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一如荷馬史詩中足智多謀的英雄奧德修斯漂流海

上十年旅歸，長庚醫學系刊《嵐杏》堂皇邁入第十

期。本期特闢專題回顧前九期的系刊風貌，另外，

《嵐杏拾》以「神話」為主軸，為讀者呈現每位筆耕

者尋古訪今、穿梭虛實，對「神話」此一歷久彌新的

主題所做的探索及沉思。

　　期望嵐杏的下一個十年也如前十年一般燦爛。嵐

杏恆久遠，神話永流傳。

嵐杏拾．1

奧德修斯



2．嵐杏拾

系主任的話 pp4~5

會長的話 p6

嵐杏十週年回顧 pp11~15

系學會幹部心得 pp7~10

SCOPE交換見習心得─冰島 pp16~20

第58屆世界醫學生聯盟
八月大會心得分享 pp21~24

融藝術於哲學
化哲學於藝術 

pp43~50

接待清華學生回憶錄 pp25~33

變調的神話─漫談種族屠殺 pp34~42

嵐杏拾
目錄



嵐杏拾．3

克蘇魯神話
─二十世紀的夢魘 pp51~56

看，福爾摩斯在辦案 pp57~62

C. S. Lewis的納尼亞奇幻世界 pp63~77

橋牌的故事 pp78~83

Desperate Measures 
for Desperate Times pp94~101

都市狂語 pp102~107

長庚食記 pp108~111

創作集 pp112~114

醫文獎得獎作品集 pp115~129

神話長篇：魔戒之精靈寶鑽 
pp84~93



4．嵐杏拾

　　系刊嵐杏經過同學不斷努力、腦力激盪與創意中誕生

了，這是醫學系人文精神的呈現，烙印著醫學生心路歷發

展與對社會責任的承諾。深刻的人文關懷是醫生最重要的

特質，醫學生是未來醫界的棟樑，高度被期待與被檢視的

社會菁英，這是一種壓力亦是一種自省的助力，希望每位

醫學生皆能把握每一次機會不斷反思與充實自己，在學校

中養成各項核心能力，未來能成為稱職的社會公民人，即

將畢業的大七學長們，經過通識、基礎科學、醫學、臨床

醫學與人文素養的訓練，已具備服務社會的核心能力，正

準備進入競爭激烈的職場服務，期勉大家能持續著熱情洋

溢的服務、快快樂樂的行醫、慎思明辨的決策、誠信尊重

的處世、團隊合作的行事，如此必能成為人人尊重的社會

人。

　　一年半來本系遴選一百位臨床典範醫師擔任學生之家

族導師，肩負醫療典範傳承責任，學生從入學新生起至畢

業，長期接受典範醫師教導，期望學生的學業、生活與態

度能有傳承典範。並持續推動醫學生「初步見識醫院」計

畫，使同學們盡早見識醫院服務內涵;瞭解各醫療人員在

醫院中的角色及相關工作，並藉由與醫療團隊和病人之接

觸，瞭解病人對於醫療人員所能提供的服務的期許，希望

同學能珍惜這得來不易的福氣與機會，主動學習與體驗，

所得啟發與經驗必能終身受用。

系主任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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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體老師追思大會、白袍加身典禮、大醫杯運動競

賽、長庚醫學營、醫學之夜、音樂之夜、羅卡達山地醫療

工作隊和鄉語社區衛教隊等活動，同學們以感恩、懷念、

熱情、積極、創新的精神與態度來完成每一項任務，令

人印象深刻與感動，從中更培養了同學團隊合作、奮戰不

懈、良好人際關係與人道關懷的心。期許長庚醫學系每位

同學皆能本著樂觀進取與正面思考的精神，培養自己成為

具多元思考與能力的快樂醫學生，並永遠感恩人生中每一

位幫助我們成長的人。

方基存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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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的這個學年已進入尾聲，而

「嵐杏」這個屬於全體醫學系同學的

刊物也已經邁入了第十個年頭，在現

代這樣網路媒體隨手可得的時代，一

份紙本的學生刊物能發行到第十年，

我想是一件很不簡單的事，我回去翻

了翻這十年來的系刊們，讀著上面的

文字、閱覽著照片，即使我們沒有注

意到，嵐杏也悄悄記錄著每一年系上

的一切，我不禁感謝起這份刊物的存

在，我們才能將這十年來醫學系發生

的點點滴滴記錄起來，而這一切都要

歸功於歷屆編輯們對於這份刊物的堅

持而孜孜不倦的撰稿、邀稿、排版、

美編，也要感謝公關們辛苦的拉贊助，和歷屆系學會的監事們對於系刊財務上的支

持，才有今天的嵐杏「十」，讓我們能夠持續得記錄著屬於長庚醫學生們的一切。

　　回顧過去的一年，從2009到2010，對醫學生來說是風風雨雨的一年，從全國性的

外國醫學生學歷議題、PGY100、OSCE101、TMAC醫學院評鑑、與其延伸出的洪蘭雞

腿事件、轟動的三千萬醫療糾紛罰款，到校內的醫學人文課程議題、宿舍議題與學生

媒體的發聲，這是一個動盪的時代，我們背負著過去的包袱，面對的是一個急遽轉變

的世界，無論是醫病關係、健保制度、醫學教育或是校園的學生自治與民主，都與我

們的理想有著一段差距，然而也正因如此，我們反而能看到同學們抱持著理想與行動

力在這樣的環境中持續的努力著，所以這也是個具有理想性的時代，而透過我們的學

生媒體，不論是系刊、系報，或是由系上同學發起的校園媒體，我們持續記錄著這一

切，也記錄著同學們即使在惡劣環境中的努力。

　　而在未來，M99的學長姐即將畢業，我們升上了一個年級，迎接M106的學弟妹們

入學，我希望透過系刊、系報，或是說系學會學生媒體對的記錄與報導，我們可以看

到對於未來的生活有一些新的憧憬與期待，也藉由這份媒體，讓我們橫跨七個年級的

同學們甚至是師長們，有一個不同的連結與對話的管道，就像是我翻到過去系刊中對

於一些醫院學長姐或是醫師的採訪，而今學長姐們也成為醫院的醫師，而我也開始我

的醫院見習生活一樣，我們讓「傳承」也可以透過學生媒體的平台，提供另一種傳承

的形式與管道，我也希望經由系上刊物對於全體同學的紀錄、採訪、議題的探討等，

多元的主題，實際上使系刊成為一本由系上同學共同集體創作的刊物，即使你不曾在

刊物上留下文字，但你仍在系刊上留下你在這段時間內你所創造的生活經驗，這可能

是透過照片、採訪、或是其他方式的記錄。

    最後，感謝今年學術部團隊的敬業，所以不斷向我催稿，我也才有這個機會，去思

考也和大家分享一些我對於系刊或是學生媒體的看法，此外，也感謝系上同學們對於

系學會活動的支持，這個年度的活動才能順利進行，這個學期即將進入尾聲，也希望

大家期末考順利，有個愉快的暑假。

98學年度系學會會長 M101 彭建維

會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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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 M104 李允仁

　　一年的任期在不知不覺間就做完了，當初憑

著一股『我想要試試』的熱血，再加上高中社團

的經驗，使得我考慮了不到10分鐘，就接下了這

個工作內容看似複雜、但是其實真的很複雜的職

務。從系上的各個活動、會議、醫學營，一直到

學校舉辦的各式的活動，只要是需要醫學系人力

的時候，系上校方總是會直接聯絡副會長，『希

望』可以給予協助，讓人有的時候恨不得自己可

以有分身術去完成所有的事情。

　　回顧這一年來，副會長一職真的讓我學到了

很多：不管是在行政體系或是人際關係和溝通

上，都有一定程度的提昇與改善，他讓我體悟了

一個真理：『人』不是萬能，但是『沒有人』那

就是萬萬不能，除此之外，對的人放在對的位置

又是一件更重要的事！

　　最後，我想要特別感謝我的幹部群們，因為有了他們，所以才可以讓活動順利的

完成，也要感謝所有被我徵招去做苦力或是廉價勞工的同學們，謝謝大家～

國事長 M104 簡千芮

　　人生是需要經過歷練的，這一年來接觸到形形色色

的人，經驗值提升了，臉皮厚度也增加了不少。如果你

問我，這其中最大的收穫是什麼？是開不完的會？還是

每次的會後旅遊？是不斷地跑行政？還是被行政人員教

訓過後的讚美？是多到數不清的溝通？還是發現解剖科

老師搞笑的一面或者驚嘆校長室秘書原來也會笑？是辦

了那些可能人數不到15人的活動？還是從中發現跟你興

趣相投的人？或許這裡的問題因人而異，不過走了一圈

回來這些問題的解答對我而言仍是肯定的。國事部是我

大二以來生活的一部分，從中看見了不少東西，接觸到

形形色色的人，也提供不少機會與舞台。每個階段都有

它該完成的使命，期待下一任的幹部都能找到待在其中

的理由。

系學會幹部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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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長 M104 陳安婕

 　　時間好快，又過了一年……

　　去年的這個時候，因為帥氣的霈哥有公務在身出

國去了，默默的開始了秘書長的工作，一年下來，不

敢說到底為系上做了什麼事情，但實際上自己學到的

多更多，記得第一個任務是家長座談會，從連絡師

長到處理場地問題等等，對我來說都是很特別的經

驗，從中也學到很多做事情的方法；接著是暑假的迎

新活動，看著一個個陌生的學弟妹名字，心裡想的是

要讓他們每一個人都感受到長庚醫學的熱情，忙碌但

也很開心。

　　不知不覺，來到了一年後……

　　想著當初為何要接下這個工作，就是那份好奇，因為可以知道很多系學會不為人知的內

幕啊（誤），最後，很感謝也很開心有這個機會可以接下秘書長這個工作。

活動長 M104 張藍心

任內工作
1.告訴學弟妹活動部部員從不熬夜

2.體悟正常作息之於身體健康的重要性

3.進行咖啡因功效之人體實驗

4.挑戰老師對於翹課的容忍極限

任內休閒
1.欣賞第一道曙光畫破天際的美麗光景

　　好啦，其實是很高興自己做了一點小事，有一點好成績，有一點小突破，然後因為要感

謝的人太多了，就謝天吧。希望學弟妹能有更多突破，有更好的成績，所以學弟妹加油吧！

美宣長 M104何長軒

美軒長，啊打錯了，是美宣長的話：

　　高中玩社團，每次的活動我都當美宣長，當到我都快要

吐了，結果交社以後，我竟然還是美宣長，也是當到都要吐

了。遙想當年，我只是個純真的小大一，非常的天真可愛，

非常的活潑向學，不知魔獸西斯版世紀帝國SOD為何物，我

壓根沒想到我會被問要不要當美宣長，結果我還是當了美宣

長，但是這次【絕對沒有】當到快吐，我只能說我【絕對沒

有】誤上賊船，【絕對沒有】覺得兩個星期要開一次常會很

無趣。在這一年的任期中，往往覺得尸位素餐（雖然我們沒

有薪水）好像沒做到什麼事情，但是我學到很多東西，例如

系學會內部的運作等等，我相信這會是我大學生涯中一段值

得回味的故事。希望接下來的學弟妹們能夠繼續為系上的活

動努力，然後記住世界因為有美宣而美好。臨表涕泣，不知

所云，我詞窮了。最後謝謝大家一年來的支持！

長庚醫學系學會美宣長軒下台一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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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長 M104 鄭郁雯

　　時間過得好快，轉眼間，彷彿昨天才剛答應接下這

個位子，今天就要交棒了。即使此刻的自己很平靜，忍

不住回想起那時激動又不安的心情。

　　首先當然要感謝勞苦功高的總編大頭，讓這一年學

術部的所有工作有順利的進展；當然還有認真負責的部

員們：昱翔、和謙、亭君、羽豊、天維、大衛、政群、

鈺筌、祺崴、文睿、寧君、傅筠，我會記得你們每個人

的喲！也感謝前任編輯和學術長的監督、指導，讓我們

能更進步；還有系學會的夥伴們，能跟出色的你們一起

工作是很開心的事。也謝謝我遇到的每個人，因為生命

中的這些遇見，豐富我文字的色彩。

　　最後還是要叮嚀下一屆學術部的你們：請無微不至

的照顧學術部，讓它好好的成長。因為，我把最疼愛的它，託付給你們了喔。：）

體育長 M104 陳韋澄

　　「除了辦些比賽外，體育長其實就是打雜

的。」但是這一年下來，我發現打雜也是需要學

問跟工夫的。這一年來感謝各系隊隊長百分之百

的配合與容忍，還有家祥學長的指導，雖然跌跌

撞撞，但是也是把這一年走完了。

　　體育部的學弟妹，雖然一開始開會的時候你

們都興趣缺缺，但是還是都到了，所以還是讓我

覺得很感激你們。這一年我知道你們都很忙，但是還是盡心盡力的參加部內事務，讓我

請你們喝飲料請的很心甘情願。希望你們明年可以好好帶領下一屆的學弟妹，嗯，你們

一定可以的。相信在你們的努力下，體育部一定會越來越好，加油！

公關長 M104 沈玉華

　　莫名其妙的接了公關長，本來想要做很多事，但是後

來做錯了很多事。很對不起也很感謝我的夥伴，都在幫我

處理我做不好的部分。能夠和你們這一群可愛的人一起做

事真的很棒。現在卸任了，有一種鬆了一口氣的感覺，但

其實有更多遺憾。我想我並沒有好好完成這個職務，雖然

這個職務給了我一年的機會。希望未來的公關部會更好，

我會努力把我所知道的全部都交給下一個，並且期待有更

好的公關部。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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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關長 M104 吳昆庭

當上總務長，一夕之間，突然躋身全系

學會裡最有錢百大富豪之一，真是讓人難以

適應阿！終於了解那些中樂透的人是如何看

待這突來的財產了，要擔心錢放在哪裡才安

全才不會被偷，更何況是大家共同的財產

呢？每天都過著提心吊膽的生活(其實都過

的滿開心的~ XD)，對原本懶散不細心的我來

說真是一大挑戰啊！但是一年下來，從做中

學，核銷、領錢、給錢，慢慢累積自己的經

驗，雖然仍有很多地方要改善，到了現在應該也還是屬於懶散粗心的人，不過真的受

益良多。非常感謝這段日子來一起奮鬥的各個部長們，共同學習、一齊進步，這個大

二雖然辛苦但是也很開心，因為有大家的支持，謝謝大家啦~~~

給總務部的三位學弟妹，博騰、彥麟、子綸，感謝你們的配合，雖然我應該不算

是個好的總務長，不過也希望你們能對系上事務多一些了解。再來就希望彥麟在新的

一年裡能順利啦！

 

 

網管長 M104 陳柏霖

　　當初學長找我接網管部的時候，我一直覺得自

己能力實在不夠，心想網管部到我手上會不會就這

樣弱掉了。主機的指令操作對我來說是個全新的挑

戰，還好學長一直不吝指導和奧援，才讓幾次當機

危機得以順利解決。一路走來戰戰兢兢，常常恐懼

哪天意外又要發生的日子終於要過去了。相對於系

學會其他部門，我們是相對神祕的，可以說是在默

默地耕耘付出，感謝系上同學這一年來的指正與支

持。下一屆的網管部員素質不錯，希望你們能好好

精進，向上提升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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嵐杏十週年回顧
  M104 鄭郁雯

前言：追憶，那段似水般的流動歷史，那樣真實存在的年華

　　我向來是很喜歡歷史的。

喜歡不停的往回追溯，去揣想過去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喜歡去推

敲，為什麼會出現現在這樣的局面。

而若將腦中的推測付諸行動，找到實物以資證明自己的猜想無

誤，那便是考古。

這次想做這樣的專題，一方面是想著：這期是嵐杏十了，是系刊

滿十周年的日子。我們還在腦海裡規劃系刊的藍圖時，常要將一本

本的舊系刊翻過，從中汲取靈感。順道我也吸取了不少前人的金玉良

言，並看到系刊今昔的不同，與內文風格、甚至是架構風格的差異流

變。這應可謂是系上過去二十年累積的文化遺產了吧。

然而新進的我們大多無緣見到過去的系刊。私心認為這是一件有

點可惜的事，因為舊系刊裡埋藏了許多過去學長姐們的寶貴經驗、富

有意義的分享，和過去系上的歷史。翻閱舊系刊，我們可以不用出國

就知道學長姐在各地見習交換的見聞、提早知道學長姐們對醫學生的

每個階段，包括準備國考的心理建設。甚至也可以知道，十幾年前，

在這裡還只有一棟第一醫學大樓時、在醫學系招生名額還只有五十

人（而非現在的一百多人）時，那些遠比現在周遭資源還缺乏時的日

子。

而且，系刊本身，代表著這個系上的文化，每一年的系刊，就像

文明之源頭、不可或缺的大河一樣，是一部流動的歷史。

在找尋系刊的過程中，曾想過一個問題：為什麼長庚醫學系已存

在了二十多年，但系刊目前卻只出到嵐杏十？

原來，嵐杏曾經停刊過。更早以前的系刊已經離我手能及之處太

遙遠了，所以我能拿得到的系刊，最早的就只有嵐杏一。還記得當第

一眼看到那陌生的樸素黑色封面時，內心的訝異與激動。

「我終於找到嵐杏一了！」

那一瞬間，似乎能深切的感受到，著名的考古學家霍華‧卡特

（Howard Carter）在發現圖坦卡門的墓室時，那種驚喜的心情。那種

親眼看到已許久沒有人看到過的寶藏時，那種讓人睜大眼睛的心情。

翻閱內頁，發現有許多人給予了再出發的嵐杏美好的祝福，無一

不是希望這份系刊，也是校內的第一份系刊，繼續流傳下去。

也許過去的系刊都是歷史的一部分，但是想到編輯一份系刊，背

後所需付出的辛勞和時間，每一份都是里程碑，每一次都像神話。

雖然自己只是單純的在幫忙打造歷史，但是期許這份系刊能長存的願

望，未減半分。

神話恆久遠，嵐杏永留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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嵐杏一

　　由M95學長姐領軍的傳奇開頭，有許多富紀念價值的文章，

e.g.第一頁是已絕版的王創辦人的賀文。也是唯一一本由創辦

人、校長、院長、系主任開頭的嵐杏。

　　刺激的爆點在於從M92到M96的超詳細系級介紹，小至上課

遲到大至運動會記實都有的生活全記錄完整版，為了避免後人可

能不認識學長姐，甚至準備了逐一介紹每個人的介紹短文。也可

以發現十幾年前的學長姐嘴砲功力跟現在的我們比起來是有過之

而無不及（咦）。

　　除此之外也有認真嚴肅之人物專訪、座談會、見習交換筆記

等，以及已畢業的學長姐、intern及clerk學長姐們教給後輩第一手

的醫院心得與見聞。其中發現一篇當時楊秀儀老師談醫學與法律

的演講內容（當時醫學院的醫學與法律由楊老師教授），現在看

來也是極具參考價值的文章。除此之外還有當年醫甸系統更新時

的歷史紀錄，讓諸位可以回顧一下，和自己的指尖天天相親相愛

的長庚醫甸園，背後那段更新維艱的故事。

　　感謝系辦提供這本嵐杏一，因為這本系刊年代過於久遠，在

系學會會辦是找不到的。雖然後來筆者在翻遍整個女宿交誼廳的

書櫃後又找到了一本（?!）。

嵐杏二

　　這是筆者在會辦中翻箱倒櫃所能找到年代最久遠的系刊，不

知道眼尖的讀者們是否能發現，封面是學校的哪裡呢？

　　沒錯，就是未加蓋時的好漢坡夜景（筆者曾就這張圖跟同學

爭論好漢坡到底是加蓋好還是不加蓋好）。和近期的系刊比起

來，它的美術編排比較樸素，文章內容也較偏學術性，而更增添

了些許嚴肅的氣氛，其中包含許多醫療的相關知識及實驗室介

紹。

　　裡頭也有一大特色：醫學系大事記和各系隊沿革等，幫大家

簡單回顧一下距今十多年前的學長姐在這裡求學的時候，是過著

怎樣的生活。（很讓人大開眼界喔XD）

　　後半部是副刊的部分，創作風格也是嚴謹認真的感覺。

嵐杏三

　　一直覺得最初幾本的系刊，給人的印象是相當有一致性的：

深色調為主的封面、沒有炫麗的美編，但是文字的質與量實在是

令人嘆為觀止，整體來說是沉穩的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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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嵐杏三就是筆者眼中這樣一份代表性的作品。

　　總是會讓人嘴角瘋狂失守的學長姐經驗分享談（本期的特別

精彩，從快活似神仙的大一大二，到即將獨當一面的intern應有盡

有，教大家如何活出自己心目中成功的生活），最近火紅的醫學

人文課程改革相關主題（原來早在那麼久以前就開始做類似的調

查了！），還有專訪當時在本校任教的醫學人文課程推動者──

何明蓉老師。其中還有系史的調查，並訪問了日前病逝的翁雯柔

學姐，談起她在本校念後醫系時創辦的曉韻合唱團。這麼多元的

內容，盡數集中在一本黑白相間的樸素系刊中。

嵐杏四

　　一開始，就是它亮眼的外表，吸引筆者的注意，嵐杏四才有

機會從系辦的百家之言中脫穎而出，繼而被筆者發現（筆者絕非

外貿協會成員，但是這顏

色實在太亮了，讓筆者有

一見鍾情的機會）。目測

應該是歷屆系刊封面設計

最簡單的一本，卻莫名其

妙的有種青春洋溢的簡單

活力。

　　內容在目前二下的筆

者看來備感親切，因為有

大爆點：當年的編輯群學

長姐專訪校內大一大二的

老師們，包括國文的林美清老師、物理的潘國貴老師和聲筒的陳

明岐老師，發現老師們五六年前的樣子跟現在的差異點是很有趣

的事XD。

　　然後是特刊：專訪當時抗SARS的醫護人員。（嵐杏四是

2004年出刊，2003年SARS風暴席捲全台）身為一個醫學生，站

在當時看到未來自己要服務的地方的確存在極大的風險，會抱著

什麼樣的心情去看待呢？然而在來自各方面的壓力之下，這些醫

生和護士們給的答案依然是：對自己工作的認同，以及自己對病

人的義務與責任感。

　　在此向當時的所有醫護人員致敬。

嵐杏五

　　是筆者最喜歡的一本（好像有點偏心啊？），一方面是因為

有兩百多頁，出人意料的厚XD（有bonus的感覺！）封面是跟主

題「武俠」相襯的山水畫風。也是這樣的明顯主題指引了給自己

在一片混沌之中給了自己架構的靈感。這麼厚的一本，實用的知

識當然不會少啦，覺得clerk和intern學長現身說法的文章足以讓人

豎起大拇指，而訪問女醫師們的報導對同性別的自己是非常有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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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作用的啊～～向女性同

胞們大推薦。醫師們的行

醫心路歷程和學長姐們的

國考經驗分享也是值得一

看的好文啊。

　　印象最深刻的是當時

在基隆長庚的學姐寫的一

篇準備國考經驗分享，作

者學姐的文筆真是好得沒

話說，從嵐杏三到嵐杏

五一直都很喜歡那樣輕鬆的文字，卻寫出深遠的大道理，就連醫

學大樓一樓的牆上都留有她的作品。

　　（後記：某次筆者在做志工時，又看到了這個一直印在腦海

中的名字，當然身分跟以往大不相同了。無意間瞥見，有張病床

邊的病歷上寫著：主治醫師  肝膽胃腸科  劉品）

嵐杏六

　　嗯......就跟看上去熱情洋溢的封面那朵花一樣，這期的專題

也是跟感情相關的──醫學生的戀愛觀啊～～我想這專題本身應

該就是很有可看性了吧XD（附上超級詳盡的問卷，並且有把調查

結果貼出來喲）

　　除了學生們的戀愛經驗分享外──啊啊，是匿名的，大家不

用緊張──也專訪老師們對感情的態度>///<（像是方基存主任、

徐淑媛老師、陳明岐老師、林美清老師、周淑娥老師、駱碧秀老

師等）。

　　當然也有其它有趣的小品，像醫學生的文化與次文化專欄，

intern學長們的甘苦談等等。（話說這種經驗分享專題以前好像很

多，不過近幾年不大出了，但是學弟妹們好像很感興趣呀？）

嵐杏七

　　感覺上是系刊轉變為偏文藝創作傾向開始的一本，是個承先

啟後的轉折。沒有過多的華麗美編、修飾的語彙，映入眼簾的

是，一篇篇密集紮實的文字，和專題細緻的藝術多面向探討，如

國片、布袋戲、繪本、樂器。不過依然有R、intern、clerk學長姐

值班經驗談中的趣聞，ex.值班的禁忌食物等（據說頗為靈驗，百

試不爽）。

　　風格是和以往大相逕庭了，不過似乎接連著影響、改變了之

後系刊整體的文字風格。如果少了點專業知識的hard，多了文藝

和自我表現的softness和tenderness，不知道有沒有更近似於年輕學

子們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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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質樸不炫目，每一筆、每一劃，都是貼近著我們的生活

呼吸、貼近我們的脈搏跳動。

嵐杏八

　　如果說嵐杏七還留有過去系刊裡醫學知識的影子，那嵐杏八

就是很完完整整的，藝文化。見習交換學生的專題、林煜軒學長

在睡眠醫學年會的論文發表心得等相關醫學的訊息，與電影、相

聲、村上春樹、奇幻小說等專題星月交輝著。第一次看到系刊裡

出現攝影作品，然後感受單純風景、單純圖像靜物的美感。也因

為那年是第一屆醫學生聯合文學獎舉辦的一年（往年叫「蛇杖文

學獎」），自然系上的得獎作品刊登是不可少的。

　　看似更偏離了醫學，那卻是醫學與文學在我們的心中結合的

開始，將那樣難以描繪的意象內化的開始，一個開始書寫我們所

想像的醫學的開始。

嵐杏九

　　筆者實際參與其中的第一本系刊（算是處女作嗎？），內容

也是最熟悉的。在美編和文風的部分有很大的突破，每個主題之

間都有美編群製作的精美插圖，靈感貼近學生的生活。大家在觀

賞美麗的圖畫時也可想想背後勞苦功高的美編群，讚歎他們高超

的繪畫功力～～。裡面的彩圖頁應該有也有不少讓人眼睛為之一

亮的美麗照片，或是讓人嘴角失守的瞌睡牆，任君挑選。

內文強調人的生活經

驗（跟主題是「日記」有

關吧），無時無刻強調生

活感，無論是學長姐的見

習交換心得分享或是學術

部員的專題都能看出這樣

的感受。可以算是走出了

和前幾屆截然不同的風

格。每頁下方都有一句日

常生活的感言或俏皮的話

語更是別出心裁的設計。

　　無論是文字或彩圖都有很清新的感覺。其中老師們的感言和

人物採訪（訪問鄭授德老師！這是想要一窺長庚過往歷史的人不

可錯過的一篇訪問。話說筆者也參與了訪問XD）也是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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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所有人一聽到我選擇了冰島作為交換見習

的地點，第一個反應就是：「冰島？那不是個

破產的國家嗎？」多虧了2008年的金融海嘯，

讓冰島在台灣的知名度稍微提高一點點，否則

我猜我會被問的問題大概是：「冰島？那不是

個很冷的國家嗎？」

大概是我與這個又冷又破產的國家在冥冥

之中有一種特殊的緣分，才會讓我得到這次見

習的機會，用一個月的時間，一窺冰島的醫療

體系。

那一段見習的日子

所有申請冰島作為見習交換國的學生全都

被安排在首都的Landspitali醫院（冰島全國好像

只有這個醫院比較大，也只有首都Reykjavik有

大學醫學系…所以其實也沒什麼好選的…），

當初因為五年級見習時對

兒科蠻感興趣的，在不知

道冰島人是不是只會講冰

島語的狀況下，自行臆測

覺得大概不太需要和小病

人溝通，所以選擇了小兒

科作為見習的科別。在一

個月的見習中，前三個

星期我被安排在一般兒

科病房，而最後一星期

則去了新生兒加護病房

（NICU）。

每天早上八點到九

點，全部的兒科醫師（包

括兒童內科和兒童外科）都會參加晨會，由值

班的住院醫師或實習醫師報告昨天新進病人的

狀況讓科內同事知道，並討論決定往後治療方

向，一些不是新進病人但卻特別的case也會被提

出來討論，有時候依據時事（ex. H1N1）也會

有醫師上台做專題報告。每天的討論應該是十

分熱烈，不時有笑聲和你一言我一語的激辯出

現；可惜的是，每天早上的這一小時往往都是

我最痛苦的時間，全程冰島語對談讓我鴨子聽

雷般一頭霧水；有時我會請坐在身邊的醫師翻

譯，但因為談話進行得太快，常常無法快速抓

到討論爭辯的重點或得知好笑在哪裡。最一開

始我還寄望報告的投影片是以英文呈現，至少

還可以獲得一些資訊，結果一出來全都是冰島

文…我只好每天都漸漸陷入冥想狀態。

結束（對我來說）可怕的晨會，如同在長

庚兒童醫院見習一般，住院醫師或實習醫師會

先熟悉每個小病人的狀況，了解昨日的病程，

一切準備就緒等待主治醫師前來查房。和長庚

兒童醫院不同的是，Landspitali兒童醫院病房並

沒有細分科，只有粗

分為外科或是內科，

由各個主治醫師輪流

擔 任 每 一 星 期 的 查

房工作。例如這星期

查房的醫師專業可能

是血液腫瘤，但是他

會看病房中全部的病

人，若病人有其他專

科的問題，再諮詢其

他專科醫師的意見，

一起討論出適合的治

療方式；每個小病人

的狀況幾乎所有的醫
兒童醫院外觀

16．嵐杏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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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都十分了解。雖然說病

人好像每周都看到不同的

醫師，但是病人、家長和

醫師的關係卻是十分緊

密，一位老爺爺級的血液

腫瘤科的醫師剛好在七月

份結束時退休，一直受他

照顧的小女孩還依依不捨

地拉著他問他為什麼要離

開；這樣緊密的醫病關

係，在Landspitali經常可

見。

在冰島醫院，醫護之

間似乎不像台灣一樣有上級和下級的意味在，

是既合作卻又有點緊張的關係；在這裡，護士

和醫師是平起平坐的。每天早上的查房先是由

護士小姐向醫師報告小病人的情形，住院醫師

有時候還不比護士了解狀況。Landspitali兒童醫

院的護理工作其實有點像是專職保母，除了給

藥之外，護士還會送餐陪小朋友吃飯玩耍。每

一位護士小姐只專心照顧兩個小病人，這的確

是在台灣從未見過的情況。當然，也不是沒有

互相抱怨的情形出現，一位長得十分迷人的帥

哥住院醫師，就向我抱怨護士小姐沒把小病人

的IV set照顧好，不斷讓它鬆脫，只好不停地叫

醫師去重on IV （在冰島

醫院，抽血打針的工作是

由醫師執行）。「我很喜

歡親自動手做事、抽血、

on IV是沒錯，這讓我有

練習的機會，」帥哥醫師

抱怨說，「但你不得不

承認，這實在是很浪費時

間。」

經過一年的見習，在

長庚有效率的訓練下，有

時候我會受不了冰島醫

院緩慢的工作速度。晨

會完要先吃點榖片牛奶

當早餐，查完房再來個

coffee break，步調緩慢沒事做的時間相當多又

十分冗長，我想這些醫師來到台灣絕對會被長

庚醫院的病人流量嚇到。大概是因為選擇暑期

見習，在這段期間，醫院關閉了門診，將兒童

內科和外科病房整併，好

讓醫護人員輪流休假；醫

院的醫師們大都放summer 

vacation去了，病人好像

在暑假也都不用生病的，

case並不多，若在單科待

上一整天會有當多時間

在fool around；帥哥醫師

建議我若是病房沒有什麼

有趣的，可以到一樓急診

室去，那裡有比較多令人

"exciting"的case；結果大

部分時候還是坐一下午，

只等到幾個肚子痛咳嗽

感冒的小娃娃。後來我就決定要是看到什麼特

別的case、procedure或是手術，就問負責的醫師

可不可以讓我操作或是觀看，不一定一直待在

自己的科內，所以之後的日子就充實多了。除

了跟一些簡單的手術像是appendectomy、lymph 

node biopsy之外，也到婦產科去看接生和剖腹

產，並且跟著嬰兒室的兒科醫師幫新生小娃娃

做檢查。

暑假是交換學生的旺季，除了透過IFMSA

進行交換的醫學生之外，在冰島還有很多自行

申請交換的他國學生，在兒科我就遇到過兩位

分別從英國和丹麥來的女

孩子，都不約而同地選擇

了冰島作為暑期見習的地

點；醫院的醫師們對於交

換見習的醫學生都相當熟

悉也很友善，主動一點就

可以學到很多。

沒架子的醫療環境

見習第二週，我開始

注意到常有一位女孩在早

上查房時間會出現在護理

站做著清掃的工作，之後

也常看到她在兒童醫院

的其他樓層打掃。一天下午閑閑沒事又沒有病

人，在空蕩蕩的station裡看到她，就和她攀談

起來。波蘭裔的她只有二十出頭的年紀，已經

在冰島工作一年多，「這裡的錢比較好賺，」

她是這樣說的。「我喜歡在這裡工作，這裡的

給孩子們的遊戲角（每層樓都有～）

舒適的兒童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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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不像波蘭的醫生一樣高高

在上，看到你是清潔工就不理

你，冰島的醫生會和我們交

談，很親切。」和男朋友一起

在冰島打拚的她打算賺夠錢了

再回波蘭唸法律。

冰島的醫師確實如同波蘭

女孩所說，是很親切的；醫院

裡沒有什麼階級的觀念，各層

級醫師都能夠參與討論case，

提出問題，不會有「官大學問

大，教授永遠是對的」的情況

出現，也沒有那種白色巨塔大

教授出巡後面跟著一堆跟班的

景象。一位腎臟科醫師跟我

說，他們不會像美國一樣，一

定要尊稱別人什麼professor XX

（姓氏）或是Doctor XX，才

是禮貌的表現；在冰島，所有人只互叫名字：

David, John, Maria……。後來我才發現原來我

被騙大了，因為冰島人根本沒有姓氏，只有名

字，在名字後面加上的不是姓，而是父親的名

字（有點像是台灣原住民以父為名的傳統）；

例如接待我們的冰島SCOPE交換官她的名字是
Elín Björk Tryggvadóttir，Elín Björk是她的名，

而Tryggvadótt i r的意思是

「Tryggva的女兒」（dóttir= 
daugther；而Elín的兄弟的名

字則是XX Tryggvasson，意

思是「Tryggva的兒子」） 

本來還以為冰島人多麼的沒

有架子，可以直呼對方名

字，原來他們根本就沒有

姓！但冰島人沒有階級觀念

這一點，的確是不爭的事

實；這不禁讓我想到台灣的

醫師們到底有多少是願意和

護工、掃地阿姨、轉送員好

好說話的呢？

從一開始帥哥住院醫師就一直跟我說四樓

的NICU（新生兒科加護病房）有位護士小姐也

是像我一樣從台灣來的（後來我才發現，他把

Taiwan和Thailand搞錯了），直到第四週我才

有機會到NICU一探究竟。一看就知道誰是泰國

來的護士小姐，在高大的

「維京海盜」們環繞下，

她顯得十分嬌小。在冰島工

作七年，選擇來這裡的原

因除了家庭因素之外，當然

也是因為薪資較佳；已經會

說流利的冰島語，這位護士

小姐和其他同事相處也相當

融洽。冰島人對於外地人十

分友善，給予的醫療也沒有

等級，很多方面考慮都很周

全，福利很好，各項設施的

提供都很為病人及工作人員

著想，相當人性化。最常見

的例子就是波蘭裔的爸媽抱

著生病的娃娃來求診，聽不

懂冰島話而英文也講得不

好，醫院遇到這樣的病人，

會聘請專業的人員來為醫

師和病人做翻譯；還有一次一位患有腦性麻痺

男孩的媽媽向我要牙膏，我想都想不到牙膏竟

然會是冰島醫院會提供的常備物品，供病人使

用！更不用說這家醫院把二樓一大區塊規劃為

兒童遊戲室之外，每一樓層都還有自己的遊戲

角落，病房裡還有一整櫃的卡通錄影帶讓小朋

友選擇，這些貼心的設備為孩子們大大減低了

生病住院的壓力。

在很多的枝微末

節中，我確實感受到

冰 島 一 視 同 仁 的 友

善。

有打算的人生

第三個星期我跟

的住院醫師其實不是

住院醫師，Harpa與我

同樣是五年級的醫學

生，卻在工作上獨當

一面，很有醫生的樣

子，讓我十分慚愧。一開始認識她的時候，我

心裡直覺得她怎麼已經有點胖了，還在工作前

又跑去吃了很多廚房的食物，結果她竟然在直

接了當地跟我說她吃那麼多是因為她懷孕了！

在醫院

跟各國交換學生一起去hi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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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島的社會其實

有一種氣氛是，希望大

家都能工作。」Harpa跟

我說，冰島國內有一個

暑期醫療工作的系統，

讓全國有暑期職缺的醫

療機構登入職缺名額，

再由醫學生根據所需條

件申請工作；低年級生

可能會到護理之家或老

人安養院等做打掃、陪

伴老人的工作，中年級

可能就會在捐血中心處理

文書或是幫人抽血，而像

她一樣是高年級生就可以申請醫院的職缺，像

住院醫師一樣從事primary care的工作；而這個

matching系統的工作也是招募醫學生來做的。負

責接待我們的冰島醫學生主席自己也是在捐血

中心工作，當然也有醫學生沒有登入系統，選

擇回自己家裡的農場幫忙。

我還記得那天特別熱（這樣的天氣在冰島

可是相當的難得），中午時間醫護人員都坐到

露台外享受午餐和可貴的陽光。我和Harpa兩

個人一面咬著冰棒，一面討論著自己國家的醫

療系統。在冰島這個全國只有三十八萬人的國

家，一個醫師的養成其實是很困難的，因為資

源不夠，能夠大概只有

家醫科能夠留在冰島國

內受訓拿專科執照，想

要拿到其他的專科執照

幾乎都要出國進修，而

美國和瑞典是最多冰島

醫生選擇的國家；通常

醫學生畢業後會先在冰

島國內工作個幾年，之

後再出國受訓。

如 同 我 們 所 知 道

的，冰島這個北歐國家

稅收重社會福利好，國

民能無償地得到醫療，

醫療人員等於是受雇於

政府；Harpa說，受到金融海嘯的衝擊，冰島政

府開始要開源節流，第一個就拿醫師開刀，目

前醫師的薪資已經是國家破產前的二分之一，

我在coffee break時間就常

聽到醫師們在抱怨工作多

薪水低。這好像是醫生們

的「宿命」，不論什麼國

家，只要你是醫生，沒有

一個不抱怨的；其實我真

的蠻想叫冰島醫師們來長

庚看一看比一比，就會知

道自己是多麼幸福啦。不

過雖說薪水一直降低，但

大部分出國受訓的醫師到

最後都會選擇回到回到故

鄉冰島執業，只有少數才

會留在國外。

話題轉到Harpa她自己的人生規劃，我問她

為何選擇在這時候懷孕，她說這一切的是計畫

好的。目前還是學生階段，比較不忙，自己和

同樣也是醫學生的男朋友都想要小孩，雙方的

家庭都十分支持，母親也願意幫忙照顧小孩，

所以趁這時候生孩子。等到兩人完成都學業之

後，工作幾年一起到瑞典受訓，已經有了照顧

孩子的經驗，可以再生第二個小孩。Harpa喜歡

當醫生，樂於在醫院工作，高中時的她本來還

在當醫生和當演員之間徘徊，後來還是選擇了

醫學系，「如果當初我去唸演員學校的話，搞

不好我現在會是個很有名的演員。」不像是玩

笑話，Harpa有著一般台灣

學生所沒有的那種，隱隱

的自信。

後記

台灣人總有「外國的

月亮比較圓」這種妄自菲

薄的想法，但出這一趟遠

門之後，我真正覺得台灣

的醫療一點也不比其他

國家差；台灣的醫師在專

業領域的努力一樣可以得

到世人的肯定，而台灣提

供的醫療環境雖然稍有瑕

疵，但是健保也的確為許多得到重大傷病的病

人帶來希望，讓沒有錢就得不到醫療這樣的狀

況不再出現；身為台灣的醫學生，我們的確應

該為此感到驕傲。但是即將成為醫生的我們責

Camping Trip

In our cozy living room with the July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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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卻不能因此而卸除，相較於台灣的學生，國

外的學生在學業上積極的態度、參與國際交流

活動的熱情以及對於自己人生規劃有強烈的自

信心，確實是台灣學生比不上的地方，這些都

是該學習的。

　　另外，台灣的醫療環境確實存在著明顯的

階級，醫師和病人間的階級、醫師和其他醫護

人員間的階級、有「官位」的醫師和沒有「官

位」的醫師之間的階級，種種的階級讓我們聽

不見其他人的聲音，阻礙了進步，也讓醫病關

係還有醫師和同事之間的關係更加緊張；和台

灣同屬於海上島國的冰島，能做到人與人之間

平等相待這一點，只要我們時時提醒著自己，

「讓和你在一起的人感受到幸福」，我相信我

們也能做到。

Reykjavik的精神地標 維京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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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8屆世界醫學生聯盟
　八月大會．心得分享
　　─投資孩童青少年的健康

　　　　　　Investing in Health of Children and Youth

　　　　　　M102 沈仁翔

　　 2 0 0 9 年 八 月

的世界醫學生大會

在馬其頓共和國舉

辦，長達7天的會期

與3天的會前研習讓

各國醫學生共聚一

堂，共同推動學生

事務與社會參與的

浪潮。我在這場會

議中扮演了亞太區

區長的腳色，和所

有台灣的代表們、

尤其是M103的家霈學弟一同努力，也希望在這

邊與各位分享我們的故事，我針對過去系刊上

尚未發表的議程做更詳盡的描述，也期望可以

對將來要去開會、或是希望在國內推動國際事

務的學弟妹有所幫助。

會前研習

　　這次的會前研習有分為會長工作

坊、交換工作坊、全球觀點、醫學教育

工作坊、聯盟幹部會議。

　　這次的全球觀點工作坊聚焦在各國

健康照顧體系，因為人員的流動、資源

的分享、與疾病的傳播，把公共衛生拉

高至全球化的框架下來思考已是重要且

必須的，了解各國的健康照護系統Health 

system，與其面對的困境，並且從全球化

的視野，試圖建立出跨國跨區域

的宏觀角度。

　　每個國家皆上台報告，也有

專業的學者來與我們討論。有位

希臘特沙隆尼基大學的教授來授

課，從The right to Health開始說

起，主要針對Alma Ata Declaration

來進行講解，並延伸討論現今健

康照護體系統可能遇到的問題，

並設法提出建議。另外一位教授

則跟我們討論公共衛生系統的歷

史，以及健康保險、醫療照護系

統收費的差異，並比較這些差異背後的經濟

學原理(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我們也討論目前存在的Brain Drain問題，也

就是人力資源流動所造成的區域間的人力資源

不平衡，例如在英國與印度之間醫事人員的流

動，分別造成兩地醫學生與醫師的短缺以及排

擠現象。除了

透 過 演 講 之

外 ， 也 透 過

small working 

g roup的方式

討 論 這 個 議

題，規劃的同

學設計了兩個

教案，實際的

讓 我 們 以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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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政府的角度，去腦力

激盪想出可能的解決方

法。

　　另外一個醫學教育

工作坊(MEDIK-T)，討

論各國醫學教育制度以

及課程進行方式，藉由

比較找出需改進之處及

未來發展方向。不是單

方向地去找繼存教育的

優缺點、要求師長們去

改變，而是對學生這方

面也多所著墨，怎麼學

習、討論、建立良性競

爭的機制。

正式大會

　　Plenary是全場大會最重要的部分，關乎

全IFMSA整體的運作與走向。議程有幹部參選

人、GA爭辦國發表政見與當場答辯、審理全

年度幹部計畫進度、對外政策、審理政策宣言

(Policy Statement)、審理結算與預算、修正章程

條文。保有民主開放的審議過程，少了世界衛

生組織、聯合國中各國的爾虞我詐，在推動組

織運作之餘，也讓我們學習怎麼和國際團隊一

起合作。

　　我們在這次提出了蔡宇承學長成為IFMSA

榮譽終身會員的議案，高票通過，這是第一位

亞洲人取得世界醫學生聯盟的該榮耀，我們實

在沒有必要去對台灣學生的能力與潛力懷疑；

我們這次也發表了〈對中國醫學生參與國際事

務之聲明書〉，簡單摘錄於下:

　　We, the Taiwanese NMO would like a word on 
the IFMSA membership application of the Chinese 
organization. We humbly hope this message be recorded 
in the plenary minutes to witness the history with all of 
you.
    This time, the IFMSA-China application is accepted 
by the general assembly. We hope this is the start of 
Chinese medical students getting involved in the 
international activities, and would not be a chance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remove us , or change us to 
associate member under the Chinese representation in 
the IFMSA.
    However, we know, any medical students in the 
world should benefit from IFMSA. This is why we keep 
inviting Chinese medical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our 

activities, and introducing them IFMSA. We 
have no fear to do the right things, despite the 
fact that an atrocious country always want to 
eat us up.
    We will propose a bylaw change during 
March Meeting 2010 which states -2.3.4 A 
NMO can’t interfere with another NMO’s 
autonomy and presence in the federation. (ie. 
the Chinese NMO and Taiwanese NMO).
    We hope that all the NMOs can remember 
this  moment. We believe protecting our 
full membership in IFMSA not only is our 
responsibility to the medical students in Taiwan, 
but also ensures our continuous contributing 
status in the future.

　　我們台灣人希望在此與各位分享對於中國

的醫學生參與國際的看法、與你們共同見證這

段歷史。我們幫助了中國的醫學生來到世界學

生大會，希望這是他們實質參與國際的開始，

並非中國政府降級我國代表團的濫觴。我們深

深知道參與世界醫學生聯盟對一個國家的意

義，這是為什麼我們在過去不斷地協助中國的

醫學生。我們相信做對的事情就無庸害怕，儘

管這個鄰國是令人擔憂的。

　　我們會在下次的世界醫學生大會推動章程

修定案，沒有一個國家代表團可以干擾另一個

國家代表團的存在與尊嚴（如中國與台灣）。

我們願意與所有在場國家記憶這意義深重的一

刻，保衛台灣的正式會籍並非單單是為了保障

我國醫學生的權益，更是確保台灣可以永久貢

獻於世界的基礎。

專題計劃發表

　　這次台灣在大會

中發表了「陽明醫服

與台灣各醫學院的服

務隊」、「第三十屆

亞洲醫學生會議」成

果，在聯盟期刊上投

稿「希望種子醫院-台

大醫學系、藥學系聯

合泰迪熊醫院」。其

中第一項為陽明郭宇

如同學上台發表，台

風穩健、言談動人，最後一天獲聯盟頒發「最

佳計畫發表」，足見台灣深受各國代表之肯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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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職委員會

　　專職委員會(standing committee)分為實驗

室交換(SCORE)、醫院見習交換(SCOPE)、公共

衛生(SCOPH)、醫學教育(SCOME)、性健康推

廣(SCORA)、人權與社會議題(SCORP)六個委員

會，會由一位全球主席與各國醫聯會編制的該

部門部長共同構成。我們的主要任務就是在交

換性委員會中簽署交換約、在計畫性委員會中

獲取最新的世界性資訊，在小組討論中交流各

國的經驗，並將這些資訊帶回各國應用。

   我們首先介紹交換部門的事務；SCORE與

SCOPE並非單純地依照死板板的規矩送學長姐

出國交換而已，也是國民外交的具體實現。我

們發表了去年台灣舉辦的三場聯合康樂活動

─鹿港日月潭、墾丁、中醫研習營，其他國

家的代表對於我們不但可以將美景分享給外國

友人、更可以推廣台灣文化的優質傳統，紛

紛表達讚許，2010年度我們更預計推出喜憨

兒烘焙坊、花蓮聖母醫院的學習行程，這對我

們國內的醫聯會推動社會參與也是很重要的。

此外，雖然各系可以爭取的交換名額看似很有

限，但是全台灣一年加起來的交換約將近兩

百，數量居於前茅。

　　現在跟各位介紹過去著墨較少的性健康推

廣委員會(SCORA)。這次主要討論了人工流產、

NUplus計畫、人口販賣問題，分述如下：

　　在人工流產的討論會中，各國代表分別提

出在自己的國家人工流產是否合法、合法的範

圍為何，並提出個人的看法。大部分的代表

支持「有條件反對人工流產」的法律方針，

但希望合法的範圍能劃分地更

具體，例如台灣的法條敘述：

「因懷孕或生產將影響其心理

健康或家庭生活者。」可廣泛解

釋，恐造成人工流產的施行太過

浮濫而失去立法之意義。但若太

強制禁止，又恐造成非法的人工

流產盛行而使醫療品質下降，兩

者之平衡不易拿捏。從醫學生時

代就思考這些議題，我們才不會

是單純地依照非醫療專業人員訂

定的法律行事，而可以有自己的

判斷與思辨，在待改進處提出幫

助與專業的意見，尤其是現在的

醫師族群在健保議題上的公共論

述，遭受到非常嚴酷的檢視與挑

戰，這些都是我們可以從學生時代就積極做培養

的。

　　UNplus的全名為「UN System HIV Positive 

Staff Group」，是一個全球性的GIPA組織，

全球五大洲都有其成員和辦公室（講者Ms. 

