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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資料 

 

(小說、專書依作者筆劃順序、期刊論文等依年代排列) 
 

一、男同志小說書目 
 
(一)  專書 
 
作者 書名 出版 年代 
王宣一 《少年之城》 台北：麥田 1993 
西沙 《四季的故事》 台北：臨白 1997 
朱天文 《荒人手記》 台北：時報 1994 
朱少麟 《傷心咖啡店之歌》 台北：九歌 1996 
安克強 《第三者：世紀末同志愛情眾生相》 台北：熱愛 1997 
成英姝 《人類不宜飛行》 台北：聯合文學 1997 
亞力山大 《惡水》 台北：熱愛 1998 
李岳華 《紅顏男子》 台北：聯經 1995 
吳繼文 《世紀末少年愛讀本》 台北：時報 1996 
吳繼文 《天河撩亂》 台北：時報 1998 
林俊穎 《焚燒創世紀》 台北：遠流 1997 
林俊穎 《日出在遠方》 台北：遠流 1997 
郭玉文 《紫水晶－當代小說中的同性戀》 台北：尚書 1991 
郭強生 《留情世紀末》 台北：皇冠 1996 
張維中 《岸上的心》 台北：皇冠 1997 
張耀仁 《荒蕪的你》 台北：熱愛 1999 
孫梓評 《男身》 台北：元尊 1998 
楊宗潤 《眾裡尋他：開心陽光當代華文同志小

說選》 
台北：開心陽光 1996 

楊宗潤 《難得有情：開心陽光當代華文同志小

說(二)》 
台北：開心陽光 1997 

楊麗玲 《愛染》 台北：尚書 1991 
賴香吟 《散步到他方》 台北：聯合文學 1997 
藍玉湖 《愛人》 台北：晨星 1991 
藍玉湖 《相愛的肩膀》 台北：晨星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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藍玉湖 《狂徒袖》 台北：晨星 1991 
藍玉湖 《鬱卒》 台北：晨星 1991 
 
(二)  單篇 
 
作者 篇名 書名 出版 年代 
平路 〈罪名〉 《五印封緘》 台北：園神 1990 
小葉 〈海〉 《青春放歌》 台北：熱愛 1999 
史海偉 〈捉姦〉 《青春放歌》 台北：熱愛 1999 
古拉克 〈浮砂〉 《愛戀無悔》 台北：熱愛 1999 
安克強 〈第三者〉 《G&l 熱愛》1 期  1996 
朱  勤 〈花影：男性版〉 《世界華文成長小說》台北：幼獅 1996 
亞力山大 〈橫向發展障礙〉 《樓蘭女與六月青》 台北：熱愛 1999 
李美井 〈四方月亮與沙甸魚〉 《樓蘭女與六月青》 台北：熱愛 1999 
李克 〈給未婚妻的一封信〉 《愛戀無悔》 台北：熱愛 1999 
李昂 〈禁色的愛〉 《禁色的暗夜》 台北：皇冠 1999 
沈懷程 〈默言•莫言〉 《愛戀無悔》 台北：熱愛 1999 
林裕翼 〈愛情生活〉 《愛情生活》 台北：太雅 1992 
林裕翼 〈海邊情人們的素描〉 《我愛張愛玲》 台北：太雅 1992 
林裕翼 〈城市獵人〉 《我愛張愛玲》 台北：太雅 1992 
林裕翼 〈粉紅羊齒角樹上的少

年〉 
《我愛張愛玲》 台北：太雅 1992 

林俊翼 〈天生好手〉 《G&l 熱愛》2 期  1996 
林俊穎 〈美麗的空屋〉 《是誰在唱歌》 台北：麥田 1994 
林裕翼 〈哈瑪星渡船場〉 《在山上演奏的星子

