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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忌與踰越： 

論葉石濤〈稻草堆裡的戀情〉的情色∗ 

楊建國∗∗ 

【提要】 

葉石濤（1925–2008）向以文學乃現實環境之產物，是故其作

品始終根植於臺灣土壤，以其切身經驗及臺灣本土人事為核心，反

映置身歷史、政治、經濟脈絡變遷下臺灣人民的共同經驗及心聲，

其中有關兩性議題的小說因其晚年大膽的情色書寫而備受關注。本

文主要聚焦於其眾多兩性書寫中的「稻草堆裡的戀情」，一者，此

一相同材料反覆出現在作者的隨筆與小說中，兩類文體文本的敘事

觀點都均採第一人稱，因而對文本中女子的情色心理、慾望及反應

付之闕如，缺乏合理的交代；二者，無論在此小說文本或隨筆中，

關於女性性觀念與自主議題所涉及不倫與道德的批判，相較於作者

其他作品，有著更多的貶抑，其故何在？本文嘗試以巴代伊（Georges 
Bataille，1897–1962）《情色論》中「禁忌與踰越」的觀點，試圖

從接受美學的視角為解讀這段故事中的迷津提供另一種詮釋及說

明。 

關鍵詞：葉石濤 〈稻草堆裡的戀情〉 巴代伊 禁忌 踰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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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縱觀葉石濤（1925–2008）一生的兩性書寫小說，從早期日治時期

〈林君的來信〉中純情男女的心靈抒發到晚期 2004 年的〈蝴蝶巷春夢〉

偏重男女情欲感官的描寫，前後期的風格幡然改弦易轍。論者咸以作者

82 歲高齡、望重文壇的耆宿地位，竟著重於男女肉慾物質層面的書寫，

頗不以為然。1 然若細究其一生創作的脈絡，當不致感到突兀——他在

兩性題材的情欲抒發與主張，大致遵循「男女食色性也」的自然本能，並

對儒家禮教規範採取較寬鬆的態度，2 是以簡明哲能以一男事多女，3 潘

銀花也以一女事多男。4 至於其中情節的不倫與沉溺，論者又都以政治

意識形態、國族認同，或以黑色幽默對抗白色恐怖的論調予以定位，5 其

中尤以李喬由初始的不諒解到最後的專文道歉，傳達出目前學界對於葉

石濤晚期著重感官肉慾書寫的寬鬆包容。6 就「以臺灣為中心」的臺灣

                                                 
1  詳參李喬，《情世界——回到未來》（臺北：印刻文學出版公司，2015），頁 5。李喬自承

在初始並不諒解，曾經輕浮地訕之。 
2  關於儒家禮教，尤其是女子貞節守義部份，戴華萱曾就分析葉石濤、鍾肇政與李喬三人的

情色書寫而做相關論述，詳參戴華萱，〈如何測量情色的深度——李喬與鍾肇政、葉石濤

的情色論對話〉，《臺灣文學研究學報》第 24 期（2017 年 4 月），頁 52-55。戴文進一步

分析葉石濤對於西拉雅族母系傳統的體認，認為西拉雅族女性本就對性採取自由開放的態

度，由此暗指臺灣文學與中國文學的區隔，並與李喬的「文化臺獨」觀念相契。由於葉石

濤的創作語言文字始終未脫漢文領域，所以是否能以此截然區隔臺灣文學與中國文學，本

文於此推論或葉石濤之見採保留態度。 
3  《蝴蝶巷春夢》輯集九個短篇小說，可串連成一體，男主角均為「簡明哲」，小說中出現

跟他有親密關係的九個女人，集中在臺南府城和西拉雅族居地。詳參葉石濤，《葉石濤全

集》（臺南：臺灣文學館／高雄：高雄市政府文化局，2008）小說卷 5，頁 355-462。以下

引用簡稱《全集》。 
4  詳參《西拉雅末裔潘銀花》系列，收錄於葉石濤，《全集 4》小說卷 4，頁 175-192、頁 193-219、

頁 275-291。 
5  彭瑞金以「黑色幽默」評論葉石濤在寫《蝴蝶巷春夢》的孝順性愛說，認為葉石濤承繼日

本作家太宰治的影響，以其獨特的自我調侃嘲弄式的幽默，在被壓迫而沉寂的年代，以文

學找到反擊的策略。依彭瑞金的分期，黑色幽默期當在 1965–1970。詳參彭瑞金，〈為臺灣

文學點燈、開路、立座標〉，收入葉石濤，《全集 6》隨筆卷 1，頁 26-27。另可詳參葉石

濤，《全集 1》小說卷 1，頁 37-53。 
6  李喬，〈前言〉，收入《情世界——回到未來》（臺北：印刻文學出版公司，2015），頁 5。

李喬坦言：「多次左思右想；既然謝罪無門，或也不方便，於是考慮：自己也踏上前轍，

造成相似處境；……這也是一種認錯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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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觀點而言，7 小說的意識形態與政治認同掛鉤本無可厚非，然若只

侷限此單一角度以審視其一生關於兩性情慾書寫，恐怕會淪於人生世相

表層之片面觀察，甚而喪失從「情色」角度賦予作品的人性深度。8 本

文在此提供三個觀察角度：一是其一生對男女情欲的書寫，對於女性主

動大膽的情色行為並不全然採肯定包容的態度，尤以其中一組「稻草堆

裡的戀情」中對於故事中女性的不倫予以嚴厲譴責，顯然有悖於作者一

貫對於女性情欲自主的認同。9 二是本文擬從巴代伊對於色情、情色界

說的角度，認為單只著眼色情、肉慾的感官描寫，不足以詮釋葉石濤小

說中的情色震撼，甚或以色情、肉慾去附會國族意識，並代其開脫感官

書寫可能的譴責，恐怕均低估了葉老這組作品所蘊含的情色張力；又巴

代伊的情色理論向為詮釋葉老作品的論者所忽略，10 且此組曲在「禁

                                                 
7  民國 76 年（1987 年）葉石濤出版《臺灣文學史綱》，主張臺灣文學必須是以「臺灣為中心」

而寫出來的作品，內容必須是以廣大臺灣人的生活息息相關的事物，並且反映臺灣人民被

殖民被壓迫的共同經驗。詳賴美惠，〈臺灣文學的點燈人：葉石濤先生專訪（上）、（下）〉，

《國文天地》第 18 卷第 2 期（2002 年 7 月），頁 81。另詳陳芳明，《臺灣新文學史》（臺

北：聯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1），頁 252-255。 
8  本文於「情色」的見解，特別以巴代伊的見解為主。巴代伊認為情色不只是人類感官的欲

求而已，情色所涉及的是生命存在的核心課題：「所謂情色，可說是對生命的肯定，至死

方休。」他將情色區分為肉體情色、心的情色及神聖情色，並闡明三種情色的最終目的不

外於「以深厚的連貫感取代個人孤單的不連貫」；而所有情色作用的原則「在於破壞參與

者在正常生活中的封閉結構」，詳參喬治．巴代伊（Georges Bataille）著，賴守正譯注，《情

色論》（臺北：聯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頁 67、頁 71-72、頁 73。賴守正指

出，就其狹義意義而言，情色是人類禁忌下的產物，是人類面對性禁忌的踰越舉動；廣義

而言，情色則代表著人類踰越其先天存在侷限與後天人為禁忌、脫「俗」入「聖」、不斷

探索生命的各種可能追求極致。詳喬治．巴代伊著，賴守正譯注，《情色論》，頁 12-13。

另外也可詳參美國學者對色情及情色一般的定義，詳米度頓（DeWight R. Middleton）著，

趙文琦譯，《異國情色大不同——性愛人類學》（臺北：書林出版有限公司，2005），頁

176-180。 
9  關於葉石濤的女性情欲書寫，大體是從早期的壓抑到中期、晚期的自主開放。詳參馬嘉瑜，

「葉石濤小說中的兩性關係」（嘉義：國立中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2013 年 7 月），頁

118-120。林沈雁，「葉石濤小說女性書寫研究」（屏東：國立屏東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碩士論文，2009 年 7 月），頁 123-130。 
10  鄭幸矯在其碩論中以佛洛伊德（Sigmund Freud）的精神分析、榮格（Carl Gustav Jung）的

分析心理學、馬林諾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的兩性社會學為方法論，探究葉石濤

小說中情欲書寫面向於光復初期、解嚴前後的轉變，及其中所反映的作者個人投射。詳參

鄭幸矯，「從耽美到解放——葉石濤小說的情欲書寫」（臺中：國立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研

究所碩士論文，2008 年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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忌與踰越」著墨甚深，又暗合巴代伊《情色論》之意旨，甚至將「情色」

擴延為肉欲感官之外的一種生命態度、價值觀與人生真象，此又非著眼

於肉慾辛辣刺激的肉體感官的單純描寫所能含括。三是作者在「稻草堆

裡的戀情」之敘述觀點與其他作品大異其趣，全然設定以「我」為觀點，

擺脫全知敘寫，讓讀者完全無法得知故事中女主的內心幽微，在「我」

主觀認定女主確為敗德辱行的背後，讓讀者著實因這處理方式而為女主

暗自叫屈。情色是什麼？葉老以 82 歲高齡仍樂此不疲地書寫其潛藏內

心的情色故事，只為表達其反抗統治者的臺灣意識嗎？ 

凡此以「讀者接受」角度所進行的觀測與詮釋，試圖一窺其中可能

隱藏的幽微意蘊。讀者接受美學興起於 1960 年代，11 其主要意旨首先

確認「文本」有其獨立生命，作品一旦脫離作者，就有如脫離母體、斬

斷臍帶，不容作者再贊一詞；12 其次，讀者在閱讀中被容許對文本進

行創造式詮釋，13 一者彌補作品中可能的「空白」，二者或從其皺摺

處掘發其密藏之幽微。於是流行於當代的「新批評」與「現象學批評」

等文學評論，14 或哲學界如傅偉勳所倡導的「創造的詮釋學」，15 亦

                                                 
11  詳參姚斯（Hans Robert Jauss）、霍拉勃（Robert C. Holub）著，周寧、金元浦譯，《接受

美學與接受理論》（瀋陽：遼寧人民出版社，1987）。赫魯伯（Robert C. Holub）著，董之

林譯，《接受美學理論》（新北市：駱駝出版社，1994）。赫魯伯認為，接受美學理論足

以證實一種普遍的轉向：從關心作家與作品，轉向關注文本與讀者，詳赫魯伯著，董之林

譯，《接受美學理論》，頁 2。 
12  「文本」觀念的確立，代表讀者的誕生。1968 年巴特宣告「作者已死」，正代表讀者有權

參與作品的生產。根據巴特及克利斯提娃的說法，「作品」是作者的產品，而「文本」則

是游移、衍生的，無法加以框住釘死，是讀者閱讀時創造出來的場域。詳參赫魯伯著，董

之林譯，〈總序〉，收入《接受美學理論》，頁 4。 
13  讀者所再創造的境界，不該被誤認為是作者的「生存世界」，因為作品不再固定地涉指作

者的實際情況或環境，而是不固定地涉指可能存在所有類似的情況。詳參劉若愚，〈中西

文學理論綜合初探〉，收入鄭樹森編，《現象學與文學批評》（臺北：東大出版社，1984），

頁 147。 
14  關於「新批評」的相關討論及專著，詳參李明陽、喬川，〈「臺灣古典詩歌新解論爭」評

議——以葉嘉瑩、夏志清、徐復觀、顏元叔為考察中心〉，《漢學研究通訊》第 130 期（2014
年 5 月），頁 19-27。李衛華，《價值評判與文本細讀：「新批評」之文學批評理論研究》

（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趙毅衡，《新批評：一種獨特形式文論》（北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羅曼．英加登（Roman Witold Ingarden）著，陳燕谷、曉未

譯，《對文學的藝術作品的認識》（北京：中國文聯出版社，1988）。關於現象學參與文

學批評，詳參鄭樹森編，《現象學與文學批評》，頁 57-80。另外，就現象學的審美經驗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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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有別於傳統將作品置於作者、歷史脈絡中的考察方式，在面對文本

解讀詮釋上，允許等同如創作者般進行心靈探索之旅。本文之寫作取向

同意「接受美學」及新批評的看法，也認同讀者有必要進行創作式解讀，

但卻視天馬行空式的將作品抽離所處之時代脈絡，反倒喪失進行文本詮

解時脈絡所提供的明燈或指南。基於此，既一方面認同接受美學於文本

創造式的詮釋，同時也正視作者所處的時代脈絡，所以在以下閱讀葉石

濤的這一組「稻草堆裡的戀情」文本，基於上述三個觀察角度及其衍生

的問題意識，有待後文進一步釐清說明。 

二、「稻草堆裡的戀情」的情色書寫 

及其雙重迷思 

「稻草堆裡的戀情」組曲諸文本究竟是不相干的題材，16 抑或是

同一原型的不同面貌？其在《全集》分置於小說卷及隨筆卷，這群組的

文本題材本就可以撰成小說或散文，問題是，作者如何看待置放於小說

或散文的材料本身的真實與虛構？如果其材料為真實，那麼作品中的

「我」是否應視為作者本人，並將之視為自傳體小說？其次，小說家所

                                                                                                                      
言，審美經驗與審美對象是相互循環的，亦即審美經驗的主體與審美對象不但相互關聯，

而且在審美經驗上，本就是一體，換言之，脫離審美主體（欣賞者），審美對象無從界定

其是否為美。這裡在在突顯接受者的位階與重要性，並認為儘管欣賞者的經驗不如創作者

光采照人，但確認作品價值之責，往往又非欣賞者不可，所以欣賞者應該比藝術家創作作

品時更需要有鑑賞作品的能力。詳參杜夫海納（Mikel Dufrenne）著，韓樹站譯，陳榮生校，

〈引言〉，收入《審美經驗現象學》（北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6），頁 3-4。 
15  詳參傅偉勳，《從創造的詮釋學到大乘佛學：「哲學與宗教」四集》（臺北：東大出版社，

1990），頁 1-47。 
16  本文以「稻草堆裡的戀情」做為這個故事群的總名，依其發表的年代先後，最早是 1984 年

發表在臺灣時報的〈女人桃花〉，收入葉石濤，《全集 3》小說卷 3，頁 333-335。其次是

1987 年發表在自立晚報的〈木麻黃樹下的 amie〉，收入葉石濤，《全集 8》隨筆卷 3，頁

65-66。1989 年在自由時報的〈女人桃花〉，收入葉石濤，《全集 4》小說卷 4，頁 137-142。

1990 年在首都早報的〈稻草堆裡的戀情〉，收入葉石濤，《全集 10》隨筆卷 5，頁 415-425。

1991 年發表在臺灣日報的〈女朋友——amiel（二）〉，收入葉石濤，《全集 5》小說卷 5，

頁 345-354。雖然此故事群以〈女人桃花〉為始，但真正內容完整且敘述詳盡者非〈稻草堆

裡的戀情〉莫屬。以「稻草堆裡的戀情」為故事群命名，是依五篇內容的繁簡、詳略比較

而來，也對此故事群在構思、陳述或部署的發展，做了較為客觀的定名。 



．東海中文學報． 

 