Mhango，是全球UNplus計畫的執行長，本身也

是愛滋病友、來自非洲。），在世界各地推動

GIPA的概念和活動。UNplus的主要目標有二：

a. 讓愛滋病在全球都能去污名化，讓愛滋病

友的人權和生存權更獲得保障和尊重。

b. 提升愛滋領域的醫病關係。期許醫護人員

在醫治愛滋病友時，能考量到疾病以外的層

面，讓病人也能高度參與醫療決策和真正瞭

解自己的病情與需求。

　　執行長走出人生的低谷之後，決定大方樂

觀地面對自己和社會大眾，加入UN的行列，投

入GIPA的領域幫助其他面臨徬徨的愛滋病友及

可能感染愛滋的高危險群。

　　我國國內的愛現幫也類似於此組織、由得

病跟未得病的志工們一起在社會幫助已經得病

的人，那也防治疾病的蔓延。

　　人口販賣（human trafficking）的問題並

非少數個案，目前已日益嚴重，全球被害人估

計已有五千萬到九千萬之間，每天仍以倍數在

成長，非常駭人聽聞；尤其在移民勞工盛行的

地區更加氾濫。地下非法集團不擇手段綁架被

害人到他國或其他城市，剝奪他們的自由和身

份，被迫成為受操控的勞工為集團賺錢。大約

有以下五種：性工作者、勞工、童工、軍人、

器官。許多抱持美麗藍圖到他國謀生的移民

最後是被騙婚、誘拐成為性工作者、童工、童

兵。我們期望各國的醫學生能關心此議題並在

能力範圍內有所作為，例如：

a. 向政府單位進行遊說建立電話hot-line，

讓受害人可及時求

救。

b.  和婦權及兒福

團體合作，組隊到

社區進行相關資訊

的教育活動，提醒

有志移民的勞工謹

慎。

c. 各國代表在國內

的學校進行宣導，

舉辦相關議題的演

講。

在 醫 學 教 育 委

員會(SCOME)的部筆者為最左，時任亞太區區長。

和全體聯盟幹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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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我敘述這次大會中新聽聞的兩個計畫。

第一個是Evaluation in Medical Education - a local 

experience，是在西班牙北部所做的跨學校的醫

學教育評鑑，由學生發貣，如何讓評鑑變成有

效力的過程，以及如何讓結果更有力。第二是

Regulation of Medical Education: the UK example，

是由英國的British Medical association(BMA) (由

學生、教育專家、醫生、社會其他專業組成

)，用科學的方法，制定醫學教育的準則，發

行手冊「Tomorrow's Doctors.」並用期評鑑所有

的英國醫學院校，並公佈出版。建議所有學

校購買「Tomorrow's Doctors.」。欲知詳情可以

下載http://wiki.ifmsa.org/scome/images/IFMSA_

Tomorrows_Doctors.ppt。

　　在公共衛生委員會(SCOPH)中，人口老化與

重視青少年是本次的重點，因為過去投稿著墨

較多，這次就割愛不提。

　　在人權與和平委員會(SCORP)中，這次台

灣主要參加Pease test的討論，這個計畫很類似

於陽明大學的十字軍─人權隊，主要是到不

同社區給國中小生辦營隊，讓他們接觸人權與

和平相關的議題，也讓大學生在參予的過程中

改變自己，那麼由各國醫聯會執行，跟學校社

團執行有什麼不一樣呢？學校社團可以把每個

隊員的養成教育做的很細膩，因為生活俯仰之

間，學長姐很好帶每個學弟妹；醫聯會則可以

集中專注的焦點，和民間團體一起經營議題在

社會上的發酵度與討論空間，往影響公共政策

的方向作發展。

展望
 

　　筆者認為，參與國際會

議的重點，並非在於參與時

炫爛與光彩，所以我們也無

須因為自己有參加與否而感

到「自己很特別」或「事不

關己」；把我們手邊的事做

好，不論是社團、實驗室、

甚至是課業、關心身邊的家

人朋友都很重要；在適當的

機會扮演適合自己的腳色，

不論是到研討會上發表研究

成果、和國際團隊一起研究

生物醫學的新知、還是參與

跨國公共政策的參與、擔任

國際幹部，都是最好的。

　　要參與國際議題與活動，也不一定要出

國，現在台灣各醫學系的系學會以及全國一起

組成的醫聯會，會務都漸臻成熟，我們只要盡

心投入其中，都會有滿滿的收穫。2010年二月

六號到二月九號之間，久違六年的台灣全國醫

學生年會在高醫盛大舉辦，我們系上共有四十

多位同學參加，甚至在晚會中演出系歌，又有

四位在年會中擔任活動講師，足見長庚的學生

要在世界舞台與國內每個角落，只要有心，想

多活躍就可以多活躍。

　　這次會議主題也是和我們國家未來密切相

關─老年化與少子化，我們是全世界出生率

最低的國家（地區以港澳為最低），勢必要對

現在與未來的孩童投與好的照顧與教育，消極

面來說可以讓他們可以在我們進入中老年的時

候撐起這個國家的重任，積極面來說則是我們

可以主動以我們的醫療專業、對社會的熱誠為

這個時代負責任，與所有系上夥伴們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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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接待回憶錄
   －接待清華學生
          M105 陳和謙

前言

中國排名全國前二北京的清華大學有著堅

強理工科的背景，而即將成立屬於自己的醫學

系。有鑑於中國清華和台灣長庚有多次的合作

歷史，於是，這次由其醫學院的洪波副院長領

銜，帶領第一屆以二次招生名義招收的十一位

生物系（未來將分支成醫學系及藥學系）大一

學生訪台，進行1/25至1/31為期七天的參訪行

程，以期能汲取長庚體系在台灣以私校創立而

在醫療領域蓬勃崛起的經驗，以及透過兩岸學

生的初步交流，進一步促進雙方學生的互動，

為 將 來 開 啟

兩 校 的 交 換

學 生 計 畫

做 好 前 置 準

備。

實 慶 幸

自 己 有 這

個 珍 貴 的

機 會 ， 與 銘

陞 、 記 安 、

賴殷、美琳等

五位同學負責

接待不遠千里而來的同胞，並在參訪的全程陪

同著他們，以下之札記為記錄部分我們雙方學

生數日間的互動相處以及我所見及所思的種

種。

最深刻的一餐
 

　　經過一個早上和下午，解剖教室、生物醫

學系、新興病毒中心及分子醫學研究中心的參

觀後，因缺乏足夠的互動，雙方學生仍舊對彼

此感到生疏……

座位

第一天晚間，我們乘著遊覽車到了方主任

極力推薦的「馬恩田園法式廚房」用餐。店內

有著約可供35人用餐的空間，淡淡的燈光打在

柚木色的牆壁及地板上，再配上柔柔的音樂，

似乎也沒有創造出什麼特別不同的氛圍。座位

沿著長形的桌子排列，但與我固有觀念牴觸的

是，主位竟落在桌子的中央，而主廚說這是為

了控制場面。在一片紛雜聲中，我隨意選了一

個位置坐了下來，沒想到，這一坐，竟構築出

了這一趟旅程中第一份的相知相惜。

互動

在「緩慢的」上菜過程中，從稍怯於開

口到聊了天南地北，甚至會心而笑，我度過

了第一次跟「很遠的異地人」之共餐。

「他們的麵很變態，那麼粗！」用江蘇

的口音對陝西的麵做出如此註解，在我台灣

人的耳裡，的確很有一番特殊的滋味，令人

不自主的莞爾。原來啊！我們也有那麼不正

式的共通語言，以及在激動時刻會展現出那麼

玩笑的說法呢！

開胃菜和主餐送過來了，由於才剛識得不

久，我也訝於他們竟然就願意與分我一同分享

他們的鮭魚酥和牛排。

央中為了讓我見識一下北京的雪究竟積的

多深，特地拿出手機中存的照片，並耐心地

一一介紹相片裡的建築物……

聊了早餐，他們說常吃到「小米粥」、

「包子」和「菜湯」，而我們這邊的「漢堡」

和「三明治」在大陸雖有，卻不被推廣。（我

們這邊好像反倒以西式為主呢！恩，的確好像

有點太不中國了……）

「掛科」及我們「被當」的意思相同，而

北京清華大學大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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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補級」對應到我們的「名師」，各種不同

的說法常存在者許多有趣的小小差異呢！

交融

聊著聊著，方主任連同幾位醫生和洪波副

院長為了找古典詩詞來助興，聊起了〈將進

酒〉，於是就問我們是否會背，我們一人一句

地接了下去，順理成章很快地背完了，接著他

們就誇讚一番。過沒多久，又為了表示見面的

歡愉，竟搬出了〈相見歡〉，我們又在一句一

句地接著背完了，他們又是一陣滿意的笑，

接著又拿出了「長亭外、古道邊」來考驗我們

……

或許正如洪波副院長「一點都沒有喝多

時」所提的「Power of Chinese culture」，是中國

這數千年的文化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使我們之

間的距離快速拉近，一點點不同的口音、相互

熟悉的古典詩詞及身為學生所擁有的那一些些

稚嫩，使我們不會顧忌太多而侃侃而談，並很

快地發現彼此之間並沒有之前所想像的那麼不

同。

不知不覺，言談交流間的字字句句，彷彿

綴出了滿天的星斗，我們在一個漆黑的夜，散

落出滿天滿地的談笑聲，於此同時，陌生的隔

閡也在時間的腳步聲中被緩緩抽離，信任與瞭

解的種子亦在彼此的心中開始默默抽芽……

沉靜的夜裡，我們變得更靠近了一些了

……

心距
「要衛生紙沒有？」接近尾聲時，曉聲是

這麼輕輕地向隔著一個座位的我這麼問著的。

我深深的記得，我沒有在第一時間體會他是要

問我需不需要衛生紙，因為我們台灣人會問

「需要衛生紙嗎？」。然而我在瞭解到之後卻

仍然怔住了，沒有想到一個遠來之客會不埋怨

我沒有拿衛生紙給他，而還問我要不要衛生

紙，我知道，這在世界任一族群的眼裡或許都

是一個極基本且微不足道的舉動，但或許是責

任心的加持吧！平凡的一個舉動在本地人的眼

裡卻是那麼的可貴，那麼地容易受到感動！

於是我輕輕的接過他手上的衛生紙……

周央中與王曉聲這兩個名字是在離席時我

才記起的，這之前，他們的善意及超乎我們原

本想像的親切感都早已深深的蝕刻在我的腦

中。

這是方主任的遠見嗎？我真的在體驗過之

後才覺得，在一群人彼此認識的第一天晚餐，

選擇這個6:10分進入，6:45分才吃到第一口麵

包的法式廚房肯定是對的，它讓我們10:10分才

能離開，給我們那麼多時間與他們交流分享，

這對於我們學生實在是一個極好的互動機會，

我們也開始從這時起對他們萌生出一股說不出

的親近感。

歸程

夜了，車在高速公路上靜靜地駛過，然而

車上的談笑聲就如同天上星星般調皮地不肯歸

去。

好溫馨、好高興喔！我喜歡，在第一天的

夜裡，成功地開始在與他們的道別聲中感受到

不捨，即便只是一個晚上，我也不想與他們分

開。或許是有他們在我身旁時，我可以多盡到

些照顧他們的責任，而使內心的責任感不再蠢

蠢作祟；也或許只是想滿足我的好奇心，多多

把握難得的機會觀察他們的一言一行；更或

許，是想把握我們之間相聚的一分一秒，不想

讓時光無端地從我們的指縫間悄悄流逝。

 

初訪醫院

淺識

第二天一早，到了林口長庚的正門，首先

映入眼簾的就是「人本濟世、勤勞樸實」的無

比巨大文字，包含我們長大學生在內，大家都

很好奇這周遭的一些擺設和色調，我們還就此

拍了一張團體大合照。然而，一群人站在醫院

大門中央拍照？這場景是否過於畸形？我相信

就於醫院管理者來說，絕不希望一團團來參觀

的「遊客」都開開心心地「ＹＡ！」在應該帶

著點悲哀基調的醫院門口，而被多數身體不適

的其他病患投以困惑的目光。我們是少部分，

這似乎是特權吧？微笑嗎？我試試……

上了樓梯，來到２Ｆ簡報室，其內空間設

計簡直是長庚大學２Ｆ簡報室的翻版。而令我

覺得更驚訝的是，這「長庚醫院介紹影片」竟

然還挺新的，並不是古老年代拍攝的作品，節

省成本是長庚的特色吧？那它又是如何在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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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抉擇的呢？不解。

癌症中心

我不得不強加讚許我們的第一個行程──

參觀癌症中心，它真的帶給

我們十足且無法止息的震撼

──一堂經典的人文醫學

課。

到了病理大樓的５Ｆ，

出了電梯，即可見到不遠處

有假竹的擺設，襯上背景的

淺褐色，益顯翠意盎然。負

責介紹的一位醫師帶我們到

走廊邊的一個角落，以不阻

礙病患們的通行，並開始簡

略地對癌症中心介紹，而後

再在５Ｆ導覽一圈。

５Ｆ周邊的兩側是看診

區，四角分別是放射科、血液腫瘤科、以及方

便病患了解自己手術前後需求的營養科等，這

對於病患的垂直整合設計使與癌症相關的科別

齊聚同一層樓，讓病患不需要為了瞭解自己的

疾病而在醫院裡四處尋闖，一方面節省病患的

時間，另一方面大幅減少醫院裡的亂度。而這

四項垂直整合的科別對於同一個病患的病例及

其他診斷資料都有建立資訊化的流通，才能使

後面的醫生更了解先前一位醫師的診斷而更能

確立處方。

這其中，又涉及到了醫師的團隊默契，於

是，在同一時間，醫院會盡量安排同一團隊的

醫生在各區看診，以提高醫師們之間的配合

度。而同一團隊的醫生們也必須在每週挪出固

定的時間整理及討論各種不同的病例並檢討先

前的診斷。

此外，５Ｆ另兩邊的設計採用落地窗，使

明亮的陽光能射進候診區，帶來一些亮麗的色

調，也使病患們能夠望見醫院大樓外的開闊的

風景，以期望能盡量消弭病患們心情的緊張、

不安、鬱悶及絕望等負面情緒，使人多感受到

一些溫馨及希望的氣氛。另外角落旁還有供人

讀書的閱覽區「向陽小站」。

向我們介紹的醫師強調，這對於醫院無異

是一種浪費空間使用效率的一種設計，但先前

就是綜合多項考量而做出這種決定的。在５Ｆ

繞了一圈，我小小的心池也跟著激盪澎湃了起

來，我試著想像，王永慶先生其企業的管理是

怎麼習得這種空間設計概念？

６Ｆ是提供化療患者的手術房，空間設計

雖跟五樓不再一樣，但理念大致是相同的。化

療患者的等候區還算寬敞，有著電視及眾多椅

子，亦有亮燈叫號的制

度。病患們的手術房和休

息房繞整層樓一周，也就

是幾乎每間房裡的病人都

可以透過窗戶看見外面的

風景，能夠見到陽光灑落

的金黃。病房的良好隔離

設計不但可以讓病人保有

充分的隱私，還可以避免

病人看到其餘病人的不良

反應（如：吐）而造成的

不必要的不安及惴慄感。

化療的手術房還分成

幾種模式，大至五人房小

至一人房都有，即使某些自費才能得到的進一

步隱私也不會因為太過於昂貴而使一般家庭無

法負擔（一次化療的時間，約4小時，單人房 

1000元）。

繞了６Ｆ一圈，我不禁暗忖，身為一家私

立的醫院，眾多地方保有比照公立醫院這種低

廉的收費，竟能在小小的台灣快速地崛起，醫

院分院數並如雨後春筍般的竄出，並有超越

３００億的年收入，這究竟是憑藉著什麼？只

是因為王永慶對他父親沒受到合理醫療的死所

帶來的悲憤力量嗎？眾多疑惑在我的心頭徘

徊，我正憑著自己的雙眼見證這莫名的神蹟

……

醫學檢驗科

醫學檢驗科白話來說就是「抽血+檢驗」的

醫院內部化過程。我們從一般民眾抽血的的地

方進入，概略地見到了抽血的自動運輸帶及其

餘運輸設備的大致架構及運作模式，如拔蓋、

檢驗某幾特殊項目的儀器，從抽血到檢驗報告

出爐之間大致上都是自動化的過程。

為何不惜成本添購人力可取代的運送儀器

及採用如此自動化的設計呢？起先在我心中的

這個疑團在仔細想想之後就豁然冰釋了，答案

當然是可以「『大幅』節省『眾多』病人的等

候結果報告時間」，因為大多數的檢驗項目即

林口長庚候車時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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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這自動化的過程中短時間地完成，而除非

很有必要，病患也不需要為了結果跑第二趟醫

院。

午時的用餐（又是那黑盒子大便當）時

刻，有人提出了醫院對於「檢驗項目的多

寡」、「檢驗的成本」及「檢驗的需要」等的

關係應如何平衡，這的確是個醫界中難解的問

題。越多的項目當然越能提供完整的訊息及更

精準的判斷，而會不會因為沒檢查某些項目而

為偵查到患者的某些疾病而吃上官司？醫院、

醫師錯了嗎？錯在為那幾乎可忽略的或然率節

省成本嗎？

另一重要事件，不外乎是洪波副院長開始

對學生們交代：「見識到長庚的特色及其優

點，回去要寫些報告囉！針對各個部份，你們

看要怎麼分組吧！每天晚上都要討論喔！」看

著他們，心裡想著：「唉！原來這是這兩岸學

生共同的宿命啊！嗟乎～」

健檢中心

又坐上車，我們不久之後來到了桃園分

院。桃園分院大廳的人倒是比林口長庚少的

多，幾乎沒有紛雜和喧鬧的氣息，感覺安寧許

多。我們依例在門口拍了張合照，然後再行至

欲參觀的地點──９Ｆ的健檢中心。

過於專業詳細的部份我們並沒有接觸到，

而對於健康檢查成立的基礎目的及健康檢查的

基本方式我們倒是見識到不少。健康檢查可謂

是人們基於擔心自己的健康狀況而生成的產

業。桃園分院的健康檢查主要側重在程序比較

多及較仔細的檢查，整個健檢中心提供不少病

房以供做健康檢查的人士過夜，這種全身每個

角落都不忽略的健康檢查費用大約是一萬元起

跳。

這整層樓都是健康檢查中心的轄域，除可

比照高級旅館的休息房外，還特別規劃了一區

用餐，並每三個月定期更換營養早午晚餐的菜

色，實像飯店的享受！。

我們還參觀了健檢中心檢查房內部的「胃

鏡」、「大腸鏡」，細細品味它們的粗細程度

一番，並瞭解到他們實際上是「為了給予病人

好的觀感才與以分開的」。甚至，我們也瞭解

到胃鏡及大腸鏡的洗淨設備所需要花的時間及

此類特殊洗淨器的價位，這都是一般民眾所不

知的醫院潛在的成本花費。

參觀完了，大家也第一次表現出累的神

態，並在沙發上坐了下來。繃緊了一整天的行

程，我們也的確需要歇息一會兒了。

美容中心

緊接著來到２Ｆ的美容中心，其內空間被

隔成許多狹小的諮詢室，走道被擠成瘦瘦的一

條，相信欲美容者應該可以充分保有他們的隱

私吧！（有需要那麼充分嗎？不解。）

視神經疲憊間，講解者的聲音仍然迴繞在

我們的耳邊，讓我們得以概略美容中心有基本

的瞭解。此時，我的頑皮的眼光卻像四周掃

視，觀察四處的手術間名稱，卻也有意外的收

穫──我發現物理實驗課報告過的鉺雅鉻雷

射、二氧化碳雷射、染料雷射等的專用房間竟

然在這裡都出現了，心中有說不出地一種「神

奇」感受。

此外，其中相關人士還透露，長庚生技製

做的保養品比市面上它家產品在相同價位還具

有更多有效美容成份呢！

離開時，我望著美容中心四個大字。美容

嗎？在他人不再深受疾病所苦之前，美容這項

技術不是純粹為了商業利益而建立的嗎？

我們乘著遊覽車離開桃園分院，駛離我不

想面對的現實。

次訪醫院

小兒科

小兒科參觀分成兩部分：簡報和導覽。簡

報介紹針對的是長庚小兒科的佳績，我們大致

不怎麼喜歡，因為疲倦的緣故，我也沒有聽得

很專心；導覽的部分我們分成兩組，並各由一

位實習醫生帶領參觀醫院小兒科的區域。

其中印象較為深刻的是，醫生提到對於氣

喘的治療，有鑑於氣喘病不同於其它疾病，並

不具傳染力，於是醫院特別隔離出一塊區域，

以使前往醫院治療氣喘的小朋友們能與其他病

症的病患分離，以減少感染它種病症的可能

性。

我們另外還有見識到剛出生四個小時的嬰

兒在醫院中是受到怎麼樣的照護，以及再大一

些的小孩是受到護士們怎麼樣的呵護等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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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的結論是，出生不久的幼童就如同故宮

裡的翠玉白菜上的蚱蜢──「四肢精緻而易

折」。

另外，我們來到了另一間加護病房，這是

非順利出生的嬰兒們所聚集的地方（當然包括

早產）。每一個保溫箱內的小小生命力在相對

不穩定的同時，亟需要的是更專業、更耐心、

更周到的照顧，以防死神的鐮刀無情地揮向他

們，於是護士與嬰兒的比例低於二比一，這又

是另一項常人通常注意不到的醫療成本。

看著嬰兒們躺的保溫箱連接到身邊大型的

機械上，霎那間，我突然意識到我們是一種危

險的存在，我不知道若我有一小小無心的錯誤

舉動會造成怎樣無法彌補的傷害，諸如不小心

被線絆倒，則這些嬰兒們之中很可能就會有人

因我而受到更進一步的損傷，甚至面臨死亡。

我感到詫異了，我們一開始並沒有被知會過

這些，而我也不認為我們應該要負擔這些，

因為這是一個只屬於專業護理師的世界，相比

之下，我們僅僅只是一群無知的學

生。

復健中心

第四天早上，復健中心帶給我

不少認知上的震撼，我尤其喜歡這

位介紹的醫師，他讓我知道，「老

人受傷所需的復健只占廣義復健的

其中一部分」。

首先，我們參觀了為啟智兒童

所專門設立的啟智教室，它被悄悄

的設立在醫院的某處，並屬於附近

某所國小的轄域。在醫院裡設立這種教室的原

因是，這些發育上有障礙的小朋友們能在醫院

裡得到更完善的照顧，不論是周遭的環境、內

部上課的教師（醫院裡專業的護理治療師），

都是特別為啟智的小朋友所考量而安置，而當

學校有特別的活動時，這些孩子們也都能回去

參加。

另一間教室裡傳來悠揚的琴聲，那是在進

行音樂治療的房間，觸碰琴鍵的是曾辦過個人

演奏會的一位音樂家，且具「音樂治療師」的

合格執照，在內進行一對一的教學及輔導。看

著這位音樂治療師，從開始到最後，她的笑容

從來沒有懈怠過，並應應各種情境換奏不同基

調的樂曲，我不禁佩服她的敬業與專業。

「科學結果已證實，音樂治療可達到某種

它種治療無法達到的特別療效，特別是針對發

育較為遲緩的小朋友。」醫師這麼向我們解

說。

「像這樣一對一的治療，算是比較…高檔

的吧？」我這麼問著。

醫師和善的笑了一笑，答道：「某些治療

是比較適合團體性的，某些治療是屬於比較個

別性的，我們用這樣來解釋比較合適。」

很明顯，我不是第一個問他這個問題的

人，他的回答非常的熟練且敬業，但他的確沒

有否定我的言論，這確確實實是比較高檔的，

至少在一般明眾的眼中。

我盤算一下接受這樣一天的治療所須支付

的費用：一位音樂治療師一天的薪水、各種特

殊教學用具的成本、場地費……我不知道，究

竟有多少的父母，有能力讓他們的小孩接受這

種治療？我很難過。

再來醫師向我們解釋醫院另一項「稍稍刻

意」的空間設

計──「復健

中心」和「美

容中心」分別

在一條走廊的

兩端。「復健

中心」和「美

容中心」是醫

療行為光譜上

的兩個極端，

將這強烈反差

呈現在醫院中

的安排用意，

是希望這兩個

世界的人能夠互相見識到另一個世界的存在，

並而能對自己的存在及行為有更深一層的反

思。

最後的拜訪地點是「體適能中心」，又是

一高檔的專區。

為什麼體適能中心要在醫院設立呢？跟外

面一般的體適能中心有什麼差別嗎？理由是醫

院中的體適能中心能夠提供健身者（可能是專

業運動員，甚至是職棒人士）專業的醫療諮

詢，即能把醫學上鍛練人體以達強健的正確方

法帶給健身者。

我們開心地拍了一張全體照留念，然後離

開了「復健中心」。

桃園分院體適能中心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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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了夜晚了，這一整天的盡頭，

我揮手向他們道別，心中流露出些許不

捨。一方面，我希望明日快快地來到，

以再度盡情地享用彼此緣分的盛宴，沉

浸在有他們的一分一秒之中；一方面，

我卻也希望時間不要過的那麼快，盼他

們待在台灣的時間能更久一些，能夠多

給予我們一些美好的時光。

 

遊台北

舊Sogo─禮品店+超市

記安是這次旅程的重要嚮導，因為台北是

他的家鄉。或許，生長在大陸的他們很難理

解，桃園和台北的距離，對我們來說並非是

「可以忽略」，但是，我也是第一次，對於自

己這桃園人對台北的不夠熟悉感到些許歉疚。

國父紀念館

國父紀念館，我對這行程真是有說不完的

複雜滋味……

首先，在當初開會討論的時候，長官們好

像都希望有這個行程，而學生們對於這行程卻

也好像很有默契地「皆興致索然」。正常吧！

身為台灣人，從小到大基本上都會有一次左右

蒞臨國父紀念

館的經驗，而

未經歷過革命

和 戰 爭 的 我

們，小時候對

　國父的意義

自然而然並不

會有什麼特殊

的情感，再者

國父紀念館內

的展覽物基本

上 不 會 太 有

趣，國父紀念

館附近大多又是用走的，容易腿痠，於是我認

為我們這一輩台灣學生理應擁有對國父紀念館

「不怎麼好的印象及回憶」。

「你們不可以用你們在地人的眼光來看

啊！他們可能很想去。」 

　　然而，這

行程被長官們

用這句話強力

地釘死住了

……

「也對

……好吧，這

或許的確對於

陸客是必備的

行程。」我們

思索著。

「對喔，我

們的　國父也是

他們的　國父嘛～」一群人自我解釋著。於是

這行程就這麼被確認了，哈！

　　甫將我們帶至國父紀念館，辛苦的嚮導記

安就要幫大家買名貴的鳳梨酥去囉～（我從小

到大頭一次知道這家一個賣25元的「鳳梨酥名

店」）

　　我們在外緣繞了很久（其實是拍照拍了很

久），見到國父紀念館旁的一小圈，有「為數

眾多」的人在練習勁舞，瘋狂地向「為數更

多」的相機扭屁股，真是苦了觀光客……（超

級破壞台灣形象，怎麼會挑到這種地方來練舞

呢？）而快到4點整的時候，我們叮嚀著大家

速速進去囉！因為有憲兵交接的典禮在等著我

們！

　　進去之後不一會兒，就有槍枝重重敲在地

上的聲音，是即將交接的憲兵來了！

（我兀自疑惑，為什麼國父紀念館裡總

是那麼多人呢？憲兵不是一天到晚在交

接嗎？不是有事沒事都喜歡在那裡耍槍

嗎？還那麼多人要看啊？小時候我看一

次就不想看的說……）雖然心裡面充斥

著納悶，但我還是很認真、很盡責地為

他們簡單地介紹著這交接儀式……

　 　 「 他 們 的 步 伐 就 是 那 麼 大 聲 ，

是 因 為 鞋 子 的 關 係 ， 而 等 一 下 他

們 就 要 開 始 耍 槍 了 …… 」 我 說 。 

過一會兒，師師滿臉狐疑地向我們抱

怨：「他們為什麼要這樣玩槍呢？這樣

對　國父好不尊重啊！」

　　接下來是我短暫的傻眼……我想著：「就

是尊重才要耍槍吧？我記得我以前好像也有

過這種覺得不正式的感覺，而原來，這是台

灣獨有文化的一部分啊？現在才知道……」 

誠品書店合照

誠品地下街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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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們台灣對於槍枝訓練

的一環呢！我們高中也有儀隊

社，專門就是搞這個的，那種

耍槍所講究的整齊次序就是它

最吸引人的地方吧！」我勉強

答著，呈些微苦笑狀態。

就 這 樣 ， 驚 異 與 讚 嘆 聲

中，交接的儀式完畢了。接下

來，我們接下來自由參觀國父

紀念館的內部，並約好時間在

正門口集合。

比較有趣的是，一排練法

輪功的人坐在正門口，他們

好像都蠻好奇的，還一直照相……（身為台灣

人，我早已對台灣這種稀奇古怪的東西冷感，

唉，是文化太多元，社會太開放的後果吧！）

我也在這時瞭解到，我們對於法輪功的認知好

像有嚴重的資訊不對稱，原來，雙方先前所認

知的事實是這麼的有可能，被相關人士刻意嚴

重扭曲啊！

中正紀念堂

　　晚間，我們抱著期待中正紀念堂周圍的燈

光氣氛，甩脫疲倦，邁步前進！

中正紀念堂前的整片廣場銜接著天空，而

中正紀念堂其建築上也完全沒有亮燈，所以我

們到的時候除了兩旁的燈光外，放眼望去盡是

一團漆黑。不過，我們也不知

道為什麼好像突然對中正紀念

堂的建築沒興趣了，可能是太

累了吧！大家只是拍了拍照，

連走近都沒走近，便開始玩起

「解人結」了！這因彼此而變

更好玩的團體遊戲……

我發現，自己在這兩次出

遊時，即便是背負著一些責

任，也可以感受到一種幾乎

無法分辨到底有沒有經歷過

的，那難以言喻的快意，而

且，我們之間有著原應屬陌

生，卻冥冥間因文化和歷史的因素，而使彼此

產生熟悉甚至是隱隱牽繫著的感覺，既不疏離

也不黏膩的情誼。很難想像出，究竟有什麼出

遊方式，可以勝過這種愉悅、這種暢快！

又一晚，因彼此而完美的回憶……

養生文化村

Sleep or kill?

晚間，記安、美琳

和賴殷在接受我的「善

意慫恿」之後，再被他

們熱情的狂拉後，果然

也一同住進了養生文化

村。

搭乘接駁車，大家

大約在十一點時各自回到各自的寢室，也不知

道在幹什麼鬼，大家好像到了十二點出頭才有

空齊聚一堂，開始我們多人的撲克牌「殺人遊

戲」。

Joker是法官、Ｋ是殺手、Ｊ是警察、Ｔ是

醫生、５是平民，從不懂規則到玩得熟練，不

久，我們在不知不覺中達成了，而且有太多的

歡愉和興奮是難以被敘述的，徒能留給大家獨

自回憶……

尾聲

肯定

「快要回去了，你們

有 什 麼 感 想 嗎 ？ 」 我 問

著。

「回去後真想問問他

們去日本參訪的過得怎麼

樣，希望不要比我們這裡

好玩！」央中說。

「 肯 定 沒 這 好 玩 的

吧！」曉聲應著。

喔！聽到這句話，心

中頓時湧入綿綿不絕的溫

馨與感動，以及隨之而來

高密度的「爽」，真想衝

過去牢牢地抱住他們……

的確，此次的行程，身為一個接待學生的

我，也覺得大多數官方安排的行程都趨近於完

美。跟對方相處得很愉快，是我們雙方最大的

意外收穫，當然，即便他們已對這次來台的行

程非常滿意，我們仍有些許地方能夠做得更好

陽明山小合照

台北新光三越旁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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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如接駁車的派送等……

送別

吃完午餐，大家都已差不多整理好行囊，

在大廳辦理退住手續，並檢查自己的護照等是

否準備齊全……我提議在養生村的門口，拍最

後一張合照吧！（原本我前幾天還容易嫌麻煩

不想照呢！真是諷刺的反差啊！）相信，這張

照片中，很多人都只能努力裝出一抹微笑……

道別聲中，我們的最後祝福，也託請他們

帶回大陸……

站在車外，在我心裡交纏的，是吐不出的

複雜滋味，這幾天來的點點滴滴……我們向車

內的每個人揮手告別，他們也向我們揮手，多

希望這一短暫的時間能成為永恆……

後記

當天

目送著他們乘著遊覽車離開了，我也隨後

告別了養生文化村，心裡有一種好幾天下來未

曾有過的平靜，彷彿，時間停了，萬物的氣息

中止了，而我的心跳聲也空盪了起來。這是狂

歡之後的失落嗎？我不想要，也不願去面對，

我們已擦肩而過的事實。

時時，我雙眼望著車窗外快速掠過的風

景，腦中的幻燈片不斷地播放他們的身影：一

分鐘後，他們仍在通往機場的路上；一個小時

後，他們在候機室中歇息，吃著不能帶走的芭

樂；兩個小時後，他們登機了，坐在舒適的座

椅上，沉沉地進入久違的夢鄉……；3:50，起

飛了，我們腳下踏的不再是同一塊土地，不再

是美麗的福爾摩沙。

請細細聆聽，風是怎樣的呢喃？我們的不

捨與依戀，請你們一併帶走吧！試倩悲風吹

淚，過海峽。

隔天

他們昨晚睡在學校的宿舍吧！待至今早，

他們便也分道揚鑣，搭上返鄉的列車，歷經數

百里路，馳往久別的故鄉吧！

我穿上外套，步往附近的郵局，幾張託我

寄的明信片在手中，益覺可貴。查一查寄往大

陸的信函計費表，20 g以下7元，原來對於遙遠

的我們要透過傳統的方式親筆書寫聯繫，成本

是那麼的低啊！第一次，是那麼深刻的，我體

會到「信」的深刻涵意。

回到家中，我默默地努力回憶，意欲追挽

我們共同擁有過的曾經，今天是星期一，而一

個星期前的往事仍歷歷在目，從見面的那一份

陌生，到將笑聲狂灑在地的快意之感，我還未

曾忘卻，就將這種種化成文字紀錄吧！一言一

行，一桌一椅，乃至一草一木，我都不願意讓

它們在腦海裡被磨滅。

再隔一天

我盤算一下，這一天他們大概都已經回到

他們久違的家中了，遙想他們見到半年未見的

親人……是怎樣的感情呢？大概不會是「執手

相望淚眼，無語凝噎」吧！我試著感受，他們

和家人之間被地理位置硬生生割出的、我們未

曾擁有過的愁意，不知道，他們這相聚的時刻

會迸生出多少的溫馨感動……

我繼續記錄著，我將它視作是自己的責

任，因為他們在這時候已過於無能為力。把雙

重的感動留給彼此吧！這是我現在唯一能做

的。

別後第三天

早晨，我從床上坐起，感覺似乎在最近的

幾天，我勇敢地拋卻了許多我過去未曾拋卻的

欲望，我的腦中再度徘徊他們的身形，然而

……

故宮外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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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藍色淺痕的彼端吧！是用眼過度了嗎？我驚覺，他們的身影在

記憶中逐漸褪色，他們的輪廓也已漸漸迷濛。

是太操勞了嗎？幾天下來，我已不知心中

的眼淚模糊了的到底是我的視線抑或是記憶？

但願，記憶之中殞落的不是你們的笑聲； 

但願，回憶深處沉沒的不是你們的面容。

五天後

我開始懷疑我做的事情了：將一星期來每

一刻心潮起伏、每一秒念頭記錄捕捉，並寫實

地記錄成文章，這行為是否過於癡傻執著？或

許吧！然而，即使我意識到，那追逐成就感的

慾望和個性本能不可理喻的情生意動緊緊綑綁

纏縛著自己，我仍舊也無法解開這枷鎖……就

繼續吧！我試著勇敢地將自己的知覺狠狠麻

木，就下定決心忍耐些勞累吧！去完成自己在

將來回首望見時會微笑的事物！去相信，那痛

苦會過去，美會留下！

劇終，聚不終

至今，相聚時的美好光景，乃至於離別的

難過與不捨，都已被時間的風砂逐漸磨蝕而去

……

然而，在獨自沉思之時，我仍時常放縱自

己在心池中輕輕舀起那些時光的回憶，靜靜地

再度品味著。偶爾，我也試著勸服自己，別再

想起這些吧！讓日子過得就如往常般平靜吧

……

最後，再讓我們想起，曾經，我們都唱過

的：

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 

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觚濁酒盡餘歡，今宵別夢寒。 

韶光逝，留無計，今日卻分袂， 

驪歌一曲送別離，相顧卻依依。 

聚雖好，別雖悲，世事堪玩味， 

來日後會相予期，去去莫遲疑。

或許，會是很久的將來，我們才有機會再

次伴在彼此的身旁，不過，即使在被繁重課業

壓得幾欲窒息時，也別讓自己放棄再度相聚的

奢侈想像！

有朝一日，就讓彼此的回憶張開翅膀，飛

北京清華大學日晷

北京清華大學紫荊公寓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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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相繼看了「辛德勒的名單」和「盧安達飯店」之

後，開始關心對於世界角落存在的種種不人道事件。

尤其是現今的文化與媒體，大多唯美國是從，一般的

民眾很少關切到東歐、非洲、拉丁美洲等第三世界國

家，更遑論總是被當地政府過度隱藏的非人道事件，

因此想藉此機會，漫談近代史上的幾次種族屠殺，希

望拋磚引玉，將醫者的仁心擴及到世界上不易看見的

角落。

變 調 的 神 話

─ 漫 談 「 種 族 屠 殺 」

34．嵐杏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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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族屠殺（genocide）

「種族屠殺」，在維基百科上的定義即

是人為的，系統性或有計畫地

對一個或多個民族進行屠殺。

起因往往是因為種族主義者為

維護他們聲稱的自身種族的純

淨，或是因為其他利益上的衝

突，尤以種族作為藉口，進行

屠殺。

然而，由於歷史上的多次

大遷移，或是貿易、戰爭的交

流，促進了種族的融合，因此

目前世界上很難找到百分之百

純種的民族。但是，事實證

明，在交流益加頻繁的二十世

紀仍保有種族純淨的迷思，而

引發了多起國際譁然的屠殺事

件，在此以納粹德國、盧安

達、伊拉克、蘇丹達佛與中共

等來做討論，剖析背後的種族

與利益衝突問題，點醒其中的對於純淨種族

的神話與迷思。

不堪面對的歷史──猶太大屠殺

在「辛德勒名單」（見圖一）中，劇情

隨著猶太民族風格的旋律起伏，黑白底片

的拍攝手法，似乎表達了這不光采又不堪回

首的回憶。這部電影改編自澳洲作家托瑪斯

‧肯尼利的小說「辛德勒方舟」，據實地

描寫了這位納粹德國的商人，奧斯卡‧辛

德勒，的惻隱之心與種種義行。辛德勒在倉

促中完成的十三張名單，被稱做

是「二十世紀最有力量的一份文

件」，也因此在二次大戰期間，

他共救了超過一千兩百名的猶太

人。

納粹德國屠殺猶太人的歷史

是眾所皆知卻又不願面對的歷史

污點，而希特勒也成為令人髮指

的一位角色。希特勒（見圖二）

出生在巴伐利亞和奧地利的邊界

城市布勞瑙，由於在中學時開始

接觸狂熱民族主義的相關書籍，

往後又相繼閱讀種族優越的文

獻，加深了他對於日耳曼民族的

優越感和對猶太民族的仇恨，埋下日後屠殺

暴行的種子。希特勒懂得在適當的時機，以

獨特的論點獲得權要的賞識，並且善用鼓動

人心的演講來製造群眾魅力，這也是為什麼

出身低賤的他，能夠一步一步往權力中心邁

進，最後坐上德國總理的位子，發動一連串

瘋狂與征戰和屠殺。

納粹黨律師，漢斯‧法郎

克聲稱希特勒擁有完整亞利安

民族血統，這個說法雖然飽

受爭議，但或許這也是希特勒

用來強化反猶太人的藉口。亞

利安民族屬於高加索人種，是

一個以遊牧為主要經濟活動的

民族。「亞利安」一詞源自於

梵文的「高尚」之義，被普遍

認為是印歐語系民族的共同祖

先，自公元三千年前開始遷

移，向東進入歐亞腹地，向南

則深入西亞與南亞，包括黑

海、裏海沿岸、巴爾幹半島、

伊朗高原和大部分西歐。在公

元兩千年前，亞利安民族從東

歐草原向外遷徙，向西成為義

大利的拉丁人和西歐的塞爾特人，往北成為

北歐的日耳曼人。經過幾千年的種族融合，

亞利安漸漸形成許多支流，然而這樣的起

源，卻在二十世紀被誤用，納粹份子認為亞

利安民族是「高尚的純種」，而德國人即是

亞利安人的典範。希特勒斷章取義，找一個

看似神聖的理由為自己的暴行背書。

然而「反猶太」卻是另一個更沉痛的歷

史問題。猶太人與阿拉伯人同樣源自於「閃

米特民族」，然而，在現今談及「反閃米特

主義」，卻只指稱「反猶太人」。反猶主義

不只存在於基督教世界中，在阿

拉伯人中亦是。基督教反猶太人

的主因在於對於聖經上的解釋

有所不同，像是：基督徒認為耶

穌是彌賽亞，但猶太人則否認其

為猶太教的彌賽亞；猶太人認為

耶穌因為犯罪而被處死，但基督

徒則認為耶穌是被猶太人迫害致

死。諸如此類的歧見更加深基督

徒對於猶太人的仇視，因此猶

太人即被視為「謀殺救主基督

的人」、「企圖控制世界的集

團」，甚至是需對世界一切政經

問題負責的「幕後黑手」。

但是，其實是在基督教興起之前，一神

教的猶太人早已和地中海沿岸的多神教民族

起衝突，甚至在公元前168年，敘利亞塞琉

古王朝國王安條克四世宣佈猶太教為非法，

圖一：《辛德勒名單》

圖二：希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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掀起了歷史上第一起大規模的反猶運動。在

往後的歐洲歷史上，更充斥著許多對猶太民

族的壓迫與暴力，例如十字軍對猶太人的掠

奪與屠殺，15世紀末期西班牙

對猶太人的徹底驅逐，19世紀

和20世紀沙皇俄國多次氾濫的

反猶浪潮，而1933年至1945

年之間納粹大屠殺則被視為反

猶主義的最高潮。

在今日，猶太人憑藉著在

政經上的影響，似乎地位有所

提升，並且憑藉美國的力量，

建立了自己的國家。國際上對

於猶太人的悲劇，似乎有種

「亡羊補牢」的心態，然而，

宗教的力量仍然不容小覷，阿

拉伯半島上衝突仍不斷發生，

和平協議以僅止於表面，和平

共榮的路，似乎還有很長一段

路要走。

西方殖民種下的禍端─盧安達大屠

殺

　　得知盧安達的屠殺事件，也是看了電影

「盧安達飯店」（圖三）之後才開始注意，

在片中震驚於哀鴻遍野的屠殺場面和國際社

會的袖手旁觀。當時盧安達境內種族對立逐

漸高漲，但聯合國、美國、比利時皆漠視

「聯合國盧安達救助委員會」(United Nations 

Assistance Mission in Rwanda，UNAMIR)對於

大屠殺即將來臨的警告報告。甚至在屠殺發

生後，聯合國總部還要求

助盧安達的維和部隊不可

介入內戰，並避免一切武

裝衝突。當時部隊的達萊

爾將軍曾經要求支援5500

名裝備精良的聯合部隊，

然而聯合國卻拒絕向達萊

爾 提 供 資 金 ， 軍 隊 ， 物

資。因此他只能用他僅有

的武力保護兩萬五千名盧

安達人民。在電影中也提

到，盧安達大屠殺不被重

視，就在於它是個毫無商

業價值及重要戰略地位的

黑人國家。

盧安達是位於非洲中部的一個小國家，

與蒲隆地、烏干達、剛果民主共和國和坦尚

尼亞等國比鄰（見圖四）。境內的主要民族

有胡圖族、圖西族、和特瓦族。在1890到

1918年之間為德國殖民，1918到1962年為

比利時殖民，白人殖民其間以佔人口少數的

圖西人（約佔18%）來統治胡

圖人（約佔80%），造成兩族

在心理與階級上的矛盾與對

立。在獨立前三年，胡圖族

推翻了圖西族國王，因此在

比利時人離開後政權完全落

入胡圖人手中，自此，圖西

族和胡圖族的衝突的種子就

此埋下。

　　然而，這兩個族群之間

究竟存在著怎麼樣的差異，

已導致這樣的對立與仇視？

說來諷刺，在非洲這個族群

語言豐富的土地上，盧安達

的語言相當一致，胡圖族和

圖西族都是以「盧安達語」

作為母語，生活習慣與文化

背景也大致相同，就連宗教也沒有因種族

而壁壘分明的現象。其實，這之間是政治在

背後操控的離間政策。當初比利時從德國接

收了盧安達，為了方便管理，實施「以夷制

夷」，荒謬地以盧安達人鼻子的長寬度、眼

睛顏色和頭顱大小等量化手段，來作為區別

方式，更在1933年發放具有種族識別的身份

證。然而這樣的區分手法實在不合理，即使

他們曾經是不同的種族，但因為通婚頻仍，

要找到血統純正的圖西人或胡圖人是幾乎不

可能的，又怎能單就外表來斷定一個人的種

族？

　　再往前探究歷史，

圖西人以游牧為主，皮

膚較白，輪廓較明顯；

胡 圖 人 務 農 ， 皮 膚 較

黑，輪廓較扁平。資料

指出，第一個踏足中非

大陸的英籍探險家John 

Hanning Speke，在現今

的盧安達看見這兩個外

表與生活方式不同的群

體，就武斷地假設以放

牧維生的圖西族出身高

貴，而種田的胡圖則出

身卑微。因此比利時政

府就也就利用這樣的理

論，選了皮膚較白的圖西族作為統治階層，

甚至鼓吹圖西族較優越的理論。而今，當地

居民自己也搞不清楚，究竟什麼才是兩族群

圖三：《盧安達飯店》

圖四：盧安達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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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的界線，有一說為，圖西人富有，胡圖

