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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台灣現代文學的發展，走過六○年代的現代主義、七○年代的鄉土文學階

段，在七、八○年代更迭之際，一批新興的女性創作者突然受到文壇重視，並被

文評家統稱為「閨秀文學」作家1。筆者觀察到在中國文學史的書寫脈絡裡，一

些和閨秀概念相關的其他詞語，有閨門、閨閣、閨派、名媛、才女、青蛾、宮闈、

宮怨等涵意。閨秀一詞的概念，不僅是指名門閨媛，甚至將歌妓的詩詞亦歸於閨

秀名下。2「閨秀」一詞在以男性為書寫的歷史中，常存有「貶抑」之意涵。況

且，長久以來，在以男性為書寫觀點的文學創作中，「閨秀」這個派別，常不是

因為創作的題材來稱之，而是因為創作者本身的性別，才用這個名稱來稱呼「她

們」。3因此筆者對於將八○年代女作家以這個「褒貶互見」的「閨秀」一詞來統

稱之，是存著懷疑的角度來觀察的。 

 
在一九七九年美麗島事件之後，國內在政治、經濟、社會結構上鉅變迭生。

在政治上風起雲湧的街頭運動，工人、農民、學生紛紛走上街頭表達自己的聲音，

連一向弱勢的婦女、原住民都紛紛乘勢而起，以雷霆萬鈞之姿，不斷為自己的理

念請命、抗爭。蓬勃發展的社會運動，當然也為台灣都會文化的成形，社會型態

的改變與性別關係的錯位，造成了不小的衝擊。 
 

    然而在八○年代的經濟活動上，資本工業蓬勃發展，一向以男性為主流的社

會和家庭結構，也產生了重大變化。在呂秀蓮、李元貞相繼提倡「婦女運動」的

同時，4連帶地為台灣文壇開啟了新的風貌。5女作家也開始去注意到本身的性別

意識以及在兩性發展的問題。在政治、經濟、文化都產生遽變的時代，八○年代

的文學的思潮，與創作題材，也開始產生不小的「板塊的移動」。過去在人類發

                                                 
1此說法乃採邱貴芬對台灣女性文學的歷史分期。邱貴芬把台灣女性文學斷代成「日據」、「戰

後初期」、「現代主義鄉土時期」、「閨秀文學」、「解嚴後女作家創作」等五期。「閨秀文學」

的提出是因為認為現行的台灣文學史斷代法只稱「鄉土文學時期」，塗銷了當時文壇與鄉土文學

有複雜角力關係的「閨秀文學」，邱貴芬從女性文學角度來分期，認為閨秀文學風大抵通行於一

九七六年到一九八O中葉，並在文學史上佔一席之地。參見邱貴芬：《日據以來台灣女作家小說

選讀》，台北：女書，2001年，頁 13~34。 
2例如：在《閨集》、《名媛詩歸》、《古今女史》等明清時代的選集中，歌妓與閨秀詩人並列同一

類別之中；但在其他選集中，如《明詩綜》，則將閨秀歸之於「閨門」，而將歌妓歸之於「妓女」

一類。十七世紀時的青樓歌妓或伎師，在現實生活和文學想像中都被視為才女，許多歌妓在書畫、

詩詞戲曲方面都是學有專精的藝術家；這些被視為「才女」的作品，也常被收錄於選集中。參見

李奭學譯，孫康宜：〈論女子才德觀〉，《古典與現代的女性闡釋》，台北：聯合文學，1998年，

頁 134~164。 
3陶幼春：〈堅持主宰自己的藝術生命—訪問賴明珠〉，收入於施淑青、蔡秀女編：《世紀女性․台

灣第一》，台北：麥田，1999年。頁 122~123。 
4 「台灣的婦女運動始於 1970年代，由呂秀蓮所發起的「新女性主義」。新女性主義的基本主張

除了『先做人，再做男人或女人』和『人盡其才』以外，還有「以『喚醒婦女、支援婦女、建立

平等和諧的兩性社會』為宗旨。」參見呂秀蓮：《新女性主義》，台北：前衛，1990年。 
5李仕認為，呂秀蓮的各種主張對於女作家來說，並不會完全沒有剌激或啟迪作用。最明顯例子

就是李昂回憶當年，提及願當小妹，幫呂秀蓮提包包的事。李仕芬：《愛情與婚姻：臺灣當代女

作家小說研究》，台北：文史哲，1996年，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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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所標榜的高度文明下，所忽視的另類世界，如：黑人文化、東方文化、原住民

文化、同性戀文化以及女性主義等問題，逐漸成為研究後現代思想的「顯學」。

誠如葉石濤先生所說的：「台灣文學史是一部『台灣民眾反抗，抗議殖民統治』

的歷史。也是台灣民眾在「尋求自由民主以及追求『政治』『經濟』『社會』平

等的真實記錄。」6 

 

八○年代的台灣社會，中產階級、都會品味的抬頭，文化情境與時代氛圍，

促成了文學評論家所謂的「閨秀文學」的興起條件。女性作品的多產、文學創作

產生的質變現象，讓八○年代的的女作家，如雨後春筍般紛紛的崛起，並蔚為當

代台灣文壇的主流創作者。女性私我空間的書寫得以擴展，八○年代的女性文學

創作者，形成一股「獨霸文壇的趨勢」。7 一如邱貴芬所云：   

 

      女性創作得以在短期間內橫掃台灣文壇，不是因為這些女性作品的內容和

以前的女性小說有劃時代的差別，而是文化生產的管制有了重大的改變。
8 

 

    文化的情境與時代的氛圍，促成了這一批女性作家的大受歡迎，女性創作

者，不僅異軍突起，更以「波瀾壯闊」的姿態，在當時文壇大放光芒，正如齊邦

媛所形容的： 
 
      最近五六年來，真可以用「雨後春筍」來形容台灣年輕女作家的作品。『雨』

是指各大報副刊每日一頁的需要量，再加上聯合報和中國時報的年度文學

獎、中山文藝獎和吳三連文藝獎等鼓勵⋯⋯她們所表現的才華和認真的創

作態度是有目共睹的。9 

 

只是筆者對於為何要將八○年代女作家冠以「閨秀時期」女作家之統稱，產

生「質疑」。或許在台灣文學史的脈絡中，以「八○年代女作家」來統稱這些女

性作家，在歸類上就少了性別的意識形態。畢竟「閨秀」一詞，在主觀上給的第

一印象與聯想，即是男性學者沙文主義的作祟，與對女性作家的性別偏見。一如

呂正惠在〈閨秀文學的社會問題〉一文中所提到的： 

 
      我要比較悲觀的說：我們現在的文壇，除了閨秀文學之外，幾乎沒有文學。

為什麼?為什麼會有這種現象?我們的男作家到那邊去了?我們的男性讀者

又躲到那裡去了?為什麼容許那些軟綿綿的閨秀文學來獨霸我們的文壇?
10 

 

                                                 
6葉石濤：〈開創台灣文學史的新格局〉，《台灣文學的悲情》，台北：派色文化，1990，頁 91~95。 
7閨秀的代表作家可追溯自一九七六年《聯合報》第一屆小說獎得獎名單，包括：第二獎蔣曉雲

〈掉傘天〉（第一獎從缺）和第三獎朱天文的〈喬太守新記〉、佳作獎朱天心的〈天涼好個秋〉。

而在一九八０年蕭麗紅的《千江有水千江月》得到《聯合報》首度頒發的長篇小說獎及兩大報

有史以來最高額獎金時達到顛峰。 
8邱貴芬：《日據以來台灣女作家小說選讀》，台北：女書，2001年，頁 44~45。 
9齊邦媛：〈閨怨之外－－以實力論台灣 女作家的小說〉，《聯合文學》，1卷 5期，1985年 3 月，

