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拉曼大学 

中华研究院 

中文系 

漫游在资本发达和社会乱象的城市 

——论李永平《朱鸰漫游仙境》的街

道漫游 
 

科目编号：ULSZ 3068 

学生姓名：杨颖怡 

学位名称：文学士（荣誉）学位 

指导老师：辛金顺 师 

呈交日期：2013年 4 月 5日 

本论文为获取文学士荣誉学位（中文）的部分条件 



 

 

目次 

题目………………………………………………………………………………ⅰ 

宣誓………………………………………………………………………………ⅱ 

摘要………………………………………………………………………………ⅲ 

致谢………………………………………………………………………………ⅳ 

 

第一章  绪论……………………………………………………………………1 

第一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1-2 

第二节  前人研究………………………………………………………2-3 

第三节  研究范围与方法………………………………………………4-6 

第四节  研究难题………………………………………………………6 

第二章  城市的漫游者…………………………………………………………7 

第一节  “漫游者”……………………………………………………7-10 

第二节  漫游者——朱鸰、李永平……………………………………10-12 

第三节  朱鸰漫游视角下的台北文化…………………………………13 

一、台北历史文化………………………………………………………13-14 

二、台北颓废的情色文化………………………………………………14-15 

第三章  资本发达城市的面貌：“商品”——城市社会地位的差异标志…16-17 

第一节  酒………………………………………………………………17-20 



 

 

第二节  公主衣 VS 碎花裙 VS 校裙…………………………………20-23 

第四章  资本发达城市的面貌：“身体”——最美丽的消费商品…………24-25 

第一节  模特儿内衣秀…………………………………………………25-29 

第二节  人体商品买卖——“公主”身价与学历……………………29-33 

结语………………………………………………………………………………34-35 

参考文献…………………………………………………………………………36-37 

 

 

 

 

 

 

 

 

 

 

 

 

 

 

 



i 

 

 

 

 

 

 

漫游在资本发达和社会乱象的城市—— 

论李永平《朱鸰漫游仙境》的街道漫游 

 

 

 

 

 

 

 

 

 



ii 

 

 

宣誓 

谨此宣誓：此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论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

书面文字、电子资讯或口述材料，皆已于注释中具体注明出处，并详列相关的参

考书目。 

 

签名： 

学号：09AAB02766 

日期：2013年 4 月 5日 

 

 

 

 

 

 

 

 

 



iii 

 

摘要 

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消费渐渐取代了生产的位置，物质商品形成了社

会中明显的现象。新的消费类型、消费习惯、时尚和风格转变方面以及人与社会之

间的关系都起了变化。人们在消费社会中的消费欲望会日益膨胀，主体已失去了自

我，成为了被操纵的对象，并且不自主的陷入消费的冲动之中。本论文主要通过李

永平的《朱鸰漫游仙境》，以本雅明笔下“漫游者”的概念和消费社会理论来探讨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城市的“商品化”力量对人与社会所带来的影响及对人性的摧

残。在现代生活里，人们所消费的商品不仅只是它的功能性或使用价值，更多的是

以它来标志着个人在城市的身份与财富地位，而被用以分化这种社会阶级关系的就

是商品背后的价值。然而在一切都可以被消费的城市里，就连“人”都成为了被消

费的机器，以身体作为交换价值成为一种社会商品。 

全文除了揭示消费社会的城市面貌外，更以“漫游者”——朱鸰作为批判消

费社会的主要核心人物，透过她以观察者的姿态对现代都市社会的物质商品化现象

进行批判与反思进而观察物质商品如何使人改变其社会价值观与消费的态度。  

关键词：李永平，朱鸰，漫游者，资本主义社会，消费社会，商品 

 

 

 

 

 

 



iv 

 

致谢 

本论文得以顺利完成，首先最感谢的就是我的论文导师——辛金顺老师。自

确定论文大纲之前就遇到许多研究方面的疑问，所幸辛老师给予了我各方面的建议

作为参考，学生才得以从中获得启发顺利确定论文的研究方向。在这段期间曾为了

论文无数次到办公室询问老师的意见及让老师批改我的初稿，尽管辛老师工作繁忙

但还是抽出宝贵的时间给予我细心的指导。此外，也感谢老师在查阅我的论文初稿

时对于文中的一字一句都非常用心批改，指出我应该加以补充或需要改善的内容，

使我的文章更加完善。对此，学生向辛老师表达我无尽的谢意。 

其次，我还要感谢我家人对我的付出。在我撰写论文这段期间他们给予了我

精神上很大的鼓励与支持，当我需要走访不同的地方寻找相关的论文书籍和资料

时，他们总是为我提供交通上的方便，令我感到十分感动与窝心。不但如此，每隔

一段时间我家人还会追问我有关论文的撰写进度，要我把握和抓紧时间，让我感受

到他们对我的无限关心。 

另外，我也要感谢身边的同学们在我遇到难题时提供了我多方面的见解和协

助，并献上满满的支持。最后，欲再次衷心的感谢所有人对我的帮助以致我的毕业

论文得以顺利完成，为大学生涯画上完美的句点。



1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李永平出生于砂劳越婆罗洲，后来离开到台湾留学发展，而在台湾大学时期

才是他小说创作的开始。提到李永平，多数读者对他的作品第一印象就是《拉子

妇》和《吉陵春秋》。尤其是《拉子妇》，是他在台湾的初试啼声之作，也因为得

到他恩师颜元叔的赏识将其作品推荐给《大学杂志》发表，继而鼓励他继续创作，

李永平才因此开始走上写作的道路。后来他的小说如《海东青》、《朱鸰漫游仙

境》、《雨雪霏霏》等开始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并对他作出了相关的评论。 

然而，李永平的小说写作内容有着不一样的转变，他的前期作品主要写作路

线大多都是南洋性、后殖民和原乡书写的，如《婆罗洲之子》、《拉子妇》和《吉

陵春秋》。但到了后期的作品主要转变为漫游的文体来写作，如漫游三部曲《海东

青》、《朱鸰漫游仙境》和《雨雪霏霏》，都带有很浓的浪游色彩，因此对于李永

平小说有这样的转变无疑引发了我的研究兴趣。  

由于之前已对李永平前期的主要作品有所接触，加上阅读了一些学者对其作

品的研究文章后，更加强了我想对李永平小说创作的了解。相对于他早期的作品，

我其实对他后期富有很浓浪游色彩的小说更感兴趣，因为通过作者在台北城市浪

游，他笔下所呈现出的社会故事与他早期的原乡书写别有一番面貌，就如李永平所

说的：“我一直在台湾漂泊流浪，这肯定会影响我的创作……影响心境,心境一定会反映

在作品里……”。（伍燕翎、施慧敏，《星洲日报》，2009 年 3 月 15 日）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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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鸰漫游仙境》，作者以朱鸰这个小女孩作为主要的叙述人物，批判与揭示种种

台北资本社会的现象，更引发我对此小说的关注及欲借此进行深入的研究，因此我

认为这一小说具有讨论的空间与兴致。《朱鸰漫游仙境》主要以七个女孩们作为漫

游者，游走在台北城市的街道，以漫游视角带出种种的社会故事，而透过她们的带

领下，故事呈现的就是一个资本发达的消费社会。而在这样一个经济蓬勃、资本发

达的台湾城市里，它的社会面貌是如何的呢？各式各样的商品价值不仅令人产生了

社会地位的变化，也改变了人们的社会关系。然而在一切的消费商品中还有一种商

品更加值得关注，更被大众所消费的，那就是“身体”，它又是如何被社会消费的

呢？因此，本论文在此将以李永平的《朱鸰漫游仙境》为文本研究，探讨在资本发

达的消费社会里，商品化如何影响人的价值认知及对人产生了怎样的变化。 

 

第二节  前人研究 

李永平在台湾的现代小说里，无论是他的身份背景还是他的作品都具有相当

特殊的例子。因此他的小说不乏被人研究与讨论，其中品评他的作家学者也很多，

如余光中、龙应台、王德威、朱双一等人。李永平的作品具有强烈的个人写作风

格，融合了早期的原乡本土色彩，再到后期漂泊异乡的心境，都反映在其小说中，

所以备受学者所瞩目。 

当然，关于《朱鸰漫游仙境》的研究也不少，但较多部分都关注于作者的

“漫游”与“原乡”主题书写展开论述，也有部分研究女性方面的视角。像张锦忠

的专辑论文〈在那陌生的城市：漫游李永平的鬼域仙境〉就探讨了漫游与边缘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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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的异质性域界，还有黄锦树〈漫游者、象征契约与卑贱物——论李永平的海东

