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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青春是我的漫畫

貞子

恍如隔世，我們終於完成了桃園縣政府教育局委託設計的青少年性別漫畫《青春之性別快報》！！！一個官方單位有
此誠心，願意讓我們使用青少年熟悉的語言和圖像，還干犯成年人家長和教師對漫畫的惡感和成見，這樣的突破實在
值得我們大力支持。現在，這個痛苦但充實的過程我們完整的記錄了下來，對這種開疆闢土的工作有興趣的朋友可以
在此看到過來人的經驗，也可以分享我們的學習和心得。上一期已經談過寫腳本和通過審核的甘苦經過，現在刊出漫
畫手繪小組的工作過程，相信可以一掃大家對漫畫的輕蔑。附帶一句，就我們的心血而論，這篇文章也可以題為：我
們的青春就是你的漫畫。
（最新消息：這本漫畫目前被桃園縣縣議會嚴重批評為「黃色書刊」，已遭到停止發放的命運，有興趣一觀本
書真面目者請儘快向桃園縣教育局索取，以免該漫畫被查禁後無處可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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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場白：這篇文章是接續上一期＜漫話／漫畫內幕＞的續篇，本來要叫做＜七月怪談――生存之路＞，（因為
我們花了將近七個月來承受製作漫畫的工作，而且還生存下來了，實在是怪談），不過，由於擔心被電影公司
控告抄襲標題，只好忍痛割愛這個題目。話說承辦桃園縣中小學學生性別教育漫畫的工作小組自從在設計腳本
的過程中經歷破記錄的三次嚴厲審核而終於驚險過關後，立刻擦乾了冷汗，把主導的工作交棒給已經滿手墨漬
的漫畫手繪小組。望著坐在一邊呆滯眼神的腳本製作小組，漫畫手繪小組深深感受到眼前的道路不好走。

漫畫手繪小組早已經畫好了人物定裝畫，也在最後一次的審核小組會議中通過了評審的慧眼，此時更是加緊步伐前
進。按照腳本劇情的安排，街景、公車、書店、校園等等都是必要的場景，手繪小組的助理阿卡於是帶著相機去街頭
及國中校園拍照以作為作畫時的樣本──據說阿卡在過程中被公車司機和校警當成問題人物，懷疑他是蒐證的調查局人
員或是收集情報的大陸統戰人員，使他著實緊張了一下，差點掏出學生證的派司套來。

大家可別小看漫畫場景的背景，那些都是一筆一筆畫出來的！下次翻到生動細緻的漫畫時可要對漫畫家致以最大的敬
意。

數字會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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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畫腳本
原稿共兩萬餘字，經歷66次修訂，及電腦當機兩次，
中毒一次

對白 全書9882字（誰說讀漫畫會降低文字使用能力？）

便當 據說共192個（多半為梅乾扣肉及宮保雞丁）

CD 反覆聽瑪麗亞凱莉各專輯總計71次（背會單字25個）

死亡細胞 652774135個（妙鼻貼拔掉的不算）

進口網點
紙

32張，謝謝Carrey的日本觀光阿姨（但無法報帳，抱
歉）

超額電費 工友說至少有4531元，因為小組挑燈夜戰了三個星期

紙張 影印（大約）8937張，漫畫稿紙405張，隔頁紙200張

黑眼圈 共計103個（除熬夜外，有一個是撞到晒衣竿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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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場白：數字會說話，不過說不清楚，還是得靠文字來解釋一
下。腳本製作小組忍辱偷生，再度肩負起狗仔隊的任務，繼續
「驚爆內幕」。狗仔隊員一號，代號俗辣雞，是＜變性檔案＞的
腳本撰寫者，與手繪漫畫者小兔合作。狗仔隊員二號，代號兔子
饅頭，是＜青春情事＞的腳本撰寫者，與Carrey及阿卡搭檔。

