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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可說是台灣同志文學的「鼻祖」，1982年遠景出版社出版《寂

寞的十七歲》，其中同名小說〈寂寞的十七歲〉寫出了十七歲男孩得不到

家長的關懷、同儕的認同的孤寂，而在性別迷惑的環境中找不到出路。

小說裡皮膚白皙的楊雲峰常常跑到屋頂上曬太陽，希望把自己變黑一

點，像男孩子一點；他的自卑還來自於優秀的兄長。人緣不好的楊雲峰好

不容易得到班長的友誼，便幾乎和班長形影不離，連上廁所也跟著他，幾

個惡作劇的同學常在他的書本寫上「楊雲峰小姐」、「楊雲峰妹妹」。幾

次避開楊雲峰的班長，終於老實告訴楊雲峰，他們交往太密了，班上同學

把他們講得很難聽。楊雲峰又開始寂寞了，當和尚的念頭又在他腦中盤旋。

大考之前，楊雲峰到學校念書，誰知班上的唐愛麗正在教室裡等不到

約好的男生，她把大衣解開，開始挑逗楊雲峰，楊雲峰嚇得跑出教室。後

來，楊雲峰寫了一封信向她道歉，說他很寂寞，要和她作朋友。隔天，唐

愛麗把信公開，釘在黑板上，楊雲峰受到大家的嘲笑，沒有參加考試就離

開學校了。

逃學兩天後，父親氣急敗壞的告訴楊雲峰，說他找過校長了，明天一

定要參加結業式，下學期開學前讓他補考。楊雲峰心情糟透了，他逛到新

公園，一個男人向他借火，兩人聊了起來，男人脫下雨衣給楊雲峰禦寒，

之後突然男人捧起楊雲峰的手，放到嘴邊用力親起來，他嚇了一大跳：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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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男人與男人也可以來這一套。覺得天地之間無他容身之處的楊雲峰逃

出了新公園，蕩到小南門時，趴到鐵軌上，就在一輛火車差點壓到他身上

時，他滾到路邊，嚇得一身冷汗，跑回了家。

小說結尾白先勇只說楊雲峰打定主意再也不回學校了，白先勇沒有交

代楊雲峰是否參加了結業式，他把結局留給讀者自己去想，讀者在思考的

過程，應更能理解楊雲峰的處境。

1983年，當「同性戀」在台灣還是敏感話題時，白先勇就以先見之

明完成了《孽子》，其中寫的是靈肉和父子之間的衝突，其實就是個人與

社會的衝突。王晉民先生認為：「《孽子》是一部多層面的小說，它表面

上是寫同性戀，實際上是寫社會，寫人性，通過同性戀故事的描寫，作者

幾乎把台灣的整個社會面貌，包括上層社會和下層社會，都反映出來了，

而且有非常動人的人性和親情的描寫，因此嚴格來說，這是一部現實主義

的社會小說和人性小說。」
1
這可說是一段獨到而精闢的見解。

白先勇筆下的每一位「孽子」的背後都有一段故事，例如：桃太郎，

父親是日本人，在菲律賓打仗打死的。桃太郎長得清清秀秀的，但性子卻

是一團火。他跟一個理髮師十三號愛上後，兩人雙雙逃到台南。十三號原

定了親，被家人一逼，就給捉回去結婚了。結婚的晚上，桃太郎還去喝喜

酒，跟新郎你一杯我一杯猛灌。誰知他吃完喜酒，一個人走到中興大橋，

一縱身便跳到淡水河裡，連屍首也撈不到；十三號天天到淡水河邊去祭，

桃太郎總也不肯浮起，有人說是因為桃太郎的怨恨太深，沉到了河底，浮

不上來了。

涂小福，現今還在精神療養院治療。五年前，涂小福跟一個從舊金山

1 王晉民：《白先勇傳》，香港：華漢文化事業公司，1992 年，頁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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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台灣學中文的華僑子弟纏上了，兩人轟轟烈烈的好了一陣子，後來那個

