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女性」圖像的書寫策略差異—— 

《小報》與其他通俗小說中「女性」敘事的比較 

    經過二、三章對小說文本內部進行爬梳，為《小報》通俗小說中書寫的女性形

象定調後，本章據以展開外圍比較研究；《小報》通俗小說 469 篇中，文言小說計

366 篇，佔 78％，白話小說計 103 篇，佔 22％，將近 1/4，由於創作社群主要為傳統

文人，後者的小說創作於研究中時常被忽略；而從文言過渡到白話，本文企圖釐清

在文學載體使用的差異上，以「女性」作為創作題材，《小報》與其他文言、白話通

俗小說之書寫策略有何異同？本章透過與其他系統文本的對話，考察三 O 年代以《小

報》為文學場域之通俗文化氛圍及語境，從而建構本報所特顯的女性圖象時代意義。 

    日治時期通俗小說的文藝創作，《小報》通俗小說廁身其間，作品有文有白1，

則創作社群對於文學載體的運用，有關作者本身所受的教育陶冶及文學素養，在擇

定以「女性」作為創作素材時，不同的語言形式，究竟反映出什麼樣的創作特質？

其敘事風格，展現出什麼樣的審美趣味？就題材內涵的演繹上，蘊含什麼樣的意識

形態？以上，都是本節試圖考掘的方向。唯礙於筆者學力粗淺，加之目前有關日治

時期通俗小說中的「女性」相關研究有限，考察對象上恐難周全，其他文言、白話

通俗小說作品，擬分別參照發表於日治初期（1905-1911）《漢文臺灣日日新報》中

李逸濤文言通俗小說的女性形象
2，與前衛出版社所發行《臺灣大眾文學系列》3及

                                                 
1 文言、白話分野原有其困難，《小報》處於文體變動的階段，本文中「白話」的指涉，面臨了淺近

文言文／中國北京白話文／臺灣白話文分辨的問題，如何去精準判定《小報》小說載體的文言／白

話，筆者目前研究能力尚無法照應到，唯粗略為之，凡故事敘述近似口語者，則入白話小說；此處

原於製表之初已感不安，蒙口試委員  翁聖峰先生垂詢，特此說明。 

2 特別參考黃美娥〈舊文學新女人──《漢文臺灣日日新報》中李逸濤通俗小說的女性形象〉一文，

此乃目前僅見，針對日治初期通俗作家之漢文通俗小說作品，進行女性類型人物研究者；文中對於

李逸濤發表作品的女性形象，進行爬梳、歸納，重現當時傳統男性文人對新女性圖像的構建，本章

相關討論將援用其研究成果。該文收錄於氏著，《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

域與文學想像》，臺北：麥田，2005。 

3 下村作次郎、黃英哲總企劃，《臺灣大眾文學系列》日治篇全十卷，臺北：前衛，1998。本章部分

參酌以此範疇開展研究的易燕玉，〈日據時期臺灣大眾小說研究——以女性角色為主〉，國立中山大

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在職專班碩論，20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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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載於《風月報》、《南方》4白話小說的女性角色，考述其與《小報》通俗小說中女

性書寫之異同。 

 

第一節 與《小報》之前文言通俗小說作品的比較 

日治初期的文言通俗小說，根據黃美娥的研究，李逸濤5對於「女性」角色最為

關注。其發表於《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5-1911），以淺近文言文寫成的 46 篇作

品，有關女性形象的刻畫較男性深刻。在俠女、妓女、悍婦、弱女、母親……等紛

然的角色中，剖析「女俠、女英雄等『健女』們」及「母親、妻女與娼妓」兩類女

性形象，進而建構出現代化引進臺灣初期，傳統男性文人對於新女性的想像，及其

重新形塑女性的類型意義。 

 

【表 4-1  《三六九小報》文言通俗小說中的女性敘事】 

 

武俠小說／俠女 社會言情小說／婚姻事件中順從女兒

〈荒江女俠初集本事（一）〉方玉琴 

〈女鏢師「本事」〉第一至三集  方劍秋 

〈紅俠「本事」〉 芸姑 

〈西安女子〉  秀姑 

〈魚壳大王〉  魚娘、呂四娘 

〈姊〉秋芙 

〈臨嫁之夕〉容姑 

〈無福消受〉段女 

社會言情小說／家庭婦女 社會言情小說／青樓女子 

                                                 
4 由於此文藝刊物之內容與風格，與《三六九小報》相當接近，且編輯者、投稿者有部分重疊，於

1935 年 5 出刊，與《小報》同年 9 月停刊，其間約有四個月的重疊，兩份刊物間存在著若干的關連

性；尤其 1937 年日本總督府廢止漢文欄後，此為當時僅有的漢文刊物之一，原因或與其內容多為遊

戲筆墨，對統治者較無妨礙有關，因而得以保留漢文寫作的一線命脈；也因為其出刊期間，政治、

社會上皇民化的推動愈力，不免有附議戰爭、歌頌天皇，鼓吹民眾投身軍旅報國之論，由於牽涉較

為複雜，本文僅就小說中女性形象塑造討論之。 

5 李書，字逸濤，號亦陶、逸濤山人，臺北人。從臺北名士邱亦芝學，又熟諳日文，與日人為友，

參加玉山吟社活動；為《臺灣日日新報》記者，傳統文人／通俗小說家。參見黃美娥，〈舊文學新女

人──《漢文臺灣日日新報》中李逸濤通俗小說的女性形象〉收錄於《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

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臺北：麥田，2005。頁 243。 

 95



 

節  婦 

〈周氏二節婦〉江氏、徐氏 

〈無福消受〉楊女 

〈奇婦報仇〉巧姑 

〈侯氏華表〉侯氏 

失節婦 

 

 

石仔奚〉許月娥（石仔奚妾）

、曹未婚妻

〈龍涎香〉富紳三女

〈茶尚熱〉韓石婦 

〈記魯民之強悍〉甄氏

〈同居〉張婦、孫婦 

〈談

〈勞燕雙飛記〉艷秋 

〈請賊守城〉王廷幹女 

〈嚴午〉菊仙 

〈蕩婦殺姦〉曾生妻 

〈張竹卿〉張妻劉氏

〈易妻記〉某乙妻 

賢  婦 

 

〈黃輔尋母〉黃輔母朱氏 

〈賢婦消禍〉李氏

〈憨生〉憨生妻 

〈浪子〉浪子妻 

〈厚道載福〉某人妻 

妒  婦 〈女匪報妒記〉朱妻 

悍  婦 

、田大

嫂 

〈懼內自盡〉李妻唐氏 

） 

酒店女侍） 

 

〈

陸雲卿、桂姬、

花（冰亭女侍）

至誠通神〉葉碧如 

 

 

 
〈記魯民之強悍〉孫大嫂

〈蝶夢痕〉蕊珠、嬌杏、燕春 

〈浪漫女〉浪漫女 

〈香國落花記〉陸雲卿 

〈社會鏡〉碧蓮、桂香、韻梅、紅鵑、

香雲 

〈紅燈恨〉阿敏（紅玫茶店女侍

〈姊〉小綺（柳花

〈楊花恨〉阿姣

〈恨塚銘〉女 

〈可憐的采蓮〉白采蓮 

白若素〉白若素 

〈香國落花記續篇〉

八姨（周小鳳）、阿

〈品紅趣史〉品紅 

〈北風暴〉北風暴 

〈珠江塵影記〉碧金 

〈風流艷史〉潘翠馨 

〈

 

 

 

以敘事角度而言，李氏筆下的「女俠、女英雄」故事，均採第三人稱全知觀點，

由敘

幸之女英雄〉的貧女張氏，不甘遭無賴戲弄，與母以鐵棒痛擊匪徒等；均與《小報》

事者居高臨下，鋪陳情節的發展、人物的對話，與《小報》十分雷同。 

故事情節方面，分就以下幾項考察異同：一、故事來源。李氏小說發表於新聞

紙上，「俠女、女英雄」故事情節為其獨創，而《小報》相關「女俠」題材則多見於

「銀幕春秋」專欄所發表，即電影本事之簡介。二、情節設計。李氏小說〈留學奇

緣〉的賽羅蘭先後為自己及夫婿復仇；〈劍花傳〉的劍花助尚武一雪父仇；乃至〈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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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復仇的女兒」，如「荒江女俠」方玉琴報父仇、「女鏢師」方劍秋、「紅俠」芸姑