〈本刊住中大後門記者???????????????????????? 俗辣雞 獨家報導〉

一邊吃著雞排，一邊看著《柯南》，俗辣雞和她的漫畫搭檔小兔就在一個
風和日麗的傍晚，談起當年畫＜變性檔案＞的甘苦。談著談著，小兔覺得
還是看《柯南》比較好，於是搬回電視機前，只剩下俗辣雞一邊啃著吃了
一半的雞排，一邊繼續回想下去： 
俗辣雞在整個漫畫製作過程中最大的感受就是：「趕」。而趕稿也是漫畫
手繪小組接下來最大的工作心得。每週一次的聚會只見腳本製作小組成員
一邊吃著便當，一邊痴痴的等著漫畫手繪小組成員到來，等得望穿秋水、
憂心如焚，好不容易終於等到了，只見翻開畫夾的小兔大叫一聲：「哇，

我忘了帶原稿了？怎麼辦？」能怎麼辦呢？還好阿彌陀佛有保佑，小兔總會帶來構思塗鴉的草稿，也只好就著草稿討
論畫作和腳本間的距離和問題囉！

小兔在台北唸書，除了每週一次的聚會能夠見到她的人之外（當然重點不在見人，而在見到畫稿），也只能用電話聯
繫，可是電話就只能用說的，等到看到原稿，哇！（冒冷汗）那會差這麼多？！

用電話只能連絡感情，俗辣雞也只能透過電話傳遞溫暖而無啥路用的關懷，習慣性在最後露出馬腳：「妳…現在進度
如何？」電話另一端的小兔也只能發出痙攣的笑聲：「哈哈哈，還好啦，下星期一交出三十頁完稿應該沒問題吧！」
「哈哈…加油！」「哈哈…謝謝！再見。」



放下電話，仍然不能放心。那一次小兔畫好的完稿竟然沒帶到討論現場，大家只能就著草稿籠統的談──很多還是未完
成，而且未完成的草稿從粗具大略輪廓，到只畫好了格子，或者還沒在格子內寫上台詞的都有──基本上，那種只有格
子和台詞的空白畫面最難討論。

小兔作畫的順序是先讀腳本，揣摩腳本的意思之後，再畫出大概的輪廓，之後再和我溝通，然後修正草稿，然後再溝
通，再修正，直到雙方滿意後再把大致底定的草稿搬到完稿上。也就是說，＜變性檔案＞的漫畫手繪者和腳本寫作者
之間的溝通，需要有「樣」（完整的草稿），否則溝通的過程就會增長，而誰都沒有那個美國時間！

根據我的記憶，除了小兔住得遠以及偶而的健忘造成的溝通不易和問題之外，小兔實在是個很好溝通的合作夥伴。時
常在經過討論後，發現某些畫法不太符合我的原意，這時小兔常常就會適度的修改原稿，在不影響漫畫基本要素以及
小兔個人的美學原則下，小兔通常會讓步。剛開始時，按照頁數比例計算，我認為一頁有五到六格算是比較合理的分
配，於是小兔規規矩矩的每頁畫五到六小格，格子以長方形居多，只有大小的區別。由於這樣一成不變的格子看起來
像是大大小小的水泥公寓，於是在我暗示加上明示後，框格就有了很大的改變：有小格鑲嵌在大格之間，有不加框的
格子，菱形格，人物破格，還有波浪形格。光是格框看起來就很活潑。

不過，小兔也有她的堅持，在漫畫的29頁，我的原意是要把那些群集在一起才會作威作福欺負人的「耍帥黨」金剛合
體成一條龍狀，小兔覺得這樣畫不僅浪費時間，而且依照她的畫法不能做最好的呈現，於是最後就依照小兔的觀點來
呈現這一幕。

另外，小兔的畫風是以可愛、美麗取勝的，所以我們為了最後一頁阿正從電影院整人
出來的屌樣就溝通了很久。本來小兔要把這一幕畫成甩著（其實俗辣雞覺得依小兔的
意思畫出來應該比較像是用「轉」的）小花傘、拿著小包包的阿正向著夕陽歸去（好
塞呀）！但是俗辣雞希望此刻的阿正是用力甩著淑女包，大剌剌的動作，外加一臉痞
樣的表情。小兔只有一句話：「那太醜了！」

當兩人的思想在兩極之間時，我們的策略就是各讓一步。我讓阿正做出雙手合併，食
指指向讀者的姿勢，小兔則把阿正的臉畫得很可愛，背景再加上好幾朵花，左上角則
畫上右手斜勾包包、背對讀者的阿正。還有，夕陽不見了，因為沒有夕陽就比較不太
像結尾，也正好呼應了漫畫最後的一段話──期待下集。（如果可能的話，在第一集
中塞不進去的小梅本尊將會出現喔！）

