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勵志書籍的系譜（1950－1990） 

第四章 現代勵志文學 

  在這一章裡，我們將分析重點放在一九六 0 及七 0 年代勵志書籍的轉型變

化，我們的分析問題如下： 

一、一九六 0、七 0年代的勵志書籍內容是否發生變化？如果發生變化，哪些力

量參與了勵志文學的轉型變化？ 

二、這個時期勵志文學從內容上看的基調為何？ 

三、從內容上看，這個時期的勵志文學所要達成的個體閱讀效果為何？ 

  一九五 0 年代嚴酷的政治、經濟環境中，與反共戰鬥文學相應出現的勵志書

籍，在一九六 0、七 0 年代隨著台灣經濟型態的轉變、傳統農業社會瓦解進入工

業化社會、人際互動形式轉變而出現轉型，成為某種強調「現代」的勵志文學。

這個變化同這個時期不同反對力量的出現，雖然有時間上的落差，卻存在直接的

聯繫，而這些反對力量的成形與轉變，則是與政治和經濟支配勢力不斷鬥爭的結

果。 

 

第一節 一九六 0、七 0年代的台灣社會 

  作為一個小型海島經濟體，台灣在一九五 0 年代主要的經濟壓力來源來自：

自然資源缺乏、外匯不足及人口壓力。台灣由於缺乏自然資源，造成工業發展的

困難，因此，發展經濟須從國外進口自然資源，進口資源又需要外匯，而直到一

九七 0 年為止，台灣的對外貿易幾乎年年入超，藉以彌補外匯不足的美援卻也不

足依恃；在人口壓力方面，一九六 0 年代初，島內每年人口仍維持三五萬人的增

加速度，由於所得水準低，島內市場有限，以致產業能創造的就業機會也有限。

種種內在壓力指向發展出口導向的產業，乃是解決這些問題的最佳選擇，產業政

策則由一九五 0 年代的進口替代，成為一九六 0 年代的出口擴張。同一時期，在

一九六 0 年代初期，日本產業結構出現轉型，勞力密集性產業外移，台灣成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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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外移地區，另一方面在美國的扶助下，台灣的勞力密集性產品得以順利外銷至

美國，自一九六七年開始，美國成為台灣主要的出口市場（林鐘雄,1985:214-5）。 

  一九六 0 年，行政院通過十九點財經改革方案，這對出口經濟產生三項主要

影響：第一，獎勵投資。一九五四年頒布外人投資條例，一九五五年頒布華僑回

國投資條例，一九六 0 年頒布的獎勵投資條例，更增加各種租稅減免的優惠規

定，吸引外資及國內資本參與生產性投資；第二，外匯改革。建立單一匯率制度，

減少對美元的匯率波動，使對外貿易得較順利進展；第三，創設加工出口區。配

合勞力密集性產品的出口發展，一九六五年通過加工出口區設置管理條例，其後

潭子、楠梓加工出口區陸續開發成功（林鐘雄,1985:215-6）。從一九六 0 年代開

始，大大小小勞力密集的生產線，先是從海港邊的加工出口區開始，然後快速在

台灣全島佈建，成千上萬離農離村的人們大量湧入工廠，擔負起零碎的生產線工

作。 

種種環境條件與政策促成了台灣一九六 0 年代勞力密集的加工產業的興

盛，台灣經濟的「起飛」也自一九六 0 年代開始。一九六三年，台灣工業生產淨

值首次超出農業，經濟型態由以農業為主轉變為以工業為主，同年，外貿出現光

復以來首次的出超（辛廣偉,2002:46），人均所得則由一九六一年的一五一美元，

到一九七六年突破一千美元，再提高至一九八一年的二四四三美元。 

在一九六 0、七 0 年代，傳統的農業社會型態在台灣也快速瓦解。一九六 0

年代工業化後，台灣都市化範圍擴大，都市人口大幅增加，統計資料顯示，台灣

二萬人以上的都市人口，從一九五二年佔總人口的四七．六％，到一九六二年的

五二％，一九七二年的六一．一％，再增加到一九七 0 年代末期的七 0．三％（文

崇一,1985:29-30），在一九六 0、七 0 年的二 0 年間總計增加了數百萬的都市人

口；同時，傳統的農業從業人口也銳減，從一九五三年的五六％，至一九八三年

只剩一九％，農業佔所有產業產值的比例則從一九五一年的三二．三％，一路下

降到一九八一年的七．三％。 

一方面，「中國人原來的農業社會面貌，至此面臨瓦解的命運」（文崇一,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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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另一方面，從一九五 0 年代初到一九七 0 年代末，學者也注意型塑新規範、

新價值的問題： 

「工業化的結果，重建社會關係的問題，主要在於傳統農業社會的家、族、

村落，以及傳統模式行為的規範和價值受到影響，而都市社區、職業生活、次級

社團的新規範和價值觀念，又尚未塑造定型。」（文崇一,1985:39） 

個人所得快速提升，生活消費行為也出現變化。經濟學家分析，從個人日常

生活的支出比例觀察這段時期個人消費行為的變動，自一九七二年以後的一九七

0 年代民間儲蓄率都超過三 0％，在飲食消費的支出比例與西方相較卻依然偏

高，這種高飲食消費現象被歸結為某種類似西方社會的「炫耀性消費」，原因則

是「社會尚未建立適合社會的新價值觀念，誘導社會結構導向新的方向」之故。

在一九七 0 年代，政府政策及出版產業的行銷宣傳提出了「書櫃代替酒櫃，書香

代替酒香」的說法，經濟學家則對改變這些一九六、七 0 年代個體生活行為的方

法，提出了實踐上面臨的一些問題和建議： 

「舉例來說，欲以書香社會替代奢華餐飲，便先須提供有價值的作品，令大

部分家庭都願意以閱讀作為休閒活動的一部分，而為增加有價值作品的供給數

量，便須設法讓社會的精英願意以部分乃至於全部時間從創作，這便涉及到在何

種條件下，精英份子才能發揮其應有貢獻的問題。」（林鐘雄,1985:223-4） 

此外，伴隨島內社會快速變動的是一九六五年前後到一九七九年一連串的外

交打擊。先是法國、加拿大、日本，最後是美國等主要盟邦先後承認中共政權，

在國府的強硬外交政策下，分別與之斷交，而一九七一年十月聯合國決議承認中

共政權，國府則決定退出聯合國，同年，因與日本對釣魚台歸屬問題的爭議，發

生了大學生遊行抗議的「保釣運動」。另外在一九七七年和七九年則分別發生了

國民黨在地方選舉舞弊的「中壢事件」，和政治抗爭的「高雄事件」。 

一九七 0 年代，在蔣經國任行政院長（一九七二）後則連續推動十項革新（一

九七二）、十大建設（一九七四）、十二項建設（一九七九）等「穩定中求發展」

的政策，使得在一九七 0 年代兩次石油危機引起的世界經濟衰退中，台灣仍維持

每年百分之八的經濟成長率，工業型態再由勞力密集逐漸轉向技術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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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六 0、七 0 年代島內外經濟、政治形勢快速變動的同時，文化上反對勢

