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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手塚治虫在日本漫畫界裡被稱為「漫畫之神」，是一位昭和時期的

漫畫家。不但影響了日本漫畫界，也對日本人民有非常大的影響。在他

為數眾多的作品裡，『火鳥』被喻為是最富哲理的作品。 『火鳥』是一

部從亙古至未來的歷史大作，書中的火鳥被設定為永遠與理想的象徵。

飲用其血可以獲得長壽，手塚治虫藉由貫穿古今的各篇故事來傳達「輪

迴」「長壽」以及「尊重生命」的理念。 目前研究『火鳥』多以內容以

及技法為探討。本論將從內容切入探討「輪迴」「長壽」「時間」「宇

宙觀」等問題。所使用範本為角川文庫出版之『火 鳥（HiNoToRi）』全

文共分三章。第一章首先介紹手塚治虫生平及各階段作品。第二章以火



鳥為中心，介紹各地火鳥，及書中手塚治虫藉以火鳥和書中人物關係想

傳達之理念。第三章則詳細探討『火鳥』一書中的「輪迴」「時間」

「宇宙觀」等問題。而在結論當中，從各方面對『火鳥』一書下一個定

位。 詳細內容摘要 論文摘要 序論 一、 研究目的 手塚治虫於日本漫畫

界裡被稱為「漫畫之神」，為一位昭和時期漫畫家。不但影響了日本漫

畫界，也對日本人民有諸多影響。在其為數眾多的作品裡，『火鳥』被

喻為是最富哲理的作品。 『火鳥』是一部從亙古至未來的歷史大作。書

中的火鳥被設定為永遠與理想的象徵。飲用其血可以獲得長壽。手塚治

虫藉由貫穿古今的各篇故事來傳達「輪迴」「長壽」以及「尊重生命」

的理念。 台灣對於手塚治虫僅止於名字級數篇大作（原子小金剛、怪醫

黑傑克等）因此敝人想藉由碩士論文將這一部巨作介紹給國內讀者。 

二、 研究方法 目前研究『火鳥』多以內容以及技法為探討，本論將從

內容切入探討「輪迴」「長壽」「時間」「宇宙觀」等問題。所使用範

本為角川文庫出版之『火 鳥（HiNoToRi）』全文共分三章。第一章首先

介紹手塚治虫生平及各階段作品。第二章以火鳥為中心介紹各地火鳥及

書中手塚治虫以火鳥和書中人物關係想傳達之理念。第三章則詳細探討

『火鳥』一書中的「輪迴」「時間」「宇宙觀」等問題。 三、先行研究 

這裡提到學者池田啟晶對於火鳥的解說以及早野泰造谷川晃一等學者對

於時間方面的意見。 第一章 手塚治虫的生涯與『火鳥』的執筆 第一節 

手塚治虫的生涯 手塚治虫本名手塚治。一九二八年（昭和三年）生於大

阪。父親手塚粲為公司職員。祖父手塚為長崎控訴院院長。手塚治虫自

幼生長於經濟不虞匱乏的環境中，幼年時常和母親手塚文子一同欣賞寶

塚歌劇。這些經驗對後來手塚治虫的畫風產生不少影響。 幼年時期的手

塚治虫對宇宙和昆蟲產生極大的興趣。經常前往大阪市電器科學館學

習。除此，手塚治自友人處借得『原色千種昆虫圖譜』一書。從中發現

和自己名字類似的昆蟲「osamusi」從此此名成為筆名。另外自弟妹的塗

鴉中亦獲得不少靈感。 然此豐裕生活並不久長。二次世界大戰使手塚治

虫生活開始拮据。但並不改其愛好漫畫之心。令手塚有志於醫始於一九

四四年，手塚罹患糜爛性白癬疹一病而險遭斷手。幸得良醫所救，期間

對醫者深受感佩，故立志於醫。 生活雖困頓，然手塚不改其好。至戰爭

終時已繪數千。一九四五年入大阪大學附屬醫學專門部就學。並於「大

阪每日新聞」一報中刊載己作。一九四六年酒井七馬創立「關西漫畫家

俱樂部」手塚為其一員。並與酒井合作出版『新寶島』一書。此為手塚

成名作。自此手塚一躍而為炙手可熱之漫畫家。 醫學之途雖順遂，然其

受師長及母親鼓勵，以漫畫之途為終生之路。一九六○年前後，順遂之