人貧窮；甚至更有一說，直截了當指出，圖

西人為統治者，胡圖人為老百姓。換言之，

在民眾的觀念裡，兩族之間不是血源的差

異，而是權力位階的差異。

　　盧安達在1962年獨立之後，比利時將政

權交給了胡圖人，轉為統治階層的胡圖人，

開始利用廣播電台散布種族間的仇恨，激起

人民的憤怒，哈比亞里瑪納總統的打壓下，

圖西人自立組成「盧安達愛國陣線」，但在

胡圖人眼中卻是叛軍，最後以內亂為藉口來

號召全民，以致於成為屠殺的結局，在這場

屠殺中，不只殺害了圖西人，更藉機剷除反

哈氏政府的胡圖人。這場血腥的「內亂」，

自1994年4月6日起直到6月30日，短短三個

月之間，共約有五十萬的圖西人被殺害。

　　然而，這樣的問題不單單限於盧安達，

鄰國的蒲隆地在這兩個族群之中也衝突不

斷，自1962年獨立之後，兩個國家成了難兄

難弟。在盧安達的屠殺中，大批的圖西人湧

進蒲隆地，然而在稍早1972年時，蒲隆地境

內，同樣也在短短三個月內，圖西族殺害了

約十至十五萬名胡圖族，而另有三至四十萬

胡圖族難民湧入盧安達。

　　當初的殖民瓜分熱潮，現今西方殖民國

家離開了，但卻沒帶走在當地的政治、經濟

衝突，而聯合國的勢利態度，也受到國際的

不斷譴責。我們期待聯合國的維和部隊能真

的提供力量，維持國際上的安定，然而在伊

拉克，卻因為外界介入的力量，而使情況更

糟糕。

伊拉克的猶太人──庫德族

　　波灣戰爭之後，近幾年英美聯軍出兵伊

拉克的新聞，是西亞地區最常躍上我們電視

新聞的事件。然而，伊拉克的問題，絕對不

是海珊下台處絞刑後就能解決的，其中包含

的宗教與種族問題仍是個難解的國際習題。

　　主導伊拉克政壇的三大族群分別是：伊

斯蘭教的遜尼派、什葉派，和庫德族（見圖

五），雖然庫德族人也是屬於遜尼派，但由

於長期尋求獨立問題，成為伊拉克與臨國最

棘手的問題。遜尼派被認為是正統派，全世

界的伊斯蘭教徒中佔了百分之九十，人數在

十億以上。什葉派屬於少數，總人數約八千

萬，但他們是基本教義派，遵守嚴格傳統，

包括婦女必須穿戴黑色面紗。然而，伊拉克

卻相反，超過一半的穆斯林士什葉派，遜尼

派則佔40.5%，而前執政的海珊政府即是屬

於遜尼派。因此在伊拉克境內的三方角力，

是伊拉克動盪不安的主因。（見圖六）

庫德族是西亞最古老民族，屬印歐語系

波斯語族，是中東地區僅次於阿拉伯、突

圖五：上圖為伊拉克的「族群」分

布圖（取自美國奧斯汀德州大學圖

書館）。庫德族分布在北邊，他們

屬伊斯蘭教的遜尼派，西邊黃色的

部份為遜尼派的阿拉伯人，「豎

線」的部份為兩族混居的區域；東

南邊為什葉派的阿拉伯人，斜線的

部份則為什葉派和遜尼派混居的區

域。

圖六：伊拉克的族群人口比率和

分布圖（取自美國奧斯汀德州大

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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厥、波斯民族的第四大民族，其總人口約

3000多萬。「庫德斯坦地區」（即庫德人

的居住地）原先大部分為奧圖曼土耳其所統

治，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庫德斯坦被劃分到

土耳其、伊拉克、伊朗、敘利亞、黎巴嫩、

亞塞拜然和亞美尼亞。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

間，伊拉克東北部的幾個省被英國佔領。戰

後，英國為鎮壓阿拉伯人的反英鬥爭，曾同

意庫德人獨立建國，以爭取庫德人合作，但

卻遭到土耳其領袖凱末爾的反對，為了鞏固

土耳其親英美的立場，不久之後英國也就撕

毀協議，獨立的美夢因而幻滅。

庫德族人一直因為族群問題與伊拉克政

府不和，在波灣戰爭時遭到海珊政權的強力

鎮壓，海珊政權以施放毒氣的方式屠殺庫德

族，欲消滅境內搞分離運動的族人，造成超

過十萬人的死亡。而一直到最近，土耳其境

內仍對庫德族進行消弭的動作，自2007年

起，不斷地向庫德族自治區發動攻擊，企圖

消滅土耳其境內的分離運動份子。庫德族的

追求獨立的心願非常堅定，甚至在各國的分

離運動也進行了將近三十年。在這次的英美

聯軍入侵伊拉克時，庫德族人便在伊拉克北

部協助聯軍攻略城鎮，希望藉由親美的舉

動，讓期盼獨立建國的聲音能被美國聽見。

雖然庫德族在伊拉克為了獨立，不斷與政府

談判，取得有限的自

治權，甚至在1975

年時西北部三個省建

立自治區，但庫德族

的獨立問題，不僅牽

連到鄰國的領土完整

性，更敏感的是，庫

德斯坦擁有豐富的石

油礦產，因此包括土

耳其、伊朗，和伊拉

克本身都強烈反對獨

立，因此未來即使美

國願意支持，其中的

斡旋仍是相當值得探

討的問題。

 然而，因鄂圖曼土耳其帝國遭到瓜分

而產生的國際問題，不僅限於庫德族，鄰

近的亞美尼亞，也是戰火不斷、統治者不斷

更迭變異的地區，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

鄂圖曼土耳其政府曾因為害怕亞美尼亞人叛

亂，在1915至1918年間，殺害了大批的亞

美尼亞人，估計死亡人數，少則30萬人，多

則可能高達150萬人，甚至此次屠殺與猶太

人屠殺和南京大屠殺並稱二十世紀的三大屠

殺。

默許的陰謀──蘇丹的達佛地區

　　討論了二十世紀上幾個重大的歷史事

件，似乎在中東和非洲地區的局勢相當不穩

定，的確如此，在這裡民族繁多，再加上

利益衝突，的確國際上需要給予相當的關

注。我們當初滿心期待的、抱有無限憧憬的

二十一世紀，至今卻仍有許多不定時炸彈。

2004年四月六日是盧安達種族滅絕悲劇十週

年紀念，在這場人類浩劫中，有八十萬盧安

達人民遭屠殺。包括聯合國在內的國際社會

不單事前沒有善盡預防措施，事發後也未採

取阻止行動。1998年美國前總統柯林頓訪問

盧安達時，特別為美國當時的袖手旁觀，向

盧安達人民道歉，並表示絕對不再讓類似悲

劇發生。因此二十一世紀的達佛地區事件，

聯合國有了更積極的態度去處理這類非人道

行為。

　　2003年二月以前，蘇丹西部達佛地區

（Darfur）（見圖七）並非國際觀察家關注

的重點，有關蘇丹動亂的報導都是南方獨立

運動和因此引發的內戰。在南部獨立的問題

中主要源於北部信奉伊斯蘭教的阿拉伯人

和南部信奉基督教及

傳統信仰的黑人間的

衝突。為了使南方取

得高度的自治權，南

方成立了叛軍─蘇

丹人民解放軍（簡稱

SPLA）來與政府軍

隊進行對抗。在2003

年終於簽定了和平協

議，但政府當局卻忽

視 了 南 方 黑 人 的 權

益，蘇丹政府與SPLA

達成協議，分享政治

資源，但達佛地區卻

完全被排除在外，更

加深了當地黑人的疏

離感。

　　達佛地區居民大多信奉伊斯蘭教，因此

衝突並非源於不同的宗教信仰，而是以務

農為主的黑人和靠遊牧為生的阿拉伯人爭奪

土地資源的經濟矛盾。達佛地區的黑人和

阿拉伯人有不同的經濟生活方式，以及其

他在族群和語言方面的差異因此在缺乏結

盟對象的情況下，達佛地區充斥著高度的

危機意識，導致當地兩個叛軍組織—蘇

丹解放運動（簡稱SLM）和正義與平等運動

圖七─蘇丹達佛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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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稱JEM）的興起，抗議中央政府長期以

來對達佛地區的忽視，與偏袒阿拉伯人、

歧視黑人的不公平待遇。然而蘇丹政府未

派軍隊鎮壓叛軍，卻默許一個對抗黑人的

阿拉伯民兵團—武裝騎兵隊（Janjaweed）

在達佛地區進行種族屠殺行動。自2003

年三月至2005年之間，Janjaweed的種族

屠殺行動至少已造成三到五萬當地黑人的

死亡，及上百萬人無家可歸，成為難民，

其中至少有二十萬越過邊界，進入鄰國查

德，因此達佛地區的動亂，不單是蘇丹境內

種族屠殺的問題，更是跨國的難民問題。 

　　達佛地區衝突之初，聯合國並未主動關

切；情況逐漸惡化至種族滅絕的層次時，反

應仍不夠積極。負責聯合國緊急救援工作的

艾奇蘭公開指控蘇丹政府，並且要求國際社

會重視此人道危機，因此蘇丹政府開始著手

與兩支達佛地區的叛軍簽訂停火協議，然而

這次的協議形同虛設，雙方平均一天就有一

次違反停火協定的不良記錄。在聯合國針對

達佛地區的種族滅絕作下決議後，蘇丹政府

仍不給予正面回應，於是安理會和非洲聯盟

決定出兵並且給予經濟制裁，終於使蘇丹政

府退讓。然而，停火協定卻未受到尊重，政

府當局和叛軍仍然互相開火。蘇丹政府只是

擔心安理會的經濟制裁而同意停火，卻對調

停沒有實質的誠意。

而 與 我 們 比 鄰 的 中

共，在這次的蘇丹危機中

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由

於中共有7%的石油進口

來自蘇丹，並且蘇丹的石

油產量有60-70%都銷往中

國，因此有不少國家質疑

蘇丹政府從中國獲得資金

後，更可以大量援助阿拉

伯武裝民兵來對達佛進行

大屠殺。起初對於蘇丹的

內戰問題也採取不干涉的

態度，但國際上卻呼籲若

不加強對蘇丹施壓，即要

抵制北京奧運，讓中共不

得不重視這個問題。終於

在2007年11月，中共才派

出一支由135名中國軍人

組成的維和先遣分隊抵達

達佛地區進行調停。中共

雖然在處理這方面問題時

有所迴避，但踏入國際舞

台的中共，若要站穩世界

大國的地位，至少要拿出

一定的影響力。

停火協議雖然簽訂了，但後續和談的問

題卻一一浮現。首先達佛地區沒有像SPLA長

達四十年的抗爭，更缺乏石油資源等籌碼來

進行談判，而蘇丹政府對於Janjaweed的態度

仍持暗中支持的態度，使得天平的兩端更產

生不對等的窘境；再者，蘇丹雖位於非洲，

卻因為大多數民眾的宗教信仰而歸屬於伊斯

蘭國家，英美等國因為出兵伊拉克後所帶來

的種種與中東國家的衝突，使得它們對於蘇

丹問題持觀望態度，不願再加深中東地區的

緊張局勢；再加上達佛地區位處撒哈拉沙漠

的偏遠地區，任何的軍事或救援行動都會有

調度方面的困難，種種因素都是達佛問題中

必須克服的絆腳時石。然而我們也希望，伊

斯蘭國家能給予正面的回應，能有強而有力

的宗教領袖發聲，給予實質的關切。畢竟，

目前國際上的衝突，穆斯林國家也必須負一

部份的和平責任。

謊言與卸責──中共的新疆問題

　　「迄止（2009年）7月18日，中國政府

公布最新數據，事件已造成198人死亡，死

者中46人是維吾爾族，其中有1名婦女；1人

是回族；其它143人為漢族，其中有26名婦

女。受傷人員達1700餘人，接收近三百名傷

者醫院院長稱傷者中有

233名漢族人、39名維吾

爾族人，另有多名回族

及哈薩克族人。」

　　封鎖媒體的報導、

控制對外說詞，這些都

是中共慣用的手法。而

像最近一次的大型流血

事件，中共也讓我們看

到了，即使是科技商業

逐漸起飛的今天，他們

仍不放棄任何暴力野蠻

的解決方式，更遑論言

論自由與人身安全。

　　這件衝突的起因是

是在去年的6月26日，廣

東省韶關市的一間玩具廠

發生了一起漢、維工人群

體鬥毆事件，並導致2名

維吾爾族工人死亡。因為

該事件處理事態不明，維

吾爾族在新疆主要城市烏

圖八：新疆民族分佈。2000年新

疆漢族與維吾爾族混居情況，紅

色以漢族佔大多數，愈深紅色表

示維吾爾族愈少。深藍色的喀什

與和田維吾爾族佔了9成，淺藍色

維吾爾族佔7成。橙色的阿勒泰由

哈薩克族與漢族混居，兩族各佔

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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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木齊開始針對該刑案展開示威抗議。抗議持

續至7月5日，和平示威者集中於人民廣場，人

數約有200至300名維吾爾族人，警方即強行驅

散並拘留了約七十名抗議民眾，並聲稱已控制

了局面。然而三個小時後，即有維吾爾族人在

烏魯木齊市區襲擊警察、路人，甚至砸毀店鋪

及車輛。警察起初試圖以催淚彈與裝甲車進行

陣壓，到後來，政府對城市地區實施了宵禁，

並且以阻止境內外「分裂主義分子」相互聯絡

為由，限制控管了烏魯木齊

市的網際網路與行動電話。

其實武警部隊在騷亂前

三天就得到將有抗議騷亂的

情報，並在原計劃進行抗議

的街道進行了鎮壓部署。

然而，抗議騷亂開始的7月

5日，上級命令指令遲遲未

下達，武警部隊無法前去制

止救援，聽任騷亂維族對漢

人進行暴力攻擊與殺戮，

直到在暴力騷亂發生2個多

小時後，武警部隊才接到清

場命令，將街道上以及街道

邊各個建築物內現場的全部

維族民眾作為騷亂暴徒當場

掃射消滅。數千武警在短時

間內殺光現場的維族騷亂民

眾後，當局立即出動卡車將

現場屍體運走，並清洗了現

場。根據當晚清點屍體，被

槍殺的維族男女民眾超過1500人，這些屍體

全部被運往一個秘密地點集中焚燒後掩埋。
中共官方將這起衝突定位為一場典型的境外指

揮、境內行動，有預謀、有組織的打砸搶燒嚴

重暴力事件，並點明了幕後主使就是以熱比婭

‧卡德爾為首的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並且不

斷對外強調「漢人」與「維吾爾族人」死傷

的差別，不但明顯得將之歸最於種族問題，

更文過飾非地謊報了死傷人數。

其實從1949年開始到中國改革開放前，

中國共產黨就一直實行淡化民族性的政策來

加強少數民族對新國家的認同，包括了新

疆和西藏，更是強力限制與鎮壓任何宗教活

動，像是：在新疆，18歲以下的男孩子不

得到清真寺朝拜。再者，針對2000年「開

發西部戰略」，漢人不斷湧入新疆，人口

也從1949年佔當地總人口6%增加到2007年

的40%，明顯影響到在地維族人的就業與文

化（見圖八）。同時中國政府一直拒絕承認

少數民族集體訴求的正當性，把民族問題簡

化成經濟發展問題。而一味地怪罪於熱比

婭，也讓國際的譴責聲浪不斷。畢竟把罪責

歸咎他人，一直是中共的慣用伎倆，像在先

前拉薩也發生了類似的抗議事件，中共也將

責任推給境外的丹增嘉措（即第十四世達賴

喇嘛）。中國不檢討少數民族政策，反而把

矛頭對著熱比婭，就是想要把問題焦點從國

內轉向國外，但是反而增加了熱比婭在維

族人心中的分量。無獨有偶，去年七月，

「愛的十個條件」（見圖九）在澳洲墨爾本

影展，中國同樣向主辦單

位施壓，但此舉動反而讓

此部電影成為全球焦點。

然而，這部電影拿到高雄

影展，大家卻把焦點放在

「中國的反應」、「中國

旅客的退房潮」，甚至內

政 部 還 以 「 危 害 國 家 利

益」為由，拒絕發給熱比

婭簽證，台灣政府的此番

作為不但令在野黨及人權

團體的不滿，更淪為國際

笑柄。

　　然而，新疆之所以成

為中共的眼中釘，也不是

無來由的。新疆在中國歷

史上稱為「西域」，是個

民族多元並且文化富饒的

地區，經濟活動以游牧為

主，因此廣袤的草原自然

是兵家必爭之地。但在近代，衝突就不是單

純的兩三言便能帶過的。夾處大國間，小

國的利益便成為大國計謀的包裝紙，任憑玩

弄。1933年，新疆地區因為國民政府介入哈

密回族的繼承鬥爭引發動亂，南疆塔里木盆

地的維族趁著國民政府完全無法影響新疆政

局的時候，宣布成立「東土耳其斯坦伊斯蘭

共和國」。這是維吾爾族成立的第一個獨立

於中國之外的政府。但是沒多久，這個維族

成立的第一個獨立國家就被蘇聯支持的軍閥

盛世才消滅。1944年，維族在蘇聯支持下，

成立了「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這是維族

在短短10年間第2次獨立建國。然而這次蘇

聯的目的並非真正支持維族獨立，而是利用

他們創造的形勢與國民政府談判。「東土耳

其斯坦共和國」在國、共、蘇三邊的大棋局

中始終是蘇聯的籌碼。當蘇聯取得了中國東

北與蒙古的利益後，「東土共和國」也就在

蘇聯和國府的連串談判中逐漸被化解了。

1948年，美國也積極介入新疆事務，試圖在

新疆推動成立一個反共的「泛土耳其斯坦伊

斯蘭共和國」。然而這時國共內戰結局已近

圖九：《愛的十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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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曉，蘇聯遂邀請中共迅速入疆，結束了美

國扶植獨立東土耳其國家的夢想。

也因為如此，「疆獨」成了中共的敏感

字眼。雖說曾在1984年採取懷柔政策，但新

疆人民的不滿情緒，到了六四天安門事件後

爆發。在1990年，位於土耳其的「世界伊斯

蘭統一者」宣佈，要協助「東突厥伊斯蘭獨立

運動」在新疆辦學，更有1000名「東突厥伊斯

蘭獨立運動」年青成員到阿富汗塔里班游擊隊

中學習戰爭，才因此中共開始以消滅恐怖組織

為由，不斷對新疆採取武力鎮壓。新疆問題在

近幾年又浮出檯面，但問題不單就獨立，似乎

伊斯蘭教的介入又讓事情更加棘手。

結語

　　大致上以時間為主軸，分析了五個國家

種族屠殺的歷史遠因，其用意除了要讓讀

者能更進一步了解，歷史在這些事件中都佔

有一定的影響力，更重要的是將近代幾個重

大事件彙集，也能讓我們做多方面的省思。

這些令人心痛的歷史汙點無法抹滅，我們只

能期許，歷史不要再度發生。而這些事發國

家，有些是因為經濟衝突，也有些政治因

素，然而，並不能以這國家是否先進開發來

做為判讀的依據。雖說幾個案例中，回教國

家似乎存在較多問題，但也不能就將回教與

問題製造者畫上等號，否則就失去這篇文章

的本意了。

　　每個屠殺事件的背後，總有個看似冠冕

堂皇的神話來為自己的行為合理化。然而神

話仍舊是神話，沒有一個人能為所欲為地創

建出專屬自己的神化仙境，因為人們是生活

在同一顆星球上的生命共同體，共同建設文

明，共同寫下歷史。

然而世界上仍有許多角落發生著令人髮

指的暴力衝突，而不被重視與了解。我們總

喜歡看悲聚，就是因為我們會慶幸自己仍不

是最糟的狀況；而當我們看了這些國家的人

民生命財產竟是如此微薄低賤，更應慶幸現

今台灣的言論自由與生命保障。而我們所能

做的，不僅是關懷與惻隱，更要積極追求與

維護這個大眾世界的平等，如同熱比婭、辛

德勒一般，即使眾人皆醉，也要為真理而挺

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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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ture─藝術中見哲學

在西方文化中，「藝術」與「哲學」密不可分。首先，讓我們

由析字的角度來看「藝術」此字：「Art」源於拉丁文 「artem」，意義

與「技術」相近。古希臘三哲之一的亞里斯多德曾言道：「藝術是自然的

模仿」，可見時下將模仿自然視為一種技術。到十五、十六世紀文藝復興時

代，仍把製作一件器物、一尊雕像、一條船、一件衣服等工作所需的技術稱

為「藝術」。今天，一般人給予「藝術」一個較狹義的定義：凡含有審美的價

值的活動及其活動的產物，而能表現出創作者的思想及情感，並予接觸者產生共

感者，謂之藝術。

　　哲學的字源，相信大家再也熟悉不過了：philos, beloved和sophia, wisdom組成了

philosophy。哲學的定義爭議較大，一般定義為人類對自然社會和思維的各種知識進行

概括、總結和反思的一門學問。

　　然而藝術與哲學究竟如何結合呢？在一般人看來，藝術不僅不是哲學，而且還應該

是哲學的反面。但藝術和哲學有一個不應忽略的相似之處，就是它們都不能吃不能穿，

沒有功利的效用。可是，人類創造了它們，而且文明程度越高，它們的地位也就越高。

原因無它，就是人類從一開始就不是為了吃飯而活著。人在解決了溫飽之後，就會追問

宇宙和人生的意義，藝術、宗教和哲學是人類追索這類問題的途徑。

　　由此可見，藝術與哲學存在著緊密的聯繫。然而這個聯繫是如何生成，又該如何發

掘呢？以下將探討藝術與哲學的本質，並從哲學的角度切入哲學，探索藝術與哲學如

何交互影響、合而為一。

Motif─串聯哲學與藝術

　　現代社會中，許多人眼中的哲學形象非常古怪，甚至可怕。對於一般人來說，哲

學就是政治意識形態的代名詞，而這種認識當然不正確。當然，也有人對哲學沒有這

樣的偏見，但總覺得哲學是少數人從事的、誰也不懂的東西，更是非常專業化和理

論化的東西。事實上，現在的學院哲學有這樣的傾向，但哲學並不僅僅包含學院哲

學。著名思想家康德把哲學分為「學院哲學」和「世界哲學」。前者是大學

教授們所謂的專業哲學，講究邏輯判斷、推理論證、命題演繹和語詞分

析，或者討論一些不著邊際的玄學問題、重複前人說

過的話。世界哲學則不然。它

關心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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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意

義和目的，關心人類的命運和世界的

現在和未來。並非人人都甘心像動物那樣活著，總有人會追問：人

活著意義何在？這個世界到底是怎麼回事？這些就是基本的哲學問題。許

多人的思想就是被這些基本的哲學問題逼迫、吸引而轉向哲學。世界哲學所

關心的問題，並不一定要用哲學方式去追求、去探討。用藝術的方式，同樣

可以獲得成效。

哲學家思考世界和時代的問題，而藝術家何嘗不是如此？舉例而言，美國名

導法蘭西斯‧福特‧科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

《教父》和《現代啟示錄》的電影導演─透過《現代啟

示錄》來思考越南戰爭促使人類提出的一些根本性問題。

《現代啟示錄》不僅僅是一部以越南為背景的影片。科

波拉導演說：「影片最強烈追求的目標，就是讓智慧引導我們

的行動，以及創造性和善良。如此一來，我們就可以藉助那根

鋼索，從原始人走向神聖的人。這就是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注

1）一書中所面臨的問題。人類確實在一片叢林之中。這部影

片表現一個人超出了常人的克制力的極限。他走得太遠了，他

被毀滅了。就一方面而言，這是種犧牲，於是我要讓庫爾茲死

掉，讓他為美國做犧牲。我要讓美國正視這副醜惡可怕的面

孔，承認這就是美國的真面目。只有到那時，美國才有可能走 向 一 個

新的世紀。」科波拉導演帶給世人的究竟是哲學，還是藝術？亦或兩者皆有？ 

當然，更多藝術家不一定選擇像科波拉所選的那種宏大體裁，而是另覓途徑追究人

的靈魂和內心，或者世界和人生最隱秘的意義和秘密。但無論如何，就如史蒂芬‧史匹

柏指出所言：所有偉大作品的淵源，就是人的靈魂以及它經歷的痛苦和歡樂。然而，這

卻是東方世界許多從事藝術的人最不擅長的。由於普遍缺乏哲學素養和對哲學不感興

趣，東方人從事藝術者對於藝術多半還是自然主義的理解，即藝術就是再現現實或反映

現實。而他們對於現實的理解也是極端自然主義的：看得見、摸得著才算現實，人的靈

魂不在藝術家考慮之列。因此，無論有多少眼淚和鮮血或者多少噱頭，都產生不了深刻

的、震撼人心的力量，更不用說給人提供足夠的進一步思考的餘地和深刻的思想。一個

多世紀以來東方民族經歷了那麼多的苦難和變化，卻少有與之相匹配的偉大作品和偉大

藝術家產生，作品多是敘事紀實性的小說以及街談巷議，反省批判、神話哲學的書籍寥

寥無幾，大概就是與缺乏哲學素養和深刻的思考能力有關。

且撇開東西方哲學藝術不談，討論應該如何用哲學的角度看藝術作品。首先我們

必須瞭解，藝術品的主題不能理解為素材，而應該理解為它所表達的思想，也就是它

所蘊含的哲學。這裡的哲學一詞並不指抽象觀念，而是指藝術家對事物的理解，藝術

品的高下也正取決於此。比方說，十九世紀俄國小說家能用悲天憫人的胸懷去體恤

不幸，以宗教聖徒般的熱忱去思考宇宙人生中的種種悲劇。讀他們的著作，就如同

讀哲學著作一般。這些書籍不斷提出問題，這些問題卻不一定會有答案；就像生活

不斷向我們提出問題，卻不見得都有解答。甫闔上書，問題必定縈繞耳邊再三糾

纏，毫無解決之望。就是這種感覺，使我們充滿了深沉的困惑與絕望。杜斯

妥也夫斯基的小說之所以不斷被哲學家引用，其本人也成了哲學研究

的對象，原因不出於此吧。

《現代啟示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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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羅斯古典文學或許

是 一個極端例子，但能夠流傳下去的藝術

作品，必然均內涵豐富。中國古人早已了解此言的精髓：傳統中國繪畫重

理、重神遠過於重形。藝術家首先要識得萬物之理，也就是對萬物的意義有

所理解─這也正是哲學─然後將所理解的無形之理投入、表現到有形事

物上，事物就有了生命和內涵。現代社會中，不少文藝作品沉悶乾枯、味同嚼

蠟，就是因為作者缺乏思想和哲學、對事物缺乏理解，以為依樣畫葫蘆甚至生

編亂造就是藝術創造了。這類沒有哲理與內涵的作品，又如何能稱得上藝術呢？

Bridge─希臘神話中的哲學

哲學和神話構成希臘的表徵符號。 

希臘的美學源自於哲學。因此，若要明白美學，就得

先研讀哲學。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就寫了不少美學和詩學。

亞里斯多德的《詩學》中，認為藝術是起源於對現實世界的

摹倣。因此，藝術家所構築的藝術世界比現實世界更真實。

與史家不同的是，詩人所描述的都是可能會發生的事；相反

的，歷史家所描述的則是已發生的事。總歸而言，「美」就

在於藉著摹倣而得到合於規律的動作，從而產生各種感情，

陶冶出美的情操。

根據神話學的說法，神話乃是初民為了適應其日常生活

環境之所需而形成的。或許有人會問道，為何非得要有神話

呢？這大抵是由於早期人類在面對他們週遭那些無法操控、

卻又深深影響其生活的自然現象或人事變化時，希冀找出一個

能令其信服的解釋，否則就難以心安。不過，他們並未試圖嚴謹理性地說明這些現象，

而是簡單地將那些影響其生命的外在力量均歸因於諸神，從而將其所模糊覺察到的萬物

律動之理暗藏在神話故事裡。然而，由於這種對於外在世界的神話解釋方式往往不夠周

延，故不能滿足那些立志打破砂鍋問到底的哲學家。正因哲學家要求對世界取得一種更

具邏輯性的理性說明，人們往往把第一批發言批判神話的人視為哲學之始，並且將西方

哲學史視為「從神話（Mythos）走向邏輯（Logos）」的過程。

儘管西方哲學是以「批判神話」起家的，但哲學家「去神話化」的目標並非一蹴

可幾。古希臘時期，哲人們多仍不敢發表全盤反對神話之言，否則動輒會被判以瀆神之

死罪。就算希臘諸神遭基督教的上帝驅逐退位之後，人們亦未因此就將希臘神話棄若敝

屣，而是轉而將諸神祇詮釋為抽象概念之擬人化表現，以便從神話裡萃取先民暗藏於其中

的智慧結晶。事實上，西方哲學史中一向不乏對神話抱持正面態度的哲學家，有的甚至直

接訴諸神話故事作為闡述其哲思的鎖鑰。是以，當時哲學家與神話實際上並非完全對立，

甚至如方才所提到的，哲學家作品裡有時還包含神話故事。讓我們以柏拉圖的《對話錄》

為例，一窺哲學家運用神話的手法。

《 對 話 錄 》 一 書 〈普羅塔勾拉斯篇〉中，智者派

的普羅塔勾拉斯為

了 說 明

普羅米修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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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 性

是可教授的」，曾援引了

希臘神話中著名的普羅米修斯偷火故事。按照該書的

說法，諸神以土與火兩元素混合創造出各類凡間生物時，委託普羅米修斯及艾皮米

修斯兩兄弟去為這些造物分配其生存所必需之配備。艾皮米修斯在把庫存的防禦配件

都分發完畢之後，才發現竟然忘了留點護具給人類。普羅米修斯擔憂赤裸無助的人類

將無法存活，遂到打鐵之神赫菲斯托斯（Hephaistos）及雅典娜（Athene）那裡竊取馭火

術，並將盜取來的火一併交給人類，終使人類有了求生之技能。只不過，身體孱弱的人類

落單時仍鬥不過野生動物，故其為了抵禦後者之威脅，還得聚在一起才行。問題是，此時

的人類仍欠缺公民從政之術，以致於當其聚集而組成國家時，「勇於內鬥」多於「一致抗

外」。普羅米修斯早已洞見此一情況，但他無法到守衛森嚴的眾神之王宙斯（Zeus）住處為

人類竊取從政術，故只好作罷。所幸，天神宙斯也看到了人類

有因此滅亡之虞，遂指派傳令神赫爾默斯（Hermes）將從政術中

至關重要的兩種善─羞恥與正義──交付給所有人類，並下

令凡是不能做到這兩點者均應處死，因其乃國家之膿瘡，當須

移除之。（※注2）在柏拉圖的這個故事版本裡，並未提到後

來普羅米修斯因偷火而被宙斯懲罰日日遭鷹啄肝之刑。不過這

顯然無礙於蘇格拉底於文末回應普羅塔勾拉斯時，仍舊願以

身為先覺者的普羅米修斯為模範，而非以後覺者艾皮米修斯

為榜樣。（※注3）蘇格拉底在此其實是在使用雙關語，因為

「普羅米修斯」這個希臘名字之字面意義正是「事先有去思

慮的人」之意，而「艾皮米修斯」則是意指「事後才去思慮

的人」。而蘇格拉底這種使用雙關語的手法恰恰暗示著，他

並未將神話人物僅當作高高在上的神祇來看待，從而也就已

不是在盲信於神話。

兩千多年後，德國哲學家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1889─1976）欲揭

露人類本性時，亦於其名著《存有與時間（Sein und Zeit）》第42節裡頭提出一個有關

人類誕生的神話故事。這是個羅馬神話，出自於Gaius Julius Hyginus所傳的《神話故事集

（Fabulae）》，內容則是關於庫拉（Cura）女神創造人類時所引發的一場有關人類名稱的

爭論。海德格爾將文中拉丁文原文全部摘引出來，並附上他自己的德文翻譯。有趣的是，

他採用語源學的解讀法，將拉丁文「Cura」譯成德文的「Sorge（憂慮）」，並藉此神話將

人類闡述為一種生來即有所憂慮的具體生命，而非單純軀體與靈魂的結合體而已。此說法

即是他的思想中「人類此在（Dasein）作為憂慮」之要旨。他藉著這個神話指出，古人早已

於「前哲學的」層次上洞悉到人類的本性所在。該神話內容如下：

「從前有一天當憂慮（Sorge）渡過一條河時，瞧見一地的黏土。她若有所思

地從中取出一塊來，動手形塑它。當她自己還在思量這個其所造之物時，優皮特

（Jupiter）靠了過來。憂慮請他將靈魂（Geist）賦予給這塊成形的黏土。優皮特欣

然將靈魂給了它。但是，當她接著想要把她自己的名字賦予給她的這個形塑物時，

優皮特卻不准她這麼做，並要求其須被賦予他的名才行。正當憂慮與優皮特為名稱

而爭執之際，大地（Tellus）也冒了出來，亟欲這個形塑物被賦上她的名，因為她確

實有提供該物一塊她的軀體。這些爭執者找上沙圖恩（Saturn）來當仲裁。然後沙圖

恩給予他們以下顯然公正的判決：「優皮特，你因為給出了靈魂，所以你在它

死時理應接收該靈魂；大地，妳因為贈與軀體，所以妳理應接收該軀體。

然而，由於憂慮首先形塑出這個生物，所以只要它還活著，憂慮就可以

佔有它。不過，既然對於命名有所爭執，那麼它不妨就叫做

〔homo（人）〕，因為它是用〔humus（土）〕

做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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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繆

從這則神話中，我們可以窺見羅

馬人對於人類起源寄寓的哲理，也能察覺海德格爾寄

託其內的思想。

另外有趣的一點是，希臘神話跟羅馬神話在整體內容結構上大致相對應，

主要僅是人物名稱有所不同，故儘管海德格爾援引的這個羅馬神話表面上看來跟前

一個希臘神話沒什麼關聯，但是我們可以期待在這兩個以人類起源為主題的神話中，

找到某些類似的結構與背景思想。

　　除了希臘羅馬神話之外，最具代表性的哲學神話大概就是《薛西弗斯神話》了吧！

《薛西弗斯神話》直接挑戰的議題即是存在主義，也是千百年來最令哲學家困擾不已的問

題：我為何而生？又為何而活？

　　以下讓我們來看看，卡繆如何寄寓這樣的人生哲理於神話之中。

Chorus─存在主義：薛西弗斯的神話

　　人人耳熟能詳的《薛西弗斯神話》（The Myth of Sisyphus）是法國思想家卡繆（Albert 

Camus，1913─1960）的一篇短文，短文的題目來自希臘神話中的一則故事。短文中，卡

繆用薛西弗斯神話來比喻生命本身，探討了自殺的問題及生命的價值。藉此，他引入了荒誕主

義哲學。此哲學認為生命沒有意義，除了我們構建出的價值外沒有價值。他向人們發問，在這

樣一個瑣細的世界上，除了自殺還能做什麼？

薛西弗斯是希臘神話中的一個人物，他因為卓爾不凡的智慧惹惱了眾神。為了懲罰他，眾

神令他雙目失明，並判決他必須永遠將一塊大石頭推上山頂，但最終都不可避免地要隨著大石

頭滾進山谷，再反覆將石頭推回山巔。

卡繆發展出「荒誕人」的觀點。抱持這種觀點的人，永久地意識著

生命終究無益。卡繆甚至不能完全接受「存在主義」這個名詞。追求

真理在卡繆看來毫無益處，因為科學會不斷推翻曾經被認為堅不可摧

的信條。卡繆廣泛地從文學與哲學中尋求素材（尤其是杜思妥耶夫斯

基的作品），並且描述了荒誕意識的歷史發展，總結道薛西弗斯是終

極荒誕英雄。應用這種思想於生活上，卡繆把近代工廠辦公室的工作

比作薛西弗斯永不停息而又毫無意義的勞作。不少人很喜歡這個比

喻，因為這讓他們感到自己並不孤單。

另一方面，存在主義者常常用薛西弗斯神話比喻人生的虛無。

希臘神話中，薛西弗斯受到神明懲罰，必須將一塊大石由山腳推向

山頂。但是，每當他接近山頂，大石就會滾回山腳。薛西弗斯周而

復始地重複這個毫無意義的工作。美國古生物學家史帝芬‧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

1941─2002）採用薛西弗斯神話來作為大規模滅絕的比喻。古爾德相信達爾文進化

論，不過他認為，即使一個族群花了幾百萬年演化累積了可觀的成果，一旦經歷一場大

災難，所有成果就會由山頂滾回山腳。

儘管如此，古爾德的態度仍然樂觀。他認為並不是所有

成果都完全退到「山腳」。例如，恐龍絕

種之後，還有其他適應惡劣環境

的生物存留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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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基督教的人對

進化論則抱持著批判的態度。不

過，基督徒和古爾德這類進化論者卻有一

個共同看法：薛西弗斯神話並不是對於人生、宇

宙最貼切的譬喻。死亡彷彿否定了一切；即使連綿不斷

的族群繁衍超越了個體的死亡，大規模滅絕似乎又否定了所

有。他們相信，巨石並沒有退到山腳、重歸零點。它只是回到了

山腰，等待千劫萬劫之後，巨石終歸會座落在巔峰之上。

也許，幾十年之後、甚至數年之後，我們的一切所有都會暫時退回山

腳。但是，我們可以選擇是否要成為薛西弗斯。

Verse─叔本華：藝術的本質

人類擁有一項老鼠沒有的優勢。

我們可能和牠們一樣，為了生存而競爭、尋找伴侶、養育後代，但是除此之外，我們還

可以看電影、歌劇、聽音樂會、上床睡覺；我們可以閱讀小說、哲學和史詩。這些活動是德

國哲學家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紓解生命意志之需求的最佳資源。我

們在藝術和哲學作品中看到的，正是我們自己的痛苦和掙扎透過聲音、語言和影像加以引發並

展現的客觀版本。藝術家和哲學家不僅表達了我們的真實感受，更以一種尖銳而理性的方式展現

我們的經驗，這是我們望塵莫及的。他們為我們的生活面向塑形。我們雖然可以看出這正是我們

的生活，卻無法憑靠一己之力獲得如此透徹的理解。他們向我們解釋我們的處境並協助我們，讓

我們不至於對自己的處境感到孤獨和困惑。

我們可能還是必須繼續挖地道，但是透過創造性的作品，至少我們能偶爾洞悉自己的苦惱，

讓我們在飽受折磨，甚至是受迫害時，不至於如此不安與孤獨。用叔本華的話來說，藝術和哲學

用不同的方式幫助我們將痛苦轉變成知識。

叔本華的母親約翰娜‧叔本華（Johanna Schopenhauer，

1766─1838）是一位作家。約翰娜有一位極負盛名的朋友

─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叔

本華對於母親的這位思想家朋友甚為敬佩。歌德能將許多愛情

的痛苦轉化成知識，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他在二十五歲時出版

的小說，也正是這本書讓他的名字紅遍全歐洲。《少年維

特的煩惱》描述的看似某個年輕男子對某個年輕女子的單

戀（迷人的夏綠蒂穿著白洋裝，袖子上繫著粉紅色的蝴

蝶結，對《威克斐牧師傳》〔The Vicar of Wakefield〕

的品味和維特一樣），實際上它同時道出了無數

讀者的愛情故事─據說，這本小說拿破崙整

整讀了九次。偉大的藝術作品雖然不認識我

們，卻能與我們對話，就像叔本華所說

的：「這位詩人從生活中擷取了相當

獨特而個別的東西，並精確地描

繪出它的特質；透過這個方

法，他描寫了整個人類的存在……他表面上關心的雖

然是某個人，實際上卻關心了古今中外所有的

人。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特別是動人

的詩句，即使不是普遍的箴

言警句，也能

歌德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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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常

運用在真實生活中。」

歌德的讀者不僅在《少年維特的煩惱》

中看到自己，還藉此對自己有更深的了解，因為歌

德清楚道出一段不合宜的短暫愛戀。他的讀者可能都經

歷過這樣一段時期，只是未必都能看透。他赤裸裸地指出一些

愛情的規則，叔本華稱之為浪漫心理學不可或缺的「理型」。例

如，他完美地捕捉了沒有情意的一方對滿懷愛意的一方那種表面看似

仁慈，卻極度殘酷的行為。在小說的最後，為情所苦的維特在夏綠蒂面前

崩潰了。

「夏綠蒂，」他哭喊著。「我將永遠無法再見到妳！」

「為什麼再也無法相見？」她說：「維特，你一定會而且一定要再來看我，但是

不要這麼激動。噢，你天生的性情為何如此激烈，讓你對身旁所有的事物都有這種無法

控制的熱情！我求求你，」她握著他的手繼續說：「別激動，想想你的性情、你的知識，

以及你的天賦帶給你的許多樂趣！」

我們不必生在十八世紀後半葉的德國就能欣賞書中描寫的事物。這世上原本就是人比故事

多，同樣的情節不斷重複，改變的只是名字和背景。叔本華知道：「藝術的本質在於讓一個單

一個案適用在數以千計的事件上。」

藉由閱讀愛情的悲劇故事，受到拒絕的求愛者昇華自我處境：他不再是獨自一人受苦、孤獨

而混亂。在所有因受制於傳宗接代這種苦悶的本性驅力而不斷戀愛的這一大群人類之中，他只是

其中的一個。他的痛苦不再那麼椎心刺股，變得較可以理解、較無關乎個人。

對於那些能夠達到這種客觀境界的人，叔本華認為：在面對自己的人生及其不幸時，他會較

注意到全體人類的命運，而非個人的命運，並且讓自己的言行舉止較像個理解者，而非受難者。

當我們陷入黑暗時，我們必須努力將淚水化為知識。

這是《少年維特的煩惱》想告訴世人的，也是叔本華想告訴我們的。

Reverb─哲學在藝術中之意義

一切偉大的藝術之所以偉大，就是因為它們以自己的方式體現了某種哲學思想；或

者說，有哲學。 

這裡所說的哲學，並不是指任何一種特殊的哲學思想或體系，更不是指哲學

活動，而是指哲學一般思考的那些基本問題和對這些問題的一般思考。歌德說

過，人所能達到的最高境地，就是他明確地意識到他自己的信念和思想，認

識到自己並且由此開始也深切地認識到別人的思想感情。

有些人生來就有這樣的天賦，並且通過經驗發展這種天賦。

其中，藝術家往往比哲學家更有這種天賦。舉例而言，英國

名劇作家莎士比亞以非同尋常的能力洞察世界，用文字

揮灑出自己內心深處的見解，並且讓讀者和他一

起在更高的程度上領悟世界。仔細觀察莎

士比亞的劇本，我們會發現，其

中訴諸感性的行為要比



表達精神的詞句

少得多。像「存

在還是不存在，

這 就 是 問 題 。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這

樣的臺詞，它所

表達的絕對是一

個哲學問題，當

然也是人生最根

本的問題。哲學

起源於人類對世

界和人生的永恆困

惑，而我們通過莎

士比亞劇本，不知不覺地瞭解了生命的真

諦和生活的意義。

有句話說，哲學家和世界精神結伴；

莎士比亞也與世界精神結伴。他也像世界

精神一樣看透了這個世界，什麼都逃不過

他的心靈之眼，而這只有極少數哲學家才

能做到。

藝術和宗教與哲學一樣，是真理的負

荷者。一旦藝術開始拒絕思想和真理，它

就開始在拒絕自己了。即使不把藝術視為

賺錢的生意，但完全不知藝術需要哲學和

思想，而以為藝術就是技巧操練的問題，

藝術還是一樣會衰退和死亡。

　　藝術如果還要繼續存在下去的話，它

就必須走向哲學，但不是變成哲學；就像

哲學還要繼續存在下去，就要走向藝術，

但不是變成藝術。

這取決於時代，取決於在這個時代從

事藝術和哲學的人，也取決於我們。

Echo─推薦閱讀書單

1.異鄉人，卡繆著，張一喬譯，麥田出

版，2009

2.哲學與人生，方蕙玲等著，新文京出

版，2009

3.看懂歐洲藝術的神話故事，王觀泉著，

序曲文化出版，2008

4.少年維特的煩惱，歌德著，商務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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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5.哲學的慰藉，Alain de Botton著，林郁馨/

蔡淑雯譯，先覺出版，2007

6.薛西弗斯的神話：闡述荒謬哲學隨筆名

作，卡繆著，張漢良譯，志文出版，2006

7.存在與虛無，沙特著，陳宣良等譯，左

岸文化出版，2006

8.藝術哲學：尋找藝術轉變的關鍵時刻，

Hippolyte-Adolphe Taine著，傅雷譯，好讀

出版，2004

9.哭喊神話，Rollo May著，朱侃如譯，立

緒出版，2003

10.藝術與哲學，J. Baudrillard等著，路況

譯，遠流出版，1996

 

注釋
 

※注1：此書為尼采所著，為哲學史上最

著名的哲學書籍之一，後示譽為超人的聖

經。其中心概念簡而言之，即人類是「猿

猴」以及作者稱為「超人」之間的一個過

渡形式。 

※注2：參見Platon，Protagoras，

320D-322D 

※注3：參見同上，361D

To be or not to be



你是否曾在夢境中，因那追逐你的無名生

物而感到毛骨悚然呢？小說或電影中，有時會

出現「潛伏在事件背後的神祕力量」，這樣的

神祕力量會令你聯想到什麼呢？不存在於這世

上的恐怖降臨時，人們又將如何反應呢？綜合

以上三個疑問，或許會跑出個你不曾聽過的答

案：「克蘇魯神話」。

背景

　　克蘇魯神話(Cthulhu Mythos)，是美國奇幻

小說家霍華德‧菲利普‧洛夫克拉夫特(H.P. 