 ．30．

採取的敘述觀點，本為鋪敘、開展或掌控小說行進脈絡的方式之一，作

者本可以任意採取不同的敘述觀點，以便讓人物展露內心幽微的世界，

然而弔詭的是，這群組主要篇章的女主人翁（以下簡稱女主）因作者所

採取的敘述觀點，而造成小說中女主的心態呈現晦暗不清，依讀者閱讀

接受角度言，讀者有權利質疑作者本可以讓「她」說話，但為何採取第

一人稱觀點而讓她消音？作者為什麼這樣處理？是真實材料中的女主

本就從未說話，還是作者蓄意為之？即使真實故事中的女主從未替自己

辯解，但作者不也可以虛擬地讓女主說話嗎？從接受美學的視域進行解

讀，可以進一步追問：女主欲說未說的是什麼？作者為何採取如此敘述

策略？讀者能代女主說什麼？讀者能替作者的處理說什麼？讀者可以

用何角度切入進行剖析解讀？這其中牽涉「後設閱讀」的諸多複雜議

題，17 本文於此以簡御繁，不擬構思後設繁複面向，僅以上述提問展

開以下的鋪陳。 

（一）墮落淫蕩抑或情色自主 
〈稻草堆裡的戀情〉最早發表在 1990 年的《首都早報》，採取第

一人稱敘述觀點，如果不是後來編入《葉石濤全集》〈隨筆卷〉，單就

敘述方式及所陳述的故事情節、人物、地點而論，其實與作者其他小說

的筆法無甚差別，然而編入〈隨筆卷〉，即視之為一篇隨筆散文，而據

作者自承，顯然是視同真實的事件。18 這個故事並未落幕，在 1991 年

復以第一人稱敘事觀點於《臺灣日報》發表了〈女朋友——amiel（二）〉，

此篇除了將女主角的名字更換外，情節與〈隨筆卷〉的〈稻草堆裡的戀

情〉如出一轍，比較值得一提的是，〈女朋友——amiel（二）〉收錄

於《全集 5》〈小說卷 5〉，視之為小說體例；此兩文無論隨筆或小說，

                                                 
17  詳參邁可．潘恩（Michael Payne）著，李奭學譯，《閱讀理論：拉康、德希達與克麗絲蒂

娃導讀》（臺北：書林出版有限公司，2005）。 
18  賴美惠，〈臺灣文學的點燈人：葉石濤先生專訪（上）、（下）〉，《國文天地》第 18 卷

第 2 期，頁 85。提問人問：「您在散文集《女朋友》所描寫的內容是真的嗎？」葉石濤在

接受採訪時清楚表明：「我寫的散文全部是描寫真實發生的事情，因為它不是小說，不能

虛構也無法杜撰。」 



．禁忌與踰越：論葉石濤〈稻草堆裡的戀情〉的情色． 

 

 ．31．

其共同點均以強烈的語氣譴責故事女主「放蕩不羈」、「寡廉鮮恥」。19 

這位女主究竟做了什麼事，值得「我」或葉石濤如此譴責與動怒？

如果再參照 1984 年發表在臺灣時報的〈女人桃花〉、1987 年發表在自

立晚報的〈木麻黃樹下的 amie〉以及 1989 年自由時報的〈女人桃花〉

諸篇，或可看出此一故事群更為清楚的全貌。以下先將上述五篇列表說

明： 

表一 〈稻草堆裡的戀情〉相關文本（1984–1991） 

編

號 
篇名 發表時間 刊載 全集收錄 類型 敘事觀點 

女主角

稱謂 

一 女人桃花 1984.4.5 
臺灣

時報 
《全集 3》〈小說卷

3〉頁 333-335）

小說 
（書信體）

第一人稱 XX 桑 

二 
木麻黃樹

下的 amie 1987.10.9
自立

晚報 
《全集 8》〈隨筆卷

3〉 頁 65-66 
隨筆 第一人稱 伊 

三 女人桃花 1989.1.1 
自由

時報 
《全集 4》〈小說卷

4〉頁 137-142 
小說 

（書信體）
第一人稱 

素琴 
女士 

四 
稻草堆裡

的戀情 
1990.5.11

-14 
首都

早報 
《全集 10》〈隨筆

卷 5〉頁 415-425
隨筆 第一人稱 邱春瑛 

五 
女朋友 

——amiel
（二） 

1991.1.15
-16 

臺灣

日報 
《全集 5》〈小說卷

5〉頁 345-354 
小說 第一人稱 林綢緞 

從上列表中，略可一窺五篇發表的時間、篇名、順序、體例、敘述

觀點及女主之稱謂等，容或內容有繁簡、體例有差異，然卻無妨其為同

一事件、不同版本的故事母題，以下簡要概述其內容於後： 

其一，就篇幅而言，前三篇少則兩頁、多僅六頁，堪稱體制短小，

                                                 
19  「雖然一切都是由窮苦而引起，罪咎不應歸於她，但她的確是最腐敗、最墮落的少女。……

她的這種寡廉鮮恥的敗行，實在令人駭異，……」葉石濤，〈稻草堆裡的戀情〉，收入《全

集 10》隨筆卷 5，頁 423-424。「十九歲的少女竟如此放蕩不羈，真叫人心寒，……每一次

一接觸男人就禁不住以肉體來討其歡心。她也從中獲取了忘我的快感而不能自拔。」葉石

濤，〈女朋友——amiel（二）〉，收入《全集 5》小說卷 5，頁 352-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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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後兩篇的完整性相比，較似同一故事的雛形。其中 1984 與 1989 年的

兩篇〈女人桃花〉，雖然均屬書信體小說，但不僅人物稱謂改變，所設

定的書信書寫時間也差距了三十年——如果說系列故事發生的時間是

在 1955 年，20 那麼 1984 年發表的〈女人桃花〉將寫信時間設定在雙

方相識後三個月所寫，21 約當 1955 年底；而 1989 年的〈女人桃花〉

一開篇就將寫信時間拉到三十多年之後。22 簡言之，因為設定的寫信

時間不同，在語氣表達及人物的觀感上都因時間沉澱的長短而有極大差

異。1984 年那篇因為對女教師腳踏雙船的背叛行徑猶在氣頭上，語氣

的表達既義憤填膺，又壓抑強忍，急迫地要女方提出合理的說明；篇中

對女教師的觀感則由青春進取的陽光形象淪為了惡女、桃花，此乃女教

師最令「我」百思不解之處——既已跟「我」夜夜裸裎談心勾勒未來，

為什麼同時又跟其他男子做出一樣的行為？因此迫切而反覆地要求對

方解釋。23 至於 1989 年發表的〈女人桃花〉，因敘事方式較緩較長，

語氣表達相對平和，清楚鋪敘女教師在成長階段所發生的「醜聞」（文

中用語）之餘，作者又添加了自身政治黑牢背景以及對臺灣閉鎖社會的

失望。值得一提的是，對女教師的觀感崩壞，竟直指「性經驗豐富得可

以和應召女郎相比」，24 以致談及兩人關係也與前篇截然不同，前篇

自承「百分之百的出自於誠摯的情感」，25 此篇卻說「這顯然不是純

                                                 
20  此故事群發生的時間，乃根據〈稻草堆裡的戀情〉篇首所述：「從一九五五年開始，我一

直避開都市喧囂之聲，遠離文明，躲藏在八掌溪旁的貧脊鄉村——路過村。」詳參葉石濤，

《全集 10》隨筆卷 5，頁 415。收錄在小說卷的〈女朋友——amiel（二）〉篇首亦云：「一

九五五年八月底，我帶著棉被和衣服從臺南火車站出發要到新營去，……向路過國民學校

報到之後，覓個住所，買齊生活用品……」。詳參葉石濤，《全集 5》小說卷 5，頁 345。 
21  「只是我百思莫解，在以往三個月相處的日子裡，……」，葉石濤，〈女人桃花〉（1984

年），收入《全集 3》小說卷 3，頁 335。 
22  「時間過德真快，一下子三十多年的時光就這樣一去不回了。記得你當時是十九歲，……」

葉石濤，〈女人桃花〉（1989 年），收入《全集 4》小說卷 4，頁 137。 
23  「我這方面是百分之百的出自於誠摯的情感，而你那甜言蜜語卻都是假的！真的是如此

嗎？在分手之前，盼望你來一封信解釋解釋，使我的佛洛伊德心理學有所增進。好嗎？」，

葉石濤，〈女人桃花〉（1984 年），收入《全集 3》小說卷 3，頁 335。 
24  葉石濤，《全集 4》小說卷 4，頁 139。 
25  葉石濤，《全集 3》小說卷 3，頁 335。 



．禁忌與踰越：論葉石濤〈稻草堆裡的戀情〉的情色． 

 

 ．33．

粹的愛情作用，而是旺盛的性慾——賀爾蒙作用」、26 「我之所以落入你

的陷阱，一來是我太寂寞，二來，無可否認，我也慾火難禁的緣故」。27 如

果說時間是「遺忘」的藝術，1984 年發表的〈女人桃花〉中所設定的

寫信時間是相識後三個月，時間過短，大概尚難以分判是情感或肉慾，

只急切渴盼得到回信或有一絲挽回的希望；而 1989 年發表的〈女人桃

花〉歷三十多年歲月沉澱之後，了知雙方當時或許只是情慾、荷爾蒙作

祟，認清了彼此無愛、「能提供的是肉體吧」，28 因此無須道歉，寬

容之外，「平靜喝茶聊天，不做任何懺悔」應是最完美的重逢。29 「我

今天已冷靜下來，已沒有任何仇恨，但仍有遺憾」、30 「你當時的作

法很絕，傷透了我的心，至今忿恨難消」（1989 年〈女人桃花〉），31 

此兩篇所表達的情緒雖輕重有別，但耿耿縈懷的氣憤和不解是一致的，

因為在葉老心中不時翻攪的是：一個與他短暫夜夜春宵的女子，如何能

同時又和別人糾纏不清？而最讓他始終不能忘懷的，恐怕是當時那一幕

幕綺色曖昧的情色圖景。 

其二，1987 年的〈木麻黃下的 amie〉是比前述兩篇更為簡略的隨

筆體裁，記錄在深夜經常野合幽會的木麻黃樹下的一場爭執，且罕見地

以對話透露這位女教師在整個故事群唯一的「回應」：「我又怎樣了？

原來你是虛情假意的」、32 「你這是侮辱，你信口胡說」，33 文章於

此戛然而止。無論上述三篇文本，或後來的兩篇，對於女教師所回應的

抗議心聲均缺乏後續延展，以致終究難以理解她的種種行為究竟是情欲

自主或墮落淫蕩？我們似乎絲毫聽不見女教師發聲辯白，僅有的兩句對

白也是模糊而曖昧，這位名叫素琴女士或 XX 桑的女教師之行為，在作

                                                 
26  葉石濤，《全集 4》小說卷 4，頁 138。 
27  同上註，頁 139。 
28  同上註，頁 141。 
29  同上註，頁 142。 
30  葉石濤，〈女人桃花〉（1984 年），收入《全集 3》小說卷 3，頁 335。 
31  葉石濤，〈女人桃花〉（1989 年），收入《全集 4》小說卷 4，頁 137。 
32  葉石濤，《全集 8》隨筆卷 3，頁 66。 
33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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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個人主觀的觀感之外，應當如何解讀？ 

其三，在 1990 年後發表的〈稻草堆裡的戀情〉、〈女朋友——amiel

（二）〉，篇幅均在十頁左右，是此故事群中較完整的敘述文本，而且

不管收錄為小說或隨筆，兩篇內容的相似度甚高，如依作者自承的隨筆

散文均為真實事件來看，此兩篇不僅可斷定為作者真實遭遇，且因〈女

朋友——amiel（二）〉的線索，直可聯繫前述的三篇，而將此五篇視

為作者的同一真實故事、敘述有詳有略、體例不同故事群，並以「稻草

堆裡的戀情」為其總名。 

其四，1990 年後兩篇的時空背景都是 1955 年、八掌溪旁堪稱窮鄉

僻壤的路過國小，作者當時是身受白色恐怖迫害、甫出獄不久的小學老

師，處處小心翼翼猶如驚弓之鳥。由於搭伙的關係與同校一位女性老師

因近水樓台之便而產生情愫，進而有肉體肌膚之親。但作者彼時始終無

法釋懷白色恐怖被迫害的陰影，因之暗地裡調查起女主的過往經歷，赫

然發現這位年輕不滿二十歲的鄉村女教師竟已有十分豐富的情感經

歷，而且有非常多的性經驗。在〈稻草堆裡的戀情〉中，作者以「無可

救藥的壞女人」、「最腐敗、最墮落的少女」、「寡廉鮮恥的敗行」強

烈譴責這名女老師，原因是她在十五歲時便和一位五十多歲供她膳宿的

國文老師發生肉體關係，師母甚至憤而上吊自殺未果，醜聞因而不了了

之；後來考上師範學校的在學期間，又和兩個男同學發生關係，結果那

兩位男生被開除，她卻順利畢業，而後被分發回故鄉小學任教。在女主

從「邱春瑛」換成「林綢緞」的〈女朋友——amiel（二）〉小說中，

內容情節幾乎大同小異，只在肉體的肌膚之親上增加了更細膩描述： 

兩個人都倒在那柔軟的稻草上，……沒經過撫摸和親吻，我直接

進入她的身體裡，但她沒有拒絕我也沒有抵抗柔順的接納了我而

且很有技巧地動了起來。我聽到她快樂的呻吟聲。34 

                                                 
34  葉石濤，《全集 5》小說卷 5，頁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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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不知她的肉體細節，因為我倆從沒有裸裎相見。我也不知她

乳房長什麼樣子，柔軟到什麼程度。我總是沒有經過任何愛撫，

直接進入她底內體裡。35 

兩篇文本中，作者對女主起疑而展開調查的緣由也略有不同：在〈稻草

堆裡的戀情〉篇中，作者懷疑邱春瑛在稻草堆與之纏綿的那一夜，原先

流連徘徊的邱春瑛所等的似乎是另外一個人，經過作者道聽塗說的查訪，

合理地懷疑自己只是邱春瑛眾多情人之一；而在〈女朋友——amiel

（二）〉篇中，「我」先是對生長在荒僻、猶有守貞觀念農村中的女孩竟

會輕易委身自己，感到懷疑，繼而聽到一則林綢緞奪人之夫的不倫情事

而展開調查。這些細節雖有差異，卻難掩所根據的是同一故事原型，而

「生性淫蕩」、「出賣肉體」、「懂得性的陶醉」、「獲取了忘我的快感」正

是兩篇前後呼應的判辭。 

做為讀者的接受端如果依循作者第一人稱敘事觀點，36 往往會同

意此一譴責的道德性觀點，直接認定女主的荒淫敗德；然而，或有讀者

進一步思考：作者既嘗肉慾甜頭在先，又道聽途說在後，經驗加上聯想，

後來雖經進一步查證，真實情況果如作者所聽、所見，但有必要為此表

達如此強烈譴責？是作者在執筆時仍執憤恨不平的情緒而蓄意採取不

讓女主發聲的策略？收錄在《全集 4》〈小說卷 4〉的〈女人桃花〉，

是最早（發表於 1984 年）以此為題材的書信體小說，雖距 1955 年已隔

二十多年，字裡行間猶能感受作者憤恨不平的受傷心靈。37 這些屬於

讀者接受端的合理質疑乃基於兩個理由： 

一者，相較於作者同時期發表的〈野菊花〉（1989 年）、〈西拉

                                                 
35  同上註，頁 351。 
36  「第一人稱觀點」受限於「自我」的單一視角，不若「全知觀點」能道盡小說各色人物內

心的所思所感。 
37  故事中的女主角素琴腳踏多船，同時與多位男子發生性關係，「叫我氣得渾身發抖的是，

他跟你約定明天晚上再來個幽會；地點是我們曾經成好事的稻草堆。」詳葉石濤，《全集 4》

小說卷 4，頁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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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族的末裔〉（1989 年）、〈潘銀花的第五個男人〉（1989 年）、〈潘

