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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施叔青與李昂小說的創作背景 

    作家的成長環境、時代環境、生命歷程、創作觀……等個人因素及外在環境因素的不同，

皆會使作品呈現不同的風貌，因此，作品研究若能兼顧「知人論世」的功夫，對作家個人及

時代背景資料作完整的考察，將能進一步理解其創作動機及目的，對於文本的解讀上也將有

所助益。故本章內容擬先針對施叔青與李昂小說創作的背景資料探討。 

第一節  施家姊妹的成長環境與文學啟蒙 

施叔青與李昂為親姊妹，擁有共同的原生家庭，因而在成長環境及文學啟蒙上可能有較

多的類似處：同樣出身在經濟條件頗為優渥的家庭，從小便都擁有較同年齡小孩更多的書籍，

奠定兩人文學創作的基礎；同樣都在古城鹿港度過青春歲月，鹿港神秘的氛圍皆深植於她們

的記憶，而故鄉鹿港也成為她們創作的共同根源；同樣都受到愛好文學的姊姊施淑的鼓勵，

啟發她們對文學閱讀與創作的興趣，而姊姊留於家中的許多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家的作品，也

同樣成為她們的文學啟蒙書籍，預告著她們兩姊妹終將以現代主義風格的創作躍進文壇。這

些相似之處及對她們的文學創作造成之影響，將為本節討論重點。 

一、施叔青與李昂的成長環境 

（一）優渥的家庭環境，家中藏書豐富 

施叔青與李昂生於彰化鹿港鎮，父親是白手起家的養鰻商人，家中經濟條件頗為優裕，

父母對小孩的教育極為重視，豐富的藏書，使施家的小孩從小便養成良好的閱讀習慣，施叔

青曾自言：「小時候的印象裡，家裡總是有很多書，而且一本本都用透明的『米紙』細心地包

起來，拿在手上，會覺得這本書應該被尊重、愛惜的，我讀書的時候，便不敢太隨便。
75」，

並曾在訪談中自言：「我中學讀的是彰化女中，在那六年裡，學校圖書館的書幾乎都被我看完

了。76」可以看見小施叔青豐富的閱讀量，為其日後的文學事業奠下基石，在閱讀中更開啟了

施叔青對文學的喜愛，一句「我的國文永遠是最好的。」我們依稀預見了一個偉大作家即將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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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76 見林素芬：〈從「名叫蝴蝶」蛻變為「枯木開花」－－專訪作家施叔青〉，（《幼獅文藝》，1997 年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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誕生。 

這種富而好禮、書香滿屋的成長環境，同樣也給了李昂一個有豐富書籍陪伴成長的童年，

家裡人為小李昂準備了許多的童話，教導她背誦古典詩詞，當她國小三年級時，已可上台為

同學講述故事，六年級時，便把唐詩三百首都背完了，
77。這樣的成長環境，使小李昂同姊姊

一樣自小便養成大量閱讀的習慣，國中時期的李昂已經開始接觸世界文學名著，而這些閱讀

經驗也影響其性格及將來的文學創作：「我之所以成為一個作家，絕對和我小時候看的童話及

初中讀的《基督山恩仇記》有關，……，那樣的閱讀不僅影響到我的小說創作，同時也影響

我的個性。
78」顯見藏書萬卷、詩聲琅琅的環境，正是孕育出優秀文學家的土壤，因為童年時

期文字與故事的薰陶渲染，能夠開啟孩童敏銳的文學感受力，也可激發他們的想像力
79，從施

叔青及李昂姊妹將來都順利的進入文學創作殿堂的實例便足以證明。 

另外，家中優渥的經濟條件，也使施叔青與李昂在創作一路上可以無後顧之憂，既不以

創作為生計來源，自然不必「為五斗米折腰」，更能堅持自己的創作理念，不因文學市場需求

而影響創作內容，以她們敏銳的觀察與絕佳的書寫能力，抒發她們胸臆真正的聲音，或許正

因如此，她們的作品總能先於流行，引起廣泛的討論與注目，甚至引領出熱門的議題。 

（二）鹿港特殊的人文歷史及環境氛圍 

鹿港是施家姊妹的故鄉，也是她們文學創作的根土，這塊土地特殊的人文歷史與環境氛

圍對她們的影響薰陶，在她們的小說創作裡屢見痕跡，因此，在探討施家姊妹的成長環境之

於其文學創作的影響，鹿港的特殊氛圍也是不能錯過的議題。 

清代的鹿港，由於先天地理條件的優勢，成為台灣重要的通商港口，帆桅壅塞，貿易郊

商發達，是全台僅次於台南的重要市鎮，有「一府、二鹿、三艋舺」之稱。清代鹿港居民大

致由閩南移民組成，以漳、泉二州為最，不同族群雜居於此，雖偶有流血械鬥事件，卻也使

鹿港成為生氣蓬勃的市鎮，大量的移民不僅加速了鹿港的開發，為鹿港締造了光輝歲月，也

為地方帶來了中國的文化與傳統信仰，形成了一個與中原既相類又有差異的移民文化，具體

                                                 
77 李昂：「她們買了很多童話給我，我想那跟我後來的創作一定很有關係，……，六年級時就把唐詩三百首大都

背完了。」 見林依潔：〈叛逆與救贖－－李昂歸來的訊息〉，收於李昂：《她們的眼淚》，（台北：洪範，1984

年），頁 207。 
78 楊光整理：〈我的小說是寫給兩千萬同胞看的－－李瑞騰專訪李昂〉，（《文訊月刊》，1996 年 10 月），頁 72。 
79 施叔青曾自言：「小時候在家裡看紅樓夢的難忘經驗，從寶玉與黛玉初見的歡喜相逢，看到黛玉因寶玉而香消

玉殞，讓年幼的她哭得傷心欲絕，肝腸寸斷。」見林素芬：〈從「名叫蝴蝶」蛻變為「枯木開花」－－專訪作

家施叔青〉，《幼獅文藝》，1997 年 4 月。後來「磨蕎麥的老妖婆」裡人變驢的故事，更是讓小施叔青嚇的每

晚上床前要先照照鏡子，擔心自己變形，文學的渲染力之於她可見一斑。見施叔青：《那些不毛的日子》，（台

北：洪範，1988 年），頁 19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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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在隨之而來各式各樣的祭祀習慣與不同的信仰廟宇80，鹿港因此「三步一小廟，五步一大

