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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日本 60～70 年代鄉間為背景的《花田少年史》是改編自日本漫畫家一色
真人在 1993 年發表於《Mr. Magazine》青年雜誌社的電視動畫。內容描述主角花
田一路在一場意外車禍之後，有了看見幽靈、與幽靈溝通的能力。
筆者蒐集相關文獻資料中，發現國內關於這部動畫的研究大多以角色刻板印
象、兒童觀看這部動畫的適切性等方向，進行分析；缺乏針對動畫本身的析論。
本研究，透過分析動畫《花田少年史》的角色刻劃、情節結構，進一步討論動畫
如何呈現親情、愛情及友情。
本研究共分為五章。第壹章主要闡述研究動機與目的，進而提出此研究，所
關注且欲加探討的問題，並說明研究範圍與限制，再透過文獻探討，進行與文本
相關研究的討論。第貳章主要先探討角色的刻劃，透過人物，以及幽靈和動物等
角色，進而論述動畫作品的角色呈現。第參章是以分第一話、單一集、上下集與
三至四集的方式討論情節的時間性。第肆章是探討這部動畫作品的情感呈現。第
伍章結論則是總結前面幾章的內容，並加入省思與展望，期盼今後繼續研究，也
提供後繼研究者參考。

關鍵詞：角色刻劃、情節結構、情感呈現

The study on animation《The Record of Boy Hanada》
plot structure and role emotion
Qiao-Li Wang

Abstract
The Record of Boy Hanada is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60s and
70s, it was adapted from the TV animation of Japanese cartoonist Makoto
Isshiki published in the Mr. Magazine youth magazine in 1993.
Description of content the main character Ichiro Hanada has the
ability to see ghosts and communicate with ghosts after an accident.
The author collected relevant literature and found that most of them
are analyzed in the direction of role stereotype or the appropriateness of
children watching this animation; there is a lack of analysis on the
animation itself. This study,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role of the
animation The Record of Boy Hanada character plot, plot structure,
further discuss how animation presents family, love and friendship.
The study is divided into five chapters. The first chapter mainly
describes the research motivation and purpose, further propose this
research issues of concern and desire to explore and explain the scope and
limitations of the study further discussion through the literature, discuss
text-related research. The second chapter mainly discusses character
characterization through characters, as well as ghosts and animals, then
discuss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animated character. The third chapter is
divided into the first episode, single episode, upper and lower episode and
three to four episodes discuss the temporality of the plot. The fourth
chapter is to explore the emotional presentation of this animation work.
The conclusion of chapter five is to summarize the contents of the
previous chapters, and add to the reflection and outlook, looking forward
to continuing research in the future, and provides follow-up researchers
reference.
Keywords：personage portray、plot structure、emotional presentation
ii

目

次

第壹章 緒論 ........................................................ 1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 4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 5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 5
第五節 文獻探討 ................................................. 6
第貳章 動畫《花田少年史》的角色刻劃 ................................ 9
第一節 主角 ..................................................... 9
第二節 配角 .................................................... 14
第三節 非人類角色 .............................................. 30
第四節 小結 .................................................... 41
第參章 動畫《花田少年史》的情節結構分析 ........................... 44
第一節 第一集結構 .............................................. 44
第二節 單一集結構 .............................................. 46
第三節 上下集結構 .............................................. 50
第四節 三集與四集故事單元的結構 ................................ 52
第五節 小結 .................................................... 54
第肆章 動畫《花田少年史》的情感呈現 ............................... 56
第一節 親情 .................................................... 57
第二節 愛情 .................................................... 67
第三節 友情 .................................................... 72
第四節 小結 .................................................... 73
第伍章 結論 ....................................................... 75
第一節 研究成果回顧 ............................................ 75
第二節 省思與展望 .............................................. 77
參考書目 .......................................................... 79
附錄：動畫《花田少年史》每話大意 .................................. 82

iii

表目錄
表 1 動畫《花田少年史》的人物角色職業一覽表 ..............................42
表 2 第一話的情節時間表 .....................................................................45
表 3 情節結構模式表─筆者自製 ..........................................................46
表 4 情節結構模式表─筆者自製 ..........................................................50
表 5 情節結構模式表─筆者自製 ..........................................................52
表 6《花田少年史》動畫 25 的整體架構表 .........................................55
表 7 動畫內容主題表─筆者自製 ..........................................................56

iv

圖目錄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1 花田一路 光頭(正面) ....................................................................................... 10
2 花田一路 有頭髮時 ......................................................................................... 10
3 花田一路 光頭(背面) ....................................................................................... 10
4 幽靈花田一路 有頭髮時 ................................................................................. 10
5 花田一路 光頭 ................................................................................................. 10
6 花田一路有頭髮時 ........................................................................................... 10
7 花田一路 有頭髮 ............................................................................................. 11
8 花田一路 脖子 ................................................................................................. 12
9 花田一路 全身比例 ......................................................................................... 12
10 花田一路 有頭髮的比例 ............................................................................... 12
11 花田一路 消瘦 ............................................................................................... 12
12 花田一路 肥胖 ............................................................................................... 12
13 主角 被柳原歲三嚇 ....................................................................................... 12
14 主角被龍子嚇 ................................................................................................. 12
15 被突然消失的玲子嚇 ..................................................................................... 12
16 第 9 話 主角嘲笑凱都力妮 ........................................................................... 13
17 主角嘻皮笑臉時 ............................................................................................. 13
18 第 21 話 主角見貴人與父親重逢時 ............................................................. 13
19 冬季服 ............................................................................................................. 13
20 冬季服 ............................................................................................................. 13
21 夏季服 ............................................................................................................. 13
22 夏季服 ............................................................................................................. 13
23 冬季服 ............................................................................................................. 13
24 花田大路郎 ..................................................................................................... 14
25 花田大路郎 冬季服 ....................................................................................... 14
26 花田大路郎 夏季服 ....................................................................................... 14
27 花田壽枝 表情................................................................................................ 15
28 花田壽枝 花邊圍裙 ....................................................................................... 15
29 花田壽枝 圍裙 ............................................................................................... 15
30 花田德路郎 ..................................................................................................... 16
31 花田德子 服裝 ............................................................................................... 16
32 花田德子 圓潤臉部 ....................................................................................... 16
33 花田德子 臉部 ............................................................................................... 16
34 村上壯太 臉部 ............................................................................................... 17
35 村上壯太 夏季服 ........................................................................................... 17
36 村上壯太 冬季服 ........................................................................................... 17
v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5
74

青田清司 刺青................................................................................................ 18
青田清司 服裝 ............................................................................................... 18
清美 室內服裝 ............................................................................................... 18
清美 外出服裝 ............................................................................................... 18
清美 臉部 ....................................................................................................... 18
二路 全身 ....................................................................................................... 19
二路 哭泣 ....................................................................................................... 19
小新媽 頭部 ................................................................................................... 20
小新媽 服裝 ................................................................................................... 20
小新媽 清掃時 ............................................................................................... 20
柳原龍 服裝.................................................................................................... 20
柳原龍 頭部 ................................................................................................... 20
市村桂 運動服 ............................................................................................... 21
市村桂 平日服 ............................................................................................... 21
市村桂 髮型 ................................................................................................... 21
市村桂 臉部 ................................................................................................... 21
市村桂 冬季服(背面) ..................................................................................... 21
市村桂 校服 ................................................................................................... 21
市村桂 冬季服(正面) ..................................................................................... 21
市村 臉部 ....................................................................................................... 22
市村 頭部........................................................................................................ 22
市村 服裝 ....................................................................................................... 22
村上美代子 頭部 ........................................................................................... 23
村上美代子 臉部 ........................................................................................... 23
村上美代子 家居服 ....................................................................................... 23
村上美代子 家居服 ....................................................................................... 23
村上美代子 側面比例 ................................................................................... 23
小澤圓 耳朵部分 ........................................................................................... 24
小澤圓 頭部 ................................................................................................... 24
小澤圓 服裝 ................................................................................................... 24
俵崎春彥 頭部................................................................................................ 25
俵崎春彥 臉部 ............................................................................................... 25
加奈 臉部 ....................................................................................................... 25
加奈 服裝(側面) ............................................................................................. 25
加奈 服裝(背面) ............................................................................................. 25
加奈 頭部........................................................................................................ 25
小夏 服裝 ....................................................................................................... 26
小夏 頭部........................................................................................................ 26
vi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73 小夏 服裝 ....................................................................................................... 26
76 橫溝仁美 頭部................................................................................................ 27
78 橫溝仁美 臉部 ............................................................................................... 27
77 橫溝仁志 頭部 ............................................................................................... 27
79 橫溝仁志 臉部 ............................................................................................... 27
83 洋平 臉部 ....................................................................................................... 27
82 洋平 服裝 ....................................................................................................... 27
81 洋平 頭部 ....................................................................................................... 27
80 洋平 服裝 ....................................................................................................... 27
84 中島貴人 頭部與服裝 ................................................................................... 28
85 住持和尚 冬季服(半身) ................................................................................. 29
86 住持和尚 頭部 ............................................................................................... 29
87 住持和尚 服裝................................................................................................ 29
88 住持和尚 冬季服(全身) ................................................................................. 29
89 五月婆婆 頭部與服裝 ................................................................................... 30
90 五月婆婆 和服 ............................................................................................... 30
91 小雪 臉部 ....................................................................................................... 30
92 小雪 頭部與服裝............................................................................................ 30
93 吉川奶奶 頭部 ............................................................................................... 31
94 吉川奶奶 服裝 ............................................................................................... 31
95 小新 整體服裝 ............................................................................................... 32
96 小新 頭部與服裝 ........................................................................................... 32
97 柳原歲三 身體比例(正面) ............................................................................. 32
98 柳原歲三 頭部 ............................................................................................... 32
99 柳原歲三 身體比例(背面) ............................................................................. 32
100 織田學 頭部 ................................................................................................. 33
101 織田學 服裝 ................................................................................................. 33
102 織田學 臉部 ................................................................................................. 33
103 村上猛 小時候服裝 ..................................................................................... 34
104 村上猛 小時候頭部 ..................................................................................... 34
105 村上猛 成人頭部 ......................................................................................... 34
106 合田優太郎 服裝(正面) ............................................................................... 35
107 合田優太郎 服裝(側面) ............................................................................... 35
108 合田優太郎 頭部 ......................................................................................... 35
109 合田優太郎 年輕時的服裝 ......................................................................... 35
110 花小姐 頭部 ................................................................................................. 36
111 花小姐 服裝(側面) ....................................................................................... 36
112 花小姐 過世變成幽靈後 ............................................................................. 36
vii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114 貴人父親 服裝 ............................................................................................. 37
113 貴人父親 頭部 ............................................................................................. 37
115 玲子 頭部 ..................................................................................................... 37
116 玲子 夜間外出服裝 ..................................................................................... 37
117 玲子 日間外出服裝 ..................................................................................... 37
118 凱都力妮 臉部 ............................................................................................. 38
119 凱都力妮 服裝(側面) ................................................................................... 38
120 凱都力妮 服裝(正面) ................................................................................... 38
121 凱都力妮 表情(側面) ................................................................................... 38
122 凱都力妮 表情(正面) ................................................................................... 38
123 阿魯 表情(正面) ........................................................................................... 39
124 阿魯 表情(側面) ........................................................................................... 39
125 阿魯 全身 ..................................................................................................... 39
126 Melon 生前為貓時 ........................................................................................ 40
127 Melon 頭部(側面) .......................................................................................... 40
128 Melon 頭部(正面).......................................................................................... 40
129 Melon 服裝 .................................................................................................... 40
130 天邪鬼 臉部 ................................................................................................. 41
131 天邪鬼 身材比例 ......................................................................................... 41
132 天邪鬼 服裝(正面) ....................................................................................... 41
133 天邪鬼 服裝(背面) ....................................................................................... 41

viii

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一、研究背景
《花田少年史》是日本漫畫家一色真人

1

，在 1993 年發表於日本《Mr.

Magazine》青年雜誌社的漫畫作品。1995 年榮獲日本第 19 屆講談社漫畫賞。之
後這部作品，在 2002 至 2003 年期間，於日本電視台 2推出動畫版，總共 25 話，
並且在 2003 年，獲得東京國際動畫展最佳影片獎。漫畫《花田少年史》這部作
品，也成為漫畫家一色真人的成名代表作。
在日本動畫世界裡，有關鬼、幽靈、妖怪…等作品相當多。以少年年紀為主
角的動畫也不少。其中就以《花田少年史》動畫最吸引筆者。這部動畫作品，臺
灣代理商最初是在 2006 年以中文版發行，之後，再以臺語版重新推出，受到觀
眾喜愛。 3
二、研究動機
筆者最初接觸動畫《花田少年史》，是從電視上華視頻道，以臺語播出的版
本。對於筆者而言，這部動畫作品，無論是人物、劇情，都使筆者相當感動，且
在看完每一話 4的同時，心裡有了滿滿的勇氣。感動的是，筆者覺得這部作品，
呈現了人一生中，會遇到或者必須面對的困難、抉擇與無奈；感到有勇氣的是，
筆者對於生活中的種種事物，更能勇於面對了。也因為筆者最初收看這部作品是

1

一色真人，是日本的女性漫畫家。她的其他作品還有 1986 年在『週刊少年 Jump』連載作品《流
鼻血 Boogie》
、1987 年在『Big Comic Spirit』連載作品《高中小子》
、1998 年在『週刊少年 Jump』
發表《來自人魚莊的愛》、1998 年 8 月 19 日在『ヤングマガジンアッパーズ』開始連載《琴之
森》、2013 年在講談社出版的《小時候》
。

2
3

日本電視放送網株式會社(日本テレビ放送網株式會社，NTV)日本電視台。

TVBS 網路新聞整理報導，在 2007 年時，以標題花田少年史/卡通「花田一路」
，台語版業績爆
紅」的新聞。TVBS 網路新聞網址：http://mnews.tvbs.com.tw/old-news.html?nid=334039 2015 年
12 月 26 日查。
4
平假名為 はなし，在漢字傳入日本後，在動畫用語中指的是一個話題、主題或是一個故事的
意思。
1

臺語版本，而在臺灣《花田少年史》動畫推出的版本有國語、臺語以及客語三種，
且這三種版本較常播放的版本為國語與臺語版本，這兩種語言以臺語版本最受歡
迎，有趣又貼近生活用語的對話台詞，吸引筆者決定以動畫《花田少年史》的臺
語版本為研究文本。
由於這部電視動畫有國語、臺語及客語三種，在臺灣電視台分別在華視、MOMO
親子台、民視以及客家電視台，這四家電視台播放，其中臺語版本受到觀眾廣大
回響。筆者除了對於這部作品感興趣之外，也對於《花田少年史》動畫臺語版，
受到臺灣觀眾喜愛的現象感興趣，也因此促使筆者好奇，想知道對於《花田少年
史》動畫，更多相關報導與資料，而進一步蒐集。
在 TVBS 網路新聞上，關於《花田少年史》動畫的報導內容中，臺灣代理商
白坤成提到：
「《花田少年史》動畫國語版的發行，非常受歡迎，但是因為我想進
入本土化的訴求，我們相信很多中南部的年紀比較大的阿公、阿嬤會喜歡《花田
5

少年史》
，我想要聽一些更有趣的台語。」 ，由此可看出兩個部分，第一，臺灣
代理商希望將客群推至中南部的觀眾；第二則是除了年紀較小的客群之外，代理
商還希望較年長的客群會喜歡這部作品。而筆者根據這兩個部分，進一步思考的
是，為何較年長的客群會喜歡這部作品？筆者推想的是，由於這部動畫作品內容
所呈現的故事時代背景，與年紀較長的客群他們小時候的年代生活感相近，並且
生活中所使用的語言，大多以臺語為主。而除了年代背景、生活感以及所使用的
語言相近之外，筆者可能推想的是，他們那年代的情感呈現是否也與這部作品的
情感呈現相近。
接著，筆者在謝慧萱的〈探討日本電影《花田少年史》之翻譯-對照中文字
幕翻譯與臺語配音翻譯-〉的論文中，思考這部動畫版本的選擇上，該以哪一種
版本作為筆者研究的動畫文本。從這篇論文內容中，該研究者提到，「以電影類
型及劇情來看，由於《花田少年史》的舞台背景類似臺灣早年鄉村生活，因此，

5

同 3。

2

在配音翻譯上結合臺語的使用，能突顯劇中的鄉土情及人情味，同時讓觀眾在聽
覺上也能感受到臺語獨特的幽默和趣味性……」，這部分點出了，《花田少年史》
這部作品與臺灣早期鄉村生活類似，加上透過臺語的配音，更突顯這部作品的懷
舊感。因此，筆者決定以動畫《花田少年史》臺語版作為研究文本，透過分析作
品中的人物刻劃、情節結構，進一步探討其情感呈現。
而根據目前筆者手邊的資料內容，另外還有兩篇論文及三篇期刊文章。其中
一篇是〈青少年性別意識型態詮釋之研究-以動畫《花田少年史》為例〉6的論文，
是以青少年作為研究對象，透過內容分析，與研究對象進行訪談，探究青少年在
這部動畫中，性別意識型態的詮釋觀點；另一篇則是〈《花田少年史》漫畫中的
，作為研究文本，內容探討敘事
情感與成長〉7的論文，是以漫畫《花田少年史》
形式與風格、情感的種類與表現手法、主要人物的轉變，並探討其成長過程。另
外三篇期刊文章，第一篇文章標題是〈電視卡通內容適切性之研究—以三部卡通
為例〉8，主要是以《花田少年史》動畫臺語版、
《名偵探柯南》
、
《櫻桃小丸子》，
三部動畫，對於兒童觀看的適切性，在「教育性」
、
「行為示範」
、
「兩性觀」
、
「語
言學習」
、
「價值觀」等五個部分，進行內容分析。第二篇文章標題是〈男女有別
─以卡通「花田少年史」為例〉 9，討論的是兒童所觀看的卡通，所潛藏著的價
值觀，以及行為示範，透過隨機選取單元，以「性別刻板印象」為主題，從職業、
休閒活動與遊戲、男女特質等三大方向，進行內容分析討論。第三篇文章標題則
是〈花田少年史和櫻桃小丸子〉10，主要是推薦，
《花田少年史》和《櫻桃小丸子》
兩部動畫的簡介文章，內容提到《花田少年史》動畫部分，以「見鬼超能力，小
惡霸的宿命」
、
「線條簡單誇張，色彩鮮明」
、
「不捨與荒謬，體悟人世無常」
、
「表

6

鄭雅鈴。
〈青少年性別意識型態詮釋之研究-以動畫《花田少年史》為例〉
。國立台南大學教育
學系課程與教學澎湖碩士班。2009 年。
7
林秀春。
〈《花田少年史》漫畫中的情感與成長〉。國立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2008 年。
8
黃怡嘉、魏美惠。
〈電視卡通內容適切性之研究—以三部卡通為例〉
。
《資訊科學應用期刊》
。第
6 卷。第 1 期。2010 年。頁 39-64。
9
魏美惠、黃怡嘉、阮淑宜。
〈男女有別─以卡通「花田少年史」為例〉
。
《性別平等教育季刊》。
第 52 期。2010 年。頁 118-123。
10
蒂芬妮。
〈花田少年史和櫻桃小丸子〉。
《幼獅少年》。第 332 卷。2004 年。頁 3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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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鄉里情感，真摯親切」，四個部分，簡約的討論這部動畫。
透過以上資料，筆者發現，在教育領域的成人，對於兒童及青少年，是否適
合觀看《花田少年史》動畫，以及該作品所帶來的影響，是相當重視的。而且，
除了《花田少年史》漫畫的研究論文，有對於文本內容進一步深入探討之外，其
他的論文，都僅以數據的方式，有系統的指出，這部動畫作品對於兒童、青少年
的負面影響。以上的研究現況，促使筆者想深入研究此電視動畫的情感內容呈現。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一、研究目的
由於筆者最初接觸《花田少年史》動畫版本為臺語版本，而國語、臺語、客
語三種版本中，臺語版本最受歡迎，且其作品背景與年紀較長的長輩們，生活方
式、價值觀，以及大多使用的語言相近，基於此動機，促使筆者想進一步研究這
部動畫作品。
本研究以《花田少年史》動畫臺語版，少年主角花田一路透過幽靈帶出一連
串有關人倫故事，探討這部作品在人物角色、情節結構以及情感呈現。因此，研
究目的如下：
（一）透過討論動畫中人物、幽靈和動物等角色，進而論述動畫作品的角色
呈現。
（二）分析動畫中情節結構的時間性。
（三）透過動畫故事，包含親情、愛情與友情，探討動畫作品的情感呈現。
二、研究問題
《花田少年史》動畫的角色設定，以不同角色類型出現的人物、幽靈和動物
等交織而成的故事，所帶出主角或其他角色的情感成長歷程。而在貫穿二十五話
動畫中，透過不同角色形象的呈現，與有時間性的情節結構，筆者將針對這部作
品，進一步提出了幾個問題：
（一）動畫作品中，如何呈現人物、幽靈和動物等角色的特色？
4

（二）動畫作品中，如何藉由故事單元討論情節結構的時間性？
（三）這部動畫的故事情感如何呈現？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筆者將動畫《花田少年史》臺語版，共二十五話，針對其內容的角色刻劃、
情節分析以及情感呈現等三個部分，分別進行討論，並總結角色與故事所帶出的
情感呈現。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文本分析。主要是先以角色刻劃的部分，分為主角、其他人類角
色和非人類角色等三個部分，分別進行書寫；接著為情節結構，以第一集、單一
集、上下集、三集與四集等結構，四個部分進行析論；最後則是情感呈現的部分，
分別以親情、愛情與友情三個故事單元，分別進行深入討論。
二、分析步驟
首先，筆者將角色刻劃的書寫分為主角、其他人類角色和非人類角色等三個
部分，將在第貳章呈現。第貳章內容主要針對主角、其他人類角色和非人類角色，
透過外在形象的書寫，進一步論述動畫內容人物角色的呈現；第參章則針對動畫
情節結構部分的分析，分別以第一集、單一集、上下集、三集與四集等四個部分
進行析論，透過每一話情節結構的分析，進一步探討其模式；第肆章以動畫中的
情感交織而成的故事，將其分成親情、愛情與友情三個部分，探討其情感的呈現。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目前在市面上，
《花田少年史》的影音出版品，分別有 12 片裝的 VCD(內容
只有 1 至 12 話，是臺語發音，中文字幕)、2 片裝的 DVD(內容有 25 話)，以臺
語及國語發音，兩個版本發行，皆可選擇日文發音，並且也都是中文字幕。由於，
筆者選擇《花田少年史》動話臺語版本，作為研究文本，而且，想探討的是，動
畫內容所帶出的情感呈現，因此，筆者將研究內容，聚焦在動畫作品上，透過動
畫所呈現的內容、人物角色、場景…等，蒐集與這部作品內容相關的資料，進行
5

研究探討。
至於研究限制的部分，由於，筆者對於日文文獻的閱讀有困難，只能閱讀中
文文獻內容的資料。因此，筆者根據目前國內，有關於《花田少年史》動畫文獻
研究的資料，進行蒐集與深入研究。

第五節 文獻探討
根據國內，目前有關《花田少年史》的文獻資料，有三篇論文及三篇期刊文
章。以下內容，筆者將這些相關論文與期刊文章內容進行文獻探討。
首先，
《花田少年史》動畫作品，就語言上來說，日文與台語在翻譯過程中，
需要參考的不只是配合畫面人物的口型、表情、動作等，還需要考慮的是，因文
11
化上的不同，所使用的方言土音也需要被翻譯出來 。這部分與先前提到的，和