春秋〉也是讨论漫游体、女性与卑贱物之间的关系这类的论述。但他们的研究文本

对象不单只是《朱鸰漫游仙境》，其中主要的还是《海东青》。还有学者黄美仪发

表的一篇〈漫游与女性的探索——李永平小说主题研究〉，以李永平几部小说为探

讨对象，处理的内容除了漫游意义之外，主要还针对空间与时间美学作为研究，当

中还包括女性议题的讨论如母亲的意义探讨、卑贱的女性、观音形象等题材。另

外，学者詹伟庆还未发表的〈李永平《朱鸰漫游仙境》研究〉，则专注于人物的刻

画、主题思想还有艺术技巧和场景的铺排为视角。 

当然，像学者谢世宗的〈欲望城市：李永平、漫游与看不（见）的鬼魂〉研

究论文除了借用波特莱尔(Charles Baudelaire)的漫游者概念与克里斯蒂娃

（Julia Kristeva）的卑贱理论谈女性漫游者、城市与卑贱物如妓女与嫖客之间的

三角关系之外，也涉及到了一些消费社会和商品经济系的论题。  

然而，本论文有别于上述的论述范围。基于类似本文的研究范围有些学者 

也有所谈及，尤其是消费社会和女性这一环的讨论，所以要发掘新的视角实在不

易。故此，除了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加以论述，也以不一样的视角作为切入。本文主

要以商品——“酒”和不同人的“服装”作为展示社会城市的地位差异，及社会大

众以怎样的方式消费女性的“身体”，将它商品化，如成为功用性的身体或是被色

情工业作为人体商品买卖。尽管有些学者在这方面的范围也有所讨论，但本文却有

自己不一样的论述要点，因此将会透过这样的视角切入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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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研究范围与方法 

 本论文的研究范围是以李永平的《朱鸰漫游仙境》作为主要的论述文本。至

于研究方法，则是运用消费社会理论来对小说进行分析。透过消费社会理论，可揭

示一个经济蓬勃发展、资本发达的台北城市里，商品的价值是如何令人产生怎样的

社会关系变化，以及经济商品又如何将女性商品化，并且对这样的消费城市带着一

种怎样的批判意识。 

一种新型的社会开始出现于二次大战后的某个时间，而这样的新型社会被说

成是“跨国资本主义”、“后工业社会”、“媒体社会”等。新的消费类型、时尚

和风格转变方面前所未有的急速起落，广告和电视媒体对社会至今也全面的渗透

着。（詹明信，1991/1997：418）人类社会在经历了二次世界大战，还有各种灾难

和经济萧条的问题后，无论在政治、经济或是文化上都有所变化；再随后而来科技

的迅速发展还有经济复苏的不断增长下，社会开始迈入了一种以物质产品为主导欲

望的时代。因此有关这样一个“社会转型”的变化，理论家们就创造性地使用了各

种的术语如“消费社会”或 “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等名称来标识这样的社会文化

变迁。（莫少群，2006：1） 

然而在这样的消费城市里，就像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所认为的，在过

去，那些富裕的人们都是受到身边的人包围，可是现在却是被物质围绕着，而这些

物质就是商品。（鲍德里亚，1970/2000：1）这些商品不单只是改变了人们的日常

生活习惯，也改变了他们的性格态度和对事物的价值观，他们的社会言行举止和心

理的变化都随着物质的影响和被它们所操控着。在鲍德里亚的研究中，他主要是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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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于研究和分析消费社会里的活动运作，再以反思的态度发掘出逐渐泛滥于社会中

的消费活动和一些腐败的现象，并试图借助语言、符号理论和方法论的成果考察消

费社会的基本问题。（莫少群，2006：17-18）另外，凡勃伦在 1899年时就针对当

时美国的新兴上流社会里的消费至上心理，写出了《有闲阶级论》。（莫少群，

2006：14-15）这书里主要讨论与分析了一种为“炫耀性消费”的极为奢侈花费，

是富裕人家为了展示自身的财富地位而做出的财富挥霍表现。凡勃伦就分析了这类

暴发户的消费行为，认为他们都是为了取得社会的地位承认和博取荣誉感而所作出

的奢侈消费，他们竭力的去模仿欧洲的贵族，从事“炫耀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莫少群，2006：15）其实，《朱鸰漫游仙境》里的消费社会所涉

及的也就是如鲍德里亚和凡勃伦所提到的，消费者被物质所包围，被商品牵引和控

制住，从而改变了他们社会的价值观。不仅如此，社会当中还存在着那些富裕的人

群，利用金钱来强化与区分社会阶级的差异。 

另外，在一个以买卖作为主要经济活动的消费社会里，任何物件都可以成为

消费品和作为交换的价值。所谓的交换价值，指的就是一种物品或产品通过市场价

格所衡定出来的市场价值，马克思就将物的交换价值称为物的商品形式。（雷契，

1994/2004：108）在这里，女性的身体就是其中一样可以成为交换价值的物品，它

被商品化成为了消费品，以商品的形式推出供大众消费着。而“身体”却又被不同

的方式所消费，像是升华为具有商业价值的功用性身体，或是成为色情工业里的性

产品，而这里主要的消费者又都以男性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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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在这样的消费社会里，呈现出的是一种物品高度丰盛的社会现

象。商品失去了往日作为满足某些需要的使用价值，它所表现的更多是它的符号/

金钱价值，并且强化与显示着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差异性，而人们对于物质的欲望

追求也是无止境的。因此，本文将会通过以上所陈述的理论作为探讨李永平《朱鸰

漫游仙境》这部小说的消费社会现象，希望由此探讨出商品的价值对社会和人际关

系产生了怎样的变化。 

 

第四节  研究难题 

研究李永平的小说时需要参考一些西方理论书，还有收录在一些期刊里不同

的作家与学者对他作品的评论。然而学校图书馆缺乏这一方面的研究书籍，因此笔

者必须走访不同的地方寻找相关资料，如新纪元学院图书馆和各个地方的书局，还

有上网搜寻电子书及访谈的资料等以作参考。此外，由于一些西方理论著作较为难

理解明白，所以必须耐心的阅读与消化其中的道理，而参透之后又要适当的运用在

报告中及加以分析。另外，李永平的作品也不乏学者研究过，而类似笔者的研究范

围也有所碰触，因此要发掘出新的视角实在不容易。但以商品作为展示社会城市地

位差异和“身体”通过怎样的方式被大众消费着的详细讨论，则较少和较为表面，

因此，笔者将透过这样的视角切入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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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城市的漫游者 

对李永平小说有一定熟悉的读者都会发现，漫游、女性和性书写是他小说的

主要题材。《朱鸰漫游仙境》也不例外，主要以朱鸰等七位小学二年级的女生作为

城市的漫游者为主线索，展开漫游旅程，见证着活跃在城市中各个行业、时间段、

地段的消费人群。通过他们的游逛，表现出了台北的社会文化、经济、以及各种思

想的挣扎与斗争，甚至各种作秀等，还有资本发达的消费社会所带来的面貌，都赤

裸裸地展现出来。就像黄锦树所认为的，李永平其实所要批判的不过是资本主义高

度发展的乱象，像经济商品将女性（身体）转变成商品化，透过不同的方式提供为

男人所消费的消费品，而透过朱鸰在城市的漫游，就见证了消费社会的腐败。（黄

锦树，2003：4） 

 

第一节  “漫游者” 

漫游者（flâneur），这字原本是一句俚语，它具有贬义的意思，而它在字

典里就是没出息的定义，可以比喻成闲晃的人、到处闲荡的人、懒汉又或者是游手

好闲的人。（刘耘安，2012：111）这里所指的是在街上漫无目的闲逛的人，在旁

观察城市社会还有人群的漫游者。 

“漫游者”这个词最早源自于波德莱尔的《现代生活的画家》，而本雅明对

其研究时将“漫游者”这个概念作出了诠释，主要是指后现代社会的兴起，使人可

以游荡在城市各个角落，观察与体验都市生活的漫游者。而本雅明笔下的漫游者所

要表现的意义就是，他是新兴都市中的观察者，可以透过他以一种如游客或旁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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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抽离视角，预见一些中产阶级外的新潮流、新价值观诞生。（张光达，2009： 