力的鬥爭也正式展開。 

一九六六年，中國大陸由毛澤東發起文化大革命，提出批孔揚秦、破四舊、

立四新的文化革命主張，同年十一月，國府明令十一月十二日為「中華文化復興

節」，隨後號召所有人推動「中華文化復興運動」，國民黨則在年底的第九屆四中

全會通過＜中華文化復興運動推行綱要＞，「繼續倡導戰鬥文藝，輔導各種文藝

運動」（鄭明娳,1994:67），這個繼承中國道統主張的再提出，在一九七 0 年代初

達到頂點，「表現在出版領域，則是各種古籍的翻印數量猛增。古籍的編印、翻

印也在此時達到最高潮。」（辛廣偉,2000:72）。 

另一方面，在一九六 0 年代，這個繼承道統的主張，對內面對的則是在一九

五七年創刊的《文星》雜誌、在一九六一年時由李敖發表＜老年人與棒子＞拉開

為期三年的「中西文化論戰」反傳統的批判力量，以及一九六 0 年代初開始興盛、

主張「橫的移植」西方文學的現代主義文學陣營的反對勢力。這股反傳統、尚西

化的現代主義文學勢力，在一九六 0 年代挑戰著一九五 0 年代以來的反共戰鬥文

學。 

一九七 0 年代，另一股反對勢力出現。一方面，一九七三年八月，由返台學

人唐文標陸續發表＜什麼時代什麼地方什麼人＞、＜僵斃的現代詩＞、＜詩的沒

落＞激烈批評現代主義文學、要求文學「寫實」的文章，開啟一九七七到七八年

「鄉土文學論戰」的先聲；另一方面，由一群青年知識份子投入、創刊於一九六

八年的《大學雜誌》，在一九七 0 年代初針對政治時事屢屢集體提出諍言批判而

聞名，《大學雜誌》不久因政治路線的爭議而分裂，其中許仁真（許信良）、張景

涵（張俊宏）投入政治抗爭運動，許信良在一九七七年投入桃園縣長選舉，他在

爆發執政黨選舉作票的「中壢事件」後當選，這股力量後來與鄉土文學論戰中部

分文壇反抗勢力合流，並於一九七九年在南台灣高雄舉行「世界人權紀念日」大

會與鎮暴部隊發生衝突造成「高雄事件」，參與者包括張俊宏和前一年參與鄉土

文學論戰的作家如王拓、楊青矗都在高雄事件後被捕入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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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七七年的鄉土文學論戰中，現代主義文學作家與反共作家合流批判主

張社會寫實的鄉土文學反抗勢力，而鄉土文學的反抗勢力又包括兩股力量，一支

是以主張「台灣文學為中國文學的一環」的北部《夏潮》系統為主的「左統」力

量，另一支則是以主張「台灣文學獨立於中國文學之外」的南部《台灣文藝》為

主的「左獨」力量。在鄉土文學論戰中，這兩派都反對一九五 0 年代以來僵化八

股的反共戰鬥文學，也認為一九六 0 年代以來的現代主義文學虛無漂浮、無批判

性，他們在論戰中主張一種「大眾寫實」取向的社會批判文學，但他們的內在矛

盾也開啟了「中國結」與「台灣結」糾葛的先聲。 

這兩股反對力量在鄉土文學論戰後分道揚鏢，並在一九八一年詹宏志發表＜

兩種文學心靈＞，提出「在台灣的中國文學」將成為「邊疆文學」的說法後，激

起兩派南北作家論戰並漸行漸遠。後者進一步結合政治鬥爭轉向台灣歷史、文學

史、政治小說的創作與著述，從一九八 0 年代開始建立尚未建制的「台灣歷史」、

「台灣文學」、「台灣文學史」研究領域，佔取一系列歷史論述解釋的位置（蔡詩

萍,1990:464-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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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我們現代人」 

  「我們不應該在各種形象後面尋找意義，而應該尋找告誡。」 

──傅柯(Foucault,1998a:139) 

  「現代生活是充滿了新事物新挑戰的生活，人們以他原有的經驗來解決新問

題，往往沒有效果，甚或得到相反的效果。這種『經驗失效』的情狀一旦發生在

誰的身上，誰就變成一個不會生活的人。他『沒有生活能力』。沒有生活能力的

人自己很痛苦，對社會也形成一種負擔。他自己的生活必定失敗，同時也妨害或

延緩別人的成功。在現代化過程中，這樣的人可能大量出現，怎樣減少這種人口，

也是現代化工作的一部分。」 

──王鼎鈞(王鼎鈞,1976a:3) 

 

  一九五 0 年代反共戰鬥文學的部署，到了一九六 0 年代的島上社會已經建立

起三大論述的戰略體系： 

一、作家身體的分離實踐：這是一種按照實際的社會場所做的分類部署。作家

依身體及身份特徵歸類動員，一支支「筆部隊」分佈在青年人的社交團體、

婦女所屬的家庭、兒童所屬的學校、一般的工作場域，在各種團體中總不

乏大大小小的「反共作家」身影，透過制度獎掖產生的作家寫作，既宣達

傳佈基本國策，作家的分佈也產生「監視哨」的效果，既監視所有人，也

被權力之眼所監視。 

二、大眾文藝軍事化與反共戰鬥文藝學術化：對於各種鼓吹反共戰鬥的小說、

詩、戲劇、散文、新聞、歷史、理論，乃至於兒童作文，除了公開表揚外，

在各種座談會、研討會、文藝競賽、中央或地方的演說中也都被反覆研究

分析，從文藝寫作、理論研究到討論分析中也彼此援引，建立研究領域，

與制度互相聲援。 

三、個體身體的國族化：在身體的強制行動與思想的灌輸控制上，不斷確立一

切努力都為國族奮鬥犧牲的精神。例如，從兒童、青少年在具有強制性的

國民義務教育中，從身體上明令理光頭或蓄短髮、穿制服、朝夕集會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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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誡、上軍訓課程，從教育中訓練建立隨時為國族而戰的後備軍。而男女