們》 
台北：聯合

文學 
 

林耀德 〈黑海域〉 《大東區》 台北：聯合

文學 
1995 

林耀德 〈慢跑的男人〉 《大東區》 台北：聯合

文學 
1995 

林聿絜 〈你，不再是我〉 《樓蘭女與六月青》 台北：熱愛 1999 
洪凌 〈關於火柴的死亡筆

記〉 
《肢解異獸》 台北：遠流 1995 

洪凌 〈過程〉 《肢解異獸》 台北：遠流 1995 
洪凌 〈純真罪行〉 《肢解異獸》 台北：遠流 1995 
洪凌 〈擁抱星星殞落的夜

晚〉 
《肢解異獸》 台北：遠流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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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凌 〈罪與愆〉 《肢解異獸》 台北：遠流 1995 
紀大偉 〈他的眼底，你的掌

心，即將綻放一朵紅

玫瑰〉 

《感官世界》 
 

台北：平氏 1995 

紀大偉 〈親密關係〉 《膜》  台北：聯經 1996 
紀大偉 〈溺〉 《膜》 台北：聯經 1996 
紀大偉 〈牧神的午后〉 《膜》 台北：聯經 1996 
紀大偉 〈因為我壯〉 《膜》 台北：聯經 1996 
紀大偉 〈夏天的故事〉 《膜》 台北：聯經 1996 
紀大偉 〈玩具熊之戀〉 《G&L 熱愛》4 期  1996 
紀大偉 〈牙齒〉 《世界華文成長小說》台北：幼獅 1996 
紀大偉 〈去年在馬倫巴：模擬

網頁小說〉 
《中外文學》26 卷 3
期 

 1997 

梁寒衣 〈山茶花男子〉 《一個年輕的死》 台北：皇冠 1992 
奚松 〈封神榜的哪吒〉 《封神榜的哪吒》 台北：東潤 1991 
奚松 〈哥兒倆〉 《封神榜的哪吒》 台北：東潤 1991 
唐果樹 〈來自天堂的名信片〉 《青春放歌》 台北：熱愛 1999 
黃啟泰 〈黑狗兄奇遇記〉 《防風林的外邊》 台北：尚書 1990 
黃啟泰 〈韓波的朋友〉 《聯合文學》136 期  1996 
黃啟泰 〈角力〉 《聯合文學》149 期  1997 
黃喜 〈今宵酒醒何處〉 《你還愛我嗎》 台北：耶魯 1994 
黃惑 〈樓蘭女與六月青〉 《樓蘭女與六月青》 台北：熱愛 1999 
陳燁 〈天牆〉 《燃燒的天》 台北：遠流 1991 
葉姿麟 〈廢墟〉 《陸上的魚》 台北：遠流 1992 
許佑生 〈岸邊石〉 《懸賞浪漫》 台北：遠流 1992 
陳建志  〈人魚男孩〉 《樓蘭女與六月青》 台北：熱愛 1999 
張危 〈飛行〉 《愛戀無悔》 台北：熱愛 1999 
張勝宏 〈台中－嘉義的中興號〉 《青春放歌》 台北：熱愛 1999 
賀淑瑋 〈詩人陳克章之死〉 《中外文學》24 卷 11

期 
 1996 

辜國瑭 〈一朵玫瑰－他與病毒

的戰爭〉 
《張老師月刊》234 期  1997 

楊凡 〈中南灣一美男之禁

戀〉 
《聯合文學》165 期 
 

 1998 

蔣勳 〈因為孤獨的緣故〉 《因為孤獨的緣故》 台北：時報 1993 
蔣勳 〈熱死鸚鵡〉 《因為孤獨的緣故》 台北：時報 1993 
履疆 〈都是那個祁家威〉 《兒女們》 台北：聯合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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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 
潘弘輝 〈蝶變〉 《青春放歌》 台北：熱愛 1999 
鄭家聲 〈窺〉 《青春放歌》 台北：熱愛 1999 
澄河 〈天鵝  野鵝  螢火