Lovecraft)在1933年創造的一套神話體系，其神

話背景如下： 

　　在遠古時代，舊日支配者降臨地球，它們

潛伏於海中長達數萬年，之後大舉登上陸地，

不出百年光陰，地球上便已遍佈了各式各樣的

異種，它們所經之處草木不生、原先存於地球

上的生命被踐踏殆盡，其它被舊日支配者所支

配的星球也遭遇到同樣的命運。

　　終於，舊神意識到舊日支配者的野心，舊

神意欲遏止舊日支配者的惡行，雙方之間爆發

大戰，大戰以舊神的勝利告終，舊日支配者被

封印在宇宙的夾縫中，多數舊日支配者失去了

它們的力量，只有其殘餘的精神在永恆的禁錮

中徘徊，它們的子民四散奔逃，遁入宇宙間各

個角落，苟延殘喘。

　　儘管被剝奪了原本的力量，舊日支配者仍

不願接受這樣的命運，人類出現後，少數舊日

支配者的爪牙伸向了人類，這些舊日支配者運

用它們殘存的力量，使地上出現數以萬計的神

秘教派，舊日支配者想藉由這群信徒掙脫封

印，取回其完整的力量，再次降臨於這世上。

特色

克蘇魯神話並非一人一地可完成的作品，

而是由眾多的短篇故事所構成，第一篇發表

的，正是洛夫克拉夫特所著的「克蘇魯的呼

喚」，洛夫克拉夫特於１９３７年逝世後，眾

多奇幻小說家接手了他的事業，不同作家對克

蘇魯神話的理解不同，因此也誕生了許多具有

個人風格的「克蘇魯神話」，為了辨別這些作

品是否該被歸類為克蘇魯神話，就出現了以下

的辨別指標：

（１）克蘇魯神話中的神祇必須出現

（２）克蘇魯神話中共通的魔導書必須出

現

（３）人類的存在極為渺小，不足以反抗

舊日支配者

（４）舊日支配者對人類並無善意

事實上，除這些指標外，克蘇魯神話還有

克蘇魯神話

二十
世紀的夢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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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最重要的核心，可以說，整個克蘇魯神話就是為了這個核心而創造的，這個核心可藉由洛夫

克拉夫特的一段話來加以說明：

「人類最古老而強烈的情緒，便是恐懼；而最古老最強烈的恐懼，便是對未知的恐懼。」

—洛夫克拉夫特《文學中的超自然恐怖》

沒錯，整個克蘇魯神話想表現的，就是人類那一股「面對未知的恐懼」，倘若有人詢問：

「整個克蘇魯神話究竟想表達什麼？」，以「恐懼」二字來回答，相信會是相當貼切的答案。

名詞介紹

1.舊日支配者（Great Old Ones）

　　在克蘇魯神話當中，舊日支配者是貫串整體的核心角色，原本是宇宙當中一種強大而古老的

存在，但在遠古時代因反叛舊神而遭到禁錮，失去了在現世的形體與力量，也失去了自由行動的

能力。

在他們之中，多數對人類絲毫不感興趣，不過，只要有人希望，還是能藉由特定儀式召喚他

們到凡間，但由於其力量實在過於龐大，常人僅僅是看到他們就會陷入瘋狂。有少數舊日支配者

對人類頗為關注，且和人類頻繁接觸，只不過，它們的思考模式完全超出常理，常人無法理解其

思維，因此，對人類而言，舊日支配者，是邪神。

2．舊神（Elder Gods）

舊神是整個克蘇魯神話之中最強大的存在，遠超過人類所謂的善惡之分，人類也無法理解它

的意志。它曾在遠古時代與舊日支配者作戰，將它們幽禁、放逐，但舊神的目的與其本身對人類

而言都是個謎，連名號都不為人所知。

神祇介紹

主神

1.阿撒托斯（Azathoth）

別名：盲目痴愚之神、魔神之首

形象：為黑暗、混沌的巨大不定形沸騰團塊

描述：舊神是整個克蘇魯神話之中最強大的存在，遠超過

人類所謂的善惡之分，人類也無法理解它的意志。它曾在

遠古時代與舊日支配者作戰，將它們幽禁、放逐，但舊神

的目的與其本身對人類而言都是個謎，連名號都不為人所

知。

地位：生成克蘇魯神話中地位最高的三柱原神（莎布．尼古拉絲、猶格．索托斯、奈亞拉托提

普），也是整個神話中的主神暨破壞神，有一種說法是，宇宙不過是阿撒托斯所產生的「現

象」，因此，或許也可說它是創造神。

崇拜：很少有人會崇拜阿撒托斯，因為它即使被祭祀也不

會感到高興，也不會眷顧敬拜者，試圖召喚它還會引發重

大災厄，是徹頭徹尾的瘋狂之舉。

２.莎布．尼古拉絲（Shub-Niggurath）

別名：孕育千萬子孫的森之黑山羊、黑暗豐穰之女神

形象：黑雲般的巨大肉塊，有著許多觸手，以及滴著黏液

的大嘴

描述：象徵「生命」與「黑暗」的無上母神，是一個擁有

超強生殖力的主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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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為大多數舊日支配者之母，其地位僅次於阿撒托斯

崇拜：在克蘇魯神話的眾多神祇中，莎布．尼古拉絲是最受

崇拜的一個，連非人種族中都有她的信仰，相傳只要透過正

確的方式，便能在新月照耀下，於森林中的任何一處，成功

召喚出莎布．尼古拉絲。

３.猶格．索托斯（Yog-Sothoth）

別名：門之鑰、一生萬物／萬物歸一者

形象：不斷進行著聚合和分裂的億萬光輝球體

描述：代表「無名之霧」，為掌管時空之神，知曉一切事

物，其知識橫亙過去、現在、未來，遠超過任何一個種族，

如果有人能取悅它的話，它可能會賜予知識來作為報償。

地位：一切空間的「門戶之鎖匙」，同時也是守門人，當召

喚儀式進行時，被召喚的舊日支配者所經過的「門」，即由

猶格．索托斯掌管。

崇拜：小說中曾提及完整的召喚詞，但鮮少聽說有特定教派會執著於召喚猶格．索托

斯，多半是瘋狂追求知識的外星族群與人類，如米．戈。

４.奈亞拉托提普（Nyarlathotep）

別名：蠕動之混沌、阿撒托斯之信使

形象：擁有上千種以上的型態，經常化身為一個高大、纖

瘦、膚色黝黑的男子。

描述：奈亞拉托提普是舊日支配者中唯一可以自由活動的

一位，也是少數人類能理解的舊日支配者，它經常化作人

形在地球上行走，不同於大多數漠視人類的舊日支配者，

奈亞拉托提普總是熱衷於使用各種方法引誘凡人墮落，造

成混亂與破壞，並將人類陷入恐怖與絕望視為其最高的喜

悅。

地位：代表著阿撒托斯的意志與靈魂，是舊日支配者們在

地上的信使和代言人。

崇拜：無

５.克蘇魯（Cthulhu）

別名：沉睡之神、拉萊耶之王

形象：頭部像章魚，臉部長有像烏賊的無數觸手，手腳擁

有巨大的鉤爪，如一座山般巨大的橡膠狀身體覆蓋了溼黏

的鱗片，背部有像蝙蝠的細小羽翼

描述：是克蘇魯神話當中最著名的神祇，象徵「水」的存

在，現今沉睡在南太平洋的海底都市拉萊耶（R'lyeh），擁

有透過夢境向人類傳遞訊息的能力，，而且對藝術感覺較

敏銳的人（如畫家、建築家）特別容易接收到。

地位：海底都市拉萊耶的統治者，拉萊耶中充滿了它的侍

奉者，包括較小的舊日支配者的父神達貢（Father Dagon）

母神海德拉（Mother Hydra）以及附庸的水生智慧種族深潛

者（Deep Ones）。

崇拜：深潛者等水生生物多半信仰並效忠克蘇魯，世界各地也遍布崇拜克蘇魯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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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克圖格亞（Cthugha）

別名：爆燃者、居於火焰之物

形象：巨大、高熱的火球或電漿塊

描述：象徵「火」的存在，是奈亞拉托提普的死敵。

地位：其眷屬為炎之智慧種族炎之精（Fire Vampire）。

崇拜：一般人不會試圖召喚克圖格亞現身，對召喚者而言，這是極其

危險的行為，因為克圖格亞出現的地方會立即發生強烈爆炸，其眷屬

也會大量出現，將該地瞬間化作一片火海。

７.哈斯塔（Hastur）

別名：無以名狀者、深空星海之主

形象：一大團漆黑的烏雲，輪廓如同巨大的野獸，眼睛如同閃著紅色

火光的星辰。

描述：象徵「風」的存在，出現時四周會發出橫笛的樂聲，還會颳起

強風，帶來陣陣寒意及恐怖的嚎叫，本身是克蘇魯的死敵。

地位：舊日支配者如伊塔庫亞(Ithaqua)、羅伊格爾(Lloigor)、札爾(Zhar)及拜亞基(Byakhee)都是哈斯

塔的眷族。

崇拜：是鮮少被召喚的神祇，倘若有人真這麼做，該召喚者會被哈斯塔帶走，等到那人再次被發

現時，往往已是落在數千公里外的一具冰屍。

註：上述的中文譯名以網路上流傳之譯名為準，倘若欲參考中文版書籍之譯名，差異如下：

「阿撒托斯」譯作「阿瑟特斯」

「猶格．索托斯」譯作「憂戈．索陀斯」

「拉萊耶」譯作「拉葉」

「克圖格亞」譯作「庫多古」

「哈斯塔」譯作「赫斯特」

其他特殊物種

1.修格斯（Shoggoth）

形象：形態不定的原生質生物，像是隻由柏油構成的巨大

變形蟲，表面有著發光的眼睛。

描述：無定形的修格斯們會根據控制者的指示變成任何形

狀，可以勝任多種工作。在遠古種族的指示下，修格斯建

造了宏偉的水下城市。但是，修格斯們逐漸擁有了心智，

並開始反抗它們的創造者，最終，修格斯們被鎮壓，卻也

同時毀滅了整個遠古種族的文明，剩餘的遠古種族回到海洋時，也帶走了大部分的修格斯，在克

蘇魯神話中一再被提及，不過都是處於服侍者的地位，例如深潛者的僕役，修格斯會不斷重複著

它們消失的舊主人的叫聲：「泰克利—利！」 

２．伊斯之偉大種族（Great Race of Yith）

形象：不明

描述：這個種族沒有實體，但擁有與不同時空的意識體交換精神的能

力，它們習慣以這種能力將全族轉移至某時空某種族的身體中，當該

種族即將滅亡時就轉換寄主，藉此逃過滅亡的命運，它們平日也會利

用它們的精神寄生能力與許多時空的種族交換心智，以獲得其知識，

在交換期間，它們佔據別族的肉體並努力地學習知識，而被交換的心

靈則會被丟到它們原本的肉體中，待交換結束後，它們會抹去交換者

的記憶，讓交換者對期間發生的事毫無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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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深潛者（Deep One）

形象：魚頭人身，身上的主色是灰綠色，但有白色的腹

部，四肢的指間有蹼，身上覆有鱗片，眼睛如魚眼一般突

出且不會合上，頸部有鰓。

描述：是住在海底的類人種族，在相關典籍中被描述為像

蛙的魚或像魚的蛙，身上帶有濃厚的魚腥味，也有不少完

全脫離人形，雖然外觀看似低能，實際上，卻是種除非遭

殺害，否則就會永生不死的高智能種族，會利用漁獲和黃

金與海島上的住民交換活人祭品。

心得

說起來，在論及恐怖小說時，多數人總是會想到史蒂芬．金，提到艾倫．波的人也

大有人在，但是，在中文世界裡，若是我向他人提起克蘇魯（Cthulhu）或洛夫克拉夫特

(H.P. Lovecraft)，往往只會換來個疑惑的神情，外加一個問句─「那是什麼？」

這種現象在歐美國家是不會發生的，在那裡，洛夫克拉夫特比史蒂芬．金還更加出

名，和克蘇魯相關的著作如雨後春筍般地冒出，改編電影更是每隔兩三年就會翻拍一

次，市面上販售的遊戲群裡，若是以恐怖冒險為題材，克蘇魯更能與一般耳熟能詳的活

死人並駕齊驅，總而言之，在西方流行文化裡，克蘇魯早已是象徵「恐怖」的一個經

典，但在這裡，翻譯本卻僅僅有奇幻基地出版的「戰慄傳說」與「克蘇魯神話」兩本，

這對恐怖小說的愛好者而言，不是「遺憾」兩字就能形容的。

　　接著，就是個人對這個作品的看法，在閱讀過「戰慄傳說」與「克蘇魯神話」的中

譯本之後，就能輕易發現洛夫克拉夫特的寫作風格，因為是第一人稱，我們能看見主角

的內心，就彷彿是隔著玻璃窗，看著一個人由起初的理智，逐漸轉為懷疑，在過程中夢

囈般的喃喃自語，隨著事件挖掘的愈深，原先的低語轉為胡言亂語，到最後便是徹底的

瘋狂，到了那時，角色的命運大概也決定了。

以這種寫法呈現克蘇魯的主題─「恐懼」，我個人認為是十分恰當的，在多數時

候，讀者不是因克蘇魯的邪神外貌恐怖而感到恐懼，事實上，我們恐懼的，是源於主角

一步步邁向未知時，整個人心境改變的過程，換言之，正是因為主角感到恐懼，讀者才

跟著感染了那份恐怖，而洛夫克拉夫特的確抓到了重點，在心境上細緻而詳盡的描繪，

可說是他最大的優點。 

　　不過，洛夫克拉夫特這樣的筆法有一種缺點：閱讀上的障礙，對部分讀者而言，洛

夫克拉夫特的書是難以閱讀的，若無法辨別哪些詞彙只是單純表達恐懼、哪些詞彙與主

劇情相關，讀者往往會陷入一團混亂，結果就是必須多閱讀幾次，要不就是把書闔上，

輕輕地將它放回架上，給出了簡單的結論：「這本書太深奧了！」事實上，恐怖小說又

何來深奧可言？只不過是尚未抓到重點的另一種說法罷了，當然，洛夫克拉夫特也可以

刪去一堆呢喃與無意義的詞語，如此一來，書本也會變得更薄更好賣，只不過，真有這

種狀況出現時，洛夫克拉夫特就不再是洛夫克拉夫特了。

 最後，讓我引用克蘇魯神話中最著名的魔導書─《死靈之書》的一段話，來摘

要所有故事，為整個克蘇魯神話劃下句點吧

　　舊日支配者是貫穿過去、現在、未來的存在。那不可見的、不祥的舊日支配者們，

比人類的誕生更早，從冥冥中的諸星來到原初的地球。潛入大洋之下、度過萬劫歲月之

後，化作洶湧的黑暗波濤，登上陸地，支配地球的全部領土。它們在凍結的土地上構

築起壯偉的城都，在險峻的山巔之上，建立起被諸神詛咒的、非屬凡間之物的神殿。 

 

　　舊日支配者的眷族遍佈全地，它們的子嗣歷經悠久的春秋。寒荒上的夏塔克鳥

是它們手中之物，在原始的茲恩洞穴棲息的妖鬼視它們為統治者。它們創造納格蘭

克的夜魘，偉大的克蘇魯是它們的同胞，修格斯則被它們當作奴僕。巨蠕蟲在納

斯的幽冥峽谷中向它們致以臣從之禮，古革巨人在古老的骷髏高嶺下讚美它們。 

 

　　它們漫步於群星之間，闊步在大地之上。大沙漠中的柱都埃雷姆知道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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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冷之高原那冰封的荒野遠望著它們的往來。在未知的卡達斯那雲霧覆蓋的高地上屹

立的、無盡的城塞中也有它們留下的足跡。舊日支配者縱容它們的慾望，在黑暗的道路

上行走，它們的褻瀆之舉罄竹難書。萬物屈從於它們的權威之下，眼見它們的邪惡。 

 

　　終於，舊神睜開眼睛，看到了舊日支配者那令地球化作荒土的醜業。舊神憤怒地襲向舊

日支配者，終結了它們的邪行，將它們自地球流放到那為混沌所支配、有形之物無法觸及的

次元彼岸。舊神以印記將虛空的關門封閉，它的威力強大，舊日支配者的力量無法抗衡。 

 

　 　 此 時 禁 忌 的 克 蘇 魯 從 深 海 中 出 現 ， 激 怒 而 狂 暴 的 地 球 守 護 者 盡 現 它 的 猛

威 ； 舊 神 以 強 力 的 咒 語 束 縛 了 克 蘇 魯 作 惡 的 牙 爪 ， 將 其 封 入 拉 萊 耶 之 都 。 克

蘇 魯 將 在 深 海 的 拉 萊 耶 之 都 ， 長 眠 於 死 亡 的 夢 幻 中 ， 直 到 永 恆 歲 月 的 盡 頭 。 

 

　 　 舊 日 支 配 者 至 今 依 然 在 關 門 的 那 一 邊 徘 徊 。 它 們 在 人 類 所 知 的 太 空

之 外 、 宇 宙 的 夾 縫 深 處 潛 藏 。 它 們 在 地 球 以 外 的 異 次 元 等 著 ， 靜 待 歸

來 的 時 刻 。  因 為 地 球 知 道 它 們 ， 在 未 來 的 某 一 日 必 將 再 次 遇 見 它 們 。 

 

　　其後，舊日支配者們以腐壞、無定形的阿撒托斯為首領，與阿撒托斯一同棲身在全部無限

中的黯黑之洞窟。瘋狂地敲打著看不到模樣的巨鼓，在長笛令人作嘔的、單調的音色，以及漫

無目的、愚蠢盲目的蕃神們那不絕的嚎叫中，阿撒托斯置身於窮極的混沌之間，飢餓地撕咬著。 

 

　　阿撒托斯的魂魄潛藏在猶格．索托斯之中，猶格．索托斯在群星預示歸還之時刻

到來時將呼喚舊日支配者。猶格．索托斯是虛空之物再度通過的門戶，一切的時間對

猶格．索托斯而言只是唯一，猶格．索托斯知曉時間的迷宮。遙遠悠久的太古之舊日

支配者出現之處，週期巡遊的舊日支配者再現之所，這些都在猶格．索托斯所知之中。 

 

　　白晝過去、夜晚降臨。人類的時代終將結束，舊日支配者一定會再度統治這片支配之

地。汝等知悉，舊日支配者乃邪惡之物，被詛咒的舊日支配者們定然會污染這個地球。 

 

　─阿卜杜拉．阿爾哈薩德，《死靈之書》約翰．迪伊翻譯、複製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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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瑟．伊格納修斯．柯南．道爾爵士（Sir Arthur Ignatius Conan 

Doyle，1859年5月22日—1930年7月7日）英國小說家，因塑造了成

功的偵探人物─歇洛克．福爾摩斯而成為偵探小說歷史上最重要的

作家之一。除此之外他還曾寫過多部其他類型的小說，如科幻、歷史

小說、愛情小說、戲劇、詩歌等。

　　柯南．道爾出生於1859年的愛丁堡。在9歲那年，他被送入史東

尼赫斯天主教修會私立小學就讀，但卻在1875年離校時對天主教產

生厭惡的情緒，轉成為一名不可知論者。1876年至1881年間他在愛

丁堡大學學習醫學，畢業後作為一名隨船醫生前往西非海岸，1882

年回國後在普利茅斯開業行醫。不過他行醫並不太順利，在此期間道

爾開始寫作。在搬到朴茨茅斯的南海城後，他才開始花更多的時間

在寫作上。道爾的第一部重要作品是發表於1887年的《比頓聖誕年

刊》（Beeton's Christmas Annual for 1887）的偵探小說《血字的研究》

（A Study in Scarlet），該部小說的主角就是之後名聲大噪的歇洛克．

福爾摩斯。

嵐杏拾．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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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0年道爾到維也納學習眼

科，一年之後回到倫敦成為一名眼

科醫生，這使得他有更多時間寫

作。道爾一生一共寫了56篇短篇偵

探小說以及4部中篇偵探小說，全部

以福爾摩斯為主角。

　　19世紀末英國在南非的布爾戰

爭遭到了全世界的譴責，道爾為此

寫了一本名為《在南非的戰爭：起

源與行為》（The War in South Africa: 
Its Cause and Conduct）的小冊子，為

英國辯護。這本書被翻譯成多種文

字發行，有很大影響。道爾相信正

是由於這本書使他在1902年被封下

級勳位爵士。到晚年時道爾開始相

信唯靈論，甚至還曾以此為主題寫

過好幾部小說，有人認為這和他的

兒子在一戰中喪生有關。柯南．道

爾在1930年7月7日去世。

回憶錄之最後一案

　　我懷著沉痛的心情提筆寫下這最後一案，

記下我朋友歇洛克．福爾摩斯傑出的天才。從

「寫字的研究」第一次把我們結合在一起，到

他介入「海軍協定」一案─由於他的介入，

毫無疑問，防止了一場嚴重的國際紛爭，在與

他一同辦案的這幾年來，我總是竭盡微力把我

和他共同的奇異經歷記錄下來。我本來只打算

寫到「海軍協定」一案為止，絕口不提那件造

成我一生惆悵的案件。兩年過去了，這種惆悵

卻絲毫未減。然而，最近詹姆斯．莫里亞蒂上

校發表了幾封信為他已故的兄長─莫里亞蒂

教授辯護。我無可選擇，只能把真相完全公

諸於眾。我是唯一了解全部真相的人，確信時

機已到，在秘而不宣以沒有什麼用處了。據我

所知，報紙上對此事只有三次報導：一次見於

一八九一年五月六日《日內瓦雜誌》；一次見

於一八九一年五月七日英國各報刊載的路透社

電訊；最後一次就是我上面提到的幾封信，那

是最近才發表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報導都過分

簡略，而最後一次，正如我要指出的，是完全

歪曲事實的。我有責任把莫里亞蒂教授和歇洛

克．福爾摩斯之間發生的事情真相第一次公之

於眾。  

                          ─華生寫於歸來記之卷首

不逞之徒：莫里亞蒂

的 勢 力 遍 及 整 個 倫

敦，但卻沒有一個人

聽過他。出生良家，

受過極好的教育，有

非凡的數學天份，在

牛津大學獲得了數學

教授的職位，他本可

以 有 光 輝 燦 爛 的 前

程，但他血液中奔流

著的兇惡本性促使他

將非凡的智能用於高

級犯罪活動，為整個

不列顛帶來無限的危

險性。他堪稱犯罪界

的拿破崙，倫敦有一

半案犯罪活動是他組

織的，幾乎所有未偵

破的案件都是他所主導的。他是一個奇才、哲

學家、數學家、深奧的思想家。他像一隻蜘蛛

蟄伏於蛛網的中心，安然不動，蛛網有千絲萬

縷，他卻對其中每一絲的震顫瞭若執掌。整個

組織周圍防範措施極為嚴密，指揮這些黨羽的

主要人物從未被捕過，連嫌疑也沒有。

案發經過：自從華生結婚及開業行醫後，他與

福爾摩斯之間極為親密的關係在某種程度上變

得疏遠了。近年來，福爾摩斯受法國政府聘

請，承辦

一件重要

的案子。

一八九一

年 四 月

二十四日

晚間，福

爾摩斯突

然走進華

生的診所

……

　　福爾

摩斯因多

次阻礙莫

里亞蒂教

授的壞事

而遭他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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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他因想到歐洲去

躲避莫里亞蒂的追殺

順便渡假，儘管路程

危險，華生堅持與他

一同赴歐。在逃過莫

里亞蒂多次的陷害，

福爾摩斯和華生一路

從倫敦到巴黎經盧森

堡最後到荷蘭，但在

他們剛離開英國時，

福爾摩斯接到一封電

報：蘇格蘭警場破獲

了整個集團，但莫里

亞蒂卻逃出英國了。

途中，福爾摩斯感慨

地說：「如果能與莫

里亞蒂決一死戰而為

英國除掉這個不逞之

途，華生，我滿可以

說，我完全沒有虛度此生」五月三日，他們倆

到了荷蘭邁林根的一個村鎮，住在一間小旅

館，隔天他們打算出遊，店主鄭重的向他們推

薦半山腰上的萊辛巴赫瀑布，在他們快到瀑布

時，一個旅館的送信青年跑來送華生一封信，

上面寫道：一個患肺結核末期的英國婦女，有

生命危險，希望能有會說英語的醫生能診治

她。華生因而與福爾摩斯分開，折返去就身在

異國生命垂危的女同胞，華生轉身走開時，看

到福爾摩斯被靠山石，雙手抱臂，俯瞰著飛瀉

的水流。當華生回到旅館發現這一切都是莫里

亞蒂設下的騙局而趕緊返回舊福爾摩斯時，只

見他的登山杖倚在小徑旁的一塊大石上，上面

有一件東西閃閃發光 ─ 那是他隨身攜帶的銀

雪茄盒，下面附著一張紙，其字跡剛勁有力，

彷彿是在書房寫成的，它完全顯出福爾摩斯的

特性，指示、預言照樣準確。信上寫道：

我親愛的華生：

    承蒙莫里亞蒂先生的好意，我寫下這幾行書

信，他正等著對我們之間存在的問題進行最後

的協商。他已向我概述了他如何擺脫英國警方

並查明我們行蹤的方法，這更加肯定地證實了

我對他的才能所作的極高評價。我一想到我能

為社會除掉由於他的存在而帶來的禍害就很高

興，儘管這恐怕要給我的朋友們，特別是你，

親愛的華生，帶來悲哀。不過，我已經向你解

釋過了，我的生涯已到了緊要關頭，而對我來

說，再也沒也比這樣的結局更使我

心滿意足的了。誠然，如果我對你

徹底坦白說，我完全知道邁林根的

來信是一場騙局，而讓你走開，是

因為我確信，一系列類似的事情會

接踵而至。請告訴警長帕特森，他

所需要的給那個匪幫定罪的證據放

在字首為M的文件架裡，裡面有一個

藍信封，上寫「莫里亞蒂」。在離

開英國時，我已將薄產做了處理，

並以付與我兄邁克羅夫特。請代我

向華生夫人問候，我的朋友。

你忠誠的歇洛克．福爾摩斯

　　誰也沒想到，華生在小徑轉身

見福爾摩斯的一瞥，竟是他們兩摯

友今世的永別。莫里亞蒂的仇恨心

與福爾摩斯的正義同歸於盡在萊辛

巴赫瀑布的深潭裡……

　　1891年11月在一封給母親的信中道爾寫

道，「我考慮殺掉福爾摩斯……把他幹掉，一

了百了。他佔據了我太多的時間。」1893年12

月在《最後一案》中，道爾讓福爾摩斯和他的

死敵莫里亞蒂教授一起葬身萊辛巴赫瀑布。但

是小說的結局令讀者們非常不滿，這使得道爾

最終又讓福爾摩斯重新「復活」，在1903年道

爾發表了《空屋》，使福爾摩斯死裡逃生。

歸來記之空屋

　　一八九四年的春天，可敬的羅諾德．阿德

爾在最不尋常和莫名其妙的情況下被人謀殺，

引起英國上流社會極大的恐慌……

案情分析

受害者：羅諾德．阿德爾是澳大利亞某殖民地

總督梅魯斯伯爵之子。這個年輕人天性冷漠，

習慣於無變化的生活，平日愛打紙牌，而且不

斷地打，但賭注從不大到有損於他的身分。

案發經過：一八九四年三月三十日夜間約十點

鐘，羅諾德．阿德爾剛從俱樂部打牌完回家，

兩小時後，他的母親想進他房間說聲晚安，卻

發現房門從裡面鎖上，她趕緊找人將門撞開，

只見這不幸的青年倒在桌邊，腦袋被一顆左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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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彈擊碎，模樣很可怕，可是屋裡不見任何武

器。桌上擺著幾鎊的錢及一張記了若干數目字

和幾個俱樂部朋友的名字的紙條。由此推測遇

害前他正在計算打牌的輸贏。

嫌疑之處：

第一：依照他平時的習慣，沒有

任何理由這個年輕人要從

屋裡把門閂插上→ 這有

可能是兇手把門閂插上了

然後從窗戶逃跑。

第二：窗戶至地面至少有三十英

呎，窗的正下方有茂密的

花叢卻不見被踩過的痕跡

→很明顯的，門閂是他自

己插上的，兇手應是對準

窗戶開這致命的一槍。

第三：離房子不到一百碼的地方

就有馬車站，那裡人來人

往卻沒有人聽見槍響→槍

枝是否有改造？

第四：沒人聽說過阿德爾有任何

仇人，且屋內貴重物品

也沒人動過→排除劫財殺人，難道是自

殺？不，現場沒有手槍。

破案過程：福爾摩斯的死去讓華生只能靠自己

辦案，慘案發生的隔天，現場有一個便衣警探

在講他荒謬的推測，華生感到十分厭惡而轉身

離開時，撞上了一個拿著書的老人，這老人不

耐煩地吼了一聲，轉身就走。當華生回到診所

時，那個老人也跟著他到診所並向他推銷這幾

本書，當華生隨著老人走向書櫃而轉過身來卻

發現福爾摩斯站在書櫃旁對著他笑，華生嚇暈

了過去。等他醒後，福爾摩斯一一解釋他是如

何逃過莫里亞蒂及其黨羽莫蘭上校的毒手而沒

隨莫里亞蒂掉近萊辛巴赫瀑布的深潭底，但莫

蘭上校卻逃走了。這三年，他遊覽了遠東多

處，也同時躲避莫蘭上校的追殺。福爾摩斯在

位於貝克街的房子窗旁放了他的蠟像，並埋伏

在家對面的空屋準備對付從街上攻擊的莫蘭上

校，但沒想到，莫蘭上校竟也選定空屋做為埋

伏地，在他扣扳機即將按下那一刻，福爾摩斯

和華生從他背面將他制伏在地，與福爾摩斯辦

過許多案的警官老友們也前來緝捕罪犯。福爾

摩斯從地上將那支威力極大的空氣槍撿起，原

來，上個月三十日，就是莫蘭上校這個印度殖

民地陸軍射手，一個兇惡的老頭，把一顆開花

子彈裝在氣槍裡，對準公園路427號二樓正面的

窗口開了一槍，打死了羅諾德．阿德爾。

犯案動機：莫蘭上校和年輕的阿德爾合夥打牌

贏了一大筆錢，但阿德爾卻發現莫蘭上校作

弊。案發當天，阿德爾可能私

底下和他談過，還恐嚇要揭發

他，除非他退出俱樂部並從此

不再打牌，但這對靠打牌騙錢

維生的莫蘭來說，被俱樂部開

除就等於毀掉自己，於是他就

將阿德爾殺了以滅口。

　　莫里亞蒂的死及莫蘭被處

以絞刑，讓福爾摩斯又可以向

世界宣布他還存活的消息，倫

敦的空氣因他的歸來而再度清

新。

福爾摩斯閱後的省思

　　作者柯南．道爾筆下的福

爾摩斯極富個人特色，高瘦的身材，有著哲學

家的凝視冰冷卻又像鷹般銳利的雙眼，好奇地

在異常高挺的鼻尖邊四處打量，他敏銳的觀察

力明足以察秋毫之末；他精準地洞悉人性，讓

他的思考總是快人一拍；他熾熱如強光的正義

感，總能滲透各陰暗角落，趕走幽暗。

　　大多數的故事是由華生第一人稱寫成，他

對其所見所聞的生動描繪引領讀者穿越時空，

超越幻想與真實的既定界線來到貝克街的老舊

維多利亞式建築，與福爾摩斯享受辦案帶來的

片刻心臟悸動、顫動。筆者最喜歡作者對於故

事令人期待、急欲深入劇情的鋪陳技巧，道爾

（化身為華生）在每一故事卷首總是由一個平

凡的日子裡，寫入一樁離奇，令人匪夷所思的

案件，藉由與福爾摩斯的腦力激盪將各可疑處

用清晰的時間軸串綰在一起，福爾摩斯和華生

更把握時機，帶著左輪手槍及比槍更強而有力

的證據直搗賊窟，最後再以另人信服的推論點

醒一般人五官遲鈍而凝滯的腦。說真的，在每

次故事最後福爾摩斯推論出罪犯的破綻及犯案

過程總使筆者彷彿從夢中驚醒，原來破案關鍵

竟是近在咫尺且微不足道的細節，被罪犯高超

的騙局愚弄的腦，在突然水落石出而倒抽一口

氣的那一刻，終於又感到涼爽清新。

　　一個下午的EKG就在規律的翻頁中，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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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錄（1892 —1893） 

〈「格洛里亞斯科特」號三桅帆船〉（The 

"Gloria Scott"）（青年福爾摩斯經辦的第一個案

子，福爾摩斯口述，華生記錄）  
〈海軍協定〉（The Naval Treaty）  

〈最後一案〉（The Final Problem）（華生記錄

福爾摩斯之死）等共十一篇

歸來記（1903 —1904）

〈空屋〉（The Adventures of the Empty House）

（福爾摩斯歸來）  

〈格蘭其莊園〉（The Adventures of the Abbey 

Grange）  

〈第二塊血跡〉（The Adventures of the Second 

Stain）等共十三篇

最後致意（1908 —1913、1917）

〈臨終的偵探〉（The Adventures of the Dying 

Detective）  

〈魔鬼之足〉（The Adventures of the Devil's 

Foot）  

〈最後致意〉（The Last Bow）（第三人稱口

吻） 等共八篇

案件簿（1921 — 1927）

〈皮膚變白的軍人〉（The Adventures of the 

Blanched Soldier）  

〈王冠寶石案〉（The Adventures of the Mazarin 

Stone）（第三人稱口吻）  

〈吸血鬼〉（The Adventures of the Sussex 

Vampire）等共十二篇

電影及電視

　　福爾摩斯的故事曾多次被搬上小及大銀

幕，亦曾多次被改編：

　　最近的一次是2009年的《神探福爾摩

斯》，由蓋．瑞奇執導，小勞勃．道尼（福爾

摩斯）及裘德．洛（華生）主演。 

　　但最受喜愛的是於1991年在英國ITV首播

的電視劇《歇洛克．福爾摩斯冒險史》，由傑

里米．布雷特（Jeremy Brett）飾演福爾摩斯。

對於此角色，布雷特的名言是「Do The Doyle」

情節轉折而高低起伏…… 

　　然而，筆者並不認同福爾摩斯蟄伏於沉思

的生活哲學，他極為理性，且整天面對的盡是

人性的黑暗面，他因此很少出外享受倫敦難得

的晴朗午後，這樣的生活將是很陰鬱的。作者

鑑於這點，以華生豐富的感官生動地表現恐

懼、歡喜，記錄難忘的一刻，讓整個故事不像

刑事鑑定一般的生硬。其實不難想像當初作者

將回憶錄草草地以福爾摩斯之失蹤做結尾會引

起成癮於探案的讀者們，尤其他母親，極大的

失望、不滿。筆者認為可以這麼說：人們的好

奇心就像流入石縫的水，哪裡有未解的謎團角

落就往哪裡鑽，不到所有縫隙都填滿是絕不停

止流動、思考的。

　　福爾摩斯故事最吸引人的便是每次看似絕

境卻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從不讓讀者撲通跳動

的好奇心稍作停歇。潛入書中，身歷其境，你

將隨福爾摩斯穿梭在倫敦各街道尋找破案的蛛

絲馬跡。

    

（改天，從工學大樓要到其他大樓而將圖書館

當交通要道，直接穿越時，何不拿本福爾摩斯

探案集讀讀？不論你相信與否，它具有下列療

效：舒緩因背太多考古題而腫脹的腦、安撫通

宵讀書隔天卻被考題痛宰的心、學伴不加你

msn？別擔心，這本書能伴你度過人生短暫的空

虛！）

福爾摩斯系列小說

中篇小說

〈血字的研究〉（A Study in Scarlet）（1887年

連載） 

〈四簽名〉（The Sign of the Four）（1890年

出版） 

〈巴斯克維爾的獵犬〉（The Hound of the 

Baskervilles）（1901年—1902年連載）  

〈恐怖谷〉（The Valley of Fear）（1914年

–1915年連載） 

短篇小說

冒險史（1891 —1892）

〈波希米亞醜聞〉（A Scandal in Bohemia）  

〈紅髮會〉（The Red headed League）  

〈博斯科姆比溪谷秘案〉（The Boscombe Valley 

Mystery）       等共十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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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於道爾」），演出期間布雷特亦時時刻

刻帶著原著小說研究，所以至今仍受所有「真

正的」福爾摩斯迷所愛載。 

電影簡介

《福爾摩斯》以全新角度重新詮釋作家柯

南．道爾筆下最著名的經典人物，福爾摩斯

及他的忠實搭擋約翰華生醫生將會面對最新

的挑戰。這次，福爾摩斯除了發揮他的傳

奇辦案神技，拳腳功夫也不遑多讓，他會

對抗且設法打倒前所未見的強勁敵手，並

揭露一個可能會摧毀全英國的致命陰謀。 

動作冒險推理片《福爾摩斯》由英國名導蓋瑞

奇執導。小勞勃道尼飾演這位傳奇偵探福爾摩

斯；裘德洛飾演福爾摩斯的忠心夥伴約翰華生

醫生，是身經百戰的退役軍人，也是福爾摩

斯的得力助手；蕾秋麥亞當斯飾演艾琳亞德

勒，是唯一能跟福爾摩斯鬥智的女人，也是一

直跟他關係曖昧的美麗女子；馬克史壯飾演

他們的神秘新敵人布萊克伍德公爵；以及凱

莉雷利飾演約翰華生的心上人瑪麗摩斯坦。 

《福爾摩斯》由華納兄弟影片公司暨Village 

Roadshow影片公司出品，西佛影片公司製作，

導演是蓋瑞奇。《福爾摩斯》由華納兄弟影片

公司負責全球發行。

FOR YOUR INFORMATION─貝克街

　　貝克街（Baker Street）是英國倫敦市區一

條街道，位於西敏市的瑪莉勒本區，南起攝政

公園，北抵威格莫爾街（Wigmore St），為A41

幹道的一部分。該街道是偵探小說中主角歇洛

克．福爾摩斯住所─貝克街221號B的所在

地，儘管該地址實際上並不存在，但貝克街仍

為此聲名大噪。該街道是為了紀念其建造者威

廉．貝克（William Baker）於18世紀鋪設此街

而名，原本是上階市民的住宅區，但如今這裡

大多數的房屋均作為商業之用，可說是條繁忙

的通衢，以倫敦地鐵貝克街站作為聯外車站。

參考資料

《福爾摩斯探案全集》柯南．道爾著，丁鐘華

等譯    遠流出版

WIKIPEDIA and other Internet resources



C.S. Lewis的

─大師的心靈世界   M105 吳大衛 

納尼亞奇幻世界

「『亞當的孩子，』阿司蘭說：『你準備好了要彌補你的錯誤嗎？』

『呃，我不認為我辦得到。』狄戈理說，『你看，女巫逃走了，而且

...』

「我是問你，你準不準備去做？」獅王說。

『好，』狄戈理說。

其實，他本來想這樣說：『如果你答應幫忙醫好我媽媽的病，我就盡

力幫你。』

可是他馬上就發現，獅王不是那種能討價還價的對象。

但是他一說出了『好』這個字，就想起母親，想到前幾個小時才剛滿

有希望好像有機會醫好她，現在卻已經失去了一切的希望。

他突然喉嚨裡像是塞了一塊東西，眼裡充滿著淚水，忍不住衝口而出

說：『可是求求你，求求你，您會不會─可不可以，給我一點什麼東西

醫好我媽媽的病呢？』

之前，他一直羞愧地低頭看著獅王的大前爪；現在，在絕望情急之

下，他居然抬起眼望向了獅王的面孔。

所看到的情景令他大為驚異。

原來獅王正低著頭，黃褐色的大面孔靠近著他的臉，而（奇而又奇的

是）獅王的眼中竟閃動著大顆大顆的淚珠，比狄戈理的淚珠大得多、亮得

多，讓狄戈理一時之間幾乎覺得，阿司蘭對他母親的病，比狄戈理自己還

難過。」

嵐杏拾．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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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苦難受害者的親身體會，表達在這段小說文字中。

作者似乎在回答一個問題：「人在受苦時，上帝在哪裡？」

一、前言

「納尼亞傳奇」系列其中的兩本，前幾年由迪士尼公司

拍製成《獅子˙女巫˙衣櫥》和《賈斯潘王子》兩部電影。

雖然頗受「納尼亞迷」們的批評（包括筆者我），但是多少

引起了大家對於這套共七本的兒童奇幻故事神話的好奇心。

這套童書的作者究竟是誰？

答案是，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作家之一─路易斯

（C.S. Lewis）。

你可能會問我：「他是誰啊？」你並不孤單，因為台灣

的社會大眾對這位牛津才子作家相當陌生。但是在西方，路

易斯卻是家喻戶曉的經典童書作者，也是一位詩人、兒童奇

幻文學作家、演說家、廣播評論家、牛津學者兼教師、基督

教護教作家。

但一說到這位作家的摯友各位應該就很熟了：魔戒作者

「J. R .R. 托爾金」。路易斯在牛津大學結識了幾位好友，包

括托爾金在內，成為了他激發靈感、琢磨作品、暢談文學的

良友；甚至，叫他歸信了基督信仰。

他具傳奇性的歸信過程，幫助了許多高級知識份子敞開

心胸重新思辨基督信仰為真的可能性，使許許多多曾堅持認

為基督教是荒謬、迷信、不科學的人，與路易斯追根究柢的

智性探索產生了一種奇特的共鳴。路易斯的小說和作品除了

受到基督徒的喜愛外，也吸引了大批非基督徒的

讀者。

事實上，許多讀者一步步進入大師的心靈世

界時，甚至渾然不覺他是以基督徒的觀點來寫

作。他在書中所問的種種哲學、心理學和道德問

題，正切中所有人類存在之核心：

「是否有神？　若有，是否只有一位？　

既然有神，邪惡為何還能侵擾世人？　

為何飢荒、戰爭、死亡和災難從未停息？　

相信神何以能使人心滿意足？　

信心又何以能幫助人克服痛楚？」

「路易斯有一顆異常廣大的心靈，」蘇格

蘭愛丁堡大學英語教授曼羅夫（Colin Manlove）

說：「所以他可以從各種角度，解釋一生中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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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神所感受到的種種快樂（Joy）...他在小說中構築一個似假還真的奇幻世界，不著痕

跡地為基督教辯護。」

這位大師年輕時曾是個無神論者，至終卻轉變成一個虔誠、自省的基督徒。基督信

仰更激發他的文學靈感，由三紙無驢的階段，提升到文思泉湧、經典作品層出不窮的大

師境界。「能將作品發揮的如此淋漓盡致要歸功於路易斯的想像力：那顆廣闊無垠、好

奇不已的心靈，在探索不盡的境界和變化莫測的動態中，遍尋上帝（God）與快樂（Joy）

之道。」鄧肯說道：「路易斯在信仰上主動、智性的探索，正是他人生最大的動力，不

但引導他經過大半的成年期，也引導他以基督徒作家的身分立足，更使他享有獨特堅韌

的友誼，幫助他度過喪妻之痛。」

牛津著名的才氣詩人、令人稱羨的友誼、幽默卻深入的哲理思考、戲劇性的晚年結

婚與喪妻，成為路易斯的正字標記。

他深入的著述、幽默的語言、淺近的文

字，使人們對他作品的熱愛持續燃燒不斷又不

斷，如同野火燎原，越燒越旺。

二、傑克的愛爾蘭童年

　　Clive Staples Lewis誕生於1898年11月29日

在北愛爾蘭的貝爾法斯特城（Belfast），家中

一位長兄Warren Lewis、父親 Albert Lewis、母

親Flora Hamilton，住在小里（Little Lea）的郊

區。

　　四歲時，路易斯為自己取了個「傑克西」（Jacks ie）作名字，簡稱「傑克」

（Jack），成為後來親信們對他的習慣稱呼。（本文也將交替地使用「路易斯」和「傑

克」兩種稱呼）

路易斯的祖父是一位造船事業經商的威爾斯人，1868年時搬到號稱港都的此地。

他的父親是一位健談、思考敏捷、記憶力強的律師，為人慷慨助人，個性有些保

守，習於”教條式思考”；路易斯和哥哥華尼也都遺傳到父親的迷人優點和個性中的缺

陷。

路易斯的母親是一位牧師的女兒，在皇后大學（Queen’s University）展現出數學方

面的優越才華，數學系畢業後，和Albert相識、結婚，爾後一直在家作賢慧的家庭主婦。

「媽媽像許多中年婦人，有點胖、棕色頭髮、架著眼鏡，打毛線的手藝出色；爸爸

自然是一家之主，很有路易斯家族的傳承，脾氣不大好，做事有分寸，心情開朗時是位

好好先生。」小路易斯當時曾嘗試寫的自傳中如此寫道，「我跟其他九歲大的孩子差不

多，也像爸爸一樣壞脾氣，厚唇、瘦削，常常穿著緊身套衫。」

路易斯的家鄉景致迷人，北方俯瞰安特里姆海岸上被山稜環繞的貝爾法斯特海灣、

南方座落著翠綠近人的好萊塢山脈，成為路易斯童年的美麗記憶，構成他對鄉土景色的

熱愛；也很可能，在後來撰寫納尼亞故事集時，成為書中奇幻細緻的景色描寫來源。

此外，路易斯在童年就養成了手不釋卷的習慣。

路易斯在《驚奇之旅》（Surprised by Joy）的自傳中自己寫道：「細長的走廊、陽光

四溢的空房、鴉雀無聲的二樓、容我獨自探索的閣樓、從貯水池和水管發出的低沉水流

聲，伴隨著呼嘯穿瓦的風聲，再加上數不盡的藏書，造就出童年的我。...數不盡的雨天午

路易斯家鄉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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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我從書架上一本讀過一本，滿心相信自己一定可以找到一本令我感到新奇的書，就

好像一個走進原野裡的人，相信自己一定可以找到一片新綠一般。」

書籍、童話、景色無疑給予早年的路易斯（暱稱為傑克Jack）豐沛的想像力和創作的

記憶資源。

但是殘酷的命運很快地臨到傑克的幼年生命。

母親被診斷得到癌症。一個月後動了手術，雖然短時間內稍微好轉，隨即快速惡

化，半年後就因為腹部癌症擴散而去世，路易斯年僅九歲。

「當母親瀕臨死亡時，他曾禱告求神醫治她，結果她卻撒手人寰。當下，他得出一

個結論：神要不就是不存在，要不就是冷漠無情；若不是一無所能，就是行事殘酷不

仁。」

而路易斯自己回憶這椿悲劇說：「隨著母親的去世，所有的快樂、平靜和穩妥都從

我生命中消失了。即使有趣事連篇、恣意歡笑的時刻，往日所熟悉的那份安全感卻隨

風而逝。現在，只留下大海和孤島；穩固可倚靠的廣闊大陸已如同亞特蘭提斯永遠沉

沒。」

他的母親、家庭留給他的信仰，自此後開始動搖。

三、傑克的孤獨少年期

父親Albert因為同一年經歷了失怙、喪妻之

痛，心情混亂無法自已，無力安慰孩子們喪母

之痛。父親的喜怒無常和不講理開始使得父子

關係出現了明顯的裂痕。

但也因此，傑克和大他三歲的哥哥華尼從

此相依為命，發展出一生之長的親密關係：

「我們獨獨依賴彼此，使一切能好受些...使這

個房子像是一個家的一切都已叫我們失望透頂

─除了彼此之外。我們像兩個受了驚的頑

童，在寒冷刺骨的黑暗世界中緊緊相擁以略得

溫暖。」

母親死後，父親考量光靠自己一人無法給予良好的家庭支持環境，決定將兩位兄弟

送到一個位於英格蘭沃福特（Watford）的寄宿學校溫雅特（Wynard School），此校的校長

管教嚴格，兄弟們苦不堪言，很快地就相繼寫信回家懇求父親能讓他們離開。路易斯後

來回憶時，戲稱之「貝爾森」（註：二次大戰的納粹集中營）。

被送去寄宿學校對傑克而言是很殘酷的經驗：失去母親心情未定，就離開美好熟悉

的童年家鄉，到一個陌生的可怕環境，他彷彿被這些拙劣的景象和黑暗的記憶纏身，畢

生難以擺脫。後來納尼亞故事集中的主角們也都被安排到了寄宿學校；而這些學校在書

中總是負面的。

在離開家鄉後，文學和傑克卻沒有因此脫節。

路易斯家鄉─Little L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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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到了另一所寄宿學校徹爾堡私立小學時，發生了路易斯有了特別的文學經

歷。

有一天，他發現華格納（Richard Wagner）所著的北歐神話《齊格菲和諸神的黃昏》

（Siegfried and Twilight of the gods）繪本，自此「北國大地」的意象便深深印記在他的腦

海中。基於過往他對小說世界的熱愛，他對這些描述著魔法、巨龍和侏儒的神話故事感

到興致勃勃，心裡生出一股「發自肺腑，不能抑止的嚮往」。他的腦海充滿了「北國那

無邊無際的大地，大西洋上那彷彿無盡的夏日黃昏，以及那種遺世獨立與樸素...」。

這段期間，路易斯從北歐傳說和神話中找到了文學的一片天。

到了1913年，路易斯到了梅爾文公立小學（Malvern School），進入和哥哥一樣的學

校。此時他對古典文學的興趣仍然有增無減，自己撰寫了一部斯堪地那維亞的諸神悲劇

《禁錮神祇羅基》（Loki Bound）。

但在心靈世界方面，傑克卻已進入混亂和不安中。 

後來他回憶自己當時的情景說道：「我像許許多多無神論者一樣，一方面堅持說神

不存在，另一方面又對神的不存在感到生氣。同時，又對祂創造了世界這件事氣憤難

消。」

在他寫給摯友亞瑟（Arthur Greeves）的信中，他說：「我不相信任何宗教，因為找不

到任何支持的證據。而且，若從哲學的角度來看，基督教甚至稱不上是最好的。所有的

宗教，就像所有的神話一般，只不過是人類自

己杜撰出來的；基督就好比羅基（按：路易斯

撰寫的神話主角）一般。」

終於，他在求學中完全丟棄了信仰；身為

一個聰明睿智、思路明快的青年，他開始以理

性思維解釋一切的事情，也把他認為不合邏輯

的神屏除在他的生命之外。

他將基督教視為神話；他喜愛神話，但神

話並非事實，是捏造出來的，他把基督教也歸

屬於這個範疇。換言之，他把基督教和帶人偏

離真理、現實和真相的其他神話相提並論。

生活在梅爾文漸漸失望的傑克，決定轉往

影響他一生至深的恩師柯派翠克（William T. Kirkpatrick）的家中成為私塾弟子。這段時

間在智性上受到了極大的啟發。這位良師是位無神論者，他引導著傑克，思考探索真理

時比從前更加深入。

他形容這是一生中較為快樂的日子─與先前在溫雅特和梅爾文求學生涯相比，真

有如天壤之別。

柯派翠克是傑克父親以前的校長，以理性主義和邏輯學著稱，路易斯很快就將從他

身上學習到的邏輯推理應用於各種學術討論上。在這裡，他學習希臘文、拉丁文、法

文、義大利文和德文，也紮紮實實地奠定了入讀牛津的學術基礎。他也大量閱讀北歐神

話、學習寫詩，都成為後日看家本領的深厚基礎。

1916年12月，路易斯因為大學學院的古典文學獎學金順利進入牛津就讀。

初次踏入牛津的傑克深深地被這古色古香、猶如隱居世外桃源的大學城吸引。他寫

給父親說：「這裡的一切遠超過我最大膽的夢；我未曾見過如此美麗之境。」

牛津校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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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紀的建築，裝飾著獸形雕像和尖頂，鋪設著鵝卵石小徑與修剪整齊的廣闊中

庭，相互交織成一幅大學景觀。

由於校園不對外開放，更添加了幾許神秘色彩，令從外頭觀望的遊客及想知道學院

裡有哪些世界級的大師正駐守著、未來又有什麼偉大

的成就即將發表。

路易斯後來回憶當時的情景：「四周越來越不像

城市，前面看來已是郊區了。我不禁回頭看，只見遠

方一棟棟童話裡才有的尖頂大樓巍峨聳立，那是我印

象中牛津最美麗的一刻。」

「路易斯熱愛牛津，」米歇爾（Christopher W. 

