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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晚近，我們可觀察到，關於西藏的敘述在臺灣隱隱成為若有似無的

潛流。在意識到歷來臺灣社會因「西藏」衍生出的種種爭議，以及「西

藏敘述」的潛流為前提下，本篇論文追問，西藏在臺灣的形象，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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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構造與敘述的？背後發動的「力」為何，在一組自我與他者的關係中，

顯現了怎麼樣的主體化過程？揭示了「我們」或者「我」的何種面貌？

而進一步，各個冀求相對獨立的文學作者，他們又是如何觀看西藏，曾

經藉由西藏遞傳出什麼樣的訊息？在操作上，論文企圖示顯西藏的多元

形象，不使西藏成為單一的想像符碼；同時，也考核三位作家郝譽翔、

謝旺霖、張瀛太的文本，提示作家一貫的書寫方向，並詮解文學創作的

內蘊，希望能在不減損作家創作的獨特性上，展演他們的「西藏敘述」

帶來的複雜意義。 

 

 

關鍵詞：西藏、旅行、郝譽翔、謝旺霖、張瀛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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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 Boundaries: The Narrations of Tibet  

In Taiwanese Literature and Society Filed 
 

 

 

Jiang-Fu Huang 

 

 

Abstract 

 

 

Lately we can perceive that Tibet writing has become a current 

underneath. The goal of this thesis is to analyze how do we imagine 

Tibet in the Society of Taiwan under the huge controversy over Tibet 

and based on the premise of Tibet writing?  How do those different 

authors observe Tibet? What kind of messages are they trying to 

deliver through this observation? We will press for further questions: 

what are these Tibet narations? What is the power that pushes them 

into that? What is the building process of these narations? What are 

the appearances of “me” or “us” it reveals by the phenomena? I try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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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ict different kinds of Tibet’s narations, so Tibet won’t become a 

single symbol. Simultaneously, I will interpret some texts of Tibet 

writing by Hao Yu-hsiang, Hsieh Wang-Ling, Chang Ying-Tai, and to 

point out the consistent direction and explore the meaning of their 

writing. I wish that I can explore the intricate meanings of these 

authors’ Tibet writing without detracting their  differences. 

 

Keywords：Tibet, Travel, Hao Yu-hsiang, Hsieh Wang-Ling, Chang 

Ying-T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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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富於詩意的夢幻想像中，周圍的生活是多麼平庸而死寂，真正的生活總

是在他方。 

──韓波(Arthur Rimbaud)  

 

 

一、形象：紀實與虛構 

 

 

我們如何敘述西藏？ 

這個問題引領我們思考，「我們」究竟是誰？什麼情況下會說出「我們」

此一詞語？眾所周知，「我們」並非恆固的實體，而是想像的群聚，這群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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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質並且有流動的可能。當人們表述「我們」此類描述集體的言詞時，

事實上便隱含著集體認同意識的存在，意欲使紛雜的意見成為同一，凝聚

更強大的力量。 

不難理解，「我們」此一詞語，始終變動不拘，存在著流動的可能性。

套句形象學的話，形象總是關乎於「自我與他者，本土與異域」1之間的關

係性，會隨「自我」的狀態不同、意識改易而產生變遷。敘述者在表述形

象時，也連帶著進行自我定位，折射自身的存在位置。為何要明白表述了

西藏什麼？答案顯而易見，觀察表述他者的形象，進行反思，正是為了明

白自身。 

查勘資料，中華民國在民國元年即已成立「蒙藏事務處」。源於錯綜複

雜的歷史情境，臺灣與這些異域邊疆，竟有千絲萬縷的關係。眾所周知，

達賴喇嘛來台的宗教法會，成為眾家媒體關切的焦點，而這已經是達賴的

第三次來台；西藏的抗議人士遭受武裝鎮壓，引發世界關注，臺灣也有團

體組織行動，聲援圖博。在臺灣文學的異域書寫中，晚近我們或許可觀察

到，「西藏敘述」隱隱成為若有似無的潛流。有一批書寫者不約而同的以文

字書寫「西藏」，八○年代末陳若曦有報導寫作《青藏高原的誘惑》（1989），

張瀛太的《西藏愛人》（2000），伊苞的《老鷹，再見》（2004），郝譽翔的

《一瞬之夢》（2007），謝旺霖《轉山》（2008），則各擅勝場。並且，臺灣

書市中猶有一系列中國作家的西藏書寫正在傳播。正是在這樣的觀察下，

我們不得不思考：臺灣社會有些甚麼樣敘述西藏的模式？各個冀求相對獨

                                                
1 Daniel-Henri Pageaux 著，孟華譯：〈形象〉，收錄於孟華編，《比較文學形象學》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頁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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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文學作者，他們又是如何觀看西藏，曾經藉由西藏遞傳出什麼樣的訊

息？ 

中國有所謂「西部小說」的研究。汪暉 2011 年於日本出版有論著《世

界歷史中的中國：文革、琉球、西藏》，該書集結往年的論述，朝往他方發

聲，實際出版書籍，將其論述推衍至東亞領域進行傳播。《亞洲視野：中國

歷史的敘述》、《東西之間的「西藏問題」》等著作，則收錄有相關篇章。對

臺灣文化界熟稔的人士應也深知，東亞問題在臺灣也早已討論有一段時

日。因之，相與對應之下，我以為，臺灣研究者，也正當提出自身的看法，

為此一系列論題提供更豐富的討論空間。 

眾所周知，臺灣學者對於沖繩、琉球文學早多有關注，開展臺灣文學

與琉球文學的比較空間，至今已是矚目的焦點。
2
而我這篇文章則意圖另闢

一個區塊，想試探臺灣文學與社會中的西藏敘述。我也深知這是個龐大而

複雜的論題，自身所認知的材料也恐怕僅止於一隅，難免有所闕漏。然而，

我以為，一個問題的提出，未必就要有著完整的論點、完美的終結，重點

更在背後可開拓的空間。本篇文章的殘缺，正留待更多來日論辯與補全。

是以也才敢不揣淺陋，提出自身的觀察。借用李安那一系列如廣告詞的說

法，人人心中都有一位玉嬌龍，都高聳著一座斷背山，各種主體投射的視

線大概也總有複數的西藏認知，但我們畢竟不能滿足於這樣簡單的認知，

我們要追問這些敘述的意義是什麼？它們是如何被構造的？背後發動的

                                                
2 如朱惠足的研究。朱惠足：〈做為交界場域的「現在性」：往返於沖繩八重山諸島與

殖民地臺灣之間〉，《文化研究》5期（2007年 12月），頁 49-86。朱惠足：〈兩個

歸島書寫：夏曼．藍波安（蘭嶼）與崎山多美（西表島）〉，《中外文學》427期（2009

年 12月），頁 133-167。 



 

 

 

 

 

 

 

 

210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集刊．第 25期（2014年 3月） 

 

 

 

 

「力」為何，在一組自我與他者的關係中，顯現了怎麼樣的主體化過程？

揭示了「我們」或者「我」的何種面貌？
3
底下，先從臺灣社會中的西藏敘

述開始。 

 

 

二、複數視線與話語爭奪下的西藏，兼及臺灣官方的視域 

 

 

2008 年 3 月，西藏發生騷動，臺灣部份團體組織聲援行動，抨擊中國

政權的暴力行徑，然而，西藏發生騷亂的原因為何？在一般人民心中，實

存留著模糊的印象，不甚關心；同年，西藏的精神領袖達賴喇嘛接受訪問

時，表示希望隔年來台，不過，總統馬英九卻表示，考量目前兩岸局勢，

並不宜接受達賴造訪，引發爭議。2009 年 8 月初，莫拉克颱風肆虐臺灣，

造成嚴重災情，南部七縣市的民進黨籍首長邀請達賴喇嘛舉辦祈福法會，

這是達賴第三次造訪臺灣。三次來台的身分位置差異，由僑胞、外國身分

再到今日的宗教領袖，顯然有值得玩味之處。4達賴的造訪，也成為政治的

                                                
3
 或者借用劉紀蕙在〈可見性問題與視覺政體〉中的表述：「當我們討論文化再現時，

無論是文化他者或是文化主體，其實重點已經不在於正面形象或是負面形象的問

題，而在於理解此形象為何被預期？此『看到』的位置是如何被建構的？如何自行重

複生產？其中牽連了什麼樣的主體化過程？我們是否可以檢討不同文化與歷史過程

中促成區辨美醜善惡之主觀狀態的問題？」劉紀蕙：〈可見性問題與視覺政體〉，《文

化的視覺系統Ⅰ：帝國─亞洲─主體性》（台北：麥田，2006年），頁 3 
4 1997年與 2001年，達賴曾來訪臺灣，第一次是李登輝主政時期，達賴以「僑胞」身

份來訪。第二次是陳水扁執政時期，達賴來台的身分是「外國人」。參照公視 2009

年 8月 27日午間新聞報導文字稿，記者林欣儀、郭俊麟〈達賴來台慰災民 府方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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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說資源──而檢閱過去達賴喇嘛的訪談紀錄，我們訝異的發現，達賴喇

