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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在中國文學領域中，深厚浩瀚數千載的古典文學，向為研究者所青睞。但

發展不滿百年，亦有可觀成績的現代文學，同樣值得重視。基於尊重、平衡的學

術理念下，對現代文學投入更多的耕耘與關注，才能帶動整個文學生命的延續與

發展。 

 近年來因為本土意識高漲，台灣文學逐漸受到重視，但研究者似多偏好 

日據時期做為研究重點，忽略了其後的文學現象。五 0 年代的反共文學、六 0 年

代的現代主義、七 0 年代的鄉土文學、八 0 年代多流派、多風格、多題材的多元

化文學，不同的思潮衝擊造成不同的文學風貌，每一個時代的文學創作者，藉著

文學反映時代、書寫情緒、表達情感，我們也從文學中看出歷史的遞嬗。而在文

壇，有不少作家走過歷史的悲歡，他們的文學作品正是台灣歷史的呈現。戰後的

台灣，由於地理環境阻隔帶來的孤絕感，歷史上又處於百年積弱後重生時期，家

國之思與個人際遇的交相衝擊，作家們強烈深刻的感情無法以「小說」、「詩歌」

來表達，只能用簡明、直接、迅速、真誠的文學形式－散文來抒發。此時，我們

聽到知識份子憂國憂民的諍言，發現了歷經憂患後心靈所構築的方寸田園，感受

到無處為家的失落感，也看到了魂縈夢牽中的筆墨山河。是失根的蘭花，是萍飄

四海，也有落地生根。 

因此，本論文選擇此一時期的的文學作家，並以當時興盛發展的散文創作

為主，在時代與文類兩大方向考量下，張秀亞，這位生於 1919 年的外省女作家，

經歷軍閥割據、東征北伐、國共內戰、渡海遷台，看過台灣的貧窮，遭逢經濟起

飛時期，也是戒嚴到民主的見證者，她的生平就是一段精采的歷史故事，如同中

國近代史的縮版。因為戰後台灣官方語言的轉換，挾著學院派的專業素養與訓

練，張秀亞和同輩的作家們來台後，沒有噤聲失語的問題，迅速的在台灣這塊文

學的新土地上生根發芽。這其中，張秀亞可說是台灣女性散文的奠基者，在創作

型態上是五 0 年代「懷鄉文學」的引領者，創作資歷最完備，跨足文學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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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與政治界1，與台灣的發展緊密相連。 

