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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怡雯《垂釣睡眠》的超現實空間 

 

黃郁鈞 

 

摘要 

  本文以鍾怡雯在《垂釣睡眠》中所營造的超現實空間作為探討的對象，其原

因為現在有關於鍾怡雯的論文，大多數都是以關注南洋原鄉或是與靈異事件的接

觸、分析其獨特的寫作手法，關於超現實方面的論述，也是以比較大範圍的概括

性探討，對於單純空間的部份比較少論述到，故以此命題。 

  共分為兩個角度分析，一是超現實空間的創造、一是超現實空間對於作者產

生的影響以及內心深刻的感悟。探討空間不單單只是一個外在，而是可以與內在

交互作用的存在。 

    本文研究發現鍾怡雯運用超現實的筆法在空間的營造方面，使用真實、記憶

與想像三個方面的空間加以交融，呈現出一個幽微的世界。並發掘出這些超現實

空間的背後，蘊含著豐富的人文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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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鍾怡雯(1969～)，一個出生於馬來西亞的女性作家。在求學的階段來到了台

灣，從此深根於這片土地，開始了她中、外文化互相影響的寫作人生。她的生活

從原先的飄盪到安穩，最後走向對於自我的追求，這一連串的轉變，使她成為文

壇上一個特別的存在。 

  她是繼琦君、張曉風、簡媜等人之後，最為人所矚目的散文作家。也是承襲

半世紀以來，台灣女性散文作家的第六代交椅。1隨著台灣文學環境的逐漸萎縮，

鍾怡雯恐怕也是世紀末文學獎下，所打造出最後的璀璨之星。2 

  鍾怡雯的散文以超越現實美感的書寫，最為人所注目。其心思細膩，構思巧

妙，超越現實的邏輯思考。文字運用出奇的敏銳而且精準，有靈魂，有感情。散

文中常會有獨創的觀點和特殊的意境出現，有人把其比擬為「散文界中的現代李

賀」，3這種散文寫作的特殊性，形成獨屬於她的「鍾氏風格」。 

  散文題材除了赤道雨林的原鄉風情之外，有更多方面是取自日常生活裡。從

再平常不過的各種事物中，找到其中的不凡，藉此抒發個人的體會，展現獨特的

個人思想。 

  以鍾怡雯所營造的超現實空間作為探討的對象，其原因為現在有關於鍾怡雯

的論文，很多都是以專注南洋原鄉或是與靈異事件的接觸、分析其獨特的寫作手

法。關於超現實方面的神祕的論述，也是比較大範圍的概括，對於單純空間的部

份比較少論述到，故以此為研究方向。 

  選用的文章範圍是《垂釣睡眠》中的作品，其中收錄了鍾怡雯在各大文學獎

中的得獎之作，以「想像之狐、擬貓之筆」4的絕妙手法，充分的體現出其語言

藝術的美感特色。 

  《垂釣睡眠》是鍾怡雯的第二本散文集，其藝術性相較於第一本的《河宴》

有了非常明顯的躍進，5以超現實的寫作手法，用獨特眼光去探照世界，使文章

蘊含了豐富且深刻的人文情感。 

  首先，定義一下「現實」與「超現實」之間的差異。「現實」的部分，包含

了寫真式描寫或印象式描寫。6寫真式的描寫有點像是拍攝相片或是影片的手法，

把要描寫之物真實且客觀的表現出來。而印象式的描寫，雖然也是以「再現」事

物做為目標，但卻是偏向作者個人的心目中的印象。 

  而「超現實」的部分，則是一種虛幻的部分，偏向所謂的魔幻寫實式描寫或

                                                      
1
 余光中，〈狸奴的腹語—讀鍾怡雯的散文〉，《聯合報》37 版，(2000 年 7 月 17 日)。 

2
 張瑞芬，《五十年來台灣女性散文．評論篇》，(臺北：麥田出版社，2006)，頁 422、424。 

3
 同註 2，頁 423。 

4
 鍾怡雯，《垂釣睡眠》(臺北：九歌出版社，2006)，頁 7。 

5
 同註 4，頁 9。 

6
 寫真式描寫，是以完全客觀的態度掌握物理的現實，以寫實為主。 

印象式描寫，是客觀中含有主觀，以物理現實為主，摻入心理現實，其寫實乃是寓寫實於寫意 

中。詳見鄭明娳，《現代散文構成論》，(臺北：大安出版社，1989)，頁 160-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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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超現實描寫
7
，有種似是而非、似非而是，以作者的心理狀態為主軸，強調神

