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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奚淞是當代著名的畫家及作家，他的文學作品具有發人深省的內

涵，並且在散文創作的類型及形式上皆有所創新與突破，非常值得深

入研究。 

早在 70 年代，奚淞便開始了他的文學創作，1971 年即以短篇小

說〈封神榜裡的哪吒〉受到文壇的矚目。1972 到 1975 年，他遠赴法

國習畫，深受當時前衛藝術的衝擊，在這樣文化衝擊的過程中，他進

而體認到中國傳統的文化藝術是充滿養分的母土，藝術唯有植根於其

上才得以有所開展，因此回國後，他投身雄獅美術和漢聲雜誌的編務，

為紮根於傳統的藝術工作而努力，同時也致力於文學創作。 

結合了在文字、美術兩方面的興趣及專長，他首先出版了三本兒

童文學的作品，分別是《桃花源》、《三個壞東西》，以及《愚公移山》，

這三本書是奚淞將「桃花源」、「周處除三害」、「愚公移山」這三個民

間故事，用對兒童說故事的方式加以改寫，並親自畫插圖。接著在 1981

年，出版了《夸父追日》一書，書中包括了圖說神話、木刻散文和短

篇小說三個部分，圖說神話是奚淞將中國遠古神話加以改寫，以豐富

的想像和生動的描寫賦予現代意義，重新詮釋這些人們熟知的神話；

木刻散文是他捕捉了生活中細微的觀察，並配合自己的木刻版畫一同

展現；短篇小說則是包括〈封神榜裡的哪吒〉在內的幾篇作品。1987

年出版的《姆媽看這片繁花》也是木刻散文集，並將《夸父追日》中

的木刻散文部分合併在一起。 

其後《給川川的札記》和《三十三堂札記》則是札記體裁的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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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堂札記》的寫成有一段淵源，奚淞在母親過世後以畫觀音像

來平撫心中的哀傷，一月畫一幅，並在雄獅畫廊展出義賣，同時以一

幅畫配合一篇札記，展開為期三十三個月的畫展，畫展結束後，三十

三篇札記便配合三十三幅白描觀音像一同集結成書。2001 年出版《心

與手－－寫心經畫觀音》一書，則是此札記的後續，書中他示範了抄

經、畫觀音的步驟，並對自己畫觀音的心路歷程有深刻的剖析。 

從積極入世為民間藝術深耕，到中年之後的隱逸沈潛，母親生病

過世是一大關鍵，對奚淞的生命歷程及創作均產生很大的影響。起初，

他以畫觀音來尋求內心的平靜安寧，之後便對佛學產生興趣而深入佛

法，《給川川的札記》和《三十三堂札記》都可看出他探尋佛法光照的

痕跡。其後幾年內奚淞探訪了亞洲許多國家，包括印度、尼泊爾等佛

教聖地，這為他日後的創作埋下了種子。2004 年出版的《光陰十帖》、

《大樹之歌》即是佛蹟之旅之後所開敷的花果，這兩本書是散文與油

畫的結合，《光陰十帖》是奚淞回顧他從事手藝創作的心路歷程，《大

樹之歌》則是畫說佛傳的新嘗試，他創作了幾幅大型油畫描繪了佛陀

從出生到成道的經歷，配合油畫，一畫一文，其中包含了對佛陀生平

的介紹、對佛法名相的解釋，以及自己對於佛法的體悟。從這兩本書

中我們可以看出作家的心境更加圓融自在了，在光陰的流轉中，奚淞

以學佛的手藝人自居，而在佛法當中安身立命。 

茲將奚淞的文學創作及出版狀況表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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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出版社 出版時間 類型 

桃花源 信誼基金會 1979 兒童文學 

三個壞東西 信誼基金會 1979 兒童文學 

愚公移山 信誼基金會 1980 兒童文學 

夸父追日 遠流 1981 圖說神話 

木刻散文 

短篇小說 

姆媽看這片繁花 爾雅 1987 木刻版畫+散文 

給川川的札記 皇冠 1988 粉彩畫+散文 

封神榜裡的哪吒 東潤 1991 短篇小說 

三十三堂札記 雄獅圖書 1991 白描觀音+散文 

心與手— 

寫心經畫觀音 

雄獅圖書 2001 畫觀音與抄經的

示範 

光陰十帖 雄獅圖書 2004 油畫+散文 

大樹之歌 雄獅圖書 2004 油畫+散文 

 

