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在兒童文學的領域中，兒童散文總不如詩歌、童話、小說、故事、寓言、神

話、戲劇般，廣受小讀者的喜愛。在過去，一般人都以為，散文不易為兒童所接

受，如果希望兒童與散文結緣，得從生活故事、寓言，或童話中間接的欣賞。但

是近年來，由於報紙的大量刊載，以及各文學獎的鼓勵，如「陳國政兒童文學獎」

的設立(其中有兒童散文類)，對於兒童散文的發展與創作品質的提升，給了很大

空間與鼓勵作用。 
 
目前在兒童語文教材中，便收錄了許多兒童散文的作品，以許地山的〈落花

生〉為例，此篇文章便收錄於國小六年級的教科書中。透過文章內容的欣賞，兒

童的情感便得到了牽動，對於人格的陶鑄與培養，無形中也達到了潛移默化的效

果；甚至透過寫作技巧的分析，對於兒童在寫作能力的培養上，亦有極大的助益。

因此兒童散文的創作園地是極待更多優秀作家投入的。 
 

在這塊極待耕耘的園地中，有幾位執著、努力的作家，例如：林良、馮輝岳、

桂文亞等，他們用心於兒童散文的創作，寫出了質與量均佳的作品。而在這群為

兒童散文辛勤耕耘的作家中，桂文亞的表現可說是極為出色，堪稱為台灣兒童散

文界重要的推手之一。對於原本從事成人文學編輯、創作，及報導文學寫作工作

的桂文亞而言，一九八一年轉調為《民生報》「兒童版」的主編時，才開始與兒

童文學有密切的接觸，之後便開始從成人散文的創作「轉耕」（桂文亞：〈兒童文

學裡的一葉孤舟〉，頁 10）為兒童散文創作。她所創作的兒童散文作品《思想貓》、

《思想貓遊英國》、《班長下台》、《長著翅膀遊英國》、《金魚之舞》、《感覺的盒子》

等作品，深受海峽兩岸讀者的喜愛，也獲致兒童文學工作者極高的肯定。大陸兒

童文學家班馬便曾說：「桂文亞的長年努力，已經使她成為中國兒童文學界之中，

『兒童散文』創作的最重要代表人物。」（班馬：《桂文亞探論》，頁 17） 
 
散文作為一種文學藝術，其獨特的魅力在於，字裡行間能真實的流露出作者

個性，再加上題材內容的自由廣闊、語言運用的藝術講究，以及秩序井然的流動

結構（簡恩定等著：《現代文學》，頁 119－129），因此往往能吸引許多創作者、

閱讀者沉浸於散文的藝術世界中。成人的文學世界是如此，兒童的文學世界亦是

如此。在桂文亞的「兒童散文」作品中，我們可讀到她性格中率直、真誠的一面；

在豐富的生活寫作題材中，亦可感受到她敏銳的觀察力；更在語言運用與結構的

安排中，可讀出她對藝術的講究與自我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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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的研究動機與目的，是基於對桂文亞「兒童散文」作品的喜愛，期能

從閱讀、欣賞的領域，進入到文學分析鑑賞的層次，透過對作家的人生經歷，了

解其創作背景、創作理念，並從作品的深入分析中，闡發其作品所展現的藝術技

巧及特色。 
 
本論文的研究，期望有以下的成果： 

一、 探討兒童散文文體的特色，以供讀者了解該文體。 
二、 探討桂文亞兒童散文的內容與形式，以供有志兒童散文創作者的參考。 
三、 為桂文亞在台灣兒童文學史上所做的努力與貢獻，做一客觀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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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獻探討 
 