嘛曾說過，西藏問題與臺灣問題不可混為一談，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其

一貫立場是「不支持、也不鼓勵臺灣的獨立運動。」5對應於日後獨派陣營

邀請舉辦法會的行動，尤其顯出有意思的興味來。達賴如今對於兩岸的思

考是否轉變？其思想脈絡、西藏與中國的緊張關係究竟如何？毋寧是需要

考核的問題。然而在臺灣社會，倘若不說少有人在意，研究成果也少傳播

至群眾。 

晚近，在臺灣的社會與傳媒間，「西藏」問題成為顯要的議題之一，這

顯然與複雜的歷史與政治情境有所牽連──否則全世界諸多動亂，也不會

特別眷顧於西藏問題。「西藏」在中國、西方與臺灣三者間，成為話語爭奪

的對象，展演多重的身影。西藏是什麼？西藏無疑是「遠方的國境」。對於

中國，是在內的他者，種族、歷史、文化都大不相同，但西藏也是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足堪成為建立我族與他族共榮共和的模範區；對於西方，西

藏可能為東方主義視線下香格里拉的幻影6又或妖魔化的東方迷魅、7也可能

                                                                                                              
發簽證〉，網址：

http://web.pts.org.tw/php/news/pts_news/detail.php?NEENO=125772，檢索日

期：2013.10.27， 
5
 林照真採訪：〈中、台、藏三者關係，不應互相掺雜〉，《最後的達賴喇嘛》（台北：

時報，2000年），頁 295。  
6
 可參汪暉對於西方「東方主義」視線的源流追索與批判，但汪暉少觸及西方對東方主

義的反省。汪暉：〈東方主義、民族區域自治與尊嚴政治──關於「西藏問題」的一

點思考〉，《天涯》2008年 4期（2008年 4月），頁 173-191。 
7 沈衛榮，〈簡述西方視野中的西藏形象──以殖民主義話語中的妖魔化形象為中心〉，

收錄於中國邊政協會主編，《西藏學術會議論文集》（台北：蒙藏委員會，2000年），

頁 135-165。雖然沈衛榮可能未脫國家的認同單位，但顯然具有相當的思辯性，材料

也頗為豐厚，出版有《尋找香格里拉》(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妖

魔化與神話化西藏的背後》（台北：人間出版社，2013年）。 

http://web.pts.org.tw/php/news/pts_news/detail.php?NEENO=125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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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投射普世價值的領地；而對於臺灣，曾經是「自由中國」的領土，又或

者是與西方自由、平等、人權等價值掛鉤的操作空間，而還可能是攜手合

作的同伴，遙指未來獨立國度的可能性。而西藏自身的聲音究竟為何？如

何界定西藏的聲音？屬民能夠發聲嗎？中國移居漢族進入西藏，是否也要

將他們的聲音涵納入西藏的聲音之中？更細部應該要思考的問題、應該付

諸的行動，臺灣是否僅僅只是施與口惠，關心者相對欠缺，無法做出太多

實際的延伸？本文限於篇幅，先回顧臺灣對於西藏的視域。 

在不同的歷史情境中，臺灣對於西藏做出了什麼樣的詮釋？比起紛

雜、多元乃至曖昧難明的民間聲音，官方的言語，顯得相當便於查勘。文

化與政治的關係相互為用，臺灣從文化中國再到民主獨立臺灣的想像，當

然在官方的出版品中可見端倪。 

 

（一）五○年代：官方刊物中，自由中國的西藏表述 

 

1949 年，國民黨在國共鬥爭中敗下陣來，大舉遷徙軍民至臺灣，在臺

灣建立政府，同時建立文化體系。國民政府來台後「去日本化，再中國化」

的文化重建工作，在戰後初期逐步奠定。8臺灣的中國身分，在傳播與教育

體系的導引下，成為主流的聲音，也以文化中國作為自身的認同。而政治

上，自由中國成為政府定位自身的正字標記，與「紅色中國」，相互對抗。

由於中國的正統性之爭，臺灣保存中國文化的精粹之說，如今在臺灣仍時

                                                
8 相關單位的設置與行動，可參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臺灣文化重

建(1945-1947)》（台北：麥田，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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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聽聞。五○年代臺灣社會，在美俄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相互對抗的冷

戰體制下，得到經濟援助，並且與美國的意識形態相應結合，9而國民政府

過往的歷史情結、國仇家恨，尤其發揮了作用，「反共」的意識形態在五○

年代臺灣成為普遍的風氣，當其時，「民國－臺灣」視西藏為失落的中國版

圖，在堅持中國身分、對抗中共的立場上，「西藏」成為意識形態取用的符

號之一。 

1959 年 3 月，西藏境內產生騷動，中華人民共和國派遣軍隊，進行鎮

壓，迫使達賴喇嘛與西藏人民流亡印度，在印度建立流亡政府。中華人民

共和國將這場騷動視為西藏武裝叛亂，至於「民國－臺灣」的複合體，則

表述為抗暴起義。「抗暴」，許多官方出版品所提供的論述，都服膺於此套

說法。比方，國防部情報局編印的《共匪控制下的西藏概況》（1959.08），

其前言就如此表述： 

 

西藏同胞全面的抗暴革命，已震動了全世界，成為全世界反共鬥爭

的一部份，就我國反共抗俄光復大陸之大業而言，總統亦已昭示：

「西藏同胞的抗暴，佔中華民族抗暴的第一頁。」本局特根據匪方

資料，就共匪侵據西藏經過，共匪對西藏的殘暴統治，以及八年來

藏胞抗暴經過和目前形勢，摘要研編成冊……10 

                                                
9 關於美援，參趙既昌：《美援的運用》（台北：聯經，1985 年）。以及文馨瑩：《經

濟奇蹟的背後：臺灣美援經驗的政經分析(1951-1965)》（台北：自立晚報社，1990

年）。 
10 國防部情報局編印：《共匪控制下的西藏概況》（台北：國防部情報局，1959年），

卷首，無頁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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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顯然，此處的全世界其實意指的是美國的自由主義陣線，而非全世

界的所有國別，因為根本不可能統計全世界國別的意見。藏族與漢族的血

緣不同，然而，在一個想像的「中華民族」表述中，被整併為與自由中國

──「民國－臺灣」的共同體。正是在此一向度上，蔣中正發表了《告西

藏同胞書》，表示「民國－臺灣」與西藏有著共通的敵人，而敵方邪惡殘暴、

我方正義光明的二元劃分，是當時反共論述中的顯要話語模式。光復大陸

的神話，與西藏抗暴的話語相互連結。又比如，日人青木文教所寫、蒙藏

委員會編印的《西藏文化的新研究》（1963）一書，基本上是少涉政治論爭

的學術研究，然而，在臺灣官方所翻譯出版的書籍，由官員所撰文的序文，

則加添了更多政治意味。任職國大代表的藏籍人士羅桑益西撰寫序文，毋

寧有為藏族「代言」的意涵。他強調，中共內在有著隱憂，戰鬥未必全然

勝利，未來還有更大的抗爭將要來臨，外有「達賴活佛」的領導，內有不

屈的義軍（一種道德精神的象徵，一種宗教信仰式的崇敬），屆時反共復國

勢必可期： 

 

雖然匪軍在青康大批援軍到來以後，抗暴軍不得已退出拉薩，但這

不是拉薩抗暴的結束，而是此一抗暴的長期化和全面化的開始。加

上有達賴活佛的領導，內有數以萬計的不屈義軍，在和共匪到處浴

血奮戰，我以為匪軍想在藏高枕無憂，那是不可能的。 

 

我自由中國的朝野上下，自拉薩的抗暴開始，一直到現在，大家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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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竭盡所有，予以支援。尤其是 總統在去年三月廿六日，發表告

西藏同胞書， 總統曾鄭重的聲明「西藏未來的政治制度與政治地

位，一俟摧毀匪偽政權之後，西藏人民能自由表示其意志之時，我

政府當本民族自決原則，達成你們的願意。」此一劃時代的寬大聲

明，已使藏胞們，無論是在西藏內的，或是流亡國外的，凡是聽到

的，無不為之感泣。這是一個偉大的聲明，世界贊揚的反應，也自

各地不斷的傳來。11 

 

蔣中正的聲明，看似寬大，然而，問題是，民國臺灣或者自由中國對

於西藏的法理統治權如何？若否，西藏當地人民何必需要他的寬大？又何

來寬大之有？而西藏人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所產生的衝突，恐怕也未必與民

國臺灣（自由中國）對中共的敵意相互謀合。然則，在反共的官方論述下，

西藏的抵抗行動，則為其所收編，化為「民族同胞」同仇敵愾的敘述。此

類敘述多不勝數。然而，時間遞移，及至新世紀政黨交替為斷點，在蒙藏

委員會的官方活動中，對於西藏的表述，又有了不同意義的賦予。 

 

