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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雨〈特技家族〉詩作的荒謬劇場性

─與商禽〈門或者天空〉、 
村野四郎《體操詩集》的比較討論∗

 

解昆樺∗∗ 

【提要】 

零雨〈特技家族〉以九首詩系組，論者往往聚焦詩中主體的運動性，以

及包含運動身體的空間性。就技術面考量，詩中主體的運動變化，乃至於空

間之包容，已無須再討論。本論文的興趣動機乃在於，主體身體運動與空間

包容間的存有，亦即存有之詩美學。然則在論述切入上，筆者並不想置懸零

雨〈特技家族〉於現代詩史之外。因為就文本精讀可以發現，〈特技家族〉

詩中那主體，固然可從日本村野四郎〈體操詩集〉看到那運動性相似之處。

然則，在質感上村野四郎文本在寫實即物中發散詩意，零雨則出入虛實有著

超現實底蘊。特別是零雨詩中許多對身體動作細節之描述，早不在身體特技

之呈現，而根本在展演中凸顯主／身體在存有上的荒謬性，以及應對命運的

艱困。由特技身體到荒謬身體，其展演空間層次便非馬戲團空間，而更在對

我們存有空間乃至於歷史空間的指涉。就此而觀，零雨〈特技家族〉實與商

禽〈門或者天空〉有更多接近之處，也接匯戰後臺灣現代詩在 1960 年代中末

期起一系列帶有荒謬劇場意味的詩作，乃至於詩劇文本間的論述管道。 
 

關鍵詞：零雨、特技家族、荒謬劇場、身體、商禽、村野四郎 
                                                 
∗ 本文為國科會專題計畫「一九七○年代台灣現代詩人詩劇文本研究」（102-2410-H-005-053-）系列後續研究成

果。同時感謝兩位匿名評審的寶貴審查意見，每次書寫都不可能天衣無縫，藉著審查意見的修改，讓本文論述

得到重密編織的種種可能。 
∗∗ 中興大學中文系助理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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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末 

是一天 

世紀初 

也是一天 

     －零雨〈我和我的火車和你〉 

一、人間《神曲》：詩人火車行旅中延展 

的肉身及其劇場性 

上個世紀末，聖經中天堂最終審判並未降臨，義人與罪人繼續延遲著救贖

與蒙懲，在性命時限的尺度。而詩人零雨跨越這世紀末，繼續在宜蘭、台北火

車往返，於命運的鐵軌上悲歡相連人生客途的風景。也正是那頻繁移動的身體

經驗，使得零雨的詩中總存在一個旅者尋覓的姿態。  

在零雨頻繁的火車往返中，身體在逐站定標（準時）、失焦（誤點）的時

間中拉展，似乎啟蒙了詩人對靈魂與肉體進行痛苦拉展的意識。在《特技家族》

〈楊小濱書面訪談錄〉中，詩人如此自道：「我一向喜歡痛苦的靈魂，悲淒的

面容，孤獨的形象。」在火車前後順時性的承載中，詩人回顧過往，記憶於前

與後的旅程中拉扯，既是文本的張力所在，也是拉扯靈魂的張力所在。往往成

為詩人啟動詩想的火車，其空間感、移動性，實擁有一獨特劇場氛圍。火車車

廂內便是舞台，車窗外的風景就是背景，而上車下車的乘客，乃至於詩人自己

與所調動的記憶、想像就是演員。但詩人陷入太深的，不是戲，而是只能在獨

白中，才得以啟動肉身與靈魂對話的宿命。  

自我與自我對話，固然有高度挖掘內省性。但在《我正前往你》中，這個

對話者移轉至另一個零雨於異國獨行時相遇的美尾，而主題則聚焦詩人或更本

質的詩之為何。在《我正前往你》中，旅行的零雨與尋找詩人的美尾客途相遇，

兩人開啟一連串對於詩人與詩的對話。零雨如此寫到：  

「妳為什麼流浪？」 

「就為了……童年的……一份模糊的……尋找詩人。」 

…… 

「找到了嗎？」我的胸膛向前移動，但極力使自己從容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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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找到了……落羽松……」   

落羽松枝幹高大堅韌，但枝葉卻如鴨雛輕柔鬆軟。風鼓舞之際，落羽松樹幹沈

穩，而葉飛如歸鳥，這是詩兼融動靜的形式。落羽松不只獨美，也牽動周遭情

境氛圍，這是詩獨具的風格與氣質的感染。其後兩人以落羽松為詩象徵的起

點，另於雪夜小樓飲酒談詩，彼此啟動、交織出關於詩的話語脈絡。這話語的

迂迴行遲所牽動勾勒各種對詩的想像風景，仿若但丁《神曲》中那主體與古代

羅馬詩人維吉爾遊走於地獄、煉獄與天堂。可以說，零雨與美尾的雪樓對話，

本身也帶有前述詩人火車中內心獨白的戲場性。雪樓儘管定止，但卻在零雨與

美尾的反覆對話中，透過劇場的對白傳統，拉展出一個對應空間旅程，以詩為

標指的精神之旅。  

二、奪門而出的薛西弗斯： 

被囚禁在反覆姿態的特技者 

不過，比起「對話」，詩人展現主體透過詩調理內心對宿命、體制無能違

抗的傷創之感，還在那「反覆」上。零雨〈特技家族〉組詩第九首，同時也是

全組詩結尾，帶有文本最終收束定調的作品，詩人便如此呈顯一個反覆陷溺在

自我重複動作的主體： 

９ 

於是鬆了綁 

留下一根迅速癱瘓的繩子 

 
推開門再推開門門外是一個門 

的世界推開門再推開門走下 

一個狹小的樓梯間推開門 

再推開門。走上一個狹小的樓梯間 

推開門再推開門。上面 

是一個門的世界──推開門 

                                                 
  零雨，《我正前往你》（台北：唐山，2010 年），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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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推開門眺望門外到達不了的地域 

