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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故事是人類 古老的溝通方式。說故事這個行為究竟已經多久了？法國中部的 

拉斯克石窟 (Lascaux cave)在史前時代距今約一萬七千年的  馬達蘭時期
(Magdalenian period)，生活在法國中部的原始人類，就已經把狩獵的壁畫刻在牆

壁上時，就是向後代子孫訴說了他們的故事。 

本章我們要探討如何創作動人的遊戲故事，並且將它整合進遊戲設計中，讓遊戲故

事變成是遊戲冒險過程中自然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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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遊戲的故事 

也許很多人認為寫遊戲故事就像寫小說，是需要天份與創意，是講不出一個所謂的

方法或道理的。不過從廿世紀開始，文學界對故事─ 文學創作─ 的理論研究，有許

多令人興奮的發展。 

把遊戲的冒險過程以一個故事性的方式來表現，是許多遊戲設計的基礎之一。如果

我們把一個遊戲的故事部分給抽離掉，那麼遊戲本身就只剩下屬於遊戲過程的操作

樂趣。 明顯的例子如遊戲顫慄時空如果拿掉了故事的部分，那麼它就只剩下「見

人就射」的雷神之錘式的純射擊樂趣。 

這裡我並不打算詳細介紹所有的文學創作理論，我會把焦點集中在對遊戲故事創作

比較有用的部分，特別是在所謂的「單一神話」(monomyth)的研究。 

基本上它的主要精神，是在研究全世界各種文化裡所存在的英雄冒險神話故事後，

我們發現可以就極大部分的英雄冒險故事，歸納出一個共通的故事發展過程。事實

上不僅僅是那些具有文化意義的遠古傳說，同樣的理論，也可以套用到現今存在的

很多遊戲、電影、電視與小說之中。 

不過在真的進入複雜的遊戲故事創作理論之前，我們還是先從那些「可以用一句話

說完整個故事」的簡單遊戲故事開始吧！ 

15.1.1  故事 v.s.遊戲過程 

並不是所有的遊戲，都需要一個氣勢磅礡、規模宏大的故事。基本上你並不需要為

小精靈這樣的遊戲 (參閱圖 2.2.3-2) 去編一個動人的故事，玩家才知道要去吃光螢

幕上所有的菓子(到現在我都不確定，是否應該稱呼那些小白點為菓子)；你也不需

要一篇 10 萬字的故事來交代小精靈與那些白色小鬼的恩怨情仇，因為一切都是那

樣的直觀與清楚：你得吃完整關的菓子，並且避免被那些白色小鬼抓到！當然吃了

大力丸之後，別忘了吃掉幾隻白色小鬼，可以累加一些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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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一個原本就與故事性無關的遊戲，就算硬是加上一段背景故事，大概也不會增加

遊戲本身的樂趣。不過在決定不要任何遊戲故事之前， 好仔細想清楚。如同前面

所舉的例子，「見人就射」的第一人稱射擊遊戲，原本都沒有什麼故事性。但是自

從像顫慄時空與黑幫老大(Kingpin)這類具有故事性的遊戲出現後，改變了第一人稱

純射擊遊戲的生態。 

對於任務導向的遊戲，儘管遊戲過程的內容其實本質都是一樣的。但是當你用故事

來豐富每個任務的背景資訊時，對玩家來講任務就變的豐富許多。所以在這類遊戲

中，背景故事提供了很類似出任務之前的「任務簡報」功能。類具有故事性的遊戲

出現後，徹底完整個故事」的簡單遊戲故事開始。 

如果讀者打算要在遊戲的故事上下點功夫的話，接下來我們就開始討論「說故事」

這件事情。 

15.1.2  遊戲過程與劇情講述 

在動作類遊戲、運動類遊戲或競賽類遊戲中，劇情通常不是重點。因為玩家會在參

與這些過程中，得到遊戲的樂趣。 

如果你的遊戲做了太多的故事劇情交代，而包含了太少的遊戲過程，那麼可能會被

遊戲玩家批評─ 畢竟這是遊戲，不是互動小說。當然如果你是在設計互動小說，那

就是另一回事。不過人們花錢購買遊戲的本質，還是在於希望能融入遊戲世界，更

重要的是，能在這個遊戲世界裡進行遊戲過程。 

過多的劇情交代，有時候反而形成了遊戲過程的限制。譬如玩家會質疑「未什麼這

邊一定只能這樣過關？為什麼這個角色在第五關一定要死掉？」因為如果不這樣過

關，可能後續的故事劇情就會接不上！ 

電腦遊戲存在的目的很單純：給玩家做一些他再現實生活中沒辦法做的事。所以玩

家參與的過程─ 所謂的遊戲過程─ 是很重要的。遊戲劇情能讓玩家享受融入遊戲世

界的樂趣，但是這個樂趣 主要還是來自於互動的遊戲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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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一個所謂的平衡點，對設計遊戲的人來說，就是要提供一個夠豐富的遊戲劇

