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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漩渦鳴人」隱喻解析自性化歷程： 

榮格理論的觀點與應用 

林倩如* 李佳儒 

 

摘要 

「火影忍者」為連載多年之卡漫故事，在日本、大陸、香港、台灣等地區深

受歡迎。而劇中主角「漩渦鳴人」與諮商實務中，可能遇到的青少年個案有著相

似的狀況；然而，隨著故事發展，他從莽撞、闖禍、學業表現不佳等特質，轉變

為照顧夥伴、融合內在負面力量與修鍊內在心理議題，也成了故鄉的英雄。因此

本文試圖以榮格分析心理學的角度來理解漩渦鳴人的自性化歷程與此角色背後

的意識形態，並探討在青少年諮商實務上的助益與可能運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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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火影忍者」是一部在日本、華人、甚至歐美地區深受兒童和青少年歡迎的

日本漫畫作品，從 1999 年開始連載至今已十多年，而劇中主角「漩渦鳴人（簡

稱：鳴人）」更入選為 2006 年《NEWSWEEK》日文版特集中「全世界最尊敬的

100 位日本人」之一員（維基百科，2014a；維基百科，2014b）。藉由漫畫連載

十多年，且主角被票選為最受尊敬日本人之一，可見此漫畫作品對兒童和青少年

族群之影響力。 

由於筆者與兒童青少年個案工作之故，開始接觸此漫畫並深受吸引，劇中主

角從原先一個衝動、魯莽、讓師長傷透腦筋的闖禍兒童，以防衛的姿態追尋存在

的價值，在經歷內外在的種種挑戰後，逐漸獲得重要他人的認同，轉而能夠關心、

同理他人，並肯定自己存在的意義。主角的心路歷程、行為特徵和轉變過程，都

近似於筆者於實務工作裡陪伴青少年兒童個案的歷程。 

在心理治療的發展過程，童話故事、隱喻和卡通很早就被使用為與個案連

結、溝通的媒材（O’Brien, Johnson, & Miller, 1978）。此外，引導個案閱讀特定的

小說或書籍，透過觀覽與討論和自身相似的故事角色性格與情節衝突，以協助個

案多元性的理解和因應其自身的困境，此方式已被長期發展並視為有效的治療策

略之一（Gregory, Canning, Lee, & Wise, 2004; Newton, 1995）。然而，隨著時代的

變遷，影像作品與觀覽成為社群意圖和概念傳達的重要媒介之一，以電影或動畫

為溝通素材的治療模式開始得到重視。影像治療（cinematherapy or videotherapy）

是指，以電影或動畫作品作為隱喻的素材，在個案較為舒服和安全的狀態下，有

距離地觀察、體驗與自己遭遇相近的議題，進而連結、比較和個案生活經驗的相

同處與差異點（Hesley, 2000）；而個案藉由指認、貼近與細究和故事主角於性格、

意圖、需求、渴望和困頓等的共鳴處，促使其潛在的複雜情緒和內在衝突得以清

楚地被個案認知和表達出來，進而能對舊有的議題開展新的認識與解決策略

（Sharp, Smith, & Cole, 2002）。 

對正在發展抽象思考能力的青少年來說，以具體、可操作素材為核心的遊戲

治療，對其情感的吸引力逐漸降低，但青少年又尚未能完全精熟地使用語言來表

達和探索抽象的內在困境。此時，可視覺化和具有想像力圖像、音樂和劇情的電

影、短片或動畫，或許能貼近青少年個案的需要，作為助人工作者和青少年工作

時的選擇之一（Pehrsson, Allen, Folger, McMillen, & Lowe, 2007）。再者，學者

認為，電影和動畫又是少數能提供豐富的關於青少年圖像、情感、關注和行為特

性的作品媒材之一（Stern, 2005），更容易得到青少年的注意和認可。例如日本的

「新世紀福音戰士」、「神隱少女」等動畫，都是以青少年為主體，探討追求個人

的慾望的本質、人的限制、意義與認同的漫長旅程，影片中包含了豐富的科幻想

像與日本歷史文化元素，題材包括：戰爭與和平、生與死、愛與恨、認同與迷失

等，也引發許多關於哲學議題和心理分析的討論（Drazen, 2005; Miller, 2012），

顯示日本動畫的創作不僅具娛樂功能，而具有某些神話和童話的功能，反應現在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99%E5%B9%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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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的集體情結、潛意識與心靈結構。 

此外，榮格理論對於視覺化隱喻的看重更甚於抽象的語言，其協助個體透過

視覺化的隱喻，有意義的連結內在的世界與外界的真實（Green, Drewes, & 

Kominski, 2013），這與青少年的發展特性和需求是一致的。 

  是以，本文試圖整理榮格理論與影像治療於青少年諮商實務上的觀點和運

用，呈現並分析「漩渦鳴人」隱喻，並以榮格理論的自性化觀點和歷程加以理解，

進而探討在青少年諮商實務上的助益與可能運用的策略。 

 