老幼反共抗俄、盡職守分的最終目的，都是為了愛國家愛民族，軍人則是

這種典型的完美體現。 

  當我們用克勞塞維茲的話說，戰爭在戰略上是政治的延續時，傅柯的倒轉說

法「政治是戰爭的延續」，其實正說明了「『政治』作為防止國內動亂的基本手段，

也曾被視為一種延續，即使不是被嚴格地視為戰爭的延續，也至少是被視為軍事

模式的延續。」(Foucault,1998a:166)，就「政治作為一種維持內部和平與秩序的

技術」的工具性觀點來說，一九五 0 年代的嚴刑峻法與反共戰鬥文藝以及應蘊而

生的勵志文學，正是一種以肉體作為鎮壓、訓誡對象的政治技術。 

  在一九六 0 年代我們仍可以看到這個戰略體系的戰術運作，但我們也可以發

現到它的動員已經趨於形式化與口號化。一九六 0 年代除了各種文藝獎金對反共

戰鬥文藝的持續掖助外，各種反共文藝團體與文藝組織進一步的合縱連橫也在進

行，例如，一九六四年十一月，國民黨第二次新聞工作會談就通過了「加強新聞

文藝工作合作，以擴大文藝戰鬥功能，促進反攻大業」提案，將反共文藝與新聞

工作結合（文建會,1995:130）；一九六六年七月，中國文藝協會、中國青年寫作

協會、台灣省婦女寫作協會、中華民國電影戲劇協會、中華民國音樂學會、中華

民族舞蹈學會、中國攝影學會、中國美術協會、中華民國青年團體聯合會、國際

文教反共協會等文學藝術團體，共同發表「我們對毛共迫害文化的共同看法」，

支援大陸反共文藝人士（文建會,1995:145），在一九六 0 年代我們仍可以看到這

種戰略戰術互為表裡的實踐運作。 

但是，各種反共戰鬥文藝的串連，到了一九六九年十二月，一場國軍文藝大

會的研討中，從它冗長的「中心議題」：「運用新文藝運動奮勇前進的偉大力量，

貫徹 總統建軍訓示，推動中華文化復興，以喚起海內外同胞全面動員戰鬥，消

滅萬惡共匪。」（文建會,1995:173）中，我們可以看出在一九六 0 年代延續的反

共戰鬥文藝已經呈現了僵化與口號化的疲態，它的效果開始和這種議題一樣──

冗長而無經濟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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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六三年六月二一日《中央日報》副刊上，刊載了一篇談＜泱泱的風度

＞的勵志散文，它在一九七 0 年以《人生散記》集結出版，到一九七七年發行了

九版。我們在其中仍可見這種重複冗贅的訓誡： 

「一個具有泱泱風度的人必能好人，也能惡人，對無心作惡者，犯而不校，

含忍寬容，曲予諒解；對於國家民族的仇敵，禍國殃民的匪徒們，除盲目附和者

外，必嚴厲制裁，除惡務盡，絲毫不予妥協寬貸。 

一個有泱泱風度的人，必有忠愛民族的熱忱，和捨身報國的志節，他善體

盈虛消長之理，決不懷疑現狀，喜悅動亂，或得意忘形於短暫的成功，沮喪灰心

於一時的失敗，他有頂天立地的氣魄，克盡國民天職，也有繼往開來的抱負，以

期無忝所生。」（曾燕萍,1977:6） 

一九六 0 年代，另一種強調「現代」的勵志書籍開始某種程度和心理學、精

神病學、醫學的病理學式分析發生連繫。在一開始，這是一種透過論述嚴厲區分

「正常」與「違常」來分類支配個體的行動，是一種注重「效果」的理性計算，

對個體的說服效果是由更易於數量化評估的「個體生產的經濟效益」來加以評價

計算──諸如事業成就高低、財富多寡等等。我們在後面將會看到，這種激越的

區分論述在一九八 0 年代後才逐漸恢復平靜，並且更進一步地與科學知識結合成

精心闡述的勵志文學。 

一九六 0 年代，一方面，一種明確反對中國道統、主張「全盤西化」的批判

力量掀起了「中西文化論戰」，同時，一種主張直接移植西方當代文學形式的「現

代主義」文學勢力也已經興起： 

  「他們提倡『橫的移植』來代替『縱的繼承』，所以把存在主義、意識流、

超現實主義以至於反小說（New Roman）等現代前衛文學的意識形態和寫作技巧

引進國內。」（葉石濤,1993:114） 

現代主義文學有許多外省籍第二代的作家如白先勇、王文興、李歐梵，但也

不乏許多後來某種文學史觀下所謂的「本土」作家，如黃春明、七等生、李昂、

陳映真、陳若曦、歐陽子，他們都曾在「現代主義」的旗幟下運用這樣的文學技

巧從事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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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必須從奪取論述權的權力鬥爭角度，從「文本創作」與「現代主義文學」

