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穿越異世界的理由──狗熊變英雄的既定旅程 

蔡漢青 

 

摘要 

此研究以日系輕小說作為參考文本，剖析現實世界的狗熊們穿越異世界後，

顯露出英雄人格的原因。運用喬瑟夫˙坎伯的《千面英雄》，探究往昔頹廢度日

的凡人，在生活環境改變後的人格劇變。此類情節設定，隱含了創作者怎樣的文

化寓意和個人情感，此為我所要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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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作為一個輕小說讀者，希望透過文學理論的分析解剖，攫取出文本隱含的文

化價值，使未來的撰寫者及閱讀者能對此文類有深入的認知，而非純粹界定為商

業小說或俗文學。 

在當代輕小說中，可以發現西方奇幻文學的橫移與在地化，在榎本秋《如何

成為輕小說作家》的年表中，更提到： 

 ～８０年代 外國的翻譯奇幻小說傳到日本 

 ＳＦ小說也包含奇幻要素，故十分興盛 

 發行許多主攻青少年族群的奇幻、ＳＦ小說 

 文庫活用動、漫畫風格的插圖1 

可以從年表中，看到日本接受西方的文學養分，進而創作出屬於自身民族的文

學。此外，創作者除了援用西方中世紀的騎士文化、貴族文化，更融入了對民

族的認同感，如加入日本武士道精神、飲食文化等傳統精神，使這一類文本和

原本的西方奇幻小說產生分歧，誕生出全新的文類，亦即今日的日系輕小說。 

作為一種流行文學，輕小說透過精緻的插畫、深具魅力的角色及輕鬆易讀的

對話，成為青少年的精神娛樂，透過閱讀相同的文本，青少年間會構築出親近感

及認同感，增進彼此間的共鳴。 

然而，輕小說作為商業性作品，為了娛樂大眾，往往會採用相似的故事體裁

及人物設定，角色流於模式化（如傲嬌、雙馬尾、天然呆等），以激發特定讀者

的購買慾。這樣的創作手法固然簡單方便，更兼具確保穩定市場的優點，特別是

這個出版產業逐漸沒落的年代，然而，這樣的寫作模式，卻必然會導致作品的刻

板化、空洞化，造成文本失去歧異性，這也是近代輕小說中，最為人詬病之處。 

此外，雖然輕小說故事多設定在架空的異世界，但是推動劇情的事件，卻仍

要從真實世界中取材。 

以結果來看，人類只寫得出自己經歷過的事，或學習到的知識。   

換言之，未曾輸入腦中的資料，也無法輸出。2 

透過社會歷練，作者從淚水及汗水中，淬鍊出文字的真實感及畫面感，讓讀者

                                                      
1（日）榎本秋：《如何成為輕小說作家》（台灣，銘顯文化，2012 年，初版），P.11。 
2（日）榎本秋：《如何成為輕小說作家》，P.44。 



 

 