報祖母仇，及「史遺專欄」〈魚壳大王〉魚娘偕俠娘為報父仇、夫仇而弒君，相當一

致。三、時空背景。李氏小說與《小報》中的「健女們」，雖均穿梭於虛構與現實之

間，然仍有些微的差異；前者故事均是現代時空：〈留學奇緣〉之賽羅蘭與「留學夫

婿」（廣東某生）結識於日本東京，為避禍與夫婿回鄉支那（中國）；〈劍花傳〉劍花

與廣東男子尚武初識於他省客棧，自陳歐美傳入「男女平等」之議；〈不幸之女英雄〉

張氏就傭於城中某富家，不幸遭伏「中彈而亡」；後者故事除〈魚壳大王〉明白交代

發生於清世宗雍正時，餘者均發生於虛構的──「江湖」、「武林」，此特殊「時空型」

中。 

約

束；〈紅俠本事〉中紅俠除為地方除奸，甚至為苗民破迷信、興教育、造人才。 

奔某生，賽羅蘭原來尚能以禮自持，某生卻數度求歡，二人「『終不及亂』，但『閨

人物形象刻畫部份，無論是李氏或《小報》的「俠女、女英雄」，其武藝，多精

於劍術，唯後者往往強調對復仇而拜師習武，及仗義行俠的的過程。又，二者皆常

透過「女強男弱」的方式，強調從身體到心靈，從識見到作為，男子均不如女性，

以突出女性矯健的形象，前者可見諸〈留學奇緣〉愛國的猶太女子賽羅蘭，懷抱故

國之思，為復國擇偶，與某生婚後「婦唱夫隨」；〈劍花傳〉尚武劍術不如劍花，賴

劍花代報父仇，尚武一心圖報私仇，劍花卻致力於公共事業，二人氣度高下立判；

後者亦然，〈魚壳大王〉沈某、魚娘二人婚後，連同俠娘三人一路相隨，唯沈某遭垂

涎魚娘已久之殷某所騙，魚娘雖向夫婿示警，沈某卻因一念之差，未及搬離居所，

命喪殷某「血滴子」下，身首異處，二女憤而起意「屠龍」，弔罪元兇；〈女鏢師本

事〉女鏢師方劍秋曾義助「過山豹」王金標劫回其鏢；劍秋與余化龍相識，源於一

場意外，余化龍與岳武二人為救錦娘，反遭土豪惡霸田彪手下幽禁，受困石洞，幸

為劍秋相救；後余化龍為救岳妹秀娟，誤中無賴富家子秦二虎家機關，雖為二虎義

妹蕙珠所釋放，復中田彪之計遭騙回，又蒙劍秋相救；劍秋破解秦二虎師九九到人

隻邪術，阻余化龍生魂被勾；以上，女兒身的劍秋三次搭救有力而好武的余化龍，「重

複」之處，強調了女性是男性的救贖；且表現在第三集中，方劍秋之叔方大勇開設

之「飛虎鏢局」，受挫於同行，大勇召來劍秋相助，局夥原輕視女性，後竟願受之

而關於女子之情慾，以「私奔」觀之，前者〈留學奇緣〉猶太女子賽羅蘭，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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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之事勝於畫眉』6」其間情色隱而不宣，留待讀者自行想像；後者〈魚壳大王〉魚

娘隨沈某離外祖家而去，乃為尋父，後父為二人主婚，婚前、婚後二人之情事，則

是付之闕如，避而未言，直與兄妹無異，可見《小報》對女俠情慾的刻意節制，較

前者保守。 

論女子外貌，前者「都有著國色天香之姿，亦即身體／心智的類男性化，但容

顏依舊是極女性化的（唯作品中尚未發展到確實具體的描述，仍屬形容詞的堆疊）。

7」；後者亦相去不遠，〈魚壳大王〉俠娘眉宇間「有勃勃英氣」、魚娘「與人接物亦

巧笑善媚」，二人「皆殊姿艷麗，雖亂頭荊布，眉宇間饒有秀色可餐」，進而以美景

正面烘托：「人面如花，掩映碧波綠葉，與之爭妍。」8也有側寫者，如〈女鏢師本

事〉方劍秋遭地方土豪田彪妹醉妃誤認作「美男子」；梁盜詫異鏢師劍秋，竟是一「俊

俏的女郎」，而轉生淫念。「女俠」或需換男裝，行走江湖，卻仍不掩其女性之美。

以女體作為書寫策略，通俗作家與新文學作家均別有用意，前者顯然懷抱著高理想

性與期待： 

與新文學作品以女性身體喻指殖民經驗的苦痛相近，李氏之作不免存有以女

性身體救國（前引〈留學奇緣〉的賽羅蘭亦是）的神話色彩，二者的女性身

體敘事皆沾染政治色彩。但，表現方式，一在抬高女性身體的作用，釋放女

體的無限能力；一則更為強調女性身體的被壓抑性，凸顯女體困境的無法突

破，取徑有別。9

透過「俠女、女英雄」的形象分析，不難發現她們異於閨閣中受迫的弱女，無

暇顧及己身的小兒女婚戀問題，而是時刻懷抱著家國、百姓的責任，雖然是虛構的

人物，她們積極而正面的力量，不管是否有所託寓，確實反映作者對於「新女性」

                                                 
6 黃美娥，〈舊文學新女人──《漢文臺灣日日新報》中李逸濤通俗小說的女性形象〉，收錄氏著《重

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臺北：麥田，2005。頁 259。 

7 黃美娥，〈舊文學新女人──《漢文臺灣日日新報》中李逸濤通俗小說的女性形象〉，收錄氏著《重

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臺北：麥田，2005。頁 263。 

8 亞雲，〈魚壳大王〉，《三六九小報》第 458 期，1935.6.26。 

9 黃美娥，〈舊文學新女人──《漢文臺灣日日新報》中李逸濤通俗小說的女性形象〉，收錄氏著《重

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臺北：麥田，2005。頁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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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想像與期待。 

    至於生活在家庭社會現實中的女性，李氏作品中特別醒目的小說人物，黃美娥

析有三類：家庭中「不乖女兒」、「妒婦或毒婦／悍婦」，及走出家庭、步入社會「青

樓妓女」；以下便據此，分別以「閨閣女兒」、「家庭婦女」、「青樓女子」三種人物身

分，考察與《小報》中的女性形象之異同。 

    「閨閣女兒」，李氏筆下〈女兒英雄〉的沈月英，為堅守婚約而出走，累及老父

罹禍；〈雙鳳朝陽〉的張參戎女與雲英，雲英父設陷誘俘與雲英有婚約的王濟漢，王

幸得雲英提醒，與和雲英情同姊妹的張女釋放，方能活命；三女之所以成為違抗父

命的「不乖女兒」，乃出於其明辨是非的判斷力，而非源自於自由戀愛，但結局均能

以喜劇收場，女兒得遂心願。 

當然，《小報》中家庭的女兒，也有同〈女兒英雄〉「以婢女代小姐出嫁」的情

節，如〈無福消受〉、〈毀婚不祥〉，然差異在於〈女兒英雄〉是源於「不乖女兒」拒

嫁他人，父親逼於無奈，只得出此下策，而《小報》〈無福消受〉、〈毀婚不祥〉二文

中的小姐，則是「順從女兒」，由於依父命毀婚，而與妻以夫貴、光明榮顯的未來失

之交臂。此外，同樣處於婚姻事件中，卻有深陷「自由戀愛」與「傳統婚姻」碰撞、

衝突者，如〈臨嫁之夕〉的容姑、〈豆腐西施殉情記〉的陸瑞寶；容姑亦是「順從女

兒」，陸瑞寶則在自由戀愛不成之餘，以激烈的自殺手段，向父權的階級觀念提出批

判與控訴。其下場大多以悲劇作結，女兒終究難以抵抗父權的壓迫。 

    「家庭婦女」，李逸濤與《小報》所形塑的女性，善／惡人物俱有、賢婦／妒婦

並存，這些類型人物成了通俗小說普遍書寫的對象，以二元論視之，從而討論作者

的價值判準，是很有意義的。 

從節婦／失節婦，檢視二者對「貞節觀」的看法；李氏〈色海〉中為賊人所劫

的張氏，「以貞操有污為恥」，常以此尋短見，為夫所制止，可見李氏對女性貞操的

重視；在〈柏舟鑑〉文中，小說中吳生妻子非僅不能守，竟流於淫婦之流，為縱慾

而弒姑；李氏思考寡婦的情慾問題，主張夫死無須其守寡，有著較為文明、進步的

觀念。而《小報》對於「貞節觀」的宣傳，顯得傳統與保守，女人不僅要夫死能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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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要能為夫家綿延後嗣，光大門楣，如〈周氏二節婦〉、〈元夕燭燈〉都在歌誦姑媳

