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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論文試圖從木蘭的故事流變，分析木蘭故事的變形，了解不同時代之木蘭故事的

發展狀況。並藉由東方曜新穎數位國際發行的動畫《花木蘭傳奇》與西方迪士尼製作的

動畫《木蘭》(Mulan)；美國第二代移民華裔女作家湯亭亭所著的小說《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與蔡柏璋所寫的音樂劇劇本《木蘭少女》，比較東、西方不同載體之文

本，於情節架構、文化、木蘭形象上作分析，探討木蘭在跨時代、跨文化中的形象差異。

由於最初木蘭的故事只是一段被民間廣為流傳的傳說，在正式的史藉中並沒有記載，而

民間最早記錄有關木蘭故事的〈木蘭辭〉，也因為流傳甚久，使得作者已不可考，甚至

歷史上對木蘭是否真有其人都有爭議。這樣的特性，留給後代讀者及演繹者很大的發揮

空間，並讓許多後世針對木蘭故事做了很多不同載體之文本的改編。 

    雖然木蘭的故事被許多人所知悉，但不同的個體卻有其自我見解與詮釋方式，加上

不同時代的風俗民情與文化差別，使得在基本的故事架構下，隨之改編而成的戲劇、電

影、小說等塑造著不同形象的木蘭。本文以《花木蘭傳奇》與《木蘭》(Mulan)先分析

文化差異下的故事內容，探討這兩部動畫中的東方色彩，以及不同於傳統木蘭的形象表

現。再來以《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討論在跨文化與跨世代下，華人女性於移民

角色地位的轉變，及變異的木蘭故事所代表之義涵；另外，隨著時代開放，《木蘭少女》

除了添加許多時代語句外，也將性向議題納入劇中使之成為題材。本論文藉由探討上述

之文本，以比較文學、移民研究論述、性別研究與酷兒理論來分析不同載體之木蘭故事，

以及在文化與時代轉換下的木蘭形象變化。 

 

關鍵字：花木蘭、中國傳統女性、華人移民、華美女性、跨文化、酷兒、性別越界

 



Abstract 

 

The animation The Legend of Mulan published by YSY digital entertainment firm, the 

animation Mulan produced by Walt Disney, the novel The Woman Warrior written by Maxine 

Hong, Kingston and the musical play Mulan (《木蘭少女》) written by Pao-Chang Tasi are the 

research targets of this thesis. The thesis sorts out the evolution of the Mulan stories to 

analyze their transformation and to understand their development in different eras. The thesis 

also compares different types of Mulan stories in terms of their plot architecture, culture, and 

the image of Mulan to discuss the differences of Mulan’s cross-culture and cross-generation 

images. Mulan is a well-known folk story without official written record in the history, so the 

existence of Mulan is still in debate.  However, this allows readers and adapters to interpret 

the story with their own annotations. 

Although people are familiar with the legend of Mulan, every individual can have his or 

her own interpretation of the story. The image of Mulan has been depicted differently in 

dramas, movies and novels due to the differences in cultures, customs, and the eras they were 

filmed or written. This thesis discuss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Legend 

of Mulan and Mulan in terms of how cultural differences affect the contents of the story at 

different times. The images of Mulan depicted in these two films are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image of Mulan, so it also explores how the ideology of Chinese women has 

transformed over tim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culture and its possible causes in The 

Woman Warrior. Another focus of this thesis is on the gender identity gay issues included into 

Mulan (《木蘭少女》).   

Overall, this thesis analyzes The Legend of Mulan, Mulan, The Woman Warrior and 

 



Mulan (《木蘭少女》). Looking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migration 

research, gender studies and queer theory, the present research gradually reveals the hidden 

messages encrypted in the aforementioned four Mulan stories and the image of Mulan’s 

cross-culture and cross-gender transformation. 

 

 

Keywords: Mulan, traditional Chinese women, Chinese immigrants, Chinese American 

women, culture crossing, study of queer, gender cro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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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背景 

 

「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朗朗上口的〈木蘭辭〉，使得筆者從小就對木蘭

的故事極為喜愛，然而從古至今，許多被傳唱的英雄事蹟大多為男性，歷代帝王也皆由

男性主掌大權為多，除了武則天時代例外，以男性為主軸出現於大螢幕上的電影更是不

勝枚舉。反之以中國女性為題材的卻少之又少，更不用說出現於外國電影之中，因此當

迪士尼改編木蘭，並將她製作成電影動畫《木蘭》(Mulan)後，也讓她的美名藉此傳遍

全球。一個來自中國的東方女子故事，被外國人所知悉，亦使得西方人對東方形象有不

同的認知。有鑑於此，引起筆者最初好奇的因素，乃為迪士尼是如何詮釋這個傳說色彩

極為濃厚的木蘭事蹟，並將它改編使得西方人也看得懂這部改編自東方的故事。 

〈木蘭辭〉中並未提及木蘭的姓氏及相關信息，然我們一般所熟悉的木蘭姓「花」，

實際上是始於明代徐渭《四聲猿》裡的《雌木蘭》，木蘭於戲中：「妾身姓花，名木蘭，

祖上在西漢時，以六郡良家子世住河北魏郡…」。木蘭的故事在正式的史籍中並沒有記

載，最先見於民間流傳下來的一篇樂府詩〈木蘭辭〉，甚至也因為流傳的時間太久，詩

的作者已都不可考，使得歷代許多文學家、史學家針對〈木蘭辭〉中的用語、以及不同

年代改編版的木蘭故事做了許多考究，但對於詩中所敘述之故事的真實性，至今依然沒

有定論，就連作者隸屬於哪個朝代都各有說法，更不用說詩中所描述的傳奇女子－木蘭。

對於木蘭的興趣，是因為這個民間傳說雖然沒有明確的作者，但卻能被廣為流傳，此外，

筆者亦針對木蘭的身分做了許多文獻蒐集，發現舉凡她的真實性、朝代、籍貫，甚至就

連姓氏，到現在都是眾說紛紜，雖然如此，木蘭代父從軍的故事卻家喻戶曉。 

古時許多人上戰場是為了宏大的野心或理想，但木蘭僅是為了替年邁的父親盡孝心，

也由於她的純樸、善良、勇敢與吃苦的犧牲精神，加上功成名就後卻淡泊名利、一心掛

念家鄉的親人，這樣的情操使她成為中國傳統文化中完美女子的代表，也是後世頌揚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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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之一。這位奇女子，因為她的忠孝雙全、機智勇敢、不慕榮利而受到推崇，讓後

世針對此故事與人物進行許多文本或電影的改編，而不同版本間的種種「差異」，代表

著不同的時代意義，加上她本身不確定的真實性，其傳奇與迷幻色彩，致使歷代對於木

蘭姓氏有諸多爭論，也變成後世討論與研究的題材。 

除此之外，在進入本研究所後，更對華人於移民中所面臨之問題與困境有所好奇。

美國種族主義壓迫著亞洲移民，華人移民及其後裔受到殘酷的迫害，被認為是劣等民族，

多從事廉價、無技術的工作，而這些以付出勞力來維生的廉價勞工，又被稱作「苦力」，

加上根深柢固歧視婦女的舊傳統，更是極為影響男女地位。令狐萍於《金山謠─美國華

裔婦女史》一書中就提及早期在傳統好萊塢電影裡，中國女子常被描繪成冷酷怪異或是

妖冶迷人用以襯托男主角的強悍與威武，如此的形象與木蘭被塑造成孝順亦或是勇敢的

樣子大相逕庭。因此，除了筆者本身對木蘭的興趣之外，也期望透過資料蒐集和分析，

並與研究所所學相結合，能有系統地對比華人女性於移民史中的形象轉變。 

在迪士尼《木蘭》(Mulan)風靡全球時，比較《木蘭》(Mulan)和〈木蘭辭〉的研究

如雨後春筍般相繼出現，其中包含從東、西不同的文化觀點、迪士尼的行銷方針以及女

性主義等方面著手。但是當迪士尼《木蘭》(Mulan)熱銷各地時，其實東方也有一部由

曜新穎數位國際發行的《木蘭傳奇》卻鮮少人討論，且也由於最初〈木蘭辭〉中並未明

確指出木蘭的長相與其原本的生活，因此許多後代改編的文本皆各自有自己的詮釋方式，

東方與西方也因風俗民情之差異而有不同的表現，甚至隨著時代的轉變，木蘭的形象亦

隨著每個朝代有所變化，跨文化與世代的交替更讓木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並添入每一

世代中特有的色彩。本論文所探討的動畫《花木蘭傳奇》、《木蘭》(Mulan)；文本《女

勇士》(The Woman Warrior)與音樂劇《木蘭少女》即是以木蘭故事為基礎去改編而成的，

針對筆者所探討之主題具有代表性與契合性。另外，筆者於文獻蒐集與分析中，發現許

多研究多論述於木蘭的故事流變及故事內容的差異性，因此本研究將相互比較東、西方

不同之木蘭文本，著重於木蘭本身的形象變形，彌補與增添學術上對木蘭角色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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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問題意識及研究目的 

 

木蘭故事的流傳，以〈木蘭辭〉中主角木蘭女扮男裝、代父從軍、驍勇善戰、保衛

國家之巾幗不讓鬚眉的故事為基礎，並於各個時代有不同的改編文本，因此本論文利用

文獻資料與文化研究的視角，嘗試解析： 

 

一、木蘭在東、西方形象的差異 

傳說色彩極為濃厚的〈木蘭辭〉中，其故事內容裡的木蘭為盡孝道而代父從軍，不

僅富含對中國人而言重要的儒教「百善孝為先」觀念，也弘揚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忠孝之

道，加上她功成名就後卻淡泊名利的節操，讓她的傳奇永垂不朽並被後世所傳誦。雖然

木蘭的故事被許多人所知悉，但不同的個體卻有其自我見解與詮釋方式，加上不同時代

的風俗民情與文化差異，使得在基本的故事架構下，隨之改編而成的小說、戲劇、電影

等幾乎塑造著不同的木蘭形象。 

本研究試圖從西方的動畫《木蘭》(Mulan)、東方的動畫《花木蘭傳奇》與東方的

樂府詩〈木蘭辭〉，分析與理解東、西文化差異下所激盪出對這位東方女性的不同觀點。

當這位中國的傳奇女子進到國外，她被賦予的樣貌及所代表的意義為何？而木蘭這個女

性角色在東方與西方不同的詮釋方式下，她們之間的異同處又是什麼？且經過文化的融

合，木蘭在跨文化下，與東方人眼中的東方女性又有什麼不同？因此本論文試圖分析東、

西方不同之文本，以釐清木蘭於東、西方不同文化中所代表的意義與形象差異。 

 

二、為東方故事的木蘭，在西方人眼中是什麼樣的存在？ 

〈木蘭辭〉裡的木蘭因不捨年邁的父親與年幼的弟弟上戰場而女扮男裝從軍，實是

為家庭所犧牲，但是這樣的中國倫理觀念卻不為外國人所理解。除此之外，最初的文本

〈木蘭辭〉中從未提及木蘭的長相、身材等外表特徵，且並沒有就她的個性有過多的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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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然在迪士尼《木蘭》(Mulan)中的花木蘭不僅鼻樑曲線消失、眼睛細長、眼角上挑，

還有著一頭烏黑的長髮，這樣的表現方式是一種刻板印象，或是為迪士尼試圖塑造他們

心中的東方女子形象？ 

木蘭因她的忠與孝被傳頌、驍勇善戰被景仰，但在文化差異下，迪士尼用西方的觀

點去拍攝他們所能理解的花木蘭，讓西方人也看的懂這部來自東方的故事。在跨文化的

過程中，迪士尼改編原文本而成的《木蘭》(Mulan)賦予木蘭的定位與意義為何？因此，

透過分析《木蘭》(Mulan)對比由東方所製作的動畫《花木蘭傳奇》，試圖了解文本裡被

改編的部分，並從差異中理解木蘭故事在西方人眼中有什麼樣的存在與定位。 

 

三、種族與性別的他者─時代變化下，木蘭形象的變化 

顛覆美國對華人偏見的第二代移民華裔女作家─湯亭亭，將傳統的木蘭故事從中國

的語境中移到現代的美國，於《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 )裡描繪華人女性血液裡的

果敢與擔當，以及她們融入美國社會的蛻變過程。在此書中的木蘭，對抗的並非可汗，

而是率領鄉親們（華人）與種族歧視作鬥爭。另外，隨著時代的變化，性別議題漸趨受

到重視，音樂劇《木蘭少女》融入了酷兒色彩，對性向的迷惘更是前所未有的新題材，

且木蘭也不再僅僅只是鍾情於英武的男主角。 

亢迪曾指出動畫是影視的一個分支，文學和影視雖然是兩種不同的藝術形式，但它

們之間有著深厚的淵源。動畫作為影視藝術的一種，與文學存在某種千絲萬縷的聯繫，

它是由文學、音樂、美術等諸多因素組成的一種綜合性藝術形式，其中文學扮演著重要

的角色，劇本往往是動畫創作的基礎，編劇的文學水平決定了動畫劇本的水平。1有鑑

於動畫、劇本、文學間緊密的關係，因此筆者期望利用文獻分析與文化比較，有系統地

理解從原本木蘭故事改編而成的小說、戲劇、動畫等，並從這之中了解這位巾幗英雄木

蘭在跨世代中的形象角色變化。 

                                                      
1
亢迪，〈動畫電影《花木蘭》的色彩意境〉，《延邊教育學院學報》(2014，28：1)10-12 頁。 

 

http://cnki50.csis.com.tw/KNS50/Navi/Bridge.aspx?LinkType=BaseLink&DBCode=cjfd&TableName=cjfdbaseinfo&Field=BaseID&Value=YBJY&NaviLink=%e5%bb%b6%e8%be%b9%e6%95%99%e8%82%b2%e5%ad%a6%e9%99%a2%e5%ad%a6%e6%8a%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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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文獻探討與研究資料 

 

〈木蘭辭〉又稱為〈木蘭詩〉，作者為「南北朝無名氏」，是中國南北朝期間的一篇

樂府詩，也是一首長篇敘事民歌。由於詩產生於民間，在長期流傳的過程中，經過許多

後代的文人墨客在〈木蘭辭〉的基礎上，加以潤色、改造，使得故事內容有些不同，但

主旨卻差異不大，皆為描繪女英雄木蘭女扮男裝、代父從軍並征戰沙場，最後凱旋歸來

卻辭去一切封功名利返回家鄉。由於〈木蘭辭〉中的內容並未明確標示出確切的時代與

人物姓氏、籍貫、家世等相關資訊，而透過口語流傳的故事被加以文本化後，使得木蘭

傳奇有許多說法，甚至在中國文學上有許多人對木蘭的身分與姓氏作史實考證。然也因

為木蘭故事本身的不確定性，使得在詩詞、小說、戲曲、動畫、電視、電影等一再被重

新詮釋，因此本節將以「木蘭」的相關資料，試圖了解木蘭的身分與文本流變，並蒐集

不同觀點下探討木蘭之相關文獻，了解木蘭研究現況。 

 

一、木蘭的真實身分 

木蘭的故事最先出現於北朝民歌〈木蘭辭〉，見於宋代太平興國(公元 976-983 年)

年間李方、徐弦等人所編的《文苑英華》一書裡，而後郭茂倩又將唐代韋元甫之〈木蘭

歌〉與〈木蘭辭〉一同收錄在《樂府詩集‧梁鼓角橫吹曲》中，將之合題為「木蘭詩二

首」。2另外，對於木蘭的愛戴，除了歷朝歷代的作詩吟詠外，許多專家學者亦針對木蘭

故事的時代背景，以及姓氏、籍貫、何許人等資訊做許多研究。以下是筆者找到有關考

察或是提及木蘭身分的相關資料： 

《風翔萬里─花木蘭的時代物語》為一本以木蘭故事為基礎進而改編的小說，作者

田中芳樹在寫作過程中，對木蘭的背景做了許多資料蒐集，發現僅是民間對於木蘭的姓

氏就有朱、魏、花三種，籍貫還有陝西、甘肅、河北、安徽、湖北等不同說法，而時代

                                                      
2
孟繁仁，〈有關「花木蘭」的遺跡與傳說〉，《歷史月刊》(1999，5 月號) 111 頁。 

 



6 
 

上，有的說是北魏、有的說是隋，有的則說是唐代初期，各式各樣的說法，使得木蘭代

父從軍、保家衛國的故事更添傳奇性。3木蘭的傳說眾說紛紜，明朝朱國楨《湧幢小品》

裡紀載「孝烈將軍」為隋代女英雄，姓「魏」名木蘭，民間傳說的「花木蘭」即是此人，

女扮男裝代父從軍，凱旋歸來後，隋恭帝欲加官晉爵，但木蘭卻重返女兒身並堅持回歸

故里，恭帝得知即想將木蘭收入後宮，木蘭因此而自殺身亡。而孟繁仁在〈有關「花木

蘭」的遺跡與傳說〉裡，根據〈木蘭辭〉中「願為市鞍馬，從此替爺征。東市買駿馬，

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的府兵制卻推論〈木蘭辭〉產生之時代為東、

西魏至唐初，而從「天子」和「可汗」等詞語判斷為外族人入主中原做皇帝，並考察「明

堂」制與分析東、西魏時的制度與轄境，推論〈木蘭辭〉為隋、唐以前的東、西魏作品，

而「木蘭」則為北朝時期的「東魏人」。4 

    除了最初論述木蘭事蹟的北朝民歌〈木蘭辭〉未提及木蘭姓氏之外，與之合題為「木

蘭詩二首」的唐代韋元甫之作〈木蘭歌〉中，也未寫出木蘭姓什麼，而迪士尼動畫電影

《木蘭》(Mulan)卻讓「花」木蘭的名字遠播海外。然我們熟悉的木蘭姓「花」，最早其

實是出現於明代徐渭《四聲猿》裡的《雌木蘭》，劇中木蘭唱道：「妾身姓花，名木蘭，

祖上在西漢時，以六郡良家子世住河北魏郡，俺父親名弧字桑之，平生好武能文…」，

清楚顯示木蘭被冠以「花」姓，除此之外，該劇連花木蘭的家庭成員，父親叫花弧、母

親姓袁等，就連木蘭的身世背景、時代皆有詳盡的描述。5之後透過上演木蘭的京劇、

豫劇、崑曲、平劇等劇種，使得「花木蘭」日臻完美，「花木蘭」的稱謂在人們心中也

逐漸固定下來。 

                                                      
3
田中芳樹，《風翔萬裡─花木蘭的時代物語》(臺北：尖端出版，1996)。 

4
孟繁仁，〈有關「花木蘭」的遺跡與傳說〉，《歷史月刊》111 頁。 

5
木蘭於明末文學家徐渭所著之雜劇《四聲猿》中《雌木蘭》裡姓「花」，對於木蘭姓氏之真實性，由於

史料上缺乏相應的佐證，因此認為「花」姓木蘭實為是徐渭「改編」而來的。見鄧萬祥，〈「花木蘭」真

的姓「花」嗎？〉，《文學大觀》

<http://www.newsancai.com/big5/literature/129-masterpiece/53390-2013-07-17-07-03-35.html>，2014.12.05 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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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木蘭的姓氏，除了明朝朱國楨《湧幢小品》說明了木蘭姓「魏」之外，明代焦

紱在《焦氏筆乘》中：「木蘭，朱氏女子，代父從征。今黃州黃陂縣北七十里，即隋木

蘭縣。有木蘭山、將軍冢、忠烈廟，足以補《樂府題解》之缺。」因此也有一派學者認

為木蘭姓「朱」一說。而「木蘭」一詞最早出現於《離騷》6，作花木解，但如果「木

蘭」僅僅只是被用於女名，為何在軍中卻沒有受到同行夥伴的懷疑，因此陳三平以〈木

蘭詩中的木蘭並非漢名〉為題，分析「木蘭」二字原本即是姓氏或者「木蘭」其實姓「木」

名「蘭」，並由漢語、鮮卑語、突厥語及阿爾泰語等探討「木蘭」是否為胡名「僕蘭」

之同名異譯。7雖然各家學者各持己論關於木蘭的姓氏說法，然於文獻蒐集與分析中，

可由鄧萬祥〈「花木蘭」真的姓「花」嗎？〉裡發現，我們最熟悉的「花」姓木蘭最不

符爭論，其原因乃為「花木蘭」此腳色名稱為徐渭為因應《雌木蘭》劇中腳色而命名與

改編，其史實於材料上缺乏相應的佐證，只是透過之後的藝術再創作，於上演的各種劇

種裡深植觀眾心中。 

「木蘭」的名字最早出現在古樂府民歌的〈木蘭辭〉之中，並從「可汗」、「燕山胡

騎」、「關山」、「朔氣」等用語來分析，斷定是在北方打仗。8儘管有許多研究對木蘭的

時代、身分做許多考證，但各家所持的看法不一，至今還未有確切的史料證實木蘭為何

許人，也因為這樣的不確定性及想像空間，使得後代有許多文本以〈木蘭辭〉為基礎，

                                                      
6
戰國末期楚國人屈原，著有《離騷》、《天問》、《九歌》、《九章》、《招魂》等，其中《楚辭．離騷》：「……

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冀枝葉之峻茂兮，願俟時乎吾將

刈。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眾芳之蕪穢。眾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猒乎求索。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興