推開門 

再推開門 

 
觸摸到一根黑暗中的繩索 

緩緩捆綁自己 

零雨這首三段小詩最令人印象深刻的，便是在第二段為主體投注凝塑出一個帶

軸心意義「推開門」的動作。詩人透過「再」將此一動作連續化，形成「推開

門再推開門」，並在第二段這六行詩中以錯落、緊密的方式出現 3 次。問題是

在反覆打開門之後，迎接主體的是什麼？總是又一道門，詩人更刻意地在第二

段第一行結尾的「門」後，分行寫到「的世界」，凸顯主體在開門後，所要迎

接一個擁有無數門的世界，一個永遠閉鎖懸疑待啟的世界。我們可以這麼說，

或許這個「待啟」反而能點出主體不待神／天啟，主體自身主動尋找存在意義

的可能性。但詩人零雨並不從此發揮，而是透過句式繁複的組合，呈顯主體永

無止盡重復地揭開、突破，而又無所獲的焦慮感。零雨〈特技家族〉第 9 首（以

下簡稱〈特技 9〉，該組詩中其他詩作亦以此標列法標列）作品中主體表面呈

顯出線性移動又尋而不獲的姿態，其實更早是以迴旋形式於商禽〈門或者天空〉

中可得見。事實上，我們也可從商禽〈門或者天空〉主體反覆進出懸空之門的

姿態，對比檢測出零雨〈特技 9〉作品中，主體那不斷開門卻尋而不獲的姿態，

同樣潛存的荒謬劇場意味。  

商禽創作〈門或者天空〉一詩本身即具有強烈的電影、戲劇之書寫意識，

誠如兼具詩人、戲劇導演多重身份的鴻鴻所回憶，商禽也曾有拍電影的念頭

 ，但由於拍電影需要資金、技術、團隊等資源的匯聚太過困難，因此他透

過類劇場式的詩劇書寫進行一替代性的實踐。〈門或者天空〉一詩之附記，商

禽亦自言：「〈門或者天空〉承《劇場》同仁催生，並予以刊出，但都說：太

詩了。」而〈逃亡的天空〉亦是為《劇場》而寫。與商禽有深切互動的瘂弦，

                                                 
 參考「鴻鴻的過氣兒童樂園」網站〈商公夢蝶〉短文（http://blog.roodo.com/hhung/archives/2606401.html）2013/11/7

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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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踩出來的詩想〉論及昔日與商禽一同鑽研文藝創作的日子時，更細部指出：

「除了超現實主義作家，抽象繪畫、無調性音樂、荒謬劇場、新潮的『作家電

影』的諸多技巧，都在他的作品裡出現。在精神上，他受三十年代人道主義文

學影響也大。我知道他多少年來一直佩服魯迅。」  這一方面點出了商禽在

吸收知識資源的多元性，另一方面若與商禽〈門或者天空〉附記相參看，則可

相當清晰地勾勒出商禽與《劇場》、荒謬劇場間的關係。事實上，考察 1965

年創辦的《劇場》可知這份雜誌乃是 1960 年代台灣現代主義戲劇知識傳播的

重鎮，其對於同時正於西方形成風潮的荒謬主義劇場的推介亦有相當投入。 

「荒謬劇場」的命名者戲劇理論家 Martin Esslin 點出荒謬劇場文本其內容

基本上都會建構一個荒謬的戲劇情境，著重鋪演生命中無法以邏輯理性解釋的

荒謬可笑事件，並以此視為生活本質的象徵。這樣對主體存在現象的判斷，主

要還在於其文本發生的時代情境─第二次世界大戰使然。相對於黑暗時代對於

宗教的仰賴，科學革命時代人類啟動了對主體自身理性、探究能力的發展，進

而推動了科學的產生。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使人類大規模的死亡的殺

戮武器，卻正都是「科學革命」後人類的發明。理性與啟蒙在字源上所內蘊對

光的召喚，似乎並不全然能保證人類走出黑暗時代，而可能引領人類走入一個

毀滅彼此的時代。因此二戰後的存在主義開始質疑理性、邏輯，而許多荒謬劇

場的作家本身往往便是存在主義的思想家或作家，最具代表性者莫過於 1950

年代的沙特、卡繆。荒謬劇場作品在 1950 年代掀起一陣熱潮，除沙特、卡繆，

另一荒謬劇場代表作家貝基特（Beckett）也曾獲諾貝爾文學獎肯定，恰正凸顯

荒謬劇場對時代精神的指涉力。而 2005 年亦獲諾貝爾文學獎的品特，則往往

被視為新世紀荒謬劇場的傳人。  

荒謬劇場文本的時空是比較不具體的，但整體來說還有一個基本場景。商

禽〈門或者天空〉一開始便利用分場劇本格式點出時、地、人，分場劇本這樣

的標列，有利於提供劇場參與者（導演、演員、場佈、道具組等）完成對劇本

情境的初步立體化想像。不過商禽卻透過「時間  在爭辯著」，以及帶有超現

實意味的拘禁空間，這樣故意抹消、擦拭的技巧，有意模糊文本具體的時空性，

這自然帶有荒謬劇場的影子。零雨〈特技家族〉同樣也沒有標明特定時間，而

                                                 
 引見《創世紀詩雜誌》第 165 期（2010 年 12 月），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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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載主體的空間，則可從其身體的特技動作，大約可知是位處於特技馬戲團之

