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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漫畫對香港漫畫界及流行文化的影響 

 

吳偉明 (香港中文大學日本研究學系副教授) 

 

 

      

 若論漫畫的普及程度、經濟效益、對外輸出及影響，日本早已超越美國，成

為全球第一漫畫大國。自 1980 年代以來，日本漫畫一直是香港、台灣、新加坡

及其它亞洲地區年青人的至愛，也可以說是各類日本流行文化中比較受歡迎而

且影響最深遠的一種。1 近年日本電視劇及流行音樂也熱起來，但若論普及程度

與影響，仍與漫畫有一段距離。本文從漫畫創作、漫畫消費文化及娛樂事業三

方面，簡介日本漫畫對香港漫畫及流行文化的影響。因篇幅關係，本文不會對

日本漫畫在香港的歷史及現狀作系統的介紹，只集中討論其影響。2 對漫畫息息

相關的動畫及電玩[三者合稱 ACG (animation-comic-game)]也只會輕輕帶過。 

 

 

      一    日本漫畫對香港漫畫創作的影響   

   

 香港是亞洲少數擁有自己漫畫傳統的地方之一。其功夫漫畫別樹一格，在日

本漫畫及美國漫畫外，創造出獨特的風格而深受各地華人青年的愛戴。較鮮為

人知的是香港漫畫的發展，從戰後至今，一直受到日本漫畫一定程度的影響。 

 我們首先從歷史上回顧一下香港代表漫畫家如何受日本的影響。3 戰後第一批

香港漫畫家是在 1960 年代才正式出現。他們主要受中國大陸漫畫的影響。當時

                                                
1  有關日本漫畫對港、台、中、韓及東南亞的影響，參 Ng Wai-ming, “The Impact of Japanese 

Comics and Animation in Asia,” Journal of Japanese Trade and Industry, 第 22期 2号 (東京: 2002年

7月) [未刊] 

2 有關日本漫畫在香港的歷史簡介，參夏目房之介《マンが世界戦略》（漫畫的世界戰略）

（東京：小學館，2001）第四章，頁 93-114。此外，也參看趙永佳＜日本漫畫旋風襲港：記

60至 80年代的發展歷程＞《新晚報》1988年 6月 5日。 

3 有關香港戰後五、六十年代的漫畫發展，參鄭家鎮《香港漫畫春秋》（香港：三聯書局，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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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漫畫家接觸日本漫畫的渠道有限，只有少量翻譯日本漫畫作參考，因此日