心而嫉妒。忽馳騖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將至兮，恐脩名之不立。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

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顑頷亦何傷？攬木根以結茞兮，貫薜荔之落蕊。矯菌桂以紉

蕙兮，索胡繩之纚纚。謇吾法夫前脩兮，非世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

中「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句，最早紀錄「木蘭」此種植物，譯為「早上飲用木蘭上的

露珠，晚上用菊花殘瓣充飢。」用來譬喻人格之高潔，與不願與當時的政治同流合汙。《本草綱目》中李

時珍對木蘭之描述：「其香如蘭，其花如蓮，故名。」 

7
陳三平，〈木蘭詩中的木蘭並非漢名〉，《歷史月刊》(1999，3 月號) 98-101 頁。 

8
田中芳樹，《風翔萬里─花木蘭的時代物語》，26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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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構及重新詮釋巾幗女英雄的故事，例如田中芳樹利用《隋唐演義》中所提及的木蘭時

代（隋末唐初）為基礎，重構《風翔萬里》一書，而《隋唐演義》中的木蘭傳奇又是在

時代變化下，以〈木蘭辭〉故事為基礎而改編的，因此本節第二部分所要探討的即是木

蘭故事的流變，藉以了解木蘭故事在不同時代的發展。 

 

二、木蘭故事的流變 

陳璦婷〈花木蘭故事、形象演化分析論─以〈木蘭詩〉為中心考察〉以樂府詩〈木

蘭詩〉、明徐渭〈雌木蘭替父從軍〉、張紹賢《北魏奇史閨孝烈傳》、亞盧〈中國第一女

豪傑女軍人家花木蘭傳〉和迪士尼《木蘭》(Mulan)先是分析從古至今、中、西方中木

蘭被塑造的形象，進而觀察到中國女性地位的演變情形，並從女性自覺角度回顧上所提

及之四篇文本與一部電影。9當迪士尼以木蘭從軍故事為題材，並以中西不同文化觀點詮

釋《木蘭》(Mulan)時，張清發〈奇女奇史─木蘭從軍的敘事發展與典範建構〉運用基

本敘事模式的觀點探討中國小說的敘述方式與文化傳統，從故事發展的角度，論述〈木

蘭詩〉、明雜劇《雌木蘭替父從軍》、清傳奇《雙兔記》、清小說《隋唐演義》的敘事模

式，考察其運用空間場域（家→國→家）、性別角色（女→男→女）間的轉換，論述清

代木蘭從軍小說《北魏奇史閨孝烈傳》、《忠孝勇烈奇女傳》，如何在既定且流行的英雄

書寫模式下，重新建構巾幗英雄的典範，另外，張清發認為木蘭從軍故事的著重點不在

於「女扮男裝」、「男扮女裝」的易妝趣味，而在於「忠孝勇烈」的實踐，以及透過「家

→國→家」之場域轉換而受到歷代的肯定，與西方《木蘭》(Mulan)著重在女性自覺的

角度不同。10 

在學位論文中，吳雅真《清代木蘭從軍小說研究》清楚地從唐代至清代歸納出文人

對於〈木蘭詩〉的再創作與流變，分析其不同時代木蘭故事所具之時代色彩與地方特色，

                                                      
9
陳璦婷，〈花木蘭故事、形象演化分析論─以〈木蘭詩〉為中心考察〉，《弘光學報》(2003，41) 129-147

頁。 

10
張清發，〈奇女奇史─木蘭從軍的敘事發展與典範建構〉，《台北大學中文學報》(2012，11) 117-14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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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針對清代兩本木蘭從軍之小說《北魏奇史閨孝烈傳》、《忠孝勇烈奇女傳》比較兩本小

說在敘事形式、敘事內容、主題思想、藝術特色之異同。11另外，中國文學背景出生的

蔡佳蓁，在《百變花木蘭──論木蘭故事在不同載體中的變異》中更以吳雅真之整理為

基礎，分析民國後出版的木蘭故事情節，發現木蘭故事於民國時期被改寫的作品中，絕

大部分為兒童文學作品，並認為經典文學之所以不隨時代變化而淘汰，乃是因為它們再

現於不同載體上，雖以同樣故事文本作架構，然因為不同時代所詮釋之方式不同，而有

不同的表現形象與特色。12筆者即以蔡佳蓁之思維，探討東、西方不同載體之木蘭故事

文本，並著重於「木蘭」本身的角色。 

而其他相關研究，陳友冰〈〈木蘭詩〉與〈木蘭歌〉〉對比了〈木蘭辭〉與〈木蘭歌〉，

就兩文本的內容分析裡，認為在人物形象上木蘭從勞動性女性轉變為封建士大夫心中理

想的道德典範，並就情節、寫作手法、結構等得出韋元甫的創作實與其思想主張和生活

息息相關。13且從陳友冰的文章中對〈木蘭歌〉之描述「雖簡但枯燥板滯」、「缺少文學

的誇張」看出陳友冰較為推崇北朝民歌〈木蘭辭〉。 

 

三、迪士尼《木蘭》(Mulan)的文化改造與重構 

當迪士尼以動畫《木蘭》(Mulan)讓更多人認識這位東方女性後，使得木蘭從軍故

事受到諸多關注，學界論述的焦點也大都集中於《木蘭》(Mulan)，甚至以西方《木蘭》

(Mulan)的種種特色，據以檢視並評價中國文學所表現的「木蘭」。
14亢迪〈動畫電影《花

木蘭》的色彩意境〉以迪士尼動畫《木蘭》(Mulan)為例，對電影所表現出的藝術及色

彩意境進行了闡述，他認為動畫是敘事性的藝術，注重故事結構和情節塑造，而敘事性

                                                      
11

吳雅真，《清代木蘭從軍小說研究》(臺南：國立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11)。 
12

蔡佳蓁，《百變花木蘭──論木蘭故事在不同載體中的變異》(臺東：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所碩士論文，

2013)。 

13
陳友冰，〈〈木蘭詩〉與〈木蘭歌〉〉，《國文天地》(2000，16：1) 69-76 頁。 

14
張清發，〈奇女奇史─木蘭從軍的敘事發展與典範建構〉117-147 頁。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KbMPq4/search?q=sc=%22%E5%9C%8B%E7%AB%8B%E8%87%BA%E6%9D%B1%E5%A4%A7%E5%AD%B8%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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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作品一般都有完整的故事情節，即有開端、發展、高潮、結局，並有明顯的矛盾衝

突，這和動畫劇作的要求有異曲同工之妙，這種共性成為文學作品改編成動畫作品的有

利條件。15也因為迪士尼的《木蘭》(Mulan)是取材於〈木蘭辭〉，將木蘭從軍的故事源

流以二度創作加工改編，這亦使得許多研究探討與比較西方《木蘭》(Mulan)與東方〈木

蘭辭〉間之異同，因此張健與張賽在〈Mulan 對樂府〈木蘭辭〉文本改編釋讀〉中先是

探究木蘭故事源流與其它改編的戲劇電影，並就情節部分對比《木蘭》(Mulan)與〈木

蘭辭〉。16迪士尼《木蘭》(Mulan)將短短只有 326 字的〈木蘭辭〉改編成動畫電影，如

同亢迪所言，敘事性文學的動畫，著重於完整的故事情節，因此必須將僅依賴於讀者想

像力的文字敘述〈木蘭辭〉，轉換成具象的人物和充滿細節的場面，而迪士尼在對〈木

蘭辭〉經過跨越式的二度創作中，不拘泥於中國已有的表現形式，對其進行西化改造，

除了對〈木蘭辭〉的情節改變之外，在內容上也是對中國文化解構，張健與張賽認為在

迪士尼二度創作下，木蘭為集東方傳統與西方現代為一體的新形象，並注入了美國個人

主義和女性主義的價值觀。 

付靜〈從迪斯尼動畫《花木蘭》來對比中美文化的差異〉從文化傳播觀點著手，對

比中美文化差異、中國的集體主義與美國的個人主義；中國的階級主義與美國的平等主

義；中國的男權主義與美國的女性主義，指出美國迪士尼拍攝的《木蘭》(Mulan)打破

了以往中國花木蘭的傳統形象，進而從中增添美國特色，受到中美的歡迎，但美國人眼

中的中國，其實包含許多文化誤解在裡面。17傅舒汶〈從〈木蘭辭〉到卡通動畫─看迪

士尼《木蘭》(Mulan)的再現策略〉以文化再現的角度，分析迪士尼動畫在面對異文化

題材時的傳統處理方式與行銷策略。18另外，陳韜文於〈文化轉移：中國花木蘭傳說的

                                                      
15

亢迪，〈動畫電影《花木蘭》的色彩意境〉10-12 頁。 

16
張健、張賽，〈Mulan 對樂府《木蘭辭》文本改編釋讀〉，《北京科技大學學報》(2014，30：1)64-68 頁。 

17
付靜，〈從迪斯尼動畫《花木蘭》來對比中美文化的差異〉，《商業文化》(2014，1)121 頁。 

18
傅舒汶，〈從〈木蘭辭〉到卡通動畫─看迪士尼《木蘭》(Mulan)的再現策略〉，《藝術論衡》(2001，7)105-120

頁。 

 

http://cnki50.csis.com.tw/KNS50/Navi/Bridge.aspx?LinkType=BaseLink&DBCode=cjfd&TableName=cjfdbaseinfo&Field=BaseID&Value=SHNG&NaviLink=%e5%9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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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化和全球化〉中以文化移轉的概念來討論，對於迪士尼來說為外來文化的花木蘭故

事是如何在移轉中，雜交與融合變成「道地文化」，且陳韜文認為文化移轉通常是有目

的性的，而造成文化移轉的原動力與利潤的獲得有最直接之關係。19簡珮夙在學位論文

《迪士尼動畫研究：以《花木蘭》為例》中，以文化研究與政治經濟學取向探究迪士尼

如何運用全球化及在地化策略，塑造和行銷花木蘭。20傅舒汶與陳韜文雖皆從文化觀點

分析因中外文化差異而表現出的動畫內容，然最終還是脫離不了迪士尼在製作《木蘭》

(Mulan)是美國資本主義的一種體現，且從簡珮夙的研究中，亦可發現此論點。 

 

四、湯亭亭《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 )的反傳統表現 

另外與本論文相關之 The Woman Warrior 被譯為《女勇士》、《女戰士》、《女鬥士》

等，為華裔女作家湯亭亭所著，講述一個華裔美國少女如何突破種族與性別樊籬的故事。

有些批評家欣賞湯亭亭在作品中運用中國材料進行改編與再創作，有些則對於這樣的挪

用有些微詞，在許多論述裡，認為《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 )為女性主義之作品而

造成許多爭論或被許多研究者所討論，因此湯亭亭曾在單德興的訪談裡回應對於作品所

引來的不同評價：「在活生生的口述傳統中，故事隨著每個說故事的人而改變，而個別

說故事的人也會根據不同的聽眾而說出不同故事。」21單德興在〈跨文化相逢與跨語言

表現 : 當 Fa Mu Lan 與 Lo Bun Sun 遇見花木蘭與魯賓遜〉中，說到湯亭亭以「寫作抗

爭」來控訴「種族」和「性別」的雙重歧視，使自己的創作更多元，將幼時從父母親那

邊聽到的粵語故事用英文「重說」，涉及跨文化和跨語言因素，而她利用這樣的書寫方

式，將故事來回於文化、語言之間，挪用各種資源，並加以轉化，使讀者聯想到華人移

                                                      
19

陳韜文，〈文化轉移：中國花木蘭傳說的美國化和全球化〉，《新聞學研究》(2001，66) 1-27 頁。 
20

簡珮夙，《迪士尼動畫研究：以《花木蘭》為例》(臺南：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音像管理所碩士論文，2007)1

頁。 

21
單德興，〈獻身書寫與和平的女勇士：湯亭亭訪談錄〉，《與智者為伍—亞美文學與文化名家訪談錄》(臺

北：允晨文化，2009)，46-6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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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歷史脈絡，除了處理華裔美國女性移民並書寫對抗父權價值體系的性別歧視，也結

合民間故事、家族傳奇，來表現武藝、性別越界和反沙文主義。22呼應了吳婉筠在《差

異的美學—女遊書寫、女書與女性譜系書寫策略研究》中，提到因身處在不同文化及語

境的生活環境裡，在性別和種族上作為當地文化與男性的「他者」，使得華裔女性的書

寫以文化敘事及「他者話語」來呈現不同於主流的模式，而文化敘事及所謂的華裔女性

「他者話語」為女性私語、生存體驗、家族/國族歷史，並藉由對現存的語言、文字進

行改寫、挪用、翻譯等，加入族裔文化的傳承，呈現若即若離的反抗性語言。23 

周庭華〈論《女勇士》的空間意象〉針對空間意象做討論，指出空間不僅是作品中

人物和事件的背景，且與小說人物的命運發展緊密相連，具有深刻的象徵意義，是作品

表現小說主題的重要藝術手段，而湯亭亭對傳統女性形象的反叛表現則為對傳統空間的

突破。24另外，在台灣的學位論文中，以關鍵字「湯亭亭」、「女勇士」、「女鬥士」、「女

戰士」搜尋台灣博碩士論文系統，蒐集到與本論文較為相關的有李佳芬《追尋華美人的

認同：湯亭亭作品《女戰士》、《金山勇士》、《猴行者》中文化位置的塑造》，此論文應

用巴巴(Homi K. Bhabha)的論述─在後現代的文化議題中，祖先及家鄉不再決定個人的

文化認同，而所謂的認同是一種不同文化整編及演繹的結果，主張在後現代社會中創造

出兩個文化間的「中介性位置」找到身份認同，因此湯亭亭在自己父母與先祖的故事找

出凝聚華美人的力量，讓年輕一代的華裔美國人，能夠克服雙重文化背景下所帶來的困

境。25王貴慧從《女戰士》及《金山勇士》中看種族、階級與性別意識如何影響湯亭亭

                                                      
22

李有成，張錦忠主編，〈跨文化相逢與跨語言表現：當 Fa Mu Lan 與 Lo Bun Sun 遇見花木蘭與魯賓遜〉，

《離散與家國想像：文學與文化研究集稿》(臺北：允晨文化公司 ，2010)，247-269 頁。 
23

吳婉筠，《差異的美學—女遊書寫、女書與女性譜系書寫策略研究》(臺北：輔仁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博

士論文，2009)1-31 頁。 
24

周庭華，〈論《女勇士》的空間意象〉，《湖北文理學院學報》(2014，35：3) 53-88 頁。 

25
李佳芬，《追尋華美人的認同：湯亭亭作品《女戰士》、《金山勇士》、《猴行者》中文化位置的塑造》(高

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英語學系碩士論文，2002)1-15 頁。 

 

http://www.ea.sinica.edu.tw/members_01_look.php?no=251&page=1
http://zephyr.nsysu.edu.tw/en/d1j.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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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創作。26陳秋華《從神話建立少女的個人認同：以勞倫斯‧葉之《貓頭鷹之子》及湯

亭亭之《女鬥士》為例》以心理學角度，討論湯亭亭之《女鬥士》呈現出青少女對文化

認同的掙扎。27從資料蒐集中發現因其作者為華裔美國人的關係，討論湯亭亭《女勇士》

(The Woman Warrior )多著重於文化與身分認同的部分，相較於在探討迪士尼《木蘭》

(Mulan)時，鮮少論述〈木蘭辭〉與《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 )間的差異，因此筆者

亦將針對此部分作論述，對比華人族群與婦女的形象轉變。 

分析上述研究可發現，就故事內容，吳雅真已清楚歸納出從唐代至清代的木蘭故事

流變，蔡佳蓁亦以吳雅真之整理為基礎，分析民國後出版的木蘭故事與情節，而在 1998

年迪士尼的帶動下，使得《木蘭》(Mulan)風靡全球，相關期刊資料著實不少，除了對

《木蘭》(Mulan)和〈木蘭辭〉中比較出中美文化差異之外，在文獻探討裡亦發現《木

蘭》(Mulan)巧妙地融入西方的女權主義思想、個人主義，使作品具有強烈的時代性和

美國特色。但不論是從動畫內容比較中西木蘭故事的不同；或是從文化觀點下手，對比

中西文化差別，而使迪士尼在呈現這位中國女性故事中進行文化融合及重構；又或是就

迪士尼的行銷方針著手，比較《木蘭》(Mulan)與〈木蘭辭〉之研究，大多脫離不了張

揚西方的女性自覺與美國資本主義。中國經典文學以傳承文化為主軸，而兒童文學出版

界長期將中國經典文學集結成套出版，使之成為早期兒童接觸古典文學的入門書，到後

來隨著傳播媒體的發達，文學載體亦跟著發生變動，經典文學已不再只是形式上的傳承，

而是著重於文化上的承接。28 

    不同於西方由東方所製作的動畫《花木蘭傳奇》，除了故事內容與《木蘭》(Mulan)

不同外，所採用的拍攝觀念、手法與思想亦不一樣，並以東方人的觀點重新詮釋花木蘭

                                                      
26

王貴慧，《湯亭亭之《女戰士》及《金山勇士》中的屬性政治：種族、階級性別因素之探討》(嘉義：國

立中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1994)。 

27
陳秋華，《從神話建立少女的個人認同：以勞倫斯‧葉之《貓頭鷹之子》及湯亭亭之《女鬥士》為例》

(臺中：靜宜大學英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03)。 
28

蔡佳蓁，《百變花木蘭──論木蘭故事在不同載體中的變異》15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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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故事。《花木蘭傳奇》中大量放入中國民間信仰的思想與元素，例如對龍的崇拜、太

極圖像等，片中除了許多明顯出現的太極圖像，就連扮演木蘭的重要朋友「熊貓」，黑

白之色彩更頻繁地表現出太極意象。另外在東方版的《花木蘭傳奇》裡，更加入了中國

人的信仰思想，當木蘭遇到困難時，憑藉的是利用「八卦符令」所產生之神奇力量來度

過層層難關，讓此片更具東方色彩，與西方迪士尼融合中西文化而詮釋的《木蘭》(Mulan)

差異甚大。此外，由蔡柏璋所寫的劇本《木蘭少女》，文中的花木蘭代父從軍是因為厭

倦家鄉，欲擺脫束縛，加上姊姊未婚懷孕、弟弟是同志，因此踏上軍戎之旅。而花木蘭

的青梅竹馬從小愛慕木蘭，但卻又愛上軍中女扮男裝的「花木男」，因此對自己的性向

感到迷惑。隨著時代的變遷，女性地位提升且對性向的想法也漸趨開放，《木蘭少女》

其內容顛覆傳統故事架構，穿插現代的情境，也發人省思。因此本研究同蔡佳蓁之思維

認為經典文學因再現於不同載體上，而賦有其特定的文學價值，並使它們不隨時代變化

而淘汰，嘗試以文化觀點比較東、西方改編的花木蘭文本（音樂劇、小說、動畫、影集）。

因此本論文即以在迪士尼推動下讓許多西方人認識花木蘭的《木蘭》(Mulan)以及不同

於西方由東方所製作的動畫《花木蘭傳奇》，相互比較並對比於最初文本〈木蘭辭〉，看

不同文化下木蘭故事的變異；抗種族歧視與父權主義的《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 )

和隨著思想開放，加入酷兒元素的音樂劇《木蘭少女》，著重於對西方來說為「華人女

性」的木蘭其本身形象的變形，以及在不同時代與空間她們被賦予的角色定位，相信對

「木蘭」此角色的研究有所裨益。 

 

第四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跨文化、跨世代下，花木蘭形象的轉變，針對花木蘭改編之文本

與電影，對曜新穎數位國際發行的《花木蘭傳奇》、迪士尼動畫《木蘭》(Mulan)、湯亭

亭所著之《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 )、音樂劇《木蘭少女》進行綜合解析，探究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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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子花木蘭在中、西方與華人族群中於不同時空背景下的變化與其影響。除此之外，因

本論文的研究是以花木蘭為背景而改編的不同文本，探討其文化與時代轉換的形象變化，

因此對於不同文化的表達與背景關係、東西方觀念與思想，都是研究重點，本論文藉由

資料、內容、文獻等以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理論、移民研究論述、性別研究與酷兒理論