在閱讀過程中如歷其境，感受角色陷入戰火的痛苦、新生命的降臨或善惡二元

間的衝突對立，並有所收穫——也許是自我感嘆，也許是自我警醒。 

而本研究，選擇三本輕小說作為分析對象，分別是長月達平《Re:從零開始

的異世界生活》3（以下簡稱《Re 零》）、川原礫《刀劍神域》4及白米良《平凡

職業造就世界最強》5（以下簡稱《平職》）。 

這三本作品的主角在穿越之前，不是班級的邊緣人（如《平職》的主角南雲

始），就是頹廢的尼特族（如《刀劍神域》的主角桐人和《Re 零》的菜月昂）。

然而，在穿越異世界之後，他們都改變了原本庸碌的人生，成為他人眼中的英雄。 

在研究過程中，我想藉由坎伯的神話學理論，及相關的小說設定集，來剖析

這些凡人角色，成就英雄偉業的原因。 

而觀察相關前行研究，對於輕小說或動漫這個題目，可大致分為兩種面向： 

第一，是文類流變的研究與詮釋，研究者針對動漫文化，及包括於系統下的

輕小說，進行分類歸納，如學者張治軍〈從漫畫到小說——輕小說潮流初探〉6及

學者張小也〈淺析日本流行小說——以輕小說為例〉。7 

第二，則是研究輕小說對閱聽者的文化影響，研究者多非傳統中文系，調查

方式常使用問卷抽樣，來探討輕小說對青少年的同儕交流、情緒調適及閱讀模式

的改變，如學者劉芮菁及張芳瑜〈『輕』聲細語話同儕：青少年透過輕小說形塑

同儕認同的過程〉8及學者余珺宇及周煥柳〈輕小說:一種青少年閱讀的文化潮流〉

9，就屬於此種範疇。 

以上兩種研究面向，都未曾將觸角延伸至小說角色的探討，僅是聚焦於文本

流變及同儕影響的時代觀察，和本論文研究方向有相當的差異性。 

 

                                                      
3（日）長月達平：《Re: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台灣，青文，2015 年，初版) ，卷一。 
4（日）川原礫：《刀劍神域》（台灣，台灣角川，2009 年，初版），卷一。 
5（日）白米良：《平凡職業造就世界最強》（台灣，東立，2016 年，初版），卷一。 

6張治軍：〈從漫畫到小說——輕小說潮流初探〉，收於《教師 22 期》(2009 年)，P117-117。 

7張小也：〈淺析日本流行小說——以輕小說為例〉，收於《大觀 12 期》(2016 年)，P14-15。 
8劉芮菁、張芳瑜：〈『輕』聲細語話同儕：青少年透過輕小說形塑同儕認同的過程〉，收於《犢

4 期》(2012 年)，P30-43。 
9余珺宇、周煥柳：〈輕小說:一種青少年閱讀的文化潮流〉，收於《北京青年研究 02 期》(2017

年)，P27-32。 



 

 

二、「穿越」、「異世界」及「英雄」的理論性意義 

在開始討論前，必須對論文題目「穿越異世界的理由──狗熊變英雄的既定

旅程」進行界定，方能明確聚焦。以下就分別對「穿越」、「異世界」及「英雄」

進行理論性的界義。 

「穿越」是描述穿越者在自願（通過超自然力量作為媒介）或被強迫（如異

次元的惡意、意外死亡）的非自然狀況下，脫離原始生活環境而移居到「異世界」

的行為。 

而「穿越」最常見的形式，也大致上可以歸納為「轉生」、「轉移」及「網

遊」三大類。 

「轉生」是指穿越者在「穿越」過程中，失去原本肉體，僅保留精魂來到異

世界，極高的機率以異世界土人10或怪物的樣貌誕生。因為從孩提時代接觸異文

化，故在語言學習及文化吸收的成功性較高，相較於轉移類的穿越，轉生者可以

無視語言隔閡。此外，轉生者又多保有前世記憶，包含現代的科技知識及人權價

值，而此類前世的文化資本，往往成為闖蕩世界、戰勝土人的軟實力，但水能載

舟，亦能覆舟，其文化資本，也時常引發與土人間的價值衝突，甚至危及生命安

全。相關文本，有理不尽な孫の手的《無職轉生～到了異世界就拿出真本事》11、

伏瀬的《關於我轉生變成史萊姆這檔事》12及馬場翁的《轉生成蜘蛛又怎樣！》

13等作品。 

「轉移」是指穿越者在「穿越」過程中，保有肉體及精魂，並以原始樣貌移

居異世界者，又因他們多以原始樣貌出現在異世界，故在適應新環境、新文化的

程度上相較於轉生者而言，處於相對劣勢。轉移者必須格外注重人際關係的拓展

和神祕事件的遭遇，方能獲得異世界土人的認同和攫取強大的力量，來克服不論

是冒險於異世界，乃至於最終回歸原世界的重重考驗。相關文本有長月達平的

                                                      
10世居本地的人。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

bin/cbdic/gsweb.cgi?ccd=HS1ZXa&o=e0&sec=sec1&op=v&view=1-1。（加上網頁點選時間） 
11（日）理不尽な孫の手：《無職轉生～到了異世界就拿出真本事》（台灣，台灣角川，2016

