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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之共老的酷兒情感倫理實作：
老 T 搬家四探
趙彥寧（東海大學社會學系）
本文為「老 T 搬家」系列論文的第四輯。在此系列首文〈老 T 搬家〉中，
我藉由「老 T」（或「uncles」）報導人的醫療和租屋經驗，以分析台灣社會的社
會福利分配制度，如何緊密鑲嵌於既存的異性戀家戶邏輯之中，故而在拒斥中老
年女同志的文化公民身分之時，也間接地對他們造成了生存物質條件的相對性排
除效應。在〈老 T 搬家續探〉中，我藉由晚近十年這些報導人的往生送死的情感
表述和公開儀式的展演，以探討他們如何同時兼顧且衡量原生家庭和「圈內」友
誼關係對於自身的意義，並據此進行雙邊倫理實作。延續我對於另類酷兒倫理的
關懷，〈老 T 搬家三探〉比較分別在 0 年代末期和 0 年代初期「出道」的
兩代「T」報導人的生命經驗，以金錢和禮物授受與親密關係之建立的互動關係
為切入主題，試圖探究整體社會的政經結構變化，可以如何直接或間接地形塑此
二世代女同志對於廣義親密關係的衡量模式。本文延續〈老 T 搬家三探〉兩個世
代報導人的生命史研究，藉由出神與死亡的非凡感知體驗，以分析貌似現在完成
進行式的「老了」這個自我敘事關鍵詞的潛在可能性，並討論希望與照顧的酷兒
意義。

關鍵詞：老 T、酷兒倫理、非凡感知、死亡、照顧
收稿日期：0 年  月  日；接受日期：0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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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導論：「老了」的現在完成進行式
本文為〈老 T 搬家：全球化狀態下的酷兒文化公民身分初探〉
（趙彥寧，005）、
〈往生送死、親屬倫理與同志友誼：老 T 搬家續
探〉
（趙彥寧，00），和〈不

可計量的親密關係：老 T 搬家三探〉

（趙彥寧，00）的續作。在此系列論文首篇〈老 T 搬家〉中，我藉
由「老 T」
（或「uncles」
）報導人的醫療和租屋經驗，以分析台灣社
會的社會福利分配制度如何緊密鑲嵌於既存的異性戀家戶邏輯之中，
故而在拒斥中老年女同志的文化公民身分之時，也間接地對他們造成
了生存物質條件的相對性排除效應。 1 在〈老 T 搬家續探〉一文中，
我藉由晚近十年這些報導人的往生送死的情感表述和公開儀式的展
演，以探討他們如何同時兼顧且衡量原生家庭和「圈內」友誼關係對
於自身的意義，並據此進行雙邊倫理實作。延續我對於酷兒另類倫理
的關懷，
〈老 T 搬家三探〉比較分別在 0 年代末期和 0 年代初
期「出道」的兩代「T」報導人的生命經驗，以金錢和禮物授受與親
密關係之建立的互動關係為切入主題，試圖探究整體社會的政經結構
變化，可以如何直接或間接地形塑此二世代女同志對於廣義親密關
致謝辭：本研究進行期間，承劉培英、蔡侑君、楊欣怡、許雯娟、彭心筠、羅融、
胡郁盈、簡至潔、湯翊芃諸君協助整理田野資料，陳巨擘翻譯數條引用文獻，吳心
越校對初稿體例，特此申謝。為求保護身分，文中所引報導人名皆為假名，若干細
節也做了修改。這篇論文獻給咪咪、少德、阿芬，以及所有的「老 T」受訪者。我
也要特別感謝摯友劉培英十多年來熱心支持「老 T 搬家」
的研究，沒有培英的幫忙，
該系列論文不可能寫得成。


本文將以報導人慣用的非女性第三人稱代名詞「他」指涉這些人士。另，我在
之前發表的研究論文裡，已指出諸如束胸、著男性內褲、降低聲調等等身體
展演行動的動機，並非服膺世俗男性性別化要求，而在於抗拒社會化的女性指
標，並藉此創構同時橫跨男

女二元分類的另類性別（Chao, ,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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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的衡量模式。本文延續〈老 T 搬家三探〉的兩個世代報導人生命
史研究，藉由出神與死亡的非凡（extraordnary）感知體驗，以分析
貌似現在完成進行式的「老了」這個自我敘事關鍵詞的潛在可能性
（potentalty），並討論希望與照顧的酷兒意義。
晚近同志老年化（LGBT agng）的課題逐漸受到學界重視。 2 然
而受到學科化的影響，相關研究幾乎皆出自人口、公衛和社工界，因
此也就類型化了其研究和詮釋框架。略舉一例如下。HIV/AIDS 醫療
行動組織 ACEIA 研究員 Mark Brennan-Ing、Lz Sedel、Brtta Larson
和 Stephen E. Karpak（0: ）指出，由於拉子酒吧是年輕人的天
下，而多半經濟拮据的年長女同志又難以擔負同志 NGO 的會費和募
款餐會，以致於年過半百後便逐漸與主流同志社群脫鉤，而從事醫療
行動的作者們顯然如絕大多數不分異性戀常規化抑或非常規化之老年
研究者一般，預設物理年齡與身心失能成正相關，因此他們關注的是
如何為長者組織活動與人際網絡，並取得適當的醫療照顧；不再參與
酒吧與社團組織的現象亦可見本文三、四兩節，但是我試圖分析者則
為圈內人怎麼感知與實作「老了」，以及貌似「老了」的終點、但實
則不然的「死亡」，還有他們本身如何不斷地形塑「圈內」的社會性
（socalty），在此社會性基礎上進行照顧實作，並判准倫理。 3 可能
隨時繃發的情慾感知，是上述活動的情感潛流，在本文第二節「魔神


可見 Basten, Yp, and Chu（0）、Czaja, Sabbag, Lee, Schulz, Lang, Vlahovc,
Jaret, and Thurston（05）、Fredrksen-Goldsen, Km, Emlet, Muraco, Erosheva,
Hoy-Ells, Goldsen, and Petry（0）。國際同志研究的老牌旗艦期刊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便在 0 年發刊該課題的專號（de Vres and Croghan, 0）。



我必須強調：做此區隔並無駁斥反對社工或醫療行動者之意，而是藉此指出二
者詮釋框架的差異，此外，也在呼應本文第四節所論，uncles 為何無意支持同
志婚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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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的非凡情慾世界： 年少德的故事」，廠工少德念念不忘與「魔
神仔」短暫激情交流的非凡經驗，明知是魔（或正因為對方是魔），
仍然顫懼地期待她的到來，這個慾望必須放在 0 年代末至 0 年
代前期的勞動生產情境裡，方可理解。本文第三節「老 T 之母一路
好走：0 年阿芬的死」藉由老 T 們公認是「我們大家的」阿芬的
臨終照顧與告別活動，以闡釋何以他們認為阿芬總是照顧著圈內人，
而又為何一生不斷激發老 T 情慾感知的她，同時也被稱作「老 T 之
母」。本文第四節「
『It’s a Nce Kss』：與之共老的酷兒情感倫理」總
結前兩節的民族誌分析，並提出兩點延伸性看法：首先，老 T 們對
於同志婚姻法案的漠然，暗示了圈內酷兒倫理實作與以普世公民為想
像模型的婚姻法案，二者不可共量，而這也就進一步暗示了同志婚姻
相關法案本質上的侷限。其次，作為兩代圈內人逾二十年的「田野研
究者」，我以雙重意義的參與觀察了報導人「老了」的「現在完成進
行式」過程：一、對方也同時目睹並評述我增長的年歲，也就是說，
我的體貌變化是他們感知自我「老了」的參照點之一（即本文主標
「與之共老」之源由）；二、而我之所以成為上述參照點，乃因我被他
們認知的婆的身分激發了 T －婆情慾互動的想像藍圖。潛流的情慾
在這個過程裡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本文將以該角色與酷兒研究倫理的
激進關連可能做結。

二、魔神仔的非凡情慾世界：1994 年少德的故事
帶有主觀意涵的經驗是新近才有的發明；經驗等同感覺、受苦
或經歷，這種概念最早出現在 5 年。類似西方社會自我的
發展歷程，一開始是在表示和自己環境的外在關係，後來則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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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道德、反省的能動性；故而所謂的「經驗」，便從一個由
外部投入或考驗自己周遭環境的動詞，轉變為一種準則，作以
標誌個人對該項投入如何發揮主觀的自覺。然而，如同 LevyBruhl、Hallowell 和其他人類學家所指出的，此種反思的評估並非
道德性主觀經驗的必要形式，而是個人眾多種能動性的一種。
（Desjarlas, : ）
（作者自譯）
 年四月中旬某日，我約了報導人少德晚上八點來我台北南
區住處聊天。七點半左右，我轉入潮州街巷口時，見到他已在公寓旁
五公尺處的路燈下徘徊。一如既往，少德兩手各拎了一瓶公賣局出品
的紹興酒，踉蹌的腳步已大顯醉意。 4 我邊走向他邊想：「他八成又
喝了一整天。」直到快走到他面前，少德才抬頭看到我，灰白色的路
燈燈光打在他頓時目瞪口呆但又彷彿心醉神迷的臉龐上。我困惑地看
著他，過了半晌，少德驚魂未定但又半帶興奮地以台語輕呼：「姊姊
是你唷！我還以為我撞見了『魔神仔』。」
「魔神仔」指涉為何

為

誰？「撞見」魔神仔的情感與感官經驗是什麼？為何少德固然恐懼，
但又興奮、甚且緬懷並期待？ 5
 年春、 年中至  年夏，我在北部 T 吧進行博士論
文田野調查，該研究的主要報導人為藍領勞工和底層服務業「女同



溫熱的紹興酒加烏梅是 0 年代上半期 T 吧裡最普遍也最平價的酒精飲料，
因此成為少德等多年常客的慣用飲品。

5 「魔神仔」是台灣俗民信仰的常見人物，已有人類學者林美容、李家愷（0）
對此現象發表專書研究。由於該書主要援引榮格心理學「集體無意識」的觀
點，以分析人與自然間的關係，與本節少德的奇幻情慾經驗不盡相同，本文暫
時不對林李二氏一書進行對話。非常感謝一位審查人對此參考文獻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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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當時的年齡在 5 至  歲之間。 6  年出生的少德是這個研
究的關鍵報導人，若非他主動以「姊弟」關係引領我進入藍領 T 吧
圈內，日後我不會領悟諸如 T

