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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書寫失格 

──黃國峻的書寫存有論1 

 

 

書寫的本質，在一筆筆昏沉的刻劃中甦醒，繼而漸漸抒展顯現；因為它源於一種

書寫與文意之間的迴蕩出脫，訴諸一種細不可見的偏差（我們永遠無法與它面對

面地如實相遇；那一下子喚起的，不是那用眼睛看到的，而是背後那讓人細味追

尋的事物）。筆桿搖曳，在虛空之中穿梭迴盪，畫出一道道長廊，空谷傳音──

筆鋒在紙上不疾不徐地抒展編織，揮出一股勁力，不單透散在紙面，想怕不再只

是一個平面，而是一張織網，讓文意從中穿繡來往（手以中鋒持筆桿）──一個

個表意符號就這樣回扣那根柱子──是管道，或是梁梯──然後在那裡幻化為結

構複雜的銅管，在低聲唱頌。這根柱子或可稱為一只「虛腕」，它彷彿似一條神

奇的紐帶，讓呼吸（氣）從中上下貫通。這種完美無暇的運轉，是造就那「幽渺

森羅」或「無跡可尋」之道的必要條件。 

 

                     Philippe Sollers 《論物質主義》 

 

第一節、前言：假面與無臉人 

  九０年代以後，書寫面臨的是愈趨激進繁複的小說技術；前有八０年代懸而

未決、似決非決的國族認同遺產（遺債？），後有全球化浪潮挾資本主義侵占文

本場域的後現代商品化大軍。理論辯證的操演已然豐碑俱在，而語言煉丹的技術

似又已臻企顛峰──性別、家族、國籍、派別、政黨政治、霸權論述甚或狎謔耍

弄的口技修辭，九０年代的小說地景幾乎是擁擠而狹促了起來？目不暇給卻又斧

鑿確確的作者演技在在有跡可尋──無論寫什麼，無論怎麼寫，總是其來有自、

而幾乎是黔驢技窮地又走回了小說的末途2。在敘事與題材的繁複演技面前，書

                                                 
1 本文初稿發表於「全國碩博士研究生學術論文發表會」，中正大學台灣人文研究中心主辦，

2006.12.16、17，感謝蕭義玲老師的講評與意見。 
2 如朱天心《古都》，文本環繞「記憶」主題而運作，卻又雜揉著語言、技巧的陌生化，包括「去

年在馬倫巴」、「匈牙利之水」等等篇名的刻用，又如朱天文，《荒人手記》中大量知識倉庫式的

書寫，甚至同志身份的刻用，九０年代後的小說其實不脫「假面」的色彩，一方面借助全球化浪

潮下大量湧進的書寫技巧與知識學，成就書寫，一方面卻也藉此「逃脫」──藉假面離開書寫的

負載，而去寫那「不可寫之物」。本文認為這正是台灣九０年代後的被稱之「後現代主義」的書

寫風潮，最為弔詭的地方。它以搬弄、表演的姿態粉墨登場，玩弄歷史符號，看似哀金悼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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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是窘迫了吧。「小說」成為公開（公認？）的雜燴──被添加以技術、隱喻、

載物、讀者理論，緊追在後的「評論」是困難了吧（是不是又是作者埋下的陷阱？

放長線以釣大魚？），畢竟，在確認作者的誠意之前，「評論」如何展開？如何追

捕那文本森林中的真正核心？用駱以軍的話──「直子之心」？於是，九０年代

那駱以軍式的「認真一點在悲傷」的敘事之姿便成為眾家爭相討論的對象了吧。

以賣故事的人（張大春語），兜售悲傷，換取前進，尤其那講述的「故事」又如

此與評論者操持的主義軌跡參差互見，兩相成就。家族記憶也好，國族認同也罷，

地景書寫也好，愛慾與死慾的交相傾軋也罷，嗜血的詮釋集團要興奮了吧，但其

實竊笑的是那文本假面後的作者──無論是《荒人手記》男同志面具後的虛無之

姿，神姬之舞（黃錦樹語），抑或是《古都》中街屋穿疊、無所來去的漫遊者之

姿，還是《聆聽父親》裡仍要仰賴一個說書人父親的面具粉墨登場的賣藝人角色，

「假面」的背後急欲掩飾的是書寫的荒蕪？但正因為這荒棄的無可名狀、連書寫

亦不能企之，「表演」便加劇地無可厚非而有其必要？ 
    然而，很偶然地，九０年代的末期，擁擠而幾無縫隙的小說空間，竟也有這

樣一抹靜謐的留白。九七年初試啼聲的一篇〈留白〉，黃國峻的崛起姿態確實令

同時代人啞口無言。〈留〉以處女作之姿，用黃自己的話，卻在一開始即宣稱文

本自身某種宿命性「陰魂不散的緘默3」，清楚地和同時代繁弦急管的各種認同論

述作出區隔。以書寫的無有負載、無所認同的姿態現身──若有認同，那也只能

是認同那自中心不斷擴散蔓延的「留白」。符號場域的權力運作至此嘎然而止，

取而代之的則竟是書寫者的工匠姿態（也是《度外》全書唯一的姿態）──幾乎

是完全取消了所寫之「物」的意念承載，而是更回到「物」自身──「體」的摹

寫與刻劃？書寫放棄了以精神所指勾鏈符號能指的及物能力，以「體」的空洞虛

無赫然登場。 
  在九０年代後的荒人系譜中，黃國峻寫出了一張假面摘除後的空白之臉。無

有五官，無有表情，生存的荒棄與謬誤被極致的空白推延至不可說的底域，域外，

在那裡，只有光影，和不可逆的時間，體像瓦解，符號碎裂，甚至──連「假面」

亦疏懶為之。當黃試圖演繹情節故事，卻總是發現書寫其實就是一場演繹的不可

為而為，於是那被稱之為「翻譯體」（黃碧端語）的符號人名：瑪迦、雅各、哈

拿、腓力……皆成為「書寫」這場知法犯法、知其不可為而為之的非法演出中的

無臉人。 
  無臉，是空白之臉，也是尤莉蒂斯的死亡之臉，昔日，希臘神話中的奧菲爾

進入陰間，為了帶回死亡的妻子，在回程的途中因忍不住回頭窺看其妻尤莉蒂斯

的臉孔，而終致墮入陰間，永不回返。尤莉蒂斯的死亡之臉因此永遠成謎，變成

                                                                                                                                            
實上卻是為了那無可悼之悼的「虛無」而來。後現代主義之於他們，只是現代主義進化論者的偽

托之詞。本文並不願意將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在台灣的九０年代文化場域，做出區隔。因為

對後殖民場域而言，現代性的進程原本就是一場扭曲的風暴。它的修辭演進與殖民地的歷史傷

痕、政治現況乃是密不可分。去區分現代與後現代，在台灣文化年譜上的斷代，原本即是不可能

也不必要的工程，只能將之視為一種現代性風暴下的後遺效應。 
3 見黃國峻〈留白〉，收於《度外》，台北：聯合文學，2000，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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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無法被陳述的文本。黃國峻寫書寫之空白，寫到書寫的不可寫之處，正宛如

進入陰間企圖帶回那不可被寫的尤莉蒂斯。她們是瑪迦，是雅各，是哈拿，無臉

文本轟然驟現，死界與生界的界限被撬開？於是，二００三年，那場自盡儀式便

如寓言般舉行了，窺看尤莉蒂斯的奧菲爾，是終於以生命交換文本，隱沒於無邊

無際的黑暗：死界。 
  究竟黃國峻的書寫核心與自殺行動之間，具有什麼樣的鏈結？它們突顯了九

０年代某種虛無系譜的何種存有價值與作家的自我內視？並且回應了作家本人

的何種書寫位置？它攜帶什麼樣的時代視域，在作家的文本中，以名之為後現代

的假面技藝，其實提點出的是九０年代仍持續熟成的何種現代主義肉身實踐？

「寫」佔據「生」抑或「死」，恐怕還是必須回到作家的姿態，在這樣基本的起

點上，或可見之。 
 

第二節、起點：絕食表演者的悖論 

  黃春明曾在《盲目地注視》序文中言及寫作之於他與黃國峻的兩種態勢： 
 
    我認為寫小說不能當作職業，它是一種崇高的志業；它不是手段，它是 

    目標。可是，國峻正熱中於小說創作的今天，小說式微到這種地步，我 

    又沒有家業或家產可以留給他，他要往寫小說這條路走；他對小說比我 

    更專情，真怕他以後會為小說殉情。4 

 
  這段文字，在黃國峻辭世後，總是一再被提及。尤其「殉情」二字更是一語

成讖。然而我以為黃春明的話其重要性並不在此，而在提出的兩種作家的悖反態

度，一是推離主體的「志業」，一卻是賴以維生的「職業」。「志業」與寫作者尚

保持一定程度的距離，是寫作者理想化的自我投射與價值目標，在「志業」裡，

書寫是他者，是自我將前去攫取的價值認同；然而，賴以維「生」的「職業」卻

是完全悖反的取向，書寫繫書寫者一身之立命，其姿態卻具有「非書寫不能維生」

的絕對性意義，書寫以其馬戲團式的演技與工匠技藝，進行的是卡夫卡式的絕食

表演術──除了「絕食」（書寫），別無他法。 
  卡夫卡的「絕食表演者」以肉體的絕食與自虐作為演出，毋寧是書寫與肉體

相互傾軋辯證的一場演出。對書寫／表演而言，肉體已無須再習取其他技藝作為

演藝，因為肉體自身就是一場唯一的、不容置喙的表演。當馬戲團的管理員詢問

絕食表演者難道沒有其他的選擇，臨死之前的絕食表演者回答：「因為，我找不

到其他合我胃口的食物，請相信我，若我找到了，之前就不需要挨餓，就不會做

出先前那些驚動人們的舉動與表演。」「挨餓是我天生的本事，不用花費任何技

巧或氣力，我沒有其他選擇。5」 

                                                 
4 黃春明〈糟了！我的兒子是寫小說的〉，《盲目地注視》，台北：聯合文學，2001，頁 6。 
5 卡夫卡 Franz Kafka《卡夫卡小說傑作選》，〈絕食表演者〉，紫石作坊編譯，台北：麥田，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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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的「絕食」，是表演者唯一能作的事──他的「職業」。以書寫作為職