華僑子弟回美國去了，涂小福就開始精神恍惚起來，他天天跑到松山機場

西北航空公司的櫃臺去問：「美國來的飛機到了麼？」

傅衛出身於權貴之家，父親是當官的，母親因生他而死，所以傅老爺

子對他格外愛惜，管教上也特別嚴格。傅衛從小文武雙全。抗日勝利，傅

老爺子帶著傅衛到青海巡查，青海產明駒，傅老爺子在青海的一個司令朋

友面前，指著對方最心愛的一匹烈馬，跟他打賭，若烈馬被降服，對方便

需甘心奉送。傅老爺子一個翻身上馬，騎得行走如飛，司令朋友只得忍痛

割愛；誰知十五歲的傅衛也指著那頭「雪獅子」說要試試，長得又高又壯

的傅衛身著軍裝馬靴，神氣十足，一躍便縱上了馬背，放蹄奔去，司令朋

友喝彩道：「好個將門虎子，這匹馬就送給他！」當時，傅老爺子心中著

實得意，傅衛確實令他感到光彩。

傅衛在軍校以優異的成績畢業，可是就在他二十六歲當排長的第二

年，發生事故了。一天夜裡，他的長官查勤，無意間在他的寢室撞見他跟

一個充員兵躺在一起，在做那不可告人的事情。結果他被撤職查辦，還要

接受軍法審判。傅老爺子接到通知，當場氣得暈死過去，傅老爺子馬上寫

了一封長信給他，用了最嚴厲的譴責字語。

而就在傅老爺子五十八歲生日那天，傅衛打了一通長途電話給傅老爺

子，他在電話裡要求回台北見傅老爺子一面，因為第二天就要出庭受審

了。傅老爺子冷冷地拒絕了他。電話裡傅衛的聲音顫抖沙啞，幾乎帶著哭

聲，完全不像平常他心目中那個雄姿英發的青年軍官。傅老爺子的怒火

陡然增加三分，且感到一陣厭惡、鄙視，傅衛還想解釋，傅老爺子厲聲把

他喝住，將電話切斷。那天晚上，傅衛被人發現倒斃在他自己的寢室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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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上握著一柄手槍，官方鑑定他是擦槍走火，意外死亡。但是傅老爺子知

道，他那好強自負的獨子，在他五十八歲生日的晚上，用手槍結束了他自

己的生命。

傅老爺子在傅衛死後經常做惡夢，且總是夢到同一張面孔，有一晚他

才猛然醒悟，那是好多年前，抗戰的時候，在陣前槍斃的一個小兵。一天

晚上他到前線巡邏，部下擒來兩個在野地裡苟合的士兵。老兵不露畏色，

但那只有十七八歲的新兵，早已嚇得全身顫抖，他想求救，卻恐懼得發不

出聲音，就像他夢中見到的神情，當時，他一聲令下，就當場把他們拖出

去槍斃了。

同樣是兩宗同性戀事件：一是傅老爺子的部下，結果被他槍斃；二是

傅老爺子的愛子，結果因他自殺。這兩個相同的結局，皆因得不到傅老爺

子的寬恕而落幕。過去傅老爺子槍斃的是他人之子，而今日自殺的卻是

自己之子，兩件事情在傅老爺子心中攪合糾纏，最後傅老爺子化痛苦為愛

心，他不屬於黑暗王國，但卻是那群邊緣人的救星。

龍子的父親是當官的，對於這個儀表堂堂的獨生子期望很高，希望龍

子能進外交界，創一番事業。大學畢業了，原本打算送他出國念書，連手

續都辦好了，誰知當龍子和阿鳳碰在一起，竟如天雷勾動了地火，一發不

可收拾。龍子租了一間公寓，和阿鳳一起渡過了一段快樂的日子。龍子希

望能和阿鳳長相廝守，但阿鳳卻不安於室，兩人常常打打鬧鬧，而後又抱

頭痛哭。對於他倆的這種舉動，公園裡的人都笑他們，說是得了「失心

瘋」。那個時期，龍子常在深夜裡坐著計程車到處找阿鳳，找到天亮才又

失魂落魄的回到公園等待阿鳳的出現。

龍子四處尋覓失蹤了兩個多月的阿鳳，終於在一個除夕夜，龍子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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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鳳，他正在和一個滿口酒臭的老頭談價錢，那老頭出五十塊，阿鳳馬上