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文獻回顧法，使用 Jungian（榮格）、cenematherapy or videotherapy 

（影像治療）、adolescent counseling（青少年諮商）、metaphor（隱喻）、art therapy

（藝術治療）等關鍵字，於 EBSCOhost--ASP、SDOS、SDOL、PsycINFO、

PsycARTICLES、ProQuest Digital Dissertation Consortium、CEPS 中文期刊電子期

刊等資料庫，閱讀與整理榮格理論、影像治療於青少年諮商的相關文獻與重要觀

點；並納入筆者的實務經驗，藉由呈現和分析「漩渦鳴人」隱喻和榮格理論的自

性化觀點和歷程，探討此動漫作品在青少年諮商實務上的運用。 

 

參、榮格理論、自性化歷程與青少年心理危機 

 

  就人格發展來說，青少年期是個體發展自我認同的時期（Erikson, 1968）。

榮格認為，青少年期是快速發展人格面具（persona）的時期（Eisendrath & Albert 

Hall, 1991）。根據 Hall（1983）人格面具乃是個體順應社會期待與自我要求所發

展而出的一組角色，位於意識表層並在生活中持續地被運用，有別於內在真實的

經驗，功能在於作為外在世界與自我（ego）的中介和調停者，用於適應和回應

外在世界的要求。人格面具的發展，來自於在幼年和兒童時期裡，個體與他人的

互動、重大的挫折或創傷事件、對父母和手足的認同，以及朋友和社會角色的期

待等形塑而成（Eisendrath & Albert Hall, 1991）。在這個過程中，與人格面具牴觸

的感受、想法或情緒，不斷地從意識中被分離出去，在無意識裡聚集成人格的陰

影。由於個體對這部分自我雖有認同但難以接受的矛盾，引發對陰影強烈的焦

慮、恐懼、羞恥和難以面對的情緒。而游離在意識層面外的陰影，在不受意識層

面的掌控下，在無意識中持續發揮負面的力量。人格面具有積極性的社會適應功

能，然而，若過度發展、發展不全或過度認同，則會造成自我的混淆、迷失與失

調（Hall, 1983）。因此，能否發展和適當運用各種人格面具與整合陰影的力量是

青少年心理健康適應的重要課題。 

此外，青少年期也是性別發展的重要時期，而在這個過程裡，個體內在於性

別認同過程裡不被認同的特質，會被排除於意識之外而聚集成新的性別相異形象

（contrasexual），在男性內在形成女性原型的象徵意象，稱之為阿尼瑪（ani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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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女性內在形成男性原型，稱之為阿尼瑪斯（animus）（Jung, 1927），意味著

粗糙、模糊、尚未充分發展和平衡的部分。有別於人格面具，阿尼瑪和阿尼瑪斯

會引導個體向內面對心靈世界，其連結自我和本我（self）的意像與經驗的心靈

結構，幫助個人適應挑戰自我的直觀思想、情感、意像以及情緒（Stein, 1998）。

阿尼瑪和阿尼瑪斯奠基於親子的互動關係上，個體於發展過程裡認同、內化和區

分其父母的特質而形成，在青春期，開始投射到其他的異性對象，引發個體感受

到強烈的情慾吸引和性衝動，而個體藉由補償作用得到個人的整合（Feldman, 

1996）。 

承襲上述榮格的心理結構和重要觀點，進一步探討青少年於自我認同發展的

內在危機與外顯行為。在由兒童轉換到成人的過程期時，個體會因身處於致力追

求分離以認同自我，以及退回被安全守護的關係之間的強列衝突而引發嚴重的焦

慮、罪惡和痛苦的感受。由於這些負向情緒過於痛苦以致於個體需要採用許多防

衛機制以避免意識到它。行動化（acting out）和投射（projection）是青少年最常

採用的防衛機制，前者意指以行為來展現其無法意識和承擔的心理能量，例如混

亂、粗魯、防衛和違反規定的行為；後者意指將個人所不想承認的想法、感受或

特質加諸於他人身上，進而對該對象有強烈的情緒反應，例如：權威對抗或英雄

崇拜（Campbell, 2007）。 

榮格認為，人類的基本處境就是種種心靈對立面的衝突，那麼人類在心靈探

索的道路上，所需面對的挑戰便是如何在對立衝突的表層下，尋覓到共通的靈性

基礎，並依此進行無盡的動態整合，以成就生命的全體（wholeness）。在榮格理

論中，心理發展的定義為：成為一個統合而獨特的個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合個

人，這也是「自性化（individuation）」歷程（Stein, 1998/1999）。而這需要經歷

打破原始人格面具與持續面對與整合陰影、阿尼瑪/阿尼瑪斯的過程。  

    在治療關係上，治療師在個案探討內在對立面、經驗衝突和整合的過程裡，

作為一個關照者與見證人，透過提供安全和具保護性的空間，跟隨、促進和支持

個人本我的追尋與平衡渴望（Kalff, 1980），而非引導或指示晤談的方向（Green et 

al., 2013）。 

 