她從十四歲即開始寫作，八十三歲辭世前仍念念不忘未完成的作品，在其

七十年的創作生涯中，兼及詩、散文、小說、翻譯及評論，可謂著作等身，墨水

所匯成的文字長流，已浩浩蕩蕩流過中國現代文學史。其中以散文創作用力最

深，影響也最大。詩人瘂弦讚美她的散文：「是台灣近四十年來美文的開拓者，

她的作品是繼何其芳之後的另一個高峰，在散文的成就上，她是可以與梁實秋、

林語堂、吳魯芹比肩的，而在美文風格的創造上，她的影響更為深遠。我們可以

這麼說，如果沒有張秀亞，台灣年輕一代的美文作家，會延遲出現，或根本不會

出現。」2她帶著文學的種子，用智慧心血灌溉文藝園圃，在台灣的土地上開花結

果，牽繫著大陸與台灣的文學，影響深遠。緣此，筆者擬以「張秀亞散文研究」

為題，試就其創作背景、創作理念、創作內容、創作技巧等加以分析，呈現張秀

亞筆下的散文世界，進一步探討其文學價值，以明其在現代散文創作上的成就與

貢獻。 

     就張秀亞的散文探究而言，首先必須說明何以本論文將其文學成就鎖定在

散文創作上，而不談及其他文類的表現，如早期的小說及其十分喜愛且持續創作

的新詩，以及評論和翻譯作品。張秀亞本人曾說：「在文學的諸種體制中，也許

因性之所近，小說之外，我獨鍾散文。」3，在回答讀者來信時也說：「我對散文，

也許可以說有一種偏好，幾年來試寫的散文也較多。決定了我這條路線的，或許

是個人性格與以往閱讀的書籍，除了兩點以外，我更想不出其他的理由了。我是

生長於北方平原的人，我讚美的是質樸與亢爽，平易而自然的散文體裁，最適於

表現我那單純的心聲。」
4一九七七年管管、菩提編《中國當代十大散文家》5張

秀亞名列其中，國立編譯館主編的國中國文第一冊選錄《曼陀羅》中的<溫情>6，

陪伴過許多莘莘學子渡過青澀歲月。從質與量的角度可以看出，散文一直是她創

作的重心，也以散文最受到各界的讚賞與肯定，可見張秀亞在散文創作領域，是

足以被稱為大師的。 

                                                 
1 張秀亞來台後曾任教台中靜宜英專、在台復校的母校輔仁大學。亦曾擔任國大代表之職。 
2 見瘂弦所寫<把文學的種子播在台灣的土地上>原在 2001 年 12 月文訊雜誌，後收錄在于德蘭編

《甜蜜的星光上》頁 172-173。 
3 見張秀亞：《牧羊女》前記 ，台中：光啟出版社，1984 年 2 月 18 版，頁 1 
4 見張秀亞：＜我試寫「湖上」＞《曼陀羅》，台中：光啟出版社，1965 年 5 月初版，頁 300 
5 台北：源成出版社，1977 年，入選的十大散文家為：徐鍾珮、琦君、思果、張秀亞、子敏、蕭

白、王鼎鈞、張拓蕪、顏元叔、張曉風。 
6 此為國立編譯館 1999 年 8 月正式本再版，頁 7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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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獻探討 

 

    張秀亞在五四時代就已初試啼聲，嶄露頭角，渡海來台前，出版過多部小說。

遷台後，致力於散文創作，從第一本散文集《三色堇》後，十年之中連出八、九

種之多，創作量豐富。張秀亞清新富哲理的散文風貌，有別於當時反共說教意味

濃厚的文學潮流，如一股清流撫慰了爭戰後的空虛人心，引起了廣大的迴響，堪

稱當時最具代表性的散文女作家。她與同時期的女作家林海音、孟瑤、徐鍾珮、

琦君等人，承續五四文學的的書寫軌跡，蓬蓬勃勃帶起台灣戰後文學的風潮，也

造成了相當的成就和影響。以張秀亞一生八十餘種作品的創作量，曾榮獲中山文

藝等獎7的肯定，她的散文更是許多從事散文創作者的典範，詩文曾被翻譯為英

文、法文、韓文，在台灣、香港、中國大陸及海外華語地區都擁有廣大讀者群，

並引起眾多的迴響與關注，理應得到研究者的重視，但綜觀學術界，有關林海音

的學位研究論文有九篇，研究琦君的論文也有八篇8，而張秀亞，這位以散文見長

的女作家卻是「斯人獨憔悴」，相對的引起的關注較少。 

目前在國家圖書館的當代文學史料影像全文系統，已經整理了關於張秀亞的

資料，可就其作品、評論、翻譯、傳記、文學獎等項作查詢，截至目前，在評論

資料上只有 70 筆，傳記資料方面共 79 筆，搜羅的資料雖值得參考，但多侷限在

其單篇作品的研究和作品風格的概述，受限於篇幅，難以深入了解其人其文。筆

者將這些資料加以梳理，發現其中以《北窗下》、《牧羊女》《張秀亞自選集》、《曼

陀羅》、《三色堇》這幾本書受到較多注目，但有些作品也需要更多的挖掘，像《天

香庭院》、《水仙辭》、《石竹花的沉思》等都沒有相關的評論，甚為可惜。(詳見參

考書目有關張秀亞的報導及評論資料 ) 

