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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謝辭

本書是我加入中興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環境相關計畫

後，幾年以來的成果匯集。我特別感謝研究中心主任邱貴芬教授的

邀請。人社中心對於環境議題的嚴肅關懷，不但影響我開始進行環

境議題的相關研究，更啟迪了我對於環境的深刻認識。同時我也感

謝研究團隊的成員，特別是廖朝陽老師在理論方面的指導，深化了

我對於相關研究議題的理解。當然還有林建光以及其他團隊成員，

包括張英進、黃涵榆、蕭立君、楊乃女、周俊男，林宛瑄與紀文章

等，感謝這些朋友在研究中相互提攜，而不致在摸索的過程中太過

孤單。此外，我還要感謝理論讀書會的許多朋友。多年以來的許多

週末，無論晴雨，大家共同讀書，相互詰問。那份情誼讓學術研究

有了溫度，至今仍不能忘懷。

2013至 2014年，我有幸獲得教育部頂尖大學遴選訪問學人計

畫補助，前往哈佛大學訪問研究一年。哈佛大學豐富的圖書館藏書

與薈萃的人文環境，讓我得以繼續思考相關問題。同時訪問計畫也

讓我從教學及其他許多庶務中抽離，本書才有完成的可能。我必須

感謝中興臺文所同仁的諒解與寬容，並創造了一個良好的教學與研

究環境。我深知，若沒有這些，我不能專心從事教學與研究。我也

要感謝在計畫執行期間應邀前來演講與座談的作家學者，共同參與

環境社會運動的許多朋友，以及課堂上參與討論的研究生，我從你

們身上學習許多。你們對於環境生態的熱情與愛護，讓我的環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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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有了具體的對象與內容。

本書的許多章節，除了在讀書會分享，也在國內外的研討會中

以不同的語言與形式發表。其中第五章的部分章節曾發表於《台灣

文學研究》，稍作修訂後收入本書。在此感謝期刊編委會慷慨應允

重刊。

衷心感謝梅家玲教授的邀請，將本書列入「臺灣文學與文化研

究叢書」之一。感謝審查人提供的寶貴意見，同時也感謝臺大出版

中心編輯在過程中的協助。

我得感謝我的助理任祐嫻、李祥豪、沈曼菱、沈夙崢與白佳琳

等人，她們對於計畫的進行幫助許多。最後，我還要感謝我的家人，

他們對我無私的鼓勵與支持，是我在學術領域繼續耕耘最重要的動

能與助力。

01自然書寫導言-3.indd   6 2015/1/22   下午 05:23:39



導言  新地球的文學擬造

      邁向地理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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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地方到地球

本書聚焦幾位當代臺灣作家，包括吳明益、劉克襄、廖鴻基與

夏曼‧藍波安等人，討論作家作品中關於地球的文學想像。在本書以

及其他評論中，這些作家通常被稱為「自然作家」（nature writers），

而其作品則被稱為「自然書寫」（nature writing）。但事實上，在文學

史發展及實際的生態批評中，自然書寫的用語經常帶來混淆。與自

然書寫相關的用詞包括「自然文學」（nature literature）、「自然寫

作」（nature writing）、「環境文學」（environmental literature）、「環境

書寫」（environmental writing），甚至「自然導向文學」（nature-oriented 

literature）等，這些語彙經常相互取代或交雜使用。這些混用並非僅

是翻譯詞彙的偏好選擇，實際上正好反映自然書寫作為一門新興文

類或次文類，在臺灣文學發展脈絡中的生成狀況與範疇的界定。更

重要的是，這些混用同時還標示了自然書寫的特質，例如：跨領域

與跨學科的文類特徵，以自然科學為書寫基礎的非虛構特質，帶著

對環境、社會充滿關懷的批判眼光，以及以身體介入的書寫美學與

生態倫理等。

一般而言，臺灣當代自然書寫要到 1980年代起才有較明顯的

發展。2003年吳明益編選的《臺灣自然寫作選》記錄並見證了這

一發展的過程。1關於自然書寫零星的研究與評論，則直到 1990年

1
　 當然，關於臺灣自然寫作並不限於當代 1980年代以後。在同書的附錄當中，
編者將出版紀事推至日治時期，乃至更早中國以及西方關於臺灣自然環境
的描繪與紀要等。另外，在《以書寫解放自然：臺灣現代自然書寫的探索
（1980-2002）》一書上編第四章〈書寫自然的歷史：臺灣現代自然書寫前史〉
中，也對 1980年代前的自然書寫，即做了比較詳細的考察與分析。參閱，
吳明益，《以書寫解放自然》，84-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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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 導言 新地球的文學擬造：邁向地理美學