奇的世界，肯定內心活動、潛意識的重要性。表現時，多使用移情的手法代入了

自己的感情，來追求一種離奇的寫作效果。 

  「空間」是屬於一個抽象的概念，包含著抽象的情感與場域8。而有關「空

間書寫」，則是包括了抽象的心靈空間、記憶空間，以及具像的現實、生命經驗

的場域。9文學作品或多或少會是作家生命的縮影，而作者所創作出的「文本空

間」10，是一種內在想像的世界。 

談到空間美學，在物理空間美學上，創作者可藉由多重視角讓空間的呈現：

或大而壯美，或小而精美，或層次錯落更富立體感。至於在心理空間上，則可隨

著創作者心境之變化，而使空間產生比例縮放，甚至錯置顛倒的空間變異之美11。    

所謂的「超現實空間」，就是以作者的心理狀態為主軸，在空間中代入了自

己的潛意識與感情，超現實空間其實就是想像力、潛意識與空間的結合體。 

  本文分為兩個角度進行分析，一個是關於超現實空間的創造、一個是超現實

空間對於作者影響，以及之後內心產生的感悟。 

    將鍾怡雯擅長以超現實的描寫特色與有意識或是無意識狀態下，所營造的使

用真實、記憶與想像三個方面的空間加以交融，呈現出一個幽微的空間氛圍，不

論是在「家」、「房間」、「原鄉」或是一個飄渺的空間中，都有對於生命的不同看

法與視角。最重要的核心在於空間不單單只是一個外在，而是可以與內在之間相

互作用的存在。 

 

二、 空間營造出的超現實 

由上述的定義來說，所謂的「超現實空間」，就是以作者的心理狀態為主軸，

多使用移情的手法在空間中代入了自己的潛意識與感情，使空間產生一種幽微的

虛幻感。簡單來說，超現實空間是想像力與潛意識的產物，而在現實與超現實並

存的時空裡，雖然並不一定是真實存在，卻創造了一個深具美感的情境，使空間

不再只是單調、無趣的存在。 

  空間，取代時間的地位是現代主義美學影響下的具體表徵12，實際生活(門、

窗、房間)與虛構空間(心靈、情節轉移)的衝突與張力13。 

  鍾怡雯的散文中，常常在現實的空間中建構出另一個單獨且隔離的空間。這

個空間有時會營造出與常人所看到的或是想像的不盡相同，同時也會顯現作者的

                                                      
7
 魔幻寫實描寫，是以客觀包含主觀的態度，寫法乃寓寫意於寫實。 

超現實描寫，是以完全主觀的態度掌握心理現實，以寫意為主。詳見同註 6，頁 165-172。 
8
 黃文成，《空間與書寫─臺灣當代散文的詮釋與凝視》(臺中：晨星出版社，2013)，頁 119。 

9
 同註 8。 

10
 同註 8，頁 2。 

11
 楊惠娟與李靜惠，〈論《神仙傳．壺公》中現實與超現實空間並存的時空美學〉，《東方學 

  報》(2012)，頁 4。 
12

 張瑞芬，《台灣當代女性散文史論》(臺北，麥田出版社，2007)，頁 63。 
13

 同註 8，頁 119。 

http://www.eslite.com/Search_BW.aspx?query=%e5%bc%b5%e7%91%9e%e8%8a%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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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心真實得情感，與現實世界互相交雜、和諧的共存。 

