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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曼‧藍波安小說《海浪的記憶》

中的奇異修辭及其族群指導 
 

宋澤萊 

臺灣文學作家 
 

【摘 要】 

近年來原住民的族群運動蓬勃發展，在運動中提出許多新的主張，十分動人。但是，裡

頭也包括了呼籲原住民與漢人社會斷絕經濟社會關係，返回原住民世界的的極端要求，他們

認為原住民有一個「元社會」可以回返，夏曼‧藍波安就是很典型的一位。他前期的作品還

沒有做這種族群指導，但是後期越來越坦白地做了這種呼求。本文旨在質疑夏曼‧藍波安這

種族群指導，提出這種呼求將會帶給原住民更大的衰弱、痛苦，並非用來否定夏曼‧藍波安

的文學技藝。 

 
【關鍵詞】族群指導、原始漁撈經濟社會、弗萊（Northrop Frye，1912-1991）、悲劇、傳奇劇 

 

那麼，我不禁要問，夏曼‧藍波安這種企圖要回歸到達悟族原始漁撈經濟社會的族

群指導是正確的嗎？ 

壹、前言：蘭嶼社會與作家夏曼‧藍波安的簡介 

夏曼‧藍波安是當前蘭嶼達悟族的文學作家，也是原住民十族裡有名的作家之

一。他的著作提供了瞭解達悟族的外在社會和內在心靈的第一手資料，算是很典型的

一位「民族小說家」，他的文學是很重要的。 
不過，眾所周知，夏曼‧藍波安最近出版的的小說集《海浪的記憶》，在語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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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了很大的變化，對於唸慣了他以前使用「流暢的」北京語所寫的文學作品的讀者而

言，他特殊的敘述文句和章節結構，都構成了一種挑戰。原住民作家巴蘇亞‧博伊哲

努（浦忠成）曾經這麼說： 
「閱讀原住民族的文學作品，或有覺得其結構與文字因不同於漢族文學而做褒

貶，事實上，不同的民族與文化之間必有其獨具的文學表述樣式，也有其難以替

代的經驗和記憶，有些情感和思維相似，可以直接攬其意蘊，陌生而疏遠的部份

就必須超出文字和結構的限制，在文化的層面和生存的處境找尋入口。」1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的這段文字是很玄的，並不比最近夏曼‧藍波安後

期的小說文字好懂。不過，如果我的理解不錯的話，這段文字的意思是說夏曼‧藍波

安最近會將小說的文字和結構「陌生化」，乃是有其「文化層面」和「生存處境」的

內在因素，如果我們找出了這些原因，我們就能夠同意他這麼做。 
的確如此，我覺得最近夏曼‧藍波安刻意用他的小說來雕鑿達悟族殊異的語法、

思想、風俗、宗教信仰，同時推崇了達悟族的海洋和水芋的農漁經濟生活，並且明顯

的故意將民族的這些文化和生活給予「神聖化」。事實上他已經借用他的小說做了族

群的指導，希望達悟族能回返到一個尚未被漢人和近代文明污染的「元世界」。換句

話說，夏曼‧藍波安的近期小說不像前期一樣，只是一種向著當代文明做抗議以及向

著族群回歸做試探的小說，它已經變成一種族群未來方向的指導手冊，變成了一種民

族回返運動的堅強的示意圖，裡頭具備了強烈的屬於他個人的意志力量。這是一件可

以叫人驚訝的事！ 
這篇文章就是用來探討這種轉變，希望有助於讀者對夏曼‧藍波安最近的小說之

理解。 
在正式談到他的小說之前，我們先就屬於達悟族的蘭嶼和夏曼‧藍波安本人，避

免因為完全陌生而產生誤解： 
蘭嶼，這是二戰後的名稱。在日治時代，臺灣本地人和日本人都稱她為「紅頭

嶼」；歐洲人則稱呼她為 Botel Tobago。她的面積只有 45 平方公里，是方頭歪尾的蟾

                                                  
1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海洋思維的悸動〉，《海浪的記憶》（台北：聯合文學，2002 年），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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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小島。距臺灣南端的鵝鸞鼻 40 海浬，距台東縣治 49 海浬。她與北面的綠島是同一

系統的火山島，向南隔著巴士海峽與菲律賓的巴丹島相望。 
全島大部分是丘陵，僅部分的海岸線有迂緩坡地和海灘平原。島的中心叫做芳蘭

峰﹝舊稱紅頭山﹞，最高處是海拔 548 公尺。蘭嶼的東南端 5 海浬還有一個小島，叫

做「小蘭嶼」，是一個無人島。 
蘭嶼海濱分布有相當厚的珊瑚礁，證明這個島繼續不停地隆起，也構成幾個由礁

岩所形成的風景區。各社前有珊瑚弧，形成船隻停泊的港口。不過，大部分海岸線單

調少曲折，如果不是巨岩凸起就是單調斜坡2。 
她的氣候是正式的熱帶氣候，年平均溫度在攝氏 26 度，一年的季節只有冬夏兩

季，夏季長達八個月，冬季只有四個月。由雨量紀錄看來，她屬於熱帶性多雨區3。 
蘭嶼的達悟族在日本時代稱為雅美族，分布在六個村落裡頭，分別是紅頭社、漁

人社、椰油社、朗島社、東清社、野銀社。每一村落都位在潮汐線後之礁岩山坡上，

有漁村兼農村之便利。 
據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的資料顯示，在西元 1957 年蘭嶼的人口是 1560 人，共