本漫畫的影響並不明顯，而且比較間接。1960 年代香港受歡迎漫畫中較有日本

成份的是許強的《神筆》及李慧珍的《十三點》(1966 始)。《神筆》是科幻偵

探作品。其中超人(Ultraman, 俗稱「日本鹹蛋超人」)為主要角色之一。這是因

為 1960 年代尾，香港興起超人熱。超人成為小孩最喜歡的卡通人物。香港電視

台播放超人電視劇；一些香港戲院也定期放影超人電影。當時不少本地漫畫都

加上超人一角以增加銷路。[圖一] 另一作品《十三點》可說是最初的香港少女

漫畫。畫法多少受日本少女漫畫的影響。特別是大眼睛與長腿的運用及時裝方

面。 聽說李從少喜歡玩日本少女公仔（可換衣服的那種）及看日本少女漫畫，

不少創作靈感大概由此而來。此外，東方庸的科幻作品有抄襲日本人物的傾

向。例如其《科學小飛俠》(1966) 及《太空神童》(1966) 便明顯以手塚治蟲的

《小飛俠》為籃本。4 

 1970 年代「香港連環圖教父」黃玉郎在香港漫畫界崛起，成功為香港漫畫開

拓新路線，畫出與日美中不同、富有香港特色的作品。黃的《小流氓》(1971-

1975)開創香港功夫漫畫的先河。5 內容有關七個功夫小子替香港社會低下階層

抱打不平的故事。《小流氓》的興起主要受李小龍功夫熱潮的影響。黃玉郎在

創作這作品時在內容及風格上似乎受到日本漫畫家望月三起也作品（特別是

《七金剛》）的影響。《七金剛》講述七個年青特警除暴安良的故事。與《小

流氓》最大不同是《七金剛》的主角們是以現代武器而非傳統武術取勝。望月

三起也的寫實風俗，特別對暴力畫面的處理，對《小流氓》似乎有一定的啟

發。奇怪的是連主角的樣貌也有幾分相似。6 此外，黃玉郎同期的一些作品有盜

用日本卡通人物的情況。其中以《小魔神》(1969) 及《超人之子》(1969) 最為

明顯。前者受《鐵人 28》等日本機械人卡通及電視片集的影響；後者上承 1960

年代尾本地漫畫盜用超人的潮流。因為當時根本沒有法律保障知識產權，這類

盜用角色的情況在六、七十年代十分普遍。連西方（如蝙蝠俠）及本地（如老

                                                
4  黃少儀、楊維邦編著《香港漫畫圖鑑》（香港：樂文書店，1999），頁 103。 

5  有關香港功夫漫畫的形成及特色，參 John Lent,  “Local Comic Books and the Curse of Manga in 

Hong Kong, South Korea and Taiwan,”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第 9期 1号 (新加坡, 1999), 

頁 108-114。 

6  黃少儀及楊維邦指出望月的《秘密偵探 JA》對黄的人物造型也有影響。參黃少儀、楊維邦

編著《香港漫画圖鑑》（香港：樂文書店，1999），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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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子）的卡通人物也成為盜用的對象。1975 年因香港政府立法打擊不良刊物，

《小流氓》搖身一變成為《龍虎門》(1975―現在)。除了減低暴力成份外，更

有意思的發展是背景國際化。英雄們打擊的對像從香港各區的壞人轉變為日本

的黑幫。這也為香港功夫漫畫奠定了一條方程式，就是代表正義的中國功夫英

雄與代表邪惡的日本武士決戰。[圖二]《龍虎門》一直是七十年代後半及八十

年代初香港最受歡迎的本地漫畫。直至馬榮成在 1983 年出版《中華英雄》為

止。 

 馬榮成是繼黃玉郎以來，最受歡迎及影響力最大的香港漫畫家。其《中華英

雄》曾創下一期售出二十萬冊的記錄。馬榮成很熱愛日本漫畫。在創作過程中

不斷向日本漫畫學習。在每期《中華英雄》的最後都花上一、兩頁介紹他喜歡

日本漫畫家的技巧及特色。他最崇拜的是池上遼一。池上畫功細緻及寫實，尤

擅長畫東方人面孔及功夫打鬥場面。池上的《淚眼煞星》及《男組》等作品對

《中華英雄》的創作有很大啟發。馬也承認池上對他影響最深。早期作品在構

圖及陰影的處理上都學池上。馬在自傳中多處表達對池上的敬慕。他回憶道：

「在我早期入漫畫行的時候，我曾很崇拜一位日本漫畫家池上遼一，我的創作

有許多亦是受他的影響。我自小的心願是希望能與他握一次手，大家來一起暢

談漫畫！於是乎我把每一期自己創作的連環圖寄到日本送給他。」7 此外，另一

個對他有較深影響的是松森正。松森最擅長畫有關功夫格鬥的漫畫，其打鬥場

面十分迫真。松森的《拳神》及《劍神》之類的作品對馬處理徒手搏擊及武器

格鬥都成借鏡。8 在故事結構及人物性格的描寫上，馬最受日本漫畫劇本家小池

一夫的影響。無獨有偶，小池正是長期為池上遼一及松森正提供故事的劇本

家。受日本漫畫對劇本處理方面的影響，馬榮成（及其編劇劉定堅）最初已將

《中華英雄》整個故事發展及細節想好，不像其他香港漫畫家邊畫邊寫故事。

在控制故事進度、在武打加上細緻感情與豐富人情味及每集結尾製造高潮上，

似乎也參考了小池的做法。在本地漫畫家裏，黃玉郎的功夫漫畫對他很有啟蒙

的作用。上承黃的方程式，故事的主線也是講中國武術師傅與日本幫派的對抗。 

 黃玉郎與馬榮成後來都開創自己的漫畫出版公司，成為香港兩大漫畫陣營。

大部份本地漫畫家都在黃的「玉皇朝」及馬的「天下」兩大公司出版其作品

                                                
7
  參馬榮成《馬榮成自傳：畫出彩虹》（香港：友禾製作事務所，1990），頁 39、 95。 

8  馬早期作品的題材、背景構圖及對人物動作的繪劃等方面，不少是來自松森正的啟發。同

上書，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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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還是功夫漫畫）。黃及馬近年在漫畫創作上已退居二線。旗下漫畫家主