綜觀奚淞的生平經歷以及創作歷程，其文學作品呈現出豐富的內

容和多元的樣貌。就其作品的主題內涵來看，從早期對存在感到焦慮

與疑惑，到留學回國投身社會文藝工作時所表現的對眾生、對社會的

關懷，母親過世之後對母親的思念等等，其作品中皆表現出他對自身

生命以及周遭環境的觀照，而這份觀照在其學佛之後更加寧靜沈潛，

於是作品中的主題有了更深刻的開拓與轉化。其作品中的主題，隨其

生命情境的開展而有不同的表現，但是從中皆讓我們感受到一份對生

命的熱愛與關懷，陳義芝在其編選的《散文二十家》一書中，選錄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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奚淞的作品，並認為其散文特色正是「啟蒙心路的刻繪」1。對生命意

義的探尋本是人生最重要的功課，因此對奚淞生平經歷及作品內涵加

以深究，當會對我們有所啟發。 

而就其作品的多元類型來看，在小說方面，其小說集《封神榜裡

的哪吒》當中七篇短篇小說，每一篇的敘事手法皆有其獨特之處，營

造出文本特殊的藝術效果，同時更增強其所欲傳達的主題內涵；在散

文方面，圖說神話系列將遠古的神話傳說作了生動的詮釋，屬於舊瓶

新釀的散文；《姆媽看這片繁花》、《給川川的札記》、《三十三堂札記》

這三部作品皆具有札記的性質，融合了隨筆和日記的話語風格，而《給

川川的札記》更透過受敘者的靈活運用，增加了其札記式散文的親切

姿態；《光陰十帖》和《大樹之歌》則是結合油畫和散文的作品，其中

《大樹之歌》更是融合其類型及形式上的特色，有計畫、有系統的集

大成之作。 

奚淞的散文作品，每一部作品皆配合了他親自繪製的圖畫，表現

出「向畫出位」的特色，林央敏在〈散文出位〉一文中及提到散文各

種出位的可能，他說： 

 

      筆者所謂的散文出位，是指散文企圖超越傳統的散文觀，而向

其他文體伸足插手的現象……詩可以向畫出位，當然散文也可

以向畫出位，訴之於視覺圖象或心靈意象，如筆者的〈星灘之

行〉一文，把文中的「星」字皆代以符號「☆」，於是看起來

就星斗滿紙了。然而向畫出位，並非散文最理想最適當的途

徑，而且要費一番苦心孤詣的功夫。2 

                                                 
1 陳義芝：《散文二十家》（台北：九歌，1998 年），頁 13 

2 林央敏：〈散文出位〉，收在何寄澎主編《當代台灣文學評論大系 5‧散文批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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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央敏所謂散文向畫出位並非最理想適當的途徑，是因為一般作家如

果不具備畫家的素養，處理不當，很容易流於視覺上的文字遊戲，然

而奚淞以其畫家的根柢，同時具備文字與圖畫兩方面的專長，因此一

般作家不易為之，甚至苦心孤詣的向畫出位，卻正是奚淞散文創作的

自然本色。散文與圖象結合，從豐子愷以來許多作家都做過嘗試，但

是奚淞以其不同類型的畫作配合不同類型的散文，使二者結合，呈現

雙美，這樣的創新與突破在散文發展史上當有其意義，因此其散文作

品的多元風貌以及向畫出位的現象亦值得深入探討。 

以上是對奚淞生平經歷與文藝創作的初步勾勒，整體來看奚淞的

文學作品，他的短篇小說充滿豐富的敘事技巧，而其散文配合畫作一

同呈現，更讓我們在閱讀他的作品時彷彿進入一片繁花盛開的園地。

奚淞的文學作品在內容及形式上具備上述的獨特風格以及值得探究之

處，因此本論文擬從各層面深入分析來探索奚淞的文學世界。 

  

第二節  研究目的 

基於前述的研究動機，筆者希望透過對奚淞文學作品的深入探

究，達成下列的研究目的： 

 

一、對奚淞生平經歷及創作歷程加以研究，探索在生命的每一個時期

當中，重要的經歷對其文藝創作的影響，並剖析其文藝理念，及

其文藝創作在各個時期的不同表現。並將以此「知人論世」的分

析，作為深入其文學作品的基礎。 

                                                                                                                         

