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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眾文學因其產銷方式，能非常即時地映照當下的社會脈絡，而透過分析

其中以文字構築的世界，或許也可以找到另一種角度，切入並分析共處於某一社

會脈絡下的人們，可能如何想像自己於社會中的存在，以及在意識與無意識間，

策畫著甚麼樣的逃逸路徑？在台灣頗受歡迎的網路小說作家蝴蝶(Seba)，在她於

2008-2009 年間，先在個人網誌以及 PTT 上發表，後因頗受歡迎而集結成書出版

的小說─「荒厄」系列─中，挪用了大量的民俗信仰、都市傳說、校園鬼話作為

素材，甚至還加上了西方巫術與日本動漫元素，在小說中打造出一個既貼近日常

卻又超乎現實的世界；在這個充滿奇幻魅力的世界中，蝴蝶放入了一個自居邊緣

的巫人主角，並且在家與主體性的辯證以及人妖混血的巫人身體的想像中，嘗試

提出一種刻意模糊疆界的邊緣認同─而這樣的敘事方式，將會如何介入現實世界 

？又可能展現出甚麼樣的社會關懷？為了回應這些問題，本文選擇以小說中的再

現空間作為入徑，交雜入性別與權力的觀察視角，由小說中再現的，生成於特定

社會脈絡下的「在地空間」開始，到鑲嵌其中的「邊緣」想像，直至「巫人身體」

的形塑─由分析在「荒厄」系列中生產的，具在地性的再現空間開始，再進入「荒

厄」系列的主角於成巫的旅途中，在依違於家園間的「越界」行動裡生成的邊緣

認同；接著檢視主角的巫人的身體所可能承載與開展的文化意義；同時，勾連台

灣當代社會脈絡，以求凸顯「荒厄」系列所具有的時代意義與價值。 

 

關鍵字：蝴蝶 Seba、荒厄、巫、邊緣、在地性、身體、網路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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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duction process of popular literature can immediately present the 
contemporary social context, an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world built by words, 
perhaps we can find another way to find out how people imagine their own existence 
in the society under the same social context, as well as what kind of route they’re 
plotting to escape between the consciousness and unconsciousness. The series of 
“Huang-e”, written by Taiwanese popular on-line novelist, Seba, were posted on PTT 
and her personal blog in 2008-2009, then published later. The series had combined 
folk religions, urban legends, campus horror stories, and even with Western 
Witchcraft and Japanese ACG elements to create a novel that represents a daily-close 
yet paranormal world. In this fantasy world, within the dialectical between the 
subjectivity of humankind-self and home/family, and in the forming of the sorcerer’s 
body, Seba portrayed a sorcerer heroine who is glad to be in the “margin”, and 
attempted to raise an identity of “margin” to blur the border. How could such a 
narrative strategies intervened into real world, and, which kind of social concern may 
emerge from the fictional world. In order to respond to these questions, and to 
highlight the time significance and value of the “Huang-e” series, this thesis pick the 
“representational space” as main research method, coupled with the perspective on 
gender regime, and articulated Taiwanese contemporary social context in the 
meantime, to analyze the locality of the representational space produced in the novel 
as well as the sorcerer imagination and the identity of “margin”. 
 
Keywords: Seba, Huang-e, sorcerer, witch, margin, locality, body, border, On-line  
          no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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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初次接觸蝴蝶(Seba)的小說，是在中興台文所陳國偉老師教授的「台灣與亞

洲大眾文學研究」課堂上，當時閱讀了《禁咒師》以及《姚夜書》，在閱讀過程

中，深刻感受到蝴蝶的文字魅力以及透過文字展現出的無限馳騁的想像力。在《姚

夜書》中，蝴蝶塑造了一個能夠以「說故事」來為人鬼解決問題的小說家主角：

對文字與語言的執念，使主角擁有了「話語」─以故事擄獲他人（包含鬼魂）或

改寫未來人生故事─的能力。此外，在《禁咒師》中，也是由一位擅長使用「咒」

在混亂妖魔世界中戰鬥的主角挑大樑演出。令筆者感興趣的是，蝴蝶為何會如此

強調文字與話語的力量？或許我們可以再進一步問：既然蝴蝶如此強調文字與話

語的力量，那麼可以從什麼角度切入來「看見」文字與話語的力量？ 

 

    之後便遇上了蝴蝶另一系列的小說─「荒厄」系列。「荒厄」系列是由四集

內容相連貫的小說組成，原本是蝴蝶於 2008-2009 年間，在個人網誌以及 PTT

上發表的小說，後因頗受歡迎而集結成書出版。在閱讀「荒厄」系列時，對於小

說中透過主角的冒險及成長過程描畫而出的校園鬼故事、都市傳說以及民俗信仰 

，都覺得備感親切，而蝴蝶將這些連綴起來，並時而給予不同的詮釋，甚至加入

了西洋巫術、日本動漫的元素，都讓人覺得既貼近生活日常，又有著從另一個角

度看見生活日常的感受，於是便一頭栽入了小說世界，與主角一同冒險、一同經

歷了有笑有淚又帶著驚險刺激的大學生活了。也因為蝴蝶在「荒厄」中用文字打

造了看起來是如此親切日常卻又詭奇瑰麗到令人著迷的世界，筆者不禁開始思索 

：若由小說中所打造的世界切入，能否窺見文字與話語的力量？小說家將自己所

觀察到的世界幻化成文字，成為其介入現世的方式，這或許是大家都不陌生的說

1 
 



 

詞，而於是我們還可以問，在小說中所呈現的空間，會如何介入現實世界？又展

現了什麼樣的社會關懷？事實上，若以社會關懷的層面來說，在被歸類為「純文

學」的作品中，已有不少透過描繪民俗信仰、鄉野傳說來傳達處於不同社會情境

與時空脈絡下的作者們各種關懷的先例：例如日治時期皇民化運動下對「民俗/

族文化」的著意保存或進行反省；或是以之展演對性別/權力的顛覆；抑或是表

達對一種在現代生活中逐漸逝去的「固有價值」的回眸及感慨等。1台灣全球化

的速度自八○年代以來，一直在加快，無論是對內還是對外，自由化的腳步更是

飛快前進，全球化浪潮下的台灣當代社會正處於快速流動的狀態，2各種訊息、

符號、人事物的流動都穿透在日常生活當中─寫作及出版時間大約集中於 2008

年至 2009 年之間的「荒厄」系列，我們是否能在其中讀出當代社會情境與脈絡？

蝴蝶在「荒厄」系列的作者自述中曾提到： 

 

      現在的人已經越來越不重視神明了。香火依舊鼎盛，但許多儀式和陣頭、 

      禮拜的禮節都已經漸漸湮沒。……這些儀式卻隱含著初民最開始的虔誠， 

      原本是台灣最重要的文化資產，但是…… 

      至今，我依舊相信眾生有情，才沒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我相信依舊有神明 

      注視，所以屢屢絕處逢生。…… 

      只有一點虛空凝視的小故事，僭越地當個荒唐扶乩人，希望能夠減輕恐懼 

      者的負擔，讓他們如我般相信，神明依舊凝視著我們，一切都會轉好。…… 

      我一定要相信，絕對要相信，這世界還有溫暖、友情與愛，不然當憂鬱病 

      痛襲擊我的時候，我不知道要怎麼鼓勵自己活下去。3 

1 著意保存者如蔡秋桐的〈媒婆〉中對婚俗的細緻描寫以及對民俗文化的代表象徵之一─媒婆的  
刻劃；或是在〈王爺豬〉中以不同的視角再現與當時日人的民俗研究不同的王爺信仰。進行反省

者如郭秋生的〈鬼〉中對鬼神信仰與迷信的重新商榷；對性別/權力的顛覆如李昂在《看得見的

鬼》中即是透過民俗信仰書寫來進行性別/權力的解構與顛覆；而對逝去價值的回眸、感慨則如

阿盛在〈觀落陰與牽尪姨〉、〈契父上帝爺〉中的書寫方式。 
2 參考陳宛渝，〈從宜家到安室─台灣九〇年代以降女性小說「家」想像〉(台南：國立成功大學

台灣文學系碩士論文，2010)，頁 46-47。 
3 蝴蝶，《荒厄 III》（台北：雅書堂文化，2009），頁 238-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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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的是蝴蝶在書寫民間傳說以及民俗信仰時，展現的社會關懷

以及對於美好價值失落的感慨，而其中符應的社會脈絡、關懷的面向相較於前述

的諸多描寫民俗信仰的作品，又會展現出何種不同的風貌？ 

  

    除了由文本空間出發的探討，人物塑造也是探討小說深層意識的重要切入點。

不同於蝴蝶在其他奇幻或恐怖系列作品如「禁咒師」系列、《禍胎》、《仙蠱》中

描繪的又美又強的「超能力美少女」型的主角，在「荒厄」系列的人鬼神混雜的

世界中出生入死的，是一位相貌平凡、身形瘦小，也談不上擁有什麼強大法力的

通靈少女，雖是如此，這個女性主角反而在很多層面上是很「真實」的：她是所

謂的「非婚生子女」、來自一個沒有溫暖的家庭、在上大學前都被學校同學排擠

甚至霸凌……這些都是在現代社會中不陌生甚至也並非少見的狀況，那麼，作者

蝴蝶是想藉由這樣一個處於邊緣地帶主角帶出什麼樣的關懷？另一方面，蝴蝶將

這樣一位因為自小被妖怪附身而具有通靈能力的少女，描寫成雖屢遭困厄卻始終

不放棄自己，還願意善用自己的能力助人（神/鬼）的人，甚至到最後還成了一

方之巫─在現代台灣社會中，雖然有從事「尪姨」、「乩童」等「職業」的人仍擔

負著神、鬼、人之間的溝通以及替人消災、解厄、治病的工作，然而總不免被披

上一層迷信的色彩；但蝴蝶在「荒厄」系列中卻是著力從正面書寫一個通靈少女

最後成為一方之巫的過程，而在主角捨己為人的成巫過程中，蝴蝶也似乎是有意

回溯/重訴古時巫者溝通天地神鬼以及禳災解厄的職責與功能─作者刻意在現代

社會的脈絡下突出「巫」的書寫策略是否別有用心？ 

  

    呂奇芬在〈後現代巫者的系譜與變貌〉中論及，現代巫術概念的發展從六○

年代開始就帶有明顯的女性主義色彩，女巫開始擺脫中世紀邪惡愚昧的污名，反

而被奉為婦女運動的始祖；往後，正名化的現代巫術進一步結合各時期的意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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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訴求，取得社會認同，更在新薩滿信仰(Neo-shamanism)的推波助瀾下，轉化

為對「失落的遠古傳統」的乞靈儀式，成為追求「性靈成長」的現代人的一種心

靈訓練方式；順著這樣視角，在台灣如朱家姊妹或如香港作家李碧華的作品中，

呂奇芬同樣觀察到女性以巫自名，作為身分認同的根基、自我賦權的手段；同時，

也在例如《荒人手記》裡神秘的儀式中嗅到追求心靈療癒的氣味─4而同樣是「巫」 

，「荒厄」系列裡刻意被安排成為邊緣巫者的主角又可能會開展出甚麼樣的想像？ 

 

    以上述議題作為啟發點，本文結合了前述對空間的關注，由三個面向析論了

小說中具有在地性的再現空間；鑲嵌其中的「家」想像，以及其中對於巫者身體

的形塑。另外，在這一系列對呈現在「荒厄」系列裡的「巫人想像」的討論過程

中，筆者也提取出其中的「邊緣認同」的基因─而為了探討「荒厄」系列的小說

世界以及其中的邊緣巫者介入現世的方式；展現的社會關懷；所開展的文化想像；

甚至是可能面臨的限制─本文亦將在論述中置入權力關係的觀察視角，同時勾連

台灣當代社會脈絡，以求凸顯「荒厄」系列所可能具有的時代意義與價值。 

 

 

 

 

 

 

 

 

 

4 請參考呂奇芬，〈後現代巫者的系譜與變貌：90 後華文文學對薩滿文化復興的回應〉，《中山人

文學報》31 期(2011)，頁 11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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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本文的研究範圍以蝴蝶先於個人網誌及 PTT Marvel 版上連載發表後再由雅

書堂出版社集結發行的「荒厄」系列為主，其詳細書目資料如下： 

 

1. 蝴蝶，《荒厄》（台北：雅書堂文化，2009）。 

2. 蝴蝶，《荒厄 II》（台北：雅書堂文化，2009）。 

3. 蝴蝶，《荒厄 III》（台北：雅書堂文化，2009）。 

4. 蝴蝶，《荒厄 IV》（台北：雅書堂文化，2009）。 

 

    由於本文意欲由空間的視角來探討小說中由文字構築的世界如何介入現實

世界，而范銘如在《文學地理》一書中的導論〈看見空間〉中提及，小說由於文

類本身的敘事性質，容易使讀者一面倒地關注情節發展的時間線索，忽略了做為

故事發展舞台/容器的空間背景。
5
我們明明看得見空間而無法看見時間，卻總是

傾向於將空間視為是靜態的、被動的。這樣的空間概念在傅柯（Michel Foucault）

以降的許多理論家對空間的重新討論下已經產生了質變，而接著不同學科訓練的

學者也紛紛對空間觀念提出新的詮釋方式，在一波波新的空間理論論述中，或許

見解稍有不同，但一個一致的新看法是：空間「不是靜態的、自然的現象，而是

持續或間斷的建構變動，既是社會文化的產物，也是社會文化實踐過程中不可或

缺的向度……跟主導的象徵體系或文化論述亦有深層細密的關聯。」
6
亦即，空

間即是權力和知識論述具體轉化為實質權力的核心，空間生產與權力、社會關係、

社會實踐之間是相互構成的關係，順著這樣的討論而下，或許可以說，在特定社

會脈絡下生產的小說，於文本中所構築的空間，也能從更不同的視角來看待： 

5 范銘如，《文學地理—台灣小說的空間閱讀》（台北：麥田，2008），頁 15-16。 
6 以上關於空間理論相關學者的討論整理自范銘如，《文學地理—台灣小說的空間閱讀》（台北：

麥田，2008），頁 16-17。 
5 

 

                                                       



 

 

      作為一種文學形式，小說在本質上是具有地理學特質的。小說世界由地點 

      與場景、場所與邊界、視角與視野構成。小說裡的人物、敘事者，以及閱 

      讀之際的讀者，都會佔有各式各樣的地方與空間。任何小說都可能展現出 

      一個帶有不同形式的、有時是相互競爭的地理知識的場域，從以感官來認 

      識地方，到以學術上的觀念來理解區域與國族。7 

 

在這裡可以看到，小說中的空間與地方，顯然不能只是解讀為單純的描繪或只是

做為故事發展的舞台或背景，「從以感官來認識地方，到以學術上的觀念來理解

區域與國族」─可以說，小說創造了空間地方；也可以說，小說中有關空間與地

方的書寫，「再現」了空間與地方。這個小說中的「再現空間」的思索，提示了

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的空間三元論(Trialectics of Spatiality)─列斐伏爾在其

空間三元論中，將空間性的形成分成三個：空間實踐(spatial practice)、空間再現

(representations of space)與再現空間(representational space)。「空間實踐」是社會

空間性的物質形式的生產與再生產過程，是人類活動、行為與經驗的媒介，也是

其結果，是物質化、社會生產的經驗空間，個體可以直接經驗、感受與感知，而

且在某個範圍內，可以精確加以測量和描述。「空間再現」則是透過知識、規劃

理性的概念性空間，這個構想的(conceived) 空間緊繫於生產關係，以及特別是

他們所施加的秩序和設計，這種秩序的建立，乃藉由控制知識、符號及符碼：控

制了解讀空間實踐的方法，以及空間知識的生產，是所有社會(或生產方式)裡的

主導空間，是認識論權力的儲藏室；在這些規範及「規約」論述的支配空間裡，

心靈空間因而是權力和意識型態的再現，是控制和監視的再現。至於「再現空間」

則是透過意象或象徵，直接生活出來的空間，既是居民生活的空間，也是藝術家

描述的空間。它疊覆在物質性的空間實踐上，亦受到知性空間表徵裡的符碼系統

7 Mike Crang，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文化地理學》（台北：巨流出版社，2003），頁 58。 
6 

 

                                                       



 

的支配，在其中不僅可以見到權力的空間再現，還有空間再現的強制與運作力量，

但卻也以平等地位結合真實與想像、事物和思考─亦即，可以藉由想像企圖改造

與挪用─因此這些生活的再現空間，不僅是充塞著政治意識形態，的「被支配的

空間」，同時也是產生對抗空間的領域；它們是空間想像的核心，同時擁有包含、

理解與潛在地轉化前述兩種空間的潛力。8 

 

    小說中以文字構築出來的空間，或許可以視為是同時包含、理解與潛在地轉

化經驗感知的空間實踐與概念化的空間再現的「再現空間」，它源於作家的真實

經驗，又同時是作家對於生活世界的情緒感受、理解詮釋與想像轉化；而另一方

面，在前面有關空間生產與權力、社會關係、社會實踐的相互構成相互構成與空

間三元論的引介中，我們也應該注意到，無論是何種空間的生產，都無法獨立於

社會脈絡之外；也可以說，小說中的再現空間裡訴說的理解、詮釋與轉化，都滲

透著小說生產時所處的社會脈絡；反過來說，若我們嘗試進入小說中的再現世界，

或許可以迴照出這個再現世界所賴以生成的社會脈絡與時代的精神風貌。因而，

本文意欲挪用這「再現空間」的思索作為基礎，主要分成四個部分，嘗試由不同

的視角切入，討論蝴蝶在「荒厄」系列中以文字構築的真實與想像兼具的世界，

如何生產出對真實世界的理解與轉化？又迴照了甚麼樣的社會脈絡與時代的精

神風貌？ 

 

    第一部分討分析蝴蝶在「荒厄」系列中，如何藉由民俗儀式、民間信仰、校

園鬼話以及都市傳說等元素來生產一個具有既貼近現實，又超越現實的特性的在

地性空間。此處援用了阿帕度萊〈生產地方性〉9一文作為資源，分析蝴蝶如何

以小說中大量援引的民俗儀式、民間信仰等元素賦予小說中的再現空間能夠接合

8 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空間之生產》，整理自索雅(Edward W. Soja) 在〈空間性的三元辯

證〉中，對列斐伏爾的法文原著的譯介，收錄於索雅，王志弘、張華蓀、王玥民譯，《第三空間》

（台北：桂冠，2004），頁 70-107。 
9 阿君‧阿帕度萊(Arjun Appadurai)，鄭義愷譯，〈生產地方性〉，《消失的現代性》(台北：群學

出版社，2009)，頁 255-283。 
7 

 

                                                       



 

又轉化現實世界的在地性；之後結合雷蒙‧威廉斯(Rymond Williams)對於城市與

鄉村的依存辯證 10以及卡倫‧卡普蘭(Caren Kaplan)的兩種文化認同概念─流亡

(exile)與移位(displacement)，11嘗試思考這個具有在地性的再現的空間，如何在

全球化浪潮下的台灣社會脈絡的滲透中，透過理解與轉化現實世界，重新形塑更

具行動力與策略性的認同與主體；而同時，也將指出這樣的認同策略潛在的不穩

定因子以及所呼應的台灣社會文化脈絡。 

 

    第二部分進入鑲嵌於小說的再現空間中，與「家」這個空間相關的各種真實

與想像的再現。由主角在離家後，在各種對於空間規則的越界過程中逐步取回自

身主體性，最後成為一方之巫，並擁有了一座位於邊緣的家園這樣的成巫之路著

手，藉由探討主角在成巫的過程中對「家」的依違，凸顯在台灣的社會脈絡下，

性別、主體性、空間和權力之間的關係。在這個部分除主要參考各空間理論外，

Linda McDowell 的《性別、認同與地方—女性主義地理學概說》12 提供了筆者

在有關性別、權力以及空間之間交錯複雜的運作模式很好的分析基礎，此外，筆

者也試圖運用並延伸書中所提出的─空間透過權力劃分出邊界的概念，以「越界」

的概念來析論蝴蝶在「荒厄」系列中如何安排主角透過「逾越規則」，在越界中

擾亂甚至顛覆由既定權力運作模式規範的性別分化空間規則，並進而取回自身主

體性。之後嘗試勾勒蝴蝶在小說的再現空間中重塑主角作為「巫」的自我認同時，

再生產出的邊緣認同/想像；並且分析這種邊緣想像將如何與主流父權/性別權力

結構對應，以及，其所具有的潛能與可能面臨的限制；同時，也試圖將此邊緣想

像勾連入台灣社會變遷的脈絡。 

 

    第三部分再轉入「荒厄」系列中，主角的巫人身體的形塑，分析銘刻於其上

10 雷蒙‧威廉斯(Rymond Williams),《The Country and the City》，引自葉蓁（June Yip），《想望台 
灣—文化想像中的小說、電影和國家》(台北：書林，2011)，頁 230。 
11 參考葉蓁（June Yip），《想望台灣—文化想像中的小說、電影和國家》，頁 246-252。 
12 Linda McDowell，王志弘、徐苔玲譯 ，《性別、認同與地方—女性主義地理學概說》，（台北：

群學，2006）。 
8 

 

                                                       



 

的身體-體現-性別的權力關係，以及其所展演的抵抗可能。此處除再度回到 Linda 

McDowell 的《性別、認同與地方—女性主義地理學概說》 中有關女性身體與體

現的研究成果引介中找尋論述資源與對話空間外，也挪用了張嘉如在〈從「子非

彘，焉知彘之樂？」到「女獸變形記」：《小姐變成豬》的母豬主義〉13中，「女

獸合體」的生態女性主義批判，來思考主角人妖混血的巫人身體所可能開展的想

像或侷限。接著再度引入阿帕度萊(Arjun Appadurai)在〈生產地方性〉14中對於

定位身體經驗的分析；加入對「族群」建構議題的探討；討論蝴蝶如何透過主角

的巫人身體與邊緣認同，在「荒厄」系列這個召喚讀者以閱讀儀式投入的文字祭

壇上，創造出生成於台灣社會文化脈絡邊緣共同體想像；同時，也以這個邊緣共

同體為基礎，重新爬梳第一部分提出的在地性空間以及第二部分提出的邊緣認同，

並在這樣的過程中，嘗試指出存在於「荒厄」系列的再現空間中，這個由巫人的

形塑所開展出來的、既理解又轉化現實世界的邊緣想像的獨特性。最後，置入了

葉蓁（June Yip）在《想望台灣—文化想像中的小說、電影和國家》中關於「自

傳」的再思索，嘗試指出「荒厄」系列中的巫人與邊緣的想像，所可能具有的文

化意義。 

     

    第四部分為結論，整理本文各部份的論述所得，並結合大眾文學的文類特色

與貝兒‧胡克斯(bell hooks)在〈選擇邊緣做為基進開放之空間〉15中提出的「邊

緣主張」，嘗試梳理「荒厄」系列中的再現空間介入現實世界的方式，並指出其

所具有的時代意義與價值。 

 

 

13 張嘉如，〈從「子非彘，焉知彘之樂？」到「女獸變形記」：《小姐變成豬》的母豬主義〉，

《全球環境想像：中西生態批評實踐》(江蘇：江蘇大學出版社，2013)，頁 195-208。 
14 阿君‧阿帕度萊(Arjun Appadurai)，鄭義愷譯，〈生產地方性〉，《消失的現代性》(台北：群學，

2009)，頁 255-283。 
15 貝兒‧胡克斯(bell Hooks)，〈選擇邊緣做為基進開放之空間〉，轉引自索雅(Edward W. Soja)，
《第三空間》，頁 126-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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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文獻回顧與探討 

 

    目前以蝴蝶的作品為研究對象的學位論文，首先有林世璿的〈結與解─蝴蝶

療癒小說的敘事模式與讀者效應研究〉，16論文中透過梳整與分析讀者在網路或

部落格中對蝴蝶作品的的回應與回饋，解析網路小說與讀者形成的特殊現象，並

進一步探究蝴蝶作品中的敘事特色如何揭露「傷痛歷程」與「療癒之道」，並進

而對讀者產生由認同到領悟的正面影響。這些分析除了在某種程度上證實蝴蝶的

敘事策略確實能在心靈與認同的層次上影響讀者外，對筆者嘗試釐清蝴蝶如何在

文字構築的空間中召喚讀者的認同，並藉由網路小說的特殊回饋機制，與讀者共

同轉化現實世界並想像了一種新的可能也提供了基礎，也啟發筆者進一步探索：

推動蝴蝶以文字形構出救贖與療癒的世界背後的動力可能是甚麼？這股動力與

當前台灣的社會文化脈絡有什麼樣的關聯？     

 

    另一以蝴蝶為研究對象的學位論文是邱于修的〈殘缺與完整－蝴蝶穿越系列

小說研究〉，17論文中透過分析蝴蝶的穿越小說中的人物形象塑造、時空背景塑

造、語詞語句的特色三個面向來指出其與傳統言情小說的不同之處以及具有的意

義，幫助筆者在分析「荒厄」系列中的人物塑造時有參照與進一步比較的基準；

此外，也幫助筆者更了解並能更進一步分析蝴蝶如何藉由各種詞語、符號、網路

語彙及典故的使用，再現一個回應現世之混融交雜的、同時也對讀者產生莫大吸

引力的世界。 

 

    再來是林雲鶯〈奇幻文學的越界：《禁咒師》與《陰陽師》的孿生與變貌〉18

16 林世璿，〈結與解──蝴蝶療癒小說的敘事模式與讀者效應研究〉(台中：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研

究所碩士論文，2012)。 
17 邱于修，〈殘缺與完整－蝴蝶穿越系列小說研究〉(嘉義：國立中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

論文，2013)。 
18 林雲鶯，《奇幻文學的越界：《禁咒師》與《陰陽師》的孿生與變貌》(台中：國立中興大學 台

10 
 

                                                       



 