婆互動性別身體展演（Chao, ,

00）、以及圈內實作性（de facto）親屬連結和性別角色創構之間的
關係（Chao, ）等等至今仍深刻影響我的研究課題。與當時其他
藍領報導人的生命經驗類似，少德升上國中即被編入後段班，不久開
始吸食強力膠和安非他命，因為身強體壯個性豪爽，迅及被推為該女
校幫派的「幫主」，之後屢次率眾和其他北縣國中幫派尋隙械鬥，數
次出入勒戒所和警察局，國三時退學。與不少吸毒勒斷者相同，少德
在二十歲戒除安非他命後，便開始酗酒。同年，總是援引金錢與性別
扮演交織邏輯以訓誡少德「你要做查甫人就要做得真切，你賺錢不認
真還要肖想扮查甫，這就是『不男不女』
」的母親，半強制性地引介
他去北縣模具廠任工。少德與該經濟勞動的關係如此異化，以致於他
每日一上工便開始飲酒，並以「把一些有的無的裝進一個盒子」述說
該勞動內容的「無聊」，意即「重複、無趣、不值得理解其意義」，
且總半戲謔地以「便當盒」指稱其勞動成品。
以 Mchael Burawoy（）代表的勞動研究學者強調雇主如何
藉由諸如趕工和工資績效等設計，以「製造」
（manufacture）勞動者
（以本土霸權性俗語來說）
「歡喜受」的「甘願」
（consent），謝國雄
（, 0）等台灣研究者延續並試圖超越其理論框架，提出「人
觀」和「存在感」等分析概念，認為勞動者本身往往十分明瞭資方剝
削剩餘價值的諸種設計，而他們之所以狀似甘願地趕工與拼工勞動，
乃因陷身其他效力更強的在地文化霸權，尤以勞動階序翻身（
「黑手


直到今天，儘管媒體也已慣用「同志」一詞，本文報導人們仍習用「圈內人」
以自我與互相指稱。

老 T 搬家四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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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頭家」
）和父系繼嗣（
「養家」、
「
（適當正確地）祭拜父祖」
）的情
感與行動邏輯為然。男性勞工顯然是前引社會主義勞動學者關注的勞
動性別主體，不僅如此，上述學者未曾反思者為，其理解的資本主
義勞動霸權實與 Mchael Warner（）申論的「異性戀常態化」機
制（heteronormatvty）緊密交織互構：經濟生產與（以異性戀家戶
生殖為實作和想像藍圖的）社會再生產彼此賦予貨幣及情感的道德經
濟價值，而與之無關或甚至有損其雙元價值的非正統情慾活動遂不被
研究者察覺，更遑論分析。少德的模具廠勞動便是一個顯著案例。少
德媽媽要求他工作的邏輯在於要「當真切的查甫人」
（dong gender n
an accurate way；適切地「做性別」
）就要符合認真賺錢的「形式」，
即固定上下班；至於賺少錢、賺來的錢如何使用，即賺錢這個社會實
作的「內容」，則不是重點，少德把工資全數花在買酒與逛 T 吧，無
人認為不合理。少德表面上服從了母親的性別－勞動話語，但自始即
無意成為「正確的」勞動主體，其原因不在於看穿了資方賺取剩餘價
值的真相，而在於勞動過程太無趣。 7 重點是，勞動過程對他之所以
無趣，倒不完全是組裝模具的勞作本身單調無創造性，而是因為這是
一個幾乎全男性的勞動場址：由於被少德戲稱「便當盒」的模具單件
重量近十五公斤，一般體型較為纖弱的女性較難負荷，他成為該廠除
了文員和清掃工之外極少數的生理女性勞工。在此之前，少德唯一斷


之所以說是表面地服從，乃因少德不僅看穿了家長說教倫理的虛妄，也正因如
此，而可對母親予以同情理解（empathetc understandng），並且在不拆穿的
狀況下進行展演性的配合；對於包括少德等我的許多圈內報導人而言，「僅我
需自明」的單方面同情理解，是親密關係的核心操作邏輯，這也是本文試圖分
析的酷兒倫理命題之一。他以相當無所謂的態度對我說過幾次：「當工人不會
賺錢的啦，錢都被老闆賺走了啦，他算得精精的，你以為趕工加班可以多賺一
點，他賺得更多。當工人的沒有人不知道這個道理啊。」

12

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

斷續續從事過的受薪工作為 T 吧少爺，即 T 裝扮的前台服務員，勞
動空間即為個人的性 別認同展演場址，勞動表現與該展演的風格直
接相關（僅就薪資收入而言，風格越獨特的少爺就越可能取得不分 T
婆顧客的小費），勞動本身具有高度情感和性慾快感（比如不少愛慕
他的婆顧客會特地點台，也可能因此延伸發展下班後的情慾關係）；
相較之下，幾乎全男性模具廠勞動的無趣不言可喻。若就前引勞動研
究學者的趕工拼工觀點，少德似乎也可以有些許成就感：源於自小在
幫派械鬥等強調肉身拼搏的生命經驗所鍛鍊的體力，裝配與搬運重
模具對他毫不困難，業績甚且超越生理男性同儕。但是他不認為這
可謂成就：首先，他輕蔑拼工邏輯（
「只有笨蛋才會拼業績，你拼得
半死，還不都被老闆賺了了」
）；其次，他也無意拼比男性氣概（
「要
比，就要在街頭比，我少德還在某某國中的時候，早就把隔壁（男
校）某某幫的老大打到脫褲流目屎」
）。模具廠勞動的無趣本質在於
同志情慾關係發展和身體展演的不可能，故而每當我詢問少德：「你
現在的感情生活怎樣啊？在工廠都交不到喔？」他便會以戲劇性的嘲
謔態度回應：「說到工廠的感情生活真的是要悲從中來啦，姊姊你為
什麼要逼我。」然後講到工廠勞動與情感發展互相隔絕或甚至對立
的社會空間：「來這裡以前沒想過為什麼圈內人需要特定場合像是 T
吧才能被聚集在一起，也不瞭解為什麼下班以後才是生活的重心。」
他的結論總是：「所以我現在真正地熊熊地想要有愛情彼類的關係
啊。」8 另，通常講到這裡，少德也會面露不屑地補充一句：「不知道
為什麼（車間裡的異性戀）男生好像都很熱衷鬥陣。」這句話驚人準
確地回音了 Anna Tsng（00）藉由分析晚近全球物流供應鏈以評述


東海大學社會系余昕霈同學畢業後任職高雄某模具廠品管工作，寫作本文期
間，常與之討教模具生產的性別分工和勞動邏輯，特此申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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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馬克斯主義及勞工運動發展模式的論點：這些理論與運動忽視了
英國曼徹斯特等工業革命基地特定之國族、種族、性別化的形成條
件，故而男性勞工同時成為工業發展、社會主義革命理論及勞工運動
楷模，並被期許（以及自我期許）具有創造性未來的潛在性。 9 而其
他種勞動內容、運動 革命集結形式及感官經驗皆不被想像。 10
因此，
「不知道為什麼男生好像都很熱衷鬥陣」這句貌似表達困
惑的話語，也間接地質疑了諸如 Rchard Sennet（0）等左派社會
學者所擁抱的「同在一起」
（togetherness）勞動烏托邦；然而，少德
所謂來模具廠工作後才領悟「為什麼下班以後才是生活的重心」一
語，也暗示了工廠勞動的無趣或不具正面情感創造性，可以也必須轉
化為具有實質意義的「同在一起」。入模具廠未久，少德便將每個工
作天的日程表明確地轉化為（用他的話來說）
「happy 前期」、
「happy
準備期」、
「happy hours」三種形貌之時間性（temporalty）與空間性
（spatalty）共構的「時空體」
（chronotope），然而 Mkhal Bakhtn
（）原著較少著墨的，這也是三種情感

肉體感知

身體展演主

體的社會場域：早上八點到中午，少德「要老母拼命催」著去工廠
上工（
「做給老母看啦，她催得也是很艱苦，要體諒一下嘛」，他常
這麼說）；中午快到，他開始「心情卡好」，其後到傍晚六點半下工



後一句的原文是“(…) the potental of a future n whch human ngenuty controlled
nature through technology, unleashng vast forces of producton”(Tsng, 00:
5)。

0 Sdney Mntz（）便指出英國勞動者的階級意識在相當程度上與取得蔗糖
的普及享用能力緊密相關，當添加蔗糖的紅茶（後者同樣來自海外殖民地）快
速成為英國國民性的代表性文化活動（以及獨特的感官體驗）之時，非洲奴隸
在大英帝國海外殖民地種植與生產蔗糖往往生死交關的勞動力則彷彿自然地不
被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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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少德開始準備「happy hours 的時候我少德的英姿」，換上昨晚燙
好的筆挺西式男性右排扣襯衫，再用髮膠固定已梳理一整個下午的浪
子頭；下工後跨上野狼 5 機車，風馳電掣地駛向台北城中的 T 吧，
務必在八點酒吧開門後，嘴角叼著「紅 Ma」
（紅色萬寶路香菸），以
狀似最輕鬆怡然的姿態步入，之後到次日凌晨兩點之間，就是實質意
義的「歡樂時光」
（趙彥寧，00）。
我希望指出，上述三種時空體，也是對少德而言性

別（gender

and sexualty）意義不容混淆、但卻也必須遭逢正統化挑戰的展演範
疇。首先，
「Happy 前期」形同強調社會角色與經濟生產的異性戀常
態性規範秩序，少德的「老母」是該秩序的監督執行者；也正因為
在（至少當時的）漢人正統社會裡，三餐（包括便當）由母親負責準
備，他才會將工廠勞動成果戲稱為「便當盒」，而如「老母」

家庭

主婦一般「包便當」的說法，因此就「雙重異化」了該勞動過程。
其次，在「happy 準備期」至「happy hours」這段時空體中，少德總
是必須遭逢、因此被迫協商（negotate）、反抗或有意識地忽略上述
常態規範秩序所化身的凝視（gaze）。該凝視的實作者可能是同齡
（被他等同為異性戀或「圈外人」的）男子，此行動意圖達成的效果
有二：一為將他轉化為可欲求之客體；另一，則在認可少德的 T 性
（意即「遠較一般圈外男性更為陽剛」
）之時，將之視為陽剛氣概的競
逐攀比對象。就前者而言，某位屢次表示愛慕之意的男同事總在下工
時徘徊在機車停放處，一見到少德走出便臉紅害羞趨前遞出一張情人
卡，再結巴地哀求可否共馳摩托車「出去逛逛」；在少德眼中，此舉
顯然是圈外男性粗陋無知兼本性軟弱的可笑體現，故而可被視作「變
態」。他以嘲諷姿態對我發表數次「變態語錄」
：

老 T 搬家四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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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姊，那個變態真正變態。我第一次不知道，莫名其妙，就給他
接受，喔〔發出噁心欲嘔聲〕！還粉紅色的信封耶，上面寫「雅
玲吾愛」。 11 變態！誰給你「吾愛」？打開一看，阿娘喂，粉紅
色情人卡兩隻小狗在喇舌，還香噴噴給我差點打噴嚏！那個字
吼，寫得比我還醜，還用紫色原子筆嘿！姊姊你說是不是有夠噁
心？還說什麼「雅玲我對你一見鍾情」啦、什麼「你跟別的女孩
子都不一樣所以我愛你」啦〔少德與我哈哈大笑〕。幹！我少德
當然跟「別的女孩子」不同款，你弱智喔？！還問「騎一輛車好
不好？」到底是我來載你還是我給你來載啊？真想給他用力扒下
去！〔邊笑邊說〕變態被我拒絕好幾次以後，哎喲喂，變得更變
態：每天在工廠裡就在那裡嗚嗚嗚嗚流目屎啦，說他失戀啦很
心痛啦。氣死人，領班還來跟我講有的無的：「唉唷雅玲喂，你
就去給他安慰一下嘛，不要那麼狠心嘛，查甫人的眼淚不容易
欸。」我就說給他聽：「真正的查甫人不會亂愛，亂愛不到還眼
淚管管流，這就是『不正常』啦！」
對少德而言，這個求愛敘事的「變態」重點，在於如同羅曼史
大眾文化產物所示地戲劇性展演常規化異性戀愛戲碼，包括默默地等
待、靦腆地搭訕、噴香的粉色情人卡與俗麗的紫色筆跡、聲稱對方與
眾不同的愛慕告白、公開灑下的寶貴男性失戀淚水、善意長輩的勸

