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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碑與墓碑的對話 

─ 從「生態批評」讀〈幽靈駛者〉裡的「道路交通」與「人鬼溝通」 

 
謝志偉 東吳大學德文系教授 

 
就肌理來說，這是一篇以評介生態文學裏「科技」與「自然」間

之邂逅為主題的論文。說是「邂逅」，其實較像「械鬥」，而說是「械

鬥」，其實較像「圍毆」，是人類憑藉科技「圍毆」大自然，而「圍毆」

之所以能夠得逞，除了拜科技之賜外，還因有人「圍事」，而最嚴重

的圍事莫過於人類的「自以為是」。從這個角度來看，所謂的天災，

其實常常不就是大自然以「我死給你看」的不得已之激烈手段來回應

人類面對大自然不思溝通而只想打通的態度吧。其實，若只是打通人

脈，那是 OK，無可厚非的，但是動不動就想打通山脈，那就是麻煩

之所在。 

「生態」議題向來在瑞士當代著名作家法「蘭茲‧侯樂（Franz 

Hohler, 1943-）的作品裡扮演著十分關鍵的角色，其中以 1982 年問世

的小說《奪回失土》（Die Rückeroberung）尤為經典。在該小說中，

瑞士第一大城蘇黎世逐漸為在山區裡早已絕跡的飛禽走獸如老鷹、灰

狼、鹿群所「侵佔」，甚至連各種植物都以鉅大無比之姿「霸佔」人

類室內外的空間，最後導致蘇黎世的居民終日惶惶，生活在恐懼中。

作者將該小說命名為《奪回失土》，毫無疑問，正是在提醒人們：入

類若不能視大自然（含動植物及山林等）為平等相待之鄰居，而僅將

之視為開墾、征服乃至掠奪的對象，則迫害/破壞生態者，必遭反撲，

此所以「奪回失土」之謂也。值得一提的是，整起「奪回失土」事件

的起源是，某日住在蘇黎世的第一人稱敘述者忽見有一隻身形龐大的

老鷹停在其對面樓房屋頂上的「電視天線」上，1他大為吃驚，因為

他知道，瑞士只有阿爾卑斯山脈的地區才有老鷹，而最近的一座山距

離蘇黎世起碼也有五十公里之遠。敘述者立即想起他年輕時，看過學

校裡某間教室中擺在玻璃櫃裡的一隻老鷹標本。接著他又想著，或許

那是一隻從附近的動物園或鳥舍裡逃出來的老鷹。繼而，他又排除了

這個可能性，因為這些鳥類的翅膀都被修剪到頂多只能在地面上跳躍

幾步的地步，起飛都難了，遑論飛到樓房的屋頂去？短短幾句話，吾

人即可整理出作者要傳達的訊息：堪稱鳥王的老鷹落到人類手中的

話，活下來，就被「修理」到有只剩「老」而沒有「鷹」，沒活下來，

就作成標本，當個名符其實的鳥「亡」，還留個全屍。而由於，「天線」

就是用來接收訊號的，是「溝通」的重要工具，因此，看到「鉅鷹棲

                                                      
1見 Franz Hohler, Rückeroberung, in, F. H. Rückeroberung, Darmstadt: Kuchterhand, 1982, 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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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在天線上」，人就要問鷹：有事嗎？答案是：有的，你準備哭哭吧！ 

