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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上，我寫作－從陳玉慧日記

體散文與小說的互文探索女作家的

自我凝視與寫作辯證 

李欣倫∗ 

【提要】 

具有多重身分的陳玉慧，其散文和小說中常可見一個行走「在路上」的

身影，然路途所見之景，並非對外在事物和特別景點的描述，而多半是對自

我觀照，因此《你是否愛過》和《巴伐利亞的藍光》兩本日記體所呈現的空

間多半是等待的空間，時間則具有個人化的、夢境般的特質，此二者皆強化

了陳玉慧向內觀照自我的傾向。再者，讓她行走在路上的原點來自於離家，

自覺到處無家卻也到處為家的根源可追溯至與父母親的疏離關係，無論是兩

本日記體散文還是長篇小說《海神家族》，皆回應了這種淡漠卻又渴愛的關

係。藉由書寫家族，陳玉慧為家族創傷記憶和個人凝視找到了正向的價值，

並暗示寫作替她帶來重生，因此最後藉小說《書迷》由迷宮和謎題意象直指

的寫作辯證，探索陳玉慧散文中的寫作觀。由是，本文藉由兩本日記體散文

和小說《海神家族》與《書迷》之對照，看陳玉慧的自我凝視和寫作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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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我的家便在路上」 

陳玉慧在 1998 年進行了約莫一百天的「在路上」之旅，並將之記錄成日

記體散文《你是否愛過》，在這本書中所記錄的不僅是旅途見聞，更多的是對

自身、對台灣及各國文化的思考，出生於台灣、旅居異國多年、採訪多位各國

重要人物的陳玉慧，無論她的身分是劇場導演、歐洲特派員還是令她最舒服的

作家身分，  她獨自走「在路上」的形象幾乎貫串了她的散文、小說作品

－無論是《我的抒情歐洲》、《德國時間》、《我不喜歡溫柔》等散文集，

還是兩本日記體散文《你是否愛過》和《巴伐利亞的藍光》，其中不僅包含陳

玉慧為讀者帶來了歐洲和多國的文藝訊息，更藉由文字保留了她穿行於各國所

留下的履跡，其中備受讚譽並改拍成音樂劇的小說《海神家族》，便是個貼近

陳玉慧身分的行旅女兒，從路上返家的過程；又即便是《China》，也是一個

「離家」的男人走在中國的路上，欲尋索瓷器配方秘密的故事，因此，「在路

上」是閱讀陳玉慧的關鍵字，而「在路上」所隱約對應的便是「家」，介於離

家和返家之間的追索、歸返狀態，對有「無家」之感的陳玉慧而言，「在路上」

便是為了回家。   

即便陳玉慧的散文、小說基本上皆若有似無地呼應了「在路上」的主題，

但《你是否愛過》和《巴伐利亞的藍光》兩本日記體散文既詳實又虛幻地記錄

了陳玉慧行旅的軌跡－詳實，是指相對於小說而言，偏向於現實的日記體記

述形式，有明確的時間點，而虛幻的是整體的敘述氛圍，此點容後再述－更

重要的是，兩本看似「遊記」的日記體散文，  與其說是異地訪遊，不如說

是作者凝視自我並挖掘內心的行旅，其中有不少與家人的互動和省思，後來進

一步擴延成小說《海神家族》的細節，例如對「家」、「無家」的擺盪和思考。

此外，論者曾就日記體散文的體裁和內容來讀《巴伐利亞的藍光》，進而將空

                                                 
 陳思宏，〈「家」就是現在書寫的那張桌子－專訪陳玉慧〉，《文訊》301 期（2010.11），頁 40。  
 陳玉慧，《你是否愛過？》（台北：聯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2001.07），頁 216。   
 先行的研究者如李宜樺以「日記體遊記」來定義《你是否愛過？》，李宜樺，〈論陳玉慧日記體散文《巴伐利

亞的藍光》之書寫策略〉，《臺灣文學評論》，11 卷 2 期（2011.04），頁 105。羅夏美雖以為《你是否愛過？》

具有跨文類的性質，但亦以為信件、情書等形式，「增進遊記的文學感性與趣味」。見羅夏美，〈後現代思潮

中的主體遊牧與世界觀察－論陳玉慧旅行散文集《你是否愛過？》〉，《臺灣文學評論》8 卷 2 期（2008.04），

頁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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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探討重點置於抽象與具象相互轉喻的空間（如房間或身體），  對於前

者我有不同看法：陳玉慧曾對日記此一「常遭人忽略」的創作形式和德國女作

家克麗絲塔‧沃夫的日記撰文，以為傑出的日記通常「作者的自覺和自省便是

書的內容」，這可能為陳玉慧提供了日記體書寫的範式，不僅侷限於一般讀者

對遊記或旅遊文學的期待；  至於空間的部分，我想從暫時、過度的具體空

間切入進而展開論述，由是，在前行者的研究基礎上，我以為本論文猶有不少

可發揮之處。  

從問題意識觀之，本文欲探索以下幾個由「在路上」的旅次所引發的問題，

包括對於「我」的自省和自覺，以及她對「寫作」的思考，「在路上」、「我」、

「寫作」這三者看似不同，然卻是閱讀陳玉慧作品的幾個關鍵詞，相互輝映，

因此本論文欲提出幾個問題：陳玉慧的作品（尤其是兩本日記體散文）呈現了

何種「在路上」的景觀？此一景觀又如何折射出作者的自我凝視－包含自省

和自覺？這與她對家族的思考和想像有何關聯？最後，當作者在路上所映照出

的自我凝視，和其對寫作的思索與辯證有何關係？除了以《你是否愛過》（2001）

和《巴伐利亞的藍光》（2002）兩本日記體散文作為閱讀核心之外，為了更深

究以上提問，釐清陳玉慧透過旅行進行何種自我凝視和寫作辯證之風貌，本文

所欲探討的文本還包括《海神家族》（2004）、《書迷》（2010）兩部長篇小

說，因為其小說和散文的內涵多有高度疊合，因此相互參照有其必要－這也

是目前研究較缺乏之處－從出版時間來說，《海神家族》於兩本日記體散文

後二至三年出版，《書迷》則相差了八、九年；就內容和思考脈絡而言，前者

和兩本日記體散文有較多重疊和延伸，後者則具更多的辯證與反思，以此相互

對照，期能對陳玉慧作品中的自我凝視和寫作辯證，有更豐富的參照和析論。 

                                                 
 李宜樺從日記體的角度來看《巴伐利亞的藍光》，並以為相較於散文、日記所給予讀者「真實」的期待，此書

的書寫策略呈現了虛構的特質，至於李以為陳玉慧將具體資料抽空，以符號代之的策略「讓讀者在日記暴露的

文字下，企圖滿足對號入座的窺視欲」，而在空間的探討上則從「房間」的象徵性以及身體空間展開。出處同

上註，頁 106-107、120-121。   
 羅夏美將《你是否愛過》視為「立基於西方中產階級觀念下的旅行」，作者具有充分的選擇和閒暇性，而正因

如此，敘事者並未考慮讀者對旅行書寫培智或怡情等期待視域，反而凸顯私己的旅行動機，並著墨於被壓抑的

或不易察覺的各種自我意識。見羅夏美，〈後現代思潮中的主體遊牧與世界觀察－論陳玉慧旅行散文集《你

是否愛過？》〉，《臺灣文學評論》8 卷 2 期（2008.04），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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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路上：穿移過渡空間的旁觀者 

