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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衛文類的歷史軌跡： 

反思「台灣後現代小說」的西方 

根源與在地實踐 

林運鴻∗ 

【提要】 

從 1980 年代開始出現的「台灣後現代小說」，有其多變豐富的

面貌，可說是本土後現代文化中，相當有代表性的一個側面。在本

文中，首先追溯後現代主義概念在歐美世界的早期起源，並且探究

在高度工業化、全球化、資訊化的當代世界中，後現代文化的社會

性格。而在本土的脈絡中，我們則是能看到，除了全球資本主義引

起的社會變遷，台灣的後現代文化其實也是長程殖民歷史的產物。

除了歷史社會背景外，本文也試著進一步去界定台灣後現代小說中

的主要四種文類，以及該文類的主要形式特徵。本文的觀點是，儘

管後現代主義有其西方性格，但是在移植到本土世界後，「台灣的」

後現代小說其實充滿在地色彩，同時銘刻了資本主義現代性與多重

殖民歷史的軌跡。 
 

關鍵詞：後現代主義 台灣後現代小說 台灣文學 跨國資本主義 

後殖民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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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後現代主義的語源 

在當代知識變遷中占據了有不只是一席之地的「後現代主義」

（postmodernism）思潮，當然是對於西方啟蒙傳統血脈的一種反響

與回應，也是對於曾經強力地引導了這兩百年來人類社會的世俗理

性、現代性、科學認識論等原則的修正或是反駁。不過，在某種意義，

「後現代主義」與其說是西方現代性之「反對」，更不如說，是現代

性的高度發展或是延續。我們如今生存的當代人類社會的某些總體趨

勢，例如全球化、知識經濟、新自由主義、更加發展的監控技術、民

族國家對暴力的全面壟斷……等等技術條件或是組織原則，其實早在

現代性中有跡可循，而不完全是從「後現代斷裂」的真空中一躍而出。

1相同地，不只是在社會組織的層面，對於身處學院的人們來說，正

是因為今日全球化的知識生產已經不可避免的趨同、標準化、西方

化，2這也使得我們無法天真地固守純粹的本土性格。必須坦白承認，

在學術全球化的過程中，原本屬於「西方」的後現代主義思潮，同樣

已經成為我們的本土知識運作中，無法忽略的基本思想元素，並且很

大程度地影響我們的文化思考甚至是政治視野。  

按照 Perry Anderson 的說法，最早使用「後現代主義」這個概念的是 20

世紀 30 年代的西班牙語世界，一些思想家用「postmodernismo」這個詞

語，來指涉現代主義思潮內部的一些新生的美學特徵，這些特徵包括

了反對浪漫抒情、重視細節、反諷式的幽默、以及獨到地表現女性視

角與立場的技巧。在其後，「後現代主義」並且成為當時西班牙文學

                                                 
1  參考 Anthony Giddens 著，田禾譯，《現代性的後果》（南京市：譯林出版社，2000）、Davi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New York: B. 
Blackwell, 1989）. 

2  瞿宛文，〈反思學術評鑑與學術生產：以經濟學學門為例〉，《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56 期

（2004.9）:223-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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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批評術語，儘管當代的後現代主義基本上並不繼承自這裡。3 

到了 50 年代，一些英美批評家也開始運用這個術語，在這段時

期，所謂「後現代主義」已經開始略具當代通行的理論意涵之雛型與

規模。較早的源頭是詩人 Charles Olson 所寫的，一些重構艾略特

（Thomas S. Eliot）《荒原‧四首四重奏》的詩作。Olson 一方面運

用後現代美學形式，以回應保守主義者艾略特對於偉大的黃金時代之

懷舊，另外一方面，Olson 饒富新意地運用了這個詞彙，來指稱在二

次大戰後，「生物化學是後現代事物，電子技術已經成為傳播科學，

『人類』已經成為計算機的『形象』」。4 

與此同時，社會學家 C. Wright Mills 也用後現代主義一詞，來指

稱當時的文化氛圍，理性與自由分離、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的都不足

以處理當前的社會問題。而文學批評家 Irving Howe 則是認為，戰後

的現代主義小說無法再繼續與美國社會保持張力。還有批評家 Harry 

Levin，對他而言，後現代主義放棄了現代主義文化所要求的嚴謹，

並開始迎合中產階級的低俗商業趣味、藝術也不再是對世界的抵抗。

5 

不過，更接近當代意義的「後現代主義」概念，可能還是來自於

美國的《疆界 2》（boundary 2）雜誌的刊行。在 1972 年的創刊號中，

David Antin 對於艾略特、龐德（Ezra Pound）等等經典詩人提出嚴厲

的批評，認為美國詩歌必須採用後現代主義、拼貼技法，才能真正引

入新的活力。6也在這時候，作為《疆界 2》的早期主要撰稿人，Ihab 

Hassan 開始發表了一系列關於後現代主義的文章。雖然一開始 Hassan

關注現代主義美學，然而很快的，他開始探討現代主義的連續與斷

裂，強調孤寂與疏離的現代主義美學，其內部原本就隱含著自我解構

                                                 
3  Perry Anderson 著，紫辰、合章譯，《後現代性的起源》（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

頁 3。 
4  Perry Anderson 著，紫辰、合章譯，《後現代性的起源》，頁 5。 
5  Perry Anderson 著，紫辰、合章譯，《後現代性的起源》，頁 12-13。 
6  Perry Anderson 著，紫辰、合章譯，《後現代性的起源》，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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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傾 向 ， 而 後 現 代 主 義 正 是 現 代 主 義 之 內 的 狄 厄 尼 索 斯 式

（Dionysian）病毒，終將觸發現代性本身的精神分裂與自我解構。7 

二、與現代主義決裂 

Hassan 奠定了後現代主義的重要哲學綱領，在 The Dismemberment of 

Orpheus: Toward a Postmodern Literature 這本書中，他提出了一系列關於現

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著名對比，試圖說明從現代主義時期到後現代

主義時期的主要改變（儘管 Hassan 並不認為現代主義到後現代主義

是完全斷裂的）。在現代主義那裏，核心精神是由「目的、控制、隱

喻（metaphor）、解讀、所指（signified）、敘事（narrative）、症狀、

確定性、深度……」等等元素構成；反之，對後現代主義來說，更重

要的則是「遊戲、轉喩（metonymy）、枯竭、誤讀（misreading）、

能指（signfer）、反敘事、慾望、不確定性、表面……」。8上述對

比可以幫助我們釐清「現代主義」到「後現代主義」時期的關鍵變化，

並且，在一定程度上，這不只是文學內部的典範更替，其他的學科也

多多少少被「文學」化了，或者說，隨著主導敘事的死亡而開始重組

自身的範疇。9 

另外，後現代主義的另一個重要泉源，是與工業化、烏托邦思想

有著千絲萬縷聯繫的建築領域。早年德國的現代主義建築師們，一致

相信現代建築應該立足於簡潔、統一、歌頌技術革命等美學原則之

下，並且由此設計了一系列富有機能性的重要現代主義建築。 10然

而，對後現代主義建築師 Charles Jencks 來說，在 1972 年 7 月 15 日，

當密蘇里州最經典的 Pruitt-Igoe 大樓被炸毀這一紀念性時刻，終究暴

                                                 
7  Steven Connor 著，嚴忠志譯，《後現代主義文化：當代理論導引》（北京：商務印書館，2002），

頁 164。 
8  Ihab Hassan, The dismemberment of Orpheus : toward a postmodern literature(Madison, Wis. :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2), pp.267-268. 
9  Steven Connor 著，嚴忠志譯，《後現代主義文化：當代理論導引》，頁 165。 
10  Steven Connor 著，嚴忠志譯，《後現代主義文化：當代理論導引》，頁 105-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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露了現代主義建築只是充滿權力慾的空中閣樓，其缺乏人性的設計終

究無法避免住戶的大肆破壞，最終導致整棟建物無法使用。因此，現

代主義這個不寬容的一元論必須讓位給新的建築語言。11 

到目前為止，「後現代主義」更多是在對於美學層次對現代主義

進行反思。然而，分別在 1976 年與 1980 年，李歐塔（Jean-François 

Lyotard）與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開始嘗試去分析後現代

思潮的哲學基礎，把後現代的概念放入社會結構、歷史與時間的層

面，也從倫理學的深度來評估後現代文化的意義。  

一開始，是因為加拿大官方的委託，思想家李歐塔嘗試對當代的

知識生產背景－尤其是科學論述－做出一份概括性的評估。這份

報告就是著名的《後現代狀況》（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李歐塔強調了後現代主義背後的「物質基礎」：正

是因為「資訊與知識的經濟」，如今取代了工業革命以來以製造業為

主的生產模式，因此，在後工業社會、在資訊社會裡，只有不同局部

各自的語言遊戲，過去那些定於一尊的後設敘述，包括啟蒙思想、辯

證法、種族主義、國家主義等等大敘事，都將要屍骨無存。12 

就在李歐塔的《後現代狀況》出版的一年後，1980 年，哈伯瑪斯

發表了著名的講稿〈現代性：一個未完成的計畫〉（The Unfinished Project 

of Modernity）。儘管法蘭克福學派的哈伯瑪斯絕不能算是一個「後現

代主義者」，但是他的這篇講稿，卻是後現代的理論辯論中不可抹滅的

一篇文獻。哈伯瑪斯回顧了現代性的美學特徵，並且指出：啟蒙現代性

使得美學領域與生活世界互相隔離，人們無法再藉由美學，來發動政治

批判、構想新的社會形式或是進行對於可能烏托邦政體的探索。13此

                                                 
11  潘鑫宏，「台灣後現代建築研究：1972-2003 年公共建築」（雲林：國立雲林科技大學空間設計

系碩士論文，2004.6），頁 50。 
12  Jean-François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 a report on knowledge, translation by Geoff 

Bennington and Brian Massumi（Minneapolis :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4）. 
13  Jürgen Habermas, “Modernity: An Unfinished Project” in Habermas and the unfinished project of 

modernity : critical essays on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edited by Maurizio Passerin 
d'Entrèves and Seyla Benhabib（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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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哈伯瑪斯也注意到現代性的侷限：由於現代主義對理性與規劃有