侯樂在《收回失土》的那本小說集裡也收錄了另一篇短篇故事「幽

靈駕駛」（Der Geisterfahrer），2其篇幅不大，長僅八頁，以本人觀察，

這亦是一篇極優的生態文學作品，惟其與眾不同者乃在於，侯樂係以

二十世紀為時代背景的靈異事件作為該故事之主軸，並以一個傳說中

的十九世紀之農夫的鬼魂為主角，而建構出一個駭人聽聞的鬼故事：

瑞士某山區的高速道路一再傳出有幽靈騷擾過往車輛，有時是白衣女

子，有時是黑衣女子，在山區路上伸手攔車，進了車後座，不知何時，

駕駛一回頭，後座只見一片黑，女子已不知去向。最後，山區有個路

段甚至一再導致死亡無數的詭異車禍。此事一直無解，直到有車禍倖

存之小孩（天眼？）聲稱看到一個穿著似為十九世紀服裝的農夫駕著

馬車載著一塊狀似「墓碑」的「界碑」突然出現在快速山路上，致使

超車者因反應不及而釀成重大死亡車禍。一時間，警方及交通部門都

束手無策，有自稱通靈之士紛紛提出見解，都被斥為無稽之談。直到

有位採集鄉野傳奇的女士證稱，該地的確流傳著一個鬼故事：一位十

九世紀的農夫死後因不滿其所屬農地之界碑在二十世紀開發山區快

速路時被挪移到某博物館裡，而時常駕著馬車將該界碑搬回原址，據

說，毫釐不差。故事的結局是，最後官方不堪該地段車禍頻仍之擾，

終於決定放回界碑並在該路段設下限速標誌，結果，雖然該處塞車不

斷，從此卻再也沒人因車禍而傷亡。「人鬼溝通」，最後達成協議：人

類以「退步/讓步」求得「慢活」，此乃真進步也。 

德文「Geisterfahrer」之字面意思是「鬼魂/幽靈駕駛者」，但其實

際意涵卻是「逆向行駛者」，侯樂在本故事裡讓這個字恢復到其本義，

使讀者領悟到：現代人對「速度」一再求快並視之為進步之表徵，以

致每個破紀錄的速度都是座「里程碑」，然因「超速」而「太超過」

地一再越界，不知伊於胡底，以致釀成一塊塊的「界碑」轉成一座座

的「墓碑」之悲劇，殊不知此乃「逆向」之「背道而馳」的作為也。

2004 年，就在歐諾黑出版他的《慢活》的同一年，德國一位教授也

出版了一本以「加速」（Beschleunigung=speeding up, acceleration）這

個概念為主題的專書，其書名就叫作：《「速度」這個病毒》,3其中有

關「汽車」這一部份，他寫道：「一旦速度達到破紀錄的水準，就會

在人們心裡喚起一個幾乎無可抗拒的想要破紀錄之願望」（213），而

這樣的願望乃至衝動最後就會使得「加速」本身成為目的，形成一個

永無止境的惡性循環。同理，「開發」亦同也。 

其實，大自然在被「汽車」透過綿密的「高速公路」無遠弗屆地

                                                      
2 Franz Hohler, Der Geisterfahrer, in, F. H. Rückeroberung, Darmstadt: Kuchterhand, 1982, p. 47-56. 
3 Ppeter Borcheid, Das Tempo-Virus. Eine Kulturgeschichte der Beschleunigung. F./a.M.: Campus,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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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門踏戶之前，在十九世紀的上半葉就已先被「火車」及其「鐵軌」