作為分析不同載體之木蘭文本的研究方法： 

 

一、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理論 

比較文學從 19 世紀末開始興起，但各國學者對於何謂比較文學卻持有不同看法，

並進行長期探索與爭論。《比較文學》一書中提到「比較」本為人類思維最基本的方法

之一，但如只是單單將比較文學理解成以「比較方法」進行文學研究，是對「比較文學」

的誤解，比較文學由「比較」與「文學」組成，其中「文學」一詞涵義廣泛，但卻不包

含文學創作，因此比較文學實是文學研究的一種，為跨文化與跨學科的文學研究。29另

外，根據《比較文學理論與實踐》所言，文學研究有兩種不同的取向，一種為探討作者

與作品、作品與讀者，以及作者與讀者間的關係；另一種則為作品本身的特質與意義，

而波蘭現象學批評家的英卡頓認為文學作品除了本身的信息之外，還包括由語言層次

（語構、語位、音位）延伸的語意層次、意象層次、文化層次與形而上層次等相互關聯

之層次。30法國的比較文學學派，認為比較文學為一種外緣研究與非美學的歷史性研究，

而美國學派則擴大比較文學的研究領域，著眼於跨學科間的相互關係，文學與其他哲學、

藝術、歷史等皆能視為比較的方向。《跨文化與比較文學》中指出，比較文學雖然有許

多學派，但他們皆強調比較文學是一種跨藝術、跨學門、跨美學、跨文化等的研究，為

一種立足於文學的學科，其研究範圍涉及文學所承載的一切領域。31綜合以上論述，可

                                                      
29

陳惇、孫景堯、謝天振，《比較文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3-9 頁。 

30
張漢良，《比較文學理論與實踐》(臺北：東大圖書，2004)， 3-4 頁。 

31
吳錫德、宋雲森、林惠娥、洪丁福、吳寬、劉碧交、黃文龍，《跨文化與比較文學》(臺北：麥田出版，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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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比較文學不僅只是文學比較，且根據陳惇、孫景堯、謝天振等思維，比較並非一種

目的，而是手段與途徑，除了作為對作家與作品的認識，也是一種文化交流。 

另外，在比較文學學科裡的「形象學」，為比較文學的研究方法之一，主要為研究

一國文學裡被塑造之「異國」形象，亦即「他者」的呈現，而所謂的形象是透過個人或

群體通過書寫、描述、言語而得來的，並非忠實地呈現客觀存在於現實中的「他者」，

因此比較文學裡的形象，乃是依照描繪者的文化模式而重組來的，為一種情感與思想的

混合物，此外，「意識形態」為社會總體的想像物，群體透過對相異性進行整合後之形

象而強化自我的身分，用想像出的身分支配被描述的相異性。32基於比較文學跨學門、

跨文化等的觀點，形象學不只侷限於文學上的探討，也強調社會及文學間的關係，因此

本論文及以形象學做為文本分析的方法之一。 

 

二、移民研究論述 

李有成最早把英文“the Other”翻譯成非我族類的「異己」，後隨著學術界的討

論，逐漸有新的譯法「他者」。33在歐洲的種族主義下，也影響著北美對早期移民者的

態度，直到 1965 年，美國廢除對亞裔移民的限制，才使得亞美人口暴增與組成人口的

改變。在遷移美國的過程中，華人歷經世代的衝擊、社會文化的融合、與身分認同的適

應，從落葉歸根到落地生根，以美國華人為研究背景，探討「離散」所受的文化、種族、

政治、身分認同等衝擊與適應。「離散」英文“Diaspora”源自於希臘字，意指散居各

地、離鄉背井的族群。34張彣卉：「離散如今應該可以擴大、用為演述—那些移出母國，

而與原鄉還遙繫著「千絲萬縷衷懷」的族裔」。35華人們移民他鄉卻對原鄉保有記憶與

                                                      
32

陳惇、孫景堯、謝天振，《比較文學》，164-181 頁。 
33

李有成，《他者》(臺北：允晨文化公司 ，2012)，序。 
34

李有成、張錦忠主編，《離散與家國想像:文學與文化研究集稿》(臺北：允晨文化公司 ，2010)，7 頁。 

35
張彣卉，〈離散論述與身分認同：以戴思杰《巴爾札克與小裁縫》電影為例〉，《離散與亞洲電影》(2008)2

頁。 

 

http://www.ea.sinica.edu.tw/members_01_look.php?no=251&page=1
http://www.ea.sinica.edu.tw/members_01_look.php?no=251&page=1
http://zephyr.nsysu.edu.tw/en/d1j.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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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繫，成為離散的一群，而第一代移民者除了要克服移民過程中的困難，在移居的新形

態轉變下，適應美國與中國的文化衝突，造成了移民家庭中的矛盾，華人移民世代間的

觀念差異，影響家庭內部間的關係，移民者除了必須面對生活作必要的調適與生存之外，

當第一代依循著傳統思想時，第二代卻同時接收西方的思想與文化，遑論第三代移民者

與移民母國關係更為遙遠，因此在多元化與跨文化下，如何傳承並與接納中的文化融入，

從中尋求協調與平衡，面對土生土長的第二代、第三代、以及新生代對傳統的逃離，實

為移民者所面臨的課題之一。 

    移民問題大多會牽扯到文化認同，然文化研究涉及複雜的背景、理論等，單德興於

《銘刻與再現：華裔美國文學與文化論集》探討華裔美國文學時，也擴大了研究議題，

就族裔、華人離散社群、認同等方面作探索。36另外，由 1978 年愛德華‧薩依德(Edward 

W. Said)37所著的《東方主義》，認為所謂的「東」、「西」方實為人類依據地理環境

與文化製造出來的，使得它有歷史、想像、思想的空間，意即「東方」乃因應西方而存

在並被賦予其現實意義。在「東方主義」的框架下，西方文化凌駕於東方文化，東方相

較於西方是落後、荒誕的，文化霸權主宰文化的內涵。因此本研究從湯亭亭的《女勇士》

對比〈木蘭辭〉試著分析華人族群與婦女在西方的困境，以及不同於傳統中國女性形象

的反叛表現，並比較同時代的美國婦女形象。 

 

三、性別研究與酷兒理論 

一般來說婦女研究的研究對象以女性為主，而性別研究通常是把性別分成「男」與

「女」的兩性概念。然張妙清於《性別學與婦女研究：華人社會的探索》曾提及婦女研

究為性別研究的主要內容，加上性別研究的發展源於婦女研究，使得兩者於名稱上常常

                                                      
36

單德興，《銘刻與再現：華裔美國文學與文化論集》(臺北：麥田出版社，2000)，9-15 頁。 
37

愛德華‧薩依德於 1935 年生於耶路撒冷，以葛蘭西的「文化霸權論」、傅柯的「知識/權力論」為基礎，

於 1978 年出版《東方主義》，論述西方殖民主義對東方的權力支配與霸權體系等，並被翻譯成二十多種

譯本，影響西方對東方的思考態度。詳見愛德華‧薩伊德(Edward W. Said)，《東方主義》(Orientalism)，王

志弘等(譯)(臺北：立緒文化，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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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通。38另外，美國在婦女研究上也逐漸發展為「性別研究」，其中一原因為婦女問題

與男性問題有不可分割的關係。婦女研究與性別研究雖然關係密不可分，但其實各自尚

有不同的著重點，於理論上，婦女研究以婦女為重心，並嘗試以女性主體的角度考察社

會中的性別建構；性別研究則著重兩性在公共層面及私人的關係，而這些關係在社會變

遷中的調整與改變。另外，婦女研究一般與婦女運動密切相關，許多研究者也為女性主

義取向；性別研究則採取較中性的立場，並給男性學者留有更多的參與空間。39但除了

僅將性別分成男、女的兩性概念，其實還有所謂的跨性之別，除此之外，亦有異性戀與

同性戀。張小虹〈女同志理論：性別與性/慾取向〉提到：「性別研究的努力方向，不

僅在於打開原本窄化為二種的標準排列組合型式，更在於進一步質疑這其間男/女、陽

剛/陰柔、異性戀/二元對立架構下所壓抑的各種差異，以期開放更多元豐富的性別與情

慾流動。」40 

    酷兒(Queer)一詞的產生，原先意指古怪且不同於平常的意思，長期被用作貶損同性

戀，但隨著酷兒理論的發展，許多同性戀者把原本充滿敵意，而且是帶有侮辱之意的稱

謂 "Queer" 用來稱呼自己。目前「酷兒」用來指男同性戀者、女同性戀者、雙性戀者、

跨性別者41、變性者以及認同與實踐酷兒理論之異性戀者，許多新生代的性越軌者也開

始使用「酷兒」來自我命名與指涉。除此之外，楊潔：「酷兒理論還被許多有色人種學

者與母職解構、種族認同與離散經驗等議題連結在一起加以擴展。」42因此，酷兒也指

「與常態文化立場相異之人」。 

    1990年代西方出現的「酷兒」可以視為新一代的同性戀運動，但此一運動卻企圖超

                                                      
38

張妙清、葉漢明、郭佩蘭，〈導言〉，《性別學與婦女研究：華人社會的探索》(台北：稻香，1997)，xv。 

39
李文玫，〈台灣性別研究〉，《龍華學報》(2004，17) 2-3 頁。 

40
顧燕翎編，〈女同志理論：性別與性/慾取向〉，《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臺北：女書文化，1999)，246

頁。 

41
跨性別者包括變性者（transsexual）、反串秀者（drag）、反串者（transvestite）、異裝者（cross-dresser）、

交叉性者（intersexual，俗稱陰陽人）等。 

42
楊潔，《酷兒理論與批評實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2-1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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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同性戀固定的角色和身分，亦即企圖超越舊有的性模式和性文化。酷兒居於邊緣與另

類的次文化位置，拒絕被主流文化所同化，肯定自身的另類性格，此一運動有別於傳統

同性戀運動中欲融入主流社會的路線。43酷兒理論鬆動了傳統對身分意識與認同的觀念，

挑戰人生為男或生為女其性別特徵和舉止應該要相符合的想法以及異性戀霸權，著重在

與社會普遍認定的模式下相悖離的性屬與非常態的身分認同。44 

在後殖民的論述裡，西方人被稱主體性的「自我」，自我以外的則為「他者」，兩者

為一相對的概念，廣泛而言，「他者」為一與主體有所區別與關連的參照，作為主流文

化的他者。酷兒理論挑戰傳統對性向與性別的看法，並關注於非常態的身分認同與其他

不同於社會指定模式的屬性，鬆動原本對身份認同的普遍意識，楊潔更指出酷兒理論亦

被許多有色人種學者、種族認同與離散經驗等議題結合在一起並加以擴展。張小虹於《性

/別研究讀本》提到隨著台灣社會運動與政治解嚴，女性主義文學研究逐漸有外文文本

轉為中文文本。45隨著時代的轉變與思想的開放，以忠、孝而被傳誦的木蘭，也在後世

改編的文本中添加了酷兒元素，本研究亦針對此部分作討論，分析不同載體的木蘭文本

於世代的改變中作了什麼改編。 

 

第五節 研究流程與章節安排 

 

    筆者先蒐集與研究東方木蘭故事相關資料和文獻，了解其木蘭故事相關背景與不同

時代文本發展情況。從中發現較多研究討論木蘭故事的流變與發展，因而確認主題並於

本研究中將著重於木蘭本身的形象。再來建立論文架構與蒐集不同載體之木蘭故事文本，

以東、西方不同載體之文本，對人物、情節架構、文化作比較，分析木蘭在跨時代、跨

                                                      
43

卡維波，〈什麼是酷兒？〉，《性／別研究》(1998，第 3、4 期合刊) 32-46 頁。 

44
楊潔，《酷兒理論與批評實踐》，2-11 頁。 

45
張小虹，《性/別研究讀本》(臺北：麥田出版，1998)，1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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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中的形象差異，並推測木蘭在西方人眼中是什麼樣的存在。 

關於筆者的研究流程，以表 1 流程圖表示： 

 

 

 

 

 

 

 

 

 

 

 

 

 

 

 

 

 

 

 

 

 

表 1：研究流程表 

確認研究主題與目的 

建立研究架構 

資料與文獻之蒐羅與探討 

蒐集與決定不同載體之版本 

綜合分析 

研究結果與討論 

決定研究方法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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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第一章為說明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並就蒐集的文獻、相關資料做分析，在

研究方法方面，引介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理論、移民研究論述、性別研究與酷兒理論等

做論述，每章節各以中、西文本相互比較，為本文所欲探究的問題提供各層面的解構。

第二章則會先羅列出民國以前東方木蘭故事文本，並概述此時期木蘭文本故事的流變。

第二節的部分因蔡佳蓁已經分析過民國後出版的木蘭故事與情節，並發現木蘭故事於民

國時期被改寫的作品中，絕大部分為兒童文學作品，因此在民國以後東方木蘭故事的文

本中，筆者會以影視為主，著重於電影的部分，並點出這些文本中以〈木蘭辭〉為基礎

所增添的情節，最後於第三節描述西方不同載體中對木蘭故事的改寫。 

    第三章以臺灣曜新穎數位國際發行的《花木蘭傳奇》與迪士尼製作的《木蘭》(Mulan)

為主要分析文本，探討此兩部動畫在中、西方不同文化差異下對東方木蘭故事的詮釋差

別。此兩部動畫除了畫風差異甚大之外，故事內容與木蘭形象也不盡相同，因此本章即

以此兩部東方與西方不同的木蘭動畫為主，將之分成三節作討論，主要為了解不同文化

下木蘭故事的變異與木蘭形象的不同。前兩節先各別探討此兩部動畫的故事情節，以木

蘭為主軸分析由東方角度所詮釋的東方《花木蘭傳奇》與西方角度所詮釋之東方故事《木

蘭》(Mulan)，再探討此兩部動畫中木蘭形象的差異，並與最初文本〈木蘭辭〉相比，

分析《花木蘭傳奇》與《木蘭》(Mulan)中的故事變形與木蘭形象轉變，最後，小結故

事內容裡於東、西文化不同下，所激盪出對這位東方女性之異同觀點。 

第四章比較湯亭亭所著之小說《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 ) 裡傳統的女性形象

與跨文化下的形象變異，探討華人婦女於移民史的過程中，如何顛覆傳統的婦女形象，

與蔡柏璋所寫之音樂劇劇本《木蘭少女》內欲擺脫傳統追尋自己道路的花木蘭，並以「他

者論述」探討《木蘭少女》中隨著時代變遷，木蘭文本所添加之時代色彩以及酷兒元素，

再小結《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和《木蘭少女》與傳統女性形象的反叛表現。最

後，第五章結論本研究的重點，並針對此論文舉出研究貢獻及未來發展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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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花木蘭故事變形 

第一節 民國以前東方木蘭故事的流變 

一、〈木蘭辭〉與〈木蘭歌〉 

木蘭故事的演變過程中，其故事最早記載於北朝民歌〈木蘭辭〉裡，並被

收錄在宋代郭茂倩主編的《樂府詩集》中。其內容如下： 

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惟聞女歎息。問女何所思， 

問女何所憶。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 

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為市鞍馬， 

從此替爺征。 

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旦辭爺孃去， 

暮宿黃河邊；不聞爺孃喚女聲，但聞黃河流水聲濺濺。旦辭黃河去， 

暮宿黑山頭；不聞爺孃喚女聲，但聞燕山胡騎聲啾啾。 

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 

壯士十年歸。 

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勳十二轉，賞賜百千彊。可汗問所欲， 

木蘭不用尚書郎；願借明駝千里足，送兒還故鄉。 

爺孃聞女來，出郭相扶將。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妝。小弟聞姊來， 

磨刀霍霍向豬羊。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閣床；脫我戰時袍，著我舊時裳；

當窗理雲鬢，對鏡帖花黃。出門看火伴，火伴皆驚惶，同行十二年， 

不知木蘭是女郎。 

雄兔腳撲朔，雌兔眼迷離；兩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46 

 

                                                      
46

郭茂倩編撰，《樂府詩集》(臺北：里仁書局，1981)，373-37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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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基本情節吳雅真將其歸納為「女兒本分」、「為何從軍」、「戰前改裝」、「征戰

與立功」、「授封賞與拒官職」、「返家復裝」、「揭露身分」。47資料蒐集的過程中，發現不

同時代木蘭從軍故事裡的木蘭，其心事皆不盡相同，因此筆者就故事內容重新分類、區

別，並多了「女兒心事」的部分，將其歸類成：「女兒本分」、「女兒心事」、「為何從軍」、

「戰前改裝」、「奔赴戰場」、「征戰生活」、「受封賞與拒官職」、「返家」、「復裝與揭露身

分」。詩中最先以木蘭織布的場景作為開頭說明「女兒本份」：雖然坐在織布機前，但木

蘭卻無心織布，只是一味地嘆息，引出「木蘭的心事」─因為天子徵兵，而父親的名字

在徵兵名冊上；之後描寫木蘭「代父從軍的原因」─父親年邁，但家中卻又無長男，於

是木蘭毅然決然地代父出征；出征前的「戰前改裝」表現出軍情緊迫之感、緊張地購買

戰馬和乘馬用具，並描寫準備「奔赴戰場」與木蘭心情急切之氛圍；「征戰生活」中概

寫木蘭十來年的從軍日子。將士們歷經十年的征戰，在一次次殘酷的戰鬥中，有的戰死，

有的歸來，而英勇善戰的木蘭，則是有幸生存；「受封賞與拒官職」說明木蘭朝見天子，

且天子賞賜很多，但木蘭辭官不就，只願意回到自己的故鄉；「返鄉」後，木蘭與親人

團聚，描寫家中的歡樂氣氛，展現濃厚的親情；最後「復裝與揭露身分」再以木蘭一連

串的行動，描述她對故居的親切感受與對女兒裝扮的喜愛，表現她歸來後的喜悅，以及

恢復女兒裝束與昔日夥伴相見的情景。〈木蘭辭〉的最後用比喻作結，以雙兔在一起奔

跑時難辨雌雄的隱喻，對木蘭女扮男裝從軍卻多年未被發現身份之疑惑加以作解釋。 

    以下為筆者將〈木蘭辭〉的詩句內容參考吳雅真之歸類法，多了「女兒心事」的部

分，將其重新分類與區別，分成「女兒本分」、「女兒心事」、「為何從軍」、「戰前改裝」、

「奔赴戰場」、「征戰生活」、「受封賞與拒官職」、「返家」、「復裝與揭露身分」九大基本

情節，並做表格加以歸類之。 

關於〈木蘭辭〉基本情節，以表 2〈木蘭辭〉基本情節一覽表表示： 

                                                      
47

吳雅真，《清代木蘭從軍小說研究》(臺南：國立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11)25-2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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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木蘭辭〉基本情節一覽表48 

 

 

女兒本分 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 

女兒心事 
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 

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 

為何從軍 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為市鞍馬，從此替爺征。 

戰前改裝 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 

奔赴戰場 

旦辭爺孃去，暮宿黃河邊；不聞爺孃喚女聲，但聞黃河

流水聲濺濺。旦辭黃河去，暮宿黑山頭；不聞爺孃喚女

聲，但聞燕山胡騎聲啾啾。 

征戰生活 
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 

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 

受封賞與拒官職 

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勳十二轉，賞賜百千彊。 

可汗問所欲，木蘭不用尚書郎；願借明駝千里足， 

送兒還故鄉。 

返家 
爺孃聞女來，出郭相扶將。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妝。 

小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豬羊。 

復裝與揭露身分 

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閣床；脫我戰時袍，著我舊時裳； 

當窗理雲鬢，對鏡帖花黃。出門看火伴，火伴皆驚惶， 

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女郎。 

 

                                                      
48

筆者以吳雅真歸納的〈木蘭辭〉之情節：「女兒本分」、「為何從軍」、「戰前改裝」、「征戰與立功」、「授

封賞與拒官職」、「返家復裝」、「揭露身分」，添加「女兒心事」，並重新分類與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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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唐代，韋元甫仿作〈木蘭辭〉作〈木蘭歌〉，其內容如下： 

