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錄

摘

要

本計畫──「二十世紀英國文學研究（英國篇）」──乃為「台灣地區英美
文學研究之評量」整合型計畫中之子計畫之一，旨在探究台灣地區數十年來有關
二十世紀英國文學之學術研究，一則見證並評量既有之學術成就與發展，二則分
析思考未來之可能研究趨勢與方向。所謂鑒往開來，除了希望能對二十世紀英國
文學在台灣地區近五十年的研究發展史有所分析與探討外，並希望能進一步掌握
二十世紀台灣本土文學文化之研究生態，進而省思二十世紀英國文學研究在台灣
特有的文化歷史場域中，所牽惹衍生有關文學/文化基準和典律生成之議題。本
計畫之研究方向有三：（一）探討二十世紀英國文學在台灣近半世紀之研究趨勢
與發展，並就相關資料的評估，兼涉文學批評與理論的引介與挪用，相關學會、
期刊的建制與定位；
（二）此外，並參考同時期歐美國際主流有關二十世紀英國
文學研究之態勢，以觀察反思台灣在地文化脈絡與學術研究之特色；（三）藉以
省思台灣未來學術研究之發展，規劃兼具在地性與國際視域之研究走向。
針對以上之研究目標，本計畫採用了順時性的「彙編」研究方式。資料之判
讀與註釋以西元一九五○年至西元二○○○年十二月為斷限。總目分研究專題
（個別作家）與專書/通論兩部分。研究專題方面，採編年史之方式來處理安置
個別之作家，亦即按研究專題（個別作家）之生年加以排序；個別研究專題之編
目，則是先依文類（詩、小說、戲劇、通論）排序，再依相關研究論文之出版時
間先後順序，進行書目之註釋與提要。專書/通論方面，則是分為總論/通論與個
別作家兩大範疇，分別依相關研究論文之出版時間先後順序，進行書目之註釋與
提要。在研究主體方面，本計畫所蒐羅者，涵蓋本國學者以及在台任教或發表論
文之外籍學者，若有本國學人在國外期刊發表者，亦在本計畫收錄之中。碩博士
論文不納入本計畫之註釋提要，僅以存目處理與簡單的判讀分析。
關鍵詞：
「二十世紀英國文學研究（英國篇）」
；典律；建制；在地性；國際視域；
「彙編」方式；編年史；研究專題（個別作家）；專書/通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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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The Twentieth-Century British Literature in Taiwan: 1950-2000,
which complements The Evaluation Project of the Research on English-American
Literature in Taiwan－aims to evaluate the major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undertaken
by the scholars in Taiwan in the field of the twentieth-century British literature, as
well as to present an outline of reception history of it in Taiwan for the last fifty years.
This study is premis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literary past, through organization,
interpretation, and evaluation, could be brought to bear on the present, with
consequences for both the literature and the society of the future. The objectives are
threefold: (1) to trace the possible plots of the development and tendency,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twentieth-century British literature in Taiwan for the last fifty years, to
pay some attention to historical contextualism and canon formation, the impact of
political commitment and ideological struggles on critical opinions and the building
of canon; (2) to observe the twentieth-century British literature in its
European/American context in regard to literary studies, so as to delineate the general
as well as unique character of Taiwanese cultural and literary lives; (3) to reflect upon
the issue of internationalizing Taiwanese academia in the future.
This study assumes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a collection of articles and books
that presents a new overview of literary studies on 40 leading British writers, prepared
by the scholars in Taiwan for the last fifty years. It outlines not only the thought and
major works of these British writers, but considers the way that the thinking about
literature, approaches to literary studies has evolved historically in Taiwan. This
bibliography is composed of two categories: individual writers as well as
monograph/survey. The first part is essentially a series of separate annotated essays
on separate authors who are placed chronologically according to their birth year. In
order to keep entries on individual writers within reasonable bounds, this study
arranges these annotated essays chronologically in the genric order of poetry, fiction,
drama, and criticism/general introduction. Monograph/survey section is subdivided
again into general introduction and individual writers, with a series of separate
annotated essays arranged in chronological order. A select list of master’s and
doctoral dissertations on the twentieth-century British literature is given in Appendix
1.
Keywords: the twentieth-century British literature in Taiwan, 1950-2000; historical
contextualism; canon formation; internationalizing Taiwanese academia; annotated
bibliography; individual writers; monograph/survey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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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

論

二十世紀英文學研究在台灣：1950-2000

一､前言
當二十世紀已然步入歷史，當人類的文明已經跨入另一個千禧年時，吾人不
禁駐足回顧一路走來的步履，企圖解讀自己在這歷史節點上的可能定位。本計畫
──「二十世紀英國文學研究（英國篇）」
，乃為「台灣地區英美文學研究之評量」
整合型計畫中之子計畫之一──緣起於二○○○年十二月三十日、三十一日，中
華民國英美文學學會與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國科會人文學研究中心合辦的
【台灣的英美文學研究：回顧與展望】研討會，旨在探究台灣地區數十年來有關
二十世紀英國文學之學術研究，一則見證並評量既有之學術成就與發展，二則分
析思考未來之可能研究趨勢與方向。 1 所謂鑒往開來，除了希望能對二十世紀英
國文學在台灣地區近五十年的研究發展史有所分析與探討外，並希望能進一步掌
握二十世紀台灣本土文學文化之研究生態，進而省思二十世紀英國文學研究在台
灣特有的文化歷史場域中，所牽惹衍生有關文學/文化基準和典律生成之議題。
對於從事文學研究之學者而言﹐
「作者」、「文本」、「讀者」間的三角習題﹐
早 已 不 是 什 麼 奇 論 新 說 。 當 形 式 主 義 者 (the Formalists) 與 結 構 主 義 者 (the
Structuralists)厭倦了傳記資料之類的實證方法論之後﹐企圖在文學經驗的歷史長
河中以「文本取向」──甚至廣而言之「讀者取向」──來轉移「作者取向」的
批評詮釋風潮時﹐他們所作的貢獻以及他們所遭遇的困難﹐都值得吾人三思並以
為借鏡。基本上﹐這些學者都是傾向於忽略作品以外的資料﹐而專注於對作品從
事精讀、具體的分析；不過﹐這並不意味著他們厭倦歷史﹐他們只是排斥挾歷史
之名所作的煩瑣的作者傳記考據﹐以及典故註解的影響研究。 2 但是誠如佛克馬

1

本計畫歷時三年有餘，期間承蒙戴琬真、梁曉菁兩位助理協助蒐集彙整資料，尤其是政治大學
東亞研究所張惠梅助教於最後階段協助本人編製書目總表與統計圖，完稿校對，居功厥偉，特此
誌謝。
2
請參見 Victor Erlich, Russian Formalism: History-Doctrine, 4th ed. (Paris and New York: Mouton,

2

(Douwe W. Fokkema)所指出﹐當吾人不再以「作者」為文學史的優勢參照指標時﹐
這並不意味著「文本的形構批評」
、
「讀者的接受理論」便可以理所當然、輕而易
舉的取而代之(Fokkema 4)。況且時至今日﹐文學理論雜說紛陳﹐令人目眩心迷﹐
應接不暇。例如﹐當歷史的腳步在五○、六○年代時邁向後現代主義文化時﹐有
識之士奔走相告：中心瓦解﹐作者隱遁﹐主體死亡﹐活躍者只有書寫﹐言說者只
有文本。就在一片「上帝已死」
、
「作者已死」
、
「小說／大敘述已死」的群情嘩然
聲中﹐解構主義無論在文本理論、意義理論、寫作理論、詮釋理論等方面﹐都與
新解釋學和接受理論大相逕庭。 3 斯時﹐則是在大不列顛掀起一股文化研究之風
潮﹐學人汲汲所扣問者﹐乃是文本與衍生文本之社會間的關係﹐因此，有關「文
本／社會」
、
「文學研究/跨學科評論」間之文化理論論爭便如火如荼的展開了。4
事實上﹐在晚近的文學理論評議中﹐有關文學文本與社會文化中意識型態的關係
──或視文學文本為反映、擁護意識型態之論述﹐或視文學文本為顛覆、解構意

1980)。作者在序言中曾指出俄國形式主義與新批評學派之關係。
3
概而言之﹐德里達(Jacques Derrida)堅持「人的終結」(“the end of man”)﹐強調「文本性」﹐他以
為：文本是語言活動的領域﹐文本外別無他物﹐文本是一個自我指涉的體系﹔文本不具有任何確
定性﹐所有的文本──不論現在的或過去的──都只是一再的生產﹐潛藏著永未被呈現的意義﹐
沒有所謂終極確切的意義﹐只有一再地延擱衍異﹐不斷的替代補充和重新組織。請參見 J. Derrida,
“The End of Man,”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vol. 30, 1969, pp. 31-57。而加達默爾
(H.G. Gadamer)、姚斯(Hans R. Jauss)、伊哲(Wolfgang Iser)的解釋－接受理論則堅持「作者－作品
－讀者」之傳播結構的總體關係。加達默爾以為：文本是體驗和理解的對象﹐文本總是蘊含著作
者「過去初始的視界」﹐解讀則蘊含著讀者「當下現今的視界」﹐文本在讀者的理解中復活﹐讀者
在文本解讀中達到視域融合﹐並超越原有之視域（H.G.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 trans. G. Braden
and J. Cumming [New York: Seabury Press, 1975], pp. 262-9）﹔姚斯與伊哲的接受美學則主張：文
學閱讀並非一種指向客體世界的對象性活動，而是人與文本的主體間性之溝通交流(Hans R. Jauss,
Toward an Aesthetic of Recep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2) ﹔文學傳播包
括藝術此端的文本、美學彼端的讀者，以及兩者間的互動，其特性是「不確定性、建構性的空白」
(an indeterminate, constitutive blank)，由於文本與讀者間的失衡(asymmetry)，因此刺激著讀者力
圖去填補空白、去建構詮釋（W. Iser, The Act of Reading: A Theory of Aesthetic Respons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165-7）﹔換言之，即是將追本溯源、復歸原義的「文
本中心」指向性，轉換而成接受者對文本重新確定意義之多維性﹔晚期的解釋－接受理論則更是
走向實踐領域和文學交流理論。至於讀者反應批評﹐雖然深受解釋－接受理論之影響﹐但卻傾向
取消文本意義，取而代之以接受理論中主觀面向之讀者的能動作用。請參見﹔Jane P. Tompkins,
ed., Reader Response Criticism: From Formalism to Post-structuralis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0)。
4
請參見 Graeme Tirmer.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0)以及
Patrick Brantlinger, Crusoe’s Footprints: Cultural Studies in Britain and American (London: Routledge,
1990)。

3

識型態之論述──時有耳聞。 5 或許，誠如佛克馬所言，接受理論的問題，在於
所謂的接受者如此多樣且歧異，因此很難有如此一項準繩，來決定這些接受者在
文學史中之篩選去留(Fokkema 2)。至於形構主義著，則是在其晚期的研究中，
逐漸將其注意力轉移到那些主控文本生產與接受的寫作體系和主題傳統﹔易言
之，即是他們分別從橫斷面性、共時性(synchronic)的內在結構，與垂直的、歷時
性(diachronic)的縱向發展等面向來檢視文學體系(Fokkema 5)。因此，無怪乎珀金
斯(David Perkins)在檢視過當前的文學史理論與其問題──如敘述式文學史
(narrative literary history) 、「 後 現 代 百 科 全 書 」 式 文 學 史 (the “postmodern
encyclopedia”)、作者與作品分類之問題、歷史語境詮釋之變易與複雜性(varieties
and complexities of contextual explanation)、以及文學之內涵發展理論(theories of
immanent development in literature)──後，不禁慨嘆：文學史，可能乎？ 6
筆者以為，文學史家的工作有異於批評家，不以個別作品的微觀剖析為滿
足，雖然文學史與文學理論批評息息相關﹔文學史的工作亦不同於其他社會科學
的研究格局，不以解決某些社會文化層面的問題為志事，雖然文學史仍是秉持著
泛科學精神的原則，企圖對一個時代的文學／文化體質，進行歷時性、共時性的
體檢。筆者以為，文學史的研究範圍仍不脫「作者」
、
「文本」
、
「讀者」此三部份。
或許，這三個「研究點」乍看之下並無新意，但是姚斯說得好：歷史考證與美學
鑑賞間的鴻溝是可以填補的﹔在「作者」
、
「文本」
、
「讀者」的三角關係中，存在
5

請參見 Murray Krieger, The Ideological Imperative: Repression and Resistance in Recent American
Theory (Taipei: the Institute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Studies, Academia Sinica, 1993)。部份章節由
作者授權﹐單德興翻譯﹐以〈西方理論中的反意識型態傾向〉為題﹐發表於《中外文學》
﹐第二
十三卷﹐第三期﹐一三○至一五一頁。
6
珀金斯以為，當今的文學史可分為兩大類型，一是敘述式的，一是百科全書式的。前者源遠流
長於十九世紀，其基本主張為:（１）文學作品成形受造於其所處的社會語境，
（２）文學以「發
展」的方式發生變化，
（３）此種變化乃是一種觀念、原則、或一種「凌駕於個人之上的實體」
(suprapersonal entity)的開展。百科全書式的文學史亦不是什麼新說異論，只不過是最近東山再
起，成為後現代文學史當紅的形式。相對於敘述式文學史的「吾道一以貫之」，百科全書式的文
學史則是擱置了素材的前後一貫性，所以廣博駁雜﹔因此亦可以將其名之為「概論」或「彙編」。
此種文學史通常以編年史的方式，來處理安置個別的作家、作品，或許藉以凸顯其中所謂的「斷
代風格」(period styles)，但是卻不刻意強調彼此的族群(the “family resemblances”)、或發展關係。
有關敘述式文學史、後現代百科全書式文學史、作者與作品分類之問題、歷史語境詮釋之變易與
複雜性、文學之內涵發展理論等等，請參見 David Perkins, Is Literary History Possible?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4

著讀者對作品的理解詮釋、對文學典律的體驗、對文本意義的創作參與，而這種
閱讀經驗可以世代相傳，過去的文學經驗便又會影響現在的美學經驗。 7 此外，
筆者以為佛克馬的「代碼」觀念、形構主義者之文學演化理論，皆有助於吾人了
解二十世紀英國文學在台灣近半世紀之研究歷史之沿革。佛克馬以為，文學基準
系統的改變，乃是文學史中最重要現象之一（Fokkema 5）
，進而舉薦以居優勢主
導的「社會代碼」(sociocode)或「團體代碼」(group code)取代「斷代代碼」(period
code)以作為文學史觀察的指標，原因是「斷代代碼」可能一廂情願的預設了所
有文學之一元線性的發展模式，同時亦忽略了前衛文學(avant-garde literature)、
典律文學(canonized literature)、通俗文學(popular literature)經由不同符號團體之
生產與接受，而同時共存之現象（Fokkema 11-2）。在形構主義的文學演化理論
中，
「主旨嬗變」
、
「優勢轉移」(the dominant)一直是一舉足輕重的觀念，8 因此區
分了兩種演化系統，一是內在文學結構的演化，一是外在文學基準的發展，而文
學作品接受史中之「作者－作品－讀者」之傳播總體關係，在在說明此兩種系統
之交互發展影響（陳國球 64-96）
。凡此種種，皆彰顯了一件事實：任何文學事件
（包括創作與閱讀、接受與詮釋），絕非孤芳自賞、自生自滅的偶發事件，而是
涵蓋文學事件之傳播整體結構、學術團體與活動（如教學/研究單位、學會、期
刊）、文化思潮與歷史氛圍等等諸多因緣的相互催化，所架築造就的文學文化典
律的嬗遞與變遷。
今天，英美文學已在台灣的外國學門研究中取得支配性的角色，此乃歷史政
治經濟等事實所使然，更由於長期親美政策之故，西方文化與西方理論的學習，
7

請參見 Hans R. Jauss, “Literary History as a Challenge to Literary Theory,” Toward an Aesthetic of
Recep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2), p. 3-45。概而言之，文學接受可分為
垂直接受和水平接受兩個層面。所謂垂直接受即是從歷史沿革的角度，考察作品之接受歷史，亦
即不同時代的讀者對同一作品存在著不同的詮釋、評價和影響反應，而這種差異性，除了反映人
的歷史侷限性外（不同時代的讀者，其歷史背景、文化氛圍各有殊異），亦彰顯作品的無窮動潛
在意義（它不會為一個時代的讀者所耗盡，只有在不斷的接受過程中才會逐漸為讀者所挖掘）﹔
所謂水平接受即是同時代讀者對作品之同中有異、異中有同的接受反應。
8
有關「主旨嬗變」
、
「優勢轉移」之討論，請參見 Roman Jakobson, “The Dominant,” trans. Herbert
Eagle, and Turij Tynjanov, “On Literary Evolution,” trans. C.A. Luplow, in Ladislav Matejka and
Krystyna Pomorska, eds., Reading in Russian Poetics: Formalist and Structuralist Views, Michigan
Slavic Contribution 8 (Ann Arbor: Michigan Slavic Publications, 1978), pp. 82-7, pp. 6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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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是以美式文化霸權馬首是瞻，以致於歐陸的思想理論必須先經過美國學術界的
部署轉介，而後才得以輾轉來到台灣﹔二十世紀的特色之一，便是知識膨脹、信
息超編、多元論述、百家爭鳴，而一夕數變的文學文化理論的移植和挪用，使得
二十世紀英國文學在台灣的研究愈加複雜。薩伊德(Edward W. Said)在其〈旅行
的理論〉(“Traveling Theory”)中曾對理論越界傳播的過程和結果，提出相當明確
的模式：
（１）起始點，理論或思想進入論述的初始環境，
（２）理論或思想被移
植到新的時空，
（３）理論或思想在新時空中所遭逢或被接受、或被排斥的條件，
（４）理論或思想在新環境中的移植轉形成功，與其所產生之效應（Said 226-7）
。
理論在旅行移植的過程中，常常因天時、地利、人和、社會或政治意識型態的轉
變，而產生了種種衝突激盪。今天，英美文學研究已然成為台灣外國學門的獨大
主流，而西方理論──尤其是歐陸的思想理論──在台灣的命運，則可以李有成
先生之論點來說明之：西方思想理論必須先越過大西洋到達美國後，而後才能啟
航穿越太平洋，旅行到台灣﹔亦即它們必須歷經兩次的「馴服或在地化」的旅行
過程，而後或被移植、據用、建制，進而影響到台灣文學系統的演化、文學研究
的策略之改變、甚至文學典律的嬗變﹔而外來思想理論入侵時所帶來之種種震
撼，亦可能造成本土文學文化自我批判意識之甦醒（李有成 1996:226-31）。
筆者擬以理論移植後所引發的文學文化系統之生成與演化的問題為本文論
述的起點，除了探討二十世紀英國文學在台灣之研究歷史之沿革，亦即二十世紀
英國文學在台灣的接受史，並兼涉二十世紀台灣文化場域之脈絡，俾以省思台灣
未來文學文化研究的可能發展和方向。本計畫之研究方向有三：
（一）探討二十世紀英國文學在台灣近半世紀之研究趨勢與發展，並就相關
資料的評估，兼涉文學批評與理論的引介與挪用，相關學會、期刊的
建制與定位；
（二）此外，並參考同時期歐美國際主流有關二十世紀英國文學研究之態
勢，以觀察反思台灣在地文化脈絡與學術研究之特色；
（三）藉以省思台灣未來學術研究之發展，規劃兼具在地性與國際視域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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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走向。

二、研究方法
針對以上之研究目標，本計畫採用了類似珀金斯所謂順時性的「彙編」研究
方式。資料之判讀與註釋以西元一九五○年至西元二○○○年十二月為斷限，主
要是植基於以往學者專家所建檔的相關資料蒐集（例如余玉照教授所完成之書目
文獻），以及其他相關單位所研發之書目資料（如各大學圖書館、國家圖書館、
與國科會等），以進行資料之篩選以及書目之註釋與提要。總目分研究專題（個
別作家）與專書/通論兩部分。研究專題方面，採編年史之方式來處理安置個別
之作家，亦即按研究專題（個別作家）之生年加以排序；個別研究專題之編目，
則是先依文類（詩、小說、戲劇、通論）排序，再依相關研究論文之出版時間先
後順序，進行書目之註釋與提要。專書/通論方面，則是分為總論/通論與個別作
家兩大範疇，分別依相關研究論文之出版時間先後順序，進行書目之註釋與提
要。在研究主體方面，本計畫所蒐羅者，涵蓋本國學者以及在台任教或發表論文
之外籍學者，若有本國學人在國外期刊發表者，亦在本計畫收錄之中。筆者之目
的，不在刻意強調此時期之「斷代風格」
，而是希望藉此得窺其中之「團體代碼」
與「社會代碼」，進而彰顯此時期文化歷史脈絡之衍變，文學文化場域與典律之
生成。
然而，本計畫亦面臨了相當的困境，例如是否有聞必錄以及論文文類之歸屬
認同問題。二十世紀英國文學在台灣之研究，與二十世紀台灣文化場域及歷史經
驗息息相關。由於台灣當權意識型態和社會政經情勢之丕變，二十世紀英國文學
在台灣的研究接受史，便由童蒙期的作家作品的簡單譯介，到如今一夕數變的理
論移植據用之局面，使得今天台灣的二十世紀英國文學研究，不但有別於前人，
亦迥異於西方歐美的文學研究主流。今天，吾人回顧檢視五十、六十年代之學人
著作，清楚可見其中學術性薄弱，行文或為文壇應景記事的「隨筆雜記」文字，
或為編著性質的文章，呈現明顯的教科書資料式風貌，行文一派信手拈來的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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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沒有引用書目，沒有註腳，亦沒有關鍵詞語的中英對照。然而，任何學術研
究在到達臨界點前，必先經歷童蒙幼稚期的孕育與磨練，因此，本計畫亦收錄五
十、六十年代之著作，加以訂正拾掇並編目摘要，以記前輩學人為台灣地區二十
世紀英國文學研究所做的推手扎根貢獻。不過，本計畫的資料採錄跨時五十年，
其間學人們於譯名或專有名詞的使用上，並無任何的共識，其混亂可想而知。為
求方便閱讀起見，筆者將所有作家與作品，予以統一之譯名。但是，基於不宜任
意更動原作標題之原則，原作標題內之譯名則保持原狀，只在註釋提要部分以『又
譯為（統一譯名）』的方式表示之。
此外，也由於二十世紀的特色之一，便是知識膨脹、信息超編、多元論述，
因此，二十世紀英國文學在台灣的研究，更加面貌駁雜、眉目難分。由是，本計
畫所面臨之難題是資料難以控制。除了傳統的文類（如詩、小說、戲劇、散文）
外，尚有大幅激增游移於中間模糊地帶者，如越界旅行、幾經移植據用的文學理
論與批評，如比較文學之理論與實際，如文學/跨學科/跨領域與其他藝術形式或
通俗文學類型之交流（如羅曼史、偵探小說、報刊雜誌、媒體電影等）。在不得
不有所取捨之情況下，本計畫傾向規劃四大文類（詩、小說、戲劇、通論/其他）
以進行資料之篩選與歸納。碩博士論文不納入本計畫之註釋提要，僅以存目處理
與簡單的判讀分析。原因是先前陳國榮教授已完成相當質量的建檔與分析；此
外，政治大學的社會科學資料中心亦有全國碩博士論文之典藏；國家圖書館亦推
動全國大學學位論文網路建檔；而相關的線上資料庫尚有「博碩士論文資料庫」
、
「全國博碩士論文摘要系統」等。而比較文學之理論與實際，筆者雖然已做了相
當的整理，但基於整體總計畫之規劃考量，也只有割捨一途。至於報刊雜誌書目
的採錄，本計畫基於研究人力與計畫時限的壓力，大多依從余玉照教授所完成之
書目文獻，因此一九八六年後之報章資料便出現斷層；然而，可堪告慰者，由於
八十年代以降，台灣的學術研究已臻成熟，學術期刊與各大學學報已成為文學研
究的發表舞台，報刊雜誌已退居二線位置。因此，本計畫僅採錄判讀五十至八十
年代之報刊雜誌書目，其中若有文字獨具學術參考價值，則加以編目釋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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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作品/理論之譯介文章，則僅以存目方式處理之，希望能對此時期的學術活動
與生態有所保守的推估，並誌其篳路藍縷開疆拓土之貢獻。但是，筆者更衷心期
盼日後能有機會補齊八十年代以降台灣地區有關二十世紀英國文學研究的報刊
書目資料，以竟全功。
整體而言，本計畫企圖透過相關資料文獻之採錄與解讀，以瞭解二十世紀英
國文學研究在台灣之歷史演變，以及台灣人文脈絡之發展，並勾勒未來之文化願
景。然而本計畫龐大博雜，且筆者個人所學與能力有限，掛一漏萬，疏漏誤謬實
所難免，尚祈學界先進賢達不吝指正。本計畫以研究序幕尖兵自許，希望能為這
近半世紀以來台灣地區的二十世紀英國文學研究，提供一初步的觀察與分析；本
計畫的資料判讀與解析雖然未必精確與完善，但是或許可以為台灣近半世紀的文
學文化生態提供某一程度的研究範疇與位勢指標，所謂拋磚引玉，以供日後學者
專家發展本土學術國際化之參考之用。

三、二十世紀英國文學在台灣之研究發展史
回顧過去近半世紀二十世紀英國文學在台灣的發展，依十年為一個時序可區
分為五個時序，四個階段，兩種情結，分別是（一）五○至六○年代、六○至七
○年代的童蒙時期，
（二）七○至八○年代的西學維新時期，
（三）八○至九○年
代的在地轉型時期與（四）九○年代以降的本土論述時期；而從西化影響到本土
轉向則是見證記錄了二十世紀台灣文學文化研究生態之生成與典律之嬗遞。本章
節擬就報刊雜誌與期刊、教學與研究、以及研究主題等方向來進行觀察。
（一）五○至六○年代、六○至七○年代的童蒙時期
檢視五○至七○年代台灣的二十世紀英國文學研究史，吾人可以「西化影響」
一語以蔽之，影響與接受，乃是此時期之主要特徵。誠如李有成先生在評估我國
的外國學門時便指出：英語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因大英帝國殖民主義的關係，
已成為世界性廣泛被使用的語言；台灣光復後至冷戰期以降，更是長期採取親美
政策，影響所及，文化教育也不例外，英美文學於是被移植到台灣，並在大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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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文教學中取得主導獨大地位(李有成 2000:31)。由於斯時歷史情境與文化脈絡
使然，學界與民間在面對外來強勢的文學文化時，並無所謂的批評立場，只有全
盤接受。
因此，譯介西方作家作品與文學流派，乃是此時期之主要的文學活動模式。
其間身負媒介重責的文學刊物計有《文學雜誌》
、
《現代文學》
、
《文壇》
、
《幼獅文
藝》等，其中尤以《現代文學》成果斐然。劉紹銘先生在一九六○年三月的〈發
刊詞〉中寫道：「我們打算有系統地翻譯介紹西方近代藝術學派和潮流，批評和
思想，並盡可能選擇其代表作品。我們如此做並不表示我們對外國藝術的偏愛，
僅為依據『他山之石』之進步原則」（劉紹銘 2）。《現代文學》所譯介的西方現
代作家包括了：卡夫卡、吳爾芙、湯瑪斯曼、勞倫斯、喬伊斯、葉慈等等，譯文
中，不乏佳作，
「舉凡詩，短篇小說，戲劇，論文，犖犖大端」（白先勇 15）
；此
外，亦有相關文學理論之介紹，例如姚一葦先生於一九六三至一九六五年間所發
表一系列的文學術語與理論介紹──〈論嚴肅〉
、
〈論意念〉
、
〈論模擬〉
、
〈論象徵〉
、
〈論對比〉
、
〈論和諧〉等。其他如《文壇》
、
《文星》
、
《幼獅文藝》
、
《中華文藝》、
《文訊》、《文學評論》
、《書評書目》、以及各大報之副刊等等，均在此時期的現
代西方文學研究上，扮演著開疆拓土的推手角色。
此時期，台灣英美文學學術界之知名學者們常常透過專書翻譯之形式，將西
洋文學引介到國內。其性質多為文學史通論、文類、文學術語介紹等，例如顧公
政的《英國文學史，一九七○》
、金東雷的《英國文學史綱，一九六六》
、楊耐冬
譯《英國文學史綱，一九六八》
、余光中譯註《英詩譯註，一九六○》
、曹葆華選
譯的《現代詩論，一九六七》等等。期間，偶有有關二十世紀英國文學研究專題
之文字發表，亦多為簡介評述性質之文章，如林語堂著《林語堂文集，一九五九》
、
孟之等譯《世界七大名家論，一九六○》、王鎮國譯述《西洋文學欣賞舉隅，一
九六七》
、潘壽康《世界文學名著辭典，一九六二》
、錢歌川著《搔癢的樂趣，一
九六四》等。
在本計畫的書目採錄中，五○至六○年代時期以赫胥黎(Aldous Hux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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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1963)與勞倫斯(D.H. Lawrence, 1885-1930)較為國人所注目，這多少與其時
代議題性有關。例如，赫胥黎顯赫的科學與文學家世背景與成就，以及他在《猿
與本真》(Ape And Essence)和《美麗新世界》(Brave New World)等書中所處理科
技與人性議題，所提出末世警訊般的預言，不僅在西方歐美世界造成暮鼓晨鐘的
效果，亦在國內引起相當之迴響；而勞倫斯則因其小說中的情色與性慾論述，如
《查泰萊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遭致歐美衛道輿論一致的撻伐，
自然也引起當時民風保守的台灣學界與民間的注意。至於六○至七○年代期間，
則以毛姆(W. Somerset Maugham, 1874-1965)贏得較多之關切，其次是勞倫斯、格
林(Graham Greene, 1904-1991)與曼斯斐兒(Katherine Mansfield, 1888-1923)。此種
情形多少與該作家的通俗性或「中國經驗」有關。例如勞倫斯仍然賡續其藝術/
色情的議題性，另外三位作家雖然也從事嚴肅主題之創作，但是同時更以雅俗共
賞的小品或通俗娛樂的作品聞名文壇。其中，毛姆著作等身，兼擅長篇小說、短
篇小說與戲劇之寫作，其作品雖然不獲批評家重視但是廣受大眾歡迎，例如好萊
塢曾以重金購買《剃刀邊緣》(The Razor’s Edge)的版權拍成電影，毛姆可謂斯時
流行作家之典範；尤甚者，毛姆曾於二十年代造訪中國，國人對他因此倍增興趣，
亦是理所當然之事。詳細請參見毛姆（研究專題）編目下的提要註釋。至於格林，
亦是享譽大西洋兩岸的作家，才華出眾，作品繁多，其作品雖然不乏寓意深遠的
嚴肅宗教性小說，然而更以緊張刺激的通俗小說受到大眾讀者的青睞，他的多部
作品曾被搬上銀幕，也多在台灣上映過，例如伊麗莎白泰勒所主演的《孽海遊龍》
(The Comedians)即是改編自他的《喜劇演員》(The Comedians)。曼斯斐兒則是以
其特有的閨閣疏淡之文風，出入於女性主義與神秘主義式的關懷，亦引起國內學
界的注意，而她與徐志摩的友誼多少也產生催化作用。相形之下，同時期的英國
詩壇祭酒艾略特(T.S. Eliot, 1888-1965)在台灣的接受度則略遜毛姆一籌，至於小
說大家佛斯特(E.M. Forster, 1879-1970)、吳爾芙(Virginia Woolf, 1882-1941)與康拉
德(Joseph Conrad, 1857-1924)等人，更是不受注目。詳細請參見以下之個別作家
（研究專題）依十年為一個時序被研究次數的排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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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而言之，此時期之文學活動，不論是民間或學院，大多以譯介（或文學
史、或作家作品、或文學流派與文學術語）為主流。在此童蒙草創時期，並無所
謂「二十世紀英國文學研究」之研究火力與共識，大多數之文章以雅俗共賞而非
學術研究為取向，歸納其性質，可略分為以下兩種。一是譯介或軟性「賞析」之
文字，散見於各個文藝刊物或散文翻譯集──例如：沈櫻譯，毛姆的〈冬季旅行〉
，
《文壇》，一九六四年三月；沈櫻譯，《毛姆小說集》，台北：文星，一九六五年
等。一是屬於依傍應和西方文學時事或輿論的「隨筆」
、
「漫談」
，例如：
〈寫實的
毛姆〉
（宣誠，《聯合報》，一九五八年十一月二十日）
、〈文壇消息──美國文藝
學院將一九五九年小說獎頒給赫胥黎〉（《文壇》
，一九五九年五月）
、
〈文壇消息
──查泰萊夫人的情人再度遭美國當局禁止寄遞〉（《文壇》
，一九五九年七月）
、
〈毛姆對當代文壇的影響〉（史白霖，《藝文誌》，一九六八年七月）、〈今年諾貝
爾文學獎得主貝凱特〉
（劉俐，《大華晚報》
，一九六八年十一月十四日）
、〈詩的
先知──W.H.奧登〉（宋穎豪，《文壇》，一九七○年七月）、〈西洋名著簡介之一
至四十〉（王鎮國，《聯合報》，一九五八、一九五九年）等等。值得一提的是，
在此時期，各大報副刊成為藝文學術交流之公共論壇廣場，對於台灣地區文學文
化的扎根工作，有著不可輕忽之貢獻。
（二）七○至八○年代的西學維新時期
此時期為台灣地區學術研究之自我定位的反思與試探期，其學術活動模式不
再只是侷限於譯介作家作品，而是移植據用外來的理論，並透過學會與相關期刊
的建制，或對二十世紀英國作家作品作去蔽而新成的文學批評與剖析，或對中西
文學作品與理論作排比分析，以竟比較文學之功。有關學會與相關期刊建制的議
題，留待下一章節探討，本節擬就此時期民間與學院的研究主題趨勢，加以評估。
就民間學術活動而言，七○至八○年代仍然賡續前期作家作品的譯介風潮，
不過格局上更有規劃。除了散見於報章期刊的短篇譯作外，尚有叢書性質之翻譯
計畫，雖然毛姆仍贏得青睞，但是康拉德、歐威爾(George Orwell)、與格林等人，
更有後來居上之姿。茲列舉於下：孟祥森譯，毛姆的《人性枷鎖》
，台北：遠景，

12

一九七九年；沙仲夷譯，康拉德的《颱風》
，台北：志文，一九八○年；邦禎譯，
歐威爾的《一九八四》
，台北：黎明，一九七四年；張時譯，格林的《名譽領事》，
台北：光啟，一九七四年等等。此外，杜莫莉愛(Daphne Du Maurier)的羅曼史系
列與克麗絲蒂(Agatha Christie)的偵探小說仍然是縱橫台灣翻譯界近三十年之不
讓鬚眉的巾幗英豪，例如：費禮譯，杜莫莉愛的《愛娜》，台北：皇冠，一九五
五年；徐鍾珮譯，杜莫莉愛的《哈安瑙小姐》
，台北：重光，一九五二年；岱岱
編譯，杜莫莉愛的《蝴蝶夢》，台南：標準，一九七五年；麥倩宜譯，杜莫莉愛
的《河灣之戀》
，台北：林白，一九八二年；袁安譯，克麗絲蒂的《聖誕夕血案》，
台北：大中國，一九五三年；鶴聲譯，克麗絲蒂的《伯爵之死》，台南：文良，
一九六五年；彭歌，
〈迷之后──克麗斯蒂其人其事〉
，
《中央日報》
，一九七六年
二月八日；姚嘉為譯，克麗絲蒂的〈神秘婦人雅格莎〉，《中華日報》
，一九七六
年二月十日；張國禎譯，克麗絲蒂的《畸形屋》，台北：遠景，一九八三年；張
國禎譯，克麗絲蒂的《沈默的證人》，台北：遠景，一九八六年等等。
至於各大報副刊，仍然持續其西方文壇新聞發聲報導之功能，為台灣讀者提
供適時應景的西方文壇時事與人物特寫，如陳蒼多，
〈勞倫斯──從機器到性〉，
《中國時報》，一九七三年十二月十七日至十九日；或舉凡諾貝爾文學獎得主特
寫（如王文興，
〈《蒼蠅王》中的兩個中心主題──本屆諾貝爾文學獎得主威廉‧
高定作品中的「人類文明形成與人性的基惡」〉
，
《中國時報》
，一九八三年十月七
日）；或其他文學獎項──如英國布克小說獎(Booker Prize)──得主報導，如崔
文瑜，〈本屆英國布克小說獎得主賈珀亙拉的《熱與塵》〉，《聯合報》
，一九七六
年六月九日；或文壇人物特寫或專訪系列（如吳魯芹，
〈才女狂言驚四座──倫
敦市訪布勞菲〉，《中國時報》
，一九八一年一月十五日）等。綜合五十至八十年
代的文化觀察所得，吾人可以如是說，報章文藝副刊對於台灣地區二十世紀的文
學文化發展，實扮演著轉譯窗口的角色。
但是本時期台灣學界的教學與研究不再自滿於於作家作品的譯介，雖然譯介
西方文學理論與文學流派，仍是此時期蓬勃的文學活動。例如，早期的《中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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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於學術譯介亦有所戮力，信手拈來，如傅孝先之〈喬治派的田園詩風──二
十世紀英美詩泛論之三〉（1:11,一九七三年四月，頁一八四至一六九）﹔張漢良
譯，
〈英國的新詩──士紳文化的超越〉（by A. Alvarez, 5:7，一九七六年十二月，
頁五四至六六）等。此時期有關文學史通論、文類、文學術語介紹者，有顏元叔
主編的西洋戲劇譯叢與《西洋文學術語，一九七八》
、如侯健的《二十世紀文學，
一九七六》等。不過斯時亦出現了一些評介性質的專書與研究論文，個別研究主
題已隱然開始成形。例如陳蒼多在〈英國六大小說家之主要作品、中譯作品、中
文評介〉（《出版與研究》32(1978.10):43-7）一文中，便規劃勞倫斯、喬哀思(James
Joyce, 1882-1941)、康拉德、赫胥黎、佛斯特、與吳爾芙為台灣地區二十世紀英
國文學研究的小說六大家。其他相關的專書有：林衡哲譯《傳記文學精選，一九
七五》
、何欣編譯《歐美文壇雜話，一九七六》
、劉述先著《文學欣賞的靈魂，一
九七七》、劉紹銘著《靈臺書簡，一九七二》等等。綜觀而言之，艾略特、吳爾
芙、格林、康拉德便是此時期之焦點人物；艾略特雖然拜台灣學界引介新批評理
論之賜，匯集了最多的研究注意，但是就文類而言，小說仍是略勝一籌，詩其次，
而戲劇則是毫無表現。詳細請參見以下之個別作家（研究專題）依十年為一個時
序被研究次數的排序表。
（三）八○至九○年代的在地轉型時期
本時期為台灣地區二十世紀英國文學研究的茁壯期，由於教學研究人口的增
加，研究論文質量的提升，文學理論與研究方法的變遷，本土意識的甦醒，使得
本時期獨具轉型期之面貌與風情。
文學刊物循續前人引介學術理論與文化思潮之使命，廣邀外文學者專家於此
多有貢獻。例如，王德威先生、古添洪先生、與林素英先生相繼於一九八五年於
《文訊》發表有關後設式小說、嘉年華文學、結構、歧異、疏離效果、荒謬文學
等觀念。在研究專書方面，余光中先生新版的《現代英美詩選，一九八三》，對
於台灣地區的二十世紀英詩研究，居功厥偉；不過誠如余光中先生所言，《現代
英美詩選》的醞釀撰寫，其實必須回溯至六十與七十年代，由此可見學術研究深

14

耕播種之脈絡。此外，還有杜若洲先生的《荒原‧四首四重奏，一九八五》，算
是少數針對個別研究主題所撰寫的專書。在教學專書方面，則有何欣先生的《西
洋文學史，一九八六》
，劉仁祥先生的《泛論英國文學，一九九○》等。尤甚者，
更有相當數量之理論性專書以夾議夾敘的方式，呈現在地性主體意識抬頭的研究
成果，如葉維廉的《比較詩學，一九八三》
、張漢良的《比較文化理論與實際，
一九八三》
、蔡源煌的《當代文學理論與實踐，一九九一》
、周英雄的《結構主義
與中國文學，一九八三》等。其中尤以比較文學之議題，曾吸引許多學人之注意，
成為七○與八○年代之顯學，其中所糾葛的西化影響與本土論述情結，堪可作為
二十世紀台灣文化場域之縮影。
二十世紀英國作家中，以歐威爾(George Orwell, 1903-1950)、高定(William
Golding, 1911-1993)、格林的相關論文為最多。歐威爾挾其作品的政治社會主題
與台灣當紅反共議題相契合的優勢，再加上他的小說《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預言成分高，現實性強，於是在台灣地區的八○至九○年代時期吸
引著許多學者配合著國際情勢以進行文學文化文本研究。至於高定，則是在諾貝
爾文學獎效應的加持下，一舉攻下此時期台灣地區的次大研究版圖。至於格林，
則是因為輔仁大學於一九八六年十一月舉辦第一屆國際文學與宗教會議，以格林
為主題討論作家之一，因此催生了數篇優質的論文。雖然艾略特與奧登(W.H.
Auden, 1907-1973)仍有不錯之表現，不過就整體研究論文之數量而言，小說仍然
是一枝獨秀。雖然西方經典論爭所衍生的經典變動在此時尚未在成形，但是新批
評已不再是主流閱讀策略，性別種族政治性的閱讀，以及現代/後現代寫作策略
的論爭，已逐漸嶄露頭角。詳細請參見以下之個別作家（研究專題）依十年為一
個時序被研究次數的排序表，以及個別作家（研究專題）編目下的提要註釋。
（四）九○年代以降的本土論述時期
九○年代以降，台灣的當權意識型態和社會政治情勢丕變，於是一群有關國
家族群、性別與權力、多元文化、後現代、後殖民等的新興理論傭兵，以其邊緣
弱勢被壓抑的共同經驗，以其亞文化、次文化揭竿而起挑戰主文化的共同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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搖身一變而成為台灣在地的霸權論述，進而宰制壟斷了整個文學文化市場，造成
了文學文化典律的變動。此種現象可以就教學、研究、與期刊三個面向來加以觀
察。
一九九○年以前，台灣地區的二十世紀英國文學研究，在教學典律與批評典
律上，呈現相當一致的現象。 9 一九九○年以後，二者逐漸分歧，二十世紀英國
文學的經典作家與作品雖然仍為大學學院教學之主流，但是就台灣整體學術研究
氛圍而論，越來越多的研究人力往族裔、性別、第三世界文學與作家的研究區塊
輻集，檢視此時期台灣地區的學術研究著作，質與量方面不但傲於前人，而且其
理論方法與立論角度，也都迥異前輩，在在凸顯了回應理論風尚之趨勢，舉凡國
族意識型態、殖民/後殖民論述、性別閱讀、文化研究等理念或口號，處處可聞，
真可謂是眾聲喧嘩，百家爭鳴。
此時期，有些作家之所以能贏得研究青睞，出線而成一時之顯學，大抵是能
與當權的理論聲氣相通，故得以搭上理論新浪潮、議題新貴的列車，如吳爾芙與
「女性主義/女性書寫/兩性研究」、康拉德與「種族/國家與帝國/後殖民」、佛斯
特(E.M. Forster)與「種族/性別/疆界」
、傅敖斯(John Fowles)與「文學/電影/性別/
框架」等，例如：李秀娟，〈航向帝國邊境：女性旅行與吳爾芙《出航》中的慾
望版圖〉
，
《中外文學》
，一九九九年；張小虹，
〈奧秘之穴──《印度之旅》中的
種族、性慾與強暴論述〉
，
《中外文學》
，一九九六年；廖咸浩，
〈從現代詩到 MTV
中視覺的流變〉
，行政院國科會科資中心，一九九六年；張小虹，
〈兩種《歐蘭朵》
：
文字/影像互動與性別/文本政治〉
，
《性別越界：女性主義文學理論與批評》
，一九
九五年等等。
造化有別，少數得到零星關注的作家，亦與台灣斯時的文化場域歷史脈絡有
關。例如，劉紀蕙的〈
《戰爭安魂曲》中的互文、對位與文化詮釋〉一文，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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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英美文學教學與研究典律之嬗遞與變遷，典律文學(literature of canon)與冒現文學(literature
of emergence)之爭鋒，請參見單德興〈建制化：初論英美文學研究在台灣〉
，
《方法：文學的路》，
張漢良編著，台北：台大出版中心，二○○二年八月，頁 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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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民國第四屆英美文學研討會論文集》
，一九九二年）
，即是有關英國戰爭詩人歐
文(Wilfred Owen)與作曲家布列頓(Benjamin Britten)不同藝術形式間的文化文本
詮釋，亦是此次計畫中收錄有關詩人歐文的少數論文之一。由此可見，歐文一向
未蒙台灣學術研究之青睞，偶受重視，亦是應當拜台灣文化研究風潮所賜。又以
英國當代女劇作家邱琪兒(Caryle Churchill)為例，邱琪兒於九十年代後成為台灣
學界熱門之研究主題，其閱讀策略與理論方法大多為性別政治、性別表演、性別
/種族越界等。邱琪兒不但在台灣的研究版圖中技壓全場，使得同樣活躍於英國
當代劇場的男性同儕黯然失色【例如，艾克鵬(Alan Ayckbourn)、品特(Harold
Pinter)、摩提梅爾(John Mortimer)、梅瑟(David Mercer)、布倫頓(Howard Brenton)、
郝爾德(Tony Howard)、葛雷(Simon Gray)、薛佛(Peter Shaffer)、哈爾(David Hare)
等】，同時亦使得一向在台灣地區二十世紀英國文學研究中屈居弱勢族群的戲劇
研究，得以揚眉吐氣，有所表現。凡此種種，皆反應台灣學術文化研究生態的癖
好與偏食習性。 10
此外，吾人亦可從個別研究專題歷年來的接受史──亦即其作品經歷了不同
時期的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過程──一窺二十世紀台灣文學文化場域的典律
與基準的生成與演化，以及研究方法論之更迭。例如，艾略特在二十世紀台灣便
經歷了比較文學類比研究（如〈從艾略特「詩人批評家」看沈從文的文學批評〉）
、
新批評（七十與八十年代大多數的評論）
、神話批評（《荒原》之大多數評論）
、
現代／後現代主義（如〈艾略特《聖賽巴斯丁之戀歌》中的狂歡戲擬：詩與繪畫
之後設對話〉）等等的文學典律基準之演變。詳細請參見個別作家（研究專題）
編目下的提要註釋。

表一：個別作家（研究專題）依十年為一個時序被研究次數的排序表

10

《中外文學》二○○一年五月份的《當代英美戲劇及劇場藝術》專輯，旨在引介一九七五至
一九九○年代英美劇場的重要運動與現象，對於筆者上述的研究主題不平衡現象，多少有所裨
益。例如，其中包括有對哈爾兩部劇作《真理》(Pravda)與《戰爭的缺席》(The Absence of War)
的評介，不過仍政治閱讀策略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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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英文姓名

Eliot, T. S. (1888-1965)
Conard, Joseph (1857-1924)
Woolf, Virginia (1882-1941)
Orwell, George (1903-1950)
Lawrence, D. H. (1885-1930)
Greene, Graham(1904-1991)
Forster, E. M. (1879-1970)
Maugham, W. Somerset
(1874-1965)
Huxley, Aldous (1894-1963)
Auden, W. H. (1907-1973)
Golding, William (1911-1993)
Fowles, John (1926- )
Lessing, Doris (1919- )
Churchill, Caryl (1938- )
Mansfield, Katherine (1888-1923)
Owen, Wilfred(1893-1918)
Pinter, Harold (1930- )
Stoppard, Tom (1937- )
Wells, H. G. (1866-1946)
Galsworthy, John (1867-1933)
Ford, Madox Ford (1874-1939)
Du Maurier, Daphne (1906-1989)
Wain, John (1925-1994)
Ayckbourn, Alan (1939- )
Saki (Hector Hugh Munro, 1870-1916)
Gibbs, Philip (1877-1962)
Wodehouse, P. G. (1881-1975)
Muir, Edwin (1887-1959)
Christie, Agatha (1890- 1976)
Graves, Robert (1895-1985)
Blunden, Edmund (1896-1974)
Cronin, Archibald Joseph (1896-1981)
Pritchett, V. S. (1900-1997)
Powell, Anthony (1905-2000)
Spender, Stephen (1909-1995)
Thomas, Dylan (1914-1953)
Osborne, John (1929-1994)
Hughes, Ted (1930- 1999)
Welden, Fay (1933- )
Drabble, Magaret (1939- )
總計

作家中
文姓名

1950- 1960- 1971- 1981- 19911960 1970 1980 1990 2000

艾略特
康拉德
吳爾芙
歐威爾
勞倫斯
格林
佛斯特
毛姆

1
0
0
0
1
0
0
0

3
0
0
0
2
2
1
6

8
3
4
1
1
4
0
1

4
3
3
13
3
5
1
3

19
20
14
6
10
1
9
0

單一
作家
篇數
35
26
21
20
17
12
11
10

赫胥黎
奧登
高定
傅敖斯
雷杏
邱琪兒
曼斯斐兒
歐文
品特
史達波
威爾斯
高爾斯華綏
福特
杜莫莉愛
韋英
艾克鵬
沙基
吉勃斯
伍德皓斯
繆爾
克麗絲蒂
葛雷夫茲
白倫敦
克羅寧
浦瑞協
鮑威爾
史班德
湯默斯
歐斯朋
休斯
魏爾頓
祝瑞波

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5

0
1
0
0
0
0
2
0
0
0
0
0
0
0
0
0
1
1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20

2
2
1
1
1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1
1
0
0
0
0
1
1
34

3
4
6
2
1
0
2
0
1
1
2
1
1
1
0
0
0
0
1
0
1
1
1
0
0
0
0
0
1
1
0
0
66

3
3
3
7
6
6
0
3
2
2
0
1
1
1
0
2
0
0
0
1
0
0
0
0
0
0
1
1
0
0
0
0
122

10
10
10
10
8
6
4
3
3
3
2
2
2
2
2
2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244

篇數
排名
1
2
3
4
5
6
7
7
9
9
9
9
13
14
15
16
16
16
22
22
22
22
22
22
31
31
31
31
31
31
31
31
31
31
31
31
31
31
31
31

四、期刊、學會與建制
台灣數十年來的學術研究與學會、期刊的建制有著莫大的關係。前者可以促
進成員間的心得交流與觀摩學習，規劃短中長程研究目標，藉以匯集研究人力，
累積研究成果，俾以改善整體學術體質，發展前瞻性之研究走向。後者則是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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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具體呈現並接受檢驗的園地，肩負著為整體學術體質把脈，為學術研究
作企劃編輯、傳達發聲的重責。檢視近半世紀以來台灣地區的二十世紀英國文學
研究發展，筆者擬就比較文學學會、英美文學學會、以及與其相關的期刊和各大
學學報等方面討論之。
（一） 比較文學學會
歐美文學研究最早是以比較文學之面貌引介到中國，當時是以「西學」或「新
學」等名之。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西學東漸，中國思潮為之丕變，有識之士
大聲疾呼，主張師法歐美，以收振衰起蔽之功，就在一片「文學新民救國」的鼓
吹聲中，文學（尤其歐美文學）便成為西學的核心，而學識淵博、兼通中西之才
智之士──如嚴復、林紓、梁啟超、王國維、魯迅、吳宓等──於是大量譯介西
方作品和理論，並將其與中國作品比較，此乃比較文學之發端（李達三 40-2﹔劉
介民 37-44）。然而，誠如李達三生生所言，「比較文學之所以成為專門學科，台
灣學者可算是開路先鋒」（李達三 44）。早期負笈歐美的台灣外文學者們，因得
風氣之先，遂藉著理論譯介和學術批評的方式，大肆倡導比較文學之研究，而後
更因學院教學和研究單位的大力推動（如一九七○年，台灣大學成立比較文學博
士班），比較文學研究乃蔚為風氣，成為一時之顯學。一九七三年七月，台灣成
立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並於同年加入國際比較文學學會，學會的宗旨為協助
推動比較文學之教學與研究，推動比較文學之國際交流，譯介出版有關書籍等。
學會除了每年定期舉辦年度會議外，並積極參與國內外的國際性比較文學會議，
經過近三十多年的拓墾耕耘，成果斐然不凡﹔ 11 甚至，一度有關「中國學派」或
「比較文學中國化」之議論，更是歡聲雷動，高唱入雲霄（袁鶴翔 1988:4）。此
外，台灣亦擁有兩份比較文學研究之期刊，一是英文期刊《淡江評論》(Tamkang
Review)，發刊於一九七○年四月，原為半年刊，自一九七八年起改為季刊﹔一
11