（二）新世紀前後：官方言談中，西藏位置的位移 

 

國民黨政權在臺灣，以中國文化意識為正宗，賦予其正統的地位。在

國民黨灌輸或者強化中國意識的程序，以及來台的外省人士──新住民無

                                                
11 羅桑益西：〈序〉，收錄於青木文教著：《西藏文化的新研究》（台北：蒙藏委員會，

1963年），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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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避免的懷鄉書寫與敘述中，臺灣社會複合了原始可能也未必沒有的中國

想像與意識。余光中會喊出要一瓢長江水，但本省籍的陳若曦也會奔赴中

國大陸參與文革，與關曉榮等人抵達西藏，寫下《青藏高原的誘惑》。今日

也許較難想像，但昔時，電視傳媒會出現名為「江山萬里情」的節目，採

集中國大陸的風俗民情，而其節目口號是「中國人真行！」，由綜藝節目主

持人、演藝人員與在場節目觀眾共同喊出，而眾人與民眾無有疑義。而流

傳的歌曲中，不少民歌的「中國性」特質不少，傳統的文化符碼，乃至長

江黃河、邊疆塞外的景觀，也滲透進歌曲，成為重要的意象。比方，侯德

健填詞作曲的〈龍的傳人〉，以龍為中國人的集體象徵，而歌詞寫著：「雖

不曾看見長江美，夢裡常神遊長江水。雖不曾看見黃河壯，澎湃洶湧在夢

裡。」彷彿中國就存留在臺灣島嶼上人民的血脈之中，魂牽夢縈，洶湧沸

騰。而青「藏」高原的意象，也竟與在臺灣的「中華民國」的存在一同並

置，具有本國山川的象徵意義。劉家昌詞曲的〈中華民國頌〉（1980）：「青

海的草原，一眼看不完，喜瑪拉雅山，峰峰相連到天邊。古聖和先賢，在

這裡建家園。風吹雨打中，聳立五千年。中華民國，中華民國，經得起考

驗。只要黃河長江的水不斷，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千秋萬世，直到永遠。」 

然則，時移事往，某些作家以君父為城邦的古老中國，在島上政治與

文化風氣的轉變下，位置也漸趨鬆動。眾所周知，從八○年代開始，臺灣

社會的本土化運動開始興盛，反對黨羽翼逐漸成熟。開放黨禁、報禁與解

嚴，多元、或謂「眾聲喧嘩」的聲音湧現。民進黨在 1986 年成立後，於 2000

年透過民選選舉，取得政權。觀察新世紀前後，不同政權下蒙藏委員會在

他們提供經費主辦的「西藏研討會」的發言，以及不同國家的學者，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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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不同意識形態的位置，乃至批駁──投射至西藏的複數視線，不僅止

於中國、西方、臺灣的糾葛，即便連臺灣島內的眼光，恐怕也存在著相當

的殊異。 

1999 年，國民黨猶在執政，當年蒙藏委員會舉辦有西藏學術會議。並

不意外的，開幕典禮上，國民黨籍行政院長蕭萬長的書面致詞，聚焦於漢、

蒙、藏的「兄弟情誼」，強調雙方的互助與交流關係，而達賴喇嘛來台的事

蹟，也被官方體制試圖收編為官方功績的一環（我們記得，1997 年達賴喇

嘛來台，是以僑胞為名義），其他表述，則不出一些冠冕堂皇的話語： 

 

在民間部份，臺灣同胞沒有忘記蒙藏同胞的兄弟情誼，民間團體大

力促成達賴喇嘛來台訪問，捐資或親赴海外援助藏胞改善生活與教

育，在經濟繁榮發展的同時，許多國人願意用更多的努力，打破時

空帶來的隔閡和距離，用實際的人道關懷，來加強推動雙方的友

誼。12 

 

藏蒙委員會高孔廉委員長的致辭，同樣以中華民族為話語，統合兩邊

的敘述：「由於蒙藏兩族長久以來與漢民族交往密切，且因其位居中國大陸

的邊陲地區，使蒙藏兩族在整個中華民族構成之中占有極為重要的歷史意

義與戰略地位。」13簡單來說，國民黨執政時期對於西藏的論述方式，自五

                                                
12 蕭萬長：〈行政院長書面致詞〉，收錄於中國邊政協會編：《西藏學術會議論文集》

（台北：蒙藏委員會，2000年），頁Ⅰ。 
13 高孔廉：〈開幕典禮致詞〉，收錄於中國邊政協會編：《西藏學術會議論文集》（台

北：蒙藏委員會，2000年），頁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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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來台至當時，依舊少有改變，都以「中華民族」為依歸。不過，會

議中邀請中國學者發表論文，倒是當年反共時期無法想像的事。而會議裡，

中國學者將矛頭指向美國與西方，視西藏問題為美國試圖分裂中國的新冷

戰，介入中國政局的干擾方式，又或者東方主義的幻影。十年後，汪暉的

論述雖然較為深入，但也不脫對於這十年前的框架，將西藏問題理解成中

西之間的對抗問題──而忽略西方內部對於東方主義的自省、14普世價值的

理念，恐有西方主義的嫌疑。15而其站在為國家說話的位置，視民族主義式

抗爭為「尊嚴政治」，亦大有爭辯空間。16
 

那麼，等到民進黨上台執政後，蒙藏委員會表述西藏的方式，又是如

何？公元兩千年舉行的兩岸藏學會議，並未突顯出什麼重點。但到了 2003

年舉辦的「二十一世紀西藏議題」研討會。委員長許志雄於論文集序言，

將「西藏」聯繫上自由與人權等話語，且批判國民黨以往的西藏論述方式，

不使其固定於中國與中華民族的話語系統之中： 

 

臺灣過去在黨國威權體制下，對於西藏問題的認識往往囿限於中國

                                                
14
 西方對於東方主義的反省，可參沈衛榮：〈也談東方主義和「西藏問題」〉，《天涯》

2010年 4期（2010年 4月），頁 183-191。該篇文章是回應前引汪暉的〈東方主義、

民族區域自治與尊嚴政治──關於「西藏問題」的一點思考〉。 
15
 Ian Buruma, Avishai Margalit著的《西方主義》（2004）反過來強調非西方地區對

於西方塑造的刻板印象。 
16 汪暉的文章需要進一步討論，然而篇幅有限，主軸亦不在此，只能暫時在此提及，

留待來日另寫文章，加以補全。在這只能指出，汪文未曾說明，西方主流媒體對「西

藏暴力事件的系統性扭曲和對奧運火炬傳遞過程的不公正報導」是什麼。汪暉，〈東

西之間的西藏問題〉，《〈東西之間的「西藏問題」》（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

書店，2011.11），頁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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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族主義的一元意識型態，未能傾聽與理解多元的意見及聲音，也

較少從人權的價值立場出發，去探索與關心西藏問題。隨著臺灣的

民主化與臺灣主體性的日益確定，我們可以脫去意識型態的束縛，

抱持著更開放的胸襟，促進對西藏問題持不同立場的人進行對話，

而以公共論壇的精神，和尊重人權與自由的基本態度，作為討論的

共識基礎。17 

 

試圖持平而論，許志雄此番序言，顯然較國民黨五十餘年執政時期以

中華民族統攝臺灣與西藏的說法來得進步。訴求對話的可能、擁有討論的

公共空間，關切人權的狀況……大抵也是適切而理想的想望。然則，也必

須提問，「臺灣主體性的日益確定」，是否就可以脫離意識形態的束縛？或

者反過來用一種臺灣民族主義的視野來觀看其他殊異的對象？而比照國民

黨的西藏論述，在許志雄的一些序言間，得而見到，他試圖將臺灣與西藏

同中國敘述脫勾──臺灣意欲聯合或拉攏西藏批判對岸政權的立場始終一

致，只是五○年代是自由中國批判紅色中國、共產中國，以中華民族為統

合，聲勢雄壯；而新世紀的民進黨政府卻是標舉臺灣位置，以臺灣為名，

以「弱小民族」之姿，與「強權」中國相互對抗，並壓低姿態，訴諸西藏

人的同情共感。同樣是批判，身分的定義早產生位移，而也更著意於強調

彼此的殊異性，在修辭與敘述上更複雜了。這位官員在一本宣傳價值信念

意圖昭然若揭的刊物《札西德勒：海外優秀藏籍青年臺灣自由、民主及人

文之旅實錄》（2005）如是表述，高張著自主、尊嚴、和平乃至自由的話語： 

                                                
17 蒙藏委員會編：《當代藏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蒙藏委員會，2004年），頁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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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與臺灣，一個在世界屋脊的雪域之巔，一個是海洋婆娑的美麗

