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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這篇文章旨在為勵志性平反。長久以來國內外知識界習慣輕視具有勵志性的文本，
順便忽略了往往具有勵志色彩的身心障礙敘事。然而本文建言，「身心障礙人文

研究」的基本材料就是身心障礙敘事，而跟身心障礙敘事難以割離的勵志性應該受到
正視。不但如此，在身心障礙意象紛紛被挪用當作「常人」社會的「輔具」時，勵志性
正好可以策略性地當做身心障礙者及其文本的情感層面輔具。在情感經濟體系中，下
肢障礙者鄭豐喜的《汪洋中的一條船》和蔣經國時代的黨國機器互相以勵志性支援；
跟鄭豐喜同時在威嚴時代進入文壇的輪椅族作家杏林子卻在寫作歷程中摸出脫逸黨
國、改與宗教結盟取暖的另類路徑；21世紀幾米繪本《地下鐵》則展示了一個不強調勵
志性的獨立盲女，因而引發改編者渴望勵志性的焦慮。

Abstract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focus on the inspirational character of the 
inspirational literature, a genre into which Taiwan disability narratives 

are habitually pigeonholed. As the inspirational literature is often too 
commercialized to be respected in academe, the article suggests not to throw 
out the baby with the bath water but to recognize that such a minority as the 
disabled might strategically adopt the inspirational texts as prosthetic devices 
to maneuver in the economy of affect. The article analyzes three famed texts 
in Taiwan that are central to the said economy. First, One Lonely Boat on the 
Boundless Sea, a book-length memoirs by Feng-hsi Cheng, an amputee whose 
work was appropriated by the Chiang Ching-ko regime for its quasi-national-
allegory-like signification for Taiwan. Second, the personal essays by Hsing-Lin 
Tzu, a wheel-chaired writer whose essays, contemporaneous with the aforesaid 
Cheng, reveal endeavors of deterritorialization from the state apparatuses and 
those of reterritorialization with Christianity. Third, Sound of Colors, a graphic 
book by Jimmy Liao, a cancer survivor, whose work critically suspends the 
necessity of the inspirational. 

關鍵詞：弱勢、勵志、輔具、鄭豐喜、杏林子、幾米、身心障礙

Keywords: the inspirational, prosthesis, affect, Sound of Colors, disability, minor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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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身心障礙研究 」(disability studies)是個跨學科的新興研究領域。

在國內，社會、公衛、教育、醫療等等學門在身心障礙研究都累積了

具體的研究成果；相較之下，人文學科在身心障礙研究的潛力似乎仍

有待發揮。官方主辦的文薈獎（身心障礙文藝獎）在台灣至今（2011年

止）辦了十屆；民間出版的身心障礙者生命史也不乏暢銷書。不過，

關於身心障礙文學的學術討論仍然有限。這篇論文的撰寫動機，就是

企圖在身心障礙研究之中尋找台灣本土的人文學科切入點。這篇論文

討論台灣本地生產的身心障礙敘事(disability narratives)：1970年代風靡

一時的鄭豐喜自傳《汪洋中的一條船》、創作力橫跨1970年代到2000

年代的杏林子及其散文，以及2000年代具有跨國人氣的幾米繪本《地

下鐵》。藉著討論這些敘事，本文從人文學科出發，參與身心障礙研

究，並且指出：身心障礙敘事既有弱勢性也有勵志性，一方面它的弱

勢性對比了主流社會，另一方面它的勵志性卻也跟主流社會合作。

身心障礙是一種弱勢(minority)；也就是說，它跟強勢是互相定義

而存在的。女性面對男性霸權、同性戀面對異性戀主義社會，而身心

障礙面對的是服膺「身心健全主義」(ableism)的主流機制。女性主義

學者暨身心障礙研究先驅葛蘭－湯姆森(Rosemarie Garland-Thomson)在

她影響深遠的身心障礙研究專書《特異的身體》(Extraordinary Bodies)

指出：主流社會以專斷的態度，認定身心健全的狀態是理所當然的；

但，這種「常人」其實並不存在，而是妄象。她特別將這種想像出來

的「常人」稱為「n o r m a t e」；常人被視為太正常而不被命名，但她

偏偏以命名的方式把常人揪出來，加以質疑檢視。(Garland-Thomson 

1996: 8) 而身心障礙研究者暨同志研究者麥克魯爾(Robert McRuer)召

喚同志被壓迫的經驗，類比說明身心障礙被壓迫的處境︰主流社會

乍看是中立的，可是對同性戀者來說，這個主流社會強制執行了「強

迫性異性戀」(compulsory heterosexual i ty)機制，每個人都被迫扮演

異性戀的角色，不然就會被社會排擠；同樣，對身心障礙者來說，

這個社會強制執行「強迫性身心健全」(compulsory able-bodiedness)

機制，每個人都該是身心健全的 ( a b l e - b o d i e d )，都該是葛蘭－湯

情感的輔具︰ 弱勢，勵志，身心障礙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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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森所稱的「常人」，不然就會被社會視為異類。 ( M c R u e r  2 0 0 6 )

以上說法，凸顯了主流正「常」社會與身心障礙的對立，或可稱

為主流／強勢與邊緣／弱勢的對立。這種二元對立的論述彷彿暗示：常

人社會之中並無身心障礙，而身心障礙弱勢之中沒有主流。然而，這兩

方當然不是涇渭分明的—正如，在父權對立女性的二元局勢中，父權

那邊也有女性參與者，在女性這邊也還有父權殘影。二元對立的想像並

不能充分描述二元互相滲透的複雜現實。不過，筆者強調這種想像二元

對立的論述方式是「策略性」的，策略的目的一方面是要將壓迫者和

被壓迫者的關係給點明出來，另一方面要將壓迫者—通常隱身於不

受質疑的身心健全主義主流社會—給曝顯出來。一方面，本文採取

關注二元對立的策略，以便留意並批判身心障礙被壓迫的事實；另一

方面，本文並不固守二元對立的局勢，反而指出這二元之間的頻繁互

動。主流一再染指弱勢，而弱勢也有（以各種態度）迎合主流的嫌疑。

身心障礙往往為主流社會所役。本文尤其看重主流社會如何挪用

「prosthesis」；「prosthesis」，指身心障礙者所使用的助聽器、白手

杖、輪椅等等，一般中譯為「義肢」、「輔具」或「補缺物」
1
。本

文依照目前台灣身心障礙者的一般習慣，採用「輔具」這個用詞。輔

具本來是為身心障礙者所設計，但輔具不時被挪作他用，讓身心障礙

者取用不得；更甚者，需要輔具的身心障礙反而被當作輔具來操用。

米切爾(David Mitchell) 與石艿德(Sharon L. Snyder)在《敘事的輔具》

(Narrative Prosthesis, 2001)這部身心障礙研究專著指出，在文本中，弱

勢的身心障礙被敘事「常」規挪用，用來輔助敘事鋪展情節，製造高

潮。筆者認為，本地讀者熟悉的金庸小說《神雕俠侶》提供了方便說明

的例子：主人翁楊過斷臂成為獨臂人，讓讀者驚訝感嘆—身心障礙

的狀態被用來提高敘事的戲劇性。也就是說，楊過的斷臂「狀況」成

為《神雕俠侶》的輔具；行動力(mobility)往往不方便的身心障礙（如

視障，肢障），卻被用來增益敘事的行動力，讓敘事得以方便前進。

這種主流敘事操用身心障礙的「常規」，以敘事為主，以身心障礙為

1 「補缺」一詞的用法見王志弘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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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輔具」。既然身心障礙研究質疑各種常規，本文遂有意延伸