有關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之介紹、比較文學在台灣之拓展詳細種種，請參見張靜二先生〈比
較文學在台灣的拓展：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簡介〉《中外文學》
，六卷五期，頁七十八至八十九﹔
〈比較文學在台灣的拓展：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簡介之二〉
《中外文學》
，十七卷九期，頁五十
六至七十九﹔〈比較文學在台灣的拓展：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簡介之三〉
《中外文學》
，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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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文期刊《中外文學》，一九七二年六月創刊，以月刊形式發行。《淡江評論》
在其發刊詞中自許，身為國人自辦英文文學刊物之創舉，《淡江評論》決不會自
限於狹隘的國家民族主義，但是亦明瞭許多中國文學作品慘遭西洋文學意識之誤
解與宰割，因此只要機會來臨，定當奮起為中國文學之真相與尊嚴而發聲（一卷
一期，頁二）
。
《中外文學》則在其發刊詞與五週年感言中，言簡意賅的指出《中
外文學》的三個重點，兩個目標，和一個原則：發掘優秀之創作、反映現階段文
學研究和理論批評之最新發展和最高成就、譯介國外相關作品，以便一則「針對
國內文壇當前的需要」
，一則「兼顧中國文學的未來和發展」
，並努力嘗試使《中
外文學》兼具大眾品味和學術精神（六卷一期，頁四至八）。除此之外，尚有其
他中、英文刊物和各大學之學報，不定期刊載與比較文學或西洋文學文論有關之
文章，例如：《文壇》
、《幼獅文藝》、《中華文藝》、《現代文學》
、《文訊》、《文學
評論》、《書評書目》、以及各大報之副刊等等。 12 比較文學於是在七○、八○年
代蔚為氣勢磅礡的文學運動。 13
（二）英美文學學會
相似於比較文學學會，英美文學學會亦是台灣西方文學研究之重鎮，學會成
立於一九八九年元月，以推動國內英美文學之研究與教學，促進國內外英美文學
之學術交流為宗旨，歷年來與各大學之英文／外文系合辦過七屆全國英美文學研
討會，共記出版《英美文學研討會文集》五冊與《英美文學評論》四期。誠如曾
宣毅先生在《第一屆英美文學研討會文集》之序文中指出：在英美文學學會成立
之前，台灣已有「比較文學會議」或「美國研究會議」等性質之大型會議，但是
卷九期，頁五十六至七十九。
12
例如，《文訊》第十七期（一九八五年四月），頁五十四至七十六，記載了「比較文學中的漢
學研究」座談會，由葉慶炳先生所主持，與會者有朱立民、侯健、胡耀恆、康士林、張漢良、黃
美序、彭鏡禧、古添洪、張靜二、蘇其康、李瑞騰、王建元、王德威諸位先生。此外，於一九八
七年四月亦有一場名為「如何發展（台灣的）比較文學」討論會，會議內容刊載於《幼獅文藝》
第四○二期（一九八七年）
。
13
然而，比較文學研究不論是在篳路藍縷的草創時期，或是後來卓犖大成之巔峰期，其實都是一
直存在著危機與問題（李達三 45﹔袁鶴翔 1984:569-88）
。草創期以「法國學派」和「美國學派」
的論戰最為甚囂塵上，巔峰期則是以「世界文學」和「國家文學」為論述的聚焦點──凡此種種，
皆源自於理論之旅行與移植、據用與建制。請參閱筆者〈二十世紀英國文學研究在台灣：理論旅
行、西化影響、本土轉向〉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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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粹以英美文學為主題的研討會，英美文學學會可謂是開風氣之先。
回顧英美文學學會過去十一年的出版歷史，可見一些學術風潮之起伏現象。
前期的論文內容，除了上古、中古時期較少觸及外，範圍約莫涵蓋了自文藝復興
以降的英美文學，若以二十世紀英國文學為聚焦點，則個別研究主題包括有：艾
略特、葉慈、龐德、奧登、康拉德、吳爾芙、哈代、以及現代／後現代主義的一
些論述，舉凡詩、小說、以及文學批評理論，多有所觸及。到了近幾年之《英美
文學評論》時期，「專輯」或「專題評論」的焦點議題設計逐漸成為主流﹔內容
上，除了英國文學史上長青樹莎士比亞（第一期／一九九三年﹔第二期／一九九
五年）以及中古世紀的典藏大家如喬叟、史賓賽等（第四期／一九九九年）仍屹
立不搖、保有一些焦點注意外，顯著的文學與文化傾向，搭配著「帝國與文化」
或「喬伊斯講座與愛爾蘭問題」或「種族／國家與帝國／後殖民」等專題，顯示
出台灣的二十世紀英國文學研究，不論是在理論架構上或是議題取向上，均有本
土挪用與建制的傾向。
類似之情形，亦出現在比較文學學會和《中外文學》上。全國比較文學會議
前四屆皆是以「比較文學與中國文學」為主題，且自第五屆起，議題已逐漸由籠
統到明確，如「西方文學與中國現代詩」或「中西戲劇」等等﹔然而到了九○年
代後，已隱隱有「理論當家」和「意識型態導向」之趨勢，舉凡「性別與權力」、
「身分認同與主體性」
、
「科幻網路」
、
「後殖民論述」
、
「後現代主義」等新興理論
與當前議題之熱潮，已逐漸淹沒了傳統的比較文學研究。反觀《中外文學》亦然，
誠如廖炳惠先生所言，「在『多元文化、科際整合、多音交響』的號召之下，論
述的題材及作者群愈來愈同質化，無不以國族、性別、同性戀、弱勢、後現代、
後殖民、文化研究為課題」（廖炳惠 14）。以上種種，究竟是反映了「新學術生
態」──文化霸權論述的速食式移植，學術領域架構的小眾化，詮釋社群的同溫
層相互取暖（廖炳惠 13）？或是「文學研究之新格局」──文學研究從學院與
經院走向社會和人生（廖咸浩 25-6）？吾人一時無法驟下定論，但是可以肯定的
是，此現象多少反映二十世紀台灣的文化場域與歷史經驗──邊緣化文化主體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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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定位的種種文化努力，推動了文學典律與基準的生成與演化，即由西化影響到
本土轉向。
（三）國內各大專院校學術期刊
國內各院校所出版的學術期刊種類不少，然而發展歷史長短不一，水準參差
不齊，而且缺乏明顯的區隔特色，以致於出現各自為政，資源分散，以及學術貧
富差距日愈懸殊。以此次本計畫所收錄的論文為例，幾份較具專業認同的學術期
刊仍然吸引了泰半的研究論文，但是亦有些文章散見於各院校系所所發行的學
報。有些學報雖然號稱園地開放，但是由於外稿來源有限，因此採用刊登者仍然
以校內系所同仁的文章為大多數；也由於發行不廣，所以論文發表後，因鮮為人
知，難以引起學術認同與迴響；或因同溫層效應，便宜行事，學術水準難以提昇。
例如，在有關學報文章資料的蒐羅判讀中，筆者發現了以下之問題：
（1）不合學
術論文體例者，有撰文者直接將其碩士論文一拆為二，分兩次刊登於該校學報，
完全保留其論文原本之章節架構，甚至連碩士論文內的聲明誌謝辭也照本刊登；
（2）用字與文法錯誤者，此種情形不在少數；（3）一稿兩投者，或許是因為學
報性質大同小異，再加上發行不廣，於是便有撰文者投機約略更動其原本論文題
目，一稿兩投。此種情形與聯合收錄刊載者不同，例如比較文學研討會發表之論
文，經審查後，可同時刊載於《中外文學》與該研討會論文集或專書專輯。整體
而言，國內大專院校的學報學術水準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誠如李有成先生所建言，各期刊應針對評估意見，掌握自身之優缺點而力求
精進，並建立嚴謹之論文審查制度；學界應落實期刊評比分級制度，以爭取學界
同仁之認同，以利同儕間的良性競爭，並藉以為各項升等獎助的重要參考指標；
相關單位應整合研究人力與資源，規劃符合國際學術水準的代表性刊物，俾使台
灣學術得以國際發聲（李有成 2000 :36）。又如國科會人文及社會科學發展處所
規 劃 的 【 外 文 學 門 國 內 專 業 學 術 期 刊 評 比 排 序 】（ 計 畫 編 號 ：
NSC91-2418-H-110-001）所指出：期刊評比排序的時代已經來臨，學術刊物不再
只是聊備一格的門面妝點，而是應該往人力資源與領域整合之目標精進，並寄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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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評比分級制度能成為國內學術期刊的內建剔勵機制（精簡報告 10）
。茲將國
內代表性的學術期刊依發刊時間先後列舉於下。
表二：國內代表性的學術期刊
刊名

發行單位

創刊時間

清華學報

清華大學

1924.6

師大學報

台灣師範大學

1956

淡江學報

淡江大學

1958.8

東海學報

東海大學

1959

政治大學學報

政治大學

1960.5

成功大學學報

成功大學

1961.1

輔仁學誌-文學與語言學

輔仁大學

1968

淡江評論

淡江大學

1970.4

中興大學文史學報

中興大學

1971

歐美研究

中央研究院

1971.3

中外文學

台灣大學

1972.6

英語教學

師範大學

1976.7

中央大學人文學報

中央大學

1983

東吳外語學報

東吳大學

1985.12

小說與戲劇

成功大學

1987

Concentric（原英語研究集刊）

台灣師範大學

1990.1

彰化師大學報

彰化師範大學

1990.6

中正大學學報

中正大學

1990.9

研究生研究集刊

台灣師範大學

1992.5

中山大學人文學報

中山大學

1993.4

英美文學評論

英美文學學會

1993.7

世新人文學報

世新大學

1994.7

文山評論

政治大學

1995.2

華岡英語學報

文化大學

1995.7

英語文研究集刊

高雄師範大學

1996.11

英語語言與文學學刊

台灣科技大學

1996.8

翻譯學報

香港中文大學

1997

台德學刊

台灣德語文學者暨教師學會

1999

東華人文學報

東華大學

1999.7

台大文史哲學報

台灣大學

2000.11

五、台灣地區二十世紀英國文學研究之現況評估
根據本計畫的資料採錄與判讀，台灣地區近半世紀以來有關二十世紀英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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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研究的情形，依個別研究專題的研究次數來觀察，前五名依序為艾略特、康拉
德、吳爾芙、歐威爾、與勞倫斯。茲就研究方法與研究主體討論之。
（一） 艾略特研究
艾略特研究在台灣一向呈現穩定式的發展。五十與六十年代，余光中先生大
力引介英美詩人與其作品以及相關運動流派到台灣，雖然不獨尊艾略特──余光
中先生甚至認為艾略特太過主知，題材和視界過於狹窄，風格並不多變──但是
卻是艾略特研究之推手。七十年代，由於顏元叔先生的極力推崇，艾略特在台灣
經歷了「歐立德」新批評時代的尊榮與誤解。八十年代中葉後，艾略特的光環在
經典論爭中，在性別種族政治性閱讀策略的夾攻威逼下，逐漸失色黯淡。九十年
代以降，艾略特研究便在現代/後現代論爭中捲土重來，重先登上台灣學術研究
之論壇，例如，劉亮雅先生主張《荒原》(The Waste Land)的現代主義是反動懷舊
的，而楊麗敏則就後設對話主義(meta-dialogism)與後現代寫作策略等，力圖彰顯
另類的艾略特。詳細請參見個別作家（研究專題）編目下的提要註釋。
（二） 康拉德研究
台灣的康拉德研究屬於大器晚成型。康拉德並未在台灣的童蒙期引起太大的
注意，而七十年代時所發表有關康拉德的學術論文，亦多出自外籍學者馬莊穆
(John M. McLellan)先生之手，所處理的多為主題、人物、文類之議題。八十年代
則因柯波拉(Francis Coppola)所執導的《現代啟示錄》(Apocalypse Now)而在台灣
引起研讀康拉德《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的零星效應。九十年代以降，康
拉德成為台灣地區「種族/性別/國家與帝國/後殖民」論述的新貴，二十篇的研究
論文集中於此時期發表，本國學者與外籍學者──如梁立堅，賀永光(Heliena M.
Krenn)──於此各有貢獻，因此拿下研究專題亞軍之頭銜。詳細請參見個別作家
（研究專題）編目下的提要註釋。
（三） 吳爾芙研究
吳爾芙研究在台灣的走勢，與康拉德研究類似，亦是開低走高。五十至六十
年代，僅有零星評介性質的文字散見各書報雜誌。七十與八十年代正值台灣新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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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理論當道之時候，學者或強調吳爾芙的意識流技巧，或藝術的自我指涉性
(self-reflexivity)美學，亦即吳爾芙如何在時間的流變中以記憶和藝術靈視建構生
命意義等等。直至九十年代，吳爾芙研究與「女性主義/女性書寫/兩性研究」
、與
「種族/性別/疆界」結盟，於是成為炙手可熱的研究專題，累積了相當質量有關
性別政治與文本政治的研究成績。學者如劉亮雅、張小虹、李秀娟於此多有所戮
力。詳細請參見個別作家（研究專題）編目下的提要註釋。
（四） 歐威爾研究
歐威爾研究雖然在研究數量上，名列台灣地區二十世紀英國文學研究專題第
四名，但是卻因其獨樹一幟的研究方法，特立不群，獨步文林。不同於其他文學
專題研究，歐威爾研究呈現出鮮明的社會科學走向與個性，學者如南方朔、廖仁
義、陳忠信等人，分別就文化、哲學、政治等面向來探討歐威爾的作品。其中有
十三篇的文章集中在一九八四年前後，顯然是回應他的小說《一九八四》的預言
效應，並且同質性的論及烏托邦/反烏托邦文學的傳統與代表作品。再則，歐威
爾作品的政治社會主題與斯時台灣歷史社會脈絡中的反共議題相契合，因此便於
八○至九○年代吸引著許多學人進行政治性文化文本研究。詳細請參見個別作家
（研究專題）編目下的提要註釋。
（五） 勞倫斯研究
勞倫斯以其情色之文名，在台灣成為早慧之研究。六十年代的學者如王文興
先生側重於小說的主題研究，以及結構、文體、與象徵等。然而七十與八十年代
仍是以性與靈的衝突，藝術與色情的糾葛為立論之焦點。例如，陳蒼多先生以《查
泰萊夫人的情人》為例，探討西方的性文學作品。到了九十年代，性別/性慾/階
級/語言以及原始主義/帝國主義成為勞倫斯研究的閱讀新策略，而勞倫斯研究也
不再侷限於小說文類，更兼涉遊記，如紀秋郎先生與陳音頤先生的研究便是一
例。詳細請參見個別作家（研究專題）編目下的提要註釋。
綜觀而言之，誠如筆者於前節所提到，吾人可以從個別研究專題歷年來的接
受史，其作品因不同閱讀策略、研究方法所經歷的陌生化過程，一窺二十世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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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文學文化場域的典律與基準的生成與演化，以及研究方法論之更迭。以上述研
究專題為例，便在二十世紀台灣經歷了新批評、神話批評、文學文化批評、現代
／後現代主義、性別種族政治性閱讀，見證了二十世紀台灣歷史文化脈絡的生成
以及文學典律基準之建制。綜觀而言之，小說文類仍是台灣學術研究之主流，詩
與戲劇均已退居二線位勢，此種情形亦同理可證於博碩士論文的文類取向、研究
專題與研究方法走向。二十世紀英國文學研究未曾在博士論文中頭角展露過；相
形之下，碩士論文研究則給予此時期較多之禮遇，研究次數最高之前五位，清一
色為小說家，依序為吳爾芙、康拉德、傅敖斯(John Fowles)、勞倫斯、雷杏(Doris
Lessing)，相對的，此時期的詩人與劇作家則備受冷落。研究方法論上，亦明顯
傾向後現代、後殖民、性別、種族、政治性閱讀。詳細請參見附錄一博碩士論文。
但是，若就台灣整體學術研究版圖而言，自九十年代以降，二十世紀英國文
學的經典研究專題早已淪為邊緣族群。取證於國科會八十二至八十九年度的專題
研究計畫，其中有關二十世紀英國文學專題研究者不到十筆，相形之下，新英文
文學研究則有七十餘筆。李有成先生在〈外國文學學門成就評估報告〉中，曾對
研究領域之分布有所分析：「有些領域已經能夠匯集較多的研究人口，有希望發
展本身的特色，譬如十九世紀英國小說研究、華裔美國文學研究、新英文文學研
究、喬哀思研究、女性文學研究等等」（李有成 2000:31）。顯然，二十世紀英國
文學研究，不論是詩、小說、或戲劇，都不足以匯集人氣而自成一局，取而代之
的是個別作家、單篇作品單打獨鬥的游擊方式﹔顯然，二十世紀九十年代以降台
灣地區的文學學術研究不再是以傳統的經典作家作品為範疇，取而代之的乃是以
國族、性別/性慾取向、後現代、後殖民、多元文化論述為課題的批評理論掛帥
的小眾區隔(ghettoized)走勢。
對照於西方歐美之學術研究狀況，以 MLA 資料為例，艾略特與吳爾芙均能
在整體研究版圖上維持穩定的研究人口與興趣，康拉德、佛斯特與勞倫斯雖略遜
一籌，但亦是持續累積研究成果。相較於歐美學術研究主流的「江河納百川」雍
容自在，台灣學術研究領域的分佈則顯得湍流偏鋒，此種差異與現象或許更可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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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台灣身為邊緣文化主體致力建構自我文化定位認同的努力與焦慮吧！
圖：個別研究專題之研究次數前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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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英美學門研究，一路走來，歷經了「西學維新」到「本土論述」的滄桑，一
向是以推動國際學術交流、促進本國文化發展為期許。但是，國際學術交流並不
僅限於理論的譯介，更非削足就履式的幫辦與套用﹔而本國文化、本土論述亦不
等同「意識型態當家」的當紅議題與話題的一再複製。八十、九十年代，西方理
論傾巢跨海而來，先是有得風氣之先的外文學者企圖在東西比較文學的真空地帶
進行「橘枳移植」，於是招來文學研究「次殖民地化」之譏，與比較文學中國化
或比較文學全盤西化之論爭；九十年代中葉以降，文化轉型與全球化或在地化的
兩難議題成為論述之焦點，有些學者堅信本土文化之韌性，有些學者則憂心粗糙
本土主義與全球化主義之共謀；尤甚者，「學術國際化」更是晚近台灣學界的熱
門議題，亦成為眾多學者的自我期許或焦慮。張小虹在〈學術國際在地化與學科
差異〉一文中，便指出：對某些領域的人文研究者而言，因為所關注的焦點具有
在地文化的脈絡性，因此不容易也不需要超越地域與文化限制作國際漫遊。「學
術國際化」或「學術在地化」絕非「全盤西化」或「閉關自守」的二選一，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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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讓台灣的中文學術刊物國際化，推展「區域結盟」與「區域串連」，才不會
將「學術國際化」窄化成 SSCI 式的單一評量標準（張小虹 13-4）
。單德興在〈建
制化：初論英美文學研究在台灣〉一文中，則提出「對位的學術」與「冒現的批
評」
、
「接收與轉化」
、
「翻譯與變易」
、
「結盟與反制」
、
「穿透與顛覆」為未來國內
學術之走向（單德興 41-3）。
任何論述之爭，或許皆受制於斯時斯地的政治權術與意識型態，任何論爭的
產生都有其特殊的時空因素。在歷史的座標上，凡走過者必當留下痕跡。本計畫
希望透過這近半世紀的資料採錄與判讀，辨識吾人所凝聚的文化努力和價值允
諾。二十世紀英國文學研究已然在台灣的「本土論述國際化／學術國際在地化」
的「對位的學術」與「冒現的批評」的接收與轉化下，失去它的經典光圈與地位。
筆者身為其中之一名學術工作者，不無可惜感慨。然而，鑒往開來，吾人的視野
是回溯也是前瞻，就在一次又一次的文學傳播結構的失衡失序中，吾人看到的是
文化脈絡中永遠臨在的建構性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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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rad, Joseph (1857-1924) 康拉德
TB001

John M. McLellan (馬莊穆). “Conrad and Revolution.” 《海洋學報》14
(1973.7): 15-27。
本文作者以為康拉德(Joseph Conrad)的作品可分為兩類，一是以海
上生活為主，一是以岸上生活為主，而後者都包括了「革命」的主題。
批評家在評論康拉德作品時大多只著重在康拉德的哲學觀念，本文作者
卻認為康拉德的政治態度亦對他的寫作有著重大的影響。康拉德的特殊
成長背景造就了他異於旁人的政治態度，而他的政治立場與意識型態也
影響了他對革命主題的處理。本文就他的三篇小說《神秘代理人》(The
Secret Agent)、
《西方之眼下》(Under Western Eyes)、
《我們的人》(Nostromo)
加以分析並比較其中「革命」的主題。
關 鍵 詞 ： Joseph Conrad ； The Secret Agent ； Under Western Eyes ；
Nostromo；康拉德；《神秘代理人》；《西方之眼下》；《我們的人》

TB002

John M. McLellan (馬莊穆). “The Earliest Conrad: Themes Of Almayer’s
Folly and An Outcast of the Islands.” 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 &
Linguistics 4 (1979.4): 127-36。
本文作者推崇康拉德(Joseph Conrad)為現代小說之先驅，他的作品
內轉深入人心，並非單純只是航海歷險傳奇故事的敘述。本文旨在以康
拉德早期之作品《艾梅爾的蠢行》(Almayer’s Folly) 與《海島放逐者》
(An Outcast of the Islands)為例，彰顯康拉德作品中心理、政治、經濟、
社會、文化、文學等等脈絡盤根錯節之現象。艾梅爾乃是一名困居馬來
群島的白人買辦，他自大、頹廢、耽溺幻想，一心巴望能淘金成功、衣
錦還鄉，擺脫他不屑為伍的馬來社群；然而，終因愛女妮娜(Nina)與馬
來青年私奔而一蹶不振潦倒以終。至於《海島放逐者》中的荷蘭男子威
廉斯(Williems)，先是因竊盜之嫌，不見容於岳父，後蒙林格船長(Captain
Lingard)收留，成為林格貿易王國的一份子，然而卻因迷戀阿拉伯女子
愛莎(Aissa)，而將林格集團之秘密洩漏給阿拉伯人，最後為愛莎格殺於
馬來叢林之中。本文作者以為康拉德作品中俯拾可得聖經隱喻與心理分
析之題材，然而整體作品的知性與感性張力，則來自於其文化與社會層
面之考量。在兩則故事中，各有一名白人男子面臨自我文明淪喪的認同
危機。艾梅爾一心以為混血女兒能如他願回歸歐陸祖國之懷抱，殊不知
妮娜捨他而依從母親與愛人的馬來社群；而威廉斯的故事乃是典型的
「人之墮落」(the fall of man) ，其中牽惹著背叛(betrayal)、反抗(rebellion)
等主題，他不僅叛離他原來的文明，更自絕於人類之社群而就愛莎所代
表的黑暗叢林。凡此種種政治、社會、文化因素之牽惹，使得康拉德出
類拔萃於他的維多利亞同儕而為現代小說開啟先河。
關鍵詞：Joseph Conrad；Almayer’s Folly；An Outcast of the Islands；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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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ll of man；betrayal；rebellion；康拉德；
《艾梅爾的蠢行》
；
《海島
放逐者》；人之墮落；背叛；反抗
TB003

崔文瑜。〈《剛果日記》與《康拉德傳》〉。《新文藝》278(1979.5): 94-8。
本文旨在評介一九七九年前後出版有關康拉德(Joseph Conrad)之兩
本書：《剛果日記》(Congo Diary and Other Uncollected Pieces, 1978)，
與《康拉德的三重人生》(Joseph Conrad：The Three Lives, 1979，簡稱
《康拉德傳》)。除了比較兩書之特色與優劣外，並概述康拉德作品之
本質。此外，本文作者也推崇康拉德另外兩部作品：
《神秘分擔者》(The
Secret Sharer)與《進步的前哨站》(An Outpost of Progress)。認為其佈局
突出富懸疑性，用字平實又洞澈人性。謂康拉德為綜意寫物情采並茂之
一代文學大家。
關鍵詞：Joseph Conrad；Congo Diary and Other Uncollected Pieces；
Joseph Conrad：The Three Lives；The Secret Sharer；An Outpost of
Progress；康拉德；《剛果日記》
；《康拉德的三重人生》，又譯《康
拉德傳》；《神秘分擔者》；《進步的前哨站》

TB004

周憲文。〈康拉德 Joseph Conrad 年譜〉。《台灣經濟金融月刊》 18.7
(1982.7): 63-7。
本文除了小介康拉德(Joseph Conrad)之家世背景外，主要是以編年
條列之方式，依年序扼述康拉德之作品與經歷。
關鍵詞：Joseph Conrad；康拉德

TB005 陸潤棠。
〈《現代啟示錄》中之《黑淵》〉
。
《中外文學》 9.10 (1984.3): 29-39。
本文旨在分析越戰電影《現代啟示錄》(Apocalypse Now)和康拉德
《黑淵》(Heart of Darkness, 又譯《黑暗之心》)小說之間的關聯，並兼
涉小說和電影兩種不同的媒介在表現同樣主題時所產生的差異。無庸置
疑的，葛布拉(Francis Coppola, 又譯柯波拉)的電影題材靈感來自康拉德
的小說，對於康拉德所提「不可知的黑暗」主題，柯波拉的電影仍能忠
於原著所暗示的荒謬意義；而康拉德所用的追求式(quest)，電影的情節
也加以沿用。然而，電影和小說的不同，在於康拉德與柯波拉對於主角
所抱持的態度上顯現出來；柯波拉採用相當認同的態度，而康拉德的態
度則較為客觀抽離。其它如電影影像的表現手法與小說的文字敘述手
法，也是截然不同的一項。
關鍵詞：Joseph Conrad；Heart of Darkness；Francis Coppola；Apocalypse
Now；quest；康拉德；《黑淵》(又譯《黑暗之心》)；葛波拉(又譯
柯波拉)；《現代啟示錄》；追求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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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006

賀永光。〈女人的「美麗」世界──康拉德在馬來小說中以女子角色反
映殖民問題〉。 《中外文學》 19.7(1990.12): 4-15。
本文旨在以康拉德(Joseph Conrad)「林格三部曲」(Lingard Trilogy)
中之女性角色，彰顯康拉德馬來小說中性別與殖民議題互為表徵之現
象。本文作者分別以《艾梅爾的蠢行》(Almayer’s Folly，1895)中的艾梅
爾太太、
《海島放逐者》(An Outcast of the Islands，1896)中愛莎(Aissa)、
《拯救》(The Rescue, 1919 or 1920)中英國仕女崔佛斯(Edith Travers)與
馬來公主伊瑪達(Immada)為例，強調透過女性角色之介入，故事中之男
主角們一一被迫面對現實，而殖民者與殖民地的扭曲關係亦陸續浮現檯
面。艾梅爾一直將自已的失意困頓歸咎於「總是扯他後腿」的環境，但
是他的妻女都看出，殖民地化外生活之種種，赤裸裸地暴露了艾梅爾這
殖民主義者的無能與寡斷。愛莎以其優異的智識與勇氣，証明她比威廉
斯(Willems)堅強，也代表在地人民與婦女質詰批判白人帝國主義強取豪
奪、蹂躪殖民地之行徑，最後更是槍殺了威廉斯。在《拯救》中，當英
國淑女與馬來公主同時爭取林格船長的忠誠與保護時，林格船長卻背棄
對土著友人之承諾而投身於拯救歐洲同胞，此時，他不僅喪失他在馬來
社群之聲望與地位，同時亦依違了歐洲殖民主義者所標榜的「解救異族」
之口號。本文作者因此結論：在林格三部曲中，康拉德透過殖民地男女
之互動，以反襯殖民者與殖民地之關係，因此使得性別與種族國家議題
糾葛牽惹，益形複雜。
關鍵詞：Joseph Conrad；Lingard Trilogy；Almayer’s Folly；An Outcast of
the Islands；The Rescue；康拉德；
「林格三部曲」
；
《艾梅爾的蠢行》
；
《海島放逐者》；《拯救》

TB007

Liang Li-chien (梁立堅). “Exile and Pursuit: a Perspective on Two Cruces
in Joseph Conrad’s Lord Jim.”《中央人文學報》9 (1991.6): 251-65。
本文旨在探討康拉德(Joseph Conrad)之《吉姆爺》(Lord Jim)中兩則
關鍵事件，以彰顯康拉德對流亡(exile)與生命追求(pursuit)之看法。首先
是吉姆之跳船事件(“Jim’s jump”)，本文作者以為此乃康拉德藉以影射自
已遭人誤解抹黑之艱辛處境，以及自已何以離開祖國、浪跡天涯之告白
(confession)。其次，是史坦因之演說(“Stein’s speech”)，本文作者以為
此乃康拉德歷經人世熬煉所孕育出來之人生哲理。他秉持父親生前對他
之殷殷期許，堅忍但不重蹈父親眼高手低之悲情英雄之覆轍；他堅忍務
實且通權達變，終於為自己、為家族、為祖國贏得千秋萬世之不朽功業。
關鍵詞： Joseph Conrad；exile；pursuit；Lord Jim；confession；康拉德；
流亡；生命追求；《吉姆爺》；告白

TB008

Liang Li-chien (梁立堅).

“Outcat as Protagonist: the Identity Problem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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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eph Conrad’s Almayer’s Folly.” 《中央人文學報》 11 (1993.6):
163-75。
本文從康拉德(Joseph Conrad)個人身分認同問題來閱讀《艾梅爾的
蠢行》(Almayer’s Folly)。書中的一對父女──艾梅爾和女兒妮娜(Nina)
的關係，和現實生活中康拉德與其父親有著互相呼應的妙處。康拉德的
父親與艾梅爾同樣是不切實際以及身分認同(identity)失敗的人物。然
而，妮娜和康拉德則是同為突破重重危機，最終成就身分認同的成功者
代表。康拉德的一生一直不斷面臨身份認同的問題與危機，而這一切都
投射呈現在其書中人物所歷經的矛盾與掙扎中。
關鍵詞：Joseph Conrad；identity；Almayer’s Folly；康拉德；身分認同；
《艾梅爾的蠢行》
TB009

Chang-fang Chen(陳長房). “Toward a Theory of Narrative Reliability in
Modern Fiction: James, Conrad and Ford Reconsidered.” 《政大學報》
67(1993.10): 179-215。
請參見 TB033。

TB010 賀永光。
〈「人死則諸債近銷」──康拉德小說《勝利》中披甲的表象與
遮掩的事實〉。《中外文學》5.23 (1994.10): 35-45。
本文旨在探討康拉德(Joseph Conrad)褒貶不一的小說《勝利》
(Victory)中的女性形象(female image)。本文作者先論及「頭盔」在書中
對男性角色的意義，以及隨著故事發展頭盔意義的改變。而後便剖析相
對於頭盔地位的「女性面紗」，藉以討論其中女性形象的塑造。本文作
者以為，書中將面紗的使用視為女性力量的展現，而女性人物出乎男性
角色意料外的種種舉動，更加證明了女性在書中代表著真實的面象，因
而反襯男性世界中的遮掩和虛幻。本文作者由是結論出康拉德書中女性
的塑造正是順應了當時英國女權高漲的民情，而康拉德的《勝利》一書，
亦可視為對女性的一種禮讚。
關鍵詞：Joseph Conrad；female image；Victory；康拉德；女性形象；
《勝
利》
TB011 賀永光。
〈「真相終於大白，馬羅先生」──《機會》中康拉德對女性的
刻畫〉。《中外文學》23.12 (1995.5): 160-72。
本文旨在反駁長期以來學界普遍認為康拉德(Joseph Conrad)歧視女
性的看法。以《機會》(Chance)一書為例，作者以為由於書中敘述者自
身的偏見以及刻板印象之影響，乃造成女性形象(female image)的扭曲。
此外，作者並重新分析書中女主角的真實個性，藉以推翻顛覆敘述者馬
羅(Marlow)和波威爾(Powell)的誤謬論述。因此，本文作者認為就康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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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的寫作策略而論，與其說康拉德志在表達對女性之厭惡，不如說他不
斷地、謹慎地暴露出男性敘述者的無知與偏頗，並且用對比的意象凸顯
敘述者個性的缺失，進而暗示出其言談之不可信度。
關鍵詞：Joseph Conrad；female image；Chance；康拉德；女性形象；
《機會》
TB012

徐盛華。〈文學與電影的主題對比研究：康拉德的《黑暗之心》與柯波
拉的《現代啟示錄》〉。《華岡外語學報》3 (1996.3): 223-37。
本文旨在比較康拉德(Joseph Conrad)之小說《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 與 柯 波 拉 (Francis Coppola) 所 執 導 之 電 影 《 現 代 啟 示 錄 》
(Apocalypse Now)，用以彰顯文學與電影之異同。本文作者採取了以下
四種對比研究：敘述性對比(the narrative contrast)、表現性對比(the
expressive contrast)、境遇性對比(the situational contrast)與意識性對比
(the ideological contrast)。
關鍵詞：Joseph Conrad；Heart of Darkness；Francis Coppola；Apocalypse
Now；the narrative contrast；the expressive contrast；the situational
contrast；the ideological contrast；康拉德；
《黑暗之心》
；柯波拉；
《現
代啟示錄》；敘述性對比；表現性對比；境遇性對比；意識性對比

TB013

楊麗中。
〈晚近帝國主義與異域想像：康拉德的「東方小說」〉
。
《中外文
學》25.6 (1996.11): 75-98。
本文旨在以「晚近帝國主義」(late imperialism)與「異域想像」
(exoticism)兩觀念，解讀康拉德(Joseph Conrad)之「東方」小說，進而
質疑薩依德(Edward Said)在《文化與帝國主義》(Culture and Imperialism)
所揭櫫之後殖民研究觀點。本文作者以為薩伊德的「西方強東方弱」二
元對立閱讀論述，無法解釋晚近帝國主義所包含的複雜層面。本文作者
以康拉德於 1919 年（一說為 1920 年）所完成的《解救》(The Rescue)
為例加以說明。《解救》為所謂「林格三部曲」(Lingard Trilogy)之最後
一部，其前二部曲為《艾梅爾的蠢行》(Almayer’s Folly, 1895)和《海島
放逐者》(An Outcast of the Islands, 1896)。這三部小說都是以十九世紀
末的馬來群島為背景，而貫穿其間的核心人物便是林格(Tom Lingard)
這位來自大英帝國的冒險家。林格三部曲採倒敘之手法，第一部《艾梅
爾的蠢行》在小說時序上，屬於林格冒險生涯之晚期；《海島放逐者》
為三部曲之第二部，時序推移至林格質易帝國權利傾軋之種種；
《解救》
是三部曲中最後完成的，可是在小說時序上卻是回溯至林格在「異域」
創業之初期。本文作者以為康拉德的林格三部曲不同於尋常以異域風情
為主要賣點的西方傳奇冒險小說，尤其三部曲這種不斷「重溯既往」的
書寫模式，更是令人玩味。在《艾梅爾的蠢行》與《海島放逐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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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人依稀可辨的是白人殖民者在權威夾層中所忍隱的有關慾望、挫折、
認同等種種煎熬。至於《解救》所側重者，也不是遙遠異域記憶的鮮活
再現，而是白人殖民者在異域執行解救任務時，所遭逢多重而且相互扺
觸的面向。本文作者以為隨著列強鯨吞蠶食地球上的大部分土地，對康
拉德這樣的作家而言，早年航海家矢志探險的「異域」已經不再，而驅
使英雄們開彊拓土的「他鄉」也已盡失。小說家重寫異域，除了無奈的
眷戀與懷舊外，應是彰顯不同歷史場域脈絡中帝國論述之各種慾望糾葛
以及衝突抵觸。
關鍵詞：Joseph Conrad；late imperialism；exoticism；Edward Said；Culture
and Imperialism；The Rescue；Lingard Trilogy；Almayer’s Folly；An
Outcast of the Islands；康拉德；
「晚近帝國主義」
；
「異域想像」
；薩
依德；《文化與帝國主義》；《解救》；「林格三部曲」；《艾梅爾的蠢
行》；《海島放逐者》
TB014

蔣淑貞。
〈講評《晚近帝國主義與異域想像：康拉德的「東方小說」》〉。
《中外文學》25.6 (1996.11): 99-100。
本文作者針對楊麗中文章中有關薩依德(Edward Said)《文化與帝國
主義》(Culture and Imperialism)書中的後殖民研究觀點，以及以晚近帝
國主義和異域想像來解讀康拉德(Joseph Conrad)的「東方」小說的部分，
提出不同見解。本文作者以為薩依德所談的抗爭行動有其複雜性，不宜
以「西方強東方弱」
、
「帝國式反帝國式」的二元論述冒然否定之。又七
０年代以降，批評論述已有「浪漫主義的康拉德」與「現代主義的康拉
德」之說，前者將康拉德置於西方傳奇冒險文學的傳統中，後者則是視
康拉德為面臨價值崩潰、飽受熬掙扎的現代主義作家。本文作者如此結
語：「時值九０年代，對康拉德的閱讀已進入後殖民閱讀，薩依德的對
位式閱讀適為一例。」
關鍵詞：Joseph Conrad；Edward Said；Culture and Imperialism；康拉德；
薩依德；《文化與帝國主義》

TB015

蘇榕。〈怯於面對「黑心」的馬羅? ──《黑暗之心》中殖民意識型態
與主體〉
。
《中華民國第六屆英美文學研討會論文集》
。台北：書林，1997。
頁 131-57。
本文作者以為康拉德(Joseph Conrad)之《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一度被視為英國現代小說中之道德寓言，勇於批判殖民主義
種種惡形惡狀、歐洲文明之種種喪心病狂，然而隨著晚近後殖民論述之
興起，康拉德的政治立場與種族意識開始受到質疑。本文試圖由後殖民
論述之觀點來檢視《黑暗之心》此一處理殖民經驗之文本。本文作者以
為馬羅(Marlow)雖然在某些方面能夠超脫他所屬的時代，然而在主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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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型態(dominant ideology) 之浸潤下，馬羅的言說不免出現游離搖擺之
虞，但終究還是在主流意識書寫之隙縫中，提供了另一種可能的閱讀與
思考空間。
關鍵詞：Joseph Conrad；Heart of Darkness；dominant ideology；康拉德；
《黑暗之心》；主控意識型態
TB016

Linda Shih Chun Lin (林世君). “Reward, Punishment and Excuse: The
Double Images in Joseph Conrad’s The Secret Sharer.＂《大同商專學報》
11 (1998.8): 193-201。
本 文 作 者 試 圖 從 沙 特 (Jean-Paul Sartre) 之 觀 點 ─ ─ 如 獎 賞
(reward)、懲罰(punishment)和藉口(excuse)──來詮釋康拉德之《神秘
分擔者》(The Secret Sharer)之分身(或重疊)意象。
關鍵字：Joseph Conrad；Jean-Paul Sartre；double；reward；punishment；
excuse; The Secret Sharer；康拉德；沙特；分身(或重疊)；獎賞；懲
罰；藉口；《神秘分擔者》

TB017

孫述宇。〈為海洋小說注入新頁──康拉德〉。《聯合文學》 15.2
(1998.12): 41-4。
本文作者將康拉德(Joseph Conrad)之作品分為兩類，一是康拉德的
早期作品，即所謂的「海洋小說」。此中故事內容盡是風濤之中異域之
內的奮鬥，包括以林格船長(Captain Lingard)為貫串脈絡的「林格三部
曲」(Lingard Trilogy)之前兩本小說──《艾梅爾的蠢行》(Almayer’s Folly)
與《海島放逐者》(An Outcast of the Islands)──以及其他頗負盛名的作
品，如《黑水仙》(The Nigger of the Narcissus)、《吉姆爺》(Lord Jim)、
《我們的人》(Nostromo)、《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颱風》
(Typhoon)、
《青春》(Youth)、
《技窮》(End of the Tether)、
《進步的前哨站》
(An Outpost of Progress)等。第二類涵蓋其餘稍後之作品，如《西方之眼
下》(Under Western Eyes)、林格三部曲之壓軸《解救》(Rescue)、
《勝利》
(Victory)等。本文旨在探討康拉德海洋小說之特色，無意兼涉第二類作
品而為康拉德斯人斯作做總結。大體而言，本文作者以為康拉德之海洋
小說，絕非浪漫傳奇的沉船、探險、海盜故事；其主題旨在論述人生之
意義，探討書中人如何在理念與操守之執著下，克服人生之逆境與磨難。
關鍵詞：Joseph Conrad；Lingard Trilogy；Almayer’s Folly；An Outcast of
the Islands；The Nigger of the Narcissus；Lord Jim；Nostromo；Heart
of Darkness；Typhoon；Youth；End of the Tether；An Outpost of
Progress；Under Western Eyes；Rescue；Victory；康拉德；
「林格三
部曲」
；
《艾梅爾的蠢行》
；
《海島放逐者》
；
《黑水仙》
；
《吉姆爺》
；
《我
們的人》
；
《黑暗之心》
；
《颱風》
；
《青春》
；
《技窮》
；
《進步的前哨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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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之眼下》；《解救》；《勝利》
TB018 胡錦媛。
〈遠離非洲，遠離女性：
《黑暗之心》中的旅行敘事〉
。
《中外文
學》27.12 (1999.5): 97-115。
本文旨在援引「旅行經濟學」(the economy of travel)與「真正見證者」
(the true witness)的觀點，來解讀康拉德(Joseph Conrad)之《黑暗之心》
(Heart of Darkness)，用以彰顯《黑暗之心》所呈現之帝國殖民主義
(imperial colonialism)、語言與沉默(language and silence)、女性與男同性
社交(female and male homosocial)等議題。本文作者以為在《黑暗之心》
馬羅(Marlow)與克茲(Kurtz)皆是跨越「這兒」與「那兒」之間臨界點的
旅人，然而，克茲返家失敗，馬羅成為唯一「離家」又「返家」的「真
正見證者」。馬羅的非洲之旅把他帶到他的語言領域以外的地區，進入
到一個歐洲語言不能表徵傳達的世界，正如同歐洲白人以啟蒙教化之名
行掠奪剝削之實一樣，他們的語言也充滿著矯情虛妄。相對於浮誇失真
的語言，非洲蠻荒內陸的沉默則是渾然天成，樸質而充滿奧義。相對的，
白人殖民者必須倚賴語言保護傘的屏障，方能保持相當程度之理性
(sanity)。克茲接受(或云臣服)黑暗之心的沉默奧秘，迎向瘋狂，而馬羅
則是選擇代表節制(restraint)的語言，雖然語言誤導、錯指、曲解，但卻
是人類在面對沉默與瘋狂雙重威脅下之唯一憑恃。本文作者以為馬羅返
鄉後與克茲之未婚妻會面，並誆騙她克茲臨死前念念不忘的乃是她一人
等等，乃是源自於馬羅對於文明/野蠻、語言/沉默、異/己等所作之一種
見證與結論。相較於馬羅對克茲未婚妻「說謊」，倉皇逃離她的住所，
馬羅選擇在「奈麗」(Nellie)船上的聽眾來造就男性「我們」的分享論
述(shared discourse)。相對於異己的女性與非洲土著，奈麗船上的「我
們」聽眾的同質性還呈現在其社會身份、職業屬性上──律師、會計師、
船公司總裁──他們都是商業帝國(the empire of business)之中產階級
成員。正如同馬羅在剛果與克茲建立起一種密切之關係一般，馬羅選擇
了奈麗船上所表徵的「男同性社交」世界，將女性摒拒於外。
關鍵詞：Joseph Conrad；the economy of travel；the true witness；Heart
of Darkness；imperial colonialism；language and silence；female and
male homosocial；shared discourse；the empire of business；康拉德；
「旅行經濟學」；「真正見證者」；《黑暗之心》
；帝國殖民主義；語
言與沉默；女性與男同性社交；分享論述；商業帝國
TB019

Yao-his Shih. “Lingering at the Liminality: Conrad’s Narrative Limitation
and His Post-colonial Discontent in Heart of Darkness.” 《中山人文學報》
9 (1999.8): 185-204。
本文旨在彰顯康拉德(Joseph Conrad)《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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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之兩大議題。本文作者首先力排當代文論有關黑/白、異/已、優/劣等
類二元對立之迷思。例如當代文論在論及《黑暗之心》時，若不是視其
為種族主義(racism)之敘述，便是視其為控訴西方霸權之反殖民論述
(anti-colonialism)。或者又有論者另闢性別議題(gender issue)之蹊徑，探
討女殖民主[例如克茲(Kurtz)之白人未婚妻]與女殖民奴(例如克茲之黑
人情婦)之黑白「對位式」主從關係。本文作者以為，此乃忽略了《黑
暗之心》文本底層中父權意識型態(patriarchal ideology)之敘述機制
(narrative mechanism)──不論白人仕女或黑人奴婦，皆與殖民權力結構
絕緣，克茲之白人未婚妻或黑人情婦皆只淪為殖民主義價值之表徵，從
未享有為自我主體發聲之空間。其二，本文闡釋《黑暗之心》中敘述主
體馬羅(Marlow)之多重聲音，他時而看似譴責殖民主義，時而看似默許
帝國之種種不仁行徑，馬羅的話語中可說是充滿著弔詭與曖昧。本文作
者以為，《黑暗之心》之文本敘述實已超越傳統殖民/反殖民之論述架
構，取而代之的，乃是一稜鏡光譜式之表意空間，其中多音交響共鳴，
競逐映照，辯證互動，以呈現小說潛沉奧義之「模稜」面貌。
關鍵詞：Joseph Conrad；Heart of Darkness；racism；anti-colonialism；
gender issue；patriarchal ideology；narrative mechanism；康拉德；
《黑
暗之心》；種族主義；反殖民主義；性別議題；父權意議型態；敘
述機制
TB020

Watts, Cedric. “Joseph Conrad’s Maritime Politics.” 《中山人文學報》 9
(1999.8): 225-42。
本文作者以為，長久以來批評家每每在論及康拉德(Joseph
Conrad)時，總習以為常將其作品分為兩大類：一是「政治」文本
(“political” texts)，例如《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
《我們的人》
(Nostromo)、《神祕代理人》(The Secret Agent)；一是「海洋」文本
(“maritime” texts)，例如《黑水仙》(The Nigger of the Narcissus)、
《青春》
(Youth)，《颱風》(Typhoon)等等。於此，本文作者深不以為然，並主張
康拉德之海洋文本其實是饒富政治意涵，其政治效應往往夾帶於各種不
同之寫作策略，其中尤以「潛沉謀略」(covert plotting )最值得吾人玩味。
本文分七小節，從西洋文學中之海洋意象論起，直至康拉德海洋小說之
個別剖析，以彰顯康拉德小說中之政治權術(the politics of fiction)，以及
政治之虛構建構性本質(the fictionality of politics)。以《青春》為例，原
本以康拉德所熟知之真實航海事件為藍本，但是康拉德不僅修改航線，
拉長航程，並將原本是八國聯軍的船員一律歸化而成英國國籍，以頌揚
其第二祖國國人(英國人)在驚濤駭浪中所展現之堅苦卓絕、智仁勇等等
風骨節操。本文作者又以《黑水仙》為例，因為康拉德意欲連載於《新
評論》雜誌(New Review)之上，因此便在全書之敘述策略上務求政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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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柔軟，以迎合該雜誌主編亨雷(W. E. Henley)之右派保守主義以及帝國
主義之主張與立場。然而，康拉德向以其文采思辯見長，再加上他深諳
當時之政治生態與社會議題，因此，如何利用「陽謀」或「陰謀」之敘
述策略，以呈現弱勢、被壓迫族群而不至於干犯眾怒，更加劇了其作品
意識型態之曖昧性與複雜性。本文作者因此如此結論：康拉德視政治為
另一種「說書」行徑(story-telling)，人類短視無法參透善與惡，數千年
來，人類汲汲營營於殖民征服海洋，然而人潮前仆後續，逝如流水，亙
古長存不變者，唯有海洋大自然。
關鍵詞：Joseph Conrad；“political” texts；Heart of Darkness；Nostromo；
The Secret Agent；“maritime” texts；The Nigger of the Narcissus；
Youth；Typhoon；the politics of fiction；the fictionality of politics；
covert plotting；康拉德；
「政治」文本；
《黑暗之心》
；
《我們的人》；
《神秘代理人》
；
「海洋」文本；
《黑水仙》
；
《青春》
；
《颱風》
；小說
中的政治權術；政治之虛構建構性本質；「潛沉謀略」
TB021

李鴻瓊。
〈「克茲先生，他死了一百年」：論康拉德的《黑暗之心》中的
末世寓言〉。 《中外文學》28.6 (1999.11): 220-53。
本 文 援 引 了 大 批 重 量 級 之 批 評 理 論 ─ ─ 如 班 雅 民 (Walter
Benjamin)、薩依德(Edward W. Said)、齊傑克(Slavoj Žižek)、佛洛伊德
(Sigmund Freud)、拉岡(Jacques Lacan)、德希德(Jacques Derrida)等──
長篇案牘地剖析康拉德(Joseph Conrad)《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
中之末世寓言(Apocalyptic allegory)特色，洋洋灑灑二、三十頁，不分章
節，讀來頗為沉重。誠如本文作者自己所言，其所欲為者，既非文本分
析，亦非文類區分。本文作者引用班雅民所謂片段式的見識結構，來彰
顯《黑暗之心》之閱讀經驗──「所有的片段都變成只是散落在故事中
之屍塊，太過飽含意義卻反而使得讀者完全喪失成立整體意義的能
力」。本文作者以為康拉德將現代文學之閱讀經驗寫成作品，是讀者反
應理論之敘述化。《黑暗之心》中過去現在未來時間交纏，歷史事件更
迭延異替代，如同寓言般具有表意之深淵，雖然抗拒符號之照亮，但仍
具有被解碼與閱讀之潛力。《黑暗之心》雖然呈現失敗，但是由失敗所
統合的終結整體，亦有可能因此跳脫出原本的封閉空間。這正所謂：從
末世與最後審判日之角度來看，當惡走向極端，當惡貫滿盈時，不正是
善現身之時?
關鍵詞：Joseph Conrad；Heart of Darkness；Walter Benjamin；Edward W.
Said；Slavoj Žižek；Sigmund Freud；Jacques Lacan；Jacques Derrida；
Apocalyptic allegory；康拉德；
《黑暗之心》；班雅明；薩依德；齊
傑克；佛洛伊德；拉岡；德希德；末世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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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022 Heliéna M. Krenn. “Conrad’s Women And Art：‘The Return’ And ‘The
Planter of Malata’ As Signposts in Conrad’s Creative Landscape.” Fu Jen
Studies 33 (2000): 1-15。
本文旨在探討康拉德(Joseph Conrad)作品中有關女性形象與兩性關
係(gender relations)之議題。本文作者以康拉德較少被論及之兩篇故事為
例，即〈歸來〉(“The Return,” Tales of Unrest, 1898)以及〈馬拉他之開墾
者〉(“The Planter of Malata,” Within the Tides──Tales, 1915)，闡揚康拉
德之美學發展與作品中之女性刻劃如何息息相關、相互依存。〈歸來〉
描寫十九世紀、二十世紀輪替之際，一向唯我獨尊之男性霸權突然感受
女性自覺與兩性議題之威脅。故事中之主人翁自以為其妻子乃是經過他
篩選抉擇後出線之最佳人選，不料卻遭逢另一名男性情敵以及其妻子自
我意識覺醒之挑戰。〈歸來〉全篇側重於男性主人翁心理之描寫，其中
女性角色宛如男性意識運作下之產物。〈歸來〉中女性之困境與掙扎表
徵了康拉德早期作品之主要特徵──男性意識將女性圈豢於一理想、妄
念或謊言之世界，其中尤以《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最為明顯。
而後康拉德作品中女性形象的刻劃與角色扮演，屢屢不同頗有出入，例
如《西方之眼下》(Under Western Eyes)即被批評家譽為最具女性主義色
彩之作品。〈馬拉他之開墾者〉則被視為康拉德作品中之最後轉捩點。
相似於〈歸來〉
，
〈馬拉他之開墾者〉亦是從男性觀點來檢視男女之情愛；
然而〈馬拉他之開墾者〉除了重拾〈歸來〉對男性主導的中產階級的價
值觀與意識型態的批判外，更大跨步擺脫男性之掌控，取得了行動的先
機。因此，開啟了《西方之眼下》以降康拉德作品中女性角色更直接的
主體性建構手法。
關鍵詞：Joseph Conrad；gender relations；“The Return”；“The Planter of
Malata”；Heart of Darkness；Under Western Eyes；康拉德；兩性關
係；〈歸來〉；〈馬拉他之開墾者〉；《黑暗之心》；《西方之眼下》
TB023

Heliéna M. Krenn. “Representation Or Presentation? Joseph Conrad’s
Freya And Felicia.” Fu Jen Studies 33 (2000): 16-26。
本文作者以為，〈七島之佛瑞雅〉(“Freya of the Seven Isles,” Twixt
Land and Sea—Tales, 1912) 中 之 女 主 角 佛 瑞 雅 (Freya Nelson/Freya
Nielsen)，以及〈馬拉他之開墾者〉 (“The Planter of Malata,” Within the
Tides─Tales, 1915) 中之女主角菲莉西亞(Felicia Moorsom)，乃是康拉德
(Joseph Conrad)作品中，最為南轅北轍之女性角色代表。論者皆以為佛
瑞雅之角色刻劃生動真摯，栩栩如生，相形之下菲莉西亞此角色人物則
顯得虛浮作狀，充滿斧鑿匠氣。本文旨在探討兩篇作品之敘述策略，以
彰顯康拉德作品中有關人物塑造之寫實再現議題，並兼涉因創作過程不
同而導致女性形象之差異。本文作者以為，此兩篇作品之共同處，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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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是以拓荒開墾之殖民孤島為場景(倫敦則是彼岸之家鄉)，父女相依為
命的女主角，爭情奪愛的三角戀情。〈七島之佛瑞雅〉中之第一人稱敘
述者(I- narrator)，宛如「白頭宮女」般地對著一群聽眾敘述過往之人事。
他雖然一派提供第一手資料的牢靠模樣，然而在他敘述當中卻不時出現
前言不搭後語之破綻，例如佛瑞雅之姓氏究竟是「尼爾森」(Nelson)還
是「納爾遜」(Nielsen)，似乎莫衷一是。至於〈馬拉他之開墾者〉，則
是改採寓言性之手法，其中菲莉西亞此角色，實可視為故事中男性意識
運作下之產物──雷諾爾德(Geoffrey Renouard)為菲莉西亞打造了一代
表「知識」與「美」之幻象；報社主編(the Editor)則一本男性實事求是
之精神，為此女性理型添加了社會輿論與媒體八卦等血肉；而摩爾頌教
授(Professor Moorsom)則代表父權權威，為菲莉西亞建構起社會地位與
身份認同之骨架。因是之故，呈現於讀者眼前的，乃是深具寓言風貌，
一派不食人間煙火、離情斷慾的菲莉西亞，以及工筆寫實描摹，敢愛敢
恨之佛瑞雅。然而，菲莉西亞與佛瑞雅卻不約而同暴露、揭發男性世界
之妄念與軟弱──兩人皆是「婦容」之極致體現，貌似春花，但是主觀
且自我，常常掙脫男性的掌控，為男性世界帶來莫大之威脅。
關鍵詞：Joseph Conrad；“Freya of the Seven Isles”；“The Planter of
Malata”；康拉德；
〈七島之佛瑞雅〉；〈馬拉他之開墾者〉

TB024 許炎初。
〈康拉德海洋小說的悲劇意識〉
。《建國學報》19 (2000.6): 1-14。
吳爾芙(Virginia Woolf)嘗言：康拉德(Joseph Conrad)最好之作品乃
是前期之海洋小說。本文以此為論述之起點，企圖透過「悲劇批評之手
法」(tragic approach)，以檢視康拉德小說中之人物在「如何生活」(“how
to live”)以及「追求真理」(“the quest for the truth”)間之浮沉掙扎。本文
作者分別援引雅斯培(Karl Jaspers)與容格(Carl Justav Jung)之哲學與心
理 學 理 論 ， 例 如 心 理 分 析 所 謂 之 「 終 極 矛 盾 」 (extremely ultimate
paradox)，包含了自我與「陰影」(shadow)的對抗，以及放縱第二自我(an
extraordinary indulgence for the second self)。本文作者以為，
《黑暗之心》
(Heart of Darkness)中之克茲(Kurtz)實為二十世紀「理性」(reason)與「反
理性」(anti-reason)之代表，是理想主義者到失控的掠奪殺戮主義者之
化身，集文化、人性、意識型態種種極端於一身之人。而《吉姆爺》(Lord
Jim)中之吉姆(Jim)具有高貴之思維與浪漫英雄主義之冒險犯難精神，但
是其意志卻常常觸礁於內外交困之存在困境。相形之下，《颱風》
(Typhoon)中之麥回爾(Captain MacWhirr)則超越了西方悲劇英雄之範
疇。他的性格不具備絲毫傳統英雄之缺陷(tragic flaw)，他既不向外求
達，也不向上企高；他既沒經歷內心良知與邪惡之爭戰，也不盲目淪為
社會驅力、自然命運之弄臣；他不傾心任何高蹈之文化理想，他寡言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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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沒有虛浮的傲慢，也沒有想像的浪漫。本文作者因此如此結論，麥
回爾代表了康拉德對於悲劇偽態之鄙惡與摒棄，悲劇不該為少數人所利
用，成為榮耀自身之必要英雄選項。
關鍵詞：Joseph Conrad；Karl Jaspers；Carl Justav Jung；extremely ultimate
paradox；Heart of Darkness；Lord Jim；Typhoon；康拉德；雅斯掊；
容格；終極予盾；《黑暗之心》；《吉姆爺》;《颱風》
TB025

沈梅。 “Evil White vs. Innocent Black: A Brief Critique of Joseph Conrad’s
Heart of Darkness.” (〈邪惡的/白人對無辜的/黑人: 淺論喬瑟夫‧康拉德
的《黑暗之心》〉)。《筧橋學報》7.7 (2000.9): 195-208。
自 從 後 殖 民 論 述 (post-colonialism discourse) 興 起 以 來 ， 康 拉 德
(Joseph Conrad)之《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 究竟是一流作家之
傳世經典力作，抑是御用種族主義打手(racist)為帝國主義(imperialism)
種種剝削奴役行徑所進行的聲援唱合，可說是眾說紛紜。本文作者以
為，康拉德之《黑暗之心》雖然處處可見種族主義之言語，然而亦不諱
言帝國主義在非洲黑色大陸倒行逆施之惡跡。因此，不妨如是說：康拉
德誠為斯時斯人，言行之中雖難掩其時代與同儕特有之白人優越感，但
卻也秉持良心良知，痛心疾首於邪惡白人同胞加諸於無辜黑人之惡行。
關鍵詞：Joseph Conrad；post-colonialism discourse；Heart of Darkness；
racist；imperialism；康拉德；後殖民論述；
《黑暗之心》
；種族主義
者；帝國主義

TB026

Hong-shu Teng. “ ‘An Air of Plotting’: Conspiracy And Imperialism in
Joseph Conrad’s Heart of Darkness.” EurAmerica (《歐美研究》) 30.4
(2000.12): 47-123。
本文旨在透過兩個重要之歷史事件三稜鏡，析論康拉德(Joseph
Conrad)《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中有關陰謀(conspiracy)與帝國
主義(imperialism)之議題。一是「艾明拯救探險」(the Emin Pasha Relief
Expedition, 1887-1889)，一是哈伯遜(J. A. Hobson)所著之《帝國主義研
究》(Imperialism: A Study, 1902)。本文作者言明，其目的不在於為《黑
暗之心》中之克茲(Murtz)或馬羅(Marlow)尋找歷史人物原型，而是在於
彰顯《黑暗之心》中經理(the manager of the Central Station)對於馬羅拯
救克茲之旅的諸多阻撓，實為十九世紀末帝國主義陰謀策略之體現。以
「艾明拯救探險」為例，探險隊名為拯救艾明，其實意在接收兼併艾明
之勢力範圍；相同的，
《黑暗之心》中的經理亦對馬羅溯河而上拯救克
茲之旅，懷抱著雙重陰謀：一則阻撓延宕馬羅之行程，降低克茲獲救存
活之可能性；二則寄望馬羅之旅能將他之勢力觸角推至內陸區域，俾以
接收併吞克茲之疆土。此外，有鑑於近二十年來有關康拉德是種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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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racist)或反帝國主義者(anti-imperialist)之爭，本文作者則以為，帝國
主義乃是一詭譎多變之歷史過程，因此在詮釋康拉德《黑暗之心》之帝
國主義時，唯有將其還原至原本之時空環境，才不會對康拉德作出過多
不必要之臆測與誤解。因此，本文作者以為哈伯遜所著之《帝國主義研
究》乃是一中肯可信賴之諮詢。
關鍵詞：Joseph Conrad；Heart of Darkness；conspiracy；imperialism；
the Emin Pasha Relief Expedition；J. A. Hobson；Imperialism: A
Study；康拉德；
《黑暗之心》
；陰謀；帝國主義；
「艾明拯救探險」；
哈伯遜；《帝國主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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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ls, Herbert George (1866-1946) 威爾斯
TB027

