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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召喚「怪物」來敲門？
──談情感學習及療癒
藍培綸
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

摘要
榮格說「透過理解你內在的黑暗與神祕，你會變得簡單純粹」
。生活在動盪不
安世界的現代人，經歷黑暗的陰影苦痛與負面情緒創傷，必須學習如何從情感中
勇敢面對、正視並擁抱、滋潤、撫慰這些受創傷的靈魂。
本論文分析作品《畫怪物的男孩》與《怪物來敲門》
，第貳章探討怪物的形態、
代表意涵與對怪物世界的恐懼，並討論人類心理上的恐懼感與恐懼的人格原型，
再聚焦到自然的童真與兒童在成長中的恐懼感。第參章與第肆章運用榮格學派的
「分析心理學」探討文本，以榮格相關著作及探討榮格在夢境方面的心理學理作
論述，並序排列討論創傷種類、原因、因應之道、作者的安排與結論。
第參章側重在《怪物來敲門》情感學習治療分析，以童話心理學討論榮格陰
影原型，加入敘事治療專書，探討創傷兒童透過敘事治療的療癒功效與實務貢獻。
第肆章側重在《畫怪物的男孩》探討暗黑夢靨、陰暗情緒與生死靈魂觀，筆者能
訪談《畫怪物的男孩》的作者凱斯．唐納修，對文本探討挹注更豐富視野與內容。
榮格說「人類存在的唯一目的是，在一般存在的黑暗之中燃起火花」
，我們必
須整合個人與集體陰影面成為整體。使心靈更有力量，修煉個人，達到人我合一
境界，對世界進行她所需要的療癒。每一滴眼淚，都是靈魂之旅，心靈重建與修
復之路是條陰鬱長路，望心靈被洗滌、靈魂被淬鍊、陰暗情緒獲轉化、創傷被療
癒，情緒被學習，個體被完整，陰影與光亮合為一體，展現生命力，恢復幸福感。
關鍵詞： 怪物、夢、情感學習、創傷療癒、榮格、敘事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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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Calls Monsters?──Emotions-Learning and Healing

Lan, Pei-Lun

Abstract
Carl Gustav Jung said, “As far as we can discern, the sole purpose of human
existence is to kindle a light in the darkness of mere being.” Modern people live in this
more and more chaotic and insecure world, it is inevitable that we get hurt emotionally
and suffer from traumas caused in different ways in everyday life. We need to learn how
to feel emotions and heal from the pain and scars. We need to embrace who we are as a
complete person, both the dark side and bright side, and heal our wounded souls.
This thesis analyzes two books: A Monster Calls and The Boy Who Drew Monsters.
Chapter one is the general preface. Chapter two introduces the authors and their books
and analyzes monsters; their forms, meanings and discusses psychological fears and
Jungian archetypes, then focuses on children’s naivety and fears as they grow.
Chapter three and four use Jung’s own books, analytical psychology and books on
Jung’s dreams to discuss why and how traumas have been caused: their categories, how
to deal with them and how authors arrange the consequences. Chapter three focuses on
A Monster Calls; using fairytale psychology, Jung’s shadows theory and story-telling
therapy to contribute to the healing process. Chapter four focuses on The Boy Who Drew
Monsters; discussing dreams, nightmares, dark emotions, life and death and souls.
Thanks to the author of The Boy Who Drew Monsters, Mr. Keith Donohue’s generosity
in giving me an interview to complete and add more richness and meaning to it. Every
tear is a soulful journey. May all wounded souls be healed and regain happiness.

Keywords: monsters, Jung, healing, emotion-learning, story-telling 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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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本章將針對本研究的研究背景、研究動機、研究問題、研究目的、研究方法、
研究步驟、研究範圍、研究限制、以及文獻探討進行書寫。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一、研究背景
筆者有幸於 2018 年 7 月 21 日參與由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主辦的學
術研討會之大會主題論文發表場次，聆聽葛容均助理教授發表之論文〈從娛樂到
療癒──改寫兒少文學追尋幸福之路〉1，分享兒童文學在教育功能的轉向從娛樂
到療癒之發展趨勢：
兒童文學史本身即是一部重要的文學改編與改寫史。早期以教育功能為主，
娛樂功能為輔，至今之趨勢過往，兒童民族性格與公民品德的養成是為日
後通往俗世幸福人生的途徑，更包括了進入神國度的資格條件，因此兒童
讀物少不了訓誡、馴化與教化的教育功能。但，兒童文學中的教育功能有
轉向的鑿跡。參讀《情感學習》2得知，兒少文學發展的重要趨勢之一：情
緒議題及情感教育，對象針對的不再僅是兒童的情緒表現，連帶含有成人
的情緒管理，是對兒童與成人雙邊及多向的情感教育。當代出版的兒少作
品，無論寫實或奇幻文學，不同類型或程度的人生傷痕與生命傷疤隨處可

1

葛容均，
〈從娛樂到療癒──改寫兒少文學追尋幸福之路〉
，
《後印刷時代的改編》
，竹蜻蜓第五期，

臺東市：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2019，頁 13-29。
2

本註為筆者自加。烏特．佛瑞維特（Ute Frevert）編，黃懷慶譯，
《情感學習：百年來，經典文學

如何引導孩子認識感覺、學習情緒》（Learning How to Feel: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Emotional
Socialization, 1870-1970）
，臺北市：貓頭鷹出版社，2018。
1

見，掀起了一股兒童文學中的「傷痕文學」
，且延燒至今。
（……）有傷痕，
即須療癒，於是「療癒風」颳起。3
這種論述，讓筆者開始思考，兒童在成長過程中，究竟是如何學習感受感覺？
關於兒童與其情感的研究已有很長一段歷史，早從十八世紀末以前就開始
了。剛開始很緩慢，接著，十九與二十世紀見證了兒童情緒的研究逐漸出
現史無前例的活躍、潛力、深思熟慮、理解與描述，以及對兒童情緒的塑
造、調教、訓練或治療。（……）兒童變成情緒訓練與情緒最適化的對象，
同時也是情緒自我發展的主體。
（……）心理學家還表示，我們出生後頭幾
年的情緒體驗對於我們整個人生平衡以及往後的人際關係具決定性影響。4
兒童們在成長過程中，遭遇了各式各類的情緒，更嚴重的或是遭遇被虐待、
喪親的重大創傷。成人們，如筆者，都可能無法從創傷中復原了，更何況是不知
道如何描述表達或不願意談論自身情感的兒童們。當天真無邪的孩童們面對如：
恐懼、悲傷、否認、憤怒、死亡、怨恨、喪親至痛、離別等，這些複雜、負面與
黑暗的情感，他們潛藏在意識的情感記憶是如何被吸收處理？兒童們是如何從成
長中認識感覺、學習情緒與學習處理情感？
在「柏林馬克斯普朗克人類發展研究所情緒史中心」
，由一群歷史學家、心理
學家、教育專家、人類學、社會學等各領域學者組成一同進行研究並合編之作品
《情感學習》揭露，此研究中心假設人類的情緒與感覺是由文化形塑，並且需要
在各自的社會脈絡中學習和獲取。其關注範圍涵蓋十八至二十世紀的歐美亞社會，
觀察在這些社會中人如何發展建構他們的情緒規則、語彙、範本，由此可探究在
一百五十年間，孩童們是如何藉由感知，進而內化為情感學習。

3

此段為葛容均於〈從娛樂到療癒──改寫兒少文學追尋幸福之路〉論文中的節錄，亦可參見該論

文頁 1-7。
4

葛容均導讀，
《情感學習》，頁 30-31。
2

如同葛容均於論文中提出，兒童文學或兒童讀物從一百五十年前的宗教目的，
英雄與其所展現的外在探險歷程，到現今已轉向到「傷痕文學」5，英雄英雌們不
再是十全十美的人物，他們可能是有缺陷的平凡人物，甚至是創傷兒。如：兒童
文學裡，大家最熟知的永恆男孩「彼得潘」
，不想長大面對現實，而以逃避心態面
對；或是筆者很喜愛的一系列被改編為動畫電影的北歐奇幻兒童文學《馴龍高手》
（How to Train Your Dragon）6中，失去母親瘦小虛弱不堪的維京男孩，如何智取
以陰柔馴服來取代莽勇屠龍行為；或連大人版的情緒抓狂分裂人格代表人物《變
身怪醫》
（Jekyll & Hyde）7都無法控制自己生氣情緒，而掙扎在人性內心的善與惡
之間；遑提剛過世漫威之父史丹．李（Stan Lee）8畫筆下漫威動畫人物「綠巨人浩
克」
，這怪物原本是物理學家羅柏特．布魯斯．班納（Robert Bruce Banner）博士，
在意外受自己製造出的伽瑪炸彈（Gamma Bomb）放射線污染後變成憤怒怪物。他
的情緒管理有很大的進步空間，因為只要他憤怒，就變身為具有瘋狂破壞力的「綠

5

「傷痕文學」泛指中國大陸於 1970 年代末期開始的一種文學創作思想，是中國大陸在「文化大

革命」結束後最先出現的一種文學現象，主要是表現文化大革命為人們帶來的精神物質上的巨大傷
害以及對國家民族前途的反思，是一個具有歷史轉折意義的文學現象。
6

《馴龍高手》
（How to Train Your Dragon）由英國兒童文學女作家克瑞西達．科威爾(Cressida Cowell）

於 2003 年所作的（How to Train Your Dragon）系列童書之一，該系列已由夢工廠動畫改編成電影，
於 2010 年上映。故事開場於虛構的維京世界，名為小嗝嗝（Hiccup）的年輕維京人渴望跟隨部落
的傳統成為一位「屠龍高手」
。在一天晚上意外地捕捉到了一隻傳說中的龍「夜煞」後，就逐漸地
開始建立起與龍的交流， 此契機進而幫助部落對他 的改觀，他發現 屠龍並無 法解決問題，
而是應以建立情感連結，用馴服來取代之。
7

《變身怪醫》
（Jekyll & Hyde）改編自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的小

說《化身博士》
（Strange Case of Dr. Jekyll and Mr. Hyde. London: Longmans, Green & Co, 1886）
。內

容講述體面紳士亨利．傑基爾博士（Dr. Henry Jekyll）喝了自己配製的藥劑，而分裂出邪惡的海德
先生（Mr. Hyde）人格的故事。因書中人物傑基爾和海德善惡截然不同的性格讓人印象深刻，後來
「Jekyll and Hyde」一詞成為心理學「雙重人格」的代稱。
8

史丹．李（Stan Lee，1922～2018）
，猶太裔美國漫畫家、編輯、演員、製作人、出版人、電視名

人，前漫威漫畫負責人兼董事長。他的漫畫作品都包含複雜而自然的人性化人物角色和一個能與人
類完全共享的世界。其成就也已成為美國文化重要的一部分，並被譽為美國漫畫英雄之父。
3

巨人浩克」9，身為人類時的班納與憤怒怪物「綠巨人浩克」兩個身分時常造成毀
滅性的破壞，但是兒童們看到「綠巨人浩克」憤怒怪物被召喚出來瘋狂砸毀物品
時，卻是如此的興奮，說明兒童對於想破壞的慾望是有一定程度的陰暗內心。陰
暗情緒面對於存在於現世不安定的環境中，我們人類要學習掌握自身的情緒並進
而從中得到能量，才能強化我們的生存能力。

二、研究動機
細讀《夏綠蒂的網》10，我們發現這本書「最出色的成就在於懷特展現『生命
如何來自死亡』的理念。他以睜大眼睛接受的態度勇敢正視死亡。
（……）死亡是
生命的一部分，而這就是這類書11傳送的一種訊息。但補償是有的，因為愛與友情
一直在死亡之前，我們可仰賴這類書教導孩子來閱讀人生、瞭解生命」。12
死亡對兒童的含意是什麼？生命對兒童的意義又是什麼？永恆經典作品，如
《夏綠蒂的網》
，
「作者對於生死問題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
（……）夏綠蒂在市集
裡孤單死去令人無限悲哀，然而孩子願意瞭解，甚至接受」。13由此得知，在孩子
們小小的靈魂裡，對於夏綠蒂的死亡雖然感到悲傷，但是仍然可以由悲傷的故事
結尾中學習到友誼、愛和生與死。而在現實世界，近幾百年人類世界感覺裡，人
類是如何學習憤怒、悲傷、絕望、恐懼、面對死亡等經驗並從中成長？
筆者於 2012 年失去摯愛的先母，當時正忙碌於準備教甄考試與工作壓力的十
字路口，人生充滿變動與不定性，這樣突然天大的噩耗傳來，心靈被撕裂的感覺

9

《綠巨人浩克》
（Hulk）是 2003 年上映的美國超級英雄電影，講述科學家布魯斯．班納（Bruce Banner）

在一次伽馬射線外洩意外後，每當他感到憤怒時就會變身成擁有無窮力量的綠巨人「浩克」
。
10

《夏綠蒂的網》
（Charlotte's Web）是由二十世紀重要的美國作家 E. B. White 在 1952 年所寫的兒

童文學。故事講述了一隻叫做夏綠蒂的蜘蛛和一隻叫韋柏的豬之間可貴感人的友誼。
11

此類書指的是「善惡與生死」中「難以碰觸的死亡難題」
。取自張子樟教授所著之《芝麻開門

──青少年文學的閱讀與創作》
。臺北市：新學林，2018，頁 126-128。
12

張子樟，《芝麻開門──青少年文學的閱讀與創作》
，頁 128。

13

同上，頁 126-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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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筆者完全無法接受，當年完全處於痛徹心肺、悲傷與哀慟不已的情緒中無法獨
居外地，需要家人的陪伴，於是搬回家鄉居住，在家人共同慰藉、扶持與療傷的
情況下，才能有辦法繼續過日子。之後，沒有時間沉澱思考、咀嚼悲傷與療癒，
被時間巨輪推著忙碌地往前走，數年過去，慢慢從悲傷中走過，但是哀傷的心情
無法痊癒，因為沒有對於「悲傷」這件事做任何的正視療癒，沒有勇氣也甚至無
法看到先母的照片，因為只要看到，眼淚馬上奪眶而出。
那時的創傷打擊慢慢侵蝕內心，對於人生的無常與人類靈魂到這地球的意義
與目的有極大困惑，心中充滿許多問號，為什麼是我？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巨變？
為什麼是先母拋下我們離開這世界，而不是我？遭遇失去的創傷後留下來的人是
有著什麼意義與任務嗎？想要探究這未知的世界，希冀能從中尋找解答甚至從悲
傷中解脫的方式。
後來，筆者於任教的學校遇到一位二年級男學生突遭喪父，孩子無法理解為
何發生此事與如此的突然，前一晚還開心好好一起共處的爸爸，卻突然離世。孩
子在父親過世後回到學校上課，沒有表現出太大的悲傷情緒，可能是因為還來不
及吸收消化此噩耗，但是卻在後來某一次上課時，突然嚎啕大哭，激動悲傷的說，
他好想爸爸！遇到這樣的情景，真是令人不捨與心酸，在這孩子小小的心靈裡，
該如何面對死亡與失去？
同樣的，筆者面對周遭其他人喪親的狀況，更能感同身受，甚至當初突然失
去親人的傷痛感覺會重覆出現而隨著流淚，因為心中的創傷始終還在，很容易傷
痂就被掀開，淌出血與淚。
成人如筆者，對於親人的離世都難以走出創傷，遑論兒童們。活在創傷中的
人們，緊張、焦慮、恐懼、缺乏安全感、無所適從，這些種種的負面情緒如排山
倒海而來，我們在毫無心理準備下，或者失去至親，或者突逢災變，而一無所有，
心靈的撞擊力道可想而知。如何從情感中學習？本論文希望在兒童文學中抓一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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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學習」的藥帖，打通受傷堵塞的情感脈絡，正面能量隨著藥帖發揮功效，
達到心靈深處並進而能滋潤、撫慰這些受創傷的靈魂。
筆者於本研究探討敘事治療的功效魔力，老師們建議可以以敘事的方式抒發
對媽媽無盡的思念與悲傷，因此，以自己的身分進行敘述自己的故事，在探討過
程中，等於也再無數次的經歷當初失去的創傷情緒，等本研究結束，筆者也會自
行評估敘事的療癒力量成效。
生命無常，遇到挫折失敗、遭逢變故已是常態，回首從 1999 年台灣 921 集集
大地震、2000 年的美國「911 恐攻事件」
、2008 年四川大地震、2011 年日本發生的
福島大地震，到近年來整個世界局勢之政治、經濟、環境變化，到處充滿動盪不
安的氛圍，我們永遠無法知道這未知的未來會發生什麼事？面對生活環境中無時
無刻的變動不安，焦慮與恐懼時時刻刻盤據我們的心頭，恐懼已經屬於我們生命
的一部分，你我都在劫難逃，它以不同面貌伴隨著我們，該如何與恐懼作戰或是
與之共存，我們面對的問題，將是更難以解決的重大難題。
處於這樣充滿不安恐懼的地球上，任何人都可能、或已經被深深的影響，我
們的心頭烏雲密佈，經歷過各種情緒上的負面陰影；更何況是這些生命受過創傷
的人，心靈的陰影與不安總是如影隨形，該如何從黑暗情緒中汲取力量、從創傷
中復原與重建、從經驗死亡與失去中明瞭生命可貴與擁有的價值，打造情緒陰暗
煉金術，也才能邁向充滿挑戰與不斷會有挫敗的人生大道，這是筆者期待探討研
究的主題，期冀以一小顆石頭，激起漣漪，得到社會關注，並能在兒童文學領域，
對兒童的情感學習與創傷療癒之路有少許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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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目的

情緒張力強或者能夠提供情感連結與感受認同的作品甚至能為學生讀者帶
來療癒的功效。
（……）我恐怕當今「好看的」兒童文學多是帶著生命的傷
口登場，而讀者與觀眾索求的恐是目睹或見證創傷的療癒歷程及成效。14
──葛容均/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一、研究問題
在研究文本中，開始時即出現了大量的夢境，作者安排惡夢的意義？怪物是
在我們內心的小宇宙裡蟄伏等待來的何物？誰召喚了它？它出現的時間、目的與
意義隱喻著什麼？什麼是比怪物更恐怖的秘密？屬於生命中一部分的恐懼感，該
如何找出其根源，理解內心的拉扯並調解接納恐懼？伴隨著怪物訴說的黑暗童話，
作者表達的涵義為何？患有自閉症、在這社會裡代表著「與眾不同」的孩子們，
是如何在無法以主流方式與人來溝通的社會裡影響著家庭與這社會？當繪畫是他
唯一與外界溝通的方式時，如何透過這另類的方式理解其內心世界？當孩童面對
失去的傷痛，其哀戚的心情，是如何療癒？而這種創傷有辦法療癒嗎？其療癒的
程度到哪裡？是如何進行療癒的？而療癒後的心態為何，他們該如何面對接下來
的人生？以此些作為本論文探索之旅的出發點，研究問題聚焦如下：
（一）從有缺陷的孩童到故事裡的英雄人物，透過《當怪物來敲門》與《畫怪物
的男孩》裡的男孩們，探究我們心中的怪物，兒童該如何釋放內心的情緒
怪物，來學習感受情緒並從中成長？
（二）黑暗童話的寓意、透過書寫生命故事帶來療癒的意義，以榮格心理學、
黑暗陰影、夢的解析，來分析《當怪物來敲門》喪失至親之痛在故事上的

14

葛容均導讀，
〈從《情感學習》到讀者反映的需求〉
，《情感學習》
，頁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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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以瞭解恐懼、疾病與失親的創傷對孩童帶來的意義與因應之道為
何？
（三）《畫怪物的男孩》裡自閉症兒童衍生出的兒童犯罪，對特殊孩童的情緒
陰暗、憤怒與罪惡感等情緒處理，探究創傷靈魂如何藉由圖畫與說聽故事
的敘事治療，穿越生命的迷宮，從創傷到復原的過程與可行性為何？
（四）陰暗情緒與黑暗硬殼的褪去，療癒地圖的解鎖，由創傷中汲取力量，療
癒傷痕癒合與復原之路為何？眼淚擦乾後，如何繼續面對不完美、有傷痕
的靈魂生命，繼續奮鬥生存下去，真正的修復之路為何？

二、研究目的
有創傷即有疤痕，面對失去至親的恐懼、或喪親產生傷痛等情緒與創傷，受
傷的傷口會結痂、但是結痂後的疤痕永遠無法抹滅，如何學習情感並擁抱它，面
對生命靈魂的傷口，重建與療癒這條漫長的癒合之路需要借助更大的力量才能生
存下去。以此些作為本論文探索之旅的出發點延伸出的研究目的說明如下：
（一）從《情感學習》此書內擇「痛」、「恐懼」、「勇敢」此三種情感的篇
章論述，並應用於《當怪物來敲門》及《畫怪物的男孩》裡的兒童角色進
行剖析、探索並認識我們（包含成人與兒童）心中的怪物。如何引導孩子
認識與學習感受「痛」、「恐懼」、「勇敢」此三種情感，學習面對情緒
並該如何釋放內心的怪物，擁抱自己。
（二）依研究文本內的童話的寓意與面對即將喪親時心理的影響，探索兒童的
生活上遭遇的恐懼感、疾病的無助與失親的創傷，是如何影響其人格與靈
魂發展與其因應之道，以供類似處境之兒童的閱讀參考。
（三）依研究文本特別是《畫怪物的男孩》此類作品內的特殊兒童，探討其所
產生的情緒、憤怒與罪惡感等情感歷程，創傷靈魂如何藉由圖文治療與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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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治療，掙脫禁錮生命的束縛，穿越靈魂的迷宮，從創傷到復原的過程與
可行性。
（四）真正的心靈重建與修復之路是條漫漫陰鬱長路，我們如何從創傷轉變的
面貌中學習，由創傷中汲取力量，由傷痕中療癒改變，由不完美的生命與
受傷的靈魂中，展現生命力，恢復幸福感。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一、研究方法
筆者在本論文選擇研究作品採用凱斯．唐納修（Keith Donohue）所著之《畫
怪物的男孩》
（The Boy Who Drew Monsters）與派崔克．奈斯（Patrick Ness）
、莎帆．
多德（Siobhan Dowd）合著之《怪物來敲門》（A Monster Calls）為代表，是因為
兩個作品的作者與文本故事人物與榮格自身著作和學說相似，都是主角個體以自
我對話進行探索與自我療癒的過程。在此將採取文本分析法，並參閱此兩本英文
原著文本，再輔以與探討文題相關的作品對應參照，再做進一步分析與歸納出結
論來涵蓋作品其討論的完整性。
經過分析文本內容後，條列出相關議題，先初步蒐集相關專書文獻及論著，再進
一步配合筆者想要探討的面向及關注的焦點，從中找出與研究主題最為相關之資料，
書寫過程中，將不斷進行閱讀、整理、歸納和分析的工作，力求在筆者本身的思考模
式之外，還能夠有足夠的論據架構來支撐論文內容。

二、研究步驟
本研究於第貳章首先對《怪物來敲門》與《畫怪物的男孩》出現的怪物呈現
形態概述，帶領讀者進入並探訪怪物的世界，說明現實與奇幻世界裡的怪物代表
的含意與人類對於無知與怪物的世界的恐懼。接著討論人類心理上的恐懼感與恐
9

懼的人格原型，再聚焦到自然的童真與兒童在成長中的恐懼感。接著再對怪物從
何而來？為何而來？誰召喚它出現？等問題進行相關探討。
第參章與第肆章將並序排列《怪物來敲門》與《畫怪物的男孩》文本，討論
兩者創傷的不同種類、其造成原因、各自因應的方式、作者的安排與結論。在此
兩章，將運用榮格的「分析心理學」作為進入探討文本的視角，先就卡爾．榮格
（Carl Gustav Jung）及榮格學派對於人潛意識與基本問題，如生命、死亡、悲傷
與恐懼，對文本中孩子們所產生的心理及行為做探討。主要以榮格晚年撰寫的自
傳《榮格自傳：回憶．夢．省思》
（Memories, Dreams, Reflections）與本身著作《尋
求靈魂的現代人》
（Modern Man in Search of a Soul）著作為主，藉由榮格的作品作
為理解榮格概念和思考歷程的參考閱讀以及本論文較為主要的學理依據，再輔以
榮格終生心理意象的原始素材之私人日記《紅書：讀者版》（The Red Book: A
Reader’s Edition）
，此記錄他遭逢內在及外在生活的重大變故期間，其個人的夢境、
靈魔與精神追尋歷程之自我對話，由此可對榮格於靈魂與夢境的詮釋上有更完整
的理解。此外，榮格身為心理分析醫師，對夢境的臨床案例與心理治療實務分析
之代表作《分析心理學與夢的詮釋》（Grundfragen zur Praxis）也成為他日後反思
心靈世界，及之後在宗教與文學等領域中，發展潛意識原型作用的重要考據。由
史蒂芬．賽加勒（Stephen Segaller）和墨瑞兒．博格（Merrill Berger）合著《夢的
智慧》
（The Wisdom of the Dream: The World of C.G. Jung），與安東尼．史蒂芬斯
（Anthony Stevens）的論述《夢．私我的神話》
（Private Myths: Dreams and Dreaming）
裡詳盡呈現榮格在夢境方面的研究，探討如何釋放我們內心的怪物。這些文獻皆
對本論文以榮格心理學為主要學理依據的理解有所助益。
第參章側重在《怪物來敲門》中討論情感學習治療分析，而在童話心理學談
到陰影原型，將以榮格的門生：瑪麗-路薏絲．馮．法蘭茲（Marie-Louise Von Franz）
著作《童話中的陰影與邪惡：從榮格觀點探索童話世界》
（Shadow and Evil in Fairy
Tales），與河合俊雄（河合隼雄）《童話心理學：從榮格心理學看格林童話裡的真
10

實人性》
（Mukashi no shinso Yungu Shinrigaku to Gurimu douwa；昔話の深層 ユン
グ心理学とグリム童話）中進行黑暗童話探討。行過死蔭的幽谷後，以此類文獻
探討童話是否能重寫受創傷的生命。再加入敘事治療專書，由亨利．克羅斯（Henry
T. Close）的《故事與心理治療》
（Metaphor in Psychotherapy）、傑洛德．布蘭岱爾
（Jerrold R. Brandell）的《兒童故事治療》（Of Mice and Metaphors : Therapeutic
Storytelling with Children）與艾莉絲．摩根（Alice Morgan）的《從故事到療癒──
敘事治療入門》
（What is Narrative Therapy？An Easy-to-read Introduction）
，探討如
何能讓創傷孩童，透過敘事故事治療而得到解放療癒功效。
第肆章側重於《畫怪物的男孩》的顫慄黑暗夢靨，探討暗黑世界是否具有療
癒力量，對於亞斯伯格或自閉症兒童衍生出的兒童犯罪，特殊孩童的無法與人溝
通，其情緒陰暗、憤怒與罪惡感等情感歷程，從《陰暗情緒是毒也是藥！榮格【陰
暗情緒】原型的自我轉化及療癒》
（Healing through the Dark Emotions）中探討陰暗
情緒是毒藥還是解藥？而創傷靈魂如何在無法與人以正常言語溝通下，藉由敘事
及圖畫治療，探索生命靈魂的迷宮，重尋復原之路，將以蘇絢慧著《請容許我悲
傷》探討受創者如何面對悲傷與死亡議題。並以希爾曼（James Hillman）著《靈
魂符碼：橡實原理詮釋人的命運》（The Soul’s Code: In Search of Character and
Calling）及菲爾．柯西諾（Phil Cousineau）主編之《靈魂考》
（Soul: An Archaeology）
探討對靈魂的詮釋，以及在靈性方面的宗教靈魂觀念。
第伍章為本論文結論，作者對文本安排的結論是否有真正結論，創傷是否可
以療癒，而真正的修復之路為何。在此探討孩童遭遇創傷後，是否能從創傷中學
習，進而轉化為強化自我能力的力量。將以以彼得．列文（Peter A. Levine）著《解
鎖：創傷療癒地圖》
（In an Unspoken Voice: How the Body Releases Trauma and
Restores Goodness）、黛比．福特（Debbie Ford）所著之《黑暗，也是一種力量：
將內心黑暗面化為生命力的（榮格陰影進化論）》（The Dark Side of the Light
Chasers）
、卡羅．皮爾森（Carol S. Pearson）著之《內在英雄：六種生活的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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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ero within: Six Archetypes We Live by）與亞當．傑克遜（Adam J Jackson）
的《挫折的力量：衝破逆境的關鍵思考》（The Flipside ： Finding the Hidden
Opportunities in Life），來探討受創者創傷後是否永遠承受禁錮身心的無期徒刑，
該如以自我潛力來轉變創傷的靜默殺傷力，面對創傷的本質、重建與癒合之旅程
該如何繼續前進，該如何喚醒個人內在沉睡的英雄，完完全全地做自己，敞開心
胸來學習，展現生命力。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本次研究範圍將鎖定在《怪物來敲門》與《畫怪物的男孩》文本的探討，分
別參照英文原本、中文譯本與《怪物來敲門》電影光碟，盡可能將因為翻譯而造
成的字義與文義誤差值縮到最小。在論文第貳與第肆章節會討論兩位作者的背景
與相關著作，資源來源除了參閱作者官方網站的介紹，還有網路圖書館作家資料
庫、網路新聞台、網路報章雜誌採訪與筆者收到作者的電子郵件書信。
因為筆者在尋找《畫怪物的男孩》與《失竊的孩子》的作者凱斯．唐納修（Keith
Donohue）的資料時，發現資源太少，而筆者對於文本內容有許多想深入探討部分，
於是嘗試與他聯絡，唐納修先生非常和藹友善的願意接受筆者訪問並樂意公開內
容分享給大眾，因此筆者萬分有幸能跟唐納修先生藉由電子郵件訪問來探討文本
內容，而在第肆章節將會交叉論述分析他本人關於《畫怪物的男孩》想表達的意圖
與宗教靈魂觀念。
關於兩位作者作品：凱斯．唐納修（Keith Donohue）從 2006 年所著之《失竊
的孩子》
（The Stolen Child）
，至今產出五本小說；而新銳小說家派崔克．奈斯（Patrick
Ness）有五本兒少小說加上「噪反三部曲」系列，可見兩位作家在兒少文學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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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耕耘已有所累積，可為代表。因此論文開始便會以兩文本的方向主題做排列交
叉剖析，藉此帶入後幾個章節所與研究之主題；而在進行文本兩者討論時，也會
配合其他作者之相關主題文本，作為概念的比較與佐證。本論文將以情感學習、
創傷與療癒方向主題進行討論研究，僅就筆者欲探究之方向，歸納整理出主題進
行書寫分析。

二、研究限制
國內關於筆者探討的兩位新興作者，關於其論述或介紹甚少。目前針對凱斯．
唐納修 2006 年之《失竊的孩子》論文，只有由國內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余雅
惠〈試煉與成長──試析凱斯．唐納修的《失竊的孩子》〉之一篇碩士論文針對此
文本進行研究，而凱斯 2016 年新作《畫怪物的男孩》，尚無相關文獻與論文。新
銳作家派崔克．奈斯（Patrick Ness）的相關作品，國內也沒有探討論文的探討及
文獻。筆者欲研究之兩個文本皆是新作：
《畫怪物的男孩》出版於 2016 年、
《怪物
來敲門》出版於 2012 年，距今 2019 年僅三年與七年時間之隔，因此能夠作為研
究參考的相關文獻有限，英文文獻也極少，蒐集不易，在相關文獻有限情況下，
本論文在分析與歸納的「療癒」論點，僅能就生命缺憾、人生傷痛等部分進行分
析研究，探討回歸人類的身、心、靈等完整精神層面狀態。關於作品本身的論文
與其相關文獻的匱乏為本研究之限制。
《怪物來敲門》中為作品繪插畫的吉姆．凱（Jim Kay）為了營造故事感覺，
運用甲蟲和麵板等各式素材進行創作，因而創造出獨具特色的紋路與質感、黑白
分明的插畫與精美的構圖，榮獲凱特格林威獎與英國科幻協會最佳藝術獎。筆者
驚嘆於插畫之細緻與生動的黑白渲染風格，誠如作者奈斯所言：「這不只僅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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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視覺感受，而是一種情感感受，有種感受到會走向寬敞和黑暗/輕盈方向的感覺。
這就是我在追求的感覺。黑與白，陰影的（shadowy），暗示的」。15
吉姆．凱接受《衛報》專訪如何決定視覺風格時說：「我喜歡場景設置，我把
這個故事想像成一部動人的電影或戲劇一景，我開始製作道具並在人物周圍設置
風景。（……）關於顏色；我覺得黑白分明。我喜歡老式的黑白電影。（……）重
要的是讓讀者有機會在他們的腦海中創造他們自己的角色和形象，我只是在那裡
提出怪物和康納的暗示來幫助他們一路走來；黑暗和模棱兩可（darkness and
ambiguity）讓讀者照亮自己內心的場景」。16
在此，特別以奈斯提到插畫之「陰影的（shadowy）」特色，與插畫家凱表達
「黑暗和模棱兩可（darkness and ambiguity）、照亮自己內心場景（illuminate the
scenes internally）」之想法來呼應榮格提出黑暗、陰影面、照亮潛意識的內心/外
在的光亮，他們想營造出來的視覺感受完全符應榮格學說的心理層次。插畫探討
至此，必須提出說明，因本研究針對《怪物來敲門》的插畫分析，礙於研究時間
有限，無法關照到整個視覺意象十分精緻、非常有榮格學說意念的插圖，故無法
更深入分析，此為遺珠之憾，也為此研究限制。

15

譯自《衛報》網站文章: “ How we made A Monster Call, Interview Patrick Ness and Jim Kay ”，The

Guardian, 14 June 2012。英文原文：“Not a visual sense, no, more of an emotional feeling, kind of a sense
of how the spaciousness and the darkness/lightness might go.（…）this is the feeling I'm after. Black and
white, shadowy, suggestive.” The Guardian, www.theguardian.com/childrens-books-site/2012/jun/14/
a-monster-calls-patrick-ness-jim-kay。Accessed 30 June 2019.
16

譯自《衛報》網站文章: “ How we made A Monster Call, Interview Patrick Ness and Jim Kay ”，The

Guardian, 14 June 2012。英文原文：“I love scene-setting, I imagine the story as a moving film or piece of
theatre, and I start building the props and setting the scenery around the characters.（…）With regards to
the colour; I think in black and white. I adore old black and white films.（…）The important thing was to
give the reader the room to create their own characters and images in their mind, I was just putting
suggestions of the Monster and Conor in there to help them along the way; darkness and ambiguity allow
the reader to illuminate the scenes internally I think.” The Guardian, www.theguardian.com/
childrens-books-site/2012/jun/14/a-monster-calls-patrick-ness-jim-kay。Accessed 30 June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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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文獻探討
《畫怪物的男孩》與《怪物來敲門》都是以「怪物」
（Monster）為出發點作為
書寫主題，此節文獻將依據這兩部研究作品相關的主題進行整理分類，而每個主
題將藉用相關專書及文獻，來做筆者宣稱的理論依據，針對「情感學習」、「靈性
療癒」論述會穿插在論文當中。

一、關於怪物的文獻
（一）Thomson, Philip. The Grotesque（The Critical Idiom）. London: Methuen
Young Books, 1972.
本論文將以此批評專書探討怪誕文學與怪誕之物呈現的型態、意義與寓意。
（二）王慧萍著，《怪物考──西方中世紀的怪物世界》
。臺北市：如果，2012。
人魚、獨角獸、獨眼巨人、魔鬼……是真實存在，還是文學幻想造物？至少
對古典與中世紀的人們而言，怪物的存在於幻想與現實的界線並非壁壘分明。所
有的人與動物∕植物的混合體、扭曲變形的人體、任何自然界萬物在外形上的交流
轉換都是可能發生的，並不會牴觸他們認知的世界觀。筆者藉由此書的探考，了
解這些附加在各種怪物的身上所隱藏的神話意義、文化象徵與意象，有助於本論
文相關「怪物」的研究理解。
（三）彭懿著，《世界幻想兒童文學導論》。臺北市：天衛文化，1998。
此書將西方兒童幻想文學眾多理論及流派融合在一起，並按照幻想文學的形
態與本質、表現方式、藝術形象詳細敘述。筆者參考此書中「時間的幻想、新神
話及變身」之表現方式與「怪物與幽靈」藝術形象的主題內容，對於探討文本中
幻想文學表現方式、怪物的定義、呈現型態與怪物的經典作品、兒童文學中的幽
靈概念與代表形象有極大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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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於情感與恐懼的文獻
（一）Frevert, Ute 主編、柏林馬克斯普朗克人類發展研究所情緒史中心協作。
黃懷慶譯。《情感學習：百年來，經典文學如何引導孩子認識感覺、學習
情緒》（Learning How to Feel: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Emotional
Socialization, 1870-1970）。臺北市：貓頭鷹，2018。
此書跨時間與空間，涵蓋東西方百年的兒童文學與教養手冊，由各有專長的
歷史學家，以人類學、閱讀與學習理論、行為主義等研究方法切入探討兒童文學
的情感學習。筆者參考篇章論述，應用於文本兒童角色進行剖析，以兒童角度來
探討認識情緒知識、學習情感，有助於本論文相關「情感學習」的研究理解。
（二）葛容均，〈從娛樂到療癒──改寫兒少文學追尋幸福之路〉，《後印刷
時代的改編》，竹蜻蜓第五期。臺東市：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
2019。
筆者參考此篇期刊論文，更聚焦於探討兒少文學中之傷痕文學、悲傷與恐懼
等情感學習與療癒，有助於本論文相關「情感療癒」的研究理解。
（三）Riemann, Fritz。楊夢茹譯。《恐懼的原型︰分裂、憂鬱、強迫、歇斯底
里人格深度探索》。（Grundformen der Angst）。臺北市：商周出版，2017。
本論文以此德國心理學專書探討屬於生命黝暗的部分，包括無時無刻盤踞在
我們心頭的恐懼感，以及針對心靈受創的憂鬱人格之解析，探討兒童該如何尋找
自我與人際調解，以本專書當作學理依據之一。
（四）Tuan, Yi-Fu。潘桂成、鄧柏寰、梁永安譯。
《恐懼》
（Landscapes of Fear）。
新北市：立緒，2008。
本論文以此書探討天真無邪的兒童，在其成長中造成恐懼感的原因，對夢魘
的恐懼與擔心被遺棄的原由，輔助論文中關於恐懼情感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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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於榮格、夢、陰影等的相關文獻
（一）榮格著作：榮格終生心理意象的原始素材之私人日記《紅書：讀者版》
（The Red Book : A Reader’s Edition），此記錄他遭逢內外在生活的重大變
故期間，其個人的夢境、靈魔與精神追尋歷程，探討靈魂、夢境與自我對
話。《榮格自傳：回憶．夢．省思》（Memories, Dreams, Reflections）、
《尋求靈魂的現代人》（Modern Man in Search of a Soul）及《分析心理學
與夢的詮釋》（Grundfragen zur Praxis）對於本次論文研討甚為重要，因
此作為理解榮格概念和思考歷程的「分析心理學」進入探討文本的視角，
探討人潛意識與基本問題，如生命、死亡、靈魂、潛意識、與恐懼議題。
（二）夢境分析：由史蒂芬．賽加勒（Stephen Segaller）和墨瑞兒．博格（Merrill
Berger）的著作《夢的智慧》（The Wisdom of the Dream: The World of C.G.
Jung），與安東尼．史蒂芬斯（Anthony Stevens）的論述《夢．私我的神
話》（Private Myths: Dreams and Dreaming）裡都詳盡地呈現榮格在夢境
方面的研究。再加入西格蒙德．佛洛伊德（Sigmun Freud）的《夢的解析》
（Die Traumdeutung），以佛洛伊德論點輔以探討夢境的分析。
（三）童話心理學：以瑪麗-路薏絲．馮．法蘭茲（Marie-Louise Von Franz）
著作《童話中的陰影與邪惡：從榮格觀點探索童話世界》（Shadow and Evil
in Fairy Tales）與河合俊雄（河合隼雄）《童話心理學：從榮格心理學看
格林童話裡的真實人性》（Mukashi no shinso Yungu Shinrigaku to Gurimu
douwa；昔話の深層 ユング心理学とグリム童話）有助於本論文中進行黑
暗童話的探討。

