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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五０年代的反共文學，雖然有官方的勢力在背後推波助瀾，而在當時的台

灣文壇，佔了支配性的地位，但從 1953 年反共文學陣營作家便已開始思考如何

在「技巧」、「內容」方面提升反共文藝的藝術性；相對於反共陣營，自由主義

者聚集的大本營《自由中國》也在 1953 年確立「純文藝」的藝術走向。兩方陣

營在 1953 年的文學轉向都為現代主義預留了伏筆，到了 1956 年 3 月紀弦在《現

代詩》上提出現代派六大信條後，現代主義文學正式躍上戰後台灣的文壇1，從

此寫實主義、張口見喉式的反共文學影響力便逐漸退位。 

緊接著現代派信條，《文學雜誌》於 1956 年 9 月創刊，文學的現代主義便

成為一股勢不可擋的風潮，但不管是《現代詩》或是《文學雜誌》，在當時都是

屬於小眾的文學刊物，雖然在菁英份子流傳，但影響力終究有限。2直到《文星》

雜誌問世，在短短的的四、五年內銷售量便超過一萬份3，成為推廣現代思潮銷

量最大的雜誌。《文星》影響力之大，在當時無出其右，余光中甚至以「在塑造

現代青年的力量上，一份開明的雜誌絕對不下於一個大學」
4來說明文星的影響

力。再則，當時的《文星》試圖繼承五四以來的新文化運動，因此，新文學的

提倡自然成為《文星》的首要特色。5現代藝術、現代詩、小說、文學論述、現

                                                 
1 台灣在三０年代年代一度通過日本引進現代主義，風車詩社便是最為人熟知的代表。因此馬

森稱三０年代的現代主義運動為第一次西潮，六０年代的現代主義運動則為第二次西潮，詳

見陳美美，《台灣現代主義文學的萌芽與再起》（佛光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論文，2004 年）。 
2 現代派發表現代派信條時，有一０二位詩人連署；據吳魯芹說法，當時的台灣文壇並沒有把

《文學雜誌》這份刊物看在眼裡，這應當是自由主義文人當時還看不太起自由形式的現代詩

之語。見〈瑣憶《文學雜誌》的創刊和夭折〉，《傳記文學》第 30 卷 6 期，1977 年，頁 63-66 
3 1959 年時，聯合報向外宣稱年發行量突破 7 萬 5 千份，超過《中央日報》成為第一大報。相

對於報紙，雜誌一直是比較小眾的媒體，發行量能突破一萬份已非常可觀。有關聯合報當時

的發行量引述自〈維基百科‧台灣媒體史〉網址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E5%AA%92%E9%AB%94%E5%8F%B2 

4 余光中，〈迎七年之癢〉，《文星》第 73 期，1963 年 11 月，頁 5 
5 相關說法請見陳正然《台灣五０年代知識份子的文化運動——以「文星」為例》（台大社會

所碩士論文，1984 年），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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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音樂、電影等各方面6透過《文星》提供的平台得以全面展開，讓從紀弦以降