（台北：正中，1993 年），頁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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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奚淞的文學作品進行全面性的觀照，探究其作品中所呈現的主

題內涵，從中觀察在不同的生命情境中，奚淞所欲傳達的情感及

關懷。 

三、從敘事學的角度，對奚淞的七篇短篇小說進行分析，觀察奚淞如

何「說故事」、如何以豐富的敘事技巧營造出文本特殊的情境，並

烘托出文本深刻的意涵。 

四、對奚淞的散文類型及形式特色進行分析，觀察其散文創作所呈現

出的獨特風貌，並對其散文向畫出位的現象進行深入的探究。 

 

第三節  前人研究成果 

關於奚淞其人，不乏許多單篇的訪談資料，但關於其文學作品的

研究並不多，以目前搜尋到的資料來看，可分下列幾類： 

 

一、書中的專篇 

1. 楊昌年：《現代散文新風貌‧新釀式散文》3 

 

在這一章中，楊昌年先生即以奚淞的〈夸父追日〉為例來說明新

釀式散文的類型，並對此文作詳盡的分析。關於新釀式散文的特色與

重要性，楊昌年先生認為： 

 

                                                 
3 楊昌年：《現代散文新風貌》（台北：東大，1988 年），頁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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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質文明高速發展豐裕的現代，人類的精神嚴重空虛、漂泊

無依，超現實的新釀式正是彌補缺漏、糾改導正的良劑，使用

神話素材以剖現人類的原型，使用舊材以與現代連結比較，作

用在以過往的素樸艱苦，促使現代人驚心調適，凝聚散漫精神

而重新出發。4 

 

接著在作家作品舉例中，楊昌年先生即以奚淞的〈夸父追日〉一文來

說明，除了分析以神話改寫為題材所呈現的特殊效應以及表現手法之

外，並從人生原型及超越的意義上來賞析這篇文章。 

 

2. 楊昌年：《現代小說‧意識流短篇》5 

 

在這一節中，楊昌年先生詳細地分析了奚淞的〈封神榜裡的哪吒〉

這篇短篇小說，以之作為意識流短篇小說的範例。楊昌年先生認為意

識流是「表徵感覺最為便利的創作形式，可以在小說結構中代替『敘

述』，成為必要的部分，也可以全部意識流型態成為短篇小說結構手法

的一種。」6並以奚淞的〈封神榜裡的哪吒〉為例，以本文與分析間隔

行之的方式，將整篇小說作了完整細密的分析，楊昌年先生順著小說

中人物精神意識的描寫，剖析其心理，而提出了本篇的重點乃在「人

間性」意識的闡釋。 

楊昌年先生這兩本書，原是在介紹小說與散文的各種類型，因此

舉的例子必定具有相當的代表性，足以呈現出該類型的特色，可見奚

                                                 
4 同前註 

5 楊昌年：《現代小說》（台北：三民，1997 年），頁 214 

6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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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散文及小說在類型上的特殊之處已被重視。 

 

3.李  喬：《台灣文學造型‧細品〈封神榜裡的哪吒〉》7 

 

李喬的評析相當細密，他將《封神演義》中哪吒故事的情節作了

條錄整理，並將奚淞的原文仔細地作了結構分析，接著從敘事學的觀

點將二者作比較，再從中探究〈封神榜裡哪吒〉一文的主題意義，論

點清晰精闢，其所採用的敘事學研究方法，也足以作為探究奚淞其他

短篇小說的借鏡。 

 

二、單篇論文： 

1.陳潔晞：〈黑暗中碰撞的孤寂靈魂－－試以佛洛伊德之心理分析解讀

奚淞的短篇小說〈奪水〉〉8 

 