 「雅玲」是少德的學名。他憎惡這個既女性化又（用他的話來說）「菜市場」的
身分證名字，甫上國中時，便仿照彼時流行的古裝武俠連續劇以自名「少德」，
取「有德性的少俠」之意；與其他 T 們諸如「仔仔」、「扁扁」、「阿 X」、「X
仔」、「小 X」等圈內化名相較，他自認該名「不俗」、「有格調」、
「一聽就知
道我就是『京城四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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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上述陳腔濫調求愛腳本之可笑，固然在於致送的對象錯誤，且
因此襯托了該對象（少德）可「取而代之」的「更真實」
（或「更正
常」、
「可以愛得更漂亮更瀟灑」等等）之陽剛氣概；更在於凸顯了
前述所謂勞動場址欲求統合經濟生產與家戶再生產之「同在一起」情
感邏輯的霸權性和荒謬性。在這個勞動文化霸權的運作下，不論手段
如何拙劣，異性戀男子必須主動求愛，被拒的男兒淚取得高度的情感
道德價值，即使外貌和身體展演遠為陽剛的女性對象也理應謹慎珍
惜，而且勞動團隊的領導自認有責介入勸誡輔導，因為「我們就是個
大家庭」，領班總是如此強調。與輕易看穿老闆榨取剩餘價值的資本
主義邏輯一般，少德顯然也不花吹灰之力地看穿了這個「勞動大家
庭」的荒謬；他對我嘲笑了很多次：「誰跟他們同一家」、
「這是你的
家又不是我的家」、
「頭殼壞去才要跟你當家人」。
值得注意的是，前引諸般少德的嬉笑怒罵言詞，並不表示他無
法或拒絕理解 Emmanuel Levnas（000）等倫理學者所謂彷似絕對
異己（alterty）的能力，也就是他斥笑為病態的傷痛悲泣男子心境。
恰恰相反地，如同長年從事亞馬遜流域殖民暴力史研究的人類學家
Mchael Taussg（, 00）所闡釋者，藉由半開玩笑地揣摩闡釋前
述以噴香粉色情人卡等物質性體現（materal embodment）的異性戀
愛霸權性戲碼關鍵道具

物件（objects/thngs），少德體會了該戲碼

不得不然的無奈：「情人卡那麼俗也是要買、字那麼醜還是要寫，想
想那個『變態』也是很不幸，可能他也很無奈，明明做不好的事還是
得這麼做。」他繼而感嘆藍領 T 必須自創求愛腳本的艱困處境：「說
起來我們 T 不是更難？哪有婆會收到一張香香卡片就會跟你出去？」
延續 Levnas 的概念，少德發出上述感嘆之時，也正是藉由理會無可
溝通之異己的無奈處境，進而反思自我限制與可能性的倫理時刻，而

老 T 搬家四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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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就是為何他偶爾半帶自嘲地輕喟：「所以有的時候我也感覺跟那
個『變態』好像很親呢。」但是，這種突發性的倫理時刻不會出現在
前文所述的第二種凝視（gaze）狀態，即陽剛氣概的競逐攀比情境。
最顯著之例，為少德騎車赴 T 吧其間所遇的男性機車騎士挑釁：這
個過程總以紅燈停車時對方惡意且常帶猥褻意味地對他全身打量為
始，彼此對峙半晌後，再以「掠車」
（台語）為結。少德敘說此類事
件時，彷若回到前述青少年期「要比，就要在街頭比」的戰鬥情境。
這是一個必須精準估算時間、距離與速度的過程，要求多種感官協調
以及適切的身體展演並用；在模具廠的犬儒不甘願勞工消失了，自
詡「京城四少」的少俠主體位置興起；更值得注意的是他敘說掠車過
程的理性思維邏輯，實與工廠流水線上「甘願勞動」的拼工趕工者無
異，但後者卻未併合或激發少德試圖闡釋的諸種身心快感，而這也是
「happy hours」前情感轉化的關鍵階段：
我少德小二就會騎車，你跟我掠車你就是自尋死路。掠車的關鍵
就是要手腦眼腳四用。看著敵手，眼球動也不動，態度要輕鬆、
要不屑、要無所謂。同一個時間，眼角餘光要關注到紅綠燈，注
意囉綠燈快轉來了，轟轟轟開始加大馬力，抓好綠燈閃出前那
一刻，右腳用力一蹬，快馬加鞭！砰！你就立刻超越了所有的
俗仔！一路駛去 Top Gun ！ 12 瀟瀟灑灑，滴滴答答〔模擬馬蹄
聲〕，誰人比我更風流倜儻〔笑〕。
以上的勞動背景與情感道德敘事，如何有助於吾人理解本節初少
 以強調空軍陽剛戰鬥意識的好萊塢電影《捍衛戰士》為名，0 年代初北市
最火紅的 T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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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撞見魔神仔」時，彷彿心神均迷但又迷惘驚懼的身心狀態？「魔
神仔」究係為誰、其隱含的酷兒意義又是什麼？
之後，他幾次對我講述這個之前未曾告知其他圈內人的奇幻生命
經驗。十九歲末，
「感覺人生很無聊，什麼事也不想做」，T 吧少爺
的工作也辭掉了，原因固然為不堪負荷這份工作的情感道德勞務，更
在於自覺早老的恐懼：
剛做的前幾年很好玩，後來就不好玩了，每天晚上要服務那麼多
客人，
（婆）客人點了你（的台），你們又喝了那麼多酒，就感
覺不好意思，因為她應該是喜歡你，才要點這麼多那麼貴的酒，
所以半夜三四點下班了，就算你累得半死，是不是還是應該跟她
睡？睡了以後假若拍拍屁股走掉，是不是就欠了女生「感情的
債」？ 13
我感覺我老得很快，我很害怕。我不知道我愛的是誰。姊姊你
不相信我十九歲就覺得自己老了嗎？十七歲我就開始害怕要老
了。在圈子（T 吧）裡我看得很多了，你二十多歲就被叫作「大
哥」、被叫作「uncle」了。我不想（被）那樣（稱呼與對待）。
圈內人老得特別快。小時候我常常想，我活到二十五歲的時候
就去自殺吧，結果現在我就已經二十五歲了，人生茫茫。
〔低聲
哼唱起當時 T 吧最常點唱的「國歌」
〈傷心酒店〉
〕冷淡的光線、
哀怨的歌聲，飲酒的人無心晟，世間的繁華，親像夢一攤，也是
無較詛……
 有關少德所屬之圈內人對於「感情的債」與「金錢的債」交織關係的討論，可
參見趙彥寧（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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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已吸食安非他命數年，現在日吸兩包。某晚服食後躺在床上，
突有美麗的長髮少女來訪，豆大淚珠顆顆從她白晰的臉龐滑下：「少
德我知道你很害怕你很寂寞，可是你人真正好！我一直在旁邊默默
地觀察你，我瞭解你，我喜歡你，讓我來照顧你。」少德十分興奮感
動（
「我老母不瞭解我，圈內人不想瞭解我，竟然她一直以來在關心
著我，還不讓我知道」
）。兩人開始談戀愛，地點就在少德的睡房裡，
每晚他吸安後便與女友聊天做愛直到天明，下午起床後去 T 吧上班，
不再與婆顧客約會，凌晨一點前準時回家，剛吸完安非他命，女友
就會來訪，如此半年。這是一段前所未有的非凡經驗，
「沒想到」
「想都想不到」等語氣副詞連接以下敘事： 14 不僅激情的空間場景與
形式千變萬化、情緒與肉體的嶄新體會層出不窮（
「牆上、天花板上
什麼你想得到想不到的地方都可以做，有時候做到一半才發現竟然飄
在半空中！」
「就是會上天入地啊！」
「她什麼姿勢都可以……我本來
以為我的經驗夠豐富了，國小五年級我就跟女生做了啊，沒想到她還
可以教我好幾招！」
「從來沒想過我可以那麼快樂」、
「真的很神奇，
跟她做愛，怎麼做都不會累，只有越做越爽這樣欸！」
），可以同愛
人（其實無須透過語言而）開啟理解自我之門的暢談更是歡快（
「本
來我屬於『會做不會說』的那款啦，沒想到跟她在一起的時候竟然說
個不停」、
「可是想起來也沒有真的講什麼話欸……就是『一切盡在
不言中』，哈哈姊姊你看我交了她以後也會作詩」
）。某日女友說，交
往了這麼久，少德也應該與她的父母互相認識了，遂約定次日傍晚在
板橋交流道旁的麥當勞見面。交往過十幾個女友，這是首次與對方父
母會面，
「意義很重大啊」，希望留下好的印象，他不敢吸安，穿著