代中期以後才陸續出現，其中經常被引用的文章包括陳健一〈發現

一個新文學傳統 ── 自然寫作〉（1994）、王家祥〈臺灣本土自

然寫作中鮮明的「土地」〉（1995），以及劉克襄〈臺灣的自然寫

作初論〉（1996）等文。上述這些文章，除了標誌出自然書寫作為

一個新興文類或文學傳統在臺灣文學史的萌芽外，也藉由詞彙的選

定，並參照西方的發展與範疇，劃定此一新文類的領域與疆界。附

帶一提，這幾篇文章提出的議題至今仍持續糾纏並預設了往後相關

研究論述的主軸。

2004年，吳明益出版專書《以書寫解放自然：臺灣現代自然

書寫的探索（1980-2002）》，無疑是臺灣自然書寫研究的里程碑。

六百餘頁的專書分成上下兩編，上編主要是自然書寫作為一個文類

的鳥瞰考察，下編則是對當前臺灣自然作家的個別述評，範圍相當

廣泛，包括作家劉克襄、徐仁修、洪素麗、陳煌、陳玉峰、王家祥、

廖鴻基、凌拂等人。上編一開始便對於自然書寫的賦名及其文類的

範疇界定做了相當細緻的分析與討論，回顧相關語彙在論述脈絡中

的使用。吳明益選用「自然書寫」界定此一文類，捨去自然寫作、

自然文學、環境寫作、環境文學等相關用語。2此舉主要意圖是歸

納「自然書寫」的特色：第一、揉合文學性與科學性；第二、強調

作者的個人自然體驗；第三、涉及環境倫理（9），而非否定這些

用語在其指涉與發展脈絡中所具有的特定歷史脈絡。事實上，這些

特色除了限定自然書寫作為一個文類的範疇邊界外，也反映了吳明

益作為一個創作者的終極關懷與身體力行的準則。

2
　 吳明益在許多地方不斷對詞彙的選用及其目的做出說明，較完整的論述可
參閱吳明益，〈且讓我們蹚水過河：形構臺灣河流書寫／文學的可能性〉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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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造新地球：當代臺灣自然書寫004

相對於文學語彙的選用或文類範疇的界定，另一值得關切的

是自然書寫作為新的文類，在臺灣文學史與文化研究上的深刻意

涵。前者涉及的是文學史發展的討論，後者則將自然書寫導向社會

批評，甚至哲學、歷史、政治與經濟面向的思考。蕭義玲在〈一

個知識論述的省察 ── 對台灣當代「自然寫作」定義與論述的反

思〉中以後設的視角回應此問題。文章首先標示出自然書寫作為新

文類在文學史上的萌芽與興起，並以此為起點討論「自然寫作所內

蘊的意義與時代課題」（491）。文中回顧自然書寫的論述，包括

其用語定義、範疇及特色等，但顯然作者更感興趣的並非這些語彙

與範疇的進一步細分與確認，而是這些論述的「寓意」。「自然寫

作」作為一個新文類，一方面固然回應了現代化對於自然環境的破

壞，並標示出「現代自然寫作與中國傳統山水或田園文學之間的不

同」，但更重要的是，自然寫作之所以是「新」的，不應侷限於「語

意範疇」，而必須「寓意」地提升至「存在樣態」的問題（512）。

蕭義玲要指出的是，「自然寫作」啟示一個新的「自然」，是一個

「存在的命題」，而非僅是認識論的。這一「問題」，並非僅限於

科學知識問題的層次，更是本體論與美學的體驗，並且在這一層次

上，自然寫作涉及了生態倫理（519-24）。

在《以書寫解放自然》，吳明益除了嘗試界定自然書寫作為新

興文類的範疇並歸納其特色，也嘗試進一步剖析這一文類在臺灣文

學史發展或演化的脈絡。在〈對話的歷程：當代臺灣自然書寫二十

年演化概述〉一章中，吳明益將臺灣自然書寫的發展脈絡約略做了

以下的區分：第一、聽見土地的呼聲（1980-1985）；第二、逐步演

化出多樣性（1986-1995）；第三、新倫理的摸索（1995-）。這些

分期同時導引並規範了吳明益編選的《臺灣自然寫作選》。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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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的一篇〈戀土、覺醒、追尋，而後棲居 ── 台灣生態批評與

自然導向文學發展的幾點再思考〉，3吳明益再次回顧此一文類的發

展，並做出細微修正：除了將自然書寫的範疇擴大外，也納入非文

學作品。在發展的脈絡中亦加入「前史」，即西方與日本探索家、

博物學家，以及中國官方的地質書寫等。同時，吳明益也在文中思

考 2000年後自然書寫的發展及挑戰，除了先前的「戀土」情結與自

然關懷之外，「棲居」成為當前的課題。吳明益認為作家們呈現對

文學本質的要求，並且持續擴大自身的關懷領域，而這樣的關懷其

實正是一種「對自身居住地的重新檢視」（74）。

自然書寫以一種新興文類在臺灣文學脈絡中萌生發展，並非憑

空發生，更與臺灣在地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狀況息息相關。其中值

得關注的是，自然書寫中的「土地」經常與臺灣鄉土文學中的「鄉

土」有所連結。也因此，自然書寫在相當程度上與當代臺灣興起的

民族國家文學的建立，甚至與文化民族主義的發展有了錯綜複雜的

關係。然而，當自然書寫逐漸成熟並發展為一相對獨立的文類與範

疇，同時也逐步界定了自身特定的關懷對象與面對的課題。從實際

的自然寫作中，不難發現作家的行動經常介入環境、知識與生態議

題的關懷，且自然書寫同時也是面對自然的態度與生存倫理的探

索。簡單地說，當代臺灣自然書寫所關懷的土地並不侷限於地方，

更擴及到整個地球，因為它更積極探尋的是人類與土地、環境、動

物乃至其他物種之間的關係。

另一方面，臺灣的自然書寫似乎也與西方晚近興起的生態批

3
　 值得注意的是，吳明益本文使用「生態批評」及「自然導向的文學」，而
非先前使用的「自然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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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平行發展，特別是美國的自然寫作論述。事實上，國內自然書

