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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計畫以大眾文學為主題，涵蓋浪漫文學、偵探/犯罪文學、

黑幫文學、恐怖文學、科幻/奇幻文學以及大眾戲劇共六大

類，購書計畫則分兩大面向，分別是大眾文學和大眾文化理

論書籍建置，以及六大文類分類的文本及批評書庫建置。 

中文關鍵詞： 大眾文學 浪漫小說 恐怖文學  犯罪偵探文學   科幻文學 

大眾戲劇 

英 文 摘 要 ： This project revolves around the central theme of 

popular literature and covers the six areas of 

popular romance, detective genre, gangster genre, 

horror literature, sci-fi/fantasy, and popular 

theater. Theoretical studies on popular literature 

and popular culture will also be included. 

英文關鍵詞： popular literature, popular romance, detective 

literature, gangster genre, horror literature, sci-

fi/fantasy, popular theater. 

 



1 
 

目錄 

A.  前言 ....................................................................................................................... 2 

B.  研究目的 ............................................................................................................... 2 

C.  大眾文學的研究方法 ........................................................................................... 2 

D.  文獻探討 ............................................................................................................... 7 

1.  浪漫文學 .................................................................................................. 7 

2.  偵探/犯罪小說 ....................................................................................... 11 

3.  黑道小說 ................................................................................................ 18 

4.  科幻/奇幻文學 ....................................................................................... 23 

5.  恐怖文學 ................................................................................................ 30 

6.  大眾戲劇 ................................................................................................ 34 

E.  參考文獻 ............................................................................................................. 37 

1.  計畫共同主持人論文 ............................................................................ 37 

2.  博士論文 ................................................................................................ 52 

3.  碩士論文（大眾文學和文化） ............................................................ 52 

4.  學生群著作 ...................................................................................... 56 

F.  計畫成果自評 ..................................................................................................... 61 

1.  書籍到館狀況 ........................................................................................ 62 

2.  書展 ........................................................................................................ 62 

4.  影展 ........................................................................................................ 69 

5.  演講 ........................................................................................................ 72 

6.  博班生讀書會 ........................................................................................ 91 

G.  結果與討論 ......................................................................................................... 99 

1.  書籍 ...................................................................................................... 100 

2.  影片 ...................................................................................................... 100 

 

 

 

 

 

 

 

 

 

 

 

 

 



2 
 

A. 前言 

大眾文學的定義： 

 

根據英國文化研究學者Raymond Williams 的說法，英文中最早出現

"popular"這個詞是在十五世紀的法律和政治詞彙裡，意指「低級」，「底

層」、「俗」，「屬於普羅大眾」，而到了十八世紀晚期以後，又開始慢

慢具有「廣為流行」等中性意義。大眾文學雖歷來就有，但以流行氣勢和

市場規模而言，在十九世紀後半期方達到重要意義。隨著英國在1870 年

實施全民義務基礎教育法，城市人口大量增加，印刷技術大步革新，紙張

成本又大幅降低，造就十九世紀晚期專為迎合普羅大眾的大眾文學的蓬勃

發展，其聲勢之大足以威脅嚴肅文學，並一躍成為決定市場的重要力量，

文學史上自此進入 A n d r e a s  H u y s s e n 所言的「大分裂」。 

 

B. 研究目的 

 

大眾文學在二十世紀擁抱更為廣泛的讀者，成為日常生活的重要構成部分，

在晚期資本主義消費文化盛行和大眾媒體飽和的後現代社會，大眾文學和

文化更是跨越傳統文學、視覺媒體等的界線，滲透生活的每個角落，成為

主流文化。綜觀大眾文學發展史，以小說類型最為豐富，但也涵蓋戲劇等

文類，因此本計畫將涵蓋浪漫文學、偵探/犯罪文學、黑幫文學、恐怖文

學、科幻/奇幻文學以及大眾戲劇共六大類，購書計畫則分兩大面向，分

別是大眾文學和大眾文化理論書籍建置，以及六大文類分類的文本及批評

書庫建置。 

 

本計畫以兩年為期，分年採購大眾文學相關圖書，以期建立國內的代表信

研究圖書典藏。政大英文系為國內最早對大眾文學進行系統研究的外文系，

系上將大眾文學列為重點特色領域，於2001 年建立大眾文學研究中心，

舉辦兩次全國性大眾文學學術研討會，以及多次研究沙龍，全體老師投入

相關研究和教學，碩博士生論文也反映此重點領域，故本計畫圖書典藏，

旨在參考國際學術研究之理念、結合本系師生研究的力量和興趣，以及本

系過去、現在及未來學術研究之重點領域，擬從大眾文學的全方位面向、

理論，以及涵蓋（女性）浪漫、偵探/犯罪、黑幫、恐怖、科幻/奇幻、大

眾戲劇等主要文類的方式，分為七個領域、多個議題進行規劃。大眾文學

為重要領域，但國內藏書嚴重不足，本案希望以兩年時間，採購兩千多筆

的書籍及視聽影帶，建立國內大眾文學和文化研究的代表性中心。 

 

C. 大眾文學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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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眾文學的研究領域，早期研究多以鄙視斥責為主，二十世紀多種文學

批判理論介入大眾文學，但仍以負面評論為主流，隨著八十年代文化研究

理論的興起，大眾文學「妾身未明」的地位及其和嚴肅文學的區分、撇清、

互相影響等議題又得到重新檢視和評價，大眾文學的研究也更為蓬勃發展。

大眾文學的研究可分為如下幾個重要階段和議題：價值論，意識型態論，

結構主義理論，文化研究理論圍繞「何為大眾/流行」的辯論，以及大眾

文學和性別。 

 

一． 價值論 

 

大眾文學被視為文學價值低下、庸俗、煽情、嗜好色情和暴力、迎合「沒

有教養、發展不全」的普羅大眾(Arnold 105), 始自十九世紀末以Matthew 

Arnold 為代表的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流派，但直至1930 年代橫霸英國

文壇的Leavis 夫婦，方才以研究嚴肅文學的方法對大眾文類有具體詳細的

分析。二、三０年代可謂是大眾文化研究的重要階段，電影、廣播日益成

熟，大眾文化被大量工業化生產和消費，也因此英國的「文化和文明」文

化菁英觀點和歐陸的法蘭克福學派都在此時發展重要觀點。Q.D. Leavis 

指出大眾文學寫作技巧和主題毫無獨特性、流於固定格式和重複，在情感

上毫無節制、迎合低俗人性，在功用上則無異於「毒品沈溺」和「集體自

慰」、提供讀者「逃避現實」的心理補償(qtd. in Ashley 36-39)。在解釋為

何大眾文學能獲得大眾讀者的如此喜愛進而在市場上攻城掠地時，這種觀

點指出大眾文學提供了宣洩、輕鬆、逃避的快感，迎合普羅讀者的低俗口

味。 

 

「口味」和「價值」、尤其是文化價值在這種觀點裡非常重要，但是以法

國社會學家波迪厄的「品味」的觀點檢視，到底誰具有對不同品味下斷言

和評價的權力？波迪厄反對康德美學觀裡認為高級文化具有內在價值、審

美觀是客觀(disinterested)的觀點，指出文化品味由社會架構和階級位置決

定，以場域或生活方式體現的菁英的品味被視為自然，其實源於社會背景，

而品味又被權力運用，批判下層品味粗俗其實是階級區分及爭鬥的體現。

波迪厄的文化社會學對後來文化研究有相當影響，雖然其觀點向來被認為

過於強調階級架構，但以其觀點，則可看出文化菁英或許對政治現狀有很

多批評、不願同流合污，但在對待代表底層文化的大眾文學時，其實反映

了和統治者一樣的源於階級利益的觀點，害怕失去文化主導權而以批撻、

憂慮和恐懼做出反應。 

 

二． 意識型態論 

 



4 
 

文化菁英價值論擔心大眾文學威脅少數菁英的統治現狀，法蘭克福學派則

從意識型態論出發，指出大眾文化被統治階層掌控灌輸「虛假意識」，以

達到維護（而不是威脅）現狀的目的。法蘭克福學派在二十世紀中期對大

眾文化的批評，為大眾文學研究帶來重要貢獻。阿多諾轉而從意識型態著

手，批判大眾文學/文化為資本主義文化工業的產物，雷同、機械、重複、

保守的大眾文化/文學，在內容和形式上延續了資本社會工業生產的重複

韻律和機械結構，承繼了資本掌控下的「制服式統一規格的自動化連續機

制」。在討論大眾文學的吸引力和快感時，阿多諾批判大眾文化為資本主

義文化工業製造快感的「快感工業」(“pleasure industry”)，更是點出大眾

快感的政治內涵和危險性能，經由特定生產機構（製作出版公司和市場行

銷隊伍）面向大眾市場所推出的大眾文化產品，藉由這種重複、機械式的

快感來操控消費大眾的無意識，在「越滿足越壓抑」的辯證機制下，讓虛

妄的快感滿足成為服膺「現實原則」（reality principle）的精神基礎。享

樂社會的幻象，讓大眾沈溺於既有的現實，全盤接受被資本統一掌控的既

有社會型態，而無法如高級藝術般產生追求個性化自由、對現實不滿的烏

托邦渴望。這種麻痺和欺騙被動讀者的快感，不啻是和既有意識型態共謀

的「共謀式快感」(complicit pleasure)，而大眾文類則進一步變成維護既有

秩序的工具(Adorno & Hokheimer 137-41)。 

 

意識型態論以嚴謹的架構理論帶給大眾文學從所未有的系統化分析和理

論深度，其對大眾文類背後的權力架構和資本主義意識型態的強烈警惕和

意識，也從另一個角度大大提升了大眾文類的重要地位，看似無足為奇、

不登大雅之堂的大眾文學，其實是個蘊藏重要政治意義的中心場域。但是

意識型態論有很多問題，比如它認為大眾文化通過不斷消費誘發讀者上癮

般的需求和追求快感，只是在創造「虛假需求」，以滿足資本主義壟斷利

益的不斷延續與資本的持續積累，轉移（大眾）對社會現狀的不滿，但它

宣稱被壓抑的「真正需求」卻又過於先驗性和本質化。 

 

阿多諾最主要的問題，仍是比較沒有處理讀者/使用者的多種複雜角色和

主體位置，太多強調文本/文化工業生產者的單向主宰作用。阿多諾在區

分大眾文類和菁英文學時，明顯偏好後者，指出高級藝術因避免雷同重複

性、極具獨創性，同時更因拒絕以圓滿結局滿足讀者，從而帶來挫折和持

續的緊張，以及「審美的昇華」(140)，相較於可以讓讀者在熟悉橋段的反

覆中，輕易獲得閱讀快感的大眾文學，菁英文學明顯具有更大的進步意義。

這種明確區分界線的分隔，具有強烈的階級內涵以及頭腦/身體二元論的

影響，大眾文學擅長於直接制約讀者的生理反應，以主體喪失為代價謀取

大眾的快感，就閱讀的滿足感而言，層次明顯低於強調主體參與、拒絕慾

望的輕易滿足、維持慾望持續緊張的審美昇華愉悅。此點可以看出，阿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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諾雖批判資本階段文化統治者的操縱和矇騙，但自己卻似乎也受制於甚至

維護了布爾喬亞這種植根於階級區分的菁英式建構，再次加強了將身體和

大眾階級等同、將頭腦和菁英階級（常常是中上階級）等同的階級範疇。 

 

三． 結構主義理論 

 

文學價值論和意識型態論多年以來主導大眾文學研究，1960 年代，法國

學者大量使用結構主義理論介入文學評論，而大眾文化因被視為結構簡單

透明，而成為驗證結構主義理論的最佳對象。結構主義的基本觀點是任何

符號都處於語言的整體架構中，在一個有內在聯繫的規則和慣例系統中彼

此配合，因此符號的意義絕非主觀任意，而是源於一個整體、客觀的規則

架構。運用到大眾文化，巴特的符號學就認為現代社會中文化神話的意義

都是具有系統性的架構，而艾可更是對龐德間諜文類有具體細微的分析，

揭示小說敘事架構都是基於一套永不退流行的基本不變法則，這套包含善

惡對立的二元法則和大眾讀者的無意識渴望和普世價值觀相連，龐德小說

不管有多少變化或懸疑都不脫這套普世架構，而讀者可以辯識他們早就熟

悉也喜歡的遊戲規則，因此故事永不退流行。 

 

結構主義理論大量運用大眾文化和大眾文學作為闡述其理論的佐證，在相

當程度提高了大眾文類的能見度，但其觀點和意識型態論殊途同歸，從不

同角度將大眾文學視作某種架構下大量重複的透明複製品，對大眾讀者的

看法也趨於保守、忽視其可能的不同位置，更是抹殺了大眾文學的具體特

性以及歷史脈絡。在英美文學界裡，最早以John Cawelti 為代表介入大眾

文學的討論，提出所有大眾文學都不脫為某種「公式」(formula)、架構的

翻版、毫無原創性和個體性。 

 

四． 何為大眾/流行？ 

 

八十年代始，融和解構主義理論和Gramsci 霸權理論為主調的英國伯明翰

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主導的文化研究理論，開始強勢介入大

眾文化研究，這種理論的特點是跨領域，結合社會學、文學、美學、傳播

媒體、歷史等領域，首先挑起的就是有關何為大眾/流行的爭論。在他們

看來，所謂大眾文化，其實是體現Gramsci 霸權理論的複雜場域，充斥了

「被吸收」和「抵抗」的多種矛盾力量，也是使用者/大眾讀者和文化場

業生產者間不斷「協商」的舞台。以此來看大眾文學，則是充斥多種意義

和使用的場域，大眾文學看似毫無疑問地傳達明顯的、由生產者（文化工

業和作者等）制訂的偏好意義(preferred meaning)，但是也不乏各種空缺、

縫隙和矛盾，解構文本的偏好意義，使它成為各重聲音競技的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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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文化研究的這種觀點，首先得益於阿圖賽對意識型態觀念的修正，阿

圖賽和結構主義、符號學、精神分析等法國理論關係甚密，他試圖修正文

化必定受經濟基礎決定的意識型態論，指出意識型態的物質形式、以及意

識型態如何通過召喚個體而具體運作，後者在70 年代英國文化研究領域、

尤其是以「銀幕」雜誌為代表的電影理論裡被廣泛運用，對大眾閱聽者如

何被文本機制、視覺心理架構所召喚、所「縫合」到預設的觀看位置更是

影響深遠。 

 

但這種大眾閱聽者的位置仍舊多少流於被動和被宰制，為此，以CCCS 為

代表的八0 年代文化研究理論則融和解構主義多重意義以及Gramsci 爭

霸（或霸權）理論，同時，文化研究理論也日漸從研究文本意義轉向探索

使用者/讀者的意義構建過程。大眾文學不光在文本本身蘊藏抗爭聲音，

更是在強勢文本和相對弱勢讀者之間的互動上，包含某種來自讀者的不同

聲音和運作使用空間，大眾文化不僅是剖析統治階級如何維持主流架構、

獲取人民同意的手段，也是一個文化掌控者和從屬者之間不斷談判、各方

競爭的場域，因此也是挖掘從屬階級蘊藏其相反、抗爭聲音、甚至包含正

面性政治爭鬥潛能的領域，由此則大眾文化的重要性得到全新的肯定，其

價值性也從一個價值低下、一味灌輸保守思想的文化工業，轉而變成值得

深入研究和嚴肅對待的重要領域。 

 

在此轉變中，文化研究不再一味流連於對大眾文學保守意識型態的批評，

轉而探討為何大眾文學會如此流行獲得喜愛？也因此，有關大眾快感的討

論日益重要，甚至日漸凌駕意識型態，成為大眾文學研究的中心概念。大

眾文學之所以如此受歡迎、在於比起嚴肅文學它提供讀者更多的快感，這

其中包括熟悉的快感，緊張情緒宣洩、感官高度刺激及情感滿足等的快感，

也有被批為逃避式的快感，因為相對於反映現實之嚴酷和挫折的嚴肅文學，

大眾文學常常以與現實生活相反的美好順利結局來輕易滿足讀者的欲望，

讓讀者放棄理性、沈浸在虛幻的快感和幻想中。但是在文化研究學者看來，

快感不只是包裹意識型態的糖衣或麻醉品，而是展現各方競演、甚至弘揚

讀者抵抗和能動性的場域。這其中，男性文化研究學者對工人階級或青少

年的男性文化或是黑幫電影、偵探小說多所探討，而女性主義者又以浪漫

小說、肥皂劇等女性大眾文類為主要研究題材，對整體大眾文化的研究，

帶來重大貢獻。 

 

英國文化研究涵蓋大眾文化和大眾文學，其研究切入方法和對文本多重聲

音、對讀者意義使用/消費過程的重視，對大眾文學研究影響重大。但是

也因為此流派部分源自英國早期的「文化主義」（即認定源自人民、底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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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就必定有抵抗意義），而使其難脫過於樂觀、流於人文主義窠臼的

指控，也因此當被大力稱頌的大眾文學/文化的抵抗層面被晚期資本主義

商業邏輯挪用、吸收、收編以用來加強（而不是抵抗）現有秩序時，這種

觀點面臨新的挑戰和檢視，大眾文學研究勢必不斷提出新的論述。 

 

五． 大眾文學和性別： 

 

在文化價值觀點裡，大眾文學因被視為煽情、逃避、幻想、不理性，在和

理性、使用頭腦的嚴肅文學相比時向來被「女性化」對待。在意識型態和

政治權力關係上，大眾文學的讀者更是在機械化資本主義生產關係裡被文

化產業生產者操控玩弄，而因此如女性一樣被動、消極和被駕馭。在消費

和生產的社會文化學裡，消費向來被視為女性化、消耗性、毫無主動生產

能力，因此作為被動消費者和愚昧之輩的大眾讀者，面對男性化文化生產

者的強勢灌輸，只能全盤接受。妾身未明的大眾文學也就和女性化劃上等

號。 

 

大眾文學本身和被女性化對待，但是在其某些文類、尤其是宣揚男性陽剛

氣質的偵探/犯罪/冒險等文類中，女性形象更是以極端刻板化、滲透保守、

負面性別觀念的手法出現，比起嚴肅文學，更加毫不掩飾、幾近赤裸的宣

揚性別歧視。因此，女性主義對大眾文學的介入非常重要，大眾文學被視

為鞏固加強父權架構的重要工具。女性主義者結合符號學、精神分析、意

識型態等理論，女性主義文化研究者更是將重心放在向來被視為瑣碎、輕

浮、濫情、價值最低的女性文類上，他們對這些文類多種聲音的挖掘、對

女性閱聽者不同閱讀位置的探討、對女性閱聽行為脈絡化的民族誌調查，

以及對幻想、快感等心理層面結合不同學科的跨領域討論，不但幫女性文

類發聲，也成為文化研究理論近年來的最重要貢獻。近年來後現代女性主

義和酷兒研究的興起，更是對大眾文學的性別架構提出質疑、模糊和分

解。 

 

D. 文獻探討 

1. 浪漫文學 

i. 公式化架構、文本意義和主要議題 

 

浪漫文類之所以被視為最不具價值、輕浮的大眾文學，是因為它總是

不脫一個簡單的公式化架構，「遇上白馬王子、然後過著幸福日子」，

女主角克服種種困難和障礙、最終以美滿婚姻為皆大歡喜的結局。其

間過程充滿懸疑，文本設置多種障礙、誤解和巧合以盡量拖延結局，

女主角必須克服壞女人和壞男人所代表的誘惑和障礙，憑藉自身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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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半是貞潔、忍耐、愛家）、歷經種種考驗、最終贏得權力和經濟

地位高於自己的強勢男性的的婚姻。浪漫小說不啻是一種女性冒險小

說，但是不同於男性冒險/成長小說的外在場景，其場景多設在室內

家庭，挑戰和障礙也相較於男性冒險小說而遠為「瑣碎」，女主角的

成熟和自我的建立完全取決在異性戀婚姻的獲得成否，因此，愛情/

婚姻佔據無比重要地位，成為女性成功的唯一途徑，也因此浪漫文類

被女性主義學者視為鞏固異性戀父權架構的保守工具。 

 

並不是所有愛請故事都稱得上浪漫小說，浪漫小說的特色在於強調女

主角愛情經歷的強烈情感激動，並盡量拖延其被男主角追求時所體驗

的種種期待、困惑、慾望等複雜激情感覺，也正是因為如此，浪漫小

書能夠讓讀者身臨其境、替代式地體驗女主角這種強烈慾望及投入愛

情的過程，同時，為了強調在愛情過程中互相吸引、各種挫折及障礙

等細節，勢必淡化其他敘事因素如社會背景或次要角色的交代。 

 

浪漫小說的重要議題為： 

 

女性氣質： 

 

浪漫小說的女主角常出身相對卑微，也不一定美貌，但最重要的特質

一定是具有典範的女性氣質，包含溫柔、忍耐、養育、順從、感性及

女性化外表，也因此，浪漫小說被視為宣導父權架構下的被動女性、

從而壓迫女性的工具。唯有學成女性氣質、才能獲得理想婚姻，嫁入

豪門，而自私強勢又追求個人意志的蛇蠍壞女人，則最後得到報應和

懲罰，也警告女性讀者不能有偏出父權價值的自我認知。 

 

女性氣質被女性主義學者批判為是囚禁女性的圈套，但是在二十世紀

九十年代的「美眉文學」裡，教育良好、經濟獨立、收割女性主義奮

鬥成果的女主角，卻視女性氣質（性感裝扮服飾及女性化性格）為展

現女性力量的所在，並大肆宣揚，這其中反映了女性運動發展的不同

階段，也從另一角度體現出晚期資本主義商品邏輯的強力滲透，新自

由主義的市場導向、利益掛帥、自我算計又自我負責的自我塑照機制，

已重要反映在二十世紀末的大眾文學中（陳音頤2009）。 

 