廟」，具有各種不同類型功能的廟宇，成為地方重要的特色之一。另外，移民文化也造就當地

的特色建築，鹿港在市街結構上，除有深具漳泉特色的「長條屋」外，還有為防止族群間摩

擦鬥毆所設的「隘門」
81，形成了曲折如迷宮的街道特色。 

清代鹿港「風帆爭飛，萬幅在目」的風華，卻也隨著地理條件的限制－－港口逐漸淤積

淺狹，而光采漸失，至中日戰爭爆發（1937），鹿港的貿易完全停止，鹿港從此封閉而停滯不

前，時間的推移與現代化似乎已與它無涉，靜靜的獨自衰老著，鹿港曾有的繁華及現今因長

期封閉而生的陳腐氣息，正是它人文歷史的獨特性，華麗與蒼涼同樣寫在這一個古老城鎮的

歷史扉頁，注定要引人為其唏噓。 

施叔青與李昂的成長，已遠去鹿港最光輝的時代數百年，孕育她們的鹿港，是一個只剩

「白頭宮女話當年」的破落小鎮，過多的廟宇，使老鎮累積著各式各樣的神鬼傳說，瀰漫著

神秘的氣氛，昔日特色的彎曲巷弄及建築，靜靜散發著腐朽陳舊的氣息，增添其詭異及陰森，

這樣的故鄉，在她們的成長記憶是充滿著驚嚇與詫異的，而文字正是吐訴她們的驚嚇與愁情

的出口
82，也因此，不論是施叔青《約伯的末裔》或是李昂的《花季》等早期的作品，都四處

可見鹿港陰森詭異的氛圍，對於故鄉記憶的轉換，成為她們進入文壇的叩門磚，也形塑了兩

人特殊的作品風格。另外，鹿港豐富的歷史，本身就是道不盡的傳奇，從前的時代，姊妹兩

人雖無緣躬逢，但幸而她們母親是鹿港的沒落家族，家族盛時，曾在清朝買了一個貢生，因

此，她們的外祖母，說話非常文雅，總有許多的鹿港故事可講83，使兩姊妹從小就浸淫在各式

的鹿港傳奇裡，為兩人將來筆下流瀉的一則則鹿城故事奠定基礎。 

二、施叔青與李昂的文學啟蒙 

（一）姊姊施淑的鼓勵與啟發 

                                                 
80 「早期來台拓荒的漢人，經由共同的風俗信仰，以最具團體特徵的地方主祭神為代表，來團結團體，並由共

同舉行祭祀活動，達到維繫或加強人際關係的目的。」漢寶德：《鹿港古風貌之研究》，（鹿港：鹿港文物維護地

方發展促進會，1978 年），頁 8。 
81 「鹿港街鎮展現以地緣（泉州）為基礎而建的風貌，內部領域則以血緣關係劃分，以隘門防禦圈為例，即展

現了家庭式的防衛單元以及行業相近的集資防衛組織，呈現『地緣為表、血緣為裡』的集居空間體系。」〈台灣

早期河岸市街空間結構模式建築之研究－－以鹿港為個案〉：收於《2004 年彰化研究兩岸學術研討會－－鹿港研

究論文集》，（彰化：彰化縣立文化中心，2004 年）。 
82 施叔青自言：「想當初，我還是個穿制服的高中女生，被故鄉神秘的氛圍所魘住了的女孩，唯一逃離的方式，

就只有借用文字來吐訴我的驚嚇與愁情。」見施叔青：《那些不毛的日子》，（台北：洪範，1988 年），頁 206。

李昂對故鄉的記憶也是充滿著驚嚇：「對故鄉鹿港總還有這樣的記憶：每一條小巷、每一個街道的轉角，都有

一隻鬼魂盤踞。」李昂：《看得見的鬼》，（台北：聯合文學，2004 年），封面介紹。 
83 見邱貴芬：《「（不）同國女人」聒噪》，（台北：遠流，1986 年），頁 11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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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施家對子女的刻意栽培，從小便給他們優於同儕的學習環境，故而施家子女於學識

上多有所成
84，除了施叔青與李昂是頗負盛名的作家外，姊姊施淑目前也是國內知名的文學評

論家，早期也曾創作過小說，而兩姊妹對文學發生興趣，乃至後來進入文壇，施淑的引導與

鼓勵可說是居功厥偉。大施叔青五歲的姊姊施淑，是中文系所的高材生，對文藝也非常熱中，

與當時活躍於文壇的作家時有往來。施淑不僅在家中遺留大量的書籍，更經常為妹妹提供台

北當時文化圈流行的資訊，開啟了施叔青的閱讀視野
85，那個短髮的初中女生，便經常捧著「創

世紀」的現代詩集，著迷於其中之餘，更開始提起筆，於睡前記錄下她腦中靈光乍現的詩句，

寫詩的日子雖然不長，卻開始了她的書寫興趣
86。爾後施叔青更在姊姊的鼓勵之下，開始了她

的小說創作，處女作〈壁虎〉也因為姊姊使陳映真得以窺見，讚許之外並將其發表至《現代

文學》87，十七歲的少女施叔青從此現身於台灣文壇。 

    而施家的小女兒李昂，在文學上受到兩位姊姊的提攜及啟發甚多，特別是施淑，小時候，

這位姊姊就常教導她背誦中國詩詞，初中的小李昂，看到姊姊施叔青已經寫出名，對文學創

作於是躍躍欲試，一口氣寫了長達四、五萬字的小說〈安可的第一封情書〉，施淑看過後，認

為結構太過零散，便教她如何剪裁小說，改寫後的小說〈盛夏的草原〉，投給《文學季刊》，

雖未被採用，卻開啟了少女李昂的文學創作之路，姊姊施淑於是乎成為指導李昂小說寫作技

巧的啟蒙良師88。 

    除了引領兩位妹妹進入文學創作的領域外，施淑對於兩位妹妹在文學創作道路上最大的

鼓舞與支持，是成為她們的最忠實的讀者與知音。施淑本身素有文學評論的專業訓練，加上

同樣的生長環境，對兩姊妹性格及想法比其他評論者了解的更深刻，因此，總是能對兩位妹

妹的作品，做出最切要、最細膩的評論，適時給予兩位胞妹最肯綮的建議與指正。施淑對妹

妹施叔青與李昂有相當多篇幅的評論文字，且皆為研究兩人作品最重要的參考資料：如論施

                                                 
84 「二哥是留美博士，三哥公費留學希臘，弟弟當牙醫，姊姊施淑是著名的文學評論家。」見白舒榮：《自我完

成 自我挑戰－－施叔青評傳》，（北京：作家出版社，2006 年），頁 13。 
85 「在閱讀方面，我受姊姊的影響比較大，她讀大學的時候，會把台北的副刊寄給我看，所以，我雖然人在鹿

