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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與欲望 ---七等生小說主題研究  

 

第一章   緒論   

 

我以我所顯露的殊異之性，去與一切其他的殊異之性諧合

共存，而不是為了一個整體的世界喪失我的個性。（〈五年

集後記〉《情與思》，頁 127） 

 

七等生或許可稱為戰後台灣文學史上最孤獨的行者。他像個長

期處於青春期的反叛青年，堅守個人的文學信仰，期待能保有個

人的「殊異之性」。七等生的文字風格，及其小說中獨特的哲學思

維，都使他卓然立於台灣文壇之中。他不願「信奉」任何一種主

義，他唯一信仰的是「自我理性」的辯證。  

六○年代現代主義思潮在台灣發酵，許多現代主義小說家，積

極而熱切地在文本中，進行「實驗」與「革新」運動，七等生也

開始了他的文學旅程。當時存在主義與佛洛伊德的思想漫延文學

界，七等生也感染了這股風潮。但是他跳脫了個別議題的論述，

直接從哲學層次探討個人生命的意義。  

「真實生命」的追求，一直是七等生所關注的焦點。閱讀七等

生的作品，可以發現他十分敏銳地感受到個人存在的獨特性。七

等生的小說充滿著許多對集體的道德責任，對政治、社會、制度

等外在的價值規範的挑戰。這些外在的規範將真實的人性層層捆

綁，使人在這個制式化的社會中，喪失了獨立思考的價值。擺脫

這些框架的限制，反思個人「存在」的本質，是七等生追求「真

實生命」的第一步驟。  

此外，七等生的作品挖掘人性內在的黑暗面，揭露潛意識中的

欲望層，既是對傳統道德的反叛，也是「真實生命」的追求。「欲

望」是人類最真實的本性，但文明化的社會卻經常漠視人類真實

的需求，壓抑原始欲望。七等生的小說書寫這些被壓抑的「欲望」，

還原人的「本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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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的反思與「欲望」的書寫，正是七等生長期以來著力

探索的基本命題。這兩個基本命題都是為了更貼近真實生命的追

求，探索生命的意義。在本論文中，筆者嘗試以這兩個基本命題

（這兩類問題都是典型的現代主義問題），來貫串七等生小說中的

諸主題，期待能有層次地呈現七等生小說中的諸主題。  

 

第一節 前人的研究方向暨成果概述  

 

七等生的創作時間相當地長，從 1962 年一直到 1997 年幾乎每

年都有新作品出現 1，而關於七等生的研究，在數量上亦相當可觀。

從 1967 年 2鍾肇政第一篇評論文章算起，至今約有近兩百篇關於七

等生的研究與評論，其中包含了兩本評論集 3、四本中文學位論文 4

及四本外文論文 5。除去訪談紀錄以及一些只限於讀後印象的批評

之外，對於七等生作品的研究，大概集中在以下幾個方向：  

 

一、探討七等生小說中人物的道德觀及作者的道德觀  

 

這部分的研究通常對七等生小說人物的思想、行動來作出歸

納，分析文本中人物的信念及思考特質，並且延伸出對作者的人

性論與人生觀的論辯。  

在七等生的作品中，〈我愛黑眼珠〉一文尤其是引起最多討論

                                                 
1 七等生在一九八○年決定暫時停筆撰寫小說，但在一九八二年又創作了〈老婦人〉等篇，而晚
近創作較少，根據七等生自訂創作年表中，只有 1986、1989、1990、1992∼1994沒有創作新作。 
2 最早的一篇作品評論文章為：鍾肇政著〈徬徨一代的靈魂〉，自由青年，5卷 5期，民國 55.03，
頁 22。 
3 包括：1、張恒豪編，《火獄的自焚》，台北：遠行出版社，1977.09。 

 2、張恒豪編，《認識七等生》，台灣：苗栗縣立文化中心，1993.06，203頁。 
4 包括：1、廖淑芳著，《七等生文體研究》，成大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1980.06，280頁。 

2、陳瑤華著，《王文興與七等生的成長小說比較》，清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1994.01，123頁。 

        3、葉昊謹著，《七等生書信體小說研究》，成大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07，126頁。 
    4、陳季嫻著，《「惡」的書寫：七等生小說研究》，彰師大國文研究所，2003.06，175頁。 
5 包括：1、美華盛頓大學碩士Anthony James Demko 論文：七等生的內心世界。2、澳洲學者凱
文‧巴略特Kevin Bartlett論文：七等生早期小說的哲學、神學與文學理論。3、法國巴黎大學白
麗詩 Catherine Blavet 碩士論文： Qidengsheng 七等生  Ecrivain Contemporain Taiwanais 
Presentation Et Tradutions。4、義大利威尼期大學伊蓮娜‧羅基 Elena Roggi碩士論文及長篇小說
《跳出學園外的圍牆》義文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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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熱潮 6。文中李龍第的角色常被引來作為批評七等生的例證。例

