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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鹿港老鎮陳舊的氣息，靜滯的古風，孕育了施叔青與李昂這對文壇上的親姊妹，她們的文

學根源於家鄉土壤，小鎮短暫風華被歲月帶走後，徒留斑駁陳舊的老式建築、陰暗彎曲的巷

弄，以及各式神祕詭異的傳說，家鄉特殊的空間氛圍，開啟了這對早慧才女的想像之門，透

過文字，書寫家鄉之於她們的驚訝與詫異，成為兩人進入文壇的叩門磚。 

   從老舊的小鎮邁開創作步伐，這對鹿港雙姝各自往更廣闊的世界自信地跨去：施叔青輾轉

於台北、紐約、香港等地遷移，半個世界的新奇經歷，開闊了這位鹿港女兒的視野，也富厚

了她的文學內涵；李昂除在紐約短暫求學外，多數的時間定居於台北大都會，長期觀察台灣

首善之都的各層面向。儘管兩人在跨出鹿港後，往不同的方向邁去，但以女性的姿態看世界，

筆下有一連串精彩的女性故事，成為台灣女性小說創作的佼佼者，卻是姊妹倆一致的成就。

近年，原鄉鹿港的召喚，更是遊子無法抗拒的聲音，恰似有一條無形的臍帶牽引著，這對鹿

港雙姝頻頻回首瞻望生養她們的母土，於是，一則則關於老鎮的歷史傳奇，再次還魂重生於

世人眼前，它的時代仍在文字裡延續著。 

    施家兩姊妹在小說創作上成績卓犖，數十載的筆耕，不僅屢屢為自己創造文學生命的巔

峰，更常為台灣女性文學開創新格局，綜觀她們的作品，在與時俱變的多元題材裡，鹿港與

女性兩大主題，一為她們創作的根土，一為源於性別的自然關注，皆為她們念茲在茲的創作

母題，而兩人於此二者間，又隱然呈現著似可對話的脈絡，或相呼應，或為互補，其中微妙

的現象，逗引著筆者的研究興趣，遂不惴淺陋，著手整理兩人的小說文本及評論，試圖爬梳

她們創作主題間蘊含的對話性，將之做歸納比較。 

第一節 研究動機、研究目的 

一、研究動機 

（一）施家姊妹的文學成就與創作精神 

    台灣的女性小說家為數不少，但將文學、小說創作視為一生的信仰，數十年來維持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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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版量1，且成績耀眼奪目的，施家姊妹毫無疑問必定雀屏中選。她們的文學成就有目共睹：

李昂的〈殺夫〉除於 1983 年獲得《聯合報》中篇小說獎的肯定外，更被譯成多國文字，傳播

於世界，而她本人也於 1994 年獲由法國文化部授予的「法國文化藝術騎士勳章」，此勳章不

僅代表法國文化最高榮譽，更代表了西方文明對於李昂文學貢獻的實質肯定
2，將台灣文學推

至國際舞台，李昂功不可沒。1999 年由《亞洲週刊》舉辦多位學者評選的「二十世紀中文小

說一百強」
3，不僅〈殺夫〉在名單中，施叔青立意宏偉的長篇巨構，同樣也入選，這些成就

證明她們姊妹的文學都是時代之選，不論在台灣或是華人小說史上她們都有著重要地位，也

可預見將來的文學史書寫必有相當的篇幅銘刻著屬於她們的榮耀。 

    而她們的成就絕非偶然，那是數十年的耕耘毅力加上不斷自我超越的嚴格要求所構築而

成的。施叔青曾將自己的文學創作比作在爬山，並將攀爬寫作的巔峰視為自我挑戰，總是以

大無畏的堅定態度與腳步，一步又一步的踩著她自己的路，這路，並非平面的康莊大道，而

是不斷使自己高度往上疊增的山路，這種不斷提升自己高度的創作信念，也正與其不斷翻新

與超越的作品題材互相呼應：「截至目前為止，我還沒有寫出自己滿意的作品。
4」就是這種

永遠以最高標準檢視自己作品，永遠不自滿的態度，激勵她在文學路上不斷實驗、創新，才

能創作出風格如此多元的作品，施叔青今日的文學高度絕非偶然。 

    相似於姊姊施叔青的創作態度，李昂也是一位力求突破與超越的作家，「我覺得作家最怕

的就是重複，我也不想這麼做。5」而這種害怕重複、不斷創新的創作態度，也讓李昂的小說

題材，總是有令人眼睛為之一亮的驚喜。另外，李昂對於自己創作原則的堅守，使她不畏世

俗，而她勇於挑戰社會成規的勇氣，也相當令人敬佩：「我並非立意標榜所謂的『黑暗面』，

但如果真實中果真有此，一個作者就不應該因為考慮與世俗的道德獲利益衝突，而放棄勇於

反應與表現真實的責任。6」就是這種堅持反映真實的勇氣與作家責任，使得李昂每次出手幾

乎都招來所謂「衛道人士」的批判，但隨著多元研究視角的開展與社會日益開放的觀念，使

                                                 
1 施叔青第一篇小說〈壁虎〉自 1961 年發表於《現代文學》至今，創作已逾四十個年頭，而現在仍持續為《台

灣三部曲》的創作努力中，最近期的著作為 2005 年出版的《驅魔》；而李昂則自 1968 年以〈花季〉發表於徵信

新聞報迄今，在創作上也有近四十年的資歷，近期著作為 2005 年出版的《花間迷情》。兩姐妹都可算是文壇的

長青樹。 
2「巴黎則贈予李昂代表法國文化最高榮譽、由法國文化部授予的『法國文化藝術騎士勳章』殊榮，這枚看起來

樸素卻又堅毅的勳章，代表了西方文明對於東方作家的實質肯定，也給了李昂在寫作歷程上最大的致敬。」見

趙靜瑜：〈在李昂小說裡品嘗台灣滋味，法國贈文化藝術騎士勳章〉，《自由時報》（生活藝文，1994 年，5 月 9
日）。 
3《亞洲週刊》於 1999 年 6 月 14 日至 6 月 20 日所公布的「二十世紀中文小說一百強」，是由《亞洲週刊》編

輯部與來自全球各地的十四位學者作家聯合評選出的的名單。百部世紀小說分別來自中國大陸、台灣和香港。 
4 見黃鳳鈴：〈與施叔清談閱讀與寫作－－騷動與沉潛〉，《明道文藝》259 期，1997 年 10 月，頁 19。 
5 見楊光紀錄整理：〈我的小說是寫給兩千萬同胞看的－－李瑞騰專訪李昂〉，《文訊》132 期，（1996 年 10 月），

頁 76。 
6 見李昂：〈我的創作觀〉，《暗夜》，（台北：時報文化，1986 年），頁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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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一向較前衛的李昂小說，有了更多為其平反的聲音，這些聲音恰證明了一個勇敢努力的作

者，是不應在道德大櫫下泯滅其文學成就的。 

    施叔青及李昂，數十年來孜孜矻矻，秉持著專業作家的創作道德，輔以豐厚的文學素養，

以文字挖掘著人性最幽微的部分，用小說紀錄時代的風起雲湧，她們信守著自己的文學信念，

一步一步地構築著自己的小說堡壘，數十年如一日的是她們的毅力，而不斷翻新突破的是她

們的題材，專業作家的堅持與信仰使人不由得肅然起敬，她們的精神與成就，震懾感動著筆

者，而這份感動，正是筆者研究她們小說的動力與動機。 

（二）施叔青及李昂創作主題的對話性 

    在閱讀施叔青及李昂的小說過程中，赫然發現在她們多元並陳的創作題材下，隱然有著

相類似的脈絡及共同關注的主題，此亦勾起筆者想將之做更細膩分析與比較的動機。 

    施叔青是「扛著現代主義旗幟」進入文壇的，六 0 年代現代主義盛行的文學環境，深深

影響這位初出文壇的少女，存在主義式的人生思考，精神分析式的心理挖掘，撐起她早期小

說的主題意涵，而演繹其天馬行空、怪異荒誕想像的小說舞台，則是生養她的古城鹿港－－

一個繁華褪盡，只剩神秘傳說及陰森巷道的小鎮。循著姊姊的文學道路，李昂步入文壇，也

是選擇現代主義作為她的創作起點，同樣也是在這個破敗封閉的古老小鎮，少女李昂開始展

開其無邊的文學想像，編織構築各種光怪陸離的故事。少女時期的施叔青與李昂，儘管兩人

初始創作的時間間隔數年，但觀其創作題材與寫作方式，卻似遙相呼應，故鄉鹿港同為她們

小說創作的舞台，而對於故鄉細膩敏感的感受，也同樣選擇以現代主義的文學形式發抒。 

    隨著少女成長，開始與社會互動的施叔青與李昂又不約而同的接受呂秀蓮「新女性主義」

的洗禮
7，引介自西方的女性主義初次正式登陸台灣，對施家姊妹的女性意識自覺產生了不小

的衝擊，「女性」成為她們共同關注的重要主題，而她們也以如椽的采筆，一次又一次的刻繪

出各種的女性形象，探討女性在社會上所可能遭遇的種種問題。女性地位與命運的探討關注，

在施家姊妹的小說裡仍同聲一氣，都有相當細緻的詮釋。 

    而後施叔青旅居香港，宏篇巨帙的《香港三部曲》，是施叔青首次挑戰歷史工程的建構，

也為她的創作生命締造一次高峰。返台後，為原鄉台灣立傳的使命，驅使施叔青投入《台灣

三部曲》的寫作工程，首部曲《行過洛津》藉著心靈肉體皆被去勢的男優伶，隱喻台灣的命

                                                 
7 施叔青與李昂姐妹都曾與呂秀蓮有互動，而呂氏所倡的「新女性主義」對她們也都有相當的影響。如施叔青

曾經參與呂秀蓮成立的「拓荒者出版社」，並主編《由女人到女人》的評論集；而李昂更自言其女性意識的覺醒

與呂秀蓮有關，而呂秀蓮把女性議題當做社會工作來做的態度對她也有相當的啟發。參見邱貴芬：〈李昂訪談內

容〉，邱貴芬：《「（不）同國女人」聒噪－－訪談當代台灣女作家》，（台北：遠流，1998 年），頁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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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並藉其見聞，重現清代鹿港的繁華與衰敗。而一直深耕本土的李昂，隨著台灣政治環境