開腸剖肚過了。依德國浪漫主義作家海涅（Heinrich Heine, 1797-1856）

的說法，火車根本不是縮短旅途時間而已，它根本是在「謀殺空間」。
4他甚至說，火車若法國和比利時及德國連結起來的話，那我真會覺

得「各國的山脈和樹林就會擠向巴黎來」！（60） 

當然，火車與大自然之間的關係成為藝術創作的題材非自今始，

幾乎在它誕生的那一刻就注定是要來嚇人的：其形鉅大，其聲轟然，

其速飛快，加上「奇醜無比」，這些特質都符合「魔鬼」或「怪物」

的特質。相較於傳統的馬車，火車是「重量加速度」的集合體，勢不

可擋也。海涅剛剛那些有關火車的看法是寫於 1843 年的，隔年，1844

年，英國畫家泰納（Joseph Mallord William Turner，1775 –1851）畫

了（或發表了）其題為《雨、蒸氣和速度》（Rain, Steam and Speed）

的曠世名畫。畫中，一列佔了幾乎整整半個畫布的黝黑巨大的火車在

雨中急行，火車頭上粗大的煙筒所噴出的熱騰騰之蒸氣在空中與雨水

匯成漫天霧氣，火車頭本身像極一尊燒著熊熊烈火的魔頭，而畫布的

左半面則一座拱橋，一條河流，還有一葉掛著搖櫓的扁舟，上有兩人

對坐。由於霧氣及相對極為淺淡的色彩，橋樑、河流連帶扁舟加上人

儘管也佔了半個篇幅，卻都令觀者有「淪為背景」之感，5蓋其雖與

當時代表新科技的火車並存於畫，卻不並駕齊驅。火車頭前方不遠

處，則另有一隻人眼幾乎難以辨識的野兔逃命似地撒腳狂奔。如果我

們說，在十八世紀末工業革命興起之前，「大自然」對人類來說，依

舊是「崇高+敬畏」（sublime/德文：Ehrfurcht /awe-inspiring）的代表，

那麼在這幅畫裡，吾人就讀到了「大自然退位而新科技登基」的訊息

了。6值得一提的是，火車的特質在此是以「速度」來呈現的，對照

                                                      
4 Heinrich Heine, Die Zeit rollt vorwärts, in, Wolfgang Minaty (Hg.), Die Eisenbahn. Gedichte. Prosa. 
Bilder. F./a.M.: Insel, 1984, p.60: D́urc h die Eisenbahn wird der Raum getötet.  ́
5 或說是「煙霧瀰漫，極力使形象有一種夢幻似、幾乎抽象的感覺，這在畫家（按：指泰納）的

後期作品中是很突出的，甚至使景色完全溶化消散，自然的其他內涵也在景致難以分辨的光色中

溶化消散了」。（西洋繪話兩千年。第五冊：從新古典主義到後印象派。黃文捷等編譯。台北：錦

繡，1999，頁 71）。這樣的解說顯然是美學描述多而藝術評介少了。 
6若依法國藝評家暨專業策展人 Olivier Meslay 所稱，則應是「崇高且令人敬畏的事物已經不再侷

限於大自然，而是還有那出自於人手但卻地位如神的機器/。。。/」（”the notion of the sublime was 

no longer confined to natural phenomena, but incarnated in machines created by humanity with 
god-like aspirations, whose new power it served to magnify” and begs to question; what should we 
fear more, the awe of the wild, or the annihilation of it?參閱 Olivier Meslay,  JMW Turner: The Man 

Who Set Painting On Fire. London: Thames & Hudson Ltd, 2005. P. 107. （Siehe auch: 

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Rain_Steam_and_Speed_the_Great_Western_Railway.jpg）

。留英的倫敦大學藝術史博士楊永源教授在評介透納（他用的是「忒納」）的風景畫時，以《漢

尼拔的軍隊越過阿爾卑斯山》及《月夜》為例指出，前者「大形漩渦狀的烏雲遮蔽了大半天際，

傷殘的士兵顯得渺小。在畫面中，卻又在天際露出太陽，似乎象徵希望」（66），至於後者，「在

月黑風高的深海上，天際的雲朵突然出現隙縫，讓光線穿透隙縫而後投注在船上所造成的心裡效

果有相似之處。」（67）接著，關鍵字「崇高」出現了。他寫道：「對大自然的暴力，人似乎發自

內心的掙扎；表面上這像是無望的希望，但在浪漫主義的意識下，人終將戰勝自然。忒納這類畫

http://en.wikipedia.org/wiki/Sublime_%28philosophy%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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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火車的就是那令人感覺到緩慢到近乎靜止的河流和扁舟 ─ 搖櫓

是掛著的，兩人是對坐而給人倘佯在依然「慢活」的世界裡。至於為

何是一隻野兔而非其他動物？依我之見，泰納在此正是要援引依索寓

言「龜兔賽跑」（The Tortoise and the Hare）來隱喻「碰到火車，再快的

兔兒恐怕也難兔脫了」。至於那石橋下的空心圓拱門遙對著火車頭上

的漆黑長煙筒，更是在訴說著前者素來靜態之清心寡欲與後者常保動

態之心狠手辣了。心狠手辣是為啥？為利也！而這種求利之心也使得

「快速」侵佔人心。泰納透過這幅畫，以一靜一動，一快一慢的對照

呈現出他敏銳的嗅覺，一個半世紀後，仍值得吾人細嚼慢嚼：高鐵董

事長殷琪向聖嚴法師問法的文字記錄於 2007 年出版時，就取名為《慢

行聽禪》，7以「慢行」來對「高鐵」，真是有心。8或者我們用蔣勳的

美學觀來看亦可：「一個城市為了求快，就把所有的馬路都開得筆直。

可是不要忘記，我們如果去國家公園或古代的園林裡，所有的路都是

彎彎曲曲的。為什麼彎曲，因為他告訴你說，你到了這個空間不要匆

忙，讓自己的步調放慢下來」。9 

火車之發明和工業化有關，而歐洲的工業化和其遠洋貿易又有直

接關聯。但遠洋貿易遠在火車發明之前就已有之，其時則是以船舶來

作為交通工具。船舶，貿易，獲利，無暇，就足以構成一個「快而功

利」的社會，對照的就是傳統農工社會。一篇場景設於阿姆斯特丹的

故事很適合用來解說此情此景。其作者係兼具牧師和作家身份的賀伯

爾（ Johann Peter Hebel, 1760-1826），該故事題為  Kannitverstan

（1809），10此為荷蘭文，中文之意為「我聽不懂」，內容簡述如下： 

                                                                                                                                                        
可說具有崇高（Sublime）的效果」（67）。（楊永源，自然與文化 ─ 西洋風景畫賞析，收於 視
覺藝術與文化，吳方正  編，桃園：中央大學，2005，頁 51-76）但是，面對大自然，人類心中