銀花的換帖姐妹們〉（1990 年）諸篇筆下的潘銀花，不僅以一女事多

男，且主動熱切地表達情欲，儼然是一展現生之欲力的母性形象。而且

書寫潘銀花系列故事，作者採取第三人稱的全知觀點，充分讓潘銀花

發聲，表達渴求肉體之愛的自主與自由，甚至在潘銀花被強暴後還體

諒強暴者只是饑渴才變成野獸，更苦惱自己「也常因這慾望而夜夜難

眠呢」；38 反之，我們卻完全聽不到邱春瑛或林綢緞對作者所指責的

淫蕩、不倫有任何辯解。同樣是女性欲力的表現，一邊是譴責，另一邊

則深予認同，若非其自身遭遇的憤恨難消，作者難道會因其漢族女子與

西拉雅族女子的區別，而在判詞上呈現如此巨大的差異？39  

再者，在〈稻〉與〈女〉二文中，這個鄉村女教師所有的傳聞——

勾引中學老師、在師範學校與男同學的肉慾關係——雖然都經由查證屬

實，但作者為何就武斷地認定其生性淫蕩而予之譴責？在小說的敘述中

為何不給當事者一個申辯機會？這發生在 1955 年的真實故事，或有當

時的時空背景因素，但在 1990 年、相隔 35 年之後的撰述為何全然不見

作者一貫處理女性情慾的開明態度？是什麼原因使得作者在描寫女性

情欲的態度上，出現如此顯著的差異？這些來自接受端的質疑，乃因故

事顯現作者仍受三十年前憤恨不平的情緒控制，而蓄意不讓女主發聲，

但真實情況果真如此？這層迷思能解答女主究是墮落淫蕩抑或情欲自

主嗎？如果是前者，似乎理應譴責；但如果是後者，難道不應讓女主發

聲辯解嗎？ 

（二）禁忌踰越或是威權抗議 
回顧 1990 至 1999 的十年，是二十世紀末臺灣文壇一段詭奇絢爛的

                                                 
38  同上註，頁 281。 
39  西拉雅族女子的性觀念不同於漢人，所以她們可以主動大膽地表達情欲；漢族女子當然囿

於傳統禮教，不會如西拉雅女子的表達方式，但這並不意謂著其內在情欲有何差別。質言

之，西拉雅女子可以明目張膽的示愛展欲，而漢人女子則較為含蓄嬌羞而已，究其內在熾

熱的情欲並無因種族之別而有不同。本文於此推想作者應不會因種族、禮教寬嚴之別，因

而忽視人性本具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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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代，論者指出，「風起雲湧掀起性愛風浪的情色文本的出現，更是九

〇年代無法忽視的現象｣。40 和同時代的後生晚輩相較，葉石濤的情欲

書寫相對保守，但有一值得觀察的面向是：葉石濤自己坦言創作潘銀花

故事的潛藏目的乃是欲達成臺灣多種族的融合；而九〇年代的新感官小

說的創作者，卻是藉由筆下情欲的宣洩氾濫，對傳統禮教或主流思想強

烈批判。41 同樣是情色題材，但創作動機或背景卻是南轅北轍。吾人

亦可推論：如果說九〇年代潘銀花情色系列是凸顯大地之母哺育子女而

團結共榮的意象，42 那麼「稻」系列中的女教師則是一種對傳統禮教

的踰越。在作者與女教師相遇的 1955 年代，任何突破禁忌的行為都被

侷限箝制於戒慎恐懼中，若要了解作者為何如此憤恨不平，不給予鄉村

女教師絲毫同情，必須回溯當時 1955 年農村封閉保守的氛圍。 

根據故事中道聽塗說的線索及「我」的積極查證，這位女鄉村教師

堪稱前衛大膽，在勇於追求身體、肉慾、感官之樂的同時，無論師生戀

與勾引有婦之夫，基本上已冒犯當時社會的雙重不倫禁忌，而後在師範

學校與兩位男生有肉體關係也是在為人師表體系下重大的踰越事件。師

範教育本是人倫典範的養成教育，在保守校風中出現這種大膽行為，不

啻對傳統社會的一大挑戰。甚至她能順利從師範畢業，也被繪聲繪影地

隱射是以肉體做為交換。後來又與作者有了短暫情事，兩個為人師表的

未婚老師在每晚的稻草堆裡所做的事雖符合人情之常，其實也頗難見容

於當時保守的社會氛圍。凡此種種行為，這位女子在那個年代（1955

                                                 
40  唐毓麗，〈「新感官小說｣的美學與政治——九〇年代情色小說的文學觀察〉，《當代》第

182 期（2002 年 10 月）。另詳吳秀香，「葉石濤小說情欲書寫研究」（臺南：國立成功大

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在職專班文學組碩士論文，2011 年 7 月），論文中的第四章〈葉石濤與

九〇年代的情慾文學〉，有專章討論，頁 61-89。亦可詳參王溢嘉，〈新感官小說的情色認

知網路〉，收入林水福、林燿德主編，《當代臺灣情色文學論：蕾絲與鞭子的交歡》（臺

北：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997），頁 11-32。另外，陳芳明對於臺灣文學的性

別議題與同志議題的代表作家也多所關注及評論，詳陳芳明，《臺灣新文學史》，頁 612-627。 
41  詳吳秀香，「葉石濤小說情欲書寫研究」，頁 98-99。另詳唐毓麗，〈「新感官小說｣的美

學與政治——九〇年代情色小說的文學觀察〉，《當代》第 182 期，頁 132-134。 
42  林沉雁，「葉石濤小說女性書寫研究」，頁 106-110。另詳葉石濤，〈發現平埔族——我為

什麼寫《西拉雅末裔潘銀花》〉，收入《全集 10》隨筆卷 5，頁 269-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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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被視為淫蕩，頗符合彼時的社會規訓。作者的嚴厲批判顯然忠於當

時的心境與處境，畢竟涉及了自己被女子一腳踏多船的態度戲耍，也因

在道聽途說的傳聞中昇起忿恨鄙薄的心理是可以理解的。 

葉石濤當年的自身處境，是理解的另一條線索。這一部份的資料除

了〈稻草堆裡的戀情〉、〈女朋友——amiel（二）〉兩篇文本之外，

在〈小說卷〉裡凡以簡阿淘為主人翁的小說，其實都是作者 1951 至 1953

年牢獄生涯及出獄後的生活實錄，43 在《全集 10》〈隨筆卷 5〉也有

相當清楚的表述。44 出獄後的葉石濤停筆 15 年，直到 1968 年才開始

提筆創作，這十五年空白歲月的心境，在 1990 年發表的〈稻〉中充分

重現當年噤若寒蟬的白色恐怖： 

他們之中的豺狼，騎在善良的臺灣民眾頭上，榨乾了他們最後的

一滴血，最後把臺灣民眾中的精英任意予以禁錮、殺害……做為

一個臺灣知識分子，我又能做什麼？……祇能銘記於心，不說出

來，否則立刻面對的是殺身之禍。45 

因為這樣的背景，促使他處處對他人存有高度的戒心，更以探查他人隱

私，成為防範他人迫害、保護自己的方式。作者為什麼會去探查一位跟

他交往親密且獨立自主、心思敏銳、知識淵博的熱心女同事呢？46 在

探查過程，他表達對國民黨深度厭惡的同時，也透顯了強烈的臺灣意識： 

她是完全受國民黨的制式教育長大成人，自己是臺灣人這認知非

常模糊，……她缺少日本經驗缺少臺灣意識不認識臺灣歷史轉變

                                                 
43  收錄在《全集 5》〈小說卷 5〉的〈洗腦〉、〈滄桑〉、〈扇形牢獄風景〉、〈近視眼鏡〉

等篇都以簡阿淘為名的自傳小說。 
44  詳參收錄在《全集 10》〈隨筆卷 5〉的〈回憶錄——個臺灣老朽作家的五〇年代〉、〈沉

痛的告白〉、〈白色恐怖時代的來臨〉、〈細說五〇年代的白色恐怖〉、〈土地改革與五

〇年代〉。 
45  葉石濤，〈稻草堆裡的戀情〉，收入《全集 10》隨筆卷 5，頁 417。 
46  關於探查的動機，在〈女人桃花〉（1989 年）中乃敘說是起初理性察覺這份愛來得既快又

毫無根基，自己其貌不揚又窮，何德何能值得對方獻身？在起疑後，居然做了偷看對方信

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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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流程是不可彌補的缺陷。……我對於在制式教育下長大的這一

類戰後年輕人有不安全感，他們的人性被扭歪缺乏獨立思考性且

對臺灣四百年來被虐待被迫害的歷史完全缺乏認知。47 

經過調查的結果，鄉村女教師放蕩不拘的行為令他感到心寒，但在

〈小說卷〉的敘述似乎比〈隨筆卷〉多帶點無可奈何的同情：「她慷慨

的施與，也並沒有要求我的回饋，也並沒有要我娶她」、48 「我倆的

關係建立在肉體的接觸而不是心靈上的需求」。49 因此他判斷：「她

的墮落最大的原因其實來自於她的窮苦。除出賣肉體之外，她並沒有任

何武器來抵抗饑寒的摧殘」、50 「每一次她接觸男人就禁不住以肉體

來討其歡心」、51 「從中獲取忘我的快感而不能自拔」。52 弔詭的是，

習慣性的出賣肉體，卻也使女教師從中得到樂趣，並且陶醉其中。從踰

越的角度來看，鄉村女教師的行為嚴重衝撞了五〇年代的道德標準，但

情有可原的假設是「一切都是因貧窮之故」。如果如此荒淫的性是當時

的禁忌，那麼「我」和林綢緞老師所做的亦是一種「踰越／禁忌」的行

為，只是傳統價值男女有別，男人的性自由，或可被接受；但女人的性

自由，自然要接受譴責了！53 問題是，此「禁忌踰越」的種種行為，

作者因何要歸因於貧窮之故，貧窮是當時的一般狀態，但此被視為荒淫

敗德之行卻非尋常狀態，以特例解釋一般，在邏輯上即是犯了「以偏概

                                                 
47  葉石濤，〈稻草堆裡的戀情〉，收入《全集 10》隨筆卷 5，頁 418-423。 
48  葉石濤，《全集 5》小說卷 5，頁 352。 
49  同上註，頁 352。 
50  同上註，頁 353-354。 
51  同上註，頁 354。 
52  同上註。 
53  關於中國傳統對男女關於性的態度，詳參劉達臨，《性與中國文化》（北京：人民出版社，

1999），頁 223-224。劉達臨指出，由於父權及私有制的影響，千百年來，人們只聽說有不

貞之婦，卻未聽說有不貞之夫，男子與妻子以外的女子發生關係，往往被認為是風流韻事，

即使不好，充其量是「失德」，卻沒有人指為「不貞」。這類相關論述及考察，另可詳參

劉達臨，《中國古代性文化（上冊）》（新北市：新雨出版社，1995），頁 189-204。王強，

《遮蔽的文明：性觀念與古中國文化》（臺北：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頁 126-151。

高羅佩（R. H. van Gulik）著，李零、郭曉慧等譯，《中國古代房內考——中國古代的性與

社會》（臺北：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1），頁 3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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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的迷思；而即使歸於貧窮可以說得通，但將此歸諸「完全受國民黨

的制式教育長大成人」、「他們的人性被扭歪缺乏獨立思考性」，則究

竟是譴責踰越禁忌或是表達對威權統治的抗議？ 

（三）「稻」系列情色書寫的本質 
余德慧以「社會殘餘」詮釋情色文學的出身。54 所謂的「社會殘

餘」是指「對社會建制的否定、裂隙，未被社會規訓所及之處。……社

會殘餘並非偽造社會，而是社會之殘餘，一種社會的『不見』，卻又歸

屬於社會。」55 余德慧進而解釋所謂的「不見」：「亦即避免被社會

建制，避免被文本意識宰制，於是社會殘餘意謂著遊蕩」。56 社會殘

餘其實並沒有脫離社會，而是遊走於社會之邊緣，既屬於社會但又不想

被社會體制收編，於是社會殘餘必須仰賴本身的自主，才能與社會建制

抗衡。 

余德慧的「社會殘餘」或「社會的『不見』」，恰可呼應葉石濤這

一系列「踰越」的情色書寫，都是指涉對世俗社會的禁忌所採取的一種

「否定」態度。這個否定的態度，並非為反對而反對，而是「正視」了

世俗社會或體制本身所產生無法解釋的漏洞。而漏洞的填補，則必須仰

賴踰越或自主的社會殘餘予以彌補。余德慧以「身體」為例，說明「身

體的社會殘餘」乃是社會建制本身的不足。例如：畫出亂倫或不倫的區

隔是社會建制的工作，這個建制有其文化功能，是社會運作絕對需要

的，但森羅萬象的人情世相中卻出現了諸多漏隙，亂倫或不倫誠然踰越

了社會的體制與禁忌，但如何去解釋乃至處理其中的情感或情慾的轉

折、需求與幽微，恐怕不是文化制度規訓所能回答的。所以「否定」本

身，正是跳脫體制的一種自主、遊蕩，是以「不見」的方式成為社會之

殘餘，勇於自主、自我承擔。否定本身是一種超越與完成；換言之，「不

                                                 
54  余德慧，〈社會之殘餘：情色文學的出身〉，《社會文化學報》第 5 期（1997 年 12 月），

頁 1-17。 
55  同上註，頁 3。 
56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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倫」雖然是倫常的否定，但如果沒有發生這「不倫」，如何讓生命超越

世俗的不連貫而進入連貫的神聖空間？57 情色文學的本質便在社會殘

餘的裂縫中，以淫漾（jouissance）58 之心，踰越世俗的禁忌，「超過

倫理的安全界線，抵達一個狂野的處所，在那裡我們經驗到無法忍受的

苦」。59 而這苦「正是 Lacan 所謂的 jouissance（淫漾），一種無法背

負的受苦總是越過愉悅而發生，……如果放在情色文學的領域，所謂的

『淫漾』，正是情色無法背負的沉重歡愉」。60 

相較於潘銀花系列故事，同為情色故事，也都在處理男女情欲，但

〈稻〉與〈女〉在踰越與禁忌的主題上的重要性，恐怕不遑多讓。雖然

潘銀花故事在性愛的描寫極為大膽感官、露骨直陳，但潘銀花係屬西拉

雅族的母系社會，女性本就對性愛採取主動自由的態度，即便一女對多

男，也並沒有犯忌及踰越的問題；61 如果說〈蝴蝶巷春夢〉系列中，

簡明哲滿足眾多年長女性的情欲若視為一種孝心的表現，則葉石濤在處

理情欲的題材上可謂真正走入「踰越／禁忌」的情欲書寫，亦於此完成

其生涯中最具震撼的情色作品，62 那麼〈稻〉與〈女〉這一系列在木

                                                 
57  余德慧以作家黑岩重吾為例，說明黑岩在得知妻子在他病重住院時與醫院的病人相戀時，

恍若晴天霹靂。這個不倫之戀就黑岩的妻子而言，雖屬建制體制下的紅杏出牆，但就兩對

夫妻的四個人的生命重構別具意義，至少對其妻子與那位有婦之夫的病人而言，他們因此

機會得以發現生命的真愛，而進入所謂的神聖領域，這已經不是倫常建制所能規範之處了。

詳余德慧，〈社會之殘餘：情色文學的出身〉，《社會文化學報》第 5 期，頁 4。 
58  淫漾又稱神漾，廖咸浩認為「神漾」一詞是指拉康對「愉悅」的詮釋。Jouissance 是法語，