類的表演舞台。不過整體來說時空抽離性更強，藉此指涉主體存有更抽象／本

質化的現象。   

細讀商禽〈門或者天空〉可以發現他與貝克特〈無言劇一〉（Act Without 

Words I）的情境非常類似，都是在一絕望情境中，凌空懸掛著一個救贖的可

能，藉由主體與之的互動創造戲劇性。不過貝克特〈無言劇一〉的絕境為無盡

沙漠，而商禽〈門或者天空〉的絕境則為無盡護城河及鐵絲網圍繞的圍牆，讓

人直覺此為 1950 年代臺灣戒嚴情境的隱喻，但也可從中窺見魯迅鐵屋子隱喻

的影子。不過，商禽與魯迅兩者間的脈絡關係，還不在於那拘禁空間的封閉性，

而更在於對主體存活意義的看法。 

魯迅鐵屋子隱喻中認為只要人活著便有希望，商禽則透過超現實主義的寫

法，具體地寫到「他用他的牙齒以及他的雙手／以他用手與齒伐下的樹和藤／

做成一扇門」讓主體以肉身自行建構出囚獄的門，不過這首詩卻不就此展現一

種超越突破的氣質。因為門僅有門框，而且如果主體意欲突破圍牆，自然應將

門建／擺置於圍牆，但主體卻「（將它綁在一株大樹上）」。這個動作，加上

括號更暗示了其隱密性，或者只能如此的無奈之感。  

再就語言上來看，從貝基特《等待果陀》、伊歐涅斯柯《禿頭女高音》等

荒謬劇場代表作品，可以發現荒謬劇場在劇本語言的經營上，相對於傳統劇本

所講究的對白、獨白，其人物之間表面上仍存在對話的形式，但其在一往一來

間往往都只是各說各話。而角色各說各話的內容，有時都是一些隱喻時代政治

口號的格言式話語。這諷刺地暗示對稱於整個大時代，庶民如何在自身的小世

界裡演繹／習那些口號或假的價值觀。飽富偉大意義的格言，往往可能是最缺

乏溝通可能的荒謬語言。在這樣各說各話中，劇本內容儘管持續前進，但是情

節卻沒有。因此荒謬劇場的敘事結構本質上在挑戰亞里士多德所強調前、中、

後，或是開場、劇中、結尾的敘事結構。荒謬劇場角色間儘管各說各話，令人

莫名以對；但事實上這無意識自我呢喃，無法以語言彼此溝通聯繫，無法推進

生活的苦悶氛圍，又何嘗不是二戰後，乃至於現代人的生活現象。  

荒謬劇場透過角色間種種無效的語言關係，凸顯語言的無效化。而商禽、

零雨則轉以詩中主體無效、無意識之行動，亦即身體展（搬）演語言方式進行

表現，這本身是缺乏以對話為詩傳統的台灣現代詩，一種替代性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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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說，商禽〈門或者天空〉主體於門之內外進出的荒謬動作，以及零雨

〈特技家族〉主體不斷奪門而出的荒謬之舉，實是以身體語言  的方式，演

繹出荒謬劇場中角色間的無效語言  。但兩者尋而不獲持續反覆的姿態，都

有一種類似佛洛依德所述之「替代性的滿足」。佛洛依德《超越快樂原則》曾

指出反覆動作的心理意識運作狀況，他以自己孫子發明的丟收線軸遊戲為例：

有天佛洛依德的女兒（亦即孫子的媽媽）出門，將孩子留在家，佛洛依德發現

自己的孫子在家發明了一個線軸遊戲：他將一捆線軸丟出去，喊「Fort」（不

見了），隨後又將繩子拉回來，說出「Da」（找到了），並且不斷反覆這樣

的動作。在此，線軸隱喻的是「小孩的母親」，對於無法應對失卻母親的情境，

小男孩將這種焦慮轉換到遊戲上。在遊戲中母親就像線軸雖拋離，卻能以小男

孩自身一己之力拉回來。由此，小男孩在手中能控制運作的線軸（母親）中，

於失卻母親情境中獲得一種「假性」主動權，獲得挽回母親的替代性心理滿足。 

就此看來，商禽與零雨所創造反覆運動主體，雖然兩者都無法改變命運，

但沈浸在重複行動中的主體，卻從中獲得了一種替代性的滿足，也在自我所位

處焦慮情境中掌握「假性」的主導權。也正因為這個線軸遊戲最後滿足了男孩

對情境的主導權意欲，使這線軸本身多少也帶有權柄的意涵。  但我們更注

意到相較商禽那依空門內外進出形成一迴旋運動的姿態相比，零雨〈特技 9〉

的「推開門再推開門」表面看來是一線性移動動作，但因為「推開門走下」、

「走上一個狹小的樓梯間」，使得其線性運動，還結合著「下」與「上」，呈

現出「圖 1：零雨〈特技家族〉第九首作品中主體開門運動示意圖」A 部分所

繪之狀況。 

                                                 
 係指以身體動作進行的語言表達，例如手語、身體肢體暗示乃至於現代舞蹈等，這也凸顯語言表達模式不僅止

於口說與筆寫。   
 指主體與主體間語言交流的失效。 
 線軸混雜了母親與權柄的雙重意義，就此自然導向佛洛依德認同（自居）作用理論，惟非本文重點，便不細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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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零雨〈特技家族〉第九首作品中主體開門運動示意圖  