肆、榮格理論、隱喻與影像治療 

 

心理治療的發展史上，首先在治療中運用童話故事應屬佛洛伊德的「狼人」

案例（Freud, 1918/2006）。個案透過夢境加以自由聯想，而治療者則視童話為了

解個案潛意識的路徑，並對此加以詮釋和連結，以擴展個案對潛意識之理解，使

之得以意識化。童話故事為瞭解個案之素材，就如同自由聯想之內容。然而，不

同於佛洛依德，榮格學派則對於童話有較積極之想法。 

榮格學派之分析師瑪莉－路易斯更進一步指出，童話不但是原型最簡單，也

是最赤裸、最簡潔的表達形式……對集體潛意識的心理過程來說，是屬於最純粹

與最簡單的表現，因此它們的價值對於無意識的科學探究來說，就超越其他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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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素材，她也認為童話能呈現個體自性化的歷程（Kast, 1986/2004），亦即人格

的發展過程。榮格也主張神話乃顯示文化之集體潛意識，而英雄式神話之根本作

用在於發展個體的自我意識 （Jung, 1964/1989; Jung, 1964/1999）。在回顧諸多神

話之後，Campbell（1949/1997）亦歸結出英雄神話乃反應人類集體潛意識中，

對於成為一個獨一無二的人之內在心靈渴望，即使是在東方意象中，英雄的冒險

也遵循著一定的核心模式，亦即與俗世隔離、穿透到達某種能量來源，然後是滋

養生命的回歸，而這樣的英雄原型與集體潛意識是跨時代、跨文化、跨地區所共

同存在的。 

榮格理論關注於文化傳承下來的童話或神話，其背後所富含的意涵，包含個

人內在心靈層面、抑或集體潛意識層面，並認為其中將蘊含著集體潛意識與原型

意象於其中；此外，榮格理論也以發展性、歷程性的觀點，理解故事中主角發展

出自我意識的自性化歷程。 

    在科技的發展和演變下，當代的電影、影像開始成為童話故事和神話傳奇的

載具，以動態性、歷程性的圖像故事取代文字或口語的形式，提供另一種多元且

豐富的隱喻。影片就是隱喻的呈現，就像故事、神話、玩笑、傳說和治療裡的對

話，都可在治療裡被使用（Hesley & Hesley, 2001）。觀影行為的本身，提供了個

案一種解離的經驗，個案進入半夢半醒的狀態，防衛不自覺地減弱，而想像力與

渴望則開始鬆綁，逐漸地與故事主角共同奔馳與活動於劇情裡（Konigsberg, 

1996），外在現實暫時被懸置（suspended），個案的內在世界被影片的劇情、角

色所環繞，而透過個案對主角的認同，個體投射自身困境於劇情裡（Wedding & 

Boyd, 1997）；因而，個案得以在保持某種心理距離和掌控感的狀況下，帶著某

種的放鬆與安全的感受，觀照其難以面對或恐懼的情感（Gramaglia et al., 2011），

主角在此時與個案產生情感層次的連結（Mangin, 1999），有時可以超越意識的

層次（Hesley & Hesley, 2001; Sharp et al., 2002），而治療師與個案間，也藉由納

入影片劇情和主角性格為主題，得以就影片故事裡的隱喻作開展、延伸和調整，

在象徵的層次，開展更深入的對話與歷程（Gafner & Benson, 2003; Marsick, 

2010），促進個案的自我覺達和表達（Frisch, Franko, & Herzog, 2006），進而有

效提昇個體的自尊、降低其困擾情緒和行為（Gramaglia et al., 2011; Marsick, 2010; 

Powell, Newgent, & Lee, 2006）。 

以下筆者以「漩渦鳴人」隱喻為例，奠基於榮格理論的自性化觀點，探討故

事裡的多重隱喻內涵與青少年自性化的歷程。 

 

伍、故事與理論之交織~「漩渦鳴人」隱喻為例 

 

一、 故事之始～「惡作劇精靈」時期的鳴人 

 

（一）不祥、被排擠的鳴人 

某年，九尾妖狐（以下簡稱：九尾）襲擊忍者村－木葉村，在九尾的強大襲



 
 

