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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身為台灣當代文壇最重要的作家之一，駱以軍長篇小說西夏旅館以
真實的西夏史料翻轉為虛構的台灣社會及其成員的離散經驗與流亡
心態。書中人物活在夢境、鏡像與陰影之中，承受創傷與痛苦。全
書傳達主人翁圖尼克家族於國共內戰後流亡來台的生活樣貌，自覺
與台灣社會格格不入而呈現邊緣人的孤寂。

本文提出台灣人的悖論，用以闡釋書中不認同台灣的人物，其實也
是台灣人。本研究以變動中的族群關係為背景，探討怎樣的歷史脈
絡與文化、社會、政治條件造成「不認同台灣」的發言位置及其如
何鑲嵌到台灣國族論述。

本研究第二個問題是「旅館」在此書的意義。旅館似乎是暫居之地
，裡面的房客主要是外省人，但也有原住民與新住民。外省人急於
逃亡卻又陷於此旅館而無處可去。作者以旅館隱喻台灣及其多元族
群，而其主要人物是外省人，本省人、原住民、新住民都只是配角
。

最後，本研究探討書中的流亡，乃是出於台灣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精
神流亡，具有在地性格。研究者期待通過對西夏旅館敘事裝置與敘
事內容的探索，重新將「外省第二代」的發言位置視為「流動」與
「變成」的過程，經由作者所強調的「變成不是人」，演變為「變
成不是台灣人」。這一連串的「變成」迴圈，最後都證成了台灣人
的悖論：永遠延宕、沒有終點的狀態就是台灣人的處境。

中文關鍵詞： 西夏旅館、台灣人悖論、族群關係、認同政治、在地流亡

英 文 摘 要 ：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writers in contemporary
Taiwan, Luo Yi-Jun’s novel Western Xia Hotel is based on
real historical data of Western Xia, which is inverted to
become fictionalized Taiwan. In this highly fictionalized
land of dreams, mirrors, and shadows, people with diasporic
experiences and mentality of exile tell their stories of
trauma and suffering. The whole book exhibits living
conditions of the protagonist Tunik and his family after
the civil war: they feel they are unable to fit in and full
of loneliness and sense of being marginalized.

This research proposes the concept of “the paradox of
Taiwanese,” which means those who do not identify with
Taiwan are Taiwanese, too. The research takes changing
ethnic relations in Taiwan as the background in order to
explore under what kinds of cultural,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ditions the speaking position of not willing to identify
with Taiwan is made possible and embedded within Taiwan
national discourse.

The second question is concerned with the metaphoric
meanings of the hotel. A hotel seems to be a place for



temporary residence, and its main residents are
mainlanders, as well as Taiwanese, the indigenous people,
and the new immigrants. The mainlanders desire to escape
from the hotel but at the same time are trapped here with
no where to go. The author uses hotel as a metaphor of
Taiwan, but its main residents are mainlanders, while the
other ethnic groups play an insignificant role.

Lastly, the research examines the concept of exile in this
book as rooted in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circumstances of
Taiwan. Therefore, this is a place-based exile. The
researcher expects to explore the narrative machinery and
narrative content of the novel in order to recalibrate the
speaking position of the second-generation mainlanders as a
process of flowing and becoming. What is emphasized by Luo
as “becoming non-human” is in fact becoming non-
Taiwanese. The entire loop of becoming eventually
demonstrates the paradox of Taiwanese: forever deferral and
fleeing without an end is the situation of being and
becoming Taiwanese.

英文關鍵詞： Western Xia Hotel, the paradox of Taiwanese, ethnic
relations, identity politics, place-based ex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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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旅館》與台灣人悖論： 

林芳玫、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文系教授 

一、研究背景 

駱以軍是台灣當代文壇最受矚目與推崇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備受王德威肯

定，並以「華麗的淫猥」形容其怪異奇幻的文體與逾越社會道德禁忌的內容。其

長篇小說《西夏旅館》多達四十餘萬字，於 2007 年獲得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長

篇小說創作專案補助。該書於 2008 年出版後獲得時報開卷好書獎；次年中山大

學舉辦駱以軍研討會；2017 年擔任台北市文學季的策展人，又應邀參加澳門文

學節。如此活躍的作家，早已引起學界研究者的興趣，對駱以軍作品的研究，包

括《西夏旅館》這部長篇小說，已累積相當數量，筆者如何汲取前行研究者的成

果而發展出自己的創新之處呢？又有什麼新的問題意識可提出？ 

關於《西夏旅館》的研究，可簡化為兩種對比：其一是形式與敘事藝術的研

究；其二是主題與內容的研究。楊凱麟對《西夏旅館》的敘事藝術有極為精湛細

密的論述，並強調此作品為「強虛構」。他認為故事是什麼並不重要，說故事的

方法才重要。1然而，到了論文的結論，他又說「駱以軍代表了台灣一整個世代的

困頓」。2因此筆者不禁要問：純粹的形式研究為何還是難逃對社會現實的指涉？

什麼又是「台灣一整個世代的困頓」？ 

至於主題研究，最常被論者提出的是駱以軍身為外省第二代的焦慮，而此焦

慮來自於台灣本土論的興起及其排他性。這是駱以軍自己在寫作中及受訪時一再

提起的心情，而研究者不加思索地接受作家本身的看法，未能進一步去探討「外

省第二代」、「認同焦慮」、「本土論」、「排他性」諸多現象的連結。難道本省人沒

有認同焦慮？本省人就等同於本土論的化身？本土論又為何具有排他性？ 

此外，駱以軍從早期的作品開始，就訴說流亡、離散、傷害、死亡等議題，

《西夏旅館》也不例外。《西夏旅館》用四十餘萬字重複這些主題，筆者仍然認

為此書具有創新與獨特的價值。不論是內容還是形式，其創新處有哪些？ 

本論文將提出涉及「台灣人悖論」此議題——係指台灣人的定義包括同時存

在的兩種對立意義：它既包括認同台灣的人，也包括不認同台灣的人。「不認同

                                                      
1 楊凱麟，〈《西夏旅館》的運動－語言與時間－語言：駱以軍游牧書寫論〉，《中外文學》38 卷 4 期

（2009.12），頁 48-49、60。 
2 楊凱麟，〈《西夏旅館》的運動－語言與時間－語言：駱以軍游牧書寫論〉，《中外文學》38 卷 4 期

（2009.12），頁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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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人」只存在於台灣（或是移民到國外的台灣人）；如果根本不是台灣人，

