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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高齡化現象自二十世紀末逐漸受到全球重視。由於二次世界大戰之
後無全球性戰爭，醫療科技高度發展、婚姻和性別意識轉變、戰後
嬰兒潮世代高齡化、少子現象普遍，全球無不關注人口結構老化問
題。人類正面臨改寫「老齡」定義議題。 值此之時，政策制訂和醫
療體系扮演重要的論述生產體系。「老化」納入醫療體系，「老」
被併入疾病論述，老年照護和醫療技術全面介入老齡議題。「老」
以「被納入的排除」之例外狀態，存在於醫療論述中。本文試圖探
討老齡論述以「衰退」意識形態將「老化」視為生命例外狀態的論
點：將「老」連結上「病」與「衰弱」論述，使之與「年輕」對立
；「老齡」被賦予刻板化屬性、物化為商品，提供資本主義運作新
興的「生產-消費」場域。在老齡論述的衰弱意識形態推展中，生命
成為「存活狀態的裸命」（zo），老齡人口成為構成老齡論述的基
本要件，但以例外狀態被納入其中。老齡人口需要醫療照護，且被
集中於異質空間加以管理、照護，和規訓。本文以《不老騎士》和
《愛.慕》兩部影片，做為分析案例，試圖討論其老齡再現是否提供
改寫翻轉「老齡」的契機？或是強化了「老」的例外狀態？最後
，本文提出後千禧生命歷程以重構傳統對老年生命的制式想像。
中 文 關 鍵 詞 ： 例外狀態、高齡化、傅柯、後千禧生命歷程、批判性老年學
英 文 摘 要 ： The issue of aging has been attracting global attention
since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The global anxiety about
aging demographic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following
variables: large-scale, global wars rarely take place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of
medicine are happening rapidly; post-war baby-boomers have
been stepping into the old age; declining birth rate
becomes the common problem in developed countries. These
global contexts and the widespread improvement in global
life expectancy precipitate reflections on and reassessments of the concept of “aging.” The worldwide
increase in human lifespan has largely facilitated
political regimes and medical institutions to produce
forceful dominant aging discourses and policies on the
ground of “aging.” The subject of aging is accordingly
subsumed into the discipline of medicine, as is aging
discourse into illness narrative. In the name of “care,”
medical technology predominantly intervenes into the life
of the elderly, positing them as “inclusive exclusion.”
In this vein, this essay argues against the “decline
ideology,” which deploys its maneuver by categorizing the
elderly as “exception.” By connecting the old age with
“illness” and “senescence,” the “decline ideology”
contrasts old age with youth and invests it with
stereotypical attributes, which facilitates the
commodification of life’s time, turning old age as the
site of “production-consumption” for the operation of a
late-capitalistic logic.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life in

the old age becomes the “bare life” (zo), which needs
medical care, management, and discipline when taken into
custody in various heterotopias; on the other hand, the
aging population is paradoxically conceived as bios
bestowed with “privileges” and the “right” to be cared
for. This essay examines Go Grandriders and Amour to
interrogate whether aging images in these two films offer
opportunities to re-conceptualize the idea of aging. Do
they rebut or reinforce the “decline narrative” which
presumes the old age to be a state of exception? Finally,
this essay proposes a “post-millennial life course,”
which remains open to restructuring and ongoing
redefinition, in place of the habitual conception of late
life.
英 文 關 鍵 詞 ： state of exception, aging, Foucault, post-millennium life
course, critical geront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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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英文摘要及關鍵詞 (keywords)。

[中文摘要]
高齡化現象自二十世紀末逐漸受到全球重視。由於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無全球性戰爭，醫療科
技高度發展、婚姻和性別意識轉變、戰後嬰兒潮世代高齡化、少子現象普遍，全球無不關注人
口結構老化問題。人類正面臨改寫「老齡」定義議題。1值此之時，政策制訂和醫療體系扮演重
要的論述生產體系。「老化」納入醫療體系，「老」被併入疾病論述，老年照護和醫療技術全
面介入老齡議題。「老」以「被納入的排除」之例外狀態，存在於醫療論述中。本文試圖探討
老齡論述以「衰退」意識形態將「老化」視為生命例外狀態的論點：將「老」連結上「病」與
「衰弱」論述，使之與「年輕」對立；「老齡」被賦予刻板化屬性、物化為商品，提供資本主
義運作新興的「生產-消費」場域。在老齡論述的衰弱意識形態推展中，生命成為「存活狀態的
裸命」（zoē），老齡人口成為構成老齡論述的基本要件，但以例外狀態被納入其中。老齡人口
需要醫療照護，且被集中於異質空間加以管理、照護，和規訓。本文以《不老騎士》和《愛.慕》
兩部影片，做為分析案例，試圖討論其老齡再現是否提供改寫翻轉「老齡」的契機？或是強化
了「老」的例外狀態？最後，本文提出後千禧生命歷程以重構傳統對老年生命的制式想像。
關鍵詞：例外狀態、高齡化、傅柯、後千禧生命歷程、批判性老年學

年的人均命已達 80.4 歲。
4 has reached 80.4 years.
The average life expectancy in Taiwan in 2017, for example,

1以台灣為例，2017
2

[Abstract]
The issue of aging has been attracting global attention since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The global
anxiety about aging demographic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following variables: large-scale, global wars
rarely take place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of medicine are happening
rapidly; post-war baby-boomers have been stepping into the old age; declining birth rate becomes the
common problem in developed countries. These global contexts and the widespread improvement in
global life expectancy2 precipitate reflections on and re-assessments of the concept of “aging.” The
worldwide increase in human lifespan has largely facilitated political regimes and medical institutions
to produce forceful dominant aging discourses and policies on the ground of “aging.” The subject of
aging is accordingly subsumed into the discipline of medicine, as is aging discourse into illness
narrative. In the name of “care,” medical technology predominantly intervenes into the life of the
elderly, positing them as “inclusive exclusion.” In this vein, this essay argues against the “decline
ideology,” which deploys its maneuver by categorizing the elderly as “exception.” By connecting the
old age with “illness” and “senescence,” the “decline ideology” contrasts old age with youth and
invests it with stereotypical attributes, which facilitates the commodification of life’s time, turning old
age as the site of “production-consumption” for the operation of a late-capitalistic logic.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life in the old age becomes the “bare life” (zoē), which needs medical care,
management, and discipline when taken into custody in various heterotopias; on the other hand, the
aging population is paradoxically conceived as bios bestowed with “privileges” and the “right” to be
cared for. This essay examines Go Grandriders and Amour to interrogate whether aging images in
these two films offer opportunities to re-conceptualize the idea of aging. Do they rebut or reinforce the
“decline narrative” which presumes the old age to be a state of exception? Finally, this essay proposes
a “post-millennial life course,” which remains open to restructuring and ongoing redefinition, in place
of the habitual conception of late life.
Keywords: state of exception, aging, Foucault, post-millennium life course, critical geront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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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verage life expectancy in Taiwan in 2017, for example, has reached 80.4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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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報告內容：
* 本計畫成果已出版專書論文一篇，以下為專書論文之版權頁、目錄，和論文內容：
文學觀點 37
文學、視覺文化與醫學：醫療人文研究論文集
Literature, Visual Culture and Medicine: Collected Essays on Medical Humanities
作者張淑麗、蘇榕、胡心瑜、蔡振興、謝文珊、王榆晴、張焮棋、馮品佳
主編馮品佳
編輯張麗芳
校對王榆晴、林美序、王建文
出 版 者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100臺北市羅斯福路四段60號3樓
Tel (02) 2368-4938‧2365-8617 Fax (02) 2368-8929‧2363-6630
臺北書林書店106臺北市新生南路三段88號2樓之5 Tel (02) 2365-8617
學校業務部Tel (02) 2368-7226‧(04) 2376-3799‧(07) 229-0300
經銷業務部Tel (02) 2368-4938
發行人蘇正隆
郵撥15743873‧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網
址http://www.bookman.com.tw
經銷代理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臺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121巷19號
Tel (02) 2795-3656（代表號） Fax (02) 2795-4100
登 記 證局版臺業字第一八三一號
出版日期2020年12月一版初刷
定 價350元
I S B N 978-957-445-910-0
本書由教育部109年「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及科技部規劃推動計畫
「以文淑世：醫療人文跨領域研究」共同補助出版。
欲利用本書全部或部分內容者，須徵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同意或書面授權。
請洽書林出版部，Tel (02) 2368-4938。
文學、視覺文化與醫學：醫療人文研究論文集 = Literature, visual
culture and medicine/張淑麗, 蘇榕, 胡心瑜, 蔡振興, 謝文珊, 王榆晴,
張焮棋, 馮品佳作 ; 馮品佳主編. -- 臺北市 : 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2020.12
面；公分—（文學觀點；37）
ISBN 978-957-445-910-0（平裝）
1.醫學 2.影像文化 3.文學 4.文集
410.7 109018783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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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2 「老」是例外？：高齡化論述與後千禧生命歷程*
蘇榕

我不老則已，老則定與自然講好「健」的條件，雖不
敢希冀那一類步履如飛精神純粹的老神仙的福氣，而
半死不活的可憐生命，我是不願意接受的。
—蘇雪林，〈當我老了的時候〉