四、關於敘事治療與創傷復原的文獻
（一）從《陰暗情緒是毒也是藥！榮格【陰暗情緒】原型的自我轉化及療癒》
（Healing through the Dark Emotions）中探討陰暗情緒是毒藥還是解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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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以一系列相關敘事治療專書：吉兒．佛瑞德門（Jill Freedman）與金恩．
康姆斯（Gene Combs）合著之《敘事治療──解構並重寫生命的故事》
（Narrative Therapy）、亨利．克羅斯（Henry T. Close）著《故事與心理
治療》
（Metaphor in Psychotherapy）
、傑洛德．布蘭岱爾（Jerrold R. Brandell）
之《兒童故事治療》（Of Mice and Metaphors : Therapeutic Storytelling with
Children）、艾莉絲．摩根（Alice Morgan）著《從故事到療癒──敘事治
療入門》（What is Narrative Therapy？An Easy-to-read Introduction）及蘇
絢慧《請容許我悲傷》、彼得．列文（Peter A. Levine）著《解鎖：創傷療
癒地圖》
（In an Unspoken Voice: How the Body Releases Trauma and Restores
Goodness）等相關專書，探討敘事治療是否能重寫受創傷的生命，及敘事
治療是否讓創傷孩童，透過敘事故事的治療而得到解放療癒功效，這些文
獻對本次論文極有貢獻。
（二）希爾曼（James Hillman）著《靈魂符碼：橡實原理詮釋人的命運》（The
Soul’s Code: In Search of Character and Calling）及菲爾．柯西諾（Phil
Cousineau）主編之《靈魂考》（Soul: An Archaeology）探討靈魂的詮釋與
作者在靈性方面的宗教靈魂觀念，有助於本論文的研討。

五、關於黑暗轉化為力量的相關文獻
結論章將以如何從未知中解脫、無懼的愛、信念療癒與潛意識的相關文獻探
討靈魂成長與療癒的關聯性。裨益匪淺的文獻如下：
（一）黛比．福特（Debbie Ford）所著《黑暗，也是一種力量：將內心黑暗面
化為生命力的（榮格陰影進化論）》（The Dark Side of the Light Chasers），
探討是否可以藉由內心的黑暗面，轉化為生命力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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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琳恩．麥塔格特（Lynne McTaggarr）《念力的祕密──叫喚自己的內
在力量》
（The Intention Experiment: Using Your Thoughts to Change Your Life
and the World）探討潛意識與念力的力量。
（三）亞當．傑克遜（Adam J Jackson）的《挫折的力量：衝破逆境的關鍵思
考》（The Flipside：Finding the Hidden Opportunities in Life），來探討受
創者創傷後該如以自我潛力來轉變創傷的靜默殺傷力，面對創傷的本質、
重建與癒合之旅程該如何繼續前進，有助於結論本次論文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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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第一節

探訪怪物的世界
作者與作品概述

一、派崔克．奈斯的生平
派崔克．奈斯（Patrick Ness）於 1971 年生於美國維吉尼亞州貝爾沃堡陸軍基
地，是美國陸軍軍事中士的兒子，六歲之前在夏威夷度過，之後和家人移居於華
盛頓州。從小最大的嗜好就是編故事，大學就讀美國南加州大學英語文學系。1999
年遷居英國倫敦至今，曾在牛津大學教授創意寫作三年，並為《每日電訊報》
、
《泰
晤士報文學增刊》
、
《週日電訊報》與《衛報》等媒體撰寫書評。他說：
「我聲稱在
美國有三個州是我的家（美國常常這樣做）
：我出生在維吉尼亞州，我的第一個記
憶是夏威夷人，我去華盛頓州就讀初中和高中。然後我住在加利福尼亞州唸大學
（在南加州大學）並於 1999 年搬到英國，從那時起我（大多數在倫敦）居住在此」。
17

因此，他的故事背景會出現在美國或英國。他總是知道自己想成為一名作家，並

於 1997 年在一本雜誌上發表了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說。

二、《怪物來敲門》故事來源與評價
（一）故事原創者莎帆．多德（Siobhan Dowd）為此書定下重要的基調：
《怪物來敲門》是一部接力完成的作品，這個故事是源自卡內基文學獎作家
莎帆．多德的構想。多德是位英國作家與行動主義者，她有著作四本廣受喜愛的
得獎作品，其中兩本在她過世後出版。2009 年時，她成為第一位於逝世之後獲得
卡內基獎的得主。
「多德於 1960 年出生，父母是愛爾蘭人，並在倫敦長大。她在
17

轉載自派崔克．奈斯專屬網站的自我介紹：patrickness.com/about me。

“ I claim three states in America as my home (as Americans are wont to do): I was born in Virginia, my
first memories are Hawaiian, and I went to junior high and high school in Washington. Then I lived in
California for college (at USC) and moved to the United Kingdom in 1999, where I’ve lived (mostly in
London) ever since.” Patrick Ness. PatrickNess, patrickness.com/about-me. Accessed 6 June 2019.
20

牛津大學獲得古典學士學位，在格林威治大學獲得性別和民族研究碩士學位。曾
在紐約生活了七年，期間她擔任 PEN America 的節目總監，並參與了全球反審查
活動。回到英國後，她共同創立了英文 PEN 的讀者和作家計劃。2004 年在牛津郡
擔任兒童權利副專員。她還在 PEN 美國中心的自由寫作委員會的受威脅文學系列
中編輯了兩本選集。撰寫關於種族主義的短篇小說集，Skin Deep（2004）
，讓她以
兒童文學作家身分開創了新的職業生涯。她的作品獲得了無數獎項，包括 A Swift
Pure Cry（2006）
，The London Eye Mystery（2007）
，Bog Child（2008）和 Solace of
the Road（2009）」。18
多德於 2004 年得知自己得到乳癌，所以在設定故事中媽媽的角色時，反映她
當時罹癌並接受化療治療時的情況，包括現實生活中使用書中的紫杉樹提煉出來
的藥物、接受一連串化療療程時身體產生的痛苦與不適感。
莎帆．多德是位堅強的女性生命鬥士，就算得到癌症，也低調治療病情，並
以樂觀積極的態度面對大眾，且勤奮的寫作：「多德於 2004 年得知自己得到乳癌
後，接受化療過程雖然讓她很難寫作，但她仍持續寫作」。19

18

譯自 Literature Ireland《文學愛爾蘭》作家資料庫網站。原文：“ Siobhan Dowd was born in 1960 to

Irish parents and brought up in London. She received a BA in Classics from Oxford University and an
MA in Gender and Ethnic Studies from Greenwich University. Dowd lived in New York for seven years,
during which time she served as program director for PEN America and became involved in global
anti-censorship campaigns. Upon her return to England, she co-founded English PEN’s Readers and
Writers Programme. During 2004, Dowd served as Deputy Commissioner for Children’s Rights in
Oxfordshire. She also edited two anthologies in the Threatened Literature Series for the Freedom to Write
Committee of the PEN American Center. An invitation to contribute a story about a ‘Pavee’ (an Irish
Traveller) to Tony Bradman's collection of short stories for children about racism, Skin Deep (2004), led
to a new career as an author of children’s books. Her works garnered numerous awards and include A
Swift Pure Cry (2006), The London Eye Mystery (2007), Bog Child (2008) and Solace of the Road (2009).”
Literature Ireland, www.literatureireland.com/author-database/author-holder/show/825。Accessed 6 June
2019.
19

譯自《獨立報》網站文章：Peter Stanford, “ Siobhan Dowd: A shining talent who tragically ran out of

time”，The Independent, 23 March 2008。英文原文：“ The chemotherapy could make it very hard for her
21

奈斯與多德從沒見過面，但讀過她的電子信件。「我的編輯丹尼絲委託莎帆．
多德寫一本書，內容是根據與她談過的想法而開始的。我讀了莎帆的電子郵件，
談論她如何迫不及待地開始閱讀她早期寫的筆記和散文。但非常難過的是，在她
完成此書前就因乳癌過世。但是，丹尼絲不希望這個想法消失。我當時不是最明
顯的人選，考慮到莎帆的書傾向於現實，而我的傾向於幻想，但我希望我們有一
個共同點，就是想要給讀者的真實情感，想要人們認真的對待青少年這個複雜的
個體。無論你的故事背景為何，都可能是真的」。20
雖然他倆緣慳一面，奈斯仍能從多德優異的作品中認識她：
「她曾創作了四部
震懾人心的青少年小說，兩部在她生前出版，兩部在她早逝之後。
（……）這原本
是她的第五部小說。她已經設定好角色，擬好大綱，也起了頭。可惜她沒有的，
是時間」
。21多德與出版社簽約後著手故事發展：
「她曾經寫信告訴編輯有關於『康
納』這個名字、說三個故事的怪物……等等點子，但沒有明確指出故事劇情發展。
她在 2007 年因癌症過世，無法親自完成這個故事，這位編輯便連繫我是否有意願

to write, but she did. We always tried to brainwash ourselves that she would live forever. It was the only
way we could approach her illness – to grab every strand of hope.” The Independent,
www.independent.co.uk/arts-entertainment/books/features/siobhan-dowd-a-shining-talent-who-tragicallyran-out-of-time-798732.html。Accessed 6 June 2019.
20

譯自《衛報》網站文章: “ How we made A Monster Call, Interview Patrick Ness and Jim Kay.”，The

Guardian, 14 June 2012。英文原文：“ My editor, Denise Johnstone-Burt, had commissioned a book from
Siobhan Dowd, based on an idea Siobhan had talked with her about. I've seen emails from Siobhan
talking about how she couldn't wait to get properly started on the notes and early prose she'd written. But
very sadly, she died from breast cancer before she could finish it. Denise didn't want the idea to disappear,
though. I wasn't perhaps the most obvious choice at the time, considering that Siobhan's books tended
towards the realistic and mine tended to the fantastical, but what I hope we have in common is a kind of
wanting the emotional truth for our readers, of wanting teenagers to be taken seriously, as complex beings.
And that can be true no matter where your story is set.” The Guardian, www.theguardian.com/
childrens-books-site/2012/jun/14/a-monster-calls-patrick-ness-jim-kay。Accessed 6 June 2019.
21

派崔克．奈斯（Patrick Ness）
、莎帆．多德（Siobhan Dowd）著，吉姆．凱（Jim Kay）原插圖，

陳盈瑜譯，
《怪物來敲門》
（A Monster Calls）
，臺北：聯經，2012，
〈作者們的話〉
，頁 5。
22

接下。剛聽到這個提議時，我並不認為這會成功：我認為故事應該源自於自己的
靈感，才能擁有自己的靈魂，完整的靈感是活生生、會呼吸成長的；但我仍願意
先瞧瞧」
。22奈斯於「英國國家廣播公司」訪談時說：
「這感覺真的很私密，在我和
她之間，作家之間」
。23奈斯承認，他通常會拒絕接手完成他人作品：
「我對於將別
人的想法變成一本書時，通常會說『不』」
。24「當我被問及是否能將他的著作付梓
時，我猶豫了。我不會、也不能做的，就是模仿她的語氣寫小說。這對她、對讀
者、更重要的是對故事都不是件好事。我認為好的故事不應該是這樣完成的」。25
最後會讓奈斯決定完成這個故事的原因是生動的想法，順水推舟般自由發展
出來：
「但這個想法是如此強烈和生動，以至於我從未覺得我完全在製造她不想要
的東西。有足夠的材料可以讓我開始，並讓故事自由的生長和呼吸，同時也慶祝
她的想法」。26除了以上有讓故事可以自由生長的材料，也必須有好點子與啟發的
靈感：
「好點子就是在它們會長出其他點子。就在我能伸出援手之前，莎帆的點子
啟發我一些新點子。我開始感覺到每個作家可期的那種刺癢感：要把文字寫下來

22

《誠品站》
，〈專訪派崔克．奈斯：死亡不是小說中的刺激，而是真實的痛苦〉
（2013 年 3 月 4

日）
。（檢索日期：2019 年 3 月 3 日）
23

譯自《英國國家廣播公司》網站訪問：Tim Masters, “ Interview Patrick Ness: Why I wrote A Monster

Calls”，BBC News, 6 August 2011。英文原文：“‘It felt like a really private thing,’ says Patrick Ness.
‘Between me and her, between writers’ ”。BBC News,www.bbc.com/news/entertainment-arts-14308543。
Accessed 6 June 2019.
24

譯自《英國國家廣播公司》網站訪問：Tim Masters, “ Interview Patrick Ness: Why I wrote A Monster

Calls”，BBC News, 6 August 2011。英文原文：“I would normally say‘no’to turning someone else's
idea into a book, admits Ness.” Accessed 6 June 2019.
25
26

《怪物來敲門》
，〈作者們的話〉
，頁 5。
譯自《英國國家廣播公司》網站訪問：Tim Masters, “ Interview Patrick Ness: Why I wrote A Monster

Calls”，BBC News, 6 August 2011。英文原文：“ But the idea was so strong and so vivid that I never felt
like I was completely fabricating something she didn't want. There was just enough material to kick me
off, and have the freedom to let the story live and breathe while also celebrating her idea.” Accessed 6
June 2019.
23

的刺癢感、說故事的刺癢感。」從訪談中，他說覺得好像被賦予了接力棒。27「我
之前覺得〈現在也是〉自己像是被授與一柄權杖，就像一位特別優秀的作家將她
的故事給我，並說：『去吧，跟它去跑一跑，大鬧一場吧！』」。28他也提到後來接
下此構想及後續如何接力完成此作品的感受：
「我看了一些角色設定、場景，很奇
妙的是，雖然她所擁有的靈感很小，但有足夠強大的力量，這些設定讓我一個個
靈感蜂擁而來。這是一個獨特的經驗，就像是製作一個蛋糕的過程，我們各自提
供了一些材料做成了這個蛋糕，而我們的靈感與創作密不可分，一起走過了這個
故事的旅程」
。29最後，此書由奈斯與多德，兩位之前皆獲得 CILIP 卡內基獎的優
秀作家接力完成！
（二）《怪物來敲門》書籍評價
《怪物來敲門》此書評價極高，有史以來第一次，一本書同時獲得 CILIP 卡
內基獎章與 CILIP KATE GREENAWAY 凱特格林威獎章，此獎被稱為卡內基獎章
的姊妹獎。為作品繪插畫的吉姆．凱（Jim Kay）在書中運用甲蟲和麵板等各式素
材進行創作，因而創造出獨具特色的紋路與質感、黑白分明的插畫與精美的構圖
而榮獲凱特格林威獎與英國科幻協會最佳藝術獎。此書也因獲獎不斷，焦點影業於
2014 年買下了小說的電影改編權，並於 2016 年，由此書原作者奈斯負責編劇，除了
能忠於原著外，在劇本上更添加了感動元素，拍成奇幻冒險劇情片。30

27

譯自《每日電訊報》網站文章：Martin Chilton, “A Monster Calls by Patrick Ness: review”，The

Telegraph, 13 Dec 2011。英文原文：“’I felt as if I'd been handed a baton,’ Ness writes in a moving
introduction. ” The Telegraph, www.telegraph.co.uk/culture/books/children_sbookreviews/8951974/
A-Monster-Calls-by-Patrick-Ness-review.html。Accessed 6 June 2019.
28

《怪物來敲門》
，〈作者們的話）
，頁 5。

29

《誠品站》
，
〈專訪派崔克．奈斯：死亡不是小說中的刺激，而是真實的痛苦〉
（2013 年 3 月 4 日）

（檢索日期：2019 年 3 月 3 日）
30

《怪物來敲門》小說由「焦點影業」於 2014 年買下了電影改編權，並於 2016 年，拍成奇幻冒險

劇情片。此片由胡恩．安東尼奧．巴亞納執導，派崔克．奈斯負責編劇，並由雪歌妮．薇佛、費莉
絲蒂．瓊斯、托比．凱貝爾、路易士．麥克杜格爾和連恩．尼遜主演。
24

（三）《怪物來敲門》電影評價
《怪物來敲門》電影在影評網站 Metacritic 上獲得 76 分，獲得普遍影評人的
讚譽。31英國《每日電訊報》專業影評人評論：「派崔克·奈斯改編自他的同名書，
比任何改編的內容更令人激動到說不出話來，沮喪悲傷到似乎得哽咽著大口吸氣。
麥克杜格爾非常特別：他的臉可以在一瞬間藏住滿口袋的痛苦，並在下一秒爆發
充滿憤怒的怨恨」
。32《衛報》影評則說：「當他失去母親的狀況時，你可能會和他
一起哭泣。這種情感真實性，來自相當新星路易斯．麥克杜格爾（Lewis MacDougall）
可讓人感受到明顯痛苦的精采演出，既是電影的主要賣點，又是個難接受的因素。
這不僅是一部關於悲傷的電影；也是一部讓你沉浸在悲傷之旅的電影」。33
現實生活裡，麥克杜格爾曾經在比故事中康納的年紀更小一點，約 11 歲時親
身經歷喪母過程中所產生的氣憤、悲傷與絕望等情緒。他接受《衛報》
〈你要如何
告訴一個孩子他的媽媽快死了？〉（How do you tell a child his mother is dying?）專
訪時說：「當我失去了自己的母親時，大約比康納的年齡稍微小一點。在我母親去
世前，那時她狀況不好，有可能無法熬過來，那時我非常沮喪。我記得非常清楚，

31

資料轉自影評網站：www.metacritic.com/movie/a-monster-calls。（檢索日期：2019 年 6 月 6 日）

32

譯自《每日電訊報》網站文章：Tim Robey, “A Monster Calls review: a luscious, painterly fantasy

overcast with sadness”，The Telegraph, 1 Jan 2017。英文原文：“ Cannily adapted by Patrick Ness from
his illustrated book of the same name, this is a more choked-up offering than any of those, so overcast
with sadness it sometimes seems to be gulping for fresh breaths…MacDougall is very special: his face
can hide away pockets of pain in one moment, and explode with furious resentment in the next beat.” The
Telegraph,www.telegraph.co.uk/films/0/monster-calls-review-luscious-painterly-fantasy-overcast-sadness。
Accessed 6 June 2019.
33

譯自《衛報》網站文章: Wendy Ide, “A Monster Calls review–wrenchingly effective”，The Guardian,

8 Jan 2017。英文原文：“You will be likely to weep with him as he comes to terms with the loss of his
mother. This emotional authenticity, the palpable pain in a remarkable central performance from relative
newcomer Lewis MacDougall, is both the film’s main asset and a factor that makes it a tough sell. This is
not just a film about grief; it’s a film that immerses you in grief’s journey.” The Guardian,
www.theguardian.com/film/2017/jan/08/a-monster-calls-review-film-patrick-ness-adaptation. Accessed 6
June 2019.
25

我父親跟我談論著這件事，他告訴我，你知道，『你的媽媽可能無法熬過來』。因
此，藉由生活上曾經歷過像康納經驗的事情是有幫助的──知道他在任何特定時
刻所經歷的事情。其他時間在場景中，確實影響了我，因為它離家有點近」。34
麥克杜格爾親身喪母的創傷需因電影再度揭開瘡疤，讓他演出內斂且具層次
感，許多很難拿捏的情緒演來渾然天成，貫穿影片的悲傷眼神與而多場情緒爆發
卻收斂的戲令人揪心，尤其是砸爛外婆家客廳時，暴怒痛哭完，無助又充滿歉意
的心情卻能收放自如；還有當他在醫院知道媽媽病情惡化已沒有療程使用時，哀
傷且憤怒地奔跑回老家墓園跟紫杉樹怪對質為何紫杉樹怪沒有治療好媽媽，先是
怒吼、大哭，接著崩潰說出在夢中是故意放開媽媽，因為希望媽媽趕快死掉解脫，
這一切就可以趕快結束。其中他深刻苦痛的感情自然宣洩，麥克杜格爾就化身為
康納，無助地失去自己媽媽一幕，讓筆者動容不已。這樣年紀的孩子，卻被迫承
受各種難以想像的壓力，呼應影片開頭紫杉樹怪說的那一句：
「一個男孩年紀太大
無法當兒童，太小無法當男人（A boy too old to be a kid, too young to be a man）」。
雪歌妮．薇佛（Sigourney Weaver）飾 演 不 討 喜 卻 充 滿 感 情 的 外 婆 非 常 精
準 到 位，而 且 與 麥克杜格爾有許多對手戲，祖孫倆的演技擦出不少火花，也讓人
感動不已，在趕去醫院見自己女兒最後一面之前，於車內哭著激動地跟康納說：
「你
跟我呀，不是天生就合得來的，對吧？（……）但你知道，我們還是得學學（……）
但你知道嗎，孫子？我們有個共通點（……）你媽媽，那就是我們的共通點」
。飾

34

John-Paul Flintoff, “ How do you tell a child his mother is dying? Interview MacDougall”，The

Guardian, 10 Dec 2016。英文原文：“When I did lose my own mother, I was around Conor’s age, a bit
younger. There were times before my mother passed, when she was in a bad way, when there was a
possibility that she might not get through. And I remember vividly having conversations about it. I was
very upset at the time. My dad told me, you know, ‘Your mum might not get through this.’ “So having
lived through something a bit like Conor’s experience was helpful – to know what he was going through
in any particular moment. At other times, on set, it did affect me because it was a bit close to home.”，
TheGuardian,www.theguardian.com/lifeandstyle/2016/dec/10/monster-calls-film-mum-friend-siobhan-do
wd-boy-talking-tree-book。Accessed 6 June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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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媽 媽 的 費 莉 絲 蒂 ． 瓊 斯 （Felicity Jones）戲 份 不多，尤其最後在病床上與康
納一番深情對話「你要怎麼生氣都可以，如果要摔東西，那就管他的好好大摔一
頓。
（……）如果有一天，回想起此刻也不要難過，你要知道沒關係，我懂的。你
不用大聲說，我也知道你想要跟我說的每件事。好嗎？」35身為一個母親卻因癌症
而必須離開自己深愛的兒子，難過自己無法陪伴康納成長，無奈地說著「我真希
望有一百年，有一百年可以給你」
。36其真情表露，讓人看了不勝唏噓，淚流滿面。
由連恩．尼遜（Liam Neeson）配音的怪物讓人驚艷，充滿磁性的嗓音，由剛開始
的嚴厲並霸氣語氣，到後來轉而軟化與溫暖的態度，以療癒樹怪身份為本片加分。

三、《怪物來敲門》的故事簡介
十三歲的康納．奧馬利過著淒涼的日子：媽媽因罹患癌症正接受化療中、爸
爸與新婚妻子離開英國到美國共組家庭生活還生了小寶貝、他在學校須忍受同學
的霸凌和老師的同情，也必須暫時住在他討厭的外婆家。從媽媽化療以來的幾個
月裡，他每天晚上都做一個惡夢。某一天午夜 12 點 07 分，有一個聲音從窗口呼
喚他。當康納打開窗戶時，他看到一個由扭曲的樹枝和樹葉組成的怪物，一棵紫
杉樹。怪物好奇為什麼這個男孩不怕他，他告訴康納，是康納召喚他前來，現在
他已經被召喚了，怪物會告訴他三個真實的故事，說完這三個故事後，康納必須
說出自己的真實故事，否則怪物會將他生吞活剝。這個怪物在三個晚上來找他，
總是在凌晨 12 點 07 分出現。
第一個故事是關於一個富強和平的王國，背後須付出極大代價：國王的四個
兒子接續死亡、皇后憂傷而亡……最後這個國家僅剩一個孫子也就是王子。國王
再娶，年輕的新王后讓老國王很快樂，但國王生病後卻引來王后是女巫的傳言。

35

以上兩處出自《怪物來敲門》
，分別引用頁 209-210、177。

36

節錄自八字眉踏克，
〈《怪物來敲門》死亡多恐怖？讓大人爆哭的床邊故事〉
《ETtoday 新聞雲》
，

（2016 年 11 月 12 日）
。
（檢索日期：2019 年 6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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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十八歲成年前國王駕崩，王后代替王子統治王國，並想與年輕王子結為夫妻，
共享治理強盛國家的榮耀，但被王子拒絕。王子此時已經愛上一個農夫之女，於
是兩人趁夜晚私奔，在紫杉樹下休憩，隔天王子卻發現情人躺於血泊中已無生命
跡象。王子對人民宣告王后謀殺了農夫之女，召喚了成千上萬憤怒子民連手要置
王后於死地，怪物在動亂時刻救走了王后，王子則登基當了國王，成為萬民愛戴
的君王。真相卻是，皇后雖有心要繼續統領國家卻沒有謀殺老國王與農夫之女，
老國王是生病而亡，農夫之女卻是王子所殺。王子要靠農夫之女的死亡激起人民
的憤怒，繼而推翻皇后來讓自己取得執政權。
第二個故事，從前有一名丹醫（藥師）到處尋找天然植物做成藥材來醫治病
患，但是環境變遷，天然藥材難尋，於是丹醫的醫療索價越來越高。有一個牧師
便在佈道時公開反對丹醫的傳統療法，並拒絕丹醫砍伐教堂邊的紫杉樹來當高級
藥材。 之後，全國流行傳染病，牧師的兩個愛女也染病，牧師用許多方法都無法
醫治女兒。在兩女奄奄一息時牧師去求助於丹醫，不但願意讓丹醫砍伐紫杉樹，
也願意為了愛女的性命放棄所有信仰。不過，丹醫聽了卻關上大門未伸出援手，
牧師兩女當晚過世。怪物為此事徒步而來，將牧師家連根拔起。怪物邀請康納一
起摧毀牧師的房子，康納醒來發現他在外婆的客廳裡摧毀了許多珍貴的東西。
第三個故事，從前有個隱形人，他對於別人看不見自己開始感到不耐，其實
他不是真的隱形，而是人們習慣不去看他。這個隱形人就是指康納。媽媽生病後，
學校老師、同學都對他禮遇三分，敬而遠之。康納好像突然隱形了。這天在餐廳，
平常霸凌康納的同學哈利對他視而不見，並說「我看不到見任何東西」
，這句話讓
康納在學校徹底成了隱形人。在怪物催化下，康納生氣得將哈利揍得重傷住院。
最後輪到康納說第四個故事，康納知道媽媽的癌症病情屬於重症，知道這一
病可能無法再恢復健康。於是，夢裡的他對即將掉落懸崖的媽媽放手了，讓媽媽
墜落萬丈深淵。他在夢裡表露了心情，卻又為此歷經重重心靈磨難。惡夢的真相
是，他故意放棄，以避免不得不堅持不懈的痛苦。怪物挖掘出深藏內心那一個最
28

畏懼的真相，讓他坦白的說出實話，康納含淚對媽媽傾訴：「我不想要妳走」，並
緊緊的抱著媽媽，也唯有這麼做，他才總算能放開她。以上四篇故事將於論文第
參章節有更進一步的分析。

四、凱斯．唐納修的生平與相關作品
凱斯．唐納修（Keith Donohue）生於 1959 年，在美國賓州的匹茲堡出生、成
長，來自於一個典型愛爾蘭裔的美國家庭，七個子女他正好排名中間，他幽默地
說，從小就覺得自己可能是個調換兒。就讀匹茲堡大學時，拜在桂冠詩人山繆．
海澤（Samuel Hazo）門下求藝，並靠寫作獎學金完成學業，畢業後進入美國藝術
基金會工作。唐納修夢想能成為一個小說家，在妻子的鼓勵下，決定重回校園攻讀
文學博士，花了十年功夫才取得學位，論文是關於愛爾蘭現代文學。
之後，唐納修花了七年時間，以「調換兒」的傳說為想像起點，用近代美國
為故事舞台，建構出一則關於童年記憶、關於文明和原始對話的成人童話，寫下
處女作《失竊的孩子》
。2006 年《失竊的孩子》付梓出版，而且一炮而紅，成了美
國獨立書商協會的重點選書，不但登上紐約時報排行榜，在主流文學和奇幻文學
圈內都大受好評，美國亞馬遜網路書店買下《失竊的孩子》的電影著作權，作為
進軍好萊塢的第一炮。隨後，
《失竊的孩子》不僅囊括各大暢銷書排行榜，更獲得
2006 年《軌跡》雜誌最佳新人作品獎、鵝毛大獎入圍、亞馬遜網上書店文學小說
榜和奇幻科幻榜雙料冠軍。37
隨後，他於 2009 年出版了《毀滅天使》（Angels of Destruction）、2011 年《六
月世紀》（Centuries of June）與 2014 年的《畫怪物的男孩》（The Boy Who Drew
Monsters）。

37

凱斯．唐納修（Keith Donohue）
，朋萱、朱孟勳譯，
《失竊的孩子》
（The Stolen Child）
，臺北市：

遠流，2007，作者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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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畫怪物的男孩》故事簡介與評價
（一）《畫怪物的男孩》故事簡介
一名患有亞斯伯格高功能綜合症和空曠恐慌症的十歲男孩傑克彼得（傑克或
傑彼）
，在他七歲時差點溺斃大海，僥倖活下來的他卻再也不是個平凡的小男孩。
自此之後，他足不出戶，最大的恐懼就是面對外面的世界。然而傑克並不寂寞，
因為他有許多憑空想像出來的朋友，剛開始他們會分享秘密，但不久之後，那些
被創造出來的朋友漸漸失控，成為衣櫃裡的死屍、床底下的怪物。十歲的他每天
醒來所做的事，就是不停地畫畫。大人總是說，繪畫讓想像力奔馳，尤其對像傑
克這樣特別的孩子，是向外界表達自我的最好方式，但傑克及身邊的人卻沒發現，
他的畫作竟邀了一些不請自來的訪客。
媽媽荷莉開始聽到從海上傳來怨靈召喚的聲音，爸爸提姆則在開車時遇見蒼
白幽靈、在沙坑中發現長年白骨。許久不上教堂的荷莉因緣際會認識了神父及其
日本籍管家，原來這個地方曾在 1849 年發生過可怕的船難事件，至今仍有許多遺
體未被尋獲，於是她堅信糾纏其家人的是來自海底的鬼魅。尼克是傑克唯一的朋
友，尼克的爸爸弗瑞德與媽媽妮爾年輕時就是傑克父母的好友，但是尼克的爸媽
一直有酗酒的問題，而且在傑克出生前，尼克媽媽妮爾與傑克爸爸提姆發生過性
關係，造成兩對夫妻互相依賴卻也緊張的關係。
傑克筆下的畫作會活過來，某個冬天晚上他畫出的一個怪物將尼克與他追到
海裡，兩人沉到冰冷的海水裡，後來被救出來，傑克活過來，但是尼克一直沒有
恢復意識，仍住加護病房。媽媽荷莉在傑克房間找到一疊上千張的尼克圖畫，從
七歲到十歲，各有不同時期樣貌的尼克。原來是三年前尼克第一次淹死後，傑克
想要他活下去，於是每天都畫一張畫把尼克變出來，這樣過了一千個日子，而現
在尼克正在醫院的床上掙扎求生，只因為傑克厭倦了要一直畫尼克而停下畫筆不
再畫他，發現真相的媽媽叫他不能停下來，要他繼續畫，畫出尼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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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畫怪物的男孩》評價
讀者與各界媒體一致好評：「《畫怪物的男孩》極致巧妙，作者不厭其煩地編
織簡單的故事，在必要時刻丟出令人驚喜的多重轉折……一個無懈可擊、題材新
穎又到位的小說，最終扭轉的漂亮結局將為讀者帶來不寒而慄的感受」38、
「《畫怪
物的男孩》是一個巧妙擅用文學驚悚題材的例子，背景是生動的哥德式、深富感
召力，而康納修以絕妙的節奏來描寫那充斥著奇異及冰雪的世界，緩緩地建構了
張力及恐怖元素」39、「這本小說由豐富的文體和深刻想像的故事開展而成。說真
的，到了最後一頁，甚至最後一句，都有巧妙的驚喜，引起全然的共鳴」。40
唐納修營造的詭異驚悚氣氛從開始一直貫穿到最後一頁：
「不確定性的感覺在
康納修的作品特別令人不安，因為讀者從來不知誰才是可信的角色」。41唯有讀到
最後一頁時，才會驚呼，原來如此，結局令人大出意外！此書獲得讀者好評，有
Amazon.com 讀者直逼五顆星恐懼推薦，並已由 New Line 獲得此書的電影版權，
並由擅長拍攝驚悚片的知名導演溫子仁42，監製編導。
對筆者而言，唐納修的《畫怪物的男孩》並不會驚悚恐怖到嚇破膽之感，營
造出緊湊節奏讓筆者無法放下書，只想趕快讀完最後一頁知道結局到底是什麼。
而它其實是一部文字精煉的文學作品，簡單風格但蘊含豐富層次的精神意涵。唐
納修使用層層堆疊的象徵意義，慢慢細膩鋪陳想要表達的意念。
故事背景描繪設定在白色聖誕節暴風雪中一片荒涼的緬因州海岸，陰森詭譎
的氣氛可以讓人預料到淒涼詭異故事發展。其書寫手法以同一事件螺旋似的交互

38

凱斯．唐納修（Keith Donohue）
，周沛郁譯，
《畫怪物的男孩》
（The Boy Who Drew Monsters）
，

臺北：悅知，2016。書衣，《紐約時報書評特刊》
。
39

《畫怪物的男孩》
，書衣，《里奇蒙時遞報》評價。

40

《畫怪物的男孩》
，書衣，《圖書館期刊》評價。

41

《畫怪物的男孩》
，書衣，《弗瑞德里克新聞郵報》評價。

42

溫子仁（James Wan）是馬來西亞華裔澳洲人，身為導演、製片人和編劇，時常製作恐怖電影。

著名作品包括《奪魂鋸》
、《陰兒房》與《厲陰宅》系列電影、《玩命關頭 7》及《水行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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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繞，交替地以不同角色採不同角度的第三人稱進行故事交叉敘述，這使得敘事
保持節奏快速明確，透過這些不同角色的角度圍繞著情節的事件，讀者得以一窺
全貌，就像是調查案件偵查手法。
故事場景設計得非常有說服力，如《波思利文號的船難》
，讓筆者搜尋這艘幽
靈船資料，發現雖有沈船港口，卻無法從網路中搜尋到這個船難事件，確實讓人
虛幻與真實難以分別。

第二節

何謂「怪物」？

世界之初，人類仍與大地、樹木、海洋、花朵以及山崗息息相關的時刻，
（……）
想像力奔馳，未受理性羈絆，所以任何人可能在森林內看見女神在樹間飛
舞或是彎腰俯飲清澈的池水時發現池底水精的面孔等（……）親睹普羅特
優斯43從海中升起；或傾聽老特萊頓44吹奏他飾花的海螺。45

一、蠢蠢欲動的「怪物」
對萬物起源的看法，英國詩人約翰．米爾頓46說：「初有『凱亞斯』，浩大無
際的深淵，黑暗、荒蕪、猛烈、狂暴如海」。47在模糊的遠古時期，眾神出現之前，