也就無所謂「不認同台灣」的人。由此延伸出去，「質疑本土性」也是一種本土

性，它是基於台灣特定的歷史脈絡與情境下的「反本土」，因而也是具有台灣特

色的「反本土」。「認同焦慮」也是「台灣認同」內部的諸多組成要素。換言之，

駱以軍與外省第二代其所由產生的書寫動機與場域位置並非外在於台灣本土論，

而是與本土論彼此鑲嵌，進行抵抗、協商、折衝的種種過程。 

二、外省第二代的認同焦慮 

所謂外省第二代作家，如朱天心與駱以軍，父親是外省人，母親則是本省人；

他們認同父系，迴避經由母系而認同台灣。3但也有例外，如著名原住民女作家阿

烏，父親是外省人，母親是原住民，她選擇了認同母系。朱天心與駱以軍出生在

台灣而非中國，成長於戒嚴期間，在邁入成年時遭逢解嚴與街頭運動、民主運動

的衝擊，以往的中國認同與黨國教育開始崩解，而又無法以台灣本土論述來代替

舊有的認同。駱以軍在接受訪談時提及，他在寫西夏旅館一書時，有很大的傷逝

感，其實那已經不是認同，而是一種遺棄。4父親過世給他的傷痛不只是死亡，而

是滅種，「我從小在客廳聽父親說駱家家族怎樣怎樣，我就是最後一個聽這故事

的人。我不可能跟孩子講父親那一套，那個遷移者已經到此為止了」。5滅種與家

族故事斷絕這個主題反覆出現於西夏旅館，似乎是外省人第二代獨有的經驗。但

這種世代故事傳承之斷裂與終止發生於台灣各族群，例如日本統治時，成長於清

朝的父輩與受日本殖民教育的子輩之斷裂；以及戰後成長於日本殖民時期的父輩

與戰後世代的疏離。台灣本來就是一波波的移民，所謂本省人，也是百年或數百

年前移入，「遷移者到此為止」的現象必然發生。而原住民被一次又一次的外來

侵略者與統治者滅絕，在自己的土地上流浪，其歷史傷痛不亞於外省人。因此駱

以軍作為外省人第二代作家，呈現出耽溺於我族的特殊經驗（流亡、世代敘事的

斷裂、遷移史到此為止），忽略這種經驗的普遍性。 

外省第二代在台灣文壇成為重要的身份標記與發聲位置，在於其空間與時間

錯置而形成的認同困惑及與此配合的書寫形式。他們的父輩生長於中國大陸，因

此對中國及對故鄉的懷念具有實際接觸的根據。他們來台所遭逢的流離之苦及對

原鄉的懷念經由口述傳給下一代，外省第二代因而從小吸收這些家族故事與父輩

的逃亡經驗而與中國原鄉建立間接的關係而情感又特別濃烈。除了私領域的家族

傳述，其就學期間接受國民黨的黨國教育，公私領域二者的互相強化使得他們理

所當然地認同了從未去過的中國。1980 年代到 1990 年代盛行眷村文學，以台灣

的物理空間呈現外省人彼此間的人際網絡及其原鄉想像。1980 年代末期兩岸開

                                                      
3 Phyllis Yuting Huang, “What’s in a Name?: Second-generation Mainland Writers’ Literary Works as a 

Contested Genre.” QUARTERLY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1.4（2012）: 48-49. 
4 嚴婕瑜，〈附錄：訪談駱以軍──從西夏旅館討論自我主體建構〉，《駱以軍小說的自我主體建

構》（台北：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頁 126。 
5 〈夢讀之人〉，香港浸信會大學編，《論駱以軍《西夏旅館》》（香港：天地圖書，2012），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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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他們終於有機會「回到」從未去過的中國，在那裡目睹原鄉徹底的改變以及

不被當成中國人的事實，使他們重思與中國的關係。Huang 認為，2000 年後的外

省第二代不再限於寫眷村文學，而是更廣泛的思考他們與歷史的關係。6但 Huang

並未特別指出所謂「與歷史的關係」是指與中國歷史的關係，而非與台灣歷史的

關係。 

本身是外省第二代作家也是學者的郝譽翔指出，1987 年解嚴對本省人是台

灣的新生，對外省人而言卻是國族信仰淪喪的起點。7這裡可看出，在台灣特殊的

歷史處境下，「中國人」與「外省人」二者可混同，而「台灣人」則與「本省人」

混同。因之，中國人、台灣人既是族群認同，也是國族認同，從而產生台灣社會

「內部」之族群關係與「對外」之國族認同二者的混淆糾結。8解嚴與文化界後現

代論述及新歷史主義之興起，9使得外省第二代反思歷史議題時，視歷史為多重

且破碎的故事線，藉此解構官方歷史。國民黨的中華民國史觀固然是「官方歷史」，

本來具有邊緣發聲的台灣史觀在民進黨執政後也被外省第二代作家認為需要解

構的官方史觀。郝譽翔曾形容朱天心的寫作為「萬國博覽會式的符碼堆砌」，10這

種風格在西夏旅館更明顯，其多重雜混的符碼堆砌來源從中國史料典籍，到台灣

的報紙，以及來自日本與美國的流行文化，諸如電玩、漫畫、電影、A 片。這種

以新歷史主義的思維，將歷史視為各種材料任意的堆積與編排，使得學者陳建忠

質疑其為犬儒式的反叛，而非基進的自我批判。11但筆者認為，駱以軍在西夏旅

館對外省人流亡故事一方面賦予同情，但也批判他們為了求生存而失去愛的能力

並墜入不停的傷害他人與背叛恩人的惡性循環。他並非沒有自我批判的能力，只

是過於耽溺我族的歷史創傷，又對二二八事件與太魯閣事件輕描淡寫，未能咎責

國民黨政權與日本殖民政權在這些屠殺事件所扮演的角色。 

駱以軍及朱天心等外省第二代作家屢屢在作品中提及：「中國豬，滾回去」

以及「台灣海峽沒有加蓋」等對外省人不友善的言詞，這些日常生活人際互動的

不愉快成為外省第二代作家絕佳的藉口，用以表示不是他們不認同本土，而是他

                                                      
6 Phyllis Yuting Huang, “What’s in a Name?: Second-generation Mainland Writers’ Literary Works as a 

Contested Genre.” QUARTERLY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1.4（2012）: 54. 
7 郝譽翔，〈一九八七年的逃亡──論朱天心小說中的朝聖之旅〉，《東華人文學報》3 期（2001.07），