目前兒童散文在創作上已有不錯的成績，但是理論的發展卻處於起步的階

段，因此相關的研究多援引成人散文的理論架構以為析論。本節所做的文獻探討

分為兩部分，一是討論兒童散文的相關研究；二是整理目前對於桂文亞兒童散文

所做的相關研究。透過這兩個方向的文獻探討，以提供本論文研究方向之參考。 
 

一、兒童散文的相關研究 

 
歷來對兒童散文所做的專門研究並不多見，以下便就兒童散文及其相關的研

究文獻進行討論。 
 
（一）兒童散文的相關資料 
 

目前和兒童散文有關的研究篇章有：林良〈談兒童散文〉、鄧美玲〈敘事抒

懷，貼近稚子心－－兒童散文的寫與讀〉、陳兆禎〈論兒童散文與國小高年級學

生學習成長之關係〉、李潼〈兒童散文的閱讀樂趣〉、桂文亞〈兒童文學裡的一葉

孤舟－－兒童散文〉、林政華〈談兒童文學散文〉、杜榮琛〈兩岸兒童散文初探〉、

馬景賢〈追求兒童散文的新境界〉、馮輝岳〈從兒童散文的敘事性談起〉等。在

這幾篇論述中，對於兒童散文文體的定位，以及對兒童散文特質的看法仍很模

糊，但對於兒童散文的發展現況和功用，則多有討論。 
 
至於專著部分，國內少有兒童散文相關的專著論述，若須探求文類的特質，

大多要從兒童文學的通論介紹著手。以林文寶在《兒童文學》一書中的介紹為例，

書中採用的是傳統的分類方式，將兒童散文和故事、寓言、神話、童話、小說等

類型的作品，歸之於散文類，且在各章節的討論中，並未別類論及「兒童散文」

一類。（林文寶等著：《兒童文學》，頁 10－11）此等介紹皆屬於概論性質，難以

窺見兒童散文的全貌。 
 
在發展史的整理上，二 000 年文建會主辦，台東師院兒童文學研究所承辦的

兒童文學一百研討會中，馬景賢發表了〈台灣地區（1945－1998）兒童文學散文

面面觀〉。馮輝岳在〈散文選集《有情樹》編選說明〉中，對兒童散文的發展有

概略性的介紹。 
 

在學位論文方面，台東師範學院兒童文學研究所研究生盧淑薇，以台灣童年

散文為研究主題，並針對一九四五年到二 000 年間出版的作品中，選出九本具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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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性的童年散文進行研究（九本作品中選有桂文亞的《班長下台》）。其中探討了

台灣兒童散文發展歷史和文類範圍，亦分析了童年散文的敘述結構和指涉讀者，

《台灣童年散文研究》對於釐清兒童散文的文類定義、特質，以及童年散文中所

呈現的兒童意識形態，皆有深入的討論。另外陳瀅如則以琦君兒童散文為研究範

圍，探討其兒童散文作品中的傳記性。在其論文《琦君兒童散文的傳記性》中除

了對於兒童散文發展概況和相關研究，做了簡要的說明，也對帶有強烈傳記性色

彩的琦君兒童散文做一深入研究。 
 
（二）兒童散文的研討會 
 

目前所舉辦過的兒童散文研討會，並有具體成果呈現者有： 
 

1.一九九六年四月七日到十二日，由海峽兩岸作家李建樹、王泉根、桂文亞、班

馬、孫建江、湯銳、管家琪、方衛平等八人，舉辦了一次私人的江南散文之旅。

在此行程中，他們就兒童散文相關的議題舉行了一連串的討論，討論的議題包

括：「少兒散文的藝術地位如何與童話、小說並列」、「少兒散文的文體特徵及各

種可能」、「少兒散文的文體特徵」、「少兒散文到位的標誌是什麼」等專題，會後

並由桂文亞主編此行紀實的專書：《這一路我們說散文－－96 年江南兒童文學散

文之旅》。（《這一路我們說散文－－96 年江南兒童文學散文之旅》，頁 21－31。） 
 
2.一九九六年九月，由《民生報》、北京《東方少年》和上海《少年文藝》所共

同主辦之「當代少年兒童暨桂文亞作品研討會」，分別在上海和北京舉行，會後

並出版《桂文亞探論－－走通散文藝術的兒童之道》及《讀她寫她－－桂文亞作

品評論集》兩本文集。（管家琪：〈一次溫馨的聚會－－記「當代」少年兒童散文

暨桂文亞作品研討會〉，頁 42－43）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兒童文學學會季刊》便將兩次活動的成果，刊登於專輯

「另一扇窗」中，內容包括：陳月文〈那一路，他們說散文〉、管家琪〈一次溫

馨的聚會－－記「當代少年兒童散文暨桂文亞作品研討會」〉。（《兒童文學學會季

刊》冬季號，頁 40－43） 
 

二、桂文亞兒童散文的相關研究 

 
由於桂文亞長期努力於兒童散文的創作，又熱心積極推動兩岸兒童文學界的

交流，因此兩岸對其作品介紹及欣賞性的文章並不少。 
 
金波先生主編的《讀她寫她――桂文亞作品評論集》，便收錄數十篇評論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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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班馬先生著作的《桂文亞探論――走通散文藝術的兒童之道》，則是對桂文

亞創作過程追溯與觀察所作的分析、研究。此二書是目前較為完整之研究專著，

以下便就其研究的方向與成果簡述之。 
 

（一）《讀她寫她――桂文亞作品評論集》 
 

本書中評論的內容包含三個部分：一是作家及作品綜論；二是專著及單篇作

品探論；三是作家介紹。 
 

1.作家及作品綜論 
 

在林良先生所撰的〈地球儀上的思想螞蟻〉一文中，點出了桂文亞是個喜歡

旅遊，行萬里路的散文人。 
 

她給人的印象，就像是爬行在地球儀上的一隻會思想的螞蟻，球體上的每

一色塊，都曾經出現過牠的身影。……她是一位行萬里路的散文人。（金

波主編：《讀她寫她》，頁 29－30） 

 
旅遊的見聞，自然的成為桂文亞作品中豐富的材料，其寫作的題材便有很多是來

自於旅行。而三十多年的寫作磨鍊，讓她散文作品裡的文字，越來越澄澈，澄澈

得接近透明，格外清新可讀。（同前註，頁 30。）林良先生也發現，在桂文亞的

散文裡，有一個永恆的話題，那就是「美」，「美」，就是桂文亞的宗教，因為在

她的心目中，生命之美、人間之美都有待我們去發現。（同前註，頁 32－33） 
 

其次曹文軒先生也在〈私人性的文體〉一文中，提出了他的看法，他認為桂

文亞的作品值得推崇的原因在於： 
 

她的散文越寫越平穩，越寫越少驚乍，越寫越「不講究」(我讀《思想貓

遊英國》一書時，就見她在那裡平靜的回憶往事，既無大的動機，又無深

刻的慾望，只是切實地寫出人與事來，就覺得那些文字很耐讀)。（同前註，

頁 37） 

 