的現代主義運動能穩定下來，成為現代文藝的主流，使得當時台灣知識界有個

共同現象，就是比較進步，比較求新求變的知識份子，大都主張西化。 

《文星》作為當時現代主義運動的大本營，糾集了龐大的作者群，現代詩

方面，由余光中、覃子豪負責〈地平線詩刊〉編輯，以藍星詩社為班底，兼容

並蓄其他兩大詩社的投稿，而由余光中主導或參與的新詩論戰、文白論戰，則

進一步改變了整個文學史的走向。 

現代藝術方面，文星一開始便由張隆延負責藝術欣賞專欄，介紹西方現代

與中國傳統的藝術創作 7，之後「五月畫會」的劉國松、楊英風、廖繼春、莊

喆，有八大響馬之稱的「東方畫會」畫家們，如蕭勤等，也都與文星關係匪淺。 

文星的音樂現代畫運動，雖然起步較晚，但一九五九年許常惠歸國，旋即

成為《文星》在現代音樂中的重要寫手。不只如此，他也很迅速的和「五月畫

會」及余光中代表的「現代文學」結盟，使文學、音樂、繪畫匯合，形成一股

現代文藝的潮流。 

除了《文星》雜誌本身龐大的作者群之外，1963 年正式推出的《文星叢刊》、

1965 年推出的《文星集刊》，兩系列的叢書，除了一一為胡適、殷海光、傅斯

年、蔣廷黻、蔡元培、吳敬恆等自由主義學者出書，也進一步提攜了年輕一輩

的現代主義文學作家，像是白先勇的《摘仙記》、王文興的《龍天樓》、張曉風、

張菱舲及劉靜娟等人，也都因為《文星》的慧眼識英雄得以在文星出書，因而

奠定了他們在現代文壇的重要地位。在閱讀人口不多，曾被譽為「文化沙漠」、

「文化沼澤」的五、六０年代，文星卻能營造眾聲喧嘩的創作與批評環境，讓

現代文藝百花齊放，實為當時的文壇奇觀。 

如上所言，當現代文藝在《文星》合流時，余光中敏銳的感受到這股現代

文藝的能量沛然莫之能禦，因此振臂高呼，在《文星》雜誌五十八期為文〈迎

                                                 
6 以小說為例，根據陳正然的統計，《文星》共發表一百零六篇，翻譯小說佔了五十篇，包含

沙特、赫塞等現代主義作家的作品，在推廣現代主義上不遺餘力。 
7 張隆延曾任國立藝專及教育部文教處長，當他負責文星藝術專欄時，採取融會中西繪畫的折

衷手法，因其學貫中西，對年輕一輩在現代繪畫理論上或實質上又不吝於聲援，對當時全面

叛離傳統，擁抱西方藝術的現代繪畫，增色不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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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文藝復興〉，此文是目前為止為現代文藝定調最重要的文獻之一。事實

上，凡舉當時興起的現代詩、現代畫、現代小說、一切現代文藝運動，余光中

都曾大聲疾呼，為之宣揚。現代藝術在台灣開疆闢土的過程中，余光中功不可

沒。另一方面，他先是以《文星》為戰場與言曦展開新詩論戰，接著提出「現

代散文」理論，這一系列作品，讓他一躍成為文壇的重心，風暴的中心。以一

個作家而言，即使找到了文學的舞台，最終不見得就能在文學史佔有一席之地，

但余光中從《文星》躍上了文學史的一隅，將近六十年的等身創作，顏元叔敬

他為「詩壇祭酒」，陳芳明尊他為「文壇第一人」，陳義芝讚他「四方都傳誦他

的詩文」，黃維樑封他為「最出色最具風格的散文家」、「當代文學重鎮」，其成

就也早已有目共睹。但這段由《文星》奠基的詳細過程和他所建立的現代主義

美學風格具有哪些獨特性都有待我們進一步研究。  

本論文試圖透過分析佔據當時現代思潮最重要的《文星》雜誌再歸因出此

時期為余光中創作生涯中最重要的階段。在這個階段，凡舉現代詩的改造、現

代散文理論與創作的建立，還有批評與翻譯地位的確立，都可見余光中努力的

痕跡，因此爬梳余光中在五、六０年代的文壇強烈的西化風，如何告別虛無，

如何改造當時被詬病的現代主義文學，如何完成重要的文學革命，確立他自身

的文學地位，都是本文想要探討追尋的文學現象。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範圍 

本論文主要是以《文星》時期的余光中為研究的中心，首先需要考察的的

是五０、六０年代的文學環境，因此以《文星雜誌》作為主要的分析的場域，

歸納五、六０年代的現代主義文學如何在《文星》匯集；而透過文星，余光中

等作家又是如何展現新的文學理念、新的表現手法則是本論文要深入研究的重

點，所以針對《文星雜誌》還有余光中的作品，採用全集式閱讀、歷時性的研

究方法，作全面性的探討。 

首先仍須釐清，民國七十五年，《文星》雜誌曾短暫的復刊，也引起一陣懷

舊式的關注，但八０年代的社會、文學環境畢竟與五、六０年代大不相同，所

以在復刊二十二期之後，也就是到了文星第一百二十期後，文星又再度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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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的《文星雜誌》，已不復五、六０年代的文星那般生猛壯闊，且與五、六０

的文星與社會、文學環境並無關連之處，所以排除在本論文研究的範圍之外。

本論文設定的《文星》時期自 1957 至 1968 年，研究對象包含 1957 年 11 發刊，

1965 年 12 月停刊，總共發行 98 期的《文星雜誌》，還有發行至 1968 年的《文

星集刊》、《文星叢刊》。主要以《文星雜誌》為主，研究重心集中於雜誌上考察

第一期到第九十八期在《文星》上相關的現代文藝思潮與作品。研究所需，則

旁及集刊與叢刊。 

《文星》時期，也是余光中開始現代文學創作的時期。余光中的著作，從

一九五二年《舟子的悲歌》發表以來，創作集已高達數十本。然而，由於本文

的研究主題鎖定在《文星》時期的余光中，所以，主要是以余光中《左手的繆

思》、《逍遙遊》、《掌上雨》、《望鄉的牧神》四本散文、評論集與《萬聖節》、《五

陵少年》、《天狼星》、《蓮的聯想》四本詩集和散見在《文星》於彼時的相關雜

誌、書籍的余光中作品為主。當然，余光中前後期的作品也是重要的參照，特

別是前期《舟子的悲歌》、《藍色的羽毛》、《天國的夜市》、《鐘乳石》四本詩集

是他文學的奠基石，所以也是我關注的焦點。至於後期作品，若有助於釐清余

光中風格的轉變文學史意義的，仍須加以比較。因而本研究雖以上述的作品為

主，但余光中到目前為止出版的作品也都是筆者需要掌握的重要文獻。 

除了余光中自身的作品需掌握外，若要為余光中的文學地位加以定位，五、

六０年代的文學、文化思潮的演變等相關資料亦不可或缺。因此《文藝創作》、

《自由中國》文藝欄、《文學雜誌》、各詩社的詩刊，和對五０、六０年代相關

的政治、社會、經濟研究的論著，都是筆者必須涉獵的部分。只有在互相參照

研究，再和余光中的創作觀，進行外緣與內因的比較，才能得到正確的研究結

果。 

 