《你是否愛過》和《巴伐利亞的藍光》皆是以日記體的形式呈現，前者是

1998 年 4 月 4 日至同年 7 月 2 日的日記，後者則記錄了 1999 年 1 月 8 日至 2001

年 10 月 31 日的生活，兩者皆以片段式的時空拼貼了陳玉慧在旅途上的種種，

相較於僅註明日期的後者，前者更清楚地標記了所在地，從一開始的幾則日記

所記錄的空間裡，便可具體而鮮明地感受到一個不斷走在路上的行旅者的身

影，例如慕尼黑史特勞斯機場、悉斯洛機場候機室、倫敦往約翰尼斯堡的英航

班機、前往上海、北京的火車、不同城市的旅館等……而飛機上、機場、候機

室、旅館、火車這幾個空間遂清楚地作為旅途中的、移動中的符碼，共同指向

了在路上的旅者形象，不僅如此，此書無論是封面設計，還是幾幅附在內文旁

的照片（如倚窗向外望），皆不約而同地搭配這種移動而流動的行旅之感。《你

是否愛過》透過日記形式對時地的翔實紀錄，讀者不難在腦海中勾勒了一幅圖

景，那便是作者陳玉慧似乎始終在不斷而快速移動的路上。  

散文集《巴伐利亞的藍光》基本上也延續《你是否愛過》的日記形式，不

過內容更為精簡和片段，多半的篇幅僅見風景畫面，彷彿一張張快照，省去了

由此延伸出的反思和探索，讓渡給讀者更多玩味的空間，但反思的力度仍舊強

烈。和《你是否愛過》類似，讀者同樣可從文本中望見陳玉慧穿梭於不同空間，

例如候機室和候診室－陳玉慧說「我老是在候診室」或「又在候診室！」

－  在這些空間裡，她觀察並記錄身邊等候及往來的人們，同樣地，無論

是候機還是候診，  這兩個空間皆具有強烈的暫時性和過渡性，它們絕非最

終目的，人們在這兩個空間等待－候診是為了看診，候機是為了搭機前往他

方或返家－但陳玉慧不僅置身其間，更費不少筆墨描畫在這些空間裡的諸種

人事。除了候機室和候診室外，如同《你是否愛過》中那些具有暫時過渡性的

場景，有不少篇幅是在飛機上、火車上、旅館或旅館大廳裡，  陳玉慧像是

                                                 
 陳玉慧，《巴伐利亞的藍光：一個臺灣女子的德國日記》（台北：二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2.04），頁 28、

176。 
 候機室相關描寫詳見陳玉慧，《巴伐利亞的藍光：一個臺灣女子的德國日記》，頁 134、157、160、168、220，

同上註。 
 在飛機上如頁 197、198；火車上如頁 191-192、194-195。同註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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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旁觀者那樣靜靜觀察旁人的行為，聆聽他們的對話，例如火車上的北德家

庭、飛機上鄰座是個來自蘇黎世的養蛇人等……彷彿她只是一個紀錄著眼前事

件的紀錄者，用陳玉慧的說法便是「旁觀者」，她一直以為自己只是個旁觀者，

對甚麼地方都不會眷戀：「我從來都是一個孤獨的觀察者，對人生總是抱著那

種可能令別人心灰意懶的旁觀態度」（《巴伐》，168），若以敘事手法而言，

則相當契合陳玉慧稱之為「第三者」的目光，  這不禁讓我想及珍妮．迪斯

基（Jenny Diski）《火車上的陌生人》，作者進行旅行的目的並不在於走進特

定的城市裡旅行，而是藉由獨自搭乘不同車種的火車穿越美國的行旅，與身旁

來來去去的陌生人或互動、或僅是速寫其影像，同樣也是以旁觀者、陌生人的

角度來思索自身與他人。  雖然行旅的型態和目的與陳玉慧不同，然而在旅

途中以冷靜的旁觀視角審量、紀錄邂逅的「陌生人」－「陌生人」這個關鍵

詞在其後還會再出現，是陳玉慧用以形容家族人物的習用詞彙－的方式，似

乎可進行對讀。  

彷彿搭配以上所描述的過渡而暫時的空間，另一個不乏過渡流動質地的空

間（也是一種形式的時間）則是夢，兩本日記體散文皆有不少關於夢的描寫，

夾雜在描寫現實生活的日記中，多少製造了異樣的、如夢似幻的感覺，尤其是

《巴伐利亞的藍光》，除了論者從佛洛伊德「將夢視為症狀」的角度；並具有

將自身問題外化檢視的作用來看，  事實上夢和上述的空間感共同形塑了相

類的特質。雖然日記體的時間是明確的，但在描述「夢」的內容則帶有模糊時

空感，藉由穿插的技巧和精煉的筆法，配合並擴散了日常生活的「恍惚」感，

讓夢與現實生活漫漶成一片；更精確地說，日記體式的每日記錄事實上呈現了

類同的情景，反覆自我追問的內在覺受、細微的日常感官成為記述主題，但那

些空間都具有過渡的、不明確的特性，而在時間上則呈現陳玉慧所謂的「我對

時間的思量愈來愈浮泛」那樣化約式、模糊的感覺，與日記體確實的時間形成

了意味深長的對照。 

作為一個觀察不同過渡而暫時空間裡的陌生人的旁觀者，陳玉慧遂與身旁

的人拉開了一段距離，她將這種關係形容為「具有臨時性質」和「過了夜的旅

                                                 
 明夏，〈丈夫以前是妻子－評論家丈夫明夏專訪小說家妻子陳玉慧〉，《印刻文學生活誌》3 期，（2003.11），

頁 36。   
 珍妮‧迪斯基（Jenny Diski）著，胡洲賢譯，《火車上的陌生人》（台北：馬可孛羅文化，2005.08）。   
 李宜樺，〈論陳玉慧日記體散文《巴伐利亞的藍光》之書寫策略〉，同註 3，頁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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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她無法立即離開但也無法長久駐足；又如穿新鞋的她感受到不適後，進