寫及論述經常參照英美文學與西方生態論述。在葛蘿芙蒂（Cheryll 

Glotfelty）與佛洛姆（Harold Fromm）合編的《生態批評讀本》（The 

Ecocriticism Reader）〈導論〉中提及，美國學界關於生態的文學研

究不過是 1980年中期以後的事。4另外，作為一個新興的學術領域，

葛蘿芙蒂謙遜地將生態批評界定為「文學與物理環境關係的研究」

（xviii），自然與文化之間的關係成為生態批評的主題（xix）。許

多相關的詞彙與範疇彼此關聯並交互使用著，包括 eco-criticism（生

態批評）、5 eco-poetics（生態詩學）、environmental literary criticism

（環境文學批評），以及 green cultural studies（綠色文化研究）等

（xx）。6而這些中文譯詞及概念也經常在國內文獻評述中被挪用。

生態批評論述健將布伊爾（Lawrence Buell）回顧這一段英美生

態批評發展時，將其約略分為第一波與第二波兩個階段，儘管兩者

並不能明確區隔。前一階段的論述，參照包括貝克（Ulrich Beck）

的危機社會、海爾思（Katherine Hayles）的後人類典範，以及拉托

爾（Bruno Latour）的混雜自然社會等，女性主義論述也在其中。

4
　 相關的學會，如「文學與環境研究學會」（Association of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 （ASLE））成立於 1992年，其機關誌（ISLE: Interdisci-
plinary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的發行則要等到 1993年以後。
至此，關於生態環境的文學才被認可為一個學術領域。

5
　 根據葛蘿芙蒂，eco-criticism（生態批評）這個詞的使用始於 1978年，由William 

Rueckert所創（xx）。
6
　 除了文學批評外，關注生態問題的人文學科，包括人類學、心理學、哲學
及神學等。特別是在哲學方面，一般較為文學批評所熟知的語彙還包括環
境倫理（environmental Ethics）、深層生態學（deep ecology）、生態女性主
義（ecofeminism）、社會生態學（social ecology）等，這些詞彙與地球相關
的環境及生態倫理探討密切相關（Glotfelty, xxi-xx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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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 導言 新地球的文學擬造：邁向地理美學

總的來說，在此階段，「環境」一詞指的是自然環境，且在這概念

下，人與自然似乎是分離的，也因此生態批評基本上被理解為與愛

護地球的目標一致。相對地，第二階段則不再只限於自然環境，

還包括都市裡的地景與景觀（The Future of Environmental Criticism 17-

24）。這些概念與關懷的轉變，同時刻畫了此一領域的研究傾向。

布伊爾的兩本主要著作《環境想像》（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

與《為危急的世界而寫》（Writing for an Endangered World）相當程

度見證了這個領域發展與學術傾向的轉變。此外，布伊爾更進一步

指出當前環境批評的課題與挑戰，除了重述生態的幾個重要面向，

包括女性主義、深層生態學、環境正義等影響之外，生態批評還與

其他論述結合，強調人類與環境交疊的問題仍是下一個世紀的核心

課題（The Future of Environmental Criticism 128-33）。

自然議題與生態批評並非只是自然環境的再現或對於自然環

境的愛護，人類與環境的關係首先是人類對自身與土地關係的理

解，而這一理解既是在地日常生活、歷史、文化與文明的，也包括

現代化及經濟全球化的問題。更重要的是，這一關於環境的理解

也同時說明生態批評的議題從地方的認同想像，漸次轉為現代性

與全球化經濟的討論。但這並不是說前者的問題消失或被後者取

代，而是在現代化或後現代化及全球化、資訊化的環境之下，人

與環境的關係必須重新被理解。海希（Ursula K. Heise）最近的著

作《地方感與星球感：全球的環境想像》（Sense of Place and Sense of 

Planet: 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 of the Global）刻畫並深刻反省了

這一環境關懷與學術轉向。海希認為，全球化（globalization）、全

球主義（globalism）與全球性（globality）等這些大家耳熟能詳的

語彙及流通的概念，不僅影響並改變了人類對於生存領域空間及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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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理解，更提供了我們不同的分析視角（4）。海希舉了一個最

直接也最淺顯易懂的例子，我們對地球的印象已從衛星拍攝的藍

色星球（blue planet）轉換為電腦的資訊化及虛擬的地球（Google 

Earth）。

如上述，環境與生態的議題廣泛而錯綜複雜，不僅是地方的，

也是全球的，生態議題的討論也經常被連結到現代化與全球化發展

下的危機社會。隨著現代化與全球化的持續發展，以及極端氣候所

導致的環境危機，我們看見眾多的影像與文學文本陸續將環境的現

實理解為普遍認知的全球危機。然而，環境與生態批評的目的，並

非以末世論的語調宣揚環境災難的來臨，誠如布伊爾指出的，生態

批評必須面臨的課題是聚焦人類與環境交疊的理解，並進一步與其

他論述或其他領域相結合。這些議題構成自然書寫起點，本書以

「新地球」為名，嘗試論述當代臺灣自然作家作品中所刻畫的人類

與環境交疊的生存樣貌，以及與動物之間交織的生命圖景。同時，

作為文學的生態批評，本書也將探求新的生命政治與倫理典範，並

藉此回應持續發生的全球環境危機。

實際的地景與烏托邦

當代臺灣自然書寫中關於環境的理解，首先表現在對昆蟲與動

物的描寫。例如吳明益踏查蝶道，劉克襄觀察鳥類，廖鴻基與鯨豚

對話，以及夏曼‧藍波安關注飛魚和海洋中其他物種。然而作家們

對於自然生物的描寫，並非如生物學家、生態學家或自然觀察者，

根據科學知識客觀地描寫，而是以各自獨特的觀察方式與寫作風格

刻畫人類與其他物種之間的感知經驗和動情狀態，並嘗試以文字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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捉彼此之間如音樂般共同的動機主題與旋律。