吳魯芹。〈文人相重 情見乎辭：亨利‧詹姆斯與 H.G. 威爾斯──
以《世界史綱》一書在中國享名 H. G. 威爾斯的小說藝術觀〉
。 《傳記
文學》43.2 (1983.8): 55-61。
本文旨在介紹詹姆斯(Henry James)與威爾斯(H. G. Wells)情誼之緣
起，以及日後友情由濃轉薄之經過。本文作者以為，除了兩人身世背景
之基本隔閡外(威爾斯出身市井，而詹姆斯則為豪門之後)，兩人之藝術
觀與現實觀亦南轅北轍，例如詹姆斯傾向於以藝術家的角度看待現實，
而威爾斯則是以政治家社會運動者的態度處理現實，終至兩人愈行愈
遠，甚至彼此口誅筆伐。兩人之正式交惡決裂，可見於詹姆斯在《泰晤
士報》文學副刊上所發表題為〈年輕的一代〉(“The Younger Generation”)
一文，以及威爾斯回應〈關於藝術、文學、詹姆斯先生〉(“Of Art, of
Literature, of Mr. Henry James”)一文；而威爾斯的《彭》(Boon)一書，亦
對詹姆斯語多影射與譏諷，正式終結了兩人的情義。
關鍵詞：H. G. Wells；Henry James；The Outline of History；“The Younger
Generation”；“Of Art, of Literature, of Mr. Henry James”；Boon；威
爾斯；詹姆斯；《世界史綱》；〈年輕的一代〉
；〈關於藝術、文學、
詹姆斯先生〉；《彭》

TB028

周樑楷。
〈威爾斯《世界史觀》的思想基礎〉。《人文及社會學科教育通
訊》1.4 (1990.12): 209-47。
本文旨在評析威爾斯(H.G. Wells)之兩部世界史作品，一是《世界史
綱》(The Outline of History)，一是《世界簡史》(A Short History of the
World)，藉以彰顯台灣大學課程中建構世界史觀的迫切性。本文作者以
為，威爾斯的兩部世界史皆以抨擊狹隘的種族和國家意識、破除歐洲中
心理論、凸顯遊牧民族之貢獻等觀點見長，雖然威爾斯並非歷史科班出
身，他的世界史也非專為學術研究而撰寫，其中不乏誤繆偏見之說，然
而威爾斯之世界史觀中，昭然若揭者乃是歷史意識、社會意識、與生命
意識的互通互動，實可為有意建構世界史觀的學者的借鏡。
關鍵詞：H. G. Wells；The Outline of History；A Short History of the World；
威爾斯；《世界史綱》；《世界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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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lsworthy, John (1867-1933) 高爾斯華綏
TB029

蔡義忠。
〈高爾斯華綏的《置產的人》〉
。《世界近三百年文學名著評介》
。
台北：華視出版社，1983。頁 175-84。
本文旨在簡介高爾斯華綏(John Galsworthy)之生平，並評析《置產
的人》(The Man of Property)一書。高爾斯華綏為英國小說家與戲劇家，
為一九三二年諾貝爾文學獎得主，曾與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
1856-1950)共領英倫寫實主義(realism)之風潮。
《置產的人》為高爾斯華
綏《福賽特家史》(The Forsyte Saga)系列中之第一冊小說，內容主要描
寫一位出身微寒之青年建築師，企圖超越階級、違背世情，終至利令智
昏而以悲劇收場。本文作者以為，高爾斯華綏秉持嚴肅寫實之態度，描
繪浮世、剖析人性，藉此燭照黑暗、揭露罪惡，其筆下之人物各具形態，
但是沒有人是盡善盡美，也沒有人是窮兇極惡，十惡不赦，此乃寫實主
義之另一特徵。
關鍵詞：John Galsworthy；George Bernard Shaw；realism；The Man of
Property；The Forsyte Saga；高爾斯華綏；蕭伯納；寫實主義；
《置
產的人》；《福賽特家史》

TB030

環華百科出版社。《諾貝爾文獎全集: 1932 高斯華綏；1933 布寧》
。 Vol.
19。台北：環華百科出版社，1991。頁 11-394。
本 書 旨 在 介 紹 一 九 三 二 年 諾 貝 爾 文 學 獎 得 主 高 斯 華 綏 (John
Galsworthy, 又譯高爾斯華綏)。全書內容包括有諾貝爾文學獎評審過
程、歡迎詞、《置產的人》(The Man of Property)中譯譯文、得獎人與作
品著作目錄，並評介高爾斯華綏之生平與作品風格，例如他的小說、戲
劇寫作、以及他的社會關懷。
關鍵詞：John Galsworthy；The Man of Property；高爾斯華綏；
《置產的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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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ki (Hector Hugh Munro, 1870-1916) 沙基
TB031

魏子雲。〈《說故事者》〉。《小說之演讀》。高雄：大業書店，1964。頁
259-71。
本文除了簡介沙基[Saki,本名蒙羅(Hector Hugh Munro)]小傳外，主
要介紹〈說故事者〉(“The Story-teller”)此短篇故事。本文作者以為，此
小品最令人讚歎之處，乃在於沙基透過作品中的姑媽和單身漢兩人所說
的、但遭遇南轅北轍的好女孩故事，來凸顯孩子的教育問題。姑媽所說
的是傳統千篇一律的「好女孩有好報」的故事，寓教於樂的道德企圖濃
厚，但引發不了孩子們的興趣；單身漢的「好女孩難逃狼口」的故事，
誠如姑媽所批評，
「兒童不宜」
，但是它另類、新鮮、且刺激，讓說故事
者(單身漢)達到他所企圖之目的──即是這幾個聒噪喧嘩的孩子們，終
於安靜了十幾分鐘。兩位說故事者，各有其目的與盲點，孰優孰劣，留
待讀者自行判斷。
關鍵詞：Saki (pen name of Hector Hugh Munro)；“The Story-teller”；沙
基(本名蒙羅)；〈說故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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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d, Madox Ford ( 1873 -1939) 褔特
TB032 崔文瑜。 〈西洋文學縱橫談──一時俊彥〉
。 《新文藝》307 (1981.10):
86-90。
本文旨在評介福特(Ford Madox Ford)之生平與著作。本文作者以
為，福特才華橫溢，一生筆耕不輟，其成就可分兩方面來評量，一是小
說創作，一是編輯評論。本文作者推崇福特為二十世紀三大才子之一[另
兩位為龐德(Ezra Pound)與喬哀斯(James Joyce)]，除了具備了傳統小說
家之才能──例如描述與場景設計之能力，對話中勾勒角色之能力、揉
雜思考與歸納的敘述能力──外，更是引領風騷，與康拉德(Joseph
Conrad)共創「變換時間」(time-shift)之技巧，以突破傳統編年體式的敘
述手法，其技巧成就可見於《正人君子》(The Good Soldier)一書。此外，
本文作者亦稱頌福特慧眼獨具，提攜後進新秀不遺餘力，福特在《英格
蘭評論》(The English Review)以及《越洋評論》(Trans Atlantic Review)
編 輯 任 內 ， 發 掘 力 薦 的 作 家 有 康 拉 德 (Joseph Conrad) 、 龐 德 (Ezra
Pound)、勞倫斯(D. H. Lawrence)、海明威(Earnest Hemingway)等人。本
文最後並推薦福特之懷舊談《生活畫像》(Portraits from Life)乃是一本
集智慧哲理、桑麻家常、文學批評、文采風流於一身之傳世佳作。
關鍵詞：Ford Madox Ford；time-shift；The Good Soldier；The English
Review；Trans Atlantic Review；Portraits from Life；福特；
「變換時
間」；《正人君子》；《英格蘭評論》；《越洋評論》；《生活畫像》
TB033

Chang-fang Chen(陳長房). “Toward a Theory of Narrative Reliability in
Modern Fiction: James, Conrad and Ford Reconsidered.” 《政大學報》67
(1993.10): 179-215。
本文以詹姆斯(Henry James)的《碧廬冤孽》(The Turn of the Screw)、
康拉德(Joseph Conrad)的《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以及福特(Ford
Madox Ford)之《正人君子》(The Good Soldier)為論述之焦點，探討現代
小說中敘述聲音可靠性(narrative reliability)之議題。本文作者質疑當代文
學理論在探討作品之敘述結構時，刻意強調文本詮釋之不穩定
(hermeneutic indeterminacy of the text)特質，讀者得以任意參與無絆無羈
的詮釋遊戲。本文作者以為，詹姆斯、康拉德、福特三人有志一同、齊
心協力為現代小說量身打造一套有別往昔傳統之小說創作理論與實際。
三人本身都是傑出之小說家，具備了傳統小說家在情節鋪陳、人物刻劃
上種種基本功夫，然而卻高瞻遠矚，企圖為現代小說開創美學新格局。
其中詹姆斯與康拉德是舊識，康拉德與福特有合作之誼，而福特更是公
開禮敬詹姆斯為不世出之大師，三人因此創作了質與量皆相當可觀之小
說理論與實際，尤其是作者隱遁(authorial self-effacement)、全知觀點
(editorial omniscience)不再主導文本等美學主張。本文作者先是分析了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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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來兩大詮釋陣營對三人小說中飽受爭議之敘述者──《碧廬冤孽》中
之女管家(the governess)，《黑暗之心》中的馬羅(Marlow)，《正人君子》
中杜威爾(Dowell)──之反應，一是全盤接受敘述者之觀點，一是質疑敘
述者的一切說詞。最後，本文作者如此結論與建言，兩派皆各有所側重、
偏執與盲點；而詹姆斯、康拉德、福特三人，皆是透過可靠性有待爭議
的敘述手法，刻意營造渲染真實的虛構性(fictive illusion of actuality)以及
客體的陌生化 (defamiliarization of the object)，使得客體因此如真似假，
若實還虛，因為文學作品是「藝術」(art)，不能也無意取代或複製真實之
世界。
關鍵字：Henry James；The Turn of the Screw；Joseph Conrad；Heart of
Darkness ； Ford Madox Ford ； The Good Soldier ； narrative
reliability ； hermeneutic indeterminacy of the text ； authorial
self-effacement；editorial omniscience；fictive illusion of actuality；
defamiliarization of the object；詹姆斯；《碧廬冤孽》；康拉德；《黑
暗之心》；福特；《正人君子》；敘述聲音可靠性；文本詮釋之不穩
定；作者隱遁；全知觀點；真實的虛構性；客體的陌生化

54

Maugham, W. Somerset (1874-1965) 毛姆
TB034

魏子雲。
〈《餅與酒》〉
。
《小說之演讀》
。高雄：大業書店，1964。頁 217-28。
本文除了簡介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之生平與著作外，
主要著墨於《餅與酒》(Cakes and Ale)之評析。毛姆曾自言，
《人性枷鎖》
(Of Human Bondage) 及《餅與酒》乃是他最滿意的兩部作品，本文作
者以為，此兩部作品皆有緬懷過往舊事之味道。毛姆藉著《餅與酒》書
中主人翁孜孜獨鍾情於寫作，不善料理人情世故，生前遭受冷落輕待，
死後卻極備哀榮等等描寫，不無「身是眼中人」之感傷。
關鍵詞：W. Somerset Maugham ; Cakes and Ale；Of Human Bondage；毛
姆；《餅與酒》；《人性枷鎖》

TB035

閻振瀛。〈毛姆和他的短篇小說〉。《中國一周》 820 (1966.1): 27-8。
本文旨在評述毛姆(W. Somerset Maugham)之生平與著述，例如他的
劇本《圓圈》(The Circle)、
《上流人士》(Our Betters)、
《信》(The Letter)；
小說《人性鎖》(Of Human Bondage)、
《剃刀邊緣》(The Razor’s Edge)、
《月亮與六便士》(The Moon And Sixpence)；短篇小說集如：
《東與西》
(East And West)、
《世界蹤跡》(The World Over)等等。本文作者以為，毛
姆寫作之特點乃是從人性出發，從生活著眼，因此被視為是一位寫實派
作家。毛姆處理短篇小說，首重文字技巧，但不堆砌詞藻。其作品隱隱
約約帶有前朝維多利亞時代的沈鬱與持重，反而較少現代氣息。
關鍵詞：W. Somerset Maugham；The Circle；Our Betters；The Letter；
Of Human Bondage；The Razor’s Edge；The Moon And Sixpence；East
And West；The World Over；毛姆；
《圓圈》
；
《上流人士》
；
《信》
；
《人
性枷鎖》；《剃刀邊緣》；《月亮與六便士》；《東與西》；《世界蹤跡》

TB036

宋淇。〈毛姆與我的父親〉。《純文學》3.1 (1968.1): 1-10。
本文旨在敘述毛姆(W. Somerset Maugham)與作者之父宋春舫之一
段淵源，並對毛姆在其《中國屏風》(On A Chinese Screen，又譯《中國
小景》)一書中對宋春舫之諸多刻薄速寫提出說明。本文作者強調，他
無意為其父辯護，因為其父本人生前對毛姆之難堪批評都未置一詞。本
文作者只是針毛姆書中論及其父言行，有偏見或誤解者，提出加以解
釋。例如兩人戲劇觀歧異，實與社會關懷與否有關。宋春舫所代表的五
四運動的知識份子，希望文學能對社會發揮震聾發聵之功，因此希望引
進西方問題劇，目的在於改造社會國家，而毛姆則主張文化純粹論，厭
煩寫實主義，兩人之扦格不入可見一斑。再則毛姆本是冷眼看待人生之
人，敘事論人冷嘲熱諷，語多機鋒，而宋春舫則是一本正經之理想主義
者，兩人自是難有交集。毛姆於一九二零年訪華，返國後寫就《中國小
景》，書中對訪華期間所接觸之歐美與中國人士，語多揶揄與撻伐，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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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唯一蒙毛姆青睞的，則是中國現代化的反動者辜鴻銘。本文作者因而
感慨，此乃是因為毛姆和他所表的部分西方觀點，「完全忽視了世界潮
流的趨向和中國本身對現代化的迫切要求」，認為中國應該保持固有之
文明傳統，不該盲目崇洋追逐西方科學機械文明，因此他獨尊復古主義
者辜鴻銘，而睥睨宋春舫所代表的改革派學人。斯人已遠，徒呼負負。
關鍵詞：W. Somerest Maughham；On a Chinese Screen ;毛姆；《中國小
景》；宋春舫
TB037

史白靈。〈毛姆對當代文壇的影響〉。《文壇》34 (1968.7): 30-3。
本文除了簡介毛姆(W. Somerset Maugham)之生平與作品外，並指陳
暴露人性的弱點，諷刺英國人的生活與道德，向為毛姆作品之兩大主
題。本文作者以為，毛姆雖然常被論者歸於寫實主義之陣營，然而其小
說背景、情節結構、人物刻劃卻深具維多利亞時代之沈鬱氣質；毛姆之
作品雖然取材於現實，筆鋒犀利極盡冷嘲熱諷之能事，然而字裏行間似
有若無流露著落寞寂寥之感。至於毛姆是否只是一位「能言善道之說書
者」、「通俗作家」、「過氣之寫實主義的傳人」
，或是獨領一時風騷之文
壇大師，且待流金歲月之沈澱與檢驗吧！
關鍵詞：W. Somerset Maugham；毛姆

TB038

吳詠九。〈追隨傳統的毛姆〉。《青溪》2.20 (1969.6): 37-48。
本文作者以為，毛姆(W. Somerset Maugham)著作等身，兼擅長篇小
說、短篇小說與戲劇寫作，作品雖廣受大眾歡迎，但卻不獲批評家重視。
然而毛姆仍是二十世紀的重要作家之一。他的小說形式與風格雖然不出
傳統的窠臼，但是文筆過人，明曉通暢；再者，觀察敏銳，往往取材於
現實生活角落的人物事件；毛姆或許無法躋身於第一流大師之行列，但
是他對小說、戲劇以及其他文類的鑽研與貢獻，則是不容抹滅。本文旨
在評介毛姆的生平與創作，並兼涉他的三本代表性作品，分別為《蘭伯
絲的麗莎》(Lisa of Lambeth)、
《人性枷鎖》(Of Human Bondage)、與《巴
黎的異鄉人》(Stranger in Paris)。
關鍵詞：W. Somerset Maugham；Lisa of Lambeth；Of Human Bondage；
Stranger in Paris；毛姆；
《蘭伯絲的麗莎》；《人性枷鎖》；《巴黎的異鄉
人》

TB039

金歌。 〈談談毛姆〉。 《自由青年》42.6 ( 1969.7): 60-3。
本文作者以為，毛姆（W. Somerset Maugham）一向被譽為「英語
世界的莫泊桑」，稟性幽默，思想深刻，觀察敏銳，一生著作等身，於
各種文類都有所涉獵，同儕鮮有能出其右者。本文旨在評述毛姆之生平
事略、創作風格與理念，並兼涉其作品，如《蘭伯絲的麗莎》（Lisa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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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beth）
、
《人性枷鎖》(Of Human Bondage)、
《彩色面紗》
（Painted Veil）
、
《劇院》（The Theatre）
、《剃刀邊緣》（The Razor’s Edge）、《彼時此時》
（Then and Now）等。
關鍵詞： W. Somerset Maugham；Lisa of Lambeth；Of Human Bondage；
Painted Veil；The Theatre；The Razor’s Edge；Then and Now；毛姆；
《蘭伯絲的麗莎》
、
《人性枷鎖》
、
《彩色面紗》
、
《劇院》
、
《剃刀邊緣》
、
《彼時此時》
TB040

柯拉克(Gerald Clarke)(作)。黃文範譯。〈《毛姆語》〉。《書評書目》
65(1978.9): 55-7。
本 文 旨 在 評 介 羅 賓 毛 姆 (Robin Maugham) 為 其 叔 父 毛 姆 (W.
Somerset Maugham)所編著之《毛姆語》(Conversation with Willie)。對話
錄之編著者羅賓為毛姆之近親，透過近距離的觀察，記載下毛姆在私人
與公眾領域之種種，自有其學術研究價值。
關鍵詞：W. Somerset Maugham；Robin Maugham；Conversations with
Willie；毛姆；羅賓毛姆；
《毛姆語》

TB041

蕭傳文。〈毛姆及其《人性的枷鎖》〉。《書和人》452 (1982.10): 1-8。
本文旨在介紹毛姆（W. Somerset Maugham）的生平事略及其著作
《人性枷鎖》
（Of Human Bondage）
。全文分為以下幾個部分：毛姆的生
平；毛姆的寫作生涯；《人性枷鎖》簡介與短評。
關鍵詞：W. Somerset Maugham ; Of Human Bondage；毛姆；
《人性枷鎖》

TB042 蔡義忠。
〈毛姆的《剃刀邊緣》和《蘭伯絲的麗莎》〉
。
《世界近三百年文
學名著評介》。台北：華視出版社，1983。頁 207-18。
本文除了簡述毛姆(W. Somerset Maugham)之生平外，旨在剖析毛姆
之兩本小說，一是《剃刀邊緣》(The Razor’s Edge, 1944)，一是《蘭伯
絲的麗莎》(Liza of Lambeth, 1899)。《剃刀邊緣》中的男主角歷經戰爭
愛情、生離死別之洗禮，漫遊了半生尋求人生之真正意義，終究看破紅
塵，放棄名利、篤行苦行靈修的生活。《蘭伯絲的麗莎》為毛姆的第一
本作品，書中之女主角出身倫敦貧民區，身陷愛情、家庭、社會、禮教
重重牢寵之中，終至抑鬱而終。本文作者以為，毛姆小說佈局緊湊、遣
詞簡鍊，尤長於觀察人性，刻劃心理矛盾，自有其獨到過人之處。
關鍵詞：W. Somerset Maugham ; The Razor’s Edge ; Liza of Lambeth ;毛
姆；《剃刀邊緣》；《蘭伯絲的麗莎》
TB043

李奭學。〈傲慢與偏見──毛姆的中國印象記〉。
(1989.5): 91-107。

《中外文學》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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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評述毛姆(W. Somerset Maugham)《中國小景》(On a
Chinese Screen)中狀物寫實中國人物與文化經驗之種種傲慢與偏見。毛
姆於一九二０年訪華，返國後寫就《中國小景》一書，書中不僅記錄毛
姆自已屐痕到處之所見所聞，更凸顯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之交，訪華西
人(如傳教士、洋商、政客等)挾船堅砲利與基督教文明之威勢，或以悲
憫或以自負之態勢看待中國人民與文化。本文作者以《中國小景》中睥
睨輕慢宋春舫而青睞推崇辜鴻銘為例，說明毛姆臧否人物之個人好惡與
偏見。本文作者聲援林以亮 (宋淇，參見 TB036 )之評論，以為毛姆在
《中國小景》中所標榜之觀點，實實忽略當時世界之潮流與中國對現代
化之迫切需求。然而，本文作者以為，撇開立場不論，《中國小景》為
是一部上乘之散文作品，全書以平實生動的文字見長，絲毫不沾惹同時
代英國作家浮誇虛矯之流風。
關鍵字：W. Somerset Maugham；On a Chinese Screen ; 毛姆；《中國小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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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bbs, Philip (1877-1962) 吉勃斯
TB044

林友蘭。〈文學與報學的活用──介紹英國著名報人兼小說家菲立浦‧
吉勃斯〉。《文星》14.3 (1964):51-2。
本文分為四個部分來介紹英國著名報人兼小說家吉勃斯的寫作生
涯: (1)新聞的形式與小說的形式；(2)蒐集戰後柏林材料寫成小說；(3)
文學與報學不混為一談；(4)時代變了但是報學的特質沒有改變。本文
作者以為，由於吉勃斯對文學、報學界限之掌握，故能依情況之需要與
個人之志趣，將蒐集得來的材料，寫成報章文字或文學作品。
關鍵詞：Philip Gibbs；literature; journalism ; 吉勃斯；文學 ; 報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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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ster, E. M. (1879-1970) 佛斯特
1.小說
TB045

吳詠九。〈冷眼觀世的福斯特〉。《青溪》38 (1970.8): 172-86。
褔斯特(E.M. Forster,又譯佛斯特)逝世於一九七 0 年六月，本文亦可
算是悼亡之作。本文除了簡介佛斯特之三本小說──《天使怕履之地》
(Where Angels Fear to Tread)、《印度通道》(A Passage to India,又譯《印
度之旅》)和《最長的旅程》(The Longest Journey)──旨在闡述佛斯特
所關切之社會批判(social criticism)議題。本文作者以為，佛斯特擅長刻
劃不同種族、文化、地域間之隔閡與落差，然而為禍最烈，造成人與人
之間之疏離與敵對的，乃是自負驕矜之因襲成見。綜觀而言之，本文作
者以為，佛斯特才華燦爛，且憤世嫉俗，具有一雙洞察世態的冷眼，以
及一付憂世諷俗之熱腸，堪稱二十世紀之大家。
關鍵詞： E.M. Forster；Where Angels Fear to Tread；A Passage to India；
The Longest Journey；social criticism；佛斯特；
《天使怕履之地》
、
《印
度通道》（又譯《印度之旅》）、《最長的旅程》；社會批判

TB046

孫嘉懿。 “Major Themes in Forster’s A Passage to India.” 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Linguistics. 11 (1985.5):73-80。
本文由一九八四年大衛連(David Lean)所執導之《印度之旅》(A
Passage to India)一片談起，論及小說原著與電影改編之間內容之增減差
異，進而檢視小說原著之主題。本文作者以為，人際關係乃是佛斯特終
極關懷之議題，舉凡人與人之間因為種族、文化之差異，以及根深蒂固
之傲慢與偏見，造成人與人之疏離與隔閡(例如：東方/西方，殖民/被殖
民，基督教/印度教/回教，自然/人文，母子/夫妻/朋友等等關係之對立
與衝突)；以及人與人之間透過愛與喜樂之參悟，可能到達精神融合之
境界(例如摩爾太太[Mrs. Moore]與蓋博教授[Professor Godbole]分別領
悟宇宙間有無相生、善惡並存之本質)。佛斯特以其獨到之現實與靈視
並舉之「雙重視域」(double vision)手法，使得《印度之旅》一書寓意深
遠綿長。
關鍵詞：E.M. Forster；A Passage to India；David Lean；double vision；
佛斯特；《印度之旅》;大衛連；雙重視域

TB047

Amy Hwei-jiun Shen (沈惠君). “Symbolism in A Passage to India.” 《台中
商專學報》26 (1994.6):273-84。
本文旨在探討佛斯特(E. M. Forster)之《印度之旅》(A Passage to
India)之中之象徵主義(symbolism)。本文作者以為，佛斯特透過小說之
場景與結構之設計，以及人物與人際關係之刻劃，描寫東西文化之衝
突、神祕主義與唯理主義之分歧，不同種族、宗教間之對立與誤解，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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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叩問在多元文化競逐映照、交鳴共響之氛圍中，人與人之間的溝通融
合的可能性。
關鍵詞：E.M. Forster；A Passage to India；symbolism；佛斯特；《印度
之旅》；象徵主義
TB048

Kuei-fen Chiu. “Heterogeneous Signification in A Passage to India.” 《中
興大學文史學報》24 (1994.7): 37-48。
本文以「追求式」(quest)之形式與主題，揭開探索《印度之旅》(A
Passage to India) 之序幕。本文作者先以書中女主角阿蒂拉‧桂絲娣
(Adela Quested)之名，以及她執意見識「真正的印度」為例，彰顯所謂
「真正的印度」乃是一種我執與妄念。書中有關馬拉巴洞窟(the Marabar
Caves)災難行之描寫，正是烘托殖民之「我」與被殖民之「他者」之間
損兵折將、鎩羽折返徒勞無功之遭逢。馬拉巴洞窟之神秘難解、無法言
說，正象徵印度這東方文明古國之盤根錯節本質，在在超越任何話語物
形之呈現。同樣的，阿利茲(Dr. Aziz)與費爾丁( Mr. Fielding ) 所關切的
「真正的印度人」之議題，亦是一場迷惘。印度社會亦因為種姓制度以
及宗教信仰之故，充滿了異質性與區隔性。《印度之旅》旨在彰顯殖民
關係(colonial relationship)、文化遭逢(cultural encounter)之困境與變數；
其中有關殖民主義者對於被殖民者這「異己」之宰制，以及被殖民者之
反動與抗拒，均有著動人心弦之刻劃。
關鍵詞：E. M. Forster ; A Passage to India ; quest ; colonial relationship ;
cultural encounter ; heterogeneity ; 佛斯特；《印度之旅》；追求式；
殖民關係；文化遭逢；異質性

TB049

Wen-chi Lin. “Law and (anti-)Colonialism in A Passage to India.”
Tamkang Review. 25:3/4(1995): 361-75。
本文作者以為，律法(law)在殖民主義中扮演著曖昧之角色──就
象徵意義而，律法代表著西方文明對東方蠻夷文化之凌駕與宰制；就實
際層面而言，律法進入到被殖民者的生活，改變了在地文化與社會結
構。然而，律法所內涵之自主本色以及律法所標榜的平等、正義等理想，
在在與殖民主義的剝削、歧視行徑針鋒相對。因是之故，律法反向地提
供了被殖民者一個對抗殖民主義的存在空間。本文即是透過佛斯特(E.M.
Forster)之《印度之旅》(A Passage to India)一書，彰顯律法在殖民語境
中所扮演的曖昧、且常常是自我矛盾之角色。
關鍵詞：colonialism；law；E.M. Forster；A Passage to India；殖民主義；
律法；佛斯特；《印度之旅》

TB050

Wen-chi Lin(林文淇). “The Performance of Race in E. M. Forster’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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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sage to India.” 《國立中央大學人文學報》13 (1995.8): 127-37。
本文旨在探討佛斯特(E. M. Forster)《印度之旅》(A Passage to India)
中種族認同(racial identity)如何透過「表演」(performance)之方式，呈現
在殖民言談(colonial discourse)之中。本文作者主要是以《印度之旅》中
兩則橋段為分析之依據。一是英國俱樂部中在表演《凱蒂表妹》(Cousin
kate)一戲時，門窗深鎖，為的是不要讓印度僕人們看到他們的女主人在
做些什麼；一是費爾丁(Mr. Fielding)戲謔其英國同儕之膚色，實非「白
色」，而是棕灰色(pinko-grey)，此言一出，旋即讓對方備感羞辱憤慨，
不安之心油然而生。本文作者以為，在印度殖民言談中，英國人與印度
人因其膚色之不同，而被賦予截然不同之社會地位──白色象徵殖民優
越，黑色代表在地劣等。
《印度之旅》中的摩爾太太(Mrs. Moore)和桂絲
娣(Adela Quested)乃是印度大陸之乍來新到的訪客，他們渴望認識「真
正的印度」
，而當地的英國太太們則因其勢利與種族歧視，刻意與印度
人保持距離。因此，她們嚴防印度僕人窺視她們的演出。因為在殖民父
權社會中，女性/女性身體乃是男性之資產；而在舞台上表演的英國仕
女若淪為劣等印度僕人窺視之對象，則不但社會規範淪喪，亦不啻對英
國仕女個人之莫大羞辱。至於費爾丁之戲謔玩笑，則因其曖昧(ambiguity)
與雜種(hybridization)之弦外之音，顛覆了英國人種族認同中之固有權
威，而被英國社會斥為大逆不道，費爾丁也被視為非我族類。因是之故，
本文作者以為，就表演本質而言，身份認同充滿了弔詭與反論，它是虛
構也是實在，是再現也是實效。因為如果身份認同深具表演性，那麼它
不但依賴表演之主體，同時亦因「表演與否」以及「不同表演」而有不
同之面貌與解讀。
關鍵詞：E. M. Forster ; A Passage to India ; racial identity; performance;
colonial discourse；佛斯特；《印度之旅》；種族認同；表演；殖民
言談
TB051

張小虹。 〈奧秘之穴──《印度之旅》中的種族、性慾與強暴論述〉。
《中外文學》25.6 (1996.11): 148-75。
長久以來，佛斯特(E. M. Forster)之《印度之旅》(A Passage to India)
即為自由主義、人道主義、帝國主義等意識型態所糾纏，而故事中的跨
種族強暴疑案，更是衍生出盤根錯節的性別、種族、性慾議題。本文要
旨有三，一是分析長久以來有關強暴疑案之無法閱讀性(unreadable)批
評。二是探討隱喻強暴論述(the metaphorical rape，即大英帝國的白人殖
民者強暴了陰性化的印度殖民地)與強暴疑案論述(the literal rape,即被
殖民的印度男子疑似強暴白種的殖民仕女)彼此間的干擾糾纏。其三則
是透過阿利茲醫生(Dr. Aziz)與費爾丁先生(Mr. Fielding)之間之情誼，以
彰顯《印度之旅》中有關男同性社交(male homosocial)和男同性性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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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e homoerotic)之色彩。本文作者最後並引用拉占(Rasjeswari Sunder
Rajan)之話語如此結論:《印度之旅》處於情色與帝國主義之交叉路口，
充滿著「誤會的可能性，混淆的符號，錯誤的時機，荒謬的詮釋以及慾
望的投射」
；因是之故，
《印度之旅》實已凌駕超越於傳統殖民架構中的
性論述了。
關鍵詞：E. M. Forster; A Passage to India; the metaphorical rape；the literal
rape；male homosocial；male homoerotic；佛斯特；
《印度之旅》；
隱喻強暴；強暴疑案；男同性社交；男同性性慾
TB52

劉亮雅。
〈女人、性別與(抵)殖民主義〉
。《中外文學》27.3(1998.8): 62-81。
本文作者以為，佛斯特(E. M. Forster)在《印度之旅》(A Passage to
India) 之終局，安排費爾丁(Cyril Fielding)與阿利茲醫生(Dr. Aziz)異地
重逢，並轡而行但終又分道揚鑣，以凸顯英國自由人文主義(liberal
humanism)與印度國家主義(nationalism)身陷殖民主義網羅中之困境，而
書中之強暴未遂疑案，更是暴露了殖民主義/抵殖民主義
(colonialism/de-colonialism)中盤根錯節的種族、性別迷思。本文立論分
兩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以法國心理分析女性主義者伊希葛黑(Luce
Irigaray)的「交換女人」(the exchange of women)理論，探討《印度之旅》
中女人與(抵)殖民主義之關係，尤著眼於大英帝國統治下印度的種族化
性別結構，以及強暴疑案所引爆的種族主義與性別主義。本文第二部
分，以南迪(Ashis Nandy)與巴巴(Homi K. Bhabha)之理論為主，剖析種
族化性別結構如何左右書中人物費爾丁、桂絲娣、阿利茲之交往。綜觀
而言之，本文作者如此結論：《印度之旅》以英國女人和印度男人為問
題焦點，以檢視殖民霸權裏的複雜權力鬥爭，不但凸顯交換女人之父權
結構，同時也顯示性別與種族議題之糾纏。強暴疑案，使得費爾丁與阿
利茲之跨種族男性同性結盟困難重重，而阿利茲衷心服膺之印度國家主
義亦可能淪為複製殖民主義之種族主義與男性中心主義，女性只是仲介
殖民與被殖民者關係的符碼。
關鍵詞：E. M. Forster；A Passage to India；liberal humanism；nationalism；
colonialism/de-colonialism；Luce Irigaray；the exchange of women；
Ashis Nandy；Homi Bhabha；佛斯特；
《印度之旅》
；人文主義；國
家主義；殖民主義/抵殖民主義；伊希葛里；「交換女人」；南迪；
巴巴

TB053

廖炳惠。
〈「與污塵為伍的奇異種族」：身體、疆界與不純淨〉。《中外文
學》27.3(1998.8):82-96。
本文旨在比較閱讀佛斯特(E. M. Forster)與施寄青的香港三部曲之
第二部《遍山洋紫荊》中有關身體/不潔/潔淨之議題，進而凸顯殖民論

63

述中種族、性別、文化、宗教之種種盤根錯節的牽惹與角力。本文作者
援引道格拉斯(Mary Douglas)之身體/社體(body/social body)、純潔/危險
(purity/danger)之理論，再佐以傅柯(Michel Foucault)之身體訓誡觀、以
及其他殖民/後殖民論述，如吉爾曼(Sander L. Gilman)、薩依德(Edward W.
Said)、法農(Frantz Fanon)與巴巴(Homi K. Bhabha)等，指出在跨國或跨
文化的身體接觸、情慾吸引、權力角逐中，性疾病與不潔之論述不僅讓
被殖民者產生「黑皮膚、白面具」式自我認同危機意識分裂，同時也迫
便殖民者面對、遭逢自我之慾求與焦慮。本文作者在對照評介《印度之
旅》強暴疑案中英國仕女桂絲娣(Adela Quested)與印度醫生阿奇茲（Dr.
Aziz）對簿公堂之情境，以及《遍山洋紫荊》華人娼妓黃得雲與英人衛
生督察史密斯間的蠅營狗苟、物慾橫流之種種，如此結論：後殖民研究
中的不潔與潔淨觀念饒富政治、倫理、宗教、歷史、與種族色彩，其疆
界流動交錯、有待進一步之「識域整合」。
關鍵詞：E. M. Forster；Mary Douglas；body/social body；purity/danger；
Michel Foucault；Sander L. Gilman；Edward W. Said；Frantz Fanon；
Homi K. Bhabha；佛斯特；施寄青；
《遍山洋紫荊》
；道格拉斯；身
體/社體；傅柯；吉爾曼；薩依德；法農；巴巴
TB054

吳品湘。 “The Master Experiences: Exploring E. M. Forster’s Philosophy
of Human Nature.” 《建國學報》18 (1999.6): 769-78。
本文旨在探討佛斯特(E. M. Forster)之《印度之旅》(A Passage to
India)中所謂之「普世宗教」(“universal religion”)，並以摩爾太太(Mrs.
Moore)與桂絲娣小姐(Adela Quested)的馬拉巴洞窟(the Marabar Caves)
之行的種種經驗，作為佐証。本文作者以為，佛斯特之《印度之旅》旨
在彰顯人性哲學。所謂的精神救贖必須來自對於「普世之愛」(“universal
love”)之洞澈省悟，而東方思想則提供了一可能參透此種大愛之法門。
在故事終局中，摩爾太太獲得精神救贖，而桂絲娣則對自已與周遭之人
事物有著更深一層之認識，雖然馬拉巴洞窟之神祕回音仍是餘韻不絕如
縷，仍然令人困惑不解。
關鍵詞：E. M. Forster；A Passage to India；“universal religion”；佛斯
特；《印度之旅》；「普世宗教」

2.評論/理論
TB055 張大春。 〈佛斯特在搖擺──一則小說的因果律〉
。 《聯合文學》13.6
(1997.4): 26-30。
佛斯特(E. M. Forster)曾於劍橋大學主持專題講座，《小說面面觀》
(Aspects of the Novel,1927)便是此系列演講之成果。本文作者以為，雖然
《小說面面觀》似乎是以翦除亞里斯多德(Aristotle)之《詩學》(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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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etics) 為已志，但是事實上並沒有超越亞里斯多德之發現。亞里斯多
德在《詩學》裏所提出有關情節(plot)之規範，就像佛斯特在《小說面
面觀》討論情節的篇章中所提出之「因果律」(causality)一樣，都是便
宜行事提供了敘事藝術之美學方針。然而，為什麼、憑什麼因果律成了
佛斯特式情節之根本特徵呢？──本文作者如此質疑著──難道只是
為了提供作品「完整性」之緣故?本文作者以為，佛斯特立場搖擺，一
方面憑藉小說情節之因果律，打造符合作品格局內的另一種計時器，以
此重新丈量萬物，規避與現實時間作等速再現之角力；然而另一方面，
安全可靠的敘述亦令佛斯特不耐煩，因此他極力推崇紀德(André Gide)
之 《 偽 幣 製 造 者 》 (The Counterfeiters) ， 此 書 可 視 為 日 後 後 設 小 說
(metafiction)，與法國新小說之遠祖與先驅，其特徵是叛離因果不爽、
首尾俱全之情節規範。
關鍵詞：E. M. Forster；Aspects of the Novel；Aristotle；The Poetics；
causality；André Gide；The Counterfeiters；metafiction；佛斯特；
《小
說面面觀》
；亞里斯多德；
《詩學》
；因果律；紀德；
《偽幣製造者》；
後設小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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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dehouse, P. G. (1881-1975) 伍德皓斯
TB056

崔文瑜。 〈西洋文學縱橫談──笑遊文字間〉
。 《新文藝》304 (1981.7):
88-92。
本文旨在評介英國幽默作家伍德皓斯(P. G. Wodehouse)之生平與著
作。伍德皓斯才思敏捷，且一生筆耕不輟，享年九十四歲，可謂著作等
身，其中尤以一九一七年以降之傑夫斯(Jeeves)系列，最為膾炙人口，
烏斯特(Bertie Wooster)與傑夫斯，一主一僕，已然成為英國家喻戶曉之
傳說人物。概而論之，本文作者以為，伍德皓斯雖然多產，但是作品絕
不粗濫；伍德皓斯所編織之情節，皆以別出心裁、幻化多變取勝；伍德
皓斯筆下之人物，成年但未失赤子之心，誠如瓦渥(Evelyn Waugh,
1903-1966)所言，伍德皓斯之人物，從未嚐過禁果，從未墮落，仍然居
住在伊甸園中。
關鍵詞：P. G. Wodehouse；Evelyn Waugh；Jeeves；Wooster；伍德皓斯；
瓦渥；傑夫斯；烏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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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olf, Virginia (1882-1941) 吳爾芙
TB057

林衡哲(編譯)。〈意識流小說的先驅──維琴妮亞‧吳爾芙〉。《傳記文
學精選集》。台北：志文出版社，1974。頁 187-209。
本文旨在簡介評述吳爾芙(Virginia Woolf)之生平與創作理念，並兼
涉她的代表作品如《出航》(The Voyage Out)、
《燈塔行》(To the
Lighthouse)、《戴洛威夫人》(Mrs. Dalloway)；《歲月》(The Years)、《自
己的房間》(A Room of One’s Own)與《奧蘭多》(Orlando)等等。綜觀而
言之，本文作者以為，吳爾芙特立獨行，不與流俗妥協。她致力於自我
風格之塑造，勇於實驗創新，不為輿論毀譽所左右。她敏銳善感，但筆
鋒冷酷不帶感情。她關心女權主義社會運動，但對社會抱持著冷淡而乖
僻之態勢。吳爾芙筆耕不輟、勇於創新，誠為英國文學寫下了不朽絢麗
的一頁。
關鍵詞：Virginia Woolf；The Voyage Out；To the Lighthouse；Mrs.
Dalloway；The Years；A Room of One’s Own；Orlando；吳爾芙；
《出
航》；《燈塔行》；《戴洛威夫人》；《歲月》；《自己的房間》

TB058

崔文瑜。
〈談有關維金妮亞‧吳爾芙的幾部新作〉
。
《自由談》27.8 (1976.8):
42-4。
本文旨在評述一九七五年前後陸續出版有關吳爾芙(Virginia Woolf)
之三本作品，分別為《吳爾芙傳》(Virginia Woolf：A Biography)，作者
為貝爾(Quentin Bell)，
《吳爾芙書信集》(The Letters of Virginia Woolf)編
者為尼克遜(N. Nicolson)與趙德曼(J. Trautman)，以及《吳爾芙與她的世
界》(Virginia Woolf and Her World)作者為雷門(John Lehmann)。本文作
者以為，上述三部作品，性質有別，內容各殊，然均有其獨到擅場之處，
可謂兼具學術研究與市場品味，由此亦可見吳爾芙在二十世紀文壇之地
位與影響力。
關鍵詞：Virginia Woolf ; Virginia Woolf: A Biography；The Letters of
Virginia Woolf；Virginia Woolf and Her World；吳爾芙；
《吳爾芙傳》
；
《吳爾芙書信集》；《吳爾芙與她的世界》

TB059

Donald Wen-cheng Ho (何文敬). “Reality and Vision: A Reading of
Virginia Woolf’s To the Lighthouse.” 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 &
Linguistics. 2 (1977.4): 35-42。
本文作者以為，《燈塔行》(To the Lighthouse)一向被視為吳爾芙
(Virginia Woolf)的壓卷之作。故事場景座落於偏遠的史蓋島(Isle of
Skye)，但是小說主題卻非關避世的桃花源，而是紅塵有情世界的生與
死、時間與變化，亦即《燈塔行》所處理的乃是生命藝術本身，如人際
關係、真實(actuality)與靈視(vision)。本文旨在彰顯角色人物所流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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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際關係，並兼涉主題、意象、與人物分析。
「真實」就吳爾芙於某種
層次而言，乃是一種人物間的和諧關係，而泰半時刻，人物間的相互詮
釋，乃是透過無言的意識的交互投射，意即很多「動作」是發生在心理
意識層面的。因此，此種意識流轉、關係互動的解讀與詮釋便益發微妙
深刻。
關鍵詞：Virginia Woolf ; To The Lighthouse ; 吳爾芙；《燈塔行》
TB060

陳蒼多。 〈吳爾芙的《戴洛威夫人》〉。 《世界文學名著欣賞》。台
北：中央文物供應社。1979。頁 373-81。
本文作者以為吳爾芙(Virginia Woolf)與勞倫斯(D.H. Lawrence)、喬
哀斯(James Joyce)、佛斯特(E.M. Forster)、與赫胥黎(Aldous Huxley)齊
名並列英國二十世紀文壇巨擘。其中，吳爾芙與喬哀斯皆以意識流
(stream of consciousness)技巧聞名。本文旨在評述吳爾芙的生平事略、
行事風格與創作理念，並兼涉《戴洛威夫人》(Mrs. Dalloway)一書之內
容、技巧與文字。綜觀而言之，本文作者以為吳爾芙透過意識流的手法，
將不同角色的獨白和命運加以連結，將心理時間(psychological time)與
自然時間(nature time)加以接軌並置；吳爾芙透過意象與典故的流轉切
換，詩般文字的銘刻，賦予游離的經驗與印象以一種永恒、普世的感覺。
因此，《戴洛威夫人》書中字字珠璣的篇章片斷處處可見。
關鍵詞：Virginia Woolf；D.H. Lawrence；James Joyce；E.M. Forster；
Aldous Huxley ；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 Mrs. Dalloway ；
psychological time；nature time；吳爾芙；勞倫斯；喬哀斯；佛斯特；
赫胥黎；意識流；
《戴洛威夫人》
；心理時間 psychological time；自
然時間

TB061

吳魯芹。 〈文人相重 情見乎辭：維吉尼亞‧吳爾芙與凌叔華──文章
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傳記文學》42.3 (1983.3): 5-65。
本文旨在評述凌叔華與吳爾芙(Virginia Woolf)、薩克威爾-威斯特
(Vita Sackville-West) 三人過往之種種因緣，因而促成凌叔華《古調》
(Ancient Melodies)之出版，為中外「文人相重」美談添一椿。吳爾芙姪
兒朱利安貝爾(Julian Bell)於一九三五年來華講學，因此結識陳通伯院長
夫人凌叔華，繼而引介凌叔華與吳爾芙通信，凌叔華在吳爾芙鼓勵下，
從事自傳寫作，亦陸續寄去文稿請吳爾芙斧正。後因人事變遷，陳通伯
夫婦於倫敦結識女詩人薩克威爾-威斯特，薩克威爾-威斯特原是吳爾芙
好友，於是多方奔走，大力促成《古調》之完成與出版。凌叔華珍惜兩
位英國作家之情誼與鼓勵，將《古調》獻給二人，並請薩克威爾-威斯
特作序等等。此外，本文作者亦推崇凌叔華為中國現代傑出之女作家，
其作品雖曲高和寡，然而卻較同儕作家更敏於觀察並關懷過渡時期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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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女之諸多困境與煎熬。
關鍵詞：Virginia Woolf ; Vita Sackville-West; Ancient Melodies；吳爾芙；
凌叔華；薩克威爾-威斯特；《古調》
TB062

Mei-ying Chen (陳梅英). “A Search For the Health of the Soul in Virginia
Woolf’s The Years.” 《語文教育研究集刊》3 (1984.6): 51-60。
本文作者援引吳爾芙(Virginia Woolf)在〈俄羅斯觀點〉(“The Russian
Point of View”)中之說法，以為吳爾芙之《歲月》(The Years)一書旨在彰
顯個人對於自我認同、真善美生活、以及靈性圓滿之追求。《歲月》以
帕吉特(the Pargiters)家族史之形式開展，啟始於一八八零年，歷經或長
或短的階段，來到約莫是一九三五年的「今日」。它所揭櫫之世界，乃
是文明墮落、自由岌岌可危，個人萎頓困陷於自己的心牢。歲月流逝，
人事滄海桑田，物換星移，似乎往者已矣；然而春秋代序、「天行建」
本是宇宙生成之道，人類亦是在成長蛻變當中。在《歲月》故事終了，
艾樂諾(Eleanor)、尼可拉斯(Nicholas)所代表的老一代與諾斯(North)、佩
姬(Peggy)所代表的新生代似乎能夠敞開心防/房，攜手共拒那漫天無際
的黑暗與失望羅網。
關鍵詞：Virginia Woolf；“The Russian Point of View”；The Years；吳爾
芙；〈俄羅斯觀點〉；《歲月》

TB063 簡政珍。〈吳爾芙「燈塔行」中沉默的語言〉
。《中興文史學報》15(1985.3):
67-75。
本文作者以為，在吳爾芙(Virginia Woolf)的《燈塔行》(To the
Lighthouse)中，沉默(silence)是一種語言。讀者必須在沉默中聽到聲音，
在空白中看到未書寫的文字。作品中角色間相互的詮釋有時不經過聲
音，而是透過一種姿勢和眼神。無言的動作變成一種符號，透過符號，
觀察者有時能直入意識的核心，有時卻導致誤讀。讀者也介入這個角色
間意識交互投射的世界。讀者必需瞭解任何一個角色的敘述都可能不可
靠，敘述不是闡明一個真理，而是呈現一種觀點。當然讀者的詮釋也只
是片面的，但任何提供片面見解的閱讀都是一種創作。
*本提要乃是依據簡政珍教授之中文摘要而作。
關鍵詞：Virginia Woolf；To the Lighthouse；silence；吳爾芙；
《燈塔行》；
沉默
TB064

Michele Yen(晏桂仁). “The Image of Lily’s Painting in Virginia Woolf’s
Novel To the Lighthouse.” 《南台工商專校學報》14 (1991.7): 85-7。
本文作者以為，吳爾芙(Virginia Woolf)之《燈塔行》(To the Lighthouse)
旨在彰顯「韶光流逝但藝術恆久長」之信念。在《燈塔行》中女畫家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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莉(Lily Briscoe)，透過繪畫之過程，克服了缺乏自信之難題，不但為自
已打造出有序之天地，更是頓悟(epiphany)開啟靈視，對自已對周遭之
人事物有著更深入的認識。
關鍵詞：Virginia Woolf；To the Lighthouse；epiphany；吳爾芙；
《燈塔
行》；頓悟
TB065

陳淑卿。 〈他者的語言：
《航向燈塔》的女性主義正文策略〉
。 《中華
民國第四屆英美文學研討會論文集》(1992.6): 153-83。
本文援引「女性書寫」(l’écriture feminine)之理論來閱讀吳爾芙
(Virginia Woolf)之《航向燈塔》(To the Lighthouse，又譯《燈塔行》)，
藉以彰顯吳爾芙作品中的特殊「革命性書寫」(revolutionary writing)本
質，以及吳爾芙藝術論述與實踐與其他女性主義思想間的契合處，如克
莉絲蒂娃(Julia Kristeva)與西祖(Hélène Cixous) 之理論。本文作者以
為，藍賽夫人(Mrs. Ramsay)不只是「代表傳統的女性主體模式」，她另
享有一「異質性的主體空間」
，顯現在她與自然界事物的相呼應(如海浪
與燈塔的光)，以及文字的物質化(materialization of words)。就在海水與
燈光的引領，就在聆聽或閱讀中文字音響的悸動，藍賽夫人暫時在線
性、父權時間的隙縫中，織構了另一重異質的現實，而莉莉(Lily Briscoe)
則是在作畫緬懷過往時，凸顯出對父權語言表意系統之再現功能的質
疑、對原點經驗的追求，以及以身體動作為經驗主體等等女性書寫特
質。本文作者以為，凡此種種，皆彰顯《燈塔行》之開放性正文(open-ended
text)本質，它跳脫於「社會表意系統與意識型態之外，提供一個想像與
歡愉的空間」與「健康的主體模式」；凡此種種，皆彰顯吳爾芙革命性
女性書寫之意涵。
關鍵詞：Virginia Woolf ; To the Lighthouse ; l’écriture feminine ; Julia
Kristeva ; Hélène Cixous；open-ended text；吳爾芙；
《燈塔行》；女
性書寫；克莉絲蒂娃；西祖；開放性正文

TB066

張惠娟。 〈評論《他者的語言：
〈航向燈塔〉的女性主義正文策略》〉。
《中華民國第四屆英美文學研討會論文集》。(1992.6): 184-5。
本文作者針對陳淑卿論文中之女性書寫理論(l’écriture feminine)與
某些觀點，提出意見。本文作者以為，女性書寫乃是一種烏托邦式的理
想，能否落實於現存世界，仍屬未定；此外，所謂女性經驗，實因人而
異，過份強調其共通性，恐有迷思之虞；女性書寫論述亦有可能落入其
亟欲推翻打破的傳統二元對立的窠臼，只是主客易位而已。而「雌雄同
體」(androgyny) 的問題，克莉絲蒂娃與西祖之態度亦不盡相同，有待
進一步之闡釋發揮。此外，女性書寫理論原屬於後現代論述之一環，本
質上仍是強調「主體的變易性」
、
「散播」
、
「暫時性」
、
「破框」等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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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以為論文中所謂「物我交融」的「統合」境界，似乎有待商榷。
關鍵詞：Virginia Woolf ; To the Lighthouse ; l’écriture feminine ; 吳爾
芙；《燈塔行》；女性書寫
TB067

Chien-chun Ma.”｀The Myth of Openness’ in Virginia Woolf’s The Waves,
The Years and Between the Acts: With Correspondences to ‘Anger Themes’
in A Room of One’s Own.” 《東吳外語學報》9 (1993.12): 1-33。
本文作者援引佛萊德曼(Alan Friedman)在《小說轉折》(The Turn of
the Novel)中的「開放神話」(the myth of openness)觀念，來詮釋吳爾芙
(Virginia Woolf)在《海浪》(The Waves)，《歲月》(The Years)，《幕與幕
之間》(Between the Acts)以及《自已的房間》(A Room of One’s Own)等作
品中所呈現的憤怒主題(anger themes)。佛萊德曼以為，二十世紀的「新
小說家」(“new novelist”)如吳爾芙者，其作品的特色之一，便是結構廣
闊浩瀚，不知始終，不同於傳統的小說家總是為其作品拾掇妥當一個終
局，新小說家總是逆向操作，縱情讓其小說經驗放浪流蕩，不知羈所。
以吳爾芙為例，她的小說可視為是迂腐過時的神話故事模態之反動與抨
擊，在她的作品中，處處可見「終局(或快樂結局)之死」(the death of
“conclusion”/ “happy ending”)的現象，可謂是對維多利亞和喬治亞小說
(Victorian and Georgian novel)之中產階級讀者的閱讀成規的一種揶揄與
顛覆。本文作者以為，吳爾芙在其作品中，尤其是《幕與幕之間》企圖
對整個英國文學傳統與歷史長河作出某種微觀之總結，俾以開拓辯証之
新視野，個中深意，留待後人玩味。
關鍵詞：Alan Friedman；The Turn of the Novel；the myth of openness；
Virginia Woolf；The Waves；The Years；Between the Acts；A Room of
One’s Own；anger themes；the death of “conclusion”/ “happy ending”；
佛萊德曼；
《小說轉折》
；
「開放神話」
；吳爾芙；
《海浪》
；
《歲月》；
《幕與幕之間》
；
《自已的房間》
；憤怒主題；
「終局(或快樂結局)之
死」

TB068

朱雯娟。 〈論吳爾芙的《戴洛威夫人》中的辯證讀法〉
。 《高雄師大
學報》5 (1994): 151-64。
本文旨在以黑格爾之辯證法(Hegelian dialectical approach)來分析吳
爾芙(Virginia Woolf)之《戴洛威夫人》(Mrs. Dalloway)。本文先依序探
討《戴洛威夫人》中之客體視域(objective viewpoint)，如幻覺(illusion)、
不連讀性(discontinuity)、內在時間 (inner time)與鏡象(mirror images)；
以及主體視域(subjective viewpoint)，如事實(fact)與靈視(vision)間之對
比與落差；以及書中主角之追求自我實現與靈性頓悟(epiphany)，以總
結黑格爾辯証法之「正─反─合」主題(thesis, antithesis, synthesis)。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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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種，旨在彰顯吳爾芙作品表層世界與意識世界之糾葛。
關鍵詞：Hegelian dialectical approach ; Virginia Woolf ; Mrs. Dalloway;
vision ; epiphany ; thesis, antithesis, synthesis ; 黑格爾辯證法；吳爾
芙；《戴洛威夫人》；靈視；頓悟；「正─反─合」
TB069

張小虹。 〈兩種《歐蘭朵》
：文學/影像互動與性別/文本政治〉
。 《性
別越界：女性主義文學理論與批評》
。 台北：聯合文學出版社，1995。
頁 10-39。
本文作者以為，《歐蘭朵》(Orlando)有兩個，一是吳爾芙(Virginia
Woolf)於一九二八年發表之文學小說《歐蘭朵》，一是當英國女導演帕
特(Sally Potter)於一九九三年執導的電影《歐蘭朵》
。然而，電影的《歐
蘭朵》不是文學的《歐蘭朵》的二次陳述或改編，而是異質藝術形式間
的「翻譯」
、
「詮釋」和「創造」
，其間交織建構著文字/影像的多層次對
話空間，尤甚者，電影《歐蘭朵》更以九零年代的性別/文本政治(sexual/
textual politics)重新創造文學的《歐蘭朵》
。本文分為四大部份，前兩部
份以性別政治「陰陽同體」(androgyny)觀念為中心，分別探討文字《歐
蘭朵》的陰陽同體的擺盪(vacillation)與置換(displacement)，電影《歐蘭
朵》的陰陽同體的融解(melting)與轉換(shifting) 。後兩部分以文本政治
為立論焦點，分別探討文學《歐蘭朵》如何經由拼貼轉換的文學風格與
後設嘲諷的敘事結構，顛覆了父權體制與父權文本，以及電影《歐蘭朵》
如何成功的掌握了文字《歐蘭朵》在抒情浪漫外的嘲諷與戲謔，透過對
影像實驗的後設美感和深情疏離(passionate detachment)，挑戰父權社會
的「真理」和父權影像的「真相」。
關鍵詞：Virginia Woolf；Orlando；Sally Potter；sexual/textual；androgyny；
vacillation；displacement；melting；shifting；吳爾芙；《歐蘭朵》；
帕特；性別/文本政治；「陰陽同體」；擺盪；置換；融解；轉換