木蘭抱杼嗟，借問復爲誰：欲聞所慽慽，感激彊其顏：「老父隸兵籍， 

氣力日衰耗，豈足萬里行？有子復尚少。胡沙沒馬足，朔氣裂人膚， 

老父舊羸病，何以彊自扶？」 

木蘭代父去，秣馬備戎行。易却紈綺裳，洗却鉛粉妝。馳馬赴軍幕， 

慷慨擕干將。朝屯雪山下，暮宿青海傍。夜襲燕支虜，更擕于闐羌。 

將軍得勝歸，士卒還故鄉。 

父母見木蘭，喜極成悲傷。木蘭能承父母顏，却御巾鞲理絲簧。昔爲烈士雄，

今復嬌子容。親戚持酒賀，父母始知生子與男同。 

門前舊軍督，十年共崎嶇，本結兄弟交，死戰誓不渝。今也見木蘭， 

言聲雖是顏貌殊；驚愕不敢前，歎重徒嘻吁。 

世有臣子心，能如木蘭節，忠孝兩不渝，千古之名焉可滅！49 

〈木蘭辭〉與〈木蘭歌〉除了兩首詩的時代背景不同之外，在人物形象上，木蘭從

勞動女性變成封建士大夫心目中的道德典範。〈木蘭歌〉中木蘭從軍的原因是由於

「老父隸兵籍，氣力日衰耗，豈足萬里行？有子復尚少。胡沙沒馬足，朔氣裂人膚，

老父舊羸病，何以彊自扶？」著重在父親年老氣衰，相較於〈木蘭辭〉中「昨夜見

軍帖，可汗大點兵。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為市

鞍馬，從此替爺征。」少了軍情的急迫感。〈木蘭歌〉中於最後指出「世有臣子心，

能如木蘭節，忠孝兩不渝，千古之名焉可滅！」用字遣詞更以「臣」代替〈木蘭辭〉

的「兒」表現出封建道德之思想。另外，在藝術形式語言上，民歌中用了許多修辭

法，彰顯人物形象及故事情節，而〈木蘭歌〉中將許多鋪排以簡略的敘述取之，如

原本的「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惟聞女歎息」中使用擬聲與映襯

來暗示木蘭原本的生活及她憂擾的情景，然〈木蘭歌〉將此四句簡單地以「木蘭抱

                                                      
49

羅根澤，《樂府文學史》(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2)，15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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杼嗟」帶過；又或是出征情形的描繪「朝辭爺娘去，暮宿黃河邊。不聞爺娘喚女聲，

但聞黃河流水鳴濺濺。朝辭黃河去，暮至黑山頭。不聞爺娘喚女聲，但聞燕山胡騎

鳴啾啾」，〈木蘭辭〉運用對偶、對比等修辭法交織出征過程中複雜的情感，而〈木

蘭歌〉則將此簡略為「馳馬赴軍幕，慷慨擕干將。」少了依戀、悵惘的情感與描述

出征的風景。50正因為如此，陳友冰認為韋元甫的〈木蘭歌〉，把原本民歌豐富、多

彩的特色變成符合文人口味的雅緻，也因為如此，〈木蘭歌〉相比於〈木蘭辭〉顯

得「雖簡但枯燥板滯」、「缺少文學的誇張」。 

 

二、明戲曲中的木蘭故事 

吳雅真於《清代木蘭從軍小說研究》中曾提到，徐渭51是最早將故事搬上戲劇舞台

的人。52而徐渭所著之雜劇《四聲猿》中的《雌木蘭替父從軍》，除賦予木蘭「花」姓

外，並交代木蘭的身世背景。《四聲猿》為徐渭所寫之四部短劇的總名，其名取義於如

猿喪子時悽絕的四聲哀鳴，諷刺現實社會的意味濃重，其四部分別為：《玉禪師翠鄉一

夢》53、《雌木蘭替父從軍》、《狂鼓史漁陽三弄》54、《女狀元辭凰得鳳》55，為明代

雜劇的重要代表作。56 

                                                      
50

陳友冰，〈〈木蘭詩〉與〈木蘭歌〉〉，《國文天地》(2000，16：1) 69-76 頁。 

51
徐渭，字文長，號青藤，又號天池，浙江山陰(今紹興縣)人，生於明正德十六年，死於明萬曆二十一年。

個性豪放不羈卻一生歷盡滄桑，天才超逸卻科舉屢試不中，命運的不順利，使得他將不如意的心情寄託

於創作中。 

52
吳雅真，《清代木蘭從軍小說研究》(臺南：國立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11)46 頁。 

53
簡稱《翠鄉夢》，此劇共二折，根據杭州流傳的柳翠傳說改編而成的。描述臨安新任府尹柳宣教因懷恨

而派妓女紅蓮勾引玉通和尚，使玉通犯色戒而自盡。死後投生爲柳宣教家中，生作其女柳翠，長大後淪

爲娼妓。後得玉通生前的同門師兄月明和尚點化，並引度她重皈佛門。作品雖帶有因果輪迴的情節但也

諷刺佛門與官場間的爾虞我詐，揭露社會矛盾。 

54
簡稱《狂鼓吏》，此劇僅一折，為單折短劇。作品根據歷史上禰衡「擊鼓罵曹」的故事，讓陰間的禰衡

在閻羅殿上對著曹操的鬼魂再一次擊鼓痛罵，揭露權臣的借刀殺人、狠毒虛偽等，表達對奸佞的痛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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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雌木蘭替父從軍》簡稱《雌木蘭》，整部雜劇分為兩折。第一折描繪出征前的準

備，第二折則為旗開得勝後，木蘭嫁給王郎的情節。徐渭的作品中，木蘭於劇中唱說「妾

身姓花名木蘭。祖上在西漢時，以六郡良家子，世住河北魏郡。俺父親名弧，字桑之，

平生好武能文，舊時也做一個有名的千夫長。娶過俺母親賈氏，生下妾身，今年才一十

七歲。雖有一個妹子木難，和小兄弟咬兒，可都不曾成人長大。」除了解釋自己的「姓」

與「名」外，也對家中成員有所介紹─父親為花弧，母親是賈氏，上無長兄下有妹妹。

之後「昨日聞得黑山賊首豹子皮，領著十來萬人馬，造反稱王。俺大魏拓跋克汗下郡徵

兵、軍書絡繹，有十二卷來的，卷卷有俺家爺的名字。俺想起來，俺爺又老了，以下又

再沒一人。況且俺小時節一了有些小氣力，又有些小聰明，就隨著俺的爺也讀過書，學

過些武藝。這就是俺今日該替爺的報頭了。」因黑山賊首領豹子皮造反，所以克汗徵兵，

在軍書中，木蘭的父親也名列其中，因此使得木蘭代父從軍。其情節與〈木蘭辭〉大致

相同，除了在最後的故事內容中，木蘭代父從軍之事傳到王司訓的兒子中：「木蘭替爺

行孝，定要定下他為妻」，徐渭除了為木蘭的身世背景作交代，更增添了木蘭婚嫁之事，

使得往後木蘭從軍的故事有別於〈木蘭辭〉，多了「婚姻」的主題，因而使得《雌木蘭》

成為後代文人演繹、改編木蘭的底本。57 

 

三、小說中的木蘭故事 

  在元、明、清代各有一次以小說方式對木蘭故事進行改寫。58最先出現的是〈孝烈將

軍祠像辨正記〉，內容如下： 

                                                                                                                                                                     
55

簡稱《女狀元》，此劇為五折的雜劇。描述黃崇嘏女扮男裝考中狀元，並且在審理案件時表現驚人的才

能而有所作為，受到丞相賞識，欲招為爲婿，使得她不得不說出女扮男裝的實情，最後黃崇嘏亦被丞相

招爲兒媳且恢復女兒身。徐渭於此作品中反映對重男輕女的封建社會否定。 
56

《四聲猿》< http://ap6.pccu.edu.tw/Encyclopedia/data.asp?id=1146&forepage=1>，2015.03.25 檢索。 

57
陳璦婷，〈花木蘭故事、形象演化分析論─以〈木蘭詩〉為中心考察〉，《弘光學報》(2003，41) 133 頁。 

58
吳保和，〈花木蘭，一個中國文化符號的演進與傳播—從木蘭戲劇到木蘭電影〉，《上海大學學報》(2011，

18：1)1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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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軍魏氏，本處子，名木蘭，亳之譙人也。世傳：可汗募兵，孝烈痛父耄羸，

弟妹皆稚呆，慨然代行。服甲胄，韉藁，操戈躍馬，馳神攻苦，鈍銼戎陣，

膽氣不衰，人莫窺非男也。歷年一紀，交鋒十有八戰，策勳十二轉。天子喜

其功勇，授以尚書。隆寵不赴，懇奏省親。擁兵還譙，造父室，釋戎服，復

閨粧。舉皆驚駭，謂自有生民以來，蓋未見也。以異事聞于朝，召復赴闕。

欲納宮中，將軍曰：「臣無媲君禮制。」以死誓拒之。勢力加迫，遂自盡，

所以追贈有「孝烈」之謚也。 

〈孝烈將軍祠像辨正記〉是元代侯有造為始建於唐代的商丘虞城縣木蘭祠59所寫的

碑文，碑文中記載對木蘭身份及受封孝烈將軍的確認。內容中記錄木蘭從軍凱旋後，皇

帝欲將她納入後宮，在沒其他辦法之下，木蘭以死來對抗強大的皇權，之後皇帝追封木

蘭為孝烈將軍，其結局內容充滿悲劇色彩。而碑文中的「本處子」及木蘭「以死誓拒之」、

「遂自盡」，將木蘭塑造成「烈女」形象，可見思想中對「名節」、「貞操」觀念的執

著，木蘭以死捍衛臣子與女性之尊嚴，與當時代社會觀念、環境有密不可分的關係。60爾

後，明代朱國禎《湧幢小品》： 

孝烈將軍，隋煬帝時人，姓魏氏，本處子，名木蘭。亳之譙人也。時方征遼

募兵。孝烈痛父耄羸，弟妹皆稚騃，慨然代行。服甲冑，鞬櫜操戈，躍馬而

往。歷一紀，閱十有八戰。人莫識之。後凱還，天子嘉其功。除尚書不受，

懇奏省視。及還譙，釋其戎服，衣其舊裳。同行者駭之，咸謂自有生民以來，

蓋未之見也，遂以事聞於朝。召赴闕，帝方恣酒色，奇之，欲納諸宮中。對

                                                      
59

木蘭祠始建於唐代，後金太和年間(1201—1208 年)重修大殿、獻殿各 3 間，並塑木蘭像。元代元統二年

(1334 年)重修並擴建，祠堂內有木蘭的戎裝、戰馬、全家之塑像，明、清時占地 200 餘畝。然 1943 年毁

於軍閥的戰火，現存有元代元統二年 (1334 年)〈孝烈將軍祠像辨正記〉碑、清代嘉慶十一年(1806 年)所

立〈孝烈將軍辨誤正名記〉祠碑兩通，碑文詳細記載了木蘭身世、英蹟、曆代修祠情形及補充考證。 

60
吳雅真，《清代木蘭從軍小說研究》(臺南：國立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11)42-4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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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臣無媲君之禮。」以死誓拒。迫不已，遂自盡，帝驚憫，追贈將軍，

諡孝烈。61 

亦沿襲〈孝烈將軍祠像辨正記〉中木蘭拒絕被納入後宮而自殺，因而受封孝烈將軍此一

說法。 

根據吳保和的觀點，第三次以小說方式改寫木蘭故事的為清代張紹賢所寫之《北魏

奇史閨孝烈傳》，全書共十二卷四十六回，主要依據《雌木蘭》的鋪敘改寫而成。講述

北魏拓拔珪時期，木蘭從小資質聰明並許佩給同村的王青雲。魏主下令徵兵，木蘭因花

父在名冊上而代父從軍，之後在軍中屢立大功而遭排擠，於是被派往敵營下戰書，被迫

與敵軍公主盧玩花成親。木蘭道出身世實情並與盧玩花結為姐妹，兩人裡應外合最後大

拜敵軍，並同嫁狀元王青雲。此版本的木蘭故事，於情節中增添了與敵方公主成親的部

分。此外，在蒐集資料的過程中，筆者發現除了《北魏奇史閨孝烈傳》外，清代木蘭故

事以小說呈現的還有《隋唐演義》。    

《隋唐演義》第五十六回至六十回中，62特別交代木蘭原為花弧與袁氏之女，後因花

父染病亡，母親改嫁姓「魏」，且木蘭承接元代碑文裡木蘭傳說的結局，木蘭拒絕當可

汗的妃子，而在父親的墳上自刎，木蘭死後其容貌酷似木蘭的妹妹─花又蘭亦效仿木蘭

女扮男裝，之後得到唐朝朝廷的報賞，並與如意郎君結為連理。原本民間的木蘭故事即

有圓滿結局和壞結局兩種，而《隋唐演義》中木蘭本身的結局並不圓滿，作者為了滿足

兩種結局的並存，因此多塑造出一位與木蘭「酷似」的妹妹，讓她幸福美滿來彌補木蘭

悲慘的結束。63 

                                                      
61

周貽白，《花木蘭》(上海：開明書店，1949)，5 頁。 

62
《隋唐演義》為清朝「禇人穫」所著，共二十卷一百回，以隋唐歷史為題材，將帝王后妃、達官顯人

的生活及爭權奪利之事融入歷史事件中，其中第五十六回至六十回主要描寫李世民討平劉武周、竇建德、

王世充等軍閥。而木蘭故事則穿插於其中，並與竇建德之女竇線娘結拜為姐妹，最後與木蘭的妹妹花又

蘭同嫁羅成。 

63
田中芳樹，《風翔萬裡─花木蘭的時代物語》，270-27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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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蘭的故事從最早的〈木蘭辭〉開始發展，然其故事裡，除了「征戰生活」中未被

詳細描繪外，人物性格及其他角色也幾乎沒有提及，使得內容安排及人物塑造上，留給

後代讀者及演繹者很大的發揮空間。〈木蘭辭〉歷經唐代韋元甫及其他文人的仿作，至

宋代時，因流行文學批評，宋代學者對唐詩除了有所吸收外，更評析或考證名物典章的

真偽，使得宋代敘事木蘭的故事文本較少，多是於詩話中探討木蘭的生活、時代、故里

等。64徐渭《雌木蘭替父從軍》將木蘭故事增添「婚姻」之情節，並成為後代許多版本

演繹與改編的底本，也因為戲劇的張染力，使得「花」木蘭之稱謂深植觀眾心中。木蘭

改編的小說中，有些依循元代碑文〈孝烈將軍祠像辨正記〉的結局，例如：《湧幢小品》

與《隋唐演義》中的木蘭皆自刎而死，然有些亦遵循《雌木蘭》裡女子最終回歸家庭的

結局，例如：《北魏奇史閨孝烈傳》與《隋唐演義》中酷似木蘭的妹妹。余君偉除了就

〈木蘭辭〉之故事內容分析出：「女兒本分」、「為何徵兵」、「為何代父從軍」、「征

戰與立功」、「勝利回歸」、「天子賞賜」、「拒受官職」、「返家」、「回復女兒身」、

「伙伴皆驚惶」十個基本情節外，亦就不同時代木蘭故事所增添之內容歸納並羅列出「女

兒本分」、「為何徵兵」、「為何代父從軍」、「女扮男裝」、「征戰與立功」、「勝

利回歸」、「天子賞賜」、「拒受官職」、「返家」、「回復女兒身」、「伙伴皆驚惶」、

「天子欲納宮中」、「自殺與追贈」等十三個母題。65木蘭的故事雖然可以故事情節與

架構被分析與歸類，然每個時代根據當時的社會環境、風俗等差異，使得著重之焦點亦

不一樣，而於故事內容上增添不同的情節。 

上述關於民國以前東方木蘭文本故事的流變：〈木蘭辭〉、〈木蘭歌〉、〈孝烈將

軍祠像辨正記〉、《湧幢小品》、《雌木蘭替父從軍》、《隋唐演義》、《北魏奇史閨

孝烈傳》與各朝代之木蘭文本的特色結論，筆者以表 3 一覽表表示： 

 

                                                      
64

吳雅真，《清代木蘭從軍小說研究》(臺南：國立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11)38-40 頁。 

65
余君偉，〈從樂府詩到迪士尼動畫─木蘭故事中的敘事、情慾和國族想像〉，《中外文學》(2001，29：8)42-4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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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民國以前木蘭文本故事流變一覽表66 

 

 

時代 作者 作品 特色 

北朝 

(樂府詩) 
佚名 〈木蘭辭〉 

最早出現的木蘭故事。 

唐代 

(詩歌) 
韋元甫 〈木蘭歌〉 

仿作〈木蘭辭〉，將許多鋪

排以簡略的敘述取之。 

元代 

(碑文) 
侯有造 〈孝烈將軍祠像辨正記〉 

以死來對抗皇權，塑造成

「烈女」形象。 

明代 

(筆記小說) 
朱國禎 《湧幢小品》 

沿襲〈孝烈將軍祠像辨正

記〉中「孝烈將軍」的結

局。 

明代 

(戲曲) 
徐渭 《雌木蘭替父從軍》 

賦予木蘭「花」姓外，也

交代木蘭的身世背景，並

增添「婚姻」的主題。 

清代 

康熙 

(小說) 

禇人穫 《隋唐演義》 

塑造一位與木蘭「酷似」

的妹妹，以彌補木蘭悲慘

的結束。 

清代 

道光 

(小說) 

張紹賢 《北魏奇史閨孝烈傳》 

依據《雌木蘭》鋪敘改寫，

增添與敵方公主成親的情

節。 

                                                      
66

下表為筆者就不同朝代的木蘭特色整理之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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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民國以後東方影視中木蘭故事的流變 

 

一、抗戰背景下，愛國心高漲的花木蘭電影 

    民國以後，木蘭故事開始頻繁進入電影、電視劇、戲劇等領域，67而本節主要討論

的為木蘭電影之部分。1917 年在外國侵略者的洋槍砲彈下，中國簽訂二十一條喪權辱

國條約，使得當時人民充滿憤慨之聲，因此京劇泰斗梅蘭芳68與齊如山等文化界和演劇

界等人士，根據〈木蘭辭〉中的故事，將古詩與劇本重整，編演《木蘭從軍》，以不影

響舞台表演技巧的前提下，用來高揚當時中國人民的愛國精神，並發揮提高婦女的信心

與鼓勵婦女關心國家大事的作用。69 

「木蘭是一位古代傳說中的女英雄，我想如果把她那種尚武的精神，和用行

動來表現的愛國思想在台上活生生地搬演出來，這對當時的社會，不敢說一

定能起多大的作用，總該是有益無損的。」─梅蘭芳70 

 圖 1：《木蘭從軍》，梅蘭芳飾演花木蘭。71 

                                                      
67

吳保和，〈花木蘭，一個中國文化符號的演進與傳播—從木蘭戲劇到木蘭電影〉，《上海大學學報》17 頁。 
68

梅瀾，字畹華，藝名蘭芳。出生於清光緒甲午年(1894 年)，當時的梅家為京城頗富盛名的戲曲梨園世家。

祖父梅巧玲學藝於崑曲名師楊三喜；外祖父楊隆壽為著名皮黃武生演員；伯父梅雨田為著名的皮黃音樂

演奏家；父親梅竹芬則繼承父業為皮黃演員。 

69
劉彥君，《梅蘭芳傳》(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84-86 頁。 

70
廖雪鳳發行，《梅蘭芳劇照集》(臺北：商鼎文化出版社，1991)，5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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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蘭芳於《木蘭從軍》中進行許多創新與嘗試，既唱旦角，又反串小生，一下要表

現木蘭披盔戴甲的英武雄健風采，一下要表現木蘭歸家之後的女兒風姿，細微的絕妙表

現，讓演出獲得成功，至此之後也讓許多劇種的演出，多以梅蘭芳之腳本為基礎。72
1926

年，梅蘭芳的《木蘭從軍》第一次被拍成電影搬上銀幕，當時為了忠於原著，〈木蘭辭〉

中詩句的情節內容均被表現於戲中，使其戲劇性與文學性達到高度一致。73 

    1927 年由李萍倩導演、胡珊所飾演之花木蘭的《花木蘭從軍》，其故事內容為花

木蘭的父親─花弧，年老並因病退伍與家人在家中頤養天年，花弧無子，花木蘭的父母

親將木蘭視為掌上明珠。無奈好景不常，匈奴起兵進犯，朝廷下令徵兵，舊時的將士也

需歸隊，因此孝順的花木蘭決定更名為花安並改換男裝，花弧夫婦雖然不捨女兒從軍受

苦但卻又無他法，只好答應花木蘭代父從軍。而與花木蘭有婚嫁之約的韓士祺也因兵事

告急而從軍，並與木蘭同在一個軍營裡。士祺因戰事延誤婚事而鬱鬱寡歡，木蘭總是在

其旁安慰開導。木蘭和藹且足智多謀，深得軍中人士的敬愛，其中尤以金得標、包錦榮

二人為甚，而也因為金得標為人忠厚、包錦榮俠義，使得木蘭很是敬佩，於生活小事中

也多方照料他們。有一天，敵軍突然來襲，木蘭獻計並和金得標與包錦榮聯手，大敗敵

軍主將並將敵軍趕至關外，凱歌而歸。朝廷大喜，欲封木蘭為侯爵，但木蘭辭不受命，

並請求解甲歸田奉養雙親，朝廷深感其孝心，因此答應木蘭的請求。幾天過後，軍中將

士奉命前來探望木蘭，結果發現出來的竟是位女郎，眾人皆大為所驚。74此部《花木蘭

從軍》在電影中增添許多木蘭與軍中戰友間情節，而演員胡珊也因為此部電影而一舉成

名。 

                                                                                                                                                                     
71

翻拍自《梅蘭芳劇照集》(臺北：商鼎文化出版社，1991)，52 頁。 

72
吳保和，〈花木蘭，一個中國文化符號的演進與傳播—從木蘭戲劇到木蘭電影〉，《上海大學學報》18 頁。 

73
《盤點 17 版花木蘭銀幕形象演變史》<http://ent.ifeng.com/movie/10fangying/detail_2009_11/26/175024_0.shtml>，