而表示自己無法適應團體生活，自是帶出了兩本書那種既疏離隔絕、自身又備

感孤獨的複雜感受，即便她與不同的人進行採訪和會面、交談，但透過陳玉慧

的筆下描述，我們看到的多半只是這些人外貌的簡單速寫和隻字片語，與風

景快照相符的勾勒筆法，相較於此，更多的仍是獨自一人的她對個人生命的凝

視和反覆檢審，例如在 1999 年 8 月 29 日的日記裡，同時記錄了幾件事：獨自

坐在機場甚感寂寞，想找人搭訕；反問自己是否該繼續和心理醫師談；速寫免

稅店的女郎噴香水在紙上；以及有父母子女朋友的人無法了解孤獨如洪水猛

獸、令人束手無策，當然更多的是對自身孤獨的凝望與叩問：「為什麼我自己

執意往孤獨之路行走？」但這種發生在機場候機室－套用並改寫陳玉慧的

話：「又是在候機室」此一暫時而流動性高的空間－裡、對巨大孤獨感的逼

視，一方面顯示出在此一種族多元、語言紛雜、物品琳瑯滿目的空間裡，陳玉

慧慣性地斂起許多行旅者時時向外張望的大眼，而回縮到乍看最小、但可能才

是最深邃的自我空間，省察自己的內心，摸索孤獨輪廓，最終才說：「能寫，

會覺得心情好一些，好像自己與自己對話，但不能寫的那部分，會不會在心裡

留得更深？」（《巴伐》，221）這段簡短的記事釋出了兩層訊息：首先是寫

作對陳玉慧而言所產生的緩解或療效：獨自走在路上－一方面多國的旅行，

一方面則是人生旅途，這兩個「在路上」的元素同時成為陳玉慧凝視自我的焦

點，以及她寫作的重點所在－的孤獨感藉由寫作而現形，進而有「好一點」

的跡象；另一個則是「不能寫的部分」又是甚麼？是甚麼樣的心理創傷？又或

者之後的寫作歷程裡－在寫於 1999 年後的《巴伐利亞的藍光》後，還有更

多的作品問世，其中最富代表性的則是小說《海神家族》－那些「不能寫的

部分」是否被寫出來了？是否因為文字的具體化而讓這些情感記憶重新出土？

事實上，在將近十年之後的《書迷》裡，陳玉慧重新回顧了這個問題，對寫作

進行了辯證和重新定義，此點容後再述。  

與其去區分、析論哪些是能寫而哪些不能寫，本文欲先將焦點拉回寫作對

陳玉慧來說所具有的自我凝視之意義，即便陳玉慧相當善於觀察外在環境，從

《巴伐利亞的藍光》中可見其描述身旁人事種種，但仔細觀之，更多的是她對

自身、自心的觀照和剖析，換言之，就筆者的閱讀感知來說，讀到的是作家對

外境的恍惚模糊感，以及與之適切搭配的、如同陳玉慧對小說家瑞蒙．卡佛「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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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費力解釋小說人物的內在想法，只企圖呈現他們的外在行為」的文字風格之

認同，  她也保持著一定的距離速寫身邊人物的行為，而不多加揣測他們的

內在想法，然相較於此，她卻直截了當地多番檢視自我的內在，包括她看到一

名阿爾巴利亞青年對攝影機說「唯一需要的是自由」，當下她感到不相信，隨

即卻又慚愧於自己的多疑；對於才見第二次面的人便可看出他對生活不滿，隨

即想自己是否也同樣容易被他人識破自己的不滿；當自己不停讚美外交官時，

則感到自己的虛偽；或是當她聽出對方在電話上的虛偽時，也想著對方同樣能

聽出她的虛偽……這類例子不勝枚舉。從外境反省自身，映照自身的形象，宛

若具宗教意味的修行，甚至有幾次她寫到從這些人的反應或身上看見了自己，

 在旅途中質問存在的基本問題：「我是誰？我來這人世間要做什麼？生命

將往哪裡去？」（《巴伐》，158）這種叩問在《你是否愛過》中也不斷出現，

此書一開頭，陳玉慧便在即將降落機場的飛機上不斷反覆自問那個還找不到答

案的問題：「我要去那裡，我在做什麼？」（13）當處於緊張狀態時，能意識

到這種緊張並反思：「是誰在驅使我如此呢？不安的靈魂嗎？但靈魂為什麼如

此躁動？靈魂意識到自己犯了甚麼錯誤嗎？有什麼錯誤呢？渴望接近另一個

靈魂是錯誤嗎？」（《巴伐》，190）彷彿始終凝視著自己的所思所想和內在

變化，因此即便獨自前往柏林，事實上對她來說是行往內心深處的旅程。在路

上，她全然地面對自己，整理心中謎團，欲由此解開束縛和糾纏的線索，逼視

自身孤獨，不僅仿若裁量尺寸、描繪形狀那樣凝視它，也將孤獨作為一個課題，

從探討西方文明、日本作家筆下的孤獨，到自己對孤獨、流亡、文明沒落等題

目的感興趣（《你是否》，25），皆是她自我凝視內在風景的印記。 

這恰巧映照了陳玉慧以法文來說明旅行只是「一種推敲和印證，一種意義

的尋找」（《你是否》，51），正如她說任何歌曲、任何景象以及任何人說的

話都能對她形成意義一般（《巴伐》，203），對這位時常在移動的旅者而言，

旅行與其是向外瀏覽的舉措，不如說是向內凝視的歷程；與其全身心投注途中

具體的地標和景物裡，她傾向當個觀察而速寫他人言行的旁觀者，雖然《你是

否愛過》和《巴伐利亞的藍光》所呈現的是出走、旅行，但對我而言並非「遊

記」，讀者所見的多半是作者遊歷於「我」的個人存在，因此比起「旅行」這

                                                 
 同註 9，頁 41。   
 見《巴伐利亞的藍光》，同註 6，頁 128、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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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詞彙，我偏向使用陳玉慧自稱的「流浪」或「流亡」，因為她所進行的不僅

是空間的移動，就時間而言，套一句《海神家族》的形容：「整個人生對她而

言也是一次又一次的陌生旅途」  ，而無論是流浪或流亡，對她而言哪裡都

可以生活但也都不是家－「家」與「流浪」、「流亡」約莫可形成相對的概

念，前者是固著穩定的狀態，後者則是流動而遷徙的「離家」景況，也是「在

路上」之必然晃動，陳玉慧行走在看似多國多景多語言的路上，最終所凝視的

仍是「我」的生命時空：就時間而言，可能是她離家前的那段歷史，就空間而

言，便是那個徒有形貌但內涵盡失的「家」，從這兩本日記體散文所暗示的線

索來看，離家來自於「我」與父母的疏離，因此她的「旅行」／流浪／流亡便

是「家」的拉扯，一方面離家了，但關乎於「家」的辯證思索則一路相隨。  

三、我：到處無家也到處為家 

我的母親說我喜歡流浪，我不是流浪，我只是沒有家。（《海神家族》，

140）  

正如陳玉慧的丈夫明夏（Michael Cornelius）在《你是否愛過》序言中表明此

書關於孤獨和「無家」，但對陳玉慧而言，雖「到處無家但也到處為家」（7），

明夏在訪談陳玉慧的過程中，也提及了「無家」與「回家」的主題，他以為陳

玉慧的散文主題基本圍繞著「無家」，而《海神家族》寫的則是一個回家的故

事。  為什麼「無家」？即便父母皆在，但長年不在家的父親、對女兒忽視

冷淡的母親，讓陳玉慧始終覺得自己「既有一個家，也沒有家」（《海神》，

8），而她亦曾寫到心理醫生以為父親棄家出走及母親的身心狀況對她產生了

很根源的影響（《巴伐》，99）。陳玉慧二十歲便離家飛往歐洲，這種根源性

的無家感讓她在家與離家之間擺盪（「在家便想外出，外出便想回家」《你是

否》，30）也許正因「無家但也到處為家」，遂能以旅者、旁觀者的角度度量

自身及自己所來自的地方－台灣。台灣，對陳玉慧和她的丈夫明夏（或是德

國人）來說，正是埋葬靈魂之處：埋冤，  因為歷經了日本殖民和國民黨統

                                                 
 陳玉慧《海神家族》（台北：印刻出版有限公司，2004.10），頁 274。  
 同註 9，頁 39。  
 Michael Cornelius 在《你是否愛過》的序言，以及陳玉慧《巴伐利亞的藍光》後的「附錄之二：給台灣的一封