漫畫生涯由於劇畫興起而遭衝擊。手塚頓遭困阨，後因轉變畫風及自我

成長而脫離此一困境。一九六○年手塚獲醫學博士學位，為日本史上第

一「具有醫學博士頭銜之漫畫家」。 此數年間手塚成立「手塚

production 動畫部」初期職員甚少，然眾人群策群力使公司規模增至四五

百人之眾。手塚 production 動畫部經部門調整，分出手塚 production 與虫

production（略稱（虫 Pro）），創設雜誌『COM』，『火鳥』亦開始於

此連載。數年後由於經營不善虫 production 倒閉，手塚負債一億五千萬

日圓。除變賣家產外，手塚仍須奮力工作。人生際遇雖劣勢，然手塚不

改其志，終以『怪醫黑傑克』、『三眼神童』等再創新境界。成為舉世



聞名之人。 另一方面，一九八四年後手塚身體況和其人生巔峰成反比在

不斷奮力之中雖續出『火鳥』等大作，仍不敵病。終於一九八九辭世。 

第二節 各階段作品 手塚治虫將其作品作品略分為四期（原文略長，故

本摘要中省去）而學者米澤嘉博則將手塚治虫作品分為八期（赤本階

段、席捲雜誌界階段、新挑戰階段、漫畫黃金階段、動畫錄製階段、青

年文化階段、復出階段、最後階段）。本論融合上述二者，將手塚作品

分為下列數期： 摸索期（一九四五年∼一九四七年） 此期手塚畫風未

定，主要作品以報章刊載之四格漫畫。政治漫畫等。 第一期（一九四七

年∼一九四九年）作風安定時間亦充裕之時期 由於新寶島一書暢銷，使

手塚發表遽增。此一時期作風安定，形式亦穩定。四九年後亦逐漸採用

美式手法。 第二期（一九五 O 年∼一九五四年）以雜誌出版為中心 此

期手塚以『森林大帝』一書進入雜誌出版界。不過一年半時間，便已席

捲雜誌界。『森林大帝』不單為手塚五 O 年代代表作，亦為完成期之作

品。此一時期技法提昇，畫風洗鍊。然手塚自評此一時期作品粗製濫

造。 第三期（一九五五年∼一九五九年）煩惱期與轉換期 此一時期由於

劇畫(具寫實性故事性之漫畫)抬頭，使手塚式畫風備感壓力。手塚因此

試著改變畫風。此一時期可謂手塚轉變期。耗數年光陰後，於六 O 年代

後半始見突破。 第四期（一九六 O 年∼一九六二年）再出發時期 此一

時期多流行英雄懲惡作品。團塊世代(戰後世代)成為兒童文化主消費

群，形成一大市場。此期手塚走出低迷，乘此潮流推出數部作品。國內

首部動畫「原子小金剛」亦於一九六二年於日本首映。 第五期（一九六

三年∼一九六七年）致力動畫、畫風改變期 此期手塚以動畫為主。漫畫

數量大減。團塊世代(戰後世代)亦成長為高中大學生，致讀者銳減。然

六六年起長篇漫畫盛行，手塚亦趁此潮流推出數部作品。自一九五五年

至一九六七年數年間手塚畫風不斷轉變，但仍可見其不調和感。『火

鳥』一書則可見其畫風轉變。 第六期（一九六八年∼一九七二年）向多

方挑戰 此一時期少年漫畫漸趨複雜。具備青年漫畫雛形。而手塚除因應

社會潮流作畫外，同時亦挑戰神祕性質的作品。 第七期（一九七三年∼

一九七八年）復活期 手塚以三十年的漫畫生涯、醫學經驗為背景，製作

了『怪醫黑傑克』『三眼神童』等作品。此期作品深得讀者喜愛，為手

塚開啟另一創作巔峰。 第八期（一九七九年∼一九八八年）最後創作期 

此期星際大戰、科幻等作品廣受青睞，而手塚此時作品主要傾向青年、

成人作品。除上述內容外，亦描述以家庭、自然、戰爭、歷史等主題為

背景之作品。 第三節 『火鳥』執筆動機 現今所謂『火鳥』一書，所指

的是一九六七年刊載於『COM』雜誌之作。然其實際時期可分為下列五

期。 一、 一九五四年∼一九五五年 於『漫畫少年』中連載之「火鳥 黎

明篇」。 二、 一九五六年五月∼一九五七年十二月 於『少女俱樂部』