早期臺灣的鄉村生活背景類似，可推想這部動畫作品，呈現日本當時文化以及自
然環境的特色與樣貌。而透過動畫作品中，每一話裡的每一個人物，帶出年代的
時空背景與性別角色、社會階層…等故事，以主角花田一路的視角，引領觀眾經
歷了每個人生階段會面臨的困難與問題，也讓觀眾相對也看到花田一路與其他角
色的互動、行為表現…等的轉變及成長。研究《花田少年史》漫畫的林秀春（2008）
在論文內容中也提到：
「本研究完全以漫畫讀者的感動為出發，情感成為主要的
探究對象，對於研究文本的成長，自主要人物一路經歷國小中年級階段的兩年歷
程過程，要以此歷程談一路因此獲得全面成長的轉變確實不可能，因此只能將成
長的主題置於其歷險過程探討，與一路對家人行為的轉變當中探知。」
二、相關期刊文章
第一篇文章來源，是在資訊科學應用期刊中，一篇以〈電視卡通內容適切性
之研究─以三部卡通為例〉12的標題，主要是針對《花田少年史》動畫臺語版、
《名
偵探柯南》、《櫻桃小丸子》，三部動畫，探討兒童觀看的適切性，分別以「教育
11

謝蕙萱。
〈探討日本電影《花田少年史》之翻譯-對照中文字幕翻譯語台語配音翻譯-〉
。國立高
雄第一科技大學應用日語所。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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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怡嘉、魏美惠。
〈電視卡通內容適切性之研究—以三部卡通為例〉
。資訊科學應用期刊。第 6
卷。第 1 期。2010 年。頁 3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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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
「行為示範」
、
「兩性觀」
、
「語言學習」
、
「價值觀」等五個部分，進行內容分
析。這篇文章的內容，對於以教育的觀點，探究這三部動畫作品，並且用檢核表、
資料分析軟體、半結構式訪談…等方法，進行這三部動畫作品的資料分析。然而，
筆者在這篇研究文章中，讀到有關《花田少年史》動畫臺語版的研究結果，內容
提到，該動畫在教育性這部分，出現知識性、教育性…等，相關的內容次數，有
39 次；在行為適切性的部分，以這部動畫中的負向行為，以暴力行為出現次數
最多；語言學習的部分，這部動畫出現，有利於兒童語言發展的用語，有 18 次；
價值觀的部分，該研究者將這部分，分成人物的自我概念、家庭倫理價值觀、物
質生活價值觀、宗教價值觀，四個部分，進行討論。其中，筆者對於宗教價值觀
的討論內容，感到疑惑。其內容談到：
「《花田少年史》臺語版動畫，傳遞了濃厚
的鬼神論、報應說。除此之外，每個單元都有著不同的鬼，因為某些事，而無法
昇天…」，對此，筆者想進一步思考，若以這部動畫作品本身，所呈現的內在意
涵這部分，進行深入探討研究，或許，會有觀看這部作品的不同角度吧。
第二篇有關這部動畫作品的討論文章，是從性別平等教育季刊裡，以標題〈男
13
女有別─以卡通「花田少年史」為例〉 進行探討。內容討論的是，兒童所觀看

的卡通，潛藏著的價值觀，以及行為示範，透過隨機選取單元，以「性別刻板印
象」為主題，從職業、休閒活動與遊戲、男女特質等三大方向，以量化與質性記
錄，進行《花田少年史》動畫的內容分析與討論。然而，這篇文章的結語部分，
提到的是，為孩子帶來歡樂的卡通內容，常強化傳統社會的性別刻板印象，呈現
男女不平等的互動關係，對兒童具有不良的影響。
第三篇文獻資料，則是屬於一篇〈花田少年史和櫻桃小丸子〉14的推薦文章。
內容是推薦《花田少年史》和《櫻桃小丸子》，兩部動畫的簡介文章。內容提到
動畫《花田少年史》這部分，以「見鬼超能力，小惡霸的宿命」
、
「線條簡單誇張，

13

魏美惠、黃怡嘉、阮淑宜。〈男女有別─以卡通「花田少年史」為例〉。性別平等教育季刊。
第 52 期。2010 年。頁 118-123。
14
蒂芬妮。
〈花田少年史和櫻桃小丸子〉。幼獅少年。第 332 卷。2004 年。頁 3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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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鮮明」、「不捨與荒謬，體悟人世無常」、「表現鄉里情感，真摯親切」，四個
標題，分別簡短的討論這部動畫作品。筆者認為，對於這篇文章的作者，所撰寫
的觀點，與筆者接下來，想更進一步研究這部作品的觀點，有些類似，例如動畫
《花田少年史》
，故事內容中，許多不同的幽靈帶著各自的遺願，來拜託主角「花
田一路」
。而不同的委託，其實都來自相同的意念、守護、約定、彌補……等等，
不是不願意接受死亡，而是放不下還活著的人。至於，是否真的是放不下還活著
的人？還是有其他的含意，或許，筆者也只能透過接下來的研究，找到答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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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動畫《花田少年史》的角色刻劃
動畫角色的外型與性格是相關聯的，透過書寫動畫作品中的每個角色，進一
步析論角色的呈現。
角色的刻劃包含身型樣貌的描繪、服裝的表現，以及肢體動作等。本章節中，
筆者將這部動畫作品中的角色，分成「主角」
、
「配角」
、
「非人類角色」三個部分，
並書寫每個角色的外在形象。由於動畫《花田少年史》中的花田一路是主角，因
此，筆者也將在主角的部分，針對頭部、身形比例、表情與手腳的變形表現以及
服飾的變化等四個部分進行析論。而「配角」
、
「非人類角色」兩個部分，則是以
動畫中呈現的角色外在型態進行整理與書寫。

第一節 主角
在這部動畫作品中，透過不同外貌與言行的角色刻劃，呈現角色鮮明且具獨
特的性格。筆者將其分為頭部、身形比例、表情與手腳的變形表現以及服飾的變
化等進行書寫，析論動畫中主角的呈現。
一、頭部
談起在這部動畫作品中的主角─花田一路，必須先從動畫出鏡率最高的部位
開始說起。主角在劇中發生車禍意外的前後造型不同，筆者發現作者在主角頭部
的呈現上有許多的變化，藉此更加凸顯主角的個性。而頭部包含了頭型與臉型，
這兩個部分主宰了一個角色的靈魂與內在，舉凡外貌、性格、表情特徵等等，都
透過頭部的設計，來建立角色所要表現與傳遞的訊息。
頭型的部份，先以髮型來說，在主角花田一路車禍意外前，髮型是留著小男
生的短髮，正面看髮型有些像「ㄇ」字型，而整個頭部也呈現近似正方形，且整
個頭部與肩膀幾乎同寬度（圖 3）；而主角在車禍意外後，因為頭部受傷而將頭
髮剃光，且後腦縫了九針（圖 2），凸顯了頭型比有頭髮時更圓（圖 1），看起來
也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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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型的部份，首先以眉毛來說，長度是從眼頭上方至接近太陽穴的位置，寬
度則是由細到粗呈現；接著以眼睛來說，主角花田一路在每一話內容裡，大多以
黑色的圓形，且眼珠為小圓形白點的方式呈現（圖 4），不過主角的眼睛會隨著
每一話的劇情內容，在情緒的傳遞或眼神也會有不同的變化，但是相較於眼睛的
大小，眉毛是在五官裡面最明顯的；而嘴巴是主角臉部五官裡相當重要的部位，
潔白整齊的牙齒，粉紅色健康的牙齦，在裂嘴大笑時，可以大到佔臉部比例的近
二分之一（圖 3），小的時候又可以以一條簡單的線來表示（圖 4）；再來是主角
的耳朵，隨著主角情緒的變化而些微變大（圖 7），雖然較不明顯，但是對整體
臉部表情來說，增添整體完整性，也為情緒傳達增添更誇張的氛圍；最後，則是
主角五官中最小的鼻子，這個部位在主角哭泣時，更加強呈現微微隆起的鼻子，
左右各一的鼻孔流出的鼻涕（圖 6）。以主角五官比例來說，表情會隨著情緒的
起伏，而有誇張的表現，例如受到驚嚇的表情（圖 5），臉部的五官除了鼻子之
外，其餘的部分都較為放大且誇張。

圖 1 花田一路 光頭(正面)

圖 3 花田一路 光頭(背面)

圖 2 花田一路 有頭髮時

圖 5 花田一路 光頭

圖 4 幽靈花田一路 有頭髮時

圖 6 花田一路有頭髮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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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花田一路 有頭髮

二、身形比例
除了角色本身的外型，身形比例也是能讓該角色呈現出不同的個性與類型，
使每個角色人物更具特色，並吸引閱聽者注意的重點之一。而在動畫中，主角除
了頭部以外，肩膀以下的體型，四肢與身材呈現瘦小型，以細短脖子連接著頭部
與身體，呈現了頭大身體瘦小的比例（圖 10）
，使得閱聽者在觀看的視覺上有較
大的落差。一般來說，現實標準人體比例是 7.5-8 頭身 15，從動畫主角頭部與身
材比例來看，筆者發現，主角的頭身比例多為 1：3，約為 3 頭身，且主角的頭
身比例會隨著情緒起伏而有所不同，例如：主角受到驚嚇、害怕或是難過時，頭
身比例會出現 1：1.5，約 2 頭身的比例（圖 9）
，主角頭部明顯地被放大，呈現 Q
版的人物造型。另外，筆者也發現，作者將主角的脖子刻意變小，使的視覺上頭
部比身體更大，加上主角的表情，呈現了誇張、頭身比例衝突的風格。另外，主
角在第七話中的身材比例，有別於一般正常情況，主角在該集因連續幾天吃炸火
腿而變胖（圖 12）
，全身四肢有些微變粗之外，頭與腹部皆放大，在視覺上與原
本就瘦小的花田一路，有截然不同的視覺感受。相反的，有胖的時候，也就有相
當瘦的時候。花田一路在第二十三話中，因每天夜裡都與玲子去緣切山搬小地藏
王菩薩，所以一路不僅累到打瞌睡，臉頰因變瘦而凹陷（圖 11）
，身材也略顯單
薄。

15

廖培君。
〈從動畫《我們這一家》探討花媽角色形象〉
。國立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2014 年。
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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脖子

圖 9 花田一路 全身比例

圖 10 花田一路 有頭髮的比例

圖 11 花田一路 消瘦

圖 12 花田一路 肥胖

圖 8 花田一路 脖子

三、表情與手腳的變化
首先，以表情來說，無論是驚訝、害怕、恐懼等表情佔大多數，還是依舊也
有溫柔、關心、開心等的表情，主角花田一路的表情呈現，是相當的豐富與細緻
的。舉例來說，當幽靈嚇主角時，主角的表情有不同程度的驚嚇（圖 13、14、
15）。相對的，開心、喜悅等表情，雖然不太多，但還是能夠看到主角在開心表
情也有不同的變化（圖 17、18）。
接著是手腳的變型部分，相較臉部表情，手腳的變型則較少，多以雙手指頭
撐開為大多數（圖 16）。

圖 15 被突然消失的玲子嚇

圖 14 主角被龍子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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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主角 被柳原歲三嚇

圖 16 第 9 話 主角嘲笑凱都

圖 18 第 21 話 主角見貴人

力妮

與父親重逢時

圖 17 主角嘻皮笑臉時

四、服飾的變化
主角花田一路的服裝呈現，從季節的變換到每一話的情節情境皆不相同。夏
天時，主角衣著多以寬肩背心搭配短褲，以及穿脫方便沒有鞋帶的布鞋為主（圖
21）。接著，則是秋天或涼冷的天氣時，主角的服飾多以長袖套頭的上衣，與約
九分長褲，手肘外側與膝蓋上都有大快的補丁（圖 22）
，有時也會有黃色長袖套
頭上衣，與紫色九分長褲（圖 23）。最後，是冬天的服裝變化。墨綠色的毛帽，
淡水藍色的圍巾，深藍色的小背心，裡面有黃色的一件長袖上衣套頭，暗紫色的
長褲，雙腳膝蓋上的部位有補釘，鞋子則是雨鞋為主（圖 19）。

圖 20 冬季服

圖 22 夏季服

圖 21 夏季服

圖 23 冬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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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冬季服

第二節 配角
本節將列出主角的家人與較常出現的人類角色，並分別書寫這些角色的外貌
與言行，並說明以下角色與主角的關係或關聯性，進一步了解每個角色呈現的個
性。
一、花田大路郎
主角花田一路的父親，從第一話開始至最後一話，幾乎是都有出現。髮型較
短，頭部兩側頭髮各一撮突出且明顯參差不齊的頭髮，額頭髮際線中間也有一小
撮參差不齊的頭髮，臉型偏長方形，眉毛從眉心至眉尾寬度大致相同，眼睛的部
分多呈現笑眼瞇瞇的線型，紅紅的酒糟鼻成了這個角色頭部最明顯的部位，不難
理解在這部動畫作品裡，幾乎每一次有出現花田大路郎的場景，幾乎都是在喝酒
所形成的酒糟鼻。大大的嘴巴和一對呈現上寬下窄佔臉型三分之一大的耳朵。
主角在劇中介紹父親時（圖 26）
，形容父親是個「看起來好像什麼都懂，其
實是不懂裝懂的人」
，又接著說「大家都叫他木工阿大」
，這裡的「大家」指的是
動畫劇情中，認識花田一家人的其他角色。透過主角介紹其他角色的內容，又在
這內容的後面加上劇中相關角色會對主角父親的稱呼，讓閱聽者更感受到立體又
貼近生活的人物角色，使閱聽者不僅接受人物角色的存在，也彷彿被主角帶領進
入主角的生活以及動畫劇情中。
服裝的部份，夏天上衣大多穿著寬肩白色背心，褲子則是淺藍色九分長的長
褲（圖 25）
。冬天時穿著白色圓領長袖上衣，腰部有著墨綠色的肚圍，以及淺藍
色的長褲〈圖 24〉。

圖 25 花田大路郎 冬季服

圖 26 花田大路郎
夏季服
14

圖 24 花田大路郎

二、花田壽枝
主角花田一路的母親。經常被主角稱母老虎，且幾乎每一集都會有她。一頭
短捲髮，臉型偏圓，眉毛從眉心至眉尾漸粗，與主角同樣有著粗眉毛，眼睛以圓
形為主，黑色的圓型點中心又各有小白圓點，寬大的鼻子，厚厚的嘴唇，大大的
嘴巴。顴骨明顯而寬大，耳朵站臉型的四分之一。由於花田壽枝臉型偏圓也偏大，
因此主角母親在表情表現上，更能有足夠空間呈現出細微或誇張的情緒表情（圖
29），例如主角在旁白介紹人物時，將母親形容成歐巴桑。筆者也發現，主角母
親任何表情上，特別是憤怒的表情，眉毛與嘴巴常常能展現出不同憤怒的程度。
服裝部分，主角母親會穿黃色圓領上衣，外面會套一件白色圍裙，圍裙的扣
子在背部，袖子長度到手肘，整件圍裙長度至膝蓋，圍裙裙襬部分為圓弧形，褲
子的部分，則是藍灰條紋的九分長褲（圖 28）
。有些時候，也會只為腰部以下的
花邊圍裙（圖 27）
，上衣是黃色，圓領以及短袖袖口邊圍一圈綠色，搭配較暗紅
色的過膝百褶裙。

圖 28 花田壽枝

圖 29 花田壽枝

花邊圍裙

圍裙

圖 27 花田壽枝 表情

三、花田德路郎
幾乎每一話都會出現的角色，主角花田一路的爺爺。留著修剪了一個相當整
齊且方形的西裝頭，臉型偏長方型，眉毛從眉心至眉尾漸粗，但看起來是屬於細
的眉毛，眼皮下垂以及厚重的眼袋，眼睛多以黑色圓型點，中心又有小白圓點呈
現，凸顯了主角祖父的面部眼睛較小。鼻子的部分，則是鼻樑寬而高，嘴邊皆有
皺紋，若不戴假牙時，皺紋更加明顯。耳朵是呈現上寬下窄的耳形，但整個耳朵
15

佔臉型的三分之一大。主角在德路郎初登場的介紹時，形容爺爺是老頭，然後又
以小孩的口吻說著「也就是爸爸的爸爸」，緊接著才說著成人精確的年紀「今年
七十八」（圖 30）。

圖 30 花田德路郎

四、花田德子
主角花田一路的姊姊，與花田家父親、母親、爺爺等一樣，都幾乎出現在每
一話裡。髮型為旁分短髮的學生頭，左邊夾了髮夾，臉型幾乎是圓型，眉毛從眉
心至眉尾呈現較粗的眉毛，而長度至太陽穴，眼睛多以線形呈現。鼻子的部份，
鼻樑較不明顯，呈現圓寬形，嘴唇豐厚，耳朵佔整個頭部的四分之一（圖 33）。
服裝的部份，上衣是近淺膚色的短袖，圓領與袖口部分圍一圈咖啡色花紋的滾
邊，裙子是咖啡色與紅色方格子的及膝圓裙，白色襪子與紅色學生布鞋（圖 32）
。
德子在第一話初登場時的渾圓潤的外型（圖 31）
，給人一種可愛的形象。當
她與主角互動的過程中，就像一般人常聽到的哥哥姊姊常欺負弟弟妹妹那樣，主
角的姊姊常以語言激怒主角，當主角動手推姊姊或是打她時，她才會動手回擊，
雖然為的都是一些小事情而鬧得不可開交，但也同時呈現出微妙的姊弟關係。

圖 32 花田德子 圓潤臉部

圖 31 花田德子
服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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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花田德子 臉部

五、村上壯太
與主角花田一路是兒時玩伴，也常與主角相伴上下學。分別出現在第二、三
四、六、七、九、十、十一、十二、二十、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與二十五話。
留著一頭像鍋蓋的髮型。臉型為長橢圓形，眉毛是以眉頭至眉尾弧度較大且向下
的線型呈現，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八字眉（圖 34）
。通常八字眉會在個性較唯唯諾
諾、膽小，或是沮喪、無奈、失望…等的人臉上出現，在第一話裡的開頭，主角
以旁白方式介紹與壯太從小就認識彼此，並形容壯太是膽小鬼，從這裡不難看
出，村上壯太在角色個性的形塑上，與主角個性呈現強烈的對比。眼睛的部分以
小圓黑點中間又有小圓白點來呈現，鼻樑則不明顯，但能看出鼻子寬寬的，耳朵
佔整個頭部的四分之一（圖 34）
。服裝部分，大多以簡單色系的套頭上衣與褲子
呈現。例如夏天服裝以淺色藍白橫條紋的短上衣，搭配淺灰色短褲及淡藍色布鞋
呈現（圖 35）
。而冬天的服裝，則是一條接近膚色的圍巾，圍巾末端有藍紅條紋，
淡咖啡色的鈕扣上衣，淺灰色的長褲，白色的襪子以及綠色學生布鞋（圖 36）。

圖 34 村上壯太 臉部

圖 35 村上壯太

圖 36 村上壯太

夏季服

冬季服

六、青田清司
出現在第二話與第八話中。留著一頭中長黑髮，髮尾及瀏海部分看起來像被
打薄後的細軟髮。眉毛細而長，眼睛整體來看很大，眼珠以小黑圓點裡面有小白
圓點呈現，而眼白部分相當明顯〈圖 38〉
。鼻子高而挺，嘴巴稍微翹。耳朵偏半
橢圓形（圖 37）。身體左邊肩膀後方至左手肘上後方有著鮮豔的刺青（圖 38）。
服裝部分，由於在劇中與主角相遇的時間是夏季，所以上衣多以一件白色圓領短
袖，外面添件暗紅底小黃圓點的短袖襯衫，以及土灰色的長褲，和一雙木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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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在劇情中呈現出青田清司表面易怒的態度，特別是對主角花田一路時，但
內在卻是有相當柔軟的一面，從他對小雪生前的態度，特別是一同前往廟會的過
程，青田清司皆以相當溫暖、貼心的態度陪伴著小雪。

圖 38 青田清司 服裝

圖 37 青田清司 刺青

七、清美
青田清司的同居女友，也出現在第二話與第八話中。留著一頭紅色些許毛躁
的短髮，咖啡色的眉毛稍微被瀏海遮住。眼睛以小黑圓點裡面有小白圓點呈現。
鼻樑不明顯，但能看見鼻頭突起的位置。嘴巴小，但嘴唇厚。臉型有些圓，但下
巴稍微尖。耳朵小，被頭髮隱約蓋住（圖 39）。服裝部分，在動畫內容劇情中，
多以細肩帶黑色長裙呈現（圖 40）
，有時在室內則是會穿上粉色長的薄外套，搭
配連身黑色長裙（圖 41）
。個性上，喜歡調侃青田清司的清美，在面對主角花田
一路時也不例外，在主角轉達織田學評論清美的身體時，清美甚至是一頓暴打主
角後，又自責的掩面痛哭的極端表現。

圖 41 清美 臉部

圖 40 清美 外出服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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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清美 室內服裝

八、二路
是吉川奶奶飼養的母狗─阿魯所生的小狗，除了第一話與第二話之外，其他
幾乎每一話都會出現，也常與主角花田一路待在一起，甚至連主角穿越時空，牠
也會一同前往。從眼睛兩邊斜下方，鼻樑至頭頂、耳朵，脖子後方到背部以及腳、
尾巴，全部都是深紫色，剩餘的部分皆為白色（圖 42）
。耳朵內側，也就是眼睛
的部分對上去，有兩撮細細的毛，毛色為深紫色。眼睛的部分，最外圈有小白圓
點，裡面有小黑圓點，與最內的小白圓點做區隔。表情呈現的部分，多以面部為
主，例如有時耳朵直立，有時也會隨著劇情而低下耳朵，尤其是哭泣時（圖 43），
是隻表情豐富的狗。

圖 42 二路 全身

圖 43 二路 哭泣

九、小新的媽媽
在第四話時出現，因為小新的過世，一直走不出喪子之痛。一頭黑色大捲的
短髮，細細的黑色眉毛，一雙小黑圓點裡面有小白圓點的眼睛。鼻子不大且鼻梁
挺，嘴巴多以一條細細的黑線表示。臉型似有弧度的菱形，耳朵露出來時，大致
占整個頭部的三分之一（圖 44）
。服裝的部份，在小新過世後，上衣以白色寬肩
V 領類似背心呈現，裙子則是過膝蓋的白色裙子，以及一雙白色平底鞋（圖 45）
。
到了小新透過主角花田一路的幫助，而明白小新的心意後，服裝上就有了改變，
因劇情的發展，小新媽媽的頭上綁著近膚色的頭巾，淡藍色的短袖上衣，淺紫色
的連身圍裙，以及一雙黑色接近手肘長度的手套（圖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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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小新媽 頭部

圖 45 小新媽

圖 46 小新媽 清掃時

服裝

十、柳原龍
在第五話裡的「雞雞老子」中出現，是柳原歲三的太太。灰色旁分稍微波浪
捲的短髮，眉毛根根分明，但有些粗，兩邊眉毛幾乎快連在一起，長度延伸至額
頭兩側，形狀似兩座山。眼睛則是白色的近似較扁的倒三角形，裡面有小黑圓點。
鼻樑扁塌，鼻翼兩側寬大且有法令紋，嘴唇厚而長，嘴角也延伸了下垂的皺紋，
顯得年老（圖 47）
。臉型圓而大，耳朵偏半圓，占整個頭部的四分之一。服裝的
部份，深紫色的短袖上衣，衣領是左上右下，靠近右胸前有紫色蝴蝶結的釦子，
一條灰色的長褲，以及一雙白色的布鞋（圖 48）。