信」中，皆提及台灣即「埋冤」。見《你是否愛過》頁 7，《巴伐利亞的藍光》，頁 307。另外，感謝審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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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的政權變化，許多人「無家」可歸－要不被迫離家，從此消失無蹤；或始

終無法返家，逃至國外；或四處為家，台灣大陸皆既是家也不是家；或是選擇

性地離家……這便是小說《海神家族》所刻劃的三代「台灣」人（包含嫁來台

灣的琉球人、國共戰爭前便因愛人來台的中國人等）充滿苦難的生命圖卷，這

群身在島國的「台灣」家族核心成員，皆擺盪在「家」與「離家」之間。在寫

作此部長篇小說的同時，也正是《你是否愛過》和《巴伐利亞的藍光》的寫作

時期，讀者不難從這兩部日記體的散文集中，窺見與《海神家族》內涵相仿的

主題：「無家」與「處處為家」，在這三本書中，陳玉慧皆不約而同地提到了

小時候被母親「遺棄」在外婆家，因此渴望從台中走回台北找尋父母；缺席和

外遇的父親；棄家的父親讓母親瘋狂，但也始終為父親提供了一個隨時可以回

來的家；獨守「家」空殼的母親對女兒的冷淡與暴力；母親對陳玉慧說妳和父

親很相像，都沒有家庭觀念；父親母親也都不知道如何愛對方、家人及自己。 

在兩本日記體散文之前，事實上開始書寫自身渴望從疏離的父母親處得到

溫暖的描述，可見於 1987 年的《失火》，其中〈有話要告訴您〉是對父親訴

說愛恨交雜的內心話，〈愛的真諦〉則敘述即將去美國的女兒與長年在牌桌上

的母親的對話；更具小說色彩的〈失火〉則從自己被生出、還是嬰孩形貌的想

像寫起，漸次敘及在父母的雙重壓力下，孤單渴愛的女孩長成少女，「失火」

所指的不僅是現實上家屋失火，從數個仿若微電影的童年片段中，可約略地從

陳玉慧簡潔的文字中嗅得家庭間的煙硝、不安情緒的灼燒以及對男性的深層畏

懼，因此「失火」的意象不僅出現於夢中，乃至於讓女孩總現起家中又失火的

恐懼；〈失火〉在形式上也和後來日記體散文；尤其是《巴伐利亞的藍光》那

種彷若風景快照的短小形式相類似。  

陳玉慧對父親的情感，能從散文和小說中找到相互對照之處，大抵上都不

脫於離家而缺席的父親形象，她對父親則夾雜著又愛又恨的感覺：既希望能學

會接納他、愛他，甚至只是學會表達多一些情感（《巴伐》，130），但他的

行為又讓她痛恨不已，甚至《海神家族》裡有一篇便以〈有時我覺得我已把父

親殺死了〉為題，潛意識裡的弒父意念正反映了父親長年的缺席，讓女兒始終

懷著有家歸不得之感，但當自己多年後重新返家，無論在日記還是小說中，陳

                                                                                                                                      
員提醒，「埋冤」典出於連橫《台灣通史》：「台灣原名埋冤，為彰、泉人之所號。明代彰、泉人入台者，每

每為天候所害，居者輒病死，不得歸，故以埋冤名之，志慘也。其後以埋冤為不祥，乃改今名，是亦有說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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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慧皆試著以同情體解的角度，雖然她表明自己是如此渴盼父親的引導和母親

的關愛，但也許因遊歷不同城市所長養出的銳利的旁觀者視角，有助於她暫時

跳脫這種愛恨糾纏的家庭網，開始學習以體解的角度重新衡度棄家的父親和自

暴自棄的母親：其實他倆同樣「無家」，同樣渴愛但也不知如何表達愛，兩人

對愛人都無能為力，因此造就了作者孤單而想離家的童年，但最終陳玉慧明瞭

自身的課題便是學習去愛他們，並在反覆推敲思惟後得出了一個饒富意味的結

論：「是他們召喚著我們去了解他們的無能，這也不是一種愛嗎？」不僅如此，

在《海神家族》中，敘事者甚至揣摩父親最終在家鄉被親友所騙的痛苦，在那

樣的苦中甚而問出了和陳玉慧自問相類的題目：「我到底是什麼人啊。」（261）

這種積累已久的愛恨情緒，在小說最末敘事者「我」去探訪父親、看到父親從

她剛開始發表文章時的剪報集時，糾結的情緒有了新的出口，最終，敘事者重

新感覺台灣是她的家，而同時她與丈夫也有了一個自己的家。  

除了《海神家族》之外，在 2010 年所出版的長篇小說《書迷》裡，父親

的形象和父女的關係亦成為書寫主題之一，並又有了更深的勾勒和反思。此書

描述女作家行若水被男書迷丁明勝互動與跟蹤的過程，藉由兩人的互動，讀者

依稀瞭解丁明勝和行若水有類似背景：破碎家庭和孤單童年，由此對應出另一

條敘事線，即在香港療養院的父親，於是，《書迷》的故事主體雖是丁明勝緊

跟著女作家，卻同時穿插了病苦的父親和自己的關係，兩者看似無關，但作者

似乎刻意讓兩條線產生更多相互勾連的可能，仔細推敲，便不難發現兩者事實

上果具有不少類同處：同樣令人緊張和喘不過氣的關係、對愛的渴求－女作

家行若水對父愛的渴求，與丁明勝強烈的、交織靈肉的愛－最後陳玉慧甚至

藉由讓父親與男書迷的臉孔交疊、難辨彼此，暗示女作家行若水對父親和男性

的愛與恐懼，或許為了旁襯此情節，陳玉慧穿插了一段女作家過去曾在異地被

陌生男子強暴的敘述，由是，《書迷》這部「快寫」成品所交織出的可說是陳

玉慧過去作品之集大成：  家庭創傷和寫作觀的剖析，以家庭創傷而言，陳

玉慧特別聚焦於病苦的、走到生命終點的父親形象－此書題名獻給父親謝慶

祺（1930-2010）－彷彿可做為日記體散文和《海神家族》中父親形象的延

伸閱讀，同時這拼組、折射而出的亦是女作家對自我成長歷程的整理，相較於

                                                 
 陳玉慧在《書迷》的跋中提到，一直在寫一本關於台灣烏龍茶長篇小說的她，「受不了那永無止盡的資料搜尋」，

因此在楊照的鼓勵下，進行「快寫」的嘗試。見《書迷》（台北：本事文化，2010.07），頁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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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記體散文點狀式的筆墨，以及《海神家族》織錦般的歷史大敘述，《書迷》