著絕對信心，這就使得真理的暴政越發強大。例如勒‧柯比意（Le 

Corbusier）的現代主義建築，就是由於過分強調形式與功能的合而為

一，因此嚴重地忽略了社會本身的異質性與多樣性。14 

在這兩位哲學家對於「後現代」所做的總體性反思中，我們可以

看到，初期僅僅作為知識論的後現代主義思想，仍然必須與政治、社

會、生產模式緊密的聯繫起來。後現代思想中的「意識形態」，與政

治經濟學描繪的「社會實在」，其實是不可分割的一體兩面，這也就

是為什麼，立場大相逕庭的哈伯瑪斯與李歐塔，兩人都試圖在原本僅

屬於美學的後現代文化中，尋求連接壓迫與解放的阿基米德點。也許

可以這麼說，「後現代」與「現代」之間的歷史張力，說不定仍然是

現代性或資本主義在高度發展之後，從系統內部尋求出路的一種努

力。  

三、後現代社會與後現代性 

在上面的討論裡，我們其實已經看到「後現代」的兩種面向：一

是做為一種人文思想，主要存在於文學與美學中的「後現代主義」。

二則是李歐塔與哈伯瑪斯都試圖去釐清的，植根於特定歷史進程的，

具有實質的政治、經濟與社會面向的「後現代性」（postmodernity）。 

自從偉大的啟蒙時代以來，西方現代性（western modernity）確

實創造了前所未見於人類歷史的新秩序，例如科學、世俗化、泰勒化、

勞動分工、民族國家、規訓體制、理性官僚等等。15然而，二十世紀

晚期，某些肇始於現代性的社會現象，得到了長足發展，甚至因此帶

來質變。這也是為什麼許多理論家們用消費社會（consumer society）、

                                                 
14  Perry Anderson 著，紫辰、合章譯，《後現代性的起源》，頁 43-46。 
15  Anthony Giddens 著，陳其邁譯，《失控的世界：全球化與知識經濟時代的省思》(台北：時報文

化，2001)。 



．前衛文類的歷史軌跡：反思「台灣後現代小說」的西方根源與在地實踐． 

 ．91．

後工業社會（post-industrial society）、風險社會（risk society）、全

球化（globalization）等概念，來說明人類歷史在今日所步入的新階

段。在這個意義上，所謂「後現代社會」這樣的總體概念，一方面蘊

含了現代性諸面向，包括了工業革命以來的技術變革、高度消費中成

長起來的大眾文化、民族國家與其背後之國際秩序、知識經濟下的資

訊時代，以及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等等關鍵問題。另外一方面，後現

代社會也誘發了全新的倫理思索，要求我們對人類世界巨大變遷提出

歷史性反思。下面我們將討論後現代性中的三個重要特質：(1)知識

經濟與符號生產、(2)時間與空間維度的改變、(3)消費主義，並且在

評述後現代性這基本的三個方面後，重新思考後現代文化與後現代性

的關係。  

首先是(1)知識經濟與符號生產。儘管對李歐塔而言，他把「資

本主義」也列進了後現代社會的死亡名單中，但這也許是為了在理論

上可以清晰地分別從工業主義時代到當代社會之差異而做的一種戲

劇性宣稱。不過，無論如何，李歐塔既然接受了「後工業社會」這樣

的概念，16那麼，按照提出此概念的社會學家丹尼爾‧貝爾（Daniel 

Bell），當代社會已經從福特主義式的物質生產，轉向以資訊、服務、

訊 息 為 主 的 知 識 經 濟 。 這 同 時 也 是 文 學 批 評 家 詹 明 信 （ Fredric 

Jameson）的看法，在所謂的晚期資本主義階段中，商品不再限於有

形的物質，經濟體系所欲販售的正是「再現」（represent）之形式本

身，這包括了形象、生活風格與象徵符號，信息或資訊本身就是商品。

17在這樣的觀點裡，真正被賣出的商品的實體並不是傳遞訊號的機

械，而是在資訊之海中載浮載沉的無盡的對於世界的知覺而已。  

哲學家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進一步把這種思考推向極端，

                                                 
16  Daniel Bell 著，高銛、王宏周、魏章玲譯，《後工業社會的來臨 : 對社會預測的一項探索》(台

北：桂冠，1989)。 
17  Fredric Jameson 著，吳美真譯，《後現代主義或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邏輯》（臺北：時報文化，

1998），頁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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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認為我們的世界被巨大綿密的符號政治學、以及符號經濟的生產與再

生產層層圍困，世界的真相就是無所不在的擬像（Simulation）。布希

亞的早期重要著作 The Mirror of Production、The Consumer Society: 

Myths and Structures 出版於 1970 年代，對布希亞而言，屬於經濟的

事物跟那些屬於文化的部分，根本不能夠真正區別。例如馬克思對使

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的區分，就必須依賴符號的交換體系本身，同時也

不能免於語意結構的限制，因此，政治經濟學分析歸根結柢仍是某種

能指間的遊戲。18藉由把馬克思主義給「符號化」這樣的觀點，整個

後現代主義中對於本體論的懷疑、對於知識論的不信任，得到了極為

典型的表述。19 

此外，當代後現代社會也緊緊連繫於(2)時空維度的重構。由於

運輸及通訊在技術上的重大突破、互相依賴的全球經濟體制等，使得

當代人類的生活方式發生巨大變遷，過去必須直接在場才能發揮效用

的事物，現在即使遠在天邊，也能夠發揮無以倫比的影響。比如，跨

國企業在全球市場、或是國家中樞對於境內臣民，都能夠進行遠端的

操控。20在這一點上我們就能深入大衛‧哈維（David Harvey）的「時

空壓縮」（time-space compression）這一概念，此概念幫助我們從資

本主義在全球的擴散中，來觀察後現代性：在當代的社會中，資本主

義體制並未如某些樂觀的後現代論者所說的那樣被超越了，相反的，

資本主義與全球化趨勢結合在一起，跨國企業挾其龐大資本並且獲得

凌駕國家疆界的力量，朝向那些未被染指的地方大步前進。  

                                                 
18  Jean Baudrillard 著，〈在使用價值之外〉，羅綱、王中忱編，《消費文化讀本》(北京：中國社會

科學出版社，2003)，頁 33。 
19  布希亞雖然承認符號無遠弗屆的力量，但他其實對所謂資訊時代、知識經濟，抱有相當悲觀的態

度。布希亞認為真正掌控訊息的是符碼（code），當現實只能夠透過無限複製的符碼被傳達時，

形上學傳統所保證的源頭就失落了，不管這樣的源頭是主體（subject）或是實在（reality），後

工業社會裡只有無限的「擬像」（simulation）與取代實在的「超真實」（hyperreality）。可參考

Jean Baudrillard, Simulacra and simulation, translated by Sheila Glaser（Ann Arbor :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4）. 

20  Anthony Giddens 著，胡宗澤、趙力濤譯，《民族-國家與暴力》（北京：三聯書店，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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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後現代主義文獻中，哈維的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其實是比較後期的，但是，同時作為地理學者與馬克思主義者的哈

維，將後現代性「視為與政治經濟空間中根本變化相聯繫的東西。……

後現代性的特點並不是民族國家或民族企業（福特公司、大眾汽車）

的權力被佔有的沉澱，而是空間和場所的不停旋迴和交換」21。換句

話說，高度的現代性改變了人們體驗時間與空間的方式。後現代時期

急速促進了所謂「時空壓縮」的過程，我們日復一日的生活事實上由

來自世界各地的勞動與製造所組成，在日常的時空經驗中，各種商

品、各式各樣豐沛的物質與符號生產，壓倒性的填充了我們的感知，

然而這些生產背後的真實權力軌跡、在第三世界現場的嚴苛勞動與剝

削……都被流通跟交易的表象給隱蔽起來，我們體會到的「現實」，

其實是高密度時空關係的加工與扭曲。22 

我們還可以採取另外一種區分，來觀察後現代世界中，輕易橫越

時 空 障 礙 的 新 形 態 資 本 主 義 運 作 模 式 。 社 會 學 家 鮑 曼 （ Zygmunt 

Bauman）就運用了「軟體資本主義」（software capitalism）與「輕

快現代性」（light modernity）概念，來說明後現代社會中，資本掌

握了最根本之權力時所進行的時空運動。對鮑曼來說，在過往福特主

義（Fordism）的年代，工業這一龐然大物必須固著在特定廠區、吸

納大量受終身雇用制保護的勞動力、還得受到地域或國家的法律所規

範。但是今日的全球市場，資本得以迅速轉換陣地，自由穿梭在任何

有利可圖的地點，並彈性地規避對任何本土世界的責任。比較不同階

段的資本主義，曾經的鋼鐵大亨洛克菲勒（John D. Rockefeller）想

要的是油井、建築或鐵路，但是資訊富豪比爾蓋茲（Bill Gates）「不

會對某些東西深深著迷，他的產品以迅雷不及掩耳之勢迅速推出，然

後消失。……寧可將自己置於可能性的網路中，而不願讓自己侷限於

                                                 
21  Steven Connor 著，嚴忠志譯，《後現代主義文化：當代理論導引》，頁 348。 
22  David Harvey 著，閻嘉譯，《後現代的狀況：對文化變遷之緣起的探究》（北京：商務印書館，

2003），頁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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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特定的工作」23。對比鮑曼與哈維的概念，我們很容易注意到，

「後現代性」仍然與資本主義的歷史發展、空間擴張等因素存在深刻

的相互關係。  

最後，我們必須回到後現代社會中另外一個基本特徵，也就是(3)