蟲〉 
《愛戀無悔》 台北：熱愛 1999 

賴香吟 〈虛稱讀者來函的小

說〉 
《十七歲之海》 台北：元尊 1997 

舞鶴 〈一位同性戀者的秘密

手記〉 
《中外文學》25 卷 10

期 
 1997 

Vagary 〈麻痺〉 《愛戀無悔》 台北：熱愛 1999 
Kadpu 〈黑色菸盒記事〉 《愛戀無悔》 台北：熱愛 1999 
 
二、其他同志文學書目   
 
(一)  專書 
 
作者 書名 出版 年代 
杜修蘭 《逆女》 台北：皇冠 1996 
邱妙津 《鱷魚手記》 台北：時報 1994 
邱妙津 《蒙馬特遺書》 台北：聯合文學 1996 
紀大偉 《酷兒狂歡節》 台北：元尊 1997 
凌 煙 《失聲畫眉》 台北：自立晚報 1990 
陳  雪 《蝴蝶》 台北：印刻 2005 
 
(二)  單篇 

 
作者 篇名 書名 出版 年代 
王文華 〈瑪莉蘭〉 《寂寞芳心俱樂部》 台北：允晨 1991 
白先勇 〈孤戀花〉 《台北人》 台北：爾雅 1993 
白先勇 〈Tea for Two〉 《92 年小說選》 台北：九歌 2004 
朱天心 〈春風蝴蝶之事〉 《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台北：麥田 1992 
邱妙津 〈柏拉圖之髮〉 《鬼的狂歡》 台北：聯合

文學 
1991 

林裕翼 〈湯姆男孩〉 《愛情生活》 台北：太雅 1992 
洪 凌 〈記憶的故事〉 《肢解異獸》 台北：遠流 1995 
洪 凌 〈發燒〉 《異端吸血鬼列傳》 台北：平氏 1995 
洪 凌 〈闇夜變奏曲〉 《異端吸血鬼列傳》 台北：平氏 1995 



 

 165

洪 凌 〈獸難〉 《異端吸血鬼列傳》 台北：平氏 1995 
洪 凌 〈星光橫渡麗水街 《異端吸血鬼列傳》 台北：平氏 1995 
洪 凌 〈在月球上跳舞〉 《在玻璃懸崖上走索》台北：雅音 1997 
洪 凌 〈玻璃子宮的詩〉 《在玻璃懸崖上走索》台北：雅音 1997 
紀大偉 〈憂鬱的赤道無風帶〉 《感官世界》 台北：平氏 1995 
紀大偉 〈美人魚的喜劇〉 《感官世界》 台北：平氏 1995 
紀大偉 〈膜〉 《膜》 台北：聯經 1996 
紀大偉 〈戰爭終了〉 《膜》 台北：聯經 1996 
紀大偉 〈臍〉 《聯合文學》140 期  1996 
紀大偉 〈不在場證明〉 《聯合文學》149 期  1997 
陳 雪 〈貓死了之後〉 《惡女書》 台北：平氏 1995 
陳 雪 〈尋找天使遺失的翅

膀〉 
《惡女書》 台北：平氏 1995 

陳 雪 〈異色之屋〉 《惡女書》 台北：平氏 1995 
陳 雪 〈夜的迷宮〉 《惡女書》 台北：平氏 1995 
陳 雪 〈蝴蝶的記號〉 《夢遊 1994》 台北：遠流 1995 
陳 雪 〈夢遊 1994〉 《夢遊 1994》 台北：遠流 1996 
陳 雪 〈色情天使〉 《夢遊 1994》 台北：遠流 1996 
陳 雪 〈慾望之潮〉 《愛上爵士樂女》 台北：探索 1998 
陳 雪 〈愛上爵士樂女孩〉 《愛上爵士樂女》 台北：探索 1998 
曹麗娟 〈關於她的白髮及其

他〉 
《童女之舞》 台北：大田 1999 

曹麗娟 〈斷裂〉 《童女之舞》 台北：大田 1999 
曹麗娟 〈童女之舞〉 《童女之舞》 台北：大田 1999 
梁寒衣 〈山茶花男子〉 《一個年輕的死》 台北：皇冠 1992 
葉宜欣 〈遇見妳的回憶〉 《愛戀無悔》 台北：熱愛 1999 
理 子 〈春子〉 《愛戀無悔》 台北：熱愛 1999 
最 矢 〈錯肩〉 《樓蘭女與六月青》 台北：熱愛 1999 
瓊 兒 〈激情〉 《愛戀無悔》 台北：熱愛 1999 
 