就目前研究資料審視，林明德認為其作品有「陰柔美」
9，瘂弦稱其為「美文

大師」10，封德屏說她是「以文字作水墨畫的藝術家」11，涂靜怡讚其作品為「愛

與美的嚮導」12，小民為張秀亞及其作品下了註腳：「崇高的平凡美」13，各家論者

                                                 
7 張秀亞於民國 49 年獲中國文藝協會首屆散文獎章，民國 51 年獲中央婦工會首屆文藝金獎章，

民國 57 年以《北窗下》獲首屆中山文藝獎。 
8 此根據國家圖書館全國博碩士論文資訊網統計資料，截至 2005 年 12 月。 
9 見李豐楙、呂正惠、何寄澎、林明德等著《中國現代散文選析.2》，台北：長安出版社，1991 年

2 月 1 版，頁 624。 
10 同註 2，頁 172-173 
11 封德屏<以文字作水墨畫的藝術家-訪作家張秀亞>，《幼獅文藝》297 期，1978 年 9 月 
12 涂靜怡<愛與美的嚮導-讀張秀亞教授的作品有感>，中央日報 10 版，1983.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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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提出不同角度的觀察成果。鄭明娳更在張秀亞台灣的追思紀念會上評析了張秀

亞散文的特色有：一清新、秀麗、典雅；二、迷離的夢幻；三、清淡的憂愁；四、

疏離的情致；五、宗教的情懷。14本文在前人評論資料的基礎上，試圖為張秀亞

的散文找到更清楚的定位，並探討幾個不同的面向，總括其風格。如何融合各家

看法，更宏觀、適切的建立一個統整的看法？這是本論文努力的一大方向。 

關於研究張秀亞的文獻，在人物專訪的部分：程榕寧<為千萬女性讀者所喜

愛的女作家張秀亞>(大華晚報 8 版，1972.2.27)、亞衡<訪學者、詩人兼作家的張秀

亞女士>(婦女世界 28，1975.5 月)、林小戀<以文藝綴飾人生、使思想成為一首歌

－訪女作家張秀亞>(愛書人 45，1977.7.21)、封德屏<以文字作水墨畫的藝術家－

訪作家張秀亞>(幼獅文藝 297，1978 年 9 月)、祁志凱、高永霖<訪問天資高曠的女

作家張秀亞>(收錄在白鴿.紫丁花，1981 年)、尚敏德<迎向藍天與陽光的苦奈樹－

訪張秀亞女士>(中華文藝 130，1981.12)，以上諸篇訪問稿對張秀亞的生平、經歷，

文學的啟蒙皆提供了第一手的口述資料，透過訪問者敏銳的眼睛，獨到的彩筆，

「重現」張秀亞的神情、談吐語音容笑貌，也傳達了張秀亞的理念，這對掌握作

家生平及創作背景有直接的幫助。 

    周安儀<用愛心寫人生的張秀亞>(收錄在湖水.秋燈，1979 年)則透過對張秀亞

的了解，介紹了張秀亞的文學歷程與作品特色。說其文字中散發著一份美，像空

谷中的幽蘭，而那份雅，又像一縷縷的琴音，那種雅潔善美，是屬於不食人間煙

火的。小民<崇高的平凡美－張秀亞及他的作品>(收錄於石竹花的沉思，1981 年)

中說張秀亞「小說風格柔美，對人物描寫細膩，性格刻畫入微。散文感染力強，

富安慰與啟發性。小品與新詩，節奏輕快活潑，散發愉悅芬芳。雜文方塊，溫柔

具有說服力，是一股柔中帶剛的力量。」並譽其為「全才之筆」。這是論評中首

次出現對張秀亞作品之分類總評，但只有概述，並未深入。另文中提到了張秀亞

常避談的婚姻問題，從相識到別離，文字含蓄，但結合張秀亞《三色堇》中<雯

娜的悲劇>、<母親篇之一>以及《藝術與愛情》＜誤會＞、＜畸零人＞和《牧羊

女》〈結婚十年〉〈或人的日記〉等篇。再加上張秀亞<千里姻緣－我的另一半>(中

華日報 11 版，1977.6.13)，對其婚姻狀況，可勾勒出較清楚的始末。 

                                                                                                                                             
13 此見小民〈崇高的平凡美─張秀亞及其作品〉收錄於張秀亞《石竹花的沉思》，台北：道聲出 

版社，1981 年 10 月 3 版，頁 185-191 
14 邱怡瑄〈留下一個永恆的花季─「張秀亞教授追思紀念會」側記〉，《文訊雜誌》194 期，2001

年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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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信仰對張秀亞的人生與文學有重要影響，除了文本，鍾麗慧<信望愛的