實為「戰術實踐」與「戰略部署」的角度來說明現代主義文學的興盛。必須從論

述鬥爭的權力關係角度，我們才能適切地說明如作家白先勇剖析現代主義文學中

外省籍第二代作家的內心： 

「⋯這些新一代的作家沒有機會接觸到較早時代的作品，因為魯迅、茅盾及

其他左翼作家的作品全遭封禁，他們未能承受上一代的文學遺產，找不到可以比

擬、模仿、競爭的對象。因此，寫作生涯變成了困苦又孤獨的奮鬥。與『五四』

時代的作家完全相反，這些作家為了避過政府的檢查，處處避免正面評議當前社

會政治的問題，轉向個人內心的探索：他們在台的依歸終向問題，與傳統文化隔

絕的問題，精神上不安全的感受、在那小島上禁閉所造成的恐怖感，身為上一代

罪孽的人質所造成的迷惘等。因此不論在事實需要上面，或在本身意識的強烈驅

使下，這些作家只好轉向內在、心靈方面的探索。」（白先勇,1967;轉引自葉石

濤,1993:115） 

在如葉石濤的文學史觀中，將現代主義文學定位成外省籍第二代作家認同失

序、申吟哀歎的失根文學，然而，實際上白先勇的自白同樣適用於現代主義文學

中某些本省籍作家，只不過所謂的「上一代的文學遺產」、「在台的依歸終向」，

在血緣與政治認同的意含上各有所指，如此而已。從權力鬥爭奪取論述的角度，

才能說明在這股要求「現代」的文學勢力中，同時指向某種「西化－進步」觀念，

其實是透過這種「橫的移植」西化觀念的「迂迴」戰術，間接地否定了反共戰鬥

文學的思想灌輸或斷裂了它賴以建立正當性的中國道統，而省內外作家都共同參

與構作這種現代主義文學的論述鬥爭。至於其後一系列「本土」史觀認定現代主

義文學的興衰，與文學體裁的「本土」與否、文本描寫對象的「本土」與否（葉

石濤,1993:114;彭瑞金,1997:120-1）的關係，其實無關宏旨，而是另一場歷史論

述鬥爭的爭奪戰役。 

另一方面，一九六 0 年代開始，台灣加入西方生產線的行列，產業政策導引

人們大量離鄉離農進入工廠，日本、美國等國家的企業也來台設立加工廠或尋求

代工廠，台灣民間從這些國家賺取生存所需要的外匯，也開始接觸到文學之外、

現實之中種種西方「現代」的觀念。距離一九五 0 年國府提出十年反攻大計的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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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仍遙遙無期，一種迥異於傳統鄉村社會觀念的現代工業生活卻已經開始。 

 

勵志論述的「個體經濟學」與「病態」的分離實踐 

在一九六 0 年代依然高壓灌輸「反共戰鬥」的環境下，勵志書籍的論述逐漸

建立起三項原則，這三項原則並不是一種強制性的方法，但卻是出自於一種謹慎

估算後的理性處方。 

一、身心狀態的「資本化」原則──提出個人的生理和心理狀態成為具有經

濟學特性的「資本」概念，工作的成效，和個人的身體行動與思考方式之間，建

立起某種互相指涉的微妙關係，個體的身心狀態作為「資本」，具有產生經濟效

益的潛能。一九六二年，在一位作家改寫自美國學者馬爾騰文集的《勵志文庫》

中，將個人的價值、勵志的目的都指向由「事業成功」與否來估算。在《勵志文

庫》說明＜體力與事業＞的短文中分析： 

「一個人有著大志，有著徹底的自信，而同時又具有足以應付任何境遇，抵

擋任何事變強旺的體力，則他一定能夠從那些足以阻礙體弱者之努力的煩悶、憂

慮、疑懼等種種精神束縛中解脫出來⋯凡是有志成功，有志上進的人，都應該愛

惜著，保護著體力與精神，而不使有些微之浪費於不必要的地方；因為體力精力

的浪費，是足以減少我們的成功可能性的。」（林語堂,1962:13） 

在＜生命之資本＞則說明生理和心理狀態必須合理規劃，以最符合經濟效益

的方式使用，才能使事業成功： 

「你必須阻塞每絲的精力之走漏，阻止每絲的不必要的生命資本之損失；庶

幾你能將你的全部精力，全部生命資本，最經濟地，最有效地使用⋯你的未來的

成功之秘訣，就鎖藏在你的腦中，你的神經中，你的筋骨中，你的志願中，你的

決心中，你的理想中。一切全靠你的生理與精神狀態。你在事業中所下的體力與

精神力的數量之多少，可以測量出你的最終成功之大小。所以減少你自己的體力

與精神力，減少你的生命資本，即減少你自己的成功機會與生命價值。」（林語

堂,1962:28） 

這種支配身體和心靈細節的「個體經濟學」，分析從肉體鍛鍊和心靈教育的

細節，到實際指導諸如＜怎樣選擇職業＞、＜不恰當的職業＞、＜獲得職位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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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的方法。這是一種關於「細節」的知識，從個殊的身心生活細節分析中，說

明這種知識的經濟效益，來取得說服個體的論述效果，例如在身體的「外表」上： 

「一個稍有眼力的經理，當然不會進用一個腰彎背駝，坐立失態，沒有骨頭

的青年⋯他也許一見面就惶恐起來，眼珠亂轉，手足無措；也許他直著眼睛瞪著

對方；也許他邊說話邊玩弄著帽子；也許他衣履太欠整潔，垢頭長髮，或是長的

指甲中塞滿了污泥；也許他口銜煙捲，態度傲慢。總之，各種沒有留心的小節，

大都可以使他所謀的位置發生問題。但是他從從未留心到這一層──這些小事對

於他一生的事業與成功，將發生很大的影響。」（林語堂,1962:34-5） 

它也指導肉體的思考表達方式。在＜最重要的資本－態度＞中舉出： 

「優秀的男女店員，一定是富於同情，態度和靄，善於交際的⋯一個忠實的

店員，決不斤斤計較待遇的菲薄，他總是和顏悅色地誠懇服務，他處事敏捷，處

處為店裡著想，對待顧客更是親切體貼，小心周到。」（林語堂,1962:37） 

二、身心「病態」的分離實踐原則──個人身心狀態與事業成就之間，透過

某些心理學、醫學和精神病學的現代科學術語，在勵志書籍的論述中被連結起來

進行分離區隔。這不是一種像一九五 0 年代離析出實際的社會場域進行的權力實

踐，而是基於一種「比較」的原理，經由個體間身心狀態的相對比較，成就的相

對比較⋯等等，在個體之間進行進行一系列的區隔分離。 

在《勵志文庫》序言中，「煩悶、消極、悲觀、頹唐」等等一系列融合肉體

與心靈狀態的形容詞，被視為某種個人身心的「病態」而提出來，在分析這些病

態的同時，也指出消滅這種個人病態的辦法： 

「煩悶、消極、悲觀、頹唐是今日中國青年的流行病。也有人說過，這種病

態，是由客觀的社會環境所造成，所以在中國的社會環境，不會變得良好些，以

前我們不能期待著這類病態消滅，然而我們卻相信，個人的主觀的努力，個人的

精神態度的改變，未始不可消滅這種種病態，至少滅殺他們的猖獗，環境可以決

定我們的精神，我們又何曾不可決定環境。 

中國的青年正沈淪於煩悶、消極、悲觀、頹唐的苦海中，然而說來奇怪，在

今日中國的著作界中，關於激勵青年的志氣，興奮青年的精神，而使青年人脫離

煩悶、悲觀，等等的深淵，以努力於正執的新生活有系統的書籍，即使不是絕無，

至少可稱僅有。這是譯者不揣淺薄，移譯這本書的最大的理由。」（林語堂,19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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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它標舉的「成功」概念，是這種分離實踐的前提。在大部分的情況中，