三、男同志小說評論文獻 
 
(一)  期刊論文 
 
作者 篇名 出處 年代 
紀大偉 〈帶餓思潑辣：「荒人手記」

的酷兒閱讀〉 
《中外文學》24 卷 3 期 199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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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偉誠 〈受困主流的同志荒

人〉——朱天文「荒人手

記」的同志閱讀 

《中外文學》24 卷 3 期 1995.08 

紀大偉 〈在荒原上製造同性戀聲

音——閱讀「荒人手記」〉

《島嶼邊緣》4 卷 2 期 1995.09 

葉德宣 〈陰魂不散的家庭主義魍

魅——對詮釋「孽子」諸

文論述分析〉 

《中外文學》24 卷 7 期 1995.12 

謝金蓉 〈這批酷兒寫小說在教我們

怎麼成長〉 
《新新聞》481 期 1996.05.26-06.01

楊  仔 〈末世紀文明之上的天空之

城——評林燿德的小說集

「大東區」〉 

《書評》22 期 1996.06 

陳碧月 〈白先勇及其小說中的同性

戀人物〉 
《崇右學報》7 期 1997.12 

朱偉誠 〈白先勇（同志）的女人、

怪胎、國族：一個家庭羅

曼史的連接〉 

《中外文學》26 卷 12 期 1998.05 

葉德宣 〈兩種「露營╱淫」的方法

〈永遠的尹雪艷〉與「孽子」

中的性別越界演出〉 

《中外文學》26 卷 12 期 1998.05 

朱偉誠 〈父親中國．母親（怪胎）

臺灣﹖白先勇同志的家庭

羅曼史與國族想像〉 

《中外文學》30 卷 2 期 2001.07 

葉德宣 〈從家庭授勳到警局問

訊——「孽子」中父系國

╱家的身體規訓地景〉 

《中外文學》30 卷 2 期 2001.07 

劉亮雅 
王梅春 

〈在全球化與在地化的交錯

之中：白先勇、李昂、朱

天文和紀大偉小說中的男

同性戀呈現〉 

《中外文學》32 卷 3 期 2003.08 

 
(三)  學位論文 

 
作者 論文題目 年代 備註 
曾秀萍 《孤臣．孽子．台北人——白

先勇小說中的同志書寫研

2001 政治大學中文所 
碩士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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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葉德萱 《流行的性罔兩：「孽子」中

性管制與規訓的多重技術》

2001 中央大學英美研究所

碩士論文 
林宜正 《白先勇「孽子」中人物的倫

理之愛》 
2003 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

碩士論文 
 
四、其他同志文學評論文獻 

 
(一)  專書 

 

作者 書名 出版 年代 
林永福 
林耀德 

《蕾絲與鞭子的交歡——當代

台灣情色文學論》 
台北：時報 1997 

紀大偉 《酷兒啟示錄：台灣當地

QUEER 論述讀本》 
台北：元尊 1997 

紀大偉 《晚安巴比倫》 台北：探索 1998 
劉亮雅 《慾望更衣室：情色小說的政

治與美學》 
台北：元尊 1998 

劉亮雅 《情色世紀末：小說、性別、

文化、美學》 
台北：九歌 2001 

 

(二)  期刊論文 

 
作者 篇名 出處 年代 
米非 〈本土女性聲之必要〉  《島嶼邊緣》第 10 期 1994.01 
蕭亞慧 〈這個人非常林奕華〉 《誠品閱讀》第 17 期 1994.08 
馬  森 〈邊陲的反撲——評三本

