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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巷隱現在世界的各個不起眼處、陰暗處，作為遭世人恐懼、避開、甚至

遺棄的空間，以下將嘗試討論暗巷的不同面向。 

    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曾以〈論其他空間〉（Of Other Places）

為題，探討異質空間（Heterotopia）的存在與價值，而暗巷作為異質空間使得

行經者將自身與周遭產生連結並引發反思。 

    依照傅柯對異質空間提出的準則可對應到暗巷的各種特質。首先暗巷具備

普遍性，世界各處都能形成暗巷這類空間。暗巷與喧囂的街道、馬路儼然形成

落差，在城市中幾乎是脫序、被荒置的偏差性異域（Heterotopias of deviation），

然而其存在卻又真真切切。第二，暗巷的意義隨著時間而產生變化，原先是作

為防火巷、捷徑的設計，然而後來逐漸被當作雜物堆積處，或者因陰暗、潮濕

積水而被視作骯髒的地帶，甚至是人們擔憂其成為宵小出沒、犯罪發生的場所。

第三，作為異質空間，暗巷能夠呈現繁複的景觀，例如曬在高處的居家衣物、

貼在牆上的反光光碟、廣告、小型神明雕像、堆積物、旁生的植物花朵……各式

各樣的事物聚集在狹小空間，卻足以以小見大，窺伺當地的人地關係。第四，

暗巷的各處有不同的時間流動，最後相互作用形成當中特殊的時間感，例如斑

駁的牆面、鏽蝕的管線、褪色的門窗都使暗巷的時間彷彿停滯過去，但是隨著

天候季節遞嬗，植物的生長枯萎便帶來具有動態感的生命更迭。第五，暗巷是

城市中的灰色地帶、一般人缺乏意願踏足的區域，並且置身在外的人也無法清

楚其中發生的事件。最後，對於一座城市來說，暗巷猶如一種混濁的存在、脫

序的贅物。「有汙穢必有體系。」1瑪麗．道格拉斯（Mary Douglas）曾提及此概

念。汙穢代表了體系的存在，一個體系當中必有其秩序。因此暗巷的脫序使其

成為一種異例、異數（Anomaly），我們因此對其不確定性（Ambivalence）—

—神聖與危險的同時存在——感到敬畏。瑪麗．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又

曾言：「秩序意味著有所限制：從所有可能的素材中選出有限的選項，在各種可

能的關係中，只使用少數幾種。因此混亂意指無限，其中找不到任何固定模式，

                                                      
1（英）瑪麗．道格拉斯（Mary Douglas），黃宗儀譯，《Purity And Danger》（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96年，頁 41-49、114-119、128-136、158-159 



但它將事物模式化的潛能是無限的。」2與相對喧鬧、繁雜的公共空間對比，暗

巷或許為城市、另一群人等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以上足見在暗巷中，即便充滿各種不同、甚至有些衝突的特徵，其存在卻

都能夠涵納所有。而暗巷提供的可能性或許能在文學作品中被進一步闡釋，作

為城市中一定程度上的「廢墟」，於文學的面向也能夠更深入挖掘其詩意。 

世間若有人會因美的事物而得到療癒  也有人會被陰暗的危險所吸引  在

如此二律相悖（Antinomy）的不穩定存在中 廢墟道盡一切 3 

    創作中暗巷作為廢墟意象，以其中的陰森景觀象徵苦厄、恐懼……經過作家

對場景、物件的描繪，苦難的各種變造在這狹窄的暗巷被再現，而那些場景、

物件便彷彿以幽微的方式與詩人、讀者共享這個空間，相互感受彼此在這空間

中的存在，而產生共鳴。而身在暗巷裡的不安和孤寂感也或許在某個層面上使

我們發現：暗巷其實是作為見證行經者生命最真實的陪伴。我們進入暗巷便將

自己代入場景、代入情緒，為當下創造故事；同時，我們也在接收暗巷對我們

訴說的故事，它的歲月、歷史。如此一來，行經者與暗巷實際上正產生深刻的

互動，之間的聯繫更得以昇華以至於建立歸屬感。 

    一條穿透街道的暗巷，足以穿透人情感，那麼獨自在一條陰暗狹窄的通道

直視自我，從街道進入暗巷，再走出暗巷來到街道，從光亮進入陰暗，離開陰

暗回到光亮，又何嘗不能看作一種過渡儀式（Rite of passage）、精神頓悟

（Epiphany）的過程？幽微的情緒伏流在不被察覺處自由激盪、消長，最後人

的心境、想法或許就在這短暫隧道般的路途後轉念。由此再次看見暗巷作為異

質空間確實能夠與人互動、型塑人的思想。 

 

