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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 

 

若說文學反映某時代的政治經濟社會現象，當代台灣作家在他們作品中也詳

實的記錄下他們敏銳觀察到台灣在二十世紀的動盪與不安。劇作家賴聲川在《暗

戀桃花源》這齣戲中，就以即興、拼貼、集體創作的方式，寫下上一世紀中國人

在台灣的錯置(displacement/dislocation)情結。這齣被視為表演工作劇坊的經

典戲描述二個劇團，因場地租借問題導致在同一夜晚，同一劇院舞台上互相搶地

盤彩排各自的《暗戀》《桃花源》二齣戲。《暗戀》是敘述1990年的江濱柳想念

1948年的時被戰爭強迫分離的女友雲之凡。《桃花源》則是關於老陶與妻子春花

及第三者袁老闆加入中國古典名著〈桃花源記〉的一齣古裝喜劇。賴聲川以後現

代手法將兩齣戲並列於舞台上，巧妙的分割舞台空間使兩齣互相干擾、對話，營

造出驚人的爆笑效果。但同時，《暗戀桃花源》的主題卻呈現二十世紀中國歷史

時間社會空間的二個複雜關係：其一為流離失散(diaspora)的錯置；其二為時空

界限跨越的失落。本文將援用卡普蘭和梅西二位空間學者的概念(Caren 

Kaplan’s Questions of Travel; Doreen Massey’s Space, Place, and 

Gender)，用她們對空間的同時性(simultaneity)和多重性(multiplicity)來釐

清賴聲川如何呈現所謂的當下台灣現象──亂和干擾，並進一步了解賴聲川是如

何利用舞台上的幻覺(illusion)達到與時空交錯跨越這個主題的呼應補強效果。 

 

 

關鍵詞：《暗戀桃花源》、錯置、失落、時空、時空型、空間學 

 

 

 

 

 

 

 

 

 

 

 

 



《暗戀桃花源》中的錯置和失落 

 

 

若說文學反映某時代的政治經濟社會現象，當代台灣作家在他們作品中也詳

實地記錄下他們敏銳觀察到台灣在二十世紀的動盪與不安。劇作家賴聲川在《暗

戀桃花源》這齣戲中，1就以即興、拼貼、集體創作的方式，寫下上一世紀中國

人在台灣對動盪與不安的感受。 

這齣被視為表演工作劇坊的經典戲，描述二個劇團，因場地租借問題導致在

同一夜晚，同一劇院舞台上互相搶地盤彩排各自的《暗戀》《桃花源》二齣戲。《暗

戀》是敘述1990年的江濱柳想念1948年時被戰爭強迫分離的女友雲之凡。《桃

花源》這齣古裝喜劇是改編自中國古典名著〈桃花源記〉，但又加入老陶與妻子

春花及第三者袁老闆的三角關係。賴聲川以後現代手法將兩齣戲並列於舞台上，

巧妙地分割舞台空間使兩齣戲互相干擾、對話，營造出驚人的爆笑效果。但同時，

《暗戀桃花源》的主題卻呈現二十世紀中國在這特殊的歷史時間社會空間中的二

個複雜關係：其一為流離失散(diaspora)的錯置；其二為時空界限跨越的失落。 

在《暗戀桃花源》問世近二十年間，一般劇評評論家及文人都給予此戲相當

高的評價，2在1997年還入選《牛津當代中國戲劇選集》(Oxford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Drama)。學者專家也多半在讚賞同時，將研究重心放在

賴聲川的戲劇手法，即集體即興創作、後現代和後設劇場技巧。3但是這些研究

缺少對於劇中人物的錯置(displacement/dislocation)情結探討，因此本文將以

空間學的觀點來審視《暗戀桃花源》劇中人物受到「強迫式旅遊」、移民遷徙所

產生的錯置及失落。本文將援用梅西和卡普蘭二位空間學者的概念(Doreen 

Massey’s Space, Place, and Gender; Caren Kaplan’s Questions of 

Travel)，用她們對空間的同時性(simultaneity)和多重性(multiplicity)來釐

清賴聲川如何呈現所謂的當下台灣現象──亂和干擾，並進一步了解賴聲川式如

何利用舞台上的幻覺(illusion)達到與時空交錯跨越這個主題的呼應補強效果。 

 

近來受到法國學者勒費福爾 (Henri Lefebvre)空間學的影響，許多學者對

當代文學中的時間、空間、歷史、地理，都有一番新詮釋。實際上，近代對於空

間的新詮釋可推至俄國理論家巴克汀(Mikhail Bakhtin)，他在《對話的想像》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書中第三章〈小說中時間形式和時空型〉特別提出

時空型(chronotope)的概念。他認為時間和空間是有內在的連結關係(the 

intrinsic connectedness of temporal and spatial relations)(84)，而且它
                                                 
1 《暗戀桃花源》是在 1986年首演，並於 1991年重演，1992年改編為同名電影，1999年三度
搬上舞台，並在同年出版作品集，不同版本內容有少許出入，本論文以其 1999年出版版本為主。 
2 劇評家如黃建業、李立亨，文人如朱天文，對此戲都大表讚揚，請詳見陶慶梅、侯淑儀《剎那
中──賴聲川的劇場藝術》，頁 48-51。 
3 長篇學術論文請參照蔡宜真《賴聲川劇場集體即興創作的來源與實踐》、林盈至《當代台灣後
設劇場研究》，及郭佩霖《作為劇場語言的即興創作》。另外，短篇論文計有田本相、熊睦群、王
之樵、程真、鄭黛瓊、劉蘊芳、劉光極、姜翠芬等。 