檢視圖 1A，看似起點與終點各據兩端，但是零雨卻透過「繩子」將之合

而為一。詩人刻意於首段與終段書寫的繩子，明顯暗示起點與終點是同一空

間。因此與其說零雨〈特技 9〉的文本運動狀況接近於圖 1A，不如說更接近

圖 1B。圖 1B 戲劇性的迴旋還類似商禽〈門或者天空〉同一扇門重覆進出，並

與之一同指向希臘薛西弗斯滾石神話的隱喻。不過，零雨仔細經營了「主體─

繩子」在「起點／終點」間「鬆綁／重綁」的深度運作關係，使其展現出與商

禽不同的對薛西弗斯神話之詮釋。 

首先，主體原本鬆綁了繩子，進行一次推門逃離。但在不斷推門、下上樓

的漫長逃離過程後，最後卻只能回到原點，並且無意識地在黑暗中，將繩子重

新纏綁回自己身上。零雨〈特技 9〉的圖像 B 比起商禽〈門或者天空〉的重複

進出之主體，更能激化出薛西弗斯神話的滾石隱喻，所具備強大的悲劇感。薛

西弗斯神話當中真正的悲劇性不在於人去推動石頭，而是作為隱喻人生命重負

的石頭，是由人自己去推動，並使這份重量隨身同行。  

但零雨〈特技 9〉最後主體登樓將自己纏綁的過程，雖承襲了商禽〈門或

者天空〉中「門」那吊者的纏綁意象。但由於纏綁的物件由門替代為主體肉身，

實隱隱然又牽動著死亡訊息。也正因為繩子所牽動的自縛、死亡的繁複隱喻，

使得零雨的繩子比薛西弗斯的石頭，更沈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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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與命運對話的語法： 

特技者肢展身體語言的魔術時刻 

點出零雨〈特技 9〉中主體那迴旋歸返的文本路徑與主體遭逢的劫難，並

不全然是〈特技家族〉文本全部內涵。作為組詩，零雨〈特技家族〉比商禽〈門

或者天空〉，有著更豐富的戲劇化身體運動。以身體運動為素材進行一系列創

作，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村野四郎的《體操詩集》。村野四郎的《體操詩集》

透過新即物主義書寫，建構〈體操〉、〈鐵啞鈴〉、〈推鉛球〉、〈吊環〉、

〈單槓〉、〈高欄〉、〈鞦韆〉、〈撐竿跳〉、〈登攀〉、〈滑雪〉、〈水上

跳躍〉、〈鐵環〉、〈拳擊〉、〈標槍〉、〈徑賽〉、〈助木〉等詩作。對於

新即物主義，杜國清〈新即物主義與台灣現代詩〉曾細部探述到：  

作為表現主義的反動，新即物主義興起於一九二零年代後半的德國，亦稱新

現實主義，表現在建築、工藝、繪畫和文學、戲劇等方面。它主張在藝術上

回復現實性，反對表現主義狂熱的激情與主觀的絕叫，企圖從機械文明的刻

板生活和喪失個性的人群中發現新的認識視野（vision）。與膚淺的寫實主

義只客觀細敘現實社會的表面事象不同，它所企圖的是全面的捕捉現實，其

中含有作者的理想，以平白的散文，透過即物性的表現，暴露隱藏的矛盾和

幻想，因此也具有「魔術的現實主義」的傾向。   

由於村野四郎透過即物書寫，不特意遣動典故，以及創造跳躍離奇的意象、句

型，使得詩語言抓準、貼合當下主／身體的運動現象  ，展現身體運動內蘊

的力與美。甚至在〈吊環〉：「我像蝙蝠倒懸著／天的降落傘將我吊起／我暫

時安定在此吧……我正在／理解我底世界」、〈單槓〉：「我向地平線跳去／

僅以指尖板著／世界將我吊起／筋肉是我唯一的依賴……」兩詩中透過身體位

置的顛倒、縱躍等生命活動，一再啟動對世界的探問。然而，在零雨〈特技家

族〉中，同樣是身體運動便不像村野四郎般以呈現身體運動的神聖性為目的，

轉而在身體肢展中混雜嘲諷、悲愴的荒謬意涵。這一方面是因為身體運動不再

                                                 
 杜國清，《詩論・詩評・詩論詩》（台北：國立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0），頁 260。 
 就一定程度上來說，也是要求詩人專注扣準於現實對象本身發展詩意，避免將天馬行空成為「固定」書寫策略，

使詩人無意識、偷便地逃離對現實表象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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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力與美為核心概念的體操競賽，而變成訴諸險境的華麗肢展特技，另一方