416 戶，分散在上述六社裡頭。在男女性的比例上一向有男略多於女的現象。達悟族

的家族型態是父系主義，並且是相當絕對，很少有女性家長4。他們主要的生產方式

有二：一種是以水田定耕與山田耨耕的農業；另一種是海上捕魚。山羊放牧與豬雞等

家畜飼養及野生動物的採集是次要的生產方式5。 
達悟族也是一個自給自足的手工藝社會，基本器物包括衣服、船隻都是靠著自己

的原料和傳統技術製成。可是，其農漁生產方式並不是最原始採集的方式，因為農業

灌溉系統已經有相當的發展，捕魚文化亦相當進步。他們在建造漁船時的奢侈和細密

程度頗叫人驚訝，一艘漁船的建造往往要使用八、九種不同的木材才能造成。其他比

較重要的器物的製造皆是如此，大半要找尋特別適合的材料再開始施工，從不苟且了

                                                  
2 見衛惠林，劉斌雄，《蘭嶼雅美族的社會組織》（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出版，1962 年），頁 1。 
3 同註 2，頁 3。 
4 同註 2，頁 17-18。 
5 同註 2，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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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尤其以儀式中必須使用的器物更是考究6。 
夏曼‧藍波安，西元 1957 年生於蘭嶼，達悟族人，淡江大學法文系畢業。他的

漢名是「施努來」，乃是小時候地方的戶政事務所隨意給達悟族人安上的一個漢名。

為了求學和生活，他曾離開了蘭嶼 16 年，生活在臺灣的都市裡。 
西元 1984 年，「臺灣原住民權利促進委員會」推動了臺灣原住民運動，這個運動

曾吸引了原住民各族的高級知識份子，對於游離於權力圈之外、反抗意識濃厚的原住

民知青尤具吸引力。90 年代後半期，施努來在臺灣北部打零工，有時候開計程車謀

生，此時，也正是原住民運動勃發的時期，施努來終於投入了西元 1988 年的春節過

後的反抗核廢料儲存蘭嶼的運動。 
這一場運動之後，許多原住民的知青開始反省他們在外求學，被逼切斷了與原居

地母體文化聯繫的危機，開始有人認為應該回返原居地，使自己免於和母體文化越來

越脫離，因此，許多人開始反省追尋，企圖填補這個巨大的鴻溝。到了 90 年代初

期，施努來終於回到了蘭嶼，開始過著祖先所傳留下來的漁撈經濟生活，企圖徹底洗

刷被漢化的污名，達到完全恢復原住民自尊的境界。 
回來蘭嶼後，向戶政人員抗議，他改回自己的名字，叫做夏曼‧藍波安；他曾短

暫的當國小、國中的代課教員，向學生宣揚自己傳統的文化生活，更重要的是他努力

學習潛水射魚，接受海洋的洗禮，廢棄了文明的貨幣經濟生活，改行原始的勞動經濟

生活，肯定了蘭嶼傳統生活的基本價值。同時整理蘭嶼的口傳文學，將之出版，企圖

保留蘭嶼的傳統文化7；後來又出版兩本小說。到目前為止，他共出版了三本書，非

分別是： 
《八代灣神話》 晨星出版社，西元 1992 年 9 月出版。 
《冷海情深》  合文學出版社，西元 1997 年 5 月出版。 
《黑色的翅膀》 晨星出版社，西元 1999 年 4 月出版。 
《海浪的記憶》 聯合文學出版社，西元 2002 年 7 月出版。 

                                                  
6 同註 2，頁 11-15。 
7 以上有關藍波安的事蹟請參見關曉榮，〈從施努來到夏曼‧藍波安〉，《冷水情深》（台北：聯合文學，

1997 年），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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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兩個階段不同的小說修辭 