TB070

李啟輝。 “Unified Consciousness in Mrs. Dalloway.”(〈《戴洛威夫人》
角色的共識〉.) 《黃埔學報》31 (1996): 131-8。
吳爾芙(Virginia Woolf)之《戴洛威夫人》(Mrs. Dalloway)為意識流
(stream of consciousness)創作手法之經典之作。故事情節濃縮於倫敦名
流戴洛威夫人(Clarissa Dalloway)舉行宴會之那一天，而時光之流逝則由
國會大廈塔上之大笨鐘(Big Ben)之鐘聲來標記。書中之主要人物──除
戴洛威夫人外，尚有甫自印度歸來戴洛威夫人的舊愛的華許(Peter
Walsh)，罹患砲彈震呆症之史密斯(Septimus Smith)，他的義大利太太蕾
克西亞(Lucrezia)，以及戴洛威夫人年少時之閨中好友塞頓(Sally Seaton)
──或由自己內在的思緒來呈現，或由他人的思緒來反映，個個皆成就
了鮮活之主體性。本文作者以為，吳爾芙透過語言之運用，企圖建立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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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種一致性或共識，例如莎士比亞主題(Shakespearean motif)之運用。此
外，吳爾芙之人物各自耽溺於自我內心之獨白，鮮少與旁人有任何實質
之接觸與交集，此一則凸顯人際溝通之重要性，一則意味透過語言、觀
念之可能連繫，或許吾人並不如想像中那般的孤零與悲情吧!
關鍵詞：Virginia Woolf；Mrs. Dalloway；stream of consciousness；
Shakespearean motif；吳爾芙；《戴洛威夫人》；意識流；莎士比亞
主題
TB071

劉亮雅。 〈英美現代主義典律之再商榷〉
。 《中華民國第六屆英美文
學研討會論文集》。 台北市：書林出版有限公司，1997。 頁 557-79。
請參見 TB112。

TB072 莊麗華。 “Hidden Dialogue and Power Relationship in Virginia Woolf’s
Novel Mrs. Dalloway.” 《松高學報》1 (1998.6): 325-40。
本 文 旨 在 援 引 巴 克 定 (M. M. Bakhtin) 之 理 論 以 剖 析 吳 爾 芙
(Virginia Woolf) 之《戴洛威夫人》(Mrs. Dalloway)如何透過意識流
(stream of consciousness)的寫作模式，以操作意識型態對話、社會批判、
權力角力等議題。本文作者以為，吳爾芙藉著描寫意識活動，不但微現
生命內在，更是燭照社會體制，因此就在戴洛威夫人(Clarissa Dalloway)
與失智的大戰英雄史密斯(Septimus Smith)的意識瞬間流轉時，不同時空
的「他者」意識，摩肩接踵而至，擦撞出有關愛情、婚姻、宗教、國族、
政治等饒富爭議之課題。
關鍵詞：Virginia Woolf ; Mrs. Dalloway ; M. M. Bakhtin ;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 吳爾芙；《戴洛威夫人》；巴克定；意識流
TB073

Lau Kam-fung. “Female Identity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ture: Zhang Xinxin and Virginia Woolf.” Tamknag Review 9.1
(1998.9): 67-73。
本文旨在比較中國女作家張辛欣(Zhang Xinxin)之《在同一水平線
上》(On the Same Horizon) 與吳爾芙(Virginia Woolf)之《自己的房間》
(A Room of One’s Own)，以凸顯東西文化中女性自我認同之議題。雖然
當代對女性之不公與偏見已漸漸消蝕，但是女性通往自主認同之道路依
然荒漠漫長，因為鄙視女性之想法仍然根深蒂固於社會體制之中。本文
作者以為，現代中國女性主義文學(feminism)，尤以張辛欣之作品為例，
在在彰顯女性自我認同之路，因社會文化之種種路障，乃是一苦寒崎嶇
之旅程。毛澤東之共產主義雖然打著兩性平等之旗號，然而事實上是以
共產主義取代傳統之父權，女性之社會角色仍然被規範定位而為家庭、
邦國之臣服者、劣等族群。綜觀而言之，《在同一水平線上》與《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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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房間》皆具有女性主義特有之訴求──亦即性別(gender)乃是由文化
建構而成，因此是可以改造的。然而，誠如吳爾芙在《自已的房間》所
預見女性為自我獨立而孤軍奮戰之種種不利條件，張辛欣《在同一水平
線上》之女主人翁亦為了建構起一獨立自主之女性主體，而飽受艱辛煎
熬。
關鍵詞：Zhang Xinxin；On the Same Horizon ；Virginia Woolf；A Room
of One’s Own ; feminism；張辛欣；
《在同一水平線上》
；吳爾芙；
《自
已的房間》；女性主義
TB074

劉亮雅。 〈深沉與戲謔雙面：吳爾芙〉
。 《聯合文學》15.2 (1998.12):
22-4。
本文作者以為，吳爾芙(Virginia Woolf)與喬哀斯(James Joyce)、普
魯斯特(Marcel Proust)、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並列意識流小說之四大
健將，而吳爾芙獨到之處，在於擅長以富於意象、隱喻、音樂性、抒情
性的意識流技巧，去捕捉呈現飄忽幽邈之心緒起伏。尤甚者，吳爾芙生
逢新舊時代交替，思想、美學、與社會運動風起雲湧之際，在其作品中
深沉嚴肅與戲謔嘲諷並陳。本文旨在評介吳爾芙之《戴洛威夫人》
(Mrs.Dalloway)、《燈塔行》(To the Lighthouse)、《歐蘭朵》(Orlando)、
與《自己的房間》(A Room of One’s Own)，藉以彰顯吳爾芙作品除了深
沉微觀生命內在，並戲謔燭照社會體制，與顛覆反思語言書寫、身份認
同等文論議題。綜觀而言之，本文作者如此結論：吳爾芙深具女性意識，
但不說教，吳爾芙深沉與戲謔兼具，快意筆墨亦寓意深長，其作品跌宕
紛沓撼人視野，誠為二十世紀文壇中巾幗不讓鬚眉之女文豪。
關鍵字：Virginia Woolf；James Joyce；Marcel Proust；William Faulkner；
Mrs. Dalloway；To the Lighthouse；Orlando；A Room of One’s Own；
吳爾芙；喬哀斯；普魯斯特；福克納；
《戴樂威夫人》
；
《燈塔行》；
《歐蘭朵》；《自己的房間》

TB075

李秀娟。 〈航向帝國邊境：女性旅行與吳爾芙《出航》中的慾望版圖〉
。
《中外文學》 27.12(1999.5): 50-78。
本文旨在從「旅行」之種種面向，剖析吳爾芙(Virginia Woolf)之《出
航》(The Voyage Out，1915)。首先，《出航》乃是敘述帝國旅行，其創
作脈絡可與康拉德(Joseph Conrad)之《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
1902)、佛斯特(E. M. Forster)之《印度之旅》(A Passage to India, 1924)
相接軌。其二，《出航》乃是一不尋常之帝國旅行，原本由女主角芮裘
文瑞斯(Rachel Vinrace)的父親──即帝國商業大亨──威洛比文瑞斯
(Willoughby Vinrace)所主導的帝國商業旅行，後因芮裘舅姆安伯羅斯太
太(Helen Ambrose)之介入，而演變而成一趟複雜牽惹的女性成長慾望之

74

旅。其三，《出航》乃是一女性書寫旅行，透過虛構旅程之創作，女性
確立自我創作主體，延展自我想像空間，另闢慾望蹊徑，挑戰權威論述。
本文行文立論分三部分進行。第一部分「帝國主義/女性旅行」以安伯
羅斯太太為例，探討女性如何介入旅行、顛覆小說中原本以男性掛帥的
帝國商業旅行，開創女性慾望旅行之格局。第二部分「身體旅行/慾望
旅行」以芮裘之慾望探索蛻變為主軸，凸顯不同慾望勢力的角力消長與
版圖重整，異性戀婚姻機制與同性性慾(the homoerotic)或同性社交(the
homosocial)、自我與他者。第三部份「書寫旅行/迷路旅行」透過芮裘
之突然身故，為女性身體與慾望旅行，留下了「歧途迂迴」(to “detour”/
to “detoum”)、不可測之開放空間。正如芮裘透過音樂、閱讀、想像、
夢境，甚至死亡來逃離帝國父權體制下異性戀婚姻之箝制，開創她慾望
旅行更寬廣之可能性，吳爾芙透過創作主體的書寫旅行，強調出發、越
界的必要性、意義遷延與旅行開放的不確定性；迷航或迷失，往往提供
旅人重新檢視自我與外在環境定位之機會。
關鍵詞：Virginia Woolf；The Voyage Out；Joseph Conrad；Heart of
Darkness；E. M. Forster；A Passage to India；the homoerotic；the
homosocial；to “detour”/ to “detoum”；吳爾芙；
《出航》
；康拉德；
《黑
暗之心》
；佛斯特；
《印度之旅》
；同性性慾；同性社交；
「歧途迂迴」
TB076

劉亮雅。 〈深沉動人的夢想家吳爾芙〉
。
《吳爾芙：作家與作品系列 7》。
台北市：貓頭鷹出版社，2000。頁 5-8。
本文為雷門(John Lehmann)《吳爾芙與她的世界》(Virginia Woolf and
Her World)之中文譯本的推薦導讀。本文作者肯定《吳爾芙與她的世界》
乃一本綜觀吳爾芙作品與生平的評傳，除了探討吳爾芙之心理問題，也
追溯吳爾芙之創作生涯，可謂兼具面向廣度與批判之深度。此外，本文
亦評議吳爾芙的傳世之作，如《出航》(The Voyage Out)、
《戴樂威夫人》
(Mrs. Dalloway)、
《燈塔行》(To the Lighthouse)、
《海浪》(The Waves)、
《歐
蘭朵》(Orlando)、
《自己的房間》(A Room of One’s Own)等。本文作者以
為，吳爾芙生逢新舊世界交替之時，新與舊、女性與父權、異議與帝國
之對峙與衝突並成為她小說之關注。吳爾芙與喬哀斯(James Joyce)、普
魚斯特(Marcel Proust)、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並列意識流小說(novel
of stream of consciousness)之「四大金剛」
；本文作者以為， 吳 爾 芙 意
識流小說，雖然不見對父權的直接控訴，然而就在瑣踤的日常 生 活
與幽邃的內心世界的流轉中，躍然於紙上的乃是個人與體制、壓迫與被
壓迫的複雜議題，顯現的乃是吳爾芙夢想家深沉動人的視野。
關鍵詞：Virginia Woolf ; Virginia and Her World；The Voyage Out；Mrs.
Dalloway；To the Lighthouse；The Waves；Orlando；A Room of One’s
Own；James Joyce；Marcel Proust；William Faulkner；novel of stream

75

of consciousness；吳爾芙；《吳爾芙與她的世界》；《出航》；《戴洛
威夫人》
；
《燈塔行》
；
《海浪》
；
《歐蘭朵》
；
《自己的房間》
；喬哀斯；
普魚斯特；福克納；意識流小說
TB077

蔡祝青。 〈追尋自我觀點──評介《燈塔行》〉
。 《婦女與兩性研究通
訊》 56 (2000.9): 22-8。
本 文 作 者 以 為 ， 吳 爾 芙 (Virginia Woolf) 之 《 燈 塔 行 》 (To The
Lighthouse)以其特有之女性書寫策略，探討生命之奧秘與意義，人際關
係之牽惹，並呈現相當程度之女性自覺與反省。就故事情節而言，《燈
塔行》拾棄大格局式之小說結構，轉而著墨於以燈塔行為主題之某兩天
中，其間歲月荏苒，故事人物經歷婚姻、戰爭生離死別，一切人事更替
如夢似幻般輕描淡寫而過，但見劇中人，如莉莉(Lily Briscoe)，以回溯、
追憶、探索、反省等自我意識角力的方式整理個人經驗，終至醒悟諒解、
自我肯定之境界。
關鍵詞：Virginia Woolf；To The Lighthouse；吳爾芙；
《燈塔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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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renc, D. H. (1885-1930)勞倫斯
TB078

現代文學雜誌社。〈勞倫斯小傳〉。《現代文學》5(1960.11): 4-5。
本文旨在評介勞倫斯(D. H. Lawrence)的生平事略、行事作風、與創
創作理念，並兼涉他的代表性著作，如《兒子與情人》(Sons and Lovers)、
《查泰萊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
《戀愛中的女人》(Women
in Love)、
《彩虹》(The Rainbow)等。本文作者以為，勞倫斯乃是一位專
寫兩性議題的天才小說家。衛道人士指責他的小說近於誨淫，其中尤以
《查泰萊夫人的情人》最是惡名昭彰；然而，事實並不盡然，勞倫斯之
目的乃在於揭去世俗虛偽的繁文褥節，直指心性與真情；因此，他的作
品並非歌頌獸性主義，而是呼籲吾人返璞歸真，重拾伊甸的原始天真。
此外，勞倫斯亦兼擅遊記與旅行小說，《海洋與薩丁尼亞》(Sea and
Sardinia)即為其中一例。
關鍵詞：D. H. Lawrence；Sons and Lovers；Lady Chatterley’s Lover；Women
in Love；The Rainbow；Sea and Sardinia；勞倫斯；
《兒子與情人》；
《查泰萊夫人的情人》
；
《戀愛中的女人》
；
《彩虹》
；
《海洋與薩丁尼
亞》

TB079

Wang, Wen-hsing（王文興）. “An Analytical Approach to D.H. Lawrence’s
Sons and Lovers”（〈《兒輩與情人》一書分析〉
）. Tamkang Journal.
7(1968.11): 247-62。
《兒輩與情人》(Sons and Lovers，又譯《兒子與情人》)是英國近
代小說家勞倫斯（D.H. Lawrence）一本類似自傳體的小說。該書雖為
勞倫斯之早期作品，然其內容涵意之深，早已轟動歐美，至今已躋入歷
代文學名著之列。本文首先論及各種可堪研究本書之角度，次之論及書
中諸人物【摩瑞夫婦（Mr. & Mrs Morel），保羅(Paul)，威廉(William)，
亞瑟(Arthur)，密麗安(Miriam)，蔻拉勒(Clara)，道斯(Mr. Dawes)，及蔻
拉勒之母(Clara’s mother)等】之性格及相互間之關係。文中並從「愛」
與「恨」兩點研討人際關係的脈絡。此外，本文亦兼涉小說結構，文體，
及象徵。《兒子與情人》之象徵不勝枚舉，而尤以「花」及「黑夜」出
現次數最多，因此針對此二者單獨闢段闡釋之。此外，本文也論及《兒
子與情人》書中現實與超現實手法揉雜並陳之寫作策略。
* 本提要乃是依據王文興教授之中文摘要而作。
關鍵詞：D.H. Lawrence； Sons and Lovers；勞倫斯；
《兒子與情人》

TB080

吳詠九。〈離經叛道的勞倫斯〉。《青溪》2.10(1969.4): 8-17。
本文題為〈離經叛道的勞倫斯〉，旨在就勞倫(D. H. Lawrence)的文
學成就與道德人格兩方面，來檢視勞倫斯式的叛經離道。本文作者以《查
泰萊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為例，指出勞倫斯作品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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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性愛之抒寫泰半為理論的傾吐，甚少動作上的渲染，因此與其說他是
性愛的繪描者，不如說他是性愛的頌揚者。本文作者以為，勞倫斯希望
人們能從思想上對性愛覺醒，希望人們能以新鮮解放的內心來了解性
愛，使得麻痺蒙塵的性愛能得以恢復其應有的光采鮮艷。因是之故，勞
倫斯在其作品中所要處理的乃是「香艷絕倫」的美感經驗。然而，本文
作者引述羅素(Bertrand Russell)在其《人物回憶集》(Portrait from Memory
and Other Essays,1958)中對勞倫斯之評述，以為勞倫斯一生窮困潦倒懷
才不遇，自難免因憤世嫉俗而形成思想上、心理上的離經叛道。本文作
者以為，勞倫斯未受過完滿的人格陶育，因此精神缺陷頗多。綜觀之，
本文作者一方面肯定勞倫斯在美學藝術上之文采與成就，然而另一方面
則質疑他的思想言論──雖然勞倫斯聲稱為了反抗二十世紀機械文明
禁錮了人類的性靈，因此不問毀譽致力創作歌頌性愛至上的文學，然而
就倫理道德與社會制度而言，放縱性愛的結果是傷風敗俗，假「反璞歸
真」之名而行性靈沉淪之實。
關鍵詞：D. H. Lawrence；Lady Chatterley’s Lover；Bertrand Russell；
Portrait from Memory and Other Essays；勞倫斯；
《查泰萊夫人的情
人》；羅素；《人物回憶集》
TB081

林衡哲(編譯)。
〈英國小說大師──勞倫斯〉
。
《傳記文學精選集》
。台北：
志文出版社，1974。頁 149-85。
本文旨在評述簡介勞倫斯(D. H. Lawrence)的生平與創作理念，並兼
涉他的代表性作品，如《兒子與情人》(Sons and Lovers)、
《查泰萊夫人
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
《戀愛中的女人》(Women in Love)、
《彩
虹》(The Rainbow)等。本文作者以為，勞倫斯最顯著的兩項特質，一是
企圖超脫文明而重返自然人與身體的溝通，而感官與女性便成為達到此
種理想境界的最佳媒介；一是強烈的階級鬥爭意識，然而不是馬克斯式
的、經濟式的，而是勞倫斯式的、心理的。本文作者因此結語：在一個
人類浸沉於文字、概念與系統的時代裡，勞倫斯卻鼓吹本能與肉體的尊
寵，此乃一無解的衝突，徒勞的救方。勞倫斯無法屈從律法，又好反抗
習俗來解放自己，其作品如《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以及他自己的放逐
義大利、澳洲、墨西歌正是此種心理之表徵。
關鍵詞：D. H. Lawrence；Sons and Lovers；Lady Chatterley’s Lover；Women
in Love；勞倫斯；《兒子與情人》；《查泰萊夫人的情人》；《戀愛中
的女人》

TB082

蔡義忠。
〈勞倫斯的《查泰萊夫人》〉
。
《世界近三百年來文學名著評介》。
台北：華視出版社，1983。頁 163-75。
本文除了簡介勞倫斯(D. H. Lawrence)之生平事略外，並評析勞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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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兩本小說《查泰萊夫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又譯《查泰萊夫人
的情人》)與《兒子們與愛人們》(Sons and Lovers，又譯《兒子與情人》)。
本文作者以為，勞倫斯是專寫兩性問題之天才作家,其大部分作品均是描
寫男女之間「性」與「靈」之衝突。其作品經過數十年之誤解與時間的
洗禮，已然得到應有的正視與尊重。然而，本文作者在言詞之間，仍然
難掩他對勞倫斯書中露骨性愛描寫的不安。
關鍵詞：D. H. Lawrence；Lady Chatterley’s Lover；Sons and Lovers；勞
倫斯；《查泰萊夫人的情人》；《兒子與情人》
TB083 陳蒼多。〈以《查泰萊夫人的情人》為例說西洋性文學作品〉。《文訊月
刊》5(1983.11): 87-93。
本文以勞倫斯(D. H. Lawrence)之《查泰萊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為例，探討藝術與色情之糾葛議題。本文作者引用卡
普南(Abraham Kaplan)在〈猥褻之為一種美學範疇〉（“Obscenity as an
Esthetic Category”）之說，將猥褻分為「平常的猥褻」(conventional
obscenity)、「酒神的猥褻」(Dinoysian obscenity)、「乖張的猥褻」(the
obscenity of the perverse)、以及「暴力的春宮」(pornography of violence)，
進而將勞倫斯的《查泰萊夫人的情人》編於第一類「平常的猥褻」。本
文作者以為，「性」與「工業主義」向為勞倫斯之兩大主題，而勞倫斯
更是以原始主義的性來對抗二十世紀之工業文明；勞倫斯的《查泰萊夫
人的情人》是藝術、是美學，它的道德內容即在於以「性」肯定生命，
觀照生命。《查泰萊夫人的情人》有別於其他色情作品，即在於勞倫斯
在論性時，總帶著自然不做作，但又充滿神秘主義的玄學色彩。
關鍵詞：D. H. Lawrence；Lady Chatterley’s Lover；Abraham Kaplan；
“Obscenity as an Esthetic Category” ； conventional obscenity ；
Dionysian obscenity；the obscenity of the perverse；pornography of
violence；勞倫斯；
《查泰萊夫人的情人》
；卡普南；
〈猥褻之為一種
美學範疇〉
；
「平常的猥褻」
；
「酒神的猥褻」
；
「乖張的猥褻」
；
「暴力
的春宮」
TB084 彭淮棟。〈勞倫斯小說《農恩生》舊作新出〉。《聯合文學》1.6(1985.4):
155-7。
本文首先概略勞倫斯(D. H. Lawrence)之舊作《農恩先生》(Mr. Noon)
如何幾經流落湮沒，後來出現於蘇士比拍賣會，經過學者魏塞(Lindeth
Vasey)之精編詳註，於一九八四年出版發行，遂成歐美文壇之一大盛事。
本文作者進而推斷《農恩先生》之所以淪為殘篇遲遲未能竟稿，實與勞
倫斯之私生活有關，蓋《農恩先生》雖名為小說創作，實為欲蓋彌彰之
自傳，書中所寫，索諸實際，斯人猶在，斯事猶新。因此只好封筆壓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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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勞倫斯一生顛沛流離，其創作往往反映他與世界、與自我之爭執
與衝突。或者《農恩先生》便是此種抗爭下之殘念吧！
關鍵詞：D. H. Lawrence；Mr. Noon；勞倫斯；《農恩先生》
TB085 Chi, Ch’iu-Lang(紀秋郎)。 “D. H. Lawrence’s Self-Exile and the Dilemma
of the White Men.”《淡江學報》33(1994.3): 183-207。
旅行對勞倫斯(D. H. Lawrence)而言，意義非凡。他自一九一二年(另
一說則為一九一九年)離開英國後，一生漂泊在外，過著自我放逐
(self-exile) 的日子，足跡遍及義大利、德國、奧地利、鍚蘭、澳洲與美
洲(美國新墨西哥州與墨西哥)等地。本文作者以為，勞倫斯之自我放逐，
與其說是逃避，不如說是一種追尋。終其生，勞倫斯企圖在原始文化中
覓尋一靈肉合一的健全生活模式，它全然未受西方文明中舉凡基督教禁
慾苦修論、僵斃唯心主義、齷齪工業機制等等之毒害。本文旨在探討勞
倫斯之諸多遊記，其中尤側重勞倫斯的義大利與薩丁尼亞之行，美國西
南與墨西哥之行。本文作者以為，勞倫斯最後在美國印地安人(the
American Indians)與義大利的伊特魯利亞人(the Etruscans)之萬物有靈論
(the animistic vision)觀照上，找到了依歸。這些古文明皆信仰一種太一
有道的宇宙本我。因此，勞倫斯呼籲，吾人當背棄現代西方文明那種好
用私智的輕薄短淺世界，轉而回歸上述古文明所表徵的抱樸見素、天門
開闔之境界。然而，好些批評家如崔西(Billy Tracy, Jr.)者皆以為，勞倫
斯之追求，勢必徒然，因為其內在滋長之憤世嫉俗的不滿心，終將使他
無法安身立命於任何一塊新履之土地；勞倫斯之踏訪義大利、薩丁尼亞
與美國總是稍慢一、二步，因為歐洲文明早已搶先一步，為那些原始族
群加持物質與機械文明之洗禮。
關鍵詞：D. H. Lawrence；self-exile；the animistic vision；勞倫斯；自我
放逐；萬物有靈論
TB086

陳憶。〈勞倫斯的現代屬性──空間、時間與藝術〉。《世界新聞傳播學
院人文學報》6(1997.1): 145-72。
本文旨在剖析勞倫斯(D. H. Lawrence)作品中之時間(time)、空間
(space)與語言藝術(the art of language)，進而彰顯勞斯身為現代主義大家
之特質。本文作者以為，就空間而言，勞倫斯挑戰傳統寫實主義者流於
表象描摹之世界觀，轉而專注於人物內在本質──如非理性本能與潛意
識等。因是之故，勞倫斯作品中之時間觀，不再是循序漸進的線性時間
順序，取而代之的，乃是以事件意義為主導的跳躍式的時間觀，以反映
人物遷流不居，瞬息萬變之內心意識。就語言藝術而言，勞倫斯之文字
雖不若喬哀斯(James Joyce)般極端意識流之走向，然而卻具有高度自我
主 觀 意 識 ， 俾 以 突 破 舊 有 寫 實 主 義 (realism) 之 窠 臼 ， 為 現 代 主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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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ism)主體意識另立新說。
關鍵詞：D. H. Lawrence；time；space；the art of language；realism；
modernism；勞倫斯；時間；空間；語言藝術；寫實主義；現代主
義
TB087 陳憶。
〈勞倫斯與性別〉
。
《世界新聞傳播學院人文學報》7(1997.7): 339-64。
本文作者以為，勞倫斯(D. H. Lawrence)與性別(gender)一直是女性
主義批評(feminist criticism)褒貶不一之爭議話題。本文旨在探討不同時
期之女性主義在批評探討勞倫斯作品中之性別議題時其基調之異同，進
而闡明勞倫斯之小說，由於其敘述手法之綿細糾纏，角色刻劃之深沉曖
昧，以及當時社會環境之動盪多變，以致於勞倫斯小說中之性別議題橫
看成嶺側成峰，絕非非黑即白之二分法所可詮釋的。
關鍵詞：D. H. Lawrence；gender；feminist criticism；勞倫斯；性別；女
性主義批評
TB088 賀淑瑋。〈情色清教徒：勞倫斯與《查泰萊夫人的情人》〉。《電影欣賞》
92(1998.3): 40-4。
本文旨在比較勞倫斯(D. H Lawrence)之小說《查泰萊夫人的情人》
(Lady Chatterley’s Lover)與潔金(Just Jaeckin)所執導的電影版《查泰萊夫
人的情人》之間之不同。本文作者以為，改編文學作品原非易事，更何
況是勞倫斯之作品，因為勞倫斯雖然大膽寫性，但是卻也投注相當心力
去建構他的性哲學。勞倫斯坦然寫性、強調人與周遭世界之和諧關係，
乃是人類通往永恆之不二法門；而人類關係中最偉大、美麗的，便是變
幻如彩虹般瑰麗莫測的男女性關係。然而電影版的《查泰萊夫人的情人》
手法，則是七折八扣，添油加醋，減去思想，增加煽情，因此勞倫斯的
情色主張，轉換成電影，便只淪為野俗香艷的色情了。
關鍵詞：D. H. Lawrence；Lady Chatterley’s Lover；Just Jaeckin；勞
倫斯；《查泰萊夫人的情人》；潔金
TB089 陳 音 頤 。 “Class, Language and Sexuality in D. H. Lawrence’s Lady
Chatterley’s Lover. 〈階級，性，與語言—勞倫斯的《查特萊夫人的情人》〉
。
《世新大學學報》8(1998.10): 213-30。
本文旨在探討語言(language)、階級(class)、與性慾(sexuality)在勞
倫斯(D. H. Lawrence) 的《查泰萊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
書中所呈現出來的緊張對位關係。本文作者以為，勞倫斯在《查泰萊夫
人的情人》中利用語言的張力，將他的性學理論、情慾主張與階級意識，
發揮得淋漓盡致，舉凡性愛場面的細膩文字描寫以及下階層有關性器官
的猥褻方言的稱呼，揉雜紛陳處處可見。如此的語言操控，除了賦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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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低下猥褻的語言文字、情慾性愛新的意義外，並傳達了階級間的相異
性與相斥性。
關鍵詞：D. H. Lawrence；Lady Chatterley’s Lover；sexulity；class；
language；勞倫斯；
《查泰萊夫人的情人》；性；階級；語言
TB090 伍厚愷。《情色勞倫斯：尋找彩虹的人》。台北：牧村圖書，1999。
本書配合勞倫斯(D. H. Lawrence)的傳紀介紹深入閱讀並解釋勞氏
的多本小說。書中除了包含勞倫斯的生平介紹外，並從肉體生命(或死亡)
的觀點出發，論釋勞倫斯曾被列為禁書之多部作品。
關鍵詞：D. H. Lawrence；勞倫斯
TB091 D’Amourcosmos, George(徐盛華)。 “The Female Love Declaration –
Spiritual Orgasm: A Study of D. H. Lawrence’s Lady Chatterley’s Lover.”
《華岡外語學報》6(1999.3): 199-316。
誠如本文標題所揭櫫，本文旨在以勞倫斯(D. H. Lawrence)之《查泰
萊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為例，彰顯女性自我之覺醒以及
愛情之宣言，乃在於心靈高潮(spiritual orgasm)而非肉體高潮(physical
orgasm)。本文作者分別以感官歷程(the physical journey)、社會歷程(the
social journey)，以及心靈歷程(the spiritual journey)等層面來剖析康妮
(Connie)自我覺醒過程所歷經之一系列衝突與煎熬。本文作者以為《查
泰萊夫人的情人》宛如一面察微鑑戒之明鏡，描述呈現康妮如何在生理
肉體滿足之同時，更進一步渴望心靈之平和、精神之幸褔，以及人生希
望快樂新生命之追求。
關鍵詞：D. H. Lawrence；Lady Chatterley’s Lover；spiritual orgasm；physical
orgasm；勞倫斯；《查泰萊夫人的情人》；心靈高潮；肉體高潮
TB092 陳音頤。“Naturalization and Conflicting Generic Convertions in D. H.
Lawrence’s Lady Chatterley’s Lover.” 《東海學報》40.1(1999.7): 65-105。
本文作者以為，勞倫斯(D. H. Lawrence)之《查泰萊夫人的情人》
(Lady Chatterley’s Lover)自出版以來，即因其文風曖昧，引發了論者在寫
實 主 義 (realism) 與 寓 言 象 徵 主 義 (allegory/symbolism) 間 之 文 類 歸 屬
(generic allegiance) 論 爭 。 本 文 旨 在 援 用 閱 讀 過 程 中 之 歸 化 觀 念
(naturalization)，藉以彰顯《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中相悖的文學傳統，如
寫實主義與寓言，如何交叉運作，繼而產生多層次之歸化現象。本文作
者以為，戲擬(parody)之策略，即在於顛覆原有之文學傳統與慣例，進
而衍生另一新層次之歸化，俾以反思扣問寫作過程與文字本身是否/能否
再現真實之議題。
* 本文亦以”Vraisemblance in the Reading Process of D. H. Law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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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dy Chatterley’s Lover”發表於《世新大學學報》9(1999.10): 111-43。
關 鍵 詞 ： D. H. Lawrence ； Lady Chatterley’s Lover ； realism ；
allegory/symbolism；generic allegiance；naturalization；勞倫斯；
《查
泰萊夫人的情人》；寫實主義；寓言象徵主義；文類歸屬；歸化觀
念
TB093 林 碧 嬌 。 “Human Inner World, the Unconscious, Dreams and
Wish-fulfillment as Revealed in D. H. Lawrence’s The Fox.” 《台南女子技
術學院學報》18(1999.8): 49-66。
本文除了簡介勞倫斯(D. H. Lawrence)《狐》(The Fox)一書之故事情
節外，並援引佛洛伊德(Sigmund Freud)之理論，以闡釋《狐》一書中有
關人類內心世界(human inner world)、潛意識(the unconscious)、夢與願望
實現(dream/ wish-fulfillment)等等議題。在《狐》故事中，一隻美麗的狐
狸闖進農場，獵食家禽，而一名亨利(Henry)的男子，闖入農場主人班弗
(Banford)與瑪琪(March)之心扉，擾亂了她們的生活，弄縐了一池春水。
本文即是根據佛洛伊德的理論探討《狐》中狐狸、亨利、班弗和瑪琪的
互動，並剖析瑪琪的夢，進而彰顯人類內心之衝突、潛意識如何潛沉左
右個人之行為、夢境與願望實現間的牽惹與糾葛。
關鍵詞：D. H. Lawrence；The Fox；Sigmund Freud；human inner world；
the unconscious；dream/ wish fulfillment；勞倫斯；
《狐》
；佛洛伊德；
人類內心世界；潛意識；夢與願望實現
TB094

陳音頤。〈原始主義，帝國，個人主義—D. H. 勞倫斯描述美國西南
部印地安人的遊記〉。《中外文學》29.3(2000.8): 158-82。
本文旨在探討勞倫斯(D. H. Lawrence)之美國西南遊記所凸顯的歐
洲中心主義之原始主義情結(primitivism)以及英國本位主義之帝國主義
情結，而此兩種心態，皆與殖民主義（colonialism）論述有著密不可分
之關係。本文作者以為，殖民文學之典型基調乃強調土族之粗野與落
後，進而假啟蒙教化之名而行征服掠奪之實；而原始主義則將土族的特
質理想化，將其建構而為一個擬塑之他者( a hypothetically constructed
Other)，藉以對照、補強自我文化之缺失。此兩者實為同一殖民論述中
貌似相反之兩大主流，同樣確認殖民擴張，挪用他者來改造自我，把他
者擬塑成西方文化中自我之對話者。此外，勞倫斯之美國西南遊記，亦
隱約可見對美國白人優越感之批判。本文作者以為，勞倫斯以明顯的英
國旅人之主體意識，來看待美國此一叛離前殖民地之市儈與霸氣。因
此，勞倫斯對印地安人之讚美和對美國白人的批評，或許不能單純視為
勞斯挑戰殖民論述、反對新世界殖民主義而已。或許，遊記與虛擬的小
說一樣具有建構之特質，在遊記號稱真實之符號下，仍然存在著作者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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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投射議論之策略。因此，在有關任何異國文化之闡釋時，如何避免重
新建構與文本化，實為一大難題，因為所有人事物之再現，因為是「再
現」，就必須先植基於再現者之語言、文化、社會等氛圍。
關鍵詞：D. H. Lawrence；primitivism；colonialism；a hypothetically
constructed Other； 勞倫斯；原始主義；殖民主義；建構擬塑之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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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ir, Edwin (1887-1959) 繆爾
TB095

余光中。〈繆爾──誰是誰的債主?〉。《英美現代詩選》。台北：水牛，
1992。頁 45-50。
本文評述繆爾(Edwin Muir)之生平與詩風，並譯介繆爾之兩首作品
分別為〈禽獸〉(‘The Animals’)與〈負債人〉(‘The Debtor’)。本文作者
以為，繆爾之詩風，不同於三十年代如奧登(W. H. Auden)、史班德(Sir
Stephen Spender, 1909-1995)者之寫實風格，有異於四十年代的新浪漫主
義，作品以神話原型與象徵為訴求，全篇因此充滿著宗教式的神秘感與
莊嚴感；繆爾之文名雖不及葉慈與艾略特，然亦有文論家視其為二十世
紀英詩之代表性人物之一。
* 本文本於一九九二年十一月二版一刷之《英美現代詩選》。
關鍵詞：Edwin Muir；‘The Animals’；‘The Debtor’；繆爾；
〈禽獸〉
；
〈負
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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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sfield, Katherine (1888-1923) 曼斯斐兒
TB096

魏子雲。 〈《一杯茶》〉
。 《小說之演讀》
。高雄：大業，1964。 頁 3-10。
本文除了簡介曼斯斐兒(Katherine Mansfield)的生平與其短篇故事
〈一杯茶〉(“A Cup of Tea”)外，旨在闡明曼斯斐兒之寫作風格。曼斯斐
兒之作品中，雖然充滿濃厚的諷刺意味，但是她的諷刺乃是發自真情，
絕非故意弄態；而她的態度，既不是聲色俱厲，也不是嬉笑怒罵，更不
是指桑罵槐，而是以近乎漫畫家的手法，疏淡的勾勒出人生百態。亦有
論者以「女性主義代言人」來看待曼斯斐兒，然而曼斯斐兒作品的特色，
即在於曼斯斐兒雖然認清女性不僅在生理和心理兩方面淪為男性之附
庸，智識上也常受到男性的揶揄與捉弄，但是曼斯斐兒並不因此自憐自
艾，也不因此自卑自大、哮咆宣戰，只是恬淡地呈現一切，讓讀者自己
去揣模、領會箇中辛酸苦辣。
關鍵詞：Katherine Mansfeild；“A Cup of Tea”；irony；曼斯斐兒；
〈一杯
茶〉；諷刺

TB097

顏元叔。〈曼珠菲爾如何使用敘事觀點〉。《淡江學報》6 (1967.11) :
165-213。
本文旨在援引新批評理論(New Criticism)，藉以探討二十世紀初英
國作家曼珠菲爾(Katherine Mansfield,又譯曼斯斐兒)，如何在其短篇小
說中使用敘事觀點之寫作手法。曼斯斐兒擅用敘事觀點的技巧造就了成
功的短篇小說，如〈序曲〉(Prelude)、
〈海濱一日〉(At the Bay)、
〈故上
校的女兒們〉(The Daughters of the Late Colonel)、〈園遊會〉(The
Garden-Party)。本文要旨如下：一、肯定敘事觀點在小說技巧中的中心
位置；二、透過敘事觀點的考察，了解曼斯斐兒的創作過程及方法；三、
從技巧上客觀的肯定她的小說優劣；四、肯定精讀式之文本閱讀。誠如
本文作者所言，本文旨在彰顯文學批評的主要任務之一，即是從技巧上
發掘與評估作品的優劣。
關鍵詞：Katherine Mansfield；Point of View；“Prelude”；“At the Bay”；
“TheDaughters of the Late Colonel”； “The Garden-Party”；曼珠菲
爾(又譯曼斯斐兒)；敘事觀點；〈序曲〉；〈海濱一日〉；〈故上校的
女兒們〉；〈園遊會〉

TB098

張永傳。
〈凱莎琳‧曼斯菲爾的《故上校的女兒們》──主題與架構〉。
《教學與研究》6 (1984.5): 271-8。
本文旨在簡介曼斯菲爾(Katherine Mansfield, 又譯曼斯斐兒)〈故上
校的女兒們〉(“The Daughters of the Late Colonel”)之故事大要，並概述
其主題與架構。本文作者以為，曼斯菲爾透過主題、時間、意象、意識
流手法之運用，使得原本可能是平凡無趣之瑣碎枝節，蛻變而成一肌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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勻稱、風貌別樹一幟之故事，娓娓道盡上校的女兒們在上校往生後所經
歷的種種寂寞、無助、恐懼、懷疑、優柔寡斷的困境，因為上校本是愛
戀與恐懼之來源。
關鍵詞：Katherine Mansfield；“The Daughters of the Late Colonel”；曼斯
斐兒；〈故上校的女兒們〉
TB099

劉耀中。〈曼斯婓爾德與徐志摩〉。《聯合文學》2.4 (1986.2): 199-201。
本文旨在評介曼斯斐爾德(Katherine Mansfield，又譯曼斯斐兒)短暫
卻不凡的一生與創作，以及曼斯斐兒對神秘主義的嚮往，並兼涉她與徐
志摩的友誼。本文作者以為曼斯婓兒和徐志摩同是英年早逝的東西方文
人，兩人短暫的相識卻對徐志摩、以及對民初中國文壇有著相當的影
響。如徐志摩受到曼斯斐兒之影響，故偏好浪漫主義與印度文化，而他
創設的「新月社」，以及他融合濟慈(John Keats)的浪漫主義與印度的神
秘哲學思想，拓展中國新詩的領域與用字技巧等，皆可以為佐證。
關鍵詞：Katherine Mansfield；曼斯斐兒；徐志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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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ot, T. S. (1888-1965) 艾略特
1. 詩
TB100

程大城。〈論艾略特的《四個四重奏》〉
。《文學批評集》(1961.2): 103-5。
本文旨在探討艾略特(T. S. Eliot)《四個四重奏》(Four Quartets,又譯
《四首四重奏》)的兩個主題：一是「時間」
，一是「詩人探索自已的藝
術良心和他自已的生活」，藉此反駁那些認為艾略特的作品乃是逃避現
實之說。
關鍵詞：T.S. Eliot；Four Quartets； 艾略特；
《四個四重奏》(又譯《四
首四重奏》)

TB101 吳菲菲。 “From the Everlasting No to the Everlasting Yea: A Study of T.S.
Eliot’s Poems.” Fu-Jen Studies. 9 (1976): 29-44。
本文作者以為，從《普魯夫洛克之戀歌與其他觀察》(Prufrock and
Other Observations)到《四首四重奏》(Four Quartets)，精神與肉體的衝
突 一 直 是 艾 略 特 (T. S. Eliot) 所 關 心 的 主 題 。 誠 如 卡 賴 爾 (Thomas
Carlyle，1795-1881)《裁縫的新衣：圖非斯德婁克先生的生平與主張》
(Sartor Resartus: The Life and Opinions of Herr Teufelsdrőckh)中主角之心
路歷程一般，歷經不同的蛻變階段，如「永恆的否定」(“Everlasting No”)，
終至精神奮發，倡言「看穿事物的色相，直指事物自性」(“look through
the shows of things to the things themselves”)，高呼「永恆的肯定」
(“Everlasting Yea”)。本文作者以為，艾略特的詩作亦呈現了類似之宗教
歷程與磨練，身在滾滾紅塵中之朝聖者歷經一連串之掙扎，企盼能求得
精神的重生。
關鍵詞：T.S. Eliot ; Prufrock and Other Observations ; Four Quartets ;
Sartor Resartus:The Life and Opinions of Herr Teufelsdrőckh ;Thomas
Caryle；“Everlasting No”；“Everlasting Yea”；艾略特；《普魯夫洛
克之戀歌與其他觀察》
；
《四首四重奏》
；
《裁縫的新衣：圖非斯德婁
克先生的生平與主張》;卡萊爾；永恒的否定；永恒的肯定
TB102

蔡源煌。〈《荒原》──一種詮釋的試探〉。《中外文學》12.1 (1983.6):
10-22。
本文作者以為，歐立德(T. S. Eliot, 又譯艾略特)之《荒原》(The Waste
Land)在出版前，即遭龐德(Ezra Pound)大事刪訂。龐德之詮釋，純為新
批評(New Criticism)時代必然之結論，亦即刪節版本的《荒原》乃是一
首「完整而關閉的詩，詩的結構也有一項主宰的『意義』貫穿」。本文
作者則持不同之意見，以為《荒原》的成功在於它不連貫，而詩中片段
式的斷簡殘篇以及離散破碎的聲音正是艾略特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歐
洲文明式微潰敗的描摹。至於此種災難困境可超越、社會文明秩序與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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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本體自主可否尋獲，本文作者以為，答案是否定的。本文作者援引
吉哈德(René Girard)在《暴力與神聖》(Violence and the Sacred)一書之看
法，強調《荒原》所呈現的衰竭的西方文明與種種暴力都需要替罪的犧
牲來贖解，然而遍尋全詩卻找不到一個恰當而稱職的犧牲來完成淨化作
用(catharsis)。換言之，
《荒原》中的現代文明，由於缺乏恰當的替罪犧
牲媒介，因此它的祭祀危機是懸而不決的。艾略特雖竭力去尋找「有」
與「確定性」，但是《荒原》世界中卻只有「虛空」；《荒原》中對所有
「存有」的設定都是權宜性的，詩中之說話者雖然對「存有」傳統寄予
無限之期待，但是得到的經驗卻是「空無」
。本文作者因此結語道：
《荒
原》乃是艾略特時代歐洲社會與文明具體而微的現象描述(phenomenal
description)，其意義不在於它是否為文明崩潰提供超越之道，而是它本
身在「結構」和「內容」上所綻露的僵局與支離不連續感，在在表徵它
所欲呈現的外在文明。
關鍵詞：T.S. Eliot ; The Waste Land ; Ezra Pound；New Criticism；René
Girard；Violence and the Sacred；艾略特；
《荒原》
；龐德；新批評；
吉哈德；《暴力與神聖》
TB103

向明。〈艾略特和他的《荒原》〉。《藍星詩刊》2 (1985.1):120-2。
本文旨在評介艾略特(T. S. Eliot)創作《荒原》(The Waste Land)一詩
的歷程。本文作者並列舉歷年有關《荒原》之中文譯文。
關鍵詞：T.S. Eliot ; The Waste Land ; 艾略特；《荒原》

TB104

宋穎豪。〈關於《荒原》〉。《藍星詩刊》2 (1985.1): 123-6。
本文分為三部分：一、簡介艾略特(T. S. Eliot)生平和寫作風格；二、
介紹《荒原》(The Waste Land)的內容；三、說明作者翻譯《荒原》的歷
程與譯詩的理念。
關鍵詞：T.S. Eliot ; The Waste Land ; 艾略特；《荒原》

TB105

吳魯芹。
〈韓譯艾略特《四部組詩》序〉
。
《聯合文學》2.4 (1986.2): 194-8。
本文為吳魯芹替韓迪厚先生所譯之《四部組詩》(Four Quartets,又
譯《四首四重奏》)所作的序文。文中提及《四首四重奏》的創作經過
以及結集成書的過程。除了談論艾略特詩作的豐富以及用典繁複的風格
外，作者也概述了《四首四重奏》出版時在評論界所引起之迴響。作者
並稱讚韓迪厚在翻譯詩篇時所展現之豐厚學養。
關鍵字：T.S. Eliot ; Four Quartets ; 艾略特；《四部組詩》(又譯《四首
四重奏》)

TB106

張簡麗淑。〈艾略特詩中的「客觀投影」〉。《黃埔學報》23 (19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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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49。
本文作者以為，艾略特(T. S. Eliot)所提出的「客觀投影」(“objective
correlative,” 余光中先生則譯為「客體駢喻法」)，為藝術提供了最佳之
情感表達方式，同時亦是詮釋艾略特本身作品之不二詩眼與法門。本文
以此分析艾略特之四首詩作，
〈普洛弗拉的情歌〉 (‘The Love Song of J.
Alfred Prufrock’, 又 譯 〈 普 魯 夫 洛 克 之 戀 歌 〉 ) 、《 空 洞 之 人 》 (The
HollowMan)、
〈風夜狂想曲〉(‘The Rhapsody on A Windy Night’)以及《荒
原》(The Waste Land)之第一詩篇〈葬儀〉(‘The Burial of the Dead’)。本
文作者以為，以上詩作皆是透過外在事物之描述，反襯角色之恐懼與情
感。
關鍵詞：T. S. Eliot；“objective correlative”；‘The Love Song of J. Alfred
Prufrock’；The Hollow Man；‘The Rhapsody on A Windy Night’；The
Waste Land；‘The Burial of the Dead’；艾略特；
「客觀投影」(又譯
「客體駢喻法」)；
〈普洛弗拉的情歌〉(又譯〈普魯夫洛克之戀歌〉)；
《空洞之人》；〈風夜狂想曲〉；《荒原》；〈葬儀〉
TB107

蔡秀枝。
〈追尋永久智慧：論艾略特詩「焚毀的諾頓園」〉
。
《中興大學法
商學報》26 (1992.6): 705-33。
本文作者以為，「焚毀的諾頓園」(‘Burnt Norton’ 又譯〈焚毀的諾
頓〉)，雖是艾略特(T. S. Eliot)《四首四重奏》(Four Quartets)中之第一
首詩，但是舉凡艾略特個人哲學之思辯，例如人類存在之目的，超凡入
定之可能等等，皆可見於此詩。本文旨在彰顯〈焚毀的諾頓〉如何汲汲
扣問存在之意義，反覆辯証在時間與死亡之壓迫下，人類超脫
(transcendence)之可能性。本文作者透過〈焚毀的諾頓〉第一詩篇中花
園場景中神秘靈視的經驗，以及第二詩篇中時間之外「寂靜之點」(the
still point)之描述，闡釋唯有無欲無求，人類方能超越時空之限制，一
窺「澄澈之心」(crystallization of mind)之本我面目。
關鍵詞：T. S. Eliot；‘Burnt Norton’；Four Quartets；transcendence；the
still point；crystallization of mind；艾略特；
「焚毀的諾頓園」(又譯
〈焚毀的諾頓〉)；
《四首四重奏》
；超脫；
「寂靜之點」
；
「澄澈之心」

TB108

余光中。
〈艾略特──夢遊荒原的華冑〉
。
《英美現代詩選》
。台北：水牛，
1992。頁 51-77。
本文述艾略特(T. S. Eliot)之生平與詩風，並譯介艾略特之四首作
品：
〈一女士之畫像〉(‘Portrait of a Lady’)、
〈波士頓晚郵〉(‘The Boston
Evening Transcript’)、〈三智士朝聖行〉(‘Journey of the Magi’)、與〈小
亞波羅先生〉(‘Mr. Apollinax’)。本文作者以為，艾略特誠為二十世紀詩
壇祭酒，舉凡〈普魯夫洛克的戀歌〉(‘The Love Song of J. Alfred

90

Prufrock’)、《荒原》(The Waste Land)、
《四首四重奏》(Four Quartets)等
皆是膾炙人口之作品；此外，艾略特亦是現代最成功之詩劇(verse
drama/poetic drama)作家，舉凡《教堂大謀殺》(Murder in the Cathedral)
與《雞尾酒會》(The Cocktail Party)皆曾轟動叫座一時；然而成就艾略
特之學術地位與權威者，則是他的文學批評。本文作者除了評介艾略特
家喻戶曉之代表性論文〈傳統與個人才具〉(“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外，並介紹艾略特之兩個重要觀念，一是「感性的統一」(the
association of sensibility)，一是「客體駢喻法」(objective correlative)。艾
略特以為，在鄧約翰(John Donne)以及十七世紀初期作家之作品中，
「知
性」(intellect)與「情感」(feeling)是統一協調的。然而十七世紀末文壇
出現了一奇特現象，即「感性的分裂」(a dissociation of sensibility)導致
於日後十八世紀囿於理性、十九世紀恣縱情感之偏差局面。因此艾略特
極力鼓吹理與情之統一。至於「客體駢喻法」
，簡言之，即是外在的事
物或物象與內在的情緒平行疊、現連綿發展，以致於主客跳越移位，或
不同時空事物共時歷時呈現之手法。綜觀而言之，本文作者推崇艾略特
之成就與貢獻，然而對於艾略特之主知主義(intellectualism)、詩觀與詩
風，則持保留態度。
* 本於本於一九九二年十一月二版一刷之《英美現代詩選》。
關鍵詞：T. S. Eliot；‘Portrait of a Lady’；‘The Boston Evening Transcript’；
‘Journey of the Magi’；‘Mr. Apollinax’；‘The Love Song of J. Alfred
Prufrock’ ；The Waste Land ； Four Quartets ； verse drama/poetic
drama；Murder in the Cathedral；The Cocktail Party；the association
of sensibility；objective correlative；艾略特；
〈一女士之畫像〉
；
〈波
士頓晚報〉
；
〈三智士朝聖行〉
；
〈小亞波羅先生〉
；
〈普魯夫洛克的戀
歌〉
；
《荒原》
；
《四首四重奏》
；詩劇；
《教堂大謀殺》
；
《雞尾酒會》；
「感性的統一」；「客體駢喻法」
TB109

簡政珍。〈詩學斷想專欄：詩和典故──以《荒原》為例〉
。《創世紀詩
刊》94 (1993.7): 85-6。
本文作者以為一般讀者在閱讀艾略特(T. S. Eliot)《荒原》(The Waste
Land)時，常常只求典故與神話認知，而忽略這些典故與前後文並置所
產生的詩趣。《荒原》一詩之精華，不在於它提供讀者一大堆有關文學
之資料與典故，「否則一部文學辭典便是最好的文學作品」──本文作
者如是說。
《荒原》之震撼力，在於掌握人生之龐雜性與人性之複雜性。
不論神話或或典故，透過「正文化」(contextualization)之過程都和當下
之人生百態交響共鳴，共譜歷時性、普世性之經驗。
關鍵詞：T.S. Eliot ; The Waste Land ; 艾略特；《荒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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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110

楊麗敏。〈《哭泣的女孩》：多重聲音結構〉
。《中華民國第六屆英美文學
研討會論文集》。台北：書林出版有限公司，1997。頁 185-205。
本文作者以為，對話現象(dialogicality)早已鮮明呈現在艾略特(T. S.
Eliot)早年之作品中。約 1909 至 1920 年代，艾略特已發展出一些膾炙
人口的「對話」(dialogue)或「獨白」(monologue)。然而，對話也罷、
獨白也罷，就艾略特之例而言，其分別僅僅只限於外表寫作之佈局而
已；本質上，它們皆洋溢著對話主義(dialogism)的特徵與精神。而所謂
的對話主義，依巴克定(M. M. Bakhtin)的說法，即是一言談(discourse)
的內在對話傾向(dialogic inter-orientation, or internal dialogization)，其關
鍵 主 要 在 於 言 談 中 所 蘊 涵 的 對 話 角 度 (dialogic angle) 與 對 話 關 係
(dialogic relationship)，因為它決定了說話者與聽者之間積極了解、回應
參與的互動關係。本文旨在析論艾略特之〈哭泣的女孩〉(‘La Figlia che
Piange’)一詩中的內在對話傾向與性質，藉以彰顯艾略特作品中對話性
言談(dialogic discourse)與複調層構(polyphonic texture)等本質。基本上，
〈哭泣的女孩〉可視為由兩類言談脈絡交織而成：一是人物間的對話
(interpersonal discourse)，即詩文中說話者(narrator)與受話者(narratee)間
分庭抗禮、競逐映照的對話交流：一是文本互涉的言談(intertextual
discourse)，即對話現象超越了詩文表面的限制，直指其他藝術形式(如
雕塑)、或文學傳統中的其他作品【如《伊尼伊德》(Aeneid)】
，使得「創
作」與「批判」
、
「文本」與「詮釋」溶為一爐，於是乎為不同的聲音、
意識形態、才智現象提供了共振交鳴的對話基礎。
關鍵詞：T.S. Eliot ; dialogicality；dialogue；monologue；dialogism；M. M.
Bakhtin；‘La Figlia che Piange’；dialogic discourse；polyphonic
texture；interpersonal discourse；intertextual discourse 艾略特；對話
現象；
「對話」
；
「獨白」
；對話主義；巴克定；
〈哭泣的女孩〉
；對話
性言談；複調層構；人物間的言談；文本互涉的言談

TB111

林春枝。〈移民與文化的札根：從艾略特的文化觀探其國家認同〉
。《中
華民國第六屆英美文學研討會論文集》。台北：書林出版有限公司，
1997。頁 429-59。
本文作者以艾略特(T S. Eliot)《荒原》(The Waste Land)中所造的「艾
奎東」一字(equitone,意即相同的腔調)為起始，以為艾略特有階級身份
認同之危機，文章最後以《四首四重奏》中〈東柯村〉(‘East Coker’，
Four Quartets)的詩行「歷史就是現在與英國」(“History is now and
England”)作為結語-──艾略特終於回歸到文化母體的懷抱，安息在他
認定真正隸屬的處所。本文作者在行文當中，或大跨躍式地援引艾略特
的批評字句，或浮光掠影地引述其他批評家之看法，作出如此之結論：
艾略特身為移民之後代，似乎傾向於將移民前的「祖國」視為認同的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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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因而輕忽移民所產生的語言質變；艾略特身為移民之後代，在嚮往
祖國的文化與強盛之餘，字裏行間不禁流露出對帝國主義之崇拜等。
關鍵詞：T. S. Eliot；The Waste Land；‘East Coker’；艾略特；
《荒原》
；
〈東
柯村〉