小兔畫畫也有「偷懶」的時候。細心的讀者可能會發現有些格框一整格就只有對話，
只在對話框內加上說話者的Ｑ版小頭，以表明是誰在講話。不過根據小兔透露，這不完全是畫者偷懶，而是有實際考
量的，因為有時腳本的描述太繁複，或是對話太多，而分配到的格子又太小；與其畫得很複雜，破壞畫面，不如畫上
可愛的Ｑ版小頭，反而有另一種喜感。的確，這種簡單扼要的方式不僅保持畫面清晰，而且使得對話框更加活潑生
動。

作者和畫者間的溝通已經是跨領域的難，還好溝通的時間頗長，慢慢的也就比較能夠了解對方的思想和語言。等到截
稿前兩、三星期，何老師把小兔畫好的原稿和還沒定稿的草稿拿去，抽樣給幾個路人甲乙丙看，並徵詢她們的意見
時，才發現這是一個更大的考驗：路人觀看的結果指出幾個看不懂的地方。這下代誌真的大條了，因為時間所剩不
多，而看過的路人也只說看不懂，到底哪裡看不懂？就要我們這些本來就覺得「應該很好懂」的作者去猜測。

於是，小兔和我重新看過畫稿，想像格與格、頁與頁間的連接，想像沒有頭（有些人物強調部份身體，部份增大的結



果，就是少了以之辨明身分的頭）的人物是否容易混淆，想想簡單的對話是不是
沒有交代清楚……一路看下來之後，改了幾個地方：在只有部份身體出現的格子
裡加註這是誰（例如漫畫31頁最底下兩格加上了「這是阿彪的手」「這是YUMI
姊妹的手」）；也運用了在對話框中加上說話者Ｑ版小頭的方式，讓出處更明
顯；至於49頁遛鳥先生因不堪被忽視而變成鳥的一幕，雖然也有路人看不懂，原
則上就只用九號字體加註小標「變成鳥了！」我們一致認為看不懂這一幕的人可
能真的缺乏某種欣賞漫畫的幽默感，為了不犧牲大多數看得懂的人的享受，繪圖
部份就保留原樣了。（其實，看不懂漫畫是很有可能的，看不懂的部份在遛鳥先
生這一個單元裡出現最多，48頁中間，遛鳥先生因為小女孩們不理她而發出感嘆
的俳句，這是小丸子的爺爺櫻桃友藏最常講的話。結果就有人看不懂，我們因為
考慮到或許小丸子卡通不像我們想像的那麼風行，於是在圖框外加了九號的小
字：「這也是ＸＸ小丸子的爺爺常常講的話。」同一頁最下一格表現遛鳥先生繞
著小女孩們展示自己的身體，小兔畫了三個遛鳥先生，外加圓弧狀的線條表現動

感，結果評審先生們就誤以為怎麼有三個人？這是文化上的差異或代間差異，我們不得而知，不過這一幕就不再更
動，看不懂的人就自求多福了。）

改好了讓人不懂的地方，問題還在──仍然是拼命趕稿的問題。小兔沒有
助手，而且這是小兔的處女作，而且在此之前她並沒有真正畫過中篇或長
篇的漫畫，卻要在短短的兩個月之內完成五十頁的漫畫，的確是個很大的
挑戰。偏偏就在截稿前兩三星期，碰上小兔期末考。考試可以隨便應付，
只要考試那天人有到試場就好了（不會的大不了擲骰子，再不然就下學期
重來），可是期末報告就得花點時間掰──那真是屋漏偏逢連夜雨的日
子。就剩下不到三星期的時間，小兔只完稿了三十頁，還剩二十頁連草稿
都還沒底定，每吃一次免錢「便當」，俗辣雞的心就跳得更兇，冷汗就淌
得更多，因為小兔實在住得太遠了，遠到俗辣雞無法表達任何實質的愛
心，比如說送送茶水、便當、點心、宵夜、補品等等。如果能有幫助的話，腳本作者也想通了，就算獻身都沒關係！
不過，最後還是想想而已，畢竟不是所有人都適合這樣的工作，為免得到反效果，就算了！