年，初版），卷一。 
12（日）伏瀬：《關於我轉生變成史萊姆這檔事》（台灣，台灣角川，2015 年，初版）。 
13（日）馬場翁：《轉生成蜘蛛又怎樣！》(台灣，台灣角川，2016 年，初版)。 



 

 

《Re: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白米良的《平凡職業造就世界最強》14，及暁な

つめ的《為美好的世界獻上祝福！》15等作品。 

將「網遊」世界從穿越中獨立出來，乃在於它擁有「轉生」及「轉移」的複

合特質。嚴格來說，「網遊」小說並未真正脫離現實，而所謂的玩家（穿越者），

相較於前面提到的轉生者及轉移者，他們擁有更大的人身自由。玩家可以在線上

（異世界）和線下（真實世界）來回移動，然而，他們在虛擬世界中所經歷的冒

險，都必然會對於真實世界的價值觀，造成混淆或衝擊。玩家多數擁有轉生者的

特質，可以在遊戲（異世界）中扮演任何角色，或是像玩虛擬實境的遊戲，以原

始樣貌轉移到異世界，但是，這類遊戲穿越具有嚴格的時間限制，因為玩家的精

魂、生命源泉，仍紮根於肉體，亦即他賴以生存的真實世界，而這種肉體的侷限

性，就是玩家與轉生轉移者最大的歧異，所以玩家必須來回穿越於兩個世界之中，

直到他放棄遊戲或逃離現實（死亡）為止。相關文本，有川原礫的《刀劍神域》、

聴猫芝居的《線上遊戲的老婆不可能是女生？》16，及田尾典丈《究極初心者》

17。 

「穿越」的異域多以「異世界」一詞名之，此詞是從日文「異世界」來的，

在中國古典文學中，則有世外桃源、太虛幻境等不同名稱。「異世界」是泛指人

類世界以外的領域。該領域往往具備獨特的文化背景、劍與魔法或高科技的元素，

故事主角必須藉由「穿越」才能抵達。 

故事的主角得以「穿越」到「異世界」，那是因為他們往往具有「英雄」的

特質。在常人的理解中，「英雄」往往是威武雄壯、智慧過人的勇者，像希臘神

話中的赫克力斯就是此類典型；然而，「英雄」不該被如此刻板的概括，在喬瑟

夫・坎伯的《千面英雄》中，對「英雄」即有清楚說明： 

英雄是能夠奮戰超越個人及地域的歷史局限，達到普遍有效之常人形態

的男人或女人。18 

由此可知，無論高矮胖瘦、無論男女老少，只要他歷經淬煉，並突破生命局

限，並勇於同化自身對立面，就已具備「英雄」的條件。 

                                                      
14（日）白米良：《平凡職業造就世界最強》（台灣，東立，2016 年，初版）。 
15（日）暁なつめ：《為美好的世界獻上祝福！》（台灣，台灣角川，2014 年，初版）。 
16（日）聴猫芝居：《線上遊戲的老婆不可能是女生？》（台灣，台灣角川，2014 年，初版）。 
17（日）田尾典丈：《究極初心者》（台灣，東立，2015 年，初版）。 
18（美）喬瑟夫˙坎伯：《千面英雄》（新北，立緒文化，1997 年，初版），P.18。 



 

 