43

普羅特優斯（Proteus）是希臘神話中的一個早期海神，荷馬（Homer）所稱的「海洋老人」之一。

44

特萊頓（Triton）是希臘神話中海之信使，海神波塞頓（Poseidon）和海后安菲曲蒂（Amphitrite）

的兒子。長得像人魚，上半身是人型但帶著一條魚的尾巴。
45

哈米爾敦（Edith Hamilton）
，吳瑜雲譯，
《希臘羅馬神話故事》
（Mythology Timeless Tales of Gods

and Heroes）
，臺北，書瑜文學出版社，1992，頁 1-2。
46

約翰．米爾頓（John Milton）生於 1608～1674 年，英國詩人、思想家。著有史詩《失樂園》
（Paradise

Lost，1667 年）、《復樂園》（Paradise Regained，1671 年）。
47

《希臘羅馬神話故事》
（Mythology Timeless Tales of Gods and Heroes）
，頁 62。此詩出自約翰．米

爾頓的《失樂園》（Paradise Lost）。英文原文：“First there was Chaos, the vast immeasurable abyss,
Outrageous as a sea, dark, wasteful, wild,” p.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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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無形混沌的「凱亞斯」（Chaos） 以不破滅的黑暗佈滿各地，「黑夜」與「幽
冥」是其孩子，整個世界是一片黑暗、空洞、寂靜、無邊。後來奇蹟發生，「黑
夜」與「死亡」產生「愛」與「白晝」，「大地」也被創造出來，並產下「天父」。
而世界開創以來，最初的怪物是由地母與天父生下的孩子，也是最初具有生
命型態的生物，誕生於世紀初期的黑暗深淵。他們是像人但不是人的生物，各有
一百隻手和五十個頭，巨大及強壯的「百手怪物」、只有一個大眼睛，又圓又大
像車輪，位於額頭正中央的「車輪眼巨人」、「巨人族」與具有可怕外表，頭髮
為翻滾的蛇，眼睛滴滴答答淌著血的「復仇女神」，及最後誕生、最可怕的生物：
擁有一百多個冒著火的頭的巨人怪獸「泰風」。這些怪物最後都被宙斯與其他眾
神打敗，天庭光彩神力的勝利完全征服了地球的蠻力，至此地球還沒有人類，但
世界的怪物已多數除去。
之後，在遠古時代西元前一千年，古希臘詩人荷馬寫出最早的希臘文學《伊
利亞德》
，希臘神話濫觴於荷馬。在當時，事實與虛假之間的差別非常細微，人性
化的希臘眾神使希臘人感覺相當自在，他們知道居住在哪裡的天堂眾神做何事、
吃何物及飲何物，地面的眾神也化身為俊男美女，居住於林地、森林、河川、海
洋中，與美麗的土地和明亮的水域結合為一。大力士赫丘力斯據說居住於底比斯。
48

愛神艾佛柔黛蒂出生於泡沫之地是任何觀光客都可以參訪的席絲拉島的海面上。

49

而就算是人與動物的變形也不可怕，有許多「獸神」的遺跡，沙駝神是半人半羊、

仙杜爾族是半人半馬，天后希勒被稱為牛面，半人半獸的牧羊神潘有羊角和羊蹄
而沒有腳，這個荷馬尊稱他是位吵鬧而快樂的神，所有的曠野都是他的家，連英
國詩人約翰．濟慈都因為這位牧羊神而作詩讚頌他是浪漫的象徵，美好的事物永遠
都是喜悅：“A thing of beauty is a joy for ever”。50

48

底比斯（Thebes），是一座位於中希臘維奧蒂亞州的城市。

49

席絲拉島（Cythera）
，希臘一小島。

50

英國詩人約翰．濟慈（John Keats）於 1818 年所寫的詩 Edymion 第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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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話中的妖怪也以許多不同的型態呈現：高更女妖、九頭怪獸、奇美拉噴火
怪獸和鳥身女妖的怪物形象。牠們多半是恐怖兇惡的怪物猛獸，而藉由英雄力搏怪
獸，更能突顯出英雄的光榮事蹟，哈米爾敦認為「沒有牠們，英雄則無用武之地。」
關於怪物的記載，西方歐洲古典時代老普林尼51首開先河，他所著的《博物志》
52

，被認為是西方古代百科全書的代表作，其中的第八到第十一卷〈動物學〉

（Zoology）「描述了一支軍隊遠征印度的途中所遭遇的種種怪物」；「三到四世
紀，
《中世紀動物寓意譚》在亞歷三大風靡一時，它所敘述的獨角獸和人魚話題一
直延續到十四世紀馬可·波羅的《馬可·波羅遊記》」。53
中世紀是宗教狂迷與信心重疊的日子，怪物幾乎無所不在。許多研究指出，
中世紀的西方人認為能想像出來的東西，即可能真實存在，幻想與現實的界線，
對他們而言並不清晰明確。所以人與動物或植物的變形體、任何自然界萬物在外
形上的交流轉換都是可能發生的，並不會與他們的認知相抵觸。動物、植物、山、
海等有生命或無生命的自然界，其中區別並不大，這並不會困擾他們劃分世界時
的思緒。生物與非生物、飛禽與走獸、植物與動物於現今人類而言，是分屬不同
的範疇種類，但對中世紀的人來說，彼此間卻沒有很大的差異。
時間進入到十五、十六世紀後，西歐陷入了宗教改革的混亂，人們於是便把
目光轉移到了象徵世界末日的畸形怪物上面來：
C. Lycosthenes 著作《異兆與被被確證的年代記》Chronicle Testified，就是一
部探討怪物誕生與異變關係的著作。然而，隨著真正意義上的生物學的蓬
勃興起，出現了一批把怪物和畸形作為一種神秘的自然現象來研究的學者，

51

蓋烏斯．普林尼．塞孔杜斯（Gaius Plinius Secundus，生於公元 23～79 年）
，常稱為老普林尼或

大普林尼，古羅馬作家、博物學者、軍人、政治家，以《博物志》一書留名後世。
52

《博物志》
（Naturalis Historia，又譯《自然史》
）是古羅馬學者老普林尼在公元 77 年寫成的一部

著作，被認為是西方古代百科全書的代表作。
53

彭懿，
《世界幻想兒童文學導論》，頁 231-232。
34

比如康拉德．格斯納（Conrad Gesner）的《動物志》Historia Animalium、
Palais《關於怪物與畸形》
（1573）
、G. Schott 的《自然的悖論》
（1662）等作
品出現了。在他們的著作中，老普林尼筆下的怪物是消失殆盡了，但是格
里芬、龍和人魚等仍然作為實存的生物遺留下來了。54
隨著工業革命開始與科學時代來臨，怪物開始從記載中消除，但是真正從博
物志中消失，則是十八世紀後末葉的事情了。卡爾．林奈（Carl von Linné）建立
的生物分類學中還殘留著若干怪物55，但在布豐（Georges-Louis Leclerc, Comte de
Buffon）的《自然史》動物分類中，已經將怪物從現實的生物分類中一筆勾銷。56
來到太空時代 21 世紀的怪物，是存在我們幻想中藏在床底下或衣櫥中嚇孩子
的怪物，還是拜訪地球的外星人呢？

二、什麼是「怪物」？
科學時代前的人，到處都見到怪獸的蹤跡──在陸上，在水裡，在空中；
將其焦慮具體呈現為所有截面。

54

《朝日新聞》
《株式会社平凡社世界大百科事典》第 2 版。日文原文：
「ュコステネス C. Lycosthenes

の《異兆と証された年代記》は怪物誕生と異変の関係を探り，ルターとメランヒトンはこれを宗
教論争に利用して〈教皇ロバ〉なる架空の奇形をでっちあげ，ローマ･カトリック崩壊の予兆と
喧伝した。しかし真の意味での生物学が勃興すると，怪物や奇形を自然現象の神秘と見る研究者
が現れ，ゲスナー《動物誌》
，パレ《怪物と奇形について》（1573）
，ショット G. Schott《自然の
奇異》（1662）などの著作が現れた。彼らの著作では，途方もないプリニウス流の怪物はほぼ姿
を消しているが，それでもグリフォンやドラゴン，人魚などは実在の生物として残った。」《朝
日新聞》網站：kotobank.jp/word/Schott,G.-1243603。
（檢索日期：2019 年 6 月 6 日）
55

卡爾．馮．林奈（Carl von Linné，1707～1778 年），瑞典植物學家、動物學家。他是智人的正

模標本。奠定了現代生物學命名法二名法（Taxonomy）的基礎，是現代生物分類學之父。
56

喬治-路易．勒克萊爾，布豐伯爵（Georges-Louis Leclerc, Comte de Buffon，1707～1788 年）法

國博物學家。著有《動物史》
（Histoire des animaux）和《自然史》（Histoire naturelle, générale et
particulière）等。更被譽為「18 世紀後半葉的博物學之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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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antastic Bestiary──Beasts and Monsters in Myth and Folklore57
（一）東方定義
怪物的定義因時因地而異，在《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中將之釋義為：
「奇形怪狀的妖魔」。在《史記．大宛列傳》記載：「於是大觳抵，出奇戲諸『怪
物』，多聚觀者」、唐．韓愈的〈應科目時與人書〉：「天地之濱，大江之濆，
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儒林外史》第四三回：「又
叫家丁妝了一班牛頭馬面，魔王夜叉，極猙獰的『怪物』」。以上記載都是指怪
異、醜陋、不同於平常的形體種族。中國更早的《神異經．西荒經》、《山海經》、
《搜神記》的神獸、類人神怪、妖怪等可歸類於此。而日本作家荒吳宏也在《怪
物之友──怪物博物館》中把怪物概括等同於恐怖視覺化的具體形象。
（二）西方定義
英文「monster」此字首先使用是在十四世紀，指異常形式或結構的動物或植
物。
《牛津辭典》與《韋氏詞典》對怪物（monster）的定義多為：龐大，醜陋，可
怕形狀的動物、非凡或令人生畏的東西、先天性畸形或突變動物或植物、不人道
的殘忍或邪惡的人、偏離正常行為或性格的人、巨大或令人印象深刻、怪誕、威
脅力量。而「monster」此字的詞源：古英文 monstre，來自法文、拉丁語 monstrum：
portent or monster，有「預兆」、怪物之意。來自 monere warn 有「警告」含意。
除了異常或龐大形狀可怕的動物，還包含了意識上的感受到威脅。而怪物的出現
又是一種預兆、警告，暗示著大禍臨頭的不祥徵兆。
以上面的定義來看，希臘羅馬神話中有許多面目猙獰的想像怪獸就是其具象
化形體，如《奧德賽》中有關怪物斯庫拉（Sculla）的描寫為：「它發出的聲音如
同初生的幼犬狂吠，但它是一個可怕的怪物，任何人見了都不會欣喜，神明們也

57

Ernst Lehner, Johanna Lehner. A Fantastic Bestiary: Beasts and Monsters in Myth and Folklore. New

York: NY Tudor Publishing Co.,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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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和它面遇。它有十二只腳，全都空懸垂下，伸著六條可怕的長頸，每條頸上 長
著一個可怕的腦袋，有牙齒三層，密集而堅固，裡面包藏著黑色的死亡」。58
（三）文學的怪物
除了異常形體，怪物也有「怪誕」之義， 在文學的使用讓人心裡產生可怕恐
怖之感。
荒誕疾病總動員
薩繆爾．貝克特（Samuel Beckett）59在其《瓦特》（Watt）60，有一段著名敘
述，林區（Lynch）一家人，全家族十幾個人都患有各種奇怪的疾病，身分有鰥夫
或寡婦或單身，每個人患不同疾病：風濕病、帕金森氏症、疥瘡、癱瘓、癲癇、
腦部衰弱、身體殘疾等，讓讀者在閱讀這令人毛骨悚然的內容時，對這悲慘的、
生病的、扭曲變形的林區一家人產生奇怪憐憫或是可怕怪誕的感覺。
人吃嬰兒的題材
喬納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在《一個小小的建議》
（A Modest Proposal）
建議將愛爾蘭十二萬嬰兒中的十萬嬰兒賣給有錢人當成桌上佳餚，不僅可以解決
貧民人口過多的問題，讓貧苦父母獲得解脫，而且還可以給有錢人一點樂趣。61 “I

58

王慧萍著，《怪物考──西方中世紀的怪物世界》
，臺北市：如果，2012，頁 14。

59

薩繆爾．貝克特（Samuel Beckett，1906～1989 年）
，生於都柏林。僑居法國的愛爾蘭小說家、

戲劇家、詩人，同時用英文和法文進行創作，1969 年因其作品「以新的小說和戲劇的形式從現代
人的窘困中獲得崇高」而榮膺諾貝爾文學獎。
60

《瓦特》的非凡創作是貝克特文學生涯的轉折點。二戰期間，在法國從事情報工作的貝克特為

躲避蓋世太保的追捕，與妻子隱居於法國南部，於 1942 年至 1944 年間用英文寫成此書，並於 1953
年出版。該書實驗的成分極多，為他之後的荒誕派小說（如「小說三部曲」
）和戲劇（如《等待戈
多》
）創作奠定了基礎。小說講述瓦特受雇來到諾特先生家裡做事，佣期結束后旋即離開，卻對他
的主人依舊一無所知的故事。瓦特錯就錯在希望從他的主人的偶然性存在中獲知其本質，而他不遺
餘力的依賴邏輯展開的種種認知努力，卻最終使得自己深陷思維的紊亂而不得自拔。
61

喬納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 1667～1745 年）為愛爾蘭 18 世紀知名社會作家。
《一個小小

的建議》
（A Modest Proposal: For Preventing the Children of Poor People in Ireland from Being a
37

have been assured by a very knowing American of my acquaintance in London, that a
young healthy Child well Nursed is at a Year Old a most delicious nourishing and
wholesome Food, whether Stewed, Roasted, Baked, or Boiled; and I make no doubt that
it will equally serve in a Fricasie, or a Ragoust ”

62

；即，「一個我認識的美國人，一

個頗有威信的人向我保證說，在倫敦，一個被養得白白胖胖的小孩，從一歲時開
始就是一種美味的食物了。他們不但極具營養價值，還非常健康，燒烤、水煮或
小火慢燉都很適合。我一點也不懷疑他能把他們做成小炒或者醬汁菜」、「簡而言
之，我們把這些小孩賣到有錢人的餐桌上去，讓母親們把他們餵得圓潤柔嫩」。63
對於此段敘述，菲利浦．湯森（Philip Thomson）在《怪誕》（The Grotesque）
中評論：“ Horror will certainly be present in it,（…）It is also worth noting that the
incongruity mentioned above as comic is also the source of additional horror; that is, the
grisly nature of the proposal is bad enough, but the mild and reasonable tone in which it
is put makes it worse”

64

；即，
「恐怖肯定會存在其中（……）好笑詭異的內容卻同

時也是恐怖的根源；即是，這提議吃嬰兒的可怕性已經夠糟糕，但它溫和又合理
的基調使它變得更可怕」
。斯威夫特以政治社會學家身分，提出這種看似基於經濟
效益而改善社會貧窮現象的吃嬰兒提案，詳細描述何時享用與烹調方式並分析這
建議的好處，說是小小的合理建議，但其驚心動魄的反諷矛盾，讓人不寒而慄。
變形
「變形」這個概念似乎是希臘人非常熟悉與喜愛的概念，以致繼起的羅馬作
家如奧維德（Ovid）的《變形記》
（Metamorphoses）及二世紀的阿普流斯的（Lucius
Apuleius）的《變形記：金驢傳奇》
（原書名 Metamorphoses，或作 The Golden Ass）
Burthen to Their Parents or Country, and for Making Them Beneficial to the Publick）於 1729 年提出的
反諷作品，另有著名作品《格列佛遊記》。
62

Philip Thomson, The Grotesque (The Critical Idiom). London: Methuen Young Books, 1972. P4.

63

Paul Hazard，梅思繁譯，《書、兒童與成人》
（Le Livers, Les Enfants et Les Hommes），頁 95。

64

Philip Thomson, The Grotesque (The Critical Idiom). London: Methuen Young Books, 1972. 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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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述的就是自然界各種形體之間的變形。此外，希臘羅馬神話中還有大量與變形
相關的故事，如：化身公牛攫走歐羅巴的宙斯，半人半獸的人馬、羊人、人魚，
都是自然界各形體可以自由轉化的概念。但是，萬一變形後無法再轉換回來呢？65
法蘭茲．卡夫卡（Franz Kafka）的《變形記》（The Metamorphosis）66，職業
為推銷員的格里高爾．薩姆莎一覺醒來，發現自己變成了一隻巨大的甲蟲。此荒
誕的寫作風格，由主角一早醒來發現自己變成一隻甲蟲，發生一連串不幸事件，
直到他病死，其中包含很多象徵意義和許多不同的闡釋。格里高爾是一個人類，
但同時也是一個巨大的昆蟲；他像一個男人一樣的思考，但卻擁有一個令人厭惡
的害蟲變形體。這樣外在巨大的樣貌變形與描述他日常生活瑣事與心理思考的細
節鮮明對比，反而讓人覺得噁心與恐怖。
變形後若可以恢復原狀，是否較不恐怖呢？羅馬神話中，朱比特（Jupiter）將
李卡恩（Lycaon）變成一頭狼，狼人（werewolf）或獸人在大部分的情況下，會完
全失去人類的形體，變成動物的樣子。這樣的變化通常發生在夜間；等天明時，
這個變形者就會恢復人形。但是，甲蟲變形者格里高爾無論經過幾個夜晚，還是
無法變成人形，日復一日地困在甲蟲軀體裡，是他永遠醒不來的夢魘，這種恐怖
是任何人都不想經歷的！
貝克特筆下患有各種疾病的林奇家族、斯威夫特提出在晚餐時將嬰兒給人享
用的具體細節，以及格雷戈爾的變形都以一種非常直接的方式涉及人體，造成身
體生理上的異常或殘忍對待。而伴隨著我們文明的反應，內心深處某些無意識的
領域，一些隱藏但非常活躍的虐待性衝動讓我們會有喜悅的反應。意即，怪物就
類似畸形。我們身處信念奇怪的世界，真實而直接，這使得恐怖怪誕擁有如此強

65

王慧萍著，《怪物考──西方中世紀的怪物世界》
，臺北市：如果，2012，頁 14-15。

66

法蘭茲．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 年），是奧匈帝國使用德語的猶太人小說家，被評

論家認為是 20 世紀作家中最具影響力的一位，著名代表作品有《變形記》、《審判》和《城堡》。

39

大的力量。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即使是「不可能」的《變形記》也將證實這
一點。相反，如果文學文本「發生在」作者創造的幻想世界中，並沒有假裝與現
實聯繫，那麼恐怖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在封閉的幻想世界中，一切皆有可能發
生。就如彭懿在《世界幻想兒童文學導論》所言：「怪物，是幻想文學的一個重
要主題。J. L.斯坦梅治在《幻想文學》一書中就曾這樣驚呼：『由於怪物的發現而
使幻想達到了極點』，蟄伏在幻想文學深處的怪物，最集中的表現了幻想文學的
打破秩序、帶來恐怖驚悸的性格」。67想像力，才是怪物最令人恐怖的地方。

第三節

誰召喚「怪物」？

你會說的，怪物說，這也是你呼喚我的原因。
康納感到更困惑了。「呼喚你？我沒有呼喚你啊──」
你會跟我講第四個故事，你會向我傾訴實情。
「如果我偏不呢？」康納說。
怪物再度露出猙獰的微笑。那麼我就將你生吞活剝。
它的嘴巴張到令人難以想像的大，大到可以將整個世界吞下去，大到讓人
永遠消失。68

一、慾望召喚了現代普羅米修斯
歷史上第一個怪物被人類召喚而來，是由人類慾望創造出的怪物。

67

彭懿，
《世界幻想兒童文學導論》，頁 232-233。

68

《怪物來敲門》，頁 46。
40

一個人走向邪惡不是因為嚮往邪惡，而是錯把邪惡當成他所追逐的幸福。
──瑪麗．雪萊（Mary Shelley）69
1816 年夏天瑪麗．雪萊與丈夫珀西．雪萊與詩人拜倫等人在瑞士度假，接連
的降雨把他們整日困在房間，為了找樂子打發難熬的下雨天，他們就開始寫鬼故
事。首先，1752 年班傑明．富蘭克林的風箏連接地面鑰匙而引發電擊的實驗70，啟
發了瑪麗．雪萊寫《科學怪人》中弗蘭肯斯坦以電擊造人實驗。71
接著，她的靈感來自 18 世紀的自然哲學家及詩人伊拉斯謨．達爾文，他提到
將已死但新鮮的機體組織施以電擊，使一具屍體或組裝起來的身體部位重獲生命
的可行性，瑪麗．雪萊希望寫出一個值得留名的鬼故事：
「一個會訴說我們本性裡
的神秘恐懼，並喚醒驚心動魄的恐怖──一個會讓讀者害怕得環顧四周、血液凝
結、心臟加速狂跳的故事」。當晚睡前她看見幻象 ：
我看到了──閉著眼睛，但是精神視力很敏銳──我看到這瀆神技藝的信
徒臉色蒼白的跪在他放在一起的東西邊。我看到那如夢魘般的景象，一個
男人探身而起，隨後，伴著那些動力設備的工作，顯現了生的跡象，混合
著僵硬、半生半死的運動。這當然很可怕，因為再沒有什麼比人類試圖以
創造發明，嘲諷並仿效造物主的偉大規則更恐怖。72

69

瑪麗．吳爾史東克拉芙特．雪萊（Mary Wollstonecraft Shelley）
（1797～1851 年）
，英國著名小說

家，因其 1818 年創作之《弗蘭肯斯坦》
（或譯《科學怪人》
）Frankenstein 而被譽為科幻小說之母。
70

班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 年）
，美國博學家、開國元勛之一。出版風

箏實驗，認為通過暴風雨放飛風箏可以證明閃電是放電現象。
71

Mary Shelly, Frankenstein (Longman Classics), England: Longman Group UK Limited, 1988,

Introduction.
72

以上兩處引言摘自 Romantic Circles《浪漫主義圈》學術網站電子版文章：Mary Shelley,

Frankenstein , Electronic Editions, 1831, Contents, Vol. I, Romantic Circle, 15 Oct. 1831。英文原文：“
One which would speak to the mysterious fears of our nature, and awaken thrilling horror─one to make
the reader dread to look round, to curdle the blood, and quicken the beatings of the heart. ”; “ I saw─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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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怪人》──歷史上始終無名字的怪物
故事為一位醉心研究的科學家維克多．弗蘭肯斯坦（Victor Frankenstein），他
夢想憑一己之力創造一個嶄新的生命，遂在陰暗的實驗室裡拼湊精心挑選的屍塊，
加上電擊與精巧的縫紉技術，卻造出一個駭人的怪物（the Monster）。怪物逃出實
驗室後，發現自己受到眾人唾棄，於是展開報復殺害弗蘭肯斯坦，最後自我了斷。
人們將《科學怪人》視為恐懼和危險的故事，但瑪麗．雪萊在其中表達了很
重要的信念，她像父親一樣相信人類天生就是善良的。人們變得邪惡只是因為社
會與人們共同生活的方式，他們被教導與對待的方式，讓他們學會撒謊，欺騙和
糟糕的行為。
科學家弗蘭肯斯坦試圖用力量，美好和聰明的大腦來創造「完美的男人」。
當他的「完美男人」得到生命時，就會有強大的力量、聰明的大腦、而且天性善
良。可是他卻長得奇醜無比，醜陋得讓人們害怕和討厭他。因為他看起來很邪惡，
所以社會把他視為邪惡，結果是他後來也變得邪惡了。弗蘭肯斯坦自找麻煩：他
趕走了他製造的那個生物，而他創造出來的這一個有強大力量和聰明腦袋下的邪
惡產物，不僅給弗蘭肯斯坦帶來危險，也給他的家庭和他所愛的人帶來危險。瑪
麗．雪萊想要表明的信念是：最初，邪惡不存在於怪物；邪惡的產生是因為人們
是愚蠢，不公平和殘忍的。社會產出了危險的怪物，而不是完美的男人。
關於寫出《科學怪人》的由來，除了是歐洲工業革命大背景下的產物，還有
瑪麗．雪萊遭遇自己嬰兒夭折的經歷。
《科學怪人》的靈感來自瑪麗．雪萊的一段惡夢。在她未滿月的頭胎嬰兒
夭折的一晚，她夢見嬰兒起死回生，儘管軀體冰涼，但把他抱到火爐邊上

shut eyes, but acute mental vision,─I saw the pale student of unhallowed arts kneeling beside the thing
he had put together. I saw the hideous phantasm of a man stretched out, and then, on the working of some
powerful engine, show signs of life, and stir with an uneasy, half vital motion.” Romantic Circle,
www.romantic-circles.org/editions/frankenstein/1831v1/intro。Accessed 6 June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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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然緩過氣來。之後恐怖的夢魘不斷，她又夢見，一個個酷似人形的怪物
蠕動著朝她爬來，這成為一粒恐怖的種子埋在了她的心底，而怪物的根底，
不正是漂浮著一片片惡夢般的恐怖嗎？瑪麗所處的時代，是一個新舊交替、
科學發現層出不窮的時代，這也在客觀上為怪物的誕生提供了可能性。73
人類以自身慾望扮演宇宙角色，以人造人實驗創造出怪物，這個怪物沒有名
字，「怪物（the Monster）」就是他的名字，直接被物化，不施予人性。他面目可
憎，但內心卻是善良單純，直到被人類因為醜惡外表厭惡而改變自己，這裡是人
類的自詡為天、想改變大自然法則的慾望令人顫慄，召喚並創造了怪物，但是真
正恐怖的是製造怪物的人本身，真正的怪物是怪物的創造者弗蘭肯斯坦，或者是
他性格中的某一面，心中存著「異己」的怪物，他無視創造物的尊嚴，扮演上帝，
透過科學手段改變其本質而誕生出「非人怪物」，怪物被人類慾望召喚而來，惡
行的結果是人類被欲望與自大反噬，成為一個恐怖慾望下的犧牲品，遭致毀滅。
《畫怪物的男孩》的傑克想要死去的尼克活過來，於是藉由畫圖想將尼克畫
活過來，除了死去的尼克，他的畫作也召喚了其他怪物出現。關於這部作品更多
的頗析，見第肆章的討論。

二、恐懼召喚
「恐懼」是什麼？恐懼有「警訊」和「焦慮」兩種緊張的複雜感覺之區別：
警訊是在環境中遇到脅迫性，本能地回應為搏鬥或逃跑；焦慮則是因恐懼的擴散
感覺而產生一種假定的預期能力。74
對於恐懼，佛洛伊德（Freud Sigmund） 提到：
「不被理解的事物將再度出現，
就像一個尚未找到位置的鬼魂。直到解開神秘知識，破除鬼魂之後才會安息」。75

73

轉引自彭懿，
《世界幻想兒童文學導論》，頁 242-243。

74

Tuan, Yi-Fu，潘桂成、鄧柏寰、梁永安譯，
《恐懼》（Landscapes of Fear）
，頁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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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心理學家弗里茲．李曼（Fritz Riemann）提出，恐懼屬於生命的一部分，
每個人都在劫難逃，它以不同的面貌伴隨著我們，從誕生到死亡。人格成因複雜，
與社會認知和文化因素有關，因此，他將恐懼分為四個原型，分別是：
（一）害怕把自己交出去，覺得會失去自我與依賴；
（二）害怕做自己，覺得太不安全與孤立；
（三）害怕變化，覺得短暫無常又不可靠；
（四）害怕既定與必然，覺得束縛與終結。76
佛洛伊德認為恐懼是游移不定，難以解除的感覺，李曼也覺得恐懼與我們密
不可分。一般人的成長過程大都知道如何與恐懼相處，但是若受過干擾者，經歷
的恐懼若巨大又頻繁，恐懼到無以復加的程度或持續時間很長，會造成負擔而成
為一種病態。最嚴重者，童年時盤踞心頭的恐懼，因為幼兒尚未具備反擊的能力，
會造成孩子的成長停滯不前，甚至退化，出現幼稚的行為模式以及其他症狀。孩
子若太早體會到太多的恐懼，稚弱的他無力面對這些恐懼，必須仰賴外界的協助，
如果外援無著，他將會被巨大恐懼感淹沒，造成人格創傷。沒有身心健全孩童就
無法長成身心健全的成人，因此，以下將聚焦討論孩童對恐懼的層面與原因：
（一）「黑暗」的恐懼
跨越東西方文化差異的恐懼，就是普遍的方向迷失恐懼。黑夜產生隔絕感和
失去方向感，在缺乏銳利的視覺細節和縮減移動的能力下，幻想油然而生，譬如
壞人和鬼怪等。最重要的是，幼童需要有投靠在養育和安全中的感覺，「家基」
（home base）以外的地方就是危險和困惑的世界，例如：森林、矮樹叢或沙漠。
黑暗的恐懼感超越了這些地理要素，因「家」這個中心被一片漆黑貫穿而使平常

75

Fritz Riemann，楊夢茹譯，《恐懼的原型︰分裂、憂鬱、強迫、歇斯底里人格深度探索》，

（Grundformen der Angst）
，頁 7。
76

Fritz Riemann，
《恐懼的原型︰分裂、憂鬱、強迫、歇斯底里人格深度探索》，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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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的物體變得陌生，對黑暗的恐懼是普世性的，黑夜充斥著不懷好意的東西，
許多成人害怕天黑後出門，並以此作為紀律要求，把這潛在的恐懼意識傳給孩子。
（二）「夢魘」的恐懼
成長過程中黑暗的恐懼一直伴隨著，孩童對夢魘的恐懼也在成長過程中一直伴
隨著，如同《怪物來敲門》裡男孩康納在午夜做惡夢叫惡夢走開：「『走開』。
康納對著房內的黑暗低語，他試著將惡夢推開，不願讓它尾隨自己來到夢醒的真
實世界」。77
相同的，《畫怪物的男孩》也訴說了男孩恐懼黑暗與噩夢：「在夢之屋裡，男
孩傾聽床下怪物的聲音。三更半夜黑暗之中，有一個可怕的東西驚醒了他，他等
著聽到洩露牠存在的呼吸聲（……）他恐懼無比、無法呼吸（……）『救我！』
（……）最近怪物居然來夢裡找他了，牠們會伸出手，輕輕搭在他的肩頭。男孩
睡覺時，牠們總會在他的耳邊低語著」。78
對孩童來說，噩夢是真實事件，而夢魘通常都是痛苦的，成長過程經歷的恐怖
經驗被轉化成夢魘，包括窒息、被追捕和吞食、在空蕩房間或森林迷路、發現門
後的可怕事物、屋外的竊賊和怪物恐嚇要進入，以及遭遺棄。
（三）被「遺棄」的恐懼
《畫怪物的男孩》中的傑克患有廣場恐慌症（也稱陌生環境恐懼症 ），是指
一個人離私人環境太遠時所形成的恐懼感。心理上的廣場恐慌症，是一種害怕被
拋棄的心態，傑克一直擔心被父母親送走，因而產生遭遺棄的恐懼感。「遺棄」
是孩童很深的恐懼，其發生遠多於大人所願意承認的部分，是因為成年人動輒利
用遺棄作為對孩童有效控制的威脅手段。在童話故事，被拋棄的恐懼在 Bruno
Bettelheim 的童話論著中已然提出，以《糖果屋》為例，故事裡的韓賽與葛莉特被

77

《怪物來敲門》，頁 11。

78

《畫怪物的男孩》
，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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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拋棄兩次；而在《兩兄弟》裡的貪心哥哥指控弟弟的兒子與魔鬼勾結，父親
怕魔鬼怕得不得了，傷心地把兩男孩帶到森林深處拋棄。
（四）「死亡」的恐懼
孩童對死亡的意識遠大於成人之所能了解，處理死亡的方法就是將之付諸於
遊戲，若是恐怖細節太微妙無法形諸於遊戲，訴諸言辭或文字也可充分反應出來。
《怪物來敲門》中，康納內心因母親即將死亡所導致的焦慮恐懼，不知覺中
召喚了怪物，但卻不認為是自己召喚了他，反而以為怪物是來治療他的媽媽。怪
物數次告訴康納，是康納呼喚他而前來的：
1. 怪物於第二次午夜出現時，康納問怪物：「你找我幹嘛？」怪物回答：
「不是我找你，是你找我來的……我為你而來」。
2. 怪物說明在他說完三個故事後，要康納說自己的故事：「你會說（內
心最畏懼的故事）的，這也是你呼喚我的原因」，康納感到疑惑：「呼
喚你？我沒有呼喚你呀──」。
3. 康納以為怪物是來幫他對付外婆時，怪物回應：
「當我說是你呼喚我，
你是我徒步來的原因時，你必然感受到我話的真實性，是不是？」
4. 當康納認為媽媽使用紫杉樹提煉出的新藥是怪物前治療媽媽的原因
時，怪物回：「你仍不知道為何呼喚我而來，是嗎？你仍不知道我為
何徒步而來。這並非尋常之事」。
5. 怪物告訴康納隱形人故事時，康納在學校餐廳遭受哈利視若無睹的對
待時，決定要校園內視他不見的惡霸同學們看到他，於是怪物要康納：
「呼喚怪物」。這時，怪物出現與他合而為一，揮拳痛擊哈利。
6. 當康納媽媽使用的紫杉樹新藥療程無效時，康納氣憤的質問怪物若他
無法治好媽媽，那他還有什麼用？怪物回：「是你呼喚我的，你才是
能回答這些問題的人」。康納流著淚並生氣的回答：「如果我有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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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也是為了救她！為了治好她！」怪物回：「我並非為治癒她來，我
是為了治癒你而來」。
7. 康納終於說出心中最害怕的實情，責怪自己在惡夢中放開媽媽的手而
讓她墜入懸崖死去萌生罪惡感，怪物要他停止自責：「這是我徒步而
來的原因，我被你呼喚而來告訴你這件事，你才能被療癒」。79
「內心罪惡感與恐懼」，在此因書中主角的感覺而呈現出來：《怪物來敲門》
的康納知道媽媽終究會離世，他受不了這樣的折磨與痛苦，想要這一切的磨難趕
快結束，他想要結束這一切，但是他卻無法說出這樣的實情。怪物被他召喚前來
逼他說出實情，而實情是：康納面對自己內心的痛苦與矛盾煎熬不已，在夢中是
故意放開媽媽，因為希望媽媽趕快死掉解脫，這一切的痛苦就可以隨著媽媽的過
世趕快結束，但是深愛著媽媽的康那並不願如此。
不論兩部作品其間的事件差異為何，於根本上，
《怪物來敲門》的康納面對媽
媽罹癌即將死亡的恐懼愧疚與《畫怪物的男孩》的傑克對死去的尼克產生的恐懼
感，皆是潛意識造成他們召喚怪物前來的原因，而這已不同於過往怪物所造成的
原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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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七處出自《怪物來敲門》
，分別引用頁 40、46、60、140、157、181、201。粗體字為譯本既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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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行過死蔭的幽谷

一旦把情感變成意象，也就是發現隱藏在這些情感當中的意象後，我便會
心平氣和下來。要是讓這些意象潛藏在情感中不被發現，我很有可能被它
們撕得粉碎。

──榮格（Carl Gustav Jung）

第一節 釋放內心的怪物
現實生活中，總不是天天都是晴朗日子，偶爾會遭遇到狂風暴雨，情緒上的
低落與波動，而我們通常將負面情緒視為一種沒有用處的情緒，甚至是脆弱的象
徵，但是些情緒卻又是那麼真實的存在著！因而，人們最常見應付方式就是戴上
面具，來面對生活上的挫折。榮格提到：
「人格面具……是個人適應或他用來對付
世界體系的方式。比如，各行各業都有自己特有的人格面具……人們和其人格面
具合而為一（如教授與他的教科書，歌唱家與他的聲音）就會有危險……誇張地
說，人格面具實際上並非戴面具本人，但其他人，甚至連自己都認為該面具即是
自己」。80所謂人格面具，最早指的是演員戴的面具。我們戴上面具，壓抑生活中
的真面目，但在一些難逢的節慶儀式中，我們會完全沒意識到的解放出百無禁忌、
肆意而為的舉止，展現出內心的真正面貌。榮格認為，我們可以在公共的活動見
識到心理真相，而他最熟悉生動的個人體驗，便是當他還是醫學院學生時參加的
瑞士法斯納赫特嘉年華會（Fasnacht carnival）。

陰影面的宣洩會──嘉年華中的儀式心理
榮格認為生命整體都充滿心理因素，因此，心裡真相不僅會經由測驗顯露自
身，也會在夢境、在論證、在高亢的情緒中流洩而出，甚至在公共的祭典、儀式
80