戀愛： 

 

戀愛無異是浪漫小說的中心議題，也表達出女主角對溫存、被保護的

強烈渴求。在父權架構下的浪漫小說裡，愛情、溫存多是以異性戀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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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體現，女主角的異性戀愛情被塑造成其女性自我建立的全部立基。

為何女性對愛情有如此渴求？以女性主義心理分析學者Nancy 

Chodorow的object relations theory 觀點，指出女性自我生成得因於早

期嬰兒和養育親人間的關係，因而女嬰的自我就複製了母親重視溫存

關係的自我，而男嬰則拒絕溫存關係以示區分，女孩即使在伊底普斯

階段轉向父親後，對母親和溫存的渴望仍舊存在，但是在父權體制下，

女性被要求以異性戀為首要關係並且在經濟上、情感上依賴男性，因

此女性對溫存的基本需求無法從婚姻中滿足，只能繞道藉照顧家人、

和被照顧的家人認同而得到些許滿足(Chodorow 36)，也因此，浪漫小

說的愛情至上，反映和滿足了女性對溫存的渴求，也解釋了為何在父

權體制下，這種溫存的需求是以異性戀的形式出現。 

 

在二十世紀七十年代出現了一些由女性主義出版社如Naiad Press 出

版的女同性戀浪漫小說，書中愛與被愛者皆為女性，也都自充滿暴戾、

權力不平等的異性戀中脫身，這種以平等溫存為特色的女同性戀愛情，

企圖解構和批判異性戀浪漫小說中以征服/順從為本質的愛情關係。 

 

女性性慾和婚姻： 

 

愛情既是中心，則性慾不可避免，但傳統浪漫小說壓抑女性性慾，宣

導貞潔是獲得愛情與婚姻的唯一途徑，對男性性慾則推崇其力量甚至

潛在的暴力。浪漫小說警告女性性慾氾濫的危險性，蛇蠍壞女人因膽

敢享受情慾而受到最終懲罰。在二十世紀九十年代的美眉文學裡，女

性性慾的解放和弘揚成為話題，女主角經歷各種性關係、享受性慾、

不以婚姻為目標，各種非主流的性慾經歷也端上台面，但同時性慾和

性生活方式的商品化趨勢也愈趨明顯。 

 

ii. 為何流行？讀者的意義使用/消費 

 

浪漫小說為何擁有如此巨大的魅力，雄據一半以上的大眾文學市場？ 

浪漫小說帶給讀者的快感，其一是藉由不斷的重複閱讀維持基本公式

情節的不同文本，從而帶來不斷享受和維持上癮般的熟悉快感。其二

是浪漫小說雖然重視最後團圓結婚的美好結局，但愛情過程的強烈情

感感受更是其大肆渲染的重點，這種被愛欲望的高度激動、情感的強

烈起伏、陶醉甚至過膩，以及讀者零距離地全心投入，是浪漫小說魅

力所在。 

 

這種對理想感情的「濫情」式渴望和強烈激情投入，在早期女性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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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Millett, Firestone, Greer)看來，是以幻想逃避、毫無節制、即刻滿足

的快感，作為「糖衣」和安慰劑哄騙女性接受貞潔、忍耐和被動的父

權價值，灌輸女性讀者迷戀囚禁她們的枷鎖。在後來的女性主義文化

研究學者來看，不斷重複追求這種一再渲染、宣洩和不克制（有失序

之虞）的快感，也極有可能顯示出讀者對現有性別架構所提供的可能

選擇的不滿和挫折，從這點上說，同樣是作為文本意義生產過程一部

分的文類常規和情節公式，其產生的快感也不無挑戰、逾越既有婚姻

秩序的意義，這也佐證了文本內涵的快感機制確實同時有滿足現狀和

挑戰限制的錯綜層面。 

 

從浪漫小說的文本意義轉移到讀者的使用/消費過程，是浪漫小說研究

的重要階段。尤以文化研究學者Janice Radway 為代表，指出浪漫小說

雖提供讀者發洩焦慮、暫時安慰，以便重新回到和接受父權體制的共

謀性快感，但女性讀者在使用浪漫小說時，視小說閱讀是她們「自己」

的時間，是給自己的禮物，這段時間裡她們可以全然只顧自己，獲得

只屬於她們的快感，而不必投入到女性在父權體制下照料和養育他人

的母親/太太角色，因此這種使用行為，增加了抵制和抗拒的內涵，確

實已超出文化生產者所預定的範疇和定位。其他女性主義文化學者也

指出，浪漫文類因為過於「濫情」和情感沈溺而被貶低、邊緣化，使

得女性參與其中、獲得快感的行為，變成反抗理性為上、邏輯至尊的

主流語言符號架構的途徑。另外，浪漫小說的「瑣碎」八卦特色，也

利於女性讀者間產生群體歸屬、互為支持、建立網絡，鼓勵單獨不敢

或不被鼓勵的女性聲音。 

 

這種影響，最明顯的表現在浪漫小說具有強大的粉絲團體，美國的粉

絲定期召開全國大會，互相打氣，不少粉絲因不滿現有作品，甚至自

己提筆寫作，轉而成為新的浪漫小說作家。當然在這種粉絲大會中，

出版商、文化工業生產者的資助和推動角色不容忽視，但是讀者自己

的角色和對文本的影響也不能抹殺，展現充斥多種聲音、既被主流吸

收又不乏協商爭鬥的場域。 

 

iii. 主要流派和重要作家 

 

浪漫文學的起源，有學者追溯到如「灰姑娘」等的早期童話，而十八

世紀理查遜的Pamela（1740）多被認為是現代浪漫小說的始祖。同一

世紀出現以復仇、暴力、邪惡、超自然為特色的哥特式浪漫小說，之

後柏朗蒂姊妹的經典小說也被納入此傳統（現代代表為Daphne Du 

Maurier’s Rebecca 1938）。珍奧斯丁的小說除了像Northanger Abbey 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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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哥特式浪漫傳統外，其他多為romance of manners，特色是注重人物

角色在等級秩序井然的社會背景中的地位和行為。十九世紀又出現歷

史浪漫小說(代表為Helen Jackson’s Ramona 1884，特色為背景必須是

具有某種神秘不尋常色彩的遙遠歷史時代)和維多利亞女性室內煽情

小說(Domestic Sentimentalists,多以連載方式出版，後來更是登載在大

眾報刊)。到了二十世紀，浪漫小說更是佔據每年所有大眾文學出版

量的一半之多，並超過所有其他大眾文類的總和（陳音頤2004a： 

150）。 

 

浪漫小說在二十世紀進入企業化和集團化經營，以Harlequin 及Mills 

& Boon 為代表的出版集團大量出產有定型化系列（如Silhouette, 

Temptation 等系列）的浪漫小說，以滿足不同市場口味。進入九十年

代，浪漫小說的主流市場被新興的女性文類──美眉文學chick lit 佔據，

代表有Sex and the City, Bridget Jones’s Diaries，這些以城市上班單身

女性為讀者的新文類，反映女性職場和愛情生活的新趨勢，不再追求

婚姻為唯一選擇、也鼓吹女性獨立、享受情慾和消費樂趣，浪漫小說

邁入新階段。而同時女同性戀浪漫小說也在1969 年Stonewall 警察鎮

壓同性戀遊行引發暴亂後陸續於小眾出版社出版，以Rubyfruit Jungle 

(1973)為代表的作品，延續了早年Radclyffe Hall’s The Well of 

Loneliness (1928) 的主題。 

 

浪漫小說研究，向來以女性主義理論為中心，但此理論切入點，不脫

以性別的identity politics 為基準，在後現代女性主義理論對「何為女

性」、「何為女性自我」等中心概念進行瓦解、提出人本主義的指控

之後，浪漫小說的研究面臨新的挑戰。同時進入晚期資本主義新自由

主義的市場機制後，原本被視為具有抵抗、解放意義的因素（如解放

被父權架構壓迫的女性性慾）反而被主流商業文化琅琅上口掛在口中，

維護而不是挑戰既有秩序（尤其表現在大賣的美眉文學上），浪漫小

說研究何去何從，非常值得探索。 

 

2. 偵探/犯罪小說 

i. 公式化架構？文本意義和主要議題 

 

偵探/犯罪小說主要在十九世紀下半期興起，1883 年發表在倫敦暢銷

週刊的未署名文章首先注意到這個文類日漸受到讀者歡迎，而1902 

年Chesterton 的系列文章試圖幫它辯護、指出其雖然結構簡單、文采

薄弱、迎合大眾對犯罪和血腥暴力的嗜好，但是在維護法律上有其功

用。1940 年代第一本專書出版，對此文類更加肯定，並以實際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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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故事的社會歷史背景和敘述技巧。到了六零年代後，各種文學理

論興起，偵探/犯罪文學的評論從此改觀。首先，偵探/犯罪小說因極

具邏輯、步步推理之敘事架構，而吸引結構主義理論強勢介入，同時

有關犯罪、法制、道德、回歸正義等內容，又引起注重社會政治背景

的物質主義理論之重視，而謀殺、刺破秘密、暴力等議題，又是精神

分析理論之專長，追求真相/知識在後現代觀念中牽涉到何為真理、

何為意義的本體論爭論，最後極具理性和男性氣概的偵探/犯罪文類，

又和女性氣質對立，女性主義也對此文類有相當評論，而文化研究學

者則從解構主義角度出發，指出偵探小收看似完整神奇的答案，其實

隱藏著許多空缺和間隙，削弱和挑戰了文本主導聲音。多種理論的介

入，挖掘偵探/犯罪文學的多重聲音和層次。 

 

偵探/犯罪小說的基本架構以一個謎(puzzle)為中心，通常是謀殺之類

的擾亂秩序的重大犯罪，而偵探遵循理性邏輯進行調查，一步步拼回

拼圖，最後抓到罪犯，解開謎團，揭露真相，回復秩序。有時小說中

以警察代替偵探，有時這種文類又稱做Mystery fiction 或Thriller，但

共同架構都是由設謎到解謎，緊湊的步調不能稍停，一切指向最後的

解謎。過程中文本設計多種障礙、也只揭露部分信息，在在顯示偵探

/警察/主角的過人智慧和勇氣，鋪設最後真相和神奇答案的完美無缺，

整個調查過程宛如遊戲(game)，包含激動、懸念和最後宣洩的固定模

型，偵探一定破謎，罪犯一定被抓到，正義一定回來。偵探小說的這

種嚴格的公式化結構，在結構主義學者看來，體現了其背後的先設性

架構及其嚴謹、封閉和無所不至的特性，即使比起女性浪漫小說的簡

單公式，偵探/犯罪小說因為同時有犯罪過程和偵探過程等多重敘述、

表面線索和實際真相不一定重合、非到最後才抽絲剝繭、真相大白，

所以似乎具有大眾文學中最為複雜、最多層次、最用頭腦的特色，但

在結構主義學者看來，每個偵探小說仍只不過是在重複同一個「超級

文本」，從未真正超脫對其固有格式的複製，讀者面對的也只是「早

已知道」的內容(Todorov, Eco)，偵探小說的公式化結構明顯之至。 

 

偵探/冒險小說多採用倒置性結構，一開始即是已經發生犯罪結果(通

常是一具屍體或是失竊的財物)，而其意義/原因(怎麼發生的？是誰幹

的？)卻是隱藏/失去的，因此小說便以一種創傷性的謎團/空洞/缺席開

始，犯罪這個符號無法解讀，無法被融入社會的既定意義體系，也威

脅此體系的，而偵探的任務設法回溯建構此隱藏的故事，找到罪犯和

解釋犯罪過程，在符號和一大堆看似相關的意義間，經過多次篩選、

組合，解讀到符號真正的意指，使逃脫的符號重新被融入既有的意義

體系之中以填補犯罪造成的空洞/缺席，整個敘事架構和社會意義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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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重新成為內在連貫、前後一致的完整「封閉」，讀者也就因為獲得

解答而心滿意足。 

 

偵探/冒險小說的敘述結構，確實內涵了深遠而保守的社會意義。首

先，小說肯定偵探的解讀，否定其他角色的讀法，其實是基於認定符

號只可能有唯一真正意義的信念， 基於客觀真理只有一個的信念；

其次，偵探過程將犯罪/空洞/打破秩序進行填補，不能容忍脫序、混

亂、不定性，也是捍衛既有社會秩序體系，讀者來到故事的結尾，真

相大白，全面性、安慰性的解答化衝突為和諧，也不再有隱藏意義或

矛盾因素，讀者對對現實秩序和穩定的信念再次得到鞏固。其三，既

然客觀真相只有一個，而唯一途徑又是偵探一再標榜的科學辦案、證

據蒐集、邏輯推理，則理性、邏輯和科學知識的價值觀再次得到確認。

偵探小說本身的線型敘述架構，就是遵循一步步循序合理演進的理性

過程，而作為一種符號意義的解讀，又是一個基本上有關知識運用的

過程，因此偵探小說以其步驟清楚的推理過程，以及神化偵探進而引

起讀者強烈學習慾望的效果，搖身一變為學習、效仿和信仰科學理性

等主流價值的強力宣傳工具。以偵探/犯罪小說的這些特性，其主要

文本意義確實具有保守、使讀者安於現狀的社會意義。 

 

除了這種形式架構，偵探/犯罪小說的內容更是維護現狀，犯罪必定

受到懲罰、正義一定伸張，善惡對立的道德之戰必定以善的勝利結局，

以下將討論偵探/犯罪文學的重要議題： 

 

主要議題： 

 

偵探、監控和城市空間： 

 

前文提到，大眾文學的興起和現代大都市的擴張、工業化生活、都市

人口急增息息相關，而其中偵探小說更是和都市現代性、前現代價值

觀和固定人際關係遭到徹底改變而引起的社會動盪相關。犯罪故事雖

然早就存在，但十九世紀連載的犯罪故事以及被視為現代偵探故事鼻

祖的愛倫坡的作品，都是和現代大都市緊密相關，反映隨著工業化城

市的興起和大量人口的湧入，都市迷宮般的空間、熙熙攘攘的人群和

關係疏離、只重外表的生活方式，成為醞釀犯罪、藏匿蹤跡的溫床。

也因此偵探被視為和都市遊人一樣(flaneur)，具有刺穿迷宮表象、到達

背後真相、將一切重新整頓回歸秩序的萬能凝視，在都市街頭跟蹤罪

犯、破除謎團。偵探代表社會的主流正義，也聯手和國家機器構成監

控大眾和異己份子的懲罰性力量，偵探/犯罪小說的興起，和國家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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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量對城市時空間的加重掌控息息相關。在二十世紀的美國，偵探/犯

罪小說後來發展成冷硬派文類(hard-boiled)，場景是更為混亂充滿犯罪

的美國大都市，邪惡和貪墮瀰漫整個城市文本，缺乏市中心和明確城

市規劃的蔓延性城市空間（如洛杉磯）更是犯罪的溫床和脫序的迷宮，

挑戰和威脅偵探的力量。 

 

犯罪、法制和道德 

 

早期的犯罪故事裡，罪行往往只是財產失竊，直到十九世紀後期，罪

行逐漸變成對個人自我和生命的威脅，原因可以是財產爭議或是男女

情慾，但手段性質日漸血腥、暴力、聳動，直到柯南道爾的福爾摩斯

偵探小說裡，死亡/謀殺從此確定成為偵探/犯罪小說的必不可缺的罪

行。 

 

在所謂經典偵探/冒險文學裡（包括愛倫坡、福爾摩斯、及克莉絲蒂代

表的黃金時期），罪犯和偵探的界線明確劃分，善和惡水火不容。私

家偵探雖然在聰明、智力和個人勇氣上明顯高出警察（代表國家法制

的集體力量），暗示國家法制的不完善，甚至有時更有一些怪癖以顯

出其不同于芸芸大眾的天才特質，體顯某種個人英雄主義的訴求，但

道德層次代表了真正的（高於法制）公平正義，偵探和同樣聰明的罪

犯之間的界線就是善惡的道德線，在道義上偵探和國家法制是同一陣

線，甚至是國家機制束手無措後的最後一道防線，因此其代表善、道

德、法制的力量無庸置疑。 

 

但在後來發展到美國的冷映派偵探/犯罪文學裡，罪惡的力量更加龐大，

整個國家機器都受到污染，而偵探自己也因個人情慾或是過往恩怨等

身陷其中，善和惡、偵探和罪犯的界線日益模糊，無力感、幻滅感貫

穿全文。 

 

推理和冒險 

 

愛倫坡的偵探以及黃金時代克莉絲蒂的「是誰幹的」小說裡的偵探，

多是遠離犯罪現場、運用理性和邏輯破案，因此頭腦的功用被推崇至

上。但是在福爾摩斯故事裡，偵探既具頭腦理性，同時又具備時刻準

備投入實地辦案、與罪犯決一搏鬥的強壯體魄和勇氣，冒險和驚聳的

成分明顯增多，這也常使得偵探/犯罪文類和男性冒險文類具有許多相

似元素。福爾摩斯故事增加冒險和強調身體，被認為是與十九世紀末

新殖民主義興起、以及英國國內擔心反向殖民、亟欲強健振興國體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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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而黃金時期偵探文類以鄉下上層階級莊園為場景，體現戰前階級

秩序井然的黃今年代，因此冒險的成分式微。冷戰期間龐德間諜文學

的興起，可謂又是將偵探犯罪文學中冒險/身體的成分發揮的淋歷盡至，

而變成一種新的次文類。 

 

性別和慾望 

 

偵探/犯罪文學裡的偵探幾乎是清一色男性，女性的感情用事、以及女

性所代表的性慾及其對偵探保持理性頭腦的干擾和威脅，使得偵探文

學對女性相當敵視，福爾摩斯更是發誓永不結婚、以免破壞他的理性

判斷力。女性被極盡貶低或是幾乎不見，這也是為何黃金時期阿嘉沙

克莉絲蒂雖身為女性，其後期作品也有女偵探瑪波小姐，但是瑪波被

設定為早就已過女性性慾干擾的老太太年紀，而反而代表常識、鎮定、

智慧的男性化氣質。 

 

在美國冷硬派偵探小說裡，偵探之所以自身難保、身陷於籠罩一切的

象徵化罪惡之中，其中重要原因，就是女性的性誘惑對偵探造成的極

度威脅，以致命蛇蠍女人出現的女性形象，極度誘惑偵探，最後偵探

拒絕/打敗蛇蠍女人，也因此而警告男性化理性和智慧必須遠離女性的

必要性。 

 

偵探過程因代表理性、科學、線型邏輯而本身就是男性化象徵，女性

欲介入偵探文類首先需面臨偵探過程和女性本身就互相不容的問題，

女性主義學者Cora Kaplan 就認為偵探文類是一個不適合女性主義者

的文類。在近十幾年裡，出現新的女性主義偵探小說（包含女同性戀

偵探小說）， 這些女性偵探迥異於瑪波小姐之處，在於顛覆偵探小說

的本質方法論上──理性、邏輯、男性化的偵探方法，而是採取女性化

感性、直覺、隨意撿拾片段線索、跟他人話家常聊八卦、以及依靠女

性群體友誼、而不是男性單打獨鬥方式破案，女偵探具有明顯女性專

業人員的成熟又不失感性，同時女性性慾不再是妨礙或威脅，反而是

促進力量，這點在女同性戀偵探小說尤其明顯。 

 

真相和謎團 

 

偵探/犯罪文學以解謎、傳達真相為中心，不僅結/解構主義學者大感興

趣，精神分析理論也提供不少靈感。偵探/讀者、罪犯和被害者的三角

關係，以及犯罪現場的神秘、可怕又強烈的吸引大加的好奇，在在顯

示其和伊底普斯「原初場景」的心理關連。犯罪的解讀、三角關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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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性主體位置及其建立的意義相對性、以及讀者對偵探的移情作用，

使得偵探故事的偵探過程成為解釋心理驅力慾望、慾望的匱缺以及拉

岡所說象徵體系運作的很好範例，但是偵探小說在結尾的圓滿封閉，

將眾人皆有的罪過慾望只投射到罪犯一個替罪羊身上，迴避了「真實」

的逼視，回歸某種虛假又不需付出代價（所以快感無窮）的幻覺；同

樣，受到蛇蠍女性誘惑的冷硬派偵探，卻最終拒絕她所代表的慾望匱

缺和死亡驅力的真實，從而回復自戀式的想向自我完整。 

 

最後，在後現代偵探小說，或又稱為形而上偵探小說裡，追求唯一真

理、以線型理性為過程、推崇最終解答、並清楚劃分主體和客體的經

典偵探文學，被視為體現現代時期價值和知識體系的代表，而形而上

偵探小說不再有唯一真相，而是不斷拖延、不斷進一步指涉、卻沒有

最終解答，一個線索或關鍵文本只是引向下一個線索，偵探過程（而

不是結果）成為讀者反思知識體系和自我本體等固有觀念的靈感。 

 

ii. 為何流行？讀者的意義使用/消費和快感 

 

偵探/犯罪文學為何具有如此的吸引力？早期文化菁英學者認為是此

文類迎合大眾嗜血、喜好暴力的心理，提供逃避式快感，結構主義認

為是遊戲和解謎過程中由緊張、懸念而最後宣洩釋懷的快感，意識型

態論者認為偵探文學以犯罪、破壞秩序起始、以正義伸張、回歸熟悉

現狀結束，提供讀者消除不安、回歸熟悉的快感，精神分析學者認為

是因為既可參與想像謀殺犯罪、又可逃避代價、迴避慾望的匱缺本質、

由替罪羔羊承擔所有罪責而來的快感。 

 

