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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總還會想起與細數自己生命的幾處轉折。 就像近幾年知道我消息的人，

不管初時是帶著何種模樣迎對，總在一聲聲抑制著錯愕的「你好不好」

後，又似乎疼惜與遺憾的尾隨一句，會後悔嗎？如果當初不那樣，現在

會不會更好呢？ 無解。甚且這幾年，我也發現生命似乎並未有顯著的意

義得以追求，只有孤獨是比較真實的。因為孤獨，生命有了實踐，有了

交集，有了改變。而意義則是需要去創造的。 每每行經臺大醫院的舊大

樓，總還會到紅磚道上的盡頭探探，希望能再碰著按摩小郭。那個盡頭

曾開啟了我漫漫逆旅的行程。 我還記得第一次見到小郭，是在我生命最

孤獨孱弱的一年。那一年我正進到某處以同志諮詢與同志社會運動為主



要工作的協會裡協助。也是我認同後首次進到同志社群的一年。本以為

認同前的孤獨，恐懼，迷茫，會因社群的歸屬而消失殆盡，然而運動激

進的政治與媒體性，陌生生活的開始，以及一種強調自我認同近乎到帶

刀鐫深邊界的氛圍，卻一再使我有種割裂感。也在那時刻，我才不得不

思考，我該如何帶著我的背景去行腳自己的生命？在當時這樣的疑惑始

終無解，我的生命遂處於沈滯不前的狀態，而那種「到哪都不是」「哪

兒都回不去」屬於異鄉人的孤獨與寂寞更是強烈的席捲而來。甚且，我

的身體也開始急速惡化，選擇以臺大醫院作為暫時的棲所。 一個人在病

房裡的日子，有點像一株仙人掌長在日熾夜凍的黃闊沙漠裡。直到出院

那天，為了保險問題，我才告知大姐住院的消息，那時我整個人極為清

瘦，飄搖搖的，眼神黑洞。當我正在櫃檯辦手續時，沒想到大姐已經趕

搭飛機上來，她一見了我的模樣，眼淚便掉了下來，她除了不捨，就是

無法理解。然而，當時的我並未同大姐解釋許多，便攬了計程車趕大姐

到機場回去。 那時看著大姐離去的背影，我很清楚的聽見身體內幽微卻

清楚的「啪」一聲，絲線斷裂一般，然後我整個人便彷彿失去了重量，

我對眼前的城市也無可抑制的出現大水滾降，街道凋游的畫面。我想我

忘了告訴極為疼愛我的大姐，其實在好早以前，我便像一個人住院般，

封閉以及無言的生活著，只是這次正式上場罷了。 按摩小郭也是在那時

刻出現的。 我恍惚走在醫院前的紅磚道上，到了盡頭，行人如織，車流

湍急在馬路上，我看見他仍是保持平和帶笑的模樣，靜靜坐在塑膠椅子

上，等待前來按摩的客人，他那雙和善卻失去功能的眼睛，並不知道有

另一雙眼睛正時時凝視著這突兀外界卻又和諧的畫面，然後感動淚流，

也是這畫面，我孤獨無向的生命得以再次流動，生命轉折，開始漫漫的

逆旅。當時的我並不知道，我生命會因此轉折並與父親，家族的歷史接

駁，而後踏上土地並主導自己的生命實踐，當時的我只知道，我不願漂

流，我需要有個居所，需要一個如同按摩小郭模樣般和諧卻獨特的年

代。 這本小說（論文？）得以完成，我想還有一個相當重要的轉折點，

那是在輔大應用心理研究所裡飽受震盪與解構的生活，沒有那樣的學習

環境為土壤，「我」以及「這本小說」並無法生成。 很長久的一段時

間，我的學習環境是如此的：敘說自己，撩撥自己原要杳去的生命經

驗，傾聽別人的生命故事，然後感動跟同理，最後鼓足勇氣去實踐。上

課的素材往往由自身開始，進而連結到他人。我一直相信，這樣的學習

模式是誠懇地素面相對人之所以為人的部分，是充滿各種情感的，多元

並且複雜，逼人本命相見，也逼人癱潰的，而這也並非化約與死板的論

述得以建構出來的空間。也正因此，在學習歷程裡，我們碰觸了自己內

底的限制與難堪，然後以自己的聲音去發聲。 現在回頭看看那許多充滿

血肉的課程，似乎只是給了我一個空間，一個「去成為一個人」的空

間，也在這成為人的過程中體會人身的難得。 這是應用心理研究所裡敘

說的傳統，影響至巨，在此我願意將我崩解的第一刻的書寫放在這裡。

那是我上研究所的第一天的第一堂課。颱風正準備襲來。 「大雨實在嚎

啕的不可收拾，街道模糊不堪，像條淋了雨的狗，垂濕而且黏茸。氣象

報告說，颱風已於凌晨登陸，預計中午時分暴風半徑將涵蓋全台。我渾

身溼透立在街角，好不容易被輛計程車打撈上岸，我趕往金山南路的導