吳明益的蝴蝶書寫細膩地展示了人類與昆蟲，以及人類和動物

之間彼此共構的環境，不只是單純地描寫蝴蝶，更以縝密而繁複的

方式記錄蝴蝶的形貌、顏色、聲音與姿態，將自己的生活、情感與

記憶層層滲入蝴蝶的生命肌理，彼此相互攀附觀照，構成一幅人類

與蝴蝶共同交織的生命圖像。這一人類與動物交織的生命圖像，在

其他自然作家的作品中同樣清晰可見。劉克襄以擬人化的方式描寫

鳥類，讓人類與鳥類的生命能夠直接對話；廖鴻基討海人的生活，

實際上也與鯨豚密不可分；夏曼‧藍波安則更直接地將身體交付海

洋與魚群結合，並將之擴展至其他物事與物種，繪製出一幅屬於達

悟族原始文明的環境地圖。

當然，關於昆蟲與動物的描寫，並非僅僅標誌作家對昆蟲動

物的興趣以及對生態環境的關懷，事實上，透過對昆蟲與動物的關

注，作家們由此披露了對於環境的不同理解。面對動物，人類重新

反省自身作為主體以及動物作為客體的主客觀認知結構。換句話

說，作家嘗試透過書寫，捐棄以人為中心的環境與世界觀，進而繪

製一幅不再基於主客觀認知結構下的環境。這就是為什麼作家在面

對動物時，同時必須面對原野、荒原、山丘、湖泊、天空與海洋等。

更確切地說，作家必須面對非人類棲居的環境，甚或人類生命本身

可能的「外部」。

於是作家們不約而同地出走，以徒步、飛行、航行、直接躍

入水中，或沉浸在海洋中泅游等各種方式接近自然。吳明益曾經以

「行書」標示自己自然書寫的美學與生態倫理，定義行書「是腳步、

思維與筆合構的『土占』」（《蝶道》，149），因而作家的自然

01自然書寫導言-3.indd   9 2015/1/22   下午 05:23:40



擬造新地球：當代臺灣自然書寫010

書寫必須行走到溪水之源、海水之濱與湖水之側。劉克襄為了尋找

鳥類，抵達信天翁的誕生之地鳥島，以及信天翁祖先群居之地彭佳

嶼，甚至藉著滑翔翼飛行至天空。同樣地，廖鴻基也航行至更寬廣

的海洋追尋鯨豚；而夏曼‧藍波安則回到古老的海域，與眾多不同

種類的魚群在達悟海水中泅游。描寫這些非人類棲居的環境，並非

作家們亟欲標新立異或希望遠離凡塵，這些環境的描寫其實是標示

一個「新地球」（new earth）的文學想像，一個人類生活與生命之

外的「烏托邦」（utopia）。

作家們明白這一烏托邦的探尋，除了必須在人類實際的環境與

社會之外，還必須在歷史的時間之外。吳明益關於蝴蝶與水文地景

的書寫總是估量著時間，不僅蝴蝶周期性的生命循環對應著人類生

命的衰亡，同樣地，溪水伴隨著文明歷史的遞嬗，海洋容納了記憶

與遺忘，湖水則映照了歷史與演化的興衰。另外，相較於劉克襄的

鳥類遷徙對應了臺灣島嶼的地理與歷史，以及廖鴻基將個人的回憶

訴諸深海的記憶，夏曼‧藍波安更是孜孜不倦地尋覓歷史之外的原

始豐饒。然而，探索歷史之外的地理或烏托邦，並非遺棄歷史或反

歷史，作家們不約而同地將地景的書寫嵌鑲在歷史與文明的層疊中，

試圖從中發現一個來自歷史卻不屬於歷史的地理與環境。

吳明益關於水文地景的描寫清楚點明了此一意圖。他聲稱自己

的地景書寫追隨著兩個不同的系列，亦即「水面上」與「水面下」

的（《家離水邊那麼近》，24）。它們同時也是時間的系列，前者

屬於眼前當下的，後者則屬於歷史過去的。這是為什麼吳明益的水

文書寫，一方面描述眼前的地景地貌，一方面又將水文的地景追溯

到記憶、歷史、檔案、傳說、神話，甚至演化之前的混沌之初。更

重要的是，作家在兩個水文地景的系列之外提及了一個「照見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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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景，亦即在實際地景的描寫中嵌入一個屬於靈魂的地景，在