如果我們以修辭將夏曼‧藍波安的文學加以分期，則截至目前為止，可以分成兩

期。《八代灣神話》《冷海情深》兩本書算是前期，（《黑色的翅膀》也可以算是前期，

因為文字還不那麼奇異，是悲劇寫實的，但是內容已經向後期的傳奇浪漫發展了）；

《海浪的記憶》一書算是後期。 
在前期，夏曼所使用的文字是典型當代流利的北京語文字，我認為他的北京語文

字是屬於明朗的、清晰的那種北京語文字，從不故弄玄虛或是矯揉造作，沒有做過多

的修飾。比如說，他曾經在《冷海情深》這本書裡用了一大段的文字來描寫某一次他

和海中的「浪人鯓」搏鬥的情況，他這麼寫： 
「在此之前，我曾經射中過約有五、六斤大的浪人鯓，其中的一條，在我射中牠

之後，剎那間把我拖到海底，為了孩子們未來的歲月不能無父養育的情況下，我

使盡全身力氣，握緊槍柄地往海上衝。在接近海面可以吐氣呼吸前的半公尺， 
牠又使盡蠻力的再把我拖下水中。我拚命的用蛙鞋與牠在海中搏鬥，我的氣快沒

了，但牠依然是那麼有力的企圖拖走我的魚槍。而我如果放棄魚槍的話，可能要

浪費兩、三個月的時間去重做魚槍，其次是，用這尾大魚孝敬我的父母親，孝敬

我的伯伯、叔叔們，並妄想用它來累積自己在這方面的傳統社會地位、聲譽及抹

滅「生存技能退化」的污名。我於是喝了兩、三口水般多的海水而後打嗝，試圖

延長呼吸。因此再次用盡餘氣的拍動蛙鞋，把浪人鯓魚急速的拉回海面，就在此

瞬間，牠忌憚我吃牠的鮮肉而尾部用力一拍，即刻地把我槍裡堅硬的鋼條結實地

拖走。哇……好長的時間我呆住了，當我浮到海面呼吸一口氣時，我已全身癱

瘓，頭昏目眩，眼冒金星。我用缺氧的、神智不清的大腦，暗紅的眼珠目送流著

血，拖著鋼條的大浪人鯓魚沿著礁溝，也非常疲憊的遠走。」8 
像這種文字和語法結構，就是夏曼前期非常典型的書寫範例。識貨的人馬上就知

道這是一種寫實技法，作者藉著文字想重現當時他和浪人鯓搏鬥的狀況，並且堅信它

能夠重現。換句話說，能夠重現當時的景象是作者的最高期望，其他都不重要。也因

                                                  
8 夏曼‧藍波安，〈海洋朝聖者〉，《冷海情深》（台北：聯合文學，1997 年），頁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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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內行的人一看就知道，這段的部分文字其實還可以修改，有些文字顯然並不那麼

準確，有些句子的語法顯然不夠嚴密。可是，作者並沒有修改它，作者顯然覺得已經

夠了，他並不想要強調其他什麼東西，因此，當然沒有改動的必要。用一般老師常送

給學生的評語，我們說夏曼這段文字是「生動自然、沒有鑿痕」。 
但是，到了《海浪的記憶》這本後期的小說時，這種「沒有鑿痕」的風格變了，

你會看到很奇怪的文法和文字，甚至有些句子如果沒有經過作者的「解碼」，根本不

知道它的意思是什麼。你可以感覺到，後期的夏曼‧藍波安很在意地使用了一些特殊

的文法和句子，他是故意這麼做的。也因此，他的文學不再是那麼隨興，變成是一種

過份有為的文章文字，處處皆有機心。既然有機心，當然他的小說比較前期已經不再

是那麼好唸，我想不免要嚇跑一些不知其所以然的讀者。 
我們概括的來看，他後期的怪異的文法和文字修辭，有底下幾種： 

(一) 詩一般的語言隨時取代了散文的語言： 
《海浪的記憶》這本小說裡，隨處都可以找到詩的語言，在單篇的〈海浪的記

憶〉開頭的第一段，就這麼寫： 
「因為有很多天空的眼睛的微光，讓我們明顯的辨識黑夜裡島嶼的黑影。我們繞

過岬角的激流湧浪，避免頂流迎波。已故的小叔在船尾穩穩的掌舵，星羅碁布的

星星，微光在他厚厚的肩背反光，清爽的夜色，柔軟的海面恰是飛魚季節正常的

氣候。」9 
就在這段短短的文字裡頭，它使用了「天空的眼睛」「柔軟的海面恰似飛魚季節

正常的氣候」這樣的句子，其實都是詩的寫法。前者的修辭是一種「借代法」，「星

星」被「眼睛」取代了；後者的「恰是」則是一種隱喻。所謂的隱喻，它能加強文章

的夢幻感，在《海浪的記憶》這本書裡，不乏這種隱喻，諸如： 
「『魚』這個名詞，是走入墳墓前不能磨滅的痛。」 

「海是他名符其實的冰箱」 

以上都是屬隱喻的詩的語言。我認為這麼寫是要營造一種氣氛，使文章變得有一

                                                  
9 夏曼‧藍波安，〈海浪的記憶〉，《海浪的記憶》（台北：聯合文學，2002 年），頁 26。 



 

 
22 

 臺 灣 學 研 究

第三期 / 96 年 6 月

種朦朧的感覺，使他向著浪漫的世界做一種移動。這裡隱藏了很深的作者的企圖，等

一下我會提到種企圖心的目的。 
(二) 吟唱隨處取代對話： 

比如說〈再造一艘達悟船〉這一篇文章裡，當阿尼飛浪夫婦找大哥馬納威當船長

時，這位大哥由於年紀太大，否決了他們的邀請，就「說」： 
「假設人象徵是太陽的話， 
我與你們的表嫂已是逐漸往下移的陽光了， 
我深深感動被你們敬重。 
……… 

…… 

…」10 

阿尼飛浪聽了大哥的否決後，就「說」： 
「…… 

… 

我不可否決有智慧的老人， 

因為那是最大的禁忌。 

就讓你的肺腑之言， 

在我的心臟深處休息吧！」11 
我們注意到，這裡的「說」其實不是一種真的對話，而是一種歌詞。這種特殊的

寫法當然已經跳離了一般小說的寫法。據說達悟族有許多的歌謠，族人也常自編歌

曲，來紀念自己或團體在世界上的作為，流傳給後代12。大概由於這個原因，夏曼‧

藍波安的《海浪的記憶》裡用了許許多多對唱的歌謠來取代對話。這種書寫使得他的

小說變得「崇高」起來，很像是一種歌劇劇本，尤其以〈再造一艘達悟船〉這篇小說

最具歌劇味道。他所描寫的造船的這個家族的人，頓時都顯得非常「崇高」，如同達

                                                  
10 夏曼‧藍波安，〈再造一艘達悟船〉，《海浪的記憶》（台北：聯合文學，2002 年），頁 88。 
11 同註 10，頁 89-90。 
12 本‧奇伯愛雅，《雅美族的古謠與文化》（台北：常民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 年），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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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族古代的貴族或武士，與一般芸芸眾生截然不同。我認為這種修辭也隱藏著作者很

