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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動漫文創產業雖然根基於日本的文化想像，然而隨著翻譯與跨媒體的

再創作，不但帶來莫大的商機，也讓各地域、族群、年齡層的讀者共享閱讀經驗，

啟發各自的想像。相較於「官方」發佈的周邊，「同人」為喜愛原著的讀者，在

非商業營利的前提，沿用原作的人物與設定而創作的圖畫或文字。近年來學界已

逐漸開始探索五花八門的同人文化，特別是角色扮演、扮裝秀（cosplay）等性/

別認同與表現的議題。雖然以男性角色之間曖昧或戀情為題材的文字作品，只是

諸多同人創作之一，但仍然受到許多愛好者熱切的支持，主動參與寫作、翻譯、

改寫及評論。 

    日本漫畫家空知英秋目前連載於《周刊少年 JUMP》的暢銷作品《銀魂》，巧

妙的結合幕府末年時代劇壯闊的背景，加上現前動漫文化流行的元素，以萬事屋

一行三人打工解決案件為主軸，重新詮釋日本社會光怪陸離的各種現象。臺灣絕

大部分的《銀魂》耽美同人小說和漫畫著眼於萬事屋主人公坂田銀時、倒幕集團

及真選組成員之間的愛恨情仇。相較於其他耽美作品，因為《銀魂》本身惡搞的

特質，《銀魂》耽美同人創作即使是在轟轟烈烈的告白或情色橋段，也兼具吐槽

和自嘲的抽離，原作和衍生創作間形成複雜的互文指涉關係。由於《銀魂》鮮明

的日式幽默和地方性時事的指涉，在歐美國家受歡迎的程度不及有「東方」色彩

的《火影忍者》或《死神》，但在臺灣卻受到廣大支持。 

    本研究以《銀魂》結合搞笑和熱血的特殊風格為題材，深入探究同人衍生作

品對原著的引用與詮釋，並由角色刻畫的層面探討臺灣《銀魂》同人耽美小說如

何解讀原著中的同性情誼，體現伙伴之情與競爭意識中曖昧的同性情愫。 

 

一、 名詞釋義 

「少年愛」（shōnen ai）、「boys’ love」：源於日本，前者以一九七○年代萩尾

望都、竹宮惠子、山岸涼子等人的作品為代表，畫風具少女漫畫的唯美；後者泛

稱所有以男性間的情愛為主題的作品，創作者與閱讀者多為女性。 

「ACG」（anime、comics、games）：源於台灣，在華語圈內泛指動畫、漫畫、遊

戲相關之流行次文化。 

「同人誌」：源於日本，非商業營利為前提的業餘創作出版品，包括漫畫和小說。 

「原創同人」：源於日本，「同人誌」之中原創場景、角色等的作品。 

「原創 BL」、「原創耽美」：「原創同人」中以男性角色間情愛為主題的作品。 

「衍生 BL」、「耽美同人」：「同人誌」中以 ACG 其他作品的場景及人物為基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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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並以男性角色間情愛為主題的衍生作品。（嚴格來說「耽美同人」應該包

括「原創 BL」及「衍生 BL」，但在鮮網上的用法是指後者。2） 

「yaoi」、「slash」：前者源於日本，為「山なし（や）、オチなし（お）、意味な

し」的縮寫，為創作者自嘲根據主流漫畫所創作的 BL衍生作品「沒有高潮、沒

有結尾、沒有意義」，在西方國家多用「yaoi」指稱「衍生 BL」；後者源於英語

系國家，源於一九七○年代女性觀眾針對《星際爭霸戰》（Star Trek）等電視影

集，所創作以男性角色間情愛為主題的衍生作品，多為小說。 

 