截稿那個星期最難捱了。其實，那也不能算是截稿日，好心的何老師看到在痛苦邊緣中掙扎的作者群，慨然應允延了
兩星期截稿，漫畫手繪小組的成員才能有一個星期好好的考她們的試，寫她們的期末報告，然後，漫畫手繪小組就在
「性／別研究室」另闢戰場，挑燈夜戰。常常，俗辣雞在吃過晚飯後，和兔子饅頭攜手送便當去，走到文學館樓下，
看到性／別研究室放出光芒，循著光線走去（不是巫婆住的地方），看到另一個漫畫手繪小組正揮汗趕工中，瑪麗亞
凱莉的歌聲令人覺得像身處在候車室中，被迫聽著火車出站進站的隆隆聲（這裡絕對沒有批評瑪麗亞歌聲的意思，實
在是音樂放得太大聲了，所有聽到的人都不禁精神緊繃。俗辣雞想到小時候讀過的生物課，175分貝可以殺死老鼠，不
禁懷疑起自己是不是老鼠？）

看到另外那組這樣拼命，俗辣雞不禁一陣緊張。一路飛奔回家，拿起電話就打，卻也只能重複無三小路用的加油，以
及聽到痙攣的笑聲保證。

在截稿前一星期，何老師說要先製作一本「假書」（其實就是把原稿影印，自己加上簡單封面），送審用的。這本假
書一切都自己來，俗辣雞又有了新工作（當然，為手繪者鼓勵打氣仍然持續進行），就是把所有的對話打字印出，剪



下、貼在影印後的原稿上、再影印，然後裝訂成書。因為這本假書的內容雖然不必是完整的修正定稿，卻也要有一個
大致底定的「形」。

等小兔她們把「形」定得差不多時，也到了假書應該交出的時刻了。俗辣雞在電腦打字上面很澎風，可是因為手拙，
遇到手工部份時，手就打結。五十頁的對白一共需要萬把字，要算好字數，剪下與框相當長短的字條，每一條至少要
剪三刀，剪完還要貼進小小的對話框內，那真是一種酷刑！俗辣雞的手「抖…抖抖…」的剪著、貼著，眼前的字體一
會兒清晰，一會兒模糊，有時剪到雞爪，有時黏到雞臉，有時字條21頁的對話貼到23頁去，因為、因為，天呀！已經
半夜三、四點了，還有好幾頁呢！膽小的兔子饅頭還撞鬼了，說當俗辣雞上三樓去打字時，她自己一人在「性／別」
趕工，好像聽到有人敲電話按鍵的聲音。不知道是我耳背，還是我也快變成瞌睡鬼，反正橫豎都是鬼，鬼鬼一家親，
我再怎麼仔細努力聽，就是沒有聲音！我以「羅大佑」換下「瑪麗亞凱莉」，唉！這才是我的青春呀！！

隔天十點多，終於假書的對話字串完成。何老師認為還應該再加上兩、三個分
隔頁，於是俗辣雞和兔子饅頭依照各自故事的走向，區分了幾個單元，加上小
標，然後把每個小單元中認為足以代表的圖製作成背景（這是＜變性檔案＞的
做法，＜青春情事＞則以瑪麗亞凱莉為分隔頁的重心）。然後，為了慶祝這些
天以來的辛勞，俗辣雞回家倒頭就睡，睡到天昏地暗，恍恍惚惚，不知今夕何
年。因為，一切終於結束了！哇哈哈哈！

結果，俗辣雞還是算錯了。（有句俗話說得好，沒看到成品前，永遠不要放下
心。）那只是暫停的休止符罷了，書的完成須進印刷廠，而進印刷廠之前要先送美工。作品在美工家的最後一刻，我
們還要參與，因為在出書前，我們還有修改校對的機會（「好還要更好」不只是一首歌，還是我們工作期間的座右
銘）。美工住在台北，她把我們畫好的原稿掃進麥金塔電腦中，把對話框內的字檔輸入，然後再一點一點的微調修
改。修改的過程很繁複，美工操作電腦軟體的手卻很熟練，看得我們佩服得五體投地。