一、 當代高齡化議題的興起
高齡化議題從二十世紀晚期已逐漸浮現，二十一世紀初更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已開發國家
人口結構的高齡化從二次世界大戰後至二十一世紀初期間愈來愈明顯，主要成因和高度現代
化、工業化、資本主義密切相關。其中個別面向包括全球無大規模戰爭爆發、傳染病防治（諸
如天花、霍亂等）得到有效控制、1醫療科技高度發展、婚姻概念和性別意識產生巨大轉變、戰
後嬰兒潮世代步入老年、嬰兒潮世代累積充足的教育、財富、社經地位、健康等社會資本、個
人主義盛行造成個人意識抬頭、少子現象普遍等社會轉
______
* 筆者感謝科技部對高齡化議題的大力支持與贊助，使本文得以順利完成（計畫編號MOST
108-2410-H-003-008-）。此外承蒙審查人提供寶貴的修改意見，特此一併申謝。
1 2020 年1 月間爆發至今的全球肺炎感染大流行（Covid-19 pandemic）造成二次大戰以來首見
的瞬間大量人口死亡，甚至被比喻為「第三次世界大戰」、「沉默的戰爭」，直至2020 年底有
效的疫苗方才面世。高齡人士以及老人安養機構的長者更成為這波流行病中的弱勢團體，此處
因篇幅有限，未來有機會再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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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以上種種因素使人類對「老」的再思正式浮上檯面，成為政策、醫療、法律、倫理、文化、
社福領域的重要議題。人口結構的高齡化促使人類改寫「高齡」的定義。以臺灣為例，2018年
的總生育率為1.06，女性零歲平均餘命約為84.0歲，男性約為77.4歲。2 面對高齡化浪潮，政策
制定和知識論述的學門建制扮演了重要的論述生產角色：「老化」納入醫療體系，「老」併入
疾病論述，老年研究提供成功老化、樂齡的有效建議。「老」以「被納入的排除」之例外狀態，
內存於高齡化論述。人類正面臨重新界定「老」的關鍵時刻。何謂「老」？如何管理「老年」？
「老年」的目的感何在？這些成為全球發達國家致力研究的課題。老年人口既是「社會的負擔」，
「銀色產業」又是活化經濟的泉源。「老」的現象充滿弔詭性。
卡茲（Stephen Katz）曾在《規訓老年：老年學知識的形成》（Disciplining Old Age: The
Formation of Gerontological Knowledge）一書中主張，傅柯（Michel Foucault）剖析西方知識體
系－權力建
制過程的方法論，可以用來分析西方老年學知識的建制（2-3），卡茲的觀點反映了西方批判性
老年學的立論基礎。文化老年學者提格（Julia Twigg）和馬丁（Wendy Martin）也受這種說法
的影響，在《老年學者》（The Gerontologist）期刊發表的〈文化老年學的挑戰〉（“The Challenge
of Cultural Gerontology”）一文中，引用了卡茲，並提到傅柯的「自我的技術」（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355）
。本文大致循此脈絡展開對高齡化論述的檢視，但更帶入阿岡本（Giorgio Agamben）
「例外狀態」（state of exception）的概念以解讀資本主義社會下的老年生命，申論高齡化論述
的知識系統和制度建構將「老」以「例外狀態」懸置，老年生命被化約為同質性
_______
2 此為內政部2018 年統計資料，請參考廖珮如，〈人口老化：勞動力短缺之衝擊與挑戰〉，頁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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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命」（bare life），既內含於政治秩序內，又被排除於政治秩序的「正常」運作之外，以便
於規訓和治理的進行（Agamben 1-9）。簡言之，高齡化論述以「衰老」意識形態視「老化」為
有待解決的「問題」，將「老」佈置為例外狀態，透過知識體系的規訓和教導，「（衰）老」
被刻板化、期程化，資本主義更以老年身體做為其消費邏輯的運作場域以開闢新興市場。在高
齡化論述的知識建構中，老年生命既以「存活狀態的裸命」（zoē）存在，自主權在生命末期被
懸置為例外狀態；「高齡人口」卻又享有資深公民被國家治理與照護的權利（bios），形成支撐
高齡研究知識建構的基底。簡單地說，老年生命以例外狀態被納入，高齡人口受到專門的醫療、
照護、管理和規訓。這是高齡論述本身內存的矛盾，這種內在矛盾也使高齡化論述具有多樣性
和異質性。現代老年學的知識體系使治理機構依據社群、生活形態和年齡，將人口分為不同區
塊。據此，
高齡人口被同質化為某一世代或被視為生命存在的異常（失去正常功能），或被配置於某些異
質空間（安養院、老人之家、養生村等），成為國家機器運作下的工具性例外。
傅柯和阿岡本的論述為批判性老年學提供了有用的理論基礎，但個別的老年生命的特殊性
和情感面向並無法由這樣的理論基礎被看見或代為發聲，這恰恰是文化老年學研究得以切入並
整合社會老年學和批判性老年學空缺的優勢，因為文化產品提供了再現個別經驗的可能，這包
括故事性敘述（例如生命故事）、感官經驗的戲劇化、具象化、美學化、隱喻式呈現（例如視
覺再現）、文化脈絡的帶入等，如此生命經驗的特殊性和異質性可因再現方式的多元性得以彰
顯，批判觀點也不致受制於統計數字或普遍化詮釋而流於扁平化。因此以老年經驗的文化再現
補足理論骨架下的血肉是本文研究策略的重點之一。筆者冀求以文化老年學角度解構新世紀高
齡化論述所建構的「老」問題。以下先由其他醫學人文學者的觀點分析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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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學成為一種專門知識的時代背景。
正如醫學人文學者科爾（Thomas R. Cole）在他和溫克爾（MaryG. Winkler）合著的《老年
之書：思我生命之旅》（The Oxford Bookof Aging: Reflections on the Journey of Life）一書中所
言：「有史以來第一次，八十五歲以上的人士是西方人口裡增加最快速的年齡群」（8）。這個
現象使「老化」成為一種普遍的生命狀態，高齡人口的各種需要和對社會產生的衝擊，使談老
論老不再只是傷感寄情的「老生常談」。學術界逐漸發展出一套工具性論述的機制，據以檢
視、耙梳、製造和再製造所謂的高齡論述。科爾看出老年觀念的變化和現代化過程與現代性有
密切關聯。他指出：在西方「古代和中世紀都視年老為世間永恆秩序的一個神秘部分」，但是
在「十六世紀和廿世紀約一九七○年代之間」，「這個觀念卻逐漸被一種世俗、科學和個人主
義的年老觀所取代」，老年不再被視為生命旅程中具有靈性的一站，相反地，老年「被重新界
定為一個有待科學和醫學來對治的問題（problem）」（8）。科爾認為，「在廿世紀中葉，老
年人是被排擠到社會邊緣的，剩下給他們的主要身分只是病人和退休年金的領取者」（8）。科
爾更有力地指出高齡議題引發各界探究的動機和背景，在於「長壽變得普遍而非例外」，他引
述了英國作家布萊思（Ronald Blythe）在1979年提出的先進概念：「活得老的普遍性」，在《冬
天觀點：省思老年》（The View in Winter:Reflections on Old Age）一書中，布萊思點出他對當
代老年人的觀察，認為他們「等於是被判了終身監禁，變成一個公共議題。他們是第一代的全
職老人，也是第一批必須由國家提供特殊支援的人口─國家做這事時又吝惜和舉棋不定」，因
此他相信，不久的未來「人們便有必要在學會如何長大時就要去學習如何入老」（轉引自科爾
9）。這裡揭發的問題在於老和長壽、現代化的連動關係，以及古代對於老的詮釋和刻板印象，
已經不足以處理或解決當代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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壽延長後老年世代的不確定感。科爾隨即舉出一連串當代老年世代可能面對的問題，例如，老
年階段具有目的性嗎？養大孩子和退休之後，一個人真的還有什麼重要的事好做嗎？老年真的
是人生的極致嗎？它包含自我完成的極致嗎？入老後的靈性成長道路何在？老年人具有何種角
色、權利和責任？老年階段的特殊力量和德性何在？真的有所謂的「美好」老年嗎？（轉引自
科爾 9）。
這樣的看法在當時似乎太過新穎而難以被接受，但從今日看來，隨著文化、文學、人文、
社會、批判性老年學論述的湧現，以及挪用後結構、後現代、後殖民、精神分析概念的新興老
年學理論的萌芽，各種有關老邁與老年的約定俗成的形象、規範與預期逐漸被打破或翻轉，為
本世紀提供了一些重新省視「老」的契機。科爾可視為想將老化從醫療與科技規範的侷限性中
解脫出來的典型人文老年學者（humanistic gerontologist）。他以「時間限制」這樣的現有條件，
直言「老去是生活在時間中的必然結果」（11），時間會對個人或群體帶來形式與環境的改變，
就如同荷蘭人類學家范根內（Arnold van Gennep）在《過渡儀式》（The Rites of Passage）中
所提到的，不同生命階段有各自的門檻（轉引自科爾11）。但是科爾在出生、青春期、成熟、
死亡、死後的門檻之外，賦予了老化追求真理和靈性的任務，以此解消年齡增長和體力衰退對
個人生命價值的貶抑。他引述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在《政治作為一種志業》（Politics
as a Vocation）中的一段話，作為他強調老年所需的「韌性」（resilience）的支持論述：「年齡
並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我們能不能以訓練有素的韌性，面對人生的諸般現實，並在內心鼓起
勇氣加以面對」（轉引自科爾 12）。科爾提出創造性，做為人文老年學（humanistic gerontology）
和社會老年學（social gerontology）的主要論述重心，闡明這兩個學門近年
來的論述主旨：「不分年紀老少，創造性始終是成長的有力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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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他指出，一般認為創造性是體現在具體事物上，例如文學或藝術創作品：一幅畫、一
首詩、一本書或一件家具；但是創造性也可以實現於「個人或群體自我意向的改變；對於一個
人該如何過生活的理解的改變：一種長期關係的深化；更瞭解到自己在家庭、一個宗教群體或
自然界裡的地位」（13）。簡言之，這一派的學者認為人類可藉創造力抵抗時間、生命的限制
和不確定性，並與之相角力。
自古以來，傳統都以「人生階段」或「生命旅程」做為生命歷程的隱喻。此種階段化、線
性化生命歷程的方式，在當代卻因醫療、科技高度發展、工業化、都市化、現代化、階級、性
別種種因素，經歷了各種變異，個人經驗因之變得錯綜複雜，這使老化的速度和期程無法以簡
單的刻板概念分段或分類。這樣的現象解釋了為何科爾等人文老年學者認為老邁在科學探索、
醫學、哲學思辨、個人沉思和文學藝術的表達上必須獨立為一門議題，且直言這個領域的興起
在時間上不超過一百五十年；科爾甚至明白表示：「在十九世紀以前，幾乎無人為文探討過去
和老年的課題」（16）。是否果真如此？或者我們應該說，過去對「老」的探索多半被視為某
個具有目的性論述的附屬品；本世紀論「老」則正式成為一個獨立而受到全面關注的話題。老
年人口被統計、數據化，成為政治、經濟、醫學、產業運作權力和生產知識論述的標的，老年
人口和老年世代也因而被貼上各種標籤，例如「銀髮海嘯」（silver tsunami）、「老化潮」（age
wave）等。
二、西方老年學的建構：老年身體的規訓和例外狀態
如前所述，當代的高齡化現象和現代化、工業化、資本主義有高度密切關係，醫療技術和
科技的進步使人類有餘裕關注老年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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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老年身體的照護、治療、規訓和管理到近代逐漸成為一種專門知識。這與傅柯以系譜學對
身體規訓技術的方法學進行斷代分析極為相似。卡茲於1996年出版的《規訓老年》可視為以傅
柯觀點析論西方老年學「權力—知識」運作的批判性社會老年學代表作。鮑爾和瓦希丁（Jason
L.Powell & Azrini Wahidin）也曾在2006年所合編的《傅柯與老化》（Foucault and Aging [sic.]）
中收錄了多篇傅柯研究和老年議題的論文，但因作者來自不同學科，較無系統性的研究方法。
卡茲的《規訓老年》則提供了有條不紊的方法論可供參考。他在此書中具體分析了「老年身體」
（the aged body）和「衰老論述」（discourse of senescence）在現代權力—知識建構的社會制度
發展下（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regimes of power and knowledge）如何相互掛勾，成為管理
老年身體的中心理念（27-28）。他並提出老年人口和現代生命歷程這兩個重要概念，以及「老
年」的問題化。這些論點都成為批判性老年學的批判重心，也被其他老年學者（諸如提格、馬
丁、伍德渥德 [Kathleen Woodward] 等）採用並引述。
卡茲首先將老年學界定為一種內在性全球政治和社會網絡下的權力知識布署，其方法學具
有跨領域特性和實用性。這延伸出「批判性老年學」由外挑戰主流老年學的批判位置（4）。他
提出兩項批判性老年學的主要任務：第一、批判性老年學告誡老年學其狹隘的科學性、提倡與
人文學科建立更牢固的聯繫、支持反省性研究方法、歷史脈絡化老齡的意識形態屬性、宣揚基
進的政治參與、重新以異質性與不確定性標示老化過程；第二、強化老年學和當代學科、主體
性、話語理論之間的關鍵性連結（4）。這些連結包括了文化研究、女性主義、消費者文化、後
殖民主義、解構主義、再現論述和形象等（6）。而《規訓老年》一書最大的貢獻在於將傅柯對
「權力—知識」建構和對身體控管的論述運用於分析老年學知識論和其對老年身體的建構和管
理。卡茲主張若以「年齡」（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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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辭彙取代「性與性意識」
（sex and sexuality）
，傅柯式的老年學（a Foucauldian gerontology）
將可成立。為了證明他的論點，他從《性意識史》第一冊的導論（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I: AnIntroduction）摘選了一段文字，用「年齡」填入原先以「性或性意識」為主詞的句子，結
果並無違和之處：「〔年齡〕顯現為極端不穩定的病理領域：一個反映其他病痛的表面，但也
是特定疾病學的焦點，3 即本能、傾向、形象、快感和行為」，而「〔年齡〕並非權力關係中
最棘手的因素，4 而是具有最大工具性的因素之一：對於更多的推演有用，並且可作為最多樣
化策略的支撐點，作為關鍵」（7）。卡茲為傅柯的系譜學研究整理出兩條主軸，第一條主軸提
出「三種主題化模式」
（three modes of subjectification），第二條主軸列出「三種主體領域」
（three
fields of subjectivity），在清楚勾勒傅柯權力—知識架構和踐履的同時，也描繪出老年學建構的
現代政治社會脈絡，明確指出批判性老年學跨領域的彈性和研究領域的流動本質。軸線一的「三
種主題化模式」包括：（一）「分類踐履」（classification practices）：這指的是認知技術的取
得，人類屬性的研究、定義、組織、辨認、編碼、文本化、辨認正常與異常等，例如《事物的
秩序》（The Order of Things）所處理的議題；（二）「區分踐履」（dividing practices）：這
指的是政治行政機構將人口分開、分類、常態化、制度化，以維持社會穩定。例如《瘋狂與文
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臨床醫學的誕生》（The Birthof the Clinic）、《規訓與懲
罰：監獄的誕生》（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Prison）所討論的瘋人院、醫院、學校、
監獄等；
_______
3 原文為「性」（sex），請參考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I: An Introduction,67。
4 原文為「性意識」（sexuality）。請參考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I: An Introduction,
103。