業，毋寧是取消了書寫與技藝之間的距離，而在作為書寫者之「體」永無止盡的

自我耗竭與刻鑿之中，完成了其絕對的演出。書寫等同面對肉體，在這場絕食表

演中被變形、扭曲與消耗的殘敗肉體──以「絕食」的方式，對「體」這塊材質

（materality）進行雕刻，則正是書寫殘留於「體」的痕跡。換言之，重點不是「寫

什麼」，而是「必須寫」、「只能寫」，藉「寫」的動作所產生的「動能」，向無盡

的虛空換取生存的「位能」。這種書寫態勢勢必也將漫漶進書寫者的寫作之中，「寫

什麼」已非書寫的關注，重要的是筆鋒與肉體合一，所捕捉的物事，在書寫者的

文本中，只能以「體」的純粹體相對文本顯現。它不訴諸意念的負載，而展現的

是作為工匠的書寫者的雕刻（生存）意志；是紋路的緘默；刀工的力道；以木屑

的肉體性質與斧鑿痕跡現身；一種絕對的形式主義。這種姿態，也見諸黃國峻的

書寫策略與文本例證。黃曾在一次對談中自言其書寫美學的態勢乃是建立在一種

「自然而然的造作」： 
 
    譬如積木，它的幾何概念、立體結構所產生的趣味，或者花瓶，它的曲 

    線、紋路，這些跟實用目的並無干涉。藝術家在素材面前必須尊重它們。 

    不應該用作者意圖的介入來破壞，讓它們具有一種客觀的美感。有時， 

    我會覺得自己的寫作是在做一個花瓶，我不過要做一個漂亮的東西罷 

    了，這無疑是造作的。但造作不造作不應成為重點。6 
 
  對黃而言，書寫的本體核心其實有更大的部份是著眼於其作為造作「材質」

（materality）的性質。「被寫體」的「物」，抽離了作者意念的及物企圖，在書寫

這塊「摹寫」的材質中，以其絕對「體」的形式登場，「體」自脫於物外、而揭

曝了書寫中心的「留白」。整部《度外》在敘事意念潔癖性的自我祛除之下，成

為一部體相漂流之書。物體拔除意義，在光影與時間之流中載沉載浮。而書寫者，

除了臨摹光影物事，別無他法。「度外」，正是作為「寫生者」的書寫者，以自我

擦拭的隱遁之姿，用材質性的「字體」取代書寫者的主體能動位置，將一切體同

質化於文本的場域。 
  空白的無機之「體」，在書寫者潔癖性的摹寫之中，漂浮散落成一連串無有

關聯的符號物事。「寫生」寫的既是體的「實體」，卻也更是體的「屍體」？從《度

外》到《是或一點也不》，體的虛無化被劇烈地操演，而使其書寫版圖終遂成一

幅永無止盡的末日無機體景觀，「寫生者」，在某種意義上，同時也正是悖論性的

「寫死者」──他以書寫安身立命，維繫生存，卻同時也以書寫刻劃存有符號的

空洞軀殼，在在暴露了生存符號內部的死性與屍性。「體」的關注是黃國峻美學

核心的唯一聚焦？而致使二００三年那場緘默的自盡儀式，必須以懸吊的「體」

                                                                                                                                            
頁 70-91。 
6 〈單打獨鬥說故事──一場新世紀小說家不斷聯想、岔題的戲文：郝譽翔、黃國峻、許榮哲〉，

許正平整理，《聯合文學》第 214 期，2002.08，頁 108-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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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符號軀殼的絕對演出？那麼，究竟「體」與「寫」與「死」在黃國峻的書寫

美學中各自佔據著什麼樣的位置？而竟在書寫的串聯之下，引發其一連串的連鎖

效應？這個提問非但指向作家個人美學形式的詮解，同時也正是九０年代作家

「死諫」現代主義的極致演出；體的無機性從筆鋒溢出，直接過渡進作家的肉體，

而在一種「類書寫」的自盡儀式中，完成體的終極空洞──成為絕對的「屍體」。

書寫肉身的最後竟導致肉身反撲書寫？肉與字的層次互侵竟導致肉體與字體的

層次不分，而終致摔跌成散落一地的肢體軀殼，無可辨識、無有頭尾？肉殉於字？

或字殉於肉？ 
 

第三節、膜拜空白：禮物、儀式與寫的肉體性 

  要釐清書寫的肉體性，及作家所宣稱的──字的材質性，及其工匠之姿，必

須重回〈留白〉。九七年以〈留白〉為其小說家身分的發軔，被張大春稱之為「不

與時人彈同調」的崛起姿態，甚至其後三部小說集的所有書寫──包括黃國峻對

自身小說工作者的身分觀看，都幾乎是宿命性回應到了這最初的〈留白〉。弔詭

的是，〈留白〉既是「留白」，而書寫者竟在其後的所有書寫中，傾其全部字體與

肉體又「重寫」了「留白」，那麼，一個疑問是，作為「空白」的「留白」是否

可「寫」？如果「留白」可以不斷被「重寫」，那麼，什麼樣的「寫」才真正觸

及到了「留白」？「留白」是不是一種可寫之「物」？或者，被「寫」之「物」

該如何在「留白」裡真正空白？這其中預示了作為「書寫者」之作者的何種書寫

姿態和自我定位？ 
  〈留〉中的空間被設定在一座郊外中產階級式的樓房，而敘事時間則只有極

短促的一個下午。以中斷的場景與時間展開情節，整篇小說像是嵌入時間縫隙的

一段切片。〈留〉以時間、空間場域的漂浮感，以人物姓名的刻意洋化（陌生化

──），讓敘述中的符指對象抽離符號認同，精準而緊緻地呈現了物體與物體在

時間中的交叉走位，以及其無機性質： 
 
    蘋果的旁邊是一盤茄汁牛肉，還剩一半。根本看不出那些丁塊是出自牛 

    隻身上的哪個部位。不到將來，沒有人會明白，這一天是位於整串日子 

    中的何處？天色將要驟變，但它還是懸在那兒，不晴不雨。7 

 
  脫離意義所指的串聯，〈留〉以極疏離而散落的筆調，將物體之間的符號鏈

節撬開，而突顯了體的無機性與空洞軀殼。在這裡，鏈結物體彼此之間的關聯，

不是符號意義的精神所指，而是承載漂流之體的時間之河。一個短促而靜謐的午

後，一塊牛肉，一盤蘋果，在這切片式的體肉之中，寫出了停滯其上的時間與存

有。換言之，在絕對的無機之「體」中，充填其內部符號軀殼的，不是意義，而

是空白虛無的時間，以寄形寓體的方式，對符號世界昭顯其存有。表面寫的是

                                                 
7 黃國峻〈留白〉，《度外》，台北：聯合文學，2000，頁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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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但也正是只寫了表面的「體」，而致使「體」以被寫物的方式，反而悖論