「新感官小說」〉 
《中外文學》24 卷 7 期 1995.12 

劉亮雅 〈酷怪的慾望迷宮：評紀大

偉的「感官世界」〉 
《中外文學》24 卷 9 期 1996.02 

劉亮雅 〈洪凌的《支解異獸》與《異

端吸血鬼列傳》中的情慾

與性別〉 

《中外文學》25 卷 1 期 1996.06 

簡家欣 〈書寫中的現身政治——九

○年代同志言說戰場的流

變〉 

《聯合文學》148 期 1997.02 

簡家欣 〈九○年代台灣女同志的性 《思與言》35 卷 1 期 199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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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抗爭文化：T 婆角色的

解構、重構與超越〉 
劉亮雅 〈九○年代台灣的女同志小

說——以邱妙津、陳雪、

洪凌為例〉 

《中外文學》26 卷 2 期 1997.07 

馬嘉蘭 〈衣櫃，面具，膜：當代台

灣論述中同性戀主體的隱

∕現邏輯〉 

《中外文學》26 卷 12 期 1998.05 

蔡康永 〈「第一屆全球華文同志文

學獎」揭曉〉 
《G&L 熱愛雜誌》 

第 16 期 
1998.12 

曾秀萍 〈九○年代台灣「女同志小

說」書寫的顛覆性及其矛

盾〉 

《水筆仔》第 7 期 1999.04 

紀大偉 〈歡迎光臨盤絲洞〉 《G&L》第 23 期 2002.02 
許正平 〈單打獨鬥書故事〉 《聯合文學》214 期 2002.08 
許劍橋 〈「同」聲喧嘩——1998 第一

屆「全球華文同志文學獎」

的得獎同志們〉 

《中正大學中文研究所

期刊》第 4 期 
2002.12 

馬嘉蘭 〈揭下面具的鱷魚：邁向一

個現身的理論〉 
《女學學誌：婦女與性別

研究》第 15 期 
2003.05 

紀大偉 〈烏托邦之後——二十一世

紀的台灣同志文學生態〉

《文訊》第 229 期 2004.11 

 
(三)  專書∕論文集中的文獻 

 
作者 篇名 書名 出版 年代 
曹麗娟 〈得獎感言：說，不完

全〉 
《小說潮─聯合報

第十三屆小說獎

作品集》 

台北：聯經 1992 

王德威 〈也是燼餘錄〉 《焚燒創世紀》 台北：遠流 1997 
蕭義玲 〈九○年代新崛起小

說家的同志書

寫——以邱妙津、洪

凌、紀大偉、陳雪為

觀察對象〉 

第二屆青年文學會

議 
台北：國家

圖書館 
1998.10.31-11.1

安克強 〈種同志的因‧結文學

的果〉 
《樓蘭女與六月青》台北：熱愛 1999 



 

 169

陳莉萍 〈1998 第一屆全球華

文同志文學獎——

短篇小說類決審會

議記錄〉 

《樓蘭女與六月青》台北：熱愛

出版社， 
1999 

平路 〈決審評審委員簡介〉《樓蘭女與六月青》台北：熱愛 1999 
陳思和 〈鳳凰‧鱷魚‧吸血

鬼——試論台灣文

學創作中的幾個同

性戀意象〉 

《解嚴以來台灣文

學國際學術研討

會論文集 

台北：萬卷

樓 
2000 

 
(四)  報紙 

 
作者 篇名 出處 年代 
紀大偉 〈親密戰友：同志通俗讀物〉《中國時報》37 版 1996.07.04 
徐淑卿 〈同女之舞——有情無欲的

女同志小說賞欣〉  
《中國時報》43 版  1997.07.17 

水 雲 〈走進衣櫃偷窺同性戀——

同性戀主題寫作探微〉 
《台灣新聞報》13 版 1997.03.30 

江中明 〈首屆同志文學獎開辦〉 《聯合報》14 版 1998.06.20 
徐淑卿 〈有志一同攻佔文學獎〉 《中國時報》41 版 1998.06.25 
 
(五)  學位論文 

 
作者 論文題目 出版年月 備註 
許劍橋 《九○年代台灣女同志小說

研究》 
2003 中正大學中國所碩士

論文 
沈俊翔 《九○年代台灣同志小說中

的同志主體研究》 
2004 成功大學中文所碩士

論文 
 
五、同志∕性別理論暨研究 

 
(一)  專書 

 
作者 書名 出版 年代 
王雅各 《性屬關係：性別與文化、再

現》 
台北：心理 1999 

江漢聲 《性教育》 台北：性林文化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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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  鋒 《同性戀美學》 台北：揚智 1996 
何春蕤 《性∕別研究的新視野》 台北：元尊 1997 
何春蕤 《酷兒：理論與政治》 中壢：中央大學性