188）他们置身于资本主义社会，无目的性游逛在城市街道，尽管人们在为各种商

品疯狂喝彩的同时，漫游者却是透过双眼以冷静、客观的角度带出资本商品种种现

象，进行一种反思的态度。如本雅明（1989/1992）所指： 

“他（漫游者）在其中陶醉的同时并没有对可怕的社会现象视而不见。他们保持

清醒，尽管这种清醒是那种醉眼朦胧的，还“仍然”保持对现实的意识。” （77） 

这里，漫游者对这样的城市是感到新奇的，他们既投入与陶醉于其中，但却

又与此保持距离。故此说漫游者其实就是一个保持审美距离的资本社会批判者，即

是处在城市与人群中，又独立于之外，并不属于他们的一份子，而当人们陶醉于商

品的同时，漫游者总是保持着清晰的意识和警觉性。漫游者虽然处在大城市的商品

消费机制当中，但他抵挡住了城市商品和资产阶级的权利诱惑，让自己疏远并站在

都市的边缘作人群观察，也脱离资本主义的生产情境，把自己放置在两者之间不属

于任何一方，而透过他们双眼，那些在城市中被人所忽略或隐藏的侧面及背影因此

得以窥见。（张光达，2009：188）因此，本雅明设计的这个城市漫游者形象，不

是在于勾勒他们存在于城市中作为某种特殊社会类型的人物，而是在于他们是一种

潜在于社会中的批评装置。（余意梦婷，2007：19）漫游者代表的就是一种与资本

主义生产现象为对立的批评模式，他们与社会大众有着不同的思想和观念，并通过

无目的的漫游来揭示潜躲在资本社会里的另一面。 

李永平小说里的漫游者——朱鸰，即体现了本雅明笔下的漫游者

（flâneur）姿态。朱鸰所反抗与批判的无疑就是那股笼罩城市的“商品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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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以及发掘出资本社会对人性的摧残。她是社会群中的人，但处在边缘角度做观

察，不是独立的个人，也不是孤僻的个人，是一个融入且行走的人。漫游者把任何

自己可以走到的空间，当做室内，进而可以站在自己的观点展开对于社会的评论，

尤其是，他们又有着相对独立的语言权利，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社会话语权的代言

人。相对于该理论，此话语权也赋予了这年龄很小的漫游者——朱鸰。她既不属于

城市，又不属于商品经济系的一环，而这让她自由的在台北市的游手好闲中，去见

证、分析与评判着形形色色的人，形形色色的行为，消费社会的腐败，以及各种现

象等，并以她的观察发表其看法来。此外，值得留意的是如本雅明（1989/1992）

所指出的： 

“街道成了游手好闲者的居所，他靠在房屋外的墙壁上，就像一般的市民在家中

的四壁里一样安然自得。”（55） 

朱鸰也是如此，台北街道成了她主要的漫游居所，她乐于穿梭在人群中，比

起呆在家中或是一些室内的空间，她认为街上的活动有趣多了，街上到处都是戏，

而且不需花钱买票便可观赏，因此她流浪外头的时间多于她呆在家。 

另外，本雅明与李永平笔下的漫游者所游荡的都是资本主义发达的城市。首

选，本雅明以十九世纪的法国首都——巴黎以作为漫游的城市街道。当时的巴黎是

全盛时期，是个发达的资本主义都市，就以拱廊街（les passages）来说，这些都

市中心的主要基本运作就是包括了商业买卖活动、政治、金融经济及一些休闲场所

活动等。而对于本雅明来说，他认为最适合漫游者漫游的地方就是巴黎的拱廊街，

而拱廊街上都是流行时髦的商店商品、还装饰着玻璃的屋顶，煤气照明、一些铁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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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和镶板及铺设大理石，无不显示出街上的优雅华丽。（刘耘安，2012：115）而

本雅明之所以将目光聚焦在的巴黎都市，是因为它呈现了现代性的消费城市面貌，

如玲琅满目的商品、繁忙的街道，还有拥挤的人群。同样地，《朱鸰漫游仙境》里

的时间社会背景也正是处于经济起飞蓬勃发展的阶段，而台北作为台湾的首都，一

个商品丰盛的资本社会，也和拱廊街一样聚集了各式各样的社会活动产生经济繁荣

的现象。因此，漫游者朱鸰就是身在这样资本主义发达的消费城市闲逛着，带出城

市大众们对“商品崇拜”的现象，深深为其所吸引，并处在一旁作观察以她的视角

带出了不一样的社会面貌。 

 

第二节  漫游者——朱鸰、李永平 

据所众知，李永平有漫游小说三部曲，即是《海东青》、《朱鸰漫游仙境》

与《雨雪霏霏》，分别由勒五和朱鸰来作为城市的“漫游者”，不同的是男人与小

女孩的身份。张锦忠（2002）在《中外文学》的“离散美学与现代性：李永平和蔡

明亮的个案”中的论文〈在那陌生的城市：漫游李永平的鬼域仙境〉一文里提到

《海东青》里的勒五“即是天涯客，也是闲游人，跟无家可归的街头混混安乐新一样，

都是台北这个城市的边缘人、旁观者”。（14）张锦忠认为《海东青》都不属于他们

的故事，他们只不过是游手好闲的闲游人，需要像台北这样一个似家非家的城市作

为落脚处。（张锦忠，2002：14）而《朱鸰漫游仙境》里的“朱鸰”她也是闲游

人、旁观者、漫游者，这说的一点也没错。除了小说第二章她是呆在家里之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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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时间更多于游走在街道上。同样地，朱鸰也像是呆在一个似家非家的城市作为她

的落脚处。 

其实所谓“似家非家的落脚处”暗指的是民国 38 年（1949 年）由蒋公蒋介

石带领从中国大陆撤退至宝岛（台湾），如今生活在当地的军民同胞或是后代们，

虽原乡是中国大陆，但此后却在宝岛落地生根。据小说第五章〈一场成人的游

戏〉，就点出尽管这些撤退的军民们和其后代已居住台湾 40 年，却被土生土长的

台湾人骂是“光着屁股逃来宝岛的”、“40 年白吃白喝他们的”，因此他们像是

落脚在一个不完全属于自己的城市中，分出本外省两个对立派。甚至连朱鸰也说到

自己是“一半光屁股（中国大陆）一半穿开裆裤（宝岛）”的双重身份，即父亲是

中国江苏省人，母亲是台南县人，因此朱鸰姐妹本身也搞不清自己“到底是光屁股

呢还是穿开裆裤”。（李永平，1998：300-301）其实李永平也何尝不是呆在一个似

家非家的城市生活着呢？他双亲出生于大陆，后来到砂劳越婆罗洲教书生活，所以

他自然是马来西亚人的身份，婆罗洲才是他的原乡。但李永平后来入籍台湾，他的

原乡不再只是婆罗洲，更有台湾这块土地，形成了一种双重的土地原乡。（许文

荣，2008：59）因此，他在自序〈文字因缘〉里写出了他的感受：“台湾和婆罗洲

在我心中的分量，放在手心掂一掂，实在无分轩轾啊，难怪在我作品中这两座岛屿一在南

海一在东海，却总是纠结在一起，难分难解……”。(李永平，2003：36) 

尽管如此，在这里所要讨论的并不是朱鸰和李永平的实属身份，而是要指出

无论是朱鸰或李永平都有着这一相同的特点，即他们都是处于两种暧昧的身份漫游

在台北这城市街道的漫游者。朱鸰就隐约像是李永平的化身，不时投射出作者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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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他们同样四处游走踢跶、双重的身份，以旁观者的姿态漫游在台北这座资本主