二、《銀魂》 

2.1《銀魂》角色與劇情簡介 

《銀魂》是日本漫畫家空知英秋的作品，於二○○三年十二月在集英社出版的《週

刊少年 JUMP》二○○四年二號開始連載，中文版於《寶島少年》連載，並由東

立出版社發行單行本。於二○○六年動畫化，並於二○一○年推出《銀魂劇場版 

新譯紅櫻篇》，同年在台上映。中文配音的動畫於二○○八年六月在衛視中文台

播出。《銀魂》為《週刊少年 JUMP》的人氣漫畫之一，排名平均約為第六3；在臺

灣最大的 BBS 站台批踢踢實業坊有專板「銀魂」（Gintama），截至二○一一年四

月，約有六百八十三位「武士」填寫板友自介，晚間平均上站人數七、八十人。 

    《銀魂》以幕府末年尊王攘夷之爭的江戶為藍本，描述坂田銀時、志村新八

及神樂所經營的萬事屋所遭遇的人、事。《銀魂》最大的特色是結合搞笑與熱血，

藉由引用和指涉流行文化元素與 JUMP 系少年漫畫的特色，點出流行要素公式化

的套路及援引、顛覆套路的趣味。 

    主角坂田銀時和志村新八在咖啡廳相遇，那時的江戶已淪為被「天人」（外

星人）佔據而名存實亡的「武士之國」。銀時看到身為服務生的新八被一桌來自

「茶斗蘭星」的天人嘲弄，起身打倒天人。根據 JUMP 系少年漫畫的熱血公式，

銀時出於幫新八打抱不平而行動，但是空知英秋一開始就與公式槓上，將銀時塑

造成吊兒郎噹、用語厘俗，做事出人意表的第一男主角。在貌似「打抱不平」的

時候大聲抱怨天人和新八的衝突搞砸了他一週一次的享受─聖代冰淇淋，還在

「打抱不平」後迅速開溜，並趁新八不注意時將肇禍的木刀留給他，撇清關係。

銀時和新八的邂逅就在一陣追逐叫罵聲中展開，失業的新八生活陷入困境，放高

利貸的天人又帶走新八的姊姊志村妙，逼迫她賣身還債。銀時對猶豫是否出發營

救大姊的新八說：「武士要行動根本不需要什麼理由。既然想要保護某些東西，

就儘管拔劍吧」，在新八決定行動正著急時又不慌不忙的回應：「不過就是沒穿內

褲嘛！緊張個什麼勁啊！這世上有些武士還把報紙當成內褲穿呢！」事件就在新

八和銀時合力救出阿妙之後落幕了。章末新八的想法或許道出了讀者的心聲：「那

個人的靈魂究竟是如何呢？或許非常難以理解，但它確實…隱隱地在散發著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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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4《銀魂》就是這樣充滿無厘頭搞笑卻又夾帶熱血要素的漫畫。 

    《銀魂》這個名字對不熟悉日文的臺灣讀者而言，也許只是個朝氣勃發的詞

彙，如同第一卷首章開頭，新八在病榻的父親勉勵孩子們：「無論時代如何變化，

我們都不能忘記。即使必須放下手中的劍，也千萬不能拋棄收在靈魂中那把正直

的劍」，5「銀魂」就像是散發著銀光的武士精神。但是蓄意惡搞的空知英秋當然

不會放過這個以雙關語大開玩笑的機會，日文的「銀魂」（Gintama）發音近似「金

玉」（kintama），亦即金蛋，睪丸的俗稱。第一卷彩色封面上的銀髮主角和卷頭

語「凡是自然捲的傢伙都是好人」，似乎又暗示主角有著既猥褻又正直、如此矛

盾「難以理解」的靈魂。 

 