- 40 - 

擊之下，造成諸多傷亡，第四代火影為降服九尾而犧牲，但也將其封印在當時剛

出生的兒子－鳴人身上。 

 然而，木葉村的村民對於鳴人身世一無所知，只知道鳴人身上存在著具毀滅

性且邪惡力量的九尾，對於九尾之恐懼與厭惡，也轉移到鳴人身上。鳴人在父母

雙亡，又備受村民所排擠之環境下成長，多半是單獨行動。受到排擠、忽略的經

驗之餘，鳴人在忍者學校表現也不佳，雖然鳴人自詡要成為火影，成為村子裡的

英雄，但他上課打瞌睡、蹺課，也經常惡作劇、搗蛋，藉以獲得他人的注目。 

 在忍者學校畢業的前夕，中忍水木唆使鳴人偷取秘笈（封印之書）再將之搶

奪過來時，狠狠地點出鳴人在村中的處境：因為鳴人是個孤兒，所以才要利用他，

而且大家都討厭他，看不起他……。那一刻，鳴人覺察到自己一直被忽略、被排

擠，而搗蛋、闖禍，都是為了扭轉這種被忽略的感覺。 

 

（二）理論解析 

鳴人此時的狀態近似於「惡作劇精靈」週期，也就是行為受制於生理需求，

心智狀態與兒童相似，不斷尋找搞鬼、惡作劇的對象（Jung, 1964/1989; Jung, 

1964/1999）。而這是一個故事的開端。 

依據分析心理學的觀點，潛意識的初步接觸會在個體年輕時期會逐漸覺醒，

慢慢地認識到世界與自己。而潛意識的接觸，通常是以人格受到傷害，並伴隨而

來的痛苦為其開端（Jung, 1964/1989; Jung, 1964/1999）。例如兒童到了學齡時期，

開始建立自我（ego）以適應外在的世界，但這將伴隨不少痛苦的衝擊，例如：

世界的不完美、個人內在或外在的邪惡，都會逐漸地被兒童的意識所認知到，進

而企圖應付那些內在衝動與外在環境的要求。 

這段時間，鳴人對於自己的處境感到痛苦，但多是漠視內心的孤單與寂寞，

而鳴人以為師長們都覺得自己是製造麻煩的人，這部分也投射出鳴人對自己的看

法：對自己能力的不確定，與討厭自己。他經常以行動化、衝動，甚至誇大的方

式來呈現自己，這也反應其內在的躁式防衛（manic defense），藉由外顯、誇大、

自戀似的行為，來因應內在的自卑與不確定，並加以隱藏。 

直到被引誘偷取封印之書，鳴人才明顯地感受到內心的孤單與自卑，需求也

更為明朗化；雖仍不完全理解自己的潛意識狀態，但是這種痛苦的感受逐漸浮

現，也引領他邁向自性化之路。 

 

二、 阿尼瑪（anima）力量的連結與運用 

 

(一) 在孤立中摸索學習、建立人我連結 

雖立志要當上火影，但是鳴人的忍術很差勁，他的體力充沛，卻無法成功地

施展忍術，第一個能夠施展的忍術，也是鳴人所自創之「色誘之術」，這是變身

為一身材曼妙裸體少女，可愛的臉蛋，卻是誘人的身材，通常此術一現，嚴肅之

人也無法抵抗，鳴人或可因此而有逃脫機會。「色誘之術」的進階版「後宮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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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同時變身為多個裸體少女，藉此突破對方心防，而獲得攻擊之契機。 

 

(二) 理論解析 

    「色誘之術」與「後宮之術」可視為鳴人潛意識中阿尼瑪（anima）的表徵

化。阿尼瑪是男人潛意識的女性形象，陰性心理傾向的化身，可幫助男人的心思

與其內在價值相調和，例如：對非理性事物的敏感、對自然界的情感，以及意識

與潛意識的溝通等。 

    色誘之術，呈現鳴人內在的阿尼瑪處於以夏娃為代表之第一階段，屬自性化

歷程之起步，也展現他對於女性之理解和期待，著重於裸體、身材曼妙、年輕等

身體的外在特徵；可能也呈現鳴人對母性的依戀和母親角色的缺乏。 

雖然鳴人已經懂得運用阿尼瑪的優勢來幫助自己度過難關，以形象具體化

的方式呈現，但就其內在心理狀態，鳴人仍處於衝動、企圖展現能力的陽性狀態，

尚未將其阿尼瑪特質融入之中。 

 

三、 修鍊之路之一 

 