义发达的城市。李永平曾说过，他描写朱鸰流浪在台北红尘都市中，这并不是他原

初写作的构思动机，但写着写着却自然而然的成为了一个浪游的故事，“因为当时

作者（李永平）就在浪游中嘛。”（伍燕翎、施慧敏，《星洲日报》，2009 年 3

月 15 日）由于李永平自身就是处于在漫游的状态中，因此，他不自觉地将自己投

射在“朱鸰”这个女孩身上。就像作者在小说《朱鸰漫游仙境》里所写的： 

“朱鸰（李永平）独自个踢跶着拖鞋，仰望天上毬毬白云，一路走一路竖起耳

朵……自己（李永平）是一只漂泊的小鸟儿，飞向城中红尘深处，孤零零凄凉凉却又十分

快乐逍遥。”（李永平，1998：114-115） 

从这里可看出李永平透过抒写小说里的“朱鸰”而无意识地流露出自身的流

浪情感。此外，他也用一种另类的文字来表达出这种漫游的意境，就是“迫迌”两

字。迫迌——这两个字的边旁都有“辶”。意味着逍遥、遊逛、遛达、迫迌……

（李永平，2003：46) 就像当初李永平为他的自选集命名时，用的就是“迫迌”这

字。他认为这两个方块字最能代表浪子的身世心境，“一个人孤零零在外漂泊流浪，

白天顶着大日头，晚上踏着月光，多逍遥自在可又是那么的凄凉……”（李永平，

2003：46-47)  李永平所要表达的就是这样的感觉，一个人在外流浪闲逛虽孤独凄

凉却能随着自己的心意游走，而感到十分逍遥自在，朱鸰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她就

是一只漂泊的小鸟，孤单却逍遥的漫游于台北这城市中，作为旁观者并带出台北这

资本发达的城市面貌及作出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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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朱鸰漫游视角下的台北文化 

朱鸰作为小说中主要的漫游人物，透过她的视角，带出了台北两种不同的文

化，其中就是台北的历史文化和台北颓废的情色文化。 

一、台北历史文化 

通过朱鸰等小女孩的稚嫩眼睛与心灵，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充满矛盾与各种博

弈的台北历史文化。这里所谓的历史文化，就是立足台湾的发展史。就像故事中的

立法委员们争辩着本省与外省人的身份纠葛，尤其是在白玉华委员的倾诉中，争论

着谁才是“光着屁股”逃来台湾、谁又是“穿开裆裤”的台湾穷光蛋，便可看出当

下台北所存在着的一些政治矛盾。最后，这场斗争还得透过朱鸰的调解以停止，

“你们大人不要在我们小孩子面前打架了！……不要再争谁光屁股谁穿开裆裤……我们小

孩子不懂，大人为什么要争这种事情……”。（李永平，1998：284）可见朱鸰的这番

话顿时使大人们醒觉，满脸羞愧，这场激烈的立法院大混战才能告一段落。 

其次，还有三民主义的文化。解放战争末期，蒋介石带着当时“四万万”中

国人所创造的的财富来到了台湾，在各种重大的地段或显著的建筑等地方，还耀眼

地书写着“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字样，尤其是学校都树立着国父“孙中山”的雕

像，学生们或者其他的人们，都会在雕像前庄严肃立，并敬礼，可见，在人们的心

目中还是有着潜意识的“爱国”思想。其中，“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标语，这些历

史积累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着或引领着人们的行为与思想，如面对国父的

雕像时都会鞠躬表示尊敬。尤其是在安又新追逐几个小女孩的时候，她们几个尽管

当时的情况很是“危急”，但仍然乖乖地停在学校的门口，深深地鞠一躬，然后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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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逃跑。再者，人们对于日本侵略史，尤其是南京大屠杀等历史事件的铭记，哪怕

八岁的孩子几乎是信口而出的历史事件与经过，都见证了台湾人民对于历史的敬

畏，他们在追求各种需求中，也没有忘记民族与国家的使命。 

二、台北颓废的情色文化 

朱鸰的漫游，就是沿着台北情色的灰色路线走的。无论是都市闪烁的霓虹，

还是环肥燕瘦的美女们，都在用各种香气、月经气等，散发着情色的诱惑与颓废逆

向“魅力”。首先，就有各种情色场所的存在。小说中，台北的西门町，成为专门

的烟花柳巷，还有随处可见的理发屋，招摇的小姐，以及完事后被小姐送出很远的

西装客。相对，还有一堆酒店等高档会所、宾馆、酒吧、舞场、三温暖等，他们都

给顾客们提供着各种情色的服务。 

当然，有情色场所，必定还有各种的性服务与色情性场景的出现。情色服务

也是多样化的，如“小公主”朱明津，年纪才 14 岁就跟着陈董去宾馆开房，并且

是“花马酒店七仙女年纪最小的一个，妈妈桑最疼爱的小公主”。（李永平，1998：

389）除了主要的女性为男性提供性服务外，也有男性服务于女性，就如曾董的老

婆就是最好的例子，她也同样包样着年轻的男子。另外，当朱鸰游逛时还目睹一对

白发红颜的情侣在花圃里缠绵着，旁若无人。因此这里都展示了情色场景以各种方

式而存在着。当然，最恶劣的莫过于那些“饥渴”的男人们为了“取阴补阳”，对

那些卖花的小姑娘也不放过，猥亵地玩弄她们的阴部与亲吻等，都在用各种近乎丧

心病狂的变态行为，折磨着女孩们和影响他们的成长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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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通过朱鸰的视角所展现出来的就是一个社会乱象的城市，无论是

在政治历史文化上的还是城市里的色情工业。显然，台北呈现出的色情社会面貌，

这间接都是受到资本主义的影响，追根究底还是因为人们受随处玲琅满目的商品诱

惑。由于人们过度追求物质欲望，以致无法自拔的坠入商品世界的深渊中，而在物

质追求的同时又需要大量金钱作为后盾，因此出卖身体以性作为交易进而取得客观

的收入就成为了快速的赚钱捷径。基于这一追求物质的消费心态，资本阶级便以金

钱作为诱饵，诱使年轻的女性们提供性服务作为买卖来换取金钱，进而促进了各种

色情行业在台北的发展，也为资本家们赚取丰厚的利润。故此，朱鸰在漫游的途中

看尽各种提供性服务的色情场所以及为了暂时获得物质的供应而出卖肉身的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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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资本发达城市的面貌：“商品”——城市社会地位的差异标志 

朱鸰除了指出台北的历史文化和情色文化外，主要的就是带出了资本发达的

消费社会所展现的面貌。1980 年代是台湾经济起飞的重要时期，就像《朱鸰漫游

仙境》里的时空坐标也正是处于台湾民国 78 年，即是 1989 年，一个经济高速增

长、社会利益相对提高，资本发达的城市。台湾经济的发展促使各行各业及商品迅

速发达，消费者不断的消费以满足自己的欲望。正如鲍德里亚（1970/2000）在

《消费社会》所说的： 

“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

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恰当地说，富裕的人

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1） 

换言之，在这样的消费社会里，消费者们都沉溺在消费物（商品）中，而这

一消费现象带来了人类在社会关系的一些变化。因此，透过朱鸰街道漫游在这消费

社会里，揭开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城市面貌，带出商品对个人和整个社会关系所带来

的一些变化，如商品如何成为象征社会地位性的物品。 

商品是可以被用来界定社会关系的，在消费社会里，人们社会地位的高低差

异可以取决于购买商品时其背后的价值。相同的物品却存在着高低价格、昂贵廉价

之分的价值，因此，当消费者在消费某种物品的同时，其身份差异就显露出来。炫

耀性的消费，“夸富宴”（potlatch），意指一种炫耀性的礼物赠与仪式，借此表

达和强化社会阶层。这里将透过送礼人利用送礼的阔绰来表示自身的财富，而收礼

的人在收了价值高到无法负担回礼的礼物之后，也象征性的承认他们所处于次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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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地位。（刘耘安，2012：78-79）在小说里，也出现类似炫耀性的消费现象，

这将会在接下来进一步讨论。由此可见，他们主要是借助于某样商品和金钱来宣示

自己的财富地位，通过高金额的花费来展示自己的身份差异。 

 