式地揭示了在「體」之下的一片空無。話語與符號，在〈留〉文中，被重複曝光、

刷白、汰去意義。人物所在的場所並非只是單純的生理地域，黃國峻為我們指出，

搭建一場午後聚會的重點，不在場所也不在主體，而在於話語方塊所堆砌出來的

精神場域；「他們遠在他們所談論的話語中」，他們「像是擠在一輛行駛中的火車

上，那些什麼『制度層面』、『勢力整合』的字眼，成了火車車窗。一串串話語載

著這群習慣將自己交付給這班列車的人，迅速前進，超越風景。8」 
 
  火車在這裡是一個極佳的隱喻。它是物體的無機車廂，卻也是被話語中心輻

射散列的語言符號所充填的空間場域。前者是無情緒性的剝離，是絕對意義上的

車廂，以材質性的物質主義之姿承載人體，是無機性的車殼鐵片，也是絕對的符

號軀殼，而後者卻是一個虛構的車廂，是話語板塊搭建串聯的有機場所，它吸納

人聲、話語，專注於抵達的目的地，因此它的符號軀殼總是指向終點的認同──

「迅速前進，超越風景。」 
  一列火車因此是一場摹寫「書寫」的劇場性演出。車廂同時具有材質（肉體）

與精神（話語）兩種悖反的性質，它是一枝急速朝向「所指」行駛的飛梭，是書

寫的發動，而這發動又同時帶有精神性與肉體性的兩種姿態──一是及物性的精

神需求，一則是作為肉體姿態的筆桿與作者肉身，而車廂所經之處的體像風景，

則正是書寫筆桿流竄其間的體像物事。精神性的及物企求，使沿途風景不斷被拋

擲、忽視，對這虛構的、被語言符號所搭建的車廂而言，「前進」才是重點，而

「風景」則是過路的體物──所有的能指系統（風景），都在在只是書寫者超越

之、凌駕之，而協助自身抵達所指意義的方便過門。在〈留白〉中，佔據這個詮

釋位置的正是作為畫家的丈夫雅各。雅各從事寫生，必須邀請風景進入畫中。寫

與被寫體，在〈留白〉中，被極巧妙地對象化到藝術家與妻子瑪迦的敘事情境中： 
 
    總會有這麼一天到來，像現在，只有他們兩人在家，哪兒也不必去，而 

    別人正好都在各處奔波。床單垂懸，阻隔著視野。當他們落入這一天時， 

    才覺得毫無防備。彷彿和前後的日子接不上關係似的，它中斷在這樣一 

    個郊外，沒有展開的動靜。愣在那兒，她像是被那面床單給捕住了。9 

 
  在這裡，被「床單」所圍繞阻隔的時空場域，成為一個主體所處居所的隱喻。

在這個中斷的場景之中，極巧妙地鑲入的是兩種不同的主體對象──藝術家雅各

和他的妻子瑪迦。這兩組感知結構完全相反的主體，在〈留白〉中，幾乎是一路

交纏繚繞地演繹了兩種悖反的、捕捉「體」的態度。雅各以作畫為其姿態，攫取

實體體相進入畫布之中，持顏料（符號）工具自重，而在面對這個被「床單」所

搭建出來的風景，進行的是極具中心與組織的捉攫計畫：「原本雅各就是要取這

                                                 
8 黃國峻〈留白〉，《度外》，台北：聯合文學，2000，頁 13。 
9 黃國峻〈留白〉，《度外》，台北：聯合文學，2000，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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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景，先畫那片樹林，然後再畫那些遮了風景的衣物」，然而他的妻子瑪迦卻正

是「打算收了它」10。 
  「畫家」身分的刻意援用，在這裡便突顯出作者極為自省性的自我辯證和質

疑姿態。畫家的職業乃是直接面對客體，將作為「客體」之物事的一切以技藝性

的工具重現──同時也是「重寫」──重寫那作為第二義的體像物事，以第三義

的藝術品作出呈現。柏拉圖式的模擬論在這裡被重演了，書寫者──在〈留白〉

中，則是作畫者，包括一切材質性的塗料、筆端、畫布、色紙，等等，皆為那所

寫之物中的精神實體所驅動──不再是塗抹的物質，而是技藝與工具。畫家以攜

帶技藝工具的方式出場，捕捉「體」──其實更是捕捉「體」背後的知識精神所

指──亦即是遠在物體背後的意義體系。 
  但是，畫家雅各的角色設定，最重要的並非其職業所帶來的、追緝「體」的

態度，而是在於其所使用的素材本身──「畫布」。 
 
    ……那種白，不是顏料，就是畫布本身的白。留出來的空白，在整個構 

    圖上的比例擴大了，而且移向中心。那些色塊、線條，在圖框中沒有出 

    口，像是撞球一樣，來回碰撞，什麼事都要擔心、都要逃避。情緒封在 

    體內，傾聽著喃喃自語，他的小身子軟得像是在演練死亡，毫不在乎父 

    母怎麼注視。出不去了，一屋子的寧靜與明亮，那匯集成空虛的忽略過 

    的瑣事，處處都在逼人表態，說我是要畫，這不是在畫了。11 

 
  「畫布」的設定，在這裡具有其重要性，因為「畫布」是實體意義的書寫場

域，同時也是物質性的書寫材質。書寫因此在一開始就具有了完全空白的性質，

而促使其後不斷塗抹、上色的畫／寫之動作，變成了弔詭的悖論。它是作為書寫

者的畫家，不斷將實體物像，以線條和顏料的形式投擲進去的場域。體的搬移與

安放，在一片空白的畫布上，被調整、修正，佔據空白，而漸漸形成核心。換言

之，「空白」正是「體」在畫中的背景──甚至是起源？它以「體」與「體」之

間裂隙的方式呈現其「留白」，而讓畫布中的風景體像，幾乎成為是對此一「空

白」的膜拜。因此，畫布──書寫場域，竟出現了跟現實世界中的畫家／作家姿

態完全相反的悖論？對作家與畫家而言，橫越現實體像，追捕意義所指，是其藝

術工作身分的必須。然而，在真正的書寫場域，卻並非如此。當畫布的物質性以

整片空白之姿對書寫者顯現，而讓所有的創作都一轉乃變成是召喚這絕對的、正

在被消滅的「空白」，那麼，「體」的背後難道早已空無一物？一個直接的問題是：

那將會是什麼？雅各懊惱的是，當物體被緝捕進空白的畫布之中，「畫」──某

種意義上，則正是「寫」──將與「體」保持什麼樣的關係？「畫」到了什麼？

「寫」到了什麼？黃國峻說： 
 

                                                 
10 黃國峻〈留白〉，《度外》，台北：聯合文學，2000，頁 8。 
11 同上注，頁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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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白還在那兒，無數的空白要他去面對、去消滅、去感 

    到無計可施。即使不是在作畫時，他還是感到自己總是在到底塗抹著什 

    麼似的，那陰魂不散的緘默。12 

 
  緘默，正是書寫與畫作，最終必須面對的空無寂靜之所。在黃國峻的另一篇

小說〈泛音〉中，這種緘默成為音樂最初的源頭與開始。〈泛音〉以年輕音樂家

在其師死後從其遺作反覆推敲未完的樂譜作為其敘事，展開音樂中有聲與無聲的

相互辯證： 
 
    ……要以打擊樂聲部做核心，不打不成器，也許曲名就叫「成器」。愈 

    來愈覺得「無聲」是個石材般的「東西」，每個音奏出，都是對無聲的 

    雕琢。絃樂聲部也要「打擊化」。活著就是建立在不斷侵佔某樣東西的 

    基礎上。13 
 
    聚精會神起來，大家在安靜之中，感到繼續再安靜下去了的層次，在緘 

    口之後，還有其他細微的聲音，然後坐立不動之後，又有更細微的聲音， 

    直到完全安靜無聲。這無聲的時間很短很短，它一產生就是要被樂曲破 

    壞。……這一個沒有聲的瞬間，感覺很嚴肅、很巨大，而且它是尾隨在 

    極小聲後到來，它沒有時間與大小，它是一條界線，是由音樂所越過的 

    東西。14 

 

  在這裡，「音樂」昭顯的仍是它的材質性（materality），它既是精神喻指寄託

自我的場所，卻同時也是塊狀音符的一種（音塊？）；「無聲」，正是最原始素樸

的「材」，藉「有聲」的雕琢而進化成「器」──藉由毆打、敲擊「無聲」，侵奪

其空白而以此為「有聲」。書寫，正是材質本身，以紙筆的肉體性，在空白的紙

上寫下字體，最表層的意義的「書寫」──字體，因此有了完全悖反於柏拉圖式

模擬論的本體翻轉。它不再成為實體物像的所指奴僕，而是──獲得前所未有的

至高權力──字體就是書寫本身。它是「無聲」的再演化，以雕琢飛削的肉體碎

屑象徵，成為一種體器之物；它亦是「無聲」遣散在符號人間的「有聲」，因此

它的來源總是如此輕易地召喚了那位於起源的「空白」／「空寂」。 
  因此，回到〈留白〉，以「書寫者－畫家（被寫者）－畫作（被寫中的被畫

者）」這組橫越文本內外的關係展開辯證；敘事中的畫家不斷遭遇到畫布中空白

核心的威脅，而致使作為藝術家的雅各無論「再怎麼反覆雕琢都是徒勞15」，畫作

是物質性的雕刻，它只能是刻出「體」──消弭精神實指的無機軀殼之體，其目

的不在「體」自身，而是揭曝了承載一切「體」背後的無盡空白。當「空白」成

                                                 
12 同上注，頁 17。 
13 黃國峻〈泛音〉，《度外》，台北：聯合文學，2000，頁 109。 
14 同上注，頁 112。 
15 黃國峻〈留白〉，《度外》，台北：聯合文學，2000，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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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畫的核心──退回畫布的層次，使畫上的一切體乃是為了拱顯這顏料與筆端下