要跟了去，龍子追上前去阻攔，並央求阿鳳回家，阿鳳直搖頭，龍子揪住

他的手說：「那麼你把我的心還給我！」阿鳳指著胸口說：「在這裡，拿

去吧。」龍子一柄匕首刺進了阿鳳的胸膛，阿鳳倒臥在台階正中央，滾燙

的鮮血噴得一地，龍子坐在血泊裡，摟住阿鳳，瘋掉了。

法官只判了龍子「心智喪失」。因為特殊的家世，這件案子報紙天天

登，害得他父親無法做人，他認為龍子羞辱了家門，於是把他放逐到美

國，且命令他：「除非我死，你不准回來。」龍子在美國流浪了十年，打

入了美國玻璃圈，過著黑暗無邊的日子。

一個聖誕夜，一個叫哥樂士的孩子說他肚子餓，向龍子要錢，龍子帶

他上樓，沖了一杯熱可可給他，他那張凍得青白的臉才又泛出血色。哥樂

士的身上印著幾條傷痕，他對龍子說，幾天前，他在公園裡被一個有虐待

狂的人帶了回去，那人用鐵鍊綑綁他，鞭打他。就在那一刻，他彷彿又見

到那把正插在阿鳳胸口上的刀。龍子把哥樂士抱上了床，替他擦藥。之後

的三個月，龍子帶哥樂士去治療他的性病，照顧他的飲食起居。有一天，

哥樂士對龍子說他要去精神病院探望他母親，可是就一去不復返了。

有一次，龍子發現一個有著阿鳳的大眼睛的孩子，龍子把床讓給他

睡，可是天還沒亮，他卻爬起來翻龍子的東西，龍子沒有作聲看著他把皮

夾和太陽眼鏡拿走；又有一次，龍子帶了一個餓得發昏的義大利孩子回

去，還煮通心粉餵他，誰知吃飽後，他抽出一把刀，逼龍子要錢，龍子剛

好那天現款用完，他以為龍子說謊，暴怒起來，在龍子胸上戳了一刀，龍

子沒有呼救，第二天，房東太太才送他去醫院。

出院那天，龍子背對著夕陽，心中湧起回家的慾望，可是他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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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龍子的父親的遺體下了葬，龍子的叔叔才發電報給他，一切都是他父親