這些快感有多少是文本在生產寫作階段就已預設在內？又有多少是

讀者在解構/使用文本意義時所產生的既吸收又部分偏離於文本偏好

意義而產生的？偵探/犯罪文學因為節奏緊湊、步步相扣、文本主導

力量強勢、勢不可擋，為讓讀者接受最後的解答，必須令讀者手不釋

卷的方式一氣呵成導向最後預定答案，所以文本對讀者的掌控力量非

常強大。但是否偵探/犯罪文學的讀者只是被全然掌控的被動者？讀

者的意義解讀，是否也有不完全等同於文本偏好意義的層面？ 

 

依照大眾文化研究理論，閱讀的位置有主流、協商和抵抗等多種層面，

譬如偵探/犯罪文學藉由懲罰犯罪，達到熟悉、保守、維護現狀的功

用，但是讀者在閱讀描述犯罪、揭示現有秩序漏洞的同時，是否也隱

含他們對現狀的不滿、對挑戰現有秩序者（罪犯）的某種羨慕甚至認

同？偵探小說以犯罪為存在的原始理由，又以偵破解答為最終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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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詳述令人髮指的暴力及色情犯罪行為及其代表的擾亂、失序，挑

起讀者的不安，是其「刺激感」的重要來源，也是和懲罰罪犯、回歸

秩序的理性訴求既互為張力、又一樣構成小說的必要敘述元素。雖然

文本總是在結局回歸理性控制，渲染犯罪帶來的刺激或恐懼必須是暫

時的，但讀者是否真正認同這種拉回、其不滿和慾望是否真的可以在

不斷重複閱讀類似文本中而得到遺忘、逃避或者解決，也非常值得研

究。最後，偵探文學特有的自我指涉及互文性，也在意義消費階段指

向某種批評性的使用。 

 

iii. 主要流派和重要作家 

 

犯罪文學大致以十九世紀為第一個重要階段，以Wilkie Collins 為代

表，而愛倫波的十九世紀晚期作品則宣告偵探文學的正式誕生。接下

來的重要階段1890 到1920，是柯南道爾創作的福爾摩斯系列作品，

偵探小說仍持續短篇故事的格局，而愛倫波筆下靜態推理、遠離犯罪

現場的偵探，也一改而成強調冒險危險、隨時可和罪犯搏鬥、具備旺

盛體力和男子典範氣概、重視科學證據蒐集和犯罪現場的福爾摩斯形

象。到了1920 至1940 年間的所謂黃金時期，由Agatha Christie 和

Dorothy Sayers 創作的「是誰幹的？」經典偵探犯罪小說，回歸以「線

索/謎團為主軸的路線，多將場景設置在上層階級鄉下莊園，人物角

色講究禮儀舉止，散發某種和諧、懷舊、秩序井然的特權氛圍，聰慧

但外表笨拙的偵探在封閉空間（裝原、火車、遊輪等）裡、在犯罪結

束之後以推理數破案。這段時期的作品結構成熟、情節技巧完美高超、

主題層次豐富又不濫情，將偵探/犯罪文學推向理性的高峰。 

 

偵探/犯罪文學在美國的發展向來以寫實逼真、硬漢偵探為特色，雖

然在1920 年代也出現呼應英國黃金時期「是誰幹的？」經典小說的

解謎式偵探/犯罪小說，以Van Dine 為代表，但占主流的仍是1920、

1930 年代的冷硬派文類，以Raymond Chandler, Dashiel Hammet 為代

表，這種小說以聳動渲染的方式更加強化犯罪危險和偵探的冒險精神，

但偵探自身已深陷和受制於瀰漫整個社會的不法和罪惡，顯然已失去

福爾摩斯綜覽全局的全景式掌控。冷硬派小說改編為電影後，形成美

國色彩強烈的film noir。 

 

冷戰期間的間諜文學也算是偵探/犯罪文學演變出來的次文類，強調

武器、科技的先進、更為二元化的善惡對立，以及間諜對對手和女色

的強勢主導。1950 年代始，偵探文學出現新的形而上後現代偵探故

事，以Jorge Luis Borges, Umberto Eco,Thomas Pynchon , Paul Au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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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代表，作品結構斷裂、對基本文類慣例仿諷和顛覆，最後結局沒有

破案，線索、真相永遠延伸，善惡難辨模糊。 

 

女性（含女同性戀）偵探小說在女權運動的1970 年代後興起，以

Marcia Muller, Sara Paretsky,Patricia Cornwall 為代表。另外近年也陸

續出現以非白人偵探為主角的偵探小說，種族歧視成為偵探需額外面

臨的障礙。 

 

3. 黑道小說 

i. 公式化架構、文本意義和主要議題 

 

「犯罪小說」的涵蓋廣大，包含眾多犯罪類型與人物，「黑道小說」

是其中一支。它的類型化公式屬性可能更強，但是也有許多「黑道

小說」混合其他文類的元素，創造新的連結。以違法的類型而言，

「組織犯罪」只是犯罪的一種，其特點是牽涉「群」的犯罪，並強

調社會階級和資源分配的背景結構。因此「組織」成為黑道或黑幫

不可或缺的基本元素，所以「黑道小說」必定訴說屬於某幫派（大

或小）人物的故事，此主要人物必定屬於一群聚集為「幫」、為「派」

的犯罪集團，而非一單獨犯法的個人。但是，幫派份子雖然屬於犯

罪（尤其是暴力犯罪）集團，黑道組織和主流社會（更大的組織）

之間有著一層既相異又類比的複雜關係，黑道小說於是敘述幫派份

子身處於幫派的「會社」與主流的「社會」之間的難局。 

 

由於主要人物是幫派份子，「黑道小說」可從大哥和小弟兩個觀點

呈現黑道故事。大哥指的是老大、黑幫領袖、教父等犯罪組織的上

層，多半講的是大人物興衰的故事：小人物如何從底層，透過暴力，

逐漸往上爬，甚至殺掉以往的老大、朋友、同夥，甚至家人，終於

取得權力，成為大哥；然而，由於過度的使用暴力，爬上大位的幫

派頭目面臨內部（幫內同夥，血親朋友）的矛盾與挑戰，以及來自

外在（別的幫派，國家體制－警察和檢察官）的壓制，最後終於被

消滅。此黑道領袖的起落命運，有著十足悲劇人物的樣貌（儘管與

悲劇的階級屬性大不相同），因此有批評家以「黑道人物作為悲劇

英雄」為命題，進行文類與其意義的研究。另一方面，小弟類型的

黑道敘事則以犯罪組織下層的幫派打手、殺手、混混，或其他相關

人士（如帳房或情婦）的故事為基礎，描寫黑道手下在街頭「做買

賣」的時候遭遇到的狀況和問題。其中，幫派份子的情義糾葛、「兄

弟」（血親）與「兄弟」（幫派同夥）之間的衝突、性慾與感情的

矛盾、利益與道義的對立、兄弟的背叛、老大的出賣等等，都是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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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兄弟遭遇到的問題，成為部分黑道小說的基本敘事結構元素。 

 

黑道小說的重要議題： 

 

暴力： 

 

「組織犯罪」牽涉違法，而暴力是組織犯罪的基本力量來源。本來，

國家是唯一可以合法使用暴力的組織或單位，透過國家體制的授權，

軍隊和警察可以合法使用暴力，用於維持秩序以及保持統治階級的

共同利益。黑道幫派的組織犯罪因此挑戰國家體制的重要核心，因

為它們為了搶奪利益，在法律之外施為暴力，使得國家作為「唯一」

可以使用暴力的地位，遭到嚴重損害。（如：日本Yakuza 組織的官

方及媒體正式名稱就是「暴力團」）。黑道小說的故事，無論以何

種形式呈現，非國家認可的暴力都是推動敘事發展的重要因素，而

暴力問題及其結果，更是黑道小說中倫理議題的主要討論軸線。 

 

性與性別： 

 

黑道小說中的性別問題值得特別注意。如果暴力是黑道幫派的力量

來源，那麼呈現暴力，以及暴力的背景，就是黑道小說的根本，然

而暴力的性別屬性是再明顯也不過了。黑道小說於是以男性暴力作

為其核心；男性暴力也就指向男性或父權社會的真相。持槍的黑道

份子，是黑道小說和電影的基本形象，充分顯示雄性的攻擊力，然

而在此男性身旁，通常會依附著黑道夫人或情婦的女性角色，用以

「確認」男性性別認同的穩定。性的價值雖然算是黑道人物追求的

目標，實際的呈現上卻著墨不多，而以符號性的樣貌陳列。不過，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黑道敘事大都以男性暴力集團為故事的主軸，

女性角色的重要性，相當有限，除了少數特例之外。而且，黑道敘

事中，女性絕大多數忠於她的男人（而非背叛者）。這因此成為黑

道敘事與Noir 類型之間的最大不同。（雖然某些黑道故事也有Noir 

成分，但數量少。） 

 

幫派社團的男性連結與男性情誼，是黑道小說中常見的母題。這當

然指向前述男性暴力群體的父權真相。此同性間的相濡以沫，造成

男性情誼過深的焦慮以及「恐同」的策略。不過，最近的黑道敘事

（無論是較主流者或明顯的黑道同志書寫），有不少嘗試圖顯黑幫

中潛在同性戀的傾向，並處理衍生出來的新問題，或以往不能提出

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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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社會、工人階級、移民族群： 

 

黑道敘事站在主流社會的對立面看問題，卻又想打入主流社會。「對

抗」或「對立」是基本的觀看點。幫派份子的成員，來自社會底層，

或移民族群，因此幫派問題並不適合僅僅以「違法」的角度切入。

工人階級和移民族群在社會中所能分配到的資源有限，因而不在法

律系統的保護之列。為了維持某種秩序和公道，於是有幫派的另類

法律和另類組織，在某些社群維持社會運作。但此黑社會建立的秩

序與正統社會之間的矛盾持續，一直摩擦，大部分時間互不相理，

保持和平，或相互勾結，各自獲取利益；但在某些時刻，摩擦成為

衝突時，兩個社會的力量相抗，矛盾浮現，就是故事開始的時候。

也因為黑道小說從非正統社會的觀點看問題，使讀者看到平常被意

識形態機器蒙蔽、不易看到的政治經濟真相。 

 

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 

 

資本主義承諾人們希望，努力勞動會得到成功。這也是所謂美國夢

的成功神話。黑道小說把資本主義的虛假希望推到極致。一方面，

資產階級的民主社會告訴大家，只要努力一定會獲致成功，但另一

方面，資產階級用盡辦法鞏固本身階級的利益。因此，社會體制以

矛盾的方式進行生產再造，以意識形態機器確保生產模式以及階級

利益的生生不息。幫派份子在此矛盾的夾縫中求生：他相信成功的

神話，但拒絕受體制的束縛，於是採取非法的手段，希望獲致社會

所承諾的成功。所以他加入幫派，試圖打破階級限制，爬到社會頂

層。這裡，黑道人物有著文藝復興劇作家克里斯多夫˙馬羅作品中典

型overreacher 的特質。黑道小說的情節裡，尤其是早期的黑道敘事

中，此類試圖透過組織暴力，脫離階級限制，進入主流的夢想，是

敘事主要動力。著名的《教父》即其中一例。 

 

歷史與隱喻： 

 

黑道小說在早期很多是依照著名幫派人物的生平與經歷而改寫；小

說人物不少是真實歷史人物的翻版。但後來，敘事中的幫派份子已

經不再以歷史為本，而發展成為一種隱喻：敘事中黑道份子（在小

說或電影裡）變成現代人（或現代男性）的隱喻，他經歷現代人在

資本主義社會以及大都會裡的困境，他的夢想，他的反抗，他的失

敗，他的幻滅，都跟一般的現代男性類似，只是以加強加速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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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誇張的樣貌（如，暴力）在文化再現中展現。所以黑道份子並非

異類，他跟奉公守法的好市民並沒有本質上的差距，只是他不願意

像一般人那樣，接受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他打破規則，掠奪資源。

可以說，敘事中的黑道份子是更道地的（quintessential ）現代男性，

因為他以濃縮的方式經歷了現代男性的期望與失落。或者說，再現

中的黑道份子，經由鏡像的結構，透過幻想（fantasy）的替代轉化，

投射出資本主義幻影中現代男性的慾望結構。 

 

城市空間與現代性： 

 

黑道小說是現代性的產物。雖然歷史上早就有盜匪的敘事，但黑道

小說與以鄉村為主軸的盜匪故事不同，在於它以城市作為情節的發

展空間。事實上，現代的組織犯罪是以城市為基礎，以資本主義的

工業社會作為共生的對象，有別於盜匪所活動的農業社會鄉野空間。

也因此，汽車、槍、機關槍、旅館、街頭、工廠、商店、碼頭、如

迷宮般的城市結構等工業文明的符號物件與地點，充斥黑道敘事，

黑道份子如果失去空間的行動力，就等於死亡（見Mason 的研究）；

田園的景緻出現時，大都以反諷和夢想的形式鋪陳，作用在於建立

對比，強調資本主義與工業文明的病症。而現代組織犯罪，正是後

者的真相與增生。（見Mandel 的研究。） 

 

家庭的解體： 

 

在現代城市組織起來的犯罪集團，是以失序或無效的家庭為條件而

組成。黑道份子的家庭故事裡，父親往往不在場（已死，或無力），

母親則沒有管束的力量，或者母親常常是縱容的。黑道敘事於是植

基於家庭作用失效的狀態之上。代表權威的父親不在，使參與黑道

的男性得以進入另類家庭（幫派），尋找兄弟（其他幫派份子），

另外訂定父親的角色（老大，教父），建立另一個自我。原生家庭

的無力無效，由後設家庭補足。黑道重新改寫人倫與人際關係，以

原生家庭的解體為基礎，組成犯罪組織的大家庭，以兄弟情義的暴

力之血替代家族之「血」的連結。這點也跟前面所述及從農業過渡

到工業的大背景相符。 

 

ii   為何流行？讀者的意義使用/消費 

 

跟科幻敘事類似，黑道小說的魅力與功用來自於它提供一種另類觀

點，一個平常人在所謂正常的視野找不到的觀點，去審視現代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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裡暴力與正義的弔詭。平常被意識形態機器掌控的現代人，可能無

法觀察到資本社會的兩面性，但是透過黑道小說的敘述，或黑道電

影的呈現，資本主義社會的非理性得以被凸顯。那是因為黑道小說

的設定是相對極端的狀態：幫派份子的暴力人生在短短數年內把一

般人一輩子都不見得經歷得到的社會狀況，以壓縮的方式，充滿戲

劇化或甚至誇張的起起落落，具體呈現在讀者面前。 

 

當然，幻想的暴力宣洩應該也是黑道小說的魅力之一，但是深究其

中緣故，應該把重點放在更積極的作用上。黑道敘事作為一種文化

實踐提供了解決問題的方案，調和兩種矛盾的屬性：保守的文類政

治性與激進的文化可能性。但最後，讀者的閱讀策略可能才是最後

決定其意義的關鍵。 

 

有論者認為，黑道敘事基本上的文類政治屬性是保守的。當然，故

事情節發展到最後都以黑道份子的末日為結局，其間也是以懲惡揚

善為道德主軸。不過，如果仔細去讀其敘事動線，我們會發覺黑道

份子的動能，無論多短暫，無論多快就被警察或其他幫派阻止，是

真正吸引讀者的力量。讀者以幻想的認同投射慾望到法律的另一邊，

雖然只提供逸軌的想像滿足，好像在替意識形態機器打預防針，中

間那段變亂的軸線卻還是可以使「其他」閱讀可能性得以流竄。讀

者因此可能有異質的認同，而故事的可能意義也就無限。 

 

由此觀之，黑道小說保守的文類政治性並不足以說明其閱讀樂趣是

閉鎖而反動的。相反的，積極的讀者介入認同解讀可能帶動黑道小

說激進的文化可能性。 

 

iii     主要流派和重要作家 

 

黑道小說的流派淵源事實上尚未被釐清。不同於偵探文類或更廣的

犯罪小說類型，黑道小說很少被單獨分出來討論。（這點也不同於

和它關係很深的黑道電影；黑道電影的批評論述和歷史研究比黑道

小說的豐富而完備許多。）從這裡可以看出黑道小說如何被忽略，

其重要性尚未被評論界正視。因此，我們發現有關真實黑道人物的

歷史研究和傳記資料遠遠比黑道小說文類的研究齊全。 

 

不過，我們可以從幾位主要作家著手。二十世紀早期的W. R. Burnett 

寫暱稱「小凱撒」的黑道角頭的大起大落，被視為是第一本現代意

義的黑道小說。他作品中對黑幫與城市的連結有特別的處理，在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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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著名的小說中，把山野的純真與城市的墮落做了對比與諷諭。「瀝

青叢林」就是他用來描寫城市生活的隱喻，也是他重要作品的書名。 

 

多產的Jim Thompson 眾多作品中，黑道小說也占重要份量。他擅長

呈現「做案」的程序以及參與人物的心理狀態描繪；的確，人物角

色的複雜心理正是他小說的特性，而由於他也不忘處理性別張力，

所以他的人物塑造相當多面向，是成功之處。至少有十三個筆名的

Donald Westlake 作品中存在困境的設定，是其強項。他筆下的主角

因此超越黑道小說通常設定的社會性，進而走向某種普遍性的意

義。 

 

英國作家Ted Lewis 開創英國的noir 書寫，把屬於美國的黑色書寫

／黑色電影風格，加上英國本土的風味，大獲成功，也造就了一系

列的英國黑色／黑道書寫與電影。法國作家Jose Giovanni 曾經是被

判死刑的罪犯，也是幫派分子，減刑出獄後把自己部分的經驗寫成

具影響力的黑道小說。美國的Mario Puzo 的教父系列則以史詩式的

黑道家族大河小說，為黑道小說的書寫增加歷史性的面向。他筆下

的紐約黑手黨家族興衰史，跨越好幾代人物，以編年的廣大視野，

探索黑幫與移民之間的歷史糾結，以及黑道合法化的企圖與困境。 

有關黑道小說，有一點很值得注意，那就是黑道小說與地點的關係。

Elmore Leonard 的邁阿密和底特律，是他筆下幫派份子的地盤，是

他們活動的範圍，但也是困住他們的迷宮或地獄。由於幫派內建以

暴力取得權力的公式，使幫派份子難以移植到別的城市空間，因此

幫派人物不能輕易離開他們的「地盤」；如果黑道人物被趕出地盤，

他們會很難在別處另據地盤，如此導致他們的終結。到了James Ellroy

地盤，那就是洛杉磯，寫過《L.A.四部曲》的他以「電報式」的簡

潔風格聞名。另外，他也喜歡把新聞與虛構混合在一起，以逼真的

意象抒發他悲觀的世界觀。 

 

最後，有一點值得說明。黑道小說與黑道電影的關係很深，其程度

可能比其他大眾類型小說的比例都高。而且，不少成功的黑道小說

作家都曾在好萊塢擔任編劇，改寫自己或別人的黑道小說。可以說，

黑道小說是文字與影像關係最接近的大眾文類了。 

 

4. 科幻/奇幻文學 

i. 公式化架構、文本意義和主要議題 

 

科幻與奇幻文學的外部標誌對許多人而言都是很好辨識的—外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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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旅行、巫師、龍…等等，但是其實真正使過去二世紀的讀者及最

近的批評家著迷的是其背後蘊涵的訊息與社會評論。乍看之下，科幻

與奇幻小說似乎是兩個極不同的文學形式，然而這兩種文類都有好些

相似的質性與根源。此類似非而是之論在過去一世紀中激起了許多的

爭辯，尤其當科幻奇幻文類逐漸成為一人氣指數高旺的出版霸體，而

且絲毫不見其緩慢下來的跡象。 

 

批評家與歷史學家對於科幻小說的起源有著非常不同的看法。然而許

多人都認可，一八一八年英國瑪麗．雪萊(Mary Shelley)的小說《科學

怪人》是第一本探討現代科學之假想可能的小說。大多數人都同意，

儒勒．凡爾納(Jules Verne)的〈絕特旅程〉系列小說，包括《海底兩

萬里》與《地心遊記》，對此科幻浪潮有推波助瀾的效果，雖然這些

小說比較像是奇幻類，而不是科幻，而且帶有奇幻旅程傳統的色彩。

早期的科幻、奇幻作品多出版於歐洲，但在二十世紀前半期，這類文

學卻在美國如雨後春筍般的暴增。這主要是歸功於廉價的「脆黃紙」

雜誌，像是《驚異故事集》—其中重印了H.G. 威爾斯(H.G.Wells)的

《時光機》與《世界大戰》—以及價格比較高的雜誌，像是《驚奇故

事集》—幫助介紹了有影響力的新作家如以薩．阿西莫夫(Isaac 

Asimov)和羅勃．海萊因(Robert Heinlein)。 

科幻與奇幻文學激起許多電影、電視與藝術中相關的潮流，更加深

刻地影響了二十世紀科學和文化的發展。這個領域目前仍為美國作

家所主導，其中許多位仍持續使用他們思想的創造力對於現狀提出

批評。常見主題有： 

 

科學與超自然 

 

科幻小說經常反思所寫時代，所以在二十世紀早期的時候，當社會

仍特別注重於科學與工業的技術創新時，科幻故事則經常選擇探索

大自然。這些故事通常受物理學與天文學等自然科學所主導，常用

的情節道具有太空船或演化…等等。這些橋段經常與人類未來、外

星種族的故事相結合。在一九六○年代，像是海萊因的《異土異鄉人》

就曾實驗過偽科學於作品之中(理論或應用方面被認為是缺乏科學

根據的)。 

 

一個具代表性的例子就是，當海萊因的《異土異鄉人》主角(一個被

火星人授予超自然力量的人類)被初次要求展示其心靈傳動力時：

「『麥克，可否請您，在沒接觸的條件下，使這個煙灰缸升離這個

桌子一英尺之高嗎？』…煙灰缸升起，浮於桌子之上。」許多科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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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粹主義者較偏好使用「硬」科學的故事，有些還堅稱偽科學的元