《原型與集體潛意識》，榮格全集，第九卷，第一部，頁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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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它。一年一度的瑞士法斯納赫特嘉年華會（Fasnacht carnival）舉辦時，舉國
上下，薄海歡騰，在瑞士的巴塞爾城，差不多每個屋頂都要翻了過來，這時正常
有序的瑞士，完全臣服於橫笛、大鼓、短笛，多采多姿、眼花撩亂、暴露真面目
的嘉年華會（carnival）當中。榮格初體驗法斯納赫特嘉年華會時還是個醫學院學
生，後來他帶了一些朋友和學生，親身體驗瑞士人潛意識的爆發狀態，或許，他
們看到的才是瑞士人的真正認同。
榮格的朋友心理分析師傑哈・艾德勒，親自見識過並認為此嘉年華會說出人
類心裡的真正深度，平常是隱而不顯的。人們或許接受了一般人習以為常、謹慎
沉默的瑞士，如今它卻冷不防在我們面前爆發，突然變臉，現出一副我們想都想
不到的樣子。不過，這付德行卻是它如假包換的真面目。法斯納赫特人擁抱敗德
惡劣的行徑，一反平日一本正經、高尚體面的瑞士市民生活。
數千人在寒冷的二月夜凌晨四時等著「破曉之擊」的一刻：當教堂鐘鳴敲響
時，位居城市要津的馬克特廣場（Markplatz）
，以及它鄰近周邊的所有街道，都立
刻陷入混亂失序、擾攘喧囂和閃爍的燈海之中，成千上萬的旁觀者混雜在街道，
做著各種奇裝異服的打扮。在這三天三夜，狂歡群眾佔領街道，癱瘓交通，中世
紀烏合之眾的盲流精神襲捲了這個古老高貴的城市。
艾德勒認為，這只能說是潛意識的真正認同，他們有不為人知的一面，而這
一面平常不會現出來，只有自己曉得，等到進入了法斯納赫特撒野狂歡體驗，他
們才讓自己百無禁忌、肆意而為。當然，這裡說的狂歡並不是走極端，而是指狂
野本性的自然流露。瑞士人其實是極野、卻極深沉貞靜的民族。
相較於艾德勒，珍・威爾萊有較正面的想法，她覺得這個儀式的延續，使一
般人能夠與過去那種較樸質的生活型態保持聯繫，因為歐洲有許多傳統儀式，而
這嘉年華會明顯跟原型還有緊密的關聯，就像是文明的馴化中的假期，那些原始
部落也有這一套，一直保持正經八百的，實在太累了，人們最後會被搞得很沮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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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斯納赫特的每個人雖然都戴上面具，但任何人一戴上這副嘉年華面具，有
可能告訴他的朋友、同事一些最赤裸裸的真相，使他蒙羞，不過，接下來的一年
裡，他們會忍住，只是不提這些真相。反觀我們平時帶著面具，卻是為了在世間
的各安其位，井水不犯河水。
演員面具的拉丁文叫做「persona」，榮格自己將這個詞彙轉化為心理學用語，
稱之為「人格面具」
，指我們呈現自我外在形象的風格和勢態，這種形象很可能於
我們內心的真實感受相去甚遠，誠如傑哈・愛德勒的解釋：
「我們始終帶著各種面
具，我們必須援用面具，也應該了解我們擁有面具。另一方面，人格面具也是有
某種必要，因為我們不能對每個人草草現出真我。我們不得不小心謹慎」。81
畫家帕布羅・畢卡索（Pablo Picasso）談到面具：「人類自古製作面具，有其
神聖目的。面具是一種媒介，使人能夠與存在他們周遭的未知敵對力量有個調解，
讓他們揣摩出這種力量的勢態，得出它的形象，以便克服他們的恐懼與震驚」
。82而
榮格的外孫迪特・包曼醫師（Dieter Baumann）是一位心理分析師，他視法斯納赫
特嘉年華會為心理上的天啟經驗：
「我喜愛人們透過音樂、全然的愛，技藝與痛苦
所創造出來的法斯納赫特。死者的靈魂在此復活，古老先人的精神重新活了過來，
我們真的無法解釋什麼，但可以確定的是，潛意識在此現身（……）它一方面重
新與異教徒的斑斑歷史產生聯結，一方面也跟古老的大自然再度扣合。巴塞爾是
個都市，舉目所見都是眼前這類化學工廠，因此，我有種感想，這兒的自然在提
示我們的心靈，我們實乃鄉野之人，我們應該照料大地。我覺得法斯納赫特嘉年
華會是潛意識的宗教」。83

81

Stephen Segaller、Merrill Berger 著，龔卓軍、曾廣志、沈台訓譯，
《夢的智慧》
（The Wisdom of the

Dream : The World of C.G. Jung）
，新北市：立緒，2000，頁 61。
82

轉引自《夢的智慧》
，頁 62。

83

《夢的智慧》
，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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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解放的慶典結束後，人們戴的面具必須拿下來，讓他們能夠回到這個飽經
世故的城市，回到體面、常態的生活裡。瑞士生活中的異教、潛意識衝動再度偃
旗息鼓，一如往昔，潛入日常營生的面具底下。誠如榮格自己對日常生活中人格
面具的描述：
「如果你知道自己並不等於等同於自己出現的樣子，這樣一種人格的
展演就沒什麼問題，但如果你對此事毫無意識，你就會在某些時刻陷入非常巨大
的矛盾中」。84狂狂跑出來撒野的想像力，粗鄙不文，低俗猥褻，加上扮相荒唐古
怪、面具荒誕不經、音樂五音不全、演奏還荒腔走板，法斯納赫特嘉年華會的一
切，生氣蓬勃蓬勃地提醒瑞士人，他們的國民性格有一個潛意識向度在尋求表達
出口，也就是適時的釋放內心的狂野怪物。

惡魔陰影
人格面具讓我們得以在生活中適時扮演適當的角色，但是若是生活上必須面
對更大的暴風雨，壓抑之餘，我們往往只能在無人之處，卸下自己的面具後，才
能在暗夜中、在夢中讓它偷偷出來一下，或是轉移至讓我們可以合理的去找人醫
治的生理疾病症狀上。榮格在遭遇巨大壓力與生活中有緊張不已的狀態時，也記
下：
「我身上有著惡魔般的力量，因此，從一開始，我便相信自己一定能發現在這
些幻想中體驗到的事情的意義。在我承受潛意識的猛烈衝擊時，我更相信，自己
正在服從一種更高的意志，這種感覺會一直支持我，直到我掌握情勢」。85他必須
正視潛意識帶來的意象，他發現，一旦他把情感變成意象，也就是發現隱藏在這
些情感當中的意象後，便會心平氣和下來。要是讓這些意象潛藏在情感中不被發
現，他很有可能被這些意象撕得粉碎。他只有一次機會，可以成功地把他們一個
個分離出來；但如此一來，他將會變成精神官能症，被它們所毁滅。從他所做的
實驗與治療的觀點來看，找到潛藏在情感背後的特定意象是有助益的。為此，他

84

Stephen Segaller、Merrill Berger 著，《夢的智慧》
，頁 63。

85

榮格著，《回憶・夢・省思》，頁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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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自己必須冒風險去駕馭它們，為了把握暗地裡在他身上活躍的那些幻想，他
得讓自己深入其中，為了他的病人跟自己抗戰，否則，就得冒著反被它們駕馭的
風險。
《哈利波特》作家 J. K.羅琳曾經確診憂鬱症，甚至想過自殺。她說：「我沒
工作，還是個單親媽媽，除了還有屋子棲身之外，幾乎是現代英國最窮的人。我
是自己見過最失敗的人」。86當她寫《哈利波特》頭兩本作品時，還在領社會福利
補助。而在《哈利波特》系列第三集《哈利波特：阿茲卡班的逃犯》中，哈利最
大的敵人是「催狂魔」（dementor），就是她憂鬱心魔的投射，內容也來源於自己
的憂鬱症經歷。唐納修的《畫怪物的男孩》中男孩畫著許多怪物，其中就有哈利
波特與「催狂魔」的對決，暗示主角傑克心中的惡魔怪物與自己的抗衡對決。
因此，不論我們是透過生活中瘋狂嘉年華或社會儀式發現了心靈的真實惡魔，
我們無從否認內在生命的陰暗面存在，必須懂得釋放內心的小怪物，甚至將之書
寫出來，才不會像火山爆發，一發即不可收拾。

第二節

《怪物來敲門》的死神陰影

什麼是陰影？
榮格說陰影（Shadow）是：
「人格中的下生部分；所有個人與集體精神因素的
總量，由於這些因素無法與被選擇的意識態度共存，這些因素在生活中便被拒絕
表現出來，因此，在潛意識裡便被整合成具有相對自主、但又有逆行傾向的『破
碎般的人格』
（splinter personality）
。陰影成為意識的補償；所以，它的影響既可積
極，又可消極。而且，陰影將與主題相關但又不願承認的東西都人格化，也將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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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K．羅琳：曾經，我是自己見過最失敗的人〉，張詠晴編譯，《天下雜誌》網站，首頁「健

康關係，心靈成長」，2017 年 4 月 30 日。（檢索日期：2019 年 4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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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或間接地強加在自己身上」
。87對於陰影是中性的部分，榮格更進以說明：
「陰
影即隱藏、受壓抑的部分（……）
；潛意識的人，也就是他的陰影，不僅由道德上
應受指責的傾向構成，也顯現出大量的好品質，如正常本能、適宜的反應、實際
的頓悟力、具有創造性的衝動等等」。 88 榮格的學生瑪麗-路薏絲．馮．法蘭茲
（Marie-Louise Von Franz）進一步補充，陰影面包含個人與集體面向：「陰影面就
是你內在的一切未知」
。她舉某個案遺傳了父親的暴躁不講理脾氣與母親過於敏感
防衛反應，如果有人惹惱她，心中就被這兩個對立的反應占滿。孩童的內在可以
同時存在雙邊無法協調的對立，但在發展過程中，會在對立雙邊做出選擇，接著
加入後天的教育與習慣養成，總會先優先對待被選擇出的特質，就變成了習性，
另一特質雖存在但被置之不理，所以這些被壓抑的特質，不被承認與接納，也就
逐步建立出陰影面，而要「讓陰影面意識化」只能透過自覺與夢境幫助來辨識出
這些元素。89

什麼是潛意識？
談潛意識之前，要先瞭解榮格提的意識（Consciousness）
，他說：
「當一個人思
考意識是什麼時，某種令人讚嘆的事實會令他留下深刻印象：宇宙的一個事件同
時在內心產生一種形象，亦即變成意識」。90「因為我們的意識不是自己創造的，
它來自不可知的深層。童年時，它緩緩地醒過來（……）從潛意識狀態的深度睡
眠中醒來，猶如一個逐日從潛意識的原始子宮中出生的孩子。」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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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型與集體潛意識》，榮格全集，第九卷，第一部分，頁 284。

88

《基督教時代》，榮格全集，第九卷，第二部，頁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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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e-Louise Von Franz 著，徐碧貞譯，《童話中的陰影與邪惡：從榮格觀點探索童話世界》

（Shadow and Evil in Fairy Tales）
，臺北市：心靈工坊，2018，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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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爾討論會」
，私人出版， 1934 年，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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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學與宗教：西方與東方》，榮格全集，第十一卷，頁 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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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格說意識領域不能劃定界線，因為它具有無窮擴展的能力，但當它遇到未
知（the unknown）事物時，又會碰到界限。因此，所有我們不知的事物與意識領
域中心的自我（the ego）是沒有聯繫。內在世界中可以被即刻體驗到的未知事物，
即是潛意識。92「所有我知道，但在當時並未思考的事情；所有我曾意識到，但現
在已忘掉的事情；所以我已經感知到，但並未被我的意識心靈注意到的事情；所
有非志願且未加注意去感受、思維、記憶、渴望和做的事情；所有將塑造我，並
在某些時候進入意識的未來事情……所有這些都是潛意識的內容」。93此外，也必
須包容那些對痛苦想法與感覺的諸多潛抑，這些內容稱為個人潛意識。除了個人
潛意識，潛意識中也有許多不是個人後天才有、而是遺傳下來的性質，比如，沒
有意識的動機而必須採取行動的本能（衝動）
。還有更深層的「原型」
，
「本能」與
「原型」一起形成集體潛意識。榮格之所以稱為「集體」
，是因為它不像個人潛意
識，它不是有個體和特殊的內容所構成，而是具有普遍意義的東西，有那些習慣
發生的事物所構成。即一種無所不在、永恆不變、放諸四海皆準的性質。94
榮格接受訪談時，也提到潛意識的存在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它是能夠獨立作
用的自律神經。意識與潛意識同樣重要，因為只要潛意識高興，隨時可以干擾意
識。他比喻，意識像自己這幢棟房子裡的唯一主人，但是，潛意識也在這房子裡，
而且會玩各種把戲干擾著主人。95 所以，意識是雖可自主，但會被潛意識干擾，
而影響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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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時代》，榮格全集，第九卷，第二部，頁 3。

93

《精神的結構與動力》，榮格全集，第八卷，頁 185。

94

《精神的結構與動力》，榮格全集，第八卷，頁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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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hen Segaller、Merrill Berger 著，《夢的智慧》
（休士頓訪談，第四部分），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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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神的陰影
《怪物來敲門》中，死神的陰影從一開始男主角康納半夜作噩夢到最後媽媽
在醫院，死亡的凝重和緊張氣氛緊緊貫穿整個文本。對十三歲男孩康納來說，媽
媽罹癌與即將死亡的事實是他潛意識不願意面對的真相。
作者奈斯在接受訪問時，談到了面臨死亡的真實感受，和兒童文學當中常常
美化死亡的感受截然不同，其差異在於：
無論是兒童或青少年，我認為他們對於「死亡」都有很多的思考，但在身
心都轉化成青少年的階段，對於死亡的理解卻有所轉化。在一般的青少年
小說中，到處都是死亡，而像康納這樣的年紀聰明敏感的孩子，95%可以猜
透母親生病最後的結果，但是無法想像死亡的情景。有那麼 5%的機會，他
們會想錯，誤以為自己希望母親死亡，因此糾結在罪惡感當中，不容許自
己有那 5%的機會，想像最糟的情況。所以我想要透過這個故事，來告訴孩
子們有關於死亡的真相—既不是美化的，也不是虛擬的死亡場景，而是真
實的情況。
時下流行的兒少年小說幾乎充斥著「死亡」
，這似乎是當代兒少小說的特色之
一，也是暢銷的元素。奈斯曾經問過一群十二歲的孩子，最喜歡哪類型的電影，
孩子回答的影片，都是些重口味、折磨型的電影，兒少深受恐怖電影所吸引，因
為這是他們生活中所缺乏的經歷。因此，奈斯希望在故事中，讓兒少感受到死亡
的真實性。他在《噪反》第二部曲中就安排了一個橋段：
大家都喜愛折磨的劇碼，但要是你所喜愛關心的人受到折磨，你卻無力阻
止時，你是否仍認為這是很刺激的呢？你心裡又是怎麼想的？「死亡」不
是只在電影出現的尖叫或可怕鏡頭，而是存在在生活中的事實，並與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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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相連結，當你感受到情感與真實的衝擊，才能夠說是「貼近死亡」。96
面臨母親死亡的康納，每個夜晚都面臨怪物來訪，他卻毫不懼怕，但他真正
懼怕的是面對更可怕的噩夢怪物，面對他內心自己希望趕快結束「媽媽生病」這
件事的想法。這兩個怪物，一個是惡夢之怪、一個是紫杉樹怪，纏繞著康納，而
他心中最害怕且一直逃避的事，即榮格所謂的潛意識，是他知道媽媽不會好起來，
而外顯在與外婆的互動，是不斷的排斥和逃避談論死亡、離開、不會好等字眼。
「她明天會看起來好多了」，外婆聲音更是嘶啞地說，「但是她不是真的好
了，康納。」這簡直胡說八道。他轉向他，「那些療程會讓她好起來，」他
說，「所以她才會去醫院」。
已經做完療程整整三天了，她通常在這個時候都會覺得好多了，但如今她
還在嘔吐，還一直很疲倦，比以前的拖得更久。
康納對於外婆說的話覺得很矛盾：媽媽怎麼能看起來更好但沒有？她會假裝
變好嗎？他的意識告訴他，媽媽的病情會隨著去醫院接受安排的療程而有進展，
其實他心中懼怕著，他知道媽媽可能不會好起來。一直都沒有人跟他說明真相，
而到現在他拒絕去承認這件事也超過平常預期的時間。每個大人都想要跟康納談
一談，媽媽或許不會好起來，但是「死亡」這字眼也始終無法從大人嘴裡說出來。
接著外婆與康納爭論著，康納必須去跟外婆住，談到等到這一切結束後，康
納仍然會有一個家，仍會有人愛他和照顧他的，這也是康納不願意面對的媽媽會
離開的潛意識。這時媽媽開始嘔吐，於是外婆快速衝去客廳照顧康納的媽媽：
「外
婆在沙發上扶著媽媽，在媽媽對著備用小桶嘔吐時，不時搓揉她的背」。97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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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兩處引言出自《誠品站》
，
〈專訪派崔克．奈斯：死亡不是小說中的刺激，而是真實的痛苦〉

（2013 年 3 月 4 日）
。
（檢索日期：2019 年 6 月 6 日）
97

以上三處出自《怪物來敲門》
，分別引用頁 51、5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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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看到康納的外婆真正像母親般照顧女兒，就像康納的媽媽照顧康納一樣。因
為她知道，這是她女兒現在所遭受的痛苦與折磨，情況會持續到她最終逝世。
「她有可以止痛的藥——」康納才剛開口，外婆就和合掌一拍，這一拍又
大又響，足已截斷他的話。
「那沒有用，康納。」她直接了當地說……「那
沒有用。」「什麼沒有用？」
這裡指的「沒有用」
，文本故意不說明是止痛的藥沒有辦法止痛，還是療程沒
有用。外婆可能無法說出「她快死了」或「癌症」的字眼，而她也知道這不應該
是由她說出，因為康納的父母似乎在這時還不想告訴他真相。但她仍必須以某種
方式讓康納知道，他仍須保持理智，因為他拒絕活在現實中。無論是外婆，還是
爸爸都說不出這些與死亡相關的字眼。
隨著療程進行，男孩康納看著自己的媽媽外表因作化療的改變惡化，掉頭髮、
嘔吐、體重減輕，需要像個孩子般被照顧與被死神侵蝕的感覺：
她還沒把絲巾繫在頭上，光禿的頭皮在晨光中看起來好柔軟、好脆弱，就
像嬰兒一般。看著這個畫面不禁讓康納的胃隱隱作痛。
他走過去坐在她身邊，面對著窗戶。她用手將他的頭髮從眼睛旁撥開，而
他看著她纖細的手臂收到幾乎只剩下皮包骨。
她沒圍絲巾的頭頂，在房間的日光燈下看來更光禿慘白，康納差點忍不住
衝動想拿個東西蓋住它、保護它，免得讓人看到它有多麼無助。98
無論是對父母還是孩子來說，看到自己最愛的家人遭受死神折磨，在身體上、
還是情感上，都是無法承受的可怕，這是一種原始的悲傷和恐懼。

98

以上四處出自《怪物來敲門》
，分別引用頁 84、25、87、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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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媽的病情有變化，小康」爸爸說。康納馬上抬頭看他。
「你外婆現在去
醫院跟醫生談事情」（……）康納說「我要去看我媽！」（……）但爸爸立
即搖頭。
「那裡現在不適合讓小孩去（……）記得我說過你要堅強的事嗎？
嗯，現在該是你這麼做的時候呢，兒子（……）我知道這一定讓你很沮喪。」
他露出一閃而逝的慘淡微笑「你外婆也是」。
他的爸爸甚至不必說「變得更糟」或是「死亡」
。即使他繼續堅持希望他的母
親會好起來，康納也知道她的情況正在惡化。此時，他開始承認這一點，他不需
要聽到真相了。
他們試了好幾樣不同的東西，但結果都不如他們所預期。而他們只希望現
在為我安排的療程盡量不要超前原本預定的進度，如果你聽得懂的話（……）
事情進展得比我想像的還快一些（……）但是，他們還有一種東西要試試
看，一個效果不錯的藥物（……）他們也不想這麼快用到它。99
就在要失去希望時，一線曙光出現了，具有療癒藥效的紫杉樹或許是救命萬
靈丹。在這裡，信念也有一半療效：“Belief is half of healing”。

100

康納的媽媽相信

這最後的療程會有用的，而代表怪物的紫杉樹，這個已經在他們家土地上的墓園
生長了數百年的綠色怪物正是他們的希望：
「我相信我所說的每個字。」康納想起怪物說的：信念在治療中佔有一半
的分量（……）
「這個藥實際上是用紫杉樹做出來的。」
（……）
「一直以來
從我們家就可以看到紫杉樹這個巧合，彷彿冥冥中自有注定般的不可思議，
因為正是這種樹能用來治療我。」（……）「這個世界的綠色傢伙實在非常

99
100

以上兩處出自《怪物來敲門》
，分別引用頁 133-134、138-139。
Ness, Patrick/Dowd, Siobhan（CON.）. A Monster Calls. Somerville: Candlewick Press. 2011. P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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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思議，不是嗎？」媽媽繼續說著。
「我們努力想剷除他們，但有時候他
們才是我們的萬靈丹。」
但是，紫杉樹怪物不是被康納召喚前來療癒媽媽的。被緊急帶到醫院的康納
害怕最糟的事情要發生了，見到想馬上看到他的媽媽。媽媽告訴他新的用紫杉樹
作的藥的療程沒有效，康納皺眉問「怎麼可能沒有效？」媽媽說事情發展太快，
那只是一絲微弱的希望，現在又有感染，康納無法相信、生氣的問「怎麼可能沒
有效？」接著他擔心的問下一個療程是什麼？但是殘酷的事實是沒有下一個療程
可以救媽媽了！這強迫著康納面對媽媽即將死去的事實。康納生氣的奔回自己家
旁的墓園找怪物面質，為何紫杉樹沒有治癒媽媽。怪物告訴康納，他並非為治療
康納媽媽而來，而是為了治癒康納而來。

罪惡感
康納內心藏著希望「媽媽生病」這件事趕快結束想法，發酵成惡夢，那個惡
夢之怪對媽媽做的事，無法說出他心中害怕的真相。在懸崖旁，怪物逼康納說出
實情，實情是他放開抓住媽媽的手，讓她墜落，讓惡夢怪物帶走她，因為他想要
她走，導致他有很強烈的罪惡感。
我再也受不了了！（……）我受不了知道她終究會走！我只想要一切趕快
結束！我想要結束！（……）我老早就知道她不會好了，幾乎是從一開始
就知道了。她說她有好轉時因為那是我想聽的，而我也相信她，但其實並
沒有（……）而且我開始希望這一切趕快結束。我有多麼想要停止這個念
頭，但我無法再忍受等待，我無法忍受這一切讓我變得多麼孤單（……）
「有
一部分的你希望可以一切可以結束」，怪物說，「即便結局是失去她」。101

101

以上四處出自《怪物來敲門》
，分別引用頁 139-140、175、198-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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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在學校裡默默接受霸凌的康納，一直覺得藉由被同學們霸凌可以減輕他
的罪惡感，在他承認希望趕快結束的實情後，胸腔的火焰吞噬了他，也吞噬了世
界，但是他毫不抵抗，甚至還有點期待：
「他如釋重負地欣然接受，因為他應得的懲罰總算到來了。」（……）「它
為什麼不殺了我？」
「我罪該萬死」
「都是我的錯，」康納說，
「是我放開了
她。都是我的錯。」這並不是你的錯，怪物的聲音像微風般飄在他身邊。
「明
明就是。」你純粹只是希望結束痛苦，怪物說。你飽受痛苦，一心只想結
束你被孤立的狀態，這是人之常情。
「我不是故意的。」康納說。你是，怪
物說，但你也不是。
「這兩種答案怎麼可能同時存在？」因為人是複雜的動
物，怪物說。
在《畫怪物的男孩》中，傑克的媽媽也受苦於罪惡感，因為自己的兒子溺水
時，想到他沒救了時，她幾乎鬆了一口氣。感覺就像是上帝安排，讓她覺得好可
怕，雖然那念頭轉眼間就消失，但她一直自責自己居然希望兒子不在了。
現在，古老怪物被康納召喚而來告訴他的就是這件事：
答案其實是，你怎麼想都不重要。因為你的內心每天都充滿衝突與矛盾。
你希望她離開，同時又萬般希望我能救她。你相信安慰的謊言，同時也知
道謊言是建立在痛苦的實情上。你的內心因為同時相信謊言與真實而受盡
煎熬。「要怎麼對抗？」康納問，「要怎麼對抗內心那些不一樣的東西？」
靠著說出實情，怪物說。102
對抗內心的衝突就是面對它說出真實。這時怪物的態度開始軟化，他微笑地
對康納說：

102

以上兩處出自《怪物來敲門》
，頁 198-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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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徒步而行的原因，我被你呼喚而來告訴你這件事，你才能被療癒，
所以你要仔細聽。你的生命並非由言辭所刻寫，怪物說，而是以行動。你
怎麼想不重要，你怎麼做才重要。103
怪物陪伴康納到醫院見媽媽，要做出結束，就是對媽媽說出實話。雖然康納
害怕，但是還是要面對。怪物告訴他，因為唯有說出實話，才能面對未來的一切：
「如果你說實話，無論以後發生什麼事你都能面對。」最後康納深吸一口
氣，他說出了最後完整的實話。
「我不想要你走。」他說，淚水也從眼眶裡
滾出來，一開始，接著泉湧而出。
「我知道，親愛的。」媽媽用她厚重的聲
音說。「我知道。」「我不想要你走。」他又說了一次。而他所需要說的就
是這些了。他向前靠近她的床，用手環住她。抱著她。他知道時間快到了，
很快，或許就在這個 12:07。到時候她會從他牢握的手中鬆開，無論他握得
有多緊。……康納緊緊抱著媽媽。唯有這麼做，他總算能放開她。104
死神的陰影已經不是陰影了，靠著說出實話，康納戰勝了心中最可怕，比可
怕還恐怖的恐懼，就是「失去媽媽」這件事實。

第三節 黑暗童話
研究童話，就是研究人類的解剖學。

──榮格（Carl Gustav Jung）

童話好像一面由水做成的美麗鏡子，清澈又深邃。在深邃中，蘊藏著幾千
年來人類的經驗。

──保羅．亞哲爾（Paul Hazard）

103

《怪物來敲門》，頁 199-202。粗體字為譯本既有。

104

《怪物來敲門》，頁 212-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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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話的樣貌
童話的形成方式，一直到十七世紀為止，是由成人與成人間藉口說、相互傳
講形成，故事以叢集方式代代相傳，由原來最初版本透過其他適配的原型素材，
不斷被加入新的內容而擴大，故事中總會有個心靈學（parapsychology）的經驗或
夢境的核心架構，無論故事元素如何被捨去或取代，故事中的原型素材不變，因
此童話得以鏡映出最基本的心理架構，正如榮格所言，
「研究童話，就是研究人類
的解剖學」
。105
童話的來源追溯有證據顯示，早在西元前三世紀，巴比倫尼亞（Babylonia）
和埃及即有童話。到了西元二世紀，印度和中國出現最古老的童話；隨後，以色
列和希臘也有童話，至十七、八世紀為止，童話不單只是孩童的讀物，也是成人
讀物。106
童話與神話是有差異性的，神話大師約瑟夫．坎伯（Joseph Campbell）在《神
話》
（The Power of Myth）中點出童話與神話的關係，童話是具娛樂性的：「童話
故事是給孩子的……童話是孩子的神話，不同時期的人生各有最適切的神話」。107
杜明城在《兒童文學的邊陲、版圖、與疆界》中說明了神話與童話區別：
神話表現的是悲劇精神，（……）神話英雄的作為是超越個人福祉的。反
觀童話，喜劇才是它的基調，
（……）最後的快樂也都是屬於個人的。
（……）
童話也可以稱為魔法故事（magical tale）
，
（……）童話故事中慣於出現的魔
法最能符合一般人夢想成真的期盼。108

105

Marie-Louise Von Franz 著，徐碧貞譯，《童話中的陰影與邪惡：從榮格觀點探索童話世界》

（Shadow and Evil in Fairy Tales）
，臺北市：心靈工坊，2018，頁 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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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合隼雄著，林仁惠譯，
《童話心理學：從榮格心理學看格林童話裡的真實人性》
，臺北：遠流，

2017，頁 17。
107

張子樟著，《芝麻開門──青少年文學的閱讀與創作》，臺北市：新學林，2018，頁 23。

108

杜明城著，《兒童文學的邊陲、版圖、與疆界》，臺北市：書林，2017，頁 237-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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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洛威．湯森在《英語兒童文學史綱》提到：「兒童文學也有狂野的血
脈；它的起源部分來自於說故事的漫長歷史。神話、傳說、童話故事都有自己的
生命，不斷被重印，不斷造成豐碩的影響」。109在十九世紀前，原本以口述和廉
價書的方式流傳的古老童話故事，開始在兒童文學中佔一席之地。童話故事（ fairy
tale）開始邁向復甦之路，並加入現代童話和幻想故事。童話故事無論今古，都是
魔法的故事，時間是不確知的過去，且還有傳統的主題和因素──例如巨人、侏
儒、巫婆、會說話的動物和各種異類生物，還有好神仙與壞神仙、王子、可憐的
寡婦和最小的兒子。民間故事是流傳在民間的傳統故事，常常像是童話，但也不
盡然；「民間」便指出了故事的來源，「童話」則是指故事的本質。
保羅．亞哲爾在《書、兒童與成人》提到，孩子是上天的禮物，而全人類普
遍的生命意義，即達成「童年共和國」（republic of childhood）之理想，以令人驚
奇、不可思議、不同凡響（marvelous, enchanting, extraordinary）作為兒童文學的
特徵，為童年鬆綁，因此，他也特別推崇童話故事等奇幻作品，可讓兒童以想像
力作為「童年的魔法」，給他們翅膀，飛翔於童話的天空。
童話內容可追溯到人類初生時，人們創造故事和符號作為表達方式。在這些
似簡單天真的童話故事裡，詩意的神話與人類最初想像的曙光交會著。每一個故
事都隱藏著有幾千年歷史源流的線索，把我們帶到了動物和花草會說話的年代。
我們的靈魂在夜晚會離開身體去冒險，變成一縷煙、一個影子，藏身於花、樹或
動物中。誠如童話帶著我們，來到遙遠的、連想像都難以進入的國度。萬物都是
有生命的，一切都是真實的，一切又都不是真實的。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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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北：天衛文化，2003，頁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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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 Hazard 著，梅思繁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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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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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介於真實與不真實間，
「童話卻又充滿了許多悖論（ paradox）。對於期望總
是能從童話中讀到勸善懲惡式教誨的人而言，童話的悖論有時會令人深感困惑」。
111

如文本中康納很疑惑，為什麼怪物說的故事會有如同騙局那樣糟糕的結局，而

這段河合隼雄的簡扼說明或許能夠提供些解釋。

「三」的意義
「三」在童話故事中是一個特殊的數字。雪登．凱許登提到：
「三這個數字是
童話故事裡的重要元素：三次造訪，三次審判，三次承諾」
。112河合隼雄則是提出：
「格林童話的目錄裡，『三』這個數字占大多數。三象徵的含意，以正反合（ thesis,
antithesis, synthesis） 的圖示（ schema） 為基礎，針對事物之間的對立所進行的整
合；而這部分在與基督教三位一體的象徵結合後，就更加強調其所呈現的是精神
層面的整合。對此，榮格主張透過夢境的分析，自潛意識的象徵來看，反倒多以
『四』來表示完全的整合，而『三』則是反映到達這境界之前的動力狀態」。113
《怪物來敲門》中怪物說了三個童話般的故事，但是第四個故事，卻是要康
納說自己的真實故事，也是他深藏內心，最為畏怯的那一個故事。在英文文本 A
Monster Calls 裡的「故事」使用「story」與「tale」。劍橋字典的「tale」指「包含
離奇內容的故事，不實之詞」。114
怪物說故事是「萬物中最狂不可馴的，故事會追捕、啃咬、獵取人們」、「故
事是狂野的生物，你若沒好好看管它們，天曉得它們會捅出什麼婁子？」115由此
得知，這不是說給兒童聽的睡前床邊故事，而是黑暗的、驚悚的、非正非邪的、
111
112

河合隼雄著，
《童話心理學：從榮格心理學看格林童話裡的真實人性》，頁 102。
Sheldon Cashdan 著，李淑珺譯，
《巫婆一定得死：童話如何形塑我們的性格》
（The Witch Must Die:

How Fairy Tales Shape Our Lives），臺北市：張老師，2001，頁 7。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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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合隼雄著，
《童話心理學：從榮格心理學看格林童話裡的真實人性》，頁 116。
“Tale.” Def. “a story, especially one that might be invented or difficult to believe”，Cambridge

Dictionary, www.dictionary.cambridge.org/。Accessed 6 June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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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兩處出自《怪物來敲門》
，分別引用頁 4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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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依據常理推斷、不照邏輯發展的、我們會跟康納一起很疑惑並問道為什麼會
這樣，結局出乎我們預料的故事。因此，依照榮格夢境分析的主張，在對立的正
反合，怪物先說出「三」個故事來反映到達完整境界之前的動力狀態，即是事物
還未達到圓滿之際，接著，必須讓康納說出第「四」個故事，即面對與道出內在
陰影的故事，才能達成榮格式精神層面完全的整合。

城市叢林裡的金剛
原著中，康納跟媽媽（ Lizzy）晚 上 會 一起看英國電視連續劇《東倫敦人》116，
這是齣超過五千多集數且受歡迎的影集，此連續劇很長壽，但是諷刺的是媽媽的
生命卻不長壽。而電影中，作者兼編劇奈斯將此部分更改為媽媽使用她爸爸（ 也
由演出電影裡的怪物的連恩．尼遜飾演）留下的舊式電影放映機播放電影《金剛》
的錄影帶，這有外公傳承給媽媽的意味。當金剛來到美國紐約這城市叢林，在摩
天樓頂上無助的俯瞰一切，人類卻想盡辦法要消滅金剛時，讓康納感到很疑惑，
媽媽回答「人會對未知的事物總是感到恐懼」
。117這句話呼應了「康納面對母親死
亡前那種未知情境的恐懼」。
死亡之所以令人感到害怕，正是因為死亡是個未知的謎團，於是人試圖與之
對抗，極力否認，並且不計一切代價想要逃避死亡。當失去母親的恐懼來敲門時，
康納顯得無能為力不知該如何應對，只能極力地逃避、壓抑自我，甚至做出錯誤
的歸因，認為自己罪有應得，而萌生了罪惡感。「金剛」也出現在媽媽教小時候
康納畫圖的情節中，與後來媽媽遺留下來的圖畫冊裡，醜惡怪獸般的「金剛」聯
繫了逝世外公留下的電影放映機播放及影片、女兒（ 罹癌的媽媽）教康納畫金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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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倫敦人》（EastEnders）是一部英國長篇電視連續劇。從 1985 年開始在英國廣播公司第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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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Dougall, and Liam Neeson. United Kingdom: Entertainment One Films, 2016. D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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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與外孫（ 康納） 看舊影片與學畫圖，三代的象徵，而金剛在這故事中也是另一
個康納內在自我陰影具體化的象徵物。

墓園的紫杉樹怪物
康納家後面的小山丘上有座教堂，其附屬的墓園中央的巨大紫杉樹就是康納
召喚前來的怪物。墓園（graveyard）是死者遺體以及火葬遺物如骨灰所埋葬的地
方，它象徵著毀滅和死亡與人物邊緣化的處境；教堂代表救贖與信念，在怪物訴
說的故事中占很重要的要素。C. S. Lewis 認為，「墳墓和影像一樣，都能讓人藉著
它與一無法挽留的東西保持連繫，都是某一超乎想像之物的象徵」。118
在《怪物來敲門》電影中飾演紫杉樹怪物的連恩．尼遜（Liam Neeson）接受
訪談提到，這是關於藝術的故事，藝術可以療癒，男孩透過畫圖與想像力召喚這
個代表古老大地的怪物，這棵紫杉樹活了近幾十世紀，見證人類數千年的歷史。119
紫杉樹怪不僅見證，也說明他為了這些生死之事而徒步行走的三個原因與故事。
榮格在《煉金術研究》
（Alchemical Studies）
〈哲學樹〉
（The Philosophical Tree）
章節裡，指出樹的象徵意涵，樹象徵著人類生活、發展及意識形成的內在歷程。
樹在心靈中象徵著我們內在有著某種事物正在不受擾亂的生長及發展，自我的作
為都與它無關；這是一股開展且持續的趨力，朝向個體化歷程，且獨立於意識之
外。在歐洲某些國家，孩子出生的同時會種下一顆樹，這棵樹在人死後也會跟著
死亡。這個行為是樹木與人類生命的類比──樹承載著生命。許多神話故事將樹
與人類相比擬，或者讓樹以樹人的方式呈現。依照神話學的脈絡來看，人類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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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喻為樹。120
紫杉樹（yew tree）又稱為紅豆杉，其樹皮與漿果含有劇毒，誤食過量會致死，
但卻又是可提煉出紫杉醇用以治療癌症的良藥。紫杉樹怪物自述：
「紫杉樹是所有
具療效的樹中最重要的，紫杉樹活了上千年，它的漿果、樹皮、樹葉、樹汁、果
肉、木質等都以生命顫動、燃燒與扭轉著。只要用正確的配方與方法，它幾乎可
以治癒所有人類會有的疾病」。
媽媽極愛老家旁墓園中央已經好幾千歲的紫杉樹，一開始會提到紫杉樹，是
在康納年紀小時即跟他提過棵樹，因為怕他誤食紫杉的有毒漿果。最近一年再提
起它時，她會盯著廚房的窗戶往外看，臉上帶著古怪的表情跟他說：「那是棵紫
杉樹，你知道吧」。故事連接到後面媽媽療程不如預期好時，要到醫院住院接受
最後一道療程，那是以紫杉樹提煉出的藥物來治療。母子倆望著窗外紫杉樹，媽
媽最後開口說：「那是棵紫杉樹，你知道的」。 121媽媽希望在她離家住院期間，
康納幫她看著它，這是她用來表示她會活著回來的方法。
與其說是康納幫忙看著它，不如說是紫杉樹怪物像外公般對這對母子照料呵
護，外公生前疼愛自己的女兒，過世後的外公與墓園和紫杉樹相互連結，幻化成
怪物被召往前來。此外，紫杉樹怪物也是康納與母親之間精神的連繫，因為，電
影中，媽媽教導小康納畫圖，他們從畫眼睛、臉、身體，最後畫出一個樹怪物，
也就是紫杉樹，此怪物早就存在於媽媽以前畫的畫冊裡，也在小康納的心裡萌芽。
當怪物出現時，康納問他「是什麼東西呀？」
，怪物回答他不是「一個東西」，
而是個「人」：
我的名諱之多，有如要從荏苒光陰中計算年數一樣數不清！（……）我是
獵人赫恩 !我是賽農諾斯！我是永恆的綠色之人！（……）我是撐起山巒的
120

