緬懷紀念伴我成長之《破報》於2014年3月底停刊暨向難攻博士致敬特稿 —

☆★☆★ 魔法少女與女性主義 ★☆★☆＃＠％＆＾⋯⋯囧囧囧囧
自風靡全球的《美少女戰士》問世（連 the gay woman channel 的 Sarah 都說她小時候就開始迷戀海王星了！）並打響「魔法少女」此一類
型動漫作品以來， 至今已經過了22個年頭（也就是說月野兔也已經36歲了⋯⋯）（在魔法少女界來說也算是魔法奶奶的年紀），隨著社會風
氣的轉變與開放，以及女性主義的抬頭[來源請求]，魔法少女的形象也從迷戀男大生燕尾服蒙面俠（沒有人覺得這名字聽起來很變態嗎？）的小女
生，變成了不需依靠男性也能完全獨當一面的成熟女子，還可以兩個魔法少女一起多元成家領養小孩[完全無誤]，甚至成為新世界的神！以下阿
ＪＯ就來為您介紹你不能不知道的四大魔法少女作品以及他們的萌點特色，以後別再說魔法少女只是給癡漢小孩子看的卡通了！（事實上讓小
孩子看《魔法少女小圓》真的好嗎⋯⋯）
☆ 魔法少女與片假名 ☆
a

b

c

d

★ 前言1
四大「魔法少女」作品 ★
(a) 1992《美少女戰士》— 由漫畫家武內直子創作，將魔法少女類型作品發揚光大。
(b) 1996《庫洛魔法使》— 讓CLAMP在主流市場一炮而紅的代表作。
(c) 2004《魔法少女鋼彈奈葉》— 新房昭之監督的第一部魔法少女作品。
(d) 2011《魔法少女小圓》— 新房昭之擔任導演的名作，獲獎無數，有人甚至將此作品與90
年代存在主義動畫神作《新世紀福音戰士》相提並論。
★ 前言2
在成為魔法少女之前⋯⋯ ★
舉凡戲劇作品大多都有一定的公式，魔法少女也不例外，即便是《奈葉》《小圓》這種意圖顛
覆傳統魔法少女定義的新作，仍依循自《美少女戰士》以來所流傳下來的魔法少女三大傳統：
1) 魔法少女的名字一定要是片假名！[意義不明]; 2) 故事開始於少女和異世界魔法生物的邂逅之
後同居; 3) 釋放魔力前一定要先全裸變身或換裝⋯⋯。
a. 月野兔變身中; b. 木之本
櫻其實沒有變身設定，但會換
上知世特地為他準備的服裝;
c. 高町奈葉變身中; d. 鹿目圓
神格化中。

a

★ 魔法少女與變身 ★

a-1

是說關於魔法少女平時的學生服超短裙打扮以及「變身
前身上所有的衣服會被變光光」的這個設定，仍然很難
跳脫日本動漫界文化裡「服務讀者」（殺必死）的傳統，
也不免招致「物化女性」的嫌疑。不過枱面上仍不乏有
心跳脫此刻板印象的作品，諸如《庫洛魔法使》就以實
體上的換裝來取代魔法換裝（在某種意義上這和美式超
級英雄作品的設定相同），而《魔法少女小圓》不僅議
題嚴肅，在處理「變身」的畫面上也淡化女性裸體的描
繪，僅在最終話出現兩位魔法少女裸體相擁，並且在劇
情上象徵性意味濃厚，也就是所謂的「為了藝術而裸
露」！不過其實站在性解放的角度上來看，女性為何不
能大方地裸露身體呢？更何況魔法少女們的變身在劇情
上都不是為了成為男性的附屬而裸露，反而是種取得強
大的 Girl Power 進而展現真實自我的過程！

a-2

★ 魔法少女與 Girl Power ★

b-1

其實在許許多多的影視戲劇作品裡，女性經常淪為附庸
於男性，也就是俗稱花瓶的角色，這在某一方面也助長
了社會對於性別的刻板印象，間接造成至今女性領導者
仍僅佔社會少數。Bechdel test 便是用來強調此一不
合理的現象。我們說如果一個作品能達成下列三項標準，
則算是「通過」Bechdel test：
1. 作品裡至少要有兩位女性角色（最好要有名字，不
是只是路人）。
2. 這兩位女性有彼此交談的情節。
3. 而這兩位女性之間的交談內容不是只有討論男性。
所以所有魔法少女作品當然都通過 Bechdel test 啦！

★ 結語 ★
「女性主義」這詞之博大精深，當然沒辦法在這裏簡單
說明，更何況女性主義自一個多世紀以來，也在主張上
不停與時俱進，目前大概算是第三波女性主義的後期，
而第三波女性主義正好強調 Girl Power、酷兒政治，
並力求破除性別角色刻板印象等等，近來西方動畫電影
裡的「公主們」不再嬌弱無力讓王子保護，反而展現了
越來越多不讓鬚眉的機智和勇敢，正是反映了這波女性
主義運動所帶來的影響，也許魔法少女在21世紀的復
興和角色特質的轉變也只是剛好呼應了這個現象而已。
但我們離真正的兩性平權其實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革命尚未成功，只要有心，人人都可以成為魔法少女！

d

a-3

a-1. 月野兔 aka 月光仙子。
異女無誤。
a-2. 天王星（右）（攻）
和海王星（左）（受）。
a-3. 燕尾服蒙面俠（敝人
其實從頭到尾都不是很
care的角色）