圖 48 柳原龍 頭部

圖 47 柳原龍 服裝

十一、市村桂
主角花田一路同年級的同學，自從市村桂的父親與壯太母親結婚後，常與主
角和壯太一起走路上下學，分別在第六、七、十、二十、二十二、二十三、二十
四、二十五話中出現。留著旁分至耳上的短髮，兩邊髮尾各自向外翹（圖 51），
髮型看起來相當俐落，不需要特別整理。由於角色的家庭背景、與家人的相處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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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形成了市村桂倔強、不輕易妥協的個性，這部分從髮型就能感受出來。而臉
型成似倒梯形，眉毛弧度向上揚的細長線形，眼睛部位則是有明顯睫毛的雙眼
皮，並以小圓黑點中間有小圓白點呈現。鼻樑不明顯，但能看出鼻樑些微的隆起
高度，以及圓圓的耳朵（圖 52）。
在服裝的部分，市村桂在學校穿著的夏天體育服，以白色短袖上衣搭配一件
深藍色小短褲 16（圖 49）。平日則穿著粉紅色長袖上衣，紅色與淡咖啡色的格子
吊帶裙（圖 50）
。冬天的服裝，以底為淡桃紅色、荷葉領與胸前大鈕釦皆為黃色
的長袖大衣，和一雙粉紅色的手套，以及一雙紅色的布鞋呈現（圖 53）
。而學校
的服裝，以白色荷葉領長袖襯衫，搭配靛藍色的吊帶百褶裙，靠近裙擺的地方有
一圈淡桃紅色的線條（圖 54）。

圖 49 市村桂 運動服

圖 50 市村桂

圖 51 市村桂 髮型

圖 52 市村桂 臉部

平日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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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 市村桂 冬季服

圖 54 市村桂

圖 53 市村桂

(正面)

校服

冬季服(背面)

【國際為什麼】日本女生上體育課得穿緊身短褲（動畫）的網路文章。網址：
https://tw.appledaily.com/new/realtime/20170328/1085742/ 2018 年 4 月 16 日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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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市村
市村桂的父親，與壯太母親村上美代子結婚後，便帶著市村桂搬去與壯太和
村上美代子同住。分別在第六、七、十話中出現。留著一頭髮尾亂翹的短黑髮，
眉毛細而較長，延伸至而頭兩側，些微的咖啡色，眼睛以小黑圓點裡有小白圓點
呈現，並帶著一副半黑框眼鏡，鼻樑塌，鼻翼兩側較寬，法令紋明顯，鼻子與嘴
巴的距離稍遠，嘴巴稍微翹，多以黑色細線表示（圖 56）
。耳朵偏圓，形狀上寬
下窄，占整個頭部約四分之一（圖 57）
。服裝的部份，多以西裝為主（圖 57、58）
。
例如白色立領長袖襯衫，搭配灰色西裝與西裝褲，和一條暗紅色的領帶，或是一
條藍色底黃條紋的領帶（圖 56、57）
。個性較唯唯諾諾的市村，在聽到五月婆婆
轉達相親對方對婚事暫緩時，市村呈現喪失意志，連走路都失魂落魄的樣子，甚
至在孩子面前痛哭失聲的狀態，呈現出眾多父親形象的其中一種。

圖 56 市村 臉部

圖 57 市村 頭部

圖 58 市村 服裝

十三、村上美代子
壯太的母親，與市村結婚後就住在一起，並多了一個女兒市村桂。分別在第
六、七、十話中出現。留著一頭偏中分的中長黑髮，稍微有些劉海，髮中至髮尾
捲且蓬而多，分別在頭髮兩側近耳上的地方，夾了兩個淡咖啡色的髮夾。眉毛細，
多以黑色線條呈現（圖 59）
。眼睛的部分，微笑時以些微粗的黑線表示，一般情
況下，以小黑圓點裡有小白圓點呈現（圖 60）
。鼻子正面看時不明顯，但能看出
位置，側面看時鼻樑較扁，鼻頭較高。嘴巴大嘴唇厚。耳朵的部分，上耳至下耳
距離偏長，占整個頭部約三分之一（圖 63）。臉型偏圓潤正方形（圖 60）。服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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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份，以家居服來說，以套頭紫色長袖上衣，搭配近膚色的過膝長裙和一條連
身圍裙呈現（圖 61）
，有時也會有黑色長袖上衣，搭配桃紅色套頭短袖以及半身
圍裙（圖 62）
。以工作時的服裝來說，以粉紅色短袖上衣，搭配近膚色的帽子呈
現（圖 59）。
個性溫柔優雅，又賢妻良母型的美代子，在劇中對待壯太是既溫柔，說話又
和緩。從壯太對母親美代子再婚的態度有苦難言，又不知是否同意時，美代子對
壯太說的話「…沒關係，這件事情不急…也要所有的人都幸福才行呀…」，就能夠
說明美代子對待孩子是相當有耐心的母親。

圖 59 村上美代子 頭部

圖 60 村上美代子 臉部

圖 61 村上美代子
家居服

圖 62 村上美代子

圖 63 村上美代子

家居服

側面比例

十四、小澤圓
在青田清司住所旁俱樂部裡的小姐，在第八話「淚灑胸前」裡出現。留著一
頭近腰部的咖啡色長髮。眉毛細而長至額頭兩側，睫毛濃密，眼睛以小黑圓點裡
有小白圓點呈現。鼻樑不明顯，但看得出鼻子的位置。嘴巴小，由於化妝，所以
嘴唇是粉紅色的。耳朵大多時候完全被長髮遮住（圖 65）
，在她要幫附身在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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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上的織田學完成夢想時，可看到小澤圓的耳朵占整個頭部約三分之一（圖
66），耳朵形狀偏長。服裝的部份，兩件式的粉紅色洋裝，上衣是立領荷葉的短
袖，兩邊袖子蓬蓬的，裙子則是過膝長裙，腰部有一個大大的白色蝴蝶結在腰背
上（圖 64）。
從劇中青田清司與小澤圓的對話裡得知，小澤圓也是一個被父母親拋棄的孩
子，從來沒有過被父母疼愛的經驗。所以，當主角帶著織田學的願望拜託青田清
司幫忙，而青田清司對小澤圓說主角很可憐，從來沒有感受過母愛的謊時，小澤
圓痛哭失聲地說著「你就當作沒有父母親好了」的話，這與青田清司一開始拜訪
小澤圓的冷淡態度有相當大的反差。

圖 66 小澤圓 服裝

圖 65 小澤圓 頭部

圖 64 小澤圓 耳朵部分

十五、俵崎春彥
分別出現在第十一話與第十二話，因為找到看的見幽靈的主角花田一路，所
以才提出交換身體的方式，去見春彥自己想見的人。留著一頭有別於東方普遍黑
髮髮色的紅色頭髮（圖 67）
。眉毛細而短，約比眼睛長度多一些，且也是紅色的。
眼睛部分。鼻子不明顯，但可看出位置。嘴巴不大且看不出嘴唇。耳朵約佔整個
頭部的四分之一左右，呈現半圓型。臉型也偏較長的五角形（圖 68）
。服裝的部
份，以白色立領襯衫搭配大件至近膝蓋的淡土灰色風衣外套，褲子則是墨綠色的
長褲（圖 67）
。從劇中，其他角色對於春彥的看法是，他是一位只會聽父母親的
話，照著父母親安排的人，從來不會有自己的主見，遇到事情就逃避的個性。在
這樣的個性下，卻在知道自己是有孩子的人時，才意識到自己長大是有能力可以
保護自己的孩子的，這從他瀕死之際又重回加奈身邊的一幕，能看出春彥在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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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轉變。

圖 67 俵崎春彥 頭部

圖 68 俵崎春彥 臉部

十六、加奈
俵崎春彥的同居女友，因為春彥附身在主角花田一路身上，因此主角本身並
不認識加奈。分別出現在第十一話與第十二話。留著俐落的黑色旁分短髮，頭上
繫著深粉紅色的髮帶（圖 72）
。眉毛有弧度，眼睛的部分則是上眼線能看的到睫
毛，眼睛以小黑圓點裡面有小白圓點呈現。鼻樑不明顯但鼻頭突起，看的到鼻子
的位置。嘴巴小，嘴唇較薄，可以看出嘴唇是粉紅色的。臉型偏菱形（圖 69）。
耳朵的部份，則是被兩側旁分的頭髮遮了一半，但可看出耳朵圓，占整個頭部約
四分之一。服裝的部份，則是水綠色的中高領長袖上衣，以及淡紫色底小白圓點
的長褲和一雙咖啡色的平底鞋（圖 70、71）
。故事中，加奈的個性從她未婚生子，
凡事親力親為的態度，，外表看似溫柔又賢妻良母的形象，內在個性卻是相當堅
強剛韌，面對春彥跟父母回去接任財團的一切，加奈對春彥說「沒有下輩子了，
一輩子只有一次而已…」的話能看出，加奈是個獨立自主的女性。

圖 72 加奈 頭部

十七、小夏

圖 71 加奈

圖 70 加奈

服裝(背面)

服裝(側面)

圖 69 加奈 臉部

加奈的女兒，分別出現在第十一話與第十二話。有著一頭紅色的短頭髮，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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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中分兩側以黃色橡皮筋綁著（圖 74）
。眉毛與加奈一樣有弧度，但是也與同髮
的顏色一樣是紅色。眼睛的部分，上眼線看的到睫毛，眼睛以小黑圓點裡有小白
圓點呈現。鼻樑不明顯，但鼻頭突起能看的到鼻子的位置。嘴巴小，嘴唇薄，能
看出是粉紅色的嘴唇。耳朵的部份偏圓型，占整個頭部約四分之一。臉型近似圓
潤的正方形。服裝的部份，以黃色的長袖套頭上衣，搭配粉紅色的過腰背心和綠
色的長褲，還穿著一雙成人穿的咖啡紅瓶底布鞋（圖 73）
。或黃色長袖套頭上衣，
搭配黃色連身吊帶褲以及一雙粉紅色的雨鞋（圖 75）。

圖 75 小夏 服裝

圖 74 小夏 頭部

圖 73 小夏 服裝

十八、橫溝仁志與橫溝仁美
花田德子的同班同學，是位轉學生。因為花田德子撿到這位轉學生的照片，
而知道了這位轉學生，並在最後主角見到變回女生的橫溝仁美。分別在第十三話
與第十四話中出現。橫溝仁志是男子，而橫溝仁美則是女子，兩人皆是同一人。
因為天邪鬼的惡作劇，使得原本應該是女生的仁美，變成了仁志，透過主角花田
一路穿越時空解決天邪鬼的惡作劇之後，才變回橫溝仁美。
橫溝仁美的外型，從頭部來說，留著一頭常常咖啡色的過肩長髮，額頭上的
瀏海些微遮著細長的咖啡色眉毛，眼睛則是以小圓黑點裡有小白圓點呈現。鼻子
則是鼻頭突起看的見鼻孔，而鼻樑不明顯。張口笑時，可以看到一口整齊潔白的
牙齒（圖 78），微笑時，則以有弧度的細黑線表示（圖 79）。耳朵站頭部約三分
之一，臉型偏橢圓形。服中的部分，則是以日本高中制服為主（圖 79）。
橫溝仁志的外型與橫溝仁美的外型有些相似。以頭部來說，橫溝仁志留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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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俐落的咖啡色短髮，而瀏海的部分比橫溝仁美短些，所以遮不到細長的咖啡色
眉毛（圖 77）
。眼睛、鼻子和嘴巴的部分則與橫溝仁美一樣，耳朵的部分偏圓且
也占頭部的三分之一（圖 76）。

圖 79 橫溝仁志 臉部

圖 77 橫溝仁美 臉部

圖 78 橫溝仁志

圖 76 橫溝仁美 頭部

頭部

十九、洋平

與主角是同班同學。雖然有些集裡會出現洋平，但最主要的出現的部份，分
別在第十八話與十九話中。留著一頭黑色短髮，髮尾看起來刺刺的（圖 81）
。眉
毛的部分，從眉頭至眉尾逐漸粗黑，眉尾與髮尾的部分都看起來刺刺的（圖 83）
。
眼睛以小黑圓點裡面有小白圓點呈現。鼻樑不明顯，但能看到鼻子的位置。嘴巴
大，多以細黑線表現（圖 80）
。耳朵圓，占整個頭部的四分之一。服裝部分，夏
天大多穿著細肩淡藍色背心，深紫色短褲，淺灰色的鞋子（圖 80）
，有時也會有
套頭長袖連帽上衣（圖 81），或是短袖折領淡藍色上衣（圖 82）。洋平在劇情中
的個性，他與主角間因約定卻失約的事情，對主角大打出手，且再再提到七爺八
爺的故事，又從主角對 Melon 說「洋平是一個快樂的人，和他在一起的小貓咪
也會很快樂的，妳放心，別煩惱…」的話，能知道洋平不僅是個快樂的人，也是
個重約定、重感情的小男生。

圖 83 洋平 服裝

圖 82 洋平 頭部

圖 81 洋平 服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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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0 洋平 臉部

二十、中島貴人
與主角花田一路原本並不認識，是因為貴人的父親托主角將聖誕禮物送給貴
人，主角才認識中島貴人。分別在第二十話與二十一話中出現。留著一頭稍微有
瀏海的黑色短頭髮。眉毛細而長至額頭兩側，眼睛以大圓黑點裡面有小白圓點呈
現，鼻子的部分不明顯，但可看出位置。嘴唇薄的幾乎看不出來。下巴較尖，臉
型為近似五角形，耳朵上寬下小，約占頭部的四分之一（圖 84）
。服裝部分，由
於在劇情中與主角相遇的時間是在冬天，因此，中島貴人的服裝以冬季為主。一
條有著淡墨綠色的底，以黑色細線條隔成的方格子圍巾，立領西裝式的學校詰
襟 17制服（圖 84）
。個性內斂又倔強的中島貴人，從主角花田一路幫貴人父親送
聖誕禮物過程中就能知道。但在冷淡倔強的個性下，內在卻是渴望父愛、思念父
親的孩子，但因父親過世，原本就懂事成熟、照顧弟妹、幫忙家裡的個性，就更
加明顯。這從他對主角講述自己從小到父親過世，到之後他避免自己想起父親，
而繞遠路回家的事能知道，中島貴人將自己對父親的思念以冷漠、倔強包裝，甚
至是武裝起來。

圖 84 中島貴人
頭部與服裝

二十一、緣切寺的住持和尚
因為主角花田一路常參加到緣切寺廟前早晨做運動的活動，所以才與主角認
17

「每周宅話題」詰襟之英氣與裙裾之美姿——日本校服 的網路文章。網址：
https://read01.com/zh-tw/aPdMGj.html#.XC-JhNUzbIU 2019 年 1 月 6 日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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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分別出現在第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話中。光頭但是可看出會長出頭髮的
痕跡。眉毛的部份，眉頭至眉尾以細至粗延伸至額頭兩側位置。眼睛小，多以小
圓黑點呈現。鼻子不明顯，但可看出位置，且鼻翼兩側較寬，嘴巴的部份較大也
翹。由於臉部顴骨寬，下顎骨也寬，整體臉形看起來偏方型。耳朵占頭部的四分
之一，偏小也較圓〈圖 88〉
。服裝的部份，多以褐、黑與灰色呈現。最裡面有一
件白色的上衣與褲子，外面穿著一件 V 字領長袖至手腕，下擺長至膝蓋下方的
黑色服飾，最外層則是穿一件紫色左斜肩，下擺長度至膝蓋上緣的服飾。鞋子則
是穿著皮底的夾腳拖鞋（圖 85）
。而另一套冬天的服裝，則是有土色的圍巾，灰
色長至膝蓋下緣的服飾，外面加上一件沒有釦子的褐色至膝蓋上緣的長袍，以及
白色的九分長褲（圖 86、87）。

圖 85 住持和尚

圖 86 住持和尚 頭部

冬季服(半身)
圖 87 住持和尚 服裝

圖 88 住持和尚
冬季服(全身)

二十二、五月婆婆
開雜貨店的老婆婆，與主角是常吵架鬥嘴的關係。常出現在第六、十五、十
六、十七話中。留著一頭捲捲的棕色短髮，額頭、臉部以及嘴巴周圍有相當明顯
的皺紋。眉頭到眉尾由細至粗延伸至額頭兩側的眉毛，眼睛較小，多以小黑圓點
呈現。鼻子的部分，鼻樑較短，鼻翼兩側較寬。嘴巴較大也稍微翹，看不到嘴唇，
六顆牙齒（圖 89）
。服裝的部份，夏天大多穿著淡紫色底、綠色大圓圈紋路的兩
件式長裙，裙子長度到膝蓋，上衣釦子則是胸前至約肚臍的排扣（圖 89）
。是在
賣香菸的老婆婆，也是村上美代子與市村的媒人（圖 90）
。個性相當熱情，但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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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角花田一路的態度，卻是會揍他或打他，而主角也會回擊，兩個人屬於一見面
不是言語的爭執，就是肢體的衝突，因此當主角因與春彥交換身體後，春彥在主
角身體裡，面對五月婆婆卻是畢恭畢敬的道歉時，五月婆婆是嚇了一大跳，反而
關心著是否是自己將主角打到頭腦壞掉。

圖 89 五月婆婆 頭部與服裝

圖 90 五月婆婆 和服

第三節 非人類角色
在非人類也就是幽靈角色裡，筆者會以人類幽靈、動物幽靈以及妖怪這三個
部分，分別進行每個角色的外型描述、角色在劇情裡的背景…等的書寫。
一、人類
（一）小雪
主角完全不認識她，只因為她多次找主角，使得主角被迫幫助她完成願望。
出現在第二話「幽靈小雪的請求」裡。一頭咖啡色過肩長髮，細長的眉毛，一雙
傳遞出柔弱眼神的眼睛，小小的鼻子和嘴巴，整體五官看起來相當秀氣（圖 92）
，
呈現這個角色柔弱氣質的個性。由於小雪在劇情裡是個體弱多病的少女，年僅十
七歲時就病逝，因此她死後的幽靈來找主角尋求幫助時，眉宇間和眼神常流露出
弱不禁風、哀傷、柔弱的表情。服裝的部分，小雪以白色寬肩連身長裙呈現（圖
91），赤裸的雙腳。

圖 91 小雪 頭部與服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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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2 小雪 臉部

（二）吉川奶奶
是主角花田一路的鄰居婆婆。出現在第三話「花田二路」裡。一頭長度至脖
子稀疏而雪白的中長髮。細細的眉毛，與臉上的皺紋比起來稍微粗了一點。眼睛
相當小，多以一條線來呈現（圖 93）
。鼻樑不明顯，但可看出鼻翼兩側較寬且塌
扁。嘴巴看起來扁塌。耳朵圓而小，占整個頭部的四分之一。臉型的部份，整體
看起來較圓（圖 93）
。服裝的部份，以水藍色短袖連身長裙呈現，裙子上有兩兩
成對的綠色三角形的色塊，裙子上的釦子是兩個兩個並排至腰部，領子的部分則
是左下右上（圖 94）。

圖 93 吉川奶奶

圖 94 吉川奶奶

頭部

服裝

（三）小新
因為小雪的介紹，小新才找到主角，並請主角幫助自己讓自己母親走出喪子
之痛。在第四話「向日葵盛開的家」裡出現。留著很短的三分頭黑髮。眉毛很細，
多以黑線呈現。眼睛以小黑色圓點裡面有小白圓點表示。鼻樑不明顯，但可以看
出位置。嘴巴也很小，多以線或是小紅圓圈表現。耳朵偏圓，占整個頭部的近五
分之一（圖 95）
。服裝部分為深紫色短袖上衣，衣領是左上右下，並且上下皆有
蝴蝶形狀的釦子，兩邊肩膀的衣袖上，分別有兩道小小的切口能看到手臂的肉（圖
95），褲子則是深紫色的短褲（圖 96）。劇情內容中，小新與主角道別的對話裡
透露，小新少主角一歲，因此小新年紀只有八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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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6 小新 頭部與服裝

圖 95 小新 整體服裝

（四）柳原歲三
因為吉川奶奶的介紹，因此才找上了主角花田一路。在第五話「雞雞老子」
中出現。留著一個頭頂光禿禿而只剩頭部兩側至後方一圈的稀疏頭髮，幾乎沒有
眉毛，只能看出些微而頭上的皺紋，兩顆圓圓的眼睛，鼻子的部分，鼻樑較短，
鼻頭圓而扁，嘴唇較薄，但嘴巴較大（圖 98）。身材比例的部分，頭部圓而大，
身形也有著老年發福大肚腩的體型，身高也不高，整體看起來是矮矮胖胖的體格
（圖 97）
。服裝部分則是從頭至尾都全裸，除了主角花田一路透過佛祖給了柳原
歲三一條阿嬤內褲之外（圖 98）
，就是肩膀上，貼著兩塊白色貼布，背部也分別
貼了四塊白色貼布（圖 99）
。從主角透過佛祖給柳原歲三一條內褲的過程，能看
出柳原歲三是個喜歡裸露，沉浸在與婚姻外與女孩子曖昧的自戀個性。

圖 97 柳原歲三

圖 98 柳原歲三 頭部

身體比例(正面)

圖 99 柳原歲三
身體比例(背面)

（五）織田學
要請主角花田一路幫住自己的方式，就是讓主角考滿分、吃好吃的，然後再
要求主角幫助自己，主角也因此而認識了這個人。出現在第八話「淚灑胸前」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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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著一頭黑色短髮，整頭髮尾直豎起來，因此看起來相當厚且高（圖 100）。眉
毛從眉頭至眉尾逐漸變粗，整體看起來眉毛相當明顯且粗黑。眼睛部分以小圓黑
點裡面有小白圓點呈現。鼻子明顯，嘴巴會依照劇情裡情緒變化時大時小，但嘴
唇不明顯（圖 102），幾乎看不到。耳朵則是偏長，占整個頭部的三分之一。臉
型偏長方形（圖 102）
。服裝部分，以一身立領西裝式的學校制服與長褲呈現（圖
101）
，腳的部分則穿了一雙黑皮鞋。在劇情內容裡，織田學一開始找主角花田一
路時，就說自己死去時是二十歲。

圖 100 織田學 頭部

圖 101 織田學 服裝

圖 102 織田學 臉部

（六）村上猛
村上壯太的父親，完全與主角花田一路不認識。出現在第七話與第十話中。
小的時候留著一頭黑色短髮，髮尾稍微翹翹的，看起來有些刺刺的。眉毛細而長，
從眉頭至眉尾逐漸變細，每根眉毛有些根根分明。眼睛的部分，則是以小黑圓點
裡面有小圓白點呈現。鼻樑不明顯，鼻翼兩側寬而圓。嘴巴多以細黑線表現。耳
朵稍微大而圓，約占整個頭部近三分之一。臉部也近似方形（圖 104）。成人的
村上猛眉毛與眼睛沒有太大的變化，對照之下為眉毛偏長，眼睛偏大（圖 105）。
服裝的部份，以近膚色的長袖上衣，胸口正中間有一排釦子，從胸口至腰部。外
面穿著一件長至手肘的淺墨綠色服裝。褲子則是淡靛藍色的長褲，褲頭以靛藍色
緞帶綁著（圖 103）
。關於這個角色的描述，從壯太與壯太母親美代子的對話中，
能知道美代子整裡壯太父親村上猛的遺物時，發現了一篇報紙報導村上猛小學三
年級時作文得獎的報導，壯太驚訝又開心的將剪報小心的收藏著，並獨自在父親
墓旁閱讀起父親村上猛的作文，從作文內容能看出，村上猛小時候是個細心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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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孩子。