Marie-Louise Von Franz 著，徐碧貞譯，《童話中的陰影與邪惡：從榮格觀點探索童話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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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心靈工坊，2018，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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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柱！我是川河涕泣的淚珠！我是烈風吐納的肺腑！我是獵食雄鹿的狼、
獵食老鼠的鷹、獵食蒼蠅的蜘蛛！我是被獵食的雄鹿、老鼠，和蒼蠅！我
是盤繞世界之蛇，吞噬著自己的尾巴！我是未被馴服也不可馴服的萬事萬
物！（……）我是這個瘋狂的塵世（……）我不常徒步而行（……）只會
生死之事而來（……）我與這塊土地齊壽。122
以史詩般的文字自述，與古老土地齊壽的怪物，可以以任何形態存在，但他
最常選擇化身為極具療效的紫杉樹徒步主持不公的形式。除了是紫杉樹怪物，此
被召喚而來的具體化潛意識也代表智慧老耋，體現出榮格學說裡的的個體與自我
對話，在這個過程中康納與怪物間不斷的自我對話，也讓他找到了療癒之道。紫
杉樹除了可以具體提煉出抗癌藥物，也是康納潛意識召喚來，扮演心靈轉化的導
師與療癒者，這裡他療癒的不是肉體的疾病苦痛，他前來療癒了康納與外婆、媽
媽、爸爸間的關係，療癒了康納受創的心靈；同時間，最後一次媽媽掉入懸崖前，
惡夢之怪的重現，紫杉樹也揭露康納的陰影面，他以對質方式，在生死交關的瞬
間鬆動了康納的心理防衛，強迫他面對自己的黑暗陰影面，說出折磨自己心靈最
恐怖、最真實的想法。

巫婆一定得死嗎？
第一個故事時間為很久以前，有國王、巫婆王后與王子的王國，國王象徵國
家與部族的擬人化，或是神秘力量的載體。當國王失能或生病時就必須被除去，
因為這個力量的載體必須永遠都是年輕的。此外，國王還代表文明的深厚希望所
在，同時也是宗教的表徵。為了要延續王位繼承，必須由王子繼承，但是王子未
成年，巫婆王后在國王駕崩掌權後食髓知味想爭奪此繼承權。王子為了奪得王位，
自導自演一場劇殺了愛人並嫁禍於王后，王子也演給自己看，真心相信王后謀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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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物來敲門》，頁 4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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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的未婚妻。怪物說：「有時候人們最需要欺騙的是自己」，但是王子並沒有
因為殺人而被懲罰，他卻成為一位萬人愛戴的國王。康納以為他學到的教訓是：
「好王子其實是殺人犯，而壞王后根本就不是女巫？」怪物穿越時空來說故事給
康納聽，並不是要教他友善的一課，就像怪物說的「並不是一直都有好人，也不
是一直都有壞人。大多數的人都介於兩者之間（……）很多真實的事物讓人覺得
像騙局。王國得到應有的王儲、農夫之女無辜枉死、女巫有時候也可以救贖」。123
童話故事的快樂結局通常是女巫就得慘死、壞人得到報應懲罰、王子與公主
快樂的一起生活，但是事情不是非黑即白。現實生活中霸凌康納的同學哈利，是
學校的金童、老師們眼中的模範生、同學們心中的好學生，金童外表下包藏的是
惡霸的行為，但是一位有魅力和好成績的惡霸依舊是惡霸。
我們常常被事物的美麗外表欺騙，好王子就不會痛下毒手殺掉心愛的未婚妻
嗎？擁有美麗外貌的巫婆皇后一定會毒死國王嗎？並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非善即
惡的二分法，邪惡皇后雖是巫婆、嗜權且有不當念頭，企圖要讓王子與她結婚來
繼續享受身為統治者的權力，但她並不是殺人犯，不應該被活活燒死，因此，怪
物看到不公，徒步而行拯救王后帶她遠離王國，到一個海邊平靜地度過餘生。

丟棄信念的牧師算什麼？
第二個童話強調信念的重要性，象徵信念的牧師不願相信丹醫可以救人，日
子平順時，牧師差點毀了丹醫；一旦遇到危難，他卻願意拋下一切信念來救女兒。
紫杉樹怪物期望牧師在丹醫第一次詢問是否可以砍紫杉樹來救人時就答應。怪物
情願犧牲自己，讓紫杉樹被砍倒來救活牧師的女兒，也能施救濟眾。康納生氣說
丹醫是壞人，因為他害死兩個女兒。怪物回應：

123

以上三處出自《怪物來敲門》
，分別引用頁 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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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貪心、無理又刻薄，但他至少是個行醫之人。牧師呢，他可以做什麼?他
什麼都不是。信念在所有治療中佔有一半的分量──相信服用的藥方、相
信不久的未來。這個人靠信念維生，卻在遇到第一個挑戰時犧牲了自己的
信念，特別是在他最需要信念的時候。他的信仰自私而畏怯，代價就是他
兩個女兒的生命。124
電影中，怪物加了兩句台詞說明信念的價值與應該信仰的事物與人的重要性：
“A man of faith without faith” （ 需要信念的人卻失去信念） 及 “ Your belief is
valuable so you must be careful where you put it and in whom”（ 你的信念很珍貴的，
所以你必須小心應該信仰的事物與人）
。怪物懲罰自私的牧師，摧毀掉牧師的房子，
並邀請康納一起加入摧毀行動，等到他無比痛快的敲壞一切，醒來卻發現他在祖
母的客廳，並摧毀了許多珍貴的東西。此時，代表真正的毀滅才能帶來真正的重
建與重生之開始。榮格不斷提到的個人意識，即信念，在此強調與重複，無論如
何，我們都不可以放棄信念，失去信念的人，什麼都不是。

隱形人
第三個童話講述不想在學校被老師及同學們當隱形人的康納。康納在學校開
始被惡霸哈利注意到，是從他開始做媽媽墜入深淵的惡夢開始，哈利注意到康納，
有如康納身上有一枚像鐵遇到磁石般吸引哈利趨向他的秘密印記。康納面對哈利
與小跟班們霸凌時不發一語，但因在學校師生們都知道他媽媽得癌症，不但同學
在他靠近時停止說話，甚至他在課堂舉手，連老師們都投以不同的眼光，最後他
不去理會那些竊語，上課也不舉手回答了，他就像突然隱形了。於是，在長期被
霸凌與忽視之下，他感到不耐，終於大發雷霆，痛揍哈利到住院。關於康納這敏
感的心情，作者奈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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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物來敲門》，頁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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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旁人知道康納面臨母親的死亡時，會嘗試接近他，關心他，一直問「你
還好嗎？」但由於康納並不想要這件事情被知曉，所以反而會把關心的人
推開，所以同學和老師也離他越來越遠。但我認為他希望自己是被看見的，
即使是最糟糕的霸凌方式，也仍然視他為一般的人，而非疏離他。但另一
種心情是，由於康納已經能猜想到故事終點是「母親離他而去」
，但他深受
這個想法折磨，甚至認為自己應該因此想法而受罰，所以「霸凌」是某人
處罰他的方法，而霸凌者理解這個事實。當霸凌者理解到這種情況時，選
擇忽視他，對他來說是更嚴重的懲罰。」
康納最好的朋友莉莉一直很關心他，他面對惡霸時默默承受，但對莉莉卻漠
然以對，甚至惡言相向。康納這種忽視關心她的女生的矛盾態度，是因為莉莉把
他最想要隱瞞的秘密，也就是他母親生病的事，告訴所有的人，這是讓他生氣的
主因。奈斯認為：
「人在非常痛苦的時候，溫和的話語反而刺耳，所以選擇推開所
有關心，因為會認為受苦，才能擁有了存活的意義」。125
康納內心裡希望藉由他做錯的事得到懲罰，來減輕他的罪惡感，打哈利這件
事，他以為終於要被懲罰了，這總算可以成真，讓人看到他的存在，而不是沒人
要跟他說話。但是他的老師、校長、爸爸與外婆，都原諒了他，在他做錯事時問
他們：「你不處罰我嗎？」但是他們都回答：「處罰又能怎樣嗎？」、「處罰又能如
何呢？」126
客廳與老爺鐘的意象
康納暫住在外婆家，外婆家很乾淨整齊，就像是展示舊時代生活的文物博物
館。他睡覺的二樓客房牆壁一片死白，搭配白色的床單與被套，是他不想待在裡
面的房間。一樓客廳裡有許多古老珍貴瓷器與一個只有外婆可以碰，是由她的媽
125

以上兩處引言出自《誠品站》
，
〈專訪派崔克．奈斯：死亡不是小說中的刺激，而是真實的痛苦〉

（2013 年 3 月 4 日）
。
（檢索日期：2019 年 6 月 6 日）
126

以上兩處出自《怪物來敲門》
，分別引自頁 135、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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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傳承下來，她最珍視的古董吊鐘，它有一個鐘擺在下面擺盪著，有指針並會報
時。紫杉樹怪總在午夜 12:07 分出現，這個過午夜的時間 12:07，暗示康納媽媽即
將死亡的時間，而此時間與 0、7、12 這三個數字意義，將於後續章節進行探討。
在菲利帕．皮亞斯（Philippa Pearce）的《湯姆的午夜花園》（Tom’s Midnight
Garden）127裡，男孩湯姆也暫居姨丈家，姨丈家是古老大宅邸改造成的公寓，公
寓玄關裡有座房東巴塞洛謬老太太的老爺鐘，老爺鐘有指針也會報時，但這座老
爺鐘顯示兩個時間，過午夜會敲十三下，當敲十三點這個特別的時刻時，「花園」
就出現，而湯姆會遇到小女孩時期的巴塞洛謬老太太（叫海蒂），兩個人的靈魂，
透過作夢在花園相遇，素昧平生的孤獨者分享一個空間，並互相治癒對方的孤獨。
榮格詮釋房子與客廳的意象時發現「集體潛意識」
，就是關於房子的夢，他夢
到他在一幢陌生的房子裡，是他的家宅。
屋子（康納外婆家）代表了心靈（psyche）的形象……客廳（外婆的客廳）
代表的是意識……地下室代表了潛意識的第一層。128榮格認為潛意識想透
過夢溝通某些價值非凡的東西，且常常是用以平衡意識態度的訊息。進行
心理分析的案主的確會發生這種情形，因為他們正在受苦，而受苦經常起
因於意識與潛意識心智的支離。129
離家孤獨的湯姆與巴塞洛謬老太太相遇，老太太做的夢療癒了受傷男孩湯姆的靈
魂，而湯姆的存在，也治癒了巴塞洛謬老太太難測的孤獨；悲慘康納與被召喚的
怪物都以作夢的形式相遇進行療癒。
在這兩個故事中，「作夢」是很重要的。夢有能力告訴我們某些很受用的事，
它會使用形象，來發出警告，提醒我們的意識生活缺了什麼，又需要什麼，藉以
127

Philippa Pearce 著，張麗雪譯，
《湯姆的午夜花園》
（Tom’s Midnight Garden）
，臺北市：東方，2000。

128

榮格，
《回憶・夢・省思》，頁 214。

129

Stephen Segaller, Merrill Berger 著，《夢的智慧》
，頁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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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取平衡。130榮格認為，心靈永遠在意識與潛意識之間找到平衡點，只要稍有失
衡，就滋生苦惱。針對意識生活的偏執，夢是一種補償之道，就是平衡、對比不
同的材料或觀點，以便產生相應的修正、調適。131
身為畢業於榮格學院第一批心理分析師的瑪麗・布萊娜（Mary Briner）舉實
例說，一個自命清高的女人，滿腦子受自我膨脹、自抬身價的想法，做夢卻夢見
自己是妓女。表示，潛意識對真相很感興趣，而夢也在表達某種真相，並打開意
識心智的格局，教它慎重思考另一種看待事物的觀點。
因此，對一個印象深刻的夢，我們很難視而不見：
「如果你做了說出真相的夢，
就像我跟你說過的那個夢，它其實是你靈魂的一項體驗」
。132如同我們的靈魂已體
驗過那個夢。

時間與數字「12:07」的意義
午夜「12:07」分這個時間不斷出現在《怪物來敲門》中，0、7、12 此三個數
字無論在宗教、學術或文化上都有很重要的意義，在此將一一進行探討：

一、「零」的意義
擁有數學碩士學位，身為《科學》
（Science）雜誌記者的查爾斯．席夫（Charles
Seife）在其作品《零的故事——動搖哲學、科學、數學及宗教的概念》
（Zero: The
Biography of a Dangerous Idea）提到「零」這個數字：巴比倫人創造它，希臘人禁
絕它，印度人崇拜它，教會用它來防範異端。羅馬數字沒有「零」
。希臘人在哲學
上拒絕承認虛無，所以沒有「零」的概念。133

130
131

《論夢的本性》，
《榮格全集》
，第八卷，第 545 節。
Stephen Segaller, Merrill Berger 著，《夢的智慧》
，頁 100。

132

《夢的智慧》
，頁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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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查爾斯．席夫（Charles Seife）著，吳蔓玲譯，《零的故事——動搖哲學、科學、數學及宗

教的概念》（Zero: The Biography of a Dangerous Idea），臺北市：商周出版，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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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埃及、美索不達米亞與古代中國，都存在著「零」這個概念，但當時都
是以一個符號或者一個空白位置的形式存在。數字「零」最早有明確記載的使用
是在九世紀，始於印度一個小寺廟的牆上，記錄著這樣一個奇怪的數字。印度人
真正將它變成一個有明確意義的數字，來源於在地上用石子算數的計算方式，在
「減」去計數用的石子之後，地上就會留下一個類似圓圈的印記，代表了一種從
有到無的過程。
除了數字的意義，
「零」也有宗教文化上的意義，古印度是一個積極探究虛無
與無限的社會，而古希臘人乃至於古歐洲的教會傳統，卻是懼怕虛無與無限的概
念。而關於「無」和「永恆」的概念，是古代印度人信仰體系當中的一部分，而
在佛教和印度教的傳播和教育當中，都信奉「無」的概念。於是，一種熱心信奉
「無」之概念的文化，為「零」找到一個歸宿，賦予它無窮的意義。134

二、「七」的意義
數字 7 和 12 是很獨特的數字，在不同文化中也別具意義，其共通點：它們都
是 3 和 4 的結合，一個是 3 加 4，一個是 3 乘 4。但 7 只是一個時間裡的完全數目，
12 才是永遠裡的完全。
中國古代已有七曜的說法，西方一星期也有七天。數字「七」是聖經中最經
常反覆出現的兩個數字之一，七代表完全或完美、完整無缺。它常被稱為「神的
數字」，因為神是唯一完美和完全的（創世記 7:2-4；啟示錄 1:20）。135
「七」是完全的數目，是四加三而成的；四代表世人，三代表神，人和神相
連起來，就是完全。一星期有七天，神用六天造萬物，到第七天就安息，所以七
是一個工作完成的數目，數字七也代表徹底做好某件工作。
134

馬庫斯．杜．桑托伊（Marcus du Sautoy）著，
《英國國家廣播公司》
，
〈數字「0」的演變史：這

可能和印度還有佛教都有關係〉
（2019 年 2 月 21 日）
。BBC News, www.bbc.com/zhongwen/trad/
science-47314747。
（檢索日期：2019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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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網站《Got Questions?》，〈聖經數字學是什麼？〉。（檢索日期：2019 年 5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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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畫怪物的男孩》中，傑克與尼克兩個男孩在海邊溺水時，他們都七歲，
象徵在他們七歲的年紀以溺水來得以暫時重生，進行人生下一個階段的新生。而
在《怪物來敲門》裡，紫杉樹怪總在午夜 12:07 分時出現，暗示這是重新開始的時
間，紫杉樹怪或是上帝或是遠古大地智慧現身來提醒康納；而在這也暗喻康納母
親死亡的時間，母親在這個時候離開人世，她完成了她照顧康納的工作使命。

三、「十二」的意義
「十二」是很獨特的數字，在東西不同文化中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12 生肖、
12 小時、12 時辰、12 星座、耶穌 12 門徒、孔子門生 72 人，也是 12 的倍數。
在基督教，
「十二」是一個很重要的數字，它是永遠的數目，七是時間裏暫時
的完全，十二是永世裡的完全，是三一神在復活裡（三）與受造物（四）完全的
相調（相乘）所產生的數目。十二是神與人聯結、調和、合併之後所產生出來的
一個實體──新耶路撒冷：她的數目都是「十二」
（門、天使、以色列支派、根基、
使徒、名字、長寬高、城牆的尺寸、寶石、門、珍珠、生命樹的果子），表明在復
活裡的三一神與祂的受造物完全的相調和，祂在她裡面作中心與內容，她作祂外
面的發表與彰顯，二者聯調合併，成為宇宙間的一首美麗詩篇（弗 2:10）。136
此外，12 也代表上帝設立的完整安排，例如：
「十二使徒的十二個名字」
。
「十
二」的倍數也可以用來表示上帝設立的完整安排（啟示錄 4:4；7:4-8）。137
總結時間與數字「12:07」的意義，具有多重的象徵意涵，除了過了午夜，時
鐘完整繞了一圈，是一天的開始，有重生意思，還有完整安排、永世裡的完全等
意義，作者奈斯安排這個時間讓怪物出現與康納媽媽離開人世，堪稱具與細膩的
巧妙安排。
136

摘自網站《水深之處福音網》
，
〈【福音ㄅㄆㄇ】聖經中的數目〉
（2011 年 9 月 5 日）
。
（檢索日期：

2019 年 6 月 30 日）
137

摘自網站《耶和華見證人》網站，〈聖經中的數字有什麼含意？聖經支持數字命理學嗎？〉。

（檢索日期：2019 年 6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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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生命敘事
其實所有的悲傷都可以承受，只要你將悲傷織進故事裡或說一則有關悲傷
的故事。

──依薩克．帝內森（Isak Dinesen）

書寫生命
《怪物來敲門》中，康納學校的老師給他們一個作業：書寫生命。
「你的故事，別以為你年紀不夠大，就乏善可陳。」書寫生命，她是這麼
說的，這是個描述關於自己的作業，可以是自己的家譜、住處、假期旅行，
或是任何快樂的回憶之類的。總之，就是生命中發生過的重要經歷。康納
想到一些發生過的重要經歷，但沒有一樣是他想寫出來的：爸爸的離去、
某天去散步後再也沒回家的貓，媽媽說他們需要好好談一談的那個下午。138
換而言之，個人故事可能是關於自己的成功和能力的資源，也可能是失敗經
驗的負累，如：「嘗試新事物的失敗者」、「懦夫」或「缺乏決心」。經由各種不同
的故事，我們經歷包括了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故事的生活與人際關係。
在康納的生命中，出現許多的心靈療癒者：馬老師給書寫生命的作業、爸爸
由美國到英國享受父子相處談心時光、怪物要他訴說自己心裡最深處的真實故事，
讓康納以書寫生命或敘述自己的故事來為他進行治療。
敘事治療師艾莉絲．摩根（Alice Morgan）說，透過故事，理解並經歷我們的
人生。敘事治療是需要「重寫」（re-authoring）或「重說故事」（re-storying）的對
話。我們理解自己生命的方式，是受到我們生活的文化中的故事所影響，而我們
的生命故事對自己的過去、現在及未來的生活，有些有正面影響，有些則有負面
影響。她說明「敘事治療」是將人視為他們自己生命的專家，認為人和問題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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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物來敲門》，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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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的，人有許多技巧、能力、信念、價值觀、承諾和力量，有助於改變他們在人
生中自己和問題的關係。139
何謂「敘事治療」
（Narrative Therapy）？其基本的概念是我們透過故事來理解
自己的生命。也就是當我們遭遇問題時，藉由探索故事的意義，對生活與經驗過
程的「敘說」
（storying）與 / 或「再敘說」
（re-storying）的歷程，透過書寫文字的魔
力，有效促成人們重新去創造新的、得以脫困的敘事。有些故事能為我們增添能
力與幸福，有的卻會助長限制、剝奪、貶抑甚至病理化我們自身、他人或關係，
有些則能撫慰、提昇、解放、提振，甚至療癒我們。140
敘事治療於 1970 到 1980 年開始發展，是現今已在歐美澳紐受歡迎的一種心
理療法，代表人物為麥克．懷特（Michael White）與大衛．艾普斯頓（David Epston），
旨在幫助人們辨識他們的價值觀以及他們擁有這些價值觀所具備的技能和知識，
這樣他們就能有效地面對所面臨的任何問題。方法為藉由：外化（將人與問題分
開來看）──解構（讓個人述說自己的故事，並從故事中尋找新的意義與方向）
──重寫觀點（再從新的發展性中選擇自己要走的方向與影響問題的方法，使新
的意義與方向成為事實）的三個步驟，重新建構個人的生活故事，達成完整治療。
，而是面對自己
「敘事治療」的精神是：這非一種外在的「工具」或「技術」
的生命態度與生命抉擇，對生命的渴求，鼓勵改變生命的故事。通過訴說自己生
命的過程，自己有了主導權，我們的生命不再是被動的材料，我們的生命經驗成
了創作故事的材料，自己成了自己的生命藝術家，而生命成了創作品，不斷的重
述過程與重新創造生命。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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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ce Morgan 著，陳阿月譯，
《從故事到療癒──敘事治療入門》（What is Narrative Therapy？

An Easy-to-read Introduction）
，臺北市：心靈工坊，2008，頁 2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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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White、David Epston 著，廖世德譯，
《故事．知識．權力：敘事治療的力量》
（Narrative

Means to Therapeutic Ends）
，臺北市：心靈工坊，2001，頁 25-31。
141

Jill Freedman、Gene Combs 著，易之新譯，
《敘事治療──解構並重寫生命的故事》
（Narrative

Therapy）
，臺北市：張老師，2000，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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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牧師兼諮商員與專業治療醫師的亨利．克羅斯（Henry T. Close）認為，
人類之所以在生活上遇到困難，是因為缺陷或扭曲的世界觀所致。而建構我們世
界觀的「語言」，包括由無數生活經驗所組成的「劇碼」、家庭小故事的「隱喻」，
和產生想像力的「狂想」，以及特殊活動澄清價值觀的「儀式」和「典禮」。依此
觀點，治療包括幫助人們改變他們的世界觀，而改變他們觀點的最有效方法就是
運用生活的經驗，以隱喻的故事提供不同觀點，運用想像力來改變世界觀，以達
成改變生命的目標。他自己也常被故事產生的魔力感到吃驚，因為隱喻本身蘊藏
無窮的力量，治療時不提供理論，改以說故事方式給個案聽，更能引導出個案不
同的意識層面，誘發其不同層次的反應，於潛意識運作，進而尋找痊癒的力量。142

敘事治療有效嗎?
大人平常最常使用隱喻的時機大概就是每天孩子上床前，為他們說一則故事。
直至二十世紀末，兒童心理治療專業人員才開始以「說故事」為媒介幫兒童進行
心理治療。對兒童來說，故事提供一個安全探索的心靈角落，因為所有的不安藉
由這樣的形式，而得以重建或遺留在治療室的空間。由於兒童尚無法掌握語言溝
通方式，因此治療常用遊戲、角色扮演、玩偶、黏土、繪畫及其他遊戲的技巧。
（一）兒童故事治療相關文獻概述
早在十九世紀，兒童精神分析領航者哈格海默（Hermine von Hug-Hellmuth）
就指出，兒童投射的故事及其他幻想遊戲提供兒童分析師相當重要的心理活動資
訊，幫助他們發掘兒童所特有的衝突與適應。
1936 年，一份露憶絲．戴斯柏（Louise Despert）與波特（H. W. Potter）的研
究說明故事運用於研究兒童精神疾病的價值。研究對象是二十二位年齡從四歲到
十三歲不等的住院兒童，根據蒐集的證據提出幾個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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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ry T. Close 著，劉小倩譯，
《故事與心理治療》（Metaphor in Psychotherapy）
，臺北市：張老

師，2002，頁 2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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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故事是透過語言而呈現的幻想，讓兒童能夠表達他們的內在「驅力」
（drive）
與衝突。
2. 重複出現的主題往往指出兒童主要的關心與衝突，而這些主題可以被其
他的臨床證據（譬如夢境）所證實。
3. 故事主要表達的是焦慮感、罪惡感、夢想實現，以及侵略的態度。
4. 故事能可以當作治療及評估的工具。
其中，治療師與兒童共同參與創造故事的療程對治療很有助益，即所謂「互動說
故事」
。143
（二）互動說故事（reciprocal storytelling）
1. 理論：
發展心理學告訴我們，兒童從小開始就透過「他們所使用的符號來理解、建
構、改變且描述自己的經驗」並藉此體驗自我。由於年幼兒童由於不擅長歸納與
演繹等邏輯思考方，所以更傾向於透過轉換的方式來向自與他人解釋某個現象（也
就是說，以個別現象解釋個別現象）
。也因年幼兒童在原始歷程模式的發揮下較未
受影響，其自創的遊戲及透過語言表達的幻想、故事與創作中，原始歷程的內容
輕易可現。
2. 定義：
「互動說故事」是一種設計來誘發兒童說出自己創作的或自發性的故事，並
且利用兒童心理分析回應其故事，以進行治療。
3. 方式：
兒童藉由虛構的角色想像一個故事。這個故事必須出於原創，必須有開頭、
發展及結尾。接著，治療師辨認出故事的動力意義，並且使用故事中的隱喻來建
構帶有治療目的的回應。治療師回應的故事必須永遠奠基於兒童所使用的原創故
143

Jerrold R. Brandell 著，林瑞堂譯，《兒童故事治療》
（Of Mice and Metaphors: Therapeutic

Storytelling with Children）
，臺北市：張老師，2002，頁 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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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但會提供一個較爲健康、較不帶有衝突的問題解決方式，以取代兒童原來充
滿衝突的故事版本，讓兒童可辨認出其中的關係，以達到驗應效果。
4. 時機：
運用在最小三歲，最大十五歲的兒童身上，最有效率的年齡層在學齡到青春
期（大約在五歲到十二歲之間）。
5. 對象：
遭受童年問題與情緒失衡的孩童。包括沮喪、恐懼症、焦慮症、妄想性強迫
症、慢性耗竭狀態
（chronic depletion states）
、自我與客體失衡（self object disorders）
、
自尊調整的困難，以及來自於情感疏忽及肢體或性虐待所造成的心理後遺症，歷
經創傷的兒童較能夠接受這種「訴諸隱喻」的故事溝通方式。
6. 目的：
到接近治療尾聲時，治療師可以讓兒童知道他們的故事已經盡善盡美，不需
要治療師的幫助。達到兒童已經能夠完全吸收全新而且適應佳的策略，並且運用
這些策略來解決衝突，發展情緒成長的能力階段時，兒童已經具備高度適應性與
建立人格的完整性，就可以結束治療。144
（三）圖畫治療
對某些兒童，直接表達潛意識的幻想與恐懼常常引發嚴重的焦慮反應，因此，
「搭配圖畫來想像故事」除了提供重要的心理活動資訊，也能在治療早期，發揮
橋樑的功能，建立治療師與兒童情感聯繫與開啟治療溝通。
有位遭受父親肢體暴力及心理虐待的六歲男孩，於治療初期拒絕說故事，經
過以「扭曲線條圖畫」技術引導，於是他將治療師畫的扭曲線條畫成一隻蝸牛，
並說了一個關於這個蝸牛掉到洞裡，被貓抓出來吃掉的故事。此故事描述他的自
我經驗：整個世界是充滿危險與惡毒力量的地方，時時威脅他的心理與身體。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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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故事治療》
（Of Mice and Metaphors: Therapeutic Storytelling with Children），頁 2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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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創傷的兒童畫蝸牛為自我象徵，這顯示他心理退縮的防禦模式。雖然男孩對創
作自發性故事維持抗拒的態度，但是他們往後仍共同創作了許多圖畫故事，他的
焦慮與沮喪明顯地減輕，而且也有良好的進展，最後，男孩的媽媽取得永久監護
權，他的父親被判刑，永遠不再跟他有任何接觸，因此媽媽決定帶他們搬家，雖
然男孩偶爾會有些退步，但對於環境仍持續保持良好的調適。145
治療師艾莉絲有小女孩個案，運用圖畫有效地降低了她所經驗的恐懼程度，
她畫了系列的圖畫代表恐懼對照於她的大小，也以圖畫表達她要把恐懼趕出生活
的方式。這些圖畫形成一個故事，有關她要從恐懼的影響中找回生活的能力。艾
莉絲說，當參與孩子重寫對話時，他們的圖畫常常描繪的是新故事的事件或面向，
而不是把焦點放在充滿問題的故事。有時候他們的圖畫會預測未來的發展，這些
關於未來的圖畫可以作為預言，也為孩子提供動機、支持與鼓勵，以達到他們渴
望的新目標。
圖畫除了可以當作預言、邁向新目標的動機，也有其他的象徵意義。某個案
深受憂鬱症之苦，嚴重到干擾使她無法閱讀，在她每次會談時都會帶張對她有特
殊意義的賀卡或圖畫。最後回顧結論，每次會面她所選擇的卡片和圖畫都有改變，
變得愈來愈有色彩、有希望，和她生活中發生的事件很類似。她賦予這些圖畫、
卡片意義，將之保存在一本記錄她脫離憂鬱症過程的日記中，並於圖片旁加上註
解，有助於她維持追求快樂的希望。這些圖片對她的幫助遠超過書寫的文字，因
為每當她想要閱讀，憂鬱症就來，而這些圖畫變成她重拾快樂的另一種工具。146
在《怪物來敲門》中，康納遺傳媽媽的藝術天分，熱愛畫圖，在他的自發性
故事中畫出了金剛、紫杉樹怪物；
《畫怪物的男孩》的傑克賦予筆刷魔法，畫出了
驚悚的圖畫，如：死人、骨骸來等反應他的內心世界，並使死人復活的魔幻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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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故事治療》
，頁 83-86。
Alice Morgan 著，陳阿月譯，
《從故事到療癒──敘事治療入門》，頁 126-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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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故事的魔力
說故事不僅可以有效地作爲動力論兒童心理治療的專門治療技術,更可以當作
監測治療進展的工具。兒童自發性的故事是個豐富的資訊泉源，可以讓我們了解
病態的希望與幻想、典型的衝動，以及防禦性的適應。兒童的投射性故事反映了
兒童長期內變，以及防禦性適應的隱喻溝通方式。可以肯定，透過治療師與兒童
共同創作敘事的改變，對兒童有真正轉變的能力。
《怪物來敲門》裡，在康納的生命中出現許多心靈療癒者：馬老師給書寫生
命的作業、爸爸由美國到英國跟他共享父子交心時光、怪物說了三個故事給他聆
聽，並要他訴說自己心裡最深處的真實故事，其實也呈現「互動說故事」的精神，
而藉由這些過程都能讓康納以書寫生命、聆聽故事並敘述自己的故事來為他進行
療癒。針對敘事治療的療效，筆者將於第伍章，再進行交叉分析與探討最終成效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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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暗黑世界的療癒力量

Our birth is but a sleep and a forgetting:
The Soul that rises with us, our life's Star,
Hath had elsewhere its setting,
And cometh from afar:
──威廉．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
Ode: Intimations of Immortality Ⅴ〈詩頌：靈魂不朽之提示〉
筆者有幸能與《畫怪物的男孩》與《失竊的孩子》作者凱斯．唐納修先生（Keith
Donohue）以電子郵件訪問，在此章節將會交叉探討分析他本人關於《畫怪物的男
孩》想傳遞的想法與宗教靈魂觀念。
首先，唐納修說到關於魔幻與人性情感的關係：
天使、調換兒或其他的魔幻，是通往深層（而且是非常真實的）人性關懷
與情感的另一條道路。147
調換兒傳說的種種文化意涵是誘發他寫《失竊的孩子》的動機，唐納修認為：
如同所有的民間傳奇，此故事的靈感延伸擴大為對未知的普遍恐懼。在夜
間出沒的妖精調換兒和其他妖怪，都可能對我們的孩子和我們本身造成威
脅。那些恐懼的潛伏特質，以及如何透過藝術來表達恐懼。148
而且提到夢魘，也彷彿在說《畫怪物的男孩》的傑克困在自己的永恆夢魘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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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斯．唐納修著，李靜宜譯，
《毀滅天使》
（Angels of Destruction）
，臺北：遠流，2010，頁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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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斯．唐納修著，朋萱、朱孟勳譯，
《失竊的孩子》
（The Stolen Child）
，臺北市：遠流，2007，

頁 381-382，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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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妖精調換兒出現，抓走了他，男孩自此成了自己幻覺的受害者，被自己
最恐怖的夢魘擄走。149
筆者分析《失竊的孩子》與《畫怪物的男孩》故事架構主軸類似處如下：
（一）年紀七歲的意義：對於「七」的意義，已於第參章節討論過。男孩們在
重要事件發生時都是七歲：《失竊的孩子》A 一袋與亨利．戴兩人被調換
時正是七歲；《畫怪物的男孩》的傑克與尼克兩個男孩在海邊溺斃水時，
他們都七歲，象徵他們在七歲的年紀以溺水來獲得暫時重生，以進行人生
下一個階段的轉變與新生。
（二）兩個敘述者的故事：故事中兩個主要人物平行、相互對映的生活。《失
竊的孩子》成年的亨利．戴與小孩 A 一袋故事相互絞繞，彼此連動；《畫
怪物的男孩》傑克與尼克似雙胞胎的愛恨相需情緒，貫穿整個故事。
（三）被選中的稀有靈魂：如本章楔子所引，威廉．渥滋華斯說我們的靈魂先
於生命存在，靈魂與生命星辰一同昇起，來自無垠之處，跟我們稀有同存
於這廣大無垠的宇宙中。在故事裡妖精調換兒與選擇換調兒的條件是「只
有那些小小年紀便對人生充滿疑惑，或對世間苦難格外敏感的稀有靈魂，
才是我們綁架的對象」。所以唯有格外敏感的稀有靈魂才會被挑選出來，
如《畫怪物的男孩》的特殊男孩傑克，他對外界敏感，在精神層面上受苦，
卻有特殊的魔幻能力，屬於稀有靈魂。
在《失竊的孩子》
，當被換成妖精的人類兒童 A 一袋告訴其他妖精希望他記得
的這一切能留在所有同伴的心裡。他們回答：
很簡單的，你只要記得就可以了（……）相信你的心，因為你的大腦是個
複雜的機器（……）我還能夠記得第一次看到你的時候，我心裡的那種感
覺（……）記憶忘記的，想像可以再創造（……）有時候我都弄不清楚，
149

凱斯．唐納修著，《失竊的孩子》，頁 3，〈作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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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奇怪的轉換是真的發生，或只是我在作夢，我也懷疑我所記得的，是
真的，還是夢。150
《畫怪物的男孩》中的傑克也常常迷失在做夢與現實中，困於魔幻與真實的
世界，他的靈魂與慾望在最黑暗的惡夢中召喚怪物而來，並以他富含想像力的繪
畫能力，以心靈用手畫出幻想人物，創造出自己的世界，將魔幻帶入現實中。

第一節 探索靈魂的迷宮
我必須明白我的思緒與夢境的碎屑都是我的靈魂話語。我必須放在心裡，
在腦中反覆思索，就像我最親愛的人所說的話。夢是靈魂的引領。我怎麼
能不愛我的夢，不把他們謎語般的影像變成日常思考的對象？
──榮格（Carl Gustav Jung）《紅書》
您就叫這塵世，「淬鍊靈魂的幽谷」吧，那您就會找到塵世的用途……。
──約翰．濟慈（John Keats）

21 克
「他們說，在每個人死亡的那一刻，體重會減少 21 公克。但是我們能活幾次？
我們又能死幾次？21 公克究竟有多重？那是五枚鎳幣的重量，一條巧克力的重量，
一隻蜂鳥的重量。」這是西恩．潘（Sean Penn）主演的電影《靈魂的重量》
（21 grams）
151

一開始的旁白。靈魂有重量嗎？是「21 克」嗎？它是可以被測量出來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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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兩處出自《失竊的孩子》
，分別引用頁 14、374。

151

《靈魂的重量》（21 grams）
，阿利安卓．崗札雷．伊納利圖執導、西恩潘主演。洛杉磯：焦點

影業，2003，DVD。上段文字引文自此影片。敘述大學教授與其妻發現他們的婚姻有危機，因他
病重正在等心臟移植手術，此時她卻希望能透過人工受孕來懷孕。克莉絲汀是兩個女孩的媽媽。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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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學史上，想要找出靈魂的實在體的人無數。古埃及的墓室壁畫中，可以
看到狼頭人身的陰司之神阿努比斯，拿著天平和羽毛來測量死者的靈魂。古希臘
哲學家德謨克利圖斯（Democritus）認為靈魂是由一種「原子」組成。 達文西被稱
為「解剖之父」
，他冒著生命危險，躲在墳墓裡解剖屍體，目的就是要找到靈魂存
在的地方。知名哲學家笛卡兒認為，靈魂位於腦內核心深處的松果體，將之稱為
「靈魂之座」
。二十世紀初，有一個醫生想知道靈魂到底有沒有重量，他嘗試測量
人在瀕死之時體重的變化，認為減輕的部分就是靈魂的重量。而另一個現代人，
聲稱靈魂是由「微中子」構成，沒有辦法偵測得到，就解釋了為何靈魂會如此的
飄忽渺茫了。152
靈魂有形體，可以被觸摸或盛裝在容器嗎？從愛爾蘭神話和民間傳說取材進
行寫作的愛爾蘭詩人葉慈（W. B. Yeats）編輯的愛爾蘭童話故事“ The Soul Cages”
提到「靈魂籠」，故事發生在克萊爾郡的鄧貝格灣（Doonbeg）。漁夫傑克（Jack）
認識了一個叫庫馬拉（Coomara）的人魚，他倆變成朋友後，傑克被招待到庫馬拉
位於海底下的家，傑克看到很多形狀像龍蝦盆的籠子「龍蝦籠」
，才知道原來裡面
關的是遭遇船難而被淹死的水手們的靈魂。傑克問是如何捕捉到靈魂的，人魚說
大風暴來時，在海裡放數十個龍蝦籠，等水手溺死後，祂們的靈魂會離開身體，
可憐的靈魂只要一碰到冷水幾乎就冷死，所以會跑到人魚放的籠子內避難，人魚
就這樣帶它們回家，但是他沒有傷害靈魂的意思，只認為他將靈魂從冷水中救到
乾燥的地方是好意。傑克決定解救這些靈魂，並成功的釋放了靈魂。由此童話傳
說得知，靈魂或許是具有形體的，是以才能被捕捉。153

