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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境之旅 

     

一、 怪病 

    最近，學校發生了一件不得了的大事。 

 

    有好幾位男同學，接二連三陷入原因不明的昏迷狀態。各種先進的醫療儀器

皆顯示：身體機能一切正常，沒有任何問題。這讓醫生一籌莫展，也搞得全校家

長人心惶惶。 

於是，開始謠傳這是某種新的流行性病毒，專門針對男童發病。 

 

    媽媽很緊張，魯文每天上學前，總是千叮嚀、萬交代，叫魯文一定要戴口罩，

而且放學必須直接回家；遇見感冒的同學或路人，一定要馬上避開……魯文都能

倒背如流了。 

 

    一開始，魯文還不太放在心上；直到幾個好朋友：同班同學凱明、隔壁班的

小風，還有甲班的利桐也昏迷了，才讓向來樂天派的他都有點發毛。 

 

 

    魯文上學的途中，會經過一家租書店。不少同學總喜歡在放學時進去租書、

看漫畫，魯文雖然也很愛看漫畫，但他很聽媽媽的話，倒也沒有進去消費。不過

他偶爾也會偷看同學借他的漫畫。 

 

    凱明、利桐和小風，便常常借他漫畫。 

    想到這裡，想到昏迷不醒的朋友們，魯文心裡一陣難過。 

 

    這天，路過租書店的時候，魯文發現租書店正在出清舊書。 

    「每本只要十元!」超便宜的價格，吸引了他的注意，他不經意停下腳步。 

     

    《俏皮小偵探》、《遲來的勇氣》、《火龍神拳》、《幻境之旅》……竟有那麼多

聽都沒聽過的漫畫。會出清的漫畫，大多乏人問津；但偶爾也有叫好不叫座的佳

作，加上價格這麼便宜，看看也無妨吧！魯文心裡想著。 

   「不能停留太久。」他告誡自己。 

 

 東翻翻、西看看，因為惦記著回家的時間，魯文一直沒辦法專心挑選。加

上老闆把這些漫畫全都加上透明塑膠封套，就更難以抉擇了。 

 

   《幻境之旅》好像不錯!拿起這本書的同時，魯文心中有個聲音響起。 

    他把書拿在手中，仔細端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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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封面的畫風看來，是自己喜歡的風格：熱血、帥氣! 

    魯文拿了書，又放下，再拿起書，又再放下，心裡隱隱有些不安。 

   「算了!還是明天再來看吧!」他趕緊快步走回家。 

 

 

    幸好媽媽正在忙，沒發現他晚回家，魯文鬆了口氣。 

    但是，「《幻境之旅》到底畫了什麼呢?」這個念頭卻盤據他的腦海，竟讓從

未失眠的魯文整夜無法成眠。 

     

    

 

二、 幻境之旅 

    第二天放學，魯文毫不猶豫買下《幻境之旅》。 

    付錢時，老闆一邊裝袋一邊嘀咕：「奇怪，我什麼時候進過這本?這麼暢銷!」 

    魯文沒想太多，只想趕快回家看漫畫。 

 

 

「回來啦!今天沒有什麼不對勁吧?」這是媽媽的例行問候。 

「沒事，都很好!」魯文很心虛。 

    書包裡藏了漫畫，讓老實的魯文渾身不自在。 

    「今天功課超多，我要趕快去寫囉!」他急忙躲進房間。 

 

    「好!那等一下煮好叫你，今天媽媽難得有空，可以大展身手。」 

    「知道了!」魯文從門內探頭回答。 

 

    「吃了大餐，等一下補數學要更認真喔!」 

    「喔──」 

  

    唉，媽媽哪裡知道，她這麼有條件地一說，再好吃的食物都索然無味了。 

    然而，真是天助我也!至少媽媽暫時不會進來了，魯文迫不及待把漫畫拿出

來。拆開膠膜，「哇!好新，這根本就是全新的!」魯文覺得自己「賺到」了! 

 

    幻境之旅……標題設計很酷，封面上的主角，身穿鎧甲，手握寶劍，超帥!

魯文馬上就感染了那股冒險的熱情。 

 

    嗯?這個主角看起來有點面熟，該不會從前看過同一個漫畫家的作品吧? 