中對老、病、死的父親進行更細緻的描述，在延續著過去散文、小說中父親《書

迷》形象的同時，更總結了過去對父親複雜的情感，較諸於逼視自己的軟弱與

無能，對父親具有的悲憫和寬恕或也封印家族的創傷記憶。至於這部小說中展

現了作者對寫作的辯證，則於下個段落再述。 

陳玉慧認為「母親便是我的痛」，她試圖忽略母親的痛－不僅是多年後

返家母親在她面前抱怨牙痛，更是多年來無家而渴愛不得的痛－因為找不到

方法緩解、消除母親的痛，也無法避而不視她的痛，更重要的是母親的痛也讓

童年的她為此而痛，得不到愛的母親造就了得不到愛的女兒，因此在《海神家

族》裡，敘事者「我」在成長後幾度認為，母親給了她生命，但也幾乎毀了她。

雖然《海神家族》是小說，但其中提供了不少讀者揣摩母親身影的細節，原來

母親靜子不是不愛女兒，而是從來也沒人愛她，先無法從嚴厲的母親綾子那裡

得到關愛，後來也無法從到處留情的丈夫得到依歸，因此她同樣地讓敘事者

「我」既渴愛又失愛，但和體解父親相同，陳玉慧亦以理解的角度解讀母親的

行為，進而發現她自己和母親都是沒有人愛過的小孩，長大後不知道如何愛別

人。  

從世界行旅（《你是否》和《巴伐》）到返家之旅（《海神家族》），陳

玉慧習慣以那雙旁觀者的視角察看；或者也可反過來說，正因為與家人間長期

的疏離感，銳利了那雙旁觀者之眼，因此她感覺這個家彷彿與自身無關，只碰

巧是個觀眾，和家人的關係仿如與其餘旅者的關係，「無家」的景況讓彼此成

了陌生人。事實上，在《海神家族》裡，陳玉慧使用了不少「陌生人」詞彙來

形容家族間理應熟悉的親人，包括戰時的林正男發現自己身形瘦削、長髮披

鬍，半夜被自己的夢驚醒，「連自己都變成了陌生人」（116）；靜子觀察到

戰後返家的父親突然像個陌生人，會以奇怪的眼神打量她，偶爾才會恢復以前

的樣貌；兩岸開放探親後，父親重返中國原鄉，但他所經歷的一切正如多年在

世界闖蕩的女兒（敘事者／陳玉慧）返家時所經歷的家鄉景物全非，他徹底成

了陌生人，連自己都覺得陌生，對照於陳玉慧描述自己和父親在圓明園一道搭

船的情景－彼此卻是無話可說仿若陌生人－竟也如出一轍。  

家族間「陌生人」的視角放大至國族間便成了「異鄉人」－陳玉慧如此

稱呼自己，自稱沒有立場的旁觀者，乍看下是個被動而消極的邊緣角色，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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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卻具有積極主動的象徵意涵，正因沒有立場，她對自我身分認同有了更自由

超越的思考，在《你是否愛過》裡，陳玉慧對自我身分認同給出一個答案：「我

沒有所謂的民族身分認同」（42），她審度自己究竟是哪裡人：是台灣人，但

長年不住在台灣，因而她自稱為「異鄉人」，即使是在台灣，但這種旅居世界

的「異鄉人」經驗反饋她從廣闊的視角來理解台灣、台灣文化甚至文化衝擊的

議題，例如思索多元的文化是否也屬於台灣文化；或是從澳洲原住民的文化聯

想到台灣的原住民文化。在前往不同國家（澳洲、越南、上海）的旅次中，陳

玉慧最終總回到一個生命課題：我來自那裡？我要去那裡？陳玉慧的離家經

驗，讓她以一個「異鄉人」的視角重新看待台灣，不僅在日記體的散文中能見

其思考軌跡，在《海神家族》中亦可追索其蹤，小說的敘事者「我」表示出國

後她才明白，「台灣是一個很奇特的所在，台灣既像一個國，卻又不是一個國。」

（頁 8）「離家」、「無家」與「到處為家」不僅是《海神家族》裡幾個重要

人物的生命寫照，他們同樣面臨著多重的身分認同：嫁來台灣之後半個世紀再

也未踏上日本土地的琉球台灣女子綾子；曾自認為「既非日本人也非中國人的」

琉球人綾子，在小說中的敘事者「我」在丈夫「你」的提醒下，才發現「我」

和外婆很像，「像一盆移植後的盆栽」那樣地離家，而且只是為了離家而離家；

熱衷於開飛機的外公在南洋作戰時，才發現自己與日本兵的想法不同，又加上

若有似無的被排擠，巨大的孤獨感讓他感覺如同孤魂野鬼；叔公林秩男始終在

流亡的路上，先是在台灣山區，後來輾轉遷徙到巴西，無法返家與愛人綾子重

逢；綾子的女兒靜子則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勇敢說出自己既非支那人，也非日

本人，而是台灣人；失去母愛的母親靜子因渴愛與對母親的不諒解，也在十八

歲逃家，違反母親旨意地嫁給一個過去曾於十八歲時離家（中國）來台的阿山

仔軍人，而這個軍人不僅先在戰前背棄了中國的家，後來竟也棄了台灣的家，

在外另築愛巢，在歷經種種被女人和友伴矇騙、返回中國又被親族瞞誆等事，

最終住進了療養病房；又即使在台灣住了大半輩子，他仍常被喚作「外省人」、

「老芋仔」……由此可見，《海神家族》是以這群到處為家也無處是家的陌生

人、異鄉人之生命故事為書寫主軸。  

由是，在陳玉慧筆下，如同旅途上的候機室、火車車廂和旅館，「家」不

過是個空間，有別於一般人賦予這個空間更多的想像和期待－它不該是過渡

而短暫的空間，應是充滿愛和記憶的永久居所－《海神家族》裡所刻畫的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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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無家、到處為家經驗，讓「家」似乎僅成為其中人物的暫居地，因此特別