第三節  《文星》與余光中的研究回顧  

一、有關《文星》的研究 

有關《文星》的研究至今仍屬極為缺乏，1984 年陳正然的碩士論文《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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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０年代知識分子的文化運動—以「文星」為例》算是第一本以《文星》為研

究對象的學位論文。本篇論文著重在近代知識份子的文化運動，分析五四和《文

星》時期知識份子的異同，提出《文星》知識分子相對於五四文人，已不只是

在上層思想層面求改革，進而將西方思想理論轉化實際的社會行動。雖然本文

並未涉及文學史的問題，但若放到文學史上思考，似乎可以間接解釋《文星》

時期的作家們一方面急於引進現代主義文學，一方面努力落實在創作方面的用

心。 

至於單篇論文有劉若緹、趙書琴合寫的〈試論《文星》雜誌〉，這篇論文嘗

試定位《文星》的文學史地位，主要談《文星》雜誌在台灣文壇發展的歷史上

的角色，以及它在文化演變中的作用及地位。這篇論文爬梳文星在創刊精神、

經營狀況、內容特質、啟蒙精神、綜合性質、專題設計等方面的特殊貢獻，然

而仍偏重在文星作為一本「雜誌」的特殊意義，缺乏文學史貢獻的具體分析。

僅從事介紹性的研究，為其侷限。 

侯作珍的博士論文《自由主義傳統與台灣現代主義的崛起》完整介紹五四

以來自由主義的發展與影響。本篇論文最具啟發性的莫過於侯作珍仔細考察近

代西方思潮引介至中國時，儘管中國沒有相應的社會型態作為發展基礎，但在

特殊的啟蒙救國的時代需求下，這些思潮都成為改革進步的「象徵」，所以不管

是自由主義或戰後台灣現代主義文學的崛起，都可在這脈絡下理解。這篇論文

雖然構築出現代主義文學的樣貌，也觸及到《文星》與現代文學之間的關係，

不過，由於本文著重在外緣因素的研究，所以並未深入處理《文星》，亦未及於

文本的分析，所以我們透過本論文並不能真正理解外緣因素與文學內在因素的

牽連與互動。 

這幾篇論文共同構築出《文星》的文化史地位，但在文學史方面則仍待研

究者提出更完整的詮釋與分析。 

 

二、有關余光中的研究 

相對於《文星》研究的稀少，歷來討論余光中的作品，無論是專書、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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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文或學位論文，數量皆相當可觀。 