我們和美工之間的溝通就是兩組人馬各自坐到電腦前，一頁一頁的審視，挑出對話和圖形之間有沒有問題，或是臨時
想要改變字體。做「假書」時因為趕工，所以在黏貼對話時有的漏貼，有的少貼，有的錯貼，這時就可以補救。而且
當時俗辣雞和兔子饅頭是用Word文書處理寫的稿，打好字後放到事先已經畫好的對話框中，要用幾號的字很難估算，
做出來的成果因此差強人意，不過有時字體太小顯得對話框太大，有時一些特效也做不出來。這時在美工手上，因為
圖文並置，再加上美工用的pagemaker編輯軟體比較好，可以做更細緻、塊狀的剪貼，有些字體就可以做出想要的特效
來。於是我們重新仔細的再思考最好的改變。最後當兩組工作人員都心滿意足時，已經在美工家待了七、八個小時以
上！

在離開美工家之前，我們看到了美工電腦輸出的《青春之性別快報》的封面。原本是由小兔在「假書」完成後以及去
美工家前的那段時間內另外畫的，上了彩色。美工把這張圖縮小置於封面的中下方，另外取《青春情事》的一些代表
人物共同組成全圖，配上背景色彩時，真ㄅㄧㄤ‵呀！

書印好時（真的！美工完工時，我們也就完工了），俗辣雞送了幾本給親朋好友，也問過幾個看過的人，反應都還不
錯。因為這本主要是桃園縣政府資助發給桃園縣中小學校學生的漫畫，我趁上次「性／別研究室」應教育局之邀舉辦
的「教師性教育工作坊」之便，問了幾個來自桃園縣的老師，聽到的消息大致令作者欣慰：學生反應奇佳，有的班級
還由真人演出角色扮演，以收成效，不過也有些老師在拿到書的時候不敢遽然發給學生，整捆的寄放在學校的輔導
室，靜待「風向」如何吹（俗辣雞不知怎的就想到了戒嚴時期）。

俗辣雞的半塊雞排終於吃完，也喝完了稍嫌太甜的金桔湯，小兔正好看完《柯南》。我回頭對小兔說了一個祕密：



「有個朋友說阿彪上了石膏的腳不是那樣畫的…」「為什麼？」「她說上石膏跟穿
靴子不一樣，醫生不會把褲腳塞進石膏裡。」「……」（這絕對不是俗辣雞和小兔
的知識太缺乏，實在是這個朋友有切膚之痛，她的腳上過石膏，跛了好久，所以能
以專業的眼光看到這小小的一點瑕疵。為了紀念她曾經有過的跛腳歲月，特地把她
的專業批評抖出來，以饗讀者；不過，到目前為止除了她之外，倒沒有聽過第二個
人有此發現。） ?? 
 

Ｐａｒｔ　３

＜本刊駐學校後門特派記者??????????????????? 兔子饅頭 獨家報導＞
記者很榮幸地撞見正在性／別研究室吃草莓蛋糕的漫畫家Carrey，於是二話不說地
把他捉來做獨家專訪。以下是兩人閒聊的重點記錄。

早在第一次的親密接觸時，我們之間就有著難以跨越的藩籬…嗯，我是說，從一開
始跟Carrey討論劇本時，就發生許多爭執，需要進行多次的溝通。除了兩個人自身
性格、創作理念不同之外，很大的因素是文字工作者與圖像工作者的表達媒介不
同，著眼點也相異。簡單說來，我要的是在這五、六十頁的篇幅內盡量塞入性／別
教育的理念（包括提出問題、給予可能的解決方式、傳達觀念等），同時得兼顧故
事的流暢可讀性及情節的合理完整性（Trust me，這真的很不容易）。而另一方面，
Carrey身為漫畫家著重的自然是「如何畫出一本精彩的漫畫」，不只是要故事引人
入勝、人物生動活潑，還得模擬讀者閱讀的狀況，這也真的很不容易。兩個「真的
很不容易」撞在一起的效果，不是困難度相加，簡直就是相乘。總而言之，這叫難
如登天。