素使得作品較近奇幻的一類，而不是科幻。 

 

魔法通常是奇幻文學的標誌性元素，例如J.R.R.托爾金(J.R.R. Tolkien)

的《哈比人》。當巫師甘道夫被妖精驚嚇到，他使用了他的魔法保

護自己：「那裡有道極強的光芒如閃電般的出現在山洞之中，有著

火藥的味道，其中的幾個便倒下死去了。」在奇幻文類的想像領域

之中，巫師並不是唯一擁有魔法的角色。有時物件中就有特殊的力

量，就像是哈比人比爾博發現神秘戒指的時候：「他所持有的那只

戒指似乎是魔法戒指：『它使你隱形！』」比爾博隱形的超自然力

不是僅僅為了有趣而已，亦在該小說中扮演著很重要的情節元件。 

 

時間 

 

在科幻、奇幻文學的所有主題之中，時間之操弄是最常被運用到的

主題之一。大多數的科幻或奇幻故事都發生在另一個時代之中，或

是過去或是未來。在某些作品中，例如威爾斯的名作《時光機》，

其中的主解透過機器來自如穿梭時間(第四象限)旅行。其他形式的時

間旅行，像是近光速的空間旅行，跟著愛因斯坦的相對論，科幻作

家創作出能近光速飛行的太空船。 

理論上來說，當飛行器趨近光速時，對乘客而言，時間會緩慢下來，

因此老化的速度較慢。喬．霍德曼(Joe Haldeman)在他的作品《永恆

之戰》中呈現了該項科技中潛在情緒與心理的分雜，其中的菁英戰

士透過近光速地穿梭宇宙來保持年輕，追捕敵人。然而，有些科幻、

奇幻作者會避免掉時光旅行的情況，直接展開其故事於未來或過去

之中。 

 

救世與毀滅 

 

從科幻小說初現之時，多數作者都兩極地表達出對科技發展的對立

意見—會拯救或是毀滅人性。許多受到好評的或是被譽為「經典」

的多屬後者。也許是因為其中暗黑的特質使其耀顯過其他作品。當

發出警示之時，科幻小說總是最為強烈的一種。讀者只需看凡爾納

或威爾斯的作品就能瞭解。 

 

凡爾納的〈絕特旅程〉系列小說主要談到人類如何使用機器探索和

征服未知。但是，威爾斯的暗黑故事中的科技惡性發展才是之後的

科幻作家所認為的較強影響。這種聚焦於黑暗，有時帶點啟示的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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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數年就是其全盛期，尤其是當原子彈

的出現、文明之終結成了可見、可能的未來。 

 

風格 

 

烏托邦與敵托邦 

 

烏托邦是種文學形式，特色在於描寫理想的想像社會。在多數的作

品中，理想都是無法觸及的。這些作家之所以描寫這樣的想像空間，

並不是因為他或她希望達到這個理想，而是期待激起作品中議題的

爭論和造成社會的變動。在科幻小說中，作家們通過描寫敵托邦來

批評烏托邦之不可得，藉此顯示為了追求某種理想的未來社會，反

而變成了恐怖的夢魘。最有名的兩部科幻敵托邦小說就是赫緒黎

(Aldous Huxley)《美麗新世界》和歐威爾(George Orwell)《一九八

四》。 

 

敵托邦的新興：電腦叛客(Cyberpunk) 

 

電腦叛客這個科幻小說的次文類大約於一九八○年代出現，結合了神

經機械學(cybernetics)與龐克(punk)這兩個字。故事情節通常帶有敵

托邦的色彩，例如未來高科技超級企業對人們的控制操弄，主角常

是反英雄式的。雷利．史考特(Ridley Scott)執導的影片《銀翼殺手》

就是個例子。另一看似有點類同的是賽博(cyborg)的概念，是神經機

械學(cybernetics)加上有機體(organism)，在一九六○年代開始較為人

知，主要是通過人體與機械的結合，提高生存的能力。在後現代女

性主義的領域中，唐娜．哈拉薇(Donna Haraway)提出賽博理論的混

沌跨界概念，試圖批判、崩解傳統女性主義的僵化分界。 

 

描述 

 

科幻小說在本質上就是運用到某種科學的描述於故事之中。在某些

作品中，像是阿西莫夫(Isaac Asimov)的《我，機器人》檢驗人類社

會中機器人的使用，其中的科學巧妙地整合入情節之內。阿西莫夫

寫到：「在這層薄薄鍍白金『皮膚』的球體之內是個正子腦，其中

微細不穩的結構被驅於計算神經元路徑。」這個機器腦，就像人類

的，契合「於機器人頭骨中的凹處。」整個故事情節階由機器人的

「思考」所貫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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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其他科幻故事則是使用較少的科技描述於比較不吃重的情節

中。舉例來說，在娥蘇拉．勒瑰恩(Ursula K. Le Guin)的《黑暗左手》

中，人類使者被派至數光年之遙的哥申星球上，透過其溝通器顯示

其近乎即時、無距離的溝通方式：「其中所運用到的原則…某些方

面與引力類似…它所做的…就是即時地於兩地點間產生訊息。」該

星球的國王並沒有被人類使者的科技打動或激起興趣。勒瑰恩的讀

者亦是如此。雖然溝通器是個有趣的裝置，但該小說主要的情節是

關於外星獨特生理所造就的無性別歧視社會。 

 

場景設定 

 

科幻、奇幻文學的作者最重要的選擇之一是在於場景設定。因為多

數的科幻與奇幻文學都牽涉到其他作家數代建立出來的「規則」--

像是阿西莫夫有名的「機器人三法則」--設定的選擇會引介入潛在的

限制。當作家們有時想要改變或打破點規則，則需要多下點功夫於

製造可令人信服的替代解釋。場景設定的選擇也是看出故事類型是

科幻或奇幻的指標。雖然對於這兩個文類的爭論很多，但在卡德

(Card)的《如何撰寫科幻與奇幻小說》中，提供一個可能的界定：「田

園的場景總是指向奇幻小說；若是指向科幻，則需要金屬與塑膠，

需要鉚釘。」特別是自從科幻、奇幻的新浪潮於一九六○年代出現的

重要作家，像是海萊因和哈蘭．艾利森(Harlan Ellison)，他們場景設

定中的科幻奇幻元素不再能夠清楚的界定。 

 

批評概觀 

 

科幻小說，從批評的觀點來看，總會遇到三個問題：定義、歷史與

文學聲譽。首先是兩部份的問題：什麼是科幻小說？它如何與奇幻

小說作區別？誠如費德瑞克．勒納(Frederick Andrew Lerner)在《現

代科幻小說與美國文壇》中提出的觀察，「科幻小說的專業人士們—

作家、歷史學家和批評家們—並沒有達到共識。」也許唯一大家所

同意的定義是哈利．何里森(Harry Harrison)在其文章〈定義之詞〉之

中的：「科幻小說的定義就是：科幻小說就是。」 

 

科幻小說經常被指為奇幻小說的一種形式。批評家朱利斯．卡加利

斯基於其文〈寫實主義與奇幻〉中堅稱：「所有的奇幻文學都是『科

學』的，如果其中旨趣涉及決定現實世界的自然法則與改變。」卡

加利斯基也注意到「奇幻的歷史是很長的」，不像是科幻小說，多

數批評家皆認為只出現於近幾世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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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小說歷史的界定是個爭議很大的問題。雖然有些批評家和歷史

學家宣稱科幻小說有數百年之久的歷史。但最多人接受的說法是英

國科幻小說家布萊恩．亞帝斯(Brian Aldiss)所提出的。在其論科幻小

說歷史的著作《億兆年嬉鬧》中，堅稱雪萊的《科學怪人》是第一

本真正的科幻小說，主要是因為對科學方法的依賴性：「法蘭克斯

坦的野心之所以有成果只因為他拋掉了前科學時期的舊參考書，而

在實驗室做了些真正的研究。」 

 

然而，定義與歷史的爭論經常被暫放一邊，當討論到科幻與奇幻小

說的文學價值的時候。雖然有些非常著名的作家像是威爾斯和凡爾

納大力讚揚稱捧科幻小說類的作品，科幻、奇幻文學仍經過很長的

時間才進入主流。這主要是歸功於哲斯貝克及其出版價廉的科幻與

奇幻小說雜誌。這些雜誌幫忙增加了廣大讀者群與批評家。透過某

些特殊的作家，例如布萊德貝瑞(Bradbury)和馮內果(Vonnegut)，此

文類才得以跨出其廉價印象，獲得批評家正面的注意。像是《火星

編年史》和《五號屠宰場》亦受到學術界的喜好，並在課堂中被教

授。傑克．威廉森(Jack Williamson)在其一九七四的文章〈課堂中的

科幻〉中指出此趨勢：「不過才幾十年的時間，科幻小說已成為了

受歡迎且被學界推崇的主題。」這個趨勢至今仍然持續。對主流批

評家而言，他們傾向喜好特定的故事類型：跨越科幻文類的界限並

運用更多的人性普世題材。 

 

ii. 為何流行？讀者的意義使用/消費 

 

小說迷的反應或小說對其寫作是否有衝擊呢？科幻、奇幻文學部分

是因為其吸引我們暫逃現世的幻想而流行的，帶著讀者進入遙遠的

想像領域；在觸動到我們社會良知的部份，奇幻文學提供作者一批

評現狀的平台。舉例來說，科幻系列的《星艦迷航記》影集即能以

在現實世界中無法探討的方式於科幻世界中間接批評。在一九六三

年，英國科幻影集《超時空博士》前所未見地演出二十六季，總共

六百 

九十五集。在十九六六年，金因．羅登貝利(Gene Roddenberry)的《星

艦迷航記》於美國首映。 

 

後來，羅登貝利的角色們與概念鼓舞了數個相關的電視劇集、電影、

數不清的書籍銷售和廣大的文化運動。「星迷」(Trekkie)和「星客」

(Trekker)仍被用來稱呼《星艦迷航記》的影迷。一九九九年的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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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河探險記》即是對該影迷的戲謔模仿。書迷、影迷對科幻、奇

幻小說的發展有極大的影響。迷友會經常固定性地舉辦於許多主要

都市；網路的普及增加了科幻奇幻迷友間的社群感。 

 

iii. 主要流派與重要作者 

 

歷史脈絡 

 

科幻小說起源於十九世紀，當時的世界正處於科技與科學發明物劇增

且被推崇為進步的方式。隨著銀版照相法的出現(照相的先驅)，人們

用之於快速、精確地記錄影像。這項技術在十九世紀末被進一步發展

到攝影之可能。當科學與技術普遍的成長，其實踐者亦開始挑戰已建

立的思維。 

 

隨著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於一八五九年出版的《物種源始》，

人類是宇宙唯一的重要者之概念就被動搖了。伴著地質學家測定地球

的年齡遠長於聖經中所指出的，達爾文的理論提出人類與人猿有著共

同的祖先。二十世紀早期引介了新的交通技術，例如汽車和飛機。第

一次世界大戰帶來了新武器技術，包話於一九一七年初次使用的坦克

車。 

 

這些新技術為科幻、奇幻文學注入了新血，暴增於一九二○年代哲斯

貝克出版的數種科幻、奇幻廉價雜誌。在一九二六年，美國科學家羅

勃．高達(Robert H. Goddard)測試了世界第一個液態燃料火箭，其出

現後來引發了一九五○、一九六○年代美蘇之間的太空競賽。一九三八

年十月三十一日，奧森．威爾斯(Orson Welles)在電台廣播中放送《世

界大戰》，因為他以新聞播放的方式唸出火星人入侵的情節，數以千

計的聽眾竟信以為真，造成廣大的恐慌。 

 

同年，美國主編約翰．坎伯(John W. Campbell)接手科幻雜誌《驚奇

故事集》，後來他重命名為《驚奇科幻》。由於特別重視品質，這

份雜誌因此很快就嶄露頭角，並助於滋養許多有天份的新科幻作家。

它有效地啟動了科幻小說的黃金時代，持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數

年。當一九三九年二次大戰開始之時，由於紙源短缺，因此影響了

科幻奇幻雜誌的出版。出版商裁汰了沒有極多客源的雜誌。《驚奇

故事集》是少數倖存下來的刊物，包括重量級作家像是海萊因和阿

西莫夫的作品，奠定了現代科幻小說。 

 



30 
 

一九四五年美國於廣島、長崎投下了原子彈，終止了二次大戰。在

一九六○和一九七○年代，於科幻、奇幻的新浪潮中，有段特別的實

驗寫作時期，更多的女性科幻作家用自己的名字出版作品。當時男

性讀者佔絕大多數，很少女性科幻作品會被接受。大部份的女性作

家常用男性或中性筆名，例如C.J.恰利(C.J.Cherryh)或是賴．布雷其

(Leigh Brackett)。娥蘇拉．勒瑰恩(Ursula K. Le Guin)《黑暗左手》於

一九六九年出版，是對性別歧視的直接反應。 

 

一九四六年，首部電腦埃尼阿克(Eniac)問世，對現代社會產生了極

大的影響。雖然科幻作家曾預測機器人是未來社會最重要的技術，

最後還是由電腦先勝出。在二十一世紀之初，當新的技術被引介入，

尤其多是電腦相關技術，科幻與奇幻作家持續在其作品作出回應，

再加工或重製那些從十九世紀科幻小說就已出現的題材。 

 

真正要精簡指出科幻、奇幻文學中「主要」的作家是近乎不可能的，

因為有許多的次文類、細目和漫長的歷史。現今這兩種文類可說是

大受歡迎，受到重要的電影、電視劇的鼓舞，重新燃起了閱讀和寫

作此文類的興趣。 

 

以撒．阿西莫夫(Issac Asimov, 1920-1992) 

雷．布萊德貝瑞(Ray Bradbury, 1920-) 

羅勃．海萊因(Robert Heinlein, 1907-1988) 

亞林思．赫緒黎(Aldous Huxley, 1894-1963) 

C.S.路易斯(C.S. Lewis, 1898-1963) 

瑪麗．雪萊(Mary Shelley, 1797-1851) 

J.R.R.托爾金(J.R.R. Tolkien, 1892-1973) 

儒勒．凡爾納(Jules Verne, 1828-1905) 

柯特．馮內果(Kurt Vonnegut, Jr., 1922-2007) 

H.G.威爾斯(H.G. Wells, 1866-1946) 

任何「主要」作家的清單都會為了簡短性而必須排除許多亦應被視為

「主要」的作家。因此，我們視以上的諸位為代表性作家，基於他們

對此文類的重大影響和文學批評家與公眾的認可。 

 

5. 恐怖文學 

i. 公式化架構、文本意義和主要議題 

 

恐怖文學對於恐怖情境的營造，端賴三大因素。其一為類型角色的塑

造，舉凡吸血鬼、鬼魂、狼人、僵屍、變種人、妖怪、怪胎、爬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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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機複合體、乃至於洋娃娃等代表反常（the abnormal）的典型，不一

而足，均是誘發恐懼感的主要來源。其二則是透過敘事的安排，讓其

他正常角色和讀者與恐懼來源來個不期而遇（chance encounter），藉

由猛然現身的伏襲與攻擊來強化反常類型帶來的恐懼感。第三，與恐

懼來源的遭遇都發生於某些特定的場景，諸如古堡、修道院、廢棄空

屋、墳場、地下室、閣樓、地窖、森林、樓梯間、衣櫃、迴廊、浴室、

停車場、地鐵、地下道、下水道等等，都是在恐怖文學中常見的遭受

恐懼伏擊的類型化空間。歸納上述的三大類型元素，不僅可以推得誘

發恐懼感的基本公式，從公式當中我們也可瞥見恐怖文學作為一個文

類的總體意涵，那就是與臨界角色在臨界空間中的不期而遇。恐怖文

學中的類型角色，多半具有疆界消失的臨界性liminality），例如介於

生死之間的吸血鬼、人獸之間的狼人、人與機器之間的人機複合體等

等，其存在都是對既有分界的挑戰。由此觀之，恐佈來源的類型塑造

老早就已經充滿了臨界空間的想像，因此，恐佈現身的類型空間不僅

僅是恐懼的孳生地而已，也是恐怖本身，同樣帶有甬道（passageway）

般的臨界性。除了迴廊、樓梯間、地鐵、地下道等，名符其實是介於

離開與抵達之間的甬道之外，古堡是資產階級社會通往封建社會的時

光隧道，墳場是生死之間的驛站，地下室與閣樓則是卡陷在現世與地

府、現世與天堂之間的臨界場域。因此，帶來恐懼的類型角色與恐佈

的現身地，兩者相乘相加的結果，不僅將恐懼感推向極致，同時也模

糊了「發生」（what is taking place，亦即恐怖角色的現身）與「發生

地」（place，亦即恐怖場景）之間原本不易混淆的界限，造就了恐怖

文學中三次方的臨界性。三次抹除既存的疆界，三次打破現實的規範，

這正是恐怖文學中恐怖的根本定義。 

 

既然恐怖的本質來自打破既有的藩籬疆界，任何現有的知識、規範、

乃至常人的預期，自然無法左右或預測恐怖的降臨。在恐怖文學的在

現裡，與恐怖的遭逢總是有如事件（event）一般突如其來，但如此讓

讀者習以為常的不期而遇，不能單單將之貶抑為文類傳統的俗套。班

雅民曾經探問，為何旅行小說到最後老是要回到巴黎？在敘事的反覆

衝動中，是否也有「非得如此不可」的理想性？我們或可好奇如班雅

民，一樣打破沙鍋問到底，探詢在恐懼總是不期而遇的橋段背後，是

否也有一種朝向烏托邦的想像？事實上，基於恐怖本身的臨界性，恐

懼總是突如其來的原因，正是在於它一定得突如其來，否則就有違它

泯除既定疆界、違背常人預期的本質，恐怖就再也不恐怖了。換句話

說，與恐懼的不期而遇，不僅是透過類型化的敘事安排確實掌握住恐

怖的臨界性，如此反覆出現的公式化橋段，也極有可能是對於當道正

統的再三挑釁。但不可否認地，恐怖事件一而再再而三的慣性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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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一方面有不斷推昇恐懼感的效果，但確實也有將原本遊蕩在疆界

之間的恐怖再次畛域化之虞，鈍化恐怖事件對主流意識的衝擊力道。

雖說去畛域化的事件迸發到在畛域化的重新安頓，並非恐怖小說類型

化後難逃的宿命，但公式化鋪排的一刀雙刃，確實是恐怖小說值得深

思研究的方向之一。以下為恐怖小說研究的重要議題： 

 

情感刺激 

 

從哲學的角度來看，自18 世紀德國哲學家Alexander Baumgarten 以

降，歷經David Hume, John Lock與Edmund Burke 等等，情感已經登

堂入室成為正式的哲學語彙，與理性認知形成相互抗衡之勢，不僅以

反對者的姿態質疑淵遠流長的形上學傳統，到了19 世紀浪漫主義時

期，情感更是挑戰日益失控的現代化進程的主要理論工具，儼然成為

日益分殊的社會階層之間和平共存的黏著劑。在情感為異議精神滲透

之際，位居情感表現光譜極端的雄渾（sublime）與恐怖，在日漸布爾

喬亞化的西方社會裡，遂成為社會高層（貴族階級）與底層騷動不安

等焦慮情緒的託寓。在Baumgarten 將情感搬上哲學與政治的檯面之

後，精神分析不僅接手讓19 世紀成為名副其實的「精神世紀」，同

時也讓精神情感持續基進化。佛洛伊德相當精準地掌握了在消失的社

會地景中湍急奔流的情感力量，在貴族與無產階級階層之外，更進一

步在布爾喬亞尋常日常生活底下發現了詭奇的精神情感，宣告精神情

感的全面社會化。作為對於「社會焦慮的反應與反思」（Caroline Picar 

and David Frank），恐怖電影與文學儼然成為精神分析在文學/文化再

現領域上的類比，記錄了情感社會化的趨向。在恐怖文學中，精神情

感的刺激究竟傳承多少原有反思現代性的異議精神，依然還是重要的

研究議題之一。 

 

臨界空間 

 

恐怖小說中慣常出現的臨界空間，一方面是社會/都市空間在現代化

的歷程中劇烈變異的反射與折射，一方面則是接續了現象學的傳統，

接連20 世紀前衛建築的空間實驗，挑戰既有的物理空間。在恐怖小

說的再現裡，空間不再是一個等待填充、佔據的空洞位置，而是一個

與發生其中的恐怖事件難以區分的臨界空間。此類甬道般的恐怖空間，

可以如何與現代空間的文化研究相互銜接，尚待學術界的進一步研

究。 

 

從現代妖魔到後人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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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 世紀到20 世紀恐怖文學的演變，勾勒出一條從現代的退化妖魔

到後人類的軌跡。19 世紀的退化妖魔習慣被再現為正常社會中的幽

暗異態，需要被代表正常的社會力所發現、獵捕、甚至驅逐，尼采的

生命論述，代表的正是第一現代性在面對退化妖魔時，其根本態度的

哲學總結。但到了二十世紀，第二現代性目睹了恐怖典範的轉向。恐

怖不再是徘徊在幽冥地域的異態，而是早已浮出地表與人常相左右的

後人類。恐怖從幽暗的底層上浮的軌跡，呼應了Fredric Jameson 對晚

期資本主義的洞見：在晚期資本主義底下，精神分裂已經取代了因壓

抑而生的精神官能症，成為主導時代的精神症狀。一如《陰陽魔界》

（Twilight Zone, 1983）中出現在機翼上的怪物，恐怖已經從超自然現

象轉向自然化，從例外的極限經驗轉為常態化的日常生活，從超自然

的退化妖魔轉向後人類。恐怖小說中的典範轉移，如何介入從傅科的

異態論述轉向阿岡本的後人類論述中所牽扯的哲學、政治、與倫理議

題，將是日後恐怖小說研究的重點方向。 

 