的逐漸開放，對於國族歷史的建構題材也顯得興致勃勃，1991 年出版的長篇小說《迷園》，以

女性情慾與家族史兩條軸線雜揉並行，其中來自鹿港世家的女主角朱影紅，其家族史正隱然

勾勒著台灣政治變遷的歷史輪廓。2004 年出版《看得見的鬼》，以五隻居於鹿港女鬼的身世遭

遇，訴說著台灣島嶼數百年來的墾荒、民族的發展、不同時代背景的社會境況，以及變遷中

女子的角色地位，這不但是部鬼國寓言，更是台灣史頁的虛構紀實
8。施叔青與李昂對台灣歷

史的重建工程，依然心有靈犀，同樣都以家鄉鹿港為起點。 

    綜觀兩人的創作脈絡，便會發現：「鹿港」與「女性」的書寫，縈繞於她們各階段的作品，

成為她們創作的共同母題，且似乎遙相對話，乍看像是彼此呼應，但若細究其中的書寫內容

及技巧，卻絕非完全一致，這些差異，正形成了兩人獨立的文學風格，也開啟許多可相互對

話的空間，因此勾起筆者想對姐妹兩人小說主題作進一步研究比較的動機。 

二、研究目的－－填補研究上的縫隙 

    施叔青與李昂於文學上的成就，獲得多數評論者的高度肯定，關於她們的研究，不論是

學位論文或是單篇評論已多如恆河沙數9，從不同的視角觀點切入所發的種種詮釋聲音，有如

百鳥交鳴，相當精采熱鬧。然而，不論是在學位論文乃至單篇評論上，卻皆未見將她們姐妹

文學做一比較的觀點出現。 

而筆者在閱讀她們小說的過程中，發現在她們呈現多元風貌的小說題材中，隱然有著共

同的主題與關懷：同樣從現代主義步入文壇的施家姐妹，文學路上對原鄉鹿港頻頻回首，不

同時期的小說裡，鹿港有著不同的風貌及她們所賦予的不同使命；而基於作家性別，「女性」

也是她們始終關懷的課題，反覆出現在她們的小說中。 

    雖然在創作主題上，她們有著如斯的共同點，但在這些共同的主題下，她們的小說又各

自呈現著獨立性與獨特性，絕非彼此複製，這種同中有異、異中又有同、彼此呼應，卻又各

自使用著自己話語的對話現象，在前人的研究領域中皆未見著墨與發揮，儼然是關於她們文

學研究的縫隙，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便是希望能以自己的論點填補此縫隙，期望將她們

小說主題的異同之處，做更細緻的分析與比較：觀察她們小說主題究竟如何跨越時空彼此呼

                                                 
8 「透過對性、暴力、死亡與奇情的描寫，李昂折射出台灣數百年來的墾荒、民族的發展、不同時代背景的社

會境況，以及，變遷中女子的角色與地位。這是一部幽冥鬼怪傳奇，亦是台灣史頁的虛構紀實。」見李昂：《看

得見的鬼》，（台北：聯合文學，2004 年），封面介紹。 
9 參見第三節「前人研究成果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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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而在應和中，又有著何種的差異性、獨立性。 

第二節 研究範圍、研究方法 

一、研究範圍 

本文的研究範圍為施叔青與李昂所有的小說文本，為方便參照，以下便將施叔青與李昂

的小說，按創作發表時間的順序，以表格方式羅列： 

 施叔青 1945 生於鹿港 李昂 1952 生於鹿港 

1961 〈壁虎〉（現代文學 23 期）  

1965 〈凌遲的抑束〉（現代文學 24 期）、 

〈瓷觀音〉（現代文學 25 期） 

 

1966 〈痊癒〉（文學季刊第 1 期）  

1967 〈石煙城〉（文學季刊第 2 期） 

〈紀念碑〉（文學季刊第 3 期）、 

〈池魚〉（文學季刊第 5 期） 

〈約伯的末裔〉（草原雜誌創刊號） 

 

1968 〈安崎坑〉（文學季刊第 6 期） 

〈泥像們的祭典〉（文學季刊第 7、8 期）

1968 第一篇作品〈花季〉（徵信新聞報）、

創作〈婚禮〉、〈混聲合唱〉、〈零點的回

顧〉 

1969 《約伯的末裔》（仙人掌短篇小說集）

〈火雞的故事〉（文學季刊第 9 期）、 

〈倒放的天梯〉（現代文學第 39 期） 

〈拾掇那些日子〉（中國時報） 

〈曲線之內〉（中國時報） 

〈混聲合唱〉（文學季刊 9 期） 

〈零點的回顧〉（現代文學 3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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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1970－1973 留美 

〈擺盪的人〉（現代文學 40 期）、 

〈那些不毛的日子〉（現代文學 42 期）

1970－1974 由鹿港到台北唸大學 

〈有曲線的娃娃〉（文學季刊 10 期）、〈海

之旅〉（現代文學 40 期） 

1971 《拾掇那些日子》（志文短篇小說集） 〈關雎〉、〈橋〉 

1972  〈逐月〉、〈長跑者〉（現代文學 47 期）

－上述作品收於《混聲合唱》1975 年出

版。 

1973  

1974 〈回首．驀然〉（聯合報 4 月 9 日－12

日） 

1973－1974 開始寫「鹿城故事」、「人間

世」系列：「鹿城故事」－〈辭鄉、西蓮、

水麗、初戀〉（現代文學 50 期）、〈舞展〉

（現代文學 50 期）、〈假期、蔡官、色陽、

歸途〉。「人間世」－〈人間世〉、〈昨夜〉、

〈莫春〉、〈訊息〉。 

1975 《牛鈴聲響》（聯合報 1 月 8 日－4 月

27 日）（10 月皇冠出版，長篇小說） 

〈困〉（中國時報） 

1975－1978 留美 

〈雪霽〉 

《混聲合唱》（中華文藝社 1967－1972

短篇小說集） 

1976 〈常滿姨的一日〉（聯合報 4 月 24－26

日）、〈後街〉（聯合報 6 月 22－27 日）、

〈完美的丈夫〉（中國時報） 

《常滿姨的一日》（景象，短篇小說集）

《琉璃瓦》（時報，長篇小說） 

 

1977  〈雪霽〉發表（聯合報 2 月 4－6 日）、〈蘇

菲亞小姐的故事之ㄧ〉（聯合報 11 月 17

日） 

《人間世》（大漢） 

1978 1978－1994 香港生活 〈域外的域外〉、〈蘇菲亞小姐的故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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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聯合報 1 月 20 日） 

、〈愛情試驗〉、〈海濱公園〉（聯合報 8

月 10、11 日）開始寫婦人殺夫 

1979 〈台灣玉〉（香港八方雜誌） 〈最後一場婚禮〉（聯合報 3 月 16、17）

〈她們的眼淚〉（聯合報 8 月 18－25） 

1980  〈生活試驗：愛情〉、〈新舊〉（聯合報 4

月 25）、〈緣情〉（聯合報 10 月 7） 

1981 〈愫細怨－香港的故事之ㄧ〉（聯合報） 〈轉折〉、〈誤解〉、〈殘障〉（聯合報 4

月 24） 

1982 〈窯變－香港的故事之二〉（聯合報） 《愛情試驗》（1972－1980 年間創作之短

篇小說，洪範出版） 

〈移情〉、〈水仙花症〉、〈三寸靈魂〉（寓

言小說） 

1983 〈票房－香港的故事之三〉（聯合報） 

〈冤－香港的故事之四〉（聯合報） 

《殺夫》（聯經，中篇小說）、〈三心二意

的人〉（寓言小說） 

1984 〈一夜遊－香港的故事之五〉（聯合文學

創刊號） 

〈情探－香港的故事之六〉（中國時報）

《愫細怨》（洪範，短篇小說集） 

《她們的眼淚》（1972－1980 年間創作之

短篇小說洪範） 

「情書系列」：〈一封未寄的情書〉、〈曾

經有過〉、〈甜美生活〉、〈假面〉 

1985 〈夾縫之間－香港的故事之七〉（中國時

報） 

〈尋－香港的故事之八〉（中國時報） 

《完美的丈夫》（洪範小說集） 

《花季》（洪範，短篇小說集）、 

《暗夜》（時報文化，中篇小說） 

1986 〈驅魔－香港的故事之九〉（中國時報 1

月 19、20 日） 

〈晚晴－香港的故事之十〉（中國時報 7

《一封未寄的情書》（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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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4－26 日） 

〈最好她是尊觀音〉（聯合報） 

〈相見〉（九十年代） 

《情探》（洪範，小說集） 

1987 〈都是旗袍惹的禍〉、〈韭菜命的人〉、〈妖

精傳奇〉（聯合報） 

 

1988 〈黃昏星－香港的故事之十一〉（中國時

報 4 月 16、17 日） 

《韭菜命的人》（洪範，小說集/報導文

學）《那些不毛的日子》（洪範，短篇

小說集） 

《年華》（時報，中篇小說） 

1989  〈禁色的夢〉（中篇小說） 

1990  迷園連載（中國時報 8 月 18－91 年 3 月

11） 

1991  《甜美生活》（洪範，短篇小說精選集）

《迷園》（貿騰，長篇小說） 

1992  《李昂集》（前衛） 

1993 《維多利亞俱樂部》（聯合文學長篇小

說） 

《她名叫蝴蝶－香港三部曲之一》（洪

範，長篇小說）《施叔青集》（前衛）

 

1994   

1995 《遍山洋紫荊－香港三部曲之二》（洪

範，長篇小說） 

1996  

〈帶貞操帶的魔鬼〉、〈空白的靈堂〉、〈北

港香爐人人插〉、〈彩妝血祭〉 

1997 《寂寞雲園－香港三部曲之三》（洪範，

長篇小說） 

《北港香爐人人插 : 戴貞操帶的魔鬼

系列》（麥田，短篇小說集）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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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微醺彩妝》（麥田，長篇小說） 《禁色的暗夜 : 李昂情色小說集》（皇

冠，短篇小說集） 

 

2000  《自傳の小說》（皇冠，長篇小說）、《漂

流之旅》（皇冠，遊記） 

2001 《兩個芙烈達．卡蘿》（時報，自傳性質

散文/遊記） 

 

2002   

2003 《臺灣三部曲之一 : 行過洛津》（時

報，長篇小說） 

 

2004  《看得見的鬼》（聯合文學，短篇小說）

2005  《花間迷情》（大塊，長篇小說） 

2007  《鴛鴦春膳》（聯合文學，短篇小說） 

2008 《臺灣三部曲之二：風前塵埃》（時報，

長篇小說） 

 