消費導向的經濟關係與認同政治。拜人類高度成長的技術所賜，如今

經濟活動已經不再為了溫飽與生存而服務，相反的，商品生產與利潤

累積本身就是經濟的目的。在這樣的條件下，「近代資本主義由工作

所佔據的位置，現在被『適合消費市場的消費自由』所佔據。……消

費，而非工作，成為生活世界運轉的軸心，享樂，這個曾被視為資本

主義式勤勉的天敵的東西，現在發揮了一種不可替代的功能」24。 

早在西方現代性的早期，哲學家齊美爾（Georg Simmel）就看到

了貨幣經濟與資本主義的遠景。此體制終將發展為一種富饒、便利、

無處不在的精密系統，但人類必須付出的代價就是，同時成為生產過

程與商品的奴隸。我們將有永無休止的娛樂消遣與表面需求，但是為

了滿足這些索求，人也將遠離內在生活，而陷入永不止息的勞動。25

對資本主義系統本身來說，由於唯一的目標在利潤累積，故而必須不

懈地提高生產力，以製造出價格更加便宜、數量更多的商品。然而要

是這些巨量的商品，沒有足夠的消費者來消化，上述的生產體系便有

崩潰之虞。為了免於此一危機，資本主義只能透過不斷地廣告與行

銷，使人們相信持續消費就能通向沒有終點的幸福，從而維持從生產

到銷售的整體經濟生生不息。26 

再回到鮑曼的觀點，對於後現代社會的成員來說，「消費行為」

還是人們用來表達與指涉自我的核心手段，購物的語用學能夠提供撰

寫生活政策（ life-policy）的詞彙，我們現代人便在此活動中，獲取

                                                 
23  Zygmunt Bauman 著，歐陽景根譯，《流動的現代性》（上海：上海三聯書店，2002），頁 194。 
24  David Lyon 著，郭為桂譯，《後現代性》（長春：吉林人民，2004），頁 121。 
25  Georg Simmel 著，陳戎女、耿開君、文聘元譯，《貨幣哲學》（北京：華夏，2007），頁 394。 
26  Erik O. Wright, Envisioning Real Utopias（London ; New York : Verso, 2010）, p.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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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生命的意義。27其實，過度堅持傳統上的馬克思主義批判，把商

業社會看作純然地邪惡與異化，那也會妨礙我們更適切地理解消費社

會的本質。就像布希亞提醒我們的，例如電視廣告裡，閃爍的影像與

漂移的聲響早就失去確切的「所指」（signified），而僅僅是符號的

殘缺那一半，是充滿遷移與播散的「能指」（signifier）。既然這個

充滿慾望的後現代社會如此容易迷失，也許現代人只能透過消費生活

來理解現實、表達自我。  

從做為文化框架的「後現代主義」，到作為社會經濟脈絡的「後

現代性」，我們已經考察了當代西方社會的一些重要歷史特質。接下

來，我們將對照所謂「後現代」的基本西方原型，來思考在台灣的文

學與文化史中，「後現代」作為理論、作為思想潮流、作為某種審美

標籤，將會以什麼樣的方式呈現。 

四、台灣後現代文化的後殖民語境  

在本土的歷史現場，早在人們還未曾後見之明地採用「後現代主

義」這一洗練的術語時，已故的文壇老前輩葉石濤就描述了當時的「年

輕世代小說」：  

「80 年代由於是一個現代消費社會、資訊社會的來臨，使得文學

作品並非是唯一獲得心靈經驗的藝術」。28 

「一群年輕世代的小說家散文家詩人逐漸形成，一方面批判消費

社會，一方面又容納消費社會的創作路線」。29 

《台灣文學史綱》的成書時間是 1987 年，在此時，葉石濤注意到年輕作

                                                 
27  Zygmunt Bauman 著，郭國樑、徐建國譯，《全球化－人類的後果》（北京：商務印書館，2001），

頁 112。 
28  葉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文學界雜誌社，1987），頁 173。 
29  葉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頁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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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們有意識地離開了鄉土文學典範，「消費社會」、「資訊社會」逐漸形成，

「大眾文學」也在此興起。30 

儘管葉石濤注意到李昂、黃凡、苦苓、東年、朱天文的部分作品

可能與所謂「消費社會」、「資訊社會」有某種聯繫，但是《台灣文

學史綱》只是匆匆地指出這種變化的徵兆，並沒有對資訊社會中可能

容納的文學形式提出進一步的描述。而葉石濤觀察到的「年輕世代小

說」，是不是就是所謂台灣後現代小說之先聲呢？事實上，上述小說

家除了黃凡之外（也許勉強算上李昂，然而李昂當時還沒有嘗試後現

代風格的小說創作），其他人作品中的後現代特質並不明顯。但是當

時被葉石濤所注目的「年輕世代」們，也確實開始了某些嶄新的創作

路線。  

在論述與創作兩方面都著作甚豐，對於促進台灣後現代文學大有

功勞的林燿德，他是如此定義 1980 年代的「新世代作者」：「一般

而言『戰後第三代』的小說作者群……既有別於接受日本教養的老一

代台籍作家，也不同於渡海來台，擁有大陸經驗的作家。他們的成長

過程正是台灣工業化、都市化的過程，完整的誕生在資本主義的下層

結構之中；出生於 1960 年以後的『新世代』更被全島都市化的資訊

系統所包容」31。類似的，中國學者朱雙一也觀察到，1980 年代「新

人類作家」成長於相對富裕的環境，而這個「以資訊和消費為標誌的

後工業文明階段」又紀錄了在台灣在政治與經濟轉型後的感性思維。

32我們看到，所謂的新世代、新人類的文學作者，他們確實開始在作

品中探索新的主題，例如都會生活、消費經驗、情慾解放等。更重要

的是，這些關於都市現代性的吉光片羽，不再是鄉土文學時期中，底

層小人物在繁榮大都市遭受的疏離、異化、剝削，相反地，大城市的

                                                 
30  葉石濤談及 1980 年代中，「大眾」的力量在市場中漸漸取代純文藝是這樣說的：「文學於是變

成專門一部份知識份子的閱讀嗜好」。不過，也可以反過來說，後現代文學其中一個特徵就是，

高雅文學作品試圖諧擬通俗敘事的口吻及模式。 
31  林燿德，〈台灣新世代小說家〉，《重組的星空》（台北：業強，1991），頁 81。 
32  朱雙一，《戰後台灣新世代文學論》（臺北：揚智文化，2002），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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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經驗已經慢慢變成文學作品中的基本情感。對「新世代」小說家

來說，他們已經不只是從批判的角度來描繪資本主義臺灣了。  

於是，隨著台灣社會的經濟轉型，不只是創作者們開始表現新的

集體情感，評論家們也開始採用「後現代」這樣的論述標籤，來為新

的文學典範定位。比較早的著名後現代擁護者是詩人羅青，他斷定台

灣已經「邁入了所謂後工業社會，而在文化方面的發展，台灣也顯著

的反應出許多後現代式的狀況」33。羅青還接著宣佈：「如果從資訊

學的角度來看，台灣的後現代狀況，從 1960 年初期，就開始斷斷續

續的出現了……而位居上層結構的知識份子，則是後知後覺，直到

1980 年代以後，方才對此一現象有所省察及了解」34。羅青這種樂觀

的看法，隨即得到孟樊、王潤華、林燿德、廖咸浩等的支持，他們認

為：「在後工業社會尚未全然形成之際，後現代詩是不可能在台灣詩

壇流行起來的」35、「台灣文學在一個已經進入後工業時代的社會，

將是後現代主義的現象」36、「台灣小說終於從過去的包袱中破繭而

出，賦予自己全新的面貌……這充分顯示了，後現代性精神已經在我

們社會的各種角落深深紮根」37。他們同樣都認為，台灣社會由於急

劇的現代化發展，在知識生產、產業結構、文化出版、政治體制甚至

是家庭構成等等方面，都已經開始了根本性的轉型，從而誘發了一波

國際化的、高度成熟的台灣後現代文化。  

其實，早在 1969 年，同時揉合了寫實主義與現代主義兩種技巧

的小說家朱西甯，就寫過一篇頗有後設意味的小說〈橋〉，來回應舒

暢的〈符咒與手術刀〉。朱西甯說自己的做法是「以小說來評小說」

                                                 
33  羅青，《什麼是後現代主義》（台北：五四書店，1989），頁 315。 
34  羅青，《什麼是後現代主義》，頁 316。 
35  孟樊，《當代台灣詩學理論》（台北：揚智文化，1995），頁 223。 
36  王潤華，〈從沈從文的「都市文明」到林燿德的「終端機文化」〉，鄭明俐編，《當代台灣都市

文學論》（台北：時報，1995），頁 32。 
37  廖咸浩，〈台灣小說與後殖民論述〉，陳義芝編，《台灣現代小說史綜論》（台北：行政院文化

建設委員會，1998）。 



．東海中文學報． 

 ．98．

38。雖然朱西甯的嘗試並不真正影響日後的台灣後現代小說，但是，

作為本土後設技巧的先聲，我們仍需記憶這個並未開展的源頭。另外

一個未必受西方後現代思潮影響的早期案例，應該是黃凡的 1979 年

的作品〈賴索〉，故事中賴索「聽著死人爭吵的聲音」的超現實體驗，

同樣是超前了尚未傳入台灣的魔幻寫實技巧。39 

儘管朱西甯與黃凡的實驗值得記上一筆，但是觀察台灣總體的後

現代主義傳播趨勢，還是一種「翻譯的後現代」。在 1982 年馬奎斯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獲得諾貝爾文學獎，並引起世界文壇的注

意後，魔幻寫實與後設技巧在台灣文學界漸漸開始流行，1983 年翻

譯了艾柯（Umberto Eco）《玫瑰的名字》、1984 年則是符傲思（John 

Fowles）的《法國中尉的女人》、馬奎斯的《百年孤寂》在 1986 年

被譯介到台灣，而 1988 年則是卡爾維諾（Italo Calvino）的《月亮的

距離》。這些知名的外國小說家很快成為台灣作者的重要養分，黃凡、

張大春與林燿德等人，很快運用魔幻與後設等實驗技巧進行小說創

作。而在現代詩的寫作方面，則有羅青、林燿德嘗試的電腦詩、都市

詩，或是夏宇、孟樊、鴻鴻的後現代詩作。在理論與批評方面，詩人

羅青很早就在《什麼是後現代主義》這本書中介紹後現代思想，而蔡

源煌、吳潛程與廖炳惠等學者也從理論的高度，書寫學院式的文學批

評，例如蔡源煌的《從浪漫主義到後現代主義》，對於當時歐美的後

現代文學的最新動態，進行了相當清楚扼要的介紹。  

還有一個重要的思想事件，便是 1987 年兩位重要理論家詹明信

與 Hassan 分別來台灣演講，並引起台灣學界、文壇對「後現代主義」

高度的關注。此一熱潮隨即促使當代歐美思想大量被引進本土，透過

《當代》、《聯合文學》、《中外文學》等刊物，介紹給台灣讀者。

這 一 波 理 論 與 思 想 的 名 單 ， 包 括 有 後 結 構 主 義 的 巴 特 （ Roland 

                                                 
38  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下）》（台北：聯經出版社，2011），頁 590。 
39  周芬伶，《聖與魔 : 台灣戰後小說的心靈圖象(1945-2006)》（台北：印刻，2007），頁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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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thes）、傅柯（Michel Foucault）、德希達（Jacques Derrida）；