這篇論文，作者以心理分析的方式來探討奚淞〈奪水〉這篇小說，

探究其如何以文學表達的手法再現人類心理的深層恐懼。在大家給予

〈封神榜裡的哪吒〉許多關注的目光時，作者另闢蹊徑，發掘了奚淞

其他短篇小說的特色，是此文的可貴之處。作者將奚淞在小說中採用

的意識流手法與佛洛伊德心理分析互相對應參照，來探索小說人物的

內心世界，對於賞析奚淞作品提供了另一個觀察的角度，但是對於〈奪

水〉一文的特殊敘事方式及文學表現的分析則顯得不足。 

                                                 
7 李喬：〈細品〈封神榜裡的哪吒〉〉《台灣文學造型》（高雄：派色文化，1992 年），

頁 107-122 

8 陳潔晞：〈黑暗中碰撞的孤寂靈魂－－試以佛洛伊德之心理分析解讀奚淞的短篇小

說《奪水》〉，《人文及社會學科教學通訊》12 卷 5 期（2002.02），頁 19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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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龔玉玲：〈怪胎哪吒「現身」「說法」－－現代新編文本中的哪吒圖

像〉9 

 

在這篇論文中，作者以哪吒故事的主題，分析了西西、奚淞和蔡

明亮三人的作品，從中探討在新編文本中哪吒形象的轉變。作者認為

奚淞筆下的哪吒是「在靈魂與肉身之間不斷進行對自由的思考」，作者

從哪吒的肉毬怪胎身體、青春怪力身體、剔骨割肉的自虐身體，到蓮

花新生的抽象身體等意象來分析，論點可謂新穎，但只就同性戀的身

體意識這個單一角度來分析，則使哪吒形象顯得薄弱而狹隘。 

 

三、期刊 

1.丁心原：〈試評〈封神榜裡的哪吒〉〉10 

2.許碧華：〈那麼寂靜的水聲－－試論奚淞〈封神榜裡的哪吒〉〉11 

 

這兩篇都是對短篇小說〈封神榜裡的哪吒〉的賞析。丁心原一文

只就全文的寓意作簡要的分析，至於許碧華一文則從各方面進行精闢

的探究，她從文章結構、蓮的象徵、血的意象等幾個角度切入，並分

析了奚淞此文對《封神演義》中哪吒故事的繼承與創新，對於這篇小

說作了較為全面的剖析，頗能表現出奚淞此文的特色。 

 

                                                 
9 龔玉玲：〈怪胎哪吒「現身」「說法」－－現代新編文本中的哪吒圖像〉，《中外文

學》32 卷 3 期（2003.08），頁 125-140 

10 丁心原：〈試評〈封神榜裡的哪吒〉〉，《書評書目》6 期（1973.07），頁 12-14 

11 許碧華：〈那麼寂靜的水聲－－試論奚淞〈封神榜裡的哪吒〉〉，《文藝月刊》229

期（1988.07），頁 8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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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天生：〈萬丈高樓平地起－－評介奚淞《夸父追日》〉12   

4.方  瑜：〈亮晶晶的碎片－－評奚淞《姆媽，看這片繁花》〉13 

5.陳昌明：〈人間素描－－評奚淞《姆媽，看這片繁花》〉14 

6.林燿德：〈奚淞無常品－－評奚淞《給川川的札記》〉15 

 

這四篇皆屬於書評性質，高天生評介奚淞的《夸父追日》一書，

頗能發掘出奚淞此書的獨特之處，《夸父追日》一書中收錄了奚淞的小

說、木刻散文及圖說神話，高天生認為奚淞的木刻散文是一種新嘗試，

他說：  

 

木刻散文在國內是一種新興的文體，創作者先把日常在街市上

隨手繪成的速寫做成木刻，然後將其對周遭事物的感受寫成散

文，由於兩者必須互相配合，並不是人人都有能力創作。16 

 

因此他認為奚淞的木刻散文具有開拓文藝領域的作用，應該受到鼓

勵。另外，他還注意到了奚淞圖說神話的特點，並將奚淞此類作品與

                                                 
12 高天生：〈萬丈高樓平地起－－評介奚淞《夸父追日》〉，《中國論壇》12 卷 11 期

（1981.09），頁 42-45 

13 方  瑜：〈亮晶晶的碎片－－評奚淞《姆媽看這片繁花》〉，《聯合文學》4 卷 3 期

（1988.01），頁 191-192 

14 陳昌明：〈人間素描－－評奚淞《姆媽看這片繁花》〉，《文訊月刊》34 期（1988.02），

頁 235-237 

15 林燿德：〈奚淞無常品－－評奚淞《給川川的札記》〉，《聯合文學》4 卷 12 期

（1988.10），頁 196-197 

16 同註 12，高天生：〈萬丈高樓平地起－－評介奚淞《夸父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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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孝廉的神話作品相互比較，他認為王孝廉筆下的神話人物富有一種