值得注意的是敘事者「我」重返家族成員房間的描繪。《海神家族》的敘事脈

絡是由時空兩條軸線穿插進行的，時間的部分由各個人物的個人史所織就，空

間的部分則由這些人物（外婆、母親、父親、叔公等）的房間予以開展，陳玉

慧以旁觀者的視角細細審閱每個空間曾經留下的歲月，揣測或愛、或恨、或孤

寂的諸種情感痕跡，套用陳玉慧的一句話：「走進一個房間像走進一個故事。」

（《巴伐》，302）家族成員的房間儲有舊的回憶和新的情感故事：外婆那「記

憶的房間」、「歷史的房間」讓她想起被棄置在外婆家的孤單，但同時也發現

自己和外婆的相似處；走進母親陰暗的房間裡，遂感覺母親也逐漸成為一間陰

暗的房間，過去痛苦記憶湧現的同時，也升起了超越愛恨的新感受；父親的房

間則是山區的療養院，在這裡敘事者「我」發現了父親保留過去自己的習作剪

報而不禁淚流；在叔公的房間裡則由心如阿姨談及千里眼和順風耳雕像一事，

並解釋了長期以來母親和阿姨的誤會；這些家族人物久居的空間裡迴盪著歷史

的愛恨（及孤獨）幽靈，敘事者「我」仿若住進一間旅館般地打量、猜度家族

人物的生命史，自是與歷史拉開了距離，且陪同「我」的正是後來成為丈夫的

「你」，在「你」與家族成員的互動和提醒下，「我」了解自己和家族成員的

相似點，同時也看到了有別於過去童年和青少年的被棄孤單，以那雙遊歷世

界、旅居異鄉的目光凝視未曾注目的親情可能。從整體的敘事來看，這些房間

讓敘事時間暫且停頓，給予讀者（同時也許包含作者）從悲傷苦痛的歷史長河

瞬間回到「當下」的機會，同時也為家族成員曾有的生之激情保持了一段沉澱

和諒解的距離。更幽微的是，隨著依序進入外婆、母親、父親和叔公的房間，

往昔的愛恨漸得超渡，舊有的誤會漸獲釋然，讓敘事者重新感受到自己屬於家

族的一部分時，「你」在阿姨面前意外地說出要與「我」結婚，屬於女主角的

「家」也漸次築成。  

《海神家族》中家族成員的房間形塑，可和陳玉慧遷徙、留駐於不同旅館

的經驗相互對照，雖然皆是短暫停留的空間，但在家族成員房間裡的停留不再

是孤單的，而是具有將過去諸種孤單寂寞的童年往事滌淨的可能，比起兩本日

記體散文中的不確定和流亡感，小說敘述幾個「到處無家」的「陌生人」角色，

最終藉由敘事者「我」的重返記憶時空，而有了最終的「歸宿」－多年來不

再往來、交談的母親和阿姨重新見面，而外婆、外公和（外婆的愛人）叔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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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在附近，家族往昔澎湃的愛恨恩怨也隨同亡者在墓園裡獲得平息，緊接著死

亡長眠之地的「出生禮」－小說中穿插了許多台灣宗教活動及民俗古禮的介

紹，最終的竟是出生禮－似乎意有所指地象徵了敘事者「我」的重生，或也

可以說是到處無家最終也到處為家的「我」（陳玉慧）的重生，寫作家族史後

的重生。寫作，帶來新生，讓曾經破碎的「家」及家族記憶重新鑄合。  

四、寫作之迷／謎：關於寫作之辯證 

現在，我坐在藍山羊旅館房間的書桌前打字。我確定以後仍然會從一個

地方遊蕩到另一個地方，從一個房間流浪到另一個房間，從一張書桌游

走到另一張書桌。但我一直知道，我必須寫作。（《巴伐》，303-304） 

地點是旅館房間－一個和候機室、診療間具有流動性、暫時性相仿特質的空

間，陳玉慧在寫作，無論是地方到地方、房間到房間、書桌到書桌，皆顯示了

居無定所的旅者的身體感，她註定在路上，然而在這樣行旅的途中，寫作始終

為作者所掛心懸念。  

在路上，寫作似乎暗示了「新生」、「重生」之可能，或至少是陳玉慧獨

自走在成長之路、旅途之路上不斷反思追索的課題，倘若以《巴伐利亞的藍光》

為例，不僅常見「寫作」兩字出現於日記裡，例如與Ｘ之間的談話中提及比起

「痛苦地寫作」，我寧願做個「快樂的正常人」；甚至最後附錄的兩篇文稿─

－一則是寫給 W，一則是寫給台灣－亦然，在寫給 W 的信裡基本上關乎

移動和寫作，如前所述，無論是在散文或訪談中，陳玉慧不時提及寫作對她的

意義，雖然她在札記中曾寫到必須珍惜 M 的感情和寫作，「寫作。而不是談

寫作」（《巴伐》，248），然而，作為一個寫作者，她很有意識地時時回到

這個身分中去檢視及叩問。關於這點，賴香吟（1969-）的《其後》其中一則

或可作為對照，在〈椅子〉這篇同樣以日記體形式展開的手札開端，便寫到在

慕尼黑的黃色天空下讀 Y 的作品，提到 Y 曾說「是寫作。而不是談寫作」，

雖然賴香吟使用代號，但從內文可推論其所指應為陳玉慧，接著賴香吟敘及敘

事者／賴香吟的觀察與回憶兩人的對話，在前者眼中，Y／陳玉慧可以清楚地

介紹自己是個寫作的人，相較於此，自己甚至完全無法對人明確說出「寫作」

兩字，同時 Y／陳玉慧也認為敘事者／賴香吟不用真名發表這點和自我認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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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這則以日記體形式展現的篇章〈椅子〉（以與治療師對談的椅子作為

書寫的開端與象徵）提供讀者從側面的、另一位女作家的觀點來看陳玉慧，了

解她對於身為寫作者有高度覺察，這個部份又可從以下兩方面來觀察，作為陳

玉慧對寫作者身分認同的對照。  

首先是在札記和訪談中關於寫作的反思，其次則是她寫了不少關於各國作

家的寫作及故事，事實上有時這兩者相互關涉，例如 2008 年出版的《慕尼黑

白》有不少篇章提供了追索的線索；就前者來說，她談到自己喜愛法國女作家

莒哈絲的極簡法文，當時以為自己寫作就要像莒哈絲那樣寫，而莒哈絲的句子

始終在腦海裡活著、沉澱，多年後試圖「回到自己，我回到我的房間」－又

是房間，那醃製著昔日歷史的個人空間－的陳玉慧才懂得怎麼寫，並從莒哈

絲的身上看到了自己，  她受莒哈絲的影響是深遠的，不僅多次談莒哈絲，

在此之前，其散文《我不喜歡溫柔》的書名來源便是認同莒哈絲以為情感本質

相當粗暴，因而在書名「我不喜歡溫柔」之下，又以括號說明「因為溫柔排除

了激情的可能。」  在此書中亦有敘及莒哈絲的篇章。又如《慕尼黑白》裡

說起了自己的寫作歷程，談及青少年時開始寫作是因為「透過那些文字傳達我

被愛的渴望。」（25）而在多年國外的放逐之後，她的家國意識突然甦醒，此

時她「為了修復那斷層和失家而寫。」陳玉慧表明她為台灣人而寫，也為歐洲

人寫，她以那雙多國行旅的旁觀者、異鄉人之眸，以及訪談多國重要人物的記

者目光，回望台灣（埋冤）之島的處境，同時也凝視自我之「家」的今昔，然

這不斷走在路上的自身，須透過寫作得以安頓：  

我為何寫作？為了安頓自己的身心，為了面對陰影，凝聚力量。我為了

活下來而寫，寫作讓我活下來，寫作讓我暫時離開亡故。寫作讓我忘記

悲哀。寫作也讓我面對死亡。（《慕尼黑白》，26）  

對一個曾將自己定位為異鄉人和旁觀者的陳玉慧而言，寫作提供了一個居所，

一個或可稱之為「家」的安頓所在，進而她更清楚地表明：書寫已成其身分認

同，並透過寫作認同自己，也更認同於自己的文化和母語，整體而言，寫作是

                                                 
 賴香吟，《其後》，（台北：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2012.05），頁 174-175。   
 陳玉慧，《慕尼黑白》，（台北：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2008.05），頁 56-60、152。  
 陳玉慧，《我不喜歡溫柔》（台北：大田出版有限公司，2004.11），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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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自我生命的最大可能。  