如：黃克全所著〈管窺七等生及其〈我愛黑眼珠〉〉7及陳明福所著

〈李龍第：理性的頹廢主義者〉 8，都是以分析李龍第的思想架構

為主軸，來評斷七等生小說的價值。  

又如高全之〈七等生的道德架構〉一文，從七等生小說人物的

性格，歸結出七等生有意自異於世，因而卑視大眾的選擇，崇尚

不受人擺佈的自由。又因為要求「自由」不遂，進而疑懼外在世

界的迫害。就此，高全之認為，無論就「人我對待關係」、「 作品

中的男女關係」而言，七等生都是一個「喪失個體絕對自由和獨

立的暴君」 9。這也是一個從七等生作品出發，進而對七等生個人

作價值判斷的典型例證。  

 

上述的評論文章，多半堅守著以群體價值為主，以傳統倫理道

德為中心的觀點，來評斷七等生的小說。在他們的眼中，七等生

小說中違背道德的書寫，正足以反射出七等生的敗德。當七等生

跳出來為他文本中的人物辯論時，他們更認為，這是七等生在認

知上的錯亂。  

然而，上述評論家所持的「道德」評價，其實正是七等生所極

力反抗的。七等生並不認同那些外在規範所建構出來的「道德」，

他所追求的是自發性的良善德行。當一個人只是無意識地服從所

謂「社會上的善良道德」，做出一些合乎道德的行為時，那只是表

象的道德。七等生期待的是，透過自我覺察而建立的道德觀，而

不是表象的道德。筆者認為，七等生的小說不但不是「背德」的

書寫，反而是更合乎人性本質的「自發性道德思維」。  

 

 

 

 
                                                 
6 關於〈我愛黑眼珠〉共有十六篇評論文章討論之。 
7 黃克全，〈管窺七等生及其〈我愛黑眼珠〉〉，中國時報海外版，1977.02.02，後收入《火獄的自
焚》，（張恒豪編，遠行出版社，1977.09），頁 191-197。 
8 陳明福，〈李龍第：理性的頹廢主義者---再論七等生的〈我愛黑眼珠〉〉，《中外文學》，4 卷 11
期，1976.04，頁 148-165。 
9 高全之，〈七等生的道德架構〉，《中外文學》，4卷 6期，1975.11，頁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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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析七等生小說中的文字風格與敘事技巧  

 