圖 103 村上猛

圖 104 村上猛 小時候頭部

圖 105 村上猛 成人頭部

小時候服裝

（七）合田優太郎
是主角的珠算老師。在第十五、十六和十七話中出現。灰色右旁分的頭髮。
灰色的粗眉毛，眉頭至眉尾逐漸變粗。眼睛的部分多以黑色細線呈現（圖 108）。
鼻樑清晰，鼻翼兩側寬，鼻子整個看起來較扁。嘴巴較大，以一條黑色細線表示，
而周圍有些皺紋，讓人一看就知道嘴巴的位置。整個臉部偏長方形，並且滿是皺
紋，呈現年齡進入高齡（圖 108）。耳朵長，占整個頭部約三分之一（圖 108）；
而年輕時的臉部、耳朵、眉毛較無太大變化，眉毛有別於高齡時的灰色，為黑色
呈現，眼睛則是以小圓黑點裡有小圓白點呈現（圖 109）。服裝部分，則是穿著
18
一身深藍色的長著（ながぎ） ，腰部的地方為著一條黑色腰帶。鞋子的部分多

以平底夾腳草鞋（わらじ） 19為主（圖 106、107）。而年輕的合田優太郎，服裝
則是以學生服呈現，並戴著一頂類似現今警察所戴的制服帽〈圖 109〉。關於這
個角色，學生們對於合田優太郎老師，都稱他為「權八」
，或是「權發」
，意思是
合田優太郎看遇到不聽話的學生，都會以彈指的方式，彈學生的額頭。合田優太
郎在過世時，與主角花田一路的對話，關於合田優太郎自己的描述是「七十年來，
我是這麼規規矩矩，結果，卻死得這麼難看，我會覺得很可恥…我不要死得這麼

18

日本男生和服知多少的網路文章。網址：https://kknews.cc/zh-tw/news/x5xg8p8.html 2018

年 4 月 20 日查。
19

【日本小百科】
「木屐・草屐」的文章。網址：https://matcha-jp.com/tw/3536 2018 年 4 月

20 日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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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看被人家看到啦…」說著就自己痛哭起來，主角則是回應「跟平常比較起來好
看多了，多了一點親切的感覺…平常你若是這個樣子，別人就不會這麼怕你
了…」
，但合田優太郎還是回應「不行，我要死的很有尊嚴…我是一個老師，就算
是死也要有老師的威嚴…」；主角的母親壽枝，則是覺得合田優太郎生前活著時
幾乎都在罵人，且做人嚴格，應該有許多怨恨他的人，所以人緣很差。五月婆婆
對合田優太郎則是覺得，他應該是從出生到過世，一輩子都在教訓別人，好像只
有自己最端正似的，真的是不知道要斟酌狀況的人。主角的爺爺德路郎對主角邊
哭邊說著「雖是個嚴謹的老師，交過的學生非常多，卻是一個很孤單的人，假如
有結婚或許人生會不一樣，他根本沒有愛人的能力…」。而壯太對主角關於合田
優太郎的談話內容，則是提到「我從書上看過，人沒辦法從別人那裡得到愛，就
沒辦法付出愛，權八老師的爸爸媽媽難道一點都不疼愛他嗎?權八老師我實在是
好同情他呢!因為沒人愛他，他也不能愛別人，好悲哀…」
。從以上這些角色對合
田優太郎的為人，可看出合田優太郎除了對自己嚴格外，對別人也相當嚴格，在
這樣嚴謹且規矩的人生中，讓他失去了愛人的能力，以及被愛的經驗。

圖 106 合田優太

圖 107 合田

郎 服裝(正面)

優太郎 服裝

圖 108 合田優太郎 頭部

圖 109 合田優太郎
年輕時的服裝

(側面)

（八）花小姐
與主角並不認識。出現在第十六話與第十七話中。一頭過肩黑色長髮，髮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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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髮中分別有兩條辮子在背上。眉毛細而長，多以黑色線條呈現（圖 110）。眼
睛的部分，會依劇情內容角色情緒而變化，有時會以黑色線條表現並且能看到睫
毛，有時也會以小黑圓點裡有小白圓點呈現。鼻子的部分，鼻樑不明顯，鼻頭的
地方小而堅挺（圖 110）。嘴巴也多以黑色線條呈現。臉型偏圓。耳朵的部分則
是被頭髮蓋住，不易看出。服裝部分，以粉色的和服呈現，鞋子則是木屐（圖
111）；而過世變成幽靈的花小姐，則是沒有呈現腳的部分（圖 112）。關於花小
姐的描述，合田優太郎這麼說：「花小姐很小的時候就失去她的雙親，她是被她
大伯撫養長大，她的家境並不是很好，她是一個很單純很可愛的女孩…」。

圖 110 花小姐 頭部

圖 111 花小姐

圖 112 花小姐 過世變成幽靈後

服裝(側面)

（九）貴人的父親
故意與主角發生車禍的方式，拜託主角將聖誕禮物轉交給貴人。分別出現在
第二十話與二十一話中。以俐落旁分髮型呈現，右半部幾乎是理平髮，左半部較
長。臉型為圓潤長方形。眉毛幾乎呈一條線，且長至額頭兩側。眼睛也以黑線表
示，但比眉毛粗些。鼻子寬寬的，鼻樑不明顯，但能看出位置。嘴巴的部分，則
是以黑色細線呈現。臉頰兩側有些許細紋與法令紋，常淺淺的微笑，看起來給人
有種忠厚老實的感覺。耳朵偏圓，占整個頭部約四分之一（圖 113）。服裝的部
份，以淺墨綠色上衣，外套則是深藍色長至大腿的連帽大衣，白色的長褲，以及
黑色及膝的雨鞋呈現（圖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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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4 貴人父親 頭部

圖 113 貴人父親
服裝

（十）玲子
假借花田家的遠房親戚，來到主角家裡住下，並每晚要主角到緣切山搬小地
藏。分別出現在第二十二話、二十三話、二十四話與二十五話中。黑色頭髮綁著
一個高高的包包頭，頭髮緞帶為粉紅色。眉毛細而長，以細黑線呈現。能清楚看
到些許睫毛，眼睛則是以小黑圓點裡有小白圓點呈現。鼻子較小，鼻樑不明顯，
但能看出鼻頭突起的位置。嘴巴多以細黑線表示。耳朵圓，占整個臉部約四分之
一。臉型近似圓潤的方形（圖 115）。服裝的部份，以深紫色長袖上衣，衣領是
左上右下的方式呈現，上衣外面套了一件粉紅色的緞帶小背心，緞帶在胸口綁
著。褲子則是與長袖上衣的顏色一致，但長度只遮到膝蓋。鞋子的部分，白天是
20
平底夾腳草鞋（わらじ） （圖 117），晚上則是暗桃紅色的雨鞋（圖 116）。

圖 115 玲子 頭部

圖 116 玲子

圖 117 玲子

夜間外出服裝

日間外出服裝

20

【日本小百科】
「木屐・草屐」的文章。網址：https://matcha-jp.com/tw/3536 2018 年 4 月

20 日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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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靈媒─凱都力妮
分別出現在第九話與第十六話中。留著一頭黑色過肩長髮，臉部呈似長方
形，細到一條線的長眉毛，眼皮塗了淺紫色的眼影，鼻樑不明顯，但能看的出來
鼻子的位置，而嘴巴的部分則是塗了非常鮮豔的正紅色口紅，手的部分也塗了鮮
紅色的指甲油（圖 118）。身材比例的部分，算是高挑的女孩子，但頭與身體連
接的脖子較細（圖 119、120）
。服裝的部份，一身深紫色長袖 V 字領的連身長裙，
雙腳穿著跟長裙一樣深紫色的高跟鞋。
在個性上，有時優雅地說著自己所預知的事，有時卻又容易情緒崩潰或表情
激動表情的肢體反差變化（圖 121、122）。

圖 119 凱都力妮 臉部

圖 120 凱都力妮

圖 118 凱都力妮

服裝(側面)

服裝(正面)

圖 122 凱都力妮

圖 121 凱都力妮

表情(正面)

表情(側面)

二、動物
（一）狗─阿魯
是主角花田一路鄰居婆婆養的狗。分別出現在第一、二、三話。從出現到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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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皆以狗的體型呈現，在劇中是懷著身孕的母狗，也是吉川奶奶所飼養的狗，但
由於吉川奶奶過世、阿魯也因難產過世，所以主角花田一路，才會接手收養阿魯
生下的小狗。從眼睛兩邊斜下方，鼻樑至頭頂、耳朵，脖子後方到背部以及腳、
尾巴，全部都是深紫色，剩餘的部分皆為白色（圖 123）。表情呈現的部分，多
以面部為主，例如有時耳朵直立（圖 124），有時也會隨著劇情而低下耳朵（圖
125），是隻表情豐富的狗。

圖 125 阿魯 全身

圖 123 阿魯 表情(正面)

圖 124 阿魯 表情(側面)

（二）貓─Melon
以一位大姊姊的人類樣貌出現在主角面前（圖 126），其實是洋平在某年暑
假去鄉下奶奶家，在河邊撿到的一隻貓（圖 129）。以人類樣貌出現時，是頂著
一頭綁有兩個包包，形似兩個三角錐的橘色頭髮，髮尾向外翹，看起來些微毛躁
（圖 127）
。瀏海稍微遮到細細的眉毛，兩個相當大的眼睛，眼珠子呈現碧藍色，
但裡面也有小白圓點，與眼白區隔開來。鼻子部分不明顯，但可以看出位置，嘴
唇稍微尖，唇珠的地方靠近鼻子。臉型稍微圓，臉頰部分兩邊各有三條紋路。服
裝的部份，上衣為一件長袖立領較暗的墨綠色衣服，肩膀各有兩塊長方形偏暗的
橄欖綠色補丁，而上衣完全紮入褲子裡。褲子的部分是淺卡其色，且相當高腰，
褲頭在胸部下方，並且綁著褲帶子，雙腳膝蓋的地方各有兩塊直立長方形的灰色
補丁（圖 1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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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9 Melon

圖 128 Melon

圖 127 Melon

服裝

頭部(正面)

頭部(側面)

圖 126 Melon 生前為貓時

三、妖怪
（一）天邪鬼
因為橫溝仁志的照片，讓主角花田一路認識了天邪鬼。分別在第十三話與第
十四話中出現。一頭淺紫色過肩的長髮，髮尾向外翹，看起來刺刺毛燥的感覺。
眉毛相當細長，雖然被頭髮稍微遮住，但還是能看的出來眉毛相當細。眼睛像鳳
眼，眼珠子與眼白部分相當分明，眼珠子以黑點表現（圖 130）。鼻子短短小小
的，但鼻樑到鼻頭整體相當明顯。嘴唇較薄呈淡粉紅色。整個臉型呈現似倒三角
的形狀。身材比例的部分，在動畫內容劇情裡，是以貌似小精靈的渺小姿態出現，
身材屬於精瘦而皮膚白皙（圖 131）
。服裝部分，頭上戴著一頂以白色寫著「天」
字的黑色圓帽，雙手戴著至手肘的黑色長手套，一身寬版過肩 V 領連身至雙腳
的服飾，服裝紋路則是淺紫色的底白色的紋路。關於天邪鬼的描述，天邪鬼在劇
中對主角花田一路說自己的弱點是愛。而主角花田一路在第十四話「天邪鬼」中
穿越時，所遇到的一位賣古書的老闆，他對天邪鬼的描述是：「天邪鬼是一種會
煽動人類的妖怪，讓人聽從自己的邪念做出壞事，是一種有魔性的東西。但是事
實上並不存在。現在是用來比喻有那種性格的人。像你對我嫌東嫌西的，你也算
是一種天邪鬼喔。喜歡去看人碰到困難，而且害人反其道而行，還有一點，這種
人覺得說謊是很好笑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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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0 天邪鬼 臉部

圖 131 天邪鬼

圖 132 天邪鬼 服

圖 133 天邪鬼 服

身材比例

裝(正面)

裝(背面)

第四節 小結
以上為筆者研究動畫《花田少年史》中的人物角色，發現從人物角色的類型、
體型身材、服裝表現、年齡、表情與肢體動作等，都相當的豐富且細緻。
首先，以角色的類型來說，
《花田少年史》動畫 25 話裡，包含了人類、人類
幽靈、動物幽靈、妖怪等角色。從這些不同類型的角色，交織成每一話動人的故
事，吸引更多閱聽者觀看。
其次則是體型身材，以主角為例，花田一路的身材、比例，幾乎大約是一般
同年齡小孩的身材等比縮小，看似 Q 版卻又覺得是真正小孩的體型。而體型身
材與所穿著的服裝密切相關，在服裝的表現，筆者發現人物角色的服裝，會隨著
該集的季節、場合等做了不同的變化。
接著是年齡。所有的人物角色，無論是人類、幽靈，涵蓋的年齡層相當寬廣。
從最小年紀的小夏或八歲的小新，到有高齡八十八歲年紀的吉川奶奶等。不同年
齡層的呈現，能夠透過人物角色間的關係，感受到其角色的處境。
最後則是肢體動作。每個人物角色的肢體動作，除了會根據人物角色的個性
以及情緒等不同之外，更多時候，多以誇張、放大等方式來呈現動畫中每個人物
的狀態。
另外，在《花田少年史》動畫內容中，人物角色的職業與社會地位涵蓋也相
41

當廣泛。從表１的人物角色職業一覽表中，職業種類相當多而豐富，且社會地位
層面也相當廣，從學生、教師、家庭主婦、工人、藥劑師、和尚、到麵店老闆等，
相當貼近現實生活中人們的職業。
表 1 動畫《花田少年史》的人物角色職業一覽表

人物名

職業與說明

活著的人類角色
花田一路

國小生

花田大路郎

木工師傅

花田壽枝

全職家庭主婦

花田德路郎

無職業

花田德子

國中生

村上壯太

國小生

青田清司

打零工，有時去幫忙油漆的油漆工人

清美

無職業

小新的媽媽

無職業

柳原龍

無職業

市村桂

國小生

市村

藥劑師

村上美代子

在青果市場工作

小澤圓

俱樂部裡的小姐

俵崎春彥

大財團的獨生子

加奈

無職業

小夏

無職業

橫溝仁志／橫溝仁美

國中生

洋平

國小生

中島貴人

國中生

和尚

緣切寺的住持

五月婆婆

賣香菸、媒婆

幽靈角色
小雪

無職業

吉川奶奶

無職業

小新

劇情並無交代

柳原歲三

劇情並無交代

織田學

高中生

村上猛

劇情並無交代

合田優太郎

珠算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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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小姐

打零工，服裝店或是洗衣店等

貴人的父親

麵店老闆

玲子

被賣到風化場所的小女孩

凱都力妮

生前是算命師

值得一提的是，動畫《花田少年史》裡的主角花田一路在成長的部分，透過
與其他角色間的互動，可以看出主角花田一路成長的歷程轉變，且相當明顯也溫
暖。舉例來說，主角花田一路在剛開始第一話時，惡作劇的將被車壓扁致死的青
蛙，放置在洗衣機的脫水輾壓層中，且對家人的態度簡直是一個小惡霸的性格，
隨著每位幽靈的出現，並拜託主角幫助完成願望的過程中，透過了解幽靈們生前
的種種過往，主角與幽靈間對話的直接反應，呈現出主角開始有了同理心與心智
成熟等明顯的成長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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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動畫《花田少年史》的情節結構分析
一部動畫裡除了人物角色外，劇情的結構和形式也是撐起動畫，讓故事好看
的關鍵。而好看的電視動畫，在每一集 20 多分鐘之內，會有開始與結尾，故事
中會鋪陳事件、描寫人物產生的問題或衝突，最後會有收場或結局。本章將分為
四節，以時間的分段設計來探討《花田少年史》電視動畫的情節結構模式。
第一節中，筆者將聚焦在第一集的討論，因為第一集的情節結構與其他 24
話不同。第二節探討單一集為一個完整故事的情節結構。第三節為上下兩集時間
分配模式。第四節則為三集或四集為單元的故事結構模式。

第一節 第一集結構
筆者先說明這部動畫共 25 話之中的第一話，因其與之後的 24 話的情節結構
不同，實屬例外。在此先介紹第一話的情節結構。在「第一話─古早古早以前」
單元裡，作者所呈現的是進入故事之前，無論是故事劇情或角色的部分，都是整
部動畫內容最重要的介紹篇。動畫內容從純樸的鄉間環境氛圍，伴隨著恬靜的蟲
鳴鳥叫聲，卻被一陣追喊聲劃破了原本寧靜的氛圍開始，作者以角色衝突為開
頭，伴隨著因衝突所發生的意外，吸引閱聽者進入故事劇情，再透過故事內容的
發展，以主角角色本身的自我介紹開始，然後依照故事內容的發展，主角以自己
的角度依序介紹其他角色。作者以一種倒敘法的方式說故事，同時，也隨著故事
劇情逐步的介紹較常出現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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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話的情節結構與各情節出現的時間點如下：
表 2 第一話的情節時間表

從上圖可以看到黑色箭頭線為時間軸。整個第一話裡有幾個重要的時間點。
筆者將它分為前後兩半部分，前半部主要是衝突、人物角色介紹、回到前面的衝
突；以及後半部的廣告、衝突過後的事件、預告。
第一話開始的畫面以俯視角度凝視鄉間環境，並與恬靜的蟲鳴鳥叫聲結合，
呈現鄉下純樸的氛圍，接著以衝突為片頭的開始，到了兩分零八秒時的因衝突而
發生的意外，至此看似開場，但畫面卻淡出回到了一開始俯視角度觀看鄉間環境
的房子，並出現「古早古早以前」的字樣，然後故事才開始了主角自我介紹，以
及主角身邊周圍的家人、兒時玩伴等等的人物角色介紹的部分，畫面直到大衝突
點 3 裡的十分四十秒時，主角因打破了電視機，被母親發現而生氣追喊要修裡主
角。這部分出現了最開始的衝突事件與因衝突而發生的意外的畫面。在大衝突點
1 裡的短短三分鐘內出現的小小循環的敘事模式，對應到整個前半部的故事內
容，呈現了以大的循環敘事模式，敘述也填補了小循環敘事模式裡未被提到的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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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細節，以及主角為何被母親追和為何發生意外的始末。
後半部則是以接續主角發生車禍意外後的事情為主，但這部作品是電視動
畫，因此在時間上必須要進入廣告。而作者在十二分四十秒時，故事來到了主角
因車禍意外，靈魂離開了肉體來到了天上，看見了一位女孩幽靈，當主角呼喊對
方未得到回應，而來到女孩幽靈身邊，以手搭在對方的肩想將對方轉身時，畫面
中的女孩幽靈緩緩轉頭，但面部卻與主角一開始見到她的面容不同，甚至相當恐
怖的同時，畫面十三分五十三秒淡出進廣告，十三分五十四秒畫面又淡入回到剛
才主角搭肩，女孩幽靈緩緩轉頭面容恐怖的橋段，然後接續交代了主角靈魂回到
肉體之後的現實世界。由於這時候的主角因為這場車禍，頭部縫了九針，卻意外
的開始能夠看得到幽靈，並且幽靈會主動找上主角請求幫忙。後半部看似有別於
前半部的循環模式，但在二十二分零七秒淡出後的預告中，主角旁白提到的內
容，反而是帶出後續開始有各種不同的幽靈找上主角幫忙的無限循環模式。

第二節 單一集結構
一集為一個故事的單元有第 2 話的「幽靈小雪的請求」、第 3 話的「花田二
路」、第 4 話的「向日葵盛開的家」、第 5 話的「雞雞老子」、第 8 話的「淚灑胸
前」等五個集。筆者將其情節段落分為幽靈出現、幽靈拜託、主角接受、衝突、
解決與收尾、預告與旁白等六個部分，再加上中間的廣告插入時間點，整理成表
3。
表 3 情節結構模式表─筆者自製

各話重要時間點

集數/故事名

一 第 2 話-幽靈小雪的請求
集 第 3 話-花田二路

幽
靈
出
現

幽
靈
拜
託

主
角
接
受

廣
告

衝
突

高
潮
點
與
收
尾

1’28

1’29

7’42

9’04

10’19

20’36

23’23

2’21

3’41

8’09

10’14

14’15

20’15

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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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
告
與
旁
白