    鍾怡雯常常會使用對比、轉化、譬喻……等手法，建構一個獨立的空間。她

尤其喜愛在使用轉化與譬喻的手法，使生活周遭的事物不論有生命或是無生命，

都擁有自我的意識，能夠與敘述者之間產生聯繫，並互相感應、影響。 

  這種使之有靈魂的敘述手法，能讓事物活靈活現，同時併入了作者的情感，

使用意識流的藝術手法，有很多的內心獨白、分析，以及自由自在的聯想，能使

讀者進入其中與之交談、相互辯證。 

  就算是在創作中只使用現實或是虛幻的一種，都可能會有好的作品產出。但

是如果只使用現實的描寫，有很大的可能會流於單調或是無趣。但是加入虛幻的

作法，卻可以化腐朽為神奇，使畫面具有活潑的動態感，以及豐富的戲劇效果，

有互動的想像。 

  超現實時空與現實時空之間，雖然形式不同，但是兩者之間卻可以交流、互

動乃至融合為一。它打破了自然時空和現實時空的外在限定，而成為精神生活的

一種自由形式。14 

    在〈說話〉中，山上的「家」，是獨立於山下的「現實世界」之外。在真實

的世界中，隔離出一個超現實的空間，當想要與外界交流時，這兩個世界才會有

所接觸。兩個空間呈現一種對比的情形，能完整的呈現出空間的交錯感與複雜性。

在陽台上蠢蠢欲語的植物、在魚缸中熱切想要交談的魚兒、不甘心的魚魂，作者

就好像能洞悉出它們的想法，與它們心靈溝通。 

 

換水時，想到裡面都是它傾吐的心事，或許還浸泡著幾十尾魚兒的遺言和

魂魄，於是飄水的手勢便不禁猶豫，速度也緩慢下來。後面陽台的直物老

是蠢蠢欲語，是不是因為澆灌了那些死不瞑目的魚魂，和永不腐化的語屍？
15 

 

    在山上過著獨居的日子裡，作者認為她與金魚總能從彼此的狀態中，感受到

相濡以沫的溫暖感。但是當這個空間有了電話線，能夠與外界聯繫之後，就再也

不是那個原本的世界，故在那個無法聯繫的時刻裡，空間是獨立存在的、超越現

實的。 

   鍾怡雯善用的轉化手法是一種獨特的擬貓法16，一般事物在她的眼裡就像是

她所養育的寵物貓一樣。貓咪的特性與意象不斷反覆的出現在文章中，貓咪的嗅

覺既敏銳又敏感的，任何風吹草動的些微變化都可以清楚的掌握。正因為如此，

在鍾怡雯的文章中嗅覺的運用就顯得十分的重要。   

    鍾怡雯十分擅長用氣味來挖掘記憶，用氣味思索，甚至營造出狐鬼般奇詭的

                                                      
14

 楊惠娟與李靜惠，〈論《神仙傳．壺公》中現實與超現實空間並存的時空美學〉。(《東方學 

  報》，2012)。 
15

 鍾怡雯，《垂釣睡眠‧說話》(臺北，九歌出版社，2006)，頁 18-19。 
16

 鍾怡雯，《垂釣睡眠》(臺北：九歌出版社，2006)，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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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境，
17
也常使用氣味來建構出唯妙的空間感，一種記憶與潛意識，現實、超現

實的結合。 

 

茶樓的空氣總是瀰漫著一股特殊的味道，像是曝曬過度的乾柴、龜裂的泥

土。我以一直以為那就是「老」的氣味，這種氣味和咖啡、麵包、砂糖混

合的十分融洽，復與沙啞、粗俗乃至不入流的談話契合無間。它的市井、

喧嘩絕不屬於西裝皮鞋的文雅或高尚。18 

 

  在〈茶樓〉中，可以見到作者對於家鄉的情感，整個空間的建構是使用作者

在潛意識中，對於家鄉的「茶樓」的氣味與記憶所堆疊出來的。 

 

明亮的陽光下，它剝落的外觀更顯猥瑣，冒出牆奉的青苔喜滋滋的宣布茶

樓的挫敗，敗在時間和速度的陰謀裡。我坐在時間的殘垣敗瓦裡啜著變質

的咖啡，突然覺得連杯子的式樣都顯得老朽而不合時宜。19 

 

  運用自然且懷舊的氣味，建構出完整的空間感，描繪出茶樓的昔日風光與今

日的衰敗，帶出時空對於人世的影響。 

  現實存在的建築與超現實的記憶互相結合，變成作者此刻所見的環境，它並

非絕對的真實存在，相較起來卻更加具有人文的情感與意義。 

 

那混濁而龐大的氣味，像一大群低飛的昏鴉，盤踞在大宅那個幽暗、瘟神

一般的角落。斑駁的木板隔出陰暗的房間，在大宅的後方，寬敞廚房的西

南隅。它偏離大家的活動中心，瑟縮於沒有陽光眷顧的所在，彷彿在等待 

一種低調而哀傷的詮釋。20 

 