兩代守節，造就好家聲、教育好兒郎的背後，犧牲了女人一輩子的幸福，甚而如〈侯

氏華表〉遭男子誘姦敗節，落得自縊的下場；至於失節婦下場的悲涼景況，除了敗

德喪身，受社會輿論譴責，往往殃及家人，罪及無辜。 

除「肯定節婦」／「批評失節婦」外，將「悍婦」、「妒婦」與「賢婦」並列對

舉，透對前者的乖張行徑、為家人招致災禍，與後者的賢德明慧，為家人消禍載福，

在她們的形象的構建過程中，標舉出「婦德」的意義；以上，均是掌握言說權力的

男性，對女性身體所進行規訓；女體除了面對鄉里、社會眼光的約束，還受限於傳

統父權對女性的制約，錯誤地加深了女性是為了成就男性而存在印象。 

在傳統的類型人物之外，《小報》中「維新婦」的形象相當特出，某生所娶維新

婦「強項而性懶，不主中饋，頗梗夫令，日常三餐，暨家庭婦人應操作之瑣事，恒

使生治之；生稍嚷之，則聲色相加。10」在敘事者聲音中已宣示作者立場，以為家

務乃女子之責任；夫妻二人對此各執己見，妻子主張維新，棄舊禮教，效法泰西婦

人之安閒，以規避家務，其論如此： 

  君亦人耳，妾亦人，目今世界文明，男女平等，是看和蘭一國，甚至為政，

皆用婦人。……其他若阿米利加，風俗又更與我漢人相反，庖廚一任，不責

於婦人，而責於男子。……今昔不同，潮流各異，願君勿相束縛，阻我自由。

11

該婦能援荷蘭、美國等外國之例，證「男女平等」之實，其識見開闊，以今日視之

理所當然，唯某生亦道出當時人的隱憂，以為歐風尚未普遍，應效法其優點即可，

妻子此舉「倒行逆施」，必遭世人非議；而解決爭議之道，竟以「禁止言笑」遊戲為

之。文中將倡議維新的新女性大加揶揄、諷刺；二人激辯中，妻子論點明顯佔上風，

但某生之言恐怕也反映的當時大多數人的心聲，在現代化沖激下，臺灣的物質文明

日趨西化，但觀念上仍受舊倫理的支配，傳統文人對西方概念的思考，呈顯出質疑

                                                 
10 邱濬川，〈維新婦〉，《三六九小報》第 89 期，1931.7.6。頁 4。 

11 邱濬川，〈維新婦〉，《三六九小報》第 89 期，1931.7.6。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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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不安。 

至於「青樓女子」的題材，李逸濤〈春香傳〉中的朝鮮妓女「春香」與〈孽鏡

緣〉美洲青樓女校書「紅牙」，兩位異國女子置身歡場，對於愛情的態度卻能癡情、

專一，「足見李逸濤在顛覆妓女無情無義之說的同時，更有趣的是，其人操持著傳統

女性道德規範的視野去凝視異國女子的感情表現。
12」春香消極能守，不畏強權；

紅牙積極尋愛，歷經艱險；以其婚戀受阻於新府官員、老鴇的處境，李氏投注以同

情的眼光，並進一步肯定、欣賞其能「守節」，成為李氏歌誦的對象。《小報》中對

風塵女郎的描寫，除了少部分批評的聲音，暗指女性的墮落，但創作主流仍著眼於

弱勢女或為家中生計，或遭家人惡意誘騙，而淪落風月場的無奈與悲哀，縱能巧遇

知音，其愛情也必然礙於老鴇的從中作梗，其婚戀的破局，非緣於男性的家庭因素，

便是老鴇求財賣姊而作妾；以這些身不由己的煙花女為題材，控訴著家庭、社會對

女性命運的宰制。 

 

【表 4-2  與《小報》之前文言通俗小說作品的比較】 

 女性角色 背景／主題／結

局／人物形象 

李逸濤 

文言通俗小說 

《三六九小報》 

文言通俗小說 

敘事角度 第三人稱全知觀點 第三人稱全知觀點 

故事主題 復仇 復仇 

故事背景 現代時空 」時空型／虛構「江湖

現代時空 

人物刻畫（武藝） 精劍術、男性救星 精劍術、男性救星 

人物刻畫（情慾） 隱而不宣 刻意節制 

武俠

小說 

俠    女 

刻畫（外貌） 女性化容貌 女性化容貌 人物

閨閣女兒 婚姻事件 不乖女兒／喜劇 順從女兒／悲劇 

家庭婦女 標舉婦德 多刻畫婦德女子 多譴責失節婦人 

社會

言情

小說 
青樓女子 

故事主題 謳歌異國煙花女為

愛守節 

同情煙花女弱勢的不

幸際遇 

                                                 
12 黃美娥，〈舊文學新女人──《漢文臺灣日日新報》中李逸濤通俗小說的女性形象〉，收錄氏著《重

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臺北：麥田，2005。頁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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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而言之，文言通俗小說中的女性，從《漢文臺灣日日新報》到《三六九小報》，

寫「女俠、女英雄」的武俠小說類型故事，敘事角度均採第三人稱全知觀點，由敘

事者

第二節  與《小報》同時或其後白話通俗小說作品的比較 

    《小報》的白話通俗小說，以女性為題材之書寫，對女性的凝視，主要是耽溺

戀愛、或誤於虛榮的「摩登新女性」；對女性命運的探討，則主要聚焦在傳統婚姻與

                                                

居高臨下，鋪陳情節的發展、人物的對話；其主題均是「復仇」，唯《小報》小

說背景大多是虛構、想像中的「江湖」時空型，略異於李逸濤著眼於現代的虛實之

間；在「女俠、女英雄」類型人物形象的勾勒上，差異不大，擁有女性美貌的外表

特質，習武而強健的體魄，多為男性伸出援手相助，以家國處境為其職志，氣度恢

弘；在情慾自主的表現上，顯得相當含蓄而保留。而現實生活的言情、社會小說類

型故事，寫閨閣中的女兒，李氏的「不乖女兒」，其結局總能以喜劇收場；《小報》

的「順從女兒」，下場大多以悲劇作結。寫家庭婦女，二者均慣由「貞節觀」檢示女

性，並加以並列對舉善／惡、是／非、賢德／善妒，從而標舉「婦德」之意義；唯

據黃美娥研究指出，「不過現實世界中也不免出現妒婦與悍婦，只是數量無多，顯見

李逸濤的通俗小說，無寧仍偏向以刻畫婦德女子為主。
13」可知李氏小說中「壞女

人」少有，多在歌誦婦德女子，而《小報》對於失節婦／蕩婦、悍婦、妒婦的描寫，

則著墨甚多，從取材、書寫策略上，可見其不同。寫青樓女子，李逸濤作品中充滿

著異國的想像，謳歌能為情人守節／積極追求愛情的異國妓女；《小報》則偏重在對

不幸煙花身不由己的同情與喟歎。大抵而言，李逸濤筆下女性，多給人勇於積極、

爭取的印象，從中呈顯李氏對於女性的深切期盼，《小報》文言小說中的女性相形之

下，往往向宿命低頭，面對自己的弱勢處境，則顯得無可奈何。 

 

新式婚戀之思辨。 

 
13 黃美娥，〈舊文學新女人──《漢文臺灣日日新報》中李逸濤通俗小說的女性形象〉，收錄氏著《重

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臺北：麥田，2005。頁 268。 

 102



     第四章  「女性」圖像的書寫策略差異──《小報》與其他通俗小說中「女性」敘事的比較  

    

【表 4-3  《三六九小報》白話通俗小說中的女性敘事】 

小兒女自由戀愛的行徑與心情 摩登新女性的虛榮與墮落 

〈戀愛從事中的狂程〉密司 K 

〈公開

影戲〉姊姊 

〈一個「毛斷女」的裡影〉毛斷女 

〈宛春的信〉K妹 

〈迴憶〉她   

〈泣〉她   

〈吻〉杏 

〈媽媽我去看

〈報復〉阮小顰 

〈病中〉仙 

女士〉宛春 

〈夢想〉黎笑笑（未婚打胎） 

〈最美的妻〉李美 

〈裁縫匠的玩物〉陳惠文 

 