可見在桂文亞的兒童散文作品中，彷彿見不到任何人工雕琢的痕跡。 

 

其他的篇章中另有從敘述觀點探討，亦有從情感的真實面深入剖析，而作品

的深具幽默感，則受到大家一致的推崇。 

 

2.作品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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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部份的評論是針對其兒童散文創作《思想貓》、《班長下台》、《思想貓遊英

國》、《長著翅膀遊英國》、《美麗眼睛看世界》等作品，做專書或單篇作品的評論。 

 

評論的內容多是探討作品本身特出之處，或暢言其讀後感。以唐兵所撰〈兒

童心靈的果園――談桂文亞的「思想貓」〉一文為例，文中便提到桂文亞的成功，

是在於她有一顆「童心」，《思想貓》的廣受歡迎是在其於極短的篇章內，觸到日

常生活的各個方面。他認為：「在一大片兒童心靈的果園裡，桂文亞吸取著創作

的靈感。《思想貓》一書寫得最出色的部分莫過於那些表現兒童充滿雅趣的心靈

的作品。」（金波主編：《讀她寫她》，頁 132－133）從日常生活中取材的作品，

最貼近孩子們的生活，也最能引起孩子們的興趣。 

 

柯錦鋒更進一步的在其所撰寫〈百讀不厭的《思想貓》〉中歸納出《思想貓》

出類拔萃的的三大原因：一是主題正確；二是取材廣泛，走向活潑；三是描寫細

膩。（金波主編：《讀她寫她》，頁 137－138）而其他作品也都別具特色，如充滿

兒童情趣，內容真實、親切等，在評論者的筆下，均對桂文亞的作品，做了番深

入的體會。 

 

3.作家介紹 

 
此部分探討的內容是以「我所知道的桂文亞」為主題，由朋輩文友來描述他

們心中的桂文亞。 
 

在作家林海音女士心中，桂文亞是個優秀的訪問人，她之所以能成功、深入

的訪寫多位頗具盛名的受訪者，是在於其事先的七個準備工作。由此可見，桂文

亞是個做事確實、認真的人，在工作中是如此，從事兒童散文創作的她亦是如此。 

 

張秋生先生則認為桂文亞是個有信用的人，而且擁有一顆年輕的心。另外在

朋友的心中，她是個熱愛攝影的癡人，也因攝影的緣故，她總能以多元、美麗、

特殊的角度來選擇創作的題材。平日的她，待人也極為熱情、真誠，這樣的人格

特質也一一展現在作品之中，透過文友朋輩的介紹，對於桂文亞本人，我們也多

了分深入的了解。 

 

總論本書的研究成果，在其人及其作品綜論中，雖道出了桂文亞作品中創作

風格的特色，但由於文章篇幅所限，均僅就其特出之處，做簡要的探討，對於整

體寫作風格的總論，以及主題、結構、語言上的探討，文中並未做詳細的析論。

在作品的探討中，僅就單本專著、單篇著作，或做心得的抒發，或作特色的分析、

比較。而在作者介紹中，則是從生活上的接觸，解讀其所知道的桂文亞，這些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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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雖未能詳細介紹桂文亞，但對於讀者、研究者言，是深入其作品前，須廣為閱

讀的資料。 

 

二、《桂文亞探論――走通散文藝術的兒童之道》 

 

本書研究的內容包含三個部分：一是作家論；二是藝術論；三是文本分析。 

 

（一）作家論 

 

在作家論中，班馬從四個主題分別追溯討論桂文亞的創作歷程。首章〈在「兒

童」與「散文」之間的兒童美學思考〉一文中，班馬認為桂文亞的創作理念與創

作實踐行為，明確的定位關涉「兒童美學」的價值追求，而探尋其從成人散文創

作轉攻兒童散文創作的歷程，亦可使我們從中發掘其差別性，甚而找到兒童散文

藝術思想的某種進展線索。（班馬：《桂文亞探論》，頁 18。） 

 

第二章〈回尋桂文亞散文藝術氣質的角色性與源流性〉中，則說明了桂文亞

對於「兒童散文」的角色性意義，以及其中所具有的結構性條件，似可概略為兩

大方面：即「兒童化」的質素與「散文化」的底蘊。而一九八三年桂文亞則以《媽

媽手記》一書做為進入「兒童散文」的探索，這樣的演變過程，是別具意味的。

（同前註，頁 20－27。） 

 

第三章〈探問桂文亞格調變化的七十年代中介變度〉與第四章〈桂文亞走向

「兒童散文」探索之道的游藝性律動〉，則分別將桂文亞的文學創作歷程與作品

格調做了簡要的分析。 

 

（二）藝術論 

 

在藝術論中，班馬再次強調兒童化與散文化是桂文亞兒童散文的藝術特徵，

而其兒童散文的觀照方式則是「美麗眼睛看世界」。在桂文亞眼中，她將美麗的

意義寄懷於童年的「生命關懷」與「審美意識」，她以此美麗的情懷投之於這個

實在的世界。（同前註，頁 77。） 

 

透過藝術美學的角度，班馬評析了桂文亞兒童散文的藝術特徵，也給了作品

很高的評價，甚至認為這樣的藝術風格會成為童話、童詩與小說所沒有的「世界

圖景」。（同前註，頁 84。） 

 
（三）文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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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部分的研究是針對文本中的語式變化、特徵做進一步的深論。其細分為五