2015.03.25 檢索。 

74
〈1927 版《花木蘭》電視劇〉，《國學智慧》<http://www.wenxue360.com/archives/8390.html>，2015.03.25

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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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 年，由導演侯曜編導、李旦旦飾花木蘭的《木蘭從軍》，是木蘭的故事第三

次被拍成電影。李旦旦的祖母許佩蘭曾以「木蘭」為名，鼓勵自己的兩個兒子跟隨自己

的革命步伐，因此李旦旦的叔父用炸彈暗殺清朝的將軍後自己也犧牲了；而李旦旦的父

親則是辛亥時期的愛國志士，也是中國最早的電影人之一，除此之外，他也引導女兒拍

攝電影。75在飾演花木蘭時，李旦旦當時除了已經是著名的電影明星外，也是中國最早

的「女」飛行員，因此被視為現實中的「花木蘭」。76
1939 年由卜萬蒼導演、陳雲裳與

梅熹主演和其他喜劇明星參演的《木蘭從軍》，述說花木蘭從小與父親習得一身武藝，

當番邦入侵，木蘭因父年邁而代父從軍，機智善戰的木蘭在軍中深得眾人敬重，並與戰

友劉元度結為知己。不久，主帥戰死，木蘭臨危受命帶領軍隊擊敗敵軍，然也因為朝夕

相處，使得劉元度發現木蘭的秘密，仰慕之餘卻未說破，另一方面，木蘭也對元度有所

愛戀。12 年過後，木蘭榮歸家鄉，父母也讓他們有情人終成眷屬。77情節內容打破木蘭

返鄉後才被發現真實身分的劇情，且不同於 1927 年的《木蘭從軍》，木蘭從小許配給

青梅竹馬改成在從軍中與夥伴萌發情感，以及以喜劇之作渲染她故意壓低聲嗓、住宿的

尷尬等細節。故事演繹新穎，並創下在同一電影院連續上映 85 天的紀錄，陳雲裳也因

此部電影而成為當時的超級明星。 

從 1917 年梅蘭芳的《木蘭從軍》版本到 1939 年陳雲裳的《木蘭從軍》版本，這幾

部電影在改編傳統木蘭故事時，以影射方式用以呼應時代現實，宣洩當時人民的滿腔悲

憤、洋溢其中抵抗侵略的愛國思想，將木蘭「為父盡孝」的故事，昇華到「盡忠報國」，

著重渲染團結抵禦外侮的忠孝情懷，賦予這一歷史題材在抗戰背景下一個全新的時代意

                                                      
75

 〈30 年代的中國美女飛行員〉，《中國頻道》

<http://big5.eastday.com:82/gate/big5/news.eastday.com/eastday/node81741/node81803/node137398/userobject1ai212

2607.html>，2015.03.26 檢索。 

76
吳保和，〈花木蘭，一個中國文化符號的演進與傳播—從木蘭戲劇到木蘭電影〉，《上海大學學報》19 頁。 

77
史博公，〈不可忽視的傳世經典—重讀卜萬蒼版《木蘭從軍》〉，《當代電影》(2011，8)62-6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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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完善木蘭形象的同時，其結局也堅定人民抗戰必勝的信念，廣泛地激發民眾的愛國

精神。78 

 

圖 2：《木蘭從軍》，陳雲裳飾演花木蘭。79 

 

二、以戲曲表現形式之木蘭電影 

20 世紀 50 年代後，香港粵語片由任劍輝80主演的《花木蘭》，講述花木蘭女扮男

裝，代父從軍。出征前木蘭的父親贈與木蘭一把寶劍，希望女兒在沙場上旗開得勝。從

戎後，軍中遭逢內憂外患，將士們為了奪取主掌軍官之職而爭持不下並大打出手。木蘭

雖然出言勸阻但眾人卻不予以理會，於是木蘭施展奇功，把混戰的將士們打得俯首聽命。

某天夜晚，戰鼓齊鳴，木蘭機警並喚醒營中軍士，然士兵們卻大亂陣腳，幸虧木蘭偕同

主將統帥軍隊，成功擊退敵軍。十二年後，木蘭衣錦還鄉，也才揭穿女兒身身分。81另

                                                      
78

史博公，〈不可忽視的傳世經典—重讀卜萬蒼版《木蘭從軍》〉，《當代電影》(2011，8)62-65 頁。 

79
網路取圖，〈《木蘭從軍》的商業運作攻略─張善琨運籌帷幄捧紅陳雲裳〉

<http://group.mtime.com/FirstClub/discussion/3458115/>，2015.03.26 檢索。 

80
任劍輝原名任婉儀，1913 年生於廣州。14 歲拜師學習粵劇，之後成為出色的女文武生，並被冠以「戲

迷情人」的美譽。任劍輝生平共拍了三百多部電影，演出的舞台劇有四百多部，最著名的有《帝女花》、

《紫釵記》、《洛神》、《梁祝恨史》、《李後主》等。 

81
〈1951 版《花木蘭》電視劇〉，《國學智慧》<http://www.wenxue360.com/archives/8391.html>，2015.03.25

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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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1956 年由豫劇大師常香玉82所飾演木蘭的《花木蘭》，最初是 1951 年時，常香玉

為了支援抗美援朝而捐獻的「香玉劇社號」戰鬥機所義演的主要劇目，爾後由長春電影

制片廠拍攝成戲曲藝術片。也由於當時中國上下處在保家衛國的愛國熱情中，使得《花

木蘭》的演出引起很大的轟動，甚至劇中所唱之「誰說女子不如男」也被廣為流傳，此

後，在地方戲中也有許多不同的版本問世。83 

              

圖 3：                                圖 4： 

《花木蘭》，任劍輝飾演花木蘭。
84      《花木蘭》，常香玉飾演花木蘭。

85 

 

1961 年由鳳凰女飾花木蘭之香港粵劇《花木蘭》，講述當時番王入寇，花木蘭因

見父親年邁而弟弟尚年幼，於是決定扮作男子代父從軍。作戰時，木蘭與柳元度、王忠

義、安維吉屢立戰功，因此受到重用。忠義與維吉懷疑木蘭的性別，但卻無從證實。此

                                                      
82

常香玉原名張妙玲，1923 年出生，9 歲開始隨父親學戲，10 歲及登台獻唱，是戲曲界公認的豫劇大師，

1938 年獲得「豫劇皇后」的美稱。演出生涯中，她融合豫劇不同的唱腔，逐漸形成了自己的演唱風格，

被後人稱為「常派」。 

83
吳保和，〈花木蘭，一個中國文化符號的演進與傳播—從木蘭戲劇到木蘭電影〉，《上海大學學報》18 頁。 

84
網路取圖，〈盤點 17 版花木蘭銀幕形象演變史〉

<http://ent.ifeng.com/movie/10fangying/detail_2009_11/26/175024_2.shtml>，2015.03.26 檢索。 

85
網路取圖，〈常派戲，何必老唱「紅」「白」「花」？〉

<http://blog.163.com/tangbianluo_2008a@126/blog/static/1391914132013537487859/>，2015.03.26 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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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戰情不利，元度等人推選木蘭「喬裝」賣唱女子誘惑番王，番王中計後，木蘭與元度

等士兵裡應外合、殺退敵人，但木蘭卻因此受傷。在元度悉心照料下，木蘭告訴元度她

有一位長得跟自己很像的妹妹，可許配給他。不久之後，元度上門求親，木蘭也答應了。

此時，皇帝聽聞木蘭是女子，應該論罪斬之，但在各士兵力保木蘭之下，使她最後免於

問罪。86雖然反串男女角色的演員在梨園界頗為普遍，但在電影界卻不算多見，1964 年

由凌波反串男裝出演香港黃梅戲的《花木蘭》，深受當時觀眾喜愛，此部片當時不僅紅

及東南亞，也讓凌波獲得第十一屆亞洲影展最佳女主角的殊榮。87 

            

圖 5：                                   圖 6： 

《花木蘭》，鳳凰女飾演花木蘭。88         《花木蘭》，凌波飾演花木蘭。89 

 

三、顛覆美滿結局的木蘭電影 

20 世紀 50 年代到 60 年代木蘭的戲劇電影多採用戲曲藝術片的形式，於故事架構

                                                      
86
〈花木蘭 Lady general Fak Muk-lan〉，《光影久久電影資料庫》<http://gy99.org/database/dianying/423043.html>，

2015.03.29 檢索。 

87
〈凌波〉，《邵氏片庫》<http://www.celestialpictures.com/co-shaw-star-sc.asp?id=7>，2015.03.29 檢索。 

88
影片截圖，《1961 花木蘭》<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wLpU3pwXSY>，2015.03.26 檢索。 

89影片截圖，《花木蘭─凌波、金漢》<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QT9a0VI4cM>，2015.03.26 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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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人物框架上沒有明顯太大變化。90
1990 年過後，花木蘭的故事多是以電視連續劇的方

式呈現，例如：1996 年由楊麗菁、宋逸民主演的《天地奇英之花木蘭》、1998 年由陳妙

瑛主演的香港無線電視劇集《花木蘭》、1999 年由袁詠儀、趙文卓主演的台灣電視劇《花

木蘭》、2013 年由江若琳、陳思成主演的中國電視劇《巾幗大將軍》，以及 2013 年由侯

夢瑤、郭品超主演的中國電視劇《花木蘭傳奇》。91直至 2009 年上映，為馬楚成導演與

趙薇、陳坤等人飾演的《花木蘭》，才讓木蘭從軍的故事再次以電影形式出現在螢幕上。

趙薇版的《花木蘭》，其故事內容敘說北魏時期時，花木蘭原本只是一介平民，與父親

相依為命的過活。雖然外表看起來是柔弱不堪的女子，但實則卻自幼偷學陣法且武藝高

強。直到木蘭十八歲時，遊牧民族柔然大軍犯境，軍情因而告急，使得魏國開始徵兵。

木蘭因為不忍年邁的父親再上戰場，於是灌醉父親後，悄悄代父從軍。初入兵營，木蘭

因為精湛的武藝而引起副營長文泰的注意，並在一次夜半洗澡時被文泰發現其女性身份，

此後兩人並肩作戰開始萌生情愫。後因大將軍違背承諾，使得文泰與木蘭麾下的士兵被

單于困住，在緊急的情況下，文泰因此公布自己實為王子的身份，自願被俘以拯救其他

士兵。之後，木蘭在柔然公主的幫助下救出文泰。然為停止戰爭，皇帝下旨讓文泰與柔

然公主和親，文泰雖然來找木蘭，但木蘭最終拒絕了文泰。92 

在馬楚成中的花木蘭自幼就武藝高強，雖然中間一度因私人感情誤了大事，顯現出

女人情懷，但經過因自己大意所造成的錯誤後，木蘭開始將私人感情埋藏於內心深處，

就連從小一起長大的同伴被捉去用來當作敵餌時，木蘭雖然傷心，但卻也為了顧全大局

而不出手救他，相比之前她為了拯救文泰的衝動，可看出木蘭經過一連串的事件已經明

顯地轉變，把兒女情長這件事拋在腦後，就連最後文泰到木蘭家中找木蘭，想拋棄他身

為皇子的責任與木蘭私奔，也都是木蘭告誡他人民比兒女私情更加重要。這部電影中，

                                                      
90

吳保和，〈花木蘭，一個中國文化符號的演進與傳播—從木蘭戲劇到木蘭電影〉，《上海大學學報》18 頁。 

91
《盤點 17 版花木蘭銀幕形象演變史》<http://ent.ifeng.com/movie/10fangying/detail_2009_11/26/175024_0.shtml>，

2015.03.25 檢索。 

92
馬楚成，《花木蘭》(臺北：鳳凰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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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木蘭的際遇不僅十分坎坷，就連戀情也是一波三折，與〈木蘭辭〉中所描繪的木蘭相

比，馬楚成的花木蘭顯得滄桑，顛覆先前花木蘭在大衆心中意氣風發的形象。 

 

圖 7：《花木蘭》，趙薇飾演花木蘭。93 

 

花木蘭的傳說由於對她的故事背景沒有明確的史證，加上她為家喻戶曉的故事之一，

使得後代許多文人將她改編成不同的樣貌，也隨著時代文化的變化下，木蘭的新形象被

不同的解讀，表現出不同時代與環境的意義。進入民國之後 20 年代到 30 年代的木蘭電

影，為了宣洩人民當的悲憤，利用木蘭故事裡抵禦外侮的情節，來宣揚愛國精神，因此

最初木蘭的流行，很大之原因跟當時的社會環境有關，尤其將木蘭的情操引伸為為國盡

忠盡孝，更是深得當時社會的歡迎。50 年代到 60 年代木蘭的戲劇電影雖然於故事架構

與人物框架上沒有明顯太大的差別，但木蘭的故事內容卻在不同的戲劇形式上，如京劇、

豫劇、川劇、越劇、粵劇、平劇、黃梅戲等上演。馬楚成說：「花木蘭是一個集合忠、

孝、義於一身的人物，因此我放了很多感情戲份在她的身上。我就是想拍我心目中的花

木蘭，雖然她就是一個女人，但她需要去面對戰爭，面對死亡，這一點十分不易，她是

                                                      
93

影片截圖，《花木蘭》<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a_0uT3K1Ps>，2015.03.26 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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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被憐憫、被同情的。」94因此到了 2009 年趙薇飾演的《花木蘭》，其結局不若其他

有添加「愛情」部分之木蘭故事以美滿結局收場，而是以愛情悲劇結尾，來避免在中國

百姓心中已有強烈忠、孝形象之木蘭其題材有重複或相似之可能，以及還其木蘭女兒形

象。95  

上述關於民國以後東方電影文本：梅蘭芳的《木蘭從軍》、胡珊的《花木蘭從軍》、

李旦旦的《木蘭從軍》、陳雲裳的《木蘭從軍》、任劍輝的《木蘭從軍》、常香玉的《花

木蘭》、鳳凰女的《花木蘭》、凌波的《花木蘭》、趙薇的《花木蘭》中各年代之木蘭

電影特色的結論，筆者以表 4 一覽表表示： 

 

表 4：民國以後木蘭電影故事流變一覽表96 

 

 

年份 片名 木蘭角色之演員 特色 

1926 年 《木蘭從軍》 梅蘭芳 忠於原著。 

1927 年 《花木蘭從軍》 胡珊 增添許多木蘭與軍中戰友

相處間的情節。 

1928 年 《木蘭從軍》 李旦旦 李旦旦被視為現實中的

「花木蘭」。 

1939 年 《木蘭從軍》 陳雲裳 以喜劇之作渲染木蘭女扮

男裝，並打破以往木蘭在

                                                      
94
〈獨家訪問：中國版《花木蘭》誕生記〉，《人民網》<http://culture.people.com.cn/BIG5/87423/10508293.html>，

2015.05.24 檢索。 

95
同上註。 

96
下表為筆者就民國以後不同年份的木蘭電影將其特色整理成一覽表。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wb/paperindex.htm


41 
 

從軍前已有婚約之事與返

鄉後才被發現真實身分的

劇情。 

1951 年 《花木蘭》 任劍輝 香港粵劇戲曲片。描繪許

多軍中情節，以及木蘭聰

慧與武功高強。 

1956 年 《花木蘭》 常香玉 大陸豫劇戲曲片。最初為

常香玉為抗美援朝所捐獻

之戰鬥機的義演。 

1961 年 《花木蘭》 鳳凰女 香港粵劇戲曲片。 

1964 年 《花木蘭》 凌波 香港黃梅戲戲曲片。 

2009 年 《花木蘭》 趙薇 木蘭故事最後以悲劇收

場。 

 

第三節 西方文化中木蘭故事的改寫 

 

    在迪士尼的策略以及被翻譯成多國語言的《木蘭》(Mulan)電影下，許多人開始注

意到花木蘭的故事，然在此之前，對西方人來說，「木蘭」這個角色卻鮮少人知道。1976

年美國華裔女作家湯亭亭以木蘭故事為基礎將之改編成《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 )，

描繪華人於美國中的故事；1992 年 The Legend of Mu Lan: A Heroine of Ancient China 為

美國第一本木蘭故事繪本，將原本〈木蘭辭〉中的故事，變成充滿色彩的繪本；2011

年在 ABC 電視台播出的美國影集《童話鎮》(Once Upon a Time)，於第二季時開始增添

花木蘭的角色。本節主要針對西方改編木蘭故事的《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 )、The 

Legend of Mu Lan: A Heroine of Ancient China、《木蘭》(Mulan)、《童話鎮》(Once Upo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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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做更進一步地描述。 

 

一、一個鬼魂中長大的女孩的記憶─《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 

 

圖 8：1976 年出版的《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97 

 

自我認同為美國華裔女作家的湯亭亭，屬於第二代華人移民，父親年輕時即從廣東

到了紐約，而母親則到了 40 歲才得以去美國和丈夫團聚。湯亭亭 1940 年出生於加州，

《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 )為她的處女作，該書出版後開始受到各大報刊的好評，

甚至書本的開篇之語「接下來我對你說的話，你不可以告訴任何人」，也在當時美國年

輕人之間盛行。《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 )為作者主動介入兩個文化間，改編從小

聽母親以粵語說的故事用英文加以「重說」，使得故事來回於文化、語言中，也來回於

說故事與文本之間，98不僅表現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花木蘭形象在美國文化裡的變異，

更以女性復仇者的姿態出現，女扮男裝證明自己比男子更有價值。 

                                                      
97

網路取圖，“21 Books Written by and About Women That Men Would Benefit From Reading” 

<http://www.theatlantic.com/sexes/archive/2013/04/21-books-written-by-and-about-women-that-men-would-benefit-fr

om-reading/274922/>，2015.05.20 檢索。 
98

單德興，〈跨文化相逢與跨語言表現：當 Fa Mu Lan 與 Lo Bun Sun 遇見花木蘭與魯賓遜〉，《離散與家國

想像：文學與文化研究集稿》(臺北：允晨文化公司，2010)，247-27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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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名為《女勇士─一個鬼魂中長大的女孩的記憶》(The Woman Warrior: Memoirs of 

a Girlhood Among Ghosts)全書共分五個部分：無名女子、白虎山學道、鄉村醫生、西宮

門外、羌笛野曲。《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中的「我」是一個思緒雜亂，充滿反

抗精神的憤怒女孩子，她對華人文化傳統和美國價值觀都保持質疑的態度，涉及跨文化

和跨語言因素，並挪用各種資源加以轉化，甚至主動介入兩個文化內，使自己的創作更

加多元。此書前三部分為作者以「我」記述兒時母親跟她說的故事，後兩部分則為作者

本人自己的講述。其中第二部分〈白虎山學道〉則是根據中國膾炙人口的傳說故事─「花

木蘭」改編而成，作者把花木蘭的故事從傳統中國的意境中移到現代的美國，並想像自

己成為女英雄花木蘭，進到白虎山修練，然後率領鄉親（華人）與種族歧視作抗爭，建

立屬於華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二、美國第一本木蘭故事繪本 The Legend of Mu Lan: A Heroine of Ancient China 

 

圖 9：1992 年的 The Legend of Mu Lan: A Heroine of Ancient China。99 

 

1992 年 Jiang, Cheng An 和 Jiang, Wei 將原本〈木蘭辭〉中的故事，重繪成易讀且

                                                      
99

網路取圖，“Heroines in History”<http://www.heroinesinhistory.com/books.html>，2015.05.20 檢索。 

 

http://baike.baidu.com/view/6189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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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活力色彩的繪本，The Legend of Mu Lan: A Heroine of Ancient China
100為美國第一本