情，讓玩家能享受融入遊戲世界的樂趣，同時保障遊戲在互動上的自由度，讓玩家

能充分的享受遊戲世界所帶來的遊戲過程樂趣。 

15.2 
講述遊戲劇情 

在英文 Storyteller 是指「說故事的人」。在你決定要為你的遊戲加入一個好的故事

後，接下來就要決定遊戲故事的表現方式。這時候決定「誰來說故事」就變的很重

要了。這個說故事的人稱為「講述者」(narrator)，事實上它應該是一個角色，一

個位子，而不一定是一個特定的人。 

15.2.1  誰是說故事的人(Storyteller)？ 

在說故事的過程中，講述者其實是可以改變的，或者甚至不同的場合下，使用遊戲

中不同的人物、NPC 甚至怪物擔任講述者。怪物擔任講述者…？對，記得地城守
護者(Dungeon Master)這款遊戲嗎？玩家扮演正是統領怪物的頭頭，從「大魔頭」

的角度來痛宰那些自以為是英雄的冒險者。 

為什麼會需要不同的角色來擔任講述者呢？因為不同的講述者對同一個故事或是

同一見事物，可以提供不同的「觀點」(Viewpoint)。舉例來說，一堂課的老師與學

生可能就對課程的難易程度有不同的見解，甚至同樣是學生，有的學生覺得難，有

的學生覺得容易，不同的學生又有不同的觀點。 

如果回想一下已前讀過的小說或看過的電影，你就會發現作者或導演經常使用各種

不同的講述者(觀點)來說故事。而且有時候這種講述者還不一定是某個特定的人物

角色。 

舉例來說，很多電影或影集為了強調「深藏犯罪的廣大都市叢林」，常常會用直升

機在灰暗的夜色裡，飛過一連串的大樓的上空，並且由上空往下俯瞰的鏡頭。在這

種角度的鏡頭下，人與都市相對顯得極為渺小而無助。這時候講述者不是電影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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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而是直升機。而當直升機降落在某個大樓頂樓的停機坪後，有個穿黑衣男子從

直升機裡走下來，接著電影的鏡頭或是小說的文字描述了這個男子朝四面八方看了

一圈，這時候講述者就由直升機「切換」到了這個男子，因為現在觀眾或讀者是透

過這個男子的眼睛在看事情。 

這裡我要特別強調「觀點」的原因是，這正是創作遊戲劇情和創作一般小說不同之

處。雖然同樣都是寫故事，但是遊戲故事的呈現手法和小說的呈現手法是不同的。

在遊戲進行的過程中，我們必須把一個遊戲的故事，和遊戲過程緊密結合起來。換

句話說，遊戲的故事是透過遊戲過程來表達，而不是在遊戲中讓玩家像看電影或讀

小說一樣，直接讓玩家從頭看(讀)到尾的。 

在結合遊戲過程與遊戲故事時，我們必須把遊戲的一整個故事，拆成很多

段，然後把每個小段塞進遊戲過程裡，並且看每個小段要用怎樣的觀點去描

述這一小段的劇情。而且需要注意觀點與觀點之間的切換是否合理。 

也正是這種遊戲故事必須和遊戲過程緊密結合的特性，這使的描述遊戲劇情使用的

觀點，因為整個故事被打散成許多小段，就會比傳統小說或電影在切換觀點來的更

複雜。這樣說也許有點抽象，如果常玩角色扮演類遊戲的玩家不妨想想：這些遊戲

是不是常常藉用「路人」、「村長」、「店小二」這類角色來交代一些故事劇情的線索？

這就是透過遊戲過程的內容來間接說故事的方法。 

遊戲設計中你可以使用不同的 NPC 角色：老人、年輕人、少年、小女孩等來描述

同一個事實，而且他們所描述出來的對話內容，都必須符合他的角色扮演。當然沒

有人會規定讀者要用怎樣的觀點來講故事，不過我們可以歸納目前一般遊戲與小說

創作所使用的各種觀點。我把它們分成兩大類型來介紹： 

第一類是比較簡單直觀的。也就是在整個故事中選擇一個主要(甚至唯一)的觀點，

來作為故事的講述者。我們把它稱為是單一觀點的劇情敘述，這可以用於比較簡單

的遊戲故事敘述。另一類是比較複雜的，在敘述故事的過程，一直使用各種不同的

觀點來切換。一般比較有規模的遊戲劇情，都會採取這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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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2  各種敘事的單一觀點 