 承台大中文系張麗麗教授解說語氣副詞的作用，特此申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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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裝打了領帶早兩個小時就在速食店裡緊張地等待，但是直到半夜女
友和家人皆未出現。沮喪地回家後吸安不久，女友忿忿來訪，表示她
同父母等了好久，何以他不願露面？顯然發生誤會，少德百般解釋道
歉，女友勉強釋懷，二人再次約定第二天會面，但還是沒見到彼此。
如此的戲碼連續上演數日，她忍無可忍，怒斥少德「不敢面對事實」
之後消失無蹤。他不知所措，安癮益發嚴重，不久即被母親交付勒
戒，戒斷後也慢慢地開始了「便當盒」模具廠勞動。
從精神醫學的角度觀之，這段少德口中的「悲戀」，顯然是重度
吸安時的幻境。他似乎也明白「看不看得見」
（獨一無二的美女）與
安非他命的必要關連：「我後來就發現，只有吸安的時候我才看得到
她，不吸的時候她就不會來找我。」而「悲劇」就在於這個無法解決
的愛情倫理矛盾：「你不可能吸到連路都走不穩還去見人家的父母，
那樣不就是對老婆（以及她的長輩）不尊重？她照顧你那麼多，你當
然也要照顧她。」因此當然也就見不到她（們），最終也必然導致失
戀。但是少德從未採納精神醫學以作為該必要關連的詮釋框架，他相
信的是「魔神仔」的俗民文化文本：
我在勒戒所，每天都心情卡壞，很低落啦。不是不能吸安心情
壞，是我失戀了啊。不對喔，不能吸安也心情壞，因為只有我吸
的時候她才會有可能來看我啊。看不到她，我每天想她，早上也
想，晚上也想，作夢的時候也會想。我就一直一直回憶那段日子
我們相處的點點滴滴。啊，有天我突然想通了：不對啊！她不是
人啊！因為她是線條組成的你懂嗎？就是跟少女漫畫裡的女主角
一模一樣啊：身體啊臉啊都是白色的，只有輪廓啊頭髮啊是黑色
的是畫出來的嘛，眼睛圓滾滾長得比嘴巴還大，這怎麼可能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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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我想通了少德喂，你撞見了魔神仔！你跟魔神仔談戀愛上床
你都不知道喂！魔神仔喂，真正恐怖啊！所以說她可能一直在戲
弄我啦……還是說她也是很愛我，可是沒有辦法啊，人跟魔的世
界就只能溝通那一下下啊〔嘆氣〕。
少德與少女漫畫版魔神仔的非凡情慾交流體驗，對他而言不僅
真實，甚且比所謂現實的世界遠為真實。可資對話的文獻為詮釋人
類學者 Vncent Crapanzano（0）的經典民族誌：男子 Tuham 細
述與摩洛哥常民莫不懼怕的女魔 Lala ‘A’sha 結婚交歡過程，時而得
意（因為女魔主動擇定他為夫君）、時而害怕（因為女魔嫉妒心強，
會予以戲弄報復），而且與少德的既存社會結構位置（不男不女的同
性戀、漢人單親媽媽的獨生子女、國中中輟生、低薪底層勞工、長期
藥癮酗酒者）相當，Tuham 也是正統社會貶抑的邊緣人（無正常婚
姻、沒有子女、穆斯林母親再婚、遊手好閒、無固定工作、並總被視
為誕妄瘋狂）。儘管貌似虛幻，Crapanzano 視 Lala ‘A’sha 等敘事情
節為理解報導人自覺生命處境的關鍵「象徵－詮釋要素」
（symbolcnterpretve elements），因此便是真實（Crapanzano, 0: 5）。 15 我
認為 Crapanzano 的論點固然具有啟發性，但是他忽略了這些象徵－
詮釋要素與倫理自覺和道德實作的必要關連。在少德的故事裡，他的
諸種社會邊緣處境顯然使他更可感受魔神仔活躍世界的親近性：正是
因為對比了不論〈傷心酒店〉體現的「無心晟」T 吧少爺情感勞務、
抑或之後單調無趣的工廠勞動，與魔神仔的交逢開啟了身心及感受彷
5 本土民族誌的可堪對比文獻一例，為謝國雄（0）藉由高雄皮鞋師傅「新師」
兩次安撫母親前夫亡靈不滿兒子繼承繼父姓氏的故事；另，該分析著眼點為漢
人現世父系繼嗣原則也同時被理所當然地接受地操作於「另一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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彿無限的可能（關鍵話語之一即是「怎麼做都不會累，只有越做越
爽」
）；但是在另一方面，前述安非他命象徵的倫理抉擇弔詭性，也象
徵了少德多少自覺的生命基調：（同時針對婆顧客和母親的）情感勞
務及薪資勞動邏輯主宰的現世乏味疲累、急速催人老化，而無預期突
現的異世界縱然美妙奇幻，並非與前者平行；二者相交的感知節點是
互相照顧的倫理實作（
「她照顧你那麼多，你當然也要照顧她」
），然
而一旦少德遵循了現世的尊親情感勞務準則（比如特意穿著西裝打領
帶，
「神智清醒」地在連鎖速食店此類社會空間公開性地展演與異性
戀無異的相親戲碼），便只能導向非凡異世界的消亡。然而，非凡異
世界與乏味現世交錯的弔詭事實（延續 Crapanzano 的概念，即對少
德而言的事實），也暗示了儘管出現時間必然短暫，魔神仔可能隨時
再臨，因此即使成為不甘願的廠工，每日仍然興奮地籌備著「happy
hours」的行前活動─而這也是何以在灰白的燈光下他既驚懼又期
待興奮地「誤視」我為魔神仔的原因：我不僅蓄了長髮、衣裙飄飄、
面色蒼白，而且圓形的眼鏡框「比嘴巴還大」。 16
 年二十五歲的底層勞工 T 告訴我，他在十七歲時便覺得自
己老了，並曾悲觀地預言八年後必將自盡，魔神仔的出現有如平凡
（ordnary）無感（
「無心晟」
）生命中突發乍現的閃爍燭光，儘管從勞
動與異性戀霸權結構的角度觀之僅是徒勞的幻覺誤視，但這卻相當可
能蘊含了全新感知的潛在性。少德與魔神仔交逢的故事似乎僅是個
別性的獨特經驗。 17 本文下一節「老 T 之母一路好走：0 年阿芬
 但這果真僅是「看錯了」而已嗎？本文結論處我將藉由這個「誤視」以分析情
慾與酷兒研究的親密但也同樣弔詭的關係。
 換句話說，它缺乏社會科學關注（或著迷？）的所謂「代表性」。不過，Bran
Massum（00）等學者也已指出，情感研究的目的不僅在於揭示感知的創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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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死」則將藉由「已經老了」的「老 T」世代報導人們為「我們大家
的」阿芬送終之民族誌分析，以闡釋情感照顧與圈內倫理實作間的必
要關連。

三、老 T 之母一路好走：2012 年阿芬的死
每天我們都能瞭解這個事實，在某種意義上，我們不會留下任何
感覺：沒有口語的、發音的、闡述的、非身體的感覺，能理解其
餘的感覺。我們開始觸及到某種和身體有關的感覺的中斷，而且
這就是身體。同時，這種中斷必須要藉由其他種感覺才會和這個
身體產生關連，例如藉由感情的感覺，觸摸的感覺；這點並非偶
然。觸及感覺的中斷，這就是我對身體的事務感到興趣的地方。
（Nancy, 000: ）
（作者自譯）
0 年九月中，
「我們（老 T）大家的」阿芬被診斷出罹患末期
胰臟癌，立即就住她過去十餘年擔任照服員（即俗稱的「看護」
）的
教學型醫院接受治療，一個月後在此過世。 18 50 年出生福佬家庭
的阿芬親生父母不詳，僅知因家貧且已有三名姊姊，她出生後即被送
養浙江籍養父母。學童時養母過世，時任遠洋商船海員的父親無力照
顧，將她送至北縣某私立中學寄讀。老 T 中的阿國是阿芬的初中同

性，也在於提出實驗性的詮釋文本，而此類文本可以是（或甚至必要是）貌似
個別突梯且時而片段的敘事。少德的故事正是具有如此性質的情感敘事。
 有關阿芬為何是「大家的」，以及該狀似共享關係所蘊含的另類親屬實踐邏輯，
可參見趙彥寧（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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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也是她的第一任愛人。 19 阿芬的 T 同學，尚包括阿屏和 0 年
代後的知名導演阿寶。 20 初三時，她被欠付鉅額賭債的父親質押進
三重埔茶室做小姐，不久再被「阿姨」轉介去北市最知名的酒店做
了十五年的當紅酒女。二十五歲至三十歲之間，阿芬曾先後接受某國
大代表經營國際貿易的兒子、以及一位中部縣議員包養數年，但是在
那期間與之後，她也持續地與包括阿國、三哥、阿屏、培元等等結拜
老 T 們交往。 21 000 年我初次聽聞阿芬時，阿國等人便半開玩笑地
說：「除了達力，我們這裡所有的『老伙仔』
（台語），全部都做過她
的老公。 22 我們都笑達力：『你那時候只是忙著交別的，所以沒有機
 阿國  年出生宜蘭，父母從事當地土特產（鴨賞、膽肝、羊羹、金棗等蜜
餞）販賣和冷凍海產品外銷業，中學畢業後協助家族事業。0 年代起與現
任老婆在北市東區巷弄裡開設「甜甜蜜蜜咖啡簡餐店」，除了文後將提及的
「老莊的店」，這也是老 T 們固定聚會的場所， 年我首次訪談《老 T 搬家
續探》的主角培元，以及阿芬喪禮後眾人午餐，皆在該簡餐店進行。
0 阿屏，父母湖南人，50 年出生屏東，故得小名「阿屏」，二十一歲移民美國
洛杉磯，四十七歲時「美國老婆」Patrca 病逝，他傷痛逾恆，遷返台灣；阿
屏與 Patrca 的故事，可參見趙彥寧（00）。
阿寶  年出生台北，父親是江西籍國府高層黨工，老 T 受訪者中除了唐哥、
三哥以外，阿寶是極少數獲有學士學位者。大學畢業後，赴美攻讀電影碩士，
返國後至今擔任影劇導演及製片工作。
 本系列研究核心老 T 報導人們在 0 年代末結拜為「十二兄弟」，三哥為排
行第三者，也是阿芬臨終前，十二兄弟裡尚存於台灣中年紀最長者，加以他也
曾是阿芬的「老公」，故而在她往生送死的照顧和祭儀中，皆佔首位。在另一
方面，三哥也是老 T 兄弟中唯一經濟堪稱優渥者，在阿芬告別式時出力甚多。
5 年出生台北，父母為日治時期移居來此經商的富裕福州人，大專畢業後，
即有能力自購樓房與 0 年代末期相當罕見的私家轎車。0 年代起，任職
國營企業，並從事多種獲利極佳的投資活動，包括在中國和東南亞的房地產。
培元  年出生湖南，父親為國府空軍高級將領。老 T 系列論文，因他在醫
療機構的不悅經驗而引發，可參見趙彥寧（005, 00）。
 達力  年出生高雄，福佬人，祖輩為日治時代政商名流，高商畢業後，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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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啦，不然也會跟她鬥陣。』
」與家境大多富裕的 uncles 不同，不少
圈內的婆們出身貧寒，許多且如阿芬一般被原生家庭拋棄，少女時期
即需自謀生活，而在 0 至 0 年代，異性戀商品化情愛關係幾乎
是缺乏社會和文化資本的她們可以訴諸的唯一途徑。也正因如此，囿
於全球產業結構轉型而自中年起逐漸滑落社經底層的老 T 們，特別
能夠同感共憐阿芬不能不周旋於各類「恩客」
（即異性戀男性版本的
「老公們」
）的辛苦與羞恥，以及（用他們的話來說）
「沒有（原生）
家人來照顧」的孤獨與恐懼。也正是基於此類同感共憐的共享情感，
早在 0 年代初期，老 T 們就總這麼說「阿芬是我們大家的」、
「我
們大家總是彼此互相照顧」、
「到老了，我們還會在一起」。換言之，
「阿芬」與「我

我們」是第三人稱

第一人稱代名詞必要性共存的

交互主體：「阿芬是我們的」，
「我們也就是阿芬」。值得注意的是，
這個共享的同感共憐情感主體，並不必要奠基在對被

照顧者全然

知曉的知識性認知之上。比如 0 年底阿芬過世之後，阿屏才告訴
我：「我知道她以前做過小姐，可是其實我不知道她為什麼會做小
姐。」經我解釋，沉默半晌後，他表述了以下這段交融驚訝、愉悅、
得意、困惑、傷感、恍然大悟、疼愛等情感的自我反思回憶。
「照顧
照顧不到 希望可以如何照顧」的命題，貫穿了阿屏恍悟的感傷敘
事之主軸，而對於過去「照顧不到」的體悟則滋生了「何謂責任」與
「如何盡責」的理解，並且必要性地轉移