張秀亞>(青年戰士報 11 版，72.8.10)、顧保鵠神父<悼念名作家張秀亞教授>(恆毅

雙月刊 2001 年 10 月號)，皆可窺張秀亞信仰生活的堂奧。 

    張秀亞於 2001 年 6 月 29 日辭世，中央日報於 7 月 2 日製作「北窗下遠逝的

身影－張秀亞紀念專輯」分別透過蕭蕭<轉與化－寫張秀亞老師>，林黛嫚<初見

以及最後的忘年情誼>，孫如陵<張大作家，慢慢走！>，歸人<珍惜－回憶張秀亞

姐>，王聖弘<比苦奈樹更高>來追悼張秀亞，從生活面來了解這一代作家的生活

態度、溫潤文風，對其生平、文學成就並未提及，由此來見作家之行誼，也顯現

彼此間深厚感人的情誼。而文訊雜誌社於 2001 年編印《留下一個永恆的花季》—

張秀亞教授追思紀念會特刊，提供了作家生平事略、珍貴的身影手稿、作家作品

及評論索引。其女于德蘭 2003 年編《甜蜜的星光—憶念張秀亞女士的文學與生活》

則分第一輯作家詩文摘錄、第二輯文友學子來鴻、第三輯紀念文詞、第四輯評介

評論與專訪、第五輯新聞報導、第六輯附錄資料，這些散見報章雜誌之資料或未

經批露之文章經于德蘭蒐集整理，可補充張秀亞研究資料不足之處。 

    2002 年 11 月 30 日、12 月 1 日國立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主辦的《林

海音及其同輩女作家學術研討會》會中王小琳＜青春與家國記憶──論五○年代遷

台女作家的憶舊散文＞一文認為五 0 年代大陸遷台後所寫的「憶舊散文」，以林

海音、張秀亞、琦君、羅蘭為代表，在意象選用、細節描寫、時間感覺、敘述視

角、話語類型，各有不同風格的展現。那些作品透過憶往懷鄉的表層，觸及生命

的省思和覺醒，為五 0 年代特異政治背景下產生的典範之作。文中提到張秀亞「憶

舊散文」的意涵和書寫藝術，認為其作品展現細緻的生活體驗，非僅一味的懷舊

與回憶。文中的論點並引發了 2004 年政大國文教學碩士班羅淑芬《五十年代女

性散文的兩個範式—以張秀亞、艾雯為中心》的相關研究，張秀亞的散文已成為

五 0 年代一個特殊的範式。朱嘉雯＜推開一座牢固的城門──林海音及同時代女作

家的五四傳承＞、范銘如＜京派．吳爾芙．台灣首航＞二文皆認為張秀亞等人乃

承續冰心、凌叔華、盧隱等三 0 年代女性書寫軌跡，在渡海後逃脫了被改造與整

肅的命運，使五四文學傳統得以承續與開展。相同論述在朱嘉雯 2002 年中央大

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論文《亂離中的追求－五四自由傳統與台灣女性渡海書

寫》中敘述亦有所論，並在第六章北窗譯事－張秀亞(1919－2001)專述張秀亞經

由一場靈魂的探險，從吳爾芙獨立與自由寫作的啟發，流連文字與微物書寫，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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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了「自己的房間」，建立了一個書寫的典範。范銘如<新文學女作家小史>《中