們是被縝密地想出具體的接合在一起的 (spatial and temporal indicators are 

fused into one carefully thought-out, concrete one)。學者在細究巴克汀

所謂的「活生生的脈動」(living impulse)和「創造形式的意識型態」

(form-shaping ideology)後，進一步地指出一般文學和文化中，時間是單線進

行的，或說是歷史的和傳記的，但是空間則是社會的。因此，巴克汀所謂的(文

化中的)時空型可以被定義為「歷史的、傳記的和社會的相互關係的領域」(a 

field of historical, biographical, and social relations) (Morson and 

Emerson 371)。換言之，巴克汀將研究重心轉移至「文本如何和社會、政治大環

境相關連」(how texts related to its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texts) (Vice 

201)。 

在巴克汀後擴大並奠基空間學理論的則是勒費福爾。誠如卡普蘭所言，大多

數當代歐美空間再現理論家講到空間學必推崇勒費福爾。他的代表作《空間的產

生》(The Production of Space) 中開宗明義的提出空間的新觀念，新詮釋。他

將空間審慎的分為三種，以幫助我們了解「空間」並非僅是一個有長寬高的地方。
4根據梅西的說法，與其他空間理論家不同的是，勒費福爾除了研究空間幾何學

外，他還堅持要探討「生活的實踐」(lived practices)，以及「空間和空間化

的象徵意義和要義」(the symbolic meaning and significance of particular 

spaces and spatializations) (Massey 251)。卡普蘭點出勒費福爾的空間學是

藉由笛卡爾和康德的精神，指出一套主要社會實踐的社會建構(to demonstrate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a dominant set of social practices) (Kaplan 

147)。卡普蘭更進一步的解釋勒費福爾的空間被生產的過程：「一個特定階級的

興起和它的霸權實踐生產出知識系統、再現模式、和包括空間生產的社會關係、

以及現代性的再現」(the rise of a specific class and its hegemonic 

practices produce systems of knowledge, modes of representation, and 

social relations that includ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modernity) (Kaplan 147)。 

勒費福爾以降，歐美學界研究空間學之理論家非常多，其中包括詹明信

(Frederick Jameson)、傅柯(Michel Foucault)、霍米巴巴(Homi Bhabha)、厄

尼斯托拉克勞(Enesto Laclau)、詹姆士克利福(James Clifford)、大衛哈維

(David Harvey)、愛得華所亞(Edward Soja)⋯等等。但本論文挪用兩位女性空

間學家梅西和卡普蘭，主要是因為，第一、兩位學者都仔細研究過前所提及的空

間學家的理論，對龐大玄奧的空間學各家理論頗能截長補短，用較淺顯的方式詮

釋空間學概念；第二、雖然，在本論文中空間與性別觀念並非主要研究方向，但

是梅西和卡普蘭兩位都是女性學者，其「他者」觀念（性別／性），亦能補強前

述空間敘述陽性霸權的觀點。 
                                                 
4第一種為看得到的空間（perceived space）或是空間的實踐(spatial practice);第二種為概念的空間
（conceived space）或空間的再現（representations of space）; 第三種為生活的空間（lived space）
或再現的空間（spaces of representation, 或譯 representational spaces）。勒費福爾的空間三度辯證
體(spatial trialectics)，請詳見 The Production of Space頁 33。 



綜合多位空間理論學者的說法，梅西和卡普蘭對幾個重要的空間學關鍵詞，

都做了清晰的解釋，這些詞包括空間、地方、場所、以及錯置。梅西在1994年

出版的《空間、地方、性別》(Space, Place, and Gender)強調空間研究重點不

是研究空間中的社會現象，而是研究「由社會關係所建構的社會現象和空間」

(both social phenomena and space as constituted out of social relations) 

(Massey 2)，她進一步指出「空間的就是被『延展出去的』社會關係」(the spatial 

is social relations ‘stretched out’)。同時，梅西也認為用這種概念來詮

釋空間當然也意味我們在活生生的世界的生存是一種「同時多元」(simultaneous 

multiciplity)的空間。這些空間「互相切割、交錯、互相排在一起、或相矛盾

或相敵對地同時並存」(cross-cutting, intersecting, aligning with one 

another, or existing in relations of paradox or antagonism) (Massey 3)。

梅西對認為「空間的」(the spatial)應被視為「跨越所有空間範疇的空間關係

的多元感所建構出來的」(constructed out of the multiplicity of social 

relations across all spatial scales)。這範疇包括「透過國家政治力量的觸

角地理而形成的財經與電訊傳播的全球化的延伸」(from the global reach of 

finance and telecommunications, through the geography of the tentacles 

of national political power)，乃至於「到城市、居住所、家庭、工作場所的

社會關係」(to the social relations within the town, the settlement, the 

household and the workplace) (Massey 4)。 

雖然梅西對「空間的」(the spatial)的完整定義較著重在全球化時代，因

高度科技經濟發展造成國界跨越的衝擊，但是她所側重的「時空的真實多元性」

(the real multiplicities of space-time)對解讀《暗戀桃花源》的主題、戲

劇手法、尤其是因被迫遷移而產生的錯置與失落都有很大的幫助。 

在新的空間概念啟迪下，梅西和卡普蘭對地方(place)、場所(locale)、錯

置(displaced/dislocated)的看法都有別於傳統的定義。我們對地方的看法不再

是單一的、靜止的，而是不固定的、各方角力的(contested)、多元的(Massey 5)。

一個地方的特別「不是因為它的界限和另外一個相對於它的地方定義出來的，而

是透過跟相對於它的地方的連結的混合以及和它的互相連結」(constructed not 

by placing boundaries around it and defining its identity through 

counter-position to the other which lies beyond, but precisely (in part) 

through the specificity of the mix of links and interconnections to that 

‘beyond’)。因此，卡普蘭特別在她的《旅行的問題》(Questions of Travel)