個單元，分別是：〈從文本來考察桂文亞孤憤期的置問者語式〉、〈從文本來考察

桂文亞寧馨而開解的感嘆者語式〉、〈桂文亞寫作「轉捩點」的語式特徵〉、〈從文

本考察桂文亞進入「兒童世界」的優游者語式〉、〈從文本來考察桂文亞以理趣照

亮人生童年的「引領者語式」〉。 
 
班馬試圖由桂文亞各期的作品中，從語式的變化來把握桂文亞散文「生命觀

照」之變。從語式的變化來看，我們可從中讀出各期作品的語式特色，更可探求

出其間風格的轉變。 
 

總論本書的研究成果，在作家論中，班馬並沒有對作家的人生經歷做細細的

勾勒、描繪，他是就作家本身的藝術特質和作家所呈現的格調做了番討論，對於

桂文亞走通兒童散文藝術之道的軌跡，提供了不同的觀照之路。在藝術論中，班

馬是從藝術美學的角度切入，對於作品內在的藝術表現，亦難全面深析。在文本

分析中，班馬討論了桂文亞各期作品的語式變化，但對於文本中其他的特色，卻

未盡討論。 

 
除了上述兩本專著之外，介紹桂文亞個人寫作背景的篇章有：葉深〈小人國

裡的自我修煉者－－專訪兒童文學作家桂文亞〉、朱寅生〈把自己當讀者的桂文

亞〉、汪淑玲〈桂文亞與李潼對談「旅行和散文的寫作」〉、李宗雯〈秀秀氣氣桂

文亞，各說各話讀者多〉、莊慧秋〈站在天平的中點－－桂文亞和洪冬桂的雙職

生涯〉、愛薇〈報告文學的一隻健筆〉、管家琪〈認真工作認真玩耍〉、鍾淑貞〈一

次經驗的交流－－桂文亞談如何創作兒童文學〉等；作品評論部分：喬傳藻〈一

本奇妙的書－－讀《金魚之舞》〉、方衛平〈「班長」重現江湖不再「下台」〉、林

麗娟〈作家的童年－－讀「班長下台」、「聰明的爸爸」有感〉、班馬〈進入一種

隨意翩舞－－桂文亞《金魚之舞》新作賞〉等 
 
若就目前研究的成果來看，除了班馬專著的《桂文亞探論》外，多為單篇的

論述之作，對於作家及作品國內未見整體的研究。透過以上研究成果的探討，各

家的評論與介紹，不僅提供了筆者許多研究的資料，對於已深析過或未探求過的

領域，無疑的也提供了更具體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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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 
 

欲對文學做一深層的研究，首先須掌握與文學相關的各個要素。本論文研究

的方向即是根據主題文學的相關要素進行研究立論，並採用文獻分析法、文本分

析法、訪問法、調查法等方式做深入的分析探討。以下擬就研究方向、研究方法

做一簡要的說明。 
 

一、研究方向 

 
與文學相關的要素除了作品之外，作家本身和其生處的宇宙環境，以及讀者

間，都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黃慶萱曾在〈劉若愚《中國文學本論》架構方法析

議－－七寶樓台的架構與拆卸之二〉一文中指出： 
 
劉君所提出的文學四要素：宇宙、作家、作品、讀者之外，應加文學研究

為第五要素，從而提升研究的高度，並將劉君的文學的六理論擴充為文學

十理論。（《與君細論文》，頁 336） 
 
此外他亦結合了亞伯拉姆斯「《鏡與燈》的作品中心三角形架構」1、劉若愚「文

學四要素圓形雙循環架構」2，將文學四要素加入「文學研究」為第五要素，增

補得出以下的圖形，並說明了其間的關係： 
 

 
 

                                                 
1亞伯拉姆斯（M﹒H﹒Abrams）在《鏡與燈》（The Mirror and the Lamp）一書中，提出文學批評

四大要素：作品、宇宙、藝術家和欣賞者，並以圖示其關係。（參見 M﹒H﹒Abrams：The Mirror 
and the Lamp.Oxford，1953；rpt.New York，1958.中譯本：酈稚牛、張照進、童慶生合譯，王寧

校《鏡與燈》，頁 1－40。）黃慶萱稱此圖形為「《鏡與燈》的作品中心三角形架構」。 
2 劉若愚將亞伯拉姆斯所提出的四要素，用「作家」以代替「藝術家」，用「讀者」以代替「觀

眾」（欣賞者），並將其重新排列。（參見劉若愚著、杜國清譯《中國文學理論》，頁 13）黃慶萱

稱其為「文學四要素圓形雙循環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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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 