含有性高潮的意味，或可翻成「絕爽」，詳參余德慧，〈社會之殘餘：情色文學的出身〉，

《社會文化學報》第 5 期，頁 7。另詳蔣興儀，〈拉岡與心理分析之倫理學：解析康德與薩

德之纏捲〉，《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 19 卷第 3 期（2007 年 9 月），頁 387-388。蔣興

儀指出，如果性愛活動不再被侷限於日常夫妻之間的性生活，不再具有撫慰工作辛勞的作

用，不再被視為生殖繁衍的工具，則此一性愛活動便能夠超出一般快樂之情感。此時某人

所體驗到的乃是極度的、過多的享受：絕爽。 
59  余德慧，〈社會之殘餘：情色文學的出身〉，《社會文化學報》第 5 期，頁 9。 
60  同上註。 
61  〈頭社夜雨〉故事中潘宛容與簡明哲的對話，清楚說明西拉雅族女性情欲的開放與自主。

詳葉石濤，《全集 5》小說卷 5，頁 456：「你知道我們西拉雅族是母系社會，我們女人對

性毫無禁忌，甚至都是主動的。性給人帶來和諧，化情欲為理想沒有什麼不好。」 
62  在〈頭社夜雨〉中最後一場性愛是簡明哲與年老阿嬤輩的施老師，彼時施阿嬷正在誦讀法

華經，為 228 的亡魂誦經祈福，但當簡明哲去擁抱施阿嬤這個行禮如儀的動作時，竟剎那

轉為情色的動作，而作者在寫這位阿嬷級的老婦人的情欲，「她氣咻咻的上下猛動，一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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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黃樹下、稻草堆裡的關涉女性自主、一女多男、勾引、誘拐、出賣靈

肉換取生活保障、師道背後的色欲與不倫情愛的書寫，雖然情色場面沒

有〈蝴蝶巷春夢〉般寫實，但若說是開啟葉石濤 2004–2006 年情欲大宗

創作的前導，當不為過。就人性的「禁忌／踰越」這個面向而論，〈稻〉、

〈女〉這類「稻草堆裡的戀情」的諸篇作品無論在道德禮教、身心靈

肉……所掘發出來的議題，堪值細繹。雖然葉老一再強調其創作的根源

乃是呼應其臺灣意識的文學史觀與理論，但細讀文本背後所潛藏有關

「禁忌／踰越」命題，無論如何不能遺漏其可能成為一個哲學的課題，

絕對不只是單純的情色書寫而已。以下容筆者先簡述巴代伊情色理論中

關於「禁忌與踰越」的核心課題，再進一步以此視角對前述「稻」系列

文本的提問進行可能的解題。 

三、巴代伊的情色理論——禁忌與踰越 

（一）生命情態的連貫與不連貫 
巴代伊（Georges Bataille，1897–1962）的情色理論完成於《情色

論》一書，此書的中文譯者賴守正先生在該書的譯注序上，以〈性、暴

力、與死亡的禁忌與踰越辯證：巴代伊論情色〉為題，為巴代伊的情色

理論進行詮釋，63 他引述巴代伊在《愛德華妲夫人》的一段話說：「最

常見的禁忌有性禁忌與死亡禁忌。這兩者構成一神聖領域，並從屬於宗

教。當涉及死亡情境的禁忌被罩上肅穆的光環，而涉及出生情境——所

有生殖活動——的性禁忌被視作輕佻時，……嚴肅、悲劇性地思考情色

代表著徹底的顛覆」。64 這段話首先認為性禁忌與死亡禁忌堪稱人類

最主要的兩大禁忌，而弔詭的是性與死亡卻構成一神聖領域。 

                                                                                                                      
陶醉恍惚的樣子」，雖然簡短，但情色程度實已令人震撼。詳葉石濤，《全集 5》小說卷 5，

頁 460-462。 
63  此篇較簡略的論述實則以〈性、暴力、死亡所交織的神聖情色變奏：巴代伊的《情色論》〉

發表在《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第 14 卷第 3 期（2013 年 6 月），頁 18-24。 
64  喬治．巴代伊著，賴守正譯注，《情色論》，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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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與死亡並列，並認為性活動的高潮幾乎類似瀕死經驗而稱之為

「小死」。65 死亡在巴代伊的觀念裡成為重要的核心，乃是他認為生

命為「不連貫的存在」，每個生命均與眾不同，卻都單獨來到人世，最

後孤獨地死去，一個生命與另一個生命之間存在著一道深淵，彼此不連

貫。66 所以追求連貫，與他人溝通、融合、接續，乃生命之最大渴望。

巴代伊指出，面對存在孤獨的困境，死亡與性提供一條連貫的管道。他

的邏輯是：「存在」既然是「不連貫」，那麼毀滅這「不連貫」唯有死

亡與性兩途，死亡扯斷我們對不連貫生命的堅持；67 而性關係則使兩

個單獨存在的生命體得以融合為一。在巴代伊的觀念裡，認為每個生命

都是單獨的個體，造成所謂「不連貫」的生命，在於這個單獨的個體無

法與他人聯結、溝通、共感，「不連貫」體認的是自我與他者之間的「絕

對疏離」，這疏離感猶如一道深淵，一道無法跨越的鴻溝。這條鴻溝讓

我們孤獨的活著，並且孤獨的死去，它讓我們恐懼，恐懼的是無法跨越；

但也讓我們深深著迷，著迷的是一旦死去，「不連貫的生命」即告結束。

他指出： 

對我們這些不連貫的生命而言，死亡具有接續生命的意義：繁殖

指向生命的不連貫，但同時也引進了生命的接續，也就是說繁殖

與死亡息息相關。68 

如果生存是不連貫，死亡也不代表一定是連貫，但在他認為，死亡

至少終止了頑強的不連貫。然而死亡畢竟是生命的大限，雖然摧毀了生

命的不連貫，但當死亡發生時，也意謂著所有的一切均無法感知，所以

死亡雖彰顯了對連貫的企求，其實也成為生命的禁忌，這是古往今來對

於死亡既怕又愛的雙重矛盾：既可進入神聖廟堂，但也擺脫不了毀滅可

怖的暴力陰影。但性則不同，它在高潮時的類死經驗，讓人彷彿從「不

                                                 
65  同上註，頁 289。 
66  同上註，頁 69。 
67  同上註，頁 73。 
68  同上註，頁 69。 



．東海中文學報． 

 

 ．44．

連貫」進入「連貫」，但它又不像真正的死亡全然進入不可知的幽冥世

界，它能在高潮之後死而復生，在剎那的「連貫」後雖又將恢復「不連

貫」，但畢竟每一次經驗都可能成為體驗生命連貫的契機。69 

在「生命連貫」的前提下，性與死亡聯繫，死亡既是最大的暴力，

那麼「性」若沒有達到瀕死經驗或暴力侵犯，肉體的情色便沒有意義。

70 這只是邏輯地推衍「性與死亡、暴力」的關聯，但也合理的交代為

何性也成為禁忌，因為巴代伊認為人類為了生存必須勞動工作，但性與

死亡顯然會阻礙日常工作的進行，乃成為生存的禁忌。死亡的暴力本質

與性聯貫，「暴力」成了禁忌的基本對象，也成為巴代伊對肉體情色內

在意義的詮釋： 

無論生物再怎麼微小，我們根本無法想像它們能夠不用暴力而來

到世間……除非侵犯原先注定不連貫的生命，我們無法想像生命

如何能轉變成全然不同的狀態。71 

所謂的「暴力」，依巴代伊的詮解，並非同於恐怖、破壞或毀滅的

行動舉措，他所認為的「暴力」，如人或動物，即使是非常微小的生物，

都必須歷經類如「破繭而出」的過程才能獲得全然不同的狀態，如胎兒

經母親的產道出生，即是一血淋淋的「暴力」過程，胎兒因此獲得新生，

而少婦亦經此瀕死的痛苦轉成了母親；又如女子在新婚的初夜交媾，這

是從少女轉成少婦的過程，甜蜜幸福中仍隱藏著無法掩飾的「暴力」成

份；暴力之所以成為情色的本質，在於令人窒息的性高潮中，它既是暴

力的侵犯，同時也是直搗生命最核心的內部，「從正常狀態轉變到情慾

                                                 
69  巴代伊指出：生命最根本的變化是從連貫到不連貫或是從不連貫到連貫的過程。我們都是

不連貫的生命、在無法理解的人生歷程中孤獨死亡的個體，但我們懷念失去的連貫。我們

發覺生命中注定不可預測、會滅亡的孤獨狀態令人難以忍受。在我們焦慮地渴望此一會滅

亡生命得以持久的同時，我們腦裡念茲在茲的是能聯繫我們與現有一切的重要連貫。詳參

喬治．巴代伊著，賴守正譯注，《情色論》，頁 71。 
70  同上註，頁 73。巴代伊認為本質上，情色的場域就是暴力的場域、侵犯的場域。這看法源

自於他認為生命脫離不連貫唯有死亡一途，死亡既是生命最大的暴力，性在做為死亡的模

擬並與死亡同類的觀念下，自然合理推衍性必然與暴力聯結。 
71  喬治．巴代伊著，賴守正譯注，《情色論》，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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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漲，意謂著原先不連貫的個體已經部份消融」，72 而「消融」的作

用是為了使不連貫的生命連貫，使此一暴力情色，得以「破壞參與者在

正常生活中的封閉結構」。73 封閉結構即是每一個生命不與人溝通、

不相互往來、不相互開顯的孤獨狀態；要打破這個封閉結構，就性與情

色行為而言，巴代伊認為性行為時脫光衣服的裸體狀態是一個重要的關

鍵。「赤裸狀態是溝通的狀態，顯示出個人超脫自我侷限、追尋生命連

貫的可能性，身體透過那些給人猥褻感覺的秘密管道向連貫的狀態開

放」；74 換言之，裸體等於喪失自我，放下我執，在性愛中等於是生

命從「不連貫」向「連貫」推進，打破封閉系統，直接扣問生命的本質。

而「暴力」與「侵犯」75，是其中最重要的中介，如果情色少了瀕死經

驗，則情色活動很難達到十足效果，尤其，當情色的意涵脫離肉體情色

而向外延伸時，情色更象徵著對社會秩序的衝撞與解構： 

從正常狀態到慾望高漲的過程中就包含了對死亡的根本迷戀。情

色總是意謂著既成模式的瓦解。什麼模式？我再重申一次：我們

這些個別、不連貫秩序所組成的、有規則的社會生活模式。76 

人類存在的狀態在巴代伊認為是不連貫的個體，這個個體即存在於

秩序儼然的社會，所以社會秩序與不連貫因此掛鉤，任何打破秩序、挑

戰理性、挑釁道德傳統，都屬於對禁忌的「踰越」。因此，巴代伊情色

理論高舉「禁忌／踰越」大纛，沒有禁忌何來踰越，而踰越是生命從不

連貫到連貫的一條康莊大道。 

（二）踰越是禁忌的超越與成全 

                                                 
72  同上註。 
73  同上註。 
74  同上註。 
75  此「侵犯」之意，若依巴代伊行文脈絡，亦非等同於「『非法』干涉別人，損害其『權益』」

之意；而是具有在「自然法則」中一種侵入、扭轉的行為，無法以現行法律視同是否損及

他人權益。如摘食野生果子，就行為本身而言，亦是一種對果子的侵犯，但卻無現行法律

可以斷其為損害權益。 
76  喬治．巴代伊著，賴守正譯注，《情色論》，頁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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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踰越不是對禁忌的否定，而是對禁忌的超越與成全」，77 踰越

與禁忌的關係不是二元對立，它們具有充分的辯證關係，換言之，它們

是二而一、一而二的連體，「只要是禁忌，就可以被踰越。踰越禁忌通

常是被允許的，甚至經常是事先規定好的」。78 如果說禁忌是維持理性

秩序的世俗世界之產物，那麼踰越即是脫離世俗世界以進入神聖領域。

巴代伊如此歌頌踰越，與前述「打破不連貫、進入連貫」息息相關。如

果說，生命的意義與價值、生命值得探尋的理由之一是從不連貫到連貫

的一個過程，那麼「踰越／禁忌」就成了生命之必需。這個邏輯類似於

「我討厭戰爭，但為了終止戰爭，我要發動戰爭」，戰爭與反戰並非對

立的雙方；反戰，不能只是否定戰爭，而是應該超越與成全戰爭。看似

荒謬的辯證，實則在巴代伊的理論系統裡自成一套說法。 

在巴代伊的觀念裡，踰越與禁忌不僅具有辯證性，而且可說是同卵

雙生、一體兩面、相互依存。如果禁忌所代表的是世俗世界的秩序與理

性，那麼踰越則代表一個可以狂歡、隨心所欲、放縱不羈的神聖空間；

神聖空間所對應的世俗世界雖然強調人性，否定人類原始的獸性與自

然，並且以道德規範企圖宰制這個看似秩序的、功利進取的、處處講求

效率的世界，然而當所處的世界不斷累積堆疊而形成密不透風的封閉空

間，生活其中的人或物就像囚泳於一灘死水，最後終將無法呼吸，以至

滅頂。 

神聖空間之所以必需，簡言之，乃是避免讓人一直處於世俗世界，

陷溺於僵閉、惶怖、疏離中，使生命的「不連貫性」凝滯惡化，無法向

「連貫」過渡，適度輕鬆放逸的放開，可以允許脫序異質，可以追求個

性、無用地浪費，也可以無目的地不求回報；巴代伊所定義的神聖空間

則是「混亂的內心世界不再為理性所主宰，奢華的耗費代替了處心積慮

的累積，總體經濟取代有限的經濟，異質性戰勝了同質性，性的放縱狂

                                                 
77  同上註，頁 117。 
78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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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揚棄禁欲的苦行」。79 這可以解釋薩德80 為何強調為了追求慾樂的

