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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ME!來自地下五千層的探索者來自地下五千層的探索者

2007-09-23  文／ 鍾瑄 

《BLAME！》是日本漫畫家貳瓶勉（Tsutomu Nihei）的經典作品，這部另類的SF故
事透過作者精湛的繪畫手法勾勒出讓人印象深刻的混沌世界，作者成功地利用極少的
對話，單靠強烈的視覺畫面傳達出大膽卻又細膩的探索故事，此作甚至吸引了日本以
外廣大的歐美讀者引起熱烈的討論，還發行了法語、義大利語、德語、韓文、泰語和
西班牙語各個版本。

然而，《BLAME！》在台灣卻屬於冷門的漫畫，直至作品在日本完結的一年半以後台
灣才正式取得代理權、出版發行，今年九月《BLAME！》將在日本以3D長篇動畫的全
新面貌呈現在漫迷眼前，本文希望能介紹台灣的讀者進入《BLAME！》的超構造體世
界中，也期待台灣有更多讀者能認識SF奇才漫畫家貳瓶勉。

科幻類（科幻，science fiction）作品不甘於停滯在現實的科技發展、以幻想的科學發
明為故事內容，作者們挖空心思想構思出的特異世界觀以及對科技的大膽幻想，對科
幻迷來說無非是最吸引人的地方，不過對一般的讀者而言，大部分科幻類作品難懂的
科學理論與專有名詞，總給人難以親近的感覺。《BLAME！》卻反其道而行地拋開所
有的解釋與介紹，故事一開場就看見主角霧亥(Killy)的身影，而他的冒險看來早在很久
很久前就開始了，寡言的霧亥和人口密度極低的環境，使這部作品常常陷入極端的沉
默之中，故事往往單靠著打鬥與探索的畫面進行，卻又流暢地表現出主角的追尋目標
和遭遇，一個又一個不同的場景牽引著讀者的好奇心，只要一進入《BLAME！》的世
界就完全停不下來。

沒有止盡的渾沌世界沒有止盡的渾沌世界-超構造體超構造體

貫穿整部作品的主軸就是主角霧亥身處的「超構造體

」(Mega-Structure)，這種龐大的金屬、水泥建物由好
幾個階層層層堆疊組成，由於不明的原因使網路世界

渾沌超構造體不斷地由無意志的機械建設者擴建，都

市無止盡地擴大，大地、海洋和天空早已不見蹤影。

因此，統治局(Governing Agency)要尋找網路終端遺傳
子(The Net Terminal Gene)以停止都市的惡性增殖，
網路終端遺傳子是未受污染的純人類才擁有的遺傳因

子，必須透過他們與網路球(Net Sphere)接續才能命令
網路球停止都市的增建，然而由於世界的破滅與擴張

早在幾萬年以前就發生了，少數存活下來的人類散居

在龐大的超構造體中，不論是種族還是語言都已分歧

，要找到未受污染、基因尚未變異的人類其實是一件

非常困難的工作，而本故事的主人翁霧亥就是尋找網路終端遺傳子的探索者。

失去統治能力的統治局無法藉由傳送技術來到基底現實中親自找尋遺傳子，也無法阻

止網路球原有的防火牆功能，只要任何未經認證許可、沒有網路終端遺傳子的人類連

接網路，就會起動安全守衛(Safeguards)進行毀滅與撲殺；也在尋找網路終端遺傳子的
硅素生物(Silicon Creatures)是有別於人類的物種，充滿攻擊力與破壞力，與安全守衛
一樣都是人類最害怕的敵人，硅素生物的目標是阻止人類與網路球連接，使網路世界

的混亂持續下去以延續硅生物的種族勢力。

在安全守衛與硅素生物的夾殺之下，故事中最沒有抵抗能力、最悲慘的就是沒有網路
遺傳子的人類了，在貳瓶勉的筆下幾個畫格就讓一大群人類血肉飛散、身首異處是常
有的事情，人類的能力變得非常渺小，不但沒有抵抗硅生物和安全守衛的武器，也無
法離開自己所屬的階層。像是女主角西波（Cibo，台灣長鴻出版社翻譯為希伯）雖然
貴為生電社的主任科學家，卻也對封鎖階層的超構造體金屬隔板毫無辦法，直到她遇
見了擁有重力子放射線射出裝置（Gravitational Beam Emitter）的霧亥，這把體型小
卻威力無窮的武器打破了超構造體的金屬隔板，才開啟了霧亥與西波在各個階層探索
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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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郭穎慈郭穎慈

本期共有十九篇稿

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

貴勇敢出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

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洪詩宸

嗨，我是詩宸。 雖
然個子很小，但是很

好動，常常靜不下

來。 興趣是看各式
各樣的小說，和拿著相機四處拍，

四處旅行。 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
動，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 覺得
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每個快門

的...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吳建勳

大家好，我是吳建

勳，淡水人，喜歡看

電影、聽音樂跟拍

照，嚮往無憂無慮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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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