2.2《銀魂》中的熱血、同性情誼 

《銀魂》漫畫連載由短篇和長篇交錯而成，延續數章的劇情為短篇搞笑帶來起

伏、發揮 Jump 系漫畫的熱血精神並且適時加入新角色，豐富短篇搞笑的素材。6

喜愛《銀魂》的讀者也多由長篇取材，從各角色之間的愛恨情仇，發揮自己的想

像。Boys’ love 耽美同人衍生創作就是源於部分讀者對劇中男性情誼的詮釋，而

創作出來的小說或是漫畫。 

    在幕府末年尊王攘夷的歷史架構之下，7銀時在開設萬事屋之前也曾經是攘

夷志士之一，和伙伴們一起作戰，希望將入侵江戶的「天人」擊退。銀時與過去

伙伴的情誼、與現前萬事屋伙伴的合作、與江戶流氓警察真選組亦敵意友的關

係，形成了故事的三大主軸，也是同人衍生故事著墨的重點。 

    銀時、桂小太郎和高杉晉助同為松陽老師的門徒，然而在老師過世、攘夷戰

爭失敗之後，三個同窗好友走上不同的道路。銀時與在歌舞伎町經營小酒館的登

勢老闆娘相遇，租賃小酒館樓上經營萬事屋，將之前「白夜叉」響亮的名號放下，

不願意再與攘夷有所瓜葛；桂小太郎有「狂亂貴公子」之稱，在攘夷戰爭之後仍

暗中繼續和一群有志之士聚會，從事小規模的反抗，等待反擊的時機；高杉晉助

走的是比桂更偏激的路線，帶領他一手拉拔的「鬼兵隊」進行突發的恐怖攻擊；

攘夷時期和三人並肩作戰的坂本辰馬，在戰爭落幕後選擇離開地球，成立在宇宙

中進行買賣的艦隊「快援隊」，桂的奇妙寵物兼伙伴伊莉莎白就是坂本出人意表

的餽贈。銀時不為人知的過去，以及四人相異的立場在《銀魂》第十一、十二卷

開展，成為漫畫第四個長篇「紅櫻篇」，同時也是銀魂劇場版的題材。 

    銀時與真選組斬不斷的孽緣在第一卷第五訓「就算變成老頭子，也要有能互

相稱呼綽號的好友」就種下了根源；銀時因為桂的計謀而捲入爆破「天人」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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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的事件，遇上前來圍堵的真選組。隨後因為真選組局長近藤勳對新八姊姊阿妙

死纏爛打的追求，演變成近藤與銀時、副局長土方十四郎與銀時的對決。在「天

人」掌實權的時代，原本是鄉下道場主人的近藤，為了保有伙伴們的容身之處、

在新時代還能擁有一絲劍士的尊嚴，因而決定上京尋求妥協，成為幕府的特殊警

察「真選組」，背負著被攘夷志士辱罵為「幕府的走狗」的污名。近藤就算成了

局長，和道場出身的伙伴相處還是跟以前一樣沒有架子，局中全靠「鬼之副長」

土方維持紀律、處理事務。雖然身為第一隊隊長的沖田總悟時常攻擊土方，揚言

要取而代之，但在關鍵時刻還是以近藤和真選組為重。在「真選組動亂篇」的長

篇，被妖刀控制的土方為了保護近藤及其一手拉拔的真選組，鼓起僅存的意識向

平時的死對頭銀時請求協助，最後合力打敗野心家伊東鴨太郎及在背後操控全局

的鬼兵隊。 

 

三、《銀魂》耽美小說 

3.1 從同性情誼到同性愛 

Henry Jenkins 指出，「slash」的創作手法就是發掘並延伸由同性情誼

（homosociality）過渡到同性愛（homosexuality）的連續面。8 「yaoi」為「諧

擬」（parody）創作傳統的分支，從充斥伙伴與伙伴間熱情的少年漫畫中，重新

詮釋男性情誼，將同性情誼中蘊藏的情色元素攤上檯面。9《銀魂》壯闊的歷史

場景以及角色之間的不解之緣體現同性情誼開展的各種可能性，而其後設的搞笑

風格又為耽美的浪漫帶來反思的自覺，使《銀魂》耽美同人呈現獨特的風貌。 

    「yaoi」一詞源自腐女子的自嘲，自覺悖反社會期待中端莊淑女的形象，對

主流的少年漫畫中進行悖於「常理」的解讀而獲得越界的愉悅。10雖然自嘲 boys’ 