頁 255。 
8 吳乃德，〈省籍意識、政治支持與國家認同:台灣族群政治理論初探〉，張茂桂等著，《族群關係

與國家認同》（台北：國策中心，1993），頁 24-25。 
9 陳建忠討論台灣歷史小說時，曾針對後現代與後殖民二種思維提出分析，認為後殖民具有重建

主體的終極關懷，而後現代則為外省第二代作家擅長的寫作技巧，汲汲於解構歷史而導致虛無。

請參見陳建忠，〈臺灣歷史小說研究芻議：關於研究史、認識論與方法論的反思〉，《記憶流域：

臺灣歷史書寫與記憶政治》（台北：南十字星，2018），頁 59-65。 
10 郝譽翔，〈一九八七年的逃亡──論朱天心小說中的朝聖之旅〉，《東華人文學報》3 期（2001.07），

頁 249。 
11 陳建忠，〈歷史敘事與想像（不）共同體：論兩岸『新歷史小說』的敘事策略與批判話語〉，《記

憶流域：臺灣歷史書寫與記憶政治》（台北：南十字星，2018），頁 9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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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不被本土認同。12然自我糾結於幾句對自我族群不友善話，漠視其他族群也曾

遭遇同樣痛苦的歷史創傷及延續至今的歧視（如對原住民與新住民的歧視），其

我族中心主義值得吾人深思。 

三、西夏歷史與脫漢入胡 

本書的中心主旨是「脫漢入胡」，但這簡單的四個字卻牽涉到「胡」與「漢」

的相對關係與定義，以及脫漢入胡的主體是誰？簡單地說，這是主角圖尼克脫漢

入胡的慾望，但本書奇特的人稱使用也讓脫漢入胡有了集體層次的意義。脫漢入

胡似乎是對漢人中心主義的批判，但本文稍後將說明，駱以軍將各種身份解構，

成為一堆碎片，碎片混雜拼貼，讓「胡」與「漢」二者處於不穩定的關係，展示

了「既是胡人也是漢人」、「既不是胡人也不是漢人」的多重可能性，不只瓦解漢

人中心，也呈現「胡」的千變萬化。 

本書在人稱使用上獨具匠心，你，我，他，圖尼克各種人稱依段落的脈絡而

有不同指涉。圖尼克是本書主人翁，但他並非傳統小說中的所謂人物，而比較像

是敘事啟動器，用以展開各種故事。小說所用的他，有時指圖尼克，有時則是不

知名的全稱觀點。我有時是圖尼克自述其家族史與生命史，有時則是不知名的一

個敘事者，與圖尼克對話。楊凱麟將駱以軍這種特殊的人稱使用稱為「第四人稱」，

用以統攝各種形形色色的私人的與集體的經驗。Huang 認為駱以軍及其他外省第

二代作家所寫的「小說」比較像是喃喃自語的獨白，敘事者與作者本人重疊，作

品具有濃厚的自傳成分。13 

在此書中，圖尼克先是被說成「西夏後代」，但是隔了很多章（很多房間），

又說圖尼克的母親是漢人，並進一步說明他母親的家族成員有人死於二二八。敘

述母親家族時，顯然母親一家是所謂「本省人」，也就是書中多處指涉「本省人」

與「漢人」的互換關係。而圖尼克妻子也是本省人，祖籍泉州，是阿拉伯人後代。

如此一來，本省人與漢人也是一種雜混的狀態。 

由圖尼克母親及妻子為本省人的背景看來，圖尼克自認為是「西夏後代」乃

是對父系單方面的認同，棄置對母系與岳家的認同。更精確地說，圖尼克未必不

認同母系或妻子家族，而是將之簡單化，認為父系的故事更複雜而具有敘事價值。

作者經由西夏歷史及其帝國之崛起與滅亡，說明「西夏」是胡人，而圖尼克則是

胡人後代。既然是胡人，那為何要「脫漢入胡」？ 

在這部長篇小說所堆砌出無數的小故事，我們可拼湊出以下的輪廓：西夏帝

國被蒙古人攻破，一支騎兵隊突破重圍而開始逃亡。逃亡過程中為了適應環境，

                                                      
12 蔡振念，〈論朱天心族群身份∕認同的轉折〉，《成大中文學報》25 期（2009.07），頁 191。 
13 Phyllis Yuting Huang, “What’s in a Name?: Second-generation Mainland Writers’ Literary Works as 

a Contested Genre.” QUARTERLY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1.4（2012）: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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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必須殺戮，有時則是融入漢人，有如寄生蟲般與宿主並存，久而久之似乎漢