    上面表格所羅列乃以本文研究重點－－小說文本為主，至於兩人其他文類的創作則先行

略過，然因施叔青的《兩個芙烈達．卡蘿》乃為具自傳性質的散文、遊記，在研究其生平及

創作心理時有提供參考之功用，故亦列為研究範疇之中；而李昂的《漂流之旅》雖為遊記，

然內容為作家追隨小說主角謝雪紅足跡的心靈之旅，與其小說《自傳の小說》可參酌對照，

故亦列為研究範疇。 

    將兩人小說透過表格式對照，可以粗略發現：兩人皆以十六歲的少女之姿步入文壇，而

當時文壇所瀰漫的現代主義文風，對這對文學姊妹產生薰陶的作用，故兩人創作之初的作品

顯現了現代主義思考的色彩，這類的作品風格兩人皆一直持續至 1970 年，施叔青留美，漂泊

的異鄉生活開啟了根土思考，而李昂上大學，試圖突破原有的文學風格，對不同題材進行探

索，方結束了姊妹兩人的現代主義時期，不過現代主義式的思維及創作技巧早已內化成為兩

人的文學靈魂。七 0 年代兩人則不約而同回歸鄉土書寫，且書寫題材在兩人離鄉經驗之後，

皆將寫作視角投注於家鄉鹿港，此外，七 0 年代中後期，也可以見到兩人作品出現對女性婚

姻、情感等議題的寫作；八 0 年代，移居香港的施叔青開啟了一系列的「香港故事」，飲食男

女眾生相在其妙筆之下栩栩如生；此時的李昂則創作了奠定其文壇地位的《殺夫》，此篇小說

所引發的爭議及討論使她備受注目，而在女性議題創作上的突破，也使此部至今仍為女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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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的經典作品。1989 年的六四事件激起了施叔青對香港命運的關切，九 0 年代更著手將殖民

歷史鋪演成長篇《維多利亞俱樂部》及《香港三部曲》，不僅為個人創作生涯締造高峰，其

以女性史觀、後殖民視角鋪演殖民歷史更為女性作家之創舉，其意義在文學史上絕對值得書

寫一番； 1987 年台灣政府宣佈解嚴之後，對文學創作的直接影響便是諸多議題的解禁，身在

台灣的李昂，九 0 年代後也以長篇小說《迷園》挑戰台灣歷史及禁忌的二二八等議題，不過

她並未以此為滿足，九 0 年代末的《北港香爐人人插》結合她所關注的政治與女性議題進行

發揮，這樣議題的結合，在台灣女性創作上，也極富開拓意義，惜因遭某女性政治家對號入

座而引發軒然大波，模糊了人們對小說內容的真正關注及給予較中肯的評價，而後沿著這樣

的題材誕生的《自傳の小說》，則因內容大量的情慾書寫，受到毀譽參半的評論，由此可知，

自九 0 年代開始，姊妹兩人便不約而同的以女作家史觀投入歷史議題的創作。九 0 年代下旬

的施叔青自香港返台，世紀末的《微醺彩妝》寫出台灣社會諸面向，從上流至庶民，自雅緻

到粗俗， 一出手便顯露她對社會敏銳的觀察力，而後更立志為原鄉台灣打鑄歷史，《台灣三

部曲》已完成三分之二，成為女性書寫大部頭歷史之第一人，抱負非凡；而二十一世紀的李

昂除了交出構思十年的《自傳の小說》外，《看得見的鬼》是以短篇形式書寫歷史題材，而在

歷史書寫中同樣流露其一貫的女性思維，而後《花間迷情》、《鴛鴦春膳》同樣有各種面向的

女性議題的探討。透過表格將兩人小說並置，不僅可呈現本論文的研究範圍，更可略知兩人

創作的主題脈絡。 

二、研究方法 

本論文主要是針對施叔青與李昂小說中的主題做比較，並進而挖掘其中的同異性及對話

關係，故其兩人小說文本的全面閱讀自為必須。在研究方法上，本文擬先使用歸納法，找尋

且歸納兩人在創作中共同關懷的主題，並於這些共同的主題下做更進一步的析論，全面探析

這些小說主題在她們文本中有著什麼樣的表現，又呈現何種差異。為使研究更為周延，本論

文在論述過程，即對兩人小說主題進行比較分析時，必須兼之「內緣研究」及「外緣研究」

兩部份，然在論述過程中，此兩部分並非各自孤立，而是雜揉並行，適時靈活的運用於其中。 

「內緣研究」著重在兩人小說文本的解讀，特別是在主題的呈現及所內蘊的意義上。而

筆者發現由於兩人女性的性別身分，使她們在小說中不論是處理何種題材，皆能發揮女性細

膩敏銳的感受，有著女性獨特的視角，有別於傳統男作家，若對兩人小說做歷時性的考察，

更能發現女性作家由壓抑至成長的蛻變軌跡，因此，在對她們的小說主題進行解讀時，將透

過女性主義的觀點觀察，期盼在女性主義理論的輔助下，能更精細地分析兩位傑出女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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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題的表現，並深窺隱藏於其中的意涵，探究它們究竟呈現了什麼樣的女性聲音。 

在小說文本的「內緣研究」上，西方理論的援用，對於論文的進行與文本的探析固然有

輔助的效果，然筆者論述解析的基礎仍在於對文本的貼近閱讀，筆者所期盼的是：理論的運

用能達到畫龍點睛的效果而非喧賓奪主。從文本的反覆閱讀提出自己的感受及論點將仍是本

論文論述的主軸。 

「外緣研究」方面，本論文所關注的焦點則是集中於施叔青及李昂的生命歷程、時代背

景、人生觀、文學觀、女性意識等方面對其文學創作的影響。施叔青與李昂雖為姊妹，擁有

相同的原生家庭，但其後不同的生命歷程及性格，形塑出她們不同的文學風貌，在探討她們

的小說主題時，此部分的探討分析有助於了解兩位作家在小說主題上何以看似有著共同的關

注，卻呈現各自獨立的個人風格。另外，更可以藉著這方面的探究析論，爬梳出她們在主題

的選擇上及其內蘊意涵背後的動機及目的。 

第三節 前人研究成果回顧 

    施叔青及李昂已在小說領域筆耕數十載，她們的文學成就在台灣文壇有目共睹，也因此，

兩人的小說創作歷來一直是研究者努力解讀的對象，也累積相當的研究成果，而這些豐碩的

成果，不僅為後來研究者建立了相當紮實的研究平台，也進一步印證了她們的小說創作內涵

的豐富性，是極具研究價值的。為方便討論，以下擬將施叔青與李昂的前人研究成果分開討

論，並分別羅列、檢討較重要的單篇論文及相關的學位論文，試圖由整理檢討前人研究的文

獻資料，爬梳近年來研究者對施叔青及李昂作品研究關注的面向及所採取的觀察視角，以作

為本論文撰寫參酌的基礎資料，冀能裨補罅漏，提出論點。 

一、施叔青 

（一） 單篇論文 

    施叔青的小說創作，隨著其生命經歷的嬗變，呈現多元並陳風格，且屢屢在小說史上締

造個人文學生命的高峰，有關施叔青小說的單篇散論為數不少，以下便作一簡略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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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施叔青早期作品，較重要的評論有白先勇〈約伯的末裔．序〉10，他指出施叔青的小

說就像是：「夢魘似患了精神分裂症的世界，像一些超現實主義的畫家（如達利）的畫一般，

有一種奇異、瘋狂、醜怪的美。在中國文學傳統中，唯一與這種作風相近的，似乎只有李賀

的詩：『南山何其悲，鬼雨灑空草』」、「死亡、性、瘋癲是施叔青小說中循環不息的主題。」11，

幾已成定論。另外，施淑〈論施叔青早期小說的禁錮與顛覆意識〉
12，則是首次從女性主義的

觀點審視施叔青早期的作品，她以克利絲特娃（Julia Kristeva）及依希嘉黑（Luce Irigaray）的

「女性言談」，來說明施叔青早期小說反映的正是「以變異來顛覆、瓦解象徵父權的理性思維

的女作家的看家本領。
13」另外，從女性主義經典《閣樓裡的瘋女人》中的理論，推論施叔青

早期小說中瘋狂的女性形象及萎縮的男性角色，是「對日薄西山的中原傳統父權文化深沉的、

漂亮的一擊。14」對施叔青早期小說的解讀至此有了全新的視野。 

    至於施叔青移居香港後創作的「香港故事」，較重要的評論有施淑〈嘆世界－《愫細怨》

代序〉
15
，此篇評論除總結了早期作品的藝術風格及創作上的優劣點外，也評其「香港故事」

中的幾篇，指出前四篇已發表的「香港故事」16人物和事件「都相當準確的掌握了這些歷史矛

盾的會聚點，即殖民加上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精神和現實17」，並以此展開論述。白先勇〈香

港傳奇－讀施叔青「香港的故事」〉18，點出施叔青到了香港，才找到一塊肥沃的創作耕耘地，

並繼承張愛玲以外來者的眼光寫下一系列的「傳奇」，施叔青抓住了香港人「嘆世界」的享樂

哲學，刻意描繪他們吃穿的精緻藝術，及曠男怨女的露水姻緣，深中施叔青「香港故事」的

創作精髓，也為後來評論者反覆引用。 

    而其入選〈二十世紀中文小說一百強〉的代表作《香港三部曲》的評析論述，則有廖炳

惠〈從蝴蝶到洋紫荊－管窺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一、二〉19，認為施叔青之所以選擇妓女

作為香港歷史與法官系譜為切入點，有其社會文化表徵系統，他引用西方理論牽引出《香港

三部曲》中妓女黃得雲的角色意義，並點出小說中人物姓名安排可能內蘊的意涵及巧思。李

                                                 
10 白先勇：〈約伯的末裔．序〉，收於施叔青：《約伯的末裔》，（台北：仙人掌，1969 年），頁 1－8。 
11 同上註，頁 4。 
12 施淑：〈論施叔青早期小說的禁錮與顛覆意識〉，收於施叔青：《施叔青集》，陳萬益編，（台北：前衛，1993

年），頁 271－287。 
13 同上註，頁 279。 
14 同上註，頁 285。 
15 施叔：〈嘆世界－《愫細怨》代序〉，收於施叔青：《愫細怨》，（台北：洪範，1984 年），頁 1－9。 
16 即《愫細怨》所收錄的「香港故事一～四」：〈愫細怨〉、〈窑變〉、〈票房〉、〈冤〉。 
17 施叔：〈嘆世界－《愫細怨》代序〉，收於施叔青：《愫細怨》，（台北：洪範，1984 年），頁 4。 
18 白先勇：〈香港傳奇－讀施叔青「香港的故事」〉，收於施叔青：《韭菜命的人》，（台北：洪範，1988 年），頁 1
－8。 
19 廖炳惠：〈從蝴蝶到洋紫荊－管窺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一、二〉，收於《女性與文學－女性主義文學國際

研討會論文集》：（香港：香港嶺南學院，1996 年），頁 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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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良的〈香港後殖民論述－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20、〈「我的香港」－施叔青的香港殖民

史〉
21，這兩篇論文，前者是於學術研討會發表，後者則是經過整理後收於專書中，故文字上

雖有小異動，但仍有多處重疊，而這兩篇論文最重要的論點是提出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