 

新女性自由戀愛受阻 處境窘迫的勞動婦女 

受阻嚴命 

？〉香

〈快樂的後映〉李錦珠  

〈上帝所賜的！心所願

梅 

〈伊死之晚〉陳明瑛 

〈哽咽〉麗 

情人負心 

〈瘋人的損失〉洪天士女 

〈沉醉〉文姑娘 

〈浪愛〉秋姑娘 

婚 外 情 
〈臨別之前〉杏 

〈不祥之美〉微霞 

其    他 
〈別離〉蕙芳（勸情人冷紅從

〈伊們的衣裳〉姊姊（妓女）

〈怎樣好呢？〉麗英（保姆） 

劵店下女）

 

〈思量〉素心  

軍） 

〈梅麗〉梅麗（ㄚ鬟） 

〈無緣的小孩子〉清素（株

〈紅柑〉C嫂（拾柴換米） 

〈黑暗裡的人生〉密屠阿林母

新式婚戀的衝突 傳統婚姻的隱憂 

〈婚後〉玲 

〈最美的妻〉李美（理想幻滅） 

〈舊新浪潮〉陸麗紋、味文（爭取婚姻自主）

〈模範婚姻〉施小姐 

童養媳） 

媳） 

〈舊新浪潮〉陸詩林妻 

〈一個年少的寡婦〉她（

〈童媳〉她（童養

〈花轎〉余慧芸 

  

 103



 

參照前衛出版社所發行《臺灣大眾文學系列》，其中白話小說的女性角色，據易

燕玉研究，將女性分為「資產階級」、「勞動階級」、「風月紅塵」三階級十二種類型

進行討論，透過作者設計女性角色「下場」的好壞，詮解大眾通俗作家藉以為批判、

警醒，或作為典範女性人物之用心
14。儘管其研究將女性分階級探討，但由其論述

中不難發現，每個階級的女性，顯然絕大部分是「受過教育的新女性」（傳統女性，

如媳婦仔則較少）；題材多是探討身處家庭、社會之壓迫底下，女性的種種命運。而

日治末期的《風月報》、《南方》文藝雜誌中的女性議題，林淑慧研究指出，其小說

情節「刻畫當時女性面臨家庭父權干涉婚姻自主、及處於資本社會的經濟負擔等困

境。雖然有關婚姻的問題亦可見於二O年代小說中，但此系列小說更關注於女子在新

舊思潮轉變中難以適應的情形。
15」 

其肆應之道如何？又，從二者

之「婚戀觀」，呈顯怎麼樣的文化視野與性別觀點？ 

灣慣習記事》於明治 36 年

10 月 23 日發行該號中，有「女子教育的趨勢」一文： 

      

                                                

因此，以下分就《小報》，與通俗小說家吳漫沙、徐坤泉、林煇焜、林萬生……

等人發表於《風月報》、《南方》，或單行本小說集（為行文簡潔，以下統稱諸人之作

時逕以「大眾小說」稱之）中「新女性」圖像，分析白話通俗小說創作社群關懷「新

女性」的眼光，反映出怎麼樣的立場與意識形態？此外，自由戀愛的風潮甚囂塵上，

與傳統婚姻之間的衝突、扞格，有著什麼樣的觀察？

「新女性」指涉有一定教育程度，觀念或行為跳脫於傳統的時代女性。臺灣女

子教育是由日本殖民後開始興辦，在日人治臺初期，《臺

近年來，臺灣隨著事業的發展，許多地方發生勞力不足的現象，因此不少人

認為應培養婦女提供勞力的習慣。然而就本島女子的現況來看，第一有纏足

的習慣，第二缺乏教育素養，所以要使婦女成為勞力的供應者實在難之又難。

今年在大阪舉辦的第五屆博覽會，由臺灣前往參觀的五百餘名當中，絕大部

 
14 「批判」認命順從的知識女性、金錢婚姻的受害女子；「警醒」墮落失節的浪漫女性、屈服金錢的

賣身女子、為生活而掙扎的婢妾；鼓勵爭取婚姻自主的新女性、熱血沸騰的時代女青年、堅貞守節

的女性、追求愛情的女給，以之為女性角色「典範」。易燕玉，〈日據時期臺灣大眾小說研究——以

女性角色為主〉，國立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在職專班碩論，2005.06。 

15 林淑慧，〈日治末期《風月報》、《南方》所載女性議題小說的文化意涵〉，《臺灣文獻》第 55 卷‧

第 1 期，2004.03。頁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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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屬於中等以上饒富名望的資本家，其著眼點不算止於山紫水明之景色，對

風俗文物也曾細心觀察，途中發現農田裡有不少婦女與男人一樣從事耕作種

植，也目擊到許多婦女在都市的工廠裡從事各種工業生產，同時見識到鄉村

都市各地女子教育之發達，於是對舊有的陋習頓然醒悟，歸來後，幾乎異口

同聲地談論日本文物風俗，並到處宣揚：第一、培養女子勞力的習慣；第二、

女子教育之不容忽視。以致迅速引發各地考慮如何廢止纏足。以深坑一地為

例，該地一向忽視女子教育，但最近入學公學校的卻逐漸增加，人數計達一

百二十九名之多，尤其以深坑公學校學務委員張建生自日觀光歸來後，高唱

女子教育之刻不容緩，並命令女兒解開纏足，俾便於通學，此外，還勸誘一

般年紀稍大的入學就讀。本島人如此重視子女教育，深值讚賞。
16

師範科為主。17」對女性的教育，顯然是朝塑造「現代

賢妻良母」的目標出發。 

                                                

可知日治初期已開始重視女子教育，是受到日本現代生活中「新女性」形象的

「啟蒙」，然提高女子質素的終極期待，仍是在於提供勞力的功利考量，加之「該時

期的教育均以手藝、技藝、

而《小報》白話小說中，受新式教育的「新女性」往往是充滿悖論的符號；既

是戀愛中天真、充滿情思的女兒，又直指她們是拜物喪德的墮落者，尤其是具有貶

抑意義的後者，「『摩登』（modern）與『新』（new）的概念多次被作家拼貼；挪用，

轉譯成相對於流行的；帶有批判意味的語彙。18」見諸〈宛春女士〉、〈一個「毛斷

女」的裡影〉中二位摩登新女性，馳騁情場的離婚婦女宛春女士，美人遲暮的她，

自省受珠鑽、衣裙、汽車、西菜等繁華奢侈的物質所誘，「趨入這深沉無底的黑淵裡」，

成為男性的「玩物」；毛斷女因為自由戀愛遭高女學堂退學，經歷數度情海浮沉，淪

為高等妓女，到人肉市場賣淫。摩登女性成為「送往迎來」，操持賤業的「男性玩物」，

 
16 《臺灣慣習記事》第參卷下第十號，（臺灣慣習研究會原著，中譯本）第壹至肆卷(明治 34 年-)，

臺中：臺灣省文獻委員會，1984.06。頁 211-212。 

17 張素碧，〈日據時期臺灣女子教育研究〉，李又寧、張玉法編《中國婦女史論文集》第二輯，臺北：

臺灣商務，1981，頁 262。轉引自易燕玉，〈日據時期臺灣大眾小說研究——以女性角色為主〉，國立

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在職專班碩論，2005.06。頁 188。 

18 蔡佩均，〈想像的讀者：《風月報》、《南方》中的白話小說與大眾文化建構〉，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研

究所碩論，    

  2006.07，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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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學生由於虛榮的物欲而走上煙花一途，《小報》敘事中隱含著批判的聲音，藉〈別

離〉一文中智識階層女性蕙芳的自覺說出： 

樣的解放，這樣的職業，祇好說男子的玩具吧，解什麼放，職什麼業呢。19

》從她們的自甘墮落，下場的悽慘、悲涼，呈顯出對摩登女

性自作自受的嘲諷。 

蓬蓬勃勃，盛極一時。20」足見女學生從事情色工作，是當時普遍的

社會現象。 

                                                

