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虛實交錯的世界： 

論吳明益《天橋上的魔術師》中的「魔術」與「魔術師」 

 

語三甲 張寧芳 

 

 
摘要 

 

本論文主要探討吳明益《天橋上的魔術師》中「魔術」與「魔術師」之作用

與意義。此書以中華商場為背景，刻意藉由虛實交錯的手法與現實中不存在的「魔

術師」一角，重現一九六○至九○年代由繁華至消失的商場生活。作者精心設計

十篇獨立又相互干涉的短篇小說，交織出商場店家與居民之關係，並經由各個角

色童年經歷困苦、挫敗或轉折時，魔術師施展的魔術和話語，對比成年後生活，

顯示魔術師的重要性。 

本論文文本分析由世界觀著手，先提出虛實交錯世界觀之必要性，並以書中

情節應證；其次，解析各篇章中魔術與現實之對應，同時深入推敲「魔術」二字

的意涵；最後，以全書要角魔術師為切入點，探究此角色的象徵與作用，試圖解

釋為何創作真實的商場小說，必須摻入虛構的角色，經營虛實交錯卻令讀者宛如

回到過往年代。 

 

 

關鍵字：吳明益、《天橋上的魔術師》、虛實交錯、魔術、魔術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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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目前對於吳明益的研究著重於自然書寫，以其散文《迷蝶誌》、《蝶道》和小

說《睡眠的航線》、《複眼人》為研究文本，針對《天橋上的魔術師》的研究則著

墨於空間再現，例如：陳怡蓁《一九九○年代以來小說中的台北城市形象塑造》
1的論文，談論吳明益於此書中形塑的城市形象與集體記憶等。然而此書不只再

現了一九六○至九○年代中華商場附近的場景，更以魔幻寫實的手法建構十篇相

互干涉的短篇小說，寫出九個孩子迥異的成長故事，且全書故事皆與天橋上的魔

術師有關，即使〈唐先生的西裝店〉沒有魔術師一角出現，此篇故事的開展仍是

因為有人2向敘述者探問關於商場的魔術師之回憶。由此即可看出此角色的重要

性，故本篇欲先闡釋小說虛實交織的世界觀，再解析虛幻的魔術與真正的現實之

間的關係，最後以貫穿全文的魔術師為切入點，提煉出小說的精髓，試圖解釋「魔

術師」在書中的象徵。 

 

 

二、小說世界觀的虛實交錯 

 

《天橋上的魔術師》與吳明益早期的商場小說《本日公休》不同，將焦點集

中在商場中成長的人，進一步藉由他們的故事建構出中華商場的樣貌。作者將角

色的童年與成年並置，帶出時間流逝之感，然而樸素的文字配上魔幻的敘事手法，

架構出虛實交錯的文本世界，誠如柯裕棻於此書推薦序中所言：「這本真誠的書

將湮滅的那一切都召喚回來了。」3也如張大春所說：「……非但重新喚回了三十

年間不只一代人的啟蒙記憶，也讓都會邊緣的小市民在歷經時潮引領和社會變遷

的同時，留下了他們真切的聚散哀歡，有時令人莞爾，有時令人感傷，有時令人

惝恍迷離。」4細細思索這本書現有的定位，商場小說、都市小說，空間再現等

詞彙全都是寫實，出乎意料的是，這本書有著虛幻的設定。以真實存在的中華商

場為背景而創作的商場小說，為何有著虛實交錯的世界觀，穿插虛幻的角色與情

節呢？若是純粹為了再現一九六○至九○年代台北的記憶，不必大費周章安排謎

樣的魔術師與魔術，作者在撰寫時肯定有著其他意圖。 

這點可以從〈流光似水〉中看出端倪，作家拜訪已逝的童年玩伴阿卡，友人

妻子卡蘿讓他參觀阿卡的微縮模型，並解釋道： 

 

                                                      
1 陳怡蓁：《一九九○年代以來小說中的台北城市形象塑造》，（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

究所碩士論文，2015 年 10 月）。 
2 全書讀完就能理解此處探求故事之人是末篇〈雨豆樹下的魔術師〉中的作家，也就是首篇〈天

橋上的魔術師〉中的小男孩。 
3 柯裕棻：〈光陰的魔法〉，吳明益《天橋上的魔術師》（新北：夏日，2011）頁 5。 
4 張大春：〈西城舊事任低迴──向所有的讀者推薦《天橋上的魔術師》〉，吳明益《天橋上的魔