    魯文找了找封面，書背、內頁，竟找不到漫畫家的名字。 

    以前爸爸都和他一起看漫畫，收藏漫畫。他對漫畫向來有濃厚的興趣，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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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知名漫畫家也如數家珍，他們還自封為「超品味漫畫雙人組」呢! 

 

    但是，自從爸媽離婚，媽媽就不准他看漫畫了。 

    唉!別想了，還是趕快把握時間看漫畫吧! 

 

     

    「魯文啊，吃飯囉!」媽媽的聲音在門外響起。 

    哇!糟糕，沉浸在漫畫情節中的魯文完全沒注意到腳步聲。 

    「作業寫得怎麼樣啊?」媽媽的臉已探入門內，幸虧他及時把漫畫塞到書堆

裡。 

 

    「蠻順利的，」魯文急忙起身，「餓死了，我們快去吃飯吧!」 

    他把媽媽從背後半擁半推地送出去。 

    「迫不及待要吃我燒的菜啊?」媽媽笑著。 

    「對!」魯文的聲音大得自己都嚇一跳。 

 

    飯後，魯文被媽媽催促著去補習。當天的課程很困難，魯文回到家時已經累

翻啦!漫畫暫時被拋諸腦後。 

 

 

 

三、 召喚勇者 

夜裡，魯文睡得正熟。 

    不過，有個聲音如蚊蚋般不斷嗡嗡作響，把魯文給吵醒了。 

    那是什麼聲音呀? 

    仔細一聽──是個細細的、女孩的聲音! 

     

    她在喊著什麼? 

    ──勇者先生，請救救我們! 

    ──英雄，我們需要您! 

 

    魯文從床上坐起，搜尋聲音的來源。 

    啊！書桌上有個微弱的白色光暈，忽明忽滅。 

    是手機嗎？魯文疑惑的走過去，在凌亂的書中翻找，結果，竟是那本漫畫！

魯文不知道自己為何不害怕，還翻開了書。 

    「救救我們!」畫框中的女孩子從「漫畫」變成了「動畫」，她的的聲音，聽

起來好無助。 

    少女一聲聲的呼救聲，讓魯文心中的英雄氣概登時湧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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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非……這本漫畫裡囚禁了少女?」魯文感到不可思議。 

    「好!我該怎麼幫助妳?」魯文對著漫畫說。 

    這句話像一把鑰匙，開啟了幻境之門；突然，一道龍捲風般的光束，從書中

盤旋而出，瞬間將魯文包覆、吸捲進去。 

 

    「哇啊啊──」一陣天旋地轉，魯文失去了知覺。 

    

 

    當他醒來，發現自己正躺在舒適的床上。 

    一個女孩帶著和善的笑容走到床邊。 

    

    是那個呼喊他的女孩，看起來溫柔開朗，還有著甜美的微笑。 

    魯文趕忙起身──可不能給美少女留下壞印象呀! 

 

 

    「勇者先生，您醒啦。」女孩對著魯文說，「我為您準備好早餐了，請慢用。」 

    「我……我不是什麼勇者，我叫魯文。」魯文既害羞又困惑。 

 

    「我們已經等您很久了。」女孩的臉上突然蒙上一股憂傷，「請您一定要幫

助我們。」 

    魯文看著女孩漾著淚光的盈盈大眼，頓時所有的辯解都說不出口。 

 

    魯文用餐時，少女一直安靜地站在旁邊。 

    「吃得還習慣嗎?勇者先生？」少女又恢復了開朗的表情。 

    「很…很美味!還有……」魯文想要趁機做些解釋，卻聽見少女說： 

    「勇者先生，請跟我來，大家都在等著歡迎您呢。還有，請叫我莉莉。」 

 

 

    莉莉領著魯文穿越城鎮。 

    城鎮是歐洲中古世紀風格的建築，石板路、驢子，遠方還有風車磨坊，這些

景色是昨天魯文剛在漫畫中看過的，給了他一種熟悉、安心的感覺；對從未出國

的魯文來說，則又是另一番奇異的、新鮮的感受。 

    「這座城鎮裡的人們，都失去了過往的記憶，只能像無根的浮萍一樣，空洞

地活在世界上。」女孩幽幽地說。    

    

     

    來到城鎮的中心，已聚集了好多人。 

    「喔!勇者!勇者大人來了!」有人看見魯文，高舉雙手呼喊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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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者!勇者!」鎮民們開始齊聲歡呼。 

 

    莉莉大大的眼睛閃爍著星星般的光彩，她凝視著魯文說：「勇者先生，我知

道您並沒有義務為我們冒險，但預言告訴我們，您將會拯救我們!並幫我們找回

記憶。」 

    

    魯文還想解釋，但所有的人都圍著他，簇擁著他上台，並且不斷高呼：「勇

者!勇者!」 

    他不知所措地環視了一下人群。 

    咦!竟有幾張熟悉的面孔? 