比方說，我在寫稿的時候完全沒有考慮到某幾段只是女主角在和同學聊天而已，
（小說不是每個場景的人物都不同嗎？）畫出來的圖像會是連著好幾頁都沒有其他人，構圖因此會顯得單調。我也沒
想到，比較霹靂的圖最好出現在翻頁的第一格，效果才明顯。如此一來，劇本就得做許多更動了。我當然不願意啦！
除了「偷懶」這個潛在因素之外，主要也是因為若要照Carrey的圖像要求作更動的話，就很難兼顧情節的發展及篇幅的
掌握了。（短短五、六十頁的空間要處理性別身體觀念、尊重個體差異、陌生人性騷擾、熟識者性騷擾、師生善意互
動、學生之間善意及惡意互動、意外懷孕、避孕、去胎、感情相關事件處理…天哪！）

在這樣的狀況下要有讓雙方滿意的結果實在很難，深入而冗長的討論是免不了的，最高記錄是我們從中午十二點開會
討論到晚上七八點，開完會就累得虛脫。當然，開會充其量只能商討出解決的方式，並不能解決問題，我們還是得在
繁重的課業壓力下繼續撐著完成開會的決議。結果是──漫畫令人滿意的出刊了。Carrey 上課來去匆匆，有時還蹺課，
期末考自然而然地掛掉了；我則是每個星期趕著翻翻課本，匆匆地打份報告丟給老師（那堂課剛好是何老師開的，也
就懶得多做解釋了），至於說已經研二了，打算哪時候畢業等等，就就就…就不要逼我了！



說到漫畫的內容，Carrey設計的人物五官、身體特徵明顯，個性也都大相逕庭，易於區分，
讀者就會對每個角色都有深刻的印象。Carrey的風格如此，他的助手阿卡似乎就有點不習慣
另一位漫畫家小兔的唯美風格，阿卡說：「＜變性檔案＞裡怎麼連小癟三都這麼帥！」
Carrey平時畫的是少年漫畫、少女漫畫（人物都帥帥美美，連頭髮都會放電的那種啦！），
這次因為考慮到讀者是國中、國小學生，所以人物設定偏向可愛的Ｑ版造型，但是由於跟他
擅長的畫風不同，畫來難免有些生硬。（也就是說這一型的漫畫不能代表他真正的水準
啦！）據他自己透露，其實＜青春情事＞的最後一頁才能展現他平時的繪畫風格。

等一等，是不是有人在問什麼叫少年、少女漫畫、什麼叫Ｑ版？

簡單的說，少年漫畫跟少女漫畫除了題材不同外──這不用多說了吧？──少年漫畫的情節緊
湊，有時會很誇大或搞笑，而少女漫畫則是著重於人物細部的肢體動作、氣氛的營造等等，
一般說來節奏比較慢。而Ｑ版的人物造型比較活潑可愛，當然，就比較不是帥哥美女啦！少
年、少女漫畫裡的人物大約是七頭身或八頭身，Ｑ版的大約只有五頭身或六頭身……什麼！
還是一頭霧水？啊？連什麼叫五頭身、八頭身都不知道？這這這……你跟青少年怎麼這麼有距離呀？你可以再靠近一
點～～算了，自己加油吧，我懶得說了！

Carrey還有提到，在這本漫畫裡有些圖是他以前沒畫過的，畫起來就會很吃力。例如劇本中有一段是女主角月花誤以為
自己懷孕了，無法面對社會壓力而想跳樓自殺（這時正是高中女生廖曼君傳出殉情跳樓消息的時刻），月花坐在窗邊
向下看的那一幕，就讓Carrey傷透了腦筋，因為他沒畫過由上向下鳥瞰的圖，儘管事先有拍攝參考照片，單單那一格還
是得花了三個小時繪製、修改。（這又可以看出文字表達要轉換成圖像的困難度，我當初寫劇本時只花了不到十秒鐘
在鍵盤上敲出「月花坐在窗邊向下看」九個字。）

除了這種鳥瞰圖難畫之外，人物肢體動作、表情、整體構圖等等也都需要投入
大量心力，大家看漫畫時恐怕都沒有注意到人物、情節之外的部份，舉兩個最
簡單的例子來說吧！例如：

格子的劃分：成品是幾開的版本、每頁要幾格才能讓讀者看得舒服、哪些格要
方方正正、哪些格又要斜切成不規則形、哪幾格為了突顯動態效果要破格……等
等，都是漫畫家需要考慮的問題。