後現代理論家布希亞、李歐塔，以及一些馬克思主義者例如哈伯瑪

斯、馬庫色（Herbert Marcuse）；女性主義與精神分析的克裡斯蒂娃

（Julia Kristeva）、伊瑞葛來（Luce Irigaray）等等。40於是一時之間，

解構、混雜、去疆界、去中心的，同時拼貼有消費主義之輕快及學院

理論之深刻的各種文學實踐蔚為風潮。不過，如今我們能夠事後諸葛

地指出，在 1980 年代大行其道的「後現代思想」，可能並不是那麼

道地與深刻，一方面是早期台灣的後現代思想的介紹者們，對於後現

代思想缺乏深度的認識；41另一方面，與多少仍保有對資本主義批判

的西方後現代不同，台灣版本的後現代主義熱烈擁抱大眾文化與消費

市場，張大春這樣的作家就是很典型的例子，他那炫技般的寫作及嘲

諷理論知識這些特質，某種程度上還是內化了「商品美學機制」。42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後現代的源頭，其實仍是現代性的極致發

展。這包括了對啟蒙理性的反動、對自由主義式民主的懷疑、生產力

變革帶來的資訊經濟、以全球為尺度的市場擴張與資本流動、消費社

會的高度成熟……等等植根於文化與社會中的一系列要素。不過，以

台灣本土情況而言，在 1980 年代中期，當「後現代主義」開始被翻

譯並且被引介的時候，上面的幾個重要條件在台灣恐怕未必成熟。當

時台灣甫涉入全球資本主義藍圖、公民社會在解嚴初期的陣痛中摸

索、 43本土意識也還與中國民族主義糾纏不休，尋找可能的國家認

同……
44
從結構面而言，「台灣後現代文化」並不那麼堅實地建築在

                                                 
40  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下）》，頁 603。 
41  廖炳惠，〈在台灣談後現代或後殖民論述〉，《回顧現代：後現代與後殖民論文集》（台北：麥

田，1994）。 
42  黃錦樹，〈謊言的技術與真理的技藝－書寫張大春之書寫〉，《謊言或真理的技藝：當代中

文小說論集》（台北：麥田，2003）。 
43  湯志傑，〈重探台灣的政體轉型：如何看待 1970 年代國民黨政權的「正當化」〉，《台灣社會

學》第 12 期（2006 年 12 月）、吳介民，〈鄉土文學論戰中的社會想像－文化界公共領域之

集體認同的形塑與衝突〉，李丁讚編，《公共領域在台灣》（台北：桂冠，2004）。 
44  蕭阿琴，《回歸現實：台灣 1970 年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臺北：中研院社會學研究

所，2010）、呂正惠，〈鄉土文學與台灣現代文學〉，陳乃慈、陳映真編，《鄉土文學論戰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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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現代社會」之基礎上。  

即使僅從時間序列來看，台灣後現代文化與歐美後現代主義也有

截然不同的路線。正如前一節所言，西方後現代主義的起源，無可疑

問的是從現代主義之高峰下誕生的，但是，在台灣則不然，1960 年

代的文學現代主義時期之後，在島嶼上蓬勃生長的，並非解構與游牧

的後現代思想，反而是返回到台灣還不曾經歷過的啟蒙階段，藉由

1970 年代大行其道的鄉土文學運動，重新確立在日治時期後即中斷

的批判精神與寫實主義。也許，正是因為台灣始終不曾徹底地擁抱、

同化於西方的現代性體制，故而，台灣的現代主義文學並沒有在生硬

的「橫的移植」之後，就立刻種瓜得瓜，收成作為現代性爛熟果實的

「後現代」。相反地，台灣文學反而透過「回歸」寫實主義綱領，重

新面對承載了殖民軌跡的現代性所留給台灣的「遺產」：作為政治工

具的批判寫實主義，能夠去反思西方在文化與經濟上的各種殖民，以

及抗拒現代民族國家對於本土社會所強加的歷史建構和政治威權。如

此說來，台灣版本的「後」現代主義，絕非如同「post-」前置詞所表

現的那樣，只是血脈相連的現代主義之子。45 

但是，當我們這樣推論的時候，會不會又落入某種簡單的決定論

呢？是不是又預設了一種「正統的」、「純粹的」後現代本質？假使

缺乏了歐美社會的政治經濟條件，難道，在我們台灣茁壯的「本土後

現代主義」就是不入流的仿冒品？關於這個「XX 主義是不是純正與

乾淨」的老問題，恐怕總是植根在全球史與世界史中，關於殖民侵略、

帝國主義、第三世界被動現代化的這些章節所留下的、並且繼續漫漶

潛伏的文化病灶。對我們這些後進現代化地區來說，為了保證「遲到

的現代性」能夠迎頭趕上，一些對本土化進程質疑的後現代論者，常

常執著地申明台灣社會已經抵達純粹的後現代階段，46他們很容易認

                                                                                                                      
年：左翼傳統的復歸》（台北：人間出版社，2008）。 

45  邱貴芬，《後殖民及其外》（台北：麥田，2003）。 
46  羅青與林燿德都特別強調，台灣社會已經抵達足以發展後現代文化的經濟與技術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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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台灣的後現代主義就是「與先前當道的政治化寫實主義距離最遠

的前衛美學（avant-garde aesthetics）……及與鄉土文學/本土化運動

過度政治化的完全決裂」47－這種觀點不只是拒絕了後現代思想的

政治潛能，也是拒絕了後現代文化在移植後必然伴隨的本土性格，更

甚至，還有可能變相地掩護、忽視了「現代性」在近代史傳播過程中

存在的那些暴力、剝削與詐取。  

在我看來，這種樂觀歡欣的後現代的無政府主義外殼的後面，恐

怕仍然有著不曾老去的殖民現代性核心。在台灣，主張與反對後現代

主義的論戰，事實上涉入的是一個更根本的辯論：在 1980 年代之後

的台灣，眾聲喧嘩、放逐諸神的文化榮景，究竟是徹底解構權力的後

現代主義？還是重構主體與自我的後殖民現象？廖朝陽、廖炳惠、廖

咸浩、陳芳明等學者就曾經為此進行過劇烈的爭辯。當然，在某種程

度上，後殖民與後現代「兩種思潮都在反中心、並主張多元文化論，

以及首肯『他者』（the other）的存在地位」48，但是諷刺地，這兩

種同樣標舉多元及去中心的理論立場，其實進行的是關於歷史詮釋權

的象徵鬥爭，各自通向不同的政治目的。對於那些相信台灣文化已然

徹底後現代化的論者來說，台灣的「後現代現象」多多少少證成了全

球資本主義在台灣一地的合法性。49而對於後殖民的支持者而言，後

現代式的分散解離只是台灣人文精神的充滿誤導的表象，其背後反映

了，黨國威權分崩離析之後，台灣社會意圖重建自我身分認同的暫時

性動盪。也許可以不那麼精確地說，在上個世紀尾聲的台灣社會，被

人文領域廣泛接受的後現代主義思潮，通向的正是資本主義與新自由

主義的經濟秩序，並且與此同時，反響也醞釀而生，本土人文知識分

子更為偏好的後殖民理論，則是指向現代民族國家的共同體想像。  

                                                 
47  廖咸浩，〈台灣小說與後殖民論述〉，陳義芝編，《台灣現代小說史綜論》，頁 117。 
48  陳芳明，〈台灣：後現代或後殖民？〉，周英雄、劉纪蕙編，《書寫台灣：文學史、後殖民與後

現代》（台北：麥田，2000），頁 56。 
49  劉亮雅，〈後現代與後殖民：論解嚴以來的台灣小說〉，陳建忠等著，《台灣小說史論》（台北：

麥田，2007），頁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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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那些對後現代抱持反思的學者們所注意到的，在當時急遽的

文化變遷之後，潛伏的是西方帝國主義與大中原主義的雙重殖民：「台

灣文學多元發展的盛況，無疑是受到台灣歷史發展的要求。它的後殖

民性格，遠遠超過後現代性格」50、「台灣文學典律的形成與運作過

程深受其被殖民經驗影響」51、「後現代主義只是翻譯過來的舶來品，

後殖民理論則比較貼近本土經驗」52，本文的觀點亦然，與其說後工

業社會、知識經濟、消費社會等等要素組成了台灣後現代文化的下層

建築，更不如說，台灣社會數十年來現代化、都市化、資本主義化以

及民族國家化等宏觀進程，終究還是來自殖民現代性的世界史。當我

們只用單一時間的尺度來衡量非西方的「現代化程度」的時候，在所

謂現代化過程中無可避免的文化衝突、異質性、本土世界的沒落等

等，都是隱而不顯的殖民主義效應。53 

也因此，本文更傾向同意，「台灣後現代主義」具有密不可分的

後殖民性格，這也是為什麼台灣的後現代小說，常常展現出我們將在

後面論及的，強烈的政治意圖。與此相似的是，「翻譯後現代」之所

以能夠掀起不可忽視的風潮，恐怕也是肇因於台灣長期的文化殖民情

境。一方面，後現代思潮作為進口的歐美理論，擁有更高的象徵資本，

得以迅速更替本地社會的文學典範；另一方面，當後現代主義的早期

擁護者大力宣稱台灣社會早已經「後現代化」，54這也許就反映了文

化菁英渴望進入新自由主義此一宰制性全球經濟秩序之中的那種慾

望。當然，同意「台灣後現代主義」的「後殖民性格」是一回事，但

                                                 
50  陳芳明，〈台灣：後現代或後殖民？〉，周英雄、劉纪蕙編，《書寫台灣：文學史、後殖民與後

現代》，頁 55-58。 
51  邱貴芬，〈「發現台灣」－建構台灣後殖民論述〉，張京媛編，《後殖民理論與文化認同》（台

北：麥田，1995），頁 174。 
52  劉亮雅，〈後現代與後殖民：論解嚴以來的台灣小說〉，陳建忠等著，《台灣小說史論》，頁

334。 
53  廖炳惠，〈在台灣談後現代或後殖民論述〉，《回顧現代：後現代與後殖民論文集》，頁 53-55。 
54  廖咸浩，〈合成人羅曼史：當代台灣文化中後現代主義與民族主義的互動〉，《當代》第 144 期