針對七等生小說的文字風格，曾有評論者加以命名，並專文討

論之。雷驤認為七等生使用的是「生硬的譯文文體」 10，只是引起

新奇，欺瞞讀者的手段而已。劉紹銘指出七等生的文體是「小兒

麻痺的文體」 11，是殘缺語言的組合，無法獨立存在。馬森則稱七

等生的文體不論在形式、韻味和意涵上都頗接近聖經的譯文，而

稱它為「聖經體」 12。他認為這種文字風格剛開始讀來生澀不順，

但習慣後反而視為七等生獨特表現的方式之一。  

相對於類似上述三篇略帶「印象批評」色彩的論文，廖淑芳的

碩士論文《七等生文體研究》，則針對七等生的文體進行全面、細

密的研究。她認為七等生怪異的文體普遍具有解除閱讀的自動化

反應、刷新印象、拗折節奏、表現心理直覺等濃厚的文學性功能。 

七等生小說中特異的敘事技巧，也是文學評論者所喜歡討論的

題目，並且還引起論者正反兩極評價。關於負面評價部份，有的

評論者認為七等生的小說沒有時、地關係，是架空的花園 13，缺乏

生動的細節描寫及精心設計的結構 14，且經常破壞敘事觀點大發冗

長的議論 15。  

正面評價部份，也有評論者認為七等生致力於走出傳統，以嶄

新的技巧和形式去表現自己的文學 16。在他的小說中時空的迅速轉

換，整體效果有如電影蒙太奇，是屬於一種超現實主義的藝術技

巧 17。七等生能創造出許多豐富的象徵意涵 18，並以成功的語言刻

                                                 
10 雷驤，〈〈僵局〉之凝聚及其解脫〉，《現代文學》，48期，1972.11，頁 41-44。後收入《火獄的
自焚》，（遠行出版社，1977.09，頁 43-47）。 
11 劉紹銘，〈七等生小兒麻痺的文體〉，《靈台書簡》，台北：三民書局，1972.11，頁 39-44。後收
入《火獄的自焚》，（遠行出版社，1977.09，頁 39-41）。 
12 馬森，〈夢與真實之間---七等生的囈語〉，《自由時報》，41版，1998.10.05。 
13 瑪瑙，〈隱遁的小角色---也談七等生〉，《聯合報》，12版，1976.07.24。後收入《火獄的自焚》，
（遠行出版社，1977.09，頁 185-190。） 
14 呂正惠，〈自卑、自憐與自負---七等生「現象」〉，《文星》，114期，1987.12，頁 116-122。 
15 黃克全，〈管窺七等生及其〈我愛黑眼珠〉〉，中國時報海外版，1977.02.02。 
16 彭瑞金，〈離城的隱遁者---剖析七第生現代主義小說〉，《中國時報》，37版，1998.10.11。 
17 凱文‧巴略特 Kevin Bartlett，青春譯，〈七等生早期小說的哲學、神學與文學理論〉，《台灣文
藝》，96期，1985.09，頁 78-90。 
18 陳國城，〈剖視現代文學之象徵主義---引證七等生作品〈十七章〉〉，成大青年，24期，1972.04，
後收入《火獄的自焚》，（遠行出版社，1977.09，頁 29-38）（篇名更名為：〈現代文學之象象徵主
義---引證七等生作品〈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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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主角心理清晰而深刻 19。  

 

筆者認為，討論七等生小說的形式風格，似乎有必要跟小說中

所要表現的主題一起考慮。七等生小說中的形式風格變化雖大，

然而其所關心的主題幾乎都有一貫性的脈絡可循。若單從小說形

式來探討，忽略了七等生在文本中所強調的中心思想，只能見樹

不見林，反而無法充份地理解他經營文體時的用心。筆者認為，

不同的敘事技巧只是他為了突顯小說主題，所採取的不同策略而

已。  

 

三、分析七等生作品中的主題思想  

 

在眾多關於七等生的研究中，分析其作品主題者，亦佔了相當

多數。以下暫不羅列針對七等生單篇作品的主題研究，而著重介

紹對七等生多部作品進行主題分析的論文。筆者將這些論文分為

「理想與現實不諧」、「人我關係」及「兩性關係」三類。  

 

就「現實與理想不諧」的主題而言。  

葉石濤在〈論七等生的小說〉 20一文中提到，七等生的小說呈

現出，現代人無時無刻不受到外在世界牢獄的束縛。其中，最令

人感受到深刻創傷的，是源自於「心靈」無形的囚牢。  

陳國城在〈「自我世界」的追求---論七等生一系列作品〉 21中，

認為七等生是一個「內省型」的作者，不論他的作品形式如何扭

曲，其本質仍著重在處理「自我世界」與「現實世界」相互衝突、

消長及價值抉擇的過程。陳國城將七等生的小說分為三期：〈慚

愧〉、〈天使〉、〈隱遁者的小角色〉為早期作品，此時，「自我世界」

無力對抗「現實世界」，而失去應有的尊嚴。〈 我愛黑眼珠〉、〈林

洛甫〉為中期作品，此時，「自我世界」受限於「現實世界的夢魘」，
                                                 
19 王禮娟、李紡等人，〈評七等生---來到小鎮的亞茲別〉（七等生小說討論會），《新潮》，32期，
1976.09，頁 61-69。 
20 葉石濤，〈論七等生的小說〉，《葉石濤評論集》，台灣：蘭開書局，1968.09，頁 23-31。後收入
《葉石濤作家評論集》，（台灣：三信出版社，1973.03，頁 19-25）。 
21 陳國城，（「自我世界」的追求 ---論七等生一系列作品），《文心》，三期，1975.05，頁 92-96。
收入《火獄的自焚》，（遠行出版社，1977.09，頁 7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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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在特異的時空中獲得價值肯定。而〈十七章〉、《 離城記》屬