第一节  酒 

如前文所说，消费的方式会使社会地位关系显示出来。酒，也是一种可以达

到用以标识身份地位的商品。当然，这里所指的不是一般的消费者都可以买得起的

普通啤酒，而是一些顶级红酒或价值昂贵的爱克斯欧上品白兰地。有时，消费者对

某种物品的购买也许是为了通过高额的交换价值（这里经常提到的是红葡萄酒的价

格）来取得声望。（费瑟斯通，1991/2000：23）例如在小说第七章〈游仙窟〉

里，朱鸰等人走进花马酒店地下室的豪华包厢，揭示了一班富商们奢华的消费生

活，如曾董喝的爱克斯欧上品白兰地，市价一瓶就要 4千 5百元了，而他在酒店里

开一瓶却要消费 9千元，单单只是喝掉的那一小杯就要价值起码 5百元。 

相比之下，连明心的父亲在大学里兼课一个小时的费用也只不过是 5 百多

元，就连酒店小姐的坐台费，15 分钟就有 3 百元，一小时便赚进 1 千 2 百元了。

（李永平，1998：357）费瑟斯通就举例如一瓶陈年佳酿的葡萄酒，无论它是从来

没有被消费过如开过瓶或被饮用，又或是它被象征性地消费着如被人长久凝视、品

头论足、梦寐以求、照相和拿在手里摆弄来摆弄去，这也许会令拥有它的人赢得极

高的声誉及感到优越性，使人获得极大的满足。（费瑟斯通，1991/2000：23）由

此可见，曾董就是通过这样高额的交换价值模式，花 9千元的高价来消费原本市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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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需 4千多元，相同的一瓶爱克斯欧上品白兰地以取得一种富裕人家所表现出的优

越感与光荣感。曾董这样的消费方式，成功得到朱鸰和女孩们的惊叹，“我的妈

呀，一口就喝掉了五百块钱！”，也取得了各位老板们的吹捧而间接得到声望，展示

优势地位，“在大学教书，一个小时的钟点费才五百多块钱喔，还不够我们金茎哥喝一

口爱克斯欧白兰地！”。（李永平，1998：357-359）这就是如费瑟斯通所说的，不

论你所拥有的昂贵洋酒是以如何的方式被消费着，只要它能令人产生羡慕或引起话

题的，拥有它的主人就能得到心理上的兴奋感。 

此外，这里也起到了商品（酒）被用以标识身份地位差异的作用。像曾董—

—凉鞋大王这样的大老板，开一瓶酒龄 40 年价值 9 千元的白兰地就像是喝白开水

似的，一小杯就是 5百元，但对于朱鸰那几个娃儿们而言 5百元却是她们两个月的

零用钱，其中还说到：“五百块台币寄去非洲，可以养活十个挨饿的小孩子哦”。

（ 李永平，1998：368）故此，这里反映出了他们之间社会地位的悬殊差异，莫说

她们只是小孩，尽管是大学教授兼课一小时也不如酒店小姐的坐台费，更何况是区

区一小杯的酒就相等于教授们一小时的钟点费，真是“一个酒店小姐赛过三位大学教

授”。（李永平，1998：360）这或许就如谢世宗所认为的，以这七个小女生的经

济地位来看，排除了她们当下作为消费者的可能性，其实不如说是作者李永平想要

通过她们的目光与口吻来批评商品经济和消费社会。（谢世宗，2008：50） 

另外，前文有提到炫耀性的消费即“夸富宴”，是透过阔绰的送礼手法来显

示自身的财富和优势地位，借以表达他们的社会阶层。然而这样的消费方式所显示

的除了是送礼人的社会地位高于收礼人外，更产生一种“棘轮效应”（ratch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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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刘耘安，2012： 79）当人习惯于这样的消费形式后，会越变越奢

侈，随着自身丰厚的收入而增加消费力，以达致一种炫耀式的财富挥霍。曾董每年

就消费两千瓶市价 5千元一瓶洋酒用作送礼、做人情、办桌请客等，单在一晚飨宴

就喝掉了轩尼诗 1千 2百瓶，又是“邀请影视明星”、“政府要员”和“文艺界人

士”，又是“席开三百桌”，根本就是彰显自己傲人的财富地位。此外，曾董更不

惜拿出 5百块钱，最后增至 5万块以作为女孩跪地为他倒酒的打赏小费。 

曾董确实是符合了炫耀性的消费者特征，以金钱作为炫富和诱惑女性为他服

务的工具，除了突出他的财势身份之外，也展示了他的男性权威。酒店小姐为男性

消费者跪地服务是种规矩，不仅曾董，也象征着所有到酒店消费的男性特权，表示

他们处于尊贵的地位。尽管 5 万元这笔诱人的金额差点使女孩的坚持动摇，“五万

元！五万元！可以买多少件漂亮的衣服啊”，（李永平，1998：364）但李永平却透过

朱鸰与女孩们的口吻以批判性的方式对这些炫富的消费者作出指责，“老师教导我

们不要随便拿人家的钱！只有软骨头，才会向人下跪！”。（李永平，1998：364）面

对于这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本家，例如曾董，这无疑是对他们的傲慢和带有侮辱性

的举动作出一种谴责，指他们为求满足自身的优越感而带出的侮辱性行为。 

综观上述，酒的年份越长久，它的价值就显得越高与昂贵，而这又使拥有它

的主人感到自豪，因为它象征了一个人的财富与经济地位，而曾董就是其中的例

子。从曾董对酒的消费方式来观察，无论他是透过高额的交换价值以取得物品，或

是通过阔绰的手法以酒送礼，还是以炫耀性的姿态对酒大肆评论着，这里所要呈现

的是一种以物品作为追求目的而表现出的炫富心理态度。像曾董这类富商以消费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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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炫富的手法也无非就是使自己获得名誉声望及感到光荣感，从而得到心理的满

足，与此同时又以这样的方式来彰显自己的身份地位来达到一种阶层分化的目的，

其中尤为明显的当然就是朱鸰女孩们与曾董的身份与财富地位差异。因此，在这里

“酒”绝对是一种可以达到用以标识身份地位的商品，以奢华享乐的方式反映出两

者之间的地位差距。 

 

第二节  公主衣 VS 碎花裙 VS 校裙 

除了酒之外，还有一种商品可以标志人在社会地位的差异性，那就是服装。

服装是金钱文化的一种表现，这是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里提出的。其实要证明

一个人的富裕程度可以从他的消费方式看得出，但尤为明显的就是在服装上的打扮

消费。我们所穿的衣服就是一种象征标志，外人透过对我们服装方面的消费打扮便

可略知我们的金钱地位和身份贵贱。无论任何阶层人士在选择服装时，大部分主要

都是为了表面的装扮得体，而不是真的为了取得御寒保暖的作用。除了这一因素

外，对服装的消费有些更是倾向于炫耀性的成份，为突显自己的阶级地位而在服饰

装扮进行的大手笔花费。因此，凡勃伦（1899/1964）就提到说“如果我们在服装上

没能达到社会习惯所决定的普遍标准，心理会产生局促不安感，这种感觉的敏锐程度，大

概是没有别的方面的感觉可以比得上的。”（122） 

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朱鸰游走在台北这繁华的大街上，当她浏览着大街商

店里的橱窗所展示的少淑女时装时，里头卖的都是名牌如班尼顿优佳莉、香奈儿，

一套起码三千元。在这样的消费社会里，有关服装的商业价值所含的绝大部分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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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它的时新性和其荣誉性，已经不是那种衣服穿在身上的功用，而是一种精神上的

需求。（凡勃伦，1899/1964：122-123）因此消费者在服装上所追求的其实只是背

后价钱所带来的荣誉感和时尚感，纯粹以满足精神上的需要。 

当然，不同阶级的人士自然因自身的经济能力而对服装的要求有所调整，所

以这就显示出了他们之间社会地位的差异。就像酒店的公主们，这些少女个个浓妆

艳抹、穿着三寸高跟鞋、拿着大哥大小皮包，穿的都是名牌衣服，逛的都是高级服

饰女装专卖店，“一件小背心标价四千五百元”、“少淑女连身碎花裙标价七千七”，

（李永平，1998：122-123）可是公主们连看都看不上眼，可见她们对于服装的消

费力有多惊人。最后，少女们在左挑右选下还是买了许多名牌高级衣裙，至于结帐

时便轻易掏出了十多张各式各样的信用卡，“万事达卡威士卡美国运通卡”，连最新

发行的“中国信托莲花卡”都有，还有不同百货公司以及服饰店的会员卡、贵宾

卡。（李永平，1998：124）由此可见，就如上一段所说的，从少女们对服装的消

费便可得知她们是享受服装的商业价值带给她们的荣誉感，而这样的荣誉感通常是

以高价的金钱花费获得的，是精神上的满足，是在服装上为了夸耀而进行的消费方

式，同时也显露出她们的经济地位差异。因为她们的工作性质——酒店服务小姐，

一个月小费收入十多二十万，所以才能有如此的经济能力对服装进行豁达的消费。 

相较之下，成群游逛在大街上正在放暑假的女学生们，还有朱鸰七个小娃儿

的服装打扮比起酒店的公主们就有了明显的地位差异性。故事里的朱鸰还有她的朋

友们基本上外出游逛时穿的都是一身白底碎花小洋裙，而那些放暑假的女生们也是

穿着清凉的夏装、拎着一个小皮包，即不夸张隆重又显得青春简单，是一般普通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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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人士的服装打扮，这就是属于她们学生身份的经济地位。她们甚至对公主小姐们