悲劇情懷，而奚淞捨棄這種悲劇情懷，「卻使中國古聖先賢的『民胞物

與』胸懷找到一個神話的根」，他特別欣賞奚淞這一類神話改寫的作

品，他說： 

 

奚淞以藝術家的感性心靈，文字特富魅力外，更縱其無窮的想

像力，賦予古代神話人物鮮活的生命，有所不盡則以生動的圖

畫輔之，我們認為這比起王孝廉純以散文敘述，在傳達與溝通

的效果上來說，都顯得有利和直接的多。17 

 

顯然高天生在這篇書評中，已注意到奚淞神話改寫及文圖交融的獨特

性，這也正是奚淞散文值得深究之處。 

另外方瑜和陳昌明對《姆媽看這片繁花》的書評，頗能掌握此書

的主題進行扼要的評介，對於書中關於人間情愛與世間萬象的描繪也

多所肯定。林燿德對《給川川的札記》一書的書評，則強調其札記體

裁的特殊性，認為這種有心示眾的札記，正是調配親和力的利器。 

但是這三篇書評同時對於其篇章短小的簡樸文筆有所批評，陳昌

明認為其「缺乏專業散文家綿密的描寫，或曲折多方的辯論，在結構

與佈局上都過於簡單，文字的鍛鍊也少見功力。」18方瑜則認為奚淞

簡樸的文筆中「似乎少了一點厚度和餘韻，一篇篇作品觸目所及的人、

事，宛如一幅又一幅的畫面呈現眼前，卻未必皆能動心。」19林燿德

甚至用更嚴厲的語氣來批評，他說：「作者如果自限於短小輕薄的體

                                                 
17 同註 12，高天生：〈萬丈高樓平地起－－評介奚淞《夸父追日》〉 

18 同註 14，陳昌明：〈人間素描－－評奚淞《姆媽看這片繁花》〉 

19 同註 13，方  瑜：〈亮晶晶的碎片－－評奚淞《姆媽看這片繁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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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任憑思想和情緒漫溢於現象的表層以及文字的表意，那麼不僅輕

視了讀者，也輕視了自己……那麼無異是一個藝術家生命的自我放逐

與墮落。」20 

筆者認為這些批評可為奚淞作品研究提供另一觀察的面向，但是

卻有失公允，是否輕薄短小的體裁就無法使人動心？文字簡樸就顯得

內容貧薄？本論文將以這些批評論點為基礎，對奚淞作品的內容與形

式進行深入的分析來探究這些問題。 

綜觀前人的這些研究資料，有許多精闢的賞析與論述，但是可以

發現關於〈封神榜裡的哪吒〉這篇小說的評論最多，至於奚淞其他短

篇小說，也只有陳潔晞一文研究其〈奪水〉這一篇，但其從佛洛伊德

心理學切入，並未對這一篇特殊的敘事手法作文學性的觀照，奚淞的

短篇小說除了這兩篇之外，其他幾篇亦有特殊的敘事手法與深刻的內

涵，但目前並沒有研究與評論出現。 

在奚淞的散文方面，從前人幾篇期刊作品當中，可以看出其新釀

式散文、札記式散文及文圖交融的創新嘗試皆已受到注目，然而這些

分析只屬於書評性質，僅就奚淞個別的作品集作簡略概括的介紹與評

論，並未能深入分析其主題內涵。因此至目前為止，尚未出現對其散

文作全面性觀照的研究，至於特殊的「散文出位」的現象，亦尚未有

人研究與發掘。 

顯然關於奚淞文學作品尚未有全面的、系統性的研究，奚淞以畫

家、作家的雙重身份進行創作，在作品中結合其文藝與手藝，並以敏

銳的心靈對人生進行寧靜沈潛的觀照，在主題內涵、小說敘事技巧以

及散文類型及形式方面都有特殊的表現，因此關於奚淞文學作品的研

究仍有許多值得開發探索的空間。 

                                                 
20 同註 15，林燿德：〈奚淞無常品－－評奚淞《給川川的札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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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侷限 