的──「空景」，黃國峻藉畫家之筆告訴我們的是：體像的存有不在體像自身，

而在體像底下的一片空無，書寫者──無論是文本中的畫家，抑或是作為書寫者

自身，無論畫什麼、寫什麼，早已不重要。當書寫試圖召喚的是體的空白，書寫

自然必須從及物性的本體論意義離開，而將書寫一轉為「不及物」。但書寫的弔

詭正即在此，因為書寫本身早已是載體，除非不寫──絕對性的放棄，否則書寫

該如何去寫那「不可寫之物」──空白？如果書寫已然是不可能的任務，那麼書

寫行動本身就剩下──儀式動作。 
  羅蘭巴特（Roland Barthers）在他的〈三種書寫〉中以日本木偶戲為例指出

書寫的三種姿態。以木偶戲而言，整場演出包括的是木偶、操縱者與發聲者的各

自分工16。它不是組織性的演出，而是極區分性的姿態： 
 
    它表演的是姿態，讓動作訴諸視覺，既展示這門藝術，又表現這種勞動， 

    為這兩種內容保留著各自的書寫性。聲音（這裡，讓它獲得屬於它那些 

    過多的領地，是沒有任何危險的）則伴以極多的寧靜無聲，在這種寧靜 

    中，反而更巧妙地把其他特徵、其他書寫方式顯現出來。而且在這裡， 

    還出現一種前所未聞的效果：遠離這種聲音，而且幾乎沒有任何模仿聲 

    音的因素，……那作為西方戲劇所要求的言語通通隨之而土崩瓦解：情 

    感不再氾濫，不再淹沒一切，而是變成一種讀物。17 

 
  在木偶戲中，交織出一場文本演出的，包括：木偶──文本中的「體」，清

楚地和操作者所運轉掌控的敘事性（情節）做出區隔，而聲音的表演又被安置在

舞台側面的下方，和台上的木偶、操縱者分離。整場文本因此是一場「符碼、材

料、毫無關聯的論斷、編集在一起的那些動作交織在一起」，「這不是憑藉某種形

而上的力量，而是依靠一種結合體（combinatoire）的交互作用。
18
」因此，書

寫中的動作被分解了。而「寫」的姿態與肉體行動被彰顯了。以慢動作的分格，

將文本運轉的每個步驟（step）準確而清晰地呈現出來，包括最重要的、也是文

本中負擔最大及物陳述責任的──「聲音」，在這種木偶戲中，藉由三絃琴不連

貫性、符碼般的特質，將聲音自文本獨立出來，「這種聲音最終流露出的東西並

不是它所負載的東西（「情愫」），而是它自身，它自己的那種放縱；施指符號巧

妙地做到的不是別的，而是把自己的內裡翻出來，像手套那樣。19」這種演出的

方式所指出的正是書寫行動的姿態，也就是「寫」本身。「寫」，離開了知識論上

的形而上領域，不再為意義與情節服務，而是──藉由這讀本式的、將書寫轉化

                                                 
16 羅蘭巴特指出，在這種木偶戲中，觀眾除了觀看得到木偶自身的演出，同時在沒有布幕的遮

掩之下，清楚地看見了操縱木偶的人，而聲音的演出則是交由舞台側面的另一位置，整場文本是

體現了一種結合體。 
17 羅蘭巴特（Roland Barthers），〈三種書寫〉，《符號帝國》，孫乃修譯，北京：商務印書館，1994
年初版，1999 年初版三刷，頁 84。 
18 同上，頁 85-86。 
19 同上，頁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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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材質性的「寫」，呈現為一種「書寫肉體」。藉由「寫」──動作性的「寫」，

筆桿與紙張相互邀請，指尖與鍵盤翩然起舞，它以絕對的肉體性運轉著「寫」，

以「寫」的姿態跳出的正是書寫的「神姬之舞20」──膜拜肉體，以肉體為祭，

為的是召喚那無機軀殼底下的空白之域。對黃國峻而言，「書寫不可寫之物」的

策略正即在此：一方面，肉體與書寫合一，體即是寫，寫即是體，突顯的是作者

肉身與書寫的結合。另一方面，面對所寫之物，不是一個什麼都寫、而是一個什

麼都不寫的作家，若有寫，也僅僅寫的只是軀殼，與現實裂縫。 
  因此，書寫的肉體性與祭祀儀式便具有十分相似的性質。當作家將書寫定位

於自身肉體的運轉，寫作──自然不可避免的是其姿態與儀式性。它是符號生界

對非符號的死界、神界，以肉的形式進行空轉，召喚域外空白的一種演出。它所

面對的即是那「體」的儀式下的空無一物，它是絕對的符碼，可以說是一種身體

的禮貌。巴特在探討日本鞠躬儀式時曾經言及，在日本人過度誇張、擴大的鞠躬

體態之中，禮貌中的敬意成分與人格性質被汰換、析去，而以一種絕對清晰的形

象對人顯現。「這樣一種禮貌乃是『空無』的一種體現（這就是我們強烈卻『空

洞無物』的符碼中所遇見）。21」在這裡，「禮」是朝向域外虛空的朝拜與致敬，

鞠躬的雙方互相彎腰、屈膝，對處於兩人之間互贈的一個禮物盒子敬禮，然而「那

裡面很可能什麼也沒有，或者乾脆說，空空如也。22」對巴特而言，禮物並不存

在。在這個鞠躬施禮的儀式之中，沒有主體，亦沒有客體，只有兩個互相鞠躬的

符碼身體──「並不表示屈從和拜倒」，因而，「他崇尚的不是意義，而是對意義

的刻寫，並且表現為一種體態。」 
  書寫的肉體性，正是建立在這種禮儀之中，放棄「體」與「我」的相對性認

同，書寫──成為一種絕對的動作；以其血肉之軀，描摹刻劃，看似刻形劃體，

事實上是無對象──重點已不在刻什麼，而是自身的刻劃行動。在這場「禮」與

「物」分離的舞蹈之中，「禮」奉獻給無形的虛空，而徒留一個承載空白的空盒

──「物」。「物」是書寫的字體，也是書寫者之肉體，是書寫召喚空白的舞姿，

以舞的純粹空洞形式，對另一域的他界進行膜拜儀式。 
 

第四節、陰性他域：女神與符號慾望 

  因此，以〈留白〉作為書寫的哲學核心，其後的三本小說集，幾乎是一再地

回到了這種「書寫存有論」。敘述與故事已不再是小說家關注的重點，對黃國峻

而言，小說中的故事是回到了一種「戲劇元素23」，換言之，書寫已不再只是單

                                                 
20 這是黃錦樹討論朱天文後期的虛無態勢所使用的辭彙。見黃錦樹〈神姬之舞：後四十回？─

─論朱天文〉，收於《謊言或真理的技藝──當代中文小說論集》，台北：麥田，2003。 
21羅蘭巴特（Roland Barthers），〈三種書寫〉，《符號帝國》，孫乃修譯，北京：商務印書館，1994
年初版，1999 年初版三刷，頁 100。 
22 同上，頁 101。 
23 黃國峻：「就『說故事』而言，我個人會將它解釋做『戲劇的要素』。戲劇要素的選擇與發現

常常是因為將生活與情緒情節化、劇情化，我們可以用作夢的經驗來做類比，夢有情節，但這情

節並非故事而是戲劇元素（戲劇元素是什麼？譬如在希臘戲劇或史詩中常見永遠的仇恨、敵對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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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地敘事、給出情節意義，即可滿足；書寫挾帶這名之為戲劇元素的情節素材，

其目的地只是為了──「寫出存有」。如前所述，重點不在寫什麼，而是寫的動

作。文本場域成為一個祭壇，而語言既是獻給虛空的祭物，書寫就必然是一種「迎

神」的姿態。在黃國峻的小說文本中，演繹這種域外之神的，幾乎全是女神與女

性。 
  早在〈留白〉，黃已以畫家雅各和他的妻子瑪迦作為對照，區分出了兩種不

同的書寫型態。相較於丈夫雅各的藝術工作者身分，妻子瑪迦的線索，則寫出了

一種日常的縫隙： 
 
    金屬餐具的表面，映像扭曲、破碎。只有瑪迦會在上面看到自己的映像。 

    她的活動總是使得對它的描述顯得無聊。菜買回來、摘洗菜葉、炒熟、 

    端上桌，就這樣，簡單得沒人願意浪費時間去做。她不會出現在需要提 

    出來談論的話題中（他們正在談論某個建築師的童年），更不會出現在 

    書本前（他們圍在書架前）。把菜渣和骨頭倒入滿了的垃圾袋，她知道 

    這袋子還能裝，不能被外觀所騙，於是使勁壓了幾下，它便又可以容得 

    下半袋垃圾了。24 

 
  瑪迦是周旋在生活縫隙之中的，一個無核心的空白主體。在一場藝術家的午

宴之中，在嘈雜喧鬧卻又充滿空隙的藝術意見裡，她的位置是絕對的「度外」。

她是一個「不寫作的人」，但弔詭的是〈留白〉幾乎整篇都在寫「她」。以晃悠的

筆觸，小說家給瑪迦一條搖晃的、只有形體，而又穿梭自如的生活路徑。在日常

的街道之中；在一個中斷的午後時空；在各種洗滌與清掃的家事忙碌，「記憶」

不再具有組織的核心──「她記得好多事，由口中說出來，一段段，稍不留意，

根本不知道那是前年還是昨晚的事
25
」，她繞過話題，無有假設；她既不創造，也

無從塑造自我──形體在符號認同的軌道外頭，於是瑪迦總是在散步之中： 
 
    ……哪天都一樣，她與生活無關。她散步在半途中。看見紫薇樹了，快 

    要回到屋子了。……她不習慣走在野地上，腳下的土壤，有濕有乾、有 

    實有鬆，她無法預知下一步要踏得多輕多重，這遠比市街難走多了，她 

    思考不起來了。回想著，瑪迦說，去年約翰在這棵樹下放了一個小錫兵， 

    結果隔天發現不見了，回到公寓後，他還每天不忘提出各種假設：被鳥 

    兒啣走了、蛇吞了、螞蟻搬走了、田鼠偷了、錫兵自己跑了，如果今天 

    到學校去問他，他一定還說得出別的。記憶，在她心中，這有什麼值得 

    去記、去說的，十二歲的孩子都是這樣。26 

                                                                                                                                            
愛情的無法實現）。當生活、情緒等等，變成非常濃的戲劇元素時，就可以經過作者不斷地稀釋

與發揮，而回歸成為真實的故事。」，訪談整理收於《聯合文學》214 期，2002 年 8 月，頁 100。 
24 黃國峻〈留白〉，《度外》，台北：聯合文學，2000，頁 15。 
25 同上，頁 15。 
26 同上，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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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瑪迦其實走出了一種「漫遊」。絕對的空白。是隱匿在家事物件背後的一抹