一文。文中主要將蝴蝶的《禁咒師》系列作品與日本作家夢枕貘的《陰陽師》系

列在人物塑造與世界觀、空間書寫以及「咒」的本質與時代意義三個面向作比較，

試圖討論其中符應的時代精神、民族文化以及作者於故事情節中展現的對於人與

妖鬼的看法；除此之外，也試圖描繪出奇幻文學的越界以及越界過程中的挪用、

改寫以及在地化的圖像。其中，對於蝴蝶在《禁咒師》中的人物塑造及世界觀的

觀察，提供筆者一個比較的思考面向，亦即可以從中了解蝴蝶在不同作品中，建

構出的人物角色與世界觀是否有異同之處，而其中又揭露出蝴蝶在哪些議題上有

其一貫的投注與關懷？另外，作品中的空間書寫以及其中反映的社會脈絡、民族

文化及世界觀，也提供筆者有關文本中的再現空間的思考的基礎；而有關咒的本

質以及其時代意義，林雲鶯提出了咒與禁忌之間的關係以及咒所反映出的時代脈

絡的論點，則啟發筆者進一步思索小說中對「傳統」元素的挪用可能具有的社會

與文化意義。 

 

    接著是鄭雅勻〈蝴蝶「植物妖」小說研究〉，19以蝴蝶的《異語》、《東月季

夜語》、《長春》為對象，分析其中包含了汲取古籍養分、民間信仰以及注入現代

流行元素的的精怪形塑方式，並嘗試提出「植物妖」的形塑背後可能隱含的生態、

人性、宗教關懷；而這些整理與歸納，協助筆者更廣泛地了解蝴蝶在形塑人物時

慣用的文化資源與手法，以及經常探索關注的議題；也提供筆者在分析「荒厄」

系列中的人物形塑與再現空間，以及所可能展現的世界觀或價值觀時，參考的基

礎。 

 

    而除了以上以蝴蝶的作品作為探討對象的論文外，魏岑玲在〈台灣當代網路

小說研究(1996-2009)〉20中，以包含蝴蝶在內的多位台灣當代網路小說重要作者 21

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 
19 鄭雅勻，〈蝴蝶「植物妖」小說研究〉(台南：國立台南大學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14)。 
20 魏岑玲，〈台灣當代網路小說研究(1996-2009)〉(台北：市立臺北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語文教

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11 

 

                                                                                                                                                           



 

為切入點，探討近 14 年來台灣網路小說的發展、小說文本所涉及的題材的轉變、

所反映的社會樣貌以及網路小說中獨特的作者、讀者、參與者、旁觀者間流動又

連結的社群文化，這些觀察與討論除了讓筆者更了解台灣網路小說的發展脈絡外，

也對蝴蝶的創作軌跡與寫作特色、關注議題等有了更具輪廓的理解；並且提供筆

者養分，以思索在題材轉變以及主要的關注議題背後所反映的台灣歷史與社會文

化脈絡；而其中對於網路小說中的社群文化的分析，也啟發筆者進一步探討以文

字在小說中打造想像共同體的可能。 

     

以上論文皆在不同層面提供基礎，幫助筆者更深入地思考與分析蝴蝶的寫作

特色、敘事策略與關注焦點。 

 

    此外，陳國偉在《類型風景─台灣戰後大眾文學》22中，除了提供了兼具縱

深的台灣大眾文學發展脈絡，是筆者認識台灣的大眾文學及其類型發展與特色的

重要基礎外；其中〈大器晚成的恐懼─恐怖小說〉一章，扼要地介紹了蝴蝶恐怖

小說的特色：顯露殘虐性的文字；不斷在小說中碰觸善與惡、人與非人的倫理界

限、人的存在的探問；以及後現代式的拼貼與混用。在「荒厄」系列中，蝴蝶雖

然亦是拼貼使用了都市傳說、鄉野傳奇、校園鬼話甚至是動漫元素、西洋巫術等

或恐怖或奇幻的素材，然而營造出的卻並非詭迷的恐怖氛圍，反而是隨著主角的

冒險與成長，轉化為時而詼諧、時而溫馨的故事，而在詮釋故事的過程中，蝴蝶

依然是放入了她對於善與惡、人與非人的倫理思考與存在的關懷─筆者在這裡關

心的是，對於類似議題的關注，在蝴蝶的「荒厄」系列中，會呈現出何種獨特風

貌？而不同風格的作品，卻一定程度地關懷著相同的議題，這可能反映了當前的

台灣，什麼樣的社會脈絡與精神風貌？ 

 

21 這幾位作者分別是：痞子蔡(蔡智恆)、九把刀、御我、蝴蝶、水泉、Div、藤井樹。 
22 陳國偉，《類型風景─台灣戰後大眾文學》(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3)。 

12 
 

                                                                                                                                                           



 

    最後還要特別提出的是，林芳玫在《解讀瓊瑤愛情王國》23中，除了引介許

多通俗文化與大眾文學的分析理論外，並以文學社會學的多重互動的模式對大眾

文學的生產與接收作出廣泛但又不失細緻的詮釋；更以此為基準對瓊瑤小說做了

獨到深刻的分析，為筆者思考如何分析「荒厄」系列中的敘事模式，以及其中所

可能隱含的、基於特定社會文化脈絡的關懷提供了很大的啟發。 

 

    以上述的觀察所得、思考體悟為基礎，本文意欲從不同層面出發，嘗試進入、

分析小說中的再現空間的各種面向，討論其在真實與想像的交纏中，如何迴照現

實世界。首先，試圖論述蝴蝶在小說中如何再現了一個在地性的空間，分析其中

隱藏的城鄉對比模式、從中映射出的認同焦慮，以及針對這種焦慮所提出的解決

嘗試。之後走進主角的成巫之路，討論「荒厄」系列的主角那不斷「越界」以及

「離/返家」的成長路程中，所回應的性別、空間、權力與主體性的議題。此外，

蝴蝶在「荒厄」系列中著意描寫的「巫人」形象也自有其不同於其他系列作品的

獨特風貌，本文也將由性別─身體─體現的角度切入，討論此巫人身體在父權價

值體系下可能開展的抗拒空間，並分析透過凝視此巫人身體，什麼樣的共同體想

像被凝聚？而透過以上討論的脈絡，筆者將試圖指出在「荒厄」系列的敘事策略

中所展現的、既貼合又轉變現實脈絡的想像世界裡，可能具有的力量與價值。 

 

    本文第二章「想像『我們的』世界」討論的是蝴蝶在「荒厄」系列中，如何

藉由民俗儀式、民間信仰、校園鬼話以及都市傳說等元素來召喚地方感，並且在

小說中再現一個在地空間；而這個鑲嵌於現實世界的再現空間，又將如何理解與

轉化現實世界？此外，在這個再現空間中，另外拉出一條城鄉對立的線索，並藉

由對城鄉對立的討論，釐清小說中營造的，具有在地性的再現空間所可能回應的

現世焦慮。而在討論城鄉對立時，葉蓁的《想望台灣─文化想像中的小說、電影

23 林芳玫，《解讀瓊瑤愛情王國》(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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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國家》24啟發筆者檢視小說中的城鄉對立模式反映出的對城市以及鄉村的想像 

，以及從中可能反映出的焦慮與需求。雖然《想望台灣》一書主要討論的是侯孝

賢的電影（以 80-90 年代為主）以及黃春明早期的文學作品，然而其中引進了許

多第三世界的文化與電影理論，並對於台灣的歷史、社會文化脈絡有著細密爬梳，

對全球化浪潮下台灣當前處境的分析也有其獨到之處。葉蓁由分析侯孝賢的電影

與黃春明的小說出發，分別從歷史、記憶、語言、城鄉對比以及認同與國族論述

分析在藝術作品中反映的時代與集體意識；以上這些都有助於筆者了解並進一步

思考如何分析大眾文學作品中同樣可能展現的類似議題；以及，可能如何以之回

應當下的社會脈絡。最後，Mike Crang 在《文化地理學》25中對「傳統」的現代

挪用的討論以及對於將文化視為某種內在自足的「容器」的批判，則成為筆者對

「荒厄」系列裡的在地空間做更深入檢視的基礎，同時，從中得到的養分也將延

續到第三章對於共同體的生產的思索中。 

 

    第三章「成巫之旅」中，主要探討的是在家的叛逃與回返的想像中，性別、

主體性與空間─權力之間的關係。在索雅的《第三空間》26中揭示的真實與想像

兼具的「第三空間」的相關論述中，提出了他的「生三成異」的「第三空間」的

論述，並引介了包含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的空間實踐、空間再現與再現空間

的三元辯證架構、傅柯的異質空間、後殖民理論與女性主義在空間理論場域中的

討論，來支撐他的「真實與想像兼具」的「第三空間」論。索雅在此書中將人文

地理學的空間理論與批判的社會裡論結合、辯證、推演，試圖揭露逐漸被資本主

義支配且擴及全球的空間生產與再生產的機制，並發掘革命性的空間意識與基進

的空間實踐潛力，為筆者思索小說中的再現空間究竟可以如何介入現實世界，引

入了省思的力量。在家的另類想像上，陳宛渝的研究：〈從宜家到安室─台灣九

24 葉蓁（June Yip），黃宛瑜譯，《想望台灣—文化想像中的小說、電影和國家》（台北：書林，

2011）。 
25 Mike Crang，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 ，《文化地理學》（台北：巨流，2003），頁 213-223。 
26 索雅(Edward W. Soja)，王志弘、張華蓀、王玥民譯，《第三空間—航向洛杉磯以及其他真實與

想像地方的旅程》（台北：桂冠，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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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年代以降女性小說「家」想像〉，27提供了「家」想像的社會、文化與歷史的

脈絡，筆者得以在這個基礎上，思考與比較蝴蝶在「荒厄」系列裡提出的邊緣認

同/想像可能的座標位置；與此同時，吳瑾嫣在〈女性遊民研究：家的另類意涵〉28

中，基於對個別女性遊民的深度訪談與對她們的生活的參與觀察所提出的，對父

權制度下似乎無堅不摧的家庭意識形態的批判，也提供筆者有關台灣社會主流意

識形態運作的參考與反思批判的鏡鑑。 

 

    第四章「定居邊緣的巫人」討論的是巫人的身體及體現展演了何種性別關係

上的想像，以及，透過巫人的身體而訴說的，承載了當下時代脈絡的需求。呂奇

芬在〈後現代巫者的系譜與變貌：90 後華文文學對薩滿文化復興的回應〉29以及

〈後現代巫者的氣味祭儀、薩滿文化復興及其身體實踐：新探三部台灣當代小

說〉30兩篇文章中，試圖從朱天心朱天文以降的台灣作家，直至香港作家李碧華

的作品中，拉出「後現代巫者」的形象並為之勾勒系譜，進而透過討論這批後現

代巫者們對於身體感官的沉溺以及透過身體感官親炙神聖性的共同點，思考作家

們似乎想藉由「後現代巫者」的描寫，一方面在神聖性集體失落的年代，或是追

求心靈的依歸、抑或是提出一種新的倫理秩序；而一方面卻又讓這群巫者們掙扎

於與資本主義的全球化、文化商品化共謀的陷阱邊緣─而這種生成於特定社會脈

絡的巫人想像，會在「荒厄」系列中，開展出什麼樣的獨特形貌？在「荒厄」系

列中由蝴蝶形塑的巫人主角，可能如何反映出作者以至於台灣社會集體心靈在全

球浪潮化下什麼樣的想像、需求與關懷？  

 

    以上就本文論述中做為思考基礎與主要對話的文獻作一概要回顧與探討；然

27 陳宛渝，〈從宜家到安室─台灣九〇年代以降女性小說「家」想像〉(台南：國立成功大學台灣

文學系碩士論文，2010)。 
28 吳瑾嫣，〈女性遊民研究：家的另類意涵〉，《應用心理研究》第 8 期(2000 年)，頁 83-120。 
29 呂奇芬，〈後現代巫者的系譜與變貌：90 後華文文學對薩滿文化復興的回應〉，《中山人文

報》31 期(2011)，頁 111-146。 
30 呂奇芬，〈後現代巫者的氣味祭儀、薩滿文化復興及其身體實踐：新探三部台灣當代小說〉， 
《中外文學》41 卷 2 期(2012)，頁 119-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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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文獻的運用，筆者將盡量將之融會於行文論述中，並將不斷回到文本探索，

以求在逡巡於蝴蝶向來生動迷人的文字世界時，更加接近其構築文本時反映出的

自我與集體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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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論文章節安排 

 

  本論文章節安排如下：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第三節  文獻回顧與探討 

    第四節  論文章節安排 

第二章  想像「我們的」世界 

    第一節  生產「在地-台灣」 

    第二節  重畫「在地」認同 

    第三節  本章小結 

第三章  成巫之旅 

    第一節  從邊緣出發─越界以奪回主體性 

    第二節  抗拒還是妥協─基於愛的越界 

    第三節  本章小結 

第四章  定居邊緣的巫人 

    第一節  逸逃的路徑─巫人身體的抵抗潛能 

    第二節  開展新視野─巫人的身體與「邊緣」共同體 

    第三節  本章小結 

第五章 結論 

   

    本論文共分五章 。第一章〈緒論〉介紹本論文的研究動機、問題意識、研

究方法與論文章節架構，並對論文中所援引或與之對話的相關研究進行概要性的

回顧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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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想像「我們的」世界〉主要討論「荒厄」系列中由文字構築出來的

再現空間以及這個再現空間如何介入現實世界。本章首先藉由探討作者如何在小

說中藉由民俗信仰、都市傳說來與台灣歷史重新連結，並從中搭建出一座充滿在

地性的再現空間；也進一步思考，在這座再現空間對現世的貼合與轉化中，呈現

的城鄉拉扯的對比模式及從中浮現的，對於現在的焦慮；並試圖指出作者如何在

小說中，藉由創造一個具獨特在地性的再現空間，擴開了應對這種焦慮的不同路

徑；最後，也將指出這個再現空間裡可能具有的不穩定因子與分裂動力。 

 

    第三章〈成巫之旅〉將主角自幼至長，最後成為一方之巫的故事解讀為一段

冒險與成長的旅程，並論述主角在這段成巫之路中如何逐漸取回自身主體性。首

先，由主角的角色設定切入，探討其異於一般冒險成長的英雄故事之處，並由性

別、空間與權力之相互構成的視角，論述蝴蝶如何在「荒厄」系列中，藉由描繪

主角各種對空間權力規則的越界冒險過程，重新思索性別/空間的分化以及主流

家庭意識形態，並且從中取回主體/能動性；也試圖分析在這樣的過程中，蝴蝶

如何形塑出一種「邊緣認同」；並在指出這個邊緣認同如何以一種情感與愛至上

的邏輯，與主流父權結構形成一種既抗拒又協商的關係的同時，凸顯其所具有的

潛力與可能面臨的侷限。 

 

    第四章〈定居邊緣的巫人〉主要由性別、身體與體現切入，討論「荒厄」系

列中塑造的巫人身體，分析以主角為首的巫人們對於身體及於其上運作的權力或

是服膺或是抵抗的角力。之後討論蝴蝶如何透過主角的巫人身體與邊緣認同，在

「荒厄」系列這個召喚讀者以閱讀儀式投入的文字祭壇上，創造出生成於台灣社

會文化脈絡的邊緣共同體想像；也將指出「荒厄」系列的再現空間中，這個由巫

人的想像所開展出來的、既理解又轉化現實世界的邊緣視角的獨特性，以及所可

18 
 



 

能具有的潛在能量與文化意義。 

 

    第五章〈結論〉整理論述所得，嘗試結合對大眾小說的文類特色的重新思考，

試圖在辨識出存在於「荒厄」系列裡這個既貼合又重新接合當前台灣社會脈絡的

敘事模式所具有的時代意義與價值所在的同時，也展望未來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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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想像「我們的」世界 

 

第一節 生產「在地─台灣」 

 

    在「荒厄」系列中，作者蝴蝶描寫了一位外貌不起眼但生性善良，卻因為

被妖怪附身而擁有「通靈」能力的女孩—林蘅芷—從被棄、自棄到正視自己的命

運，進而運用自己的天賦，最終成為一方之「巫」的冒險與成長之旅；而我們已

經知道，小說中描繪的世界，可說是一種「再現空間」，這個再現空間根植於現

實的社會與空間脈絡，但又同時可以藉由作者個人的理解、感受與想像，發揮了

從不同角度映照或甚至是對抗現實世界的作用；若帶著這樣的視角進入「荒厄」

系列主角的成長旅程，我們首先會觀察到作者帶入了許多民俗文化的元素：或是

我們熟悉的神明、或是口耳相傳的鄉野或都市奇談、又或者是存在於大部分台灣

人生活經驗中的民俗儀式與祭典；在閱讀小說的過程中，隨著情節的鋪陳，我們

彷彿進入了一個既能真實呼應生活卻又同時超越「現實」的世界─這裡提示的是

某種「在地性」的營造─而其運用的正是存在於生活、記憶甚至是想像中的、特

屬於某地的生活經驗─而或許我們還能進一步追問：「荒厄」系列的再現空間所

具有的「在地性」，是什麼樣的「在地性」？蝴蝶在創作小說的再現空間時，特

別賦予了這個空間能夠引人共鳴的、與日常生活實踐密切關連的在地特質，這樣

的敘事策略可能展現了對現實世界什麼樣的理解與轉化？可能折射出何種焦慮

或需求？而如果文學在社會中建構，或者說，文學與社會的關係並不是文學被動

而直接地反映社會現狀，而是社會情境與脈絡本身即積極地涉入文學的生產，
31
那

麼在小說中創造的、具有在地性的再現空間背後，回應的可能是什麼樣的社會情

境與脈絡？  

31 林芳玫，〈導論─文學社會學的多重互動模式〉，《解讀瓊瑤愛情王國》(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2006)，頁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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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荒厄」系列的主角的冒險之旅中，作者帶進許多民俗文化的元素，或是

我們熟悉的神明、或是口耳相傳的鄉野或都市奇談、又或者是存在於大部分人經

驗中的民俗儀式與祭典；例如主角的冒險旅程中，有一位一直支持她的神明—掌

管主角就讀的大學校區的土地公(主角都稱呼祂為「老大爺」)。這位土地公，在

神界有個挺威風的稱號：都統領。之所以會有這個稱謂，是因為祂是隨先民入墾

台灣的土地公，率領麾下土地公們理台有功，原本應被拔擢為城隍，但之後因神

界的「政治考量」，被明升實貶至小琉球任當地「都統領」神職，老大爺不甘受

辱，選擇留在台灣鎮守主角就讀的「蓮護大學」地基下的百年大墓。土地公是「神

口」最多的神明，台語俗諺亦云「田(庄)頭田(庄)尾土地公」，對土地公的信仰，

展現的是移墾台灣的漢人移民們在農耕生活中與土地密切的依存關係，也象徵著

艱辛的移墾過程與開拓精神。土地公的神像外型通常是一位白髮白鬚，拄著枴杖

的慈祥老爺爺，然而，隨著台灣逐漸轉型為工商業為主的社會，有些土地公漸漸

由護土佑民的神祇變成小財神或甚至是百業的守護之神，手上拿的拐杖有時也成

了象徵「如意發財」的金元寶與玉如意了。
32
再回過頭來看「荒厄」系列中的老

大爺形象，作者是依照原本我們所熟悉的白髮白鬚的老者形象來描寫的，例如「接

著，老大爺又爆出一串狂笑，雪白的鬍子都飄飛了」；
33
而小說中老大爺的工作，

也是原本的職責─護土佑民─只是，小說中的老大爺所護佑及管理的「民」並不

只限於人類，做為蓮護大學地基的百年大墓裡的各色鬼魂─「原居民」─們也包

含在他的管轄範圍內。在這裡，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小說中刻意凸顯的是土地

神原本與移民歷史、生活密切相關的形象，而非在台灣社會轉型為以工商業為主

後，承載著人們對於金錢利益的期待的土地神。 

 

    小說中另外一位與移墾歷史密切相關且至今仍香火鼎盛、備受景仰的神祇便

32 董芳苑，《台灣人的神明》(台北：前衛，2008)，頁 184-186。 
33 蝴蝶，《荒厄》，頁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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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媽祖。媽祖在台灣的正式稱謂是「天上聖母」，相傳祂時常顯聖救助漁民或水

手，因此成為海上守護神。在台灣，媽祖廟的香火鼎盛、信眾眾多的主要原因與

「唐山過台灣」的移民史有密切關聯。閩南和粵東的移民群要到台灣移墾，都必

須乘船橫渡海象險惡的「黑水溝」，為祈求平安渡海，船家多會在船上供奉媽祖，

甚至在清朝康熙二十三年間(西元 1684 年)，施琅奏請清廷敕封台灣的媽祖為「天

后」，由此亦可見媽祖信仰對台灣漢人移民的重要性。
34
此外，台灣人通常稱「媽

祖」為「媽祖婆」，由此亦可見出其母親神的形象以及深入庶民生活的面向；事

實上，從現代台灣人的媽祖信仰來看，人們祈求媽祖的，也早已不止是護佑海上

平安了，光是每年聲勢浩大的大甲媽祖、北港媽祖遶境活動，總是有虔誠的信眾

沿路跟隨以祈求個人或家人平安、或是「鑽轎腳」求消災解厄、又或是討紅線以

祈求好姻緣……等，
35
媽祖婆儼然已成了守護台灣人的母親神了。再回過頭來看

「荒厄」系列中的媽祖。在小說中，主角稱媽祖為「聖后」，這裡符合了台灣媽

祖「天上聖母」及「天后」的形象與稱謂，並且，小說中的媽祖亦是慈愛而憐憫

的。例如主角從住著白骨精與冤死的厲鬼的鬼屋中救出同學後，便被同學稱為「靈

異少女—林默娘」，
36
「林默娘」剛好便是媽祖得道成仙前的名字，這個「僭越」

的事件在傳到真正的「林默娘」耳裡後，聖后不但沒有大發雷霆，反而還說「可

憐這孩子命苦，名兒就借她吧。千山萬水的，一時保護不到，這香包兒給她擋擋」
37
，

此外，在主角與男主角發生親密關係後，點化了原本焦慮失措、意欲一去不回的

主角的，也是聖后媽祖─
38
這些都能看出作者形塑的符合台灣人信仰的、慈愛憐

憫的媽祖形像，以及對於人與神間所可能具有的，深刻的精神連結的強調。   

 

34 董芳苑，《台灣人的神明》(台北：前衛，2008)，頁 172-175。亦可參考林富士，〈清代台灣的

巫覡與巫俗—以《台灣文獻叢刊》為主要材料的初步探討〉，《新史學》16 卷 3 期(2005)，頁 23-99，
中關於媽祖的描述。 
35 可參考林茂賢編，《台灣民俗采風》(台中：文建會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2010)中關於大

甲媽祖、北港媽祖、白沙屯媽祖遶境、進香的介紹。 
36 請見《荒厄》的〈鬼屋〉一章。 
37 蝴蝶，《荒厄》，頁 153。 
38 蝴蝶，《荒厄 IV》，頁 224-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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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上述兩位神明，小說中還出現了其他大部分台灣人不陌生的神明，例如：

「開台聖王」鄭成功、虎爺、大樹公、五營神將等。還需一提的是，在《荒厄 II》

中的〈廢業〉一章，主角與男主角在班遊途中遇上了由各式「廢棄土地公」以及

鬼魅山魑組成的「拼裝金剛」的攻擊，在事件平息後，主角與男主角才得知，原

來這些「廢棄土地公」是 80 年代大家樂風行時，先因違反神界戒律報明牌與信

徒被褫奪神通，後又遭到心懷不滿的信徒砸毀焚燒，卻又因被神界罰思過，神像

燒不盡反而備受山精鬼魅騷擾，甚至落到被逼著奪取「唐僧肉」(也就是男主角)

的落魄境地─
39
在這裡不僅可以看到作者試圖將小說中神明、信仰的元素連接上

台灣的歷史與社會文化，還可以在同一章裡，對於利慾薰心的人類沉痛的指責中，

看到作者意欲重新強調的，人與神之間重要的精神與情感的聯繫： 

 

      人的賭心若起，只認得貪婪，不但六親不認，連神明都不神明了。 

      大家樂興盛的時代，我連幼稚園都還沒上呢。但荒厄常常講這些有的沒有 

      的，懷著一種惡意的幸災樂禍。像是一種會傳染的精神疾病，瘟疫似地橫 

      掃全島。 

      我眼前的這堆殘神，就是人類瘋狂後的惡行之一。…… 

      不遂所求便憤而毀神，這完全是被瘋狂浸潤透了，極度無知的狂悖。…… 

      神像開光的儀式，就是神靈和人類的契約。開過光的神像就已經承認是個 

      容器，若是正式有名錄的神明，那就有著垂憐眾生並且傾聽的使命。但若 

      神明因為無禮而離去，被薰陶過的容器就容易被「壞東西」入侵，然後危 

      害更烈。40 

 

    而除了描寫神明，「荒厄」系列中也出現了各式鬼魅、妖怪，例如前面述及

的白骨精，雖然不是台灣「土生土長」的妖怪，讀者應該也不陌生；此外，還有

39 請見《荒厄 II》，〈廢業〉一章。 
40 蝴蝶，《荒厄 II》，頁 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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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信仰裡的嬰靈、小鬼、橫死的冤魂厲鬼、人在自殺後化成的「厲」……等。

也值得一提的是，〈廢業〉一章中，除了罪神土地公，作者還描寫了隨著蓋民宿

用的大樑遠從澎湖被「空運來台」的「井家七小姐」。這「井家七小姐」，根據小

說中的描述，是澎湖一帶在明代海盜猖獗時，不甘被玷汙而自殺的年輕女子化成

的鬼魂： 

 