1、在作家、宇宙之間，有摹寫理論。 

2、在作家、作品之間，有流露理論。 

3、在讀者、作品之間，有欣賞理論。 

4、在作品、宇宙之間，有反映理論。 

5、在讀者、宇宙之間，有實用理論。 

6、在作家、讀者之間，有媒介理論。 

7、在文學研究與宇宙之間，有形上理論。 

8、在文學研究與作家之間，有人格理論。 

9、在文學研究與讀者之間，有接受理論。 

10、在文學研究與作品之間，有客觀理論。（《與君細論文》，頁 339－349） 
 
由以上的理論可知，一個完整的文學研究，其研究的方向與對象應該包括：「宇

宙」、「作家」、「作品」及「讀者」等四方面。本論文即以此四大要素為研究方向： 
 

（一）「宇宙」的要素部分 
 

由「宇宙」的方向切入，研討桂文亞兒童散文的寫作背景和人生經驗，其下

便就台灣兒童散文的發展和桂文亞的人生經歷進行討論。從探討結果可看出，桂

文亞的兒童散文所反映出的時代背景；探討作家所摹寫的，作品所反映的，讀者

受影響的是怎樣的宇宙、人生；探討桂文亞個人人生經歷對其散文創作所造成的

影響。 
 
（二）「作家」的要素部分 
 

由「作家」的角度切入，析論桂文亞兒童散文的創作觀。首先探討桂文亞的

兒童散文觀，以了解其對兒童散文文類的定位；其次探討桂文亞兒童散文的創作

理念，以進一步了解桂文亞在創作兒童散文之時，對作品內容與形式技巧上的要

求。 
 

（三）「作品」的要素部分 
 
以「作品」為範圍切入，也就是針對「作品」本身研究。先討論「內容」，

再分析「形式技巧」。在內容部分，是探討桂文亞兒童散文的類型與主旨；在形

式部分，則是對語言和結構表現進行析論，以找出其作品的藝術特徵和魅力。 
 

（四）「讀者」的要素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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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讀者」角度切入，探討桂文亞兒童散文作品在讀者群中的迴響。因讀者

的身份的不同，在讀者的閱讀活動上便會有不同的方向與結果。在批評家的部

分，我們可以整析出批評家們對桂文亞兒童散文作品的評價；在小讀者部分，我

們可以看出其作品所造成的迴響。藉此觀察中，我們也可探尋出目前讀者的閱讀

趨勢。 
 

二、研究方法 

 
本論文研究的方向，是根據文學的相關要素：宇宙、作家、作品、讀者等四

個角度進行研究立論。在對桂文亞的寫作背景與創作世界的探討上，除了參詢各

報章雜誌及相關研究中所載的資料外，亦參酌文本中所記述的內容，來描繪桂文

亞個人的形象。再者從作者發表過的文章中歸納整理出她的創作理念，並從作品

中印證其創作理念的實踐。 
 
在桂文亞兒童散文作品藝術表現的探析上，由於目前兒童散文理論的研究並

不多，因此除了蒐集已發表過的兒童散文理論外，亦參照了現代散文的理論資

料，擬從中掌握桂文亞兒童散文作品在內容與形式上的表現技巧，並結合「讀者」

的迴響，以給予客觀而公正的評價。 
 
以下便將研究方法歸納簡述如下： 

 
（一）文獻分析法 

 
蒐集整理相關的外緣資料，從文獻資料中探討作家的寫作背景，先總觀整個

文學背景，接著討論作家的個人背景，以追溯整理出作家創作的歷程。 
 
（二）文本分析法 
     

文本的研究，主要是針對作品本身進行內容和形式的藝術分析，除了參考桂

文亞兒童散文作品的相關評論與研究外，並佐以兒童文學相關的理論、現代散文

理論，以及修辭學等相關論著，探析桂文亞兒童散文作品的藝術成就與價值。 
 
（三）訪問法 
     

對於外緣資料不盡詳細之處，以訪問法來做補充陳述。 
 
（四）調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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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各相關的調查，以整理記錄桂文亞的著作年表、兒童散文相關紀事等。

調查法有助於了解作家在兒童文學發展上的關係，及其所產生的貢獻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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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疇的界定 
 

桂文亞的作品包括成人文學作品、兒童文學作品，以及其他評論、編寫等作

品。由於桂文亞目前仍持續創作中，因此本論文研究的材料是以桂文亞截至目前

為止的兒童散文創作，來進行研究。 
 
本論文研究的文類是「兒童散文」，在界定研究範疇之前，首先須對「兒童

散文」這一文類有清楚的認識。本節擬先對兒童散文的義界提出說明，再據以界

定研究範疇。 
 

一、兒童散文的義界 

 
本論文定名為「桂文亞兒童散文研究」，為使探究的目的、範圍與內容更加

明確，以下便將與本研究相關的名詞：「散文」、「兒童散文」等，做一清楚的界

定。 
 
（一）「散文」的定義 
 

散文與詩、小說、戲劇並列為文學的四大類型，在這四大文類中，散文可說

是最貼近生活的一種文類，生活中的任何題材，透過技巧性的描寫，均可成為一

篇散文創作。 
 
劉勰在《文心雕龍•總術》中提到：「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為無韻者筆

也，有韻者文也。」有韻者為「文」，包括詩歌、辭賦等；無韻者為「筆」，包括

詔令、奏議、書信等。「文」、「筆」之說中，「筆」的特質，可以說等同「散文」

的文類特質。 
 
對於散文的文類特質與名義，學者多有探討。季薇在〈淺談散文〉中提到：

「散文是一種文學作品的體裁，除了詩以外，都可以算是散文。」（《散文研究》，

頁 51）她更進一步說明廣義性散文的範圍： 
 

事實上，我們每天都生活在散文中，譬如讀一段新聞聽一段廣播、寫一封

信、記一篇日記，或者和朋友們聊天；所看所聽所說所寫的，幾乎都可以

包括在散文的範圍之內。當然這是指廣義的散文，包括一般的抒情文、記

敘文，和說明文。範圍縮小以後，更明瞭，散文可以抒情，可以記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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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理。（同前註，頁 53） 
 