《敘事的輔具》的戰場，思考反「常」的可能性：如果可以在敘事中

讓身心障礙當家作主，那麼身心障礙的輔具是什麼？筆者建議，在此

輔具並不是敘事（文本）本身，而是敘事所編織出來的「勵志性」。

二、勵志與情感

在身心障礙研究領域中，「勵志性」扮演的角色讓主流跟弱勢

的關係更形曖昧。身心障礙者飽受身心健全主義社會欺壓，但弔詭的

是，身心障礙的敘事頗受主流社會歡迎。其他再現弱勢的文本，如原

住民文學、勞工文學、新住民文學等等，在台灣的書市很難占有一席

之地，可是強調勵志性的身心障礙文本卻不乏暢銷書。托勵志性的

福，不少身心障礙敘事被商業化包裝，被大量複製，也因此被視為平

庸商品：不具有藝術性、不具有文學性、不值得被嚴肅討論。但，在

勵志性被普遍忽視的情況下，筆者反而強調勵志性應該被正視。勵

志性方便各界人士訴諸情感(a f f e c t)，並且方便各界低估身心障礙者

的「身體差異性」（身體異於「常人」之處）。勵志性同時操弄了身

心障礙者當事人和旁觀者：文本之內的身心障礙者受苦於「身體差異

性」時，勵志性似乎激勵了他們；身體差異性區隔了文本之外的「常

人」以及身心障礙者的時候，勵志性將主流和弱勢雙方拉近距離。

如果研究者常因為忽視勵志性而順便忽略了跟勵志性密切結緣的身心

障礙文本—正如英文所謂「倒掉浴缸洗澡水的時候把嬰兒也倒出

去」—那麼筆者希望藉著正視（太過商業化的）勵志性而將目光轉

回（彷彿在商場太過得意的）身心障礙文本上頭。

筆者將價值可議的勵志性視為「情感的輔具」。在晚近思潮中，

例如生化人、賽柏格的研究中，「p r o s t h e s i s」已經是一個熱門關鍵

字；不過，這些早已脫逸身心障礙討論範圍的「prosthesis」討論雖然

精彩，卻已經疏遠了身心障礙者的主體或流血流汗的肉體
2
。本文希

2 如，G a r l a n d-T h o m s o n (2002)  在  “ Int e g r a t i n g  D i s a b i l i t y,  Tr a n s f o r m i n g 

情感的輔具︰ 弱勢，勵志，身心障礙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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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將「p r o s t h e s i s」拉回來身心障礙研究的領域：在身心障礙與身心

健全主義社會的二元對立情境中，思考輔具介入二元對立的可能性。

筆者倒無意追求「超越」二元對立—從身心障礙研究的角度觀之，

「超越」這個詞太奢侈，強烈暗示手腳俐落的身心健全主義。筆者反

而希望暫緩超越二元對立的奢望，改而檢視仍然留在地面與地心引力

掙扎的二元對立，以及二元之間太常被略而不談的第三者：輔具一般

的勵志性。

「勵志性」看起來並沒有受到嚴肅討論
3
，不過「勵志」一詞在

中文語境中流通已久。試舉幾種台灣的圖書館藏為例：早在民國36

年，中國已有名為勵志的「勵志雜誌社」；民國44年，台北的中央日

報出版社出版了宋瑞譯的《勵志文粹》(1955)；民國47年，林語堂譯

《勵志教育》(1958)；  民國68年，台灣省政府出版《青少年勵志文

粹》；民國69年，蔣經國出版《思親、勵志、報國》(1980)。在1940

年代至1970年代標榜勵志的出版品繁多，勵志出版品獲得黨國大量投

資（中央日報、台灣省政府、蔣經國等等都是投資者）。

勵志性鮮少被理論化。在種種可能理論化勵志性的方向之中，

筆者建議將勵志性置入情感研究的脈絡來討論。在「情感的轉向」

之後—在學界紛紛從忽視情感的態度轉而關注情感並研究情感之

後
4
，研究者除了要指認文本中的情感，也要思考情感對人事物造成

幽微而重大的影響。情感研究學者布倫南(Teresa Brennan)在遺作《情

感的傳輸》(The Transmission of Affect, 2004)指出，情感(affect)不同於

感覺(feel ings)：情感在人與人之間留下印痕，而不像感覺只停留在個

人的空間中。情感具有「社會性」的面相：可以從承受者個人本身，

Feminist Theor y” 便指出，晚近女性主義討論賽柏格，以身心障礙狀況作
為論述的出發點，但論述卻越行越遠，沒有回歸到身心障礙的苦難身體。
她認為，忽略身心障礙身體的論述也就錯失了批判力(358-359)。

3 本地的勵志文本研究甚少，少數例子包括袁孝康的碩士論文(2004)。
4 「情感的轉向」這個用辭來自此書：The Affective Turn: Theorizing the Social 

(Cloug h and Halley eds. 2007)。這個轉向是指：學界紛紛從忽視情感的態
度轉而關注情感並研究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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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送幅散到四面八方的別人，在心理上和身體上都留下影響。筆者並

不將勵志性等同為一種情感（勵志性並不是跟「快樂」、「憂鬱」等

等平起平坐），而是將勵志性視為情感場域中的觸媒。筆者接下來要

討論的三種文本都展現勵志性的觸發之效：勵志性並非只守住文本中

的單一主人翁，而會向外影響到四面八方的主流社會讀眾。在台灣對

內封閉的時代，勵志性的觸發情感之效有助於身心障礙敘事在台灣內

部流傳，廣泛感動讀者；而在跨國資本主義興盛的時代，身心障礙敘

事穿越國界，在台灣內外觸發不同國籍的讀者。換句話說，身心障礙

的文本參與了「生命政治」(biopolitics)的網絡，網絡可能在國內也可

能跨國。

情感研究學者鄂玫 ( S a r a  A h m e d )在〈情感經濟〉 ( A f f e c t i v e 

Economies, 2004)一文中，用經濟學的詞語描述情感、將情感比擬成

資本：資本和情感都不會死守在個人的疆界之內，而會在個人和群體

之間流動；而且，資本和情感越是頻繁流通，就越可能累積利潤。

《情感的傳輸》指出情感在某種體系中顯現的趨性，而〈情感經濟〉

更進一步將情感具體置入資本主義的體系中。不過，鄂玫雖然傳神類

比了資本和情感，但筆者認為還有兩點該追問的問題：一，為什麼情

感會像資本一樣滾動不息呢？人為財死鳥為食亡，人性喜歡藉由操弄

資本而獲利，因此資本不斷流通；那麼，情感是受到甚麼驅力推動

了，才會變得像資本一樣流動不居？二，景氣有榮有枯，鄂玫似乎只

談了景氣好的經濟成長面；然而，當經濟—金錢的經濟以及情感的

經濟—低迷的時候，當情感像股市一樣遭受「d e p r e s s i o n」（是情

感的「憂鬱」，也是經濟「不景氣」）的時候，吾輩又能如何倖存？

誠然，這兩個龐大問題並非可以輕鬆回答，但筆者認為鄂玫在2010

年的近作《快樂的約定》(Promise o f Happines s)就可以用來補充〈情

感經濟〉一文：《快樂的約定》指出，在現代生活，人人都有追求並

表現快樂的義務—如果延用剛才麥克魯爾的說法，主流社會除了要

求「強迫性異性戀」以及「強迫性身心健全」，也要求「強迫性的快

樂」(compulsory happiness)。難道身心障礙者在流血流汗之餘，能夠

故作慷慨而對快樂說不嗎？在強迫性快樂的主旋律之中，情感的傳輸

恐怕不得不像資本的一樣流動不息，情感經濟恐怕不得不維持榮景。

情感的輔具︰ 弱勢，勵志，身心障礙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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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情感輔具的勵志性，協助推動情感的傳輸，也激活了情感

的經濟。哈特(M i c h a e l H a r d t)和奈格里(A n t o n i o N e g r i)在《眾生》

(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2005)中討論的「情

感的勞動」(affective labor) 被置入全球化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討論，

而筆者認為情感的勞動也可以放入情感的經濟體系來思考。《眾生》

首先定義，「情感的勞動，是可以生產或擺布情感—如輕鬆感，舒

適，滿足，興奮，激情—的勞動」(108)，然後列舉：女人在家的勞

動，以及照護工作的勞動，都是情感的勞動  (110)。該書認為，「情

感勞動是生命政治的生產(biopolit ical production)，可以直接生產社

會的關係與生命的形貌  」(110)，並提醒：「情感勞動創造的利潤可

能被（外力）擷取」(150)。筆者並想補充：在身心障礙研究的範圍

內，情感勞動的利潤，以及外力所擷取之物，可能就是勵志性。接下

來，本文將鄭豐喜的自傳《汪洋中的一條船》 置入情感經濟的討論，

檢視這個經濟體系內的情感傳輸、情感勞動，以及情感勞動的利潤。

三、與黨國一起奮鬥：《汪洋中的一條船》

《汪洋中的一條船》（後文簡稱《汪》）著稱的特色之一，固

然是身體差異性的再現：《汪》的主人翁出生時雙腿已呈「先天性的

畸形」，在身體心理上都深受身體差異性之苦。特色之二，是宛若可

以抵銷身體差異性的勵志性：在書內，《汪》的主人翁看起來憑著勵

志性克服苦難；在書內書外，展現勵志性的《汪》受到主流社會的青

睞。而勵志性扣連了特色之三：《汪》被黨國看中並賞愛。台灣省教

育廳長潘振球早在1974年版的《汪》就說是「勵志的佳品」；1977

年，國民黨所屬的中央電影公司將《汪》改編成同名電影，由李行導

演，秦漢、林鳳嬌主演，獲1978年金馬獎最佳劇情片。晚近，《汪》

在台灣教育體制仍然受到重用：《汪》一直到近年還是被收入國小課

本中（張恆豪、蘇峰山  2009）；2001年，公共電視台以「公視文學

大戲」之名推出《汪洋中的一條船》。

換句話說，《汪》是情感經濟中的熱門商品。《汪》1977年的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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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版在2004年發行為D V D；根據D V D上的說明，原著曾重版十次。