在逛街时的高消费力感到吃惊，并且不断打量她们的衣着打扮，流露出羡慕的眼

光。“这些女孩子小小年纪上街买衣服，一掏就是十多张信用卡，还一副若无其事的样

子！有够酷哦”，还有些高中女生对这类少女们更是满脸艳羡，叹息自己身上的那

套素白上衣和素黑学生校裙，“神情显得无比的落寞”。（李永平，1998：123-

124） 

然而在比较起公主小姐和朱鸰们的服装打扮，柯丽双的衣着更显悬殊的身份

地位差异。在小说里，柯丽双从头到尾都以白衣蓝裙的小学校服贯穿全故事，这是

因为她必须到酒店卖花给酒店的男人们为家里赚取家用，“我妈说，穷人家的囡仔

穿着小学女生制服去酒店卖花，客人一见就会心疼”。（李永平，1998：136）由此可

见，心疼的客人会因为怜悯柯丽双而掏出荷包向她买几枝玫瑰花送给酒店小姐们，

这就是为什么柯丽双总是穿着校裙出现，因为服装就是一种标志，而她就依靠这样

的服装标志打扮以讨取客人的生意。放暑假时的学生们都是穿着缤纷色彩的夏装，

三五成群结伴到处闲逛，连朱鸰们也不例外，唯有柯丽双不论白天晚上都必须到酒

店卖花，并且已经维持了两年的时间。眼看朱鸰与朋友们都是穿着漂亮的夏日碎花

小洋裙出外逛街，而自己则永远是那件学校制服，她不禁“垂下头来，望望自己身

上那件皱巴巴的小白衣小蓝裙”，连她自己都感到羞涩。（李永平，1998：136）甚

至朋友们会因为自己穿上了新买的蕾丝小洋裙，太漂亮出众而面对柯丽双身穿的校

服时不免感到愧疚，而丽双总是以孤寂的眼神“望着同学们身上那一袭袭清凉鲜艳的

夏装”，泛起泪光，心中难免难受。（李永平，1998：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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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高中女生感叹身上的校裙而显示的落寞神情也好，或是柯丽双的内心

感到的羞涩，这些都验证了凡勃伦的说法，有些人要是在服装打扮上没有达到社会

习惯所决定的普遍标准，心理层面就会产生一种不安的情绪或者自卑落寞的感觉，

而这样的敏感度是特别强烈的。朱鸰六个女生们和柯丽双都是相同年级的小学生，

以她们的经济地位来说，撇开她们成为消费者的可能，她们皆是属于无经济能力，

没有收入的一族，因此相比于酒店小姐们的衣着打扮来看，身份地位关系就显示出

来了。而再依据服装的外表来比较下去，柯丽双无疑是处于较低一层的身份地位，

这些差异之处都是透过服装所体现出来的。故此说服装就是金钱文化的一种表现，

在服装消费上，大众认为追求高价与奢靡的要求是基本的，只要和这个要求有所抵

触的服装，或是低价的，我们就会自然感到抗拒，因此对于价格低廉的我们总是认

为它没有价值，这就是普遍人的观念。而我们对于事物的美观与适应的感觉深浅大

体上是随其代价的高低为转移的，（凡勃伦，1964：128）越是昂贵越是令人感觉

其价值性，这便可解释少女们为名牌服饰大手笔花费的原因。资本阶级者就是对准

消费者抱着如此的消费心态，所以五花八门的高级服饰精品店一间间的开在大街

上，如雅闻贵妇内衣、皮尔卡登仕女皮包、亚曼尼少女时装还有兰蔻蜜丝佛陀淑女

香水化妆品等，促进消费者衍生更多的消费，使商家和金融业更加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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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资本发达城市的面貌：“身体”——最美丽的消费商品 

我们所消费的商品，除了一般泛指的耐久性消费品如汽车、电器类；非耐久

性消费品如食物饮品、服饰、化妆品；文化商品如艺术、歌剧等之外，还有一种可

以被大众或商业家消费的商品，那就是“身体”，而这里所要特别强调的是女性的

“身体”。鲍德里亚认为身体将被升化为功用性身体价值，不再单纯的是宗教视角

中的“肉身”或工业逻辑中的劳动力物体。（鲍德里亚，1970/2000：142）自古以

来，女性的身体存在着神秘感与吸引力，散发着使人注目的灵魂，它被套上美丽和

色情的符号。因此，女性的身体比任何商品更加光彩夺目，而商家凭着她们诱惑的

线条和潜在的市场价值力，让她们以“身体”成为吸引消费者的商品，进而刺激消

费者的消费欲望。这正是朱鸰在漫游中透过她的目光所看到的，基于女性的“身

体”在资本社会中存在着它独特的商业价值，因此它被大众以各种方式所利用并无

限的消费着，形成一种人体商品。 

故此，女性“身体”跳脱出单纯只是“肉身”和工业劳动力的框架，而是更

深一层次的，升华成为具有商业价值、作为某些功能的功用性身体。这就是鲍德里

亚（1970/2000）所说的： 

“在消费的全套装备中，有一种比其他一切都更美丽、更珍贵、更光彩夺目的物

品——它比负载了全部内涵的汽车还要负载了更沉重的内涵。这便是身体。特别是女性的

身体，在广告、时尚、大众文化中完全出场……今天的一切都证明身体变成了救赎物

品。”（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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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作为被社会消费的“身体”，它绝对是包含了许多的功用性，等待被

重新发掘的新商品。而这里将透过朱鸰的带领，以女性的身体作为讨论的对象，探

讨它如何被资本社会赋予价值与功用性，让商者利用成为一种手段来达到更好的商

业成果。其中，女性身体不仅成为了商家的内衣商品模特儿，以作为宣传该产品的

商业手法，女性身体更是成为了色情行业的人体商品买卖，为商家赚取丰厚的利

润。 

 

第一节  模特儿内衣秀 

消费社会的人异化越发严重，商品化的城市不仅摧毁了人性的价值观与对物

质的追求态度，就连“人”都逐渐成为了被消费的机器。漫游者，他的身份是特殊

性的，往往都是以凝视的视觉眼光，移动在人群行为活动中，以那种“醉眼朦胧”

但又保持清醒的意识处在社会中作为一种批评装置，是这座城市的反思者。朱鸰就

具有这样的“凝视”功能，她将自己置身于人群中观看人群，但以抽离的视角打量

着。在小说第四章〈夏日飘起女儿香〉，透过朱鸰与女孩们的漫游带领之下，就揭

示了“人”成为被资本社会所消费的机器。少女们穿着资本家推出的产品——内衣

裤,在舞台上为这些名牌内衣的新产品打广告做宣传，公主们的身体被商家借以作

为商业工具成为舞台上内衣秀的模特儿，以婀娜多姿的姿势摆动着来展示商品（内

衣），从而为商家的内衣商品达到“视觉”上的宣传效果，而在这里消费群就是大

众。以往我们是以“灵魂”来包裹着“身体”，然而现在的消费社会里，“身体”

的功能彻底取代了“灵魂”。女性身体已沦为被消费的物体，它以各种形式不断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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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媒消费着，而消费它们的主要对象是男性消费者，男性透过凝视女性的身体