（一）專書、期刊 

早在七０年代，黃維樑便以「璀璨的五采筆」讚揚余光中在文壇上的成就。

彼時余光中於詩、散文、批評、編輯與翻譯已皆有所成，儼然一文學大家。其

中，詩與散文的成就，早為時人所高度肯定。黃維樑即曾提出：「余光中上承中

國文學傳統，旁採西洋藝術。他在新詩上的貢獻，有如杜甫之確立律詩；在現

代散文的成就，則有韓潮蘇海的集成與開拓。」的看法，其中雖然不免有過譽

之處，但卻也可看出余光中在新詩與散文上的貢獻是無法讓人忽視的。也因此，

有關余光中詩與散文的論述，始終不乏其人。而余光中的評論文章，如前所述，

只比與他的詩齡晚一年。雖然研究者較少，但近來也頗有論者提及。 

若以國家圖書館「當代文學史料影像全文系統」的顯示資料檢視，目前（2009

年 6 月）期刊論文共 289 篇，其中，以詩與散文為多，探討詩的評論文章有一

百多篇，例如流沙河〈回頭遙看現在（評余光中詩〈當我死時〉）〉，陳芳明〈拭

汗論火浴〉。探討散文的評論文章有數十篇，如余秋雨〈余光中：登樓賦〉，張

道穎〈評介於光中的散文〉等，對余光中本人的探討也不少，有數十篇，例如

呂正惠〈一個當代詩人的歷史自覺——小論余光中〉，顏元叔〈詩壇祭酒余光中〉

等，評論文章有岳農〈試論余光中的散文論〉，黃維樑〈喜讀余光中新著《從徐

霞客到梵谷》〉等篇。學位論文則有十四篇，包含詩、散文、翻譯與文學理論，

大致而言，璀璨的五采筆幾乎都已有研究者涉獵研究。但對於早年余光中如何

建立起文學地位的過程；作品與時代之間的相互關係，研究則仍不豐碩。 

目前論述余光中的專書有黃維樑編的《火浴的鳳凰》（1979 年出版）、《璀

璨的五采筆》（1994 年出版）兩本論文集、流沙河選釋《余光中一百首》、雷銳

等編《余光中幽默散文賞析》、鍾玲編《與永恆對壘——余光中七十壽慶詩文

集》、蘇其康編《結網與詩風——余光中七十壽慶論文集》、傅孟麗《茱萸的孩

子——余光中傳》、傅孟麗《水仙情操——詩化余光中》、陳幸蕙《閱讀余光中‧

詩卷》、《閱讀余光中‧散文卷》、黃維樑《文化英雄拜會記——錢鍾書、夏志清、

余光中的作品與生活》等；以批評余光中為主的則有陳鼓應等著，集結成書的

《這樣的詩人余光中》一書。 



 7

這些專書多為余光中的詩文評介或余光中其人其事的論述。其中最重要的

當屬黃維樑編著《火浴的鳳凰》、《璀璨五采筆》兩書，共收錄余光中作品評論

82 篇單篇論文，其中以詩為探討主題，凡 43 篇，如陳芳明〈回望「天狼星」〉、

〈冷戰年代的歌手〉、〈回頭的浪子〉、李有成〈余光中詩裡的火焰意象〉、劉裘

蒂〈論余光中詩風的演變〉等；以散文的賞析與評介為探討主題，凡 17 篇，如

張筆傲〈音樂化的散文——「聽聽那冷雨」評介〉、沈謙〈左手的散文魔術——

讀余光中〈記憶像鐵軌一樣長〉等；而以文學評論、翻譯為探討主題者，則有

鄭明娳〈從余光中的散文理論看其作品〉、黃維樑〈初論余光中的文學批評〉、

徐學〈詩心史筆——余光中文學批評風格論〉、黃維梁、〈余光中「英譯中」之

所得——試論其翻譯成果與翻譯理論〉等重要論文。 

這兩本專書不只蒐羅詳盡，更重要的是書末附錄的余光中相關研究的文章

目錄，評論、介紹、訪問余光中其文其人，以篇數計，超過了 600 篇，幾乎把

1994 年之前余光中的相關研究一網打盡，非常方便研究者在書目、期刊論文方

面的蒐集。 

 但是整體而言，這兩本專書的研究，都比較專注余光中的文學本身，或是

精品細讀，剖情析采；或是理論分析之作，雖然很多研究本身也都已成經典，

如劉裘蒂〈論余光中詩風的演變〉、鄭明娳〈從余光中的散文理論看其作品〉等

研究，是後起研究者必然參考的論文，但卻都鮮少關注到余光中的作品與時代

脈動之間的連結。文學從來不是孤立時代而存在的，特別是在五、六０年代文

學最為動盪的時期中，文學與外在環境間的關係更顯敏感。這樣的時代，也往

往是建立新的文學傳統最佳時機，若能進一步研究余光中和時代之間的互動關

係，才能進一步把握余光中作品背後的思考與蘊含的意義。。 

若從這個角度觀看上述研究，陳芳明對余光中的三篇論文，則兼顧到余光

中文學風格的轉變和時代的脈動，但陳芳明早期的研究比較專注在余光中作品

中展現出來的中國性，所以對於余光中在《文星》時期，文學中所呈現出來的

現代主義精神只略微提到，並沒有進一步的分析，這部分還要等到了新世紀時，

陳芳明另外提出〈余光中的現代主義精神〉一文才初步勾勒出余光中與現代主

義文學間的輪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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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位論文 