術師》（新北：夏日，2011）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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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卡一輩子希望的是，能複製出一個跟真實世界一樣精巧的世界。」
5
 

 

隨後又讓作家看了商場模型，八棟的商場再現了四棟半，雖然卡蘿解釋其實

每一棟商場都還沒有完工，但栩栩如生的模型還是將兒時記憶拉了出來，彷彿一

切都回到童年時代，作家看到後深受感動。然而那些不完整的角落、缺失的店鋪

無論如何也想不起來。 

 

好像從商場被拆的那一刻開始，記憶就以較緩慢，卻是固執的方式慢慢崩

解。(196) 

 

 即使是生長在商場的作者，或是走過那個年代的台北人，也無法確切說出商

場的全貌，記憶無法全數保存，無論再怎麼詢問長者或尋求照片，完整再現商場

都是不可能的，那些缺漏之處該由什麼來填補，這無非是作者想藉由本書所達成

的目標。 

 

「阿卡說，希望有人能幫他把裡面的東西補上，不是完成這套模型，而是

其他的，模型沒辦法呈現的那些東西。」(198) 

 

作者無法阻止商場消失，也無法再現當時的場景，但他試圖書寫一本以商場

為背景的小說，也就意味著他必須跨越空洞、不明確的部分，想辦法將其填滿，

完整中華商場的樣貌，甚至超越真實成為另一個世界。因此寫實寫作手法遇上了

瓶頸，必須加入虛幻的元素以拼湊商場的碎片，所以作者選擇了虛實交錯的世界

觀，設計了天橋上神秘的魔術師，讓他表演時而俗氣、時而驚奇的魔術，說出年

幼的孩童無法參透的真理。 

吳明益笑言，曾經一同經歷那段時空的同學、友朋、家人，讀了小說後，都

會以為描寫的是另個世界，「他們沒有住過小說裡的中華商場。」只要參雜了一

點虛構，就不是真的；一旦落筆，就已經扭曲了。「我是一個生意囝仔，就是會

說謊。」小說家半諧謔地道出了小說詭譎迷人的幻術本質。6再細想他的安排，

追求真實的阿卡死亡，其理念是由妻子卡蘿轉述，對比欲以飄渺的文字寫作商場

小說的作家，即可看出寫實的盡頭是死亡與消滅，虛幻的故事最終卻引得讀者潸

然淚下，點出魔幻的寫作手法與奇異的故事情節在本書中，有著極重要的地位。 

 

「對了，阿卡自己有沒有說過，他為什麼這麼著迷於做模型？」 

卡蘿的眼光凝視著我的咖啡杯，這麼一看她的眼睛睫毛真是出奇地長：「有

一回他這麼說過，我不知道算不算是一種解釋。他說，因為他處理不好真

                                                      
5吳明益：《天橋上的魔術師》，（新北：夏日，2011），頁 190。以下引自《天橋上的魔術師》之片

段將不再另外作腳註，僅以括號於引文後註明出處頁碼。 
6 蔡昀蓁：〈蓋一座小說龐貝城─吳明益談《天橋上的魔術師》與《複眼人》〉，《自由時報‧自由

副刊》D15，2012 年 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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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世界。」 

「原來如此。」我說。我完全能理解這樣的理由，並且支持這樣的理由。

(207) 

 

 活在現實，面對現實，處理真的世界並非一件易事，食衣住行育樂各方面的

問題、經濟的困境、人際互動的衝突、感情的得失等等，現實充滿困苦，其中掙

扎求生的小市民定然需要撫慰與宣洩的出口，作者筆下的角色也是如此，有的缺

乏父母的愛而對養育子女感到恐慌；有的在尚未理解戀愛時就品嘗了失戀的苦澀；

有的歷經雙胞胎哥哥的死亡；有的處理不了分手而舉槍殺人並自盡；有的因為託

付真心的對象消失而無法再次戀愛，流連於萬華的流鶯，最終又尋回初戀…… 

 

那些霓虹廣告的光，紅的紫的白的藍的打在兩個孩子的臉上，這個世界如

此美麗，他們當時不曉得這一點，這世界如此哀傷，當時他們也不曉得。

(42) 

 

    現實何其殘酷，致使意圖再現那個年代的作者以虛幻的手法，給予一絲安慰，

卻更顯角色們的孤絕伶仃。 

 

 

二、現實與魔術 

 