（一）人格陰影的反撲與引誘 

    鳴人由忍術學校勉強畢業後，鳴人與佐助、小櫻組成第七班小隊，並在隊長

卡卡西老師帶領之下共同完成任務。因為過去形單影隻的鳴人，終於有了同伴，

這些夥伴成為鳴人相當重視的人；而鳴人的熱情、單純、重義氣，以及想保護夥

伴的初衷，也讓他逐漸被夥伴們所接受和肯定。 

    這時候，鳴人開始嶄露頭角，從之前的搗蛋鬼，逐漸展現機智、堅毅、重視

夥伴等特質，獲得許多人的肯定，也減少使用後宮之術。此外，鳴人也瞭解內在

的查克拉性質（天賦），練習適合自我特質之忍術並學習更精進之忍術。學習的

過程中，鳴人發現原來體內存在著九尾妖狐，因而擁有高度的活力以及受傷之後

可快速療癒的能力。然而，這股不易馴服的力量蘊含著高度的破壞性和失控性，

鳴人也屢次在九尾引誘之下，為換取更強大力量而解除封印。在某次戰役裡，讓

鳴人失去意識和判斷力，嚴重地傷及夥伴和自己。 

   

（二）理論解析 

    這個階段，鳴人對內在/潛意識有更多的瞭解，包含內在正面力量與負面力

量的存在。在過程中，九尾妖狐就如同鳴人的陰影。 

陰影代表著未知或所知甚少的人格，這些人格是個體所否認的特質，或是超

我（內化的父母權威）所厭惡鄙夷的部分，例如消極、懶惰、衝動、邪惡等面貌，

因此一般人都傾向否認這些特質，但經常在不知不覺地情況下，向外投射到他人

身上；典型的自性化過程中，需要讓陰影擺脫意識無所知的局外人位置，進入意

識層次，並促使人格之完整化（Jung, 1964/1989; Jung, 1964/1999）。 

就隱喻的觀點，狐狸是雜食性的動物，適應力很強、行動敏捷，警惕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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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傍晚外出覓食，天亮才回歸。平常多單獨行動，僅在生殖期才會群聚而生，

棲息地廣泛。而狐狸通常象徵著智慧、詭詐、欺騙（Fontana, 1994/2003），中世

紀教會以狐狸象徵邪惡、敵意，與虛偽的欺騙（Tresidder, 2003/2009）。在童話故

事中狐狸的形象經常是聰明、狡猾、自我中心、自私，但也有機智、助人的一面；

對日本人而言，狐狸是神秘帶有妖魔怪力的動物，被視作「稻荷神」的使者，稻

荷神是掌管豐收、財富的神明；但傳說中，有時，牠會將人們弄丟的東西偷偷運

走；對狐狸而言，「重要的東西」與「不需要的東西」是一樣的（棄寶之島：遙

與魔法鏡，2010）。 

    整合上述並連結火影忍者故事，九尾的意涵在於提醒了鳴人內在的豐沛的資

源與力量，包含正向與負向的力量。狐狸的特殊生活作息與單獨行動，如同鳴人

的處境一般；狐狸的智慧、敏銳等，可說是鳴人的內在力量；而狐狸的自私、狡

猾、邪惡等特質，或可說是鳴人的陰影，也是鳴人努力對抗、壓制的敵人，它喚

醒對於內在心理狀態的覺察，呈現其潛意識的面貌。但在這個時期，陰影的存在

與展現，如同卡通中的九尾一般，是被主角視為另一個角色、另一個敵人，而非

自我內在的另一個面貌。就榮格理論的觀點，陰影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敵人，陰

影的負面力量以外，也有正面力量，其蘊含的強大能量，可能是最有價值、舉足

輕重的力量（Jung, 1964/1989; Jung, 1964/1999）。 

 

四、 修鍊之路之二 

 

（一）學習運用正向與負向力量 

     重傷後，鳴人體會到過度使用九尾力量的慘痛代價，因此鳴人痛下決心減

少對九尾力量的依賴，轉而向蛤蟆仙人學習仙人模式之忍術，試著修鍊自身能

量與控制意識，準備迎戰敵人（培因）。然而，在仙人模式的修鍊過程，既是需

要展現內在查克拉力量，藉此獲得自然界的能量，卻也要在這些能量流動之間，

微妙地運轉而不至於過度或失控，在這樣的練習之中，鳴人對於其內在能量的

運作，轉為一種更柔韌的方式展現。 

 

（二）理論解析 

 在更深入地瞭解潛意識後，鳴人試著用不同方式運用這些能量，不同於過

往的強力、直接、猛衝的因應，來掌握內在的資源，他學習採用更細緻、更柔

性的方式，擴展意識的層面進入潛意識層面。 

就隱喻的觀點，蛤蟆是兩棲動物，可以在水中生存，也可以在路上生存，

皮膚佈有顆粒狀的毒腺；在農田中可以控制害蟲，因此可以增加農作物收成而

帶來財富，亦可提煉毒素為治療之藥物。長久以來，從古埃及到日本，蟾蜍的

象徵意義包羅萬象，大部分是關於繁衍及魔法，因為質變的生命週期連結了月

亮和水的象徵意義，更聯想到誕生、死亡、復活與變化多端卻不朽的樣貌

（Archive for Research in Archetypal Symbolism , 2010; Miranda & Philip, 



 
 