（1999 年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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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們對於所謂「台灣後現代主義」的本身仍然能夠、也需要進行限

定性的分析，正如廖炳惠所言，「翻譯的台灣後現代」本身，就是一

種文化無意識，其尋找的是當時正在成形中的新階段台灣社會想像。

55即使台灣的後現代思潮也許並不如它自己數度試圖宣稱的，真有如

此「後現代」，但是，當「後現代主義」這一知識論述在本地的社會

中運作、並與本土知識結構互相牽合之時，它也帶來了我們理解、重

塑自我的重要文化工具。  

五、台灣後現代小說的四種文類 

接下來，我們要進一步考查，在 1980、1990 年代期間，台灣後

現代主義美學到底催生了怎樣的小說類型，及其後的意識形態。借用

並稍微修改學者王國安提出的分類，上世紀末的台灣後現代小說，也

許可以大致區分為四大類型：(1)懷疑論式的政治小說、(2)都市小說、

(3)科幻小說，以及(4)女性小說與酷兒小說。56當然，這四個類型的小

說不完全與所謂後現代小說之邊界重合，但是，此四文類在「後現代」

之大纛下分進合擊，構成本土後現代文化的基本主題。  

首先是(1)懷疑論式的政治小說。觀察較早期的台灣後現代小說

作品，由於後設技巧與魔幻寫實兩者的大行其道，因之在這個階段，

台灣的後現代作家特別關注語言與其對象的關係，也對「虛構即為真

實」有高度興趣，可能同時來自於台灣漸漸朝向資訊社會後，本以報

導傳遞真實現象為目的的文字書寫，一度貶值，以及長久以來掌握民

族敘事的黨國體制在權威崩解之後留給台灣社會的歷史虛空感。57假

                                                 
55  廖炳惠，〈台灣：後現代或後殖民？〉，周英雄、劉纪蕙編《書寫台灣：文學史、後殖民與後現

代》，頁 92。 
56  王國安將 1980 年代後的後現代小說分為都市小說、政治小說及科幻小說，然而因為台灣的現代

科幻作品，其解構與後設的意識都猶為強烈，因此我將科幻小說併入「後設小說」來討論，並且

再加上有後現代意味的性別小說類型。王國安，《台灣後現代小說的發展：以黃凡、平路、張大

春與林燿德的創作為觀察文本》（台北：秀威資訊，2009）。 
57  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下）》，頁 669-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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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們回到台灣後現代文學尚未正式浮出地表的時刻，也許可以找到

某些關於「真實」這個主軸的蛛絲馬跡，在 1980 年代的早期，已經

有些小說家開始某些具有虛無傾向的政治書寫。林燿德把這些稱為

「懷疑論式的政治小說」，認為它們「比其他意識形態的作家更注意

到敘述的特質，也對敘述的方法進行各種實驗」。58 

這些「懷疑論式的政治小說」，與當時其他政治小說有著認識論

層次的差別。鄉土文學論戰後，本土派已經開始嘗試政治主題的小說

創作，以批判國民黨三十年來在文化方面的霸權。但是，所謂「懷疑

論式的政治小說」其實與林雙不或宋澤萊那種立場堅定、明白憤怒的

書寫類型不同，例如林雙不的〈黃素小編年〉在拒絕官方意識形態的

同時，還是信仰著庶民社會的世界觀。然而，懷疑論式的政治小說卻

相對虛無、搖擺，它們包括了平路〈玉米田之死〉、〈十二月八日槍

響時〉、黃凡〈賴索〉、〈大時代〉、《傷心城》、張大春〈牆〉、

〈旁白者〉等等。儘管在這樣的作品中，國家體制、統獨問題、文化

認同的主題仍然是顯而易見的，但是，無法在其中找到堅實的信仰與

身分位置，也許這也是台灣後現代小說（在被翻譯的西方理論指南之

外）的另一個可能的本土源頭。王國安考察了這些早期後現代作品，

並且認為，後現代文類延續了政治小說中對於解嚴前後那種信仰破滅

的社會徵狀，並將此種懷疑論姿態擴大到對「小說文本」這一種並不

獨特的論述類型。59 

與台灣後現代小說密切相關的另一類型，便是(2)都市文學與都

市小說。張大春說過：「八○以後的小說……最主要的特色是以都市

為核心，以都市經驗為主要作品的作品大量出現」60；林燿德也認為：

                                                 
58  林燿德，〈小說迷宮中的政治迴路－「八零年代台灣政治小說」的內涵與相關課題〉，鄭明俐

編，《當代台灣政治文學論》（台北：時報，1994），頁 165。 
59  王國安，《台灣後現代小說的發展：以黃凡、平路、張大春與林燿德的創作為觀察文本》，頁

71。 
60  林紫慧，〈八○年代台灣小說的發展－蔡源煌與張大春對談〉，《國文天地》第 4 卷 5 期（1998

年 10 月），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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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市文學已躍居八零年代台灣文學的主流，並將在九零年代持續其

充滿宏偉感的霸業」61。如果比較都市小說與鄉土文學時期談論城市

經驗的作品，例如黃春明〈溺死一隻老貓〉、王禎和〈小林來台北〉、

七等生〈城之迷〉等作品，就明顯會看到，在鄉土文學時代充滿疏離、

異化、陌生的城市經驗，到了 1980 年代的都市小說中，已經有了很

大的變化： 

「年輕一輩的小說作者大都生長在城市中，已經沒有農村生活的

經驗，也就缺少了與城市對比的鄉村襯景。不論是有意識的寫城

市生活，或是無意識的把焦點放在城市中的人，都視城市為無可

逃避的生存環境；對商人和資本家也不再故意加以鄙視」62 

檢驗比如陳裕盛〈商戰日記〉、王幼華〈健康公寓〉、張大春〈公寓導遊〉、

黃凡〈房地產銷售計畫〉、林燿德〈大東區〉、〈杜沙的女人〉、張啟疆〈金

屬墳場〉、朱天文〈炎夏之都〉等等篇章，馬森上述說法可說相當準確。

在 1980 年代台灣都市小說中，新世代文學家試著表達過去台灣社會不曾

有過的密集壓縮的都會經驗，對於工商業社會裡的時空關係、人際變遷、

消費或情慾的各式感受，表現了高度興趣。這不只是對城市經驗的探索，

林燿德就認為，這類型的小說還代表了台灣社會開啟了新的符號學階段，

不再是農業社會中那種所指與能指單純對應的關係，而是在社會身分的多

元與變動，語言也跟著失去透明簡單的意義。63若是以林燿德自己的都市

小說實踐《大日如來》為例，我們就能看到在繁華台北東區中，藏著以宗

教意象為代表的對往昔之救贖，透過宗教符碼的運用，台灣在東亞海洋文

化中的位置隱然浮現，並且透過密宗教義與明鄭歷史的多重連結，使得今

                                                 
61  林燿德，〈空間剪貼簿－漫遊晚近台灣都市小說的建築空間〉，鄭明俐編，《當代台灣都市文

學論》（台北：時報，1995），頁 200。 
62  馬森，〈城市之罪－論當代小說的書寫心態〉，鄭明俐編，《當代台灣都市文學論》（台北：

時報，1995），頁 195。 
63  林燿德，〈空間剪貼簿－漫遊晚近台灣都市小說的建築空間〉，鄭明俐編，《當代台灣都市文

學論》（台北：時報，1995），頁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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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全球資本主義的台灣連結於過往太平洋航路的福爾摩沙。64 

在 1990 年代後，都會小說除了對於各種包括社會階層化、情慾

解放、消費體驗之類現象繼續感到興趣外，還出現了一個在 1980 年

代較少碰觸的主題，即是大都市中的族群身分。朱天心〈想我眷村的

兄弟們〉、《古都》，宋澤萊《血色蝙蝠降臨的城市》、李昂《迷園》

等作品，也都分別在不同族群位置以銘刻當代的城市記憶。  

至於(3)科幻小說，可能是台灣後現代小說的各分支中，最精彩、

最有顛覆力，並且後現代意味也最強烈的一脈。這也許因為「科幻這

個課題最能將現今後現代主義所熱中談論的『主體位置』（subject 

position），契入遊戲化消費社會和資訊化社會的討論中」65。其實在

1980 年代之前，早期台灣科幻作品雖有開創新猷之功，但明顯保有

傳統人文情調，關心人性、情感、理想主義、善惡衝突這些以科幻文

類來說較為軟性的主題。例如張曉風的〈潘度娜〉、葉言都的《海天

龍戰》，張系國和黃海的許多長短篇作品，儘管也極具巧思，但是很

難說它們帶有後現代主義所關心的如認同跨界、形式遊戲、雅俗之

辨、符號的超現實性等主旨。在本土科幻上成就最高的張系國，雖然

創作甚豐，但他努力的目標仍是國族論述與民族主義、追求「中國式

科幻」的可能性，這延續五四運動中，文以載道、救亡圖存的倫理精

神。66仔細觀察早期台灣科幻，「科學」本身被視做是架空的未來世

界中必須的物質條件，科幻元素是為了文本中的「真實」奠基，以鋪

陳世界觀、情節甚至是對現實社會的影射。反觀當代台灣各色激進的

後現代科幻小說，「科學」所聯繫的往往是對於真理體制與烏托邦政

治學徹底的懷疑和揚棄，故而我們可以說，早期科幻作品，與 1980

                                                 
64  楊雅儒，〈東區惡靈／東密救贖？－論林燿德《大日如來》的臺灣省思〉，《台灣文學研究學報》

22 期（2016 年 4 月）。 
65  王建元，〈當代台灣科幻小說中的都市空間〉，鄭明俐編，《當代台灣都市文學論》（台北：時

報，1995），頁 248。 
66  李歐梵，〈奇幻之旅－《星雲組曲》簡論〉，《星雲組曲》（台北：洪範出版社，1980），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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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代後展開的充滿政治虛無主義與顛覆知識論企圖台灣後現代科幻