    魯文正要上前詢問，卻被熱情的人群給打斷了。 

 

    此刻，村裡的長老從人群中走出，四周安靜下來。長老的神情既肅穆又慈祥。

他拿出一把看起來黑黑的、古老的劍，交給魯文。 

 

    「這是傳說中的勇者之劍，它只認真正的勇者為主人。你是不是真正的勇

者，很快就會知道了。」 

 

    魯文心想，我並不是什麼勇者呀。不過，要是寶劍沒反應，正好可以趁機拒

絕。 

    於是他伸手接過那把劍。 

──果然，什麼事也沒發生。 

情況好像有些尷尬，正當魯文這樣想時，突然間…… 

 

    原本老舊的劍，迸發出耀眼的白色光芒! 

    當光芒褪去，竟化成一把劍柄鑲著寶石的銀色華麗寶劍。 

    「啊!是勇者之劍!」 

所有的居民，連同長老，全部對著魯文恭敬下跪。 

      

「勇者大人!」「勇者來救我們啦!」 

   

    自己是傳說的勇者? 魯文不可置信地看著手上的寶劍，連他都動搖了。 

 

    「萬歲!真正的勇者!」居民們歡天喜地。 

「這……」魯文遲疑著。 

    「勇者，您一定要幫我們除掉惡魔，他不僅擄走婦女、搶走財寶，更奪走我

們珍貴的記憶!」長老緊緊握住魯文的手。 

    「接下來，就輪到我變成祭品了!」莉莉噙著眼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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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人殷切的眼神，讓魯文實在不好拒絕。他低頭看著那柄美麗的寶劍，持著

寶劍，鏟奸除惡，英雄救美，一直是他的夢想。 

 

    「我就試試看吧！」眾人的期待，尤其是莉莉無助的眼神，讓魯文充滿了使

命感，他不由自主地答應了下來。 

 

    「太好啦!」 居民們歡聲雷動。當晚，他們為魯文舉辦了盛大的慶祝活動。 

 

     

    夜裡，躺在床上的魯文心情複雜起來。他怎麼會在這裡?該怎麼回去?會不會

有生命危險?要持續多久?媽媽一定很擔心…… 

 

    不會有事的!魯文想起自己看過的熱血少年漫畫，主角最後都會順利完成任

務，用厲害的絕招終結魔王，並且得到美麗少女的喜愛!既然我是傳說的勇者，

一定會平安、成功! 

    他望向床邊的勇者之劍，想到自己是勇者，魯文首次感到如此的被仰賴與尊

重，先前的恐懼不安頓時被一股前所未有的興奮與滿足取代。 

 

 

    天一亮，莉莉已為他準備好早餐，以及旅途所需要的物品。 

  

    吃過早飯，在居民的歡送下，魯文出發了。他回頭環顧了一下居民， 

    咦!他又在人群中看見那幾張熟悉的面孔!卻仍想不起他們是誰………。 

    而他們看著魯文的眼神既恭敬又崇拜，看起來不太像是認識他。 

 

時間緊迫，趕緊出發吧!早些完成任務，才能早些回家。 

 

 

 

四、 征途 

    魯文出發了。 

 

    漫長的旅程中，他走過荒涼的沙漠、草原，終年冰凍的高山、深邃幽暗的地

下迷宮；遇見了矮人、精靈、妖怪、怪獸、巨人等存在於幻想與傳說的生物；更

遭遇了許多強大的敵人和險惡的困境。好幾次，他身陷險境，幾乎喪命。 

 

    所幸，勇者之劍真的帶給他不可思議的力量，向來體育不佳的他，竟能夠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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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一身好戰技，斬妖除魔!還有許多絕招和華麗魔法，也陸續習得，施展。他已

經從一個文弱的小書蟲，變身為強健的戰士。 

 

    他還結交了一群可靠的夥伴，有魔法師、僧侶、弓箭手，還有一隻能變身的

獵犬。大夥兒同生共死，默契十足。 

 

他們一步步走向魔王的宮殿，迎向冒險的尾聲與勝利。 

 

 

    這天，他們齊力解決了一個最高等級的魔物；雖然不少人受傷，卻仍贏了這

場仗。 

接著，隊伍來到湖邊，紮營療傷、休息。 

 

魯文靠著池邊的一棵大樹，想到方才那場激烈又驚險的戰爭，心中充滿豪情。 

    魔王的宮殿就近在眼前，旅途即將告終。 

    有這一群值得信賴的夥伴，一定可以打敗魔王的! 