雜誌中所連載的「火鳥 埃及、希臘、羅馬篇」 三、 一九六七年一月∼

一九七三年八月 於『COM』中連載之「黎明篇」、「未來篇」、「大

和篇」、「宇宙篇」、「鳳凰篇」、「復活篇」、「羽衣篇」、「休

憩」、「望鄉篇」、「亂世篇」。 四、 一九七六年九月∼一九八一年四

月 於『MANGA 少年』中連載之「望鄉篇」、「亂世篇」、「生命

篇」、「異鄉篇」。 五、 一九八六年一月∼一九八八年二月 於『野性

時代』雜誌中所連載的「火鳥 太陽篇」。 手塚於『森林大帝』之後，



欲尋一能和主角『森林大帝』主角相媲美之角色來作一挑戰，期間深受

芭蕾舞劇『火鳥』之火鳥一角感動，而有了以火鳥一角描述歷史的構

想，然此連載終因構思不足而停載。其後手塚受電影影響，而再次以少

女漫畫的角度構思『火鳥』然又因不受歡迎而停載。 十年後，虫

production 創『COM』雜誌以對抗當時廣受歡迎之『KAMUI 傳』

（『KARO』雜誌出版）。而手塚在累積繪畫經驗、醫界體驗後重新構

思。再度重新撰寫『火鳥』。此後雖經雜誌停刊而兩度中斷，但構思一

貫，直至辭世。故『火鳥』堪稱為手塚貫其一生之巨作。 第四節 『火

鳥』之初出與校異 本論所探討之『火鳥』主要為第三期以後的作品，然

貫穿五期作品，除第二期堪稱獨立外其餘四期在構思上多有關連。其中

「黎明篇」「望鄉篇」「羽衣篇」更是篇名相同，內容卻經過大幅修

整。 「黎明篇」在『漫畫少年』的設定裡，主角那岐為救其父而尋火

鳥，雖狩獵失敗然因護火鳥之子嗣有功而或鳥血，惜其父已亡，岐與其

妹飲血並遠渡他島，因鳥血之故而成為不死之身。受該島人民景仰。另

一方面『COM』的「.黎明篇」設定為熊襲國村民那岐和邢馬台國一名軍

人猿田彥之間的故事。邢馬台國醫生庫茲里臥底熊襲國，後熊襲為邢馬

台所滅，那岐為猿田彥所擄。起初二人勢同水火，後共經數起患難而情

同父子。後猿田彥為那岐所救共赴熊襲。另一方面。熊襲國滅後庫偕其

妻希娜克避之。庫與希遭火山爆發於艱苦困頓之後於火山口度終生。其

子阿猛攀壁出火穴，尋己之世界。 「羽衣篇」雖繪圖相同，然台詞各

異。內容皆為一女子阿時與漁者遇，漁者匿其衣，故女子委身三年，生

一子。後因戰事徵漁者兵，並奪女子衣，後女子告知自己乃千五百年後

之人類，恐衣物遺失擾亂時空。漁者奪衣去之，後女子久待不得，原欲

殺嬰，但不忍而攜之回未來；後漁者奪衣還，然不見其妻，故埋衣於松

下。『COM』版「羽衣篇」與「望鄉篇」相互關連。「羽衣篇」主角為

「望鄉篇」主角之女。因躲避戰火而至古時。且產下一子。單行本主角

則為未來人物，與各篇無關。之所以有此改乃因『COM』版列描述核戰

慘狀及被害者悲鳴，故單行本中作者著手修正。 「望鄉篇」亦為設定出

入頗甚之作品。原作『COM』版為科學家城之內買一行星做為生物複製

計畫基地。因不慎引起核戰致星球崩壞。其女經時光機被送往古時，產

下一子。後雖回元世界，然心神已失，其子遭惡人所棄。並背帶往他

處。該棄子命不該絕，順利成長。一日遊玩中遇火鳥而相談。故事於此

中斷。而在單行本裡設定為兩名地球人-羅美與間丈二逃離地球來到伊甸

17，後因意外丈二亡，羅美產一子，為求種族延續，故冬眠以待子凱因

成人。凱因成人後由於和羅美未能生女，故羅美與凱因之子繼續結合，

仍未能得女；後因火鳥之助，瑟夫與夢比(一變形生物)產下數女，而使

新種族得以綿延；而羅美成為伊甸 17 之女王，但仍無法克制想回地球

之念頭，藉由新人種可夢的念力幫忙，搭乘岩石太空船向地球前進。且

遇到地球聯絡員-牧村；途中歷劫重重，後藉火鳥暗中導引回原本之銀河

系，羅美藉由他助恢復生命及美貌。為代價是三天的生命。 另一方面，

宇宙商人來到伊甸 17，散播罪惡因子，使伊甸 17 成為犯罪煉獄，火鳥