小說，存在著某種程度的不連續性。67 

回到台灣後現代科幻小說，一些較早的作品仍反映威權時代的台

灣經驗。黃凡的反烏托邦科幻小說〈零〉、張大春的〈血色的西米〉、

〈血色任務〉等，其切入政治現實的關心並不難指認。這些小說一定

程度聯繫於台灣早期科幻傳統。但 1990 年後，台灣本土科幻出現新

的趨勢，開始排拒對於任何可能的中樞或是主體－包括始終受到統

治欲滲透的歷史書寫、政治理性的極權、難以定義的性別認同、無從

逃離的跨國資本宰制。68我們可以在張啟疆〈老大姐注視妳〉、平路

〈驚夢曲〉、〈五印封緘〉、洪凌〈記憶的故事〉、紀大偉《膜》等

等作品中都看到這一趨勢，曾經充滿樂觀的人文展望與理性信念，如

果不是蕩然無存，也幾乎剩下犬儒式的自嘲。對於這一文學現象，王

建元的解釋是，快速發展的台灣開始感受資訊社會的力量，一方面人

們被置於無孔不入的科技操控，另一方面又試圖在網路時代成為具有

自主性、民主意識的「詮釋公民」（an interpretive citizen），因此，

科幻小說可是一種尋求新型態公民參與的文化無意識。69 

最後就是(4)性別與酷兒小說。大約比政治小說的興起稍晚，1983

年時，李昂的《殺夫》、廖輝英《不歸路》、白先勇的《孽子》相繼

出版，與現代主義時期歐陽子等的女性小說不同的是，這些作品中的

性別意識鮮明而成熟，開始探討男女權力失衡的結構性原因，也勇於

對父權體制衝撞，並且正面肯定在父權道德中受壓抑的女性以及同志

情慾。70 

1990 年代後，以女性或是同志為主要探討對象的小說更迭獲大

                                                 
67  其實本節所討論的四種後現代小說類型，都多少可以在戰後文學史傳統中找到淵源，而不是僅僅

來自歐美後現代的啟迪。但是，我認為科幻文類與前行者之間的斷裂是尤其明顯的。 
68  洪凌、紀大偉，〈當代台灣科幻小說中的都會冷酷異境〉，鄭明俐編，《當代台灣都市文學論》

（台北：時報，1995），頁 272-274。 
69  王建元，〈當代台灣科幻小說中的都市空間〉，鄭明俐編，《當代台灣都市文學論》，頁 256-257。 
70  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下）》，頁 607-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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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在台灣後現代文學中激起深刻的迴響。例如邱妙津《鱷魚手記》、

陳雪《惡女書》、杜修蘭《逆女》、朱天文《荒人手記》、洪凌〈星

光橫渡麗水街〉、吳繼文《天河撩亂》、成英姝《人類不宜飛行》、

蘇偉貞《沉默之島》等等。這時也是台灣女性運動與女權思想蓬勃的

時刻，張小虹、卡維波、何春蕤帶入酷兒（queer）、女性主義解放

理論，她們標舉「個人即政治」，把關乎私我的性別與身體，置入整

體的社會結構與父權歷史中重新批判。  

在這段時期，台灣後現代主義的目光從 80 年代「文本與真實」

的符號層面稍稍移開，進而從各種性別主義理論進一步探索日常生活

中的身分構成。這些充滿性別關懷的文本，凸顯了原本被封閉在閨閣

床笫之內的情慾，探索那些潛藏在於母職、無償家務勞動、陰性書寫

與女性氣質背後的種種可能與不可能。71劉亮雅還注意到，在這時期

的性別小說，有意遠離地域或族群身分，「大量採用歐美日的文學與

文化商品指涉，暗示跨國文化對於身分形塑與日常生活的影響」72。

這也許是因為，那些歷史與族群的大敘事，常常使得性少數族群他們

的個人生存處境失焦，反之，那些即身的、瑣碎的、片段的、肉體的

個人經驗，反而更深刻地構成了性別多元身分與父權制度的緊張關

係。從性別政治的立場來說，如果將台灣集體記憶給「跨性別、怪胎

化」，就能看見在異性戀民族國家體制被長久忽略的邊緣風景。73這

些女性與酷兒小說不只是主張性別體制的政治解放，同時也再次接納

與肯定肉身的物質性，回到文明之前的原始狀態，歌頌感官經驗以對

抗理性宰制，以治療女人們在漫長父權歷史中染上的文明傷痕。74 

                                                 
71  張惠娟，〈後現代與女性主義之糾葛：試論當代女性烏托邦小說〉，《中外文學》第 275 期（1995

年 4 月）。 
72  劉亮雅，〈後現代與後殖民：論解嚴以來的台灣小說〉，陳建忠等著，《台灣小說史論》，頁

379。 
73  曾秀萍，〈灣生、怪胎、國族：《惑鄉之人》的男男情慾與台日情結〉，《台灣文學研究學報》

24 期（2017 年 4 月）。 
74  呂奇芬，〈後現代巫者的氣味祭儀、薩滿文化復興及其身體實踐－新探三部臺灣當代小說〉，

《中外文學》41 卷 2 期，總 437 期（2012 年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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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台灣後現代小說的形式特徵 

在前面，我們簡短回顧西方後現代思想與台灣後現代文化的歷史

脈絡。在本節中，將要嘗試定義台灣後現代小說的基本寫作手法與形

式特徵，並且檢視本地作者們如何挪用此一外來思潮，而成為本土書

寫的謬思。 

儘管文學有其自己的神聖領地，但我們不能忘記，歷史與社會條

件仍是文學之花綻放的土壤。隨著台灣島在經濟上的繁榮，以及強人

政治的結束，過去的威權政府逐漸感受到了公民社會呼籲自由開放的

壓力，於是，國民黨於 1987 年正式宣布解嚴。這一事件的影響是全

面而廣泛的，遠遠超出政治。解嚴除了是台灣社會民主化的里程碑

外，也意味著文化與思想的解禁，並使得台灣社會重新正視公共領域

的出現以及對於社區與地方的認同。75再從人文學科本身來說，本土

意識在文學場域中也開始茁壯，76過往壟斷歷史詮釋的大中原史觀終

於開始瓦解，這時包括原住民、客家、福佬等多元文化身分逐漸復興，

這使得關於歷史的大敘事面臨強而有力的挑戰。即使是那些無法接受

台灣民族主義的後現代作家，也有許多人對所謂「中華民國法統」抱

持反思。解嚴後多元文化對國族身分的挑戰，實是刺激後台灣現代文

學的不可忽視動力。77 

另外在經濟方面，隨著資本主義經濟深化，以及產業結構轉向服

務與資訊，一種以消費、廣告、媒體為平台的文化生態漸趨穩固，而

文學的主要閱讀者也從知識菁英轉變為廣大的、日漸興起的中產階

級。首先是聯合報在 1976 年設聯合文學獎、中國時報則是 1978 年成

立時報文學獎，爾後過去由政府主導的官方文學獎不再獨領風騷，影

響力江河日下，反而是報紙副刊變成了文學作家們能夠在文壇中取得

                                                 
75  莊雅仲，《民主台灣：後威權時代的社會運動與文化政治》（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 
76  蕭阿勤，〈1980 年代以來台灣文化民族主義的發展：以「台灣（民族）文學」為主的分析〉。

《台灣社會學研究》第三期（台北：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1999）。 
77  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下）》，頁 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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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權的最重要管道。78 

與此同時，許多專業文學或文化雜誌也次第創刊，如 1984 年的

《聯合文學》、1986 年的《當代》、1985 年《人間雜誌》、1986 年

復刊的《文星》等等，這些刊物不但向台灣讀者介紹當代理論思想，

同時也打開了更成熟、分眾更細緻的文學與文化市場。既然作為受眾

的中產階級足夠厚實，商業利益的考慮就成了出版與文學的根本性因

素。所謂「中產階級文類」某種意義上從市場的角度制約了可能的文

學生產，相對通俗的、或者是迎合中產階級品味的文體，越來越佔有

重要的一席之地。79這樣的現象對於過去知識菁英所偏好的現代主義

或寫實主義兩種模式，不能不說是顛覆性的。我們能夠看到，1980

年代以後，受到後現代去菁英思潮的影響，許多作者是有意識地挪用

大眾文學的腔調與文體，來爭奪「純文學」所授予的合法性位置。他

們藉由選擇爭議題材或者是具有商品化潛力的書寫方式，來確保自身

能夠在文化場域中獲得讀者注目以及隨之而來的象徵資本。80此後，

這一趨勢也為世紀末後的新銳作者們繼承，後現代美學與技巧，在很

大程度上成了今日小說作者的基本配備，成了文學家們用以描繪世界

的重要工具。81 

同樣的，1980 年代蓬勃繁榮的台灣工商業，其實與資本主義世

界體系嵌合在一起，這當然不只侷限於金融體系，台灣島上的文化動

態也被深深整合進入全球的訊息網絡。事實上，台灣的後現代狀況是

資本主義近代史的一個新章節，地方與全球因為大量資訊交流而被緊

密聯繫起來。82這個現象深深影響了台灣的族群身分，跨國離散、多

                                                 
78  林黛嫚，「文學場域的雅俗之爭－1980 年代小說族現象分析」（臺北：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

究所碩士論文，2002），頁 35。 
79  Sung-sheng Yvonne Chang, Literary culture in Taiwan : martial law to market law（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80  劉乃慈，〈佔位與區隔：八○年代李昂的作家形象與文學表現〉，國家台灣文學館《台灣文學研