之島，似乎既遙遠又陌生。然而，在世界史的舞台上，西藏與臺灣

共同面對中國強權的壓力，摸索探尋著一條維護自主、尊嚴與和平

的道路，彼此之間彷彿又有著似曾相識的心情故事。誠然，每一個

民族爭取自由的奮鬥歷程都是獨特的，面對的問題和處境也各有不

同，臺灣人有臺灣人的方向，西藏人也有自己的追求，但透過相互

傾聽、交換和理解，可以使我們擴大眼界、開闊心胸，更可以增強

對於自由的信念。18 

 

如果，西藏問題始終觸動臺灣社會的敏感神經，那置身於社會之中，

受社會影響，卻又回應社會、希冀獨立思考的作家，當遇上西藏，他們如

何開展自身的敘述？又會開展出什麼樣的意義？下節，文字創作中的西

藏，我們得而見到不同作家提供的差異視景，而那當然不僅限於狹窄的意

識形態表述。 

 

 

三、文字創作中的西藏：以臺灣文學場域作為觀察範疇 

 

 

                                                
18 許志雄：〈序〉，《札西德勒：海外優秀藏籍青年臺灣自由、民主及人文之旅實錄》

（台北：蒙藏委員會，2005年），頁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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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往，出版法為臺灣管理出版品的最高法源，然而出版品為警備總部

所監控。自臺灣在西元 1987 年解嚴後，警備總部退出出版品管制，報禁廢

除，新聞局與出版法遂取回對於出版品的主管權。1999 年，出版法正式廢

除，終結了從 1930 年開始、國民政府所制定的出版法。相對於前往，也相

對於中國大陸的審查制度，臺灣的出版事業，在實質的法源規範上，或者

獲得更大的自由空間。19同時，一般常謂的多元文化氛圍，雖不知成效究竟

如何、是否僅僅只是種多元文化的論述與修辭，大抵也應可相信，在臺灣

的文化場域中，不同的政治意識形態，乃至不同的理念與意見，都相對的

承擔著一定程度的容受力。 

在如此的實質法源、文化風氣的推使，以及臺灣與中國大陸差異的意

識形態下，臺灣的開放空間，除了在八○年代中期開始，引入中國大陸文

學，容受不同視景；出版界，特別是九○年代開始，同時也導引許多中國

大陸的獨立作家、流亡作家作品發表，中國作家書寫的「西藏」，因而得而

傳播。 

八○年代末端，在《新地文學》所出版的中國現代文學作家叢書，將

出生於四川的藏人扎西達娃的作品〈繫在皮繩扣上的魂〉收錄於合集《繫

在皮繩扣上的魂》，將扎西達娃放在中國作家的「少數民族」視野中，是較

早引入西藏書寫的文學著作。爾後，嚴歌苓的著作（並且透過電影〈天浴〉

廣為傳播），20馬原、阿來、馬麗華、唯色、楊志軍、柴春芽、安妮寶貝、

                                                
19 參臺灣大百科詞條，「出版法」：

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3967（2013.10.27檢索） 
20 與西藏有關的電影也不少，如中國導演陸川的《可可西里》以青藏高原巡山隊搜索盜

獵者的事蹟為題材，又如德國導演 Werner Herzog 的《時間之輪》，法國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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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紅冰、江覺遲等作家作品陸續引入，年輕作者葛亮《七聲》亦寫及藏人。

這些在臺灣書市上傳播的中國大陸與西藏作者們，身分與位置各自不同，

呈顯的書寫視域也各自殊異，顯然值得進一步考察個別與集體的意義。然

則，為免枝節，並且，我也對中國與西藏嚴肅作家所知有限，是以本篇文

章並不處理此一廣大的書寫陣列。底下，集中焦點，就較為熟悉的臺灣文

學場域，文字創作中的西藏書寫，進行討論。 

 

（一）文化工業？：心靈書籍、旅遊書籍與通俗文類 

 

要談文字創作中的西藏書寫，恐怕不得忽略一系列可能落入「文化工

業」21的心靈書籍、旅遊書籍以及通俗文類。它們也許在嚴肅文學界中無法

佔據地位，然則仍舊是組構成文化的重要環節。 

 

根據張誦聖的說法，她認為，七、八○年代的臺灣文壇，不可忽視「以

副刊為核心的文學生態與中產階級文類」，「七、八○年代媒體越發受到商

業機制的左右，而副刊在逐漸蛻變成一個純粹由市場主導的文化體制過程

中，不可避免地成了某些類型文化產品的溫床」，而「中產消費者」則成為

                                                                                                              
Jean-Jacques Annaud好萊塢資金的《火線大逃亡》，美國導演 Martin Scorsese的

《達賴的一生》，以及諸多紀錄片，這是另一個議題了。 
21 文化工業是法蘭克福學派所提出的概念，批判資本主義可能產出一系列文化商品，

失卻藝術作品精神性的深度。可參 Theodor W. Adorno著，李紀舍譯：〈文化工業再

探〉(1975)，收錄於 Jeffrey C. Alexander & Steven Seidman主編，《文化與社會》

（台北：立緒，1997年），頁 318-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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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當時文學生態的重要觀察對象。22倘使，將「中產消費者」以及「文學

市場」此些概念接引到八、九○年代以降的臺灣文化生態，我們以為，對

於某些文類的認識，應有更深的開發契機。 

簡單說來，在現代經濟的發展下，就像老生常談的班雅明新天使比喻，

繁榮的社會可能體現為人類精神的荒蕪，進步的暴風造就的是廢墟；在人

民所得提高的狀態，以及實際休假天數的調整下，休閒的欲求也愈趨增加。

於焉，在讀者們的需求，以及出版社的推動間，心靈書籍、旅遊文學應運

而起。當然，此些作品未必起源於八、九○年代，好比任何時代的人都有

著旅遊與遷徙經驗，也渴望心靈療癒；然而，是在八、九○年代以降，這

些作品更受到了廣泛的矚目與消費，西藏的印象書寫，就因為其獨特的宗

教文化，在此些作品中可見顯影。至於通俗文類的創作，一些相關於冒險

的敘事，總得借用對於他方的刻板想像，而西藏的這個異域的、未知的文

化國度，由於具備可操作的元素如唐卡、藏傳佛教、藏獒，大抵也為臺灣

與中國流傳的通俗作品所用，轉化為構建奇幻空間的場景。 

 

八、九○年代心靈書籍的風行，可能可以舉出幾個絕佳的例證，其一，

是 1993 年晨星出版社所發行的《心靈雞湯》，廣受歡迎，銷量龐大，不少

校園列此書為推薦書籍，甚至搭配靜思語活動。其二，是從八○年代就開

始走紅、被列為出版風雲人物的林清玄，其所創作的一系列融合佛教思維、

佛教經典的著作，那些勵志的言說，或者托依宗教而提供的超越，對應上

                                                
22 張誦聖：〈臺灣七、八○年代以副刊為核心的文學生態與中產階級文類〉，收錄於陳

建忠等著：《臺灣小說史論》（台北：麥田，2007年），頁 275-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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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消費者的需求。在此一心靈需索的書籍脈絡下，1981 年，原本是救國團

內部刊物的《張老師月刊》，改版出現於書市，1982 年張老師出版社成立，

1990 年起，擴大出版方向，同時也出版現代心理書籍。藏傳佛教在臺灣，

最早在 1959 年就已經有所發展，23而藏傳佛教上師索甲仁波切的著作《西

藏生死書》，1992 年於美國出版後，臺灣在 1998 年由張老師出版社發行，

成為年度暢銷書，據聞銷量達 15 萬本之多；24又有爾後的蓮華生大士的《西

藏度亡經》，西藏的宗教文化在臺灣有著一定的傳播。在此需分殊，蘊含西

藏宗教、哲學觀的書籍，自有體系，與《心靈雞湯》恐未能全然並置，不

過尋求心靈解脫的渴求，或有同工之處，市面上不難找到「達賴喇嘛的人

生智慧」之類的人生書。1997 年達賴來台，《聯合文學》雜誌的編輯室報告

也對應於宗教文化，提問道：「我們真切的救贖在哪裡？」25
 

另一個端點，隨著旅遊經驗的增加，再加上旅遊業者舉辦的文學獎活

動、學術界的分類需求，「旅遊文學」的分類定義曾有討論：「旅遊文學基

本上算不算是一個文類？」26而旅遊書寫也有漸趨增加的趨勢，比方《藏地

牛皮書》便曾經相當暢銷。1983 年金石堂成立，而今的連鎖書店，皆已有

了「旅遊」的書籍分類專區。在書籍市場上，香格里拉的魅影，再加添上

                                                
23
 蕭金松：〈臺灣藏傳佛教發展管窺〉，《法光學壇》第 6期（2002年），頁 107。 

24
 季欣麟：〈寶瓶開啟「心」時代〉，《遠見雜誌》第 131期（1997年 5月），頁 140。 

25
 編輯室報告：〈遙遠的西藏〉，《聯合文學》150期（1997年 4月），頁 4。達賴喇

嘛於 1997年 3月首次來台。 
26 蔡源煌在第二屆華航旅行文學獎時提問：「其實令我很困擾的是，旅行文學基本上算

不算是一個文類？」見《中國時報‧人間副刊》，1998年 9月 15日，轉引自郝譽翔：

〈「旅行」？或是「文學」？──當代旅行文學的書寫困境〉（2000），收錄於《大虛

構時代：當代臺灣文學光譜》（台北：聯合文學，2008年），頁 155。是故，為避免

忽略深刻的文學意蘊，不能僅僅將文學作品主題化，而更要問題化文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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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美麗、冒險、奇幻的字眼，即構成了一部部的旅行著作，西藏的形象