留白，承載著漂流其上的器體瑣事，不斷向物與物間的縫隙漫漶溢出，流淌而不

知所終。她正是丈夫雅各畫布上的那抹「空白」。不寫作，卻象徵了寫作的核心；

總是被顏色塗料所追捕，卻又總是極輕易地脫逃逸出。她是無核心的記憶，點狀

的分佈物；是流狀的意識，線性時間底下溢散的絕對存有，也是書寫之所由。雅

各試圖捕捉物事，然而到最後卻發現物事底下乃是一片空無，畫筆與顏料於是一

轉成為舞姿──為的竟是召喚這空無之地的赫然驟現？在〈留白〉中，「空無」

是女性（瑪迦）的居所，象徵一種書寫的域外空間。在黃國峻其後大量的小說習

作中，這一女性／書寫／域外的空間場域，成為黃國峻以其（作家的）肉身膜拜

頂禮的對象。無論是〈歸寧〉裡懷孕的安妮，抑或是〈面壁〉中不斷撿拾垃圾回

家的女兒，甚至是〈觸景〉裡永遠被風景事物排除在外的啞劇女人，都是〈留白〉

裡「瑪迦」角色的延伸。「她們」總是被劇場性地隔除在物體的指喻鏈結之外，

而致使從「她們」眼中觀看出去的事物風景，總是不可避免地一片凌亂散落，充

滿無有魂魄的軀殼。因此，〈面壁〉裡「女兒」對「垃圾」的撿拾就成為一則隱

喻：「那瘋狂的彩色，碎沾在所有物體的表面，那是空罐子、瓶蓋、紙團、鐵盒，

以及食物的殘餘。它們原本是什麼？在屋子裡，擺放在某個自有其道理的地方，

但是現在它們──所有東西互無關聯──緊緊裝在一起，壓、疊，離開屋子，丟

置，結束了，都在這裡，歸根。27」在這裡，「垃圾」代表著符號鏈結斷裂後的

一切能指，無意義的純粹體像。到了〈觸景〉，則是日常物事風景全數潰散成不

可進入的扁平圖像（垃圾？），「女人」宛如上演「啞劇」，在殭屍般的景物軀殼

間靜怖地移動，卻永遠不能「觸景」。「景」與「我」再無關係，「我」，是中斷的、

漂浮的「體」，是書寫真正的域外空間裡，鬼魂般的書寫主體，透過「我」而顯

靈的場所。那麼，一個問題是：如果「女性」的身體是書寫借來呈現自身的場所，

那麼究竟是「誰」在書寫？誰是那個「靈」？ 
  〈歸寧〉裡的安妮或許正象徵著這一域外空間的活動。「安妮」不只是一個

「女人」，更是懷孕的「母親」──在身體裡藏匿著一個「子宮」。如同克莉絲蒂

娃的卑賤之體28，子宮裡的胎兒是一個難以界定的非象徵物，既非「客體」，亦

非「主體」，它是與母親尚未分離前的整體，是作為語言符號的母親身上所攜帶

的卑賤肉息，但它也是這架母體機器的導航引擎──「像是一艘潛水艇，她覺得

自己眼睛所見的是水面上的景象，而躲在深處的胎兒才是自己的首領。29」如果

在黃國峻的書寫體系裡，父權、男性代表著成熟、造作而具組織性的藝術書寫，

母體、女性則象徵語言在物體縫隙間的留白，那麼，母體內部的子宮，正是一切

語言與符號尚未初始的靈體，藉母親的肉體性材質迸現其自身的陰性場域。書寫

                                                 
27 黃國峻〈面壁〉，《留白》，台北：聯合文學，2000，頁 91。 
28 克莉絲蒂娃指出在符號化之前，母體與胎兒未分的混沌狀態，具有一個未被象徵的卑賤之體，

既非主體，亦非客體，它是符號的前提，它也帶有「我」的成形之路中急欲擺脫母體、逃離母親

強大陰性力量的慾力。見克莉絲蒂娃 Julia Kristerva《恐怖的力量》，彭仁郁譯，台北：桂冠，2003。 
29 黃國峻〈歸寧〉，《留白》，台北：聯合文學，2000，頁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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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儀式因此變成這樣的組列： 
 
  父權／陽性／作家－母體／陰性／體像軀殼30－靈（無）。 
 
  和克莉絲蒂娃的卑賤體最終步上的是弒母、殺母的亂倫情境不同，主體為了

擺脫來自母親的強勢陰性力量，必須將母體對象內置，以自殺的方式弒殺母體，

以免去弒母的罪惡感（劉紀蕙語），在克莉絲蒂娃那裏，主體為了抗拒這種自弒

／弒母慾力，所採取的方式是透過想像，將陰性對象化到文字藝術的場域，以母

者形象現形，攻擊之，再現之，侵犯之31。然而，在黃國峻的女神書寫系譜中，

卑賤體以「無我」的空白之姿登場，不尋求認同亦不尋求分離，陰性空間因此變

成書寫主體認可的永恆居所，而「自我」遂虛無化。肉體成為靈場，不再具有具

體的書寫意志，只等待──降靈。「靈」沒有母親的肉體不能完成被書寫的陰性，

而母親若沒有這來自「子宮」的「靈」則其陰性場域無法被啟動──無法完成自

我象徵化。 
  換言之，當作家以筆端起舞，對女性或母體的神像進行膜拜，召來的便是體

像軀殼背後的神靈。它與女性造像不可分，卻越過了體像的肉體性質，而以靈體

的方式自居。在黃國峻的文本中，這一靈體的存有，被對象化到了「女神」的隱

喻。從〈兩半〉中的女上帝，到〈傑克與仙豆〉中的女巨人，從〈小木偶皮諾奇

歐〉的仙女，到〈神界傳奇〉的報曉仙子，「女神」的隱喻一再出現，而對比從

事創造的「男神」、「男性闖入者」與「男木偶」，都無疑顯示了更高的位階。〈傑

克與仙豆〉中的傑克，藉由攀爬仙豆的儀式進入雲際，接引女巨人來到凡間。在

這裡，很明顯地，「傑克」正是「書寫者」的隱喻，是握有敘述霸權的作者，自

述其創作之本質，是祭神也是迎神。書寫，是儀式，也是〈傑〉中那條通往天上

的豆莖巨梯，〈傑〉中的傑克對女巨人說：「也許這巨梯其實是為了接妳下去，而

不是送我上來。不要害怕，是仙術帶我們走這條垂直的橋。32」通往域外的書寫

之梯因此也是一種仙術──迎來域外女神，進而完成符號界的「書寫」。這種「仙

術」，在〈小木偶皮諾奇歐〉裡，更進一步地與藝術創作做了緊密地結合。黃國

峻巧妙地刻用了《木偶奇遇記》的故事，將其改寫成一則藝術與域外仙術的寓言。

小木偶皮諾奇歐經由仙術被改造成人。他既是無生命的木偶之體，卻同時又帶有

人的精神靈魂。他「不相信感覺的真實性」，「活在人境中只因為人的意念牢固地

緊包住他」，對意念的反抗被轉化到對「體」的直接扼殺──以刀攻擊、雕刻木

塊？書寫的肉體性再度迸現？在飛削的木屑之中，在對「體」的攻擊與殺戮行動，

木屑與肉體起舞，「禮」奉獻給虛空，而召來的竟是這木雕「物」像裡的靈體─

─「女神」的現身？當皮諾奇歐愈接近完成他的創作，就愈逼近書寫／雕刻的內

                                                 
30 相較於在父權的組列，書寫是作家所為，在母體的這裡，書寫則表現為一種「無書寫」，是日

常體像的軀殼，而非是負載意義的寫作（作家）。 
31 Julia Kristerva, Black Sun:depression and melanchol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C1989, p28. 
32 黃國峻〈四個變異的童話〉，《盲目地注視》，台北：聯合文學，2001，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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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核心──「完成我，快把我刻出來，讓我出去。33」 
  「女神」因此正是書寫者的符號慾望，所欲企及、召喚的域外空間。這其中