交代的。叔叔說既然生前已經讓父親丟盡了臉，難道下葬那天還要讓父親

難堪嗎？龍子回台灣後，到「頭七」那天，才和叔叔們一起上六張犛。龍

子站在那堆黃土面前，一滴眼淚也沒有，他看見叔叔們滿面怒容，他知道

叔叔心裡一定暗暗在咒罵他：「這個畜生，來到父親墓前，還不掉淚！」

事後，龍子告訴父親的舊識傅老爺子：「傅伯，他那裡知道我那一刻

內心在想甚麼？那一刻我恨不得撲向前去，揭開那張黑油布，扒開那堆

土，跳到坑裡去，抱住爹爹的遺體，痛哭三天三夜，哭出血來，看看洗不

洗得淨爹爹心中那一股怨毒  他是恨透了我了！他連他的遺容也不願我見

最後一面呢。我等了十年，就在等他那一道赦令。他那一句話，就好像一

道符咒，一直烙在我的身上，我揹著他那一道放逐令，像一個流犯，在紐

約那些不見天日的摩天大樓下面，到處流竄。十年，我逃了十年，他那道

符咒在我背上，天天在焚燒，只有他，只有他才能解除。可是他一句話也

沒留下，就入了土了。他這是咒我呢，咒我永世不得超生─」龍子只希

望父親能給他一個彌補的機會，傅老爺子沉痛地告訴龍子：「他不忍見你

─他閉上了眼睛也不忍見你。」
2

這一段對話，一體兩面的道出了龍子心中的痛及他父親更勝一籌的

苦。後來，龍子面對傅老爺子的喪禮時的悲痛，就像是在為自己的父親哭

墳一樣。

1987年，台灣解嚴後，社會結構的巨變，以及後現代商業文化的影

響，解嚴前被壓抑的禁忌議題，已不再是禁忌，多數弱勢團體得以大力發

聲。陳芳明教授描述當時的社會說：「曾經被邊緣化的弱勢聲音，例如

2 白先勇：《孽子》，台北：遠景出版社，1983 年，頁 307 ～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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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的復權運動、女性主義、同志運動、客語運動等等都漸漸釋放出

來。」
3
同志運動和女性主義運動同被歸為性別議題的範疇，在當時有力

的背景下盛行，整個社會呈現豐富而多元的開放景象。除了成名於八○年

代的女作家外，還有一群所謂的「新人類作家」蠢蠢欲動，開始打破過去

的種種禁忌，躁進而積極地表現自我。

九○年代台灣小說的一大特色，便是出現許多以女性情慾、性別跨界

及情色頹廢為題材的作品。其女性小說書寫的主流，包括：書寫女性情

慾；呈現女性自戀而實際的慾望、怨懟與縱情的情色頹廢，很多小說主題

呈現了包括感官經驗、情色慾望、頹蕩情調等。

同志文學經歷過性別認同的障礙，作家在作品中充分表現其困惑，像

邱妙津在《鱷魚手記》裡的相愛的至柔和吞吞，明知彼此都離不開對方，

卻要假裝不在乎，還要強迫自己去愛男生—「因為歲月是如何催著她

們往一個渴望男子且不適合再愛女子的方向演去。」
4
她們清楚知道在異

性戀的機制中，「鱷魚」會受到排擠，只有穿上「人裝」才可以被社會接

受。曹麗娟在〈關於她的白髮及其他〉裡描述三十三歲的費文的 Tomboy

的養成過程簡直是天時地利人和—母親在她六歲時便和一個「女人」跑

了，她從小由父親和三個哥哥帶大，她撿哥哥的衣服穿，一樣去理髮廳，

一起幹架、泡妞、抽煙、看黃色刊物、初吻獻給她大哥的波霸女友阿霞。

國中前後那一兩年，她居然也有幾次想拿童軍繩上吊自殺，後來大徹大悟

自己的生理結構是不同於哥哥們的。

國三那年，她無計可施只好找阿霞給她講習關於「月經」的種種狀

3 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的建構與分明〉，《聯合文學》，第 178 期（1999 年 9 月），

頁 165。
4 邱妙津：《鱷魚手記》，台北：時報出版社，1994 年，頁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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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臨走阿霞交給她一袋生理褲、衛生棉。有一次，費文生平第一遭赤裸