三、異世界與穿越者的冒險歷程 

（一）穿越者的英雄歷程 

《千面英雄》中，將英雄之旅區分為隔離、啟蒙及回歸三段過程，而所謂隔

離，在《千面英雄》的定義中，有如下的詮釋： 

透過這種練習（隔離練習），心識與前一階段的態度、執著和生活模式全

然切斷。接下來將有一段或長或短的引退間隔，此時制定好的儀式將引

介生命歷險者，進入他生命的形式及固有的感受中，所以最後當回歸日

常世界的時機成熟時，被啟蒙者就如再生一般。19 

輕小說中的隔離階段，就是「穿越」至異世界這段過程。穿越者被迫遠離被日

本進代文明保護的舒適圈，前往異世界的蠻荒之地，讓固有的態度、執著和生

活模式全然切斷。如同《刀劍神域》的主角桐人，在遊玩ＡＲ虛擬實境的過程

中，被遊戲開發者切斷回歸現實的橋樑（不能登出），造成他無法從虛擬世界中

登出，和一萬多名玩家一同被困在虛擬世界中；像《Re 零》的主角菜月昂剛從

便利商店購物出來，就被轉移到異世界。身無分文加上溝通能力極差，菜月昂

為此吃了很多苦，甚至遭逢數次的死亡；或像《平職》的主角南雲始，在課堂

中，突然被魔法陣召喚，與同學們一同被轉移到異世界。在故事初期，同學們

就被神明賜予強大的加護，而他只得到相對弱小的職業能力，為此，他受盡同

學嘲弄，甚至在一次與魔物的對抗任務中，慘遭情敵的設計，被推落深淵底

部，被迫獨自求生。 

以上三位穿越者，在這段隔離期間，他們必須捨棄原本脆弱、頹廢的思考模

式，並認知到唯有覺醒超然的勇氣和毅力，才能從地獄的慘況中翻身而起。 

在啟蒙階段中，英雄必須接納超自然的助力，並跨過第一階門檻。他必須穿

過鯨魚之肚，並踏上試煉之路，最終得以神化，得到終極恩賜20。所謂超自然的

助力，指的是： 

英雄在旅途中首先遭遇的人物，乃是提供他護身符以對抗即將歷經之龍

怪力量的保護者。21 

                                                      
19（美）喬瑟夫˙坎伯：《千面英雄》，P.9。 
20（美）喬瑟夫˙坎伯：《千面英雄》，P.34。 
21（美）喬瑟夫˙坎伯：《千面英雄》，P.71。 



 

 

這個角色代表的是命運中和善與保護的力量。22 

這些保護者是英雄得以向前邁進的引領者，他們賜予徬徨迷離的英雄們勇氣，

讓他們在面對強敵挑戰時，能保有堅強的意志而不被摧毀。 

在輕小說，超自然的助力通常都伴隨愛情的身影，亦即充滿和善與保護的角

色，不是主角的戀人，就是一心憧憬的對象。如《刀劍神域》的女主角亞絲娜，

是桐人的初戀和知心伴侶，她所做的每道佳餚、所說的每句鼓勵，都化為桐人存

活的力量，讓他有勇氣挑戰接踵而來的死亡威脅，並覺醒英雄的氣概，去守護弱

者、去履行英雄的職責；如《Re 零》的女主角艾蜜莉亞，當菜月昂被流氓圍毆

時，她是唯一伸出援手的人，她的強大和美麗，成為菜月昂的憧憬與生存的希望；

如《平職》中南雲始在深淵中，意外邂逅了女主角月。在兩人逃離深淵的冒險中，

月溫柔的性格和強大的魔法，成為南雲始的生存勇氣和意志力的基柱，讓他忘卻

過去弱小的自我，蛻變為成熟強大的英雄。 

沒有這些女性，這些英雄終將無法跨越阻礙，因跨越所需的勇氣，是一個天

文數字，僅有愛情和憧憬之心方能填補，甚至超越這段落差。 

經過了超自然的助力後，英雄還需要跨過第一階門檻，這些門檻象徵英雄在

歷險中前進，直到在力量增強區域入口遇到「門檻守衛」為止。它們代表英雄現

有領域或生命視野的侷限。 

正如在雙親監管之外對嬰兒是危險的，而在社會保護之外，對部落成員

是危險的一樣。23 

這一道門檻，決定英雄的視野，當他裹足不前，就會被打回凡人，失去繼續歷

險的資格。 

在輕小說中，這樣的門檻通常象徵著人物遇到的人性衝突，主角的應對方式，

將決定他的生命高度和旅程的長度，如《刀劍神域》中，桐人和同伴困於迷宮第

七十五層，眾人必須打敗階層Ｂｏｓｓ，否則就有死亡的危機。身在其中，桐人

必須決擇是否解放隱藏技能，因為一旦使用，他將失去過往自我封閉而自責的生

活，從而成為眾人矚目的焦點，必須為眾人的存亡肩負起責任，最後，桐人為了

解救同伴，更為了解救深陷危機的愛侶，他面對了現實，選擇接受考驗，在緊要

關頭釋放了技能，成功跨越第一道門檻；如《Re 零》中，菜月昂在歷經多次死亡

                                                      
22（美）喬瑟夫˙坎伯：《千面英雄》，P.73。 
23（美）喬瑟夫˙坎伯：《千面英雄》，P.81。 



 