中推崇克利福提出有離散經歷的人對身分的新詮釋：「一個不斷地跨越的錯置和

再發明的時空」(a persistently displaced and reinvented time/space of 

crossings) (Kaplan 134)。卡普蘭和梅西一樣重視空間中的互相連結特性，她

用「連結點」(nodes)來分析空間學中的地方概念。卡普蘭說她的《旅行的問題》

是在研究「錯置的話語」(discourses of displacement)，在各種錯置的暗喻

(metaphor)中，不論是流亡放逐(exile)、觀光(tourism)、離散(diaspora)、遊



牧(nomadism)，都有放置、居住、所在、位置(placement, dwelling, location, 

or position)的指涉，而這些暗喻都有「連結點」的觀念。文化批判中的空間暗

喻也都不但牽涉到包含和排除(inclusion and exclusion)，更和不確定的有縫

隙的空間(the interstitial spaces of indeterminacy)大有關連。卡普蘭也再

次強調地理學者也認同「所有描述和分析模式都是按照敘事傳統，因此都是高度

建構的，而且是歷史偶發的」(all modes of description and analysis follow 

narrative conventions and are, therefore, highly, constructed and 

historically contingent) (Kaplan 144)。也因為這種建構，開普蘭提出這些

學者所說的只是不同版本的「地理想像」(geographic imaginations)。 

至於對場所的看法，梅西還是著重它的建構性和共時性。她說「場所是一種

建構，它是來自於具體的社會關係和社會過程同時地交錯和互動」(localities 

are constructions out of the intersections and interactions of concrete 

social relations in a situation of co-presence) (Massey 138)。由此可見

受到巴克汀和勒費福爾的影響，當代空間學者如梅西和開普蘭都認為，場所或空

間都是認定的社會關係所建構的。 

梅西承認受到「時空壓縮」(time-space compression)的衝擊，大多數的人

都有不安全和不固定的感覺，一種易受傷的脆弱感。在不斷快速變化(flux)中，

人們迫切地需要一點平靜，而「一個有力的地方感就可以給我們在嘈雜中一點慰

藉」(a trong sense of place, of locality, can form one kind of refuge from 

the hubbub) (Massey 151)。但是她也提出這種地方感不再是傳統的地方感。取

代「靜止不動的」(static)地方感是一個「前進式的」(progressive)觀念，它

是「社會互動關係的連結」(the social interactions which they tie 

together)，同時，它也是許多「過程」(processes) (Massey155)。 

梅西指出我們所處的時代帶給我們強大的衝擊。「我們正處在一個非常大的

空間動盪年代，這是一個新的強大的全球化年代，它有及時的全世界溝通，它撕

裂我們曾有的地方完整感，它是一個強而暴力的『時空壓縮』階段」(we are living 

through a period ⋯ of immense spatial upheaval, that this is an era of 

a new a powerful globalization, of instantaneous worldwide communication, 

of the break-up of what were once local coherencies, of a new and violent 

phase of ‘time-space compression’) (Massey 157)。縱和論之，場所、空

間是透過社會關係建構的，而且是對照的。因此我們當下所處的空間非常容易受

到另一空間，或是別的空間所交錯，因此產生錯置(dislocation)。而這個特殊

時代給我們的錯置感、破碎(fragmentation)感、和失去方向(disorientation)

感，跟下文要剖析的《暗戀桃花源》的主題息息相關。 

 

 梅西和卡普蘭兩位女性空間理論家在闡述空間新觀念時，都特別注意到社會

關係的多元性和互相連結性。這點將協助我們更進一步的了解，空間在賴聲川《暗

戀桃花源》中的再現，這同時也有益於了解賴聲川是如何透過舞台分割與交錯來



傳達時空交叉干擾與個人意識的產生。換言之，空間學的新論述將可幫助我們解

讀《暗戀桃花源》如何運用舞台空間巧妙反映台灣當下的時空型特性──亂和干

擾。 

 《暗戀桃花源》的主題呈現出近代中國歷史社會時空的兩個複雜關係特點：

其一為流離失散的錯置。這個時空(time-space)或說時空型(chronotope)的特

性，就是人對移動後帶來的不適應。不論是戰火下被迫與愛人分離而遷徙的江濱

柳，或是逃避妻子譏諷及生活壓力而覓尋「桃花源」的老陶，在台北或桃花源都

有錯誤位置(displacement)及錯誤放置(dislocation)的強烈感受。地理位置改

變，但因為相對社會關係(social relations)的因素改變，他們也另眼看待其所

處的空間。因此，他們的個人意識和身邊的空間關係，遠不如他們和「超越的」

(beyond)、另一個地方的相互互動關係。他們身體所在處已錯變(physically 

displaced)，他們心理所在也隨之錯置(spiritually displaced/dislocated)。

根據《暗戀桃花源》中的故事情節，下文將分三個對峙時空安排來分析劇中傳達

的錯置情結和失落感。  

 

1948 年上海時空 vs. 1990年台北時空 

 