恐怖與科學 

 

恐怖文學對現代性的反思，重點不在於以超自然來對科學進行抵拒。

羅蘭巴特對“The Facts of the Case of M. Valdemar'進行的文本分析，當

中的一個洞見即是幽冥的恐怖力量和清澈的科學精神實為一體兩面，

而恐怖小說的抵拒精神實則來自於發掘實證科學中的「志怪」（gothic）

層次。19 世紀的熱力學，將包含人在內的自然現象全面均一化，不

分存在的層系位階，一視同仁視為能量轉化變異的結果。從熱力學第

二定律中提出的熵(entropy)到T. H. Huxley 的”On the Physical Basis 

of Life”(1869), 在在證明19 世紀的自然科學觀與恐怖小說中徘徊在

疆界之間的臨界存在，之間存在著一脈相乘的關係。如何將恐怖小說

的研究，與日益勃興的S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Society)研究進

行對話銜接，是進一步將大眾文學的研究去畛域化的可行方向。 

 

ii. 恐怖文學為何流行 

 

Philip Brophy 認為恐怖文學的歷久不衰，端賴此文類對於「自虐與受

虐慾」等「病態」情感的滿足，Stephen King 在Danse Macabre 中同

樣也強調恐怖文學可以提供對於「反社會」等「暴力」傾向的「替代

性」滿足。Brophy 與King 的說法，與阿多諾相差無幾，皆認為恐怖

與暴力的呈現/再現，目的在於宣洩在現實原則中無從被恣意滿足的

慾望，進而養成對恐怖與殘酷習以為常的視而不見。但如此的說法，



34 
 

一則再度將大眾文學冠上逃避現實的帽子，一則在基本假設上還是以

第一現代性中的恐怖典範來看待恐怖文學的效應，將恐怖視為慣性現

實以外的異態。一如上文所說，類型化的恐怖文學實為一刀雙刃，班

雅民與阿多諾的爭辯對恐怖文學研究的意義之一，正是在於班雅民掌

握住了特屬第二現代性的恐怖本質，以「實際操演」取代「替代滿足」，

認為讀者/觀眾喜歡閱讀/觀看恐怖或殘酷的文化再現，並非一種逸離

現實的替代性作為，而是直接參與恐怖的現實踐作。換句話說，恐怖

即現實，沈迷恐怖文學，是一種積極面對、甚至介入恐怖的行為，精

確地掌握住在第二現代性中恐怖文學之所以流行的內在原因。 

 

iii. 文學文本選購範圍 

 

將恐怖文學分為三大類，側重近當代的文本搜羅：第一是吸血鬼文學，

從Henrich August Ossenfelder到Kate Nevermore 及其他吸血鬼系列或

青少年文學; 第二，鬼故事或超自然文學，從Sheridan Le Fanu到

Vernon Lee; 第三，狼人文學，從G. W. M. Reynolds 到Michael Jan 

Friedman 及其他系列小說與青少年讀本。 

 

6. 大眾戲劇 

大眾戲劇的定義與研究範圍 

 

Joel Schechter 在Popular Theatre: A Source Book 書中提到「大眾戲

劇」(popular theatre) 一詞是來自十八世紀中期法國的“theatre 

populaire” (3)。實際上，西方的大眾戲劇的概念應可再追溯到更久之

前。在西元前五世紀古希臘時期興起時，戲劇就是一種屬於全體城

市人民的娛樂及文學。酒神慶典時，全城的人、男女老少，甚至監

獄中所囚禁之犯人都可至劇場觀賞。因此古典希臘羅馬時期的戲劇

就是大眾戲劇。因為教會禁止戲劇演出，中世紀時多半的戲劇演出

是宗教意味濃厚的戲劇。到了十五、十六世紀之後，英國才又有戲

劇的復興。有學者就說依麗莎白時期大眾戲劇的定義就是「為人民

寫的」戲劇（drama for the people）或「屬於人民的」戲劇（drama of 

the people），因為在依麗莎白時期“public” 與“popular”兩個字是同

義字（Hattaway 1）。換言之，在戲劇院演給一般人民看的戲就是大

眾戲劇。（相對於大眾的劇院（public playhouse），是有私人劇場

專門演戲給菁英觀看的（elitist audience））。而此時期最廣受人民

喜愛的大眾戲劇應就是莎士比亞的戲劇了。 

 

十七世紀後半期，雖然劇場曾因清教徒政治力介入關閉一陣子，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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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候，十八世紀上半期，這個禁令還是因為商業興盛的關係戲劇再

度活絡起來，尤其是1843 年的法案通過後，劇場不再限於少數幾家，

而如雨後春筍般林立。到了現代，學者認為戲劇更是為了普羅大眾

而產生的（Drain 153）。 

 

大眾戲劇的種類及主要議題 

 

一般民眾在劇場裡喜歡看的戲一般大致可分為三種：第一是通俗劇

（melodrama）或是悲喜劇（tragicomedy）；第二是喜劇（comedy）

或鬧劇（farce）；第三則是輕歌劇（light opera）或是歌舞劇（musical）。

這些戲劇或是提供一般人情感轉移、感情宣洩、博君一粲、忘記煩

惱、辛辣批判、揶揄諷刺，或是提供純粹排遣娛樂。下文分項述之。 

 

i. 通俗劇或悲喜劇 

雖然今日戲劇文學欣賞標準中把「通俗劇」視為較粗俗、帶有貶義的

用語，通俗劇不可諱言的是非常有大眾吸引力（popular appeal）的劇

種。根據學者的說法，通俗劇自十九世紀初浪漫時期就開始大大流行

（Brockett and Ball 142）。無論是現代戲劇之父易卜生的佳構劇

（well-made play）或是今日電視流行之肥皂劇（soap opera）或好萊

塢的電影都可看到通俗劇的深遠影響。 

 

通俗劇的架構有清楚的脈絡可循。無論是Eugene Scribe 或Victoien 

Sardou 都將此公式一用再用，而他們的影響也遍佈歐美戲劇。在這

齣戲裡一開始時，主角與他的敵手就產生衝突，隨著情節發展，衝突

就越複雜。接著主角快要有厄運降臨時，就會有懸疑（suspense）和

逆轉（reversal）發生。就在關鍵時刻，真相大白，壞人詭計敗露，主

角則得到最終勝利。在這種通俗劇中也常有文件不小心錯放，信件放

錯，或身份弄錯的常見情節（Styan 4-5）。 

 

在這類通俗劇中主角的苦難經歷奮鬥，善與惡的對立，及最終邪不勝

正的正義彰顯都與一般民眾所信仰的倫理道德相符。在十九、二十世

紀英國戲劇中，戲劇大家如王爾德（Oscar Wilde）、（George Bernard 

Shaw），二流作家如Edward Bulwer-Lytton，Tom Taylor 和T. W. 

Robertson 的戲劇裡或多或少都使用這個通俗劇公式或手法。 

 

ii. 喜劇或鬧劇 

 

喜劇是人人都愛看的戲劇形式。古希臘時期的亞理斯多芬尼、依麗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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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時期的莎士比亞、新古典主義時期的莫里哀、乃至義大利當代劇作

家Dario Fo、英國的幽默大師蕭伯納、現代的Alan Ayckbourn、及美

國喜劇泰斗尼爾賽門（Neil Simon）都在他們的作品中呈現人生百態

及醜態，藉由劇中人的認知與事實的差距，或藉由扭曲或誇大人的愚

昧無知造成可笑的效果。這類的喜劇或鬧劇至今也仍在大小螢幕上替

我們乾乏的生活製造樂趣。喜劇或鬧劇多半因為劇情無厘頭、鬆散、

或其即時性而無法有統一公式。然而常見喜劇或鬧劇情節卻仍常見於

今日美式電視影集如《天才老爹》（Cosby Show）《六人行》（Friends）。

因此劇作家如美國喜劇泰斗尼爾賽門的誇張喜劇可大行其道、稱霸影

視。 

 

iii. 音樂劇或輕歌劇 

 

挾帶高科技助益及天文數字製作費的音樂劇，在近代以壯觀華麗的布

景、出神入化的燈光、美麗動人的音樂、歌曲、甚至賞心悅目的舞蹈、

打動人心的故事情節，深深擄獲一般大眾的心。商業社會的市場運作

及消費型態，固然是促成歌舞劇在英國、美國，甚至世界各大都會大

行其道的原因，但更進一步的說，這些音樂劇的故事情節亦能反映大

眾心理學。 

 

無論是蕭伯納的《窈窕淑女》（My Fair Lady）、Richard Rodgers 的

《真善美》（The Sound of Music）、Claude-Michel Schonberg 的《悲

慘世界》（Les Miserables）及韋伯（Andrew Lloyd Webber）的一系

列叫好又叫座的音樂劇（《歌劇魅影》（Phantom of the Opera）、《貓》

（Cats）、《艾薇塔》（Evita）等），都是連演上千場的。因其劇種

文類及劇情不同，音樂劇或輕歌劇亦可再納入上述悲喜劇或喜劇的探

討。 

 

另外，談到大眾戲劇，值得一提的是莎士比亞的戲。他的戲大多是

雅俗共賞、歷久不衰、一演再演的大眾戲劇。為何在不同時代，不

同品味，甚至不同國家和文化，莎翁的戲仍受歡迎？這其中觀者的

接受原因也值得研究。 

 

大眾戲劇的研究方法有二。一為傅科(Michel Foucault)由上而下的權

力論述；二為巴赫丁(Michel Bakhtin)由下而上的對話論。通俗劇中

教導一般人道德的力量、善惡的準則，是主流思想對市井小民的心

智掌控及收編。而喜劇中暴露的人生醜態或鬧劇中的諷刺及嘲笑則

多半像巴赫丁拉伯雷式的笑聲，由邊緣對中央發出的對抗異聲。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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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歌舞劇或輕歌劇中的故事，則因其原創或改編而異，但亦可援用

上述二種方法做深入評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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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報告 

 

陳超明, 2004, "九年一貫英語教學諮詢研究計畫," 天使學園網路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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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翠芬, 2009, "The American Dream in African American, Asian America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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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win Mellen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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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屆華文戲劇節, 雲南藝術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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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utu, Pat C.;Min-jy Chiang;Tsui-fen Jiang, 2003.11, "“Incorporating Dr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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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FL in Asia: Emerging Issues, Korea National Maritime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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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Elementary Education: An Experiment and Evaluation," The First Asia 

TEF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TEFL in Asia: Emerging Issues, Korea 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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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翠芬, 2003.05, "族群彊界的互溶:傅加爾《哈洛德...及小廝》中黑白情結之

解,"  第二十七屆全國比較文學會議-民族主義、族群意識和文化根源, 東吳

大學. 

姜翠芬, 2003, "Contempt, Recognition, Reverence: Blacks in Chinese American 

Drama," Hawa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ts and Humanities. Conference,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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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翠芬, 2002.12, "《圍籬》中被壓迫的非裔美國勞工形象〉," 第八屆美國文

學與思想研討會：階級與美國文學,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姜翠芬, 2002.12, "Disembedding, Deterritorialization, Hybridization in David 

Henry Hwang＇s Athe Crow Flies," The 10th 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Globaliza, Shih H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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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翠芬, 2002.11, "大時代的悲喜劇︰《暗戀桃花源》及《京戲啟示錄》的後

現代解讀," 第四屆華文戲劇節, 澳門文化局. 

姜翠芬, 2002.05, "西方戲劇中的巫術:《熔爐》的個案研究," 第26屆全國比較

文學會議: 文學想像與科學, 中山大學. 

姜翠芬, 2002.04, "“Emasculation and Disillusionment: The Chinese Father and 

the Black Father in Frank Chin＇s The Chickencoop Chinaman.＂," Blacks and 

Asians: Encounters Through Time and Space., Boston University. 

姜翠芬, 2001, "Home in David Henry Hwang's Plays," Asian Diasporas and 

 Cultures: Globalization, Hybridity, Intertexuality. Conference, National U of  

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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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翠芬, 2009.01, "Negative Self-Actualization in Caryl Churchill＇s Top Girls," 

外國語文研究, Vol.9, pp.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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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翠芬, 2006.02, "《暗戀桃花源》的錯置和失落," 中外文學, Vol.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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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翠芬, 2003.02, "現代西方戲劇中的巫術:《熔爐》的個案研究," 中外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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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political Heterotopia in H. G. Wells＇s The Island of Doctor 

Moreau.＂ 2010 ELLAK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rossing Bor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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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彥彬（2010年11月）。〈在「我可以有一件襯衫之後」：淺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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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jamin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跨（國）文化流動學術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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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彥彬 (2005年4月23日)。〈觸覺化視覺與跨越疆界的空間並置：

論笛卡爾與班雅民的視覺理論〉。第29屆全國比較文學會議。嘉

義，國立中正大學。 

邱彥彬 (2004年11月22日)。〈恆常與無常：論朱天心《古都》中

的空間、身體與政治經濟學〉。第八屆台灣地理學術研討會暨第

33屆南島史學國際研討會。臺北：國立師範大學。 

邱彥彬 (2002年5月18日)。〈詭奇的伊莉莎白．築呂：從唐恩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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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彥彬（2001年5月）。＂New Discordia Concors: John Don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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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sited."Rethinking Marxism Conference: Politics and Langu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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羅狼仁, 2001.12, "Entrancement: Mesmeric Phenomen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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羅狼仁, 1999, "Interactive Drama Methods for Increasing Freeform Student  

Interaction," The Eigh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and Book Fair on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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羅狼仁, 2011.03, "Alchemy, Apocalypse, and Psychology: An Intra-Tex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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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g Kar-wai's Films," 第九屆國際比較文學研討會, 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 

伍軒宏, 2003.06, "A Passage at the Origin of Independence: The Impossible 

Temporality of the National Event," 第27屆全國比較文學會議, 中華民國比較文

學學會. 

伍軒宏 (Shuan-hung Wu), 2001.12, "The Trans-cultural Charm of Popular Fiction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中華民國第九屆英美文學研討會, 中華民國英美文

學學會. 

 

期刊論文 

 

伍軒宏, 2010.12, "The Aporia of Touch: The Gift of Community in 

Untouchability," 《文山評論：文學與文化》（Wenshan Review of 

Literature and Culture）, Vol.4, No.1, pp.109-135.(MLA) 

伍軒宏, 2009.12, "The Origin of Independence and the Temporality of 

the National Event," 《文山評論：文學與文化》（Wenshan Review of 

Literature and Culture）, Vol.3, No.1, pp.103-142.(MLA) 

伍軒宏, 2006.07, "愛是不可能的禮物：人欲在王家衛電影橫流," 《中

外文學》, Vol.35, No.2, pp.7-10.(MLA, THCI) 

伍軒宏 (Shuan-hung Wu), 2004.11, "不死鬼: 德希達的禮物," 《中外

文學》, Vol.33, No.6, pp.171-186.(MLA, THCI) 

伍軒宏 (Shuan-hung Wu), 2000.12, "不可(不)宣佈不獨立：以別名之

名," 《中外文學》, Vol.29, No.7, pp.105-138.(MLA, THCI) 

伍軒宏, 2000.10, "Translation and the Possibility of Globality: Derrida 

on Benjamin on Translation," 《文山評論》(Wenshan Review), Vol.1, 

No.4, pp.113-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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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軒宏 (Shuan-hung Wu), 2000.08, "叛國的欲望：雙面諜的祕密認

同," 《中外文學》, Vol.29, No.3, pp.71-91.(MLA, THCI) 

伍軒宏 (Shuan-hung Wu), 2000.03, "The Peregrination of 

Dissociation: "The Unfortunate Traveller" in the Symbolic Cartography 

of Nation-building," 《文山評論》 (Wenshan Review), Vol.1, No.3, 

pp.71-91. 

伍軒宏 (Shuan-hung Wu), 1999.11, "「台灣獨立」與末世論," 《中

外文學》, Vol.28, No.6, pp.72-105.(MLA, THCI) 

伍軒宏 (Shuan-hung Wu), 1998.09, "The Founding Moment: The 

Formation of Nation and the Spectrality of Empire in "Henry V"," 《文

山評論》(Wenshan Review), Vol.1, No.2, pp.143-160. 

 

2. 博士論文 

2009 

(1) 羅青香，The (im)possibility of Approaching the Other: Hospitality 

and Gift-giving 

(2) 潘大為，"Hir'd or Coerc'd": The Creation of Narrative Historical 

Writing 

(3) 施懿芹，History and Gender in Timberlake Wertenbaker's Plays 

(4) 張惠慈，The Scientific Carlyle: Science, Matter, and Scientists in 

Sartor Resartus 

(5) 葉雅茹，Refiguring the Working Woman: Body and Public Space in 

Henry James, Grant Allen, and Dorothy Richardson 

2008 

(1) 王瀚陞，Narrating the mobile: The Writings of Amy Levy, Dorothy 

Richardson, and Virginia Woolf. 

2007 

(1) 趙星皓，Milton and Seventeenth-Century English Millenarianism 

(2) 陳徵蔚，Transgeneric Network and Media Hybridization: A Case 

Study of Charles Dickens and His Works 

(3) 王銘鋒，Agatha Christie: Detective Stories and Modernity 

3. 碩士論文 

      2011 

(1) 陳凱琳，Refiguring the two Alices: Alice’s Spatial Experiences and 

Self in Wonderland and Looking-glass. 

(2) 禹金韻，Seeds of change: hope, utopianism and survival in Butler’s 

parable series   

(3) 周羿含，Walking in the City: Psychogeography in Arcadia 



53 
 

(4) 張瀞云，Paul Auster's New Yorker in The New York Trilogy 

2010 

(1) 李曼瑋，Travel Discourse in Voyage Out 

(2) 顏子超，In Defense of V. S. Naipaul: A Postcolonial and Diasporic 

Reading of The Enigma of Arrival 

(3) 何曉芙，The Tell-Tale Tale: Storytelling and Self-deception in 

Martin McDonagh's The Pillowman 

(4) 楊馥后，The Influence of Art on Nature in the Garden in Andrew 

Marvell’s “The Garden,” “The Mower Against Gardens,” and “Upon 

Appleton House” 

(5) 李佳真，Hospitality in Out of Africa 

(6) 黃韻如，The Dramatic Poetry in the Theatre of Cruelty: a Study of 

Sarah Kane’s 4.48 psychosis 

(7) 江宗翰，Werewolves and Wolf-Girls in Angela Carter's Short Stories 

2009 

(1) 吳易芹，The Aesthetics of Undecidability in Nabokov's Lolita 

(2) 黃紹維，Crossing the Frontier: A study of the Tropes of Translation 

in Salman Rushdie's The Moor's Last Sigh 

(3) 鄭雅雯，Transforming Rags to Riches? : Material Culture in 

Cendrillon and  Pretty Woman 

(4) 江幸蓉，Travel Narrative in A Passage to India 

(5) 秦小玳 ，The Dialectics of Travel in The Dispossessed 

(6) 何如媖，Lines of Flight in Timberlake Wertenbaker's The Love of the 

Nightingale 

(7) 李筱釩，Gift Exchange in The Merchant of Venice 

2008 

(1) 林世傑，Return to London Below: Space and Subjectivity in Neil 

Gaiman's Neverehere 

(2) 黃崇福，A Sea narrative of becoming: A Deleuzian Reading 

of  Moby-Dick 

(3) 吳 佳 蓉 ， Making the Silenced Heard: Interrelationship of 

“Unspeakability” and Female Consciousness in Amy Tan's The 

Bonesetter's Daughter 

(4) 李岳庭，The City and the Sleuth: The Exploration of Real and 

Imagined Space in Raymond Chandler's Hard-Boiled Detective 

Stories 

(5) 吳保漢，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Subject/Object/Abject in 

Gulliver's Tra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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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李佳賓，Articulateness and Intelligence in Stephen King's The 

Shining 

(7) 楊孟芯，Space and Reconfigured Self in E. M. Forster's A Room with 

a View 

(8) 詹淳惠， Rethinking Diaspora: Deconstruction, Hybridity, and 

Heterogeneous Space in Salman Rushdie's The Satanic Verses 

(9) 張郁屏，Des Tours de Wordsworth: The Prelude as the Translation of 

Wordsworth's Proper Name and Its Sur-vival 

(10) 吳嘉玲，Tradition, Change, and Impasse: Inevitability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Wole Soyinka's Death and the King's Horseman 

(11) 吳梅祥，An Inconvenient Truth: the Ethical Relationship in Albee's 

Who's Afraid of Virginia Woolf ? 

(12) 周庭加，Dust and Spirit: Emily Dickinson, Charles Darwin, and 

Evolutionary Poetics 

2007 

(1) 曾尹璽，Surveillance, Human Rights, and Solidarity in Stephen 

Frears's Dirty Pretty Things 

(2) 黃玲毓，Aspects of Travel: A Deleuzian Reading of 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3) 邵姵蓉，Indigenous Australians’ Persistence in Survival in Jack 

Davis’s The First Born Trilogy 

(4) 楊 登 媛 ， Psychological Exploration of Erika's Neurosis and 

Sadomasochism in Elfriede Jelinek's The Piano Teacher 

(5) 許智偉 ， An Unspeakable Story: Trauma Narrative in Toni 

Morrison’s Beloved 

(6) 黃玲毓，Aspects of Travel: A Deleuzian Reading of 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2006 

(1) 黃耀弘，Power, Resistance & Boundary Crossing in Dan Brown's 

The Da VanCi Code 

(2) 王文姿，Reflections on Modernity in D. M. Thomas's The White 

Hotel 

(3) 楊宗樺，The Reconfigured Spatiality: Strolling the Un/Mappable 

London Spaces in Neil Gaiman's Neverwhere 

(4) 陳怡君，What Happens as Big Ben Strikes? The Politics of City 

Adventure in Virginia Woolf's Mrs. Dalloway 

(5) 金家如，A New Vision: African Americans' Identity in Lorraine 

Hansberry's A Raisin in the 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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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黃耀弘，Power, Resistance, and Boundary Crossing in Dan Brown's 

The Da Vinci Code 

(7) 黃郁珺，Multiple Discursive Lives: A Spectrum of Women's 

Subjectivities in Ulysses 

2005 

(1) 林雅琦 ，“A Fairy Tale, I'd like to Believe”: Revision of the Fairy 

Tale and Female Subversion in Margaret Atwood's The Handmaid's 

Tale 

(2) 黃士茵，Gift Exchange in Henry James’s The Wings of the Dove 

(3) 張惠菁，The Diasporic Experience: Home and Identity in V. S. 