∕別研究室 
1998 

何春蕤 《性∕別政治與主體形構》 台北：麥田 2000 
何春蕤 《從酷兒空間到教育空間》 台北：麥田 2000 
何春蕤 《同志研究》 台北：巨流 2001 
李忠翰 《我的愛人是男人：男同志的

成長故事》 
台北：張老師 1996 

李銀河 《同性戀亞文化》 北京：今日中國出

版社 
1998 

吳敏倫 《性論》 台灣：商務 1990 
周華山 《同志論》 香港：同志研究社 1995 
周華山 《「衣櫃」性史——香港及英美

同志運動》 
香港：同志研究社 1995 

周華山 《後殖民同志》 香港：同志研究社 1996 
林賢修 《看見同性戀》 台北：開心陽光 1997 
張小虹 《後現代‧女人：權力、慾望

與性別表演》 
台北：時報 1993 

張小虹 《性別越界》 台北：聯合文學 1995 
張小虹 《慾望新地圖》 台北：聯合文學 1996 
張小虹 《怪胎家庭羅曼史》 台北：時報 2000 
張娟芬 《姊妹鬩牆》 台北：聯合文學， 1998 
莊慧秋 《揚起彩虹旗》 台北：心靈工坊文

化出版社 
2002 

陳雅貞 《霸王別姬：同志閱讀與跨文

化對話》 
嘉義：南華大學 2004 

鄭美里 《女兒圈：台灣女同志的性

別、家庭與圈內文化》 
台北：女書文化 1997 

謝臥龍 《性別：解讀與跨越》 台北：五南 1990 
蘊德爾(Elisabeth 
Moltmann-Wendel)
刁承俊譯 

《女性主義神學景觀——那片

流淌著奶和蜜的土地》 
香港：三聯書店 1994 

賀瑞克

(Gergour.M.Herek)
江淑琳譯 

《污名與性取向》 台北：韋伯 2001 

肯尼斯.克拉特鮑 《男性氣概的當代觀點》  台北： 女書文化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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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neth  
Clatterbaugh） 
劉建台譯 

出版 

米歇爾．傅柯

(Michel Foucault)
《性意識史》 台北：久大 1990 

瓊.瑞尼絲 
(Reinisch.June M.)
露絲.畢斯理 
(Beasley, Ruth) 
王瑞琪等譯 

《金賽性學報告》 台北：張老師 1992 

薇妮莎‧貝爾德 
(Vanessa Baird) 
江明親譯 

《性別多樣化：彩繪性別光譜》

 
台北：書林 2002 

 
(二)  期刊論文 

 
作者 篇名 出處 年代 
平非 〈出櫃之必要〉 《島嶼邊緣》第 9 期 1993.10 
誠品編輯

部 
〈同志仍需努力——台灣同

性戀運動團體座談〉 
《誠品閱讀》17 期 1994.08 

洪雅琴 〈同性戀者自我認同發展歷

程探討〉 
《諮商與輔導》第 125 期 1996.05 

齊天小

聖、魚玄

阿璣、喀

飛、沙

啞、漂亮 

〈牲禮、英雄或戰略家——

「現身」於現階段台灣同

志運動的發展及其意義〉

《騷動》第 3 期 1997.01 

朱偉誠 〈台灣同志運動的後殖民思

考：論「現身」問題〉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第 30 期 
1998.06 

賴麒中 〈性傾向與就業歧視之探

討〉 
《性別與空間研究通訊》

第 5 期 
1998.07 

廖國寶 〈男大當婚——男同志的婚

姻壓力〉 
《性別與空間通訊研究》

第 5 期 
1998.07 

小  吳 〈書店中同性戀書區的環境

行為研究——誠品書店敦

南店與西門店的案例分析〉

《性別與空通訊間研究》

第 5 期 
1998.07 

甯應斌 〈性解放思想史的初步札 《性∕別研究》 199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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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性政治、性少數、姓

