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勵志書籍的系譜（1950－1990） 

第一章 前言 

在台灣，勵志書籍(Inspirational books)並非現在才有的一項發明。以具有斷

代意含的一九四九年為界，戰後不久的台灣在當時就有了第一位標榜寫勵志小品

的作家宋瑞（本名吳詠九）翻譯出版斯邁爾斯(Samnier Smiles)的《勵志文粹》(宋

瑞,1955)，這本以「勵志」為名的書長銷四 0多年，總計印行超過一百版，堪稱

台灣第一本暢銷書（宋雅姿,2004:56），七 0 年代王鼎鈞、八 0 年代林清玄、九 0

年代劉墉、吳淡如、吳若權、戴晨志都曾出版多部勵志長銷書，並動輒印行數十

版，長久瀰散在社會中。到現在勵志書籍形雜而譜繁，勵志書籍長久以來自成一

系，在書市中長銷，但是對於勵志書系的探究，至今卻付之闕如。本文是一個歷

史的考察，我們是從現今勵志書籍在出版市場中「存在」的實存角度，去探勘勵

志書籍系譜如何地發生，而非從勵志書籍現在的「定義」去著手做歷史的考察，

我們試圖從傅柯的系譜學(genealogy)方法和權力(power，一譯為力量)關係的概

念，探勘一九五 0 年代以來台灣勵志書譜系發生的可能條件。 

對於勵志書籍，本文擬從權力關係作歷史的考察──若不是個體在生活中與

各方面力量無休止地肉搏抗爭並且在抗爭中挫敗、迷惘，如何能凸顯個體（讀者）

對「身心再武裝」的勵志書籍的需求，其實已經被一種更柔順地服從、適應現實

的要求所取代，訴說的其實是一個以身體和心靈的臣服為代價的現代文明人故

事？勵志書籍的出現，作為一個偶然的文學現象，如果不是放在一個權力網絡內

來加以考察，如何能凸顯它的長存常青，其實是被精算的權力發現攫獲、是複雜

的權力實踐的結果？如果文學是人抵抗現實的一種工具，那麼勵志文學豈不是隱

喻著現實對個體的「繳械」？如果文學是人認識自我、認識現實的工具，那麼勵

志書籍豈不是成了建構某種特定的現實認知、或者強化對這種現實認知的合法性

的工具？就權力關係下的個體（讀者）而言，勵志書籍豈不是一種──相對於冷

酷的刑罰──的軟性政治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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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採取一個「傅柯式」的提問，對於我們的考察而言，與其說是勵志書

籍的歷史追探，不如說是對台灣島上這些曾經發生的、與勵志文學相關的論述和

話語更迭的拷問。對勵志書籍的探勘，我們的問題對焦如下： 

一、就功能與效果而言，勵志書籍是否有共同的基調？ 

二、在不同時期的勵志書籍內容是否發生變化？ 

三、勵志書籍的出現或轉型是否與權力作用聯繫在一起？如何聯繫？ 

四、就權力關係下的個體而言，勵志書籍呈現何種政治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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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Ⅰ 

「日常生活和個人傳記的細節以前曾逃脫了正式法律體制和任何類型的寫

作網絡。而現在它們則受到極大的關注。以前曾經是被用來讚頌英雄的手法──

固定於寫作中的、對其燦爛生活的關注──現在被顛倒了過來。最平常的活動和

思想也被詳細地記錄。」 

──傅柯(Dreyfus & Rabinow,1995:206) 

「一條鐵路，如果沒有通車、不被磨損、不被消費，它只是可能性的鐵路，不

是現實的鐵路。沒有生產，就沒有消費，但是沒有消費，也就沒有生產，因為如

果這樣，生產就沒有目的。」 

                      ──馬克思(Marx,1976b:94) 

 