的崇高之感卻在工業革命之後漸漸消失了，他以《雨、蒸氣、速度》這幅畫為例，認為「忒納的

中晚年之後，這種內心的驅力在感受到工業革命帶來的改變效果後，表現得特別具有宣示個人風

格的意義」（67）。我覺得，他這句「表現得特別具有宣示個人風格的意義」裡的「個人」有可能

是指對照於大自然的「人類」，因為「火車」的發明！如此，他接著所稱的「畫中火車飛奔而來，

代表新時代的產物，而橋下的農田與河流可見農夫、馬匹和小船。耕農與小船所象徵的舊時代，

與蒸氣機所象徵的新時代的對比隱然可見」（67）才有意義。簡言之，舊不如新，自然的力量抵

不過人類的科技，因此崇高之感乃無從油然而生也。楊雖未提到「速度），但是他以「飛奔而來」

形容該「火車」，意思已經到了，只不過，其與兔子的關係，並未著墨。 
7 潘瑄 （紀實）：慢行聽禪：殷琪問法  聖嚴解惑。台北：天下遠見，2007。 
8其實，「慢」（slow）這個概念已經今天在這個一切講求「快（速）」的世界裡逐漸以生活哲學之

姿快速地蔓延開了。2004 年，加拿大知名記者卡爾‧歐諾黑（Carl Honoré, 1967）風靡全球的暢

銷書《慢活》並非是「慢活」的發明，而是一個以各種不同形示綿延至少已有一個半世紀的總整

理。同一年，日本也出了後來在台灣也譯成中文出版的書：《慢，理想的生活提案》 ，慢什麼呢？

「慢食、慢城、慢設計、慢科學、慢經濟、慢生態、慢得剛剛好的生活。。。」，就差一個「慢

得拉」了，這本書的英譯則為「Slow is Beautiful」。我特別要指出的是，《慢活》的中文本的前封

面有將英文主標題「In Praise of Slowness」印上，但副標卻只在背面才出現：「Challenging the Cult 

of Speed」。亦即，「慢活」是在挑戰「速度」這個接近「邪教」（cult）的生活型態。 
9 蔣勳，《天地有大美》，台北：遠流，2005，頁 29。 
10 Hebel, Johann Peter: Kannitverstan, in, J. P. Hebel, Werke, Erster Band. Erzählungen 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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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手工學徒從南德小鎮「Tuttlingen」「音譯：土地零根）一