頁 13。 
10呂正惠：〈閨秀文學的社會問題〉，《文星》99 期，1986年 9 月，頁 115~119。後收入呂正惠：

《小說與社會》，台北：聯經，1988年，頁 135~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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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龔鵬程更有此偏見式的說法與見解： 
 

      目前文學科系中幾乎全是女性天下，她們寫作、她們買文學書刊、她們趕

起聽演講、她們努力地崇拜偶像;等到畢業以後，很自然地，她們又進入

出版社、雜誌社去主持風騷，推動文學了!11 

 

    由這兩位男性文評者的說法，我們就可以感受到他們對女性作家刻板的性別 

印象，以及男性沙文主義的心態作祟。 

 

這批女作家，她們有的從張派嫡系的三三集團崛起；有的透過民間文學獎機

制被挖掘成名，卻無可奈何地被歸類為閨秀文學成員。當時兩大報系《聯合報》

和《中國時報》，分別於一九七六年和一九七八年設立文學獎，成為主導台灣文

學風氣的重要機構。這雖然並不能表示當時小說獎評審有意識的利用文學獎資

源，為特定政治目的服務。但是，也如邱貴芬所說： 
 
如果文學獎在台灣文學典律成形的過程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那麼， 
我們就不能不注意到，當時文學獎頒發的社會環境、文化氛圍以及篩選文 
學作品過程中隱含的權力關係和連帶的資源分配問題。12 
 
這或許也是八○年代女性作家容易被扭曲誤解的部份。他們會以偏概全地以

為這批女作家媚俗的創作這些討好「文學潮流」的作品，讓自己有技巧地投其（評

審）所好，成功地達到彼此利益的交換與權力的分配。 
 

    當男性文評家，無法撕掉自己對性別歧見的標籤時，他們就無法客觀地來分

析女性作家的作品。當然，也只能將她們籠統地以閨秀一詞來做統攝。之後她們

在以閨秀「意識形態的標籤」，進行無情且偏頗的負面評價。一如呂正恵炮火猛

烈的說： 

 
  不「現實」的描寫年輕女性在實際生活中所碰到的戀愛問題，反而以浪漫、 

抒情的方式來描寫少女對愛情的懷想⋯⋯面對女性求偶的難題，這種文學 

是以提供 「夢想」來作為殘酷現實的彌補。
13 

 

八○年代中期，在所謂的純正文學中，女作家的作品，尤其是投合青春少

女喜好的閨秀文學異軍突起，大有席捲文壇之勢。閨秀文學的盛行，最可

看出台灣中產階級文化保守性格。14 

 

    女性作家之所以能在八○年代，如此朝氣蓬勃發展著，難道只是因為她們有

文學獎的加冕，以及「閨秀文學」耀眼光環的圍繞嗎？她們的崛起，只是單純地

時勢所趨？還是真有實力，能在眾多文學獎的競逐中，脫穎而出。筆者相信八○

                                                 
11龔鵬程：《我們都是稻草人》，台北：久大文化公司，1987年，頁 193。 
12邱貴芬：〈族國建構與當代台灣女性小說的認同政治〉，《仲介台灣‧女人》，台北：元尊文化，

1997年。頁 47~48。 
13呂正惠：〈分裂的鄉土，虛浮的文化－八０年代的台灣文學〉，《戰後台灣文學經驗》，台北：新

地，1992，頁 131。 
14同註 13，頁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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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代女性作家，在其小說文本的書寫上，的確有過人之處，值得我們再三研究與

探討之。 
 
因此我們看到的是這些評論家評論時的男性傲慢，保守、通俗的心態。他們

用男性的書寫觀點，來漠視女性的創作文本，她們忽略女性也有自己的文學，女

性也有自己的書寫史觀以及創作的美學，因此筆者認為八○年代女性作家的作

品，被簡約為「閨秀文學」的同時，更能看出女性作家在先天創作環境上的困境。 
 
閨秀文學給人最直接的觀感是創作題材的狹隘性，內容大多在描寫男女間的

愛情故事，通常以充滿感性意象的語言，不食人間煙火的文學氣息，來雜揉出屬

於女性情愛觀的敘述方式。他們認為閨秀文學的批判性不足，關懷度不夠。一如

張誦聖在談八○年代女作家時所說的： 
 
八○年代在台灣最受歡迎的文學讀物可能要算是嬰兒潮一代的那些女作

家了⋯⋯她們皆因作品發表於大報副刊而聲名大噪。就如同許多流行文化

產品一般，上述作家的作品中基本上較少批判的精神，同時不乏保守的心

態。15 

 

八○年代的女作家，似乎就莫名地背負著閨秀文學「保守通俗」的原罪。因

此筆者在研究八○年代的女性小說家時，就企圖透過女性小說家的文本研究，讓

女性小說家，豐富的創作體材，與多元化的書寫模式，能完整地呈現在研究脈絡

中，並能還原八○年代的女作家的真面貌，並替其「正名」。依筆者觀察，八○

年代的女性小說家，她們觀照的小說面相，其實是很廣泛的，她們關注鄉土與國

族；她們關注傳統家庭、婚戀，對女性人物的侷限；她們關注女性的自我成長與

女性意識的覺醒；她們也看到八○年代諸多的社會問題，而進行探究與書寫。 
 
男性文評家，草率地把女性作家稱為「閨秀作家」時，就企圖矮化女作家們

的文學書寫地位。用「閨秀文學」來表示其文學作品是無足輕重的，女作家只知

夢幻式的呈現唯美的男女情愛，因而對政治、社會、醜惡的人生幾近無知。對於

男評者這種偏見，范銘如就提出中肯的評論與看法： 
 
一些批評家將她們的作品視如通俗言情小說的延續，譏斥為狹隘、缺乏社

會意識的「閨秀」作家：只圍著男女情愛的題材打轉，以純情甚至濫情的

筆調滿足高中、大學「無知女生」的夢幻。持正面、支持的學者則設法從

這些女作家的文字技巧上予以肯定，並舉證出她們作品中豐富多元的類型

為之辯護。
16 

 

  范銘如看到了當「閨秀」一詞統攝到八○年代的女作家的身上時，勢必會引

起文壇的爭議與正反評價，因而提出其兩派說法，以供讀者反思閨秀文學的意

義。這也讓筆者思索到，當我們用「閨秀」一詞，來統稱八○年代的女作家時，

就陷入男性對女性文學歧見的思維裡去了。尤其當男性評論家以「閨秀文學」或

                                                 
15高志仁、黃素卿譯、張誦聖：〈朱天文與台灣文化及文學的新動向〉，收入於梅家玲編：《性別論

述與台灣小說》，台北：麥田，2000年，頁 332。 
16范銘如：〈由愛出走—八、九０年代女性小說〉，《眾裡尋她：台灣女性小說縱論》，台北：麥田，

2002年。頁 152~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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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羅曼史脈絡」來統攝、編織台灣女性文學時，就如楊照所謂，那只能算是中國