於晚期作品，強調「自我世界」的存在與否，關鍵在於個人的抉

擇，肯定「自我世界」的意義與價值。 

張恒豪於〈七等生小說的心路歷程〉 22一文提出七等生小說最

大的寓義在於兩處：一、揭露人類生存的表象 - - -「理想世界」與

「現實世界」的對抗；二、探討人類心靈的癥結 - - -自然性與社會

性的衝突。  

以上三篇評論大致都指出「現實與理想的矛盾衝突」（包含「由

自我所建構出來的理想與現實之間的衝突」），是七等生小說中一

個很重要的主題。關於七等生小說的主題研究，以討論這個主題

者最多，從此也可以看出目前對於七等生研究的一般傾向。  

這類論文大致上都詳於分析七等生小說中所揭示的「理想（個

人世界）」層面，而疏於分析七等生在小說中對於現實的認識。因

此更加強了七等生是一個「不切實際的空想者」，是一個「挫敗的

哀嘆者」的普遍印象。筆者認為關於這類主題的研究雖不算少，

然而還是有重新檢討的空間。尤其在考慮了七等生小說中關於「英

雄」、「受難與救贖」、「內在力量（包括藝術、宗教等）」等主題的

描述，筆者認為目前一般認為七等生的理想只能存在於「幻境」﹔

理想與現實衝突的結果只是「瘋狂」、「 死亡」、「 逃避」等說法，

實有再補充、擴大的空間。  

 

就「個人與群體的關係」的主題而言。  

廖淑芳在〈七等生作品中的個人觀、群體觀及形成過程〉 23一

文中，將七等生「作品中的生涯 24」劃分為五個階段。這五個階段

表現出了七等生從「自我認同困難」、「厭惡群體對個人的壓抑和

剝削」，到「理性自覺提高」、「重新建構個人觀和群體觀」的過程。

廖淑芳指出，在建構個人觀和群體觀的過程中，「自我世界」與「現

實世界」相互衝突、對抗、消長及價值抉擇的過程，正是七等生

                                                 
22 張恒豪，〈七等生小說的心路歷程〉，《小說新潮》，1期，1977.06，頁 195-218。 
23 廖淑芳，〈七等生作品中的個人觀、群體觀及其形成過程〉，《文學台灣》，3 期，1992.06，頁
168-200。 
24 所謂「作品中的生涯」，既非七等生的實際生涯，也不是七等生的小說發表的順序，而是根據
七等生小說中的內容而歸納出的一個虛構的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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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中最常出現的主題之一 25。  

呂正惠〈自卑、自憐與自負 - - -七等生「現象」〉26一文中提到七

等生的生存環境造就他社會棄子自憐的心態。七等生必須不斷地

藉由寫作來為自己生命的困境尋找出路。呂正惠指出，七等生敏

銳地感受到周遭加諸於自身的限制，因而對社會及社會上的他者

產生敵意。故七等生小說中經常出現「人我關係的不諧」的主題。 

筆者認為七等生在小說中相當深刻的反思「群體對個人的壓

迫」的問題。然而，以往的論文卻經常忽略這個核心問題，或將

它視為七等生無法適應社會的個人問題。其實，七等生所提「群

我關係的衝突」，並不是單一的現象，而是台灣當時許多知識份子

的心聲。他在文本中對「盲目的集體意識」的描述、探討，獨特

的「隱遁」主題，以及「個人化的存在思維」，都是值得深入的討

論的議題。  

 

就「兩性關係」的主題而言。  

黃克全〈精神與自然 - - -七等生小說中的男女關係〉 27及蔡英俊

〈窺伺與羞辱 - - -論七等生小說中的兩性關係〉28這兩篇論文值得一

提。黃克全指出七等生小說中男性象徵「精神」，女性象徵「自然」，

而作品中出現對女性的企慕與厭拒，正如同精神層面與自然層面

之間的拉拒。蔡英俊提出「男情女愛」的主題是七等生小說的主

要架構。在七等生筆下，女性的存在對隱遁者（男性）構成一種

威脅，兩性之間是一種永無止盡的窺伺與羞辱。  

這類的評論文章，著重在分析七等生小說中男女關係的分類解

析，但是卻忽略了男女關係中，「欲望」的書寫是最主軸的部分。

七等生在小說中揭露人類原始的欲望，並對「壓抑欲望的力量」

進行反抗。這些書寫主題隨著創作時間的不同，分別有不同的呈

現。筆者認為，七等生所談的不只是兩性的問題，更是人性欲望

層面的本質探究。  

                                                 
25 這篇論文看似也牽涉到上述「自我（理想）與現實的衝突」，不過其分析的重點是在群己關係
這個主題上。 
26 呂正惠，〈自卑、自憐與自負---七等生「現象」〉，《文星》，114期，1987.12，頁 116-122。 
27 黃克全，〈精神與自然---七等生小說中的男女關係〉，《中國時報》，8版，1981.01.10-11。 
28 蔡英俊，〈窺伺與羞辱---兼論七等生小說中的兩性關係〉，《文星》，114期，1987.12，頁 123-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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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為什麼七等生值得研究 

 