也可能由此而製作，進入觀者的眼簾。只是，倘使旅遊書寫進入文化工業，

創作者只是為了販賣奇風異俗而書寫，那難免只能構就西藏的浪漫幻象，

也不為有意識與有企圖的創作者所取。本身也寫作旅遊文學的郝譽翔，在

她的論述〈「旅行？」或是「文學」？──論臺灣當前旅行文學的書寫困境〉

一文，便曾經表示，旅行不應該只是「觀光」。旅行文學得要擺脫媚俗、流

行的大眾文化，並且著意於文學書寫的深度。此番說法，倒可以給閱讀旅

遊書寫的中產階級讀者以及製作旅遊文學論述的論者一番提醒。她說： 

 

當深入討論「旅行文學」這個名詞的意含時，我們將發現在後現代

社會旅行資訊已經過度氾濫，不論是電視、廣播、報章、雜誌、各

式各樣的旅行書，甚至電腦網路，無不大量炮製千奇百怪的異國經

驗，在這資訊爆炸的地球村時代來臨之際，「旅行文學」的獨特性、

發展空間甚至存在的必要性，到底是在哪裡？若要尋求答案，恐怕

還是得掉過頭來回歸到「文學」這一點上思考，方才能賦予它更綿

密的深度與更遼闊的向度。27 

 

（二）臺灣作家的西藏敘述──幻影、實境、身分辯證之旅 

 

郝譽翔在談旅行文學時，強調須得探究文學「綿密的深度與遼闊的向

                                                
27 郝譽翔：〈「旅行」？或是「文學」？──當代旅行文學的書寫困境〉（2000），收錄

於《大虛構時代：當代臺灣文學光譜》（台北：聯合文學，2008年），頁 135。 



 

 

 

 

 

 

 

 

226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集刊．第 25期（2014年 3月） 

 

 

 

 

度」，那麼，問題來了，也寫作旅行文學的她，深度究竟開往何方呢？她探

究的向度朝向何處？底下，我以地域劃分一類「西藏敘述」，由我即今所見，

就「西藏」作發揮、較不落於浮面意義的文學著作取材，討論郝譽翔（1969-）

《一瞬之夢》、謝旺霖（1980-）《轉山》以及張瀛太（1965-）的〈西藏愛人〉，

詮釋他們藉由書寫西藏，所突出的文學視景。這些作家，其中，前兩者以

散文、遊記形式書寫，宣示在場，透露實際的行旅經驗，刻鏤個人觀察到

的地域風景；而後者則在小說天地構建她的旖旎世界。張大春也有短篇小

說〈天葬師〉，有一些趣味，然而尚無法看出他的深切意圖所在，據聞該作

將收在未來的新書《島國之冬》，成為春夏秋冬四部曲，28也許屆時集結成

書，再一探他的文學意蘊。伊苞《老鷹，再見》本文未及處理，則待日後

再加補齊。我選取的三位作家，最小的謝旺霖出生於 1980 年，都經歷過解

嚴（1987）與政黨輪替（2000）的社局變遷，是以，對西藏的認知，也或

多或少浸潤在前往所提及的，社會中的西藏敘述，產生對應。總之，無論

如何，處在解嚴後、各種風起雲湧的意識型態中的西藏敘述，勢必對西藏

這個特殊的符碼，擁有敏感的意識，進行各自的加工處理。「西藏」作為臺

灣的他方、臺灣旅行者的他方，這三位作家作品觸及的面向，或有潛能作

為某種範式：突顯身分政治議題、追求自我認同、穿越邊界到他方而去，

會是創作者敘述西藏時一再處理的命題。 

 

1.郝譽翔《一瞬之夢》：社會觀察與身份撩撥 

 

                                                
28 當然，我們知道當下已經出版了《春燈公子》與《戰夏陽》、《一葉秋》三本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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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譽翔（1969-）的西藏書寫，收錄在她的《一瞬之夢──我的中國紀

行》中，該書不止寫西藏，同時包含了上海、北京等重點城市。書中，郝

譽翔穿越過上海的熱門景點「新天地」，逡梭於北京的胡同小巷，同時也走

往運河所在的杭州、前往更內陸的西藏與延安。做為一個知識豐富的學者

與作家，她穿針引線，既插入自身的文學閱讀經驗，豐富行旅的深度；同

時，也冷靜觀察、親歷中國社會在急速變遷中風起雲湧的社會圖像，寫出

了詐騙文化、現代發展的矛盾情結、火車通舖上對中國「沒有隱私權」的

感受與遭遇：書名「一瞬之夢」，取自大陸導演賈樟柯的電影片名《一瞬之

夢‧小武》：無所事事的青年人穿梭在總是拆毀也總是在建立中的城市，彷

彿毫無依憑，光影與黑暗都世俗間匯聚。郝譽翔以為，在大陸急劇的變革

中，「賈樟柯竟是唯一一位捕捉到當代中國風貌的導演。」29賈樟柯是郝譽

翔喜愛的導演，也採「一瞬之夢」作為書名，當然毋寧有致敬之意，而更

有意思的，郝譽翔彷彿也想要以行旅的眼睛，翻攝與翻譯中國的圖景，察

看現代性推使的「進步與崩毀」的兩面特性，捕捉中國的內在騷亂：一瞬

之夢，是將要成真，還是如同花火一般即將煙消瓦解，瞬息夢醒？表象與

真實如何取得諧和，乃至交融一體？而她且是一名充滿熱情的青春旅人，

行旅途中為拉薩純真的小孩朋友而感激，為窯洞中遭遇的老人的憂傷故事

而動容。乍看之下，會以為不過是本個人的遊記，然而郝譽翔實是將個人

的經歷鑲崁進她中國書寫的脈動中，以個人之姿，拓印下中國此一國度獨

特的形影。 

                                                
29 郝譽翔：〈一瞬之夢〉，《一瞬之夢：我的中國紀行》（台北：高寶國際，2007年），

頁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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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同所有的旅行書寫一般，旅行者在跨越疆界時，自然而然所察覺

的是自我與他者的差異，而在差異中調整自身，或者，就明白自身的差異，

並且進行認知。理想的旅行狀況，因而不僅僅是擴張實質的移動版圖便罷，

而應該有著認知意識的越界。旅行者在旅行中，會意識到自身過往所存在

的位置，並且調度自身所具備的思考資源，進行碰撞與回應。郝譽翔的書

寫也同於此理。這些年來，郝譽翔一個重點的研究方向，是中國五四時期

的現代文學，自謂王德威邀請至哥倫比亞大學的短期進修，開啟了研究的

視野，30並且後續時有斬獲，也在報紙上撰寫相關專欄。於是，當進入上海

這個繁華大都時，除了當代的作家王安憶外，她心中顯現的且有生存在三

○年代的作家丁玲、魯迅、郭沫若、郁達夫、茅盾、瞿秋白等人的身影，

拉開時間與文化的縱深。一日，行走在上海的外灘，在追求簡潔高雅風格

的國際精品店 Giorgio Armani 的外頭，她卻看見巨大的反差：商店外邊的紅

磚道上，竟躺著一群骯髒的乞丐，以及懷抱小孩的婦女，向路過的行人討

錢。這是一個何等衝突的場景。然而未完，一位抱著小孩的乞婦向她乞討。

她避而不給，她知道，或者她以為小孩絕對不是那位乞婦的，新聞報導中

有過乞婦偷抱小孩的敘事。同其時，也看見一位白胖的西方女人，沿街對

著乞丐發放金錢，快樂自得的彷彿自身是個慈善家。她的忿怒竟慢慢轉成

悲哀，突然懷念起過往曾置身的九○年代寧靜上海。多重場景交相疊映，

時空交錯，她竟爾彷彿體會到三○年代作家的複雜感受： 

 

                                                
30 郝譽翔：〈自序〉，《一瞬之夢：我的中國紀行》（台北：高寶國際，2007年），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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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三○年代作家的吶喊，又重新回到了我的腦中：燃燒吧！毀滅