是一種後殖民的顛覆書寫，他指出施叔青挪用了殖民論述的二元對立大架構，卻在書寫縫隙

中將這種結構顛覆、質疑，質疑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對立性及各自的穩定性。而在陳芳明的

〈挑戰大敘述－後戒嚴時期的女性文學與國家認同〉22認為《香港三部曲》是挑戰殖民大敘

述，在一般的殖民二元論述之外，施叔青有更進一步的企圖－「揭發西方男性與東方男性在

主宰女性命運時，並不是互相對立，而是有著共謀的性格」23。從這樣的觀點出發，便不會

意外黃得雲在見棄於史密斯後，再遇到屈亞炳也並未改變受辱的命運，而曾被殖民的香港社

會回歸中國後，也不必然就能得到翻身的機會，殖民地雖然不盡然等同於女性，然而在男性

權力更迭的過程中，都同樣不會給予解放的機會。《香港三部曲》用女性史與殖民史的平行敘

述，揭露了所有男性權力的虛偽。這樣的論述，較諸一般的後殖民論述更多了女性主義思考

的細緻，論者雖為男性，卻將女性小說家施叔青所欲透視拆解的男性權力的虛假面具看得極

為透徹，頗能發人深省。 

    告別了十六年的香江生活，施叔青重回闊別已久的台灣，《微醺彩妝》是其回台的第一部

長篇小說。世紀末台灣的種種異象，給了施叔青全新的感受及創作的靈感，於是她選擇以紅

酒風潮為切片，觀察其中各式各樣的消費型態，及背後糾纏牽扯的社會文化意義。而從這則

酒國神話，我們究竟看到了什麼樣的台灣？王德威在《微醺彩妝》序論評論文章〈異象與異

化，異性與異史－論施叔青的小說〉24中「碎碎吧，一切的一切」一節對這部小說的人物處

理及內含的文化殖民批判有一番見解，點出「『香港三部曲』中繁複的殖民主義辯證，在《微》

書中以酒的隱喻持續推展開來」25，而在一切的批判辯證之外，施叔青真正關心的，或許是

台灣文化及歷史將何去何從。廖炳惠〈葡萄美酒「頁」光悲〉26，相當精要的點出這部小說

「洞察了跨國及本地文化經濟與大眾媒體、白道官商勾結過程中所呈現的淺薄、空洞、病態

面向」27，而施叔青正是以「病理學」的角度，揭發了台灣流行文化的精神病症候群，這篇

                                                 
20 李小良：〈香港後殖民論述－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收於《女性與文學－女性主義文學國際研討會論文集》：

（香港：香港嶺南學院，1996 年），頁 31－39。 
21 李小良：〈「我的香港」－施叔青的香港殖民史〉，收於施叔青：《微醺彩妝》，（台北：麥田，1999 年），頁 229
－323。 
22 陳芳明：〈挑戰大敘述－後戒嚴時期的女性文學與國家認同〉，收於陳芳明：《後殖民台灣》，（台北：麥田，2002
年），頁 131－150。 
23 同上註，頁 144。 
24 王德威：〈異象與異化，異性與異史－論施叔青的小說〉，收於施叔青：《微醺彩妝》，（台北：麥田，1999 年），

頁 7－43。 
25 同上註，頁 38。 
26 廖炳惠：〈葡萄美酒「頁」光悲〉，《聯合文學》第十六卷第六期，頁 115－117。 
27 同上註，頁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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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說的誕生也揭示她從怪誕、鬼魅的文類，邁向病理的社會寫實，這些說法都極具參考價值。

劉亮雅的〈後現代，還是後殖民？－《微醺彩妝》中的景觀、歷史書寫及跨國與本土的辨證〉

28，則提出這部小說表面上描繪後現代的台灣，商品、影像和資本都在全球化的流動中，但

底蘊卻是具有後殖民視野的歷史書寫。論者花了相當的篇幅探索書中後現代與後殖民間的角

力，而透過辯證過程，也讓讀者更深入窺見隱含於書中的後現代景觀與後殖民的歷史書寫。 

    進入二十一世紀，施叔青繼以三部曲為香港立傳後，再度自我挑戰，進行《台灣三部曲》

的書寫工程，企圖以其小說筆法勾勒台灣數百年的身世歷史，已發表的首部曲《行過洛津》，

南方朔從「遷移」的課題看小說內涵，並指稱施叔青是全台灣作家裡唯一有條件和能力去碰

觸這個問題的作者
29，陳芳明則點出這部小說「極其傳神地點出台灣歷史是如何有計畫的被陰

性化」
30，將台灣喪失主體性的歷史，都投射到優伶歌伎的命運之上，並且極精準的指出施叔

青「不同於男性史家構築大歷史的思維模式」，從小人物、庶民史著手，庶民的生活、記憶、

情慾反而更讓我們看見了歷史的「真實」，這些觀點為我們揭示了閱讀這部小說一些重要的策

略。邱貴芬則認為這部小說最大的特色在於：作者以說書人的姿態召喚已被遺忘的歷史記憶，

而全書最出色處不在任一人物，而是隨意出沒洛津任一角落，對傳說典故瞭若指掌的說書者，

她更肯定此部小說開創了台灣現有歷史小說的格局31。 

（二） 學位論文 

1 以施叔青作品為獨立研究的學位論文 

（1）施叔青小說研究 （梁金群著 逢甲中文所碩論 1998） 

    此為第一部以施叔青為獨立研究對象的學位論文，對於施叔青的小說創作足跡及各項研

究資料，作了相當完整的搜羅，提供後來研究者豐富且具系統的參考資料，是其最大的成就。

在論述方面，作者以施叔青全部的小說文本依其創作主張、創作主題、藝術形式等面向進行

全面性的探討，使讀者能充分掌握施叔青小說的全貌，最後，作者更進一步論證施叔青在台

灣文學史上的地位。此部論文的寫作態度相當嚴謹，創作期間即與施叔青保持書信往來，於

                                                 
28 劉亮雅：〈後現代，還是後殖民？－《微醺彩妝》中的景觀、歷史書寫及跨國與本土的辨證〉。收於劉亮雅：《後

現代與後殖民：解嚴以來台灣小說專論》，（台北：麥田，2006 年），頁 125－160。 
29 「遷移這個重大的課題儘管一直在人們的懸念中，但卻無人敢於踩出那先發的第一步。而我們不懷疑，施叔

青幾乎是全台灣作家裡唯一有條件和能力去碰觸這個問題的作者。」見南方朔：〈走出遷移文學的第一步〉，收

入施叔青：《行過洛津》，（台北：時報文化，2003 年），頁 8。 
30 見陳芳明：〈情慾優伶與歷史幽靈〉，收入施叔青：《行過洛津》，（台北：時報文化，2003 年），頁 15。 
31 見邱貴芬：〈召喚另類生活想像：評施叔青《行過洛津》〉，《中國時報》（開卷版），2004 年，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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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問處更親自去信詢問本人32，這種嚴肅創作的態度令人敬佩，也為後來研究者之模範。 

（2）施叔青小說研究 （魏文瑜著 政大中文所碩論 1998） 

    第二部以施叔青小說為獨立研究對象的學位論文，是同年七月發表的碩士論文，而此部

論文與前一部不同之處在於論述方式，此部作者是以施叔青的小說創作分期為基礎進行解

析，可使讀者以歷時性的方式觀察施叔青於各階段的主要風格，以了解其創作主題與風格之

變化，唯於小說文本的解析上較偏重於主題內容方面，於寫作技巧及藝術風格上著墨較少，

是可以再補強的地方。 

（3）兩性角色與殖民論述─「香港三部曲」研究 （辛延彥著 南華中文所碩論 2002） 

    此部論文的論述範圍為《香港三部曲》，並以「兩性角色與殖民論述」為題，不過論文一

直要到第五章及第六章才對此兩個議題有較深入的探析，在結構的安排上，可能有需要再調

整的空間，當有主從之別，否則就是題目上可能要作調整。 

（4）施叔青小說中香港故事研究 （廖苙妘著 南華中文所碩論 2004） 

    此論文的研究焦點則是集中於施叔青小說中的「香港故事」，論述內容包含施叔青的創作

淵源與社會分期，另以西方的文學理論如：精神分析學、存在主義、女性主義、後殖民主義

等，分析施叔青的小說文本，接著敘述其筆下的香港故事群像，並頗析其香港故事之藝術形

式，最後於結論部份以簡潔的文字論述出施叔青於台灣文學史及香港文學史的地位。 

2 論文內容討論包含施叔青的學位論文： 

（1）論「現代文學」女性小說家－－從一個女性經驗的觀點出發 （江寶釵著 台師大國文所

博論 1994） 

    此論文是探討現代主義時期的六位女性作家：於梨華、叢甦、陳若曦、歐陽子、施叔青、

李昂，作者主要是以女性經驗的視角出發，對於深受現代主義影響，且擁有現代主義風格的

六位女作家作品提出分析立論，而其立論的切入點，除以女性經驗為中心外，也往往輔以現

代主義文學經常出現的母題，如「異鄉人、烏托邦」，及對（女性）自我世界的不斷反思、挖

掘、追尋……等。而關於施叔青的論述部分，作者主要是集中於第六章第二節「性壓抑及其

                                                 
32 關於施叔青小說中的批判意識與女性主義有若干契合之處，及於香港時期作品深具後殖民時代感等研究論

點，皆為施叔青本人親自於信中向作者披露。見梁金群：《施叔青小說研究》，（台北：逢甲大學中文所碩論，1998
年），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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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滿」，作者分述施叔青性壓抑的表現形式，性壓抑的不滿及其追求，最後再就其女性書寫加