「成功」是指個體對於其他人、事、物支配或宰制的相對能力，例如，對於金錢

支配的多寡、對物資使用的權限、對人的動員與掌控等等，一九七 0 年代末期「職

業聲望量表」的劃定成了這種社會概念具體形象的展現（見附錄二）。它通常以

個體職業的「聲望高、低」、「權力大、小」和「財產多、少」，劃分出不同社會

階層，例如，「大企業董事長、總經理」在這種分類中是聲望高、權力大、財產

多的族群，相反，「農民、勞工」則是聲望低、權力小、財產少的社會族群（文

崇一,1985:25），這種劃分形式背後緊緊扣合的則是「成功與否」的概念。 

其次，它區別出妨礙事業成功的個體身心狀態，分離出個體行動和思考在細

節上的偏差「違常」和健全「正常」，以及排除這些病態的方法。 

在排除妨礙成功的身心病態方面，它將特定的肉體和心靈狀態結合某種類似

精神病學和醫學的術語，界定出必須被排除的身心病態和這些具「傳染性」的「患

者」，以及從而界定出成功的個體所必備的健全身心狀態，並告誡個人事業的成

功必須建立在驅除遠離這些身心病態上──我們可以在被視為成功障礙的「神經

過敏」、「怪習氣」、「萎靡不振」及「懦怯症」等等的描述中看到一系列關於這種

病態的剖析： 

「神經過敏對人類真是一種可怕的毒害⋯一個患了神經過敏症的人，隨時隨

地都會覺得人家正在睜大兩眼注視著他，凡是人家所談的話，所做的舉動，都是

與他有關。他自以為任何人都在干涉監視或恥笑他的言語動作和一切習氣⋯神經

過敏症不但有害於愉快，成功，和健康──它使患者不能與別人和睦相處，所以

有損於健康。並且更有害於自尊心。凡是聰明的青年男女，誰都應該革除這種毛

病，他們必須身心健全，頭腦清新，並努力保持自己的人格和自信力。他們決不

怕人家對他惡意指摘和譏笑。」（林語堂,1962:39） 

「任何青年男女，都應竭力改善足以妨害事業成功的種種小習慣。譬如舉止

惶亂，坐立不穩，走路無神，言語酸刻等等，在在都可以成為失敗的因素。常見

許多失敗者中，很有不少聰慧，強健，立志遠大的人才。他們的缺點只是幾種古

怪的習氣，說話過於尖酸，專好撥弄是非，吹毛求疵。如果你能將一切有害於成

功的習氣記錄下來，仔細觀察自己所犯的是那種，研究出一個改善的方法，你將

來一定能夠獲奇蹟的效果。」（林語堂,1962: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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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萎靡不振的青年，前途真是危險得很，他舉止呆鈍，生氣毫無，坐立

不穩，永遠好像昏昏欲睡的樣子⋯我們真替這萎靡不振症的患者擔憂，希望任何

青年男女都不要傳染了去⋯交朋友最應小心，就是不要去和那些頹廢的，沒有志

氣的人來往，好像不要接近患傳染症的人一般⋯一個意志薄弱，萎靡不振的人，

常常會把他的這種壞脾氣傳染給別人，而那受他傳染了的人，往往連自己也沒有

知道。」（林語堂,1962:42-3） 

在論述中所指向的個體身心狀態的「正常」與「違常」病態，一方面是經濟

生活領域成敗的原因與先行指標，個人的被裁員、工作的不順利、人際交往的挫

折，被單向歸因於這種違常的個人身心狀態，而不是求諸環境中各方面的壓制性

力量；另一方面，我們在一九七 0 年代另一本暢銷的勵志書《人生的光明面》中，

也可以看到這種「違常」結合精神病學與醫學分析，被進一步指為是身心嚴重致

病的原因： 

「你能夠對憂慮的情緒有所作為，乃是極其重要的事。憂慮是幸福的大敵。

它影響你深思熟慮的能力，因而也就影響你的工作效能，並且可以對你的身體健

康造成損害⋯一般人往往都沒有注意到，緊張焦慮可能引起許多種心臟與血管方

面的病象⋯心臟對於焦慮的情緒可能有很多種不同的反應。反應的強度是顯著增

加的。悸動的節奏可能受到影響、特殊值得憂慮的情況可能造成心臟極不規律的

反應。甚至於可能造成陣痛，醫學上稱為『心絞痛』(angina pectoris)，中年

人尤其會有這種危險。過度緊張也可能造成血管對心臟裡血液供輸不暢，即一般

所知的『冠狀動脈栓塞症』。有時會有嚴重的後果。」(Peale,1976:114) 

