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海中文學報》 
第 25 期 頁 235－272 
東海大學中文系 2013 年 6 月 

臺北意象與諷刺美學： 
探索疾病書寫中的人文價值 

唐毓麗∗ 

【提要】  

  臺灣文學中的疾病書寫，頗受眾人矚目。其中，黃凡、陳映真、施叔青

與張啟疆的疾病小說有些特別，嘗試透過疾病與身體變異，闡述獨特的「臺

北風貌」，疾病自此成為臺北敘事的重要元素之一。這些作品藉著身體的疾

病，傳達諷刺的意義，不單是為了展現都市繁華底下，最病態黑暗的一面；

更為了借重疾病的題材，直指致病的源頭與資本主義重利的文化息息相關。

本文以三個部分闡述這類小說的殊異性，其一「臺北意象：地景／物件／意

象」，探討臺北的形象及記憶。其二「病患的意義：資本主義－文化病徵

的顯影」，闡述疾病與都市文化的關聯性。第三部分闡述「諷刺的美學」，

從敘事學（Narratology）與小說理論的角度，分析此類都市文學的特色與美

學。最後從病徵探討臺北論述的意義，綜論這些作品的整體價值。 
 
 
關鍵詞：臺北意象 疾病書寫 諷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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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美國知名作家與文評家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特別關注人們賦予

疾病的多重詮釋框架，寫成《疾病的隱喻與愛滋病的隱喻》（Illness as Metaphor 

and AIDS and Its Metaphors）一書，引起極大的迴響。此書以嶄新的角度，闡

述疾病的歷史以及疾病被書寫的歷史，思考「隱喻」思維引起的諸多影響。她

注意到人類看待疾病的方式，早已改寫人類的文明。人們賦予疾病太多意義、

太多想像，也可能產生不良的後果。  蘇珊．桑塔格的批判觀點，引發我們

對疾病的奧秘與疾病的敘事，進行更深層的思考。  

  一直以來，疾病與傷痛就是文學創作中常見的主題，更是臺灣新文學中常

見的主題。疾病如此受到矚目，主要因為疾病本身，既觸及身心的痛苦、病變

的折磨，其變異的狀況，也容易引導人們對身體與存在及生活模式進行深入的

省思，成為許多創作者偏愛創作的主題。值得注意的是，我們統整臺灣新文學

中觸及疾病的作品，數量並不少。在這些作品之中，有些可置入「疾病文學」

（disease literature）的範疇，作為主題學的研究對象。這些「疾病文學」，有

極容易辨識的特色，「疾病」幾乎成為唯一或重要的主題；針對疾病，進行深

度的描述與關注之外，也描寫疾病的本質、病人的症狀、病因探究、病情發展

與癒後情況，賦予疾病重要的意義。有的作品，雖觸及對疾病的描繪與關注，

疾病的描述也許不多，但罹病的過程與結果，卻可能成為影響人物行動及命

運、故事發展的重要環節，具有不可忽略的意涵， 其「疾病書寫」（diseases 

writings）的意義，值得深入闡述。這些「疾病書寫」或「疾病文學」，都可

增加讀者對於疾病的理解，也可能啟發讀者對於疾病進行不同的關照或想像，

值得注意。 

  近十年來，疾病書寫與研究已累積豐富的成果。李欣倫在 2004 年《戰後

臺灣疾病書寫研究》一書中，詮釋眾多作家以疾病彰顯社會病態，傳達批判、

嘲諷政治或文化的畸形面貌，頗為可觀。  王幸華 2006 年以《日治時期臺灣

新文學之醫病書寫研究》一文，闡述作家醫生如蔣渭水、賴和與吳新榮等作家

                                                 
   Susan Sontag. Illness as Metaphor and AIDS and Its Metaphors.（New York: Doubleday, 1990）pp.192. 
   李欣倫：《戰後臺灣疾病書寫研究》（臺北：大安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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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醫病作品含藏隱喻的思維，診治時代、文化、社會與國族的弊端，使得日治

時期的臺灣新文學，深具啟蒙意義。  唐毓麗於 2006 年撰述《罪與罰：臺灣

戰後小說中的疾病書寫》一文，同時運用蘇珊．桑塔格的隱喻理論與敘事理論，

解析精神病患、麻瘋、癲癇、愛滋病或恐物症等疾病的倫理學意涵，在詮釋疾

病的道德譴責、贖罪意義上頗有斬獲，一一論證政治上的壓迫與殘害，文化上

的箝制與束縛，成為誘發疾病的禍首。  王靜禪 2007 年以《日治時代疾病書

寫研究：以短篇小說為主要分析範疇（1920-1945）》一文，印證在異族統治

下，臺灣島民身體／精神的殊異性，藉性病、瘧疾、肺病、鴉片癮揭露人與異

族、社會、時代或家庭之間的聯繫，批判殖民體制意圖明顯。  林佩珊於 2010

年完成《詩體與病體：臺灣現代詩疾病書寫研究 1990～》，闡述現代詩歌對

精神病症特殊的演示與詮釋，表彰出醜惡癲狂的修辭及美學，疾病不但具有個

人主義式的表現意義，也具有介入國族歷史，傳達批判意識的鮮明宣告。  

這些研究成果，都把疾病書寫的意義不斷深化，既指向國體衰頹的論述，繼承

的是日治時期新文學以疾病批判國體的隱喻傳統，精神上又紹繼了五四文學，

以病體批判政治陳疴、文化陋習的傳統，具有嚴肅的意義，在政治論述與文化

批判上，凸顯了深刻的社會問題，值得細細沉思。  

  有一些小說中的疾病非常特殊，脫逸於國族論述的框架，利用病態化、異

化（alienation；estrange）的身體，來呈現受到經濟侵擾或都市文化影響下的

扭曲心靈，更顯奇特。本文發現，幾位作家以小說的形式，透過罹病的情節，

刻劃了病人精神失常或嗅覺失能等各種心因性障礙之外，更將促成罹病的最大

元兇，不指向具體的個人，而是指向臺北獨特的空間所蘊孕出的特殊文化，具

有強烈的諷刺性。這些小說透過臺北的地景與空間，建構人的生活周遭、身體

景觀與文化之間密切的關係，以地理景觀凸顯病人的生活樣態，具有重要的意

義，卻鮮少受到特別的注目，本文將專注深究臺北意象與疾病論述之間複雜的

關聯性。  

  本文討論的五篇小說，以不同的病症，藉由疾病的發生與身體的變異，建

                                                 
   王幸華：《日治時代疾病書寫研究：以短篇小說為主要分析範疇（1920-1945）》（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博士論文，2006），頁 3-10。 
   唐毓麗：《罪與罰：臺灣戰後小說中的疾病書寫》(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論文，2006)，頁 75-76。 
   王靜禪：《日治時代疾病書寫研究：以短篇小說為主要分析範疇（1920-1945）》（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碩士論文，2007），頁 9-11。 
   林佩珊：《詩體與病體：臺灣現代詩疾病書寫研究 1990～》（中興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論文，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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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獨特的臺北意象與都市風貌。〈紅燈焦慮狂〉發表於 1981 年出版的《大時

代》、〈萬商帝君〉於 1982 年發表於《現代文學》復刊 19 期、〈命運之竹〉

首次發表於 1987 年出版的《曼娜舞蹈教室》，〈如廁者〉於 1996 年獲得時報

文學獎小說首獎，《微醺彩妝》於 1999 年 6 月 24 日至 12 月 4 日止，每天連

載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這些小說探索與詮釋疾病的意義及病因，也

成為解析小說旨趣最重要的關鍵。雖以不同的形式，呈現病人的生活樣貌與性

格，卻相當一致地認為，這些人的健康狀況，無疑與都市體質／社會文化的整

體環境，有著密切相連的關係。這些小說指引我們進一步思索，病患之所以罹

病，顯然與社會環境和文化有關聯，必須正確地認識身體與外在環境及其文化

的扭曲關係，才能破解疾病之謎。 
  這些小說具有許多共同性：其一，他們全都描寫疾病，疾病亦成為這幾位

作家筆下，敘事的布局與安排最重要的元素。這些小說出現各式的精神症狀：

〈命運之竹〉的梁媽媽居住在臺北數十年，罹患不知今夕是何夕的遺忘症，已

超過十餘年。〈如廁者〉的主角離鄉背井，亦在臺北工作打拼多年，他全身是

病，還有如廁的障礙，更常作著「無法上廁所」的噩夢。〈萬商帝君〉的林德

旺遠離家鄉在臺北工作，因恐懼被裁員，而出現精神失常的症狀。〈紅燈焦慮

狂〉的莫景明，亦生活在臺北，擔心被解職而情緒崩潰，發作時瘋狂地砸損行

道路旁的紅燈。《微醺彩妝》描述媒體工作者呂之翔亦在臺北謀職，他有嗅覺

障礙症，聞不到任何氣味；他的主治醫生楊傳梓則有頭痛、恐慌、焦慮、夢魘、

失眠、嗜酒成癮多重症狀困擾的憂鬱症，兩人都受身心病症所困擾。其二，他

們全都把病人罹病的環境設置在臺北，以臺北的地景、空間、物件與意象，具

體描繪臺北病態化或去人性化的生活與狀態。其三，透過病徵與環境的深入的

描繪，這些小說揭露可怕的事實：首都臺北所孕育出的特殊文化，將商業主義

與資本主義化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早已直接對人們的身體，造成破壞性的戕

害與負面的影響。這些小說雖發表時間不一，卻意有所指地暗示臺北早成為孕

育病源的最大場域，頗值得深思。這些作品以畸病變異的姿態，展開以臺北為

中心的疾病書寫，建構了臺北論述，也豐富了臺北論述的複雜性。  
  本文認為這五篇小說，利用身體的畸病及諷刺的書寫策略，不單是為了展

現都市繁華底下，最病態黑暗的一面；更為了借重疾病本身的意義，直指都市

⁄臺北（人）生病的故事，利用諷喻達到療救的目的。這五篇小說雖是擇取的

樣本，本文仍寄望從臺北的意象與空間、文化面向，論述精神病理學、生物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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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學深刻的隱含意義。本文分成三個部分闡述疾病小說的殊異與價值，第一部

分「臺北意象：地景／物件／意象」深入闡述臺北的空間、地景、物件和意象，

與疾病的關聯性；探究小說中建構了何種都市的形象，如何將人的主體安置在

空間敘事裡，人的疾病與空間又有何關聯。第二部分「病患的意義：資本主義

－病徵的顯影」闡述小說如何藉由疾病的符碼，串聯疾病與都市文化的關聯

性，體現當代資本主義文化發展的面貌。第三部分闡述「諷刺的美學」，從敘

事學（Narratology）與小說理論的角度，分析此類都市文學運用何種諷刺策略，

透過寫實或現代主義筆法、後現代文類混雜的形式，凸顯人心變異的狀態，如

何塑造病患角色與罹病的情節，展現批判都市文化的觀點，最後闡述這些疾病

書寫如何捍衛了人文主義的堅持與價值。  

二、臺北的意象：地景／物件／意象 

  在〈紅燈焦慮狂〉、〈命運之竹〉、〈如廁者〉、《微醺彩妝》與〈萬商

帝君〉這些小說中，描繪了大量的臺北大樓、地景、街道、物件與意象，顯然

具有特殊的意涵。這些小說細心描繪臺北病態化或去人性化的生活與狀態，而

這些生活方式、壓力來源與習慣，亦成為影響病況的最關鍵重點。這些小說透

過空間、物件和意象的安排，勾勒出現代都市最繁華的面貌，這不只呈現了高

度發展城市的潛在病症，也呈現了獨屬於臺灣的發展歷程，從仰賴農業社會，

飛越到跨國企業的地域經驗產生心靈危機，都烙印了鮮明的臺北城市意象。  

  臺北是首都，亦是國內首屈一指最繁華的城市，也是國內最現代化、最摩

登的城市。臺北除擁有眾多的人口，具有市中心的地利位置之外，交通便利加

上大廈林立，也成為聚集金錢交易與商業投資、理財致富最佳的選擇地點。這

些小說中呈現的臺北，透過地景、空間、物件與意象詳盡描述仁愛路與東區大

樓等高價地段，也描述飯店、商業大樓、私人招待所等豪華場景﹔更透過細節

性的書寫，描述極其現代的廁所與如廁設備、價值昂貴的洋酒、時尚精品、休

閒烤肉等創新產品，具體呈現臺北人被娛樂、享受、消費主義包圍的都會生活。 

  文化地理學家麥克．克朗（Mike Crang）在《文化地理學》（Cultural 

Geography）提出人文地理學嶄新的觀點，引導我們重新認識空間與地方的意

義及其影響。他非常注意地景的空間性，因空間提供了讓文化足以生根與成長

的領域，並觀察這些文化，如何透過「一連串鑲嵌在空間中的形式和實踐」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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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複製。  他思索空間的方式，啟發了我們重新關注地景或空間的意義，思