奚淞是一個具有人文關懷的藝術創作者，他具有紮實的藝術根

柢，且長期擔任雜誌編輯，再加上他對文學創作的喜愛，在這幾個因

素交互影響之下，使他的文學作品呈現出多元發展的傾向，他創作小

說、散文、兒童文學，也為舞台劇和電影創作劇本，甚至還有抄經與

畫觀音的示範，因此在研究其文學作品之前，自然有釐清研究範圍的

必要。 

奚淞深知以不同的形式來表達不同的情感內涵，一如他掌握各類

繪畫形式的敏感，因此他的創作類型很多，本論文擬就其小說、散文

兩種主要創作類型來做研究，並以已集結出版成書的作品為主，至於

他為舞台劇及電影所編寫的劇本，則不在研究範疇之內。另外，奚淞

早年創作了三本兒童文學類的圖畫書，分別是《桃花源》、《三個壞東

西》與《愚公移山》，並且在《漢聲》雜誌工作期間編輯了一系列的中

國童話專輯，但是本論文不就其兒童文學層面來做研究，而擬將此三

本小書當作三篇改寫民間故事的散文來看，作為輔助資料。至於其《心

與手－－寫心經畫觀音》一書，是奚淞對於抄經及畫觀音的示範，但

其中的序文及書末的自敘篇，提及其創作的心路歷程，也是深刻優美

的散文，因此也列入研究的範圍。至於奚淞其他散見於報章雜誌的散

文作品，將盡量蒐集以之為周邊參照輔佐的資料，但是凡以繪畫、雕

塑、民俗、手藝、建築為主要內容的作品，因以探訪民俗為主，亦不

在本論文探究的範圍之內。 

所以本論文將以奚淞的短篇小說集《封神榜裡的哪吒》、散文集《夸

父追日》、《姆媽看這片繁花》、《給川川的札記》、《三十三堂札記》及

其近作《光陰十帖》、《大樹之歌》為主要研究範疇，而以《心與手－

－寫心經畫觀音》一書的散文部分，及其散見於報章雜誌上的文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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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作為周邊輔助資料，來探索奚淞文學作品的風貌。 

對於取材範圍有所限定，必然同時有所侷限與遺漏。例如奚淞在

《漢聲》雜誌所作的許多探訪民俗藝術的專輯，具有報導文學的性質；

奚淞為兒童編寫故事或是在《漢聲》所編輯的中國童話專輯，具有兒

童文學的性質；另外，其舞台劇劇本、電影劇本亦可作為文學與表演

藝術結合的研究。但因個人研究領域廣度不足，因此這些缺漏，則有

待將來的研究者再行深入發掘探究。 

 

第五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論文主要從四個方面切入，首先對奚淞的生平經歷進行考察，

接著以此為基礎深入其作品，觀察其作品所呈現的主題內涵。再分別

從短篇小說及散文兩方面，對其作品的類型及形式進行探究。本論文

的研究方法及步驟如下： 

第二章－－將針對奚淞自己的作品中提及創作歷程的部分詳加閱

讀，並以其接受他人訪談的資料互相參照，從中了解奚淞的成長背景、

生平經歷及人格特質，進而探索這些經歷對他產生的影響，並分析其

文藝創作的理念，以此步驟作為深入考察其作品的基礎。 

第三章－－以奚淞的生命體驗為基礎，對其作品作全面的解讀與

觀照，觀察其創作旨趣、進而掌握其作品中所欲呈現的主題內涵。 

第四章－－將從敘事學的角度切入，對奚淞短篇小說的敘事手法

進行探究。因為敘事學研究的對象正是「敘事文表達的形式和內容的

形式」21而敘事就是「作者通過講故事的方式，把人生經驗的本質和意

                                                 
21 胡亞敏：《敘事學》（武漢：華中師範大學，1994 年），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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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傳示給他人。」22因此以敘事學來分析文本，正可以清楚地觀察出奚