男人想像的女性經驗，是一種「越俎代庖書寫女性經驗的集體經驗」。17所以筆者

在界定蕭麗紅與蕭颯兩位女作家的歷史分期時，不用「閨秀時期」，改採用「八

○年代女性小說家」來定義之，其原因於此。 

 
    這一批八○年代的女作家，包括蕭麗紅、蕭颯、袁瓊瓊、蘇偉貞、朱天文、

朱天心等人，在其小說文本中，對於階級流動的社會問題、父權權威思維的動搖、

婦女社會地位的移位，大多著墨頗深。而在八○年代女性小說家中，為何筆者特

別選定蕭麗紅和蕭颯的作品來做論文研究呢？因為長久以來，女性問題一直被視

為邊緣的、家務事的、難登大雅之堂的附屬議題，而主流的學術觀點，也全然以

男性（尤其是男性知識份子）的視野為主。幾世紀以來，同樣的意識形態不斷地

強化、再製，並維持利益至今，女性在各領域中均陷於邊陲、卑微、尷尬的處境

之下。 

 
但在八○年代多元的文學場域中，蕭麗紅筆下的女性人物古典又傳統；蕭颯

筆下的女性人物，卻是時代感十足。表面上，蕭麗紅與蕭颯，在其小說書寫的題

材與人物塑造上，呈現的是兩種迥然不同的風格。但兩人卻利用不同時代的女性

（傳統與現代），傳達女性自我意識萌發的訊息，更引起筆者將兩位女作家列入

並述與研究的動機。尤其，蕭麗紅筆下的女性，來自台灣鄉土社會，看似傳統宿

命，溫婉保守，卻有像剔紅一樣具有反叛性格，顛覆貞操烈女形象的書寫，並從

中透露女性自覺意識的重要。而蕭颯筆下的女子，形形色色，形象十分豐富。從

賢妻良母到作風新潮的都會女子，但一樣用女性意識的覺醒，將她們的生命歷程

互作烘托與對比，凸顯女性自覺意識的重要。看似風格迥異的兩個人，在經過八

十年代，新女性主義思潮的洗禮下，正式進入一種尋求自我發現（self-awareness）

的階段。蕭麗紅、蕭颯兩人的小說風格，皆能有意識的去書寫女性的處境。
18 

 
蕭麗紅與蕭颯，這兩位同時於七十年代末期崛起，到了八十年代後，兩人的

作品在台灣文壇呈現「繁花盛景」的景象。兩人的文學作品，不僅是各大文學獎

的「常勝軍」，更是各大知名書店長期暢銷的作品。直至九十年代，兩人仍持續

創作出好作品來。（雖然近幾年蕭麗紅幾乎陷入停筆的狀態；而蕭颯的作品也不

似前幾年那樣多產。）因此，本論文所論述年代，將其範圍設定在蕭麗紅、蕭颯

八十年代以降的小說作品，為主要論述對象與範圍。 
 

兩人在「百家爭鳴」的的八○年代，蕭麗紅與蕭颯，如何利用不同的女性人

物塑造，來凸顯八○年代女性作家，如何成功地透過女性書寫，受到文學界的重

視。如何顛覆之前，全盤以男性書寫觀點為主的文學現象。並從蕭麗紅與蕭颯小

說文本瞭解到：八○年代女性小說家透過小說，成功將女性傳統形象作「扭轉」，

將長期被父權社會壓抑的傳統女性角色，逐一「鬆綁」，並更進一步，讓女性的

自覺意識，得到真正的「覺醒」與女性自我成長。在八○年代女性作家的努力下，

女性的聲音不再受到「漠視」與「邊緣化」，女性的觀點也不只是淪為私言私語。

                                                 
17楊照：〈透過張愛玲看人間〉，《夢與灰燼－戰後文學史散論二集》，聯合文學出版社，1998年，

頁 65。 
18林麗裡：《當代台灣女小說作者及其未來發展》（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未來學系碩士論文），2002

年２月，頁 71~76。 



從傳統到現代：《八○年代以降女性小說的發展－以蕭麗紅、蕭颯為中心》 

 6

她們成功地將女性書寫與議題，躍升為當代重要的文學書寫主流之中。 

 

    鍾玲在〈女性主義與台灣女性作家小說〉一文提到：「蕭麗紅用了傳統模式

解構了德婦形象。」19她認為蕭麗紅刻意利用「最具美德」的傳統女性人物，將

女性長期受到男尊女卑、宿命服從的文化制約，因而喪失對女性處境與慾望的自

覺意識。當女性在傳統鄉土處處受制，對自身的命運、生命，進一步有了更深一

層的反思。一如邱貴芬認為：「《桂花巷》一書，恰好是展現女性鄉土想像意識，

並能點出傳統鄉土概念盲點的作品。」20雖然楊照給予蕭麗紅小說的評價是「剝

落了鄉土文學的激進涵義也失去中國閨秀的正宗」21的說法，以及邱貴芬：「蕭麗

紅操弄了兩派（閨秀、鄉土派）語彙，呈現一特殊「似中國而極台灣」的鄉土閨

秀。」22其兩人這樣的見解，恰巧可看到蕭麗叿小說中，常引起正反平價的弔詭

之處。 

 
    為何蕭麗紅小說，常出現同一文本在閱讀、認知上的歧見，的確是引發筆者

的另一個研究動機，為何蕭麗紅作品，經常引來正反兩派的評價？尤其是《千江

有水千江月》所引起正反兩派的評論。例如，吳璧雍就說： 
      
      《千江有水千江月》中充充滿「毫無人間煙火的純美幻境」，23所書寫的 

       愛情「也許有『一見鍾情』的浪漫，但太『理想』，太『純潔』，又以 

       之為『古典』，又是一種什麼心態呢?」24 

 

另外，龍應台在閱讀完《千江有水千江月》之後，也提出自己的見解： 

 

      「極度感情式的」「唯美式的」「羅曼蒂克式」的懷舊，這種盲目懷舊刻  

       意浮面化的表揚文化的光明面。 
25 

 

    這些負面評價出現後，也引起其他評論者的相反看法。他們認為蕭麗紅小說

作品，具有「抉發女性情慾」、能展現「女性自覺」與其筆下的傳統女性擁有「反

抗與反省」的能力等正面評價。例如，許俊雅，〈八十年代台灣女性小說的詮釋〉
26、柯雅卿，〈談蕭麗紅《白水湖春夢》中女性對自我命運的省覺與抉擇〉27、鍾

                                                 
19鍾玲：〈女性主義與台灣女性作家小說〉，收入張寶琴等編：《四十年來中國文學》，台北：聯合

文學，1997年 1 月，頁 192~210。 
20邱貴芬：〈女性的「鄉土想像」：台灣當代鄉土女性小說初探〉，收入梅家玲編《性別論述與

台灣小說》台北：麥田，2000年，頁 124~126。 
21楊照：〈從「鄉土寫實」到「超越寫實」--八 O年代的台灣小說〉，收入《台灣文學發展現象：

五O年來台灣文學研討會論文集(二)》，頁 137~150。 
22邱貴芬：〈族國建構與當代台灣女性小說的認同政治〉，收入張小虹編《性/別研究讀本》台北：

麥田，1998年，頁 167~194。 
23吳璧雍：〈矯飾的古典情懷—論蕭麗紅的《千江有水千江月，《文星》第 110 期，1987年 8 月，

頁 108~111。 
24同註 23，頁 111。 
25龍應台：〈盲目的懷舊病〉，《龍應台評小說》，台北：爾雅，1985年，頁 157~166。 
26許俊雅：〈八十年代台灣女性小說的詮釋〉，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1994年，頁 90~91。 
27柯雅卿：〈談蕭麗紅《白水湖春夢》中女性對自我命運的省覺與抉擇〉，收入吳達芸主編：《臺

灣當代小說論評》，高雄：春暉，1991年 1 月，頁 295~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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玲，〈女性主義與台灣作家小說〉28、薛甯今，〈宿命與掌控的消長與平衡－－