在遊戲劇情中我們常用的觀點有： 

 第一人稱觀點(First Person POV) 

由主角自己來說故事的觀點。在遊戲裡 常見的就是以主角的眼睛所看到的畫

面來進行遊戲的方式。 

 第二人稱觀點(Second Person POV) 

這種觀點不僅僅是遊戲故事，甚至小說寫作中都很少用到，所以這裡我們不去

詳述它。 

 第三人稱觀點(Third Person POV) 

這是遊戲劇情與小說寫作中 常使用的觀點。因為它讓作家非常自由的去描述

故事的人物與場景，而大多數的玩家或小說讀者也都很能接受這種觀賞的觀

點。 

特別是如果你的遊戲劇情或小說有牽涉到「回溯」(flashback)劇情的需求時，

使用這種觀點並不會改變「說故事」的方法，只是使用不同的第三人來講故事。

因此講故事的方法不變，但是創作者卻可以很自由的利用這些不同第三人的觀

點，來編織他的劇情。而實作在遊戲中，則可以透過不同視角的串場動畫來交

代劇情，因此這是遊戲劇情推演很常使用的表現方式。 

 全景觀點(Omniscient POV) 

這是一種很快地用來描述全局的觀點，你可以想像去看舞台劇或是百老匯的舞

台秀表演時，演員所看到的場景，會因為實體的布景而有所遮蔽；但是觀眾所

看到的場景，卻是整個舞台，所以從觀眾的觀點來說，他(她)所看到的就是整

個舞台的全景。彩圖 15.2.2-1 就是從全景觀點來看角色出場的例子。 

前面所提的無論是第一二三人觀點，由於每個人的觀點都是有限的。譬如對任

何角色來說，同一時間你只看的見部分的舞台，你無法像看戲的觀眾一樣可以

看見整個舞台上的每個部分。這表示當你透過某個角色去描述他所身處的舞台

時，多少都有「死角」─ 也就是你的角色無法注意到的地方。有些小說創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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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透過從多個角色同時觀察不同的方向，來儘可能讓讀者去建構一個想像中的

全景，在遊戲中有這種需要了解角色週遭環境時， 方便的做法就是切換到全

景觀點。 

儘管這是非常方便的一種觀點，但是它的缺點就是它有立場中立的特質，也就

是說它看事情或人物的角度，就像是個冷酷無情的旁觀者或路人甲一樣。電影 

天才雷普利 小說原作者 Ansen Dibell 就有個非常有趣的比喻，她說「陽光若

是沒有聚焦，就不可能讓報紙燒起來」(註 15.2.1-1)。同樣的故事的觀點若是

中立而旁觀的，也很難燒起讀者心中閱讀的慾火。所以很多小說寫作者，會盡

量避免使用這種一灠無遺而且立場中立的觀點。 

但是全景觀點卻很常用於遊戲劇情的表現手法。很多即時 3D 單機遊戲都有所

謂的過場提示動畫，就是為了方便玩家能暫時脫離第一人稱或第三人稱視角的

遊戲操作，能以「上帝」的眼睛很快的了解自己身處的環境，或是做為準備帶

出下一段劇情的引子。 

 有限制的全景觀點(Limited Omniscient) 

這是小說寫作或是遊戲劇情 常使用的描述觀點，簡單來說，它並不像全景觀

點是以立場中立的上帝之眼來觀看全局，基本上它還是以某個特定的角色為

主，但是以這個角色的立場來觀看整個場景，因此觀看的結果是有摻入角色本

身的心境與情緒的。在遊戲設計中，很多第三人稱的遊戲都有這樣的設計，可

以自操控的角色的觀點，向外四處去觀察其他的景物。 

 客觀觀點(Objective) 

和全景觀點不同的是，客觀觀點就像是新聞記者的攝影機，或是警方的調查

員，基本上它只呈現景物或是事實，但是不帶任何的立場。很多解謎遊戲會對

場景提供客觀的觀點視角，但是讓玩家自己嘗試在其中發現謎題的線索。 

筆者註 15.2.1-1 

“Plot” by Ansen Dibell, ISBN 0-89879-946-5, pp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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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3  多重觀點 