我噙著委屈的眼淚，忍著混濁的味道，跑進房間，狠狠的撒了一把沙，轉

身就跑，卻再次被生命腐朽的味道深深震撼──死神早已恭候這個陰暗的

角落多時了。21 

 

    在〈漸漸死去的房間〉裡，作者使用氣味來建構著房間與家族之間隔閡感，

創造出不同於現實環境的超現實空間。在氣味的帶領下，瀰漫著生命漸漸腐朽的

氣味。 

 

她低緩的嘆息總是無所不在：「她養了我這麼年……」它與混濁的氣味攪拌

                                                      
17

 同註 16，頁 13。 
18

 鍾怡雯，《垂釣睡眠‧茶樓》(臺北，九歌出版社，2006) ，頁 126。 
19

 同註 18，頁 124-125。 
20

 鍾怡雯，《垂釣睡眠‧漸漸死去的房間》(臺北，九歌出版社，2006) ，頁 168。 
21

 同註 20，頁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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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充塞大宅。
22
 

 

  使用氣味與聲音來做為媒介，營造一個讓人不願靠近的房間，一個毒瘤的存

在，整個房間環繞著詭異之氣。在兩種感官的互相作用下，使空間呈現出的詭異

效果，加倍使這個空間變成了一道記憶的屏障，揮之不去的的死亡氣息。這個詭

異的房間在回憶裡，漸漸死去，復活再死去。 

  〈茶樓〉與〈漸漸死去的房間〉皆是透過氣味來回憶，透過氣味在不同時間

的變化，建構出完整的空間。 

    當提到超現實的空間時，不免俗的會讓人想到靈異、神祇的方向去思考，在

鍾怡雯的散文中類似的經驗也非常的豐富。 

 

那是一個簡陋的住所，供奉著大大小小的神祇不計其數，乍看那場景布置，

卻是似曾相識。暗紅搖曳的燭光使眾神的面目忽而清晰忽而模糊。無論我

走到哪，總覺得眾神的目光就在背後注視我。我忽然有點兒心虛。祂是否

洞悉我的不敬和恐懼？23 

 

擁有神像的空間，因為不同的心理狀態，故會使人產生不同的想法，使空間

充滿特殊的色彩。原本毫無稀奇的簡陋空間，因為傳統文化賦予的特殊意義，使

這個空間不再是普通的現實世界，而是一種能夠與未知交談的世界。 

    超現實空間的建構，很多時候是依附在整個現實空間中。當現實空間無法表

達出其所代表的意義時，透過潛意識與想像、記憶、文化意識所創造出的空間，

會比真實的世界更加富有意義性，使空間不再只是單方向的，能夠展現出自我的

意識與思想的雙向溝通。 

 

三、 空間隱含的人文情感 

  鍾怡雯所營造的空間通常都脫離不出一種幽微的感覺，彷若遺世而獨立。然

而在此空間中，總還是會存在著淡淡的生命的氣息、個人情志與幽默感。用記憶

去堆疊想像進，進而創造出的超現實的空間感，再利用空間去追憶過往，形成一

種循環。 

  一個好的作家在經歷生命、觀察世界之後，就一定會產生自己的想法或是領

悟到一些道理。當把這些思想經過剪裁後，多方面的融入文章中，就有新的意義

出現。 

  余光中曾言：「鍾怡雯綺年麗質，為繆思寵愛之才女，但是它的藝術並非純

情的唯美，她對於青春與愛情，著墨無多，更不論友誼。相反地，生老病死之中，

                                                      
22

 同註 20，頁 169。 
23

 鍾怡雯，《垂釣睡眠‧神在》(臺北，九歌出版社，2006) ，頁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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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後三項最多著墨，筆端的滄桑感逼人如暮色」。
24
 

    對於人生的喜樂面的題材，鍾怡雯比較少去書寫。但是關於人生的悲哀面，

她反而是直接的去面對它，絲毫不去避諱，不逃避的主動去書寫自己的情懷。 

    鍾怡雯的散文中常存在於黑暗與光明之間的模糊地帶，往往在這些地帶中隱

藏著深刻的思維，25在細瑣的事物中找到宏觀，挖掘生命的內涵文章中蘊含的情

感、對於人生中不可避免的「老、病、死」的書寫，尤其是鍾怡雯對於「死亡」

的沉重話題，也加以使用超現實的手法，使其迷離了起來，幻化為嶄新的想像世

界。 

 