談《桂花巷》中高剔紅性格的形成與發展〉29、鄭毓瑜，〈春夢‧浮生—蕭麗紅

的小說世界〉30等人的論點，就在肯定蕭麗紅在小說文本中，所呈現女性意識覺

醒與蕭麗紅致力開展女性文學的努力。因而筆者大膽的假設：「蕭麗紅是否有被

誤讀的可能？」這是筆者在八○年代眾多女性小說家中，選定「蕭麗紅」作為研

究對象的原因之一。 

 

加上，蕭麗紅小說文本，雜揉著豐富的民間習俗，將民間優美的傳統習俗與

鄉土的內涵相互結合，利用女性細膩的、貼近真實生活的的眼光與角度，深入地

刻劃出傳統女性面臨的困境並深入的探討女性自我成長的歷程。女性在傳統父權

社會裡，企圖以「宿命」觀、「貞操」觀，影響下一代的女性（自己的女兒）的

思維與女性意識的萌發。例如，《千江有水千江月》中，貞觀的母親，從小就不

斷被灌輸貞觀傳統婦德與男尊女卑觀念，「女兒不比兒子，女道不同男綱」、「德

婦才生得貴子」，她被訓練成為一個好妻子、好母親、好媳婦的完美女人，並且

「她還不准貞觀將衣服與弟弟們的作一盆洗，連弟弟們脫下來的鞋，都不准貞觀

提腳跨過去必須繞路而行。」而貞觀是如此順從地遵守著母親所教授傳統婦德與

男尊女卑的思維。在這看似「宿命」的傳統裡，女性如何去掙脫傳統父權社會裡

的束縛與枷鎖。女性又如何在女性意識的自覺裡覺醒，正視女性自我的需求，正

是蕭麗紅後期作品中，透過女性人物的意識的覺醒，顛覆父權社會的神話，解構

傳統婚戀的迷思。 

 

而在八○年代女性小說家蕭颯，她的小說文本的關注面較其他女作家廣泛。

自十六歲開始在文壇嶄露頭角以來，她便懂得如何嚴肅看待自己的寫作31，落實

在小說創作上，正是如齊邦媛所肯定的：「由她作品看來，她寫作的態度是很嚴

謹的」32，而且一直創作不懈，除了作品獲得多項文學獎的肯定，多部小說也被

改拍成電影上映。蕭颯對寫作有根深蒂固的痴迷與執著，對自我有不斷進步的期

許與要求，落實在小說上，形成了題材與形式的不斷推陳出新，展現了自我突破、

努力不懈的文學精神。而蕭颯和蕭麗紅一樣，都是當時暢銷書的代表女作家，只

是小說暢銷後，蕭颯開始去注意自己「女」作家的身份，將其小說作品，從「女

性的情愛題材」這個議題出走，將女性情慾的問題，家庭外遇的問題，社會上令

人關注的青少年議題，以及快速都市化後，女性在工作場域上的困境，親子關係

中的母親角色等寫作體裁，納入自己的小說創作中，完整的紀錄當時女性在社會

                                                 
28鍾玲：〈女性主義與台灣作家小說〉，收入張寶琴等主編：《四十年來中國文學》，台北：聯合文

學，1995年，頁 192~210。 
29薛甯今：〈宿命與掌控的消長與平衡－－談《桂花巷》中高剔紅性格的形成與發展〉，收入吳達

芸主編：《臺灣當代小說論評》，高雄：春暉，1991年 1 月，頁 323~352。  
30鄭毓瑜：〈春夢‧浮生—蕭麗紅的小說世界〉，收入蕭麗紅著：《白水湖春夢》附錄，台北：聯經

出版社，2000年 11 月，頁 315~320。  
31 蕭颯接受季季採訪時，自言道：「我由十七歲也就是師專一年級開始寫作，以現在來看，那時

候的作品是很不成熟的；可是我卻從那時候，就學會了如何嚴肅的看待自己的小說寫作。」參

見季季：〈站在冷靜的高處－－與蕭颯談生活與寫作〉，原載《中國時報 8版》，1987年 8 月 14

日。今亦收於蕭颯：《走過從前》附錄，台北：九歌出版社，1988 年 2 月，頁 375。筆者在此

附加說明的是，事實上，1968 年年底，蕭颯十六歲，在「青年戰士報」發展短篇小說〈紅裙

子〉，已開始正式踏入文壇。 
32 齊邦媛：〈閨怨之外－－以實力論臺灣女作家的小說〉，原載《聯合文學》，1卷 5期，1985年 3

月。亦收入齊邦媛：《千年之淚》，1991年 8 月，台北：爾雅出版社，頁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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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面臨的種種問題與社會現象，女性人物在蕭颯的小說中，有了自我的成長的痕

跡以及女性鮮明的自我意識呈現。 

 

    更可貴的是，蕭颯的創作範疇寬廣，作品中的人物，上至「高階層的白領」

下至「低階層的藍領」，形形色色，十分鮮明活潑，並能真實呈現八○年代的都

會風貌。足見蕭颯的寫作風格，也從早期青春浪漫的風格，到呈現多樣化的社會

景況與議題的書寫。 

 

    八十年代都市化的形成，都市題材小說，成為八十年代小說文本的重要指

標。蕭颯具有強烈的都市意象，寫實風格的作品一一出版，使她成為八十年代女

性都會小說的代表。她深刻地描繪生活優渥的都市男女，平庸、空虛、糜爛的形

象，紙醉金迷的生活，彷如「無我」的紅男綠女，加上紙醉金迷的都會，層出不

窮的「外遇問題」，蕭颯成為擅寫「外遇」題材的女作家33。 
 
    尤其在蕭颯曾遭逢婚變，其創作並為因此停滯不前，反而因本身婚姻的問

題，使她更感同身受的將面對外遇後的女性，其心理轉變、生理狀況、以及社會

眼光、評價，在其小說作品中，真實的呈現。並使其小說文本的關懷面，朝向女

性自我成長反省，青少年社會問題，親子間互動模式的轉變等議題。 
 
    在一九八七年《返鄉劄記》出版後，長期生活在台北都會的蕭颯，有了新的

生活體悟，開始書寫和大陸相關的生活與經驗題材的小說。走出婚變、體驗超越

國籍、省別溫暖的蕭颯，其作品走向較樂觀包容、自我釋懷的風格。尤其《走過

從前》出版後，蕭颯更展現女性面對挫敗婚姻，女性如何自我重建的過程（生活

重建、信心重建、交友圈重建等）。進一步來說，蕭颯的小說，為女性人物的型

塑與「女性意識」之間，找到更深刻的聯繫。 
 
    這兩位出身於同時代，同樣屬於在八○年代女性作家的蕭麗紅、蕭颯，如何

在眾聲喧嘩的八○年代「發光發熱」？以及她們以何種模樣在八○年代的文壇「登

場」？就讓我們一起來閱讀「她們」吧！相信讀者在閱讀她們兩人的文本地圖裡，

會尋找到甜美的閱讀活水的。 

 

    借用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的名言： 
 

女人之淪為次等存在，以致女人之欽羨男人，乃由於男人在父權體制之下

享有女人所沒有的各種權力與實現自我之優勢條件所致。而這一切不平等

之根源又出於女人被視為「它者」（other）。34 
 
蕭麗紅、蕭颯小說中的女性人物，也能自覺地走出「它者」的陰霾，在女性

意識（feminist consciousness）、女性成長、母女形象的刻畫、國家社會的問題上

展現比起當代的男性作家，有更著更深刻且動人的描述。 
 

                                                 
33古繼堂：〈擅寫「外遇」的蕭颯〉，《臺灣小說發展史》，臺北：文史哲，1996年，頁 401~413。 
34它者是沒有自我意識、沒有自由、無能於抉擇之客體，這種「東西」是沒有創造性、未來可能