TB112

劉亮雅。 〈英美現代主義典律之再商榷〉
。 《中華民國第六屆英美文
學研討會論文集》。 台北市：書林出版有限公司，1997。頁 557-79。
本文旨在以艾略持(T. S. Eliot)的《荒原》(The Waste Land)與吳爾芙
(Virginia Woolf)的《燈塔行》(To the Lighthouse)為例，彰顯新批評(New
Criticism) 在處理現代主義文學作品之缺失與盲點。本文作者以為，新
批評對《荒原》之文化觀與美學觀照單全收，全然無視詩中所隱含的歐
洲白種男性知識菁英之沙文意識。本文作者以為，《荒原》藉著召喚基
督教父權秩序以及維吉爾(Virgil)以降之男性文學傳統,一則表達對「大
論述危機」(the crisis of narratives)之憤懣，二則彰顯對婦運、性學、心
理分析、同性戀論述、勞工階級革命等「異已」(the Other)之摒棄與恐
懼。如果說《荒原》的現代主義是懷舊反動的，那麼吳爾芙《燈塔行》
的現代主義則是顛覆批判。本文作者以為，在新批評當道、美學形式主
義掛帥之時代，批評家所關注強調的，乃是吳爾芙如何透過意識流技巧
呈現普世性的生命議題，以及藝術的自我指涉性(self-reflexivity)，亦即
吳爾芙如何在時間流變中以記憶和藝術靈視建構生命意義云云。凡此種
種，全然無視吳爾芙書中的性別議題。本文作者以為，在異性戀機制和
男性中心的傳統權力結構中，女人是異己，單身且不能/不願依附婚姻
者，更是異己中的異己；只有在藍賽太太(Mrs. Ramsay)所代表的維多利
亞價值崩潰後，莉莉(Lily Briscoe)才有可能不再懷疑自己，才有可能成
全自己成為藝術家。隨著時光流逝，殖民帝國主義式微，西方內部衝突
日增，凡此種種社會文化之變遷，皆有助於中產階級新女性之催生。本
文作者如此結論：現代主義遭逢「大論述」危機，其文學視野錯綜複雜，
政治立場駁雜分殊，新批評式的傳統典律，自然有其捉襟見肘之短淺與
困窘。
關鍵詞：T. S. Eliot；The Waste Land；Virginia Woolf；To the Lighthouse；
New Criticism；the crisis of narratives；艾略特；《荒原》；吳爾芙；
《燈塔行》；新批評；「大論述危機」

TB113

Ming-yu Tseng. “The Iconic Quality in Verbal Patterning.” Dong Hwa
Journal of Humanistic Studie. 1 (1999.7): 147-64。
本文旨在探討圖像(iconicity)與語文模式之關係。文學作品中在論
及圖像特質時，讀者或論者之注意力若不是放在聽覺圖像上（如語音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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律），便是落在視覺圖像上(如文字篇章)。本文作者以為，詞彙文法結
構(lexico-grammatical structure)亦具有圖像之功，因此便擷取艾略特(T.
S. Eliot)之《四首四重奏》(Four Quartets)部分詩篇以為分析之文本。本
文分別就《四首四重奏》中如何以「平行對稱之句型」(syntactic parallelism)
來襯表弔詭(paradox)之語意，以及如何透過「落差對比之再現模式」(the
contrastive mode of representation)來烘托事物之雙重性質。綜觀而言
之，本文作者以為，圖像在文學作品之語意語用表達層面上，具有舉足
輕重之影響。
關 鍵 詞 ： T. S. Eliot ； iconicity ； lexico-grammatical structure ； Four
Quartets；syntactic parallelism；paradox；the contrastive mode of
representation；艾略特；圖像；詞彙文法結構；
《四首四重奏》
；平
行對稱之句型；弔詭；落差對比之再現模式
TB114

Hsiao-yu Sun. “Inner Voice from the Yonder Shore: The Still Point of The
Sea in T. S. Eliot’s Four Quartets.” Fu Jeng Studies 32 (1999): 1-19。
本文作者以為，艾略特(T. S. Eliot)之《四首四重奏》(Four Quartets)
一向以其旁徵博引、用典繁複，曖昧難解著稱，其中尤以基督教思想與
東方神祕主義(Oriental mysticism)更是招惹論者之議論。本文作者援引
拉康(Jacques Lacan)之主體論(Lacanian concept of subject)，旨在彰顯文
本(the text)或自我(the self)之中心原是由各個殘意斷念輻集凝聚而成；
拉康之主體論，旨在記錄、復甦佛洛伊德(Sigmund Freud)之潛意識觀念
(Freudian concept of the unconscious)，其特徵便是曖昧隱晦，蕪雜糾結，
矛盾弔詭，在在抗拒任何之定義與歸類。誠如本文作者所言，其目的不
在於將艾略特插隊落戶於後結構主義者(the poststructuralist)之行列，而
是在於提醒讀者不宜將艾略特《四首四重奏》之「靜止點」(the still point)
簡化成任何單一面向之閱讀。因為「靜止點」所牽惹的，乃是一無法透
過惟智推理來剖析之經驗客體；亦即透過「靜止點」，艾略特意在彰顯
我們所遺忘或失之交臂之意念，正因其難以言喻，因此《四首四重奏》
在多音交響之餘，嬝嬝不絕的是更多留白、冥想的沈默。
關鍵詞：T. S. Eliot；Four Quartets；Jacques Lacan；Lacanian concept of
subject；the text；the self；Sigmund Freud；Freudian concept of the
unconscious；the still point；艾略特；
《四首四重奏》；拉康；拉康
之主體論；文本；自我；佛洛伊德；佛洛伊德之潛意識觀念；「靜
止點」

TB115

楊麗敏。 〈艾略特的《聖賽巴斯丁之戀歌》中的狂歡戲擬〉。 《框架
內外：藝術、文類與符號疆界》
。新店市：立緒文化，1999。頁 161-91。
本文作者以為，艾略特是一位關懷語言與本質、個人與傳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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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社會的藝術家。本文旨在以〈聖賽巴斯丁之戀歌〉(‘The Love Song of
St. Sebastian’)一詩為例，從不同的層次來檢視上述之特徵。首先，本文
作者析論艾略特作品中之內在對話傾向與複調形式，詩中的主角是一具
有敏銳的自我意識與反省性之人物，而詩中大段大段的「內心獨白」
，
皆是主角對於「自我」
、周圍的「他者」
、和現實所進行的質詢與辯論；
危機之際亦即認知之時，主角在他的生命與心靈的門檻或轉折點上，比
任何一個時刻更清晰地認識到他主體存在之不確定性與未完成性。再
者，本文作者將對話現象內化轉移到〈聖賽巴斯丁之戀歌〉的語言和形
式上：戲擬(parody)與荒誕現實主義(grotesque realism)，乃是其狂歡化
(carnivalization)語言的最主要表現；而其他的狂歡類型，則包括有加冕/
脫 冕 (crowning/decrowning) 合 二 為 一 的 雙 重 儀 式 、 逆 俗 的 匹 配
(mésalliance)、違反常規(eccentricity)、褻瀆(profanation)等等；一切等級、
權威都在可笑的相對性中，在隨便親暱的接觸中，被懸置、顛覆、瓦解，
開放性文本於是焉成為可能。最後，本文則彰顯〈聖賽巴斯丁之戀歌〉
一詩的「後設性」思考與創作動機，亦即透過戲擬的自我意識的運作，
將歷史傳奇與繪畫傳統的意識形態與成規，作為自己的對象性「語言」
，
就在「前文本」與「後文本」
、
「真實」與「再現」所展現在的共存性與
差異性中，詩人孜孜以求的是文化網絡中符號系統的秩序重整與建構。
關鍵詞：T. S. Eliot；‘The Love Song of St. Sebastian’；parody；grotesque
realism；carnivalization；crowning/decrowning；mésalliance；
eccentricity；profanation；艾略特；〈聖賽巴斯丁之戀歌〉；戲擬；
荒誕現實主義；狂歡化；加冕/脫冕；逆俗的匹配；違反常規；褻
瀆
TB116

Carol L. Yang (楊 麗 敏 ). ‘What the Thunder Said: An Unifinalizing
Dialogue of The Waste Land.’
New Comparison: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and General Literary Studies. (U.K) 27/28(1999): 187-200。
本文作者以為，艾略特(T. S. Eliot)的《荒原》(The Waste Land)場景
座落於一似真若假的現代大都會，就在太虛幻境的迷離切換中，但見一
群都會假面男女栖惶遊走其間。本文作者如是聲稱，《荒原》乃是透過
荒誕寫實主義(grotesque realism)之手法，架構起一多層次文學文化文本
的詮釋語境，一名無名主角人物正值生命之危機/轉機時刻，踽踽於尋
道天問之途。本文旨在援引巴克定(Mikhail Bakhtin)之理論，藉以彰顯
艾略特《荒原》在未經龐德(Ezra Pound)斧鑿變臉前，全詩的另類互文
(intertextualiy)、對位(counterpoint)的文化詮釋(cultural hermeneutics) 的
對話主義(dialogism)風貌。本文分別就《荒原》原稿之標題〈扮警察多
腔調〉(“He Do the Police in Different Voices”)、康拉德題銘(the Conrad
Epigraph)、以及架構全詩篇的荒誕寫實主義的詮釋之旅(a hermeneu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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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ey)、終至到全詩最後的〈雷霆所言〉(‘What the Thunder Said’)的「天
問」，乃是一複調層構多音交響、眾聲喧嘩的多層次文學文化文本，因
此呈現於吾人面前的，乃是一語意開放的「大哉問」式對話，在在顛覆
挑釁任何威權式的一元性詮釋。
關鍵詞：T. S. Eliot；The Waste Land；grotesque realism；Mikhail Bakhtin；
Ezra Pound；intertextuality；counterpoint；cultural hermeneutics；
dialogism；艾略特；
《荒原》
；荒誕寫實主義；巴克定；龐德；互文；
對位；文化詮釋；對話主義
TB117

2.詩劇
TB118

楊麗敏。〈艾略特《三智士朝聖行》中的末世論觀：語言、文本與後現
代主義寫作模式〉。《中外文學》28.6 (1999.11): 135-62。
艾略特(T. S. Eliot)的〈三智士朝聖行〉(‘Journey of the Magi’)發表
於一九二七年，是艾略特中年時代的作品。就在那一年，艾略特歸化為
英國子民，並皈依英國國教，而〈三智士朝聖行〉中俯拾可得的聖經典
故，使得這首詩常常被輕描淡寫、等閒輕視為艾略特宗教信仰的註腳。
然而，本文作者以為，艾略特的〈三智士朝聖行〉絕非單純猶如詩人個
人宗教經驗之虛構化，或保守宛如延續新約福音傳統之二十世紀版本的
「基督聖誕」詩；相反的，本文作者以為，艾略特的〈三智士朝聖行〉
相似於葉慈(W. B. Yeats)的〈再度降臨〉(‘The Second Coming’)，其所彰
顯的乃是一世紀末文化興替、宇宙劇變的焦慮，兩者皆是從世紀末的哲
學語境、文化氛圍和文學世界觀，來檢視人、語言/文學、歷史之定位
與相互關係，全詩因此洋溢著後現代主義文本中常見之手法，如間斷
(discontinuity) 、 同 化 (assimilation) 、 加 倍 (multiplication) 與 排 比
(permutation) 等 等 。 本 文 旨 就 末 世 論 (eschatology) 、 文 本 互 涉
(intertextuality)之角度切入，剖析〈三智士朝聖行〉中的後現代主義寫
作模式，並兼論艾略特詩學理念中的歷史時間觀與世界觀。
關鍵詞：T. S. Eliot；‘Journey of the Magi’；W. B. Yeats；’The Second
Coming’；discontinuity；assimilation；multiplication；permutation；
eschatology；eschatology；intertextuality；艾略特；
〈三智士朝聖行〉
；
葉慈；
〈再度降臨〉
；間斷；同化；加倍；排比；末世論；文本互涉

謝博文。 “On the Christian Theme of T.S Eliot’s Plays.”(《歐立德詩劇中
的基督教主題》)《新埔學報》1 (1974.12): 1-79。
艾略特(T. S. Eliot)曾一度如此表態，聲稱自己服膺「文學上的古典
主義者，政治上的保皇黨和宗教上的英國國教派」。本文作者以此為出
發點，剖析艾略特之五部詩劇：
《教堂大謀殺》(Murder in the Cathedral)、
《雞尾酒會》(The Cocktail Party)、
《家庭團聚》(The Family Reunion)、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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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秘書》(The Confidential Clerk)和《政治元老》(The Elder Statesman)
都是以基督教的主題精神為主，例如：離間、滌罪、復合。本文作者並
將五部詩劇與聖經羅馬書「基督就是福音」之觀念加以比較，藉以彰顯
艾略特之戲劇旨在強調人生性靈的昇華。
關鍵詞：T.S. Eliot ; Murder in the Cathedral ; The Cocktail Party ; The
Family Reunion ; The Confidential Clerk ; The Elder Statesman ; 艾
略特；
《教堂大謀殺》
；
《雞尾酒會》
；
《家庭團聚》
；
《機要秘書》
；
《政
治元老》
TB119

張靜二(Chang Ching-erh)。〈艾略特的《雞尾酒會》之主題研究〉(“A
Thematic Study of T. S. Eliot’s Poems and The Cocktail Party”)。 《美國
研究》4.4 (1974.12): 87-102。
本文作者以為，艾略特(T. S. Eliot)的《雞尾酒會》(The Cocktail Party)
可說是艾略特詩作的戲劇性表現，艾略特詩中的許多主題，均可見於《雞
尾酒會》。本文旨在剖析劇中四位主角──愛德華(Edward)、拉葳妮亞
(Lavinia)、西莉亞(Celia)、彼得(Peter)──之感情糾葛互動，進而彰顯
艾略特作品中之一貫主題，例如愛情(love)、死亡(death)、旅程(journey)
與時間(time)等。本文作者以為，這些主題之普世性(universality)與恆久
性(perenniality)深入人心、動人心弦，而艾略特在《雞尾酒會》中對這
些議題之巧妙處理，亦展現了他不同凡響之創造力。
關鍵詞：T.S. Eliot ; The Cocktail Party ; universality；perenniality；艾略
特；《雞尾酒會》；普世性；恆久性

TB120

張芳杰。
〈艾略特與詩劇〉
。
《世界文學名著欣賞》
。台北：中央文物供應
社，1979。頁 317-23。
艾略特(T.S. Eliot)對於詩劇復興運動不遺餘力，本文旨在簡介艾略
特所提出詩劇(poetic drama)的概念，並以《教堂大謀殺》(Murder in the
Cathedral)、
《家庭團聚》(The Family Reunion)、
《雞尾酒會》(The Cocktail
Party)三部詩劇為例說明。本文作者以為，艾略特對詩劇之最大貢獻，
即在於創作出一種既合於詩的形式，又合於當代語法的語言，使觀眾不
會有距離感。
關鍵詞：T.S. Eliot ; poetic drama；Murder in the Cathedral ; The Family
Reunion; The Cocktail Party；艾略特；詩劇；
《教堂大謀殺》
；
《家庭
團聚》；《雞尾酒會》

TB121

Carol L. Yang (楊麗敏). ‘The Socrates Figure and Socratic Laughter in
The Cocktail Party: A Bakhtinian Reading.’ Yeats Eliot Review. (U.S.A.)
14.3(1997): 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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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援引巴克定(Makhail Bakhtin)之蘇格拉底對話(the Socratic
dialogue)、蘇格拉底式人物(the Socrates figure)、蘇格拉底頑笑(Socratic
laughter)與荒誕宴饗(grotesque symposium)等觀念，藉以彰顯艾略特(T. S.
Eliot)《雞尾酒會》(The Cocktail Party)中之對話現象(dialogicality)與狂
歡化傾向 (carnivalization) 。本文作者以為，
《雞尾酒會》中由雷利
(Reilly)、茱麗亞(Julia)、亞力士(Alex)所組成的守護者三人組(a cohort of
“the guardians”)，實為「蘇格拉底式聰明傻子」(the Socratic wise-fool)
之化身。雷利以其惡棍式「歡樂的欺騙」(“gay deception”)迎擊上流社
會的浮誇虛矯的謊言。茱麗亞以顢頇昏瞶的三姑六婆形象遊走於社交場
所、以凸顯「不知/知」(incomprehension/ comprehension)、「裝瘋賣傻/
故作聰明」(deliberate stupidity/ pseudo-intelligence)之弔詭。亞力士以其
跳樑小丑般的社交聞人、萬事通先生面貌與社會賢達酬酢往來，在在挑
釁此浮世紅塵的道貌岸然與虛偽迷妄。因此，傻子茱麗亞(Julia the
fool)、小丑亞力利 (Alex the clown)、惡棍雷利(Reilly the rogue)，實為蘇
格拉底式人物的一人三化，他們策動、撩撥、協助世人直指心性，返璞
歸真。
關鍵詞：T.S. Eliot；Mikhail Bakhtin；the Socratic dialogue；the Socrates
figure；Socratic laughter；grotesque symposium；The Cocktail Party；
dialogicality；carnivalization；艾略特；巴克定；蘇格拉底對話；
蘇格拉底式人物；蘇格拉底頑笑；荒誕宴饗；
《雞尾酒會》
；對話現
象；狂歡化傾向
TB122

楊麗敏。〈艾略特宗教詩中有關封聖與愛之蘇格拉底對話: 論艾略特的
新詩劇觀與女性人物觀〉
。
《第三屆文學與宗教國際會議論文集：戲劇、
歌劇與舞蹈中的女性特質與宗教意義》
。新莊市：輔大外語學院，1998。
頁 78-92。
本文作者以為，《雞尾酒會》(The Cocktail Party)乃是艾略特(T. S.
Eliot)作品中有關聖徒、殉道和愛之宗教詩作，同時，
《雞尾酒會》亦可
視為艾略特詩學理念在通俗劇場中的淋漓體現：一齣環繞著雞尾酒會與
晚宴對話的戲劇，它表面上的尋歡作樂一方面掩飾作態，一方面卻又激
發哲理上或宗教上深沉的關懷；這齣戲結合了狂歡化與對話文體【如蘇
格拉底對話(the Socratic dialogue)、荒誕宴饗(grotesque symposium)】
；在
這齣戲中，劇中人物皆為客廳沙龍內的現代人們，其目的在於擁抱廣
大、複雜多樣的觀眾，代表了艾略特將「活傳統」中的古老成份加以現
代化之企圖。此外，本文並兼涉艾略特之女性人物觀。本文作者以為，
近年來，學界的一股批評浪潮讓大眾注意到艾略特作品中的女性形象；
然而，這個女性形象在艾略特作品中所意味的整體表徵功能，卻未獲得
評論界應有的青睞與評價。舉例而言，品克尼(Tony Pinkney)認為艾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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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的詩與詩劇出現了所謂「陽剛女性」(phallic woman)，她阻撓子女們
依從一切代表權威、禁令與律法的父權象徵。葛登 (Lyndall Gordon)則
指出，艾略特的作品中俯拾可見對女性的不信任感──女性用盡各種心
機來折辱男性，這樣的女性可說是「完美」(perfection)的仇敵，更是「絕
對」(the Absolute)的對手。本文作者以為，艾略特的女性從不巧合重複，
且無法套用任何特定公式，正是艾略特在表述其人物角色時最迷人的特
點。誠如批評家們所抱怨，艾略特女性「一方面被邊緣化，一方面又無
所不在」，她抗拒語言、無以名之，以致於幾乎讓語言淪為「人猿和鸚
鵡所發出無意義的胡言亂語」。本文作者以為，艾略略這種顛覆成規之
傾向，早已可見於早期之作品中有關女性人物之刻劃，而正是在他的詩
劇中，艾略特成功的做到以對話意識、複調層構來描寫意識與其世界的
同時共存的多元性，成功的以詩劇創作本身來超越傳統文化語碼，顛覆
刻板的性別角色迷思。
關鍵詞：T. S. Eliot；The Cocktail Party；Socratic dialogue；grotesque
symposium；phallic woman；艾略特；
《雞尾酒會》
；蘇格拉底對話；
荒誕宴饗；陽剛女性
3. 評論/理論
TB123 余光中。〈創造二十世紀之新詩的大詩人艾略特〉
。《文星》5.3 (1959.1):
2-3。
本文作者先簡介艾略特(T.S. Eliot)的經歷和貢獻，並將他譽為是二
十世紀英美（甚至是全世界）詩壇最具影響力的詩人之一。本文作者以
為，在創作方面，艾略特並不多產；但在批評方面，他的文集已超過十
五卷。本文作者以為，艾略特的題材和視界是狹窄的，其風格並不多變。
例如，艾略特的作品中，對比是主要的表現手法，時間的鄉愁是艾略特
詩作的主要議題，在在表達出現代人在歷史洪流中徘徊的困惑與陰鬱。
此外，本文兼涉艾略特的詩作，如〈小吉丁〉(Little Gidding)、
〈波士頓
晚報〉(The Boston Evening Transcript)。
關鍵詞：T.S. Eliot；‘Little Gidding’；‘The Boston Evening Transcript’；
艾略特；〈小吉丁〉；〈波士頓晚報〉
TB124 王靖獻。
〈艾略特的成就及國人對他的誤解〉
。
《民主評論》14.24 (1963.12):
564-7。
本文首先探討艾略特(T.S. Eliot)創作初期之「智識環境」(intellectual
milieu)，舉凡維多利亞文學的腐敗(Victorian corruption)、戰爭詩人和他
們的痛楚(war poets and their frustration)、美國傳統(American tradition)、
意象主義和龐德 (Imagism and Ezra Pound )、以及法國象徵詩派( French
Symbolist Poetry) 之影響等等。此外，亦如本文標題所揭示，本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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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陳國人對艾略特之誤解。除了早年胡適「反對用典」說貶抑艾略特外，
國人在一九四八年艾略特獲頒諾貝爾文學後，譯介或評論之文章雖然大
增，然錯誤頻出，品質堪慮，其原因不外用心不足，用功不夠。
關鍵詞：T.S. Eliot ; 艾略特
TB125

燧公。〈現代詩人與批評家 T.S. 愛略特〉。《中華雜誌》3.1 (1965.1):
26-8。
本文視「現代詩」與「現代畫」為現代西方文明之反動，其乃西方
文化危機之產物。以此論述為起點來評介艾略特(T.S. Eliot)對二十世紀
英美詩的影響以及他的詩作風格。此外本文作者並節譯自艾略特《聖林
集》(The Sacred Wood )之〈完全的批評家〉一文，分別名為「艾略特論
詩」與「艾略特論批評」兩節。
關鍵詞：T.S. Eliot ; 艾略特

TB126

J. R. Bennett. “ T.S. Eliot on Robert Browning: A Miscalling of ‘Voices’ .”
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Linguistics. 3 (1978.4): 101-8。
艾略特在其〈詩的三種聲音〉(“The Three Voices of Poetry”)，將詩
區分為非戲劇性詩文(non-dramatic poetry)、類戲劇性詩文(quasi-dramatic
poetry)、戲劇性詩文(dramatic poetry)等三種。其中，艾略特將布朗寧之
戲劇性獨白歸屬於第二種聲音，亦即詩人透過角色人物(persona)之口，
對讀者言說與高談闊論。本文作者頗不以為然，認為艾略特之說不無偏
見誤謬之虞。本文作者以為，在布朗寧之諸多詩作當中，尤其是晚期之
作品，可見詩人已大跨步揮別第二種以讀者為取向之聲音，取而代之的
是以人物角色為取向之客觀細膩的性格描摹。布朗寧擅長塑造道德上混
沌曖昧之角色，例如〈我的亡妻公爵夫人〉(‘My Last Duchess’)中的公
爵、〈薩陀的安德利亞〉(‘Andrea del Sarto’)中的安德利亞皆是個中之翹
楚。
關鍵詞：T.S. Eliot; Robert Browning ; “The Three Voices of Poetry”；
non-dramatic poetry；quasi-dramatic poetry；dramatic poetry；‘My Last
Duchess’；‘Andrea del Sarto’；艾略特；布朗寧；
〈詩的三種聲音〉；
非戲劇性詩文；類戲劇性詩文；戲劇性詩文；
〈我的亡妻公爵夫人〉
；
〈薩陀的安德利亞〉

TB127

顏元叔。〈歐立德的文學理論〉
。《世界文學名著欣賞》
。台北:中央文物
供應社，1979。頁 83-99。
本文先簡介歐立德(T. S. Eliot，又譯艾略特)的學問背景，並分項論
述談艾略特的文學理論思想，如文學傳統的觀念、同存的結構
(simultaneous order)、無我的文學(the impersonal theory of poetry)、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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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評功用(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客觀投影(又譯 objective correlative，
「客體駢喻法」)、情操分離(dislocation of sensibility，又譯「感性的分
裂」)、典故的使用、機智的運用(wit)等艾略特的重要思想。
關鍵詞：T.S. Eliot；simultaneous order；the impersonal theory of poetry；
objective correlative；dislocation of sensibility；歐立德 (又譯艾略
特)；同存的結構；無我的文學；客觀投影/客體駢喻法；情操分離
/感性的分裂
TB128

葉維廉。〈艾略特的批評〉。《文學思潮》4 (1979.5): 171-85。
本文作者以為，艾略特(T. S. Eliot)曾寫就不少規模頗具之文學理
論，成為艾略特自己作品之最好辯解，本文旨在評介艾略特之一些著名
批評論文，例如〈傳統與個人才具〉(“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
〈玄學派詩人〉(“The Metaphysical Poets”)、
〈批評的功用〉(“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但丁〉(“Dante”)、
〈哈姆雷特〉(“Hamlet”)等等，
除了闡述艾略特的時間觀、人與詩人、經驗與藝術、情緒與感覺之區別
外，並著墨於艾略特著名的「抹煞個性」理論(“the impersonal theory
ofpoetry,” 或譯「無我理論」)、
「客觀的相關事體」(“objective correlative,”
又譯「客觀投影」與「客體駢喻法」) 、「統一的感受」(“unification of
sensibility,” 或“the association of sensibility,” 又譯「感性的統一」)。本
文作者如此結語，由於艾略特批評理論與創作實際能夠相互印證，相輔
相成，因此自成一個既可繼往又可開來的新傳統，因為根據艾略特之論
述，真正的批評必須指向創作；批評藉由比較或分析的方法，闡述並修
正作品的旨趣；批評家之職志，在於重新審視、評估過去與現在文學作
品，俾以催生新的文學秩序。
關 鍵 詞 ： T.S. Eliot ； “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 ； “The
Metaphysical Poets” ； “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 “Dante” ；
“Hamlet”；“the impersonal theory of poetry”；“objective correlative”；
“unification of sensibility”；艾略特；
〈傳統與個人才華〉；〈玄學派
詩人〉
；
〈批評的功用〉
；
〈但丁〉
；
〈哈姆雷特〉
；
「抹煞個性（又譯「無
我理論」）
；
「客觀的相關事體」(又譯「客觀投影」與「客體駢喻法」)；
「統一的感受」(又譯「感性的統一」)

TB129

Shau-hua Su. “An Attempted Clarification of T. S. Eliot’s Poetic Theory:
Objective Correlative.” Bulletin of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成功
大學學報》) 5 (1980.5): 23-32。
本文旨在剖析艾略特(T. S. Eliot)的「客觀物象與內在情感互係力」
(objective correlative，又譯「客觀投影」
，余光中先生譯為「客體駢喻法」)
的詩學理論。本文作者以為當從兩方面加以考量。一是此互係力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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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本文作者以為艾略特所謂之客觀物象，有別於一般尋常之物象，它
是經過詩心篩選加持，成為詩篇整體中不可或缺的單元；反觀一般物
象，則是雜蕪隨機，了無秩序。一是此互係力之功效：本文作者以為，
組成互係力之客觀物象，除了是詩人心境的索引外，更可以喚起讀者對
該作品諸如敏感、知覺或情感等等反應。
關鍵詞：T. S. Eliot；objective correlative；艾略特；
「客觀物象與內在情
感互係力」(又譯「客觀投影」或「客體駢喻法」)

TB130

環華百科出版社。《諾貝爾文學獎全集：1948 艾略持；1949 佛克納》。
台北：環華百科出版社，1991。頁 11-360。
本書旨在介紹一九四八年諾貝爾文學獎得主艾略特(T. S. Eliot)。全
書內容包括有評審過程、歡迎詞、受獎演說、詩劇《教堂大謀殺》的中
文譯文、以及〈完全的批評家〉(“The Perfect Critic”)、
〈批評的功能〉(‘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宗教與文學〉(“Religion and Literature”)、
〈詩
的音樂性〉(“The Music of Poetry”)、〈詩的社會功能〉(“The Social
Function of Poetry”)、〈詩的三種聲音〉(“The Three Voices of Poetry”)這
些批評文章的中譯。
關鍵詞：T. S. Eliot；Murder in the Cathedral；“The Perfect Critic”；“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Religion and Literature”；“The Music of
Poetry”； “The Social Function of Poetry”；“The Three Voices of
Poetry”；艾略特；
《教堂大謀殺》
；
〈完全的批評家〉
；
〈批評的功能〉
；
〈宗教與文學〉
；
〈詩的音樂性〉
；
〈詩的社會功能〉
；
〈詩的三種聲音〉

TB131

Hwang-wen Chung. “Voices in T. S. Eliot’s Poetry.” 《國立中興大學文史
學報》24 (1994.7): 49-62。
艾略特(T. S. Eliot)在其〈詩的三種聲音〉(“The Three Voices of
Poetry”)中，將詩區分為非戲劇性詩文(non-dramatic poetry)、類戲劇性
詩文(quasi-dramatic poetry)、與戲劇性詩文(dramatic poetry)等三種。本
文旨在以艾略特之詩學聲音理論來檢視印証艾略特自己之創作，分別以
〈普魯夫洛克之戀歌〉(‘The Love Song of J. Alfred Prufrock’)、《荒原》
(The Waste Land)、以及〈小吉丁〉(‘Little Gidding’)為例。本文作者以為，
其中尤以第三種聲音最為明顯重要──即某一角色以其自我之意識型
態發聲，或與其他角色人物對話交流。綜觀而言之，本文作者以為，艾
略特詩作中之聲音跌宕起伏、共鳴交響，遠較其批評文論所主張者來得
更細膩複雜。
關鍵詞：T. S. Eliot；“The Three Voices of Poetry”；non-dramatic poetry；
quasi-dramatic poetry；dramatic poetry；‘ The Love Song of J. Alf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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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ufrock’；The Waste Land；‘Little Gidding’；艾略特；
〈詩的三種聲
音〉
；非戲劇性詩文；類戲劇性詩文；戲劇性詩文；
〈普魯夫洛克之
戀歌〉；《荒原》；〈小吉丁〉
TB132

王潤華。
〈從艾略特「詩人批評家」看沈從文的文學批評〉
。
《漢學研究》
12.2 (1994.12): 317-32。
本文作者援引艾略特(T.S. Eliot)在〈批評之領域〉(“The Frontiers of
Criticism”)一文中所謂之「詩人批評家」(poet-critic) 與「創作室批評」
(workshop criticism) 論述，主張沈從文便是一位典型的「詩人批評家」
，
而沈從文的最大貢獻，便是為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建立起一脈以「創作室
批評」為傳統的文學批評。本文作者為艾略特的「詩人批評家」與「創
作室批評」論述歸納出六項特點，撮其要者而言，即：(1)詩人批評家
之創作室批評，實為創作之副產品，(2)旨在為自己之創作作品辯護，
絕非蓄意建構起完整嚴密之文學理論體系，(3)因此，創作室批評言論
一定要從詩人批評家之作品來考察，方可準確掌握其意義。本文作者繼
而分別就沈從文的創作(揉雜詩、遊記、散文於一體的新小說體)，沈從
文之文學理論(他為自己作品辯論所提出的新小說論)，以及他的批評實
踐(例如認同與自己新小說理論契合之作品，如魯迅之小說)等等，以印
證沈從文是中國的創作室詩人/小說批評家。
關鍵詞：T.S. Eliot ; “The Frontiers of Criticism” ; poetic-critic；workshop
criticism ; 艾略特；沈從文；
〈批評之領域〉
；
「詩人批評家」
；
「創作
室批評」

TB133

陳堅。〈試論艾略特對宗教與文化關係的定位──讀《基督宗教與文
化》〉。《哲學與文化》25.2 (1998.5): 478-95。
本文試圖從人類學、社會學與歷史學等三個面向，解讀艾略特( T.S
Eliot) 有關宗教與文化之種種辯證。本文作者以為，人類學與社會學乃
屬於橫向之定位，前者屬於「行為」上選址，後者屬於「活動」的選址，
反映了宗教與文化之間的靜態關係；而歷史學則屬於縱向定位，屬於「職
能」上選址，反映了宗教與文化之間的動態關係。因此行為、活動與職
能，此三者乃是相互聯繫，相互依存。然而，本文作者聲稱依據的文本
《基督宗教與文化》，似乎是大陸地區所出版有關艾略特社會文化評論
的中譯選集，據筆者個人之瞭解，艾略特並無如此一本名為《基督宗教
與文化》之作品，不過倒有《基督教社會的理念》(The Idea of a Christian
Society)和《文化定義筆記》(Notes Toward the Definition of Culture)此兩
本社會文化評論集。本文作者討論之內容，大致出自艾略特題為〈文化
三義〉(“The Three Senses of Culture”) 一文，收錄於《文化定義筆記》
一書。其中好些中英文文義之出入與落差，令人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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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T.S. Eliot ; anthropology ; sociology ; history ; manner and moral ;
human activity ; function ; “The Three Senses of Culture” ; Notes
Toward the Definition of Culture; The Idea of a Christian Society；艾略
特；人類學；社會學；歷史；行為；活動；職能；
〈文化三義〉
；
《文
化定義筆記》；《基督教社會的理念》
TB134

吳潛誠。〈逃離小我的大詩人──艾略特〉
。《聯合文學》15.2 (1998.12):
33-7。
本文作者首先概述艾略特(T.S Eliot)不同時期之創作技巧與風格，
而後導引出本文之主要議論：何以這位在創作技巧上違逆文學成規，獨
領一時文學革命風騷之詩人，在文化、在知性追求、在宗教信仰上卻傾
向認同傳統？本文作者最後引用艾略特著名之評論〈傳統與個人才具〉
(“Traditional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 以為結論：艾略特詩作之一大特
色便是「無我」──「詩不是感情的釋放，而是感情的逃避；它不是個
性的表達，而是個性的逃避」。亦即，詩人必須捐棄自我，將個人之感
覺轉化而成普世之真理；詩人必須具備歷史意識，瞭解自已與文學傳統
之依存關係。職是之故，艾略特得以逃避自我，成就而為歐洲文學大傳
統之一部分。
關鍵詞：T.S Eliot ; “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 ; the impersonal
theory；艾略特；
〈傳統與個人才具〉；「無我理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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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e, Agatha (1890- 1976) 克麗絲蒂
TB135

彭淮棟。
〈假作真時真亦假：阿嘉莎‧克麗絲蒂生平之謎〉
。
《聯合文學》
1.10 (1985.8): 107-9。
本文旨在評述克麗絲蒂(Agatha Christie)之生平事略與其行事風
格，並兼涉她的代表性著作如《史泰爾斯秘案》(The Mysterious Affair at
Styles)、《羅傑艾克洛伊德命案》(The Murder of Roger Ackroyd)、
《牧師
住宅命案》(The Murder at the Vicarage)、《捕鼠器》(The Mouse Trap)等
等。本文作者援引聯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UNESCO)於一九六一
年之報導，克麗絲蒂乃是當世最暢銷的英文作家，作品通行一百零二個
國家，平裝本每年銷售一百五十萬冊以上。克麗絲蒂著作等身，除偵探
小說外，亦兼擅短篇故事、羅曼史(romance)、與戲劇。本文作者以為，
偵探小說至克麗絲蒂而臻大成，因此人稱「世界上最神秘的女人」。然
而，本文作者以為，克麗絲蒂的小說，雖極工巧，但未造藝境；雖然難
登嚴肅文學藝術之殿堂，但是卻為二十世紀消費文化的典型之一。
關鍵詞：Agatha Christie；The Mysterious Affair at Styles；The Murder of
Roger Ackroyd；The Murder at the Vicarage；The Mouse Trap；
UNESCO；克麗絲蒂；
《史泰爾斯秘案》
；
《羅傑艾克洛伊德命案》；
《牧師住宅命案》；《捕鼠器》；聯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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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wen, Wilfred 歐文 (1893-1918)
TB136

劉紀蕙。
〈《戰爭安魂曲》中的互文、對位與文化詮釋〉
。
《中華民國第四
屆英美文學研討會論文集》
。台北：書林出版有限公司，1992。頁 223-51。
本文旨在探討英國詩人歐文(Wilfred Owen)於第一次世界大戰
時所寫就的詩，如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由作曲家布列頓(Benjamin
Britten)以安魂曲形式，搭配人聲獨唱、合唱，以及器樂合奏(分別為管
弦樂、室內樂、管風琴)在教堂中詮釋演出。本文作者以為，布列頓的
《戰爭安魂曲》(War Requiem)乃是一種「文化文本」
，是一種「綜合幾
種論述的共生體」，因此，本文所欲彰顯的，乃是《戰爭安魂曲》中各
層引文交織共鳴的互文(intertexuality)、對位(counterpoint)、與文化詮釋
現象。布列頓在傳統的天主教拉丁經文與安魂曲的架構中安置戰爭詩人
歐文的詩篇，不但重新詮釋歐文的詩作，同時也詮釋/質疑傳統安魂曲
式與其背後的意識型態。
關鍵詞：Wilfred Owen； Benjamin Britten； War Requiem； intertexuality；
counterpoint；歐文；布列頓；《戰爭安魂曲》；互文；對位

TB137

簡政珍。
〈講評《〈戰爭安魂曲〉中的互文、對位與文化詮釋》〉。《中華
民國第四屆英美文學研討會論文集》。台北：書林出版有限公司，
1992。頁 252-3。
本文作者肯定劉紀蕙教授在《戰爭安魂曲》(War Requiem)中所觀察
到的拉丁文與英文的互文反諷現象。此外，本文作者並舉例強調《戰爭
安魂曲》中英文如何滲透並消解拉丁經文既有的宗教意識型態；以及劉
紀蕙教授援引巴特(Roland Barthes)的第三意義一說，可能因空間性藝術
與時間性藝術本質不同，而有差別。
關鍵詞：Wilfred Owen；War Requiem；Roland Barthes；歐文；
《戰爭安
魂曲》；巴特

TB138

洪孝美。〈威爾福瑞德歐文和他的三首反戰詩〉(“Wilfred Owen and His
Three Antiwar Poems”)。《正修學報》10(1997): 13-9。
本文旨在評述英國戰爭詩人歐文(Wilfred Owen)與其三首詩作。本
文作者以為，歐文以其敏銳易感的天性與親身參戰的經驗，勿需憑藉繁
複機巧的策略與隱喻，痛批戰爭荒謬、虛無與徒然，並斥責愛國主義與
浪漫聖戰假面下人類的無知、醜陋、與貪婪。本文並以歐文三首反戰作
品以為佐證，即〈給不幸喪生的青年之頌歌〉(‘Anthem for the Doomed
Youth’)、〈送走〉(‘The Send-Off’)、〈聖戰〉(‘Dulce Et Decorum Est’)。
關鍵詞：Wilfred Owen；‘Anthem for the Doomed Youth’；‘The Send-Off’；
‘Dulce Et Decorum Est’；歐文；〈給不幸喪生的青年之頌歌〉；〈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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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聖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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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xley, Aldous (1894-1963) 赫胥黎
1. 小說
TB139 文星出版社。
〈封面人物介紹：英國小說家赫胥黎〉
。
《文星》4.1 (1959.5)：
3-4。
本文緣起於一九五九年三月美國文學藝術學會(Academy of Arts
and Literature)將年度小說獎頒給赫胥黎(Aldous Huxley)，因此文星出版
社特別以「封面人物」介紹之。本文除引述赫胥黎的自述，介紹其顯赫
的家世背景與學經歷外，並評介赫胥黎之諷喻性小說，如《憂鬱的克羅
米》(Crome Yellow)、
《滑稽舞會》(Antic Hay)、
《枯葉如斯》(Those Barren
Leaves)、《針鋒相對》(Point Counter Point)等，大抵為冷嘲熱諷道德的
墮落，知識的空虛，呼籲人們返璞歸真，勿受文明所箝制。此外，本文
並兼涉赫胥黎與勞倫斯(D. H. Lawrence)、赫爾德(Gerald Heard)之情
誼。勞倫斯與赫胥黎一樣皆是以反抗科技文明摧殘生命意義為職志，據
稱赫胥黎《美麗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中新墨西哥野人即是勞倫斯
之化身。而赫爾德的宗教觀，則是與赫胥黎不謀而合，兩人皆肯定人類
需要一種能囊括生活一切的宗教，唯有宗教能使人與世界保持完整等
等。赫胥黎的小說如《萬劫天鵝》(After Many A Summer Dies the Swan)、
《韶光有盡時》(Time Must Have A Stop)，則可見赫胥黎與赫爾德腦力激
盪之痕跡。赫胥黎於一九四０年後，深受佛教教義之影響，晚期作品如
《天才與女神》(The Genius and the Goddess)等，即是以小說形式闡揚
此種宗教思想。
關鍵詞：Academy of Arts and Literature；Aldous Huxley； Crome Yellow；
Antic Hay; Those Barren Leaves ； Point Counter Point ； D. H.
Lawrence；Gerald Heard；Brave New World； After Many a Summer
Dies the Swan；Time Must Have a Stop；The Genius and the Goddess；
美國文學藝術學會；赫胥黎；《憂鬱的克羅米》；《滑稽舞會》；《枯
葉如斯》
；
《針鋒相對》
；勞倫斯；赫爾德；
《美麗新世界》
；
《萬劫天
鵝》；《韶光有盡時》；《天才與女神》
TB140

錢歌川。〈《猿與本性》──一部以原子戰爭為主題的小說〉。 《文星》
5.2(1959.12): 13-5。
本文除了簡介赫胥黎(Aldous Huxley)之生平外，並評述《猿與本性》
(Ape and Essence) 之大要。
《猿與本性》發表於一九四九年，乃是赫胥
黎歷經第二次世界大戰原子彈之威赫後，運用其豐富之想像力，預料人
類在第三世界大戰浩劫餘生後，如何退化淪為野蠻禽獸之族群。本文作
者以為，赫胥黎在前期的作品中，批判指謫現代文明的醜陋與墮落，可
謂淋漓盡致，不遺餘力，例如《美麗新世界》(Brave New World)，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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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之代表作。然而赫胥黎晚期之作品，則漸漸呈現出神秘主義之傾向，
以宗教慈悲之發心，企圖為人類作繭自縳之顢頇困境尋求出路。
關鍵詞：Aldous Huxley; Ape and Essence；Brave New World；赫胥黎；
《猿
與本性》；《美麗新世界》
TB141

林衡哲編譯。
〈博學的小說家阿道斯‧赫胥黎〉
。
《傳記文學精選集》
。台
北：志文出版社，1974。頁 211-25。
本文旨在簡介評述赫胥黎(Aldous Huxley)之生平與行事風格，並兼
涉他的代表作品，如《美麗新世界》(Brave New World)、
《針鋒相對》(Point
Counter Point)等等。本文作者以為，赫胥黎堅信若是吾人能夠同時用科
學與情感的語言去描述同一件人事，並加以並置觀照，那麼一種新鮮美
好的和諧便會油然而生，因此，在赫胥黎的小說中，時間與空間、科學
與神秘主義都可以得到神妙的化合。綜觀而言之，赫胥黎乃是一位智力
高超、學識淵博的作家，運用明辯不濫情的生物學家的言語，關懷著人
世的粗俗與理想。
關鍵詞：Aldous Huxley；Brave New World；Point Counter Point；赫胥
黎；《美麗新世界》；《針鋒相對》

TB142

宋淇。〈詩與科學的結合：阿‧赫胥黎〉
。《聯合文學》20 (1976.6): 50-63。
本文旨在評介赫胥黎(Aldous Huxley)之生平經歷與學術貢獻，並兼
涉他的文藝創作與代表性作品。本文作者以為，赫胥黎出身書香門第，
由於家世背景與氣性之所近，對於科學、醫學、心理學等領域均有深湛
的瞭解，並且將這些知識融入文學創作之中。因此，無論是在言行上或
創作上，赫胥黎都企圖打破人文學與科學的界限，將詩與科學作跨領
域、跨學科的結合。於此，赫胥黎做到了，也產生了深遠的影響。赫胥
黎雖為邀天之寵不世出的奇才，然而終身為眼疾所苦，後來更遭癌症病
魔之折磨，幸賴前後兩任妻子瑪麗亞尼斯(Maria Nys──先赫胥黎因癌
病謝世)與羅拉阿凱拉(Laura Archera)之扶持，而完成了傲世之著作。赫
胥黎著作等身，兼擅長篇與短篇小說、傳記、遊記、舞台與電影劇本、
詩篇等文體，然而最為世人所樂道的，乃是他傳世十本的長篇小說，
《憂
鬱的克羅米》(Crome Yellow)、
《滑稽舞會》(Antic Hay)、
《枯葉如斯》(Those
Barren Leaves)、
《針鋒相對》(Point Counter Point)、
《美麗新世界》(Brave
New World)、
《瞽目在迦薩》(Eyeless in Gaza)、
《萬劫天鵝》(After Many
A Summer Dies the Swan)、《韶光有盡時》(Time Must Have A Stop)、《天
才與女神》(The Genius and the Goddess)、
《島》(Island)。其中《美麗新
世界》最為膾炙人口，
《瞽目在迦薩》則頗受批評家青睞，最後之《天
才與女神》與《島》則是赫胥黎在面對人生存在困境的終結嘗試。此外，
本文作者亦論及赫胥黎在美國定居後對美國學界造成的影響，其中尤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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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胥黎在生病接受治療休養不久後，便接受麻省理工學院之邀約，擔任
「百周年卡內基人文學科訪問教授」之職，參與人文學科、自然學科、
與工程學科的統籌計劃，實為科技學院奠定人文學部的傳統。本文作者
盛讚赫胥黎為人厚道，謙沖為懷，博古通今，融科學家與藝術家於一身
人，亦是不世出的學養豐富的文化人(man of cultur)。
關鍵詞：Aldous Huxley；Crome Yellow；Antic Hay； Those Barren Leaves；
Point Counter Point；Brave New World；Eyeless in Gaza；After Many
A Summer Dies the Swan；Time Must Have A Stop；The Genius and the
Goddess；Island；man of culture；赫胥黎；《憂鬱的克羅米》；《滑
稽舞會》
；
《枯葉如斯》
；
《針鋒相對》
；
《美麗新世界》
；
《瞽目在迦薩》
；
《萬劫天鵝》；《韶光有盡時》；《天才與女神》；《島》；文化人

TB143

周憲文。〈赫胥黎 Aldous Leonard Huxley 年譜〉。《台灣經濟金融月刊》
(1981.7):78-80。
誠如本文標題所示，本文作者除了簡介赫胥黎(Aldous Huxley)之家
世背景外，主要是以編年條列的方式，依年序介紹赫胥黎之作品與經歷。
關鍵詞：Aldous Huxley；赫胥黎

TB144

Huei-fang Chang( 張 慧 芳 ). “A Study on Aldous Huxley’s Novels of
Ideas”(〈赫胥黎的觀念小說之研究〉). 《大仁學報》7 (1989): 35-44。
本文除了簡介赫胥黎(Aldous Huxley)之家世背景外，並兼涉赫胥黎
之主要著作如《憂鬱的克羅米》(Crome Yellow)、
《滑稽舞會》(Antic Hay)、
《針鋒相對》(Point Counter Point)、
《美麗新世界》(Brave New World)、
《萬劫天鵝》(After Many A Summer Dies the Swan)、
《天才與女神》(The
Genius and the Goddess)、
《島》(Island)等，藉以彰顯赫胥黎之觀念小說
(novels of idea)。本文作者援引其他批評家之看法，以為自喬治艾略特
(George Eliot)以降，觀念小說即已立足於英國小說傳統；就赫胥黎之例
而言，觀念小說不僅反映動盪不安的時局，同時亦記錄了個人對自我、
對世情、對生命的內化思辯過程。因此，在赫胥黎之小說中，但見一群
知識份子，聚集在某一中心地點，泰半時間都在清談，雖無驚人的情節，
但是想法與議論卻精彩紛陳，在在凸顯當時之社會問題，以及個人謀求
超越或解決這些問題之企圖。
關鍵詞：Aldous Huxley； Crome Yellow； Antic Hay； Point Counter
Point； Brave New World； After Many A Summer Dies the Swan； The
Genius and the Goddess；Island；novel of ideas；George Eliot；赫胥
黎；
《憂鬱的克羅米》
；
《滑稽舞會》
；
《針鋒相對》
；
《美麗新世界》；
《萬劫天鵝》；《天才與女神》；《島》；觀念小說；喬治艾略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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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145

Huei-fang Chang. “A Survey on Aldous Huxley’s Novels” 《高雄工學
院教師學術研究彙編》(1992.4): 229-53。
本文旨在彰顯赫胥黎(Aldous Huxley)其人其文如何深受其時代環
境與家世背景之影響。本文作者並依赫胥黎小說創作之年序，提供簡介
與導讀。大體而言，赫胥黎之作品，可依其主題分為三大類。一是烏托
邦/反烏托邦主題(the theme of utopia/anti-utopia)，其代表作品即是家喻
戶曉之《美麗新世界》(Brave New World, 1932)，其他如《猿與本性》(Ape
and Essence, 1948)所關懷的乃是人類自作孽與科技發展等議題，而《島》
(Island, 1962)則是開示佛教之真義，規勸人們勿再流連迷惘於紅塵幻
境。其二，則是戰爭議題(the problem of war)，可見於《憂鬱的克羅米》
(Crome Yellow, 1921)，
《滑稽舞會》(Antic Hay, 1923)，
《枯葉如斯》(Those
Barren Leaves, 1925)，《萬劫天鵝》(After Many a Summer Dies the Swan,
1939)，皆是赫胥黎在歷經兩次世界大戰後，大聲疾呼戰爭之可悲與愚
蠢之警世之作。其三則是探索物質文明與精神心靈間平衡(the balance
between material civilization and spiritual need)之課題，
《針鋒相對》(Point
Counter Point, 1928)，《天才與女神》(The Genius and the Goddess,
1955)，皆是指標性之作品。綜觀而言，赫胥黎終其一生為其時代的生
存困境所苦，著惱於「精神天」與「物理界」的衝突，宗教靈修似乎為
他提供了終極的出路。
關鍵詞：Aldous Huxley；the theme of utopia/anti-utopia；the problem of
war； Brave New World；Ape and Essence；Island；Crome Yellow；
Antic Hay；Those Barren Leaves；After Many a Summer Dies the
Swan；the balance between material civilization and spiritual need；
Point Counter Point；The Genius and the Goddess；赫胥黎；烏托邦
/反烏托邦主題；戰爭議題；
《美麗新世界》
；
《猿與本性》
；
《島》
；
《憂
鬱的克羅米》；《滑稽舞會》；《枯葉如斯》；《萬劫天鵝》
；物質文明
與精神心靈間平衡；《針鋒相對》；《天才與女神》

TB146

高天恩。
〈赫胥黎與神秘主義：
《韶光有盡時》中的清靜法界明光〉
。
《中
華民國第四屆英美文學研討會論文集》。台北：書林出版有限公司，
1992。頁 187-219。
本文除了詳述赫胥黎(Aldous Huxley)神秘主義思想(mysticism)之發
展以及批評輿論界對他毀譽指數之消長外，並以《韶光有盡時》(Time
Must Have a Stop)為例，檢視赫胥黎「永恆的哲學」(Perennial Philosophy)
，舉凡神聖實界(A Divine Ground)、清淨法界明光(the Pure Light of the
Void)、現象的自我(a phenomenal ego)、永恆的真我(an eternal self)等觀
念。《韶光有盡時》之基本主題──時間與永恆之相互關係──透過分

111

別代表肉慾與靈性的中年富紳巴納克(Eustace Barnack)與神秘主義實踐
者朗提尼(Bruno Rontini)所進行的一場辯證角力，而塞巴斯欽(Sebastian
Barnack)則是巴納克之侄兒，扮演著「成長小說」中主角角色，周旋於
巴納克式醇酒美人的享樂主義生活與朗提尼式清靜無我的靈修生活，幾
經悲歡離合，終於大徹大悟成為實踐神秘主義的智者。雖然本文側重於
描寫巴納克猝死後所經歷的中陰狀態，即臨終、死後、與投生的經驗，
本文作者以為，巴納克的死亡、中陰及投胎轉世過程，乃是大多數凡夫
俗子永遠浮沉於生死輪迴苦海的寫照，它代表著赫胥黎──「永恆哲學」
之反面樣本。《韶光有盡時》中真正超凡入聖的智者是朗提尼，而塞巴
斯欽則是悟道成為朗提尼的追隨者。
關鍵詞：Aldous Huxley ; mysticism ; Time Must Have a Stop; Perennial
Philosophy ； A Divine Ground ； the Pure Light of the Void ； a
phenomenal ego；an eternal self；赫胥黎；神秘主義；
《韶光有盡時》
；
「永恆的哲學」；神聖實界；清淨法界明光；現象的自我；永恆的
真我
TB147

田維新。〈講評《赫胥黎與神秘主義：〈韶光有盡時〉中的清靜法界
明光》〉
。
《中華民國第四屆英美文學研討會論文集》
。台北：書林出版有
限公司，1992。頁 220-1。
本文作者以為，高天恩教授的論文條理清楚，對於赫胥黎的神秘
主義思想與創作有著鉅細靡遺之評述；論文論述中可見赫胥黎《韶
光有盡時》深得藏傳佛教經典《中陰聞教得度》(The Tibetan Book of
the Dead) 之影響，若是能針對該書互文關係作進一步的比較閱讀與說
明，當更有助於讀者的瞭解。
關鍵詞：Aldous Huxley ; Time Must Have a Stop ; mysticism; The Tibetan
Book of the Dead ; 赫胥黎；《韶光有盡時》；神秘主義；《中陰聞教
得度》

2.評論／理論
TB148

Tzu-yun Chen. “Yen Fu’s Translation of Huxley’s Evolution and Ethics.”
Tamkang Review.13.2 (1982.12): 111-35。
本文旨在探討嚴復(Yen Fu)翻譯赫胥黎【(T. H. Huxley)，為阿道斯
赫胥黎(Aldous Huxley)之祖父】《天演論》(Evolution and Ethics)之種種
優窳。本文作者以為，嚴復國學深厚，下筆誠為一派之宗師，然而《天
演論》一書之翻譯，則出現如是之瑕疵，例如嚴復之《天演論》未對赫
胥黎原著中之附註有所譯註、釋義或聲明，不無未盡翔實之憾；又例如
譯名不一致，印度又作身毒、天竺、竺乾，希臘又作額里思；此外，本
文作者亦列舉數處《天演論》譯文中或竄改、或增刪或誤譯赫胥黎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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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例。儘管如此，本文作者以為瑕不掩瑜，《天演論》仍是傑出之文學
作品，嚴復致力引介西學之功，仍為世世代代所景仰。
關鍵詞：T. H. Huxley；Yen Fu；Evolution and Ethics；赫胥黎；嚴復；
《天
演論》
** 另外請參見歐威爾(George Orwell)、格林(Graham Greene)編目下提及赫胥黎
相關作品的書目註釋與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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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ves, Robert (1895-1985 ) 葛雷夫茲
TB149

崔文瑜。
〈詩文隱士：談英國當今寫作能手葛雷夫茲〉
。 《文訊月刊》2
(1983.8): 69-76。
本文旨在評介葛雷夫茲(Robert Graves)之生平與著作，並兼涉葛雷
夫茲之為人處世行事作風。葛雷夫茲雖以詩名立足文壇，但是兼擅小說
與文學批評，他的《告別那一切》(Goodbye to All That)，描寫一位英國
青年經歷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成長之種種，雖被論者視為是自傳體小說，
然而亦是同類型戰爭小說中最為世人所津津樂道者。此外，葛雷夫茲的
歷史小說亦是文采並茂。《朕，克勞地阿斯》(I, Claudius)即為一例，設
色大膽，風格獨具，卓然成家，誠為歷史小說之新典範。在評論方面，
葛雷夫茲之著作如《論英詩》(On English Poetry)、
《白色女神》(The White
Goddess)成就亦是可觀。至於詩文創作，葛雷夫茲之作品更是不可勝
數，如《火盆上》(Over the Brazier)、
《詩篇與諷刺》(Poems and Satires)
等等。葛雷夫茲的詩文常常被收錄於當代的文選或詩選集中。葛雷夫茲
一生孤傲不羣，不喜與同儕藝文人士酬酢往來，因此雖然著作等身，成
就不低，但是從未曾在文壇上大紅大紫過。不過，西摩爾－史密斯(Martin
Seymour-Smith)對葛雷夫茲十分景仰心儀，為葛雷夫茲立傳，書名即為
《羅勃葛雷夫茲傳》(Robert Graves: His Life and Work)。本文作者如此
結語：葛雷夫茲能詩能文能評論，能深能淺能通俗，悠遊自得於文學的
海闊天空，誠為一代詩文隱士。
關鍵詞：Robert Graves；Goodbye to All That；I, Claudius；On English Poetry；