講述木蘭故事的英文繪本，其後被翻譯成 5 種語言。故事內容描述在古代戰火紛飛的中

國，許多人被徵召來捍衛自己的家園，其中有一位女性為了代替她的父親因而從軍並偽

裝成她的弟弟，這位女性就是木蘭。在軍中，木蘭運用超群的武術，勇敢且成功地捍衛

自己的國家。101繪本故事裡主要想要傳達幾個觀念，第一，應該不分性別地讓孩子支持

他們本身的興趣，如同木蘭繪本故事中，木蘭的父親支持木蘭學習武術，不因她是「女

兒」而有所阻撓；第二，尊重自己的長輩及宣揚孝道與愛國主義，木蘭因體恤年邁的父

親而代父從軍，實是孝道的表現，且保家衛國抵禦外族更是為國盡孝；除此之外，這本

繪本亦傳達女性也是可以在武術上有所作為，打破對中國女性的刻板印象。繪本裡，木

蘭的故事證明女性也可以透過策略而非力量在技能運動上有一番成就。 

 

三、讓世界看見花木蘭的《木蘭》(Mulan) 

  圖 10：1998 年迪士尼推出的《木蘭》(Mulan)。102 

                                                      
100

Jiang, Wei and Jiang, Cheng An. The Legend of Mu Lan: A Heroine of Ancient China (United States: Victory Press, 

1992)。 

101
“The Legend of Mu Lan─A Heroine of Ancient China” < http://www.heroinesinhistory.com/mulan.html>，

2015.03.31 檢索。 

102
網路取圖，“The Story of Mulan 花木蘭”                                                      

<https://charuzu.wordpress.com/2010/12/08/the-story-of-mulan-%E8%8A%B1%E6%9C%A8%E8%98%AD/>，

2015.05.20 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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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 1998 年推出的《木蘭》(Mulan)是迪士尼第 36 部經典動畫，也是迪士尼製作第

一部以中國為背景的東方故事。該片以〈木蘭辭〉為背景，於 1994 年開始製成一部長

篇動畫電影，使得木蘭代父從軍的故事，在迪士尼的全新詮釋下，成了幾乎全世界都知

道的不朽傳奇。這些西方動畫家團隊，也為了拍攝《木蘭》(Mulan)這樣的「異國題材」，

在一番考究後，迪士尼的動畫家親赴中國大陸各地取景，以描繪當地景點製造靈感，並

同時感受當地文化，之後再由幾位華人動畫家的參與，給予該片許多協助和引導，讓電

影不會因為文化上的差異，觸犯了不同民族的禁忌。103 

故事改編自中國流傳的民間傳說，內容述說在古老的中國，有一位個性爽朗、性情

善良的女孩，名字叫作「花木蘭」。身為花家的大女兒，花木蘭在父母開明的教悔下，

一直很期待自己能為花家帶來榮耀。但是當北方匈奴來犯、國家大舉征兵的時候，木蘭

年邁的父親也被徵召上戰場，傷心的花木蘭害怕父親會一去不返，便趁著午夜偷走父親

的盔甲，代替父親從軍。花家的祖先們為了不讓花木蘭丟盡列祖列宗的臉，於是派出守

護神去追回木蘭，但陰錯陽差下最後是一隻心地善良的木須龍去陪伴她，並且在一路上

為木蘭帶來許多歡笑與協助。從軍之後，花木蘭靠著自己的堅持、毅力與耐性，通過許

多困難的訓練和考驗，也成為軍中不可或缺的大將，然而，就在赴北方作戰時，花木蘭

的女兒身身分被軍中的同僚發現，同僚們害怕木蘭會被朝廷大官判以「欺君之罪」，只

好將她遺棄在冰天雪地的邊疆中。幸好在惡劣的情勢與艱難的時刻裡，木須龍一直陪伴

在她身邊，不時給她精神上的支持與鼓勵，加上木蘭也從未放棄對抗挫折的勇氣，憑著

一股堅強的意志與要為花家帶來榮耀的信念，終於最後協助朝廷大軍抵擋了匈奴的來犯，

救了全中國。104透過迪士尼並被翻譯成多國語言在全球各地上映，花木蘭的故事也因此

讓更多人所知悉，更是當年度票房第二高的家庭影片。劇中迪士尼改編木蘭故事讓她成

為家中唯一的兒女，而原本在〈木蘭辭〉裡，木蘭直到功成返鄉後才恢復女兒裝，但在

                                                      
103

《花木蘭》<http://disney.lovesakura.com/Special/2004/040818/index.htm>，2015.03.25 檢索。 

104
《電影花木蘭》<http://www.zjqsn.cn/children/yule/dongmanleyuan/565.html>，2015.03.25 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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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士尼的版本中，木蘭身分在軍中就被發現了。 

 

四、顛覆迪士尼人物的《童話鎮》(Once Upon a Time) 

 

圖 11：《童話鎮》(Once Upon a Time)裡的木蘭。105 

 

改編迪士尼動畫人物的美國影集《童話鎮》(Once Upon a Time)，講述一個發生在

現代社會裡的「黑色童話故事」。邪惡的皇后為了阻止白雪公主和白馬王子在一起，於

是施展了一個黑暗魔法把大家熟知的童話人物困在緬因州的童話鎮(Storybrooke)裡。在

法術施展前，白雪公主、王子及他們的僕人們盡最大的努力將剛出生的孩子艾瑪‧史旺

放在一個能抵擋魔法的樹樁裡，期望她長大後能拯救大家。長大後的艾瑪過著普通的生

活，直到她年輕時生的孩子─亨利，帶她來到童話鎮，並告訴她鎮上的每個人都有對應

的童話角色。106 

劇中人物除了大家熟知的迪士尼白雪公主、白馬王子、睡美人、灰姑娘、羅賓漢、

彼得潘等，隨著劇情的發展，再漸漸加入不同的童話角色。第二季時，《童話鎮》(Once 

                                                      
105

網路取圖，“ Mulan from Once Upon a Time” 

< http://galleryhip.com/mulan-from-once-upon-a-time.html>，2015.05.20 檢索。 

106
“Once Upon a Time” <http://abc.go.com/shows/once-upon-a-time>，2015.03.25 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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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on a Time)增添花木蘭與睡美人，並由美籍韓裔女星傑米‧鍾(Jamie Chung)飾演花木

蘭一角。花木蘭被描述成一位忠誠、戰鬥力強、受過武術、騎術的戰士。除此之外，劇

中花木蘭深深暗戀睡美人，並默默幫助她、關心她，甚至在一場戰役後，木蘭打算向睡

美人告白，無奈睡美人卻先告訴木蘭她與王子有了孩子，使得木蘭只好含淚獨自離開城

堡。《童話鎮》(Once Upon a Time)除了在劇中加入酷兒元素外，木蘭不再喜歡男主角，

而是鍾情於另一位女性，更顛覆原本迪士尼動畫故事的劇情，打破原有動畫人物給人的

印象。 

 

    花木蘭的形象有著深刻的人文意涵，而〈木蘭辭〉中的木蘭故事也在不同時代不斷

地被改編，各種的藝術表現形式以不同的方式來表現其傳說，民國以後更是將木蘭故事

搬上大螢幕。不管是東方或是西方，後代皆有許多演繹者重新詮釋木蘭傳說，華裔作家

湯亭亭的《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 )將原本花木蘭的傳統形象於跨文化中變異，被

視為自傳的《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 )，內容涉及作者的童年時期與湯亭亭的母親

和其親人，描繪華人女性血液中的果敢與擔當，以及她們融入美國社會的蛻變過程。另

外，迪士尼也將木蘭故事改編成動畫電影，劇中打破木蘭家庭原有的家庭成員組合，使

她成為獨生女，並把西方元素融入東方故事裡，將木蘭的新形象推向全世界，使之形成

一股木蘭熱。隨著時代的變遷，女性地位提升且對性向的想法也漸趨開放，《童話鎮》

(Once Upon a Time)的內容顛覆傳統木蘭的形象，甚至裡面的內容跟原本的故事大不相

同，木蘭在愛情上是個悲情的角色，但將性別議題融入故事中，亦發人省思。美國迪士

尼將《木蘭》(Mulan)以動畫的方式搬上大銀幕使之風靡全球，讓木蘭故事被更多人所

知悉，此外，馬楚成版本的《花木蘭》亦售出許多國家版權，表示花木蘭的故事亦逐漸

有國際化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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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文化差異下的故事變異 

 

當迪士尼動畫《木蘭》(Mulan)熱銷全球時，東方也有一部由臺灣曜新穎數位國際107

發行的《花木蘭傳奇》動畫卻鮮少人討論，然兩者除了畫風差異甚大之外，故事內容與

木蘭形象也不盡相同，一部由東方角度所詮釋之東方故事《花木蘭傳奇》，與另一部由

西方角度所詮釋之東方故事《木蘭》(Mulan)，兩者間除了故事情節外，內容中的東方

色彩又有何不同？因此本章即以此兩部東方與西方不同的木蘭動畫為主，將之分成三節，

主要為了解不同文化下木蘭故事的變異與木蘭形象的差別。余君偉就〈木蘭辭〉之故事

內容羅列出：「女兒本分」、「為何徵兵」、「為何代父從軍」、「征戰與立功」、「勝

利回歸」、「天子賞賜」、「拒受官職」、「返家」、「回復女兒身」、「伙伴皆驚惶」

十個母題；108吳雅真將之歸納成：「女兒本分」、「為何從軍」、「戰前改裝」、「征

戰與立功」、「受封賞與拒官職」、「返家與復裝」、「揭露身分」。109而筆者則以原

詩之基本情節，將內容分類成：「女兒本分」、「女兒心事」、「為何從軍」、「戰前

改裝」、「奔赴戰場」、「征戰生活」、「受封賞與拒官職」、「返家」、「復裝與揭

露身分」九個部分。因此前兩節各別就筆者的九個類別，以木蘭為主軸分析由東方角度

所詮釋的東方《花木蘭傳奇》與西方角度所詮釋之東方《木蘭》(Mulan)的故事情節，

再探討此兩部動畫文本中木蘭形象的差異。最後，小結故事內容裡於東、西文化不同下，

所激盪出對這位東方女性之異同觀點，並了解在跨文化中木蘭故事的變異處與其所代表

的意義。 

                                                      
107

曜新穎影視成立於 1991 年， 2001 年更名為曜欣穎數位國際，並成立上海曜新穎，轉型為國際事業體，

將自行拍攝製作之節目推廣至海外各區。《花木蘭傳奇 》即由曜新穎數位國際股份公司製作與發行。《曜

新穎數位國際股份有限公司》<http://abc.go.com/shows/once-upon-a-time>，2015.05.26 檢索。 

108
余君偉，〈從樂府詩到迪士尼動畫─木蘭故事中的敘事、情慾和國族想像〉，《中外文學》(2001，29：8)42-43

頁。 
109

吳雅真，《清代木蘭從軍小說研究》(臺南：國立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11)25-2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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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東方色彩的《花木蘭傳奇》 

 

2004年由臺灣曜新穎數位國際發行的動畫《花木蘭傳奇》，其主角花木蘭雖然也是

女扮男裝從軍，但故事內容與所傳達的觀念皆與西方動畫《木蘭》(Mulan)大相逕庭。

《花木蘭傳奇》敘述一位「可敬」之中國戰士的勇敢女兒─花木蘭之偉大傳說。由於邪

惡的李貝得將軍為了自身的權力慾望，讓管理人間飲用水的龍，長期吸食鴉片，以至於

昏睡而無法正常呼吸融化喜瑪拉雅山的白雪，造成大地一片乾旱，並將此怪罪於皇上，

企圖推翻他。同時，皇上亦降旨要年老力衰的花將軍帶兵去討伐叛軍，花木蘭不忍父親

長途跋涉，也為了想替花家帶來榮耀，於是請纓代父出征。經過漫長的十二年戰役，花

木蘭的大軍戰敗被俘，但憑著「龍的符令」魔法之協助，歷經千辛萬苦，最後終於戰勝

李貝得將軍，順利地解決民間用水問題。110以下為根據《花木蘭傳奇》的故事內容作細

部探討。 

 

一、情節內容 

筆者除了以基本情節：「女兒本分」、「女兒心事」、「為何從軍」、「戰前改裝」、

「奔赴戰場」、「征戰生活」、「受封賞與拒官職」、「返家」、「復裝與揭露身分」

分析以木蘭角色為主軸的故事內容外，因《花木蘭傳奇》還增衍「木蘭敗北被俘」的情

節，所以筆者亦將「木蘭敗北被俘」的部分納入「征戰生活」內一起做討論。 

 

(一) 女兒本分 

木蘭的出場，與〈木蘭辭〉「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中欲表現木蘭樸實、勤奮

地在織布機前織布的農家之女形象不同。此部動畫中，木蘭以活潑、快樂並且無憂慮地

的小女孩之姿出現。鎮上的居民也看似習以為常地贈送水果給木蘭，讓她將水果帶給她

                                                      
110

《花木蘭傳奇》(臺北：曜新穎數位國際，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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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朋友─熊貓。這樣的舉動帶出農村生活的純樸也表現出鎮上居民們的融洽相處。透過

熊貓的出現與木蘭以說故事的方式說明熊貓身上黑白色彩的原因，不僅帶出八卦的意象，

也為之後的劇情鋪路。 

 

圖12：《花木蘭傳奇》裡，小時候的木蘭。111 

 

(二) 女兒心事 

〈木蘭辭〉中因為天子徵兵，父親的名字在徵兵名冊上而成為木蘭的心事。許多人

在戰亂的過程中有去無回，因此對於親人即將上戰場這件事，大多會被家人或是兒女所

擔憂，更何況木蘭的父親年事已高。《花木蘭傳奇》中木蘭的心事之一，在於木蘭於水

邊的倒影中看到自己日後成為女戰士穿著盔甲的樣子而念念不忘，也深信這是一種意象

且帶有某種特別的涵義，加上木蘭的心願是希望有一天能成為一位像她父親一樣偉大的

戰士。但是當她告訴她父親有關水中倒影的事時，父親的不信任是讓木蘭落寞的原因。

後來南方叛亂，面對皇帝下詔書請木蘭父上戰場，木蘭除了憂心國事，也擔心年邁的父

親。因此《花木蘭傳奇》相比〈木蘭辭〉中，在「女兒心事」上除了擔憂父親之外，也

增添木蘭憂擾國事與因不被看好的願望而落寞的部分。 

                                                      
111

影片截圖，《花木蘭傳奇》(臺北：曜新穎數位國際，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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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花木蘭傳奇》中，木蘭看見自己在水中倒影裡成為女戰士。112 

 

(三) 為何從軍 

〈木蘭辭〉裡木蘭代父從軍的原因，除了因為父親年紀已大，更重要的是因為木蘭

只有一位姐姐與一位尚年幼的弟弟，因此家中並無適合的男丁可以從軍。而《花木蘭傳

奇》中木蘭家中除了父母之外，就她一位孩子，並無其他人選。木蘭的父親雖然曾經是

有名的戰士，但不敵歲月痕跡，年邁的他力氣已不甚以往，木蘭父也意識到這點，因此，

當他女兒說出：「心靈的力量有時比肌肉更強大」，表明自己雖是女兒身，但卻未必會

輸給其他人並且展現上戰場的決心時，木蘭父也已不再反對。 

 

(四) 戰前改裝 

不同於〈木蘭辭〉中木蘭為從軍而購買戰馬和乘馬的用具，《花木蘭傳奇》的木蘭

先是在父親的教誨與訓練下慢慢地成長。她的父親教導她兵法、勇氣、毅力等，並傳承

她身為一位老戰士所擁有的經驗。經過十二年的戰事，木蘭已長大成熟並在父親的訓練

下於武術、箭法、劍術上越發精練，也做好奔赴戰場的準備。與〈木蘭辭〉不同，《花

木蘭傳奇》裡的木蘭是在心理、生理以及武術上有所改變，在奔赴戰場前先成長與訓練

了十二年，少了少女時期的稚嫩，多了成熟與堅定的眼神是木蘭在此部分最大轉變。 

                                                      
112

影片截圖，《花木蘭傳奇》(臺北：曜新穎數位國際，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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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花木蘭傳奇》中，木蘭的父親親自教導木蘭箭術。113 

 

(五) 奔赴戰場 

告別家鄉、奔赴戰場，然這時戰事雖已過了十二年，但乾旱現象卻一點都沒有紓解。

叛軍利用此理由讓許多人相信皇帝已無權威，使得「龍」不再效忠於他，許許多多的士

兵也因此放棄軍階加入叛軍行列。〈木蘭辭〉裡藉由描述木蘭只聽到黃河濺濺的流水聲

與燕山敵人馬匹啾啾的叫聲，卻沒有聽到爺娘呼喚女兒的聲音，表示木蘭奔赴戰場的急

切；與《花木蘭傳奇》中對於木蘭奔赴戰場的心情沒有過多的著墨，但卻藉由叛軍勢力

越來越強大來表現出從軍時的軍情緊迫。 

 

圖15：《花木蘭傳奇》中，木蘭女扮男裝從軍的模樣。114 

                                                      
113

影片截圖，《花木蘭傳奇》(臺北：曜新穎數位國際，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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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征戰生活 

木蘭憑藉她的英勇，慢慢地成為將領，然軍心渙散，將士們也對年輕的木蘭統帥他

們而有所懷疑。在一次叛軍突襲中，木蘭寡不敵眾被俘，軍隊也全軍覆沒。成為俘虜的

木蘭將唯一希望寄託在「奇蹟」上，睡夢中她夢到父親訴說她頸上的符令具有魔力，可

幫助她度過難關。因此，木蘭靠著符令的魔力，逃出敵方營地並尋找可以融化喜馬拉雅

山的冰的龍，也才發現掌控水資源的龍因被餵食鴉片而昏迷不醒。相較於〈木蘭辭〉的

內容，《花木蘭傳奇》於此部分除了多了木蘭敗北的情節，木蘭也在此時被叛軍首領識

破女扮男裝身分，然與〈木蘭辭〉相同的是木蘭被發現身份後，並沒有因其女性角色而

多了曲折的情節。 

 

圖16：《花木蘭傳奇》中，木蘭在戰鬥中被敵人發現其身份是女人。115 

 

(七) 受封賞與拒官職 

《花木蘭傳奇》中木蘭運用符令的魔力喚醒因吸食鴉片而沉睡的龍之後，不僅打敗

叛軍，也順利將喜馬拉雅山上的冰融化成水使大地恢復生機，戰爭因此而結束。《花木

蘭傳奇》並沒有像最初文本〈木蘭辭〉一樣，木蘭得到豐厚的犒賞，皇帝甚至要給予官

位，在這部動畫中，木蘭因打敗邪惡的叛軍、讓龍甦醒，唯一的改變是她的事蹟流傳整

                                                                                                                                                                     
114

影片截圖，《花木蘭傳奇》(臺北：曜新穎數位國際，2004)。 

115
影片截圖，《花木蘭傳奇》(臺北：曜新穎數位國際，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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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中國，如同木蘭的故事被後世所傳唱一樣。 

 

(八) 返家 

十二年過後，木蘭返家，但因為木蘭沒有兄弟姊妹，所以並沒有像〈木蘭辭〉中「爺

孃聞女來，出郭相扶將。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妝。小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豬羊。」

展像家中歡樂氣氛與濃厚親情的景象。相較於父親，《花木蘭傳奇》中對木蘭母親的描

繪少之又少，且唯一等待木蘭回來的是她的朋友─熊貓。在這部動畫中，熊貓看著寫著

木蘭被傳唱的事蹟的故事思念她，當看見木蘭返家後歡喜的表情，其情感表現不僅僅只

是木蘭的朋友，更如同家人一般，取代原木蘭故事裡木蘭姊姊與弟弟的角色。 

 

(九) 復裝與揭露身分 

    在復裝的部分，動畫中的木蘭回家後也回復女兒裝扮，以前水中的倒影，也從原本

身穿戰士服裝轉換成身穿女裝的樣貌。只是在「揭露身分」的部分，《花木蘭傳奇》中

的叛軍首領，在山上跟木蘭過招時就發現她的女兒身，木蘭也從那時開始就以女性的角

色與敵軍奮戰；而〈木蘭辭〉中的木蘭則是在恢復女兒裝束後與夥伴相見才讓人知道原

來她是女兒身，兩者間在揭露身分的時間點上明顯不同。 

 

圖17：《花木蘭傳奇》中，木蘭從水中倒影看見自己身穿女裝。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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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截圖，《花木蘭傳奇》(臺北：曜新穎數位國際，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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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花木蘭傳奇》中的東方色彩  