除了以上介紹的各種單一的觀點外，很多小說或遊戲會採取所謂的多重觀點，來加

強或豐富對場景或人事物的描述。為了劇情的需求，當然創作者可以試圖用更多的

觀點去敘述。但是這帶來兩個基本的問題： 

 一是究竟 多可以用多少觀點來敘事？  

注意每個觀點都有一個獨一無二的焦點，而使用太多的觀點時，就像帶進了太

多的焦點(focus，也就是玩家會注意且記在腦子裡的內容)， 後的結果往往是

使玩家或讀者失去了主要的焦點。 

所以切記太多的觀點將會使故事失焦，而失焦的結果就是讀者或玩家找不到融

入角色的認同點。所以能使用越少、越集中的焦點時，就越容易讓讀者產生故

事敘事的認同感。 

 二是如何在不同觀點之間切換？ 

我們可以先從切換兩個觀點看起。 常見的就是劇情在男女主角的觀點間切

換。就像小說有章節分段的考慮，遊戲設計通常有關卡與分段點的考慮，所以

角色的觀點切換可以是讓玩家有兩個不同的角色來選擇，但是在遊戲過程中並

不去切換扮演的角色；或者是玩家在不同的關卡中，扮演不同的角色，而另一

個角色變成帶劇情的 NPC，或是根本不出現在關卡中。 

如果有牽涉到在劇情間讓玩家切換不同的角色扮演，那就需要特別注意不要讓

兩個角色形成互不相干的兩條劇情線。記得玩家並沒有兩顆可以同時做不同思

考的腦袋！所以設計者必須安排足夠的連結關係，將兩個互相切換的觀點連結

起來。 

再來我們看超過兩個以上的多重觀點的切換。基本上它和兩個觀點的切換並無

不同，只是對於所有要擔任玩家觀點的角色， 好在真正擔負起擔任玩家觀點

的任務之前，就先讓玩家有一定的熟悉度，並且有意願從這個角色的觀點去敘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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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有一點要注意的是，任何切觀點換的過程，對玩家來講都是一種「分心」，

也就是說他們必須先從目前的角色情竟跳出來，把心情切換到另一個角色的觀

點。所以切換的頻率，也是創作劇情必須要考量的重點。 

15.2.4  使用觀點的叮嚀 

如果你想使用單一觀點的話，接下來就必須要決定使用誰的觀點來敘事是 好的。

在小說寫作通常我們會使用來自主角的觀點，但這並不見得是唯一的選擇。在遊戲

劇情設計，這會成為同一個故事，但是提供多個讓玩家扮演角色的設計方式。譬如

在遊戲惡靈古堡第一集中，你可以選擇扮演 S.T.A.R.小隊的男主角或女主角。由這

兩人不同的觀點來進行遊戲。 

另一個比較特別的考量是，有時候你可能不希望一開始玩家就融入某個角色中。特

別是當你需要玩家先以冷靜的態度來觀看一段劇情交代過程時，你可以使用純外人

的觀點來敘事。這種現象比較常見的例子是：假設你的角色比較是行事怪異、很多

思考與舉動都異於常人，甚至一開始看起來很像是反派、壞人時，玩家可能很難去

接受、認同或融入這樣的角色。這時候你需要借助另一個和玩家比較貼近的角色，

他的行事邏輯都是玩家比較能認同的，由他來間接引介你的主角，讓玩家能在信任

引介者的情境下，逐漸認識你的主角，以及所有主角那些不合常理行事方法的背後

動機，並且對主角產生同情與同理心，進而融入主角之中。 

15.3 
英雄的旅程 

我發現許多人探討為何好萊塢電影，得以襲捲全球各種不同文化背景的觀眾時，往

往總是歸納到一個結論：「強勢的市場操作與大手筆廣告宣傳行銷。」彷彿任何的

垃圾只要經過好萊塢的包裝後，加上「強勢的市場操作與大手筆廣告宣傳行銷」，

應該就可以橫掃天下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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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把別人的成功，都只單純的歸納到一句「財大氣粗」的結論時，其實是低估