化。正因為漢化，但又無法徹底抹除胡人基因的流浪史，所以圖尼克覺得與（漢

人）環境格格不入，永遠處於社會邊緣，永遠在流浪。 

脫漢入胡者的悲哀，不只是流浪，其所面臨最大的威脅是「記憶的滅絕」，

特別是父親家族的故事無法完整的傳給下一代。書中的主要敘事者圖尼克的母親

是「漢人」（遭受二二八迫害的本省人），母親家族的故事是否能傳承並非圖尼克

關心的，他只在意父親的故事。作者駱以軍不只是永遠以身為外省第二代而焦慮，

同時他也執著於父系中心，以父親的身份為其認同對象。 

而全書不脫駱以軍長期以來在書寫中反覆探問的外省第二代的身份認同。作

者把「漢」這個符號給了台灣人、本省人，而「胡」與「外省人」則有了符號與

想像上的共構。書中再現兩段大逃亡，第一是十一世紀西夏人的逃亡，第二是國

共內戰後外省人逃離中國大陸。隨著蔣中正一起來台的就是大家熟知的外省人，

而圖尼克家族卻又是另一條逃亡路線與特殊的悲情。圖尼克祖父當年在西北當鐵

路測量員，與同事一群人穿越西藏來到印度，數年後祖父再把父親一人單獨送到

台灣讀書。圖尼克的身世因而是邊緣與漂泊，而作者以圖尼克作為敘事啟動器，

進一步描繪曾是政壇主流的蔣中正及外省人，其實都是永恆的漂泊者。全書屢屢

討論的脫漢入胡議題，可視作以「胡」為外省人、邊緣人、流浪者的換喻，而台

灣則成為「漢」的換喻。作者以西夏歷史以及旅館意象二者的結合，重複探討他

多年來關於外省第二代身分的焦慮。 

書中一方面以間接方式之西夏滅亡隱喻外省人，也以直接方式討論外省人處

境。例如小說一開頭就提到「滾回去！中國！」（《西夏旅館》，頁 18），讓敘事者

感到無論多麼努力融入環境也會受排斥。敘事者聽到別人使用「外來入侵者」來

指涉新移民，感到極大不悅，「他聽了非常刺耳，心裡想，老子不正就是個外來

入侵者？」（頁 31） 書中更露骨描述政客炒作二二八議題，讓外省人背負原罪： 

我們的問題不在於我們是「外省人」，那些政客們炒作的二二八大屠殺或

政治迫害者原罪或所謂認同問題。而是因為我們不是漢人。我們這種人早

該在這個世界消失。事實上我們的祖先早已滅族滅種。（頁 654） 

作者使用「我們的問題不是外省人」的否定句，更加強化了問題的嚴重性與

複雜性，以否定句來表述，「外省人不是漢人、不是漢人就有問題」，然作者並不

真的關心「不是漢人」這個議題，原住民及新移民都不是漢人，那麼他們被歧視

與排擠的處境又如何呢？作者並未處理各式各樣的「不是漢人」之群體，而是反

覆論證「不是漢人的外省人」其被邊緣化與自我邊緣化的處境。諷刺的是，作者

耗費四十萬字來描述外省人逃亡的歷史經驗，再加上他長期寫作此議題，其作品

亦屢獲文學獎的肯定，他的父系家族故事怎麼會滅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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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於前文指出外省人與「胡」的換喻關係，以及本省人等同「漢」，但駱

以軍大玩文字遊戲，架構出當代與過去歷史非一對一的對應關係，而是各種身份

不斷地流動變化，誰是胡、誰是漢有如排列組合般具有多重可能性。敘事者提到

歷史上的西夏王朝，夾在遼國與宋朝的政權間，為求生存而詭計多端，有如當代

台灣（頁 420-421）：「那個獨立建國而致毀滅的西夏，在幾個大國間用狡計、變

貌，移形換位，挑撥離間，忽稱臣忽尋釁的阿米巴草原部落，我隱約看出它像台

灣」。作者使用「獨立建國」這種當代語彙來指稱西夏王朝之建立，更強化了西

夏與台灣二者的等同。由這個基礎出發，敘事者接著說，大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遼是美國，女真人是日本，契丹人是「曾受日本教育的老一輩台灣人或是第二代

拿美國護照的國民黨外省高官集團」（頁 420）。在作者自創的這個類比遊戲裡，

曾受日本教育的老一輩台灣人與國民黨外省高官集團二者並列等同，指出「台灣

人」的內部異質性，也指出「外省人」的異質性，特別是階級的區分，造成敘事

者為邊緣的外省人，與「國民黨高官集團」不同。 

接著敘事者又說，蒙古人把西夏、遼、宋都終結了，因此蒙古就是今日的中

華人民共和國之解放軍。但若放眼當代世界，把一切獨特文明加以終結的是全球

化？網路？麥當勞？好萊塢？（頁 421）。接下來，敘事者又從當代跳回歷史場

景，指出逃亡的西夏騎兵隊，根本就是一九四九國民黨潰敗、外省人的大逃亡？

因此「漢人反而是台灣人，而外省人是西夏人」（頁 421）。侯如綺認為對上述文

字提出觀察，西夏王朝看起來既是台灣、又像國民黨，不能以固定指涉觀之。所

以本書之「脫漢入胡」，既可指向越界，也可指向越界後的不可信任。14越界不一

定是解脫與救贖，反而是無止盡的流亡，並在流亡中喪失人性。西夏人/外省人在

流亡途中不斷成為屍骸或遭遇屍骸，侯如綺認為駱以軍通過屍骸與死亡的書寫，

作為踏過主體身份認同危機的方式，以此來重建主體。15 

作者大玩過去歷史與當代台灣的類比遊戲，又不斷更改設定。在西夏史方面，

有西夏、遼國、宋朝，最後都被蒙古消滅。在當代方面，有中國國民黨在國共內

戰失敗後逃亡到台灣，有當下的台灣（歷經解嚴與民主化），台灣受日本殖民統

治的老一輩、有美國、日本、中共、全球化。在過去與現在兩組關係的類比中，

作者提出多元轉化的可能性。一方面，台灣被比成是西夏，而外省國民黨高官與

受日治教育的台灣老一輩被歸為一類，因此外省人這個群體被拆開，反而是以階

級來分類。另一方面，外省人又被視作一個群體，他們的逃亡經驗與西夏騎兵的

逃亡類比，而漢人則是台灣人。 

如果單看下冊的 420-421 頁，作者似乎有意解構單一固定的認同。但若從全

書眾多小故事合起來看，作者反覆強調逃亡的外省人與逃亡的西夏人之關連，這

                                                      
14 侯如綺，〈駱以軍《西夏旅館》中的「屍骸」書寫與主體建構〉，《淡江中文學報》32 期（2015.06），

頁 373。 
15 同註 14，頁 361。 



7 

 