love 衍生創作「沒有高潮、沒有結尾、沒有意義」，然而讀者與作者基於對原著

的喜愛，共享原著脈絡的知識，11而使得乍看之下似乎沒有重點和嚴謹劇情的短

篇創作具備互文性的深度。同人社群的交流也使耽美同人創作具備讀、寫一體及

同儕共享的互動彈性。 

 

3.2 浪漫與詼諧 

《銀魂》耽美同人一方面取材原著，具備衍生作品沿用原著風格與角色個性的特

質，一方面在貼近原著的同時再度詮釋同性情誼，呈現友情與愛情之間難以一分

為二的曖昧。比起其他少年漫畫，《銀魂》搞笑和吐槽的風格使字數大增，所指

涉的社會議題及日文雙關語對海外讀者更是一大挑戰。由衛視中文台中文配音而

引起的熱烈討論可以得知，跨語言、文化保持日式幽默的原汁原味與在地化的轉

                                                        
8 Textual Poachers: Television Fans and Participatory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202. 
9 Jenkins 202; Uli Meyer, “Hidden in Straight Sight: Trans*gressing Gender and Sexuality via BL,” Boys’ 
Love Manga: Essays on the Sexual Ambiguity and Cross-Cultural Fandom of the Genre, ed. Antonia Levi, 
Mark McHarry, and Dru Pagliassotti (Jefferson: McFarland, 2010) 234-36. 
10 Meyer 234. 
11 Dru Pagliassotti, “Better than Romance? Japanese BL Manga and the Subgenre of Male/Male 
Romantic Fiction,” Boys’ Love Manga, 76. 



譯折衝是《銀魂》在臺灣所面對的一大挑戰。12而本研究選擇聚焦《銀魂》耽美

同人小說即著眼此跨文化轉譯的過程，解讀臺灣讀者創作《銀魂》耽美的多方詮

釋。或為重新解讀原著中的事件、重新演繹角色之間的互動，或為自創新事件，

或為較大幅度的更動時空場景的設定，在創作過程之中嘗試探索多種可能性，變

化與原著的距離，享受從近距離出其不意挑戰既定印象的愉悅。 

    惟影（wingdotk）的〈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在個人網誌及批踢踢「BB-Love」