港，對台北的文化圈卻一點也不陌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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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86 「那時我還是個短頭髮的初中女生，在鹿港小鎮捧讀『創世紀』現代詩刊，深深著迷於瘂弦、洛夫的詩。臨

睡前，紙筆放在蚊帳外，一有所得，撩開帳子及時寫下。漸漸的，蚊帳外的詩句居然一寸寸的厚了起來。然後

在一個故鄉冬日午後，我把成疊的詩句投入火爐裡，望著它燒成灰燼，就這樣結束了我為時短暫的寫詩生涯。」

見施叔青：〈追逐成長〉，收於楊澤主編：《從四 0 年代到九 0 年代－－兩岸三邊華文小說研討會論文集》，（台

北：時報文化，1994 年），頁 177。 
87 「我把第一篇試著寫的小說，寄給台北讀大學的姊姊，她來信問我這篇未署名的東西，是哪裡『抄』來的？

驚喜之餘，我立即寫了『壁虎』，陳映真看過之後，來了一封長長的信，以他獨特的筆調絮絮訴說他對我的期許。

『壁虎』登上了『現代文學』，那年我十七歲。」見施叔青：《那些不毛的日子》，（台北：洪範，1988 年），

頁 206。 
88 整理自林依潔：〈叛逆與救贖－－李昂歸來的訊息〉，收於李昂：《她們的眼淚》，（台北：洪範，1984 年），

頁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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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青的〈論施叔青早期小說的禁錮與顛覆意識〉，首次從女性主義的觀點審視施叔青早期的作

品，為施叔青早期小說的研究開了新視野；而〈嘆世界－《愫細怨》代序〉一文中，用「騷

動不安」四個字概括施叔青十幾年來的創作風格，更深中其作品精髓，另一位評論家梅子就

此曾發出「知妹莫若姊」
89的讚嘆；而在對李昂的評論〈文字迷宮〉中，施淑能異於其他研究

者，從李昂當時創作的心理如聯考壓力、青春期的騷動等做為分析基礎，為李昂早期現代主

義風格作品做出最精準的解碼，我們可說沒有對作家的成長過程及性格有相當程度的了解，

絕對無法誕生出如此精辟的評論，而這也是施淑在屢次為兩位妹妹的作品作序寫評論的文

字，總成為研究者最重要的參考資料的原因。 

    古者伯牙絕弦於鍾期，歎知音之難尋，對施叔青與李昂來說，何其有幸，寫作之初，便

有施淑這位知音，從旁提點與鼓勵，使她們一踏上創作之路，就不曾孤獨，而一路上不斷的

切磋琢磨，更成為她們將搖筆桿當做一生職志的最大動力。而施淑這位長姊，亦師亦友的角

色，使她成為兩位妹妹文學創作路上相當重要的人，而施叔青與李昂對這位姊姊也一直有著

無限的欽佩與尊敬，施叔青曾說：「我受姊姊的影響很大，……我最佩服她，我敢說如果沒有

我姊姊的話，就不會有我了。
90」李昂也曾言：「是她幫助我建立直到現在我還確認的，創作

可以是一個人一生中主要目標，值得整身投入去努力從事。91」因此，姊妹情誼之外，施淑於

兩位妹妹的文學路上的影響力與重要性不言而喻。 

（二）現代主義的薰陶 

    施叔青被認為是「扛著現代主義的旗幟」進入文壇，而李昂少女時期的創作，也不脫現

代主義的色彩，現代主義文學同為兩人創作的起點，扮演著啟蒙的重要角色，更幾乎成為兩

人作品的一貫精神。 

    施叔青高中畢業後，來到台北求學，當時台北的文化圈正是現代主義狂飆的時代，捧讀

著卡夫卡、喬哀思等作家的經典作品，在明星咖啡屋談著存在、虛無、荒謬等議題，是當時

年輕人最時髦的活動，青春昂揚的施叔青正是此中一員，在明星咖啡屋，施叔青結識不少文

化人，陳映真、白先勇都是相熟的文友，而由白先勇等人創辦、大力引介現代主義至台的重

要刊物《現代文學》，正是施叔青發表其作品的重要場域92，當時流行現代主義、存在主義、

                                                 
89 梅子：〈「騷動不安」的新產物：評施叔青「香港的故事」〉，收於《情探》，（台北，洪範，1986 年）。 
90

 廖玉蕙：〈夢裡不知身是客－－到紐約，走訪小說家施叔青〉，（《台灣日報》副刊，2001 年 

9 月 28、29、30 及 10 月 1、2、3、4 日）。 
91 李昂：〈寫在第一本書後〉，收於《花季》，（台北，洪範，1985 年），頁 198。 
92 六 0 年代施叔青發表於《現代文學》的作品計有：〈壁虎〉（23 期）、〈凌遲的抑束〉（24 期）、〈瓷觀音〉（25
期）、〈倒放的天梯〉（39 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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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現實主義……等思想；象徵、意識流、心理分析……等寫作技巧，再再薰陶著當時的施叔