同夢比商量若不恢復原狀將不再壓制地震，但由於伊甸居民不肯聽勸，

後遭毀滅。之後牧村將羅美葬於伊甸 17。 若以表格列之此三篇差異如

下： 黎明篇 『漫畫少年』 『COM』 主角 那岐、那美兄妹 那岐、猿田



彥 時代 神話時代 歷史時代 動物擬人化 有 無 火鳥 親子兩羽 一羽 羽衣

篇 『COM』 單行本 主角 阿時，「望鄉篇」的時子 阿時，1500 年以後

的人 和各篇關係 和「望鄉篇」有關 無關 時空轉移手段 時空機器 火鳥 

孩子 畸形兒、男孩 女孩 望鄉篇 『COM』 單行本 主角 城之內 羅美 場

所設定 地球以外之行星 地球以外之行星 火鳥介入 有 無 第五節 火鳥之

展開與考察視點析出 雖然火鳥主題為「生命」，但筆者認為除了生命之

外，作者尚有其他觀念。因此本論將從下列三點切入： 一、 火鳥本身 

作品名稱即為主角為手塚漫畫的一大特色。因此在論及內容時必須對主

角做一考察。本論將從火鳥外型及和各篇主角之間交流來探討作者想傳

達之理念。 二、 時間 眾所皆知『火鳥』一書在其時代描述手法上有其

獨特性。本論將從物理角度對其特殊描述手法做一番剖析。另外，本論

亦將從『火鳥』中發現手塚自身的時間觀與輪迴觀。 三、 空間 本論將

從空間特殊描述之「異形篇」與「太陽篇」找出作者獨特之複數空間概

念。 第二章 『火鳥』裡的 第一節 各地傳說神鳥與 手塚所撰之火鳥,多

以鳥型貫古今，原因可歸下列二點: 一、手塚自行設定 手塚於「望鄉

篇」中做了預先設定：火鳥原為宇宙能源聚集體。從人類的眼看來為鳥

之類型。如此得以與各地傳說鳥類做連結。在區分火鳥與其他傳說鳥類

之前，先對其他鳥類做一番介紹。 埃及暨古希臘羅馬有一傳說鳥類

PHOENIX。形如鷲，每五六百年親鳥自焚。後子自死骸重生。攜親骸於

聖壇焚化。 佛經中亦有神鳥名迦陵頻伽。又名迦陵頻、歌羅頻伽。人首

鳥身。其聲悠揚，居淨土。 另外俄國民間傳說亦有自由馭火之神鳥。中

國古典亦備載鳳凰。鳳凰、神鳥也。為四靈鳳龍龜麟之一，為羽物之

長。鎮南之神獸(北玄武東青龍南朱雀西白虎)一名鳳皇，又名朱雀。古

典記載其型為雞首、燕頷、蛇頸、龍紋、魚尾、鴻前、麟後、獨居丹

穴，棲梧桐，飲醴泉，食幼筍，聲如簫，體五色。現於太平之世。具德

義信禮仁五德。 書中雖設定火鳥與傳說神鳥相同，實則不盡相同。火鳥

馭火，飲其血得長生。此為作者思慮獨到之處。 二、鳥者行動受限少 

鳥者上可達天，下可入谷。行動無拘。若賦予永恆生命則可符合作者宇

宙能源聚集體之設定。 手塚所描述火鳥之姿為雞首、鶴頸、體足如鴕

鳥、尾及羽如孔雀。時則以鳥姿時則以人形現之。 第二節 火鳥與各主

角關係 作者雖設定火鳥為宇宙能源聚集體，然各篇所出現型態卻不盡相

同。以下將以時代順序論述各篇。 「黎明篇」中火鳥居高嶽。雖為一高

溫鳥類仍有其上限(鐵箭得以殺之)。且焚殺一心救妻之丈夫。遇險時則

以生血欲與人交涉。見人欲自殺時則出聲以救之。貫穿全文可得下列數

項特徵： 一、具高溫軀體自由馭火 二、不知人心 三、認為人類皆求己

血 四、可使人長生 五、浴火重生 六、以意識與人相通 七、可以鐵箭殺

之 八、教人生之價值 「黎明篇」中火鳥雖為一靈鳥，然並非知萬事如

神佛。和人類關係甚淺，並以具象鳥姿出現。 次一時代「大和篇」中火

鳥設定雖與黎明篇相去不遠，然略有進化--願以實際行動協助人類。 次

者為「太陽篇」古代部份。於此火鳥設定更往前一步。火鳥以具象姿態

和主角相會，離去時主角發現自己仍在原處，所經之事宛如大夢一場。

於此火鳥描述手法漸趨抽象，不再具象並且此篇可窺出火鳥為宇宙能源

聚集體之雛型。另外火鳥於狗族面前以人形現身亦值得注意。狗族非人