極致必先嚴格的禁慾，81 禁慾與慾樂並非絕對的二元，而僵化刻板的

生活也必須有賴嘉年華會般的狂歡以紓解。狂歡意謂著毀壞、否定，意

謂著從世俗進入神聖，從不連貫的封閉系統向連貫的開放系統敞開生

命。因之，踰越成了與禁忌並存、且無法忽略的生命元素——「我們所

謂的社會生活整體即是由有組織的踰越與禁忌所構成，踰越發生的頻率

與規律並不會影響到禁忌不可觸犯的穩定性，因為這些踰越就如同心臟

的收縮必然伴隨著舒張，或物體受到壓縮必然爆破一般」。82 「踰越」

與「禁忌」並存，並且成為世俗、神聖的聯結： 

踰越開啟了超越平時遵守的禁忌的大門，但仍然保持了這些禁

忌。踰越超越了世俗的世界、但未加以消滅，反倒成就其完整性。

人類社會並不只是個工作的世界，它是由世俗世界與神聖世界這

兩個互補的形式同時或接續組成。世俗世界是禁忌的世界，神聖

世界則向有限的踰越開放。83 

踰越，是對禁忌的正視、成全與超越；禁忌與踰越，一張一弛，共生而

並存。就「情色」的本質來看，巴代伊將之納入踰越的陣營，因為他認

為夫妻婚姻關係的性行為無關乎情色，真正的情色必定屬於踰越的部

份；84 甚且情色非屬於外在的感官接觸，「情色不是單純與性慾對象結

合的性行為，而是一種情慾內在深處的起伏運動」。85 情色從非法的性

                                                 
79  賴軍維，〈巴塔伊的情色觀：神聖的情色〉，《中山人文學報》第 32 期（2012 年 1 月），

頁 169。 
80  關於薩德生平，可詳參賴軍維，〈薩德侯爵：帶著枷鎖的哲學家〉，收入吳錫德主編，《情

欲與禁忌》（臺北：麥田出版，2002），頁 211-231。 
81  薩德侯爵說得好：「沒有任何事物可限制淫慾。強化慾望最好的方式就是試圖加以限制。」

詳賴守正，〈踰越禁忌／愉悅大眾：阿雷提諾的情色論述〉，《中外文學》第 35 卷第 5 期

（2006 年 10 月），頁 46。另詳薩德（Marquis de Sade）著，王之光譯，《索多瑪 120 天》

（臺北：商周出版，2004）。 
82  喬治．巴代伊著，賴守正譯注，《情色論》，頁 121。 
83  同上註。 
84  賴軍維，〈巴塔伊的情色觀：神聖的情色〉，《中山人文學報》第 32 期，頁 176。 
85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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慾發展而來，雖屬於踰越的部份，但依照前述邏輯推理，「踰越超越了

世俗的世界……反倒成就其（指世俗禁忌）完整性」，因此「非法而有

限的情慾踰越」成了社會結構正常的一部份，禁忌依然穩定如故。 

巴代伊所主張的「踰越」，不同於薩德的「只要我喜歡有什麼不可

以」而完全回歸自然、恣意而為，86 也不同於黑格爾「否定之否定」

的態度；87 總的來說，巴代伊既鼓吹踰越，但又尊重禁忌。此一辯證

性思維提供一個更開闊的視窗——在文明社會生活的人類雖渴望擺脫

世俗世界的疏離、不連貫，追求更進一層的連貫，但畢竟文明的印記已

成為不可抹滅的符碼，暫且離開世俗世界進入神聖空間後，無法避免地

要再次重返於世俗社會的禁忌之中。88 

因此對於一個渴望自主、以熱情擁抱人生的人而言，他可以有兩種

選擇，一是安於社會體制，在世俗世界中以「增上」方式翻轉生命的體

驗及視角；而另一種則透過踰越，在不受體制約束下以「逆反」尋求本

我的真實面貌。兩種選擇註定兩種不同的人生取向與面貌，對於後者而

言，這是一條雖然受苦卻也不失覓得生命真相的通渠大道。 

四、「稻草堆裡的戀情」之聖／俗世界及其辯證 

以上述對巴代伊理論的瞭解，重新審視葉石濤晚期〈蝴蝶巷春夢〉

裡大膽辛辣的情色書寫，或可對其中「性愛孝順說」或黑色幽默的勉強

說辭得到更寬容的理解；然而本文的焦點是「稻草堆裡的戀情」一系列

隨筆、小說所呈現的情色書寫，尤其聚焦於作者嚴詞撻伐的鄉村女教師

之情事，如能以「踰越／禁忌」的角度觀照，或可指引另一個思考維度，

                                                 
86  喬治．巴代伊著，賴守正譯注，《情色論》，頁 42。賴守正指出根據巴代伊對人類文明進

化的長期觀察，他察覺性禁忌不但是正當的、無可避免的、且是必要的。 
87  詳參蔡淑玲，〈巴岱儀的否定與踰越〉，《中外文學》第 24 卷第 2 期（1995 年 7 月），頁

116-126。 
88  這一往一復的來往於神聖與世俗、犯禁與禁制之間，又可稱為某種「遞迴性的反覆」（recursive 

repetition），詳參余德慧、石世明、夏淑怡，〈探討癌末處境「聖世界」的形成〉，《生死

學研究》第 3 期（2006 年 1 月），頁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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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能稍稍紓解接受端的讀者對於作者心中困惑及其長年翻騰的煎熬。89 

以下本文根據「稻草堆裡的戀情」的組曲故事，嘗試做如下分析： 

（一）「情色」糾葛下的雙重踰越 
作者在「稻」系列五篇文本中表達了「情色」的雙重踰越：首先是

寫作上的踰越，其次才是女教師的情色踰越。從巴代伊的角度看來，這

兩種踰越都是「情色」： 

當一個人的行徑與平常習慣或標準大相逕庭時，我們就使用情色

這個用語。情色讓我們瞥見被正經的外表所掩飾的一面：被掩飾

的這一面所揭露的是我們通常引以為恥的情感、身體部位與生活

習慣。90 

令停筆十五年再度復出的葉石濤心中引以為恥的是「國民黨類似史達

林統治下的蘇聯、德國納粹的屠殺猶太人，被屠殺被禁錮的大多數無

辜的臺灣民眾和一部份的外省同胞，不知向誰去討公道，算清這一筆

血債」。91 如果踰越是一種從生命的不連貫到連貫，葉石濤正通過書寫

的踰越，讓原來被禁錮滯礙不通的生命得以暢達，讓隱藏心中翻騰痛苦

的怨怒，藉此得以順遂的抒發。吾人有理由提出一個合理的觀察點：如

果不是作者刻意顯露寫作上的踰越，對於「稻草堆裡的戀情」中女教師

行為的評斷或許更將隱晦於時代的洪流中。此「書寫的踰越」除展露引

以為恥的譴責之外，其所指涉究竟為何？ 

鄉村女教師是個未滿二十、矮矮胖胖的女孩，雖不算漂亮，但有著

年輕女孩的青春嫵媚，出身窮苦農村卻能由明星初中擠進師範順利畢

業。根據作者初步觀察，她敏銳富於思考且知識淵博。在貧瘠農村的教

                                                 
89  作者的困惑與煎熬，從上述文本或可歸納為：女主始終不願為自己辯解，而作者為此時而

寬容又時而嚴詞批判；另外，他將此女主遭遇的外因歸諸於國民黨政權，並藉此以發洩心

中的不平。 
90  喬治．巴代伊著，賴守正譯注，《情色論》，頁 163。 
91  葉石濤，〈鄉村教師〉，收入《全集 10》隨筆卷 5，頁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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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涯之初，作者才從五〇年代白色恐怖迫害脫身，出獄不久，女教師

竟不計利害的主動幫作者簽署三連保。此一慈悲熱心舉動，作者直覺認

為她具有超乎年齡的深刻人生體驗，而逐步與之交往。又因在女教師家

搭飯之便，遂於稻草堆裡有了親密的肉體關係。這一切本是值得謳歌的

愛戀發展，但緣於作者太過敏感的自我防衛，私下調查起這個女教師才

發現種種不堪，讓作者氣憤不平的除了她在十五歲時曾與供其膳宿的老

師發生肉體關係，而後竟然還同時與多位男人親密來往。時值五〇年代

保守的臺灣鄉村，漢人傳統的貞節價值觀仍為主流，這是嚴重觸犯禁

忌。作者嚴斥女教師寡廉鮮恥乃吻合當時的保守氛圍及傳統價值觀，然

而卻將譴責與意識形態掛勾：「我徹底明白在國民黨的制式教育下長大

的青少年，如何地喝到有毒的奶水。」這顯然是因作者個人激憤而產生

以偏概全的論斷。十五歲時的女教師在道德上踰越了傳統禁忌，固不能

見容於當時社會，然而她真如作者一廂情願的推論：「一切由『窮』引

起。但，農民的窮是整個社會制度和農業政策偏差所導致的結果」？這

個推論的盲點是：其一，「窮」確實是當時的普遍現象，但所謂的荒淫

敗德或只是其中衍生的特例，其間並無必然的邏輯；再者，道德上的敗

壞，更無法武斷地推諉為國民黨的制式教育造成；其三，五十歲的國文

老師與十五歲的青春女孩難道不可能出於單純的肉慾之愛，或者更進一

步有著精神上的慰藉？倘若譴責女教師為了利益出賣肉體，試問作者自

己與女教師在稻草堆裡的歡愛中，女教師圖的是什麼利益？如果為了利

益出賣肉體，這個不倫的情色行為仍屬於世俗世界的買賣行為；而如果

甘於背負社會譴責與師母的不諒解，仍要持續進行戀情或滿足單純的肉

體情慾，那或有可能類似渴望藉著身體或性來達成與人深層溝通，以便

進入連貫的生命情態的神聖空間——以巴代伊《情色論》的見解來看，

不論是「踰越／禁忌」的「肉體情色」、「心的情色」，或是更進一層

的「神聖情色」，92 都是指涉著「以兩個生命的神奇連貫，取代原先

                                                 
92  這裡所謂的「神聖」，應放在巴代伊的「情色」脈絡來看，並非指一般對「神聖」的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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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的不連貫」。93 在鄉村女教師的踰越行為之背後，是否隱然有比

「藉身體以換取利益」或「窮」更深刻的生命課題留待繼續探索的空間？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五〇年代之後藉由小說創作宣揚臺灣主體意

識，基於個人情感因素也做了相當程度的「踰越／禁忌」，如前述將女

教師的敗德歸咎於國民黨教育所致而大肆抨擊，則他所踰越的乃是在合

理推論之後卻寫下指鹿為馬、不合邏輯的結論，94 這寫作上的「以偏

概全」當然是嚴重的踰越。在「稻」系列中，〈女朋友——amiel（二）〉、

〈稻草堆裡的戀情〉及〈女人桃花〉（1989）均一再呈現當時的外緣背

景，如果以三個字概括，就是「窮」、「恐」、「閉」——物質經濟極

度貧窮、社會氛圍萬分恐懼、百姓的觀念完全封閉，而造成這一切的始

作俑者乃是國民黨的威權統治政權。以上是符合臺灣五〇年代的合理推

論，但如果斷言女教師的行為是「喝了國民黨的毒奶水」，是「國民黨

制式教育下所造成的道德淪喪」，則未免是邏輯錯誤推論下的一種「踰

越」，但作者卻毫不避諱，這在作者寫作史上誠屬罕見。此外，在作者

同時發表於九〇年代的潘銀花系列小說中，對於女性性自主的行為大加

推崇，迥異於對「稻」系列女教師之痛斥，從讀者接受端的視角來看，

難道西拉雅族裔女子與受國民黨教育的女子在人性情慾的需求上有善

惡之別嗎？之所以在「稻」系列中呈現如此雙重的踰越，一個比較合

理的解釋是：作者深切體認到「種種『去昇華』、『無頭』，以生殖

器欲求為考量的思考模式，可視為反抗霸權論述之異類論述的一種體

現」。95 

                                                                                                                      
也非特別強調「不倫」就是「神聖」。巴代伊認為，真正的情色必定屬於踰越的部份，禁

忌所代表的是世俗世界的秩序與理性，而踰越則代表一個可以狂歡、隨心所欲、放縱不羈

的神聖空間。 
93  喬治．巴代伊著，賴守正譯注，《情色論》，頁 71-77。 
94  指〈稻草堆裡的戀情〉中特別提到：「她的這種寡廉鮮恥的敗行，實在令人駭異……我徹

底明白在國民黨的制式教育下長大的青少年如何地喝到有毒的奶水了。」詳葉石濤，《全

集 10》隨筆卷 5，頁 424。 
95  喬治．巴代伊著，賴守正譯注，《情色論》，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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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神聖」的午夜時光96 
在五篇「稻草堆裡的戀情」組曲裡，寫得最浪漫的是作者或「我」

與鄉村女教師在漆黑夜裡、女教師家外的稻草堆所進行的愛的饗宴。五

篇文本有詳有略，即使八〇年代發表的前三篇描述簡略，仍是不容輕忽

的情色書寫。這段浪漫的情節似乎成了作者淪肌浹髓的永恆記憶。此一

情節本屬未婚男女戀愛中尋常的肌膚之親，但葉石濤的情色筆法毫不遜

於其晚期的情色書寫，一者因為描繪筆觸十分含蓄，不似〈蝴蝶巷春夢〉

直接就性器官、性動作做露骨的感官描述；其次，在禮教森嚴、民風保

守的五〇年代鄉村，兩位從事教職的小學老師夜夜在露天稻草堆裡成就

好事，其中沉溺肉慾的追求、表現肉體的饑渴以及性事帶來的愉悅，確

實大膽而震撼。證諸巴代伊對情色的定義，「情色不同於一般理性的行

為，情色基本上是種逸軌、脫序、踰矩的現象。情色在不同場域中雖容

許有其不同面貌，但大抵皆有一共同特色：情色之存在源於其對現存限

制或禁忌之踰越」。97 如前節所述，一旦跨入踰越領域，便進入巴代

伊所定義的「神聖空間」，所謂的「神聖空間」相對於壓抑、功利主義、

嚴守道德規範、禁慾地、秩序地、理性地的世俗世界，一如節慶或是嘉

年華會，透過短暫的狂歡與踰越可以擺脫世俗或主流價值的束縛，而使

人脫序地離開生產性的勞動，「透過節慶的活動，人類在神聖世界和超

越它的一切重建關係，透過一切和日常規範相比的極端行為」。98 神

聖世界雖然不是生活的常態，但樂在其中，人類最原始的本性得以昂

揚，可以忘情於狂喜中，享受所謂不為功利的「無用」。這「無用」相

對於「有用」，是人類擺脫工具價值而盡情做自己的時光。在「稻」系

列裡作者之所以不斷重覆書寫這段令人愉悅的午夜時光，是這位女教師

                                                 
96  所謂「神聖」一詞所指涉的內涵，在巴代伊而言，「情色是種不事生產、純消費的行為的

神聖行為」，同上註，頁 21。「禁忌是世俗的，踰越則是神聖的」，同上註，頁 33。「踰

越屬於『神聖』範疇、是種脫『俗』入『聖』的行徑」，同上註，頁 39。 
97  賴守正，〈踰越禁忌／愉悅大眾：阿雷提諾的情色論述〉，《中外文學》第 35 卷第 5 期，

頁 45。 
98  賴軍維，〈巴塔伊的情色觀：神聖的情色〉，《中山人文學報》第 32 期，頁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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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不像她後來被指控的為了利益出賣靈肉，反而是單純的享受肉體的感