了專業的劇情設計在幕後扮演的角色。我們更應該問的是：「為何各種不同文化背

景的人，都能接受與了解好萊塢電影的劇情模式？」所以除了「沒有創意」、「劇情

雷同」、「只靠俊男美女」、「拿掉蕃茄醬、炸藥與電腦動畫特效就沒有內容」等等缺

點之外，好萊塢的電影編劇裡還藏了哪些理論基礎，或是怎樣的「公式」，可以讓

不同文化背景的觀眾都去接受與認同故事？隱藏在這背後的答案，其實是一個相當

重要的神話學理論。 

神話學大師坎柏(Joseph Campbell)在 1949 年出版了他的神話學名著「英雄的一

千個臉譜」(註 15.2-1)，在裡面他探討了不同文化背景的神話傳說英雄故事之間的

共通性。其中提到了一個很有趣的論點：儘管來自於各種不同背景的神話故事，基

本上我們可以歸類出一系列的相似故事發展形式，稱為「單一神話」(Monomyth)，

或者稱為「英雄的歷程」(The Hero’s Journey)。 

它包括超越種族、年齡與性別的典型人物角色類型(character archetype)，這些角

色類型可以毫無困難的被各種文化背景的人接受，也因此讓坎伯先生認為可以歸納

出一組共通性的故事結構，是可以被幾乎所有的文化背景的讀者或觀眾所接受的。 

其實現今社會的主流媒體裡，就存在這這樣的例子，像很多好萊塢的電影編劇，就

充分運用了這種故事發展形式。基本上它不保證創造出 好的故事，但是它可以確

保大多數的消費觀眾能夠接受，並且了解電影中希望傳達的娛樂效果，並且在故事

完結後讓觀眾覺得圓滿。 

當然只要講到通則，一定就會有人開始爭論「通則」究竟是不是好東西。因

為如果大家創作出來的東西都很類似的話，那還有什麼創作的樂趣可言？不

過這裡要請讀者注意的是，所謂「英雄的旅程」只是一種歸納的結果，而不

是一個「公式」。換句話說，就算是讀者完全照著「英雄的旅程」來創作遊

戲故事，基本上設計者還是有極大的空間，去發展自己的故事內容。這樣的

通則，只是在於提供一個讓創作者回頭檢驗自己的作品，是否具有可以讓不

同文化背景的遊戲玩家，更易於接受的故事發展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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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註 15.2-1 

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台灣有中文翻譯本「千面英雄」，由立緒出版社出

版，朱侃如翻譯，ISBN 957-8453-15-9。 

15.3.1  OUROBOROS：輪迴的蛇環 

在古代的神話傳說中，把人一生的過程，比喻成一條咬住自己尾巴的蛇、龍或海蛇

(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表示)。這條靠吃掉自己而生存下去的蛇，象徵我們由小長大

成人， 後老死後輪回投胎成嬰兒，又再次的重複這個人生的進程。而頭尾相連的

蛇，就是這種生命過程一再重複的象徵，在英文稱為 Ouroboros(源自古希臘人的

稱呼)。 

這個符號 早出現於公元前 1600 年的古埃及第廿一王朝，並且之後由腓尼基人傳

入希臘，也可以在很多古文化中都發現類似的標記圖騰。網路上有個專門的網站，

搜集了超過四十個不同的古代文化中出現的類似蛇環圖騰(請參閱彩圖 15.2.1-1，

並參閱註 15.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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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坎柏的理論裡，單一神話歸納了一個共通的故事發展流程，並且將這個流程也用

一個可以頭尾互相呼應的蛇環結構來表示，可以說是故事生命的過程。而這個蛇環

上的過程，繼坎柏之後又有許多學者加入研究的行列，所以有衍生幾種不同的版

本。以坎柏 原始的版本，將整個英雄的冒險旅程總共歸納成三大階段： 

 英雄的啟程冒險：原本活在平凡世界的英雄，受到召喚而展開冒險的歷程。 

 英雄的啟蒙：英雄深入異境，面臨各種挑戰與試煉，由平凡人轉化為英雄。 

 英雄的回歸：歷經過終極的試煉後，凡人終於成長為英雄。 

 接下來的章節我們要深入探討整個過程。 

筆者註 15.2.1-1 

網站http://abacus.best.vwh.net/oro/ouroboros.html蒐集數十個古代文明共同出現的蛇環

圖騰。 

15.3.2  坎柏的三段式歷程：啟程(Departure) 