板連載，並且在台灣同人誌販售會（Comic World in Taiwan；CWT）發售。13《銀

魂》原著長篇之一「白血球王」敘述萬事屋三人陰錯陽差進入機器女僕「雞蛋」

體內維修，目的為排除程式病毒。空知英秋再度援引 RPG 遊戲設定公式，刻畫銀

時等人在危機中和「白血球王」由意見相左成為並肩作戰伙伴的過程。惟影以原

著為藍本，將萬事屋三人替換為銀時、土方、沖田的新搭檔，藉同樣的事件鋪陳

參與者的互動，重新詮釋彼此的情誼。文章一開始就以銀時、土方與沖田三人耍

孩子脾氣般的對白點出三人的關係，以之為援引原著的接續點。雖然身體變成一

吋法師般的大小，但三個人的個性顯然並未因此改變。在爭吵之中沖田以手邊的

武器胡椒罐乘隙偷襲土方，造成「船」的沈沒，幸好三人勉強在一片汪洋機油中

著「陸」。 

「話說回來，那老頭子也太過份了吧，有這麼厲害的武器，幹麻給我這根

爛牙籤？」「因為土方先生你做人失敗啊。」彷彿可以看到沖田背後的惡

魔翅膀，少年的笑容怎麼看怎麼詭異。「看來每個人都這麼想呢……土方

先生，你就把副長的位置讓給我，然後順應民意的去死吧。」「你說什─

─」及時按住了瀕臨爆走邊緣的男子肩膀，銀時安慰似的拍了拍對方。「多

串，這有什麼不好啊，這樣我們總算有一種強力的武器，可以對付摸了！」

「是貘不是摸！話說回來，從剛剛我就很想說了，你一直多串多串的叫是

故意的嗎？」14「咦？你不是本來就叫多串嗎？」「果然是故意的啊你這渾

蛋自然捲！」準備要吵起來的兩人，被少年的話打斷。「老闆，土方先生，

那邊有一支插在屁股上的箭。」15沖田指向他們身後的方向，果不其然，看

到一根立得直挺挺的箭，還有箭頭下的人。「箭什麼的不重要吧，底下那

個傢伙是哪來的？雞蛋的身體裡還有其他人嗎？」「先決條件是那是個人

                                                        
12 參見批踢踢「銀魂」板，文章 ID#18PtXlnq 
<http://www.ptt.cc/bbs/Gintama/M.1214740591.A.C74.html>，ID#18Qtr-tf 
<http://www.ptt.cc/bbs/Gintama/M.1215004030.A.DE9.html>，ID#1DdjtMQz 
<http://www.ptt.cc/bbs/Gintama/M.1302257110.A.6BD.html> ，及配音員訪談

<http://gnn.gamer.com.tw/6/31956.html>. 
13 <http://wingk.blog128.fc2.com/blog-category-9.html>. 
14 「是貘不是摸！」惡搞原著中銀時常以諧音隨便稱人名字的習慣，如以「多串」代稱「十四」