路「流學」 到阿姆斯特丹這個大港都，入城後，一棟棟富麗堂皇的

房子吸引了他的注意力，最後他站在一間連窗戶都比他老家大門還寬

大的豪宅前面，順口問了一位形色匆匆的路人那棟房子的主人是誰。

結果，那路人「大概有更重要的事等著辦，而且很不幸地，所懂得的

德文和那個問問題的人所懂的荷蘭文一樣多；也就是說，一個字也不

懂」，（Hebel, 52）於是，他就沒好氣地短短說了句：『Kannitverstan!』，

(52)就是「吾聽無」的意思。說完，那個人就閃人了，而這個生性善

良的手工學徒卻相信，他聽到的就是那位豪宅主人的名字，他心裡就

認定：『這位「肯尼費司坦」先生一定是個有錢到不行的人』。（52）

走著，走著，他穿過大街小巷來到了一個叫「Y」的碼頭，眼前盡是

一艘又一艘的大船，最後直盯著一艘剛從東印度/印尼回來而現正在

卸貨的船舶。只見碼頭工人把一木桶又一木桶的砂糖，咖啡，白米和

胡椒搬上岸，─ 敘述者還半打趣地順帶提起，桶裡也有「老鼠屎」

（Mausdreck, 52）。咱們的學徒又忍不住開口問了一個肩上扛著木箱

下船的人說：『請問這位能讓大海幫他把這麼多貨品運到陸上來幸運

人兒是誰啊？』。（52）結果，他得到的答案又是那句簡短的

「Kanniverstan!」。他一聽，頓時瞭解為什麼這位「坑泥非死丹」先生

能住得起那棟豪宅了。這回心裡開始想著自己的貧困，跟這位「坑泥

非死丹」相比，他簡直就是個「屁」！他不由自怨自艾起來：「天下

富人如此多，何以唯他獨窮若此？！如果他也像這個坑先生那麼有錢

的話，那該有多好啊！」。（52）說著說著，拐個彎後，眼前赫然是一

支陣仗不小的出殯隊伍。四匹披著黑布緞的馬兒拉著一輛黑色靈柩

車，「緩緩且悲傷地」（52）前行，彷彿馬兒也知道，牠們正在運送往

生者去最後的安息地(in seine Ruhe)。車後則是跟著一整群身著黑色外

套，沈默無言的親朋好友。此時，遠方傳來的孤寂鐘聲，讓這個學徒

心頭一揪，不由摘下帽子神情哀戚地肅立路旁，直到出殯隊伍走過。

然而，他還是忍不住好奇地抓住最後一個人的肩膀，問說：『你們如

此難過且神情肅穆地送行，這位往生者一定是您的好朋友了？』。（53）

豈料，這位低頭不語的送葬者其實是心裡在默默盤算著「如果他的棉

花每五十公斤漲十個金幣的話，那到底能獲利多少」的問題，被他這

麼一打擾，就冒出一句「坑泥非死丹！」。那個老實學徒一聽不由眼

眶就濕了，他喊說：『可憐的坑泥非死丹！你這麼富有，結果呢？結

果你剩下的和貧窮如我者有一天也將會擁有的一樣：一件壽衣，上蓋

一條被巾！』（53）。他滿懷哀思地跟著隊伍走到墓園，親眼看著棺木

下葬，也聽了牧師以荷蘭語講道，而儘管一個字也聽不懂，他卻比之

                                                                                                                                                        
Rheinländischen Hausfreundes. Vermischte Schriften. Hg. von Eberhard Meckel, eingeleitet von Robert 

Minder. F./a.M.: Insel, 1982, p. 5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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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在家鄉所聽過的每個證道更有感受。之後，他如釋重負地進了一家