二 000至二 00二年台灣出版市場上，興起一波以行銷平凡個人生命記錄，

激勵鬥志為尚的出版風潮，這股出版潮短時間內在台灣多次創下銷售記錄，以至

於一時之間洛陽紙貴，多部相仿以平凡人物傳記為藍本的勵志書籍也大量出現

（見附錄一）。以二 000 年平安出版社出版，由十大傑出青年、前防火器材公司

廠長賴東進的童年悲慘遭遇和個人的努力，以及成年後的成功故事為基底的《乞

丐囝仔》一書為例。在短短一年之內，即銷售達四六萬冊（博客來網路書店，袁

孝康），到二 00二年初為止，銷售更超過七 0萬冊，銷售量僅次魔幻小說《哈

利波特》，創下出版界記錄，在此之前，只有鄭浪平的《一九九五閏八月》，一

年內熱銷四、五十萬冊，另外還有作家林清玄的《打開心內的門窗》，但後者屬

長銷書（聯合報 5版，李令儀）。而在《乞丐囝仔》之前，還有高中學歷、憑藉

個人後天努力，成為亞都麗緻飯店總裁的嚴長壽，將他的個人生平故事寫成《總

裁獅子心》，並賣出四 0萬冊的記錄（博客來網路書店，袁孝康）。 

三年間，出版社紛紛出版挖掘特殊個人生命傳記的勵志書籍。包括身殘心不

殘的日本人乙武洋匡、雙目失明而能成為英國伯明罕大學教育學院院長的侯約翰

(John M. Hull)、與《重返艷陽下》中，因與擴散的睪丸癌搏鬥成功，並且連續多

次拿下環法自由車賽冠軍的阿姆斯壯等國外生命勵志書、《小卒變英雄》的李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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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庄腳囝仔出頭天》、《工人博士》江燦騰、《流氓教授》林建隆、口足畫

家楊恩典的《擁抱，生命中的每一分鐘》，以及《罕見天使》楊玉欣等，三年間

相仿書籍的出版，超過二 0種，暢銷賣座者，更不在少數。其中五體不全的乙武

洋匡來台時，還曾受到總統陳水扁接見表揚（聯合晚報 14 版，劉開元），而賴

東進在「成名」後，從「陳水扁總統召見、推荐，從大學到小學、監獄、政府機

關等各界邀約演講不斷，統計一年半來，約有近兩百場演講，還不包括他因時間

不巧而推掉的場次」（聯合報 5版，賴珮如、李曜丞），他的人生成為大眾的學

習楷模，他四處演講展示人生，但最後也因此丟了他廿年努力的「成就」－廠長

的工作（星報 9版，李怡芸），成為一大反諷。 

這些以展演個人生命為對象的書籍，我們若單純以「傳記」來看待，那麼出

版界中，傳統上以記錄大人物生命歷程為尚的傳記出版，何以短時間內主角轉換

成了平凡人物的生命？又如果這不是一個短時間內形成的現象，那麼它出現的可

能條件為何？依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的觀點，如果沒有對這類

書籍大量的閱讀需求，一種消費的推力，如何能引發出版業短時間內大量生產類

似書籍？而大眾閱讀這類書籍的動機又是什麼？  

觀察這波大量批露個人貧苦生平、讚歌成功的書籍，大致有兩個共同的基本

特色。一是強調憑藉個人的意志力，可以突破社會經濟地位的限制，另闢成功的

蹊徑，一是謳歌「殘而不廢」的身體軔性；以他們的生命歷程作展演場，一方面

我們看到的是出身平凡的個人在相對意義上功成名就的過程，如賴東進，一方面

是即使平凡的生活，對一些身體缺憾的人來說，仍得來不易，如乙武洋匡；這些

緊貼著現實邊沿前進的「非虛構」(non-fiction)作品中，一邊是對力爭上游者的

激勵(inspiration)，一邊是對安於現狀者的撫慰(solace)，對個人起著生活指導的作

用。就這類書籍激勵和撫慰的功能性而言，與其說這類書籍是對個人生活進行窺

探的「傳記文學」，不如說他們是「勵志讀物」，也就是將這樣的生命傳記勵志

書籍，視為勵志讀物譜系的一支，才能更適切地說明它們存在的工具性和工具性

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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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carpit(Robert Escarpit)在《文學社會學》中考察文學與社會的關係，談到