臺灣曜新穎數位國際發行的動畫《花木蘭傳奇》中，充滿著許多東方色彩在裡頭，

諸如八卦、熊貓、武術等，而提到武術，時常會讓人聯想到中國，許多卡通、動畫、電

影等也會將之納為題材。將動物之特性、型態融入在武功裡，一直是中國許多武俠中常

會出現之橋段，而《花木蘭傳奇》裡的木蘭在武術學習方面，除了父親親自教導武術、

箭術、兵法等，也從動物身上獲益良多，例如：木蘭從「熊」的身上學習搏鬥技巧、從

「鶴」的身上學習功夫奧秘。除此之外，《花木蘭傳奇》亦大量放入中國民間信仰的思

想與元素，例如：對龍的崇拜、太極圖像等。在此動畫片中的龍被賦予可融化冰雪以防

旱災，以及讓大地豐收的神聖任務。雖然牠具有神奇的力量，但在片中卻被反派的李貝

得將軍運用鴉片操弄，變得十分懦弱。藉由這樣的方式，反諷中國清末抽鴉片的現象，

間接表現出中國人東亞病夫的形象。以下筆者則針對動畫中對東方來說為神聖代表之一

的「龍」、片中大量出現的「八卦」圖像、以及用來嘲諷清末中國抽「鴉片」的現象做

討論。 

 

(一) 龍 

中國人自稱「龍的傳人」，龍在中華民族的心中，不僅只是個標誌和象徵，也在人

們的心目中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古代帝王也利用人們對龍的崇拜心理，基於統治階級

與統治地位的思想，把龍的圖騰據為己有，使其長期被皇家壟斷，與庶民百姓疏離，龍

的符號即代表權力與帝王。117此外，由於人們認為龍是雷雨之神，可以興風行雨。118因

此對於古時以農牧生產為主的華夏民族來說，雨水是農牧生產的命脈，龍就自然而然地

受到人們最高的崇拜。故事的一開頭即開門見山地說出木蘭居住的小鎮上，居民們全都

相信龍的存在，且「偉大的」龍亦控制著喜馬拉雅山上的水，並統治住在水邊的人。不

                                                      
117

田秉鍔，《龍圖騰─中華龍文化的源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47-48 頁。 

118
〈舞龍之美〉，《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http://content.edu.tw/primary/fellowship/tn_nt/dragon/dragon03.htm>，

2015.03.25 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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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是過去、現在或未來，河川也都在城市發展文明的歷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有村落

的地方幾乎都靠近水源，除了供給水源與灌溉功能外，其所具備的交通運輸條件更是重

要。因此，透過《花木蘭傳奇》裡對龍的權利描述，顯示出龍擁有至高無上的地位。 

 

(二) 八卦 

    《花木蘭傳奇》中除了大量出現明顯的太極圖像外，就連扮演木蘭極其重要的朋友

「熊貓」，其黑白色彩更表現出動畫中頻繁出現的太極意象。除此之外，動畫裡也加入

中國人的信仰思想，當木蘭遇到困難時，憑藉的是利用「八卦符令」所產生之神奇力量

來度過層層難關。八卦不僅是古代漢民族的基本哲學概念，也是古代的陰陽學說。周振

甫在其著作《周易譯注》中認為世界的本源是氣、水、火、土，而八卦中的八種元素則

是：天、地、山、澤、雷、風、水、火。其中，火與雷是相通的，即為世界本源中的「火」；

水與澤是相通的，即為世界本源中的「水」；地與山是相通的，即為世界本源中的「土」；

而天與風都是氣的變形，因此也是相通的，即為世界本源中的「氣」，因此八卦中所象

徵的八種元素，總歸起來只是四種，即世界的本源的氣、水、火、土。119木蘭在尋找龍

的過程中，所面臨的關卡也與四項要素有關，尋找龍的過程中，先是透過「土」地上的

大樹，進入到洞穴，接著面臨「岩漿」也就是「火」的威脅，之後順利利用「水」來滅

「火」，卻又面臨被淹死的危機，最後靠著水中的水流方向找到出口，但卻發現出口外

是一片冰天雪地，幸好木蘭依靠四項要素的順序來推論每一關卡需要面對的難題，使得

她最後靠著空氣中的「氧氣」來生火而能在冰天雪地下存活，之後再以八卦符令的神奇

力量離開雪地。《花木蘭傳奇》透過木蘭尋找龍的過程中，一步一步解決的關卡，來突

顯出由八卦衍伸出來的意涵。 

 

(三) 鴉片 

                                                      
119

周振甫，《周易譯注》(臺北：中華書局，2001)，7-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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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此動畫片中的龍雖被賦予可融化冰雪以及讓大地豐收的神奇力量，但在劇中卻被反

派的李貝得將軍運用鴉片操弄，變得神智不清、十分懦弱。鴉片在明朝時期出現於中國，

當時明朝將之列為藩屬「貢品」，作為中藥之用。清初傳至民間，雍正與之後的幾位皇

帝皆有下禁煙令，但卻都未嚴格執行。甚至清道光時，上至皇帝、官吏，下至商人、參

加科考的學生們也都喜歡抽鴉片。19 世紀上半葉，西方各國多次派遣使者前往中國協

商，但清政府卻以「天朝」自居，使得協商失敗，因此，英國為了平衡對中國貿易的逆

差，開始將鴉片大量輸入中國以改善本身經濟。此後，人民因吸食鴉片使得健康逐漸被

削弱，成癮者，身體與精神更是虛弱與渙散，除此之外，購買鴉片也讓經濟發生通貨膨

脹，國力因此逐漸衰退。清道光帝為解決此問題，派林則徐到廣州採取禁煙行動，最終

爆發了中英鴉片戰爭。清軍戰敗後更是和英國簽訂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120鴉

片大量流入中國，不僅禍及家人及鄰里，讓生活惡化，也嚴重影響國家軍力，當時許多

官兵，不少手持煙槍，吞雲吐霧，使得軍隊戰鬥力下降，鴉片走私的行賄受賄，也讓軍

紀更加敗壞。121《花木蘭傳奇》藉由神聖的龍吸食鴉片之情景，反諷清末時期，當時認

為自己不可一世的中國，因抽鴉片的現象變得委靡不振，間接表現出中國人東亞病夫的

形象。 

 

三、《花木蘭傳奇》中的木蘭形象 

(一) 顛覆傳統重男輕女的觀念 

中國從進入父系社會開始，婦女的地位就逐漸低下。漢代獨尊儒術，強調男尊女

卑的儒家思想，使得婦女屈於從屬地位，到了宋代，儒家進一步的哲學觀念，更是讓婦

女地位一落千丈，使得中國婦女受到思想、社會經濟、身體等約束。122女人被要求要遵

                                                      
120

史景遷，《追尋現代中國－1600-1912 年的中國歷史》(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05)，146-189 頁。 

121
〈鴉片貿易〉，《鴉片戰爭》<http://www.chiculture.net/0118/html/c08/0118c08.html >，2015.04.08 檢

索。 

122
令狐萍，《金山謠─美國華裔婦女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1999)，4-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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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三從四德，甚至更被認為無才便是德，不僅要聽從男人所說的話，在家相夫教子的婦

女即是好女性的象徵，無疑將女人限制在家庭中，排除了女性增長文化的權利。《花木

蘭傳奇》裡，木蘭從水中倒影看到自己身穿盔甲、戴著鋼盔的模樣後，希望自己有一天

也能像她父親一樣變成一位偉大的戰士。而木蘭的父親對於木蘭念念不忘她變成氣宇軒

昂的士兵時，並未訓斥她要像傳統平常家的女子一樣端莊、足不出戶，只是別有用意的

告訴她，「真正的」戰士並非只是穿著的像樣即可，從未想要粉碎對身為「女孩」的木

蘭所抱持像「男人」一樣成為一名勇敢將士的心願。 

    後來因為被邪惡的李貝得將軍餵食鴉片而昏睡的龍，因為無法正常呼吸以融化喜馬

拉雅山的白雪，使得大地一片乾旱，當花木蘭得知年邁的父親將被徵召入伍，出於擔心

父親年老力衰而願意投身戰場之中，木蘭的父親也因為木蘭的堅持與毅力，開始教導木

蘭關於兵法、軍隊、毅力、勇氣與經驗等。原本的〈木蘭辭〉中，木蘭是在從軍後開始

接受與男人一樣的訓練，但在《花木蘭傳奇》中，教導木蘭武術與兵法的確是她的父親，

她的父親並未因為木蘭是女兒，而阻止她從軍或不肯授予她任何經驗，反而認為木蘭是

拯救中國的唯一希望，對她寄予的厚望，打破傳統社會中婦女只能從事娛樂男性或傳宗

接代之事。木蘭在此顛覆傳統女性被限制在家庭之中的形象，透過拯救全中國的故事，

轉而成為一位與男性旗鼓相當的「勇士」。 

 

(二) 《花木蘭傳奇》中男女平等的表現 

中國封建社會因男尊女卑的意識形態而將女子排除在仕途之外，婦女於社會、經

濟中處於次要與從屬的地位。123然《花木蘭傳奇》裡木蘭的父親並未像傳統的中國社會，

要求女性一定要「三從」─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一味地順從男性，對於木

蘭想從軍的想法，木蘭父並未強硬阻止她，也不認為身為「女子」的木蘭，不能像男性

一樣為官入仕，因此，裝扮成男人的木蘭之後成為一位將軍，並以戰無不勝的功績，為

                                                      
123

令狐萍，《金山謠─美國華裔婦女史》，4-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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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爭光，直到有次被敵軍俘虜、軍隊全軍覆沒，木蘭幸得以八卦符令展現奇蹟逃出，

並以智慧喚醒因吸食鴉片而昏睡的龍，帶來豐沛的雪水幫助人民遠離乾旱的苦境，解救

全中國。整部片裡，除了花木蘭的母親外，只有花木蘭一位女性，整部動畫中，木蘭也

擔任重要的職位─將軍，帶領將士打仗。《花木蘭傳奇》不特別強調她女兒身的身分，

更沒有因為她的性別帶來困難或波折，故事整體的描繪，打破女性婉約、美德或不如男

人的形象，透過接受與男性相同的艱苦訓練，並於之後擔任要職統領將士，突顯早期女

性主義對陽性霸權的挑戰，這些都代表著東方《花木蘭傳奇》沒有將中國自古以來的重

男輕女觀念帶到劇情裡，甚至可以說已經達到男女平等了。 

 

第二節 西方眼中的《木蘭》(Mulan)  

 

《木蘭》(Mulan)為迪士尼第一部以中國題材為背景的長篇動畫電影，透過迪士尼

動畫的全新詮釋，成了家喻戶曉的不朽傳奇。木蘭的故事於史實上本有爭議，因此迪士

尼以模糊時代背景的作法來製作這部改編自中國民歌〈木蘭辭〉的故事。因此，於此部

動畫中可看到漢晉的匈奴、唐朝的服飾與仕女妝、宋代的火藥等。此外，《木蘭》(Mulan)

的製作亦融入許多中國風味的畫風，例如中國畫中講究的簡約，跟西方自文藝復興時期

之後的精緻風格大不相同，片中的背景，以中國潑墨山水畫或簡單水彩畫所呈現，這樣

的風格在迪士尼動畫中也是從來沒有過的，不僅如此，於線條上，也融入中國繪畫上的

圓融筆觸，不管是人物造型、背景建築，就連煙霧的線條形狀，都有濃厚的中國風，讓

整部動畫充滿中國色彩。124 

一、情節內容 

    以基本情節：「女兒本分」、「女兒心事」、「為何從軍」、「戰前改裝」、「奔

赴戰場」、「征戰生活」、「受封賞與拒官職」、「返家」、「復裝與揭露身分」分析

                                                      
124

《花木蘭》<http://disney.lovesakura.com/Special/2004/040818/index.htm>，2015.04.05 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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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迪士尼西方動畫家團隊下為「異國題材」的《木蘭》(Mulan)其故事情節，並比較與

〈木蘭辭〉間異同之部分。 

 

(一)女兒本分 

    余君偉於〈從樂府詩到迪士尼動畫─木蘭故事中的敘事、情慾和國族想像〉提到女

兒本份包含從事家務、侍奉父母、保持貞節等。125雖然不同於《花木蘭傳奇》中木蘭以

「小女孩」之姿出場，迪士尼中的木蘭仍是以一位無憂無慮的少女形象出現，縱使沒有

像最初文本〈木蘭辭〉一樣坐在織布機前織布，但也從事著有關農家子女的工作之一─

餵雞，盡到余君偉所羅列之女兒本分的其中一項─從事家務。另外，女子出嫁在中國社

會中為極重要的事情，甚至關係到家族榮耀，因此嫁給一個好人家替花家「光宗耀族」，

也是筆者認為是木蘭在此動畫中身為一位「傳統女性」的本分之一。 

 

圖 18：迪士尼《木蘭》(Mulan)裡，木蘭尚未從軍前的模樣。126 

(二)女兒心事 

    木蘭向來是卓爾不群並渴望能過自己想要的生活，但是當木蘭搞砸了拜見媒婆的

                                                      
125

余君偉，〈從樂府詩到迪士尼動畫─木蘭故事中的敘事、情慾和國族想像〉，《中外文學》(2001，29：8)42

頁。 

126
網路取圖，“Mulan vs. The Legend of Hua Mulan ” 

<https://dettoldisney.wordpress.com/2011/11/18/mulan-vs-the-legend-of-hua-mulan/>，2015.05.20 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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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後，深感如果再執意做自己，不僅會讓家人蒙羞，更會讓家人擔心。《木蘭》

(Mulan)中的女兒心事除了木蘭沒有達到家人的期望─順利在媒婆面前有好表現外，另

一個則是因為當時正臨北方單于入侵，皇帝下令每家都需有男丁接旨對抗匈奴，木蘭父

親年事已高又瘸腳，因此木蘭認為已有足夠的壯丁去打仗，她的父親根本不適合也不需

要上戰場。木蘭擔憂自己父親的狀況下，卻沒想到木蘭父認為：「保家衛國是我的榮耀、

衛國捐軀死而無憾」127並認為木蘭唯一該做的是「自己管好自己」。與臺灣曜新穎的《花

木蘭傳奇》中，木蘭因為從小懷抱從軍願望但卻未受到父親肯定而難過不同，雖兩者皆

是因為在乎家人的看法，但迪士尼《木蘭》(Mulan)裡木蘭的心事不僅失望自己未達到

家人的期望，亦擔心父親面臨被徵兵後從軍的安危，關心之餘卻又被父親所說的話所中

傷。 

 

圖 19：迪士尼《木蘭》(Mulan)裡，木蘭心事重重。128 

 

 

(三) 為何從軍 

木蘭從軍有一部分是像〈木蘭辭〉一樣，擔心父親會命喪軍中。因為外族入侵，皇

                                                      
127

迪士尼製作，Mulan (臺北：台灣華特迪士尼發行，2004)。 

128影片截圖，迪士尼製作，Mulan (臺北：台灣華特迪士尼發行，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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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下詔書，但木蘭為獨生女，家中成員沒有其他男丁可以代替木蘭的父親上戰場，然木

蘭的父親年事已高加上身體條件不佳使得他本身不宜從軍，在皇命不可違之下，木蘭削

髮並穿上男裝代父從軍。另一部分，則是後來當木蘭在軍中因受傷而被揭發身分時，說

出：「也許我不是為了我爹，也許我只是想證明自己的能力。」129可說是迪士尼裡木蘭

從軍的真正原因，是為了向家人證明自我價值，並非像臺灣曜新穎的《花木蘭傳奇》裡

木蘭擔心國家安危一般。因此在西方迪士尼的改編下，木蘭從軍實是為了家人、為了自

己但不是為了國家。 

 

(四) 戰前改裝 

木蘭為了假扮男性參軍，在服裝、行為舉止、名字上皆做了變化。除了〈木蘭辭〉

與《花木蘭傳奇》中皆有的情節─改穿男裝外，因木蘭本身為女兒身，為了怕其聲音、

舉止過於女性化而被識穿，因此在軍中報到時，透過守護神─木須龍的「建議」，故意

壓低聲音、學習身為男性「應該」要有的行為，當然木須龍的建議讓木蘭在最開始就得

罪同儕。於名字的部分，「花木蘭」也改為一個較具中性化的名字「花平」，以防身分受

到懷疑。另外，臺灣曜新穎的《花木蘭傳奇》中，木蘭是由她的父親親自教導她武術，

並在十二年的教育下慢慢地成長；雖然迪士尼《木蘭》(Mulan)裡沒有經過漫長的十二

年訓練，但舉凡木蘭與其他初入伍的士兵們皆是從軍後由軍中校尉所訓練，從最初的烏

合之眾變成優秀的將士，訓練的過程中，因女性於生理上不同於男性，也讓木蘭受盡苦

頭，所幸靠著她的聰慧與努力，讓大家對她刮目相看，同儕關係也因此而改善。 

                                                      
129

迪士尼製作，Mu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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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迪士尼《木蘭》(Mulan)裡，木蘭女扮男裝後的模樣。130 

 

(五) 奔赴戰場 

《木蘭》(Mulan)中的校尉原本期望這些訓練有為的士兵們可以準備上戰場，但宰

相卻不看好他們，甚至認為校尉一點經驗都沒有根本不適合帶領大家，於是為了讓木蘭

有機會報效國家，木須龍假傳軍書，讓他們一行人前往最前線。臺灣曜新穎的《花木蘭

傳奇》在木蘭奔赴戰場的部分並沒有太多的描述，僅僅以木蘭騎馬加上旁白訴說叛軍勢

力越發強大來帶過；迪士尼《木蘭》(Mulan)在大家奔赴戰場時，一路上有說有笑，說

著凱旋歸來後自己想要娶得何種美嬌娘，與原先〈木蘭辭〉「旦辭爺孃去，暮宿黃河邊；

不聞爺孃喚女聲，但聞黃河流水聲濺濺。旦辭黃河去，暮宿黑山頭；不聞爺孃喚女聲，

但聞燕山胡騎聲啾啾。」131的描寫，讓人感受到木蘭心情急切之氛圍大有不同，但是當

木蘭的軍隊來到「同蕭關」準備與將軍的大軍會合時，劇情卻急轉直下，原先將軍的士

兵所埋伏之村落放眼望去變得殘破不堪，冰天雪地下滿是屍體，這樣的景色與先前路上

大家歡樂的氣氛相差甚多，在同蕭關這裡，有的只是「沉寂」與「死氣」。 

                                                      
130影片截圖，迪士尼製作，Mulan (臺北：台灣華特迪士尼發行，2004)。

 131
郭茂倩編撰，《樂府詩集》(臺北：里仁書局，1981)，373-37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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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迪士尼《木蘭》(Mulan)裡，從軍後的訓練。132 

 

(六) 征戰生活 

校尉很快地整理好喪父心情，並重新整頓軍隊再次出發前往京城保護皇上。然因為

木須龍的失誤，向匈奴暴露了軍隊的位置，引來敵方的襲擊，木蘭也在此時運用她的智

慧大敗匈奴大軍，只是卻不幸因為受傷而被識破女扮男裝的身分。臺灣曜新穎的《花木

蘭傳奇》中，在征戰生活的部分，雖然木蘭一樣也是充滿勇氣，但是大多時候木蘭是憑

藉八卦符令中的魔力去解決面臨的難題；反觀迪士尼《木蘭》(Mulan)中的木蘭，在面

對匈奴軍隊數量遠大於自己軍隊時，想到的是利用雪崩來讓匈奴大軍潰敗，並以自己的

智慧和勇氣去對抗匈奴首領。另外，〈木蘭辭〉裡於征戰生活用「朔氣傳金柝，寒光照

鐵衣。」133來描述北方戰場的冷冽；而迪士尼《木蘭》(Mulan)中，也可透過動畫裡紛飛

的大雪、放眼望去的潔白景色，讓觀看者於視覺上感受到征戰地區環境的惡劣。 

 

(七) 受封賞與拒官職 

當木蘭因為女性從軍的身分曝光而被軍隊拋棄在大雪中時，木蘭發現匈奴其實並未

全軍覆沒，其中幾位強悍的士兵更計畫前往京城展開大屠殺。因此木蘭在被識破女兒身

                                                      
132

影片截圖，迪士尼製作，Mulan (臺北：台灣華特迪士尼發行，2004)。 

133
郭茂倩編撰，《樂府詩集》，373-37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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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後，即以女性的樣貌前往京城欲警告校尉與她的同僚，再次運用她的聰慧解救皇帝，