作为消费的方式，而女性则扮演被凝视的商品以消费着。女性的身体，特别像是时

装模特这样范例的身体，它与其他“功用性”无性物品是同质的，可成为广告载体

的物品。（鲍德里亚，1970/2000：145）因此，这就是为何少女们的身体被社会利

用成为人体商品，因为它本身就是具有商业价值性，资本阶级者就是要籍着女性的

身体作为一种“生产工具”，为其制造利润。 

因此，鲍德里亚在谈到女性身体的“功用性美丽”时就指出了其实身体就是

一种资本的形式。所谓的资本，即是用来生产某些产品所需的基本资源，经过这样

的方式赚取财富，而女性身体正是被赋予这样的资本价值，为商家带来金钱的赚钱

工具，但前提条件必须是身体处于“美丽”的基础上。鲍德里亚认为美丽对于女性

而言就是一种“宗教式的绝对命令”，女人们会服从“美丽”因为它将为女性们争

取或达到各种的利益与目的，而美貌就像是保养面部和女人线条最基本和命令式的

身份。（鲍德里亚，1970/2000：143）故此，美丽的身体成为了救赎的符号/物

品，作为一种功用性的“交换价值”，因为“美丽是交换着的符号的一种材料，它作

为价值/符号运作着”。（鲍德里亚，1970/2000：143）因此在这样的资本主义社会

里，美丽的身体成为一种资本，被视为功能性的物品。而在李永平的《朱鸰漫游仙

境》就有关于这方面的叙述，以女性铜体作为资本的形式被消费着。故事中的台芬

公司以年轻貌美、身材丰满的公主少女们作为他们名牌内衫的活招牌模特儿，以身

体展示内衣做噱头浩浩登场在舞台上吸引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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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郎早就脱下了披风，光溜溜，摇曳起腰肢，抖荡起汗珠晶莹的雪白臀子，满

台穿梭游走抬头挺胸，朝向台下满坑满谷的老少民众，展示身上各色各样的内衣内裤

来。”（李永平，1998：206） 

这群少女们的皎白胴体、姣好身材及高耸的乳峰不仅让台下男性愣住了，就

连阿公阿婆和女性小孩们都为之赞叹。这里所表现的就是女性身体被凝视的消费方

式，而再也没有比“身体”作为更好的商业工具了。商家先借以“身体”作为刺激

大众视觉欲望的商业手法，当成功达到吸引的效果后，在转而对产品做介绍分析及

论述，这样便达到事半功倍的宣传效果。这就是鲍德里亚所说的美丽的身体就是可

成为功用性的“交换价值”。 

然而朱鸰对舞台上这些女生们是毫无兴趣的，相较之下她对警察的扫黄活动

更为期待。其实朱鸰是以反思的态度批判资本主义对整个社会和人之间的的关系所

带来的影响，和揭发资本主义主宰的城市里，背后低下的真实面貌。对于“人”的

身体——如模特儿，被成为消费品，朱鸰是带有批判的意识。首先，在消费社会里

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完全颠倒了，前者沉迷于物资商品的世界中丧失了自我，转而占

主导地位的是后者。而人对物质欲望的追求是无止尽的，他们主要是透过消费商品

来建立身份地位和物质的享受。再者，物质追求的同时又需要大量金钱作为后盾，

因此形成了一种商家提供金钱；女性提供身体，以美丽的身体作为“功用性”交换

价值的商业交易，以获得快速赚取金钱的方式。然而身体条件又须建立在“美丽”

的基础之上，于是少女便透过注射荷尔蒙的方式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成熟起来。这就

证明了鲍德里亚的说法，女人们会服从“美丽”因为它将为女性们争取或达到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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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益与目的，而这里指的利益就是金钱。故此，朱鸰作为城市的观察者，她看到

了这社会“新价值观”的诞生。当她凝视着因注射荷尔蒙而早熟的姑娘们胳肢窝下

一茸茸幽黑的腋毛时，总是显得一副“忍不住吐出舌头，缩回脖子，打出五六个寒噤

来”的模样。 （李永平，1998：206）朱鸰是潜在于社会中的批评者，与社会大众

有着不同的思想和观念，当人们为女性身体投入观赏的同时，朱鸰却望着这些公主

们的腰臀怔怔的思索半晌，浑身颤抖，揭示了资本社会的发达扭曲了人对自身的态

度与价值观。 

另外，像小说中有些情节举动带有色情成份意味，但首先应该将社会中普遍

化的交换范畴的色情与原本意义上的色情即性欲分开来看。如“身体”使人导向冲

动、导向幻觉，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欲望的个体结构；而在“色情化”的身体中，

主导地位的则是交换的社会功能。（鲍德里亚，1970/2000：144）换言之，“色

情”在这里的充当的价值是一种社会交换符合的色情身体，身体被置入“色情化”

的符号，是具备了功用性的色情，具有商业功能的，并不是指一般的色情性欲。小

说中，少女们的身体就成了这样的色情功用性价值，被商家借用展览成为人体商品

（内衣）样本，在舞台上穿上蕾丝小内衣裤，被主持人用小棒子在她们的乳房和身

体上指指点点介绍着，指穿了他们的内衣品牌“玉体颤颤巍巍，峰顶和谷底若隐若

现，似有还无，吊足天下男人的胃口！”。（李永平，1998：213）而这样的口语色

情挑逗并不是要挑拨起性欲的欲望，而是要以她们的“色情化”身体带出内衣产品

的优势卖点，作为商业工具的手段。就像商家推出的丝质衬里胸罩，“丝料光滑细

致，触感极佳”，犹如少女那“一身肌肤嫩得就像火锅豆腐似的，滑嫩、爽口，没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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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点儿杂货” （李永平，1998：212）的身材，这里就利用了少女的“色情化”身

体作为展示以衬托突出其产品的特点。除了受口语色情挑逗外，小女生还得承受玉

体上的被调戏，乳头不仅被小棒子肆无禁忌挑弄着，主持人甚至还想“动手捏一

捏”。在这里，这就是如鲍德里亚说的时装模特的身体就是功用性客体，不是欲望

的客体，它是混杂着时尚符号和色情符号的，并且她们的功用性美丽是在于其身躯

的“线条”之中而不是表达中。（鲍德里亚，1970/2000：144））就像内衣模特儿

的少女们，她们的身体就是功用性客体，她们提供的交换价值就是身体“线条”之

美，被这个资本社会的资本阶级者所利用和消费着的商品。 

 女性以身体作为商业的“交换价值”，不仅随人们任意挑逗，触碰，还在众

目睽睽之下展示出来。针对这一社会现象，朱鸰作出了有声的抗议：“轮奸啊！两

个大男人轮奸一个小女生，手都伸进她衣服里面去了！救命啊救命啊，强奸啊。”（李

永平，1998：246）可见，朱鸰批判着这种道德沦丧的社会，人性与道德价值观显

得如此的卑贱，严重被贬值。当所以观众都陶醉于内衣秀时，只有朱鸰一人发出与

城市对抗及呐喊的声音，表达社会现象对人性的摧毁，并发掘出那些在城市中被人

所忽略的一面，窥见了城市发展背后的道德颓败。 

 

第二节  人体商品买卖——“公主”身价与学历 

正如鲍德里亚（1970/2000）说的“无论在何处，问题都在于“性膨胀”，在于

“色情的逐步升级”。性欲本来就是消费社会的“头等大事”……所以性本身就是让人消

费的。”（157-158）在李永平小说里的消费社会，性欲也是“头等大事”，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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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了人体商品，以性为买卖的方式被消费着。在资本发达的城市里，物质商品玲

琅满目，一切的消费都需要金钱的资助。因此，金钱的诱惑力量是非常大的，有足

够的金钱做后盾才能追求消费欲望，所以在这样的资本社会下，交换价值决定了一

切，任何的买卖都得以透过金钱作为交换从而获得。当然这样的交换价值买卖也包

括了少女的身体，其中还不仅如此，她们的价码更是是依照“货色”而决定的。因

此说如今在各处指导着身体之“重新发现”及消费的，就是性欲。（鲍德里亚，

1970/2000：144）当然，这里的性欲指的就是男性对女性的生理欲望，能使他们身

体产生冲动和幻觉的欲望。男人们最喜欢的消费品除了洋酒、高档服饰、名牌手表

和名车之外，莫过于就是女人。 

 因此在小说里的消费社会当然也少不了以性作为交易的色情行业。朱鸰在第

七章的〈游仙窟〉，就与一班娃儿们在半夜三更闯进了花马酒店地下室的豪华包厢

里，看尽少女们是以如何的方式作为商品被标价出售，成为人体商品买卖的模式。

酒店里的小姐是以性提供服务给嫖客的，但她们的身价却是因人而异，不同的“货

色”有不同的出场费。换言之，小姐们的身价取决于他们的身材样貌、年龄、学

历、和气质等各方面。酒店规定客人凡带小姐外出需要给出场费用像公定价格是

“长九短六”，意思就是带小姐在外过上一夜的就 9千元，而休息不过夜，纯粹上

宾馆打上一炮的为 6千元。至于那些气质差点、学历较低或年纪稍大的小姐们，她

们的价格便是“长八短五”，甚至还有些是年龄介于三四十岁的小姐就是“长六短

三”的便宜货，因为她们被认为是欧巴桑老粗肉不新鲜。由此可见，小姐们的价码

皆由酒店与嫖客们所决定，她们就像其它商品一样，品质优等或是名牌的就以昂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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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格出售，劣等的就当作减价推销。除了这一点，学历也是其中一项决定小姐们