      等我去了澎湖，不禁頭上一昏。我還在想這家姓得奇怪，怎麼會姓「井」。   

      沒想到井家姥姥……事實上就是一口古井成精。 

      明時海盜鬧得非常厲害，不甘受辱的何止七美？上吊的、投井的，比比皆  

      是。這些不幸的少女冤魂，日夜啼哭，讓這個古井精很憐憫，都收到自己 

      之下認了女兒。後來指身為姓，自稱井姥姥，這些小姐們就稱井府千金 41 

 

在這裡，除了可以看出鬼魂的歷史身世外，小說中還描寫了井府姥姥「受了多年

香火，頗有神通」
42
而井家七小姐，也都是受香火受人祭拜的，「和那些雜鬼不可

同日而言」
43
從這些描述中都可以看到小說的故事內容與台灣歷史以及民間信仰

中對於鬼魂與諸如石頭、古井等物神的崇拜的連結；同時，這井家七位小姐，在

小說裡不僅出手搭救了正遭遇妖物攻擊的主角與男主角，也在之後的情節發展中 

，嫁給了鄭王爺手下的部將們，且其中幾位還生下了孩子，在《荒厄 IV》中，

主角與七位小姐重逢的宴會上，我們再度看到了作者試圖描畫的─不僅是與神靈

的精神聯繫；只要有了情感上的連結與交流，鬼魂亦有可能脫去其神秘恐怖的面

紗，展現溫暖動人的面貌： 

 

      我覺得我喉嚨像是梗著甚麼，很開心、很舒暢……但我想哭。 

41 蝴蝶，《荒厄 II》，頁 133。 
42 蝴蝶，《荒厄 II》，頁 134。 
43 蝴蝶，《荒厄 II》，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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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想初見面時她們孤苦地掛在樑上，生前淒涼慘烈，死後離鄉背井。現在 

      懷抱著孩兒，還有個嘴笨心拙的丈夫，願意跪上一跪，讓她發發脾氣，願 

      意愛著她。 

      我們倆相視一會，抱頭痛哭。 

      別問我哭啥，我也不知道。44 

 

    與這些神鬼的描述搭配的，是更多的民間信仰、民俗儀式以及各式傳說。例

如敬拜石頭公、月娘、虎爺；農曆七月鬼門開、各式符簶咒術、橫死之人會成為

地縛靈被困在橫死之處不斷經歷死前慘事直至陽壽盡方得超生、水鬼「抓交替」、

前代做惡會累積惡業給後代子孫、前世欠債會有「冤親債主」持地府文書向這世

討債；此外還有通常在校園裡流傳的碟仙傳說、學生宿舍「大風吹」的靈異奇譚

或是校園其實是蓋在墓地上的都市傳說……等，這些都是大部分台灣人的生活或

成長經驗中不陌生的部分，在日常生活食衣住行幾乎全盤現代化之際，這些看起

來一點也不科學、不現代的事物成為「民俗文化」而被保存了下來，而其上承載

著的，不管是被視為迷信或是精神依歸，都是數百年來台灣漢人努力適應台灣這

海島的生活軌跡。
45
 

 

    范銘如在〈另眼相看—當代台灣小說的鬼/地方〉中指出：「鬼既可視為人的

未來式，未嘗不是故去的生命形態。每一個鬼皆是一個「故人」的生活終結，見

證過去歷史的部分階段……鬼，從時間性的產物衍伸成為空間性的象徵，見證這

塊土地曾被記載或塗抹的變遷。」
46
而在「荒厄」系列中，我們不僅可以看到這

些神靈鬼魂承載的，隸屬於台灣的歷史；並且，在他們被賦予了台灣性的同時，

我們還可以循著作者刻意安排、凸顯的，人與神靈間情感與精神聯繫的線索，重

44 蝴蝶，《荒厄 IV》，頁 116。 
45 參考董芳苑，《台灣人的神明》(台北：前衛，2008)，頁 19。亦可參考劉還月，《台灣人的歲

時與節俗》(台北：常民文化，2000)，中的〈總論〉一章。 
46 范銘如，《文學地理—台灣小說的空間閱讀》（台北：麥田，2008），頁 8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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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想像並連結一段又一段與台灣這個地方相關的、沉積的、卻也充滿互依互信情

感的往事。 

阿帕度萊在〈生產地方性〉一文中指出，像是生命禮俗、地名的命名、季節

遞嬗與農事節氣的標示、園藝巫術等小規模社會儀式，都是一種「地方知識」，

這些地方知識被用來生產並維持地方性，更生產出地方性可作用其中的可靠鄰坊 

。
47
阿帕度萊所言的地方知識，其之所以為地方知識，主要不是靠對比其他知識

而突顯其特質的，而是由於其「地方目的論」與精神氣質才如此的，也就是說，

地方知識不僅在己是地方的(local in itself)，更重要的是，它為己也是地方的(local 

for itself)；48
而 Tim Cresswell 在《地方》一書中指出，「地方」(place)可以被視作

是被賦予了意義的空間，具有社會生產的意義，也蘊含了日常生活實踐於其中。
49

再回過頭來看蝴蝶在「荒厄」系列中援引、組裝或重塑/訴的「民俗文化」，其意

欲與「台灣」連結的強烈意圖；可以說，蝴蝶利用了這些作為「地方知識」的民

俗元素，目的便是在「荒厄」系列裡生產一種名為「台灣」的地方性，並進一步

生產出一個這樣的這樣的地方性能作用其中的空間；更進一步說，蝴蝶在「荒厄」

系列中是藉由民俗文化、民間信仰等與人們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元素來賦予小說

裡的再現空間意義，並且在喚起人們一種「這就是我們生活的台灣」的感受的同

時，使這個再現空間具有對應甚至是抵抗特定社會脈絡下的現實生活世界的基礎

與力道。而從這裡我們便可以再問：蝴蝶在「荒厄」系列裡再現了一個她所認識

的、了解的、想像的，或者說，她所詮釋並轉化的，植基於「台灣」在地經驗的

再現空間，而這個再現的在地空間可能如何對應甚至是抵抗現實世界？又映照出

甚麼樣的社會脈絡與情境？ 

47 阿帕度萊運用「鄰坊」(neighborhood)一詞來指稱地方性能以各種方式實現其中的實存社會形 
式，而這種實存社會形式指的是在特定處境中的共同體，他們的實存可能是空間式的或虛擬的 
，並具有社會再生產的潛能。請參閱 Arjun Appadurai，〈生產地方性〉，《消失的現代性》(台北：

群學，2009)，頁 255-283。 
48 阿君‧阿帕度萊(Arjun Appadurai)，鄭義愷譯，《消失的現代性》(台北：群學，2009)，頁

259。 
49 參考整理自 Tim Cresswell，王志弘、徐苔玲譯，〈導論：定義地方〉，《地方》(台北：群學，

2006)，頁 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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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重畫「在地」認同 

 

如果我們再次檢視「荒厄」系列中這座具有在地性的再現空間，便會發現它

呈現的首先是日常生活早已現代化的台灣社會裡，依然存在的一種非常獨特的、

幾乎是與現代性背道而馳的神、鬼、人共存的靈異信仰─而在小說裡則呈現出一

種神靈、鬼魂、妖魔馳行其中的「裡世界」與現代化的、理性思維的、人類為主

的「現實世界」之間的穿刺交混，並且，在小說裡，顯然是裡世界略佔上風─例

如在小說裡，主角就讀的大學校長，除了得苦心維持大學內的禁制、結界以免被

裡世界的居民滲透外，還為了要維持這個結界而制定許多校規來預防學生發生意

外；之後甚至以優渥的打工費以及一間個人辦公室為代價，請主角擔任維持校內

禁制與結界安寧的工作─如果說，「現代性」有其體制的面向，其運作邏輯所產

生的效應構成現代生活的規律，體現為一種現代性的秩序的追求 ，那麼顯然在

「荒厄」系列裡透過作者的想像再現的人鬼神並存的空間中，依循的並不是現世

世界的這一套現代性的秩序；取而代之的，是因果報應、輪迴轉生等「裡世界」

的規矩─而這裡要特別提出的是，事實上，因果報應、輪迴轉生或是相信有神靈

妖鬼等冥冥存在的民間信仰，正如稍前所述，本來即是台灣社會文化中特殊而重

要的一部分，然而隨著社會變遷，台灣人的鬼神信仰逐漸由早期移墾社會裡，對

天地神鬼的敬拜中體現的萬物和諧共存的宇宙觀，逐漸轉變為現代資本主義價值

體系下，以個人利益為首要考量的、人與鬼神之間的物質交換。
50
但是，在「荒

厄」系列裡，不僅呈現了一個不能完全被現代性的秩序主宰的世界，也同時想在

這樣的世界裡，重訴一種天地萬物互依共存、情感相繫的哲學，展現了一種對於

「初民的虔誠」的嚮往與想像。這一點除了在前一節提到的，對「護土佑民」的

土地公以及「慈悲濟眾」的媽祖的神明形象的刻意回溯中；以及對於鬼魂樣貌的

50 《張老師月刊》曾於 2004 年 7 月號規劃一專門探討台灣人的靈異信仰的專題，本文提出的台

灣社會文化中的靈異信仰以及其隨著時代變遷而轉變的說法即參考整理自這個專題中一系列的

文章，詳見《張老師月刊》(2004)，頁 3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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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塑造中可以見到外，在《荒厄 III》的〈代言〉一章中，也傳遞了不管是神、

鬼、人，都有「生存權」，不應以人類的利益為唯一考量，甚至以此貶抑其他「眾

生」的想法─這種不斷在小說裡出現的：「天地萬物互依共存，而眾生有情，人

類應同等回報」的觀點，清楚顯現在以下段落裡： 

 

      ……我不是什麼大樹公，是那些短命人兒愛這麼叫，不應也不成…… 

  本來是可以不應的。我是樹靈，他們是短命人，本來就不該有交集。但他 

  們有什麼事情就來求、來哭。沒有事情，就來偷偷說些不好意思給人知道 

  的秘密。喜歡了誰，要結婚了，有了小孩子。 

      生了小孩子，抱著紅通通扎手扎腳哇哇大哭的小肉兒來給我看。喊爸爸、 

      喊爺爺，在我身邊長大。長大了來燒契書磕頭，帶著新娘子給我看。生了 

      小孩子又抱來認契子。 

      一代一代的。 

      累揹著，又不許不應的。 

      所以我才成了啥勞什子的大樹公，沒辦法背轉過去不看…… 

      「月娘會照顧你們」祂說。…… 

      烏雲散盡，他光潔的臉龐俯瞰著我們。瘋狂和理智、現實與虛幻、淚與笑，   

      在滿月的魔力下，都模糊地交融成一片…… 

      我們敬畏，並且顫抖。但不是害怕地顫抖，而是一種和天地融合在一起， 

      體認自己不過是滄海一粟般的渺小生命，那種接近狂喜悲慟的顫抖。 

      即使科學早已告知我們，月球不過是個衛星……但你仰頭看著滿月時，會 

      把科學的一切都扔到腦後。51 

   

    這種對於人與萬物的關係的重溯與重訴、這種「眾生有情」的的思維，使得

51 蝴蝶，《荒厄 III》，頁 7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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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裡的再現世界得以形成一個在呼應現實的同時，又自成一不同於現實世界的

理性、功利思維的系統，而這樣的敘事運作模式也延伸到接下來將指出的，存在

於小說中的人情善惡、城市與鄉村的對比中。 

 

    在「荒厄」系列中構築的這個在地空間裡，講述著家庭以及家所代表的倫理

價值的崩毀：主角出身在一個尚稱富裕的家庭，擁有英俊且事業有成的父親、美

麗的母親以及可愛的弟弟；然而事實上，主角的父親對主角又懼又惡，不是拳打

腳踢就是不理不睬；主角的「母親」其實是第二任繼母；至於生母則是在主角的

奶瓶裡加入漂白水意欲毒死當時還是嬰兒的主角，之後又不告而別；而主角美麗

的第二任繼母，是個蛇蠍心腸的人，在家中養小鬼並支使這些小鬼做不法勾當，

甚至還企圖差遣小鬼殺害主角—這是中產階級美滿家庭神話的瓦解─然而，作者

也寫出了與主角毫無血緣關係的第一任繼母對主角真心付出母愛；主角的兩位師

傅也給了她強大溫暖的包容與支持，讓主角在棄絕與原生家庭的關聯後，還能擁

有像家一般的所在以及關愛。 

 

    在這個空間裡，還揭露了人性的醜惡。例如上節已提及的〈廢業〉一章，講

述了人們沉迷於大家樂狂潮裡的瘋狂與悖逆；又如在《荒厄 II》的〈解冤〉一章，

講述了寵溺兒子的母親在兒子意外身亡後，自甘化身成厲鬼找無辜的人「報仇」

的盲目母愛；其他例如主角在國小至高中時代在學校被因外表出眾而聲勢強大的

同學霸凌，這些同學嘲笑主角的外表、刻意孤立排擠；還有主角高中時的輔導老

師，帶著主角畫曼陀羅說是要療癒主角的種種「不正常」行為，但主角也因此從

老師畫的曼陀羅圖形中讀到他對主角不堪的邪念。 

 

    然而，縱使講述了種種人世間的醜惡，作者也不忘描畫可愛的人情，就如主

29 
 



 

角自言：「遇到一些苛薄讓我受磨難的人，總會有些溫暖無私的人填補平衡。」
52

雖然主角曾受辱於仗勢欺人的同學，但也在大學時遇到一群沒什麼心眼，真心與

主角相處的同學；雖然遇上了不懷好意的老師，也在大學時遇上了許多真正願意

關懷主角、教育學生的師長： 

 

      雖然這學校在排行上敬陪末座，學費貴，同學又白目，費了我多少精神， 

      又好幾次遭逢幾乎喪生的危險。但這些白目同學卻溫暖的喊我默娘，與我  

      玩笑、同席。老師待我都很好，不嫌棄我是這樣陰陽怪氣的學生。我又在 

      這學校遇到唐晨。我悽苦一生，幾乎很少聽到一句好話。是這個破爛學校 

      的白目師生讓我有「我是人類」的感覺。在這個學校我和荒厄、唐晨相依 

      為命，迎接每一天的。53 

 

在一所排名敬陪末座且地處偏僻(還蓋在墓地上)的大學裡，主角感受到人情的溫

暖；此外，雖然有令人生畏的厲鬼，但也有更多可愛的神明、鬼魂。例如待主角

如孫女的老大爺；為了部下的婚事不遠千里求姻緣的鄭王爺；為了保護契子甘願

捨去神像甚至差點精魂盡散的虎爺；還有更多棲居於蓮護大學校園的「原居民」，

這些原居民平時雖以作弄活人為樂，但卻心地仁厚，例如他們不願意為求早些超

生而抓活人做交替，寧願等那不知何時到站的轉世班車；還會因為不屑雖有神格

卻到處作孽的疫神而聯手將之趕出校園……。 

 

    在這可怖與可愛的人情對比中，除了仍然可以讀出作者在反映黑暗與光明並

存的同時，仍然對人/眾生之情保有嚮往之外，我們還可以拉出一條線索：在「荒

厄」系列中，幾乎所有不堪的事件都發生在都市。例如主角崩壞的家園坐落於都

市；前述母親化成厲鬼為虐的地方也是都市；而主角與男主角在農曆七月時遭遇

52 蝴蝶，《荒厄，頁 197。 
53 蝴蝶，《荒厄 III》，頁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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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多搶食男主角這塊「唐僧肉」的鬼怪襲擊的地點也是都市。
54
更重要的是，主

角與原生家庭斷絕關係、正式拜別生母、
55
奮勇誅殺危害生父及繼母一家的「業

潮」以報還生父養育之恩，並藉此完全斬斷親緣的地方，
56
都位於都市。與都市

這個充滿罪孽、不堪、恐怖與危險的地方相對的，首先是充滿溫情的蓮護大學校

園。在這座校園裡，有各色可愛而充滿「人味」的原居民們、有慈愛寬容地庇佑

著校園的土地公、還有與主角不打不相識的老魔─這座校園裡的人、鬼、神們，

與主角建立的關係，讓主角感覺自己還是個人、還是有希望的，這讓主角生出了

勇氣面對自己的宿命，並願意為他人付出。而這蓮護大學坐落的地點，在小說中

是這樣描寫的： 

 

      這是一個位居山頂的大學，是學禁開放之後才成立的新學校。名字也很別 

      致，叫做「蓮護」，等我到了這大門口才知道為何要用這樣的名字。明明 

      是沒幾年的新學校，卻已經有了百年大墓的氣勢。……附近山頭當然沒有 

      「夜總會」，因為這學校的地基就在據說搬遷過的「夜總會」當中。57 

 

這所大學坐落的地點，顯然位於都市之外，並且還坐落於「百年大墓」之上，是

一個生與死、陰與陽、現世與彼世混雜交融之地，是現代性的教育體制、現代性

的秩序與歷史以及「裡世界」的體制、歷史系統與運作秩序互相穿刺的地方─而

且，正如本節稍前已提過的，顯然後者略占上風─這個現代秩序無法全面規範且

理當使人感受恐怖的地方，在小說裡卻是一個充滿休戚與共的社群感的所在，而

主角也是在這裡找到她的人生意義的。 

 

    主角在棄家又經歷一連串的冒險後，接受自己的宿命並運用自己的天賦，成

54 請見《荒厄 III》〈山非難〉一章。 
55 請見《荒厄 III》〈辭母〉一章。 
56 請見《荒厄 IV》〈剔骨〉一章。 
57 蝴蝶，《荒厄》，頁 6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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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方之巫，而她最後落腳的地方是一座位於偏遠鄉間的村落─永安村。主角在

這裡成為「村巫」，除了打理她工作的廟宇(永安村裡的媽祖廟)、重新搭建現世

與裡世界的結界與敬拜自然萬物的祭壇外，還負責幫村莊裡的男女老少解決生活

中的疑難雜症；村莊裡的大大小小主角都認識，年紀小一些的還稱呼主角「芷姨」
58
，

而且這座村莊，還是許多在都市裡經歷創傷的人療傷的避風港： 

 

      我們這個媽祖廟的「轄區」大約是鄰近的十四個庄。雖說人口外移得嚴重， 

      但這幾年景氣非常差，有些子弟又從城市回流了。有的是失業有的生意失 

      敗，有的是身心飽受創痕、傷痕累累的回故鄉。雖然山居生活富足不到哪 

      去，但好歹有口飯吃，最近農會又很振作，原本產量過剩的桃李等水果都 

      開始學著釀酒，這些回流的子弟又搞什麼網賣和宅急便，認真的話，通常 

      都吃得上飯，不至於衣食不全。…… 

      我來這幾年，回流了不少中年或青年子弟，也多了不少小孩。這些人在都 

      市吃盡苦頭，回鄉心靈脆弱，特別需要媽祖婆的庇護。59 

 

與充滿疏離、異化、扭曲與荒謬的都市對比，位於鄉間的校園、村莊成了「心靈

認可的故鄉」，
60
是體現人情溫暖的有機社群之所在，更是寄託人生意義的慰藉之

所。 

 

    呈現在「荒厄」系列的在地空間裡的這種「鄉村」與「都市」的對列，不禁

讓人聯想到鄉土小說中的鄉村田園世界。鄉村田園世界最大的特色便是易於理解 

、連貫一致。它是一個予人安全感與永恆感的世界，身在其中，人與自然世界的

關係是可知的、是亙古不變的，
61
而這樣的鄉村田園，同時也被建構成所有在現

58 請見《荒厄 IV》〈巫媼〉一章。 
59 蝴蝶，《荒厄 IV》，頁 179-180。 
60 蝴蝶，《荒厄 III》，頁 154。 
61 葉蓁（June Yip），《想望台灣—文化想像中的小說、電影和國家》，頁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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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資本主義狂潮中逐漸消逝的美好事物的最後堡壘；
62
而與之相對的，便是

充滿著異化、疏離與破碎經驗的都市─而雷蒙‧威廉斯(Rymond Williams)是這麼

說的： 

 

      當今，鄉村的共同意象是過去的意象，而城市的共同意象就是未來的意象 

      假使我們排除兩者，剩下來的就是尚未定義的現在。鄉村總是被拉往古老 

      、人類、自然的方向，而城市則是朝著進步、現代、發展的方向拖去。緊 

      張局勢於焉產生。所謂的緊張局勢就是眼前當下的經驗，我們得利用鄉下  

      與城市的反差證實尚未解決的分歧，以及因衝動而爆發的衝突……63 

 

或許可以說，城市與鄉村往往被再現為一組相互對立的意象：唯有都市閱歷的累

積，鄉村生活此一文化概念方能成形；唯有城市出現，才有所謂的鄉村意象。在

這裡，城市與鄉村是相互依存的形態而非非此即彼的對立。
64
進一步說，對於城

鄉緊張關係的的描述其實正是回應了眼前/當下的需求。而同時，鄉村的、在地

的意象經常是透過民俗文化這種代表著「傳統」的元素來召喚的─
65
於是我們或

許可以這麼說：與其說「傳統」對立於「現代」，不如說，在「傳統」中，其實

總是隱含著「現代」。Mike Crang 在論及瑞典對於保存「重新發現」的民俗文化

的濃厚興趣時，認為： 

 

      這種根源的再發現，與瑞典看待自身邁向現代國族國家的方式有關。過去 

      被重新塑造，以便迎合當前的不安和需求……利用重新發現遺產，作為再 

      度確認當前認同的方法，尤其在迅速變遷或不確定的年代裡，這似乎非常 

62 葉蓁（June Yip），《想望台灣—文化想像中的小說、電影和國家》，頁 216。 
63 轉引自葉蓁（June Yip），《想望台灣—文化想像中的小說、電影和國家》，頁 213。 
64 雷蒙‧威廉斯(Rymond Williams)，《The Country and the City》，轉引自葉蓁（June Yip），《想 
望台灣—文化想像中的小說、電影和國家》，頁 230。 
65 這一點在本章稍前關於在地空間的論述中應可清楚觀察到，另外，亦參考了邱貴芬，〈尋找

「台灣性」：全球化時代鄉土想像的基進政治意義〉，《中外文學》32 卷 4 期 (2003)，頁 4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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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行。其功效似乎在於擔任照後鏡，給予眾人他們想要見到的。66 

 

在現代化、都市化與資本主義狂潮席捲下，價值體系似乎也隨之土崩瓦解，在朝

向「更進步、更發展」的方向疾馳而去的同時，人們反而也更加渴望一個井然有

序、社群共享、安適熟悉的過往；而這個渴望則寄託於傳統─民俗文化─鄉土─

美好的過去這一連結所召喚出的親密感、凝聚力與不變的認同，用以解治現代化

生活的破碎、異化與不確定感。蝴蝶在「荒厄」系列中，也許便是透過挪用、重

訴/溯「民俗文化」的元素，召喚出一個在地空間，而在這個再現空間裡的人情

冷暖、人性善惡的思辨中的呈現的那種傳統與現代、鄉村與都市的對照，或許折

射出的正是一種對於尚未定義的現在的焦慮： 

 

      (但)現在的人已經越來越不重視神明了。香火依舊鼎盛，但許多儀式和陣 

      頭、禮拜的禮節都已經漸漸湮沒。……這些儀式卻隱含著初民最開始的虔 

      誠，原本是台灣最重要的文化資產，但是…… 

      至今，我依舊相信眾生有情，才沒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我相信依舊有神明  

      注視，所以屢屢絕處逢生。…… 

      只有一點虛空凝視的小故事，僭越地當個荒唐扶乩人，希望能夠減輕恐懼 

      者的負擔，讓他們如我般相信，神明依舊凝視著我們，一切都會轉好。…… 

      我一定要相信，絕對要相信，這世界還有溫暖、友情與愛，不然當憂鬱病 

      痛襲擊我的時候，我不知道要怎麼鼓勵自己活下去。67 

 

    在劇烈壓縮的現代化經驗之後，台灣在 1970 年代末期開始追求躋身世界經

濟體系，重心從國家發展改為全力追求跨國多樣性，並在所有層面上試圖融入世

66 Mike Crang，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文化地理學》（台北：巨流，2003），頁 220-221。 
67 蝴蝶，〈作者自述〉，《荒厄 III》，頁 238-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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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秩序。
68
在這急遽的全球化變遷中，引發的後續效應之一，就是社會學家佛瑞

德‧德維斯(Fred Davis)所謂的「巨大認同錯置」(massive identity dislocations)。

當一個社會眼見變遷之速有如白雲蒼狗，人們開始發現他們的根本信仰、價值、

理解模式不斷地被打破、被撼動，驚覺自己失去了社會、心理和道德的歸屬時─

有關認同的無盡焦慮與無盡探尋也自此展開。卡倫‧卡普蘭(Caren Kaplan)從這

些探尋中辨識出兩種文化認同概念：流亡(exile)與移位(displacement)。卡普蘭認

為錯置(dislocation)─無論是身體、文化、社會或語言層面─往往造成分離和不可

改變的失去，進而產生流亡此一理解模式。大凡流亡者，莫不心存緊張感，但又

懷抱著一絲渴望，渴望恢復其完整感(a sense of wholeness)，期盼從個人過往或群

體歷史當中，重新發掘統合、根本的認同。流亡概念把文化想像成連貫一致的歷

史實體，視之為認同的根基，流亡者恐懼會玷汙文化純粹性的任何事物，對不熟

悉的事物百般抗拒，時時感懷消逝的過去。另一位評論者史都華‧霍爾(Stuart Hall)