「煩悶能摧殘人的活力，消磨人的精神，所以能夠很厲害的影響到人的工

作。一個人在心緒不寧的時候所作的工，自然不能得到最高的效率⋯在腦細胞受

煩悶的毒害的時候，腦部的思考力，自然不能像毫無片雲之蔽的時候的集中。腦

細胞是時常為血液所沖洗的；而就從血液中，攝取其養分。所以假使血液中常常

載滿了恐懼、煩惱、憤恨、嫉忌等思想的毒素時，這些細胞的『原形質』便會受

到損害。」（林語堂,1962:67） 

三、肉體日常操演的「規範化」原則──這是一種關於個體生活的政略，透

過結合科學知識的論述戰術與技術，為肉體在生活中提供全面性指導。在這裡的

戰術是一種歸納「簡化」的修辭學(rhetoric)，技術則是不斷由生活中的例證做演

繹說明，產生個體自我檢查與生活對照的「類比」效果，在論述上，兩者構成相

互指涉、互相為用的功能，最終的目的則是指向對肉體生活的全面滲透與正常化。 

-79- 



台灣勵志書籍的系譜（1950－1990） 

通常它是利用簡化的言說論述方式，例如生活守則或準則，或者透過建構日

常生活言行的規範性檢驗標準，如「熱愛工作」、「愛護自己」、「愛惜時間」等等，

以方便時時進行個體的自我評估檢查： 

「測驗人的品質有一個標準，就是他工作時所具的精神。假使他對於工作，

是被動的而非自動的，像奴隸在主人的皮鞭的督促之下一樣，假使他對於工作，

感覺到厭惡；假使他對於工作，沒有熱誠同愛好之心，不能使工作成為一種喜悅，

而只覺得其為一種苦役；那他在世界上，一定不會有大成就的⋯自尊、自信，是

成就大事業之必須條件，然而對於工作不肯盡心盡力，而只求敷衍塞責的人，是

不會具有此種自信自尊的⋯在任何情形之下，是不可容許你自己對於工作發生厭

惡。這是最壞的一件事。假使你為環境壓迫，而只能做些乏味的工作，你也當努

力設法，去從這乏味的工作中找出些興趣與意味來。」（林語堂,1962:20） 

「一個成功者對於自己的時間，往往珍惜異常⋯一個做事有計劃的人，無論

是老闆或夥計，都應有眼力審斷來客在生意上的價值；對於不必要的廢話，都應

想一個收場的方法。同時他們也決不在人家的工作時間內，去同他東拉西扯地談

些沒關緊要的話。因為這樣無異是在妨礙人家的工作效率。打擊業主的應得的利

益。」（林語堂,1962:79） 

它通常透過不斷地舉例，演繹具有正面效果的情緒對日常肉體生產勞動有益

的告誡，例如，在「不要煩悶」的規訓裡： 

「婦女們特別易於煩惱。她們每天費於處理家常事務的精力，遠不如費於對

子女的無謂操心與懊惱，以及其他的無謂的精神緊張上為多。一到日暮，她們每

覺得神疲力極；然而她們不會覺悟到，這是她們浪費大部分的精神於無謂的心理

的不安寧的緣故。」（林語堂,1962:67） 

或者結合分離實踐的原則，由各種生活情境中舉出例證說明「大家都喜歡的

那種人」： 

「樂於受到別人的敬愛，乃是根深蒂固的一種欲望。⋯無數種的民意測驗中

都顯示出來，一個人最強的一種願望，就是他能被別人喜歡。因此，如何與別人

融洽相處，就不是一件小事；如果我們要度過幸福愉快、績效顯著的人生，就必

須要能掌握善於與人相處的重要技術。究竟一個人應該怎麼做呢？⋯」

（Peale,197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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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達爾文主義的公民 

對於一九六 0、七 0 年代的勵志書籍，我們可以看到在這些原則下呈現了三

個特性：一是一種注重「效果」的功利經濟學，其二，是結合科學將身心狀態以

準醫學術語加以病態化的理性論述方式，其三透過論述實踐的日常操演使肉體生

活「正常化」。它和一九五 0 年代政治勢力為了凝聚國族認同、收割政治利益而

興盛的勵志文學不同，如果一九五 0 年代出現的是政治認同的主體，那麼現在誕

生的則是經濟認同的主體。它更注重個體的經濟性質，透過與科學知識結合產生

身心違常的個體，一系列肉體與精神違常後果的解釋，增加了它的說服效果，它

的轉型與給讀者對自我的認同與認識帶來了不同的影響──一種不能使個體成

功、產生經濟效用的身心狀態成了「病態」，而這種違常的個體必須被淘汰。 

在《人生的光明面──積極思想的驚人效果》這本一九七二年初次在台灣翻

譯發行，到了至一九七六年已經發行了五三版的勵志書中，譯者節錄原著皮爾(N. 

V. Peale)博士「致讀者」的話說明了這種勵志書籍功利的經濟學性格： 

「這是一本專講『效果』的書，其中都是一些真實的故事，以說明那千百人

由於奉行『積極思想』的緣故，在他們的生命中發生了驚人的轉變⋯與我通信的

讀者們告訴我，由於運用積極思想的原則，使他們自己的生活發生了些甚麼樣的

改變⋯這些人因為能將『積極思想』實踐力行，所以能發現一種全新的思想與生

活方式，變憂傷為歡樂，變軟弱為剛強，變失敗為成功，變沮喪為希望，最後乃

使一切的失敗挫折一變而為成功。」（彭歌,1972;轉引自 Peale,1976:4-5） 

在一九六 0、七 0 年代勵志書籍這種關於身心「病態」的區分行動中，我們

可以看到不同於早期監獄的另一種理性的監禁形態。一種新的「囚禁」形式在成

功者與失敗者、正常與病態的區分中成形，透過理性的論述分析以一種更具經濟

學效益和效率的方式，在日常生活中隔離病態的個體，在激勵個人心靈的同時，

「防疫」的醫學隱喻，意謂著對肉體透過「孤立」施壓以矯正不利於社會勞動力

再生產的違常個體。 

如果傅柯在《MC》瘋癲歷史研究所言為真，那麼在一九六 0、七 0 年代的

勵志書籍歷史中，我們就該看到這種勵志論述與科學知識共謀啟用了一種非病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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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冷酷語言來相互交流和相互承認，在對沈默的病態的理性獨白中生產「他者」，