15

蘇榕「老」是例外？ 55
（三）「自我臣服的踐履」（self-subjectification practices）：這指的是分類與區分踐履並存的現
象。以知識和專業去研究、計算、分類那些政府機構管理、規訓和區分的團體，這需要自我技
術的運用，例如《性意識史》提到的引導告解的技術（16-21）。軸線二的「三種主體領域」包
括：（一）「身體」（the body）：意指將身體視為「論述的主體、政治性的銘刻文字」，卡茲
認為傅柯的貢獻在於提出「生物力」（biopower），將身體視為知識的客體（21），這也影響了
批判性老年學認為老年學研究將老年身體客體化為知識研究對象並加以規訓管理的觀點；（二）
「人口」（the population）：卡茲認為傅柯最重要的貢獻在於提出知識與規訓的關係，以及啟
蒙時代對於健康和財富的重視，例如《臨床醫學的誕生》檢視了十八、十九世紀的城市衛生、
傳染病、住房供給等問題，傅柯對「生命政治」（biopolitics）─「現代國家對人口的生命的介
入」的討論，帶出了治理術（governmentality, the art of government）、規訓知識和人口問題；
（三）「個人」（the individual）：傅柯的批評者認為他的論述剝奪了「人類主體的動能」，在
權力—知識的政治網絡下，個人除了被監控規訓外毫無反抗可能。卡茲認為在傅柯列入的一長
串被規訓的「受害者」（軍人、犯人、性變態、病人、兒童、瘋人〔筆者所加〕）之外，還應
加上老年人；他同時也為傅柯辯護，指出傅柯認為「個人是在物質踐履脈絡中，人類代理和認
同之主動和被動面同時浮現的私人空間」，例如在《快感的享用》（The Use ofPleasure）和《關
注自我》
（The Care of the Self）中，他關注自我主體的建構以及組織自我意識的可能（Katz 21-25）
。
傅柯的權力—知識、生命政治和主體研究賦予批判性老年學強烈的研究動能和啟發，特別
是老年學門興起背後學科踐履和知識建構的驅動力。對此，卡茲提出了三個批判性老年學借力
於傅柯的重點，對於後來的研究者具有關鍵性影響：第一，老年學作為一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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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科，乃是權力、治理術、知識、主體相互促成的領域。傳統歷史將老年學視為一種受過專
門訓練的職業，傅柯式方法學挑戰了這種看法，將老年學知識的養成重新編制為特殊知識／權
力的踐履和主體（Katz 26）。第二，傅柯提出「人類被塑造而成為主體」的主張，此概念影響
了批判性老年學，使之視老年身體和老年人口為組成現代生命歷程的科學知識、政治踐履和文
化形象的中心場域；由於身體和人口被問題化，年齡也變成控管學校教育、家庭、工作、退休
的中心主題；第三，老年主體是權力的主體和反抗的原動力，它們透過顛覆歷史所賦予的認同
形成條件，達成了社會變革（Katz26）。此觀點或許過於樂觀以致遭受質疑，例如以色列學者
哈讚（Haim Hazan）就持較悲觀的看法，認為垂老人士不具有這樣的動能，這部分將留待本文
第四節討論。總之，普遍化地認為老年主體可以背負起政治行動代理人之責這樣的看法仍有很
大的分歧性。
阿岡本承續傅柯，在《神聖之人：主權權力和赤裸生命》（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一書中結合施密特（Carl Schmitt）的主權概念和傅柯的生命政治，重新闡釋了「人
的生命／生活如何透過主權邏輯的運作形成政治秩序」
，其關鍵即為「例外狀態」
（薛熙平14-15）
。
5 藉由古羅馬法中「神聖人」的考察，阿岡本以神聖人不得再成為犧牲獻祭者，但任何人皆可
殺之而不觸法的例子，說明透過「雙重例外而被置於主權的決斷之下」（薛熙平16），也就是
「主權並不直接殺生，而是『放生』，將其逐出人類社群之外，成為裸命」，以質問「生命如
何被政治棄置」成為裸命的問題（薛熙平16）。在神聖之人系列二之一的《例外狀態》（State of
Exception）中，阿岡本進一步談「法」的懸置問題：「『法』透過將自身懸置的方式設定為無
法，而將生命納入治
_______
5 以下說法乃依據薛熙平為其所譯《例外狀態》而撰導讀所提供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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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此「納入的排除，便是例外」（薛熙平19）。「區分生命與法律、失序與秩序的可能本
身就與它們在生命政治機器中的接合同時發生。裸命是這部機器的產物，而不是某種在它之前
就已存在的東西」（阿岡本 239）。以此角度切入老年學研究，老年生命（特別是無自主生活
能力的垂老人士）就是現代政治社會機制主權決斷下的「裸命」，老年人口則可視為被規範於
社會制度之內具有政治意義的虛擬人。老年生命在主權決斷的操作下成為老年學知識建構和政
治治理的客體，而老年人口又同時是構成老年學研究基礎和政治機構推動老年人口治理的主
體。其既被納入又被排除的例外狀態，揭發了老年學研究和高齡化論述內存的矛盾，這個矛盾
接縫的「空無空間」（empty space），或許就是批判性老年學和文化老年學啟動批判動能的入
口。
三、何謂「老」？：「老態」＋「失志」→老化
對照西方十九世紀末以來急速發展的老年學論述，古羅馬以及東方古代論「老」之經典並未將
「老」視為人生階段中的異常或例外狀態；相反地，「老」被視為生命常態。
古人並非不曾談論過老。事實上，不論中西典籍，都曾對人生做過分期，大致多以七十歲
作為分界。以科爾的《老年之書》為例，此書收錄了古今中外觀點相近或互異的老年故事、論
述、訓誨，其中包括西元二世紀猶太智者特瑪之子猶大（Rabbi Judah benTema）的《眾父之訓》
（Ethics of the Fathers）；此訓誡將人生分為十四個階段，並對每個階段賦予具體的人生目標：
一、五歲，學習《聖經》；