The White Goddess；Over the Brazier；Poems and Satires ；Martin
Seymour-Smith；Robert Graves: His Life and Work；葛雷夫茲；《告別
那一切》
；
《朕，克勞地阿斯》
；
《論英詩》;《白色女神》; 《火盆上》；
《詩篇與諷刺》；西摩爾－史密斯；《羅勃葛雷夫茲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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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nden, Edmund (1896-1974) 白倫敦
TB150

思果。〈憶白倫敦君〉。《中外文學》11.9 (1983.2): 52-7。
本文為作者緬懷過往與白倫敦(Edmund Blunden)在香港大學結識
後亦師亦友般的情誼，其中並穿插兩人閒話論學之種種。本文作者以
為，白倫敦雖然未創新派，未倡改革，但是學有根柢，詩文絕佳，為人
謙沖有禮，提攜後進，不遺餘力，與中國傳統文人頗為神似。斯人已遠，
舊時代已然消逝，傳統與維新，誠為永遠之議題。
關鍵詞：Edmund Blunden；白倫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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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nin, Archibald Joseph (1896-1981 ) 克羅寧
TB151

陳紹鵬。〈棄醫就文的克羅寧〉。《純文學》7.3 (1968.3):131-38。
本文旨在評介克羅寧(Archibald Joseph Cronin)棄醫就文的經過，並
兼涉他的代表性作品與寫作風格。本文作者曾經翻譯了克羅寜的兩部作
品，分別為《鐵窗外的春天》(Beyond This Place)、《一個美的故事》(A
Thing of Beauty)；此外，克羅寧著名之作品尚有《哈特的城堡》(Hatter’s
Castle)、
《三個愛》(Three Loves)、
《兩個世界的冒險談》(Adventures in Two
Worlds)、
《北極光》(The Northern Light)、
《朱比德笑了》(Jupiter Laughs)
等等。本文作者以為，克羅寧身為英國皇家醫師協會的會員，並擁有倫
敦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因此擅長將本身之專長和專業知識與文學相結
合，以寫實之手法，刻劃社會的黑暗面，用譏諷的態度，描寫人類的自
私，因此贏得「英格蘭的新狄更斯」(“Englands’ New Dickens “)之文名。
關鍵詞：Archibald Joseph Cronin；Beyond This Place；A Thing of Beauty；
Hatter’s Castle；Three Loves；Adventures in Two Worlds；The Northern
Light；Jupiter Laughs；Englands’ New Dickens；克羅寧；《鐵窗外
的春天》
；
《一個美的故事》
；
《哈特的城堡》
；
《三個愛》
；
《兩個世界
的冒險談》；《北極光》；《朱比德笑了》；英格蘭的新狄更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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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tchett, V. S. (1900-1997) 浦瑞協
TB152

崔文瑜。〈英國小說家浦瑞協〉。《文藝月刊》40 (1972.10): 87-91。
本文旨在評介浦瑞協(V. S. Pritchett) 之家世生平與寫作風格，並兼
涉他的自傳性小說《午夜油燈》(Midnight Oil)、文學評論《喬治梅瑞底
適與英國喜劇》(George Meredith and English Comedy)、以及短篇故事《盲
愛及其他故事》(Blind Love and Other Stories)。本文作者以為，浦瑞協
文筆優美，知識淵博，觀察入微，對人性帶著喜劇化的瞭解。一般文學
評論家對他的評價褒多於貶，視他為當代英國傑出之作家之一。
關鍵詞：V. S. Pritichett；Midnight Oil ; George Meredith and English
Comedy ; Blind Love and Other Stories；浦瑞協；《午夜油燈》；《喬
治梅瑞底適與英國喜劇》；《盲愛及其他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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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well, George (1903-1950) 歐威爾
TB153

陸炳文。
〈《一九八四》──一本對極權統治極盡諷刺能事的書〉
。
《情報
知識》20.11 (1979.5): 32-5。
本 文 作 者 以 為 歐 威 爾 (George Orwell)之 《 一 九 八 四 》 (Nineteen
Eighty-Four)乃是一本警世小說。本文以《一九八四》中大洋國(Oceania)
之三句標語──「戰爭即和平」
、
「自由即奴役」
、
「無知即力量」──為
引子，將書中情節與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大陸的作為相連結。本文作者以
為，歐威爾藉著對未來世界的蠡測，巧妙的反映出極權政治的本質與型
態。
關鍵詞：George Orwell；Nineteen Eighty-Four；歐威爾；《一九八四》

TB154

楊政平。〈評介歐威爾的《動物農莊》〉。《書府》(1983.5): 92。
本文作者視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動物農莊》(Animal Farm)為
反共文藝，並呼籲世人提防共產黨極權暴政為世界所帶來的災難與不
安。
關鍵詞：George Orwell；Animal Farm；歐威爾；《動物農莊》

TB155

賀景濱。
〈《一九八四》來到了嗎？──喬治歐威爾小說的意向〉
。
《中國
論壇》17.6 ( 1983.12) : 10-4。
本文旨在評介歐威爾(George Orwell)之生平事略與代表性作品，如
《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與《動物農莊》(Animal Farm)，並
兼涉西方的烏托邦與反烏托邦傳統(Utopia/Anti-Utopia)。本文作者以
為，歐威爾的小說以寓言體的作品最為出色，
《一九八四》與《動物農
莊》便是這類諷喻性質的反烏托邦小說。烏托邦小說淵源流長，這種勾
勒人類完美生存環境的小說可追溯至《聖經》
〈創世紀〉(“Genesis” of The
Bible”)中的「伊甸園」(Garden of Eden)，而後歷經柏拉圖(Plato)的《共
和國》(The Republic)，乃至十九世紀巴特勒(Samuel Butler, 1835-1902)
之《有何烏之鄉》(Erewhon)等等。十九世紀的人相信人類的完美性和
烏托邦的可行性，但是二十世紀的歷史事件摧毀了這種看法，反烏托邦
的小說在在彰顯個人屈身於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的目的論下毫無控
制選擇之能力，人性並不完美，只有趨向墮落的歧途。舉凡曾亞廷
(Yevgeny Zamyatin)的《我們》(We)、赫胥黎(Aldous Huxley)的《美麗新
世界》(Brave New World)、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皆是反烏托邦小說的代表，更是二十世紀人類文明發展史
的警鐘。
關 鍵 詞 ： George Orwell ； Nineteen Eighty-Four ； Animal Farm ；
Utopia/Anti-Utopia；Garden of Eden；Plato；The Republic；Samu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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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ler；Erewhon；totalitarianism；Yevgeny Zamyatin；We；Aldous
Huxley；Brave New World；歐威爾；《一九八四》；《動物農莊》；
烏托邦與反烏托邦；伊甸園；柏拉圖；《共和國》；巴特勒；《有
何烏之鄉》
；極權主義；曾亞廷；
《我們》
；赫胥黎；
《美麗新世界》
TB156

南方朔。〈《一九八四》的夢魘──從烏托邦到反烏托邦〉。《中國論壇》
17.6 (1983.12) : 14-9。
誠如本文標題所揭櫫，本文旨在剖析歐威爾(George Orwell)《一九
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之多重蘊義，藉以彰顯烏托邦/反烏托邦
(Utopia/Anti-Utopia)心態的基調與變衍。本文作者以為，歐威爾的《一
九八四》乃是具有多重蘊義的社會與政治預言，若從人類政治思想歷史
的脈絡觀察之，可以得到如此之定位：在五０年代，《一九八四》的反
共色彩使它成為冷戰哲學之表徵；在六０年代，由於《一九八四》之「反
階層組織」內涵，使它成為「反一致性主義」(anti-conformism)的張本；
自七０年代以降，由於《一九八四》對科技的悲觀態度，使它成為對科
技持樂觀態度的未來學派與對科技持悲觀態度的生態學派間的辯證之
重要參考。此外，本文作者亦評介數種原型烏托邦心態，如「狂熱千禧
年論」(Orgiastic Chiliasm)、
「自由人道主義」(Liberal-Humanitarianism)、
「社會主義暨共產主義烏托邦」(the Socialist-Communist Utopia)、
「保守
主義烏托邦」(the conservative Utopia)等。在近代人類歷史上，以進步
主義(progressionism)為基調，以「社會主義暨共產主義」為最高型式的
烏托邦心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激情逐漸冷卻，取而代之的乃是以歐
烕爾《一九八四》
、曾亞廷(Yevgeny Zamyatin)《我們》(We)、赫胥黎(Aldous
Huxley)《美麗新世界》(Brave New World)為首的反烏托邦心態。舉凡社
會的疏離現象，人的均質、去型、被組織化，科技為人類帶來浩刧等現
象描寫，均可見於這些作品中。本文作者因此如是結語：從烏托邦心態
到反烏托邦心態的變型與演進，可以看出《一九八四》在此演變過程中
的時代性與經典性，稱它為「夢魘小說」(novel of nightmare)實不為過，
因為《一九八四》所質詰的乃是人類永遠的夢魘與疑問：集體與個人，
奴役與自由，組織與個性的調諧點何在？何謂人類終極的倫理規範？
關鍵詞：George Orwell；Nineteen Eighty-Four；Utopia/Anti-Utopia；
Orgiastic Chiliasm；Liberal-Humanitarianism；the Socialist-Communist
Utopia；the conservative Utopia；Yevgeny Zamyatin；We；Aldous
Huxley；Brave New World；novel of nightmare；歐威爾；《一九八
四》
；烏托邦/反烏托邦；狂熱千禧年；自由人道主義；社會主義暨
共產主義烏托邦；保守主義烏托邦；曾亞廷；
《我們》
；赫胥黎；
《美
麗新世界》；夢魘小說

119

TB157

陳忠信。〈永恆的難局──《一九八四》式倫理根源的弔詭性〉。《中國
論壇》17.6 (1983.12) :20-3。
本 文 作 者 援 引 歐 威 爾 (George Orwell)的 《 一 九 八 四 》 (Nineteen
Eighty-Four)與韋伯(Max Weber,1864-1920)的《基督新教倫理與資本主
義的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1904-5)中的
話語與論述，以為兩者──前者為文學作品，後者為社會學理論著作─
─皆不約而同洞見吾人所處時代的危機：一個高度科技發展、高度組織
化的全控社會(total society )的君臨宰制一切。面對如此之歷史文明發展
危機，當代西方許多思想流派均對此一組織官僚與技術官僚的極權主義
(bureaucratic and technocratic totalitarianism)作過廣泛而深刻的批判與反
省，例如德國的法蘭克福學派(Frankfurt School)，即為一例。本文旨在
援引韋伯之理論，探討此危機之文化根源。本文從「現代化工業社會的
理性化過程」
、
「理性化的不理性弔詭危機」
、
「法蘭克福學派的社會批判」
等面向討論之，以彰顯目的理性與價值理性，責任倫理與意圖倫理的緊
張辯證關係。
關鍵詞：George Orwell；Nineteen Eighty- four；Max Weber；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total society；bureaucratic and
technocratic totalitarianism；Frankfurt School；歐威爾；
《一九八四》
；
韋伯；
《基督新教倫理與資本主義的精神》
；全控社會；組織官僚與
技術官僚的極權主義；德國法蘭克福學派

TB158

廖仁義。
〈創造力的辯證──從「逃避自由」看《一九八四》〉
。
《中國論
壇》17.6 ( 1983.12) : 28-30。
本文作者以為，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雖是一幻構性的政治寓言小說，其中所描述的人類文明危
機雖然不無文學想像的誇張手法，但是印證於過往的半個世紀，許多心
靈的、制度的、科技的現象，彷彿都在為歐威爾的《一九八四》背書。
本文作者援引德國心理學家佛洛姆(Erich Fromm)在《自由的恐懼》(The
Fear of Freedom)之觀念，探討「逃避自由」之議體，兼涉《一九八四》
之相關主題。本文作者以為，威脅今天的民主政治，不只是極權主義
(totalitarianism)，不只是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而是吾人最信賴、最疏
於防範的「官僚體制」(bureaucracy)。官僚體制之高明處在於它利用、
操控科技發明、傳播媒體，以為它的統治工具；而傳播媒體也日漸取代
大自然、教會、專制君主，並與官僚體制結合而成為人類逃避自由的避
難所。
《一九八四》中的溫斯頓(Winston)，經過苦刑、洗腦後，終於「選
擇幸福、逃避自由」
，對自己說：「我已戰勝自己，我愛老大哥」
。誠然
是一大諷刺。
關鍵詞：George Orwell ; Nineteen Eighty-Four ; Erich Fromm；The Fear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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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dom；totalitarianism；bureaucracy；歐威爾；《一九八四》；佛
洛姆；《自由的恐懼》；極權主義；官僚體制；
TB159

金耀基。
〈《一九八四》
：反極權主義的警告〉
。 《聯合月刊》 30 (1984.1):
24-6。
本 文 作 者 以 為 歐 威 爾 (George Orwell)的 《 一 九 八 四 》 (Nineteen
Eighty-Four)乃是一部充滿「社會學想像力的政治幻構小說」。《一九八
四》與赫胥黎(Aldous Huxley)的《美麗新世界》(Brave New World)、曾
亞廷(Yevgeny Zamyatin)的《我們》(We)所刻劃的現代極權組織與科技
文明所帶給人類的危機與無望，而這三位作家所描刻的「負面烏托邦」
(Negative Utopia) 更 是 現 代 人 的 夢 魘 。 本 文 旨 在 彰 顯 極 權 主 義
(totalitarianism)之威脅與誘惑，並重申《一九八四》反極權主義之警告。
本文作者援引佛洛姆(Erich Fromm)之說，十九世紀的問題是「上帝已
死」
，二十世紀的問題是「人已死」
，而人類最大的危機乃是「機械人化」
(robotism)，與人文精神價值的褪色。本文作者因此如是結語：極權主
義的性格是複雜的，它的面貌是多樣的，它的觸角所及不只限於政治層
面，更可以廣及文化、思想與心理各層面；歐威爾的《一九八四》雖有
悲觀色調，但是只要人類堅持獨立思考之能力，便不會為「老大哥」(Big
Brother)的「雙重思維」(doublethink)所宰制。
關鍵詞：George Orwell; Nineteen Eighty-Four ; Aldous Huxley；Brave New
World；Yevgeny Zamyatin；We；Negative Utopia；totalitarianism；
Erich Fromm；robotism；歐威爾；
《一九八四》；赫胥黎；《美麗新
世界》；曾亞廷；《我們》；負面烏托邦；極權主義；佛洛姆；機械
人化

TB160

夏志清。〈重讀《一九八四》〉
。《聯合月刊》30, 31 (1984.1):59-62, 87-91。
本文作者以為，自古以來即有所謂的「烏托邦」(Utopia)文學，直
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刻劃非理想社會的「反烏托邦」(Anti-Utopia,
Dystopia)文學隨之而興；而其中尤以蘇聯反共作家曾亞廷(Yevgeny
Zamyatin)的《我們》(We)，赫胥黎(Aldous Huxley)的《美麗新世界》(Brave
New World)，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
為代表性作品。本文撰寫於一九八四年初，正值「一九八四」預言議題
熱潮鼎沸之際。本文作者以為在諸多討論歐威爾《一九八四》之文章中，
以史坦納(George Steiner)為《紐約客》撰寫的《一九八四》的特稿〈殺
時間〉(“Killing Time”)一文，見解最為精闢，考證最為詳實。本文分上、
下兩回發表，除了評述歐威爾的生平事略與寫作風格外，旨在探討《一
九八四》之文類傳統、主題，與人物塑造，並兼涉《動物農莊》(Animal
Farm)。本文作者以為，
《動物農莊》繼承了史威夫脫(Jonathan Swift)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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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寓言傳統，而《一九八四》則是依循十九世紀以降杜斯妥也夫斯基
(Fyodor M. Dostoevsky)、康拉德(Joseph Conrad)所代表的政治小說。
《動
物農莊》影射共產黨剝削、奴役人民的史實，而《一九八四》則寬貸普
羅大眾(proletarian)，側重於黨對知識份子的掌控宰制。此外，本文作者
亦對《一九八四》中的溫斯頓(Winston Smith)、裘麗(Julia)、奧白冷
(O’Brien)等角色人物有所剖析。本文作者以為，溫斯頓與裘麗情愛之情
節，流於俗氣，而溫斯頓與奧白冷間的互動則精采許多。
《一九八四》
雖然原題為「歐洲最後一人」(“The Last Man in Europe”)，然而，細觀
之，男主角溫斯頓只是諸多不滿現狀，探求真理的知識份子之一，他之
所成為「人」的代言人，完全是得力於集上帝/魔鬼正反「雙重思維」
(doublethink)於一身的奧白冷此人物的抬舉。綜觀而言之，本文作者以
為，
《一九八四》對於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有著深刻的描寫，然而，
亦是一本非常悲觀的小說，歐威爾對於自由的遠景，人類的前景，似乎
不抱任何希望。
關鍵詞： Utopia ; Anti- Utopia, Dystopia ;Yevgeny Zamyatin ; We ; Aldous
Huxley；Brave New World；George Orwell；Nineteen Eighty-Four；
George Steiner；“Killing Time” ; Animal Farm；Jonathan Swift；Fyodor
M. Dostoevsky；Joseph Cornad；totalitarianism；烏托邦；反烏托邦；
曾亞廷；
《我們》
；赫胥黎；
《美麗新世界》
；歐威爾；
《一九八四》；
史坦納；
〈殺時間〉
；
《動物農莊》
；史威夫脫；杜斯妥也夫斯基；康
拉德；極權主義
TB161

韓立。 〈反烏托邦文學──紀念《一九八四》〉
。 《新書月刊》5 (1984.2):
12-5。
本 文 旨 在 探 討 歐 威 爾 (George Orwell) 《 一 九 八 四 》 (Nineteen
Eighty-Four)所表徵的反烏托邦(Anti-Utopia)文學傳統。本文作者以為
《一九八四》雖然與曾亞廷(Yevgeny Zamyatin)的《我們》(We)，赫胥
黎(Aldous Huxley)的《美麗新世界》(Brave New World)，齊名為近代三
大反烏托邦小說，然而其傳統可以回溯至十九世紀的杜斯妥也夫斯基
(Fyodor M. Dostoevsky)，尤其是《卡拉馬助夫兄弟們》(The Brothers
Karamazov)中的〈宗教大法官〉(“The Grand Inquisitor”)一節，其中心思
想是：弱者甘願服從強者；自由乃是人類最承受不了的重擔，人類甘願
接受奴役，只圖溫飽而己。這些看法便成為上述三部反烏托邦的共同主
題，而宗教大法官也在不同層面以「大恩人」(英譯為”the Well-Doer”
或”the Benefactor”)的形象出現在《我們》
、以「大管制者」(“the Controller”)
的身份出現在《美麗新世界》、以「老大哥」(“Big Brother”)與奧白冷
(O’Brien)的面貌出入《一九八四》
。本文作者如此結語：
《一九八四》自
出版以來，來常常被視為是純反共小說，然而歐威爾所諷刺的對象並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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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限於史達林或希特勒，西方社會在工商科技文明的支配發展下，難保
不會出現反烏托邦之現象，
《一九八四》附錄的「新語原理」(“Principles
of Newspeak”) 所 針 砭 的 「 雙 重 思 維 和 雙 重 語 言 」 (doublethink and
doublespeak )早已清楚可見於民主國家政客們的言行中了。
關鍵詞：George Orwell ; Nineteen Eighty-Four ; Anti-Utopia；Yevgeny
Zamyatin ; We ; Aldous Huxley；Brave New World；Fyodor M.
Dostoevsky；The Brothers Karamazov；“The Grand Inquisitor”；”the
Well-Doer/the Benefactor” ； “the Controller” ； ”Big Brother” ；
doublethink and doublespeak；歐威爾；
《一九八四》
；反烏托邦；曾
亞廷；《我們》；赫胥黎；《美麗新世界》；杜斯妥也夫斯基；《卡拉
馬助夫兄弟們》；〈宗教大法官〉；大恩人；大管制者；老大哥；雙
重思維和雙重語言
TB162

李蝶菲。〈喬治‧歐威爾──一個窮畢生經歷去追求真理的作家〉。《新
書月刊》6 (1984.3):12-5。
本文主要在講述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生平歷練以及創作經
歷，並提及他的生活習慣以及感情和婚姻。(作者文末註明本文大部分
取材自一九八四年元月九日出版的美國《人物》周刊，Landon Y. Jones
所撰的〈喬治‧奧威爾〉一文。)
關鍵詞：George Orwell ; 歐威爾

TB163

沙明。〈《一九八四》預言小說中的大洋國：在現實世界中的印證〉
。《幼
獅文藝》59.3 ( 1984.3): 79-80。
本 文 作 者 以 為 歐 威 爾 (George Orwell)之 《 一 九 八 四 》 (Nineteen
Eighty-Four)乃是一本預言小說。《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中
大洋國(Oceania)的極權統治、暴政壓迫，誠然是中國大陸的寫照。此外，
大洋國所標示的各種口號──「戰爭即和平」
、
「自由即奴役」
、
「無知即
力量」──似是而非，強辭奪理也與中國大陸相同，不可不謂諷刺矣！
關鍵詞：George Orwell; Nineteen Eighty-Four；歐威爾；《一九八四》

TB164

賀知章。 〈一九八四憶當年〉。 《新書月刊》7 ( 1984.4) : 30-1。
本文乃是作者緬懷過往國民黨政府播遷來台初期，作者服務於廣播
公 司 ， 參 與 翻 譯 歐 威 爾 (George Orwell) 的 《 一 九 八 四 》 (Nineteen
Eighty-Four)製作廣播劇之往事。
關鍵詞：George Orwell ; Nineteen Eighty-Four；歐威爾；《一九八四》

TB165

劉紹銘。 〈預言‧寓言‧一九八四〉
。 《新書月刊》11 (1984.8): 48-9。
本文為作者翻譯歐威爾(George Orwell)之《一九八四》(Ninet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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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ghty-Four)後感言。本文作者以為《一九八四》可以是寓言，也可以
是預言。從寓言的角度來看，《一九八四》乃是針對人類發展史所發出
的警訊。歐威爾始終是位理想社會主義者，他反對的不是社會主義，不
是馬克思思想，而是反對史達林式的暴政，以及一切獨裁、專制、為維
持少數人的權力而不顧百姓死活的統治團體。若是從預言書的角度來
看，則《一九八四》的許多細節早已在東西政治舞台上演過。文末，本
文作者還補充了兩點看法，一是《一九八四》中大洋國(Oceania)的權力
結構──內黨、外黨、普理──與中國大陸的「無產階級專政」相類似；
一是民族主義的濫調，淪為仇外主義或軍國主義的張本。
關鍵詞：George Orwell；Nineteen Eighty-Four ; 歐威爾；《一九八四》
TB166

何欣。 〈喬治歐威爾與《動物農莊》〉。 《書和人》612 (1989.1):1-2。
本文旨在評介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生平事略與創作風格，並兼
涉他的代表性作品，如《巴黎和倫敦的潦倒生活》(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
《緬甸時期》(Burmese Days)、
《牧師的女兒》(A Clergyman’s
Daughter)、《讓葉蘭飛舞》(Keep the Aspidistra Flying)、《一九八四》
(Nineteen Eighty-Four)、
《動物農莊》(Animal Farm)等。本文作者援引其
他批評家之評論，以為歐威爾之所以能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最具影響
力的作家之一，不完全是由於他的藝術成就，而是「歐威爾自己的觀念
和他所代表的思想，他那率真的、懷疑的、認真而嚴肅的、反浪漫主義
的態度，他對自己和對他周遭世界的絕對且無情的忠誠。」
《動物農莊》
與《一九八四》便是此種關懷的體現。
關鍵詞：George Orwell ; 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Burmese
Days；A Clergyman’s Daughter；Keep the Aspidistra Flying；Nineteen
Eighty-Four；Animal Farm；歐威爾；
《巴黎和倫敦的潦倒生活》
、
《緬
甸時期》
、
《牧師的女兒》
、
《讓葉蘭飛舞》
、
《一九八四》)、
《動物農
莊》

TB167

廖切。 “The Falsehood of Communism As Revealed in George Orwell’s
Animal Farm” 《復興崗學報》45(1991.6): 1-109。
本文實為作者之論文全集，分兩次發表。本文作者以為，歐威爾
(George Orwell)之「政治目的」與「藝術目的」在《動物農莊》(Animal
Farm)達到完美之結合。本文旨在彰顯《動物農莊》如何透動物寓言
(animal fable)來凸顯共產主義(communism)與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
之誤謬。本期所發表之內容，為該論文之前三章，分別為第一章：引文，
第二章：《動物農莊》所揭露之共產主義本質，第三章：政治諷喻。
關鍵詞：George Orwell；Animal Farm；animal fable；communism；
totalitarianism；歐威爾；
《動物農莊》
；動物寓言；共產主義；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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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
TB168

朱望。〈論喬治‧奧韋爾《一九八四》的創作思想〉。《中外文學》
26.10(1998.3): 74-9。
英國作家奧韋爾(George Orwell, 又譯歐威爾)以其反烏托邦小說與
政論享譽文壇，尤以《動物農場》(Animal Farm, 又譯《動物農莊》)
與《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膾炙人口。然而，本文作者以為，
東西方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國家的讀者與論者，皆因各自內在之因素，
而對《一九八四》產生了一定程度的誤解。本文旨在探究歐威爾之創作
發展軌跡，除了考証歐威爾前後期創作思想與其生活際遇之關係，更援
引其同時代文化思潮──具有西方馬克思主義特點的西方社會主義思
潮──以資彰顯歐威爾作品中對社會現實之關懷。本文作者以為，歐威
爾在《一九八四》中濃縮了極右與極左思潮為人們在精神與物質生活上
所帶來的困惑與煎熬。歐威爾以「雙重思維和雙重語言」(doublethink and
doublespeak)之方式，凸顯人們如何在「精神要真理、肉體要存活」之
掙扎。綜觀而言之，歐威爾所服膺的，乃是民主科學的社會主義理想，
極右或極左之極權主義，均在其討伐之列。
關鍵詞：George Orwell；Animal Farm；Nineteen Eighty-Four；doublethink
and doublespeak；歐威爾；《動物農場》；《一九八四》；「雙重思維
和雙重語言」

TB169

黃玉蘭。
〈《動物農莊》和《一九八四》的比較研究〉
。 (“A Comparative
Study of Animal Farm and Nineteen Eighty-Four”) 《 健 行 學 報 》
18.1(1998.12):101-33。
本文作者以為，歐威爾(George Orwell)之《動物農莊》(Animal Farm)
為二十世紀英國最重要之政治諷喻小說(fictional political satire)，而歐威
爾之《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除了延續《動物農莊》之主
題外，更可視為二十世紀反烏托邦小說(anti-utopian novel)的經典之作。
本文旨在探討此兩部小說如何透過藝術、政治、諷喻之結合，觸及現代
世界事務之焦慮核心。
關鍵詞：George Orwell；Animal Farm；Nineteen Eighty-Four；fictional
political satire；anti-utopian novel；歐威爾；《動物農莊》；《一九八
四》; 政治諷喻小說；反烏托邦小說

TB170

楊韻華。 “Short Lives Fled By: George Orwell’s Labyrinth──A World
Malfunction” 《和春學報》6 (1999.7): 447-55。
本文作者以為，社會政治關懷一向是歐威爾(George Orwell)作品中
之主題，其中又以《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與《動物農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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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imal Farm)最具代表性。本文旨在評介《動物農莊》，兼涉政府與人
民、社會機制與受制者間互動之議題，進而彰顯個人在集體意識宰制下
的無能、無力與無望。《動物農莊》實為一政治諷刺作品，凸顯人類/
動物陷於政治新樂園的迷宮與陷阱。
關鍵詞：George Orwell；Nineteen Eighty-Four； Animal Farm ; 歐威爾；
《一九八四》；《動物農莊》
TB171

黃玉蘭。〈導讀喬治歐威爾的《動物農莊》〉
。《健行學報》19.1(1999.12):
215-48。
誠如標題所示，本文乃是歐威爾(George Orwell)《動物農莊》(Animal
Farm)之導讀，主要是以劇情簡介為主。本文作者以為，
《動物農莊》之
訴求讀者群有二，一是孩童/年青人，一是成人，希望藉此傳達歐威爾
自己之政治信念──人們必須關心政治，否則政客們將為所欲為、無所
忌憚，而社會將因此遭受不幸。
關鍵詞：George Orwell；Nineteen Eighty-Four；Animal Farm；歐威爾；
《一九八四》；《動物農莊》

TB172

邱毅。〈《動物農莊》裡的希望與悲情〉
。《經濟前瞻》 68 (2000.3):112-3。
誠如本文作者所言，一九九０年身處總統大選熱浪滾滾之際，展讀
歐威爾(George Orwell)之《動物農莊》(Animal Farm)，難免心緒起伏，
難以平靜，彷彿太平天國，共產黨之種種再現眼前云云。本文除了簡介
《動物農莊》之故事情節外，意在借古諷今，發抒權力使人腐化，人類
歷史不斷重演之慨歎！
關鍵詞：George Orwell；Animal Farm；歐威爾；《動物農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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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e, Graham(1904-1991)

格林

TB173

王敬義。 〈喜劇演員〉。 《純文學》5.2 (1969.2): 6-8。
本文旨在評析格林(Graham Greene)的《喜劇演員》(The Comedians)
一書。格林一直被視為天主教作家，他的作品以諷刺見長，風格多少帶
有偵探小說的味道。本文評論從喜劇和非喜劇演員的特色出發，分析每
一個劇中人的特性。本文作者以為，格林的這部作品可代表現代小說的
一個新趨向：從現實發掘題材，提昇現實使其具有象徵的意義。然而，
相較於杜斯妥也夫斯基和卡夫卡，本文作者仍認為格林則是略遜一疇。
關鍵詞：Graham Greene；The Comedians；格林《喜劇演員》

TB174

崔文瑜。 〈英‧葛潤的《隨姨母遊歷記》〉
。 《青溪》3.12 (1970.6): 14-7。
本文旨在簡介格林(Graham Greene)《隨姨母遊歷記》(Travel with My
Aunt)一書之劇情，並評述格林之寫作風格與生平。本文作者以為，格
林之小說約可分為兩種：一是緊張刺激的娛樂小說，一是寓意高深的嚴
肅小說，然而兩者間的分野，並非楚河漢界般的涇渭分明。以《隨姨母
遊歷記》為例，看似滑稽可笑，內容卻發人深省，其風格與結構充滿寓
言手法，躍然紙上的，乃是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神之關係與關心。
關鍵詞：Graham Greene；Travels With My Aunt；格林；
《隨姨母遊歷記》

TB175

陳竺筠。〈「格林之鄉」與人間地獄〉
。《中外文學》4.2 (1975.7): 114-35。
本文旨在以《權柄與光輝》(The Power and the Glory)為例，探討格
林(Graham Greene)小說中「格林之鄉」(“greeneland”)所蘊涵之奧義，以
及環境與主題間的關係。本文作者以為，格林慣常將其作品厝置於充滿
奇風異俗的異域，此乃所謂的「格林之鄉」。然而「格林之鄉」絕非浪
漫主義前朝餘風般的夢幻唯美，取而代之的乃是刻劃荒蕪頹廢的自然瘴
癘之地與精神的不毛荒原。
《權柄與光輝》中描寫酗酒神父躲避警騎(與
「天堂之犬」)的追捕，踏上一段悔罪與認識自我之旅程，終至到達聖
境(雖然他看似沒有資格成為殉道者)。酗酒神父的外在逃亡旅程顛沛流
離，而在內在探索的心路歷程更是窒礙坎坷，自然環境的貧瘠荒蕪與迷
離蕭條，在在反應酗酒神父尋找自我和上主的種種困頓；內在與外在的
迷宮，心靈與肉身的煉獄，兩相呼應，誠如本文作者所結語：希臘神話
英雄深入地獄探究生命之真知，而格林英雄則在人間煉獄尋覓自我與上
主之深義。
關鍵詞：Graham Greene；The Power and the Glory；“greeneland”；格
林；《權柄與榮耀》；「格林之鄉」

TB176

Edward P. Vargo, SVD. “Struggling With a Bugaboo: the Priest-Character in

127

Achebe and Greene and Keneally.” Fu Jen Studies. 9 (1976): 1-17。
本文旨在剖析格林(Graham Greene)的《榮譽領事》(The Honorary
Consul)、阿奇貝的(Chinua Acehbe)《神之箭》(Arrow of God)、肯尼利
(Thomas Keneally)的《三敬聖靈》(Three Cheers for the Paraclete)小說中
的神父角色。《榮譽領事》故事發生在阿根廷與巴拉圭交界的邊城，芮
華士神父(Father Leon Rivas)乃是一名反對軍事獨裁的巴拉圭革命份
子；《神之箭》為阿奇貝「非洲三部曲」(the African Trilogy)之第三部，
主角伊蘇魯(Ezeulu)乃是烏魯的祭司(the chief priest of Ulu)，身處一九二
０年代，面對奈及利亞與大英帝國之對峙、現代與傳統的衝突；《三敬
聖 靈 》 故 事 發 生 在 一 九 六 ０ 年 澳 洲 天 主 教 修 士 靈 修 所 (House of
Studies)。雖然三部小說地理殊隔、文化迥異，但是卻不約而同的紀錄
了建制化宗教的失敗經驗。故事中的三位修士神父角色，皆為傳統英雄
人物之變衍。他們以思惟代替了行動，對於自我及周遭形而上或形而下
的世界，保持著高度的自覺。三人皆自許自己為神與世人之仲介，也因
此他們都或多或少挾上帝而輕慢旁人，進而挪用他們所信仰的神的威
權。但是弔詭的是，有限有罪的凡夫俗子如何能代表神聖全能的神呢?
教士神父本應返本歸真再現神的完美形象，但是卻因為驕傲、恐懼、墮
落而扭曲了此一職志。但是，本文作者如此以為，不論這些修士神父們
是否相信自己的使命，不論他們成功或失敗，他們總是表徵著人類尋求
超越之意涵，或許這便成就了生命經驗的終極意義。
關鍵詞：Greene Graham；Chinua Achebe；Thomas Keneally；The Honorary
Consul；Arrow of God；Three Cheers for the Paraclete；the African
Trilogy；格林；阿奇貝；肯尼利；
《榮譽領事》；《神之箭》；《三敬
聖靈》；「非洲三部曲」
TB177

傅孝先。〈傳統與反傳統：泛論葛寧的小說及其主角(上)(下)〉。《中外
文學》5.12,6.1 (1977.5, 1977.6): 4-16, 34-47。
本文作者以為，維多利亞後期以降之英國小說可分為試驗派(the
Experimentalists)，與傳統派(the Traditionalists)兩大壁壘，前者以康拉德
(Joseph Conrad)、喬哀斯(James Joyce)、吳爾芙(Virginia Woolf)為代表，
後者以高爾斯華綏(John Galsworthy)、格林(Graham Greene)、厄眉斯
(Kingsley Amis)為代表。不過，格林雖然屬於傳統陣營，其行事作風與
小說風格卻常常依違傳統。本文旨在以格林之《權柄與榮耀》(The Power
and the Glory)、《榮譽領事》(The Honorary Consul)、《事物之心》(The
Heart of the Matter)、
《布萊登棒棒糖》(Brighton Rock)為例，探討格林處
理善惡主題之反傳統手法。舉凡《權柄與榮耀》中的酗酒神父(whisky
priest)、《榮譽領事》中的芮華士神父(Father Rivas)、《事物之心》中的
施柯比少校(Major Scobie)、
《布萊登棒棒糖》中的平紀(Pinkie)皆是似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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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雙重人格之角色，他們看似罪徒，但卻又比書中之其他「好人」
更接近聖徒之境界，即批評家所謂「神聖的罪徒」 (sanctified sinner)式
的反英雄(anti-hero)人物。本文作者以為，格林之人物塑造與俄國作家
杜 斯 妥 也 夫 斯 基 (Fyodor M Dostoevsky) 、 美 國 作 家 馬 拉 慕 (Bernard
Malamud)神似，他們都有著波濤洶湧的內心世界，他們對於自已的罪
惡也明白自覺，他們都企圖在沒有意義的現代世界尋找意義，他們的人
格是多重的，有深度的；或許這種似非而是的反英雄人物不見得都是「每
個人」
，但是他們都是非常人性的，雖然為此生所困，甚至向現實妥協，
但是在他們生命之黑暗深處某種靈光閃爍雀躍著。
關鍵詞：Graham Greene; the Experimentalists；the Traditionalists；Joseph
Conrad；James Joyce；Virginia Woolf；John Galsworthy；Graham
Greene；Kingsley Amis；The Power and the Glory；The Honorary
Consul；The Heart of the Matter；Brighton Rock；格林；試驗派；
傳統派；康拉德；喬哀斯；吳爾芙；高爾斯華綏；格林；厄眉斯；
《權柄與榮耀》；《榮譽領事》；《事物之心》；《布萊登棒棒榶》
TB178

Alexander Tung. “The Persistent Superior: Symbolism in Graham Greene’s
A Burnt-Out Case.” 《中興大學文史學報》8 (1978.7): 1-10。
本文作者以為，格林(Graham Greene)的《廢人》(A Burnt-Out Case,
1961)就某方面而言，可視為康拉德(Joseph Conrad)《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 1902)之反諷戲擬(parody)。在《黑暗之心》中，天真涉世不深
的馬羅(Marlow)溯河而上，開展他尋覓墮落克茲(Kurtz)之啟蒙之旅；在
《廢人》中，心已蒙塵污染的蓋利(Querry)來到了航行盡頭的剛果，雖
然命喪於此，但卻也在這裡重拾他對人事物的感覺；因此《黑暗之心》
中的黑暗疫區，在《廢人》中卻轉變而成道德療養所。此外，本文作者
亦強調《廢人》中麻瘋療養院無名院長(the superior)之種種宛如教士的
性格特徵，如好客、仁慈、單純、謹守訓誡等，以及他與周遭人物之互
動如無神論者蓋利與柯林醫生(Doctor Colin)，藉以彰顯基督教之永恆正
向價值。本文作者如此結論，
《廢人》或許不是《天路歷程》(Pilgram’s
Progress) 式的寓言小說，但卻可視為《白鯨》(Moby Dick)式的象徵小說
(symbolic novel)。康拉德式英雄本身就是一神秘性象徵，而格林式英雄
卻經由與周遭人事物的互動，來成就他所欲表徵的神秘象徵。
關鍵詞：Graham Greene ; A Burnt-Out Case ; Joseph Conrad；Heart of
Darkness；parody；Pilgrim’s Progress；Moby Dick；symbolic novel；
格林；
《廢人》
；康拉德；
《黑暗之心》
；戲擬；
《天路歷程》
；
《白鯨》；
象徵小說

TB179

Roger Sharrock(作)。 劉雪珍、邱文媛譯。 〈八十歲的格雷安‧葛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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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宗教小說家的轉變〉。 《中外文學》15.6 (1986.11): 9-24。
本文作者以為，格林(Graham Greene)乃是一打破常規、常存懷疑、
卻又保有宗教信仰之作家。格林在小說上之成就，正契合現代人類所關
心之議題，亦即過去一些被認為是宗教上的重要問題，是否有再提出之
必要? 本文旨在探討格林個人成長與其宗教小說風格與主題之變衍。本
文作者以《事物之心》(The Heart of the Matter, 1948)、
《緣盡》(The Endof
the Affair, 1951)、
《吉訶德閣下》(Monsignor Quixote, 1982)三部作品代表
格林之早期、過渡期、晚期之寫作風格，藉以彰顯格林小說蛻變成長之
過程，特別是在《吉訶德閣下》一書中，顯然可見的是格林已然放棄奇
蹟或類似奇蹟事件之描寫，而進入到一偏重精神內在、神秘和諧之境
界。其中並兼涉格林其他著名之作品，如《權柄與榮耀》(The Power and
the Glory)、
《廢人》(A Burnt-out Case)、
《布萊登棒棒糖》(Brighton Rock)、
《榮譽領事》(The Honorary Consul)等等。綜觀而言之，本文作者以為，
宗教信仰在早期格林之作品中，宛如一種修辭技巧，但是善與惡、赦贖
與毀滅壁壘分明，全書宛如一部天堂獵犬追逐世間罪人靈魂的宗教通俗
劇，以第三人稱敘述觀點，勾勒出充滿異國色彩的嚴肅想像世界與人世
精神荒原間的相互角力。在晚期之作品中，如《吉訶德閣下》沒有驚心
動魄的追逐與冒險犯難，取而代之的乃是以第一人稱敘述觀點，聚焦凝
視教區神父與其朋友共產黨市長間的爭執，亦即對上主的愛與對人類正
義的愛相互對峙，兩人所執著的乃是忠於自己的職守，但是卻又不約而
同懷疑起自己所選擇依歸的兩種制度。沒有魔術，沒有迷信，只有神父
與市長間的友愛，在信仰與懷疑的不斷抗爭辯証中交流著。
關鍵詞：Graham Greene；The Heart of the Matter；The End of the Affair；
Monsignor Quixote；The Power and the Glory；A Burnt-out Case；
Brighton Rock；The Honorary Consul；格林；
《事物之心》
；
《緣盡》；
《吉訶德閣下》
；
《權柄與榮耀》
；
《廢人》
；
《布萊登棒棒糖》
；
《榮譽
領事》
TB180

安．德維提(A. A. De Vitis)(著)。陳碧玲、薛梅合譯。
〈《布萊登棒棒糖》
和《喜劇演員》裡的地獄背景〉
。
《文學與宗教──第一屆國際文學與宗
教會議論文集》。台北：時報文化，1987。頁 89-104。
論者常常將格林(Graham Greene)的《廢人》(A Burnt-Out Case)與康
拉德(Joseph Conrad)的《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相提並論，但是
本文作者認為格林的《布萊登棒棒糖》(Brighton Rock)和《喜劇演員》
(The Comedians) 更適合此種比較閱讀。此二者皆是處理自我深處的罪
惡意識，而且都善於利用「場景」(Setting)的手法，烘托書中之主旨。
一如《黑暗之心》，格林此兩部作品都是透過書中人物的自覺──而此
種自覺則是來自於自我與創物者與周遭他人的互動──將現實即景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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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而成地獄的景象。在《布萊登棒棒糖》中平紀(Pinkie Brown)乃是一
執意要試鍊自己對善惡有多少了解的人，而這種對邪惡勢力的認知、對
教會教誨中永恒真理的感悟，使得布萊登的每一個場景轉變而成類似但
丁(Dante)《神曲》(Divine Comedy)中的中世紀地獄景象。在《喜劇演員》
中，布朗(Brown)世故、厭世，透過自己的情愛與經驗了解善與惡。他
的「演戲生涯」，從學校戲劇表演的粉墨登場，到現實生活中的種種角
色扮演，他認為沒有任何事值得情感投入、嚴肅對待，他因此無法對人、
對神付出他自己。在這樣的冷嘲熱諷態度下，六０年的海地(Haiti)被描
寫成如當代地獄，充滿著執著、妄念、壓抑、恐懼與權力崇拜。本文作
者因此如是結語：《布萊登棒棒糖》和《喜劇演員》都運用地獄場景來
說明書中主旨；此兩部小說都是另類的道德劇，真正使存在的處場成為
地獄，只是因為人心已死。
關鍵詞：Graham Greene；A Burnt-Out Case；Joseph Conrad；Heart of
Darkness；Brighton Rock；The Comedians；Setting；Dante；Divine
Comedy；格林；
《廢人》
；康拉德；
《黑暗之心》
；
《布萊登棒棒糖》；
《喜劇演員》；場景；但丁；《神曲》
TB181

馬樂伯(Robert Magliola)(著)。蔣淑貞譯。
〈「內/外」與衍異──格雷安．
葛林與與遠藤同作部份小說中對教會的態度〉
。
《文學與宗教──第一屆
國際文學與宗教會議論文集》。台北：時報文化，1987。頁 105-120。
本文作者以為，葛林(Graham Greene，又譯格林)，和遠藤周作(Endo
Shusaku)的世界裡充滿著界線的劃分與穿越、人物的多重性格、言語的
操弄與反省、神聖與褻瀆並置共存等現象。本文旨在援引德希達式的「展
開」(Derridean deroulement)與橢圓形(ellipticity)兩觀念，藉以剖析格林
之《權柄與榮耀》(The Power and The Glory)、
《榮譽領事》(The Honorary
Consul)、與遠藤的《沈默》(Silence)。本文作者以為，
《權柄與榮耀》
乃是架構在一個正統的天主教信仰模式裡，酗酒神父最後以「幸運的墮
落」(felix culpa)的方式自救救人，此乃相當傳統的主題，全書秉持教會
傳統，宛如一個「以傳統教會為圓心的圓」
。
《榮譽領事》則是架構於一
個天主教信仰的解構模式。這本小說並非完全摒棄天主教，但是也沒有
融合非天主教派，而是在現存的架構內重新配置，鬆動原架構的穩定
性，去除教會的「中心點」，而產生另一種橢圓結構。遠藤的《沈默》
則是先是設定了一個基督教信仰架構，而後再叛逆解構之。本文作者因
是如此結語：
『《權柄與榮耀》敘述者的觀點是在一個有中心點的教會「之
內」
，而《榮譽領事》是在一個橢圓形教會「之內」
，那麼《沈默》的小
說世界就是在教會「之外」了。』
關鍵詞：Graham Greene；Endo Shusaku；Derridean deroulement；
ellipticity；The Power and the Glory；The Honorary Consul；Si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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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林；遠藤周作；德希達式的「展開」
；橢圓形；
《權柄與榮耀》
；
《榮
譽領事》；《沈默》
TB182

高天恩〈慧知與恩典──兩種方式的終極關懷〉
。
《文學與宗教──第一
屆國際文學與宗教會議論文集》。台北：時報文化，1987。頁 141-85。
本文旨在探討西方宗教思想中「慧知」(gnosis)與「恩典」(grace)
兩派之不同，前者以赫胥黎(Aldous Huxley)、沙林傑(J. D. Salinger )以
及雷杏(Doris Lessing)為代表，後者則以格林(Graham Greene)、奧康諾
(Flannery O’Connor)與波西(Walker Percy)等天主教作家為代表。本文作
者以為，就字典意識層次而言，「恩典」乃是「上帝給人類的絲毫不需
代價的恩賜、人類並不配獲得的上帝之愛」；而「慧知」乃是「屬靈事
物的知識；神秘知識」
，同時也指涉「覺曉或認知的行為或過程」
。換言
之，「恩典」著眼於上帝向人發出的行動，而「慧知」則是強調人的認
知能力與悟曉過程。此外，本文作者亦回溯既往兩派主張的沿革發展與
不同，並分別援引兩派代表性人物如「恩典派」神學家巴特(Karl Barth)
與「慧知派」歷史學者羅薩克(Theodore Roszak)的論述，以闡明之。本
文作者並依序探討赫胥黎的《島》(Island)、沙林傑《法蘭妮與蘇伊》
(Franny and Zooey)、雷杏的《地獄之行簡報》(Briefing for a Descent Into
Hell)等作品中，藉以彰顯其中對「慧知」的渴望，對「超越個人意識的
神秘境界」的追求，對「終極真理」的探索等特質，肯定「慧知派」作
家與「慧知派」思想家的血緣關係。本文作者繼而剖析格林的小說《布
萊登棒棒糖》(Brighton Rock)、
《權柄與榮耀》(The Power and The Glory)、
奧康諾的《聰明的血液》(Wise Blood)、
《猛烈者的天國》(The Violent Bear
It Away)，以及波西的《影迷》(The Moviegoer)等作品，藉以凸顯其中對
「恩典派」的一些執念，例如上帝的恩典是「自外而來的力量」
，是「他
力」等。綜觀而言之，兩派在看待人性潛能上，論點完全南轅北轍。恩
典派作家所刻劃的，乃是痛苦憂傷的罪人與怪誕不經的聖徒，側重人性
陰暗、脆弱、墮落的「形而下」層面，而慧知派作家則情有獨鍾於空靈
高蹈的神秘主義，側著「形而上」的層面。
關鍵詞：gnosis；grace；Aldous Huxley；J. D. Salinger；Doris Lessing；
Graham Greene；Flannery O’Connor；Walker Percy；Karl Barth；
Theodore Roszak；Island；Franny and Zooey；Briefing for a Descent
Into Hell；Brighton Rock；The Power and The Glory；Wise Blood；
The Violent Bear It Away；The Moviegoer；
「慧知」
；
「恩典」
；赫胥黎；
沙林傑；雷杏；格林；奧康諾；波西；巴特；羅薩克；《島》；《法
蘭妮與蘇伊》
；
《地獄之行簡報》
、
《布萊登棒棒糖》
、
《權柄與榮耀》、
《聰明的血液》、《猛烈者的天國》、《影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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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183

蔡英俊。〈政治、人性與小說：評葛林的「沉靜的美國人」與「喜劇演
員」〉。《聯合文學》3.8 (1987.6): 214-6。
本文旨在評介葛林(Graham Greene, 又譯格林)《沉靜的美國人》
(The Quite American)與《喜劇演員》(The Comedians)兩部作品之中譯本
的緣起。此外，本文作者並兼述格林作品兼具宗教小說與通俗小說之風
格。本文作者以為，此「嚴肅」與「娛樂」兩極化的寫作方式，不但反
映「小說」的多義性，亦彰顯現代文化機制下小說家與社會大眾之複雜
關係。大體而言，格林狀物寫實的乃是一道德淪喪的現代精神荒原，以
及虛幻欺罔的人道信條，以《沉靜的美國人》與《喜劇演員》為例，即
是著眼處理政治與人性糾葛之議題。前者以中南半島法屬殖民地殖民主
義與越共的衝突，後者以海地的獨裁政權高壓迫害為聚焦，在在呈現現
代生活物慾橫流、心海迷航之困境。
關鍵詞：Graham Greene；The Quite American；The Comedians；格林；
《沉靜的美國人》；《喜劇演員》

TB184

Robert Ginsberg. “Literature and the Human: Substance of Law.” Tamkang
Review. 25.2 (1995.12): 87-110。
本文作者以為，法律(law)者，乃是一術業有專攻之知識領域，同
時也是一特殊之社會體系；而文學(literature)者，則是牽惹吾人洞澈這
些抽象理論、機制程序以外之人性的七情六慾。因此，「法律與文學」
成為一當紅蓬勃發展之研究領域。本文旨在分析四篇文學短篇故事，分
別 是 奧 琴 克 羅 斯 的 〈 溫 柔 的 提 議 〉 (“The Tender Offer” by Louis
Auchincloss)、艾德伍德的〈份量〉(“Weight” by Margaret Atwood)、卡
夫卡的〈法律之前〉(“Before the Law” by Franz Kafka)、格林的〈答辯〉
(“The Case for the Defense” by Graham Greene)等人之作品，以凸顯(1)文
學披露法律之盲點與不足處，尤其是那些法學理論所忽略的人類痛苦與
不滿；(2)文學為人類的法律經驗，提供了敘述(narrative)、角色人物
(character)、動作(action)、形式(form)與文體(style)等藝術資源，進而增
添了美學喜悅。舉凡法律法理與公道正義的間距，專業學養與唯利是圖
之企業經營的落差，社會制度與個人的衝突等等，皆在此四篇作品中表
現得淋漓盡致。
關鍵詞：law；literature；Louis Auchincloss；“The Tender Offer”；Margaret
Atwood；“Weight”；Franz Kafka；“Before the law”；Graham Greene；
“The Case for the Defence”；法律；文學；奧琴克羅斯；
〈溫柔的提
議〉；艾特伍德；〈份量〉；卡夫卡；〈法律之前〉；格林；〈答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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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ll, Anthony (1905-2000) 鮑威爾
TB185

崔 文 瑜 。〈 西 洋 文 學 縱 橫 談 ─ ─ 溫 暖 的 冬 天 〉。《 新 文 藝 》 289
(1980.4):81-8。
本文作者推崇鮑威爾(Anthony Powell)為二十世紀英國最傑出之喜
劇作家之一，並評介鮑威爾之十二卷鉅著《時間的音樂》(A Dance to the
Music of Time)與其回憶錄《讓球滾動著》(To Keep the Ball Rolling)。
《時
間的音樂》之創作歷時二十五年，雖然有「角色選取不夠多元」
、
「結構
先緊後鬆」
、
「文體流於繁瑣」等瑕疵常為論者所詬病，然本文作者以為
鮑威爾已儼然建構起屬於自我文采特色之人物與情境，其成就不容小
覷。至於《讓球滾動著》則是毀譽參半，有人諷誚不無疊床架屋、重起
《時間的音樂》爐灶之嫌，然而本文作者依然肯定鮑威爾在人事物之描
寫上，維持住自己獨特的風格。
關鍵詞：Anthony Powell；A Dance to the Music of Time；To Keep the Ball
Rolling；鮑威爾；
《時間的音樂》；《讓球滾動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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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 Maurier, Daphne (1906-1989) 杜莫莉愛
TB186

蔡義忠。
〈黛芬‧杜莫莉愛的《蝴蝶夢》〉
。
《世界近三百年文學名著評介》
。
台北：華視出版社，1983。頁 367-73。
本文旨在簡介杜莫莉愛(Daphne du Maurier)之生平，並評述《蝴蝶
夢》(Rebecca)之故事綱要。本文作者以為，杜莫莉愛擅長用幽暗典雅之
筆調鋪陳奇譎萬變、哀婉淒怨之情節，而對於人生哲理、生命真諦等議
題的處理較顯薄弱。因此本文作者以為杜莫莉愛之小說，不能躋身世界
一流作品之行列。
關鍵詞：Daphne du Maurier；Rebecca；杜莫莉愛；
《蝴蝶夢》

TB187

孫安玲。 〈牙買加旅社〉。 《書評》44 (2000.2): 17-20。
本文為杜莫莉愛的(Daphne du Maurier)《牙買加旅社》(Jamaica Inn)
簡讀本之導讀，對該書之主題──例如環境、家庭、外貌與個人行為之
關係，愛情──頗有著墨。
關鍵詞：Daphne du Maurier ; Jamaica Inn ; 杜莫莉愛；
《牙買加旅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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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登 (W.H. Auden，1907-1973)
1. 詩
TB188

陳袓文。〈奧登與他的詩〉。《中外文學》2.6 (1973.11): 8-28。
奧登(W. H. Auden)逝世於一九七三年九月二十八日，本文為悼亡之
作。本文作者除了譯介有關奧登逝世之一些國外新聞特稿外，並譯註奧
登詩五首──〈阿基利斯的盾牌〉(‘The Shield of Achilles’)、
〈一九三九
年，九月一日〉(‘September 1, 1939’)、
〈不知名的公民〉(‘The Unknown
Citizen’) 、
〈沒有用啊這麼吼叫〉( [ It’s no use raising a shout] )、〈太陽
俯照海上的船舶〉( [ The sun shines down on the ships at sea ])。此外，便
是作者對於奧登詩作之一些散論。本文作者以為，奧登崇尚個人自由，
他不只攻伐憑仗武力宰制大眾之專斷政權 (如希特勒者)，就是那些獨
尊產業科技而僵化個人的資本主義社會(如美國者)，亦在奧登討伐之行
列。凡此種種，皆可從先前之五首譯詩中窺其端倪。此外，本文作者亦
兼涉奧登詩作之語文特性，作者以為奧登務去陳言，擅長樸質俚野、近
似散文之詩句，藉以表現動線糾葛繁複的現代社會。
關鍵詞：W.H. Auden ; ‘The Shield of Achilles’ ; ‘September1, 1939’；‘The
Unkown Citizen’ ; [ It’s no use raising a shout] ; [ The sun shines down
on the ships at sea ]； 奧登；
〈阿基利斯的盾牌〉
；
〈一九三九年，九
月一日〉
；
〈不知名的公民〉
；
〈沒有用啊這麼吼叫〉
；
〈太陽俯照海上
的船舶〉

TB189

陳靖奇。〈人與科技〉。《美國研究》9.4 (1979.12):113-30。
本文是以奧登(W. H. Auden) 的〈無名市民〉(‘The Unknown Citizen’)
為核心，並佐以伯格(Peter Berger)的《無定所的心》(The Homeless Mind：
Modernization and Consciousness)及馬古撒(Herbert Marcuse)的《單面人》
(One Dimensional Man)的理論來分析人在科技為主的現代社會中的地
位。在以生產為主，結構層次分明的社會裏，人的個別性不復存在，人
的存在價值被減到最小，人被物化而成一部大機器上的一個配件而已。
科技社會使人與過往傳統脫節，因而變成無根；人在單面社會中失去自
治力。社會上各種制度層層束縛了人，使他動彈不得。因此，一方面人
在現代化社會中無所依歸，而另外一方面，人又為這新環境所禁錮，無
所脫逃。〈無名市民〉便是這樣的可憐蟲，他的存在完全取決於外來的
力量，他的思想、行為不能由自己來決定。這是人生活在科技社會中必
然遭逢的困境。
關鍵詞：W. H. Auden；Peter Berger ; Herbert Marcuse ; ‘The Unknown
Citizen’; The Homeless Mind：Modernization and Consciousness；
One Dimensional Man ; 奧登；伯格；馬古撒；〈無名市民〉；《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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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所的心》；《單面人》
TB190