考空間可能塑造出集體潛意識的認同感，成為多數人認同的集體領土，也可能

促成特殊的文化面貌誕生。重要的是，地景塑造除了呈現整體社會獨特的思

想，而思想又因地景存在而加以牢固，形成「雙向同構的共同體」。  這些

觀點都一再提醒世人，地景除了在地理與歷史辨識的價值之外，更體現我們不

能忽視的文化意義。  

  黃凡是極能體現八、九○年代，臺北奇異、多元且繁華面貌的小說家。〈命

運之竹〉凸顯臺北為有錢人的天下，最能凸顯都會文化的佳篇之作。小說曾被

選入《閱讀文學風景．小說卷》地誌文學選集中，代表臺北地區的篇章。這篇

小說勾勒了幾個重要的場景：包括東區的仁愛路、國父紀念館、松山以及現代

化的商業消費大樓，包括療養院、修道院。其中，影響小說情節發展最重要的

場景，就是臺北最繁華最昂貴的路段之一，亦即寸土寸金的仁愛路上。  

  小說中描述三十年前，也就是 1957 年，梁媽媽跟著相命師連城伯前往松

山看地。當時，仁愛路上連柏油路都沒鋪好，「拚命使輪子咿咿啞啞地滾過柏

油路：滾過碎石子路，最後停了下來。『太太，沒有路了。』車伕說。……『嘿

嘿嘿』連城伯說，『以後會有』一邊朝地上吐了口痰」。  臺北還保有農村

的景致，漫無荒涼地只有一片竹林與水田。誰能想到，多年後，仁愛路竟變成

最有名的觀光道路。從 1962 年後，水田的地價就一直上漲，身價已達六億元，

更逐年不斷持續攀升，創下新的天價。  

  小說也說明，三十年前，臺北正從農業化城鎮轉型到商業化都市，還保有

水田的利用空間。幾年後，同樣的地點，農業用地已消失殆盡；取而代之的只

見大廈林立，成為昂貴又美麗的繁榮市區。這些矗立的高樓大廈，已成為包括

梁先生在內，許多臺北市民平日消費與生活的現場。當居高臨下，俯視廣場與

繁 華 的 東 區 ， 梁 先 生 似 乎 享 受 片 刻 擁 有 「 繁 華 世 界 」 的 虛 假 意 識 （ false 

consciousness）與快感滿足，這些虛榮的感受，多說明了小市民最深沉的悲哀：

他們永遠無法擠身於富人的行列，只能看著富人擁有華奢的不動產與土地，富

者更加富有。這篇小說也透過地景的變異，凸顯臺北空間結構的改變，呈現都

                                                 
   麥克．克朗（Mike Crang）著，王志弘、余佳玲、方淑惠譯：《文化地理學》（Cultural Geography）﹙臺

北：巨流圖書有限公司，2003﹚，頁 9。 
   麥克．克朗著，《文化地理學》，頁 9。 
   黃凡，〈命運之竹〉，《曼娜舞蹈教室》，頁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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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人民邁入現代化必然經過陣痛的過程。  

  整體而論，〈命運之竹〉是具體呈現「臺北地景」與城市屬性變遷重要的

篇章之一。小說聚焦在仁愛路上，呈現五○年代佈滿水田與八○年代蓋滿高樓

大廈的強烈對比，從農業過渡到商業觀光用地，襯托出臺北的過往與今昔的變

遷歷史，凸顯經商業利益的介入與炒作下，臺北成為「寸土寸金」，翻身成為

黃金城市的演變歷史。 

  施叔青一向擅長描繪都會男女，夾雜在情愛與慾望的多重糾葛。在《微醺

彩妝》中，作家細心塑造臺北極其繁華的都會地景，透過媒體工作者、醫生、

企業富二代與政客的生活行旅，不斷在精品店、招待所、法國的酒莊、國內豪

華飯店，在繁華的仁愛路與忠誠路穿梭流連，場景的安排迅速倏忽，場景的交

替變幻莫測，讓我們窺視都市人與建築之間倉促且緊迫的關係。小說的場景雖

從國內橫越到國外，又從北部縱橫到南部，但小說之中最重要的非人物主角，

其實是臺北。這篇小說極其誇張地展現臺北從辦公大樓、咖啡館、宴會廳、餐

廳、花坊、華廈到酒樓，每個場景開展出來的華奢與摩登之境，縱慾的態度與

享樂的執迷，已超出一般中產階級上班族的想像。一幕幕場景不斷地變化，換

場之速度極快，也著實標誌出五顏六色、金碧輝煌的臺北，具有摩登、華奢、

享樂的城市意象。整篇小說空間轉換的急遽與短暫，隨著不斷出場人物行走而

更替，也凸顯出一種獨屬於現代都市的節奏與速度；堆疊的時尚名品，就如同

隱藏的慾望，更成為都市最鮮明的外貌。  

  整篇小說既敷陳外在空間的視覺意象，更從視覺感受，延伸到味覺饗宴或

嗅覺禮讚，以多層次的感官意象凸顯九○年代富庶奢靡的消費世界。施叔青在

《微醺彩妝》中，以不計其數的時尚名品搭建宏偉可觀的消費帝國，從第一世

界創造的香奈兒（Chanel）、維多利亞的秘密（Victoria's Secret）、雅詩蘭黛

（Estee Lauder）、山本耀司、三宅一生的衣著設計，到迪奧（Dior）、鴉片

（Opium）、毒藥（Poison）等時尚香水，幾乎成為小說人物日常生活不可或

缺的必要物件，串聯起米亞、羅莉塔、葉香等性別與時尚工業複雜親密的依戀

關係，這些文化商品透過消費，促成意義的革新，消費的群眾，從商品中投射

她們對歐美帝國與時尚品味的崇仰之情。這些時尚的裝扮，不論是正品或贗

品，也成為地景與空間之外，妝點都市的另一張美麗的臉孔，改變了城市的文

化。  

  對照之下，小說雖簡單勾勒性別與時尚物件、單品與工業複雜親密的依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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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卻更專注敷陳紅酒工業的創造過程，來勾勒臺北的形貌與特質。從生產、

行銷、消費與再生產的完整過程，探索臺北人與「紅酒傳奇」之間詭譎的複雜

關聯。小說將一場紅酒盛宴，描述成一場光彩奪目的誇富晚宴。引介頂級紅酒

現身的這段描述，表面上是一場文化商品的登場秀，實際上是一場時尚名人的

交誼會，也是一場富豪名流的誇富宴，更是破解臺北炫富之謎的最佳舞台。宴

席主人手執鮮紅發亮的瓊汁玉液，也成為席間最閃亮的明星，也成為全臺灣既

富且貴的頂級客群，最負代表性的意象。小說細膩地描述，在眾人目光包圍下，

昂貴華奢的紅酒，不再只是一種單純的飲品，而是與品味掛勾、財力掛帥的一

抹紫紅意象。小說透過多種紅酒品名的細描與外觀的描述，將華奢的臺北拼貼

成紅色瀲灩的紅酒城市。與會人物飲酒後，現出「微醺彩妝」醺然快意的紅暈，

沉浸在一種虛幻的、難以言喻的快感。這些活躍於社會時尚圈的人物，流連都

會華奢地區遊玩賞樂，他們將最高檔奢侈的食物，抽空了物質原有的價值，賦

予了商品背後更豐富的文化符號，成為權貴人士玩弄權力與品味、時尚產業、

身分的手段之一。這篇小說利用紅酒意象，以及傳媒效應，締造出盛極一時的

紅酒傳奇，借以呈現都市文化的一環，已成功建構了奢華臺北最鮮明的形象。 

  在作家張啟疆的筆下，「都市」常是眷村之外最關注的焦點。他在八○年

代的作品，普遍展現出陰冷壓抑的人生百態，充滿都市文體的特色。  他擅

寫臺北，也把都市當成解剖現代人精神最重要的平台。《導盲者》一系列小說

如〈如廁者〉、〈失聰者〉都以都市生活為題材，注意工商業社會高壓競爭下，

爾虞我詐、扭曲人性的商場環境。〈如廁者〉與《微醺彩妝》一樣，同樣透過

黑牌威士忌、金門高梁、陳紹、龍舌蘭、啤酒等酒精意象群，建構臺北生活不

可缺少的時尚物件與意象。透過酒的意象，呈現臺北商場文化酒色財氣樣樣奉

陪的習氣，以及酒杯交錯的社交文化及商業算計。  

  〈如廁者〉最精彩之處，除了描繪現代化的辦公大廈、餐廳等都市特有空

間之外，更借由廁所這個私密的空間，以馬桶這種特殊的物件與裝置，揭開臺

北敗壞的面貌，袒露辦公室內晉用與淘汰種種複雜的風暴。空間的分劃與使

用，具有性別與階級的差異與區別性，也將男人與女人、上司與職員的尊卑關

係凸顯無遺。〈如廁者〉挑選廁所作為表現都市結構的一環，精彩地演繹了不

                                                 
   林燿德：〈張啟疆現象〉，《文訊》75（1992），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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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的商場階級與性別關係，取材獨特，論點犀利。因廁所不只是人們排除代

謝物的重要場所，更是人們處理私密行動（整裝、修容、竊取機密或偷渡私欲）

最重要的場地，它是人們維持光鮮亮麗正面形象的前景，含藏了臺北在光鮮亮

麗的背後，最複雜最醜亂的腥羶內幕。  

  環境可能決定社會與文化，社會文化也可能改變自然的環境，克瑞斯威爾

（Tim Cresswell）的觀點引導我們關注：當我們聚精會神討論地方或空間的意

義時，不能忽略不同的場域、空間與地景建構出獨有的道德地理，「是特殊類

型的人與實踐、展現於特殊的地方」。  就舉〈如廁者〉來說，小說在場景

選取上，刻意圍繞著廁所這個狹小空間展開，透過各種排泄掉的髒污物質：糞

便、屎尿、垃圾和經血，凸顯廁所空間的髒污性與隱蔽性，已成為異化的現代

人或病人，唯一安全自在的藏身之處，存在多重矛盾。  

  陳帶金喜歡躲在廁所，這個行動可以凸顯出他的病態與扭曲之處。小說中

多次描述陳帶金進入廁所，不是為了解決生理需要，而是躲在女廁裡竊聽扒糞

秘辛與各式醜事。陳帶金在廁所裡搭建起情報王國，董事長也更加信賴他的「扒

糞」能力與「鬥爭」能力，讓他在商場之中叱吒風雲。廁所的隱蔽性與暴露雙

重特性，讓他產生地方的認同感，小說精采地演繹了地方、權力與性別（去性

別化的男性）之間的緊密關聯。  

  〈如廁者〉最特殊之處，除了積極闡釋廁所的複雜性，更以馬桶的意象，

貫穿都市文化與性別權力的詭異關聯。利用不斷改良、更趨現代化、私密化的

馬桶意象與廁所空間，探索繁華底下墮落扭曲深淵的都市黑洞。凸顯馬桶多重

的意涵，除了是「拿身體做交換籌碼的『都會女性』」的代名詞之外，也是「懷

才不遇者的『嘔吐安慰劑』」，更是「搜尋秘辛的『最佳場所』」，亦是「找

不到人生定位的『安慰場所』」。小說鉅細靡遺地從金蛋股份有限公司的馬桶

發展史，管窺臺灣的科技發展史、文化發展史與經濟發展史的面貌。耙梳與人

之慾望攸關的重要的物件與場域，利用馬桶與廁所，凸顯馬桶此物件與如廁裝

置的變遷歷史，從擦屁股馬桶、小蜜蜂馬桶進展成創意馬桶，再由人性空間馬

桶進展成調溫式馬桶、蒼蠅小便斗，最後研發蛋型秘舒靜音馬桶的變革歷史。

小說立論奇特，諷刺意味極強，從中論證都市文化的轉變，以及地域與人性之

                                                 
   克瑞斯威爾﹙Tim Cresswell﹚：《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Place：a Short Inteoduction）徐苔玲、王志弘

譯（臺北：群學出版社，2006），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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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複雜相連的關係，翻新都市論述既有的領地。  