階層〉 
第 3、4 期 

丁乃非 
劉人鵬 

〈罔兩問景：含蓄美學與酷

兒政略〉 
《性∕別研究》 
第 3、4 期 

1998.09 

趙彥寧 〈面具與真實：論臺灣同志

運動的「現身」問題〉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

究所集刊》84 期 
1998.12 

許佑生 〈呵，幸好我們還有 A 片！〉《G&L》第 21 期 1999.10 
趙彥寧 〈台灣同志研究的回顧與展

望──一個關於文化生產

的分析〉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第 38 期 

2000.06 

林皓芸 〈性別、空間、認同〉 《地理教育》第 26 期 2000.06 
畢恆達 〈走入歧途的男性氣概養成

過程〉 
《兩性平等教育季刊》 
第 12 期 

2000.08 

朱偉誠 〈台灣同志學〉 《婦女與兩性研究通訊》

58 期 
2001.03 

王明智 〈互為主體：同異之間的對

話基礎〉 
《應用心理研究》 

第 9 期 
2001.03 

邱珍琬 〈青少年男同志認同過程與

實際〉 
《彰化師大輔導學報》 

第 23 期 
2002.06 

劉安真 
程小蘋 
劉淑慧 

〈我是雙性戀，但選擇做女

同志！兩位非異性戀女性

的性認同形成態度〉 

《中華輔導學報》 
第 12 期 

2002.09 

畢恒達 〈男同性戀與父母：現身的

考量、策略、時機與後果〉

 

《女學學誌：婦女與性別

研究》第 15 期 
2003.05 

劉台雲 〈「酷兒」自我認同之初探〉《兩性平等教育季刊》 
第 25 期 

2003.11 

成令方 〈都是異性戀父權惹的禍〉 《性別評等教育季刊》 
第 27 期 

2004.09 

林本蕙 〈青少年同志的美麗與哀

愁〉 
《諮商與輔導》第 230 期 2005.02 

 
（三）專書∕論文集中的文獻  

 
作者 篇名 書名 出版 年代 
成令方 〈解開同性戀與異性

戀的迷思〉 
《中國人的同性戀》台北：張老

師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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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小虹、

王志弘 
〈台北情慾地景：家∕

公園的影像置移〉 
《尋找電影中的台

北》 
台北：萬象

圖書 
1995 

陳國偉 〈刨刀或百合——台

灣當代私小說中言說

權力的展演〉 

第六屆文學與文

化學術研討會 
台北：淡江

大學中文

系 

2002.05 

 
(四)  學位論文 

 
作者 論文題目 出版年月 備註 
簡家欣 《喚出女同志：九○年代台灣

女同志的論述形構與運動

集結》 

1997 台大社會所碩士論文 

廖國寶 《台灣男同志的家庭與婚

姻——從傳統婚姻壓力談

起》 

1997 國立台灣大學新聞研

究所碩士論文 

黃楚雄 《當代台灣男同性戀恐懼現

象一瞥之哲學研究》 
1998 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

碩士論文 
曾寶瑩 《同性戀主體與家庭關係互

動的探索歷程》 
2000 輔仁大學應用心理研

所碩士論文 
廖瑩芝 《90 年代台北同志戲劇研

究》 
2000 成功大學藝術研究所

碩士論文 
劉安真 《「女同志」性認同形成歷程

與污名處理之分析研究》

2001 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

諮商學系博士論文 
楊佩秦 《有志「異」同：雙性戀的身

分認同》 
2003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碩

士論文 
蕭燕婷 《同志青少年人際互動的主

觀知覺與因應》 
2004 台北大學社工系碩士

論文 
 

六、文學理論／評論 

 