青，這時期的她，諸篇創作中，絕不難發現當時受現代主義影響的痕跡
93，現代主義於其創作

生涯裡，於是起了啟蒙的作用。不同於姊姊施叔青躬逢於現代主義流行的文化盛會，既未趕

上「等待果陀」的演出，也未曾見著像陳映真這樣人物的李昂，其現代主義的源頭，據自言

是從自己的閱讀來的： 

我開始接觸現代主義作品，卡夫卡、卡繆及其他當時譯介的作品，雖然不多，但立即

使我深深著迷。……從卡繆的《薛西佛斯》神話，讀到齊克果的《恐懼與怖顫》。讀懂

了嗎?懂的一些。對像天書的《恐懼與怖顫》，我讀不懂，乾脆一個字、一個句子用筆

記本抄下來再讀。用的工夫，可謂「很深」。
94 

那時期很讓我著迷的作家是齊克果，……，後來，也片段地讀些佛洛伊德的心理分析，

那可能給了我決定性的影響。……小說方面，卡繆一直是我很喜歡的作家，現在仍然

很喜歡，還有卡夫卡。95 

當台北正熱熱鬧鬧的吹拂著現代主義的西風，其時的李昂卻仍是穿著制服的學生，困縛在不

屬於花樣年紀腐朽的老鎮，努力地與沉重的升學壓力搏鬥著，那時的她，毫不遲疑的相信自

己是處在一個困境裡頭，命定的似乎必須為大專聯考這場荒謬卻又找不出反駁理由的戰役掙

扎，這時經常探討存在課題、心理分析式的現代主義文學恰恰對了小李昂的胃，成為她初執

筆創作的重要養分，而〈花季〉到〈長跑者〉等諸篇早期之作，正是以現代主義的文學精神

與筆法為這段慘綠歲月留下的紀錄。 

第二節  施叔青與李昂的創作觀 

    創作觀指導著文學家的創作，因此探討作品之前，若能先歸納作家的創作觀念，也將有

助作品的頗析。本節主要內容為施叔青與李昂創作觀念的探討，擬從作家發表於報紙期刊談

論文學或創作的作品、作家訪問稿、作品自序或附錄……等資料，整理爬梳出兩人的創作觀。 

                                                 
93 「60 年代中期的台灣是現代主義的天下，文化藝術工作者在前衛畫廊、荒謬劇場與現代詩朗會之間呼嘯來去，

我不可避免地以現代文學的意識觀念寫出了〈倒放的天梯〉、〈約伯末裔〉等早期的作品。」見施叔青：〈追逐成

長〉，收於楊澤主編：《從四 0 年代到九 0 年代－－兩岸三邊華文小說研討會論文集》，（台北：時報文化，1994

年），頁 178。 
94 李昂：〈花季到迷園〉，收於楊澤主編：《從四 0 年代到九 0 年代－－兩岸三邊華文小說研討會論文集》，（台

北：時報文化，1994 年），頁 299、300。 
95 林依潔：〈叛逆與救贖－－李昂歸來的訊息〉，收於李昂：《她們的眼淚》，（台北：洪範，1984 年），頁

208、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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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施叔青的創作觀 

（一） 對寫作的看法與態度 

 1 寫作是自我完成與挑戰 

    從青絲至白頭，從天真浪漫的少女至閃著人生智慧的長者，寫作，伴隨了施叔青數十載

的歲月，至今仍繼續創作的她，文學創作從最初只是用來「打發該被打發的日子96」，至今已

成自己心靈的原鄉、生命安頓之所，寫作在其生命裡的地位，套一句她自己說過的話「不寫

會死」，讀者即可知輕重了。而寫作讓施叔青衣帶漸寬終不悔的魔力，便是自我完成的滿足感：

「我在寫作當中給我那種，我覺得是一種自我的完成，那種滿足感是做其他事情所沒有的，

而且我很喜歡跟自我挑戰。
97」、「我覺得寫作是個人的完成。不論什麼事都不像寫作對我那麼

樣的有挑戰。98」每一次的創作經驗，對她而言都是一種挑戰，「硬頸」的她不曾屈服於挑戰

之下，而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征戰過後留下了累累的著作，這種克服挑戰、自我完成的滿足感，

正是支持她不斷創作的動力，而她也在寫作當中到達了馬斯洛金字塔頂層「自我實現需求」

的層次，發揮了自我的潛能，體認了生命的價值與意義，無怪乎寫作能成為她終生無悔的選

擇。 

2 專業創作者不斷超越與創新的自我追求 

    香港時期的施叔青曾經任職藝術中心，過著上班族的生活，但因不甘一直為人作嫁，在

幕後無聲無息地死去，毅然將工作辭去，成為專業的寫作者，此後，便全心全意的創作。寫

作時的她是拚盡全力的，調整自己的生活作息、避免受到雜事干擾，中年接觸宗教後，更經

常以打坐維持情緒的穩定，目的就是為了確保作品的品質，在這種種的努力當中，我們看到

的是一個專業寫作者在創作時的嚴肅與嚴謹，這樣的態度是令人動容欽佩的。而施叔青年輕

時，一次拜訪大師姚一葦，姚老師不僅將極年輕的她與另一位文壇女作家相比，更勉勵她：「妳

應當可以更高。99」自此，施叔青便在文學創作這座大山努力攀爬，不斷追求超越與創新，

從不以現有成就自滿，在受訪中，施叔青不僅一次的謙稱她創作至今，一直都未達到顛峰，

                                                 
96 「甫自高中畢業，我選擇了寫小說來打發該被打發的日子。」施叔青：〈拾掇那些日子〉，收於施叔青：《那

些不毛的日子》，（台北：洪範，1988 年），頁 31。 
97 簡瑛瑛主持：〈女性心靈的圖像：與施叔青對談文學、藝術與宗教〉，（《中外文學》第 27 卷第 11 期，1999

年 4 月），頁 135。 
98

 廖玉蕙：〈夢裡不知身是客－－到紐約，走訪小說家施叔青〉，《台灣日報》副刊，2001 年 

9 月 28、29、30 及 10 月 1、2、3、4 日。 
99 施叔青：〈感恩－－念姚老師〉，收於施叔青：《回家，真好》，（台北，皇冠文化），頁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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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出令自己非常滿意的作品，所以仍需不斷的往上走100，這種不斷自我超越的寫作態度，造