國女性文學研究室學刊》第五期(淡江大學，中國女性文學研究室)，提到戰後遷

台的大陸女性在台灣女性的失聲噤語時期，藉著文化生態的變動嶄露頭角，張秀

亞就是在此四、五 0 年代女性散文作家中的佼佼者，也指出她們的作品題材多樣，

文字溫潤婉妍，典雅精奧，一洗五四文學以降文白夾雜的生澀句法，進而將白話

散文提升至美文境界。以上可資參考的文獻不少，但由於這些篇章，或綜論一時

代的風格，張秀亞只是其中之一；或從某個特定角度切入探討，很難見其全貌；

或僅是生命歷程中某些片段的記憶。 

2005 年 3 月國家台灣文學館所出版的《張秀亞全集》十五冊，前十四冊將張

秀亞畢生的創作蒐集整理出版，從新詩、散文、小說、譯著到藝術史，內容詳盡。

除了將其出版過的作品重新整理外，更將其已發表或未發表，未結集出版的新

詩、散文、小說也都在收錄其中，尤其散文部分更多，佔了《張秀亞全集 9》散

文卷 8，全書的三分之二篇幅。第十五冊「資料卷─張秀亞和她的時代

(1919─2001)」，則把焦點從作品內容轉移到作家身上，共分六輯及附錄，第一輯：

照片與手稿，包括張秀亞的照片、手稿、書影、文物，透過照片中的背景、親人、

文友來看到張秀亞的家庭、時代與當時文壇概況。第二輯：書信與日記，收錄了

張秀亞寫給二十八位文友及家人的書信五十八封，除了了解作家與友人的情誼，

也可從中了解當時文壇一些現象。還有張秀亞的九篇日記，既可看到張秀亞早期

的書法手跡，與對自我的期許及創作原則。其中彌足珍貴的是，張秀亞於十七歲

在天津初入文壇的日記，文中提到文壇前輩蕭乾對她的鼓勵，意義重大。第三輯：

年表與目錄，包括張秀亞的小傳、年表、創作書目、評論目錄，資料詳盡。此部

份對照張秀亞的《三色堇》〈張秀亞寫作年表〉略有增刪，而創作與評論目錄，

和于德蘭所編《甜蜜的星光》附錄部分，並無二致，但本書重新編排整理，更容

易一目瞭然。第四輯：文學與創作，收入張秀亞從青年時代置寫作巔峰期各階段

所發表的文學理念與創作經驗談，可作為張秀亞文學理念呈現的重要考察資料。

第五輯：訪談與懷念，收入作家或記者對她的採訪紀錄，以及作家文友們對她的

記述與懷念，可以從不同角度來了解張秀亞，也看出她與友人們的深厚情誼。第

六輯：綜論與分論：前者為綜合性的評論後者是針對個別作品，以書評或單篇賞

析為主。此部分可與于德蘭編《甜蜜的星光》對照增補。這些圍繞在作家本人的

資料與文獻，都成了認識張秀亞文學的線索，引領大家能夠走進她的文學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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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識她的作品，分享其中豐富的生命。 