(一)  專書 

 
作者 書名 出版 年代 
王爾敏 《史學方法》 台北：東華書局 1977 
王德威 《如何現代，怎樣文學？》 台北：麥田出版 1998 
王德威 《眾聲喧嘩以後》 台北：麥田 2001 
李癸雲 《朦朧、清明與流動：論台灣 台北：萬卷樓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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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女性詩作品中的女性主

體》 
周英雄 
劉紀蕙 

《書寫台灣——文學史、後殖

民與後現代》 
台北：麥田 2000 

金健人 《小說美學結構》 台北：木鐸出版社 1998 
孟  樊 
林燿德 

《世紀末偏航》 台北，時報 1980 

孟  樊 《後現代併發症——當代台灣

社會文化批判》 
台北，桂冠圖書 1989 

張京媛 《後殖民理論與文化認同》 台北：麥田 1995 
張誦聖 《文學場域的變遷：當代台灣

小說論》 
台北：聯合文學 2001 

張堂錡 《現代小說概論》 台北：五南 2003 
許琇禎 《台灣當代小說縱論：解嚴前

後（1977-1997）》 
台北：五南 2001 

傅騰霄 《小說技巧》 台北：洪葉出版社 1996 
陳義芝 《台灣現代小說史綜論》 台北：聯經 1998 
黎活仁 《台灣後設小說研究》 台北：文史哲  1998 
魏飴 《小說鑑賞入門》 台北：萬卷樓 1999 
劉世劍 《小說概說》 高雄：麗文出版社 1994 
佛斯特(E. M. 
Forster) 
李文彬譯 

《小說面面觀——現代小說寫

作的藝術》 
台北：志文出版社 2002 

韋勒克(Rene 
Wellek)與華倫

(Austin Warren)
王夢鷗、許國衡

譯 

《文學論•文學與社會》 台北：志文出版社 1990 

瑪倫•愛伍德

(Maren 
Eiwood) 
丁樹南譯 

《人物刻畫基本論》 台北：文星書局 1967 

 
(二)  期刊文獻 

 
作者 篇名 出處 年代 
彭小妍 〈百無禁忌：解嚴後小說面 《文訊》61 期 199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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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觀〉 
李元貞 〈為誰寫詩？——論台灣現

代女詩人中的女性身分〉

《中外文學》26 卷 2 期 1997.07 

陳芳明 〈台灣新文學史的建構與分

明〉 
《聯合文學》178 期 1999.09 

陳建忠 〈臺灣小說史大事年表(一
九二０～一九九九)〉 

《文訊月刊》168 期 1999.10 

傳林統 〈少年小說的導讀與選擇〉 《人文及社會科學教學

通訊》第 11 卷 3 期 
2000.10 

孟樊 〈風起雲湧的 90 年代台灣文

壇〉 
《文訊》182 期 2000.12 

曾秀萍 〈白先勇談創作與生活〉 《中外文學》30 卷 2 期 2001.07 
唐毓麗 〈「新感官小說」的美學與

政——九○年代情色小說

的文學觀察〉 

《當代》182 期 2002.10 

 
(三)  專書中的文獻 

 
作者 篇名 書名 出版 年代 
孟樊 〈文學傳播現象〉 《1996 台灣

文學年鑑》

台北：文建會 1997 

白先勇 〈我看高全之的「當代中國小

說論 評」〉 
《驀然回首》台北：爾雅 2002 

 

(四)  報紙 

 
作者 篇名 出處 年代 
王德威 〈愛欲相煎，纏綿不絕——

當代小說的情色寫作風

潮〉 

《中國時報》39 版 1996.02.01 

齊邦媛 〈霧漸漸散的時候〉 《聯合報》副刊版 1996.12.24 
葉石濤 〈台灣文學的多種族課題〉 《聯合報》副刊版 1996.12.24 
郝譽翔 
吳憶偉 

〈文學獎•獎文學(下)〉 《中央日報》第 5 版 1999.02.20 

 
(五)  學位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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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論文題目 出版年月 備註 
莊宜文 《「中國時」報與「聯合報」

小說獎研究》 
1998 中央大學中文所碩士

論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