延伸至之後的親密她者照

顧實作之上：

上就職舅舅經營的西門町戲院，因追求阿屏與阿芬的同班同學，每日下班後在
該校門口手捧玫瑰花「站崗」，而結識阿屏、阿國、阿寶。000 年起，因不具
以英語為代表的全球化商務能力，長期失業至今，可參見趙彥寧（005）有關
其生命經驗和「全球化狀態下雙重底層階級形成」之間的互相印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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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驚〕這些我從來都不知道，也沒有人告訴過我。我們小時
候，誰會去關心別人的家庭背景？阿芬讀某某中學時，我們只
感覺她很活潑漂亮脾氣又好，我跟她都是「小純德」的隊友嘛，
每天一起打球，她球打得很好喔！ 23 她個子高，打前鋒；你看
我個子小是小，我可靈活啦，我是控球後衛。 24 〔回憶青少年趣
事，口氣轉為興奮得意〕我們合作無間，我跑跑跑鑽鑽鑽我躲過
對方防守，啪我把球傳給她，她就立刻帶球上網，厲害吧？哈哈
哈！
〔嘆了一口氣〕唉，那時候我每天只熱衷打球，根本沒想過泡
她，過了一段時間，她就被阿國給追走了，再過沒多久，她球也
不打了，課也不來上，說是不唸書了，我還納悶好一段時間她
怎麼啦，今天聽你講，才知道她是這樣（去當小姐了）。
〔感嘆〕
才十幾歲就得去伺候男人，阿芬的命真的太苦了。
我二十歲出頭去美國，二十五歲拿到綠卡第一次回來，跟她有過
一段你也知道。那時候吃紅中白板，藥都是她給的，我就從來沒
想過怎麼她會有這些藥。
〔恍悟的感傷口氣〕你現在一講，我才
明白：做小姐的，誰不吸毒？我去美國以前就跟酒店小姐交往
過，我知道啊！可是我從來不知道原來她跟我在一起的時候已經
做小姐做這麼久了，我原先一直以為是後來的事。我們鬧得不
好，分手了我回去美國，我總覺得我一個美籍華人在台灣的時間
 純德女籃成立於  年，0 年結束，是早年極富盛名的女子籃球隊；「小
純德」則為培養純德女籃儲備球員的青少女球隊。
 阿芬身高一米六七，在 0 年代算是高個子的女孩。阿屏身高一米五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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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麼少，沒辦法好好照顧她，都是她在照顧我，我們都知道她沒
有爸爸媽媽一個人孤伶伶在台灣可是她還照顧我，我很自責。後
來我跟 Patrca 在一起，Patrca 得了癌症，你也知道我一直照顧
她，在那以前我不會照顧人。照顧病人很辛苦的，把屎把尿不用
說了，到最後她不太能動了，兩百六十磅她，我一百都不到，給
訓練得一把就可以揹起她上床下床、上輪椅下輪椅……而且她痛
成那樣根本不可能跟她做愛，所以有時候我就會想到阿芬……想
到跟她做愛……阿芬做愛很放，其他我記不清楚了，幾十年了，
可是這個我記得。很奇怪吧？好像我同時跟她們兩個人在一起，
我就特別開心。雖然我心裡很明白 Patrca 活不了多久的，她死
了我又是孤伶伶一個人。
若從親屬研究人類學者 John Borneman（00）闡釋的酷兒雙向
照顧（carng and beng cared for）角度觀之，照顧臨終愛人之舉是不
可能取得同時或事後的互惠性回饋關照之單向倫理實作，故而這個認
知將照顧者擲向貌似孤寂的哀悼者主體位置；這也是何以阿屏會說：
「雖然我心裡很明白 Patrca 活不了多久，她死了我又是孤伶伶一個
人。」然而老 T 們的臨終照護總是鑲嵌於（embedded n）橫跨真實
想像、過去

此刻的多重親密關係網絡中（
「好像我同時在照顧她

們兩個人」
），美妙的情慾回憶時斷時續地貫聯了這個實然與應然的
關係網絡（
「她痛成那樣根本不可能跟她做愛……她做愛很放，其他
我記不清楚了，幾十年了，可是這個我記得」
）。我將指出，兼併悲
傷悼亡與情慾偶發的貌似單邊倫理實作，也具體地展現在阿芬的集體
臨終照顧過程及其餘續。
阿芬情愛關係裡的最後一任公認的老公是 000 年過世的培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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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人在一起的十年裡，
「總是想要有個家」的阿芬辭去酒店媽媽桑的
工作，在二人住處照顧托育幼兒，之前一直沒有固定工作的培元則負
責接送孩子與採買育兒用品。這是老友們咸認「愛家的」阿芬最安穩
快樂的人生階段：她以細心愉悅的方式和態度照顧孩子，將大半收入
購置質佳家用品（
「她在乎生活的細節，每條毛巾、每雙拖鞋、就算
是一雙筷子，都是好東西。 25 阿芬喜歡漂亮的好東西」
）；居家清潔
嚴謹認真（
「沒有一個角落會遺漏。我們如果週末去看她，從早到晚
就要幫她打掃，連大床都要拉開，先掃地、再拖地、然後吸塵，全部
要做三次她才滿意，前後陽台地板也要刷好幾遍」
）；並且收容尋求性
自主而逃家北上的小 T，後者至今都稱她「Mommy」。 26  年金
融風暴，阿芬倒會，不想牽連介紹不少親友入會的培元，她主動提出
分手。為了還債，轉任收入較佳的醫院看護，表現甚佳。她對病危幼
童和傷痛母親尤能同理共感，即使孩子過世，後者仍與她保持聯繫，
包括女兒血癌離世的安安，之後她以「乾媽」稱呼阿芬。Uncles 常對
我說：「彥寧你不是做看護研究？你去打聽一下就會發現，那些做得
最好的看護很多以前都做過小姐。」在阿芬工作的那層病房裡，除了
她自己，尚有文後將提到的阿香與寶貴。另，延伸這個看法，或許也
可以說，阿屏揣摩著學習貼身照顧 Patrca 的經歷，也是某種「自我
小姐化」的過程，他同時與兩位老婆若隱若現曾有現無的情慾交流，
將瑣碎的辛苦勞作片段重組為超越時空的感知體現。 27

5 所有曾被阿芬照顧過的孩子皆與她保持長期的親密關係，包括文後將提到的亮
亮、瑛瑛。
 包括文後將提到的小郭、小呆、仔仔。
 一個相彷的醫院照護案例，可見趙彥寧（05）有關老年榮民臨終照護的研
究。不過至今似乎未見將性工作與健康照護並置討論的學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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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聽是胰臟癌就知道（沒有希望）了，」害怕見到不認識的
Mommy，小呆哭著求年紀稍長的仔仔：「我膽子小我不敢看，哥哥你
陪我一起去看 Mommy 好不好？」進到病房，看護阿香正在協助阿
芬排便，這個聚合年老、失能、將死、髒臭等負面生命元素的畫面，
卻再次證成了阿芬永不改變的美艷，小呆回憶：「Mommy 正在『臭
臭』，我不敢說話。她還是那麼美，跟（我們）小時候一樣美。小的
時候（我們）就是常常這樣呆呆看著她，心裡想『我們的 Mommy 好
漂亮喔！』
」28 這個彷如聖像靈光（aura）般的美麗將隨著必死的阿芬
消失無蹤，這是否暗示了經由她而連結的親屬網絡也將斷裂呢？ 29
因此一步出病房，小呆又對仔仔哭了：「以後我們就沒有 Mommy
了。哥哥，我以後再也不要跟你吵了，我們以後不要再吵架了喔。」
與五旬上下的小呆等人悲痛恐懼的情緒不同，十多年來送別過培元、
小郭等等摯友，老 T 們固然傷感，態度卻相當平靜。 30 三哥、達力、
唐哥在醫院全日陪伴；阿國和老莊要顧店；鍋子在某大學餐飲部擔任
烘焙師傅，阿屏在幼稚園和社區大學教授美語，下班後若有餘暇，便
 在此必須補充：「Mommy」與「老 T 之母」二稱謂異中有同。在差異方面，前
者為仔仔等（相對於「老 T」的）「小 T」們與阿芬的日常生活照顧關係裡的
親子稱謂；後者為幾乎全做過阿芬「老公」的老 T 們對她的稱謂。在類同方
面，「我們的 Mommy 好漂亮喔」的驚嘆，也暗示了潛伏的情慾交流。
 在此借用 Walter Benjamn（）分析藝術與全真性（authentcty）的概念。
0 小郭 0 年出生高雄，福佬人，國中畢業後逃家北上，阿芬照顧一段時間後，
勸導他返鄉完成護專學業。0 年代末起任職北市署立醫院，0 年代中升
為護理長，在規定護士需穿白衣裙的時代，他堅持在裙下著上長褲。早年排斥
醫檢的老 T 若有病痛皆諮詢小郭（
「他等於我們的專任醫生」），尤以婦科疾病
為然。達力、培元、鍋子、仔仔在二三十年前患有子宮肌瘤或巧克力囊腫，皆
在他下班後進行初檢，再接受子宮切除手術。也因為如此，00 年小郭驗出
罹患末期肺腺癌時，眾人莫不大驚，他自己也很難接受。該年年中小郭過世
後，服裝設計專業的老婆麗雲赴上海開設服飾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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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探望。 31 三十幾年前台中議員包養阿芬期間，她與阿國復合，兩
人住進東區豪華大廈套房，半年後再次分手，原因與不定期來訪的議
員無關，而是阿芬顯然與常來打麻將的另一名圈內人阿凱發展了曖
昧關係。阿凱被阿國逐出家門後不久，依親移民去了洛杉磯，前陣
子返台定居，雖然遇見阿國時會感尷尬，仍常來探視。另一位同樣
在 0 年代移民美國的圈內人諸葛在半年前返台，阿屏和達力鼓勵
他與阿芬「鬥陣做老伴」，她住院後，他每晚在病床旁打地鋪陪伴。
很快地，阿芬的病房成為半世紀來環繞著她而滋生連結之各種圈內與
圈外親密關係者的交會場址：前後任圈內「老公」、達力等 T 友人、
小呆與仔仔等「乾兒子」、他們的老婆小方和小賴，尚有阿芬因醫院
照護工作而認親的義女安安、正在照顧她的大陸配偶看護好友阿香、
酒女生涯時的同儕寶貴、以及寶貴從良後結褵的異性戀丈夫阿德。最
後，由於阿芬並無民法認定的親屬，而老 T 們又未曾為非民法親屬
處理過醫療費用、保險、遺產、喪葬等事宜，加以其間發生文後將提
及的諸葛拒絕繳出阿芬健保卡和金融卡事件，在她亡故前幾天，三年
前已有相關經驗的麗雲推掉正在議價的百萬人民幣訂單，從上海飛回