網點的運用：人物的頭髮、衣服、背景等等，都需要選貼不同圖案的網點，依
照不同的情節還要把網點切割成弧形、花瓣形，依照人物肢體及建築物的外
型，還得要割出不同的形狀當作陰影，有時還要用橡皮擦將網點擦出想要的形
狀或是擦淡一點才能達到效果。除了選網點、加工以外，將網點從網點紙上割
下來貼到草稿上也很不容易，首先要割下大概的形狀，這就要靠精準的判斷
力，割大了很浪費，割小了更浪費。（請注意：網點紙B4小小的一張要一百多
元，而每一小格漫畫都要貼一種以上的網點。）再來要將網點貼在圖形上（這
大概算是最簡單的了，但是手拙的人照樣貼不好），然後用美工專用的筆刀沿
著圖形的邊緣割除多餘的網點。（這真的很難，眼睛要銳利，下手力道要拿捏
得當，割太深會傷到原稿，力量不夠割得斷斷續續的就很難撕了，而長時間貼網點或是割細部圖案，非得靠「透寫
檯」不可，否則眼睛會很吃力。阿卡就說，這幾個月割下來，眼鏡度數都增加了。呀～對了，透寫檯是一個像小桌子



般的檯子，光線從桌面下投射出來，放在檯子上的稿件或網點就會晶瑩剔透了。）最後要將多餘的網點紙從原稿上撕
下來。（不要以為這很簡單，網點很薄，又有背膠，要是之前一個步驟沒有割得很完美，用手輕輕一撕就整塊都毀
了，就算割得很精緻、撕得很完美，小塊的網點照樣會神不知鬼不覺地黏到別的地方去，然後就會看到人物的頭髮少
了一撮、眼珠也不見了……）

 

除了這些精細、繁複的工作之外，有些困難與麻煩是難以預期的，例如「臨摹實
物」。Carrey跟阿卡在畫之前跑遍中壢市取景拍照，照著照片畫，當然難不倒我
們偉大的漫畫家，但若是要照實物畫，就會有問題了。這倒不是說立體的東西比
平面的難畫，而是……是其他的因素啦！故事中的女主角發現月經沒來，就買驗
孕卡回家自己驗，Carrey和阿卡都沒看過驗孕卡，只好去屈臣氏買了特價品來
畫，但是驗孕卡的測試反應很難表達（或許是因為找不到懷孕的人來讓試劑呈陽
性反應），最後決定只畫包裝外盒，驗孕反應就只表現在月花臉上就好了。至於
那片沒派上用場的驗孕卡呢？由於他們兩人都不會懷孕，所以就捐給性／別研究
室了。「實物模擬」的問題是如此，「食物模擬」的問題就是另外一種了。由於
大家都愛吃炸雞排，我在寫稿時就設計了麗君吃雞排長痘痘的情節，目的是要探
討外觀及個人形象的問題，Carrey跟阿卡就買了雞排回去畫，問題就出在雞排實
在太香了，等到要畫的時候發現雞排已經吃掉了……

常看漫畫的人一定會發現一本漫畫中通常會有幾格是一樣或相似的。不要懷疑，
沒錯，那是用印的。在＜青春情事＞裡，Carrey也用了這一招，不過每一次用的
目的都不一樣。像故事開頭月花和麗君上學的圖像，後來也有出現相似的，那是為了突顯某個人面臨了惱人的問題，
所以心情不好，而另一個人如何跟她談。故事中月花誤以為自己懷孕了，她和男友大威都很擔心社會壓力，而她們兩
人擔心的問題不同，這是要顯示社會對兩性不同的看待；Carrey在表達她們兩人不同的想像時，也是採用很類似的構
圖，以強調這種對比效果。還有像女主角月花進房間的畫面及跳樓前的鳥瞰圖，第二次都是用印的，因為進的是同一

個房間、跳的是同一棟樓，而這次影印的目的呢，是為了要偷懶。

 