深的目的在裡頭。 
(三) 達悟族特殊的日常用語： 

日常特殊用語也被帶入小說裡頭，比如說： 
「天已經破了」13 
「嗯，妳的話會帶著我的腳的」 
「我正需要你移動漂流木﹝屍體﹞/苦了他林木沒有葉片﹝膝下無子﹞。」 
這些特殊用語在他族的社會裡是不被聽到的，一旦在小說中出現，讀者立刻就驚

覺到達悟族的味道很強。 
(四) 殊異性的語法隨處可見： 

另有一種是十分怪異的語法。它們可以不經說明就讓讀者知道意思，只是會讓人

覺得很奇怪，因為在北京語裡頭不常有這種文法。比如說在《海浪的記憶》裡，有這

樣的段落： 
「你們大家好！你們走路在我們的部落做什麼？」14 
「你們帶走你們的吵鬧出去玩」15 
「老人的話，你把它休息在你的內心的深處。」16 
這些殊異性語法的出現，一下子就抓住了我們的注意，和漢人所寫的的小說分化

了開來。 
(五) 隨處出現的宣達式的語句： 

還有另一種是接近論文式的宣達文字的出現。這種文字使人想到先知﹝巫師﹞所

唸誦的經文。比如說在〈再造一艘達悟船〉這篇小說裡就有一段這種的文句： 
「女人的芋頭猶如男人的飛魚，合力填滿船身，把自家的庭院當成大海，吟歌唱

詞的眾人合音自會隨著浪濤傳遞在祖靈回航的旅程。對達悟人而言，大海恆常不

                                                  
13 夏曼‧藍波安，〈海洋的風〉，《海浪的記憶》（台北：聯合文學，2002 年），頁 35。 
14 夏曼‧藍波安，〈龍蝦王子〉，《海浪的記憶》（台北：聯合文學，2002 年），頁 180。 
15 同註 14，頁 191。 
16 夏曼‧藍波安，〈浪濤人生〉，《海浪的記憶》（台北：聯合文學，2002 年），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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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性格，是創作歌詞的無限場域，也是讓人懂得謙虛的源頭。」17 

它其實也是一種具有詩性質的文字，不過，卻更接近論文。我認為這種文字具有

「神聖化」他的小說的功用，他的小說因此帶有宣示的、啟示的作用。但在這些畸異

的修辭轉變中，最令人感到驚訝的是，他的小說已經由早期《冷海情深》的純粹「悲

劇」轉變成《海浪的記憶》的「傳奇﹝一種特殊的浪漫劇﹞」了。儘管他寫的還是蘭

嶼，而且寫作的時間也只有相差大約在 3、5 年左右，但是文類已經完全改變了。我

覺得這種現象很值得我們另闢一個段落來加以解說。 

二、悲劇忽然變成傳奇 

為什麼我說前期《冷海情深》是一本「悲劇小說」呢？ 
這本短篇小說，最早發表的一篇叫做〈飛魚的呼喚〉，於西元 1992 年登載於中時 
晚報副刊。這篇小說用來描寫一個叫做達卡安的原住民小孩，他已經是國小六年

級的學生，由於他的成績非常不好，考試常常零分，他甚至還不會背誦ㄅㄆㄇㄈ和九

九乘法表，被別人和老師封為「零分先生」。不過，他卻很能幹的和父親出海捕飛

魚，被許多人所稱讚，他也希望自己長大後變成海上的勇士，成為捕飛魚的英雄。由

於爸爸一直認為不好好讀書將來沒前途，擔心將來到臺灣時沒有競爭謀生的能力，爸

爸三番五次要他好好唸書，但是事實上他根本不能唸書，因此，他陷身在「零分先

生」或「飛魚先生」的矛盾中，無法掙脫這種苦惱。像這種小說當然是一種悲劇，無

論怎麼說，達卡安的壓力很大。 
《冷海情深》裡最晚發表的一篇應該是〈無怨……也無悔〉這一篇，發表於西元

1997 年的《山海文化》。文章瀰漫了一種無以言傳的悲情。主角是夏曼‧藍波安自

己，文章裡寫他全家六個人﹝父母親、妻子、三個小孩﹞都想要將他趕出家門去臺灣

謀職的事，因為夏曼不懂賺錢，天天往海裡潛，可以是說完全不負責任的家長。小說

的後半雖然描寫他又去潛泳射魚，並且得以見到最巨大的浪人鯓，因之十分興奮，但

是整篇文章所埋下的悲情實在濃得化不開，引人同情。這一篇也是悲劇。 

                                                  
17 夏曼‧藍波安，《海浪的記憶》（台北：聯合文學，2002 年），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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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看到，不論是小孩的達卡安或大人的夏曼‧藍波安，他們想以海洋的原始漁