的類似看法則認為，有一種思考認同的途徑，是以史都華所稱的「相似性和連續

的動力」(vector of similarity and continuity)為基礎，是本質化的主體，坐落在固

定的、理想化的過去，藉由記憶、幻想、敘事、神話建構而成。
69
在流亡者的世

界裡，故鄉(鄉土、鄉村)是一個失落的美好的根源。流亡者之所以懷鄉，是因為

此鄉已永遠失落，滿懷記憶正是鄉愁的開始，這鄉愁永無止盡，因為求索之處已

化為烏有；不斷喚醒記憶、反覆敘述故鄉，提醒了流亡者們(可能)曾經擁有過的

美好根源，但也反過來確認此美好根源已然失去─故鄉(鄉土、鄉村)於是被永遠

地囚禁在不變的過去，於是被建構成一則撫慰人心的神話─在「荒厄」系列中再

現的在地空間裡，所展現的那種與鄉間連結的、與理想的過去有關的，萬物有情

的嚮往，似乎是絲毫不差地再生產了有關故鄉的神話，然而，若再讀一次這個小

段落： 

68 葉蓁（June Yip），《想望台灣—文化想像中的小說、電影和國家》，頁 247。 
69 以上討論參考整理自葉蓁（June Yip），《想望台灣—文化想像中的小說、電影和國家》，頁

246-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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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山居生活富足不到哪去，但好歹有口飯吃，最近農會又很振作，原本 

      產量過剩的桃李等水果都開始學著釀酒，這些回流的子弟又搞什麼網賣和 

      宅急便，認真的話，通常都吃得上飯，不至於衣食不全。70 

 

在這裡，鄉間顯然已不是一個純粹的、完全傳統的、沒有「邪惡的」現代化與全

球化入侵的地方。網際網路無疑是現代化的一環，而網際網路的發達與無限擴張，

更是全球化的重要特色之一；宅急便背後隱含著的，不也是現代化的運輸與無遠

弗屆的全球化嗎？在這裡，現代化與全球化並未全然地對鄉間帶來危機，反而是

生存的契機。我們也許還可以再檢視一次小說中的在地空間：在這個空間裡，標

示著「在地」的民俗文化當然足以勾動人們的記憶、情感以及與美好的過往的連

結，但這「在地」其實也並不「道地」。除了源自中國先秦古籍《山海經》中的

泰逢、帝臺這兩位神祇之外，還有源於《西遊記》裡的白骨精、唐僧；而主角的

兩位師傅之一，便是使用西洋巫術的女巫，穿透在這再現空間裡的，也因此帶了

點「洋味」。不管是掃帚、捕夢網、曼陀羅甚至是女巫身旁的那隻黑貓，都是讀

者不會陌生的元素，雖然它們絕不「道地」，但對浸染於全球化文化中時日已久

的讀者來說，卻也是一種「很另類的在地」。這種混雜的情形在一個描述主角身

上帶著的十字架項鍊的段落中，是這樣被講述的： 

 

      有回讓老廟祝瞧見了，他撓了撓頭，「阿姊，你掛十字架喔，你該不會是 

      麵粉教的？」 

      「不、不是。」我趕緊否認。咱們村子也有教堂，老廟祝年紀大了，老叫 

      基督教是麵粉教，因為以前(半世紀前吧……)神父傳教都會發麵粉 

      「這是唐晨給我的。」 

70 蝴蝶，《荒厄 IV》，頁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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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呦……」他為難了一下，又釋懷了。「上帝公也是神啦，沒差。媽祖 

      婆也不會計較啦。」…… 

      你知道這小島對宗教真是分外包容。 

      有什麼關係？我是個雜拌兒的巫。71 

 

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台灣的「民俗文化」本身即具有的混雜歷史/血統以及其

撐起的在地空間事實上一點也不「純粹」的雜駁。還必須注意到的是，主角亦承

認了自身的混雜性。在「荒厄」系列裡，主角在一連串冒險犯難的旅程中，逐漸

正視、體認進而善用自己的天賦，最後成為一方之巫，而在這成巫的之路中，主

角與附身的妖怪戾鳥一路由相互混血、到主角化為半人半妖的體質，甚至最後生

下這戾鳥妖怪轉生的孩子─這是一段找到自己的人生之道的旅程，也同時是一個

融混的過程，主角並未追尋一個純粹的依歸，反過來，她承認自己的混雜： 

   

      我一直在思索，朔所說的，「行我的大道」是甚麼意思。但我從來沒想行 

      什麼大道不大道的。我是一個普通人，連修練都有問題。我學的都是雜伴 

      兒，像是處理竹精，香草辮是印第安那兒的驅魔法，符是世伯教我的道符 

      中，少數我能自己運用自如的禁制之一。但水符反寫，這是跟老魔聊天時 

      聊出來的路數，按在竹上是印章給我的靈感。你瞧，整串子成甚麼樣兒呢？ 

      不成體統。72 

 

並且，主角也從中指認了自我： 

 

      每個人都有個適當的位置。像我，我的位置大概就是在這個地方，當一個 

      村巫，行著我自己也不懂的「大道」。73 

71 蝴蝶，《荒厄 IV》，頁 194-196。 
72 蝴蝶，《荒厄 IV》，頁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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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雜的在地空間生成了混雜的主體；而混雜的主體也回頭重新確認了混雜的在地

空間。在這裡，我們可以再回頭討論卡普蘭的第二種文化認同概念：移位

(displacement)。與流亡模式不同的是，移位模式看清、接受新事物，承認分離與

多元性的存在；不以緊張、疏離回應現代文明端出的這盤文化大雜燴；流亡模式

總是期待返回固定的、已知的過去，移位模式雖然同樣回首前塵，卻拒絕陷在過

去的牢籠裡，而是承認現在、展望未來。它提供了一個「還在前進、能包容多元

文化的認同」。
74
論述至此，或許我們可以說，在「荒厄」系列再現的在地的空間

裡展現的，不僅只是一種回歸美好過去、不變認同的衝動，反而是一種植基於作

者所感受到的，疏離異化、理性功利又變動不居的「現在」的，意欲重新描畫過

去與未來、人與人、人與眾生，以至於人與所處的世界的關係的嘗試，藉由重新

連結過去與現在，重新形塑了一種新的、承認混雜且變動不居的認同，而在其中

形塑的主體，是一個游動的主體。流亡者之所以失落，是因為他們認同的源頭指

向一個永遠無法回復的、固定不變的過往，但反觀游動的主體，則是承認自己的

混雜，並以這樣的混雜「取代那個想像中統合的自我」
75
；這是面對當下有關認

同與價值的危機以及由此而生的種種需求的策略性手段，是要在日益複雜的世界

裡生存下去的務實性回應。可以說，「荒厄」系列裡所生產的這樣具有混雜血統

的再現空間，以及於其中生成的，混雜游動的認同，不僅以不同的視角重新回溯

了眾生有情的美好過去，也接合上了混雜多元的現在；更在參與全球化趨勢下、

混雜的文化大雜燴與現代性生產的同時，也創造了一個無法被其全面規範或吸收

的世界。 

 

 

73 蝴蝶，《荒厄 IV》，頁 189。 
74 葉蓁（June Yip），《想望台灣—文化想像中的小說、電影和國家》，頁 251-252。 
75 葉蓁（June Yip），《想望台灣—文化想像中的小說、電影和國家》，頁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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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小結 

 

      當場所和四周互動時，就產生了內部和外部的問題。……就成了生存空間

的基本觀點。……只有當一個人界定出何者是內部何者是外部時，我們才

真能說他是「住居」了。通過這種連繫，人們界定了他的經驗和記憶，而

空間的內部就變成了個人內部的表示。如此，「自證」(identity)與場所的

經驗密切聯繫，特別是當人格被塑造成形的時候。
76 

 

    我們已經知道在「荒厄」系列中的再現空間裡所試圖形塑的是一種重新連結

世界的策略性認同；然而，不管是流亡或移位，或是兩兼其外的混雜認同，事實

上也都弔詭地洩露了人們還是會想要把穩定、明確的認同當成救贖。「認同」

(identity)之所以總是如此事關重大，或許正因為它牽涉了「身分政治」，也可以

說，關聯到人們如何在界定「自己的」、「內部的」而不是「他們的」、「外部的」

經驗和記憶的過程中，確認自己的存在與生存的意義─然而，這些內與外、自我

與他者的區辨，同時暗示的可能是權力關係的存在以及疆界的概念─而我們也應

該已經了解所謂的再現空間，事實上依然是滲透了權力運作的面向。或許我們可

以問：「在「荒厄」系列的在地空間裡，民俗文化所聯繫的那個『我們的傳統』

的『我們』到底是誰？」這個問題；也可以問：「流亡模式中試圖回歸的那個本

質的、可辨認的身分，是誰有資格來定義？」還可以質疑：「移位模式中的多元

性，又有否可能是一種預設了框架的多元？」 

 

    另一方面，我們也已經知道在「荒厄」系列裡，「民俗文化」是作為一種能

夠生產出在地空間的地方知識而被挪用的，而事實上，在地空間的生產，重要的

76 諾伯格‧斯卡爾茲著，王淳隆譯，《實存‧空間‧建築》(台北：臺隆，1984)，頁 24-25，轉

引自范銘如，《文學地理—台灣小說的空間閱讀》，頁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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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用之一便在於從中指認出歸屬於這個空間中的「主體」─
77
或許可以說，在「荒

厄」系列裡創造出的在地空間、其中所展現的對「現在」的焦慮；以及在流亡與

移位的共存中描畫人與所處的世界的新關係的嘗試，不僅是對於現世的理解與轉

化，在更深刻的層次來看，也可以視為是一種想要定位出「主體」的欲望。然而，

主體的形塑無法自外於權力運作之外─「本地人」被生產出來的同時，總有「外

來客」作為對照。如果從這裡再回頭檢視「荒厄」系列中的在地空間，會發現其

所連結的事實上是漢族的(福佬為主)、移民的、男性為主的經驗。對於那些並未

處於這種「經驗圈」中的人(例如原住民、新移民)來說，這個被假設為具有地方

性、能喚起隸屬於某地的感受的再現空間，反倒可能裂解成一種既在其內又在其

外的尷尬狀態；也可以說，當蝴蝶在「荒厄」系列的再現空間裡企圖挪用民俗文

化的元素以確認自己的認同所繫與主體性所在的同時，卻也再度證明了在她想重

現的名為「台灣」的這在地空間裡，植基於特殊社會與歷史脈絡的混雜與斷裂；

伴隨而來的主體性的衝突與曖昧，以及，複雜的權力運作的布局。 

 

而有趣的是，筆者也觀察到，蝴蝶企圖在她所重設的，存在於「荒厄」系列

中這個混雜斷裂的再現世界裡、「眾生有情」思維模式的基礎上，重新形塑一種

「邊緣認同」，以茲模糊、甚至是挑戰由主流論述所劃定的，似乎總是清楚明白、

再自然不過的疆界。這嘗試首先可以在「荒厄」系列中，對主流「家」想像的質

疑與重新建構中見到：在主角作為「棄家巫」的冒險旅程中，蝴蝶便是在一種情

感至上的氛圍中，嵌入了關於女性/家/自我認同的邊緣想像。而在筆者的閱讀經

驗來看，這個邊緣想像所對應的「中心」，在「荒厄」系列裡，通常首先指涉的

是父權結構與價值系統，因此，為凸顯文本中的這一「邊緣」想像所具有的特性，

同時也考察其可能的侷限，本論文下一章將由性別─權力的角度切入，考察這樣

的邊緣認同/想像與劃定了疆界的主流父權論述以及性別權力關係之間，曖昧依

77 參考整理自阿君‧阿帕度萊(Arjun Appadurai)，鄭義愷譯，〈生產地方性〉，《消失的現代性》，

(台北：群學，2009)，頁 255-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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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成巫之旅 

 

第一節 從邊緣出發─越界以奪回主體性 

 

    本文上一章討論到「荒厄」系列裡以文字再現的空間所具有的在地性；其中

對現實世界的理解與轉化；以及投射出的，對主體性的追求。而筆者也觀察到小

說中的這座再現空間，雖然是根植於漢人男性經驗而成形的，但蝴蝶也試圖引入

一種挑戰父權結構與價值論述的主體性的追求，以及從中逐漸重塑的，相對於「中

心」的「邊緣認同」。本章試圖由性別的視角切入，分析「荒厄」系列中的主角

在小說中結合真實與想像的再現空間裡，如何在一連串「越界」的冒險旅程中逾

越了被視為本然如此的既定空間規則？如何在越界中逐步重塑作為「巫」的主體

性，並形成一種邊緣認同？而這種邊緣想像將如何與主流父權/性別權力結構對

應？最後，試圖將此邊緣想像勾連入台灣社會變遷的脈絡。 

 

    在「荒厄」系列中，蝴蝶描寫了一位長相平凡、身形瘦弱、神情黯淡、生性

善良卻因為被妖怪附身而擁有「通靈」能力的女孩—林蘅芷—從被棄、自棄到正

視自己的命運，進而運用自己的天賦最終成為一方之「巫」的過程，這樣的故事，

可以將它當作書中主角—林蘅芷—自我成長的旅程來看：這個旅程始於主角為了

生存而離家，之後經歷了裡世界與現世之間的各種冒險犯難，並且從中逐漸發掘

自己、肯定自己而成長茁壯，最後終於定位自己為一方之巫，並在因緣際會下擁

有另一種形式的「家」。 

 

    這樣的旅程讓人聯想到史詩與田園詩傳統中的「英雄之旅」。然而，在史詩

與田園詩中的英雄，必然是男性，並且「為了證明自己，男性英雄得離開(家園)，

進入男性冒險的空間。……在這些行止與旅程中，他們被認為是古典人性觀的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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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奮力開創自己的命運。」78這樣的男性英雄之旅，可以在中東史詩《基加美

修》（Gilgamesh）、荷馬史詩《奧狄賽》（Odyssey）、79
中國民間故事《薛平貴征

西》以及日本漫畫、無數的好萊塢英雄主題電影中窺見。在這些英雄史詩式的作

品中，「一開始的事件永遠是家園的喪失（或受威脅），重返家園的奮鬥因而是環

繞著一個喪失的原點而組構」；
80
而在家園中等待這些(通常會凱旋歸來的)英雄的，

則通常是女性(妻子、有時還加上小孩）。在這樣的故事中： 

 

      移動能力、自由、家園和欲望之間的變動關係，被視為極富男性氣概之空 

      間經驗的寓言……我們仍能看到男性英雄（對應於女性）的明顯區別，逃 

      離了承諾，邁向開闊的道路，避開禁錮他們的女性化家園……我們確實看 

      到了性別意識形態透過文學而繪映在空間上，將女人侷限於『創造家園』， 

      求取安全與養兒育女，而將男人驅逐至道路上，『逃』向自由，並證明他 

      們的能力。81 

 

在英雄冒險故事中，以自主行動來開創自我命運的男性，對照著固著於家園、被

動等待的女性，在空間安排上組構了性別關係、確認並加強了性別意識形態─亦

即「性別意識形態透過文學而繪映在空間上」─
82
再更進一步說：「男人與女人不

僅被安置於空間關係中，這些關係還支持了地方經驗的內涵，以及這對男人和女

人的意義—他們都是透過地理而被分派了性別化的慾望。」
83
事實上，當前女性

主義地理學的研究成果已經指出「在具有特殊性別分隔形態和性別化權力階層的

性別體制建構中，社會關係和空間過程相互增強」
84
而這些研究的主要目標便是

78 Mike Crang，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文化地理學》（台北：巨流，2003），頁 63，括

弧內字為筆者所加。 
79 Mike Crang，《文化地理學》（台北：巨流，2003），頁 63。 
80 Mike Crang，《文化地理學》（台北：巨流，2003），頁 64，括弧內字為筆者所加。 
81 Mike Crang，《文化地理學》(台北：巨流，2003），頁 64-65。 
82 Mike Crang，《文化地理學》（台北：巨流，2003），頁 64。 
83 Mike Crang，《文化地理學》（台北：巨流，2003），頁 65。 
84 Linda McDowell，王志弘、徐苔玲譯 ，《性別、認同與地方—女性主義地理學概說》（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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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揭顯並挑戰性別劃分和空間區分的關係，揭露它們的相互構成，質疑它

們表面上的自然特性。」
85
 

 

    每個空間都有其在既定權力關係下制訂的規則；性別意識形態、社會關係與

空間生產之間是一組複雜且相互構成的關係，遠非表面上看來那麼「自然」；而

在空間三元論的概念中，我們已經了解小說中再現空間的建構可能具有的轉化、

質疑甚至是顛覆現實空間─社會─權力關係的潛能，我在這裡再將之延伸為一種

「越界」的能力：「越界」是逾越既定規則、是一種擾亂，召喚解構與重構的可

能。若說性別劃分與空間區分有其邊界，這個由權力關係所畫設的邊界決定了誰

可以歸屬一地，而誰被排除在外，那麼來自被排除於外的邊緣所操演的「越界」，

便可能擾亂權力關係所建構的邊界、並且藉由實踐解構與重構的流動化邊界，提

供重塑主體認同的機會。
86
 

 

    在本節稍前述及的英雄神話裡的性別空間安排，事實上可以連結至公/私領

域以及與其相關的性別化空間劃分。
87
在性別二元劃分下，許多彼此對立的範疇

逐漸地建構起來，其中包含了公共/私人領域的二分，並且，將男性劃入公共領

域而女性則屬於私領域；在西方，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父權結構與其共謀，將

家建構為與公共的、工作的世界相對的私密領域，男性屬於「外面的世界」，女

性則負責創造能讓在公共與工作世界闖蕩而疲憊的男性身心獲得休息的「私密家

園」；家於是被馴化為情感性的天堂，由一對因愛而結合的男女及其子女組成，

提供了溫暖與支持，它永遠是避風港、永遠在一個穩固的地方，而「女人的地方

就在家裡」的意識形態，牢牢攫住了女性的生活與心靈，女性被描述成「守護天

群學，2006），頁 75，括弧內字為筆者所加。 
85 Linda McDowell，王志弘、徐苔玲譯 ，《性別、認同與地方—女性主義地理學概說》（台北：

群學，2006），頁 16。 
86 以上關於權力、邊界與認同的討論，整理自 Linda Mcdowell，《性別、認同與地方—女性主

義地理學概說》，頁 2-95。 
87 參考 Linda McDowell，王志弘、徐苔玲譯，《性別、認同與地方—女性主義地理學概說》，頁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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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在家中所有的行動都是「為愛而做」。在台灣，由於漢族為主流的族群組成，

父族倫理與親緣的家庭意識形態隨著現代化與社會變遷，與前述西方核心家庭的

意識形態結合，構築了中產階級式的一夫一妻制與愛情─婚姻─家庭一條鞭的父

(母)慈子孝、和樂融融的理想家庭圖像，在這樣的圖像裡，女性依然被分配了與

家庭相關的私領域位置，縱使在婦運團體以及女性主義者的努力下，台灣社會對

性別平等的觀念已有較多的認識，女性的廣泛就業以及參與公共事務也一定程度

上打破了公/私領域之分，然而，上述理想家庭的圖像仍是主流神話；
88
女性在工

作職務與公共事務上普遍仍居於次等位置；人們對於所謂「職業婦女」必須兼顧

家庭與工作的期許……等，這種種狀況都顯示出女性仍普遍被假定隸屬於與家庭

相關的私領域，而「幸福家庭」仍是由父權體制來定義─
89Linda McDowell 在討

論家、地方與認同時提到「家庭空間是『社會秩序的物質再現』，而且，「社會再

生產，乃透過再現於棲居場所的社會秩序的象徵性永存來達成維繫」；
90
如果同時

考慮空間、社會與權力關係是相互建構的，而這樣的相互建構制定了特定空間的

特定規則與邊界，符合的主體「安適其位」(in place)，不符合的則被視為「不得

其所」(out of place)並遭到強力排除─
91
那麼我們可以想像家庭的空間便是透過了

這些規則與邊界，預設了前述的公/私以及家庭內/外的性別關係，並且維繫了父

權的社會再生產以及家庭神話的恆久不墜。 

 

     蝴蝶筆下的「荒厄」系列的主角，是其父的非婚生子女，並且是當時做為

老師的父親與身為學生的母親在師生的「不倫戀」中生下的孩子，母親在生下主

角不久後就不告而別，父親之後為了繼承豐厚的財產而與第一任繼母（之後統一

88 只要注意一下房屋廣告裡幸福美滿家庭畫面的不斷重複即可了解一二。 
89 以上討論參考了陳宛渝，〈從宜家到安室─台灣九〇年代以降女性小說「家」想像〉(台南：

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碩士論文，2010)及 Linda McDowell 著，《性別、認同與地方—女性主

義地理學概說》，頁 98-129。 
90 Linda McDowell，《性別、認同與地方—女性主義地理學概說》，頁 99。 
91 整理自《性別、認同與地方—女性主義地理學概說》，頁 48-95 的討論；也參考了 Tim Cresswell，
王志弘、徐苔玲譯，《地方》(台北：群學，2006)，頁 163-197 中，有關「安適其位」與「不得其

所」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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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後媽」）結婚，這位後媽是主角認為在她生命中第一個真正關心她的人，然

而後媽與主角只相處了五年就過世了，主角的第二任繼母（之後統一稱「黃阿姨」）

是個擁有美麗外表卻是蛇蠍心腸的女性，對主角極盡排斥與精神虐待；至於主角

的父親，由於主角自小被具預知與透視人心能力的妖怪荒厄附身，在主角年紀尚

小不懂世事時，常常會原封不動地將荒厄「看見」的人心醜惡脫口說出；並且，

主角還會因為害怕父親受到傷害而先將父親出門後會遇到的災難說出來，這些都

讓主角的父親對主角又懼又惡。
92
在以上家庭關係的描述中，我們首先可以看到

小說的再現空間裡對愛情─婚姻─家庭的連貫性的質疑，揭露了所謂的一夫一妻

制、父(母)慈子(女)孝、和樂融融的美滿家庭圖像下的真實樣態；其次，我們可

以看到主角的出身(「不倫戀」的結晶)並不合乎規範了家庭這個地方的社會道德

規則。雖然之間有後媽的真心接納，使得主角在小學時期感受到些微的溫暖，但

後媽過世，父親娶進黃阿姨並且與之共同擁有新生兒後，便可以很清楚看見主角

在一個再現主流社會秩序的「家」中的「不得其所」。尤其，在黃阿姨生下孩子

後，主角的存在更不合乎社會實踐中對「幸福美滿家庭」（「正常」的法定婚姻關

係與父母同心期盼下出生的孩子所組成的家庭）的期待了，在這樣的狀況下，主

角自小便被排斥於「正常」家庭之外，再加上主角與妖怪的特殊因緣，亦不符合

現代化生活的理性規則，可以說是多重的不得其所而注定被恐懼、忌憚而剔除於

邊界之外了。被剔除於地方邊界之外，身處邊緣位置的主角，其處境當然相當艱

難，然而，主角除了抱定終身不婚/不孕以防堵荒厄藉著胎兒而重新轉生的打算

外，並未出現改變自身命運或地方規則的想法，直到自身生命受到重大威脅那

天……。 

 

    高三的某一天，原本一直寄宿外地就學的主角，因為連續幾個月未拿到生活

費且有升學相關的通知單需要家長簽名而短暫返家。在家中，她唯一感到安適的

92請見蝴蝶，《荒厄》，〈荒厄之一 因緣〉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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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便是第一任繼母親手為她布置的房間，在小說中是這樣描述的： 

 

      打掃完畢，打開窗戶。我坐在床單上環顧房間。這是後媽為我布置的，她 

      堅強的愛留在這個房間保護我，所以我在這個名為「家」的醜惡地帶還有 

      立足之地。93 

   

這個有堅強的愛的房間，是一個連肆無忌憚的妖怪荒厄都懼怕的地方，然而，在

接下來的情節發展中，主角在這個房間裡遭到黃阿姨養的小鬼意欲置之死地的攻

擊，並且，在危急的情況下，原本應該保護主角的荒厄竟也袖手旁觀。生命受到

威脅的主角展現了強烈的求生本能，在拚命躲避攻擊之後，靈機一動拿起後媽送

她的彈弓，以後媽的愛以及自己的「生命力」做武器，擊退了湧上的異類。在這

一段故事中，可以看到主角在家中最後的基地也遭到破壞了，這時主角面臨的是

人生第一次重大的抉擇：繼續留在「家」的既定規則中或是離開「家」？被激起

求生意志的主角體認到：「在這個家裡，唯一保護我的，只有死去的後媽和我自

己。」
94
並且接著展現了初步的主體性： 

    

      這是第一次，我做得這麼絕。……以前我會顧慮，現在還管什麼？我不但   

      粗魯的將所有惡符都找出來，還找到黃阿姨養著的小鬼壇。然後破壞得乾 

      乾淨淨。以前我會擔心，會覺得既然就要離開這個家，就不想破壞這個家 

      庭的完整……作惡的不是我，荒厄敢對我大小聲，我絕對不會對她客氣 95 

 

在這段文字中可以看到主角破壞了維持「幸福家庭」的規矩，而這些規矩是她原

本為了家的完整性而默默承受的；我們還可以看到主角因著生命受迫而對自身主

93 蝴蝶，《荒厄》，頁 26。 
94 蝴蝶，《荒厄》，頁 35。 
95 蝴蝶，《荒厄》，頁 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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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性的覺察；之後主角下定決心離家，並拋棄繼承權，斬斷家族傳承的鎖鏈—在

主體性覺察的過程中，主角悖離了台灣社會裡原本加諸家這個空間的種種規則：

包含家應該是完整圓滿的、家族傳承乃天經地義……等。前文已經論及，空間─

社會─權力的相互建構畫出了地方的邊界、制定了地方的規則，而在性別化的空

間分派裡，父系的權力脈絡畫出了家這個地方的規則與邊界；然而，邊界既然是

被建構的，就擁有解構與重新組構的可能，來自被排除於外的邊緣所操演的「越

界」，便可能擾亂權力關係所建構的邊界，並且提供重塑主體認同的機會─藉由

悖離規範了「幸福家庭」的規則，主角操演了「越界」，擾亂了「家」這個空間

的邊界，取得了初步的主體性。 

 

    而在之後，主角與荒厄的關係亦有所轉變： 

 

      荒厄變得怕我，而且非常恨我。她常惡毒地預言，我永遠都不會是個好人。 

      那又怎樣？ 

     「荒厄，我也預言妳的未來。」我學著她的口氣說，「妳永遠也別想有出生 

      的機會。」我已經下定決心，「我要用這個人生綑住妳，直到我死，讓你 

      腐朽在我的屍骨之中。」96 

 