個主題是顯而易見的。作者以較少的篇幅指出漢人就是台灣人，因此也較不易被

讀者發覺。不論作者如何戲耍身份變動的操作，我們還是可以歸納出外省人就是

西夏人後代，就是胡人，而本省人代表台灣人，也就是漢人。因此「脫漢入胡」

乃是拒絕成為台灣人，也拒絕成為中國人，把外省人的身份與命運寄寓於崩壞逃

亡的西夏。作者的國族認同遊戲，意欲超越中國人與台灣人的二元對立，提出第

三種可能性：流亡的、邊緣的、不斷變形的西夏人。同時作者又以細菌寄生於宿

主的喻說，呈現逃亡者其實渴望融入所在之處的主流群體。但是不管如何努力，

遲早會被主流群體發現他們是外來者而加以排斥。因此駱以軍呈現的外省人認同

困境不在於外省人不認同台灣，而是台灣人排斥外省人。然而這是作者/敘事者

主觀的認定，缺乏對文學事實與政治事實的分析。在文學事實這部分，從外省第

一代作家如反共文學作者陳紀瀅到朱西寧、胡品清等人，在戰後至 1980 年代的

文壇佔有重要位置。而 1980 年代外省第二代作家如朱天心、朱天文、張大春等

人崛起，2000 年後駱以軍在文壇享有盛名，這些作家不僅頻頻獲得各種文學獎，

更是文學選集的熱門作家。就政治事實而言，能代表國民黨參選北高二市市長及

總統選舉者，除李登輝例外，其餘這些人也是外省第二代。 

作者在全書不斷以「變形」為主題，描述逃亡者歷經滄桑，逐漸「變成不是

人」，例如變成昆蟲或怪獸，同時「變成不是人」也暗喻「變成不是台灣人」。 

這就是筆者所欲提出的論點：台灣人悖論。變成不是台灣人，仍然是台灣人。

作者以嘲諷及抵抗之姿來面對台灣本土派，這樣的書寫仍得得到文學獎，可見在

台灣特殊的環境下，外省第二代作家無法拋棄身份認同議題，實乃執著於對台灣

人定義的質疑扣問，而此種質問也被多元文化的台灣社會認可。駱以軍質疑本土

論者對台灣人的定義（外省人、河洛人、客家人、原住民四大族群），認為外省

人被污名化，從而形成其書寫動力，對台灣人、外省人、中國人等各種身份加以

解構。這是在台灣民主環境、言論自由、多元文化主義、後現代去中心風潮等多

重因素的匯流，使得質疑台灣人、解構台灣人成為台灣文壇文學書寫的特色。在

1980 年代文學上的本土論逐漸與政治上的台灣民族主義和拍共振，外省第二代

作家興起對台灣民族主義的逆反書寫，均可被視為對台灣人的定義所產生的詮釋

權與話語權之爭奪。 

然而，黃錦樹對脫漢入胡的看法並不在於敘事者積極的胡人認同，反而強調

自身「胡」的宿命而產生強烈自憐感，成為「我已經被傷害了」的轉譯。黃錦樹

更進一步質問，是誰傷害了「我」呢？他認為不是別人，而是「我的寫作」本身，

寫作即傷害。16他的看法與筆者並不互相矛盾，反而顯示文本意義的豐富性。脫

漢入胡既是尋根、對父祖輩歷史創傷的探究、認同政治的遊戲，更是作者個人以

寫作探問身份認同與政治組織之間的關係。 

                                                      
16 黃錦樹，〈神的屍骸：論駱以軍的傷害美學〉，《中外文學》38 卷 4 期（2009.12），頁 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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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上述最後一點，也就是身份認同與政治組織的關係，廖咸浩對西夏王朝

的解釋給予我們深刻的啟發。西夏作為游牧民族，其功能就是處於農業帝國的邊

緣而發揮邊緣的流動特性。但是當西夏建國者李元昊想要建立與宋朝「相反」的

帝國時，此帝國注定成為「鏡像」，此帝國的滅亡是建國者忽略游牧民族的中間

位置而誤以為可以成為與北宋相抗衡的獨立存在。此帝國在模仿宋朝與成為宋的

反面而猶豫不決，失去原本中間位置的流動性與創造性。17脫漢入胡的「胡」具

有創造性，並非獨立建國的「西夏」。 

經由脫漢入胡的論述，作者將台灣等同於漢，外省人是西夏人後代與胡人後

代，似乎顯示外省人不是台灣人。然作者將「西夏旅館」作為台灣的隱喻—筆者

將於下節分析旅館的意涵，又弔詭地把「西夏」成為「旅館」的形容詞，因此這

座等同於台灣的旅館，其房客就是西夏人後代及各種背景殊異的人。經由旅館的

房客身分，作者肯定了外省人在旅館的重要性，也就是迂迴曲折的重新認可外省

人是台灣人。因此筆者提出「台灣人悖論」，亦即質疑台灣人身份的論述者，本

身就在文壇場域進行台灣人身份的詮釋權，也因而無法置身事外而斷絕與台灣的

關係。如同蔡振念認為朱天心的寫作歷程由「身為中國人」而進入「成為台灣人」，

我們看到駱以軍在此書也進行類似的轉化。駱以軍的認同轉化比朱天心更複雜的

是，台灣一方面被視為「漢」的代表，另一方面又被「西夏化」，而同時西夏騎

兵的逃亡又等同於外省人的逃亡，因此駱以軍的認同策略是建構自己是「台灣人」，

但「台灣人」的主角是外省人。相對於一般人把「本省人」與「台灣人」混同，

把「外省人」與「中國人」混同，駱以軍打破此認同等式，提出「外省人也是台

灣人」，又相當強勢地認為外省人是台灣這個符號舞台的主角。 

以下我們從「旅館即台灣」的命題著手，探討時間與空間的關係，以及身份

的變化過程如何展現於西夏歷史想像與旅館的變形空間中。 

四、台灣做為旅館；在地流亡 

本書書名為《西夏旅館》，由「西夏」與「旅館」兩部分所組成。「西夏」可

視為時間軸，從西夏建立王朝的時的繁榮興盛而終究滅亡，再加上國共內戰後外

省人的逃亡。此逃亡又分兩條路線：一是蔣介石的軍隊由中國大陸直接來台；再

來是圖尼克祖父由西北經過西藏而抵達印度，幾年後把父親隻身送來台灣。「旅

館」則是空間，這裡的房客形形色色，以旅館暗喻台灣。逃亡的外省人最後來到

台灣，住在旅館裡，以為是暫時棲身之所，沒想到一輩子困陷在旅館。旅館不是

真正的家，是旅途中暫時居住的地方。但是當人們哪兒也去不了，終生住在旅館，

這裡既是家，卻又沒有家的溫暖，而是一個充滿欺騙、幻術、扭曲的地方（頁 32）。

旅館有時直接被等同於「網路」（頁 161），有時被形容為故事的屍骸（頁 32）。

                                                      
17 廖咸浩，〈如何延遲世界末日？——經《一座島嶼的可能性》窺看《風暴之書》與《西夏旅館》

中的後人類視域及重返生命之途〉，《中外文學》45卷 1期（2016.03），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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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此旅館固然不是寫實主義下的旅館，卻也不能過度誇大其虛構性質。事實