18

58 文學、視覺文化與醫學
二、十歲，學習《密西拿》（Mishnah）； 6
三、十三歲，領受「時誡」；
四、十五歲，學習《塔木德》（Talmud）； 7
五、十八歲，娶妻成親；
六、二十歲，就業謀生；
七、三十歲，體力之顛峰；
八、四十歲，智力之顛峰；
九、五十歲，能給人勸勉；
十、六十歲，老年悄悄而至；
十一、七十歲，壽數之極致；
十二、八十歲，「異常強壯」之齡； 8
十三、九十歲，彎腰駝背；
十四、一百歲，無異於死人，與世界不相聞問。（轉引自科爾52-53）
徐學庸在其所譯西賽羅（Marcus Tullius Cicero）所著《論老年》（Cato Maior de Senectute）〈中
譯本導讀〉中，亦曾提及猶太哲學家斐洛（Philo）記載了古希臘賢者梭倫（Solon）將人生分為
十個階段的說法；每一個階段以七年為間隔（en hepta）；在第六到第八個階段時，人已受過良
好訓練，不再無知，思想和言說都處於顛峰狀態；等到進入第九個階段，即六十三歲，能力依
在，但言說與智慧（sophie）已從最佳狀態滑落（malakotera）；一個人若能進入生命
_______
6 猶太教經典《塔木德》的第一部分，為口傳律法。
7 記載猶太人傳統口耳相傳的生活習慣的宗教文獻，分為《密西拿》，指的是口傳律法、《革
馬拉》（Gemara），指的是口傳律法註釋、《米德拉什》（Midrash），指的是聖經註釋。
8 意謂只有異常強壯之人可以活到八十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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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十個階段（七十歲），已算長壽（11）。亞里斯多德在《修辭學》（The Rhetoric）1389a1-2
則將人生階段簡略地分為：青年（neotes）、壯年（akme）、老年（geros）（轉引自徐學庸12）。
這是希臘羅馬哲學家的看法。整體而言，七十歲是為衰老的開始。
古代東方智者對老齡也有其分界。高齡醫學學者陳亮恭曾提出對「老」之界定的看法，他
認為老是一個複雜的概念，很難給予明確的定義；因為歷史上絕大多數時間，人類都處於平均
餘命約三、四十歲左右的時代，由於當時新生兒約有三分之一可能活不過一歲即夭折，因為平
均值之故，實際上成年人的壽命可能落在五、六十歲之間，而六十歲以上或可視之為長壽（《微
霞與桑榆》25），這種現象有別於八、九十歲長者非常普遍的今日，而當代積極投入各類活動
的長者也和古代長者的生活形態大不相同。陳亮恭在其論老之作《微霞與桑榆：陳亮恭醫師的
世紀思索》中蒐集了許多中國古代經典談老的段落，並引用了《禮記》〈曲禮上〉的記載：
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
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
百年曰期，頤。（轉引自《微霞與桑榆》25）
他更進一步引述《禮記》〈曲禮篇〉：「七十而致仕」，據以說明國家以七十歲作為官員退休
年齡這件事，從西周就是如此，一直延續到明代都沒有更改，清代時才提前到六十歲；根據《禮
記》，人到四十歲才完成學習、心智成熟，如此方能從事仕途。五十歲才能正式為官從政，大
概六十歲可以勝任主管，如此七十歲退休或許尚稱合理（《微霞與桑榆》26）。根據以上所述，
他認為春秋戰國以至於漢代對「老」的定義都是七十歲。又舉《說文解字》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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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明確定義「七十曰老」、「言須髮變白也」（《微霞與桑榆》27）。他也提到孔子在《論語》
〈為政篇〉曾自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
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微霞與桑榆》26-27）。不過這段話並未清楚界定幾歲為老。
比較明確的文獻是宋末學者馬端臨的《文獻通考》，這部書記錄了歷代「戶口」制度，清楚說
明了對老的年齡界定；例如，晉代以六十六歲以上為「老」，北齊以六十六歲為「老」，隋代
以六十歲以上為「老」，唐代以六十歲以上為「老」等（《微霞與桑榆》28）。根據陳亮恭的
觀察，「老」的定義多半有其目的性，依當時的經濟狀況而調整，因為稱之為「老」之後，少
則免除徵稅，多則授予田地，是社會福利概念與尊老的想法（《微霞與桑榆》29）。這和現代
依社會福利法所制訂的「老」概念類似。
綜合以上中西古代經典對老齡的定義，過去大致以七十歲為分界，但是上述引文的人生分
期皆以接受知識規訓、預備進入社會、扮演社會角色、頤養天年等目的為目標，年齡雖被賦予
區間的功能，卻未必是絕對關鍵。年齡的增長或許並不完全是人們介意之處；簡單地說，人未
必怕老，但絕對不喜歡「老態龍鍾」。所謂龍鍾，根據《廣韻》：「龍鍾，竹名。年老者如竹，
枝葉搖曳不自禁持」（轉引自《微霞與桑榆》53），也就是步履不穩、體態衰老的樣子。健康
狀況和年齡，並沒有絕對的關係。對於這一點，陳亮恭以醫學教授的觀點提出他的人文省思：
「以疾病定義人的健康，恐將高齡者標籤化」（《微霞與桑榆》54）。他提出的疑問正可以開
啟醫學與人文對話的窗口：
現代醫學講究臨床試驗所提供的學理證據，這是醫學進步的關鍵基礎，但是，如果我們都成
功依照臨床試驗的結果修正了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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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風險，最終目標追求的是長生不老嗎？還是要接受死亡與衰老是人生的必然，尋找最適合
自己的人生策略呢？而這樣的人生考題，是臨床試驗可以回答的題目嗎？研究試驗產生的科
學證據力毋庸置疑，但臨床試驗的命題與條件必須精準，然而，我們對人生的思考如何能精
準呢？醫學會不會過度強調疾病而將高齡者標籤化了呢？（《微霞與桑榆》54-55）