而且現代的女子，比較古代的女子智識和才能，算來進步到很多很多，萬不

料進步在服裝、飲食、修飾、娛樂、跳舞，這幾項，意志並沒有一點，這真

是我女界們最大的羞恥，還要天天嚷著什麼女子解放啊，進出職業戰線啊，

盡其所能，不箇是咖啡店的女給、遊戲場的算球姬，以及旅館的下女，像這

對於這些受新式教育女性，外表裝飾、娛樂休閒雖走在時代前端，但在思想上

卻未能有所覺醒，《小報

三、四O年代臺灣社會，隨著現代都會消費型態的改變，酒家、咖啡館等具消

遣、休閒意義，又暗藏春色的場所大受歡迎，如雨後春筍般地四處林立，情色相關

工作的需求量增加，確實有許多受過教育的女性紛紛投入風月職場，林煇焜《命運

難違》中的滿州咖啡館，二十七名「女侍」中有十六名女中畢業；阿Q之弟《靈肉

之道》亦言及：「一些沉醉虛榮和不耐得生活壓迫的婦女們，如大進軍似的，投入『女

給』的生涯，

除了「女學生到煙花女」的取材傾向，「摩登女性」走入家庭又是如何？《命運

難違》中畢業於公學校的秀惠，是大平茶行楊文聰之女，哥哥楊萬居對友人提起她

「住在大稻埕，就受那一帶女人的感染，花錢可不是我們所能想像的。21」秀惠與

未婚夫李金池首次約會遲到了一小時，是因為去了大倉買了一瓶十五圓的外出用香

水，家用一瓶要四十五圓，萬居曾在上海買過九十圓一瓶的送給她，用得再省，一

 
19 唯情室主，〈別離〉，《三六九小報》第 330 期，1934.4.9。 

20 阿Q之弟，《靈肉之道》，臺灣新民報社，1937.06。收錄於下村作次郎、黃英哲總企劃，《臺灣大眾

文學系列》日治篇全十卷，臺北：前衛，1998。頁 196。 

21 林煇焜著，《爭へぬ運命》（上）、（下）（《命運難違》），林煇焜，1933.04。收錄於下村作次郎、黃

英哲總企劃，《臺灣大眾文學系列》日治篇全十卷，臺北：前衛，1998。頁 248。 

 106



     第四章  「女性」圖像的書寫策略差異──《小報》與其他通俗小說中「女性」敘事的比較  

個月香水錢就要六十圓，相較於藝旦出局一次五圓，顯然是極其奢侈的消費，每個

月光零用錢就要三百圓，打算從父親那索取五萬圓當嫁妝，且雇一個老歐巴桑和兩

個女傭代為做家事；婚後，金池家中變故，賣掉所有財產，被台新新聞社錄用，一

個月總收入只有七十五圓，秀惠不以為意，依然過著奢侈揮霍的生活，因為光嫁妝

的利息每年就有四千多圓，便是這樣不成熟的態度，夫妻生活不協力，導致與金池

之間的嫌隙日深，金池轉與女侍靜子相戀，婚姻幾至破碎。正如鳳鶯對時髦女性的

看法：「姑娘時代亂花錢的人，即使出嫁，當了母親，當了祖母，還是要亂花錢的。

我要是男人的話，就娶個樸素的姑娘。打扮漂亮有時是好，但作為家庭主婦就值得

考慮了。
22」時髦女性走入家庭，不會是稱職的家庭婦女；林煇焜透過家庭中「殷

實父兄、夫婿」與「專務摩登、不事家務女性」兩相對比，摩登女性的自誤誤人，

成了他筆下譴責的對象，以不幸命運暗示女性勿一味追求新潮，並警示男性娶妻應

娶德。 

者，尚有吳漫沙〈桃

花江〉青年「東寧」與「摩登騷氣十足」的妓女「千里香」。 

家藉此教誨女性讀者拒斥摩

登放蕩，認同慈母、貞婦所體現的世俗價值。23

蔡佩均由「知識分子」與「摩登女子」的交往模式，進一步直指「都市摩登女

性」是幸福家庭的破壞者，他援《風月報》所刊載林萬生短篇小說〈他的悔悟〉、〈家

花不如野花香〉（僅完成上半部）、〈破鏡重圓〉三文為例，已婚男子「明」與摩登女

中學生「楊花」陷入熱戀、模範青年「林朝森」受誘於女給「雪子」、「秋吟」於 BC

舞場邂逅舞女「春香」，使得此三位男性原先美好的婚姻生活因出軌而變調，往往經

由外在男性出軌戀情的受挫，而覺悟摩登女子之害；同此議題

這些作家筆下敗德失節的的摩登女性，多與溫婉貞順的賢妻良母相對比。……

作者在取捨「個人慾望的伸張」和「道德規範的遵循」的兩難間，往往採取

了一個曖昧的立場，男性對於女性的情慾投射源於摩登女性之罪，男性婚姻

操守的邪正，卻成了次要的問題，對於摩登女子的貶責與男性主人公對傳統

道德的再確認與覺醒才是其中的主旋律。通俗作

                                                 
22 林煇焜著，《爭へぬ運命》（上）、（下）（《命運難違》），林煇焜，1933.04。收錄於下村作次郎、黃

 蔡佩均，〈想像的讀者：《風月報》、《南方》中的白話小說與大眾文化建構〉，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研

英哲總企劃，《臺灣大眾文學系列》日治篇全十卷，臺北：前衛，1998。頁 29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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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載於《風月報》的這些文本中，摩登女子被表述為罪惡的淵藪，至於為外遇

摩登女性所棄，或發覺遭到設局而「幡然醒悟」的不忠男性，則予以較大的寬容。

在「摩登女性」的貶義背後，通俗作家所要突顯、肯定的是「賢妻良母」的典型，

從而強調傳統禮教中「婦德」的重要性。 

由上述考察可知，反映《小報》與「大眾小說」通俗文本的書寫策略，男性作

家藉通俗小說中「摩登新女性」的負面形象，對閱讀社群進行現代啟蒙與性別教養；

在「反摩登」的主旨，宣揚「婦德」的立場上相當一致，但表現手法上顯然略有不

同：《小報》注意到「從女學生到煙花女」的社會現象，以虛榮女性的不幸下場，嘲

諷其自甘墮落、咎由自取；「大眾小說」則進一步以「摩登女性」與「殷實夫婿」兩

相對比，走入家庭的時髦女性，不會是賢慧的家庭主婦，指責女子不當只務修飾而

不理家務，提醒男性娶妻當娶德；「摩登女性」同時也被表述為破壞男性婚姻的罪魁

禍首，在悖德的愛欲婚戀中，作者忽略不忠婚姻的男性過失，反而重筆譴責、訓示

女性。 

除了「摩登新女性」的書寫策略，透過《小報》與「大眾小說」均存在著大量

的「婚戀文本」，筆者欲進一步從中檢視通俗創作社群的「婚戀觀」，及其省思女性

命運的意義。《小報》在「新式婚戀」部分，〈模範婚姻〉施小姐與魯先生三日內閃

電結婚，又閃電離婚；〈浪愛〉執迷愛情的秋故娘，為情場浪子阿林所負；〈瘋人的

損失〉洪天士女，堅持自由戀愛，卻為情人齊恩紹所負，飲恨而死，洪生平之手稿

與利濟銀行的存款均為齊所奪；〈最美的妻〉他如願與自由戀愛的對象李美結婚，李

美中學畢業後擔任歌舞學校教員，也加入真美戲劇社，為供應虛榮妻子無止盡的物

質需求，他的阮囊羞澀，甚至遭妻子瞧不起，自己亦追悔莫及。 

新式婚戀隨「性」之所至的態度，以戀愛為名，行濫交之實，只維繫三日的婚

姻，竟是現代經自由戀愛的「模範婚姻」！極其誇張的內容、諷刺的語調中，卻也

揭示了當時社會中傳統禮教日漸崩解的情況；此外，作者以男性的視角，提出自由

戀愛的風險──男性的玩物心態，使得沉溺於自由戀愛的女性，遭到誘騙，造成的

家庭衝擊、分裂；至於因自由戀愛結合的夫妻，婚姻仍可能存在著問題，〈最美的妻〉

                                                                                                                                                    
究所碩論，2006.07。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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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他」甚至沒有交代姓名，婚前欣賞妻子李美的豔光四射，婚後的他成了佳人