也講德語的小店，胃口奇佳地吃了一份乳酪。此後，這位學徒只要想

到世上富人這麼多，唯獨他是個窮小子而心情低落時，他就會想起阿

姆斯特丹的那位坑泥非死丹先生，想起他的豪宅，他那艘龐大的船舶

以及他那好窄的墳坑（53）。 

 這樣的故事如何解讀？哲學家伯洛荷（Ernst Bloch,1885-1977）

擔心，它可被藉來消解經濟弱勢者的不滿並暗示人們應該學習認命。 

然而，賀伯爾如此刻畫阿姆斯特丹，是基於什麼理由？他將一個國際

貿易港都和一個內陸手工小鎮對立起來，意義何在？商人與學徒，海

路與陸路，甚至舶來品的咖啡，胡椒等和本地（歐陸）的一般家庭食

品之乳酪對立起來， 目的只為博君一笑？甚至不但「快」與「慢」

對立起來，「動與靜」對立起來，「生與死」對立起來，「躺下與走動」

也對立起來，仔細觀來，這些對立最終其實是以代表商貿的「國際港

都阿姆斯特丹」和代表「歐陸內地傳統手工業的土地零根」間之對立

做基礎的。問題是，為何是阿姆斯特丹？那艘剛自東印度滿載歸來的

船舶正是提醒讀者成立於 1602 年的荷屬東印度公司之事實。「十七世

紀的荷蘭就是當時全球公認的資本主義之國家的代表」（Sombart, 

144），而從早期資本主義者的商人身上即可看出幾個特質，「計算，

估算」成本和獲利以及「工作時間」無限制，隨時都在作生意。（Sombart, 

180, 181）這是由於人類的經濟活動在進入早期資本主義後就不再由

「需求」（needs,參閱 Sombart, 181）來主導，而是由「獲利」（profit, 

參閱 Sombart, 172）。既然「獲利」是最高目標，那「每一天，每年，

每個生命的每一分鐘就都獻給工作了/。。。/。快速，還要快速」

（Sombart, 181），「快速移動」成了商人特徵之一（Sombart, 176），

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自然就會冷淡下來，因為早期資本主義的「經濟

活動已是由絕對的理性所主控」（Sombart, 182）。到此我們其實就可

確認，其實早在宋巴特約整整一個世紀之前，賀伯爾這位敏銳的牧師

兼作家就已洞察到早期資本主義的幾個特質和弊端：人情淡薄，追逐

利益，凡與生意無關之人與事，都沒時間理，既要「追逐」，動作就

要快，分秒要必爭，哪來時間給別人？傳統的「欲速則不達」（對應

之德文諺語：Eile mit Weile）已變成「欲望要速達」，而「凡事都需要

時間」（對應之德文諺語：Alles braucht seine Zeit）則變成「凡事都需

要節省時間」。現在吾人再翻閱柏夏德（Peter Borscheid）10 年前（2004）

所寫的那本題為《「速度」這個病毒》著作，就知道為何賀伯爾將阿

姆斯特丹和土地零根這兩個一大城，一小鎮以及商人和手工學徒來做

對比了：城市的時間準則是「加速」，鄉村的時間準則是「放慢」。就

在該書中，柏夏德指出，「手工業者的時間是固定且和緩的」，

（Borscheid, 33）而「商人的時間則是緊湊而機動的」。（33）柏夏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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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點出，商人的時間之所以是緊湊而機動和遠洋貿易有直接的關

係。（參閱 Borscheid, 32）鐘錶之發明及普遍化不是為了知道時間，

而是控制及縮短時間的：「沒有鐘錶之前，人們有很多時間，如今，

人們有了鐘錶，卻沒有了時間」 這句話相當貼切。 

阿姆斯特丹在此給人的印象是「富有但無人情味」，當地的人來

去匆匆，冷淡待人。但是，只有阿姆斯特丹人這樣嗎？雪萊夫人（Mary 

Wollstonecraft Shelley, 1797-1851）小說《科學怪人》（1818）裡那個

怪人所需要的不也正是和「冷淡及匆匆」剛好相反的「溫暖和休息」

嗎？（瑪莉‧雪萊，178）雪萊夫人和賀伯爾都注意到那個時代的同

樣問題了嗎？有意思的是，那位來自內陸小鎮的學徒為什麼感受不到

阿姆斯特丹人的冷淡與粗魯？因為他心底和經驗裡本就沒有「粗魯」

的概念，這才有可能誤以為對方是在好好地回答他的問題。他和克萊

斯特一篇作品裡那隻在鬥西洋劍時對對手的假動作完全沒反應的熊

一樣。  

賀伯爾在他這篇故事以對立面來架構起這篇故事的主幹。動作快

速的商人看似充滿生命力，但是貨品裡卻夾雜著代表死亡腐臭的老鼠

屎；船上老鼠當然會令西方讀者立即聯想起黑死病；「起士」對「黑

死」，慢條斯理的學徒吃的乳酪雖可能臭，卻肯定臭得很「到味」，而

從牛奶到乳酪的發酵過程正是「一切都需要時間」的明證。 有錢的

商人生前再怎麼吃香喝辣，現在可連一般市井小民的家常乳酪都吃不

到了。羅蘭‧巴特所稱，「食物就是符號/是有意涵的」11 雖指的是現

代人，但用於此處，依舊有效。 

賀伯爾這篇短文一開頭所寫的話語現在可以拿來仔細觀看了：只

要吾人願意，每天都可在小鎮如愛門丁根（Emmendingen）和固德芬

根（Gundelfingen）或大城如阿姆斯特丹找到可觀察到世事無常的機

會。果然，最後「坑泥非死丹」先生果然在一轉眼或一轉彎的剎時裹

上了那條「坑你非死毯」的屍布進棺了。世事無常，不是要加速嗎？

再快能快過「無常」嗎？我的結論是，賀伯爾之所以將那個港灣取名

為「Y」，正是在讀者面前擺了個交叉路，要他們自己做選擇，別急，

慢慢的選。 

西方從工業革命以來，如前所述，人類與大自然之間的關係沒有

「溝通」的問題，只有「打通」的問題。雙方最典型的代表，前者為

為「火車」，後者為「樹林」或「樹木」。兩個世紀之後，我們的環境

                                                      
11 「When he buys an item of food, consumes it, or serves it, modern man does not manipulate a 

simple object in a purely transitive fashion; this item of food sums up and transmits a situation; it 
signifies」。（p.24）Barthes, Roland: Toward a Psychosociology of Contemporary Food Consumption, in