第 4 話-向日葵盛開的家

2’17

8’30

8’54

11’05

13’05

19’55

23’23

第 5 話-雞雞老子

2’22

5’50

8’01

11’51

15’22

21’41

23’23

第 8 話-淚灑胸前

2’53

4’39

7’33

11’37

15’00

20’58

23’23

根據表 3 可以看出以下幾點：
一、幽靈出現
從表 3 筆者自製的表格中，可看到單一話的故事敘事模式，幽靈出現的時間
大約在三分鐘內，而幽靈拜託主角的時間平均在十分鐘內，值得一提的是，幽靈
拜託主角的時間會根據幽靈角色的個性，例如第四話「向日葵盛開的家」裡的小
新，個性較為內向，出現了幾次之後，才捉住就二路的機會開口向主角說自己的
請託。但是，從幽靈的拜託到主角接受幽靈的請託，也因為幽靈角色的個性，主
角接受的時間上，也會有所不同，不過多半在單獨一話裡，主角大多都會拖較長
的時間才接受幽靈的請託，例如第二話「幽靈小雪的請求」裡，小雪是在主角面
對阿魯過世獨留腹中小狗二路時，與主角有段激勵主角的對話，才使主角同意幫
助小雪；第三話「花田二路」裡的吉川奶奶，則是用死纏爛打與恐怖驚悚的外表
嚇壞主角，才迫使主角接受吉川奶奶的請託；第五話「雞雞老子」裡的柳原歲三，
則是在主角的夢境裡出現拜託主角，也在夢境裡以恐怖的外型嚇主角；第八話「淚
灑胸前」裡的織田學，則是以突然附身在正在上課的主角身上，幾次過後，又以
聲音「下一個換你了喔」的話語，讓主角無奈受人恩惠而被迫得幫助他人的拜託。
二、幽靈拜託：
幽靈拜託這部分可從表 3 中發現，這幾話裡多在十分鐘內就讓閱聽者知道幽
靈的所託之事。例如第二話「幽靈小雪的請求」裡，小雪拜託主角向清司要回名
字別針；第三話「花田二路」裡，則是由已故吉川奶奶幽靈向主角拜託，收養因
難產過世的黑狗阿魯所生的小狗；第四話「向日葵盛開的家」中，小新拜託主角
轉達對母親希望她能好好活下去的心意；第五話「雞雞老子」裡，柳原歲三拜託
主角在妻子龍子不知情的狀況下，將生前保存的情書銷毀；第八話的「淚灑胸前」
中，織田學拜託主角尋找他心目中理想的乳房好幫助他能做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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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角接受：
在主角知道幽靈的請託或願望之後，主角就得決定自己是否接受幽靈的拜託
了。從表 3 裡能看到主角接受的時間點平均落在八分多鐘左右，就是也得在十分
鐘內，讓閱聽者知道主角是被迫接受、因為被幽靈恐怖的外表嚇怕而接受，還是
苦苦哀求、死纏爛打的方式，主角受不了才接受等。例如第三話「花田二路」裡
的吉川奶奶，是先以苦苦哀求不成，才用相當恐怖的外表嚇主角，才使主角接受
所託；有樣學樣的方式，在第五話「雞雞老子」裡，柳原歲三就是因為吉川奶奶
告訴他可以使用同樣方式嚇主角，所以才使的主角在多次受驚嚇的情況下被迫接
受；第二話「幽靈小雪的請求」中，小雪是以苦苦哀求，不斷跟主角對話，在巧
合的情況下讓主角知道自己的能力，才讓主角願意並且有勇氣接受；而個性也與
小雪相似的第四話「向日葵盛開的家」裡的小新，也是因為小雪的建議，以一句
「小雪她說來找你，說不定會成功」，同樣潛藏著讓主角看見自己能力，並且有
了勇氣也願意接受請託；有別於苦苦哀求或以恐怖外表來嚇人的方式，第八話「淚
灑胸前」的織田學，所使用的方式，則是先讓主角嚐盡甜頭，如考試滿分、上課
對於老師問的數學問題全部答對等，讓主角家人以及周圍認識主角的人們，都難
以置信，甚至讓主角因此而吃上一頓好料的美食，之後才以此讓主角不得不接受
織田學的願望。
四、廣告：
知道了幽靈們的請求，主角也接受了之後，接下來就要看主角用哪些方式去
達成幽靈們的願望。但在看主角用的方式前，得先與閱聽者賣個關子，引起閱聽
者們的好奇心，所以，這部動畫作品以這時間點進廣告的方式，來吸引閱聽者們
在廣告後能繼續收看。從表 3 廣告時間點的部分來看，每一話約 23 分多鐘，進
廣告的時間點多在 23 分鐘的一半，約 11 分鐘左右不超過 12 分鐘內進廣告。以
這五個故事來說，多集中在 11 分鐘左右進廣告，第二話「幽靈小雪的請求」與
第三話「花田二路」
，則是 9 至 10 分鐘左右進廣告，這部分可看出故事內容會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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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該人物角色，也就是幽靈們的個性來決定故事進展，而使的進廣告的時間點稍
微有落差，但內容進行模式相似性較大，因此多落在每一話整話時間裡的一半左
右。
五、衝突：
衝突是每個故事裡多會具備的環節，也是容易吸引觀眾的亮點。從表 3 衝突
時間點裡可看到，這五個故事時間點多落在十五分鐘左右。並且因接續廣告前的
劇情，加上廣告後需要在有限的時間內，將主角如何逐步達成願望的過程交代完
畢，所以，筆者發現這衝突點會根據幽靈角色們的個性，也影響著產生衝突的時
間點，甚至不只是幽靈角色的個性，幽靈角色們生前認識的人、事或物與主角的
關係，也會產生衝突。例如第二話幽靈小雪的請求，小雪生前認識的青田清司，
就是位背部刺青，外型貌似小混混形象的男子，因此當主角提到小雪時，由於清
司的外型，加上聽到沒見過的人卻說出自己熟悉的人時，衝突就一觸即發了。
六、高潮點與收尾：
幽靈們的心願或請求拜託主角，在一連串的過程與衝突後，主角的解決與該
集的收尾，甚至是吸引閱聽者願意繼續收看下一集的意願，成了很重要的關鍵。
筆者從表 3 發現，解決與收尾這部分時間點多落在二十分鐘左右。而且除了無論
是主角在睡夢中或是清醒時，幽靈們多會向主角道謝和道別，主角在幫忙幽靈們
達成心願或請求之後，幽靈們與其相關的人物角色，也影響著雙方甚至無論站在
哪個人物角色立場，都能看到它的收尾。舉例來說，第五話「雞雞老子」裡的柳
原歲三拜託主角瞞著妻子處理他生前的情書，卻被妻子龍子發現，對於柳原歲三
來說，雖然情書還是被發現，但他也因為主角的幫忙，說出自己的真心話，這是
柳原歲三的收尾；龍子覺得自己也快要離世，也因為主角的關係，知道了柳原歲
三藏情書這件事，也很坦然接受並在主角睡夢中感謝與道別，這是主角的收尾；
龍子在與主角對話過程中也表達自己離世後，會去找柳原歲三，要他在那裡好好
等著她，而這個情節也在龍子與主角感謝道別後，也確實出現龍子找到柳原歲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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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畫面，這是龍子的收尾。
七、預告與旁白：
為了讓閱聽者密切並持續收看的吸引力，這部動畫作品除了第二十五話之
外，其餘二十四話皆有預告與旁白的部分。從表 3 可看到，時間點皆落在同一個
二十三分二十三秒的時間上。而單一集的這五個故事裡，預告與旁白的部分皆是
以主角概略說下一集會發生的事，主角說完後，還會有下一集即將出場的幽靈說
的一句話。舉例來說，第二話「幽靈小雪的請求」這集，因為有提到吉川奶奶養
的黑狗阿魯，因難產的黑狗阿魯生下的小狗，所以在預告時，主角就預告了吉川
奶奶在下集來找他，但主角不知是為了什麼事情，並且還加入了吉川奶奶說的一
句話，如下：
吉川阿嬤一大早就來我家，該不會是為了阿魯的死來找我算帳吧，還是因為
我在她家塗鴉，所以來罵我，到底是為了什麼嘛?
啥?要我照顧阿魯的小孩，拜託，我自己都無法照顧自己了，要怎麼照顧小
狗?阿嬤，妳怎麼是透明的呢?該不會是…
「一路，拜託你了」

第三節 上下集結構
動畫中是上下兩集為單元的，共有三個故事。分別是第 13 話「第十三年的
夥伴」與第 14 話「天邪鬼」、第 18 話「約定」與第 19 話「狂奔的 Melon」、第
20 話「聖誕節禮物」與第 21 話「下雪的夜晚」。筆者將其整理成表 4。
表 4 情節結構模式表─筆者自製

各話重要時間點

集數/故事名

上 第 13 話-第十三年的夥伴

幽
靈
出
現

幽
靈
拜
託

主
角
接
受

廣
告

衝
突

10’00

11’31

19’37

11’57

16’49

50

高
潮
點
與
收
尾

預
告
與
旁
白
23’23

下 第 14 話-天邪鬼
集 第 18 話-約定
第 19 話-狂奔的 Melon
第 20 話-聖誕節禮物
第 21 話-下雪的夜晚

3’27
5’58

7’55

8’15

4’38
5’29

6’28

6’13

6’32

11’08

1’36

13’14

3’15

10’30

16’30

11’55

13’14

13’05

14’12

19’23

23’23
23’23

21’50

23’23
23’23

20’04

23’23

根據表 4 可發現以下幾點：
一、時間點的省略與調整
以上下集方式來說故事，因內容篇幅較長，因此在時間點上的安排相當重
要。從表 4 中，筆者發現普遍上集的解決與收尾會省略，下集則是省略了幽靈的
拜託以及主角接受等兩個時間點。普遍上集省略高潮點與收尾的時間點，是因為
這部分是放在下集來說。而下集省略了幽靈拜託與主角接受等兩個時間點，是因
為上集已經提到了幽靈出現以及主角接受了，因此不會放在下集才來說明。有趣
的是，從表 4 中，筆者還發現不僅僅省略了部分的時間點，連順序也做了調整。
舉例來說，第 13 話「第十三年的夥伴」裡，故事情節模式是：幽靈出現→幽靈
拜託→廣告→衝突→主角接受→預告與旁白，由於這是上集，所以不會有高潮點
與收尾的部分，反而將主角接受放在預告與旁白的前面，雖說預告能提高閱聽者
的好奇心想知道劇情後續的發展，但是加上主角接受的部分，那更加讓閱聽者對
於劇情中，主角接受之後的後續發展有更強烈的好奇心，進而也提高了收視率；
到了下集的第 14 話「天邪鬼」中，故事情節模式則是：衝突→幽靈出現→廣告
→高潮點與收尾→預告與旁白，這裡從開始就先有衝突，接續了上集主角接受前
的衝突點，在主角接受後因為劇情內容的發展，必須要不斷循環直到幽靈拜託的
請求完成為止，而這種不斷循環的次數，在第十四話「天邪鬼」裡是第三次循環
將結束時進廣告，然後才是高潮點與收尾。
二、故事劇情與時間點
筆者從自製的表 4 中發現，這三個分別為上下集的故事，時間點都與故事劇
情裡的人物角色個性息息相關，甚至影響著時間點的順序。舉例來說，第 18 話
「約定」裡，由於談的是約定這件事，因此就先以因忘記約定的衝突事件，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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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作為上集的開頭；第 13 話「第十三年的夥伴」中，因為提到的是天邪鬼，因
此在這個角色出現前，需要花點時間來鋪陳、敘述，娓娓道出天邪鬼這個角色。
三、相似又不相似的模式
從幽靈出現、幽靈拜託到主角接受、廣告、衝突再到高潮點與收尾、預告與
旁白，這七個部分都是與單一集同樣會出現的時間點，另外相似的時間點還有廣
告、高潮點與收尾以及預告與旁白這三個部分。以廣告時間點來說，約在每集時
間內的一半左右進廣告；解決與收尾的時間點，約在接近結束預告與旁白前約五
分鐘內，這就拉大了廣告或是衝突時間點的時間長度，讓劇情內容有更大的空間
加以敘述。

第四節 三集與四集故事單元的結構
這部電視動畫，三集為一個故事單元的有第六話「阿桂」
、第七話「炸火腿」
、
第十話「家族」
，以及第九話「靈媒凱都力妮」
、第十一話「人生最重大的危機」、
第十二話「重要的東西」，還有第十五話「權八」、第十六話「花小姐」、第十七
話「幽靈櫻花樹」
。四集為一個故事單元的有一個故事，即為第二十二話「玲子」
、
第二十三話「夜間任務」、第二十四話「母子地藏」、第二十五話「片栗花」。筆
者將其整理為表 5。
表 5 情節結構模式表─筆者自製

各話重要時間點

集數/故事名

三
集
與
四
集

第 6 話-阿桂
第 7 話-炸火腿
第 10 話-家族

幽
靈
出
現

幽
靈
拜
託

主
角
接
受

高
潮
點
與
收
尾

預
告
與
旁
白

廣
告

衝
突

13’39

9’00

17’16

9’47

12’26

19’58

23’23

13’07

12’00

15’50

19’41

23’23

20’27

23’23

1’47
第 9 話-靈媒凱都力妮
第 11 話-人生最重大的危機 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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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3

14’05

11’10

11’41

10’20

11’29

10’51

13’54

23’23

23’23

第 12 話-重要的東西

9’16

17’43

18’40

23’23

10’51

17’48

21’51

23’23

12’10

13’20

10’20

13’14

10’58

17’59

23’23

1’39

12’43

15’00

23’23

1’24

13’14

21’33

23’23

3’31

8’03

15’05

第 15 話-權八
第 16 話-花小姐
第 17 話-幽靈櫻花樹

14’46

16’24

11’30

11’47

第 22 話-玲子
第 23 話-夜間任務
第 24 話-母子地藏
第 25 話-片栗花

1’53

16’30

1’43
3’31

14’34

23’23
20’54

19’55

23’23

23’23

根據表 5，可發現三集為故事單元的故事分別有以下幾點：
一、以活著的人類為主的時間點安排
從表 5 的內容中，筆者發現人物角色的個性，除了影響著劇情模式的時間點
外，還會根據談的是人或幽靈角色的不同，而時間點的安排有所不同。舉例來說，
第六話、第七話、第十話各時間點中，這部分主要談的是人類，且多以活著的人
類為主，加上三集為單元來說故事，因此，情節模式的時間點之間有更大的時間，
來鋪陳與敘述。以第六話「阿桂」來說，情節模式的時間點是：衝突→廣告→預
告與旁白，這部分可從表 5 看到已經省略了幽靈出現、幽靈拜託、主角接受以及
高潮點與收尾等四個部分。所以有更多空間可以呈現衝突的來龍去脈，以鋪陳第
七話炸火腿裡的幽靈角色與活著的人類角色之間的關係。也因為談的是活著的人
類角色，所以也就不會有幽靈出現、幽靈拜託、主角接受等這些時間點。雖然是
以活著的人類角色為主，但是還是有幽靈角色的出現，只是所佔比例相當的少，
一方面是劇情內容的幽靈角色並沒有想拜託主角的事情，另一方面則是活著的人
類角色有疑惑，想問過世的幽靈角色，所以，情節模式才會有一開始就沒有幽靈
出現的原因。
二、以幽靈角色為主的時間點安排
有別於人類角色為主的時間點安排，幽靈角色為主的時間點，除了根據該角
色的個性之外，背景及劇情和當時的時空也有關聯性。舉例來說，第十五話權八
到第十七話幽靈櫻花樹這三話，由於權八與主角見面時是已經約七八十歲的年
紀，因此所經歷的事情，與主角的時空背景是不同的，所以需要花一集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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鋪陳與描述這個角色的個性與想法。
四集為單元的則有這些時間安排的情節規劃：
根據表 5 內容裡，四集為單元的第二十二話「玲子」故事中，時間點相當緊
湊的兩分鐘內就出現幽靈，四分鐘內幽靈拜託主角，接著在主角接受前先進廣
告，之後才是約十五分鐘內主角接受，十八分鐘左右出現衝突。由於是四集為單
元，因此第二十二話、二十三話、二十四話等三話，皆不會出現高潮點與收尾這
個時間點。而除了二十二話會有幽靈拜託與主角接受之外，另外三集也就省略沒
有這個部分。至於時間點調整的部分，除了第二十二話玲子有將廣告與主角接受
兩個時間點調整，讓廣告先然後才是主角的接受。

第五節 小結
動畫《花田少年史》中，以情節結構來看，可從單一集、上下集、三集至四
集等三個方向來看。單一集的故事情節節奏較規律，幾分鐘該出現幽靈或是何時
進廣告，皆掌控的相當精準。上下集的故事情節步調，則是在時間點上的幽靈拜
託、主角接受以及解決與收尾等三個部分，會根據上下集串起來成一個故事的緣
故，使得這三個時間點做規律的省略與調整。而三集至四集的部分，則是除了做
時間點上規律的省略與調整之外，對於廣告的時間點，也根據該劇情的需要來做
調整。
另外，以動畫《花田少年史》共 25 話的整體架構來看，筆者將這部動畫作
品共 25 話以故事單元的方式標上數字順序記號，可分為共 12 個故事單元（如表
6）
。從筆者自製的整體架構表的表 6 中，除了第一話是整部動畫作品的介紹篇之
外，可以看出這 25 話動畫故事單元有 12 故事單元，並且是穿插在這依序 25 話
的故事裡。因此，原本可以幾個故事單元就說完的內容，卻因為話數依序，而將
故事單元打散，提高整體 25 話作品內容的豐富性與精采度。值得一提的是，12
個故事單元裡，有故事單元多達四集為一個故事單元，由此可看出這部動畫作品
所訴諸的閱聽者並不僅於小小孩收看，反而是能給更年長的客群收看，如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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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整部動畫故事劇情模式與說故事的節奏，呈現出不會因為故事單元是打散的
方式，而使得前後劇情有斷層或無法銜接的特點。
表 6《花田少年史》動畫 25 的整體架構表

集數／故事名

故事單元記號與說明

第 1 話-古早古早以前

整部動畫作品的介紹篇

第 2 話-幽靈小雪的請求

1

第 3 話-花田二路

2

第 4 話-向日葵盛開的家

3

第 5 話-雞雞老子

4

第 6 話-阿桂

9

第 7 話-炸火腿

9

第 8 話-淚灑胸前

5

第 9 話-靈媒凱都力妮

10

第 10 話-家族

9

第 11 話-人生最重大的危機 10
第 12 話-重要的東西
10
第 13 話-第十三年的夥伴

6

第 14 話-天邪鬼

6

第 15 話-權八

11

第 16 話-花小姐

11

第 17 話-幽靈櫻花樹

11

第 18 話-約定

7

第 19 話-狂奔的 Melon

7

第 20 話-聖誕節禮物

8

第 21 話-下雪的夜晚

8

第 22 話-玲子

12

第 23 話-夜間任務

12

第 24 話-母子地藏

12

第 25 話-片栗花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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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動畫《花田少年史》的情感呈現
本章節探討動畫故事內容的情感呈現。筆者將以自製的表格將二十五話的動
畫內容進行分類與探討，主要聚焦在親情、愛情以及友情三個部分，並進一步舉
例說明各個故事單元探討了親情、愛情及友情的哪個面向。
人類情感的完整人生中，包含了親情、友情與愛情，這三種情感是人生必定
會經歷的。《花田少年史》動畫內容裡的每一話故事，劇情並沒有將親情、愛情
以及友情劃分的這麼清楚。所以，筆者根據動畫《花田少年史》中，每一話幽靈
角色拜託主角的遺願，或是拜託主角幫忙解決的事情，來將其二十五話動畫故事
進行親情、愛情與友情的三種情感呈現分類。
動畫的第一話故事裡，主要是建立了一個日本戰後的時空背景，透過畫面從
一個恬靜的鄉間，將角色依序出場，並藉由主角花田一路的旁白方式，介紹家人、
玩伴等主要人物，故不列入三種分類中。
筆者將三類情感呈現自製成以下表 7。
表 7 動畫內容主題表─筆者自製