這段話由高齡醫學學者提出誠屬不易，陳亮恭將高齡後人生從疾病診治的標籤中分離出來，點
出對於人生的思考和生命目標的重要性，也使高齡醫療的思考觀點提升至哲學層次。他寫到和
許多醫師之間的爭辯，正是文化老年學者亟欲檢視或批判的：
許多醫師跟我爭辯過，「疾病就是疾病，疾病就不是正常狀態，疾病就是會增加死亡風險，
因此疾病就是要被妥善管理。」其實這些說法都沒錯，只是，常常在我問了一個問題之後，
答案就變得模糊。我問道：「倘若這一切為真，人類會因此長生不老嗎？若不會，人類會因
什麼原因而死呢？而長生不老是生命追求的目標嗎？」大多數與我討論的醫師這時會有點結
巴，最後比較常見的答案是：「我只能就我自己專科的立場來回答，至少病人不會死於我們
科的疾病。」想想也對，站在某個專科的立場，可以讓病人死於該科疾病的風險降低已經很
厲害，還有什麼好要求的呢？（《微霞與桑榆》55）
站在高齡醫學專家的角度，陳亮恭除了倡言成功老化必須使長者免於走路不穩的衰弱老態，更
指出：
我們在快速高齡化的社會中，還未能從對於疾病的關注轉為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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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的重視，對功能的重視是全球已開發社會的核心價值，因為高齡者最重要的是自我生活
的功能，參與社會的能力。疾病固然會影響功能與社會參與，但我們應該把重心從醫療服務
轉為每個人的生活，去思考醫療在高齡者的角色。（《微霞與桑榆》56）
使高齡者脫離疾病的標籤，邁向無齡的境界，是陳亮恭醫師在《微霞與桑榆》中提出的入老策
略和高齡願景。他認為長壽現象是所有進步國家的共同特徵，正視人類社會集體長壽的事實，
重新修正社會面對老的架構才是正軌，因此高齡社會追求的目標也應從傳統的年齡轉向生活，
從提升身體的支持功能做起，這包括了身體活動功能、心智功能、感官功能三項，高齡後的人
生目標，在於能「獨立生活並享有生活品質」（《微霞與桑榆》75）。他提出當代追尋的是「無
齡」這樣的願景，亦即「一個生命不受年齡限制的可能，不設框架也沒有既定角色」（《微霞
與桑榆》76），但他又強調「『無齡』老後的關鍵乃存乎一心，心態上能去除老態才會帶動行
為的轉變」，而「心理衰老的另一種表現則與社會角色轉變有關」（《微霞與桑榆》77），身
為高齡醫學醫師兼教授，陳亮恭除了提出「無齡策略」，針對健康、運動、飲食提出建議和診
斷，還主張「老化的速度由『心』決定」，強調「失志」（demoralization）與心理上瞬間變老
有關。9
_______
9 關於老化（ageing）這個詞彙的翻譯，陳亮恭提出中肯的評論，值得參考：所謂的「老化」是
中文中少數翻譯得不好的一個詞彙，其原本的英文是Ageing，也就是指隨著歲月進展的過程，
日本翻譯為「加齡」，大陸有人翻譯為「增齡」，都是中性的名詞，單純地表示歲月的增加，
而無「老」的意味。人從十歲到二十歲的過程是種Ageing ，而八十歲到九十歲也是種Ageing，
但我們不會稱十歲到二十歲的過程是「老化」。因為「老」字其實本身就有特殊意義。（《微
霞與桑榆》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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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失志」，是指喪失了精神、勇氣、或過往訓練的鬥志（to be deprived of spirit, courage,
discipline; to be destroyed the moraleof）。長者「失志」，意謂「對於未來的無望與無助」；陳
亮恭在《微霞與桑榆》中指出，「這種狀態也不是以傳統憂鬱症的形式表現，而是對於未來無
助的狀態，當然這樣的長者很多與憂鬱症之間是重疊的，但有不少單純是心理上的絕望感」，
整體來說，「『失志』是長者在社會上自我存在的一種壓力與絕望感，跟憂鬱症並不相同，也
被認為是長者晚年生活的一種獨特的現象，研究發現在癌症或是疾病控制不良的長輩約有百分
之十三至十八的人，具有『失志』的現象，『失志』的成因多半是因喪失了生活的目的與意義，
因而產生對自己的高度絕望感」（182-83）。值得注意的是，在過去的研究中，「人類在年齡增
長的過程中，走向『老態』的最早表現是所謂的『行為調適不當』（Behavior maladaptation）」，
「出現『行為調適不當』的原因極為多元，可以是因為健康因素，或是環境障礙，但心理狀態
的轉變往往扮演關鍵的角色」（184），這是最難處理的困境。據此，他認為「老態並非鬚髮斑
白或齒牙動搖，而是『失志』」，而「保有持續追求夢想與自我實現的動機，是免於『失志』
的重要策略」（185）。而年輕一輩的陪伴則遠重於安慰的話語（183）。換言之，心靈力量的
支持和跨世代之間的互助互賴，是醫療以外很重要的一環，筆者以為這是人文老年學得以著力
之處。
「老」的問題不但千頭萬緒，也包羅萬象。《微霞與桑榆》除這是因為我們總習於將年齡、
歲月增長和「老」掛鉤，而「老」本身的字義就是「老態」（鬚髮變白）的象形，中英字詞的
文化脈絡不同，經過翻譯後更產生其他附加意義。臺灣目前常見到的譯法是「老化」或「高齡
化」。但前者的問題陳亮恭已經指出，後者少了年齡逐漸增加的時間性，並將ageing 現象限定
於年紀較長者（「高」齡）。目前暫從臺灣通用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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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論老、提出無齡、失志等高齡者心理面向的問題外，更蒐羅了中日古代文獻的案例，拋出各
類高齡社會議題，諸如長生不老與長生不死、老驥伏櫪、尊老與棄老、老來多情與活到老／愛
到老、老人福利與長期照護、年齡與追求夢想等。許多都非單純的醫療手段或社會制度可以解
決，反倒需要觀念的改變與突破，這些議題和當代的人文老年學、文學與文化老年學、社會老
年學和批判性老年學關注的主題頗有接軌之處。雖然此書只提供了大方向而未進一步就各個主
題細緻分析，卻提供了人文領域豐富的研究材料和觀察角度。由以上定義「老」和《微霞與桑
榆》所列舉的種種老後議題，我們可以得到以下結論：臨老的問題古已有之，生命分期的概念
即便因人均壽的延長而有所改變，人類一樣必須面對因增齡產生的「身體上的老態」和「心理
上的無助感」，這樣的情境並無太大不同。但為何當代高齡化現象特別受到關注，而「老」會
成為滲入各個領域的研究主題，與政策制訂連動、產業發展息息相關？首要因素當然是因為現
代化和醫療、科技的高度發達、少子化、出生率低於死亡率、高齡人口史無前例成長等。但就
《微霞與桑榆》提出的各類議題看來，筆者認為這些議題之所以備受關注，是因為長者在當代
社會形態發展下，逐漸形成四類生命形態，這四類形態與身體狀態和心理狀態密切相關，又和
階級、社經地位、教育專業、人格特質、疾病等變數產生交叉影響，形成類似又互異的問題，
解決之道也各有不同，這說明了老年問題的錯綜複雜性：（一）長期臥床失能的長者：這是一
群處於「例外狀態」的隱形人口，他們依賴現代先進的醫療技術維持生命狀態，成為統計數字
的一小分子，不論心智或身體都無法參與社會活動，甚至很難表達自主意願，他們，用阿岡本
的話來說，成為「裸命」（zoē），只是活著，無法擁有生存的風格，或從事政治、倫理、經
濟活動，不能稱為「政治的生命」（bios）（Homo Sacer 7-11）。因為家庭成員、階級等因素的
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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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部分受到家人的扶持與看護，絕大部分成為醫療院所、安養中心的照護對象；（二）需要看
護協助生活起居的失能者或失智者：這類長者可以使用各式輔具和無障礙設施，在看護照料下
生活。他們多數由外籍看護照顧和陪伴，少數由家人照顧，但是由外籍看護介入私領域所引發
的其他社會和個人問題，使外籍看護制度引起不少爭論，但這是目前臺灣社會眾多長者所倚賴
的照護主力；（三）退休後能自主生活、經濟無虞的長者：這些退休長者可以獨立自主生活，
體能足以支持自己展開第二段退休後的人生；（四）受過良好教育，學有專精、具有專業的菁
英人士：這些長者不受年齡的限制，仍活躍於專業領域，屬於領導階層。此處將疾病與老年的
問題分開來處理，是因為根據國健署統計，六十五歲以上的人多達九成以上有慢性病，但很難
說是一成沒有慢性病的人正常，還是九成有病的正常（《微霞與桑榆》48），故並未將慢性病
列入分類依據，以呼應陳亮恭「以疾病定義人的健康，恐將高齡者標籤化」的警語。事實上，
疾病並非老年獨有的問題，活到八、九十歲的長者，必定是歷經疾病和意外的挑戰而能存活者，
某種程度來說，應視為上天的恩賜（blessing），代表他們有足夠的毅力、韌性、體力或運氣，
在危機四伏的環境中繼續生存。因此，依從陳亮恭的看法，此處生活形態的分類，是基於「老
人的生活與功能」這個基礎之上來思考。
將疾病的因素分開來看，就不難發現以上四種老年生命形態和當代性緊密相關。第一、二
種生命形態在十九世紀未曾出現；就第一類而言，直到二十世紀下半，由於醫療科技的高度發
展，人類才能以各種醫療技術維持人的基本生命狀態，因而有了較多這類人口；第二類生活形
態和外籍看護制度的施行，與全球人力資本的流動有關，加上各種輔具的發展與引進外籍看護
照顧失能長者的照護政策，才使「長者＋外籍看護」的組合成為臺灣社會公私領域視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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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見的隱形風景。至於第三、四種生命形態，代表健康餘命延長的普及，是二十世紀下半才逐
漸出現的社會現象，這兩個族群的長者也最有機會思考陳亮恭醫師所謂的「無齡」人生、避免
「老態」和抵抗「失志」等議題，雖然這並不代表第二類長者無法追求同樣的人生目標。其中
第二、三、四類生命形態的老化經驗，不論是否受到慢性病或惡性疾病的困擾，長者們都必須
面臨急速變遷的社會環境、世代價值轉換和挑戰，以及生活前景意義的追尋等等考驗。如何尋
求「無齡」人生，避免消沉失志，正如陳亮恭所言，不完全是醫療的問題，也有心理的需求，
甚至需要哲學層次的思索。年齡不是關鍵，關鍵在「心」，聽起來似乎是老生常談，十分籠統。
事實上，古希臘羅馬哲學家有過清晰的論理過程，即便放在瞬息萬變的當代，也有其參考價值。
西賽羅在《論老年》中提到使人感到老年是悲慘的四個原因，這些原因至今看來仍然一樣，
且和心理因素、個人生活哲學大有關係：第一、「因為它宣告工作結束」；第二、「它使身體
衰弱」；第三、「因為它剝奪幾乎所有生理上的享樂」；第四、「因為它離死亡不遠」（15）。
但西賽羅也提出老年人的幾項優點，為「老」提出正向屬性。在西賽羅的看法中，老年人反而
適合從政，因此老年人應有「政治生命」，而並非國家的「裸命」。在《論老年》中，他設定
四個一般人對老年的偏見：「老年無所事事、老年體力衰退、老年失去肉體生理上的歡愉、老
年與死亡接近」，分別援引希臘歷史和哲學加以駁斥（徐學庸41-42）。第一點，他以斯巴達的
老人在政治上扮演的重要角色駁斥老人的無所事事；第二點，他以荷馬筆下的希臘老將軍聶斯
托（Nestor）為例，說明老年人的言說能力比力氣更富影響力；第三點，他同意老年失去生理的
快樂，但認為老年更能專心致力於德行與智性的培養與照顧；第四點，他引用柏拉圖的對話錄
以證明靈魂不滅（徐學庸41-42）。由以上古今中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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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老的論述可以看出「老」的定義和文化脈絡密切相關，「老」是一個很複雜的概念。古人的
定義也無法完全描述或涵蓋當代的老年經驗。本文選擇了兩部電影做為分析案例，試圖以視覺
文化再現討論當代高齡化經驗的個別面向。這也是文化老年學的優勢和利基，因為文學與文化
研究學者擅長敘事分析和生命哲學，能由虛構情節潛入個別經驗，洞察普遍表象下的「異質殊
相」。這是田野調查和統計數字所憑藉的「事實」探測不到的「水面下世界」。
四、老年生命的視覺文化再現：以《愛‧慕》和《不老騎士》為分析案例
提格和馬丁在〈文化老年學的挑戰〉中強調，視覺文化之興起，是老年學研究現代和後現
代文化轉向的重要特徵（356）。拜數位科技發達所賜，「視覺」（the Visual）取代了日常生活
中居主導地位的「文字」（the Word）。視覺文化遍布於當代生活中，視覺文化的再現更加深、
重塑了人們瞭解、評價、經驗日常生活的方法；這股「視覺」浪潮的盛行，消費文化居功厥偉，
因為消費主義激起人類追求理想化視覺領域的渴望，這種自我凝視（觀看理想中的自我形象）
的熱望支撐了「身體完美主義」（body perfectionism）此一新文化趨勢的崛起（356）。科技進
步和消費主義兩相結合，影響了高齡者對身體形象的欲求。各種生日卡、年齡玩笑、廣告、虛
構的、媒體的再現，都在教導人們恐老、追求不老、隱匿「老相」於視線之外（357）。
若是如此，視覺文化如何施力於老年學研究？筆者認為，文化老年學的策略和利基，在於