 

    他起身，準備走回營帳休息，卻在在搖曳的火光中，無意瞥見刻在樹上的字

跡── 

    「勇者凱明到此一遊。必勝!」 

 

    凱明?這個名字像打火石，一下子擦亮了他心中的記憶，凱明的名字怎麼會

在這裡?魯文著實嚇了一大跳。 

 

    什麼事情不對勁。 

    他得冷靜想一想。 

    記憶如被點亮的火把，啪一聲，整個明亮起來。 

 

    進入漫畫書的世界…漫畫出租店…一起看漫畫的同學……魯文頓時驚醒! 

    之前《幻境之旅》的封面主角以及他剛從城鎮出發前，看見那些面熟的人們，

不正是凱明!還有……小風……和利桐!以及別班同樣陷入昏迷的男同學也在其

中! 

    怪不得這麼眼熟! 

    他們全都變成失去記憶的鎮民了？為什麼會這樣?  

    魯文拼命讓自己冷靜下來。莫非，凱明的意識被困在這個世界? 

 

    之前認不出凱明他們，是因為──他們全變成了漫畫人物! 

    想到這裡，魯文不寒而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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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

    他趕緊跑到湖邊，看看自己的模樣。 

    除了臉孔以外，自己的身體、手腳、衣服全部都已變成漫畫的黑白線條! 

     

 

魯文驚恐的發現，連他叫出來的聲音，都是用漫畫裡的對話氣球呈現的。 

    莫非，他也像那些昏迷的同學一樣，快要變成漫畫裡的人物了。 

     

    他努力回想《幻境之旅》的情節── 

   

    ……一位意外墜入異世界，陷入昏迷的少年，醒來後，發現身處陌生的城鎮。 

     

    少年雖然苦惱著如何回到現實的世界，卻在這個城鎮裡受到空前熱烈的歡

迎。 

    城鎮裡的人相信，這位少年是傳說中的勇者，而能夠打敗魔王，拯救美少女，

並破解魔法的詛咒，讓他們重獲自由。 

    城裡面的人們，都失去了過去的記憶，不知道自己是從哪裡來的。只有勇者

能夠破解這個謎團，解放這些人，讓他們恢復失去的記憶。 

    少年在盛情難卻的情況下出發了，展開了冒險……    

 

    呀!自己一路走來，不正與漫畫的情節相同? 

    

    所有的事情串聯起來，讓魯文大膽地推測，只要他完成故事的安排，凱旋回

到城鎮，最後必定會變得像同學們一樣! 

   

    一定是因為過於嚮往熱血少年漫畫的世界，因此進入其中，反而沒有發現漫

畫和真實的差異，實在太可怕了! 

    

    這時老爸常說的話突然浮現在魯文耳邊：「少年漫畫總是有大致的模式──

『正義、友情、戰鬥、美少女』，太過於僵化!」 

  

   《幻境之旅》正是如此。 

     

    

    當英雄雖然很酷，但困在漫畫世界成為漫畫的俘虜，一點也不有趣! 

    如果其他沉睡的同學，都曾進入過這個世界，最後被留在這裡，並失去記憶，

那麼，該怎麼回去? 

   

    魯文頹然地跪坐下來，他好懊悔，為什麼自己這麼容易迷失在漫畫的情境中。 



 9

    「讀者如果任由作品和作者擺佈，那就失去了閱讀的意義與自由!」這是爸

爸一直提醒他的。 

    而自己這一路以來，表現得就像個無知的讀者。  

  

「讀者才是故事的主人!」爸爸的話像盞明燈。 

    魯文決定大膽一試──他要打破熱血漫畫的公式。 

 

他將勇者之劍丟向湖心，劍在空中劃出漫畫的效果弧線。 

  

 

 

 

    

 

 

    回頭望了望自己珍貴的夥伴們最後一眼。現在看來，他們已成為黑白的漫畫

輪廓。 

    但終究是一起患難的同伴啊! 