吧！這個大上海。31 

 

自我，中國社會，乃至強勢西方三方的衝突與矛盾，在此顯露無疑。

眾所周知，面對西方，亞洲常往存在著矛盾的情結，東亞的概念就是由此

提出，而此刻，臺灣敘事者恰恰因著自身的正義感，隱約與中國當地人民

站到了同一陣線。作為全書開篇，這參照異國人士，思索「中國位置」的

寫法，也在她書寫西藏的篇章重現。書寫西藏的章節，無如真假，寫小說

又寫散文的郝譽翔再又施展相仿的技術，又或者，重複體驗了一次的感受。

而這回，且加入了西藏的身分位置──旅行時，旅行者的身分是愈趨固結？

或者更意識到人我疆界的模糊性？旅遊者的身分是個有意思的問題。然

而，郝譽翔的西藏書寫並不走確立身分的徑路，確立身分認同不是她所最

在意的事情：她反而由個人出發，藉由敘事，展示，或者撩撥臺灣身分認

同含混的狀態，讀來不免讓人會心微笑。 

前往曾經提及，西藏可說是中國境內的「他者」，既內而外，在中國官

方的論述中，西藏自然屬於中國的一部分，然而，西藏卻也在中國的「外

邊思維」，種族、文化、宗教都有所歧異。郝譽翔在《一瞬之夢》寫及，一

位中國人且還對她表示，西藏根本就不是中國，應該讓它獨立才對。郝譽

翔如是書寫，提示著某些差異的話語確實存在： 

 

                                                
31 郝譽翔：〈上海情結〉，《一瞬之夢：我的中國紀行》（台北：高寶國際，2007年），

頁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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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一直是許多中國人最嚮往的旅遊地點，理由是：「到西藏，

簡直跟出國沒啥兩樣，文化、語言都完全不同。甚至有人偷偷摸摸

對我說：「西藏根本就不是中國嘛！到了那兒，妳就知道，中國應

該要讓它獨立才對。」說完了，他臉紅地笑了一笑，因為脫口而出

這種「分離主義」的言論，在中國可得要冒著坐牢的高度風險。32 

 

郝譽翔的西藏之旅，在 2005 年夏天履行。她趕在 2006 年青藏鐵路開

通前入藏，是希望避開屆時湧入的大批漢人觀光客。文字中，當然不只寫

身分議題，同時也寫在現代衝擊中的當地環境，以及距離感不同的文化差

異。行路歷程中，她得上了高山症，昏昏沉沉中，只聽見司機播放著「老

鼠愛大米」的流行歌曲。抵達拉薩，見識到傳統與現代元素的並置與衝折，

在當地生活與觀光世界的中間，思辯著其中的差距。一回，她見到了自得

而天真，擁有自身世界的藏族小孩，等到復又歸回觀光客的世界，身在局

外，又置入其中，那終究觸發了「本真性」（authenticity）的思考，她尋思： 

 

從餐館出來，我又沿著八廓街，經過大昭寺前面，回到那個屬於觀

光客的西側世界了。在那兒，有充滿了西藏風情的咖啡館，從中國

各地來的驢友，在留言版上貼著許多感性話語的小紙條──「香格

里拉」、「人間仙境」。可是，到底哪一個才是真正的拉薩呢？33 

 

                                                
32 郝譽翔：〈西藏：日光天堂〉，《一瞬之夢：我的中國紀行》（台北：高寶國際，2007

年），頁 200-201。 
33 同註 32，頁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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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天真的西藏小孩，引領她在寺院中遊晃，結下誠摯而有義氣的情

誼。而回到當今，回憶這段往事，思考到青藏鐵路已然通車的狀況，她不

知道當地的生活會有何種改變，而升起了擔憂，一位有情的行旅者隱然突

出了形影。此外，藉乘車經驗，描述與藏人差異的時間、距離感受，也顯

現了自身的存在位置。 

然而，這趟旅程，最富興味的還是「身份」的撩撥：在公車上，郝譽

翔遇見一位西方白種女人，藏人男孩在車上收取乘車費用。然而，婦人以

為對方有意矇騙，收取不合常理的乘車費。在白種女人用英文破口大罵、

恣意咆哮時，呈顯了特定西方視野對於中國的形象：「這些無恥之徒，想要

合起來騙外國人的錢，而中國是全世界最惡劣的國家等等，她再也不會踏

上這裡一步。」34郝譽翔試圖為藏人解釋，那確實是正常收費，沒錯云云。

孰料，白種女人衝到她身旁，大力拍拍她的肩：「可憐的女孩，妳一定是日

本人，妳也被他們騙了。」而當其時，郝譽翔的反應尤其令人拍案叫絕，

大抵每位臺灣人都曾經體驗到這種臺灣中國身分交混、口說不清的情狀。

雖然在當下的情境，國籍不是重點，然而，在臺灣一貫吵嚷未休的身分話

語主宰下，被導引出的國籍問題成為先行思考。其後，有意識的思索者，

方才察覺，應當關切的是事理的正當與否，她說： 

 

天啊。我差點脫口而出：「我也是中國人」，但說是「臺灣人」嘛，

又怕她搞不清楚，而 Chinese可以算是廣義的「華人」嗎？喂喂喂，

                                                
34 當然，這一系列的西方話語，在中國境內總有回應的聲音，不論是以民族主義或實

事求事的方法討論。比方中國就曾出版有李希光、劉康等著的《妖魔化中國的背後》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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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底在想什麼，國籍又不是重點，重點是，這個他媽的瘋女人真

是他媽的誤會了……。我不禁也學她大吼起來：「如果這麼不喜歡

中國，那就趕快滾回你的國家吧。」35 

 

而作家續寫，一旁的中國男人對於白種女人的鄙視話語，不發一言：

「啊，你們女人吵架，我們男人是不想管的。」饒富興味的，渾然不似中

國一天到晚喊著要打倒美國，打倒資本主義的說法，民族尊嚴在性別偏見

的一定作用下，被升斗人民視為尋常小事，作壁上觀。短短一個段落，包

含了西方、中國、臺灣，乃至男性女性的差異視線與權力關係，撩撥文化、

身分與偏見的問題。而故事未完，其後，郝譽翔與白種女人竟同時下車，

同搭一條渡船。她在文章最後，且來一記令人忍俊不禁的尾鞭，以特定臺

灣身分的視域，強調藏人與中國人的差距： 

 

我和白種女人坐在船的兩頭，背對背。我不禁想起她指著藏人大罵

的情景：「你們中國人，很不好……」 

唉，這個可憐的白人啊，居然連藏人和中國人都還分不清楚。36 

 

藏人與中國人，有多少等同？如何區分？需要區分嗎？作者撩撥民族

身分時，似乎也顯出了自身的位置。連結前述那番如何表述自身身分的猶

疑，無論是否成為國族，「臺灣位置」，或也是隱微可見的顯影。 

                                                
35 同註 32，頁 228。 
36 同註 32，頁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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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謝旺霖《轉山》：自我辯證的旅程 

 

與郝譽翔寫作或操作身分矛盾的敘述相比，謝旺霖（1980-）的《轉山》，

也觸及身分認同，但側重的方向有所偏轉。曾經，謝旺霖因失戀而前往西

藏苦行，回國之後，突然覺得隱隱有種啟示盤旋心中，他說：「雖然我仍不

知道我要的是什麼，但至少確認我不要的是什麼了。」37在完成原本的法律

政治雙修課業後，他轉而投往文學的道路。他以為自己能夠承擔選擇的風

險，然而身邊的親友與師長，一再質疑，連帶的也使自身感到猶疑與困惑。

畢業後，在茫然的情境中，友人告知他雲門舞集流浪者計劃的訊息，雲門

預定徵選有志流浪的青年，只要通過計畫徵選，將提供資金，讓他們磨砥

自身，旅行與認知世界：而謝旺霖的計劃通過了，這回，他要騎單車抵達

西藏，復又第二次啟程。這本《轉山》，便是由這趟行旅的經歷加工所寫就：

一趟青年的壯遊之旅。 

謝旺霖的筆觸誠懇，充滿自省。《轉山》一書，全由敘事人稱「你」來

表達，就宛若九○年代朱天心那種以「你」為人稱的敘述方式，既向讀者

遞傳訊息，同時也在書寫過程中，與自身進行辯證與對話。無論是事前準

備，或是有另一些是事後寫作時方才織就，他顯然做了一些功課，在文字

間滲透進中國大陸的地理與文化知識，以及相關的記述書籍。比方麗江古

城遭逢地震，泰半傾頹，是為要發展觀光產業，重又以驚人的速度重建起

                                                
37 謝旺霖：〈因為，我懷疑……〉，《轉山：邊境流浪者》（台北：遠流，2008年），

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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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比方對於藏族嘗試進行著基本的認識；比方天葬的禮儀形式；並且也