但根據1978 年由鄭豐喜基金會出版的版本陳述，此書在1974年就已

經達到增訂十二版，而且廣泛被盜印，「蔣經國先生知曉下令徹查，

一舉捕獲四十餘家不法盜印商，創下本省檢肅盜印風氣的最高紀錄」 

(283-284)。且不論此書重印了多少次，也不論蔣經國親自介入查緝盜

印的傳言是否誇大，此書的確以多種版本在台灣廣為流傳
5
。

根據1974年版的《汪》，鄭豐喜於1933年出生於台灣雲林縣北

港近郊「偏僻再偏僻」的口湖後厝村，歷代貧農。他不能用雙足走

路，只能在地上爬行。天生四肢畸性的他，在身體、城鄉差距、階級

層面，都是弱勢：三重弱勢的他遠離醫療資源較豐的城市，無財力負

擔醫療支出。身心健全主義社會設下的重重障礙，在鄭豐喜的書中逐

一現形：他幾乎不能留在親屬關係（親生母親受不了孩子的身體差異

性，曾沮喪得想要弒嬰）、幾乎沒有身體的行動權、幾乎沒有工作權

（不論在農耕的鄉村還是在工商的城市，他都不被認為具有生產力，

不能進入生產關係）、幾乎沒有受教育的權利（他入小學、中學、大

學的過程中，都飽受刁難）、差一點失去求偶結婚生育的權利（他求

偶，求婚時都被旁人質疑，擔心肢障會遺傳到下一代）。受挫的他，

經常體會負面情感︰「孤獨」、「寂寞」、「無助」等詞遍布全書。

身心健全主義社會排斥鄭豐喜的常見而且方便的方式之一，就

是由各種人出馬，公然嘲笑鄭豐喜的身體差異性。各種人嘲笑鄭豐喜

的場景，類似阿圖塞(Louis Althusser, 1971)描寫的召喚(interpellation)

場景︰一個人在路上被員警召喚了，於是他才成為一個主體。不過，

阿圖塞的場景跟鄭豐喜的經驗存有幾種差異：一，召喚他的主要力量

看起來不是國家機器（如，並不是代表國家暴力的員警），而是嘲弄

身體差異的健全身心主義（其代表，是任何一個嘲弄鄭豐喜的男女老

少）。任何路人都可以召喚、羞辱他，說他不能受教育、不能找到配

5 《汪洋中的一條船》版本紛多，筆者主要針對兩種版本進行比對分析。第
一種，在此稱為「1974年版」，書名為《汪洋中的破船，鄭豐喜著》，於
1973年初版，1974年六版。第二種，「1976年版」，書名為《汪洋中的一
條船（注音版）鄭豐喜遺著》，1976年注音版第一版。

情感的輔具︰ 弱勢，勵志，身心障礙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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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不能找工作。二，在阿圖塞的場景，被召喚的主體未必遭受歧

視—他只是被叫住，卻沒被評價為劣等人；然而，被召喚的鄭豐喜

卻必然體驗了被歧視者與歧視者的分別—他被叫住，而且他被評價

為失能無能的劣等人。因為身體差異性，鄭豐喜被主流社會的張三李

四召喚成為被歧視的弱勢主體。三，弔詭的是，召喚鄭豐喜的語言未

必全都是要傷害他，卻也可能是要褒賞他—也就是說，主流社會

可以看中鄭豐喜的身體差異性而透過路人某某某攻擊鄭豐喜，卻也可

能看中鄭豐喜敘事的勵志性而透過國家機器誇獎他。傷害他，只是純

消耗而無產值，並無益於任何一種經濟體系；褒賞他，卻有利情感經

濟的運轉。只要褒獎他，他的無用身體就突然生出可被剝削的市場價

值，可以被投入情感經濟的再生產。身體差異性，以及身體差異性所

對應的勵志性，都是國家格局的情感經濟籌碼。

為何黨國為《汪》抬轎？在1974年版的黨國高官諸序之後，北

港高中校長戴博文在序中指出，此書是奮鬥的、教育的、哲學的、

愛國的︰「雖然本書甚少直接寫愛國的事，表面上也好像只在陳述作

者⋯⋯他在暗示我們要有莊敬、自強的精神，也處處提示我們要有處

變不驚的態度」（無頁碼）。也就是說，此書被詮釋為愛國意涵的生

產者。但，1974年的版本在諸序之後，出現了以黑體標明的一句話︰

「我，一艘破船，一艘被遺棄在汪洋大海中的破船⋯⋯要我這艘破船

駛向何方？」（似出於鄭手筆，未標頁碼）。此語固然以海中船的意

象隱喻了肢體障礙的鄭豐喜，但在那個任何話語都極易被穿鑿附會成

為政治話語的時代，破船很容易讓人聯想到破國—《汪》出版前未

久的1968年，柏楊才因為「大力水手」事件入獄6
。此書除了生產「愛

國」的意涵，是不是也生產了「破國」的聯想？若非如此，為何蔣經

國希望舊書名的（具有殘缺意味的）「破船」更改為（具有完整無缺

意味的）「一條船」？如果柏楊的大力水手被誤讀為一則國家寓言

（national allegory7
，此國家為「中華民國在台灣」），《汪》是不是

6 關於大力水手事件的當時刊用圖文以及柏楊因此受難的景況，可參考《美
麗的探險：艾琳達的一生》，頁120。

7 國家寓言(national allegory)一詞來自詹明信(Fredric Jamson,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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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同樣被誤讀為另一則國家寓言，只不過柏楊和鄭豐喜的下場不同？

筆者認為，對黨國而言，《汪》討喜之處在於它的勵志性，硬

是跟「大力水手」等等文字獄文本不同。它的勵志性開啟了一個情感

經濟得以斡旋的空間，讓黨國也得以參與情感的傳輸—而遭受文字

獄的等等文本並沒有提供一個讓黨國樂於參與的情感經濟、讓黨國沒

有好戲可唱。勵志性在《汪》中，體現在「奮鬥」一詞：「奮鬥」像

咒語一樣，不但在書中鼓舞了鄭豐喜，也在書外感動了主流社會。敘

事中，「奮鬥」一語頻繁出現，只要一操用，就把身陷低迷情緒的主

人翁彈送到正面情緒的領域；在敘事「之外」，「奮鬥」也被一再強

調。國民黨的黨國高官寫信給鄭豐喜︰國民黨秘書長鄭彥棻（其信成

為《汪》代序一）、行政院長蔣經國（其用毛筆寫在「經國用箋」上

的信，成為《汪》代序二）、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主任李煥（其用毛

筆寫在「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用箋的信，成為《汪》代序三），

以及台灣省教育廳長潘振球（其信成為代序四）。這些人都看中而且

讚賞鄭豐喜的「奮鬥」，並且認為鄭豐喜堪為社會大眾的勵志榜樣。

1974年版（後來的版本亦沿用）的諸代序表示：「（鄭豐喜）堪為無

數少年人作榜樣，鼓舞著大家奮鬥向上的勇氣和信心⋯⋯（我的）奮

鬥的精神也萬不及你的」（鄭彥棻語），「你從小在艱苦中奮鬥⋯⋯

實在令人感動。這就是青年人必須自強不息與有志者竟成的最好例

證」（蔣語）；「你奮鬥的意志⋯⋯不僅是一般身心殘缺者應該效法

的表率更是啟發世人⋯⋯」（李煥語 ）；「（你的）奮鬥史⋯⋯可以

為青年勵志的珍品⋯⋯給渾渾噩噩、迷失的一代一劑清涼藥劑」（潘

振球語）（以上在1974年版並無頁碼）。

也就是說，具有勵志性的「奮鬥」一詞將多重弱勢的鄭豐喜和

優勢主流的黨國高官拉到同一陣線，至於身體弱勢和身心健全主義社

會之間的二元對立張力則被懸置一旁，彷彿萬事太平。黨國對於鄭豐

喜的厚愛（或錯愛），把他召喚成一個具有勵志效能的奮鬥主體；而

且，黨國並非只召喚鄭豐喜一次就讓鄭的固定成形，而是持續維持並

擴建了鄭的勵志功效。可留意幾點：一，蔣經國延續了鄭的勵志性：

1976年版的《汪》以吳繼釗（鄭的遺孀）謝辭〈敬致關懷我們的長

情感的輔具︰ 弱勢，勵志，身心障礙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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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親友與讀者們〉開頭
8
︰她先悲嘆鄭在兩人婚後五年即去世（因

