦法〉對台灣本土漫畫產業帶來的浩劫，自此

以後海賊版日本漫畫長驅直入，取代了原本本土漫畫所佔有的市場。國立編

譯館的漫畫審查使台灣漫畫市場在 1970 年代初走向盡頭。1975 年，國立編譯

館主事者見漫畫創作景況蕭條而開放日本漫畫送審。行政院新聞局明令禁止

進口的日本漫畫，竟然在行政院教育部所屬的國立編譯館送審通過，如此弔

詭的情況，令台灣本土漫畫家深感不滿。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部分新人漫畫家在出版社的主導下，開始臨摹、

塗改日本漫畫。以青文出版社所盜版的《小叮噹》（現已在全球一致定名的原



則下，改回日文音譯《哆啦 A 夢》）為例子，由於當時日方稿件不足以應付台

灣漫畫市場的需求，青文出版社採行了「加工再製」的手法－剪貼舊作品拼

湊出新故事，以及向讀者徵求故事稿件再由本土漫畫家繪製的「進化版加工

再製」(見傻呼嚕同盟 2003: 134-5)，以《大雄精靈世界》成名的「狐小子」

劉明昆即為其中翹楚。 

 

（二） 色情守門員(1987~2003) 

 

1980 年代，爆發了針對日本漫畫尺度問題的漫畫論戰及牛哥主導的「漫

畫清潔運動」，漫畫家集體指責國立編譯館收受盜版商的紅包，放任盜版漫

畫，並因為台灣漫畫家不送紅包而百般挑剔，使得充滿暴力色情的日本漫畫

充斥市面，殘害青少年。國立編譯館全盤否認以上指控，聲明未刻意刁難國

人漫畫家。漫畫清潔運動讓日本漫畫蔓延的情形一時受到抑止，審查制度在

國立編譯館與新聞局之間的相互推拖、權責不清的情形下停擺。1983 年首次

出現沒有任何日本漫畫翻譯稿送審的情形，但這並沒有令漫畫市場蕭條，反

而出現大量未經審查的漫畫，出版社冒著被沒收的危險轉入地下出版，從此

展開了為期數年的盜版漫畫查緝行動，直到 1988 年新聞局開始接受以專案方

式核准日本漫畫進口為止。 

 

隨著〈連環圖畫輔導辦法〉的廢止與政治解禁，政府不再對漫畫內容進

行審查，但這並不代表政府對漫畫創作與出版徹底鬆綁。的確國立編譯館不

再刻意監督漫畫的內容，取而代之的是對於「兒童不宜」涉及色情的出版品

規制。辛廣偉(2000)指出解嚴後新聞局對於新聞與許多書籍的出版的確放寬了

不少，但也將重心轉向了色情出版品的取締、對違法廣告的監控與對中國大

陸影視音像等各類出版品的限制(轉引自陳仲偉 2006: 135)。1999 年出版法廢

止後，色情圖書的管理工作由新聞局轉移到警政署，基於刑法第 235 條「散

佈販賣猥褻文書圖畫罪」，違法者可依「妨害風化」罪名起訴。另一方面，新

聞局亦在保護兒童青少年遠離色情的名義下，著手訂定「圖書分級制度」。日

本盜版漫畫所挑起的日本漫畫色情暴力爭議橫跨整個 80、90 年代，長年以來



社會對漫畫「次文化」、「色情」與「暴力」的印象始終徘徊不去。這些指控

（尤其是針對色情方面）雖非空穴來風，郤也是立足於「漫畫＝兒童青少年

讀物」的偏差角度去檢視涵蓋廣泛年齡層的日本漫畫，忽視這些作品對象年

齡層的區分。 

 

（三） 文創產業扶植者(2003~ ) 

 