科犯傑克生活困苦卻全心奉獻給上帝，與其妻艱苦的想養大兩個小孩，但他卻意外撞死克莉絲汀的
女兒和她的丈夫。這場車禍引發的後果將這三個人的命運串連起來，並改變了他們的人生際遇。
152

費雪著，葉偉文譯，《靈魂有多重？──歷史上最搞怪的實驗》（Weighing the Soul──The

Evolution of Scientific Beliefs）
，臺北市：天下，2002，頁 211-225。
153

譯自 W. B. Yeats, “The Soul Cages”, Fairy Tales of Ireland, London: HarperCollins Children’s Books,

2015. P115-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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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怪物的男孩》中，傑克的爸爸提姆擔任海岸資產管理公司的管理員，負
責整理與維修出租小屋，會修理這種「龍蝦籠」
。他的工作是修理（fix）東西，卻
無法「修理好」（fix）將自己困在腦袋中兒子的狀況，他決心想做的只是「矯正」
“resolving to ‘fix’ his son”、
「改正」傑克，“he could be ‘mended’”154使他變成正常人，
而不是關注滋潤他的心靈。他將龍蝦籠賣給遊客放在海邊，象徵可以捕捉那些死
在海上的靈魂，但不只是那些溺死於海上的乘客們、水手們的冤魂，也意識形態
上的錮桎了傑克的靈魂。

何謂靈魂？
seelt（靈魂）詞源與英語 soule 都來源於哥德文的 saiwa1 及古德文的 saiwalo，
與希臘文 aiolos（流動的、五彩的、彩虹色的）一詞有關。希臘詞 psyche（心理）
還有蝴蝶的意思。saiwalô 又與斯拉夫文的 sila 有關，sila 意爲力量。從這些關係中
了解 seele 一詞的原始意義：它是一種動力，即生命力。
拉丁字 animus（精神）和 anima（靈魂）與希臘文 anemes（風）是同義的。
希臘詞 pneuma（意思是風）也有精神的意思。哥德文中同樣的詞爲 us-anan，意即
呼氣；拉丁文中同樣的詞爲 an-helars，意即喘氣。在高地德語中，spiritus sanctus
可以翻譯成 atun，即呼吸之意；而在阿拉伯文中，風是 rin，rüh 則是靈魂、精神。
這與希臘文的 psyche 一詞有著非常相似的關係，而 psyche 則與 psycho（呼吸）
psychos（涼爽）、psychros（冷）、phusn（風箱）等字有關。
這些相似處顯示，在拉丁文、希臘文和阿拉伯文中給予靈魂的名稱都與流動
的空氣即「精神的寒冷之息」這概念有關。這也就是何以原始觀念會賦予靈魂以
一種不能看見的氣息之軀的原因。氣息既是生命的象徵，那麼也就同活動和動力

154

Keith Donohue, The Boy Who Drew Monsters.New York: Picador, 2014. P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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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被當作生命本身了。155
榮格為人的靈魂（Soul）下定義，靈魂是非常複雜、數不清的巨大精神意象：
沒有空間的宇宙裡隱藏著數不清的豐富意象，這些意象在人類超過幾百萬
年的發展過程中沉澱而成，固定在有機體之上。我的意識如同一隻眼睛，
穿透最遙遠的空間，也是精神上的非自我（non-ego）用無空間的意像填塞
在那些空間當中。這些意象（……）是威力巨大的精神因素（……）可與
內心宇宙等量齊觀的只有外面宇宙；當我透過天體這一媒介到達這個世界
時，我也透過精神這一媒介到達那個世界。156
關於靈魂的神話、傳說、民間故事、哲學沉思以及自然科學等說法奇妙無比，
有的言說靈魂無具體樣貌，是一種意象，就是將「生命」、「呼吸」、「運動」等的
無聲源頭，融合唯一的意象。
在一些原始部落所持有原始觀念認為：靈魂是火，因爲溫暖也是生命的象徵；
一個人的姓名就是他的靈魂，新生嬰兒命名時使用祖先名字，讓祖先的靈魂在其
身上得以再生，因此，自我意識被認爲是靈魂的表現。
「靈魂」充滿於萬事萬物無形的空間裡。對於靈魂的居所，古希臘哲學家赫
拉克利特覺得「你無法發現靈魂（心靈）的極限，即便你走遍所有的探尋之路；
它的意義便是如此之深」
。榮格的後繼者希爾曼覺得，靈魂等於「心智的詩文基礎」
、
「吾人本性可能發揮的想像力，藉反思遐想、夢、意象、幻想來經驗──幻想這
個經驗模式基本上把一切真實都視為象徵的或喻義的」。157

155

榮格著，蘇克譯，
《尋求靈魂的現代人》
（Modern Man in Search of a Soul）
，臺北市：遠流，1990，

頁 194-195。
156
157

《佛洛依德與精神分析》
，榮格全集，第四卷，頁 331。
Anthony Stevens 著，薛絢譯，
《夢．私我的神話》
（Private Myths: Dreams and Dreaming）
，頁 417。
88

在我們穿越深層、黑暗靈魂的迷宮之際，將我們捲入翻騰滾攪的現象裡，將
我們拖入印象之流裡，是我們病苦的那一部份，靈魂既脆弱，又痛苦，既消極，
又不遺忘，既混亂，又豐富。在黑暗角落發生磨難之際，才能揭示在意識、光明
面發生的究竟有何含意。158

靈魂的迷宮──生病的意義
靈魂必須經過考驗震盪，才能提升到另一個層次，這時生病就是一種洗滌淬
鍊的方法。榮格說：
「症狀必有其理由的，也必有其目的」
。159 生病對整體人生而
言具有重大意義，所有的疾病，包含身體與心理的疾病，都有意義存在。
《湯姆的
午夜花園》與《瑪麗安的夢》160中的奇遇都源自於生病，在《湯姆的午夜花園》，
湯姆因弟弟出麻疹必須隔離而到阿姨家寄居。而許多兒童文學作品主角都是因為
生病、體弱多病或身體有殘疾，而從中展現出生病的意義。
《瑪麗安的夢》
（Marianne Dreams）敘述一位十歲的女孩瑪麗安臥病在床，畫
了一個房子，夢想自己在那屋子裡，又將另一個也生病、患小兒麻痺的男孩馬克
一起畫進那屋子裡。後來她因為生氣，便在他臉上亂畫，又在房子外加畫了監獄
的欄杆和圍牆，並將外圍的大理石都化成單眼怪物，使真實生活中的馬克病情加
劇。但是當瑪麗安幫忙夢裡的馬克勇敢逃脫後，馬克的病就好轉了。
「十歲」這個年紀有其特殊意義，瑪麗安期待自己的十歲生日，生日對孩子
而言是很重要，對瑪麗安來説，除了自己滿十歲並可以學騎馬，這兩件事讓她格
外期待生日的到來，但卻在生日後身體覺得不舒服，而必須長期臥病在床，這對
想騎馬但卻必須躺在床上數個月的女孩打擊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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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 Cousineau 主編，宋偉航譯，
《靈魂考》
（Soul: An Archaeology）
，新北：立緒，1998，頁 171。

159

Anthony Stevens 著，薛絢譯，
《夢．私我的神話》
（Private Myths: Dreams and Dreaming）
，頁 210。

160

凱薩琳．史都著，羅婷以譯，
《瑪麗安的夢》
（Marianne Dreams）
，臺北市：台灣東方，2006。
89

「 十 歲 」 也 是 很 多 兒 童 文 學 故 事 主 角 的 年 紀 ，《 獅 心 兄 弟 》（ Broderna
Lehonhjarta）161的弟弟卡爾，是一名長期臥病在床、雙腳彎曲無法步行，而且知
道自己來日不多的十歲男孩。
《畫怪物的男孩》的傑克，是有自閉高功能綜合症和
廣場恐慌症兩種精神症狀的十歲男孩，唐納修安排傑克生病的用意是「傑克害怕
出門也對廣場感到恐懼。自閉症讓他害怕表達被困在腦海中的感情、害怕告訴父
母他最深的恐懼和慾望」。162《祕密花園》（The Secret Garden）163的女孩瑪麗，
同樣十歲，故事中也有一位體弱多病、無法站立的男孩柯林。河合隼雄覺得故事
在主角生病或患某種疾病中展開，其必須承受的病痛其實就是一份靈魂的修煉：
生病能讓人把注意力擺在自己的內在，人為了成長，必須完成內在與外在
的工作（……）疾病的造訪，多半是為了充實內在的工作。164
瑪麗安在夢中畫出的房子就像靈魂的形態，如榮格說的「屋子代表了心靈
（psyche）的形象」。165雖然房子是她主動畫出來，但屋裡的馬克卻沒有遵照瑪麗
安的意志行動，他是行動自主的；
《畫怪物的男孩》傑克畫的怪物，後來也不受傑
克控制。靈魂的顯露方式在受到主角的意志規定同時，本身卻又有自主性：瑪麗
安因為生病畫出馬克、傑克不想被送走而畫出怪物，之後圖畫上的人物都失控了。
靈魂本身是不可捉摸的事物，無法解釋其道理。瑪麗安在夢中見到馬克，但
他們實際上明明一次也沒有見過面。傑克內心深處除了知道爸媽對他的自閉症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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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格倫．阿斯特麗著，張定綺譯，
《獅心兄弟》
（Broderna Lehonhjarta）
，臺北市：遠流，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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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ohue, Keith. “Re: Questions about The boy who drew monsters.” Received by Rebecca Lan, 15

May 2019. 電郵原文：“Jack is afraid to go outside. Agoraphobia. He is afraid to express the feelings
trapped in his mind. Afraid to tell his parents his deepest fears and desires.”（2019.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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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蘭西絲・霍奇森・伯内特著，聞翊均譯，
《祕密花園》
（The Secret Garden）臺北市：野人，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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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合隼雄著，林詠純譯，
《閱讀奇幻文學：喚醒內心的奇想世界》
（ファンタジーを読む）
，臺北

市：心靈工坊，2017，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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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格著，《回憶・夢・省思》，頁 214。
90

特殊的廣場恐慌症難以接受，期待他藉由外界醫藥或科學方法被矯正後能夠變正
常，加上怕被爸媽送走的恐懼，而創造出或衍生出現了怪物，人的內心世界與外
界有時會展現出極不可思議的一致性，心靈會創造自己的世界，這是潛意識心智
與靈魂的神奇作用。

在幽谷裡淬鍊靈魂
榮格提到他感到熟悉並奇異體驗的靈魂作用，當時他在非洲旅行：
我被火車外上方紅色懸崖陡峭岩石上站著一個黑褐色人影迷住了；儘管畫
面全然陌生，超出我的經驗範圍，但是，卻有非常強烈的似曾相識感（……）
我似乎早就認識這個人，而他等待我已有五千年之久（……）我首次觀察
到靈學（parapsychology）現象。在此之前我曾想像，如果見到如此奇幻現
象，我一定會瞠目結舌。但是，它一出現，我絲毫不覺得奇怪、反而覺得
合乎情理，視為理所當然，因為我對它早已熟悉。166
榮格的靈魂與這位人士跨越時空，仍能相遇並產生強烈熟悉感，說明宇宙中
偉大的靈魂作用正不可思議的交融著。現實世界中的馬克隨著瑪麗安改變自己畫
在房子的一切，而加重了馬克的病情。靈魂是無法以理性理解的方式，在身體與
心理、外在與內在、生命與死亡等人類無法明確區別的地界，出乎意料地彼此交
融。人有時必須深入接觸靈魂，藉由事件展開經歷：透過心理與靈魂接觸，展現
出的是苦惱；透過身體與靈魂接觸，展現出的則是疾病。人如果不是想要克服疾
病或煩惱，或者掙扎著想要從中逃離，就不會這麼辛苦地創造出這樣的契機接觸
靈魂，誠如約翰．濟慈（John Keats）稱這塵世的用途是「淬鍊靈魂的幽谷」。
靈魂藉由夢境而互相接觸，夢境就是人們內心世界的經驗，在夢裡有專屬於
夢境的必然定律，只有在夢中才能發揮作用。靈魂接觸產生對話而展開成長訓練，

166

榮格著，《回憶・夢・省思》，頁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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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怪物來敲門》、《畫怪物的男孩》與《瑪麗安的夢》中，都因作夢而能接觸靈
魂深處。
我必須明白我的思緒與夢境的碎屑都是我的靈魂話語。我必須放在心裡，
在腦中反覆思索，就像我最親愛的人所說的話。夢是靈魂的引領。我怎麼
能不愛我的夢，不把他們謎語般的影像變成日常思考的對象？167
榮格認為夢引導出靈魂的接觸，將我們生活中藏在心靈深處的潛意識思緒，
由夢境顯現出來。而人必需透過受傷才能發現靈魂的存在，進行身體或心理的訓
練，為了考驗靈魂成長，會伴隨著驚心動魄的歷程與難以言喻的恐懼感。十歲兒
童正是可以更加深入接觸靈魂的年齡，透過經歷恐懼感的體驗與克服這樣的恐懼，
受困於迷宮的勇敢靈魂才能尋找到方法與出口，轉換成下一個新的出發。

第二節

《畫怪物的男孩》的顫慄夢靨

醫學心理學有許多難解之謎，其中的一個問題兒童，名字叫夢。168
──榮格（Carl Gustav Jung）

夢的樣貌
電影《全面啟動》
（Inception）169中，李奧納多・狄卡皮歐（Leonardo DiCaprio）

167

榮格著，索努・山達薩尼編輯、註釋，魯宓、劉宏信譯，
《紅書：讀者版》
（The Red Book: A Reader’s

Edition）
，臺北市：心靈工坊，2016，頁 119。
168
169

Stephen Segaller, Merrill Berger 著，《夢的智慧》
，頁 67。
《全面啟動》
（Inception）
，克里斯多福．諾蘭執導、李奧納多・狄卡皮歐主演，美國加州伯班克：

傳奇影業，2010。內容敘述一群「盜夢者」利用潛意識進入別人夢境竊取商業機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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飾演盜夢人，藉由造夢進入他人的夢境潛意識植入想法，達到改變當事人原本意
念而達到其目的，而他確定自己是否在夢裡的方法是使用「圖騰」
（totem）陀螺，
來辨別夢境與現實。他攜帶一個代表亡妻的陀螺，只要他將陀螺轉動時，陀螺可
以長時間不斷運轉，那麼李奧納多就能確定自己是在夢裡。由此得知，夢境與現
實有時很難分的出來，但是區分現實與夢境非常重要，而潛意識產生的夢境對我
們也產生極大的影響力。
最早實行這種造夢方法的古文明是埃及人，稱為「孵夢」
（dream incubation），
以誘發與某個特定問題或需求，如生病療病相關的夢。古埃及人崇拜療病神伊姆
霍泰普（Imhotep）的信仰，而有很完備的孵夢做法。這套方法被希臘人承襲下來，
用在祭祀藥神阿斯克列比歐（Asklepios）的儀式裡。近東、中東地區的民族相信
夢是神鬼等外在力量引起的，遠東地區民族卻承襲遠古的想法，認爲夢源自内在，
是做夢者的靈魂遊蕩引起的。
古代中國人相信靈魂可分爲「魄」與「魂」兩種。魄是「物質性的」
，依附在
形體上人死後便消滅。魂具有靈性，每晚於人入睡的時候出竅，肉體死的那一刻，
魂便離去。中國人也深信不可把正在做夢的人叫醒，因爲此時魂沒回來，魂離了
身體不但會導致做夢、瘋癲，也會引起幻視、恍惚、昏厥，人會精神錯亂，是十
分危險的。由於離魂者可以與陰界相通，能理解神諭，離魂狀態是極受重視的經
驗，所以中國人也會刻意醞釀誘導夢的發生，並有十分詳盡的解夢、孵夢傳統。170
古典夢學從古希臘即開始，對於「夢是潛意識的橋樑」此概念，柏拉圖認為，
「我們每個人──甚至最善良的人──內在都存有肆無忌憚的野獸本性，它會在
我們入睡時探出頭來」
。171甚至，希臘人認為，夢不只是人類與其靈魂溝通的通道，
是療癒的通道，也是某種真實發生的事態。

170

Anthony Stevens 著，《夢．私我的神話》，頁 19-20。

171

Anthony Stevens 著，《夢．私我的神話》，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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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的意義
分析惡夢出現在《怪物來敲門》與《畫怪物的男孩》時間點都相同，文本第
一句，一開場即破題點出怪物與惡夢的關聯：
《怪物來敲門》
：午夜降臨，怪物現身。一如往常。康納在怪物出現時醒了
過來。他做過那個惡夢。172
《畫怪物的男孩》
：
「夢之屋」
（……）男孩不確定，是在這間房子裡的夢都
會實現，還是夢想推砌成這個房子？他曾經很喜歡這個名字，但在這樣的
冰冷夜晚，夢卻變成噩夢，而床下的怪物就在深夜時分騷動著。
《畫怪物的男孩》
：作夢的男孩。荷莉看著她兒子睡覺，納悶他在夢中去了
哪裡。
（……）在眨動的睫毛下，眼球轉來轉去，他專注在只有他才看得見
的夢中景象，那是在他潛意識腦中播放的影片。173
何謂夢（Dream）？榮格認為夢是如此的神祕，又與現實如此緊密的結合在一
起，它是藏在潛意識狀態中：
夢是精神最深處、最隱密的一扇小門，朝宇宙的夜空敞開（……）所有的
意識均是分開的；在夢中（……）很難從自我的本質中分辨出來。174
傑克作夢是「在他潛意識腦中播放的影片」，呼應榮格認為潛意識的主動性：
潛意識乃積極主動、自發獨立的，潛意識透過夢的形式表達。夢是大自然
的一部分，沒有任何欺瞞的意圖，而是盡其所能地表達某些東西（……）
潛意識（……）能夠自主作用於意識、自主地引導意識。

172

《怪物來敲門》
，頁 11。

173

以上兩段引自《畫怪物的男孩》，頁 19-20。

174

《過度的文明》
，榮格全集，第十卷，第 30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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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格曾諮詢非洲部落人艾爾貢的老醫生，問起他做的夢，醫生頓時淚水盈眶
地說：
「古時候，醫生們都做夢，知道會不會發生戰爭或瘟疫，是不是要下雨，應
該把牲口往哪裡趕」
。175可知原始部落與古文明認為夢的意義重大，因為夢是自然
現象，它們提供的訊息完全不照人類意識的章法。誠如榮格言：
「所有心靈現象之
中，呈現最多非理性因素的，或許就數夢了」
。176夢亦是大自然與意識心智的溝通
管道，它所承載的內容，未經任何監控篩選，渾然流露心靈自身的完整風貌。

夢的理論
對於潛意識呈現為夢的看法，榮格與佛洛依德的兩人的看法如下：兩人皆認
同，某些具體內容沈潛到意識層次之下，而成為潛意識；相異處為，佛洛依德認
為這種沈潛的原因是它被壓抑住了，它是由上往下壓抑而成；榮格覺得根本沒有
壓抑，而是自然而然的發生，之所以變成潛意識，是自己退縮沈潛，而非被壓抑
的結果。相反地，它們有某種程度的自主性。有這種自主的概念，是因為這些消
失無蹤的具體內容，擁有不受意志影響的轉動能力。
佛洛依德在《夢的解析》說，旅程會再度進入生一層的幽暗、不確定以及幻
想。他假設所有的心靈活動都是由潛意識目的（unconscious purpose）的追逐所決
定。另 一 假 設 為「 潛 抑 」
（repression）
，為 呈 現 心 智 之 內 的 精 神 能 量（psychical
energy）的流動方向而出現的奇怪圖表。他以「潛抑」的觀念描述夢思的原始外貌，
區別兩種思考方式：一種是理性的、現實的思考，在清醒時的生活被認為是正常
的；另一種是原初過程：在歇斯底里症患者身上出現的非理性思考，否認掉無法
接受的事實，而在幻想中尋求避難之所。
人類隨著成長，學習將嬰兒時期的慾望潛抑入潛意識的深窩，並且學習將非
理性的思考轉為邏輯的推理。但心智是一個封閉的系統，因此慾望並未驅除，只

175

以上兩處出自《回憶・夢・省思》，分別引自頁 161、338。

176

《論夢的本性》，榮格全集，第八卷 532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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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躲藏起來。慾望最騷動的情形是在夢裡，原初過程與監督機轉產生衝突，導致
它們在精神官能症的症狀中也會自我顯現出來，會在笑話、口誤、以及看來平常
但實際意味深長的錯誤中顯現。177
顫慄夢魘
《畫怪物的男孩》英文書名為 The Boy Who Drew Monsters，“drew” 此字在《劍
橋字典》內有「吸引，牽引，獲得」之義。所以，除了「畫怪物」意思外，其實
還有「吸引牽引怪物前來」雙重意義。唐納修也說書名的 “drew monsters”，確實
有「吸引怪物」“attract monsters”的含義。178換言之，如同《怪物來敲門》康納
召喚了紫杉樹怪，《畫怪物的男孩》的傑克也吸引、召喚了怪物出現：「怪物居然
來夢裡找他了（……）牠們會在他的耳邊低語著」。179
傑克患有高功能自閉症狀與空曠恐慌症，嚴重的影響他們的家庭生活，一晚
他作了可怕的怪物噩夢，黑暗中以為媽媽是要去找他的怪物，甚至打傷媽媽。
對於做噩夢的經驗，我們每個人都有過，但兒童的夢魘尤其頻繁。夢魘的特
徵大同小異，做夢者面對險惡而不知所措，並且經歷極強的焦慮感與恐懼。夢魘
的英文字 nightmare 源於盎格魯撒克遜古語 mare，意指惡魔。再往上溯源是梵文
mara（毀滅者），可能是從 mar（擠壓）轉來的。因此，夢魘的含意是「被惡魔毀
滅者擠壓或搗毀的夢境」
。以前人們以爲夢魘是眞有「夜妖」附身造成的，後來才
知道是做夢者內在産生且是做夢者自己引發的。
分析兒童訴說的夢境，會發現令人不安的較多，令人愉悅的較少。麥倫（Brenda
Mallon）在《做夢的兒童》（Children Dreaming）裡指出，許多兒童都對她說從未
做過快樂的夢。兒童的夢境有些的確實現了最渴切的願望，但這種夢似乎相當少，
177

佛洛伊德著，孫名之譯，《夢的解析》
（Die Traumdeutung）
，臺北市：左岸，2010，頁 30-38。

178

Donohue, Keith. “Re: Questions about The boy who drew monsters.” Received by Rebecca Lan, 15

May 2019. 電郵原文中筆者提問：“The Boy Who Drew Monsters, does the word ‘drew’ also means ‘to
attract’ monsters, too?”，作者唐納修回覆原文如下：“I suppose ‘drew’ also has that meaning.”（2019.5.13）
179

《畫怪物的男孩》
，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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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夢是充滿焦慮和恐懼的。而這些恐懼正適合生活在進化適應力的環境裡的
兒童，包括恐懼被拋棄、被抓走或綁架、被掠食動物追趕，以及怕被妖怪吃掉。
有趣的是兒童夢中的恐懼可以與典型狩獵採集社會的憂懼相呼應，如害怕巫術、
鬼、惡靈，幼兒會自然而然將夢歸因於外界的影響力：上帝、神仙、妖精，這一
點也和我們的老祖先相同。兒童常做惡夢的原因，可能因為他們與人類的原型恐
懼更加接近，因為他們仍未擺脫怕陌生人、怕掠食獸、怕獨處在黑暗中的原型。180
當筆下的圖畫呈現出自己的生命時，沒有人能夠控制他們的意念或要這些筆
下人物消失他們就揮之即去：
《瑪麗安的夢》瑪莉安在素描本上畫的東西改變了現
實的狀況；
《畫怪物的男孩》傑克無中生有畫出男人、爬牆嬰兒與死後復活的尼克。
瑪麗安用奶奶遺留下的那支鉛筆畫出來的東西無法擦掉，並會出現在夢裡，可是
用其他的筆畫出圖卻不會出現在夢裡；雖然傑克知道外面這些可怕事件背後的真
相，但是他畫出活過來的怪物也無法自動消失，這都表示：我們經歷的某些事情
確實會深深刻劃在靈魂中難以抹滅，藉由夢境投射出來，但也有一些事的事物雖
然不能更動，卻可以透過添加一些什麼或行動來改變整體的狀況。
對於這種兒少的真實問題可以透過幻想的形式解決或改變，其氣氛讓人感到
恐懼；雖然有可能一切問題會順利解決，但意識到一個人可以被另一個人做出多
可怕的事，即知道其實每個人都有使壞作惡的引子與力量，這件事帶給人強烈的
衝擊，如瑪莉安想讓馬克病情加重與傑克想讓尼克消失，藉由來自這魔幻現實氛
圍的領悟，其實會更令人不安與覺得恐怖。

夢魘改造心靈
對於潛藏在潛意識裡，時不時出來驚嚇我們的夢魘，對我們是好處還是壞處？
同時受過佛洛伊德派和榮格派訓練的威爾梅醫師有位歷經越戰爆炸的個案，十二
年來每個禮拜都做同一個重演越戰慘況的惡夢：他們通過的農莊有嬰兒哭聲，他
180

《夢．私我的神話》
，頁 314-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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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夥伴走進去看見哭泣嬰兒，領隊在外面大喊著別抱他，但他的夥伴沒聽警告，
伸手去抱，結果嬰兒是個詭雷，爆得粉碎，他的朋友只剩下血肉模糊的斷肢殘軀。
威爾梅醫師收集了 350 個包含殘殺、屠戮和重傷害的越戰夢境。這些退伍軍
人被內心的罪惡感折磨，無法接受這些經歷，他們做著不斷重演著戰場會發生的
事或親身經歷的事件重現的夢。醫師說要讓它走出案主的腦海，必須「仔細聆
聽」
，尊重體驗並堅信案主，不做任何偉大的詮釋。因為案主無法抗拒別人不斷被
消滅的大趨勢，若要克服這種創傷，他們必須要能夠與另一個人建立聯繫。仔細
聆聽後不久，案主有不少人做了「療癒之夢魘」
（healing nightmare）
，這些惡夢中，
某些創傷夢境有了改變，夢裡開始出現某些實際上不可能發生的事，然後，夢境
發展的方向便漸漸轉向較多的自由表現。
威爾梅醫師發現，如果夢裡出現嶄新、非現實的成分，轉化和療癒作用就解
開序幕了。有位原任中士的案主，帶領十七個弟兄遭到伏擊，他無助地看著他們
被屠殺，雖逃過一死，但第二天跑回現場看到十七個弟兄的腦袋全被砍下，他反
覆夢到這個驚駭的場景。經過持續聆聽，有天他的夢產生變化，他對醫生說：
我走到那個山谷，往下看，沒看到這些被砍了腦袋的人，卻看到了你，你
斜靠著一顆樹，受了很重的傷。那裡還有一位病房的護士（她突然懷孕了）
，
她跟我一起跑下去救你，把你扛了上來。醒來的時候，第一次，在做了那
麼多這類的夢之後，我哭了。181
夢境有進一步的轉化，下一個階段就是療癒之夢魘，這時，夢會變成較平常
的幻覺夢境階段，夢到不曾發生的事、不可能發生的事，就像所有人偶爾會做的
那種夢。最後，療癒之夢魘會重新改造心靈，讓它從可怕的戰爭記憶，回到正常
的潛意識過程，除了有人以聆聽與之建立聯繫，不再運用潛意識本身以外的資源。

181

Stephen Segaller, Merrill Berger 著，《夢的智慧》
，頁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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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癒之夢魘，也可用於其他經驗。榮格幫助參加一次大戰退伍軍人，他有個
反覆的夢魘，經過幾個月的傾聽後，老兵夢境從一開始的碰到炸彈爆炸被嚇醒，
到變成出現一頭怒吼的獅子，榮格認為獅子屬於大地代表某個原始本性，是老兵
現在面對自己時遇到的東西；夢繼續下去，又變成看到他自己的臉，表示他正在
面對自己的形象，他的夢境轉化，表示療癒開始了，老兵最後再也沒有做過那個
夢。因此，夢是一種體驗，夢的智慧可以理解，可以應用，更可以得到正面的效
果。顫慄夢魘可以經過聆聽、建立關係、轉化改造心靈，進而達到療癒之效。182

第三節

穿越生死陰陽界

Life and Death
Why think separately
Of this life and the next,
When one is born from another.
死亡──靈魂獲得遺失的一半，就要重拾完整。

──Rumi183
──榮格184

死亡 V.S. 生命
十三世紀的波斯哲學家詩人魯米（Rumi）認為，生與死是相生的，生命誕生
於死亡、死亡誕生於生命，這兩件事是無法分別思考的。就像塞繆爾．貝克特道
出生命與死亡的關係：誕生即是他的死亡（Birth was the death of him.）。

182

Stephen Segaller, Merrill Berger 著，《夢的智慧》
，頁 112-116。

183

Jalaluddin Rumi, translated by Nader Khalili, “Life and Death,” Rumi, Fountain of Fire, Los Angeles:

Burning Gate, 1996.
184

榮格著，《回憶・夢・省思》，頁 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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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格對生命與死亡的看法是，死亡的存在是生命的相生一半，由死亡來讓生
命完整與產生意義，沒有死亡的對比，生命的價值無法顯現出來。死亡的殘酷與
無常事實告訴我們，上帝不慈悲，正義不存在，善意無覓處。但是，從另一個觀
點來看，死亡又是歡愉的事。從永恆角度來看，這是一場婚禮，一種神秘的合體。
我們需要死亡的冰冷來看清楚（……）生與死必須在你的存在裡保持平衡。
因為與死亡保持平衡就是生命的完成（……）沒有死亡，生命就毫無意義，
因為那很久存在的會再度爬起來否定自己的意義，想要存在並享受存在，
你需要死亡，那限制讓你實現你的存在。185
在《怪物來敲門》與《畫怪物的男孩》故事中都安排了死亡的情境，我們需
要體驗死亡的痛苦感覺，明瞭死亡不只是想像，而是存在生活中的一部份。

穿越生死陰陽界
凱斯．唐納修出生於愛爾蘭裔天主教家庭，在《畫怪物的男孩》出現大量的
宗教內容：禱告、流產死胎、鬼魂、幽靈、溺水、鮮血、怨靈、上帝、懺悔罪行、
天主教神父、教堂、修道士、著魔、驅魔、降靈會、數字三、七、十等跟西方或
天主教相關文字，並以魔幻交錯寫實方式書寫，在此節將交叉論述其文本內容象
徵豐富意涵與其靈性觀。關於《畫怪物的男孩》是否有宗教訓誡意味，唐納修回
應筆者其創作靈感：
我以天主教教養方式長大，但是並不嘗試告訴任何人宗教上的想法。我認
為關於為什麼人們會相信看不見的東西，信仰抗衡著本書的其他一些問題。
我想寫一個男孩，他無法輕易透過語言表達他最深切的感受。傑克回應其
他人對待他的方式，來表達他的憤怒和沮喪。我希望關於他是否真的想淹
死尼克及是否真的讓尼克活著的故事有點模棱兩可的。他的母親認為他這
185

榮格著，《紅書：讀者版》，頁 237-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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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做了。由讀者決定它是在人物的頭腦中進行還是真實的。這部小說的靈
感來自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碧盧冤孽》
（The Turn of the Screw）。
小說最初的名稱是 The Inside Boy。186
唐納修表示小說原名是 The Inside Boy，故事內已透露原意：“An outside man
with ‘an inside boy’”。187爸爸提姆想到他跟兒子傑克的關係，說他因為工作而一年
到頭都在外面，但是傑克卻有戶外廣場症，不敢出門：「老在外頭跑的男人，卻
有個足不出戶的兒子」。188當然這裡提到的「inside」，除了是具體的足不出戶行
為，也有傑克被困在自己腦袋的雙重涵義。提姆只看到外在表象，兒子跟自己差
距甚大而產生無奈的感覺，對於傑克更需要關心的內求部份，看不到也無法改善。
《畫怪物的男孩》充滿了魔幻現實主義，甚至現實生活中發生榮格說的「同
時性」（Synchronicity），指相同的想法在不同地點同時發生，有同步現象之虛幻
魔力，讓人難以分別真假。對於這部作品被歸類於魔幻寫實故事，唐納修認為：
我不確定它是如何分類的，但比起恐怖，我更喜歡魔幻現實主義。我的目
的是按照《碧盧冤孽》（The Turn of the Screw）和《鬼入侵》（The Haunting

186

Donohue, Keith. “Re: Questions about The boy who drew monsters.” Received by Rebecca Lan, 15

May 2019. 電郵原文：“ I was raised Catholic, but I am not trying to tell anyone about any specific
religious ideas. I think that faith plays against some of the other concerns of the book, about why people
believe in things unseen. I wanted to write about a boy who could not easily communicate his deepest
feelings through words. Jack is reacting to how others treat him, expressing his anger and frustration. I
want it to be somewhat ambiguous about whether he wanted to really drown Nick and whether he actually
keeps Nick alive. His mother believes that he is doing so. It is up to the reader to determine whether it is
going on in the minds of the characters or is real. The novel was inspired by Henry James's The Turn of
the Screw. My original title for the novel was The Inside Boy.”（2019.5.13）
187

Donohue, Keith. The Boy Who Drew Monsters.New York: Picador, 2014. P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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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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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Hill House）189的傳統來寫一部哥德式小說。190
《碧盧冤孽》的作者亨利・詹姆斯是維多利亞時代的說鬼故事好手，也是著
名的心理寫實主義大師。故事是一位女家庭教師受雇於男子，負責照顧年幼的姪
子和姪女。他們住在碧廬（Bly）鄉間的大房子裡，女家庭教師在這裡看到了兩位
過世的鬼魂，她確信兩個鬼魂可以跟孩子溝通，而且鬼魂還打算傷害孩子，於是
她決定要把孩子救出來，但是，最後男孩卻死了。是孩子們真的身陷危險之中，
還是女家庭教師精神錯亂了？作者將結局留給讀者去思考。愛德華．摩根．福斯
特（E. M. Forster）在《小說面面觀》
（Aspects of the Novel）評論「詹姆斯作品《碧
盧冤孽》涉及靈異事件（無論是在小說世界真有其事，或書中人物心理作用）
，人
物的主要經驗逸出『生、死（……）』的範圍」
，真實虛幻性由讀者決定。同樣的，
唐納修也將《畫怪物的男孩》的結局留給讀者思考，它是在人物的頭腦中進行，
還是真實的。而《鬼入侵》由恐怖小說天后雪莉．傑克森創作人要找鬼，但其實
真正的鬼在自己內心，主角須面對各自內心陰影的故事。

魔幻寫實主義
在進入分析文本象徵意涵前，先簡要介紹作品的風格「魔幻寫實主義」
（Magic
Realism）
，早在「魔幻寫實主義」這詞未出現前，E. M. Forster 已於 1927 年定義「奇

189

The Haunting of Hill House《鬼入侵》
，是 1959 年美國作家 Shirley Jackson（雪莉．傑克森）創

作的哥德式恐怖小說。為國家圖書獎的入圍者，被認為是 20 世紀出版的最好的文學鬼故事之一，
數度改編為電影以及舞台劇，1999 年改編成電影《鬼入侵》
。作品描述一名研究靈異現象的博士，
邀請一男兩女住進「大山厝」以求證鬧鬼的傳說，而這些人物發現，最可怕的不是鬼魂，而是自己。
190

Donohue, Keith. “Re: Questions about The boy who drew monsters.” Received by Rebecca Lan, 15

May 2019. 電郵原文：“ I’m not certain it is important as to how it is categorized, but I prefer magical
realism to horror. My aim was to write a gothic novel, in the tradition of The Turn of the Screw and The
Haunting of Hill House.”（2019.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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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小說」（fantasy）「需要讀者做額外的付出，適應它在書寫方法或取材方面的怪
誕」、「幻想小說要求我們相信超自然之物（supernatural）的存在或不存在」。191
大衛．洛吉在《小說的五十堂課》為魔幻寫實下的定義為：「魔幻寫實──
讓不可能發生的不可思議事件出現在聲稱是寫實的故事中」。192
「魔幻寫實主義」可追溯自 1956 年阿萊克西斯（Jacques Stephen Alexis）在〈大
溪地的魔幻寫實論〉文章，他認為這在大溪地與拉丁美洲文學表達中：「戰後的
知識分子採取社會寫實的手法,從神話、傳奇或是魔幻的傳統中,找尋文學書意象
與再現方式,利用『魔幻寫實』的策略,將魔魅的想像予以通俗化和精緻化」。193
因此，以拉丁美洲的魔幻寫實主義代表人物──賈西亞．馬奎斯（Gabriel
Garcia Marquez）的書寫風格舉例。馬奎斯說：「看上去是神奇的、虛幻的或魔幻
的東西，事實上是拉丁美洲的基本特徵」。張子樟說：「馬奎斯在作品中巧妙結
合虛幻與現實，創造出一個豐富的想像世界，反映南美大陸的生活與衝突」。194他
的著作《百年孤寂》（Cien años de soledad）荒誕不經、曲折離奇，跨一百年多年
的故事情節，主要為「關於鬼魂的問題，或說是生與死的問題」
。而他的小說人物
「是一個不受生死界線約束，往來於天、地、冥界的神奇人物」。在此，生與死、
人與鬼的界線完全被打破。正如墨西哥作家帕斯所說：
「在古代墨西哥人眼裡生命
在殘廢中延續。
（……）生、死、再生是宇宙無止境發展過程中的不同階段。生命
的最高職能是通向死亡；殘廢也非生命的終極；人們以死來滿足生的無限慾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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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M. Forster 著，李文彬譯。
《小說面面觀》
（Aspects of the Novel）
，臺北市：志文，2002。以上

三處分別引用頁 89、137、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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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洛吉著，李維拉譯，
《小說的五十堂課》
（The Art of Fiction）
，新北市：木馬，2006，頁

156。
193

廖炳惠編著，
《關鍵詞 200》，臺北市：麥田，2003，頁 15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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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子樟著，《說書人的異想世界》。臺北市：幼獅，2009，頁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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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