上段說明提到廣義性的散文，包括抒情文、記敘文、說明文，而生活中所能觸碰

到的一切，都可以是散文。 
 

除此之外，散文亦須具有三大特性： 
 

第一、散文不只是在形式上比較的廣泛，而表現的方法也比較的自由。散

文的內容，一般說來，多數是不虛構的，它的作者常常是拿實際生活中所

接觸到的人、事、物作為對象，而根據生活環境中的多種經驗，所抒發的

情感與思想的忠實紀錄。第二、因為散文是以抒發思想和感情為主，所以

對故事的描寫與敘述，似乎並不太重要，那是小說的事。第三、散文也可

以發揮一些議論，但也並不是十分主要的，那是論文和雜文的事。（同前

註，頁 42－43） 
 
季薇歸結以上三個特性，得到一個概念：「凡是只要是以抒發生活中真實的思想

與情感為主的，都可以歸於散文之列。」（同前註，頁 43） 
 

鄭明娳整理前人界說之後，將散文的文類特色做了簡要的說明： 
 

散文之名為「散」，不是散漫，而是針對其他文類之格律而言，詩、小說、

戲劇各自發展出一些充分必要的嚴謹條件，甚至走進一個有負擔和束縛的

發展軌跡，散文卻仍然能保持它形式的自由。也因此，散文的伸縮性非常

大，它的母性身份仍然保有其孕育出來的子孫之特色，所以散文「出位」

的機會也比其他文類多。（《現代散文》，頁 7） 
 
上段描述中提到，散文在形式表現上極具伸縮性，散文之名為「散」，是指形式

上的自由而言。 
 

但除了形式上的自由之外，散文在取材上亦有極大的空間。因此我們可以

說，在可取材的範圍極其廣泛，體式、表達方式可多元運用的自由空間裡，散文

所散發的獨特魅力深深吸引著許多創作者的投入，因此從五四白話文學運動以

來，以白話文寫作的文學散文，在現代文學領域中的表現可說是成績斐然。 
 

（二）「兒童散文」的定義 
 
在早期兒童文學領域中，並沒有「兒童散文」這一文類，3「兒童散文」這

                                                 
3 以林守為的概說為例，其在論述兒童文學的分類時提到，兒童文學約可分為三大類，分別是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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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文學類型是近幾年來才被分類獨立出來的。關於「兒童散文」的定義，兒童文

學家們分別提出了不同的界說，其說明的角度多是從特殊的讀者對象－－兒童，

以及具有散文文類特質兩個層面來定義。 
 
林良認為： 
 

我們所提倡的「兒童散文」，指的是為兒童寫作的「文學的散文」。這種散

文是向兒童傳達自己的「動人的人生經驗」，但是作者必須運用兒童能體

會的題材，運用能激起兒童心理反應的語言。（《淺語的藝術》，頁 282） 

 
由上述內容可知，「兒童散文」指的是為兒童寫作的文學性的散文，它的主要目

的是向兒童傳達自己動人的經驗。接著，他在〈談兒童散文〉中提到： 
 

「兒童散文」這個概念，必須交代的是「散文」這個概念和「兒童的」這

個形容。……在文學的領域裡，我們所說的「散文」，是指「文學的散文」，

作品裡要有足夠的文學活動、文學技巧，或者說，作品裡要有足夠的「文

學活動」，能給我們「文學的滿足」的那種散文。再說「兒童的」這個概

念。從兒童文學創作的觀點來看，這個概念包含兩個意義。一，讀者是兒

童的。二，是寫給兒童的。……因此，「兒童散文」的寬鬆的定義，應該

是：兒童文學作家寫給兒童欣賞的散文。或者更簡單的說：「寫給兒童欣

賞的散文」。它不能超越兒童的知識、經驗和語文能力太多。（《語文教育

通訊》，頁 82－83） 

 
上段敘述中說明「兒童散文」一詞應從「兒童的」與「散文」兩個概念來討論，

除了兼具散文的文學特性外，應以兒童的知識、經驗和語文能力為創作考量。另

外林政華在〈談兒童文學散文〉中，則對林良先生所提出的「兒童散文的三要件」

做了補充說明。 
 

林良先生曾說兒童散文的要件有三：一為語言優美，二為結構完整，三為

適合兒童欣賞。前二者為一般文學散文同需具備的要求，第三點合乎兒童

文學條件，見解自然不錯；但如要凸顯兒童散文的「文學性」及「兒童性」，

則尚須著重：一、情感真摯，能為兒童所感受。二、文學趣味濃厚，能吸

引兒童閱讀。（《兒童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10） 
 

                                                                                                                                            
文類、韻文類、戲劇類。散文類之下則有：兒童故事、童話、神話、寓言、小說、遊記、傳記、

笑話等，未見「兒童散文」類。（《兒童文學》，頁 11－12）再以吳鼎的概說為例，其在論述兒童

文學的形式時，將其分為：「散文形式的」、「韻文形式的」、「戲劇形式的」、「圖畫形式的」等四

大類。其中「散文形式的」一類下又別列有：童話、故事、寓言、小說、神話、傳記、遊記、日

記、笑話等，「散文形式的」一類下，亦未見「兒童散文」類。（《兒童文學研究》，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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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政華認為，複雜、虛假的情感，非兒童單純的心靈世界所能接受，唯有真摯的