  陳映真的〈萬商帝君〉，是華盛頓大樓系列小說的第四篇，同樣描述了華

盛頓大廈現代化與西化生活型態造成的變異及影響。總括來說，小說與前作相

較，減少了炫景的意圖，卻將進步繁華的臺北，當成見怪不怪的尋常生活空間。

小說陳述四個主要的場景，一個是林德旺、陳家齊與劉福金服務的華盛頓大

樓，另一則是林德旺生病時，他所漫遊的臺北街景；以及他在回憶中想起老家

銅鑼鎮落後的、窮困的屋景、河景，以及最後一章，林德旺生病後，稱已被萬

商帝君附身，跑到豪華氣派國際大飯店鬧場的一景。在四個場景中，其中三個

都是都市場景，直接成為觸發林德旺病灶的重要因素之一。  

  林德旺對於裁員的恐懼越深，越害怕待在「華盛頓大樓」中，病情更加嚴

重。他憂鬱多思，決定離開「華盛頓大樓」龐大高聳的大樓，在繁華的延吉街

與八德路、寧夏路口、南京西路四處遊走，卻找不到自己存在的價值。在這篇

小說裡，陳映真既沒有美化都市，也沒有美化鄉村，讓孤身打拼的林德旺，再

次在臺北感受到被離棄的滋味。小說雖泯除城鄉一個冰冷、一個溫暖二元對立

的觀點，卻點出林德旺「出走鄉土、擁抱都市」，只會帶來更大的幻滅。  

  小說在六章「彼得．杜拉卡」，詳細記錄「莫飛穆國際公司」在國際大飯

店，人與都會地景緊密的互動關係。十來位遠東地區的主管階級來到臺北，從

會場的選擇、飯店套房的大小、套房的位置，全依照階級與能力及權利做了最

好的安排；套房的擺設，使用的全是進口貨。從飯店的安置到會議的議程，全

都展現了跨國企業最擅於分析統籌與組織帷幄的整體運作框架，正好將小說批

判的資本主義經濟策略做最完整的陳述。小說利用「演講廳」的場景，刻意凸

顯出「莫飛穆國際公司」中，「西化的管理階級」與「無法西化的被管理階級」

在公司定位上的分歧，一個最強大的衝突。  

  統整說來，在這些小說當中，凸顯出來的臺北地景與空間，不再只是一個

空泛的地理位置，而是佔據著經濟優勢、展現獨特文化的特殊地方。這些小說

重塑空間與文化雙向同構的複雜關係，這些觀點一再提醒世人，地景除了在地

理與歷史辨識的價值之外，更體現我們不能忽視的文化意義。小說作者從大的

空間與地景意象、時空景致，到小的物件與意象經營，都強化或塑造極具現代、

華奢、異化狀態的都市空間，建構了清晰的臺北臉譜，對照今非昔比的臺北樣

貌，摩登的臺北自此成為滋養病灶的溫床。這些地景與都市意象，也成為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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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臺灣、建構臺北獨特文化的一種特殊的方式。  

三、病患的意義：資本主義－文化病徵的顯影 

  在全球化的影響下，臺北的生活型態也越趨於現代化、商業化與資本主義

化；這樣的生活方式，漸漸形成臺北人日常生活的內容。這些疾病小說，透過

都市空間與場景的描繪，凸顯獨特的意義：越是繁華的區域如東區，商業化、

消費化的狀態越明顯，而人的異化與病態化的傾向，也就更加嚴重。臺北人被

禁錮在一個個形似牢籠的都市空間，異化的主體，被追求致富的夢想和異化的

存在所吞沒。這些小說顯然透過清醒的角度，刻劃臺北人在過度的異化和驚慌

中，崩潰病倒的無助處境；深刻地凸顯人與環境、主體與都市空間緊張、不安、

疏離的關係，形成了身體與外在深度的連結性。  

  這些小說之中，大量描繪了許多消費的行動，以呈現臺北城最鮮明的印

記。正因消費主義、金錢至上論及商業主義掛帥的思想，瀰漫整個社會，直接

或間接促成了人心的妄想與各種危機：不論是〈命運之竹〉因購買土地或保守

投資，而造成金錢的貪慾與精神的痛苦；或是〈如廁者〉的業務，因商業主義

與金權主義掛帥，而扭曲了自己的價值或別人的價值；或是《微醺彩妝》凸顯

消費主義橫行的瘋狂臺北，人人都是購物狂與消費狂的可怕現象；或是〈萬商

帝君〉刻意凸顯一流的管理行家與行銷高手如何與西方資本家合謀，利用國人

西方欽羨情結與文化包裝促銷產品，積極開發臺灣的金權市場，卻觸發了弱勢

員工的生存危機；或如〈紅燈焦慮狂〉描述製造及販售糖果的工廠，因標準化

模式促成職員的淘汰危機。在這些小說中，對於充斥臺北的各種的消費主義與

商 業 文 化 ， 多 有 深 入 的 描 述 。 商 業 化 最 明 顯 的 特 色 ， 就 是 以 資 本 主 義

（Capitalism）為主要的運行邏輯，連帶產生了許多消費行動。薩維奇（Mike 

Savage）與華爾德（Alan Warde）兩位社會學家認為：消費一詞，「幾乎可以

代表現代都市的特性」。  透過病源的追溯，更挖出了資本主義底下潛藏的

文化結構。而這些充斥了消費主義的文化，早已改變了臺北人的生活，產生了

極其重大的影響，甚至摧毀人們的身心健康。 

  在二十世紀八○年代前後，臺灣社會與政經發展出現了變化，展現了資本

                                                 
   薩維奇（Mike Savage）﹠華爾德（Alan Warde）：《都市社會學》（Urban Sociology, Capitalism And Modernity.）

（臺北：五南圖書公司，2003），頁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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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典型社會的幾種具體特徵，例如仰賴西方的跨國經濟、以金錢獲利超越一

切考量的商業貿易制度、不斷透過炒作哄抬物質價值、進入以買賣關係促成經

濟活動的消費社會，臺北更成為觀察這些文化現象最適切的場域。我們反思資

本主義的存在邏輯與運行模式，它以特別的經濟體系運行，是一種強調生產材

料集中佔有的特別形式（含有工資－勞動體系），是資產階級社會的產物。

雷蒙．威廉斯（Raymond Williams）認為「資本主義在十九世界末，已把世界

推向工業資本主義的階段，二十世紀更開創了新的資本流通的方式」，也強力

影響了人類生活的秩序與模式。  這幾篇描述疾病狀況的小說，不但具體呈

現了病人病態的身心狀態，更希冀以症狀來召喚注意：引起讀者深入理解在疾

病的背後，促發疾病或惡化疾病的源頭，竟指向消費化與資本主義化的社會結

構，揭開都市生活的多種複雜性、衝突與矛盾，直搗資本主義內部的運行邏輯

與缺失，以身體病呈現文明病灶，呈現一種深度的省思，極具人文精神的意義。 

  本文認為，在這五篇小說當中，十分細心塑造病人的形象，更有意把病患

當成解剖都市文化的重要活體標本，極力挖掘文化最複雜的內涵，將病體當作

諷刺「都市病」最重要的依據。這些小說「凸顯病灶」的方式雖不大相同，歸

結起來，卻總圍繞著「覺察匱乏」→「行動」→「受刺激或干擾」→「罹病」

→（就醫診治）→「病的解析」→「以行動消除匱乏」幾個重要的敘事單元擴

展，開啟了疾病豐富的啟示。這些小說詳盡敷陳病人的罹病狀況、就醫紀錄或

病情診斷，對疾病的本質、症狀、病因探究、病情發展或癒後情況顯示深入的

關注，也提出諷刺的結論。  

  這五篇作品，利用心因性疾病呈現人的多重異化狀態，透過「身體之病」

管窺「都市病灶」，切中都市文化的神髓，展現深刻的觀察。這些小說的疾病

診斷，是利用症狀（syndrome）或徵候（sign）方式呈現。檢查疾病時，症狀

與徵候的出現，讓病人與健康的身體確實區分開來。其中，疾病本身有話要表

達，雖然獨斷性的言語已逕自為其發言，「但仍擁有自己獨特的語言」。  

症狀本身，都指出疾病的隱祕性。這些小說當中，有的疾病可以被清楚指認或

歸納病名，有的症狀，就現代醫學也無法提供解釋或治癒。這樣的結果引領我

們深思，這些作品的價值，不只為了呈現病名與病症的樣貌，更重要的是，我

                                                 
   雷蒙．威廉斯(Raymond Williams)：《關鍵詞》（Keywords.），頁 33-34。 
   傅柯（Michel Foucault）著，劉絮愷譯：《現代醫學的誕生》（Naissance de la Clinique）（臺北：時報文化出

版社，1994），頁 103-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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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從疾病的書寫當中，可以更進一步去思索病理學與醫療社會學最關心的議

題，論述病名與病徵本身的關聯？病人的疾病與自我的關係？病人與身體之間

的關係？病人身體與社會環境間的關係？疾病與社會文化之間的關係，從中探

索疾病複雜的意義。  

  這五篇小說中的人物，皆罹患了精神心理疾病（Psychogenic illness 或譯

心因性疾病），這是一種潛藏心理秘密的疾病，專指腦生理功能出現異常的精

神病（Psychosis）。「心因性」是指因心理性因素或創傷，所產生的心理異常

現象。在臨床上看到最普遍的現象，就是「病人在感情、行為、認知與生理驅

動力四個層面的質與量上」，都出現超乎常態的情景。  這些疾病多半被認

為是「廣義的心因性（psychogenic）病症」。  精神心理疾病本身即蘊含諸

多值得解讀與闡釋的訊息。廣義的精神心理疾病，罹病者身上出現各式異常的

症狀，如失眠、頭痛、恐慌、痛苦、遺忘、憂鬱、噩夢、焦慮或知覺障礙或毀

壞傾向等，顯示罹病者在認知、情感表達與內趨力上皆異於常人。作者刻意安

排人物罹病的情節，闡述各式異常的症狀，以此指認都市生活對人們產生最深

刻的影響。 

  顯然，這些精神疾病，都有揭露都市之病的隱義。身體以病態的樣貌，曖

昧地呈現獨特的環境場域、生活型態、價值取向、社會文化與人格類型多重交

會下的面貌。黃凡在〈命運之竹〉中，刻意塑造一個特殊的病患梁媽媽，來呈

現都市發展的快速與荒謬。她置身在臺北從農業社會轉型到現代化社會的歷史

時刻，物價尚未飛漲，不動產尚未開始成為炒作的搖錢樹；她卻早已預料臺北

的前景與發展，有機會可以奮力一搏。可惜，她拿農業時期的標準來衡量現代

化商業主義掛帥的土地資本，下了錯誤的決斷，一輩子與億萬富翁絕緣。  

  梁媽媽的洞見與不見、罹病與未癒，正是這篇小說最引人注意的部分。她

知道小康之家的致富之道，在於買地。她的確具有購地致富的覺察與理念（覺

察匱乏），觸發她有了看地的實際行動（行動）；可惜，囿限於迷信與經驗論，

而錯失購地的良機。日後她得知土地飛漲之後，精神受到重大刺激而病倒（受

刺激），在療養院住院治療（罹病就診）。病後梁太太繼續躲在病態的想像中，

假想自己擁有一片足以致富的土地。  

                                                 
   胡海國：《當代精神醫療》（臺北：正中書局，1995），頁 124。 
   孔繁鐘編譯：《精神醫學之症狀及病徵》（臺北：合記圖書出版社，1991），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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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說中雖未詳盡說明她究竟得了什麼病，但據描述，可猜測梁媽媽是因錯

失致富機會，又加上丈夫意外身故，呈現「創傷後應激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的機會頗大。此病症多發於親人死亡或遭受重大打擊