不過，較諸於日記體散文中對寫作所抱持的篤定態度，小說《書迷》對寫

作有更細緻的辯證，這部小說基本上具有貼近散文中的陳玉慧作家形象之透明

度，除了前述提及父親肖像的描摹之外，更多的是女作家行若水（本名謝心如）

的形象塑造：她在香港被一個瘋狂的男書迷丁明勝所跟隨，在文中無論是對

「家」和「旅行」的感受（「我在家時想出門旅行，在旅行時又想回家。」），

還是寫作觀，皆明顯可與陳玉慧的散文相互映照；換言之，行若水和陳玉慧的

女作家身分有高度疊合，不僅如此，透過丁明勝對女作家過去的作品進行評

論，陳玉慧彷彿對過去自己的寫作進行總檢討：丁明勝喜愛的是行若水的散

文，除了對女作家的作品有高度熟悉、不時可以掛在嘴邊之外，甚至進一步批

評其作，例如丁以為女作家早期的作品較好，後來的則染上商業氣息，令行若

水為之氣結；又如行若水以自己寫過《我不喜歡溫柔》－如前所述，這確然

是陳玉慧的散文集－來否定自己溫柔的可能性時，丁明勝卻如占卜者那樣斷

言女作家柔軟的心「像美麗的絲綢」無法承受重量（《書迷》，105）。  

一向對身為寫作者的主體性有高度省察的陳玉慧，在《書迷》中一方面總

結過去自己對寫作的體會，一方面也提出質疑，除了藉丁明勝的詰問加以具

現，也藉由行若水的反思自我叩問。首先，陳玉慧設計男性讀者跟蹤傾慕的女

作家之敘事主體，雖從性別角度切入能得到令人玩味的觀點（尤其文中暴露了

女作家過往被男人強暴的創傷記憶），然以閱讀、寫作的層面深入，能獲致更

多值得辯證之處。閱讀和書寫，讀者和作家，原就是饒富意味、趣味的「遊戲」

－而此一「遊戲」又巧妙地對應到男性讀者丁明勝「桌上遊戲設計師」（簡

稱桌遊）之本業，及其充滿詮釋空間的筆記，同時也呼應著行若水所欲書寫的

迷宮主題－因此小說中有多處關於寫作的討論和辨證，也由此帶出書寫者和

讀者之間的詮釋角力，同時構成小說敘事的張力。例如當丁明勝向行若水坦承

曲折身世時，女作家開始思考丁明勝成為筆下小說素材的可能性，陳玉慧以「豢

養這個素材」此一鮮活的形容來描述行若水欲替丁明勝定位的念頭。 

又如陳玉慧刻意用了過去出現於《巴伐》－也是前文所引用的文句－

反覆思索「寫作」之命題，由於兩段話有稍微出入，在此引述便於析論：  

能寫，會覺得心情好一些，好像自己與自己對話，但不能寫的那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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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不會在心裡留得更深？（《巴伐》，頁 221）  

寫下來，會覺得心裡可以舒坦，但不能的時候，會不會反而在心裡留得

更深。這個人（丁明勝）引述我的文句，並問我：所以我該寫或不寫？

（《書迷》，頁 53）  

這兩段話在字詞使用上稍有落差，然從第二段的脈絡中，可知丁明勝引述「我」

行若水／陳玉慧的文句（意即第一段引文）來提問，兩段的概念基本上如出一

轍，文字的稍微更動可能是陳玉慧欲藉此呈顯散文轉化為小說的軌跡，以凸顯

其區隔性，然曖昧的是此舉反而致使真實和虛構混雜難辨。再者，第二段引文

是第一段引文的後設與後續，形式上以丁明勝引述的方式運用了後設筆法，內

容上則是後續的問題延伸；即 2010 年的女作家回顧並回應 2002 年女作家的思

考，換言之，《書迷》時代的陳玉慧以小說中隱匿在行若水背後的聲音回應《巴

伐利亞的藍光》裡提問的陳玉慧： 

我到今天也仍然有這樣的疑問。寫，只是一種感覺，你覺得你可以把事

情把人生把思想把感覺記下來，如果不寫，你便一無所有。  

然而是這樣嗎？反而寫下來的只是那些幻象，你自己逐漸相信那些幻

象，那些輪迴（Samsara），你以為你自己便是寫作的那個人，你以為

你的生活便是寫作，不過是一種我執心態罷了。  

寫作究竟是我的輪迴，抑或是涅槃所在？或者都不是，只是娛樂自己的

方式？我以寫作做生命之賭，下的賭注便是自己的生命。（《書迷》，

頁 54）  

於上文中，可見陳玉慧對寫作進行了延伸思考，從 2002 年拋出的、聚焦於「寫

與不寫」的問題，到 2010 年有了翻轉性的質疑，尤其是原先對於寫作所具有

「療癒」的堅固想法開始鬆動：寫下來的究竟更貼近真實還是更趨於虛幻？寫

作究竟是解脫自我的終極涅槃抑或讓自己更深陷溺於某種困境？  

關於寫作，上段引文提供了有別於以往篤定的敘事聲音，顯示陳玉慧開始

思索自我和寫作之間關係的流動性和不確定性，再搭配姊姊對行若水／陳玉慧

暴露家庭創傷和不堪往事的不滿與指責，以及女作家藉此思索寫作和自身（個

人和家庭）的界線，皆恰如其分地指向了《書迷》隱含關乎於「迷」與「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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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可能：從寫作這端來看，書寫成為女作家凝視自我的媒材，藉由日記體形式