本書是由十篇小說構成，要點出現實與魔術的關聯，必須先理解各篇故事內

容，因此，以下將簡述故事並引用其中施展魔術的片段，試圖解釋魔術之於現實

與角色的作用。 

〈天橋上的魔術師〉作為全書的開篇，家裡開皮鞋店的小男孩因為在天橋上

賣鞋帶，而醉心於魔術師的魔術，最終見識了小黑人，他一心想學會這個魔術，

最終卻在一場大雨裡為濕透而斷臂的紙作小黑人而哭泣，隔日魔術師剪了新的小

黑人，男孩卻思考著前一日斷臂的小黑人與眼前新的小黑人是否相同？是前一個

小黑人沒死，還是新的取代了他？這樣的疑惑開啟了男孩與魔術師的對話。 

 

「你看這個小黑人跟昨天那個有什麼不一樣？」 

我搖搖頭，猶豫地說。「看起來一模一樣，不是嗎？小黑人沒有死，對吧？」 

魔術師兩個眼睛看著不同方向，說，「我也不知道。小不點，你要知道，

世界上有些事情，永遠都不會有人知道。人的眼睛所看到的事情，不是唯

一的。」 

「為什麼？」我問。 

魔術師思考了一會兒，用沙啞的聲音回答：「因為有時候你一輩子記住的

事，不是眼睛看到的事。」(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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懇切地想學會小黑人魔術的男孩，得到了魔術師如星球一般的左眼，這個過

程可以視為追求技藝，原本的眼睛無法看透世事，明白事理，但相對男孩而言歷

經世事而超脫的魔術師之眼，如同虛幻世界的入口，男孩進而看穿本質，成為末

篇中的作家。男孩與〈流光似水〉中的阿卡為對照組，前者擁有二維的藝術才能，

後者生來具有優秀的三維創造力，一直認為自己輸於阿卡的男孩，因著魔術師左

眼，獲得超越現實的能力，高超的技藝讓他成為作家，以文字建構世界，而一直

嘗試做出真實世界的阿卡尚未完成作品便離世。 

 

〈九十九樓〉中馬克受不了家暴而逃家，聽信魔術師之言，誠心按下他與友

人湯姆畫在廁所裡的九十九樓電梯按鈕，祈求別被任何人找到，隨即消失於商場。

精確說來，是沒有人能看見他，他遊蕩於商場每個角落，盯著湯姆幫他賣鐵釘、

餓了就去吃餛飩麵。他的消失是一種自我放逐，對家庭的質疑與陰影強大到促使

他切割與世界的連結，魔術只是實踐了他的願望。最終，成年的馬克在大樓電梯

下方的機房上吊自殺，遺書中寫著：「說真的，九十九樓跟一樓，並沒有什麼不

一樣，別擔心。」（55）他無法尋回消失的妻子伊莉婭，無法處理現實的困境，

末了與兒時一樣選擇了自我放逐，只是手段不同。 

 

〈石獅子會記得哪些事？〉的主角是鎖匠之子，魔術師施展的魔術，是將夾

褲頭的夾子變成男孩家的大門鑰匙。 

 

「小朋友，就像你知道的，鑰匙是打開鎖的東西，但事實上也有些鎖是沒

有鑰匙的，而也有些鑰匙什麼也打開不了。」(70-71) 

 

 年幼的鎖匠之子一直以為鑰匙與鎖是成對的，直到阿姨家失火，他用私自打

的鑰匙救出佩佩，然而歷經十年，佩佩卻在房裡自殺。主角才意識到當初那把鑰

匙或許根本沒有解開佩佩死亡的陰影，她仍舊徘徊在那場火災。主角說佩佩的房

間只有她可以打開，既使他身為鎖匠之子輕而易舉就能複製出那房間的鑰匙，他

也不會這麼做，這點寫出主角對她的感情是以無形的鎖拴上。直到此故事的最後，

他才說：「我的興趣是打鑰匙，不是造鎖。不過，正如你知道的，這世界上有太

多用鑰匙打不開的東西。不過我一直相信，一把鑰匙被打出來之後，也許總有一

天會找到它應該開啟的東西。」（80）無法解開的心鎖，或許終有一天能被鑰匙

打開，而每個人都擁有鑰匙，無論是打開門或是他人的心房，鑰匙的意義終究展

現於開啟的瞬間。 

 