固然帶有女性主義的本體論意味存在。熟諳吳爾芙作品的黃國峻，在一次訪談中

曾自言其對女性主義的態度： 
 
    ……我覺得女性主義應該是一個線索而不是終點，許多人停留在某個階 

    段，是因為有想要達成的權力慾望，但我想我可以跨過去了吧。34 
 
  對黃國峻而言，女性主義並非只是為了抵達激進權力運作的手段，而是整個

書寫本質的底蘊。是陽具符號尚未發生前的陰性空間，遠在一切生界、符號界之

外，以空無死界的方式存在的域外。在黃的文本中，書寫者──執筆者，幾乎毫

無例外地清一色皆是男性。男性代表這一陰性空無的域外，被引介進符號場域，

組織化為具核心性的書寫文本，這其實也是黃國峻對自身小說家身分定位的隱

喻。〈盲目地注視〉正是這個隱喻的極致操演。李奭學曾言及〈盲〉文的構想應

是向艾科《玫瑰的名字》或《昨日之島》取法35，然我以為黃國峻其實意不在此。

〈盲〉的文本必須放到黃國峻全部的女神系譜中方能見其脈絡位置。〈盲〉以虛

構的男島、女島，巧妙地結合性慾與符號慾望，男島與女島原本是相互遙望的兩

個島嶼，在一次女島的變亂之中，女島居民被暫時安置在男島。界線的崩毀帶來

的是男島居民性慾的劇烈企求？島上的男性居民無一不覬覦這少數被「迎」進男

島的女性居民。加劇的性慾需求，而導致他們終於偷渡妓女，造成男島秩序與道

德的淪喪。然而，〈盲〉中最重要的敘述，並不在性慾、道德與秩序的因果辯證，

而是在於男島上「詩人」角色的安排。當食髓知味的男島居民，想要打破秩序，

混雜男女居所，為之背書的「詩人」角色就不得不令人側目；詩人是男島中最早

反對男女分居的人，他不僅接收妓女魁希納，吟唱詩篇，歌頌女人，甚至讚美性

愛肉慾。 
  性慾與肉慾，在「詩人」角色的隱喻中，乃一轉等同符號慾望。空無的「女

體」，除了在男性性慾的滿足中，成為完成慾望認同的象徵對象，同時──亦因

為這性慾乃是藉由「詩人」身分所實踐，空白女體，被邀請進歌頌的詩篇，在男

性操使符號、縱橫馳騁的文本場域裡，遂凝固成表徵化的書寫。 
  〈盲〉揭曝了黃國峻個人極為私密性的書寫本體論。對黃而言，及物性的寫

作是一場對物體與神靈的絕對冒瀆。當詩人企圖將「女體」收編進書寫的文本，

那攫取的動作其實與姦污並無二致。顯然這一途徑並非黃國峻所奉行的書寫信

仰。早從〈留白〉初始，黃國峻那絕對的空白、不及物式的「度外」、疏離之姿，

便昭顯了作者內部極其自覺性的把持和控制。書寫──必須嚴加控管在與物體的

距離之外，時時謹遵對「物」的敬意，必須永遠是「不及物」的──只能描摹符

                                                 
33 同上，頁 36。 
34 蔡逸君〈景觀：黃國峻的內在風景〉，《聯合文學》187 期，2000 年 5 月，頁 111。 
35 見李奭學〈疏離的美學〉，《聯合文學》226 期，2003.08，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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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軀殼，而永遠不能以意義充填、滿足這空無的軀殼；換言之，書寫者必須扮演

的是一個永遠的「性無能者」。 
  早在〈盲目地注視〉，黃即以「大衛」的少年角色，對比出與「詩人」相對

的位置。男島少年大衛對妓女魁希納雖有渴慕的企求，然而卻由於懦弱與羞懼，

始終只能與「女體」保持偷窺的距離；當男島的族長因不滿島上的墮落衰敗，毅

然帶領女島居民與少數男島少年重返女島，大衛正是其中之一。與女體保持在慾

望的距離之外，和詩人相反的是，當詩人試圖將女性之美納進詩歌，成為詩歌的

及物對象，大衛卻是絕對的禁慾主義── 
 
    他腦中浮現著對女人的稀薄記憶，他曾百般幻想：接近那樣的人，會有 

    什麼樣的感覺，越無法確知，就越廣泛地猜臆下去。憂煩地在這全是男 

    人的地方繞走，他忽然想起來很久沒有擊鼓了，以前晚會上擊鼓時的感 

    覺令他回味了起來，翻找了一下找不到鼓，他只好隨手架起塊木板，簡 

    單地敲奏了起來。36 
 
  性慾與符號慾望的自我壓抑，被轉移到「擊鼓」的拍打之中。和詩人所操執

的詩歌不同，詩歌和文字密不可分，本身即具有承載、及物的宿命。但鼓聲卻是

一種極肉體性的表現，它顯現為一種節拍；手掌與木板紮實地拍擊、碰撞，絕對

的肉體性儀式；既不捉攫那域外神靈般的女體對象，更遑論以書寫姦污之。禁慾

與符號潔癖，是黃國峻書寫核心中一貫的、也是唯一的信念。從〈留白〉開始，

筆觸保持中立，穿梭游移於物間縫隙，不輕易施加意念於書寫對象，同時也傾全

力將這種「無可企及」的虛無疏離姿態，轉化到敘事的文本場域。 
 

第五節、書寫失格：話語與肉體的屍塊 

  是因為書寫者始終保持一種「符號性無能」的立場，而導致黃國峻生前僅有

的三部短篇小說集，其情節皆保持在一種淡薄的疏離？書寫者的書寫信念──符

號慾望的無能為力，被對象化到實際的文本中，與書寫者正面交鋒，必須要到二

００三年的遺作《水門的洞口》。《水》是黃國峻傾其平生所有書寫信念而投注其

中的集大成之作。非但一改過去三部短篇小說集中人物姓名、時空、與地域的陌

生化，而以一種極清朗而理所當然的寫實筆調，作為敘事情境推進衍出的基礎；

書寫者亦自覺性地直接以劇中人物「林建銘」的性無能障礙，推演出性慾、符號、

語言、與藝術之間的交叉辯證。 
  在《水》中，「林」因為性慾能力的無法「及物」──無法順遂滿足於其女

友，而終致分手，轉而將生活重心投注於「盧氏劇場」的參與，而在「劇場」這

個藝術領域裡，「林」所渴慕的對象則是名為「楊施」的女伶。「楊施」顯然是〈盲

目地注視〉後一貫「女神」主題的延伸，在《水門的洞口》裡，則變成主角「林

                                                 
36 黃國峻〈盲目地注視〉，《盲目地注視》，台北：聯合文學，2001，頁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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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銘」藉對劇場藝術的自我投擲，所欲召喚的性慾對象。相對於「楊施」這個經

過設計的符號，黃國峻顯然刻意藉一個隨處可見的尋常姓名，使「林建銘」成為

一種普同性、未經「書寫」的體像符碼。在這裡，「林建銘」象徵一種平凡、毫

無美感經驗的個體。是城市中的任何一人，既不突出，同時又因為其性功能的障

礙，「他」也不具「及物」的血肉性質；是一個普遍性的符號，不具意義，甚至

只是一種軀殼──只等待降「靈」（「楊施」）。顯然地，在《水門的洞口》中，「劇

場」對平凡空洞的「林建銘」而言，是一場驅動自身符號軀殼、使之舞蹈的書寫

儀式。與〈留白〉、〈面壁〉、〈歸寧〉、〈觸景〉中對女性漫遊的刻劃不同，也與〈盲

目地注視〉、〈傑克與仙豆〉、〈神界傳奇〉等題材中著重「女神」與「書寫」關聯

性的辯證有所歧異，在《水門的洞口》裡，黃國峻傾其筆力所極欲描繪的，卻是

作為「肉體」的「林建銘」的難題。「林」是性慾賁發的肉體男性，同時卻也是

無法及物的性無能者；是極為平凡的肉體生存，卻更是一心等待域外女神降臨的

抱柱尾生。「他」是介於符號生界與域外死界之間的、一種不具權力慾望的無認

同之「體」，同時象徵著精神與肉體的兩種界域。「他」也正是書寫者自身位置的

隱喻──既是抱持禁慾主義的不及物者，同時又必須面對自身肉體存有的難題；

既是符號性慾的自我壓制，卻更是──以禁慾守身、沐浴，繼而「迎神」──域

外女神。黃國峻為我們指出的是，當書寫者視自身肉體為召喚域外女神的祭品，

以「肉體」之「寫」為請神儀式，那麼勢必要面對的是──符號生界意義裡的「體」

的虛無化。「肉體」，自覺性地離開了意義軌鏈的形而上結構，從社會、親族、家

庭等相對性的結構位置中脫軌，不再具有任何社會性的位階──兒子、弟弟、國

民、種族、一切符碼，等等，皆全數失格，甚至也不再是──「作家」，而只能

是：「祭品」。 
  問題因此繞回了「體」。換言之，這裡的第一個問題是：在這種書寫態勢之

下，黃國峻寫出的是哪一種「體」的存有策略？無論「被寫體」或「書寫主體」，

敘事意義的中樞消弭退散，一切書寫行動皆動輒得咎地化作一種伏拜域外的儀

式，那麼，「體」──在這場儀式中，以不及物、禁慾主義自我控管的「肉體」，

該如何自處？究竟「書寫主體」如何視之、或自視之？ 
  從〈留白〉寫「體」的縫隙，呈現為無關心、漫遊的姿態，到了〈私守〉，

似乎是直接回到了對「體」的關注。〈私〉以植物人為題材，是黃國峻極為早期

的創作，即已碰觸到了「體」的問題。失去意識的哥哥彼得，肉體變成一個「零，

空無」，「呼吸著，老化著，這軀體像黑洞一樣，把彼得一生所經驗的事物吸進去，

把瑪莉今後的付出也一併吸入，默默地，怎麼也吸不飽。37」意識中樞的潰散，

象徵一種結構鏈條的崩裂，一切軀體、記憶全數迸落，各自成為再不相干的絕對

物體。因此，肉體可以是〈盡棄〉中的喪失記憶的老人，以記憶的頓失宣告符號

意義的棄絕，也可以是〈渾懵記〉裡瘋狂而來路不明的精神病患，無核心的空洞

軀體，他們是──〈面壁〉裡崩跌而錯亂的一片末日無機垃圾景觀： 
 

                                                 
37 黃國峻〈私守〉，《度外》，台北：聯合文學，2000，頁 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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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是溪畔遍佈的大石塊，這一袋袋填裝飽滿的垃圾，堆放在此，看起來 