Mitchell）說：「其中部份因素是因為他喜歡過心靈

的生活...就現實觀來說，他是個唯心論者。藏於現實

之後的是心。因此，他重視思想的程度遠超過許多

人。牛津是一個非常看重思想的地方，這正是他嚮往

之處。」

「牛津被譽為『夢想頂尖之城』真是名符其

實，」格雷生（Douglas Gresham，路易斯之繼子）

說：「最初深印你心的是學院的建築，和從濃霧瀰漫

的河谷中聳立出的尖頂大樓。這裡有一種寧靜、沉

潛的氣氛，如同掙脫了城市的喧囂一樣。千百年來，

這裡是一個注重學習而非訓練的中心。至少在傑克那

個時代，這裡是思想深邃的知識份子聚集之地；不僅潛心研讀的氣氛濃厚，遍及各個領

域、致力追求真理知識的精神更隨處可見。」

身為人才輩出的牛津的一員，讓他感到興奮莫名。在1917年被牛津接納，直到1954

年路易斯離開牛津，整整37年牛津就是路易斯的家。在這裡，他發出了想像和文采的亮

眼光輝。

四、上戰場與摩爾太太

　　1917年4月28日，路易斯在牛津展開他的學子生涯。但他才註冊入學五個月，便因為

英國捲入一次世界大戰，以愛爾蘭公民的身分志願加入英軍的行列。

　　他受封為輕步兵第三營少尉，1917年11月在十九歲生日那天抵達法國前線。緊接著

1918年1月染上戰壕熱而住進了拉特黑波特（Le Tréport）的英國紅十字會醫院，前後歷

時一個月。他揶揄地說：「眾神恨惡我─想想我平時如何對待他們，這種回應也不足

為奇了。」

　　服役期間，他擄獲六十位德軍而立功，卻因為阿拉斯之役中，一枚榴彈爆炸，碎片

插入他的胸膛和手掌。他在倫敦的軍事醫院療養一段時日後，終於在1919年回到牛津，

繼續未竟的學業。

在戰爭期間，路易斯失去了一位摯友：同為愛爾蘭人的「帕迪」摩爾（E. F. C. 

"Paddy" Moore）。傑克形容他「是個老好人，過分純真厚道，與現實格格不入。」

他們年齡相若，在派往前線之前，於牛津的喀柏學院（Keble College）軍官訓練營時同寢

室。

根據多爾諧（Lyle Dorsett）所說：「第一次世界大戰對於路易斯影響深遠；身為一個

牛津校景─尖頂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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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初的英國人，他是絕不會將事情全盤托出的。然而，我就不信一個曾經歷砲火

中僥倖存活的人不會問：

『為什麼我活下來了？』

『我竟然活下來了，接下來我該做什麼？該如何看待自己的

生命？』

『別人死了而我存活了，這有什麼目的嗎？還是純粹碰運

氣？』」

戰場上失去摯友、兒時失去母親的經歷對傑克

而言一定影響重大，尤其是後來撰寫《痛苦的奧

秘》一書時。

其實，路易斯和帕迪彼此協議，如果任何一方

去世，而另一方倖存，存活者要照顧對方的家屬。當帕迪死去後，路易斯立即決定要履

行對摯友的承諾，負起責任照顧帕迪四十五歲的母親摩爾太太（Jane King Moore）和十一

歲的妹妹茉琳（Maureen）。

逐漸地，傑克和大他二十六年的摩爾太太日益親近，甚至有人覺得他們初期有些情

愫；或至少，把彼此當作「替代性的母子」吧？

其實摩爾太太性格強烈、自我中心，路易斯的哥哥華尼甚至形容她「令人窒息地專

橫」，常常打斷路易斯寫作，叫他去做家事，而路易斯也聽話地順從，在屢屢中斷的情

況下，依然文思泉湧、經典百出。

後來，路易斯改信基督教後，這種關係立刻轉變了。但是，路易斯仍依約定繼續照

顧摩爾太太直到她1951年逝世為止，總計三十二年。

五、淡墨會與終生好友

對傑克而言，一生最大的轉捩點（大部分人應該認同）是在這個黃金時期。

傑克回到牛津後，繼續博覽群書，包含特羅洛普、布萊克伍德、斯各特爵士、梅雷

迪斯、愛默生和豪斯曼等等多位作家之作，其中切斯特頓的《永恆的人》影響他頗多，

「是世界上最理智的人─除了他的基督信仰外。」

1922年，傑克在學位大考中取得甲等，次年英國語文又獲甲等，並以一篇英文論文

贏得校長榮譽獎項。

為了家計，路易斯決定試考牛津的院士。

一直到1925年，他才申請到麥大倫學院（Magdalen）的英國語文及文學院士，獲得年

薪五百英鎊的工作。

十月，他搬進了這個學院居住，也就是往後三十年的家。

路易斯深交了好幾位的朋友；奇怪的是，這些朋友要不就對宗教和靈性的事有興

趣，要不就漸漸有此趨向...而這正是他最厭棄的。

這些人包含雨果˙戴森（Hugo Dyson，雷丁大學英國語文講師）、歐文˙巴爾菲德

（Owen Barfield，律師）尼豐˙柯格希爾（Neville Coghill，喬叟一書的翻譯）、哈伍德

（A. C. Harwood，校長）、瑟希爾爵士（Lord David Cecil，傳記作家和教授）；當然，還

有最有名也影響傑克思想極深的托爾金（J. R. R. Tolkien）。

他們組成了一個每週二早上的文學集會：「淡墨會」（The Inkings）。聚會的地點在

一個名叫「鷹與小孩」的酒吧。

路易斯與摯友帕迪，Oxford, 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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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當代最傑出的一群心靈大師為友，是傑克在牛津早

期最感到稱心如意的事。這群人的共同興趣就是文學，他

們不但談論文學和語言方面的主題，也討論正在進行的寫

作計畫。

會員常會在聚會中大聲讀出自己的文稿，請其他成員

批評指教；這使得他們的作品在積年累月的切磋琢磨下淘

煉出上乘的出色之作。聽說，路易斯曾將《痛苦的奧秘》

和《地獄來鴻》的全部文稿逐章唸出，托爾金也將《魔

戒》當眾誦讀過一遍。這些人對作品不以為然的話，必然

不留情面地抨擊；這才是真正的試金石。

　　淡墨會的成員中，傑克與托爾金的友誼別具意義。他

們發現對方屬意的事情正與自己相同：他們認為自己喜愛

閱讀的書尚無人撰寫，因此決定自己下筆。兩人的心靈溝

通，在文學領域迸出了無數的燦麗火花。

 

傑克在牛津早期結識的這群朋友都對他影響很深、交

情長久，維繫到晚年都尚有來往。

更難能可貴的是托爾金；縱觀歷史，極少能有兩位

名留青史的當代文豪能夠同時扮演彼此的事業夥伴，又成為知心好友。他們分享對「神

話」和「奇幻世界」的熱情長達三十年之久，促成了史上偉大的兩部奇幻著作：《納尼

亞故事集》（The Chronicles of Narnia）和《魔戒》（The Lord of the Rings）。

這兩套書不僅文采情節引人入勝，而且對於人性和靈性的哲理探討都有深入淺出的

喻意，深得小孩和大人各年齡層的喜愛。

六、傑克的轉變─真實永恆不變的神話

　　1929年夏天，傑克的父親艾伯特˙路易斯被診斷罹患癌症，三個月後就過世了。這

樣短暫而戲劇化的過程讓路易斯的心情波濤洶湧。

他在家鄉貝爾法斯特寫信給巴菲爾德說：「每個房間都充斥著童年的夢魘─受父

親申斥的可怕場面、被送返學校的不情願，以及青少年時期的放蕩不羈。」

傑克在父親生前的關係一直存在著隔閡和裂痕，但父親的死給了他不一樣的想法和

感受。

他寫了幾封傷感的長信給正隨軍派駐上海的華尼，道出兩人對父親的共同印象：

「他彷彿有種懾人的力量，以致令人往往不留意到他只是個身材短小的人。我們的整個

世界可說直接或間接地證明了這個矛盾現象。記得我們多麼愛回家，卻又是多麼討厭回

家，同時又為那種討厭而開心...真難相信那段日子已成過去...以前我總認為那些在某人死

後對那人的看法與生前完全不同的人不是感情主義者便是偽君子...現在我才發現這原來是

人之常情...」

父親的死給了傑克一些不一樣的反思。

 

傑克開始注意到，基督教不是如他先前所想像的那樣，在智性上「晦暗無知」。這

讓他不得不開始思索，為什麼不接受基督信仰？在理性上理由何在？

他承認這並不容易，但也有股力量促使他不得不去思考這件事：「試想像我在麥大

倫學院的房間裡，一夜復一夜地，只要我的心神稍微一離開工作，便感覺到這位我總想

鷹與小孩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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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而不見的上帝，一步步向我逼近...年輕人若立志要作立場堅定的無神論者，在閱讀方

面一定要特別小心，因為『陷阱』無所不在─隨處打開的聖經、數不盡突如其來的意

念、各種網羅與計謀...容我說，神真是無所不用其極。」

「他身不由己，」多爾諧說：「他被神所吸引，而神亦不斷地吸引他靠近自己。他

同時也發現，自己最欣賞的那些作者都是基督徒，

如密爾頓（John Milton）、斯賓塞（Spenser）。」

其實，在他的朋友中，基督徒佔了極高的比

例，包含托爾金、巴菲爾德、戴森、柯格希爾等，

這些人恰巧又是路易斯最有興趣認識的。

路易斯一直渴望一份愛與家的感覺；他的母親

在童年就去世，父親現在又離開了他。他有這些無

法解釋的渴望，卻又不知道如何處理。路易斯是個

慎思熟慮的人，所以這一些重大的問題和疑慮他一

定要去解決。

1929年，「我痛改前非，承認上帝是上帝。我跪下，我禱告。那晚，我很可能是全

英國最喪氣也最不情願但卻回了頭的浪子。」

此時傑克接受了有神論，但並不接受基督信仰。

路易斯不得不質疑過去堅守多年的「年代偏執論」，認為過時的想法是無價值的

（包含基督教信仰），現時流行的想法才是可接受的。但是仔細思量，傑克發現過時的

想法之所以不被多數接受，其原因需要被檢視：「為何不流行？是誰反對的？從何處開

始？這是否是一個足以信服的論證？」

他開始明白，過去自己在智性上從未真正地正視有關基督教的論證。於是，他閱讀

能夠提出充分理由的書籍，如前文提及的切斯特頓的《永恆的人》。

漸漸地，傑克到了關鍵的探索階段：基督教中的「神話」部分（救贖、神之犧牲受

死、基督的復活等等）究竟源自何處？

1931年9月，一個陰霾滿佈的傍晚，路

易斯的信仰之旅有了關鍵性的進展突破。當

晚，他邀請托爾金和戴森在麥大倫學院的宿

舍共進晚餐。他們那天深談到了凌晨四點。

「那是一次暢快而令我獲益良多的長談

……」傑克回憶道。

當時窗外下著雨，風也不停的吹。晚飯

過後，他們的話鋒轉到神話上。這是傑克思

索已久的主題。

「托爾金和戴森向我指出，要是我在一

個非宗教性的故事中，讀到一位神犧牲了自

己，我不但不會有任何抗拒，甚至可能會暗

地裡為之感動。總之，只要不是在福音書裡

讀到，一位神死而復生的故事，聽來總是感人的。」

藉著托爾金的誘導，傑克開始了解到：他所酷愛的神話和基督信仰其實異曲同工；

前者是人編撰的神話，後者卻是上帝安排的神話。所不同的是，基督的神話是個真實的

路易斯當時住處─麥大倫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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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是千真萬確、不容質疑的事實。凡是人所撰寫的神話，是上帝透過詩人的構思，

以他們所描寫的意象向世人顯現；基督信仰則是祂透過「真實的事物」向人顯現。「拒

絕相信這個故事的，」托爾金說，「只會帶來悲哀，或者憤怒。」

「他開始明白神話並非偽造，」米歇爾說，「而是真理的一部分。而所有不同的故

事脈絡和神話情節，都各自反映出真理。...他曾將基督教和其他神話一視同仁，但在兩

人的協助下了解到，其他的神話並不真實；它們只能只像一個最終在歷史上成真的事實

─在以色列中一個叫做伯利恆的真實地點，一位真有其人的童貞女，生下了『神的兒

子』。至此，路易斯恍然大悟到『神話成真』。」

「現在我才知道，我們面對的是千真萬確的事實─真正的神降世為人、真正的釘

十字架、真正的死而復活。」

路易斯繼續思考，直到做最後決定的那日子悄悄來到。

1931年一個陽光普照的早晨，傑克和哥哥華尼前往惠斯內德動物園。

華尼架著摩托車，傑克則坐在邊車裡。

「出發時，我並不相信耶穌基督是上帝的兒子，但到了目的地時，我卻已經相信

了。」傑克自述道：「奇怪的是，途中我並沒有什麼深思熟慮，也並不特別激動…就像

一個人經過長眠後，動也不動的躺在床上，而察覺到自己已經醒了過來…」

多年後，路易斯一本關於禱告的書中如此寫著：「我們可以不理上帝的存在，但祂

的存在卻是無可逃避的事實。祂渴說無處不在…要發現祂的身分並不難；困難的是，如

何去接受祂…或者應該說，如何去『醒覺』。」

1931年的那天，傑克「醒」了；而且，不醒則已，一醒就撼動了整個基督教和非基

督教的世界。

七、痛苦的奧秘、偉大的衛道者

　　1942年２月１日星期天，倫敦廣播大廈的直播室內。

　　下午4：45，一個頭頂微禿、面色紅潤的中年人，以堅定而有力的語調，對身陷槍林

彈雨戰爭籠罩的聽眾們述說著基督教的思想：「歷史上，以色列突然出現了一個人，祂

到處傳講，好像自己就是上帝。祂說能赦免人的罪、祂說祂有永生、祂說要在末日審判

世界…說這些話的人，不可能是個偉大的道德教師；祂要不就是魔鬼，或者是瘋子（像

是說自己是顆荷包蛋一樣荒謬）；要不然，祂就

是神自己。你可以自己決定，要怎麼看待祂；或

者把祂當笨蛋吐口水在祂身上，或者相信祂從過

去到現在都是神。」

1932年，自從路易斯經歷了父親身亡、歸

信基督後，他賣掉家鄉貝爾法斯特的舊屋，和

哥哥與魔爾太太搬到赫定頓石礦區的窯居（The 

Kilns），一住就是三十三年。而傑克在牛津的環

境中也漸漸落地生根，致力寫作和閱讀、保持和

朋友間的密切情誼、常與認真出色的學生切磋琢

磨。他的創作在此時源源不絕、佳作迭出，推出

一本又一本的好書，一本比一本精彩。

「歸信基督教前，傑克是學藝高超的作家， 路易斯新住處─窯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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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上雖然爐火純青，成千上百行的優美詩句的深層意涵卻不甚了了。」胡勃（Walter 

Hooper）說：「他寄了連篇詩作去雜誌社都石沉大海…這使他焦躁不耐。他原本心裡所想

的是：我是作家、我要成為詩人。但是突然間，當神成了他唯一的關注點、當他失去所

有的野心…路易斯開始寫出最膾炙人口的佳作。」

在此時期出版了傑克多本最為人津津樂道經典作品，小說部分就有天路回歸（A 

Pilgrim’s Regress, 1933）、科幻小說三部曲《來自沉默的星球》（Out of the Silent Planet, 

1938）和其續集、奇幻小說《夢幻巴士》（The Great Divorce, 1945）七部《納尼亞故事

集》（The Chronicles of Narnia）的《獅子˙女巫˙衣櫥》（The Lion, the Witch, and the 

Wardrobe, 1950）；基督教護教作品更是如雨後春筍般教人看了目不暇給：傳世之作《返

璞歸真》（Mere Christianity, 1952），以及四種愛（The Four Loves, 1960）、《地獄來

鴻》（The Screwtape Letters, 1942）、《痛苦的奧秘》（The Problem of Pain, 1940）、

《論禱告》（Letters to Malcolm: Chiefly on Prayer, 1964於傑克過世後出版）、《神蹟》

（The Grand Miracles, 1947）…等等，以上的經典作之外，還有數十本的其他著作。

(圖十一)

其中《返璞歸真》是最具代表性的護教作品，探討的道德律連結納粹在二次大戰的

行為，深入剖析和論辯許多基督教的倫理道德觀。

《地獄來鴻》是路易斯最為叫座的書之一，他

故意用一位經驗老到的魔鬼的口氣，寫給剛入道的

小魔鬼一封封信，信中提出各樣的技巧迷惑人類，

詼諧但針針見血、使人拍案叫絕的方式呈現出人的

軟弱性格：

「要他們離開教會，無須搬出什麼道理，說服

他們唯物主義才是真理…只要他們相信這主義強大

有力、十足嚴格或者令人勇氣百倍─這種哲學才

屬於明天。反正他們關心的只有這些…」

接著老魔鬼給小魔鬼一個更好用的伎倆：

「你應該學過性誘惑這種一慣伎倆，對我們這些鬼魅來說，這整個主題實在是毫無

新意的雕蟲小技（雖然是必修課程之一）…仇敵（上帝）對人類的要求真是苛刻難做：

要不是完全禁慾，要不就要奉行一夫一妻制。但自從我們的老祖宗在伊甸園獲得輝煌的

勝利後，禁慾對人類簡直難如登天；而一夫一妻制，我們近幾個世紀透過詩人和小說家

大力說服人類：那好奇難禁、曇花一現的『戀愛經驗』就是結婚唯一的理由；婚姻則必

須不斷地保持這種激情永遠持續。若一個婚姻達不到這項目標，就不再具有約束…這真

是我們以假亂真的傑作。」

這本幽默反諷的教戰手冊，反映出人人皆懂的普世經驗，博

得了許許多多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會心一笑。

時勢造出英雄，戰爭使路易斯一炮而紅。

二次大戰期間，苦難的問題緊攫住人心，苦難的問題不斷地

旋繞著。當時一套《基督教挑戰系列》在英國很暢銷，這套書的

編輯委託路易斯寫一本有關受苦的書。1940年《痛苦的奧秘》一

出版，立時暢銷全英，並受到美國的廣大歡迎。

　　此書之所以暢銷，是因為傑克勇於發出一個全人類關注的問

題：「如果神是良善的、全能的，何以祂會容許被造物受苦？」

　　路易斯在書中以基督徒的角度回答：「痛苦是邪惡扯下面

具，現出它真實的面目；人一旦受到傷害，就知道有些是出問題

了…它絲毫不容忽視…當我們看見老饕將珍餚美味囫圇吞棗、甚

寫作的路易斯

和藹可親的路易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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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不知道吃的是什麼時，我們不得不承認，甚至連快樂都會被人忽略。但是痛苦卻緊緊

抓住人的注意。神在我們享樂時低語，在我們的良知裡說話，卻在我們的痛苦中呼喊；

痛苦是神的擴聲器，為了要喚醒一個失聰的世界。」

　　「他的著作一再強調，人為何受苦難仍然是個奧秘…我們雖然無法完全明瞭，但是

可以信靠神，因為聖經不僅向我們啟示邪惡和痛苦，也向我們啟示神自己的本性…」多

爾諧說：「此外，聖經透露人有選擇的自由。」

　　「有些痛苦雕塑我們，有些則是源自於自作自受，有些卻是不期而遇的外在因素造

成，例如戰爭。但是，面對痛苦時，我們要問的不是『為什麼？』而是『我們要如何面

對？如何讓神參與在我們的苦難中？』…況且，神能將最壞的事情轉化成好的，就像基

督在十字架上殘酷至極的死亡，事後才被發現竟然是神早就安排好用來救贖人類的偉大

計畫。我們的神是親嚐痛苦、深知痛苦為何的神。當我們遭遇苦難時，祂也與我們一同

受苦。」

 神沒有給苦難的世界一個答案，卻使自己的獨生愛子親自承受了這世界上最深的

苦難。

八、卿卿如晤

　　路易斯一直到晚年都沒有真正經歷過愛情。

　　當時，路易斯大受歡迎。許許多多讀者都傾慕他的文筆、深入人性的討論和幽默的

語調，紛紛寫信表達他們的回應、收穫、謝意，甚至有人把自己很私人的事情告訴他，

希望能夠得到一些建議。路易斯也竟然一一地回信，絲毫沒有大忙人和名家的傲氣和驕

縱，雖然這確實占據不少寫書的時間。

要在這麼多信中特別引起他的注意真不容易，但有一位讀者給他留下了相當激賞的

印象。這位讀者和許多人一樣，在讀路易斯的書時放下原本的主見，被文字帶領相信基

督。她的丈夫也一起讀路易斯的書，說道：「他的作品揭漏了我秉持的無神論的膚淺，

闡明許多事情背後的奧秘…寫的基督信仰清楚又鮮明…相比之下，基督信仰就像陽光，

其他宗教哲學只是昏暗的燈火。」

但這位丈夫卻無法擺脫酗酒，而且家暴行之有年，叫妻子不斷委曲求全。這位妻子

是一個猶太裔的美國人，名叫喬伊（Joy Davidman Gresham）。她二十歲便拿到哥倫比亞

大學的英國文學碩士，是優秀的女子。

她在1952年夏天，決定親自前往拜訪路易斯。臨走前喬伊將被家暴而投靠她的無

助朋友留在家中，由丈夫與兩個兒子照顧。沒想到在美國的她不久後收到丈夫的一封長

信；她的丈夫和那位朋友相戀，還堂而皇之地認為喬伊可以"找到絕頂好人再嫁，住在我

們隔壁，這樣孩子仍然可以親近爸爸媽媽"。不只一次的不忠，到最後甚至沒有羞恥叫喬

伊忍無可忍，同意離婚。

不久後，喬伊帶著兩個孩子到倫敦展開新生活。由於丈夫贍養費常常拖延或根本不

給，使喬伊的經濟非常拮据和吃緊。這段時間，路易斯慷慨地幫助他們度過難關。

更厲害的還在後頭。由於英國政府當時對於共產黨很敏感，過去喬伊曾經加入過；

在加上喬伊的經濟來源不穩定，被還在戰後恢復期的政府看成是社會負擔。政府決定不

再給喬伊工作簽證。

1956年，路易斯讓人吃驚地決定和喬伊公證結婚，喬伊便不會被遣返，她的孩子也

不必回到暴力的父親那裡。但是他並未當成是真正的結婚，只是為了不讓喬伊回美國。

兩人分房而眠，也以禮相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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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情卻不斷急遽變化。婚後不久，喬伊的身體出現了不祥的跡象。

1957年，一位親近的友人感到不對勁，打電話給喬伊關心她的身體，喬伊在接電話

前跌倒摔斷了一根腿骨。送醫後，喬伊長期的疼痛（原本以為是風濕），竟然是末期的

癌症。癌症細胞充滿了左腿的股骨而脆化了骨頭，甚至擴散到了胸腔、腹腔，乳房又是

一塊惡性腫瘤。醫生判斷大概只有十天性命。

失去喬伊的想法讓路易斯發現自己深深

地愛上了她；他很難忍受喬伊離開他。路易

斯決定在病榻旁和喬伊舉行正式的基督教婚

禮，"不論健康、疾病，至死不渝"。

為他們證婚的這位神父為人禱告的時

候，常常會有醫治的事情發生。而喬伊，照

著醫師的說法，有很大的進展；幾天後出

院。

雖然他們的結婚受到了很大的爭議，二

人的心緊緊相繫，互相愛慕也互相依靠。傑

克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快樂，首度嘗到愛情的

滋味。他們在林中散步、一起玩拼字遊戲，

和樂融融；孩子們也非常喜歡路易斯。1960

年，十天壽命雖然延長了，喬伊的癌症又復

發，幾個月後撒手人寰。

喬伊的墓碑刻著路易斯的詩作為墓誌

銘：

此刻，整個世界

（星辰、流水、空氣、田野和森林，映照在純一心靈中的萬有）

就像脫下的衣服，拋諸身後，化為灰燼，仍帶盼望。

她重生於聖潔的平窮、荒蕪的曠野，終將

在復活的日子，重新將其穿戴。

晚年戀愛又喪妻的經歷勾起失去母親的痛苦。

這陣痛苦幾乎勝於以前所受過的一切痛苦，叫他尤其難以平復。雖然表面上仍然努

力維持原來的穩定作息，路易斯內心深處的痛苦和失落無處傾吐。

「親愛的，你知道你離我而去帶走的有多少嗎?你連我的從前，連那些我們從未共享

的東西，都通通帶走了…」

他信仰上智性的討論開始受到情感強烈的波動影響，進入前所未有的混亂和埋

怨中。一連串的內心掙扎和調整中，寫下了他的末期告別作《卿卿如晤》（A Grief 

Observed），寫下（如同英文書名）他對於喪妻這段期間心情和想法的種種記錄下來，並

寫出他的觀察和發現：

「感覺，感覺，層出不窮的感覺…」

路易斯沉吟著，掙扎著，思考著《痛苦的奧秘》中，許多曾提到苦難的基督徒觀

點：

「且撇下那些，靜下來思考吧！從理性的觀點，喬伊的死給宇宙的問題引進了什麼

新元素？它提供了什麼理由，讓我對於自己的信仰產生全盤的懷疑？…

我早就考慮過這些事情─已警告過自己─不要顧念塵世的幸福，我一切的幸福

只在基督裡面，這些話我從前也接受…可以說沒有一件不是事先講明的；但當這些臨到

的不是別人，正是自己，就猶如天壤之別…

路易斯和晚年知音喬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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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對一個頭腦清醒、信心堅固的基督徒來說，應該如此愁苦嗎？不會的！…可見過

去『曾考慮過』的信心並不是真的信心…

我向來以為自己信得過這條繩子，直到它是否懸的住我變成生死攸關。現在，它的

確具有千鈞一髮的重要性，而我發現自己信不過它。」

愛妻的可憐命運深深傷透路易斯的心，也再一次激盪起傑克幼年喪母的經歷，叫這

個教導許多二戰期間民眾關於上帝和苦難的大師，陷入再次的信仰苦思和掙扎。在文字

中誠實地記錄心情的變化，除了帶來些許抒發的效果，也同時為了藉此觀察死了妻子後

的自己，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卿卿如晤（直譯可作洞見悲傷）可謂提供苦難解答的路易斯親身經歷的血淚結晶，

每一個晶格內都再次刻劃了人類苦難的普遍經驗，也反映出了一個人掙扎的真實面貌；

還有神仍然未因苦難改變地慈愛和愛人的憾人事實。路易斯或許不知道，他的故事和經

歷，見證了那些過去講論的「痛苦的奧秘」；而這本書，猶如聖經中的《約伯記》一

般，帶給許多傷痛難過的人奇妙的心靈安慰和扶助。

《痛苦的奧秘》和《卿卿如晤》，路易斯護教作品的成名首作和告別尾作，前後恰

好相互呼應；其中貫穿著，路易斯對於苦難的最終信息：

苦難和死亡是不能選擇的，但我們可以選擇信靠上帝。

九、奇幻永續

　　1963年，路易斯的健康狀況每下愈況。腎臟衰竭、前列腺感染蔓延全身。

1963年11月22日，甘迺迪總統遇刺身亡。而如同黛安娜王妃過世時無人注意德雷莎

修女蒙主恩召一般，當日，傑克和甘迺迪遇刺同日過世。

英美新聞忙著炒作總統身亡的大事，無暇留意到C.S.路易斯過世的事情。如果，一生

低調不願受人過多注意的路易斯「天上有知」，或許會莞爾一笑吧。

路易斯奇幻的故事、奇幻的小說、戲劇化的人生過程，留給後人追念、笑容、安

慰，以及引人深入思考，那種翻轉人思想和生命的「純粹基督教」（註：Mere Christianity

的直接意譯）的信仰宣言和榜樣。

那些奇幻的故事，剖析的哲理，叫熱愛他作品的讀者不斷反覆玩味。

在一封過世前一個月給一位小女孩的回信中，表露在一句話之內：

“If you continue to Love Jesus, nothing can go wrong with you; and I hope that you may always 

do so.”（an unpublished letter to a little girl, Oct 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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撲 克 牌 應

該是大家共同的

回憶吧！要聊聊

用一副爛牌贏下

一局大老二的故

事，或是在吹牛

裡如何騙過那些

自以為聰明的對

手，相信大家也

應 該 可 以 說 上

四千多字。所以，作為一本全方位的優秀期刊

的專欄，我們當然不會煞有其事地介紹大老二

和吹牛，更不會是抽鬼牌、十三張之類的。在

這裡，我們要介紹一個大家都聽過、但是很可

能不太熟的遊戲，它就是橋牌。

從紙張到撲克牌

從前從前，中國人發明了紙。到了大約西

元100年的時候，蔡倫改良出實用的紙張…這是

大家都讀過的國中歷史，但是，絕對不能小看

紙張！對於牌的發展來說，紙張相當地關鍵。

只要進行一點簡單的想像，就可以發現紙有多

麼重要：在洗牌的時候，如果它們的材質變成

竹片、絲絹或…歐式一點的好了，例如：動物

的皮，這牌大約就洗不下去了。也就是說，在

沒有塑膠的時代，紙張是製造牌唯一合適的素

材。要是沒有了紙，就算有牌的構想，也很難

有所作為。

不過就算有了許多紙，想要構思出牌也

不容易。在和紙張和樂融融地共處六百多年之

後 ， 某 位 唐 朝 人

（註1）才終於發

明了現在所能找到

的最古老的紙牌遊

戲──葉子戲。雖

然 如 我 們 所 見 ，

葉 子 有 胖 有 瘦 、

有大有小，但古人

還是很認真地記下

命名的理由：最初

的紙牌和葉子差不

多大。後來，據說

葉子戲幾經波折，

演 變 成 現 在 的 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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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到了

十四、十五世紀，紙牌經過阿拉伯國家，傳到

了義大利，並和紙張一樣在歐洲廣為流行。根

據這點我們可以推論：應該是先有遊戲用牌，

有人利用遊戲用牌進行算命，而後才有人設計

了占卜用的塔羅牌。在歐洲擴散時，牌已經

有了4種花色的概念，但確切的圖樣有很多版

本，像是拉丁系統（Latin 

system）的四個花色是劍、

聖杯、錢幣和權杖。雖然那

些系統的圖樣都相當精緻美

觀， 但為了印刷的方便，法

國人歸納出圖樣簡潔、兩紅

兩黑的四種花色，並被沿用

到現在。最初，每一個花色

只有1~10，我們所熟悉的人

頭牌Jack、Queen和King則據

說是由巴黎人所發明，在那

之後，撲克牌的數量才成為

52張。至於有些遊戲會用到

的鬼牌（Joker），則是在19

世紀中為了一個稱為Euchre

的遊戲才加入的。

我們現在可以自由地

玩牌，但從前玩牌並不是件

單純的事。在中古與近代的

歐洲，撲克牌被某些教派認

為是「魔鬼發明的遊戲」而

加以抵制。英國則曾經針對

「製造撲克牌」課稅，藉以

增加國庫收入。當時的英國法律限制撲克牌商

只能生產寫明製造商、中間空白的黑桃Ace，再

由主管撲克牌稅收的機構徵稅，並蓋上特製的

黑桃圖樣，才能合法地流通。這條法律雖然已

被廢止，但是在黑桃Ace上印製特別的圖樣並寫

上廠商的習慣則繼續流傳了下去。這也就是我

們現在所見的撲克牌的相貌。

惠斯特

平常被我們稱作撲克牌的東西，英文其實

是Playing card。大概是因為Playing card相當難

翻譯（註2），加上剛好某一陣子流行的遊戲是

撲克（Poker），大家也就把Playing card翻成撲

克牌了。撲克牌遊戲的類型有贏磴遊戲（Trick-

taking game）、拋牌遊戲（Shedding game）、

比較遊戲（Comparing game）等等…（註3）。

橋牌是一種贏磴遊

戲 ， 贏

磴遊戲是最古老的類型之一，大致上的進行模

式是每位玩家依序出一張牌，出了最大牌的人

獲得這一「磴（Trick）」，並由那位玩家打出

下一輪的第一張牌，最後藉由比較贏得的磴數

決定勝負。

橋牌最早被詳細紀錄並

討論的前身是盛行於17~19世

紀的惠斯特（Whist）。惠斯

特是四個人，兩兩搭檔進行

的遊戲。對一個玩家而言，

坐在對面的是同伴，左右則

是敵人。首先是發出所有的

牌，拿到最後一張發出的牌

的人是莊家，而那一張牌必

須翻開並被定為王牌（註

4）。接著莊家左邊的人任意

打出第一張牌，並依順時鐘

方向進行。在沒有某一輪所

打出的花色時，那位玩家可

以選擇丟掉其他花色的牌，

或使用王牌贏取那一磴（註

5）。所有的牌都出完後，獲

得大於六磴的一方得到「贏

磴數-6」分，累積達特定分

數時獲得勝利（一般流傳的

版本是5分）。一開始惠斯特

好像不很受歡迎：大家認為

惠斯特是僕人、獵人或鄉下

的土財主（註6）玩的遊戲，

不適合淑女或上流社會的人們。但後來漸漸有

人發現惠斯特很富有啟發性，使它在倫敦的咖

啡廳裡形成一陣風潮。這時也開始有人歸納一

些實戰技巧，像是「應該從最堅實的花色裡引

出牌」（註7）之類的。因為是兩個人搭檔的遊

戲，為了防止作弊，在一副牌進行的過程裡，

玩家們不能發出奇怪的聲音或對於這副牌的評

論。這或許是惠斯特的名稱的來源，因為whist

的原義正是「安靜」。

從惠斯特到橋牌

惠斯特在俄國發展出了一個變形，叫做

Vint。Vint的打牌方式和惠斯特相同，但多出了

叫牌（Bidding），計分方式也有些許不同。總

的來說，Vint可以說是從惠斯特演變到橋牌的

過程裡的中間產物。最初的叫牌用來決定王牌

花色，顧名思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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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牌

（Bidding）的規則跟拍賣時的

喊價很像：每個人都可以叫牌，

叫到最高的人得到合約。因為

有了叫牌，需要訂定各花色的

排序：有些版本是紅心>方塊>梅

花>黑桃，後期的版本則與現在

通行的相同，也就是黑桃>紅心

>方塊>梅花。稍微需要注意的

是，叫牌時也可以選擇無王（No 

Trump），也就是沒有王牌（註

8）。後來Vint傳回了英國，被

稱為Britch，而在那個時候的叫

牌中，Britch這個字則是代表在

我們所稱的無王。由於Britch和

Bridge的發音很像，這個遊戲的名稱變漸漸變成

了Bridge，中文翻作橋牌。關於橋牌這個名稱有

很多美麗的傳說，像是「從前開始玩這個遊戲

的兩家人中間隔了一座橋...」（註9）之類的，

不過那並非特別有趣所以就不多談了。

演變到目前為止，這個遊戲雖然有些技

術層面，但大致上還是一種賭博。也就是說，

假設你和同伴各拿到一副好牌，那就先贏了一

半。隨後打牌的過程裡，一個

決定的正確與否，也很難在看到

每個人的牌之前被推算出來。

雖然不論是惠斯特還是橋牌，作

為單純的賭博遊戲，它們也都廣

受歡迎。直到現在，英國與美國

東岸還有許多賭盤式橋牌的俱樂

部，而且很多橋牌專家也是賭徒

出身的。但為了使技術層面的

影響大於運氣層面，在19世紀

末的惠斯特裡出現了複式比賽

（Duplicate）的模式，也有了傳

牌用的盒子與新的放牌方式。

複式比賽：橋牌是公平的！

複 式 比 賽 分 為 隊 制 賽

（Team）與雙人賽（Pairs），大

型的比賽以隊制賽較多。隊制賽

是隊伍（Team）兩兩交手，一個

隊伍由兩個雙人搭檔（Pair）構

成（註10）。在一桌裡打完的牌

會傳到另一桌，另一桌的兩隊隊

員拿自己的隊友沒有拿過的另外

兩

牌再打一次。這樣一來，比較兩桌

打牌的結果，便可以決定兩隊比賽

的勝負。以惠斯特為例，在其中一

桌的甲隊隊員拿著相當好的牌，贏

得了11磴，如果這是一場賭博，他

大概會覺得很高興。但要注意這是

複式比賽，在另一桌進行同一副牌

時，拿著好牌的是乙隊的隊員。很

不幸，乙隊拿著好牌的兩人憑著優

異的技巧贏得了13磴，所以，就這

牌來說，兩桌比較成績的結果是乙

隊淨得2分，甲隊的隊員們可一點

也笑不出來。

雙人賽和隊制賽的最大不同，是在雙人賽

裡所有參賽的搭檔會在精心設計的順序下，不

斷地傳牌和換位子，但最後所有的人會一起比

較每一副牌的成績。譬如說到最後所有的人都

打過了編號1的牌，其中必然會有一半的Pair打

到一樣的牌，另外一半打另一邊的牌。打同一

邊的Pair依得分的高低排序，每個Pair的得分和

排序相反，稱為「序分（Matchpoint）」。在每

一副牌分別比較之後，得到最多序分的Pair就是

比賽的冠軍。

由於一個玩家手上的牌的好壞

並不能對結果造成影響，複式的比

賽顯得更加刺激。最初，人們打牌

時習慣在吃到一磴之後，將那四張

牌疊起來並蓋在自己手邊，但這樣

一來那一副牌就沒有辦法重複使用

了（畢竟不是每個人都會把每一張

牌記住並且誠實地回憶出來）。為

了因應複式比賽的需求，後來演變

成把自己出過的牌蓋在面前，其中

己方的贏磴直放、敵方贏去的磴橫

放，這樣一來，在打完牌之後，同

樣的牌局可以確實被保留下來，並

被放進標明座位的牌盒、傳給另一

桌使用。

橋牌的改良：合約與夢家

到此橋牌已經很完整了，但

橋牌能得到更多人的喜愛，則是哈

洛德‧馮德比（Harold Vanderbilt）

的功勞。馮德比是美國鐵路大王家



♠♦♣♥♠♦♣♥♠橋牌的故事♦♣♥♠♦♣♥♠♦♣♥♠♦♣♥♠♦♣♥♠♦♣♥♠♦♣♥♠♦♣♥♠♦♣♥♠♦♣♥♠♦♣♥♠♦♣♥♠♦♣♥♠♦♣♥♠♦♣♥♠♦♣♥♠♦♣♥♠♦♣♥♠♦♣♥♠

♠♦♣♥♠♦♣♥♠♦♣♥♠♦♣♥♠♦♣♥♠♦♣♥♠♦♣♥♠♦♣♥♠♦♣♥♠♦♣♥♠♦♣♥♠♦♣♥♠♦♣♥♠♦♣♥♠♦♣♥♠♦♣♥♠♦♣♥ The Story of Bridge ♠♦♣♥♠♦♣♥♠

♠♦♣♥♠♦♣♥♠橋牌的故事♦♣♥♠♦♣♥♠♦♣♥♠♦♣♥♠♦♣♥♠♦♣♥♠♦♣♥♠♦♣♥♠♦♣♥♠♦♣♥♠♦♣♥♠♦♣♥♠♦♣♥♠♦♣♥♠♦♣♥♠♦♣♥♠♦♣♥♠♦♣♥♠♦♣♥♠

♠♦♣♥♠♦♣♥♠♦♣♥♠♦♣♥♠♦♣♥♠♦♣♥♠♦♣♥♠♦♣♥♠♦♣♥♠♦♣♥♠♦♣♥♠♦♣♥♠♦♣♥♠♦♣♥♠♦♣♥♠♦♣♥♠♦♣♥ The Story of Bridge ♠♦♣♥♠♦♣♥♠
嵐杏拾．81

族的繼承人，他同時也是個橋牌迷，

在1920年代主導了新的計分系統的開發。新

的計分系統有個特徵，就是叫牌和得分有相當

大的關聯。在新的計分規則裡，判斷自己和同

伴的牌加起來能吃到多少，是一個很重要的任

務。因為在叫牌裡宣稱並且成功贏得13磴，所

得到的分數會大於大於宣稱7磴卻贏得13磴。

但在宣稱卻無法完成時，則得到負分。這樣講

可能很難看出這種改變的影響，所以用大家比

較熟的麻將來解釋：這就像是把麻將的規則改

成在看到牌之後要先預設自己要胡幾台，如果

順利胡到了宣稱的台數（或更多），就可以得

到你所宣稱的台數的分數（如果胡得比宣稱的

台數多，則有相對微小的加分），而胡少了則

賠錢。由於人們總是需要更多的賭博，這種新

規則立刻受到了廣大橋牌群眾的認同。加入這

種規定之後的橋牌稱為「合約橋牌（Contract 

bridge）」，也就是將某一方最終宣稱的「花

色」和「預期贏得的磴數」合稱一個「合

約」。合約的表示方法是「（磴數-6）+（花

色）」，例如宣稱用黑桃贏得8磴，則稱為「2

黑桃」（註11）。

在 叫 牌 結 束

之 後 ， 簽 訂 「 合

約」的那一方稱為

主打方，在他們兩

人之中會有一個人

擔 任 莊 家 的 角 色

（ 註 1 2 ） ， 莊 家

的同伴則成為夢家

（Dummy），而他

必須在第一張牌被

打出去之後攤牌，

並且依照莊家的指

示行動。可能會有

人懷疑：讓一個人

閒置在旁邊到底有什麼好玩的呢？本文作者細

心推敲許久後得到這樣的結論：有夢家的橋

牌，給人的感覺大約是介於「一個人控制兩國

跳棋對抗另外兩個人」和「一個人打兩副大老

二的牌（一副攤在桌上、一副拿在手上）希望

讓其中一副獲勝（註13）」還有「一個人擺

兩牌十三張希望可以贏到最多道」之間。由於

這樣能帶來很棒的娛樂效果，加上理論上一個

人當夢家的機率只有0.25，所以總體來講，夢

家是一個很不錯的設計。那麼夢家到底是怎麼

被發明的呢？據說是因為在惠斯特的時代，某

個 晴 朗

但不太熱的午後，三個待在咖啡廳的惠斯特愛

好者面臨了三缺一的窘境。眼看是不會有其他

人了，於是他們就讓莊家控制他的同伴（別忘

了惠斯特裡的莊家在發牌的時候就決定了），

但為了三個人得到的資訊相等，那副牌必須攤

在桌上。出乎意料的是他們發現這樣反而更好

玩，而夢家的概念也就如此這般地產生了。

（稍微說明一下：就橋牌的發展過程來說，這

一段應該擺在前面。不過，為了連貫性著想，

我們考慮再三之後決定把它移到這裡）

橋牌傳到中國

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前（1930年代），橋牌

在美國相當受歡迎，有著巨大影響力的美國合

約橋牌聯盟（American contract bridge league）

便是在1937年創立的。當時赴美留學的知識份

子們在這樣的潮流下，也將橋牌引進中國，並

且在民間流傳開來。回顧一下牌的傳播，我們

可以發現，在環繞世

界一圈以後，新的牌

與遊戲傳回了它的發

源地，而這距離紙牌

的發明已過了一千多

年。一千多年裡，事

過境遷，物換星移，

無數的人出生然後消

失。站在歷史的制高

點，我們可以看到：

只有打牌的樂趣沒有

改變！在中華民族收

復台灣之後，橋牌也

跟 著 傳 進 來 。 到 了

1960年，橋牌累積了

一定數量的愛好者，

中華民國橋藝協會正式豋場。此後台灣的橋牌

代表隊也偶然取得數次不錯的成績，因此有人

認為，橋牌是台灣在各個運動項目中，最接近

世界冠軍的一項（註14）。

毛澤東是常被引用的圍棋和麻將好手，

比較少被提到的是，有更多我們熟知的人物喜

歡橋牌，蔣介石便是其中一個。名將何應欽也

是橋牌愛好者，晚年他在牌桌上度過了不少時

間，台灣僅有的橋牌刊物「中國橋藝」便是由

他題字的。後來的鄧小平更是打得一手好牌，

中共的橋藝協會也在他主政的1980年正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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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得相當快，現在已經稍稍領先台

灣了（註15）。沈君山也是橋牌好

手，他曾經和他的好友聶衛平（註

16）在日本橋會的國手選拔賽插

花，想不到幾天比賽下來，居然得

到了冠軍，可見他們橋牌的實力都

相當不錯。當然，如同所有受歡迎

的遊戲，大人物只是發展的推手，

廣大的群眾們才是主角！而且和其

他體育競賽項目不同的是：大多數

的橋牌選手都不是職業的，只有相

當少數的人以被雇用參加比賽、比

賽獎金或教學、寫作為業。像是在

台灣，大多代表隊的選手們都是另

有工作的。在多數的國際賽裡，他們也必須自

費參加。

橋牌在台灣

台灣的歷史從荷蘭人殖民以來也有大約

四百年了，在地圖裡的台灣不管畫得像不像，

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只有小小的一塊，其中

還含有不少不適合人住的山區。但如果要畫出

世界橋牌地圖，台灣在電腦不普及的年代裡，

曾經是泱泱大國。1969年中華隊在百慕達盃世

界橋牌隊制錦標賽中擊敗北美、法國、巴西等

強隊（當時分成四區預賽並取五隊進入正式比

賽，台灣是遠東代

表），贏得亞軍，

而這樣的戰績要歸

功於1960年代，在

美國經營海運的企

業家魏重慶所研發

的精準制。精準制

的全名是精準梅花

制（Precision c lub 

bidding system），是

一套設計精密的叫牌

約定。一套叫牌約定

的組合被稱為「制度（System）」，制度的出

現是為了因應先前提到的、在1920年代修改的

計分方式。如前文所述，橋牌的玩家們必須叫

到合理的合約並且完成它，才能得到理想的分

數。而兩位玩家唯一溝通的方式就是叫牌，叫

牌的功用就像說話一樣，一個叫牌制度也就像

是一種語言。舉一個使用叫牌制度（語言）溝

通的例子：一位玩家叫「1方塊」表示有方塊，

他 的 同 伴

回了「1黑桃」表示有黑桃；他再

叫「2梅花」表示還有梅花、不是

特別好的牌，他的同伴想了想，

發現沒什麼好說了，於是就叫出

「Pass」──如各位所見，這裡所

用的是一個簡單、直覺的制度，能

提供簡單的溝通。

打從初學橋牌開始，魏重慶

便著手創作新的制度：他希望能

說出更多的細節。當然，由於那時

他對橋牌的理解還不夠深入，他早

期所製造出來的制度都不太堪用。

後來在多了些經驗，並與當時台灣的高手們

（及少數的美國專家）反覆討論之後，魏重慶

終於寫出了精準制，但精準制的遭遇如同之前

的失敗嘗試，幾乎沒有美國人真的把它當成一

回事。為了證實自己苦心研究的成效，他找了

一些台灣的新秀橋士，如黃光輝、沈君山等，

加以訓練，果然藉由準確的叫牌，擊敗當時所

用制度較為簡陋的美國等隊，讓全世界認識了

台灣。然而遇到傳奇性的義大利藍隊，台灣還

是被大分差地解決掉了。當時的藍隊，有如傳

說中的天神下凡。從1961到1969年，每年世界

橋牌隊制錦標賽（百慕達或奧林匹克）都是由

他們拿到冠軍。美國人一直很努力地想打敗藍

隊，在1970年和1971年，

美國終於如願在世界大賽

中稱霸，不過，事實上這

是因為義大利藍隊在1969

年宣布退休，回歸正常生

活。但到了1972年，他

們因為受美國隊的嗆聲刺

激（註17），其中幾位元

老決定復出並重組藍隊，

又連續四年贏得世界冠軍

後，才正式解散，寫下了

驚人的一頁。當然，藍隊

解散之後，美國隊成為橋牌界的霸主，直到現

在。

回到台灣的橋牌。在1969~1970得到世界

冠軍之後，由於其他隊伍開始使用更好的制

度，也採用一些干擾精準制的叫牌（註18），

從此以後，中華隊的戰績並沒有特別突出，不

過在遠東區的比賽裡仍多次獲得佳績，也持續

參加百慕達杯。要注意的是，現在的百慕達杯

有20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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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上的國家參賽，所以能夠打進八強是相當不錯