 

回歸24，卻始終無法拯救艾蜜莉亞後，他感到絕望並想要逃亡，這時他正踩在第

一道門檻上。他的固有能力無法帶著他超越險境，而受限的認知也無法拯救他，

幸好隨侍一旁，深愛著菜月昂的鬼族少女，雷姆，給予了主角勇氣，讓他克服心

中的頹喪，成功向前邁進；如《平職》中，南雲始和月在深淵中歷險，打敗眾多

強大的魔物，甚至將深淵底處的迷宮徹底攻略，此時，迷宮指引了他們脫離的途

徑。面對這樣的選擇，讓南雲始感到恐懼和徬徨，因為離開深淵，有再次代表著

必須重新迎接未知的世界，這樣的想像讓主角的過往創傷再度被喚起，幸好在月

的勸導下，他成功跨越了第一道門檻，回到深淵之上的世界。 

跨越第一道門檻，方能檢測這些初具勇氣的凡人，是否真正蛻變為英雄，他

們要從個人的自私和短暫的安逸圈中掙脫而出，邁向全新的挑戰，繼續英雄的旅

程。 

鯨魚之肚，代表著英雄要進一步破除自我的執著，如《Re 零》中菜月昂面

臨的死亡回歸，他的肉體與精神歷經重重消滅與重塑，當他再次回歸死亡前的時

空，此時的他，與死亡前的他早已截然不同。死亡回歸，象徵著褪去充滿世俗與

偏見的本我，重生為深具韌性和前瞻性的超我25；如《平職》中南雲始在挑戰最

後一個迷宮時，他必須面對迷宮倒映出的，黑暗而困窘的自己，打敗他並消滅他，

讓自己的自卑感和邪惡面徹底消失。 

在這裡英雄不往外追求，超越過有形世界的局限，反而走向內在以求再

生。26 

過程中，英雄歷經肉體支解與靈魂重塑，走向自我的全面掌握。對即將面臨的

試煉之路，《千面英雄》有如下的詮釋： 

英雄要發現、同化他的對立面（也就是他沒有懷疑過的自我），不是吞下

它就是被它吞下。障礙被一個一個突破。他必須把自己的驕傲、美德、

外貌、和生命拋開，向那絕對無可容忍的事物低頭屈服。27 

縱然歷經第一次門檻（對未知的恐懼）、鯨魚之腹（自我人格的消滅重塑），命

                                                      

24主角的特殊能力，可以死而復活，回歸造成死亡事件前的時間點，從而扭轉未來。可想像成

遊戲讀檔的過程。 

25此本我和超我並非原始佛洛伊德的意思，純粹為過去不知變通的我和超越逆境的我之意。 
26（美）喬瑟夫˙坎伯：《千面英雄》，P.95。 
27（美）喬瑟夫˙坎伯：《千面英雄》，P.111。 



 

 