Naipaul’s A Bend in the River 

2004 

(1) 唐偉中，The Masculine Hero in American Popular Romance 

(2) 劉依綺，Detouring: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Jane Eyre 

(3) 林揚，Issues of Spectatorship in Stalker /Slasher Films 

(4) 夏甄翊  ，Deconstructing Binary Opposition in Angela Carter's 

Nights at the Circus 

(5) 陳薇真，The Broken Swan:The Projection of the Fantastic in the 

Fairy Tale of Angela Carter's The Magic Toys 

2003 

(1) 黃惠瑜，Detour, Deferral, and Diff'erance: Epistolarity in The Post 

Card 

(2) 張懿仁，Phtographic Image in Gunter Grass's The Tin Drum 

2002 

(1) 李政慧，A Revolution in Female Manners: Sensibility, Women's 

Rights & Independence in Ann Radcliffe's The Mysteries of Udolpho 

2001 

(1) 劉盈谷，In Search of Self-Identity: A Multicultural Study of Eric 

Liu's The Accidental Asian 

(2) 施雅格，Paradox in G.K. Chesterton's Father Brown (Detective 

Story) 

2000 

(1) 盛業瑋，The Change of Cultural Identity in Three Plays by David 

Henry Hwang. 

(2) 黃筱茵，The Detective in the Maze of The New York Trilogy 

1999 

(1) 王佑文，The Feminist Utopia in the Postmodern Science Fiction: 

Marge Piercy's Woman on the Edge of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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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1) 張曌菲，A Reforming Tale: Economy and Society in English 

Gaskell's North and South 

 

4. 學生群著作  

(1) 施舜翔 

期刊論文 

 

施舜翔。2012,06。〈家庭主婦的偵探冒險：從文學作品中的主婦偵

探形象談女性主義之流變〉（The Adventure of the Housewife as 

Detective: Discussing the Development of Feminism through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Housewife Detective” in Literary Works）。《女

學學誌》30期。台北：台灣大學婦女研究室。forthcoming。 

施舜翔。2012,02。〈後女性神話、奧斯汀鬼魂或現代羅曼史:看《BJ

單身日記》中的現代女性雙重糾結〉（The Myth of Postfeminism, the 

Ghost of Austen, or the Modern Romance: Approaching the Double 

Entanglement of Modern Women in Bridget Jones’s Diary）。《文化研

究月報》125 期。台北：中華民國文化研究學會。 

施舜翔。2011,12。〈賤女人、陽具母親與回歸家庭的女孩──論時尚

電影中父權社會意識形態〉（Bitch, Phallic Mother, and the Girl That 

Returns Home—The Hidden Patriarchal Ideology in the Fashion 

Movies）。《文化研究月報》123期。台北：中華民國文化研究學會。 

 

研討會論文 

 

Shun-Hsiang Shih. 2012,05. "De-dystopia, or A City of Her Own: 

Rethinking Gender, Space, and the Subversion of Dystopian Tradition 

in The Handmaid’s Tale."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Women's Studies. Madrid: The Complutense University. May 18. 

 

(2) 高珮文 

期刊論文 

 

Pei-Wen Clio Kao. “Queer Love in Woolf's Orlando and Chu's Notes 

of a Desolate Man.” CLCWeb: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14.1 

(2012):http://docs.lib.purdue.edu/clcweb/vol14/iss1/6  (A&H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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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論文 

 

Pei-Wen Clio Kao, 2012, 07, "From Incapable 'Angel in the House' to 

Invincible 'New Woman' in Marlovian Narratives: Representing 

Womanhood in Heart of Darkness and Chance." The Joseph Conrad 

Society＇s 2012 Annu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Bath Spa University, 

Bath, UK. (forthcoming)  

Pei-Wen Clio Kao, 2012. 03, "Travelling through the Trauma of 

Chinese Civil War: the Diaspora, Home, and Hybridity in Pai 

Hsien-yung＇s Taipei People." 2012 ACLA Conference, America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 (ACLA), Brown University, RI, 

USA.  

高珮文。〈寄送及/即到達?: 心理治療《名信片》中的「德希達戀人」〉。

第三十五屆全國比較文學會議。新竹:國立清華大學，2012年5月5

日。 

Pei-Wen Kao, 2011.03, "From Sex Changes to Queer Love in 

Women's Writings: A Comparison of Orlando and Notes of a 

Desolate Man." 2011  ACLA Conference, America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 (ACLA), Vancouver, Canada.  

Pei-Wen Clio Kao, 2011.05, "Can the Virgin Speak? : The 

Individuality and Agency of Blessed-Virgin Women in James Joyce's 

Works," Canadia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 program of 2011 

Congress, Canadia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 (CCLA). 

Fredericton, New Brunswick, Canada.  

Pei-Wen Clio Kao, 2011.07, "Alienation versus Reunion: St. 

Petersburg and Geneva in Joseph Conrad＇s Under Western Eyes," 

Fifth International Joseph Conrad Conference, Maria 

Curie-Skłodowska University. Lublin, Poland.  

 

(3) 呂虹瑾 

研討會論文 

 

呂虹瑾，"The I-Thou Relationship in Ecocriticism: The Environment 

and Its Dwellers in Sherman Alexie's Reservation Blues." (Human) 

Nature: An Interdisciplinary Conference on Ecotheory and 

Justice. Illinois State University, Illinois, USA. Dec. 3, 2010. 

呂虹瑾，“Inheritances, Capitals, and Commodities: Becky Sharp＇s 

Monetary Genres inVanity Fair.＂ Re-Orienting Victorian Studie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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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ual Meeting of theAustralasian Victor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rchard Hotel, Singapore. Jun. 25-27, 2010. 

呂虹瑾，“To Give or not to Give?: Keeping-while-giving in Great 

Expectations.＂ 3rd International Graduate Conference on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Taiwan. April 

30, 2010. 

呂 虹 瑾 ， “The Indian Detective on the Reservation: Tony 

Hillerman＇s The Joe Leaphorn Mysteries.＂ Southwest Texas 

Popular Culture and American Culture Association: the 30th Annual 

Conference. Hyatt Regency Conference Hotel, Albuquerque, New 

Mexico, United States. Feb. 10-13, 2010. 

呂虹瑾，“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ace and Power: Jack Gladney's 

Search for Power in Don's DeLillo's White Noise." National Graduate 

Student Research: City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Oct. 18, 2008. 

呂虹瑾，“Reconfiguring Indian Images: Urban Indians in Sherman 

Alexie's Indian Killer.＂ Continental Philosophy in Asia and American: 

On Writing and the Body. Soochow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Mar. 

18-22, 2008. 

 

(4) 彭俊維 

研討會論文 

 

Chun-wei Peng, 2012.04. "Écriture Feminine: A Meta-reading of 

Coetzee＇s In the Heart of the Country." ACA/PCA Conference 2012, 

Boston, USA.  

Chun-wei Peng, 2011.10. "Supplementing Herland: The Double 

Functions of Doris Lessing's The Cleft." Society for Utopian Studies 

36th Annual Conference 2011, Penn State, Pennsylvania, USA. 

Chun-wei Peng, 2011.05. "Encountering the Other: Epistolary Journey 

in Foe." The Asian Conference on Literature and Librarianship 2011, 

LibrAsia, Osaka, Japan. 

Chun-Wei Peng, 2010 Nov. 26. "Silencing Friday: Coetzee's 

Examination of the Semiotic System." Silent & Ineffable Conference. 

Department of English,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aipei, Taiwan. 

 

(5) 郭佳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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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論文 

 

Chia-wen Kuo. 2011/3. "南加州的痴與嗔：慾海情魔，大蕭條的謳

歌" Cultural Studies Association, Taiwan.114 (2011): 29-42. 

 

研討會論文 

 

Chia-wen Kuo, 2011.08, "Carnivalesuqe Dalliance with Superegos in 

the Potential Space of Clive Barker’s The Hellbound Heart," 

International Gothic Association Conference 2011, Heidelberg 

University. Germany, Heidelberg 

Chia-wen Kuo, 2011.06, "Cinema as the Ideological Apparatus of 

Anarchy in the Case of LeRoy’s I Am a Fugitive From a Chain Gang in 

1930s Pre-code Hollywood," States of Crime: The State in Crime 

Fiction, School of Languages, Literatures and Performing Arts and 

School of English. England, Northern Ireland. 

Chia-wen Kuo. 2011/4. "Allegory of American Xenophobia against 

Globalization: The Enclosed Spatiality in Charlaine Harris’ Dead until 

Dark"  American Culture and Popular Culture Association Conference. 

(United States) Texas: San Antionio. NSC-100-2922-I-004-025  

Chia-wen Kuo, 2010, The Crisis of Apathy in Kerouac's "On the 

Road" and Thompson's "Fear and Loathing in Las Vegas", Popular 

Culture and American Culture, SW/TX PCA/ACA. 

 

(6) 張惠慈 

期刊論文 

 

Chang, Heui-tsz. 2010. “Un(Masking) Roxana’s 

Abjection.” Spectrum: Studies in Language, Literature,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Department of 

English,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of Education). 

 

研討會論文 

 

張惠慈。2009/6. “Post-Humanism and the Reconsideration of Risks 

in Globalization: From the View of Time and Place to Modern Flâneur 

and Postmodern Surfer.＂ 清雲科技大學主辦。 

張惠慈。2009/3. “(Un)masking Roxana＇s Abjection.＂「第四屆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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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教學與翻譯教學聯合研討會」。國立彰化師範大學英語系兒童

英語研究所翻譯研究所主辦。 

 

(7) 黃郁雯 

研討會論文 

 

黃郁雯，  “The Ecological Values of the Medieval Supernatural 

Elements.” America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 2011 

Conference. Fairmont Hotel, Vancouver, Canada. March 31- Apr. 3, 

2011. 

黃郁雯，  “Language and Unconscious in Fight Club.” Southwest Texas 

Popular Culture and American Culture Association: the 30th Annual 

Conference. Hyatt Regency Conference Hotel, Albuquerque, New 

Mexico, United States. Feb. 10-13, 2010. 

 

(8) 李玟慧 

研討會論文 

    

Wen-Hui Lee, 2012, 04. "Looking Through the Kaleidoscopic Colors 

in Diana Wynne Jones's Howl's Moving Castl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Folklore and Fantasy conference, University of Chichester, Bishop 

Otter Campus, UK. 

 

(9) 張秀芳 

研討會論文 

 

張秀芳。Is Gift Possible? Asymmetrical Reciprocity and Justice in 

William Shakespeare's The Merchant of Venice。第三屆翻譯與跨文化

國際學術研討會：禮物文化。台北：國立政治大學外語學院 跨文

化翻譯中心，2011年11月12日。 

 

(10) 杜古筠 

研討會論文 

 

Ku-yun, Tu. 2010.06. “Reconstruct the Order: How Charles Dickens 

Rearranges Social Order by GiftExchange in Oliver Twist.” AVSA 

Conference: Re-Orienting Victorian Studies,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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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林嘉鴻 

研討會論文 

 

Lin, Chia-Hung. 2010/11. “Everyday Aesthetics of Différance: The 

Pleasure of Playful Play in Tana French’s The Likeness.” Everyday 

Life and Literature: 18th Annual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Association Conference. 

 

(12) 郭詩裴 

研討會論文 

 

郭詩裴，"Suspect, Signifier, and Subject: a Žižekian Reading of 

Higashino Keigo’s Suspect X the Dedicated."Crime Across cultures: an 

Interdisciplinary Conference, Leeds, UK, September 10, 2010. 

 

(13) 吳嘉玲 

研討會論文 

 

吳嘉玲， “Perception and Conception of Multiplicity in Derek 

Walcott’s Dream on Monkey Mountain.” 

2009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nd Ewha BK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Re-Orienting English: Paradigms in/of 

Crisis.”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5 December 2009. 

 

(14) 周詩苑 

研討會論文 

 

周詩苑，20-22, July, 2011.'“Death was an attempt to communicate”: 

“odd affinities” between Virginia Woolf’s Mrs Dalloway and Emily 

Dickinson’s “Bereavement in their death to feel”'. Literary London 

2011 

周詩苑，6-8.Aug.2010. "The dog as Dickinson's ordinary subjectivity: 

the case of 'I started early-took my dog-'" Emily Dickinson 

International Society Conference: "Were I Britain born" Dickinson's 

Transatlantic Connections. Oxford University 

 

F. 計畫成果自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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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書籍到館狀況 

截至民國一百零一年四月底止，此次大眾文學購書計畫共下訂約一千八百

冊，總金額約兩百二十八萬元，已經超過核定經費的兩百二十六萬元。目

前已到館書籍約為三千七百五十三冊，其書費一百六十八萬元已核銷完畢。

剩下兩百多冊書商仍在尋書中，這兩百多冊書籍的訂購中金額約為二十八

萬元。 

 

2. 書展 

本次購書計畫在政大總圖二樓經典書房舉辦兩次書展，第一次是一百年六

月一日到十五日，展出書籍為恐怖、浪漫、偵探、犯罪四大類，每類佔五

十冊，共兩百冊。第二次則是一百年十月十七日到三十一日，展出書籍為

大眾文學文化理論，科幻/奇幻以及現代戲劇文類，一個文類約七十冊，

展出共約兩百冊。 

 

(1) 第一場書展（一百年六月一日到十五日） 

首次書展前我們發現：圖書館採編組剛經手的新書一上架，便已有許

多讀者預約、借出書籍，也有不少同學扼腕地表示，太晚預約或者前

去借閱書籍，以至於書已經被借走。書展現場讀者也反應熱烈，有許

多不同科系的讀者翻閱圖書並提出許多問題，顯示同學們都興趣滿

滿。 

 

 
負責偵探文類的陳音頤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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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音頤老師的另一個專長領域是愛情浪漫文學 

 

陳超明老師的其中一個專業領域是恐怖小說 



64 
 

 

兩位陳老師合照 

 

兩位陳老師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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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位陳老師和兩位助理在書展書架前合照 

 

負責犯罪黑幫文學文類的伍軒宏老師 

 

(2) 第二場書展（一百年十月十七日到三十一日） 

第二次書展因為是在剛開學沒多久就舉辦，恰好英文系的羅狼仁老師

開了研究所的課，課名為「奇幻文學：當代科幻小說，幻想，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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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碩一、碩二的學生，都紛紛表示，多虧購書計畫幫忙購買並集合

相關用書，讓同學們對在準備課程以及撰寫期中、期末報告，都能感

到更加順利，覺得更有收穫了。 

 

研究所開奇幻文學課的羅狼仁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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羅狼仁老師親切地與助理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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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大眾文學理論的邱彥彬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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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戲劇專精研究的姜翠芬老師 

 

(3) 影片購買狀況 

此次原先欲訂購約三十部影片，代理商回報時表示，有一半的片子是

絕版、尚未發行等等。由於考量到經費，目前訂購已到館的十八部影

片裡面，只有一部是公播版，其它都是家用版；而這些影片多數都外

借中，甚至有人預約，顯示這些影片是受到全校師生所愛用的。 

 

5. 影展 

配合本計畫，我們在夜間假研究大樓0203，舉辦了兩場影展。一場是輕鬆

的浪漫愛情喜劇，另一場則是緊張刺激的動作/科幻片。 

 

(1) 大眾文學影展1—浪漫喜劇 (一百年十月十九日，十九點到二十

一點) 

情人節快樂是一部輕鬆愉快的浪漫喜劇，用詼諧的方式表示，愛

情往往來得不知不覺，要勇於付出真心才能得到愛，很適合忙碌

而怕受傷害的現代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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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眾文學影展2—動作/科幻 (一百年十月二十六日，十八點半到

二十一點) 

全面啟動這部電影的電影票房本來就極高，因此播放影片當天，

有非常多人，不論國籍，都準時到場欣賞。放映結束以後，還有

一位男同學留下來，告訴我們，在大陸網站上有很多網友討論，

應該有另一個結局，我們則討論，不同結局會有什麼不同的意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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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音頤老師在影展前也看過全面啟動，覺得這部電影很精彩、值得深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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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音頤老師與助理們合照。 

 

6. 演講 

(1) 演講一：林明澤老師 

本計畫於第一次書展期間，邀請成功大學外文系林明澤副教授於

一百年六月二日中午，假政治大學研究大樓0302號教室進行演講，

講題為「驚懼/恐怖之興：概論十八世紀末英國志異小說」。一開

始林副教授對terror與horror的區分就已抓住聽眾的心，他風趣幽默

又嶄新的演講內容，不只吸引許多同學參加演講，演講後同學的

踴躍發言/問也使人非常印象深刻。演講結束後幾天迴響極大，許

多同學還寫信索取power point檔以及錄影檔，與會者人人皆獲益

良多。 

 

林明澤老師演講的PPT綱要 

  

 The Rise of Terror/Horror: 

 

Introducing the Gothic Novel of the Late 18th Century  

 Terror vs. Horror  

 A distinction first proposed by Ann Radcliffe in an essay,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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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natural in Poetry,” published in 1824 

 “Terror and horror are so far opposite, that the first expands the 

soul, and awakens the faculties to a high degree of life; the other 

contracts, freezes, and nearly annihilates them.”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error and Horror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wful apprehension and sickening realization: between 

the smell of death and stumbling against a corpse.” (Devendra 

Varma in The Gothic Flame, 1966) 

 Terror vs. Horror  

 In terms of mood: suspenseful uncertainty vs. tangible repugnance 

 In terms of reception: thrilled curiosity vs. distraught evasion 

 In terms of reaction: galvanized actions vs. overwhelmed paralysis 

 In terms of image representation: suggestive traces vs. explicit 

display 

 In terms of aesthetic judgment: the sublime vs. the negative 

sublime  

 Terror vs. Horror  

 At that moment Catherine thought she heard her step in the gallery, 

and listened for its continuance; but all was silent. Scarcely, 

however, had she convicted her fancy of error, when the noise of 

something moving close to her door made her start; it seemed as if 

someone was touching the very doorway—and in another moment 

a slight motion of the lock proved that some hand must be on it. 

She trembled a little at the idea of anyone's approaching so 

cautiously; but resolving not to be again overcome by trivial 

appearances of alarm, or misled by a raised imagination, she 

stepped quietly forward, and opened the door. Eleanor, and only 

Eleanor, stood there. (Jane Austen, Northanger Abbey)  

 Though exhausted, faint, and weary, I trembled to profit by the 

approach of Sleep: My slumbers were constantly interrupted by 

some obnoxious Insect crawling over me.  

Sometimes I felt the bloated Toad, hideous and pampered with the 

poisonous vapours of the dungeon, dragging his loathsome length 

along my bosom: Sometimes the quick cold Lizard rouzed me 

leaving his slimy track upon my face, and entangling itself in the 

tresses of my wild and matted hair: Often have I at waking found 

my fingers ringed with the long worms which bred in the corrupted 

flesh of my Infant. At such times I shrieked with terror and disg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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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while I shook off the reptile, trembled with all a Woman's 

weakness. (M. G. Lewis, The Monk) 

 The Convergence of Gothic Sensibilities  

 Medievalism: 

1. Barbarism and violence 

2. Freedom and democracy 

3. The narrative tradition of romance 

4. Catholicism and Its Assumed Corruption 

5. Aristocracy and Its Glamour & Tyranny 

 Sentimentalism: 

1. Consciousness of emotionality and psychological depth 

2. Indulgent contemplation on death (the graveyard poetry) 

 The Aesthetics of Sublimity: 

1. Break from the neat constraints of “beauty” and “rationality” 

2. Appreciation of the Wild Nature  

 Romanticism and Gothicism  

 Gothicism as a neglected chapter of the history of High 

Romanticism: 

 Gothicism as the cultural predecessor of Romanticism and their 

contemporaneousness: 

 Major Romantic Poets’ reliance on the Gothic tradition for motifs, 

scenarios, and characters to work on 

 Horace Walpole’s The Castle of Otranto (1764) and Its 

Problematic Legacy  

 Laying down the conventions of Gothic Novel/Romance 

1. A medieval castle or monastery and its vaults settings: 

2. “Virgin in distress” as the typical scenario: 

3. (Quasi-)Supernaturalism: 

4. Manuscript convention and story-within-story narration 

 Highly problematic attempt to “blend the two kinds of romance, 

the ancient and the modern” 

1. Realistic or fantastic: 

2. Aristocratic or bourgeois: 

3. Past or Present: 

4. Supernatural or Unnatural:  

 Terror Turned Laughter, and  

Horror Turned Disgust  

 The “Camp” Potentiality of the Gothic narrative: too ridiculou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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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vocation of the supernatural for it to be taken seriously: 

 The Horror in Walpole’s Gothic imagination was thus relegated to 

the theatre, his private theatre: The Mysterious Mother (1768) as a 

highly explicit incest play  

 Domesticating the Gothic and the Rise of the Female Gothic  

•  Clara Reeve and her Champion of Virtue (1777, or later The Old 

English Baron) 

•  Downplaying supernatural incidents but highlighting bourgeois 

concerns such as love of young couple, sibling rivalry, and, most 

of all, distribution/transfer of properties 

•  Sophia Lee’s The Recess (1783), a historical romance based on 

Queen Mary of Scots: playing on the motif of virgin in distress 

 Gothic Fiction as Popular Literature 

 Gothic Setting as its primary defining feature: dilapidated castle, 

underground labyrinth, shadowed Catholic monastery, abandoned 

manor house, etc. 