官愉悅： 

十九歲的少女竟如此放蕩不羈，真叫人心寒，難怪她會輕易委身

給我。但她帶給我的是肉體的快樂，並沒有傷害到我的心靈。平

心而論，吃虧的是她而不是我。她慷慨的施與，也並沒有要求我

回饋，也並沒有要我娶她。99 

兩人看似兩情相悅的肉體行為，在〈女人桃花〉書信體的小說中也有很

美的記敘： 

那夜，月光很皎潔，我們索性坐在田邊的稻草堆聊起天來。忽然

妳沉默了，而且把頭靠在我的肩膀上。我並不是不解風情的，我

知道妳暗示什麼。我試探性的摟抱了妳。哪裡知道妳竟然把整個

身子交給了我，任我撫摸。起初我只想適可而止，可是禁不住妳

毫無防備的誘惑，竟然在那稻草堆上完成了好事。100 

然而這美好的稻草堆裡的戀情也有破局的時刻，因為在稻草堆裡女教

師成就的好事原來不僅止於「我」一人： 

昨夜十點鐘剛從宿舍走出，不知不覺要走向我們常約會的那三棵

木麻黃老樹昂然挺立的草地時，卻在甘蔗田旁的稻草堆裡看到妳

和那四十多歲的鄉村知識份子崔先生擁抱在一起，喃喃細語。月

光照到躲在稻草堆裡做愛的你們兩個，……我之所以生氣的是前

夜，我已和妳在老地方野合了整夜，情意繾綣，弄得我精疲力竭

昏昏欲睡，而妳那來的精力能再接再厲？101 

另外的一個破局是寫在《全集 4》〈小說卷 4〉的〈女人桃花〉（1989

                                                 
99  葉石濤，〈女朋友——amiel（二）〉，收入《全集 5》小說卷 5，頁 352。 
100  葉石濤，〈女人桃花〉（1989 年），收入《全集 4》小說卷 4，頁 139。 
101  葉石濤，〈女人桃花〉（1984 年），收入《全集 3》小說卷 3，頁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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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 

叫我氣得混身發抖的是，他跟妳約定明天晚上再來個幽會；地點

是曾經成好事的那稻草堆。簡言之，妳跟我維持性關係的同時，

妳照樣和吳老師也有打得火熱的性行為，兩頭齊步進行，不亦樂

乎。102 

稻草堆的午夜時光宛如成了尋歡作樂的樂園，女孩白天道貌岸然地

傳道授業，晚上成了自我放縱的肉體解放者，這對比強烈的角色描寫，

將女孩形塑成荒淫至極的蕩婦。五篇文章中並無特別交待女教師為何會

同時跟多人進行熱烈的性愛，如果順著作者的觀察角度，惡女孩儼然成

了他所譏諷的「亞馬松女戰士」；103 然而讀者的接受端若從巴代伊跳

脫世俗進入神聖、踰越禁忌的情色角度來看，女孩透過夜晚的時光，正

視自己的情欲，並滿足多位性飢渴的男子，雖無意挑戰禮教社會，卻將

夜晚的稻草堆搭建成類似節慶的嘉年華會，不含任何利益交換，純以肉

體做為溝通的工具。從世俗的觀點來看，往往會以發洩獸慾的淫行視

之，但巴代伊十分看重節慶或嘉年華的短暫時光之價值，認為「在活動

的時間裡，他們的爆炸性解放中斷了日常生活的過程，從具有限制意義

的過渡到有打破限制的意義。這便是神聖性新的意義」。104 

如果說「賣身」是世俗世界的利益交換，105 那麼無條件的「獻身」

或許可說是類似獻祭般的神聖行為。106 無條件的獻身，不管是為己或

                                                 
102  葉石濤，〈女人桃花〉（1989 年），收入《全集 4》小說卷 4，頁 140。 
103  葉石濤，《全集 3》小說卷 3，頁 335。 
104  賴軍維，〈巴塔伊的情色觀：神聖的情色〉，《中山人文學報》第 32 期，頁 171。 
105  〈女朋友——amiel（二）〉文中，「我」經明察暗訪得知關於女教師的醜聞，這些道聽塗

說都一逕指向女教師從 15 歲起便以肉體換取生活所需，甚且其順利畢業亦來自於肉體籠絡

師範老師的結果。 
106  巴代伊指出：「獻祭時虔誠的內在經驗與爆發情色時的內在經驗可能落在同一個人身

上。……性交與獻祭所暴露的都是肉體。獻祭以器官盲目的抽搐取代了動物有序的生命。

情色的抽搐也是同樣的景緻：它解放了洋溢的器官，任其盲目脫序超脫情人思慮過的意志

掌控。」，詳參喬治．巴代伊著，賴守正譯注，《情色論》，頁 145-146。他在《內在經驗》

中引述尼采《善惡的彼案》中的話：「我們把自己的『自然本性』獻祭給他（按指上帝）。……

難道不是必須獻祭，才能終結一切安慰人的、變得神聖的、康復中的事物？」詳參喬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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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人，都是單純享受全部身體或生命投入其中的歸屬與愉悅，在獻身給

他人的同時，自己的情感意向亦達到如同巴代伊所言的「情色纏綿消融

參與的個體，一如波濤洶湧中的浪頭，並藉此突顯連貫」。107 「情色」

使個體生命由「不連貫」通往「連貫」；使個體把世俗功利、規範全拋

諸腦後，一如祭品之於獻祭，個體生命乃得以置身於神聖氛圍之中。如

果我們從獻祭的角度來審視「稻」系列中所言，女教師以身體做為禮物

獻出童貞給她的國文老師，又以滿足肉體情慾奉獻給她的師範學校同

學，繼之又與同事的「我」盡情交歡……，這一幕幕美麗浪漫的午夜時

光何嘗不是一短暫的「神聖空間」？根據巴代伊所定義的「神聖空間」，

是與世俗空間對反的。世俗空間是指籠罩著禮教、規訓、道德、禁忌的

社會，而「神聖空間」則指向一個狂歡、隨心所欲、放縱不羈、可以踰

越禁忌的樂園。 

依「稻」系列五篇文本所敘，女教師過去的行為導致師母離家出走

甚至上吊自殺的鬧劇，也造成兩個同學慘遭退學，嚴格來說這神聖性似

乎是導致他人家庭破碎的反諷，但值得注意的是：一者，這些「荒淫敗

德」全是作者道聽塗說或明察暗訪的一面之辭，五篇文本中女教師並未

就此說明內情，而作者更無給予女主申辯之機，令人難辨虛實；二者，

女教師的所有行為，不管是從墮落淫蕩或情欲自主的角度考量，都沒有

一絲「蓄意傷害」他人的意圖，即使作者認為她基於貧窮以身體做為利

益交換，也不妨礙巴代伊所謂「踰越乃過渡至神聖空間」的詮釋；三者，

巴代伊哲學關注的焦點是如何使不連貫的生命邁向連貫，使每一個孤獨

無依的生命透過「與人融合」而不再孤獨，性只是其中一條重要的管

道——從〈木麻黃的 amie〉一文可知，這位女教師從小與寡母相依為

命，那種渴望父愛、渴盼與人依偎相親的心理是可以理解的，或許她只

                                                                                                                      
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著，程小牧譯，《內在經驗》（北京：生活．讀書．新知三聯書

店，2017），頁 239。 
107  詳參喬治．巴代伊著，賴守正譯注，《情色論》，頁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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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努力想要與人更親密的相處，108 或許因此耽溺於性愛卻自以為救

贖……，其渴求以情色性愛將「不連貫」的世俗生命轉而追尋「連貫」

之生命情態，透過巴代伊對肉體神聖性的詮解轉而以悲憫之心來解讀所

謂的神聖時光，或許不致過於唐突。因之，所謂的「神聖時光」如果建

立在放縱自己傷害別人之上，那麼它必須是應該譴責毫不寬貸的，109 但

在這些午夜的時光，女教師完全以身體取悅自己也取悅別人，它使異化

的物質化世界，重回一個原始自然的樂園；因為「踰越／禁忌」的情色

救贖，它愉悅了大眾，同時也安頓自己疲困的靈魂。做為書寫者的葉石

濤當然不會放過這個生命經驗中難得的「踰越／禁忌」的題材，那是一

段美好的逝水年華，同時又是對五〇年代白色恐怖下的霸權無言的控

訴。110 

（三）無言的哀傷 
整個組曲的五篇故事，因為以第一人稱的敘述觀點鋪寫，女教師似

乎喪失了為自己辯解的發言權，這乍看彷彿是作者因憤恨填膺而無意讓

女教師發聲，一味順著自己主觀的推論，認定她是敗德的女孩。然而這

女教師的靜默「無言」，實則強烈對比於潘銀花系列原住民女性在性自

主的強悍「有言」，兩相對照，或亦別有寄寓。 

葉石濤的情色書寫自有其一貫的脈絡與隱喻：《西拉雅末裔潘銀花》

                                                 
108  沈清松指出：健康的性行為讓我們感覺到自我就是身體的存在，而不覺得身體與自我有什

麼距離，這種親密感與完整性的經驗，完全不同於知覺或一般語言溝通的外在性、片斷性

與不完整。另一方面，性的經驗也使作為身體行動的知覺與溝通能經由表象和語言而獲得

昇華。換言之，性行為也是一種身體的運動，在其中我們透過表象（想像的與真實的表象）

與語言（例如甜言蜜語）的中介，在更進一步的親密性與他異性的辯證中，去知覺到他人

的身體並與之進行溝通。詳參沈清松，〈從內在超越到界域跨越––隱喻、敘事與存在〉《哲

學與文化》第 33 卷第 10 期（2006 年 10 月），頁 26。 
109  試想，一個凌虐女童的慣犯、或者駭人聽聞的華山之狼（陳伯謙），他們的行為以傷害他

人取悅自己，應該給予嚴厲譴責，也不在巴代伊的定義的踰越／神聖之列。 
110  所謂「反抗霸權」的涵意，並非僅止於國族認同與意識形態，依據《情色論》頁 37 註 38，

所謂「無頭的人」意謂著鄙視心靈與理性、不再向威權屈服，任由激情奔放馳騁；在 1955
年代的葉石濤受錮於威權，而女教師亦受制於傳統禮教，所以他們同時處在同一個壓力鍋

的精神氛圍下，1987–1991 年葉掙脫了壓力，任由激情奔放，如果能以同理心回顧女教師在

彼時深陷於情欲糾葛中，或可予以同情的寬諒。詳參喬治．巴代伊著，賴守正譯注，《情

色論》，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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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原住民女性的性自主，隱射臺灣身體不等於中國身體／土地；《蝴蝶

巷春夢》以性救贖，隱喻了人的主體性、殖民地臺灣的國族認同。111 性

的書寫，顯然夾雜了國族身分、黑色幽默與道德嘲諷的隱喻意涵。反觀

葉石濤在書寫「稻」系列文本明顯呈現了無法理解的弔詭——當葉老自

己或詮釋者以女性性自主來隱射臺灣主體價值反抗威權時，不論潘銀花

或《蝴蝶巷春夢》的眾女性均能膽大辛辣且豪放風騷的為原欲（性自主）

發聲；112 然而「稻」系列的女教師不也是以性自主反抗傳統封閉的禮

教？為何慘遭作者以「無言」來處理她隱晦幽微的情慾心路？此中「有

言」與「無言」的分歧，應當不只是原民女子、眾多失愛寡婦與漢族女

教師的身份差異而已，關鍵在於文本的「時空背景」是了解作者對女教

師「無言」處理的關竅所在——亦即女教師之「無言」，一者，反映戒

嚴時期背景下女主的真實情境，作者只是做了忠實的描述，並非基於義

憤填膺的蓄意作為；再者，女主的「無言」形象乃依附、形塑於男主「我」

的主觀觀點，字裡行間中，作者彷彿試圖以「語言暴力」的論斷來遮蓋

赤裸的本相，於是「我」橫暴的言詞撻伐對應女教師的緘默無聲，產生

強烈的藝術張力。113 以下依據上述兩層意涵的可能性，對女教師之「無

言」進一步釐探： 

其一，女教師的「無言」究竟是作者刻意安排，還是漢人傳統的禮

教宿命使然，抑或另有玄機？〈潘〉、〈蝴〉系列描述的時空是 1944

年，二戰結束的前一年，人心浮動紛擾；而「稻」系列是 1955 年的情

                                                 
111  關於葉石濤情色文學隱喻及脈絡，這方面的論述除了葉石濤本人的說法之外，一般論述者

也從這個角度切入葉老這一系列的文本隱喻特色。相關論述可參考戴華萱，前揭文，頁 51、

55；國族認同部份可參考余昭玟，「戰後跨語一代小說家及其作品研究」（臺南：成功大

學中文研究所博士論文，2002 年 7 月），頁 298。另可詳參吳秀香，「葉石濤小說情欲書

寫研究」，頁 77-78。關於潘銀花隱射臺灣身體主體性，可詳參賴美惠提問 7、8、9 及葉石

濤的回答。賴美惠，〈臺灣文學的點燈人：葉石濤先生專訪（上）、（下）〉，頁 84-85。 
112  「原欲」一詞，乃源自佛洛依德之「欲力」（libido）。詳參吳秀香，「葉石濤小說情欲書

寫研究」，頁 36。 
113  審查人特別點出：「稻」系列在「無聲的沉思」與「語言暴力」之間所形成的藝術張力，

為此節「無言的哀傷」的詮釋亮點，並也呼應了全文極重要的問題意識。本文完全同意並

接受審查人的建議，已於此節論述中適度增補與修正，謹此向審查人致上萬分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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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正值臺灣威權統治與白色恐怖時期，戒嚴（1949–1987）方興未艾。

不同的時局氛圍，使得深沉哀傷的「無言」成了「稻」系列中情慾自主

的 女 教 師 必 然 之 宿 命 。 五 篇 組 曲 最 早 發 表 於 1984 年 ， 距 離 葉 老

1951–1953 年遭政治迫害後的噤聲不語，已經過了 30 多個年頭，終於

能一抒心結。從八〇年代、解嚴前後來回顧 1955 年的塵封往事，114 彼

時的確是令葉老錐心泣血而「無言」的年代。葉石濤在「稻」系列文本

所反映的現實環境，不論是政治、經濟乃至文化水平，均呈現破敗凋零

景象，對於當時政治迫害、經濟政策錯估種種，葉石濤當然不假辭色地

渲染、批判，並將矛頭指向國民黨與蔣家王朝。作者不厭其煩地在〈稻

草堆裡的戀情〉描述：「在那白色荒蕪的五〇年代，這個被人遺忘的窮

苦鄉村剛好是整個閉塞的蔣家王國的精緻縮影」、115 「並非我的誠意

不夠；我碰到的是整個蔣家王朝樹立的惡劣政治環境的銅牆鐵壁」、116 

「這樣的言論箝制、一丁點創作自由也沒有的時代，產生不了任何反映

臺灣現實的文學……我聞到的是一股腐朽的、丟盡知識份子骨氣的阿

諛、拍馬屁、令人嘔吐的文章……他們之中的豺狼騎在善良的臺灣民眾

頭上，榨乾了他們的最後一滴血，最後把臺灣民眾中的菁英任意予以禁

錮殺害」。117 類此對國民黨政府的控訴，在彼時戒嚴方殷之際當然「也

不能用任何文字來留下記錄，祇能銘記於心，不說出來，否則面對的是

殺身之禍」。118 正是這麼一個無語的年代，作者寫作生涯被迫長達十

多年（1953–1968）的「無言」，是時代悲劇造成的。而值得特別注意

的詮解盲點是：文本中的女教師亦同樣置身於威權統治的封閉社會，一

樣處身於白色恐怖、告密、耳語、謠言、恐懼之中，卻依然敢於掌握身

                                                 
114  解嚴前後，葉石濤批判國民黨政權的表達與措詞迥然大異。以〈稻〉組曲五篇為例，1984

年的〈女人桃花〉，全無提及白色恐怖、政治迫害；1989 年的〈女人桃花〉則略有提及坐

黑牢的緣由；至於 1990 年及 1991 年的兩篇，對國民黨統治的抨擊火力全開，表達心中的

憤怒與不滿。 
115  葉石濤，《全集 10》隨筆卷 5，頁 415。 
116  同上註，頁 416。 
117  同上註，頁 416-417。 
118  同上註，頁 417-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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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自主、踰越禮教禁忌。當葉老以潘銀花的身體自主宣告臺灣主權意識