情感，才能激起兒童同理的感受與感動。若能再加入趣味性，則更能吸引兒童加

入閱讀的行列。 
 
馮輝岳在〈散文選集《有情樹》編選說明〉中提到： 
 
兒童散文，顧名思義，它是成人寫的適合兒童欣賞的散文，包括專為兒童

寫的，和專為成人寫、但適合兒童欣賞的兩種。適合不適合，宜從寫作技

巧、語言運用及蘊含的思想等角度去考察。（林文寶策畫：《彩繪兒童又十

年》，頁 32。） 
 
在這段說明中，馮輝岳將將「兒童散文」定義為：「成人寫的適合兒童欣賞的散

文。」創作者限定為成人，兒童所創作的作品，便無法歸入「兒童散文」作品中。 
 
兒童文學作家杜子在〈親情•童年往事•最教人感動－－我讀「思想貓」〉

中說明： 
 

兒童散文，是兒童文學家專為兒童寫的散文，它的題材非常廣泛，不論是

敘事、抒情、議論，或者三者兼備，都可以表達作品思想與情感。由於它

的讀者是以兒童為主，所以表現的內容和形式，必須考慮到兒童的語言世

界以及意識世界。如果能以自由、生動、有趣、多樣的方式表現，必能吸

引小讀者的閱讀興趣，並引起兒童的心靈的共鳴，產生積極的正面影響。

（《讀她寫她》，頁 139） 
 

杜子從寫作對象，以及表現的內容和形式來概述。由此段論述可看出，兒童散文

兼有散文文類題材廣泛的特質，但在內容和形式的表達上，則須考慮兒童的需要。 
 
    大陸的學者則認為兒童散文是指： 
 

用凝煉、生動、優美的文學語言寫成的記敘兒童人物和兒童關心的事情，

並借此抒情、議論的短小精悍的文章。是一種記人述事、摹景狀物、情文

並茂、優美精煉、自由靈活的兒童文學作品。冰心的《寄小讀者》是兒童

散文中的經典作品。兒童散文具有一般散文的特徵，又適應兒童的審美心

理，它雖取材廣泛，自由便捷，千姿百態，卻短小精悍，深入淺出，充滿

了童情童趣，而且語言崇尚規範、精確、自然、流暢。它寫真人真事，追

求詩的意境和哲理性，使兒童受到情的感染和理的感化；它還具有較強的

知識性，科學散文、知識小品等在兒童散文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蔣風主

編：《世界兒童文學事典》，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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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段的敘述分別從取材、語言上來說明兒童散文的特質。簡言之，兒童散文具有

一般散文取材廣泛、自由，以及語言精確、自然、流暢的特徵，且須適應兒童的

審美心理。 
 

黃雲生則認為「兒童散文」的發展一開始便走向狹義性的定義： 
 

兒童散文出現於五四時期，是從現代散文中分化出來的。兒童散文幾乎從

一開始便走狹義性的藝術散文之路，即以記敘真人真事、真情實景為主要

內容，真實地抒發作者心靈感受、生命體驗，結構形式「形散神凝」，篇

幅簡短自由，注重意境表現等為特徵。但兒童散文由於其讀者對象是少年

兒童，因此，它也必然具備兒童文學的特殊性，即「兒童特點」，作者在

敘事寫景，抒發心靈感受、生命體驗時必然要考慮到兒童的視角，兒童的

審美感受、審美能力以及不同層次兒童的特點。（《兒童文學概論》，頁 102
－103。） 

 
黃雲生認為，「兒童散文」是從現代散文中分化出來的，它強調的是真實性，事

件的發生須確有其人其事，情感的抒發更不能矯情捏造。除此之外，因其讀者對

象為少年兒童，必須具備兒童文學的特殊性，即考慮到「兒童的特點」。 
 
綜合上述，「兒童散文」一詞最簡單、明確的說法是：「兒童的散文」。因此

它必須涵蓋「兒童的」與「散文」這兩個概念，在散文的文學特性下，又須強調

兒童文學的特質。針對這樣的特色與要求，我們可為「兒童散文」下一廣義性的

定義：「兒童散文是專供兒童欣賞的現代散文，它是根據兒童興趣、需要和能力，

運用淺顯而藝術的語言，自由的形式，來表達作者情思的文學作品。」 
 

二、研究範圍 

 
依照上述為「兒童散文」所做的定義，可以進一步界定出研究的文本範疇。 
 
由於兒童散文的主要閱讀對象是兒童，因此本論文在討論時，便將研究範疇

界定為：兒童散文是適於兒童欣賞的散文，此處的「兒童」指的是十二歲以下的

閱讀對象。依照《兒童福利法》第一章總則第二條的內容：「本法所謂兒童，係

指未滿十二歲之人。」林文寶在說明兒童文學的定義時提到： 
 

一般人所謂的兒童是指：自入托兒所至小學畢業（三歲－十二歲）止的一

般時期，若延長可至初中畢業（十五歲）。是以，有人從發展的角度，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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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文學細分為：幼兒文學（三歲到八歲）、兒童文學（六歲到十二歲）、