眼前當下的實際水流中，乍然瞥見的「純粹地景」。

兩種分屬不同層次的地景與環境在作家們的寫作中顯現。首

先，我們目睹一個實際的地景與環境。這一環境不再以人為中心，

也不再是以人為認知主體所構成的客觀世界，儘管曖昧不清或經常

混淆，作家們嘗試琢磨一個人類、昆蟲、動物乃至於其他物種共構

的生活環境，以及彼此交織的生命圖景。同時，這一環境不僅在不

同的物種間交織，更在記憶與歷史之中彼此糾結。作家們於是在不

同的物種間遊走，也在記憶與歷史中穿梭，眼前的與歷史的、當下

的與過去的、短暫的與永久的等不同系列，在作家們的書寫中交

會。這當中較值得關切的，是另一種地景與環境在人類與其他動物

之間，以及當下與過去的時間交會之間乍然顯現。這是作家們努力

披露的「新物種」與「新地球」，前者指稱存在於物種間一個無法

明白分辨的境域，後者指在時間縫隙中引介的「烏托邦」。

這一浮現於物種與時間「之間」的境域與烏托邦，在不同作家

的作品中以不同的樣貌與型態出現。吳明益在水文環境的步行間剎

然瞥見照見靈魂的純粹地景；劉克襄架著滑翔翼隨信天翁飛行至天

空中，目睹歷史與遷徙之外的時間與生命；廖鴻基在海洋中找尋自

己的生命經驗與記憶，隨之又將其藏匿於深海的記憶之中；夏曼‧

藍波安則潛入古老的海水中，見證歷史與文明之前的豐饒。我們以

烏托邦指稱那些在不同作家作品中的環境「景象」與「聲響」。這

裡所謂的烏托邦，並非遠離實際環境的無垢之地，也非存在於歷史

記憶之外的永恆，更非反社會的幻象或反歷史的冥思，烏托邦總是

嵌鑲在實際地景與真實歷史中，然而兩者並不能彼此化約，也不互

相統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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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地理美學

這雙重地景與環境的理解，讓我們得以將當代臺灣自然作家的

文學與德勒茲及瓜達希（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哲學中關

於生態與藝術的思考相連。德勒茲與瓜達希在《何謂哲學？》（What 

Is Philosophy? ；以下標記為WIP）中提到「地理哲學」（Geophilosophy）

的概念，以地球與領域之間的關係定義思考，並嘗試藉此更新西方

傳統哲學主／客觀的思維架構。地理哲學的概念奠基於兩人複雜的

哲學系譜，涉及的議題與範圍相當廣泛，例如哲學起源、內在性平

面、領域化運動以及資本主義下的資本流動等。但重要的是，地理

哲學不再是以「人」作為思考的主軸，而可以看作是對於「地球」

的思考。7然而，在這裡我們更感興趣的，是地理哲學與烏托邦概

念的內在聯繫。

德勒茲與瓜達希認為，哲學以無限運動通過內在性平面，將相

對領域化運動帶到絕對，並藉此召喚「新地球」與「新人民」，哲

學創造概念而非溝通與交換意見，或藉以取得彼此共識。因此，哲

學抵達的是概念的「非命題形式」（nonpropositional form）（WIP 

99）。對此，德勒茲與瓜達希將哲學可能帶來的境域與法蘭克福學

派的烏托邦概念類比，並透過這一概念賦予哲學的政治性意涵，使

其與時代相連（WIP 99）。但同樣重要的是，烏托邦一方面指稱絕

對的去領域化，但同時卻也與相對的領域相關。德勒茲與瓜達希引

用巴特勒（Samuel Butler）的說法提醒我們，烏托邦（Erewhon）在

7
　 根據藍柏特（Gregg Lambert）的說法，地理哲學是一套相對於歷史物質主義
的話語，關心著「地球想什麼」（“what the earth thinks”）（220）。另外，
嘉謝（Rodolphe Gasché）更以「地球－思考」（earth-thought）歸納德勒茲與
瓜達希的地理哲學，請參閱 Rodolphe Gasché, Geophilosophy, 9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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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源上同時指稱「不在何地」（no-where）與「此時此地」（now-

here）（WIP 100）。

烏托邦的概念陳述了地理哲學的哲學功能及其政治性特質。雖

然德勒茲與瓜達希將哲學的效用類比法蘭克福學派的烏托邦概念，

但如蘇利文（Simon O'Sullivan）指出的，兩者之間仍存在根本差

別。阿多諾（�eodor Adorno）在《美學理論》（Aesthetic Theory）

提及的藝術烏托邦概念，的確與德勒茲、瓜達希的說法類似，兩

者都具有「反實際」（counter-factual）與「尚未來臨」（future-to-

come）的特性。對阿多諾而言，這一藝術的烏托邦是「可能的」（the 

possible）世界，但其可能正是來自於「不可能性」（impossibility）

的保障（196；引自 O'Sullivan 101）。因此蘇利文認為，阿多諾的

烏托邦仍奠基於否定的美學基礎，不同於德勒茲及瓜達希肯定性與

創造性的美學概念（102）。德勒茲與瓜達希的美學基礎，或許可

追溯到以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與柏格森（Henri Bergson）哲學

為基礎的「重複」（repetition）與「虛擬」（virtual）美學。總的來說，

德勒茲與瓜達希概念下的烏托邦，指稱的是實際化「之前」（before）

的境域與狀態。

對德勒茲與瓜達希而言，烏托邦並不是一個適切的概念，因為

烏托邦經常與「歷史」（History）相對，受其影響，並總是被理解

為理想與動機（WIP 110）。在地理哲學的思考中，德勒茲與瓜達希

引介了「流變」（becoming）的概念，「流變既無開始，也無終結，

只不過是個中域（milieu）」（WIP 110）。因此，流變與其是歷史，

更是地理的，藉由流變的概念，德勒茲與瓜達希描述一個源自歷史

但不屬於歷史的時間和事件，以及對當下的終極反抗，即其所謂的

「流變他者」（becoming-other）（WIP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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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以「地理美學」（geo-aesthetics）為標題，但德勒茲與瓜