主
題

親情
第 4 話-向日葵盛開的家

愛情
第 2 話-幽靈小雪的請求

集
數
與
故
事
名

第 5 話-雞雞老子

第 9 話-靈媒凱都力妮
第 11 話-人生最重大的危機 第 8 話-淚灑胸前
第 12 話-重要的東西
第 20 話-聖誕節禮物

第 13 話-第十三年的夥伴

第 21 話-下雪的夜晚

第 14 話-天邪鬼

第 23 話-夜間任務
第 24 話-母子地藏
第 25 話-片栗花

第 19 話-狂奔的
Melon

第 10 話-家族

第 22 話-玲子

第 3 話-花田二路
第 18 話-約定

第 6 話-阿桂
第 7 話-炸火腿

友情

第 15 話-權八
第 16 話-花小姐
第 17 話-幽靈櫻花樹

56

第一節 親情
25 集的花田少年史動畫，可以分為 12 個故事單元，其中主要是探討親情的，
就有五個故事單元，即一集單元故事的「向日葵盛開的家」，三集的單元故事的
「阿桂」
、
「炸火腿」
、
「家族」
，以及「靈媒凱都力妮」
、
「人生最重大的危機」
、
「重
要的東西」
，兩集的單元故事的「聖誕節禮物」
、
「下雪的夜晚」
，四集的單元故事
「玲子」、「夜間任務」、「母子地藏」、「片栗花」。以下，就這五個故事單元，依
序分析其在親情面向的情感呈現。
一、向日葵盛開的家
在第四話向日葵盛開的家故事內容裡，敘述一位名叫小新的小男生，在八歲
的年紀，就意外而溺水身亡。他過世之後，他的母親終日不發一語、面無表情，
因此小新希望告訴母親，要她好好活下去。但他是幽靈，母親看不到他，無論他
試過多少方法，母親依舊沉浸在悲傷中，始終無法走出來。於是小雪告訴小新，
建議他可以去找花田一路，也許會成功讓他的母親知道自己的心意。但由於他溫
吞又帶點怯懦的個性，起初是不發一語的多次出現在花田一路身邊，當花田一路
發現他時他又消失。最後終於在二路失足落水時，救起二路，才有機會開口拜託
花田一路。
小新帶著花田一路來到他的家，門前有一整排的向日葵花叢，小新對花田一
路說「這些向日葵是我種的，我媽媽把它看成寶物一樣。」，從這裡可以發現，
小新感受到母親是相當愛他的，也因此，小新非常擔心母親無法走出悲傷的情
緒，從他對花田一路說著自己母親的一段話，不難看出小新心底的擔心：
「自從我死了之後，媽媽就不跟人家說話，連對我爸也是。所以，我爸很擔
心，也曾帶她去看過醫生，醫生說是心病，任何人說的話，媽媽都聽不進去。看
了也視而不見，醫生說，她得了心病。」
即便看似小新的母親，貌似對外界的一切完全切斷所有感受的連結，小新還
是告訴了花田一路，
「假如我媽媽知道我的心意，說不定會不一樣喔」
。雖然花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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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要小新自己努力想辦法，小新不但說自己試了很多方法就是做不到，還試給
花田一路看。動畫內容中，在小新母親愛著自己孩子的表現呈現上，從小新生前
的房間保持原樣的方式可以看到；而小新愛著自己母親，從話語中，
「媽，我已
經死了，把我的東西收起來，沒有關係的」
，或是「媽，拜託，妳要振作一點」，
甚至對花田一路也表達了「我也很愛媽媽」，呈現小新對母親的擔心基於愛。
而之後，小新在看見母親，淋著傾盆大雨的照顧小新種的向日葵時，吶喊的
聲音，讓花田一路跑過去幫忙，而花田一路說的一句「不要讓小孩替你擔心」，
也呈現了小新對母親的愛。花田一路說了許多阻止小新母親，在雨中照顧向日葵
的話，小新母親卻也沒有停手，花田一路就生氣的將每一株向日葵連根拔起，認
為只要沒有這些花，小新母親就沒事情做，就會進屋躲雨了。直到小新母親驚訝
的大叫反應，眼淚奪眶而出，陷入悲傷中，完全不在意已經停止拔花的花田一路，
甚至連他轉達小新說的話，也都毫無反應，這時小新才向花田一路說，小新以前
若參加運動會，或是郊遊的時候，會覺得不安，在手掌上寫字就可以了，連小新
過世的時候，小新母親也在他的手掌心上寫字，所以只要給小新母親看手掌心，
或許會讓母親知道小新的存在。而也在小新附身在花田一路身上的同時，小新回
憶並述說著母親對自己說過的一句話：
「因為你是…我的心肝寶貝啊」
，這舉動讓
小新母親與小新有了連結，在小新與母親擁抱的同時，天空烏雲慢慢散去，露出
些許陽光，小新抱著母親說著：
媽媽，妳要好起來。妳要振作一點，雖然說我死了，但是我還是在妳身邊，
如果妳可以重新振作，好好活下去，我就可以再次投胎做媽媽的小孩啊，因為，
當妳的小孩好幸福喔。我最喜歡媽媽了，我想再當媽媽的小孩，所以妳一定要活
下去，要堅強活下去，一切都會改變的。
隨著烏雲逐漸散去，雨勢逐漸變小，直到雨過天晴的黃昏，小新母親推著推車整
理向日葵，並微笑著對小新爸爸說話，這才呈現出小新母親走出喪子之痛的悲傷。
二、阿桂、炸火腿、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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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部分則有三話為一個故事單元。分別呈現了家庭成員間的親情關係。例
如阿桂與父親的父女情感、壯太與母親的母子情感，甚至也呈現了阿桂與壯太兩
家重組家庭之後，壯太母親對阿桂的情感，與壯太對阿桂父親想接受卻擔心壯太
已過世的父親，會不能接受的矛盾情感。
首先，是第六話阿桂裡，呈現了阿桂對壯太母親的誤解，甚至是排斥想有媽
媽的態度。這源自於阿桂的生母，根據動畫內容，壯太曾對花田一路說「阿桂她
很可憐耶。阿桂她…是被媽媽拋棄的。阿桂她一年級的時候，她媽媽在當護士，
結果她跟別人跑了。」
，從這裡可以看到與阿桂母親有關的描述，也因為這件事，
阿桂受到流言蜚語的傷害，導致無法居住而搬家，所以阿桂才轉學至花田一路就
讀的學校。而在運動會的演練時，阿桂大聲的說著「她的父親絕對不會再婚」
、
「幸
好不用跟那種人變成一家人」之類的話，甚至阿桂還說出了「生出這種愛哭鬼的
女人，我爸爸怎麼可能會想取她呢，居然還敢妄想，那種人來當我媽，我才不要」
的話，使得壯太對於阿桂所說的話，感到相當的傷心難過。從阿桂所說的話內容
中，筆者發現阿桂因為生母的關係，使得她不相信有所謂得「媽媽」會對自己好。
這部分從花田一路為幫壯太打抱不平，而出手與阿桂打架，卻雙雙被懲罰在走廊
上的對話，可以看出阿桂對於當初生母離開有多難過，也壓抑著覺得是自己的原
因使母親離開的，因此，當花田一路說出「就是因為妳的嘴巴這麼壞，妳媽才會
不要妳的，是妳自己活該」時，阿桂並沒有反擊，反而是低著頭掉眼淚。直到壯
太的母親每天要壯太多帶一個便當給阿桂，雖然阿桂始終並沒有接受，但是，阿
桂是知道壯太母親給她的便當，但由於她都沒有吃，卻因為花田一路說漏嘴，而
知道便當裡，有著壯太母親特別為阿桂準備她愛吃的炸火腿，所以，當阿桂感謝
壯太母親，得知壯太母親還要努力學阿桂喜歡的松富炸火腿時，她連忙說「我已
經不想再吃炸火腿了」
，壯太母親難過的哭了出來，這樣的受挫，讓阿桂不知所
措，一方面阿桂沒有感受過有母親對自己這樣付出，另一方面則是感謝對方為自
己付出，但又不希望對方繼續付出，所以她才會情急下說自己不想再吃了，卻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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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壯太母親一邊難過著，卻也還是說著願意不再煮炸火腿。而到「家族」這一
集裡，壯太母親才私底下向阿桂表示，她喜歡的是阿桂時，阿桂彆扭的反應，以
及嘴硬的說著「她喜歡我?!她是在想什麼啊?」
，但卻掩蓋不了阿桂脹紅的臉，以
及不好意思的癟嘴表情。
接著，壯太與阿桂父親的關係，則是多呈現壯太很想知道過世的生父，對於
媽媽再婚，自己有新爸爸的看法。壯太同時也擔心，會不會有了新爸爸，自己的
生父會不高興。在這三集故事為單元的內容中，可以看到壯太從一開始就不斷拜
託花田一路幫他看看過世的生父在哪裡，但壯太的生父始終沒有在「阿桂」那一
集中出現，而是在「炸火腿」那集內容裡，在運動會時，壯太生父附身在花田一
路身上，壯太想問生父的問題，終於有機會能夠問了，但生父對狀太說了這樣的
一段話：
壯太，你不用顧忌我，難到你認為爸爸，不希望看到你和你媽媽幸福嗎?你
要知道爸爸不是一個這麼沒度量的人…狀太，你不用擔心，你認為該怎麼做就怎
麼做，要勇敢一點喔。
於是壯太心裡的疑惑與擔心，因為生父說了這段話，使他在運動會的借物比賽
時，因抽到「父親」字條任務，所以壯太鼓起了勇氣，主動牽起阿桂爸爸的手跑
向終點。
最後，阿桂與父親市村的關係，與壯太和父親村上猛的關係，呈現兩個不同
的相處方式。阿桂與父親市村，在阿桂母親跟人跑了之後，父親是村就帶著阿桂
生活至相親，父親市村除了藥劑師的工作外，生活上，阿桂大多都是自己料理自
己，看是被迫長大成熟的阿桂，心底還是渴望母親的，但是面對個性上稍微神經
質，又些許軟弱一遇到挫折，就呈現喪失意志狀態的父親市村，阿桂不得不將自
己變得成熟，這從父親市村自相親之後被婉拒，即便是場誤會，但市村卻呈現意
志消沉地狀態回到家中，還跟阿桂道歉，並且說知道阿桂很想要有個媽媽，但阿
桂不在乎的說著：
「不要老是拿我當藉口喔，是你自己一直想要討老婆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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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市村開始在阿桂面前哭時，阿桂卻對父親市村說：「好了，爸你要是一直像這
樣，這麼沒有出席的話，不管是誰嫁進來，都會馬上跑掉的。」，這樣直接、坦
白的對父親點出個性上的問題，從一個九歲的孩子口中說出來，呈現出阿桂略顯
成熟的個性。
三、靈媒凱都力妮、人生最大的危機、重要的東西
父母對子女之間的情感，有時往往因為彼此的羈絆而在人生的道路上迷失，
或是迷惘。在這三集故事為單元的內容裡，透過了靈媒凱都力妮的角色，彷彿如
全知者般的視角，精確點出父母對子女有些時候是種互相學習地狀態。以「靈媒
凱都力妮」這一集來說，由於凱都力妮生前是到處騙錢的算命師，死後卻突然擁
有了神力，預言也相當精準，因此她拜託花田一路，回去幫助被她騙過的人。首
先，她與花田一路到了一位女孩子的家裡，女孩子對一路說著，不知道自己該選
哪一位男性，哪一位才能給自己幸福。凱都力妮透過花田一路對這女孩子說著：
「妳從來沒有讓別人得到幸福，怎麼可能妳自己會得到幸福呢?趕緊回鄉下
好好地帶孩子，妳的孩子說不定會告訴你如何獲得幸福。」
從這段話，呈現了任何的情感都是相互的，而我們從而學習到快樂、幸福的感覺，
是始於原生家庭，在家庭中的相處關係裡，慢慢的讓我們學會愛人，甚至是愛人
的能力。但是，人生的路每個人不同，最終還是得靠著自己走的，雖然最先開始
會影響著我們自己作決定的始於親情，也就是父母，但最後還是必須學習獨立，
不能凡事讓父母決定自己接下來的路該如何走。凱都力妮帶著花田一路穿越時
空，來到了另一外被她騙過的貴婦女士家中，家裡還有一位女士的兒子，貴婦女
士對於兒子考上哪間大學相當的在意，對於凱都力妮生前要她改的風水、方位等
的事情，她一律照辦，但兒子始終還是考不上理想的大學。凱都力妮透過花田一
路對著貴婦女士與坐在一旁的兒子說道：
「都已經二十歲了，還不快離開媽媽身邊，靠自己的力量辛勤賺錢。」
父母親養育、幫助還是孩子的我們，目的是為了讓我們自己有能力，靠自己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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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站起來，而非永遠讓父母親幫助。這在接下來的「人生最重大的危機」與「重
要的東西」故事單元裡，逐步的呈現自己為自己人生做決定的觀念。
凱都力妮夜間來告訴花田一路，他將會遇到九年多一點點以來的危機。大地
主俵崎財團的獨生子俵崎春彥，因車禍瀕臨死亡送進醫院，彌留之際，他想去見
最想念的人─加奈。因此，他便找到了花田一路，希望與他交換身體，讓他去找
加奈。隨著俵崎春彥以花田一路的身體，來到了加奈的住處，俵崎春彥回想起，
他曾與加奈兩人同居，春彥的母親不喜歡加奈，所以最後春彥被迫與加奈分開，
但三年過去了，即便春彥非常想念與加奈共同生活的時光，他卻一直都勉強自己
不去找加奈。春彥在父母親面前無法做決定，最終選擇了聽從父母的安排，與加
奈分開。這部分從劇中，加奈住處隔壁的麵店老闆與老闆娘的對話，就可以了解
聽從父母親的安排，有很多時候容易會產生問題：
「那種只會盲從父母的難人，來了我就把他趕出去。」
聽從父母的安排，不是自己願意而勉強自己去做的感受，是相當難受的。生活裡
時刻被安排著、控制著，甚至是監視著，這種父母與子女間的距離過於緊密，使
得春彥成了性格上相當溫吞，有想法也不敢表達的態度，從春彥母親找到春彥與
加奈同居的住處，所說的話裡可以看出：
「想說讓你大學的時候，體驗一下獨居的生活。但是也不跟家裡聯絡，我們
因為不放心，所以就找人調查你，沒想到竟然是這樣…」
父母親要自己的小孩在自己的安排與監視下體驗生活，身為孩子的，從這段話
中，能看出春彥其實是有反抗的，但反抗的方式，卻是以不聯絡的方式表現，而
不是勇敢向父母表達自己真正的想法。
然而，這集故事也呈現了父母親某種類型對帶孩子的樣貌。以春彥的父母曾
說過的一段話：
「春彥啊，你可是為了繼承你爸爸而出生的啊。」
這樣的一句話，意味著春彥不能有自己所想樣的生活，甚至是想要的人生。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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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終究是得自己去走的，如同當春彥選擇與父母親回家，與加奈分開時，加奈與
春彥的對話，可以看出人生最重要的是對自己的人生負責：
「加奈，下次…再投胎的時候，我一定會跟妳長相廝守的。」
「沒有下一次了。春彥，一生只有一次啊。」
四、聖誕節禮物、下雪的夜晚
這兩集故事為單元的內容，講述著再過不久就到了的聖誕節，一位叔叔因為
與花田一路發生車禍而腳扭傷，所以拜託一路送聖誕節禮物給他的兒子貴人，但
貴人對聖誕節禮物一點興趣也沒有，花田一路還被貴人罵是騙子，貴人還對一路
說：
「對我而言…我爸爸的忌日就是聖誕節。」
，就這樣花田一路在這為了幫這位
幽靈叔叔的忙，一直跟著貴人，漸漸的才了解這段，貴人與父親之間的傷心過往。
原來，在花田一路知道貴人的父親已經過世，拜託自己的是幽靈時，一路回
去找叔叔，才知道聖誕節那天晚上的意外：
一路：
「大叔啊，你哪一天不死，怎麼挑聖誕節那一天死呢?雖然貴人不是很
好相處，不過我覺得他真的很可憐耶…對他來說，根本沒有聖誕節。」
貴人父親：「你說的沒錯。就算已經死了，我都還連累到他。在去年的聖誕
節…我將麵送完後，我順道去拿已經訂好的禮物，結果在我回家的路上，突然下
起大雨來…因為買到禮物，所以我很高興，就像小孩子一樣。想說快點回家，所
以我騎的很快，因為天雨路滑，我便摔到橋底下。沒多久就下雪了，雪越下越大，
一直到第二天，才有人發現我，但是，並沒有發現禮物。」
從貴人的父親對花田一路的對話中，可以知道貴人父親，覺得對於自己身為
父親卻還在拖累孩子的自責，但卻同時不忘將孩子喜歡的禮物送給他的心意，呈
現了貴人父親是在乎孩子的。然而，因為貴人父親過世後，貴人在性格上的轉變，
除了從他與花田一路的互動上能看到，也從貴人父親口中得知：
自從我死掉之後，貴人他就好像變了個人似的，也漸漸疏遠了他那些朋友。
不過只要能夠把裡物交給我兒子，我想他一定能夠了解我的心情。也許，就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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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那樣活潑…
從這段貴人父親對一路說的內容，可以發現貴人父親的心底，相當希望孩子
活潑開朗與好的人際關係的。由於貴人父親突如其來的意外過世，對貴人來說，
父親是什麼也沒交代就離開了，因此，貴人對父親是又氣又懊悔，甚至相當的遺
憾，貴人對此更多的是難過，導致貴人的個性有這麼大的轉變。
看似貴人父親對孩子的在乎，甚至是犧牲生命也要將禮物送到孩子手中，相
反的，貴人對父親的付出、幫助與體諒，可從貴人與花田一路講述過往生活的對
話中看到：
「小學二年級那年的聖誕節…我們兩個人的襪子裡，都裝了半個甜餡餅，那
個時候我才發覺…其實聖誕老人，就是我的父母。因為前一天晚上，我爸媽去參
加鄰居的葬禮，那是葬禮用的餅耶。自從發現沒有聖誕老人這回事後，讓我再次
體認到我家真的有多窮，讓我更驚訝的是…不是一般的窮，是窮到把葬禮用的甜
餅，拿來當禮物的程度。不過也因此讓我知道…聖誕老人其實並不是‟免費″的。
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就放棄想要屬於自己的棒球手套了。…」
貴人在小學二年級就體會到家裡的貧窮，也因此一夜成熟的貴人也就開始幫
忙家裡，從他的描述中，能感受到一個孩子，對於父親從小也辛苦工作的心疼：
「爸爸從小的時候，就被叫去麵店幫忙，他一直都在工作，所以對於學校和
玩樂的事情…他完全都不知道，就連棒球的規則也是一樣。之後，我家在聖誕節
那天也不再送禮物了，這樣我也覺得輕鬆多了，因為這樣，我爸跟我媽就不必增
加沒有必要的負擔了。」
而貴人對家裡的付出，也呈現了他是個幫忙分擔家務的孩子：
「我休息的時候，必須要幫忙照顧妹妹還有弟弟，有時也要去店裡幫忙，顧
店的時候我看了很多書，其實原本我就很喜歡看書，這總比呆呆地坐在那邊看店
好多了。可是我過的很快樂啊，雖然說我家很窮…」
最後，貴人開始提到他父親過世的那年發生的事，呈現了與父親與他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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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是充滿著深厚的情感。由於那年，小學六年級的貴人，就讀的學校有舉辦代
替聖誕同樂會，所舉行紅白兩隊的棒球比賽，優秀的選手可以獲得教練送的棒球
手套。貴人覺得自己很有希望能免費拿到棒球手套，所以相當勤勞的練習，可是
卻因為一些事情，使得貴人並沒有去參加比賽：
「可是卻在比賽的當天上午，我媽媽陪著奶奶去醫院，結果，我也只好放棄
比賽去顧店。可是，那天店裡實在都沒有什麼事，我心裡就想著，早知道我就去
比賽好了，這樣我就可以有自己的棒球手套了。我越想越鬱卒…」
貴人選擇幫忙家裡顧店，而父親外送回到店裡，與貴人說著想和他去打棒
球，卻未發現貴人心情不好，父親一手抽起貴人正在看得書本，催促著貴人和父
親一起出門打棒球。貴人因幫家裡顧店，而無法參加棒球比賽的後悔心情，卻面
對著眼前這父親並未察覺，也不太理解的反應，貴人的情緒就這樣崩潰了，哭著
對父親說：
「你根本不懂什麼是棒球。我最討厭爸爸了啦，你去死一死好了。」
說完，貴人就跑出門外，直到晚上回到家之後，看到一個蛋糕，家人想等全家到
齊後再吃，但隨著時間過去，貴人和家人一直等不到父親回來。貴人開始對父親
擔心：
「外面已經開始在下雪了，可是我爸爸一直都還沒有回來，我本來是要在那
一晚跟他道歉的。隔天早上…我爸爸他…還沒有跟我合好，他就走了…我對我爸
爸說的最後一句話，竟然是‟我最討厭爸爸了″‟你去死好了″…」
已經一年沒回到父親事發地點的貴人，他故意不經過這個地方，還有棒球的事
情，以及以前和朋友玩的開心事情，貴人全都想要忘記，彷彿完全把自己封閉起
來一般，卻還是對花田一路說著：
「其實我爸爸他真的很拼命，孩子還那麼小，又有雙親要扶養，他一個人得
扛起這麼多事情，可是我卻對他說那種話，他的心裡一定很難過，我覺得，害死
我爸爸的人，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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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貴人對花田一路說的話中，不但體諒並理解父親辛苦的工作為家庭，也深
刻感受到貴人無盡的自責與歉疚。也因此，貴人的願望是渴望再見父親一面。然
而，最後貴人終於見到父親，父親對貴人說的話，呈現了父親對兒子的懂事，也
同樣感到歉疚與心疼：
「貴人，是你啊。對不起啊，讓你這一年過得這麼難過，爸爸覺得對你很抱
歉。」
貴人對父親這麼對自己說，貴人也擁抱著父親，說出內心的感謝：
「爸爸，謝謝你的手套，可是沒有什麼東西，是能用爸爸去換的。只要有爸
爸在，我只要爸爸…」
五、玲子、夜間任務、母子地藏、片栗花
在這四個故事為單元的內容裡，講述的是花田一路走在緣切山的山路時，偶
遇一位叫玲子的小女孩，對方不但作弄花田一路，還搶了手裡的直笛。當花田一
路走進玲子，要求歸還直笛時，玲子卻對花田一路說有事情想拜託他。因為花田
一路說他再也不想聽幽靈的話了，所以玲子並沒有表示自己就是幽靈。就這樣玲
子以花田家遠房親戚的身分，住進了花田一路的家裡。接著開始每晚都要花田一
路幫她到緣切山的斷崖下，將地藏菩薩搬到斷崖上。
在花田一路幫玲子搬地藏菩薩的過程中，多次遇到了緣切寺的和尚。和尚警
告花田一路遠離玲子，但一路完全聽不進去。直到緣切寺的和尚開始對花田一路
說緣切寺另一邊的事情時，劇情開始呈現玲子以及緣切山另一邊的過往故事，以
及母子地藏的由來。緣切寺和尚也警告花田一路，一旦小尊的地藏王菩薩被搬回
來原本的位置，一路的魂魄會被勾走，由於花田一路並沒有聽和尚的話，因此和
尚除了跟花田一路說母子地藏的故事外，還想辦法，看能否在最關鍵的時刻，一
路魂魄將被玲子帶走時，讓一路母親用她對一路的感情，感動玲子，這樣或許一
路就不會被帶走。於是，動畫故事內容裡，呈現了花田一路母親，上山找一路時，
扭傷了腳，卻還是努力跛著步伐，哭著並叫喊花田一路不要離開自己，這讓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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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了，想起了玲子母親因為玲子的死，而哭斷腸至過世，就對花田一路說了這
段話：
「一路，再見了。一路，我喜歡你，所以我想當你的新娘。可是因為我太喜
歡你了，所以我要把你留下來…我最喜歡一路了，可是我不能讓一路的媽媽，跟
我媽媽一樣的痛苦…」