隨著截稿日的逼近，壓力越來越大，但工作進度卻一直快不起來，到後來緊鑼密鼓
的階段，Carrey的作息都在大家的掌握之中。他不能上網閒晃，不能出去玩，下了課就只能關在宿舍拚命，晚餐由我買
好送去（有時研究室剛好有中午吃剩的便當，就用微波爐熱一下端去餵他）。除了洗澡、上廁所之外，Carrey的身外之
事大概都由其他工作人員代勞了。到了最後幾天，Carrey跟阿卡整天都泡在性／別特闢的「密室」狂畫，大家就三不五
時遛過去安慰安慰他們，順便送一點食物作實質的鼓勵。當然Carrey也會想辦法鼓勵自己，他不停地放偶像瑪麗亞凱莉
的音樂，畫故事中的健教老師也都是用瑪麗亞凱莉當模特兒（畫得真的很美喲！）大家有沒有注意到？漫畫的94頁到
97頁根本就是瑪麗亞凱莉的寫真集嘛！

學校有鬼！Carrey說他有一次一個人留在性／別研究室畫到半夜（那時助手阿卡已經跑回宿舍去補眠了）。他畫著畫
著，就聽到有人敲門，過去開門時，竟然……竟然沒有人！他回想剛才也沒聽到走廊上有腳步聲，再說，大半夜的，
會有誰來呀？想想心裡不禁毛了起來，他趕緊把音樂開得很大聲壯膽，讓瑪麗亞凱莉的歌聲幫他「鎮宅」。

天哪！沒想到我們都有類似的經驗！話說最後一夜（就是第二天漫畫稿要送去影印送審的前夜），大家都得到性／別



研究室去輪班守歲。等到Carrey和阿卡畫完圖稿已經兩點了，我跟俗辣雞就得在半
夜騎著撿來的腳踏車直趨文學館去接大夜班，連自己都很佩服自己（不只是因為寒
冷的冬夜還爬得起來，更厲害的是閉著眼睛騎車居然也沒出事）。我們的工作是要
為每一格漫畫打好並貼上台詞，再做最後的檢查。後來俗辣雞到三樓的研究室去用
電腦時，我一個人留在那間半夜會有人敲門的房間剪貼台詞（我之前並不知道有這
回事，否則打死我也不敢一個人留在那裡），貼著貼著，竟然聽到隔壁甯老師的研
究室傳來按電話鍵的撥號聲，我我我……真是嚇死了，真怕聽到有人「喂」一聲然
後開始講話。

剪著剪著、貼著貼著，窗外的鳥兒叫著叫著，不知道為什麼天也亮著亮著……總而
言之，我們到天亮都還沒完工，真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事要做。等到我們貼完
已經七八點了，還得要檢查、整理好原稿並影印一份做備份，整個工作告一段落
時，就聽到走廊上傳來腳步聲（這次我不怕，因為天已經亮了），原來是何老師來
了。何老師還問我們怎麼這麼早來！（這個問題真是傷人！）等到助理阿靜來了以
後，大家再把稿件做最後的檢查，又忙了一陣子，終於順利地把原稿送進印刷廠。
抬頭看看鐘，已經早上十一點了，唉～熬夜工作了九個小時，怎一個慘字了得！

「趕完漫畫有什麼感覺？」我問Carrey，也問
自己。我們的答案一樣，一個字，「爽！」這大概就是從工作中培養出來的默契
吧！

出刊以後許多報紙都有相關報導，一家晚報還把這個消息放在頭版大幅報導（還
有瑪麗亞凱莉老師的特寫喲！），聽說這本漫畫也得到很多學生的好評，還有的
老師用漫畫當做劇本讓學生演戲。想想也真的蠻開心的。

我覺得這本漫畫很有特色，除了性別平權的理念比一般相關書籍進步很多之外
（雖然已經聽從上級指示改得保守許多了），另一個大特點是「不說教」，一般
教育單位出的書都充滿了教條，無形中就擺起了權威的架子。（我們搞的是平權
教育耶！怎能再繼續複製這種權力不平等的教育理念？）坦白講，保守說教的書
根本沒用，既不切實際也不討讀者喜歡，從前那套百年不變的樹人方式要是有
用，還輪得到我們來製作新教材嗎？幾個月後，回頭想想那段辛苦的日子，再翻
翻我們的成果，不禁覺得當初的努力真的沒有白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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