裸地藉由鏡子仔仔細細觀察自己的身體，才發現這個與她相處了三十幾年

的肉體，居然那樣隔閡那樣遙遠。感覺自己逐漸枯萎的費文，她「一點都

不想要像她老爸、老娘、她大哥、二哥、三哥，她誰都不要像。她甚至也

不要『像』一個 Tomboy。」5
費文總是對她的戀人椒椒說：「去嫁人吧！

不要在我身上浪費你的青春⋯⋯」
6
因為她對自我的不確定感導致「愛無

能」，無法真心付出與接受。

然而，到了邱妙津的遺作—《蒙馬特遺書》，她已經勇敢地大大方

方走出「衣櫃」，藉由和法國女子之間純粹的性關係，開發了她的情慾，

回答了過去她對女女之性的恐懼：「她輕手輕腳褪去全身的衣服，在我

還來不及發現她要作什麼之前，她已潛進塞納河，一瞬間以她的裸體面

對著我⋯⋯單純的肉欲降臨到我身上，且是女人身體對我產生的，是第一

遭。」
7
而〈關於她的白髮及其他〉裡的費文腹痛又咳嗽，甚至寫好了遺

書，準備好最常穿的襯衫長褲，她不希望像另一個女同志一樣，生前一生

男裝，死後卻讓人換上旗袍梳包頭戴首飾。最後，她在自殺不成後醒悟，

選擇面對真實的自己。

再看杜修蘭《逆女》裡的丁天使第一次對一個女同學產生好感時，她

開始擔心「那我真的是—是同性戀嗎？還是這種現象會隨著年紀漸增

而改善？會不會以後我碰上了英俊的白馬王子，我就不再對女孩子感興

趣？如果我真的是同性戀的話，那別人知道了要怎麼辦？⋯⋯上帝救救我

5 曹麗娟：《童女之舞》，台北：大田出版社，1999 年，頁 163。
6 曹麗娟：《童女之舞》，頁 133。
7 邱妙津：《蒙馬特遺書》，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6 年，頁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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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
8
上高中後，她更加肯定對同性別的偏好，但越肯定越痛苦。她怕

表錯了情，又期待能找到自己的同類。

清清出現在丁天使的生命中，清清為了掩人耳目，還會故意公開追求

她的男生的情書，終於有一天，兩人在寢室裡歡愛，被教官撞見了。學校

商討著是不是要讓她們退學，免得影響校譽和別的同學，清清的父母不願

承認清清是同性戀，說他們家族沒有出現過這樣的「病歷」，他們家不會

出這樣的孩子，應該是被天使引誘或脅迫。後來，清清自殺了，天使收到

清清死前寄給她的信：「我們並不傷害別人，為什麼他們要傷害我們？我

先走了！」
9
清清妥協於大環境。曹麗娟〈關於她的白髮及其他〉裡的就

讀哲學研究所的蓋書婷，沒有遺書、沒有遺言，毫無預警地跳樓自殺，同

窗四年的好友詠琳哭得比蓋書婷的父母還難過，她心痛蓋書婷的漂亮臉

蛋摔成了補破網，「又對壽衣直跳腳，差點把蓋子從棺木裡揪出來換成

男裝。」
10
蓋書婷最後的愛人說，她們沒吵架、沒第三者，什麼異樣都沒

有，還說要找房子一起住，等她口試通過一起攢錢出國，她跳樓時，她還

在幫她買鞋子啊！

作家利用小說人物選擇生命的結束，去表達強烈的拒絕同化的吶喊。

然而，每個人的挫折耐受度不同，當你有辦法勇敢地走過去，幸福就是你

的，像《逆女》裡的丁天使並沒有被環境打倒，她經過性別認同的困惑

後，從其他女同志身上肯定自己，找到自己的幸福；〈關於她的白髮及其

他〉裡費文的父親知道她的同性情事後，啐她「賤種」，正式將她掃地出

門後，她在同志圈裡浮浮沉沉，後來大病一場，被同志友人送醫後，最終

8 杜修蘭：《逆女》，台北：皇冠出版社，1995 年，頁 63。
9 杜修蘭：《逆女》，頁 120。
10 曹麗娟：《童女之舞》，頁 111。

情感教育改版權頁0702.indd   43情感教育改版權頁0702.indd   43 2020/7/2   上午 11:43:432020/7/2   上午 11:43:43