淞短篇小說的表達形式、觀察奚淞如何說故事、如何將其人生經驗傳

示給讀者。 

但是因為敘事學本身「術語錯綜、見解互殊」23，再加上敘事學

發展至今，翻譯的相關書籍非常多，受限於本人才力的關係，無法對

敘事學書籍作全盤的閱讀，再加上本文只以敘事學作為其中一個切入

的面向，並非完全以敘事學為研究重心，因此有必要在此針對本論文

所採用的敘事學理論加以說明。 

敘事學在結構主義及語言學的影響之下興起，這種強調文本內部

深層結構的分析
24，對於探究文本表達的形式確實具有貢獻。但是如同

楊義所說，將文本視為獨立自足的封閉體系，「以完全摒除社會、歷史

和心理因素為代價，去研究一種人類精神現象，又使這種學說難免陷

入了某種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的尷尬之境。」25另外，以在西方語言學

思維上發展出來的敘事學理論來探究中國語言時態的作品，亦難免有

扞格不入之感。因此，本論文所參照的敘事學理論，皆以學者們融會

西方理論來檢視中國小說敘事技巧的作品為主，例如楊義的《中國敘

事學》、浦安迪的《中國敘事學》，以及申丹《敘事學與小說文體學研

                                                 
22 浦安迪：《中國敘事學》（北京：北京大學，1995 年），頁 5 

23 楊義語，見楊義：《中國敘事學》（嘉義，南華管理學院，1998 年），頁 4 

24 羅鋼認為「深層結構是指現象的內部聯繫，只有通過模式才能夠認識；而表層結

構則是現象的外部聯繫，人們通過感覺就能夠瞭解。」「結構主義者重視的是尋找

和發現事物的深層結構……在敘事學中，對故事的語法、對故事的普遍結構的探

索，都是以這種深層結構與表層結構的觀念為依據的。」參見羅鋼：《敘事學導論》

（雲南：雲南人民，1994 年），頁 7 

25 同註 23，楊義：《中國敘事學》，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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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胡亞敏《敘事學》、羅鋼《敘事學導論》、劉世劍《小說敘事藝術》

等。另外，張素貞先生《細讀現代小說》一書中〈現代小說敘述觀點

的運用〉這一章，在視角的分類及作品的分析上頗為詳盡，因此其部

分觀點亦為筆者在分析敘事視角時所採用。而康韻梅先生《唐代小說

承衍的敘事研究》一書，運用豐富的敘事學理論對唐代小說的敘事面

貌進行實際的操作與分析，對於本論文在以理論分析文本的方法上亦

具有啟發作用。 

康韻梅先生認為研究小說的敘事「對於小說的形式和審美特徵必

能有確切的掌握，而小說形式的探索，必然涉及到何以採取此種形式，

而意欲以此形式達到什麼樣的目的、傳達什麼樣的意涵。」
26因此本論

文在探究奚淞短篇小說的敘事技巧時，除了以敘事學的理論對其內部

深層結構加以分析、觀察其中所呈現的特殊效果之外，並將儘量避免

陷入文本內部瑣碎的、偏於形式的分析，而試著從中觀察敘事技巧與

表達形式對於烘托文本主題內涵所具有的功用。 

第五章－－將針對奚淞散文的類型及形式特色進行分析。在散文

類型方面，許多學者對散文的分類都曾提出自己的看法，但是正如張

堂錡先生所說，因為「分類標準不一、歸納依據不同」而呈現出各家

「自圓其說」的情況27，因此在分析奚淞散文的類型時，亦有必要針

對本論文所採用的分類方法加以說明。本論文所採取的散文類型依

據，主要是楊昌年先生的《現代散文新風貌》一書中的分類，並以鄭

明娳在《現代散文類型論》中的特殊結構類型加以參照；而在散文創

作的形式方面，奚淞以文字和圖畫互相配合的創作方式，正是散文向

畫出位的典型，在分析奚淞散文中向畫出位的特色時，主要採用鄭明

                                                 
26 康韻梅：《唐代小說承衍的敘事研究》（台北：里仁，2005 年），頁 5 

27 張堂錡：《跨越邊界》（台北：文史哲，2002 年），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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娳在《現代散文》一書中對「散文出位」的分析，並參照張堂錡先生

在《跨越邊界》一書中對於散文的裂變與演化的看法。 

除了針對奚淞散文創作的類型及形式特色加以探究之外，其近作

《大樹之歌》更在其原有的類型及形式特色上又有所開拓演化，因此

在這一章中將同時針對《大樹之歌》一書深入探究，以觀察奚淞在長

期的散文創作實踐裡，形塑出何種個人風貌，並且在風格上有何延續

與開拓 

第六章－－針對本論文各章所獲致的結論，對奚淞的文學作品做

出綜合的評述，並從中推論出奚淞的散文作品在散文發展史上所呈現

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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