類，因此所見之宇宙能源聚集體非鳥類。此也符合作者所訂「人類所見



為鳥型」之設定。 之後「鳳凰篇」中火鳥不再於人前現身。一切教諭皆

透過夢境。並且此時已可見出火鳥具有看透人類歷史之能力。但純屬旁

觀並不介入。 接者為「羽衣篇」此篇火鳥並未現身。但從主角臺詞可得

知火鳥有能力將人物做時空轉移。 其次為「亂世篇」此篇講談社與角川

文庫版本略有出入。角川文庫版中並無火鳥，而以一傳說鳥類火燄鳥(實

為孔雀)作為神鳥傳說之物。講談社版中火鳥則出現於主角夢中教諭主角

並且介入主角的輪迴中。 其後為「異形篇」時代此篇火鳥出現的設定上

如前數篇。但較前數篇又多一項能力--對於不重視生命者視為罪人並給

予懲罰制裁。 至此火鳥所有的能力皆以出現可歸納為下列五項： 一、

人眼所見為靈鳥 二、長壽且自由馭火 三、可自由決定救援或旁觀 四、

給予罪人制裁 五、知人類所有歷史 之後描述未來之數篇「生命篇」

「望鄉篇」「復活篇」「宇宙篇」「未來篇」等篇大抵尋求此一模式。

與主角進行意識溝通，對於陷入困境者時而給予教導，時而給予援助。

對於不尊重生命者給予懲罰。較古代數篇相比，未來數篇火鳥以制裁者

角色出現情形較高。 作者隨歷史潮流的推進，同時將火鳥設定形式抽象

複雜化。從具象火鳥至抽象之能源聚集體。隨著人類理解程度之進化，

給予教誨或懲罰。然而「望鄉篇」中火鳥較其他數篇相比介入情形遽

增。此為一疑點。另未來篇中何以山之邊真人可得火鳥靈力以長生亦為

一疑點。 第三節 作者於『火鳥』中所託之事 作者於『火鳥』一書中，

藉由火鳥教導或懲罰主角的方式，將生命的重要性介紹給讀者。在未來

篇中可發現作者設定「壽命」不同於「生命」。「壽命」為生命之計算

方式。宇宙生命介某生物形體存於某時空中，存在之時則以「壽命」作

為時間計算。而作者對「壽命」「生命」則有如下理念： 一、無生命價

值之壽命者無意義 在作者另一部作品『拯救玻璃似的地球』一書中有如

下理念： 人類若只是單純延長壽命，無法稱之為活著。年輕人是如此，

對年長者而言，若無 "生活價值"的話便沒有活下去的勇氣。即使醫療進

步延長壽命，只不過另其感覺痛苦罷了。 在「復活篇」中亦藉著主角雷

歐那靠著機器死而復生，卻不知為何所活而給予讀者思考空間。 另外，

作者另有「無人腦者非人類也」之設定。在『拯救玻璃似的地球』一書

中亦提到 腦細胞是一項精細的構造，無論任何精密的電腦都無法可及。

即使將來出現代用品， 那也不過是人造物。無法取代真的腦細胞。若以

人造物取代腦細胞，則該人人格盡失，而成為機器人。(中略)也因此腦

是一種無法取代的組織，腦死則其人也亡。 故「生命篇」中的純妮的祖

母是人類。「復活篇」雷歐那尚存些許大腦亦堪稱人類。然雷歐那與機

器人知博的合體羅比達則為機器。 二、尊重他人生命 年少經歷戰爭生

涯，故手塚珍愛生命。『火鳥』一書中此觀念亦多次於對話中表達。在

書中對於不尊重他人生命者。火鳥懲罰有三： (1)給予永久刻印 代表者

為「宇宙篇」猿田，猿田殺了同僚牧村後火鳥給予制裁： 你殺了牧村，

現在你也成了罪人。雖然同樣是地球人，還是要給予懲罰。你的臉將永 

遠醜陋。子子孫孫都將刻著此罪惡刻印。 (2)反覆 「宇宙篇」裡的太空

飛行員牧村與異形篇八儀左近介即為其代表人物牧村殺了芙雷米爾星球

居民之後受火鳥懲罰，永世不斷重複嬰兒--成人--嬰兒的成長、退化過

程。過程不斷重複，但無結束之日。左近介在殺了八百比丘尼(三十年後

的自己)後無法回到原處，而代替比丘尼居寺廟中。寺外時光逆流三十



年。另一左近介出生、成長。寺內左近介為償罪孽於寺內醫治眾生。三

十年後逐漸老去。待另一左近介前來。過程不斷重複。以此為懲罰。 (3)