以江濱柳、雲之凡、江太太、醫院護士為主的《暗戀》可以說是個典型的離

散文學，因為故事的主人翁是中國上一世紀戰爭內亂的受害者。卡普蘭在她書中

說根據聯合國的估計全世界現在的難民超過二千三百萬人，大約有二千四百萬人

是住在國家中，但卻是生活在「內在錯置」(internal displacement)的情況下

過著無家或飢餓的生活(Kaplan 101-02)。她也提到「二十世紀的一大特色就是

有越來越多人和他們的國家、地方、民族所在地或身分分開或分離」(The 

twentieth century can be characterized as a time when increasing numbers 

of people have become disengaged or dislocated from national, regional, 

and ethnic locations or identities)。《暗戀》中的江濱柳就是其中的一個例

子。實際上，《暗戀》的導演也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下文中會另文解說。 

《暗戀》一劇係描述1948年夏天來自東北的江濱柳及來自雲南昆明的雲之

凡因抗日戰爭在上海認識、相戀。九月雲之凡因過節回雲南老家，不料戰亂又起，

江濱柳隨國民政府撤退至台灣，旋即與雲之凡失去聯絡。後來雖然與一當地女子

（江太太）結婚，江濱柳始終無法忘記雲之凡。四十年後江因癌症住院，得知自

己將不久於人世，又輾轉得知雲之凡亦已來台，遂登報尋找雲之凡。報上尋人一

事唯有年輕護士知道。江濱柳在醫院中沉默不語，江太太雖常來醫院陪他，卻也

常被江趕回家。江濱柳鎮日沉緬於1948年在上海公園與雲之凡分手前之一幕，

並時常憶起清純專情像朵山茶花的雲之凡。最後雲之凡終於出現在醫院，來探望

江濱柳。原來1949年雲之凡亦由香港來到台灣後嫁人，如今已當外婆。 

江濱柳的後半輩子就是個被迫式旅遊(forced travel)、移民遷徙



(migration)的生活寫照。根據賴聲川田野調查後的虛擬編年史，5「江濱柳，東

北吉林人，二五年生，四○年離家赴成都，四三年入大學，四四年參加十萬青年

十萬軍，四五年抗戰勝利，無家可歸，在上海雜誌社做翻譯工作，四八年認識雲

之凡，八五年得肺癌」(1999b: 208)。這個離散經驗和非常多的上一代的中國人

很相似，但是江濱柳還多了一個刻骨銘心的戀愛悲劇。他的個人兒女戀愛，和大

時代所帶來的家破國難，都是揮之不去的「過去」。 

二十世紀尤其是前半世紀戰亂給中國人帶來的衝擊，真是中國人苦難的高峰

期。清朝與西方列強及日本一連串戰敗、中國革命、抗日戰爭、國共內戰，甚至

延續到下半期的文化大革命，可憐的小老百姓無一倖免。《暗戀》(或說《暗戀桃

花源》)之所以動人就是因為它記錄了像江濱柳這樣的人的顛沛流離與無奈。學

者柯涵(Robin Cohen)在給離散(diaspora)定義時說，離散是個「集體創傷，是

一種放逐，人們夢想返家卻身處流亡」(a collective trauma, a banishment, 

where one dreamed of home but lived in exile) (Cohen xi)。曾演出雲之凡

的丁乃竺在描寫自己如何揣摹雲之凡這個角色時也說， 

 

          導演要我所飾的雲之凡向金士傑所飾的江濱柳起身告辭，同時要江濱 

柳叫住我，問我這些年可曾想過他，而照此指示即興到這一剎那，金 

士傑和我都突然進入一種無法言喻的情緒，忽然間我們似乎觸碰到一 

個核心，一個龐大的東西，我突然對我們上一代的流離失所和許多無 

奈，生出一股強烈的同情心，眼淚不自主的流下。(202) 

 

丁乃竺所說的上一代的流離失所，也正是研究上一世紀的離散文學所關切的一個

課題。從丁乃竺的聯想與感受，我們也可看出四○年代被迫遷徙到台灣的外省

人，他們許許多多的無奈，也感染到他們的第二代，因為他們的艱難經歷正是這

大時代中無數的小人物的悲劇。這不禁令人想起，華裔美籍劇作家黃哲倫(David 

Henry Hwang)在他的《烏鴉飛時》(As the Crow Flies)劇中的中國老太太就說，

「我們生來就是要旅行—一輩子」(We are born traveling—all our lives) 

(104)。這句辛酸話似乎訴說著江濱柳這一輩的人的集體流離命運。江濱柳就說，

「在那個大時代裡──人在裡頭好小」(140)，人在這樣的時空型中，只能慨嘆

無奈，這也是賴聲川所受到的「感動」。他在《暗戀桃花源》1999年重演紀念專

刊上寫道，「那個感動其實一直都存在我心裡，代表一種更大的『錯過』，屬於整

個時代的一種『錯過』」(陶慶梅、侯淑儀 56)。 

其實，《暗戀》就是纏繞在記憶、忘記、追尋、家的幾個主題上。因此，舞

台上的江濱柳是穿梭在 1948 年上海時空和 1990年台北時空的真實和想像之

中。文化研究理論家霍爾在分析離散時說，這些有離散經驗的人「對他們的起源

                                                 
5 賴聲川說明江濱柳的角色塑造其實是受到他的大舅屠益箴先生和另一位家中長輩楊伯伯的影
響，參見賴聲川〈《暗戀桃花源》的誕生〉，頁 206和 208；陶慶梅、侯淑儀《剎那中──賴聲川
的劇場藝術》，頁 155。 