以評析。作者指出施叔青是有計畫的討論性壓抑的問題，而其對父權文化及女體，則是呈現

一種又愛又憎的態度；而其婚姻故事及香港故事，則表現了對性壓抑的不滿及其追求，在這

些故事裡，施則運用了張愛玲冷眼看世情的角度去摩刻；在女性書寫上，作者則認為施叔青

早期的小說在情節及敘事聲音的不穩定上，體現了她所感受到的父權壓力，一直要到香港故

事，作者才找到了穩定的敘述聲音。對於施叔青小說的析論與批判，作者都能緊扣女性、現

代主義精神來提出自己的論點，作出恰當而足使人信服的論述，足資後來研究者參考。 

（2）戰後台灣女性成長小說研究－－從反共文學到鄉土文學 （鄭雅文著 中央中文所碩論 

2000） 

    此論文在第三章第三節中的一小片段「鄉俗世界的現代詮釋－－陳若曦與施叔青的地域

創造」中，主要論述的是施叔青早期現代主義風格的作品，且主要集中於〈壁虎〉、〈瓷觀音〉、

〈那些不毛的日子〉等作，作者指出，這些作品「構築的是女性荒原中的死亡、性、瘋癲的

循環」，然文中大部分的論點，皆早為其他研究者所指出，作者所作多為整理歸納工作，且論

述過程中，對施叔青的小說何以被作者定義為「女性成長小說」的處理，需要有更細膩周延

的論述。 

（3）張愛玲的文學投影──臺、港、滬三地張派小說研究（莊宜文著 東吳大學中文所博論 

2001） 

    此論文主要分析臺、港、滬三地深受張愛玲影響的小說家，在其小說中對張愛玲的承接

與歧異之處，其中第五章的「香港傳奇」中之第二節「施叔青的豔異怪誕」裡，探討了施叔

青與張愛玲的異同。作者提出在香港的觀察視野上，施與張最相似之處，便是身分，由於她

們特殊的經歷，造成她們以外地人眼光看香港的特殊角度。而再近一步比較施與張時，作者

分為「影響與落差」、「香江迷情」、「香港三部曲」三部分討論，在比較的過程當中，作者對

施叔青多所批判，如在人物刻劃方面，作者認為施的「香港三部曲」：「不僅受理念主導，人

物亦往往流於鮮明的對比或簡單的翻轉關係，不同於張愛玲多層次的參差掩映，較顯刻板平

面。
33」而在殖民文化的描寫上，作者亦認為：「張小說戳破外國人心目中的中國假象並加以

諷刺，但是施『三部曲』充斥風水房中術、求籤迷信等神秘墮落文化，時而落入東方主義的

再現。34」在香港傳奇裡，作者認為施：「缺乏張的冷嘲熱諷，…，對那個聲色犬馬、驕奢淫

                                                 
33 見莊宜文：《張愛玲的文學投影──臺、港、滬三地張派小說研究》，（台北：東吳大學中文所博論，2001 年），

頁 219。 
34 見《張愛玲的文學投影──臺、港、滬三地張派小說研究》：同上註，頁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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逸的環境既厭惡又欣賞，對這群未能擺脫依賴惰性的女性既藐視又同情，在搖擺不定、前後

矛盾的態度中，施叔青發揮了『不徹底』的哲學。
35」作者一連串的否定批判，不盡然客觀，

因為本論文是以張愛玲為主體出發，並以之為典範標準來檢視，然施叔青有其與張愛玲不同

的成長背景，思想觀念，故而於文學表現必與張有所出入，而這些出入的評價，果真如作者

所斷定的如此負面嗎？筆者倒是未能茍同，如作者認為施「充斥風水房中術、求籤迷信等神

秘墮落文化，時而落入東方主義的再現」，筆者以為那是施叔青原鄉鹿港古老神秘的氛圍對她

的影響，且正為其文學風格一項極引人矚目的特色；而作者批施對人物環境的刻劃發揮了「不

徹底」哲學，但筆者以為張的慣於冷嘲熱諷，與其性格有極大的關係，而施的立場搖擺，未

能堅持張的善諷，也來自於其性格的溫厚，及宗教薰陶下對人各種行為的體諒包容，故而，

這些問題便有了見仁見智的看法，作者如此下定論，恐未見周延。 

二、李昂 

（一）單篇論文與專輯 

    李昂向來是位備受矚目與爭議的作家，對於其小說創作，一直都是毀譽參半，這是因為

李昂總是大膽的在小說裡處理許多社會上視為禁忌的問題，因而作品一問世總吸引無數文學

評論家的眼光，因此，關於李昂的單篇評論多不勝數，甚至數度有報紙期刊為其作品製作專

題，開放討論，便可窺知其作品是如何受到文學評論者的高度關注了，以下便分類對關於李

昂的討論作一簡要的介紹： 

1 報紙期刊的專題討論： 

1975 年 5 月《文藝月刊》第 71 期「大家談－－關於李昂的『成人作品』」中，共有六篇

文章，由於當時仍為保守的七 0 年代初，因之，李昂對於性愛描寫稍露骨的〈昨夜〉、〈莫春〉，

便因違反道德之由成了眾矢之的，甚至連作者的思想純正問題也備受質疑，而在當時批評者

的道德大櫫之下，李昂小說中所欲挖掘的社會、性別問題，及其小說的藝術技巧，卻也泯然

未見，純就文學批評的角度來看是非常可惜的。 

就在李昂以〈殺夫〉獲《聯合報》中篇小說獎的同年，因該文引發廣大爭議，故而在 1983

年 11 月《文壇》281 期中，即出現六篇論述李昂的小說的評論文章36。然這些文章，關注的焦

                                                 
35 見《張愛玲的文學投影──臺、港、滬三地張派小說研究》：同上註，頁 224。 
36 藍衫：「且說《殺夫》得獎」、羅行：〈為聯合報嘆口氣〉、譚秉林：〈白先勇與《殺夫》〉、林野：〈雖不是好作

品，但夠膽量！〉、尤松：〈《殺夫》有其淒美的一面〉、梁曦：〈我看《殺夫》〉等六篇。《文壇》第 281 期，（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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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仍舊圍繞於小說中的「性」，及弒夫之有違五倫道德，充滿男性霸權思考。而 1984 年 5 月

《文學界》第 10 期「李昂專輯」，是李昂作品討論會的文字紀錄，參與討論者有：葉石濤、

康原、吳錦發等人，他們較能回歸文學角度，就李昂作品所揭示的精神作批評。 

1997 年因李昂出版的《北港香爐人人插》，因有心人自動對號入座，一時鬧得沸沸揚揚，

李昂因而受到許多的攻擊批評，也因為這場風波，《中國時報》於 8 月 18—23 日，特闢專欄

「性．書寫與政治－－反思香爐事件系列」，討論這篇備受爭議的小說作品。而參與討論的評

論者有：平路、南方朔、胡淑雯、楊照等人
37。 

1999 年 7 月的《中外文學》第 28 卷第 2 期，則是特闢「《迷園》研究檔案」，而此專輯原

是廖朝陽教授於八十六年度第二學期在台大外文所開設課程的研究成果，內容上對《迷園》

除有論文分析外
38，更有研究者間的學術討論及對話的紀錄，且討論的面相極廣，是研究《迷

園》頗可參考的資料。 

2 單篇論文 

    李昂早期的作品較重要的評論有施淑的〈鹽屋〉（文字迷宮）39，「鹽屋」是李昂短篇小說

〈長跑者〉中的一個意象，是小說裡主角被囚禁過中最使他難過和恐懼的處所，而這樣的一

個地方，施淑認為可以做為李昂這一階段小說世界的象徵40。而這篇評論針對《花季》的各種

文學表現作評論時，比較特別的是加入許多李昂當時創作的心理分析做背景，如聯考壓力、

青春期的騷動等，因此更能精準的對文本透露的訊息做解碼，也使這篇評論成為理解李昂早

期現代主義風格作品的重要資料。 

    而 1983 年吳錦發發表的〈略論李昂小說中的性反抗－－「愛情試驗」的探討〉41，是第

一篇探討李昂早期小說的主題意識的評論，他不但提出李昂對現階段台灣女性情與慾面臨的

                                                                                                                                                                  
年 11 月），頁 105—125。 
37 有平路：〈虛假的陽具？真實的刑台？〉（8 月 18）、南方朔：〈作家的墮落與超越（上）（下）〉（8 月 18、19）、

胡淑雯：〈誰怕香爐吃香火（上）（下）〉（8 月 20、21）、楊照：〈英雄主義與寫實主義的陷阱－小論李昂〉（8 月

23），見《中國時報》，1997 年，8 月 18－23。 
38 有廖朝陽：〈交換與變通：讀李昂的《迷園》〉、徐曉珮：〈人類補完計畫〉、李鴻瓊：〈為死亡所籠罩的主體：

論《迷園》中的語言、歷史與性〉、王清瑩：〈從迷夢中醒來，再由清醒中入夢：《迷園》中瀕臨消失的台灣女性

主體〉、邵毓娟：〈李昂的台灣史詩：《迷園》中情慾 / 民族的寓言〉。 
39 施淑：〈鹽屋〉，收於李昂：《花季》，（台北：洪範，1985 年），頁 5－18。後此篇更名為〈文字迷宮〉，收於李

昂：《李昂集》，（台北：前衛，1992 年），頁 265－279。也收於李昂：《北港香爐人人插》，（台北：麥田，1997
年），頁 221－234。 
40 「這樣的一所鹽屋，這樣的一種囚禁，可以做為李昂這一階段小說世界的象徵。」見施淑：〈鹽屋〉，收於李

昂：《花季》，（台北：洪範，1985 年），頁 18。 
41吳錦發：〈略論李昂小說中的性反抗－－「愛情試驗」的探討〉，《自立晚報》副刊，1983 年 7 月 12、13 日。

後收於李昂：《愛情試驗》，（台北：洪範，1984 年）。也收於李昂：《李昂集》，（台北：前衛，1992 年），頁 281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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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題有深刻的認知，更說明她的性描寫是一種社會反抗的象徵。此篇在論述上不但極具條理，