的成就。但在1960~1980年代，參賽隊數大約

只有5~6隊，所以如果聽說某個橋手拿過百慕達

杯第五名，在開始崇拜他之前，要記得確認一

下年份！（註19）

不論國際賽成績如何，在電腦遊戲統治台

灣之前，橋牌在高中和大學裡是非常盛行的。

就像籃球一樣，雖然常常打不贏外國人，遊戲

本身還是很受歡迎。台

灣在橋牌世界的版圖

上，也可以畫得比面積

大上幾倍。但是後來打

橋牌的學生數目受到多

種線上遊戲與連線遊戲

的影響，明顯減少了很

多。據學長所描述，去

年（2009）的大專杯

裡，一個學校可以開放

報名多隊，總共有近

三十隊。但在大約五六

年前，大專盃橋牌比賽有六十四隊參加，而

且那時每個學校只能派出一隊！雖然在國際賽

裡，這幾年台灣的戰績也不差，特別是在2008

年的世界橋牌男女混合隊制賽裡，葉氏隊擊敗

了180個隊伍拿到了冠軍，相當難得，其中的一

位隊員的世界排名也上升到116名（註20）。

可是在橋牌的人口方面，台灣的版圖依然不斷

在縮小。因此這一兩年來，台灣各地都有人試

著從國小開始，培養下一代的橋牌玩家，不知

道將來會怎麼發展下去呢？

結語

　　電視上轉播著各種運動，不過有一項從來

沒有在台灣的電視轉播裡出現過，那就是橋

牌。橋牌被公認為運動已經很久了，作為一個

橋牌迷，當然也很希望能在電視上看到橋牌的

轉播。但不幸的是，不管是棒球、網球、高爾

夫球或橄欖球，就算對規則一無所知，只要看

看球員的動作、聽聽主播的評論和觀眾的歡

呼，就大概知道發生什麼事了。像是轉到了中

華職棒20年，看到有一個人丟出一粒小小的白

球，另外一個拿著棍子的人用力揮向那顆球，

球飛得又高又遠，觀眾開始歡呼，主播興奮地

喊：「這顆球就像變了心的女朋友，回~不~來~

了~」，接著鏡頭帶向剛才擊中球的心的那一位

慢

跑 繞

過三個白色物體的畫面，並且重播了球飛出場

的過程，在這樣的場景裡，大概任何人都可以

了解這一球的意義吧！如果換成觀看橋牌，事

情就複雜多了。主播有可能會在剩下5張牌的

時候評論：「西家現在陷入兩難…他打出了方

塊，莊家用9飛過！這個3無王居然完成了！」

但牌還是長方形的，打牌的選手們也繼續著始

終如一的撲克臉，最多是在那麼一瞬間閃過一

個若有似無的微笑。一個對橋牌全無概念的人

面對這麼一個節目時，

大概是充滿了困惑與一

絲不耐。這或許是橋牌

迷比其他運動少的原因

──看起來很複雜。但

事實上，橋牌不過是個

用叫牌決定王牌的贏磴

遊戲而已，一點也不困

難！拿一點時間試試橋

牌吧！或許這將為你帶

來很多的快樂。

註解

1. 據說是天文學家張遂（683~727）

2. 翻譯成「遊戲牌」好像很沒有氣勢

3. 拋牌遊戲的代表是大老二；比較遊戲的代表是撲

克。

4. 依照順時鐘方向輪流進行發牌，因此莊家也是依順

時鐘方向輪流擔任

5. 如果有人用了王牌，你還是可以用更大的王牌贏過

它

6. 那時候的人看土財主，就像我們看暴發戶一樣

7. 這樣比較不會因為第一個出牌而有所損失

8. 在順序上無王最高

9. 而且那座橋搖搖欲墜…

10. 一個隊伍事實上可以有6個人，同時會有4個人上

場，至於誰與誰搭檔則沒有限制

11. 最小的合約是1梅花、最大的合約是7無王

12. 那兩個人裡先叫出最後的花色的人主打

13. 當然，還有另外兩個對手

14. 像是棒球、圍棋、跆拳道之類的都確實拿過世界冠

軍了

15. 中國在2009年百慕達杯打到4強，台灣連8強也沒進

16. 不要懷疑，正是圍棋九段的那一個

17. 美國人在贏了兩年世界冠軍後宣稱：就算全盛時期

的藍隊也不是對手！

18. 精準制利用叫牌說很多很多話，因此如果敵方加入

叫牌（插嘴），那麼精準制能說話的空間就被壓縮

了，變得講不清楚。

19. 奧林匹克橋牌賽倒是從一開始就有相當多國家參賽

20. 那是2010年4月時的名次，不確定是否還有排在更

高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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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看過電影魔戒三部曲嗎？是否被那磅礡的

史詩氣勢所震懾？抑或是深深地被遠征軍中的

英雄們所吸引？無論是英勇無雙的人類之王亞

拉岡，或是風流帥氣的精靈弓箭手勒苟拉斯，

白袍法師甘道夫，甚至是矮小的哈比人，他們

的英勇或智慧，勇敢或毅力在最艱難的時代

創造曙光，共同努力合作終於摧毀了

魔戒，讓索倫無法再次傷害世界。一

連串的傳奇劇情，有英雄也有叛徒，

共同創造出傳說時代，吸引千萬人的

目光，這套魔戒三部曲是現代奇幻文

學的鼻祖，同時引發龍與地下城類型

遊戲與創作的興盛，書中的精靈、矮

人等種族更是現在隨處可見的幻想種

族，讓人心中充滿希冀，期待有天能

夠與他們在不為人知的地方相遇。

　　很難想像這麼樣的一套書能夠改

變世界如此之大，對於書中的描述，

我們著迷於榮耀的喪失與覆得，愛情的失落與

重燃，英雄的功績，謊言的肆虐，種種悲喜交

加的劇本在以奇幻為基石，開拓出一種異樣的

世界觀，超脫現在的一切束縛，讓人能在黑暗

處堅守信言，在光亮處算盡心機。最大最壞心

的謀略家也會在陰溝裡翻船，最強最英勇的英

雄們也會戰死

沙場；望向遠

古的傳說，我

們想見的是戰

場上血跡斑斑

的破甲殘劍，

唯有它們見證

人性的殘酷與

高貴，也唯有

它們能夠洗刷

一切；讓塵土

飛揚掩埋，時

間也許會蓋過

神話長篇
魔戒之 

精靈寶鑽
THE SILMARILLION

M105 黃鈺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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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蹟，卻止不住傳說，因此我們嚮往神話，嚮

往史詩，當見證的事物皆被抹去，自己所信的

就成了真實。我們要做的是給與自己一個另一

個世界，享受一點不一樣的空間。

　　無論欣賞與否，一本曠世劇作

的價值是不可抹滅的，也決非潮流可

以掩埋。魔戒系列發表的年代中奇幻

類文章並不興盛，它的出現可說是前

無古人，純粹由托爾金大師所構思，

接著引領了文學的浪潮。他曾說過，

自己渴望擁有一個神話般的歷史，哪

怕幻想毫無根據的傳說；於是他動筆

完成「魔戒」，完成一個屬於英國的

神話，屬於自己的理想鄉，全球為之

瘋狂，不少專家以此為研究主題，研

究他的筆法，人物的傳神，故事的描

繪，還有書中的靈魂。我認為他所想

要的不過是一個更加富有想像空間的

世界。人類的世界太孤單，在精靈離

棄中土時我們早該知道，接下來漫長

的歲月我們會漸漸遺忘，古老的傳說

淡去，人類在稱霸世界的同時眼泛寂

寞，世界仍有紛紛擾擾，仍有美麗的地方，只

是不再像史詩中描述的燦爛輝煌，直到有天時

間會到達盡頭，也許我們的摯友仍在彼岸等待

我們重返光輝。

　　一本書記載著中土大陸的過往，將歷史

娓娓道來，其中內藏的痛苦與悲傷引人流淚，

憤怒和堅決令人振奮。很多人不曉得，魔戒不

過是托爾金描繪歷史中的一小末段，追溯更早

之前，有著世界的起源，驚天動地的傳奇，善

與惡的對決，精靈與人的誕生，裂地山脊與雙

聖樹，日與月的啟程之時，每件故事都藏著超

乎人至的智慧，以及滿滿就要溢出的感情，突

顯出全文的張力與美，讓人漸趨相信，在很

久很久以前，世界就早已斑斕無比，充斥著最

單純的善意以及最原始的邪惡。這本書的名字

是「精靈寶鑽」，所有的悲歡離合始於那透出

至美的寶石，在它們帶來艷麗的同時也帶來災

禍，卻同樣引領一場開開合合的壯烈歷史。中

土大陸的神話與傳奇就靜置在此書之中，等待

一個讀者踏入它的回憶，以起分享這段永恆。

我的任務是帶領大家一探此書的奧秘，分享托

爾金所真正自豪的完整故事，它的傳奇色彩絕

對要比任何一本書都要更濃厚，更藏奧秘。書

文是採取旁觀的角度，沿著歷史的長流記載創

世紀到精靈永遠離開中土，本身有基督教的色

彩，但更為人性，更為多元。看完這本書你會

明瞭索倫的地位，古代精靈的英勇，還有邁亞

甘道夫的遠來，都是息息相關的。下面就不多

說廢話，直接開始介紹這系列的作品以及托爾

金大師的生平。

托爾金─一代奇幻大師

　　 約翰．

羅納德．魯

埃爾．托爾

金，（John 

Ronald Reuel 

T o l k i e n ，

1 8 9 2 年 1

月 3 日 －

1973年9月

2 日 ） ， 英

國作家、詩

人、語言學

家及大學教

授，以創作

經典史詩奇

幻作品《哈

比 人 歷 險

記》、《魔

戒 》 與 《 精 靈 寶 鑽 》 而 聞 名 於 世 。 

　　托爾金曾於1925年至1945年間，在牛津大

學潘布洛克學院擔任盎格魯-撒克遜語勞林森與

博斯沃思教授，並於1945年至1959年間轉至牛

津大學墨頓學院任英國語言與文學墨頓教授。

他是C．S．路易斯（PS.愛爾蘭裔英國知名作

家及護教學家，他以兒童文學作品《納尼亞傳

奇》而聞名於世，此外還有神學論文、中世紀

文學研究等諸多著作。） 的密友─兩人皆為

文學社團「吉光片羽」的社員。1972年3月28

日，托爾金獲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二世頒授大英

帝國司令勳章。

　　托爾金出生於奧蘭治自由邦（今屬南非）

的布隆泉。3歲時隨母親、弟弟去伯明罕休假，

4歲時得到父親去世的消息。1915年23歲時，

托爾金從英國牛津大學畢業，參加第一次世界

大戰。托爾金因患「戰壕熱」而在醫院裡待到

了大戰結束。正是這段在醫院的日子裡，他開

始了他最初的寫作生涯。

 

　　戰後，托爾金成為了一名語言學家。他是

1918年－1920年版的《新英語詞典》的編委。

但他更以研究盎格魯-薩克遜語著稱，這使得他

廣泛接觸到英國以及北歐各地流傳的神話和民

間傳說。

 

　　1937年，托爾金完成了他的第一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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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比人歷險記》。儘管這是一部童話，但它

同樣適合成人閱讀。由於這部作品銷量不錯，

出版商（Allen & Unwin）說服托爾金寫作續

集。這鼓勵托爾金完成了他最有名的作品─

史詩三部曲《魔戒》，寫作持續了近十二年，

並受到了托爾金的密友C．S．路易斯的支持。

　　 

　　《魔戒》的開頭類似兒童作品，但之後寫

作風格迅速變得嚴肅和黑暗。

《魔戒》是20世紀最流行的文

學作品之一，無論是從銷售量

還是讀者評價來講。托爾金的

重要影響在於，在《魔戒》成

功之後，奇幻小說這一文學體

裁迅速發展起來。

　　小常識：吉光片羽是牛津

大學有名的純文學社喔。

童年

　　托爾金於1892年1月3日

出生於現南非奧蘭治自由邦的

布隆泉，其父亞瑟．瑞爾．托

爾金（Arthur Reuel Tolkien）

是一位銀行經理。托爾金有一

個弟弟希拉利．亞瑟．瑞爾．

托爾金（Hilary Arthur Reuel 

Tolkien），出生於1894年2月

17日。

　　在非洲居住期間，他在花園被一種狒狒蜘

蛛（baboon spiders）咬傷，這個事情為他後來

的某些書籍提供了素材。Thornton S. Quimby醫

生在托爾金被咬後照顧了生病的他，該位醫生

很可能成為了托爾金後來書中角色，如灰袍甘

道夫的早期人物原型。3歲時，托爾金同其弟與

母親前往英格蘭進行了一次漫長的探親。托爾

金的父親雖然打算在其母子走後動身，但他卻

在動身前死於風濕熱（Rheumatic fever），失去

了家庭收入的托爾金的母親帶著他住到了托爾

金的外祖母在伯明罕史特靈路（Stirling Road）

的家中。

關於托爾金的特色

　　

　　托爾金的學術生涯和他的文學創作兩者，

和他所鍾愛的語言和哲學是不可分割的。他在

大學時代專攻古希臘哲學，並自1918年開始

投入牛津英語辭典的編寫工作。他曾教授古英

語英雄詩體、英語歷史、許多古英語及中古英

語文本、古英語及中古英語哲學、日耳曼哲學

介紹、哥德語、古冰島語及中古威爾斯語。

1925年托爾金33歲那年，他成功申請到盎格魯

撒克遜的教授職缺，並以其在利茲的日耳曼哲

學的學生曾組成一個「維京俱樂部」（Viking 

Club）為傲，在俱樂部裡，大學生可以自由地

閱讀古斯堪的納維亞的冒險故事及喝啤酒。

　　

　 　 私 底 下 ， 托 爾

金 被 任 何 有 關 種 族

及語言學意含的事物

吸引，並且思考著一

種 與 生 俱 來 的 語 言

品味，他在1955年

「英語與威爾斯語」

這 場 演 講 中 所 提 到

的「母語」（native 

language），相對於

自 幼 時 所 學 的 語 言

（cradle language）。

他認為西密德蘭的中

古英語是他所擁有的

「 母 語 」 ， 就 如 同

他在1955年給大詩

人奧登的書信中所提

到：『在血緣上，我

是 一 位 西 密 德 蘭 人

（並且早先在我第一

眼看到西密德蘭的中

古英語時，我就已視

他為已知的語言）。』

　　 

　　 另一項與托爾金身為哲學家的專業成就並

駕齊驅，有時甚至超越它而使得他的學術產出

相形渺小的，就是其對人造語言創作的熱愛。

其中發展得最成熟的就是昆雅和辛達林，此兩

種人造語言的語源關係構成了大部份托爾金傳

說故事集系列的核心。對於托爾金來說，語言

及文法，是攸關美感及諧音的重要元素，而昆

雅更特別是以「語音美感」（phonaesthetic）

的考量去設計；它的創造概念為「精靈拉丁

語」，在語音上也是以拉丁語（Elvenlatin）為

基礎，並以芬蘭語及希臘語為靈感來源。

　　 

　　 托爾金認為：「語言及與之關聯的神話傳

說是不可分割的」，他在1930年一場演講「秘

密的罪行」中對一群世界語的使用者說：『你

們的語言將產生一部神話』，然而在1956年他

卻下一個結論：『沃拉普克語、世界語、伊多

語及諾維亞語等等，諸如此類，均是枯萎死亡

的語言，遠比現已不被使用的遠古語言死的還

要透，因為他們的創作者從未創作任何世界語

年輕時的托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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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傳奇故事。』

　　 總結來說托爾金的天才不單單只有創作，

對於語言的熱愛也是讓人稱奇的另一個偉大成

就，他本人把這兩種天賦結合，經過淬鍊，終

於完成魔戒史詩的全篇，而其中的震撼可說

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為了一個傳說締造語

言，為了讚頌語言而締造傳說，對他而言也許

單單只是同一件事，不過著實令人讚嘆，一

個完整的神話便留了下來，一直到很久以後，

他相信的一定會保存下來，與古代偉大史詩齊

名。

資料出自wiki

本文─ 介紹精

靈寶鑽

前言

　　在魔戒歷史之前，世界早已經

歷了無數的歲月，度過了好長一段

時間，龜裂大地留下遺跡，川流溪

水存有記憶，過去的看不見卻難以

磨滅，依舊屹立於死寂之中，沒有人可以忽視

過往，就像沒有人不知道自己的家落何方，一

點一滴藏有寶貴印象，千百追憶為求一點逝

影，傷痕成為依據，跟著裂縫前行，遠去生命

鍛造不可思議的蜿蜒旅路，歷史依稀閃爍，一

明一滅，為自己創造一種美麗殘破的永恆，世

人也許健忘，卻不會真正忘記血淚交織成的詩

篇，如此耀眼，也許是造物主所唯一給予真正

的真實……

 

　　中土大陸，一切災難和衝突的根源，經歷

萬年歲月也顯疲憊，換了風貌，顏色也都病

了。至今我們生活其上，卻忘記它以前的活

力，以及我們曾得救與背離的證明，整個托爾

金的故事得先從此開始，從最初混沌，到精靈

遠去，精靈寶鑽勾勒出完整回憶，揭曉被遺忘

的一切軌跡。

　　   

　　由於整本書所描述的世界過於龐大，歷史

中的重要人物過於複雜，只能以大綱形式表

現。其實這本精靈寶鑽中根本沒有人是主角，

在時間的長河之下，無論是精靈人類的英雄或

是維拉都會是去光采，焦點也不再環繞著他們

了。

世界之始

　　始有一如（昆雅精靈語，Eru，意思是「獨

一的一位」），其名為伊露維塔（Iluvatar，

「眾生之父」），也同時是秘火（不滅之火fire 

imperishable，又稱秘火secret fire，伊露維塔獨

有的創造能量。甘道夫在凱薩督姆橋前面對炎

魔時，曾言明它是秘火的僕人）的持有者，祂

首先從意念之中創造了埃努（Ainu，「神聖的

使者」），它們在萬物創造之前與祂同在。祂

向他們說話，像他們提出樂曲的主題。於是他

們在祂面前歌唱，令祂十分歡喜

……一日，伊露維塔招集所有的

埃努到祂面前，宣布了一個浩大

非凡的主題，對他們揭開比過往

祂所啟示之事更加偉大的事理，

祂說：「如今我向你們宣布的這

主題，我願如等和聲共創偉大樂

章；如等當各盡所能裝飾這主

題。我將靜坐傾聽，為那透過你

們而被召喚出來的絕美詩歌感到

欣喜。」於是一首交織無窮的的

旋律揚起，傳入了虛空之中，從

此之後再也沒有一首樂章比的上

它，不過，據說在世界結束之

後，眾埃努與伊露維塔的兒女所

組成的合唱團將會創造更偉大的樂章，那時伊

露維塔的主題將會全然正確的表現出來，所有

被創造的事物將會完全瞭解對方的恰當位置，

那時祂欣喜莫名，將把秘火賜給他們。

　　  

　　有好長一段樂曲和諧無比，不過當樂章

聚序演奏下去，米爾寇（Melkor，意及「大能

者」，是埃努中能力最強、知識最豐富的一

位，卻興起了其他的念頭，他想把自己想像

得出來去跟樂章主題不協調的事物交織入樂曲

中，好使他所歌唱的部分能增添色彩。他常進

入虛空之中找尋秘火，他想要創造屬於自己的

事物，而對虛空越感不耐。如今他把興起的念

頭加入了樂曲，許多靠近它的埃努無法與之合

音，唱得七零八落；不但如此，也有不少埃努

甚至放棄原先的樂曲，轉而去配合他的。情況

越演越烈，這時伊露維塔起身了；他舉起左

手，一個嶄新的主題開始在風暴中出現，它會

聚能力，展現嶄新的美。淡米爾寇的噪音更加

高漲，和新主題博鬥，且漸漸占了上風。這時

伊露維塔再次起身，神情凝重；祂舉起了右

手，一首悠遠而優雅的樂曲流入，怎麼衝擊打

壓都無法阻止它的蔓延，開闊、深奧、優美且

十分緩慢，自成的力量博大精深。此時米爾寇

的樂章不過是喧鬧且空泛，不斷重複的噪音，

但是他仍企圖用喧囂掩蓋另一樂曲，不過它最

《精靈寶鑽》封面



88．嵐杏拾

成功的幾個樂句，聽起來仍取自於其他樂章，

自編自導入祂那煞有其事的曲子中。

    

　　當衝突越演越烈，整個殿堂震動了起來；

伊露維塔第三次起身，神情可怕而令人不敢注

視。這次祂高舉雙手，一股和聲如光芒般穿透

而出，埃努們的樂章嘎然而止。於是，伊露維

塔開口說道：「大能非凡的埃努阿，你們當中

最有能力得是米爾寇；但他要知道，所有的埃

努都要知道，如等所唱的歌曲，我將進一步展

現，使如等看見自己所成就之事。至於你，米

爾寇，將看見所有樂曲終極之源皆在我，否則

無一樂章得以成形，更無人能夠不顧我意，任

意更改樂曲。任何人企

圖如此，都只會證明我

所創造的萬物比他的更

加美妙，遠遠超出他的

想像。」

　　

　　這時伊露維塔起身

走步，眾埃努都隨祂前

去 ， 他 們 來 到 了 虛 空

之境，伊露維塔對他們

說：「看哪，你們的樂

章！」他們驚訝的發現

虛空之中出現了一個新

宇宙。就在他們一邊觀

看一邊讚嘆的同時，這

宇宙展開了它的歷史，

它 是 活 的 ， 且 不 斷 成

長。就在埃努們屏氣凝

神、鴉雀無聲的凝視了

好一陣子之後，伊露維

塔再次開口說道：「看

哪，你們的樂章！這是

你們吟唱之歌謠所生成

的；你們每一位都會在演強我的設計中，找到

彷彿是你們自己設計或添加的一切。而你，米

爾寇，將會發現所有你心中秘密盤算的念頭，

都在其中顯露無遺，你將看到他們也成了整體

的一部分，對整體的榮耀有所貢獻。」

　　隨後伊露維塔透露，新世界之中將會出

現祂的兒女，「伊露維塔的兒女」，其先是

精靈，其次是人類。在充滿耀眼光芒的宇宙

之中，在廣闊無垠的空間與無數旋轉的火焰之

中，伊露維塔在時間的深處與無數星辰中選擇

了一個地方，作為他們的居住之地。此時最偉

大的埃努們便將全副心思轉入這裡，紛紛向伊

露維塔表示想要進入這世界，一睹究竟種種創

生之物，其中最渴望見到的便是伊露維塔的兒

女。這其中又以米爾寇最渴望得到一切。不過

他偽裝自己的想法，控制住全身忽冷忽熱的陣

陣騷動，甚至欺騙自己，說他想去那裡安排美

好的事物。但其實他十分渴望征服精靈和人

類，要他們都臣服在自己的意志之下，他嫉妒

伊露維塔賦予他們的才能；他希望自己也有奴

僕，被他的子民稱為君王，做所有意志體的主

宰。

　　這個世界在精靈語中稱為阿爾達，世界從

樂章開始，在它建立之初是非常空蕩的，直到

強而有力的埃努們進入這裡並著手建造它後，

美麗的樣貌才慢慢展露出來，一如樂章中他們

所奉獻的部分一般。而米爾寇所引發的戰亂，

以及之後漫長動亂的歷

史，就是之後的事了。

   

維拉本記

　　許多的神靈來到了

阿爾達-地球的王國，

其中以最強大也最為美

麗 的 十 四 位 稱 為 「 維

拉」，力量次於他們得

是「邁雅」。他們是最

早的存在，他們的真實

樣貌高如崇山，深若海

洋，就是近在咫尺，任

何精靈也無法真正看清

他們，因為他們身形的

概念遠超阿爾達的一切

事物，早在其被創造之

前就已誕生，無一所識

的事物可以比擬他們。

關於維拉，意思是「阿

爾達的力量」，精靈稱

之 為 維 拉 ， 人 類 稱 之

為諸神。最強大的有十四位，七位王者，七位

女王，精靈稱之為維麗。這七位王者的名字依

其力量大小的順序是：曼威、烏歐牟、奧力、

歐羅米、曼督斯、羅瑞安以及托卡斯；七位女

王則是：瓦爾旦，雅凡娜、妮娜、伊絲緹、薇

瑞、威娜和妮莎。米爾寇已被除名，不列在維

拉之中，他的名字在地球上無人提及。

　　曼威和米爾寇本是兄弟，在伊露維塔的思

維中同出一源。從一開始，所有進入宇宙的埃

努當中，力量最強的就是米爾寇；但曼威卻是

伊露維塔最親愛的一位。他最了解伊露維塔的

計畫與目的，被指定為萬王之首，在時間達到

完滿之前，他是阿爾達這塊領主的君王。在阿

爾達，從至高的穹蒼到至深的深淵，一切的風

和雲，以及大地上流動的氣息，都令他心曠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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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因此他的別名是甦利謬，「阿爾達氣息的

主宰」。，他喜歡天上飛翔的鳥兒，鳥兒也都

喜歡他。

　　  

　　和曼威同住的是繁星之后瓦爾旦，她對宇

宙的每個地方都瞭若指掌。她的美遠超筆墨可

形容，是維麗中最美的一位，因為伊露維塔的

光依然在她的臉上閃爍。光是她的力量，也是

她喜樂的來源。他從宇宙深處前來幫助曼威；

因為他早就在創作大樂章之前就認識米爾寇，

並且拒絕了他，米爾寇始終對

她又恨又怕，在伊露維塔所創

造的一切生靈之中，米爾寇最

怕的就是她。曼威和瓦爾旦很

少離開彼此，他們的宮殿坐落

在地球上最高的泰尼魁提爾，

「雪白山巔」，世間的一切都

逃不過曼威的眼和瓦爾旦的聽

力。精靈最尊敬的就是她。他

們稱她伊爾碧綠絲，在中土大

陸的黑暗中大聲呼喊她的名字

求救，在繁星升空時作曲歌頌

她。

    

　　烏歐牟是水的主宰。他沒

有配偶，也沒有固定的居所。

他很少參加維拉的會議，也很

少 向 同 濟 一 樣 穿 上 肉 身 的 形

體。曼威的號角十分嘹亮，但

是烏歐牟得聲音則深若汪洋；

那至深之處的世界，唯有他見

過。烏歐姆深愛著精靈和人

類，就算是在眾維拉對他們大發烈怒時也不曾

棄他們不顧，穿越所有形式的水流接收悲傷，

並且傳達他的樂章，聽過的人都有誌難忘，這

些樂曲會縈繞在他們的心頭，始他們永遠渴望

海洋。

 

　　奧力掌控阿爾達之上一切的物質，每一塊

大地都是他設計的，他是鍛造金屬的巧匠，是

一切工一的大師。他喜歡製作精巧美麗的事

物，深藏地心的寶石，暴露在地表的黃金，雄

偉術麗如強的山脈，巨大的海底盆地，全是他

的作品。向他學習最多的是諾多精靈，他也始

終是他們的朋友。米爾寇十分嫉妒他，因為奧

力在思維和力量上和他最像；他們之間的競爭

由來已久，米爾寇總是不斷損壞奧力的作品，

讓他疲於搶救。他們都渴望創造出從沒有人創

造的全新事物，也樂於聽見別人的讚美。但是

奧力從來不嫉妒他人的作品，還會給與別人意

見，然而米爾寇把精神和力氣都花在毀人作品

和嫉妒憤恨之上，到最後，他除了扭曲別人的

作品，甚麼都做不成，於是他把所有的精神和

力氣拿來毀損他人的作品。

　　奧力同時也是矮人的創造者，他一心想要

看看伊露維塔的兒女，於是根據記憶親手用石

頭造出七個人像，但被伊露維塔斥責，因為奧

力沒有辦法讓他們擁有真正的靈魂。後來經奧

立的請求，伊露維塔接受了這七個矮人，並賜

予秘火賦予靈魂，這就是矮人的起源。

　　奧力的妻子是雅凡娜，

「百果之后」。他熱愛大地

上生長的萬物，從最古老森

林中的參天巨木到石頭上的

青苔，或最小無人知悉的黴

菌，數不清的物種和品類，

全都清清楚楚的記在她的腦

子裡。他的地位僅次於瓦爾

旦。她非常高大，身上裹著

一襲翠綠長袍。有人看過她

向一顆挺立在蒼穹之下的大

樹，以太陽為冠頂；從每一

根 枝 芽 灑 下 一 滴 金 色 的 露

珠，落在荒蕪的土地上，於

是大地生長出綠色的植物，

上面結出飽滿的穀粒；大樹

的根四面八方深入屬於烏歐

牟的眾水之中，曼威的風在

它的數葉之間呢喃。她的愛

爾 達 與 別 名 叫 齊 門 泰 瑞 ，

「大地之后」。

　　靈魂的主宰費安圖是一對兄弟，他們通常

被稱為曼督斯和羅安瑞，但這稱呼其實是他們

居所的名稱，祂們的本名是丙謀和伊爾牟。哥

哥丙牟住在維林諾西邊的曼督斯，他是冥府的

監督，被殺亡靈的招喚者。他記得一切的事，

從不遺忘；除了伊露維塔獨自裁決的命運之

外，他知道一切眾生的結局。在維拉之中，他

是命運的審判官，不過他只按曼威的吩咐宣布

他所掌管的命運與他的判決。編織女神薇瑞是

他的妻子，他將所有發生在時間之內的事都編

之成故事的網路，隨著歲月的流逝，曼督斯的

廳堂不斷擴增，薇瑞的織編也掛滿其中。

　　弟弟伊爾牟是想像與夢的主宰。在維拉所

居的土地上，他的花園羅瑞安是全世界最美的

地方，其中充滿了許多的神靈。溫柔的伊絲緹

是他的妻子，她掌管一切創傷的醫治，讓疲憊

者恢復精神。她穿一襲灰衣，賞賜睡眠與安寧

給眾生。她從不在白日出現，白日她在羅瑞林

的湖中小島的樹蔭下安眠。所有維林諾的居

圖爾與海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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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都從伊爾牟和伊絲緹的泉水中恢復精神和

體力。維拉們也常前往羅瑞安，在那裏卸下阿

爾達的重擔，獲得安靜與休息。

　　能力比伊絲緹強的是妮娜，獨居的她了解

悲傷，並為阿爾達的每一處創傷哀悼。她的悲

傷如此浩大，如同大樂章所揭示的，以至於她

的樂曲在中途並轉為悼歌。但她並不為自己哭

泣，傾聽她的亡靈在到歌中學會憐憫，並得以

抱持希望，忍耐等候。她的宮殿在極西之地，

為在世界的邊緣；他很少去便地都是歡笑的維

力瑪城（意即「維拉的家」），而比較常去的

離家較近的曼督斯城堡，所有曼督斯等候的亡

靈都像她哀哭傾訴。她給他們帶來力量，並將

他們的悲傷轉變為智慧。從他的住所可以望出

世界邊緣的圍牆。

　　力氣最大，立下許多英勇事蹟得是托卡

斯，他的別名是阿斯佗多，意思是「驍勇善

戰」。他是最後一位前來阿爾達

的維拉，在對抗米爾寇最出的幾

場戰中助眾神一臂之力。他從不

需要駿馬，因為他比所有用腿奔

跑的動物跑得更快，他的雙手就

是他的武器。他既不留心過去，

也不在意未來，對討論出主意毫

無興趣；不過他是個非常可靠的

朋友。歐羅米的妹妹妮莎是他的

妻子，她不但輕盈靈活，也是飛

毛腿。她最喜歡跳舞，常在維力

瑪中常青翠綠的草地上舞蹈。

　　歐羅米也是一位力量強大的

維拉，他雖不像托卡斯那般強

壯，但發怒時更為可怕。歐羅米

熱愛中土大陸的每個地方，他非

常捨不得離開中土大陸，是最後

一個前往維林諾的維拉。在遠古的時代，她常

越過山脈返回東方，帶著他的大軍追獵可怕的

野獸和妖怪，他十分喜愛駿馬和獵犬，還喜愛

所有的樹木，因此他又被稱為奧達隆，辛達精

靈稱之為托隆，意思是「森林的主宰」。他的

座驥名叫納哈爾，是所有駿馬的祖先，在日光

之下牠雪白耀眼，在夜裡則全身散發銀光。歐

羅米訓練他的部署與獵犬追獵米爾寇的邪惡下

屬。年輕的威娜是歐羅米的妻子，他是雅凡娜

最小的妹妹。他所經之處百花吐蕊，她所望見

的花朵盛放相迎；她所到之處百鳥歡唱齊鳴。

　　以上的傳說字句無法被更動半分半句，因

為它們是強力且簡潔的話語，諭示了整個世界

的起始，便如一本聖經上的語錄，無法看透其

全部，無法徹底了解其意涵，永遠都可能會從

中得到新的體悟；若非字句相依，原封不動的

呈獻，我無法確保所傳達的是作者的意涵。

 　　故事的核心永遠是人與精靈的傳奇。但在

洪流之中，惟有如此浩瀚的存在伴隨世界走過

歷史，始終看著一切，支持著一切。雖然維拉

們最終選擇了離開，再也不干涉那以往建造的

土地，結果是永遠的獨立，永遠的孤寂；接下

來我將簡短敘述那一切的過往，在那榮光照耀

與黑暗肆虐的年代，身為人的使命與驕傲迎寒

風挺立，往往在奮鬥的同時寫下不朽的詩篇，

而詩篇的力量強大無比，同為浩瀚的存在，永

存不滅，與時間軸同在。以下是幾個著名的傳

說歷史片斷，幾乎都深藏生命力量，舞動整個

世界的脈絡。我將以讀者角度介紹個年代所發

生的事。

史詩與傳奇

 

　　維拉們進到了這個世界，

但世界此時荒涼無比，四處皆

灰濛，一切事物都還渾沌未

明。雖然失望，但是維拉們想

到伊露維塔的子女即將誕生於

此，就著手建造這個世界。

就當高山大海被造了出來，世

界被整理的井然有序，美麗的

事物一件件的成形。此時米爾

寇就跳出來宣示他的占有權，

但其他的大能者不同意。曼威

說道：「汝言差矣，此地之功

不全在於你。」於是米爾寇就

宣起了大戰，並且是米爾寇占

了上風；此時一位神靈前來幫

助維拉們一臂之力，阿爾達瞬

時充斥著他的笑聲。來的果然就是托卡斯，他

的怒氣如狂風，驅散一切擋路的烏雲和黑暗；

米爾寇面對他的憤怒和大笑，只能夾著尾巴逃

跑。天下也太平了好一段時間。但米爾寇在遙

遠的黑暗之中計畫祂的陰謀，並從此對托卡斯

恨之入骨。

　　    那時，維拉們為海洋、陸地以及山脈

帶來秩序，火焰被壓到太古的山丘之下，如今

大地需要光。於是維拉們造了兩盞巨燈，照亮

了個世界。同是世界開始生機盎然，維拉們也

在此建立了他們的住所，當一切大功告成，維

拉們非常欣喜，舉辦了一場宴會，傳說托卡斯

和妮娜在此時結為連理，而托卡斯心滿意足的

睡著了。米爾寇就是在等這個機會，他早在阿

爾達之外號召許多的神靈，趁這時候穿越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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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牆（直到魔戒第三紀元之前，世界是一水平

面），來到北方，建立了他的基地烏塔莫，一

座深不見底的地底堡壘。

　　  

　　雖然維拉們沒有察覺，但阿爾達的春天開

始被荼毒。綠色的植物腐爛，蟲蠅孳生；森林

便的異常危險，野獸變成有獠牙的妖怪，殘殺

使大地佈滿鮮血。維拉們察覺到的時候以為時

已晚，米爾寇先發制人，打碎了兩盞大燈，火

焰捲襲了整個世界，均勻稱的世界設計毀於一

旦，維拉的地一哥社記在也沒有回復過。米爾

寇躲回他的堡壘，銷聲匿跡了好一陣子，而維

拉們則疲於回復世界的創

傷，也不敢隨意發動戰

爭，除非他們知道伊露維

塔的子女幾時出現，否則

他們不敢發動撕裂大地的

戰爭。

　　維拉搬出外海維諾

林，等待著伊露維塔的子

女出現，雙聖樹在此時生

出，一為金花放光，一為

銀葉閃爍，這可能是世上

最偉大的事物之一，他們

的光如此驚人，照耀整個

維諾林，一切被照耀的都

顯得更加美好，從此時間

才有了賦予的意義，樹的

周期宣示著時間得流轉，

紀元正式開始。世界此時

出現了天上閃耀的星，那

是瓦爾旦把聖樹露珠至於

天上所綻放的明光，精靈

使中最敬重瓦爾旦，因為

他們生出之時雙眼看到的

就是滿天的繁星。但此時維拉們還不知道精靈

的到來。

 

　　直到一天，歐羅米在率領部下狩獵米二口

的邪惡下屬時，發現了精靈。他們是如此的令

維拉震驚，而歐羅米驚人的身軀也嚇跑了不少

的精靈。但是當他們看清這位莊嚴的騎士，就

明白他不是奔竄在大陸上的邪惡。米爾寇更早

知曉精靈的到來，也抓去了不少精靈，他讓下

屬假扮騎士，好讓他們對歐羅米感驚恐，以至

於很久之後維拉才見到避走的精靈。現在仍有

流傳，黑夜中游蕩的死亡使者抓走他們的同

伴，米爾寇事實上也對他們做了許多的惡事。

　　於是維拉們發動了一場驚天動地的戰爭，

米爾寇永遠不會忘掉這場戰爭是為精靈而打。

到最後，烏塔莫還是被攻破了；托卡斯抓住了

米爾寇，並用奧力所造出的巨大鐵練將他綑

住，帶回囚禁，他被判定要在牢中間進數千年

之久。

　　在大戰之後，維拉們決定要精靈們自行決

定要留在中土大陸或者是維諾林。起出精靈很

怕維拉們，因為他們都是憤怒的模樣前去開

戰。最後精靈們派出三個代表，分別是英格

威，芬威和埃爾威。後來成了凡雅、諾多、辛

達精靈的君王，他們討論後決定勸族人遷徙到

福盟之地。就這樣，願意跟去的稱為艾爾達，

留下來的精靈則稱為亞維瑞，

「拒絕者」，他們偏愛星光和

廣闊的中土大陸勝過雙聖樹的

謠言。 

　　英格威是所有精靈的最高

君王，也是後來一直留在維諾

林的凡雅精靈的王；他們是白

皙美麗的精靈，人類之中只有

少數曾看過他們。第二隻抵達

的是芬威的子民，諾多精靈，

知識淵博的一群，是奧力的朋

友。他們的史詩最為壯麗，整

個紀元的歷史都與他們相關。

最後到達的是帖勒瑞精靈。他

們十分喜愛水源，那些抵達大

海的族人被大海迷住了，就在

那住了下來。他們最在行的就

是造船。此外也有回頭的南多

精靈，他們對藥草的認識遠聖

其他族人，而那些留下來的精

靈被稱之為是黑暗精靈，因為

他們沒有看見過太陽與月亮之

前的光。還有一族辛威精靈，

後來成了龐大的中土精靈，庭葛是他們的王，

也是唯一看過聖光的精靈。和他在一起的是美

麗安，一位邁亞，她的美超凡於一切凡物，而

她的力量漸立起美麗安環帶，保為了這個隱密

的國家。

精靈寶鑽

　　一切的事發生在諾多精靈身上，一個天才

的降臨。費諾，芬威的兒子，他的媽媽因生產

祂而耗盡生命，之後就一直睡著，在也沒醒。

芬威非常悲傷，然而他十分疼愛費諾，費諾也

漸漸嶄露光芒。

　　此時剛好是米爾寇出獄之時。當米爾寇被

放了出來，看到聖地的繁華美妙，便熊熊燃起

《精靈寶鑽》插畫：夜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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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嫉妒之心。不過他把慾望藏在心中，裝作已

經改過，並且對精靈們非常的好，出點子出

力，並和諾多精靈們交起了朋友，並悄悄暗中

計畫。

  

　　一個驚人的創作誕生自費諾手中。三顆精

靈寶鑽，它們的材質無人知曉，比鑽石還硬，

內部還蘊藏著聖樹的光，透露出比光更上百倍

的色彩。所有人都非常驚奇，米爾寇看到了更

是慾火中燒，想要獨占它們。費諾十分得意，

然而驕傲讓他盲目，帶領諾多一族進入詛咒。

米爾寇此時開始散布謠言，正好費諾與父親新

結婚而入主的精靈們不和，他們是芬國盼和費

納芬，前者最強壯，個性也最忠誠堅定，後者

長的最為俊俏，並擁有最有智慧的心靈。他氣

憤他們想奪走父親對他的愛，因此對新母親和

她的兒子們十分不友善。米爾寇就趁機叫諾多

精靈們準備武器，因為對方隨時可能發難，雙

方都以為自己視為一一方被通知的人，開始加

緊腳步趕工，做出了許多的兵器。

　　在一次的會面中，雙方產生了衝突，費諾

拔劍相向於他的兄弟。這件事被維拉們知道

了，經過審查，發現是米爾寇搞的鬼，但是他

早就不知去向。費諾也因此被譴責，但他仍不

願道歉，被判驅逐於城外，從此他在也不讓別

人看他的傑作精靈寶鑽，成天鎖在櫃子之中，

而他的父親也與他同住。

　　有一段很長的日子，米爾寇不見蹤影。突

然有一天，他出現在費諾面前，用花言巧語催

促他在次考慮脫離維拉們，假裝很講朋友義

氣，為他打抱不平。他說：「看吧，過去我所

說的都是真的，你被判流放真是太不公平了。

倘若費諾的心仍是自由的，那我將助他一臂之

力，帶他離開這塊狹窄之地。我也是一位維

拉，而且強過那些高傲坐在維利瑪城的維拉

們。我向來一直是諾多精靈的好朋友，諾都族

乃是阿爾達所有居民中最有本事又最勇敢的一

群。」

　　此時費諾心中的怨恨尚未從羞辱中恢復過

來，正在考慮要不要相信。米爾寇眼見他要動

搖了，就開口加上最後一擊：「此處確實是個

堅固的堡壘，防守也夠嚴密；可是只要是住在

維拉的土地上，你千萬不要以為精靈寶鑽會有

安全的一天。」

　　他萬萬沒想到自己的詭詐竟會過了頭，他

的話太深入，經喚醒了他意料之外的兇猛怒

火。費諾對他的憎恨壓倒了恐懼，他詛咒米爾

寇，命令他滾遠一點，他說：「你這個曼督斯

的階下囚，給我滾離我的家門！」接著他對全

宇宙最強大可為的神靈甩上的大門。

　　米爾寇羞愧難當，他知道自己自身難保，

想要復仇的時機尚未來到，不過他的心早已憤

恨發黑。就在一次的宴會之中，米爾寇邀了一

位黑暗的神靈，昂哥立安，她是一隻巨大的蜘

蛛，也是米爾寇最初引誘墮落的神靈之一。她

否定了米爾寇的主權，要做自己欲望的主人，

把所有的事物都拿來填補自己的空虛。當豐收

的祭典來臨時，他們攻擊雙聖樹，米爾寇的黑

槍刺入樹中，昂哥立安瘋狂的吸吮，還釋出自

己腹中的劇毒，當維拉來時，昂哥立安吐出黑

暗，編織成穿不透的網，托卡斯只能現在黑暗

之中，力氣一點都用不上。

　　雙聖樹垂死，拯救的辦法是取出寶鑽中的

光，為此費諾不從，如果他答應了，也許命運

會全然不同，儘管此時無論與否都拿不到寶鑽

了。

　　米爾寇在離開前殺了芬威，奪去了精靈寶

鑽，費諾憤恨無比，大聲的詛咒米爾寇，稱他

為魔苟斯，「宇宙黑暗大敵」，並且鼓動諾多

精靈前往中土大陸討伐他，並且與他的七個孩

子宣示，精靈寶鑽只能為他們所有，只要是旁

人持有它，那麼，無論他是誰，無論是維拉的

大能，巫術的力量，或是伊露維塔的慈悲，都

不能使他免於被諾多精靈的追擊。這次的鼓動

非常成功，幾乎所有的諾多精靈都響應號召，

離開了維諾林，前往中土大陸，而他們詛咒般

的命運隨著毒誓越演越烈，為有一切的錯誤到

了盡頭，殘餘的人們才能重新歸回正路。

戰爭與歷史

　　於是一群精靈出發前往中土大陸，途中卻

做了不少的壞事。他們請帖勒瑞精靈建造船，

好讓他們通行；但是精靈們拒絕了費諾，因為

他們做得是錯事，而朋友要規勸他們。費諾卻

因此攻打他們奪取船艦，不少後到的精靈們只

見同族的人倒下，紛紛加入戰局，而帖勒瑞一

族慘遭屠殺。許多精靈在往後的日子裡受此折

磨，這是第一個犯下的罪刑。

　　芬國盼和費納芬也和費諾分離，但是回到

維諾林請求原諒的只有費諾芬，他的兒子們和

芬國盼一行人被留在中土大陸，同樣受費諾的

背叛。直到此時，他們才稍稍了解這等行為所

帶來的詛咒是如此的令人恐懼，而黑暗的中土

大陸讓精靈們逐漸疲憊，與世界一起衰頹，維

拉們將不再伸出援手，因為他們被控奴役精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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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而精靈所做的惡果也應自己承擔。

　　費諾追擊魔苟斯，卻中了敵軍的陷阱；費

諾被炎魔包圍，等到兒子們前來救他時，身上

的傷卻以早以致命。據說他讓

兒子們再次發誓要完成自己的

遺願，而他心中的火燃燒盡他

的軀體，從此他再也沒有重回

世界。

　 　 接 下 來 是 漫 長 的 歷 史 長

流，第一次與魔苟多的聯軍作

戰失利，以及費諾的七個孩子

所遭受的詛咒，漫長的歲月只

是 個 永 不 能 脫 去 的 枷 鎖 。 後

來，雙聖樹在死亡之前開出了

一花一果，分別是後來的太陽

和月亮，兩位神靈負責驅使它

們白日照耀大地，夜晚驅除黑

暗 ， 而 太 陽 讓 魔 苟 多 十 分 懼

怕，只敢在晚上暗中計畫。在

日月出現的日子裡，人類從遠

方來到，同樣締造了不少的傳

奇。關於人類，據說伊露維塔在

維拉們離去之後曾言語：「我將賜予人類一個

全然不同的禮物，他們將在死亡之時永遠離開

一切。」就這樣，人類們除了著名的露西安之

歌中的貝倫曾起死回生了一段時間，其餘的都

永遠離去；但是同時，死亡對人類來說永遠深

不可測，也同樣是恐懼了來源。其實死亡並不

是一件惡事，不過魔苟多將令人懼怕的黑暗加

諸在上，陰影自然落在人們的心上。將下來是

人類與精靈、矮人們對抗魔苟多強權的時代，

戰爭四起，同時紛亂也遍佈同盟之間；費諾的

子嗣們仍然被毒誓驅使著，做出了殘忍的事，

僅僅只為了追回屬於他們的東西。在魔苟斯得

勝之前，英雄們仍奮勇戰鬥，所以留下悲傷未

從歌頌的芬國盼與魔苟斯對決，他留下七道不

滅的傷痕後戰死，而他的人民也未曾再立一位

新的王。露西安之歌，傳唱人類英雄貝倫與最

美的精靈露西安的結合；他們為完成使命而獨

自面對魔苟斯，奪回了一顆精靈寶鑽，而當貝

倫死後，露西安前去曼督斯前哭泣哀歌，而維

拉們前所未見的動容，經過伊露維塔給予他們

重生的機會，而精靈寶鑽在露西安身上發出他

最亮麗的光采，那時連費諾的子嗣都不敢有搶

奪的念頭。其他還有胡林的子女，葛羅芬戴爾

獨戰炎魔，種種光輝般的傳奇跟隨著中土大

陸，即使最後魔苟多得勝，人類和精靈被逼到

最後的境地。

　　一長串的故事到了盡頭，一個人前往福蒙

之地請求維拉們的幫助。就這樣，維拉們原諒

了過去種種，同時號招了大軍前去討罰，終於

將魔苟多趕出黑暗之境，一切歸於平靜，精靈

寶鑽中於消失，被留在天上，地下以及大海之

中，一切都暫時告下一個段落。

魔戒時代，神話永恆

　　即使魔苟多被永遠趕出了阿

爾達，他的手下仍留在世界之

中。其中對著名的就是索倫，一

個強大的邁雅。就是他驅使人類

挑戰維拉，奪取永恆的生命；彼

時人類還能見到福蒙之地所發出

隱約的光，而人們的壽命也長達

500多年，強大的國力讓人們盲

目，轉而相信索倫，去攻打維拉

們。此時曼威請求伊露維塔卸下

維拉們的責任，而世界劇變，地

球成形，從平面轉為圓球，從此

前往維諾林的路消失了，人類也

受到打擊，索倫因而得勢。

　　再來的故事相信大家十分耳熟。索倫教人

類、精靈和矮人打造十戒，自己卻偷偷打造了

至尊戒，可以控制戴上戒指的人們，同時也是

他強大法力的來源。當聯軍好不容易打倒索

倫，魔戒卻消失了。為此，聖白會議遠道而

來；他們是邁雅們，前來幫助人們。白袍甘道

夫便是米斯蘭達，具有憐憫人心的邁雅，而最

強的是庫路耐爾，但他漸漸欣賞索倫的力量，

轉而背判他們。

　　最後的結局相信大家都知道，精靈們揚帆

永遠離去，矮人們深入地底，再也無人可見，

人類也稱霸中土，卻同時失去了遠古的朋友

們。一切回歸現實，傳說也告下一段落，但是

這麼樣得一本說揭開以往，讓我們得以想像這

樣一個充滿奇幻的歷史，它就近在眼前。托爾

金所寫出的，不只是奇幻，更是讓我們從中看

到真實世界的投影。反反覆覆的人性之變，帶

給我們震撼，同時也有反思。這樣一部偉大的

書，真是文學界不可多得的巨著，如果你對書

中的內容有所感觸，那麼，誠摯的建議你找來

細細閱讀。任何人都會從書中找到屬於自己的

獨特感動。

《精靈寶鑽》英文版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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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words from the author

After a while of predicted non-
productivity, the urge to 
satisfy the lack of intel-

lectual curiosity drives scholars to conduct min-
iature experiments about social observations, es-
pecially during the fresh era of college life. Thus, 
over winter break, I investigated real life situa-
tions which include controversial issues such as 
abortions, which eventually diverged onto a more 
general observation and attempt at modeling cause 
and effects in relationships and the categorized 
characterization of individuals. Also included is a 
quick analysis of the economics of relationships, 
which explains many sociological phenomena. 