〈一頭大象在日光朦朧的街道〉中的主角的父親是鐘錶師傅，母親的工作是

縫紉，他名為烏鴉，與哥哥是雙胞胎，魔術師曾經對他們施展的魔術是合而為一。

這個合體魔術將哥哥融進了烏鴉體內，隨後魔術師拿出詳實繪有兄長樣貌的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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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施法便將他哥哥變了回來。但這是他與哥哥相處的最後一個夏天，隔年他哥

哥就過世了。隨著哥哥的死亡，他的父親停止賭博卻每日在天橋上看著兒子出意

外的平交道，他的母親反覆弄錯客人的尺寸與搞丟衣服，兩年後，母親也過世，

父親賣了鐘錶店的權利，後者雖想恢復鐘錶師傅的名譽卻又耽溺於酒精。身為被

留下的孩子，烏鴉明確感受到父親愛著哥哥卻恨他，他不曉得是否因為沒有人能

平均地去愛長得一模一樣的人。 

他離家後找了一份臨時打工，穿著大象布偶裝為照相館招攬客人。套上布偶

裝時，他失去了原本的身分與名字，明明還存在於街道上卻不被任何人認識，得

以超脫地觀看一切，他看著向他索取氣球的孩子、巧遇曾經墮胎並與他分手的前

女友、碰見已經不再與他聯絡的父親、邂逅那位魔術師……他想過衝上前向他們

說話卻在意識到自己只是一頭「大象」而作罷。打工結束他毅然決然買下比薪水

更貴的大象裝，並一直留在衣櫃裡。縱然之後的人生他再也沒有穿過那套衣服，

還是能從這點看出他因為失去哥哥、父母的愛，而打算消失的意圖。藉著那套服

裝，他可以脫離一切令他感到痛苦的人事物。一頭大象在日光朦朧的街道，如此

迷人卻又如此孤寂。 

 

〈強尼‧河流們〉的主角是成為吉他老師的阿澤，幼時身為皮箱店之子的他

暗戀著眼鏡店之女小蘭，但小蘭卻與山奇西服店的店員阿猴交往，阿澤每日注意

著兩人的互動，因緣際會下他聽到阿猴彈吉他，或許就是平日俗不可耐，此刻溫

柔深情，如此判若兩人的形象落差讓小蘭為之著迷，阿澤感到屈辱，一個十一歲

的男孩是無法與十九歲的少年競爭的。後來他教阿猴寫字，阿猴教他彈吉他，待

阿猴去當兵後，阿澤便擔任眼線每天關注小蘭的狀況，甚至發現她移情別戀。阿

澤依舊是喜歡小蘭的，這點被魔術師看穿，魔術師對他用的是讀心術與隔空取物，

竊取了他放在褲子口袋的情書又交給他。男孩純粹的愛以及跟阿猴同仇敵愾的義

氣，輕而易舉就被魔術師拉出，並為這樣的戀情下了註解。 

 

「我(阿澤)記得那時他(魔術師)站起來面對鐵道抽菸，看著一列剛剛好從

車站那邊開過來的火車，他看著火車說，『沒辦法，火車就是一定要在這

裡轉一個彎。』」(120) 

 

正如同魔術師所言，阿澤、小蘭、阿猴相關的故事註定有一個「彎」，也就

是轉折，恰巧符合小蘭曾經唸給阿澤聽的一段話，費茲傑羅的《大亨小傳》：「火

車軌道拐了一個彎，現在是背著太陽走，落日的餘暉似乎展開來在替這個慢慢消

逝的城祝福，這個她一度生息的地方」（109）這段話就像小蘭的自述，商場在第

三棟也恰好有一個彎，火車必須進站或者離開這座城。二度預言都強調注定的彎，

也就是後來軍營放假的阿猴與小蘭雙雙死去，雖然身上有彈孔但死因是火場濃煙

嗆傷，與之相關的謠言甚多，究竟是阿猴偕小蘭欲以步槍殉情，還是談判不成失

手開槍再企圖自盡不成便放火，無人能說得清楚五七步槍是如何被帶出軍營，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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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多年後阿澤猜測，阿猴將步槍藏在吉他袋中夾帶出營區，才造成這場悲劇。但，

他們戀情的終末似乎早已預示，而阿澤繼續彈著吉他也許是為了悼念吧。 

 