就了她今日的高度。另外，施叔青對文學創作，也期許自己要能不斷創新：「我希望我的作品

是多變的，每一個創作時期都是一個句點，我喜歡不斷地實驗、創新。101」因此，我們可窺

其小說的主題、風格總是隨著時代的脈動、當時的心境、觀察、體認而呈現多元繁複的變化。

正是源自於不斷創新的自我期許，才使施叔青的創作生命連綿流長不曾僵化。 

（二） 小說創作技巧之見  

1 真實的呈現人性  

    閱讀施叔青的小說時，經常可見她對人性作細微的剖析與刻劃，挖掘人物心理最幽微的

部分，那可能是晦澀陰暗的心靈角落，揭出背德違常的人性劇幕，創作時的她認為：「正面的

那些東西對我來講比較沒有挑戰。我特別喜歡去挖那些很陰暗的、憂鬱的、不為人知的角落，

因為我覺得這些才是屬於我的東西。102」對這樣的創作習慣，極可能是受到她少年時期所汲

取現代主義文學養分的影響，卸去道德偽裝的面具，真實的探索深層自我心靈，是現代主義

文學的思考習慣，在挖掘人性的過程，那些憂鬱、軟弱、妄想、變態的種種，也就跟著被揪

出來了。另外，施叔青小說裡的人物性格通常也是多面複雜，如代表作《香港三部曲》中，

主角黃得雲，可以是下賤的、利用身體達到自己目的的妓女，也可以是商場女強人、重視孩

子教育的慈母；屈亞炳可以是出賣同胞的西洋走狗，也可以是絕對服從母親的孝子；亞當史

密斯心中更是富紳士教養的天使與慾望的惡魔不斷交戰，會到育幼院散播愛心，也會到窯子

逞其獸慾……，對人物多面向的描寫其實來自於她對「人」的看法： 

我是學戲劇的，最忌諱中國戲劇人物的二分法，我不相信完美。每個人都像一團揉皺

了的紙團，有太多的面，「人」本身就是一本讀不完，看不透的大書。103 

「人性是多面的」正因這樣的觀念，我們往往能在其小說裡，看到各式各樣的人性在不同情

境的行為表現，善惡、是非、黑白等價值也並非絕對，這也擴大了她小說裡人性探討的面向，

賦予讀者更寬廣的省思空間。另外，對於小說裡各種人性的呈現，施叔青也主張不以主觀作

                                                 
100 「就像爬山一樣，到目前為止，我都還沒有寫出令自己非常滿意的作品，所以要不斷的往上走。」廖玉蕙：

〈夢裡不知身是客－－到紐約，走訪小說家施叔青〉，《台灣日報》副刊，2001 年 9 月 28、29、30 及 10 月 1、

2、3、4 日。 

。「無論如何我將會持續寫去。因為截至目前為止，我還沒有寫出自己滿意的作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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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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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廖玉蕙：〈夢裡不知身是客－－到紐約，走訪小說家施叔青〉，《台灣日報》副刊，2001 年 

9 月 28、29、30 及 10 月 1、2、3、4 日。 
103 施叔青：《情探．序》，（台北：洪範，1986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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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價值的判斷，她「只是把人物、事件呈現，不直接作批判，更絕不主題先行。104」因此，

真實的呈現人性，卻避免介入批判，以維持小說的藝術性，也是小說家施叔青所堅守的創作

原則。 

2 注重背景、細節的安排 

    施叔青認為一個小說家必須善於觀察，平日要有做筆記的習慣
105，而她自己豐富的筆記，

在寫作時便可派上用場，這些平日努力累積的功夫，從她對小說人物、時代背景等細節的安

排便可完全窺見。她在創作《香港三部曲》時，「由於寫的是史詩性的歷史小說，其中某些人

的個性、衣著、神情、愛恨應該是怎樣的，我都是時時刻刻想到，便仔細地把它做成筆記。

因此，我創造出來的角色，都是活生生的人物，我甚至還可以跟她對話。
106」因為觀照種種

細節的安排，所以她所創造出來的人物都是活生生、有血有肉的。 

    這種注重背景細節等安排的創作理念，也落實在《微醺彩妝》和《行過洛津》等長篇。《微

醺彩妝》一書，以全民瘋紅酒的社會現象，帶出台灣對外來文化的模仿與改造，創作過程，

施叔青不斷「吸收紅酒知識，剪貼報紙上的時尚資訊，實地踏上法國產區波爾多、美國加州

那帕等地，經過一年多的準備功夫才動筆的。107」而書中對於細節專業細緻的程度，甚至讓

許多該領域的專家誤以為她也是位專家，去信找她切磋108，由此可見一斑。這樣嚴謹的考察、

做功課，使小說故事背景更細膩的呈現，使讀者更能全面觀照作者提供的社會現象的考察。 

    而《行過洛津》更是將清領時期的台灣庶民風貌鉅細靡遺的呈現，大至清代台灣歷史事

件、洛津港的興盛與沒落，小至地方戲曲表演、纏腳裹足的過程無一不詳，將那段已凐沒於

歷史扉頁的庶民生活，藉著文字還原於讀者眼前，作者為這部小說用各樣的史料呈現數百年

前的歷史現場，便是在其講究背景及細節鋪排的創作習慣下所構築而出的。  

3 講究語言文字 

                                                 
104 施叔青：《情探．序》，（台北：洪範，1986 年）。 
105 廖玉蕙曾訪問施叔青：「應該怎麼儲備作一個小說家的能量？」施叔青的回答是：「觀察這些眾生，無時無刻

都在觀察眾生，如果有什麼意象，有什麼感覺，就可以先把它記錄下來，等到醞釀成熟以後，才把它寫出來。」

廖玉蕙：〈夢裡不知身是客－－到紐約，走訪小說家施叔青〉，《台灣日報》副刊，2001 年 9 月 28、29、30 及

10 月 1、2、3、4 日。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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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107 施叔青：〈長篇有如長期抗戰〉，（《文訊》，247 期，2006 年 5 月），頁 51。 
108 「比如說我在寫《微醺彩妝》的那一陣子，不是正好流行複製羊－桃莉，我覺得很有意思，就找機會去聽