近年來越來越夯的 Girl Power 一詞，無獨有偶地和魔
法少女同在 90 年代被發揚光大，至於創作《美少女戰
士》的武內直子是否有被 Girl Power 一詞影響則無從
得知。90 年代之前雖有美國DC漫畫的「神力女超人」
作為女性英雄角色的代表，但英雄界仍舊是男性主導的
世界。不過在魔法少女的世界裡，男性角色反而只是襯
托，在《美少女戰士》和《庫洛魔法使》裡，起碼女主
角的愛人還是個英勇帥氣的男性，但在近代的《奈葉》
和《小圓》，男性角色則是完全被路人化和邊緣化。小
圓的爸爸甚至是個家庭主夫，母親才是家庭經濟的主要
來源，所以說日本動漫界實在是在思想上引領潮流啊！

★ 魔法少女與 Bechdel test ★

c

b

a b
c d

a. 露娜; b. 可魯貝洛斯（想當年我也曾經買過
一隻送給學妹⋯⋯）; c. 尤諾（其實是他男性的
待機性無能？形態）; d. QB （少女們的公敵無
誤，見一隻殺一隻）

★ 魔法少女的代言人 — 《美少女戰士》 ★

經歷過90年代的人很難不知道「讓我代替月亮來懲罰
你」這名句的出處。是說敝人當年也不解為何聽起來這
麼蠢的作品竟然會這麼紅⋯⋯。（小時候只看無敵鐵金
剛和魔神英雄傳系列）1992 年美少女戰士開始在講談
社少女漫畫月刊連載，其後的衍生漫畫、真人版電視劇
（WTF）等等席捲世界各地的宅宅們，成為世代的經
典，魔法少女類型作品的領導品牌。但其實敝人可能因
為一方面當時還處於一個覺得「後！女生最麻煩了！」
（但還是偷偷注意班上正妹）的小學生階段，也對月野
兔對燕尾服蒙面俠的迷妹行徑無感（從小就知道要迴避
異女），所以我其實從來都沒看過《美少女戰士》⋯⋯。
以致於我一直到長大了才知道啓蒙了一整個世代婆／拉
子的重要精神領袖—天王遙和他的愛人海王滿啊！魔法
少女裡的女女配對（百合）也是不可錯過的看點！

b-2

★ 非典型魔法少女 — 《庫洛魔法使》 ★

b-3

在《美少女戰士》的成功之後，魔法少女們如雨後春筍
般出現，但 90 年代後期能再度取得巨大成功的（或是
敝人私心關注）的作品，莫過於在同人界有如女王地位
的CLAMP團隊所創作的《庫洛魔法使》，除了
CLAMP一貫的精緻可愛畫風以及劇情爛尾之外，《庫
洛魔法使》也少不了一般同人界會積極探索的情慾對像
可能性！基本上《庫洛魔法使》裡有極其明瞭的男男情
愫、女女情愫以及師生戀等等（那個「生」還是小學生
⋯⋯），當知道《庫洛魔法使》有在各大兒童台播出的
時候，我心裡一直想這樣大家真的都沒意見嗎⋯⋯。
（後來果然是有傳出停播或是內容刪減的新聞）

b-1. 知世 vs 小櫻
b-2. 雪兔 vs 桃矢
b-3. 利佳的交往對象

c-1

☆ 魔法少女居家必備魔法寵物 ☆

c-2

c-1. 奈葉媽媽（左）菲特媽
媽（右）女兒薇薇安（中）
（其實我完全是為了想放這
張圖才寫這個專題的XD）
c-2. 到底為什麼「室友」會
每天晚上都睡同一張床！中
間還夾著一個女兒！

d-1 d-2

d-1. 各式各樣超現實又後現
代的魔女造型絕對是《魔法
少女小圓》的大看點之一。
d-2. 鹿目圓 x 曉美焰獲選
為 2011 年 Megamaga 讀
者票選ＡＣＧ最佳情侶第一
名！（是的你沒看錯！）

★ 鋼彈系魔法少女 — 《魔法少女奈葉》 ★
在小櫻之後，魔法少女系列便沈寂了好一陣子，直到鬼
才新房昭之的出現，才為魔法少女作品注入了全新的生
命力。本作的突破包括將魔法與科技結合（將魔杖類同
於超越物理法則的高等ＡＩ的存在），首度將魔法少女
的年齡設定現實化，魔法少女不再永遠是蘿莉，而會隨
著故事進展長大成人以及離開學校投入職場（職業魔法
少女XD），作生涯規劃！（不過看起來似乎魔法少女
的退休年齡和運動選手是差不多的XD），還有另一大
特色則是魔法少女們不再需要和男性談戀愛了！本作兩
位女角奈葉和菲特甚至在第三部裡共同合法領養了一個
小孩（雖然說是人造人來著），實現多元成家！

★ 魔法少女的神作 — 《魔法少女小圓》 ★
本作請一定要看完前三集再決定要不要棄追！這部轟動
日本社會的原創動畫雖然以魔法少女為主題開展，但作
品內涵卻一舉超越甚至顛覆了所謂「魔法少女」的類型
窠臼。實驗前衛的畫風加上對人性裡無可迴避的黑暗面
的探討，大大提升了這部動畫作品的藝術性。結果反而
變成女性主義的部分好像不是那麼重要了⋯⋯XD。新
房昭之延續《奈葉》的特色，《小圓》裡有台詞的男性
角色只有三位，並且有和傳統性別角色氣質顛倒的傾向：
比如說家庭主夫的小圓爸，車禍受傷的恭介和還不太會
說話的小圓的弟弟，也就是說《小圓》其實無法通過男
性版本的 Bechdel test⋯⋯（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