〈金魚〉中的男主角是由餛飩店的阿姨與姨丈養大的，由於父母病逝又窮得

無法留下照片，他從未見過父母，阿姨與姨丈又有四個孩子，他在家中的處境很

困難。他喜歡上算命仙之女特莉沙，在高三時身在另一所高中的特莉沙消失於商

場，此後成為包工工頭的主角，戀愛之路坎坷，他不想跟熟稔的人交歡，不想因

為肉體關係而和某人熟悉起來，因為這樣一定要投入感情，但有鑑於幼年的家庭

經驗，他沒有成家的慾望，所以他都以召妓來解決生理需求。因緣際會下成為百

合的熟客，後來才知道特莉沙是她的妹妹，他與特莉沙斷裂的連結才恢復。 

特莉沙家中有一條特別的金魚，是魔術師變出來的。某次魔術師推銷魔術畫

圖本時讓她畫了一條凸眼、尾巴開花的金魚，隨後一條活生生的魚就在魔術師手

中跳入水瓢，與其他魚長得一模一樣唯獨顏色是種非現實的透明白。那條魚非常

長壽，但就在特莉沙離家跟隨姊姊百合前往台中的那天，裝魚的塑膠袋被擠落地，

魚跳了出來最終死去，死去的魚變得更透明，彷彿融化的冰，就如同他們之間的

關係看不見卻永遠存在，呼應故事開始時主角說：「不過無論我的人生房間多小，

再怎麼清空東西，或許我都會留著特莉沙。」（129）以及故事最後主角對兩人再

次接吻的描述：「非常奇妙的是，特莉沙嘴唇的柔軟與味道我並沒有忘記。在我

無聊的、混亂的人生裡頭，總算還留下了這樣一件，即使像冰塊融化了，還以水

的形式存在的東西。」（150） 

 

〈鳥〉的故事主角是集郵社的女兒，兄妹兩人對於鳥情有獨鍾，然而先後養

的黑嘴蓽仔和十姊妹，不是飛走就是被老鼠吃了。有一天，她看到魔術師像算命

師借來算命用的白文鳥，告誡算命師無論發生什麼事都不能碰鳥籠，接著就變了

個超乎想像的魔術。前一秒活蹦亂跳的白文鳥，蓋上黑布再掀起時變為毛尚未長

齊、張嘴討食的小雛鳥；再蓋上黑布，唸幾句咒語，掀起，一切恢復正常，但魔

術尚未結束，又是同樣的步驟：蓋黑布然後掀起，映入觀眾眼前的是白文鳥的屍

體，沒有任何外傷，但從雙爪後挺握拳、眼瞼微閉的樣子，就能明白生命離開了

這副軀體。這時算命師破口大罵，伸手想奪回籠子，卻被魔術師阻擋，另一手再

次蓋上黑布，大喝一聲，揭開布，鳥籠裡的白文鳥又回到最初活潑的樣子。魔術

師說只要算命師碰了籠子，鳥就回不來了，對於這樣神秘的魔術，施術者給予的

解釋是： 

 

「因為那是在魔術時間裡啊，魔術開始進行的時候，這個籠子附近的時間

會變得跟我們站的這個天橋上的時間不同，一旦有人用身體的任何一部分

打擾了這個時間，鳥就回不來了。」魔術師說：「留在那個時間裡，回不

來了。」（16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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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兄妹兩人又養了鳥，一雙文鳥，一白一黑，某日早晨沒聽到鳥鳴的她發

現鳥又死了，急忙衝去跟皮鞋店借強力膠，將白文鳥的頭與黑文鳥的身體黏在一

起，用手帕包起想像掌中是一隻活生生的鳥，掀起手帕迎來奇蹟，兩隻鳥的身體

相接在她落下的淚水中甦醒，她與哥哥看著被貓掏空內裡的文鳥張開眼與嘴，驚

嚇的哥哥突然伸手碰了一下那隻鳥，一切又回到現實，強力膠瞬間失效，鳥的身

首倏然分開。 

如果一切都能停留在魔術時間裡，不被驚擾，生命是否就能安安靜靜延續下

去，沒有人能給出解答，但那夢幻的時刻是不容被現實的殘酷攪擾的。 

 

〈唐先生的西裝店〉是全書中唯一沒有提到魔術師篇章，因此這個篇章中的

收受者在最後說了：「沒有關係。」或許可以更廣泛的說，魔術師不在，但唐先

生手持剪刀，一針一線將布料裁縫成筆挺的西裝時，就像神靈附身施展了法術，

將技藝提升至更高玄的境界，而成了魔術技藝，其他篇章中的父母也各有其賴以

維生的技藝，也可稱為魔術，但因偏離魔術師本身，所以就不多加討論。 

 