性的次級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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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首先論及八○年代多采多姿的年代背景與文學圖像，並將八○年代女性小說

家的崛起與評價也簡單敘述之。再將論文寫作範疇與焦點，集中在八○年代女性

小說家中「蕭麗紅、蕭颯」的身上：也就是以蕭麗紅與蕭颯為本論文的研究與論

述中心。 

 

在蕭麗紅作品文本的探討上，利用原鄉概念、女性的鄉土想像意識、後殖民

文學中的「混融觀點」、以及歷史社會學中的「集體記憶」理論，來架構其作品

中的懷鄉情懷及國族認同特色。並討論利用民俗學的觀點，來討論蕭麗紅小說中

民俗與節慶的書寫，以及如何利用傳統女性人物將傳統風俗，做尋根與傳承的工

作。接著以小說文本中對傳統婚戀中的純潔愛情觀、姻緣天定思想、以及大家庭

書寫等方面，來對傳統倫常和女性意識間的衝突、矛盾等方面進行鋪陳，並更進

一步來探討女性如何達到女性意識的覺醒。並試圖找出蕭麗紅文本被「誤讀」的

原因，為其作品找出重新閱讀、評價的論點。例如，《桂花巷》的剔紅，在男性

社會中被迫以道德及文化制約，一生守寡以示其自身的守節。但漫長人生之路，

情慾如何壓抑，道德與情慾的煎熬，讓剔紅選擇顛覆父權社會對女性情慾的束

縛，並利用剔紅懷孕，不知如何掩人耳目的情節，描寫女性對「自己的失倫」產

生矛盾的心情，最後以勇敢的向兒子告白、求助的方式，解決其困境。剔紅的「母

親形象」不只未在父權社會失去自我，甚至具有強烈的女性自主意識，剔紅的角

色，在台灣女性小說中補填了「女性主義中母親角色的空缺」
35。當然在小說語

言的探討上，就需要論及蕭麗紅小說與紅樓夢的關係。例如，朱嘉雯就將《桂花

巷》、《千江有水千江月》二書歸類為「大家庭小說」，認為蕭麗紅在家庭瑣事、

角色刻畫、命運隱喻、古典文句等方面都沿襲《紅樓夢》的寫作技巧。36而宋澤

萊則從內容語言上，來概述蕭麗紅小說意識型態與語言風格的轉變。37筆者將這

些諸多研究，利用歸納、整理的方式，來進行探究。 

 
而蕭颯部分。以蕭颯小說的三大主題（都市主題、外遇主題、青少年主題）

進行分類歸納、理析蕭颯作品的內涵。蕭颯小說文本，顛覆傳統父權的「男尊女

卑」的女性意識，以及女性能自覺地走出傳統婦女的「無我」角色，都是蕭颯作

品中，最受人矚目的特色之一。在女性情慾與母親形象的探討，利用女性主義論

述者，重新關注「家」的概念，對文本「母親」的角色刻意流露出「恐母症的現

象」
38來談母親與女兒之間的關係。例如，蕭颯在《單身薏惠》中對女主角的母

親這個角色，刻畫的並不深刻，隱約將母親的形象當成「無性」的個體。還有蕭

颯的長篇小說《如夢令》和中篇小說《失貞事件》，明顯地張揚了新女性主義精

                                                 
35 邱貴芬：＜「失聲畫眉」—探討台灣女性小說壓抑的母親論述＞，《台灣文藝》第五期，1994

年 10 月 20 日。 
36 朱嘉雯：《「接受」觀點下的戰後台灣作家與《紅樓夢》的關係》，（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論

文）1998年 5 月，頁 177~183。 
37宋澤萊：＜從仿古的鄉土到實在的鄉土—特論蕭麗紅台語小說的高度成就＞，《台灣新文學》，

13 期，1999年 12 月，頁 114~140。 
38 Maruanne Hirschy 在其著作 The Mother Daughter Plot裡提到：傳統的英美小說中，母親經常是負

面的角色，母親象徵對父權體制的屈服、妥協。唯有擺脫母親角色所意味的傳統女性角色，小說

中的女主角方有發展的自我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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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而《失貞事件》則是一篇猛烈抨擊男權社會檄文，它通過描寫『我』與裴感

情的裂變，尖銳地抨擊了女人為男人而守貞的陳舊觀念。這與呂秀蓮的《貞節牌

坊》有異曲同工之妙。至於蕭颯最關注的議題「青少年」問題、「都市」題材小

說，都是探討八○年代社會現象的小說文本代表，因此筆者將前人對蕭颯小說文

本進行的眾多研究與評論，加以融會整理，提出見解與看法，完成其小說文本的

探究。 
 
 

第三節  前人的研究成果 
 

一、蕭麗紅 
 

前人對於蕭麗紅的《冷金箋》的評論較少，僅有在胡為美＜誰是蕭麗紅小說

裡的主角＞
39探討其姻緣關和佛儒思想。至於《桂花巷》則有較多的評論。像是

刊登在自由時報的＜寫出臺灣婦女的成長--評蕭麗紅的「桂花巷」＞40，針對《桂

花巷》的敘事觀點、技巧和人物塑造、迷信和宿命觀、象徵手法的運用以及蕭麗

紅的小說主題和語言，進行討論。丁珩的＜用傳奇的眼光看它－淺談蕭麗紅的「桂

花巷」＞41則針對剔紅的心理轉變做一論述。陳秋坤的＜桂花巷的世界＞42則是以

懷舊的觀點來看《桂花巷》。曾仕良的＜桂花巷＞43則敘述了桂花巷一書的特色。 

 

    至於蕭麗紅小說中最暢銷的《千江有水千江月》，更是獲得了極多的正、反

面評論。白少帆、王玉斌的＜蕭麗紅及其長篇小說《千江有水千江月》＞44，是

針對《千江有水千江月》一書的傳統情愛觀、姻緣天定，及濃厚的傳統節慶民俗

書寫，進行論析、江靜芳的＜另一面的盲點--讀龍應臺評「千江有水千江月」＞
45針對龍應台對蕭麗紅的《千江有水千江月》的評價，作不同觀點的論析。林素

美的＜問世間情是何物--我讀《千江有水千江月》＞46和高錦雪的＜我看「千江」

的分手問題＞47亦是探討大信和貞觀分手問題。吳璧雍的＜矯飾的古典情懷--論
蕭麗紅的《千江有水千江月》＞

48則是對其小說中的古典語境與小說世界進行論

析。胡至成的＜深知身在情長在--讀「千江有水千江月」之後＞49對小說內容做

                                                 
39 胡為美：＜誰是蕭麗紅小說裡的主角＞，《婦女雜誌》，1977年 5 月，頁 34~37。 
40 ＜寫出臺灣婦女的成長--評蕭麗紅的「桂花巷」＞，《自立晚報》，第 10 版，1986年 4.月 7 日。 
41丁珩：＜用傳奇的眼光看它--淺談蕭麗紅的「桂花巷」＞《明道文藝》，第 29 卷，1978年 8 月，

頁 155~160。 
42陳秋坤：＜桂花巷的世界＞《婦女雜誌》，第 104 卷，1977年 5 月，頁 38~39。 
43曾仕良：＜桂花巷＞《瀚海觀潮》，1997年 5 月，頁 65~67。 
44白少帆、王玉斌：＜蕭麗紅及其長篇小說《千江有水千江月》＞，《現代台灣文學史》，1987年，