面則是運動空間移轉至馬戲團場域，使得身體運動帶有極強的消費展覽性。進

而使華麗的身體技藝成為異化概念的商品，復又削弱身體存有意義的文本特

質。  

不過使人疑竇的是，既然特技如此異化，為何零雨不採取超現實主義自動

書寫方式，「盡情」展現這身體極致異化？而採取類近於村野四郎《體操詩集》

的即物寫法？  

在 1990 年代零雨以身體特技異化為主軸創作〈特技家族〉時，本身在技

巧上是有所謂的「節制」之感。因為早在臺灣 1960 年代對於身體的緊張感或

是超現實的想像，基本上已經完成一系列複雜的表現技巧，最具代表性的例子

莫過於洛夫〈石室之死〉。然而必須承認的是，若非透過知人論世、歷史研究

角度，理解詩作被金門砲戰的時代背景，以及石室所隱喻詩人所身陷、躲藏的

防空洞。讀者實不易理解那扭曲、詭譎的肢體之異變所為何來？又如何具有平

撫或表達身體碎裂的強大焦慮作用？這也造成後續臺灣超現實主義末流，衍生

出為了異化效果而異化的晦澀作品。  

空間提供主體現象，在「現實」上零雨〈特技家族〉的馬戲團本身作為主

體展演消費空間，它合理提供作者創作出其中主體肢體異變的特技現象。一方

面特技運動並不是日常活動，所以操演特技本身的過程或狀況，其實就意謂著

主體的「異化」，一種商品化的自我。另一方面，就另外表現技巧角度來看，

特技運動並不是日常活動，更意謂著以現實方式表現身體特技運動，本身也自

然地完成一身體誇奇的書寫。可以說，正因為使用「即物書寫」，讓零雨〈特

技家族〉得以清晰地、近距離地為讀者呈現一個現實身體異化的魔術時刻。  

因此，主體看似精彩，實則空匱了自身存有意義的身體特技，在組詩各文

本的推動、策應下，產生一系列強烈的存有辯證，並建構出一個荒謬劇場氛圍，

應對著命運賜予主體的種種疑難。上文筆者已針對〈特技 9〉進行相關分析，

以下則將探述〈特技家族〉中其他值得深論的作品進行細部分析，呈現其肢體

運動細節，以及那特技身體所形就與命運對話的身體語言。  

在存有與超越之間，主體之重量往往成為辯證反思的重點，零雨〈特技 2〉

即是這樣的作品，詩人如此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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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貼近心窩的地方 

撐一支棍子 

棍子那端撐一個 

貼近 

心窩的地方 

 
貼近心窩的地方 

有一點重量因為有一點 

重量所以他們飛翔 

張開兩隻手，兩隻腳 

 
他們飛翔因為一根 

棍子的緣故因為貼近 

心窩的地方 

這首詩一開始建構一個景象：有一個人在貼近心窩的地方撐一支棍子懸空，這

動作姿態彷彿主體就像釘錨般插在大地之上。比起一般人正常立姿，從雙足轉

以心臟負擔全身重量，其沉悶痛楚之感自不難想像。在村野四郎〈撐竿跳〉也

有這樣透過槓桿「支撐」身體的作品，書寫一個人在撐竿跳，在空中挺腰跨過

去障礙，最後翻身平躺大地的過程。可以發現，在這樣運動路徑，身體儘管一

度凌空，最後仍為地平線所承載，激烈地敲扣、釘牢主體肩膀於大地。相較之

下，零雨則寫到「有一點重量因為有一點重量／所以他們飛翔」，透過心跳的

躍動力抵抗地心引力及所創造肉身重量的束縛，進而超越飛翔至高空。  

〈特技 2〉透過心的力量，試圖超越「輕／重」的對比結構，將人從釘錨

於大地之上的姿態予以解放，將身體乃至於內心的沉重，轉換成一種可超離、

飛翔的樣態。並且，在結尾更透過「他們飛翔因為一根／棍子的緣故因為貼近

／心窩的地方」暗示只要有一絲絲重量抵觸著主體的心，都足以成為主體自由

的理由，並點出〈特技 2〉所內蘊唯心、自由主義者的特技理論之所在。在〈特

技 3〉中短暫飛起的則是始終聯繫在肢體的右手，詩人如此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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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右手凌空飛起 

切入切入 切 

入磚頭最膽弱 

的位置 

 
爆破的磚頭四散 

逃逸又以最尖銳 

的身體飛起找到 

右手 

〈特技 3〉這首兩段小詩精簡地呈現一個人以右手手刀破壞磚塊的過程，全詩

最戲劇化，同時也是詩意最深刻之處，集中在第二段。其中「尖銳／的身體飛

起找到／右手」點出「尖銳」的磚石身體如何找到主體「右手」肉身。初步來

看，本身就帶有一碎裂化的磚頭，對肉身傷害性的復仇意涵，也顯現詩人零雨

以即物書寫扣準物件表象，呈現內中森然、殘酷氣質的詩才。  

但若從前文對〈特技 9〉分析，得知詩中所潛存對商禽〈門或者天空〉、

薛西弗斯滾石神話的辯證時，此一磚石復仇性的尋覓，其實可能還存在一命運

重新聚合於右手的意欲。每個尖銳孤離的碎磚，在強烈聚合意識驅動下，最後

仍會回返到主體的右手。這主體右手反覆劈磚，而碎磚又將恢復、重組於手下，

如同薛西弗斯推上又滾下的石頭。在這樣的解釋中，碎磚也恢復、聚合出其原

初磚（石）頭的重量，以及與主體右手間交互依屬的命運。對於主體身陷的命

運，〈特技 4〉由「輕／重」，轉從「光明／黑暗」進行表現：  

４ 

一張口，就吐出 

火焰。為了四處的黑暗 

為了黑暗來得 

太早為了 

 
向你挑釁。從體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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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燃燒從扭曲的甬道 