人們在生活裡築起理性的高牆開始囚禁鄰人、防止他的缺陷「傳染」擴散，勵志

書籍論述影響下的肉體成了「局部中心點」、分離實踐的戰術實施單元。在勵志

論述的實踐中，「成功者」和「失敗者」的鑑別，包裹著身心狀態「正常」和「違

常」的醫學隱喻，在個體的日常生活中進行區分隔離，這在某個意義上，也就成

了階級劃分初級的微觀形象。 

從一九五 0到一九七 0 年代，從農業到工業，從鄉村到都會，從傳統到現代，

正如同從反共戰鬥文學到現代主義文學，再到鄉土文學，不是一脈相承的連貫

性，而是歷史、生活知識和認同的斷裂，這也形成了個體對於現實生活知識的需

求。這種需求是一位一九六 0、七 0 年代間在大專學校教書的勵志書作家所說「常

遇鄉鎮出身乍入都城的同學質疑問難，以個人與環境間的調節適應為苦，以過去

與未來的貫通為慮。」的現實需求（王鼎鈞,1976a:4），使個體轉向各種自我認識

的知識求索，勵志書籍因此對個體起了作用，也成了權力爭逐的標的。 

一方面，人類學的研究、經濟學的分析，為統治權力提供了正當性和必要性，

來對於能建構個體相符應倫理價值的論述機制和論述，進行經管、投資與收編；

另一方面，前面這位在一九七 0 年代中期寫下「人生三書」──《開放的人生》、

《人生試金石》、《我們現代人》而暢銷超過十萬冊（筆者按：僅《開放的人生》

一書，不含坊間盜版書，就印行超過十萬冊）的勵志書籍作家（李雲林,1981:80），

他的建議與警告則說明了這種論述工作必須更進一步與科學知識結合： 

「我們的哲學家、教育家、文學家應該同心合力做好『解釋現代人生』的工

作，用『解釋』現代人生來『建設』現代人生。沒有正確的和建設性的解釋，歪

曲的、破壞性的解釋可能乘隙而入。靈魂也會『飢不擇食』！」（王鼎鈞,1976a:178） 

一九七 0 年代「書櫃代替酒櫃，書香代替酒香」的宣傳策略廣為流傳，成功

深入家戶，對於以內容淺白著稱的勵志書籍的論述實踐而言，意謂著一種實踐成

本更低廉的「規模經管」(economy of scale)時代的展開，對於違常個體的區分隔

離，則具有規模宏大的傳播社會學和人口學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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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不利勞動生產的違常個體，一方面在權力的微觀實踐上是被隔離的對

象，另一方面在人口學上是必須被控制或剪除的對象、被矯治或淘汰的人口，成

為某些由科學統計上檢證的數目字，「怎樣減少這種人口」也成了經濟起飛、工

業發展的台灣「現代化工作」的一部分： 

「⋯這些人往往具有優秀的品質，若非社會變遷，他們一定快樂、成功。現

在，他們疏離現代社會而又自認為受社會排斥，大部分精力消耗在沮喪疑慮之

中，既是社會的損失，也是人生的悲劇。這些人需要一些勸告，有時候，只要寥

寥幾句警闢的話，就能使人豁然醒悟，把一個人從『社會的負債』變成『社會的

資產』1。一念之轉，禍福立判。雖然社會改變，他仍然可以是一個快樂而又成

功的人物。問題是，如何把這『一念』形成動聽的語言呢？」（王鼎鈞,1976a:4） 

勵志書籍在一九六 0、七 0 年代對個體「成功」的關注與分離實踐中，誕生

了經濟達爾文主義的公民形象，這個終極形象是勵志書籍同科學的主要目標、對

象和立足點，這種論述實踐成效的關鍵則在論述的技巧。一九七 0 年代中期，從

暢銷勵志小品作家的清晰說明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出一九六 0、七 0 年代的勵志

書籍作為一種審慎精算的權力論述機制，它所生產的論述具有多重的戰術價值，

在肉體的微觀實踐與人口學中間，它扮演著銜接肉體的政治解剖技術與社會戰略

之間「轉轍器」的戰術角色。 

                                                 
1 底線為筆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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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撫慰的藝術 

然而，如果身心的「病態」和個體在日常生活中的失敗，兩者互相指涉，那

麼是否意謂著身心狀態「健全正常」的個體，必然能夠成功？身心狀態「正常」

而未成功的個體，又該如何自處？在這種由「成功和失敗」、身心「正常與病態」

的活人構成的交叉分類表格中，在勵志書籍的論述裡，除了「健全正常的成功

者」、「病態的失敗者」，見不到「病態」而成功的人，但是，對於身心正常的失

敗者，或者正常而未成功者，則不乏著墨。 

這是一種撫慰。如果可以的話，我們借用一九八 0 年代初期一位文學評論者

的說法，那是一九六、七 0 年代「對我們社會中這些成千上萬『一生誠實，到頭

來卻發現他們輸去了尊嚴』」的個體的關注凝視（詹宏志,1981:29），是將感受化

為思辨的具體表現去說服、撫慰肉體。 

這種勵志論述的目標，指向了個體撫慰後的內在身心和諧，和外在社會秩序

的鞏固，以及達成勞動力再生產的目標。一九七三年一本名為《和諧人生》的勵

志書出版，寫書的作家說「因為是一本真誠鼓勵人人向上的書，所以一開始就很

有人緣」，這本書在出版後的一二年內達到四六刷的銷售量（子敏,1997:ii-iii）。

在這本書中，與其說是對「人生修養」的告誡，不如說是對生活中不斷失敗挫折

的柔順個體的撫慰，在談「達觀」、「快樂」、「樂觀」、「平凡」、「成功」、「失敗」、

「疲勞」、「訴苦」、「忍耐」、「合作」等等篇章中，安撫著失敗受挫的正常靈魂，

這些失敗挫折多半來自工作生活中，心靈的馴化和肉體的呵護，則是指向激勵勞

動力的再生產： 

「⋯從待人的態度上看，『平凡』充滿人情味，充滿理性，卻是一種最美的

境界⋯如果我是一個大機構的主持人，我選擇我的各級主管，第一個條件就是『他

是不是和氣』。我要重視『和氣』像重視他們的『健康』⋯我之所以那麼重視『和

氣』，主要的原因是：『和氣往往是精力的寒暑表』。世界上，我從經驗裡知道，

只有真正貯藏了夠用的精力的人，才能待人和氣⋯所以我說，和氣就是健康。」

（子敏,1997:45-7） 

「我想下的結論是：『失敗』，只對講『收穫』、計算『成就』、喜歡用客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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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字』來說明自己的人，有些意義。一個能夠培養一種純正的趣味，而且以這

種趣味作為人生的主體的人，他可能一輩子不知道『失敗』是什麼東西。他很可

能就是一個永遠不失敗的人。」（子敏,1997:71-2） 

「人必須在工作中體會自己存在的價值，所以應該坦然迎接『疲勞』。一個

人因為過度疲勞而出毛病，固然是不聰明，固然是應該改善，但是從生命價值的

角度來看，愛工作不怕受累的人，實在比永遠處在『半休息狀態』中而閒得無聊

的人，高了好幾倍！」（子敏,1997:121） 

 