述及建立起西方對於西藏「香格里拉」印象、James Hilton 所著的《失落的

地平線》云云……。 

生長於臺灣的青年，進入西藏後，當然對於藏人對中共的態度，以及

達賴喇嘛在西藏地位如何，也感到興趣與疑惑。〈紅塵〉，他不提自身的臺

灣身分，寄居於藏漢的家中，而藉著班禪喇嘛的話頭，問起了藏漢關於達

賴喇嘛的事情。藏漢反問他「對於達賴喇嘛有多少了解，難道不明白達賴

喇嘛是禁忌？」而後沉默良久，方才發聲，言語中對達賴充滿了崇敬之意： 

 

你問我這沒事的。不過，如果你向我們老一輩的藏人問，他們可會

氣沖沖的給你兩巴掌。畢竟在這兒，我們不願向外人多談，我們懂

得保護自己。即使不能說，達賴仍活在我們的心底。我們是偷偷地

做，偷偷地想。38 

 

藏漢且說，雖然在漢人的高壓統治下，藏族要革命是不可能的了，然

而，倘使今日達賴號召革命的話，他相信依舊有八九成的藏人仍會支持他。

而在藏人掏心肺的敘述中，謝旺霖終於卸下心防，表明自身的臺灣身分，

與藏人交往。而他不輕易相信於一邊，對應於自身曾有過的閱讀經驗，謹

慎的琢磨在藏地生活十多年的漢人作家馬麗華的話。任職西藏作家協會副

主席的馬麗華，寫了四大冊十萬字的西藏報導，對於毛主席總歌功頌德，

而馬麗華說的卻是相反的言語： 

                                                
38 謝旺霖：〈紅塵〉，《轉山：邊境流浪者》（台北：遠流，2008年），頁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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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的叛亂打著護教衛法的旗幟……。達賴如果捲土重來的話，

肯定會引發第二次革命，不是來自外部，而是西藏人民要起來革命

（達賴喇嘛）……。馬麗華這段話，與藏漢親口告訴你的不同，也

與你實際體會的經驗迥異，到底誰被蒙蔽？馬麗華，藏漢，還是你。

39 

 

然而，他再仔細尋思，也不以簡單的視角不同、面向殊異這種輕簡的

方式，解除對社會狀況的扣問。回望歷史，三千座寺院曾被踏平至剩下三

座，而他一路行來，沿路都遇到了不少武裝兵站：如果果真如此和平，何

必需要軍隊？而微微滑向了批判之意，落下些許評判。而他不將話語說死，

也不輕易的導引至激情的控訴。整部作品，可說也是一個內省的書寫作者

的自我思辨之旅。他繼續尋思：「你不斷想起馬麗華著作中的細節，想起她

擔任西藏作家協會副主席的身分，想起她在高原上坐的賓士汽車，想起她

對西藏的熱愛。」40這段話語，是批判？或者是持平的描述？也許作者本人

也說不清，話語以鏤空的形式懸置下來，經歷中思考持續著，等待未來更

大反省的成型。 

是了，謝旺霖最為動人的走向，實在不在於對於西藏的社會式觀察，

他當然也寫及了一些傳統與現代文明、商業文化的關係（比方〈借來的空

間〉中描繪的西藏「進步」城鎮八一鎮），誠然有著一些親身的觀察。然而，

                                                
39 同註 38，頁 138。 
40 同註 38，頁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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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山》中更有意思的，實乃是故事的主人公在進行一趟「英雄的旅程」

──借用神話學的說法，他在思考中，在行動中，突破或試探著種種有形

與無形，意志精神或金錢肉體的限制。轉山，原為藏族的儀式，然而這本

以「轉山」為名的著作，也有著儀式般的歷程，行旅者由此跋涉，而渡於

彼方，再回轉回原地。西藏對於作者的旅行歷程而言，因而是外在而又內

裡的。有著行旅間見識到的風光山色、異族風情，但同時敘事者也與藏獒

對峙，生過重病，對抗寒酷難測的雪域天氣，在梅里雪山前還險些摔下山

崖。經歷精神與肉體的危機，雙腿失去應有的知覺，明白自身的脆弱： 

 

你其實是個脆弱的人，這一路上總害怕陌生寂寞，害怕迷路或遭人

劫掠，害怕高山險阻林間野獸，甚至失速墜崖，各種危險困難的想

法從未在你的腦海悉數撤離過，可這一切似乎都不足以超過讓你無

法往前推進的懼怕，你怕錯過前方的什麼。41
 

 

在面臨「死亡」之際，方才體認到自身的邊界，或可能超越自身的邊

界：為了不錯過前方的什麼，為了要前往遠方。因而，這位「沒有信仰，

沒有確切的形象與實證的召喚」42的行旅者，他的涉渡歷程無有天啟式的降

靈，卻有著宗教式的意蘊。同樣書寫西藏，也曾對政治敏感，然而，與郝

譽翔的機巧聰明不同，謝旺霖觸及的身分認同問題，實是以肉身加以試煉

的，存在主義式、自我認同命題。 

                                                
41 謝旺霖：〈朝聖者〉，《轉山：邊境流浪者》（台北：遠流，2008年），頁 232。 
42 同註 41，頁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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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程的終端，敘事者將單車賣給一位工程幹部。兩年的時間過去，電

子信箱裡躺著一封陌生的信。工程幹部失戀了，然而，彷彿是要接續敘事

者的旅程似，輪迴著，工程幹部，這一位後繼的旅者騎上更高的山巔，珠

穆朗瑪峰，寄來的照片，標高在海拔五千餘公尺。心想，對方甚至比自身

騎得更高更遠，「彷彿繼續地延伸著某種遙遠遙遠的意志和夢想。」而整部

行旅紀遊的收結，敘事者表明： 

 

一想到那「夢想」，你不禁就感到自己的腳沉了，身體卻輕飄飄起

來。43 

 

何以敘事者腳沉了？因為他感到沉甸的責任，體認到自己未來也必須

走得更踏實，方能往下奠基。然而，他的身體卻輕飄飄起來：倘使無有輕

盈，那也就不會有下一回的追尋與飛行。而下一趟的旅程，或者說另一段

實際的「人生」旅程，將在未來延續。總此，謝旺霖的西藏行旅，不僅有

著西藏的社會觀察，同時且可能拉拔到普遍性的隱喻層次，散文最終的設

計，呈顯神話式的循環結構，自身地意念，也有後人承接。它確實可能鼓

勵著人們，讓人們有著「出走的理由。」44但那種出走的理由是什麼？出走

的理由，並非是時下流行的廣告與勵志標語；毋寧該說，這本自我追尋與

辨證之旅，所提供的出走理由，使讀者明確的明白，具備深度的出走，它

必然伴隨著一連串在扣問與覺知、掙扎與體悟中，流轉的個人意志與決心，

                                                
43 同註 41，頁 310。 
44 蔣勳：〈我們都有出走的理由了──序謝旺霖新書〉，收錄於謝旺霖著：《轉山：邊

境流浪者》（台北：遠流，2008年），頁 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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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這些意志與決心得倚靠著肉體，方能成行。而吉凶禍福，始終難定，

不知道遠方有些甚麼等著自己。作家說，「『最後』是怎樣的心情，最後你

知道了祇有最後才能回答你。」45作為邊境的「西藏」，是青年作者觸動追

尋的地域。藏人「轉山」的宗教儀式，也被作者托依為追尋自我的行動，

往內外的未知邊界試探、折轉與確定，再走往下一個地方前去。 

 

3.張瀛太〈西藏愛人〉：越境的可能，他方的浪漫幻想 

 

談西藏書寫，我以為還不可以忽略張瀛太（1965-）的力作〈西藏愛人〉。

張瀛太這些年來依舊持續有新作問世。其中《熊兒悄聲對我說》（2007）以

孩童為主角，描繪著一個有情的山林傳奇、童話世界；《古國琴人》（2008）

將故事構設在柬埔寨的真臘古國，配以神秘的琴韻設定，營造出了旖旎的

奇幻空間。究其根柢，這些作品內在的底蘊其實與早期的〈西藏愛人〉相

仿，有著共同的原型。作品中都創造了一個他方異域，像是傳統浪漫主義

的書寫，總會設定一個他方可供「出走」，主人公得而在此自由馳騁想像，

以躲避現實世界的煩憂，而這種將他方異域、掌故歷史精工雕刻，編織成

浪漫懷想的功力，是張瀛太文學的一部分重要特質，她這些年的近作，想

來也以此特質繼續往前抵進、往幻想的遠方逸離。 

〈西藏愛人〉是獲得聯合報小說獎的短篇作品，與其他文學獎的獲獎

作品，共同收錄於同名的《西藏愛人》一書。同本書中的〈鄂倫春之獵〉

將場景設於大陸東北，引領讀者進入女主角的情慾迷園，實與故事背景在

                                                
45 謝旺霖：〈雪域告別〉，《轉山：邊境流浪者》（台北：遠流，2008年），頁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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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的〈西藏愛人〉有著異曲同工之妙，都擁有著羅曼史(Romance)的風格，