所有的不平凡冒險，都開始於一個平凡的世界，寧靜的村落，或是你我的周圍。所

以故事的一開始，通常是一個比較「正常」的世界─ 一個你我都可以接受的凡人社

會。 

這種開始點出一個遊戲設計，或是故事創作的重點：那就是英雄如果一開始就是英

雄，這樣的英雄與完人，是和現實生活的觀眾有距離的。英雄如果一開始是凡人，

而這個凡人成長成英雄的過程，是更能令觀眾信服與投入的。讀者會發現遊戲設計

中，主角一開始只具備基本的能力，主角必須隨著遊戲過程，去增長自己的能力。 

 英雄受到召喚 

這個階段英文稱為 Call for adventure，我們直接翻譯成冒險的召換。第一個暗示

會開始出現，說明英雄即將失去，或是離開這個平凡但是安全的地方。這也代表英

雄原本平靜的生活，開始會有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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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險的召換通常是故事情節開始發展的催化劑，將劇情由平靜的開端引導到故事的

衝突中心。 

在遊戲中常見的表現手法，是運用片頭動畫來描述這段過程。譬如： 

 平靜的村莊，突然遭受盜匪的襲擊，英雄主角的家人或是愛人被劫掠或是殺害。 

 家裡突然來了不速之客，帶來一些主角所不了解的訊息。 

 平靜的世界，突然遭受到異星生物的襲擊。 

 平靜的海上假期，因為遇到暴風雨，將豪華遊艇吹到一個陌生的島上。 

 主角撿到神祕的物件，並且感受到物件上神秘的召喚力量。 

 主角被吸進電腦裡…(這是個已經被用爛的！)。 

 在魔法奇兵的第七季裡，一開始觀眾看到全球各地發生許多少女被神秘人物殺

害的事件。 

 拒絕接受天命 

在許多傳統的冒險類故事裡，通常英雄主角在面對冒險的召換時，會有的第一個反

應和我們大多數人一樣，都是想做某種形式的逃避。 

如果你希望細火慢燉，以比較和緩的速度來將英雄們推到不得不接受「天命」的話，

就要拉長這個階段。我們在很多恐怖類型的電影，可以看見這種手法。 

同樣的在這個階段，通常會有一個力量去逼迫主角不得不離開平靜的凡人世界。而

主角在面臨爭扎的同時，通常會陷入某種進退兩難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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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平凡的世界發生各種怪事，而主角一再說服自己，這些都只是偶然的巧合。 

 雖然了解到自己的天命，但是和主角現實的意願差距太大。 

 主角還沉溺在喪失愛情或親人的悲慟中，拒絕接受現實。 

 主角無法拋下平靜生活裡的親情或愛情。 

 遇到引導者 

在我們平凡人碰到困難時，我們會沮喪、無助、不之所措。同樣地，身為凡人之一

的英雄主角，似乎也應該是一樣的反應吧？但又是哪些因素，可以讓英雄異於其他

的凡人如你我呢？這時候，為了讓故事可以繼續合理的發展，為了讓我們的英雄不

至於出師未捷身先死，一個替英雄指引明燈的引導者(mentor)就會出現了。 

在冒險類的故事裡，引導者是讓英雄由凡人成長到英雄的重要推手，也是各個冒險

故事裡不可或缺的固有類型角色。在電影的世界裡，我們隨手就可以舉出一些引導

者： 

電影或電視 引導者與說明 

魔戒 這個角色當然非白袍巫師甘道夫莫屬！ 

星際大戰 絕地武士歐比旺不僅僅是黑武士達斯維達的引導者，
還是黑武士兒子天行者路克的引導者。 

魔法奇兵 當然是吉爾斯這個角色！ 

 15.3.2.4  跨越 

當英雄接受引導者的指引，決定放棄對天命的抵抗，接受冒險的召換後，他或她就

必須要跨出冒險的第一步。這個過程被稱為跨越(Cross the Threshold)，基本上很

類似「入學考試」或是第一個挑戰。 

當然這個跨越的過程，並不一定是非常順利的。首先我們的英雄可能不一定是在自

願的狀況下，接受這個跨越的過程。這很有可能是在一個逼不得以，甚至不跨越就

會有生命危險的狀況下，所做的一種賭命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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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鯨魚肚中 

坎柏所講的鯨魚腹中，基本上是一種「子宮」的象徵意義。這個階段象徵英雄在準

備進入啟蒙的階段前，放棄在凡人世界的舊習。平凡世界的舊人，在決定接受召換，

並且跨過第一道門檻後，會經歷「子宮」的階段，重生為邁向天命的新人。 

在許多神話中，都有英雄被大魚或類似的巨獸吞沒， 後破魚腹而出的故事。這種

「昨日的舊我已經死去，今日的新我已經誕生」的階段，在許多的電影、小說中，

讀者都很容易舉出實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