這裡可以看出主角與荒厄原本似乎是一面倒的弱勢與強勢的關係出現了轉變。主

角藉由「預言」荒厄的未來，從過去被動地接受宿命般存在的自己與妖怪的關係

中，取回了掌控自身甚至是他人命運的主體/能動性。 

 

    在此重大生命轉折之後，故事接著進入影響主角人生至為深刻的大學生活，

而在此之前，卻有個重要的插曲發生。升大學前的暑假，主角與荒厄遇上了以消

96 蝴蝶，《荒厄》，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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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異類」為職志的阿薔與阿琳，在猝無防備的狀況下，荒厄受了非常嚴重的傷

害且瀕臨死亡。然而，原本應該為了可以擺脫黑暗宿命而欣喜若狂的主角，卻反

過來以自己的血救了荒厄： 

 

      真的，我不知道我在想什麼。像是某種東西從我的血肉裡硬生生地拔掉， 

      空缺了一大塊。終於擺脫這種宿命，湧起的卻不是自由的甜美，而是莫名 

      其妙的恐慌。……我恨她。是阿，我恨她。但她相伴我十幾年了。相伴這 

      個幾乎等於孤兒的倒楣鬼。97 

 

主角並且以自己的血讓荒厄舔食、為荒厄療傷，血液的混同可以象徵生命的混同，

而透過「混血」，主角不像之前只是消極地接受自身宿命，或是在主體性醒覺後

想要以玉石俱焚的方式試圖掌控宿命，而是正式面對並轉化自己宿命的開始。帶

著這樣的前提，進入大學之後，主角的人生進入了一個不同的階段。前一章已經

分析過，主角就讀的蓋在百年大墓上的蓮護大學，不僅是現代化教育、社會規範

的空間─又或者如傅柯(Michel Foucault)所述，是國家權力滲透其中並實際作用

的規訓空間─卻也同時建置於一個相對於現世的空間之上，這個相對應於現世的

空間在小說中被稱做「裡世界」，是一個神、鬼、妖、魔馳行其中的世界。正如

學校這個滲透著現代化的理性思維、現世權力、社會關係與社會實踐的空間自有

其規則一般，裡世界亦自有一套規矩，現世世界與裡世界雖然在同一個地方疊合，

但人與神鬼妖魔之間也各自在自己的邊界內相安無事。主角便是在這樣一個地方

展開她的大學生活；但，她卻在初抵校區時便擾亂了裡世界的規矩：主角在到校

第一天騎摩托車下山時遇上了橫死於山路邊的一對母子鬼魂，依照小說中描述的

裡世界的規則，橫死的鬼魂必須永遠被囚禁於橫死之處等待陽壽盡方有機會超生 

，然而主角卻破壞了這個規矩，騎著摩托車載著母子鬼魂到達山下的醫院，了卻

97 蝴蝶，《荒厄》，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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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子鬼魂生前的心願，而之後這對母子鬼魂想要報恩而跟著主角，主角在無計可

施之下只好使用苦肉計加上美酒討好管理校區裡世界的老大爺，求祂「破例」收

留這對母子鬼魂。 

 

    隨著情節推展，主角結識了能夠全心接納自己的男性—唐晨─以及一班雖然

有點「白目」但也不失善良溫暖的同學。自此，主角為了保護唐晨以及一群給了

她溫暖關心的朋友，展開了一段又一段的冒險旅程。在這樣的旅程中，主角以自

己的方式努力解決接踵而來的難題，也在一次又一次的難題解決中，不斷跨越空

間規則的邊界。例如在一次同學們的凶宅探險中，因不放心同學而跟著去的唐晨

遭遇生命危險，主角在臨危之際用自己的血對著唐晨下了妖族的記號以防止白骨

精直接吞吃唐晨，身為人類的主角，用的卻是妖怪的規矩： 

 

      「你們幹嘛看得那麼嚴重？」我分辯，「我不搶先做個記號，那個白骨精 

      上前就吃了，連談都沒得談……誰讓我把符給撕了呢？我既然先做了記號 

      ，照妖怪的規矩，她還得先跟我談判，談判不成才要動手……」 

     「那是妖怪的規矩！」老大爺聲音更大，「妳好好一個女孩兒，跟人家依什   

      麼妖怪的規矩？！……誰要吃唐僧都要過妳這一關，都得來找妳談判拚命 

      ！我是叫妳別讓他死在學校裡，誰讓妳去扛他一輩子？！」98 

 

在這裡，主角逾越了現世世界與裡世界之間的邊界，依著自主的選擇，以自己的

方式保護了重要他人。而在白骨精事件之後，主角成了同學口中的「靈異少女—

默娘」，有什麼無法解釋或解決的大小事，同學們都找主角商量，主角也開始擔

任起人神鬼之間「溝通協調」的中介角色，在有意與無意中，為同學朋友消災解

厄。同時，主角也為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唐晨─擋下許多災厄，甚至在唐晨要服

98 蝴蝶，《荒厄》，頁 148-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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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役離開主角的保護時，不惜捨棄二十年福報，以人類的身分在唐晨身上下了「魔」

的符咒。這些都可以看見在跨越或擾亂規則與邊界的過程中，主角的主體性也逐

漸彰顯。 

 

    在不斷越界的成長過程中，主角與荒厄的關係也有了非常不同的發展。原本

勢如水火的兩方，在一次又一次出生入死的冒險中，漸漸地由相互了解、相知相

惜最後合為一體。在一次拯救唐晨的行動中，主角與荒厄為了保護唐晨，在精神

上融合為一，共同打倒來勢洶洶的敵人。在這次事件之後，荒厄的「修為」更上

一層樓，日後甚至自行修練成層次更高的「金翅鵬」；而主角也在這次事件後，

與荒厄融混日深，終至成了半人半妖的巫 。而光只是離開家園還不夠，作者還

安排主角辭母別父，
99
有如民間故事中的三太子哪吒，真正得道前必得「割肉還

母、剔骨還父」方能成就其脫離肉體而成為蓮花化身的精神性存在。這種人/妖

的融混以及親緣的棄絕，可說是意欲背離父系家族系統所仰賴的血緣網絡，這除

了又是一種擾亂既定規則的「越界」之外，作者似乎也再次暗示，唯有背離這網

絡與界限，才有發揮潛能、重塑自我認同的可能。 

 

    在逐漸認同自我，更具有主體能動性後，主角也開始嘗試主動重新劃定空間

的規則，例如受校長託付每晚巡邏校園時，以不妨礙兩個世界居民自由的方式處

理兩個世界在交雜時偶發的衝突；之後在師伯的協助之下，重新劃定校區中的人

鬼分界以維持兩個世界的穩定；大學畢業後，在聖后(媽祖)的協助下，於偏遠的

鄉間—永安村─找到了當地媽祖廟裡類似廟祝的工作並自此定居下來；並以從兩

位師傅處習得的儀式與禁制，再加上自己的理解，混搭出一套屬於主角自己的「大

道」，為永安村重新畫出現世與裡世界的界線，也為村民消災解厄、處理疑難： 

 

99 請參閱《荒厄 III》〈辭母〉及《荒厄 IV》〈剔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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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在思索，朔所說的，「行我的大道」是甚麼意思。但我從來沒想行

什麼大道不大道的。我是一個普通人，連修練都有問題。我學的都是雜伴

兒，像是處理竹精，香草辮是印第安那兒的驅魔法，符是世伯教我的道符

中，少數我能自己運用自如的禁制之一。但水符反寫，這是跟老魔聊天時

聊出來的路數，按在竹上是印章給我的靈感。你瞧，整串子成甚麼樣兒呢？

不成體統。100 

 

作為「人與天地鬼神溝通與交感的中介者」是中國古代巫人們主要的工作職責與

核心價值所在；巫人「是以侍奉鬼神的靈感儀式來為人們逐魔治病」，進而「協

助人們實現生命自我保存的生命願望」，
101
我們可以看到「荒厄」系列的主角，

以自己的體悟與所得，實踐了做為巫的職責，並且，也在觸及這個「職業」的核

心價值的同時，肯定自我的存在價值了；從另一方面來說，「不成體統」，才成了

主角「自己的大道」；「不成體統」才能逸脫於既定規則之外，進而開展出重劃規

則、重新詮釋的可能─就在主角自言：「每個人都有個適當的位置。我的位置大

概就是在這個地方，當一個村巫，行著我自己也不懂的『大道』」時，一個「巫」

已然成形，行自己的規矩，是安適於己身之中的新認同與主體性的確立─這樣的

巫人主角離開禁錮了女性的私領域，拒絕被定義在靜態的、被動的性別角色上，

她像男性英雄一般，奮勇闖入「外面的世界」，並在不斷越界的過程中，開創自

己命運；同時，在這找回主體性的過程中，她所依循的也顯然並非由父權制度所

定義出的屬於公共領域的理性規則，也並非如男性英雄般，以征服來劃定空間邊

界並證明自己；成為一方之巫的主角，是以自己獨特的儀式來重塑/訴裡世界與

現世之間的規則，並且在自助助人的過程中、在與人鬼神獨特的交會中，肯定自

我的價值。 

100 蝴蝶，《荒厄 IV》，頁 183。 
101 以上關於中國古代巫人職責的介紹參考整理自鄭志明、簡一女，〈從巫術到道教符咒〉，《哲學

與文化》39 卷 6 期(2012)，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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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棄絕了家，面對、轉化自己宿命最後幻化成巫的主角，照理應該是與家斬斷

所有關聯脫離束縛了，然而，大半人生都獻給巫的大道，已經離開「情感腐敗荒

蕪」的家、根本無法想像自己「成為任何人的太太，走入家庭」
102
的主角，卻在

荒厄的刻意安排下，與唐晨有了親密關係，並即將成為轉世的荒厄的母親。無法

接受自己身為棄家巫的「清白」受到汙染的主角，打算就此離開，離開前，她向

聖后媽祖道別： 

 

      當我站在聖后之前，望著她慈悲的金身，突然淚如泉湧。荒厄這混蛋，強 

      行扭轉了我人生的方向，破壞我最珍惜的關係。我和唐晨再也不能回到過 

      去的毫無芥蒂，純潔無瑕。…… 

     「純潔又是什麼呢？不潔又是什什麼？」聖后開口，含笑著。 

     「我未婚懷孕，又不願意走入婚姻中。」我低聲，「違背您的託付，不能留 

      下來了。」…… 

      祂輕笑，垂下眼簾，「我聽聞妳們這派女巫，服事渾沌，又聞妳等信奉大 

道平衡。」 

     「……是。」 

      祂的笑意更深。「那不是很相宜嗎？妳想純潔，卻染上紅塵，成了渾沌。 

      妳的大道是什麼呢？生了孩子，有了男人，就不是妳的大道嗎？」 

      祂闔手，再張開，雙掌上托著一團朦朧旋轉的灰色光球，「妳的渾沌，就 

      飲下吧。這就是妳不清又不渾的人生。」 

      我接了過來，淚如雨下。我還是得往前走，跪別最後青春的餘緒。清或濁，     

      一氣飲下。103 

 

102 蝴蝶，《荒厄 IV》，頁 224。 
103 蝴蝶，《荒厄 IV》，頁 224-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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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故事的最後，主角並未自此棄絕俗世肉身出家追求靈性生活，飲下自身渾沌的

主角，認可了混雜的自我，並且擁有了自己的新家園。在這座新家園裡，有互相

陪伴的男人、女人；有為了陪伴生命中重要的人走一段人生路而甘願放棄千年修

為化為人類的妖怪，這個家的成員擁有的是「一種清不清、濁不濁，非常渾沌的

親密關係」。
104
主角在這座家園中「身為一個母親、一個伴侶，和一個隱身於歷

史之陰影的巫者」─
105
成為母親的主角，與唐晨、重新出生於世上的荒厄在永安

村組成了一個家庭，並以自身所認同的邊緣巫人的身分守護著永安村這個新家園 

。
106
在留在家園中與棄絕家園之外，蝴蝶刻意在小說的再現空間中，用一種「曖

昧渾沌」的筆觸來書寫主角的新人生以及新家園，以試圖迴避主流家庭神話中固

定的性別角色分派與親緣關係，並進一步重新生產有關家的想像。而作為接合個

人與社會的家，事實上在很大程度上與個人的自我認同息息相關，
107
可以說，走

過成長之路的主角，在重新認同自己，並透過重建一座位於邊緣的新家園，宣告

了自己的邊緣認同的同時，也藉由這個邊緣認同的視角，重新界定了自我與所存

在的世界之間的關係。 

 

    在「荒厄」系列中，歷經了棄家—辭母別父的苦難最終成為一方之巫的主角，

在故事的最後擁有了一個不同形式的「家園」─從悖離「家」這個女性化的、固

定不動的、被視為提供安全與庇護的空間，到在表世界與裡世界的諸多空間之間

透過種種顛覆既有空間規則或重新詮釋空間規則的「越界」，主角逐漸正視並建

立自己的主體，並且在最後將自己重新定義在一個邊緣位置—走在歷史陰影裡的

巫。在這裡可以讀出作者以小說的再現世界介入甚至可能是質疑了現實世界的企

圖，而主角作為邊緣巫的自我認同以及其不清也不濁的家園這樣的邊緣想像，似

104 蝴蝶，《荒厄 IV》，頁 237。 
105 蝴蝶，《荒厄 IV》，頁 238。 
106 請參閱《荒厄 IV》，〈延續〉一章。 
107 例如，在社會─心理學詮釋(the socio-psychological interpretation)的觀點下，家扮演定義自我

認同的重要角色，也扮演了自我以及更廣大的社群間的對話角色。參考吳瑾嫣，〈女性遊民研究 
：家的另類意涵〉，《應用心理研究》第 8 期(2000)，頁 83-120，一文中引介的，有關家的意涵的

相關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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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也是作者在尋求一種主體能動性，用以抗拒由父權所定義的單一主流家/認同

敘事。 

 

    然而，從另一方面來說，小說中「越界」的邊緣想像，事實上在很大程度上

是基於一種在前一章指出的─天地萬物互依共存、眾生有情─這種普世情感的追

溯；如果我們再回頭檢視一次形塑出邊緣認同的、主角越界的成巫之旅，便會發

現，在這種普世情感的追溯中所首先帶出的，對於(不管是何種形式的)「生命本

然」價值的肯定，基本上便是小說裡提出的邊緣想像得以獲取主體合法性的基礎；

而普世情感的追溯與對生命本然的崇敬，也讓「荒厄」系列的再現空間得以開展

出抗拒主流論述的，渾沌曖昧的邊緣視角，然而，在對普世價值的呼求中，有沒

有可能完全將滲透入再現空間的社會權力脈絡拋諸腦後？於是，我們必須進一步

考察：在「荒厄」系列的再現空間中，蝴蝶企圖提出一種邊緣敘事、試圖再生產

一種不同的家想像以及刻意模糊邊界的混雜邊緣認同，而這樣的嘗試又可能與主

流父權的性別權力結構產生什麼樣的曖昧與糾纏、妥協或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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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抗拒還是妥協─基於愛的越界 

 

    可羅‧迪司普(Carole Després)歸納了「家」最普遍被認知的十種意義：一、

家是一種安全感與控制。二、家是個人理想與價值的再現。三、家是活動與形塑

個人的居住環境。四、家是永恆與連續的存在。五、家是親人與朋友交會的地方。

六、家是活動的中心。七、家是相對於外在世界的避風港。八、家是社會地位的

象徵。九、家是一個實質空間。十、家是一種擁有權的展現。
108

 

 

    狄司普所依據的研究，其探討對象多半是中產階級且擁有獨戶家庭的人們，

反映出的即是在本章第一節已論及的父權/資本主義結構下的文化意義─也可說

是家的意識形態─家不僅是一個情感化的所在，亦定義了個人的自我認同。如果

由此出發來比較小說主角的原生家庭與新建家庭，會發現其實前者與後者便是根

據同一家的意識形態而來的一體兩面：主角情感荒蕪的原生家庭無法提供滿足主

角有關「家應該是如何如何」的條件，也就是說，並不能滿足由家的意識形態而

來的種種想像與需求，因此，對主角來說，那並不是一座可以提供情感滋潤以滋

養自我的家園，所以主角勢必要離開原生家庭才能踏上成長之路並從中獲得情感

潤澤；而一旦主角完成了自我成長、重塑了自我認同，她就可以組建一座滿足上

述種種意涵的家園─也就是說，在「荒厄」系列中，作者雖然揭露了隱藏於家庭

神話下，真實家庭可能具有的醜惡與黑暗，但事實上這種揭露也反過來確認了父

權制度下建構的家庭意識形態的存在。 

 

    另一方面，男主角唐晨的家庭與主角的家庭剛好又是一組對立，唐晨的家是

個被愛圍繞的所在： 

108 整理自吳瑾嫣，〈女性遊民研究：家的另類意涵〉，《應用心理研究》第 8 期(2000)，頁 85；以

及陳宛渝，〈從宜家到安室─台灣九〇年代以降女性小說「家」想像〉(台南：國立成功大學台灣

文學系碩士論文，2010)，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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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各式各樣的愛圍繞。我想啊，我這輩子的命運已定，永遠就這樣了。但 

      是，最少有人示範一種幸福美好的人生，顯現一種可能性。這樣我才覺得， 

      這世界不算太壞。109 

 

從這裡可以很清楚地看見，所謂「幸福美好的人生」以及「真正的家」應該是「自

然而然地」被各式各樣的愛所圍繞這樣的假設；換句話說，判定人生與家庭是否

幸福美好的標準，其實是「有愛或無愛」─這使得「荒厄」系列的情節內容也因

而往往帶著一種情感至上的傾向：首先，正如前面已經提及的，主角並不把情感

貧瘠的原生家庭視為家；相反地，只要人與人間有了真誠的關心與連結，就可能

產生「家」的歸屬感。主角第一次覺得自己有了「家」，是在她的師父送她一間

小套房時： 

 

      我第一次過了真正意義上的年。世伯已經在離他家不遠處買了一個挑高的  

      小套房，把鑰匙交給我，淡淡的說，這裡就是我的地方，只要想來就可以 

      來。「等我百年之後，這套房就是你的了」他摸摸我的頭「不管發生什麼 

      艱困，這裡都是你的立足之地」我一直渴望的「家」，居然用這種方式， 

      放在我掌心。110 

 

這段文字展現了人與人間的情感羈絆可以超越血緣的承繼，帶來能夠讓人作為面

對艱困時的立足之地的、作為庇護與歸屬之所的「真正的家」。而主角在認同自

己作為邊緣巫者之後所組建的家園，其中的成員彼此間強調的亦是一種情感上的

連結而非法律上的、血緣上的維繫─這種情感至上的想像，承繼自本文第二章論

及的，那貫串整個「荒厄」系列的「眾生有情」的思維基調，而其可貴之處便在

109 蝴蝶，《荒厄》，頁 161。 
110 蝴蝶，《荒厄 III》，頁 196-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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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擴大了情感與愛，使其由與親情、友情的小我之愛的範疇，擴大成為一種及於

萬物的普世情感，不僅是小說中的邊緣認同/想像具有發聲權的重要基礎，也在

台灣社會主流的父系血緣家庭神話以外另闢蹊徑。然而另一方面，這種普世情感

的呼求，卻也可能掩蓋了性別間的權力關係，或如本節稍前提及的，反而回頭確

認了主流論述的存在：主角雖然在原生家庭裡得不到父愛，卻依然能由世伯處得

到相等的關愛，亦即，家的溫暖與安全感仍然來自父系長輩；
111
而主角在走出了

自我之路後又重建了新家園，這座家園也被描寫為完全由成員間的親密情感來維

繫，忽略了家庭其實是個滲透了社會關係以及權力脈絡的空間這一事實；更進一

步地說，滲透了社會實踐以及權力關係的家庭空間，事實上跨越了私人與公共、

特殊與普遍的邊界，然而在「荒厄」系列的邊緣家想像裡，卻仍然維持著這道私

人與公共的界線─女性英雄在外面世界的冒險結束並找回自我後，還是回到了屬

於私人領域的家園。 

 

    這種情感至上主義也反映在主角原生家庭的成員關係裡。主角的父母親之間

的戀情是「不倫」的師生戀，年紀輕輕就懷孕生子並同時承擔著異樣眼光的主角

母親，最終是拋下了主角一去不回。這樣的母親由於從未給予主角情感上的滋潤，

在故事中被描述成主角不幸命運的始作俑者，同時也因為沒有負起「母職」，而

大半輩子承受著罪惡感。這樣的描寫方式一方面顯示出一種父權價值系統一直以

來對於女性擔負「母親」這一角色的不合理期待；一方面藉由責備一個「做不好

母親的母親」，這段不倫戀中的師與生、男性與女性之間的不對等權力關係
112
便

可以不被討論。類似的思維模式也呈現在對主角父親的描述上。主角的父親在不

倫戀後，為了繼承龐大財產而娶了主角的後媽，後媽過世後，繼承後媽遺產，有

111 在故事中，最先提供一個溫暖包容的處所給主角的，其實是主角的另一位女性師父─朔─但

主角卻從未視那地方為「家」。 
112 例如，在號稱注重性別平等的台灣社會，未婚懷孕生子的女性除了須承擔巨大的社會壓力外 
，家事與育兒的重擔也通常會落在這些未婚媽媽身上；而若是未婚懷孕後墮胎，除了身體上的

傷害，承受強大罪惡感的，也通常是女性，這些都反映了父權至上的台灣社會裡的性別刻板印

象及權力不對等的現象。事實上在筆者看來，年紀輕輕就未婚懷孕生子成了「小媽媽」的主角生

母，會做出逃家的選擇是可以被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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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有勢的主角父親很快娶進了年輕貌美的黃阿姨─這一連串過程其實寫出了父

權社會裡性別權力的不對等─男性理所當然地擁有繼承權，也可以根據自己的需

求「選擇」女性。
113
然而，藉由將主角父親寫成疼愛黃阿姨以及剛出生的主角弟

弟的好丈夫、好爸爸，某種「愛家好男人」的形象便弔詭地遮蔽了上述的權力關

係，也將這種「有條件的愛家」─亦即主角所遭受的冷落、虐待的邊緣化對待─

解釋為主角自己的問題(因為她被妖怪附身，行為舉止「怪異」所以父親對她又

怕又懼)；這「愛家好男人」的家之後陷入了瀕臨崩潰的險境，然而使之陷入危

機的並非主角父親，而是另一個無法擔任好「守護天使」工作的女性─黃阿姨─

黃阿姨在小說裡被描寫成心腸惡毒、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人，同時也是逼使主角

離家的最主要原因。然而若轉換角度觀察，黃阿姨在一個性別權力不對等的家庭

裡，為了確保自己的生存與地位而主動採取行動的行為在小說中都被轉化成各種

恐怖的儀式(例如養小鬼、養業潮)─女性被想像為一種「需要被控制」的存在(否

則就會為家庭帶來危機)在這裡隱微地表現出來，
114
也再一次地，主角父親在家庭

裡的位置、他的性別角色以及家的權力關係被隱藏：一個「愛家好男人」的家庭

會崩潰，都是因為妖怪和一個不受控制的女人的緣故。 

 

    也因為強調普世之愛，小說裡揭示的人與人之間的理想交流模式即是全然真

誠、無條件的情感交流，主角也因而被描寫成具有善良、付出、犧牲、寬容的特

質，願意為了朋友(尤其是男主角)出生入死，這種寬容與犧牲在〈辭父〉與〈別

母〉兩章發揮得淋漓盡致。主角面對大半輩子背負罪惡感的母親，選擇以寬容來

化開母親因長年的罪惡感而滋長的「虛妄」；至於從未給予主角親情滋潤的父親，

則是以幾乎要因此而喪命的犧牲來「一筆勾銷」父親的養育之恩，寬容與犧牲表

面上看來似乎的確是主角面對並放下自己的創傷所能採取的方案，然而從另一方

113 當然，以目前台灣社會的實際狀況來說，大部分女性也可以依自身喜好選擇男性；但筆者在

此處想強調的是，相對於男性，若有女性做了與主角父親類似的行為：以婚姻為手段滿足個人

需求，則很可能遭受到非常嚴厲的道德譴責。 
114 「需要被控制的女性」相關討論請參閱 Linda McDowell，《性別、認同與地方—女性主義地

理學概說》，頁 105-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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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來看，這兩者也同時是父權社會裡認可的女性化的美德，這種寬容與犧牲是一

種要求忽略性別權力關係的無條件包容，藉由犧牲自己來成全母親的下半生與父

親的新家庭，主角詭異地承擔起了「守護天使」的角色。我們同時也可以看到，

小說裡用以評價女性角色的─例如被貼上「始作俑者」標籤的主角生母；被貼上

「壞女人」標籤的黃阿姨；以及被判定為「善良的守護天使」的主角─依據的事

實上正是一套父權論述下的價值判準，而這一套價值判準，以一種情感至上的面

目現身，將真正需要被質疑的父權論述下的性別壓迫結構隱藏起來，轉換成同屬

被壓迫的性別角色之間，好壞高低的道德判斷。 

 

    主角也同時是男主角唐晨的守護天使，為了唐晨冒險犯難以外，甚至願意為

唐晨折損二十年陽壽，在小說中，主角與男主角被塑造成是一對心靈深相契合的

伴侶，這種精神情感的相契，是促使主角做出如前節所述及的種種越界行動的主

因─而這種「為愛而做」的越界，也可能因之削減了抗拒父權制定的空間規則的

力道─實際上，從前面的討論中，我們可以發現人與人間的情感其實很難「純粹」

到完全不含權力關係的成分。換個角度，事實上，小說中種種關於「家」以及情

感主義的想像，事實上也都並未脫出奠基於父權制度定義的異性戀範疇。而關於

主角混雜了「清」與「濁」的渾沌曖昧的想像，看起來似乎是模糊了界限，然而

實際上據以判斷清濁的標準─保持處子之身的「純潔」與未婚懷孕的「汙濁」─

依據的還是父權結構下的價值判斷。甚至，小說中人妖混種的想像，在故事最後

也藉由主角重新生下荒厄而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收攏於母子親情的框架中，而主角

也因此而「回歸」到異性戀家庭圖像中預先為女性規劃的「母親」位置。 

 