 唐哥  年出生河北，父親為參與中日戰爭與國共內戰的國府陸軍將領。政
工幹校畢業後，曾投身 0 年代末台灣第一波小劇場運動，因此結識達力這
位藝文同好，0 年代中起撰寫電視連續劇劇本。有關他難以適應電腦打字
與網際網路的故事，可參見趙彥寧（005）。
老莊  年出生嘉義，福佬人。國中肄業後同兩位兄長北上覓職，0 年代
初在六條通和七條通經營餐飲娛樂業，0 年代開始經營混合卡拉 OK 與酒店
形式的「uncle 吧」，uncles 暱稱「老莊的店」。
鍋子  年出生淡水，福佬人，日治時代雙親在七條通經營日本料理店。他
是阿國、阿屏、阿寶的中學學長，畢業後曾任該料理店採買，故取得「鍋子」
的小名。他與老婆 Yum 的故事，可見趙彥寧（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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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協助。 32
年齡、性別、性取向、職業、出生背景、族群與出生國差異頗大
的這群男女 T 婆，因照顧（或用他們的話來說，
「送阿芬好走」
）或
認識、或重聚，而集結他們的關鍵情感驅動力乃是感念數十年來阿
芬給予的照顧。
「你們老說阿芬多麼照顧你們，她究竟怎樣子地照顧
呢？」我問了幾位老 T，他們認為這個問題很奇怪：「她一直都在那
裡，我想找她她就會陪我聽我說話啊。」阿屏以下的說明進一步指
出，貌似瑣碎的日常活動與潛在的情慾話語，貫穿了此類 T 婆互相
照顧的實作邏輯和情感價值。一開始他貌似顧左右而言他：「我沒
跟你講過，我剛回台灣的時候，有很長一段時間，晚上睡不著覺，
白天還要上班我怎麼辦？後來就開始打 00〔按：以越洋話價付
費的色情電話〕。」我不解其意：「因為你沒有老婆，你想玩 phone
sex ？」阿屏以略帶不耐煩的口吻打斷我：「為什麼你們什麼事都只
想到 sex ？我就只是想找個不會跟我抬槓的女人陪我、聽我愛講多久
就講多久而已嘛！你以為這樣很容易嗎？比如你彥寧，我半夜睡不著
覺，我打電話找你聊天你願意嗎？」很顯然地，正因為這個「而已」
萬分困難，他只好繞著「電話性交」這個彎，方可近乎虛擬地予以實
行。阿屏和 00 小姐們多半「也沒有談什麼」、
「我就是跟她講今天
吃了什麼、做了什麼、去了哪些地方，有時候我講以前跟 Patrca 在
一起的時候怎麼樣怎麼樣，講講就哭了，她們也會安慰我」。但是他
認為與她們聊的意義和找心理諮商師完全不可共量：「這個是 00 小
姐耶，你們雙方都知道這裡有性的成分嘛，雖然你們沒有真的做。」
 小郭雙親早逝，他是獨生子女，加以驟然早逝並未預立遺囑，他過世時，由於
麗雲並非他的民法代理人，奔波許久方解決遺產、醫療費用、健保及商業保險
給付等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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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吟半晌後，他感慨地解釋了阿芬與電話性愛小姐們共享但又更勝一
籌的非凡情感愛慾意義。值得玩味的是，uncles 也因此而公認她為就
常規化親屬意識形態觀之理應與性慾無涉的「老 T 之母」：延續「阿
芬是我們的

我們也就是阿芬」的情感交互主體建構邏輯，
「老 T 之

母」乃是同時受制於經濟物質條件和異性戀正統體系的圈內生命情境
裡，可彈性鏈結肉體生存、話語生產、默言體貼、情感轉交、愛慾萌
發的潛在動態性基石，而這也就是「照顧」的本質。阿屏說：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大家都愛阿芬了吧？我們每個人都跟她睡過，
都做過她的老公、都想做她的老公。可是現在雖然你不是她的老
公了，你什麼時候約她、去看她，她還是願意陪你，聽你胡說八
道。她反而很少說話，她自己其實過得也很不好啊！所以說，還
有誰比阿芬更照顧我們這群老 T 的呢？我們很年輕的時候，達
力就說阿芬是「老 T 之母」，一點也沒有錯啊！
逾十年前培元過世後，根據退役空軍高級將領的父親及基本教
義福音派傳教士妹妹的意願，舉行了追思禮拜，背對著經過女性化
修飾的粉色遺照，牧師證道：「基督徒張培元女士秉性良純、貞潔、
淑德，故而終身未婚、事父母以至孝、待弟妹以至愛，為我基督信
仰者之典範。」正因理解異性戀常態化儀式的虛妄，老 T 們「看穿」
了化上女妝又戴上妹妹頭假髮的培元遺體，深切感受「你這麼好的
朋友死了，你卻認不得他，所以你不得不知道，培元他真的是死了」
的悲痛，而深感生死永訣之突兀和暴力，涕泣不已（趙彥寧，00:
-）。十一月初，台北第一殯儀館舉行阿芬的公祭，二十八位全
程參與的圈內外朋友是悼亡主體。禮儀師以「阿芬小姐的至親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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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姊妹、好哥兒們、義女安安、義子小呆、仔仔大家午安」展開追悼
儀式；親屬代表則是三哥、達力、唐哥、小呆、仔仔、麗雲、和阿
凱。我懷抱著擬親屬常規思維，以為上述人士（特別是視之為母的老
T 們）是遺產繼承人，但其實阿芬生前因特別關心出身相近的酒女朋
友寶貴，擔任看護工作之初即已預立遺囑，將她設為動產和保險金的
繼承人。寶貴引領靈位，帶眾人持香祭拜誦經，朋友們紛紛垂淚。唐
哥事後解釋：「當然是傷心，但主要還是為她開心。我們送阿芬一路
好走，她走得很圓滿，還是那麼美麗地走的。」眾人逐次入座，牆上
掛有阿芬未經修飾的巨幅近照，投影片反覆播放多幅早年照片，我
終於見到數十年前她與莫不俊朗時尚的青春老 T 們出遊聚會的影像，
一方面驚艷於她早年的美麗風姿，而對比於後壁蒼老無華的遺照，也
感嘆老化的殘酷。之後，我詢問幾位 uncles 為何選擇阿芬如此「不
好看」的遺照，他們不明白我的問題：「這就是她啊！阿芬就是長得
這樣啊！」我表示不滿：「可是她年輕的時候好漂亮欸。」他們很困
惑：「她都沒有變啊，阿芬一直都是那麼美啊。」
「總是那麼美麗」不
僅是老 T 們一生認知的阿芬實質外貌，也是貫穿告別式的撫今追昔
主軸。她在悼亡者眼中永不凋亡的美麗連接了生者與死者的過去和此
刻，並且賦予了前者活下去的積極動力。而代表阿芬至親好友等人做
見證的，並非任何在場人士，而是身在美國無法參與喪禮的亮亮和
瑛瑛。
「阿芬小姐一手帶大的兩位小天使」經由禮儀師轉述的電子郵
件，從三人共同購物與打扮的回憶以表述共感的愛念：
給最美麗的阿芬：我好想再聽到你那開朗的笑聲，好想再和你一
起去逛街、修指甲、吃美食、聊天說心事〔聽到這裡，坐在我身
旁啜泣不已的達力破涕為笑，轉過頭來告訴我：「阿芬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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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她就是這麼愛漂亮」
〕。就算在美國，我們也總是每個禮拜
通一次電話，你總是會很耐心的聽我們傾訴，當我們難過時，你
會告訴我這只是人生一個過程而已。你走了以後的那個禮拜，我
習慣性的拿起了電話，正想要撥給你，才發現你已經不在了。看
著我們幾個月前才一起拍的照片，照片裡的你坐在我們的旁邊，
靠著我笑得好漂亮，真的很難相信你現在已經不在了。我們真的
很想念你。謝謝你教我如何打扮自己，我永遠都不會忘記你帶我
去打耳洞、買項鍊、買耳環、買衣服、買高跟鞋、化妝。我還記
得那個晚上，我們一起去士林夜市，逛完街回到家，你迫不及待
地把我們挑的高跟鞋讓我穿上，告訴我怎麼樣才可以把鞋子穿得
很漂亮。謝謝你阿芬，謝謝你給我們這麼多的愛。
貌似商品拜物教的購物和打扮活動，不僅實體化了她們三人的
「同在一起」，也激發了後者對於「貢獻」、
「
（無私的）愛」、
「保護」
等倫理實作足以延綿一生的理解，這個理解引發了生者對死者的無限
感謝，而感謝與肉體記憶交織後，更讓生者感念無血緣之親屬連結的
超越性意義。她們繼續說：
人家常說人生的長度，是上天決定。也許你的人生沒有想像中的
那麼長，但是寬度卻難以衡量，因為你的愛心，與對我們無限的
貢獻，我們和你沒有任何的血緣關係，可是你就好像我們的親人
一樣。沒有了病痛的折磨，希望你在天上過的開心。我們都好想
念你，我相信你一定變成了天使，在默默的保護我們，阿芬，謝
謝你為我們所做的一切，我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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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芬告別式結束後，三哥、麗雲、寶貴夫婦伴送遺體去金山陵
園，阿屏、阿凱、志華、鍋子回去上班，我們其他人則去阿國的「甜
甜蜜蜜咖啡簡餐店」聚餐。告別式時的悲傷氣氛一掃而去，眾人恢復
平日戲謔幽默的圈內情感展演戲碼（趙彥寧，00: -）。不過，
與培元離世前的情境不同，老

病的自我調侃與「阿芬還是那麼美」

的喜悅話語是貫穿這個戲碼的主軸，間接穿插著早年與晚近的性愛
冒險敘事。甫入座，年紀最長的唐哥便聲稱：「老了，老了，大家都
老了。」語氣與其說是感傷，不如說是仔細觀察比較後的客觀評述，
接著他指著裡頭最年輕的我：「彥寧，你也老了！你這個頭髮亂成
這樣，要找個美髮師整理一下。」33 阿國送來菜單，仔仔表示：「我
（戴）假牙，不能點牛排……哈哈哈，沒牙齒我還是吃牛筋。」他的
老婆小賴貌似不搭調地回應：「今天一看，大家都老了。」小呆說：
「我有糖尿病啊，早晚兩次胰島素。」講完問達力：「你現在有沒有女
朋友啊？」達力以戲劇化的吹噓態度聲稱：「沒。去年有個砲友，打
了四砲就沒了。六十五年次的。」眾人高聲奚落他：「媽的！」
「無
聊！」
「造孽啊！」又問他：「你不是前陣子住院？怎麼回事？」達力
延續自我戲謔的語調：
我這一次住院是打抗生素，免疫系統的小問題啦。因為我（外
表）不像一般病人，我又有潔癖，每天早上一起來，就把床弄得