對墨西人而言，死亡並非結束，死人節是慶祝死人的慶典，慶祝無限延續循環

的生命。
如傑克筆下的尼克與怪物，他可以輕易的畫出他想畫的人、事、物並將畫中
物放在任何他想要出現的地方，尼克溺死再復活、傑克被尼克壓在水裡溺水重生，
遭遇船難的怨靈，打破生與死、人與鬼的界線，瀰漫在虛與實難辨的氛圍裡。

如果沒淹死，就是受洗成功？
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里特斯說：
「所有事物都是流動的（……）我們不可能在
同一條河流中涉水兩次」
。196因此，當故事主角第二次涉水時，無論是主角還是河
流都已經跟以前不一樣了。在《凡夫俗子》（Ordinary People）中，主角康拉德從
湖中被救起，他回到他生命的長河中時，一切都變得跟以前不一樣，他重生了。
從象徵的角度來看：一位年輕人從已知的世界出發遠颺壯遊，途中死裡逃生，回
來後變成一個嶄新的人，這就叫重生。這跟接受洗禮的象徵意義是一樣的，都是
以水作爲死亡和重生的媒介。浸禮或浸在水裡包含意義為重生，而「重生」可指
靈魂上的重生或「新的開始」。
唐納修認同傑克和尼克在海灘上溺水象徵著他們「重生」的想法。在基督教
尤其天主教的教義概念裡，在水中/在水下有「受洗」的意味，
「水是從一個生命到
另一個生命的沉浸。這就是為什麼他們被追逐到水邊，以便能重新開始」
。197由此
回歸研究作品並列點以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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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若川著，《安第斯山上的神鷹──諾貝爾奬魔幻寫實主義》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新北

市：世潮，2003，頁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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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s C. Foster 著，張思婷譯，《教你讀懂文學的 27 堂課》
（How to Read Literature Like a

Professor）
，新北市：木馬，2011，頁 207-208。
197

Donohue, Keith. “Re: Questions about The boy who drew monsters.” Received by Rebecca Lan, 15

May 2019. 電郵原文：“ the water is an immersion from one life to another. That's why they are chased to
the water's edge in order to begin again.”（2019.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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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傑克與尼克第一次溺水的象徵意義
傑克與尼克在海邊，尼克生氣並想擺脫他，於是把傑克壓在水裡，兩人溺水
被救後，從此他們倆人都不一樣了。
意外發生之後一切都變了。當傑克彼特從海裡被救起來後，就變成一個截
然不同的小孩（……）在那之後，他一直聽傑克彼特的話。溺水的那天也
改變了他，但尼克的改變不一樣。198
尼克媽媽流產後，他在海邊告訴傑克這件事，傑克說的話激怒了他，讓他想
淹死傑克，但是傑克說出了很有智慧的話語，我們如何失去還沒有擁有的東西呢？
尼克喊道「我媽失去了肚子裡的寶寶」
（……）「什麼樣的笨蛋會失去根本
還沒出生的寶寶啊?」這句話激怒了尼克（……）這時尼克深吸口氣，把他
拉進水裡（……）尼克兩腳牢牢踩在沙礫中，使盡全力把手壓在傑克彼特
的胸前（……）尼克想傷害他，尼克想要他消失，換回他母親失去的孩子，
所以把傑克彼特壓到水裡，直到他們倆都開始掙扎著想呼吸。
（二）尼克爸媽溺水的象徵意義
傑克的爸爸提姆與尼克的媽媽妮爾在婚前與婚後都有曖昧關係，當傑克與尼
克在海邊溺水時，他們倆正在調情。尼克的爸媽有嚴重的酗酒問題，是有名的酒
鬼夫婦；尼克媽媽與傑克的爸爸有婚外情。天主教的教義，通姦必須下地獄，藉
由淹死才能贖罪。那晚尼克的爸媽醉得不省人事，尼克看到掛在衣櫥爸媽的屍體：
腐爛的氣味令他眼淚直流（……）衣櫥桿上吊著兩具赤裸身軀（……）他
們的臉孔腫脹，嘴唇發青，鼻子像是被魚啃過般傷痕累累，溼著的頭髮平

198

《畫怪物的男孩》
，頁 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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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著頭顱的曲線。他們嘴巴開開的，舌頭像鰻魚一樣嚇人地垂著。最糟糕
的是，他們睜開的眼睛深陷在厚如麵團的皮褶裡，直直望視著他。199
唐納修在此以非常細膩寫實殘酷的文字詳述掛在衣櫥內尼克爸媽的屍體殘破
恐怖狀，對此，他說明在此小說中的恐怖都是有原因的：
這個故事的前提是傑克透過他的畫作將他的內心惡魔投射到世界。他與他
唯一的朋友尼克之間的愛/恨關係之一。他肯定想嚇唬尼克，並對準尼克的
恐懼（他的父母會拋棄他，並且他對媽媽流產「失去的」寶寶嬰兒負有某
種責任）
。我希望它能夠構建故事的氛圍，但是這部小說中的所有恐怖都是
有原因的。200
除唐納修自己的解說外，榮格也言及他身上有著惡魔般的力量，但是隱藏、
受壓抑於潛意識中，即是陰影。陰影將與主題相關但又不願承認的東西都人格化，
也將它直接或間接地強加投射在自己身上。如同傑克內心的惡魔想要尼克消失、
想要懲罰爸爸，而投射於畫作中。
（三）傑克與尼克第二次溺水的象徵意義
當被怪物追到海邊時，傑克與尼克兩人主客角色互調，這次是傑克抱住尼克
往海底方向拉扯，想讓他消失。浸水後傑克再次重生，當他在醫院等尼克醒來時，
已經從原本的自閉症孩子變成會以微笑回應醫院女孩，會臉紅，會像正常男孩著
迷於手機遊戲、會哭並主動撲進母親懷抱裡的孩子。被畫出來的尼克正在掙扎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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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兩處出自《畫怪物的男孩》，分別引用頁 158、5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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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ohue, Keith. “Re: Questions about The boy who drew monsters.” Received by Rebecca Lan, 15

May 2019. 電郵原文：“ The premise of the story is that Jack is projecting his inner demons through his
drawings out into the world. One of his love/hate relationships is with his only friend Nick. He definitely
wants to scare Nick and targets Nick's fears (that his parents will abandon him and that he is somehow
responsible for the ‘lost’ baby）. I hope it builds the atmosphere of the story, but there's a reason for all of
the horrors in the novel.”（2019.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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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而傑克是決定讓尼克是否繼續活下去的關鍵人物。荷莉終於發現這個秘密，
命令傑克繼續畫下去，她知道她的孩子是非常特殊、具有魔力的。

邪惡的暗號密碼
電影《康斯坦汀：驅魔神探》
（Constantine）中，主角康斯坦汀在調查案件時，
要安琪拉回想她跟雙胞胎妹妹小時候兩人會使用的共通秘密暗號，即是她自殺的
妹妹透過用手指在玻璃上寫字，朝窗戶呵氣，凝結的水滴會出現寫字內容。201在《畫
怪物的男孩》中，角色間出現以用手指在玻璃上寫字傳訊，首先提姆洗澡時出現：
有人用手指在鏡子上畫了一張臉，顯然是女人的臉，不過，比先前那張臉
更可怕、更扭曲。一眼下垂，眼珠白濁空洞（……）的獨眼女人。
此獨眼女人，正是傑克畫的波登神父的日籍管家散幕女士，接著是傑克寫字：
他用力朝窗戶上呵口氣，凝結的水滴之間出現了「邪惡」兩個字。（……）
「我們去嚇嚇我爸。」
傑克想嚇爸爸，但是「邪惡」兩個字卻出現在媽媽面前，嚇到的是他媽媽：
那兩個字左右相反，因而顯得陌生，她一時間看不出是什麼字，直到轉過
身才清楚看到那兩個字：「邪惡。」是啊，邪惡，商場裡的邪惡女巫。202
傑克媽媽邪惡嗎？為什麼她形容自己女巫？故事中誰是邪惡的？唐納修說：
故事中沒有一個角色是「邪惡的」
。傑克試圖處理他複雜的情緒，並打擊他
的父親和他的母親，他的父親希望他保持正常，而母親則不知道如何親近
201

《康斯坦汀：驅魔神探》（Constantine），佛蘭西斯．路易斯執導、基努．李維、瑞秋．懷玆主

演，加州伯班克：華納兄弟，2003。內容為康斯坦汀有陰陽眼通靈能力，可看到存在人間的天使和
惡魔，他因為自殺必須藉由在協助人間驅魔來獲取回到天堂的條件。女警安琪拉．道森請康斯坦汀
協助調查她孿生妹妹伊莎貝爾的自殺原因，在醫院死去的妹妹跟活著姊姊間的秘密暗號。
202

以上三處出自《畫怪物的男孩》，分別引用頁 98-99、108、118。
107

他。傑克知道他的母親對兒子又愛又懼怕，而他正試圖強迫她以更富有同
情心的方式看待他。203
身為天主教徒的荷莉因為恨自己的兒子傑克造成生活的脫序，還說傑克不停戳自
己的頭像著了魔一般，她對神父懺悔覺得她自己有罪：
神父，如果我說我有時恨他，我有罪嗎？204
而傑克畫出的怪物男人卻出現在傑克家外面，跟他在玻璃上用暗號溝通：
留下若有似無的印子，彷彿是遺留在窗玻璃上的暗號──你好，再見（……）
他也不會透露這個怪物已經失控了，有些秘密最好別洩露出去。205
透過這些傑克與爸爸、傑克與媽媽、傑克與怪物間傳達的暗號跟祕密交換，
似現實又似魔幻的情節同時交錯故事中，唐納修一步步成功營造出令人不寒而慄
的恐怖感，又具有榮格提到的心理意識與事物同時出現的「同步現象」
，現實與虛
構故事的氛圍交疊，好像有數條隱形線齊頭進行，讓人深陷其中無法自拔。

著魔與降靈會206
榮格在《分析心理學與夢的詮釋》中提到「著魔」，就是現代所說「情結」，
不像現在將之心理學化了：

203

Donohue, Keith. “Re: Questions about The boy who drew monsters.” Received by Rebecca Lan, 15

May 2019. 電郵原文：“ None of the characters are ‘evil’. Jack is trying to deal with his complicated
emotions and is lashing out at his father, who wants him to be normal, and his mother, who does not
know how to reach him. Jack understands that his mother has a mixture of love and fear for her son, and
he is trying to force her to see him in a more compassionate way.”（2019.5.13）
204

《畫怪物的男孩》
，頁 85。

205

《畫怪物的男孩》
，頁 138-139，粗體字為譯本既有。

206

降靈會一種源自遠古的儀式，部落巫師與亡靈溝通的方式，《畫怪物的男孩》，頁 115。
108

情結是切斷了的部分心理，是一塊心理分裂了（……）無論自我意識是否
知道，它們的同化力量十分巨大（……）只要關於情結的無意識伸出援手，
以至對自我同化，從中產生一個短暫且無意識的人格改變，稱作情結一致。
這個極具現代感的概念在中古世紀有另外一個名字：那時它叫做著魔。207
媽媽荷莉害怕自己的親生兒子，會對她、對他自己做出什麼不好的事，因為
他執著的怪異行為而說出他「著魔」了：
他動手打了我（……）同一天，他又無緣無故用手指不停戳他的頭（……）
好像著了著了魔一樣（……）不是你指的那種著魔。看在上帝的份上，我
需要的不是驅魔（……）神父，我真的六神無主了。
當荷莉在書局的聖誕歌曲調裡聽見敲擊聲，好像有人在敲桌子，是傑克敲的：
「是密碼，你沒聽到嗎？（……）這好像降靈會，你聽，是答答、答答答……」
此時，是傑克在家裡被爸爸指控他於寒冬打開窗戶，因此傑克用鉛筆敲桌子：
傑克彼特全神貫注地用鉛筆戳著桌面，起先很慢，接著就逐漸加速，越來
越用力（……）他戳得更用力、更狂暴、筆尖在偏軟的木頭表面留下小小
的痕跡（……）傑彼還在窗邊，像是祈禱中的瘋狂修道士，反覆唸著依稀
可聞的胡言亂語。208
榮格認為普通的情結失言者和著魔時的粗魯瀆神，二者區別只是程度不同，
我們現今的語言則會如此說道：
「他今天又怎麼啦？」
、
「他鬼迷心竅」等，就是指
情結情緒，但其實原來的意涵更容易辨明，也實際可指出較原始，且較易理解的
干擾性的情結。唐納修將濃厚的宗教象徵意涵加上以原始的神靈現象敘述傑克知
207

榮格著，《分析心理學與夢的詮釋》（Grundfragen zur Praxis），國立編譯館與桂冠圖書合譯，

苗栗縣：桂冠圖書，2007，頁 188-189，粗體字為譯本既有。
208

以上三處出自《畫怪物的男孩》，分別引用頁 87-88、115、99-100。
109

道那怪物出現在家外緊張焦慮的狀態，他知道怪物已經失控，因此他敲擊桌子像
巫師也像修道士，目的是召喚聖靈與亡靈溝通的降靈會，為的是要驅怪物這個魔。

怨靈，是溺水者的鬼魂
身為天主教徒的荷莉因為傑克在他臉上打了一拳嚇到她後，感到焦慮不安已
經有兩週了，想從神父那裡尋求解答，到達神父的住處看到一幅發生於一八四九
年從英格蘭到美國的畫作《波思利文號的船難》，波登神父述說此事件：
看來妳發現《波思利文號的船難》了，那是個悲劇性的故事。傳說死在船
上的人，還在附近的水域陰魂不散（……）村裡的人發現了第一批屍體，
屍體僵硬結了冰，聽說有些乘客沒找到，還躺在海底。在暴風雨的晚上，
可以聽見他們在海中的葬身之處焦躁不安地哭嚎。
荷莉顫抖一下後，神父的獨眼管家散幕女士出現並對荷莉說著怨靈的由來，
但是荷莉並不相信鬼魂或怨靈：
怨靈是死者的靈魂注定糾纏活著的人，直到他們的冤屈得到平反（……）
傳說中，船長在暴風雨裡冒了不必要的險，怨靈想要擺脫他們的悲劇（……）
別對妳看不到的事物那麼鐵齒。神秘之事浮現於腦海中，但關鍵在於靈魂。
唐納修透過散幕女士告訴我們：
「不該以貌取人，即使貝殼裡也可能藏著珍珠」
。
209

他安排散幕女士，是為了對比襯托與平行於波登神父：
散幕女士是波爾登神父的對比人物。兩者都有信仰，但在不同的系統中。
她的目的是提供一些洞察力，了解荷莉和蒂姆如何更好地處理他們兒子的
幽閉恐懼心理，但她也是另一種向這可憐父母施加壓力的外部心理力量。210

209

以上三處出自《畫怪物的男孩》，分別引用頁 84-90、208。
110

出生於日本的獨眼散幕女士符合西方童話故事裡對邪惡女巫的敘述，像女巫
般的外表、可以看見鬼魂與別人腦中的畫面，並有作法的能力，如：
她的一隻眼睛是黑的，另一隻眼睛上則附著一層白濁（……）她身上的黑
洋裝像麻布袋一樣掛著。211
她還是小女孩住在孤兒院時看到半空中飄盪的雙胞胎女孩鬼魂，會在她睡
覺時跟她說話，她在壁爐灰燼裡看到鬼魂的腳印，為了送走雙胞胎怨靈，
以自己做的布娃娃人偶舉辦葬禮，與六枚錢幣一起燒掉送走怨靈。
在文本中，提姆也不斷的形容散幕女士是女巫：原文敘述 “ Did you ever see
such a creature? ”212但是中譯本並沒有此句翻譯，故提出加以論證「creature」指怪
物、生物，提姆貶抑散幕女士為怪物女巫；提姆並形容她是「會巫術的女人，讓
他發毛」
、「用不著神父、獨眼女巫和那些鬼把戲」。213提姆認為她就是女巫！
雖然散幕女士獨眼，但是她可以看到的卻比擁有雙眼的人更深更多、聽到更
多的事，也跟傑克一樣都知道，什麼是真的、什麼是假的。她知道傑克的秘密，
也看得到傑克腦中的畫面；雖然她從小就是孤兒並成長於孤兒院，擁有特殊能力
並跟傑克一樣，也是從小困在自己腦袋裡，但是她說生命為她找到出口，從日本
遠渡到美國，原本想投身宗教，上帝卻對她另有安排而成為神父的管家。
筆者認為她是兒童傑克的成人版，她與傑克有太多共同點，兩人有同樣的病
症，只是不同的名稱，所以她想以過來人的經驗幫助傑克，兩人經過私下聊天後，
210

Donohue, Keith. “Re: Questions about The boy who drew monsters.” Received by Rebecca Lan, 15

May 2019. 電郵原文：“Miss Tiramaku is a counterpoint to Father Bolden. Both have faith, but in
different systems. She is meant to provide some insight into how Holly and Tim might better deal with
their son's claustrophobic mind, but she is also another external psychological force bearing down on the
poor parents.”（2019.5.13）
211

《畫怪物的男孩》
，頁 89。

212

Donohue, Keith. The Boy Who Drew Monsters. New York: Picador, 2014. P185.

213

以上三處出自《畫怪物的男孩》，分別引用頁 212、224、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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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克居然可以讓她將手搭在自己肩上，可以承受被人類碰觸的沉重，解除他的戒
心。她扮演的除了是提供外來觀點以提醒傑克父母該如何跟他溝通外，也是傑克
的心靈導師，來療癒傑克；如紫杉樹怪的角色對康納而言具有療癒的作用。
荷莉信奉天主教，但是她的先生提姆卻是無神論者，不相信宗教，只相信事
實。她對生命有許多的疑問時，卻無法與最親密的另一半討論，甚至為了教養問
題起爭執，對夫妻倆的關係是種考驗。提姆不願面對傑克無法正常的狀況，希望
靠著醫學可以控制與矯正自己的孩子。傑克潛意識裡反擊自己的爸爸的方式就是
畫出人形怪物與爸爸對抗，並懲罰爸爸想把他送走的行為：
書中的主要怪物與傑克的父親相呼應。他身體巨大是男性，傑克感覺到他
父親對他的態度以及提姆希望擁有一個「正常」的男孩（以及一個「正常」
的妻子）
。因此，這表達了傑克潛意識的慾望，即擺脫他的對手尼克，並懲
罰他父親的罪過行為。214
荷莉疑惑傑克究竟怎麼了？想在天主教會中尋求精神答案，她不知道為何會
覺得神父就能為她解惑，或給她安慰？這裡提到信念問題，跟《怪物來敲門》中
第二個故事的牧師失去信念一樣，根據天主教義，對於身為信徒的荷莉而言，她
的信念是不應該有搖動的，或許因為如此，荷莉第一個求救的對象便是神父。
唐納修想營造的哥德式風格小說藉著安排許多對比性角色成功的展現出來，
談到傑克的衝動、想對爸爸進行的懲罰、傑克跟媽媽的自我罪惡感，從《夢的解
析》裡可得知一二：文本表面上符合的真實在半隱藏的恐怖與縈繞的意念下而支
離粉碎。那些未被認出的衝動，可能會被替換成一個偽裝者，如《變身怪醫》中，
214

Donohue, Keith. “Re: Questions about The boy who drew monsters.” Received by Rebecca Lan, 15

May 2019. 電郵原文：“ The main monster in the book echoes Jack's father. He is large and male, and
Jack senses his father's attitude toward him and Tim's desire to have a ‘normal’ boy (and a ‘normal’ wife）.
So, it is an expression of Jack's subconscious desire to rid himself of his rival, Nick, and to punish his
father for his transgressions. ”（2019.5.13）
112

一個是傑出有成的紳士偽裝者傑基爾博士、一個是衝動下的邪惡怪物海德先生；
可能會被強迫濃縮成一個單一的人物，又例如《科學怪人》的怪物就體現了怪物
潛藏的罪惡感、對怪物創造者的自我懲罰的恐懼、對過於自負的科學的復仇、以
及不義的受害者之悔恨。因此，就算在表面上符合現實的作品中，讀者仍然可以
欣賞到各種機轉，包括複製、置換、以及鏡射。小說人物，就如在夢中出現的人，
原型都是根據父母及手足為模版所塑造的，因此都是回頭的浪子。所以，在《塊
肉餘生錄》
（David Copperfield）裡，孤兒大衛那從未蒙面的父親有一個邪惡的替
身：穆德史東先生，對比一個好的、無力的替身：米考伯先生。215
傑克生命中與外界接觸有兩個出口：畫畫和他的朋友尼克。繪畫讓他生命有
意義並與外界溝通，但傑克彼得與尼克這兩個男孩其實也有著複雜的關係，在一
個層面上他們需要彼此，而在另一個層面上又相互怨恨，就像雙胞胎的一體兩面。
傑克模糊現實和魔幻的界線，畫出了外表醜陋且令人毛骨悚然的怪物，但是怪物
其實並沒有傷害到任何人而且無法說話，如《科學怪人》裡的怪物，外表醜陋但
是內心是單純善良，讓我們省思如何看待我們周遭理性視界之下所潛藏著的畸形
東西，那些躲在床底下、衣櫥裡的怪物以及我們人類內部的怪物，究竟眼見怪物
為怪物，還是心魔怪物才是怪物？
唐納修以一個心靈有缺陷的特殊男孩，對比其他身體沒有缺陷但是心裡有困
惑的人物們，建構出精神層次相當濃厚的故事內容，傳達出人們必須要有信念的
意圖。而他藉由一個高功能自閉症兒童的故事，也來提醒人們，他們其實只是困
在自己的腦袋裡、迷失在自己腦海迷霧，需要世間幫忙的無助靈魂啊！

215

佛洛伊德著，
《夢的解析》，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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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陰暗情緒是毒藥

或許這世上的苦難令你心生畏懼，但倘若你不退縮，或許不至於如此受苦。
──法蘭兹．卡夫卡（Franz Kafka）
普世的陰暗情緒
大部分人在一般狀況遇到抑鬱心情，會盡量嘗試去忽略它、排解它，或覺得
過一陣子心情就會好了，如果一個情緒及其伴隨著的情緒訊息被阻擋或是遭受意
識的拒絕，長久壓抑的結果，會造成不適當或失去功能的情緒反應；反之，如果
一個情緒的經驗能完全被處理完成，則會引導出一些新的、更為適當的情緒反應。
這個情勢改變的過程，不單單只是一種進化或表露而已，而是一種情緒的喚起；
情緒喚起的狀態隱含了個體對事物的解釋，賦予事件意義，使當事人進入、檢視
他的情緒基模，進而改變對自己和他人的觀點，這是理想的狀態。不論為何，情
緒對人們具有重要且深遠的影響。
擔任心理治療師三十年並有當代情緒心理學大師之稱的 Miriam Greenberg，以
她歷經第一個孩子早夭和身為身心障礙孩子的母親身分了解到「悲傷」、「恐懼」
與「絕望」是三種人們視為洪水猛獸、避之唯恐不及的陰暗情緒，是大部分個人
與群體產生情緒疾病的根源所在，而這些情緒是我們人生中最需要努力避免並最
需要仔細照護的部分。人們為了逃避或是壓抑、控制這些負面情緒，發展出許多
娛樂、飲食、購物消費、抽煙喝酒的層面活動來轉移注意，但大部分時候人們是
失敗的，唐朝李白的詩「抽到斷水水更流，借酒澆愁愁更愁」就很傳神描述出這
種情緒狀態。216

216

Miriam Greenspan 著，陳亭螢譯，
《陰暗情緒是毒也是藥！榮格【陰暗情緒】原型的自我轉化及

療癒》（Healing through the Dark Emotions）
，新北市：人本自然文化，2007，頁 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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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陰暗的情緒會有榮格說的情結（Complex）介入干擾，「情節是因創傷的
影響或者某種不合時宜的傾向而分裂的精神碎片」217，如同傑克的精神狀態。根
據榮格，情結是個人潛意識中一組組心理內容的聚集，就像完整人格中彼此分離
且獨立自主的一個個小人格；它有自己的驅力，可以強而有力地控制一個人的思
想與行為，就像是癮，如果我們透過分解、消融這些情結，就可以轉化成為靈感
動力的泉源，並能讓人恢復身心靈的健康。
傑克從跟他同類的大人版散幕女士身上獲取同理心，而願意伸出對世界的觸
角，原本殘缺乾凅的靈魂得到溫暖滋潤，軟化他的自我防備戒心，有療癒的能量。
文本最後安排傑克再次溺水，象徵再次重生，他原有的自閉症轉變成會哭泣並主
動撲進母親懷裡的孩子。雖然唐納修希望由讀者決定，但筆者相信，傑克會慢慢
恢復心靈健康的。

陰暗情緒是毒藥
壓抑的悲傷經常轉變為憂鬱、焦慮或是各種成癮症；麻木的恐懼可輕而易舉
地導致不合理的偏見、狂怒以及暴力行為；潛意識中不自覺的絕望或拔山倒海而
來的絕望，經常導致嚴重的心靈麻痺，或表現於破壞性行為中，而難以忍受的絕
望也是導致世界各地憂鬱症發生率逐年攀升的主要原因。大部分臨床心理治療師
都認為，現代人是為了逃避悲傷、恐懼與絕望，才會沉溺於酒精藥物、科技產品、
娛樂、工作、性愛等麻醉物中飲鴆止渴，無法自拔，並衍生許多的精神官能症。
陰暗的情緒對人們意味著「負面」
，承認自己有這個情緒，就是承認自己懦弱。
據 Greenberg 臨床經驗發現，「這些情緒會滋長許多精神官能症的狀況，例如：氣
喘、腸胃症候群、高血壓、偏頭痛與背痛，同時也已經為心／身研究所佐證。甚

217

《精神的結構與動力》，榮格全集，第八卷，第 12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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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如果人們無意識地壓抑陰暗情緒，會導致「精神麻痺」
。218其實並沒有所謂的負
面情緒，問題在於我們無法忍受某些情緒，且我們缺乏因應的技巧。

陰暗情緒煉金術
喬治亞．歐姬芙（Georgia O'Keefe）說：「我曾經每天都活在憂鬱中，但我從
未讓它阻止我去做任何事情」
。219正如老羅斯福總統於 1913 年的就職演說：
「我們
唯一必須恐懼的正是恐懼本身」
。220造成畏懼症的原因並不是恐懼，而是逃避恐懼。
因為我們如此的害怕感受恐懼，於是我們會逃開任何觸發恐懼的人事物，而這樣
的逃避反而將畏懼症鎖在我們的體內。當恐懼的力量因人們的逃避而變質、毒化
時，畏懼症只是它其中的一種可能結果，例如，你可能因為怕走出家門會被車撞
到而不願離開你家，但阻止你離開的並不是恐懼，而是你對恐懼的逃避。喬治亞．
歐姬芙並不害怕她的恐懼，所以她也不會在她的作品或生活裡隱藏自我，她可以
感覺恐懼，但她並沒有病態的畏懼。
我們可能害怕搭飛機，所以選擇搭火車，恐懼並沒有阻止我們去做那些事情,
是那股害怕恐懼的感覺阻礙著我們。如果能夠去感受它、面對它，我們就可以讓
它獲得療癒。恐懼的原始情緒本身其實不會讓人們麻痺，而會讓我們更有活力。
恐懼能讓我們有所行動，而如果我們逃避恐懼，更會滋長恐懼。我們要明白去承
受且面對這份情緒潛在的不穩定力量，並依照個人需求，找出正確的因應行動。

停止抵抗，擁抱生命全貌
路易斯（C. S. Lewis）在《卿卿如晤》（A Grief Observed）中詳述了他在妻子
因癌症逝世後所歷經的內心旅程。對路易斯來說，他面對悲傷的第一個階段──
我碎滅時，他的信仰有如紙牌搭成的房屋般瓦解散落，於是他檢視自己的崩潰，
218

Miriam Greenspan 著，《陰暗情緒是毒也是藥》，頁 103。

219

《陰暗情緒是毒也是藥》
，頁 247。

220

《陰暗情緒是毒也是藥》
，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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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開始區辨真我一致的信仰及期待有什麼不同。他認為，如果他真的像過去那樣
在乎這個世界的悲傷，他就不該在面對自己的悲傷時如此不堪一擊。因此，他的
自我掙脫了自戀的窠臼，當他意識到世界和他一樣都會感到痛苦時，他自我的痛
感受到了限制，悲傷以一種全新的方式對他揭露世界的悲哀。
於是，路易斯收起了感傷，試著去觀察自我碎滅階段所提出的問題：
「為什麼
是我？」他只痛苦了很短一段時間，就快速地轉進了拓展自我的階段。然後，他
突然感覺自己的妻子出現了──這並不是一般常見與亡者發生連結的戲劇化情節，
而是像與妻子通上電話那樣真實而平凡的歡愉會面。他形容當時的感覺，
「就像是
在黑暗裡微笑」一樣。最後，悲傷煉金術讓路易斯對於與妻子的歡愉會面充滿感
恩，如同一個昇華的心靈不只保有理論與信念，還擁有直接的體驗。於是路易斯
以順服之姿結束悲傷旅程，終究可以對他的失落泰然處之。221
悲傷輔導權威威廉．華登（William Worden）教授指出，
「沒有人能逃避悲傷，
除非他心中沒有愛」
（“ only people avoid love can avoid grief ”）
。222悲傷，是因為，
我們有愛。失去所愛的親人，分離的悲傷與無法告別的遺憾，是生命裡獨特的失
落，對於死亡的陌生與無力、對於生命巨變的害怕與無助，禁錮著悲苦的心靈。
然而，失落與思念是生命中的一部分，失落讓人的生命新生不同的力量；失落讓
我們的情感豐富起來，這兩者都讓我們的心學會柔軟、敏感和和善。
我們也必須學會以自己的方式與陰暗情緒自在共處，並找到不干涉他們的方
法。當我們不去阻抗陰暗情緒，延伸我們的察覺而非強力切割我們的理性與情緒，
如此一來，我們將會發現悲傷、恐懼絕望，其實是豐富我們生命的禮物。當我們
允許自己有勇氣放棄抵抗並且讓經驗應用情緒，體驗音樂情緒的流暢活動，反而
會使我們的心靈變得更有力量，讓我們充滿感恩、喜樂、信實、勇氣和熱情。

221

Miriam Greenspan 著，《陰暗情緒是毒也是藥》，頁 172。

222

蘇絢慧著，《請容許我悲傷》
，臺北：張老師，2004，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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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傾聽、擁抱並與陰暗情緒同在，而不影響我們的行動，從個人進行情緒
煉金術，我們每個人都承載了人類大家庭的陰暗情緒，修煉個人，進而達到人我
合一的世界，對我們的世界進行她所需要的療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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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結論：解鎖、重建與癒合之路

The Second Coming──W. B. Yeats〈二度降臨〉葉慈/楊渡譯
Turning and turning in the widening gyre （迴旋復迴旋，於愈益擴大的漩渦）
The falcon cannot hear the falconer;（獵鷹聽不見放鷹的人）
Things fall apart; the centre cannot hold;（一切都崩落，再無核心可以掌握）
Mere anarchy is loosed upon the world,（只剩下混亂，漫溢世間）
The blood-dimmed tide is loosed, and everywhere（血色的暗潮，漫溢四方）
The ceremony of innocence is drowned;（純真的慶典已經沉沒了）
The best lack all conviction, while the worst（最好你沒有信念，最壞）
Are full of passionate intensity.（…）（你還有充滿激情的狂烈（……））
The darkness drops again but now I know（黑暗又滴落了，然而我已知道）
That twenty centuries of stony sleep（二十個世紀，頑石般的長眠）
Were vexed to nightmare by a rocking cradle,（已經讓擺動的搖籃盪入夢魘）
And what rough beast, （那是什麼畜生？）
its hour come round at last,（它的時間終於到來）
Slouches towards Bethlehem to be born?（淫淫靡靡的走入伯利恆，等待出生？）
葉慈（ W. B. Yeats）的這首〈二度降臨〉寫 於 1919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
那時戰後歐洲數百萬人死亡，他認為歐洲社會已崩潰了，當時他預測未來邪惡黑
暗暴力勢力會高漲，而這首詩在二十世紀後期至今的戰爭中仍令人不安地具有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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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性。葉慈相信，文明的變遷興衰與再生是必然的，但是，新的要到來，舊的必
然崩潰，新舊交替之際，必然有一段狂暴與動亂時期，此時價值觀念混亂模糊，
每個人只能堅持自己的信仰。在這結論章節，筆者期冀以兒童文學為出發點，將
視野擴及全宇宙，每個孩童的成果過程，必定會遭遇身心靈的陰暗面，都必需學
習接受自己、創傷後療癒復原、擁抱不完美，滋潤自己的靈魂而完整自我。

第一節 親吻黑暗的天使
光明與黑暗交會了，然後融合，成為一體。
──娥蘇拉．勒瑰恩（Ursula K. Le Guin）
《地海巫師》
（A Wizard of Earthsea）

黑暗，也是一種力量
娥蘇拉．勒瑰恩曾說她經常讀榮格的書，所以她的「地海系列」提到許多光
影與黑暗的概念。
《地海巫師》故事的主角格得因其天賦，讓大法師歐吉安想收他
為徒，原因是他身為巫師，卻將這股力量封鎖在黑暗中，是非常危險的事。在格
得受到挑釁而不小心召喚出可怕黑影時，歐吉安說：
「有光的地方就會有影，力量
總是伴隨著危險」、「動搖宇宙均衡，是危險而可怕的事情（……）因為點亮光的
同時，也將創造黑暗」
。也因為格得自身的傲慢與無知所投下的陰影，而召喚出「無
名之物」
，讓他深感羞愧，決意未來繼續修行，補償自己犯下的過錯。223
在歌德（Goethe）的《浮士德》（Faust）224中，浮士德坦露心跡說：「天哪！
我的心裡住著兩個靈魂呢！」榮格認為任何具有內省能力的人，人格上的分裂（split）
純屬私人的事，理當由自己負責。
223

《閱讀奇幻文學：喚醒內心的奇想世界》，河合隼雄著，頁 241-249。

224

《浮士德》
（Faust）約翰．沃夫岡．馮．歌德 Johann Wolfgang（von）Goethe 所著德國悲劇。

浮士德是個學識淵博，精通魔術的人物，為追求知識和權力，向魔鬼作出交易，出賣自己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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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士德》它喚醒我去正視心中的善與惡、心靈與物質、光明與黑暗等兩
相對立的問題（……）浮士德與惡魔的雙重性在我身上合成一個單獨的人
──這是我；換句話說我直接受到了震動，知道這是命中注定的事。225
每個人的潛意識裡，都有光明與黑暗的使者，
《怪物來敲門》康納作的「惡夢」
是內心的恐懼、是心中負面的思想、是真實存在於心底卻又想連根拔起的黑暗面，
也就是榮格所指的「陰影」。「陰影」其實就是我們內心極欲隱藏或否認的特質，
它涵蓋了我們認爲無法被親人、朋友甚至是自己所接受的黑暗面。這個黑暗面深
深隱藏在意識的深層，不讓任何人知道它的藏身處。但是我們卻能從它的藏身處
獲得許多信號，如「我有問題」、「我不是很好」或「我一文不值」。
陰影部份缺乏愛，也充滿著恐懼、無知與羞愧。面對陰影，若是我們習慣當
個否認與隱藏的騙子，壓抑時間久了就會產生危害，一有機會，它們就會從暗處
冒出來發動攻擊，對生命中最珍貴的領域造成摧毀與遺憾。
《怪物來敲門》男孩康納覺得「我一文不值」，而默默接受學校同學的霸凌；
在惡夢中將媽媽放手懸崖任其摔死而產生的「我有罪惡」；面對媽媽因癌症做化
療產生的無助感；所有負面的情緒：無價值、罪惡感、無助、憤怒、苦痛，都在
侵蝕著他，苦痛能摧毁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謀殺心靈。因此，藉由怪物在說搗毀
牧師房子故事時邀請康納加入，他遲疑一下後，心中對悲慘生活裡發生一件件連
環事件所引發的滿腔憤怒頓時爆發，他又叫又敲又打又拆，淹沒在破壞與毀滅的
激情裡。 康納的失序摧毀是痛苦情緒飽和到極點後的宣洩，一觸即如火山爆發不
可抑制。這時，黑暗的使者暫時將光明使者打入陰影黑暗中。

225

榮格著，《回憶・夢・省思》，頁 304-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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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抱陰影化為愛
十三世紀波斯詩人魯米說:「Both light and shadow are the dance of Love」
。226愛
的兩面分別是光亮跟陰影，沒有光亮，哪來陰影？我們不該壓抑陰影，反而應該
揭露它，我們應該接受並擁抱任何我們所害怕的東西，所謂的「擁抱」指的是，
「認
知」某一項特質是屬於你的。
精神導師拉薩黎斯（Lazaris）說:「陰影掌握了線索。陰影同時也掌握了改變
的秘密。這樣的改變對細胞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甚至也影響了你的每一組 DNA」。
227

陰影掌握了我們是什麼人的本質，也掌握了我們最珍貴的禮物。只有面對自己

的陰暗面，我們才能獲得自由，經驗我們的光輝整體（totality），也經驗我們的善
與惡、黑暗與光明，一直到擁抱「我們是什麼人」之後，我們才能自由地生活在
世上。陰影的存在是要教導、引領我們，也是我們需發掘、探索的資源。只要與
陰影和平共處，我們的生命就會轉化，就像毛毛蟲將會蛻變爲美麗的蝴蝶。我們
的每一部份都是禮物，我們擁有的每一種情緒、每一項特性，都能幫我們找到啓
示與整合之路。每一個人都有陰影，那是我們整體真實的一個部份。陰影的存在
就是爲了指出我們的不完整，要教我們懂得愛、同情與寬恕，這一切不只爲了別
人，也是爲了自己。
「陰影」就是你不想成爲的那個人，但榮格相信，整合陰影會帶來深刻的衝
擊，讓我們再度找到靈性生活的深谷活泉，「所以，我們必須與邪惡奮戰，面對
陰影，整合内在的魔性，」並說:「只想像光亮的影像不會帶來啟悟，我們同時也
要意識到黑暗」。228「與其做好人，我寧願做一個完整的人」
，我們必須善惡大和
解，引導、揭露、擁抱陰影，開發我們的內在，讓我們重新找到力量、創造力、
226