肝癌
9 ）；陳述諸多負面情感之後，她寫道，「（去年某月日）是我

這一生最激動的一個日子—蔣（經國）院長⋯⋯親臨寒舍暄慰，更

到墳地憑弔鄭（豐喜）老師的靈塋」 (13-16) 10
。據稱被鄭豐喜勵志所

震動的蔣經國，也將勵志性回饋給遺孀
11
。二，蔣經國並且決定了勵

志文本的書名：吳繼釗的謝辭插入了前言，指出：本書原名《汪洋中

的破船》，但經蔣院長的勸告之後，書名改為《汪洋中的一條船》。

三，蔣經國等黨國高官增加《汪》的流通率：他們寫的諸信（也就是

諸代序）都一律打字加註ㄅㄆㄇㄈ注音符號以便廣為流傳，流傳給初

識字的學童（舊版的蔣經國等信本來只以手寫書法呈現，沒有打字，

沒有注音）。就算作者已死，但黨國的力量仍然徘徊—黨國高官也

是勵志敘事的共同作者。

鄭豐喜要求自己奮鬥，鄭妻鼓勵丈夫奮鬥，以及黨國高官宣揚鄭

的奮鬥—這三者付出的勞動力天差地遠。但，這三者的確都參與了

勵志性的生產、再生產，以及物流。黨國高官看起來只是勵志性的消

費者，但按照先前引述鄂玫在〈情感的經濟〉的看法，他們在推廣鄭

豐喜的勵志性時，黨國的力量也增加了勵志的價值（就像哄抬股價一

樣）—他們既是消費者也是生產者。《汪》有多種力量參與情感的

勞動，他們共同創造的利潤顯然被黨國奪取挪用了—但黨國未必是

《汪》的外人或外力，因為黨國也算是情感經濟中的同夥人。

談論弱勢與文學的關係，本文受到德勒茲(Gilles Deleuze)與瓜塔利

8 較早的版本，1974年版的《汪》，是以鄭彥棻的信（代序一）開頭。
9 見1976年版，頁47。
10 值得留意的是，在1978年出版的《汪洋中的一條船（注音版）》仍舊收錄
〈敬致關懷我們的長官、親友與讀者們〉，但此文被悄悄刪減︰刪減前，
1976年版的《汪》提及蔣經國的段落並不是全文最後一段；刪減後，1978
年出版的《汪》將蔣經國一段挪為全文最後一段（頁21），讀起來似乎成
為全文的最高潮。

11 《汪》的好幾位序文作者強調，吳不嫌夫肢障卻以愛相隨，尤其讓人感
動。也就是說，她的情感勞動還包括了「讓」他人感動—其實言下之意
是，「常人」（葛蘭-湯姆森所指的normate） 愛上肢障者，實在是主流社
會中的離奇事件，只能被解讀為「令人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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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élix Guattari)的啟發。在《卡夫卡：邁向弱勢文學》(Kafka: 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 1986)中，他們指出弱勢文學(minor l iterature)12

的

特色有三：一是「移花接木」（deterritorialization，張小虹與王志弘

〔1995〕另中譯為「去畛域化」），即弱勢族群挪用主流社會的強勢

語言來寫作；二是此類文學之內的一切元素都是政治化的；三是此類

文學之內的一切元素重視集體的（如國族的）價值(collective value)而不

重視個人心聲。《汪》跟德、瓜兩人的論述對照讀之，有幾點異同值

得留意。一，身心障礙敘事可能如德、瓜兩人所言挪用主流社會的語

言，但同時主流社會也可能挪用弱勢文學的好處——就《汪》而論，

就是弱勢文學的勵志性。《汪》固然沿用了當時主流勢力（黨國）的

語言（「奮鬥」等語彙），但它同時也被主流勢力挪用為教化民眾

的工具。二，弱勢文學中的元素可能都具有動員弱勢人口的潛力，但

這種潛力未必只限於（狹義定義的）政治動員，也可能包括其他的動

員—情感的動員並不亞於政治的動員。而《汪》的政治力量並不在

於挑戰主流政權，而是跟主流政權合作：《汪》的勵志性被黨國擷取

了，但黨國也反過來強化了《汪》的勵志性。三，弱勢文學固然重

視集體價值（一個身心障礙者的敘事可以為社會「常人」提供勵志

性），但還是也重視個人的層面（一個身心障礙者的敘事畢竟也利用

勵志性提振了當事人本身）。德、瓜兩人認為弱勢文學呈現群體而不

呈現個人；而《汪》是部瑣碎呈現個人身心的文本，但卻也讓人想要

藉此想像整個群體、藉此想像一個拒絕承認自己是破船的中華民國。

幾十年來，德、瓜兩人的論點被學界廣泛引用，但也受到批評︰

如，卡夫卡研究者康葛德(Stanley Corngold)認為德、瓜兩人將反抗主

流的政治意圖植入弱勢文學中，但是弱勢文學（如，卡夫卡作品）原

本可能並沒有這種對抗主流的政治企圖(Corngold 2004)。身心障礙敘

事雖然也是弱勢文學，不但似乎無意對抗主流，反而因為勵志性之故

而跟主流走得更近。而《汪》與主流是謀合的：《汪》和黨國都強調

奮鬥前進是非如此不可的，彷彿都必然要實現「快樂的約定」。也就

12 另，楊凱麟將同一詞中譯為「小文學」。如見楊凱麟(2010)。

情感的輔具︰ 弱勢，勵志，身心障礙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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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說，兩者都信服了一種目的論(teleology)：只要努力，就可以在逆境

之中追求成功。用葛蘭-湯姆森的話來說，雙方都服膺了「治癒的意識

型態」(ideology of cure)(Garland-Thomson 2010: 362)，以為凡是身心

障礙都應該可以治癒，或者都該追求治癒的機會；在《汪》中，鄭豐

喜力求「站起來」和義肢，就出於對於治癒的執念。固然，「想要治

癒」，雖是一種意識型態，終究也是人之「常」情，無可厚非；但值

得注意的是，這種常情跟身心健全主義是難分難捨的：身心健全主義

一再將身心障礙視為問題，而常人至上的主流社會就得以撇清責任。

四、快樂的情感共同體：杏林子作品

在她研討黑格爾的專書《欲望的主體》(The Subject of Desire)中，

巴特勒(Judith Butler)一開始就寫道：欲望的主體像是田納西威廉斯劇

本《欲望街車》中的女主角一樣，隨著欲望、妄想、挫敗的欲望敘事

行進(1999: 1)。她也認為，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Phenomenology 
of the Spirit) 就是一部充滿冒險和教化的樂觀敘事(1999: 17)。言下之

意，巴特勒認定「敘事」(n a r r a t i v e)勢必是向前行進的。先前提及的

《敘事的輔具》也指出，敘事是向前進的；而且，往往欠缺行動力的

身心障礙還被挪用當作敘事的輔具，增加敘事的行動力。

《敘事的輔具》顯示了身心障礙為敘事抬轎的弔詭，也暗示了這

兩方之間的動／靜矛盾：敘事非要往前行動不可，但身心障礙卻未必

同樣必然「進步」。「進步」在此有兩個意思：從字義面來說，進步

是指身心障礙者—儘管行動力受限—用腳向前踏步；從隱喻面來

說，進步就是在充滿風險的「常人」社會中過五關斬六將。但，除了

進步之外，身心障礙的狀況（或曰，病情）也能停滯毫無進步，也可

能衰敗難救。身心障礙敘事之中的身心障礙與敘事之間存有張力：敘

事不斷向前鋪展故事，而身心障礙未必要進步。筆者在此文採用「身

心障礙敘事」一詞而不採用「身心障礙文學」，就是看中敘事和文學

之別：敘事似乎不得不推展故事向前進，而文學未必要說故事、未必

要向前進；行動力「不正常」的身心障礙跟敘事的關係容易出現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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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跟文學卻未必產生衝突。