第二節 愛情
《花田少年史》動畫中，主要探討愛情的，有五個故事單元，即以一集的故
事為單元的，分別是「幽靈小雪的請求」
、「雞雞老子」、「淚灑胸前」
；以兩集的
故事單元有「第十三年的夥伴」、「天邪鬼」；以三集的故事單元的「權八」
、「花
小姐」、「幽靈櫻花樹」
。以下，依序分析這五個故事，個別展現了哪些愛情的面
向。
一、幽靈小雪的請求
這集故事單元，講述著的是一位十七歲的幽靈少女小雪，半夜來找一路幫
忙，但一路卻不斷拒絕小雪，而小雪也告訴一路，只有一路能看得道自己，可是
一路依然不願意幫忙。直到救了黑狗阿魯腹中的小狗之後，加上經過小雪再三懇
求只有一路做得到，且時間只剩今日而已時，花田一路才願意幫忙小雪，並開口
問「對方是誰」，小雪說：「他叫青田清司，他是我最愛的人」。於是花田一路為
完成小雪的請託，一直跟著青田清司，最後青田清司終於答應小雪的請求。於是，
清司帶著花田一路到醫院，清司告訴一路是在「上面」認識小雪的…他在醫院外
牆鷹架上認識小雪，知道小雪從小到大都很聽話，但很想出去外面自由的走動，
也很想去廟會看看，可是因為生病，已經好不了了…於是，某天晚上，清司騎著
摩托車載著小雪到廟會，沿途小雪告訴清司，因為自己一身都是病，醫生還說她
活不過十歲，清司卻對小雪說她算賺到，因為她多活了七年的時間。不久，清司
和小雪抵達廟會，參觀了廟會社的許多攤位，也玩了許多遊戲，就在正要走過一
攤鐵線手工藝攤位，清司看到小雪對鐵線折成名字別針，感到新奇也很喜歡，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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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就讓老闆折一個"小雪"名字的別針，老闆原本要收 200 元，但清司卻只給 100
元，老闆覺得有賸於無，因此就收下了。當清司陪著小雪蹲在另一攤位撈魚時，
發現小雪身體不是卻還堅持不回醫院，且還說要再等一下，說完小雪起身時，喘
息聲越來越明顯，清司跟著起身，勸小雪先回醫院，並保證下次帶她來更大的廟
會，小雪低著頭喘息著，什麼話也沒說便倒地…。
然而，在畫面回到清司和一路在醫院旁的一棵樹下，清司蹲在地上，拿了一
根粗樹枝挖洞，
一路站在清司身後說：
「小雪說很謝謝你。她說你在那晚給了她一輩子難忘
的戀情。」，說完，一路默默地靠近清司詢問這到底是什麼意思，清司很生氣地
轉身，要一路別吵也不要一直問，轉身又繼續挖洞時，又說著自己被騙來這地方
已經很後悔了，並再三的要一路離自己遠一點，不要吵自己。一路離開後，清司
望著挖好的洞，心裡一邊想著：「難道說沒有這個垃圾，妳就不能成仙了嗎?」，
一邊將別針放進洞裡掩埋，說著：「我一定會拜託和尚幫妳念經的。」…清司喃
喃自語：「妳這一次一定要好好投胎啊…」，這時小雪回應：「我們能夠再相見
嗎?」
，清司一臉驚訝，他的雙手被小雪雙手握著，他緩緩抬起頭看見小雪出現在
自己眼前，小雪又再問了一次：
「我們能夠再相見嗎，清司…」
，清司反問小雪：
「這一次，妳要去哪裡?」
，小雪開心的說：
「哪裡都可以…」
，清司微笑地閉上眼，
點點頭說：
「好，沒問題，包在我身上…」
，話未完，清司睜開眼，小雪已消失在
自己眼前，等清司回過神才發現蹲在自己的房間裡…。
二、雞雞老子
一位名叫柳原歲三的老爺爺，來拜託花田一路幫他處裡，在他生前認識的一
些女孩子，寫給他的信。在花田一路幫忙他的過程中，認識了柳原歲三的太太龍
子，才知道龍子與柳原歲三的這段婚姻，已經走到了漸行漸遠的地步了。龍子對
柳原歲三的怨懟，柳原歲三對龍子的無奈與虧欠，從雙方各自的對話中，呈現出
婚姻裡，其中一方對另一方所做的事情，越來越理所當然時，就會呈現出一方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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悍，另一方較弱的不平衡的關係。以龍子對柳原歲三的形容：
「他只有我們剛在一起的時候，會說一些甜言蜜語…不過等我們真的在一起
了，他卻一年到頭跟女人鬼混，連家都不回，我對他而言，到底算什麼呀，我實
在想不透。」
而柳原歲三聽著龍子的述說，內疚的低頭沉默，一下子又突然抬起頭，說了
這些話：
「這個世界上，我最愛的人當然是妳，可是自從我們在一起之後，不知不覺，
我就覺得妳變得像空氣一樣，不再把妳當女人看。所以才會四處拈花惹草。這真
的是變態啊…」
三、淚灑胸前
在愛情裡，過度的壓抑無論是情感，抑或是關於性、肌膚接觸等等，這或許
也是人生中較遺憾的事情。這集的故事單元，就是講述一位織田學的高中男生，
過世時是二十歲，因為從未交過女朋友，甚至認識異性也幾乎是零。生於醫生世
家的他，從小一心研究第三類組，也就是東大醫學院。因此，他每天都沒有自己
的感情世界，而是每天都在唸書，可是卻在兩次落榜後，第三次的上榜，卻突然
過世，唯一的心願，就是希望能把自己的臉，埋在女人兩個乳房之間。從織田學
生前的經歷，可發現在愛情世界裡，只專注自己的學業上，忽略了愛情世界裡給
人在生命中的柔軟姿態與彈性，使得織田學在面對小澤圓寬衣，願意讓已經附在
花田一路身上的他撲向小澤圓時，那緊張、顫抖直到飛撲時的吶喊，彷彿呈現了
愛情裡情感的壓抑，在面對可以釋放自己真正情感時的緊張與顫抖。
四、第十三年的夥伴、天邪鬼
花田一路的姊姊德子，情竇初開的喜歡上同班的轉學生橫溝人志。因為德子
放學時想與橫溝人志說話，但卻說不出口，反而撿到橫溝人志的照片。德子將照
片拿回家後，被一路看到有天邪鬼，因此天邪鬼告訴了一路，因為十三年前他的
惡作劇，使得橫溝人志的父親，因為喝酒晚回家，導致與新婚太太生下的是男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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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天邪鬼要一路回到十三年前的當時，去阻止橫溝人志的父親喝酒並早點回
家。在花田一路不斷反覆回到事發當時的過程中，發現必須要對抗的天邪鬼難以
找到弱點，於是選擇主動出擊的發問。劇中內容裡，花田一路在穿越時空後，救
他並給他衣服穿的一位女士，帶一路去找自己的先生，由於她的先生讀了很多
書，因此，就對一路解釋什麼是愛：
「愛…就是不顧一切的奪取。被愛的人遲早有一天會被人奪走，不可思議的
就是沒有東西也可以被搶走。可是愛人者必搶奪之。這就是我的老師有島武郎先
生寫在書上的。」
雖然這位女士的先生這麼說，但女士卻以行動的方式告訴一路：
「最容易懂的愛啊…就是這個，看好…把他抱得緊緊地，和他的身體模來磨
去。阿姨就是用這個方法，叫他跟我結婚的喔。」
從這女士對自己先生主動的親暱動作，在當時的年代裡，是相當少見的。這
裡呈現了，若是愛，直接的表達，無論是說或是做，甚至主動，無論男女，坦然
接受自身有愛的感受，是完全不需要壓抑或是害羞的。相反的，若是明明不愛，
卻勉強自己，不僅容易嚇跑對方，也容易成了反效果。舉例來說，當花田一路看
見女士抱著自己的先生，絲毫不避諱旁人，一路就將其行為學起來，在他再一次
的重新任務時，抱住了大型犬，嘴裡說著：「即便不愛，也是要愛」的話，大型
犬嚇跑了，之後花田一路也運用在天邪鬼身上，天邪鬼也逃出橫溝父親的朋友身
體。
五、權八、花小姐、幽靈櫻花樹
專情對於一對戀人來說，有些時候是相當辛苦的，也很容易一錯過就是一輩
子的人生。在這三集的故事單元裡，就提到了珠算老師合田優太郎與花小姐的淒
美愛情。
合田優太郎因為吃紅豆麻糬噎到而過世之後，沒辦法做仙所以找上花田一
路，請他幫忙想辦法。在凱都力妮的提示下，才得知有人不讓他做仙。但合田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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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郎不知道無法讓他做仙的人是誰，於是就與花田一路開始一起找答案。在尋找
無法做仙的原因過程中，花田一路身邊認識合田優太郎老師的人，紛紛說著合天
優太郎是個循規蹈矩的人，喜歡罵人，應該有許多人討厭他…等。直到開始有人
提到合田優太郎年輕時候的背景，才逐步呈現合田優太郎的過往，也從身邊的人
對他的描述，發現他根本沒有愛人的能力。
在愛情裡，愛人與被愛，很多時候是要有能力的，一個人在原生家庭裡，沒
有感受到愛與被愛，就無法愛人，甚至沒有力量能接受被愛，如同劇中壯太與一
路的對話：
「我曾在書上看過，人沒辦法從別人那裡得到愛，就沒辦法付出愛喔。」
接著，合田優太郎就與花田一路，在墓前娓娓道來他與花小姐的故事：
「那個時候，花小姐 16 歲，而我 18 歲，而且我是師範學院的學生。花小姐
很小的時候就失去她的雙親，她是被她大伯扶養長大…她的家境並不是很好，她
是一個很單純很可愛的女孩。我們兩個人…經常在那棵‟幽靈櫻花樹”的大櫻花樹
下見面。」
合田優太郎說著花小姐有天告訴他，有他的親戚到她家裡來提親，對方的年紀四
十幾歲，合田優太郎相當的反對，但由於當時的社會：
「父母親講的話，就像聖旨一樣，是絕對不能忤逆的。那個時代，結婚也沒
有個人自由。」
在這樣的社會風氣底下，父母與孩子間的關係是連孩子的婚姻，都必須經過父母
的同意。合田優太郎也因為如此，在他試著努力爭取過後，卻因為突發狀況，還
是晚了一步，使得他內心有了難以抹滅的傷痕。優太郎與花小姐決定在隔天星期
天就私奔，並約定在隔天黃昏的時候，在幽靈櫻花樹下見面。但卻在約定當天的
上午，正當優太郎準備出門時，聽見母親喊他，告訴他父親心臟病發作，於是，
優太郎奔跑著每間診所請醫生，就這樣優太郎找到醫生時，已經是傍晚過後了，
等到優太郎趕到幽靈櫻花樹下時，花小姐已經不在那裡了，就這樣陰錯陽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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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優太郎與花小姐從此再也沒再見面了。但另優太郎沒有想到的是，這麼一錯
過，竟是天人永別。這件事對優太郎的心裡，烙印下深深的傷口：
我失去了比我自己還要更重要的人，也許，在那個時候，我的心也跟她一起
死了。我實在很後悔，為何那時，我竟然沒有堅持下去…

第三節 友情
《花田少年史》動畫中，主要探討友情的，有兩個故事單元，即以一集故事
為單元的「花田二路」
，以及以兩集故事為單元的有「約定」
、
「狂奔的 Melon」。
以下，分析這兩個故事，分別展現了哪些友情的面向。
一、花田二路
阿魯所生的小狗，被抓到隣町保健所裡，因為還是小狗，所以被同在籠子裡
的大狗們欺負，幽靈阿魯及時將小狗神奇的叼走。在這同時，花田一路正在上廁
所，而吉川奶奶依然跟著他，要他快去保健所裡將小狗帶回來，花田一路因為吉
川奶奶提到打針，所以就不答應去將小狗帶回來。吉川奶奶見一路還是不答應，
就讓花田一路穿越地點的方式來到保健所的籠子裡。以為可以將小狗帶回家的花
田一路，卻被保健所的人留下來學習如何正確與狗相處，直到傍晚黃昏時才走回
家。
在即將走到家門口時，媽媽壽枝的叫罵聲，打斷了正在對話的花田一路與吉
川奶奶。母親壽枝罵花田一路跑去哪裡，身邊跟著淚流滿面的壯太，壯太邊哭邊
說著「好可愛的小狗，原來一路找到小狗了」。
花田一路開始帶著小狗，與壯太一起到平常會去的地方玩樂。在這過程中，
吉川奶奶與幽靈阿魯都跟隨著，看著花田一路與小狗花田二路的朝夕相處，直到
深夜，吉川奶奶與幽靈阿魯在花田一路睡夢中道別。隔天，爺爺德路郎因為要好
好判斷二路上廁所的盒子裡的排泄物，是人的還是狗的，卻被突然惱羞成怒跑開
的花田一路撞到，爺爺德路郎一個踉蹌，整張臉趴在了排泄物盒子哩，因此滿臉
的排泄物使的花田一家手忙腳亂，只有花田二路坐在一旁哈哈大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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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約定、狂奔的 Melon
花田一路的同班同學洋平，因為一路沒有履行與他的約定，而被罰剃光頭，
因此與一路發生衝突，洋平還要其他同學不能與一路說話，形同孤立一路。就在
此時，一位自稱叫 Melon 的大姊姊，拜託一路想辦法讓洋平想起來自己與她的
約定。在花田一路努力的想讓洋平想起時，Melon 卻與花田一路道別，而洋平剛
好在 Melon 道別後想起，於是就帶著花田一路，一同踏上回到當初洋平與 Melon
相處的地方，履行他曾答應過 Melon 的約定。
「去年我媽因為可能會難產，所以提早入院。後來我去了鄉下奶奶家，我奶
奶家附近沒有什麼小孩子，爺爺也因為氣喘，所以不能陪我玩，我每天都很無聊，
所以我都跑去奶奶家門前釣魚。有一天我跟平常一樣，要去釣魚的時候…我一打
開箱子，裡面有五隻濕淋淋的小貓，幾乎都快死了…可是，其中還有一隻活著…
總之我不忍心放著不管，所以我就拜託奶奶收留她。不過，奶奶她不喜歡貓，又
加上我爺爺會氣喘，結果她就叫我將貓拿去丟掉，因為是我奶奶說的，我不能違
背她。可是我也不敢把她丟掉。所以我就去跟人家要了一個本來要當燒的香瓜的
箱子。在河邊一個看起來不錯的地方，做了一個貓咪的家。但是那只是一個木箱
而已。後來我每天都會帶一些吃的東西去給她，兩個人一起釣魚、一起烤魚，從
早到晚，我每天都跟 Melon 玩在一起。本來很無聊的日子，變得非常快樂。所
以我跟 Melon 約好，當我回家的時候，我一定要帶她一起回來。我要把她養在
我家。」
在洋平與 Melon 互相陪伴的日子裡，逐漸的建立起友誼。對於之後洋平對
Melon 的約定忘了一乾二淨的狀況，呈現了在每個人的生活中，多少都會忘記身
邊你曾對它的約定，而促使一些意外發生，導致一輩子的遺憾。

第四節 小結
筆者將動畫《花田少年史》共 25 話分成 12 個故事單元，又將其分成親情、
愛情與友情等三個部分。親情在這部動畫的內容中，談到父母與子女之間，為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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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犧牲、付出、無條件的愛…等面向。接著是動畫中愛情的部分，則是呈現了男
女之間或是伴侶之間的愛的表達、約定的愛…等狀態。最後則是友情，在動畫中
提到了友情不僅只限於人與人之間，動物與人之間也是能發展出堅定的友誼，同
時，也提到了友誼需要陪伴和信任做基礎，然後以真誠真心相待。
而在這情感呈現這三個部分裡，呈現並也反應了與現實生活中，收看這部作
品的年長者們，他們曾經經歷的時代在情感上會遇到的問題與糾結。舉例來說，
第十五、十六和十七話的故事單元裡，主要是描述合田優太郎與花小姐之間的愛
情故事。劇情內容的年代，社會對男女婚姻的價值觀，是父母決定子女的終身大
事，而子女只能聽從父母的安排，且當時的男女相處上呈現極端的反應方式，不
是極度內斂、壓抑，就是激動的情緒表達。在合田優太郎知道花小姐已經被登門
提親，又是合田優太郎的親戚，且養父母也同意這門親事時，當合田優太郎激動
的說要花小姐幸福才有意義時，花小姐即便心底再如何喜歡合田優太郎，因為當
時年代的價值觀，在花小姐的立場上，因為養父母對花小姐來說算養育之恩，且
長輩的意見再那個年代是不能違背的，加上保守而壓抑的情感表達，花小姐才會
對合田優太郎說出「他們覺得這是不錯的因緣、嫁過去有很多人伺候」等之類的
話，因為是與心裡的情感相違背，所以花小姐說著說著就掉下眼淚，呈現出她對
於真心喜歡且心愛的人，不得不放下的不捨與難過。這樣的時代背景之下的價值
觀，與年長者們所經歷過的年代背景相似，他們也同樣曾經經歷相親、被父母親
安排結婚對象，或是因此而錯過了心愛的對象，甚至是應該會有的幸福。也因為
如此相似的時代背景，使得這部作品能夠引起年長者們的共鳴並且相當受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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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結論
本章為結論，將分兩小節。首先在第一小節中，回顧第二章、第三章與第四
章的研究成果，萃取出各章重點，統整出動畫《花田少年史》的特色與筆者的發
現。第二小節為反思與展望，筆者將研究過程中，值得繼續深入探討的議題，做
一介紹，期盼今後繼續研究，也提供後繼研究者的參考。

第一節 研究成果回顧
在第貳章討論的角色刻劃內容中，從人物角色的類型、體型與身材、年齡與
服裝表現、肢體動作與表情等等，相當豐富與細緻。
首先，在角色類型的呈現上，透過人類、人類幽靈、動物幽靈、妖怪等角色，
讓閱聽者觀看到人物角色類型的多樣性與豐富性。其次，每個人物角色的體型與
身材呈現上，能看到無論是成人或小孩的體型與身材比例，幾乎是一般現實生活
中的身材比例等比縮小的在動畫中呈現，看似 Q 版卻又覺得是真正成人或小孩
的身材比例。接著是年齡上的呈現，動畫內容中涵蓋了的年齡層相當廣，不僅止
於最小年紀的小夏，或是高齡八十八歲的吉川奶奶，也涵蓋了中年年紀的市村或
是青壯年的俵崎春彥等，透過不同年齡層的呈現，貼近了不同年齡層收看的閱聽
者的生活，感受動畫內容中每個角色的處境。最後則是肢體動作的部分，從這部
動畫作品中每個角色在肢體動作上的呈現，透過不同的角色與個性，除了唯美氣
質的肢體表現方式外，還呈現相當多誇張、放大，甚至是表情放大到身材比例有
相當大落差的呈現方式。
接著在第參章情節結構模式的研究中，單一集、上下集與三集至四集的三個
部分的分類，是以時間切割方式說故事，從單一集規律的故事情節節奏、上下集
的故事情節步調在時間點上做調整，到最後的三集至四集的時間點省略或調整，
三個部分的情節結構模式與故事劇情內容密不可分，不僅能讓閱聽者在一定時間
內清楚明白的感受到劇情所傳達的所有事，還讓閱聽者因為情節節奏與模式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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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而使得閱聽者在動畫作品的豐富性更具吸引力。
最後是第肆章情感呈現的部分。從親情、愛情與友情三個部分來說，整部動
畫作品在親情的呈現上，父母對子女的關愛與祝福、子女對父母的在乎與無條件
的愛、親子間對彼此的犧牲與付出等，甚至能看到親情間的情感拉扯、矛盾與控
制；愛情部分的呈現，則是能看到男女之間的相處、對愛的表達、婚姻裡關係的
失衡、初戀的悸動或專情的守候等，也能看到愛情裡情感的壓抑與內斂；友情的
部分，呈現的是人類與動物之間，無須言語的堅定友誼，單純的情感與衷心的陪
伴和信任。
綜合上述內容，在動畫《花田少年史》的角色刻劃研究過程中，除了在前面
所提到角色類型、年齡等涵蓋相當廣之外，人物角色的社會階級、較日式或西洋
的角色類型也相當豐富而多元。舉例來說，在第 21 話「下雪的夜晚」裡中島貴
人的父親是一位麵店的老闆，而第 12 話「最重要的東西」中的俵崎春彥是一位
大財團大地主的獨生子，相較之下，兩個人的社會階層相當懸殊。另外，筆者也
發現一色真人透過這些不同類型的人物角色，呈現了不同職業的類型，舉例來
說，第 6 話「阿桂」裡的阿桂父親是藥劑師、第 4 話「向日葵盛開的家」中小新
的父親是國中老師、第 23 話「夜間任務」裡緣切寺的住持和尚，包含主角花田
一路的父親花田大路郎是位木工師傅等，不同職業的分布，也凸顯了每個角色不
同的職業背景，進一步透過這些角色職業看到日本的文化這部分。
另外，角色刻劃中的主角花田一路成長的部分，該角色呈現成長的歷程是循
序漸進的，從與其他角色互動時所說的話裡就能發現。舉例來說，從第 1 話開始，
動畫故事內容就呈現了主角花田一路喜歡惡作劇，常作弄以死亡的小動物，對家
人的態度也不是太好，隨著每一話所遇到的幽靈、知道每個幽靈生前的人生故事
後，主角花田一路逐漸開始會反思自己的言行，例如在第 21 話「下雪的夜晚」
裡，知道了貴人因為在父親過世前，最後一句話竟是要對方去死時，主角花田一
路主動想安慰自責難過的貴人，同時也告訴貴人自己幾乎每天都講這樣的話，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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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不會再講了。由此可看出主角花田一路對於與人之間的態度，有了同理心與
深刻的反思自己。
接著在情節結構研究過程裡，筆者發現這部動畫作品是 25 話就結束的動
畫，但這裡面所分的每個故事單元裡，有單一集、上下集，甚至有三集到四集的
故事單元情節結構，所使用的模式與套路，除了根據劇情內容，還會依據該故事
單元的集數來以不同模式與套路說故事，加上這 25 話裡，所有的故事是穿插其
中，並非依序排列單一集、上下集，以及三集到四集故事單元的，讓觀看整部作
品的閱聽者對於這部動畫更覺得有趣。因此所訴諸閱聽者的年齡層相較之下是較
為年長的客群。
最後則是情感呈現的研究。從先前提到這部動畫作品的時代性、價值觀、生
活感以及常使用的語言，是與年紀較長的長輩們相當接近的，並且所面對親情、
愛情與友情的問題也與這部作品的故事內容類似，因此，這部動畫作品貼近了大
多數閱聽者的生活與會面臨的問題，透過作品裡的故事情節走進了閱聽者的心，
同理並溫暖了閱聽者們人生道路上的喜怒哀樂，也因為如此，這部作品會如此吸
引筆者、令筆者感動而決定研究的原因所在。

第二節 省思與展望
在動畫《花田少年史》的研究過程中，筆者發現有許多值得深入探討的部分，
例如人物角色的服裝、配音的聲優以及角色的化妝、擬態等，於以下做介紹，並
期盼在未來能繼續研究。
首先，以《花田少年史》動畫的人物角色來說，根據每個角色的個性、風格
等，找到適合該角色配音的聲優，能凸顯人物角色的真實感。其次，人物角色的
服裝，也是相當值得更深入研究的部分。在《花田少年史》動畫作品中，從小學
生超短的運動褲 21，到高中生的詰襟 22制服，不同時空、時代背景的服裝等，在

21

「為什麼日本「布魯瑪」運動褲比內褲還短？」的網路文章。網址：
https://www.ettoday.net/dalemon/post/25756 2019 年 1 月 5 日查。
22
「每周宅話題」詰襟之英氣與裙裾之美姿——日本校服 的網路文章。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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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動畫中，都能看見一色真人在服裝上細緻的表現。接著是這部動畫作品的場
景部分，根據每一話的故事內容背景，結合場景的不同視角，透過鏡頭帶領閱聽
者觀看並有身歷其境的感受。
另外，《花田少年史》動畫裡，筆者發現作者雜糅進許多元素進到故事劇情
裡。例如，花田一路在對父親說，姊姊德子告訴他，廁所有幫人擦屁股的幽靈，
從馬桶裡伸出手來幫人擦屁股的劇情，這部分從是日本都市傳說中的「廁所裡的
花子」而來的。還有像是動畫作品中提到的緣切寺，是源自現今日本鎌倉的東慶
寺 23；動畫裡的第十四話天邪鬼故事中提到，有島武郎 24作家以及天邪鬼等，都
是根據日本實際有的人事物，如片栗花的花語為嫉妒、向日葵花語則是信念、光
輝等意思。第二十話聖誕節禮物中，提到送外賣的麵店老闆，在日本傳統的外送
25
員送外賣的方式 。動畫故事劇情裡，針對性別的概念也相當值得探討。

最後，則是宗教的部分。動畫《花田少年史》共 25 話的內容，幾乎皆談到
關於宗教裡做仙、阿鼻地獄、幽靈、鬼、妖怪等詞彙，能夠從這當中看到這部作
品呈現的宗教觀、生死觀等。

https://read01.com/zh-tw/aPdMGj.html#.XC-JhNUzbIU 2019 年 1 月 5 日查。
23
「【鎌倉】江戸時代的“緣切寺”（後改名東慶寺）
，對戀愛和結婚感到迷茫的時候就來這裡！」
的網路文章。網址：https://matcha-jp.com/tw/257 2019 年 1 月 5 日查。
24
「華人百科─有島武郎」的網路文章。網址：
https://www.itsfun.com.tw/%E6%9C%89%E5%B3%B6%E6%AD%A6%E9%83%8E/wiki-9231716-48385
95 2019 年 1 月 5 日查。
25

「專屬於外送員的特技 頂著超高蕎麥麵騎腳踏車！！」的網路文章。網址：

https://www.juksy.com/archives/44256 2019 年 01 年 04 日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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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動畫《花田少年史》每話大意
第 1 話：「古早古早以前」
一陣吵雜叫罵聲伴隨著急促的腳步聲，劃破了寧靜純樸的鄉村。一個小男
孩被自己的媽媽追著罵，從屋裡追出屋外，從農村小路追到快車道的邊坡，
卻被經過的卡車撞上…。事情同樣發生在一個放學的下午，花田一路在家裡的
洗衣機旁惡作劇，壯太怎麼勸都無法讓花田一路停下。直到媽媽發現，氣急
敗壞的追著花田一路，而一路卻脅持爺爺與媽媽談條件，希望能買到一台彩
色電視機，卻因為說不過媽媽而轉身跑走。晚上時，花田一路除了道出姊姊
說的幽靈故事，又提到了買彩色電視機的事情，惹的爸爸相當的不開心，花
田一路也因此挨揍。第二天的早晨，花田一路因為跟媽媽爭論他惡作劇的那
隻青蛙的事情，爭論到最後卻不了了之，花田一路便生氣的往客廳跑去，憤
怒的揮舞著球棒，但因為看見一隻蟲子飛進來，花田一路想將蟲子以球棒打
死，卻打中了家裡的電視機，媽媽聽見聲音，急忙從廚房跑出來查看，當媽
媽看見了電視機被花田一路打壞，便氣急敗壞的追著花田一路要打他，花田
一路也因為要躲避母親的追打，逃到了路上，才被經過的卡車撞。
這個意外車禍，讓花田一路在昏迷的期間，除了頭部後方被縫了九針，同
時也多了一個能夠看見了幽靈的能力。
第 2 話：「幽靈小雪的請求」
由於幽靈小雪半夜來找一路幫忙，但一路卻不斷拒絕小雪，依然不願意幫
忙。
隔天早上，吉川奶奶到一路家，詢問與自己相依為命的狗─阿魯去了哪裡，
來應門的壽枝聽到阿魯不見，以為又是一路惡作劇，於是就在吉川奶奶面前
打一路屁股。
接著，一路和壯太走往學校的路上，因為一路被阿魯帶走，兩人意外發現
阿魯倒在河邊。兩人將阿魯送往醫院，阿魯還是過世了，但腹中的小狗順利
出生。正當一路難過的錯啜泣，小雪又來找他，並安慰一路還是有挽回一條
寶貴的生命。一路緩緩抬起頭，問小雪要拜託他什麼事，小雪才說對方名叫
青田清司，並且還說他是她最愛的人。
就這樣一路穿越時空來到了青田清司住處門口，從一開始被清司嚇得大
哭，但他還是將小雪拜託的事情告訴清司，直到一路說出小雪生前與清司曾
經的對話時，清司才嚴肅的問一路要將東西埋在哪裡。
到了傍晚，清司與一路站在醫院旁的一棵樹下，清司告訴一路他就是在醫
院認識小雪的，因為小雪很想去廟會看看，他想完成她的願望，所以才會在
她出醫院的。而一路站在清司身後說：
「小雪說很謝謝你。她說你在那晚給了
她一輩子難忘的戀情。」
，一路不明白這句話的意思，就默默的靠近清司並詢
問，卻被清司再三的要求不要吵他。就在清司邊喃喃自語說著會幫她超渡，
82