物質上的供應者，二人的主從關係十分明確，文中對李美揮霍無度的批評隨處可見，

但不該忽略了絃外之音，由於「他」的虛榮，想望娶一個「最美的妻」，判斷錯誤的

結果，只能自己承擔。從這些文本取材，分析其創作意旨，不難發現，「新式婚戀」

題材中，對於戀愛失敗的女性則微寓同情之意，玩物男性與虛榮女性則成了作者批

判、

圓滿的婚姻，是一個「理想化」的存在，卻為大部分悲苦的女性樹立了「典

範」，可見「大眾小說」對「新式婚戀」的主張，產生了鬆動，表達不純然否定的立

場。

是一個「不懂禮貌的女人，愛好奢侈的女人，生性懶惰的女人，沒有學問的女人，

                                                

嘲諷的對象，《小報》反對「自由戀愛」及「新式婚姻」的保守立場，顯而易見。 

當然其中亦有「追求婚姻自主」的新女性，如（舊新浪潮〉陸麗紋、味文，為

愛不惜與家庭決裂、出走，堅持自己的愛情，展現女性積極迎向人生的能動性，然

敘事聲音顯然忽略了這部分，而重在譴責為婚外情而輕言離婚的陸詩林，此二女性

的出走，其婚姻結果如何，讀者則不得而知，可見《小報》中此類型女性形象較模

糊，顯然不如在「大眾小說」突出，《韮菜花》的端美、《可愛的仇人》的慧英，都

是爭取婚姻自主的女性，她們婚姻的成功，易燕玉以為「這些新女性反映了當時社

會實況與需求，作者也做了很有力、明白的提倡和提供典範。
24」亦即如此堅毅的

女性、

 

《命運難違》留日的新知識份子李金池，因為踩了楊秀惠一腳的緣分，便著迷

於她的笑容，熱切地盼望與之戀愛，「我主張結婚的第一要件就是戀愛，也要去身體

力行。沒有愛情基礎的婚姻等於是包裝體面的人口買賣。尤其是臺灣的婚姻，是最

典型的代表。不能自由戀愛的地方，當然找不到人生的幸福。因此，我不希望我未

來的妻子被當成買賣的物品看待，同時藉由結婚，發現人生的幸福。25」，正因如此，

他拒絕父母安排的婚姻，因而錯過了理想的伴侶鳳鶯，不顧秀惠與他學歷上的差距，

在雙方父母同意下，與秀惠以結婚為前提交往──「先友後婚」，訂婚後才發現她竟

 
24 易燕玉，〈日據時期臺灣大眾小說研究——以女性角色為主〉，國立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在職

專班碩論，2005.06。頁 128。 

25 林煇焜著，《爭へぬ運命》（上）、（下）（《命運難違》），林煇焜，1933.04。收錄於下村作次郎、黃

英哲總企劃，《臺灣大眾文學系列》日治篇全十卷，臺北：前衛，1998。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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嫉妒心強的女人，猜疑心重的女人，女人所有的缺點她都有。26」打扮時髦入時的

秀惠，雖然外表妝扮令人眼睛一亮，確實是一個虛榮、奢華、自私的女性，他預感

娶了這樣的女人，會斷送自己的一生，但他還是沒有毀婚，他的懊惱正如同《小報》

中娶了「最美的妻」的「他」；他極力爭取「戀愛」的機會與空間，到頭來，理想的

佳人與婚姻卻均不如其想像，而秀惠情感的發動屬於較被動的狀態，她初對於金池

也有感情，但價值觀的差異，使二人的婚姻終究成了一場悲劇。文本從金池、鳳鶯

議婚事件開始，以兩線交錯陳述，總結以「命運難違」，將金池爭取「新式婚戀」與

鳳鶯屈服「傳統婚姻」的同樣失敗，都收攝到「宿命論」的意旨之下，大大地消解

對二者的批判力道。 

家陸秋

心，在歷經波折，戀愛方修得正果的賴智明與陳端美二人婚禮上的演說： 

      

的精神，那種「男子治外，女子治內」的古訓，是不適合現代的

需求了！
27

入新生活後能夠相互扶持；

然而對於婚前的戀愛關係，她做了這樣的一番提醒： 

      

                                                

    《韮菜花》文末，美國華僑富商之女，同時也是上海文壇著名的女小說

就是不良婚姻制度之弊害，夫妻間事先沒有愛情，祇聽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去和一個素不相識的異姓結婚、，過那傀儡的生活，意志不相投，左也不如

意，右也不如意，勉勉強強做了夫妻，或因此演成許多社會難解決的問題，

這是多麼值得痛心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要結婚就該要先有愛情，沒有愛情的

男女是不能配鴛鴦的，夫妻有愛情，家庭自然是幸福無窮的，同時夫妻也要

有互相援助

這番有關婚姻的言論相當進步，主張「戀愛」是婚姻的基礎，並且打破傳統家庭的

性別迷思，強調新時代的夫妻觀念上也要與時俱進，在邁

要知道愛是不能勉強的，而且在戀愛的時間內，雙方要潔身自愛，保守各人

的人格，切實地認識戀愛的真諦，才不違背良心而成社會的公敵。雙方也要

 
26 林煇焜著，《爭へぬ運命》（上）、（下）（《命運難違》），林煇焜，1933.04。收錄於下村作次郎、黃

英哲總企劃，《臺灣大眾文學系列》日治篇全十卷，臺北：前衛，1998。頁 344。 

27 吳漫沙著，《韮菜花》，臺灣新民報社，1939.03。收錄於下村作次郎、黃英哲總企劃，《臺灣大眾文

學系列》日治篇全十卷，臺北：前衛，1998。頁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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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耐久性和徹底性，野雞式的戀愛，是社會罪惡的創造者！社會的仇人！所

以大家要明白個道理，才有幸福和安樂。28

些女性的例子，無一不是對良家女的善意提醒，對

「浪漫自由女」的當頭棒喝。 

愛、張揚情慾、想像婚戀，又是高舉道德、堅守女

德婦職的一個矛盾的載體。31」 

                                                

或有鑒於自由戀愛之風行，存心不良、態度隨便者，所在多有，成為社會的亂源之

一，故而強調在社會的眼光下，談「戀愛」的雙方不得輕率，絕不可任意為之。因

戀愛而墮落失節的女性，如《韮菜花》中賴愛蓮與黃浣芬二人，受朱楚才的誘騙失

身，前者甚至珠胎暗結，被迫離家產子；又如秀珠，誤於實習醫生江明宗，遭之騙

財誘騙色，落得自殺的下場。這

以上，「大眾小說」對「新式婚戀」的防堵有了鬆動，標誌了舊道德不可毀棄的

──「調和式」的新婚戀價值觀
29，隱然浮現；對自由戀愛的看法，則混合了「啟

蒙話語」與「道德教誨」的用意，即陳建忠所指出的「反封建而不反父權的啟蒙」、

「曖昧的啟蒙現代性」，顯示通俗小說作者對愛情或兩性觀，存著父權的保守態度

30，「通俗文本成為一個既鼓舞戀

「傳統婚姻」方面，《小報》〈哽咽〉家庭支配婚姻下不幸的女子「麗」，和「病

紅生」的戀情受阻於家庭，麗別嫁後，與病紅生等人巧遇，哽咽地敘述她如牢獄般

不幸的婚姻生活，聽者也為之惻然；〈伊死之晚〉明瑛與同為大學生的綠哥，二人戀

 
28 吳漫沙著，《韮菜花》，臺灣新民報社，1939.03。收錄於下村作次郎、黃英哲總企劃，《臺灣大眾文

學系列》日治篇全十卷，臺北：前衛，1998。頁 303。 

29 此處「調和式」的新婚戀價值觀是借用蔡佩均的說法，其內涵指涉，如林煇焜《命運難違》中，

以結婚為前提的先友後婚，或吳漫沙《韮菜花》中秋心所言，男女結婚要以戀愛為基礎，婚前不得

越禮逾分，婚後要互相扶持，方為理想婚姻。相當於徐意裁研究中，所指出「徐坤泉提倡著一種有

條件式的『婚姻戀愛觀』，『婚姻』應該自主但是前提是必須要得到父母的同意，『戀愛』自由不該沒

有限度，父母如果能扮演監督的角色更佳，在舊道德瓦解的社會中，新道德還沒產生，徐坤泉因此

在小說中鼓吹一種新秩序，期能帶來『婚姻戀愛』的新觀念。」徐意裁，〈現代文明的交混性格──

徐坤泉及其小說研究〉，國立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論，2005.07。頁 86。由林煇焜、吳漫沙與