    以下是我高中時寫的札記節錄和去年在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得獎的詩，

希望能夠與上述討論相呼應，也作為分享： 

    ……捷運站  住宅——幾條大路以及更多的住宅……出了捷運站  這裡沒什麼

讓人起疑或感到新奇的 如同大多數人反覆實踐的生活 對周遭熟悉的太過頭 

然而回家的路上 我總會經過一鮮為人知的地帶 我私自將它稱作「暗巷」 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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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天空俯瞰 暗巷分會為前 中 後段 我猜會像一條吞了兔子而尚未消化的蛇 

狹長彎曲的路有一段寬敞的部分  

    暗巷的前段 雖然矮樹岔出許多枝條與樹葉 不過光線仍是充足 只是一進

入較寬敞的中段 四顧環視 沒有一塊地是乾淨平整的 盡是坑坑碎碎的細窪 

窪中有雨後殘留的髒水 活生生就像發炎 佈滿痘疤瘡孔的臉 好不令人駭異  

    兩旁有目測三到四樓的老舊公寓 我時常懷疑這裡只生活著老人 因為不曾

見過年輕人從任何一扇門走出或走入——事實上 我也沒有見過幾個老人在這

裏出沒 中段的入口掛了八個信箱 三個金屬製 一個紅漆 一個藍漆 兩個紅

漆鑲綠框 以及一個貌似木製的 幾封信凌亂插在信箱口 軟皺垂死 給人種半

身癱瘓的無力感 是不是這裏的人都還保有以信件往來的習慣？但為什麼信看起

來已經寄到很久卻又沒人收？還是那些收信的人早已離開這裏了？我一直納悶

著  

    我常常覺得這裏的「聲音」奇怪 一座巨大水塔在旁 卻從未沒聽過它發出

聲音 還是其實用水並不會讓水塔發出聲音？我懊惱自己對日常的無知 卻也不

曾有意思要查清楚水塔的運作 然而最奇怪的聲音還是那淒厲的雞叫聲 應該是

三樓傳出的 高亢 破音 總讓我毛骨悚然 甚至偶爾疑心那其實並非雞的叫聲…… 

    一次上學路過 驚見一個面無表情的老婦 木然地佇立在黑色紗窗後凝視

外頭 雖然當下忐忑的快步走過 但我稍微瞥見裏頭的格局：亮著螢幕的電視

機 主播正用閩南語報導著；一旁擺著幾張木紋沙發與茶几；在更裏頭隱約有

座小神龕 左右飄浮著幾盞紅燈火；黃光燈泡亮著 彷彿外頭正開始新的一天 

裏頭已漸入向晚 我有時覺得 那老婦說不定是這凋敝小世界的信仰 莊重而

不動如山——但是 也是令人畏懼的鬼婦  

    而暗巷中段最令我難受的 莫過於氣味 擺放在一樓的大型木製鞋櫃 伸

出鐵窗的排油煙管 曬在生鏽鐵架上皺巴巴的內衣褲 以及兩股味道來源——

穀類和尿騷味 全混作一股令人窒息的臭味——了無生氣 而且是僵滯已久卻

死不了的腐敗氣味  

    這讓我非常頭疼 直到進入暗巷後段我才能鬆一口氣  

    但事實上 後段才真正使人害怕 極為狹窄 左側有三扇門 第一扇的門

面鏽蝕嚴重 不過仍看得出原先紅木色的基底 而門永遠都和闔上的狀態差了

一條細縫 從未緊闔 但我能感覺到裏頭全黑 猜想是廢棄已久的儲藏室 門

下凌亂 壓著幾張揉爛的廣告紙無聲呻吟 後頭兩扇門看似都通往住家 只不



過我也未曾遇過裏面的住戶 不曉得是否是空房子  