達希兩人並未提出所謂的地理美學，這一概念主要來自於蘇利文對

於兩人美學概念的整理（O'Sullivan 98-120）。此處引用地理美學

的概念，用來指稱由兩人地理哲學延伸的文學與藝術相關思考。在

《何謂哲學？》中，德勒茲與瓜達希認為三種重要的形式定義了思

想，亦即哲學、科學與藝術。如果哲學透過概念人物（conceptual 

personae）的行為鋪展內在平面（plane of immanence），並將事件

或一致的概念推至無限，藝術則透過美學形象（aesthetic �gure）鋪

展了組成平面（plane of composition），並承載記憶與複合的感覺

（sensations）（WIP 197）。德勒茲與瓜達希在此將藝術與哲學相

提並論，但兩者的流變仍須稍作區別，「概念流變是異質性在絕對

的形式中被掌握，感官的流變則是他者性在表現的材質中被捕捉」

（WIP 177）。換句話說，「概念流變是事件躲避所是，相對地，

感官流變不斷地流變他者的行動」，因此藝術家創造的世界是「可

能的」（possible）存在，既非虛擬也非實際的（WIP 177）。

這些概念奠立了德勒茲與瓜達希包括音樂、繪畫與文學等的

藝術思考。對兩人而言，藝術並非「再現」對象物，而是保存「感

覺團塊」（a bloc of sensations），亦即「知感與情動力的複合物」

（a compound of percepts and affects）（WIP 164）。在兩人藝術相關

的討論中，知感與感知（perceptions）以及情動力與動情狀態（感

情）（a�ections）等都被區分開來，感知與動情狀態暗示著主體與

客體，而知感與情動力則是通過感覺透過藝術材質的表現。從這一

點看，藝術的目的便是從那些客體的感知經驗與主體的動情狀態中

攫取知感與情動力，並萃取出「感覺的純粹存有」（pure being of 

sensations）（WIP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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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藝術風格所創造的美學形象承載的是感覺，而非特定的

個人或角色，那麼美學形象就無關乎修辭。同時，藝術的創造性

活動 ── 擬造（fabulation），也與記憶或幻想無關（WIP 171）。

藝術創造的是無人稱的境域，一個「無人稱的流變」（nonhuman 

becoming）（WIP 173）。這是德勒茲與瓜達希賦予藝術活動的使命，

亦即創造新的情動力，一個無人稱與人不可辨識的領域，不再是個

人甚或任何肉身（�esh）。

藝術捕捉感覺並創造未知的情動力，這是為什麼德勒茲與瓜達

希繼續以動物及領域來說明藝術作品的美學組成。「領域－房子」

（territory-house）的結構取代了個人或肉身的聯覺（synesthesia），

來闡明藝術作品中的感覺構成。房子的斷面形構了感覺團塊的邊

界。德勒茲與瓜達希說，「藝術開始於動物，至少因為動物切開

一個領域並建構了房子」，「藝術持續被動物所糾纏」（WIP 183-

84），正因為領域作為表現性的組成，領域的出現暗示著新的感覺

質地的出現。對他們而言，藝術開始於房子，並以「框架」（frame）

定義，框架一方面表現了領域的美學組成，同時，另有逃逸路線穿

透組成平面，去除原有的框架，將原有的領域打開，進一步與環境

互動，並藉此創造新的情動力。

德勒茲與瓜達希兩人的哲學脈絡與自然生態的思維，儘管隱

而未顯或需進一步延伸，但仍有著相當深刻的連結。這一點我們在

瓜達希的著作，特別是《混沌宇宙：倫理美學典範》（Chaosmosis: 

An Ethico-Aesthetic Paradigm）與《三維生態學》（The Three Ecologies）

兩部著作中，得見其最為完整清晰的展示。《混沌宇宙》中的自

然概念貫穿德勒茲與瓜達希的哲學，並導引其對文學藝術的思

考；《三維生態學》則明確提出其生態觀，並將其稱為「生態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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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ecosophy）。對瓜達希而言，生態不應只是自然愛好者和環

境專家的事，更應是主體狀況、資本主義社會與環境的全面考察

（The Three Ecologies 52）。三維生態學即是包括精神、社會與環境

三重面向的生態學，藉由三維生態學的概念，瓜達希關注存在領域

的構成。整體而言，三維生態學宣揚將自身領域「打開／開放」

（opening-out）的生態藝術，以期重新與周遭的語言、符號、物種、

社會與環境重新連結（The Three Ecologies 53）。瓜達希描繪穿透各

領域的聯截圖（transversality），嘗試規劃一個當下社會與環境的生

存領域。就此而言，三維生態學標示的正是一個新美學倫理典範的

迫切需求，而這一典範的追求本身即是政治的。

章節架構與方法說明

本書討論幾位當代臺灣重要自然作家，包括吳明益、劉克襄、

廖鴻基與夏曼‧藍波安等人的作品。作家描寫的對象儘管各有所

別，形塑的文學風格各有所異，但對於自然環境的思考與生態的關

懷實則異曲同工，因此形構了臺灣自然書寫的新地球文學想像。而

這些關於環境的思考與生態關懷，是個人也是集體的，是地方也是

全球的。

幾個重要的主題貫穿作家的寫作，同時也構成了本書考察的主

軸。首先，新地球的想像意味著對於環境的重新理解。對作家們而

言，環境不再只是人類作為中心或認知主體下的客觀對象與自然，

而是人類與其他物種生存交疊與生命交織的環境。這一環境的重新

理解，隱含著對自己身體的重新認知，以及對動物與其他物種關係

的重新分辨，涉及主體與存在領域的重新派分。其次，這一關於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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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重新理解，亦標誌了新的倫理，包括個人的與群體的。然而，