新竹九降風吹起陣陣柿香，一片澄黃映入眼
簾，那既是辛苦的結晶，也既是甜美的滋味。

以黑為基調的詭異畫風以黑為基調的詭異畫風
如果要找出最適合《BLAME！》這部作品的色彩想必
非黑色莫屬，從人物到場景都是以黑為主調，一身黑衣
的主要角色在幽暗空洞的場景中穿梭。作者對於非人類
的角色也有出色的設計能力，硅素生物誇張的身材比例
和安全守衛看似帶了白色面具的黑色金屬軀幹和四肢，
這些角色的線條都給人酷似異形電影中外星生物的壓迫
感，也讓人聯想到法國科幻漫畫大師恩奇‧畢拉（Enki
Bilal）尼可波勒系列作品中的神祇身上層層堆疊的關節
和服裝，不過比起恩奇‧畢拉的藍灰色調為主的冷色系
，貳瓶勉的黑更給人一種陰冷的末日之感。

大膽卻又細膩的繪畫技巧大膽卻又細膩的繪畫技巧
光是搭車就要花費八百小時、霧亥一槍就轟出了七十公
里的長洞，超構造體的龐大可想而知，《BLAME！》
故事成功的最大功臣，其實是貳瓶勉描繪場景的驚人才
能，曾在美國學建築的貳瓶勉對建物的繪圖質感拿捏得
恰到好處，他可以完美地表達出人類居住場所的熟悉感
，也能輕易地將場景變換成陌生、突兀的超巨大構造體
，這也是為什麼《BLAME！》可以透過極少的台詞與
對話，利用畫面吸引世界各地的讀者，交錯纏繞的樹管
、延綿至地平線的金屬橋樑、或直立或歪斜的無數階梯
、由金屬板塊拼貼而成的無盡長廊，都使貳瓶勉創造的

世界更具真實性卻又顛覆常理。

鮮明的人物情感與角色刻畫鮮明的人物情感與角色刻畫

劇情方面，貳瓶勉對人物情感的刻畫也十分鮮明，霧亥

沉默寡言、表情凶狠，卻充滿正義感、意志力超強，從

不忘記自己的使命，在幫助人類部落電基漁師對抗安全

守衛的戰役中，更是不顧一切捨身賣命；碰到了人類宿

敵硅素生物的觀測者儘管對方毫無敵意，霧亥還是一槍

解決了對方，唯一的原因就是：「他是硅素生物。」女

主角西波的強烈好奇心更是整篇故事得以持續進行的動

力，或許是因為男主角的異常沉默，才造就了西波凡事

問東問西、碰到新事物就要親自試試看的衝鋒陷陣個性

。當然最讓讀者驚奇的是西波的不死之身，前前後後更

換了五次身體的女主角總是在讀者們覺得「啊！西波這

次死定了」的時候，又改變造型若無其事地再次出場。

東亞重工第八空洞的守護者人工AI敏莎布，她保護人類的堅持和對人類男子聖武的愛
情，這種強烈情感也是故事中讓人印象深刻的設定，原本應該是無情的人工AI與敏莎
布顯現出的有情之對比，可以見得貳瓶勉對人物表現的用心之處。統治局的無力感、
臨時安全守衛都莫契夫斯基和伊布堅守崗位的無奈與小心處世、硅素生物的殘暴與窮
追不捨、高等安全守衛沙那肯的冷酷無情、電基漁師的苟延殘喘與渺小，都是《BLAM
E！》不淪於一般以戰鬥為主軸的SF作品缺乏內容的主要原因。
探索者霧亥的旅程終點探索者霧亥的旅程終點    

經過了十集漫長的探索，長時間陪伴在霧亥身邊的讀者們對結局更是充滿期待，連載

結束以後有些讀者反應結局讓人難以理解，霧亥有完成使命嗎？網路終端遺傳子是否

成功地連接上網路球終止網路世界的渾沌？書中確實沒有給予確切的答案，或許讓有

些讀者感到失望，然而這不就是貳瓶勉在《BLAME！》說故事的方式嗎？他雖然創造
了如此完整深入、引人入勝的想像世界，卻從不多說什麼也不大肆渲染，相較之下，

貳瓶勉之後的新連載《Biomega死亡進化》出現的角色較多、解釋性質的台詞也增加
了，讀者們自行解釋與想像的空間相對地就減少了，幻想的樂趣也隨之降低。

在《BLAME！》中貳瓶勉就像一個盡責又單純的攝影師，為大家忠實呈現一位探索者
的故事，這個世界的時代背景、科學反思都不重要，貳瓶勉只是要告訴讀者：一個叫

霧亥的人從地下五千層一步步地走上來，來的路上毀了一個硅素生物的巢穴拯、救了

一群人類，他正在尋找一樣叫做網路終端遺傳子的東西。當鏡頭拉近時讀者和他一起

冒險、戰鬥，到了尾聲鏡頭慢慢拉遠直至結束，探索者霧亥的冒險卻還是持續地進行

，直到他完成自己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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