- 43 - 

2008/2009）。在歐洲，蟾蜍分泌的毒液連結了魔鬼的意象，是死亡的標誌，也

代表聽從女巫差遣的妖精；在中國，蟾蜍會帶來雨水，象徵好運氣，也會為人

咬來錢財，象徵財富（Miranda & Philip, 2008/2009）。蛤蟆也象徵著傷害與治

療，與邪惡、黑暗、淫慾及貪念有關（Tresidder, 2003/2009）。 

 在這個階段，蛤蟆仙術以輔助的姿態，協助鳴人彈性運用多元的資源。而

蛤蟆的兩棲特質、對於傷害與治療的象徵、以及生命週期的變化，也象徵著鳴

人的適應性、內在的自我療慾力量，以及成長過程中的重大轉變與收穫，並且

從修鍊仙人模式之中，對內在的瞭解與掌握能力的提昇，也意謂鳴人不僅能善

用內在的資源，也能夠從自然萬物之中，獲得外在能量而加以施展，得以發揮

出更大的力量來面對外在挑戰。然而，如同上述蛤蟆的象徵意涵，是存在著兩

極對立的能量，既是仙術，但若修鍊過度也會變成石頭模樣的蛤蟆－石蛙化。 

 

五、對生命脆弱本質的深度理解 

 

（一）故事內容 

    當鳴人結束修鍊回到木葉村時，敵人（培因）已毀掉木葉村，造成村民嚴重

之死傷，鳴人以蛤蟆仙術對決的過程中，再度失去意識、欲解除封印並釋放九尾

時，第四代火影（鳴人已故的父親）現身提醒鳴人堅持最初的信念，向內尋求力

量，不要因憎恨而被利用。因而鳴人再度回到意識層面。轉而理解敵人（培因）

何以想毀掉木葉村，當鳴人聽到培因的經歷之後，諒解了對方。而敵人（培因）

深受鳴人所理解與感動，以耗盡能量、犧牲生命的方式，讓木葉村的村民復活。 

 

（二）理論解析 

    在這個階段，當鳴人對培因的理解經驗，不僅表示鳴人對內在憎恨情緒的馴

服與轉化，也象徵著鳴人看到與理解過去自己從小到大的痛楚，重新擁抱和接納

這些經驗作為他自己的一部分。這時候的鳴人，陽性特質與陰性特質的融合，不

僅僅是陽剛氣概，也有著堅毅、同理、柔軟的心；其陽性特質也不再只是追求身

體力量的發揮與呈現。 

    這個時期的鳴人，近似於神話中英雄演進第三階段的「紅角」週期：具有超

人的能力，需憑著超凡力量或守護神相助，而確保人類戰勝造成困擾的邪惡力量

（Jung, 1964/1989; Jung, 1964/1999）。但是這個英雄並非屠龍成功的英雄，而是

個兼具生理上與心靈上的能量，既是在生理層面打敗培因，卻也在心理層面同理

對方的苦楚；此外，也接近阿尼瑪斯發展的第四階段，陽性特質轉變為「意義」

（meaning）的化身，透過它，生命獲得新的意義，是充滿靈感與創造的形象，

以赫爾米斯（Hermes）為代表（申荷永，2004； Jung, 1964/1989; Jung, 1964/1999）。 

從故事的整體發展，可以看到最初鳴人是在追求身體力量的展現，但故事至

此，鳴人已然展現其赫爾米斯（Hermes）的面貌，詮釋、理解、細膩的一面，

因為鳴人的同理與瞭解，培因的憎恨與殺戮有了改變，對世界和平有不同的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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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也為生命賦予新的意義。 

 

陸、榮格理論於青少年諮商應用 

 

本文以榮格分析心理學的角度來理解漩渦鳴人的自性化歷程與此角色背後

的意識形態，是以發展的角度與脈絡來解析青少年的成長過程，理解其生理與心

理的狀態、潛意識的覺醒、轉化的力量等，並透過隱喻的方式，來呈現內在可能

的狀態，特別是陰影面向，而非僅以一種當下、橫斷式的方式來評斷個案的狀態。

這樣的理解將有助於面對青少年個案時，除瞭解個案當下的痛苦與困擾，並延伸

瞭解過去個案的成長脈絡、內在的陰影，並涵括隱喻象徵的方式，是兼具深度與

廣度的理解與接納，並且在「自性化」歷程的概念中，也提醒成長過程中所追求

成為一個獨特而不凡的人的自我期許，是以除了幫助實務工作者思考較完整性且

貼近個案的問題概念化之外，也可能有助於我們預想個案未來與發展狀況。 

在實務運用面，筆者試圖將分析心理學的觀點和理論彈性結合下列各個策

略，以貼近青少年的生活經驗與發展議題，因應青少年個案當下所呈現的議題。 

 