竄出越過廣場為了 

 
每一個著火的人認出了 

同路人 

〈特技 4〉以傳統「光明／黑暗」的對比寫法，自然兩者的對比並非在討論光

源反射強弱，而通常直指於對時代性的隱喻。如此書寫最經典的作品，莫過於

顧城〈一代人〉：「黑夜給了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來尋找光明。」呈現

無論在情境、肉身上都被賦予黑暗宿命的主體，如何仍以視覺追尋隱喻未來希

望的光亮。至於零雨的〈特技 4〉創造光源的方式，則是透過主體自身張口吐

出火焰進行處理。但為何主體要吐火呢？詩人透過四個「為了」有節奏地進行

解釋，同時也帶出此一文本的層次性。  

第一個「為了四處的黑暗」指的是因為毫無光源，第二個「為了黑暗來得

／太早」則為黑暗賦予了時間上的緊縮緊迫感。因此，前兩個「為了」，關涉

於「主體所遭逢黑暗」的層次。第三個「為了／／向你挑釁」說明以吐火應對

黑暗的態度，特別是接續細寫體內自燃的狀況，更凸顯主體於內在本質對黑暗

的躁鬱反抗。第四個「為了／／每一個著火的人認出了／同路人」則點明在這

個時代中，不只特技者一個人會自燃，事實上在整個廣場中，都充滿著火狂奔

困於黑暗、尋釁黑暗的同路人。因此，後兩個「為了」，關涉於「主體抵抗黑

暗」的層次。不過從自燃人們點燃自我，以創造光明抵抗黑暗的過程最後，這

燃盡的群體最後是否會變成滿佈炭黑的焦屍，將主體投入恆常黑暗的死亡中？

對此，詩人刻意以留白這另一個對比於黑暗的方式，收束這次主體的特技展演。 

至於〈特技 5〉則是以「存有／虛空」探述主體的命運，詩人零雨如此寫

到： 

５ 

是什麼人掠過這廣場？ 

用飛行的速度？ 

 
兩隻手向前擁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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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空就伸出手來 

 
是繩子在動嗎？ 

還是肉體？ 

 
（總是面帶笑容） 

在預定的轉角 

擁抱彼此的軀體 

便擦身而過 

 
是由於速度嗎？ 

還是確實的擁抱？ 

降落對方的位置 

（總是面帶笑容） 

互相凝睇 

對方的虛空 

這首詩在描述空中的雙人特技動作，兩個特技表演者在空中擺盪繩索抵達對方

的位置，因此在本詩中，乃是透過飛掠與交會展演「存有／虛空」的命題。兩

個相對位置的特技者凌空飛越到彼此對方位置的過程中，中間有個短暫的交

會。這個轉瞬交會是這首詩的重要戲劇元素，兩個特技者從中擁有了一極小段

感知對方實在存有的時間。但一旦飛掠抵達、交換彼此原初位置時，彼此則只

能透過彼此穿越距離的視覺凝睇，將對方主體轉換成影像形式的存有。  

具體來說，主體飛掠所抵達的彼方，實是對方前一刻曾經存在，而現在已

不在的位置，這對另一個主體而言亦是如此。特別在最後的凝睇中，主體看見

的不只是對方身影，同時也看見到那曾存在過我，而現今我已然從中空缺的位

置。因此，詩人特技飛掠運動過程中，實整合了時間、空間、力度、速度，以

及位置的在與不在，析離出主體肉身與影像的存在層次，呈顯彼此共同擁有的

疏離命運。是以在筆者看來，〈特技 5〉是〈特技家族〉中最能透過簡約形式，

傳達深刻辯證性的詩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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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特技 6〉的詩脈絡可以發現其融合〈特技 4〉的自燃，以及〈特技 5〉

飛翔，詩人零雨如此寫到：  

６ 

頭與手臂之間。火是翅膀。旋轉 

頭。手臂 

平衡。找到方向 

擺盪在樓梯與 

街道之間。一個傴僂的人 

走向黃昏的廣場 

擺盪。遠方的鴿群 

振翼並啣接他們的臂膀 

 
旋轉。火。旋轉。所有的翅膀 

飛向空中。手臂。所有手臂 

舉起。頭舉起。傳達一個 

淨土的信仰。舉起。火。舉起 

翅膀。鴿群返回並棲止於籠中 

 
所有的人傴僂走離黃昏的廣場 

黃昏是一日光影變化中最劇烈的時刻，他的戲劇性在於光彩極度璀璨後，慢慢

失溫般由深藍由夜黯漸次吞滅。〈特技 6〉建構了一個由高樓走至廣場燃燒自

我的主體，伸直原本傴僂的身軀，亟欲高展火焰為翅，向天傳達「淨土的信仰」。

亦即透過自身火焚揚翅以煉／淨化這污濁的大地，使大地能與天堂世界一樣美

麗。這不禁令人想到希臘神話中太陽神之子費頓的故事，費頓是太陽神的凡人

孩子，但一般人並不相信，費頓費盡千辛萬苦終於找到父親太陽神。太陽神答

應他這凡人之子費頓一個願望，那便是駕著太陽馬車環繞天空一趟，好向人世

公開證明他是太陽神之子。但沒想到費頓無法駕馭太陽馬車，使得天地氣候異

變，雷神只好落雷將費頓擊落馬車。  

〈特技 6〉透過傍晚放飛的鴿群，為文本提供一種運動路徑，從第一段「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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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鴿群／振翼並啣接他們的臂膀」到第二段「鴿群返回並棲止於籠中」，鴿