我始終不明白，那個或已懸空的地理，對祖父實質上的意義。它在半島極

北之地，而今與他終老的靜謐小城，相隔何止千里。老人家忽然穿越時空

的銀河，從聲音、氣味、色彩、光線，不厭其煩的再現那個耐人尋味的地

理。26 

 

記憶空間與現實空間互相重疊，透過回憶過往，去尋找真實存在的地理。在

文中祖父所希望找尋的，並非真實存在的空間，而是要透過孫女的眼睛、旅行的

腳步去找回自己的童年、自己逝去的過去。 

 

日正當午，陽光晒痛了我的皮膚。如洗的水藍天空，只有一朵胖胖白雲。

地上的這個綠色聚落裡，則有黝黑的我與它遙遙相望。此刻，聚落、白雲

和我，都在通一個時空作標上。屬於祖父的，應當存在另一個不同的時空。

那是我無法落足的所在，它可能存在，也許已經消失。27 

 

或許祖父自己也清楚這個時代的空間，早就已經不屬於過往，再怎麼找到的

也只是記憶的片段，但是透過這些碎片，能夠建構出祖父回憶中那不復存在的青

春的空間。 

  超現實空間常常會讓人以為就是一種幽深孤峭、難以接近的世界，但很多時

候作者是透過與自身記憶的結合，加入了更多的人文情感，所以即使是空間中陰

暗角落，也讓人不會真正深陷幽暗孤獨的泥沼中。 

  在〈門》中也可以看見兩個不同空間的清楚對比，「門」其實是建構私人領

域的關鍵，有了它就能阻隔外界。「門」像是一道守護神、護城河般，把自己的

世界與外界隔開，堅守了作者這個都市人的「私」生活，建構出自己的門裡的世

界，給予了作者自我、寧靜的空間。 

 

                                                      
24

 鍾怡雯，《聽說》(臺北，九歌出版社，2005)，頁 16。 
25

 思維包括作家的思想情感，乃是創作的原點，也是作品存在的終極價值。詳見鄭明娳，《現代     

   散文構成論》，(臺北：大安，1989)，頁 252。 
26

 鍾怡雯，《垂釣睡眠‧可能的地圖》(臺北，九歌出版社，2006) ，頁 155。 
27

 同註 26，頁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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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小房舍暗舊的外觀卻鑲上一道穩固而新穎的門，以致房子倒成了門的

陪襯，主從顛倒的外貌充滿喜劇的突兀感。鄰居們十分不解，幾番唇舌，

他們的語氣仍有不滿的火焰。門違反他們的審美觀，挑戰了整個寨子的人

際關係。28 

 

  「門」裡「門」外各自形成兩個不同屬性的世界，從「門」中也可以擴展到

人際的關係演變以及文化的差異。門裡的世界越來越像是封閉社會，在自以為世

界裡，過著自己的想像生活。這個門也「心」的扉，當你把心阻隔起來，別人也

會進一步疏遠你。所以我們要學會打開心靈之門，這並不會使你少了自我，但是

卻會多了一種共享的愉悅。 

  「門」還是具備存在的必要性，只是這個門要做有限度、有技巧的開放，有

時不能毫無保留的對別人開放，導致人云亦云、喪失自我的獨特，但也不能將自

己束之高閣，獨來獨往。 

在鍾怡雯的散文中，常營造出一種身在群體之中的孤獨感。畢竟人是群居的

動物，我們都需要與人合作、與人交流，才能夠創造出一種全新的自我。 

之前提到過的〈漸漸死去的房間〉，其實具有深刻的社會意義、生命價值。

年近百歲的曾祖母曾經可能是這個家的支柱，但是現在卻是大家最不願觸及的存

在，連最基本的生理都無法自己控制。 

 

她成了一截藏在暗室的朽木，與死神的爪牙為伍。直到最後，連貓狗都迴

避那片灰暗地域，房間在曾祖母的病情裡漸漸死去。29 

 