地和傳統保有很強的聯繫，但他們也知道他們是不可能回到過去」(retain 

strong links with their places of origin and their traditions, but they 

are without the illusion of a return to the past) (Hall 310)。霍爾也說

這些人是好幾個交織在一起的歷史和文化的產物(the product of several 

interlocking histories and cultures)。然而，江濱柳卻固執地將自己鎖在記

憶裡。雖然結婚了，卻仍朝思暮想四十年以前的雲之凡。還有三個月可活，卻一

直要趕走他那樸實俗氣的太太，好讓他一個人靜靜的神遊於1948 年上海與雲之

凡的最後一夜。 

梅西看空間時非常注重男人與女人不同的感受。在她的《空間、地方、性別》

書中，她特別研究英國女性勞工與空間的互動。傳統上地方、場所、時空，是從

男性勞工的觀點和他們的相互互動建構的，但梅西發現，空間因女性勞工的參與

而有不同的社會意義和關係。6因此梅西和開普蘭都呼籲學者在做空間研究時應

多注意，是否因女性的參與而有不同的互動與空間意義的生產。然而，在江濱柳

生命中的兩個女人，卻因江濱柳的主觀意識而使她們在他心中所佔有的空間不

同。1948年上海空間因有雲之凡在江濱柳心中佔有優勢空間，而江太太的1990

年(甚至這幾十年來)台北空間在他心中卻處劣勢空間，不受重視。江太太再怎麼

試著取悅他、學做菜、泡茶、到醫院照顧他都無法取代再他心中永遠美麗的、1948

年上海的雲之凡。其實江濱柳的「固執」，實在是跟他那個動盪的時代遺留下來

的、不可磨滅的印記大為相關。正如克利福解析離散話語(diaspora discourses)

所說的，這些被錯置(displaced)的人跟他們的家鄉有強烈的連結關係，而這個

連結感(sense of connection)一定大到可以抵抗磨滅(erasure)，無論是透過忘

記，同化，和距離遠的常態化方式的磨滅(Clifford 255)。這也可說明江濱柳追

尋記憶，是一種對當下時空的抗拒。 

正如卡普蘭所說空間是有縫隙(interstitial)，也包含不確定性

(indeterminacy)，因此江濱柳的空間也存在著多元性，過去可以和現在交錯，

過去時空甚至強佔現在時空。無論是在景美、民生社區、或台北任何一個地方，

空間對江濱柳並非靜止不動的空間，而是有縫隙的、不確定的。可以是1948 年

上海時空，也可以是1990年台北時空。然而，江濱柳對過去的記憶的追尋，使

他對1990年台北時空時常視若無睹，台北的時空隨時可以在他的意識下篡改。

舞台上所搬演的「醫院最後五日的江濱柳」，不斷地被「1948 年上海與雲之凡的

最後一夜」所交錯，舞台上不是一左一右，就是一前一後的時空分割。現實的地

方感被過去所交錯，背叛身所處的位置。所以，強烈的錯置充斥在江濱柳的台灣

生活經驗中。 

事實上，過去是無法時光倒流地重遊，無法追尋。劇作家在《暗戀》一開始

即安排「追尋」這首老歌，不但配合該劇時空，亦點出人們對不可得事物追尋的

渴望及徒然。正如克利福所說的，「可能沒有一個人可以回到故鄉了」(引自卡普

                                                 
6 梅西發現因有女性勞工參與社會生產，空間的意義便有所不同。請參見其書第九章〈女人的地
方〉，頁 191-211。 



蘭 127)。任憑他再怎麼沈醉在白光的歌曲中，江濱柳也是會被拉回現實，回到

1990年台北時空。回到現實的失落感更是令人難以忍受，這都是跨越時空所引

起的失落。梅西在她書中所提到的破碎感和失去方向感(157)，雖然大多是從經

濟、科技、資訊快速流動所造成的時空壓縮引起的，但是那份過去曾有的完整的

地方的感覺，隨著人的被迫遷徙，早已蕩然無存。這種地域上的落差產生的無方

向感或失落，是《暗戀桃花源》使人惆悵的基調。 

 

武陵時空 vs. 桃花源時空 

 