身心障礙和敘事交織成為身心障礙敘事。而筆者同時想要指出，

身心障礙敘事之中是充滿張力的：身心障礙與敘事也有可能撕裂。這

種撕裂的預感在《汪》之中並不明顯。《汪》呈現的身心障礙者是奮

發上進的，可以跟敘事一起「進步」；《汪》中，身心障礙與敘事之

間看起來沒有矛盾，雙方都可以被主流社會充分收編。然而，並非所

有的身心障礙敘事都跟《汪》一樣奮鬥進步；在接下來本文討論的杏

林子作品，就有內在撕裂的傾向。

跟《汪》都是聞名全台的身心障礙敘事，也都以勵志性著稱；不

過，杏林子作品跟主流社會的關係卻並不像是一路看漲的走勢圖，反

而演繹出不同於《汪》的另一種情感經濟。本名劉俠，1942年生於西

安的杏林子，也是崛起於1970年代的作家。她在小學時期罹患類風

濕關節炎，病情時好時壞，之後漸漸成為終生輪椅使用者。鄭豐喜主

要以一部自傳聞名，杏林子以多種自傳性散文集傳世。前者可以經營

較長的敘事（以一本書為規模），而後者作品幾乎都是短小的敘事。

光是兩者在敘事長短的差異，就是值得留意的身心障礙課題。鄭豐喜

的身體差異性在於他不能像常人一樣站起來，而杏林子的身體差異性

在於她時時刻刻感受疼痛。前者的身心障礙大致上不妨害鄭坐下來花

較多時間書寫較長的敘事，而後者的頻繁疼痛讓她難以安坐、逼她主

攻短小的文本。杏林子的代表作《杏林小記》(2009[1979])、《生之

頌》(1995a[1981])、《北極第一家》(1995b[1980])等等，都是以短小

的散文結集。她的回憶錄《俠風長流》(2004)看似長篇敘事，但書中

許多篇章乃是「回收」舊書散文的結果—或許回收舊文的策略比較

方便杏林子完成回憶錄。事實上杏林子的某些散文結集也出現舊文重

覆出現的情形。杏林子專寫短小文章、回收舊文在回憶錄中、重覆刊

用舊文的作法—凡此種種，從身心健全主義的角度觀之，都是不可

取的，而且都是「不進步的」（回收、重複、沒有推陳出新—這些

都是「不進步、不上進、不進取」的症狀）；然而，杏林子的寫作出

版策略正好驗證：寫作者的身體差異性、身體的物質性（會發熱或發

冷；有軟度、硬度、疼痛度、彎折度等等）決定了敘事。

情感的輔具︰ 弱勢，勵志，身心障礙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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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杏林子作品膾炙人口。以《杏林小記》為例，根據2009年出版

的《杏林小記》（後文簡稱《杏》）出版三十年重排版指出，此書從

1979年初版至今已經印行八十七次（若含重排版，則為八十八次）。

在國內國外，台灣以及香港等地的學校指定為課外讀物(11)。也就是

說，像鄭豐喜的作品一般，杏林子作品的教化功能也被主流社會所器

重，形同主流社會的情感輔具。鄭豐喜曾獲選為十大傑出青年，而杏

林子也曾獲選為十大傑出女青年。猛看之下，杏林子簡直就像是女性

版本的鄭豐喜。在杏林子作品《另一種愛情》(1990)中的第一幅照片

（頁17）裡，蔣經國總統與第八屆十大傑出女青年合影，照片中蔣做

出手推杏林子輪椅狀。

杏林子作品讓人聯想跟黨國緣分密切的鄭豐喜作品。以《杏林小

記》為例，該書的第一篇文章標題為〈長期抗戰〉，描述杏林子幼年

突然罹患類風濕關節炎，從此人生大變。她結論寫道，「這一天（杏

林子住進陸軍總醫院的當天）是民國四十三年七月七日，正是我國對

日抗戰紀念日。正如蘆溝橋響起第一聲莊嚴神聖的槍聲，在我的生命

史上，也展開一場與病魔無止盡的奮戰」 (17)。她剛好用身體證實了

桑塔格(Susan Sontag)所言，重大疾病的呈現總不免動用軍事的隱喻。

《杏》開頭的「宣戰語」，讓人聯想起先前提及《汪洋中的一條船》

特色：一，身體差異性的再現；二，「奮戰」等語讓人聯想起可以抵

銷身體差異性的勵志性；三，軍事化的語言讓人想起跟身心障礙者與

黨國的深切緣分：遭受侵害的個人身體，就好比遭受侵害的國家。

但是《杏》在全書第一篇之後，就再也不提及國家。在《汪》中，

黨國隨著敘事進展逐漸加重分量，甚至到了參與書寫《汪》的地步；

相比之下，《杏》一開始就召喚黨國出來，但《杏》也很快將黨國剔

除在外。如果《汪》和黨國共同參與了情感的經濟，《杏》的情感經

濟卻將黨國請了出場。在黨國至上的1970年代，《汪》逐步向黨國靠

攏，是可以理解的：《汪》以勵志性為黨國提供了情感的輔具，黨國

也回頭投資了《汪》。然而，《杏》反其道而行，疏離黨國，又是做

何算計呢？《杏》的勵志性如果不為黨國服務，要為誰服務？同時，

在情感經濟中，如果黨國不投資杏林子，那麼又有誰能加持杏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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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林子一家隨同軍人父親，跟著國民黨政權，從中國移居台北。

移居台灣的外省人在劉家出入頻繁：例如，爭議性人物彭孟緝甚至曾

提供杏林子／其姐的求學費用。當時擔任國防部參謀長的彭孟緝賞愛

杏的父親，愛屋及烏便撥了一年兩次的專款
13
，給杏林子當醫藥費，

但被劉一家挪去給劉的姐姐當大學的學費（杏林子  2004：114）。彭

的這個愛心之舉正好突顯了杏林子的身體狀況、她跟家人關係緊密、

她一家與軍方高層的淵源。杏林子初發病，就進入黨國體系的三軍總

醫院體系（杏林子  2009〔1979〕：17）。但，耐人尋味的是，出身

軍人之家的身世並不意味杏林子必然跟黨國永久結緣。《俠風長流》

透露終生軍職的父親後來對黨國極其失望，應可解釋劉俠一家人與黨

國漸行漸遠的軌跡。杏林子提及軍事的隱喻，與其說她一心向國，不

如說她是要向以軍人父親為主的家庭致意：在杏林子作品中，黨政軍

並非理所當然的三位一體，軍的合作者是家，而不是黨國。杏林子作

品以家人為中心，父母尤其提供她輔具一般的幫助：一、在起居層

面，父母親一方面為她提供貼身照護，拿食物撿衣物，另一方面也成

為她和家外世界（如圖書館和醫療系統）的媒介。在她聘用照護工之

前，如果沒有父母的親手照護，杏林子就難以獲取家外資源的援助。

杏林子就像大江健三郎在《康復的家庭》等書描寫的大江光（光，大

江健三郎之子，身心障礙者），雖然具有某些自主行動的能力（如音

樂創作），但日常起居仍需老父老母貼身協助（大江健三郎  2008a；

2008b）。二、在情感層面，家人除了提供了起居的輔具，也提供了

情感的輔具。在杏林子一家為要角的情感經濟中，杏林子經常強調她

的人生充滿了笑聲，而她的家人（父母弟妹們）也配合她進行下手很

重的情感管理(management of affects)，將悲苦轉化為歡樂。筆者強調

「下手很重」這個形容詞：在杏林子作品中，家人的歡笑與其說是天

生就存在而不值得注意的背景，還不如說是彷彿在家中生產到過剩

（e x c e s s）程度的、量多到謂為懾人奇觀的前景。為什麼這麼快樂？

這種努力生產歡笑的「家庭手工業式」情感經濟，在《汪》之中卻是

13 從《俠風長流》看不出來這筆愛心專款是不是軍方的公款。但若說這筆愛
心專款是彭自掏腰包，恐怕也非當時官場常例。

情感的輔具︰ 弱勢，勵志，身心障礙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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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到的：《汪》從來不曾將鄭豐喜的家人們呈現為喜劇角色；鄭豐