身价的因素，像那些富商嫖客就认为拥有正式学生证的女大学生，她们的价码就有

调动的空间。例如拥有国立大学学历的小姐，相较于私立大学学历的小姐，国立的

价格会来得贵，因为这显得她们比较聪明，有智慧，这也就相等于那些所谓的名牌

商品一样，只不过她们是“人体商品”。 

其实，李永平是借用朱鸰的双眼来带出消费城市在夜间底下，那些隐藏在人

群背后淫秽的性活动，进而做出反思。小姐们为了金钱的诱惑而失去了基本的人格

与尊严，出卖自己的肉体任由别人主宰自身的存在价值。这里所要批评的是，身体

应该是无价的，但在这样的消费社会里，它却沦为被消费者自由开价的人体商品。

这就是鲍德里亚所说的，引导身体“重新被发现”及被消费的就是“性欲”，性欲

的功能赋予了身体被消费及利用的价值。然而归根究底正是因为人对欲望的不满

足，对物质过度的追求而迷失在商品世界，以致需要不断的寻找赚钱的管道来满足

消费欲望。为了追求物质生活，她们可以不惜透过性与金钱作为交换价值，出卖自

己的肉体灵魂作为交换筹码，从中取得丰厚的金钱酬报。值得注意的是，她们许多

都是拥有相当好的学历或背景，不是修法律系就是念外文系的，或者是商专毕业

的，可是她们却甘愿当酒店小姐，这主要原因还是金钱的诱惑力量。因此，在消费

社会里，什么都可以被消费，连身体、性也不例外。小姐们只要陪客人喝喝酒、谈

谈心，甚至提供性服务，便可轻松赚入一笔可观的收费，相比其它的劳动工作，这

可是快捷的赚钱方式。由此可见，这就是城市商品和资产阶级的权利诱惑，使人丧

失了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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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肥胖的身体在某些时代也被认为是美丽的标准，然而这仅属于小部分

的指标。鲍德里亚（1970/2000）认为“在那种强制性的、普遍及大众化的美丽，那种

作为大家在消费社会中的权利和义务的美丽，则是与苗条密不可分的。”（154）换言

之，在普遍性与大众的观点下，身体的美丽依然牵涉着苗条的躯线、丰满的身材和

精致的脸蛋以作为消费社会中的基本要求素质，这其中也就包括了嫖客们对小姐的

身材要求。由于消费大众对于这样的“人体商品”有着一定的身材要求标准，故此

小说中的小姐们，尤其许多是未成年少女，为求达到完美的女性身材以符合嫖客们

的胃口，便透过注射荷尔蒙的方式以加速发育生长。这就是为什么酒店里的嫖客们

往往都是通过少女的身材样貌来决定身体的价码。基于此，李永平在这里所要带出

的批判除了是商品经济社会或是城市中的色情工业使女性们堕入肉体买卖的交易

外，更是指出为了迎合消费者（嫖客）或是社会大众的口味，少女们不得不通过注

射药物的方式使自己成长起来。她们年纪小小，但却已经“长大了”。其实严格来

说应该是还来不及长大，她们便已经老去了。少女们的身材看似发育完整的成熟女

性身材，但却还是一脸童稚的样貌，小小年纪胳肢窝里的毛就长得深浓幽黑，阴毛

也毛茸茸的。因此，小说里朱鸰总是对少女们仔细的打量着，并指出她们“不过十

四五岁模样儿，娃娃脸，妇人身，腰下却挺着两只又翘又圆的屁股……胳肢窝里长出一大

片黑毛！一定是打针吃药弄成的。” （李永平，1998：119-123）朱鸰对于少女们的

早熟发育现象总是认为好诡异，并“伸出舌头，缩起肩膀机伶伶打个寒噤”感到不

寒而栗。这些都揭示了她对资本社会的经济发展现象为人所造成的变化而感到忧

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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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美丽在于肥胖或苗条、沉重或轻盈，都是由一种传统规定所决定的，

而目前它的逻辑规定就是在于苗条和轻盈。（鲍德里亚，1970/2000：154）换言

之，苗条和轻盈的身材就是普遍性的美丽标准，如模特儿的身材。这一逻辑便可解

释为什么内衣商家要选用身体苗条消瘦、胸部丰满和一脸童稚的少女来当内衣模特

儿，这就是为了以她们的身体作交换价值，还有吸引消费者购买的欲望。酒店的小

姐们也不例外，她们清楚了解以身体/性作为交换价值的游戏标准，即客人要求的

是年轻美丽、身材丰满苗条或是学历深，这样她们的身价才会提高。而基于这一行

业能使她们赚取客观的收入，但作为“人体商品”又有所要具备的基本身材要求，

所以少女们不得不赶紧让自己快速“成长”起来，参与其中。 

纵观全述，无论是成为商家“功用性”的身体，抑或是成为被男性消费性欲

的身体，这里主要的都是以“身体”来作为交换价值，而金钱就是酬报，因此身体

的价值被重新发现和以各种的方式不断被大众消费着。 

 

 

 

 

 

 



34 

 

结语 

 综观上述所言，本论文主要透过李永平的《朱鸰漫游仙境》，探讨出李永平

如何借由朱鸰——“漫游者”这个八岁女孩以抽离的视角，置身于资本主义社会和

游逛在台北的城市街道上，以揭示在城市中被人所忽略的另一面，并带出商品与消

费社会的面貌。对于这样的资本主义社会，所要发掘的也不过是城市经济的高速发

展从而导致了消费商品的性质和其价值所产生的变化，也因而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

社会关系，还有商品经济将女性商品化的现象，故此针对这样的社会面貌作出了批

判与反思的态度。然而，商品作为被消费的价值性质不再仅仅只是一种普遍的商业

经济活动，它所涵盖的还有更多。商品已开始慢慢失去了昔日作为满足某些需要的

使用价值或功能性，逐渐地成为了一种象征社会地位或名望声誉的功能，被消费者

以炫耀的姿态消费着。而以女性“身体”作为交换价值的商品，其中起关键作用的

就是金钱的诱惑力量，以致促使了色情活动的发展，被男性大众所消费。因此，李

永平的小说就呈现出了这样的城市面貌。 

 《朱鸰漫游仙境》中，社会对于物质的追求是建立于商品的经济价值基础上

的，换句话说就是追求商品背后的金额成分，以达到精神上的欲望满足。因此，消

费群被商品无形的牵引和控制住，进而改变了他们生活态度与社会的价值观。由此

可见，他们对商品的消费与其说是为了它实质的功用性，可能更多的成分是在于它

的社会和身份表现价值，而影响了他们进行消费时抱有的态度。李永平正是透过这

样的小说描写，将台北资本发达的城市面貌展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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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此现象，本文除了透过李永平笔下的“漫游者”朱鸰对城市的“商品

化”力量为人们与社会所带来的变化作出批判外，也引发了我对此的反思态度。消

费社会使人沉溺在商品世界中对物质的欲望追求是无止境的，不仅使这股追求奢侈

之风越发盛行，更不断蔓延以致分化了人的阶层关系。同时，这也无形中强化了资

产阶级的权力与势力，并促进他们对资本社会的控制。因此，生活在消费社会中的

人们会渐渐改变对自身的态度和看待事物的价值观，他们不但失去了主体性，更沦

为了商品的奴隶，这也正是通过朱鸰这个潜在于资本社会中的批判者，所要表现出

的社会现象进而在漫游中完成了对商品社会巡礼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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