「桃花源」的故事原是家喻戶曉的烏托邦文學，但在《暗戀桃花源》中這齣

廟堂文學經典卻成了學者眼中的「笑劇」(farce) (戴雅雯 215)，不但徹底達到

諧擬(parody)功效，還精確地在主題上和形式上補強空間的錯置和失落。 

在賴聲川等人的改編中，《桃花源》劇中主角老陶卻是個窩囊蟲。他老打不

到大魚，他無法行房，他的妻子春花與有錢人袁老闆有婚外情。在春花和袁老闆

的取笑和刺激下，他溯溪而上去打大魚，但卻不經意地來到桃花源。他極為驚愕

地發現該處有一對白袍夫婦長得與春花、袁老闆一模一樣。在桃花源雖好，但老

陶仍惦記春花。於是他又回到家，欲將春花一起帶去桃花源。但他卻不知這一段

時間，袁老闆及春花都以為老陶已死，二人遂同居生子，但二人關係已從戀人變

怨偶。回家後，在一陣對峙慌亂中，老陶確知帶走春花乃不可能之事。失望中遂

又溯溪欲回桃花源，但卻無法再找到桃花源入口了。 

這個新編《桃花源》故事主軸也是呼應《暗戀》所暗示的訊息：得不到的（人、

事、物）比較美好，猶有甚者是，得到了仍覺得欠缺。老陶(老逃？) (老逃避現

實？)在眾人所響往的桃花源，卻還是有錯置情結，因為那裡少了使他生活完整

的春花。梅西認為，「個人身分認同和那些圍繞我們的事物的身分認同都是經由

互相連結所建構的」(both personal identity and the identity of those 

envelopes of space-time in which and between which we live and move (and 

have our ‘Being’) are constructed precisely through that 

interconnectedness) (Massey 122)。因此地方、空間、身分認同都和其他人事

地物相互密切結合，而這相互密切結合關係才是決定空間意義的最大因素。因

此，梅西也說空間就是一種延展出去的關係(Massey 2)。老陶在桃花源沒有春

花，就沒有相互密切結合的關係，也沒有「被延展出去的」關係。尤其是一天到

晚看到酷似春花的白袍女子，這個欠缺是不斷的被提醒，再怎麼人間仙境、伊甸

園式的天真生活也不對。當白袍女子(仙女)問他這兒生活不好嗎，老陶卻嘆氣

說，「是很好，但是我在這兒並沒有得到我真正想得到的」(173)。 

跟江濱柳一樣，在桃花源時空中，老陶也常被武陵時空擾亂交錯，而這就是

梅西說場所是一種建構，武陵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有春花這個人的關係，因此身在

桃花源，卻因武陵這個相對位置(counter-position)而心繫武陵，這個桃花源時

空型因為另一個在遠方的(“lies beyond”)時空型而不夠重要。老陶的心境因



為還停留在武陵時空，所以桃花源時空也只能帶給他錯置的突兀。拉回現實桃花

源時空，還原孤單的欠缺，也只能帶給老陶失落感。 

在桃花源有失落感，回到武陵更事過境遷，滄海桑田，老陶的不遇似乎在提

醒《暗戀》的江濱柳，得到夢寐以求的過去，得到1948 年上海的雲之凡，未必

圓滿。因此，學者陶慶梅、侯淑儀認為「似乎完成《暗戀》的是《桃花源》」(50)。 

 

1948年上海時空／1990年台北時空／武陵時空／桃花源時空 

vs. 

《暗戀》《桃花源》彩排時空 

 

《暗戀桃花源》一戲幕起時，《暗戀》劇團的導演在台下，而演員在台上正

在作最後彩排。在《暗戀》一劇彩排時，《桃花源》的演員及工作人員亦因次日

要公演而來裝台彩排。因此在弄清舞台究竟是借給了《暗戀》或《桃花源》劇團

前，二團人員都在舞台上儘量趁有空檔就彩排，因此二劇呈現方式都不連貫，互

相穿插，甚至有二劇同時在舞台上各佔一半之地彩排，產生互相干擾的荒謬笑鬧

效果。最後《暗》劇導演讓步，讓《桃》劇先彩排，最後在管理員的不情願多十

分鐘下，《暗》劇才把最後病房重逢戲給排完。這整個彩排過程中，舞台上尚有

一名女子自稱要找劉子驥，亦不斷干擾演員及工作人員。 

《暗戀桃花源》最精彩的地方莫過於台上《暗戀》《桃花源》同台排戲之時。

《暗戀》《桃花源》兩組人馬一起彩排時造成的時空交錯有三個重要的功用。第

一、它產生無可比擬的喜劇效果。第二、是它反映亂和干擾的主題。第三、它成

就了空間的同時性和多元性。 

首先，就《暗戀桃花源》的語言和肢體產生的舞台效果而言，賴聲川對喜劇

藝術的精確掌控令人佩服。7當兩組人馬爭取時間霸佔舞台一方彩排時，時空相

隔甚遠的《暗戀》劇和《桃花源》劇，竟可雞同鴨講的左右呼應。《暗戀》中的

護士是要江濱柳不再想雲之凡的事，而《桃花源》中的白袍女子事要告訴老陶既

然來桃花源那麼久了就不要再想回武陵的事了，沒想到時空相隔，台詞卻接得很

「順」。8接下來的對話仍繼續把六個人兩齣戲全攪和在一起演，原不相關的兩個

時空竟被調和了。無怪乎，曾有一次，「第一排有位觀眾，當場就笑得從椅子翻

下來滾到地毯上」(1999b:209)。中國傳統的鬧劇(slapstick)，或是《桃花源》

這齣笑劇(farce)，都沒有上述《暗戀桃花源》舞台上的荒謬又可笑的對話和情

節來得好笑，因為在某種層次上賴聲川藉由戲劇特有的虛擬，把不可能的時空變

可能。賴聲川本人也提及他的戲劇創作原理──刻意的錯位，「讓兩種明明不搭

                                                 
7 賴聲川對喜劇的著迷和獨到見解，受到希臘戲劇儀典影響，悲劇後總有喜劇的調理。參見陶慶
梅、侯淑儀《剎那中──賴聲川的劇場藝術》，頁。 
8 舉例來說，舞台一邊是護士和江濱柳，另一邊是老陶和白袍女子。當白袍女子對老陶說，「你
已經來了這麼久了，回去幹嘛？」而護士則邊說邊板著手指算江濱柳登報幾天了。老陶雖是對白
袍女子說，但最像在對護士說，「多久了？」此時護士剛好回答江太太「五天了﹗」而白袍女子
卻接著對老陶說「好久了﹗」接得這麼順使得護士和白袍女子不得不「互看一眼」(174)。 



的東西放在一起，不要用內容來連接，讓意義從它們之間的關係產生」(陶慶梅、

侯淑儀 75)。此處賴聲川的創作想法，和空間理論家對空間的多元性和同時性，

在某種程度上來說，似乎不謀而合。 

其實，這裡劇場錯誤再加上語言的巧用，正是時空交錯的第二功用──反映

了此劇「亂和干擾」的主題。賴聲川本人分析《暗戀桃花源》這齣戲的主題與形

式時，就提到此戲「打破禁忌，完成潛意識的願望」。他說， 

 

          我認為這齣戲這麼受歡迎，很多因素是由於完全符合了台灣經驗，就 

是亂、干擾，從這中間鑽出了一個秩序來，滿足了眾人潛意識的願望。 

台灣實在太亂了，這是我們的共同經驗⋯看這齣戲的經驗統一了觀者 

很多生活中的亂象，又涉及最敏感的時事──台灣跟大陸的關係。

(1999b: 209-10) 

 