以視覺再現達成微關係的慢滲透和逆向式的慢影響。此處的微關係是以傅柯論權力的毛細管作
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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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10 看待（具批判性的）視覺文化再現（諸如電影、戲劇、繪畫、舞蹈、攝影、虛擬實境
的互動藝術、裝置藝術等等）在數位時代透過各種網路（數位網路、人際、社會、文化、政治
網路）對觀者產生如毛細管作用般的滲透性情動效應，觀者的情感和心理反應彼此影響，在各
類網路構成的細微關係中，產生交互作用，逐漸鬆動主流高齡化論述由上而下的意識形態催眠，
慢慢逆向改變了觀者對「年齡」或「老」的刻板印象。就尺度而言，「微」關係（microrelations）
指的是個人的、私領域的、日常生活的、隱性的關係；相對的是國家機器、社會階層、政府機
構等象徵性結構所架設的「宏」關係（macro-relations）。透過視覺形象的慢滲透和慢影響，傳
送情動力效應，引發議題省思，鬆動或重塑主導性社會論述，據以微調或建立社會踐履的新方
向。提格和馬丁則認為社會老年學之所以逐漸受到視覺文化興起的影響（356），是因為視覺文
化再現和視覺研究方法論能引出年齡和高齡化的洞見，揭示日常生活過程連結至大範疇性社會
論述的細微末節（356）。藉此，另類高齡化的正負面或性別化形象得以彰顯（356），同時老
年學研究的文化轉向，可借視覺再現之力使大眾「看見」、瞭解年齡經驗被種種「規範」
（norms）
邊緣化或隱蔽的脈絡，在此種年齡策略操作下，「身體」成為爭戰的關鍵場域（357）。提格和
馬丁在她們的論述宣言中為文化老年學擘畫了解構主義觀的批判性立場，這和前述卡茲的批判
性社會老年學不謀而合，不過她們僅著眼於理論架構和論述立場的建構，作為構成老年學研究
主體的高齡者，以及其生活現實，他們之
_______
10 傅柯在討論權力和知識時多次以「毛細管」（capillary）形容規訓透過日常生活細節使權力
運作滲透入身體，此處筆者做了反向挪用，說明批判動能也能透過視覺文化以毛細管作用回滲
觀者，發揮緩慢影響。請參考傅柯的《規訓與懲罰》：「透過確保能發揮權力毛細管作用的整
個階級架構，將規範滲透到甚至是日常生活最微小的細節中」（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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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裸命」的日常，反而淪為論述的客體，未見有視覺文化再現的實例分析出現。
因此，本文選擇兩部影片，作為視覺文化再現高齡化形象的案例，以析論視覺再現如何反
映當代高齡化論述在「文字」或知識系統層面隱蔽不見的「老」問題、「老」現實，以及其塑
造的「老」形象或「老」規範。在這兩部影片中，身體成為高齡化論述的運作場域。身體之為
例外狀態，內含且除外於制度或論述中的現象清楚顯現。兩部影片除了以長者為主題外，性質
和氣質迥異，卻都呈顯出一種紀錄片的外形，彷彿在陳列一連串客觀的事實，由觀眾觀看和判
斷；但造成的情動效果（affective effects）卻各有不同，彷彿處在老年生命態度光譜的兩端，並
置看待時形成一股張力和強烈對比。兩片都在2012年上映。背景一在歐洲（奧地利），一在臺
灣，呈現了東西文化脈絡下同一時間軸上不同空間軸反映出的臨老態度。
先談《愛‧慕》。柴陵斯基（Luisa Zielinski）在《巴黎評論》（Paris Review）中如此評述
導演漢內克（Michael Haneke）：「他〔漢內克〕的多數影片都很暴力，所有的身體暴力幾乎都
發生在螢幕外。他的鏡頭捨棄好萊塢式頭破血流的老套或情色虐待，讓還不會太麻木的觀眾突
然發現日常生活中的殘酷現實：卑鄙的霸凌、無法傾聽、階級和特權的假象」（168）。《愛‧
慕》的處理的確如此。首先，漢內克走藝術電影路線，以異乎尋常的冷靜拍攝影片，構圖簡潔，
沒有血腥畫面，也幾乎無配樂，全片呈現強烈的極簡主義（minimalism）風格，留給觀眾的想像
和思考空間卻大到足以令人窒息。另一方面，此片雖是以真實事件為本的虛構故事，卻特意拍
得像紀錄片一般，讓觀眾覺得像是記錄真人實事的日常那般貼近生活經驗；換言之，劇中那對
老夫妻的困境也可能發生在一般人身上。羅帛森（Melanie Robson）在《歐洲電影研究》（Studie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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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pean Cinema）刊登的〈共犯、親密與距離：重新檢驗漢內克《愛‧慕》中的主動觀看者〉
（ “Complicity, Intimacy and Distance:Re-Examining the Active Viewer in Michael Haneke’s
Amour”）一文中，也分析了漢內克的電影拍攝技巧，和「類紀錄片」式再現所欲達成的效果：
「觀眾無可避免地成為影片裏道德困境的共犯……這主要是透過長鏡頭的帶過……《愛‧慕》
的暴力完全和我們在影片中的共謀身分有關，我們的涉入是建立在被迫侵入、破壞了劇中人物
的私人空間〔這樣的偷窺〕上」（103, 112）。羅帛森的觀察的確精準。《愛‧慕》出現了非常
多長鏡頭，過程一鏡到底，一刀未剪，攝影機不做大幅度移動以壓低所有干擾，緩緩地穩定帶
過安妮和喬治的居家空間，精準營造出乾淨整齊且忠實呈現的效果，使影片具有紀錄片般強烈
的真實感。同時，鏡頭也強迫觀眾將目光放在畫面所發生的事件上，特別是那些觸目驚心或令
人毛骨悚然的畫面，停留時間格外地久，沒有剪接使觀眾幾乎沒有一絲喘息的餘地。這樣一絲
不茍，不帶情感成分的機械化運鏡方式，使整部影片以一種靜謐緩慢的步調進行，卻也讓故事
發展顯得拖曳似地沉重窒悶，讓人幾乎喘不過氣來。在電影的拍攝角度上，導演採取了平視的
視角，沒有特別花俏的剪接，這正是我們日常生活中看物件的角度，因此給予觀眾一種親切感
和生活感，也間接造成身歷其中的共犯感。另外，整部影片除了安妮學生彈琴的段落，幾乎沒
有任何配樂，使氣氛顯得靜謐而赤裸，更大幅加深了現實感，畢竟現實生活中發生的事不會有
配樂，抽離配樂提高了觀眾的專注程度而使之能理智思考，沉默、空白、純粹的對白和演員的
表演，塑造出強烈的悲哀、暴力、罪惡感，使喬治悶死安妮的悲劇更具說服力，因為整個事件
就像生活中白日無法言說的恐懼和罪惡，在幽暗夜半惡夢般不斷浮現於心靈。再則，這部影片
在構圖和光線的運用上，用亮／暗、H形構圖（書房兼客廳—走道—臥房）給予觀眾明亮／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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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暖／陰冷、希望／沮喪、秩序／失序、社交／隔絕、公共空間／私人空間、正常／失能、生
命／死亡等兩極式的視覺對照，迫使觀眾凝視安妮和喬治掙扎於「活著／終止」的兩難窘境。
隨著病況日趨嚴重，安妮待在明亮客廳的時間愈來愈短，當病痛滲入她的每一吋生命，失能剝
奪了身體僅存的最後一點尊嚴，臥房也近乎一片漆黑。喬治這方為了不讓女兒目睹母親破敗的
病容，堅持在明亮整潔的客廳接待她，不願讓她踏進黝暗的臥室。這似乎在暗示觀眾，面對生
命終點是非常個人的抉擇，也是私人領域的事，即便是兒女，也只能被圈限在公共領域內，沒
有踏入個人私密內心世界的權限，更無法在最後關頭幫上什麼忙。在這部電影中，喬治因為對
妻子的瞭解和「愛」（amour；一如電影的片名所示），是唯一可以進入這私密空間的人，也成
為執行這「愛的任務」的唯一正當人選。
從文化老年學的角度看，《愛‧慕》以明暗對照、類紀錄片的視覺再現，呈現了當代老年
經驗不可言說的恐懼和老年照護、生命歷程、高齡化論述結構下的現實生活細節；將構成高齡
化論述基礎的「老年生命」（zoē）攤開在陽光下，運用電影技巧，強迫觀眾正視隱蔽在「老
年人口」（bios）下的「裸命」。借用哈讚的說法，「老—老」人士（“old-old”；指臥病無法
自主完成日常生活功能的垂暮長者）的社會地位在兩個層面上最適合用阿岡本的「裸命」概念
加以理解：第一，「老—老人士不言可喻的體化症（somatisation）可以用陷入語言和身體經驗
限制的非文化意識狀態形式來理解」；第二，「『老—老』人士被收納和排拒在現代背景中的
雙重社會地位。一方面被排拒於社會秩序、安樂死資格之外、流離失所、被迴避、成為隱形不
可碰觸的一群；另一方面，又在生命政治的統轄力內受管理……這使『老—老』人口被劃入『裸
命』範圍而歸為神聖人 [homo-sacer]」（Hazan 161）。不過哈讚也指出，「老—老」人士沒有
反抗動能可以翻轉他們被主導論述以「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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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疾病」、「負擔」標記的負面形象和凝視，因為他們沒有可預期的未來（61）。確實，
《愛‧慕》中老夫妻的平凡生活為觀眾帶出老年照護的公私空間、生命自主權和安樂死、老—
病連結、高齡者臥床至生命結束的預期時間、照護者的心理和身體負擔、社區支援等議題；但
喬治和安妮這對中產階級白人夫妻的晚年經驗呈現的是一種絕望的悲哀，即便他們抵抗在醫院
或療養院終老，寧願在家由丈夫親自照料復健以獨立自主生活，現實上仍遭遇到許多問題，在
身心俱疲的情況下，喬治最後決定結束安妮的生命以終止她的痛苦，並用鮮花布置好喪禮後再
自殺。在影片中，無論是定期來照顧安妮的女看護，或是幫喬治配送生活必需品的人員，都被
塑造成冰冷、無人情味的工具性人物；唯一不請自來的是安妮的優秀學生，他彈奏小時候學習
的樂曲給她聽，並陳述他的卓越表現，這一切對中風後右半身癱瘓無法彈鋼琴的安妮來說，卻
是最大的羞辱。喬治和安妮唯一的女兒伊娃（Eva）無法接父母同住，又不忍心將母親送到療養
院，她幾近瘋狂地尋找各種不切實際的方法都不能為父親獨力照顧母親的困境解套，只能眼睜
地看著情況愈來愈糟，最後把痛苦和無力感一股腦地朝父親傾倒，相信這一幕觀眾並不陌生。
喬治曾對女兒說：「這場疾病對她和我而言都是悲傷和恥辱 」（Amour）。由此可知，無法執
行自我意志是高齡人士獨立生活最大的惡夢。所謂「成功老化」的獨立老後生活顯然需要更多
社會資源的挹注、人工智慧的輔助，以及年輕世代的加入。整體來說，《愛‧慕》強迫觀眾「看
見」並思考「老—老」伴隨的問題，某種程度來說，更加深了「老—病—殘」的想像和連結。
不同於《愛‧慕》呈現的極度黑暗的老後生活現場，《不老騎士》塑造的是高度樂觀、積極到
近乎不可置信的老後故事。希伯利（David Sibley）在《傅柯與老化》一書收錄的〈協商老年空
間〉（“Negotiating the Spaces of Old Age”）一文中認為，傅柯對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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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空間的視野（vision）過於陰沉黯淡，他也不像哈讚那般，認為老—老長者不具反抗動能，
反而以自己的母親為例，提到她在過世前的三年間仍抗拒看護將她的生活常規化，企圖離開房
間到餐桌去，「即便在這樣的場景下，顛覆還是可能的」（180）。他列舉了伯恩斯坦（Basil
Bernstein）、高夫曼（Erving Goffman）等學者的主張，說明他們的論述都為反抗動能保留了可
以著力的空間。希伯利以「無政府主義式的計畫」（a broader anarchist project）涵蓋他們的主
張，包括認可「反抗、顛覆、互助作為社會和空間組織的正向觀點」，並以此「領會高齡化空
間性議題的複雜性」必須由「細心且有文化變異的民族誌加以論證」，同時需要用「開放而有
彈性的理論加以處理」（Sibley 181）。對照《愛‧慕》的西方現代性影響下的個人主義和對死
亡態度的悲觀，《不老騎士》標榜的弘揚孝道（亞洲文化傳統價值）、長者韌性（抵抗動能）、
社區照顧（社群意識）、青銀互助（世代流動）等理念，正好印證了希伯利以「細心且有文化
變異的民族誌」研究高齡化空間和其複雜性的主張。《不老騎士》標舉的「不老」精神，反映
了亞洲文化傳統對「老」的態度和西方的基本差異。
由華天灝執導的《不老騎士》是臺灣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以下簡稱弘道基金會）發起的
活動紀錄片。弘道基金會是以長者為社會服務對象的私人社福機構，根據其官網說明，其服務
對象為「65歲以上的長者，同時致力於推動高齡友善社會；全會以『聯合眾人用愛關懷老人』
為宗旨，並以『弘揚孝道』、『社區照顧』、『不老夢想』為服務的核心價值」（弘道老人福
利基金會官網）。不老騎士的歐兜邁環台之旅於2007年舉行，2012年發行紀錄片。第一屆「挑戰
八十、超越千里－不老騎士的歐兜邁環台日記」共計十三天完成，「不老活動系列」每年持續
進行，最新的活動是 2020年5月4日的「媽媽在不老夢想125號守護妳我」（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
官