    很自然，兩旁的樓房或直立或橫排，龐大地圍出了街與巷道，一口口封 

    上鐵條的窗，店家的招牌各有其顏色和字體。這些樓房像是一條條肥大 

    的巨蟲，而垃圾正是它們的排泄物。堆成了一排又一排。好豔的五顏六 

    色，遠超越了花朵的明豔，哦，那瘋狂的色彩，碎沾在所有物體的表面， 

    那是空罐子、瓶蓋、紙團、鐵盒，以及食物的殘餘。它們原本是什麼？ 

    在屋子裡，擺放在某各自有其道理的地方，但是現在它們──所有東西 

    互無關聯──緊緊裝在一起，……有的袋子脹破了，腐壞的氣味洩出， 

    引來了野狗群，咬、挖，牠們吃能吃到的東西，然後有體力了。狗活著， 

    成群游走於街頭。沒破的袋子也破了，握著一隻破傘，她用傘柄勾攪著 

    垃圾，那是書和雜誌，上面是知識。字、色彩，斑斑留痕，那痛苦的色 

    彩在眼前不停地跳動，沒有用的，毫無吸引力。她不罷休，必定有什麼 

    能滿意的東西，在這片失去了組織的物堆中。也許，把它們全部拆開來 

    之後，這零零碎碎的廢物，可以重組出另一個世界，那個潛藏在這其中 

    的世界會是什麼樣子？38 
 
  這一大段怵目驚心的自我解體的城市景觀，其實正直指黃國峻整套對自我肉

體的觀看策略，同時也指點出他的現代主義書寫態勢。黃藉〈面壁〉中耽溺於撿

拾垃圾、喜愛腐敗物的女孩，寫出了一種現代主義式的戀屍癖性格。早從尼采宣

告上帝已死開始，形而上的神衹已然遠去，而徒餘一片形下的、肉體的、機械式

的末日地景。佛洛姆曾經指出，在現代情境的空間裡，產品的製造者──工人與

工程師，都和他們所製造的產品本身完全疏隔。產品以塊狀、物體式的方式被工

業社會中的各個部門所認知，而個體的運作──基本上就是服膺於一部巨大的製

造機器： 
 
    ……把興趣從生命、人、自然、觀念轉開──總之，從一切活的事物轉 

開；他把一切生命變造為東西，包括他自己在內，也包括他人性的機能 

在內：如他的推理、看、聽、嚐、愛。性慾與性生活變成一種技術（「性 

愛機器」）；情感都被削平了，有時用感傷取代了；喜悅，原是強烈的生 

氣的表現，現在則被「玩樂」或興奮刺激取代了；人所剩下的一點愛與 

關懷，都送給了機器和玩意兒。這個世界變成了一個沒有生命的人造物 

的集合體；從人造食物以至人造器官，人已經變成他所控制的整個機器 

系統一部份，而這個機器系統同時又反過來控制他。 

 
  佛洛姆指出，這個肉體化的機械世界，其內裡所蘊藏的無機死性與屍性，正

是現代社會情境的戀屍癖對象。「體」，不再具精神指標，而是無意義的肉塊、顏

色和塗料；「人」，亦「非人」，早在機械全面統領世界之前，即已自體改造為「機

                                                 
38 黃國峻〈面壁〉，《度外》，台北：聯合文學，2000，頁 9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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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人」；在「體」之外，一片死寂，空無一物。承載符號體系的背後竟非精神意

義？而是死亡的黑洞深淵？那麼，「書寫」──作為一種表徵的材質──一種

「體」，其定位便顯得十分弔詭。如前所述，在黃國峻的文本中，「書寫」是一種

召喚域外的「體」，是書寫者「肉體」與「字體」的緊密結合，以其儀式性促使

域外洞開的一場祭禮。「禮」獻給虛空，而徒留形體的「物」。書寫，是〈詹姆士

兩千型〉裡的「書寫機器」，既無精神性，亦無必要性──若「寫」具有必要，

那麼也只是為了──「肉體」的存有。 
  這裡必須重新回到黃國峻對自身「肉體」在書寫裡的態勢。當書寫成為一種

儀式，那麼，作為演出的肉體、字體，就勢必佔據「祭品」的位置。「祭品」之

所以為「祭品」，當然即在其因「祭儀」而展開的結構性儀式，方能確立其相對

位置。在祭奠開始之前，「祭品」，不過只是「屍體」，是死亡的牲畜與野獸。換

言之，當一切符號意義皆宣告失效，書寫這場儀式，就成為「體」從絕對性的屍

體、獸體，唯一可被納進的相對性的體系；「體」，只能是書寫中的「祭品」，否

則就只能是絕對的「屍」與「獸」──空殼。「獸」的摹寫，是黃國峻精神病患

或植物人等「體」的空洞軀殼主題的延伸，不管是〈縱虎〉、〈馴獸〉甚或〈一隻

貓頭鷹與他〉39，小說中的「人」倏忽從意識主體抽離，甚而與「獸」交換身體，

藉「獸」之眼重新觀看的是──「人體」。「體」拔高於「人」，佔據了「人」的

最高主宰，黃為我們指出的是，祛除了意念，則人體、獸體、屍體其實乃是同質？

那麼「書寫」究竟該是「馴獸」抑或「縱虎」？ 
 
  傅柯在探討書寫中的域外空間時曾經以希臘神話中的兩個故事作為隱喻，一

是尤里西斯與賽倫海妖的故事，一是奧菲爾的死亡地獄。當尤里西斯在海域上聽

見迷魂的海妖歌聲，深受吸引，他必須綁縛腕足，以免被死欲的域外漩渦所迷惑，

因而能返回人界，以書寫傳誦自海妖處聽來的歌聲。尤里西斯的旅程因此是一場

「馴獸」的過程，是黃國峻〈馴獸〉中所暗喻「書寫」的法術技藝，絕對的禁制，

抵抗域外死欲的召喚，而終將死亡所給予的「文本」帶回人間。然而，奧菲爾的

死亡地獄卻是「縱虎」？為了從陰間帶回死亡的妻子，奧菲爾必須壓抑那來自身

後地獄的死亡召喚，才能重返人界。然而，在回程中，無法禁制死欲的奧菲爾，

回頭看見亡妻死亡的臉孔，終致墮入永不回返的暗黑死界40。死亡的臉孔正是那

永遠不能被書寫的域外──非任何文字所能逮之，必須以書寫者的屍體肉身前來

換取？在這龐大的、無可比擬的死亡文本面前，一切的祭獻與舞蹈都將徒然，因

為，在禮與舞之中，字體與肉體皆只是「祭品」，而書寫等同儀式──只是尤里

西斯返回符號生界後的一場「遊記」的敘述；但是，在這絕對的、對死亡的肉體

投擲之中，字體、肉體層次不分，甚至再沒有書寫為「祭」──書寫不再只是「儀

式」，或者乾脆說──已沒有「書寫」；書寫已死；肉體與字體皆是奧菲爾的屍體

──不能文本化的死亡文本，轟然以絕對性的體的形式驟現。 

                                                 
39 以上三篇皆收於《盲目地注視》，台北：聯合文學，2001。 
40 傅柯《外邊思維》，洪維信譯，台北：行人，2003，頁 12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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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里西斯與奧菲爾的兩種暗指書寫本質的途徑，在黃國峻的文本裡，仍可找

到線索與軌跡。早在〈祭春〉，黃國峻即以一篇祭祀天神的寓言作為詮釋書寫本

質的隱喻。在這場儀式之中，能真正召喚域外神衹的祭品，既非婦女、小孩或少

女，而是被父親姦污而懷孕的少女。延續前一節所探討的，女性、子宮皆成為一

個靈體的場域，寄寓母體，而直達域外。「她」是羅蘭巴特鞠躬儀式中的「空盒」，

但是弔詭的是，小說最後獻上這「空盒」而召來春神的，並非通過一場祭祀儀式

的表演程序，而竟是少女的自死行動？象徵「書寫」的「祭祀儀式」在召喚域外

神衹時竟會失效？書寫無效論？ 
 
  因此，《水門的洞口》緊接在「林建銘」藉參與劇場、對「域外女神」──

「楊施」的暗戀挫敗後（同時也象徵著書寫的失效──），出現的這段文字便赫

然直指作家的書寫美學與肉身自死行動： 
 
    一年中會有一兩天，天空下起份量極重的雨水，因為只有那一兩天，地 

    球的角度剛好讓冷空氣和熱對流形成一道水門，只要偏差一點，水門就 

    不存在。他這一刻感到某一處開了一個洞口，在這個洞口裡，他無意窺 

    見一切始末，那是個既定的事實，他不曾停止掃視一群群到處遊走，滲 

    入各個角落的面孔，為的就是要準備見到一個終點，一個具有吸引力的 

    女人，一個可以讓他甘於接受一切虧缺的至高價值。他可以想像那個女 

    人是由幾個迥異的部份合成的，既是現實的、嚴肅的，又是具有靈性的、 

    純真的，同時還是充滿肉慾的、感官的，混融一體，無法區隔。41 
 
  作為黃國峻的最後遺作，《水門的洞口》不再只是藉書寫宣稱符號慾望的性

無能；相反地，性功能的障礙成為文本主角「林建銘」的常態──是既定的事實，

同時也是其世界的構成基底。「林」既不掩飾自己對生界肉慾的無能，同時也不

否定內在慾望的存在事實。換言之，《水》之前的禁慾系統在此被赫然打開，但

令人驚異的是其對象卻並非及物的生界──不是代表符號生界的「陳怡君」，而

竟是座落於「水門之外」的女體對象──域外女神（死神）。那是賽倫海妖的聲

聲呼喚，是尤莉蒂斯死亡之臉對奧菲爾的不斷引誘。從《度外》以降的「符號性

無能」姿態，到了《水門的洞口》，黃國峻想說的是：真正能啟動符號生界性無

能患者的慾望系統，並非「生慾」，而是「死慾」；因為符號生界早已是一片死亡

的荒蕪，性慾注定無能，唯一的慾望場域則是：死界「度外」。 
  絕對的「度外」之姿；遠在生界符號之外的性無能者；並非無能，而是無法

「及物」。符號慾望不再朝向勾連整片無機末日之體，而是──朝向域外的死域。

黃國峻文本中大量出現的：市街樓房的空洞軀殼；人類與垃圾的共生共處，體我

不分；焦慮的中產階級藝術家們，畫布或者樂譜，始終「留白」；物體──被寫

體，被書寫以外的光影裂罅所承載，而使整片書寫景觀都一再地面臨曝光與搖

                                                 
41 黃國峻《水門的洞口》，台北：聯合文學，2003，頁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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晃；筆端──宛如文本中不斷出現的男性性功能障礙者，總是保持在一種絕對的