賴聲川這樣敏銳的劇場藝術家，在1980年代那個特別的時間及空間中看到了

「亂」和「干擾」，看到傳統、禁忌的瓦解現象。某方面來說，這似乎也應證中

國歷史分合說，或黑格爾歷史辯證、正反合理論中那段混沌時段。學者周培凱在

談到中國戲曲在今天所受到衝擊時也語重心長的指出，這個時代最突出的文化生

態現象就是「一切秩序崩解，整個文化傳統要重新建構、重新組合」（79）。而這

近百年來天翻地覆的變化，不但是敏銳學者所見，也是敏銳創作者如賴聲川在作

品中所反映的。 

因此，在兩組人馬共同彩排時，干擾最多，亂相於焉而生。例如，《暗戀》

江太太「邊說《暗戀》的台詞，但注意力被《桃花源》那一半的活動牽走」(171)。

《暗戀》江太太在這一頭「望著《桃》組」說「⋯這醫院好奇怪喲」，同時《桃

花源》老陶也說「這地方真好」(172)。這種安排和對話也就是賴聲川所說的不

搭卻有關係。《暗戀》江太太在這一頭「望著《桃》組」桃花落下，都忘了要去

攙扶試著抓住輪椅的江濱柳。延續前述的雞同鴨講，《桃花源》白袍男子原本柔

和的勸老陶不要回武陵，卻受到《暗戀》江濱柳再三對他太太催促回去影響。因

此當他應該專心勸阻老陶不要回武陵時，他順著情緒一轉身，看見江欲鉤輪椅，

他順嘴就說，「你抓不到」！這個干擾實在太大，連身兼《桃花源》導演極有定

力的白袍男子都會分心。他發現自己接錯台詞後，立即給自己一嘴巴子。這一巴

掌打醒了出神的江太太和護士。二人才趕忙去扶江濱柳上輪椅。可是接下來兩齣

戲更是糾纏不清。兩齣戲不斷地被干擾，產生亂象，但是卻又不住地互動產生關

係。 

 

    江太太 [對江]你要下來，你就說嘛！ 

    老陶  [接回自己的戲]我還能說甚麼？ 

    白袍男子 [對陶]沒有事，最好不要回去﹗ 

    江濱柳 [對江太太]沒你的事，你回去吧﹗ 



   江太太 [對江]我回去幹什麼？[推江往前走] 

老陶  [對白袍男子]我想回去看看我就死心了﹗ 

    江濱柳 [對江太太]沒你的事，你回去﹗ 

     [輪椅已經停在老陶和白袍男子中間] 

    白袍男子 [對陶，但邊瞄著輪椅上的江濱柳]回去會惹事，不要回 

     去﹗ 

江濱柳 [對江太太，但邊瞄著白袍男子]你回去吧﹗ 

     [江太太，老陶互瞄。] (176) 

    

一邊一個要求對方回去，另一邊一個則要求對方不要回去。接下來被要求的江太

太，老陶都不知如何演，而江濱柳和白袍男子則不管自己的戲，借用自己戲中的

台詞互相對罵，直至《暗戀》導演狂吼「停」為止。這樣子的干擾使台下的觀眾

笑到肚子痛，但卻另台上的角色為之瘋狂。但實際上，台上演的正是我們每天受

干擾的生活。雖然，賴聲川提到此戲兩戲並演的靈感主要來自真實的劇團彩排經

驗(1999b:204)，但是不可諱言的，多數現代人對生活的體驗的確是干擾充斥。

在全球化年代，科技高度發展，經濟無國界，人們遷徙移動，許多事物的改變，

已超出人的掌控和想像，亂和干擾也正是現代人的生活特性。 

 第三、《暗戀》《桃花源》兩組人馬一起排戲的時空交錯，成就了空間的同時

性和多元性。上述舞台上空間的分割象徵多元時空，它一方面反映亂和干擾的主

題，一方面也和人的主體意識分割息息相關，意在指涉在多重時空型角力時，人

的主體意識中的干擾亂象。這也正是梅西所說的：這些空間「互相切割、交錯、

互相排在一起、或相矛盾或相敵對地同時並存」(Massey 3)。在《暗戀》彩排時，

或是《暗戀》《桃花源》兩劇組一起彩排時，因為人物眼前所見和腦海中的時空

互相受干擾而在意識中產生空間的同時性和多元性。賴聲川運用舞台上的空間，

舞台的幻象，將同時性和多元性具體呈現出來。簡單的例子如病房內放著白光的

老歌，江濱柳聽著聽著，雲之凡便被召喚上舞台。舞台上的雲之凡，帶回四十多

年前的時空，讓九○年台北醫院的房間時空，有個參照點、對話對象的互相指涉。 

不過，最能顯示空間的同時性和多元性還是《暗戀》中的江濱柳。他把將死

之前的三個月拿來獻給一生的最愛──雲之凡──的回憶。身子仍躺在醫院並床

上，心思遊走到1948年的時空，耳中卻聽到江太太和護士的交談。舞台一邊是

他腦中重演1948年在上海的某晚和雲之凡的對話，舞台的另一邊是江太太和護

士談到江濱柳在台結婚後仍有的「孤僻」的性情，而舞台指示是「以下對話左右

穿插進行，兩個時空互不侵犯」(145)。但實際上，這兩個時空是同時在江濱柳

的腦中「上演著」。雖然他閉目躺床上，他的主體意識卻是此二時空的連結。我

們甚至可以套用梅西的話，形容此時的多元時空型是在「角力的」(contesting) 

(Massey 5)。尤其是在江太太接電話後，江太太的話語，穿越時空，干擾、疏離

正在重溫1948年舊夢的江濱柳的主體意識。 

 



 [病房電話鈴響。江太太接電話。] 

   江太太 喂？⋯[台語]是你⋯不用了，你不用擔心，這裡的事情我 

會處理⋯有啦，都有啦，副作用是一定的⋯是⋯我知道⋯ 

     [江在鞦韆邊疏離了，望著病床旁的江太太。] 