學位論文部分，目前以余光中為研究對象的共有 15 本專著，介紹分析如下： 

1、詩情剖析 

以詩為探討主題的有陳秀貞《余光中詩的語言風格研究》（1993 年）、湯玉

琦《詩人的自我與外在世界：論洛夫、余光中、簡政珍的詩語言》（1994 年）、

陳葆玲《余光中高雄時期現代詩創作之研究》（2003 年）、曾香綾《余光中詩研

究》（2004 年）、鄭禎玉《余光中與中國古典詩歌》(2007 年)等 5 篇。 

陳秀貞《余光中詩的語言風格研究》以《余光中詩選》作為分析的材料，

試圖以語言學的客觀分析歸納出余光中詩運用音韻、詞彙、語法等語言風格要

素的規律。得出余詩「富含明顯的音韻節奏及圖案節奏」，接著以此基礎，提出

「現代詩的音律」作為現代詩的美學規範。雖然論文完全從「語言」來論述，

未述及詩內容，但仍肯定了余光中在現代詩中的地位。 

湯玉琦《詩人的自我與外在世界：論洛夫、余光中、簡政珍的詩語言》也

同樣偏重在詩語言的研究上，主要以六０年代到七０年代末余光中的放逐詩為

研究重點，歸納出余光中詩語言中濃厚的懷鄉、抒情色彩。 

曾香綾《余光中詩研究》探析余光中詩作的特色，包含鄉愁抒寫及本土關

懷，並分析其詩作之篇章修辭特色、字句修辭技巧。研究範圍從余氏早期一直

到高雄時期，是目前研究余光中的詩作品中蒐羅最廣，取材最豐富的一本作品，

但在余光中詩觀的的改變方面，只是概略的介紹，未能特別提及余光中早期的

文學成就。這一點，正是筆者希望深入的部分。 

陳葆玲《余光中高雄時期現代詩創作之研究》則以文本分析為主，研究余

光中高雄時期的詩作創，余氏高雄時期的詩作內容有反映當前社會現象、政治

問題與南部風物的山水自然及親情等主題，這本論文將這時期的詩依主題再加

以細分，一一賞析，特色是將余詩內容與中國古典詩、文比對、參照。 

鄭禎玉《余光中與中國古典詩歌》則利用余光中詩中所獨具的古典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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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細地解析新句與舊詩間的變換軌跡，從而解析中國古典詩歌對余光中的意

義。這篇論文分析余光中運用中國古典詩歌的手法，以瞭解他如何「活用」古

典詩歌，如何從古典走入現代，算得上是對余光中「新古典主義」精神的再回

顧。 

2、縱論散文 

以散文為探討主題的有陳玉芬《余光中散文研究》（1993 年）、邱珮萱《戰

後台灣散文中的原鄉書寫》（2003 年）、劉淑惠《現代散文風貌研究——余光中

散文新探～》（2003 年）、楊宗穎《余光中遊記研究》（2003 年）等 4 篇 

陳玉芬的《余光中散文研究》是第一本專論余光中散文的論文，主要論述

余光中的抒情散文、雜文以及散文理論。提出余光中的對於現代散文最大的貢

獻在於突破舊有的框架，意圖創造出與眾不同的散文；余光中針對五四散文的

弊病，特意提出彈性、密度、質料、速度四項散文理論，因此特意在修辭、意

象、語言結構上進行實驗；就作品而言，他為了實踐自己的散文理論，對修辭、

意象語及結構都富於實驗精神，因此其抒情散文尤其有獨特的行文特色，其雜

文也能兼顧辭章之美。本論文比較強調余式散文中的表現手法。 

劉淑惠《現代散文風貌研究——余光中散文新探～》，不同於陳玉芬專注在

余光中的散文語言形式，本文進一步從余光中作品內涵，分析其所傳達出的意

境：從鄉關之情中釐清他的「中國結」及「台灣結」；同時也探索親情、友朋之

情及藝術陶冶在他生命中所佔的地位。本篇論文呼應的是近期研究余光中時較

為偏重的文化研究。 

楊宗穎《余光中遊記研究》主旨在探析余光中探討余光中的遊記文學論述，

以及他散文理論的確立。余光中的第一篇美文〈石城之旅〉寫於 1958 年，也是

他的第一篇遊記作品，余氏遊記散文書寫由來已久，也是其散文書寫的大宗。

本論文主要從兩方面論述，一方面從考察余光中對中國傳統遊記的論述，確立

余氏的遊記美學特質，二方面試圖從余光中遊記的藝術特色，突顯余光中遊記

與其他台灣旅行作家的差異，來確立他余氏的遊記藝術風格。 

3、翻譯、文學批評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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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翻譯為探討主題的有張嘉倫《以余譯《梵谷傳》為例論白話文語法的歐