要受他們的影響，沒有什麼大突破。 

  近年最值得注意的香港漫畫家反而是來自兩大集團以外的非主流派。曾在不

同中小型漫畫社出版的司徒劍橋及利志達是新進漫畫家的代表。司徒的作品最

有日本味道。他最崇拜日科幻動漫大師士郎正宗。司徒擅長畫有科幻特色的格

鬥漫畫。早期作品《賭聖傳奇》（1991）在人物造型及意念上有《龍珠》及

《超人》的影子。例如出現類似超級撒亞人及超人變身的「必殺技」。其代表

作《超神 Z》(1993) 及《拳皇 Z》(1996，獲 SNK 授權) 的靈感分別來自電玩

《Street Fighters》及《King of Fighters》。
9
 此外，較近期的《六道天書》

（1998，劉定堅合著）則有安彥良和的《高達》及《阿里安》的影子。可見採

用著名日本卡通或電玩的風格及人物角色的做法至今仍未消失。其實近年單是

抄襲《Street Fighters》及《King of Fighters》的香港漫畫便有十多套。利志達是

近年最有創意的漫畫家，其畫風獨特，多少受大友克洋、望月峰太郎及丸尾末

廣的影響。題材及表達形式比較多元化。其中有作品竟取材自村上春樹的小

說。10 在故事構思上喜歡打破慣例及常識，常有令人意想不到的變化。這方面

很像望月峰太郎。 

 

 

   二    日本漫畫對香港漫畫消費文化的影響 

 

 以香港出版情況而言，日本漫畫與本地漫畫可謂平分春色。自 1992 年文化傳

信向日本購買版權，出版香港中文版日本漫畫以來，已近十間本地出版社出版

港版日本漫畫。其中以文化傳信、天下及玉皇朝這「三大」為主力。合共出版

數百種日本漫畫。現在受歡迎的日本漫畫單行本可賣五萬冊左右（昔日的《龍

珠》及《灌籃高手》每期有逾十萬冊的銷路），而銷路最好的本地版日本漫畫

雜誌《EXAM》（文化傳信）每期售出約四萬冊（全盛期逾十萬冊）。11 

                                                
9  大アジア虚栄圏同盟編《亜細亜通俗文化大全》（東京：スリーエーネットワーク、1996），

頁 253-254。 

10
  同上書， 頁 254-255。 

11 有關新加坡與香港在出版日本漫畫的比較，參吳偉明＜新加坡的日本漫畫文化＞《亞洲文

化》第 24期  （新加坡：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2000年６月），頁 108-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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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漫畫對香港漫畫的消費文化有頗大的影響。首先是對香港漫畫出版形式