有關生物、化學的會議，雖然並不一定聽得懂，但我把論文拿回來解析、引用。關於桃莉羊的東西，我曾經在

小說裡頭的對話寫出來。結果居然接到一封信，一個很大出版社的編輯的來信，說他曾經跟別人合寫了一本有

關肝癌的書，看到我做這種生化的研究，以為我是一位專家。」廖玉蕙：〈夢裡不知身是客－－到紐約，走訪

小說家施叔青〉，《台灣日報》副刊，2001 年 9 月 28、29、30 及 10 月 1、2、3、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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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施叔青初創作時，是個「對世界充滿了驚詫與幻想的女孩」，那時的她「為著使自己心

聲捕捉，綴織一些更貼切，更合適的表達，我整天不懈地伏在書桌前，虎虎地嚐試寫出一種

新的，生命的語言
109。」初執筆的施叔青，便展露出對語言文字的講究，為了表現青春的騷

動不安，她孜孜的自創出屬於她的新語言，雖然讀來有時是拗口艱澀的，但卻使她的小說語

言極有特色，白先勇就曾指出「施叔青的小說語言，有她非常獨特的風格。這不屬於中國典

雅平順的傳統語言，似乎也不是受西方作家影響的語句，而是施叔青為了表現她那奇異的個

人世界，而創造出的一種語言。
110」 

施叔青於創作之初，便已顯見自己對語言文字的講究，這樣的創作觀，也使得她在創作

時總是專注地經營她的語言，且反覆的修改直至滿意，對語言文字的講究，容易使人聯想到

張愛玲
111，而她自己也曾表示對胡適提倡平淡的像白開水的語言並不欣賞，像張愛玲那種細

緻的像在繡花、讀者連氣味都聞得到的文字才是她嚮往的境界，因此，在語言文字上，她是

以張愛玲的細緻來期許自己，而這也是學者將她視為「張腔」作家的原因之一。 

（三）女作家的角色與抱負 

     施叔青初接觸文學之時，社會上男女地位不平等的現象尚劇，社會上對女性作家還未能

以開放的眼光看待，她很早就意識的這樣的現象，取筆名時，故意把富有女性化的「淑」字

改為較為中性的「叔」，她認為作家就是作家，不要稱「女」作家112。這或許是由於她創作之

初，閱讀的品味及資訊多來自西方現代主義的男性作家，早期不少探討「人」的存在意義的

作品中，並不曾突顯女性的角色113，如同她將名字中女性化的「淑」字改掉，都隱約透露出

「仿男性」作家的情結。而結婚後的創作，則大多從女性的立場出發，如〈後街〉、〈完美的

丈夫〉及多篇「香港故事系列」等作，諸多作品反映了女人在情愛或婚姻中的情況與心理。

隨著創作資歷增長，施叔青不甘只寫女性那種茶杯裡的風波、小奸小詐鉤心鬥角的故事，並

害怕自己被侷限在一個框框裡，因而開始構思長篇《維多利亞俱樂部》乃至《香港三部曲》，

                                                 
109施叔青：〈拾掇那些日子〉，收於施叔青：《那些不毛的日子》，（台北：洪範，1988 年），頁 32。 
110白先勇：《約伯的末裔．序》，收於施叔青：《約伯的末裔》，（台北：大林，1963 年），頁 3。 
111 「在語言和文字上的講究，我是拼了老命的。我寫東西非常辛苦，不只是用手寫，而且我打草稿，一遍一遍

地改，都要寫很久，而且很專注地寫。所以有人就批評我，說我用力過猛。那種對文字的講究也很容易讓人聯

想到張愛玲。」廖玉蕙：〈夢裡不知身是客－－到紐約，走訪小說家施叔青〉，《台灣日報》副刊，2001 年 9

月 28、29、30 及 10 月 1、2、3、4 日。 
112 「在我接觸到文學的時候，女性作家好像都被以一種有色的眼光看待……，像我的名字本來那個『叔』有三

點水的，就很女性，我就故意去掉，作家就是作家，不要稱女作家，……，我在寫作時，一定從女性的角度出

發，到了我結婚以後，談論婚姻的時候，更是站在女性的角度。」簡瑛瑛主持：〈女性心靈的圖像：與施叔青

對談文學、藝術與宗教〉，（《中外文學》第 27 卷第 11 期，1999 年 4 月），頁 120。 
113 如〈凌遲的抑束〉、〈紀念碑〉、〈約伯的末裔〉、〈倒放的天梯〉…等作，主角皆為男性，並無特別從女性觀點

去挖掘屬於女性的特有心理現象及遭遇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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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認為女性作家，依然可以些出氣勢很恢弘、很龐大的東西，藉著《香港三部曲》探討到歷

史、文化、種族、階級、殖民等複雜問題，施叔青展現了她的企圖心，她「要顛覆傳統女作

家只能做的事情
114。」 

從女作家角色閱讀施叔青的小說，可以發現，近幾年多部氣勢磅礡、揭出重要歷史時刻

的大部頭小說，或言香港或寫台灣，不僅為女性創作開出了新局面，置諸於整個華人文學史

上，也仍熠熠生輝，成就斐然，不甘於被定位為只會寫情愛糾葛的閨閣女作家，充滿創作生

命力的施叔青以自信的腳步走出屬於她的道路。 

二、李昂的創作觀 

（一） 表現真實的創作原則 

    李昂一直是位備受爭議的女作家，大膽的情慾描寫、勇於挑戰禁忌題材、揭露社會人心

黑暗面，都使她在創作路上遭到許多詆毀與謾罵，這些批評，一度讓她覺得在創作路上非常

寂寞－－一種被誤解及不被了解的寂寞115，靠著無比的自信及「愛創作」的熱情才使她支持

下去，不斷地為創作出心目中的好小說努力著。窺究李昂創作路上罵聲不斷的原因，其實與

她最重要的創作理念－－表現真實，有著絕大的關係。 

    李昂曾多次斬釘截鐵的表示：「表現真實一直是我最基礎的創作信仰，特別在一個充滿『善

意的謊言』的文化社會裡，我以為這是作者該有的基本道德116。」創作時，她並非刻意要朝

著黑暗面書寫，只是她堅持一位優秀的作者不應該因為考慮世俗的道德或自身利益，而放棄

勇於反應與表現真實的責任117。因此，當社會的真實有黑暗不堪的一面時，她絕不為了迎合

世俗的品味，為小說虛構出一個光明的未來。就因為如此，秉持著身為一位創作者的道德，

                                                 
114 「身為女性作家，依然可以寫出氣勢很恢弘、很龐大的東西。…，我一定不要只在女人所關心的茶杯裡的風

波中打滾，所以我就很有意識地要走出女作家所關心的，以家庭為背景的這些小格局，………，我想我是野心

滿大的，因為我要顛覆傳統女作家只能做的事。」。廖玉蕙：〈夢裡不知身是客－－到紐約，走訪小說家施叔青〉，

《台灣日報》副刊，2001 年 9 月 28、29、30 及 10 月 1、2、3、4 日。 
115 「我有時候會覺得寂寞，真的是寂寞，那種被誤解的寂寞，包括旁人由我的小說來猜測再加諸我身上的種種