頁 898~901。 
45江靜芳：＜另一面的盲點--讀龍應臺評「千江有水千江月」＞，《新書月刊》，1985年 8 月，頁

40~41。 
46林素美：〈問世間情是何物——我讀「千江有水千江月」〉，《文藝月刊》221 卷，1987年 11 月，

頁 31~38。 
47高雪錦：〈我看「千江」的分手問題〉，《聯合報》21版，1988 年 11月 30日。 
48吳璧雍：〈矯飾的古典情懷——論蕭麗紅的「千江有水千江月」〉，《文星》110卷，1987 年 8月，
頁 108~111。 
49胡至成：〈深知身在情常在——讀「千江有水千江月」之後〉，《明道文藝》，78卷，1982 年 9
月，頁 12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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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簡單的分析。彭碧玉的＜聯合報六九年度中、長篇小說獎總評會議紀實＞50則

是記錄聯合報六九年度甄選小說獎時的討論過程。龍應台的＜盲目的懷舊病－評

「千江有水千江月」＞51則針對蕭麗紅過於浪漫唯美小說內容、結構，提出批判，

並懷疑作者是否已淪為閨秀文學之類的作家。 
 
    至於在《白水湖春夢》部分，有江寶釵的＜白水湖春夢＞52針對佛教和二二

八事件對其做一簡單的評論。柯雅卿的＜談蕭麗紅《白水湖春夢》中女性對自我

命運的醒覺與抉擇＞53探討到女性自我命運的選擇的轉變。還有阿盛的＜打滾一

場，渾身無泥--蕭麗紅＞54和＜白水湖春夢－紅塵打滾，渾身無泥＞55、陳文芬的

＜蕭麗紅的白水湖春夢＞56、彭蕙仙的＜白水湖春夢＞57以及蘇惠昭的＜江月已

落，故事未歇－《白水湖春夢》＞，都市針對《白水湖春夢》一書，進行類似書

評式的分析與探討。 
 
    由前人的評論中可以知道，蕭麗紅的小說中以《千江有水千江月》、《白水湖

春夢》和《桂花巷》最受歡迎。或許是蕭麗紅的小說，兼具了台灣與中國的文化

素養、傳統與現代的愛情理想、古典詩詞和台語俗諺的融合，反映了戰後台灣鄉

土與中國文化混融的一種現象。《白水湖春夢》卻是徹底顛覆與解構對神州中國

的國族迷思，呈現一種明晰的台灣國族書寫。 
 
    至於博碩士論文方面有江寶釵《論《現代文學》女性小說家：從一個女性主

題出發》58、陳怡芬《中國傳統儒學女性觀之探析》59、蕭義玲《臺灣當代小說的

世紀末圖像研究－－以解嚴後十年﹝1987－1997﹞為觀察對象》60、陳明柔《典

範的更替/消解－－與臺灣八○年代小說的感覺結構》61、鄭雅文《戰後臺灣女性

成長小說研究－－從反共文學到鄉土文學》62等人針對蕭麗紅部分作品作探討

外，翁姒姍《蕭麗紅「桂花巷」研究》63針對《桂花巷》一書，談其故事取材與

情節發展，家庭倫理關係與男女權力結構，並對剔紅進行人物分析及小說寫作技

                                                 
50彭碧玉等（紀錄）：〈聯合報六九年度中、長篇小說獎總評會議紀實〉，收於《千江有水千江月》，

台北：聯合報社，1981 年 6月初版，1996 年 11月 2版 54刷。 
51龍應台：〈盲目的懷舊病——評「千江有水千江月」〉，《新書月刊》21卷，1985 年 6月，頁 22~24。 
52江寶釵：＜白水湖春夢＞，《中國時報》，第 36 版，1997年 2 月 20 日。 
53柯雅卿：〈談蕭麗紅《白水湖春夢》中女性對自我命運的省覺與抉擇〉，收入吳達芸（編）：《台

灣當代小說評論》，高雄：春暉出版社，1999年 1 月。 
54阿盛：＜打滾一場，渾身無泥--蕭麗紅＞《自由時報》，第 41 版，1998年 9 月 11 日。 
55阿盛：〈白水湖春夢--紅塵打滾，渾身無泥〉，《民生報》第 34 版，1997年 1 月 16 日。 
56陳文芬：＜蕭麗紅的白水湖春夢＞《中國時報》，第 24 版，1996年 12 月 20 日。 
57彭蕙仙：＜白水湖春夢＞《中時晚報》，第 10 版，1997年 6 月 28 日。 
58江寶釵：《論《現代文學》女性小說家：從一個女性經驗的觀點出發》（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博士論文），1994年 6 月。 
59陳怡芬：《中國傳統儒學女性觀之探析》，（國立高雄師範大學碩士論文）， 1998年 6 月。 
60蕭義玲：《台灣當代小說的世紀末圖像研究——以解嚴後十年（1987~1997）為觀察對象》（台灣

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論文），1998年 6 月。 
61陳明柔：《典範的更替/消解－－與臺灣八○年代小說的感覺結構》（東海大學中文學系博士論

文），1999年 6 月。 
62鄭雅文：《戰後台灣女性成長小說研究——從反共文學到鄉土文學》（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

論文），2000年 6 月。  
63翁姒姍：《蕭麗紅《桂花巷》研究》（中山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論文），2000年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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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與小說語言。黃玲玲《蕭麗紅小說研究》64，則針對蕭麗紅作品來談，台灣鄉

土情懷、古典中國文化，以及女性的感情、經驗這三個基調，雜揉成蕭麗紅地方

色彩與歷史厚度兼具、浪漫抒情與鄉土寫實兼容的小說特色。在家國想像方面，

這三個基調混 融成女性的鄉土經驗、古樸典雅的心靈家園，以及「似中國卻極

其台灣」的國族想像。在愛情婚姻方面，呈現了鄉土含蓄壓抑的情慾觀、古典浪

漫的愛情理想，以及女性情愛觀念 的反思與覺醒。在語言文字方面，則形成台

語謠諺、古典詩詞，以及女性感性語言交織混融的書寫方式。這種混融雜揉的書

寫型態，或可說是傳統台灣女性經驗的一種體現。沈麗香《蕭麗紅小說中的人物

與鄉俗─以《桂花巷》、《千江有水千江月》、《白水湖春夢》為例》，65論及蕭麗紅

在《桂花巷》、《千江有水千江月》 、《白水湖春夢》一系列小說中呈現的人物形

象，企圖找出蕭麗紅塑造其「典型」人物特徵，並依其描述筆墨、功力多寡區別

其類型的「主要」與「次要」，「母親」、「婚前女子」、「父親」、「婚前男子」做為

基礎，每一個類型中的每一個人物都是典型，但是「次要」襯托「主要」，其「典

型」就愈發顯得強烈。還有小說人物，在家庭中所展現的倫常親情和家庭以外的

社群人情的互動，以此展現人物的社會生活文化模式。當然小說人物與鄉土情懷

相互的關係，也是本論文論書的重心。江玉佩《蕭麗紅小說中女性主體反思之研

究》66，從蕭麗紅創作心理，以政治、經濟及女權運動等社會環境面向切入，來

探察其作品中所隱含的創作意識。並論及小說中女性人物的自我，女性自我的被

壓抑、自我的衝突與矛盾，進而覺醒欲尋求解脫的過程。而女性人物人際互動關

係，分析女性在親子關係、兩性關係及姻親關係中的處境與地位。最後由「後殖

民觀點」評騭蕭麗紅小說。   

 

 