究學報》第十三期（2011 年 10 月）。 
81  王國安，《小說新力：台灣一九七○後新世代小說論》（臺北：秀威資訊科技，2016），頁 104-118。 
82  路況，《後/現代及其不滿》（台北：唐山，1992），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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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異質、身分流動成為日常經驗的一部份，也在很大程度上進入了台

灣的後現代文學。83 

還有，就思想層次而言，歐美後現代主義的傳入，使得台灣文化

界與知識份子們普遍接受相對主義、懷疑主義的立場；而結構主義與

後結構主義所強調的「語言學轉向」，也使得符號的任意性得以被揭

露、文字被猜疑只是壟斷意義的障蔽。一個不可避免後果就是，台灣

的後現代知識分子開始採納「遊戲、逃逸、解構」觀點，後設技巧大

行其道，小說家們對於「文學」的社會功能也採取了完全不一樣的態

度－如果文學膽敢侈言反映現實、教化人心云云，這樣的大話不過

是一種竊占象徵暴力的修辭而已。 

因此，在這樣的氛圍下，台灣後現代小說在文學史上展開了嶄新

的一頁，並且具有一些過去極為少見的形式特徵。在此，我將這些形

式特徵分為：(1)對大敘事的懷疑；(2)對文本的後設性反思；(3)反對

深刻的意義，以及(4)破碎的、流動的、精神分裂的感知。接著，我

們就在下面分別討論這四種重要特質。  

(1)對大敘事的懷疑 
李歐塔曾經從人類學的觀點，來說明所謂「敘事」。在原始社會

中，藉由互相訴說的公共行為，人們能夠確認、並且辨認自己與他人

的相互位置或義務。因此，所謂敘事，是一種聯繫並統合社會整體的

語用學規則。而在現代社會中，以科學為根基的大敘事，即是啟蒙時

代所留下的，關於某種歷史目的論的政治許諾，例如階級革命、民族

國家建立、理性化的市場管理等等。然而，李歐塔也推論說，在後現

代時期，科學這一後設敘事無限膨脹時，價值終將讓位於效用，理性

淪為工具，人類的文明也將失去可信的指引。84 

                                                 
83  劉亮雅，〈後現代與後殖民：論解嚴以來的台灣小說〉，陳建忠等著，《台灣小說史論》，頁

318。 
84  Jean-François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 a report on knowledge, translation by Geoff 

Bennington and Brian Massumi（Minneapolis :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4）, pp.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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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對後現代主義來說，一切知識都不過是平行的系統化修辭，

也因此，在文本與現實世界之間，物理的一側並沒有優先權，更重要

的反而是論述（或論述所填充的文本）具有的本體論意義。85在 1985

年，黃凡發表他那充滿譏誚的〈如何測量水溝的寬度〉，就可說是台

灣後現代小說的里程碑，黃凡曾在訪談中否認自己受到西方理論的影

響，強調該文不過是遊戲之作，86但我們如果考慮到〈如何測量水溝

的寬度〉這一來自本土的「遊戲之作」，居然標誌著文學典範變革之

先聲，那還真有幾分後現代的弔詭。  

在黃凡這篇先河性的作品中，「知識」不過是充滿羅生門意味的

玩笑。該小說對於「捕捉真理」的拒認、強調指涉並改寫真實的言說

行動等等內涵，開啟了台灣後現代小說嘗試去重構各種（包括歷史與

知識的）敘事的實驗。87不過總體而言，純粹從知識論、本體論揭示

真理不足採信的台灣後現代小說較少，反而是因為，本土後現代文學

之發端，重疊於台灣社會民主化、本土化、解嚴等重大政治變遷的關

鍵時期，這使得更多台灣後現代小說去操弄「歷史」、「民族」、「國

家」等等長程記憶，表達出一種根深蒂固地對集體主義的嘲弄。  

在解嚴初期，張大春〈將軍碑〉質疑中華民國國史的真確、〈如

果林秀雄〉嘲諷鄉土文學中的「寫實傳統」、平路《行道天涯》與《百

齡箋》系列從性別的與微觀的角度改寫國族偉人、林燿德《一九四七

高砂百合》同時呈現不同族群在二二八事變前後迥異的視角等。而在

上世紀結束以來，施叔青《台灣三部曲》選擇「跨性別」或「灣生」

邊緣人物來同步於百年台灣的邊陲位置、李昂《七世姻緣之台灣/中

國情人》將兩岸統獨矛盾同時放入全球化脈絡與傳統民俗空間、王聰

                                                 
85  陳南宏記錄，〈偶開天眼覷紅塵，可憐身是眼中人－黃凡的小說及時代〉，《徬徨的戰鬥－

國立台灣文學館第三季周末文學對談》（台南：國立台灣文學館，2007），頁 131。 
86  陳南宏記錄，〈偶開天眼覷紅塵，可憐身是眼中人－黃凡的小說及時代〉，《徬徨的戰鬥－

國立台灣文學館第三季周末文學對談》（台南：國立台灣文學館，2007），頁 131。 
87  羅夏美，〈論後現代主義對臺灣小說的影響：以林燿德《一九四七高砂百合》為例〉，《臺灣文

學評論》第 6 卷 2 期（2006 年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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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複島》則是透過兩個平行的「旗津島」來容納台灣本土與日本殖

民兩個傳統、葉淳之《冥核》將核能產業放入懸疑推理文類並揭開台

灣經濟成長與工業化背後的黑幕、甘耀明《殺鬼》則是把地方史敘事

後設化，讓歷史見證者自己講述過往。我們能看到，相較於解嚴初期

如《浪淘沙》、《寒夜三部曲》等意圖建構新生本土民族的大河小說，

採用後現代知識論的「歷史後設小說」，一方面細膩的延續、再生上

世紀未竟的後殖民工程，但在另一方面，又對民族主義霸權可能在階

級與性別弱勢等方面造成的忽略，提出了深刻反思。88 

(2)對文本的後設性反思 
對文學批評家巴特來說，任何符號的織物（a tissue of signs），

也就是所謂文本，其意義並非來自作者的意圖與願望，而是受制於閱

讀者當下的認知框架。89哲學家傅柯的觀點則更進一步，他認為「作

者」此概念有其歷史性，曾經有一個時期，文學作品不須作者現身也

得以流傳，反而是，科學著作需要權威作者的背書，才有可信度。之

所以社會需要「作者」，可能只是某種知識經濟學、或是分類法的權

宜之計，藉由「作者」這一標籤，我們才能創建某種統一的理性論述，

以找出歷史的不變性。90 

這樣的觀點揭示了「文本」的意義，其實不必然依附於「作者」，

而可能在不同脈絡中向不同的詮釋者開放。台灣後現代文類廣泛接受

此一論點，蔡源煌就觀察到，台灣的後現代小說有意識地去解除文本

的權威、並且在敘述中曝露作者的寫作過程，以求展示「虛構」、「無

中生有」這些文學的最基本特質。91 

                                                 
88  林芳玫，〈《臺灣三部曲》之《風前塵埃》－歷史書寫後設小說的共時與共在〉，《台灣文學

研究學報》15 期（2012 年 10 月）。 
89  Roland Barthes, “The Death of the Author,” in Image, Music, Text,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Stephen 

Heath（New York : Noonday Press, 1988）. 
90  Michel Foucault, “What Is an Author?” in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Selected Essays and 

Interviews, edited by Donald F. Bouchard, translated by Donald F. Bouchard and Sherry Simon（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7）. 

91  蔡源煌，《從浪漫主義到後現代主義：文學術語新詮》（台北：雅典，1990），頁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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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台灣後現代小說的最拿手好戲，便是在上述的綱領下，重

新探究、或者說是解構，「寫作」此一行為的可能性。92在不同類型

的台灣後現代小說中，都能看到一個基本關心：「小說是如何可能

的？」、「小說如何向讀者展示『寫作小說』這一事件？」藉由在小

說中揭露作者的漫不經心或任性、或剖白敘事者的詭計或是心機，台

灣後現代小說家大量聚焦於「寫作即為虛構」這一題旨，幾乎可說是

當代後現代小說的基本配備。93在早期，一些典型的作品有：張系國

與平路合作的《捕諜人》、姚人多〈紀登斯事件〉、駱以軍《紅字團》、

張大春〈如果林秀雄〉、〈寫作百無聊賴的方法〉、黃凡〈小說實驗〉、

〈如何測量水溝的寬度〉、葉姿麟〈有一天，我掉過臉去〉等等。近

年以來，則有朱宥勳《堊觀》將寫作與地方記憶冶為一爐、張亦絢《愛

的不久時：南特/巴黎回憶錄》從女同志與第三世界角度反思敘事主

體的構成、而瀟湘神《台北城裡妖魔跋扈》更有巧思，用奇幻視角改

動整個台灣文學史敘事，日本總督府的殖民霸業竟是建立在大妖怪施

加給島民的語言詛咒、以及黃崇凱的傑作《比冥王星更遠的地方》，

兩位主角互相想像，生命經驗被他者填滿，從而見證了語言的根本性

地位。這些作品都再次展示了，寫作這一行為內在具有的可能與蒙蔽。 

(3)反對深刻的意義 
後現代主義原本就是生長於瞬息萬變、人人都有十五分鐘成名機

會的消費社會中。因此，人們開始對過去安居於殿堂，傳遞著永恆意

義與經典價值的嚴肅文學，感到了無比的不耐。後現代是：「一個在

闡述意義時拋棄了傳統上二元的表層和深層意義的時代。膚淺是有表

層而無深層的，『膚淺』是在二元論的模式基礎上構想出來的世界才

有的指控。……換句話說，語言就會被看成是純粹的外殼，是沒有內

                                                 
92  黃清順，《「後設小說」的理論建構與在臺發展：以 1983-2002 年作為觀察主軸》（高雄：國家

教育研究院，2011）。 
93  洪鵬程，〈試論八○年代臺灣後設小說的定位：以張大春《公寓導遊》與《四喜憂國》為分析對

象〉，《新竹教育大學人文社會學報》第 5 卷 1 期（2012 年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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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的形式、沒有深層的表層」94。  