上，此旅館充滿了對政治人物、台灣歷史事件、當代台灣社會現象之直接與間接

的指涉。 

書中描述旅館的主子是「老頭子」，老頭子的「夫人」與「兒子」不斷鬥爭，

「兒子」年輕時曾被老頭子送到苦寒之地俄國。由許多細節的堆砌，老頭子指涉

蔣介石，被作者以冗長篇幅描述為好色的淫棍。這些色情化的描述固然可以解構

蔣介石的偉人形象，卻也讓他被作者放逐到私領域，迴避了公領域的價值批判。

書中指涉的政治人物很多，只有他一人被色情化，也由此顯示出作者有意或無意

的逃避了對蔣介石的批判。如果作者能一致地對待所有政治人物，都是同樣地不

追究政治責任，此書當然可以被視為「虛構」與敘事美學，可惜事實並非如此。

作者對陳水扁三一九槍擊案的描述，暴露出作者對政治人物的雙重標準。此點容

後再述，我們先討論「旅館」的特質。 

首先旅館是充滿幻術的地方，一切事物都是歪斜的，也是無數的「故事屍骸」

（頁 32），住著各種不同背景、不同職業、不同種族的雜居之所： 

在這個旅館裡的客人，來來去去進出我們店裡的客人，可以說什麼稀奇古

怪的人都有：有日本黑幫老大和台灣小歌女一夜情的私生女；有華青幫的

ABC，有台巴(巴西)混血；有從母姓的外省老兵和年齡小五十歲的原住民

小母親的第二代；……；極難得極難得會跑進來一兩個穿著癟腳西裝我們，

混充大人買酒喝的，那些越南新娘印尼新娘寮國新娘生的英俊男孩……

（頁 93）。 

這一個段落佔滿整整一頁的篇幅，似乎各種身分都有，但作者羅列的都是具

「混雜」特性的人，身份相對上穩定的河洛人、客家人、原住民是缺席的。原住

民是以「外省老兵的妻子」形式出現，重點是其「第二代」，而越南新娘等新移

民，他們的先生通常是台灣社會底層的農村本省人男性，這些人也缺席。作者偏

好書寫邊緣者與流離者，然原住民本身或是農村男性即是邊緣者與流離者，卻在

厚厚兩大冊的小說中缺席。 

作者以西夏人逃亡與外省人逃亡為兩支主幹，台灣的本省人與原住民零零星

星地出現，成為比配角更微渺的故事點綴。書中對陳水扁的三一九槍擊案倒是有

詳細描述（頁 428），作者沒有使用「陳水扁」三個字，而是稱他為「魔術師」，

他先請人打一針麻醉劑，再請狙擊手「射擊那微露出現的白色肚皮」。作者以虛

構為包裝，暗指槍擊案乃陳水扁自導自演，成功騙過選民，所以是偉大的「魔術

師」。此書操弄各種變形、扭曲、倒置、歪斜的比喻及想像，卻又在許多屬於台

灣本土現象（且是負面現象）的人、事、物指稱「確有其事」。 

除了三一九槍擊事件，作者對當代台灣的描述大膽引用《自由時報》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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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篇上千字報導一字不漏地照抄。18例如頁 537 是一則關於網路詐騙的新聞。筆