化問題》（1993 年）、冷蜀懿《余光中之《理想丈夫》》（1998 年）、林文婷《評

王爾德《理想丈夫》二中譯本》（2000 年）等 3 篇。張文《以余譯《梵谷傳》

為例論白話文語法的歐化問題》主要以余光中在 1956、1978 年兩次翻譯的《梵

谷傳》為依據，比較這兩個版本，並對照原文，除了探討期間的差異，更找出

歐化的原因，以及這兩種不同的表達方式之間語言的差異。《余光中之《理想丈

夫》》旨在探討劇本翻譯的過程，分析余光中翻譯的《理想丈夫》時，因擁有豐

富的英國文學知識和厚實的中文創住能力，所以能透過翻譯模仿王爾德的妙語

警句。而《評王爾德《理想丈夫》二中譯本》則分析比較余光中與張南峰兩位

譯者中譯文的異同與優劣。 

以文學理論為主題的則有簡惠貞《余光中文學理論研究》（2006 年）一篇

論文。這是第一本以余光中的評論文字作為研究主題的學位論文，就余光中的

文學理論為研究主體，呈現的是作為評論家的余光中。本論文將余氏理論文字

架構為創作論、作品論與讀者論。創作論包含了創作的準備階段、構思階段與

表現階段等一系列過程；作品論則涵蓋了詩論、散文論、詩與散文的比較；至

於讀者論，則依讀者對詩的不同要求，分為純讀者與批評家兩方面來探討。本

文也談到翻譯論與文學的交互影響。文中雖然提到余氏尚有畫論、樂論但因探

討範圍的限制，因此並未納入研究之列，而這部分正是筆者希望能夠進一步探

討的。 

4、文化認同的探索 

以作品中所展現的文化認同作為研究主題的則有鍾怡雯《亞洲華文散文的

中國圖像：1949—1999》（2000 年）、謝嘉琪《余光中詩中的文化認同研究》（2002

年）等 2 篇 

鍾怡雯《亞洲華文散文的中國圖像：1949—1999》中，分四章個別論述亞

洲各地的現代散文。其中，台灣即以余光中和張曉風為例。討論余光中時，指

出他的中國鄉愁如何透過地理、歷史和文化認同，建構不需被現實所印證的海

市蜃樓；其次還討論余光中的旅遊散文，這是因為余光中在旅遊異國時能不斷

地召喚出中國的山水。認為余光中的認同、文化想像方式是透過地理的，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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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張曉風擅長在生活細節中突顯其中國認同。 

謝嘉琪《余光中詩中的文化認同研究》則從文化認同的視角出發，透過詩

作，追溯余光中的創作生涯，認為「鄉愁」是余光中作品中最重要的主題，但

前後期作品中所展現出的「鄉愁」卻不盡然相同，早期余光中所孺慕的是文化

中國，但後期作品明顯開始轉向台灣本土，所以謝嘉琪認為「鄉愁」已不足以

概括余光中的情懷，而應以「家國」論之。本文在第三章〈接軌西方，東方裂

變——文化交衝下余光中詩中的現代性與傳統變〉中則探討余光中與現代主義

的關係，是本文重要的參考。 

上述學位論文依發表時間整理如下：8 

作者 論文 出版者 日期 

陳秀貞 余光中詩的語言風格研究 中正大學中文所（碩士

論文） 

1993 

張嘉倫 以余譯《梵谷傳》為例論白話

文語法的歐化問題 

東海大學中文所（碩士

論文） 

1993 

陳玉芬 余光中散文研究 台灣大學中文所（碩士

論文） 

1993 

湯玉琦 詩人的自我與外在世界：論洛

夫、余光中、簡政珍的詩語言 

清華大學文學所外文

組（碩士論文） 

1994 

冷蜀懿 余光中之《理想丈夫》 淡江大學西洋語文所

（碩士論文） 

1998 

林文婷 評王爾德《理想丈夫》二中譯

本 

輔仁大學翻譯學所（碩

士論文） 

2000 

鍾怡雯 亞洲華文散文的中國圖像：

1949—1999 

台灣師範大學中文所

（博士論文） 

2000 

                                                 
8 本表格參照謝嘉琪《余光中詩中的文化認同研究》一文加以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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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嘉琪 余光中詩中的文化認同研究 中正大學中文所（碩士

論文） 

2002 

邱珮萱 戰後台灣散文中的原鄉書寫 高雄師範大學中文所

（博士論文） 

2003 

劉淑惠 現代散文風貌研究——余光中

散文新探～ 

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碩

士學位班（碩士論文） 

2003 

楊宗穎 余光中遊記研究 雲林科技大學漢學資

料整理研究所（碩士論

文） 

2003 

陳葆玲 余光中高雄時期現代詩創作之

研究  

高雄師範大學國文教

學碩士班（碩士論文） 

2003 

曾香綾 余光中詩研究 台灣師範大學國文教

學碩士學位班（碩士論

文） 

2004 

簡惠貞 余光中文學理論研究 高雄師範大學國文教

學碩士班（碩士論文） 

2006 

鄭禎玉 余光中與中國古典詩歌 佛光大學文學所（碩士

論文） 

2007 

綜觀以上文獻，可知在 2000 年以前，研究的面向主要在詩、散文，與翻譯

上，關注焦點則侷限在文本分析上，主要談余氏的語言使用、散文理論及實驗

精神。鍾怡雯的研究首度論及余光中作品中的文化意涵，開拓了余光中研究的

新境界，因此 2000 年之後，研究的面向開始擴及到余光中作品中的文化認同與

文學理論，算是對余光中研究的進一步深化。 

繼承以上研究者的研究成果，本論文試圖在前人的評論基礎上，提出余光

中早年如何藉由《文星》與文壇互動，而陸續開創出他的文學創作，亦即余光



 13

中的創作與文學理論，如何與台灣五、六０年代文學思潮的關聯。希望透過本

論文更深入去探討余光中早期作品中所展現出來的文化與時代的意義。 

 

第四節   各章研究提要 

第一章  緒論 

主要敘述研究動機，並總括前人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本論文的研究動

機立基在兩個層面上。一來《文星》是五、六０年代在文化思想、現代文學上

影響最廣的一份雜誌，二來余光中的文學成就既大且廣，在現代詩、現代散文，

甚至評論、翻譯上都深具影響力，所以在這部份主要分兩方面來探討，首先呈

現《文星》在文學方面的研究價值，就影響層面及最完整的現代主義作者群兩

個面向作簡單的概述；接著進入余光中的成就部分，細分為（一）現代詩奠基  

（二）散文風格的確立 （三）文學理論的建構等三方面。因《文星》的舞台，

讓余光中能有一揮灑的空間，因此現代詩和散文上都立下了重要的文學標竿，

也使余光中在文壇因而成名。所以需概括論述此時期在余光中文學生命中的重

要地位。 

 