的同時，怎會忽略女教師想要向威權、禁忌挑戰的原欲並無二致。對照

葉老十幾年的噤口與封筆，女教師這份始終「無言」的哀傷，實有過之

而無不及。這或有可能是另一個宣誓自我主權的題材，作者豈會輕易漏

失？以書信體抒寫的兩篇《女人桃花》是否揭示了更多線索？ 

兩篇《女人桃花》設定的寫信目的並不相同，1984 年那篇迫切要

求女方回覆，而 1989 年的文本卻說： 

今天我寫這封信給你，並不希望你真的看到這封信，我寫這封信

的目的，只是想整理一下往昔我們相愛的一段時光的回憶。向你

討個公道而已。……你即使承認你過去犯了錯，這能帶給我多少

歡樂？119 

女教師究竟讀了信、回信了嗎？根據葉老自承隨筆是真實事件這一層考

量，120 葉石濤當年（1955）年底可能寫了那封在 1984 年發表的信，但

恐怕並未真的寄出；在當時白紙黑字即是證據的白色恐怖氛圍中，推論

葉老是謹小慎微地不敢有分毫表白與吐露內心世界的。121 從兩封信的

前後敘述看來，女教師自認識、分手至多年之後，也許真的從未替自己

申辯。女教師為何放縱情慾、腳踏雙船？為何在彼時封閉時空敢於無視

禁忌而為人所不敢為？對葉老而言，這將是一輩子謎樣的困惑。 

葉老當年的「無言」，是迫於當時威權的自保，一旦解嚴即暢所欲

言，亦從未減弱在國族認同議題上以性題材為媒介的大膽宣誓。然而女

教師的「無言」卻始終靜默，一如宇宙黑洞－－這恐怕並非葉老一廂情

願的無言處理，而是女教師根本以「無言」，回應了整個時代的禁忌；

                                                 
119  葉石濤，《全集 4》小說卷 4，頁 137-138。 
120  詳註 9。詳參馬嘉瑜，「葉石濤小說中的兩性關係」，頁 118-120。林沈雁，「葉石濤小說

女性書寫研究」，頁 123-130。 
121  詳參賴美惠專訪提問 17，葉老自承為了避免白色恐怖迫害，他的父親竟焚毀了他 23 歲寫作

的幾十萬字的小說。賴美惠，〈臺灣文學的點燈人：葉石濤先生專訪（上）、（下）〉，

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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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身體情欲的自主，踰越了世俗世界對自我生命追尋的障蔽。 

其二，倘若女教師的「無言」形象是被塑造的，而非如實記錄，則

應當從巴代伊的「禁忌／踰越」的辯證視角來審視文本中的男主、女主

雙方。在民情保守封閉的年代恣意偷歡，男主女主都違犯了當時的社會

禁忌，然而文中只見男主忿忿然陳述詰問，女主的無言就顯然是作者蓄

意而為了；亦即葉老以女主「無言」與啜泣聲之寂靜隱忍，對照男主聲

聲衛道撻伐之暴厲，虛實、強弱交互，呈現出書寫藝術的對比張力，更

是情色雙面鏡身的寫照。122 葉老以此看似對立的書寫方式，構成交纏

不休的故事連續體，相互撕裂卻又整合，乃吻合巴代伊式的語言屍身、

暴力場域的死亡回照。123 

以巴代伊情色救贖的理論觀之，在箝制言論、動輒得咎的年代，世

俗人間的短暫寄情成了知識份子唯一的出路。在文字、言說都派不上用

場的年代，身體語言成了最好的抒發工具；當批判言論成為禁忌時，也

唯有透過身體的踰越來抒發苦悶。「稻草堆的午夜時光」，就成了彼時

擺脫無言哀傷的一條出路、一個「神聖時光」、一條達成巴代伊通往「總

體性」（totality）的渠道。124「總體性」既是神秘體驗，又彷彿是「存

在的整體吞噬了我」、125 「宇宙的無邊無際」。126 而情色的目的是直

                                                 
122  巴代伊認為當欲望對象之欲望與吾人欲望完全契合之際，欲望對象幻化成為無邊的宇宙，

宇宙即是此欲望對象，亦即在無分彼我親密的交流中，「總體性」的體驗流瀉而出。欲望

對象在擁抱中彷如宇宙的鏡子，而欲望者在鏡子中反射出自己。詳參喬治．巴塔耶著，劉

暉譯，《色情史》（北京：商務印書館，2003），頁 96。 
123  審查人建議從巴代伊「總體性」的向度，諦視「無言」與「撻伐」之間所形成書寫藝術的

對比張力，並且從踰越的欲望融合交流中幻化形成雙面鏡身，映照無言的「寂靜」與血淚

啜泣的時代「控訴」，交織成既是撕裂又是整合、既是世俗又是神聖、既是禁忌又是踰越，

並符合遞迴性原理的世界總體真相。審查人精闢的洞察與建議，不惟深化本文採取巴氏理

論對「稻」系列的詮釋，更使本文對於女主「無言」的問題意識得到更圓融的詮釋，在此

謹向審查人致上萬分謝忱。 
124  巴代伊對「總體性」有如下的陳述：「我們只有進入一個迥然不同的世界，才能脫離這個

貧瘠空虛的活動，脫離這些林林總總的物和抽象功能，即這個心智世界。在這個迥然不同

的世界中，客體與主體的地位相同，它們與主體共同構造一種至高無上的總體性，這個總

體性是任何抽象化都無法分割的，它歸併了整個世界。」對巴代伊而言，「總體性」是很

難描繪的神秘經驗，它是一種生命的內在性（immanence），近乎宗教體驗的內在經驗。詳

參喬治．巴塔耶著，劉暉譯，《色情史》，頁 93。 
125  同上註，頁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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搗生命的核心，消融個體，超越自我侷限，以深厚的連貫感，取代個人

孤單的不連貫，尋求生命「總體性」的可能。從巴代伊把「欲望」、「欲

望的對象」、「死」、「無邊的宇宙」、「真實性」徹底聯結在「總體

性」上來看，他進而認為沒有顛覆、沒有類似死亡的獻祭，「總體性」

便無跡可尋。是以巴氏認為「愛情」的「情色」在「總體性」的觀照下

得出的結論：「只有在愛情是一種自我犧牲的情況下，色情才能達到總

體性」。127 

依循上述兩個角度省思鄉村女教師的不倫行徑，從讀者接受端揣

想，也許可以說：作者形塑出女教師「無言」的形象，反成為慈悲的菩

薩化身－－面對世俗世界無言無告的哀傷，悲愍承擔，一往無悔，情色

的踰越或許是一種生命救贖。鄉村女教師以「身體的踰越」呼應了作者

對白色恐怖年代的無言控訴，正如作者以「書寫的踰越」回應女教師一

逕的無言哀傷；在巴代伊認為，這都是「情色」。128 情色的語言「不

是那勾取性器官語言的命名將之組合，或將性愛的譬喻籠罩在身體」，

129  余 德 慧 也 指 出 情 色 語 言 最 佳 的 表 達 策 略 乃 是 「 顯 其 意 者 （ the 

signifier）遍尋不到其所顯意之處（the signified），情色話語不在語言

所建制的羅網，而是在他者之處，他者在他處，既非語言的現成便飯，

也非己身所構，而是機緣的見面。作為顯意者的語言無法逆料何時將有

語言的給出，而是承受機緣的脈動浮沉」。130 原來情色話語不是戀人

絮語，而是對他者的慈悲慰藉；情色話語的交流不在刻意的山盟海誓，

而在於不可逆料的「你我相逢」、一期一會。如此難能可貴的情色機緣，

也許是葉石濤與鄉村女教師在無言的、哀傷的年代，給予彼此最好的回

                                                                                                                      
126  同上註。 
127  同上註，頁 99。 
128  巴代伊所揭櫫的異質學所要強調的是主流霸權論述所排斥、無法掌控的異質雜音。這些雜

音異質流動不定，隨著主流論述的遞嬗而變化。換言之，情色永遠不會被主流論述收編，

永遠被摒棄在規範之外，不斷踰越禁忌的異質雜音。詳喬治．巴代伊著，賴守正譯注，《情

色論》，頁 42。 
129  余德慧，〈社會之殘餘：情色文學的出身〉，《社會文化學報》第 5 期，頁 5。 
130  同上註，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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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無言的哀傷」是那個年代共同的心聲，也是

彼時知識份子最感沉痛的挫折，儘管「無言」的「哀傷」，呈現在「稻」

組曲裡女主的唯一發聲是「伊抽抽噎噎的哭出來：『你這是侮辱，你信

口胡說！』」，131 但作者在組曲其他的篇章裡所呈現的女主形象，卻

是堅強、堅毅、聰慧、體貼與圓融，132 她的「無言」與其說是「哀傷」，

不如說是睿智的抉擇吧！ 

（四）遊蕩的流浪與回歸 
倘若說禁忌與踰越是相應相生，便意謂著「世俗世界」與「神聖世

界」兩者必然要交互並存。如果一直處在世俗世界遵從一切的禁忌，那

麼禁忌將不復為禁忌，同時生命也將處於永恆的「不連貫」，再無法體

驗返回原始自然的生命本然，唯有踰越禁忌，生命方能連貫、自由；然

而巴代伊又進一步梳理：認為「在踰越禁忌的同時，確保此禁忌於不墜，

以便從中獲取快樂」，133 在他看來，踰越只是對禁忌的邊界的超越，

而非摧毀，因為有禁忌的在場，才能夠通過踰越，使人意識到自己的存

在。神聖與世俗的雙向往來與辯證，成了巴代伊「踰越／禁忌」的核心

思維： 

踰越開啟了超越平時遵守的禁忌的大門，但仍保持了這些禁忌。

踰越超越了世俗的世界、但未加以消滅，反倒成就其完整性。人

類世界並非只是個工作世界。它是由世俗世界與神聖世界這兩個

互補的形式同時或接續組成。134 

                                                 
131  葉石濤，〈木麻黃樹下的 amie〉，收入《全集 8》隨筆卷 3，頁 66。 
132  「在逆境中不被擊倒的勇者」，葉石濤，〈女人桃花〉（1984 年），收入《全集 3》，頁

334。「憑一己的聰明和努力考進師範學校，這裡面不知隱藏了多少血淚」，葉石濤，〈女

人桃花〉（1989 年），收入《全集 4》，頁 141。「她毫無疑的是聰明絕頂，非常伶俐的女

子」，葉石濤，〈女朋友——amiel（二）〉，收入《全集 5》，頁 349。「她相當敏銳、富

有思考性、知識淵博」，葉石濤，〈稻草堆裡的戀情〉，收入《全集 10》，頁 419。 
133  喬治．巴代伊著，賴守正譯注，《情色論》，頁 91-92。 
134  同上註，頁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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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在〈頭社夜雨〉中，「完事後……臨走時施阿嬤叮嚀道：『你已經有

了媳婦，我們之間到這兒告一段落。歡迎你隨時來我這兒聊天，安慰我

的寂寞。』」踰越之後回歸平靜，又回到世俗世界中。 

在「稻草堆裡的戀情」組曲裡，「我」最後選擇離開這所學校調到

別處任教，擺脫沉溺的感官逸樂： 

嚐過了比坐牢更痛苦的折磨，我想要擺脫這灰暗的村落和充滿誘

惑的肉體，我提了辭呈離開了這個傷心之地。開始我流浪的小學

教師生涯。135 

就在「我」離開的同時，這位飽經生命滄桑的鄉村女教師也選擇離開這

個地方，〈女朋友——amiel（二）〉說她找了不知道她過去的年輕老師

結婚；〈女人桃花〉（1989 年）則說她結束所有的孽緣不知去向。離開

並不意味著結束，離開正是流浪的開始——流浪於生死之中，輾轉於禮

教與情慾的掙扎，徘徊於世俗與神聖，進出於連貫與不連貫，在禁忌與

踰越中反覆追尋。流浪之所以必需，正是生命本身便處於一種「無可奈

何」的處境，136 而「安之若命」也許是最好的策略，這並不意謂著消

極地順從命運的驅遣與播弄，而是進入神聖世界的合理衢道，在行經、

徜徉於神聖世界之後再度返回世俗世間。從某個角度看，踰越是另一形

態的「安之若命」，亦即隨順命運的因緣，在不可逆處逆之，在可逆處

不可逆，面對每一次的因緣，在無可奈何中尋找安頓。從這個角度去解

讀鄉村女教師的處境或葉石濤在白色恐怖中被禁錮的生命，或許可以理

解這些情色的踰越乃是為生命尋找一個出口。做為情色文學的「稻草堆

裡的戀情」系列文本，它的迷人或眩惑人心之處乃在於表達出「生命的

無可理解」，葉石濤讓這位無法辯駁、也無意辯駁的鄉村女教師忠實呈

                                                 
135  葉石濤，《全集 5》小說卷 5，頁 354。 
136  《莊子》〈人間世〉：「知其不可奈何而安之若命。」詳郭慶藩，《莊子集釋》（臺北：

木鐸出版社，1988），頁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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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無言的處境，正如自己在五〇年代的噤聲，以「安之若命」處理生命

的無可理解。他與鄉村女教師的離開與流浪，並不表示這個故事已曲終

人散，事實上那是預先宣告他們將重返世俗人間，重新面對生命的各種

驚奇。鄉村女教師始終無言，沒有留下任何話語，以她的聰明智慧、溫

柔貼心，不會不知道她所做的事悖離世俗價值及道德判斷，然而身體的

話語與文字的話語屬於不同的語境，所有的辯駁都只來自於文化包裝的

虛擬情境，她雖可言明是出於環境所迫或耽溺於感官之樂，但再多的回

答終究不能言詮內在那難以負載的滄桑、衷曲與經驗。137 緘默無言、

離開、出走，是對踰越的敬畏，對禁忌的尊重，恰恰呼應生命的沉潛、

流浪與歸返，或將為下一段的神聖時光啟程。 

五、結論 

如果隨筆〈稻草堆裡的戀情〉是葉石濤的真實經驗，那麼出現在小

說〈女朋友——amiel（二）〉或〈女人桃花〉中的這一組關於稻草堆

裡的情色故事，顯然並非是虛構的情節。如果是作者真實的經驗，卻反

覆以小說與隨筆不同的體裁表現，可見這個故事在葉石濤經驗裡有著刻

骨銘心的地位。此經驗之所以無法抹煞，主要是這個鄉村女教師種種性

開放、性自主的行為，讓深受禮教影響的作者匪夷所思；其次是她竟然

在同一個時間與數個男性發生肉體關係，這是最令作者義憤難平、直斥

她敗德淫行的重要關鍵。故事的時空以 1955 年為背景，正值國民黨政

府進行白色恐怖、禁錮知識份子的時期，正義扭曲、物質貧窮、經濟匱

                                                 
137  巴代伊指出，「內在經驗既不能在一種教義中（道德的態度）、也不能在一種科學中（知

既非它的結局也非它的起源）、也不能在一種逐漸豐富的研究中（美學的、實驗的態度）

擁有其原則，不能擁有除了它自身之外的其他思慮或其他目的。……我把經驗稱作一次通

往人的可能性盡頭的旅行。」詳參喬治．巴塔耶著，程小牧譯，《內在經驗》，頁 31。另

參賴軍維，〈巴塔伊（G. Bataille）之內在經驗：出神（extase）、未知（non-savoir）與情

色（erotisme）〉，《外國語文研究》第 22 期（2015 年 6 月），頁 12。「情色是人類內在

生命的一種面向。我們犯了一個錯，那就是我們都從外在尋找欲望的對象，但是這個對象

回應了情色的內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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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作者把自身無處發洩的情慾經驗及女教師的種種行徑歸咎於貧困、