    論述至此，我們可以看到呈現在「荒厄」系列裡的那種對人類甚至是「眾生」

所具有的普世情感的追溯與嚮往，其可能開展的抵抗能量以及所可能面臨的困境 

；然而，筆者更想指出─或者是說，選擇相信的是─存在於「荒厄」系列的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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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中，透過巫人的「越界」而形塑的邊緣認同與想像，是在普世情感的追溯下，

藉著對主流論述畫出的邊界的越界，嘗試取得邊緣的合法性，同時也提出界定自

我與世界的不同視角；然而，我們也必須認清，「邊界的跨越」同時暗示著的是：

這並非取消邊界，而是在既定權力網絡下尋求逸逃的可能與迴避的路徑─可以說 

，在「荒厄」系列中的邊緣認同，是嘗試在父系的權力網絡下，以情感與愛拓開

不同的想像空間，這可以是一種迂迴游擊式的抗拒，但也正如本節稍前的論述所

提及的，隨時可能被收編；然而，也或許正是這種並非非有即無的、既妥協又抗

拒的張力，才是「荒厄」的再現世界中，曖昧混沌的邊緣視角的魅力與潛力所在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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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小結 

 

    林世璿在針對蝴蝶小說中具備的療傷敘事模式所做的研究中認為，蝴蝶筆下

的主角，對於因家庭而起的創傷，往往採取的是另闢新路、重新生產新關係的自

我療癒模式；
115
筆者認為，這樣的創作模式在「荒厄」系列中展現為一種試圖對

應於主流論述的邊緣認同/家想像。而事實上，來自邊緣群體的、關於家想像的

思辨與叩問，在 80 年代後已一波坡地展開。陳宛渝在其《從宜家到安室─台灣

九○年代以降女性小說「家」想像》
116
論文中指出，由多元化與民主化的社會發

展；經濟自由化帶來的社會變遷，以及後現代、後結構思潮的引入，直至全球化

趨勢下流變不定的社會關係─「家」的意義已隨著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科

技等條件產生了變化：包含離婚率的提高、單身人口的急遽增加等，讓戀愛─婚

姻─家庭這一貫的排列組合成為非必要選項；同時，各式「另類」家庭也逐漸浮

現─可以說，異性戀家庭制度似乎已不再是「家」想像理所當然的代言人。
117
更

值得注意的是，在前述變動的社會條件下，原本被壓抑的性別議題亦與國族、認

同、族群等議題一同浮上檯面：前有婦女運動結合社會運動鬆動台灣社會父權傳

統價值的努力，後更有所謂第二波婦女運動、同志運動、酷兒論述試圖開拓更多

元的性別想像─這在女性作家的作品中，有一部分開展為對向來被父權結構框限

的「女人的家、家裡的女人」的重新想像：80 年代呈現的是對家的傳統價值及

意義的質疑、甚至是對家所體現的性別關係的制度性、結構性問題的批判。90

年代以後，新生代的女作家則是更徹底地顛覆與翻轉了傳統的「家」想像，以往

被視為最重要的家庭倫常、親緣與血緣的聯繫，還有對於女性「宜家」的期待，

都似乎是成了歷史與過去：同志題材挑戰主流異性戀的家庭意義；女性的離家也

115 林世璿，〈結與解─蝴蝶療癒小說的敘事模式與讀者效應研究〉(台中：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系碩

士論文，2012)，頁 37。 
116 陳宛渝，〈從宜家到安室─台灣九〇年代以降女性小說「家」想像〉(台南：國立成功大學台灣

文學系碩士論文，2010) 
117 當然，它大部分時候、對許多人來說，仍是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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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是為了回歸─甚至身體本身都成了「家」的可能棲所。 

 

    也就在這樣的土壤上，主流異性戀/核心家庭以外的家想像成為可能─我們

也可以看到，在「荒厄」系列中，蝴蝶寫出了家庭神話的崩解，也寫出了另一種

婚姻關係以外的家庭組成；同時，相較於前述女性作家們顛覆、解構的「家變」

路線，蝴蝶則是在以情感與愛重寫「女人的家、家裡的女人」的新關係時，鋪出

了一條「返家」之路。蝴蝶確實寫出了家庭神話的質變，打動了許多正面臨類似

狀況的「邊緣人」，而注入普世情感，則不僅使人得以獲得愛與希望的滋潤，也

賦予了「邊緣」向「中心」發聲、求取生存權的合法性；同時，透過巫人的越界

而形塑的邊緣認同，則提供了在性別權力網絡下，尋求逸逃縫隙的示範，也在主

流的家庭圖像下，擴開更多的想像空間。然而，也正如上節所指出的，這些逸逃

與想像仍是在性別權力結構下運作的，並因之而面臨了隨時被收編的可能。 

 

    范銘如在〈居家與外出〉一文中曾提到，解嚴後各種不同立場的團體，分別

從性別、族群或性向等因素來標榜自己的「不得其所」(out-of-place)： 

 

      種種不(願)在家、不(能)在地的情況固然緣本於台灣歷史文化中的創傷血   

      淚，身為局外人、異鄉人的冷酷異境想像多少散發某種浪漫，形塑「我」 

      不跟大家同一國的孤高滄桑。118  

 

也許可以說，不得其所的「小」、「解」、「離」、「異」的邊緣想像，在解嚴後直至

今日，已不僅只於一種緣本於台灣歷史文化中的創傷血淚而來的集體潛意識，反

而在某種程度上可說是浮上檯面，成了聲勢浩大的、標榜「自由多元」的「主流」；
119

118 范銘如，〈居家與外出〉，《INK 印刻文學誌》5 卷 11 期(2009)，頁 95。 
119 此處討論也參考了范銘如，〈後鄉土小說初探〉，《文學地理—台灣小說的空間閱讀》（台北：

麥田，2008），頁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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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荒厄」系列中的邊緣認同與想像，或許也可以說是在這樣的社會與思維變遷

的基礎上形塑的，但同時，她也以一種眾生有情、普世情感的思維，向主流父權

結構、家庭制度發聲；她所企圖形塑的，並非孤高滄桑、自溺式的邊緣，而是一

種藉由重設視角以重新連結自我與所處的世界，進而開展自我認同的不同路徑的

嘗試。不過，與小、解、離、異的邊緣想像異曲同工；也與本文前一章論及的在

地空間的生產相呼應的是，在這個邊緣想像/認同的背後，呼之欲出的，對於確

認「主體」的焦慮，以及，試圖以一種普世的情感解治這種焦慮的衝動。而這種

邊緣的想像以及對主體的追求，還可以在蝴蝶對主角的巫人身體的形塑中見到 

，同時，若將之與本章論及的邊緣想像/認同與前一章的在地性生產結合，又會

折射出何種潛藏於小說的再現空間之中/之外，形成於特定社會文化脈絡中的想

像與感覺結構？本文下一章將由主角的巫人身體出發，試圖探討一個刻意被置放

於主流價值論述(據筆者的觀察，此處作者針對的，首先仍然是父權結構)邊緣的

巫人身體，如何展演抵抗的可能？也將討論這副巫人身體，如何在小說文本的閱

讀儀式中，融合了在地想像與邊緣認同，進而幻化為一種雜揉了共同體想像的存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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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定居邊緣的巫人 

 

第一節 逸逃的路徑─巫人身體的抵抗潛能 

     

    本文第二章中討論了「荒厄」系列中，具有在地性的再現空間生產以及其中

展現的重劃認同的企圖；第三章則指出這個再現空間裡，在主流父權體制下尋求

的「邊緣」抗拒路徑以及其可能的潛力與局限；也指出了兩者皆反映了生成於台

灣斷裂、混雜的歷史與社會文化脈絡的土壤上的，某種對主體性的欲望，這種欲

望還反映在蝴蝶對主角的巫人身體的形塑上，並且與在地空間、邊緣認同形成纏

繞對應的關係。本章將以性別─身體的視角切入，探討主角的巫人身體在「荒厄」

系列的再現空間裡如何被形塑，並試圖將之連結上前兩章對在地空間與邊緣認同

的分析，以期窺視此巫人的身體所開展的想像及其所賴以形成的社會脈絡。 

 

    Linda McDowell 在討論空間中的身體時，引述了地理學家尼爾‧史密斯(Neil 

Smith)的一段文字，闡述身體與權力、社會文化及社會實踐間的建構關係： 

 

      個人認同的主要物理位置，即身體的尺度，乃是社會的建構。……兼有社 

      會上和物理上的意義，而且除了照字面界定的生理空間外，還涉及「個人 

      空間」的建構。根據朱蒂絲‧巴特勒所言，身體也是一種「性別意義的文 

      化所在」……。事實上，西蒙波娃主張，男性氣概文化認為女人等同於身 

      體領域，卻替男人保留脫離具體、非肉體認同的特權。很顯然地，不僅性 

      別，還有社會差異的其他形式，都圍繞著身體認同而建構。120 

 

120 Linda McDowell，王志弘、徐苔玲譯，《性別、認同與地方—女性主義地理學概說》（台北：

群學，2006），頁 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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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可以看到做為主流意識型態的父權體制，在界定性別差異時，依循的是一

套身/心二元對立式的邏輯，並且，將女性等同於「較低劣」的的身體，男性則

是相對「超越」身體的精神領域，而依照著這樣的邏輯，女性的生物屬性被當成

不證自明，尤其是月經、分娩與哺乳，使女性又與「自然」有了密不可分的連繫，

這樣的聯繫使得女人被視為「較接近自然、無理性、汙染源、神聖但低劣」而另

一方面，男性則被認為是「有教養、理性而優越的」。121 

 

    身體做為男女之間權力與支配模式的基礎，至今雖因為人們對於身體的新認

識而有了不同的、超越二元對立範疇的契機，122然而，若觀察日常生活以及社會

現象，我們仍然能真切地感受到前述的運作模式依然挾帶著強大的力量滲入人們

的日常生活與感覺結構─而筆者在閱讀「荒厄」系列時，也觀察到蝴蝶在小說中

似乎嘗試藉由書寫主角的「巫人身體」來掙脫女性因身體而遭受的種種束縛─蝴

蝶在「荒厄」系列中，創造了一位在家庭狀況、外表以及行為上都因為「非比尋

常」而被主流價值系統排除在外的女性主角─林蘅芷。這位主角在小說裡被安排

在現世與裡世界之間經歷了一段又一段的冒險，並且從中重新找回自我、認同自

我，最後成為半人半妖的一方之巫，在現世與裡世界的邊緣行著屬於自己的「大

道」。 

 

    對於小說中出現的巫，呂奇芬在分析當代作家作品中似乎不約而同呈現的

「後現代巫者」形象的兩篇論文
123
的其中之一─〈後現代巫者的氣味祭儀、薩滿

121 Linda McDowell，《性別、認同與地方—女性主義地理學概說》（台北：群學，2006），頁

60-61。 
122 請參閱《性別、認同與地方—女性主義地理學概說》，頁 2-95；亦參考陳雅萍，〈身體‧歷史‧

性別‧權力：舞蹈劇場與台灣社會，1980s-1990s〉，《民俗曲藝》161 期(2008)，頁 39-54 中對

於身體論述的轉變軌跡的引介。 
123 這兩篇論文分別是：〈後現代巫者的系譜與變貌：90 後華文文學對薩滿文化復興的回應〉以

及〈後現代巫者的氣味祭儀、薩滿文化復興及其身體實踐：新探三部台灣當代小說〉兩篇文章。

呂奇芬在論文中主要是由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們》、《漫遊者》、《初夏荷花時期的愛情》以及

朱天文《世紀末的華麗》、《荒人手記》、《巫言》中提取出「後現代巫者」的系譜，而事實上在呂

奇芬的兩篇文章中，也討論了像是施叔青、林俊穎以及香港作家李碧華等人的作品，但主要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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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復興及其身體實踐〉─中舉拜能(Caroline Walker Bynum)對於中世紀女性

宗教實踐與書寫的系列研究為例，指出：「以身體經驗為中心的敬虔獻身(bodily 

devotion)，此一方式提供女性趨近神聖的不同路徑、乃至與社會權威對抗的策略」 

。
124
這種以身體經驗為中心的敬虔儀式，在中國巫術中亦早有先例。《說文解字》

裡記載：「巫，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從敘述中可以看出舞蹈

是古時巫人溝通鬼神的主要媒介，甚至先於語言與文字的方式，舞蹈的姿勢可以

視為一種身體符號，將舞者引向迷狂與神靈附身的境地，透過舞技溝通天地神鬼，

是最基本的巫技與敬虔儀式。
125

 

 

    在「荒厄」系列裡，成為一方之巫的主角雖然不會跳舞，我們還是可以很明

顯看到她以身體做為溝通天地神鬼的媒介的痕跡。由於嬰兒時期一次陰錯陽差的

意外，主角被原本想吃掉自己的妖怪─戾鳥荒厄附身，也因而有了與「裡世界」

溝通的能力，但同時，主角也因著這「特異功能」，再加上不符合主流審美觀的

「不起眼」且「不健康」的外表，而成為不管是在家中還是在學校裡被排斥的對

象。原本過著灰暗人生的主角，上大學之前遇上一場差點喪命的意外，在與死神

(主角繼母養的兇惡小鬼)搏鬥的過程中，主角展現了超乎常人的求生意志，最後

不僅存活了下來，也改變了她與荒厄原本水火不容且略佔下風的關係。上了大學

之後，主角遇上了住在大學校區裡喜歡惡作劇但秉性善良的「原居民」(小說裡

用以稱呼鬼魂)、鎮守校區的土地公、樂天善良的男主角以及老師、同學，在大

學四年裡，自稱「生活在怪談中」
126
的主角為了解決自己以及她身邊的親朋好友

─不管是人、是神、還是鬼─的困難，不斷地以自己的身體衝撞、穿越不同空間

為與朱家姊妹作品比較的對象。 
124 呂奇芬，〈後現代巫者的氣味祭儀、薩滿文化復興及其身體實踐：新探三部台灣當代小說〉，

《中外文學》41 卷 2 期(2012)，頁 122。 
125 以上關於中國巫術的討論參考鄭志明、簡一女，〈從巫術到道教符咒〉，《哲學與文化》39 卷 6
期(2012)，頁 65-89。 
126 蝴蝶，《荒厄》，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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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既定規則；
127
以她自己的身體感官做為溝通不同世界的媒介，也以非常「後現

代拼貼」式的身體儀式，
128
重述了古時巫人溝通天地神鬼的神聖職志。主角大學

畢業前，也將這一套溝通天地神鬼的儀式，透過學校內名為「沉默」的社團，一

屆又一屆地傳承給同樣「有天賦」的學弟妹們─而儀式的傳承，自古即是巫自我

認同的中心。
129
在這裡可以看到，相對於以超越肉體的精神做為趨近崇高的路徑，

蝴蝶筆下作為一方之巫的主角，可能開啟了另一條以身體感官親炙神聖的路線，

改寫了女性因身體而低劣的連結。
130

 

 

    女性主義作家朵爾金(Andres Dworkin)書寫了女性的身體自由如何從幼年起

就遭受控制： 

 

      美的標準以精準的措辭描述了個人與自己身體的關係。這些標準描述她的 

      動作、自發性、姿態、步伐、她可以擺佈身體的用途。它們精確界定了她 

      身體自由的向度。當然，身體自由和心理發展、智能及創造力之間有連帶 

      關係。131 

 

    這「美的標準」來自於本節稍前述及的，父權體制下根植於身心二元對立範

疇的性別差異建構。在不同的社會與不同的年代，縱使標準的內容稍有不同，但

大體上還是涉及了以一套理想的陰柔氣質來規範女性身體及其體現

127 例如為了救助性命垂危的男主角，以自己的人類血液在男主角身上下了「妖族」的記號；或

是以自己的生命力消解原本須由主角繼母償還的業障，相關分析另請見本文第三章。 
128 例如主角結合西洋巫術以及民俗信仰，發明了在滿月的晚上「沐月」以恢復生氣的身體儀式；

又例如使用彈弓投擲自己的生命力來對付敵人。 
129 呂奇芬，〈後現代巫者的氣味祭儀、薩滿文化復興及其身體實踐：新探三部台灣當代小說〉，

《中外文學》41 卷 2 期(2012)，頁 123。 
130 此論點可與呂奇芬在〈後現代巫者的系譜與變貌〉一文中的說法相互參照。呂奇芬在文中提

及現代巫術的概念與女巫的去汙名化和 1960 年代以來的女權運動有關，女巫被認同為女性革命

的象徵，也開啟了女性神學運動以及女性本位的信仰原則，以女神信仰的重生來啟發女性把自

己的身體視為神聖之物。詳見呂奇芬，〈後現代巫者的系譜與變貌：90 後華文文學對薩滿文化復

興的回應〉，《中山人文學報》31 期(2011)，頁 126-129。 
131 Linda Mcdowell，《性別、認同與地方—女性主義地理學概說》，（台北：群學，2006），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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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odiment)，並且藉由深刻地影響女性與自己身體的關係，從而影響了女性的

自我認同─觀察台灣社會的日常生活，也可以輕易提取出許多規範女孩、女人、

女性的行為舉止、外貌風格及言談姿態應該如何如何的陰柔符碼─再回過頭來看

「荒厄」系列中作為巫女的主角：就外表而言，小說裡的描述是長相平凡、冒著

滿臉青春痘並且體弱多病；就行為舉止而言，由於她常常要在現世與裡世界之間

來回遊走、冒險與各路妖、鬼、魔搏鬥，因此反而常常帶有某種「浴血英雄」般

的陽剛氣質，132作者甚至可能還帶點玩笑或嘲諷式地借用了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疾病的隱喻》中論及的白血病、肺結核(還有同屬胸部疾病的心臟病)

的陰柔屬性來從另一面刻劃主角連身體疾病都「與眾不同」： 

 

      我也是有苦說不出。果然美少女生的病和我等凡夫俗骨不同。人家生的是 

      白血病或心臟病，古典一點的還生肺結核，行動吐兩口血。 

      我呢？不是擤鼻涕到鼻子脫皮，就是拉肚子。妳幾時聽過美少女生這種病 

      的？ 

      沒有美少女的臉孔，也有個美少女體質啊。133 

 

從上述的討論中，可以了解到：主角的自我認同並非主要來自於符合這套美的標

準所定義的包含端莊、順從、健康、美麗、優雅等裡想陰柔氣質所規範的身體風

格與姿態，反而在成為巫者的過程中，逐漸擺脫了因著她的「不合宜的身體」而

來的種種限制、貶抑與排斥，甚至以這副身體來打破不同空間的權力規則，「體

現」了另一種自我肯定與認同的途徑與選擇。
134

 

 

    在逐漸認同自己做為一方之巫的過程中，主角的身體也逐漸轉變，直至與原

132 主角也自言「我跟男生也沒差很多」，見《荒厄 II》，頁 133。 
133 蝴蝶，《荒厄 III》，頁 25-26。 
134 此部分亦請參閱本文第三章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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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勢如水火的戾鳥荒厄由相知相惜到混血融合，成為半人半妖的巫。這裡可以先

討論「荒厄」這樣的妖怪的原型。在小說中，荒厄被設定成貪食嬰兒與年輕男子

血液的人面鳥身妖怪，其靈感來源可能有二：中國與日本皆有記載的妖怪—「姑

獲鳥」
135
以及小說本身有提及的，出現在包含《東坡集》等諸多古籍中的「子（紫）

姑神」。
136
細查這兩種來源，可以發現兩者前身皆與受迫害的女性形象密切關聯：

一為難產而死的女性、一為不見容於正室最後含冤而死的小妾；這兩種女性或是

因為無法完成傳宗接代的傳統賦予女性的使命，又或是因為「名不正言不順」而

成為層層壓迫下的犧牲者，皆不見容於父權體制而被驅逐於權力畫出的規則邊界

之外，失去生命—亦即失去對自己身體的掌控權—也失去了自己可以安適其位的

地方，最後幻化成妖怪與鬼神，訴說著女性受迫的滄桑歷史。有著如此淵源的戾

鳥荒厄，附身在同是被驅逐於種種邊界之外的主角身上，或者可視為是一種身為

女性，因為身體的差異，長期以來受到父系主流論述貶抑的「宿命」。 

 

    然而，在主角逐漸肯定自己並認同自己的成巫過程中，不僅越來越自主地為

自己的人生做選擇，也越來越有能力為自己的重要他人付出，甚至能藉由「行自

己的大道」來重新劃定不同空間的邊界，這種生命層次的轉變與提升同時也伴隨

著身體變化：主角與荒厄之間的界線越來越模糊，直至相互交融─「我就是荒厄，

荒厄就是我」。
137
另一方面，由於與主角的融混日深，荒厄不僅由兇惡的妖怪變

得越發具有「人味」，也因此而「跳級」得到了更高的修為，甚至日後自鍊成層

次更高的大妖「金翅鵬」。這樣一種女/妖混雜的想像，除了可以視作是一種藉由

模糊女性身體邊界來對被建構的理想女性身體提出質疑外，張嘉如在〈從「子非

彘，焉知彘之樂？」到女獸變形記：《小姐變成豬》的母豬主義〉一文中提出的

「女獸合體」的論述也許可以做為另一種觀察點。張嘉如認為在世界各地的文化

135 詳見附錄。 
136 有關子(紫)姑神形象與信仰發展脈絡的考察詳見陳佳穗，〈宋代筆記小說中之「紫姑神」形象

初探〉，《空大人文學報》12 期(2003)，頁 19-36。另請參考附錄。 
137蝴蝶，《荒厄 II》，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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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女性和動物連結想像的模因(meme)已經經歷了很長一段歷史，這樣的模因最

早源於母系社會裡的女神文化，後來一直延續到現今父權資本主義社會，並且，

被後來居上的父系社會政治結構改造後，不是以被醜化的女妖(例如梅杜莎)或被

改造後的賢妻良母(例如白素貞)的姿態出現，就是物化為一種「純潔」的象徵(如

少女化的貓咪 Hello Kitty)或是性感火辣的形像(如兔女郎、豹女郎)；而《小姐變

成豬》裡的女獸合體，則是以一種「介乎」(in-between)的互主體書寫策略，反抗

脫離男性中心主義意識。
138
若將張嘉如的論點結合前述將女性建構為不如男性的

身/心二分的根源，可以大略整理出如下的模式：
139

 

 

                人類     非人類動物 

                文明     野蠻(自然) 

                心靈     身體            (女妖、貓女、豹女、兔女等) 

                理性     非理性 

                男性     女性 

 

                     圖一 

 

    透過上圖，可以了解「荒厄」系列裡的主角雖然並非女獸合體，作者著重的

也並非藉由女獸合體來為被剝削的非人類動物發聲，但她與本身就是人面鳥身的

女妖混血，並且兩者之間亦存在著互為主體的交混，而這種混雜交融，是在主角

與荒厄都變得更能掌控自己命運、生命的層次也更加提升的過程中發生的。可以

說，在身體的各種越/跨界中，主角與荒厄也逐漸脫離了身為女性的「宿命」；而

這種脫離身體禁錮、自我賦權的過程，也回過頭重新銘刻了主角與荒厄逐漸混雜

138 參考張嘉如，〈從「子非彘，焉知彘之樂？」到「女獸變形記」：《小姐變成豬》的母豬主義〉，

《全球環境想像：中西生態批評實踐》(江蘇：江蘇大學，2013)，頁 195-208。 
139 這套二元對立模式當然還可繼續發展下去，而由身/心二分發展出來的二元對立參考整理自

Linda McDowell 在《性別、認同與地方—女性主義地理學概說》導論中的論述，請見 Linda 
McDowell，《性別、認同與地方—女性主義地理學概說》，頁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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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體─這樣的非人非妖、既人既妖，以不同型式的連結轉換了由父權政治結構

改造、定義的女性與動物的連結想像；並且，藉由主角溝通天地的巫人身體，似

乎也隱然地回溯了女神文化，並再一次地改寫了女性因隸屬於身體而低劣的連

結。 

 

    然而，從另一方面來說，我們已經知道「荒厄」系列的主角，外貌上並不出

眾，只是，若回過頭討論這所謂的「不出眾」，其實可看出作者刻意安排的明顯

痕跡，這痕跡表現在小說中的其他女性角色與主角的對比上。如果將荒厄也算入

女性角色的話，那麼出現在主角身邊的女性們，不是貌美如玉、德被眾生的天上

聖母以及風韻猶存的大眼巫婆，就是潑辣嬌俏又頗具天賦的「準女巫」，再不然

就是帶著「劍龍」當武器的俠義美少女，就連不具任何感知天賦的大學同學，也

都擁有主流審美標準下吸引人的外表；至於荒厄，則是被描寫成「擁有著女人般

的胸脯和女人般的臉孔，兩者都極為妖美」；
140
拋棄了主角的母親也被形容成細

緻嬌柔的美人，至於反派角色的主角繼母，也是個擁有美麗外表但心腸惡毒的蛇

蠍美人─只有一位與主角同樣不起眼，那就是與主角同樣具有溝通不同空間異能

的女孩─這樣的安排一方面或許是作者對「魔法少女」形象的顛覆，但更需一提

的恐怕是上述的那些美女們，除了做為神聖、智慧象徵的聖后以及主角的女巫導

師外，其餘的人幾乎被描寫成儘管因為出色的、合乎世俗標準的外貌而成為「人

生勝利組」，卻也在某些面向上(例如人品、價值觀等)具有「缺陷」並且都因此

而受了主角的幫助。由於小說採取第一人稱的敘述模式，這些角色的外貌及行為

舉止，都是以主角的角度來描摹，也可以說，判斷美醜與行為、人品等價值的，

其實正是主角，或說，是作者自己；而主角自覺的「不出眾」，有很大程度上可

以說是相對於這些女性角色們的「出眾」而來的。如果將這樣的對比模式帶入主

角的巫人身體的形塑，其實可以呼應到前面論及的那一套涉及了理想陰柔氣質的

140 蝴蝶，《荒厄》，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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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標準」─小說裡，這套美的標準隱藏在主角之外的女性角色裡，而主角在