 我遂進了洗手間梳好長髮。出來後，唐哥勉強讚許：「這樣還可以。」之後又
說：「你得跟阿芬學學，人家不論什麼時候都是一絲不亂。病到那個時候，沒
辦法了，痛成那樣，她只要有點力氣，就算是十幾秒鐘幾分鐘的時間，她也要
整理頭髮。阿芬愛美，那個是沒法兒說的。」可是，為什麼獨獨是我要跟阿芬
學習呢？本文結論處將予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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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整齊，然後坐在旁邊看書，護士就以為我是照顧病人的家屬。
她們進來看到病歷表上面寫六十六歲，就問：「阿嬤呢？阿嬤
呢？阿嬤怎麼不見了？」我說我就是阿嬤。她們很不好意思，只
好說：
「不是阿嬤啦，是年輕的阿姨。」
朋友們大笑調侃達力：「搞錯了是歐吉桑啊」、
「什麼歐吉桑，明
明就是老伙仔」、
「你後來睡了護士沒有啊？」
「沒有？不要騙了啦，
你以前說是住院不就是去睡護士？」大家交換近況時，唐哥和仔仔
不時發表滿意的評論：「阿芬那個妝化得很好」、
「跟活著的時候一樣
美」。接著談起阿芬指名留給他們的禮物，這些都是她生前購置的質
佳小物；比如達力得到了一疊英國皇家手帕，他讚嘆：「上次我去她
那裡打開抽屜看到這些手帕，就說『這個牌子好』，她笑笑也沒說
話。原來是早就準備了送我的。她知道我習慣帶手帕。」唐哥轉頭對
我說：「阿芬就是這麼會照顧人，我們每個人喜歡什麼不喜歡什麼她
沒一樣不記得。」阿國半帶得意地重述我已聽過多次國二時同阿芬去
圓環小旅社開房間的故事，結尾總是：「十四歲，她那個時候才十四
歲！十四歲她就很成熟囉，很熱情，放得開。」仔仔和阿呆如唱雙簧
般再講了一次早年借住「Mommy 家」，包養阿芬的議員突然來訪，
阿芬便解釋「這是我兩個妹妹」；大家也又哄堂大笑了一次：「議員一
定很奇怪：怎麼可能是姊妹，長得那麼不像，連講話都不像〔按：指
國 台語的口音〕。」
大夥兒談起阿芬臨終前諸葛的奇言異行：他將阿芬的健保卡、房
屋鑰匙、金融卡和手機，視為同性愛人理應繼承的遺物而拒絕交出，
而也正因為無法出示健保卡，三哥等人花了很大的工夫和醫院交涉，
最後才以身分證和駕照雙證件結帳並領取大體。阿國問：「這個諸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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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從哪裡冒出來的？怎麼我不記得年輕的時候有過這個人？」達
力回答：「年輕的時候沒跟我們玩在一起，阿屏在 LA 認識的 T。」
仔仔和小賴很生氣：「他說在美國就是這樣，阿芬是他老婆，法律保
護同性戀伴侶，所以那些都是他的。這個是什麼狗屁不通的鬼話！」
阿國莫名其妙：「誰說阿芬是他老婆？阿芬有這樣說嗎？我才是她第
一個老公啊，後面還有〔轉向唐哥〕你啊、三哥啊、阿屏啊、很多的
啊！」談論此事其間，小呆和老婆小方彼此微笑頷首數次：「
（阿芬遺
容）妝化得好，很漂亮，本來就是擔心會化得不像。」達力解釋：
「這家葬儀社是阿芬指定的，她說要這一家。」朋友們很滿意：「阿芬
是這樣，什麼事都做得清清楚楚、漂漂亮亮」、
「她愛美嘛，活著的
時候要漂亮，死了面對大家，也要漂亮，她永遠都是這樣」、
「她就
算快死了，到最後痛得不得了了，打嗎啡，講話啊思考啊都還是很清
楚的」。由此又延續到諸葛的奇異言行話題，小呆說：「所以諸葛說
她神智不清楚了，要幫她保管那些東西，三哥就罵他：『頭腦不清楚
的是你不是她！』
」對此大家特別不滿：阿芬病危時全身劇痛，兩個
乾兒子不忍痛哭，她卻平靜表示：「錢給他沒關係，我還有醫療保險
一百萬，夠付了，那個人，就不要理會他吧。」不僅如此，因為擔心
無健保卡，醫院不同意朋友們為她辦後事，最後一天她喚仔仔扶起自
己，由麗雲錄影，阿香與護士做公證，再一一說明後事如何處理。錄
影完畢不到兩個小時，阿芬便過世了。唐哥下了結論：
所以我說，這個就是我們大家的阿芬啊，一絲不茍，什麼樣的人
她都照顧到了。身體痛成那個樣子了，也要挺著做錄像。好啦，
我們這些老傢伙不說了，那個諸葛，辜負了她的信任，又給大家
造成這麼大的麻煩，她心底肯定是痛的，到了這種不堪的時候，

38

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

她還是憐惜這個不值得的人，還要請求我們放下。再沒有比阿
芬更美麗更體貼的女人了。好，啤酒也來了，大夥兒舉個杯吧，
來：
「敬你，阿芬！」
我曾在〈老 T 續探〉一文中，藉由老 T 培元生前死後的朋友互
動，指出交互照顧與被照顧的關係是圈內核心倫理實作準則（趙彥
寧，00: ）。就往生送死的倫理實作對象而論，
（培元代表的）
老 T 與阿芬代表的老 T 之母，二者之間存在關鍵差異：前者彰顯了
「共謀背叛」的老 T 同志友誼（趙彥寧，00: 0-0），後者則生產
了本節試圖闡釋的情慾暗流倫理實作主體。阿芬是所有 uncles 曾經與
可想像的老婆，她參與目睹了他們經濟與愛情生活由盛而衰的過程，
她記得也聽懂老小朋友各種喜好與煩惱，她自己也過得不好但她堅持
清潔打扮─這就是前述經由阿屏之口而指出的「可彈性鏈結肉體生
存、話語生產、默言體貼、情感轉交、愛慾萌發的潛在動態性」倫理
實作，而啟動上述鏈結的阿芬，因此被稱作「老 T 之母」。在即發性
回憶阿芬的主體敘事過程裡，個人多種或隱或現的感知記憶被召喚出
來，並且賦予了反思過去與創構未來的動能。詮釋學研究區分了「歷
史」
（hstory）和「歷史性」
（hstorcty）的關鍵差異：前者指涉可被
按照彷彿客觀先後序列紀錄與記述的神話、傳說、故事；後者指涉個
人與事件如何成為歷史之一部分的性質，而該性質也左決了前者被紀
錄與記述的方式。老 T 們多年來敘事阿芬的方式，同時穿梭於過去、
此刻、未來的時間軸上；「過去」不見得全然美好，講敘此刻時，也
平靜地認知了「老了」的生命狀態，並且期待不見得一定不美好的
「更老」甚或「老死」的未來。以上動態性的歷史性感知，是我定義
的老 T 圈內「酷兒歷史性」
（queer hstorcty）。類似本節初所引解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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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家 Jean-Luc Nancy（000）所闡釋者，貌似平凡的肉身連結是這
個歷史性的基礎：阿芬不僅體貼，而且她美麗、喜愛美麗的物件、驅
動了周圍所有圈內圈外人共同創造美好的經驗；老 T 們皆曾使用過
的家物品、以及亮亮和瑛瑛同阿芬搽的指甲油與穿的高跟鞋，均屬該
範疇的肉身感知。在這個意義上，指甲油、高跟鞋與毛巾、拖鞋、筷
子、手帕等日常物件，正因是可以經意或隨意地藉由肉身而共享的平
凡物件，酷兒 圈內的社會性得以在共享中被建立。

四、「It’s a Nice Kiss」：與之共老的酷兒情感倫理
情感主體乃是歷來諸種感情軌線和迴圈的組合。在彷如燭光閃爍
的此刻，吾人在光影明滅不定之際窺見某些過去的片段，或可將
其投射為某種自此可資遵循的路徑，亦可能視其為（再次）深
陷其中的既定模式，故而自覺再無改變的可能。
（Stewart, 00:
5）
（作者自譯）
 年時值二十四歲的少德告訴我，在 T 吧圈內，T 遠遠不到
三十歲，就被稱做 uncle；他十七歲時開始害怕變老，十九歲時覺得
自己已經老了。同一年，我認識第一位 uncle 達力，自我介紹時，他
笑嘻嘻自稱「老 T」，又半開玩笑指著當時我二十六歲的伴：「這個
小 T 好像有點面熟。」在 0 年代中期經濟結構巨幅重組之前，
「老 T」、
「小 T」對達力以及他的朋友，是個相對性指稱，而非絕對
性的主觀經驗或自我認同；然而在大家開始紛紛失業、轉業、提早退
休之後，他們也先後對我表示「真的老了」
（趙彥寧，005）。所謂
客觀的年齡顯然並非造成「老了」感受與身分認同的關鍵因素，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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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勞動條件與社會流動性停止的新自由主義市場邏輯。近來已有不
少西方人類學與文化研究學者藉由「活著等死」
（slow death）、
「活
死人」
（zombe）、
「活著等於死了」
（already dead）等詞，以描繪新
自由主義時代人類生活的絕境；死，不再是最可懼的（以及終極性
的轉化）經驗，半死不活才是（Berlant, 00; Comaroff and Comaroff,
00; Cazdyn, 0）。我認為，在圈內人的語境裡，
「老了」所蘊含
的社會與政經結構意義，實與上述「半死不活」的詞彙們無異。
〈老
T 搬家初探〉結論一節已分析了 uncles 們當時的「老了」處境；而在
少德的故事裡，為了積累業績與情感社會資本，愛的慾望與能力被淘
空了，原本「好玩」的 T 吧少爺工作變得與之後機械單調的廠工無
益，下班後陪睡的婆顧客身體，彷彿召喚了數年後模具廠裡的「便當
盒」。
然而，本文前兩節的民族誌分析也指出了，與前引國外學者預設
的異性戀常規性情境不同，兩代圈內人貌似失敗、怠惰、困頓的生命
底層，不時或繃發或涓滴著或許可能無法復得的愛慾潛流肉體感知：
魔神仔對於少德、老 T 之母對於 uncles 的意義皆是如此。 34 下述阿
屏的詭異夢境，彰顯了老 T 之母絕非人類學家所論無差異地關愛照
顧人民大眾之母神的事實。 35 阿芬過世後半年，阿屏與我聊天時，
突然壓低音量，既懷念又迷惘地告訴我，前幾晚他夢見阿芬，他不
記得以前夢過她，這似乎是第一次，醒後至今回味無窮。我問：「你
夢見她什麼啊？」他有些不好意思：「我夢見跟她親嘴……It’s a nce
 此為延續酷兒文化研究學者 Jack Halberstam（0）對新自由主義所懷抱之成
功、快樂生命基調的批評，以及他試圖闡釋的「酷兒的失敗藝術」（the queer
art of falure）。
5 比方 Paul Steven Sangren（）詮釋的觀音和媽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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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s。」此非再製數十年前兩人短暫交往片段的夢境，阿屏說：「那
個時候我們兩個紅中、白板吃個不停，瘋得很厲害，每天不是做愛，
就是吵架打架，哪裡有打 kss 的？你想打 kss，她不把你舌頭咬爛才
怪。」為何吵架打架不停？因為阿芬劈腿不斷，阿屏說：「我都不知
道抓過幾次，最後還搞上大頭，氣死我了，這麼醜的 T 你也可以，
那當然就打起來了嘛。」
「她不把你舌頭咬爛才怪」這個肉體化的比
喻顯示了阿芬潑辣的個性，而且全部做過阿芬老公的 uncles，其實當
時不是她劈腿的對象，就是因她劈腿而黯然 憤然分手，但仍懷抱希
望未來可能再次成為劈腿的對象，而有時也確實發生。
「我們大家的」
阿芬情緒激烈，毫不溫馴柔順，數十年來她與大家共享前節所述諸種
照顧實作，也總有耐心聆聽並給予同情理解，但同時她也持續地激發
他們的情慾動能，令他們感覺溫暖但又時而坐立難安，而有如酷兒烏
托邦般的幽默與希望，也就在這樣的多重矛盾情境裡投向未來；少德
既期待又恐懼的魔神仔，也具備上述性質。
阿屏在阿芬生前，未曾與她「打過 kss」，但在她身後，卻在夢
裡體驗到了醒後回味無窮的美好之吻，之後是否會再夢到，無法預
測，但是這個夢促使他做了一個這幾年來一直踟躇未行的決定：他把
十幾年前返台後在淡水購買的大樓套房租出，自己搬去洛杉磯。
「以
後就是兩邊都住住，沒有說一定要定在哪裡。」他說。返台後他的工
作與情感生活持續不穩定，剛開始在連鎖美式餐廳當領班，因為手腳
比較慢，不僅顧客、連手下的大學工讀生也曾當面嘲笑他是個「遲
鈍的老太婆」。之後考取蒙特梭利證照，在雙語幼兒園教授美語，小
孩都喜歡他，但是家長嫌他年紀太大，不適合教幼童；同事是年輕
媽媽，園長總給她們挑選教學時段的優先權，理由是她們也得照顧
自己的孩子，又勸他「你也快退休了，年紀這麼大了不要計較這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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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嘛」，以致於每天他得在交通最擁擠且時段不連續的時候奔波往返
於淡水、三重、內湖。我認識阿屏的十幾年裡，他常向我抱怨「台
灣是全世界最歧視老人的國家」。不想去 T 吧，對諸如熱線和同志大
遊行等活動也沒興趣（
「全部都是小 T，一個比一個年輕，還跩得要
命」
），他交往過的幾位女友，皆是在卡拉 OK 裡伴唱的異性戀已婚
女子，對方總視他為苦悶婚姻生活的出口，但無意也沒有能力瞭解他
的需要。 36 阿芬的存在，如同前一節所提的 00 小姐，故而實為重
要。而與阿芬的夢中之吻，使他領悟「往前看」的必要與樂趣：
如果只靠她支撐我活下去，那就表示我的生活沒有意義。我又不
是沒有行動能力，為什麼我要被這些工作限制？我以為我沒有固
定工作我會活不下去，其實是有了這些工作，我才會活不下去。
談戀愛也是一樣的道理嘛。阿芬活的時候來不及跟她打 kss，最
後還是打到啦，這表示這個世界有很多可能性，是你原先想都想
不到的嘛，你明白這個道理以後，世界不就變得很好玩嗎？
如黑暗中微光閃爍的情慾潛在性（potentaltes）是 T