   雲之凡 天氣真的變涼了。 

   江太太 [電話上]⋯醫生有說⋯[哭泣]還有三個月⋯[強忍下來]

沒 

有關係，沒有關係，我很好，我很好，我會照顧的⋯好⋯ 

     [江望著不同時空的江太太。] (146) 

 

此時江濱柳望著他太太，無法像往常一樣繼續找尋舊夢，而舊夢也與原來不受干

擾時的版本有出入（雲之凡的那句話，「你怎麼了？我在跟你說話⋯你有心事？」

是之前所沒有的）。他不但不能如往常一樣的繼續追尋記憶，繼續在腦海中上演

那一夜，他的整個心思還被1990年病房的江太太給帶回沈重的現實。因此江濱

柳先是回頭看江太太，保持沈默，當雲之凡問他，「或許我們在路上曾經擦肩而

過，可是我們居然在昆明不認識，跑到上海也不認識，不知道會怎麼樣？」，他

則「邊看著病房」，邊發現「字越來越難脫口」。當他說出，「我沒有辦法想像⋯

如果我們沒有在上海認識的話，生活會變得多麼空虛⋯」，他竟然整個緩慢下來，

很吃力地才說得出來，而舞台上一片沈默，病房、公園都陷入一種不安的靜態中

(146-47)。 

賴聲川運用舞台幻象和舞台分割，使時空交錯，這個戲劇手法很貼切地顯示

我們對空間的感覺，真的是受到社會關係與人的關係的糾纏連結。所以對江濱柳

來說，三處交叉的時空有不同的社會關係。包括江濱柳心所嚮往1948年與雲之

凡上海的最後一夜、江濱柳身囿於1990年台北醫院病床上的臨終身體、以及1990

年醫院房間內江太太電話交談中有關自己病況的現實。原本江濱柳心靈沈浸在

1948年的上海夜，但在江太太接了電話與不知名的對方談到自己嚴重的病情只

剩三個月，此時，江濱柳的意識從1948年被拉回1990年的此刻，意識與時空交

錯來交錯去。江濱柳的意識穿梭使過去影響現在，現在影響過去。其實他心裡放

不下現下當刻的時空，尤其是他的太太。因此，即使在一遍又一遍百演不厭的過

去，最沈浸的那一夜時空，江濱柳的心思也掛念他結縭幾時載的台灣太太。在聽

到妻子提到自己的這一剎那，甚至說，在整個江太太的電話交談中，同時佔據江

濱柳的有過去與現在兩個時空。這裡明顯地看出1990年時空受1948年時空交

錯，而佔優勢的1948年時空竟又被1990年時空分割。 

另外一個也有兩個時空同時交錯的是《暗戀》一劇的導演，也就是江濱柳故

事的真實主角。他自始至終都在尋找「當時」的感覺。彩排《暗戀》時，他除了

看著眼前的《暗戀》地排練，上海那一晚的故事也不斷在他腦中重複印製，使他

怎麼也無法滿意演員的詮釋。看著自己的故事「被演得不真實」，他從氣憤地衝

上舞台來說，「你要我怎麼說？江濱柳怎麼會是這個樣子？我跟您說過多少次？



他是孤兒中的孤兒，在日本鬼子刺刀下長大」(147)！接著，《暗戀》導演由憤怒

轉成悲哀地說，江濱柳「離鄉背井，四處流浪⋯到了上海⋯在大上海認識了他一

生中再也不會忘記的雲之凡。」離散原本是指離開故鄉、跨越疆界、和新文化遭

遇時，對過去文化傳承所作對抗(Safran 87)。雖然《暗戀》導演的離散經驗是

在同一個文化，同一個國家，但是他的流離創傷，卻使他永遠處在兩個時空中，

我們甚至可以說他自始至終都無法將自身從像真實的（建構的？）過去中抽離出

來，因為他的腦海中不斷重複上演著1948年與雲之凡在上海的最後一晚，重複

著「我記得當時，不是這種感覺」。《暗戀》導演的現在受過去干擾，過去是回不

去，但是，如前所述，過去的時空不斷交錯於現在，現在只有不斷與過去 「對

話」。但是實際上，《桃花源》的主題也是要提醒《暗戀》導演，過去不見得那麼

美好，也回不去過去。 

 

 運用梅西和卡普蘭地空間學觀點讓我們知道，空間、場所、地方等，是因著

社會關係的產生而建構的。因此，在解讀《暗戀桃花源》時，我們發現江濱柳、

老陶、甚至《暗戀》導演，即使身處在他們個人的當下時空，卻常受另一時空交

錯干擾而產生錯誤位置或錯誤放置的強烈感受。不論是戰火下被迫與親人愛人分

離而遷徙的江濱柳，或是逃避妻子譏諷及生活壓力而覓尋「桃花源」的老陶，甚

至是《暗戀》的導演，在台北或桃花源都有錯置的感覺。雖然他們都跨越了某種

疆界，到達了另一個地方，但因相對社會關係改變的因素，他們卻另眼看待其所

處的空間，而且無法適應流離失散的錯置，時空界限跨越的失落。因為身體的移

動，所處之地方改變，但人的心裡卻沒有改變。江濱柳(《暗戀》的導演?)來台

四十多年心中未曾忘記與雲之凡的那一段情，不論眼前當下發生何事，他永遠神

遊於1948年上海公園的那一夜。老陶在眾人嚮往的香格里拉也無法忘記在武陵

家中的春花。生理上，身體跨越了疆界地域，也受到當地新環境、新時空的強烈

衝擊；然而，心理上，雖然可以自由的跨越界限，但是這些流離的人，無時無刻

不感受到錯置，永遠選擇游移(in-betweenness)，他們心中的反抗、失落，自是

不可言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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