複製 代表者為生命篇青居邦彥。為了提昇收視率，不惜以複製人作為賣

點的青居邦彥自己成了被複製的對象成為複製人之一。在飽嚐被追殺之

苦後始知自己的愚昧，而破壞複製計畫作為贖罪。 三掌握自身有限生命 

最代表的例子為「黎明篇」阿猛，登崖至半途氣力盡失，欲鬆手墜崖時

火鳥即時教導其人皆有活下去之權力。 第三章 火鳥中的時空 第一節 火

鳥中的時間性 一、逆行時間性--螺旋狀「永劫回歸」之時間性 大體說來

火鳥所表現出的時間性為「永劫回歸」--經歷了所有事情之後，一切又

再重頭開始。若從時間長短區分，可分下列數項： (一)火鳥全篇 在『火

鳥』作品中描述古代的有「黎明篇」「大和篇」「鳳凰篇」「羽衣篇」

「亂世篇」「異形篇」以及「太陽篇」古代。描述未來的有「太陽篇」

未來部份「生命篇」「望鄉篇」「復活篇」「宇宙篇」「未來篇」但作

者的描述手法為「黎明篇」--「未來篇」--「大和篇」--「宇宙篇」--

「鳳凰篇」--「復活篇」--「羽衣篇」--「望鄉篇」--「亂世篇」--「生命

篇」--「異形篇」--「太陽篇」其間藉由共同人物如「黎明篇」的阿猛和

「大和篇」的長老為同一人物，「鳳凰篇」的我王和「亂世篇」的天狗

為同一人物，「望鄉篇」的牧村亦於「宇宙篇」中出現，「復活篇」的

猿田博士、羅比達和「未來篇」的猿田博士與羅比達相同等，藉由相同

人物使讀者將各篇串成一起。 這是作者一項冒險嘗試：兩條主線一為自

古至今，一為自未來溯古，相連結之終點現代的「大地篇」雖因作者過

世而未完成(在作者手札中可見「大地篇」雛型)然讀者仍可見其相連

性。其畫龍點睛之處為「黎明篇」篇頭與「未來篇」篇尾以相同繪圖處

理這亦為讀者與之前對於『火鳥』的論點皆採「永劫回歸」的看法。本

論雖贊成此看法，但筆者認為「永劫回歸」的原點並非原本的起點，而

是另一輪迴的始點。支持本論點者為「黎明篇」篇首與「未來篇」篇尾

看似相同的繪圖。正因繪圖相同因此直至目前眾人皆視其循環為永遠相

同。然經比較之後，可以看出兩部份繪圖一致但臺詞不盡相同。故不能

視為相同。 因此筆者認為這是另一項進化的始點。如此，作者的時間性

不再是一個首尾相連的圈型，而是不斷盤旋而上的螺旋型。(圖形請參照

本論第三章第一節 62 頁)如此看來，人類歷史雖從頭開始，實則為不斷

進化。此螺旋之橫切面為一點。--此為讀者所見各篇。而螺旋自上而下

俯視為一同心圓形。此為火鳥與作者所見之人類進化史。 (二)「異形

篇」之時間構造 異形篇所構築之時間亦為「永劫回歸」。唯不同的是時

間的長短。篇首與篇尾雖繪圖相似，但編排略有出入且臺詞不盡相同。

故亦可視為一獨立螺旋構造。如此『火鳥』的螺旋狀時間帶便有複數個

(圖形請參照本論第三章第一節 64 頁)。 二、無法逆行的時間構造 牛頓

的絕對時間觀念裡提及「無論在任何空間中，時間皆由過去流向未

來。」而在『火鳥』的螺旋狀時間構造中，無論以三十億年為一輪替，

或是以三十年為一輪替，當中時間皆屬絕對時間。無法逆流。 另外愛因

斯坦曾提及「若有一物以光速以上速度行進，則該物可超越吾等現存之

空間。可見過去事物。」火鳥既為宇宙能源聚集體，當可超越光速。因

此可符合在不同空間可見不同時間，也就是空間與時間的複數化。本論

將於第三章第四節詳細探討此一問題。 三、不同空間所產生之浦島太郎



效應 「望鄉篇」太空員牧村則為代表例。特殊相對論理有下列學說--運