為了強調這種「膚淺」，或是說明在「語言與句法」之外恐怕空

無一物的激進觀點，後現代小說家們常常打破文體的邊界，不管是採

用大眾文學敘事，用以質詢雅俗有別的文化位階；或者是直接引用學

術論文或廣告文案等其他文體，破壞那些既有的敘事框架。95這也就

是所謂「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之概念。對後現代主義來說，小

說文類只是無數文本的一種，小說敘事並非意義海洋中的孤島，重點

在於所有的文本之間早已互相滲透，並且只有參照其他敘事，才能夠

適切理解單一敘事的起源與意識形態。96這種思考的另一效應便是，

對於後現代文學來說，「形式」本身便負載有最豐富的訊息，特定的

表達手法其實變蘊含了特定的觀看位置，甚至比內容或主旨更有力量

來決定文學所欲傳達之物。97 

例如，紀大偉〈美人魚的喜劇〉以及葉姿麟〈仙蒂瑞拉與貓〉，

在改寫經典愛情童話故事的同時，尖刻地訕笑經典中受到父權制約的

浪漫愛不過只是不堪一擊的陳腔濫調；或者是文學頑童張大春自導自

演的〈猴王案考－孫悟空考古探源事件〉，以虛構的考證文章，指

涉小說這行業自古以來就是拼貼剪裁無中生有的生意；或者更具機巧

的，野心也更大的，應是其更晚近的作品《戰夏陽》、《春燈公子》、

《大唐李白》等，甚至試圖挪用史傳與筆記的體裁，來復興（或顛覆）

「小說」的可能性。而在陳又津《少女忽必烈》裡，藉由研究生與遊

民少女在都市迷陣中的華麗探索，奇幻的輕小說敘事撼動了知識分子

的純文學世界觀。而吳憶偉《芭樂人生》也是一例，這本幽默的作品

參照著超級英雄敘事，寫出一種窩囊的超能力以及普通平凡的超能力

者。  

                                                 
94  Mark Currie 著，寧一中譯，《後現代敘事理論》（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03），頁 40。 
95  陳綾琪，〈顛覆性的模倣與雜匯：由朱天文的《荒人手記》談臺灣文學的後現代〉，《中外文學》

第 358 期（2002 年 3 月），頁 168。 
96 Mark Currie 著，寧一中譯，《後現代敘事理論》，頁 76。 
97  劉乃慈，《奢華美學：台灣當代文學生產》（台北：群學出版社，2015），頁 142-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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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破碎的、流動的、精神分裂的感知 
其實在現代主義文學傳統中，所謂「意識流」技巧，很早便努力

去捕捉人類內在感知的無可名狀、複雜混亂。按照威廉斯（Raymond 

Williams）的說法，西方現代主義的其中一個歷史根源，與工業革命

帶來的社會變遷密不可分。當時大量的鄉間勞動力進入大城市，一時

之間，人們原本的單純生活中就充滿了包括方言、陌生人等等「雜

音」，這促使現代主義去思索內在知覺中的不連貫與歧義性。98 

而今日的後現代社會，其實繼續加速、並且極大化了這樣的趨

勢。一方面是如哈維所說，資本主義與全球化現象在交通和溝通方

面，帶來高度的時空壓縮，使得人們密集且輕易地體驗到跨國、跨文

化的繁複經驗；另一方面，整個消費社會鉅量的媒體宣傳與各式各樣

商品廣告，也帶給我們的片段而高速的五官感知，這其實是德勒茲

（Gilles Deleuze）所說的，一種文化精神分裂（cultural schizophrenia）

之徵狀。在後現代時期，人們不再將自我是做一個穩定、連貫的敘事，

而必須要在同一時刻中接納眾聲喧嘩的多元論述。99也因為如此，相

比於現代主義文學中那些前後一致、忠實按照內在融貫性而行動的角

色，在後現代小說之中「人物的描寫更加玩世不恭，具散播性，充滿

自我意識，難以捉摸，而且通常蓄意歪曲，這些人物可以同時出現在

許多不同的平面，因而完全缺乏可信的心理完整性」100。  

台灣的後現代文學也不能免於類似的情況，正如王斑所指出，大

量增長的都會體驗與消費主義，確實影響了當代小說家們對於「拼

貼、破碎、分裂」之內心世界的高度敏感。101朱天文當然是其中代表

性的例子，在《荒人手記》中，當過去在威權體制下所信仰的單一歷

                                                 
98  Raymond Williams, “Metropolitan Perceptions and the Emergence of Modernism” in The city cultures 

reader, edited by Malcolm Miles and Tim Hall（London ; New York : Routledge, 2004）, p.63. 
99  Mark Currie 著，寧一中譯，《後現代敘事理論》，頁 114。 
100  Judith Butler 著，宋素鳳譯，《性別麻煩：女性主義與身份的顛覆》（上海：上海三聯書店，2009），

頁 225。 
101  王斑著，劉婉俐譯，〈呼喚靈韻的美學：朱天文小說中的商品與懷舊〉，周英雄、劉紀蕙編，《書

寫台灣：文學史、後殖民與後現代》。 



．前衛文類的歷史軌跡：反思「台灣後現代小說」的西方根源與在地實踐． 

 ．117．

史觀破產後，主人公便立即投入一段縱情物慾、五光十色的放逐之

旅；又或是〈世紀末的華麗〉，嗅覺的紛繁呈現，是快速變動的時尚

工業中唯一的實在。而更晚的賀景濱《去年在阿魯吧》，則設想了一

個高科技的資本主義末世，身體成為容器，靈魂可以自由裝配被數位

化的記憶與感知，主體的連續性完全蕩然無存。不過稍有不同的是，

比起哈維在資本全球化語境中特別強調的跨國跨文化經驗，台灣自身

的後殖民歷史，恐怕更是這種破碎感知體驗的另一個不可忽視的重要

源頭。比如舞鶴《餘生》，刻意採用扭曲乖僻的文體，同時將思考、

知覺、行動、觀察，交織在生硬艱澀的單一心理敘述中。晚近李喬《V

與身體》也是很好的例子，在故事中，人與良知分離、身體與意志相

悖、個體無法從深文周納的國家權力中獨立。細究舞鶴與李喬的書寫

策略，之所以人物內在支離破碎，仍是因為白色恐怖與黨國威權的政

治壓迫，從而使得誠實、連貫的自我無從成形。  

七、結論 

1980 年代以來，後現代主義已經成了台灣小說家慣用的技巧與

養分之一，當代小說家持續深化後現代小說這一文類的同時，在台灣

的後現代文類早已經與西方源頭大異其趣。102儘管「後現代主義」具

有強烈的西方性格與跨國色彩，但正如本文在上面指出的，翻譯過後

的西方後現代主義，其實仍有著本土的問題意識、反應的也還是獨特

的台灣歷史與文化。一個最為明顯的特色便是，台灣後現代小說並不

只是純粹形式探索與後設智力遊戲，這些斑斕多彩的小說技法，常常

是為了能更根本地去探索台灣的後殖民狀況，重構／解構認同政治、

翻轉或顛覆曾經被國家主義所籠罩的在地記憶。  

此外，假如我們忠實地追隨後現代之要旨，那麼，本文試圖形式

                                                 
102  王國安，《台灣後現代小說的發展：以黃凡、平路、張大春與林燿德的創作為觀察文本》，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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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地去界定「台灣後現代小說特徵」，就似乎有些悖謬－在意義層

層播散的符號浪潮中，努力抓住後現代文類的核心，這樣的舉動好像

並不明智。然而，正是因為「後現代」是一由全球化語境所包圍、又

同時高度理論性的文化現象，所以我們更加必須「歷史地」思考其在

台灣社會中前行的路徑，尤其需要警惕純粹理論的真空對實際文本生

產與傳播的那種詮釋吸引力。  

在本文中，我們從西方的「後現代主義」概念，以及西方社會的

「後現代性」現象出發，為的還是進入屬於「台灣」的後現代文化。

在本土的語境中，可以看到早期的後現代引介者，他們身上多少難免

於擁抱資本主義現代性的熱烈渴望，這當然是高度全球化背景中的一

種癥狀。103而在稍後，隨著本土後現代文學的成熟，文學家們持續運

用同一概念的科幻與後設形式，同時發展了對於民族國家的懷疑、以

及對威權政治的批判。104而為了從集體主義的陷阱中逃逸，後現代小

說也進一步地深入性別微觀政治，以庇護那些難以見容父權敘事的性

別少數。在當代台灣文學史中，精彩的後現代小說可以說發展了一條

富有批判力的政治路線，以回應時代與地方的獨特問題。 

                                                 
103  張誦聖，〈現代主義、臺灣文學、和全球化趨勢對文學體制的衝擊〉，《中外文學》第 412 期（2006

年 9 月）。 
104  裴元領，〈權力運作與敘事功能－試析台灣八零年代中期以後的小說現象〉，鄭明俐編，《當

代台灣政治文學論》（台北：時報，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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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ical Trajectory of 
Avant-garde Literature:  

A Study of the Western Origin and 
Local Practice of Postmodern 

Fiction in Taiwan 

Lin, Yun-Hung* 

【Abstract】  

With its arrival in the 1980s, Taiwan postmodern fiction has shown 

a variety of features and become one of the major aspects of our local 

postmodern culture. This article aims to trace the early origin of 

postmodernism in the West and sketches out the social aspects of 

postmodern culture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of highly industrialization, 

globalization and informationalization. In the local context, it is 

apparent that aside from the social changes brought forth by global 

capitalism, the postmodern culture in Taiwan is actually a legacy of the 

long-term colonial history. In addition to describing its socio-historical 

background, this article also aims to define the four major genres of 

Taiwan postmodern fictions as well as their major formal feature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despite its Western characteristics, postmodernism, 

after being transplanted into the local context, has been imbued with 

local colors and meanwhile inscribed with its trajectory of capitalistic 

                                                 
*  Postdoctoral Fellow,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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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ity and multiple colonial histories. 

 

Key words: postmodernism, Taiwan postmodern fiction, Taiwan literature, 

transnational capitalism, postcolonialism contribution to the 

fusion of literary comments and Zhang-zi’s thou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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