二、蕭颯 
 
    齊邦媛在〈閨怨之外－－以實力論台灣女作家〉已經證明了蕭颯的「實力」，

並帶出以下的訊息：蕭颯小說的主題至今已見三種，第一種是獨立性很強的女

子，還有她們在愛情、婚姻中的矛盾心情；第二種是男子在現代社會中面臨生活

競爭時內心的徬徨與慌亂；第三種是都會中，男男女女人物的物質生活優裕，卻

平庸、空虛乃至糜爛的生活層面。齊邦媛對蕭颯小說的分類說明相當中肯，道出

了蕭颯題材的多樣性，只是，因為當時尚未見到蕭颯《小鎮醫生的愛情》(1984．
12)以後的作品，仍有「見樹不見林」的缺憾。 
 
    然後，進入了九○年代，台灣方面所編寫的台灣文學史，在葉石濤《台灣文

學史綱》(1987)在其「八○年代的台灣文學－－邁向更自由、寬容、多元化的途

徑」一章中所提及的女作家群
67，彭瑞金《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年》(1991)在其所

規畫的「女性文學」專欄68，均簡潔明確地為蕭颯定下了一席之位，但限制於篇

                                                 
64黃玲玲：《蕭麗紅小說研究》（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論文），2001年 2 月。 
65沈麗香：《蕭麗紅小說中的人物與鄉俗─以《桂花巷》、《千江有水千江月》、《白水湖春夢》為例》，

（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論文），，2002年 6 月。 
66江玉珮：《蕭麗紅小說中女性主體反思之研究》，（屏東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2002

年 6 月。 
67葉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春輝出版社，1991年 9 月，頁 178~179。 
68彭瑞金：《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年》，台北：自立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1年 3 月，頁 213~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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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都只是略論，寥寥數行，實在未能詳盡分析蕭颯個人及其作品。 

 

    至於專書方面，賀安慰《台灣當代短篇小說中的女性描寫》，亦特闢專節「社

會的產物－－論蕭颯筆下的女人」69加以評述，內容著重於處理蕭颯小說中都會

女性在愛情婚姻的形象塑造，雖是吻合了蕭颯早期對女性的敘寫方向，可是，取

材是蕭颯早期小說的「短篇」之選，沒有包括蕭颯數量可觀的中、長篇小說部分，

也未能擴及到蕭颯小說在其它、往後的書寫層面。而李仕芬《愛情與婚姻：臺灣

當代女作家小說研究》、《女性觀照下的男性－－女作家小說析論》，兩書分別所

選取的六位、八位當代台灣文壇女作家，均包括蕭颯在內，然而，《愛情與婚姻:
臺灣當代女作家小說研究》一書如其所言的：「本來，每一個作家都有其個人特

色，但因為本文只是以愛情、婚姻等主題分類」70，換言之，不一一詳述每個作

者，無法顧及蕭颯個人特色，亦仍是將焦點放在蕭颯小說中關於女性的愛情婚姻

題材；而《女性觀照下的男性－－女作家小說析論》一書則如其所指出的：「因

為討論作品數目繁多，故基本上不會對個別作家及個別作品詳細深入分析」71，

自然，還是不易全盤看出蕭颯與其整體作品的詮釋。 
 
    學位論文方面，吳婉茹《八十年代台灣女性作家小說中的女性意識之研究》

(1994)，以單章節論述「蕭颯－－發覺女性深藏的自我及潛能」72，時間自限於

八○年代，內容集中於處理蕭颯小說中女性在社會兩性關係上的處境。李玉馨《當

代台灣女性小說七家論》(1995)，七家之中包涵蕭颯，並以標題「蕭颯：變調婚
姻的過來人」

73作詮釋，實已顯示出了其對蕭颯在婚變、婚外情小說的偏重，非

針對蕭颯和作品的全部研究。劉秀美《台灣女作家婚戀題材小說研究一九六○~
一九九○》(1997)，亦有單章節關於「蕭颯」74的散論，但還是以愛情、婚姻的

主題為論述範圍。可以說，在這些相關「當代台灣女作家小說」的等等學位論文

研究中，未能整體全面歸納、研析蕭颯及其作品，討論的範圍也全都偏限於蕭颯

小說中男女愛情婚姻的問題。甚至，以蕭颯作為「專題」研究的學位論文，陳靜

宜《走出婚姻的藩籬－－蕭颯小說中的女性成長》 (1999) 75，雖然對蕭颯小說研

究的深度、廣度都勝過前面幾本學位論文，但也是不能超越此一格局，設定於蕭

颯小說中的女性情感婚姻問題。而吳亭蓉《蕭颯及其小說的三種主題研究內容》
76，是近期研究蕭颯作品資料最為完整的一本，從人生、文學、社會與蕭颯彼此

間的關係探索，到細說蕭颯個人平生，然後再循著「青少年的問題」、「女性與愛

情婚姻的問題」、「兩代之間的問題」三個方面予以掌握蕭颯作品。 

 

                                                 
69賀安慰：《臺灣當代短篇小說中的女性描寫》，台北：文史哲出版社，1989年 1 月，頁 115~121。 
70李仕芬：《愛情與婚姻：臺灣當代女作家小說研究》，台北：文史哲出版社，1996年 5 月，頁 158。 
71李仕芬：《女性觀照下的男性》，台北：聯合文學出版社，2000年 5 月，頁 25。 
72吳婉茹：《八十年代台灣女作家小說中女性意識之研究》（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論文），1994

年 1 月，頁 164~190。 
73李玉馨：《當代台灣女性小說七家論》，（國立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論文），1995年 6 月，頁

47~104。 
74劉秀美：《台灣女作家婚戀題材小說研究》，（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論文），1997年 6 月，

頁 65~67。 
75陳靜宜：《走出婚姻的藩籬－－蕭颯小說中的女性成長》，（國立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論文），

1999年 6 月。 
76
吳亭蓉：《蕭颯及其小說的三種主題研究內容》，（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論文），2002年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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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大綱 
 

本篇論文共分七章，筆者針對八○年代女性作家－蕭麗紅及蕭颯的小說文本

研究，來反映八○年代女性小說發展的過程和特色。透過兩人小說文本的研究與

比較，將兩人小說中，不同的女性形象（蕭麗紅：傳統女性及蕭颯：都會女性），

透露兩人受到女性主義思維的啟迪。在八○年代多元文化的社會，女性小說家如

何透過小說文本的書寫，展現「眾生喧嘩」、「花團錦簇」的文學風貌。最後，筆

者透過兩人小說文本的分析、探討，讓八○年代的女性小說，在台灣文學史上的

脈絡，找到其時代意義與定位。 
 
第一章緒論部分，筆者首先敘述本論文的研究動機及目的、研究範圍及方

法，並收集、歸納前人研究的成果，最後再簡單敘述本論文之研究大綱。 

 