動越快，則時間會變慢。相同年齡的 A 與 B 兩人，A 乘坐太空船前往宇

宙旅行。B 在地球等 A 回來。以地球做基準來看，進行中的 A 時間會變

慢，所以當 A 返回地球時，等待 A 的 B 已經是個老人了。以亞光速飛

行船進行太空飛行的牧村正是如此。即使不用冬眠，老化速度亦比地球

人緩慢。但是作者將一方設定為冬眠(牧村)， 另一方漸漸老去(牧村女

友)， 會使讀者較容易理解。 我們身處三次元空間，故可同時見到一次

元二次元的世界。同樣地在三次元的世界加入時間因素，就成了四次元

空間。火鳥與作者視點所處的正是此四次元空間。其俯瞰圖請參照本論

66 頁。 但是『火鳥』一書中所描述的空間並不是只有一個。除了「異

形篇」特殊又獨立的空間外，還有古今空間同時存在的「太陽篇」因此

可以推測作者所想要表現的空間是同一時點所存在的不同空間。各空間

有其時間流，空間無限時間亦無限。『火鳥』的時間構造是無始無終

的。 四、「永劫回歸」的意義 「永劫回歸」可視為一種懲罰。無論是

牧村的成長循環，還是左近介的殺人--被殺循環，都是因為犯了藐視生

命的大罪。作者藉由不斷重複讓主角自省自己的罪惡，進而引導其走入

正途。 第二節 火鳥裡的輪迴轉生 如前所述，『火鳥』的時間在每一個

時段裡是不斷的，而主角們以何種方式在時間之流裡反覆出現？本節將

就其不同方式加以探討： 一、火鳥的再生形式 火鳥全篇的再生形式可

區分為「雷歐那式」「猿田式」「茜丸式」在此將做一番簡單介紹。 

(一)猿田式 『火鳥』全篇裡出場最多者為「猿田」(這裡所說的「猿田」

所指的是具有特別刻印，也就是具有特別鼻子的登場人物)。作者藉由各

篇臺詞使讀者了解猿田皆為同一人物。 首先在「黎明篇」裡作者告訴讀

者在此故事中，猿田雖然只是一介軍人但他的子孫在全篇裡佔有相當重

要的角色。 在「鳳凰篇」裡作者藉由對話告知讀者「宇宙篇」的猿田博

士和我王具有某種程度的關連； 而在「宇宙篇」裡作者藉由鼻子是罪惡

刻印且子子孫孫都將如此來再次加深讀者印象。 最後在「未來篇」裡再

次以「猿田博士這個物體會在未來的某天復活吧」對讀者再進行確認。 

因此我們不難判斷「黎明篇」的猿田彥、「鳳凰篇」與「亂世篇」的我

王、「異形篇」的八儀家正、「生命篇」的猿田研究員、「太陽篇」裡

的老爸、「宇宙篇」裡的猿田太空員「復活篇」與「未來篇」的猿田博

士都有相關。但是猿田彥我王以及猿田博士都沒有子嗣。如此子孫從何

而來？根據三省堂的『新明解國語辭典裡』「子孫」一詞有如下解釋： 

1. 其人之子嗣及兒孫(曾孫玄孫相連的血脈相乘) 2. 比自己的時代晚的人 

『火鳥』當中所指的應為後者。作者藉由「猿田」這個靈魂不斷的出

現，來作為和時間之流並行的證據。 (二)茜丸式 茜丸為經由輪迴再生之

主角。而輪迴轉生這種模式在下列各宗教中亦有類似看法： 1.歐爾非斯

教 此教派認為肉體為靈魂贖罪之居所。罪孽尚未贖盡而肉體已死，則必

須另求新肉體繼續長程靈魂之旅。 2.畢達哥拉斯教 此教認為靈魂為不滅

之實體。為償前世罪孽，從神的世界墜入地上牢籠--生物肉體。但是靈

魂所為並不相同。死後或是前往冥府，或是罪孽盡贖前往天堂。或是成

為遊魂繼續尋找下一個肉體。 3.優波泥沙陀教 認為死後火葬魂魄成煙升

天，化為雨落地，成為作物，為人食後成為精子，寄宿於母體而生。 4.