撈方式來生活都必須付出代價，他們沒前途又賺不到錢，命運的結局事實上是可以預

估的，他們正一步步走入自己所堅持的悲劇之中。 
我認為「哀傷」這個情緒，在《冷海情深》這本小說中處處可以被感受到，也是

這本小說的基調。相當反映了夏曼‧藍波安剛剛回到藍嶼時所面對的困難。他用他的

小說喚起我們對他以及他的族人的憐憫，爭取我們的同情。因為不論達卡安或夏曼‧

藍波安這些小說的主角，都是與我們處身在社會的同一階層，是屬於所謂「低模仿」

的悲劇人物，很容易就引起我們的關心。 
加拿大籍的文學批評家弗萊（Northrop Frye，1912-1991）說： 

「在低模仿的悲劇中，憐憫和恐懼沒有被清除，也沒有被吸收從而轉化為快感，

而是像哀傷感那樣在外部交流。事實上，『哀傷的』（sensational）一辭如果不讓

它帶有價值判斷方面的貶義，則在文學批評中是非常有用處的。用以描述低模仿

悲劇或家庭悲劇最好的詞也許是哀婉劇（Pathos），哀婉與含淚的哀傷反應有著

緊密的聯繫。哀婉劇的主人公由於有一種能引起我們同情的弱點而遭到了孤立，

其所以引起我們的同情是因為與我們的經驗處在同一水平上，雖說是主人公

（hiro），但哀婉劇的中心人物卻經常是一位婦女或一個孩子。」18 
弗萊這一段話旨在於說明哀傷在悲劇中的重要，捨掉哀傷，低模仿的悲劇可能就

不成為悲劇了。弗萊對於悲劇的解析，已經足夠說明《冷海情深》這本小說集的本

質。 
我本人也認為悲劇另有一種作用，即是控訴當權者的不公不義，借之來宣洩情

緒，叫當權者知罪。譬如說，臺灣日據時期的作家幾乎都寫悲劇作品，這個意思不是

說日據時期的臺灣人完全沒有歡樂，而是說小說家們故意藉著一篇篇的悲劇小說來達

到控訴日本人霸道佔領臺灣的目的。夏曼‧藍波安也一樣，不是說蘭嶼人民日常生活

中一絲絲的歡笑也沒有，而是說夏曼故意將小說集《冷海情深》寫成悲劇，好用來抗

議臺灣當權的漢人政府，好叫漢人政府知罪罷了！ 

                                                  
18 弗萊（Northrop Frye，1912-1991）著，陳慧等譯，《批評的剖析》（天津：中國百花文藝，1997 年），

頁 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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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為什麼我說後期這本《海浪的記憶》小說集是一種傳奇呢？沒錯，所謂的

傳奇就是一種浪漫的故事。原因是《冷海情深》的哀傷到了《海浪的記憶》時轉薄

了，甚至被一種浪漫的情緒所替代了。《海浪的記憶》這本後期小說集描寫的人物和

《冷海情深》有極大的不同。前者是以描寫他周邊的親戚和朋有友為主，主角都是他

人，用來廣蒐蘭嶼的過去歷史（可以上溯到日本時代或傳說時代）和社會的人際聯

結；後者大半以自己為小說的主角，可算是自傳體的小說。值得注意的是有許多在前

期《冷海情深》所描繪的現實的和心理的苦惱，一來到後期《海浪的記憶》時都被克

服了，或者當成若無其事了。比如說發表於西元 2001 年的小說〈龍蝦王子〉，描寫一

位部落裡頭叫做夏曼‧馬洛努斯的人的故事，他以善於抓龍蝦有名，有時會賣出他的

龍蝦來賺錢。他在唸完國小六年級後，本想繼續唸國中，他本人也很想繼續唸書，但

父親阻止了他這個強烈的願望；他結婚後生了七個小孩，生活壓力當然很大。不過，

文章中提到三十年後，當這位「龍蝦王子」回憶當年不能升學這件事時，已經毫無遺

憾之心了；同時，文章裡還提到他的小孩向他要錢而他沒有錢時，他只是把小孩的手

撥開，在小孩的掌心放一枚魚乾，他已經不在意沒有錢了，換句話說，「窮」這個威

脅已經被他用不理不睬的態度克服了。在西元 2000 年所發表的單篇〈海浪的記憶〉

已經提到夏曼‧藍波安有能力獵取浪人鯓宴請親戚的事，看得出他已經洗刷了「被漢

化的達悟人」的污名，受到社會的敬重，他已經克服了他心裡頭最大的「障礙」。最

不可思議的是，前一本書裡出現的小孩「達卡安」在後一本書的單篇〈海洋的大學

生〉裡頭又出現了一次，不過，這時的達卡安已經由國中畢業了，他去臺灣的工廠做

了三個月的工又回來，沒賺到什麼錢，但是，他毫不在意，他決定變成一個蘭嶼捕魚

的人，因為他捕魚的技術非常好，足以做為畢生的職業。他談起海洋的捕魚活動時滿

懷興奮，自覺前途一片光明。他當然不會繼續唸書，他用不再唸書克服了再受教育這

個負擔，甚至可以封賞自己一個「海洋的大學生」的頭銜。 
真的，在後一本小說裏面，幾乎所有的困擾都被克服了，最重要的是「貧窮」這

個悲劇不見了，蘭嶼已經成為無憂無慮的原始經濟伊甸園。同時，他介紹的每個人對

未來似乎都懷有一種樂觀和達觀（至少是樂天知命），他們已經不需要別人的同情。

小說非常推崇故事人物的海洋經驗，視為無上可貴的人生經歷。因此，故事也蒙上一



 