運似乎從未放棄對英雄的磨練，因為祂就是要讓你屈服。英雄唯有低頭、順

從，才有可能將這些障礙同化或突破。就像《Re 零》中，菜月昂必須忍受屈

辱、必須低頭，向曾經侮辱過他的騎士尋求力量，方能解救心愛的艾蜜莉亞，

阻擋心上人即將面臨的死亡威脅；又像《平職》中，南雲始面臨愛侶被強敵擄

去的困境，即便他早已通過層層考驗，並獲得了極為強大的能力，他仍必須垂

下腦袋，向那龐大的惡意暫時屈服，並思考對策來扭轉命運。 

這些冒險中的巨大阻礙，有時就算用強硬的手段或力量，也無法打通，英雄

們必須懂得低頭繞路，反而才能走向終點，因為投降不代表放棄，而是重新累積

力量，繼續向困境發起挑戰。在啟蒙的最終階段，英雄會得以神化，並得到終極

恩賜。 

孩童時代的雙親意象以及「善」「惡」的概念，都已被超越。我們不再渴

望或害怕；我們是渴望和害怕的對象。所有的神、菩薩和佛都已被我們

涵容在內。28 

如同前段所述，旅程的終點是種自我概念的超越，英雄不再被原有的念想所禁

錮，就如同《刀劍神域》中，桐人擊敗遊戲開發者，遁入一處介於現實和虛構

世界的縫隙，在這兒，他在遊戲歷經的一切憎恨、戀眷都消失了，成為一個全

然放下、超越生死的存在；又如《平職》中，南雲始擊敗了奪走愛侶的惡神

後，與整個世界的精神合而為一，進而在各個宇宙維度間穿梭無礙。無疑的，

英雄成為崇高的存在。而他們所領悟的終極恩賜，指的是： 

生命的泉源就是個人的核心，並可以在內心中發現它。29 

繞了異世界一圈，歷經無盡的苦難，其實這股龐大的力量，早已存在於個人的

心中，只是過去（穿越前）的懦弱自我，並不能體會早已存在的力量。 

最終，英雄必須回歸社會（現實世界），與之重新結合，讓兩個世界的精神

力量活動產生循環，而非單向的輸出（現實世界穿越異世界）。 

回歸階段，象徵著： 

英雄自日常生活的世界外出冒險，進入超自然奇蹟的領域；他在那兒遭

遇到奇幻的力量，並贏得決定性的勝利；然後英雄從神秘的歷險帶著給

                                                      
28（美）喬瑟夫˙坎伯：《千面英雄》，P.171。 
29（美）喬瑟夫˙坎伯：《千面英雄》，P.201。 



 

 

予同胞恩賜的力量回來。30 

如同《刀劍神域》的結尾，桐人脫離死亡遊戲的掌控，回歸現實後，他必須處

理和面對他受困遊戲世界兩年之間，在現實世界中所耽擱的、所延誤的一切活

動，努力回歸生活；或如同《平職》中，南雲始利用穿梭維度的能力，把同學

和愛侶帶回原本世界，更將自己在冒險所得所學，回饋給那個曾經虧待過他，

卻擁有生養之恩的原世界。如此，穿越者的英雄之旅，才正式畫下句點。 

 

（二）穿越者對異世界時空的影響 

１.溫柔的光芒 

主角或許手無縛雞之力，或許相貌平凡，但他或她一定是異世界中最溫柔的

人：像哲也《晴空小侍郎》中的男孩，用他溫柔的心保護群鬼，以慈悲心化解強

敵桃樹老人的詛咒；或像蝴蝶《禁咒師》中，禁咒師甄麒麟告訴男主角明峰的：

溫柔是最強大的咒。31 

而在《千面英雄》中，更有此類描述： 

永不枯竭水井的守護女神——不論以富格斯、阿克提恩或孤島王子的方

式發現她——條件是英雄必須擁有吟遊詩人和遊唱詩人所謂的「溫柔

心」。32 

與女神（化身為每一位女性）相會，是英雄贏得愛（即慈悲，命運之

愛）之恩賜的終極能力測試，而這愛就是令人愉悅、包藏永恆的生命本

身。33 

溫柔，是穿越者的共通特質，更是造就英雄崇高的根源。他們生活在民主進步

的日本社會，深受自由、平等及博愛的洗禮，但這樣的靈魂特質，卻常被真實

世界的灰暗隱沒，唯有把他們抽離到異世界，一處對人權意識相對落後（仍存

在奴隸制度），對異種族（人族之外）嚴重歧視的環境，原世界的灰暗會逐漸退

去，而他們的靈魂會開始閃耀發光，去試圖改變所處世界的不公不義，試圖拯

救弱者，成就英雄的偉業。 

                                                      
30（美）喬瑟夫˙坎伯：《千面英雄》，P.29。 
31蝴蝶 Seba：《禁咒師 卷二》（新北，雅書堂，2007 年，初版），P.49。 
32（美）喬瑟夫˙坎伯：《千面英雄》，P.123。 
33（美）喬瑟夫˙坎伯：《千面英雄》，P.125。 