婆照顧

與圈內倫理實作的必要元素，我認為本文這個發現具有兩個延伸意
義。首先，這解釋了為何幾乎所有 uncles 都對同志婚姻或同志伴侶
法缺乏興趣。阿芬告別式當天，一位當時已開始積極投入相關立法
活動的朋友，希望可爭取 uncles 的支持，遂同我們一塊兒去阿國的
 「全部都是小 T……還跩得要命」，這是 uncles 普遍的感受。另，我在〈老 T
搬家初探〉裡也陳述過達力在職場上遭遇的年齡歧視，這個歧視是異性戀社會
與同志企業所共享的：他曾應徵同志書店的店員工作被拒，股東認為他年齡太
大，不適合服務年輕客群（趙彥寧，005: ）。

老 T 搬家四探

43

店。席間她熱心解釋同志婚姻合法化觀諸醫療、保險、繼承等等方
面的助益，結束後 uncles 唯一的回應，卻是對她短髮、長褲、球鞋、
無任何裝飾品的外表與性角色認同的困惑：「你真的是婆嗎？怎麼我
看你一點也不像？」事後經我詢問，每個人都表示：「這個法跟我沒
什麼關係吧？小 T 小婆可能會比較有需要，她應該去找小朋友才對
吧？」人類學者 Jean Comaroff 與 John Comaroff 在討論非洲的後殖民
情境時，對於個體化（ndvdualzaton）是否為西方現代性的產物這
個問題，引用了涂爾幹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裡所述「人會成
為什麼樣的人，要看他和其他人共享什麼。個體化並非人的基本特
性。一個人是在與周遭環境產生連結的過程中，被賦予了相對的自主
性（relatve autonomy）
」
（Durkhem, 00/: 00f）
（作者自譯），
以表示所謂的自主，絕非本體論層次的意義（Comaroff and Comaroff,
0: ）。她們進一步指出：正因為所謂的「個人」係其與環境不
斷互動共享的結果，故而現代社會揭櫫的主體自主性，其實也彰顯
了個人所處之社群的某些集體性質，即所謂的「社會性」
（socalty）
─在其感知經驗裡，個人循該社群認為正當而且必須的途徑與方
式，選擇了特定的物質、情感、興趣、困境和挑戰，以同他者產生
連結；然而，西方現代性規範性體系（即律法）排除了上述本質性
的認同模式，現代國家普遍採納的是以公民身分為模型的認同架構
（Comaroff and Comaroff，0: ）。她們的看法相當具有啟發性：
uncles 並不反對同志婚姻法，但認為與己身「沒有什麼關係」，因為
法律術語和政治技術認可的是虛構的自主公民，尤其當天對照著追想
阿芬的脈絡，儘管貌似充滿衝突元素（比方，是我們大家的老婆卻也
一生不斷劈腿、體貼細心的老 T 之母同時也脾氣暴躁），他們與阿芬
共享的情感性及情慾化雙向照顧歷程確實與著重權利與財產分配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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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婚姻法無關，而他們的冷漠，也彰顯了不論哪種友善性婚姻伴侶法
本質上的侷限。
而這也同時解釋了 uncles 眼中諸葛的奇言異行。事實上諸葛對
阿芬情真意摯，她住院首日，他便在病床上向她求婚；「讓我來當你
老公吧？」他這麼提，阿芬也微笑並未拒絕。阿芬過世後，他萬分痛
苦。他之所以「扣留」健保卡等物件，乃因過去四十幾年常居美國，
他所理解的「求婚」，與阿芬以及其他圈內人不同。也正因為西方模
式的同志婚姻以保障私有財產權為基礎，從他的角度來看，三哥等無
親屬關係的圈內人竟然如此費心照顧臨終的阿芬，顯然意圖侵佔她的
財產，身為阿芬的配偶，他自然必須予以保護。他相當痛恨圈內朋友
「把持」了他認為神智一定不清楚的阿芬，他向介紹兩人認識的阿屏
痛哭抱怨：「她都要死了，他們還要逼她坐起來錄影，目的就是要她
的錢。」當然他的看法錯誤，十幾年前阿芬的圈內朋友就清楚寶貴是
她的遺產繼承人，只有未曾與他們共享過情慾化感知社會性的諸葛不
知道。他與其他人具有截然不同的倫理實作判准準則，但是卻共享同
樣的詰控語彙（
「要她的錢」
），這凸顯了酷兒社會性和普世公民模型
二者不可共量的究責邏輯（logc of accountablty），但也就暗示了在
普世公民模型（即同志婚姻）日益取得社會規範正當性之際，uncles
（與老 T 之母們）共享的情慾化感知倫理實作，可能會益發邊緣化，
或甚且罪犯化。
最後，我認為直面本文所述的情慾化感知酷兒社會性，也就是
直面酷兒民族誌研究的開展性。從  年認識第一位老 T 達力，至
今已有二十二年。如同唐哥在聚餐前指出的，我也跟著他們老了。這
個彷彿客觀的普世經驗（即，經過二十年每個人都會老）卻建立在一
個獨特的認同基礎之上：從 00 年寫作〈老 T 搬家初探〉起，也是

老 T 搬家四探

45

由達力開始，我也被稱作「老 T 之母」，但是要等到阿芬過世，我才
逐漸明白這個稱謂的意義。正如同本文第二節少德由我這個「姊姊」
「幻視」到了「魔神仔」，我也成為 uncles 情慾化感知活動的一個參
照點：阿屏解釋為何半夜撥打 00 電話時，如此做對比：「比如你彥
寧，我半夜睡不著覺，我打電話找你聊天你願意嗎？」這句話有很多
層含意，其一在抱怨 遺憾我不可能願意時，也期待我表示樂意；阿
芬告別式之後聚餐，唐哥獨獨提醒我注意梳妝；之後大家談起阿芬送
的禮物，唐哥又轉頭告訴（提醒）我：「阿芬就是這麼會照顧人，我
們每個人喜歡什麼不喜歡什麼她沒一樣不記得。」此二例皆表示雖然
我尚不如阿芬的照顧能力，但期待我認真學習，至少我得重視儀容；
而當天達力介紹我認識之前未曾謀面的仔仔和小賴時，第一句話就
是：「彥寧就是我們這群人的『老 T 之母』。」酷兒研究倫理的要旨
不在於研究者是否與報導人發生性關係，剛好相反地，如同少德吸安
後與魔神仔翻雲覆雨、阿屏夢中同阿芬美好接吻一般，正是因為研究
者必須在報導人的想像範疇裡時時勃發其情慾感知，研究者參與了報
導人的肉身社會性構築過程，與之共老的酷兒時間性投向未知但有希
望的未來（
「或許有一天我們真的可以跟她睡」
），生命的樂趣方得以
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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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er Ethics of Aging Together: “Moving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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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s artcle s the fourth nstallment of the “Movng House” seres.
The frst pece of the seres examned how Tawan’s socal welfare devces,
n partcular those regardng housng and medcal care, dscrmnate
mplctly aganst older lesban tomboys owng to ther deep entrenchment
n the socal logc of the heteronormatve household. It was followed by
the second nstallment that addresses ssues of negotatng “n-crcle”
frendshps n the face of heterosexual brth famly members. The thrd
pece of the seres tracked queer ethcs practced by two generatons of
lesban tomboys, wth a partcular focus on how to gve and receve gfts
n ntmate relatonshps. Wth a contnung nterest n explorng notons
of ntmate ethcs, ths fourth pece analyzes the extraordnary experence
of mental engagement wth, and wtnessng the dyng of, the loved one,
as experenced by the two generatons of nformants. It examnes also
the potentalty of the present perfect progressve tense of “havng been
old”—an expresson lesban tomboys have farly often utlzed n ntmate
dscusson wth each other. It concludes wth a dscusson of the possblty
of queer caregvng wth hope.

Keywords: o lder lesbian tomboy, queer ethics, extraordinary
experience, dying, caregiv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