 , Carole Counihan and Penny van Esterik (ed.), Food and Culture. A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P. 2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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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問題叢生」取代了「雜草叢生」，而生態文學的出現算是人類對

此現象的反思或贖罪形式之一。1981 年奧地利作家 Erich Fried 

(1921-1988)就在一首詩裡為「火車」與「樹木」安排了一場邂逅與溝

通。小詩題為〈往昔火車上的經歷〉Altes Eisenbahnerlebnis）。詩裡

有三個角色：一名旅客，一棵樹和一個查票員，三者在都在火車上。

情節如後：打盹中的第一人稱敘述者「我」（旅客）忽被驚醒，張眼

一看，身邊不知何時坐了一棵樹，就是它的枝葉把他從睡夢中弄醒

的。樹兒一臉尷尬地發出悉嗦的聲音：「請見諒」，邊還將它的部分樹

枝和根莖縮了起來。一會兒，來查票的列車員進入車廂，看到這棵樹

時，好像腳底生根般，像塊木板般地死瞪著它。樹兒見狀，拜託列車

員聽它解釋：「查票員先生，如果我補張票，您可不可以就別這麼兇？」

但是列車員嘴巴裡蹦出來的卻是「火車頭、斧頭、當柴燒」等字眼。

一旁的旅客「我」懇求著列車員別再刺激這棵樹，但是他不聽。就在

討論正激烈的時候，「我」要下車的小站到了。「我」下車時，還聽到

那位公務員的吼聲。火車進入下一座樹林後，從此就消失地無影無蹤。 

這棵樹的遭遇可真應了兩「頭」燒的命運：斧「頭」劈了交給火

車「頭」當柴燒好讓火車頭能往前跑。跋扈的「人」如此囂張地對待

謙卑的那棵樹，其結果就是，火車進入樹林後連人帶著整列車從此不

知所蹤。這可說「見樹不見林」而終致「不見於樹林」的最新版寫照。

「verschollen」（失蹤）這個字在德文裡常指「在戰場失蹤」，其實多

是等於「屍骨無存」之意。作者使用此字，而不用「verschwunden」

(不見，失蹤)一字，當在暗示，這是一場人與大自然之間的戰爭，而

罪魁禍首的一級戰犯就是那個代表人類的「列車員」─ 那個堅持樹

木的命運只有劈成柴燒而成為推動人類進步火車頭之工具一途的

人，12 這列火車會不會就是泰納那列雨中追著兔子的火車？ 

船舶，火車，汽車都是用來為人類那兩條腿「加速」用的，但卻

造成「溝通困難」，人類社會沒有問題，鬼才相信！。為求「便利交

通」，但卻造成「溝通困難」，人類社會沒有問題，鬼都不信。歸根究

底，生態問題之出現和人類仰仗科技成就而驕縱成「蝦米攏不驚」有

直接的因果關係，這個「蝦米攏不驚」就是十九世紀德國社會學家韋

伯（Max Weber, 1864-1902）所講的「世界解魅/除魅」（die Entzauberung 

der Welt）。在一場定名為「學術作為志業」(Wissenschaft als beruf)

的演講裡，13韋伯說了至今被奉為圭臬的斷言：然而這就造成了「世
                                                      
12 Erich Fried, Altes Eisenbahnerlebnis, in, Die Eisenbahn. Gedichte‧Prosa‧Bilder, hg. v. Wolfgang 

Minaty, F./a.M.: Insel, 1984, p. 438, 439。有關此詩之討論，本人在去年發表的一篇論文裡已有論及

（頁 22-23），意者可參閱謝志偉，文明死角裡的自然生態—以文學裡的「樹」為例，〈世界文學〉

4，101 年 12 月，台北，聯經。頁 9-32。 
13韋伯將文明人和野蠻人對比，並對在座的聽眾說了以下的話： 

當我們當中任何人坐在電車上時，是不知道 ─ 除非他是專業物理學家 ─ 電車系統到底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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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除魅」（die Entzauberung der Welt!）。14不像那些仍相信世上存在