喜的家人（除妻子之外）於鄭是若即若離的，且大致愁容滿面。在

《汪》的原生家庭中，鄭豐喜得不到起居的輔具，也得不到情感的輔

具——鄭豐喜必須在主流社會前進奮鬥，娶妻成家之後，才能在自組

的家庭享受他所爭取來的起居、情感等等輔具。

《汪》是追求進步的敘事，而杏作品「並不進步」。從字義面來

說，《汪》的主人翁是想要站起來走路的進步者，杏林子作品主人翁

安然—或頹然—坐在輪椅上而未進步。而從隱喻面來說，《汪》

展示了鄭離家之後在社會成家立業的成功之路；杏林子作品中的主人

翁卻看似安然乖乖地—或乖戾地—待在家裡，沒有依照主流社會

期待的方式成家立業。（但杏林子並非沒有立業，只不過她所立之業

並非主流黨國所期盼的「正當工作」：她的自傳《俠風長流》顯示，

從戒嚴時期跨入解嚴時期之後，杏林子為了身心障礙者的人權走上街

頭，成為大型街頭運動的召集人，與執政的國民黨政府對峙，後來還

被延攬為民進黨陳水扁政府的國策顧問。）

筆者提起「進步」，並無意進行價值評斷，而是要指出「進步」

跟「治癒的意識型態」的密切關係。《汪》展現符合主流趨勢的「進

步」，所以這部弱勢文本跟主流社會看似合作無間，弱勢與主流之間

似乎沒有矛盾；而杏林子作品展現的生命軌跡卻不符合「治癒的意識

型態」：她很早就認清自己的身體差異性（異於「常人」也異於鄭豐

喜），不求痊癒只求不要惡化，不求離家在外闖蕩而願留在家被照

護，不求主流黨國的關愛而另外尋求「情感的共同體」。

筆者所稱的「情感的共同體」，是指一個情感經濟的體系：在共

同體中，參與者互相交換情感勞動的成果，得以互相撫慰情感。《汪》

展示了黨國參與的情感共同體，而杏林子作品則告別了黨國的共同

體，轉向家庭共同體和宗教共同體。她的家庭共同體和宗教共同體大

致疊合。她在14歲罹患類風濕性關節炎後未久，在15歲信奉基督教，

大受撫慰；她的父母本無任何信仰，後來也成為信徒。從此，父母照

顧杏林子，不但是出於父母之愛，也出於教友之愛—杏林子其母親

的手不只（以家人／照護者身分）忙於照護，也（以教友的身分）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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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祈禱 （王琦榕 1990：20）。如果《汪》呈現一個黨國強力參與情感

生產的情感經濟，那麼杏林子作品展現了基督教社群為主幹的情感經

濟：基督教社群提供勵志性支撐杏林子的身心，杏林子也藉由文字生

產勵志性來宣揚基督教。德勒茲和瓜塔里認為弱勢文學呈現群體而不

呈現個人，《汪》呈現個人但也讓人想像整個中華民國，而杏林子作

品則透過再現個人生命強調家庭共同體和宗教共同體（宗教共同體包

含她的信教家人以及教友讀者群）。杏林子身置的情感經濟由越來越

多的基督教徒所組成，而具有黨國色彩的人物逐漸淡出。後來杏林子

成立伊甸團契以及伊甸基金會，也都是出於基督教徒的理念；她甚至

承認，她致力為身心障礙者追求福祉，真正的目的是要傳福音（杏林

子 2004：213）。在她這種太過在乎宗教的考量中，基督教的擴張為目

標，身心障礙的權益為工具—身心障礙這會兒卻又成為宗教的輔具？

杏林子代表作《生之頌》書名的「頌」，是指基督教的頌歌

(p s a l m)。書中諸篇文章的格式都統一規格化：前半部是杏林子的散

文，後半部是基督教頌歌。此書的主要工作是歌頌上帝，而諸篇散

文逐一舉出國內外的名人範例（如，身心障礙的美國總統羅斯福），

並且用這些範例佐證上帝的偉大。書中收錄的〈風雨中的勇者〉就

聚焦在《汪洋中的一條船》；按照全書強制規格化的體例，這篇討論

《汪》的文章連接基督教的頌歌，彷彿《汪》和基督教的關係密切。

但事實上《汪》全書很少提及任何宗教；鄭豐喜和吳繼釗誠然提到某

些基督教徒給予的協助
14
，但這對夫妻大致上跟基督教並不親近。在

〈風雨中的勇者〉一文中，杏林子閱讀《汪》的心得凸顯出鄭、杏兩

人各自的生命得失：一、家庭慰藉的有無：因為她本人充分參與家庭

共和體，或者她（誤）以為原生家庭理所當然是完整溫暖的，所以她

對於鄭豐喜對原生家庭的疏離表示訝異。這個訝異的背後就是一套價

值觀。二、黨國關懷的有無：大概因為她本人跟黨國很疏離，所以她

竟然隻字不提《汪》中的強烈黨國角色，彷若視而不見「房間裡的大

象」。三、伴侶慰藉的有無：單身的杏林子很重視鄭結婚的事實。杏

14 如，1974年版的頁98、頁165，提及善待鄭豐喜的基督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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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子讚揚《汪》對社會發揮勵志性之餘，指出她比鄭優渥得多。鄭豐

喜出身赤貧之家，在偏癖保守而且迷信的鄉村長大，生來就被（家

族）視為不祥物。雖然杏林子一家經濟不富裕，但不至於貧窮。她在

台北，鄰近醫療社福娛樂等等鄉村所沒有的資源。她強調她一家人絕

不迷信且以此自豪；她得知父親為了她的病情而去廟裡求香灰時，還

頗受震驚
15
。這個訝異的背後，也是一套價值觀。鄭豐喜因肢障而被

家人視為不祥物，跟家人疏離，家人且放任街頭藝人帶走鄭，等於讓

鄭自生自滅；但杏林子的作品始終強調她跟家人的親密，終身感謝家

人（尤其父母）的貼身照護。

〈風雨中的勇者〉強調鄭豐喜遺孀吳繼釗忍耐喪夫之痛，為了

愛情而持續進行情感的勞動：繼承丈夫奉獻社會家鄉的志業。杏林子

提到吳，而且不只提及一次
16
：一方面她跟鄭的其他褒揚者一樣，用

吳的悲傷烘托出鄭的奮鬥性；另一方面，杏對吳的重視正好也暗示了

杏與鄭之間的另一個差異—杏本人終生都沒有配偶。鄭、杏各自有

無配偶為伴的事實，固然是由多種主客觀因素造成，無可厚非；但，

他們已婚與否的事實如何被編織在敘事中，為敘事增減價值，則又是

另外一回事。《汪》的作者「群」一再強調鄭豐喜有嫻妻為伴，《俠

風長流》則輕描淡寫：無伴也不錯
17
。可見，身心障礙敘事將娶妻生

子視為「進步的」成就，而未婚則是個需要被婉轉交代的人生瑕疵。

未婚的杏承受了三種體制的交叉壓迫：強迫性身心健全（身心障礙者

也要結婚生育，以證明自己趨近「常人」）、強迫性異性戀（沒有結

婚生育的人難以證明自己是完整的異性戀）、強迫性快樂（沒有結婚

的人要說明自己雖然未婚卻也很快樂）。《汪》的娶妻生子敘事將

《汪》更進一步被黨國賞愛，而杏作品的未婚敘事則回歸家庭共同體

與宗教共同體得到撫慰—「幸好」她還有家人和教友為伴。

15 見收錄於《生之頌》的〈香灰〉一文。
16 見收錄於《生之頌》的〈風雨中的勇者〉以及〈無私的愛〉兩篇。後者的
無私者，是指吳繼釗。

17 杏林子也會提及自己早夭的感情生活。見見《俠風長流》第三部第三章
〈感情的抉擇〉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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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杏林子閱讀《汪》的心得可以看出：一方面，同樣在1970年代

大放異彩的鄭豐喜和杏林子，可以各自在黨國以及家庭共同體、宗教

共同體尋得不同系統的情感輔具，藉此撫慰各自的身體差異性；另一

方面，杏林子在黨國獨大的年代也可以執意選擇背對或忽略黨國的情

感經濟。在身心障礙與主流的二元對立局勢中，兩方之間的情感傳輸

並非只有獨斷單一的路線，而有多元歧路可走。

五、在跨國資本主義時代捏造勵志性：幾米的《地下鐵》

最後轉向晚近的身心障礙敘事。1990年代起，書市湧現多種身心

障礙主題並且勵志的出版品，如1997年在台出版中譯本的《潛水鐘與

蝴蝶》（書中呈現的障礙為腦幹中風後導致的全身癱瘓）（尚-多明

尼克 1997），1999年乙武洋匡的《五體不滿足》（障礙為原因不明的

「先天性四肢切斷」）（乙武洋匡 1999）；在2000年代，身心障礙出

版品在市面更常見，其中不乏暢銷的話題書：如《再見了可魯》（呈

現視覺障礙者）（石黑謙吾 2002），力克．胡哲 (Nick Vujicic)的《人

生不設限：我那好得不像話的生命體驗》（呈現的障礙為天生缺乏手

腳）（力克．胡哲 2010）等等。其中乙武洋匡和澳洲力克．胡哲還成

為擁抱民眾（刻意擁抱人氣）、現身說法的賺錢演講家，而《再見了

可魯》衍生了多種相關產品—含電影《再見了可魯》（クイール，
2003年）。之前提及，情感經濟之中的勵志性可能被外力所擷取；晚

近商業機制即大舉利用了勵志性的魅力，行銷身心障礙敘事。上述數

種就是明例。商業操作為了追求最大的收益，盡可能操弄敘事的市場

價值—偏重了「『身心障礙』『敘事』」（故意把一個詞內裂為兩

半）中的「敘事」，也就冷落了「身心障礙」。最明顯的例子之一是

《再見了可魯》的出版品和電影：這兩者將外型討喜的導盲犬（名為

可魯）置於舞台中央的鎂光燈下，而將外型不討喜的視障老人策略性

地移到舞台邊緣。於是消費者看到《再見了可魯》時，目光集中在外

型討好／賣相好的狗，而不在外型不討好／賣相差的視障老人身上。

上述幾種身心障礙敘事是跨國資本主義的得意商品。勵志性原本

情感的輔具︰ 弱勢，勵志，身心障礙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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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很少受到學界重視，在跨國資本主義陰影下為商品增添賣相的勵志性