- 044 -

情感教育 : 我們與「愛」的距離

也理出自己未來的方向。作家在人物內心交戰到重獲新生的過程描寫即表

白了拒絕同化的吶喊。

而在曹麗娟的小說中最具勇氣、最有希望的應該是〈關於她的白髮及

其他〉裡的詠琳和愛瑪：這一年多來，相愛的她們努力要創造一個完整的

家，一直努力在物色一個合適的男人，居然皇天不負苦心人，也真讓她們

找到一個單眼皮、哲學系出身、血型星座與詠琳相同的男人，愛瑪孕種成

功，據說這個男人根本不知道這個世上已經有一個遺傳他的 DNA的人類

正在逐漸成形。如今愛瑪已經懷孕九週，她們倆現有銀子、車子和房子，

加上未來的孩子，是有意要定下來了。不過費文認為：白首偕老尚未成

功，同志仍需努力—要等頭髮白了才算數啊！

陳雪的小說也是，她不像邱妙津或杜修蘭小說裡沉重的出櫃和悲劇意

識，反而有一種反傷痕的書寫，她直接讓筆下的人物去表現女同志的社會

能見度，以正面迎接的開放度去探討同性愛的靈魂世界。

台灣解嚴以來同志運動即已要求擴大自己的空間。先看在杜修蘭《逆

女》中我們見識到同性戀固定的聚會場所，比如 T BAR，天使認為在那

被認同的場合裡「才能尋回身為同性戀者的尊嚴，不用再躲躲掩掩的如驚

弓之鳥⋯⋯在這裡，也才能找到自信⋯⋯我們所求的不多，但社會給我們

的太少太苛，我們不見得要『正名』，但求社會給我們公平。」
11
天使對

她弟弟說如果政府立法同性戀可以結婚的話，她也要組成一個家，她說她

一生出來就這樣子，她不想欺騙自己也違反自然法則。

而在曹麗娟〈在父名之下〉中，作者有意利用同志的遊行活動去檢視

台灣社會對於同志的認同和接納的程度；還有在〈關於她的白髮及其他〉

11 杜修蘭：《逆女》，頁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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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也提到台灣的同性戀文化越來越蓬勃，各種組織刊物紛紛出籠，作者在

小說中所傳達的訊息是：社會的建構是多元而包容的。

由於東西文化的差異，西方國家的思想觀念較為先進開放，對人權也

是尊重而包容，所以，作家安排其筆下人物通往另一條康莊大道。杜修蘭

《逆女》裡的林姐和徐姐是計畫要到歐洲結婚的；曹麗娟〈童女之舞〉裡

的雙性戀的鍾沅在二十八歲那年也要到國外去，作者安排她到國外去，也

許是因為開放的環境，讓她更有機會去思考或確定自己的性別取向。

「酷兒」
12
小說興起於九○年代中期，陳雪的小說可算是最為經典的

代表作。

「酷兒」的出現洗刷了昔日同性戀者給人的悲觀絕望的懺情情調，白

先勇筆下的「孽子」、朱天文的「荒人」、邱妙津的「鱷魚」的時代已經

全然過去，取而代之的是天馬行空、囂張活潑、豪放浪漫的「酷兒」書寫

時代，曹麗娟的「童女」、陳雪的「蝴蝶」、「天使」，都為同性戀者帶

來美好的文學意象；而洪凌的「吸血鬼」和陳雪的「惡女」又更具挑釁的

意味。

「酷兒小說」不同於「同志小說」的感傷、消極，以一種自得的積極

姿態，藉著文字的力量，顛覆傳統，向主流挑戰。而典型的代表作家陳雪

的作品充滿想像，最常藉由夢境的手法，穿梭於超現實幻境，上天下地，

12 「酷兒理論」這一說法最早是由美國加州大學的女同性戀者 T. 羅利帝斯（Teresa de 
Lauretis）在 1991 年提出來的。在英語中，“queer” 這個單字，指的是有與預期不同的、

古怪、怪胎的意思，是個貶義詞。台灣最早出現「酷兒」（queer）這個詞，第一次是出

現在島嶼邊緣雜誌社於 1994年所出版《島嶼邊緣》第十期中的—「酷兒QUEER專輯」。

「酷兒」來自英語 “queer” 的譯音，在漢語中，「酷」來自 “cool” 的英譯，是一個褒義詞，

指的是美好的事物—我們形容一件事很完美、如所願，會說「酷」；形容一個人長得很

帥，也會說「酷」。所以很明顯地見到「酷兒」，取代了過去同性戀者被稱之為的「玻璃」、

「同志」的代名詞，語義的巧妙置換，也突出了同志的反抗與顛覆精神。因此，「酷兒」

一出現後，即成為二十一世紀既前衛又時髦的流行新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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