第二章  文星與余光中在五０年代文學、思潮的位置 

本章試圖從文學史的層面出發，討論五０、六０年代的文學變遷。第一節，

首先釐清五０年代的文學潮流，確認是由反共文學主導，但反共文學內部在遭

遇到創作瓶頸時，仍藉助於「技巧」與「內容」的提升來解決本身的難題。由

於題材的擴大、手法的更新，讓現代主義的手法與技巧能順利嫁接在反共文藝

上，因而使得反共文學內部亦有可能產生現代主義的作品，彭歌的〈落月〉便

是最好的示範。這一節主要分為四個點論述，分別是反共文學、自由主義、珍

視傳統等重要觀念互相影響而形成了五０年代的文學風貌。其次，自由主義者

在面對政治上的嚴密掌控下，只好透過文藝思想來突圍，《自由中國》、《文學雜

誌》、《文星》一脈相傳即是以自由主義的理念，現代主義的手法來對抗反共文

藝的進逼。這個過程，可以簡單的描繪如下：《自由中國》首開自由人文主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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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文學雜誌》繼承這一份精神，夏濟安以本身的學識進一步將這樣的精神落

實在現代主義的文學創作上，接最後一棒的《文星》主要的貢獻在於使現代主

義作精確定位，分析文星在五０、六０年代如何傳承自由主義的精神，更進而

與現代主義連結而具有重大的影響力。 

第二節則從《文星雜誌》中，具體分析《文星》在現代化的全面成就，包

括小說、現代詩、現代藝術、現代音樂的啟蒙推廣上。第三節則試圖勾勒出余

光中五０年代的文學地圖，探討他如何由新月派的追隨者轉而接受現代主義的

過程。當六０年代現代主義成為台灣文藝界的顯學時，誠如陳芳明在〈現代主

義的擴張與深化〉中所言，現代主義於台灣社會，是一場包括現代詩、現代畫、

現代舞、現代音樂、現代攝影、現代劇場等全面性的藝術運動。而最具代表性

的便是以《文星雜誌》為首的現代主義運動者了，所以《文星》的現代主義運

動可說是全面的文化現代化運動。時勢與英雄相輔相成，一時人才輩出，各領

風騷、各擅其長，而這些影響，至今仍為人津津樂道。但若是提到當時能以一

人之力，提筆為這項運動大聲疾呼，為時代投下震撼彈的，則當以余光中為首

了，「舉凡六０年代興起的現代詩，現代畫，現代小說，一切現代藝術運動，余

光中都曾大聲疾呼，為之宣揚。真正關心現代文藝發展史的人都不能忽略這一

點。」9這的確是我們不能忽略的一段史實。 

 

第三章  余光中詩壇地位的建立 

本章針對余光中的個人文學生命出發，主要以現代詩為考察的對象，因為

詩是余光中文學創作的第一生命，余光中思考現代主義文學的起步也是從詩開

始，所以本章擬從余光中的當行本色進行探討。 

結束與紀弦的論辯後，余光中開始了他的現代主義之旅，但在現代的同時，

傳統的因子也進入了文學的場域。既現代又傳統便不斷糾葛出現在余光中的作

品中，他曾歷經《萬聖節》的初次成功，卻也在《天狼星》被無情的批判。他

終於在出了現代主義麻疹後，尋找出一條屬於他，同時屬於那個時代的「新古

典主義」詩風。這場由余光中示範的現代詩改革，正是結束了五０年代的保守

                                                 
9 傅孟麗，《茱萸的孩子——余光中傳》（台北：天下文化出版社，1999 年 1 月），頁 8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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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現代之爭，進一步讓余光中贏得了詩壇祭酒的美譽。 

在余光中將近六十年的創作生涯中，雖然風格多變，但總不如《文星》時

期如狂風、如暴雨的驟變。這陣狂風暴雨對詩人往後的創作生命將留下不可抹

滅的影響，必無疑義。作家的創作當然是個人生命的紀錄，但也是時代的紀錄，

在如此短的時間內有如此大的變化，絕非詩人個人特質一語可以帶過，尤其余

光中可說是「三十多年來台灣詩壇最具反省性的詩人」10，他對「歷史自覺」

是相當敏銳且敏感的，所以若是放到時代的脈絡來看，這一段時期相較於其他

時期之所以如此多變而詭譎，呼應的正是一段多變的文學時代。  

 