〈流光似水〉中，因為阿卡向魔術師詢問魔術的真假，魔術師遂以「光是有

顏色，只是眾人都認為唯有出現的那瞬間才是真的」來解釋，並對阿卡施展與光

相關的魔術，他用石頭打碎巨大霓虹廣告燈的一根小燈管，煙霧狀的紅色光從裂

縫中飄出，宛如活的一樣，蜿蜒扭曲，緩緩飄散到商場上空，散逸又聚集，後來

才淡去。 

阿卡的工作是製作微縮模型創造擬真的空間，又稱為物理特效。塑膠、木頭

棉線、透明塑膠袋、苔蘚等構成的空間若要看起來像真實世界，就得依靠光線，

控制光線涉及模型到底能不能帶給觀眾真實感，所以他終其一生都與光息息相關。

光，有多奇妙，早在阿卡還只是個不諳世事的孩子時，魔術師就已經為他示範，

並且引領他走向與光共生的職業。 

 

末篇〈雨豆樹下的魔術師〉，作家在柬埔寨再次見到小黑人魔術，興奮地上

前想知曉其中的秘密，卻又瞬間頓悟。 

 

就在他跟男人解釋的那幾秒鐘我卻後悔了。我把一百塊美金收回皮夾，換

成一張二十塊美金的鈔票遞給男人，另外給了翻譯者兩塊美金，說：「我

不學了，謝謝。」就頭也不回地離開了。(218) 

 

已經得著魔術師左眼的男孩成長為作家，卻仍然不瞭解小黑人魔術，但他再

也不如童年那般執著。或許，在魔術的奧義之前停駐，放棄關係性的占有，選擇

讓現下此一靈光已然消逝、諸神已死的時代，仍可保有其生命形式所應有的神祕

本質，便是吳明益在生命之書面前的珍重，以及回答。7 

                                                      
7 林洋毅：《吳明益小說研究》，頁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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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上述，所謂的魔術無疑是一種高超的能力，甚至超越現實所及，無論是

哪篇故事的主角，其父母皆有賴以為生的技能，鐘錶師、裁縫師亦或鎖匠等，都

是將一種技藝提升至極才能擔任的職業，當他們使用技藝之際，理當被看作施展

魔術，只是那熠熠生輝的瞬間唯有孩子澄澈的眼睛能看見，這也能解釋為何書中

的故事皆以孩子為主角。魔術更可被稱為不可更動的預言，它所提點的未來牢不

可破。魔術的精隨是虛幻卻又真實，就是如此令稚幼的孩子們難忘，卻又在成長

至明瞭的瞬間令其傷感。 

 

 

四、「魔術師」的象徵 

     

   即使並非生長於一九六○至九○年代的年輕讀者，仍能感受到此般亦真亦幻

的世界乃歸功於「魔術師」的存在。 

 

當我問到他們記不記得天橋上的魔術師的時候，有些人完全忘記了，還問：

「天橋上真有一個魔術師嗎？」當然也有些人記得，這讓我鬆了一口氣。

那魔術師的存在，對我而言就像是某種意識上的天橋的存在。沒有魔術師

就沒有天橋，沒有天橋，商場就斷了，就不成商場了。(219) 

 

    吳明益於此書的最後一篇〈雨豆樹下的魔術師〉寫出上述內容，清楚為魔術

師定位，這個角色是不可或缺的。若是說《天橋上的魔術師》全文建構於真實的

中華商場之上，更該明瞭真正串聯故事的是魔術師，單單一個角色完整了商場，

模糊了虛實，因此「天橋上的魔術師」才會成為書名。而經由這個角色施展的魔

術以及他對其他角色說的話，再再證實他提點、引導甚至預示角色們後續的命運。

魔術師既是鏡子，亦是逃避的出口，只是虛幻的魔術終將回歸現實，角色們也註

定經歷人生轉變的痛，正如商場的消滅與崩毀是必然的終末。 

 

阿卡本來要走了，但他突然想起一件事，於是又繞回頭來問魔術師說：「魔

術師，魔術是真的嗎？」 

「真的？坦白說，那要看你怎麼說『真的』。」魔術師說。 

阿卡搖搖頭表示不懂。 

「比方說，你覺得光是真的嗎？」 

「你是說太陽那個光嗎？」 

「對呀。」 

「當然是真的啦。」 

「可是你看得到光嗎？」 

阿卡一時語塞，這對當時的阿卡來說，是一個太難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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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是有顏色的，只是我們一般的時候分不出來，但透過某種東西，或某