Another situation investigated was depres-
sion, including those with failed romantic histo-
ries. These people feel ashamed and cannot easily 
develop the confidence necessary to lead a normal 
life unless assisted by counseling that they can 
trust. I used various methods to gather these sam-
ples. All fees charged and received were donated 
to American Breast Cancer Foundation via the ad-
ministration of MissionFish.

All of the situations faced were absolutely 
genuine and not all cases 

were successful, though there were a few 
bright success stories.

One would expect those who are eligible for 
welfare in the form of food stamps to be conserv-
ing financial expenses and focusing them on es-
sential expenditures such as food and focusing 
most on necessary expenses such as education, 
shelter, or even saving the money for emergencies. 
Instead we find that these people often relinquish 
their immediate futures to mere chance in a game 
of lottery. The expected value of return in these 
lottery games are notoriously and significantly be-
low the price paid...

Note: Please do not imitate the procedures 
without good cause. 

Typically it is impossible to purchase values 
such as confidence, faith, and trust. In times of 
doubt, many turn to acts of faith in religion while 
some find other means of self-consolation. Reli-
gion offers its believers consolation in times of 
need, moral support in times of indecision, and 
trust in times of instability.  

~~~~~~~~~~~~~~~~~~~~~~~~~~~~

Desperate Measures 
for Desperate Times
On the search for the subculture beliefs  
and the economics of relationships 
M105 曾昱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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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often difficult for most people to under-
stand belief of the supernatural without believing 
in it themselves, which refrains many nonbelievers 
from identifying with anyone. One approach that 
yields similar results is viewing the situation from 
the eyes of not the believer but instead the creator 
or the caster. As Atticus Finch says, one must “step 
into their shoes” to understand them. To discover 
the background in these scenarios, I researched 
many online listings offering services in spell cast-
ing and compared them to informational articles 
on witchcraft. They were rather similar except in 
the purpose of the articles, which, in the case of 
the listing for the services, was to sell and earn 
profits. Every seller who had closed many sales 
would include huge chunks of witchcraft lingo 
to demonstrate their professional knowledge in 
the realm of magic. Next, we also researched the 
prices these sellers listed their services for and 
discovered great deviation in the price distribu-
tion ranging from $3 to $300, with the $3 listing 
clearly seen as a listing not listed by a genuinely 
professional caster.  Thus, we decided to test our 
pricing at $7 and within 24 hours, someone had 
purchased one spell. This person claimed to only 
have three dollars left on her card, but because I 
was actually only there to collect data and direct 
these people in the right direction in a sensical 
manner, I kindly accepted the haggle. She paid 
and asked that I perform a spell that would allow 
her to win the lottery. My plan on these situations 
was to tell them to only bet a single dollar, and if 
they don’t win anything, tell them that they are 
not destined to win the lottery and that they should 
not purchase anymore lottery tickets. This would 
save them precious money and extinguish their 
addiction to gambling in a way that complies with 
their beliefs.  This may seem somewhat shady, but 
I may assure you that any funds received for ser-
vices were donated to the American Breast Cancer 
Foundation through MissionFish, which adminis-
ters the donation process. 

Being a responsible spell caster is not an easy 
task! Unless one sincerely believes in the “spells” 

cast, there are moral issues involved concerning 
the responsibility revolving around the future of 
the user. Obviously, the legal issues are denied by 
a very minute and fine statement, printed nearly 
covertly stating that “Disclaimer: The law requires 
that all paranormal items, such as spells and psy-
chic readings be sold for entertainment purposes 
only. You must be 18 years of age to bid. Please 
refrain from bidding if you have a fear of super-
natural activity and be sure that success is what 
you really want before bidding. We cannot be held 
responsible for any activity that does or does not 
take place as a result of this spell. Any product 
or service should not be considered a substitute 
for medical, psychological or legal advice.” That 
statement, which I improvised from other listings, 
was basically a bullet-proof legal statement that 
warded off legal actions resulting from undesired 
consequences by disappointed buyers. Legality 
doesn’t imply morality and thus please do not 
imitate any of the procedures involved in the data 
gathering process. 

Belief in such magic appears inconceivable 
to nonbelievers and may sometimes be regarded 
with ridicule that may at times decrease one’s self 
esteem, making concealment of any magic used 
beneficial to the conservation of self confidence. 
Thus, I forewarned all clients that knowledge of 
the casting by any third party would reduce or 
even negate the effects of the spell and possibly 
even cause it to backfire. This surreptitious meth-
od of consolation would simultaneous allow the 
client a catharsis as well as keep private informa-
tion confidential, which is crucial to the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a client. 

Sometimes clients request something that I 
deem to be nearly impossible or unadvised. For 
example, one client sincerely wanted to win the 
lottery, so she could help her mother pay for his 
brothers’ special education fees. She also added 
that her brother had seizures and desperately need-
ed the funds for treatment. Regardless of the valid-
ity of the background provided, I conservatively 
suggested that she play only one dollar, and after 
she lost I planned to tell her that she was not des-
tined to win the lottery and that she should never 
gamble again. In fact, that would save her huge 
sums of money, considering that she soon replied 
that she had already purchased $100 in lottery 
tickets that were to be announced the following 
day. Fortunately, a slight relief to my own mor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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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that she had already purchased the tickets pri-
or to my advice and that there was nothing I could 
have done to prevent it as the tickets could not be 
returned for refunds. However, my plan was then 
focused on convincing her to never impulsively 
purchase lottery tickets and to redirect her life in 
another direction, possibly by applying for new 
jobs or increasing her chances of a promotion. To 
my surprise, she turned those options down and 
asked that I cast another spell to help her win the 
lottery. 

Another client who imprints a strong impres-
sion in my mind is an 18-year-old girl who, after 
two years of a promising relationship with her 
17-year-old boyfriend, found herself pregnant. 
After a month the boy left her and she, unfortu-
nately, could not openly speak to her parents about 
her mistakes and situation. In addition, she had 
never before seen her father, not because of some 
tragic accident or heated divorce, but instead be-
cause of abandonment. Her alleged father had too 
abandoned her mother pregnant with the child, 
the same way her boyfriend had done to her. This 
girl asked that a spell was cast for her and her ex-
boyfriend to reunite, which would theoretically 
rid her of all her present problems regarding bear-
ing a child. First off, debating whether abortion 
should be legalized is one thing, but deciding 
whether or not someone should have an abortion 

is another, especially on the legality versus moral-
ity spectrum. For someone who had considerably 
been a proponent of choice by the child bearer, I 
felt an interior sense of control and repulsion that 
conflicted with my logic and ideology for the first 
time. My advice, would immediately and directly 
affect the dichotomous outcome of a child’s life 
or, perhaps, death. In terms of legality, the child-
bearer should definitely have the right to her own 
body and life, and the power of decision solely lies 
in the hands of the child-bearer. 

However cruel abortion may be, one must 
also consider the aftermath of both possible deci-
sions. Given that the child-bearer is willing to bear 
and nurture the child, the next most significant fac-
tor in a decision like this is whether the child-bear-
er is mature and responsible enough to undertake 
the tasks of parenthood. Indubitably, parenthood 
by someone who has not yet acquired economic 
stability or personal maturity is not advisable as 
the ultimate outcome will directly decide the life 
and well-being of the child. In the case of the cli-
ent, there are special ties between the baby and 
herself, not just because their genetic material is 
nearly identical, but also because she too had been 
once considered a candidate for abortion, had her 
mother not decided to keep her. This complicates 
the situation greatly as there are personal ties to 
the situation that may prevent her from taking ac-



嵐杏拾．97

tion. Ultimately, it is not my duty or responsibility, 
as an advisor or even physician-to-be, to decide 
for the child bearer, but instead only provide the 
details and possible outcomes as well as pros/cons 
for both choices allowing her to make a wise deci-
sion for herself. 

An additional dilemma is whether her 
parent(s) should be informed or even required to 
sign a form of consent, should the client decide to 
have an abortion? And at what age should consent 
or notification be required?

The client eventually elected to keep the 
child, as the child resembles herself in a parallel 
of what she resembled to her mother.  In this case, 
electing to proceed with abortion would feel to her 
like killing herself from another perspective. The 
decision was made solely by the client herself and 
no facts or information was distorted in order to 
incline any decision. 

Making life choices can often cause one to 
enter an absorbed state of recollection and vacil-
lation, given that the decision involves multiple 
plausible options and there are multiple opinions 
involved with the outcomes of the decision. For 
example, decisions such as abortion or marriage. 

Also, a fundamental reason for seeking help of this 
sort is the unaided feeling of helplessness. This 
is exemplary to the feelings of self-neglect often 
accompany these situations after the situation 
gradually exacerbates. However, these banal situ-
ation are very predictable and do not represent the 
entire scope of possibilities. Few clients requested 
solutions to their lives in ways that only medical 
assistance could realistically solve their problems. 
While some requested help with drug addiction, 
others hoped for extra energy to excel at sports 
or even increased intellect to enhance academic 
performance.  In the context that they will to solve 
or mitigate these problems in life under those situ-
ations, these requests are rational and responsible. 
However, the method of hoping for the problem to 
solve itself or for supernatural, paranormal activi-
ties to instantly dissipate the problems is rather 
comical. There were some cases in which clients 
requested to win the lottery, hoping for a state 
change that would forever relieve their financial 
stress and project their lives into those of million-
aires. 

 However, the acme of problem intensity was 
not reached with solutions for betterment, but in-
stead included wishes formed out of animosity for 
peers. The amalgamation of jealousy, hatred, and 
lust ultimately leads to an acerbic and malignant 
series of vengeance or even felonious plans that 
should never be executed upon anyone in a situa-
tion of jealousy.  

So why exactly is it that people believe in 
such methods of cures, solutions or charms? The 
reason is nondescript and complex but involves 
a misty sense of faith and self-denial of the truth. 
The last resort of hope when there seems noth-
ing logical left is often reliance on not oneself but 
a miracle that would materialize all solutions or 
cures for the person. It is easier to view the situ-
ation through the reason for hope of the outcome 
rather than the reason for belief in the process 
itself. It is amazing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 at-
tempt to solve these worries through this method. 
Over three weeks, the total number of clients 
achieved 20, averaging one case each day. This is 
an astonishing number, not just in its volume but 
also in the consistency of the requests. Indeed, ev-
ery day comes with its own surpris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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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ltimate apprehension of most people is 
uncertainty - uncertainty in love, fragility of life, 
and instability of grades. Then there are charac-
teristics part of human nature that promote the 
amplification of these uncertainties to the extent 
in which those people will seek even uncertain 
methods that only promise a small rate of success. 
Sometimes that rate of success is equivalent of the 
rate of success solely due to luck. However, most 
people also enjoy listening only to the good news, 
and thus sometimes maintaining too high of ex-
pectations or hope and resulting in disappointment 
by peers, family and especially oneself. Everyone 
has an idea of a role model, even if not a clearly 
defined perfect being, but this unnatural hunger to 
strive towards perfection, or the person’s idea of 
a role model, may drive some towards taking des-
perate measures.

 “The desperate disease requires a dangerous 
remedy”... which is very similar to “extremis ma-
lis extrema remedia”

Gone in a flash

Nearly everyone has dreamt of winning the 
lottery, money growing on trees, or living like 
royalty. However, as times progresses and youth 
wears away, so does the hope. Astonishingly all 
the clients who asked to win the lottery were under 
the age of 25. Image a 19 year old college student 
just entering a greater society of freedom, with no 
parent to govern their spending or their lifestyle. 
This is just the beginning of their true intellectual 
edification, and thus everything before them is un-
certain and seemingly propitious. However, then 
consider a 19 year old worker, who has just gradu-
ated from high school a year ago. Sure they have 

hopes of being promoted, but in reality promotions 
come way later, and ultimately very few people 
ever believe they are overpaid. Most people at 
this stage in this same situation would most likely 
be paid minimum wage, especially in these harsh 
economic times. However, Martin Luther King Jr. 
wasn’t the only one who has dream. Everyone has 
their own yellow brick road to travel upon and for 
some, unfortunately, that yellow brick road hap-
pens to be the Lottery. Investing small amounts 
of money in a game of mere luck has two conse-
quences: a state change propelling the individual 
and his or her peers and family into a world of 
wealth or a minute or two of demurred silence and 
disappointment and then returning to the lottery 
machine for more. Statistics show that the major-
ity of lottery ticket buyers are lower-middle class, 
readily explained by the fact that high-income 
individuals would enjoy a lesser state change even 
if they did indeed win. However, individuals of 
all backgrounds purchase lottery tickets, mainly 
driven by the notion that there is a possibility of 
winning and that the ultimate result should that 
occur would be a life’s fortune obtained without 
diligence or any pain.

Some of the undertaken actions by these in-
dividuals may seem rather irrational by the com-
mon public, bu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influx 
of hormones released by the body, possibly due to 
depression from the aftermath of a breakup or 

Those who need counseling the most never 
realize that they need it, and only realize it when it 
is too late. 

The thought processes involved in making 
these life-changing decisions of high uncertainty 
can be split into two divisions. Onc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strong emotions such as anger, stress, 
and the various forms of love, the regular acumen 
is adulterated by strong irrational thoughts pro-
cesses that may lure one into making an unwise 
decision depending, of course, on the person’s 
goals in life. If one were to purge these emotions, 
by implementing a process of strict rationale and 
logic to analyze the circumstances in which the 
problem is situated, then this dilemma may be 
avoided to some degree, depending on the accura-
cy of the logical implementations. This may seem 
only theoretical on a general basis, but it may be 
easily demonstrated that this dilemma and its pre-
sented solutions may well be the panacea to s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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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then the corresponding coefficients 
will be much greater than those of other variables, 
making those two variables the predominant deter-
minants of the final worth value. 

The above equation expresses worth as a 
summation of a product of n terms, where p is the 
beholder’s preference regarded to the ith variable 
and xi is the ith variable. 

Worth is an abstract value that no individual 
is certain about, and thus there is an expected 
worth, which we will denote as

 
w h e r e  is a self defined value of the coefficient 
relating to its respective variable. 

The a stable existence of a mutual relation-
ship occurs when 

If neither condition is met, then no problem 
would arise as neither individual would express 
any signs of continued interest or hope. However 
in the case that one condition is met and not the 
other, then the case of [Unrequited love] will form. 
One side will believe that the other subject is a 
worthy partner while that feeling is not returned. 

Absolute worth an objective value for the 
each individual and does not play a direc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relationships. This value is un-
known to both individuals and retains a constant p 
coefficient for all variables. 

where pi here is a constant function dependent 
on the variable in question. Since absolute worth 
is objective, the p values remain constant and the 
absolute worth is only dependent upon the actual 
variables in question. 

Except in cases of extreme egocentrism, ab-
solute worth and expected worth tend to be close 
to one another. Therefore, the comparison of these 

of the common problems seen in the investigation. 

Worth

Each and every person has exactly 24 hours a 
day, no more and no less. However, there is great 
number of variables in every individual that can-
not be quantitatively assessed.  However these 
variables are clearly interrelated through a com-
mon function, which we may dub to be worth. To 
clear any misunderstandings the nomenclature is 
based on the definition of worth as in the extent to 
which someone is worthy of something, and not 
based on numerically assessing the usefulness of 
someone, which would be somewhat inhumane. 

Worth=W(a, c, m, r, i, s, o, u, Walt …)

a= Appearance

c= Character

m= Charisma

r= Resources

i= Intellect

s= Status

o= Occupation

u= Contribution to the joint union

Walt= Worth of Alternatives to subject in ques-
tion

The interesting case of relationships is that a 
“supply” and “demand” originate from the same 
two sources, and may be seen as a comparison of 
worths. However, if these worths were compared 
as-is, then no relationships would ever form, as the 
only case for a stable formation would be when 
the two values are absolutely identical. Since 
many variables are continuous, this likelihood 
would be little more than zero. 

However, the truth is that beauty really is 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 and that the significance of 
each variable on the total worth is dependent upon 
the beholder’s preferences. Each variable has a 
coefficient that affects the value of the total sum-
mation of W. For example, if the beholder happens 
to value character and intellect above all other 

Wx
y
= Worth of subject x with regards to y = pi

y

y=1

n

/ xi

Ex = Expected Worth of subject x

= Worth of subject x with regards to x

= Wx
x
= pi

x

i =1

n

/ xi

pi
x

Wx
y > W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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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 W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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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olute worth =Wa = 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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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 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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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values is also dependent on one’s emotional 
status and self esteem, both of which are unstable 
in times of emotional stress and uncertainty. When 
self esteem of person x is lower, the person’s self 
evaluation of worth is lowered below the absolute 
worth (Ex < Wa). However, when one overreacts to 
a small accomplishment, then the self evaluation 
may become greatly inflated above the absolute 
worth (Ex >Wa). 

An explanation for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unequal worths is the fluidity of expected worths 
and beholder’s worths. These two values may shift 
in response to emotional stimuli or changes in sta-
tus, such as a promotion or state change, but gen-
erally remain close to the absolute worth. 

Sometimes sociological barriers prevent the 
freeform shifting of partners and thus prevent the 
cancellation of the joint union, but only on a de 
facto basis. For example, in the case of sociologi-
cal prevention of divorce, the two subjects will no 
longer function as a joint union even if the de facto 
relationship remains status quo. This fact may also 
be demonstrated with a case of arranged marriage. 
Unless the u, the contribution to the joint union, 
is significantly outstanding, often the conditions 
of favorable worths are unlikely and, as predicted, 
many arranged marriages often result in artificial 
relationships in which there is no real emotional 
intermingling characteristic of typical long-term 
relationships. 

Generally speaking, someone of inordinately 
high status, such as a professor or a CEO is not 
going to marry someone whose situation is com-
paratively mediocre. Their absolute worths must 
be close enough for the possibility of conforming 
to the two prerequisites to a stable relationship.    
Certainly there are cases that demonstrate other-
wise, such as couples whose professions are abso-
lutely different and especially those in which only 
one person is the “breadwinner” and the other is 
a housewife. This is a common social dilemma in 
which one person’s contributions are implicit and 
requisite. 

Finding a balancing point

Every day comes with its own surprises but 
human nature finds ways to balance the influx of 
uncertainties in life. Sometimes we make com-

promises to ensure that tasks are completed to our 
expectations. Other times we celebrate after a job 
well done. These are all processes with which hu-
man nature finds its equilibrium and maintains 
order, emotionally and functionally. The mainte-
nance of long-term relationships is not an excep-
tion here and involves social customs that cause 
pressure for its shift towards equilibrium. 

This phenomenon can be seen through the 
comparison of worth, in which if the requisite con-
ditions are not match but the two individuals have 
already formed a de facto relationship, whether it 
be social or emotional, then the worths will either 
shift to conform to the requisite conditions or the 
relationship will fail and the individuals will even-
tually part. For example, a married couple both 

holds individual jobs and have similar status and 
contribution to the joint union, as well as share 
similar preferences, then the two are likely to be 
able to avoid the instability of relationships due 
to unmatching worths. In the common scenario 
of married couples in which the husband works 
and the wife stays at home to look after the chil-
dren and maintain the house chores. Those tasks 
completed by the wife are implicit, where as the 
salary the husband brings home is explicit, but 
the implicit contributions are still contributions to 
the joint union and therefore still contribute to the 
wife’s worth. However, in the case that both the 
husband and the wife hold regular jobs, sometim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customs of assuming 
that house chores are the female’s responsibility. 
This raises some concerns for [activists of femi-
nism] that the social flaw causes unfair treatment 
of women and chores should b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male as well. Analyzing this situation by the 
comparison of worths, the wife will have incre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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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ibution to the joint union due to the addi-
tional responsibilities by keeping the household 
maintenance. This will increase her self-evaluated 
worth as well as absolute worth, but if the husband 
blindly assumes that the chores are the natural du-
ties of the wife, then the worth of the wife with 
respect to the husband will b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self-evaluated worth of the wife. This 
phenomenon is very possible contributing cause of 
domestic violence all across the world today. 

Another interesting case is the scenario in 
which the wife does not hold a job while the hus-
band does. Feminist activists have suggested that 
couples be given comparable worth for their con-
tributions to the joint union, and therefore the fe-
male should be given some form of return for the 

work she has done in keeping the household clean. 
However, in this case, if wages were given for this 
type of contribution, then is it done out of love or 
is the work done in the form of an employed labor 
force? This solution creates an awkward dilemma 
that seems to solve the problem but will only spur 
problems. By analysis of comparison of worths, if 
the equilibrium balance is met when the female’s 
responsibilities for the household chores were the 
contributions to the joint union, then the removal 
of this contribution by the payment of wages for 
the service would dramatically decrease the wife’s 
worth and thus upset the balance. Therefore, this 
solution is unlike to naturally solve domestic prob-
lems as the law is unable to completely control the 
disequilibrium of relation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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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以外的事─[過去的神話]

　　傍晚的公路上，稀疏的路燈霎時全亮了。

對旅人而言，緊逼而來的黑暗使路燈的光芒比

黯淡的星辰更冰涼。施潼力和他那雙磨破底的

灰布鞋從未停下。在腰包裡，約莫剩下十幾個

叮噹響的銅板輕輕笑著。許久前寫小說的稿費

到哪裡去了，潼力也摸不著什麼頭緒，倒是稿

子裡一字一句從未在他的腦海中模糊過。神、

英雄、愛、欲、道德、罪、堅定、力量、光明

與黑暗、重生以及死亡、創造還有毀滅。潼力

是熱衷於神話的，但這些字句扭曲為圖像和怒

吼，然後不斷破碎，扎的他蹲下來拚命按自己

的腦門。大概是天空底下那層漸漸下沉的紫紅

色讓他有些懊惱，或者困惑。

　　昨晚在公廁睡著，他夢見自己成了白鎧甲

的飛馬天將，年輕力壯，領一路共患難的希臘

弟兄們朝夕陽的方向殺去。橘紅色的陽光下有

頭巨龍噴著黑煙，蓄勢待發。潼力的白飛馬翱

翔天際，猛地一衝，他手出長戟刺向惡龍，卻

穿透一幢破舊公寓的窗戶。公寓沒有倒下，而

在它後方是滿山遍野，大大小小的大廈和摩天

樓。戰敗的白武士驚醒，只見他隨身攜帶的一

本希臘神話，在公廁地板上躺著，有些潮濕。

武士搔搔自己略白的髮，再也無法入睡。

　　夜幕終究降臨，路燈的光芒在墨綠色的路

上灑下一個又一個拱形，恍若神祇降臨前的暗

示，或者潔白的籠子。潼力常有意無意將自己

關在這些光芒的圈裡，然後再從中脫逃，每一

次步入夜色都有種隱隱作痛的無力感。地平線

消失了。鋸齒狀的屋頂由水平面悄悄生出，隨

著潼力的腳步而成長。潼力放緩腳步，往鐵皮

頂的房舍群走去。這一夜，他終於邁入都市，

潼力卻暗暗覺得，是都市一步步迫向自己。

今天這樣，神話─[謠言，鬼故事及自

我迫害取代神話的現象與反思]

　　柏油的路面，慢慢變窄，分岔，因為昨日

的雨而蝕下許多水坑。雖是低矮的鐵皮屋湊

合的村落，在深夜裡卻如密林一般令人畏懼。

今夜的月光早已睡去，路燈也精神不濟的眨著

眼。潼力緩緩前進，泥水隨著他的步伐滲入鞋

中，在腳趾間發癢。那些找不到落腳處的夜

裡，潼力一向很清醒；越是清醒，思緒就越混

亂，五官也更敏銳。

M105 張文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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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濕冷的夜彷彿嗜人血髓的蟲子，一個勁兒

的往潼力的腦袋鑽。哪裡的嬰兒哭得那樣淒

厲？莫非是夭折的恨意麼？溝蓋裡的水聲這樣

響亮，莫非紐約地下道的鱷魚遷移到腳下了

麼？深夜的車聲如此兇殘，莫非殺人跑車一路

追趕麼？偶而兩聲淡淡的笑，莫非開膛手在某

個轉角等候麼？或者殺人小丑正補著他血跡斑

斑的妝？全世界的冤魂鬼怪，都在這座城市裡

向他復仇。排繞在他腦海中最不屑一顧的謠言

和鬼故事全部甦醒，爬出他冒汗的項背，攀在

濕透的領口上一面哆嗦一面低語。潼力不願停

下；在都市外的世界，他對這一切未知的存在

都是敬畏的。而這裡，夜並非值得敬畏，而是

令人畏懼。潼力的雙腿緩了，僵硬了，恐懼如

酸液般從筋肉溢出。他從來不知道夜晚能帶來

如此極端的想像，這些謠言和鬼故事交織的曲

目幾乎將他謀殺。

　　潼力狠狠壓緊眼皮，踉蹌幾步，跌坐在鐵

皮牆邊藤蔓草叢的棲所，黑暗的波瀾沒有頭緒

的安靜下來，潼力發疼的腦袋卻慘叫著。這種

恐懼多麼膚淺啊！和偉大的奧林帕斯眾神，英

靈殿的神祇們相比是多麼膚淺啊！然而宙斯

的雷電神劍萎縮為自然的放電現象，洛奇撼

搖大地的掙扎淪為板塊擠壓造成地震的科

學結論。諸神的黃昏再也不存在，盤古似

乎沒有睡醒，宇宙大爆炸說成為新寵。