徐坤泉等人的通俗文本中看來，「大眾小說」對「新式婚戀」看法，其主張較《小報》為開放。 

30 陳建忠，〈大東亞黎明前的羅曼史——吳漫沙小說中的愛情與戰爭修辭〉，《臺灣文學學報》第 3 期，

2002.12。頁 123。 

31 蔡佩均，〈想像的讀者：《風月報》、《南方》中的白話小說與大眾文化建構〉，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研

究所碩論，2006.07。頁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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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受阻，因父親貪財，將之許給權勢人士之子，明瑛抑鬱寡歡而死；〈花轎〉余慧芸

受過教育的花轎店女兒，也是專制婚姻的受害者，父親為了聘金，甚至不顧對方之

敗德，同意嫁女圓房為之沖喜，慧芸自戮於轎中；對於僅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買辦式的婚姻，《小報》既譴責了聘金制度下，父母嫁女幾近「賣女」求財的行徑；

而對這些「待嫁而沽」的受迫女性充滿著同情，值得注意的是，她們多是受過教育

的女性，均因為他嫁，使得原有的戀情告終，表面上屈服宿命，接受家人安排的婚

姻，卻以自殺的激烈手段，發出極其悲痛的無言控訴。 

到厭倦，

卻也自知無力改變，幾乎終日在家，足不出戶，她與妹妹鳳嬌的閨房： 

  

的雜物

了。去年剛買的擺在窗邊的化妝台上，有座二尺長大阪製的鏡台。
32

                                                

而受教育「新女性」之出現，原標誌著女性邁出閨閣，擺脫附屬性質，得以自

由與獨立的意義，然現實則困難重重，以婚戀立場視之，「大眾小說」中的資產階級

女性，便沒有自由戀愛的可能，見諸林煇焜《命運難違》中的女主角萬華第一美人

鳳鶯，出身地方望族，高女畢業的她，行動依舊與在校一般不自由，她雖感

牆角擺了一張雙人分的，不算上等的西式床鋪；白色的棉質紋帳和花色美麗

的羽毛被相互搭配得十分宜人。床前擺了一個有兩個抽屜、造型簡單的桌子，

桌上放了一個色調溫和、樸素的書架，裡面整齊排列著數十本長篇小說和婦

女雜誌。……書桌旁邊，置有一個褪色、年代久遠，祖母遺留下來的高約三

尺的台灣式衣櫃，上面舖著白色桌巾，並擺飾著時鐘、邱比特像和一個花

瓶。……不僅如此，鳳鶯還替邱比特穿上她手縫的黑紗料背心，把昨天向鄰

居要來的白百合，插在花瓶裝飾裡。除此之外，衣櫃上面就沒擺其他

鳳鶯所處的生活空間，包括日常器用都是西式、洋化的，唯獨刻意被強調出來的老

式衣櫃，四角形大理石時鐘、邱比特像和一個花瓶隔著一條白色桌巾被置於其上，

其意象似乎隱喻著鳳鶯的女體空間，也是這麼一個外洋內漢的情形，雖受新式教育

陶冶，但思想內蘊卻還是傳統禮教的；此外，邱比特像象徵的愛情，鳳鶯為之縫製

背心，不難想見青春女子對愛情的想望；花瓶上所插的白百合，也象徵了鳳鶯純潔

的人品。她選擇宿命地接受父母安排，嫁給大稻埕米商之子郭啟宗，婚後面對婆婆

 
32 林煇焜著，《爭へぬ運命》（上）、（下）（《命運難違》），林煇焜，1933.04。收錄於下村作次郎、黃

英哲總企劃，《臺灣大眾文學系列》日治篇全十卷，臺北：前衛，1998。頁 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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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狠毒、丈夫的不信任，苦不堪言的她，才自覺「我終究是個傀儡，從傀儡姑娘到

傀儡妻子而已……一個從父母手上老老實實被賣到另一個人手上的傀儡……。33」

鳳鶯不能為自己的將來作主，將命運主宰權上交給父權，她固然需要為自己的不幸

負責，然而，作者吳漫沙以「鳳鶯」作為一個新女性的典型，實則著眼於與她同樣

受迫於傳統婚姻的所有女子；儘管鳳鶯選擇以「自殺」終結悲慘的處境，適遇曾經

議婚、也到「明治橋」準備投水的李金池相救，以如此宿命般的巧合，讓二人藉以

重生，相互期許要堅強地活下去，「為了獲得生命真正價值而活
34」封建婚姻中的女

性，多以自殺為抗拒宿命的方式，鳳鶯獲救，並選擇面對另一個人生試煉，是極具

積極意義的。 

由她們與未婚夫、翁姑的關係出發，為其無奈承受來自家庭、社會

的壓迫發聲。 

 

                                                

此外，《小報》與「大眾小說」都注意到傳統婚姻中，「童養媳」此特殊身分的

女性，均有涉及其命運討論之題材，她們犧牲自身幸福，換取原生家庭經濟的紓困，

有趣的是，前者小說中的童養媳，多屬傳統女子，如〈童媳〉中受盡夫婿、婆婆虐

待的女兒家；〈一個年少的寡婦〉為新式知識份子所拒婚的「封建女子」；而後者如

《黎明之歌》中的素芬，則是高女畢業，為治父病，以六百圓的代價，作為元明未

來的媳婦；男性新知識份子對於媳婦仔的同情與悲憐，在素芬身上也看得到，她對

婚姻的不安和掙扎，來自於學歷上的差異（元明仍在國民學校留校），以及與未婚夫

間元明沒有感情，然顧及翁姑的恩義，她只好將個人的情感擱置，投身看護婦行列

35。可見取材相同的書寫對象，通俗小說有不同的書寫策略，「大眾小說」將受教育

的女性也成了「童養媳」之列，相異於讀者對於傳統童養媳的印象，卻也更反映了

部分的社會景況，增加閱讀上的新鮮感與寫實感。然而，二者對於「童養媳」女性

命運的探討，均

 
33 林煇焜著，《爭へぬ運命》（上）、（下）（《命運難違》），林煇焜，1933.04。收錄於下村作次郎、黃

英哲總企劃，《臺灣大眾文學系列》日治篇全十卷，臺北：前衛，1998。頁 532。 

34 林煇焜著，《爭へぬ運命》（上）、（下）（《命運難違》），林煇焜，1933.04。收錄於下村作次郎、黃

英哲總企劃，《臺灣大眾文學系列》日治篇全十卷，臺北：前衛，1998。頁 587。 

35 素芬為迴避婚姻，決意投身看護婦的行列，且得到翁姑的支持；如此結局的情節設計，顯然有其

大東亞戰爭的特殊時空背景，本文為求聚焦，對涉及皇民化、政治考量書寫者，則不進一步討論。 

 113



 

 

【表 4-4 與《小報》 俗    同時或其後白話通 小說作品的比較】

  《三六九小報》 《大眾文學系列》 《風月報》、《南方》

白話通俗小說 白話通俗小說 白話通俗小說 

目 的 反摩登／宣揚婦德 摩登 

新女

性 
書寫策略 

生」到 

「煙花女」 

「摩登女子」與 

「殷實夫婿（父

兄）」對比 

「都市摩登女子」

是幸福家庭破壞者

「女學

自由

戀愛 
觀點 保守 

新式

婚戀 
觀點 保守 「調和式」婚戀觀 

傳統

婚姻 
觀點 質疑、反省 

結論 有聚焦於家庭／新女性／摩登新女性的現象 

 

以上，白話通俗小說創作社群以對於新女性的凝視，有其「反摩登」的觀點，

藉以傳播宣揚女子「婦德」之要；隨著女子教育的推行、女體空間的解放，追求自

由、作風時髦的「摩登新女性」，便應時而生，摩登女性跨越性別的藩籬，情慾自主、

開放的她們，挑戰著傳統的男性威權。在通俗文本中，敘事者對其虛榮而墮落的譴

責，除了顯示作者維護日漸崩解禮教的用心，對女性的非議，也隱約透露出男人掌

握不住女性的焦慮、不安，恐懼男性權威被顛覆、瓦解。 

白話通俗小說內容所呈顯的婚戀觀方面，《小報》對自由戀愛與新式婚戀都持否

定而謹慎態度；然「大眾小說」不管是以宿命觀詮解新式婚戀的不果，或是將肯定

積極追求婚姻自主的女性視成典範，均可見其對新式婚戀產生了鬆動，有所謂在父

母監督下，先友後婚的「調合式」婚戀觀出現。傳統婚姻方面，《小報》譴責傳統父

母買辦式的婚姻，同情聘金制度下，「待嫁而沽」的受迫女性，其不幸有一定模式：

她們是受過教育的女性，均因為他嫁，使得原有的戀情告終，表面上屈服宿命、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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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婚姻，卻同以自殺的激烈手段，發出極其悲痛的無言控訴；傳統媳婦仔不是受婆