Quoted from Goodreads, “Rumi, Quotes”, www.goodreads.com/quotes/

659492-both-light-and-shadow-are-the-dance-of-love-love。Accessed 6 June 2019.
227

Debbie Ford，黃漢耀譯，《黑暗，也是一種力量：將內心黑暗面化為生命力的（榮格陰影進化

論）》
（The Dark Side of the Light Chasers），新北市：人本自然， 2005，頁 27-28。
228

以上兩處出自《黑暗，也是一種力量》，分別引用頁 3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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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與夢想，也教我們敞開心靈，面對自己、面對別人，並持續改變我們與世界
的關係。
只要我們擁抱陰影，它就能治療我們，其實陰影並不是在我們否認的「黑暗」
處休息，應該說是「光亮」的陰影，是我們埋藏力量、能力與真實的地方。我們
心靈裡的黑暗部份，只有當它們被放棄、被隱瞞，才真的變黑變暗，我們要對最
深；最暗的陰影說：「我是如此！」，才能真正覺悟我們的陰影是我們的特質的反
面，改變我們的觀念，打該我們的心，它們就會導引我們，然後我們才得以自由。
一旦陰影被人擁抱，創傷就會被治療，治療過後就會變成柔軟的愛。

第二節 解鎖創傷到復原
通往身心健全的正確道路，是由命中注定的岔路與錯誤的轉彎組合而成。229
──榮格（Carl Gustav Jung）

何謂創傷？
我們都無可避免面臨生活上苦難事件的打擊，無論是死亡、罹患重大疾病、
發生意外等。失落帶來的情緒排解是一輩子的功課，但是，由失落經驗引發的悲
傷情緒，卻一直是當事人在邁向更完整的人生過程中，最難於面對處理的棘手問
題。Neimeyer 認為：
「兒時所習得的愛與失落的經驗會一路帶進我們往後的生命當
中，形成我們成長因應失落的模式」
。230因此，學習處理這些情緒與創傷復原更是
應該正視的問題。首先，讓我們先瞭解創傷的定義：「『創傷』（trauma）指由於

229

Peter A. Levine 著，周和君譯，《解鎖：創傷療癒地圖》
（In an Unspoken Voice: How the Body

Releases Trauma and Restores Goodness）
，臺北市：張老師，2013，頁 38。
230

周欣慧、謝育菁，
〈從電影《怪物來敲門》淺談悲傷輔導與靈性療癒〉
，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
（2018

年 7、8 月）
，頁 190-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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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過於恐怖、強烈而一時無以理解或忍受，突然喪失說、記憶能力，反而造成
空白、困惑、焦灼或痛苦，但卻不明所以，以至於留下不可磨滅但又不願面對的
記憶，不斷演變爲『創傷之後的失序』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簡稱 PTSD）
，
形成無法紓解的憂鬱、煩躁、惱怒及神經衰弱」。231
榮格在《分析心理學與夢的詮釋》中提到，不像心理受傷有那麼清楚與巨大
的震撼，因為「心理創傷就是一種情感、理念的情結。所有會觸動這個情結的東
西都微不足道，但卻會引起非比尋常激烈的反應，這是感情上全然的爆發」。我
們把創傷表象成密集的情感負荷的情結，將這個作用最強的負荷，視爲錯亂的病
態原因，那治療就有可能完全宣洩這些負荷。也就是說，當事人一而再重述那個
心理創傷時刻的感覺，說出來後會使心理創傷經歷的激動情緒逐漸減弱，一直到
激動的情緒平復爲止，此時，干擾的影響也隨之消失，治療就產生很好的效果。232
在情感學習的世界裡，如果留在現狀，它就會繼續，然後導向下一種感覺。
如果從現狀中撤退，將來還得再面對它，狀況通常更難以控制。面對個人感覺的
重要性，第一次在 1940 年代因爲針對喪失親人所做嚴謹的研究而受到認可：美國
波士頓夜總會發生大火造成許多人喪生，很多人則灼傷嚴重住院，這裡面有些人
的親人也在這場災難中喪生。住院時，很多灼傷的受害者正常地復原，有些接受
相同藥物治療的人卻無法復原。精神醫師林達曼發現兩組的人都在這場大火中痛
失親人，但是復原的那組人已經面對所愛之人逝世這件事，並且十分悲傷。他們
會談論自己的親人以及失去他們生活會多麼痛苦的事。他們哭泣，但他們也復原
了。另一組無法復原的病人，他們沒有度過悲傷的過程，說話的樣子就好像逝去
的親人還活著，保留親人衣物與餐桌位置等，治療所需的精力被用來維持一種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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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炳惠編著，
《關鍵詞 200》，臺北市：麥田，2003，頁 262。

232

榮格著，《分析心理學與夢的詮釋》，頁 84-85。
124

認系統，病人因此無法自創傷中復原，不將受創感覺說出來，不去經歷悲傷的痛
苦，卻維持假象，將無法體會到痛苦，也無法面對創傷，並從中痊癒。233

重返創傷現場
若是被壓抑的情緒沒有被正視處理，會嚴重的延續並影響到下一代子孫，造
成跨代重演嗎？葛容均於〈從娛樂到療癒──改寫兒少文學追尋幸福之路〉提到：
以羅琳還算為新作之《哈利波特 8：被詛咒的孩子；劇本 2016》為例，成
人生子的波特終究難以撫平心靈深痕，依舊噩夢連連，額頭傷疤不時疼痛
發作。淌血的家族歷史無可逆轉，直到波特自己也令他的孩子明白目睹（祖）
父母親被弗地魔殺害的必要性，即重返並正視創傷現場，方能取得某種程
度的療癒，人生才得以繼續，消滅邪惡的歷史方能前進，這幕既是難得的
歷史教訓亦是人之為人的情感教育。234
美國身心治療協會終生成就獎得主彼得．列文有位大屠殺倖存者個案可呼應
此概念。六十多歲的亞當有個成功的人生，卻在目睹兒子保羅於 27 歲在浴室上吊
自殺時完全崩潰，震驚到內心變癱瘓麻木、封閉自我，喪失人生前行的動力。追
溯他的人生悲慘至極，出生就是孤兒，雖由親戚撫養但被毒打虐待。四歲時親戚
被納粹殺害，他則被輾轉寄養於不同的基督教家庭，但極力隱瞞自己的猶太人身
分，此時期的他常在半夜驚聲尖叫──他的兒子保羅於同樣年紀時也會在半夜驚
聲尖叫。九歲時他被送入森林跟一群逃犯住一起，十歲被抓入集中營，在那裡亞
當目睹各種毒打、虐待與殺害慘狀，被監禁時未獲得任何安慰，他的煉獄之慘絕
人寰超乎想像。雖然亞當出生即是孤兒，經歷難以想像的人生磨難，但是他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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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ry T. Close，劉小倩譯，
《故事與心理治療》
（Metaphor in Psychotherapy）
，臺北市：張老師，

2002，頁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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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容均，〈從娛樂到療癒──改寫兒少文學追尋幸福之路〉，
《後印刷時代的改編》，竹蜻蜓第五

期，臺東市：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2019，頁 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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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上游，19 歲時移民南美洲，盼望擺脫過去，也出人頭地成為成功的國際企業家；
但當他現身診療室時，已經是個支離破碎的男人。因此，列文提出此思考點：
保羅自四歲起經常半夜啼哭驚叫的戲碼，跟他最後選擇以上吊結束生命，
兩者是否純屬巧合？（請記住，亞當的妻子描述其丈夫也跟他兒子一樣，
會在半夜尖叫哭泣。）或者這些事件是心靈深處某種跨代重演
（transgenerational reenactment）現象，即保羅呈現他父親被壓抑的經驗與
未處理的情緒？這些可能性都屬於創傷與人類心靈的神祕之謎。235
父親亞當在四歲時常在半夜驚聲尖叫，父親也說自己的兒子保羅於約四歲時，
經常莫名其妙在半夜尖叫大哭；保羅在青少年時期尾聲，反覆說著人生太辛苦了，
情緒陷入谷底，老嚷著想自殺；父親青少年時則是被拘禁在集中營內殘忍的折磨
與虐待。父親一輩子長久受壓抑的創傷情緒，藉細胞記憶，重新出現在隔代的兒
子身上，讓我們不得不注意：情緒細胞跨代複製，於下一代重演記憶，造成的傷
害無法彌補。
唐納修的《畫怪物的男孩》中爸爸因為追怪物到海邊時絆倒，喉嚨受傷染血，
236
後來
「脖子上的傷口癒合成一道道淡紅色，不久之後想必會留下淡淡的疤痕吧」
，

也呼應唐納修在書中提到數次《哈利波特》
，爸爸的疤痕是否也跟哈利波特額頭傷
疤一樣，藉由兒子溺水重生事件，達成跟兒子傑克有共同點，兒子的心靈傷痕對
比爸爸的肉體傷痕，代表他們必須重返創傷現場才能療癒完成。
靈魂上被劃下一道難以言說的夢靨傷痕，讓我們必須啟動療傷機制：哈利波
特必須重返並正視創傷現場，與兒子共同再經歷目睹（祖）父母親被弗地魔殺害
的必要性，方能進行某程度的療癒，才不會跨代重演創傷；康納必須正視失去媽
媽的恐懼並說出自己內心真實的話來發洩情緒才能療癒並復原；傑克與爸爸也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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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A. Levine 著，《解鎖：創傷療癒地圖》，頁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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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斯．唐納修著，《畫怪物的男孩》，頁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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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重返創傷現場，即是，兩人又經過一次傑克與尼克的溺水事件，父子兩人才
能「syncronize」，生命共同體驗療癒過程。
深烙在心靈的傷痕必須即時被正視與療癒，才能繼續自己的人生並有健全的
下一代，否則會產生影響甚遠的負面潛意識。列文博士在治療亞當與其他有這類
可怕經驗的受害者時，經由解凍創傷治療，也見證到非凡的自我復甦過程，了解
身體具有某種能力可以縮小殘酷帶來的影響範圍與程度，繼續自己的人生。
縱使靈魂柔腸寸斷，只要給予身體適當的機會，以及分寸拿捏恰當的支持，
那麼在深處悶燃著的自我，就可能奇蹟般重燃生命之火。

第三節

黑暗中點燃光明

人類存在的唯一目的是，於全然的黑暗中點燃光明。
──榮格（Carl Gustav Jung）237

敘事治療的療效
榮格認爲，焦慮、抑鬱、無意義之感都起因於與原型世界疏遠，心理治療的
要務是，使個人生根於自己的神話之中，從原型的背景中看淸自己的生命故事。238
筆者已於第參章探討關於敘事治療與圖畫治療的定義、文獻與臨床上的例子，在
此將以一個進行三年治療過程的十歲男孩個案進行結論探討。
那森接受傑洛德．布蘭岱爾治療時只有十歲，生母酗酒也有毒癮，與異性關
係不穩定且生下同母異父的姊姊、與那森同父的哥哥和他。他兩歲時被強迫睡地
下室，也曾在沒有食物狀況下被關在家裡很久，母親會隨意懲罰與虐待他，也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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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格著，《回憶．夢．省思》
，頁 403。

238

Anthony Stevens 著，《夢．私我的神話》，頁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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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哥哥與媽媽強迫吃下自己的嘔吐物。兩歲半時與兄姊分開被安排寄養，直到兩
年後才一起被收養，但後來養父也跟養母離婚拋下他們遠走。那森長期嚴重的缺
乏母愛、被剝奪或有心理及身體的虐待，與兄姊分離時間也強化他的失落感與混
亂感。早期治療階段，那森的故事頻繁重現分離與拋棄的主題，但是卻沒有焦慮
感，他不知道該怎麼經驗、辨認及表達強烈的感情，這種感覺與表達困難被稱為
「情感失認症」（alexithymia），此類症狀常出現在創傷後，原因是與心理上與自
己的情緒分離，失去了接觸自我心理真實的能力。
第一年治療後兩人關係加強，於是開始進行戲劇不同互動的敘事活動，這些
活動達到最高點是治療到約一年半的時間，但是布蘭岱爾因公必須暫停治療三個
星期，那森對他非常生氣到幾乎到難以挽回的地步。雖然那森終於能夠感受、辨
認並且表達他的憤怒，這項改變的意義還在，但是治療氛圍很快惡化。

一顆破碎的心
兩個月後，經治療師提議並錄音，那森以脫口秀扮演主持人方式，根據一幅
線條畫，說了一顆破碎的心的故事，大意是：有一顆叫蓋瑞的破碎的心住在心的
國度，他沒有朋友與玩伴，遇到女孩凱西後他們變成朋友，很快的他就變成一顆
完整的心，兩個一起吃飯並到凱西家玩遊戲，後來所有的心都一起來玩。有天遇
到另一顆破碎的心，因為沒有朋友在哭，蓋瑞就叫他跟他一起走，介紹朋友給他
認識，結論是不可以對別人使壞，不然會傷他們的心。
在這故事，破碎的心隱喻他內心經歷多次拋棄所形成的強烈痛苦，也傳神地
描繪他早期客體世界持續的荒蕪與空虛。儘管治療中斷喚起他過去傷痛，讓他稍
微回到創傷現場，但這個故事顯示那森付出了遠遠超過先前治療的努力，想要打
敗來自他早期生活環境的孤獨於絕望。而破碎的心變成一顆完整的心，並且能與
另一顆破碎的心建立和諧的關係，指出那森的治療有了重要的進展，因為他個人
的敘事有了可觀的進步。
128

治療師改寫故事回應：一顆破碎的心之所破碎是因遭受痛苦、失落而引起悲
傷、沮喪與孤單；對破碎的心能夠癒合要保持樂觀態度需長時間並付出努力；痊
癒的心有時仍會再次感受到受傷、沮喪、悲傷甚至仇恨，真正的痊癒在於體認這
些情緒正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最後，強調痊癒的心的確能夠懷抱信任與同情。

小白兔的故事
治療的第三年，那森持續進步，不但能控制並表達自己的感情、掌控自己的
衝動、與他人的人際互動有進步，在學校的表現相當搶眼。最後是進入終結程序
療程中的小白兔故事：有一隻兔子被獵狗咬傷，女孩發現了並帶回照顧，等小兔
子康復後就放走牠，每件事都好轉。一年後兔子出現在女孩家前，被女孩的父親
拿槍射殺，兔子跑走，女孩以為兔子死掉很生氣。某冬天，女孩上學路上遇到兔
子但認不出來，因為牠不是白色的而且牠很餓，女孩給牠紅蘿蔔吃，讓牠能夠健
康起來，後來他們就住在一起。
治療師改寫故事回應，有兩個結論：有些傷口永遠不會完全痊癒。它們可以
被治療得相當不錯，但是不能完全治好，還會留下疤痕。但是，只要時間足夠，
藉由關愛與耐心、滋養與了解，不論是小白兔或任何生物都能夠感覺到自己的完
整。第二個結論是：如果有人對你做了一件事，讓你感到痛苦、受傷、不舒服，
那麼一定要讓他們知道，萬一他們不肯聽，就去找願意聽你說話的人。
治療師回應的故事讓小白兔擁有語言能力，代表自我表達的力量，也讓男孩
從頭到尾相當專注地傾聽且很有興趣，他們之間充滿著某種榮格提的「共時性」
（synchronicity），讓故事交換感覺起來就好像兩人共同經驗到自我狀態的改變。
布蘭岱爾說，在他所有的臨床經驗，此次的治療近乎完美地捕捉到敘事技術的力
量與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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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森的故事治療探討遭受多次創傷經驗的兒童，探討罹患情感失認症的十歲
小男孩，能逐漸培養出對他人的基本信任，並開始了治癒的過程，以互動說故事，
持續模式，讓男孩治療後說的故事相當豐富，並且具有很強的凝聚力。239

打開潛意識窗口
互動說故事搭配其他技巧，已經成功地運用於治療多種情緒與行爲的失常，
包括憂鬱症、焦慮疾病、恐慌症、行爲的問題、自尊控制的問題、行爲障礙（conduct
disorder），甚至包括妥瑞症（Gilles des la Tourette's disorder）。近年來，互動說
故事在治療兒童或青少年邊緣型人格、精神分裂、自我客體異常、情感失認症，
以及重大失落所造成的創傷後反應病症時也非常有效。透過臨床治療所提供的資
料，我們可以確定，只要兒童能夠擴展可選擇的適應策略來解決衝突，治療師就
能夠從他們的投射性故事中肯定治療的進展。240
儘管互動說故事的對於臨床上的療效受到肯定，但整個精神醫療團隊中，仍
需以精神科醫生為主導，治療師、心理諮商師為輔助的角色，配合醫囑辦理，才
能達到最好的成效。

敘事治療的魔力
即使治療前後的敘事過程非常神奇，但故事並非無所不能。兒童的故事基本
上保留了隱喻性、時間不起作用、接近原始歷程的特質，同時也具有某種結構性，
以及雙方彼此認可的意義，故適合於治療室使用。兒童的故事就像潛意識的窗口，
提供參考點，讓我們得以觀測兒童的內在世界，幫助我們更加了解他們最迷惑的
問題及最熱切的希望。如果我們能夠遵守隱喻溝通方式必備的要求，那麼由此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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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rrold R. Brandell，林瑞堂譯，
《兒童故事治療》
（Of Mice and Metaphors : Therapeutic Storytelling

with Children），臺北市：張老師，2002，頁 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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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rrold R. Brandell 著，
《兒童故事治療》，頁 237-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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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對話將能加深我們動力的了解，給予我們獨一無二的機會，讓我們不僅可以
透過治療甚至用移情的方式來改寫敘事的材料，進而成功的改變兒童生活。241

發現找到對立面──創傷後成長
嚴重的創傷或損失可能是正向轉變及更好人生的前兆，凡是打不倒我們的，
必會讓我們更強壯。例如不幸骨折，獲得妥善的照顧，讓骨頭在正確的位置癒合，
癒合處便會形成更堅固的融合，讓受傷的骨頭長得比骨折前更堅固。相同的道理，
心理學家發現，如果用正確的方法面對精神創傷，常會發展出更堅強的人格特質，
並造就所謂的「個人成長」（personal growth）。
2004 年的《精神科學期刊》
（Psychiatric Times）刊登一篇文章：卡羅萊納大學
的兩位心理學教授，泰德斯基（Tedeschi）博士與卡爾篇霍恩（Calhoun）博士花了
二十多年時間，研究關於嚴重身心靈創傷對於人們生活的影響，研究證明：創傷
不一定導致負面的效果，即使最嚴重的生理或心理創傷，還是能帶來正面效應，
而且會帶來徹底改變人生的獨特機會。許多人在創傷後，並無産生長期的精神損
傷，在受到重創後，大部分的人反而會將創傷視為一種提升生活的經驗，因此得
到自我或心靈的成長。有遭遇過個人「人生大地震」般創傷的受害者，比較不會
長期苦於負面的有害效應（如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尤其當他們回顧意外當下時，
會用正面積極的態度來看待事件本身，使得他們擁有更正向的結果。透過研究，
發現了一個全新的心理現象，他們稱之為「創傷後成長」。
教授歸納，創傷本身有兩面：一面是我們看到的損失與痛苦，另一面則是成
長與嶄新的機會。經歷過像是致命的疾病、嚴重意外、犯罪攻擊，甚至是天然災
害等創傷的人們，至少會經歷以下五種情況之一，讓他們的人生帶來正向的改變：
（一）感受個人的力量：受過創傷的人通常會變得更有自信，更自主。
（二）緊密的人際關係：使經歷者與其家人、朋友、同事建立起更緊密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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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rrold R. Brandell 著，
《兒童故事治療》，頁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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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更懂得感激生活：經歷過創傷的失去後，人們會更加珍惜身邊的人事物
並感恩自己活了下來，且會更珍惜生命，尤其是創傷倖存者（trauma
survivors）。
（四）擁有新的人生哲學與更強的精神信念：經歷過創傷的人普遍會有精神上
的成長，誕生更強的精神意志或宗教信念。
（五）開拓嶄新的機會與人生道路，想要追求的新夢想。242
發現重創後的成長，證明了挫折衍生的力量並非偶然的結果，而是千真萬確、
保證能為未來帶來更好更新的機會和希望的事實。不過，找到這個契機的關鍵，
與創傷的來源或種類無關，而是在於當事人的內心和面對創傷的心態。

黑暗中點燃光亮
榮格認為，此時此刻我們所處的時代、人及世界的已魔鬼化。人的任務是要
意識到從潛意識湧出的內容。人既不該只堅持存於潛意識裡，也不應該只認同他
的存在的潛意識因素，而迴避他的命運，人類存在的唯一目的是，於全然的黑暗
之中點燃光亮。
每個人都有自我所否定，難以接受的所有一切，所有人都有自己的陰影，因
為這是自己的黑暗面，而陰影的存在，就是提醒我們的不完整，要讓我們懂得愛、
寬恕與同情。我們個體化的過程中，遇到最困難的過程之一，就是，當陰暗的意
象出現在我們夢境中或現實生活裡有所欲求時，這究竟是單單只是我們陰影部分
的人格化，或是自性的人格化？還是兩者都是？我們並不知道，得先辨別這名陰
暗的夥伴，是象徵著我們必須克服的缺點？還是象徵我們應當接受、有意義的生
存方式之一呢？這時，我們或許可以從生活經驗裡去得知，並順著本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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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m J. Jackson，吳岱璟譯，《挫折的力量：衝破逆境的關鍵思考》（The Flipside：Finding the

Hidden Opportunities in Life），臺北：商周出版，2010，頁 7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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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個體完整就是能檢視自己的陰暗面。個人陰影就是與其性格相反，潛
藏於潛意識的特質，而集體陰影則是萬人共通的，等同所有人都難以接受的惡。
就如同葛容均提及，哈利波特必須帶著自己的兒子重返正視創傷現場，將陰影處
理好，歷史才能繼續；也才不會像彼得．列文的大屠殺倖存孤兒亞當，跨代重演
自己的陰影，將細胞記憶傳遞到兒子。未經處理的課題往往會擴大，並有集體的
特質。事實上，父母的陰影問題握到兒少孩童肩頭上的例子甚多。看似聖人君子
的父母，其子卻成為所謂的不良少年，人們覺得這是很不可思議的事，但其實是
由於孩子背負了父母親無論是無意或刻意迴避掉已經擴大的陰影問題，必須回歸
到兒少族群的上，若以這一代的成人們來說，要處理好這個問題，心靈健康才能
撫育出心靈健康的孩童。
筆者於第伍章提出葉慈的〈二度降臨〉
，希望能提醒讀者，現在的局勢，讓我
們可以比以前任何時候看得更清楚，事實上威脅所有人類的生存非來自大自然，
而是人類，來自於個人和大眾的精神，即我們的集體潛意識。現今已是牽一髮而
動全身的世界，精神的意義與靈性的追求是我們重視的，因為靈性的整全關乎人
類的精神健康。
《怪物來敲門》中探討死亡、生命重大失落事件、調適悲傷情緒與療癒心靈
議題。
《畫怪物的男孩》探討生命、死亡與靈魂等議題。當生命中當疾病、死亡來
扣門，往往沒有任何道理和緣由，也無法避免，這是真實必須面臨的生命處境，
這些壓迫與痛苦可能對身、心靈都造成極大的戕害。我們該回應這些生命處境的
臨時發生狀況與教導兒少族群經歷這些創傷事件後並成長，希望能透過此論文裡
的童話心理學、敘事治療方式，讓兒少受創兒在情緒處理、歷經創傷留下傷疤能
慢慢康復。
派崔克．奈斯表達，他想要透過《怪物來敲門》這個故事，來告訴孩子們有
關於死亡的真相──既不是美化的，也不是虛擬的死亡場景，而是真實的情況。
他想讓兒少理解：死亡是非常殘酷的，但你會希望這件事情結束，並不是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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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死亡很痛苦，但人仍會生存下去，死亡不只是戲劇情節，而是生活中的一部
份。同樣的，不是只有死亡，生命中許許多多的負面受創事件，我們都要能面對
並去經歷這些真實情況，這就是我們現今兒少族群生存的環境。
在敘事治療結論的十歲男孩那森說的小白兔故事，其實也是說給所有人聽的
故事：
「有些傷口永遠不會完全痊癒。它們可以被治療得相當不錯，但是無法完全
治好，還會留下傷痕。但是，只要時間足夠，藉由關愛與耐心、滋養與了解，不
論是小白兔或任何生物都能夠感覺到自己的完整，而原本破碎的心也會長成一顆
完整並柔軟的心」
。

信念的能量
無論是《怪物來敲門》或《畫怪物的男孩》
，內容都提到信念的重要：“Belief is
half of healing”（ 信念也有一半療效）， 關 於 信念的價值：“A man of faith without
faith”（ 需要信念的人卻失去信念）與該信仰的事物與人：“ Your belief is valuable so
you must be careful where you put it and in whom”（ 你的信念很珍貴的，所以你必須
小心該信仰的事物與人） 。
凱斯．唐納修在《畫怪物的男孩》表達出靈魂的重要性：“Spiritus est qui vivificat
（ 拉丁語）”，靈魂賦與了我們生命，即“It is the Spirit that gives us life ”（ 英 語）。
他 也 提 到 我 們 的 磨 難 是 為 了 達 成 任 務 ： 上帝為了提醒我們犧牲的必要，常常
會給予我們一些重擔。承認自己的命運是多麼重要如此，我們才能淬煉出一個在
無法理解之事發生時也不被挫敗的自我：這個自我耐久，承受得住事實，也有能
力對付世界和命運。
集體潛意識若走偏，可能會造成集體人類的靈魂暗夜，能將集體潛意識發揮
最大的正面功效，將有助於療癒、重建並穩定現今越來越不安的世界。正面信念
的能量才能導正，讓這個世界的光與暗獲得平衡，正確的信念：愛、慈悲與同情
心，可以讓我們的世界溫暖，療癒個人與我們生存的這個大母親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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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Have a Dream
在 1964 年，當年歷史上，以第一位最年輕 35 歲的年紀，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之得主，身為牧師、社會運動者、人權主義者和非裔美國人民權運動領袖：馬丁．
路德．金恩牧師（Martin Luther King），於 1963 年 8 月 28 日在美國華盛頓林肯紀
念堂發表一場非常激勵人心的演講，“I have a dream”〈我有一個夢想〉：
我夢想有一天，幽谷上昇，高山下降，坎坷曲折之路成坦途，聖光披露，
滿照人間。243
I have a dream that one day every valley shall be exhalted, every hill and
mountain shall be made low, the rough places will be made plain, and the
crooked places will be made straight, and the glory of the Lord shall be revealed,
and all flesh shall see it together.244
除了這個關於爭取解放有色人種自由、平權與和平的演說，他在 1964 年接受
諾貝爾和平獎的得獎演說中也提到：
我們面臨世界危機，它使我們經常置身於不平靜的生命大海中，但危機有
危險，也有轉機；它可帶來救援，也可帶來毀滅。
Granted that we face a world crisis which leaves us standing so often amid the
surging murmur of life's restless sea. But every crisis has both its dangers and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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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美國在台協會》網站，
〈馬丁．路德．金恩牧師 我有一個夢想 Martin Luther King─I HAVE

A DREAM〉
（2011 年 1 月 15 日）
。www.ait.org.tw/zhtw/martin-luther-king-i-have-a-dream-zh/。
（檢索
日期：2019 年 6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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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 American History: From Revolution to Reconstruction and beyond 《美國歷史：從改革至重建

到更遠》網站中金恩博士之文件演講稿，“Martin Luther King's I have a dream speech August 28 1963 ”。
American History: From Revolution to Reconstruction and beyond, www.let.rug.nl/usa/documents/1951-/
martin-luther-kings-i-have-a-dream-speech-august-28-1963.php。Accessed 22 June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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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portunities. It can spell either salvation or doom. In a dark confused world the
kingdom of God may yet reign in the hearts of men.245
金恩博士瞭解到，「世界危機，它使我們經常置身於不平靜的生命大海中，
但危機有危險，也有轉機；它可帶來救援，也可帶來毀滅」。此可呼應到筆者於
第伍章楔子引述葉慈在 The Second Coming〈二度降臨〉裡對未來邪惡黑暗暴力局
勢高漲的不安感，而世界的危機，在金恩博士與葉慈的想法中，或是毀滅、或是
重建，代表這也正是轉變的契機。
榮格說，每個人身上都有個惡魔，當個人的陰影面，即身上帶著些許的惡魔
成分，原本可能安處於自在內我，但進入群體後，惡魔特質如同脫韁野馬一般，
攪動一池春水，使我們的心靈被集體惡魔纏上，造成集體陰影面的呈現，這是因
為當某些個人的陰影面沒能得到充分的整合，集體陰影面就能趁機而入，因此，
我們必須察覺、整合個人與集體陰影面這兩個面向，運用個人潛意識的正面能量
增強為正面能量的集體潛意識。
現今黑暗局勢令人不安，榮格認為我們把全部注意力轉移到此時此刻，因而
造成人及世界的魔鬼化，人變成潛意識的犧牲品；但是，人的任務恰恰相反──
要意識到從潛意識湧出的內容。榮格說：「我可以想像，我可能在前幾個世紀裡
活過，遇到我沒能解決的問題；我必須再投胎轉世，因為我未能完成以前的任務。
我存在的意義就是生活向我提出問題；或者是我自己向世界提出問題，我必須有
答案，不然就要依賴世人的答案」。此為人神聖超個人生命動作，唯努力克服困
難完成，既不該只堅持存於潛意識裡，也不該只認同他的存在的潛意識因素，而
迴避他的命運，「人類存在的唯一目的是，在一般存在的黑暗之中燃起火花」。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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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自 The Nobel Prize Internet Archive《諾貝爾獎網路檔案》
，〈Martin Luther King Jr.〉
（諾貝爾和

平獎），
（1964 年）
。www.nobelprizes.com/nobel/peace/1964a.html。Accessed 29 June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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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兩處出自榮格著，《回憶・夢・省思》，分別引用頁 395、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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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ine
“You may say I'm a dreamer, but I'm not the only one. I hope someday you'll
join us. And the world will live as one.”
──John Lennon, from “Imagine”
筆者最後以金恩博士冀望的 “I have a dream”〈我有一個夢想〉與約翰．藍儂
（John Lennon）這首歌 “Imagine”〈想 像 〉的 願 景 來 期 待 並 認 同 信念的重要性
與強大能量。整個宇宙的負面能量會越來越多，榮格對於現今世界抱持這是悲觀
的態度，但是筆者以樂觀的態度與正面信念看待人類到地球的旅程任務，達成集
體陰影面完整或許是個大夢想，但是大夢想透過強大的集體潛意識所釋放出更大
的正面能量，形成一個巨大磁場，如同包住地球的氧氣層般，對我們的地球母親
來進行療癒，相信可以達成的：
Imagine all the people living for today（想像所有人們都為今天而生活）
Imagine there's no countries（想像這個世界上沒有國度之分）
It isn't hard to do（這並不難達成）
Nothing to kill or die for（這樣就沒有殺戮或死亡的理由）
And no religion too（也沒有宗教）
Imagine all the people living life in peace（…）
（想像所有人們和平共處）
（……）
No need for greed or hunger（就不會再有貪婪和飢餓）
A brotherhood of man（人人情同手足）
Imagine all the people sharing all the world（想像所有人類共享這世界）
You may say I'm a dreamer（你可能覺得我是個夢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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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I'm not the only one（不過，我不是唯一的夢想家）
I hope someday you'll join us（希望有一天你能加入我們）
And the world will live as one（這個世界就會合而為一）
夢想我們居住的世界，兒少孩童快樂奔跑在晴朗藍天下、綠地上，人人情同
手足，無因為戰爭或宗教而造成的殺戮與死亡、貪婪和飢餓；兒少的情緒智慧被
視為重要的心理健康，孩童都快樂成長。讓心靈能被洗滌、靈魂能被淬鍊、陰暗
情緒獲得轉化、創傷傷痕被療癒、完成情緒煉金術，從小開始培養面對情緒學習
的能力，完整我們的個體，讓陰影與光亮合為一體，進而個人以行動力，在療癒
自身傷痕的同時也能療癒同在這個世界的人類，願兒少族群能恢復幸福感，讓我
們都能在這動盪不安的時代裡覓得一片心靈謐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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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本論文提及與凱斯．唐納修（Keith Donohue）的電子訪問郵件（E-mail Interviews）
內容如下：（Donohue 代表唐納修先生，Lan 代表筆者藍培綸）

Appendix
E-mail Interviews: Mr. Keith Donohue as interviewee, Miss Lan as interviewer
Donohue, Keith. “Re: Questions about The boy who drew monsters.” Received by Lan
Pei-lun, 15 May 2019.

Lan: May I get your permission to quote your words from our correspondence because
it will be formally printed and put online and in libraries when my thesis is done?
Donohue: Yes, you have my permission.
Lan: Are you a Catholic that you want to tell people about religious ideas? The words
you used are so refined yet clean and meaningful…the images about shipwreck,
blood, Evil, one-eye woman, priest, church, mass....and etc.
Donohue: I was raised Catholic, but I am not trying to tell anyone about any specific
religious ideas. I think that faith plays against some of the other concerns of the
book, about why people believe in things unseen.
Lan: Why do you choose to write a boy who is autistic? And being able to draw Nick
back alive from death? Did he really want to drown him the first time when they
were 7 years old?
Donohue: I wanted to write about a boy who could not easily communicate his deepest
feelings through words. Jack is reacting to how others treat him, expressing his
anger and frustration. I want it to be somewhat ambiguous about whether he
wanted to really drown Nick and whether he actually keeps Nick alive. His m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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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ieves that he is doing so. It is up to the reader to determine whether it is going
on in the minds of the characters or is real. The novel was inspired by Henry
James's Turn of the Screw.
Lan: The Boy Who Drew Monsters, does the word “drew” also mean “to attract”
monsters, too?
Donohue: I suppose “drew” also has that meaning. My original title for the novel was
The Inside Boy.
Lan: This book is full of magic realism, do you agree it is categorized as Magic Realism
because it is what has been advertised for?
Donohue: I'm not certain it is important as to how it is categorized, but I prefer magical
realism to horror. My aim was to write a gothic novel, in the tradition of Turn of
the Screw and The Haunting of Hill House.
Lan: The human form monster actually didn’t hurt anyone, and the way described him
made him very like Frankenstein’s monster, ugly but innocent and harmless, and
he seemed to unable to speak up his mind. What’s the purpose of him in the story?
To send Nick away?
Donohue: The main monster in the book echoes Jack's father. He is large and male, and
Jack senses his father's attitude toward him and Tim's desire to have a “normal”
boy (and a “normal” wife). So, it is an expression of Jack's subconscious desire to
rid himself of his rival, Nick, and to punish his father for his transgressions.
Lan: Why so many horrible scenes, such as Nick’s parents hanging dead in the
wardrobe, babies crawling on the wall and so detailed in all those scenes, does it
try to build the horrific atmosphere in the story?
Donohue: The premise of the story is that Jack is projecting his inner demons through
his drawings out into the world. One of his love/hate relationships is with his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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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end Nick. He definitely wants to scare Nick and targets Nick's fears (that his
parents will abandon him and that he is somehow responsible for the “lost” baby).
I hope it builds the atmosphere of the story, but there's a reason for all of the
horrors in the novel.
Lan: Do Jack and Nick’s drowning at the beach symbolize their revival/reborn because
they are different people after that incidence? And in Christianity and Catholic
religion, being in/under the water means “baptized”, is it suggested that way?
Donohue: Yes, the water is an immersion from one life to another. That's why they are
chased to the water's edge in order to begin again.
Lan: Do numbers carry some significance here, like 3 years ago they were drowned－3
means trial; when they were 7 years old－7 means holy number; now they are 10
years old, 10 is a perfection number?
Donohue: I had not thought of the significance of numbers, but that is a very interesting
idea.
Lan: Jack wrote “Evil” on the glass trying to scare his dad, but it was shown to his mom
when Holly went Christmas shopping at the bookstore and had nose-bleeding, need
to go to the bathroom and see the word “Evil” on the mirror. Does that imply Holly
“Evil”?
Donohue: None of the characters are “evil.” Jack is trying to deal with his complicated
emotions and is lashing out at his father, who wants him to be normal, and his
mother, who does not know how to reach him. Jack understands that his mother
has a mixture of love and fear for her son, and he is trying to force her to see him
in a more compassionate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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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 What kind of role does Miss Tiramaku play here? She seems to be mysterious and
as special as Jack is. She sees ghosts and can read Jack’s mind. Is she Jack’s
spiritual mentor, come to help him and heal him?
Donohue: Miss Tiramaku is a counterpoint to Father Bolden. Both have faith, but in
different systems. She is meant to provide some insight into how Holly and Tim
might better deal with their son's claustrophobic mind, but she is also another
external psychological force bearing down on the poor parents.
Lan: Why does Jack suffer from two illnesses, not just Autism, but also outdoor phobia?
Sickness always means something in stories.
Donohue: Jack is afraid to go outside. Agoraphobia. He is afraid to express the feelings
trapped in his mind. Afraid to tell his parents his deepest fears and desires.
Lan: Jack can draw pictures and play magic to give those things from the paper lives. Is
drawing some kind of therapy for children who have difficulties communicating
with outside world? Does Jack’s drawing ability help him recover or heal?
Donohue: The last chapter of the book is intended to open up that possibility, beginning
with the scene in the hospital where Jack voluntarily smiles at the little girl with
cancer. If you accept the premise of the book, that Jack is trying to express his
feelings, then you could read the ending as redemptive. The final twist, however, is
that now Holly believes that Jack must continue to draw Nick, so there's some
deliberate ambiguity at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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