閱讀七等生的作品會被他小說中神祕的氛圍深深吸引。詩化般

的文字風格，幻夢式的特殊場景，深刻的哲學思索，及小說中主

要人物抑鬱寡歡的孤絕性格，都構成七等生小說獨有的風貌。  

前人對七等生的研究及評論，經常有褒貶兩極化的傾向，且充

滿了「毀譽對峙的爭執」 29現象。七等生的作品究竟有何特質，會

引起文學評論界有如此的喧然大波？  

就這些兩極化評價所發生的時間點來觀察，我們會發現它們都

集中在六○、七○年代。若將這個特殊的爭議現象，放在整個台

灣文學的歷史脈絡中來看，會發現七等生小說受到抨擊最熱烈的

時期，也正是鄉土文學論戰期間。因此，筆者大膽假設七等生的

小說之所以受到這種褒貶兩極化的評價，除了他本身的人格特質 30

與寫作特質之外，與台灣文壇對現代主義一連串接受與反抗的拉

拒戰，也存在著相當密切的關連性。  

關於七等生的作品之所以會引起褒貶兩極化的評論，張恆豪曾

歸納其原因在於：創作形式的「隱晦」與主題的「怪異」這兩個

焦點上 31。筆者認為七等生小說的形式或許堪稱「隱晦」，其情節

亦頗多有溢出常理之處。然而，七等生小說中的主題卻具有普遍

性，稱不上怪異。應該是因為他的小說主題，牴觸了六○、七○

年代某些具有影響力的主流觀點，才引起當時文學評論者的反感。 

因此，本論文首先將試圖從台灣文壇對現代主義接受與抗拒的

歷史脈絡中，觀看七等生小說在台灣文學史上的地位，期待能釐

清七等生的作品引起正負兩極化評論的原因。  

 

                                                 
29 張恒豪，〈七等生小說的心路歷程〉：「在戰後三十多年來的台灣文學界，七等生可說是最受人
議論的小說家之一。他的創作除了帶給讀者混亂迷惑的感覺外，也帶給批評者毀譽對峙的爭執。」
（《小說新潮》，1 期，1977.06，頁 195）。因為這篇文章所集中探討的是「七等生小說的心路歷
程」，因此對於這兩個原因並沒有進一步地申論。 
30 七等生的人緣非常不好。有許多對於他的負面評價，其實可以被視為一種人身攻擊而非客觀
的文學批評。 
31 張恒豪，〈七等生小說的心路歷程〉：「七等生的創作除了帶給讀者混亂迷惑的感覺外，也帶給
批評者毀譽對峙的爭執，⋯⋯細究起來，引起這些褒貶兩極的主因，自然是其創作形式之「隱晦」
與主題之「怪異」的焦點上。」《小說新潮》，1期，1977.06，頁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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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引發筆者好奇的問題是：究竟是何種能量，支撐七等生

持續創作現代主義文學長達三十多年？  

台灣文壇中抗拒現代主義的力量，隨著七○年代鄉土文學運動

達到巔峰。當時許多現代主義作家不是離開台灣、停止創作，就

是改變其創作風格，朝鄉土文學、寫實主義邁進。然而，七等生

卻還是堅持現代主義文學創作，不斷地以創作來證實自己卓然不

群的「存在」。  

綜觀七等生三十多年的創作，其敘事形式非常多變，不僅前、

後期不同，即使是同時期的小說創作，也常有不同的敘事形式並

呈。然而，不論七等生小說中的敘事形式如何多變，他小說中的

主題則一直保有一貫性與關聯性。這種「變」與「不變」之間，

正說明了七等生追求小說形式的創新，但是他所關注的主題卻有

著不變的堅持。  

七等生的小說自傳性很強，其小說中的人物形像也十分貼近作

者。小說人物與作者之間，雖然不能完全劃上等號，但七等生小

說中主要人物的哲學思索，其實也可視為七等生另一種「自我陳

述」的方式。筆者從七等生小說中歸納出兩個重要的命題：對人

生命意義的哲學探究 - - -「存在」。真實生命的揭露 - - -「欲望」。從

這兩大類主題切入，更進一步地剖析七等生小說中的主題意識。  

本文一方面將歸納七等生的訪談、自述資料，以了解七等生的

文學創作觀。 另一方面則細究七等生在文本中所堅持的創作主

題，觀看他如何在小說中實踐他的創作理念。希望能透過作者資

料及小說文本雙重的分析，找出七等生所堅持的「個人信念」。也

試圖為這一個台灣文壇中特立獨行的現代主義作家，尋求一個合

理的定位及評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