言談、風格、姿態、外貌上的身體形塑，則是相對於這套標準而建構的；然而，

這樣正相對立式的描述，實際上卻可能弔詭地回頭重新強調了這美的標準的存在 

。楊恩(Young)在《正義與差異政治》(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一書中

提出了「量度身體」(scaling bodies)─依據身體差異來區別社會價值─的概念，

她認為身體區別在生產劣等地位上很重要，因為受支配的群體被界定為除了他們

的身體之外什麼也不是，而主宰群體則佔有無標記的中立、普遍和無形體的位置，

按照預設就是白人和男性氣概的位置，而蒙受拘限、以不恰當的姿態被標記的女

人，則被界定為「她者」(Other)，這種拘限狀態又進一步地因為理想化女性身體

的建構而加劇，在楊恩看來，這種理想化女性身體的標準，「雖然保留了某種文

化空間來尊崇女性美及其令人嚮往的特質，但部分正是因為這種輪廓鮮明的想法 

，使得多數女人淪為邋塌、醜陋、令人憎惡或懼怕的身體」。
141
「荒厄」主角的

巫人身體以及其所改寫的女性─身體─自我認同的關係，可以說在是在某種程度

上擾亂了因著美的標準而來的一整套與之相關的理想女性身體量度的價值判斷，

然而，主宰群體以及由其所定義的那套判斷女性身體美醜的標準事實上也未被質

疑。 

 

    另一方面，主角在與荒厄逐漸混血後，身上長出了一層細密的鱗片，這層細

密的鱗片遮掩了主角原本長滿青春痘的臉部肌膚，再加上主角因為健康不佳(常

常要付出自己的生命力來與各路妖魔鬼怪博鬥)所以身形細瘦，兩者相乘之下，

半妖化的主角反而成了纖細白淨的清秀佳人，而成為清秀佳人的主角在小說的描

述裡無可避免地成為男性欲望的對象： 

 

      正耐著性子等唐晨脫身，外校的選手遲疑地看著我，「妳是……林蘅芷？」 

141 Linda McDowell，《性別、認同與地方—女性主義地理學概說》，頁 6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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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驚愕的看著高頭大馬的他，像是觸動一點點什麼，卻模糊的抓不倒。 

      …… 

      「我是林少文呀！」他一臉興奮，「老天，妳變好多！變成……這麼斯文 

      的美女了。記得嗎？我們國中是同個資優班的！」 

      我大概臉孔的血液都跑光了。「……就是你帶頭，在我上樓梯時，鳥獸散 

      的那一個。」…… 

      因為他沒有防備，所以我啼笑皆非的讀到他的心。這個頭腦簡單的傢伙， 

      只覺得那種「欺負」只是一種遊戲。當年醜陋陰沉的少女，變得顏面光滑、 

      身材骨感苗條，他又對不死軍團般的女生特別有愛好，體重越輕越好。142 

 

雖然主角對自己逐漸「合乎標準」的外表感到不以為然，作者也不無嘲諷筆觸，

然而這卻也暗示著主角可能並沒有因為半妖化而脫離「女性身體」的束縛，也就

是說，判斷她的身體的，依然是一套陰柔氣質的標準；也可以進一步說，主角的

體現實際上依循的是將男性/女性、陰柔氣質/陽剛氣質截然二分的，異性戀為基

準的思考模式。這套異性戀思考框架，事實上就隱含在整個「荒厄」系列的再現

世界裡，
143
例如與主角混血的荒厄，在經過修練後雖可以幻化成人形，但仍然是

幻化成「超級美少女」，並且，荒厄幻化成人形的原因與目的，就是為了與心儀

的人類男性發展戀情。 

 

    這種異性戀的框架，在小說中也作為另外一條故事線的基底，也就是主角與

男主角之間的關係發展，而這條關係發展的故事線，其實影響了主角自我成長的

故事線甚深，也就是說，隨著主角逐漸自我肯定，她與男主角之間的感情愈發深

厚；在主角一次又一幫助男主角、與男主角朝夕相處的過程中，她不僅自己得到

142 蝴蝶，《荒厄 III》，頁 203-206。 
143 這一點在本文前一章的討論中應該也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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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也協助男主角更加成熟；
144
但另一方面，小說裡除了主角的精神導師─聖

后、主角的兩位師傅─之外，最常為主角的人生觀帶來衝擊與新體悟的，反而是

男主角那具有強大巫師天賦的前女友─玉錚。熱情奔放、豪邁有主見、寶愛身邊

親友(視為自己治下的子民)的玉錚，在小說裡正如其外號「母獅」一般，表現出

的是一種對於「母系社會裡的女性會是如何？」的想像，只是，這樣的想像最後

是落實在這樣的描述裡： 

 

      這樣狂笑，只見嬌媚，卻不顯醜態，多賞心悅目……她評斷起男人真 

      是絲毫不留情面，而且一點都不會臉紅。但跟她相處真是蠻有意思 

      的。   

      她好強所以很用功，不管是什麼方面。渾身帶刺的豔麗玫瑰…… 

      強悍到可怕，但又不得不沉迷於她的香氣。 

      難怪會有女生跟她告白呢。除卻美麗的外表，她個性堅強得比男人還 

      男人。這年頭的男人一個比一個娘，玉錚顯得非常值得信賴與崇拜 145 

 

    這樣的女性角色在小說最後依然不能免俗地「找到」了一個可以「容受」她

的特質並且在能力上與之匹敵的男性；而至於玉錚與主角之間的那種雖然在氣勢

上強弱相殊但實際上互補互利的同性情誼，在小說裡則有時被作者結合一種異性

戀模式的同性戀想像，成為製造笑點與推進男女主角感情進度的來源。
146
這些寫

作手法，或許可以說是作者在奇幻/恐怖小說中帶進了愛情小說的基因，甚至也

許可以說成是一種混雜變種的愛情小說─
147
總而言之，儘管情節安排、角色設定、

男女主角間的關係或是作者動用的文化資源不同，但做為骨幹的異性戀框架卻是

不變的。 

144 以筆者的閱讀經驗來說，甚至會期待接下來男女主角的感情會如何發展。 
145 蝴蝶，《荒厄 III》，頁 45。 
146 請參閱《荒厄 III》，〈辭母〉一章。 
147 關於大眾小說類型特色的討論參考陳國偉，《類型風景─台灣戰後大眾文學》(台南：台灣文學

館，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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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述至此，便可以帶進一些朱蒂絲‧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酷兒(Queer)觀察。

巴特勒延續並挑戰了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的生物性別(sex)與社會性別

(gender)的分析，提出了這種生物性別與社會性別的模型雖然在討論性別分化的

身體所承受的文化意義時有其優勢，但其問題在於，它是在只有兩個生物性別(男

/女)的前提下成立的，社會性別的差異雖是社會現實，但也往往會以生物性別看

似真實的特性為依歸，這樣的二元性別體制所衍生的結果，最終使得社會性別的

差異受到生物性別區分的「自然的事實」所限制─於是陰柔便成了女性的天性，

而陽剛則是男性的天性─如此一來，生物性的性別便成了「先天的、自然的」中

立基石，而「後天的、人為的」社會性別便據此銘刻了不同版本的陰柔與陽剛氣

質。巴特勒認為這樣的說法最終不過是在鞏固父權體制所制定的異性戀機制，使

其成為不同版本的陰柔與陽剛氣質的參照常模。這裡可以將這種生物性別與社會

性別的思考模式帶入並延伸圖一，成為如下的圖示： 

 

                心靈     身體            

                人類     非人類動物 

                理性     非理性 

           (生理)男性     (生理)女性 

理想陽剛氣質        陽剛     陰柔         理想陰柔氣質 

   不同版本陽剛氣質      不同版本陰柔氣質 

 

                         圖二 

 

    巴特勒進而主張，生物性別和社會性別並非先天與後天之別，而是兩者都是

社會性別的範疇，是被建構、生產出來的，被當成天經地義，但事實上一點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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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在社會性別的核心裡並沒有所謂的生物真相，兩者都是文化的範疇，

所謂的(性別化的)身體─性別認同─性慾取向並不是一套絕對且真實的連結，而

是「異性戀的強制虛構」。148 

 

    在「荒厄」系列的再現世界裡，主角的巫人身體雖然質疑了理想陰柔氣質，

卻並未質疑制定出這副理想身體的父權標準；不管是人妖混血的改寫還是以身體

親炙神聖性，都並未超越男/女的二元對立下劃分出來的「女性」範疇；也沒有

質疑隱含在這個二元對立範疇裡的異性戀框架。性別化的女性身體半妖化後還是

性別化的女性身體；源自南北朝那個妖怪跟人的性別都可以隨意變化的時代的戾

鳥妖怪，149到了小說裡反而拘限在「女性的」身體裡；母獅小姐再強悍，也還是

一個比男人還男人的女人；帶點危險、天真卻美麗的妖怪；帶刺的豔麗玫瑰，都

成了不同版本的陰柔氣質的展演。在主角與妖魔搏鬥而展現的英勇氣概中、在母

獅小姐的強悍狂妄中、在評論現在的男人一個比一個還娘的話語中，也隱含著對

陽剛氣質的讚許以及對陰柔氣質的貶抑。至於男女主角之間的戀情，似乎是為了

免除主角的陽剛氣質以及男主角的陰柔氣質可能帶來的衝突與焦慮，150將兩人都

描寫成有如化外仙人般的「無(性)欲者」。而儘管有身體的變異操演，但身體─

性別認同─性慾取向的聯結並未被打斷，繽紛的想像最終還是收攏回異性戀的常

模。總而言之，制定這一整套的二元對立的父系權力結構與意識型態依然佔據了

中立、無形體的、普遍的位置，內化在小說裡，成了缺席的存在。 

 

    如果我們從這裡回過頭再次考察「荒厄」系列裡包含主角在內的女性角色(但

148 以上關於巴特勒的討論參考整理自 Linda McDowell，《性別、認同與地方—女性主義地理學

概說》，頁 73-76；以及約翰‧史都瑞(John Storey)，李根芳、周素鳳譯，《文化理論與通俗文化

導論》(台北：巨流，2003)，頁 246-253。 
149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志怪書寫裡，人與妖的性別及認同可以任意變換，有時甚至交互混雜，詳

見劉苑如，《身體‧性別‧階級─六朝志怪的常異論述與小說美學》(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

研究所，2002)。 
150 男主角唐晨所具有的陰柔氣質，或許也可以說是為了「處理掉」男性的陽剛氣質所隱含的暴

力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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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作為神聖象徵的聖后)的形塑，首先，其所提示的是一種不以單一面向的外

在身體標準對人做價值判斷的思維方式，而這種內外兼具的人物形塑，事實上也

擴開了視野，展現了女性之「美」可以是很多樣態的；同時，也反映了一種強調

生命本然所具有的曖昧混沌的觀看視角，而事實上，主角的巫人身體，有很大程

度是在這樣的基礎上得以重新連結女性與身體之間的關係，從而獲得了不同於主

流規準的自我認同的可能。然而，也必須注意的是，這一系列女性角色的形塑，

其實也正如稍前論述的，並未直接質疑父系權力體制所制定的性別關係以及異性

戀常模，而如此一來所面臨的危險可能是：包含了主角在內的這些女性的形塑不

僅成了不同版本的陰柔氣質的展演，還提示的是一種個體間的差異，如此一來，

權力結構對同屬「她者」的女性的壓迫將會隱微不顯，浮現於檯面的反而是個別

女性之間，人品內涵好壞高低的評斷，而主角的巫人身體的形塑，也因而可能落

入一種經常存在於父系主流眼光中的：「雖然沒有好看的外表，但還是可以培養

優秀的內涵以證明自己是個有價值的女人」的論述陷阱，如此一來，在主角一路

過關斬將的自我成長過程中，反而提示的是一種「個人解決」的態度─亦即，個

人努力可以超越任何限制、可以克服一切困難─這當然不是說自我成長、自我實

現或者是個人努力不重要；相反的，致力於自我成長、發掘自己的天賦與價值，

確實能為人生帶來更多的可能。只是，若無法認知作為結構性因素的權力關係，

混血/混雜的巫人身體恐怕也因此褪去了政治性，面臨了被收編為浪漫想像的、

值得敬佩的冒險「英雌」的可能。 

 

    「身體既是壓迫的位址，也是抵抗的位址」，
151
蝴蝶在「荒厄」系列的再現

空間裡，藉由巫人身體所開展的想像，可以說是透過重新形塑半人半妖的巫人身

體，改寫了女性與身體的關係，也提出了女性自我認同的新視角與新路徑；而同

時，這種視角與路徑或許也並非是要求全面顛覆父系權力網絡，反而比較接近於

151 Linda McDowell，《性別、認同與地方—女性主義地理學概說》，頁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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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章討論邊緣認同時提出的，是一種在權力結構似乎是鋪天蓋地的滲透下，隱

微的逃逸─這種出走雖隨時可能被收編，但亦正因為其隱微，也不容易被權力結

構之網完全覆蓋。可以說，「荒厄」系列中的巫人身體展演了在父系權力結構下，

身體所能實踐的抵抗可能，以及，其中潛藏的侷限─然而，無論是細微的逸逃，

還是看似虛與委蛇的反叛，或許都可視為難以全面撲滅的星星火苗，鬆脫了禁錮

於父系權力結構中的女性身體，取得了主體能動的潛能；而本章下一節也將注入

這個由巫人身體所開展的主體能動的潛能，連結第二章的在地想像與第三章的邊

緣認同，分析「荒厄」系列的再現空間如何透過巫人的想像，開啟一座不僅映照，

更轉化了現實社會脈絡、植基於邊緣的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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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開展新視野─巫人的身體與「邊緣」共同體 

 

在本文第二章已述及，蝴蝶在「荒厄」系列中挪用了民間信仰、民俗儀式甚 

至是巫術巫儀來與讀者的生活經驗連結，並在小說中打造出一個在地空間，而在

小說主角以身體見證、踐履這些信仰或是儀式的過程中，或許可以挪用並改寫阿

帕度萊(Ajun Appadurai)的「令地方肉身化了」
152
的說法為：「令在地性肉身化」

了，而讀者在閱讀小說的過程中，藉著指認並連結自身生活經驗以及對主角的認

同，在透過閱讀而作用的，包含了想像或甚至是親身經歷的身體經驗上，這些肉

身化的在地性，便也彷彿再次銘刻於讀者的身體─換句話說，透過主角的巫人身

體，我們再次「體」驗了「荒厄」系列的再現空間中，在地性的存在；也在小說

內與小說外，賦予這個再現空間「在地」意義的同時，又共同(再)生產了這具有

在地性的空間；而在這個再現空間裡，小說裡的主角(或甚至是其他人物)以及讀

者，也都成了隸屬於這個再現空間的在地性所指認與連結的「台灣」的「主體」

了─阿帕度萊是如此論述的： 

 

      地方性的生產不只是地方主體的生產，也不只是生產出形成這些主體脈絡 

      的鄰坊(地方性空間)的問題而已……複雜且有意的表演、再現與行為實踐 

      ，將空間與時間本身社會化與地方化了。153 

 

在這裡，我們或許可以將地方化與社會化的空間與時間，看成是某種有社會和空

間定界的共同體，而隸屬於某地的主體的生產，便是在有社會和空間定界的共同

體裡定位身體的方式；
154
可以說，在小說裡以主角的巫人身體執行民俗儀式、巫

術巫儀，以及在小說外用身體去「體」驗的閱讀儀式的過程中，我們也同時得以

152 阿帕度萊(Arjun Appadurai)，鄭義愷譯，《消失的現代性》，(台北：群學，2009)，頁 257。 
153 阿帕度萊(Arjun Appadurai)，《消失的現代性》，頁 258。括弧內字為筆者所加。 
154 參考整理自阿君‧阿帕度萊(Arjun Appadurai)，〈生產地方性〉，《消失的現代性》，頁 255-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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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這些身體經驗─而小說裡的巫人、讀者、甚至是作者，便都轉化為隸屬於某

一共同體的主體了。而這一生產共同體想像的過程，挾帶著的，是一種基於共同

體想像的，人與人間「與生俱來的、自然的」情感，而由此便可回頭再重新連結

上前兩章中提出的，對於一種普世情感的追溯的觀察─可以說，這普世情感是以

共同體形塑過程中浮現的人與人的情感為基礎，並進一步擴及天地萬物，形成一

種在前面兩章已提及的：「萬物互依共存，而眾生有情，理應尊重任何型態的生

命」的世界觀。 

 

    然而，我們也必須再次注意到，這個共同體得以形成的基礎，亦即主角與人

們的身體經驗，也依然是如本文第二章對在地空間的討論時所提出的，是一種以

漢人(福佬、男性為主)的經驗，以及由這些經驗所開展出的，關聯於傳統與歷史

傳承的族群想像。可以說，透過巫人的身體，在「荒厄」系列的再現空間裡，整

個族群共同體的過去、現在甚至是未來，都顯現出來─然而，如果我們回想一下

蝴蝶在「荒厄」系列中置入的、在前一章以及本章第一節中分析過的邊緣視角，

並且交互參看下面所引的兩個小說段落，或許又會對這個呈現在小說裡的族群共

同體有不同的看法： 

 

(一) 

      現在的人，已經越來越不重視神明了。香火依舊鼎盛，但許多儀式和陣頭、 

      禮拜的禮節，都已經漸漸湮沒。……但這些儀式卻隱含著初民最開始的虔 

      誠，原本是台灣最重要的文化資產，但是……至今，我依舊相信眾生有情， 

      才沒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我依舊相信有神明注視，所以屢屢絕處逢生。155 

 

 

155 蝴蝶，《荒厄 III》，頁 236-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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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玉錚要回去的時候，送了一本書給我。那是本本土學者寫的，關於民俗神 

  明。我卻越看越怒。……我翻到「媽祖」那頁，作者敘述了媽祖的生平， 

  卻輕蔑的下了句評語，「不過是『巫媼』人物。」本來炸了起來，但回思 

  一想，我突然領悟聖后為什麼把我擺在這個位置。說不定，她根本不在乎 

  別人說她是「巫媼」，反而會引以為傲。沒錯，我們都是巫，沉默無言的 

  安靜地方。你們這些士大夫，又做了什麼？ 

  這是聖后會說的話，也是我、朔，所有默默無名，沉默自持的走在歷史陰 

  影的巫者們，安靜卻有力的反問和驕傲。 

  我的確就是一個巫者，並且因此感到無比自豪。156 

 

從這兩段引文中，我們可以看到，在「荒厄」系列裡透過巫人身體而回溯的，的

確是族群文化共同體，然而，卻是嘗試在一種父系脈絡下，植入「走在歷史陰影

的巫者們」這樣的邊緣視野─族群共同體的守護人並非「士大夫」，而是「巫媼

人物」─而為了指出這種由邊緣開展出的族群共同體的特殊性，我們必須先回溯

「族群」是如何被建構的：所謂「族群」，並不是因為有一些本質性的特質(例如

血緣關係或語言文化特質)，才存在的，「族群」其實是被人們的想像所指認出來

的，而這樣的族群想像滿足了植基於資本主義運作的現代社會中，人們在諸如家

庭、家族、鄰里等地緣性的、「有機」(communities)社群消逝後，對於歸屬感、

情感、情操以及生存意義的超越性的、神聖性的需求─
157
這點我們可以在上面的

引文(一)裡，「過去」與「現在」的相關事物的對立中，很明顯地觀察到─同時，

這種對「過去」、「傳統」的挪用，正如霍布斯邦(Eric Hobsbawn)所告訴我們的，

往往不是關聯於什麼傳襲久遠的事物，反而是在當代的基礎上塑造出來的：
158
所

156 蝴蝶，《荒厄 III》，頁 201-202。 
157 參考王甫昌，〈什麼是「族群」與「族群認同」？〉，《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台北：群

學，2003)，頁 2-51。 
158 參考霍布斯邦(Eric Hobsbawn)，周澤楷譯，〈導論：創造傳統〉，《被發明的傳統》，(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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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的「過去」或是與之相連的概念─「傳統」─事實上往往是在事後回溯才產生

的，這便提示了族群的、文化的共同體之所能成形，關鍵即在於我們相信自己有

一個「過去」(而這個「過去」往往與原初的、美好的、具有情感連結的事物相

連)人們藉由回溯過去，便可以定位自己的現在甚至是未來；藉由回溯過去，我

們相信自己正是隸屬於某一能使人感受到超越性的情操的共同體之中。至此，我

們或許也會再度意識到，在「荒厄」系列的再現空間裡外，那個因為我們對於「過

去的某種共同經驗」的信任所共同生產出的，具在地性的、族群性的共同體，在

很大程度上其現在所具有的「真實」正是建立在其對「過去」的建構之上─可以

說，在論述傳統、論述個別行為者的感受和動機的地景上，事實上存在著一個既

不源自個體心靈深度、也不源自傳統灰白霧靄的歷史論述：他是公眾和群體對過

去的各種看法，在特定歷史背景下的交互作用─
159
這意味著從這裡我們必須將

「荒厄」系列的再現空間中，透過巫人的身體開展的共同體想像放回其賴以生產

的脈絡；然而，與此同時，我們也許馬上會發現，這個脈絡某種程度上卻是呈現

在「沒有脈絡」之中的。 

 

    我們已經觀察到蝴蝶在「荒厄」系列中，拼貼、挪用了民間信仰、民俗儀式、

西洋巫術、鄉野傳奇與都市傳說，並且，透過巫女主角的身體實踐與讀者的感官

經驗，生產出一種具有在地性的族群文化共同體想像，然而，若仔細考察使這個

共同體想像得以成形的、聯繫著過去的元素，會發現它們在小說中，似乎也通常

就只是指涉著「過去」或「原初」，不管是作為神明的聖后、鄭王爺、炎帝；作

為妖怪的荒厄、白骨精；還是印地安的香草辮巫術還是解冤紓孽的道教科儀，在

小說中的作用就似乎只是指涉著某種歷史以及過往之物，此時，它們脫卻了自身

隸屬或賴以成形的脈絡─或是說，從原本的脈絡中被提煉出來，成為鎔鑄某一「過

去」的概念的元素。例如「聖后」媽祖，在小說裡被收攏、簡化成為艱辛的漢人

貓頭鷹書房，2002)，頁 11-26。  
159 阿帕度萊(Arjun Appadurai)，《消失的現代性》，頁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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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史的象徵以及台灣這個地方「內部」的守護神，脫去了其由一位巫女而成神，

再從地方神靈受到元明清歷代的政府冊封，一躍成為神格高尚的「天后」；之後

再隨著漢人移墾過程逐漸普及於台灣；而近年來更因政府的有意介入，儼然成為

台灣宗教信仰的代表這些關聯內部與外部因素的社會文化與政經脈絡。
160
又例如

荒厄，作者一方面將之與子(紫)姑神的形象連結，但同時也剝去南北朝至唐宋時

期紫(子)姑神信仰形成的歷史與社會脈絡，從而再想像出一個淵源久遠的戾鳥妖

怪，藉由這樣的模式，一個與原初的過去連結的元素便成形了─小說中對於妖怪

的想像，大抵不脫出這樣的範疇。另一方面，與有關過去的想像連接而來的某種

風雅與韻味，也體現在主角與男主角的身體經驗上： 

 

      ……他指著月下一畝畝的水田，點點秧苗猶青嫩綠，阡陌分明，月光蕩漾。 

      「天光雲影共徘徊」他靜靜地說。 

      看了他一眼，像是觸動我一個開關。現在的人，誰有這種閒工夫讀詩論詞， 

      還動景生情哩？我以為就我這個痴兒。 

     「…… 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我低低的應著，「雖然覺得 

      朱熹是腐儒，這首詩寫得還是滿有意趣」…… 

      現在的年輕人，誰耐煩這些老骨董？講出來只招人笑，只好自己關起門來 

      偷偷的讀吧。…… 

      笑了一會兒，我們靠在欄杆上望著水田，一邊漫無邊界的閒聊，他說了幾 

      處讓他印象深刻的月景，後來不知怎麼聊的，為了「僧敲月下門」還是「僧 

      推月下門」好的舊公案爭了起來。161 

 

在這個段落裡可以看到是主角或男主角的言行舉止、身體姿態或是用字遣詞，都

160 參考沈佩璇，〈媽祖研究─以鹿港天后宮為例〉(台中：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12)以及林茂賢編，《台灣民俗采風》(台中：文建會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2010)。 
161 蝴蝶，《荒厄 II》，頁 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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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著一種「古典的韻味」而去；而事實上，小說段落中的情境與朱熹〈觀書有感〉