的、映照個人肖像的深入剖析，所返照的究竟是貼近自我還是形塑出另一個不

必然真的我？由此延伸至閱讀層面，由作家所形塑出來的、令讀者著迷進而跟

隨的那個身影究竟是否便是「真我」？還是讀者一廂情願的誤讀？當讀者拿著

文字按圖索驥、亦步亦趨地貼近真實的作者（甚至在身體上侵犯了她）時，陳

玉慧似乎意圖將閱讀與寫作的關係提高到另一重層次，那恐不再純屬於意想和

靈魂的溝通，而是充滿暴力與驚心的貼身肉搏；換言之，寫作不全然提供超然

救贖與療癒懷抱，對於主動的書寫者與被動的被寫者而言，恐怕也是某種暴力

形式的變相體現，由這個角度來觀看《書迷》中姐姐不滿女作家總細寫聚焦家

庭陰影；但在現實中卻規避照護父親義務，便暗示著這樣的思考軌跡。但詭異

（或也可說是令人著迷的）的是，此書中仍見行若水／陳玉慧不斷地再次凝視

父親的描述，尤其是以細筆「端詳」父親病苦容顏和身體：寫那曾讓多少女人

上當、但如今已萎縮的性器，寫充滿強烈氣味的腐敗身軀，由當下不堪的老者

身體比對於過去風流的青春肉身，從寫作的觀點來看，這樣對父親太過清晰的

逼視，對陳玉慧來說，究竟具有何種意義？是同情還是另一種形式的暴力？ 

較諸於日記體散文和《海神家族》，《書迷》對寫作進行後設的辯證軌跡

更為鮮明，而此書之所以能承載關於寫作的辨證而不顯突兀的原因，或許也和

文本所容攝的幾個文本相關，包括最主要的敘事軸為丁明勝跟蹤行若水，以及

與之平行的謝心如－陳玉慧似乎用女作家的筆名行若水和本名謝心如，來區

分典型作者和非處於寫作狀態的個體  －和父親、姊姊之間的互動，此外，

兩個重要人物行若水和丁明勝不僅有類似的童年創傷，兩人皆是創作者，在文

本中分別建構了另一組文本，包括敘事者行若水「我」的迷宮故事，此故事的

雛形脫胎於希臘神話中國王的建築師戴達羅斯（Deadalus）；以及桌遊設計師

丁明勝的筆記，這兩組文本穿插於主敘事線，一方面若有似無地對應於跟蹤的

主題，另一方面又意味深長地羅織隱喻，邀請讀者進入宛若迷宮的詮釋空間，

參與形同謎語的解釋意涵，雖然兩個文本在《書迷》中以斷裂的方式呈現，然

相較於行若水迷宮故事所具有的邏輯連貫，丁明勝的筆記讓渡出更多空隙，要

求讀者以想像填補，自行創發無窮的答案與結局。首先是關於行若水筆下的迷

                                                 
 「典型作者」即是敘事策略，一步一步地指導讀者進入他所預想和架構的故事當中。見安伯托‧艾可（Umberto 

Eco）著，黃寤蘭譯，《悠遊小說林》（台北：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00.11），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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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故事，戴達羅斯是希臘神話中著名的建造者，替米諾斯建造迷宮，但最後卻

逃不出自己的迷宮，這個故事多少也呼應並暗示了行若水所要追索的、關於寫

作的意義，最後卻宛如將自己困囿在沒有出口的迷宮中，進退不得；再者是丁

明勝的遊戲／「文本」，這位桌遊設計者－和女作家行若水類似，都從事創

造性的工作，都是搭建故事舞台的人－的筆記共有八則，從介紹角色（人、

半獸人、獸、各系生物、靈、魔、怪）、物件（如石床、碎玻璃、甕、吊燈）、

幻術（如祕法印記、奪魂術、水面行走）和幻奇工具（任意門、遺忘椅）一直

到最後幾則出現任務般、要求玩家編織故事的長句提示，再再顯示了歡迎讀者

以想像深入情境並投入編織故事的行列，而這系列的筆記同時呈現的也是桌遊

中奇幻的、非日常的元素，再加上筆記的同一頁面下，不約而同出現了各式各

樣的迷宮圖樣，同時呼應著女作家筆下的迷宮故事：書寫既是一個令人暈眩的

迷宮，也是一個亟待讀者／玩家解開的謎題，從這個角度來看，陳玉慧意有所

指地讓女作家和男性書迷的身分相互重合：兩人既是書寫者與創造者，搭建故

事鷹架並提供線索讓讀者／玩家填補空隙，創造新故事；兩人更是讀者，行若

水／陳玉慧作為希臘神話和迷宮圖文集的讀者，丁明勝則是行若水／陳玉慧的

讀者，兩人皆被文字和故事所迷，並從閱讀的過程中處處投映至自我人生，使

之互文甚至情節交纏。由是，陳玉慧巧妙抓住並貫穿了「迷宮」和書寫文本之

間所共享的豐繁意象：女作家建構了一個迷宮文本，而此與希臘神話戴達羅斯

建造迷宮為互文，彼此間形塑了雙重文本；丁明勝所設計的桌遊文本又可與女

作家的迷宮文本相互平行，這幾個文本同樣承載於《書迷》裡，成為男書迷跟

蹤女作家此一主文本的參照，其所共同展現的便是多重文本的交響──這也是

《書迷》封面藉由象徵迷宮的數個方框所欲凸顯的關鍵處。  

五、寫作讓我回家：代結語 

本論文從陳玉慧作品中的關鍵字「在路上」為切入點，先從兩本日記體散

文《你是否愛過》和《巴伐利亞的藍光》中對外在景物的淡化朦朧描寫，以及

總是「在路上」的、等待過渡空間的人物描寫，投映出相較於外在的行旅風景，

陳玉慧更專注於向內觀照自我，在這幅自我凝視的圖像裡，「流亡」身影背後

的推動力乃出自於「離家」，而離家的根源多少和自身與父母親的疏離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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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彼此間淡漠卻又渴愛的關係反覆成為書寫主題，無論是兩本日記體散文

還是《海神家族》，皆以不同形式回應了這個母題。接著，陳玉慧以為藉由書

寫家族，讓破碎的家族與個人重生，因此本文進一步處理陳玉慧的寫作觀，藉

小說《書迷》中由迷宮和謎題意象所欲凸顯的關於「寫作」較完整的辯證，回

頭參看日記體散文對寫作的片段思考，兩者呈現了陳玉慧於不同時間點的寫作

觀－由堅定態度到辯證軌跡，以小說形式回顧並再次商榷自己於散文書寫中

的家庭創傷及書寫動機，也許恰可用來理解《書迷》中的女作家行若水遂以為

「要趕快去寫……去創造，那是一種重生的方式。」（104）由此「重生」之

詮解，又正可參照《海神家族》最末以「出生禮」來總結小說全文之書寫動機。

若從過去總以渴盼「家」與愛的書寫軌跡來看，「重生」或可詮解為從「無家」

到「有家」，因此在 2010 年－其實也是《書迷》出版後的訪談裡，陳玉慧

特別表示對「無家」的自己而言，「家」就是現在書寫的那張桌子；  從這

個層面再回過頭來咀嚼 2004 年《我不喜歡溫柔》序中所謂的「寫作讓我回家」，

便多了些個人及書寫經驗積累後的厚度；同樣地，在與明夏的對談中，陳玉慧

則提到當她開始在路上寫時，方才發現寫作時的「我」是最自然的「我」，且

是「建立一個家或者自我之家的唯一可能」。經過反覆辯證和推敲，寫作，讓

曾經深深感覺無家的陳玉慧回家，讓那穿梭世界多國、總是「在路上」的身軀

安居，讓旁觀、訪談不同國家人們的主體，有了真正返家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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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Write While I Am on the Road－Self 
Reflection and the Dialectic of Writing 

in Jade Y. Chen's Diary-style Prose 
and Novels 

Li, Hsin-Lun∗ 

【Abstract】  

A writer with multiple identities, Jade Y. Chen writes prose and novels that 
constantly represent a lone person who travels most of the time. The scenes on the 
raod are no mere depictions of landscapes or happenings but reflections of Jade Y. 
Chen's inner self. In Have You Ever Been in Love? and Blue Lights in Freistaat 
Bayern, space is often the space of waiting, and time personal and dream-like, both 
of which enhance the tendency of self reflection in these diary-style pieces. In the 
case of Chen, to be on the road is to get away from home.  The feeling of being 
homeless is at the same time that of being home everywhere, a paradox originating 
in her alienated relationship with parents.  The two books mentioned above, 
together with another book, Mazu's Bodyguards, are suffused with a sense of 
indifference and yearning for love. By way of writing on her family, Jade Y. Chen 
nevertheless finds things positive in past traumas and in her constant self-gazing. 
Writing thus implies a rebirth for Chen, and, for that, this article finally turns to 
her yet another book, The Stalker, to explore Chen's concept and strategy of 
writing, specifically in her uses of the images of labyrinths and puzzles.  In all, 
the article provides an intertextual study of Jade Y. Chen's four books to represent 
the complex relation between her self-gazing and her dialectic of writing. 

 
Keywords : Jade Y. Chen, diary-style prose, Mazu's Bodyguards , The Stalker,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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