「科學」──精神安慰劑的基本配方 

在諸多以抒情散文形式寫下撫慰受傷心靈的勵志書籍出版的同時，另一種

「求知」型態的勵志書籍也出現了。 

這是一種實是求是、注視個體功效的勵志書籍，它的撫慰來自一系列科學知識

證明的自我認識後個體的寬心理解，它透過專家有系統地分析無數生活個案，結

合科學知識的解釋，在快速轉變的生活環境中，提供個體生活的指導與人生的解

答： 

「然而問題還是得交給『真正的專家』去解決。現代的心理學家、醫師運用

專業知識與技術，的確可以解決部分問題。至少在心理學知識日漸普及的今天，

找幾本切中問題的心理學書看看，是會有所助益的。」（李傳理,19862） 

在一九六 0、七 0 年代的變化發展中，傳統大家庭破碎化與斷節化，人際交

往發生區隔和疏離的轉變，個體在家庭、在配偶情侶、在朋友之間情感的施放與

收斂也不同於過去。個體的「情感與性」成了與經濟人口相關的現代問題，在一

九七 0 年代後成為勵志論述結合理性知識力圖了解分析的對象。 

和一九五 0 年代以來，由於人口暴增帶來「節育」政策的性控制的人口學不

同，現在個體「心理情感和肉體的性的不協調」為家庭生計、人際和諧互動和工

作勞動，簡言之，為經濟生活帶來了不利的影響，個體的「情感和性」必須被安

撫，而成為被關注的對象。 

                                                 
2 ;轉引自薇薇夫人(1986)。《情感與人生》：＜編輯室報告＞。台北：遠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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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學、心理學、社會學、醫學、精神病學、人類學、經濟學的介入與分析，

都開始在勵志書籍這個力量的關係場中起了明確的作用。在一九七五年初版後發

行數十版的暢銷書《情感與人生》中顯示，情感問題與性的輔導教育扣連在一起，

這類問題發生的原初場所被認為是在學校與家庭，輔導教育和研究分析的對象則

是從兒童的性開始： 

「六十一年（一九七二），『中華民國兒童少年發展策進委員會』召開的『家

庭生活研討會』上，李叔佩、廖榮利等多位專家都提出性教育的問題，並強調性

教育已到了必列入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的時候，因為『性』是生理的自然現象，

也是人格發展的一部分。『性教育不僅在傳授性知識，而且指導兩性在人類關係

上所發生的生理、心理、社會以及在經濟上相互影響』。」（薇薇夫人,1986:44） 

現代個體的情感問題必須被研究、被論述，由於性是人格發展的一部分，情

感問題被認為和肉體的性的發展相生成： 

「『純情』而不涉及性的感情，在現代人來說，已經因交往接觸的方便而更

不容易堅持了。所以國內外的專家們都認為這已經不是該不該談的題，而是要怎

樣去談的問題。」（薇薇夫人,1986:43） 

「情感和性」必須被談論，剩下的問題則是如何去談論它。「情感問題」的

根源被認為是在「性的迷惑」上，兒童不同時期的性首先成為被徹底剖析的對象： 

「根據心理學家的研究，從出生到兩歲，『這時候的孩子並不清楚真正性別

差異，男女兒童開始會自慰⋯』兩歲到六歲的特徵是有『自慰行為』，『注意生理

差異』，『暴露和窺探』，『認同父母』。五歲到十二歲的特徵是，『同性相吸異性相

斥』，『性別差異越來越明顯、越多項、越穩定』，『學習性別角色』，『男女情緒表

達不同』，『男女心智不同』，『開始角色的認同』。到了青春期的時候，『裡裡外外，

上上下下都有了變化，受荷爾蒙和生理變化的影響，性驅力暴漲⋯』。」（薇薇夫

人,1986:44） 

各種調查研究和分析也在指導個體的勵志論述中被大量引用。這位兩性問題

作家根據科學調查指出，「愛情困擾」在各種大規模的研究調查中顯示是個體「情

感」方面的首要困擾。它被分析為對學習效能、工作效率與社會現代化進程都直

接或間接產生鉅大的影響。例如，在「異性戀需要」的調查裡，就發現「現代化

程度愈深者，他的異性戀需要也愈強」，在一項名為「中國大學生現代化程度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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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理需要的關係」的調查研究中說明： 

「『異性戀需要』是指個體對異性的興趣。由於社會文化背景的影響，傳統

的中國人往往諱言『性』，因此即使其基本需要與興趣很強，但因有所顧忌也不

敢表現出來。現代化較差的學生在異性戀需要上的得分之偏低，即可能由於此一

因素的影響。」（轉引自薇薇夫人,1986:43） 

這個科學調查為《情感與人生》的情感分析提供證據，得出「異性戀的需要」

是「現代人」的基本需要的結論： 

「『異性戀的需要』是人性的基本需要，現代化強的人表現的是『顯性的』，

而現代化較差的人表現的是『隱性的』⋯」（薇薇夫人,1986:43） 

《情感與人生》這本暢銷書，主要以成千上萬的讀者來信作為處理素材，透

過大量個案的歸納、統計、分析，呈現一九六五到一九七五年間普遍存在於個人、

家庭、社會的問題，它同時顯現了一種「認識個體的知識」與「個體的自我認識」

相互指涉、彼此強化的循環辯證關係。 

一方面，各種穿門越戶的個體詢問調查和讀者的自白投書，讓作家和專家們

對於跨越一九六 0和七 0 年代間的個體情感問題和樣態有了更具體的了解，這種

理性認識論建構的個體身心，成為一個被「科學」所證實的對象領域，從而使勵

志書籍能夠在一個一般的「真理」範圍內運作；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看到勵志

書籍更明確地與一系列科學知識緊密地結合，在一九八 0 年以後進一步由心理

學、教育學、社會學共同構作的大眾心理學闡述形成另一種撫慰同時激勵的藝

術，個體對於自我的認識與認同，則由這種理性論述圍繞而成的的認識論所取代。 

在一九六、七 0 年代的勵志書籍中，可以看到「我們現代人」在一片揚成揄

敗、激越嚴厲的論述征伐聲中誕生，在一九八 0 年以後，這些論述才逐漸趨於平

靜，卻是更加細緻溫軟地導引個體的身心節奏，翩翩起舞。各種科學的理性知識

在一九八 0 年後進一步與勵志書籍的論述結合並分支分流，將肉體與心靈零敲碎

打地分解，分門別類地分析，更加精心細膩地照料安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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