子揚升又飛回牢籠的運動方向、路徑。除了烘托出第一段主體在廣場舉起火焰

雙翅，那亟待遨翔的姿態外，實則具有提點讀者檢視第四段中文本主體變化的

暗示作用。也就在這鴿群出而返的過程中，我們發現第一段「一個傴僂的人／

走向黃昏的廣場」到最後「所有的人傴僂走離黃昏的廣場」產生主體數量，以

及走向／走離黃昏廣場的變化。這似乎暗示特技主體一如太陽神之子費頓般，

雖曾以火翅揚升自我的意義，但最後卻也墜落、塌陷，成為一般、蒙昧的「所

有的人」。主體被編回沒有理想性的群體，意味那在第一段曾一度啟蒙的淨化

超越意識，被捻熄為灰燼，重返傴僂之姿所隱喻缺乏感觸力或挑戰力的姿態。

在走離黃昏廣場的同時，也與群眾們遁入暗夜，那無光的所在。可以說〈特技

6〉收斂火翅與群眾離開廣場的特技者，恰與〈特技 4〉走向廣場意欲抵抗時

代命運的吐火人，恰成一辯證關係。  

如果說〈特技 6〉是以手揚起火翅，那麼〈特技 7〉則是以手拋出悲喜以

啟動詩意，詩人零雨如此寫到：  

７ 

我完全知道命運 如何 

掌握兩隻手  

 
右手拋出 悲 左手 

拋出 喜 右手拋出 

悲 左手拋出 喜 

悲 喜 悲 喜 

右手左手右手左手 

悲喜悲喜悲喜悲喜 

右左右左右右左左 

手手手手手手手手 

 
我完全不知道命運 如何 

掌握兩隻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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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技 7〉這首詩表面看來有些調皮，主要呈現特技主體在拋球，其中一顆球

名為悲，另一顆球則是喜。第二段細寫拋球的過程，一開始「右手拋出悲  左

手／拋出喜」的拋球顯得相當標準且穩定而有次序。但在第二段第四行後重複

動作就開始快速化，「右手左手右手左手／悲喜悲喜悲喜悲喜／右左右左右右

左左／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整個句型發生異變，詞句也發生析離、碎裂化的現

象。這個由節奏感而錯亂感的文本韻律，實則呈現主體陷溺在機械化的高速重

複運動中，自己內在無法全然控制身體，身體漸漸脫離意識的掌控，陷溺在這

重覆動作當中而無法自拔。這樣由從有意識到無意識，發生一自我主體的異化

現象，成為現代不同文／媒體的創作主題。在《摩登時代》中默片喜劇大師卓

別林就曾戲謔演出一個異化的工廠勞工，反覆進行以鐵鎚敲打零件的機械動

作，當老闆靠近他時，他身體同樣已不聽使喚，直往老闆的鼻子上敲去。這表

面看似詼諧的劇情，實則暗示卓別林看似對資本主義摩登現代性的反抗動作，

其實也只是一個異化主體的無意識之舉。就此，我們便能理解第一段「我完全

知道命運 如何／掌握兩隻手」與最後一段「我完全不知道命運 如何／掌握

兩隻手」那悲哀荒謬感之所在─無論完全知道還是完全不知道，對於命運控制

主體這件事，主體都是不能自主。不過從〈特技 6〉與〈特技 7〉可以發現，

零雨頗擅長透過中間段落的區隔，以首段與終段間「一字之差或一詞組的差異」

啟動對主體存有意義的辯證  。  

命運不只掌控著主體的一雙手，還將其監禁於小小鐵箱之中，在〈特技 8〉

中詩人如此寫到：  

８ 

十幾隻手確實是十幾隻手伸進來 

拉我刺我捶我戮我捏我 

 
我退到黑暗的角落再退到黑暗 

的角落黑暗的角落黑暗 

 
角落檢查我的肉體。肉體它 

沒有傷口只是沒有理由地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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翅膀生出翅膀 