的病人身上，病症初期多顯示出心因性的情緒反應，後漸漸平復痊癒；但有部

分病人可能終生受到創傷事件的影響，難以康復。從現象學的精神病學研究成

果看來，在此類重度病人之中，他們心裡的創傷難以自動癒合，「病人體驗到

的時間感似乎凝固不動（停止流動）」，當事人對於日常周遭所經歷的種種事

件，似乎沒有任何感應與關連；因個人的生命過程，只僵固在某個片刻，完全

沉溺在特殊的情境而無法自拔。   

  梁媽媽病倒後，在療養院中度過餘生（「無效的」疾病診治）。從她收集

多年的房地產宣傳單，她的意識都停留在過往，有固著傾向，完全喪失現實感

（病的解析）。這種傾向，顯然是一種自體保護的防禦能力的病態顯現；也是

化解受傷的情感與理想化自我的衝突，一種調解的方式。黃凡藉由一個病人，

建構了一個不曾存在的虛假狀態－擁有了臺北房產的富人，道盡都市生活的

苦處。病人墮入痛苦的循環，企求「以買地行動消除內心匱乏」，留下豐富的

諷刺性。  

  《微醺彩妝》中，兩個病人的身心疾病讓人印象深刻，兩人的疾病都與紅

酒有密切的關連。喜愛紅酒的呂之翔與楊傳梓醫生，都是病人；他們以「身體

之症」，印證「都市之症」言外之意的豐富意涵。紅酒是當時最流行的時尚飲

品，媒體工作者呂之翔因不懂上流社會的社交文化，一直無法開拓事業，他開

始花時間去了解酒的奧祕世界（覺察匱乏），融入雅痞的生活型態，天天品啜

名酒（行動）。他和酒商透過分工模式，打造紅酒傳奇，賺進不少利益。當他

利用他獨特的味覺與品評能力，讓他掌控大眾傳媒，炫染紅酒的神奇功效時，

卻突然不明原因地失去嗅覺（受刺激），成為一個病人（罹病）失去嗅覺後，

他無法勝任他的工作，也毀了性欲，成被閹割的廢人。  

  呂之翔的症狀奇特，他到楊傳梓的耳鼻喉科接受診治（罹病治療）。他向

醫生陳述：「我是個廢人」、「鼻子報廢了，嗅覺完全失靈，聞不到任何氣味」。
 治療過程中，楊傳梓醫生始終無法治癒失靈症的障礙（「無效的」疾病診

                                                 
   尤娜、楊廣學：《象徵與敘事：現象學心理治療》（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6），頁 173。 
   施叔青：《微醺彩妝》（臺北：麥田出版社，1999），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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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呂之翔的病情，無法在現代醫學的治療架構中，得到痊癒。最後，他的

嗅覺失靈症甚至轉化成嗅覺失真症，聞到什麼都嫌臭。嗅覺失靈症留給病人，

一個深沉的問號；嗅覺失靈症也成為臺北書寫最鮮明的諷刺，一則城市與身

體、命運的寓言。呂之翔最後來到荒廢的酒廠（以行動消除匱乏），在荒蕪的

廢墟，有了不一樣的覺悟。敗壞的口鼻就如這個城市，沒有一點真實感。荒蕪

就是下一次繁榮的起點，臺北人罹患的疾病，未必只有消極的意義，在絕處才

可能逢生，反而彰顯了更多積極的訓示。   

  小說中暗指，呂之翔是因沉溺酒肆享樂，而喪失靈敏的嗅覺（病的解析）。

不難發現，呂之翔的「無感」與「失覺」，成為施叔青解剖臺北病理學的借喻

表達，「小說發展所謂的另類消費，去變相壓抑、掩飾、昇華島內種種認同危

機及其主體失落問題」。  感官失靈症其實是整個島國喪失精神主體的一個

切片寫真，用變異的「舌頭」，呈現外來╱國族文化引渡橋樑的中止與障礙，

更是對道德沉淪無感無思的一大諷刺。醫病關係在小說中，更成為詭異的鎖鏈

關係。將病人與主治醫生的病況，作了一種巧妙的串連與翻轉。呂之翔的醫生，

也是個憂鬱症病人。楊傳梓過去為了母親，放棄自己的理想（覺察匱乏），嘗

試尋回理想卻未成功（行動）。婚後他嚴重失眠（罹病），也許是壯志未酬，

也許是親人早逝，讓他憂鬱症纏身。中醫師診斷心病造成失眠，「不寐之病位

在心」（疾病診治）。妻子的苦勸、佛教的信仰與中醫的藥引，都不能得到楊

傳梓的信服。他心中認定解憂的良藥，就是「能穿腸」的酒（「無效的」疾病

診治），他長期酗酒，憂鬱症終無好轉。  

  這篇小說不僅是突顯「嗅覺失靈症」的痛苦與失落，更想藉著人體的疾病，

連結感官享樂、西方文明、臺灣後殖民情境與空虛心靈四者交叉的複雜辯證，

以此「隱含對九○年代標舉後現代景觀、沉浸於魔幻聲色享樂的批判」。  

極其諷刺地，楊傳梓沉迷於酒肆之中，正好深陷黃仁與呂之翔連手打造酒國神

話傳奇的魔爪中。呂之翔撰文促銷波爾多紅酒，經過包裝後，「文化工業裡典

型的文化項目不僅是所謂的商品，而且是徹頭徹尾商業化的物品」。  新興

                                                 
   廖炳惠：〈後殖民的憂鬱與失感：施叔青近作中的疾病〉。網路資料下載於 

www.ihp.sinica.edu.tw/~medicine/conference/disease/liaobing.PDF（2006 年 9 月 11 日存取）。 
   劉亮雅：〈後現代，還是後殖民？《微醺彩妝》中的景觀、歷史書寫以及跨國與本土的辯證〉，《中外文學》

33：7（2004），頁 88。 
   阿多諾（Theodor Ludwig Wiesengrund Adorno）著，李紀舍譯：〈文化工業再探〉（“Cultural industry reconsidered”），

收於《文化與社會》（臺北：立緒出版社，2007），頁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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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電子媒體與資訊技術結合後，透過標準化的分配與行銷方式，讓人們趨之若

鶩，人們壟罩在無形的消費氣氛中，「失去消費的主體性，成為被操作的對象」。

 荒謬的是，楊傳梓竟成為酒商廣告最忠貞的支持者，更以實際行動實踐「喝

酒可喝出健康」，成為被操縱的消費者。身陷在巧佈的陷阱：「他們雖然在表

面上不承認，卻意會到只要無法沉溺於空無的官能滿足當中，生活就會變的全

然難以忍受」，仍沉溺在文化工業打造的虛妄謊言。  在《微醺彩妝》中，

透過病人與醫者的鎖鏈關係，徹底深入臺灣製造的經濟奇蹟背後，充滿各式荒

謬的現象。這層鎖鏈關係點明一個事實，也反駁太過天真的想像：醫生如同現

代的上帝，上帝也許可以醫治器質性的病痛，卻救助不了精神淪落的病患。這

樣虛無的時代，淪落的上帝也等待著他人的救援。這是一個連救助者都迷惘的

時代。  

  《微醺彩妝》廣涉引領流行的各種現象，更把疾病書寫帶入都市書寫、社

會批判的範疇。小說最特殊之處，在於揮灑醫學知識，藉此揭開臺灣流行文化

的精神病徵候，利用紅酒、美食、時尚精品搭建都市奇景，探觸國內種種心靈

危機與流行文化、價值混亂的問題。不論楊傳梓或是呂之翔或其他人，都藉著

外在的消費行為，來填補內心的空洞，掩藏精神的空虛。小說呈現文化批判的

態度卻相當曖昧複雜：一方面，對文明社會難以去除的虛華惡習，提出質疑，

犀利地解開消費主義、擬真幻象與物質主義的迷思，剝除了都市文化的表相，

展現人們虛無蒼白的精神生活，有著格外冷靜的反思。另外一方面，卻用著讚

嘆的姿態耽溺極致的品味，對物質的精緻與美感充滿執迷的態度，都讓小說的

價值觀游移在嘲諷與神往，極其曖昧的氛圍中，格外顯得複雜。  

  〈如廁者〉以疾病，精準地勾勒九○年代末臺北人扭曲的精神圖譜。小說

透過陳帶金的身體，烙下鮮明的職場官宦文化：凡是以董事長為尊的辦公室內

的階級文化，再加上酒文化、扒糞文化、性╱別文化在他身上鏤刻的痕跡，演

繹成一篇「病如其人」的疾病文學。小說洋洋灑灑描述諸多病症，「心室混亂」、

「失眠」、「尿酸過多」、「胃潰瘍」、  「戀物癖」、「戀廁症」、「膀胱

炎」、「痔瘡」、「震臠式驚厥」、「管腔狹窄」、「急性腎炎」、「尿閉症」、

「尿路感染」、「自戀型的性格異常的神經病」、「心臟病」、「泌尿性疾病」、

                                                 
   蔣道超：〈消費社會〉，收錄於《關鍵詞》（北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6），頁 659。 
   阿多諾：〈文化工業再探〉，頁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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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腎」，自然得納入蘇珊．宋塔「疾病的隱喻」的譜系來思索疾病的深度意

涵。個體身上的宿疾，竟是都市文化中的一個顯露的符號。統領全公司的老闆

曾因「心室混亂與纖維顫動」呼吸困難而跪倒，「心室混亂」的病癥，無疑與

他商場上開拓疆土的決心及限制（銷售通路無法擴展與回流），有諸多相似之

處。  

  在豪飲放蕩的夜生活下，陳帶金也難逃全身是病的命運。他的五臟內腑早

已敗壞，成為名符其實的病人。他不但長期「失眠」，有「尿酸過多」、「血

糖過高」、「胃潰瘍」、「膀胱炎」、「痔瘡」、「震臠式驚厥」、「管腔狹

窄」、「尿閉症」、「尿路感染」，更有「作找不到廁所的噩夢」與「如廁困

難」的症狀。他身體上的病痛，可說是文化病疴的肉身顯影片。「每當他涕泗

縱橫擠出兩滴「血尿」，忍受「痔漏」的痛苦而不得其解，只好一再地求診心

理醫生」。   

  陳帶金離開落後窮困與缺乏商機或發展的故鄉（覺察匱乏），到都市尋求

出人頭地的機會，以權力鬥爭與監聽系統，一步步爬上總管的職位（行動）。

身為公司一員，陳帶金不但積極參與了資本主義夢幻事業的打造工程，得到眾

多特權的他，更介入企業的操作，參與金蛋股份有限公司整體的生產過程，也

參與了商場文化、酒文化、扒糞文化、扭曲的性╱別文化的推動者。小說細部

勾勒陳帶金以馬桶經濟學家之姿，崛起於職場的過程。他不僅帶頭開創馬桶的

變遷發展，更透過人性化的產品包裝與行銷策略，重新塑造馬桶成為新時代多

功能的必備物件；改變了馬桶與人類接觸的關係，改寫人們的慾望，刷新金蛋

股份有限公司馬桶的銷售奇蹟，成為威風凜凜的大功臣。  

  小說中呈現變化的都市／臺灣，歷經經濟發展後突變的一隅。工業繁榮帶

來繁華的進步、物質的享受與權勢欲望的爭逐，人要成為消費王國的一員，出

賣的不僅是勞力還可能是更多，更可能是自己的良知、職業倫理與品德，甚至

是健康。男性要得到升遷，得貶抑為去勢的陰性；女性要升遷，須卑屈為母獸，

拿肉體交換。小說中的男女關係複製階級化的高低尊卑關係，十分勢利化、金

權化，愛情被性騷擾與性交換所取代，展現的是資本主義高度發展之後，「人

的心靈被空間填充的景象」。  陳帶金以交換原則建立的都市人際網絡，服

                                                 
   張啟疆：《導盲者》（臺北：聯合文學，1997），頁 43。 
   勢利盤算的兩性關係，極近似新感覺派小說所極力描繪的都會景象。張羽：〈中國都市文學與海派文學〉，《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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膺的是資本主義文化邏輯對階級身分與金錢權勢的過度崇拜，「一體化」已成