     

    狠下心，魯文轉身拔足狂奔，身後出現了黑色的漫畫速度線。 

 

    魯文哭了，他的心好痛，要拋下生死與共的夥伴、放棄這段冒險的成果，多

捨不得! 

    但是這一切，都不是真的! 

 

    他一路不停歇，直達魔王的堡壘。 

 

    宮殿前，魔王的爪牙見了他，紛起攻擊。 

    魯文完全不予理會，只是向前奔跑。 

    奇怪的事情發生了。 

    怪物們全都不知所措，接著如同電腦當機一般靜止不動。 

 

    魯文進入地下宮殿的最深處。 

    魔王就在眼前。他坐在寶座上，高傲地看著魯文。 

     

     

 

                                               魔王 

你就是那個自不量力的勇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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魯文 

 

 

 

                                               魔王 

魔王像是背台詞一樣地說著。 

 

 

 

 

    

   魯文  

 

魯文口中冒出的對話氣球，越來越淡了。 

 

 

 

   魯文 

 

 

                                           魔王 

 

    魔王用牠的血盆大口逕自說著，並且張開蝙蝠般的巨大翅膀，飛撲過來! 

     

    眼看魔王巨大的利爪就將襲至魯文，他卻只是昂然站著、毫不退避。    

 

    「這部漫畫的世界逐漸瓦解，」魯文全然不顧魔王的威脅，「我將會回到現

實，其他被囚禁的讀者，全都會獲得解放!」。 

     

    從魯文口中吐出的對話氣球，現在全部消失了。 

    

    就在魯文將被撕裂之際，魔爪卻穿過魯文的身體，接著停滯在半空不動。 

    下一刻，魔王與整個漫畫世界的線條開始斷裂、崩毀、消去。魯文看看自己

喔!不是，我不是勇者，我是復興國小五年級的魯

文。我只是來告訴你，我不是勇者，卻是這個故

事的主人。 

哈哈哈，不過是個毛頭小子，也想來挑戰我!

我已經看穿這部漫畫的秘密!這部漫畫太

老套，我要做些改變!

這是我的故事，我的故事結局是這樣的……

不自量力的傢伙，去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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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體，也逐漸從黑白線條恢復成真實的肉體。 

 

    魯文的視線逐漸模糊…… 

 

    接下來，究竟會如何?魯文不知道。在他漸漸停擺的腦袋中只能斷斷續續想

著： 

    但…至少策略湊效…不會…被困在這本漫畫裡了吧…… 

 

 

 

五、 歸去 

    鬧鐘響起。 

    魯文清楚聽見了。眼睛還未睜開，嘴巴卻先微笑起來。 

    他感覺到光的明亮，和被窩的溫暖。 

    平常討厭極了的鬧鐘聲，現在也變得可愛悅耳。 

    他一股腦兒從床上彈起，跑到書桌前。 

    桌曆上的日期，只過了一天。 

 

    《幻境之旅》仍在桌上，一翻開，竟變成了一本空白的冊子! 

     

    他又急忙跑到浴室照鏡子，摸了摸自己的身體，並用力捏了一下臉頰，吁！

還是原來的自己，魯文鬆了一口氣。 

 

 

    至於其他沉睡的同學呢? 

    經過醫師仔細的檢查後，凱明確認沒有任何問題，回到學校來了。其他人也

都陸續返回學校，絲毫沒有任何異狀，彷彿只是昏睡了幾天而已。 

 

    媒體大肆報導這個奇妙的事件，但也只喧騰了一陣子，就歸於沉寂。 

  

 

    魯文不擅長畫畫，他利用空白冊子，將這些親身經歷寫成一本小說。 

    他將小說命名為──《漫畫幻境之旅》，並在封面上寫上：作者‧魯文。 

    

爸爸似乎很喜歡這部小說，他讚歎著說：「這故事編得太酷啦，很『後設』!」 

    又是文學理論名詞，魯文一點也聽不懂，但，應該是種讚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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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昏迷事件，此後再也沒有發生。 

    魯文好幾次特地去書攤找尋，卻再也沒見過《幻境之旅》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