著這種神秘、捉摸不定力量的野蠻人必須借用魔力來控制或祈求鬼

魂，如今只要靠著科技器具來計算就夠了，所謂的「智慧化」指的就

是這種狀況。從這個角度來看，侯樂在二十世紀以這篇山裡的鬼魂來

和當代中了「速度」之邪的人類進行另類對話，迫使人們不得不煞車

或至少減速以保命，不啻在提醒吾人：面對大自然還是心存點「敬畏」

比較好吧。文末，那位敘述者說：從此以後，那個過去經常出車禍死

人的地點就變成交通瓶頸，很多駕駛幹譙當地政府不已，但是其他

人，例如他自己，看到這樣的場景，心裡卻都會感受到一股幾乎難以

言喻的欣慰感。（55）在這個故事中，二十世紀裡大自然的代表儼然

是「山」與「鬼魂」的合體，此設計隱然在呼應十七世紀末、十八世

紀初歐人感受到對崇山峻嶺之「敬畏」與「顫慄」。15西人在歷經工業

革命後至今猶靠勢科技之成就而以無所顧忌且乎褻瀆的態度恣意對

待大自然，因此，侯樂安排十八、九世紀的鬼魂找上門，讓二十、二

十一世紀的人「轉身什麼也看不到」，用中文來說，不就是「回頭是

暗（岸）」嗎？回頭就不會一個勁地加速往前衝，於是腳步就會慢下

來。不然，一直向前衝，就算敢去墓仔埔，也不必趕去墓仔埔吧。 

《慢行聽禪》的紀實者潘瑄說，每一回上山下山就是一種「洗

塵」：「高轉速幾乎是現代人的節奏模式，但在衝鋒陷陣之餘，人們都

需要一座山，可以慢，可以靜」。（312）這是「山」，但在「市」亦未

嘗不可：張曼娟為她那本題為《好潮的夢》的取了個副標，叫「快意

慢活《幽夢影》」，裡面有一段就寫道： 

端午節前的某一天，行車在擁擠街道上，沉甸甸的煩惱壓在心，使我的煩惱壓在

心頭，使我的呼吸急促。紅燈亮起，車速變慢，而後停下來。 

我無奈的將頭轉向車外，人行道上有一株盛開的重瓣孤挺花，吸引了

我的目光/。。。/。路上行人來來去去，沒有人注意那朵花。。那是

在一家機車修理店前。（6，7） 

                                                                                                                                                        
運作的。他不必知道這些，只要他能「料準」電車本車的動態即可，他的態度就依其動態而定。

至於電車要怎麼製造才能運行，他完全不清楚。而野蠻人對他自己的工具的瞭解可遠多於文明人

了/。。。/。到底是透過什麼樣的機制使得「錢」能買到東西 ─ 時少時多 ─，這個問題要問

起在座各位的話，就算你們當中有國民經濟的專家，恐怕也是人言人殊，一個人一個答案。（按：

意指「沒幾個人真正弄得懂」）。而野蠻人每天怎麼弄到下肚充飢的東西，靠的是哪些，他可一清

二楚。 在這段話之後，韋伯接著又說：因此，我們的生活儘管一再智慧化，一再理性化，但這

並不代表，我們對於周遭各種生活條件的知識也隨之增加，這種情況只意味著：我們認為或相信，

只要我們想要，隨時隨地就可弄懂，意即，我們認為，基本上，世上並不存在著任何神秘的、捉

摸不定的力量參與其中，而是，原則上，人們可以透過「計算估量」來控制所有事物。   
14 Max Weber, Wissenschaft als Beruf, Berlin: Duncker / Humboldt, 1991, p. 17). 
15 這點可參閱 Peter Schleuning, Die Sprache der Natur. Natur in der Musik des 18. Jahrhunderts, 

Stuttgart: Metzler, 1998, 尤其頁 13-15.。該書作者很詳盡地引經據典將十八世紀初歐洲對人類在

自然中（主要是崇山峻嶺）所感受到的帶著某呈程度之「驚恐」的「昇華」感作了輪廓清晰的評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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剎時，張曼娟完全沉醉在觀看這朵花裡，後面繼續寫著：「將近一分

鐘的靜止，我的生命為一朵花而停頓」。（7）不看路上號誌燈，卻看

路邊孤挺花，在人人趕時間的忙碌交通裡，張曼娟讓車子靜止停在路

中間整整一分鐘，我不知道，台北市長柯 P 的交通警察若在場會不會

開罰單，但顯然，有人認為無論如何，值得。 

值得，─ 希望聽/讀完這篇文章，各位也有同感。若無同感，那

會不會是我們兩邊中有一邊太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