為一種新的控制形式，以「貶抑化」他人與自己的方式求生存，所有人都忙於

盤算權力與性愛的交換籌碼。他把女性當作男性欲望的承載體，刻意演繹女鞋

╱內急，朱唇╱如廁，女陰╱打靶，母狗╱種馬與性欲望之間必然的關聯。此

外，為了要高升，成為總管享有更高的享受與權力，處事態度與交際手腕都必

須附和統治者的意見。不論從心理學或是生理學或社會學看來，當人淹沒在權

勢欲望的追逐，受盡上司控制與下屬奚落，失去了自己存在的價值時，勢必造

成人的精神上巨大的危機（受刺激或干擾）。他出現了一些心理症狀，一定要

到女廁如廁，更常作噩夢（罹病）。  

  陳帶金到醫院就診（就診），疾病反映內心的心理危機（病的解析）。醫

生從「找不到廁所的夢」發現他有特殊的「戀物癖」與「戀（女）廁症」，而

這一切病症，都與「特助」的「總管」身分所造成的異化心態脫離不了關係。

醫生診斷出他有性別認同的困惑，「你有一種強迫性的心理衝動，你稱之為『公

公情結』，我倒認為是酷似戀物癖的『戀廁症』認同」。  夢境體現願望被

扭曲的殘餘與恐懼，可以從現實生活中，陳帶金被矮化的身分來追索答案。他

在現實生活當中擔任「特助」身分，只是一個奉命行事的軀殼，巨大的董事長

是他的君王、他的領袖。在偉岸強勢的老闆面前，他是喪失自我人格與尊嚴的

佞臣，一個沒有臉的人。去勢的恐懼，直接造成男性欲力的頹萎，他早成為被

閹割的男人、去雄性化的弱勢「女人」。陳帶金的女性認同，凸現了知識份子

在商業經濟上及心理上、生理上的種種糾結，灌注為一種焦灼的病態傾向。在

尷尬處境中，他不但意識到自身的「陰性化」（feminization），他更把女性給

「次等化」、「動物化」，藉以平衡自己失落的尊嚴。男性因恐懼失勢（意）

引發去勢恐懼，陽萎焦慮充斥字裡行間，他的病症，根深蒂固地與資本主義金

權至上的閹割恐懼緊密相連。  

  在佛洛伊德（Sigmund Freud）的精神分析理論中，閹割可說是對男性最

嚴重的懲罰手段。但是閹割恐懼必須放在更適切的臺灣文化中，才能做出更貼

近的解釋。以男性為主體構建的職場文化，向來肯定男性的霸氣與權力，讓被

宰制者存在極大的閹割恐懼。男性的事業版圖與男性雄風之間的頡頏交鋒，一

                                                                                                                                      
灣研究集刊》95（2007），頁 10。 

   張啟疆：《導盲者》，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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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是職場男性自我認同的兩大支柱。陳帶金被矮化的心理創傷無法復原，他躲

到女廁逃避自我質疑與性別認同的難題，深層的恐懼卻如影隨形地不斷坐大，

成為影響日常作息的病態習慣。這些病症出現在他身上，顯示病的背後，既潛

藏著一個人漫長獨特的生活歷史，也刻鏤下環境文化對他身心造成的巨大影

響。若不是病態的症狀，突襲他的生活，他從不曾正視過異化的身體，早已出

現重大的問題。「科技技術」的進展，促使創意馬桶帶來龐大的營業收入，讓

陳帶金等職員的酬庸比過去更豐富。但物質條件增加之後，他們失去了指責的

權炳，同時也失去批判公司文化的力量。他們創造產品，但產生誕生之後，隨

之而來的幸福感消失了，內心卻交雜了衝突的感受。在金蛋公司裡，眾人輕易

地成為順服的情報人員，或是投機分子。職場有它殘酷的遊戲規則，王特助取

代了他的地位，陳帶金降職為清潔組副組長，這原是資本主義運行體制內不變

的淘汰把戲。  

  只有當陳帶金身體出現症狀時，身體以病症呈現潛意識的問題，將實際的

問題凸顯出來時，才引領了超我（super ego）或良心的反思。疾病的存在，正

巧是個當頭棒喝，提醒人不該放棄更良善、美好生活的追求，生活才有改變的

可能性。最後，他竟在如廁聲中，找到了生命的轉機，竟是故鄉為他帶來可能

的希望﹙以行動消除匱乏﹚。整篇小說賦予疾病豐富的啟示。陳帶金誕生於舊

家臭氣熏天的便溝上，小說意有所指地認為故鄉的水聲，可能是救贖與超脫的

方向。陳帶金投靠文明進步的都市文化，就是為了離棄不潔／智障／屎尿的生

之聯想與血緣關係。但故鄉象徵的「水之泉源」，也可能成為解救現代都市人

性廢墟、精神荒蕪的重要妙藥。小說透過病症，表現都市文化的敗壞，具體展

現都市腐化戕害人性的一面。在變異的身心之間，身體利用無語言的方式表達

出特殊的訊息，在醫生和現代醫療體系合力開解的「病之謎」，給予新的提示：

故鄉以單純的生活，抵擋了世俗文化、商業負面勢力的侵蝕力量，反而可能保

全個體源源不絕的生機與完整性。 

  張啟疆〈如廁者〉、黃凡〈紅燈焦慮狂〉與陳映真〈萬商帝君〉都描述畏

懼被公司淘汰的男性，在承受龐大的失業壓力下，顯露脆弱又扭曲的心理病

癥。〈紅燈焦慮狂〉的關懷角度，顯然與陳映真的作品有極大的重疊，同樣關

注被現代化巨輪淘汰的小人物，弱勢者黑暗的心靈。小說以病名標舉篇名，大

有將焦慮症直指為都市人普遍病症的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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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角莫景明是一個上班族，時常遲到，上司把他列入觀察名單，他也開始

陷入焦慮的情緒（覺察匱乏）。他開始計算紅燈的數量，找出遲到的原因（行

動）。當他發現紅燈數量累積到五十時，他崩潰了（罹病）。他猜測公司可能

因此解聘他。他精神失常了，像中邪。當他發生如此反常舉動時，他的妻子沒

送他到醫院去診治，反而怒罵他是個白癡、殘廢。在無法承受的壓力下，他嘶

聲尖叫，衝到外頭去將路上的紅燈一一擊碎（以行動消除匱乏）。  

  這 篇小 說 關 注 的 是 存 在 主 義 哲 學 家 向 來 最 看 重 的 議 題 ： 人 生 的 荒 謬 性

（absurdity）、疏離（estrangment）、空無（nothingness）與焦慮不安（anxiety），

幾個人生最困難的習題。焦慮不安的情緒狀態，更是存在主義十分關注的主

題。哲學家嘗試把焦慮不安跟恐懼的差異，給區分出來：「恐懼是有某種特定

的對象（如恐懼槍彈、恐懼車禍），而焦慮是沒有特定的對象（如怖慄黑暗，

怖慄孤獨）」。  如此說來，恐懼有憑有據，是人類理性的回應；焦慮則有

些反應過度、操煩過多。一般而言，焦慮是人們面對壓力的一種直接的心理反

應，我們很難認定焦慮是一種疾病，但過度的焦慮的確影響生活品質，也是許

多精神病患共有的鮮明病癥。  

  但病人的焦慮與不安，不能全歸於性格所致，莫的崩潰症狀，無疑與時代的

變動有密切的關係（病的解析）。自公司引進高學歷的人才，全盤以西方資本主

義經營模式監督工廠之後，便嚴格要求職員的工作效能與品質，必須符合標準化

的既定模式，無形中帶給職員非常大的壓力。他以毀壞性的行動，證明自己是個

宣戰的戰士。認知扭曲的他，以荒謬的方式表達他的反抗。作者顯然利用他的失

控與崩潰，凸顯資本主義運行模式下被淘汰者可笑又可憐的心理狀態。 

  陳映真的幾篇商業小說，如〈夜行貨車〉、〈雲〉、〈上班族的一日〉都

寫跨國公司裡知識分子的異化狀態，林德旺也成為描述成「西方新經濟殖民制

度，一個頗具代表性的人物典型」。  小說意有所指的認為：病人，不是不

正常的人，卻是「勞苦背重擔的人」；因背負過度沉重的壓力而崩潰。林德旺

的精神疾病，雖非單一因素所觸發，逼使他崩潰的近因，卻是資本主義全球化

趨勢必然上演的淘汰劇情，呈現西化勢力席捲臺灣商業的新殖民政策，早已箭

                                                 
   陳鼓應編：《存在主義》（臺北：台灣商務印書館，1999），頁 22。 
   趙遐秋：〈陳映真小說的蒼生意識〉，收於文訊雜誌社主編《陳映真創作五十週年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集》（臺

北：文訊出版社，2009），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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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弦上，無法停止。  

  林德旺遠離落後的家鄉，希冀功成名就再回鄉（覺察匱乏），進入到跨國

公司工作（行動）。在公司轉型之際，發現到自己能力的不足與困窘，巨大的

衝突讓他舊疾復發（受刺激或干擾）。他陷入低抑的憂鬱暗潮，引發昔日宿疾

（罹病）。發病的他，當面斥喝「跨國商業主義」為萬能財神的資本家與財團

主管，不能強取豪奪（以行動消除匱乏）。他的瘋狂，含藏了深切的指控（病

的解析）。 

  有不少作家注意到臺灣社經結構本身，涉及複雜的貧富與階級差距問題，

但鮮少人像陳映真一樣，針對冷戰架構下的悲劇與資本主義，帶來全球化剝削

的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直接提出尖銳的批判。文學評論家廖咸浩認為：他能把

愛鄉之情與全球視野結合，「從根本處去省思人口的水平移動與垂直移動背後

的根源」，探觸到臺灣當代社會的根本問題。  這篇小說無疑是他觀察移動

現象的一篇重要的代表著作。小說特地安排「莫飛穆公司」大規模佈署的移動

策略，既影響了公司發展的走向，也牽動了林德旺的身心狀態。  

  寫於 1982 年的這篇作品，觸探島內外市場的變動樣貌，描繪令人憂心的

商場文化，以及背後極端依賴跨國資本經濟運作的文化臍帶。臺灣的公司，以

西化的管理與行銷學透過商品包裝，把各種文化當成產品販售，徹底實踐了販

賣慾望、製造欲望與管理需要──資本主義最標準的商品銷售邏輯。劉福金與

陳家齊淡化了西方企業經濟侵略的實質影響，只在乎為公司獲取最大的經濟價

值。而這股狂潮，也將消滅社會主義或國族主義任何思想，把世界各國徹底資

本化。當獨派傾向的劉福今與非獨派的陳家齊聯手打造公司的銷售計畫時，更

清醒地顯示民族主義或是政治黨派傾向已是昨日黃花、過時的信念了，比不上

對「跨國企業總裁」的堅貞忠忱來的獲益良多。  

  為了凸顯跨國公司全球化剝削不斷擴張的恐怖勢力，小說利用林德旺的瘋

狂與妄想，指責資本主義吃人的罪惡與事實。發病時，他精神失常，了悟在職

場中，人的生存之道。「每一個人都明知自己在欺誑著別人和自己－而不去

說破，吃著同類的肉，啃著同類的骨，喝著同類的血」。  林德旺以狂人之

姿，控訴吃人的文化正悄然在公司運行；也把「莫飛穆公司」當成是經濟殖民

                                                 
   廖咸浩：〈中空之人與化外之人──陳映真作品中的全球性移動、反性移動與普世關懷〉，頁 85。 
   陳映真：《萬商帝君，陳映真作品集 4》，頁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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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怕的吃人企業，凸顯他被公司邊緣化的可憐遭遇。  

  好 的 文 學 作 品 除 了 模 仿 現 實 之 外 ， 也 具 有 揭 露 虛 假 意 識 （ false 

consciousness）的價值。這五篇小說，透過疾病，從不同面向質疑資本主義帶

來的只是金碧輝煌的金權利益與浮華慾望，對人的身心卻造成強大的戕害。身

體不適的症狀，不只牽涉到身體上的失調，小說更意有所指的認定：症狀具有

社會學的警戒意義，這些作品藉由書寫疾病，比其他作品更深刻地揭露都市文

化繁複的面向。這些人物，他們處身在一個新舊交雜的文化風潮中，有的進退

維谷，成為跟不上時代的淘汰者、情緒失控的精神病患，例如〈命運之竹〉、

〈紅燈焦慮狂〉與〈萬商帝君〉。有些全面地擁抱新的文化風潮，卻迷失在時

尚極致與物欲權勢的感官追求上，成為各種身體上的隱疾病患，如《微醺彩妝》

的失去嗅覺得媒體工作者；有些作品詳盡闡述都市文化糜爛、墮落的一面，表

面上極其風光，也可能只是一個心靈扭曲、有戀物情結的病患，如〈如廁者〉

的戀廁者。這些人的失常或精神症狀，與他們處身的環境脫離不了關係，更與

環境中的文化內蘊息息相關，這些小說顯現對文化最深度的觀察。  

四、諷刺的美學 

  杜斯妥也夫斯基（Dostoevsky）筆下的聖彼得堡，是誘使人們犯罪的地景，

他以變態心理學建構起都市的面容；喬伊斯（Joyce）寫都柏林，寫出一個時

代的文化面譜，都呈現了豐富的都市文化哲學。  其他的作家書寫城市時，

也勾勒出一個時代的文化圖景。如福樓拜（Flaubert）以諷刺角度呈現資本主

義的罪惡，巴爾札克（Balzac）以社會學與經濟學雙視角凝視法國都會，左拉

則以實驗小說（The Experimental Novel）的形式，遵循遺傳生物學的角度書寫

都市的病灶；卡夫卡（Kafka）以存在主義的關照，寫出都市下導致人心荒蕪

疏離的歷史成因。這些作家都各自以擅長的敘事方式，挖掘文化最深度的內

涵，也讓都市書寫的關懷視野與批判觀點，累積成現代文學最自豪的成就。這

些挖掘都市的角度，幾乎成為後世作家取法的依歸。  

  這些被視為經典的文學，或從文化著手，或從心理描寫切入，或從暴露社

會問題談起，多或少都帶有諷刺的意味。諷刺文學「主要是一種社會性的文

                                                 
   李俊國：〈中國現代都市文學論綱〉，《湖北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0：4（2003），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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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諷刺文類「往往呈現人們的罪行或是缺失」。  在價值混亂的時代，