 

 

就像在《刀劍神域》中，桐人懷著超凡的大愛和勇氣，拯救著被同樣受困於

死亡遊戲的玩家；在《Re 零》中，菜月昂保護了被人們歧視的半精靈少女艾蜜

莉亞，安撫了因往昔傷痛而精神受創的鬼族少女雷姆，他的同情心拯救了兩位少

女；在《平職》中，南雲始更教導異種族族武技戰法，解放被異世界帝國壓迫的

奴隸，使受難者獲得自由。所以，這些英雄之舉的背後，都脫離不了溫柔的心。 

 

２.智慧的力量 

為了克服生命的難關，為了擊敗強大的敵人，有時候僅靠著蠻力是不足以面

對的，因在恃強凌弱的異世界中，永遠存在著更強大的敵人和挑戰，其不可理喻

的蠻橫和暴力，是任何魔法或刀劍都無法戰勝的。 

此時，就需要智慧的力量，而值得慶幸的，是相較於異世界的知識水平（多

處於中世紀水準），穿越者幾乎都帶有龐大的優勢，亦即原世界的文化資本。 

在劍與魔法流行的異世界（中世紀），知識普及並不容易。 

當時各種技術尚未發達，特別是醫學，受到宗教偏見的影響，極為落後

不前。再加上多種惡劣的條件，壽命與現代人相比，不得不說是極為短

暫。 

除了貴族和聖職者等一部份的人，民眾大多沒受過教育，資訊的傳達也

不足。34 

歷經現代文明洗禮過的穿越者，攜來大批異世界不存在的價值觀念和嶄新科

技，來對抗使用老舊戰法的敵人或天災疾病的威脅，像《平職》的南雲始就使

用著左輪手槍作武器，並訓練異種族現代戰法，來突破異世界帝國大軍的攻擊

和圍捕；像《Re 零》中，菜月昂運用手機的報時功能，假作為可以預知魔物接

近的神器，誘使同樣想消滅魔物的敵人轉而協助自己，藉此打敗遠超於自身力

量的強敵。 

穿越者的勝利，乃在於其智慧是精煉自人類千年的活動後，篩選出的最佳解

答。以此做為武器，來擊敗仍使用舊戰法或舊制度的勁敵。 

                                                      
34（日）榎本秋：《幻想指南～幻想世界的打造方法～》（台灣，銘顯文化，2011 年，初版），

P.34。 



 

 

這樣的做法，雖然看來非常狡猾，甚至有點卑鄙，但從適者生存、勝者為王

的角度，穿越者的表現是可圈可點的。 

 

四、穿越者前往異世界的意義 

（一）日本文化框架及文化霸權 

在輕小說文本中，從日本「穿越」至異世界，作者難免會將自己的價值觀帶

入異世界中，並藉由主角的言行，傳達出文化優越的氛圍。 

像是主角穿越後，在異世界用日文竟然也可以溝通，直接忽略語言轉換的問

題；或在冒險的途中，穿越者總不由自主的思念起故鄉，而他們也總會順利的在

異世界地圖中，發現以大和或瑞穗35為名的國家，找到這類國家後，他們總充滿

著還原味噌、醬油的執念36。在旅途中，遇到使用忍具、發射手裡劍的忍者37也不

是什麼稀奇事。當穿越者碰到異世界與舊有生活環境的落差，也常浮現出「日本

比較好」的價值觀。 

可見作者在文字裡，會巧妙地把祖國崇拜（日本）的心理活動，融入故事裏

頭，造成中古歐風的世界觀中，彷彿摻入異質。 

從前段的例子，可以察覺作家筆下的強烈的文化框架及文化霸權觀：認為日

本的文明文化，遠比劍與魔法充斥的異世界進步。穿越者在異世界歷練，仍仰仗

著日本的先進來跨越危機。 

當然，這樣的解讀稍嫌偏激，也好似把穿越者的行徑（包含英雄之舉）徹底

醜化，但是讀者在閱讀這類作品時，不得不自我反思，自己的價值觀，是否早已

受制於日本帝國主義的霸權之下，誤認為穿越者所言所行皆為正義。 

 