且能洞視李昂小說中性主題的內在意涵，為當時飽受攻訐的她，做了較客觀平反。 

    而李昂備受爭議的中篇小說〈殺夫〉，雖有大報小說獎的肯定，然問世後卻也引起不少撻

伐
42，不過仍有古添洪〈讀李昂〈殺夫〉－詭譎、對等與婦女問題〉43一文，從詭譎美學、對

等的結構安排、婦女問題的角度來解析此篇小說，他指出，小說一再強調「飢餓」的問題，

是暗示經濟獨立是婦女獨立的先決條件，而〈殺夫〉對傳統社會裡的婦女問題，有「震撼性」

的演出
44。此評論對這篇小說的寫作技巧及主題意涵方面都能概括評論，且有獨到見解。而呂

正惠則是質疑此篇小說的現實意義，認為這是非常主觀的幻想故事45，這樣的評論有男性中心

享受既得利益卻渾然不覺、昧於自省之疑，不過他也肯定李昂對社會「性混亂現象」有客觀

的了解。另外，阮若缺的〈中式「殺夫」，法式詮釋〉
46一文，則從此部小說的法文譯者貝洛

認為此書造成轟動的原因談起，並加入自己的見解。陳玉玲則是從「陰性書寫」的角度評〈殺

夫〉47
，認為李昂的〈殺夫〉，在情節安排及主要意象上，都圍繞著女性身體受到物化及父權

制的壓迫，可視為陰性書寫的典範48。此外，從女性主義觀點出發評論〈殺夫〉的，尚有陳雅

湞的〈牽娘的手入繡廳，別人言語不可聽－李昂《殺夫》中的性虐待、性歡愉與性壓抑〉49，

該文是以女性主義理論家依希嘉黑（Luce  Irigaray）之論做為〈殺夫〉女性心理分析的基礎，

因為這部小說所表現的父權傳統不許、不聽女性陳述自身性經驗的真實感受正吻合依希嘉黑

（Luce  Irigaray）指控男性傳統分析誤讀女性身體經驗，故就此展開論述，提供〈殺夫〉另

一種女性主義面向的思考與解讀。至於李昂的另一中篇小說《暗夜》，較重要的有奚密〈黑暗

之形－談暗夜中的象徵〉50，論述此部小說中的黑暗象徵，並以中國五行觀念解析《暗夜》中

五位人物相生相剋的關係，視角頗具特色。 

                                                 
42 如在上文提及於 1983 年 11 月《文壇》281 期中的專題討論，出現六篇論述李昂的小說的評論文章，多是以

道德為由攻擊作者。參見註 14。 
43 古添洪：〈讀李昂〈殺夫〉－詭譎、對等與婦女問題〉，《中外文學》第 14 卷第 10 期，（1986 年 3 月），也收

於李昂：《北港香爐人人插》，（台北：麥田，1997 年），頁 235－247。 
44 見古添洪：〈讀李昂〈殺夫〉－詭譎、對等與婦女問題〉，收於李昂：《北港香爐人人插》，（台北：麥田，1997
年），頁 242、246。 
45 見呂正惠：〈性與現代社會－李昂小說中的「性」主題〉，收於呂正惠：《小說與社會》，（台北：聯經，1992
年），頁 164。 
46 阮若缺：〈中式「殺夫」，法式詮釋〉，收於淡江大學中文系主編：《中國女性書寫－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台北：台灣書局，1999 年），頁 401－408。 
47 見陳玉玲：〈李昂〈殺夫〉的陰性書寫〉，收於陳玉玲：《台灣文學的國度：女性、本土、反殖民論述》，（台北：

博揚文化，2000 年），頁 41－54。 
48 同上註，頁 42。 
49 陳雅湞：〈牽娘的手入繡廳，別人言語不可聽－李昂《殺夫》中的性虐待、性歡愉與性壓抑〉，《當代》第 187
期，（2003 年 3 月），頁 112－139。 
50 奚密：〈黑暗之形－談暗夜中的象徵〉，《中外文學》第 15 卷第 9 期，（1987 年 2 月），頁 130－148。後收於李

昂：《北港香爐人人插》，（台北：麥田，1997 年），頁 249－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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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其長篇《迷園》，在文壇上也掀起一些波瀾，呂正惠發表〈《迷園》的兩性關係與台灣

企業主的真貌〉
51，指出此部小說有「意識形態」上的錯誤，存心要以浪漫傳奇的方式努力美

化台灣新興社會的一切，表現一種與台灣的惡質清向妥協的精神52。李昂立刻於下一期雜誌提

出反駁文章〈作家不是白癡－答呂正惠評《迷園》〉53，提醒評論家不要為所欲為的「宰制」

作品。另外一場筆戰則是出現在《當代》雜誌，先有金恆杰的〈黃金新貴族－包裝與商品之

間，再評《迷園》〉
54，指出幾處小說中人物背景安排失當，導致人物密度不夠，且為了包裝

朱影紅的「性」和「金錢」世界，還用上了政治訴求。李昂隨即回以〈金教授，你錯了－回

金恆杰教授談《迷園》〉
55，列舉需多資料印證自己小說並無人物背景安排上的錯誤，並請對

方少掉一些男性中心心態，消除對女性問題的根本偏見，言詞相當犀利，因此使金恆杰再寫

〈有關李昂女士回響的幾點說明〉56駁斥，同期尚有程風〈我想拔錯了－說《迷園》中的花木〉

57一文，質疑《迷園》中所提某些樹木是否為台灣本土種等問題，李昂也一並於下一期雜誌的

〈說明的說明－兼答〈迷園中的花木〉〉
58一文中澄清並交代自己的思路，筆戰至此，稍告一

段落，是非公道自存讀者一心，不過在一來一往的論戰過程，我們也可看見李昂創作時之用

心，許多人物的背景資料，凡事不甚熟悉的時代或題材，李昂必先完整搜羅資料，飽閱群書，

先做足準備工作方才下筆，由此也可見其嚴肅的創作態度。 

    除上述論戰外，彭小妍的〈女作家的情慾書寫與政治論述－解讀《迷園》〉59，點出必須

注意女作家的情慾書寫大多有政經、社會意涵，若不正視此議題，則小覷了女作家反映動盪

時代的胸懷60，所言甚是，然她把朱影紅和林西庚的情慾關係解讀為「殖民關係」，則還有待

商榷之處。另外，林芳玫的〈《迷園》解析－性別認同與國族認同的弔詭〉61，提出《迷園》

所呈現的是各種二元對立的顛覆與融解，這些對比被作者巧妙揉合後，呈現性與政治相互融

化後的弔詭現象，女性與台灣歷史皆具有多重面向。廖咸浩〈「只可」哥哥，「害得」弟弟－

《迷園》與〈第凡內早餐〉對身份「國族（主義）化」的商榷〉62，則從女性與國族認同的角

                                                 
51 呂正惠：〈《迷園》的兩性關係與台灣企業主的真貌〉，《聯合文學》第 7 卷第 11 期，（1991 年 9 月），頁 161
－165。 
52 見〈《迷園》的兩性關係與台灣企業主的真貌〉：同上註，頁 165。 
53 李昂：〈作家不是白癡－答呂正惠評《迷園》〉，《聯合文學》第 7 卷第 12 期，（1991 年 10 月），頁 194－197。 
54 金恆杰：〈黃金新貴族－包裝與商品之間，再評《迷園》〉，《當代》第 71 期，（1992 年 3 月 1 日），頁 130－147。 
55 李昂：〈金教授，你錯了－回金恆杰教授談《迷園》〉，《當代》第 72 期，（1992 年 4 月 1 日），頁 144－149。 
56 金恆杰：〈有關李昂女士回響的幾點說明〉，《當代》第 73 期，（1992 年 5 月 1 日），頁 132－138。 
57 程風：〈我想拔錯了－說《迷園》中的花木〉，《當代》第 73 期，（1992 年 5 月 1 日），頁 139－141。 
58 李昂：〈說明的說明－兼答〈迷園中的花木〉〉，《當代》第 74 期，（1992 年 6 月 1 日），頁 144－149。 
59 彭小妍：〈女作家的情慾書寫與政治論述－解讀《迷園》〉，《中外文學》，第 24 卷第 5 期，（1995 年 10 月），

頁 72－92。後收入李昂：《北港香爐人人插》，（台北：麥田，1997 年），頁 273－299。 
60 見李昂：《北港香爐人人插》，（台北：麥田，1997 年），頁 273。 
61 林芳玫：〈《迷園》解析－性別認同與國族認同的弔詭〉，收於梅家玲編：《性別論述與台灣小說》，（台北：麥

田，2000 年），頁 145－172。 
62 廖咸浩：〈「只可」哥哥，「害得」弟弟－《迷園》與〈第凡內早餐〉對身份「國族（主義）化」的商榷〉，收

於周英雄、劉紀蕙編：《書寫台灣：文學史、後殖民與後現代》，（台北：麥田，2000 年），頁 317－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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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評析釐清《迷園》的種種問題，並進一步提到菡園（台灣的象徵），未必要透過民族國家的

形式爭取，正如李昂對台灣雖有強烈的情感，但未必一定要擁抱現有的男性布爾喬亞主宰的

民族國家體制，也是一種新的見解。 

    而李昂在世紀將末又一引起軒然大波的作品《北港香爐人人插》，在報章媒體上嘩然一時

63，討論該書的尚有李仕芬〈「北港香爐人人插」的嘲弄與顛覆〉64，提出男性的政治世界，在

女性目光的操弄下，就如同豬大腸的黏軟無力，而李昂正是用耳語八卦成功的顛覆了男性政

治。廖朝陽的〈歷史、交換、對向聲－閱讀李昂的《迷園》與《北港香爐人人插》〉
65，指出

《迷園》與《北港香爐人人插》的共同關懷是交換與虛耗，而作者評論此二部小說的角度則

是拉康派心理分析對「分割驅力」的闡述，特別突顯的是對視點與對向聲，以此來說明李昂

小說的現實性與批判性，由於此篇評論大量運用西方心理分析學派的理論觀念與專有名詞，

因此閱讀起來頗為艱澀。而陳芳明的〈挑戰大敘述－後戒嚴時期的女性文學與國家認同〉
66中，

將《北港香爐人人插》視為是「挑戰台灣大敘述」，他指出：李昂藉由此部小說質疑的是，在

戒嚴時期的文化支配是以中國／男性主宰台灣／女性的形式進行，而後戒嚴時期，台灣逐步

走向開放時，女性的身份也能得到翻轉嗎？於此將這部小說的精髓提綱挈領的點出，可謂鞭

辟入裡，而他也進一步點出：這部小說中〈空白的靈堂〉一文的缺點在於缺乏明顯的歷史意

識67，可為參考。 

    李昂耗費十年心力完成的《自傳の小說》，寫女性台籍共黨黨員謝雪紅一生，此部小說的

序中，李昂自述其寫作動機：「我一直想找尋一種有別於過去編年史、事件陳述方式的政治小

說創作，並試圖探討女性與權力、政治的書寫關係。68」周旋於權力政治中心，肉體心靈不斷

遷移放逐的女性謝雪紅，成了李昂探討女性與權力、政治書寫的樣本。在單篇論文方面，楊

翠〈「妖精」的自傳，「女人」的小說－－論李昂《自傳の小說》中的記憶性文本〉69，將探討

焦點置於性與權力上，指出李昂依循國民黨所建構的「妖姬謝雪紅」圖像，透過逆寫方式解

構威權敘述，不過作者企圖並未完全達到，因為小說中謝雪紅只剩肉身，靈魂仍是漂泊的，

                                                 
63 參見上文《中國時報》於 8 月 18—23 日，特闢專欄「性．書寫與政治－－反思香爐事件系列」。 
64 李仕芬：〈「北港香爐人人插」的嘲弄與顛覆〉，《中國文化月刊》第 221 卷，（1998 年 8 月），頁 74－78。 
65 廖朝陽：〈歷史、交換、對向聲－閱讀李昂的《迷園》與北港香爐人人插〉，收於周英雄、劉紀蕙編：《書寫台

灣：文學史、後殖民與後現代》，（台北：麥田，2000 年），頁 287－315。 
66 陳芳明：〈挑戰大敘述－後戒嚴時期的女性文學與國家認同〉，收於陳芳明：《後殖民台灣》，（台北：麥田，2002
年），頁 131－150。 
67 「在某種思考上，這篇小說（〈空白的靈堂〉）與平路的《行道天涯》有異曲同工之處。兩者最大的差異，在