指控，都令我覺得不曾被瞭解。還好我有我的自信，……..，我好像只一味的被罵，沒有人出來主持正義，我想

我大概應該說『最受謾罵的作家』吧！」李昂：〈施叔端親訪李昂：新納蕤思解說－李昂的自剖與自省〉，收於

《暗夜》，（台北：時報文化，1986 年）初版 21 刷，頁 177。 
116 同上註，頁 170。 
117 「隱瞞與遮掩社會、政治、人性的真實性（當然包括黑暗面），假裝看不到問題而認為問題不存在，即是一

種最不道德的行為，是一種虛假與偽善。當然，我並非立意標榜所謂的『黑暗面』，但如果真實果真有此，一個

作者就不應該因為考慮與世俗的道德或利益衝突，而放棄勇於反應與表現真實的責任。」李昂：〈我的創作觀〉，

《暗夜》，（台北：時報文化，1986 年）初版 21 刷，頁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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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昂一路上始終不肯為了與社會成規或輿論壓力妥協而作違心之論，她最在意的，是小說內

容有無將心中所要表達的文學概念、所要探討的問題真實的表現出來，也因此，讀者們能在

驚撼當時社會的《殺夫》之後，再次讀到《暗夜》、《迷園》、《北港香爐人人插》、《自傳の小

說》等作品，在這些作品裡，李昂一次又一次不斷碰觸被社會成規視為敏感禁忌的主題：性

及政治，自然又帶出人們一波波的驚嘆號，廣泛的討論裡，雖然毀譽參半，卻也讓讀者訝異

於李昂源源不絕的創作力，及力求突破的用心。 

在創作路上偶爾感覺寂寞的李昂，堅守著自己創作原則，背負著文學使命，千山萬水踽

踽獨行，批評謾罵，只是拂過耳邊的風，阻礙不了她往前行去的決心，李昂曾說：「現今指責

我的人，將成為明日台灣文化進步的丑角。我有這樣的自信，而我知道，我的自信，是基於

我對小說的執著與熱愛，我對小說創作的不斷努力。118」這位「用一生扮演單一作家角色」

的創作者－－李昂，對於創作，始終懷抱著無比的熱忱，她的目光始終眺望著更遠的那方，

期待這樣的作者能持續為讀者們創造出令人耳目一新的佳作。 

（二） 「立足台灣，放眼世界」的創作觀 

    孜孜創作數十年的李昂，儘管一路上批評的聲音不絕於耳，但她的文學卻早已走出台灣，

受國際文化界的看重，《殺夫》一書已在美、法、德、日、英等十國翻譯出版，她本人也獲得

由法國文化部授予的、代表法國文化最高榮譽的「法國文化藝術騎士勳章」119，據說諾貝爾

文學獎的一些評審對她也在密切注意中120，她的努力將台灣文學成功的帶往世界這個大舞

台，其間所成就的意義是非凡的，對其他的文學創作者也是一種莫大的鼓舞。 

    李昂的作品一再躍入國際文化圈，實踐了自己的理想抱負，但她的小說基本上仍是以台

灣為立足點，她曾言： 

我絕對是那種「立足台灣，放眼世界」的作家，我絕對以今天台灣的問題或我在台灣

感受到的狀況來作為小說基礎，不會從一個虛構的中國文化來寫，只為了迎合西方讀

者。121 

                                                 
118李昂：〈我的創作觀〉，《暗夜》，（台北：時報文化，1986 年）初版 21 刷，頁 185。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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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吳達芸、李昂主講：〈謝雪紅與李昂－－兩個女人誰是誰？〉，王鈺婷整理，收於呂興昌等 20 人：《風格的

光譜：十場台灣當代文學的心靈饗宴－國家台灣文學館第一季週末文學對談》，（台北：國家台灣文學館籌備處

出版，2006 年），頁 108。 
121 楊光整理：〈我的小說是寫給兩千萬同胞看的－－李瑞騰專訪李昂〉，（《文訊月刊》，1996 年 10 月），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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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肯定自己的立足在台灣，我寫小說是寫給台灣兩千萬同胞看的。122 