的衝擊。香港漫畫的形式一直較近美國，一般是用 A4 紙彩色印刷成只有薄薄

約三、四十頁的一本，以週刊形式出現。可是日本漫畫的本地中文版卻沿用日

本單行本的形式，用 B5 紙黑白印成約二百頁的書，平均一、兩個月才出版一

次。 近年有些本地漫畫採用日本單行本的形式出版，尤以珍藏版及重刻版為

多。這是因為日式體積較少、篇幅較多及易於携帶與保存。
12
 

 漫畫出租書店的普及是由日本漫畫熱潮帶動的。香港出租漫畫的歷史可追溯

至 1950 年代，但真正的普及是 1980 年代以後的事。特別是 1980 年代後期起，

隨著日本漫畫的流行，出租日本漫畫為主的書店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現在市面

上有近两百間這類書店，其中一部份是漫畫茶館。光顧者以二、三十歲的男性

為主。隨著漫畫上網及網吧的流行，最近一些漫畫網吧也在香港出現，以配合

e世代的新消費品味。 

 同人誌（業餘漫畫創作）及 cosplay（全名為 costume play，意即扮演卡通人物

的活動）是從日本傳入的兩種漫畫文化。同人誌早於 1980 年代己在香港出現。

其中以 1985 開始出版的同人誌漫畫雜誌《漫畫同盟》尤為重要。該誌每期出版

十多個實驗性短篇。1990 年代由次文化堂出版的漫畫也多少有同人誌的性質。

近年每年都有幾個定期的同人誌活動。其中以 Comic World（由日本的 S.E株式

會社及香港的 TG 坊等組織合辦）規模較大及活動最頻密（一年四次）。2002

年 2月舉辨的已是第 13屆。此外，每年一度的漫人墟（由香港漫畫協會主辦）

也是同人誌的盛事。整體而言，香港的日本漫畫及動畫組織日多，參與同人誌

活動的業餘漫畫家亦不斷增加。作品多在網頁刊登。本地販賣及收藏同人誌作

品的活動仍未算十分活躍。近年亦出現同人誌出身的新進職業漫畫家。例如孫

軍威的同人誌作品被文化傳信看中而獲聘用，而且還曾被派往日本受訓。 

 Cosplay 最初出現於 1993 年的一個文化展覽會中。有一個香港同人誌團體租

用一個檔攤販賣其團員的漫畫。其團員作《銀河英雄傳說》的人物打扮以引人

注意。自 1997 年香港漫畫協會主辦漫人墟後，香港的同人誌及 cosplay 愛好者

便每年多了一個活動的機會。參與漫人墟人數每年上升。自 1999 年後 cosplay

越來越受歡迎及受傳媒的注意，開始與同人誌分開，呈現獨立發展的傾向。香

港各大學紛紛舉辦 cosplay 的活動。現在每年 cosplay 的大型活動有四、五個之

                                                
12 「三大」以外，以自由人為首的中小型漫畫出版社發行不少日式單行本及雜誌，對本地漫

畫業帶來衝擊。參劉定堅《連環圖大決戰》（香港：自由人出版集團，1993），頁 193-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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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而 cosplay 愛好者則多達數百。香港的 cosplay 呈現一些本地化現象。除了

日本漫畫人物外，日本的偶像歌星，電影及電視劇的角色，甚至本地漫畫的角

色也成 cosplay的對象。
13
 

 

 

       三   日本漫畫對香港娛樂事業的影響 

 

 日本漫畫對香港的消費文化及娛樂事業都有鉅大影響。在消費文化方面，

Sanrio（如吉蒂貓）、San-X（如爬地熊）、任天堂（如寵物小精靈）及 Bandai

（如數碼暴龍及超速搖搖）等日本卡通人物商品在香港十分流行。除了日本版

外，還有大量的本地版及盜版。本地版是指一些香港公司向日本獲得版權，可

以使用日本卡通人物在其產品上。以月餅為例，幾間本地月餅生產商近年推出

吉蒂貓、 美少女戰士、櫻桃小丸子、 數碼暴龍及寵物小精靈的月餅。使中秋

節加添了日本的氣氛。日本卡通人物商品的成功，剌激一些香港公司加入卡通

人物商品的市場。「可愛天國」及「Codebar」為兩大本地卡通人物公司，它們

的設計及商業手法都十分日本化。以「可愛天國」為例，其卡通人物都以日文

命名，像 Hanako 及 Nanako等。其中一個造型竟是河童。 

 日本漫畫及動畫對香港電影、電視劇及音樂有一定的衝擊。在電影方面最明

顯的影響是自踏入 1990 年代以來很多日本漫畫名作被改拍成真人版的香港電

影。已上畫包括《城市獵人》、《男兒當入樽》、《孔雀王》、《流氓醫

生》、 《青春火花》、 《淚眼煞星》、《GTO》、 《怪醫秦博士》、 《鐵

拳》、 《Street Fighters》、《金田一少年的事件簿》及《殺手亞一》的香港電

影版。正在拍攝中的則有《頭文字 D》及《鐵人 28》等。一些如《城市獵

人》、《孔雀王》、《殺手亞一》、《頭文字 D》及《鐵人 28》是有正式向日

方購買版權的。它們不但有日本演員、技術人員或資金的參與，而且也在港日

兩地上畫。可是不少以本地市場為目標的製作卻沒有獲得日方的版權。一些使

用的片名從廣東話譯名變化而來。(例如《GTO》的中譯為《麻辣教師》，港產

本《麻辣教室》便是模倣《GTO》的作品)。而且香港導演與編劇會將故事加以

修改，人物也換上本地的名字，藉此逃避法律責任。此外也有很多香港電影的

                                                
13 有關香港 cosplay的簡介，參 Eddie Chan 《J-Point別冊：Cosplay Collection 秋の號》（香港：

J-Fan Ltd,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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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盜用或影射日本漫畫中文版的名字，雖然內容與日原著毫無關係。好像