恐怕就更得不到被嚴肅討論的正當性。但筆者仍要為勵志性辯護：勵

志性做為情感的輔具，在情感經濟中輔助多方向的情感傳輸—如果

只將勵志性解讀為商場的禁臠，恐怕就簡化了勵志性的意涵和潛力。

事實上，就算是在跨國資本主義的主流風氣之下，跨國發功的勵

志性也大可以不要迎合商業邏輯；例如，台灣《工殤》攝影文集對香

港《工殤》的跨國影響就值得注意。在1996年出版的《工殤》是一

部眾多身心障礙者口述歷史結集（郭明珠主編  1996）；此書作者群

因為勞動工作意外傷害而成為身心障礙者。此書書名採用「殤」取代

「傷」，是要將工作傷害的議題提升到國殤的層次；也就是說，這部

身心障礙敘事文集是以控訴國家與資方（資方與國家畢竟難以切割）

的態度介入國家敘事。2001年，香港一批工作傷害者撰文結集出書

時，因為認同台灣《工殤》一書以傷為殤的理念，於是採用同樣的書

名（工業傷亡權益會 2001）—也就是說，被來自台灣的勵志性所影

響。同樣是介入國家敘事的文本，《汪洋中的一條船》任憑黨國拼裝

詮釋然後給黨國加油，而香港版《工殤》和台灣版《工殤》卻是批判

國家的。這個跨國影響的例子顯示，當今身心障礙敘事在新自由主義

資本主義洪流中仍然可能堅持跨國批判性。

行文至此，筆者都在強調勵志性的「在場」，好像勵志性的存在

是理所當然的(taken for granted)，也就因此而不必珍惜。但，如果勵

志性缺席了呢？人在失去某種東西之後才會深切那個東西的可貴，然

後發展出失去之後的因應之道。身心障礙的英文為「disabi l ity」，也

是指身心能力(a b i l i t y)失去之後，弱能者或失能者（即身心障礙者）

的生命狀態：失去是禍還是福？生命因此受限制還是變得更豐富？這

些都是身心障礙研究的基本課題。而本文最後要問：如果勵志性不存

在，身心障礙敘事將會如何？如果身心障礙敘事像人體一樣，勵志性

像是「常人」必備的（義肢式）器官，那麼身心障礙敘事的運作將會

受限，還是反而更靈活？情感經濟將會啟動甚麼樣的抒困機制？

文章最後以幾米的2001年繪本《地下鐵》討論作結。描繪盲女

生活的《地下鐵》繪本可能是近年來華人社群最暢銷的身心障礙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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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正如導演王家衛觀察，《地下鐵》在台、中、港均受到熱烈歡

迎
18
。可能正因為如此，王家衛監製的電影《地下鐵》將盲女設置在

香港之餘，也同時指涉了台北和上海—兩岸三地通吃。書中也註

明，此書已有多國語言的譯本流通，跨國性引人注目。在身心障礙

敘事大批跨國流動進入台灣的今日，《地下鐵》是從台灣向外跨的

異數（曾有人有意將《汪》譯為韓文，但不知是否事成
19
），由台輸

出的路徑跟進口入台的跨國敘事相反。《地下鐵》已有英文版等等版

本
20
，也被跨界翻譯為舞台劇和電影

21
。

這部在商業上空前成功的身心障礙敘事跟其他身心障礙的主要差

異，至少有兩點：一、它不高唱勵志性。其他身心障礙敘事在呈現身

體差異性之餘往往召喚勵志性來弭平身體差異性帶來的磨難，而《地

下鐵》卻不必。二、它不強調身體差異帶來的痛苦。身心障礙敘事經

常是作者的現身說法，具有強烈自傳色彩，但《地下鐵》的作者幾米

本人並非視障人士（但幾米本人是癌症倖存者）—或許正因為幾米

不是視障者卻再現了視障者，所以他的身心障礙敘事一方面並不強調

身體差異性及其帶來的痛苦。

在八十頁的篇幅內，《地下鐵》以一系列水彩畫展現一名十五歲

盲女一直在都市內移動的歷程，始終獨立自主不求人，而且她的一舉

一動高度規律化。書一開始，她持白手杖（視障者用的手杖，標示出

她的身體差異性）走入地下鐵入口，從左頁的左上角沿著對角線走向

同一頁的右下角，勉力進出擠滿人的車廂，然後從右頁的左下角沿著

對角線爬到右上角，走出地鐵站。繪本呈現不斷循環的通勤動作讓人

聯想西西佛斯(S i s y p h u s)的神話，暗示了兩點：一，身心差異性的自

我管理：正因為敘事主人翁是視障者，她特別獨立自主，嚴格自律，

18 見大塊出版社(2003)，此書無頁碼。值得注意的是，此書的簡體字版也在
同年上市，列名作者為王家衛的澤東電影公司與幾米。

19 見1974年版的再版序言。該文無頁碼。
20 英文改編版為：The Sound of Colors: A Journey of the Imagination(2006)。
21 見《地下鐵電影珍藏紀事》(2003)，以及舞台劇版資料：《地下鐵：一個
重新想像的旅程》(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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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能力用規律的方式自我管理，而不必倚賴旁人。二，敘事不進步：

這部敘事看起來也鋪展了故事，故事內容卻是身心障礙者不斷自我重

複生活路線的迴圈。敘事沒有進展，沒有斬獲，卻不會因此而失去色

彩。盲女雖然不斷處於走路的狀態中，卻無意在主流社會過關斬將，

有所作為，不必遵守目的論(t e l e o l o g y)和治癒的意識型態；她反而可

能像杏林子一樣「不進步」，一直活在重複的迴圈中，並不覺得需要

破格走出既存的生活秩序而去迎合主流社會的期待。

盲女的通勤迴圈，也算是狄塞鐸(Michel de Certeau)在《日常生

活的實踐》(T h e P r a c t i c e o f  E v e r y d a y L i f e)所稱的「行人的言／行」

(pedestrian speech acts)—「步行之於都會系統，就如言／行之於語

言」(de Certeau 2002: 97)。盲女在她的行人言／行過程中，堪為頗富

創意的空間使用者，如狄塞鐸所言，「把每個空間的符號都轉變為另

種事物」(ibid.: 98)。筆者在此提及《日常生活的實踐》，一方面是要

強調盲女—即使有身體差異性—也可以跟「常人」一樣在都會空

間中行進，另一方面是要指出盲女對於空間符號的變化詮釋—因為

身體差異性之故—跟常人不同卻可能比常人的眼界更豐富多彩。 

《地下鐵》呈現了兩種並存的世界：第一種不變世界是明眼人

所看見的，看起來色調抑鬱；第二種變的世界是盲女的心之眼所看見

的，充滿高飽和度的奔放色塊。也就是說，身體差異性區分了這兩

者，而「正常」的前者並不像身心障礙的後者來得精彩。盲女雖盲，

卻看得到「色彩的聲音」(s o u n d o f  c o l o r)—《色彩的聲音》(T h e 
Sound of Colors)就是英文版的書名。這個英文版書名難免讓人聯想起