    第二章「眾聲喧嘩：八○年代女性小說的發展與特色」，這一章共分三節。

第一節先敘述八○年代多采多姿的文學圖像，從政治、經濟、西方文學思潮的衝

擊、文學思維的變革、出版環境與消費消費性格的轉變、文學團體的蓬勃發展、

電影工業結合文學創作等方面來簡述之。第二節闡述在八○年代的文學發展脈絡

中，女性作家如何「異軍突起」，並如何在八○年代，「獨領風騷」的背景與發展

情況簡述之。接著，再簡單敘述八○年代重要女性作家群（以朱天文、朱天心、

蘇偉貞、袁瓊瓊、蔣曉雲、李昂、廖輝雲等七人為論述對象）及其小說的風格、

特色之分析。第三節將八○年代女性小說家的評價（正、反兩面評價），作概括

性整理，在正面評價方面從肯定「女」作家的文學地位、女性書寫與意識的呈現、

突破「閨秀」風的書寫侷限等三方面來論述。另外，反面評價有以「閨秀」來貶

抑女作家作品的發展與文學價值、女性文學「商品化」、女性書寫的狹隘性等三

方面來談，女作家發展的情況與困境。第四節則以蕭麗紅與蕭颯的「登場」為主

題，分別從蕭麗紅與蕭颯的生平簡介、成長背景、性情與其思想、作品風格等四

方面進行論述。 
 

    第三章「古典的出走：蕭麗紅及其作品」，這章主要是討論蕭麗紅及其作品

深究。第一節以蕭麗紅在文學評論家中的正、反評價，來談蕭麗紅有無被誤讀的

可能。並從三小點：「以古色古香的閨秀作家？」這個標題來看，蕭麗紅如何談

男尊女卑的傳統中國社會縮影。從「正統紅學傳人？」這個標題來看，來談其大

家庭題材的書寫，從「張派系譜？」這個標題來看，其小說語言、風格的傳襲。

第二節是以蕭麗紅的民俗節慶書寫，來看其小說文本的跨領域，探討其小說文

本，如何將中國的節令、民俗崇拜、三大節日、傳統習俗等，巧妙地結合在小說

情節。蕭麗紅用她細膩的筆觸，將傳統節慶民俗與傳統女性人物互作聯繫，呈現

蕭麗紅對鄉土文化之熟稔與熱愛之情，並以文學表現的方式，來讓台灣傳統的節

慶民俗，展開尋根與傳承的書寫。第三節以女性的婚戀觀及家庭題材書寫來談女

性的自覺意識。中國傳統女性受到姻緣天定論、心契堅貞的愛情想像、貞操觀、

宿命論等舊思維的制約，而陷入男性附屬者的不公平相處模式，並企圖利用大家

庭下的女性人物的解構與書寫，來看女性如何從傳統婚戀中，自我的省思與超越。 

 

第四章主要分為三節，分別從蕭麗紅小說文本的鄉土與國族書寫與傳統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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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的型塑以及蕭麗紅小說語言的等三方面進行討論。第一節從＜黑妮＞、《冷

金箋》、《桂花巷》、《千江有水千江月》、《桃花與正果》、《白水湖春夢》等作品中，

來談蕭麗紅在鄉土與國族的書寫。分別從蕭麗紅小說文本中，鄉土對女性經濟權

與情慾的箝制、鄉土是懷舊的純潔的象徵、儒學佛學與鄉土間的印證與想望等方

面來論析。接著以蕭麗紅從擺盪中國的文化書寫到明晰地台灣認同的國族書寫，

進行論述。第二節以蕭麗紅小說文本中，女性人物的類型與形象分析，再來談女

性的情欲書寫。從「貞節牌坊」、儒家禮教（女子無才便是德）、中國傳統文化（裹

小腳）等方面來探討，傳統女性受禁錮的身心與女性意識，如何透過自我覺醒的

過程，達到女性人物的自我成長。第三節則由探討蕭麗紅小說文本，其小說語言

的藝術，精鍊的古典語言、佛家偈語、台語的運用等交互運用的語言特色，進行

探析。並從小說語言的轉變，透露蕭麗紅小說文本的創作題材與國族書寫，產生

的蛻變與成長。 

 

第五章以蕭颯的小說作品中，女性人物的多重面貌，以及顛覆母愛的母親形象和

女性意識的覺醒與自我成長等三方面進行討論。蕭颯多樣化女性創作題材，多變

的感情世界，表現了女性人物既豐富又獨特的性格。其中，女性人物的處境，一

直是蕭颯所關懷的小說層面，筆下形形色色的女性形象，建構出一個風情萬種、

千變萬化的女性世界。她從女性的愛情、婚姻、情慾、外遇及自我覺醒等方面，

來探討蕭颯作品中女性人物的類型。第一節透過蕭颯小說中的女性形象，從中探

索出蕭颯作品與社會女性意識間的交互觀照，以及凸顯時代社會變遷下的女性面

貌及成長。筆者將蕭颯小說中的女性人物，歸類成三種類型進行分析，並試圖分

析蕭颯小說文本中女性人物所蘊含的小說意識。第二節以蕭颯藉著母親與女兒之

間的關係，來呈現新舊世代交替之中，女性人物，如何在婚姻、家庭上，找到自

己的地位與成長。第三節以蕭颯受到台灣女性主義的思潮的影響，其筆下的女性

人物的自覺意識的萌發過程以及自我成長的過程。 
 
第六章以蕭颯的『異想』世界為標題，討論蕭颯小說文本書寫題材與風格，

主要是以蕭颯小說中的三大主題，進行小說文本的探討。第一節談蕭颯小說中，

都會與都會女子的典型，她們外表光鮮亮麗，內心卻是寂寞而孤獨的。並針對台

灣都會的興起，對女性的衝擊與影響談起。都會中的女性人物，工作能力強，經

濟條件豐厚，可是她們大都受到物慾的影響產生金錢至上的想法，加上情慾苦

悶，通常在心靈上是迷惘的，透過都會女子，呈現都市化後的種種景況。第二節

以變調的愛情，也就是以蕭颯擅長表現的外遇題材來作探討其小說文本的內容。

日益複雜的男女關係，傳統的婚戀觀、家庭模式受到挑戰甚至崩垮，解放的情慾

挑戰傳統的倫常，最後，外遇事件造成男女境遇的移位，有的傳統女性走出了悲

情，過著嶄新的生活。有的傳統女性卻因無法出走，而抑鬱寡歡，終其一生。同

樣的情結（外遇事件），不同的結局（女性的成長與女性的壓抑），取決於女性自

覺意識的決發與否。蕭颯也將面對外遇的女性以及介入她們婚姻的女性，做了很

生動的對比與討論。第三節以折翼的天使：青少年問題的書寫，來討論蕭颯為何

喜歡寫「青少年」這個族群，以及筆下的青少年成為折翼天使的原因來自於家庭

的「失溫」（貧窮、單親、都市化），造成青少年的迷途。還有多元社會的誘惑，

金錢至上、功利主義、早熟的兩性交往，讓青少年更容易在五光十射的社會染缸

中，自我迷失。最後以青少年的失落與成長做對比式的凸顯。青少年失落的原因

來自於人際關係的冷漠，他們「孤傲」、「倔強」、「疏離感」、「自我墮落」，以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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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失落。最後期勉青少年，要靠自己奮起、成長，來擺脫既定的宿命與環境的

控制。 

 

第七章，蕭麗紅與蕭颯作品比較及其時代意義，來作全文的總結。首先，筆

者觀察到兩人皆是八○年代的暢銷女作家，皆受女性主義影響與啟蒙，都曾為不

同原因停筆，兩人都以小說為主要創作文體（幾乎不見其兩人的散文與新詩創

作）。但在小說題材上卻是迥然不同的，因此在第一節以蕭麗紅與蕭颯小說作品

比較談起。從兩人的小說題材：原鄉與都會、傳統大家庭與現代小家庭、傳統婚

戀與現代外遇等三方面來進行探討，並為兩人小說作品作比較。蕭麗紅來自傳統

農村（布袋）；蕭颯來自眷村（台北），因此兩人在創作時的小說背景，一個是以

農村為主、大家庭式的書寫、具有傳統婚戀觀；一個是以都會為主、小家庭式的

書寫、對外遇問題的探討，十分深入。另外，兩人在女性人物形塑上，也有強烈

的對比。一個是利用傳統女性，來進行傳統思維的反動，以出軌的女性情慾，來

顛覆男性節婦無欲的價值觀。一個是以多重樣貌的女性、瘋狂化母親，來進行貞

操觀的反動，與女性情慾的書寫。第二節以論述蕭麗紅和蕭颯的時代意義及其重

要性。從兩人擺脫「閨秀」派的寫作風格、豐美女性小說的寫作題材、小說文本

突顯女性意識與成長等三方面進行探討與論述。將兩人的時代意義作完整的陳

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