第四章   散文觀的建立與創作 

一九六二年六月，《文星雜誌》五十六期劉永讓發表〈文字形式的現代化〉

一文，又正式在《文星》開闢戰場，展開一系列的文白論戰，而這一系列的文

白用語論戰，也觸發了余光中的左手繆思，開始了他的現代散文生命。在五十

六期之前，余光中的散文集中在兩部分：一是現代藝術，尤其是藝術家、詩人

的介紹；二是現代詩論戰的文字，很明顯可以看得出來，此時余光中的文字帶

有強烈的工具性格，他並沒有意識到要賦予散文獨立的生命，而這個轉折點，

筆者認為便是從文星五十六期開始，因為在劉文之後，余光中於《文星雜誌》

五十八期發表〈迎中國文藝復興〉，先總結中西之爭，接著在文白之爭的尾聲，

於《文星雜誌》六十八期發表了〈剪掉散文的辮子〉，提出了「講究彈性、密度

和質料」的現代散文，七十期發表〈鳳‧鴉‧鶉〉提出了「文白佳偶」、「融文

於白」的主張，為文白之提出了一條理想的解決之道。此後，余光中的散文便

如韓潮蘇海，席捲了現代文壇。 

所以，對余光中而言，他的散文在早期的《左手的繆思》、《逍遙遊》、《掌

上雨》等三書時，便已經錘鍊成形，至於之後的散文著作，只是踵事增華，在

早期的基礎上添增華屋精舍，擴大其規模的意義大過文學貢獻上的意義。但更

重要的是，如余光中自己所言「不甘在散文上追隨五四的餘韻」，所以寫作這些

散文時，余光中野心或許更大些，他在現代詩之外，另闢一條戰線，直指的是

                                                 
10 呂正惠，〈余光中小論〉《文學經點與文化認同》（台北：九歌，1995 年 4 月），頁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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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散文的革命，在《左手的繆思》中，他提出了對現代散文的看法，到了《逍

遙遊》中，他則提出完整的散文理論：「我嘗試把中國的文字壓縮，搥扁，拉長，

磨利，把它拆開又併攏，折來又疊去，為了試驗它的速度、密度、和彈性。我

的理想是要讓中國的文字，在變化各殊的句法中，交響成一個大樂隊。」11要

寫出散文的「速度、密度和彈性」，單靠五四以來的白話散文資產是不夠的，必

須佐以其他現代藝術的養分。事實上，余光中的散文受現代畫影響至深，他自

一九五五年開始翻譯《梵谷傳》，便深受印象派影響，影響之大，甚至大到「梵

谷附靈在他身上，成了他的第二自我」12。一九五八年余光中到愛荷華寫作班，

選修現代藝術，回台後就開始和「五月畫會」密切來往，一方面為現代畫打頭

陣、敲邊鼓，一方面也從現代畫中汲取養分，豐富他的散文質料。現代畫是幫

助余光中現代化散文的第一要素，現代音樂則是讓余光中完成「在變化各殊的

句法中，交響成一個大樂隊」的另一功臣。《逍遙遊》一書，之所以取名為逍遙

遊，除了是書中現成的篇名，更是因為「逍遙」一語融合了疊韻和雙聲的音樂

性13，可見此時的余光中在行文中已經非常注意文字的音樂性，他之所以這麼

注意散文的音樂性，除了受詩的影響外，現代音樂如同現代畫，也早在五０年

代中期影響了余光中。關於這些，都是筆者需要進一步的探討。 

 

第五章   批評與翻譯 

評論與翻譯，是余光中伸出的另外兩隻手，都與余光中的文學創作有著重

要的關係。余光中對於這兩種文類的用功頗深，儘管余光中自謙他並非是正統

的評論家，尤其不是理論家，但在當時，這些評論性的文字，影響卻是極為深

遠，因為這些評論性的文字對余光中本身，對文學史來說都有其積極的意義， 

至於翻譯，因為外文是余光中的當行本色，所以在現代文學創作上，外文

對余光中的影響相較於他作家更加深遠。而且，翻譯對文化交流，文學的現代

化極具貢獻。翻譯，除了對文學現代化貢獻卓越之外，事實上也影響了創作，

他本身的新詩多受外國詩人影響即是一明顯例子。歸結而言，本時期余光中對

                                                 
11 余光中，〈逍遙遊後記〉《逍遙遊》（台北：九歌出版社，2000 年 6 月），，頁 214 
12 傅孟麗，《茱萸的孩子——余光中傳》（台北：天下文化出版社，1999 年 1 月），頁 48 
13 余光中，〈逍遙遊後記〉《逍遙遊》（台北：九歌出版社，2000 年 6 月），，頁 214 



 17

翻譯與創作二者之間關係的看法，也是筆者需要進一步討論的地方。 

 

第六章   總結 

最後總結討論五０、六０年代的現代主義文學，如果忽略了余光中，將難

以拼湊完整的現代主義文學圖像，尤其是目前研究現代主義文學都集中在小說

與現代詩的研究上，像余光中能以一枝健筆，縱橫在現代詩、現代散文、現代

藝術之間的作家若略而不談，將不容易窺探現代主義文學在台灣發展的全貌。

所以本論文希望在現代主義文學的拼圖上，透過余光中的進一步研究，得到更

完整的文學史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