 
27

夏曼‧藍波安小說《海浪的記憶》中的奇異修辭及其族群指導

專 論

層浪漫的情緒，有些人物很像是傳說中的英雄，光是看〈龍蝦王子〉〈海洋大學生〉

〈三十年前優等生〉這些篇名，就知道英雄已經誕生了。最值得注意的是〈再造一艘

達悟船〉裡頭描寫了一位叫做夏本‧阿尼飛浪的人，造了一艘十人大船的故事。六十

二歲的這個英雄，獨自砍下了 38 棵大樹，三個月內完成所有的工作，乃是島嶼上六

個部落裡未曾有過的紀錄，雖然苦不堪言，然而這個英雄知道，這是為了要追求象徵

達悟男人最高榮耀所必須承受的重度疲勞。小說裡頭使用了詩一般的語言、相互唱和

的歌謠、宣達式的文句，歌頌了這個造船的人，塑造了夏本‧阿尼飛浪成為族人的英

雄，最後，所有的障礙都遭到克服，他受了大家的無上恭維。這篇小說已經不是普通

的文類，已經是百分百的傳奇小說。 

所謂的傳奇，就是歌頌英雄的文類。他起源於歐洲中古世紀的英雄史詩，是英雄

征服他的敵人和環境的敘述體故事。英雄超凡入聖，能克服敵人、征服邪惡、贏得美

人歸。《海浪的記憶》裡頭的小說人物，許多人似乎都具有這個品質，他們或者征服

了海洋環境，或者征服了工作上的困難，或者征服了巨大魚類，或者征服了心靈的創

傷；他們可能遭遇到許多的險惡，但大都能很勇敢的與之搏鬥、廝殺，到最後都能贏

得族人的尊敬，可說是這本小說最大的特點。 

加拿大籍的文學批評家弗萊（Northrop Frye，1912─1991）說： 

「浪漫（傳奇）故事的完整形式，無疑是成功的追尋，而這樣的完整型式具有三

個主要的階段：危險的旅行和開端性冒險階段；生死搏鬥階段，通常是主人公或

者他的敵人或者兩者必須死去的一場戰鬥；最後是主人公的歡慶階段。我們可以

用希臘術語分別稱三階段為對抗（agon）或衝突、生死關頭（pathos）或殊死搏

鬥，和承認（anagnorisis）或發現，及對主人公的承認──主人公明確證明他是

一位英雄，即使他在衝突中戰死亦復如此。」接著又說：「一個涉及衝突的追

尋，需要兩個主要人物：一位主人公（protagonist）或者英雄人物（hero），另

一位是敵對人物（autagonist）或敵人（enemy）。（中略）。敵對人物可以是普

通人，但是，如果浪漫故事越接近神話，那麼英雄人物就越富有神的特徵，敵對

人物也越具有魔怪式的神話特徵。浪漫故事的基本形式是辯證的：一切都圍繞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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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與其敵人的衝突進行，而且讀者的所有評價都與英雄聯繫在一起。」19 
這一段敘述已經足夠說明《海浪的記憶》這本小說集的本質。 
其實，他故意在小說裡頭使用詩一般的語言、吟唱、宣達式的語氣，其目的都是

為了加強小說的傳奇性。既然如此，我們不免會在心裡頭懷疑，《冷海情深》和《海

浪的記憶》的完成只相差 3、5 年的光陰，為什麼他們之間的性質完全不同呢？所有

在《冷海情深》裡所提出來的問題，來到了《海浪的記憶》裡，竟然完全的被克服，

好像這些問題都不成其為問題。最奇怪的譬如說「窮」這個問題，為什麼竟然不成為

蘭嶼的一個問題了呢？還有島上人口老化，不能再捕漁的人越來越多，年輕人到臺灣

找職業的人越來越多，捕魚的工作已是夕陽中之夕陽的工作，為什麼也不成為問題了

呢？…… 

我認為林林總總的這些問題依然存在，只是夏曼‧蘭波安故意忽略（不提）這些

問題。這種奇怪的轉變呼應了新歷史主義學者海登‧懷特（Hayden White）所說的，

作家在寫作之前可以任意在傳奇式（Romantic）、悲劇式（ Tragic）、喜劇式

（Comic）、譏諷式（Satiric）﹞這四種文類裡頭先選取一種，然後開始書寫。同樣寫

蘭嶼，夏曼‧藍波安可以將她寫成愁雲慘霧的蘭嶼，也可以將她寫成一個無憂無愁的

伊甸園。夏曼‧藍波安只是先用悲劇來寫蘭嶼，後來為了某種目的，就改用傳奇來寫

而已。 
不過，提到臺灣的傳奇文學，大半都不是寫實的文學，而且都具有宣揚作者信念

的目的，截至目前為止，我發現臺灣的傳奇文學包括清代郁永河文學、日據時期的西

川滿文學、當代的朱西寧的《八二三注》和葉石濤的《西拉雅族的末裔》等小說，他

們或者歌頌我族，或者貶低他族，都隱藏了作者很深的族群（民族）目的。他們的文

學都掩蓋若干重要的事實，卻宣揚了一些很不合理的個人想法。 
《海浪的記憶》既然是一種傳奇文學，當然是夏曼‧藍波安故意用來宣揚達悟族

傳統社會文化的價值之作，它具有族群指導的功能，顯露夏曼‧藍波安心中永恆的烏

托邦。作者彷彿不斷的告訴他的族人說：「回到我們的傳統吧！我們的傳統才是好

                                                  
19 同註 18，頁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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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唾棄漢人文明和當代經濟吧！這些都是殺害我族的兇手。」 
「回歸傳統」，就是這本小說真正要宣揚的目的。既然要肯定傳統，豈能像以前