苦悶，是合理而無可置疑的；但若說這淫行敗德是鄉村女教師喝國民黨

奶水長大的人格養成教育所造成的，則反成了不實的指控。然此不實的

指控，若從踰越的角度諦視，卻弔詭的反成為成就其生命本真的必然之

舉。以下以一簡略圖示來顯示此辯證性的弔詭： 

 

 
圖一 禁忌／踰越與非本真／本真存在辯證示意圖 

依巴代伊，圖右側即是他所稱貧瘠空虛的世界，實則也是常人（Das 

Man）世界，它之所以被稱為世俗世界，乃因它無法成就人之為本真的

存在。138 人一生大部份時間通常處身於此一禮教、規訓、教條的世俗

世界，人云亦云、隨波逐流，其價值觀乃社會建制的價值，卻服從遵循

一如火車行於軌道，看似安全，實則全無變化，巴代伊稱之為「不連貫」，

除指認個體與個體之間的缺乏交流與孤獨無依之外，從「總體性」的觀

                                                 
138  這裡借用海德格在分析「此在」的存在狀態的專用語彙，Eigentlichkeit 譯為「本真狀態」，

而 Uneigentlichkeit 譯為「非本真狀態」。「此在」意謂你有你的存在方式，我有我的存在

方式，「此在」的「屬己性」具有獨特、已決定的作為，無論如何，總順著自己的「可能

性」來存在，可以選擇自己本身而獲得自身，也可以不選擇自己本身而失去自身，亦即「此

在」可以做自己，也可以不做自己。所以「此在」的存在有本真狀態與非本真狀態，本真

狀態即做自己，非本真狀態即不做自己。這裡不含價值判斷，「此在」可以選擇本真狀態，

也可以選擇非本真狀態。詳參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著，陳嘉映、王慶節譯，《存

在與時間》（北京：生活．讀書．新知三聯書店，2014），頁 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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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諦視，139 這只是生命總體性的部份而非全體，欠缺一連貫的渠道而

使生命回到整全的總體性根源。而從圖右側循著「踰越」進入圖左側，

就巴代伊而言，即是進入一神聖空間，進入一人我互通、彼此共感、相

互依存的世界。情色的最終目的不外於：以深厚的連貫感取代個人孤單

的不連貫。140 其雖具有欲望、性、暴力、死亡、消耗、獻祭、激情、

非理性等的特質，但卻是貨真價實的本真性存在。141 

本文之所以著墨於作者這段往事，乃因作者罕見地以嚴詞譴責關於

女性性開放自主的內容，迥異於作者在其他情色作品中的書寫。而且作

者採第一人稱的主觀立場，既不表述道聽塗說的真實性，也不給鄉村女

教師申辯的機會，以致讀者從接收端的閱讀角色諦視，這未解的迷津，

始終造成這組作品予人未臻善境之感，殊為可惜。本文以接受美學的視

角試從巴代伊的《情色論》觀點切入，或能為這位女教師的行為找到一

合理持平的詮釋，則女教師種種不見容於當時及現代禮教道德的踰越行

為將提昇到一個較高的視點觀察。這個立基於巴代伊「情色理論」的觀

察認為：所有的經驗都是有意義的，經驗即意義，經驗即權威，經驗本

身無須依賴外在的基準或道德律令的裁決來決定它的價值或意義。換言

之，經驗本身具有無上權威，142 因為就經驗的內在性而言，經驗本身

就是「未知」領域，可遇而不可求，143 愈是夾雜著淚水、不安、焦慮、

                                                 
139  依巴代伊，「總體性」意謂主客不分、人我無別、相融互感、渾然一體的世界，其特色在

於突破主客二元對立，構造另一種「無主體的主體」的融合空間，在消弭主客對待，回歸

心智之前「原始序列」（原初存有、渾樸存有，primal being）的生命根源。它並非只指稱

與心智世界對立的實體世界（神聖世界），而是脫離心智世界往生命本真趨歸的總源頭。

詳參喬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著，劉暉譯，《色情史》，頁 93。 
140  喬治．巴代伊著，賴守正譯注，《情色論》，頁 72。 
141  葉石濤在「稻」系列悖反邏輯的指控，誠然即屬上述左側「書寫踰越」，但也因此「踰越」，

而成就其「本真存在」，他以此「非理性」、「激情昂揚」的盡情「踰越」，從巴代伊廣

義的「情色」定義來看，他正以此踰越的管道通往生命總體性的根源，看似弔詭，卻完全

吻合巴代伊理論中所呈現的人性張力。 
142  賴軍維，〈巴塔伊（G. Bataille）之內在經驗：出神（extase）、未知（non-savoir）與情色

（erotisme）〉，《外國語文研究》第 22 期，頁 8。 
143  所謂的未知，是一種難以言喻的狂喜境界。巴代伊認為經驗之可能性在於經驗將朝向何方

是無法掌握的。經驗可說是可遇而不可求，彷彿是天降甘霖一般。在達到忘我的未知時，

人們忘卻所有的意識活動。這是物我合一的出神狀態。詳賴軍維，〈巴塔伊（G. Batai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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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神，愈是出格而不為建制所認可的踰越行為，愈能彰顯出這個內在經

驗的可貴；其次，再審視葉石濤筆下那位鄉村女教師的無言回應或作者

主觀衛道的處理方式，恰恰暗示著：已知世界是世俗的禁錮界域，未知

世界才是通往神聖的路。女教師的種種行為，如果從如巴代伊的「踰越

／禁忌」角度體察，正是一種朝向人類未知領域的探索，因為這個世界

本就是不斷變動的世界，如果處處依法而行、循規蹈矩，充其量也只是

落在世俗禮法的框架罷了。鄉村女教師並沒選擇一條已知、既成的路，

在十五歲到十九歲的青春年華就甘冒大不韙的不倫與沉淪，只為了進行

對她而言有意義的未知探索。這即是從已知邁向未知，從生命的不連貫

走向連貫的「踰越／禁忌」過程。 

巴代伊將「踰越／禁忌」視為短暫的節慶、嘉年華，因為踰越之後

終面對另一禁忌限制；探索未知之後，終將成為已知；生命經歷的狂喜

與不測，只是引領人類短暫地脫離世俗的神聖歷程。想必作者亦早已敏

銳地感知「稻草堆裡的戀情」相關文本必將深深觸及人們靈魂底層的神

聖空間，是以三復斯言，再三以此題材創作。做為情色文學的這一組「稻

草堆裡的戀情」，本質上已完成以「否定」做為對體制、限制、封閉、

同質的反動，故事並不因為沒有強化感官肉慾的描述而減弱在「踰越／

禁忌」這一主題的「情色」強度，相反的，或將隨著歲月的淘洗、因其

不可逆料的「未知」以及內在心靈深處的神秘經驗，成為作者一生作品

中璀璨的一顆晶鑽。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清．郭慶藩，《莊子集釋》，臺北：木鐸出版社，1988 年。 

                                                                                                                      
之內在經驗：出神（extase）、未知（non-savoir）與情色（erotisme）〉，頁 12。 



．東海中文學報． 

 

 ．68．

二、近人論著 
王強，《遮蔽的文明：性觀念與古中國文化》，臺北：文津出版社有限公

司，2003 年。 

米度頓（DeWight R. Middleton）著，趙文琦譯，《異國情色大不同——

性愛人類學》，臺北：書林出版有限公司，2005 年。 

余昭玟，「戰後跨語一代小說家及其作品研究」，臺南：成功大學中文研

究所博士論文，2002 年 7 月。 

余德慧，〈社會之殘餘：情色文學的出身〉，《社會文化學報》第 5 期，

1997 年 12 月。 

余德慧、石世明、夏淑怡，〈探討癌末處境「聖世界」的形成〉，《生死

學研究》第 3 期，2006 年 1 月。 

吳秀香，「葉石濤小說情欲書寫研究」，臺南：國立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研

究所在職專班文學組碩士論文，2011 年 7 月。 

吳錫德主編，《情欲與禁忌》，臺北：麥田出版，2002 年。 

李明陽、喬川，〈「臺灣古典詩歌新解論爭」評議——以葉嘉瑩、夏志清、

徐復觀、顏元叔為考察中心〉，《漢學研究通訊》第 130 期，2014

年 5 月。 

李喬，《情世界——回到未來》，臺北：印刻文學出版公司，2015 年。 

李衛華，《價值評判與文本細讀：「新批評」之文學批評理論研究》，北

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年。 

杜夫海納（Mikel Dufrenne）著，韓樹站譯，陳榮生校，《審美經驗現象

學》，北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6 年。 

沈清松，〈從內在超越到界域跨越——隱喻、敘事與存在〉《哲學與文化》

第 33 卷第 10 期，2006 年 10 月。 

林水福、林燿德主編，《當代臺灣情色文學論：蕾絲與鞭子的交歡》，臺

北：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997 年。 



．禁忌與踰越：論葉石濤〈稻草堆裡的戀情〉的情色． 

 

 ．69．

林沈雁，「葉石濤小說女性書寫研究」，屏東：國立屏東教育大學中國語

文學系碩士論文，2009 年 7 月。 

姚斯（Hans Robert Jauss）、霍拉勃（Robert C. Holub）著，周寧、金元

浦譯，《接受美學與接受理論》，瀋陽：遼寧人民出版社，1987

年。 

唐毓麗，〈「新感官小說｣的美學與政治——九〇年代情色小說的文學觀

察〉，《當代》第 182 期，2002 年 10 月。 

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著，陳嘉映、王慶節譯，《存在與時間》，

北京：生活．讀書．新知三聯書店，2014 年。 

馬嘉瑜，「葉石濤小說中的兩性關係」，嘉義：國立中正大學臺灣文學研

究所，2013 年 7 月。 

高羅佩（R. H. van Gulik）著，李零、郭曉慧等譯，《中國古代房內考——

中國古代的性與社會》，臺北：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1 年。 

陳芳明，《臺灣新文學史》，臺北：聯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1 年。 

傅偉勳，《從創造的詮釋學到大乘佛學：「哲學與宗教」四集》，臺北：

東大出版社，1990 年。 

喬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著，劉暉譯，《色情史》，北京：商務

印書館，2003 年。 

喬治．巴代伊（Georges Bataille）著，賴守正譯注，《情色論》，臺北：

聯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 年。 

喬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著，程小牧譯，《內在經驗》，北京：

生活．讀書．新知三聯書店，2017 年。 

葉石濤，《葉石濤全集》，臺南：臺灣文學館／高雄：高雄政府文化局，

2008 年。 

赫魯伯（Robert C. Holub）著，董之林譯，《接受美學理論》，新北市：

駱駝出版社，1994 年。 



．東海中文學報． 

 

 ．70．

趙毅衡，《新批評：一種獨特形式文論》，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8 年。 

劉達臨，《中國古代性文化（上冊）》，新北市：新雨出版社，1995 年。 

劉達臨，《性與中國文化》，北京：人民出版社，1999 年。 

蔡淑玲，〈巴岱儀的否定與踰越〉，《中外文學》第 24 卷第 2 期，1995

年 7 月。 

蔣興儀，〈拉岡與心理分析之倫理學：解析康德與薩德之纏捲〉，《人文

及社會科學集刊》第 19 卷第 3 期，2007 年 9 月。 

鄭幸矯，「從耽美到解放——葉石濤小說的情欲書寫」，臺中：國立中興

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論文，2008 年 7 月。 

鄭樹森編，《現象學與文學批評》，臺北：東大出版社，1984 年。 

賴守正，〈踰越禁忌/愉悅大眾：阿雷提諾的情色論述〉，《中外文學》第

35 卷第 5 期，2006 年 10 月。 

賴守正，〈性、暴力、死亡所交織的神聖情色變奏：巴代伊的《情色論》〉，

《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第 14 卷第 3 期，2013 年 6 月。 

賴美惠，〈臺灣文學的點燈人：葉石濤先生專訪（上）、（下）〉，《國文天

地》第 18 卷第 2 期，2002 年 7 月。 

賴軍維，〈薩德侯爵的情色理論〉，《中外文學》第 34 卷第 2 期，2005

年 7 月。 

賴軍維，〈巴塔伊的情色觀：神聖的情色〉，《中山人文學報》第 32 期，

2012 年 1 月。 

賴軍維，〈巴塔伊（G. Bataille）之內在經驗：出神（extase）、未知

（non-savoir）與情色（erotisme）〉，《外國語文研究》第 22 期，

2015 年 6 月。 

戴華萱，〈如何測量情色的深度——李喬與鍾肇政、葉石濤的情色論對

話〉，《臺灣文學研究學報》第 24 期，2017 年 4 月。 



．禁忌與踰越：論葉石濤〈稻草堆裡的戀情〉的情色． 

 

 ．71．

邁可．潘恩（Michael Payne）著，李奭學譯，《閱讀理論：拉康、德希

達與克麗絲蒂娃導讀》，臺北：書林出版有限公司，2005 年。 

薩德（Marquis de Sade）著，王之光譯，《索多瑪 120 天》，臺北：商周

出版，2004 年。 

顏元叔，〈現代主義與歷史主義——兼答葉嘉瑩女士〉，《中外文學》第

2 卷第 7 期，1973 年 12 月。 

羅曼．英加登（Roman Witold Ingarden）著，陳燕谷、曉未譯，《對文

學的藝術作品的認識》，北京：中國文聯出版社，1988 年。 

 



．東海中文學報． 

 

 ．72．

Taboo and Transgression: On the 
Pornography of Yeh Shih-Tao’s 

“The Love in the Straw Bale” 

Yang, Chien-Kuo∗ 

【Abstract】 

With the belief that literature is the product of the real environment, Yeh 

Shih-tao’s (1925-2008) lifelong oeuvre has been derived from Taiwan’s soil, 

with a focus on his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what was happened to the local 

people and issues occurred in Taiwan in an attempt to reflect the experiences 

and feelings shared in common during the historic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al 

shifts. Among these, some works concerning gender issues audaciously 

depicted with pornographic writing grasp readers’ attention in his later years. 

This study mainly focuses on Yeh’s “The Love in the Straw Bale” with two 

threads: on the one hand, the same material repetitively occurs throughout 

author’s essays and novels, in which the first-person narrative is largely used 

in both genres, because of the inability of the I’s in describing the erotic 

psychology and desire towards the girl in the text as well as the lack of the I’s 

in depicting a reasonable storyline. On the other hand, regarding both of his 

novels or essays, this study attempts to ask why the author applauds, rather 

than condemns, women’s attitude toward sex and independence, which address 

the immoral issues, if compared with his other writings. In this study, Georges 

                                                 
∗  Adjunct Lecture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Docto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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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taille’s notion of transgression and taboo raised in his Eroticism is 

employed in an attempt to offer another interpretation and reasonable 

explanation about the puzzles within the s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ception aesth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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