於平路較側重於中國歷史的書寫，並專注於男性大歷史的顛覆；而李昂則刻意揭露台灣民主運動男性權力四處

流溢的事實，比較缺乏明顯的歷史意識。」見陳芳明：〈挑戰大敘述－後戒嚴時期的女性文學與國家認同〉，同

上註，頁 143。 
68 見李昂：《自傳の小說》，（台北：皇冠，2000 年），頁 8。 
69 見楊翠：〈「妖精」的自傳，「女人」的小說－－論李昂《自傳の小說》中的記憶性文本〉，《興大人文學報》第

32 卷，（2002 年 6 月），頁 247－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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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楊翠也提到此部小說裡三伯父的「女性論」正是李昂所要批判的父權文化，而謝雪紅

體現的正是父權文化中女性如何自我妖魔化、客體化的歷程，而謝雪紅的經歷也與敘事者：

「我」的記憶生命相互疊合。呂正惠則是指出李昂有意識的以自我去書寫歷史存在過的謝雪

紅：「與其說她在寫謝雪紅，不如說她藉謝雪紅之口來『說』她所想望的那種女性自我。
70」 

    綜論李昂作品的則有王德威〈性，醜聞，與美學政治－李昂的情慾小說〉71，相當廣泛的

討論了早期以至《北港香爐人人插》等多部重要作品，在犀利的言詞評析之下，不乏頗有見

地的觀點。另外，張雪媃的〈李昂小說的政治性－從〈人間世〉到《自傳の小說》〉72，提出

李昂早年以「性」對抗戒嚴體制壓迫的鬱悶，後來是寫女性生活的空洞無血色，進入解嚴後

的八 0 年代後期，表現的是對「台灣」的無盡愛戀，而李昂唯一真情愛戀的不是「人」，而是

台灣這片土地，因此，李昂小說裡的「性世界」中是無「愛」的成分的，作者的論點頗能發

前人之所無，值得參考。 

（二）學位論文 

1 以李昂作品為獨立研究的學位論文 

（1）性．女性．人性－李昂小說研究 （洪珊慧著 清大中文所碩論 1998） 

    此論文是以李昂為獨立研究對象之第一本學位論文，對於李昂較完整的資料整理及收

集、李昂作品的研究意義上，具有開創之功。作者以「性．女性．人性」為題，是著眼於李

昂的女性角色，探討李昂以女性立場揭露各種性問題，並於此中觸及的人性問題之深層意義。

論文內容針對李昂的創作歷程一路追尋（〈花季〉至《北港香爐人人插》），縱時性的探討，能

較完整呈現作家創作歷程中的成長與嬗變，但作者既題為「性．女性．人性」，則應就文本中

此三者重疊牽扯的關係加以爬梳討論，然卻未見作者於此深入論述，是較美中不足之處，建

議可於每個階段末獨立一小節，或另立一章探討，會較為切題。 

（2）從鹿港到北港：解嚴前後李昂小說研究(1983-1997) （顏利真著 靜宜中文所碩論 2000） 

    此為以李昂為獨立研究對象之第二本學位論文，作者將研究範疇及重點置於《殺夫》

（1983：顛覆傳統的父權體制）、《暗夜》（1985：資本主義社會下的女性）、《迷園》（1991：台

                                                 
70 見呂正惠：〈隱藏於歷史與鄉土中的自我－－談李昂《自傳の小說》與朱天心的《古都》〉，《台灣文學學報》

第 2 期，（2001 年），頁 179－189。 
71 見王德威：〈性，醜聞，與美學政治－李昂的情慾小說〉，收於李昂：《北港香爐人人插》，（台北：麥田，1997
年），頁 9－42。 
72 見張雪媃：〈李昂小說的政治性－從〈人間世〉到《自傳の小說》〉，《當代》第 202 期，（2004 年 6 月 1 日），

頁 90－107。 



 23

灣歷史脈絡下的女性）、《北港香爐人人插》（1997：民主運動發展下的女性）上，而此四部小

說創作時間恰好跨越了政治上的解嚴，可使讀者窺得李昂小說解嚴前後的題材風格之轉變。

而藉由這幾部小說的研究探討，作者提出了：李昂的創作始終是緊扣在對父權的批判之主題

上的結論，並說明李昂在台灣文學史上，扮演的正是一個「殺夫」的角色，她的作品也成為

解構父權體制最有力的依據，頗能切中李昂小說之精髓。 

（3）李昂小說中女性意識之研究 （黃絢親著 彰師大國文所碩論 2003） 

    此論文著重於李昂小說中關於女性意識此一主題的探討。作者歸納出李昂小說是藉由反

抗父權、自我解放、自我成長來展現其女性意識，至於其女性意識的書寫策略，李昂則是以

去勢模擬、負面書寫及獨立女性的正面書寫來進行。此部論文的研究目的之ㄧ，是欲尋找一

個貫串李昂小說性別議題的中心思想，而經其比較歸納，提出「貫穿李昂所有文本的中心思

想便是『存在主義女性主義』所強調的女性意識
73」之結論。對於作者的思考角度－－女性意

識是李昂小說中強烈展現的，筆者極為認同，但對於作者所提出以「存在主義女性主義」作

為貫穿李昂所有文本的中心思想的論點，筆者就不禁要持較保留的態度，因為筆者認為李昂

小說中所展現的女性意識與許多流派的女性主義論者皆有相當程度的契合，如探討階級壓迫

與抗爭的馬克思主義女性主義、…，皆可在李昂小說文本找到其精神相通之處，筆者並不否

認李昂的小說文本或許與「存在主義女性主義」也有某種程度的相似，但若貿然以此斷為是

「貫穿李昂所有文本的中心思想」，則在論述上就顯得不夠嚴謹，因為作者並未針對其他流派

的女性主義思想加以分析，僅於結論部分簡略敘述「存在主義女性主義」，便大膽作此結論，

稍嫌草率。 

（4）李昂小說的性別論述研究 （謝宜婷著 中山中文系碩士在職專班 2004） 

    此論文主要是從性別論述的角度去解析李昂的小說文本，論述方式是先探討女性問題及

女性自傳書寫等議題，接著分析其小說筆下的女性形貌，最後則討論女性身體於文本中的運

用。李昂的小說中，「性」是一個反覆出現的母題，也因此，從性別論述的角度切入，自然能

窺得一番風景，不過作者既欲以此角度做為論文頗析論述的重點，則應將性別論述的定義，

再作更清楚明確的交代，如此論文的發展將更具說服力。 

（5）李昂九十年代小說中的主題意識與人物分析 （曾素雲著 東海中文所碩論 2005） 

                                                 
73 見黃絢親：《李昂小說中女性意識之研究》，（台北：彰師大國文所碩論，2003 年）。此論文後出版成書，（台

北：萬卷樓，2005 年），頁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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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部論文是聚焦於李昂九十年代完成的小說作品，包括：《迷園》、《北港香爐人人插》、《自

傳の小說》等三部為主要研究文本，探討其作品中呈現的主題意識，並對其作品中的人物作

細部的分析研究。在主題意識方面，作者觀察到李昂以女性身份建構臺灣歷史的同時，亦著

力在男女情愛與權力的角逐戰場，於政治與性別的論述俱有可觀之處；在人物的分析上，作

者也頗為細膩的探討了女性書寫下的男性、女性的自救與成長及母親的形象。作者透過上述

的論析，使李昂九十年代的三部作品有了更微觀深入的呈現，不過筆者以為本論文最具學術

價值的部份是在第六章「李昂九十年代小說的進步性與評價」上，因為此章節以前述的研究

為基礎，比較其早期作品的主題、人物及風格，進而提出李昂小說的進步性評價，不僅極扣

合作者鎖定以李昂九十年代作品為研討對象內蘊的研究意義，且能對李昂小說前後期作一統

整的比較批評，使讀者更具體得知李昂創作生涯的沿革及成長，是為其學術創見。 

（6）書寫與閱讀的焦慮--李昂小說中的女/性主題意識建構 （楊芳瑜著 東海中文所碩論 

2005） 

    此論文是以「『李昂』格式塔」
74為其中心架構。作者透過對李昂所有文學類、非文學類

作品的貼近閱讀探索，以理解李昂何以及如何運用「女/ 性」來作為其反抗父權的書寫策略、

釐清李昂如何看待及定義「女/ 性」，試圖藉由梳理李昂作品中的「女/ 性」圖像過程中，建

構一個完整的「『李昂』格式塔」。本文作者對於試圖填補李昂研究之空白，為「李昂」建構

一個完整的格式塔之雄心及用心值得嘉許，不過她所著重探討的文本，其實仍不出研究者熱

衷探討的幾部文本，而非進行全面的文本探析，且其對李昂創作之分類分期較之前人研究並

無太大差別，若對照其對「格式塔」所下的定義，恐怕未能完全契合，如此「格式塔」此一

理論專有名詞，是否還有使用之必要，就難免啟人疑竇了。 

（7）鹿港書寫—李昂小說研究 （黃于青著 中央中文所碩論 2005） 

    此論文主要是針對李昂小說中的鹿港為觀察論述之對象，作者認為鹿港特殊的「感覺結

構」不僅促使她挖掘存在主義的生存命題，也是她建構台灣國族的起始地。此論文廣泛運用

空間文化理論及女性主義，從身體與空間的對話、族群建構的空間、歷史記憶的重讀重寫等

三個思考面向，探究李昂的鹿港書寫，並申論李昂所書寫的鹿港鄉土具有強烈的批判意識，

且是以在地性拓展對台灣的認同。歷來研究者對李昂小說的關注重點通常集中於其性別及政

                                                 
74 接受反應學派將文學文本統整性的閱讀狀態稱之為「格式塔」，閱讀者的功能就在於填補、連結「文本圖式」

使文本產生統整、統一的意義，也就是讀者必須填補文本整體系統中所留下的「空白」，對空白的填充將會造成

文本模式間的相互作用。…..，筆者所嘗試要釐清的「李昂」之「女/ 性」觀點，就是文本圖式的「空白」所在。

見楊芳瑜：《書寫與閱讀的焦慮--李昂小說中的女/性主題意識建構》，（台北：東海大學中文所碩論，2005 年），

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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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議題，此論文是首次以空間理論的角度針對李昂的鹿港書寫作細膩的分析，其研究視角的