閱讀的動機時，曾區分「閱讀－消費」的型態中，功能性的消費和文學性的消費

兩種不同性質的閱讀動機，他認為「戰鬥勵志讀物或自學讀物，雖然完全屬於另

一個(文學)1範疇，可是書籍此時乃是抗爭技巧或社會培訓的工具2，閱讀它，是

為了獲得一種文化素養，而不是以享受閱讀樂趣為主，即使有文學性的動機，也

是次要的動機，所以仍應視為一種功能性或部分功能性質的閱讀行為。」

(Escarpit,1990:149)。因此，我們對前述現象的觀察、探究的焦點將放在「勵志書

籍」上。 

就台灣而言，如果以具有斷代意含的一九四九年二次戰後、國府遷台的時點

為界，戰後不久的台灣在當時就有了第一位標榜寫勵志小品的作家宋瑞，一九五

五年他翻譯出版斯邁爾斯的《勵志文粹》，從中央日報社發行的舊版，到後來星

光出版社的新版，長銷四 0多年，總計印行一百版以上，堪稱台灣第一本暢銷書。

其後，在一個粗略的歷史視角下，六 0、七 0 年代，王鼎鈞《開放的人生》、《人

生試金石》和《我們現代人》的《人生三部曲》和他的少年傳記《碎琉璃》，動

輒印行長銷二 0 版以上，八 0 年代以後包括前面提及記者出身的林清玄，九 0

年代以來書寫「職場」勵志書籍的吳若權、「情場」勵志書籍的吳淡如、和人生

勵志散文的劉墉、戴晨志，都出版過多部勵志的長銷書，以短篇小品文的方式呈

現，他們有各自的寫作風格，但都沿襲著指導、教育、激勵和撫慰個人的調性，

大行其道於書肆中。 

如果勵志書籍的出現只是一個結構性的生產與消費問題，那麼這個長久不

衰、對精神武裝的需求的現實條件是什麼？如果不是個體的意志不斷地被「磨損」

了，勵志書如何成為一條「現實的鐵路」？又如果個體行動有充分的自由，何以

人會不斷透過閱讀學習「各種抗爭技巧和社會培訓的工具」？肉體的抗爭或適應

所為何來？如果是為了「獲得一種文化素養」，那麼勵志書豈不是展現這種素養

                                                 
1 括號內為筆者所加註，指的是literature。 
2 粗體字為筆者加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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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舉手投足之間制約著心靈和身體，具有毛細管般(capillary)的高度滲透性？在

前面簡要的說明中，顯示現在的勵志書並未以一種單一的面目、形式出現──至

少我們看到了小品文之外這一波生命勵志書的風潮。勵志書系譜的出現與轉型的

可能條件是什麼？這些是我們試圖在歷史中探索的問題。 

 

楔子Ⅱ 

「無疑地，我們必須是唯名論的(Nominalistic)：權力，不是一個制度，也

不是一個結構；它也不是我們所擁有的某種勢力；它是人們賦予一特定社會的複

雜的策略關係的名稱。」 

     ──傅柯(Dreyfus & Rabinow,1993:241) 

 

豪澤爾在《藝術社會學》中從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觀點看待藝術，他認

為「為藝術而藝術」是不存在的，「最偉大的藝術作品總是直接觸及現實生活的

問題和任務，觸及人類的經驗，總是為當代的問題去尋求答案，幫助人們理解產

生那些問題的環境，」(豪澤爾,1990:61) ，他也認為「沒有意義或分量的藝術作

品往往只去反映那些無足輕重的小事，而不去觸及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或人物，其

結果使人們對現實作出錯誤的估計，並導致自我欺騙和自我墮落。反對為藝術而

藝術就是反對逃避社會現實和生活的責任，」(豪澤爾,1990:59)，肯定藝術必然

地與社會現實相互辯證反映，他將矛頭對準了結構做鉅視分析，一方面過於忽視

了藝術創作中的「美感」經驗，一方面強調藝術的批判性功能，豪澤爾於是探討

了菁英、民間、通俗藝術的差異，導向藝術的階級性分析；Escarpit 在《文學社

會學》中也是從結構的角度，分析文學從創作生產、出版業製作行銷到讀者閱讀

的文化工業產銷的社會過程。 

總的來說，豪澤爾和 Escarpit的分析可以說都是政治經濟學式的藝術／文學

與社會批判，他們最後都從結構──例如階級──的角度對藝術／文學提問，在

這個脈絡下，對藝術／文學與社會的批判，最終都指向一個經濟的權力中心，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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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資產階級，做為批判的對象。然而，從結構的、權力中心的角度，對於勵志書