一詩中所要傳達的有關讀書所得與讀書境界的體悟是不甚相容的；而在推與敲的

兩難背後，孕育著詩人賈島的生命脈絡也是遺失的，只留下可供情人間玩笑、調

情，並製造古典式的風流韻味的文本─於是，在小說的再現空間裡所呈現的「過

去」有很大程度其所屬的脈絡是被消除的─這種對於「過去」的意象式、風格式

的挪用；這種歷史與脈絡的斷裂，讓我們進入了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的後現

代懷舊政治─我們已無法再現一個歷史的過去，只能再現我們對於那個過去的觀

念和固定想法，這個過去立即變成「通俗歷史」(pop history)。文化生產因而被

逐入一個心理空間，後者不再是那個單一體的主體的心理空間，而是某種退步的

集體「客觀精神」─162也就是說，我們注定要藉著我們製造的那個歷史的通俗意

象和行動來尋求歷史，而這個歷史本身是我們永遠無法觸及的─
163
這種懷舊的政

治、利用過去製造的文化場景，在詹明信的晚期/跨國資本主義的全球系統中，

意味著人們已經失去了塑造當前經驗的能力，處於全球化景觀下的碎裂主體，在

物化與商品化的狂潮、歷史性的斷裂、平板與無深度中，陷入了無法認知、愈趨

異化的狀態，而過去與原初也於是成為一種縱深與定位的欲望投射─這種狀態或

許在 1970 年代以經濟奇蹟急進地崛起於全球資本運作與世界市場的台灣，會是

更加深化─然而，筆者在這裡也想提出稍微不同的看法：或許，正是因為這種後

現代懷舊、這種對過去任意的拼貼與挪用以及對縱深的渴望，讓「荒厄」系列得

以開展出曖昧渾沌的邊緣想像─也就是說，基於當前碎裂異化的社會脈絡下，對

於縱深與認知自己的位置的需求，或許可以在某種程度上解釋了為何可以將主角

的巫女身體重新連結上神聖的、超越的女神(媽祖)信仰；而同時，小說裡對於「過

去」拼貼、混雜的挪用，事實上也呼應並凸顯了台灣的歷史與社會脈絡本所具有

的混雜與斷裂─而也就在這種對過去雜揉式的重新連結中，一種得以與小說中

162 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吳美真譯，〈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後現代主義或晚期資本

主義的文化邏輯》(台北：時報，1998)，頁 46。 
163 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後現代主義或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

邏輯》，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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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物互依共存，而眾生有情」的世界觀互映的「雜種」史觀也逐漸浮現： 

 

      人類啊，血統不像想像中那麼純正。聽說很久很久以前，妖怪們和人類還 

      偶有婚嫁，這些稀薄的血緣隨著人類開枝散葉，多多少少都有滲著一絲 

      絲。 

      有人說，人類的第六感啦、超能力啦，都是這些遠古異類祖先留下來的殘 

      餘，但也沒人去研究和證實就是了。164 

 

這樣的雜種史觀，可以說即是「荒厄」系列裡，主角那既人既妖、非人非妖的巫

人身體，以及曖昧渾沌的生命本然的哲學得以成立的重要基礎；而另一方面，這

種對過去的連結也榫接上了自然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概念─土地─這一點可以

從主角與土地神(老大爺)間親如爺孫的情誼中見出；
165
而論述至此，又可以再將

圖一轉化成如下的圖示： 

 

                     神聖/超越/原初 

                現在     過去     傳統 

                文明     自然     土地 

                心靈     身體             

                理性     非理性    

                男性     女性 

 

                         圖三 

 

這裡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蝴蝶如何在「荒厄」系列的再現空間中，透過主角的巫人

164 蝴蝶，《荒厄 III》，頁 144。 
165 主角甚至還頂著老大爺的民間代理人─都統領巫─的名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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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開展出隸屬於與主流論述相對的「邊緣」共同體中的「主體」，並從中打造

「邊緣」認同。這種來自邊緣的視角不僅使得小說中在地空間得以用流亡與移位

並存、混雜的認同策略連結上一個資本主義與現代化的體制無法全然規範的世界 

；也開啟了在父系權力網絡下尋求逸脫路徑的可能。而作為族群文化的邊緣守護

者的巫人，雖然汲取了以漢人男性主的經驗作為養分，但同時又以不同的視角挪

用了族群的過去，從而創造了不同型態的「真實」；也可以說，這種共同體的製

造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雖可溯及台灣文學的鄉土系譜，但同時又是在當代社會文

化脈絡下，透過作者的詮釋，開出了不同的花、結出了不同的果─蝴蝶便是創造

了這種邊緣共同體的想像來回應他所觀察到的、感受到的、反映在小說裡的台灣

社會的種種異化與焦慮，並試圖讓全球化情境下的台灣，那似乎總是處於流動狀

態的社會關係收攏在可以認知與處理的框架裡；藉由提供來自邊緣的詮釋模式，

在打造邊緣共同體、重塑邊緣認同的同時，也生產了新的主體能動性─論述至此，

我們也似乎是重新看見並梳理了「荒厄」系列裡的巫人想像與「邊緣」認同的系

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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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小結 

 

    以故事重新創造過去，自傳形式是人們經常採用的選項，因為個人敘事可在

社會文化情況危急時，作為地方與族群的參考座標，並提供一種連續感，讓傳主

在多元的世界中，仍能緊守住認同感。重新敘述過去，是邊緣者自我肯定的動作；

而藉由為自己立傳、去形構（deformation）與再形構（reformation）認同，邊緣

者終於有機會讓自己的聲音被聽見，並且「在自傳性敘事天地裡，詳細剖析、再

生產和改變集體認同。」這裡必須注意的是這個敘事過程是多元的，而且它根源

於「現在」。也就是說，自傳的焦點已不是傳中的「過去」，而是立傳的「現在」。

在立傳書寫的現在顯露的那個過去，是現在的「記憶」，是想像的再創造，它是

建構新認同的途徑，也為了滿足眼下的社會、政治、文化等需求。在這裡，書寫

傳記已被理解成偶然的社會、歷史行為，因而過去對於自傳穩固且獨立自主的認

知便瓦解，取而代之的是變動不居的認同。
166

 

 

    在「荒厄」系列裡，蝴蝶是以第一人稱「我」的視角來打造整個小說裡的再

現世界，並且在第四部的最後一個單元〈後記─未完而待續的人生旅程〉中，揭

露了整部小說其實是由主角以回憶姿態寫成的故事： 

 

      我停下手，仔仔細細地回頭看。這是我的故事，我到此為止的一生。但荒 

      厄大吵大鬧，說什麼都要用她的名字當書名。 

      好吧，那就這樣吧。 

      我在篇名上面，打上「荒厄」兩個字。 

      荒厄依舊是我，我依舊是荒厄。即使她轉生成為我的女兒，我們依舊在情 

      感上彼此混雜。…… 

166 以上關於自傳的討論，參考整理自葉蓁（June Yip），《想望台灣—文化想像中的小說、電影和

國家》，（台北：書林，2011），頁 10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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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願望已經完全達成，我希望的只是握緊這樣平淡的幸福而已。 

      身為一個母親、一個伴侶，和一個隱身於歷史陰影之後的巫者。 

      這就是我。167 

 

透過自主性地選擇邊緣，主動性地回憶並為自己立傳，在「荒厄」系列的再現空

間裡，藉由重新連結與創造過去，這個由「巫」的自傳所開展出來的邊緣認同，

讓邊緣者不只得以發聲，更在形塑新認同的同時，有能力去抵抗主流的敘事；如

此一來，「荒厄」也不再只是受壓迫的女性所幻化成的妖怪的名字，更可以是一

種曖昧渾沌的詮釋視角，不僅滿足了眼下的社會、政治、文化脈絡的需求，更可

能在再生產和改變集體認同的同時，提供了接合我們的世界的感受的新區位。只

是，我們同樣要看到的是，正如本文由第二章至此的論述中提示的，這個由巫人

想像所開展出來的邊緣認同，事實上不僅布置著無數族群與性別的權力關係所可

能帶來的裂解；也掩映著「認同」二字本身即暗示著的異質與不穩定；然而，或

許圓滿無缺不會是我們追求的答案，畢竟人生旅程總是未完而待續，而「荒厄」

中的巫人想像與邊緣認同所開展的，至少是抵抗主流論述的潛能所在的、不同的

文化想像。 

 

 

 

 

 

 

 

 

 

167 蝴蝶，《荒厄 IV》，頁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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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本論文由「荒厄」系列中，具有在地性的再現空間的生產開始，到鑲嵌其中

的邊緣認同/家想像，直至其中對巫人身體的形塑，試圖探討「荒厄」系列的文

本世界如何在植基於特定的歷史與社會脈絡下的想像中成形。 

 

    作者蝴蝶(Seba)在「荒厄」系列中，透過主角的巫人身體，在執行儀式的過

程中；在越界的冒險犯難中；在言談舉止間，連結、挪用了了民俗文化、民間信

仰、都市傳說、古典小說、神話的元素，在一種基於現在的脈絡下對「過去」的

再製中，不僅召喚出一個具有獨特在地性的再現空間；另外闢出了「家」想像的

其他路徑；更在「邊緣共同體」的打造中，重新生產了特屬邊緣的認同。另一方

面，小說中的巫人想像，則在貼合台灣社會文化脈絡中，對於「巫」的想像的同

時；又在重訴古之巫人溝通天地神鬼、協助人們實現自我保存的生命願望的神聖

職志中，重新形構了「巫」的形象風貌，也翻轉了長存於台灣社會中，將「巫」

與迷信、或與利益交換式的靈異信仰連結的刻板印象；而更加重要的，則是這個

自居邊緣的巫人，不僅可能是承繼了本文第一章中提及的，自 1960 年代以來，

女性以巫自名、自我賦權的血統，更以一種非常「台灣化」的方式，更新了這巫

的系譜，也提供了經常居於邊緣的女性(或更多居於主流論述的邊緣的人)，往外

重建與所處世界的新關係，往內重新「看見」自己的，不同的詮釋路徑。 

 

    林世璿在〈結與解──蝴蝶療癒小說的敘事模式與讀者效應研究〉168中指出，

蝴蝶的許多作品中，皆呈現了一種從「結」(創傷經驗)到「解」(自我價值與歸屬

感的追尋)的敘事模式，並認為這樣的敘事模式可以讓讀者在閱讀過程中，獲得

168 林世璿，〈結與解──蝴蝶療癒小說的敘事模式與讀者效應研究〉(台中：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研

究所碩士論文，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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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淨化與領悟 169的三階段「情緒療癒」(emotional healing)─第一階段「認

同」指的是喚起個人內在情緒反應，閱讀後與個人想法一致，獲得共鳴；第二階

段「淨化」指的是透過閱讀而感到溫暖或得到心情平復；第三階段「領悟」則是

作品對於個人之啟發或引起讀者想法上的改變─林世璿並且認為透過這三個階

段的作用，蝴蝶的作品因而具有「敘事療癒」的效果，170是一種獨特的「療傷敘

事體」，而因著這種療癒效果在蝴蝶發表作品的平台集結的讀者們，則又與蝴蝶

共同構築了一個以療癒小說為信仰中心的「療傷社群」。林世璿的觀察在一定程

度上可以與本文提出的，存在於「荒厄」系列中，在地想像的、邊緣的認知與敘

事結構相互呼應與映證：從受傷的、受壓迫的邊緣出發，在認同故事主角成巫的

冒險奮鬥、自我成長的過程中、在共同體的情感中，獲得了情緒的安撫、情感的

滋養、主體能動的愉悅與面對現實生活的可行方式與勇氣。 

 

    但同時，在本文的論述中，我們也已經知道「荒厄」系列裡的這個邊緣視角，

事實上並非直接挑戰主流/父系的權力結構，而是建立在「其實一個好的巫者，

首先要學會當個人」171的話語中所透露的─在善與惡、人與非人的倫理思考，以

169 林世璿在論文中引用張簡碧芬的碩士論文〈小說閱讀對大學生之情緒療癒效用分析研究〉中

採用的情緒療癒(emotional healing)的三個階段來分析蝴蝶小說的讀者們在網路平台的回應，這

三個階段即為認同、淨化與領悟，相關介紹亦可參考林書梅，〈閱讀與情緒療癒─淺談書目療法〉 
，《全國新書資訊月刊》2008 年 12 月號，頁 4-9。 
170 林世璿在其論文中帶入了「敘事治療」的相關理論，並據此指出蝴蝶的作品具有「敘事療癒

的效果，對此筆者傾向持保留態度，理由如下：(一)林世璿用以分析讀者回應時所採取的，由

認同、淨化到領悟的分析元素，事實上是諮商理論中，「書目療法」的論述，與「敘事治療」是

不同的；(二)「敘事治療」的理論中，其非常重要的立論基礎，即在於解構案主被主流敘事滲透

的問題故事，進而重構新的故事，而在本文的論述中發現，蝴蝶的作品雖然是從主流價值的反

面─邊緣─出發，其實也並未直接質疑主流價值系統；(三)敘事取向的治療模式，其終極目標在

於試圖從人們所處的社會脈絡中，找到解構主流故事帶來的被問題滲透的故事的線索。而林世

璿的研究中所採取的讀者回應，是缺乏這些讀者所處的社會脈絡與背景的；再更進一步說，從解

構舊故事，到重構新故事，事實上需要持續投注相當多的心力去覺察、體悟與實際行動，而這可

能是無法從偏於零散的讀者回應中追蹤考察的。以上關於敘事取向治療模式的介紹整理自洪雅琴、

陳祥美，〈後現代主義敘事治療概論(三之一)〉，《諮商與輔導》第 181 期(2001)，頁 2-7；〈後

現代主義敘事治療概論(三之二)〉，《諮商與輔導》第 182 期(2001)，頁 20-25；〈後現代主義敘事

治療概論(三之三)〉，《諮商與輔導》第 183 期(2001)，頁 21-25。並參考了周志建，《故事的療癒

力量─敘事、隱喻、自由書寫》(台北：心靈工坊，2012)；黃錦敦，《陪孩子遇見美好的自己─兒
童、遊戲、敘事治療》(台北：張老師，2012)，同時輔以筆者輔導工作實務經驗。 
171 蝴蝶，《荒厄 II》，頁 20。 

91 
 

                                                       



 

及對人存在意義的不斷思辯中得出的，對於生命本身的尊重、萬物互依共存、眾

生有情─這樣的人倫思維以及由此而來的對於普世情感的嚮往與追求上的。這種

對人性良善的假設、生命與愛的信仰著實令人嚮往；但同時，我們也必須承認，

如果不去考慮權力結構的因素，那麼這些寬容良善、愛、犧牲與奉獻，則可能會

成為個人的情感道德抉擇，從而忽略了結構因素造成的壓迫，也使得「邊緣」面

臨了被收編成個案問題的危險。這種以個人式詮釋來面對客體世界，強調透過個

人的努力就可以達成自我實現；或以個人的愛、良善與寬容來克服困難、戰勝邪

惡的模式，可以說是許多大眾文學作品的「共同認知框架」，172而在蝴蝶的「荒

厄」系列中，則再結合了台灣的社會文化中，對人間溫情的高度推崇，展現為一

種以固有人倫精神與普世情感的回復來重整社會黑暗的嚮往。這種認知模式能夠

回應亟欲定位自我的欲求；可以在焦苦疏離的現實生活中獲得情感的滋潤；可以

讓人相信永遠都有希望在；也可以提供行動的典型讓人有面對與處理現實生活的

依據或勇氣─正如詹明信指出的，成功的大眾文化都包含了焦慮與希望：社會制

度本身的矛盾與不協調，使人們有許多心理上的焦慮，然而藉著虛構情節的鋪陳，

這矛盾一定能夠得到圓滿的解決，使人們充滿希望。大眾文化一方面提出對社會

的不滿與抗議，但一方面又在幻想、想像的層次來解決問題─173然而，本文所持

的立場是，嘗試在作為大眾文學的「荒厄」系列中所呈現並試圖處理的個人與社

會的矛盾中，找尋抵抗的潛能所在；也可以說，是在所謂的「共同認知框架」下，

找尋保守以外的可能。這是本文之所以在論述中置入了社會脈絡與性別權力結構

的主要原因；而首先，我們也確實在「荒厄」系列的再現空間裡中，讀到了對台

灣包含了社會變遷在內的社會文化脈絡因素的理解與轉化；可以說，雖然有共同

的認知框架，但也確實有「與時俱進」的抗拒─當然，也有隨之而來的收編─的

172 參考林芳玫在《解讀瓊瑤愛情王國》第 194-196 頁的討論，這個「共同認知框架」源於 1970 
年代開始，新左派的學者援引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霸權」(hegemony)理論對自由多元論

的批評，新左派的學者們認為自由多元論者所歌頌的多元只是個別產品間的差異，並未從整體

及全面的層次上質疑現代文化的宰制性意識形態。關於葛蘭西學派的「霸權」論述亦參考了 John 
Storey，李根芳、周素鳳譯，《文化理論與通俗文化導論》(台北：巨流，2003)，頁 181-188。 
173 詹明信(Fredric Jameson )，〈Reification and Utopia〉，頁 130-148。轉引自林芳玫，《解讀瓊瑤

愛情王國》，頁 25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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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而這種抗拒與收編的俱存與拉扯所產生的動能，或許即是不同的、更新的

文化想像誕生的所在。另一方面，放入性別權力結構，則是為了要界定出「疆界」，

畢竟，若沒有「疆界」，那麼所謂的「中心/邊緣」就會是一個不存在的命題。胡

克斯(bell hooks)在〈選擇邊緣作為基進開放之空間〉中寫道： 

 

      我位居邊緣。我明確區分了由壓迫結構所強加的邊緣性，以及我們選為抵  

      抗所在的邊緣性……這個抵抗的所在，在隔離的對抗文化裡，不斷地形成    

      ，那是我們對於支配的批判性回應……當我們製造了確定和維持我們主體 

      性的基進創造性空間，給我們藉以接合我們的世界的感受的新區位時，我 

      們就在個別和集體的層次上轉變了。174 

 

唯有認清權力結構帶來的壓迫，選擇邊緣的抵抗才會具有力道；在「荒厄」系列

的再現空間裡放入權力關係的討論，目的不僅在於製造中心與邊緣、抗拒與妥協

的辯證張力，更希望在這樣的張力中，嘗試開啟更新而非全面拒絕的對話空間，

並且從中再次看見接合世界的新區位的能量所在─邊緣是壓迫的所在，也是抵抗

的基地，是一種介入，也是創造和力量的誕生地─這時的邊緣已經「不是我們想

要拋卻、放棄的邊緣，而是一個我們停留、甚至攀附的所在，因為它培養了我們

的抵抗能力……讓我們得以觀看和創造，想像另類的、新的世界……。」
175

 

 

    如果說，語言創造真實，那麼本文即是希望在指出「荒厄」系列的再現空間

裡的巫人想像與邊緣認同的論述中，思索如何在凝視權力結構壓迫所帶來的黑暗

中、在抵抗與收編俱在的曖昧中，看見，並選擇希望與愛；這是筆者嘗試寄予邊

緣想像的期望，也同時開啟了未來研究方向的展望：首先，蝴蝶作品中的主角形

174 貝兒‧胡克斯(bell Hooks)，〈選擇邊緣做為基進開放之空間〉，轉引自索雅(Edward W. Soja) ，
《第三空間》，頁 139。 
175 貝兒‧胡克斯(bell Hooks)，〈選擇邊緣做為基進開放之空間〉，轉引自索雅(Edward W. Soja)，
《第三空間》，頁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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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誠如魏岑玲所言，顯得多樣化，176甚至不乏如「荒厄」系列中的主角般的、

居於邊緣的角色；177其次，由於蝴蝶是以網路平台作為其作品的主要發表場所，

因而其作品意義的建構、複寫與繁衍也會因網路平台得以即時互動交流的特性而

更加流動而複雜；甚至也可能形成如林世璿所指出的，創傷療癒的社群。如果將

蝴蝶作品中這種邊緣性的形塑以及其在網路社群內外所可能造成的效應一起討

論，或許能為邊緣想像注入新的能量與意義─也許未來可以就蝴蝶作品的形塑與

再形塑 178的過程以及其在網路社群所造成的效應 179等作更廣泛、更深入的研究，

以此進一步探討邊緣想像與療癒社群之間可能的連結，也可以思索什麼樣的社會

情境與社群互動使得「邊緣性」與「療癒性」在蝴蝶的作品中成為優先被擇取與

凸顯的意義？思考這些問題或許可以在開展出能更深刻反映台灣社會個體與集

體的想像與感覺結構的論述的同時，也標示出大眾文類所可能獨有的登錄特定社

會情境中，主客體兼具的層面的價值─只是，這當然也絕非易事，除了是筆者將

來努力的方向外，亦待乎來者。 

 

 

 

 

 

176 魏岑玲在其研究中指出，蝴蝶的作品中具備了「冷靜又帶點厭世嘲諷的傾向」、「對家庭渴

慕溫暖又總是被傷害」的特質；也描述了：「蝴蝶是個量產型作家，再加上走過不順遂的婚姻，

因此她筆下的男女主角也較多樣化，作品中也不乏姊弟戀的愛情故事。」，參考魏岑玲，〈台灣當

代網路小說研究(1996-2009)〉(台北：市立臺北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語文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10)，頁 86。 
177 蝴蝶作品中的主角設定，有不少是來自「邊緣」背景，例如家庭破碎、失婚、肢體殘缺、毀

容……等。亦可參考林世璿〈結與解──蝴蝶療癒小說的敘事模式與讀者效應研究〉(台中：靜

宜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以及邱于修，〈殘缺與完整－蝴蝶穿越系列小說研究〉

(嘉義：國立中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中的研究成果。 
178 例如就有許多讀者在徵得蝴蝶本人同意後，以蝴蝶的作品為基礎，創作同人作品。可參考魏

岑玲，〈台灣當代網路小說研究(1996-2009)〉(台北：市立臺北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語文教學研

究所碩士論文，2010)，頁 98-109。 
179 除了作品的再創作外，讀者與作者的互動、交流；讀者對作品的評論、心得，或是個人經驗

的分享、生活各方面困擾的諮詢……等，都在網路社群裡帶著各自的脈絡而交雜、發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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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2014)。 

 

五、網路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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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姑獲鳥/產女 

 

「姑獲鳥原為中國傳統怪物，又名「夜行遊女」、「天帝少女」或是「鬼鳥」，形

象殊異……到了日本，卻因為同樣喜愛小孩而與東洋固有之怪物『產女』交相融

綜，在江戶時期後成『產婦久不分娩或難產致死，不忍嬰兒孤零，故抱子夜行』

的慈母形象，當時甚多妖鬼圖譜會在女子妖腹間纏上一染血布巾以為難產象徵。」

（曲辰，〈妖怪的名字〉，《謎詭 VOL.5 京極夏彥特輯—京極堂小宇宙全攻略》，

2011。） 

其他相關文獻： 

1. 姑獲鳥夜飛晝藏,蓋鬼神類。衣毛為飛鳥,脫毛為女人。一名天帝少女,一名夜

行游女,一名鉤星,一名隱飛。鳥無子,喜取人子養之,以為子。今時小兒之衣不

欲夜 露者,為此物愛以血點其衣為志,即取小兒也。故世人名為鬼鳥,荊州為

多。昔豫章男子,見田中有六七女人,不知是鳥,匍匐往,先得其毛衣,取藏之,即

往就諸鳥。諸鳥各去就毛衣,衣之飛去。一鳥獨不得去,男子取以為婦。生三

女。其母后使女問父,知衣在積稻下,得之,衣而飛去。後以衣迎三女,三女兒得

衣亦飛去。今謂之鬼車。—晉‧郭璞《玄中記》 

2. 鬼車,俗稱九頭鳥。……世傳此鳥,昔有一首,為犬噬其一,至今血滴人家為災咎 

。故聞之者,必叱犬滅燈,以逮其過澤國。……身園如箕,十脰環簇,其九有頭,

其一獨無而鮮血點滴,如世所傳。每脰（注：脖子）各生兩翅。當飛時十八

翼,霍霍競進,不相為用,至有爭拗折傷者。 —《齊東野語》卷十九/周密·宋。  

3. 鬼車,晦暝則飛鳴,能入人家收人魂氣,一名鬼鳥。此鳥昔有十首,一首為犬所噬 

，猶言其畏狗也,亦名九頭鳥。 —明‧陳耀文《天中記》 

4. 昔人言此鳥產婦所化,陰慝為妖,故有諸名。 [集解]藏器曰:姑獲能收人魂魄。

《玄中記》云:姑獲鳥,鬼神類也。衣毛為飛鳥,脫毛為女人。云是產婦死後化

作,故胸前有兩乳,喜取人子養為己子。凡有小兒家,不可夜露衣物。此鳥夜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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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血點之為志。兒輒病驚癇及疳疾,謂之無辜疳也。荊州多有之,亦謂之鬼鳥。

《周禮》庭氏「以救日之弓,救月之矢,射夭鳥」,即此也。此鳥純雌無雄,七八

月夜飛,害人尤毒也。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禽部第四十九卷 禽之四) 

5. 又云,夜行游女,一曰天帝女,一名釣星,夜飛晝隱,如鬼神。衣毛為飛鳥,脫毛為

婦人,無子,喜取人子,胸前有乳。凡人飴小兒,不可露。小兒衣亦不可露曬,毛

落衣中，當為鳥祟,或以血點其衣為志,或言產死者所化。 —明‧段成式《酉

陽雜俎·羽篇》 

6. 以下三則為摘自京極夏彥《姑獲鳥之夏》中的資料。  

【姑獲鳥】   (前略)姑獲鳥,又名夜行游女、天帝少女、鬼鳥,或名夜鷺。其所居 

             處必有磷火,即所謂小雨暗夜裡之夜鷺光也。又曰,龍燈松上者亦此 

             鳥也。 —七七四九三/出處不詳  

【產女由來】 (前略)懷孕不產而死者,若棄屍于野,胎內子不死而生於野者,母之魂 

            魄多化為人形,抱子行于夜路。此赤子之泣聲,即所謂產女之泣是 

            也。其形貌乃腰際沾血之弱女子也。 ——《奇異雜談集》/編著者 

            不詳·貞享四年(1687)  

【產女之事】 世所傳聞之妖怪產女,吾人略有心得。據聞,其原形乃懷胎有子而身 

             殞之女,以其執念變成。其形,腰下染血。其聲,似「惡巴流、惡巴 

             流」。 ——《百物語評判》/山岡元怒·貞享三年(1686) 

             注：「惡巴流」為「をばれぅ」音譯。 

※「產女」為「姑獲鳥」在日本的形象。與中國姑獲鳥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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