或是「假髮」代稱「桂」，而桂小太郎因為反駁銀時成習而變成口頭禪的發語詞就是「不是假髮，

是桂」，在衛視中文台的中文配音台詞為「我不是 GAY，是桂！」 
15 沖田的發言和「眼鏡放置架」論有異曲同工之妙，以反轉重點的落差，將「箭」的重要性置

於「人」之前，而顛覆常規產生趣味。 



類吧。」土方指出了銀時問題中的矛盾點，「喂，萬事屋，你去看看。」

「為什麼是我去？」「因為你是自然捲。」「抗議！在這句話出現的同時，

你已經被全世界的自然捲給怨恨了！」16 

三人因為胡鬧，在尋找白血球王的過程很快就被視為危險份子，直接被押解到王

宮，省去找路的麻煩。一見到「白血球王」，土方開門見山說明來意：「喂，懶

得跟你廢話，快帶我們去打那個貘！我可不想把美好的假期都浪費在這種緊身衣

ＲＰＧ上。」「白血球王」卻回答：「打、打貘？不行啦，你們的經驗值這麼低，

這樣是打不贏的！」「你們要先去西邊的微血管洞窟打一些雜魚病毒，或是去追

幾個漂亮的小妞來提升經驗值……」就在這種網友津津樂道的《銀魂》風對白當

中，17情況突然出現變化，「白血球王」與四周的衛兵逐漸全身變黑，銀時等人被

早就被病毒感染的緊身衣角色所包圍。在三人衝向「白血球王」之時，突然陷入

地下樓層，而在眼前的竟然是和銀時外表一模一樣的「人」。自稱為貨真價實「白

血球王」的角色解釋自己為雞蛋小姐根據心目中最強的人所塑造的形象，打量起

銀時：「我相信雞蛋小姐的判斷，雖然看起來是這樣的人，但你應該是很厲害的。」

在崎嶇如迷宮般的機器內部，「白血球王」率先進入其中一條叉路，沖田隨後跟

上，留下土方無奈的追上走進另一條叉路的銀時。問起銀時面對「白血球王」的

感受： 

「你看那個白血球王，不會覺得很不舒服嗎？」「怎麼說？」「有個傢伙跟

自己長得完全一樣，還說是依照自己設計出來的，要是我的話鐵定無法接

受。」「我也無法接受啊！你沒看見我有多想要賞他一拳、啊不對我好像已

經賞了……」「別跟我打哈哈。」土方冷冷的瞪了對方一眼，「你已經接受

這件事了吧？毫無原則的傢伙。」一陣短暫的沉默。「竟然被你這麼說，還

真讓人覺得不愉快哪。」銀時用小指挖了挖耳朵，再將沾著耳屎的手指移到

嘴巴前吹了一口氣。「不然還能怎麼辦？再怎麼不舒服也只能忍下來吧，何

況那是雞蛋搞出來的，我也沒權利說什麼。」「什麼啊……」看到銀髮男子

一臉毫不在乎的模樣，土方皺起了眉。「你根本沒什麼堅持的原則吧？不管

是你家的眼鏡小鬼還是支那女孩，或者是像今天的這個機器人，你都讓他們

毫無阻礙的進入了自己的世界了不是嗎？」彷彿始終是為了別人而活一般。

                                                        
16 原著從第一卷卷頭語「凡是自然捲的傢伙都是好人」就以銀時抱怨無法改變的天生捲頭髮造

成被差別待遇，作為吐槽的話題之一。一方面點出「以貌取人」的世俗標準橫行，一方面也點出

將事情不順一味歸咎外表即是向此「以貌取人」的標準妥協，怨不得人。 
17 derS：「這篇濃濃的正宗吐嘈風啊 XD  沖田你真的是...(默默豎姆指」（#1B5UxoyX）；derS：