籍對個體心靈的捕捉到身體的操控訓練和個體自動信服的的滲透特性、對於身體

通過思想的控制而馴服的過程，並無法加以妥切地說明。誠然，以權力的角度切

入是恰當的：持續地心靈的抗爭與適應，不斷地身體的抵抗與馴服，如果反映的

不是個體在日常生活領域中被眾多力量壓制包圍──倘使那不是權力，又能是什

麼？但是，權力中心的觀點，對我們而言，在解析的位置和方向上是成問題的：

結構中心的、由上而下的本質性探索，並無法掌握勵志書籍在身心活動細節上運

作實踐的切身特性。 

傅柯認為，權力無所不在，這並不是因為它包容一切，而因為是它來自一切

方面(Foucault,1998b:72)，傅柯在權力關係分析上，指出權力的非均等、流動性、

意向性、無主體的、由下而上的微觀實踐，到身體作為權力衝突聚合展演場的系

譜說明看來，與我們探勘勵志書系譜的提問在兩個層次上相關：其一，在最微觀

的層次，個體透過勵志書的閱讀學習「各種抗爭技巧和社會培訓的工具」「獲得

一種文化素養」，不是反證了個體被各種力量緊緻地包圍，使勵志書籍成為工具，

成為一種規範馴服的技術？其二，勵志書譜系本身的出現與轉型，是否與各種勢

力相聯繫？但在說明傅柯的權力概念之前，我們必須先了解他的系譜學方法，這

是傅柯拆卸傳統歷史論述中的預設的策略性工具，然後他才能繼續他關於權力關

係歷史的研究。 

基於兩個理由，我們認為傅柯的系譜學(Genealogy)方法和權力關係的分析，

對於待探勘的台灣勵志書系而言，極具啟發性。其一，根據前述，我們應該也必

須由權力角度切入，但卻是相反的方向，由微觀的、末端的權力實踐事實，而非

由鉅觀的、本源的權力本質向下探究，而是由下而上、切近事件發生的前沿進行

探勘；其二，與前者相關，也是更根本的，是關於傳統歷史論述中的後設歷史設

置(metahistorical deployment)的問題，這些預設制約著我們的認知與實踐，傅柯

的系譜學對主流或傳統歷史論述預設的拆卸，開闢了有別於主流歷史論述的空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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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歷史的探索中、在對歷史概念的挪用中，我們總是得先面對傳統或主流歷

史論述的支配力量，更根本地說，得面對傳統歷史論述史料篩選中的預設。我們

的探勘涉及歷史，但眼前歷史論述中的某些預設結合成複雜的力量，總是制約著

論述、歷史，乃至於知識，從而制約著我們當下的認知。這可見諸台灣不同時期

的文學觀念（它們可能是直接或間接地參與形塑勵志書系譜的力量）：一九五 0

年代曾經政治正確的反共戰鬥文學，在一九六 0 年代主流的現代主義文學反抗一

九五 0 年代文學，一九七 0 年代當道的鄉土文學否定了一九五、六 0 年代文學，

一九八 0 年代的政治文學又策略性地攫取部分鄉土文學的「本土性」作為政治鬥

爭的文學力量。這包括兩個層次的制約，其一是這些文學觀對於當時文學寫作的

制約，其二是記錄這些文學觀的史觀之間鬥爭而產生的主流或傳統歷史論述對於

我們的制約，在這裡我們主要指的是後者。僅管「非論述」(non-discourse)並不

存在，終究我們可能無法在既有概念的挪用中徹底擺脫當前主流論述的制約，甚

至更根本地說，我們最終無法擺脫論述、逃離語言──但卻已經說明，在不同時

期文學觀和史觀的鬥爭中，主流或傳統歷史論述或多或少都制約著當時的寫作和

當下的歷史探索，傅柯的系譜學則顯示了這種力圖擺脫當道論述的努力。 

因此，如果我們的歷史探索工作必須包括記錄這些文學觀的歷史，那麼首先

就必須面對記錄這些文學觀的、具有支配性的、既有的歷史論述的包圍；如果我

們說明這些文學觀產生的現實條件、事件與既有歷史論述不同，那麼首先就必須

從根本上破譯產生這些差異的歷史預設──主流或傳統歷史論述中的預設。例

如，在什麼前提下，才使某種史觀斷然宣稱的「接續日據時期文學的某些七 0

年代鄉土文學才是台灣的『本土』文學」有了正當性？在這種史觀中，被定位的

一九五、六 0 年代「非本土」文學，成為一片空白，一種惡意空白，正如同它在

一九五、六 0 年代的空白；又何以是「這些」事件是歷史的必然，而「那些」事

件就該從歷史中篩除？傳統或主流的歷史論述的前提、事件的篩選標準必須從根

本上懸擱，才能讓各種事件等量齊觀，讓各種歷史面貌──不論是反共戰鬥文

學、現代主義文學──現身，一種實際的歷史才有現身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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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旦我們起心動念，一旦某種程度地脫離某些預設了諸如必然性、連