婆、夫婿的凌虐，便是為知識份子夫婿所棄，處境同樣堪憐；「大眾文學」則著眼對

於女

型中，而白話小說〈大陸英雌〉劍秋雖屬虛構，則處於一個明確的時空，即軍閥為

禍甚

人不淑的境遇，知識份子基於同情，代為發出不平之鳴，從而譴責「賣女為娼」的

社會

到《風月報》、《南方》，

這些都是漢文閱讀社群接受知識的傳播工具，刊載其上的通俗小說，參與了漢文閱

讀大

俠，往往是男性行動上的救星／思

想上的指導者，其救國、愛國的情操為男性所不及，這樣的女俠、女英雄形象，到

性處境的同情，屈從傳統婚姻中的女性，即使是智識階層一樣無從逃避其悲劇

性的命運。 

大抵從前述比較中可以發現，以小說類型來看《小報》武俠小說中的俠女、女

英雄形象，於文言小說中，她們多是虛構人物，存在一個虛構──「江湖」的時空

烈的二、三 O 年代中國，書寫主題則不脫復仇／救國，均是氣度恢弘，以救民

於倒懸為己任的女英雄，至於女俠的婚戀部分多付之闕如，即有觸及，亦不重視。 

而社會、言情小說之婚戀敘事，均呈顯出創作社群對於傳統婚姻／新式婚戀的

反省，思索女性受封建父權、階級婚姻所迫，放棄愛情或犧牲生命的悲慘處境。不

同的是，文言小說透過節婦、賢婦、淫婦、蕩婦、悍婦、妒婦……等等傳統女性類

型人物的建構，來達到對女性身體的規訓；而白話小說則是以受過新教育的「摩登

新女性」，為負面形象的表述，適足以傳播、宣揚女子「婦德」之可貴，其訓誨模式

更具時代眼光。此外，文言小說之書寫，偏愛以「文人、娼妓」之風流韻事為題材，

不是歡場中煙花女得遇知己，遭鴇母貪財從中作梗，將女嫁與他人做妾，棒打鴛鴦

下愛情受阻；便是著眼於風塵女子身受家庭／社會多重的壓迫，加之從良不成、遇

現象。而白話小說特別注意到了資本社會中「職業婦女」的處境，如備受覬覦

的工廠女工、受主人性侵害的丫鬟……等，描寫弱女在工作與生活中掙扎的景況。 

由外部視之，由《漢文台灣日日新報》、《三六九小報》，

眾價值觀的建構，呈顯其閱讀趣味其審美意趣，因此透過這些文本的剖析，可

以觀察到文人的品味、視野，以及所反映的時代的脈動。 

在日治初期，以女體為想像空間的形象書寫，援李逸濤文言小說為例，其想像

中的「理想女子」是容貌美麗，而身手矯健的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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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三

關注這些受新式教育的「摩登新女性」，

以其虛榮、縱慾，甚至破壞男性婚姻的「壞女人」負面形象，突顯出「賢妻良母」

的正

否定的立場，相較之下，《風月報》徐坤泉等人提出調和式的新

式婚戀觀，贊成有限度的自由戀愛，再走入婚姻，可見的「大眾小說」對於「新式

婚戀

O 年代的《小報》中，不論是文言或白話小說，都有相近的女性形象，可見傳

統文人對於「女俠」的想像範式，同出一轍。 

至於家庭中的女性，李逸濤與《小報》文言小說中的婦女，均以肯定「節婦」

／批評「失節婦」的二元相對論，透過「貞節觀」檢視女性的善、惡，在女性結局

／下場的設定中，形成對女性行為的規訓，且慣以節婦、賢婦、淫婦、蕩婦、悍婦、

妒婦……等等傳統女性類型人物建構女性形象；值得一提的是，「倡議男女平等，不

事家務的女子」的新女性形象──「維新婦」，成了《小報》揶揄的對象；二 O 年

代以後的《小報》白話小說與「大眾小說」，更

面意義，從而宣傳女德婦職的重要。由此可見，從文言到白話，儘管取材不盡

相同，對於貞節與婦德的肯定是一致的。 

面對婚姻事件的女兒，李逸濤筆下的「不乖女兒」，是在堅守原訂婚約的立場上，

拒絕父命，不願另嫁他人，與《小報》中「順從女兒」大異其趣，《小報》中面臨婚

戀抉擇的女性，無論文言或白話，多採取向宿命妥協、屈服的姿態，不管是消極的

依命出嫁，或是積極的抗命自殺，她們都未能直接反抗封建父權；此外，《小報》與

白話「大眾小說」特別關注到「聘金制度」的遺毒，使得父母將女兒視為「商品」

販售，賣女為娼、為妾的事件，所在多有，透過這些女性不幸命運的書寫，抨擊封

建父權、資本社會對女性的壓迫，反映了作者的現實關懷。由婚戀觀檢視，李逸濤

賦予女性勇於抵抗父權的堅強心志，得以從壓迫中掙脫出來，《小報》與「大眾小說」

對傳統婚姻中的智識女性或童養媳，多著墨於其悲慘的命運，顯現二者對於傳統婚

姻的隱憂與不安；《小報》以男性的玩物心態、女性的虛榮無知，表達對「自由戀愛」

與「新式婚戀」同樣

」的觀感，較諸《小報》顯得鬆動，這樣的現象，自然與時代風氣與作者的思

考傾向有所關聯。 

有關家庭外從事情色相關行業的女性，李逸濤筆下的校書、妓女均能為情人守

節，作者以中國傳統「貞節觀」檢視異國女性，肯定其堅貞不渝；而《小報》文言

小說與「大眾小說」中風塵女子除了藝旦、娼妓，尚有女給、女侍、舞女……，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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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女性」圖像的書寫策略差異──《小報》與其他通俗小說中「女性」敘事的比較  

色豐富而多元，具時代特色，其書寫傾力為煙花弱女發聲，憐其身不由己的不幸命

運，並無二致；然「大眾小說」更指出部分因耽於戀愛、誤於虛榮的「墮落女性」，

則與《小報》白話小說的著眼點相同。亦即「大眾小說」中兼容了《小報》文言小

說中

產後，她由喫茶店的女招待到女給的生活，她勇於追

求愛情，以青春肉體、妖嬌媚態誘惑萍兒，則反映了內地日本與外島臺灣間的交流。

由此可知，通俗小說家的視野，其選材觀點原不限於臺灣本土，由異國到臺灣，挪

計，在《小報》中有關「失德」女性的書寫，卻有增加的趨勢，且多以文言為之，「大

眾小說」中更聚焦於「摩登新女性」的批評；依此書寫策略發展的態勢來看，漢文

通俗小說作家群對於女性的表述，從李逸濤到《小報》有書寫策略的調整，而由《小

報》到「大眾小說」之間，則呈顯出聚焦於家庭／新女性／摩登新女性的現象。 

對風塵女郎的同情，與《小報》中對於「摩登新女性」墮落煙花的批評，此觀

看女性處境的兩個面向。 

唯李逸濤筆下的俠女、妓女富有異國想像，如〈留學奇緣〉中的賽羅蘭是一名

愛國的猶太女子，〈春香傳〉朝鮮妓女春香、〈孽鏡緣〉美洲女校書紅牙；而《小報》

與「大眾小說」則多專注於臺灣（含部分中國）女性形象的勾勒，少部分有涉及異

國戀情者，如《小報》〈琵琶懺情記〉中杭州人萬鏞，得父傳能琵琶，與善提琴的西

人女薇娜相戀，二人為薇娜父諾爾所離間，薇娜闔家返國，萬鏞遂欲飄泊以終。而

「大眾小說」中與日本少女戀愛者不少，如《可愛的仇人》中的高女卒業生君子，

出生於南洋日商家庭，父親破

移到兼有日臺的敘事特色。 

值得一提的是，根據黃美娥研究，李逸濤偏向以刻畫「婦德」女子為主，依筆者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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