一、 貼近青少年的語言和生活 

 

助人工作者與青少年建立關係時，首重於「以他們的生活經驗與脈絡」為背

景，運用青少年流行的事物為助人工作者與個案共通的語言，擴大兩者的交會與

相知（許智傑，2010）。相較於其他的素材，動畫或電影的優勢在於，其有著豐

富的情緒變化、高度的娛樂性、貼近青少年生活煩惱的題材（例如人際關係或家

庭關係，對青少年有著高度的興趣和吸引力（Hesley, 2001），促進青少年個案對

於諮商關係的認同與投入，更有意願與助人工作者討論其喜愛的事物，進而建立

同盟的關係。 

筆者曾在工作中，聽聞個案提到「我愛羅」、「好色仙人」，這兩個角色皆為

「火影忍者」卡通中之重要人物，而「漩渦鳴人」乃青少年生活中普遍之卡通，

當助人工作者對於此卡通有較多瞭解時，在與青少年個案進行諮商工作時，將有

更多共通的語言，而得以與個案有更多交會，助人工作者或可運用卡通中的用

詞，或當個案提及某些特殊用詞時，可較容易理解個案所表達之意涵，以減少對

於細節澄清所造成時間與耐性上的耗損；當個案發現助人工作者瞭解其所表達的

特殊卡通用詞時，也有助於個案感受到助人工作者的親近與關心，有助於諮商關

係的建立。而青少年個案也能透過這樣的歷程，發展在語言層次和象徵層次的情

緒和行為表達（Fleming & Bohnel, 2009）。藉由指認與自身生活經驗的相似的主

角和劇情，描繪其主角內在的感受、動機和行為特性，進而精緻化對自己感受和

行為的口語表達，例如：鳴人惡作劇、搗蛋行為之下的孤單和自厭情緒；此外，

青少年個案或可在特定的情節裡，在象徵層次，視覺化其內在的衝突與掙扎，例

如：鳴人為換取更強大力量而解除封印，嚴重地傷及夥伴和自己，彰顯其在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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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與自我證明，與其同儕忠誠、內在聲音議題之對立拉扯。可增進助人工作者

和青少年個案對自己狀態的理解，重新正視和整合內在的感受與需要，思考其他

選擇的可能性，進而催化個案的改變。 

 

二、 善用青少年自我認同與實現的需求 

 

漩渦鳴人與實務工作上所接觸的青少年個案狀況相近，有著明顯的外化行為

問題，而且在父母雙亡的成長過程，多半是孤單、被歧視、自卑等心理狀態。在

家庭支持極少的狀態之下，鳴人是如何尋求內在力量、運用外在資源，並加以整

合而成為一獨特、整合的人，此過程可成為青少年個案的仿效對象，並引發改變

動機。 

對於英雄的崇拜展現個體內在需求的投射，當我們看到「人」具有那樣超凡

的能力時，會有一種作為同類的滿足，因此英雄崇拜的積極意義在於召喚我們朝

向更高的層次，使生活更有意義、發現自己的真正面目、並超越環境和自己所賦

予的拘束限制（吳光遠，2010）。而藉由本篇文章，也可瞭解到卡通漫畫故事中，

所深藏之意涵，這些議題恐怕是在人們心中醞釀卻少彰顯之部分，特別是在未成

年個案身上，在生理與心理發展上，受限於計劃能力與衝動的情緒特質，而讓內

隱的心理感受更隱晦不明，因此在與個案進行諮商工作的過程中，可藉由童話、

神話、卡通、電影之內容，來貼近個案心理，甚至可避開意識層面的防衛，而接

觸其潛意識之個人情節！榮格也提到在心靈探索之際，都該對非理性與神秘心靈

現象抱持接納開放的態度，以擴大對於潛意識力量的理解（Stein, 1998/1999）。 

在「火影忍者」卡通中，其他角色人物也出現諸多與求助個案類似的心理議

題，例如：被拋棄、排擠、同儕競爭與比較、自我定位與認同等等。因此在助人

工作時，亦可瞭解個案所偏好之角色與認同之對象」，並進而討論。 

 

三、 創意地採用積極聯想與投射技術 

 