少年文學（十歲到十五歲）。（林文寶等著：《兒童文學》，頁 8） 
 
由上述內容可知，若從發展的角度來看，兒童文學尚可再細分為：幼兒文學、兒

童文學、少年文學。 
 

在《民生報》為桂文亞作品所做的類型分類中，屬於「兒童散文」一類者有：

《思想貓》、《班長下台》、《感覺的盒子》等；屬於「中學生書房」者有：攝影散

文《美麗眼睛看世界》、紀實散文《金魚之舞》、攝影散文《馬丘比丘組曲》等；

屬於「旅行文學系列作品」者有：世界萬花筒《思想貓遊英國》、世界萬花筒《長

著翅膀遊英國》、攝影散文《馬丘比丘組曲》、旅行者《再來一碗青稞酒》、旅行

者《哈瑪！哈瑪！伊斯坦堡》等。 
 
從以上的類型分類來看，我們可以發現，其有從讀者的年齡層區分者（兒童

散文、中學生書房），亦有針對形式表現（旅行文學）上的不同而分類者。這樣

的界定，我們不難發現在分類上出現了重複與模糊的現象。 
 
若依上述的類型分類，屬於「兒童散文」一類者僅有三本。可見在桂文亞本

人的界定中，「兒童散文」一類當是適合兒童閱讀的散文，其讀者的年齡層在十

二歲以下，適於十二歲以上讀者閱讀的作品，則歸為中學生書房。4但是「兒童

散文」類型與「中學生書房」作品間的界定，很難有一個絕對的標準5，因此《民

生報》的類型分類方式會造成文體界定的模糊，因為即使年齡相同，閱讀能力也

會呈現明顯的差距。 
 
本論文所研究的文本範圍，是根據前述兒童散文義界中所歸納的廣義性定

義，考量讀者對象－－「兒童」的特殊性，以及參酌《民生報》所做的類型分類，

選出：《思想貓》、《思想貓遊英國》、《班長下台》、《長著翅膀遊英國》、《金魚之

舞》、《感覺的盒子》等作品，為討論的文本。 
 

                                                 
4 在《這一路我們說散文》一書中，多有「少兒散文」一詞出現。而其中〈少兒散文開放論－－

散人散語〉中，桂文亞數次提及少年兒童散文（《這一路我們說散文》，頁 99）。由此可知在兒童

散文的領域中，依讀者年齡層的差距，以及閱讀能力的不同，兒童散文、少年兒童散文間似乎可

以再加以細分。 
5 對於此間的界定多有爭論，以《美麗眼睛看世界》一書為例，在〈第八屆「中華兒童文學獎」

文學類決選會議紀錄〉中提到：「馬景賢解釋這本書是給國中生閱讀的。管家琪接著發表她的看

法，她說基本上她是以文類為評選標準，這兩本書她會支持《美麗眼睛看世界》，因為這本書文

學性強且開創新風格，她也認為本書文字淺顯，國小中、高年級就可閱讀，再者本書的聯想空間

也大。」（《中華民國兒童文學學會季刊》夏季號，頁 41）由以上的討論可知，對於《美麗眼睛

看世界》一書的讀者對象，馬景賢和管家琪的看法並不相同。（《美麗眼睛看世界》一書榮獲行政

院文建會主辦的「台灣（1945~1998）兒童文學 100」兒童散文組十一本入選好書中的一本，但

本論文考慮的讀者對象是十二歲以下的孩童，該書暫不列入討論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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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的主要範圍概述如下： 
 
（一）文本部分包括：一九九四年五月初版的《長著翅膀遊英國》（二十六篇）；

一九九七年六月初版的《金魚之舞》（共二十七篇）；一九九九年十月再版的《思

想貓遊英國》（共二十八篇）；二 000 年四月再版《班長下台》（共十八篇）；二

000 年六月再版的《思想貓》（共四十七篇）；二 000 年十月初版的《感覺的盒子》

（三十九篇）等作品。截至本論文發表之前的兒童散文作品，均是研究的文本。 
 
（二）除了桂文亞的兒童散文作品外，舉凡文友朋輩對桂文亞兒童散文的分述評

析、作家背景介紹等間接資料，均是本論文蒐集、研究的重要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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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限制 
 

一、研究範圍的限制 

 
本論文主要是對桂文亞兒童散文作品進行研究，研究時所面臨的問題：一是

對兒童散文文類界定的模糊；二是目前兒童散文相關理論之不足。因此在進行研

究時，多擇用現代散文理論，以及參考兒童文學的相關理論，並竭盡所能收集兒

童散文相關的論述，來窺探兒童散文的全貌。 
 
受了以上問題的限制，在界定兒童散文義界和研究文本之時，便處於兩難情

境之中，到底該作品是否屬於本論文所界定的範圍？不列入討論是否會造成爭議

或遺珠之憾？此等問題，均是研究時所面臨的限制。 
 

二、研究結果應用的限制 

 
本研究的目的旨在探討桂文亞兒童散文作品的藝術特色，以供有志創作者、

教學者及研究者之參考。研究結果的歸納分析，以現代散文理論、兒童文學理論

為依據，應用於探討桂文亞兒童散文作品的內容、形式分析，此等討論的方向不

完全適用於其他兒童文學作品。因此研究結論以外之其他狀況，則不在預期研究

結果的應用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