《冷水情深》那樣的故示軟弱。終於，夏曼‧藍波安在這本小說裡找到了一個準則，

那就是：凡是傳統的都是好的，應該給予歌頌；凡是違反傳統的都是不好的，都應該

唾棄。因此，夏曼‧藍波安初步終結了《冷海情深》裡頭的悲劇書寫，朝著浪漫的傳

奇來書寫《海浪的記憶》。這實在是非常有趣的一種寫作的現象，其寫作目的值得我

們一探究竟！ 

三、叫人驚訝的族群指導 

那麼，到底夏曼‧藍波安指導了他的族人要「回歸」到哪些傳統裡去呢？我列出

幾個比較大的種類，略述如下： 
(一) 廢棄貨幣經濟，向著傳統漁撈水芋種植經濟做回歸： 

這種主張在小說裡顯得特別突出，也是作者最重要的一個族群指導。一旦這種主

張成為理所當然，那麼，達悟族貧窮的生存處境就再也不是悲劇，而變成是一種勝利

了。夏曼‧藍波安在他的小說裡這麼寫道： 
「雅瑪是很傳統的人，也是很有個性的人，拒絕食用沙拉油炒過的任何一樣菜，

他的上乘食物即是新魚。」20 
「稻米、麵粉自遙遠的島嶼 
遙遠島嶼的東西 
淹沒我水田裡的香芋頭 
只要有一張張的紙幣 
香芋頭變成了豬的食物 
臺灣來的貨輪帶走我們的孩子美麗的水芋梯田成了荒地」21 

(二) 廢棄現代教育，向著傳統知識作回歸： 
這個主張使他寫出了幾篇小說，總之，是把現代的教育視為無用，只有那些能叫

                                                  
20 夏曼‧藍波安，〈黑潮的親子舟〉，《冷海情深》（台北：聯合文學，1997 年），頁 54。 
21夏曼‧藍波安，〈三十年前的優等生〉，《海浪的記憶》（台北：聯合文學，2002 年），頁 195-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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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懂得射魚的知識才是值得學習的知識。他在小說裡如是寫著： 
「父親在山裡曾對我說：「我們雅美人的食庫是自然界，別太相信課本﹝指科

學﹞，因為它是破壞自然生態的元兇。」也許吧，我想22。 
達卡安想：「唸書好的同學，不一定有機會上船看到這奇異星空，享受在海上漂

流的滋味，學習族人抓飛魚的技能啊！在蘭嶼，成績好的學生，到臺灣之後，還

不是一樣最後都落腳在工廠裡。」23 
(三) 向著泛靈論的傳統信仰做回歸： 

由小說中，我們或許能猜測到夏曼‧藍波安的妻子是天主教徒，但是，天主教對

夏曼‧藍波安影響不大，他一直向著達悟民族多神信仰的世界做回歸，他逐漸重視種

種禁忌，行為變得很奇怪，可是，他卻不覺得有問題。他如是寫道： 
「當我漸漸溶化於父執輩們認知的世界觀後，我發現我越來越『頑固』，越來越

坦誠，越來越有雅美族人依賴自然環境、不得不尊重自然環境、不得不尊重自然

界有靈的信仰之古典氣質。」24 
「於是，我拋棄了曾在城市文明生活的機制，不以西洋文明之發達質疑族老們的

靈觀（Animism），不以一神論否定原始信仰的存在。」 
「神父信仰的神和我門信仰的神不同，他的神會照顧你嗎？」25 
「不！我感到彷彿所的、大大小小的、男男女女的、老弱痼疾的惡靈向因為好奇

而游出來圍觀我的『邪惡之眼』。」26 
(四) 向驕傲的達悟男性沙文主義的社會做回歸： 

在某個側面，夏曼所寫的兩本小說中，很多地方都強調達悟的男人必須謙虛，他

如是寫道： 
「我雅美人的習慣，當你捉到大魚時，你用的詞絕對要用『小』或其他代名詞，

避免誇耀，彰顯謙虛」〈冷海情深〉頁 127-128。 

                                                  
22 夏曼‧藍波安，〈浪人鯓〉，《冷海情深》（台北：聯合文學，1997 年），頁 140。 
23 夏曼‧藍波安，〈飛魚的呼喚〉，《冷海情深》（台北：聯合文學，1997 年），頁 80。 
24 夏曼‧藍波安，〈海洋朝聖者〉，《冷海情深》（台北：聯合文學，1997 年），頁 129。 
25 夏曼‧藍波安，〈海浪的記憶〉，《海浪的記憶》（台北：聯合文學，2002 年），頁 201。 
26 同註 25，頁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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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驕傲是達悟男人最大的禁忌……」27 