十五冊《張秀亞全集》的出版，不只是外觀的巨大宏偉，更是張秀亞文學的

具體呈現。在浩瀚的文學河流中，她以小說、散文、新詩，一路低吟淺唱，不怒

吼、不高張、不尖銳，平和悅耳且有節奏的滑溜而過，啟迪後代無數喜愛文學的

人。作家全集的出版，意味一個作家在文學史上地位的確立，而其作品幾近完整

的呈現在讀者眼前，也能重新接受閱讀與審視。而張秀亞「外省」、「女性」、「五

O、六 O 年代」的身分背景下，全集的出版，讓我們正視張秀亞在整個戰後台灣

文學史的價值，也代表著台灣文學史有著重新閱讀與建構的必要。 

緊接著，2005 年 10 月國家台灣文學館舉行「張秀亞文學研討會」，會中何

寄澎發表「張秀亞散文在文學史上的價值」專題演講，指出張秀亞因其美學信仰

與理念，使其自外於當時反共的文藝氣氛而偏重於藝術性，一貫細膩的捕捉生活

淨美的現況，講求修辭意象，揭示出其作品所呈現個人的感性。從張秀亞對寫作

一貫的熱忱，認為她可印證古典文學傳統中「作者的典型」。何寄澎說張秀亞是

「從傳統走出，又另闢新局」的作者。會中九篇論文涵蓋新詩、小說、散文類型，

其中簡弘毅〈跨越海峽的一代：關於張秀亞的文學史閱讀與考察〉一文中指出，

張秀亞專注於散文「美文」的寫作經營，以及女性書寫的特質，對台灣文壇產生

了相當程度的改變與影響，在台灣文學史上她有著重要的地位。仇小屏〈論臂喻

修辭中的虛實交流─以張秀亞《北窗下》、《水仙辭》為考察對象〉從寫作技巧

切入，以張秀亞《北窗下》、《水仙辭》二書為例證，來探就從譬喻修辭中所產

化的虛實相生美感。吳偉特〈張秀亞文章中的宗教意涵〉則分析張秀亞的文章，

認為她從信仰中領悟到，實行天父意旨，就是愛人。而她在作品中就是告訴讀者：

愛的體驗與分享。石曉楓〈作家的「隱性宣言」─張秀亞散文創作理論及文實踐〉

說明張秀亞的創作中，就技巧上，「文字形象美、色彩美、音響美的講究」、「豐

富新鮮的意境營造」、「象徵、聯想、意象、隱喻的使用」、「意識流創作手法

的加入」體現了以「詩」為本質，而以「中間文類」為實驗的開創性做法。而內

涵上，可見其對創作抱持的崇高使命感與道德感。在現代文學史中，張秀中的散

文理論與實踐，有著承先啟後的關鍵地位。許芳儒〈當詩人推開她的窗─以《文

心雕龍．物色》析論張秀亞《北窗下》的美文書寫〉一文先分析張秀亞在《北窗

下》中的美文書寫，再以「美文的繼承與開拓者」為張秀亞下了一個結論。本文

將參考前人研究成果，參照同期當代作家的文學作品，以了解當時的文藝風潮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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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現象，全面探討張秀亞的散文理念及其實踐，嘗試從歷史的座標中找到張秀

亞散文的定位。 

   

第三節 研究方向與論述架構 

 

      研究張秀亞，她的作品是珍貴的第一手資料。張秀亞致力於散文創作，質

量均佳。因此，本論文以其散文創作文本為主要探討對象，輔以其創作理論，旁

觸相關文學與文化理論。由於重點在散文，其他文體如小說、新詩，不在本文討

論之列，若與探究的文本互涉，則酌情參照論述。 

    同時，張秀亞的作品時有不同版本的出現15，大陸地區也重新編排其作品出

版，如 1984 年香港星島出版社的《海堂樹下小窗前》，1987 年西安陜西人民出版

社的《張秀亞作品選》，1998 年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的《張秀亞人生情感散文》，

而九歌出版社於 2002 年的《與紫丁香有約》，則是精選自張秀亞的《湖水.秋燈》、

《白鴿.紫丁花》二本散文集，而其自選集、散文集或為舊書新印，或舊文新選。

本論文所採用的文本，以張秀亞在台出版的散文集為主，並註明版次，以免紊亂

失序。 

    本論文的研究內容主要有兩大方向：一是對張秀亞本人的介紹，一是對張秀

亞散文的探究。張秀亞散文既秀且雅，文章中有濃厚的個人風格，因此了解其人，

有助於了解其文。散見各報章雜誌的作家專訪是珍貴的一手資料
16，另文訊雜誌

社於 2001 年編印《留下一個永恆的花季》—張秀亞教授追思紀念會特刊，其女于

德蘭 2003 年編《甜蜜的星光—憶念張秀亞女士的文學與生活》一書可供參考其生

平梗概，在 2005 年 3 月由國家台灣文學館出版的《張秀亞全集》則提供了張秀亞

小說、散文、新詩、翻譯、藝術史等創作，另有一冊資料卷，收錄了其照片、手

稿、書信、年表等資料，其中資料互有重複，但可參照修正，彌足珍貴的是張秀

亞生前有些未發表的作品，在全集中一併呈現，可免遺珠之憾。經由以上資料和

文本的梳理，可了解張秀亞文藝創作及人格發展之源流。本文擬分別就張秀亞的

家庭背景、學習環境、工作歷練、婚姻變故、居家生活等方面來勾勒出其身影，

並對照其創作理論和具體之實踐，一窺張秀亞的散文世界。 

                                                 
15 詳見本論文參考書目。 
16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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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張秀亞散文創作的討論，歸納整理是研究的第一步驟，首先探究張秀亞