航基金會上第一堂課。 這真是漫長而濕涼的路途啊。密閉車廂裡，掛在



髮際的小雨珠，聚熟後，大果子一樣掉落，尖尖鑽透我的胸膛。我看見

並且聽見車窗外的雨激越的拍打車身。 終於，我踏上狹小如腸的樓梯，

陡陡上升，然後我坐入一間略顯陰暗桌椅斑斑充塞腐舊年代感的會議室

裡，我也終於見到了我的同學，他們的年齡全勝於我，有護士，有老

師，有牧師娘，最老的一位是一個已經五十歲臉色卻依舊光亮無皺瑕的

歐巴桑，我盯著他們，想著他們似乎全在工作數年後對自己的人生有無

以言狀的窒息感，然後來到此地。他們渴望呼吸。 這不禁使我驕傲地打

直了腰，畢竟我是直接從大學部晉身研究所的學生，我也驕傲的相信，

關於書本世界的認識，我定是勝過於他們。因此，當那位蓬著髮眼銳語

快我們稱呼為老夏的老師，詢問每個人對這堂所謂行動研究法的課有任

何期待與認識時，我自信滿滿並且專業的使用了若干名詞回答，一時

間，我同學們的眼神空洞並且敬畏。我知道他們聽不懂。 但沒想到，這

些專業根本毫無上場展示的機會，老夏開始叨叨絮說起故事來了。那是

一連串關於基金會如何協助公娼爭取緩衝兩年廢娼的抗爭過程，而那對

我是多麼遙遠而陌生的故事呵。在那一刻起，我發現我的耳朵被阻擋在

外，我的腦袋像一粒花生米小。我聽不懂了。但我仍然倔著在洶洶撲來

的昂揚語句當中賣力搗著頭，我還想著，或許我也該舉起手來問幾個問

題。 好久好久，當我的耳膜得以衝破那層層堅固陌生的語句迷障時，是

在老夏慷慨陳辭陳水扁領導的台北市政府如何藉著道德與公權體制兩面

刀的宰制公娼。霎時，那句句話一拳拳紮實的擊到我的胃裡，幾乎要使

我嘔吐出來，我的腦袋膨脹成巨大的蜂巢嗡嗡發響。接著，我的雙手廁

蛆一般胡顫抖起來，胸口雄雄燃著火燒向我的臉孔。 我原以為這種種都

是忘了吃早餐的症狀，但後來，我發現不是，我隱隱然卻又深刻的感

到，有一簇忿忿不平的氣息從公娼真實的生命故事當中滾滾而來。它

說，來吧，來吧，我知道你也在憤怒。 我用力摀起了耳朵，咬緊嘴唇，

我整個人彷彿要融化蒸散掉了。於是，就在那彷若水沸的時刻，我知道

有個無法言之的東西從我體內被呼喚，然後要奔竄而出。」 以上敘述記

錄了我虛硬外殼脆落的一刻，那時我二十二歲，之後的發生也就如我小

說裡敘述的，至我今日的二十五歲。 創作期間總是經常被好奇詢問，這

究竟是論文還是小說，就像是在小說創作時最常被問的，這究竟是真實

的還是虛構。其實，對我而言，這些始終不是重要問題，我所有的學習

與體會都來自於人本身，而我也只是在面對複雜充滿奇蹟的人時，選擇

一個適切並且感動的觀注方式。這也不正是「成為一個人」的過程。 於

我，創作終是要回到人本身的，是見證，是創造，也是革自己的命。 底

下，我將為這篇長篇小說裡的各篇章做簡短的說明。 這篇長篇小說，我

想是建立在幾個對偶關係的擺蕩上，自我與社群，孤單與自由，斷裂與

和諧，道德與解放，限制與出路，哀傷與豁達，追尋與逃離，傳統與現

代，青春與老化，死亡與重生，流浪與回家。以時間來區分，可分為二

十一歲之前的我與二十一歲到二十五歲的我。 「飛翔的名字」和「墳」

兩章，敘述了我二十一歲前的生命背景與當時對己身所處大家族的認

知。「墳」一章原是研究所一年級時解釋性研究法的期末報告。在那個

翻閱朱天文「荒人手記」都顯得偷摸的時期，朱天文文字煉金的筆觸使

我對當時感到不堪的生命有著極美的印象，很自然「墳」也就企圖沿用

這樣的筆觸，也是為這本被視為男同志聖經的小說致意。 「墳」一章前



後修改四次，在很後來的時候總不願再去讀它，尤其靜伏裡頭的對父親

與家族的控訴，對自我無望氣餒的情緒，年歲漸長，每每一回頭看，總

會有錯認彷若誣陷的心境產生。如今回想，「墳」卻又是最能表達我二

十一歲前生命狀態最真實的作品。 「解放記事之一」描述的是進入研究

所後和一個女孩的故事，「夜」則是在二二八公園以肉身認同的描述。

這兩章呈顯了我最模糊慌亂與充塞分離焦慮的時期，回不去了，然後必

須面臨恐懼，未知，迷茫，總總的深刻感。我的自殺與混亂自閉也都在

這個階段出現，雖然在小說上僅是輕筆寫過，那樣的感覺卻是我再也忘

不掉的。 因為歸屬感的渴求，我開始進入社群─一個以社會運動為主要

動能的同志諮詢組織。「半城遊俠」與「凝視」便是描述在社群裡的生

活，直至我遇見小郭。這部份就如同我前述，是一個更形孤單，城市僅