34

74 文學、視覺文化與醫學
網）。《不老騎士》的「歐兜邁環台日記」在發行的DVD上標註為「紀錄類」，但某些段落卻
像「表演」或經過安排剪接，例如有些情景搭配旁白和配樂，戲劇感十足；又如載著妻子牌位
的那位長者到妻子的墳前祭拜的獨白，當他擲筊問亡妻，是否贊成他用機車載著她的牌位去環
臺而得到「聖筊」（允杯）時，甚至激動地喊了一句：「安捏甲是某啦！」（編按：這才是我
老婆啦！），感覺像是在說給觀眾聽，營造了賺人熱淚的感染力；有一位長者回憶起以前擔任
過神風飛行隊訓練員時，導演插入了戰爭鏡頭；另外，這部「紀錄片」還以陳昇的〈路途〉配
樂：
聽到天邊風啊吹啊吹，吹來吹去吹到我的心肝底，在這個撩亂繁華的世界，好佳在有你陪我
走一趟。看到天邊的月娘啊掛在那，騎車繞啊繞過了半屏山，忘記了已經辛苦了一輩子，只
想看到明天的日頭赤炎炎……（轉引自《我的不老主張》24）
配樂和歌詞使影片中的「素人」演員的「演出」顯得真摯感人，使影片除了宣揚「聯合眾人用
愛關懷老人」的理念，也增添了美學成分和情動力，脫離了紀錄片的日常生活感。
「不老騎士」由十七位平均年齡八十一歲的長者組成，他們的背景、身分互異。有九十歲
獨居，身體還非常硬朗的退伍老兵康建華，為了參加不老騎士，八十一歲時考取了機車駕照（《我
的不老主張》25-28），有臺籍日本老兵、女性長者，也有三度住院的八十七歲團長賴清炎。他
們的社會身分（職業別）非常多元，包括警察、書法老師、職業軍官、剃頭師傅、制服工廠老
闆、牧師（張弘道）、牧師娘（張陳映美，唯一的女騎士）、營造工程商、退休公務員等。不
老騎士成員在族裔、性別、健康條件、職業上的多元展現了老年生命的多樣性。透過社福機構
籌辦的活動，他們一起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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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的無望悲情轉變成個人圓夢的集體踐履，他們的老年夢想「像一部等待已久的電影終於
要上映」（《我的不老主張》15）。從影片的訪談中可知，這些高齡者年輕時多半歷經困苦，
這反而使他們具備堅強的韌性，能在年輕志工的協助和鼓勵下克服身體的障礙，完成連年輕人
都不一定能做到的環島之旅。《不老騎士》的DVD封套上寫著，這群高齡長者「從台中出發，
一路往南行經台南、高雄、屏東、台東、花蓮、宜蘭、台北，再回到台中，總路程長達1178公
里！十七位長者中，有兩位曾罹患癌症，四位需戴助聽器，五位患有高血壓，途中歷經險峻的
高速公路，團長更三度進出醫院；但他們一一克服困難，用無懼的心、熱血的行動，完成了這
個在外人眼中『不可能的夢想』」。他們在官方贊助下到美國交流，發現者頻道（The Discovery
Channel）的記者史達爾（Peter Starr）更來臺採訪報導。「不老夢想系列」觸角隨著設計人創意
的延伸，還包括了「不老棒球」、「仙角百老匯」、「創新圓夢」、「不老合唱團」等（弘道
老人福利基金會官網），重點不外是為高齡者設計足以激起生命熱情的社群活動，以提供生照
顧和成功老化，並幫助子女「盡孝道」。
對照《愛‧慕》強烈的個人主義，《不老騎士》展現的是亞洲式的社群意識。《愛‧慕》
強調的是「對制度化照護形式的拒絕」（Hugman 202），因為住宿照護（residential care）會使
「個人生活的某些方面受制於他人，社會視野也將受限於移動力」（202）。家人、朋友、鄰居
或許可以融入成為照護過程的一部分，如此一來，日常生活的個性化需求和個人特質較能獲得
保存（202）。但是互助機制的不足可能使高齡者隨著身體的退化和人際關係的孤絕，逐漸陷入
悲觀沮喪的情緒，並將自己隔絕於社會互動之外，而年輕人的參與和扶助也是另一項關鍵因素。
《愛‧慕》高度強調個人主義和尊嚴的維持，但由喬治一人獨立挑起照顧安妮的重擔，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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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必然是身心俱疲、每下愈況。《不老騎士》標榜的則是集體的社會力量，由政府機構、私人
長照機構、年輕志工、醫護、創意規劃者共同策劃，以青銀互助的方式克服現實面的障礙，以
鼓舞的話語激起長者的信心和勇氣，使一群背景互異、甚至曾在戰場上敵對的老者，在很短的
時間內打破藩籬形成共群，在彼此互助扶持的情境中建立友誼和社群意識（不老騎士）。這兩
個案例展現了高齡化的文化差異。亞洲社會似乎比西方社會更易於建立社區意識和融入社區生
活，特別是長者。因此亞洲模式的在地成功老化經驗無法全盤以西方老年學的高齡化論述套用，
正如卡茲在《規訓老年》一書所提及的：「西方老年學無法將印度和其他國家的老年學分析納
入其政策、實施策略、健康照護服務、科技、人口學研究、收入保障，以及家庭研究的老年學
論述」（3-4）。不過這兩個案例生動地展現了老年生活的現實細節和複雜性。前者深化了「老—
病」連結的刻板形象，使衰老意識形態和臨老的恐懼感更易深植人心；後者雖然有廣告的宣傳
色彩，但能以真人實例解構「老—病」刻板形象和挑戰衰老意識，創造動能，並且成功視覺化
臺灣老人的多元文化性和融合的韌性。兩者除了提供高齡化論述現實運作的個別細節，也反映
了不同文化面對高齡化的態度。11 前者的老年生命表現在自主性、尊嚴、個人化特質的堅持，
以及生命終止的自主權。後者的老年生命持續成長，並以動能創造持續的未來和希望。簡言之，
十七位長者在完成不老騎士之旅後，對生命歷程產生了新體悟，借用盧克（Constance Rooke）
創造的詞彙「老年成長小說」（Vollendungsroman）或伍德渥德所謂的 「老年的鏡像階段」（the
mirror state of
_______
11 懷特- 布朗（Anne M.Wyatt-Brown）在〈文學老年學的成長〉（“The Coming of Age ofLiterary
Gerontology” ）一文中曾對老化主題研究分類，其中第一大類就是文學作品面對老化的態度
（300-02），其重要可見一斑，電影之為當代視覺文化產品，更適於提供研究多元老年觀點的範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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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d age）」概念（17），我們不妨說，這些長者經歷了生命歷程晚期的新靈啟（epiphany）。例
如，康建華在慈濟和法鼓山做志工，發展出自己的一套十六字箴言：「掃地掃地，要掃心地；
不掃心地，白白掃地」；當他完成從未夢想過的「不老騎士」美國行後，被問到：「如果有什
麼最深刻的生命體會要告訴大家」，那會是什麼？他「用微微發抖的手在紙頭上寫下這四個字：
『守分，安命』」（《我的不老主張》 32, 35）。即便聽起來很老套，這卻是他在九十歲時嘗
試新經驗後得來的「體悟」，生命因此對他來說不是等待老死的身心停滯，或許是這種亞洲文
化的生命觀，使他具有用力生活的韌性。
五、形構中的後千禧生命歷程
無論《愛‧慕》或《不老騎士》，都刻畫了當代人類對生命歷程的新態度和新想像。他們
反映了生命歷程的各種時代性想像正在形構。例如多位不老騎士表示他們做夢也沒想到能在八
十幾歲高齡完成機車環臺的壯舉，這代表「不老騎士的歐兜邁環臺」之旅改變了他們對生命晚
期將「無所事事」、「孤獨終老」的刻板認知和印象。斐德司東（Mike Featherstone）和賀普渥
斯（Mike Hepworth）在其與特納（Bryan S. Turner）於1991年合編的《身體：社會過程與文化
理論》（The Body: Social Process and Cultural Theory）一書所收錄的〈老化的面具和後現代生
命歷程〉（“The Mask of Ageingand the Postmodern Life Course”）中，12 曾以德希達的解構
主義觀
_______
12 這篇論文原名〈老化與老年：後現代生命歷程的反省〉（“Ageing and Old Age: Reflections on
the Postmodern Life Course”），收錄於白斯衛（Bill Bytheway）、基爾（Teresa Keil）、阿拉
特（Patricia Allat）和布萊曼（Alan Bryman）合編的《變老和老》（Becoming and Being Age），
改寫後重新收錄於斐德司東、賀普渥斯和特納合編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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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解構生命歷程，認為「支撐普遍性生命發展階段的心理模式有缺陷」，「個人發展被隔絕於
社會脈絡外」，生命歷程本身即是「個人連結社會結構所構成的機制」（371）。斐德司東和賀
普渥斯認為：「隨著國家（state）、工業化，和傅柯描述的『圓形監獄式社會』（“panopticon
society”）的發展，生命歷程更加受制於監視、控制和規範」，其結果是「生命歷程依據心理
成長和發展的秩序納入社會結構的建制化」（372）。他們並指出後現代社會理論家（例如梅若
維茲 [Joshua Meyrowitx]）已開始主張生命歷程的解制度化和解分類化，較少強調各個年齡角色
的轉變和規劃性年齡發展（372），據此申言其「後現代生命歷程」的解構，以持續變動社會系
統中較具彈性生理形態的「生命歷程」（life course）一詞代替「生命週期」（life cycle）所指
涉的個人生命固定類別和牢固系統（386），因此生命歷程必須以文化差異和相對性的「關係辭
彙」加以描述（387）。他們並以戰後嬰兒潮世代為例，認為他們「為老年帶入不同價值觀和社
會資源」，而這些和他們的前一代和後一代都大不相同（387）。如果斐德司東和賀普渥斯在二
十世紀末所提出的「後現代生命歷程」（postmodern life course）已經為生命歷程的形構提出願
景，那麼二十一世紀的「後千禧生命歷程」（post-millennial lifecourse）則更有待老年學者和當
代社會一同構畫想像。截至行文此刻，進入二十一世紀第二十個年頭的一月所爆發的全球瘟疫
（COVID-19 pandemic）不但宛如第三次世界大戰般造成大量人口瞬間死亡、全球停止流動、經
濟蕭條，養老院、長照機構的長者和全球老年人口更首當其衝，成為最脆弱的族群。13 一方面，
傳染病的盛體：社會過程與文化理論》。
_______
13 陳亮恭在〈高齡照護在新冠疫情的八大提醒〉一文中曾呼籲：「雖然高齡會加重許多疾病威
脅，但全球各國均是走向長壽的超高齡社會，而此現象也驅動社會的改革，必須以更前瞻的視
野看待未來與各種挑戰」（A13）。他在亞洲高齡醫學界針對高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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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傅柯描述的規訓社會和個人資訊的控管成為必要手段，使照護機構的「老—老」人口更易
於被置於例外狀態。另一方面，二十世紀末以來逐漸鬆動的生命歷程想像，也不斷隨社會脈絡
而變異，解構了生命週期被賦與的年齡角色和社會認同，例如在臺灣，同婚合法化、立法院一
讀通過代理孕母合法化，都將改變世代別、年齡角色、生命週期區分和年齡屬性。「後千禧生
命歷程」的光譜將更為多元細緻，「年老」／「年輕」的二元對立、「年老」=「衰病」、「退
休」=「脫離社會」、「老」=「無生產力」……這些刻板印象將在未來逐漸翻轉，正如公衛學
者徐慧娟在〈老的老步定：中高齡者的工作壓力、健康福祉、和工作意願〉一文中所指出的：
「中高齡心理韌性較強時，可能更勝任工作和更能面對工作負荷，即所謂的『老的老步定，少
年的較懂嚇』……需要經驗或心理韌性的工作類型，中高齡工作者或許是更適合的選擇（89）；
當代流行文化產品諸如2015年電影《高年級實習生》（The Intern）即反映了這種新想像，退休
再度就業的班（Ben）以他的人生經驗和智慧協助年輕創業的奧思丁（Jules Ostin）度過婚姻危
機，這樣的情節在過去不太討好，隨著高齡人口的成長，這類「老」議題逐漸佔據視覺文化再
現舞台成為「新」焦點。
「後千禧生命歷程」的想像不僅解構固定的年齡角色和屬性，也將促使人類重新思考生命
歷程的意義和對於生命品質、生命型態、生命規劃和生命終點自主權的掌握。陳亮恭在《2025
無齡世代：迎接你我的超高齡社會》提出了「代間團結（intergenerational
_______
面對疫情挑戰所提出的八大建議中提到：「強化個人與社區的『復原力』是由我國所提出，彰
顯對於後疫情時代的思考，『復原力』需要心理韌性與正向心態，而政府也應透過各種方式關
注長者，提供服務的替代方案，讓社會迅速復原」（A13）。由此呼籲可見，「高齡人口」的疫
情照護所引發醫療資源分配的倫理議題，一方面凸顯了高齡者的弱勢地位；另一方面，高齡醫
學學者的發聲也足證「高齡人口」在全球超高齡社會情境下所受到的高度關注乃前幾世紀所未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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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idarity），融合世代感情」的概念（《2025無齡世代》243-45），和「為尊嚴離去做準備」的
主張（《2025無齡世代》249-57），14這些屬於非主流論述的想法，現在一一浮出檯面，成為人
們認真思考的主題，這顯示後千禧世代更重視生命自主權的掌握和生命歷程的規劃以壓低「老—
老」的裸命狀態。老因此不代表終止或停止學習，高齡長者可以結合科技以「慢學習」改善生
活品質。隨著科技的進步，老年生活的科技化也將逐步改寫生命歷程的認同、規劃和規訓。著
名小說家張系國最近在〈AI和老年生活〉一文提出「慢智系統」，並將人工智慧應用於輔助老
年生活即為一例：
「人工智慧」的相反詞就是「天然智慧」（Natural Intelligence）……不僅機器需要有人工
智慧，人也一樣需要有人工智慧！這樣的廣義人工智慧，我稱之為「慢智慧」或者簡稱「慢
智」。這樣的系統，我稱之為「慢智慧系統」或「慢智系統」。慢智系統可以是人所組成，
也可以是機器所組成，更有可能是人機共生慢智系統……不僅機器的人工智慧不斷增長，人
的人工智慧也同樣不斷增長，兩者相得益彰。（〈AI 和老年生活〉D3）