達爾文用一本叫做物種起源的書，驅逐

亞當和夏娃，趕跑女媧的泥巴人。所

謂神話在今日已經是笑話，仙靈、妖

魔、精怪、英雄、上帝、神祇、鬼

魂全都失去住所，瘋子也似的縮在

這樣的夜裡，無助的、空乏的、

悲傷到發狂的癡癡傻笑。

　　潼力和這些戰敗的一群始終

是同陣線的，然而好些戰友們的

背影，都悠悠沉入鐵皮反射的綠光

裡，行屍般庸俗的漫步、消逝。躲

藏於邊緣，未遭科學殺戮的魂魄和

傳言，漸漸從枯井、手機、電視、

人偶、甚至馬桶裡如餿水般滿溢，湧

出，胡亂奔竄，腥臭然後發爛。對於

身處都市的潼力而言，這是碩果僅存

的傳奇，小的可憐的碩果。真正甘美而

碩大的果實和美麗的花朵，已經被現代

人們的知識輕蔑的摘下，粉碎。

　　潼力將指尖貼上鐵皮牆，摸不著的燈光閃

爍著，卻與指腹下的金屬一同冷清。潼力的睡

意、怒意和哀傷燒作一團悶悶的火，燙得眼眶

有點濕。他奮力坐起，撐開雙眼，卻一眼對上

路邊一座小小荒塚，咧著暗紅色的字躺在雜草

裡睡著。潼力倒抽一口氣，撇下一聲怒吼般的

驚叫，沒命的逃跑。他知道他的戰友們已經全

數犧牲。他錯愕的喘息聲一次一次彎過轉角，

仍無法逃出懦弱所帶來的威脅。於是英雄成為

逃兵，在鐵皮的迷宮裡兜圈子。夜幕稍稍褪色

的時候，潼力拖著他的破布鞋和難以名狀的驚

恐，狂奔在通往都市中心的路上。鐵皮屋的靜

默還是淺淺的綠，閃爍的燈火淡淡熄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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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往事─[都市神話中的古今交錯]

　　一台噴著黑煙的老摩托車用卡痰的引擎，

一面咳嗽一面噗噗滑過濕亮的路面，卻突然熄

了火。騎士下車後嘆口氣，然後拉出踏板使勁

的踩。摩托車的呻吟逐漸響亮，終於有聲沙啞

的吼叫。騎士跨上暗紅色的摩托車，整了整安

全帽，又噗噗噗噗的離去，留下更多更濃的煙

霧，燻得潼力用力咳出好幾口黏液。

　　潼力撐著膝蓋站起，全身的骨頭就茲嘎茲

嘎的嫌他老。清醒後的餘悸稍微咳出去了，他

扶著冰冷的水泥牆壁，任由麻雀輕快的鳴叫和

鐵捲門的吵雜聲溜過耳根。離市中心不遠，已

然是騎樓林立，對面早餐店紅黃交織的立牌給

蒙上一層油煙，路邊攤的小貨車展開棚子，像

只藍色生鏽的鳥在吆喝。空氣裡聞的出微微的

忙碌，卻古怪的帶上一點朽木味。

　　潼力回過頭，被一種神祕的象徵語言牽引

著，步入身後的建築裡。穿過斜躺在門口的藍

色招牌，他走過一列列木頭座位。每張椅子都

是風塵洗禮後的黑色，彷彿歲月遺落的影子，

在這裡安靜的客滿。地板滿是木屑，有些和椅

子接縫的地方甚至有幾株不知名的蕈類好奇的

探出頭，在寬闊的裂縫裡，有些小生物正在躁

動。在最深處的數排座位，已經被橫七豎八的

樑木占據，而殘破的天花板向天空借了道光，

恰好在這暗室裡收成一束，打在樑木堆圍出的

圓圈中央，若是單調的牆上能湊上幾片彩色玻

璃，這兒說不定就是教堂了。潼力這樣忖度

著，倒真有歌聲如煙一般蜿蜒，裊裊飄來。

　　潼力趕忙收回盯在牆上的目光，猛地發現

一位女子在光束中央鞠躬。 她緩緩抬頭，整

齊的髻收在腦後，光芒灑在她粉色的額頭和鼻

尖，堅定而圓亮的眼神彷彿能望穿一個，數

個，數十個時代。一抹微笑浮上她朱紅的嘴

角，映在她金亮的旗袍上，流瀉到腳尖，漫過

樑木，一直延伸到潼力腳下的地板。在這幽暗

的空間裡，光芒中飄遊的塵屑都為之靜止，潼

力的喉頭塞著滿滿的話語，卻開著嘴發愣，於

是複雜的思緒從他呆滯的眼中滾出，灑了一地

無聲無息的珠。

　　那女子揚起眉毛，歌聲如水霧般噴發而

出。「我要問那秋天的風，青春在哪裡躲藏。

秋風不肯講，秋風不回答，輕輕吹在秋花上。

你 不 必 問 那 秋

天 的 風 ， 青 春

常 在 心 兒 上 ，

只要你有愛，春

天不離懷，春花

永遠處處開……

〈 註 〉 」 她 把

這歌唱慢了、淡

了，卻帶些澀澀

的甜，是與若即

若離的過往再度

重逢的味道。潼

力微張指尖，從

容的樂符由指尖

輕輕流過，宛若

不停流瀉的歲月

的沙。

　　女人的身形

漸漸模糊，顏色

緩緩退去，潼力

以為自己正流著

淚，一回神才發

現她的微笑、她的羞澀、她珠紅的唇和金亮的

款擺，都隨著歌聲逐漸蒸發、流失。「春花永

遠…處處…放，風雪不能…打，冰霜不能…

傷，春…花…永遠…不衰亡……」待潼力急忙

的衝上前去，他的掌恰好握住歌聲的尾巴，握

住屬於她的神話的餘音。老淚縱橫的施潼力踉

蹌的走出大門，跌坐在那塊寶藍色的招牌上，

這才把上頭的字看個仔細。「更生大戲院」五

個白恍恍的大字默默躺在屋子外頭，好像也不

等著誰，潼力嘆口長長的氣，伸直他緊握的雙

手。那一首輝煌的歌，終於收起她的尾音。

獸─[神話的變型]

　　潼力的手在電子售票機的取票口摸索著，

撈出一張天藍色的車票。由這個小鎮出發到大

城市，雖然在車站地圖上不過幾個點的距離，

卻讓腰包裡的銅板安靜許多。潼力打了一個憔

悴不堪的呵欠，然而早上的一場淚已洗得潼力

的視線清楚不少。賣口香糖和彩券的老婦人的

微笑，飽經風霜的在驗票口附近咧著，在川流

不息的人群中，如河裡的兩尊小石。魚群般的

人們通過驗票口，每一個都在自己的堡壘中移

動，各自為政的人們，被廣播的女聲洗滌著，

像一群朝聖的香客，卻走向不同的聖地，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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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疏遠。有那麼幾秒鐘，潼力覺得身上除了銅

板，還有太多東西不夠用。

　　潼力過勞的膝蓋迫使他緩緩走下往月台的

階梯，即使電鈴死命敲著，他仍眼睜睜的看一

班火車溜走。或許是習慣了，潼力只是慢慢經

過最後一級階梯，拖著自己往最後一號候車位

去。幾十尺遠的鐵軌裡睡滿鏽色的碎石子，從

階梯到最後一號候車區都一樣，但是現在的潼

力對於尾巴的空間特別熟悉與眷戀。潼力望向

階梯處，那火車早已竄入參差不齊的房舍裡消

失無蹤，蜿蜒的鐵道彷彿牠悠遠的足跡，由遠

方奔來，向遠方而去。足跡的兩旁立著圍觀的

人群，騷動得像昆蟲般，交換著令人不解的語

言。下一班火車的車頭來了，過了，潼力走進

最後一節車廂的門。

　　車尾沒有座位，但是有一塊狹小而喀哩喀

哩響著的深藍色地板，同電車的步伐搖晃。

地板上的空間是封閉的，卻如此漂浮，如此令

潼力不安。他緊緊盯著車尾唯一的窗。那一片

小小的風景是不太變化的，傍晚的天空有陰雨

的灰，有不斷後退的鐵軌和電線桿作點綴，至

少，在那樣的野獸出現以前。

　　有隻金黃色的動物越過鐵道兩旁的圍牆衝

刺著，一種追逐獵物的衝刺。潼力硬撐著一

雙老眼將牠看個仔細。那是鷹，展盡雙翼，激

烈的飛翔。牠有四支猛獅的腿，拚命將碎石向

後扒，獅尾抽打著落後的空氣前進。兩旁的圍

牆漸漸向下隱沒，開滿一畦畦的田地，鑲在裡

頭的屋舍像紅灰相錯的斑點。金黃的獸優雅的

飛奔，恍若原野上的獵手，榮耀而雄壯。潼力

屏息著，並非因恐懼的刺激，而是因無端的敬

佩。那是潼力心目中神話的形像，是雄偉，受

人崇拜的信仰。

　　火車彷彿意識到自己獵物的身分，緩緩向

前加速。第一棟水泥色的樓房戳進潼力的視

野。金色的野獸大聲怒吼，十棟樓房應聲而

出，覆滿鐵道兩旁。獸並未停止追逐，但背脊

突然長出了尖刺，撐起牠金黃的皮膚，潼力無

法抑遏的惶恐將他用力推向窗口。鷹的黃喙慢

慢塌陷，眼眸開始圓潤；獅爪被新生的手指侵

蝕，前肢懸在空中。在潼力眼中，獸將被死亡

吞沒。

　　此時，樓房爬滿軌道邊緣，塗成一片汙損

的白。獸不斷呻吟，長出全身鱗片，遍布軀

幹；牠的雙手和腳褪成肉色。最後，鐵道上狂

都 市 狂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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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的獸成為一尾青色的魚，揮舞巨大的人類手

臂與雙腿繼續衝刺。正當潼力想盡辦法冷靜之

際，牠倏地躍向鐵軌右邊的街道，不斷呼喊未

知的口號而去。跌坐在地板的潼力喃喃念著：

獸沒有死，獸沒有消失……

　　潼力咬著舌尖，有些冰冷、酸苦，有些

甜。領悟的滋味，總而言之，是太濃烈了點。

火車放緩腳步，依在月台邊，尖銳而滿足地鳴

叫。重生，也許是一種如釋重負的喜悅。

我哪位？─[個人神話與人對自我的質

疑和追尋]

　　夜色近了，車站外來來往往的群眾，都在

一條讓人備感壓力的紅磚道上我行我素。磚頭

間的縫隙彷彿扭曲的圖騰，又或者是激進的標

語，催促人們前進。潼力低著頭，漫無目的地

走著。這個地方對他而言太過擁擠，彷彿隨時

會踩到迎面而來的另一隻庸庸碌碌的足背。潼

力被某種古怪的氣氛囚禁，不得不前進，也不

能四處張望。他有種孤單的錯覺，彷彿街道上

只剩下自己的腳步聲。他疑惑的地將視線由他

不斷踩踏的破鞋上移開，探頭望向四周，只見

滿滿的人從大樓門口湧出，由商店溢出，自五

顏六色，大大小小的車輛中流出，在街區上蔓

延，包圍著潼力。潼力嚇傻了眼，咬著食指指

尖，躲回只有自己的雙足和磚頭地面的視界。

潼力顫抖的向身旁再瞥了一眼，拐個彎，快步

邁向一扇巨大的玻璃門，決定離開街上避一

避。

　　韓德爾的水上音樂，揉合光暈般朦朧而細

碎的談話聲撲向耳來。潼力小心翼翼的抬起

頭，發現這一棟建築物裡的人不比外頭少，但

每個人都在半空中飄浮著，男女老少，或來或

往，或上或下，都筆直的在空中移動，並且嬉

笑、談話。潼力的好奇心壓過恐懼。他緩緩走

向漂浮的人們，卻發現他們從黑得發亮的樓梯

上慢慢向自己靠近。那一階一階上了黃邊的階

梯如機械作成的河水般，規律的向上或下流

瀉，壓縮，永不止息。潼力由它領著，往上游

漂去。

　　在黑色的階梯上，遠遠可以看見諸多小商

家在邊緣環繞著，無不極盡繁華之能事。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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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潼力卻未曾佇足。黑色的階梯將人們的距離

拉寬，潼力開始觀察一叢叢往下游去的人們。

有個母親拿著手提電話聊天，把孩子半拖半拉

的帶著走；有個老頭背著睡熟的小孫子，表情

看來有些吃力；有對情侶摟著對方的腰，親暱

的交換耳語；有個女子含淚甩了男友一巴掌；

一群年輕的女子穿著短得不能再短的褲子，掛

著滿手紙袋大聲喧嘩；一群少年在同伴冒險溜

下手扶梯後瞎起鬨；一個母親吻了嬰兒車裡的

孩子；一個捏著氣球的孩子正哭著找他的母

親；一個樂師背著他諾大的樂器；一個乞丐弄

著他的木笛；一個人來，一個人去，來來去去

之間，潼力有這樣一股衝動，想為每一個人寫

一則故事，超越無趣的現實，超越常理，只為

抒發內心觀感的故事，只為敘述自己眼中的人

性、社會與世界的故事。

　　潼力咧嘴笑了。在這裡，一切都在移動，

改變；在這裡，有太多神話世界共生共存。它

們在每個人的腦海中紮根，然而一顆腦袋只能

容下一個世界，那是 自我的思緒、信念和哲

學。世界與世界之間有太高、太密實的藩籬，

有太深、太黑暗的深溝。人與人是如此相像，

彼此卻又是如此陌生。我們永遠不是別人。但

是，我們可以是自己，可以擁有自己的神話。

潼力覺得心尖上抽出芽來，那是生命延續的愉

悅。潼力離開黑色的河流，腳步不再那樣踉

蹌。

夢瘋狂─[神話由信仰與寄託轉變為探

尋生命、社會與世界的文字]

　　家父失蹤好一陣子了。

　　即使家父拉拔我長大成人，我對他的了解

卻不多。我知道他對於古典神話十分熱中，

總在任何時候熱切的拉著我讀他有關神化哲學

的文章，或者年代久遠的神話故事。他是一個

十分頑固而易怒的人，家裡沒有人膽敢反對他

的意見，特別是那些有關神話的論點，或者父

親認為正統的哲學思想。他極端討厭都市的生

活，認為城市會崩毀一個人的思想，汙染純淨

的信仰。家父古怪的脾氣，在家母過逝後更加

讓人無法忍受。他帶著我搬到郊區外的郊區，

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生活非常不便。他常在

都 市 狂 語

夜裡哭泣，或者不安的呻吟，原本以文為生的

父親不知道為了什麼原因，自此不再寫稿，家

中生活陷入困境，我必須半工半讀以維持家

計。因為諸多考量，在我二十歲那一年，我離

開家父，在學校附近租了一個小套房獨居。從

那之後，我除了寄錢回去，幾乎不和家父來

往。

　　大約兩星期前，父親退回我寄回家中的幾

千元，附著一封短短的信箋。「我想出發尋

找遺失的神話。」周末，我騎著我癟足的紅色

摩托車回到偏僻的家，屋內空無一人。我在老

家附近又找了一次，只差沒有溜進老戲院的廢

墟，仍一無所獲。於是我到警局報案，希望能

找回家父。

　　那一天晚上，我趕回市中心的百貨公司裡

最近打工的書店，希望能在打烊前幫上店長

的忙。正當我走向角落的書櫃時，我發現散落

一地的書頁，白邊上寫了滿滿的藍墨水字。我

將其中一頁拾起，細細的端詳。這是希臘神話

的散頁，印刷字的邊白寫著：「夜色盡了，白

晝還是會降臨，然而沒有一個今日會像昨日，

沒有一個明天能代替今天。然而相異之處並非

墮落或提昇，僅僅是有所不同罷了……這裡有

神話的名冊，神話的歷史，還有神話的傳記，

神話沒有死。神話的變革不是殘酷的，而是一

種自然的變化與演進，就像母子一般相生相

承……神話是一種信仰，信仰需要的是尊重，

而非正統……」

　　我將一整本希臘神話重新拼湊回去，在書

的最後一頁，發現這麼一句話：「僅獻給施

麗真，我遠方的女兒。」那一夜，我在書店尋

到清晨，卻絲毫沒有父親的蹤影。隔天，我將

那些散落的書頁筆記整理完畢，寫上家父的名

字，寄至父親先前工作的出版社，希望出版社

能將家父的稿件出書。

　　那本書的名字，叫作「狂語集」。

註：歌詞取自姚敏、姚莉主唱的〈何處是青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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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庚85度Ｃ　

新開幕的85度C麵包坊在開幕的第一個禮拜就讓我第一次見

識到在麵包店結帳要排隊的盛況。老實說，他一開始剛開幕的時

候我還想說８５度Ｃ能做出什麼好麵包？沒

想到他的麵包還真的好吃。走進店裡，除了

有旁邊賣咖啡、奶茶等等飲料的咖啡香，另一

邊還有不停新出爐的熱騰騰的麵包一盤一盤的送

上來。光看就令人想大喊「好想要吃！」的麵包，

配上優雅高上的咖啡香，光走進店裡就是一種享受

了！

巧克力麻糬

　　如果葉問看到這個巧克力麻糬，一定會大喊「我

要買十個！！！」因為這個巧克力麻糬的驚人魅力絕對不僅僅是外表而已。第一次走進店裡我

就聞到有一股麥香味，感覺像是阿華田跟大麥融合在一起的香味，就是這個小傢伙散發出來

的。不要看它小小一個（長約八公分），酥酥的外皮以及香Ｑ有嚼勁的內餡，在和巧克力一

起咬碎的時候達到味覺的完美融合！外皮的麥香和內餡的巧克力香，單純的味道卻能帶給

我們這麼美好的享受！如果有機會到這家麵包坊，第一個一定要試試看。越美好的東西越

是要點到為止，剩下沒講到的就待讀者親自去感受囉！

　　★美食建議：早上８點是它的出爐時間，大約一個小時之內會全部賣完，所以

想吃最新鮮的巧克力麻糬可是要提早起床的

喔！

墨西哥蒜餅

　　喜歡義大利風味的朋

友一定要試試看這個墨西哥蒜

餅。聽到這樣講大家一定感覺

很奇怪，為什麼喜歡義大利風

味卻要去試吃墨西哥蒜餅？其

實我覺得與其說他是墨西哥的

嗆辣鹹香，到不如說他上層鋪

的番茄片以及香蒜更像是我們

在義大利麵館裡吃到的傳統

義大利麵。這個蒜餅我覺得

最好吃的地方就是它的口感

很棒。上面就是散發出濃烈香味的香蒜以及羅勒，下

層的酥皮烤的真的是層層分明！一口咬下去，蒜味和

酥皮在嘴巴裡跳躍的感覺。實在真的充滿了異國風

味。心情也都跳躍了起來。吃完一定「還想再吃一

個！」

★美食建議：不一定會天天出，所以今

天沒有買到的話也不要放棄！過

幾天再去看看囉！

毒蛇評論

　　常常周末人多到爆炸，排隊

結帳的時間比買麵包的時間還多。有

時候店員結帳還會問價錢是多少......。

小 小 的 店 擠 到 連 夾 個 麵 包 都 有 困 難

......。

　　※因為時間跟取景的關係沒有辦

法把所有好吃的都寫出來，其實

裡面還有很多麵包是很不錯

的，就等各位親自去發

掘囉！

M104 唐君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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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食 阿忠麵線

　　我想聽過阿忠麵線的人應該不少，許多人也體驗過站

在路邊吃麵線的特殊經驗吧！這間阿忠麵線看起來好像沒有什麼

人，但是它的人潮期時是持續型的，不管什麼時候都會看到一兩個人

在買麵線或是碗粿帶走。基於此我就進去試試看啦～。

大腸麵線

　　大腸麵線真的好吃！大腸完全沒有任何的腥臊

味，而且Ｑ彈有勁，湯頭更是香！搭配老母雞跟柴魚

片下去熬出來的濃濃的湯，即使是在夏天喝都覺得非常

爽口又不油膩，偶爾老闆還會在麵線裡加一些貢丸或是

瘦肉，常常吃到就覺得很驚喜。如果搭配香菜再喝一口

湯麵，那整個香菜的香就把湯麵的香又帶到了一個更清

新的層次，在加一點點醋進去，舌頭會比聽交響樂還來

的更享受。由低到高的多層次味覺饗宴，你一定要親自

嘗嘗才能體會！

油豆腐

　　老闆的油豆腐上

面淋的是自己特調的

醬油，加入大蒜和一

點點的辣油，鹹香卻

不嗆，甘甜又不膩，

是會想讓人一塊接著

一塊很迫不及待

想 吃 下 去 的

油豆腐。 碗粿

　　剛蒸好的碗粿淋上老闆特製的蒜蓉

醬油，挖一口來放在嘴裡馬上就化開，真的

可謂美食！外表看起來好像很平淡的碗粿，其實

裡面有滿滿的大塊瘦肉、蝦米、肉末以及紅蔥頭。

光是碗粿不沾醬，紅蔥頭的油香就讓人好像回到了

小時候跟阿嬤吵著肚子餓要吃東西的時光。也許是我

小時候阿嬤常常煮麵給我吃，裡面總是會加我最喜歡

的油蔥酥，也就是紅蔥頭，我才會有這麼深刻的回

憶吧。碗粿的粿體也很好吃，除了毒性猛烈阿不是

～～～除了結實之外也很有彈性。放進嘴裡卻不

會太硬，頗入口即化，配著他的餡料在嘴裡咀

嚼，真的很有古早的味道，不管你喜不喜

歡吃碗粿，有機會的話，一定要來試

試看阿忠麵線的碗粿。懷念一

下以往的味道吧！

美食建議

　　地址為在復興北路那條小路

裡面，從Starbucks走進去一下就會

看到了！

毒蛇評論

為什麼只有電風扇......很

悶耶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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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芬豆花

　　介紹這家店讓我有想要先沐浴更衣，

齋戒７日再寫的衝動，因為這家真的是醫院方圓兩公里

以內最好吃的火鍋店。雖然店名叫做家芬「豆花」，不

過裡面其實是有賣小火鍋的喔！料好實在湯頭又濃郁的

火鍋時再讓人忍不住想把湯全部都喝完，但是又因未料實

在太多又喝不太下，只有家芬豆花才有這個能耐陷人於這

種天人交戰的局面阿！！！不過這次我們並不是要介紹火

鍋，而是要介紹他們的招牌豆花「招牌椰香豆花」。

　　椰香豆花讓我以為裡面是椰果，沒想到他們用的竟然是椰奶！充滿椰子香與奶香的椰奶

完全令人無法抗拒阿！在加上家芬的豆花體是非常綿密的豆花，跟一般在外面吃到的豆花

比起來好吃非常多，而且椰奶豆花裡還加了他們精心熬煮的密紅豆，整碗吃起來完全就是

「好幸福的感覺阿！！！」而且一碗才30元，真的是物超所值喔！

美食建議

　　家芬豆花晚餐點火鍋載加點豆花的話豆花只

要半價喔！裡面各種豆花每次最先賣完的就是

「招牌椰香豆花」，想吃又想撿便宜的話，

不妨進去嘗嘗它們的火鍋，保證你吃完

還會想再吃喔！

８８嫩仙草

　　新開幕當天招牌仙草只要八塊錢，排隊的人多到需

要交通警察來指揮交通，因為人都排到馬路上了......。這是

繼黑丸之後最新開的一家嫩仙草店。它的嫩仙草真的還蠻不錯

的，很嫩也很爽口。我第一次吃的是加了初鹿鮮奶的「白鬍子嫩

仙草」，價格跟招牌一樣，不過上面漂浮一層厚厚的奶泡跟香醇的

牛奶真的會讓你一喝就多了一條白鬍子。四十塊錢就有大大的一碗

嫩仙草，光看那黑得發亮的仙草就令人食指大動，入口即化的仙草真

的非常適合為油膩的晚餐解油去脂，為你的晚餐畫下最完美的句點。

如果喜歡嫩仙草又吃膩了黑丸的話，不妨走一點路，消化一下剛剛吃

進去的晚餐，來體驗一下不一樣的

美味嫩仙草吧！

美食建議

　　店家位置在文化二路102-1號，走路去

的話可能稍微遠一點。不過他們是可以外

送的！外送專線：03-3289799　滿400

送40喔！

毒蛇評論
　　你可以跟我說那是什麼芋圓嘛？？？感覺像是太白粉

加芋頭ㄟ！！！

　　詭異的芋圓是哪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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蔥抓餅比一比！

　　相信大家在復興一路跟復興北路上應該走了不少遍了，也看過不少家

賣蔥抓餅的攤販吧！不過這些攤販中，你到底吃過幾家呢？哪一家又比較

好吃呢？哪一家的餅便宜又好吃呢？這次的美食搜查隊不惜犧牲體型，親

自為您嘗遍醫院附近的三家蔥抓餅，好吃全部一次報乎你知！

李記蔥抓餅

　　每天現做的蔥抓餅放在竹簾上，看起來就十分可口。尤其負責煎餅的

是兩個正妹看起來更加...※◎＆＃(消音)。重點還是在蔥抓餅上啦～李記的

蔥抓餅看起來跟一般外面的蔥抓餅沒什麼兩樣，但是在店長親自細心的製

作下，每一張餅皮都外皮酥脆內部鬆軟可口，再加上他們的甜辣醬，整個

吃在嘴裡就是滿滿幸福的味道。

復興北路蔥抓餅

　　賣蔥抓餅的阿姨粽是很和藹可親，他的每一個蔥抓餅都是現場製作的，沒有放在架子上感覺

放了很久的餅皮拿回鍋裡重新煎的情況。所以想吃最新鮮的熱騰騰的蔥抓餅要稍微等一下囉！阿

姨的辣椒醬是很傳統戴有辣椒皮的辣椒醬，吃起來格外有一種復古的風味。如果不吃辣的話，光

是加醬油膏就很好吃了！據說他的玉米蛋跟九層塔蛋非常好吃，尤其

是九層塔蛋更是美味。不過筆者對於九層塔有種莫名的恐懼，無法為

各位體驗他的美味，就請喜愛九

層塔的饕客們親自去嘗試看看

囉！

蔥油餅蔥抓餅

　　非常迅速的移動式攤販，今

天開在這裡不一定明天還在這裡

不過一定在附近的神奇攤販！賣

的主要是炸麵糰類的東西根蔥油

餅。他的蔥油餅很簡單，就只有

加蛋跟不加蛋這兩種選擇。但是它加蛋一份才25圓真的比其他家都還

便宜，而且餅皮酥脆鹹香，搭配鹹甜的醬油膏，令人忍不住一口接著

一口的吃下去。真的是用最簡單的東西創造出最神奇的美味的一家攤販。而且他的蔥油餅加蛋一

份的份量不小，價格比一般便宜份量又比其他店家多，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李記蔥抓餅 復興北路蔥抓餅 移動式蔥抓餅

餅皮 酥脆爽口 新鮮鬆軟 結實酥脆

醬料 一般 傳統古早味 特調

口感 適中 稍鹹 稍油

價格 一般（不加蛋25） 一般（不加蛋25） 物超所值

特色 ？？？ 九層塔蛋 就只有蔥抓餅

店員 正妹 阿姨 阿伯

店家資訊 復興一路１３８號 復興北路上 復興北路上……？

滿三百外送　外送專線

0985003009

　　講了這麼多～是不是心動了呢？有時間的話不妨去試試看以上介紹的幾樣醫院附近的美食

囉！美食搜查隊祝你用餐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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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

作

集

Lost Photo
Casanova

再也找不到好同拍的姿勢

楓香是記得

誘人的陷阱題

那些夏天行人道流行

相互記憶熱鬧時的逼問

怎知回憶

底片顆粒粗糙

我亦不得不似模糊的背景

挽留與你

笑意清晰的一日

早點愛人

多剩一生在墓園後悔

若你終肯獻花

如同碑銘厚重的相冊

也願翻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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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ready 19yrs, 
Love Me or Not
Casanova

19歲單身

廢除結婚典禮

起草平等的憲法

太平洋上維和艦隊正在宣布

你是統治羊群、南島

寂寞的國王

嚼銀湯匙的王子

19歲單身

在軍火掮客特價的假日

抵押銀行訂購羊群

南島都是附贈的牧場

挖出一顆核彈

就到紐約自我介紹

19歲單身

喝啤酒穿羊毛取暖

國民免稅

但禁止移民

嵐杏拾．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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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注意到，她說話的時候，時

常會夾雜一聲「喵」，但他沒問她為什麼。

　　平時約會，他在沉思或發呆中等她，她總是

「喵」一聲喚起他的注意，一邊快步跑來奔進他的懷中。

　　他陪她去逛街，她會拿起一件衣服在他身上比對，眼睛因愉快

而微瞇：「好好看啊喵。」

　　走累了，她會抬起頭看他，露出甜甜的笑，問他：「喵～要不要去吃

冰？」

　　她的「喵」，尾音拉的長長的，聽起來像「喵～嗚」。這樣倒真的很像一隻淘氣

的小貓。

　　說她愛貓嗎？她似乎對貓也沒有特別偏愛。

　　他以為，這是只有在他們兩人私下相處的時候才會出現的現象，但他錯了。周末他們一

票人出去，她在跟他講話時，口語中還是三不五時跑出「喵」這個字。十點多，在打道回府的

公車上，有人卻先提出了這個問題。

　　「妳為什麼說話的時候常常會講『喵』呢？」

　　「喔，這個字很好用啊！」她笑得燦爛，彷彿點亮了四周的幽暗，令車上淡白的燈光為之失

色。「它可以當發語詞，無義；作用就像古文中的『夫』字，例如李白的名作〈春夜宴從弟桃花園

序〉，第一句『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也可以當句末的感嘆詞，就像一般的『啊』、『呀』這

樣子。」

　　「這樣啊。」那人聽她洋洋灑灑說了這麼一番道理，恍然大悟的說。他則是暗自驚異，原來

她只消簡單一個字就可以有這麼多的用法和解釋。

　　他們沉默了半晌。等到那人轉過頭去，專心在和別人的嘻鬧當中，她才輕吐一口氣，微微一

笑，輕聲說道：「哈，其實剛才扯遠了。」

　　「怎麼，妳該不會是想說，妳剛講那一套其實是瞎掰出來呼攏人家的？」他睜大眼睛，

狐疑的望著她。

　　她噗哧笑了。「不是啦，我剛講那些當然是認真的。只是平常在講這個字的時候，

哪會想到那麼多？」

　　「那妳的『喵』到底是什麼意思？」他真的好奇了。

　　她的眼光離開他，移向車窗外的夜景。相較於外頭五光十色的霓虹、流光

躍金的車燈，此刻她的臉龐是如此的寧靜。他就喜歡她這樣的神情，彷彿

全世界的喧囂都會因此而平靜。

　　「是『撒嬌』的意思。」

　　她瞥了一眼他臉上的表情，隨後眼光再度望向窗

外，嘴角漾起幸福而溫柔的彎。

極短篇
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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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類評審獎

一樣
獻給─詩人與科學家

M101 李芃

（一）火車
我坐在火車上。

火車往南走。

剛剛發動的火車，和所有事物的開始一

樣，瀰漫著混雜期待與些微抱怨的騷動感，人

們在談話，週末的人們、在同樣的時間由大城

裡洶湧而出，看過同樣的網路遊記之後，彼此

擠在一起、以相同節奏晃動，要去同樣的海邊

度假，或任何一個對他們來說其實沒有差別的

景點，拍一樣的照片、吃一樣的東西、做一樣

的事情。

聽著，但也絲毫沒有聽懂什麼，我睡著

了。

夢中，我又開始讀詩，而詩人在窗外端詳

著我。房子是和現在的愛人一起住的，在城裡

的房子，但夢裡這棟房子卻坐落在那個我們一

起停留過的山城，被河水與橋分成兩邊的小鎮

上。窗外的遙遠的詩人站在橋的另一頭，背後

是冬天的山，天空昏暗，下著雨，空氣飽滿蠢

動。外面吹著小鎮冬季常有的，穿梭在高山之

間的強風，風的方向垂直我的視線，於是眼前

的馬路、房子、防風林、河水和水泥橋都隨龐

大的空間晃動，那晃動甚至壓迫著眼瞼，令人

不得不瞇起眼睛細看。我知道他的頭髮濕了，

閃亮的貼在額頭上，眼鏡也濕了，但我還是看

得見他的眼睛，我知道。

『 他 為 什 麼 要 出 去 ？ 現 在 下 著 雨 、 又

冷。』我問房子裡某個人，但我看不到他。

『他會很快回來嗎？』

『會的，每次當他發現找不到妳，就會回

來了。』

『他為什麼現在不回來？』

『他知道妳來了。』

夢中的詩人，瘦長歪斜的站在我本不應看

的如此清晰的橋的另一端，如此年輕、笨拙、

美麗，因為距離遙遠而顯得更加脆弱。殘存的

少年的柔軟和青年時增長的的殘酷，在他的臉

上流轉衝突。只有眼睛，那是一雙屬於一切結

束之後，被扼殺了什麼，因此而無比專注的眼

睛。更加強大透徹、單調可怕。

關於我愛過的那雙眼睛，是否因為現在的

悲傷而加上了太多想像的美好？眼淚分泌出

來，我感到有些刺痛，但仍然持續注視著他，

等待在劇烈搖動的夢境中，風雨是否能再生出

被某些遺忘的記憶或更多的情愫。

『你要不要看我現在的作品？』房裡的那

個人問我。

『這真的就是年輕的你嗎？』我問他。

『還有關於我的一切？』

詩人沒有答話，大概就是了。

突然感到雨水打在我身上的潮濕，但窗外

的雨已經漸漸停了。

 

（二）恐龍
在十九歲那年，我先遇見了他的詩，才遇

見詩人。有的時候我會想，那個時候的我是不

是因為信仰著詩，然後將詩句連結起愛情呢？

我們的第一次見面是在博物館，我約詩人去參

觀恐龍展，因為他的那一首關於恐龍的詩，已

經令我困惑了將近一個月。而他竟然也答應

了。雖然那實在不能稱的上是一首好詩，粗糙

凌亂又太隱諱，但不知怎麼的就令是我左邊胸

膛和右上腹部感到隱隱持續的痠疼。

最後忍受不住這種似有若無的折磨，我在

他那個更新頻繁卻乏人問津的新聞台上留言，

我們彼此聯繫上、開始每夜在網路上的談話。

『我總覺得，所有的事物都在等待我，同

一隻老鷹不斷在天空盤旋環伺、同一朵花持續

盛放凋萎，而我怕我的文字趕不上我心中對他

們的愛、寂寞、和搖晃卻堅定的信仰。』詩人

在午夜的螢幕那一端敲著鍵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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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見你。』

『好。』

麻雀突然叫了起來，我才注意到螢幕上最

後的句子已經停止閃動，抬頭一看，窗外一隻

瘦小的麻雀揮動翅膀由電線上飛起，消失在窗

子的範圍，留下一片藍的太刺眼的天空。

那個星期的週末下午，我們花了許多時間

一起站在巨大的恐龍標本前，仰頭，透過成排

的肋骨極目上望，想要看清楚那相對之下小的

令人發笑的頭顱，用一種無可避免嘴巴大大張

開的姿勢。在那一刻，我發現到詩人和自己擁

有的共通的平庸，這平庸的連結讓我心疼，然

後，開始無法控制的愛戀著他。

『多麼簡陋的寂寞。』詩人伸長脖子喃喃

的說，聲調因為脖子拉長而有點改變，聽來有

些做作。

『是啊。』我溫柔的回答。

於是我們戀愛了，在那年夏天剛開始的時

侯。

『你的頭髮濕了。』

『剛剛竟然下了這麼一場大雷雨。』

『讓我幫你擦乾。』

『你的額頭好圓滿，我喜歡看它露出來的

樣子。』

『喔。』

『妳答應嗎？』

『不要只微笑不說話。』

『唉呀，躲在這棵樹下還是會滴雨。』

『沒關係，雖然妳不回答我，但我相信努

力可以感動星星。』

『我又不是星星，咦，哪個ㄒ一ㄥ ㄒ一ㄥ

阿？』

『咳，妳傻傻的。』

『不過妳笑了。』

約會大半是在週末，平日我的大學要上課

而他要在咖啡館寫詩，週末的約會最常見的行

程是坐火車去某個地方尋找新的靈感、新的知

音、新的咖啡館。

回想起那一年的時候，參雜在情緒裡的，

除了有身體內部翻騰的火車的搖晃、詩人在耳

邊催眠我也催眠自己的呢喃，還有深深的不

安。我們每一趟火車旅程中，我都在注意來查

票的車掌、前來要回自己位置的乘客，因為我

們總是沒有買票，詩人在我身邊倒是坐的十分

安逸。一路上，他沉浸在車窗外的風景、自己

下一首詩的構想、或是上一首詩的完美裡面，

不時取笑我無意義的緊張。不過這些冒險總是

偶爾會遇到不留情面的尷尬時刻。

『不好意思，這是我們的位置。』

『啊啊，不好意思，請等一下。』我和詩

人收拾東西離座，站在車廂走道上。

『剛剛應該檢查他們的車票。』詩人對我

說，聲量並沒有壓低。

『咦？』第一次聽見這句話時，我沒有反

應過來。

『你怎麼知道他們有沒有騙人？說不定他

們也沒有買票，只是假裝有票而已。』詩人解

釋。

『你看你就這樣傻傻的被騙了，位子被坐

走還跟人家說不好意思。』

我一開始十分緊張，不斷拉他的手要他不

要再講了，而剛剛在我們位子坐下的那兩個乘

客也不時回頭張看，但他偏偏有意的越說越大

聲。回想起來，我不是為了當下可能會發生衝

突而緊張不安，而是因為不知道，是在什麼樣

的心態下，使詩人做出這樣的行為，而感到隱

隱的不安。

 之後如果有相似的情況，我漸漸學會不

理會他的這種行為。但我還是沒有問他，這樣

做的理由。

（三）玉石
 第一次和詩人到達那個小鎮的時候，是

盛夏的某個周末，我們走到火車站前的馬路

上，因為到達一個沒有人找得到的地方而一起

興奮的發抖。那天有特別長的白日，小鎮在午

後非常的安靜，只有河水聲為夏天增添了一點

水藍的涼意。那一條長長的、貫穿整個城鎮的

河流，在我們搭火車時便不時在窗邊蜿蜒，

有的地方河面寬敞，水中四散著十分巨大、潔

白、如玉石般質感的的岩塊，河水是青綠色

的，而衝擊到岩石的地方有細緻的白色水花濺

起。

後來的日子，我發現在小鎮裡，就算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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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見河水的建築物內或小巷口，水聲也會以

無法解釋的方式滲透到四周，除了剛到達的時

候總需要一些時間適應，後來大部分的時候便

會習慣而忽略那水聲，但我總會在一天的某個

時刻突然意識到河水，並且發現那是非常巨大

的聲響，就像是在夢與夢之間，短暫清醒，而

感到的迷惘。

那個下午，我取出橫笛開始吹奏爵士的即

興樂曲，而詩人朗誦著自己的詩作。走在路上

的鎮民大部分是從一棟老舊的建築物走出來，

臉上的表請淡淡的卻令人感到愉悅，他們大部

分友善的看著我們，隔著安全的距離，但也有

些人佇足，安靜的聆聽，然後在詩作與詩作之

間，走上前翻閱詩人自己找印刷廠印製的詩

集。

那天在回程的火車上，詩人是愉悅而且興

奮的，不斷以憐愛的眼神注視著車上的其他乘

客。過去他大部分的時候，是看著車窗外、對

我說他的計畫、或是睡覺。

而我則是，在當晚的夢中，發現自己坐在

河川中央的玉石之上，天空在山壁之間出現，

細長、高遠。河水的聲音迴盪了整個晚上。

之後我們雖然多次計畫要再拜訪那個小

鎮，但不知為何，總是因為我的考試或他的截

稿日而無法成行。沒有人知道，等到下一次到

達，竟已經是最後一次了。

（四）小鎮的冬天
和詩人走到了盡頭，是在秋天的最後幾個

星期，兩個人都知道有一些越來越膨脹的東西

橫跨在兩人中間，但努力的，想要跨過那東

西，牽起對方的手。

於是他在那個多雨的寒假，約我回到那個

小鎮。透過車窗看出去，小卻持續下著的雨水

為這相隔許久的見面天了一些憑弔和淒意，畢

竟第一次關於這裡的回憶是在夏日，是發生在

兩人初初的戀情的時光裡。我們兩個人努力交

談著些什麼步出車站，然後驚訝於小鎮竟充滿

著忙亂的生氣。為什麼會驚訝呢？大概是兩人

都在潛意識裡為即將來到的分離準備了過於美

麗的憂傷罷。詩人租了河邊的公寓，我們穿過

提著菜籃、騎著單車的家庭、穿過小小的黃昏

市場、穿過正在修整的馬路、穿過卡車濺起的

泥濘。撐著傘，沿著河岸走。

機車和汽車被一群奔跑的孩子們擋了下

來，施工的工人放下新的路障，喇叭聲急躁的

響起。

『唉，怎麼跟其他地方一樣。』詩人說。

『真是，這些人、這些聲音。』

『妳聽的見我說話嗎？』

我專心的走路，專心的聽詩人沒有聽見

的，雨中河水的聲音。

『妳在想什麼？』詩人突然把他的臉湊近

我。

『啊，我在想這裡還真吵。』我笑著。

詩人滿意了，但突然一隻腳踩進水漥裡。

我們在河邊的住處，小，但卻冷的令人感

到宇宙的空曠，但這其實是適宜一對情侶來修

復彼此的關係的。因為太冷的關係，我們在被

窩中緊緊抱在一起，無論是要睡覺、讀書、寫

作、發呆、談話，甚至吃飯，都兩個人窩在棉

被裡面進行。有的時候我接觸到詩人乾爽溫暖

的肌膚，會意識到竟然和一個人有這麼緊密的

關係，而感動著。

『我們會在一起吧。』

『 一 定 的 ， 而 且 我 會 為 妳 寫 很 多 很 多

詩。』

細雨不斷不斷的落下來，雖然像是羽毛般

細柔但在風的幫助下還是一下子便可以使人濕

的透徹。

詩人懶的帶傘，於是我們抱著麵包在騎樓

與騎樓之間奔跑、停留。

『你想，全世界的人都在做什麼？』

『除了我們之外？』

『啊。會不會只有我們兩個人，還一直躺

在這裡？』

『妳這句話想要表達什麼？』他張大眼睛

看著我。

『我就跟妳說，我不要出門的。』詩人用

力的將頭轉開。

『我要回去了。』我說。

坐火車離開小鎮，春季新的學期已經開始

幾天了，回到學校代表所有的事物都一樣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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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照著課表起床上課，內容同樣無趣，下課

同學間的對話也相同，但這些相同在我看來，

都有一種用扭曲的鏡子觀看的詭譎感，相反

的，最瑣碎的感官突然變的強烈起來，像是春

天泥土的氣味、雲投射在地上的影子、風穿過

樹葉的每個停頓。縱使從朋友們對我的態度看

來我還是一樣的，這是自己得到但令我安心的

結論。

之後的時間突然瘋了似的不斷加速。日日

夜夜，我感到一種被追趕著、因此必須不斷向

前的不安。

而詩人，對我來說一直都還在那一年，小

鎮的冬天裡。

（五）窗戶
今晨和我年老的愛人告別時，我還在睡夢

中，而他已為我沖好了咖啡，像平常的每個早

晨。但今天是他要參加兒子畢業典禮的日子，

也是我要坐火車回去那個小鎮的日子。

昨夜睡前我們兩個人都有些難過，但還是

手牽手睡著了。

我年老的愛人其實並不老，比我大了許多

歲，但仍在壯年。我這樣叫喚他，每一次都提

醒我自己一點悲劇性的什麼，然後更加離不開

他。

自從在工作上有了聯結，我便和他在他的

研究室裡，日復一日進行不斷加長的談話，兩

個人都有意的，帶著激動的情感去延續、去期

待下一次見面，於是有一天，我們終於在一起

了。到現在我仍然十分懷念那段兩個人互相試

探的時光。他的研究室視野非常好，有一面大

大的窗戶，可以看到整個被海灣包圍的大學

城，於是那些彼此認識、熟悉、進退試探的談

話裡，對我來說充滿著街上無聲的教堂鐘響、

吹不到的海風、聞不到的咖啡館的香氣。我坐

在沙發上面對著年老的愛人，他坐在大書桌前

背對著窗戶，於是他的微笑伴隨著四季不同的

風景，以一種不可抗拒的姿態向我席捲而來，

我們彷彿只是坐在研究室中進行談話，便模擬

了一次次，手牽著手走在街上的時光。那是我

們即使到現在，也不能做的眾多事情之一。

『手給我。』

『嗯。』

第一次睡在同一張床上，在黑暗中，窗外

的風聲很響，會讓人想到夜晚的星空那樣的風

聲。我把手交到他的手中。『這是唯一的出路

了。』我想著，然後感到那隻手被陣陣的緊

握，又放鬆，握緊放鬆。我輕輕的笑著，突然

想要更靠近他一點。

『我下星期會去參加兒子的畢業典禮，曾

經告訴過妳嗎？』

『沒有，而且其實我不在乎……』

『我不想影響你，就讓我們一切都和在一

起之前一樣吧，你不需要因為那些你應該做的

事情而感到愧疚。』

『妳想要說什麼呢？可愛的孩子』，每當

他覺得我說出什麼任性又有趣的話語，便會這

樣稱呼我。

『我要說的是，我不曾依賴過你、也沒

有想要改變你。請你不要讓我有這樣的罪惡

感。』我說的有些急促。

『啊，啊啊。』他有些驚訝。

『我不覺得為妳而改變有什麼不行的，這

是因為和妳交集後而必然會發生的事情。』

『妳這麼害怕嗎？』

『怕什麼？』

『怕被依賴、或者怕依賴。』

『我，想要睡覺了。』

他的兒子只比我小一些，我不知道這是不

是不安的由來。或許不是，或許，就是他說的

那個樣子。我想起最後要離開詩人時，他對我

說的那些溫柔的、像詩一樣的句子，那些把我

和他的詩的生命連結在一起的句子，曾經讓我

神經質的害怕著走在街道上，無法和人有太過

持續的眼神的接觸。

『我明天要回去那個鎮上，記得嗎？我和

你提過的那個小鎮。』

『你為什麼不說話？』

　　『如果我難過，不是因為妳要做的事，而

是妳認為這樣會傷害到我。』

　　『快睡吧，明天我會幫妳查好班次，妳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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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久沒去了。』

 

　　『可以牽我的手嗎？我睡不著。』

『不然妳以為我在床上找什麼？』

（六）無人車站
在火車上，我像是死了那樣，不停的睡

著。

睡了。但旋即和此刻的睡夢脫節，思緒是

不知道睏的，於是在睡著之後便向腦中矗立峭

嵴岩壁的無人之境探索。思緒，躲在自己深潭

般的影子裡移動。思緒，一開始，總是由遠遠

的地方，像月光那樣掉落下來。

所以夢境或許是來自於回憶，或許還未存

在，只是三個月後的一場雨。

我認為是這樣的，睡著之後思緒走入宇宙

的大廳，在那裡永恆的鐘發條不停轉著，但鐘

面卻沒有指針。大廳四面有四條無止境的走

道，走道兩旁有無數的門，每段睡眠都在門後

面，門後面的房間有千萬個我正在睡覺、在作

夢。睡著的我，或許獨在躺在床上、或許被某

個情人擁抱著，也有的房間，就放著一張不朽

的火車座椅，一段淺眠坐在其上。在這種永恆

裡，思緒哀愁的，不斷重複著睡去而失去自己

的瞬間，與知道自己存在的前一刻，那意識的

黎明。

我醒了過來。

『怎麼連這麼小的站都停呢？根本就不會

有人上下車。』和我相鄰一個走道的乘客對身

旁的朋友抱怨。

『月台好荒涼喔。』

『這是無人的車站吧，連站長都被撤掉的

那種，我在電視上有看過。』

的確，和詩人兩個人一起到達或是離開這

個小站的時候，我們還沒有注意到這是一個同

靠火車班次少、乘客更少、甚至連站長都不需

要的火車站。直到最後一天，獨自一人在這裡

等車，一邊擔心詩人會追上來，一邊感到沿著

空空的軌道不知道要蔓延到哪裡的寂寞。好不

容易，一班南下的火車停了下來，幾位提著菜

籃由大鎮的早市買菜回來的婦女下了車。於是

他們看見看一個女孩站在灰色水泥鋪設的月台

上，提著一包乾癟的行李，頭髮還微微的濕

著，臉色有些懼怕有些茫然，這樣的我大概激

起了她們的母性，於是趨前詢問我，要去哪

裡，等到我發現，自己已經在她們面前哭到有

些抽搐了。

『我要回去……』

『如果回不去了怎辦……』

火車過站了，而我在下一個車站下車，等

待一班帶我回家的列車。

 

（七）關於睡眠的兩種想像
年輕的詩人曾經寫下：『濃密的睫毛和細

緻的眼瞼都關不住你的夢／流洩／線頭被我握

在手裡。』，因此我有一陣子總是佯裝沉睡，

直到他的呼吸變的緩慢、規則，才敢真正睡

著。那時候的夢中，手從我的身上脫逃、腳會

離開，醒來我的身體被緊緊抱著，頭髮凌亂的

和他的頭髮交纏；夢中的不安與掙扎在我身體

深處沉澱的疲憊感，比起爭吵過後哭不出來，

不如說更像被純粹的兒童式的惡意對待後，所

感到的無力。知道自己在睡著時被凝視，所產

生的恐懼，竟使我懷疑夜晚是白晝、懷疑原本

的夢被蛇所誘惑、而身體背著我，和他聯手讓

本該被遺忘的在我做夢時洩漏，而得到保留。

年老的愛人在有限的時間裡仍然堅持，白

天的見面，要坐在他的研究室裡，兩個人，面

對面討論關於時間的幾個問題：我們同處的一

瞬一刻為何如此長久？而兩人分享的過去，為

何說起來只有幾個相同的晨昏？量度我和他生

命的時間會不會用不同的標準？要回朔幾個朝

代的傳頌，才能夠還原遺失的書頁，中間的故

事如何發展，如何串聯起同一本書裡寫有我們

生命的兩頁？雖然這樣的談話有著令人愉悅的

機智和慧詰，常常令我又沉醉在他眼睛發出的

光采裡，但那些答案都牽扯到太多無關於我，

或他的符號。雖然知道他因此會在邏輯和分

析的堡壘裡感到安全，但越到後來，我越是焦

慮，或許是害怕就這樣消耗掉我們兩人僅僅共

有的時光。

下了火車，我回到家已是夜晚，深夜。

客廳的燈亮著，但我不確定自己今早出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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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是不是依照以往遠行的習慣，將開關打開

了，這是一個人住久了之後所不得不建立的眾

多壞習慣之一。

門要打開之前，我無法控制自己去想像

……

想像愛人已經從他的家庭回到了我們的

家，躺在客廳沙發上看著電影頻道，等我。因

為等的太晚，而將一部一直想要看完的電影從

開始看到了結局，最後十分鐘還是我洗好澡之

後和他靠在一起看的。沒有討論今天彼此發生

了什麼是事，我們和過去一樣。到了床上，我

將他的眼鏡由臉上拿下來，以強迫他放下手中

的論文，他用手指細細檢查我的頭髮有沒有全

部吹乾。

在他沉沉入睡後（我年老的愛人還沒有退

化到像那些真正的老人，受到難以入睡和淺眠

的折磨），我用手肘撐起自己的身體，沉靜的

看著他，黑色與灰色的頭髮溫柔的披覆在他沉

思的額頭上、眉毛是純黑的，即使在睡著時還

是做出接受挑戰的神情、眼睛周圍聚集細細密

密的細紋，讓我在時間的保證下感到安全，而

不是疲憊、嘴唇稍稍用力的閉著，像是每次他

將要笑起來之前的一霎那間的表情，而嘴角的

笑紋會讓人不由得也跟著笑了起來。我久久、

久久的這樣看著他，專注到呼吸都與他一致

了，同時藉由他眼皮輕輕的動作揣想他的夢。

我要偷來一點點擁有他的時間。

他突然醒來。

在我這樣子注視著他的時候，我突然意識

到，他即將回歸到有我和世界的意識之中，還

來不及反應，他便張開了眼睛。

『睡不著嗎？』他帶著睡意，吐出這句

話。

『嗯。』

『不要害怕，我們還是一樣。』他在把我

輕輕往枕頭、往他的方向壓下的同時，說了這

句話，然後又睡著了。

 

（八）睡前
於是我感到非常，非常的難過，與強烈的

幸福。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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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類佳作

天堂
M100 王別旭

四點五十八分深夜接近清晨，廉價拷貝CD已模糊喑啞的音軌，一根菸，熄

燈的小房間，腦中不時奔湧的記憶。受到某種力量的驅使，又打開筆電找尋昔日

的一點蹤跡：網路無遠弗屆，從Youtube綻放出千萬人在舞台前瘋狂亂序跳躍的

畫面，那首多少年仍不忘的「天堂（Paradise）」─「Late at night I find myself 

again, wondering and watching TV……」主唱沉穩抓住麥克風，赤膊起伏的胸膛卻

難掩激情。夜空中五彩光線旋轉如蓬，點絃、泛音，諸多人工技巧只為了再自然

不過的感情而存在。說到記憶，不同類型的音樂好像紀錄了我的各個年代，在一

張CD放進播放器同時，我就在讀取一張存有我過去情懷的磁片，剎那間高中的樂

團汗水圖書館女孩灰色北車站大雨都湧上心頭，隨著這轟轟狂噪的音符。

─那年初成建中人，紅樓才子成為最鮮明驕傲的集團象徵。或許外人不

如此認為，但在矛盾的青春年代，「追求特殊」便是驕傲一種最不叛逆的外顯行

為。於是在周杰倫和村上春樹氾濫之中，我選擇了搖滾作為自己的標籤，不惜在

各種場合以各種媒介宣稱自己與眾人的不同，「背吉他上學」即為最酷愛的隨身

裝飾，耳機隨身聽更是必備，與電吉他相得益彰。那時玩樂團真是玩瘋了，一群

人練歌、跑表演、喝酒或單純為聚而聚，哥兒們似乎把無限精力和對現實權威的

不滿都揮灑在音樂和友情其中。若乃課業、教科書、老師的言論早被放在生命中

最不重要的垃圾堆中。

Why do we have to be so selfish, we've got to change our attitude……

我如今回想起來，那年天空總是罩上一層烏雲，就像某種精神疾病的前驅

症狀會改變的時空認知一般（是那樣的充滿隱喻）。我玩團認識不少女生，有別

校另音社或表演中認識的，或哥兒們本身就不乏女性友人的噓寒問暖。年輕人對

異性的喜愛除了虛榮和情竇初開外總有些別的什麼，因此性愛的神秘悄悄潛入我

的心中。建中校慶前晚，本班選出三位同學過夜留守佈置完的教室，我是其一。

於是傍晚放學後，某北一女朋友翩然而至，與我漫步校園；她並不是所謂我愛的

人亦非她愛我，總之一切只由手機電話簿隨機決定。那天深夜教室只剩我和她

二人，她柔聲道：「為什麼是我？你和S不是更熟嗎？」我輕摟她入懷，並沒回

答。夜裡，雨下大了，穿堂風流過教室的湛藍布幕款款搖擺，我摸遍了她全身，

但最後連衣服都沒褪下。

We've got so little time to undo this crime, or we'll lose our paradise……

怎麼說呢？也許是在同學的眼中我放縱不羈慣了，違逆了天道，接下來幾年

我突覺說什麼也無益，已經說的無法去改變，尚未吐出口的也表達不了被禁錮的

靈魂孤獨之萬一，頓時沉默下來像個啞巴或失語症患者。其後身體也起了變化，

印象中我在幾個月內雙頰變得凹陷，下巴削尖，眼神帶有憂鬱氣息。哥兒們都說

我中邪了，「變得不像之前認識的你」。有天我發狠賣了吉他和音箱，附贈一本

「新琴點撥」，便連音符都替代不了貧乏的語彙，把年少時的音樂夢埋葬在父母

對我的諄諄教誨中（要考上醫學系，光宗耀祖喔）。而手指在絃上輕滑的觸感及

帶來高潮的尖音從此只被虛空給佔據。戴上眼鏡，我的生活被囿限在台北車站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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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街及圖書館，肩上少了電吉他，負擔卻更重。這裡的女孩比之前那票不再聯絡的更多了，但

我如中魔似無法啟齒，一絲冀望的愛情於焉遠離，遠離我這受詛之人。

前曲已終，我正繼續打著鍵盤在發亮的網路上搜尋，一條熟悉暴虐的旋律業已冒出。這是

丹麥原始黑金屬團Angantyr的專輯「Havn」中，壓軸曲「Blod for Blod, Liv for Liv」……我向窗外

看去。天空已經略見熹微了。窗外是一片青山，只隔著那條直達新莊的道路，因此對面的山林

清晰可見。蒼翠的綠樹迎風搖曳。若是打開面前這扇落地窗，準會立刻灌進呼呼的風聲和樹葉

的沙沙聲吧。一堵快速刷出的吉他音牆和雙大鼓聲籠罩整個陋室。伴隨兩次反覆的前奏之後，

第一句歌詞以沙啞破碎的腔調自嗓底流瀉出來：「Forbund er blevet dannet…….」

─及至大學，考上醫學系的我卻進入桃園一個封閉的學校，我也從搖滾樂踏入了金屬

樂，更極端的意識形態充塞我的生活。倒五芒星、山羊頭、殺耶穌、燒教堂，異教儀式。我與

同學間的隔閡更深了，每個週末我只能從那鐵桶般城市回到最熟悉的台北，到台大椰風搖滾去

看昔日好友們，坐在練團室看他們玩音樂，一股慵倦疏懶卻浸泡著全身避免我重拾樂器。在那

遇見了如今永遠離開據說已赴美的台北知名金屬樂團美豔女主唱，初見時她邀我去地下絲絨的

表演，我二話不說就從她手中接過票。還記得演出當天，我和哥兒們一起坐在離舞台很遠的地

上，人手一根菸。一個學長問我覺得怎樣？「還不錯呀，copy團，旋死帶點維京？」「Amon 

amarth，」他這樣簡潔地對我說了他們copy那首歌的團名。終於等到認識女主唱的那團，坐在地

上的我們才站起來比著惡魔手勢瘋狂甩頭。幾年後的今天，當時那個畫面仍清晰烙在腦海。我

常想，再去一次吧，菸味、散落地上的啤酒罐，還有失真的音牆，再一次坐在地上默默觀察她

與舊識的相認，以及舞台上樂手們的執著。可惜幾位已分東西，曾試圖自殺的女主唱雖被救回

來了，但遠赴異域，至今仍無聯絡。

在她離開台灣之前我做了一個夢。某天一早醒來，看到網路上她留的訊息：「對不起，

我不小心被火燒死了……」我驚嚇之餘走到客廳看到桌上的雜誌，只見整本都是她的屍體的照

片，全身燒爛焦臭，但是臉只是紅豔豔的，眼睛張得很大，尤見詭秘之美。長期飲酒和服用抗

憂鬱藥的她，應該是中樞神經系統受到過多抑制，連火燒到身上都沒感覺吧。

這夢不得不讓我想起另一個小時候床邊錄音帶讓我最驚悚駭異的故事，長大後復見於干

寶《搜神記》─父遠征，女思念其父，乃戲馬曰：「爾能為我迎得父還，吾將嫁汝。」馬迎

父歸後，女具以告父。父曰：「勿言。恐辱家門。且莫出入。」於是伏弩射殺之，暴皮於庭。

父行，女以鄰女於皮所戲，以足蹙之曰：「汝是畜生，而欲取人為婦耶！招此屠剝，如何自

苦！」言未及竟，馬皮蹶然而起，卷女以行。─而這就是蠶的由來。在我看來這和我的夢代

表的意義是相同的，同樣以扭曲的事件讓我認識到世界的陌生，通過這些不容分說的斷裂與暴

力，我從此把荒謬記在心裡。

想來這些正如德勒茲所闡釋尼采之「健康」，那巨大的灰色印象其實只是被我從生命經驗

中抽解和形塑出來的壓迫，也是某種死亡的秘密印記。它堅不可摧，在顯露出沉默個性的覺醒

者身上牢牢生根，是「某個透過實際經驗的疾病讓它得以存活下去的源泉或氣息」……所以這

些印象進入我的胸臆用它的影響力強硬地扭轉我前半生的個性氣質，更揮發至外在，逐漸逼羸

我的身體，崩毀到連在鏡子前都要認不出自己。偶爾我也質疑，造成這現象的原因是否可歸咎

於床邊錄音帶淒聲訴說那鬼故事（至今我仍如此認為），抑或從我踏進搖滾世界後，不歸路就

在我面前綿延展開？我面臨的是一種無息的解構與破壞，關於價值觀和對幸福的認知，而經驗

無非為了認知而存在。

此時嗄啞的歌詞早已撕扯糊糙成一團：「Alliancerne er mange hos folket fra nord, alle er de 

sammenbundne af sogen efter haven……」

如果天堂的操作型定義是「想要去的地方」，或許再加上幾個但書：「不過有點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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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以到達」、「抬頭仰望」……那對我來說，舞台就是天堂。在那段無所畏懼之時，上舞台是

家常便飯（雖依稀浮現我們被音控弄得滿頭汗水的剪影）。但直到現在我才驚覺，熾灼激情的舞

台是台下蟄伏的眾人多麼渴望參與的場所呵，而我那麼輕易就捨棄它了。曾有個愛聽音樂的朋友

說，等到他能在台灣聽到最崇拜的團體演出，他一定要爬到舞台上，和他們一起站在舞台上，如

此他就可以無留戀地去死。這樣對死的想法脫離不了對舞台的執著，確實讓我一瞬間有了舞台即

天堂的詮釋。

普魯斯特曾道：「真正的天堂是已經失去了的天堂。」的確，開懷大笑、以往那麼熟悉的場

所和技術、自然地付出感情、看淡些許錯誤，乃至追逐夢想的自由，為何我趔趔趄趄的成長只是

一連串的，遺落？我幾乎能聽見這些遺落的物品在我身後沈重的崩塌聲，有些是像鍍水銀鏡面摔

碎的尖脆聲音。我仍想不透當初為何賣掉吉他。

而這些是我已失去了的天堂。

我之所以在人滿為患的表演場合，每每在離舞台最遠處席地而坐不從眾前擠，大抵是緣於

一種焦灼，一種缺憾，和一種嫉羨，「我以前也是在那天堂上的天使一員哪，」我在內心輕哂：

「誰要像你們一樣失去自尊呢。」我是不是個誤入世界的天使，因無知而受傷。而今拄著拐杖，

求返無門？如果我可以重新來過，回到最源頭，回到故事的一開始，是否仍會奮不顧身投入曾經

跌得骨破翼折的處所？

像陷入豬籠草的蠅或落入蛛網的蝶蛾，發現竭盡全力地掀翼振翅也逃離不了。無助。崩解。

悔恨。失控。要是我有資格重回天堂，那我想，我會把握這個良機吧。我向著如豆燈光映照一角

的晦暗牆壁囁嚅道：「我想彈琴啊。」

此時，憤怒狂亂的音樂漸漸冷卻，取而代之的是緩慢而傷懷的低音提琴獨奏，令人想到生命

中感傷的過往，例如你和她的相違……獨奏在極度緩慢中力透萬鈞，我忽然感到渾身震顫，不可

抑遏，致全身跳了起來並摀住耳朵。

不一會兒，音樂呈現出沉重的葬禮風格。繼而在如輓歌一般對死者的深深弔念與追悔中，結

束。

我抬起頭，在對面山腰一片深蔥鬱綠之中，猛然浮現一簇銀白色的幻影。它翩翩變化，隨著

光影搖曳，顯現出或淺綠、或銀白的模糊蹤跡。我在原先發現那株樹的左邊隔一小段距離，又發

現同類的樹。我怔愣呆看那兩株翩躚著的銀葉樹，在日初昇那燦爛綿融的晨光下，不像是真實。

似乎有那麼一種樹，它的葉子是這樣的：其中一面是綠色，另一面卻是白色的；所以才會在

大風吹擺時間歇顯現出銀白的反面。它們就像天使綻開的笑容，像慈悲的天主對下界的寬恕。應

該只有在一閃而過的曙光照耀下，使得紛亂的心緒復歸清明，銀光才會以反差似的幻影在人們眼

前顯形吧。

幾天後，我再想起這回事，卻再也尋找不著當時看得入迷的、甚至任憑那一天的時光靜靜流

逝直到天色暗得無法看清朦朧山影的那兩株銀葉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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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詩類佳作

同學會
M100 劉峻豪

我們重新回到

汗水滴落的球場

四濺的髒話

奔跑時永不斷裂的韌帶

洶湧的瘀血未消

讓整個青春期，既痛且爽

又過了一個冬天

有人逐漸禿頭

那麼多的燃燒之後

都回到了原地

張開手攤在陽光下

才發覺原來沒有人偷跑

沒有人先行變老

在海嘯來臨之際

毫不掩飾自己的胸膛

分享彼此的浪花

約好要做今年夏天

最堅硬的消波塊

即使長大

在街上行走

偶爾也會跌倒，抬起頭

或許能看見你溫暖的眼神

向我伸出手

像你對我說過的話

是那年的雨水

如此均勻的打在每個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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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詩類評審獎

我們上山的幾個夏天
M100 殷士閔

i、「大哥哥大姐姐，妳們還會再來嗎？」
                                                                                

最後一回合大地遊戲

我們背起小小的騎士夢想

切磋彼此青春的劍術

用笑聲就能釣起大頭鰱的黃昏

獵戶射落夕陽，墜入林間

擊中流螢的尾巴

營火燃亮無際星圖

烘烤一些受潮的手語歌

相較於交換座位的團康活動

這裡的道別適合比較沉默的風

ii、「三年二班羅皓明同學，請到訓導處報到」
                                                                                

男孩自行放課的午後

處室廣播被蟬鳴狠狠淹沒

四人坐的機車除了安全帽與

駕駛執照，什麼都帶了

煞車痕是圖騰，引擎聲是古調

壓車過彎的姿態是

祭拜祖靈新潮的儀式

來不及摘帽與他們的背影致意

逆風強勁，空中飄來

半支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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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羅馬公路全線因落石坍方，禁止通行....」
                                                                                

步履哽咽在四輪也傳不動的路上

地底隱隱傳來下課的鐘聲

滂沱眼淚滾著黃土埋過

溺斃的警戒線，埋過獵徑與

豐收獸夾，埋過營火餘溫的廣場

每個失控的雨季，流籠載出的衣冠塚

比載出的水蜜桃還多

一個尋家青年在霧中向西方默禱

那些朝著大海遠行的族人

可有順利搭上方舟？

iV、「接下來讓我們歡迎林委員為大家致詞」
                                                                                

祭典開幕的廣場

我們拍手迎接知名馬戲團到訪

(第四年巡迴演出，票價未減)

分送糖果的小丑，帽中掏出的信鴿與

只能抬頭仰望的空中飛人

竭誠邀請觀眾試跳火圈

重建是一則太艱澀的隱喻

像是組合屋裡等待返鄉的紋面

排隊領取過期支票

貼在漏水屋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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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詩類評審獎

你將診斷為春天
─於春三月躁症發作，或情詩ㄧ首

M101 李芃

從，你的耳朵和我的心

巧遇的那一刻起

世界的色彩便一天一天濃烈、難以調和

而且稠

太陽開始會在天黑之後鑽入我的大腦悶燒

就算下雨，那

雨水也落在太晴朗的土地上，所以我總是站在

霧中，在所有那些令人窒息的黃昏

聽寂靜滂沱說出

你的名字

花在空氣中開到瘋到癲狂的那天

我將坐上未來佛的王座，並且

邀請你橫渡百億世與我分享所有宇宙

為何

席地而坐，並且搖曳？

我是等待綻放、

等待落地的一千朵桃花，等待

在光的粒子之中被擠碎、刨剮。我是須彌納不下的芥子

穿過防彈玻璃和鐵門

向你的頭髮耳垂臉頰嘴唇胸膛手臂下腹股間大腿膝蓋腳心洶湧，啊

在那之前，用牙齒啃掉你身上的白袍，用潮溼的舌頭，舔

我於是忙著發送，還帶著微寒的晨光，

悄悄點亮心頭和病房裡的燈

在黑黑的夜裡，祈禱微笑尖叫，偷取所有病人夢中的月亮

現在我是一隻裸體的魚，用滑膩的白色月光取代血液

擺盪的尾部誘惑式的拍打你

和關住你的水族箱。

整個世界是你的醫院，而這個世界是我的海洋，是花瓣

片片由雲上飄下後，

沉澱腐爛、覆蓋的生命的最初

天堂不是白色的，否則這裡，還有我穿的成人紙尿布便是天堂

你和我都寧願極樂是令喉嚨最深處，乾渴的桃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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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你

沉靜的腳步覓我而來

保護室外，你右手持針筒，左手捻花

從，你的耳朵和我的心在聽診器兩端

巧遇的那一刻起，所有的人裡面都躲著你

我的沉睡必然是因為你，因為你

我的夢

有佛與鬼神，有和頭顱一樣重的眼睛，有最紅的烈火燃燒著豔紫色的花

在水溶溶的翠綠草地之上

天空又深又黑，風從渦漩中吹落星星

這是徵兆，我說

你會那樣吻我，像星星墬落

醫生啊

花在空氣中開到最瘋最癲狂的那天

你將要診斷我為什麼？

是為春天的桃花感動、被你撞擊，的詩人？ 或者

只不過是春天。

─

注1：桃花癲為躁鬱症之俗稱，患有此病之病患多於春天發作躁狂症，症狀為睡

眠需求減少、自大、自尊心膨脹、意念飛躍、注意力分散、精神與生理活動力增

加、對於可能導致痛苦後果的冒險行為或事物過分的參予，例如性行為、購物。

許多藝術家、音樂家、作家皆被合理懷疑患有躁鬱症，例如梵谷、貝多芬、韓德

爾、狄更斯、吳爾芙、海明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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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話，由你續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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