 
一躍而出我誰掌聲中一躍而出把 

昨日的我留在那裡我只是把 

昨日的我留在 

 
那裡 

這首詩最令人深刻的景象，莫過於在禁閉空間中主體的閃躲。第一段開頭「十

幾隻手確實是十幾隻手伸進來／拉我刺我捶我戮我捏我」使用簡短動詞受詞組

合，並且進行大量重複，創造一個驟雨般兼具節奏感與緊張感的情境。而囚禁

在鐵箱空間的主體只能一再退至更黑暗的角落，展現主體退無可退的驚慌情

緒。最後表演結束，主體終於得以一躍而出搏得眾人掌聲。但詩人在此將時間

加入運作，主體也被析離出今與昔。是以儘管現下主體縱躍而出，但過往坐擁

受難經驗的主體仍永恆羈留於監禁空間。身體可以脫逃，但經驗仍以記憶的形

式無法流失。由此可以發現〈特技 9〉那監禁空間，原來承襲著〈特技 8〉而

來，只是〈特技 8〉中主體還能飛躍而出，但〈特技 9〉的主體終究只能進行

一次圈套式而難以歧出的輪轉運動。  

四、小結 

零雨在初期代表作中〈特技家族〉組詩建構出的戲劇感、空間性與存有思

索，後來成為詩人後續詩集基礎特色。可以發現零雨在《我正前往你》中，在

「尋找詩人」此一命題上，便是以〈特技家族〉所創造對世界及其生命命題為

基礎地圖，使主體在多擾現世中有一個恆常尋索的方向，向著詩，向著詩人。 

零雨〈特技家族〉組詩所呈現的特技動作，並不在為讀者演繹動作的力度

與韻律，而在透顯那命運的重量。只要命運有多沈重、單調，身體就多少的肢

張扭曲的技藝。問題是〈特技 9〉是不是命運的終局？套上繩索後收束身體一

切的特技之後，主體便棄守了對命運一切的對話，對命運沈默以對？我們更要

問的是，當主體重回原點以繩自縛之後，他能不能再鬆綁，重啟一次奪門而出

的逃難？這提問同時也牽涉〈特技家族〉的前在文本商禽〈門或者天空〉，以



．零雨〈特技家族〉詩作的荒謬劇場性 

－與商禽〈門或者天空〉、村野四郎《體操詩集》的比較討論． 

 ．185．

及兩詩內在所融會的薛西弗斯滾石神話。  

在筆者看來，〈特技家族〉最後若就「終止」於此，沒有鬆綁，沒有進行

重啟的突破；那麼，這首組詩無論內在包括了多少特技動作，都只是一個呆板

的運動，敷衍著單純的謔笑。卡繆《西齊弗神話》曾重寫薛西弗司的神話，並

如此論及： 

無論就他（按：薛西弗司）的熱情或他的苦難而言，他都是個荒謬的人物。

他對諸神的蔑視、對死亡的憎恨以及對生命的熱愛，為他換來這難以形容的

折磨。使他用盡權力而毫無所成。這就是對塵世的熱愛所必須付出的代

價。……如果這神話具有悲劇性，那是因為它的主角具有意識。假如他每跨

一步都有成功的希望，那麼他的苦刑還算什麼？今天的工人一輩子做著同樣

的工作，這命運也是同樣的荒謬。但是只有他偶爾有意識時，悲劇性才呈顯

出來。西齊弗（此版本將西西弗斯譯為西齊弗）是諸神治下的無產階級，能

力有限卻意圖反抗，他完全明白自己的悲慘情境。   

在薛西弗斯的滾石故事中，為何薛西弗斯要持續推動石頭？為何當石頭滾落地

面時他不一走了之？我們可以說，表面看來這神話的尾聲，代表神對薛西弗斯

永恆的懲戒。但是從薛西弗斯願意持續重複這推石與落石過程的角度來看，這

懲戒其實也可視為人對命運永遠的挑戰。因此，卡謬《西齊弗神話》認為人所

以荒謬，是因為擁有幸福的可能。亦即：荒謬並不是人生的悲劇，而是意識到

自我處境的一種幸福的代價。所以同樣是勞動，若勞工每天無意識做同樣動

作，命運雖荒謬，卻無法被其意識到。唯有對自我處境有所意識，才能體會主

體的存有，以及主體所身陷荒謬情境的悲劇性之所在。  

薛西弗斯願意不斷推石而上，是因為他意識到不斷落石乃是神以命運形式

賦予他的懲戒。他願意挑戰這命運的懲戒，是因為他內在擁有抵抗神的意志，

相信人自身可能性的意識使然。因此他重複推石，是一種對荒謬困境的突破，

是一種幸福。零雨〈特技家族〉也是如此，詩中的特技主體在命運作弄下，總

以瀕危之姿，展演一系列特技動作，彷彿對應著現實生活中，我們應對生活重

擔的種種舉止。書寫本身就是一意識的運作，只要寫下身上背負的命運，即使

無法拋棄，也能證明我們是如何有意識地面對命運，以及意識在不可違的命運

                                                 
 卡繆，《西齊弗神話》（台北：先知出版社，1976 年），頁 155-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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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自我的存有。  

因此主體只要能寫下來荒謬情境，本身就完成了一次對命運的挑戰，也證

明了自己的存有意識。書寫〈特技家族〉的詩人零雨可說正是以對特技身體的

想像、書寫，讓想像奪權，指出現實中桎梏我們的命運。同時，也以寫詩證明

了自身主體的存有，以及持續抵抗那永劫回歸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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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atricality of the Absurd in Ling 
Yu's Poetic Work “Circus Family” – 

In Comparison with Shang Qin's “The 
Door or the Sky” and Murano Shiro's 

Poems for Gymnastics 

Hsieh, Kun-Hua∗ 

【Abstract】 

A nine-poem series, Ling Yu's “Circus Family” is often discussed in terms of 

the nature of the poetic subject's motions and the spatiality of body movements. 

The two motifs by themselves may have been well studied on the technical level, 

an existential reflection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subject's body movements and 

the incorporating space may yet promise a poetics of existence.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elucidate such an aesthetic dimension in “Circus Family” 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modern poetry, bearing in particular on its similarity with the 

work of Murano Shiro, a Japanese poet whose Poems for Gymnastics also 

witnesses a subject in mobile body movements. 

While Murano Shiro's poem emanates poetic quality in its realistic 

representation of the physical and the material, Ling Yu's entails a sense of the 

surreal in the free shift between the abstract and the concrete. Ling Yu's 

descriptions in details of body movements certainly do not gear toward 

representing stunts. Rather, the performing act highlights the absurdity of 

existence as well as the hardship of destiny in face of a human subject with a body. 

When a body of skills turns into that of the absurd, the space of performance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Chung Hsi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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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kewise is no mere circus but that of the existential, even the historical.  Viewed 

in such a context, Ling Yu's “Circus Family” resembles Shang Qin's “The Door or 

the Sky” in many ways.  This study thus demonstrates the link between “Circus 

Family” and a strand of Taiwanese modern poetry in the 1960s, which carries a 

hint of Theatricality of the Absurd. The study also points out a dimension of 

“Circus Family” in which an inter-textual discussion of poetry and drama may be 

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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