 Villain hero and feminine victim as primary Gothic characters in a 

plot of sodo-masochistic harassment: derived from Richardson’s 

Clarissa, contributing a lot to Marquis de Sade’s literary 

imagination and to the emergence of Byronic Hero 

 Presence of Supernatural Beings like ghost or devil  

 Hundreds of titles published by specialized printers like the 

Minerva Press, distributed from Circulating Library to 

predominantly female readers 

 Profitable career for writers like Ann Radcliffe 

 Stock Images of Gothic Fiction 

 The Castle of Otranto  

 1790s: Heyday of the Gothic Romance  

 The Rise of Ann Radcliffe, “The Queen of Gothic” and her 

extremely successful career, winning huge royalties and critical 

acclaim for her: 

 A great spate of contemporary imitators, consolidating thus the 

conventions of the female Gothic: cf. the so-called Northanger 

novels  

 Eliciting a unique response like Matthew Gregory Lewis’s The 

Monk (1796) 

 The prosperity of the Gothic under the shadow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cf. Marquis de Sade’s “Reflections on the No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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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Crave of the Literary Market for the Gothic Fiction  

 Widely denounced as sources of corruption for women and youth: 

nervous about the implication of the Gothic against the patriarchal 

authorities in the family and state at the time of French Revolution 

 A readership and reading practice negatively gendered as female: 

 A form of cultural consumption confined to the upper and 

upper-middle classes 

 Production of Gothic chapbooks that catered to lower-class 

readers  

 Circulation and Reading of the Gothic Novel  

 Ann Radcliffe and the Female Gothic  

 Ellen Moers’ coinage of the term, “the Female Gothic” 

 The notion of “travelling heroinism”: narrative focus and 

perspective of the heroine and her (forced) peregrination among 

the Continental countries, esp. France and Italy 

 The cultivation of the picturesque in the Gothic: word paintings in 

the style of Salvador Rosa (aesthetic sensibility equal to moral 

sensibility) 

  Developing a precursory mode of detective narration 

 The technique of the explained supernatural: Her tantalizing 

invocation of the supernatural and denial of its veracity at the end 

of a story already incurred criticism of her contemporaries like Sir 

Walter Scott  

 Matthew G. Lewis and the Male Gothic  

 The sole prominent representative of the tradition: 

 Deeply influenced by German Romanticism, especially by the 

Sturm-und-Drang (Storm and Stress) school 

 The Monk as his sole Gothic novel: so popular and so closely 

connected with his fame that he was often nicknamed “Monk” 

Lewis for the rest of his life 

 Production of some early specimens of the Gothic Drama: e.g. The 

Spectre of the Castle 

 Highly sensational, violent, and erotic in his narrative style: some 

episodes bordering on sadistic pornography 

 Blatant use of the supernatural devices  

 Ann Radcliffe vs. Matthew G. Lewis  

 The Decline and Diversification of the Gothic Novel  

 The Last major Gothic Novel: Charles Maturin’s Melmot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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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derer (1820; pushing its conventions to such extremes that the 

narrative form suffers an implosion with unending digressions 

from the major plotline) 

 Jane Austen’s Parody of the Radcliffean model, Northanger Abbey: 

both a tribute to the Gothic mode and a revision of its conventions 

 Emergence of the political gothic: William Godwin’s Caleb 

Williams—a story of persecution by and paranoia about the power 

of Institution 

 Creation of the scientific gothic: Mary Shelley’s  Frankenstein 

 Narrative Poetry in Gothic mode by the major Romantics  

 Diffusion and Introversion of the Gothic  

 Gothic elements drawn out its original mode, dispersed across 

diverse modes of narration, successfully combined into the 

realistic mode: cf. Brontë sisters’ novels 

 Emphasis on evocation of psychological horror, with the veracity 

of the supernatural rendered indefinite: cf. Victorian ghost stories 

 Another Rise of the Gothic literary Fashion in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Rationale for Studies of  

Popular Literature 

 Popular Literature as one of the most direct accesses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culture it emerges from: 

 Popular Literature as one of the greatest shaping forces of the 

dominant ideologies for the majority of a society: 

 The predominantly female readership of Early British Gothic 

Fiction indicates the conditions of contemporary bourgeois females 

confined to domestic space 

 The exclusive male consumers of Victorian pornography indicates 

the “double standard” of sexual morality for men and women 

 Popular Literature as Indicators of Contemporary Cultural 

Conditions 

 Popularity of Gothic fiction indicates a tenacious belief in the 

hidden irrationality and sensuality of human nature and institution 

despite the Enlightenment teachings: cf. Ann Radciffe’s 

“explained supernatural” plot and Matthew G. Lewis’ audacious 

use of supernatural elements 

 Portrayal of aggressive sexuality in Victorian pornography 

indicates a common belief in man as essentially “a brute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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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udoir” while woman as angel easily turned whore: cf. My Secret 

Life by Walter 

 Popular Literature as Responses to Wishes and Anxieties of a 

Culture 

 The problematic of Readerly Pleasure: How does a reader draw 

pleasure from consuming narratives that are highly repetitive in 

plot or even plot-less? 

 Narratives of Popular Culture as Fantasy, with its double function: 

 To provide vicarious enjoyment: cf. Ellen Moers’ theory of 

“traveling feminism” for Gothic Fiction 

 To Allay Cultural and Sexual Anxiety: cf. “conspiracy theory” in 

Gothic fiction and “Easily available and dismissible female bodies” in 

pornography 

 Critical Approaches to  

Popular Literature 

 Learn how NOT to read by the theme and plot: as they are the 

most insignificant parts 

 Learn instead how to focus on the conventions and their variations: 

as they are the primary source of readerly enjoyment 

 Collect and Read as many specimens of a (sub-) genre as possible: 

as culturally meaningful observations come up by sieving through 

them, discovering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among them  

 Specific Approach:  

Foucauldian Reading 

 Power/Discourse Complex:  

 Gothic fiction as manners book:  

 Production and Use of Victorian Pornography, a specific form of 

discourse as knowledge of sex, for affirmation of class and gender 

superiority: 

 The sex education scenes common in Victorian pornography, as 

adult men instructing nubile women “how to do it,” demonstrate 

the exertion of power through “practicing of technology”  

 Specific Approach:  

Psychoanalytic Reading 

 Freud’s demonstration of how to read the “Gothic Double” in 

developing his concept of “the uncanny”: 

 The Return of the Repressed: the Gothic form itself, its 

characterization of “Gothic villain/hero,” presence of superna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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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ngs like female ghosts and devils 

 Pornotopia in Victorian pornography looked upon as a twisted 

reflection of infantile desire and fantasy: 

 Specific Approach:  

Marxist Reading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Novel, esp. its Gothic variety, as a 

reproduction of the bourgeois mode of production: consolidation 

of the “separate spheres” for both sexes 

 Female body (parts) as target objects of sexual and commercial 

fetishism in pornography: 

 Conclusion 

 A Humanist Vision: 

 Understanding of and Distancing from enslavement by dominant 

ideologies in one’s world through the studies of Popular Culture 

 

  林明澤老師演講後聽眾發問與老師的解答 

 

      政大博班學生林嘉鴻的問題： 

 

「  老師您好，不好意思，想跟老師請教一下兩個問題。第一

個問題是，在老師您一開始提到terror和horror的差異點時，您提到

sublime和negative sublime的對照。想請教老師，因為sublime本身

似乎就有一種否定的階段在裡面，不曉得說negative sublime的意思

是指什麼? 

第二個問題是，老師您方才演講時提到的兩個例子，一本是

Jane Austen的小說，另一本則是Lewis的小說。因為sublime好像指

的是人在接近一種臨界點，但又願意支撐下去，度過這種不愉快

感，才能去體會到的一種更高的層次。但是在Jane Austen的小說中

所擷取出的片段，雖然我不是很確定，但似乎沒有接觸到極端；

假設要歸類的話，這會否比較接近一種aesthetic experience，而尚

未到達sublime的境界? 至於Lewis的小說The Monk，假設根據康德

的定義，disgust跟sublime其實是有衝突的；如果說The Monk，是

會引起讀者disgust的感覺，那又為什麼會能夠被稱為negative 

sublime？」 

 

林明澤老師的回答： 

 

「 其實在這裡我指的negative sublime是來自Frank B的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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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Frank B基本上會認為，像The Monk那樣的小說，基本上會帶來

一種面對實際恐怖事物的退縮感，所以他使用了negative sublime

這樣的字來表示之，雖然Frank B沒有仔細定義negative sublime，

但我認為他所謂的negative sublime，指的是尚未達到sublime概念

中的超越，沒有做到忍受不快的感覺，以達到更高的理解，或說

faculty沒有因此達到一個更強烈的展現。像The Monk情節的設計，

就不符合這一點。 

  至於你提到的Jane Austen的篇章，那部分其實是很重要，但

是剛才時間不足來不及說明：其實這一段是小說的高潮，當

Catherine開門看到她的朋友Eleanor，Catherine本來以為沒事，只

是一個人而已，不是鬼魅，但想不到Eleanor帶來一個令人震驚的

消息：她受到她父親指示，要Catherine連夜打包行李，離開

Northanger Abbey。很多批評家在討論這一點的時候，都會討論到

這裡的一個有趣的轉折：Catherine原本腦海中充滿了各種gothic 

fantasy，以致於影響她對現實世界的判斷；本來故事到我剛才引

用的部分的時候，Catherine似乎已經學會要用現實的、理性的角

度來看待這個世界，結果在那個moment發現，事實上gothic是存

在於the real world的，在這裡gothic就代表the evil，而邪惡的東西

是真實存在的，這是Catherine在理解這個世界時，很重要的一個

turning point。雖然這裡還是terror，但這裡的terror已經不是傳統上

的，像Ann Radcliffe筆下故事的女主角鼓起勇氣，開門去面對門外，

去設法得知外面發生什麼事，比起傳統已經有一些不同了。」 

    

          陳音頤老師的問題： 

 

「 剛才林老師提到的The Monk，應該不屬於female gothic的範

疇?所以這本書的讀者群是偏向男性讀者嗎?像林老師剛才提到

一個段落中，女主角被關在地牢裡，她的胸口有蟾蜍爬過，頭髮

沾到lizard的黏液，這是一個非常性慾化的描述，好像她對於

sexual act的一種 terror，事實上也是因為她曾經受過 sexual 

violence而導致她懷孕。從這個描述來看，似乎表示女性必須對

性抱持非常厭惡的心態，強調女性的某一種貞節與modesty。那

在真正的female gothic裡面，女性角色對於性欲的展現，也是這

樣符合男性價值觀，女性通常都對性充滿厭惡的嗎?」 

 

林明澤老師的回答： 

 

「 不是的。如果我們以Ann Radcliffe的小說來看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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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cliffe對sexuality的處理是非常低調的，男女主角之間的交往

跟互動，多半都只停留在純粹的、de-sexualized的愛的層面，不

會去描述性的部分，我想這也是為什麼，Radcliffe的小說當時能

被主流體制所接受的原因之一。至於其他模仿Radcliffe的小說，

一般被稱為Radcliffean model的小說，也許對於女性情慾或女性

身體，會比較多有sexualized的著墨。 

還有一點我想提的就是，當我們在提到male gothic或者   

female gothic的時候，不代表作者就是男性或女性，這點批評家

Angela White就有針對這點，寫文章討論過。比方有一位gothic 

novel女作家Charlotte Dacre，她所寫的其中一本gothic novel，可

以說是和Lewis的The Monk比較有相似性。Charlotte Dacre當時在

文壇比較聲名狼藉，因為她未婚就很高調地跟一位男性同居，而

她的小說裡的女性比較sexually aggressive，為了愛與恨，男方就

殺死自己的情敵，而像這樣的寫作風格，比較會被歸類在male 

gothic裡面。像Lewis的The Monk，其實已經接近pornography，當

時這本小說剛出版就很歡迎，接著馬上被禁，當時Lewis是國會

議員，member of the Parliament，他十七歲時就寫下這本小說，

後來刪除過度露骨的篇章之後，這本小說又再版過好幾次，而這

本小說出版所經歷的過程，很像十八世紀一本非常有名的情色小

說，Memoirs of a Woman of Pleasure，作者是Fanny Hill，兩本小

說都遭遇很多困難。有一位critic名為Michael Gamer有提過，Lewis

的The Monk其實已經近乎pornography，當時雖然有男性與女性的

讀者群，但是女性讀者多半都覺得很反感，像Ann Radcliffe就對

The Monk其實有很多不悅之處，因為Lewis聲稱自己寫The Monk

是因為讀了Ann Radcliffe的The Mystery of Udolpho，雖然不太有

人知道兩本小說之間有什麼關聯，或為什麼The Mystery of 

Udolpho能夠激發出The Monk這樣驚世骸俗的小說。也有人說Ann 

Radcliffe的最後一本小說The Italian，其實是在回應The Monk，因

為小說裡有一些情節安排，和The Monk有一些相關，或者可以說

是很類似的情境，女性作家用不同的方式來處理之。批評家

Angela White有提過，很多gothic novel，其實到最後形成一種相

互指涉的關係，小說家因為讀過彼此的作品，會對相似情境作不

同處理，形成一種文本之間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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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明澤老師、陳音頤老師、邱彥彬老師在演講後合照 

 

 
林明澤老師在演講後特地撥冗來看大眾文學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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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明澤老師和陳音頤老師，在演講後也繼續討論著。 

 

(2) 演講二：林建光老師 

第二次演講與第二次書展時同時舉行，時間為一百年十月六日下

午兩點，假政治大學研究大樓0203號教室進行，由中興大學林建

光副教授主講「科幻小說中的後人類身體」。林建光老師不只使用

power point簡報檔，為了讓聽眾明白教授的論點，他也撥放多部

影片的片段，讓聽眾不只有一種新鮮感，也更容易抓住演講的重

點；林教授的演講，也提醒大家，科幻小說其實也是以「人」為

出發點的。 

 

林建光老師的精彩演講綱要 

 

    科幻小說中的後人類身體 

   (Posthuman Bodies in Science Fiction)  

          林建光  

          國立中興大學外文系副教授  

          政大英文系  

          2011/10/6  

        

後人類主義：定義？  

 N. Katherine Hayles, How We Became Posthuman  

 1. Privileges informational pattern over material instantiation, so that 

embodiment in a biological substrate is seen as an accident of history 

rather than an inevitability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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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義 

 2. Considers consciousness as an epiphenomenona, as an evolutionary 

upstart trying to claim that it is the whole show when in actuality it is only 

a minor sideshow.  

 定義 

 3. Thinks of the body as the original prosthesis we all learn to manipulate, 

so that extending or replacing the body with other prostheses becomes a 

continuation of a process that began before we were born.  

 定義 

 4. Configures human being so that it can be seamlessly articulated with 

intelligent machines. In the posthuman, there are no essential differences 

or absolute demarcations between bodily existence and computer 

simulation, cybernetic mechanism and biological organism, robot 

teleology and human goals.  

 影片欣賞  

 電梯男女  

 Greg Bear, Darwin’s Radio：臨界點  

 「我們瘋了，我們不知道自己正在做什麼。」 

 「我們是不知道，」凱耶表示同意。 

 「我們在努力創造一個新的，不同於我們的人類的臨界點，」米奇說。 

「妳不覺得那很可怕嗎？」 

 「非常可怕，」凱耶說。 

 臨界點：可怕或可愛？ 

 從人類到後人類：從已知到未知  

 已知：按下電梯樓層按鈕，遵循既定的生活秩序  

 未知：不按做為一種比按更積極的「行動」？如果不按，為何進電梯？

進電梯就是要按鈕？  

 可能變好，可能變壞，唯一確定的是不確定 

 為何身體 

 身體成為問題  

 內與外界限的消失  

 Videodrome1  

 Videodrome2  

 Greg Bear, Darwin’s Radio  

 身體不再完整  

 不是從身體外部侵入身體內部，而是身體內部出現變化，而變化也並

非絕對是負面的。  

 Greg Bear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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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eg Bear  

 Interview1  

 Interview2  

 Greg Bear簡介 

 1951年生  

 美國作家  

 硬式科幻（Hard science fiction ）  

 Greg Bear簡介 

 Blood Music （1985）  

 The Forge of God (1987) 

 Darwin’s Radio (1999) 

 Darwin’s Children (2003) 

 Wikipedia  

 Greg Bear, Darwin’s Radio  

 情節概要  

 內源性反轉錄病毒 : “SHEVA” （80）  

 希律王流感：Herod’s Flu  

 病毒引起的大眾恐慌，醫療體系 、政府如何處理此病毒：給墮胎藥

（RU 486） ；研發疫苗  

 Greg Bear, Darwin’s Radio  

 非關「疾病」 ，而是「升級」  

 從「人」到新物種：「後人」 

 題外話：個人偏好小八卦 

硬式科幻：文學與科學，或讀不懂科幻小說中的科學知識時該怎麼辦？  

(86, 237, 273-74)  

 身體與政治 

 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健康議題的政治層次（97, 149,160）  

 身體與政治 

 總統 國會 （95）衛生署 科學家 世界衛生組織 （170）宗教團體 大

藥廠（170） 股票上市公司 (125) CNN (239) 

 暴動 人民示威抗議 （358-363）  

 隔離 戒嚴 緊急狀態 （246-48, 400） 

 身體成為問題 

「舊式思想」：「有魔鬼在裡面」（161） ； Videodrome裡的錄影帶  

「後人類」思想：從疾病的身體到未知、「升級」的新身體：凱耶  

未知：319 

 凱耶的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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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該獨立出來，做我自己的決定的時候了」（262）  

 333 

 不同於《獨立時代》中的小明與琪琪的行動，但都是行動，都需要勇

氣與「正確」判斷。 

 小結：身體能做什麼？ 

 從小明的沒有行動到凱耶的行動  

 偏離正道，誤入歧途做為開放的方法？ 

 

林建光老師演講後聽眾發問與老師的解答 

 

陳音頤老師的問題： 

 

  「非常感謝林老師今天幫我們講了很多關於身體臨界點與倫理的議題，

帶給我們很多新的想法。其實在座很多同學包括我個人，對科幻小說或

後人類的觀念，不是非常熟悉，不知道林老師是否能夠花點時間幫我們

大家解釋一下，比方林老師剛才有提到，人的身體本身，其實就是一個

最大的義肢，通常我們聽到義肢，我們都想到假牙之類，用來補助我們

人類作為主體，讓我們人類可以掌控的一個小東西，而林老師剛才提到

人的身體就是一個最大的義肢，還有我們人的主體、自我意識，並不是

發展史上的一個inevitable consequence，而只不過是其中一個巧合而已，

這幾個觀念，我覺得大家會蠻感興趣的，不知道是否可以請林老師幫我

們解釋一下，謝謝。」 

 

林建光老師的解答： 

 

「 謝謝。談到義肢，我們一般會從本質論的觀點來看，比方我原本有

一隻手，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如果有一天，原本的手不見了，要用一隻

義肢去替代之，義肢裝上去以後，我們通常會認為，不再像以前的自然

的手一樣好用，這是一般的想法，會把人的身體視為一種穩定的東西。

但是從後人類的角度就不是這樣想了，所謂人的身體就是一個最大的義

肢，是人或生物體，在跟環境互動的時候，身體的某些部分，其實已經

變成工具化的身體，如果從這個角度來看，身體就已經包含一些技術了。

一般我們都會以為身體或器官，應該是有機的，不是技術的，可是如果

用回饋系統來看的話，我們會發現有機體的生物會和環境做某種計算。

假設我現在需要一條繩子才能爬上樹，那我如果無法永遠攜帶一條繩子

在身邊的話，最簡單的方式就是把我的手變成繩子。佛洛伊德也有提到

人類演化過程。從本質上很難解釋為什麼人會怎樣演化，但是如果把義

肢的概念帶入，我們可以知道，人不是原本就有一種固定的形象，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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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因應環境，會需要把身體達到最佳化的一個狀態，這就比較能去解

釋義肢的觀念。 

至於義肢包含的範圍，像書寫系統跟電腦，都是廣泛的義肢的概念，

基本上是一種把內部跟外部的界線打破的方式。比方說人的記憶雖然應

該是在人的內部，但是我們靠外界的東西，比方石頭或草，來補助記下

我們內部的記憶，把我們內在的東西放到外面。就像在談台灣的主體性

時，之所以我們現在本土拍的國片需要數位典藏，就是因為我們希望把

我們內部的文化，透過數位媒體，放到外部、外國，讓它能超出身體的

限制，使它成為集體文化的一部分。在這個記憶工業化的時代，所牽涉

到的義肢的觀念，把身體內部的東西放到外面。現在講義肢，都比較不

會從本質論的角度，而是比較從解結構，或是後人類的角度，比方天生

的手比較自然，人工的手比較不自然，其實天生的手也有技術的層面，

為了適應環境會有變化，身體也是一種調節機器。」 

 

政大博班學生林嘉鴻的問題： 

 