    而最讓我發毛的莫過於右側 低矮的牆後從縫中長出幾株細瘦的樹 牆上

是一扇一扇的窗戶 窗外加裝著藍漆防盜窗 也生鏽了 窗子高度大約到我的

腰間 裏頭完全沒有光 即便夜晚經過那裏也只是一塊塊黑色  

    常常我真是恨透自己這個熱愛恐怖片的人 我竟然開始思索 該不會真的

有人困在裏面無法行動無法出聲？難道裏面那人的一生就要在這黑暗的空間無

限延伸？那一扇扇的防盜窗 其實不是防盜……而是防止裏面的人逃走吧？至此 

原先對裏頭的擔憂與同情心已經徹底被恐懼吞噬 我只想盡可能快點離開暗巷 

但離開暗巷前 路將突然的收縮 原先約兩人的寬度 到了出口只剩一人的寬

度 後頭一群厲鬼緊追 我已經快逃出魔窟 身後是全然的黑暗襲來 而大門

即將關上 重重地關上！ 

    我怕自己是那個逃脫失敗的人 永遠在深不見底的影子裏哭喊  

    離開暗巷總是一樣的風景 一座周圍種滿樹的三角公園 寒冷的夜晚仍有

幾個老人坐在長凳上 我看見從他們口中呼出濛濛的薄霧 緩緩飛昇 轉瞬淡

去 天空籠罩在上方 籠罩著城市與城市裏的我 但此時沒有大樓的光也沒有

街上的喧闐 這時的黑夜黑得讓人即使流著淚也不覺得模糊 我只是放慢腳步 

在回家與家的罅隙間 如此百無聊賴而靜謐 沒有人留心我的存在 …… 

 

 

暗巷 

一日之初我必再次面對它  

暗巷注視我 無聲 

嵌入日常的間隙—— 

 

我匆匆進入： 

一條求索的捷徑指向 

牆外閃爍擴張的光 

欲望的交通道路 奔跑 

再沒有停留餘地  



 

輕薄的衣褲晾在高處 

陰影覆上我 

身體變重  

 

宿命是水窪裡的天空 

我踩過它 踏碎它—— 

濺起 積水複製我的足跡 

天空完好依舊 唯有陽光篩落 

將白日的夢螫得發亮  

 

毛毛雨靜止為蜘蛛絲 

隱現 分歧 一只清空的 

木鞋櫃默立在旁 

 

我的試探成為一抹抹身影 

塗寫岔路而岔路的盡頭不曾浮現 

靜得使我相信終點 

僅僅繫於一念 但此刻 

只有奔跑 再沒有停留餘地  

 

兩側老公寓縮緊身體靠攏 

排油煙管突出 

委頓 垂靠牆面吐氣 

 

呼出一幅炭筆頭像： 

不見身軀 面孔模糊 

看 那是生命的鬼臉—— 

一個狡猾的謎 在裂縫間 

一朵凋花萌生一株發芽的影子  

 

而暗巷隱約在後 

沒有人真正停下腳步 



——我匆匆跑出 環視 

 

令人目盲的 

絢麗的光碰撞 躁動 

然而不發一語地 

將時間反覆對折 

 

 

 

課程心得： 

    我平常很喜歡走走停停看風景看路邊，每次都有些想法可是每次都沒辦法

好好表達，所以在這堂課接觸到的知識讓我很驚豔但也同時慚愧自己智識的匱

乏。我覺得老師的授課很有條理，節奏也都讓人很舒服，但還是希望有機會發

張簡單的講義也好（有些關鍵字就夠了），因為黑板上的內容更換挺快的，常

常我會邊聽課邊緩慢思考，然後就來不及記下筆記了。雖然指定閱讀偏多然後

也有非常多專有名詞完全沒概念，但我很開心能夠接觸這些有意思的文本，即

便我還是有很多沒有理解，不過能夠擴充思考的深廣度和打開一些學習的門路

仍然讓我感動又感激。非常希望老師之後還會開像這樣內容充實的課，或是更

棒的課。 

    最後祝 身體健康，新年快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