者此處不是要批評作者抄襲，而是指出作者的想像力才華與敘事藝術能力呈現不

均質的表現。作者可使用豐富的想像能力及大量的同情心來描述西夏人逃亡與外

省人逃亡，且其「變形」隱喻如變成昆蟲或怪獸，具有強烈虛構特色，我們當然

知道人不會變成昆蟲。但是在台灣部分，作者的想像力與敘事藝術能力減弱，直

接拿出報紙新聞報導。這則報導是關於男性在網路上詐騙女網友的感情與金錢，

可見此詐騙為真實事件。又如頁 735 也是整段引用《自由時報》報導，內容是高

雄某人家被神明附身，導致一家人自殘、互毆的死亡事件。 

作者引用報紙報導又可見於地震後大廈倒塌事件，從樑柱可見裡面不是鋼筋

水泥，而是沙拉油桶（頁 435）。書中直接出現郝柏村、宋美齡、于右任、胡適、

蔣經國等人名（頁 548），但未提起其生平事蹟且加以評述，只是以這些名字來強

化「旅館就是台灣」的印象。文中對李登輝的描述較為詳細，有整頁的篇幅（頁

453），對此人物則有明確價值判斷，指出其一生說過許多謊言。 

在 552 頁處，作者毫無鋪陳脈絡，突兀地出現日治時期原住民被屠殺的太魯

閣事件，用幾行帶過，原住民議題嘎然而止，不再鋪陳。作者交代圖尼克母親是

「漢人」，再帶出其家族歷經二二八事件（頁 344-345）。但這兩頁的內容並非敘

述二二八的慘痛經驗，而是敘述母親家族內的不和與鬥爭。相較於作者耗費大量

篇幅，窮盡想像力與書寫技藝來呈現西夏人逃亡與外省人逃亡，以及其所經歷的

創傷症候群，作者對太魯閣事件與二二八事件的態度雲淡風輕。 

若把旅館房客分成幾大類，篇幅最多的是圖尼克的家族故事；再來是「老頭

子」的情色人生；然後是陳水扁三一九槍擊案之自導自演與李登輝之謊言；接下

來指涉各種外省名人；然後經由抄襲新聞報導呈現台灣社會充滿詐騙案件；最後

是二二八事件與四十萬字書寫中寥寥數行的原住民與新移民。作者一方面意識到

台灣住民的多元身份背景，另一方面又聚焦於外省族群，讓本省人、原住民、新

移民於故事舞台上場後又被消失。 

敘事者最後恍然大悟，「原來西夏旅館並非一間旅館，而是一趟永無終點的

流浪之途」（頁 671）。西夏作為時間的向度，並非直線發展的時鐘時間，而是扭

曲歧異的時間之流，往往在「瞬間」噴發出許多故事，又讓這些故事迅速成為屍

骸。而旅館作為空間，並無固著性，也同樣扭曲變形，它並非「地方」或「場所」，

而是「過程」與「流浪之途」。 

作者在此書所呈現的離散歷史，不只是離散的事實，還包括對離散的價值判

斷，亦即擁抱離散。雖然敘事者不斷強調流離之苦，卻又肯定流亡之必要。筆者

對此提出「在地流亡」的概念，亦即敘事者其實離不開台灣，只能在台灣居住而

                                                      
18 關於駱以軍全文照抄自由時報新聞，筆者親自上網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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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懷抱流亡的想像與慾望。 

筆者在此意欲打破「定居」與「流亡」的二元對立，提出「在地流亡」的概

念。駱以軍從外省第二代的觀點書寫其父輩在國共內戰後的流離失所；那麼第二

代生長於台灣，為何還是有流亡的心態？與其指責這群人不認同台灣這塊土地，

不如研究他們如何面對與詮釋台灣本土化？為何對駱以軍及朱天心等外省第二

代作家而言，本土論與台灣國族主義是排他的？駱以軍的流亡心態與寫作姿態都

是由台灣的歷史、社會、政治情境而產生。他定居台灣，也活躍於台灣文壇，因

此筆者將之視為「在地流亡」。如果以施叔青、李渝、郭松棻等人為對比，這些

人長期定居美國而對台灣念念不忘，他們的流亡狀態屬於台裔美國人的流亡，可

從美國多元文化與種族關係的脈絡來看。當然，在當代時空壓縮且解離的狀態下，

住在美國的台裔作家，還是與台灣的文化、政治及社會脈絡有關。駱以軍常住台

灣，書寫西夏歷史乍看下讓人以為是以西夏來解構中國；但若更進一步探索，原

來那些的確存在的西夏史料，卻被作者拿來成為虛構的材料，迂迴地指涉「現此

時」的台灣。筆者提出在地流亡的概念，也是回到「台灣人悖論」這個主題：不

認同台灣的人，也是台灣人；具有流亡心態且質疑本土論的作家，也是具有在地

性，由台灣的民主化所開創出的空間，使其得以質疑在地性與本土性。 

Friedman 指出，認同的形成發生於空間的移動。身份認同是空間實踐的過程，  

必須離開原點（家），與他者相互對話、凸顯差異，認同才能建立，這是一個流

動的過程。19駱以軍在西夏旅館描述的空間移動是複雜而飄忽的。移動的原點是

哪裡？外省第一代由中國大陸流亡來台，其移動的原點是中國，也因而具有中國

認同。但是兩岸的隔絕使他們在台灣定居數十年，當他們於兩岸開放後返鄉，台

灣又成了移動的原點。駱以軍因父親回中國後得急症，他前往中國，對當地醫療

制度大為震驚，此段經驗也呈現於西夏旅館。那麼對駱以軍而言，其移動的原點

是台灣。經由離開台灣，使他對童年聽到的原鄉敘述及現實的反差更敏感。由「我

其實不是中國人」的震驚，而「成為」「我不是本土論所定義的台灣人」，而他書

寫此小說所使用的修辭策略顯示出他意欲「成為台灣人」，但何謂台灣人，他抗

拒本土論而自創新意。蔡振念對朱天心的解讀也有類似結論，亦即朱天心由身為

中國人（ being Chinese）而進入成為台灣人（becoming Taiwanese）的階段。20 

史書美在其華語語系論點中，指出華人由中國大陸離散至全球各地後，會與

當地既有種族、族群、文化、非華語語言產生雜混現象，是在地的文化生產。21

「流亡心態」以及「離散作為正面價值」乃是在台灣特定時空之歷史、政治、社

會、文化脈絡下發生的，並非抽象的存在。台灣歷史上經歷數次朝代更迭，國族

認同也因而包括對過去政權及其產生之相應認同之殘存與遺緒，形成王德威所謂

                                                      
19 Susan Stanford Friedman, Mapping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51-4. 
20 蔡振念，〈論朱天心族群身份∕認同的轉折〉，《成大中文學報》25 期（2009.07），頁 200。 
21 史書美，《反離散：華語語系研究論》（台北：聯經，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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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遺民文學。22當過去的政權已完全消失（例如清朝與日本殖民政府），或是霸權