如今，滿姑婆大部分的時間都待著曾祖母「遺傳」給她的房間。實在難以

想像，她怎麼能夠與那種常人避之猶不及的空氣一起生活。其實，她的寡

言亦是另一種無形的房間，阻隔了她和家人溝通，也同時封閉起她內心的

秘密。30 

 

「大家都在期待死神對曾祖母的垂青。曾祖母一日不蒙恩召，這個家族心裡

的怨懟和不滿就不會消融。」呈現出一種生命將盡的淒涼感。並不是誰對誰錯的

是非題，卻更顯出一種生命的悲哀。這間房間同時也牽起了兩個人的生命，也在

曾祖母的自我了結、滿姑婆的自我封閉中，漸漸的死亡。 

 

電信局遲遲沒有來牽電話線，似乎故意要我過一段遺忘世界也被世界遺忘

的日子。反正沒有什麼非說不可的話，也沒有迫切要聯絡的事，暫時離開

                                                      
28

 鍾怡雯，《垂釣睡眠‧門》(臺北，九歌出版社，2006) ，頁 149。 
29

 鍾怡雯，《垂釣睡眠‧漸漸死去的房間》(臺北，九歌出版社，2006) ，頁 174。 
30

 同註 29，頁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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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結的人際網路，我樂於過著不必交談、不必說話的日子。
31
 

 

    在〈說話〉中，一開始雖然是認為反正沒有什麼非說不可的話，也沒有迫切

要聯繫的人、是、物，可以躲在一個完全獨立且封閉的空間中，做著自己想做的

事，過著這種悠閒的生活，好像也是不錯的選擇，這裡展現出作者原本對於生活

的嘆度，一種瀟灑感覺。 

 

我翻開通訊錄，選定了一位住在德國的朋友，開始長篇大論抒發獨居以來

的觀感。那感覺痛快暢流如午後驟雨，霎時淹過六張航空信紙，博如蟬翼

的信紙，幾乎承載不住超重的情緒。32 

 

但是這種與世獨立的孤獨生活，畢竟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文章進行到中間

時，卻又渴望著與人對話，所以使用寫信來排解心情。當開始想要與外界互動時，

空間就會開始相互流動，不再只是單獨的存在。 

縱使鍾怡雯喜歡享受一個人的孤獨，但是在其中又會產生落寞感，造成矛盾

的情緒，我們的生活無法完全遠離人群，但是要在私密與公開之間，找到其中的

平衡點是很困難的。 

 

許多年後，當我毫無選擇的成為神壇的鄰居，「神」再度徘徊我的生活和想

像的空間。我在那兒住了兩年多，和幾位熟面孔的香客成了朋友。我從們

身上找到母親的影子。他們的共同特徵是生命充滿無可彌補的匱乏，生活

中太多的空白，一種因閒散而產生的、對未知的恐懼與期待。也許手中掌

握的東西太少、太令人失望，只好請求神祇賜福，填補一些被生活的利齒

囓咬出來的缺憾，磨平生命帶來的缺憾。33 

 

    作者透過神壇這個空間連結過去母親的記憶以及大多數人對於這個空間所

代表的期盼，「他們拜神的目的歸納起來不過是人類的共同心願：祈福。既平凡

又實在，一點也不過過分的要求。34」母親透過神壇追憶逝去的生命，人們透過

神壇去尋找自身的安慰，兩者的精神透過神壇的牽連互相交疊起來。 

  「母親拈香拜佛的身影出現，我又覺得它的燈光分外溫暖安詳，在眾生心靈

受創時給予無可替代的慰藉和力量。35」作者認為不論是覺得迷信或是真的有感

受到神明所賦予的恩德，神都是必須存在的，存在在人們心靈深處，給予信徒得

以堅持的力量、得已走下去的希望。 

  鍾怡雯的散文除了最吸引人的藝術技巧的經營之外，還具有很多個人想法與

                                                      
31

 鍾怡雯，《垂釣睡眠‧說話》(臺北，九歌出版社，2006) ，頁 19。 
32

 鍾怡雯，《垂釣睡眠‧說話》(臺北，九歌出版社，2006) ，頁 22。 
33

 鍾怡雯，《垂釣睡眠‧神在》(臺北，九歌出版社，2006) ，頁 183。 
34

 鍾怡雯，《垂釣睡眠》(臺北，九歌出版社，2006)，頁 183。 
35

 同註 33，頁 187-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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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解，由個人的感性切入其中，帶出自己獨有意識。在其散文中，常常探討著生