佛教 此教認為人死後會以某種型態存續下去，並依生前罪孽前往不同的



死後世界。死後世界分為六道，自己今世所為會在今世或是來世得到回

報。 而「鳳凰篇」裡良弁對我王所教導之輪迴觀，則屬於佛教。然而茜

丸的輪迴卻和前世無關：人--龜--鳥不斷重生，但是都已決定無法改變。 

(三)雷歐那式 雷歐那是經過科學技術再生的典型生化電子人。人死後，

藉由人工頭腦及人工臟器組合而成。這的確是再生，但不算輪迴。 如此

可知『火鳥』中的轉生有兩種模式：一為靈魂藉由別種肉體重生，二為

經由科學技術將意識托於物體之上而存續下去。 二、『火鳥』所見手塚

之輪迴觀 本論認為手塚自身輪迴觀和茜丸式相近，在手塚的其他著作中

對靈魂有他自己的看法 雖然我並不相信靈魂不滅說，但的確有靈魂這種

東西......不,說靈魂也許有些奇怪，總之是一種人們無法想像的能源，藉

由生物體吸收而成為活著的現象......(參考文獻請看本論) 手塚認為生物的

重要性皆相同，即使外型不同所有生物皆為能源聚集體。一種生物轉生

為另一種生物，和之前的所作所為無關。如此手塚自身的輪迴觀和 1. 歐

爾非斯教相近。 第三節 火鳥之宇宙觀 一、各地宇宙觀 (一)古埃及人宇

宙觀 宇宙原為海，海水退盡生出原陸。太陽神和自身影子結合生出空氣

之神與雨神，兩神結合後生出天神與地神。天神與地神欲結合而遭太陽

神反對將其永遠分開成為天與地。 古埃及人認為宇宙為神所創，宇宙自

身即為神，繁星為神明，所有物人類所生存的世界為神所包圍。 (二)古

希臘人宇宙觀 古希臘人的宇宙觀較埃及人先進，除認為日月繁星為水氣

凝結之外，認為繁星皆做圓周運動。 (三)聖經宇宙觀 聖經中認為地球為

平面，天為倒懸之碗。四周以巨柱支撐，日月繁星於碗中運行，就因此

一論調，使許多科學家蒙受不白之冤。伽利略即為其一。 (四)古中國人

宇宙觀 中國人的宇宙觀具有雙面性，民間神話視日月繁星為神祇。另一

方面卻又能視其為單純的天體，準確把握運行發明易經紫微等占卜。 

(五)古日本人宇宙觀 古日本人認為天地分天界、人界、冥界三層。一說

上天下海，海中有陸，而冥介於海之彼端。 (六)現代人的宇宙觀 1.宇宙

由大霹靂所生，銀河系太陽系地球皆為爆炸後之氣體凝固。 2.宇宙大小

若將宇宙所為 10 的 10 次方分之一，則太陽大小如葡萄柚，地球如海

沙。地球到冥王星為 600 公尺，地球到最遠處為半光年。 3.宇宙至今仍

在膨脹，但宇宙之外則不知是否有存在物。 4.根據科學家推算在 10 的

1500 次方年後，所有宇宙物質會在核分裂核融合之後，成為鐵元素。之

後是否再經歷一次大霹靂則無人能斷言。 第三節 『火鳥』之宇宙觀 

(一)無數巨大與微小組合 「宇宙篇」中火鳥曾讓山之邊真人見識宇宙物

體之中還有粒子，粒子之中還有更細微之物，而地球太陽系宇宙之外，

尚有更巨大的次元。 (二)宇宙為複數 在『火鳥』裡宇宙之外尚有更大次

元，在次元之中宇宙不過是一個粒子，數個宇宙集合起來可成為一個細

胞。 (三)宇宙生命 支撐宇宙此依據大結構者為當中之宇宙生命，在『火

鳥』一書中宇宙生命為宇宙能源的一種。以人類、夢比(變形生物)等各

種型態出現。死後皆回歸宇宙，火鳥則為宇宙能源的聚集體。 第四節 

『火鳥』之空間性 本論第三章第一節中已說明時間潮流不只一條，而宇

宙觀裡亦提及宇宙為複數。在『火鳥』全文裡「太陽篇」「異形篇」亦

有其獨立空間構造，由於時空無法同時存在，因此本論認為『火鳥』的

表現手法為在「同一時點在不同空間中，有不同時空表現。」每一時空

皆有其時間流，而其橫斷面則為我們所見各篇(圖形請參照本論 83 頁) 而



縱軸則為火鳥與手塚視點。 而將第三節宇宙觀併入之後『火鳥』之複數

時空圖為異次元之中有無數宇宙，宇宙中又有無數銀河系。每一銀河系

又包含無數太陽系。若每一個太陽系皆如現今我們所居住者，則每一個

太陽系皆為一條螺旋狀時間之流。故時間空間皆為複數(圖示請參照本論

85 頁)。 結論 『火鳥』一書定位 『火鳥』一書的定位可由下列各方面來

檢視 一、創作時間 就內容系統區分，大約可分為下列三期：(一)1954 年

至 1955 年。(二)1956 年至 1957 年。(三)1967 年至 1988 年。其中第(三)期

還可分初期：1967-72 年，中期：1976-80 年，後期：1986-88 年。第(三)

期正值手塚自低潮期復甦之後之大量創作期。自(三)之中期之後作者作

品漸少。 二、人生位置 就作品繪圖線條來看第(三)期和(一)(二)期有很

大差別而(二)(三)期之間又正逢作者本身低潮期。由此可見此作品為作者

本身走出低潮、轉變畫風之作。而此作前後歷時 34 年堪稱為作者人生

大作。 三、在所有作品中的位置 (一)歷史導入作品的成功出發 學者夏

目房之介指出，此作品為手塚將歷史導入作品之成功出發點。但筆者認

為除此原因之外，將兩線歷史以交錯型態營造出龐大時空概念也是本作

成功原因之一。 (二)表現法轉換期 此轉換手法有二： 1.寫實化：50 年代

手塚的畫風線條柔和，且經常將動物擬人化。在(一)(二)期的火鳥之中尚

可見此手法。但在第(三)期後動物不再以擬人化處理。和人類之間清楚

畫出界限。 2.線條類型化：所謂類型化指的是線條本身不再具有生命

感，在角度彎曲上亦不再柔和。 (三)兩大作品世界融合 作者之前的作品

約可大致分為兩類:1.追求理想的光明面 2.現實之中的黑暗面 但火鳥當中

對於人性光明面之描述(諸如愛情勇氣信賴等)，以及黑暗面之描述(如殘

酷嫉妒背叛等)兼有描述堪稱為兩大世界之結合之作。 (四)獨立之存在 

雖然至今多將『火鳥』與『佛祖傳』二部作品評論為描寫生命與輪迴之

作但『佛祖傳』是以釋迦牟尼一生傳記為出發點，內容觀點多與佛教相

近。而『火鳥』當中無論對於生命或是輪迴的描寫都較為傾向作者本身

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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