Harold Leung-ki Siu ( 蕭 亮 期 ). “Social Awareness In W.H. Auden’s
Poetry──from 1926-1945.” 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Linguistics
8(1982.4): 79-97.
本文旨在剖析奧登一九四九年前之詩作，藉以探討詩人在這些作品
中如何協調他對社會現況的關切以及他自身對社會所抱持的矛盾心
態。對於社會的批評與關切一直是奧登詩作中鮮明的特質，而也正是此
項特質使得他置身於二十世紀重要且雋永的作家之列。
關鍵詞：W.H. Auden；奧登

TB191

Harold Leung-ki Siu ( 蕭 亮 期 ) 。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ry
Modernism and English Poetics.” 【現代主義與奧頓(W. H. Auden)的詩─
─1913-45】
。
《中華民國第二屆英美文學研討會論文集》
。台南：國立成
功大學外文系主編，1987。頁 265-74。
本 文 旨 在 探 討 現 代 主 義 (modernism) 與 文 藝 現 代 主 義 (literary
modernism)之緣起與沿革，並藉以剖析奧登(W. H. Auden)之詩作。本文
分為四部分。前兩部分分別為現代主義之歷史淵源、發展沿革、與定義
之 概 略 ， 並 兼 論 及 現 代 主 義 在 文 藝 界 之 倡 導 者 ， 如 畢 卡 索 (Pablo
Piccaso)、史塔溫斯基(Igor Stravinsky)、艾略特(T. S. Eliot)、龐德(Ezra
Pound)、勞倫斯(D. H. Lawrence)、詹姆斯(Henry James)、喬哀斯(James
Joyce)、羅威爾(Robert Lowell)、沙特(Jean-Paul Satre)、以及奧登(W. H.
Auden)等人。第三、第四部份以奧登為聚焦點，分別探討奧登在現代主
義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與貢獻，以及奧登詩作中所顯現的現代主義特
質，如對傳統的破壞顛覆、技巧與題材之創新等等，進而剖析奧登的多
篇詩作，以為佐證，如〈弔葉慈〉(‘In Memory of W. B. Yeats’)、〈一九
三九年，九月一日〉(‘September 1, 1939’)、
〈藝術館〉(‘Musée des Beaux
Arts’)、〈西班牙一九三七年〉(‘Spain 1937’)等等。
關鍵詞：W. H. Auden；modernism；literary modernism；Pablo Piccaso；
Igor Stravinsky；T. S. Eliot；Ezra Pound；D. H. Lawrence；Henry
James； James Joyce；Robert Lowell；Jean-Paul Satre；‘ In Memory
of W. B. Yeats’；‘September 1, 1939’；‘Musée des Beaux Arts’；‘Spain
1937’；奧登；現代主義；文藝現代主義；畢卡索；史塔溫斯基；
艾略特；龐德；勞倫斯；詹姆斯；喬哀斯；羅威爾；沙持；〈弔葉
慈〉；〈一九三九年，九月一日〉；〈藝術館〉；〈西班牙一九三七年〉

TB192

Kai-ling Liu(劉開鈴). “Yeats and Auden: Views on the Function of
Poetry.” Collected Essays of the Third National Conference of English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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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n Literature. Kaoshiung: NSYU, 1990. 頁 215-27。
本文旨在比較探討葉慈(W. B. Yeats)與奧登(W. H. Auden)有關詩的
功能觀(the function of poetry)。本文分兩部分。第一部份側重於剖析兩
位詩人的「詩之社會功能」觀點。作為比較閱讀的詩作分別有葉慈的〈一
九一三年九月〉(‘September 1913’)、
〈復活節一九一六年〉(‘Easter 1916’)
與奧登的〈西班牙一九三七年〉( ‘Spain 1937’)、〈一九三九年， 九 月
一日〉(‘September 1, 1939’)與〈弔葉慈〉(‘In Memory of W. B. Yeats’)。
本文作者以為兩位詩人的取材類似、關懷雷同，但是葉慈因為心繫祖國
愛爾蘭，故而傾向個人式的情感投入；奧登所關切的乃是全體人類之福
祉，因此比較冷靜超然。第二部份則是比較兩位詩人的不同生命與藝術
觀，佐證之以葉慈的〈青玉石〉(‘Lapis Lazuli’)、拜占庭詩篇(the Byzantium
poems)與奧登的〈藝術館〉(‘Musée des Beaux Arts’)、
〈禮讚石灰石〉(‘In
Praise of Limestone’)。本文作者以為兩位詩人皆有悲觀主義(pessimism)
之傾向，但前者為末世論式(eschatology)的悲觀，而後者則為存在主義
式(existentialism)的悲觀；葉慈的態度傾向於「棄世」(a renunciation of
life)，奧登則為「接受之」(an acceptance of life)。
關鍵詞：W. H. Auden；W. B. Yeats；the function of poetry；‘September
1913’；‘Easter 1916’；‘Spain 1937’；‘September 1,1939’；‘In Memory
of W. B. Yeats’；‘Lapis Lazuli’；the Byzantium poems；‘Musée des
Beaux Arts’；‘In Praise of Limestone’；pessimism；eschatalogy；
existentialism；奧登；葉慈；詩的功能觀；
〈一九一三年九月〉
；
〈復
活節一九一六年〉；〈西班牙一九三七年〉；〈一九三九年，九月一
日〉
；
〈弔葉慈〉
；
〈青玉石〉
；拜占庭詩篇；
〈藝術館〉
；
〈禮讚石灰石〉
；
悲觀主義；末世論；存在主義
TB193

余光中。
〈奧登──千竅的良心〉
。
《英美現代詩選》
。台北：水牛出版社，
1992。 頁 297-318。
奧登是三十年代崛起之新生代作家，活躍於英美詩壇達數十年之
久。一九四八年，他獲頒普立茲詩獎( Pulitzer Prize for Poetry) ，一九五
六年至一九六一年，受聘為牛津大學詩學教授。倫敦《泰晤士報》(The
Times)稱讚他為「自阿諾德(Matthew Arnold)以來主持牛津詩學講座最傑
出之詩人」。本文作者以為奧登不論在詩的創作或批評上，都亦步亦趨
的追隨著艾略特( T. S. Eliot)，如貶抑浪漫主義，崇尚玄學唯智詩風等等
即為明例。奧登一向以博學多聞睥睨群倫，但是本文作者以為奧登炫才
有餘，情感不足，以致詩中難掩牽強晦澀之病，奧登詩風雖窮極變化，
有務去陳言之心，然終難掩莫衷一是之失。本文並附有 [Look, stranger,
at this island now]〈看啊，異鄉人〉; ‘Macao’〈澳門〉
；‘Musée des Beaux
Arts’〈藝術館〉
；‘In Memory of W. B. Yeats’〈弔葉慈〉
；‘The Maker’〈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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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者〉等詩的翻譯與短評。
* 本文本於一九九二年十一月二版一刷之《英美現代詩選》。
關鍵詞：W. H. Auden；[Look, stranger, at this island now]；‘ Macao’；‘Mus
ée des Beaux Arts’；‘In Memory of W. B. Yeats’；‘The Maker’；〈看
啊，異鄉人〉;〈澳門〉；〈藝術館〉；〈弔葉慈〉；〈造物者〉
2.評論/理論
TB194 宋穎豪。〈詩之先知──奧登〉。《文壇》(1961.7):10-1。
本文除了評介奧登之生平與成就外【例如稱頌奧登是「詩之魂」，
而佛洛斯特( Robert Frost)為「詩之心聲」
】
，並對詩人之文學理論、道德
觀、政治立場多所著墨。此外，並對奧登晚年之力作《不堵牆的城》(City
Without Walls)，多所評薦。
關鍵詞：W.H. Auden；City Without Walls；奧登；
《不堵牆的城》
TB195

彭淮棟。〈奧登私生活一窺〉。《聯合文學》1.4 (1985.2):119。
本文介紹法南女士(Dorothy J. Farman)所著的《戀愛中的奧登》
(Auden in Love)一書，此書介紹奧登與暱友卡曼(Chester Kallman)之間愛
情的分合。書中有一些奧登未曾公開的書信，這頗有助於了解這位現代
詩人。
關鍵詞：W.H. Auden；Dorothy J. Farman；Chester Kallman；Auden in Love
奧登；法南女士；卡曼；《戀愛中的奧登》

TB196 林以亮。〈奧登素描〉。《聯合文學》20 (1986.6):100-6。
本文旨在簡介奧登(W. H. Auden)於一九三八至一九七三年間生活
於二次世界大戰的歐陸和美國間的生平軼事。文中對奧登的感情生活及
政治立場多有著墨。
關鍵詞：W.H. Auden；奧登
TB197

李奭學。〈烽火行──中國抗日戰爭裡的奧登與依修伍〉。 《聯合
文學》9.9 (1993.7):110-9。
本文介紹奧登(W. H .Auden)與依修伍(Christopher Isherwood)應出
版社之邀，走訪抗戰期間戰火下的中國，並寫就《烽火行》(Journey to a
War) 一書之種種。抗戰期間來華訪問報導戰況之西方文字工作者約可
分為三類：一是專業記者，二是介於記者與作家之間者，三是客串記者
之作家；而詩人之奧登與小說家依修伍兩人自是第三種文字工作者中之
翹楚。綜觀而言，本文作者以為奧登和依修伍兩人懷抱著自由派人道精
神來觀察中國抗日戰爭。因此，其立場是反侵略的，甚至和國民黨右派
有著相當程度的契合。此外，他們的人道精神還表現在對上海下層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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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刻劃與同情，如報導苦力、傷兵、貧民窟等社會現象。本文作者以為
《烽火行》為奧登與依修伍合作之顛峰，報導持平實在，遠勝於專業記
者之渲染與內幕作家之偏頗，堪為此類文字工作者之典範；而其中奧登
之一系列〈戰時作〉(‘In Time of War’) 與近三十首〈中國商籟〉(‘Sonnets
from China’) 更是文學史上的瑰寶。
關鍵詞：W.H. Auden ; Christopher Isherwood；Journey to a War；奧登；
依修伍；《烽火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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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nder, Stephen (1909-1995) 史班德
TB198

余光中。
〈史班德──放下鐮刀，奔向太陽〉
。
《英美現代詩選》
。 台北：
水牛出版社，1992。頁 79-86。
本文評述史班德(Sir Stephen Spender)之生平與詩風，並譯介〈最後
的辯論〉(‘Ultima Ratio Regum’)、
〈我不斷地想起〉([I Think Continually
of Those Who Were Truly Great])兩首詩。本文作者以為史班德乃是一赤
誠的現代主義者，他認為現代詩人之職志，乃在於無所保留地接受機械
文明的現代都市生活；因此擁抱工業社會、關懷廣大人群，可謂史班德
作品中兩大主軸。史班德與奧登(W. H. Auden)同為「三十詩人」(The
Thirties Poets) 之健將，然本文作者以為史班德則略遜奧登一籌，不及
奧登博學、機智，也不及奧登在形式上之出古入今、匠心獨運；然而史
班德對現代文壇之貢獻，依然是不容抹煞的，這在文學批評與翻譯等方
面，表現得最為清楚明白。
* 本文本於一九九二年十一月二版一刷之《英美現代詩選》。
關鍵詞：Stephen Spender；‘Ultima Ratio Regum’； [I Think Continually
of Those Who Were Truly Great]；史班德；
〈最後的辯論〉
；
〈我不斷
想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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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ding, William (1911-1993) 高定
TB199

吳詠九。〈掀開人性黑暗面的戈爾定〉。《青溪》58 (1972.4): 91-8。
本文作者以為在《墮落天使》 (Lord of the Flies,又譯《蒼蠅王》)
一書中，戈爾定 (William Golding,又譯高定)企圖彰顯人性與獸性之糾
結。全書採寓言的手法，分別以小說中之四位主要人物傑克(Jack)、雷
夫(Ralph)、小豬(Piggy)、西蒙(Simon)分別代表情欲、意志、理智與良
心。由於世紀之嬗遞，人類對待原罪、永劫、救贖等觀念，亦有所不同。
作者以為《蒼蠅王》一書充滿了弔詭，尤以小說結尾孩子們為巡洋艦發
現因此獲救一事為甚。因為巡洋艦之主要任務使命，乃在於剿匪殲敵、
殺戮毀滅，而孩子們獲救得以重返成人世界，其實並不意味著樂園失而
復得，相反的，只是進化到另一個更加驕飾殘酷的文明叢林而已。
關鍵詞： William Goding；Lord of the Flies；戈爾定(又譯高定)；
《墮落
天使》(又譯作《蒼蠅王》)

TB200

莊毅。〈諾貝爾文學獎爆出的黑馬：英國小說家──威廉‧高定〉。《中
央月刊》15.22 (1983): 64-6。
本文簡介一九八三年諾貝爾文學獎得主高定(William Golding)的之
主要作品及其寫作風格。此外，並記錄此次得獎名單所引發之議論與評
審意見。綜而言之，本文作者以為高定之小說旨在探討性惡、贖罪等議
題。高定以其專擅的寓言、神話思考等手法，闡釋並批判人類的種種無
知與困境。
關鍵詞：William Golding；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高定；諾貝爾文
學獎

TB201

關雲。
〈《蒼蠅王》中的「男性結黨」意識〉
。
《聯合月刊》28 (1983.11): 96-7。
從《蒼蠅王》(Lord of theFlies)一書中缺少女主角之形式來看，本文
作 者 認 為 此 書 的 男 性 結 黨 (male bonding) 意 識 濃 厚 。 高 定 (William
Golding)塑造一群殘暴的男性，而他們對母豬的殘暴凌遲情節，即可以
視為是對女性的攻擊。濃厚的男性結黨色彩也凸顯《蒼蠅王》這部寓言
小說中的政治意涵，因為權力衝突和暴力侵略一向被視為是男性結黨下
的產物。本文除了剖析高定小說中的男性暴力外，作者也對《蒼蠅王》
的排斥異性觀點加以批判。
關鍵詞：William Golding；Lord of the Flies；male bonding；高定；《蒼
蠅王》；男性結黨

TB202

崔文瑜。 〈一九八三年諾貝爾文學獎得主：威廉‧高定作品簡介〉
。 《文
訊》4 (1983.11):99-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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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簡介高定(William Golding)歷年來的作品，包括：《蒼蠅王》
(Lord of the Flies)；《可見的黑暗》(Darkness Visible)；《繼承者》(The
Inheritors)；《愛偷竊的馬丁》(Pincher Martin)；《自主的墮落》(Free
Fall)；
《教堂尖塔》(The Spire)；
《金字塔》(The Pyramid)；
《一個常談的
話題》(A Moving Target)；《旅遊記事》(Rites of Passage)等等。
關鍵字：William Golding；Lord of the Flies ； Darkness Visible ； The
Inheritors；Pincher Martin；Free Fall；The Spire；The Pyramid；A
Moving Target；Rites of Passage；高定；
《蒼蠅王》
；
《可見的黑暗》；
《繼承者》
；
《愛偷竊的馬丁》
；
《自主的墮落》
；
《教堂尖塔》
；
《金字
塔》；《一個常談的話題》；《旅遊記事》
TB203

陳鵬祥。 〈《蒼蠅王》的人物刻劃與風格〉
。 《中外文學》12.10 (1984.3):
22-37。
本文旨在探究高定(William Golding)《蒼蠅王》(Lord of the Flies)的
人物刻劃與文字風格，並兼論其主題與結構。本文作者以為《蒼蠅王》
一書結構單純嚴謹而饒富深意。它以原罪(original sin)為主題，搭配四
個相互關聯的系統──小島/宇宙；秩序與理性/失序與非理性；人/野
獸；遊戲/戰爭──描述在年代不明的一次戰爭中，一群孩子因故 滯留
在一座荒島上；起初，他們曾嘗試仿效大人，企圖建立一個文明的理性
社會，但是終究不敵內心之黑暗力量，沈淪而至相互殘殺。其中，孩子
們的種種生理毛病與缺陷，更是彰顯了墮落與創痕之主題。在人物塑造
方面，作者以為高定安排四個角色以表徵所有人性，分別為：雷夫象徵
知識與良善，小豬代表科學主義，西蒙代表英雄主義和聖性，傑克象徵
野蠻與邪惡。本文作者以為高定以其特有之高定風格(Goldinesque)，塑
造了平板角色(flat character)與進展角色(round character)，由是，無怪乎
《蒼蠅王》有時會被冠之以教育成長小說或啟蒙小說(Bildungsroman)
之名。
關鍵詞：William Golding；Lord of the Flies；original sin；Goldinesque；
flat character；round character；Bildungsroman ;高定；《蒼蠅王》
；
原罪；高定風格；平板角色；進展角色；教育成長小說

TB204

鄭樹森。
〈墮落、邪惡與救贖──威廉．高定的「蒼蠅王」〉
。
《文學因緣》
。
台北：東大圖書。1987。頁 19-21。
本文旨在評介一九八三年諾貝爾文學獎得主高定(William Golding)
之《蒼蠅王》(Lord of the Flies)。本文作者以為《蒼蠅王》一書意涵曖
昧，批評家聚訟多時，莫衷一是。有以為《蒼蠅王》旨在彰顯「心理本
能」與「社會控制」間的衝突；有以為《蒼蠅王》旨在批判西方社會及
其制度；有以為《蒼蠅王》凸顯「人性本惡」之基調，因是之故，人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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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仰賴文化與種種社會制度的規範，免於墮落與沈淪；另有論者則以為
《蒼蠅王》乃是植基於「原罪」(original sin)的觀念云云。本文作者認
為雖然眾說紛紜，但是議論的焦點不外乎「邪惡」與「人性」的範疇；
無疑的，《蒼蠅王》探討的是人的墮落與邪惡，此主題或許可以與「原
罪」相提並論，但是卻不為此範疇所侷限；高定對於人性與邪惡有著鞭
辟入裏的探討，但是對於「救贖」則是保持沈默。小說結尾時，海軍軍
官解放了荒島的小孩，但是誰又能拯救成人與他的世界呢？──本文作
者於文末引述高定之話語，如此質疑著。
關鍵詞：William Golding；Lord of the Flies；高定；
《蒼蠅王》
TB205

黃修齊。〈諾貝爾文學獎得主──威廉戈爾丁及其《蠅王》〉。《書和人》
623 (1989.6): 1-2。
本文除了簡介戈爾丁(William Golding，又譯高定)之生平與其創作
外，焦點主要落在《蠅王》(Lord of the Flies,又譯《蒼蠅王》)與巴蘭坦
(R. M. Ballantyne)《珊瑚島》(Coral Island)的比較與解讀。
《珊瑚島》乃
是一十九世紀兒童冒險故事。描述三個男孩在遭遇沈船事故，在孤島上
仿效維多利亞社會形式，建立起自己的組織與秩序。高定取材於此，然
卻逆向操作。撰寫另一群孩子，在浩劫餘生後被困在一座孤島上，起初
尚能仿效成人社會，企圖建立起有秩序之民主生活；然後，終究不敵內
心黑暗力量，向下沈淪，乃至自相殘殺。本文作者以為高定蓄意在《蒼
蠅王》中保留了與《珊瑚島》中同名之兩位主角雷夫(Ralph)與傑克
(Jack)，藉以強調《蒼蠅王》之諷喻性。
關鍵詞：William Golding；R. M. Ballantyne ; Lord of the Flies；Coral
Island ; 高定；巴蘭坦；
《蒼蠅王》；《珊瑚島》

TB206

Shao Yuh-Jiuan. “Another World View: Golding’s Deconstructive Attempt
in Lord of The Flies.” Linguistics and Literature. 3 (1994.5): 93-101。
本文旨在剖析高定(William Golding)的《蒼蠅王》(Lord of the Flies)
與巴蘭坦(R. M. Ballantyne)的《珊瑚島》(Coral Island)之間文本互涉
(intertexuality)之關係，藉以彰顯《蒼蠅王》中之解構精神(deconstructive
spirit)。
《珊瑚島》一向被視為維多利亞時期浪漫冒險的兒童文學之經典
作品，在在展現了大英文明之泱泱大度以及人性本善、人定勝天等天真
樂觀與自貢自大之心態。本文作者以為高定志在顛覆《珊瑚島》書中善
/惡二元對立且「善」凌駕於「惡」之刻板意識型態，刻意安排《蒼蠅
王》中之邪惡力量，並非外在可見之侵入者(如《珊瑚島》中食人土著)，
而是源於人心之黑暗深處。本文作者最後如此結論：巴蘭坦與高定皆有
其宗教傾向，《珊瑚島》中食人土著最後皈依改奉基督教，顯然基督教
即是文明之同義語；而高定則側重基督教信仰中所謂與生俱來的黑暗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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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原罪(original sin)。
關鍵詞：William Golding；Lord of the Flies；R. M. Ballantyne, Coral
Island；高定；
《蒼蠅王》；巴蘭坦；《珊瑚島》
TB207

鄭樹森譯著。〈一九八三年：英國 威廉‧高定〉。《八 0 年代諾貝爾獎
文學選》。 台北：聯合文學出版社，1992。頁 79-104 頁。
高定(William Golding)為一九八三年諾貝爾文學獎得主。本文分別
包含了幾個單元：高定的生平簡介、幾篇訪問高定以及諾貝爾文學獎評
審委員的專稿，以及《蒼蠅王》一書的選譯。除了本文作者與高定本人
的電話專訪外，其他還包括評審與作者的對談記錄等等，旨在釐清當時
對於高定獲獎所引起的輿論爭議。
關鍵詞：William Golding；高定

TB208

Mei-wen Wu and Jen-ai Chao. “The Ethical View of Lord of the Flies: The
Darkness of Human Nature.” 《建國學報》19 (2000.6): 1-6。
本文作者以為高定(William Golding)之《蒼蠅王》(Lord of the Flies)
乃是一則有關人性墮落的道德寓言(moral fable)。一群曉事明理、天真
瀾漫的英國男孩因故滯留荒島，在缺乏社會禮教之規範下，竟然蛻變而
成嗜血殘暴的蠻蕃。男孩們循序漸進的退化──從怠忽職守、爭權奪
利、交惡決裂、到弱肉強食──在在反映了成人世界的叢林法則。人性
之基惡(inherent evil)隨時伺機蠢蠢欲動，只要環境稍有改變，只要道德
規範稍有鬆懈，便一舉吞噬所有脆弱的高貴與良善。因此，對於人性高
定帶著極為悲觀沉痛之無奈。
關鍵詞：William Golding；Lord of the Flies；moral fable；inherent evil；
高定；《蒼蠅王》；道德寓言；人性之基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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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s, Dylan (1914-1953) 湯默斯
TB209

余光中。
〈湯默斯──仙中之犬〉
。
《英美現代詩選》
。台北：水牛出版社，
1992。頁 87-99。
本文除了評述湯默斯(Dylan Thomas)之生平與詩風外，並譯介湯默
斯之兩首詩：〈而死亡亦不得獨霸四方〉(‘And Death Shall Have No
Dominion’)與〈我陰鬱的藝術〉(‘In My Craft on Sullen Art’)。本文作者
以為湯默斯的詩作，以強烈的原始本能、震憾的生命悸動、鮮明繽紛宛
如童稚的感官經驗，引領四十年代詩壇風騷，催生了所謂的「新啟示派」
詩風(The New Apocalyptics)，頓時成為與艾略特所代表的高額知性主義
相抗衡之一時人選。雖然亦有論者批評湯默斯耽溺於文字遊戲、恣縱於
文字的感官聲色，然而本文作者則以為湯默斯乃是一位技巧嚴謹的大
家，才情橫溢的抒情詩人。
* 本文本於一九九二年十一月二版一刷之《英美現代詩選》。
關鍵詞：Dylan Thomas; ‘And Death Shall Have No Dominion’；‘In My
Craft on Sullen Art’； The New Apocalyptics；湯默斯；〈而死亡亦
不得獨霸四方〉；〈我陰鬱的藝術〉；「新啟示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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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ing, Doris (1919- ) 雷杏
TB210

陳蒼多。〈桃麗絲‧蕾辛〉。《書評書目》16 ( 1974.8): 61-4。
本文旨在評介蕾辛(Doris Lessing, 又譯雷杏)之生平與她主要著作
如《草正吟唱》(The Grass Is Singing)、
《暴力孩童》(Children of Violence)、
《金色筆記》(The Golden Notebook)等。本文作者以為雷杏作品之主題
除了黑白種族問題外，最重要者莫過於對女性處境之關懷，在她的作品
中常見種族與性別議題的夾纏糾葛，也因此雷杏的作品可說特以細究婚
姻、性、個人心理見長。本文作者引述大西洋兩岸評論家之看法，推崇
雷杏是自喬治艾略特(George Eliot)、勞倫斯(D. H. Lawrence)以降，英國
小說傳統中最具創造力之新一代作家。
關鍵詞：Doris Lessing；The Grass Is Singing；Children of Violence；The
Golden Notebook；George Eliot；D. H. Lawrence；雷杏；
《草正吟唱》
；
《暴力孩童》；《金色筆記》；喬治艾略特；勞倫斯

TB211

彭淮棟。
〈朵麗絲‧萊莘的「名氣」實驗〉
。
《聯合文學》1.5(1984.3): 144-5。
萊莘(Doris Lessing，又譯雷杏)，為當代英國最出色之女作家之一。
自一九五 0 第一部小說《草正吟唱》(The Grass Is Singing)出版以來，即
著述不斷，尤以題材之寬度，獨步文壇，從抒懷寫實到科幻小說(science
fiction)，莫不令論者與讀者拍案驚奇。其中以《金色筆記》(The Golden
Notebook)最負盛名，曾為雷杏贏得法國文學大獎之一的「外國作家獎」
(Prix Medicis Foreign Award)。本文披露雷杏如何曾化名寫就兩本小說，
但遭出版業者、文論家、與讀者冷落對待之秘辛，以凸顯文藝界「以人
取文，亦以人廢文」之陋習。
關鍵詞：Doris Lessing；The Grass Is Singing；Golden Notebook；science
fiction；雷杏；
《草正吟唱》；《金色筆記》；科幻小說

TB212

張瑩棻。 “The ‘Self’ Is Always An ‘Other’ in Lessing’s Canopus.” 《台
北商專學報》(1994.12):1-35。
本文作者以為「人我關係」向為雷杏(Doris Lessing)小說中之主要
議題，此種關懷扣問亦延伸至雷杏之科幻小說(science fiction)上，例如
《卡納普斯帝國檔案》(Canopus in Argos: Archives)之一系列五本小說，
主要是以文化社群和個人兩層面加以探討。就文化社群層面而言，雷杏
透過銀河系星際帝國殖民之描寫，再現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之種種嘴
臉 ， 其 中 尤 以 宗 教 帝 國 主 義 (religious imperialism) 與 宗 教 多 元 主 義
(religious pluralism)的衝突對峙，以及強勢殖民文化如何打壓宰制弱勢
在地文化之諸多描寫，以凸顯一元絕對主義(absolutism)之盲點與誤謬。
就個人層面而言，《卡納普斯帝國檔案》亦透過家庭生活、異族通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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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寫，來凸顯「自我與他人孰重」之議題，並引申至利已主義(egoism)
與利他主義(altruism)之辯論。綜觀而言之，本文作者以為雷杏志在披露
激進派個人主義(aggressive individualism)之狼子野心，並呼籲「人與
人」、「人與自然」和諧共處，才是生存之道。
關鍵詞：Doris Lessing；science fiction；Canopus in Argos: Archives；
religious imperialism；religious pluralism；absolutism；egoism；
altruism；aggressive individualism；雷杏；科幻小說；
《卡納普斯帝
國檔案》；宗教帝國主義；宗教多元主義；一元絕對主義；利已主
義；利他主義；激進派個人主義
TB213

陳艷姜。〈《金色筆記》中瘋狂形式〉
。《中外文學》23.11 (1995.4): 40-55。
雷杏(Doris Lessing)之《金色筆記》(The Golden Notebook)，佈局波
瀾壯闊，形式綿細曲折，敘述迭宕起伏，常久以來即被論者視為雷杏最
重要之力作。本文旨在探討《金色筆記》中「瘋狂」(madness)與「叛
逆語言」(language of transgression)之關係，藉以彰顯雷杏如何透過瘋狂
之形式，重新檢視小說創作與自我追尋之虛構性與建構性，進而顛覆既
有之意識型態與語言成規。本文作者以為瘋狂的語言亦是語言的瘋狂，
往往反映語言意義之喪失。《金色筆記》由一篇中篇小說〈自由女人〉
(“Free Woman”)與五本筆記本所組成。小說中的每一部份都只是片斷而
非全貌，故事與故事之間或有互補，但更多相互抵觸之處，每一部份都
是殘缺不完整的，唯有所有部份的總合才是書中主人翁安娜伍爾夫
(Anna Wulf)斯人之多面表現。凡此種種，皆在在反映事實之不可確知，
吾人所獲取的乃是虛構的事實或是個人對事實之片面詮釋。
《金色筆記》
中，安娜透過「後設小說」(metafiction)之創作形式，突破了自己之創
作瓶頸(劇中人安娜是一位作家)，而安娜與其他劇中人物所表現出來的
人格分裂、精神崩潰之現象，亦與小說創作形式之零落拼貼、若即若離
相呼應。本文作者因此結論：《金色筆記》之結構與內容，在在凸顯混
亂與秩序間之緊張關係，理智的形式為無形式之瘋狂所顛覆，任何傳統
的人生觀與辯證思考模式在面對瘋狂叛逆語言之挑釁時，都被迫反思檢
視自己存在之意義。
關鍵詞：Doris Lessing；The Golden Notebook；madness；language of
transgression；metafiction；雷杏：《金色筆記》；瘋狂；叛逆語言；
後設小說

TB214

Shao Yuh-jiuan(邵毓娟). “Lessing’s Experimental Novel: The Exploration
of Form and Content in The Golden Notebook.” Studies in English and
Linguistics. 22 (1996.6):179-89。
本 文 旨 在 探 索 雷 杏 (Doris Lessing) 之 《 金 色 筆 記 》 (The Gol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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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book)中形式與內容相互依存之係。《金色筆記》分為兩部分：〈自
由女人〉(“Free Women”)與〈筆記〉(“The Notebook”)。雖然雷杏嘗言，
〈自由女人〉可自立門戶單獨出版。然而，本文作者以為〈自由女人〉
與〈筆記〉兩者並置，可為全書在結構上、主題上，成就一種整體感。
〈自由女人〉乃是一傳統式之短篇小說；而〈筆記〉則集結了非小說與
小說之各式體裁，如雜誌、日記、書評、新聞報導等等。因此〈筆記〉
涵蓋了主角之尋覓故事題材、尋覓一完整自我、自我分析、生活經驗之
記錄以及寫作之過程等。本文作者以為雷杏蓄意僭越、顛覆〈自由女人〉
與〈筆記〉之界限，也因是之故，《金色筆記》乃是一本充滿自我批判
意識之後設小說(metafiction)，批判小說這一文類、批判作者、批判文
字話語；凡此種種，皆指向如此之議題：何謂小說？何謂寫作？何謂文
學?
關鍵詞：Doris Lessing；The Golden Notebook；“Free Women”；“The
Notebook”；metafiction；雷杏；
《金色筆記》
；
〈自由女人〉
；
〈筆記〉；
後設小說
TB215

楊薇雲。
〈星際帝國史的建構與解構:雷杏的《西卡斯特》與《西瑞爾斯
帝國的實驗》〉。《中外文學》26.8 (1998.1):48-67。
本文透過對雷杏(Doris Lessing)一系列科幻小說(science fiction)─
─例如《西卡斯特》(Shikasta)與《西瑞爾斯帝國的實驗》(The Sirian
Experiments)—之剖析，旨在彰顯雷杏如何以其持有之寫作策略，解構
並建構當代之科幻小說。本文作者以為雷杏透過卡納普斯(Canopus)、
西瑞爾斯(Sirius)、夏馬特(Shammat)等星際帝國間之接觸與衝突事件，
瓦解了傳統科幻小說之基石──科學，並顛覆「科學推動人類進化」之
基調。此外，雷杏亦捨棄星際帝國史慣有之單一敘述模式，分別從歷史、
社會、心理、與個人等層面著手，揭露人性在善惡間之掙扎煎熬。更由
於主觀與客觀雙重觀點之並置，使得小我意識得以與宇宙大我意識相結
合，此種意識型態無關政治與宗教，乃是一種無形之力量，引導人類為
理想、為和諧而努力。因此，本文作者如此結論：雷杏的《西卡斯特》
與《西瑞爾斯帝國的實驗》，勾勒了科幻小說之理想指標──人類蛻變
之可能性，解構禁錮自我的各種心獄，從而發展多元文明。
關鍵詞：Doris Lessing；science fiction；Shikasta；The Sirian Experiments；
雷杏；科幻小說；《西卡斯特》；《西瑞爾斯帝國的實驗》

TB216

張瑩棻。“The Deliverer: Moses in The Grass Is Singing”(〈《青草在吟詠》
中之拯救者摩西〉)。《台北商專學報》(1999.6):329-41。
本文旨在剖析雷杏(Doris Lessing)之《草正吟唱》(The Grass Is
Singing)中黑僕摩西(Moses)這一角色刻劃，並援引聖經中有關摩西之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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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舉証說明黑僕摩西在《草正吟唱》所被賦予拯救者之重責大任，暗
喻他殺害農場女主人透娜(Mary Turner)之舉，實為幫助她脫離進退維谷
之困境的唯一策略。透娜的遭遇象徵了非洲白種歐裔移民(Afrikaners)
後代之困境──身份認同游移、分裂於先人之歐陸祖國與自身成長地之
非洲。本文作者以為雷杏透過聖經意象(biblical image)以及拯救主題
(deliverance)之逆向操作，旨在暴露白人霸權(white domination)在黑色大
陸荒腔走板之演出。
關鍵詞：Doris Lessing；The Grass is Singing；Afrikaners；biblical image；
deliverance；white domination；雷杏；《草正吟唱》；非洲白種歐
裔移民；聖經意象；拯救主題；白人霸權
TB217

Flora P.H. Ni. “The Game of Lessing: A Metafictional Reading of Doris
Lessing’s The Golden Notebook.”《靜宜人文學報》(1999.7): 135-54。
雷杏(Doris Lessing)之《金色筆記》(The Golden Notebook)自一九六
二年出版以來，或因論者所採用之研究方法不同，或因其批評觀點之迥
異，宛如置身於漫天迷霧之批評羅生門中。例如友善之女性主義者肯定
褒揚雷杏在此書中對女性議題的深刻探討，而激進之女權主義者則抨擊
雷杏終究屈從於父權社會之價值模式。又例如批評家們從傳統寫實主義
切入，以為《金色筆記》內容蕪亂，形式零落，場景陳腐，實為雷杏江
郎才盡之作。然而，相對於此的有學者專家稱頌雷杏實為後設小說
(metafiction)之推手。雷杏本人則於一九七二年打破沉默，公開為自己
辯言：其所欲為者，乃是成就一本內返諸己，勿需外求語言聲明便可自
我思辯篤行的小說。本文作者有本於此，乃援引哈布葛里葉(Alain
Robbe-Grille)之《新小說》(For A New Novel)以及哈琴恩(Linda Hutcheon)
之《自戀敘述：後設小說之弔詭》(Narcissistic Narrative: the Metafictional
Paradox)中有關小說敘述之變衍，旨在彰顯二十世紀的小說揚棄了十九
世紀寫實主義的陳腔爛調，高唱小說虛構性(fictionality in the novel)之新
論，進而重新定位作家之天命，乃在於建構打造小說世界中的虛擬幻
境，而非「轉錄媒介」人世之真實。
關 鍵 詞 ： Doris Lessing ； The Golden Notebook ； metafiction ； Alain
Robbe-Grille ； For A New Novel ； Linda Hutcheon ； Narcissistic
Narrative: the Metafictional Paradox；fictionality in the novel；雷杏；
《金色筆記》
；後設小說；哈布葛里葉；
《新小說》
；哈琴恩；
《自戀
敘述：後設小說之弔詭》；小說虛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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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英 Wain, John (1925-1994)
TB218

錢歌川。〈英國新詩人的詩〉。《文星》5.6 (1951.4): 11-30。
本文旨在分析韋英(John Wain)之〈己失之物〉(‘What’s Lost’)一詩，
藉以彰顯「憤怒年青人」(“Angry Young Men”)如韋英者，仍是在傳統承
襲中，冶鍊蛻變自已新詩的形式與技巧，因此雖然憤怒但髮不衝冠，熱
情而火不焚身，發言為詩，可謂「形式完整，表現明確，而有智慧之美」
。
本文作者進而探討中國新詩形式與內容之議題，呼籲國人，在創新之際
切勿鄙薄古詩，任意將其打入冷宮束諸高閣。
關鍵詞：John Wain；‘What’s Lost’；Angry Young Men；韋英；〈已失
之物〉；「憤怒年青人」

TB219

丁貞婉。〈新大學才子──韋英〉。《現代學苑》9.3(1972.3): 27-30。
本文旨在記述本文作者於一九七一年元月出席韋英(John Wain)主
持「今日英國作家的地位」講座之種種，此外並評介韋英之小說，如《快
步跑下吧》(Hurry on Down)、
《得活且活》(Living in the Present)、
《爭奪
者》(The Contenders)、
《遊歷的女人》(A Travelling Woman)、
《毆殺父親》
(Strike the Father Dead)、
《年輕的訪客》(The Young Visitors)、
《小小的天
空》(The Smaller Sky)等等。本文作者以為韋英詩才雖高，但卻是以小
說立足文壇，其作品頗多哀愁鬱悶之作，人物刻劃亦極玲瓏剔透，大多
取材於社會角落之片斷。本文作者指出韋英雖名列五十年代的「憤怒的
年青人」(“Angry Young Men”)，行事風格卻更貼近溫和的「新大學才子」
(“New University Wits”)。
關 鍵 詞 ： John Wain ； Hurry on Down ； Living in the Present ； The
Contenders；A Travelling Woman；Strike the Father Dead；The Young
Visitors；The Smaller Sky；“Angry Young Men”； “New University
Wits”；韋英；
《快步跑下吧》
；
《得活且活》
；
《爭奪者》
；
《遊歷的女
人》
；
《毆殺父親》
；
《年輕的訪客》
；
《小小的天空》
；
「憤怒的年青人」
；
「新大學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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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wles, John (1926- ) 傅敖斯
TB220

李昂。
〈談《蝴蝶春夢》的電影與原著〉
。
《書評書目》71.2 (1979.3): 89-94。
本文旨在比較傅敖斯(John Fowles)之小說原著《捕蝶人》(The
Collector)與惠勒(William Wyler)所改編執導的電影《蝴蝶春夢》(The
Collector)間之異同。本文作者以為惠勒喜愛將小說改編成電影，但由
於小說與電影表達方式之不同，惠勒之電影常常被批評失去小說原有之
特質與風貌。印證之於電影《蝴蝶春夢》與小說原著《捕蝶人》，此種
批判尤為明顯強烈。然而本文作者指出，如此一來反而凸顯了電影改編
較小說原著略勝一籌。本文作者認為傅敖斯之小說雖然採取自由開放之
敘述形式，將男主角佛德烈(Frederick Clegg)的自述與女主角米蘭達
(Miranda Grey)的日記並列彼此觀照，然而小說總在有意無意間帶著佛
洛伊德式的心理分析色彩。佛德烈因為缺乏知識教養，乃至平庸、無趣、
自私、卑鄙，而米蘭達身為藝術學院之學生，熱愛知識生命，激情而富
創造力，痛恨因襲陋俗陳規、拘泥形式、內心枯竭之一切人事物。反觀
之，惠勒之電影則不特別鄙薄佛德烈此角色人物，僅是將問題以較合理
之方式呈現，使得兩造所代表的意涵，可以勢均力敵的產生豐富的衝突
效果。本文作者由是以為此種衝突力來自於電影改編賦予佛烈德較合理
的人性──或云導演美化了佛德烈此角色──他不再只是一個自私、粗
俗、污穢的可鄙人物，而是一個平凡庸碌的小人物，只因偶發彩券的橫
財，有錢得以實現自己的幻想。電影改編以較平等的取向，來看待這兩
位來自不同階層的主角：米蘭達所坐擁的知識、教養、藝術、以及她自
以為是的美德，其實是來自於她所屬階層的優勢與意識型態，它們是建
築在無數佛德烈式卑微的小人物，日以繼夜在社會基層上工作的累積成
果上。兩人的差距，不單是兩人個人的問題，而是兩種生活環境、社會
階層所造就的不可跨越的社會鴻溝的問題。因此，本文作者結論出惠勒
之電影改編較小說原著更能觸動人心發人深省。
關鍵詞：John Fowles；The Collector；William Wyler；傅敖斯；
《捕蝶人》
/《蝴蝶春夢》；

TB221

蔡源煌。
〈傅敖斯的《法師》一書與「上帝遊戲」〉
。
《台灣大學文史哲學
報》33(1984): 1-30。
本文旨在探討傅敖斯(John Fowles)《大法師》(The Magus)一書中「上
帝遊戲」(the godgame)之意涵，並彰顯書中之法師孔奇士(Conchis)如何
運用「上帝遊戲」
，迫使男主角厄爾夫(Nicholas Urfe)洞察自己之偏頗與
缺憾，引導他重新認識自己、肯定自己。大體而言，孔奇士之「上帝遊
戲」主要是以假面戲(masque)與超劇場(meta-theater)之形式進行的。孔
奇士利用「假面戲建構」(masque construct)之策略，迫使厄爾夫滌盡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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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之信仰與認知，俾以重建真實之自我(authentic self)。根據孔奇士之說
法，超劇場之目的即在於讓參與者清楚地意識到自己的粉墨登場，進而
在存在意義層面上，洞察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所擔綱演出的一切角色扮
演。因是之故，在超劇場中，沒有傳統式演員與觀眾之分野，沒有前台
後台觀眾之區隔，表演的時空分鏡連續性蕩然無存，在所謂的「始終」
之間，所有的動作與敘述都是遷流不息的，參與者自行創作杜撰自己的
腳本。孔奇士之「上帝遊戲」的基本精神即是生命中的每一時刻均是危
機/轉機(a matter of crisis)。本文作者更進一步申論，就藝術旨趣而言，
《大法師》中孔奇士宛如作家之化身，而厄爾夫所扮演之角色則與讀者
無異。厄爾夫的困惑，預期、反映了讀者的困惑，「上帝遊戲」因此延
伸而為作者與讀者、寫作與閱讀間相互較勁之詮釋競爭。
關鍵詞： John Fowles；the godgame；The Magus；masque；meta-theater；
masque construct；authentic self；a matter of crisis；傅敖斯；上帝遊
戲；
《大法師》
；假面戲；超劇場；
「假面戲建構」
；真實之自我；危
機/轉機
TB222

蔡源煌。
〈《法國中尉的女人》──作者與作品的整合〉
。
《中外文學》13.8
(1985.1): 138-59。
本文作者以為，傅敖斯(John Fowles)在《法國中尉的女人》(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一書中延續《大法師》(The Magus)中「上帝
遊戲」(the godgame)之思想與策略，一則強調書中主人翁進化之過程(如
何洞察己身識見之偏頗短淺，進而建構真實之自我等等), 二則揭示現代
小說如何自覺本身虛構性、杜撰性之危機，進而彰顯所謂「真實的小說」
(an authentic novel)之議題。本文作者引用傅斯敖自己之言語：所謂進
化，乃是一個過程，經由它，機遇與自然法則得以共同創造出更好、更
適合生存的生物，進而將此進化理念推演至《法國中尉的女人》中平行
發展之情節。就故事人物情節而言，在查理(Charles Smithson)與莎拉
(Sarah Woodruff)之交往中，莎拉扮演著催化者(a catalytic agent)與大法
師之角色，迫使查理重新檢視自已與自己所處的社會與時代，對於自已
的存在與未來的理想有所新的規劃。就小說藝術層面而言，為了更貼切
地呈現二十世紀所面臨的存在困境之議題，小說勢必放棄、突破維多利
亞時代僵化的寫作模式，因此在《法國中尉的女人》中，傅敖斯透過一
個既是小說家化身(novelist-persona)，又是虛構角色的敘述者，來揭穿
顛覆傳統小說中作者全知全能之假面，重評杜撰(fictionality)與真實
(authenticity)之分野，質疑傳統小說法則與作者權威，並揶揄讀者之閱
讀成規。因此本文作者如此結論，透過書中此平行發展的兩個情節，
《法
國中尉的女人》成功地完成了作者與作品的整合。
關鍵詞：John Fowles；The Magus；the godgame；an authentic novel；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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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nch Lieutenant’s Woman ; 傅敖斯；
《大法師》；上帝遊戲；真實
的小說；《法國中尉的女人》;
TB223

劉建基。
〈對話想像：後設小說、巴克汀、
《法國中尉的女人》〉。《中華
民國第五屆英美文學研討會論文集》。台北：書林，1994。頁 1-13。
本文旨在援引巴克汀(M. M. Bakhtin，又譯巴克定)之理論，剖析傅
敖斯(John Fowles)《法國中尉的女人》(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
中綿密繁複的後設性對話現象(meta-dialogicality)。本文作者分別就(1)
嵌入之文體(inserted genres)，(2)讀者與作者的互動，(3)男女主角的主體
對應關係等三方面立論，藉以凸顯傅敖斯如何透過戲擬(parody)、僭越
(transgression)等後設寫作策略，使得時空迥異之文化場域與信仰體系彼
此交互指涉、觀照對話，一則批判文學傳統中的摹擬論(mimesis)，一則
顛覆瓦解維多利亞時代道貌岸然、食古不化之倫理道德觀。此外，本文
亦論及巴克定理論與後設小說之適切性。本文作者以為對巴克定而言，
主體之建構，植基於「自我」與「他者」間對話性抗爭(dialogic struggle)，
凡此種種，可印證於《法國中尉的女人》莎拉與查理之應對關係；而巴
克定式之語言觀，亦是「大說」瓦解後「小說」眾聲喧嘩(heteroglossia)
式的言說，彼此映照的「鏡像結構」(mirrored structure)式語言，而此種
觀念又與後設小說中「語言無限擴散」(language to infinity)之論述不謀
而合。綜觀而言之，本文作者以為對巴克定或後設作家而言，語言所架
構的「真實」其實是充滿著異質性與不穩定性的。
關鍵詞：John Fowles；M. M. Bakhtin；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
meta-dialogicality；inserted genres；parody；transgression；dialogic
struggle; heteroglossia；mirrored structure；language to infinity；傅敖
斯；巴克定；
《法國中尉的女人》
；後設性對話現象；嵌入之文體；
戲擬；僭越；對話性抗爭；眾聲喧嘩；「鏡像結構」；「語言無限擴
散」

TB224

鄭冠榮。
〈流失與消耗：論傅敖斯的《蝴蝶春夢》〉
。
《中華民國第五屆英
美文學研討會文集》。台北：書林，1994。頁 141-62。
本文旨以巴岱儀(George Bataille)與德希達(Jacque Derrida)之一般
經濟學(general economy)論述中有關消耗(expenditure)與流失(loss)之觀
念，再佐以鮑德希雅(Jean Baudrillard)之收集(collection)概念，來闡釋傅
敖斯(John Fowles)《蝴蝶春夢》(The Collector，又譯《捕蝶人》)中男女
主角之關係。男主角費迪南(Frederick Clegg)一般譯為「佛德烈」
，然本
文作者蓄意援用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暴風雨》(The Tempest)
中費迪南王子之名，以彰顯佛德烈身上兼具「卡力班/怪物」(Caliban/
monster) 與「費迪南/王子」(Ferdinand/ prince)之特質。本文作者以為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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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南偶發橫財，得以有能力實踐遂行其夢想。他跟監、凝視、綁架米蘭
達，即是將米蘭達物化加以收集，而後又將她視為剩餘之物作無意義、
無限制之消耗與流失；待米蘭達萎頓死去後，費迪南又重新搜尋鎖定目
標，以進行下一波之收集之行動。本文作者以為凡此種種，皆在凸顯一
九五０年代以視覺消費(vision consumption)為訴求之社會中，人與人之
間關係之流失、消耗、與異化(alienation)。
關鍵詞: Georges Bataille；Jacque Derrida；general economy；expenditure；
loss；Jean Baudrillard; collection；John Fowles；The Collector；vision
consumption；alienation；巴岱儀；德希德；一般經濟學；消耗；流
失；鮑德希雅；收集；傳敖斯；《蝴蝶春夢》(又譯《捕蝶人》)；
視覺消費；異化
TB225

陳梅英。
〈講評《流失與消耗：論傅敖斯的〈蝴蝶春夢〉》〉。《中華民國
第五屆英美文學研討會論文集》。台北：書林。1994。頁 163-5。
本文為鄭冠榮〈流失與消耗：論傅敖斯的《蝴蝶春夢》〉一文之評
論。本文作者批評鄭冠榮之論文對一般經濟學的定義不夠周全，而且全
文只觸及消耗與流失此層面；論文未將男女主角的互動關係納入資本主
義社會的階級衝突這問題內來思考，而且行文立論只觸及男主角費迪南
敘述的那一部分，並未對女主角之敘述多做剖析。
關鍵詞：John Fowels；general economy；The Collector；傅敖斯；一般
經濟學；《蝴蝶春夢》(或譯《捕蝶人》)

TB226

孫安玲。〈《蝴蝶春夢》(The collector)評介〉。
《書評》20 (1996.2):6-9。
本文旨在評述傅敖斯(John Fowles)《蝴蝶春夢》(The Collector，又
譯《捕蝶人》)一書之故事情節，並簡介傅敖斯之著述。大抵而言，本
文作者以為傅敖斯創作《捕蝶人》之動機，在於凸顯社會上「菁英小眾」
與「一般大眾」間對立無法溝通之情事；此外，並兼涉及人類自由意願
與愛情觀等議題。
關鍵詞：John Fowels；The Collector；傅敖斯；
《蝴蝶春夢》(又譯《捕
蝶人》)

TB227

楊如英。〈傅敖斯與品特的後設小說與電影〉
。《電影欣賞》16.2 (1998.3):
31-4。
本文除了比較傅敖斯(John Fowles)的《捕蝶人》(The Collector)與法
國中尉的女人》 (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原著與電影改編的異同
與優劣外，旨在彰顯後設小說與電影(meta-fiction/-cinema)的自我指涉性
(self-reflexivity)特質。本文作者以為由於電影敘事形式與文學作品的差
異，傅敖斯《捕蝶人》中的繁複寫作策略，都在惠勒(William Wyler)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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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導的《蝴蝶春夢》電影中遭到簡化或刪除之命運。反觀瑞茲(Karel Reisz)
執導，品特(Harold Pinter)編劇，梅莉史翠普(Meryl Streep)及傑洛米艾倫
斯(Jeremy Irons)主演的《法國中尉的女人》，則是以戲裏戲外、幕前幕
後、古今交疊的雙重敘述方式，展現了與傅敖斯小說原著類似之企圖，
不但化解了小說原著中多重敘述框架與開放結局之難題，更是有意識的
將電影視為一迥異於文學的藝術機制，就在引用文學文本此「符號他者」
入鏡時，透過文本互涉(intertextuality)之策略，使得兩個符號系統競逐
抗頡，產生意義之斷裂，一則凸顯這些裂縫中所蘊藉之社會文化意涵，
二則檢視顛覆既有的制式傳統，期以拓展新的藝術形式與語言。由是觀
之，惠勒的《蝴蝶春夢》不過是電影改編文學作品之一項失敗嚐試，而
瑞茲和品特的《法國中尉的女人》則展現後設電影之特質與企圖。
關鍵詞：John Fowles；The Collector；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
meta-fiction/-cinema；self-reflexivity；William Wyler；Karel Reisz；
Harold Pinter；intertextuality；傅敖斯；
《捕蝶人》；《法國中尉的女
人》；後設小說與電影；自我指涉性；惠勒；瑞茲；品特；文本互
涉
TB228

Rebecca Lin(林怡君)。 “Medusa, Siren or Sphinx: Retrieving the Female
Gaze and Voice in 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8 (1998.12): 199-213。
長久以來，批評家即視傅敖斯(John Fowles)《法國中尉的女人》(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中的莎拉(Sarah Woodruff)為諸多神話人物與
妖姬之綜合體，然而並未賦與莎拉任何主體性之對待。莎拉大抵被解讀
為「男性幻想之投射」、「男性神話之產物」；儘管莎拉神祕莫測、撩人
遐想，但是她並無任何發聲抒懷的機會，充其量只是查理(Charles
Smithson)自我解救之觸媒、催化劑。誠如本文標題所揭櫫，本文旨在
溯源莎拉之神話原型，即蛇髮女妖美杜莎(Medusa)、海妖賽倫(Siren)、
與獅身人面獸(Sphinx)，並進而凸顯莎拉所表徵的女性凝視(the female
gaze)與女性聲音(the female voice)。莎拉從未怯縮於別人之注視，亦不
將自我的認同附著於社會公論。相反的，她挑釁並操控世人狐疑、不懷
好意的監視。她蓄意將自己轉化為來木灣(Lyme Bay)之紅字女郎，社群
之游離份子與代罪羊。因是之故，獨享坐擁來木灣人所不理解的自由。
雖然有些批評家以為，莎拉從未擁有自已之聲音，而她的形象乃是透過
三層男性的聲音才得以呈現，那便是查理的聲音、男性敘述者的聲音，
以及傅敖斯的聲音。本文作者則以為莎拉其實是另一位天方夜譚式的女
說書人，她編織故事不是為了取悅、不是為了乞憐，而是為了迷惑操控
聽者。透過虛構捏造的敘述，莎拉將自己神秘化，將自己籠罩在重重迷
霧當中，於查理而言，她的神秘莫測更勝於以往。查理就像被催眠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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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的，在莎拉的凝視與聲音下繳械投降。也正由於莎拉的自我神秘化，
她是全書中唯一自由、未受掌控的人物，敘述者始終未能得窺其內心世
界之堂奧。因此本文作者如此結論：從男性作者文本與男性中心取向之
研究批評灰燼之中，莎拉可以浴火重生，誤讀並重塑神話，她可能是凝
視的美杜莎，詠歎的賽倫，或謎團般的獅身人面獸，但也可能什麼都不
是。
關鍵詞：John Fowles；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Medusa；Siren；
Sphinx；the female gaze；the female voice；傅敖斯；《法國中尉的
女人》；美杜莎；賽倫；獅身人面獸；女性凝視；女性聲音
TB229

邱貴芬。〈浪漫懸疑的吸引──法國中尉的女人〉。《聯合文學》15.4
(1999.2): 64-5。
本文作者於一九九八年造訪木灣(Lyme Bay)，因而遙想褔爾斯(John
Fowles ， 又 譯 傅 敖 斯 ) 當 年 寫 作 《 法 國 中 尉 的 女 人 》 (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之種種，並思索《法國中尉的女人》中所牽惹之「自
由」議題──故事中人汲汲扣問「自由」之真義，游移掙扎於傳統禮俗、
社會輿論所加諸於個人之箝制；同樣的，作家之代言人──小說中之敘
述者，亦反覆辯證小說創作之自由，質疑作家之定位，尋思如何抗拒約
定俗成之寫作/閱讀慣例，俾以將自我放逐於常態以外的寫作空間。
關鍵詞：John Fowles；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褔爾斯(又譯傅
敖斯)；《法國中尉的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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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borne, John (1929-1994) 歐斯朋
TB230