                                                      
35可參看 Y.A 所著的輕小說《八男？別鬧了！》，在遍地中古歐風的環境，有個叫瑞穗的國度，

幾乎是日本的翻版。 
36可參看理不尽な孫の手：《無職轉生～到了異世界就拿出真本事》，主角至死都仍在實驗還原

醬油的製作方式。 
37可參看秤猿鬼的《骸骨騎士大人異世界冒險中》，有對刃心一族，亦即忍者的描寫。 



 

 

（二）建構類型化社會 

在文本中，善惡的二元對立是故事中常見的衝突。這項亙古流傳的價值原則，

可讓讀者在閱讀輕小說時，能較容易掌握角色特質。然而，如果作者的書寫功力

不足，常因此創造出大量扁平人物，造成雙方的衝突流於呆板乏味化。 

當輕小說（特別是參考ＲＰＧ遊戲觀的文本）在設定人物能力時，會加入鑑

定的功能，其功能目的，除了可以自由檢視自身或他人的能力值之外，尚可藉由

種族和職業的識別，區分人物處於善惡哪一方的陣營。 

在異世界中，辨識人物的善惡屬性，其實有預先將犯罪者從人群中區分而出

的優點，卻極可能在無辜者身上，標上刻板印象和種族歧視的可怕缺點。 

經由這種不完善的二分法（非善即惡），當權者極有可能運用權力，唆使盲

從於二元分類的愚昧人民，去驅逐、甚至屠殺被當權者視為異類的少數族群，只

因為他的種族（如魔人、獸人）、職業（如黑暗法師）被定義為邪惡勢力。 

回到創作層面，創作者建構類型化世界的寫作模式，也許有便於讀者進行分

類、認知角色的正功能，但創作者必須時刻提醒自己，真實世界的人是擁有複雜

人格的矛盾物。創作者應細寫角色間不同價值立場的衝突，而非單純拘泥於彼此

的 善惡定位，方能寫出具備深度角色對立的故事。 

 

五、結語 

藉由各類輕小說的舉用，配合《千面英雄》的英雄歷程分析，呈現出穿越者

複雜的人物特質：作為原本散漫頹廢的青少年，穿越異世界的行為是一種導正人

格、發覺英雄特質的偉大計劃，包含趕出舒適圈、強迫他們認真地生存，進而讓

改變自我並超越命運的少年，成為世人眼中的英雄，並回歸故鄉。穿越異世界，

是命運（作者）對於青少年既殘酷又慈悲的救贖，鞭策這些浪費生命的人學習為

他人付出，我認為，這是整個文本中最重要的教育意義。 

雖然說，在輕小說這一類商業文學中，主角持有強大外掛能力、身旁美女如

雲或財產多到花不完種種，充斥著這樣老套的故事設定，但作為讀者或評論者，

不應當只是批評作者人格膚淺或是物化女性，而沒有深入探究設定的背後，隱藏

了怎樣熱切的渴望：其背後的答案，只因我們都是平凡的個體。在我們困乏的生

命歷程中，我們無法擁有小說般的奇遇，和一位才子或佳人為伴，甚至無法挑戰

或征服自己的命運。而這些文本創作者們，他們的生命歷程，也和大多數的凡人



 

 

如出一轍。所以，他們的創作，其實是在反映著我們對於美好生活，和燦爛未來

的渴求。 

假使我們在精神及物質上像小說人物那般富裕，我們又何必閱讀這些故事呢？ 

最後，當我們在檢視角色所歷經的英雄歷程、享受於閱讀時光，以及填補現

實缺憾的同時，不妨仔細審查文本中作者所隱含的道德價值，在令人嘖嘖稱奇的

情節中，是否含有強烈的文化框架或文化殖民觀。我們可以欣賞作者的幽默感，

但絕不要被作者的偏見牽著鼻子走。唯有如此，才能全面而客觀地享受閱讀的樂

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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