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和韓波(Arthur Rimbaud)在詩中進行的實

驗：正如肖爾(Naomi Schor)等學者指出（肖爾是較早在文學研究界討

論目盲的女性主義學者之一），他們的詩將文字元號跟聽覺扣連，而

不是跟視覺結合(Schor 1999)22
。盲女以非常態身體進行「日常生活的

實踐」，體會的形形色色奇觀跟詩貼近：《地下鐵》的敘事以中英譯

本對照的歐洲詩揭幕並謝幕。敘事以辛波斯卡(Wisława Szymborska)詩

22 尤其見頁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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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我們極其幸運〉(We’re Extremely Fortunate)摘句開頭，最後以里

爾克(Rainer Maria Rilke)詩作〈盲女〉(The Blind Woman)摘句作結。

辛波絲卡的摘句表示，活在不確定之中是極大的幸福；里爾克摘句中

的敘述者說，她透過聲音感覺到顏色，所以依賴聽覺而不依賴視覺的

她就不怕挖人眼睛的死神。這兩行摘句都肯定了充滿不確定的人生，

而這種不確定性就是盲女所享受的。也就是說，生活中的盲女所看不

到的風險並不會讓盲女害怕。

身心障礙為盲女帶來值得享受的、多彩的、詩意的人生；盲女並

未表現出恐懼或痛苦。也就是說，這部敘事中的身體差異性並不需要

被勵志性所抵銷。但是，原著的這個特色卻在改編者的手中有意無意

抹殺。幾米繪本落在其他人手上被改編的時候，勵志性又被添加在改

編物之中；也就是說，改編者還是認定身體差異性必然帶來苦難，也

就必然需要召喚勵志性來救贖身體差異性。

首先，看英文版的《地下鐵》。英文版標明是改編版而不是譯

本，固然有權偏離中文版；但英文改編版如何、為何偏離原版，也值

得探究。英文版指出，盲女是被一隻蝴蝶所引導的，彷彿蝴蝶就像導

盲犬一般
23
。中文版倡議，具有不確定性的生活是可貴的；可是這個

倡議在英文版卻消失無蹤。在英文版，辛波絲卡與里爾克的詩句全都

被刪除。於是，英文版的盲女生活就不盡然獨來獨往，她的生活也較

無不確定性—她被變得「正常」一點。或許有伴的盲女比較能夠讓

國外主流讀者接受。

再看黎煥雄改編的《地下鐵》舞台劇。舞台劇採用了辛波絲卡的

23 盲女是否獨處，是個謎。她聲稱她在出門坐地下鐵之前餵了貓，可是她的
貓在書中從未出現。雖然有條小狗（但絕不是導盲犬）在書中跟隨盲女
（而非引導盲女），盲女和狗之間的物理距離一直很遠，兩者之間的關係
也很模糊。然而，在接近全書接尾處，盲女突然在一個想像的舞台上向一
個未點明的腳色鞠躬  （卻顯然不是跟書中小狗鞠躬）。盲女宣稱，「我
總是忘了謝謝你。我謝謝你總是陪伴我。」盲女的這番致敬讓人吃驚，因
為盲女在書中不曾跟任何腳色互動，書中根本沒有任何「你」跟她互動。
或許「你」是指讀者，也或許盲女與不存在的「你」進行假對話是要諷刺
「盲女必須有人為伴」的這個既定想法。

情感的輔具︰ 弱勢，勵志，身心障礙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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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而不用里爾克的詩，並引述多種中文詩—於是舞台劇版少了里爾

克對目盲狀態的肯定，眾聲喧嘩的語辭也稀釋了原著中盲女自說自話

的獨立自主狀態。舞台劇不斷強調盲女跟其他人物密切互動，而不像

原著中的盲女獨來獨往。舞台劇還為她找出傷痛的原因：其父留給她

心理陰影，其母有憂鬱症；但原書中，盲女未曾表示傷痛，也從來不

曾提及她的家庭。原著中的盲女跟家庭共同體沒有關係，但舞台劇中

的盲女變成家庭共同體的倖存者—而倖存者就是要被治癒的，難免

逃脫治癒的意識型態。她不是眼睛有病，而被指派養了心病。

最後，看王家衛監製的《地下鐵》電影版。電影也否認盲女是無

人陪伴的；電影版甚至更積極地指派一個伴侶給盲女。原著中盲女在

都會中的行動看似一無所求；  電影中，盲女一切行動卻都由她的汲

汲追求所驅動：跟父親同住的她要找個男朋友，她求偶的意志貫穿全

片，其父是她求偶的啦啦隊長。而辛波絲卡和里爾克在電影版中全然

缺席。同時值得注意的是，根據幾米所言，王家衛希望《地下鐵》的

電影版傳達充滿希望的訊息—這一方面是要制衡在電影市場稱霸的

鬼片，另一方面是要撫平2002年至2003年S A R S留下的創傷經驗。也

就是說，《地下鐵》被期待具備沖煞且療癒的功能—王家衛期許的

高度工具性的勵志性，已經與原著的無所為、無所謂訊息相距甚遠。

電影版不但在敘事內顯現了治癒的意識型態，在敘事外—在消費社

會中—甚至成為治癒意識型態的工具。

《汪》的國家敘事以及杏林子作品的宗教共同體，在《地下鐵》

及其改編版已經不再現身。《地下鐵》顯示，身心障礙敘事置身的情感

經濟已經不必跟國家敘事或宗教共同體結盟。杏林子作品展現的家族共

同體，在幾米繪本也不存在。不過，在《地下鐵》被改編的過程中，

家族共同體被理直氣壯地編派到《地下鐵》的情感經濟中；似乎若非

如此，盲女敘事就無以為繼。舞台劇版無中生有地變出家族，將家族

的苦難指派為盲女的病因，盲女也因此被突然定義為病人（其病為傷

痛，而不是視障）；盲女在幾米繪本中並沒有展現情欲需求，但電影

版送給盲女一個懂得盲人點字的父親，父親還鼓勵情欲需求甚殷的盲

女求偶。改編版本所擴建的情感經濟體系中，家族扮演了操弄情感的

角色—在原繪本看起來一切都不在乎、不計較的(indifferent)盲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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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編版本變得在乎差異性(difference)：有傷痛的生命不同於無傷痛的生

命，有伴侶的人命不同於無伴侶的人命。這裡的差異性，誠然跟身體差

異性有關，但更準確地說，在此情感的差異性比身體的差異性更沈重：

身體差異性的問題，是身體方便不方便；情感差異性的問題，是心頭寂

寞不寂寞。在《汪》和杏林子作品中，帶來苦難的身體差異性對應了勵

志性；在《地下鐵》原版繪本中，盲女雖具身體差異性但看起來不受身

體差異性所苦，勵志性不再顯得必要，甚至消失無蹤；在《地下鐵》

改編版中，盲女主要的煩惱與其說是身體差異性還不如說是情感差異

性，寂寞與否成為新課題。原本並不在乎差異性的盲女被改編者詮釋為

很在乎差異性的芳心寂寞者，也因此被施與彷彿具有勵志性的家人或

友伴，也因此被置入「常人」想像的情感經濟中，被指派扮演需要被

幫助的角色。諷刺的是，常人社會苦心將盲女詮釋為需要被勵志的弱

者，目的是要讓改編後的《地下鐵》提供更充沛的勵志性，以饗主流

社會。在常人的消費經濟中，《地下鐵》形同方便好用的情感輔具。

本文嘗試在台灣研究的領域中進行人文學科的身心障礙研究。

本文將身心障礙跟身心健全主義的主流社會置放在情感的經濟體系之

中，指出身心障礙者及其親友進行了情感的勞動。勞動所生成的利潤

就是勵志性。勵志性一方面鼓勵了經濟體系之內的情感傳輸，因而加

強了主流社會向前行動的行動力，另一方面也對應了身心障礙者的身

體差異性—彷彿勵志性可以彌補身體差異性帶來的匱缺感。鄭豐喜

自傳《汪洋中的一條船》展示了一個黨國充分參與的情感經濟，在此

經濟體系中身心障礙敘事和黨國主流宛若相輔相成；同樣在政治高壓

時代生產的杏林子作品卻疏離了黨國，改而促成以家庭和宗教為核心

的情感經濟體系；而幾米繪本《地下鐵》及其改編版本則顯示：當勵

志性看似缺席的時候，情感經濟會啟動抒困的機制，藉著強調身心障

礙的差異性召喚出身體差異性所對立的勵志性。在身心健全主義至上

以及快樂至上的常人社會中，身心障礙敘事的勵志性看似乖順配合了

主流常人的前進步調，然而主流社會對身心障礙敘事以及對勵志性的

依賴卻透露出一個秘密：主流社會也需要輔具、也需要情感的扶持，

吾輩不敢活在勵志真空的經濟中。

情感的輔具︰ 弱勢，勵志，身心障礙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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