經建會「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中針對漫畫產業的補助可說是

政府角色轉變最大的一次。過去政府扮演著一個管理者的角色來規範漫畫出

版，對漫畫家與出版社往往是股難以克服的強大阻力。而 2003 年新聞局開辦

的「補助發行定期漫畫刊物」專案，對 97 年以來急速衰退的漫畫出版產業可

說是一劑強心針。補助專案的施行令《龍少年》、《星少女》、《GO 漫畫創意誌》、

《挑戰者》等純本土漫畫創作在 2003~2007 年間同時存在於漫畫市場上，但

隨著補助專案的結束也相繼停刊，目前僅存東立出版社的《龍少年》、《星少

女》以雙月刊的形式苟延殘喘。另外一項重要的措施是新聞局 2003 年劇情漫

畫獎的開辦，開辦初期未有顯著成果，直到 2008 年首獎作品《柯普雷的翅膀》

單行本出版後熱賣，致使 2009 年多部得獎作品也經由大出版社正式宣傳與發

行，皆有相當不錯的成績(蛤礪瘋 2011: 61)。此外 2009 年由中科院數位典藏

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衍生的漫畫期刊《Creative Comic Collection 創作

集》（以下簡稱《CCC 創作集》），邀集同人誌販售會上活躍的新生代本土漫畫

家，為特定學術題目繪製插圖與極短篇漫畫。前四期於同人誌販售會上免費

發送，有效吸引了漫畫迷社群的注意，建立起一定的知名度，目前已改為交

付蓋亞出版社以商業販售的形式發行。 

 

政府對於漫畫產業的態度變遷對於台灣漫畫的創作風格演變扮演著一個

相當微妙的角色：早期審查制度的規範限制了台灣本土漫畫的發展，迫使出

版商轉向盜印日本漫畫求生存，令台灣漫畫讀者習於日本漫畫的即時性與多

樣性，日本漫畫取代台灣本土漫畫成為有志於漫畫創作者的模仿對象，以致

於 1980 年代以降的漫畫創作，雖然仍對武俠等中國香港風格的題材抱持深厚



感情，其表現形式與手法卻也漸漸向日本漫畫靠攏。70 年代以降放送的日製

動畫與大量的海賊版日本漫畫，「在極短的時間內，以高速壓縮的方式，在腦

中大量灌注了日本動漫文化」(tp 2009: 5)，滋養了以傻呼嚕同盟為首的第一代

日本動漫畫迷世代。90 年代知名的漫畫作品，例如周顯宗老師的《摺紙戰士》

與艾雷迪的《蜥蜴超人》，即可看到其與日本假面騎士、巨大機器人等日本流

行文化元素的融合。2000 年以後在商業漫畫創作環境惡劣與迷文化活動的開

展下，許多新人漫畫家選擇網路與漫畫同人誌進行漫畫創作，也不再拘泥於

所謂的本土風格。2003 年劇情漫畫獎的開辦，不但給新人漫畫家發表創作的

機會，還打破了過去國立編譯館優良連環圖畫獎「叫好不叫座」的困境；《CCC

創作集》的發行與其編輯部的成立，不但彌補了過往研究經常提及的漫畫家

欠缺編輯奧援的老問題，還吸引到迷社群、甚至是日本方面4的注目，現階段

對於台灣漫畫文化與產業的發展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助益。 

 

小結 

 

去領域化與再領域化的進程牽涉到日常生活經驗的轉變所及的範圍，實

際上遠遠超出本文到目前為止所探討的政府角色變遷情形。就漫畫在台灣的

發展而言，政府的規制與輔導提供了一個日本漫畫文化得以快速輸入的環

境，真正關鍵的日常生活經驗實踐－換言之，即是日本動漫畫迷文化在台灣

的形塑與發展脈絡尚未為本文所探討到。限於時間與篇幅因素，本文先在此

做個段落，留待日後全文補完。 

 

 

 

 

 

 

                                                      
4
 《CCC 創作集》第二卷由漫畫家皇宇&惟丞以國軍軍艦丹陽號（前身為日本陽炎型驅逐艦雪風）

為主角所繪製的數頁擬人化插圖受到日本方面的注意，於今(2011)年 3 月在日本發行漫畫單行本

《Battleship Girls –鋼鐵少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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