Rüdiger Ahrens. ‘History and the Dramatic Context: John Osborne’s
Historical Plays.’ Fu-Jen Studies. 16(1983.9): 49-75.
本文旨在探討歐斯朋(John Osborne)之三齣歷史劇──《路德》
(Luther)、
《醜聞與關切之主體》(A Subject of Scandal and Concern)、
《愛
國者》(A Patriot for Me)，藉以彰顯歐斯朋作品中歷史事件與戲劇改編
糾葛纏綿之特質。同時代之荒謬劇場(the theatre of the absurd)劇作家
們，如：貝克特(Samuel Beckett)、品特(Harold Pinter)、奧爾頓(Joe
Orton)、辛普森(N. F. Simpson)等人，皆傾向於將劇中人置放於一遺世獨
立，不帶任何歷史時空烙印之場景中，不同於此的，歐斯朋則常常取材
於英國或歐洲歷史，藉此凸顯人性與社群之根本基調。《路德》所探詩
的十六世紀宗教改革的德國憤怒青年馬丁路德，雖然無懼於教會與君主
之打壓與威脅，但終於洞悉「江山易改人性難移」之道理。《醜聞與關
切之主體》取材於英國維多利亞時期(一八四二年)之一位年輕教師郝利
歐克(George Holyoake)，因其言論背負褻瀆不敬之罪名而淪為階下囚，
彰顯早期維多利亞社會對待游離知識份子之絕不寬貸的作風，以及邦國
如何不擇手段以確保其所自許的「律法」(law)與「秩序」(order)。《愛
國者》以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之奧地利為場景，敘述奧國上校瑞德(Alfred
Redl)因雙面諜疑雲與同性戀性癖好等情事被揭發，終至選擇自戕之種
種。本文作者以為歐斯朋的歷史觀是循迴輪轉、週而復始，以上述三齣
歷史劇為例，路德也罷，郝利歐克也罷，瑞德也罷，皆是向上企高、向
外企達的異議份子與烈士，他們前仆後繼企圖超越自我所處之孤獨與游
離，挑戰既定之法規與制度，致力追求一烏托邦式和諧共榮之社群關
係，然而這一切終歸罔然。
關鍵詞：John Osborne；Luther；A Subject of Scandal and Concern；A
Patriot for Me；the theatre of the absurd, Samuel Beckett；Harold
Pinter；Joe Orton；N. F. Simpson；歐斯朋；《路德》；《醜聞與關切
之主體》
；
《愛國者》; 荒謬劇場；貝克特；品特；奧爾頓；辛普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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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ghes, Ted (1930-1999) 休斯
TB231

張芳齡。〈人類是我的隱喻：英國新任桂冠詩人泰德‧休斯評介〉。《聯
合文學》1.8 (1985.6):126-33。
休斯(Ted Hughes)為一九八四年英國桂冠詩人(Poet Laureate)，其詩
風狂烈線條粗獷，充滿著矛盾衝突勢力，如：活動與死亡、喧囂與和諧
間的緊張對位。休斯的詩作明顯受到兩種經驗之影響，一是戰爭所帶來
文化的、歷史的、心理的混亂；一是自然界的吸引。本文除了評述休斯
的生平事略與創作理念外，旨在探討休斯的自然詩風格與內容。在休斯
的自然詩裡，詩人找到人與自然的相通模式，他的自然觀點不全然是華
滋華斯(William Wordsworth)式的，而是建立在雙重的情感上：其一是對
自然的崇拜景仰；其二是將他對自然界的觀察延伸探向人性的世界。休
斯所描寫的動植物往往具有人類的傾向或脾氣性格，本文作者認為與其
說休斯把人類獸性化，倒不如說他把兩者融成一體，使我們在人類中嗅
出動物的氣息，在動物中也看到人類的影子。此外，其作品並不侷限於
崇拜或嚴肅的風格，讀者也可以發現詩人的幽默以及對自然殘酷冷漠的
著墨。本文作者於文末並附錄休斯作品之一覽表，其中代表性作品如如
《雨中之鷹》(The Hawk in the Rain)、《天狗星》(Lupercal)、《烏鴉》
(Crow)、《季節之歌》(Season Songs)等。此外，休斯亦兼擅兒童詩、兒
童故事、與兒童劇本。
關鍵詞：Ted Hughe；Poet Laureate；William Wordsworth；The Hawk in the
Rain；Lupercal；Crow；Season Songs；休斯；桂冠詩；華滋華斯；
《雨中之鷹》；《天狗星》；《烏鴉》；《季節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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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nter, Harold (1930- ) 品特
TB232

廖 本 瑞 。 “Games in Harold Pinter’s Plays.” 《 東 吳 外 語 學 報 》
3(1987.12): 1-39。
本文旨在探討品特(Harold Pinter) 劇中之「遊戲/狩獵」(game)。
本文作者以為品特之劇中人可分為三大類：一是受害者/獵物(victim/
the haunted)，一是加害者/獵人(victimizer/ the hunter)，一是旁觀者
(on-looker)。本文作者並將品特之劇本依其「遊戲/狩獵」意涵，區分為
五種類別。《房間》(The Room)、《生日宴會》(The Birthday Party)、
《食
物升降機》(The Dumb Waiter)、《溫室》(The Hothouse)等所處理的乃是
角色人物間爭奪掌控權的「權力遊戲」
。
《微痛》(A Slight Ache)、
《夜遊》
(A Night Out)、
《管理員》(The Caretaker)、
《夜校》(Night School)等則代
表著另一種「置換罷黜」的遊戲，其中的加害者往往就是當事人的親朋
好友。
《收集》(The Collection)、
《愛人》(The Lover)、
《茶會》(Tea Party)、
《返家》(The Homecoming)等則是第三類的「性遊戲」代表，劇中之女
性角色皆以「性」為攻城掠地、拓展領域的利器。
《風景》(Landscape)、
《沉默》(Silence)、《往日時光》(Old Times)、
《背叛》(Betrayal)等之中
的角色人物則耽溺於幻想的遊戲而不可自拔，全劇因此充滿著顛倒妄
想、如夢似幻的氛圍。
《行路者》(One to the Road)則為品特晚期之力作，
志在凸顯當權者加諸在無辜者身上之凜然威勢。
關鍵詞：Harold Pinter；game；victim/the haunted；victimizer/ the hunter；
on-looker；The Room；The Birthday Party；The Dumb Waiter；
The Hothouse；A Slight Ache；A Night Out；The Caretaker；Night
School；The Collection；The Lover；Tea Party；The Homecoming；
Landscape；Silence；Old Times；Betrayal； One to the Road；品特；
「遊戲/狩獵」
；受害者/獵物；加害者/獵人；旁觀者；
《房間》
；
《生
日宴會》
；
《食物升降機》
；
《溫室》
；
《微痛》
；
《夜遊》
；
《管理員》
；
《夜
校》
；
《收集》
；
《愛人》
；
《茶會》
；
《返家》
；
《風景》
；
《沉默》
；
《往日
時光》；《背叛》；《行路者》

TB233

Jacob George. “The Shifting Images of Women in Harold Pinter’s Plays.”
Journal of Humanities. 7 (1995.6): 179-90。
本文旨在探討品特(Harold Pinter)劇作中女性角色之變遷。論者常作
如是觀：品特的戲劇中一向是男人的天下，有些作品根本沒有女性角色
之規劃，有的劇作即使出現了女性人物，但是大多淪為仰男性鼻息之附
庸角色。本文作者以為此種論點或許只可印證於品特早期之戲劇，至於
品特晚期作品中的女性人物則截然不同，自有其堅決、宰制之神貌。本
文作者因此以品特的《生日宴會》(The Birthday Party)、
《微痛》(A S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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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he)、
《返家》(The Homecoming)三劇中之女主角為例，探討品特女性
人物之多樣面貌。《生日宴會》中瑪格(Meg)對待史坦利(Stanley)之態
度，宛如「兒子與情人」(son-lover)之再版；
《微痛》中的佛洛拉(Flora)
拒絕被困於雞肋式的婚姻生活，終於棄無能無趣的丈夫愛德華(Edward)
而就火柴小販巴納巴斯(Barnabas)；《返家》中的露絲(Ruth)選擇不與哲
學教授的丈夫泰迪(Teddy)回去美國，決定隻身(或云自力更生)留在英國
夫家，成為此家族中的唯一女成員。綜觀而言之，這些女性角色皆揉雜
了母親、妻子、情婦等意象，而這些女性角色亦同時飽受焦慮、缺憾、
破碎、游離等不確定感之啃噬，她們置身於一個看似熟悉但卻又充滿敵
意威脅號稱是「家」的環境，她們必須為了自我的存在與生存，放手一
搏，而「性」便居中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在品特的世界裏，「家」不
再是傳統中刻板式、堅如磐石般的避難所、減震器。相反的，人人為了
自我實現、為了生存不得不力爭上游。其中，女性更是頭角逐漸展露，
取得主導之位勢。諷刺的是，當人們所汲汲營營者，不再是家庭/人際
關係之和諧與穩定，而是自我之實現以及自由之追求時，人類似乎擁有
了抉擇的自由，然而她/他們的抉擇同時也暗示著其自由的限度。
關 鍵 詞 ： Harold Pinter ； The Birthday Party ； A Slight Ache ； The
Homecoming；品特；《生日宴會》；《微痛》；《返家》
TB234 楊如英。〈傅敖斯與品特的後設小說與電影〉
。《電影欣賞》16.2 (1998.3):
31-4。
請參見 TB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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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don, Fay (1933- ) 魏爾頓
TB235

崔文瑜。
〈英國女作家魏爾頓新作《伊人不能忘》〉
。
《新文藝》258 (1977.9):
132-6。
本文作者除簡介《伊人不能忘》(Remember Me) 一書之故事情節
外，並將杜莫莉愛(Daphne du Maurier)之《蝴蝶夢》(Rebecca) 與《伊人
不能忘》相加比較。雖然文論家如歐慈(Joyce Carol Oates)者謂魏爾頓在
人物刻劃塑造上較為平板，缺乏說服力。但是本文作者則以為魏爾頓之
一向寫作風格，便是對其筆下角色人物嘲諷多於同情；而且魏爾頓擅長
描寫英國中產階級之人生百態，寫來可謂絲絲入扣，鞭辟入裏。《伊人
不能忘》一書並對當代英美社會之女權運動現象，有著認真嚴肅的呈現。
關鍵詞：Fay Weldon ; Remember Me ; Daphne du Maurier ; Rebecca ;
Joyce Carol Oates ; feminism ; 魏爾頓；
《伊人不能忘》
；杜莫莉愛；
《蝴蝶夢》；歐慈；女權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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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ppard, Tom (1937-) 史達波
TB236

Yu-chen Lin.(林玉珍) “A Study of Stoppard’s Moon.”(〈湯姆‧史達波筆
下的慕恩〉)《中山大學學報》3 (1986.6): 73-91。
本文作者以為史達波(Tom Stoppard)劇中之主人翁，幾乎都是懦弱
無能、人生戰場上棄甲丟兵、落荒而逃之反英雄角色(anti-hero)。由於
史達波喜用「慕恩」(Moon)一名為其角色命名，因此本文作者便以此名
通稱史達波式之反英雄人物。慕恩們渴望秩序，然而他們的秩序卻常常
不見容於主流以理性(rationality)掛帥的大秩序，而慕恩們又生性軟弱畏
縮，在面對任何可能之衝突與抵觸時，往往選擇屈服退讓以避其纓。本
文作者分析了《自由人入場》(Enter a Free Man)、
《將譜兒》(Jumpers)、
《如果你是葛樂蒂，我將是法蘭克》(If You’re Glad I’ll Be Frank)，《馬
奎士大公與慕恩先生》(Lord Malquist and Mr. Moon)等作品，並強調史
達波的慕恩人物，在《羅斯與吉爾已死》(Rosencrantz and Guildenstern
Are Dead)一劇中因為身陷於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劇作的牢寵
之中，已然無可脫身、無法遁逃；相形之下，
《技術犯規》(Professional
Foul)中的哲學家安德生(Anderson)是唯一能從理性桎梏中脫困的慕恩
人物。作者因是如此結論：史達波似乎在暗示，唯有非理性
(irrationality)，才能腰斬理性(rationality)所帶來的曖味與混亂，唯有非
理性，才能催生建構可能之新秩序。
關鍵詞：Tom Stoppard；anti-hero；Moon；rationality；Enter a Free Man；
Jumpers；If You’re Glad I’ll be Frank；Lord Malquist and Mr. Moon；
Rosencrantz and Guildenstern Are Dead ； Professional Foul ；
irrationality；rationality；史達波；反英雄；「慕恩」；理性；《自由
人入場》
；
《將譜兒》
；
《如果你是葛樂蒂，我將是法蘭克》
；
《馬奎士
大公與慕恩先生》；《羅斯與吉爾已死》；《技術犯規》；非理性；理
性

TB237

邱 錦 榮 。〈《 世 外 桃 源 》： 簡 記 英 國 當 代 劇 場 〉。《 中 外 文 學 》 22.9
(1994.2):38-53。
本文旨在剖析英國當代劇場中藝術與票房兩得意的劇作家史達波
(Tom Stoppard)之作品《世外桃源》(Arcadia)，藉以探討英國劇場之何
以能如此，進而反觀台灣當代劇場之困境與缺憾。戲劇向為英國典型的
表演藝術，而史達波更是當今英國劇場之翹楚者。史達波擅長挪用、戲
擬英國文學作品與傳統、各派學說與哲理、真人實事或傳奇人物，例如
他的《羅斯與吉爾已死》(Rosencrantz and Guildenstern Are Dead)便是以
調侃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之《哈姆雷特》(Hamlet)而一舉成
名。同樣的，在《世外桃源》史達波以莊園歷代造景為楔子，使得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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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錯，藉以戲擬林園美典之更迭，揶揄人類之科學知識與宇宙觀之變
衍，進而凸顯「牛頓所遺漏的引力」(“the attraction which Newton left out”)
──性，實為一切顛倒迷離、錯綜妄想之罪魁禍首。總之，
《世外桃源》
諸多嚴肅的主題與寓意，都在史達波亦莊亦諧、插科打諢、嘻笑怒罵中，
或變奏轉調或暗渡陳倉。本文作者如此結論：
《世外桃榞》之所以成功，
乃是史達波在古典傳統與科學新知中兼顧通俗的桃源嚮往的品味。反觀
台灣劇場，缺乏優質有新意的劇作，誠為最大的隱憂。台灣劇場處於劣
勢生態，舞台劇本的市場誘因遠不及影視劇本，因此如何培養專業戲劇
創作人才，實為有心人士之最大願景。
關 建 詞 ： Tom Stoppard ； Arcadia ； William Shakespeare ； Hamlet ；
Rosencrantz and Guildenstern Are Dead；史達波；《世外桃源》；莎
士比亞；《哈姆雷特》；《羅斯與吉爾已死》
TB238

Ching-yun Huang. “Rosencrantz and Guildenstern Are Dead by Tom
Stoppard: A ‘Theatrical Parasite.’, a ‘Derivative Play.’, or a ‘Postmodern
Classic’?” 《勤益學報》16 (1998.11): 367-76.
《羅斯與吉爾已死》(Rosencrantz and Guildenstern Are Dead )一劇
乃是史達波(Tom Stoppard)取材自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名劇
《哈姆雷特》(Hamlet)、以及現代劇作大師皮藍婁(Luigi Prirandello)之
《六個劇中人物尋找作者》(Six Characters in Search of an Author)與荒謬
劇大師貝克特(Samuel Beckett)之《等待果陀》 (Waiting for Godot)等之
部份情節與技巧，加以改編創作而成。《羅斯與吉爾已死》遭受正反兩
極落差極大的評價。評論家之爭議點即在於該劇究竟是模仿，抑是創作
上。因此「寄生劇」(theatrical parasite)或「衍生劇」(derivative play)之
說，不逕而走。本文作者則持相反論點，以為《羅斯與吉爾已死》一劇
乃是後現代劇場的經典作品(postmodern classic)，全劇盈斥著後現代藝
術的手法與風釆，例如拼貼(pastiche)、後設劇(meta-drama)、文本互涉
(intertextuality)等策略。
關鍵詞：Tom Stoppard ; Rosencrantz and Guildenstern Are Dead ; William
Shakespeare; Hamlet ; Samuel Beckett ; Waiting for Godot ; Luigi
Prirandello ; Six Characters in Search of an Author ; theatrical parasite ;
derivative play ; pastiche ; meta-drama ; intertexuality ; 史達波；
《羅
斯與吉爾已死》
；莎士比亞；
《哈姆雷特》
；貝克特；藍婁；
《六個劇
中人物尋找作者》
；
《等待果陀》
；寄生劇；衍生劇；拼貼；後設劇；
文本互涉

164

Churchill, Caryl (1938- ) 邱琪兒
TB239

黃素卿。
〈從同性社交到同性戀：邱琪兒《九重天》對多重性慾之禮讚〉
。
《中外文學》22.9 (1994.2): 87-112。
邱琪兒(Caryl Churchill)一向被視為社會主義女性主義者(socialist
feminitst)，本文作者則以為應當以性別、階級與種族三大議題並重的物
質主義女性主義者(materialist feminist)來看邱琪兒斯人與其作品。本文
旨在援引同性戀理論探討邱琪兒之《九重天》(Cloud Nine)中有關性別/
性慾之呈現，藉以彰顯該劇對父權文化異性戀機制之挑釁與顛覆。本文
先是以研究男同性戀之學者謝菊維克(Eve K. Sedgwick)與女同性戀詩
人瑞琪(Adrienne Rich)之理論為立論依據，進而剖析《九重天》第一幕
到第二幕之開展，實由男性同性社交圈(the homosocial)到同性戀社群之
進化。第一幕中，可賴夫(Clive)為一家之主，象徵著大英帝國的殖民者
與父權文化的權力操控者，他大權在握，集各種壓迫宰制於一身。其中，
男同性社交所導致的性別壓迫更顯見於男主人可賴夫、黑僕加舒瓦
(Joshua)、小兒子愛德華(Edward)、與女主人貝蒂(Betty)之互動關係中。
而父權異性戀機制與帝國主義政權之共謀，則於男同戀帝國探險家黑芮
(Harry)與女同性戀家庭教師艾倫(Ellen)聯姻時達到了最高點。黑芮與艾
倫終於為異性戀婚姻制度所收編，臣服於異性戀─帝國─父權體制之宰
制。不同於第一幕，第二幕則呈現性/性慾流動之同性戀世界。舉凡男
同性戀、女同性戀、雙性戀，甚至自體性愛主義(autoeroticism)等等另
類/多重的性別認同與性慾流動，均在傳統的性/性別系統邊界間游離來
去自如。然而，本文作者以為邱琪兒在《九重天》第二幕中對性慾自由
的描寫，不盡然是對性解放天真之歌頌，或許可視為是對「壓抑假說」
(the repressive hypothesis)之批判。邱琪兒將第一幕的「維多利亞時代」
與第二幕的「當代」並置產生時空錯置(anachronism)之效果，似乎意味
著歲月流逝，但人類之性別觀念未必有長足之進步，婦運之路仍是坎坷
漫長的。
關鍵詞：Caryl Churchill；socialist feminist；materialist feminist；Cloud
Nine；Eve K. Sedywick；Adrienne Rich；the homosoical；the repressive
hypothesis；邱琪兒；社會主義女性義者；物質主義女性主義者；
《九
重天》；謝菊維克；瑞琪；男同性社交；「壓抑假說」

TB240

張小虹。
〈解放黑暗大陸：
《九重天》與《革命醫院》的性與種族〉
。
《中
外文學》25.3 (1996.8): 123-44。
本文旨在檢視英國當代女劇作家邱琪兒(Caryl Churchill)之《九重
天》(Cloud Nine)與《革命醫院》(The Hospital at the Time of Revolution)，
藉以彰顯在父權架構與帝國主義等壓迫機制的殖民論述中，種族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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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議題常常遭受程度不一之偏廢。本文作者以為《九重天》與《革命
醫院》皆是以戲劇形式，探討法農(Frantz Fanon)在《黑皮膚，白面具》
(Black Skin, White Masks)以及《地球上悲慘的人們》(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中有關性別政治(sexual politics)與種族政治(racial politics)的交鋒
遭逢。《九重天》在第一幕時，透過由男演員反串女主人貝蒂(Betty)、
白人扮演黑僕加舒瓦(Joshua)、女性飾演小童愛德華(Edward)、以及男
同性戀者黑芮(Harry)與女同性戀者艾倫(Ellen)之聯姻等手法，成功的混
合了性別與種族議題，凸顯出複雜、緊張、對峙之性別/階級/種族/性向
的議題糾葛。然而，第二幕時黑僕加舒瓦已然消失，但聞七０年代末期
性解放修辭的高分貝歡頌，顯然種族議題已淪為性別議題之附庸。在《革
命醫院》中黑人精神醫師在白人醫院之矛盾自我定位議題，終於不敵殖
民官丈夫對妻女之虐待；而阿爾及利亞境內之種族壓迫，則被置換而成
殖民官丈夫所隱含的父權宰制。本文作者因此如是結論：並非苛責白人
女性劇作家邱琪兒置性解放議題於種族議題之上，或是邱琪兒無能處理
種種種族壓迫的議題，而是在殖民論述中，任何輕率將性別議題與種族
議題冶於一爐之嘗試，總是充滿著含混與矛盾。
關鍵詞：Caryl Churchill；Cloud Nine；The Hospital at the Time of
Revolution；Frantz Fanon；Black Skin，White Masks；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sexual politics；racial politics；邱琪兒；
《九重天》；《革
命醫院》；法農；《黑皮膚，白面具》；《地球上悲慘的人們》；性別
政治；種族政治
TB241

張逸帆。〈《九層雲霄》裡的性別政治與性別表演〉。《中外文學》25.4
(1996.9): 77-99。
本文以六０年代以降女性主義性別理論之種種歷史變衍為立論之
基礎，繼而探討邱琪兒(Caryl Churchill)《九層雲霄》(Cloud Nine, 又譯
《 九 重 天 》 ) 中 性 別 政 治 (sexual politcs) 與 性 別 表 演 (gender
performativity)。自六０年代以來，女權主義者致力強調性(sex)與性別
(gender)之不同。前者是男女天生生理之差異，後者乃是社會規範下男
性女性之二分法，藉以便宜父權秩序的運作，遂行異性戀宰制壓迫之情
事。本文作者以為邱琪兒之《九重天》透過身兼數角(doubling casting)、
反串(cross-dressing)、異裝扮演(transvestite casting)等戲劇手法，達到「性
別越界」(gender crossing)之目的，藉以解構、顛覆異性戀父權體制下性
/性別趨向的刻板印象，進而凸顯性別認同的表演性與建構性。同樣的，
邱琪兒在《九重天》所操弄的反串/扮裝手法，其實是挪用、揶揄劇場
沿襲已久的反串傳統，藉以挑釁質疑男性所規範、定義的戲劇傳統。綜
觀而言之，本文作者以為：《九重天》可視為是一開放性的女權主義文
本，它羅列鋪陳諸如男人與女人、異性戀與同性戀、性別游移者或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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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所面臨的社會與意識型態的問題。劇中或許提出了一些替代方案，
然而最終之抉擇仍在個人。而邱琪兒藉由內容顛覆、形式創新的劇作，
將公共領域(public sphere，例如劇場)與私人空間(private space，例如閨
房隱私/性慾取向)相結合。
關 鍵 詞 ： Caryl Churchill ； Cloud Nine ； sexual politics ； gender
performativity ； sex ； gender ； doubling casting ； cross-dressing ；
transvestite casting；gender crossing；public sphere；private space；
邱琪兒；
《九重天》
；性別政治；性別表演；性；性別；身兼數角；
反串；異裝扮演；「性別越界」；公共領域；私人空間
TB242

陳長房。
〈評論《〈九層雲霄〉裡的性別政治與性別表演》〉
。
《中外文學》
25.4 (1996.9):100-2。
本文為張逸帆〈《九層雲霄》裡的性別政治與性別表演〉之評論。
作者肯定該文立論平穩，置文學文本於社會文化脈絡閱讀，益增文本豐
富之政治意涵。然而，本文作者亦提出了一些問題，例如：邱琪兒如何
賦 予 殊 群 化 的 題 材 (minoritizing subject) 以 一 種 普 世 化 的 觀 點
(universalizing view)?亦則劇作家必須佔據何種的戰略位置，強迫異性戀
社會看見「同中有異、異中有同」的慾望流動? 僅僅依賴多重角色扮演、
異裝反串等戲劇手法，恐難竟全功。再者，邊陲劇場進入主流論述之後，
是否有被主流文化挪用收編之疑慮?邱琪兒的《九重天》在美國與英國
分別以不同之版本上演，除了考量兩地觀眾品味外，是否牽惹著「本土」
歷史脈胳與地域差異等因素?綜觀而言之，本文作者以為邊陲劇場在追
求女性主體性或是銘刻女性文學史時，當明辨慎思主流論述所暗藏之地
雷陷阱。
關鍵詞：minoritizing subject；universalizing view；殊群化的題材；普世
化的觀點

TB243

黃裕惠。〈演「出」父權機制的桎梏：卡蘿‧邱琪珥劇本《醋咪湯姆》
中的陰騭力量〉。《世界新聞傳播學院人文學報》 6(1997.1): 173-200。
本文旨在分析邱琪珥(Caryl Churchill，又譯邱琪兒)的《醋咪湯姆》
(Vinegar Tom)中，邊緣弱勢女性在面對父權壓迫時的種種煎熬、憤怒、
與掙扎。
《醋咪湯姆》以十七世紀基督徒獵殺女巫(witch-hunting)事件為
背景，
【而劇中被指控為女巫者，大多為社會邊緣人(如孤貧無依、或性
行為異於一般模式之女人)或依循民俗療法之女性(如產婆、巫醫者)】藉
以彰顯父權機制(patriarchy)如何假宗教、學術、道德禮教等冠冕堂皇之
名目，以包藏打壓異己之禍心，遂行凌辱宰制弱勢女性此社會共謀之事
實。
關鍵詞：Caryl Churchill；Vinegar Tom；witch-hunting；patriarchy；邱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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珥(又譯邱琪兒)；《醋咪湯姆》；獵殺女巫；父權機制
TB244

張逸帆。〈一九五八年來的英國劇場：凱洛‧邱琪爾的成功個案〉
。《第
三屆文學與宗教國際會議論文集──戲劇、歌劇與舞蹈中的女性特質與
宗教意義》。台北縣：新莊大學外語學院，1998。頁 161-77。
本文旨在以邱琪爾(Caryl Churchill,又譯邱琪兒)之個案為例，彰顯
六０年代以降英國女劇作家在當代劇場所面臨之困難與機會。本文作者
以為邱琪兒自一九五八年以來，持續從事廣播、電視、以及舞台戲劇之
寫作，其中尤以《九重天》(Cloud Nine,1979)、《頂尖女性》(Top Girls,
1982)、《金錢攸關》(Serious Money, 1987)」
《冰淇淋》(Icecream, 1990)
等最為著名。邱琪兒筆耕不輟，直到八０年代才被輿論學界肯定，視為
當代重要的劇作家。究其原因，劇場乃是一時尚品味敏感，集體創作走
向的複合式藝術形式。一位劇作家的成功與否，絕非取決於個人本身學
養的單打獨鬥；尤甚者，英國劇場之生態，向來是男人天下，女劇作家
若想出線，除了天份與努力外，尚必須努力建立人脈網絡，才可能有機
會頭角嶄露。以邱琪兒為例，自八０年代起，便與史戴弗—克拉克(Max
Stafford-Clark)、史賓克(Ian Spink)、史瑪特(Annie Smart)、「合股劇團」
(Joint Stock)與「魔鬼兵團」(Monstrous Regiment)合作，如此之聯盟，
與集體思考創作，豐富了邱琪兒作品之創新與實驗體質。邱琪兒的寫作
歷程、行事作風、創作風格，在在瓦解了所謂「主流」與「另類」的分
野。邱琪兒以個人創作興趣為最高原則，置聲名若罔聞，對評論無動於
衷，不為褒眨所左右；她關心性別政治，也檢視社會與種族壓迫的議題，
她批判女性在父權體系的屈從，也批判資本主義，但是她對任何政治標
籤始終採取保留態度。本文作者如此結論：邱琪兒擅長以精簡非線性的
敘述手法編織多層次文本，藉以顛覆觀眾之傳統位置，豐富意義詮釋建
構的過程，並挑戰劇場的傳統與陳規。邱琪兒名列少數深受女性演員喜
愛與崇拜之劇作家，不僅只是因為她質疑父權體系，而是因為她持續塑
造重要的女性角色，不僅使現在/未來的女性演員受益，且鼓舞女性戲
劇寫作之研究。因此，本文作者援引蕭(Fiona Shaw)之評論以為結語：
「有
時，身為女人，任何藝術企圖本身便是女性主義者」。
關鍵詞：Caryl Churchill；Cloud Nine；Top Girls；Serious Money；
Icecream；邱琪兒；《九重天》；《頂尖女性》；《金錢攸關》；《冰淇
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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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yckbourn, Alan (1939- ) 艾克鵬
TB245

楊金源。〈開錯劇作家的門? 關於果陀的《開錯門中門》及艾克鵬的
劇本〉。《表演藝術》50(1997.1): 67-9。
本文旨在評論果陀劇場演出艾克鵬(Alan Ayckbourn)之《開錯門中
門》(Communicating Doors)一劇。本文作者以為艾克鵬原著靈活掌握
鬧劇舞台的空間，而果陀的演出則有過於汲汲於營造寫實氛圍，缺乏整
體風格的定位，整體節奏流於拖沓，演員表演方式失之誇張等瑕疵。本
文作者如此結語：果陀劇場一向以中西題材兼容，以表現形式多變來展
現其旺盛的企圖心。這次果陀推出《開錯門中門》，可謂是開了一扇精
采的門，只是錯失了其中更精緻更深層的詮釋。
關鍵詞：Alan Ayckbourn；Communicating Doors；艾克鵬；《開錯門中
門》
；果陀劇場

TB246

邱錦榮。〈《開錯門中門》：後現代驚悚劇〉。《中外文學》25.9(1997.2):
187-9。
本文旨在剖析艾克鵬(Alan Ayckbourn)之《開錯門中門》
(Communicating Doors)一劇，並兼涉果陀劇場的照本演出。本文作者以
為艾克鵬利用驚悚(thriller)與時間機器(time machine)等文學陳腔與戲
劇俗套，逆轉對傳統價值的認同。《開錯門中門》幕啟於二０一六年，
風塵女郎應召前往五星級飯店套房提供性愛顧問，不料卻被年長顧客要
求為他滿紙秘辛的懺悔錄見證簽字，然後又陰錯陽差的闖入一九九六
年，與前二十年世代的女性同心協力改寫歷史，劇終又回到二０一六
年，富豪沒有作奸犯科，也不曾謀害髮妻，應召女郎亦未曾淪落煙花。
三位相隔二十年的女性成功的介入充滿暴力與鬥爭的男性歷史，翻轉男
性的故事，成就了女性自救與救人的雙重救贖本事。本文作者兼涉果陀
劇場之演出，以為少了英國式的克制與優雅，多了不必要的寫實主義手
法與緊張的驚悚表演。然而，綜觀而言之，仍然肯定多於苛責。
關鍵詞：Alan Ayckbourn；Communicating Doors；thriller；time machine；
艾克鵬；《開錯門中門》；驚悚；時間機器；果陀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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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bble, Magaret (1939- ) 祝瑞波
TB247

崔文瑜。
〈英國小說家祝瑞波──兼及其新作《瀑布》和《針眼》〉
。
《書
評書目》3 (1973.1): 52-5。
本文旨在評述祝瑞波(Margaret Drabble)的生平事略，並兼涉她的小
說《瀑布》(Waterfall)和《針眼》(The Needle’s Eye)。本文作者以為此兩
部作品皆是以女性為敘事之聚焦點，探索人類靈魂之深處，兼涉人類
(尤其是女性) 在社會變遷、世俗昏瞶等大環境壓力下的煎熬與抗爭。
本文作者以為，祝瑞波可視為承續自李察遜(Samuel Richardson) 的《柯
拉瑞莎》(Clarissa) 以降，到哈代 (Thomas Hardy)的《黛絲姑娘》(Tess
of D’Urbervilles)之英國小說中，勇於反抗社會禮俗與道德觀念的女性傳
統，此外更觸及女性與性靈等層面之議題。
關 鍵 字 ：Margaret Drabble ; Waterfall ; The Needle’s Eye ; Samuel
Richardson ; Clarissa ; Thomas Hardy ; Tess of the D’Urbevilles ; 祝
瑞波；
《瀑布》
；
《針眼》
；李察遜；
《柯拉瑞莎》
；哈代；
《黛絲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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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書/通論
(一)、總論/通論
TB248

葛賢寧。
〈現代英國的小說〉
。
《現代小說》
。台北：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
員會。1952。頁 95-134。
本書旨在評述現代小說的流派及其發展、現代小說的實質與藝術根
源，並兼涉現代東西方各國小說之沿革、代表性作家與作品。其中與二
十世紀英國文學研究相關者為第四章的〈現代英國的小說〉。本書作者
以為二十世紀初葉，分別由於科學昌明、心理學蓬勃發展，小說家轉而
專注於角色人物性格與心理的描寫，於是與前朝的寫實主義漸行漸遠，
終至壁壘分明。本書作者羅列了二十世紀英國小說家二十多位，除了介
紹其生平事略與創作理念外，並兼評介其代表性作品。舉凡傳統寫實派
(the Traditionalists)與現代試驗派(the Experiments)都有平實中肯之評
述。前者代表性人物，如：哈代(Thomas Hardy)、吉卜林(Rudyard
Kipling)、本納特(Arnold Bennett)、高爾斯華緩(John Galsworthy)等；後
者，如：勞倫斯(D. H. Lawrence)、喬哀斯(James Joyce)、吳爾芙(Virginia
Woolf)等人；康拉德(Joseph Conrad)被歸於「浪漫的寫實主義」
，而摩爾
(George Moore)則被視為由傳統派轉變到試驗派的小說家。此外，本書
作者亦兼涉其他通俗文類，如：偵探小說、科幻小說等，並對二十世紀
英國文壇的女作家們，如：曼斯斐兒(Katherine Mansfield)、杜莫莉愛
(Daphne du Maurier)等人多所推崇。
關鍵詞：the Traditionalists；the Experiments；Thomas Hardy；Rudyard
Kipling；Arnold Bennett；John Galsworthy；D. H. Lawrence；James
Joyce；Virginia Woolf；Joseph Conrad；George Moore；Katherine
Mansfield；Daphne du Maurier；傳統寫實派；現代試驗派；哈代；
吉卜林；本納特；高爾斯華緩；勞倫斯；喬哀斯；吳爾芙；康拉德；
摩爾；曼斯斐兒；杜莫莉愛

TB249

陳紹鵬。〈英美近代詩的淵源〉。《文星》6.2 (1960.6): 8-10。
本文除了探討英美現代詩與法國象徵主義詩派(French Symbolistes)
之淵源關係，並兼論英美現代詩之本質差異。大體而言，本文作者依循
英國女詩人瑞茵(Kathleen Raine, 1908-2003)在〈象徵與玫瑰〉(“The
Symbol and the Rose”)之說法，主張美國現代詩(American modern poetry)
側重具體的物質界，而英國現代詩(English modern poetry)則偏好抽象的
精神界。前者訴諸語言文字，直指記錄有意識的智識活動(the conscious
mind)，而後者則是訴諸象徵意象，直指無意識之性靈。本文並簡介繆
爾(Edwin Muir, 1887-1959)之詩作〈路〉(‘The Road’)，視其為「四重視
域」(four-fold vision)之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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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鍵 詞 ： American modern poetry ； English modern poetry ； French
Symbolistes；美國現代詩；英國現代詩；法國象徵主義詩派
TB250

楊耐冬。〈現代小說與精神分析〉。《中國一周》。(1964.2): 719-20。
本文旨在探討現代小說與佛洛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精
神分析之關係，並兼涉現代小說中意識流 (stream of consciousness)策略
之源流。本文作者以為佛洛伊德的精神分析心理學，影響現代小說甚
鉅，其中尤以英國小說家如吳爾芙(Virginia Woolf)與喬哀斯(James Joyce)
等為甚，他們皆摒棄傳統小說對外在事物描摹記實手法，轉向內在潛流
之探索。現代小說因此呈現出如此之面貌與風情：內省式的漂流意識，
載浮戴沉著瞬息即逝的浮影印象，牽惹著潛伏的記憶與慾望，在在打破
時空之藩籬，顛覆了語言與邏輯之結構，意念因此慘遭凌遲肢解，敘述
瑣碎離散宛如夢囈。凡此種種，本文作者皆以現代小說之過渡期陣痛看
待之，期盼在作者創作與讀者感應上，未來能有進一步的協調與溝通。
關鍵詞：Sigmund Freud；stream of consciousness；Virginia Woolf；James
Joyce；佛洛伊德；意識流；吳爾芙；喬哀斯

TB251

Buell, Lawrence. ‘Myth and Modern English Literature.’ 《東海學報》
6.1(1964.6):103-11。
本文旨在探討現在英國文學(modern English literature)中「神話技
巧」(mythical method)之緣起與運用，藉以彰顯遠古神話(myth)之所以
再現於二十世紀文壇，其目的不在訓誡，而是在於塑成體例。「神話技
巧」一辭源起於一九二三年艾略特(T. S. Eliot)評述喬哀斯(James Joyce)
《尤利西斯》(Ulysses) 之語。本文作者據此分析艾略特《荒原》(The
Waste Land)、喬哀斯的《尤里西斯》與葉慈(W. B. Yeats)的〈基督再臨〉
(‘The Second Coming’)。本文作者最後結語以為過度運用此神話技巧，
作品難免流於斧鑿匠氣，但是就某一層面而言，它表徵了二十世紀之癖
性與特色(eccentricity and peculiarity)，也成就了上述三位作者傳世之鉅
作。
關鍵詞：modern English literature；mythical method；myth；T. S. Eliot；
The Waste Land；James Joyce；Ulysses； W. B. Yeats；‘The Second
Coming’；現代英國文學；「神話技巧」；神話；艾略特；《荒原》；
喬哀斯；《尤利西斯》；葉慈；〈基督再臨〉

TB252

顏元叔。〈現代英美短篇小說特質〉。《純文學》2.1(1967.07): 1-11。
誠如本文標題所揭櫫，本文旨在析論現代英美短篇小說(short story)
之特質。本文作者以為短篇小說誠為二十世紀之主要文學形式，而二十
世紀的短篇小說之所以不同於前人者，主要在於十九世紀以前的短篇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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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是用來講故事的，而二十世紀的短篇小說是用來談道理的。因是之
故，二十世紀的短篇小說技巧遠較前輩來得繁複精微。本文作者以為短
篇小說由於篇幅精短，作者必須借助象徵主義(symbolism)之手法，方能
開展深博之主題。而所謂之象徵手法又可分為象徵結構、象徵人物、與
象徵事物等三類。其次，現代短篇的另一特色便是講究技巧，其中尤以
敘事觀點(point of view)最具代表性。最後，則是語文(language)之精煉，
此乃受現代語言學與十九世紀以降文體有機說之影響。總之，本文作者
視短篇小說為二十世紀文學藝術之極致體現。
關鍵詞：short story；symbolism；point of view；language；短篇小說；
象徵主義；敘事觀點；語文
TB253

傅述先。
〈試談文學的普遍性和客觀性〉
。
《中外文學》1.4(1972.9): 4-10。
本文旨在援引三位現代批評家──艾略特(T. S. Eliot)、修來(Mark
Schorer)、戴許(David Daiches)──的批評理論與實踐，藉以彰顯文
學作品中普遍性(university)與客觀性(objectivity)的相互關係。本文分別
以艾略特的「無我理論」(the theory of impersonal art)、
「客觀的相關事物」
(objective correlative，又譯「客觀投影」
、
「客體駢喻法」)、
「感受力的離
析」(dissociation of sensibility, 又譯「感性的分裂」
、「情操分離」)等觀
念，來剖析評比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之《哈姆雷特》(Hamlet)
與《馬克白》(Macbeth)。繼而以修來在〈技術如發現〉(“Technique as
Discovery”)之「形式(美)/內容(真)」之說，來剖析評比勞倫斯(D. H.
Lawrence)之《兒子與情人》(Sons and Lovers)與喬哀斯(James Joyce)之《青
年藝術家的畫像》(The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此外，本文
作者又引述戴許評述喬哀斯的〈藝術家如流浪人〉(“James Joyce: the
Artist as Exile”)一文之看法，歸結說：古今中外之文學巨擘，如：荷馬、
歌德、曹雪芹等，皆是超越有限的時空，而富於普遍的意義；他們皆是
將個人的真實經驗內容，昇華而為美的藝術形式，進而創作天上人間對
照的神話結構(mythical structure)，使作品到達清高的客觀性與深遠的普
遍性。
關鍵詞：T. S. Eliot；Mark Schorer；David Daiches；universality；
objectivity；the theory of impersonal art；objective correlative；
dissociation of sensibility；William Shakespeare；Hamlet；Macbeth；
“Technique as Discovery”；D. H. Lawrence；Sons and Lovers；James
Joyce；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James Joyce: the Artist
as Exile”；艾略特；修來；戴許；普遍性；客觀性；「無我理論」；
「客觀的相關事物」(又譯「客觀投影」、「客體駢喻法」；「感受力
的離析」(又譯「感性的分裂」、「情操分離」)；莎士比亞；《哈姆
雷特》；《馬克白》；〈技術如發現〉；勞倫斯；
《兒子與情人》；喬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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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青年藝術家的畫像》；〈藝術家如流浪人〉
TB254

Chi-fan Li. “Poetry of a Fragmented Universe──An Approach to Modern
English Poetry.”《中興大學文史學報》6 (1976.6): 13-36。
本 文 作 者 以 為 ， 現 代 英 詩 (modern English poetry) 崛 起 於 尼 采
(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 聲稱「上帝已死」之年代。因此如何在
傳統文化的荒原上另闢蹊徑，重覓精神之殿堂，乃成為現代英詩中隨處
可見的苦痛議題。目前則但見詩人們載沉載浮於過往失樂園的緬懷憑
弔、未來美麗新秩序的追求渴望，以及當下人間煉獄之煎熬折磨。本文
依六大主題來檢視現代英詩：失樂園之緬懷憑弔(nostalgia of the lost
paradise)；(2) 折翼天使之煎熬磨難(torments of the fallen angels)；(3) 生
命觀之美學主義(aestheticism in human conception of life)；(4) 人道主義
之反思(some reflections upon humanitarianism) ; (5) 傳統信念之招魂
(evocation of traditional faith)；(6) 悲劇精神之高張(elevation of human
tragic spirit) 。 本 文 涵 蓋 之 作 家 ， 有 費 滋 傑 羅 (Edward Fitzgerald,
1809-1883)，阿諾德(Matthew Arnold， 1822-1888)，梅瑞迪斯(George
Meredith, 1828-1909) ， 羅 塞 蒂 (Christina Rossetti, 1830-1894) ， 哈 代
(Thomas Hardy, 1840-1928)，霍布金斯(G. M. Hopkins, 1844-1889)，布利
基斯(Robert Bridges, 1844-1930)，浩斯曼(A. E. Housman, 1859-1936)，
葉慈(W. B. Yeats, 1865-1939)，歐文(Wilfred Owen, 1893-1918)，以及湯
默斯(Dylan Thomas,1914-1953)等人。
關鍵詞：modern English poetry；Friedrich Nietzsche；nostalgia of the lost
paradise ； torments of the fallen angels ； aestheticism in human
conception of life；some reflections upon humanitarianism；evocation
of traditional faith ； elevation of human tragic spirit ； Edward
Fitzgerald；Matthew Arnold；George Meredith；Christina Rossetti；
Thomas Hardy；G. M. Hopkins；Robert Bridges；A. E. Housman；
W. B. Yeats；Wilfred Owen；W. H. Auden；Dylan Thomas；現代英
詩；尼采；失樂園之緬懷憑弔；折翼天使之煎熬磨難；生命觀之美
學主義；人道主義之反思；傳統信念之招魂；悲劇精神之高張；費
滋傑羅；阿諾德；梅瑞迪斯；羅塞蒂；哈代；霍布金斯；布利基斯；
浩斯曼；葉慈；歐文；奧登；湯默斯

TB255

陳蒼多。〈英國六大小說家之主要作品中譯作品中文評介〉。《出版與研
究》32(1978.10): 45-7。
本文如其標題所揭櫫，旨在引介二十世紀英國六大小說家的重要作
品在台灣的中譯作品以及相關評述。此六位作家分別為勞倫斯(D. H.
Lawrecne)、喬哀斯(James Joyce)、康拉德(Joseph Conrad)、赫胥黎(Ald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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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xley)、佛斯特(E. M. Forster)、與吳爾芙(Virginia Woolf)。本文之書目
整理完整而詳實，於引介二十世紀英國現代小說上，頗具時代意義與推
手扎根之功。
關鍵詞：D. H. Lawrence；James Joyce；Joseph Conrad；Aldous Huxley；
E. M. Forster；Virginia Woolf；勞倫斯；喬哀斯；康拉德；赫胥黎；
佛斯特；吳爾芙
TB256

鄭樹森(譯著)。
《八０年代諾貝爾獎文學選》
。台北：聯合文學，1992。
本書收錄八０年代十位諾貝爾文學獎得獎作家之簡介、作品選譯與
相關之訪問(如得獎作家與瑞典皇家學院院士所接受之專訪)。簡介與訪
問大都刊載於《聯合報‧聯合副刊》之年度諾貝爾文學獎特輯。諾貝爾
文學獎為國際文壇之年度大事，而八０年代之諾貝爾文學獎更是以其包
容性與多元性膾炙人口。本書除了介紹八 0 年代之諾貝爾文學獎得獎
作 家 外 ( 其 中 一 九 八 三 年 之 桂 冠 得 主 為 英 國 作 家 高 定 [William
Golding]，有關高定之介紹，請參見個別作家條目下之評註與介紹)，更
是反映八 0 年代台灣學界所曾經歷過的諾貝爾獎偏食症。然而，誠如本
書作者所指出，回顧八 0 年代，因諾貝爾獎而中譯出書的，除了馬奎斯
(Gabriel Garcia Marquez,1982, 哥 倫 比 亞 作 家 ) 外 ， 僅 有 卡 內 提 (Elias
Canette, 德語)與索因卡(Wole Soyinhka, 奈及利亞)。而馬富茲(Naguib
Mahfouz, 埃及)則是在阿文經協會補助下才得有一冊文集印行，至於
高定之《蒼蠅王》(Lord of the Flies)原本就有舊譯。可見時至九 0 年代
本書出版時，台灣地區仍以英美文學為外國學門之研究主流。諾貝爾文
學獎與其他國外文學獎項之得主作品，或許曾躍居台灣文學新聞花絮之
頭版，然旋起旋落，一切終將靜待流金歲月之沈澱與篩濾。
關鍵詞：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諾貝爾文學獎

TB257 余光中(編譯)。
《現代英美詩選》
。二版一刷。台北：水牛出版社，1992。
誠如書名所揭櫫，本書譯介之內容涵蓋二十世紀英美詩壇大家之代
表作品。英國方面有：葉慈(W. B. Yeats, 1865-1939)、繆爾(Edwin Muir,
1887-1959) 、 艾 略 特 (T. S. Eliot 1888-1965) 、 奧 登 (W. H. Auden,
1907-1973)、史班德(Stephen Spender 1905-1999)、湯默斯(Dylan Thomas,
1914-1953)等人；美國方面有：狄瑾蓀(Emily Dickinson, 1830-1886)、佛
洛 斯 特 (Robert Frost, 1874-1963) 、 史 蒂 文 斯 (Wallace Stevens,
1879-1955)、龐德(Ezra Pound, 1885-1972)、傑佛斯(Robinson Jeffers,
1887-1962) 、 蘭 遜 (J.C. Ransom, 1888-1974) 、 艾 肯 (Conrad Aiken,
1889-1973) 、 派 克 夫 人 (Dorothy Parker, 1893-1967) 、 康 明 思 (E. E.
Cummings, 1894-1962)、艾伯哈特(Richard Eberhart, 1904-)、瑞克斯洛斯
(Kenneth Rexroth, 1905-1982)、安格爾(Paul Engle, 1908-1991)、魏爾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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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Wilbur, 1921-)、賽克絲夫人(Anne Sexton, 1928-1974)等人。就
篇幅而言，英詩只佔《現代英美詩選》全書之三分之一比例，其中有關
英國現代詩人之譯介，請參考個別作家條目下之評註與介紹。至於本書
編譯者余光中先生之自序，亦曾發表於《純文學》3:2 (1968.02):90-104。
誠如編譯者所言，本書之譯介，主要完成於一九六一至一九六八年間，
然而書中有些詩篇(例如狄瑾蓀之詩作)，則遠在一九五六年時即已譯就
發表，因此，本書編譯者嘗言本書歷時十二年之工夫完成，實不為過。
本書共選譯英美二十一位現代詩人之九十九篇作品，每位詩人必有
小傳一篇，舉凡艱澀或用典繁複之詩篇，必有附註一段。本書編譯者自
言，本書乃是英美現代詩之一部詩集，不以文學史或文學批評自居；然
而，本書編譯者在自序中，則是針對英美現代詩壇之傳統、流派、與運
動一一加以說明剖析。例如：英國三十年代牛津出身的「三十詩人」(The
Thirties Poets)──奧登、史班德、戴路易斯(C. Day-Lewis, 1904-1972)、
麥克尼斯 (Louis MacNeice, 1907-1963)──所倡導的社會主義思潮與詩
風；四十年代的「新啟示派」(The New Apocalyptics)，奉湯默斯之作品
為圭臬；五十年代的「運動」(The Movement)，以艾米斯(Kingsley Amis,
1922-1995)、拉爾金 (Philip Larkin, 1922-1985)、戴維(Donald Davie,
1922-1995)為首，志在廓清英國詩壇效顰艾略特的「仿古典派」與摹倣
湯默斯的「偽浪漫派」之餘緒流毒，意在擺脫「歐洲文學大傳統」之影
響，以圖自立自強；以及「遊俠派」(The Mavericks)，倡言崇尚自然與
浪漫之精神等等。凡此種種，在本書中均有深入淺出之評述。
關鍵詞：W. B. Yeats；Edwin Muir；T. S. Eliot；W. H. Auden；Stephen
Spender；Dylan Thomas；The Thirties Poets；The New Apocalyptics;
The Movement; The Mavericks; 葉慈；繆爾；艾略特；奧登；湯默
斯;「三十詩人」;「新啟示派」;「運動」;「遊俠派」
TB258

張小虹。
《性帝國主義》(《Sexual Imperialism: Gender, Race nad Sexuality
in the British (Past)Colonial Text》)。台北：聯合文學出版，1998。
全書以法農(Frantz Fanon)《黑皮膚，白面具》(Peau noire, masques
blancs, 英譯名 Black Skin, White Masks)為立論之輻輳點，藉以鋪陳晚近
相關之女性主義、後殖民研究、與同志理論等論述，並據此剖析兩位英
國男作家與兩位女作家之文學文本。全書章節安排如下：第一章，〈重
塑法農：
《黑皮膚，白面具》中的性別/種族政治〉
；第二章，
〈交易女人：
《暴風雨》中的貴族聯姻與帝國強暴〉
；第三章，
〈黑臉他者：
《黑王子》
中的帝國主義意識形態〉
；第四章，
〈奧秘之穴：
《印度之旅》中的種族、
性慾與強暴論述〉；第五章，〈解放黑大陸：《九重天》與《革命醫院》
中的性與種族〉。其中，〈奧秘之穴：《印度之旅》中的種族、性慾與強
暴論述〉與〈解放黑大陸：
《九重天》與《革命醫院》〉兩篇文章，請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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見佛斯特(E. M. Forster)與邱琪兒(Caryl Churchill)兩位作家條目下單篇
論文的摘要評述。綜觀而言之，《性帝國主義》之中心旨趣，不僅在探
究種族(race)、性別(gender)、階級(class)與性慾取性(sexuality)間彼此「構
連性」，它更凸顯了其間的「差異性」。
關鍵詞：Frantz Fanon；Peau noire, masques blancs, 英譯名 Black Skin,
White Masks；E. M. Forster；Caryl Churchill；法農；《黑皮膚，白
面具》；佛斯特；邱琪兒
TB259

候會。《文學之旅：世界文學五千年》。台北：洪葉文化，1996。
本書為青少年之外國文學史讀本，承襲先前《文學之旅：中華文學
五千年》中暑假爺爺為孫兒說故事之形式，旨在介紹世界文學史上著名
之作家與傳世之經典。與二十世紀英國文學有關者，為威爾斯(H. G.
Wells)的《時間機器》(The Time Machine)、
《星際大戰》(The War of the
Worlds)、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oyle)的《血字的研究》(A Study in
Scarlet)、
《四簽名》(The Sign of Four)、
《巴斯克維爾的獵犬》(The Hound
of the Baskervilles)、艾略特的(T. S. Eliot)《荒原》(The Waste Land)。全
書以說書形式，穿插掌故趣事，以通俗導讀為取向。
關鍵詞：H. G. Wells；The Time Machine；The War of the Worlds；Arthur
Conan Doyle；A Study in Scarlet；The Sign of Four；The Hound of the
Baskervilles；T. S. Eliot；The Waste Land；威爾斯；
《時間機器》
；
《星
際大戰》
；柯南道爾；
《血字的研究》
；
《四簽名》
；
《巴斯克維爾的獵
犬》；艾略特；《荒原》

TB260

馮品佳(主編)。
《重劃疆界：外國文學研究在台灣》
。新竹市：國立交通
大學外文系。1999。
本書為一九九七年十一月交大外文系受國科會委託舉辦「八十五年
度外文學門研究成果分析」研討會之論文集。全書分為六大部份，目次
如下：一、族裔、迻譯與理論；二、性別、種族與記憶；三、都市、空
間與書寫；四、歷史、慾望與再現；五、文化、性別與認同；六、學程、
整合與前瞻。其中以第六部份陳長房教授所撰寫的〈外國文學學門未來
整合發展〉一文，含括外國文學學門在台灣的歷史發展、我國目前外國
文學研究與教學的基本問題、我國目前外國文學學的人力現況、外國文
學學門學術研究成果分析、與外國文學學門未來整合發展的規劃重點等
要項，極具參考價值。
關鍵詞：race；gender；translation；space；culture；identity；history；
representation；integration；種族；性別；迻譯；空間；文化；認同；
歷史；再現；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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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別作家
TB261

杜若洲。《荒原‧四首四重奏》。台北：志文出版社，1985。
本書分為三部分，一是緒論性質的文章，除了有關作家作品的評述
與簡介外，亦收錄有論及艾略特(T. S. Eliot)詩學理論的批評文字，如〈艾
略特的詩歌意識流〉與〈慕禮生論《荒原》〉等；其二為有關《荒原》
(The Waste Land)之翻譯，除了詩本身外，亦包括原註與釋註，以及《荒
原》釋義等等；第三部分則為《四首四重奏》(Four Quartets)之翻譯以
及釋義；此外，並附錄有艾略特之年譜。綜觀而言之，本文作者在譯詩
之餘，特別推崇著墨於艾略特之時間與傳統觀念。本文作者以為艾略特
所謂之「傳統」
，乃是一種文化/文明意識，它具有時間性與歷史性，但
不為時空之名相所禁錮，以游離、重疊、或併置等非理性、非邏輯的形
式載浮戴沉於人類之意識；文明的狀態乃是不同時代的意識的總和，一
位詩人藝術家的成熟歷程，不在於術業精進動人視聽，或生花妙筆引人
入勝，而是在於如何使自己蛻變而為一更細緻的媒介，藉以仲介催化形
色不一之情感，造就種種嶄新的結合與呈現。大體而言，本文作者推崇
艾略特在《荒原》中透過卓犖不群的詩學技巧，將精神乾涸、荒蕪貧瘠、
奄奄一息的現代文明寫來絲絲入扣，乃是艾略特最膾炙人口之作品；而
《四首四重奏》創作時間長達八年，每首四重奏雖是個別發表，但是結
構相同，題旨與意象在不同層面上交織映照，可謂艾略特畢生最登峰造
極之作品。
關鍵詞：T. S. Eliot；The Waste Land；Four Quartets；艾略特；
《荒原》；
《四首四重奏》

TB262

余光照(譯)。約翰雷門(John Lehmann)。
《吳爾芙：作家與作品系列 7》。
台北：貓頭鷹出版社。2000。
本書為雷門(John Lehmann)《吳爾芙與她的世界》(Virginia Woolf and
Her World)的中文譯本。誠如劉亮雅教授在〈推薦導讀〉中如此評述：
雷門乃是吳爾芙侄兒朱利安貝爾(Julian Bell)之好友，曾任吳爾芙夫婦所
經營的霍加斯出版社(Hogarth Press)經理，本身又是詩人與評論家。因
此，雷門所寫的這本評傳兼具瞭解的廣度與批評的深度，除了探討吳爾
芙的心理問題，也追溯她的創作生涯，並兼涉吳爾芙與她所處的大時
代、大環境間的互動。此外，更對吳爾芙的作品，如《燈塔行》(To the
Lighthouse)、
《戴洛威夫人》(Mrs Dalloway)、
《自己的房間》(A Room of
One’s Own)、《歐蘭朵》(Orlando)、《海浪》(the Waves)等，一一加以評
議。
關鍵詞：雷門；《吳爾芙與她的世界》；霍加斯出版社；
《燈塔行》；《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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洛威夫人》；《自己的房間》；《歐蘭朵》；《海浪》；John Lehmann；
Virginia Woolf and Her World；Hogarth Press；To the Lighthouse；Mrs.
Dalloway；A Room of One’s Own；Orlando；the Wa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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