如同本文中針對特定之意象或隱喻，進行積極聯想與投射，延伸出個案對於

隱喻或意象之不同感官知覺，觸發這些感官知覺將有助於個案覺察更多的自我感

受與聯想，亦可減少語言使用弱勢者之限制，並增添個案對於潛意識之中自我狀

態的覺察與接納。 

在與青少年個案進行諮商時，可先找出個案所認同之對象或是情節段落，這

些角色或情節會包含個案所賦予的個人化意義於其中，因此針對這部分深入討論

而賦予意義，既可瞭解故事對於個案之意涵，呈現個案之心理狀態，也可提昇個

案之自我覺察，亦即潛意識的意識化過程。典型問句如：在這個作品裡，你最喜

歡那個角色/情節段落？最不喜歡那個角色或情節段落？（Sharp et al., 2002）你

覺得主角發生了什麼事？這些事怎麼會發生呢？ 

亦可從主角之經歷，瞭解個案對自我目前狀態之心理知覺；也就是先與個案



 
 

- 46 - 

討論故事本體的情節發展與意義。參考問句如：這個角色的感受或想法是什麼?

他和其他角色的關係是怎麼樣的？他現在面對的主要困難為何?他如何解決這個

難題?還有其他的辦法嗎？（Sharp et al., 2002）他會怎麼看待自己的現況？你覺

得其他角色有什麼感覺？ 

    此外，如果角色是動物形態，可引導個案就其外觀、功能以及相關聯的事物

作聯想，例如說： 這個動物形態代表什麼（Henderson, 1999）？你會怎麼形容

牠的外形或功能？牠通常生存在什麼樣的地方？在什麼時刻出沒？優勢為何？

天敵是誰？ 

之後再回到個案身上，幫助其拓展意識範圍，也引導更多元而豐富地思維，

甚至從故事之中找到象徵意義與自我之力量。典型的問句如（Henderson, 1999）：

這和你的生活經驗或目前的困難，有什麼相類似之處嗎？你會覺得有時候，你會

和主角有相近的痛苦嗎？如果你和主角一樣，有不可控制、待修煉的天賦，你覺

得那會是什麼？如果你將這樣的力量應用在現在的難題裡，你覺得有些什麼的機

會？如果那個動物是你比較少出現的特質，你覺得那會是什麼？  

討論的過程中，可運用分析心理學理論為基礎，引導個案發現其中的轉化力

量，例如內在兩極對立之力量的存在，以及對立衝突之調和與內在和諧等，助人

工作者也可運用分析心理學理論來增加對個案的理解，例如阿尼瑪、阿尼瑪斯、

陰影等。 

 

柒、結語 

 

本文企圖從火影忍者之卡漫故事出發，並以榮格之分析心理學理論為基礎，

加以理解故事主角「漩渦鳴人」之歷險過程，並比對其自性化歷程與自我意識之

展現。由於卡通是視覺化的刺激，個案在面對此媒材時可較自在且容易接受，並

透過視覺化刺激的呈現，而有不同的感官知覺與反應，並降低防衛的可能性，因

此藉此幫助個案自我探索與瞭解，將有其優勢（O’Brien et al., 1978）；而故事主

軸中的英雄隱喻，也提供個案一個較安全的方式得以表徵自我潛意識世界以及內

在隱晦的掙扎，助人工作者亦得以連結個案的心理世界（Lawson, 2005）。而以

分析心理學為基礎，筆者也希望藉此提醒，在面對個案時，可以歷程性的概念來

理解個案、協助個案，並且瞭解到生命的成長，是個長遠的過程，或許個案正處

於其困境之中，但自性化歷程正提醒在成長過程中不可避免之冒險與探索，以及

在這個過程中所經歷的衝突與未知，唯有透過將這些心靈對立的衝突進行整合，

這才是成長。因此，諮商不僅是幫助個案面對困境、克服困境，更是幫助個案瞭

解其內在力量之所在，而去經歷人生的旅程；爾後，個案的自主能力將會因內在

力量的覺醒而有所提昇，成為個人生命的主人，發展出整合而獨特的個體，經歷

一個只有自己能走過且深刻理解的旅程─英雄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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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dividuation of Uzumaki Naruto:  

The application of Analytic Psychology 

 

Chien-Ju Lin*  Jia-Ru Li 

 

Abstract 

“Naruto” is a popular comic story which published since 1999 in Japan, 

Mainland China, Hong Kong and Taiwan. The hero in the comic story Uzumaki 

Naruto” is similar to the adolescent clients in counseling. Uzumaki Naruto was an 

impulsive trouble-maker with poor academic achievement. However, with the 

progress of this comic story, he looked after his partners, faced the negative inner 

power, and coped with his mental issues. Thus, the aims of this article are, based on 

the Analytic Psychology theory, to explore the individuation of Uzumaki Naruto 

and to reflect on the possible assistance on adolescent couns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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