此處的倫理並非只是對個人與社會的道德勸說，或對生態保護的呼

籲，還意味著個體與周遭環境交織的行為與過程，不僅啟動一次自

我內部的主體化過程，也開始與外部關係的政治實驗方案。再者，

文學藝術以其獨特的方式介入自然，並不同於哲學與科學，因此本

書很大部分著重於考察個別作家如何以各自的敘述方式介入自然，

並藉此表現個人的文學風格與美學構成。這些主題與德勒茲和瓜達

希地理美學的思考相互呼應，也構成了當代臺灣自然書寫的實際內

容。

第一章闡述吳明益於蝴蝶書寫中特殊的行為倫理。德勒茲與瓜

達希根據史賓諾莎（Baruch Spinoza）《倫理學》（Ethics）中關於

身體的定義，並參照于庫爾（Jakob von Uexküll）的生物環境理論，

發展出一套獨特的行為學，其中身體以快慢速度以及影響與被影響

的能受力所定義；所謂行為學也與傳統道德規範的倫理學有所不

同，意指情動力關係的研究。這一行為學與倫理的取徑，在《蝶道》

一書中頗能找到共鳴的旋律。該書上卷〈六識〉中，吳明益將各種

感知經驗與動情分解萃取，將知感與情動力複合的感覺保存在文字

藝術中；下卷〈行書〉則記錄作者的單車行旅，標榜以行走為基礎

的書寫與思考，並連結眾多物事之間的情動關係，藉以回歸土地與

自然。本章嘗試說明吳明益的蝴蝶書寫如何以文字材質介入自然，

一方面組成自身領域表現的藝術構成，另一方面也藉此回應無限交

響的旋律自然。

第二章披露吳明益水文書寫中的景象與聲響。這些景象與聲

響，深深地銘刻了其文學的美學構成以及自然的環境思考。在《家

離水邊那麼近》中，吳明益描寫溪流、大海與湖泊，這些自然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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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形成作家獨特的美學風格，並刻畫物事與物種之間的情動對位與

多聲交響的旋律自然。然而，作者並非僅僅記錄個人的感知經驗、

動情狀態，或重述埋葬在歷史檔案與神話傳說中的記憶，而是透過

書寫嘗試捕捉超越個人的感覺存有與掙脫歷史的純粹地景。這一感

覺存有與純粹地景，則透過書中刻畫的單身步行者而被勾勒出來。

作者宣稱這是一本思考與想像的書，因此本章進一步論證，作者如

何透過步行的思考引介一個歷史之外的烏托邦，以及透過書寫擬造

一個新地球與尚未具體化的情動力。

第三章聚焦劉克襄的鳥類書寫。作為一位多產作家，劉克襄

自然書寫的議題與範疇相當廣泛，動物書寫也不侷限於鳥類。事實

上，劉克襄的鳥類書寫銘刻了作家漫長的文學生涯以及倫理與生命

本質的思考。在此章中，以廣為人知的《風鳥皮諾查》與《永遠的

信天翁》兩本著作為主軸，剖析作家如何從鳥類的觀察開始，在科

學紀錄中穿插虛構的故事，以及如何在自己內部製作一個鳥類世界

的複本，藉此將鳥類的生活與生命揉進自己的生活與生命。鳥類的

書寫標記了劉克襄特殊的文學歷程，也銘刻了作家對於生命與倫理

的追索。這一探索，不僅是美學與倫理的，也是政治的。本章將進

一步說明，在漫長且持續的書寫與行動中，劉克襄的鳥類書寫如何

展示一次次由動物所引發的政治實驗，同時穿透當代人文學科中由

動物引發的美學、倫理與政治問題。

第四章將焦點轉至廖鴻基。廖鴻基的海洋與鯨豚書寫，標示其

在臺灣自然書寫中的特殊位置。許多評論家指出，廖鴻基的海洋書

寫銘刻著海洋與陸地之間的繁複辯證，他並非遺棄陸地相關的經驗

與感情完全投向海洋，而是海洋的航行更新了作家關於陸地的經驗

與感情，也引介了生命的多樣性與海洋更深層的記憶。本章借用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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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茲與瓜達希的「平滑空間」來描述廖鴻基所刻畫的去領域化與觸