不過，表面上夏曼‧藍波安是這麼寫沒錯，但是實質上，他的兩本小說又充滿了

更多的男性的傲慢，隨處都看得到誇耀達悟男人的字句。尤其到了〈海浪的記憶〉這

本書裡頭，幾乎要變成了一種病態，「達悟的男子」如何又如何的講述，簡直多到叫

人心煩，可是他仍然繼續寫個不停： 
「不出海捕撈飛魚的男人是依賴女人體溫生活的次等人。」28 

「可是，無論如何，達悟男人就是要在這樣的冥想背景下潛泳生產啊，否則就做

陸地上女人圈裡的男人算了。」29 

「出海的目的無非就是為了要釣一尾鬼頭刀魚，享受海上男人戰勝獵物的快

感。」30 

本來，在《冷海情深》裡，男人所表現的自卑在《海浪的記憶》中逐漸消失，最

後取代的就是回到這種傳統的達悟男人的驕傲。夏曼‧藍波安在這個二十一世紀的時

代，詭異的回歸到傳統達悟族的男尊女卑的社會風俗裡，肯定了男人的沙文主義，是

非常令人難以想像的。這種觀念看在別人的眼裡是很好笑的事，但是，回歸傳統的意

志力使他無視於這種無聊，他一派正經的這麼堅持著。這個堅持才真正叫我們大吃一

驚。 
 
＊ 
 
以上所述，就是夏曼‧藍波安對他的族群所做出來的指導，這種指導看起來十分

奇怪。不過，我認為這些主張關係到他的判斷力，他的判斷力又與他見到的漢人的行

為有關。簡言之，夏曼‧藍波安不是無緣無故提倡回歸傳統的，他的目的是要和可怕

可惡的漢人相抗衡，要從漢人殘酷可怕的手中將達悟族拯救出來。他有一種恐懼，這

是漢人所無法領會到的恐懼。這些恐懼就是 80 年代原運爆發的主要原因，也就是夏

                                                  
27 夏曼‧藍波安，〈望海的歲月〉，《海浪的記憶》（台北：聯合文學，2002 年），頁 76。 
28 夏曼‧藍波安，〈浪濤人生〉，《海浪的記憶》（台北：聯合文學，2002 年），頁 45。 
29 夏曼‧藍波安，〈千禧年的浪濤聲〉，《海浪的記憶》（台北：聯合文學，2002 年），頁 63。 
30 夏曼‧藍波安，〈望海的歲月〉，《海浪的記憶》（台北：聯合文學，2002 年），頁 71。 



 

 
32 

 臺 灣 學 研 究

第三期 / 96 年 6 月

曼‧藍波安參加原運的根本因素，很值得我們提一提。 

五、從漢人的摧殘中尋求自救 

夏曼在小說中如是寫道： 
「除了炸魚的船隊外，志航基地的空軍也把小蘭嶼炸得遍體鱗傷、千瘡百孔，陸

地的、海底的無一倖免。尚未引爆的炸彈在小蘭嶼四周隨處可見。難怪這位表哥

感嘆的說：「我們雅美人在這個國家，真的被徹底羞辱，叫我們如何熱愛中華民

國呢？」31 

（洛比馬克的父親說）：「就是外邦人來我們的島嶼，沒有一個不是壞人呀！都是

來搶我們的土地呀！」32 

（洛比馬克的母親知道）：「現在中國人強佔土地建軍營、鄉公所、郵局等等，全

是島上最好的耕作地，而自己家族的土地有一半就是被中國人搶走的，她只能眼

睜睜地看著自己辛苦種植芋頭的田就這樣被奪走，變成後來侵略者的房子，自己

的忿怒抵抗，在中國軍人排列的步槍前，只能說以前的日本人比較善良。」33 

「今天來的臺灣來的船很小，承載的人也少；明年來的船會變大，承載的人也變

多；將來飛機來了，我們就數不清他們的臉了。我們的島變成他們的垃圾島。」34 

這些控訴都是活生生的事實，也是蘭嶼人心裡的痛，是我們不能不懂的！ 

六、一條比較恰當的路 

不過，我心裡這麼想：「當然夏曼‧藍波安有為他的族人做指導的理由，他也有

權利這麼做。然而，他的指導也存在著許多的盲點，我不相信他的經濟、教育的指導

對達悟族的未來是有利的，相反的，我認為那是一種錯誤。」 
在十年前，我曾在自己主編的文學刊物《臺灣新文學》，寫了一萬字以上有關田

雅各小說的介紹。那時，我對原住民的問題就有了一些特別的看法。 

                                                  
31 夏曼‧藍波安，〈海洋的朝聖者〉，《冷水情深》（台北：聯合文學，1997 年），頁 109。 
32 夏曼‧藍波安，〈三十年前的優等生〉，《海浪的記憶》（台北：聯合文學，2002 年），頁 202。 
33 同註 32，頁 202。 
34 同註 32，頁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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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那個時候開始，我覺得原住民過度推崇自己的文化以及我們過度虛假憐憫原住

民的文化都是不對的，因為根本解決不了任何的問題。我尤其認為原住民菁英有必要

對自己的問題做更深的反省。比如說，原住民的菁英有必要呼籲他們的青年盡量接受

高等教育，而且書讀得越多越好，因為原住民處在民族劣勢的狀態下，如果他們無法

像猶太人一樣教育他們的青年，成為傑出的人物，則他們的競爭力無法提升，劣勢將

會繼續下去。同時，我認為原住民應加強他們對貨幣經濟的認識，絕對有必要注意資

本累積的技術，否則，在這個時代裡，原住民將很快的被淘汰。我甚至認為原住民接

受一些新教﹝德國社會學家韋伯所說的﹞的信仰都是有必要的。 
十年前，我所持的看法到現在並沒有改變。換句話說，我認為夏曼‧藍波安的指

導是錯的，他的指導是退步性的，是違背現實的，對達悟族的未來生存非常不利。我

也注意到，如今的原住民文學其實十分相像於 70 年代福佬人與客家人的鄉土文學

﹝工農漁文學﹞，它們事實上都是在一種貧窮狀況下所產生的文學。儘管 70 年代，

鄉土文學也提出了一些對工農漁狀況的救急之方，但是仍然難擋資本化的浪潮，如今

工農漁依然貧窮，並且難挽被淘汰的命運，我們這一代的人所能做的仍然是把希望放

在下一代，寄望下一代迎頭趕上這個時代，擺脫貧窮的命運，至於我們這一代的貧窮

由我們來承擔就好。當時，我們鄉土文學作家同僚並沒有做出族群指導，並沒有要我

們的子弟退回貧窮的村莊，永遠做一個工農漁民，我們知道那是完全不可能的，是違

背時代潮流的，對自己的子弟是不利的。 
那麼，我不禁要問，夏曼‧藍波安這種企圖要回歸到達悟族原始漁撈經濟社會的

族群指導是正確的嗎？ 
－－西元 2007 年 2 月初稿於鹿港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