「一定是因為我看得不滿足才會覺得這篇好短XD 期待下篇!」；Kaya0818：「越來越有動畫的

FU了啊 XDDD，好有趣～期待下集 XDDDD」（#1B5umGqG） 



雖然看起來吊兒郎當的，但卻老是為了不是自己的事情，付出了相當多的代

價。像是他們兩個明明水火不容，但在許多時候，這個礙眼的自然捲仍舊幫

了真選組、幫了身為真選組副長的自己很多的忙。土方總是想不透是什麼原

因，尤其對方還有可能是攘夷派的一份子，而真選組跟攘夷派勢不兩立，是

無庸置疑的現實。他這麼做究竟是為了什麼？「誰像土方副長心中只有真選

組呢？阿銀的心胸可是很寬大的。」銀時聳聳肩，「可惜你猜的正好相反，

雖然其他方面可能是軟趴趴的沒錯啦，但我堅持的原則可是自始至終都硬梆

梆的喲。」「……被你一說感覺好猥褻啊。」「那是聽的人的問題。」「就

算你這麼說，我還是感覺不出來你的堅持在哪。」黑髮男子繼續提出質疑。

「那是當然。」因為副長大人也包含在阿銀的堅持內啦──這番心聲，那位

質疑者自然是不會知道的。土方哼了一聲，「範圍大太跟沒有範圍也差不多

了，你真的可以確保你堅持的原則不被擊破嗎？」「我從來沒有說過一定可

以啊。」銀髮男子擺擺手，「只不過，要是沒有真的拼了命去守護它，之後

我一定會後悔的。」在那一剎那間，土方覺得那雙暗紅眼眸中的深處似乎隱

藏著什麼。但再看一次，卻又覺得那不過是普通的死魚眼而已。「哎喲，看

你一臉笨樣，我就知道你聽不懂，只有像阿銀這種成熟的大人才可以了解

啦。」銀時一臉鄙視，「像你這種尚未斷美乃滋的小鬼還有的學～」「──

我砍了你！」 

一路吵架鬥嘴的兩個人，在狹小的通路上仍然不停調侃彼此。然而由土方的質疑

可以看出他對銀時的重視，就算不想承認，土方仍舊無法不關注銀時的一舉一

動，無法不在乎他的想法、越來越在意銀時吊兒郎噹卻又愛管閒事的矛盾。在惟

影的詮釋之下，銀時能夠體察到土方對他的在意，雖然有些無奈土方目前還無法

發覺他對自己的心意以及自己對他的心意，還是默默的「堅持」原則，「拼了命

的去守護」。也許是還不習慣坦白，也不想給對方壓力，銀時選擇讓自己的心意

隱沒在平時若無其事懶懶散散的「死魚眼」之中，用日常的鬥嘴帶過類似告白的

場景。在這個情境，惟影所做的就是在擬似原作的角色相處模式之下，以已達臨

界點友情的心境詮釋越界的曖昧，悄然呈現超乎友誼的可能性。 

    當四人在機器的「心臟」處會合，「白血球王」出乎意料的阻止其他三人往

前，堅持獨自負責戰鬥。正當土方向前責備，冷不防被「白血球王」根據雞蛋小

姐的資訊所得到結論弄得啞口無言。「白血球王」反問土方：「真選組是你會捨

命守護的東西吧，既然如此，怎麼不能體會我的心情呢？」「你們在外頭還有各

自的責任，你們也為此努力奮鬥；要是你們在這裡犧牲了，雞蛋小姐、不、你們



所守護的人們，也會為你們感到難過吧，這個罪我是擔當不起的。保護雞蛋小姐

的責任是我的，你們沒有義務替我分擔。」土方再怎麼想指責對方：「少在那裡

自以為是了」這句話卻再怎麼樣也無法說出口。正在僵持不下，沖田發射胡椒彈

打破沈默：「沒辦法，這是本能反應，因為總覺得看到了兩個土方先生呢。」銀

時也附和：「我完全同意這個說法。那個什麼白血球王的，雖然外表跟我一樣啦，

但其實比較像多串君對吧？」被沖田吐槽：「老闆，你這樣是間接承認你跟土方

先生很像喔。」「啊，是嗎。」惟影在這節的後記解釋道，根據她對原著的理解，

「白血球王」什麼事都要默默自己扛下來的個性和土方極為相似。土方這種寧願

自己扮壞人也要守護重要的人、默默承擔一切的個性在原著「三葉篇」顯露無疑。

而銀時在「三葉篇」以外人的身份聆聽近藤和沖田的想法，在事件的最後參與其

中，並在事件落幕後，土方一個人在陽台靜靜的以吃辣仙貝為藉口落淚時，駐足

陽台一角悄然關注著對方。在《銀魂》原著經歷了第十五、六卷的「三葉篇」及

第十九、二十卷的「真選組動亂篇」之後，理應身為「局外人」的銀時和真選組

已經結下不解之緣，雖然原著的「白血球王篇」並非以銀時、土方和沖田為主角，

惟影在原著脈絡的前提之下重新演繹這段故事，將在原著裡角色鮮明的個性帶入

故事，並像是「補足」那關鍵性臨門一腳般地點出銀時和土方對彼此的瞭解及抱

持的情感。 

    沈重的歷史背景為《銀魂》搞笑喜劇的基調添了滄桑，惟影的〈科技始終來

自於人性〉在詮釋原著時，不單只著墨同性愛情，同時也嘗試發揮胡鬧般的吐槽

風格及操弄ACG文化中RPG遊戲的套路，以由同性情誼過渡到同性愛情的曖昧為刻

畫人物心境的一環。由白夜叉到萬事屋老闆、由真誠坦率到以嘻笑遮掩本心，對

目前的銀時而言，雖然有些話始終說不出口，仍然會堅持守護這許多複雜情感所

依託的歸屬。另一方面，遊戲的設計和軟體的設定作為友情和愛情的對照，在虛

幻與真實之中，人或許也像是上天的棋子般按照早已定案的劇本行動，即便如

此，每次的邂逅仍舊有著充滿各種可能性的契機，在原著及無數個同人衍生作品

中的平行世界上演悲歡離合的百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