符號潔癖之中，而終不能「及物」，黃國峻其實寫出了九０年代的台灣現代主義

情境，體像與體像之間的關聯從上帝之死的噩耗中逸走、散失，再無意義與神衹

──一個無機性的、屍性的世界？那是佛洛姆的「未來之城」的夢境景觀── 
 
    一切東西充滿了光──用電，而現在我知道那是人造的。這個城市完全 

    用鋼鐵和玻璃造的──未來之城。我繼續走，突然察覺到一個人都沒看 

    見──沒有人，也沒有動物。現在我發現自己站在一座大機器前面，像 

    一座巨大的，非常現代化的變電器，有許多粗大的電纜連接著，像是高 

    壓電纜；看起來像是黑色橡皮管。我想到，這些電纜裡輸送的是血 

    液；……我走到電纜那裡，用我的小刀切開一根電纜；突然有一種東西 

    噴出來，把我噴濕了。是血。42 

 

  佛洛姆用一個危言聳聽的隱喻，為我們指出的是現代主義書寫者的殺戮姿態

──為了反抗現代性的無機體侵襲，書寫者必須執文字為干戈，割斷「電纜」、

撲殺「機器」──以行動意義上的「謀殺」換取真實的、血淋淋的「血液」。書

寫因此與謀殺並無二致。如果《度外》、《盲目地注視》與《是或一點也不》，書

寫者是試圖在虛無面前，以「不及物」式的書寫態勢登場──僅僅只是為了維繫

書寫者空洞軀殼的肉身存有，那麼書寫者終將也只能是虛無面前的犬儒主義者。

然而，作為「遺書」的《水門的洞口》卻是黃國峻最後亦最劇烈的肉身實踐，書

寫不再只是儀式，而是殺戮──召喚「水門」，實踐於「體」的自我謀殺；是利

斧，亦是對虛無的投擲；是死慾的絕對召喚，無有符號的無邊黑暗，尤莉蒂斯的

死亡之臉？一場無文本的文本？ 
  自殺經濟其實表現了一種自動書寫。無有書寫主體，但書寫卻赫然已企完

成；「寫」的權力，又重新回到了域外女神的手中──書寫魂魄與域外神靈的真

正結合？從「禮物」到「祭品」，從「祭品」──繞經「體」的自我殺戮──而

終究是在死亡的瞬間，藉由奧菲爾的「屍體」，衝破死生界限而返回那一整部龐

大的、死亡的文本，黃國峻迂迴地回答了〈留白〉裡「如何書寫不可書寫之物」

的終極逼問──那策略正是：以死寫死。 
  黃國珍在黃國峻辭世後曾憶及：「國峻小時候很喜歡堆積木，把缺了張的麻

將廢牌，堆得又高又漂亮。在大家都驚嘆稱讚的時候，他一手將它打散；第二次

堆出完全不一樣的，又將它打散。43」 
  積木的堆疊，是黃國峻作為一個絕對意義上的形式主義者的隱喻。在一次訪

談中，黃國峻自言其寫作的態度與本質，並非創造，而是模仿： 
 
    ……對於形式勝過對內容的好奇。比方說，你在經過一條溪流的時候， 

                                                 
42 佛洛姆（Erich Fromm）《人類破壞性的剖析》，孟祥森譯，台北：水牛，1990，頁 229-230。 
43 黃國珍〈對世界發出的訊息〉，收於黃國峻《是或一點也不》，台北：聯合文學，2003，頁 9。 



 156

你會看到溪流裡有一些大大小小的石頭分布，你走的時候，會東一步西 

一步、一小步一大步踩著石頭過河，感覺像跳舞一樣，我並不是走在平 

坦的道路，我也不是要利用這樣的空間走到某一個創作目標上。我只是 

要在石頭上跳舞。我覺得我的舞蹈純粹只是對空間的一種詠嘆！…靜態 

的舞蹈，坐在桌旁用思想溝通的那種舞蹈。44 

 
  舞也是筆端的律動。書寫者身體的延伸。不為意義承載目標，而僅僅只是專

注於姿勢本身。書寫裡的形式主義，越過筆端，漫漶淹覆進書寫者的身體，而終

使肉體亦在這絕對的體像與形式美學中，宣告放棄？形式主義者的上帝，是一個

無盡的域外虛空──「無」。「無」統馭「體」，是「體」唯一的形而上神衹，只

有在毀滅的手勢之中──拂袖一揮，骨架崩解，體像傾圮塌陷，在破壞與毀滅中

照見那不可見的「無」？作為一個文本與肉體意義上的形式主義者，字跡與肉跡

密不可分，肉體自我耗竭，轉換成為絕對的屍體；當「寫」的動能殆盡，「生」

的位能亦面臨消毀；「肉」與「字」不可分；「寫」與「死」不可分；書寫，已不

再只是文本化的書寫，而是──一次性的死亡：肉身表演。當「不及物」書寫的

世界景觀，潰散成尼采眼中被上帝所丟棄的末日世界，物體與物體之間的串聯被

倏忽抽離，字體則散亂成無有意義承載的──無意念世界，宣稱一切「盡棄」的

黃國峻，或許是在這一片積木般的崩跌潰亂中，藉一次死亡對肉體的毀壞，試驗

著「形體」重組之可能的最大極限吧。 
  書寫其實何其危險也哉──它是現代性除魅以來的、僅剩的唯一魔魅？形式

是迎神，也是獻祭，「積木」既是字體也是肉體；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和八０年

代中期以降的張大春語言至高者的輕蔑之姿不同──語言外於主體，而成為堆疊

的遊戲，在黃國峻的系譜位置中，語言是主體的「維生之道」──並非認同語言

承載的話語意義，而是更進一步──藉語言操駛中所啟動的動能，使書寫者的肉

體在這無機性的殭屍般的現代機械世界，尚餘一點「活下去」的理由。當形式主

義者視書寫為肉體形式的唯一存有，當然同時也勢必甘冒體像軀殼虛無化的主體

危機──成為墮入黑洞地獄的奧菲爾，永不回返。 
 

第六節、結語：域外鄉愁 

  二００一年，駱以軍以一部《遣悲懷》轟開死界與生界的極限，書寫成為遞

向死境的一封書信，王德威早已如此論述駱的夢話囈語：「未必有寫實主義式的

深文奧義，而更接近以故事片斷的塊體，……以合法掩飾非法，運用眾皆曰可的

材料來探尋修辭、故事的零度意義。後設小說所玩弄的拼貼、謔仿、變形、延異，

於他正是顯現文字『物性』的手段。45」王以「運屍人」稱駱，正乃是因其面對

                                                 
44 蔡逸君〈景觀：黃國峻的內在風景〉，《聯合文學》187 期，2000 年 5 月，頁 111。 
45 見王德威〈我華麗的淫猥與悲傷──駱以軍的死亡敘事〉，收於駱以軍《遣悲懷》，台北：麥

田，2001，頁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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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屍塊」的搬弄態度，宛若運屍。 
  然而，早在九七年，晚一個世代的黃國峻，早已以一篇〈留白〉，完成了其

自身的肉體／字體／屍體的自我改造工程。如果，九０年代後的駱以軍「寫」出

了一種絕對的棄置──棄兒美學（黃錦樹語），那麼二００三年的自我殺戮行動，

黃國峻毋寧是連「寫」亦宣告被棄。 
  棄置，是九０年代後的台灣文化場域，必須面對的問題？從張大春以降，「將

軍」的碑文迸然瓦解，歷史與記憶再不可信，鄉愁，不再指向一個實質的象徵符

號──無論是「中國」抑或「台灣」，而是──絕對的「留白」。那是西方卡謬式

現代主義的再次進駐，而且遠比上一次（六０年代的王文興那尚有抗拒對象的家

變之姿──）還要來得純粹且空白；那是「異鄉人」身分的再次醒覺；異鄉，不

是三千里外揣想，雕欄樓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而是──完全的失憶；如同卡

謬所言，早已烏有任何「許諾之地」（promised land）46。生存，就是一個異鄉，

符號軀殼空洞乖離，演員與舞台分離，人生成為搬弄荒謬的後設劇場，在失憶症

劇碼的重複上演之後，終於失語。書寫再不能語。於是死亡如同返家。返回那基

督早已離去的死亡屋脊，荒謬歸位，而生存終將化為過境，死亡才是永生，域外

才是居所？ 
  死境，是一趟返鄉之旅，是女妖與卑賤之體的歌聲呼喚，是親屬結構鏈條外

的獸族場域，以死亡暴力的召喚，喚請佛洛姆屍性世界中的書寫主體，重新返家

的一條道路。當然也是書寫者筆仙遊戲中請來的域外幽靈，對符號生界洞開的「水

門的洞口」。書寫曝光，符號留白，生者──寫者，早已度外，無臉書寫者的祭

神祭己之舞，在這虛妄的存活之中，能被捕捉的，也僅僅徒餘舞姿了吧。當祭儀

嘎然而止，空間進入絕對的靜謐，那便是──神靈極近之時的來臨。畢竟請神容

易送神難。那麼，只管跟上吧。如果真能進去那「水門的洞口」。 
 
 
 
 
 
 
 
 
 
 
 
 
 
 

                                                 
46 卡謬《薛西弗斯的神話》，張漢良譯，台北：志文，1974 年初版，2006 年重排版，頁 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