「 老師您好，與其說是要問一個問題，不如說我是希望跟老師確認我

的理解正確與否。從電梯開始，到身體的延伸，當到達電梯，被預期會

按下電梯的這種情況，如果用海德格的觀念，“the they”，在他眾冀望之

下，或說readiness to hand，我們在固定的氛圍下，會被預期作固定的事

情。除非這種固定的模式能夠被打破，不管是被迫，或是自主性的打破，

才可能從固定的模式中撕出一條裂縫來，創造出potentiality，或是一個可

能性。在這種可能性之中，勢必會遇到uncanny的部分，可能會有點不愉

快，因為是在不熟悉、不習慣的環境下，而且可能會和他眾“the they”為

敵，就像老師您剛才提到的女科學家，她必須和整個國家為敵，因為她

自己所要跳脫出的，是一種熟悉的involvement，所以她必須和他眾“the 

they”產生一種對敵的狀態。在這種情況之下，像老師您剛才提到的幾個

名詞，比方升級、正確，海德格的用詞是authentic 跟inauthentic，雖然這

些聽起來充滿價值判斷的意味，甚至也可能有人會說這是一種貼標籤、

非黑即白，但是當決定權都操之在“the they”，或者平常習慣的readiness to 

hand，一切來自既有的習慣跟方式，而沒有做決定。假如沒有做決定，

又怎麼會有正確或不正確的決定？除非有自主的決定，就像獨立時代的

標題，有「獨立」，才會有升級的可能性，否則某種程度來說，只屬於“the 

they”的一部分，根本不可能有獨立思考的決定。像老師您剛才提到需要

的勇氣，海德格有提到過，遇到要捨棄掉熟悉的、“the they”所制定出的

慣性的時候，會遇到uncanny的情況，為了克服之，要有resoluteness，才

能克服not being at home的不習慣感，才可能創造出可能性。比方在電梯

裡不按鈕，就是一種小小的叛逆，才能創造出一個可能性，甚至大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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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全世界為敵，都是和“the they”進行對抗，至於行動與否，它不只是表

象的行動，而是有實質意義的。我是想跟老師確認，我這樣理解的是否

正確？」 

 

林建光老師的解答： 

 

「 我大部分很同意你的說法，但是我比較不確定的是「獨立、決定」

的部分。我感覺自主的部分可能有，但是不夠明顯，例如電梯的部分，

我不認為是他在思考，我認為是他的身體在告訴他一些什麼，這可能有

點偏向神祕主義，或者Emerson說的，I become the transparent eyeball. I see 

all. 這樣說雖然很八股，但是卻又很難去否定這種可能性。」 

 

政大博班學生林嘉鴻的回應： 

 

「 老師剛才提到的the voice, the call，如果你願意打斷自己原本的思惟，

它就有出現的可能，海德格稱之為我們出生之前的聲音，只是被business

所遮蓋了，只有在silence的狀態，才能聆聽到這種接近本能式的呼喚，

而去做到一種超越思考的行動，超出所謂的既定的思惟模式。我只是突

然想到這個，想跟大家分享。」 

 

政大碩班學生郭詩裴的問題： 

 

「 在老師您剛才提到的小說，Darwin’s Radio裡面，女主角發現某種疾

病已經出現在原始人尼安德人身上，而尼安德人因這種病而產下畸形兒

的遭遇，很像現代政府必須把染上疾病的婦女隔離，甚至這些婦女被某

些宗教團體視為魔鬼或異端，後人類跟原始人類原來是可以做這種連結，

包括我之前讀過的，關於末世論或是人類生存的小說裡，常常有一種模

式，人類被某種病毒攻擊威脅而失去理智，甚至變成開始以原始人類的

生命形態過生活，想請問老師對後人類跟原始人類的連結，有什麼想法，

謝謝。」 

 

林建光老師的解答： 

 

「 雖然我們都會說後人類是很新的觀念，但是就像妳剛才說的，其實

會保有很primitive的部分，什麼時候人可以被說成是後人類，在談定義的

時候，就要去處理這些。其實我自己的看法是，人類一開始有文字、語

言系統以後，人類就是後人類了。雖然我這樣定義會引起很多爭議，多

數人都會認為，至少要到二十世紀才能算是後人類，但是至少從解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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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看，一定不會接受人從人到後人類，這種線性的發展，而是人一開始

就有後人類的成份。所以，像原始人到後人類，可能不是這麼截然地二

分法，我是贊成的這種想法的，所以會有人從認知心理學來談，認為人

是natural born cyborg，人其實早就已經是後人類，只是人沒有自知。就

像基因，雖然二十世紀我們才知道它的存在，但沒發現之前，不代表它

不存在。我很高興妳能有這樣的思考，不必很簡單地認為現代人才是後

人類，原始人就可以是後人類了。從政治等等角度來看，其實人演進到

現在，還是有很多部分跟以前一樣野蠻，比如法西斯主義或是獵殺猶太

人，都是其例子。」 

 

台大博班學生的問題： 

 

「 老師您剛才談到的例子裡面有很多關於『洞』的論述，比方電梯做

為一種開合的形象，而語言也是一種開合，比方有人提議，週五去喝杯

咖啡吧?這個問句中有著可能性，而可能性最後也成真了。而後來老師也

有舉例到人跟機器的性的想像，或是Darwin’s Radio裡面，以性作為繁殖

手段產生的一些問題。這其中有些例子是代表合，有些則代表開，是否

楊德昌導演的片子，電梯的片段代表著開與合不定，一種曖昧的想像，

電梯能夠開或關，使人進或出，人跟機器之間的互動不再是一翻兩瞪眼，

必定的關或開，後人類做為一種host，內含曖昧的感覺。我想跟老師請教

的問題是，老師您如何看到後人類的『後』這個字?顯然這個字代表的不

只是anti，就像後現代主義一樣，『後』這個字應該包含非常多的意思，

不知道老師您的解讀是什麼?」 

 

林建光老師的解答： 

 

「 當然後人類的『後』，我非常同意你的說法，不只是anti的意思，我

也很欣賞你剛才的回應，覺得你們的解讀能力很強。我雖然不能確定楊

德昌導演對於電梯的開跟合的意見是什麼，我認為楊導演似乎要在疏離、

封閉、既定的人際關係裡面，試圖打開一種很mundane、很生活化的神祕

性，試圖激發出不同的火花，產生一種倫理行動，是要藉由封閉的電梯，

這個原本把人拘束在某一個空間的東西，拿來開闢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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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音頤老師歡迎林建光老師的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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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音頤老師感謝林建光老師精彩的演講      

 

7. 博班生讀書會 

搭配第一次書展，在一百年六月十日周五，假政大總圖二樓經典書房（同

時為書展展出場地），兩位政大博班生主持了精彩的讀書座談會。 

(1)  

下午兩點到三點的講者為郭佳雯同學 

前二十分鐘郭同學會發表論文 

Allegory of American Xenophobia against Globalization: The Enclosed 

Spatiality in Charlaine Harris’ Dead until Dark 

後四十分鐘則是郭同學和與會的碩博班生進行討論。郭同學不藏私地分

享了她對於浪漫與恐怖小說、電影的精闢見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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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班讀書會開始前，準備充分的郭佳雯同學 

 

以下是郭同學發表的論文的中英文題目、摘要以及引用書目： 

 

Allegory of American Xenophobia against Globalization: The Enclosed 

Spatiality in Charlaine Harris’ Dead until Dark 

Abstract 

Charlaine Harris’s southern-vampire gothic popular novel Dead until 

Dark, (also adapted into HBO TV series True Blood), is an allegory of 

American xenophobia against globalization, and it was firstly released in 

2001, which is the same year of September 11 terrorist attack. This novel’s 

overflowing success might have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xenophobia 

September 11 attack has provoked, and inland Americans avidly seeks an 

imaginary enclosed space called Bon Temps within the state of Louisiana 

(which excludes any other potential outside force) as a mental consumption 

for spiritual compensation . Here I barrow the idea of “time-space 

compression” from David Harvey to render the post-911 xenophobia when 

the postmodern spatiality of World Trade Center (digitalized 

money-exchange and globalized cooperated businesses) is disrupted into 

pieces of ruins by the airplane, which is invention of modernity. The 



93 
 

xenophobic air has permeated into the airports all over the states with their 

paranoiac suspicions toward foreign passengers.  

The protagonists with Dead until Dark are vampires who struggle 

between the safe substitution of artificially fabricated synthetic blood and the 

dangerous thrill of genuine human blood. While the synthetic blood is like 

Coca-Cola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 has infiltrated into the worldwide 

free-market - a user-friendly globalized product helpful for social immersion.  

The synthetic blood in this novel is a globalized product manufactured in 

Japan instead of America, and the Bon Temps folks’ repulsion against it also 

symbolizes another form of xenophobia against the Third World’s economic 

contagion into American market because of the fear that America might not 

be able to monopolize the worldwide market as before.  All these tumults 

and feuds between humans and the tribes of those thanatoid-creatures take 

place in a secluded little fictionalized town in Old South called Bon Temps, 

which is an enclosed space in resistance of any potential outside force from 

globalization.  

The representation of postmodern city in 1980s cyberpunk study is 

Blade Runner’s Los Angeles, which is a ripe example of conformity to 

time-space compression while Bon Temps is the contradictory counteracting 

the effects of “deterrialization” and “reterrialization” within the course of 

time-space compression.  Los Angeles in Ripley Scott’s Blade Runner of 

1980s shall be the antithesis of Charlaine Harris’ Bon Temps at the post-911 

stage, and I would make comparisons between these two wildly different, but 

both partially fictionalized spaces, particularly their separate attitudes toward 

the penetration of Third World population. 

Jameson also brings out the idea of “nostalgic mode” in his notable book 

Postmodernism, or its Cultural Logics of Late Capitalism, and nostalgia is a 

state of Freudian regression maneuvering to regain the somehow more eased 

feeling of déjà vu through fetishized attachments with past, particularly from 

the Uncanny. Also, “nostalgic mode” is a compensation to a loss of 

historicity as well as a futile attempt to “efface” the history and put all those 

unpleasant happenings of contemporary life into a blissful oblivion.  This 

southern vampire novel of Charlaine Harris’ is a reflexive product of this 

nostalgic mentality. Vampire Bill’s romantic involvement with Sookie is like 

the nostalgic phenomenon within postmodern late-capitalism culture, which.  

Sookie’s telepathic gift could be a metaphor for the implosion of 

contemporary life - an over-exposure to the overload of information, such as 

the various antennae like internet, television and radio . . . etc.  Thus, Sook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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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eds to shut her antennae away through a nostalgic figure stepping into the 

picture out of the past. 

Sookie’s mind could be like a forcibly opened spatiality which is 

susceptible to various outward intrusions. Those tresspassive implosions have 

disturbed Sookie into a semi-schizoid state of chaos which she desperately 

seek to compensate through the “silence ” Bill could bestow on her (Sookie 

cannot listen to Bill’s mind). The novel later manifests the slaughter of 

various innocent Bon Temps folks is done by vampire-hater Rene Lenier, 

who pins the murders unto those guiltless vampires while he runs amok 

eradicating people who willingly associate themselves with vampires.  The 

character Rene implies the potential danger of blind-folded xenophobia.  

Contrary to Sookie, Rene’s mind is an enclosed spatiality which harbors the 

demons of the subconscious (Sookie cannot use her telepathy on Rene 

because he buries his thoughts in the deep corner of his mind). Rene is even 

more dangerous than any form of outside force because he lacks the capacity 

of interactions and communications, and he justifies his crimes by the 

fervency of ignorant regionalism. 

Also the existence of “the drainers,” which indicates people who make a 

mercenary profit by entrapping vampires to drain their precious blood for its 

commercial value as the vampire blood could enhance human health as well 

as sexual potency, just like Viagra.  It could be a negative portrayal of those 

immoral opportunists who intend to make a fortune from the global waves of 

free-market.  As Naomi Klein claims in her anti-free-market book The 

Shock Doctrine: 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 global free-trade is like 

electroshock torture which erases the memories of the prisoners for deliberate 

manipulation of the authorized interrogator.  The drainers in Dead until 

Dark are like the (neoliberal) free-trade back-door sneakers who operate a 

series of man-made crises at the cost of disasters to the world, just like those 

drainers who stir the peace of Bon Temps in complicit secrecy.   

The neoliberal wave of economic operation has become the dominant 

mainstream after September 11 attack, and the globalized neoliberalism has 

robbed jobs of the inland Americans by employing foreign labors with 

meager salaries, that has contributed to the spread of inland rust belts.  

Inevitably, the voice of repulsion against these 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s induced by globalization gets jarringly louder.  All this is 

epitomized in Charlaine Harris’ southern-vampire novel Dead until Dark, a 

semi-nostalgic embrace of the good old days as well as its violent rumination 

tainted in true bl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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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利堅反全球化排外主義的諷喻：莎連哈里斯【夜訪良辰鎮】中封閉的

空間性 

 

莎連哈里斯的南方吸血鬼歌德暢銷恐怖小書【夜訪良辰鎮】(也被美

國 HBO 電視台改編成【噬血真愛】影集)，這個故事是一個美國排外反

全球化主義的諷喻，故事裡的吸血鬼掙扎於人造血的安全替代與純人血

的危險魅惑，而人造血的發明好比美國推至全球盛行的可口可樂，滲透

了全球的自由貿易市場，是一個親善消費者的全球化商品，以促進社會

化融合。然而那些不甘於人造血的吸血鬼是抵抗全球同質化的叛逆者，

對於世界自由貿易市場這個觀點也是不屑一顧的，不願意屈從於那瓶瓶

罐罐化學藥水參雜成的人工化假造的滿足感。而這部小說裡的人造血卻

不是在美國製成，反是日本生產的全球化商品，良辰鎮居民對於人造血

的反感也象徵了另一種形式對於第三世界滲透美國國內市場的排外主義，

基架於一種美國失去過往經濟獨佔霸權的恐慌。在這些不死邪物派系裡

的喧鬧與宿怨全都發生於一個作者虛構名為「良辰」的老式南方小鎮，

良辰鎮是一個封閉的空間地域，在一個看似愜意的表面之，下混亂失序

悶滾沸騰。 

 

相對於詹明信文中的那個『患有精神分裂的暫時性以及空間拼湊性』

的後現代城市，而洛杉磯城就是一個很適宜的後現代 『精神分裂暫時性』

的具現，而藉由展現對老式美國習性與隔離主義特質的依戀，這部小說

中良辰鎮以其封閉的空間性被置位於洛城的反面，此反映於主角吸血鬼

－比爾康普頓的性格側寫，康普頓在變成吸血鬼以前是南北戰爭的榮民。

但是詹明信於同一篇文章也提出『懷舊模式』的觀念，這是『一種我們

歷史性消褪的複雜症狀』，也就是說『懷舊模式』是對於失去歷史性的

補償，而這本莎連哈里斯的南方吸血鬼小說就是這種懷舊心態的反射性

產品，其赤裸裸地展露恢復過去的徒勞，好比吸血鬼比爾無法藉著與女

主角蘇琪的熱戀擄回那他曾經擁有的人性。比爾與蘇琪的浪漫情事也像

是後現代晚資本主義文化中的懷舊現象，為的是要『消弭』歷史，要把

那些不愉快的回憶拋諸腦後而遺忘去。對於有精神感應讀心術的蘇琪來

說，吸血鬼比爾的存在也是一種懷舊的逃避主義，她的讀心術天賦好比

當代生活裡的『內爆』，過度暴露在超仔的資訊，譬如現代生活中各種

各式的天線觸角，像是：網路、電視、無線電等，因此她須要藉一個從

遠古過去人物的介入其中把她的觸角關閉。 

 

而書中「搾血者」的存在－那些為了商業營利而設計陷害吸血鬼以

圖謀其血的不肖份子，因為吸血鬼的血可以壯陽並增補健康，好比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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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的威而鋼－ 即是那些意欲於全球自由市場潮流中發大筆橫財的投

機者的負面描寫。在娜歐蜜克萊恩 【震撼主義:災難經濟的興起】一書

中，克萊恩指出：全球自由貿易市場好比電擊療法的折磨，病患的記憶

任憑權威醫生的刻意擺拜給擦拭掉，而【夜訪良辰鎮】裡頭的那些破壞

良辰鎮安寧的搾血者，就好像那些走後門的自由貿易鬼祟者，於共謀式

狼狽為奸的保密狀態下，安排了一堆導致世界災害的人為危機。但是隨

小說爾後揭露，那個把數位無辜良辰鎮居民屠殺的兇手竟然是吸血鬼憎

恨者雷內‧蘭尼業，他把自己犯下的兇案誣陷給無罪的吸血鬼，像發了

狂失心瘋似的，對所以自願跟吸血鬼交善牽連交際的人們肆意趕盡殺絕。

雷內這個角色也暗指了盲目排外主義的潛藏危機，而雷內卻比那些組織

叛亂的反骨的吸血鬼來的還要危險，因為他無知地方自治主義的狂熱，

正名化了那些可怖的罪惡。 

 

當全球化以其移民風潮招致內陸美國的經濟大蕭條，還有那些倒閉

工廠生鏽帶的蔓延擴散，此同時，有一股反彈的聲音在醞釀中，它的音

量只會越來越大，而這些現象皆縮影於莎連哈里斯的南方吸血鬼小說【夜

訪良辰鎮】，這是一部對過去美好時光的半懷舊擁抱的大眾小說，也是

一部玷滿腥血之暴戾反芻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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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下午三點到四點的講者為張秀芳同學 

前二十分鐘張同學會發表論文 

Virtual Heaven or Virtual Nightmares? Rethinking Neal Stephenson's Snow   

Crash in the 21st Century 

後四十分鐘則是張同學和與會的碩博班生進行討論。張同學的碩班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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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研究科幻小說，聽到她流暢地分享相關觀念跟精巧的分析，使與會

的碩博生都感到醍醐灌頂。 

 

以下是張同學的英文摘要與參考書目： 

 

Virtual Heaven or Virtual Nightmares? Rethinking Neal Stephenson's Snow Crash 

in the 21st Century 

 

張秀芳  政治大學英語學系 

 

Neal Stephenson’s 1992 cyberpunk novel Snow Cash tells a story of how the 

freelance hacker Hiro Protagonist tries to prevent a computer virus “snow crash” 

that infects people in both the virtual space of Metaverse and real world. 

Metaverse attracts sixty million people to connect online to become avatars each 

day, allowing them to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via “the audiovisual bodies” 

(Snow Crash 36). In order to efficiently maintain his economic monopoly, the 

story’s villain Bob Rife spreads “snow crash” to manipulate the hacker’s behavior 

and thus reconstruct one’s identity. Unlike William Gibson’s cyberpunk 

Neuromancer in which the major character Case is introduced as a white drug 

addict, Stephenson’s hero Hiro Protagonist has an African Korean American 

ancestry, working as a pizza deliverer and identifies himself as the greatest sword 

fighter and self-employed stringer in Central Intelligence Corporation. While Hiro 

resists Rife’s evil plan and attempts to maintain his masculine subjectivity, his 

ex-girlfriend Juanita refuses to define one’s subjectivity in terms of the traditional 

humanist perspective. To combat the metaverse virus, Juanita sends herself to the 

Raft with those thousands of Asian refugees, voluntarily being implanted a radio 

antennae into her brainstem to explore the possibilities of a shared consciousness. 

Juanita’s strategy is radically different from the autonomy so often required by a 

male hacker.  

This paper aims to look at the characters’ obsession with the virtual 

experience and disclose some of the central concerns in this futuristic-oriented 

story. It seems that the emphasis of the materiality of the body as well as the 

obsession of the virtual experience meet themselves at an intersection without 

making sure of what kind of gesture they should use to greet each other. While 

Donna Haraway’s cyborg manifesto sketches a lively iconic figure to anticipate a 

future constituted by voices of diversity, is Hiro’s defense of a male subjectivity 

still effective in devising a better future? If it is not, does this mean that Juanita’s 

disruptive strategy signify a valid one? What are the precarious problem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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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anita’s strategy? When we are now proceeding into an era where facebook and 

various online software become one of the main communication tools, 

Stephenson’s Snow Cash may again invite us to reexamine some of the wild 

dreams rooted in human’s mind and rethink issues concerning the potential of 

human’s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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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班讀書會開始前，笑容可掬的張秀芳同學 

 

博班生座談會中，兩位博班講者和與會碩博生分享她們專長的領域。 

 

G. 結果與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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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書籍 

本購書計畫所購買的書，已經有3753冊進館，再加上請購中的圖書，

完成率已達九成。剩下一成的書，則是書商仍在協尋中。書單上有一

部份的書，經過多方努力，購買狀況仍不盡理想：一部分是已經絕版；

另一部分是書商已確認協尋不到；剩下小部分則是目前雖已到館，但

與書單所羅列的書名只是很相似，其實是不同本書。小部分無法取得

的書，最後的解決之道是購買其他有庫存的書。 

 

2. 影片 

由於公播版價格昂貴，且有些較久遠的片子的公播版更是取得不易，

是故除了完全絕版的片子以外，買不到公播版的，或是預算不足的部

分，則購買家用版代替之。 

 

 

 

結語 

 

此次政大英文系榮獲國科會慷慨補助鉅款，得以購買大眾文學相關書籍達五

百五十多萬元，不但對政大英文系向來關注的大眾文學研究和教學幫助甚大，

也建立起台灣外國文學界大眾文學研究的藏書中心，有利相關研究的推動。 

 

在補助的兩年期間，主持人、主持人和眾多助理齊心協力，花費大量心血和

精力，核對書目、蒐集資料、舉辦影展和書展、讀書會，邀請外校學者來校

舉辦專題演講，系上老師和同學也在期間有相當踴躍的相關議題的研究成果/

論文發表，更是在大學部、碩博研究所開設大眾文學相關課程。最令人欣慰

的，是碩博學生兩年間多次赴國外學術會議發表大眾文學研究的論文，增加

國際交流，這也是此圖書計畫帶來的效益之一。相信在未來的歲月裡，因圖

書計畫建立的豐富館藏，會繼續促進本系及台灣外文學界的相關研究。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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