覺的海洋思考與美學空間。但平滑空間並非簡單對立於領域化、視

覺化的「階序空間」，平滑空間意味著空間的挪用，或德勒茲與瓜

達希所說的「流變」，因此飽含生命的多重性。廖鴻基進一步以鯨

豚書寫探索這一空間，並藉此捕捉了人類、鯨豚與海洋之間共同的

（音樂）動機與主題。這些動機與主題，則構成作家的美學風格。

對廖鴻基而言，文學的描述、鯨豚的動靜與海洋的波動，幾乎是同

一件事，並且都深藏在海洋的記憶之中。

第五章援引瓜達希的三維生態學概念，考察夏曼‧藍波安的生

態書寫。對瓜達希與夏曼‧藍波安而言，生態並非只是對自然愛好

和保護而已，而是精神、社會與環境的全面性考察。作為原住民作

家，夏曼‧藍波安的生態書寫具備了更為真實的場景與實際經驗。

如果對瓜達希而言，三維生態學宣揚著將自己「打開」，並與外部

廣泛連結的主體性領域構成，那麼對夏曼‧藍波安而言，生態學

則是重新連結自我、社會與環境，並繪製一幅屬於達悟文明原始豐

饒的「文化叢體」（夏曼‧藍波安，《碩論》，1；轉引自楊翠，

220）。作家的寫作與生活經常陷於分裂的痛苦與徬徨，並持續在

不同的社會與文明中徘徊不定，這正是作家特殊的「游牧」心靈與

身體。夏曼‧藍波安以游牧的方式，如一部單身機器苦行般地運作，

在內部精神與外在環境、在自我與社會，以及在當下與歷史之間，

摸索一條無法預先規劃的生存路線，而這一生存路線更深地銘刻著

達悟的語言、歷史、部族與自然。然而作家並非單純的擁抱、回歸

原始的部落文化，抑或僅僅只是控訴外來的現代文明對原始文化的

掠奪與暴力壓迫，夏曼‧藍波安走得更遠。作家不斷地述說著既現

代又古老的故事，並將自己的生命體驗融入故事之中，在孤獨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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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的生活與寫作中，作家展現的是對生命的幽默、安逸與優雅。從

瓜達希的生態學觀點看，夏曼‧藍波安的作品以其特殊的語言裝

配，在經濟、政治、社會與文化的夾縫中繪製一幅主體存在領域的

圖表。因此，本章進一步論證，夏曼‧藍波安作品銘刻的正是一條

文明與自然之間自我流變的美學模式與生存倫理。

本書參照地理美學的概念與思考，許多德勒茲與瓜達希的哲學

語彙以及兩人關於自然與藝術的思考貫穿全書，並經常支配著論述

的進行。這一作法無可避免地帶來一些既定印象，甚或造成誤解，

認為德勒茲與瓜達希的哲學為臺灣當代自然書寫建立了解釋典範與

批評模式；或者反過來說，當代臺灣自然書寫的文本，為兩人所根

據的西方哲學與人文傳統提供了文本例證與理論註解。這些印象與

誤解，主要來自於傳統的比較方法和文學批評，假定了西方／理論

與東方／文本之間既定的分隔與權力位階。本書無意複製這一階序

結構或嘗試尋求任何規範性的詮釋典範，而是將西方理論與東方文

本相互參照，並盡可能在行文之間使其交錯進行，嘗試找尋兩者之

間共同的（音樂）動機與主題。很顯然，在實際的文本閱讀與論述

脈絡中，德勒茲與瓜達希的理論與當代臺灣文學並非總是達到完全

的和諧與共鳴。我們的確可以在兩者之間發現許多共通的主題，彼

此對位交響，組成音樂般的旋律，但也從中發現彼此之間不協調的

「雜音」。這些雜音提醒我們的，正是不同「領域」各自表現的組

成，也暗示著穿透彼此的逃逸路線，聯截其他領域，但仍與自然互

動著。或者我們可以說，本書的論述在西方理論與臺灣文學文本之

間建構了一個奇怪的同盟，在兩者「之間」，既不屬於西方也不屬

於東方。

正是此一緣故，這一嘗試同時是新思維樣態的探索，伴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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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美學倫理典範的追求與文化政治的實驗。我們必須進入文學的內

部，企圖了解語言學元素（包括語彙、構詞、句法、體例等）的組

配與構成，而不只是追問文學說了什麼，或尋找故事的意義，抑或

探索故事背後所隱藏的意識形態。這一美學風格的考察也是倫理的

考察，並暗示著政治性的意涵。西方哲學與理論不再以既定的系統

思考形式出現，它們被分解進入文學文本然後重新進行組配，也因

此，本書所展示的正是在文學內部啟動的雙向變異，一次主體化的

樣態與構成。有時我們分不清理論論述與文學文本，而如果這一嘗

試意味著語言與社會元素等的實驗性組配，那麼這一實驗所帶來的

則是既定領域的崩解、逃逸與重新構成。

作為一個關於臺灣當代自然書寫中的新地球想像與擬造，以

及伴隨的生命政治與美學倫理典範的考察，本書所欲討論的議題與

範疇顯然相當有限。本書主要聚焦在探討當代臺灣自然作家如何回

應當前生態危機，以及從中所展現的人文思考，在作品的選擇及議

題的設定上，已預先存在偏頗與侷限；對整體當代臺灣自然書寫傳

統的鳥瞰研究，也有過於簡化之虞。再者，以文學研究介入生態倫

理的論述承擔著另一重大風險，亦即，氣候變遷所帶來的環境與生

態問題，強烈要求不同學科之間的跨界與整合，即使在自然書寫的

實踐中也相當強調科學知識的面向。此外，更多關於生態的影像表

達，包括紀錄片、電影、攝影與其他圖像等的考察，也是本書所闕

如。關於生態人文思維的反省，本書恐有以管窺天之嫌。因此，本

書考察文學文本，披露當代臺灣自然作家們對於日益嚴重的生態與

環境問題的回應與思考，所碰觸到的無疑僅是這些複雜問題的皮毛

而已。然而，本書仍欲強調自然書寫的考察，不僅僅只是美學與倫

理的，同時也立即是政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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