好像容易誕生出諷刺意味更強的文學。因小說的諷刺性，所產生最大的功能，

就是逼使我們面對這種複雜或矛盾的景況，「當人們失卻常態，糾舉被人們扭

曲的價值」。  在這些作品中，我們看見小說家堂堂成為社會現象的諷刺者，

它們本身關心社會現象的一切，但更關心人物對於這些現象的態度，從而展現

人們失卻常態的病態反映或行為，從中提供糾正的可能性；在形式與表現上，

有時候透過補償性的誇張或壓抑手法，凸顯特殊的效果。 

  文學評論家 Northrop Frye 認為：「諷刺作品都具有明確的批評目標」。  

這些小說不僅揭露了都市生活的扭曲之處，也揭開了現代人的迷思，以及人們

對於金錢、慾望與權位的執迷跟追求。以疾病小說之姿，呈現都市景象與文化

特徵時，也透過特殊的形式與美學策略展現諷刺的立場。文學的形式，亦是有

意義的內容，是意識形態的呈現與反省。本文闡述這些小說如何運用獨特的敘

事形式與諷刺策略，打造出「以病證症」的面貌，藉病直指病灶，批判附著在

資本主義文化習染下促成的性別認同錯亂、發財夢、享樂主義、不切實際等行

徑，讓此類都市文學染上濃厚的道德與批判色彩。其中，〈如廁者〉對主角的

諷刺性最強，尖酸刻薄的嘲弄言語，既機智又尖銳；〈命運之竹〉刻意讓人物

／讀者錯認病／癒的徵狀，諷刺性甚高；〈紅燈焦慮狂〉透過誇張的行動與新

穎的劇場結構，傳達的諷刺性也很強；《微醺彩妝》的諷刺性也不容忽視，低

調的諷刺，串聯起每一個出場的病態人物，效果非常劇烈；〈萬商帝君〉利用

人物的認知與事實產生落差的衝突，獲取近似悲劇效果的諷刺性。  

  1996 年，張啟疆以〈如廁者〉獲得時報文學獎小說首獎的殊榮。小說的

語言機巧犀利，多處運用諷刺的方式，評議都市上班族自甘墮落的普遍文化，

贏得最多關注。一種嶄新的近精神分裂式、自我分析與自瀆囈語的雜混型語

言，精采地展現人們在騷亂、盲動、不安的知覺世界下身心失常的病症詭語，

完整呈現都市的碎裂特質與躁鬱氛圍。小說利用這樣的語言，挑選臭氣熏天的

廁所演繹臺灣怪譚或臺灣奇蹟，刻意不以卑賤為卑賤，對「尿屎書寫」情有獨

鍾。藉著反諷模擬的方式，故意將馬桶論述「神聖化」，後回復「去神聖化」

                                                 
   Arthur Pollard, Satire.（London: Methuen, 1970）.7. 
   Ronald Paulson, The Fictions of Satire.（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Press, 1967﹚.7. 
   Arthur Pollard, Satire.（London: Methuen, 1970）.21. 
   Northrop Frye, Anatomy of Criticism.（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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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度，描述發生在廁所之中，所有骯髒、污穢的上班族醜事；透過特殊的修

辭，以聽覺、嗅覺、視覺與觸覺摹寫廁所的一切感官世界，包括令人咋舌的權

力升遷鬥爭，顛覆過往感官敘事的想像。小說通篇以嘲諷筆調，細部描繪讓人閉

目掩鼻的各種感官刺激，另創奇險之路，切中都市墮落曖昧的社會道德之神髓。 

  施叔認為，此篇作品以躁鬱的語調與邏輯襲擊讀者，見證發生於島國上的

各種奇蹟，絕非浪得虛名：「是什麼樣的社會情緒，使這篇小說的敘事結構，

以跡近沒有目的的文字的褻瀆和暴行，襲擊讀者，震撼讀者」。  施淑指出

「跡近沒有目的的文字的褻瀆和暴行」，點出了小說寫作的重要策略，刻意以

去教條化的言說方式，以獻醜為美，展示一個被欲望襲擊吞沒下的辦公大樓之

都市奇景。小說以刻意躁鬱化的文字，點出了文字背後那個主控的躁鬱文化與

權力結構的龐雜性，正以潛意識的方式危及人們的健康，摧毀人們對美善價值

的信念，反易收震懾奇效。敘事者語帶嘲諷質疑陳帶金的作為，病症的安排，

更成為一個噤聲的訓斥與警戒，表達的深意呼之欲出：要從一個全面異化的社

會中脫離，只能離開，或對現存的墮落文化展開反抗。經歷問診過程、身心巨

變與省思自剖的陳帶金，或許能對自己的未來，做出不一樣的思考。 

  小說著力描寫熱鬧現代化的現代城市，就如競技場一樣，性愛的交易、粗

俗的遊藝充斥其中；透過陌生化的角度，呈現都市光怪陸離荒腔走板的景象，

刻意利用見怪不怪的敘事方式呈現出來。〈如廁者〉的思想主旨，巧妙地透過

內部聚焦（external focal）的位置展現出來。這篇小說，不像一般都市文學不

斷強調外部場域的寫實，反而為了表現人物的心理狀態，刻意挑選了「人物-

聚焦」的方式傳達事件的始末。  本文的聚焦者，多依附在人物陳帶金身上，

以人物-聚焦的方式呈現陳帶金眼中龍蛇雜處、人欲橫流的公司文化，傳達出

世故、老練且機關算盡的商業鬥爭，從公司、酒店、餐廳與廁所幾個場景，入

木三分的凸顯都市叢林爾虞我詐、明爭暗鬥的人事糾葛。 

  這篇小說善於利用故事外敘述者（extradiegetic）與異故事（heterodiegetic）

的敘述者，以及內聚焦（internal focal）的方式，成功傳達出在商業打轉多年

的謀士，隱密複雜的心境。  外敘述者＆異敘述者的敘述者，功能近於第三

                                                 
   施淑：〈福爾摩啥頌歌－《如廁者》的評審意見〉，《導盲者》（臺北：聯合文學，1997），頁 159。 
   聚焦（focalization）當然涉及的不只是視覺問題，更由視覺拓展到認知、情感及意識型態的內容。故事被呈現

出來是通過 prism 角度、perspective 視角、angle of vision 視角的仲介作用所完成，而此仲介作用叫做聚焦。 
Rimmon-Kenan, Shlomith. Narrative Fiction: Contemporary Poetic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83）.pp.71. 

   敘述者是講述故事、引導情節的人，外敘述者是指外部層次敘述者；異敘述者，是指不參與故事的敘事者。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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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稱局限性的敘述者，成功展現了臧否人物最強烈的好惡態度。這些諷刺的言

論與鄙視的態度，卻顯出矛盾的態度：一方面強烈批判陳帶金自甘墮落的舉

止，另一方面，更透過低級的模仿，將人「類比」成更低等原始的動物。陳帶

金甚至想以「此器純供洩欲用，不准小便」的紙條來羞辱女性，他認為「她們

瞧不起種馬，自己卻經常扮演母狗的角色。」  既呈現陳帶金看輕商場男女

最虛偽、墮落、狡詐、世俗、虛榮、勢利、市儈與縱慾的一面，也對陳帶金在

內的人員群體效忠的行為或文化，進行不留情的挖苦、嘲弄。小說家成為諷刺

家，透過冷嘲熱諷的技巧，直接貶抑了諷刺的對象，達到刺惡的目地。作者藉

用敘事者批判陳帶金，作為商場文化權力集團的一員，不論他是「董事長特助」

或「公公」、「大內總管」、「巡撫」，都曾是共犯集團的既得利益者。當他

失勢時，敘事者也收起了批判的力道，轉而描述他最不堪的處境。當他從權力

核心跌落到被支配階級，成為清潔組的副組長時，他失去了權力，卻不可能逃

離棘手的疾病。小說中安排最大的諷刺性，莫過於此。敘事者不斷給予陳帶金

許多反諷的讚美、羞辱的激賞，這些曖昧的態度，深入地描繪叱吒風雲的人物，

在邁入現代化商場中墮落與變異的過程。而這些辛辣的揶揄與誇張的嘲諷，正

是對知識份子自甘墮落舉止最深刻的質疑。  

  小說將道德墮落者，同時塑造成可憐復可悲的病患，也透過嚴密的「病歷

小說」的敘事結構，持續凝聚無處不在的諷刺性。作者巧妙地設計，病人陳帶

金在心理醫生的診療間，透過一問一答的對話，丟出一個最大的提問，一個最

有力量的破題：「知道我為什麼來找你」、「因為我離不開那個夢境」。  

一個在公司內呼風喚雨的權貴人士，卻患上「內急卻找不到廁所的噩夢」的隱

疾，明快地點出病患最困擾的病徵。小說的結構，透過先公佈病徵／結果的方

式，再探索病源／原因的佈局，顛倒了時序前後，以倒敘交代了陳帶金在公司

升遷又降職的所有歷程。  

  其中，醫病二人的對話，成為「解開疾病之謎」的引子，也成為形式結構

的必要組成。我們探索〈如廁者〉這篇小說的美學價值時，除了注意它有誇張

強烈的諷刺性之外，也有炫奇的都市臨摹；有商場文化的深度展露，以及精彩

                                                                                                                                      
振盛：《敘事學》，頁 30、33。 

   張啟疆：《導盲者》，頁 32。 
   張啟疆：《導盲者》，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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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的心理分析，更有嚴整的病歷小說結構。整篇小說透過病患的自訴，揭開

了序幕，也將情節走向預擬為「主角求助，欲尋找失去的健康」，一個偏斜、

失衡的位置上。病患惡夢的產生，無疑與複雜扭曲的都市文化有關，展現人被

環境文化異化的可怕力量，最終停留在醫生的分析與病人的自省中，結束整篇

小說。這篇小說，透過辛辣地嘲諷，批判商業大樓已成為墮落的淵藪，將公司

做為展演都市文化最佳的地點，以展覽館的方式呈現光怪陸離的種種現象。病

患與精神科醫師醫病對答的方式，既解開了疾病之謎，同時也進行了一場「資

本主義病灶」的巡禮體檢，讓讀者見證「資本主義幻夢破碎」的完整過程。  

  黃凡在〈命運之竹〉中，充分利用創傷症候群引起的「遺忘症」之諷刺性，

凸顯都市的荒謬。小說利用母子對照，呈現一種強烈的諷刺性。以精彩的諷刺

性，清楚地勾勒出一張鮮明的臺北人的面孔。以梁先生為敘事者，利用故事內

與同故事的敘事方式，陳述他的觀察與感懷。梁先生娓娓喟嘆，也慢慢認同了

母親，顯然，夢想發財的病症，已成為眾人的病症。作者刻意透過「以病寫人」

的手法，讓人物／讀者錯認病／癒的徵狀，達到諷刺與警世的目的。梁先生從

母親口中，錯認母親已痊癒。實際上，這些看似不同的話語與行動，只是再次

證明梁媽媽依舊是個活在過去、無法正視現況的病人。故事就此終結，再次串

連起十幾年前引發精神疾病的重大刺激，凝聚成一個畢生重複的最大諷刺：一

個發財夢，奪走了一個人可能繁華的一生。小說透過精簡的語言，也把疾病的

意義，做了更深刻的闡述。  

  有學者認為，都市小說可說是臺灣現代主義文學過度到後現代主義文學的

重要作品，反映的是後現代主義的文化徵象，是接續現代主義到後現代主義的

重要界碑；而黃凡的多篇都市作品，正好成為紀錄臺灣文學此段重要歷史的最

佳論證。  黃凡 1981 年完成的小說〈紅燈焦慮狂〉，同時兼具現代主義與後

現代主義文學的特色，似可當成是過渡時期的一個例證。它曾被選入《黃凡後

現代小說選》，顯然，文壇上除關注這篇小說具有濃厚的都市小說特色之外，

也沒遺忘它具有濃厚的後現代特質。  

  〈紅燈焦慮狂〉最受矚目的部分在於，它是一篇混合了小說與戲劇兩種體

裁的作品。兩種文體並置其間，乍看是突梯的安排，事實上也有相互辯證的關

                                                 
   王國安：《台灣後現代小說的發展－從黃凡、平路、林燿德與張大春為文本觀察》（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研