《Touch》、《廢柴同盟》、《超時空要塞》及《去吧！稻中桌球社》等便被改

為香港電影的名稱（如《超時空要塞》變成《超時空要愛》；《廢柴同盟》甚

至不加修改便被應用）。日本漫畫也影響香港電影的內容及表達方式。好像周

星馳的喜劇便十分漫畫化(如受驚時大字型倒在地上；興奮時流鼻血等)。
14
  此

外、近年香港出現很多以廚藝比賽為題材的電影，他們很明顯受《伙頭智多

星》、《將太的壽司》及《中華小廚師》等日本漫畫的影響。 

 日本 ACG 也刺激香港動畫制作及 CG（computer graphic，意即電腦構圖）在

電影的運用。徐克執導的動畫片《小倩》(1997)便是港人借日人力量嘗試創作

本地動畫的例子。此片雖然以可與狄士尼及宮崎駿比美的香港動畫片為宣傳，

嚴格來說是港日合作的產品。香港負責出資、執導、配音、劇本及意念，具體

的制作如原畫、上色、分鏡及 3D 數碼特技等則主要委托日本公司處理。香港

電影雖發達，但動畫片則仍在起步階段，要借助日人之處甚多。聽說在 2002 年

港日動漫界與電視台正商量共同制作以金庸武俠小說為題材的電視卡通系列。

假若成事，便開港日合制電視卡通的先河。15 

 一些日本漫畫如《愛與誠》及《消防員的故事》等被改編為香港電視劇。劇

名雖然不同 [如《愛與誠》變成了《香城浪子》（1982）；《消防員的故事》被

改編為《烈火雄心》（1999）]，但心水清的人一看便知是它們是日本漫畫的香

港電視劇版。2001 年台灣華視將日本少女漫畫《花樣男子》改拍成極受歡迎的

台灣電視劇《流星花園》。2002 年香港無線電視台亦向日方取得版權，準備開

拍港版《流星花園》，而且還會去日本取景。似乎最近香港無論將日本動漫作

品改拍本地電影或電視劇時，都是循著正式購買版權的方向發展。 

 日本動漫亦豐富了香港流行音樂。香港藝人喜歡將日本卡通的主題曲配上廣

東話版 。一些好像《叮噹》、《IQ博士》, 《千年女王》、《飄零燕》、《鬼

太郎》、《忍者小靈精》、《麵包超人》、《機靈小和尚》、《櫻桃小丸

子》、《百變小櫻 Magic 咭》、《數碼暴龍》及《超速搖搖》的廣東話版主題

曲曾經相當流行。近年連日本的動畫片如《叮噹》、《寵物小精靈》及《數碼

暴龍》等在港上映時也請本地著名歌手唱廣東話版主題曲。 

                                                
14
  歐陽傲雪＜再談香港電影＞ 《西湖評論》第 67期  1999年 12月 10日  

15 這資料是 2002年 2月 15日筆者在參與東京動畫節 21（Tokyo Animation Fair 21）時，與日本

動畫株式會社董事黑須正雄在交談中獲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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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結語 

 

 日本漫畫對香港多方面都有相當的影響已是不爭的事實。日本漫畫豐富了香

港漫畫及流行文化。但是香港漫畫家及藝人大多不是盲目抄襲日本，而是有選

擇性地加以改造及運用。其實香港的漫畫、電影、電視劇及音樂都有其獨特之

處。也許一些還可以給日本的同行參考。李小龍及成龍的功夫電影及金庸的武

俠小說在日本大受歡迎。2002 年上半年度日本富士衛星台播放中日合作製成的

金庸《神鵰俠侶》的卡通系列（全 26集）。香港漫畫也開始引起日人注意。例

如李志清帶有中國水彩畫風格的漫畫[如《射鵰英雄傳》及《三國志》(與日漫

畫劇作家寺島優合作)等]及利志達變化莫測的特殊畫風 [如《剌秦》（1993）及

《飛人九》（1996）等] 便很受日人賞識，他們的作品更獲邀在日本出版。16 [圖

三] 在文化環球化的今天，相信港日漫畫界及流行文化會有更多合作與互相刺

激的機會。這不但能夠在創作意念及方法上互相刺激，而且還會製造商機，為

近年市場及創意走下坡的港日兩地漫畫界帶來一股更新的動力。 

 

 

 

 

 

 

圖片說明： 

圖一：許強《神䇹筆》加插超人一角以吸引兒童讀者 

圖二：黃玉郎《龍虎門》其中一集，王小虎的對手竟是類似日本著名漫畫《月

光假面》的人物 

圖三：利志達《剌秦》獲亞洲各地同行讚賞。除香港版外，還出現日本版及台

灣版 

                                                
16 李自清最初為金庸小說日文版寫插圖而為日人注意，被邀在日發行《射鵰英雄傳》及《三

國志》。此外，他也為一些日本漫畫畫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