些特別的時候，光的顏色就會出現。我們只是以為出現的那一刻才是真的，

但顏色本來就藏在透明的光裡頭。即使是這麼簡單的一件事，人類都花了

很久才確定喔。」（202） 

 

「我小的時候，以為把蝴蝶抓來作成標本，就擁有蝴蝶了。我花了好久的

時間，才知道蝴蝶的標本不是蝴蝶。我因為看清楚了這一點，才能變出像

小黑人這樣的魔術，因為我把我腦中想像的，變成你們看到的東西。我只

是影響了你們看到的世界，就像拍電影的人一樣。」(30) 

 

 所謂的真假，差別在於切入點，不同的角度能看到截然不同的樣貌，就如同

平時透明的光，能經由三菱鏡折射出七彩色光，無論魔術師是真有其人，還是純

粹想像，作者已經給了最好的解釋：他是影響觀者視野的人。至於他呈現出的魔

術，則由讀者自行判斷，就像故事中的角色欣賞魔術時一樣，相信、質疑、執著

或明瞭，那些孩子當時還太過年輕，不懂人生與現實的寂寥，所以無法參透魔術

與魔術師言語的預示，然而真正明白之際已然成年甚至死亡，一路走來的經歷扣

合曾經的記憶，預言了他們終將面對的苦難與痛苦，卻不能讓他們抽離或避免。

這就是人生，這就是現實。真要說魔術師象徵什麼，無疑是技藝頂點之人與先知，

更廣義的說，他展演無法仿造的高超魔術藉以提點純潔的孩子，或多或少讓他們

知曉並體認世界的奧妙，進而在成長途中努力學習技藝，同時更加理解世界。處

於虛實之間的魔術師，用虛幻的魔術傳達現實的隱喻，作者想達成的莫過於讓角

色、空間都成為既虛且實，突破虛幻與現實的隔閡。 

 

五、結語 

 

做為讀者，得知吳明益確實成長於中華商場，即理所當然將這本書視為自傳

性質之作，猜想哪個角色是作者的化身。其中最明顯的，莫過於首篇〈天橋上的

魔術師〉與末篇〈雨豆樹下的魔術師〉的敘述者──書的最初，一個家裡開鞋店

而在天橋上擺攤賣鞋帶的小男孩得到魔術師的眼睛；書的最終，一位作家說起自

己想寫一系列關於商場的小說──這樣的設計，不免讓人認為這兩個角色就是作

者本人，而其他篇則是參照他兒時玩伴的故事，加以修飾、改編而成。然而魔術

師既然作為書中最重要的角色，也可視為作者的化身。 

馬奎斯：「我真正想當的是魔術師，但我變魔術的時候會很緊張，只好避難

於文學的孤獨中。」8這句話作為本書的開卷詞，挑明作者擔任了魔術師的角色，

將中華商場曾經的繁華與其中小市民討生活的方式等，寫於書中，企圖藉由施展

「魔術」來保存那些記憶，更精確的說是故事。 

 

                                                      
8 賈西亞‧馬奎斯（Gabriel Garcia Marquez）之言，吳明益引為《天橋上的魔術師》的開卷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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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並不全然是記憶，記憶比較像是易碎品或某種該被依戀的東西，但故

事不是。故事是黏土，是從記憶不在的地方長出來的，故事聽完一個就該

換下一個，而且故事會決定說故事的人該怎麼說它們。記憶只要注意貯存

的形式就行了，它們不需要被說出來。只有記憶聯合了失憶的部分，變身

為故事才值得一說。(219) 

 

 如同在第二部分曾引述的內容，作者筆下的商場跟同時空下眾人居住過的商

場不同，沒有人真的住過他寫的商場，但曾經去過商場、曾經走過那個年代的人

都認為他將商場再現了。這就是記憶與故事的差別，眾人精心保存的記憶被他的

故事拉扯而出，令人產生懷念與感懷，並擴散至更年輕的一輩。吳明益誠然是一

個擅於操作文字與故事的魔術師，無論是虛實交錯的世界觀，亦或魔術帶來的預

言與隱喻，都令人深深著迷並為之驚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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