邊埋著小雪的東西時，小雪現身問清司是否還會再見面，清司反問她這次想
去哪裡，小雪開心的說著哪裡都可以，清司微笑的閉上眼，點點頭答應小雪，
當他話才說完，睜開眼睛卻發現自己在住處，並且蹲在自己的床上。
小雪對一路道別，一路對小雪說著自己已經不害怕她了，問她是否還是要
離開，小雪回應不會再見面之後，也對一路說了句，以後只要遇到麻煩，有
危險的時候，她都會來幫一路。小雪道別一路後，一路的背後母親突然出現，
並罵他怎麼這麼晚回家，便一把抱起一路並打著屁股，無論一路如何哭喊小
雪來救自己，母親也沒有停下。
清美看見清司蹲在自己的床上喃喃自語，便問他在笑什麼，他卻立刻一本
正經的說沒有…。
第 3 話：「花田二路」
一大清早，花田一路就因為在房間玩鏡子跟姊姊德子吵架，對話中，吉川
奶奶突然的出現，讓花田一路嚇了一跳，由於一路以為吉川奶奶是因為黑狗
阿魯的死要來跟他興師問罪，於是，就不斷的解釋這件事情與自己無關，並
且又對德子說吉川奶奶已經過世了，這在一旁梳著頭髮的德子很不高興，覺
得花田一路又在亂說話、亂開玩笑，於是跑去找媽媽壽枝告狀。
花田一路見姊姊德子跑走，無奈的向吉川奶奶詢問找他有什麼事，才知道
吉川奶奶自己養的黑狗阿魯所生的小狗沒人照顧，想託付給一路照顧，所以
才來找一路。但一路不斷拒絕，他覺得自己都照顧不好了，還要照顧一隻小
狗，於是就向吉川奶奶說「不要把小孩丟給小孩」
，並且要她想別的辦法不要
來糾纏他，吉川奶奶見花田一路不斷拒絕自己，便開始以恐怖的外型嚇花田
一路，而花田一路害怕的跑出房間，剛好撞上了聽姊姊德子告狀亂說話的母
親壽枝，她才拉著花田一路的耳朵走向飯廳吃早飯。
餐桌上，沒有一個人相信花田一路所說的吉川奶奶過世的消息。直到有鄰
居敲門，通知他們吉川奶奶過世的消息。花田一路的家人，每個人都露出無
法置信的表情。晚上在吉川奶奶的靈堂前，許多來參加吉川奶奶喪事的朋友
們，說著老奶奶算是八十八歲壽終正寢，今日一大早與她一起做運動的老奶
奶來接她，才發現她的，聽說有遠房親戚，但身邊卻只有阿魯生下的小狗陪
伴而已，直到有人說著「有人要養是最好的…」時，爺爺德路郎小聲的對壽枝
詢問，一路比其他人早知道吉川奶奶過世的消息，壽枝表示應該是巧合。
隔天，花田一路在家裡冰箱前偷吃飯，吃著吃著眼神不耐煩地往旁邊，看
著幽靈吉川奶奶也蹲在一旁，一路要她去參加她自己的喪禮，吉川奶奶回應
自己不想看自己被燒，而且她還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就是請一路收養小狗。
因此，不管一路如何說自己不害怕吉川奶奶用各種方式嚇自己，最後還是接
受了吉川奶奶的請求。而花田一路的家人在參加吉川奶奶的喪禮時，因為同
桌朋友談話的內容，說著小狗絕對不能給花田家收養，又揶揄花田家相當貧
窮，使爸爸大路郎相當生氣，但他卻回應家裡養了許多動物，最後惹的整桌
人哈哈大笑。到了晚上，花田一家人回到家裡，爸爸大路郎卻在還沒進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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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門口大叫，告訴花田一路要將阿魯的小狗取名二路，正式成為花田家的一
員。於是第二天早上，花田一路就和壯太一起到吉川奶奶家開始找尋小狗，
隔壁鄰居看見他們，就跟他們說那隻小狗已經被送走了。
阿魯所生的小狗，被抓到隣町保健所裡，因為還是小狗，所以被同在籠子
裡的大狗們欺負，幽靈阿魯及時將小狗神奇的叼走。在這同時，花田一路正
在上廁所，而吉川奶奶依然跟著他，要他快去保健所裡將小狗帶回來，花田
一路因為吉川奶奶提到打針，所以就不答應去將小狗帶回來。吉川奶奶見一
路還是不答應，就讓花田一路穿越地點的方式來到保健所的籠子裡。以為可
以將小狗帶回家的花田一路，卻被保健所的人留下來學習如何正確與狗相
處，直到傍晚黃昏時才走回家。
在即將走到家門口時，媽媽壽枝的叫罵聲，打斷了正在對話的花田一路與
吉川奶奶。母親壽枝罵花田一路跑去哪裡，身邊跟著淚流滿面的壯太，壯太
邊哭邊說著「好可愛的小狗，原來一路找到小狗了」。
花田一路開始帶著小狗，與壯太一起到平常會去的地方玩樂。在這過程中，
吉川奶奶與幽靈阿魯都跟隨著，看著花田一路與小狗花田二路的朝夕相處，
直到深夜，吉川奶奶與幽靈阿魯在花田一路睡夢中道別。隔天，爺爺德路郎
因為要好好判斷二路上廁所的盒子裡的排泄物，是人的還是狗的，卻被突然
惱羞成怒跑開的花田一路撞到，爺爺德路郎一個踉蹌，整張臉趴在了排泄物
盒子哩，因此滿臉的排泄物使的花田一家手忙腳亂，只有花田二路坐在一旁
哈哈大笑著。
第 4 話：「向日葵盛開的家」
八歲的小新，在河邊因意外而溺水過世。但他成了幽靈之後，因為母親傷
心過度，始終無法走出喪子之痛。小新見了也相當傷心，由於母親無法看見
小新，所以無論小新用盡各種方式，或是叫喊希望母親能走出傷痛，母親依
舊不發一語，終日什麼事都不做，時常待在家裡，甚至常在小新的房間裡懷
念著小新。實在不知道該如何是好的小新，聽了小雪的建議，找花田一路幫
忙。就在花田一路參加晨間運動時，小新默默的出現在一群人後方，讓回過
頭的花田一路看見，而之後的幾次，也都是這樣默默的跟著一路。最後因為
二路失足跌進河裡，小新將二路救起，才說出了希望花田一路幫忙的請求。
花田一路相當反對，以忙碌為由拒絕了小新，小新連忙道歉，並娓娓說出他
會來找一路的原由。在小新與一路的對話中，一路從剛開始的拒絕，到最後
沉默的面對著小新，小新看著花田一路的眼神，發現一路似乎被說動了，只
是沉默而已，於是花田一路就被小新以穿越時空的方式，來到小新的家。
花田一路與小新就站在向日葵花叢裡，往屋裡看著小新的母親。因為一路
被紅色蜻蜓吸引，想去抓蜻蜓而折斷了一朵向日葵，被剛好回家的小新爸爸
看見，不但被小新爸爸揍了一拳，還被誤會成在亂摘向日葵，花田一路生氣
的見小新爸爸離開，就連根拔起了一朵向日葵，調皮的開口大笑時，小新出
現並向花田一路道歉，也說出小新爸爸是因為要保護母親，才會變的如此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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悍，且向日葵花叢是小新種的，所以母親把向日葵看得像寶貝一樣。由於小
新母親完全不與父親說話，所以小新父親對此也無能為力。小新也在一路面
前展現他用各種方式，讓母親知道他的心意，無論怎麼嘗試，母親依舊毫無
任何反應。一路看見如此，覺得小新母親完全不聽別人說的話，便生氣的拒
絕轉身跑開。
一路走到了一間販賣彩色電視機的櫥窗前，正看著電視機裡的卡通。小新
的母親在街上買東西被一路看見，這時天空烏雲開始飄來，伴隨著街坊路人
議論著小新的母親。隨著烏雲開始匯集，陣陣的雷聲作響，接著開始下起雨
來。一路望著走遠的小新母親，隨即又轉過頭離開，嘴裡說著「這跟我沒關
係。」
走沒幾步的花田一路，就聽見小新苦苦哀求著母親住手，一路連忙往聲音
傳來的方向跑去。當一路看見小新母親淋著雨跪在地上，將一棵向日葵種回
土裡時，一路大聲的阻止小新母親，並且要小新母親不要讓小新擔心，但小
新母親完全沒有回應。於是，一路開始將一棵棵向日葵整株拔起，小新阻止
他，他生氣著說是因為向日葵，小新母親才會這樣子，假如沒有向日葵，小
新母親就會沒事做，就會進去躲雨了。沒想到小新母親崩潰痛哭，對一路說
住手，小新要一路替他表達心意，卻因為小新母親依舊沒有回應。小新就對
一路說母親在他手新寫字的事情，要一路給母親看雙手的手心，或許小新母
親會想起什麼，一路聽了小新的話，將手心給小新母親看，卻被小新附身，
將心意表達給母親知道，小新母親才走出傷痛。
第 5 話：「雞雞老子」
一位喜歡裸露身體的老爺爺，年輕時許多女孩子寫情書給他，死後卻因為
擔心老奶奶整理時會發現，因此找上花田一路，請他將所有的情書藏起來。
當一路聽見二路暗示老奶奶回到家，正衝出門口的一路，恰好撞見老奶奶，
被老奶奶處罰的一路，哭著表示來意，老奶奶說著老爺爺年輕時只會對她甜
言蜜語，婚後卻時常與外面的女孩子亂來，時常很晚很晚才回家，甚至是步
回家。而老爺爺難過自責著說著，因為老奶奶與他結婚後，他就覺得老奶奶
就像空氣一樣，他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老爺爺要一路替自己傳心底話，但
一路卻搞砸了，不過老奶奶卻感謝他有與她說這件事，並表示也可以放心的
到另一個世界找老爺爺了。
第 6 話：「阿桂」
經過五月婆婆的牽線，壯太的母親要與阿桂的父親準備相親了。長輩雙方
都談得相當順利。但在一次上學的路上，壯太告訴一路阿桂的事情，一路才
知道原來阿桂的母親是位護士，但卻跟人跑了，留下父親與阿桂兩人相依為
命，因此壯太要一路不要說阿桂不男不女的話。
在預演運動會練習時，因為阿桂言語奚落壯太，在一旁看著壯太難過的一
路，為了替狀太出氣，與阿桂打起架來，即便被老師將兩人處罰提水並站在
走廊上時，兩人也是你一拳我一腳的打架，而嘴巴也沒停下來的罵著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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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在一路說阿桂嘴壞母親才會離開她時，阿桂停了下來，低著頭，眼淚不停
的落下，卻還是堅強著大聲說自己沒哭，也不准一路跟別人說她哭，一路望
著掉眼淚的阿桂，情緒冷靜了下來。
晚上五月婆婆到壯太家拜訪，想問這樁親事是否同意，而因為壯太想到阿
桂在運動會練習時說的那些話，難過的不知道該如何對母親說，母親溫柔的
安撫著壯太，五月婆婆卻在一旁逼問著壯太不同意的原因，使得壯太哭得更
傷心。
另一邊，阿桂父親從五月婆婆那得知這親事須暫緩，五月婆婆還誤解得說
著事壯太不同意，阿桂父親因此意志消沉，傷心崩潰得在阿桂面前痛哭失聲，
但阿桂卻對父親說著，要是父親都是這樣的個性，老婆都會跟別人跑掉得。
而此時壯太拿著他小時候與父親村上猛得合照，也為自己可能即將有繼父
得事情猶豫不決。
第 7 話：「炸火腿」
阿桂對於父親與壯太母親的交往，持反對態度。壯太母親自相親過後，便
開始幫阿桂帶便當，但阿桂始終不領情，所以阿桂的便當都給一路吃掉了。
在學校運動會的過程中，壯太的父親村上猛附身在花田一路身上，並與壯太
對話，使得在意父親是否同意自己較別人爸爸的壯太，明白父親的心意之後，
透過運動會借物比賽的活動，壯太抽到的是「父親」的字條，於是，壯太跑
向了阿桂的父親市村，兩人手牽著手跑向終點，得知此事的市村與美代子相
當感動。而花田一路因為被村上猛附身，加上因為幾天下來都吃雙份便當，
且都是炸火腿，使得身體體型肥胖，等到抽到字條時才發現字條上寫著「校
長」，於是只能揹著校長走到終點。
第 8 話：「淚流胸前」
一向考試不及格，數學也不會算的花田一路，被一位叫織田學的高中生附
身，因此考試考了滿分，老師與同學們都覺得不可思議，連花田一路的家人
都感動到痛哭流涕。在家人慶祝花田一路考滿分的當晚，織田學現身以此為
要脅，要花田一路幫助他完成他未完成的心願，也就是乳房。
織田學告訴一路，出身世代皆醫家的家庭，自己因為都在努力學業，完全
沒交過女朋友，由於自己考了兩次第三次才考上大學，沒想到卻是在看榜單
時太開心而過世。所以，他的願望是希望自己埋在小澤圓的乳房之間。而一
路因為整晚被織田學吵，加上拒絕織田學卻被懲罰，使得一路在爭吵後出了
車禍，對方剛好就是青田清司。透過青田清司自編故事又介紹，他認識的一
位女子，剛好名字就叫小澤圓。最後織田學終於完成夢想，將自己埋在小澤
圓的乳房之間，但因為是附身在花田一路身上飛撲到小澤圓懷裡的，所以，
當織田學的靈魂升起，離開花田一路肉體時，小澤圓已經將花田一路抱的相
當緊，使得花田一路短暫的失去了意識。
第 9 話：「靈媒凱都麗妮」
凱都力妮生前是位騙錢的算命師，卻在死後，如獲得靈感一般能預知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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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凱都力妮騙了許多人的錢，死後位完成又是自己的心願，在即將下地獄
之前，她拜託一路代替她去將她生前騙過的一些人，對他們說出實話，以避
免自己下地獄。但是飢腸轆轆的花田一路，餓著肚子被凱都力妮以穿越時空
的方式跑了兩個不同地方，最後卻餓到昏倒在路邊，而此時家人也分頭找他，
只是不知道何時才會發現餓昏在路邊的花田一路了。
第 10 話：「家族」
一大早，阿桂與她的父親市村，終於要搬進壯太與她的母親美代子住在一
起，在壯太母親整理壯太的父親遺物時，看到了一篇壯太父親寫的文章，登
在報紙上的剪報，壯太就隨身攜帶，並在想到的時候，都會拿出來閱讀。在
搬玩家之後，市村與美代子在神社舉行婚禮，之後又舉行宴會請客。在一路
與壯太偷偷溜出會場，跑到墳墓區中的其中一座墳，壯太開始讀起父親的文
章剪報。因為一路在玩球時，不小心將球踢進森林裡，在一路找球時，被一
位叫小猛的孩子撿到，於是，一路帶著小猛來到壯太面前，介紹給壯太。而
最後，在壯太與一路對話時，發現小猛不見了，但壯太覺得有感覺到小猛對
自己說謝謝。
第 11 話：「人生最大的危機」
某天晚上，凱都力妮出現在花田一路的床邊，告訴一路明日將會有生死關
頭的危機，因此，一路隔天就開始對周遭的人事物疑神疑鬼。就在一路在學
校擔心著是什麼危機時，一位年輕人因車禍而住院急救，垂死之際，年輕人
希望想再見一個人，於是就找花田一路幫忙，透過交換靈魂的方式，讓年輕
人能回到當初的房子。
第 12 話：「重要的東西」
與一路交換靈魂的年輕人，名叫俵崎春彥，是大地主俵崎財團的獨生子。
而春彥透過一路交換靈魂想去見的人，名叫加奈。當春彥透過穿越時空，來
到了當初與加奈同居的房子，卻在那裡看見與自己一樣都有紅頭髮的女兒小
夏。確定小夏是自己的孩子時，春彥決定回醫院將自己身體換回來，他不斷
的說著自己不想死，他不要死。最後，他終於休養到能走動了，買了許許多
多的玩具重回到與加奈同居時的房子，抱起了自己的女兒，加奈感動的熱淚
盈眶。
第 13 話：「第 13 年的伙伴」
花田一路姊姊德子的班上來了一位名叫橫溝仁志的同學。因為橫溝仁志一
落了照片，因此被情竇初開的德子帶回家裡，但這張照片被一路看見，花田
一路看見照片上的臉變形，花田一路大叫是妖怪。之後這個名叫天邪鬼的妖
怪，要花田一路去幫他解決十三年前，他因惡作劇而犯下的錯誤，並且也告
訴花田一路，若沒有解決，那麼花田一路自己也會留在十三年前的那個時空
裡，無法回到現實生活中，當花田一路問天邪鬼的弱點是什麼時，天邪鬼一
副彆扭的表情，結巴的說出是「愛」時，花田一路一臉疑惑的望著天邪鬼。
就在此時，花田一路就開始展開不斷循環穿越時空，去解決這個天邪鬼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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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做的惡作劇了。
第 14 話：「天邪鬼」
花田一路在這一集，開始不斷的穿越時空去解決十三年前，天邪鬼的惡作
劇時，過程中開始不斷的發現天邪鬼的能力與口是心非、慫恿人們意念與其
相反的能力時，花田一路終於拯救了橫溝仁志的父親，避免被朋友灌醉而晚
歸，使得原本應該是女生的橫溝仁志變回來。最後，想看橫溝的父親到底是
如何有了橫溝，且還是位女生時，花田一路浮上了天空，並且穿越時空回到
了現實生活裡。
第 15 話：「權八」
合田優太郎是一路的珠算老師，被大家稱為權八是因為他處罰人多已彈額
頭。由於是位非常嚴厲的老師，一路從一進到珠算考試的場合就被處罰。一
路才去上課沒多久，合田優太郎因為吃紅豆麻糬噎到，靈魂跑去找花田一路，
拜託他來就自己，但一翻搶救後，最終還是因時間太久而過世。花田一路難
過與自責的同時，還被要求替合田優太郎自己將家中環境，以及自己的遺容
整理好。
第 16 話：「花小姐」
花田一路也參加完合田優太郎的喪禮後，合田優太郎幽靈還是跑回來拜託
花田一路，以因為沒辦法做仙的關係，拜託花田一路想辦法，由於凱都力妮
的提示「因為有人不讓他做仙，所以合田優太郎沒辦法做仙」
，因此和田優太
郎與花田一路，展開了一段尋找是誰沒辦法讓合田優太郎自己做仙的路。
第 17 話：「幽靈櫻花樹」
合田優太郎沒辦法做仙的原因，是因為有人不讓他做仙。原來合田年輕時
有個叫「花小姐」的女孩子，因為合田與她有私訂終生的約定，沒想到合田
竟沒做到，他與花小姐的約定。因此他決定回到那棵幽靈櫻花樹下，看是否
花小姐在那裡。
第 18 話：「約定」
一路的同班同學洋平，因為一路沒有履行約定，害的洋平被罰剃光頭，因
此跑來找一路算帳，兩個人打了起來，而一路還被洋平及班上同學孤立，卻
在此時有位姊姊來找一路，也說她有事情想拜託他。聽了這位叫 Melon 的姊
姊說想讓洋平想起一件事，讓花田一路找到了原來洋平也忘了與他人的約
定，於是跑去與洋平理論，想讓洋平想起來與 Melon 的事情，卻因為洋平早
已忘了誰是 Melon，因此與花田一路一次次的因為此事而大打出手。
第 19 話：「狂奔的 Melon」
來找花田一路的大姊姊名叫 Melon，不管一路如何說明，洋平就是想不起
來他與美蓉間的約定。直到洋平經過一條河，旁邊紙箱裡放著一隻狗，而紙
箱上的字時，才終於想到他與小貓美蓉有過約定，於是，洋平跑去找一路，
並一起前往洋平鄉下奶奶家裡，要去履行自己的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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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 話：「聖誕節禮物」
一位叔叔與花田一路發生車禍，叔叔腳扭到，一路想帶他去給醫生看，叔
叔卻說不用，只希望盡快將聖誕禮物送給兒子，於是叔叔拜託一路幫他將禮
物送給一位名叫貴人的男孩。但是貴人怎麼也不肯收下，在兩人僵持不下時，
花田一路才從貴人口中得知，原來貴人的父親已經過世，於是，花田一路只
能將聖誕禮物在提回到那座橋上還給叔叔。但這禮物還是一直跟著花田一
路，連花田一家都知道這禮物是別人的，在花田壽枝的再三提醒下，花田一
路還是將禮物再送去給貴人。
第 21 話：「下雪的夜晚」
當貴人知道一路是幫忙送來棒球手套時，便開始對花田一路娓娓道來他與
父親過往相處的一些事。原來，父親為了送他棒球手套，因為開心，腳踏車
打滑而摔進河裡過世，當貴人與花田一路來到當初父親幫貴人買手套的店
家，聽店內老闆娓娓道來父親過世當天時的事，貴人難過的眼眶泛淚。到了
晚上，貴人與花田一路重回到貴人父親發上意外的那座橋上，貴人向花田一
路提出想再見父親一面的要求，因為花田一路無奈的說不是想看就能看見
時，貴人崩潰痛哭，當他想將手套丟下時，看見了站在遠處的父親，而他也
終於與父親完成了彼此的心願─練習接球。
第 22 話：「玲子」
花田一路在山裡遇到一個與自己年紀相仿的女孩─玲子。而因為一路手裡
的笛子使得兩個人吵起來。玲子自稱是花田一路家的親戚，因此暫住在花田
一路家裡。到了晚上，玲子要一路一同上緣切山，去幫忙一件事情。
第 23 話：「夜間任務」
玲子親了花田一路一下，並表達說自己要做一路的新娘子。兩個人接著就
走到了斷崖邊，玲子拜託一路將谷底的小地藏像搬回原位，就這樣花田一路
與玲子每個晚上，都到緣切山崖邊搬小地藏。
第 24 話：「母子地藏」
緣切寺的和尚要花田一路遠離玲子，並警告花田一路沒有人會到小地藏掉
下去，假如真的有人知道，那就是小地藏本身。於是，和尚開始對花田一路
娓娓道來小地藏背後的故事。但花田一路不斷地對和尚說停止、不要繼續說
下去、他不相信等之類的話，但和尚堅持要他好好地聽完，但和尚故事沒講
完，卻反而被花田一路反綁在樹下，花田一路則跑去小地藏掉下的崖邊找玲
子，問玲子為何要騙他，玲子才說是花田一路從第一次見面就說不想再見到
幽靈了，所以才隱瞞沒告訴他的。
第 25 話：「片栗花」
和尚為了要讓玲子離開花田一路，於是找上花田一路的母親─壽枝，想透
過壽枝對一路的母子關係，喚起玲子與自己母親的情感，好讓花田一路留下。
在小地藏搬回原處時，玲子的靈魂將花田一路的靈魂從肉身中拉起時，花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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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的母親終於趕上，撕心裂肺的哭喊著花田一路不能死，在一旁看著花田
一路母親的玲子，想起了自己的母親，因為自己花田一路母親的玲子，想起
了自己的母親，因為自己的過世同樣哭的撕心裂肺而過世，玲子不忍心看見
花田一路的母親也與自己母親有著同樣的遭遇，因此與花田一路道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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