選擇較殊異於其他研究論著，於研究主題上頗具創新義。 

（8）李昂及其《迷園》研究 （游貴花著 中山中文所碩士在職專班 2005） 

    此論文的論述焦點集中於《迷園》一書，包含《迷園》內在的思想主題、人物刻畫、象

徵意涵。此論文的架構尚屬明確，但內容論述過程完全只集中於《迷園》一書，幾乎無兼及

以李昂其他文本來作輔助討論資料，較無法突出《迷園》一書在李昂創作脈絡中的意義。再

者，作者於研究動機提到《迷園》出版後於文學界所引起的爭議，惜在文本探討時，無法再

進一步對這些爭議做更清楚的釐清與辨證，甚為可惜。 

2 論文內容討論包含李昂的學位論文 

    至於論文內容有專章專節探討李昂及其小說文本的學位論文，數量亦不少，整理後發現

研究者對於李昂的探討，主要還是集中於其小說中呈現的女性意識、性別書寫等議題上，另

外，也有從「空間」角度出發進行探論者，以下就粗分此二大主題進行觀察： 

（1）以女性意識、性別書寫為主題的論文 

○1 八十年代台灣作家小說中女性意識之研究 （吳婉茹著 淡江中文所碩論 1994） 

    此部論文是以第五章中的第三節來探討李昂的小說作品，其主題定為「李昂－－從『性

問題』揭示女性所受的壓迫」，並分三個時期對李昂的女性意識加以討論，分別是「『性』及

『女性』意識的探索」，此部份是以吳錦發的〈略論李昂小說中的性反抗〉一文為基礎鋪衍而

成；「性是女性在社會中被壓迫的最佳呈現」，以《殺夫》為分析例證；「資本主義社會裡的男

女關係」，主要著重探討《暗夜》。由於李昂只是作者論文討論範圍中的一部份，故而在深度

及廣度上難免有較未能深入之憾。 

○2 論「現代文學」女性小說家－－從一個女性經驗的觀點出發 （江寶釵著 台師大國文所博

論 1994）     

    此論文論析李昂小說的部份，主要集中於第七章「女性自我的失落追尋與成長」，分析了

李昂從《混聲合唱》到《迷園》的歷年作品，勾勒出女性自我失落的宿命－－失落於兩性關

係、家庭、社會變遷、政治變遷及家族歷史，及在主體失落中的反思追尋乃至成長的過程輪

廓，並細膩的敘述對這一段女性追尋成長之旅中，李昂所採用的女性書寫模式及其中蘊含的

意義。作者思慮脈絡清晰，立論意旨恢弘，體要不繁，能緊扣女性主體及現代主義文學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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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發揮重點，極具學術價值，足為後輩參考。 

○3 當代台灣女性小說七家論 （李玉馨著 台大中文所碩論 1995） 

    此論文主要論述對象是經過作者挑選，認為特具性別意識的七位女性小說家－－林海

音、季季、李昂、蕭颯、曾心儀、朱天心、廖輝英，透過她們的作品檢視其所關懷的女性問

題，並分析她們處理此類題材的態度和方法。對於李昂，作者以「秩序內的反叛者」一章論

述，並以「鄉土女性的世界」及「兩性之戰」兩部份頗析，討論的內容上，由於只聚焦於此

二點，且討論的文本也只集中於《殺夫：鹿城故事》、《暗夜》及《迷園》，對於其他作品未能

加入討論，自然就無法全面性表現李昂創作的豐富內涵。 

○4 戰後台灣女性成長小說研究－－從反共文學到鄉土文學 （鄭雅文著 中央中文所碩論 

2000） 

    此論文在第三章第三節中以一小部份，主題為「從荒原走到人間世－－李昂系列少女關

注」來論述李昂的小說作品，作者關注的主要是李昂早期的作品，包括《混聲合唱》至「人

間世」系列，以「女性成長」的角度觀察李昂從「荒原」的困頓歌聲，走到「人間世」的「性

出口」的過程。由於作者關注的作家及文本範圍極大，因此，關於李昂的研究，內容上是比

較簡要的，論述的範圍也不夠深廣。 

○5 性別、族裔與民間信仰:第三世界女作家作品中民間傳說的策略運用 （林慧雅著 輔大比較

文學所博論 2001） 

    此論文是主要是論述第三世界的女性作家李昂及莫莉森（Toni  Morrison）的小說中，民

間傳說及信仰如何被策略性的運用。作者認為民間傳說中顯露出來的是對女性的壓迫及父權

的幫兇，但作家仍可策略性的運用，來對抗或顛覆主流意識，如本論文所列舉的兩位第三世

界女性作家即是。而關於李昂的部份，作者主要分析的文本為〈殺夫〉、《迷園》、《自傳の小

說》，獨到的切入觀點，使李昂小說的閱讀模式增添了另一種視角，從性別、族裔、民間信仰

的角度，我們也窺見了李昂小說用其另類的書寫方式來達到其顛覆父權，突出女性主體的意

義，作者的識見及用心是絕對值得肯定的。 

○6 身體、性別、政治與歷史── 以《行道天涯》和《自傳の小說》為考察對象 （王鈺婷著 成

大台文所碩論 2004） 

    此論文是以《行道天涯》和《自傳の小說》為考察對象，以呈現女性創作者平路與李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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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歷史名女人宋慶齡及謝雪紅進行重新書寫及詮釋，並以此作為對父權中心建構的大歷史、

大敘述等威權進行挑戰及顛覆為研究起點，在作者仔細梳理男性中心下的女性情慾、歷史紀

錄後，接著分析李昂及平路對「名女人」的書寫脈絡，最後則是要呈現性別 / 身體、政治 / 歷

史間糾纏複雜的關係，突顯女性主體與歷史的辨證問題。 

（2）以「空間」角度為主題的論文 

○1 族裔女作家文本中的空間經驗--以李昂、朱天心、利格拉樂.阿女烏、利玉芳為例 （曾意晶

著 師大國文所碩論 1999） 

    此論文作者是以「空間」為其觀察的視角，論述四位不同族群的女作家（李昂：福佬族

群、朱天心：外省族群、利格拉樂：原住民族群、利玉芳：客家族群）文本中表現出來的空

間經驗，脈絡上可見有兩大辯證主題，一是族群與空間的交錯影響及對話，論述重點包括不

同族群的原鄉、城市經驗在文本中的反映；另一則是女性與空間的對話，重點置於在父權中

心宰制下的環境、身體、童年、子宮等空間，對女性造成的破壞及扭曲。關於李昂的部份，

作者揭櫫了原鄉鹿港在其小說中的表現及影響，而其福佬族群的身分，使她在創作中處處流

露商業關係，呈現都會慾望與投機性格，與福佬族群豐沛的商業經驗隱然相合，而在女性的

身體敘述上，李昂也擅長展演在父權運作下，女性身體如何物化、交換、凝視、宰制的過程，

另外，在李昂筆下女性對乳房的依戀，則體現了對母子一體、子宮幻想的追尋。整體而言，

作者論述的切入視角頗具新意，而透過不同族群女性與空間的三方對話，也頗能激盪出別具

隻眼的洞論，有其研究價值。 

○2 鄉土與記憶－－七 0 年代以來台灣女性小說的時間意識與空間語境 （楊翠著  

台大歷史博論 2003） 

    此論文最主要的問題意識為－時間及空間，作者以七 0 年代後的女性作家小說切入，觀

察女性的時間意識（記憶、等待、救贖、童年……等）及空間概念（鄉土、原鄉、族群、部

落、國土……等）如何受到社會文化建構的影響，甚至女性身體如何被空間化等現象。而關

於李昂，作者在第二章第四節「從定點到鄉土－－李昂從『鹿城』到『迷園』辨證性鄉土語

境」、第四章第四節「一組史詩劇場－－《彩妝血祭》中的集體記憶與救贖母題」、第五章第

三節「性與權力的集合式舞台－－李昂『戴貞操帶的魔鬼』系列中的性與政治」及第四節「『妖

精』的自傳、『女人』的小說」裡討論李昂的小說作品，作者在論述過程不僅時有新意，且結

構嚴謹，論述基礎紮實，不僅能說服讀者，且予後世研究者諸多參考的價值啟發。 



 28

第四節  研究架構 

    本論文的研究架構略述如下： 

第一章、 緒論 

    本章內容主要為交代本論文的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範圍、研究方法、前人研究成

果的回顧及研究架構。 

第二章、 施叔青與李昂小說創作的背景 

   本章內容擬針對施叔青與李昂小說創作的背景資料探討，探討內容主要為兩人的成長環境

與文學啟蒙以及兩人的創作觀。 

第三章、施叔青與李昂小說的創作歷程 

施叔青與李昂自於台灣文壇初試啼聲後，便創作不輟，循著她們數十載的創作道路追尋，

便會發現緣於作家個人生命歷程與所處時代環境的嬗變，她們的創作風格及題材也發生了幾

次的轉彎，因而歷來研究者在研究兩人作品時，喜為她們作階段性的分期，因此，本節在探

討兩人創作軌跡時，也擬將她們的小說作品大略作階段性分期，探討各階段兩人作品的主題

及風格，以呈現兩位作家創作歷程的演變。另外，藉由探討兩人各階段的創作內容，也可歸

納整理出兩人小說在主題上共同關注的焦點。 

第四章、施家姊妹的鹿港記憶 

    鹿港是兩位作家生命的原鄉，更是孕育、滋養她們文學創作的土壤，在兩人的小說裡，

經常可見家鄉的圖像藉著文字，在文本裡不斷還魂重生：有時鹿港小鎮成為她們小說故事鋪

演的舞台，有時則是鹿港那古老神秘的氛圍、詭異的鄉俗傳說，像縷縷輕煙，纏縈著她們的

小說故事。家鄉鹿港，穿梭於她們各時期的小說，成為她們共同關注的主題，也塑造了施家

姊妹獨樹一幟的小說特色。雖然兩人在文學創作的道路上，對家鄉鹿港同樣難以忘情，頻頻

回眸，但這兩位鹿港女孩卻也都以自己獨特的姿態注視著家鄉，在不同的人生階段，兩人各

自以不同的文學技巧塑造出她們當時心中的鹿港，跨時空遙相應和，但鹿港風貌在她們筆下

卻緣於作家個人色彩的不同，拉出了可供對話的獨立空間，兩人頻頻回眸望原鄉，但顯然不

同的姿勢決定她們不同的視角，當然也註定她們將看到不同的景緻，這其中的異同對話，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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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本章欲處理的重點，擬將以少女作家眼中的「鹿港」、回歸「鄉土」的鹿港風貌、從鹿港到

台灣史的建構等三節來討論。 

第五章、刻畫女性的同聲異調 

    在兩人的小說文本中，可發現女性議題也是她們創作時念茲在茲的母題，隨著不同的創

作階段，兩人筆下女性角色也豐富多變，值得仔細研究，大書特書。而兩人在漫長的寫作路

途中，女作家個人女性意識也不斷滋長，個人思維及經歷與筆下的女性角色似乎也交錯對話

著，因此，若以歷時性的文本考察，或可發現她們筆下女性書寫的成長歷程，也可從這些角

色的塑造回溯作家女性觀點的變化。故本章擬以施叔青與李昂早期作品中的性主題、 女性主

體的失落、女性主體的追尋與建構等三節來分論。 

第六章、結論 

    本章內容為歸納總結前文並提出研究上尚可開發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