究所博論文，2008），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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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小說與戲劇串聯成一個有機的組成體，產生不可預期卻錯落的張力。戲劇

體的存在，製造了最大的諷刺的效果，它把原來「散文體」言說的本事，演繹

成一場「生活實境劇」，正把原有的東西，變成「展演」的型態，藉此引出重

要的諷刺意義。  

  作品開頭運用小說的敘事方式，透過故事內與同故事、類似於第一人稱的

敘事者，介紹了 54 歲的上班族莫景明的生命歷史。介紹生命歷史後，敘述形

式改以劇本登場，在文本內巧妙設計了雙重的框架與敘事層次。在「小說框架」

後，巧妙地連接「戲劇框架」。「戲劇框架」的存在意義，猶如破框的符碼，

以破框的方式，一一說明小說中相關人物的身分，以戲劇「劇中人」現身演示。

此處穿插劇本的形式，具備了近似於後設（meta）文本自我破框的特質，賦予

故事新奇的生命與效果，更強化了主角「危機人生」的諷刺性與荒謬感。  

  開頭莫景明以自述的方式，透露「時不我予」的怨嘆。銜接於後的五幕戲

劇，皆以細節性的情景，集中「展演」莫景明在公司或家庭受到責備、批評或

責備的邊緣處境。這篇作品以小說與戲劇混合的形式，成功演繹了莫景明高壓

爆發的心理狀態，直搗現代社會下爆裂崩潰的失控情緒。兩種不同的敘事形式

各有不同的效應，小說敘事強調講述（ tell），將莫景明的心裡感受做最清楚

地說明與評斷：「我的精力已經完全消耗再現實的夢境裡。年輕時，我的精力

大多耗費在『為什麼我們養不出孩子』這個問題上，年老時耗費在『你能順利

退休嗎』這件事上」。  戲劇敘事強調展演（show），以戲劇對話與科白的形

式再現莫景明的生活樣貌，戲劇形式的展演，製造了更逼真、同時也更虛幻的

矛盾情境。說它更為逼真，因戲劇本是一種戴上面具的扮妝演出；說它更為虛

幻，是因戲劇的重新演繹，反而凸顯出了這篇作品的人工性與再造性。例如第

四幕的家庭鬥嘴戲，劇本上寫著：「雲：（像對著一個虛構的人說話）最好能

一下送你上西天……我不能忍受和一個殘廢……一個白癡共同生活……」。  

其中提到「像對著一個虛構的人說話」很明顯地凸顯了人物（包括作品）的虛

構性與虛假性，將文學作品紙上世界的非現實性給強化了；利用（美雲動作）

提示詞，顯露出虛構作品後製的痕跡，刺穿了「虛構作品」企圖偷渡到「真實

世界」隱藏不宣的關係，凸顯後設作品的本質：對小說語言、形式及書寫／扮

                                                 
   黃凡：〈紅燈焦慮狂〉，《大時代》（臺北：時報文化出版社，1982），頁 208。 
   黃凡：〈紅燈焦慮狂〉，頁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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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過程具有高度的自我指設性（self-reflexivity）；刻意利用戲劇的形式，打破

前文小說敘述，所刻意搭建的故事框架，打破現實和虛幻之間的藩籬。  

  黃凡一手建造的小說世界，以一個公司與一個小家庭的顯影，捕捉到一種

現世的氛圍、荒蕪的景況。正因異質元素的結合，擴展了文本詮釋的層次與厚

度，也大大地拓展了小說版圖與疆界；對小人物的職業或婚姻，難逃資本主義

「標準化制度」的牢籠，或是中年危機與生存焦慮，都有強大的諷刺性。這篇

作品透過戲劇的「演出」與「解構」，諷刺現代都市裡的上班族，人生就像早

寫好的劇本一般，排演著被操控的戲碼。人生是一齣荒謬劇，以戲劇的突梯，

凸顯存在本身的荒謬性。這篇作品嘗試把小說與戲劇兩種文體鎔鑄在一起，雖

具後現代異質雜揉的傾向，但全文壟罩著悲觀、焦慮與病態的氣息，不斷強化

個人的存在始終不脫孤絕與崩潰的處境，諷刺意涵明顯。相較之下，這則帶有

反現代化體制企圖的抑鬱輓歌，更具有現代主義式自省孤絕的濃厚氣味。  

  《微醺彩妝》最特殊之處，在於利用病人的形象，探索臺灣文化的徵候。

作者利用以人帶事的方式，引介多位重要人物的塑像；利用多重故事線，網狀

連結的方式展開敘事，循序漸進敷陳六位男士（呂之翔、楊傳梓、王宏文、唐

仁、洪久昌、邱朝川）與多位女性（米亞、羅莉塔、葉香）的傳奇遭遇，再從

人物的故事，串連起象徵的抽象圖騰，連結全球性消費文化或本土文化的印

記，加入各自執迷的拜物教（政治、經濟、養生、時尚與金權），搭配都市必

須的物件紅酒、美食、時尚精品，完成都市的美容造型，凸顯島內最深重的認

同危機與失根病灶。  

  施叔青仿巴爾札克觀照巴黎的角度，以城市的性質，串聯起都市人的命

運。不但針對臺北社會做出近於史料學的探究，更把社會風行的現象當成社會

學的分析範疇，企圖穿插多則新聞的編輯，對臺北的政治經濟學做出全面的考

察，頗具深意。小說卻採取獨特的拼湊方式，刻意將外交歷史、醫學論述、養

身祕訣、會議資料、廣告、新聞、軼聞、偏方、小道消息與歷史資料拼裝起來，

拼湊成一個豐富的資訊大全，以此建構小說人物活存的空間與地域性。從官方

檔案資料到私人論述，從學術權威的論述到商業鉅子的謊言，各式繁複的傳媒

資訊建構起都市最真實的面容－最虛假的身世。一個以資訊建構的都市，於

焉產生。《微醺彩妝》分明就是一則打造紅酒傳奇的〈臺灣奇蹟〉，其中，權

力和宰制與牽制力量是複雜多樣的，不再能簡單化約成階級與權位的壓迫。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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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真實與虛構邊緣的多項「臺灣奇蹟」，誇示臺灣經濟力量的爆破力，顯示

一種極其瘋狂興奮的氛圍，圖謀與全球商業中心接軌，「歪寫」展現臺灣既矛

盾又特殊的地位。施淑青認真並置重疊現代趨勢大師的未來寓言、文化動態、

財經版新聞與時尚翦影，顯然運用了後現代最擅用的「異質材料」之組合，以

「博議」姿態，多重文本的拼貼或混合，宣示了一種猖狂、熱鬧非凡的文體，

突破臺灣邊緣位置的困境。   

  施淑青利用「博議」手法，利用這些實事材料，以並置或交叉方式構成都

市活絡又空虛矛盾不已的生活景象，形成反諷意味。呂之翔作為主要諷刺的人

物，小說詳盡地溯他的發跡史與生病歷程，從籍籍無名到叱吒風雲，從失去嗅

覺到體悟空虛，以病人的歷史串聯了臺灣的文化病灶。批判的力道雖不算張

揚，仍以廢墟直指臺北城的真實名姓與機體血肉，低調的諷刺更具有反思性。 

  陳映真企圖在〈萬商帝君〉中，透過瑣碎煩雜又學術化的企管術語，如實

搭建了一個瞭望全球化商機的企業世界；又刻意以富有詩意、感人肺腑的美

文，對現代崇高又冰冷的工商業大樓與商業行徑，進行最直接的反抗。全文交

雜著詩意與理性思辨的思想、語言及文體，建構起陳映真獨特的文字世界，體

現了他對臺灣都市文化深度的體察，更關心那些從農村艱辛成長的個體，「在

富裕社會淪落為被離棄之『物』的異化體驗與痛苦經歷」。   

  作者首先利用林德旺無以克制的囈語與病魔，交代他與陳家齊、他與公

司、他與姊姊、他與家人、他與城市或他與鄉土之間巨大的衝突，也讓個人悲

劇的誕生，找到了特定的歷史環境與病灶；因內容深刻，也讓這篇作品成為刻

劃臺灣數十年經濟變化，最重要的小說之一。這篇作品針對臺灣極其繁複的政

經面向，第三世界經濟體系的運作、全球化工業的佈局、大眾文化消費市場的

行銷、瓦解的民族意識等衝突，都有深入的探索。小說將這些衝突的引爆點，

全部安置在林德旺身上。藉由這個鮮明的人物原型，在夢想與現實中拉扯，在

荒蕪的河床上作著自憐自瀆噩夢的青年，「繼續成為陳映真晚期小說中的靈魂

人物」。  透過他的心理衝突與精神病灶，突顯社會經濟轉型時期，找不到

生命價值的悲哀。面對這位悲劇人物，作者顯然多了些矛盾的態度，既諷刺他，

                                                 
   博議（bricolage）指在異質材料或現成文章中，經過「引用」摘取部分文字後，加以拼貼或混合。賀淑瑋：〈拼

貼後現代：小說〉，《中外文學》23：11（1995），頁 56-58。 
   黎湘萍：《臺灣的憂鬱》（北京：三聯書店，1994），頁 144。 
   李歐梵：〈小序「論陳映真」〉收於《陳映真作品集》14 卷（臺北：人間出版社，1988），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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憐憫他，又不免惋惜他的痛苦與命運。  

  小說巧妙安插兩條敘事支線，來凸顯小人物林德旺可悲復可嘆的內心衝

突，卻也從華盛頓大廈的轉型，建構起臺灣八○年代初期從民族主義走向資本

主義的歷史軌跡。兩條敘事支線，一條關注林德旺的工作狀態與發病歷程，從

序幕、開端、發展、高潮、結局延伸到尾聲，關注林德旺的病情越發嚴重，最

後落得病重又失業的悲慘局面。一條敘事支線以劉福金與陳家齊二人為主，二

人化解了瑜亮衝突，以合作締造臺灣商業奇蹟。最後雙線在六章「彼得．杜拉

卡」匯合，已瘋狂的林德旺以「萬聖帝君」身分現身，鬼神的喬裝顯示了不被

理解的狂人密語，透過裝神弄鬼「突梯荒謬」的情節，卻對貫徹「資本主義」

跨國企業行銷組織提出強大的質疑，彰顯弱勢職員最頑強的抗爭、最無力的反

擊。  

  在最後一個章節，陳映真選擇利用劉福金的手札，披露了一些重要的訊

息。這個小節是利用同故事（homo-diegetic）與故事內（intra- diegetic）的敘

述者—由劉福金來完成陳述。  作者把劉福金，作為一個全程的參與者與旁

觀者。顯然，他比外省籍的陳家齊，更能凸顯出華盛頓大樓底下，內部長存的

矛盾與衝突。敘事者同時兼有敘事者與人物雙重身分，既承擔敘事任務，又可

在講述的情境中與其他人物進行交流的功能，是一個「參與故事程度最高，最

令讀者感到真實可信、栩栩如生的策略選擇」。  劉福金承擔敘事責任，顯

然具有多重效用。其一，顯示一個空降的外來者在短期之內，對於臺灣公司與

跨國企業交流的經驗與反思。一個最擅於行銷的操作者，怎麼利用大眾傳媒的

方式傳銷文化的鄉土與記憶的圖騰，以文化工業型塑的企業的文化、商品的形

象，將資本邏輯全面滲透到鄉土情懷、集體無意識、華人世界的烏扥邦慾望。

透過物質交換方式，以出產、行銷、購買、消費的環節，把商品價值轉換成象

徵進步與現代的符碼及替代品。陳映真故意透過對劉福金等企業管理人士的批

評，將其中的勾結、投機心理與繁複的操作手法以極其戲劇化的方式呈顯出

來，並探索無遠弗屆的大眾傳播與商業勢力，正是造成國族／鄉土情感消逝毀

滅最可怕的力量。其二，顯示他在多位「世界管理者」的演講激勵下，心悅誠

                                                 
   同敘事者利用敘述自己目睹參與或經歷的故事，並處身在所陳述的故事之內，成為其中的人物；內敘事者則現

身在自己陳述的故事中。翁振盛：《敘事學》，頁 30、33。 
   譚君強：《敘事學導論》(北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頁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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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成為跨國經濟體的一員，覺得自己「應該」從臺灣人變成國際人，拋下狹窄