續性(continuity)、目的論(teleology)的歷史論述的不同說明出現時，一旦這種努

力出現──譬如我們要說明，即便是否定一九五 0、六 0 年代文學的一九七 0 年

代鄉土文學，並不比其他時期的文學更真實，不過是訴諸另一群觀眾在另一個戲

台表演的另一群演員，或者不過是在同一場所、競逐同一群觀眾的戲台對壘的較

量──這樣的歷史說明首先遭遇的，將是來自主流歷史論述捍衛力量的圍剿。因

此，在說明一種不同的歷史之前，首先必須對主流或傳統歷史論述的預設進行分

析拆解。 

在傅柯關於權力的歷史研究之初，我們相信他思考過相同的問題。他的系譜

學方法則是捍衛的策略性武器，說「策略性」是因為它為傅柯在使用不同於傳統

歷史規範的區域論述 (local discursivities)時，提供合法性、提供一種手段

(Foucault,1980:83)，就傅柯向我們展示的系譜學方法而言，「方法」不見得是一

種操作程序式的說明，它也可能是一種拆卸的工具，瓦解支配性論述勢力正當性

得以建構的基石，從而肯認不同的歷史說明脫離主流論述而存在的正當性，另闢

論述空間。 

在傅柯那裡，我們相信在他進行權力的歷史考察之初，即了解他首先必須處

理來自傳統或主流歷史論述中的預設的制約，否則他的考察將陷入傳統歷史論述

的窠臼： 

如果要說明歷史事件發展的偶然性，必得先拆卸關於歷史必然性的神話；要

說明煉金術和現代化學觀念，其實代表兩個斷裂的世界觀，必得先消解從煉金術

到現代化學一脈相承的歷史連續性的迷思；要揭露監獄轉型的非人道主義的權力

精算面目，必得先泯除監獄歷史在人道主義中緩慢進步所植基的人本的歷史目的

論的虛矯。 

必得先崩潰這些後設歷史設置的理性、客觀性、必然性、連續性、目的性的

歷史金字塔基石，從而證成自身的對等性，他才能進一步重新進行關於「權力的

歷史」的考察說明。在這個意義上，傅柯的系譜學方法與其說是一套操作程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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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毋寧說是「一種對傳統歷史論述刨根的基進(radical)說明」，在這裡，傅柯

的「基進」是就字根「radi-」的意義上來說的，從根本上反思，從根本上批判，

從根本上顛覆。 

在權力關係方面。傅柯在 Dreyfus & Rabinow《傅柯－超越結構主義與詮釋

學》的＜跋：主體和權力＞中表明，當權力被視為一個中心、一種本質的存在，

無休止地拷問「權力是什麼？」、「權力從哪兒來？」這兩個問題，某種極為複雜

的事實框架就被遺落了，「發生了什麼事？」這個極有經驗意味的問題，可以避

免把一種有關權力的形上學或本體論說成是具有欺騙性的責難，而對權力的主題

內容進行批判性考證(Dreyfus & Rabinow,1993:278)，也就是我們應該要拷問權力

的如何(how)。 

傅柯認為權力應該理解成「眾多力的關係，這些關係存在於它們發生作用的

那個領域，而且他們構成自己的有機體。」(Foucault,1998b:79)，首先，他認為

權力是「非均等的和流動的」，它是政治技術貫穿於社會機體的運作，說它們是

「流動的」是指這些技術的擴散及在日常生活中的運作；說它們是「非均等的」

是因為這些政治技術既支撐又破壞了西方由法律和政治哲學家所假定的理論上

的平等，由於它們構作了法律的表象、並在其庇護下前進，所以不能為我們仍在

述說的政治語言所抓獲(Dreyfus & Rabinow,1993:238)，換言之，「不識廬山真面

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因此，傅柯認為要了解權力關係的實質性和日常運作，

就必須到微觀實踐的層次，在那些經由實踐而得以形成的政治技術裡去探究，而

這正是我們在勵志書籍歷史考察中的提問。 

其次，他認為權力關係是「意向性的、無主體的」。它們的可知性就來自這

種意向性，「它們連續不斷地受到算計：沒有任何權力不是按一系列目的和目標

而得到行使的。」；而一個政治情境可能邏輯清晰，目的易於理解，但是往往誰

也沒有在那裡發明它。怎麼談論沒有主體的意向性、一個沒有策略者的策略？傅

柯認為答案就在實踐本身，實踐具有某種邏輯，也存在一種趨向於一策略目的的

推動力，但就是沒有人在推動它，用傅柯的話說就是「人們知道他們所做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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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也經常知道為什麼他們在做他們所做的，但他們所不知道的是他們所做的做什