張系國以科學家和文學家的雙重角度研發他所謂的「慢智系統」：「慢智系統是設計複雜資訊
系統的新技術……複雜資訊系統有些共通的特色：它是連接的系統、它從許多來源取得資訊、
它擁有知識庫、它可以個性化、它是人機共生系統、它也是龐大的系統」，而這些「變化不居
的龐大系統」之下有許多「次級系統（超
_______
14 陳亮恭簡要地勾勒了幾種尚在興起但仍有爭議的選項，包括：安樂死（Euthanasia）、醫生
協助自殺（Physician-assisted suicide）
、安寧緩和照護（Palliative care）
、預立醫療自主計畫（ACP）
、
「零死」等（《2025 無齡世代》24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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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包）」，人和機器之間並非各自獨立運作；相反地，兩者彼此輔助，相互學習，「有時會起
共鳴而產生共振現象」（〈AI和老年生活〉D3）。因為「慢智系統是能不斷提升其表現的一般
性系統」，其特質包括了：「第一會嘗試不同的辦法來解決問題；第二會認識自身所處的環境
然後據此調整；第三它在開始時或許表現不佳，但是隨著時間過去它會逐漸進步」（〈AI和老
年生活〉D3）。換言之，慢智是彈性的、靈活的，可以適應環境而視需要抓取資源，也是有學
習能力的。他並以可調適醫療照顧系統作為慢智系統應用的實例，將其分為三類空間（「看護
機器人」〔大空間〕、「個人生活區」〔中空間〕、「可穿戴裝置」〔小空間〕）和三類時間
（「長期照顧」〔長時間〕、「短期照顧」〔中時間〕、「緊急照顧」〔短時間〕）」，以達
成「人慢慢改變自己的想法，變成更有智慧的人，和機器合作來解決人的問題」這樣的理想，
並強調「對於改善老年人的生活，這點尤其重要」。年屆七十五的張系國更以親身經歷的車禍
復健過程為例，說明人機可共生共存，身體能透過學習改變觀念（〈AI和老年生活〉D3）。最
後他不忘強調慢智系統的實用性：「老年人工智慧例如慢智系統和慢智機器人帶來的商機無
限！」（〈AI和老年生活〉D3），既鼓勵高齡學習又顧及銀色商機，人文關懷與經濟動能兼具。
他提出的高齡論述融合科技研發、身體踐履、文學創作為一體，提供了文學與文化高齡論述新
的思考契機。
以一百零三歲高齡辭世，素有「『五四白話文運動』最長壽的作家」、15 「珞珈三傑」之
稱的蘇雪林女士，16 曾經寫過一篇〈當我15 請參考臺南市國立成功大學博物館「印象蘇雪林
特展」介紹文〈一生守著文人的道─國立成功大學博物館「印象蘇雪林特展」〉。臺灣文學網。
<https://tln.nmtl.gov.tw/ch/M12/nmtl_w1_m12_s4_c_1.aspx?sid=1145>。
_______
16 請參考成功大學蘇雪林文化資產研究室。<http://suxuelin.liberal.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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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了的時候〉，以詩般的文字呈現生命緩緩逝去的畫面：
我死時，要在一間光線柔和的屋子裡，瓶中有花，壁上有畫，平日不同居的親人，這時候，
該來一兩個坐守榻前……就讓我這樣徐徐化去，像晨曦裡一滴露水的蒸發，像春夜一朵花的
萎自枝頭，像夏夜一個夢之澹然消滅其痕跡。（202-03）
這個畫面其實很類似《愛‧慕》中喬治為妻子布置的鮮花小葬禮。但〈當我老了的時候〉是透
過文字表達心象。作者以「在場」的景物暗示人的「不在」，接二連三的隱喻（瓶花、壁畫、
蒸發的晨露、萎謝的春花、澹然消滅的夏夜之夢）美化了死亡，沖淡了臨終場景的凝重、哀傷、
裸命的消滅、死去身體的「不賞心悅目」。在這段文字中，大眾避免凝視老年主體，身體在文
字敘述中是缺席的。〈當我老了的時候〉描述的是不向老年屈服的意志，也是對死亡的浪漫想
像，該文寫於一個高齡化議題還未浮上檯面的年代，17因此讀者並未直視作家在百歲時移居安
養院的最後場景。而《愛‧慕》卻將鏡頭對準問題的核心─「衰病的老年身體」，而非「蒸發
的晨露、萎謝的春花、澹然消滅的夏夜之夢」，同時把終止生命歷程自主權的問題透過攝影技
巧要求觀眾嚴肅思考。
從《愛‧慕》到《不老騎士》，乃至張系國的「慢智系統」，說明了高齡經驗在當代社會
脈絡下的多樣性，和這些議題彼此衝突或連結可能產生的張力。這些在在都驅動了年齡自我形
象的解構、建構和踐履的動能。視覺文化再現不但生動描繪了當代高齡經驗現實面的個別特殊
性，也具現了敘述方法和觀點（narrative approachesand perspectives）以供敘述、論辨、省視、
檢查、對抗主流高齡論述
_______
17 〈當我老了的時候〉早年收錄於商務印書館1941 年出版的《屠龍記》，當時作者年約四十
五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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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塑的刻板印象，發揮「對抗敘事」（counter narrative）的作用，使老年人口在國家機器佈置
的「例外狀態」下隱蔽的異質性得以浮現，並揭露「老」的刻板印象背後的隱性暴力。卡茲、
提格和馬丁所主張的批判性老年學和文化老年學提供了解構主流高齡化論述的方法論，其效應
正如傅柯在解讀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以「產生效應的歷史」（Effective History [Wirkliche
Historie]）抗衡「文物研究的歷史」（Antiquarian History）時所評析的那樣：「身體由許多不同
的政權所模造；身體被工作、休息和假日瓦解；透過飲食習慣或道德法律，身體被食物或價值
所毒害；身體建構反抗……人當中沒有什麼─特別是身體，足以穩定地作為自我認知或瞭解別
人的基礎」（Language 153），在「產生效應的歷史」的處理下，一個事件因此「不是一個決定、
一個條約、一段統治時期、一場戰役，而是武力關係的翻轉、權力的奪取、挪用詞彙以對抗那
些曾使用過的人、一種鬆懈時毒害自己的薄弱統治、戴面具的他者的入侵。歷史中操作的力量
並不受命運或規範機制的控制，只回應隨機發生的衝突」（Language 154）。批判性老年學和文
化老年學的任務就在解構／建構「老」的歷史，揭下「老」的隱形面具，在瘟疫時代以德勒茲
式遊牧精神「批判性地解規訓化」（critically undisciplining）老年研究和高齡化論述，以想像力
重新規劃研究計畫和知識論（Katz 140-41）促成慢滲透和微轉變，進行年齡重新概念化（the
reconceptualization of age）和後千禧生命歷程多元視野（the pluralistic vision of post-millennial life
course）的開拓，兩者相輔互補。尤其，後者絕非紙上談兵，文化老年學的分析批判能呈現同質
化面向隱蔽下的殊相，凸顯客觀化情感下被忽略的個別需求，使生命經驗的特殊性、多元性、
變異性不因「常軌」制約而失去存活韌性和發言權，掙回生命的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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