與死的問題，並在其中對自己做出情感的救贖。而孤獨感也是常出現的一個氛圍，

縱使是身處群眾中，卻在渴望著孤獨，但在孤獨中，又渴望著人群，產生一種若

即若離的奇妙感。 

    鍾怡雯很常在文章中回憶過往，所謂的「過往」並非已經消逝的時空，縱使

她在寫作初期一直想要避開，但是過往聯繫了我們，就會或多或少的產生影響。

鍾怡雯部不斷的利用書寫建構自我、凝視過往生命，並在精神上、現實上不斷與

家人故鄉作連結。36 

    鍾怡雯建構空間的目的，就是在於尋找生命的意義，找尋自身存在的價值。

由實入虛、由虛入實，從自己的生命經驗中提煉出自我的生命觀。利用自己的生

活片段，融化於文章中。在現代這個紛亂的社會裡，讀其文章會讓人感覺自己身

處在不同的時空中，可以理所當然的逃脫現實所不想面對的事物，靜靜地沉浸在

自己心中那個不想被外人打擾的小角落，領悟到生命中的道理。 

 

四、 結語 

  在傳統的散文裡面，空間的書寫相較於時間的書寫而言，是比較少的。但是

在現代的散文裡，空間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從最常見的空間的移動，像是旅遊、

遷移……等等，到最後演變為對自己內心世界的探索。 

  鍾怡雯的散文中具備了濃厚的神祕色彩，她的世界是多種層面地交互作用，

包含著超越常態、詭異、潛意識的各種分子，全都巧妙地融入她的作品中，提供

了一種超越現實的視角，虛實相映、交錯影響，使散文的美感得到很大的提升。    

  《垂釣睡眠》中有描寫生活的細瑣事物、有尋找生命與自我的存在，但是最

重要的就是不再只是運用時間的流動，而是透過空間的運用，挖掘隱藏的深層心

理狀態。 

  透過第二節所敘述的空間營造出的超現實，以及第三節空間蘊含的人文情感，

所提出的作品來看，藉由不同方式的空間塑造，或許是聲音、或許是氣味、或許

只是記憶，但是都可以蘊含多元的意義。 

  超現實空間不一定是真的超越了現實的空間，有些是在現實空間的基礎之上，

再做多層次的疊加，達到不一樣的效果。超現實的空間常常伴隨在現實空間之中，

兩種空間之間並沒有明確的分野，中間反而有著模糊的地帶，當現實空間無法表

達出其所代表的意義時，超現實的空間能夠表達與抒發的範圍也更加寬廣，能夠

蘊含更多作者難以表達、深刻的感情，也更富有意義性。 

  藉由現實與超現實空間之間互相交融與對比的描述，鍾怡雯把記憶中、生活

裡、無論是好是壞的真實感受給表達出來。從她的作品的探討中可以得知，其散

                                                      
36

 陳慶函，《我離開，我回望：鍾怡雯散文中的出走與回歸》(花蓮：國立東華中國文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2012)，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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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所吸引人的地方，不僅僅只是在於獨特的描寫方式，而是在於他對於人情的真

正感受。 

    研究發現鍾怡雯運用超現實的手法在空間的營造方面，使用真實、記憶與想

像三個方面加以交融，呈現出一個幽微的世界，並在這些超現實空間的背後，蘊

含著豐富的人文情感。 

其複雜且深刻的情感書寫，不是泛濫的感情與無用的價值觀，也是真正能夠

與讀者產生共鳴、感動的依據。透過文學，讀者真正想要得到的並不是空洞的內

容，而是文章理所蘊含的意義對於心靈的衝擊以及撫慰。 

  在台灣文壇的現代女性散文作家中，若是要探討到對於超現實的空間的書寫、

空間中豐富的情感釋放與表達的能手的話，鍾怡雯一定是不可不提、不可或缺的

重要作家。鍾怡雯是台灣重要的女性作家，也是一個十分特別的存在，像是燭火

般，在散文的世界裡，散發著屬於她自己的、獨特的、不可取代的明亮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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