確實如她自己所言，在她的作品裡，除了早期受現代主義影響，表現個人存在的意義與追尋

出路心等理狀態的幾篇小說，以及大學時期受中國文學、哲學教育影響下創作的〈關雎〉、〈逐

月〉外，多年來她一直以小說家的眼，從家鄉鹿港這一個定點到全台灣，觀察這片土地的社

會脈動與各種現象，挖掘問題、提出問題，這些表現，都一再呼應她「立足台灣」的創作觀。 

    在李昂的觀念裡，她認為「藝術應該先有本土性再要求世界性。123」而她也認為，生活

在戰後台灣這風起雲湧的數十年，大家都正經歷著一個時代的巨變，如果創作者肯忘懷「大

山大水」的大頭病，那麼這數十年的歷史時刻正是絕佳的小說題材，處在這樣的大時代，若

未能誕生出優秀的作品，只能說自己才華不夠124。而面對這樣的歷史時刻，李昂是珍惜的，

或介入或觀察，她努力的在解讀這片土地、這樣的一個時代，而這便是她所謂的「本土性」，

不過，她也並非以「本土」兩個字，將自己故步自封於狹隘的島嶼，她曾說： 

我以為作者該有前瞻的理想，那就是進入世界文壇。……我隨時提醒自己，在顧及本

土性時，不要落入情緒化的爭執、或教條式的信仰，這樣，才不致故步自封。125 

而李昂的做法是選擇經常至世界各地旅遊，了解各國文化的發展情況，以拓展自己的視野。

強調立足台灣的她，還是有著進入世界文壇的前瞻理想，「世界級」的作家李昂，確實值得讀

者期待。 

（三） 女作家的角色與抱負 

    女性，一直是李昂小說創作的中心主軸，而這與她女作家的身分角色有直接的關係，而

對於女性角色在她的創作生涯裡有著什麼樣的作用，根據她的某些談話資料，會發現其實是

有些進程的。 

    少女時期的李昂，對於女性的角色並無特別的認知，甚至「整個寫作的高中時期，期許

                                                 
122 同上註，頁 76。 
123 李昂：〈施叔端親訪李昂：新納蕤思解說－李昂的自剖與自省〉，收於《暗夜》，（台北：時報文化，1986 年）

初版 21 刷，頁 174。 
124 「活在這麼精采熱鬧的台灣四十年裡，如果我還寫不出好作品，那麼，我不能怪我的國家不曾給我一個大時

代來寫作，只能怪自己才華不夠。不是嗎?台灣這四十年走過的，從『二二八』至今，只要肯忘懷『大山大水』

的大頭病，只要肯從凡事必稱『五千年歷史』的歷史落差中走出來，這四十年精采萬分的台灣經驗對一個作家

而言，不正是一個偉大的歷史時代嗎?」李昂：〈花季到迷園〉，收於楊澤主編：《從四 0 年代到九 0 年代－－兩

岸三邊華文小說研討會論文集》，（台北：時報文化，1994 年），頁 304。 
125 李昂：〈施叔端親訪李昂：新納蕤思解說－李昂的自剖與自省〉，收於《暗夜》，（台北：時報文化，1986 年）

初版 21 刷，頁 175、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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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做個偉大的作家，而要偉大，一定得與男性作家平起平坐，就算不向男性看齊，中性也

是必然的選擇。126」而李昂這個中性的筆名就這樣誕生了，代表的是「昂」首挺胸127。而高

中創作歲月的作品《花季》一書，和姊姊施叔青一樣有多篇作品純粹表現「人」存在的處境

問題，較無明顯的性別意識特徵128。 

    李昂真正「刻意」意識到自己是女性，是到了讀大學因為年齡及戀愛的關係，她開始寫

作以感情為主的小說，表現女性所謂的「纖細的筆調」、「濃郁的情感」，代表作品大約是「人

間世」系列129，但對於女性的遭遇地位種種問題有更深刻的感覺與思考，則要到了參加呂秀

蓮提倡的「新女性主義」運動，及後來投身的社會工作，她也在報紙寫專欄「女性的意見」，

與台灣女性接觸，了解女性地位的實際情況，這些經歷，促成了《殺夫》的誕生，也是直到

這部作品她才認清：「不管怎樣刻意模仿男作家，我無法也無須做男作家。130」 

    走出年少時期對男性作家崇拜的陰影，體認自己的女性角色，自覺的以小說表現婦女的

地位與處境，無論是資本主義下的，或是政治漩渦裡的女性，李昂都用心一一揣摩、細細描

繪，也因此也許多評論者及讀者將她歸類為女性主義的作家，但就其本身來說，創作時她心

中並不會設定以女性主義理論為創作前提，因為那只會把小說家的創作空間扼殺掉： 

就我的創作理念來講的話，其實在寫作時我很少運用女性主義的理論，因為我覺得那

樣一來，你為了要去套那些理論，就犧牲掉很多東西。131 

    雖然不想被女性主義理論限制，但「女性自我」仍是她終其創作生涯所要追尋的，她希

望能寫出過去被埋藏在男性作家父權思想下的東西，以身為女性作家的角色，挖掘出過去人

類創作裡所找不到的，她形容這就像在池塘撈魚，男作家數千年的寫作已將池裡的大漁撈光，

而對一個第三世界的女作家而言，要在一個女人的池塘撈到大魚的機會很大，所以值得自己

                                                 
126 另外李昂也提到：「對自己的女性自我，也未明朗，整個人，是種模糊的中性，或者說，沒什麼性別意識吧！

當然知道自己是女性，但女性是什麼，就沒什麼追究了。」都可以看見初寫作的李昂對女性角色的認知是十分

模糊的，反而期許自己能成為向男性做加一樣偉大的作家。李昂：〈作家臉譜：模糊的中性〉，收於（《聯合文學》

第十二卷第十期），頁 12。 
127 取筆名時，李昂認為父姓「施」已有姊姊施叔青發揚光大了，因此用的是母親的姓，而有次與施淑一同坐火

車，放行李因為個子太小，便得「昂首挺胸」，靈光一閃便叫李昂，獲得姊姊大力贊成。李昂：〈李昂先生，你

好〉，收於（《聯合文學》第七卷第十一期），頁 143。 
128 「當我初二開始寫作，我毫不覺得我是個女作家，……，很少想到自己是否女性，以及女性與我的創作有何

關聯。這個時期寫的作品收集為『混聲合唱』，現改名『花季』由洪範出版，很難看出作家是男性或女性。」李

昂：〈施叔端親訪李昂：新納蕤思解說－李昂的自剖與自省〉，收於《暗夜》，（台北：時報文化，1986 年）初版

21 刷，頁 164。 
129 李昂：〈施叔端親訪李昂：新納蕤思解說－李昂的自剖與自省〉，收於《暗夜》，（台北：時報文化，1986 年）

初版 21 刷，頁 164。 
130 李昂：〈施叔端親訪李昂：新納蕤思解說－李昂的自剖與自省〉，收於《暗夜》，（台北：時報文化，1986 年）

初版 21 刷，頁 164。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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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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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獻身努力132。李昂堅信：「應該有一條創作路線，既可以是偉大的，也是女性的。133」帶著

這樣的願景與使命，女作家李昂仍不斷試探創造出偉大的、女性的文學的可能。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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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118。 
133 李昂：〈施叔端親訪李昂：新納蕤思解說－李昂的自剖與自省〉，收於《暗夜》，（台北：時報文化，1986 年）

初版 21 刷，頁 1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