地位殞落但仍然存在（如國民黨），而新的政權帶來新的身份論述（如民進黨與

本土意識及台灣國族主義），人們徘徊依違於過去、現在、未來的交織與扭曲。

在民主制度與言論自由的環境下，多重的身份認同於是在文化、政治、消費場域

互相競逐，不只外省人第二代身份認同被問題化，即便是本省人及原住民，其身

份認同也屢經變化，例如台灣文學經典名作「亞細亞的孤兒」，作者筆下的主人

翁胡太明也是不斷地在不同空間中移動，其孤兒心態與被遺棄的創傷，可與西夏

旅館的外省人相提並論。可惜駱以軍預設了本省人與原住民沒有流亡的問題，而

單單專注於外省人流亡的悲情。 

外省第二代在政治上對國民黨及中國民族主義已徹底幻滅，但又無法接受新

的身份論述，由此產生「不是中國人，也不是台灣人」的尷尬。他們童年時接受

官方中國民族主義的價值，因而曾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經由回到中國大陸被當地

人認為是台胞，以及台灣後現代思潮的盛行，中國中心似乎被打破。駱以軍提出

西夏的歷史想像，其第一層意義是打破漢人中心的史觀，具有解構中國、解構漢

人的效果。 

然而繼續細究，西夏畢竟是外省人逃亡的寓託與修辭。而這些流亡的人有個

共同的空間「旅館」可棲息，旅館是家也不是家，這些人被困在旅館，同時又認

為旅館不是實體空間，而是網路、是夢境、是流浪之途。旅館一方面是台灣的隱

喻，但是旅館的真正的主子是「老頭子」蔣介石，其主要房客是外省人，本省人、

原住民、新移民在兩大冊小說只佔微薄的篇幅，因此駱以軍呈現了外省人與台灣

緊密的關係，又弔詭地讓本省人、原住民、新移民成為似有若無的幽魂。 

旅館是違章建築，層層堆疊，暗示了對法律的漠視，法律並非評判標準，也

無一致性的邏輯；這被辜炳達視為「例外國家」的狀態。西夏旅館違章建築般的

存在正是透過法則的無限增生瓦解法則自身，尋求在例外狀態下居住與生存的另

類可能性。23 

五、結論 

西夏旅館雖然有兩條明顯且互相關連的主軸，也就是西夏人逃亡與外省人逃

亡，但全書的敘事技藝則由無數個微形故事不斷由某一點湧現，爭相出現推擠而

成為「故事屍骸」。所謂的「某一點」，可以指時鐘刻度上一秒鐘的瞬間，人物情

緒轉化的瞬間，故事換成另一個故事的斷裂點。當一個故事有開頭，卻又斷裂，

此時爭相湧現更多有頭無尾或有尾無頭的故事們。但這些故事殘骸的其他部分仍

                                                      
22 王德威，《根的政治，「勢」的詩學：華語論述與中國文學》（高雄：中山大學，2015）。 
23 辜炳達，〈「活著的一隻被魔法詛咒成水泥化石的巨獸」：《西夏旅館》的偽巴洛克違章結構〉，

《中外文學》44 卷 3 期（2015.09），頁 209-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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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於全書上下二冊各處，因此在故事碎片仍有方法可以拼湊出較完整的敘事。

經由人稱不斷變化，且「我」牽涉到不同人物，「他」也是牽涉到不同人物，多

重視角與故事碎片形成萬花筒般千變萬化的身份組合與流動。 

然而無論如何的變化與流動，作者主要的執念都是逃亡的外省人。縱然這些

外省人的母系是本省人或原住民，只要父系是外省人，就活在逃亡的恐懼感與被

遺棄的悲傷中。作者在本書結尾時大玩文字遊戲，在「我們」與「他們」兩種代

名詞間移行換位。敘事者語帶怨恨地說，「我們」（外省人）為何變成本省人口中

的「他們」；而「他們本省人」則成為「我們」（頁 686-687）。這段文字顯示出外

省第二代原本是發言主體，後來卻變成他者；而本省人作為他者，卻成了發言主

體。不同族群間原可發揮互為主體性互相傾聽與溝通，但敘事者不認為有此可能

性，只能在主體與他者中二擇一中從事發言主體的搶奪與捍衛。 

此書也顯示出作者敘事藝術的不均質分布。關於西夏逃亡、外省人逃亡、變

形、殺戮、死亡，作者調動大量的想像力與書寫藝術來呈現，但是在當代台灣社

會現象這部分，則直接引用報紙報導。作者引用大批歷史材料來交代西夏王朝的

建立與破敗，全書未曾引用任何台灣史著作來呈現台灣史，而是作者以簡要方式

提到二二八事件與太魯閣事件。作者將旅館視為台灣的隱喻，但旅館長期且主要

的房客是外省人。外省人一方面宣稱逃亡，另一方面又居住於名為西夏但隱喻台

灣的旅館。作者在各種身份遊戲與變形遊戲中，提出「變成不是人」以及「變成

不是台灣人」，這些遊戲都彷彿是手套內面反轉至外面，是手套一體的兩面，猶

如「台灣人悖論」，藉由變成不是台灣人，更能彰顯台灣社會的特色，那就是在

文學、文化、政治場域中各種多重身份的競逐，以及對台灣人定義的詮釋權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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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討會主辦單位是 EATS，會議地點是英國的諾丁罕（Nottingham）。EATS

的全稱是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Taiwan Studies，歐洲台灣研究學會；每年

年會由一所歐洲大學的台灣研究中心主辦，地點為主辦單位所在城市，都是在

歐洲。與會者以歐洲學者最多，其次是來自台灣及美國的學者。 

 

此學會的成立宗旨是推廣台灣研究，其所包含的學科涵蓋人文、藝術、歷史、

社會科學，為跨領域的學會，經由此學會形成跨國與跨領域的對話與合作。該

學會也長期接受蔣經國基金會的補助。 

 

自 2013年起，學會開始推出每年兩次的通訊，有電子檔及紙本，經由通訊傳播

會員的最新研究動態。 

 

本人參加的是第十六屆年會，會議主題是：Recognising Taiwan: A Conference 

Exploring Taiwan’s Society and Political World. 

 

會議第一天是 2019年四月十日，開幕式由主辦單位的 Dr. Alexander，副校長

Dr.Ryan，民主基金會董事長廖福特教授共同主持並致詞。第一場由民主基金會

贊助，主題是：「亞洲民主國家是否仍受威權統治的誘惑？」。四位講者所提個

案包含台灣、馬來西亞、印度。下午場次同時有兩場進行：一場是文化藝術相

關，另一場主題是法律與正義。接下來場次討論文學，同時另一個會議室討論

移民政策。當天最後有紀錄片欣賞，介紹離島烏坵的歷史。 

 

第二天上午議程有「社群與認同」、「外交與國際政治」、下午「全球客家脈絡下

的台灣史」、「地方、人民與記憶」。 

 

本人的場次是第三天早上，「女性、歷史與文學」。同場發表的論文除了本人以

駱以軍《西夏旅館》為主題的論文，還有陳玉蕙的《海神家族》、戰後台灣關於

抗日女英雄的建構、亞美文學的世代差異。同時間另一場次是民主與兩岸關

係。下午則留給碩士生發表。 

 

整個研討會注重人文與社會科學的跨領域觀點，搭配紀錄片放映，讓與會者對

台灣研究的全球連結與在地深耕都有良好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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