剩一半，而我漸行漸遠的時期。這兩篇大量使用了較魔幻的手法書寫，

不管是大水淹城或者馬戲團式的遊行，卻都是當時我極為真實的內底世

界。 再來，因著揮之不去的孤獨，加上按摩小郭給予的震撼感受，加上

無路可進的漂流，加上渴望對世界有那麼一絲的聯繫，加上亦多麼渴望

知道自己是誰？可以到哪去？這種種因素，反倒將自己推回原本陌生不

欲親近的歷史部分，歷史成了我暫時的居所。在那時期，彷若又經歷一

場生死大劫。侯孝賢的電影與蕭紅的小說在此時給了我極大的啟示，那

是對鄉土的包容性與豁達的認識。 此外，因為孤獨而被小郭吸引，也因

為孤獨，讓我回到歷史時對另一個孤獨的生命產生吸引，那是我的父

親。於是在進入歷史之前，我不得不面對和父親長年來欲進還退的矛盾

歷史，而這時歷史的偶然（父親意外的腳傷）也恰促使了進入歷史的時

機，這是「旅人與流浪者壹和貳」裡頭所描述的部分了。之後的「沙城

往事」「找家」「肉身寒單」所書寫的便是家族與家鄉的歷史，而這段

歷史的書寫也不再只是透過主觀感受，而是透過傾聽父親與奶奶的敘說

以及田野調查來同理。我甚且懷古式的走了一趟家族從長濱鄉牽回台東

的遷移路線，這樣的歷史書寫自然有了不同於「墳」的面貌，而是有著

「風沙」飄移卻飽滿堅忍的意象，也在此過程，那看來巨大的同志包袱

轉化為我生命中的小部份，我得以裝納其他更豐富與令人感動的生命。

我在朱天文「淡江記」裡的「我夢海棠」一文當中曾讀到一句話，她

說，要最樸素，最樸素的人，甚至到了有土壤的泥氣的人，才能與生死

大劫化在一塊，而避了過去。一時讀來極為能懂。 「歷史的魑魅與精

靈」所書寫的，正是在進入歷史後的諸多感受。 「我的青春，走啊走」

以及「靜靜的太陽 下」兩章所描述的是倒退進入歷史後再前進時，所實

踐出來的一個空間，那是一個異質性雖高，卻富情感，心態廣亮直接與

讓人感到踏實親密的籃球隊。球隊裡的人，都以彼此的生命與情感做真

實的互動與協助，這多少呈顯了我在自我實踐上的追尋。 這兩篇文章的

書寫相隔有一年的時間，「我的青春，走啊走」裡的輕快昂揚自在，是

我初初對球隊的印象。一年後的現在所書寫的「靜靜的太陽 下」對我有

著極大的意義。球隊空間的一切看來似乎是完美的，但日子久了，總在

心裡頭還有種難耐的騷動欲泣，這時期也發現自己拒絕長大，以及二十

五歲便開始對過往青春眷戀的心態，然而卻也不得不看見世界仍然在很

荒謬的前進。我曾有一段時間處於對五官和心智都極為不信任的階段，

我總在問在這樣荒謬前進的城市裡，還有什麼是不變的？我又該拿什麼



來認識這個世界？似乎後來，還是回到了身為人的死亡與孤獨。在「靜

靜的太陽 下」多少揭露了我如此騷動的心態，而對這難耐的騷動，我仍

在努力的觀望中，未來它又會帶我朝向何處前行，我不知道，也許在下

本小說你會看見。但無論如何，總是要走的。 因此小說並未結束。 我

的指導教授翁老師亦對這篇長篇小說的歷程有簡短敘述，我在此節錄於

下： 「小說從對生命的懵懂與拒絕為始，到對生命進行掩埋，爾後解

放，但在解放過程裡不僅有著對肉身的慾望罪惡，也有著回不去的生命

割裂感。接著進入社群，生命開始有了激情色彩，但同時陡落更形成孤

獨與絕望的漂流，也因著這樣的狀態牽動了歷史的根，進入了與父親欲

進還退的心理歷史，這是對歷史的矛盾情結，而在以倒退之姿面對生命

困境的同時，也從傳統裡尋找到創造性的力量，並帶著這份力量再往前

挪動，作自我生命的實踐與連結。」 其實，這就是同理心的歷程。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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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 079 找家 091 歷史的魑魅與精靈 102 肉身寒單 108 我的青春，走啊

走 115 靜靜的太陽 下 119 【後記一】沙程一段 129 【後記二】文學心理

學之初探 ─ 文載心之道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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