的民族主義與政治傾向、黨派認同，自滿於成為一個新的、聰明的、菁英的「全

球市場管理人」。其三，更重要的意義，也許在於作者利用劉福金的日誌，保

留了劉福金對瘋狂林德旺最直接的感觸。他記起林是公司的一個小人物，被驅

離出場時，口喊「我是萬商帝君」，寫著「Manager」，以憤怒、惶恐、清冷

目光注視眾人的眼神，以反現代性／宗教的／迷信的／突兀的／神聖的／虔誠

的神明圖騰，對嚴密的、不正義的權力結構進行反抗，斥責從商者早已遺忘的

道德良知：「你們四海通商，不得壞人風俗，誆人財貨喂……」。  小說把

這個突兀且鮮明的印象，作為商業日誌的結尾，以此呈現臺灣經濟社會的矛盾

與形態；第三世界的菁英，賣命地為第一世界的資本家開拓全球化版圖的抉

擇，竟可能犧牲了低下階層的子民，做了最強烈的諷刺。 

  這個結尾，引導讀者從狂妄的劉福金口中，進入了悲劇性諷刺的情境；以

林德旺尖銳的話語一一刺穿跨國企業「吃人」的本質。這篇小說的諷刺性，一

開始是指向劉福金，後來是指向包括陳家齊在內的所有來自於第一或第三世界

的企管菁英，也靜默無聲地指向林德旺。林若不曾錯誤評估自己的能力，妄想

獲取經理的統馭職銜，或是擁有更好的英文能力與企管學識，他就不會把自己

逼入到崩潰的尷尬處境，也不會與公司產生衝突的對立。但這篇作品的諷刺立

場是複雜的，它既肯定管理階級陳家齊的實力與遠見，卻也質疑他從「昔日愛

國理想主義者」到認同企管大師 Peter Drucker「質疑盲目民族主義者」擁商市

儈的重利立場。它既同情被管理階級林德旺處於邊緣人的處境，卻也不免諷刺

他是社會轉型中，目光短淺，毫無力氣、絕望、憂鬱、自我厭棄、百無聊賴的

人，「對於逼近來的新生事物欲振乏力的虛無的人」。  當林德旺以最草根

也最神聖的形式－裝神弄鬼進行反抗時，他堅持的訴求，在上司陳家齊的斥

責聲中噤聲；顯見組織團隊的壓迫性管理變得「愈是理性、具生產性、技術性

與全面性」，就愈難以想像被治理的個人，如何能打破奴役的狀態，奪取自身

的反抗，對工業社會的意識形態做了最深入的剖析。 51  他無法從經濟殖民的

結構脫身，最後，連僅有的批判聲音都被剝奪。但是，他的瘋狂舉止與訴求，

                                                 
   陳映真：《萬商帝君，陳映真作品集 4》，頁 177。 
   此處挪用陳映真評論契科夫（Антон Павлович Чехов）觀點，本文認為作者以社會轉型時期，知識分子常有的

那種憂鬱蒼白的特質，來形塑林德旺的形象，賦予悲劇性。陳映真：《萬商帝君，陳映真作品集 4》，頁 9。 
 51   參佐馬庫色（Herbert Marcuse），劉繼譯：《單向度的人》（One-Dimensional Man.）（臺北：桂冠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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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也裂解了劉福金等人對於「全球市場管理人」那麼引以自豪的驕傲與堅定態

度，讓大家看見華盛頓大樓邁入全球現代化的潮流，被壓迫的子民所受到的精

神傷害與後遺症，竟是連宗教的大愛都無法撫慰的荒蕪境地。  

  作者選擇了張揚與低抑不同的手法，諷刺華盛頓大廈的人物。敘事者毫不

保留地嘲弄劉福金的理念，卻溫煦地透過林德旺的徵狀，低抑地達到悲劇諷世

的目的。小說精采地透過一個失常病人－林德旺的瘋狂與病症，呈現小人物

無法保持尊嚴的悲劇；既不迴避現實的苦境，也不輕易用宗教救贖或虛浮的樂

觀，來解決藝術或非藝術的問題。這樣的敘事手法，是透過悲劇的感染力，將

「感性的哀傷轉為理性的諦視」；巧妙地把他個人的憂傷，轉化關注到國家民

族的憂患意識，從社會悲劇中體認到人的異化性，昭見其透徹的洞悉。 52  而

這悲劇的格局，具有諷刺性，也成為陳映真小說中重要的美學特徵，在精神上

或許與五四文學哀時傷世那些憂患的悲感是相通的。  

  總結以上所述，我們發現這些小說詳細地刻劃能指（signifier）的症狀，

但在能指的症狀與所指（signified）的疾因與隱喻之間，紛紛指向了臺北帶來

的創傷，對影響身心甚鉅的資本主義文化有深層的諷刺，而諷刺作為手段，意

在造成深度的反省。諷刺文學表現的不是單一或特殊的事件，而是反映「一般

人的典型狀態」，唯有如此才具有代表性。 53  這些小說作品以諷刺手法，展

現都市之中，服膺於資本主義生存邏輯眾生的面貌，同時也揭開被人們扭曲的

價值。在這些作品中，我們看見小說家透過病人，強烈地諷刺他們的作為與選

擇，這些病態的反映，只為了從中提供改造的可能性。在形式上，他們嘗試進

行最大的實驗，可能利用誇張或者是壓抑手法，來凸顯特殊的效果。五篇作品

中，疾病敘事提供不同的功能，這些小說不僅揭露了都市生活扭曲的樣態，也

揭開了現代人的迷思，對於金錢與權位過度的執迷帶來的身心痛苦，有深刻的

認識與細部的探勘。這些小說運用辛辣的機智，或採低級模仿或文體混雜的形

式，運用各種敘事策略呈現批評的態度，糾正偏斜的文化風氣，無疑具有重要

的價值。  

                                                 
 52   黃繼持：《魯迅．陳映真．朱光潛》（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頁 125。 
 53   Ellen D. Leyburn, Satiric Allegory﹕Mirror of Man.（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56）.p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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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疾病的社會性研究，一直是社會學特別關注的焦點。不少文化評論家關注

到，有些非生物性的因素，直接影響很多個體疾病的生發與惡化，此類疾病的

治療方式，挑戰傳統生物學的治療模式，需關注疾病更複雜的社會性意涵。我

們重新關注人的身心狀況，早透露了複雜的社會訊息與文化符碼，更能專注於

探尋身體狀況與社會文化間的關係研究。這五篇小說中，作者皆透過疾病的描

寫與建構，深刻地揭露資本主義下的消費文化、商業文化與金錢的影響性，早

凌駕國族認同的議題，成為新的控制力量。這些疾病書寫，為都市書寫與臺北

論述提供了特殊的視野。  

  八○年代以來，我們看見臺灣都市的面貌正在改變當中。人們的生活，不

再只受到政治或歷史包袱所牽制，轉而承受商業買賣與資本主義文化更強勢的

影響，商業主義與金權主義成為新的控制力量。我們發現，這些詳盡描繪臺北

意象與都市文化的小說，除刻劃繁華的市景與特殊的空間、意象之外，更刨開

現代都市不可忽略的可怕病灶。它們藉由諷刺性的疾病書寫，企圖挖開病源，

諷刺都市人的病態生活，早為人們帶來巨大的災害。  

  這些描繪都市生活的作家，在表現都市時，不僅凸顯出都市地景、意象與

圖騰，更關注人與物質基礎的仰賴狀態或異化關係；更把人當成都市最重要的

景觀，從身體病理學的角度，來探索人類盲目進行的各種資本主義的活動，在

生產與消費的過程中，凸顯內心最細微的心理書寫，張顯都市人多重異化的狀

態：人與商品異化、與生產活動異化、與家人或工作夥伴及社會疏離、與自己

的身體／感受異化與失常的深切感受，呈現現代社會的病態體質。本文總結這

些小說的貢獻，認為這些文學開展了都市文學的既有面貌，做了更大的創新﹔

透過四個面向，來呈現臺北的都市風貌：其一、透過西方知識或資訊主宰的後

工業社會、跨國企業或資訊社會的形象刻畫臺北。其二、呈現農村漸趨沒落、

農田漸漸消失，從鄉村遷移到都市的板塊異動現象。其三、呈現文化工業主控

消費的瘋狂狀態。其四，呈現產業標準化與模式化的控管模式，將生產工具徹

底去人性化的空間場域。這些小說以犀利的角度，觀察臺灣社會三十年來的變

遷，開展出臺灣社會異於其他現代都市的特殊景況，建構了屬於臺北在後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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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複雜的文化與獨特面貌。  

  這些小說適切地利用疾病，比其他作品，更深刻地揭露都市文化的罪惡和

難以根治的病灶。小說中塑造了許多人物，他們處身在現代化社會新的制度與

風潮中，有的進退維谷，成為跟不上時代的淘汰者、失控的精神病患，〈命運

之竹〉、〈紅燈焦慮狂〉與〈萬商帝君〉的人物，他們借病抵抗或無法抵抗的，

不再是宗法與封建制度，而是力量龐大的資本主義與西化重商媚俗的體制。有

些全面地擁抱感官文化，卻迷失在極致的慾望追求，成為畸變的病患，如《微

醺彩妝》嗅覺失靈的病患，〈如廁者〉裡的戀廁的病人。這些人的失常或精神

症狀，都與他們處身的都市與資本主義文化脫離不了關係，小說對此傳達強烈

的質疑與批判。這些小說留下更強烈的諷刺性在於這些心因性症狀，難以透過

現代醫學的診治，而得到痊癒。  

  這些作品透過疾病的建構、病況的解析，犀利地表現都市的另一付臉孔：

在都市繁華外層底下，最病態混亂的面貌。這些小說，從三個面向體現資本主

義文化的觀察，其一、建構了臺灣社會從農耕時期，邁入消費都市時代的歷史

軌跡，如〈萬商帝君〉與〈命運之竹〉。其二、表露資本主義帶來異化的影響，

徹底扭曲人性，如〈如廁者〉與《微醺彩妝》。其三、以反現代性的角度，質

疑都市文明帶來的不見得是進步，更可能是剝奪人性、製造壓力的恐怖時代，

如〈紅燈焦慮狂〉。這些小說都藉由疾病的發生，重新檢討病因，將疾病本身

當成消費都市必有的症狀。這些小說從病癥，以此建構了臺灣景致與臺北意

象；以諷刺的美學，帶給我們耳目一新的感受，探討了台灣積習已久的問題。

國人早丟失傳統的文化，全面擁抱西方的商業文化與資本主義，但這些仰賴文

化複製或媚俗的通俗文化，也難成為國人的精神支柱，實為臺灣文化主體消亡

與殞落的危機，提出針砭的回擊。 

  本文肯定這些疾病書寫的積極價值，在強調功利主義的社會中，能採取諷

刺的手法，塑造審美的距離，藉以穿透權力的遊戲、慾望的疆界與身體的迷思，

重新捍衛了人文主義最重要的精神。這些作品的價值，顯示對扭曲發展的人格

與身心疾病投以最深切的關懷；並針對人們應該如何保全自己的身體、尊嚴與

價值，提出了許多觀點，在這個騷亂的年代與躁鬱的國度，特別引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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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age of Taipei and The 
Aesthetics of Irony：An Inquiry into 
The Human in The Disease Writing 

Tang, Yu-Li ∗ 

【Abstract】  

  Disease Writing has attracted ample attention in recent Taiwan. Writers such 

as Huang Fan, Chen Ying-chen, Shih Shu-ching and Chang Qi-jiang are distinctive 

in that they all attempt to elaborate a unique outlook of Taipei city in terms of 

illness and body alienation. Because of their writing, disease has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elements of the Taipei narratives. Irony abounds in the writing 

because the representation of bodily diseases not only exposes the darkest and the 

most morbid  underside of the bustling urban lives, but points to the mammon 

culture of  capitalism as the source of disease.  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kind of novel in three parts. Part One, titled “ The Image 

of Taipei: Landscape, Things and Images,” studies the image and memory of 

Taipei city. Part Two, “The Meaning of Disease and the Patient: Symptoms of 

Capitalism as Cultural Disease”, elaborates the relevance urban culture to disease. 

The last part concludes with an “aesthetics of irony,” in which the achievement 

this particular kind of urban literature is assesed in the context of narratology and 

theory of novel. It provides a symptomatic reading of Taipei discourse and an 

overall evaluation of its cultural meaning. 
 

Key words: the image of Taipei disease writing ir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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