寫實的再現地方並非小說家的重點所在，而是故事場景所內蘊的文化想

像，成為編織故事、烘托氛圍的施力點，寫的是愛情，卻也是個人渴望形

變，解脫束縛的自由慾望。 

〈西藏愛人〉是個什麼樣的故事？故事始於女主角在神殿外呼吸掛著

的皮袋，追憶起愛人尼瑪的言語與事蹟。而後結局，我們將會看到女主人

公表明：「我的探險，尚未結束。」她仍在追尋與追憶之旅中行進。故事的

主要情節，便是她與尼瑪共處與生活的經履。為什麼女主角要吸皮袋裡的

空氣？因為，尼瑪曾說，他在殿外的一個皮袋中呼了氣，而女主主角忘了

問他是裝在哪個袋，「只好打開每一袋，每袋都吸一口。」氣沒有固定的形

體，捉摸不定，但又彷彿能可感受，女主角就此追緝著戀人的蹤跡。 

這是一個朝往他方的故事，一個愛慾、追尋與出走的故事，西藏是女

子親身經歷的他方，同時尼瑪也是女主角的他方之一。而這個故事，恐怕

不宜以聲張女性主體意識、講求與男性對抗、建立自身主體類的女性主義

解讀：因為它設計了一個迷人、幾乎不屬於人間的雄性角色，尼瑪。女主

角與尼瑪究竟是什麼關係？倘若要問尼瑪，女主角想，尼瑪可能會說：「是

一對難分難解，盜去了彼此的強盜。」在女主角的視線中，尼瑪的形象儼

然是牧神的形象，原始而精壯，具備迷人的雄性氣質，勾引人情慾，卻不

可捉摸： 

 

他剛才脫了衣服，解開胸前垂掛的面具，游進水裡。他的胴體，有

戰馬的勁烈和神駒的飄逸，我瞥見他的側臉，優長的鼻尖劃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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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音節潺潺。 

那潺潺，令人難以捉摸，是來自於巫者、隱士、盜匪或者野獸？ 

不用費心去思量，我可以變化成無數面貌，這些面貌是你未嘗見

的。尼瑪說。46 

 

小說極力描摹著變形與化身的慾望，只是，女主角與尼瑪終究有著不

同。尼瑪是抽象的，而女主角是具象的，熟讀西藏資料的她，可以偽裝成

他者，混入人群，只是，無意間，麵糰仍會褪去她手指染的黑，剝開偽裝，

只能以巧妙的話語加以掩飾。她是個攝影師，「患上一種狂熱的飢渴，渴求

更多生活。」47捕獵或盜取各種影像，尤其是尼瑪。然而，她的攝影對尼瑪

而言卻不夠完美，有所缺憾，尼瑪原初高興的拿照片一看，卻「失望的看

到上面有東西。」48意味還未能過渡到彼方。而相對的，小說更強調尼瑪的

魅力，而且其人捉摸不定。尼瑪是流浪的演員，換上面具更改身影，在女

主角的觀察或想像中，扮演著〈諾桑王子〉、〈蘇吉尼瑪〉、〈卓娃桑姆〉、〈文

成公主〉、薩格爾史詩、〈霍領大戰〉等相關於西藏的史詩戲劇；尼瑪這名

字，意味著太陽，然而女主角也以為他像「達娃」，也就是月亮。尼瑪出生

在西藏──大概是意謂，到西藏後「尼瑪」這身份方才誕生，而漢名韓英，

也許是鷹，又或者是鶯，剛強與溫柔並濟。他寫詩，曾經從畜牲轉為藝術

家，又從藝術家轉為畜牲，遠離文明，流浪，希望自身像「夏日格」，「夏

日格」，一種神鷹：多重的幻影與特質共同聚集在同一人身上。這位男性且

                                                
46 張瀛太：〈西藏愛人〉，《西藏愛人》（台北：九歌，2000年），頁 16。 
47 同註 46，頁 19。 
48 同註 46，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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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冰天雪地的荒野間，保衛過餓、凍、累的女主角。他將食物嚼碎，嘴對

嘴直截餵給女主角，宛若母親，一種原初溫暖的比喻（「好像是三十多年前

的印象了，當年母親也這樣餵食過我。」）49而重溫原初經驗的女主角，只

想把自己的身體餵給他。 

故事最終，兩人因故分離彼此，尼瑪如鷹一般遠離。而主角還在持續

追尋，並且虛構身世： 

 

我常想像，自己是活在對人生的幻象和虛構裡，尼瑪這個人也是我

想像的一部份，特別是「強盜尼瑪」。50 

 

這短篇小說到底提出了什麼樣的視景？也許，是真實與虛構交錯的愛

情，一位女子個人對於異性投射的慾望。但也許還有更多，一回下山，女

主角與尼瑪躺在乾燥的樹葉上，讓雪落在彼此的身上，將彼此澆成雪地與

雪塊。行人走過，有人向他們丟石頭，詢問是人是雪，而尼瑪回答是雪。

他們共同以為： 

 

唯一不滿的，是不管在什麼「身分」間遊走，總還是人，而我們不

見得滿意當人。51 

 

如果說郝譽翔的西藏書寫，是撩撥當下爭議的身分議題；而謝旺霖在

                                                
49 同註 46，頁 25。 
50 同註 46，頁 31。 
51 同註 46，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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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遊西藏的歷程中，進行自我存在狀態的辯證，並實踐原本可能相當單純

的夢想；那麼，張瀛太在此，藉由西藏構建的異域情調、奇特男子，則要

試圖扣問不屬於現實世界的邊境，在想像中展擴自我，並且她還提問：為

什麼要當人？人還可不可能變形與越界到另一個彼方？一種對他方與自由

的渴望。像女主角那些意圖虛設時間、捏造空間的相片，像無可捉摸的尼

瑪，也像他們想要變成的白雪。 

 

 

四、結語：邊境與近境 

 

 

本文就臺灣社會與文學中的西藏敘述進行大規模的考察。第二節，除

略述中國、西方、臺灣三方勢力對於西藏的曖昧觀點外。首先依循時序，

觀察不同時期，官方刊物與官方活動中的文字對於西藏的表述，加以陳述，

並且由此映顯臺灣社會文化風氣與意識形態的變動，在不同的視線下，由

早往的中華民族，再至如今的臺灣自主，對於西藏也有著殊異的詮釋。此

外，論文並且提醒，西藏在政治話語中，也可能成為鬥爭的資源、言說的

話柄。神話總是去政治化的言說，我們更應該強調對各種神話論述的「解

神話」(démythification)。林志明說： 

 

何謂解神話？首先，它並不等於文化中神話面向的消除，它最好的

詮釋也不只是拆解神話化程序，設法用清醒的思考來破除迷思。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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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必須再強調一次，它並不自限於一個同質的運作過程。規範它的

是一個目的，這個目的，便是對語言和種種媒介再現，進行再政治

化(repolitisation)。52 

 

論文第三節，討論一系列臺灣作家的西藏書寫，並加以問題化。以郝

譽翔《一瞬之夢》、謝旺霖《轉山》以及張瀛太的〈西藏愛人〉為觀察對象，

詮釋作家藉由書寫西藏所幅射出的意義。基於對作者創造歷程與美學思考

的認識要求，我也在章節中提示作家的一貫的書寫方向，及作品內蘊的開

發，希望能不減損作家的獨特性。郝譽翔的社會觀察與身份撩撥，視角獨

特；而謝旺霖的自我辯證歷程，具備誠懇的自省，以肉身與精神親身試煉，

宛若一趟英雄的旅程；再到張瀛太的小說創作，精心鏤刻女性的情慾，將

西藏化為異域的邊境，而男子成為主人公遁逃的他方，彷彿總有一個迷人

而不可捉摸的遠方盡頭所在，讓人持續追尋，至此，「西藏」已成虛擬，作

為抽象的符碼，抽換詞面，可成為各種邊境的隱喻。 

村上春樹有本旅遊書籍名為《邊境近境》，借用他的書名，我們或者可

說，事實上，西藏這個邊境也並不遠。只要臺灣複雜的身分問題還沒解決、

還有困惑的旅人想要追尋什麼；又或者，在尋常的生活間，人們心念一轉，

想要「生活在他方」，那西藏的形象還會不斷的復顯。西藏不單純僅是邊境，

它同時也是與臺灣切身相關的近境。 

 

                                                
52 林志明：〈《神話學》導讀〉，收錄於 Roland Barthe,著，許薔薔、許綺玲譯：《神

話學》（台北：桂冠，1997年），頁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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