的創作理念，了解她在文學的草原上，以牧羊女自比，手執青杖，驅著字句的羊

群，逐幻想的水草而居的寫作情況。張秀亞認為寫作要寫內心深受感動的印象，

要寫自己深刻知道的事情。生活和感情上的歷練，成就了她精神上的生命與光

輝，而她的作品正是經歷磨難後，沉澱、昇華的結晶。對於散文創作，她曾提出

了許多個人觀點，因此在第三章中即探討「張秀亞的散文觀」，從她如何看散文，

如何看別人的散文來作論述，以此理解張秀亞的散文理念是什麼？和實際批評為

何？ 

    第四章針對張秀亞的作品進行分類，以其外在形式及內容之呈現為依據，分

為生活小品、文評書序、書信體式來分節敘述。 

    第五章梳理其散文作品，發現她喜歡捕捉自然中的月露風雲，在個人的悲喜

中透出人生哲理，以悲憫的心看待生活中的小人物，呈現「一砂一世界，一花一

天國」的眼界。一篇作品的優劣，不在取材範圍的寬廣，而在感動人心的程度。

在作品的光華中，無論選材為何，都有著感動人與感化人的力量。在此章中將其

分為懷舊憶往、自然禮讚、生活感悟、市井浮繪、宗教情懷五方面來了解其作品

的主旨內蘊。 

    張秀亞既以嚴肅認真的態度寫作，不敢褻瀆了文藝女神，因此對寫作技巧的

重視是可想而知的。她曾自謙的表示她的文字中「只有詩、夢幻、荏弱和一點點

對人的同情和溫暖，而缺乏科學、觀察的精神，成熟和一點點嚴酷。」17可是從

她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張秀亞在文字的掌握精確，調度上能出奇制勝，在篇章的

結構，字句的節奏，文字的安排度放，都彷彿鍊金術般神奇。儘管非刻意求之，

但她的作品「風行水上，自然成文」18，把文字賦予新生命，如「使枯草轉綠，

敗花成蜜」
19。她的散文雖也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特別是基督教式愛的色彩時

可見到，但思想情感、人生態度都是中國古典中淒婉意境。遣詞造句常引用中國

古典詩詞和西方的浪漫主義詩句，使她的作品常呈現出柔美意境。而她細膩精到

的描寫，典雅秀麗的語言，流露於文中豐富的情韻，都讓人回味無窮，而奇特新

巧的寫作技巧，更引人注目。因此第六章從詩化美學的表現、洗鍊的修辭技巧、

                                                 
17見吳慧君<張秀亞和他的散文世界>，《幼獅文藝》297 期，1978 年 9 月，頁 93 
18 同上，頁 93 
19 同上，頁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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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完整的結構、獨特的描寫手法，來分為「詩化美文，韻味雋永」、「文字洗鍊，

辭采豐盈」、「匠心獨運，結構簡明」、「微寫獨白，手法獨特」四節深入探討。 

    最後是結論，張秀亞身為學院派作家，從學生到教師的角色，生活圈和生活

視野較為狹小，對於社會百態及各生活階層之了解較為不足，深刻實際生活體驗

相對也較少，因此寫作的題材受到侷限。但是她有一顆敏感的心，對生活中的瑣

事，記憶中的片段，內心的細微靈動，都化為至情之文，因此常能使人深受感動。

她的散文有相當的內蘊與哲理，但是也有不足之處，如她敏感的心緒因宗教信仰

和個人修為而有所節制，表露在文章中會呈現過度的矜持，甚至流於生硬與說

教，予人「不食人間煙火」之感，過度的唯美，減弱了作品的現實投影。 

本文在此將對張秀亞的散文做一總結，分為「美文的開創者」、「女性書寫的

典範」、「真善美的實踐者」概括其意義與價值，讓張秀亞的文學更為人所熟悉，

也盼能在現代文學的巨大河流中，注入個人點滴的研究心力，提供後人參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