麼。」(Dreyfus & Rabinow,1993:239-41)，無法得知不是因為權力（關係）的內容

艱深難懂，而是不易解析(鄭瑞濱,1999:88)。 

傅柯的歷史研究重點就在於「權力是如何被行使的？」問題上。他認為要研

究權力必須從鎮壓機制的分析開始，這有幾個方法論上必須注意之處：一要從權

力表現的終極形式(extremities)而非中心著手，二從權力實際應用的情況著手，

第三權力非固定擁有的，而是在網絡中循環流動，其效果主要展現在個體身上，

第四必須從最細微的機制往上分析，以及第五，傅柯談論的重點其實是主體，但

是卻都涉及權力，對傅柯而言，沒有所謂的意識型態問題，而是權力－知識在形

塑人的主體性(Foucault,1976:96-103)，這些我們將在第二章申述。 

「身體」在傅柯的權力觀點下，是權力施展力量操控的對象，是各式權力衝

突聚合的場所，權力的操縱通常以語言論述型式具體地監控著身體、分化自我(蔡

淑玲,1996:97)。傅柯認為主體(subject)在法文的詞義上就包含了主體和臣屬──

亦即客體──的雙重意義（Foucault,1998b:54），在傅柯的權力論述凝視下，所謂

的「主體」，其實是「客體」──在承受壓迫、控制、分解後成型。在傅柯的論

述下，權力處處介入「真實」，乃至於「真理」，並與知識相生相成，成為一鞏固

的「政權」(regime)，透過諸如法律、道德、宗教、論述，行使否定、約束、統

制、局限與壓迫，但這卻是組成社會文化架構的必要且具生產力的條件。人做為

主體，必須先是權力的受體，才能意識到自身的活動力與創造力（蔡淑

玲,1996:97）。 

準此，在以後的考察上，我們將從傅柯出發，先簡要地回顧傅柯的系譜學方

法，這涉及對傳統或主流歷史論述支配基礎的反思，也是傅柯以及我們的歷史考

察開始前必須先行釐清的，然後是他對權力概念的說明，這對應於我們考察的切

入角度。此外，對於我們的探勘，仍有一些概念需要補充說明，即關於文學

(literature)與作者(author)的角色與概念，早期傅柯亦曾談及這兩個概念。 

豪澤爾藝術反應實在(reality)的唯物論觀點，或者談論「文學的抵抗性」，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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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示了文學存在著某些工具性面向，所以可能為各種力量所挪用，既可能反抗也

可能支配各方勢力，正是在這個意義上，「勵志文學」（從勵志書籍存在的現實角

度而言，我們姑且這麼稱呼）作為文學的一個範疇，才可能成為一種工具；其次，

相應而來的，這個工具的操持者（否認「作者」(author)存在的傅柯，稱為寫者

(writer)）的角色──不論是所謂「御用文人」的批評或者某種時代的反對者──

是各種勢力的代言人、還是煢煢孑立的時代獨行俠？這是我們必須略予討論的。

我們將嚐試解析，但限於時間與精力，我們主要將從傅柯的著作中進行對話。 

 

小結 

本文就勵志書籍的歷史研究而言，具有初探性質(pilot study)，但仍嘗試進行

解讀。研究內文的安排上，第二章將先談傅柯的系譜學方法及其批判性意含，其

次簡要地分析他的權力關係概念，以及傅柯關於文學和作者的看法，我們也將提

出本文的分析架構。在第三、四、五章裡，將進行實質的探勘與解讀，對於勵志

書系分析，本文基本上依循一九五 0 年代以來既有的文學史分期為分期架構，初

步分為一九五 0、一九六 0－七 0，以及一九八 0 年代的三個不同時期，並流覽

不同文學史觀對文學環境的拮抗鬥爭、社會環境的變動，以及這些時期勵志書的

變化和解讀其中的政治技術意含，在層次上，涉及社會變遷、文學（文壇）鬥爭、

以及勵志書的轉型－在個體身上的角力。第六章暫結語，初步總結這次的研究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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