全國百姓也因為勝利給予很大的歡呼。臺灣曜新穎的《花木蘭傳奇》中，當木蘭打敗叛

軍後並未描述皇帝對木蘭的賞賜，只透過旁白描繪木蘭的故事流傳整個中國，使得在家

鄉的熊貓朋友也知道木蘭的事蹟；而在迪士尼《木蘭》(Mulan)裡，在「受封賞與拒官

職」的部分，與民歌〈木蘭辭〉木蘭拒絕封爵而懇請回到家鄉的情節一樣，當皇帝彎腰

向木蘭表示感謝之意，並欲賜給她「宰相」的官位時，木蘭卻說：「木蘭無欲做官任職，

我只想儘快返回故鄉。」134皇帝因此改贈此時已經回復「女性」身分的木蘭項鍊與寶劍，

讓大家知道木蘭拯救中國的事蹟。 

 

圖 22：迪士尼《木蘭》(Mulan)裡，皇帝欲賜官職給恢復女裝的木蘭。135 

 

(八) 返家 

臺灣曜新穎的《花木蘭傳奇》中，在家鄉等待木蘭回家的是她的熊貓朋友，除此之

外，對於她的家人情感刻劃並未多做描述；而在迪士尼《木蘭》(Mulan)的「返家」部

分，雖然與〈木蘭辭〉裡描述家中歡樂氣氛不一樣，但皆是著重於親情的描寫。當木蘭

將皇帝賜與的信物帶回給她的父親，並跟他說這些全是賜給花家光宗耀祖用的，結果木

                                                      
134

迪士尼製作，Mulan。 

135
網路取圖，“Mulan vs. The Legend of Hua Mulan ” 

<https://dettoldisney.wordpress.com/2011/11/18/mulan-vs-the-legend-of-hua-mulan/>，2015.05.20 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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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父卻只是將這些木蘭好不容易帶回來證明自己價值的信物丟於一旁，並對木蘭說：「花

家最大的榮耀，就是有你這個好女兒。」136對於木蘭父來說，從木蘭從軍的那一刻，無

不擔憂與掛念她，皇上的信物雖然重要，但卻比不上他的女兒，家人間的真情流露在此

一覽無遺。另外，校尉也在皇帝的暗示下，到了木蘭的家鄉探望木蘭，使《木蘭》(Mulan)

比原先〈木蘭辭〉的基本情節中多了「愛情」的部分。 

 

圖 23：迪士尼《木蘭》(Mulan)裡，校尉與木蘭發展出愛情的部分。137 

 

(九) 復裝與揭露身分 

    〈木蘭辭〉中木蘭是在經過十二年的軍中生活後回到家鄉，恢復女兒裝束並與夥伴

見面才被發現實為女兒身，其揭露身分的主要因素是木蘭主動下的結果，就算是臺灣曜

新穎的《花木蘭傳奇》裡，雖然木蘭在與敵軍戰鬥時已被發現身分，但也是在最後返家

時才正式穿著女性的服裝。然迪士尼的《木蘭》(Mulan)卻有很大的不同，木蘭雖然與

《花木蘭傳奇》一樣皆為被動地被發現「女性」身分而非主動暴露，然《木蘭》(Mulan)

卻是在木蘭被發現真實身分時就開始身著女兒裝，就連進京與匈奴對抗時亦是如此，以

「女性」的角色來拯救至高無上的在位者。 

                                                      
136

迪士尼製作，Mulan。 

137
影片截圖，迪士尼製作，Mulan (臺北：台灣華特迪士尼發行，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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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迪士尼《木蘭》(Mulan)裡，木蘭因受傷而被揭露身分。138 

 

二、西方《木蘭》(Mulan)中的東方色彩 

雖然對迪士尼來說重構的故事是否偏離原著並不重要，但卻還是希望在這部改編自

東方〈木蘭辭〉的動畫中能保有一定的中國風味。139因此在中國故事美國化的過程中，

《木蘭》(Mulan)裡的故事情節、主旨、人物性格上皆與原來的民歌有很大的不同，而

重新演繹的《木蘭》(Mulan)中不僅可以看到中國色彩，也可發現西方元素在裡頭。140 以

下筆者則針對《木蘭》(Mulan)動畫裡對東方來說為神聖代表之一的「龍」，與對中華文

化而言象徵宗族文明與家族信念的「祠堂」，在西方迪士尼的跨文化詮釋下會有何不同

做探討，此外，漢語中常以諧音為媒介表達各種隱喻的文化意涵，與此部動畫中用來反

應文化習俗之詞彙代表了哪些意義。 

 

(一) 龍 

「龍」在中國的社會裡，有尊貴、神聖、莊嚴等象徵，中國人甚至自許為「龍的傳

                                                      
138

網路取圖，“Mulan vs. The Legend of Hua Mulan ” 

<https://dettoldisney.wordpress.com/2011/11/18/mulan-vs-the-legend-of-hua-mulan/>，2015.05.20 檢索。 

139
陳韜文，〈文化轉移：中國花木蘭傳說的美國化和全球化〉，《新聞學研究》(2001，66)9 頁。 

140
林文韵，《台灣小學生看迪士尼「花木蘭」的文化認知─一個多元文化教育的行動研究》(臺北：淡江

大學美國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50-5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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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龍在中國文化中大多出現褒義的色彩；反觀西方社會，將「龍」翻譯為「dragon」，

對龍的印象與東方的瑞獸完全不相同，是一種邪惡、黑暗的代表，甚至在《聖經》中將

龍視為魔鬼、撒旦、魔獸的化身。141迪士尼在製作動畫中已有一定的典型公式─邪不勝

正、可愛的動物夥伴、美滿的愛情結局等，改編對迪士尼來說屬於「外國」題材的故事

不僅可以增加迪士尼產品的多樣性，也可以讓迪士尼更全球化。142加上當時動畫片的部

門主任─Roy Disney 認為，想到中國就會聯想到綿延的山與龍，因此在文化移轉下，《木

蘭》(Mulan)裡的木須龍，其角色作用為增添動畫的趣味性，看不到中國民間所「尊敬」

與具有「神秘」色彩的意象。143 

臺灣曜新穎的《花木蘭傳奇》中的龍雖然因為吸食鴉片而顯得無能，但透過掌管水

源、受到人們的景仰，甚至因為乾旱無水時而讓叛軍以「龍不在效忠於皇帝」為藉口企

圖推翻上位者，可看出龍在此動畫中所擁有的地位仍是至高無上並受到尊崇的；但對西

方來說為惡魔象徵的「龍」卻出現在迪士尼《木蘭》(Mulan)動畫裡，這裡的「木須龍」

雖然不是黑暗、邪惡的化身，但牠卻因為被降級而在守護神間的地位低下，少了龍在中

國為吉祥的象徵，多了活潑富有趣味的性格，打破東方對於龍的崇拜，其角色任務即是

在迪士尼的行銷策略與既有的公式下用以逗樂觀眾。 

 

(二) 祠堂 

中國人的信仰思想表現在臺灣曜新穎的《花木蘭傳奇》與迪士尼的《木蘭》(Mulan)

中，《花木蘭傳奇》雖然並未將中國敬拜祖先的部分融入動畫內，但卻以一種深信八卦

魔力的思想來表現；而在迪士尼的《木蘭》(Mulan)中，木蘭的家人相信祖先會保佑著

                                                      
141

徐翊鈞，〈東西方龍形象大不同─神聖或邪惡〉，《新紀元》

<http://www.epochweekly.com/b5/109/5932.htm>(2009，107) ，2015.05.20 檢索。 

142
傅舒汶，〈從〈木蘭辭〉到卡通動畫─看迪士尼《木蘭》(Mulan)的再現策略〉，《藝術論衡》(2001，7)112

頁。 

143
Pearlman, Cindy. “Mulan Earns Her Stripes: Mulan Banks on a Brave New Girl.” Chiago Sun-Times, Late 

Sports Final Edition, Section: SHO; The Big Picture (19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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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家族，因此從最初木蘭相親開始，木蘭父即跪在祠堂，祈求木蘭能相親順利並嫁入

一個好人家，到後來木蘭代父從軍，木蘭的家人深怕她遭來殺頭之禍，在無能為力之下，

亦只是祈求祖先的保佑。中國人對祖先的崇拜表現在祭祀活動上，而祠堂是中華文化的

一部分，象徵著宗族文明與家族信念的延續，祭祖是一種對宗族飲水思源的崇拜與慎終

追遠的表現。祠堂被視為「家廟」，祀奉著家族內的祖先，乘載著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神，

其中祭祖活動中包含了家族事務的發展與管理，也透過祭拜祖先亡靈的活動來體現靈魂

有不朽之意，透過追念、祭祖表達對祖先的敬意以及慎終追遠的不忘本，與西方對死者

表達的追念方式不同。144因此，從迪士尼的《木蘭》(Mulan)中，木蘭家人們總總祈求祖

先保佑的表現，皆能看到東方人對於祖先的崇敬以及深信祂們會照護著整個家族。 

動畫中「祖先們」也確實「顯靈」出現，祂們討論著該如何讓木蘭不丟整個家族的

臉，並派出守護神去把木蘭追回來，證實了東方人認為就算祖先已離開世界，其靈魂不

滅還是照看著後世，另外，宗祠也代表著整個家族，因此從《木蘭》(Mulan)中也可發

現木蘭從軍除了為了她的父親外，也是為了光耀門楣，光耀整個家族。然在跨文化中可

發現，動畫《木蘭》(Mulan)的最後，花家的列祖列宗與木須龍一同搖滾跳舞，擺動著

輕快的舞步，消除中國人對於神靈先祖給人存在著莊嚴敬意的意象。 

 

三、《木蘭》(Mulan)中的木蘭形象 

(一) 西方人眼中的東方女子 

在迪士尼的《木蘭》(Mulan)中，可看到中國傳統古代中對女性的束縛與刻板印象。

花木蘭最初被要求嫁個好人家以光耀門楣，這種觀念認為女人只能在家相夫教子，或是

過多的文采皆是不合時宜，女性被要求端莊，如同電影配樂《以妳為榮》所顯示： 

「…想要讓自己能為家族帶來那榮耀，就應該要端莊才更會有光彩，要穩

重、有教養、聽話和孝順還要勤快，有高品味和纖纖細腰，我們會以妳為

                                                      
144

王靜，《祠堂中的宗親神主》(重慶：重慶出版社，2008)，1-2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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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人們要為皇上盡忠因他至高無上，男人出征沙場，孩子女人扶養，要

把妳裝扮好，像那美麗蓮花柔又白，沒有男人能夠拒絕妳，我們會以妳為

榮…」145 

為家族爭取好光彩並讓家人引以為榮的方式即是找到好婆家，而婦女更是被要求要遵從

三從四德─即「婦德」謙虛、「婦言」少說話、「婦容」和悅和「婦功」服從。此外，

女子的裝扮要「纖纖細腰」與「高聳的髮髻」才稱得上是美女，甚至劇中媒人婆對於花

木蘭過瘦的身材而認為她不容易生出「兒子」，更是道出古時以生「子」取決女子地位

高低的悲哀。 

片中的花木蘭就如同所有中國傳統的女性，希望父母能為自己感到驕傲，因此當

相親失敗後，她仍是努力地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直到某日父親接到聖旨將被征召入伍，

因為擔心年邁且有腿疾的父親上戰場殺敵會有生命危險，因此不顧一切偷偷代父從軍。

當花木蘭在軍中假扮為男人時，所使用的名字為「花平」，雖然「平」也象徵著平平安

安的祝願，然以中文雙關語的修辭方式而言，聽起來又似「花瓶」，而「花瓶」的作用

除了用來插花、作為陪襯或裝飾的容器之外，亦被用來形容「外貌美麗，但思想空泛，

沒有智慧的女子」，為一貶義詞，顯示傳統的刻板印象中，女子多是無知識、無見解的。 

之後花木蘭的女兒身身分被軍中同僚發現，同僚們害怕木蘭會被朝廷大官判以「欺

君之罪」，只好將她遺棄在冰山雪地之中，但沒多久後花木蘭發現匈奴並未全軍覆沒，

其中幾位強悍的士兵更計畫前往京城展開殺戒，因此木蘭決定前往京城警告校尉與她的

同僚，只是當她到了京城之後，試圖告訴其他人皇上有危險時，大家一看她是「女人」，

皆對她不理不睬甚至嗤之以鼻，表現出傳統婦女說話無足輕重，不被重視之感。 

 

(二) 《木蘭》(Mulan)中顛覆中國傳統對女性刻版印象的表現 

動畫的一開始，木蘭即在手上「寫」小抄，打破中國古代中「女子無才便是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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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士尼花木蘭配樂》<http://mymedia.yam.com/m/2984824>，2015.04.16 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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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法。從軍之後，花木蘭因為本是女兒身，因此在訓練過程中，先天體力與力氣不及其

他男人而飽受同儕的欺負，但她靠著自己所堅持的毅力與耐性，通過了許多困難的訓練

與考驗，更運用她的智慧，贏得校尉所作出的挑戰，讓全部士兵對她刮目相看，新兵們

更因為如此而開始認真地接受訓練成為一支勁旅，木蘭也變成軍中不可或缺的大將，證

明自己並未不如男人。 

在最初木蘭想藉由嫁入好人家來為家人爭光的方式失敗後，媒人婆對木蘭所說的

一句話中：「妳可以看起來像個新娘，但是妳永遠不能為妳家爭光。」146或許木蘭一開

始從軍是為了孝順父親，然其實真正的原因，是她想要證明自己的能力，女人不一定要

表現出傳統的溫柔婉約貌，或是只能在相夫教子、足不出半戶，其實女人亦可像男人一

樣，勇敢且堅強地表現自我。花木蘭最後做到了，在遭到龐大數量的匈奴士兵埋伏時，

她利用地形之利，運用火炮向雪山的山頂發射，讓雪崩掩埋了大多數的敵軍，憑藉勇氣

與智慧解救同儕軍隊。 

京城解救皇上過程中，木蘭亦再次運用她的聰慧，成功地打敗匈奴並順利解救皇上

與全國人民，對她所犯「女扮男裝，欺騙軍營長官，使軍人蒙羞且毀了皇宮」之重大錯

誤皆被赦免，贏得皇上與全民的敬意，成功光耀門楣，皇上甚至要打破傳統賜木蘭官爵，

只是木蘭一心掛念家鄉，所以回絕了官位，而校尉也因為朝夕相處喜歡上這位不同於傳

統在家相夫教子的姑娘，所以最後跟隨木蘭一起回到花家。從軍後木蘭與一般男性同樣

接受艱難的訓練，到後來被拋棄在冰天雪地中，就算面臨困境，花木蘭都未放棄對抗挫

折並持續努力著，面對種種的考驗，木蘭皆證明了自己並未不如其他男人，打破女性一

向給人嬌柔一面的印象，木蘭從軍成功粉碎「女性」做為養兒育女和看護的傳統形象。 

   此外，跨文化的迪士尼《木蘭》(Mulan)，可發現木蘭用左手吃飯、寫字、拿筷子，

在迪士尼的塑造下，木蘭為一位左撇子，對以右手文化為主的中國人而言，左撇子的孩

子通常都會被糾正回以右手「正常」做事，然美國電視、電影、影集中卻常可看到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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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士尼製作，Mu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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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慣用左手的比例比中國社會高出許多，這是東、西方教育與生活文化的差異，也是迪

士尼透過將木蘭塑造成與當時社會環境中的與眾不同，以及傳統中對於女子所要求的規

範做反叛，來調和東西文化意識。147 

 

第三節 東、西跨文化的木蘭故事與形象轉變 

 

於故事情節上，筆者以〈木蘭辭〉的基本情節去分析東方的曜新穎《花木蘭傳奇》

與西方的迪士尼《木蘭》(Mulan)，可發現這兩部動畫雖然都是藉著中國的木蘭故事去

改編，但情節內容卻已與原先的〈木蘭辭〉有所差異，此外，《花木蘭傳奇》除了故事

內容與《木蘭》(Mulan)不同外，所採用的拍攝觀念、手法與思想亦不一樣，兩者以不

同的觀點重新詮釋花木蘭的故事。有關《花木蘭傳奇》與《木蘭》(Mulan)基本情節對

照表筆者以表 5 一覽表表示： 

 

表 5：《花木蘭傳奇》與《木蘭》(Mulan)基本情節一覽表148 

 

 《花木蘭傳奇》 《木蘭》(Mulan) 

女兒本分 

 

木蘭以活潑、快樂並且無憂慮地

的小女孩之姿出現。 

 

木蘭以一位無憂無慮的少女形象出

現，並從事著有關農家子女的工作─

餵雞，此外，嫁給一個好人家，替花

家「光宗耀族」也是木蘭在此身為一

位「傳統女性」的本分之一。 

                                                      
147

傅舒汶，〈從〈木蘭辭〉到卡通動畫─看迪士尼《木蘭》(Mulan)的再現策略〉，《藝術論衡》111 頁。 

148
下表為筆者以曜新穎數位國際發行之《花木蘭傳奇》與西方的迪士尼製作的《木蘭》(Mulan)，就兩部

動畫的故事情節整理之一覽表。 

 



73 
 

女兒心事 

 

擔憂父親、國家及木蘭因不被看

好的願望而落寞。 

 

失望自己未達到家人的期望，亦擔心

父親面臨被徵兵後從軍的安危，關心

之餘卻又被父親所說的話所中傷。 

 

為何從軍 

 

父親年紀已大，代父從軍並無其

他人選，加上從小願望即是成為

一位像她父親一樣偉大的戰士。 

「也許我不是為了我爹，也許我只是

想證明自己的能力。」擔心父親會命

喪軍中，也為了向家人證明自我價

值。 

 

戰前改裝 

 

木蘭的父親教導她兵法、勇氣、

毅力等，並傳承她身為一位老戰

士所擁有的經驗。 

木蘭為了假扮男性參軍，在服裝、行

為舉止、名字上皆做了變化，而從軍

後的武藝由軍中校尉所訓練。 

 

奔赴戰場 

 

藉由叛軍勢力越來越強大來表

現出從軍時的軍情緊迫。 

 

木須龍假傳軍書，一行人在奔赴戰場

的途中，一路上有說有笑，直到軍隊

準備與將軍的大軍會合時，放眼望去

的村落變得殘破不堪，劇情急轉直

下。 

 

征戰生活 

 

此部分除了多了木蘭敗北的情

節，木蘭也在此時被叛軍首領識

破女扮男裝身分。 

透過動畫裡紛飛的大雪、放眼望去的

潔白景色，讓觀看者於視覺上感受到

征戰地區環境的惡劣。 

 

受封賞與 

拒官職 

 

木蘭未得到豐厚的犒賞。木蘭因

打敗邪惡的叛軍、讓龍甦醒，使

她的事蹟流傳整個中國，如同木

蘭的故事被後世所傳唱一樣。 

與民歌〈木蘭辭〉木蘭拒絕封爵而懇

請回到家鄉的情節一樣，因此皇帝改

贈木蘭項鍊與寶劍，讓大家知道木蘭

拯救中國的事蹟。 

 

返家 

 

唯一等待她回來的是她的朋友

─熊貓，取代原先〈木蘭辭〉裡

木蘭姊姊與弟弟的角色。 

除了親情的描寫外，比原先〈木蘭辭〉

的基本情節中還多了「愛情」的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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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裝與 

揭露身分 

 

木蘭回家後回復女兒裝扮，以前

水中的倒影，也從原本身穿戰士

服裝轉換成身穿女裝的樣貌。 

被動地被發現「女性」身分，且於被

發現時就開始身著女兒裝，並以「女

性」的角色來拯救至高無上的在位

者。 

 

 

在跨文化下，迪士尼《木蘭》(Mulan)雖然改編自東方的故事，但在動畫裡尚可看

到西方的影子在裡頭，然而由臺灣曜新穎所製作與發行的《花木蘭傳奇》，卻未看見臺

灣色彩，整部動畫以中國為背景進行創作。木蘭代父從軍對中國人來說為家喻戶曉的故

事，迪士尼也更改了《木蘭》(Mulan)中的家庭成員與部分故事情節，例如：將木蘭改

為家中並無姐姐和年幼的弟弟、木蘭的父親雖然曾是英勇的士兵，但現今卻因為「腿疾」

而行動不便，年邁之餘又多了身理上的不便。另外，原本木蘭是在凱旋歸鄉後才被軍中

同僚發現她是女子，但到了迪士尼的手中，變成她在軍中受傷而被軍醫檢查出她喬裝的

身分。在臺灣曜新穎的《花木蘭傳奇》裡，木蘭父親更是親授木蘭武藝，並認為她是解

救中國的唯一希望，雖然故事中的木蘭也是女扮男裝，但整部動畫強調的卻是這位女英

雄如何運用智慧與毅力來拯救全國，對於她身為女人的身分並無多做其他的描繪。除此

之外，迪士尼《木蘭》(Mulan)雖然改編中國樂府〈木蘭辭〉，但在不同文化下也可看

到許多西方元素在裡面，跨文化的故事變異中，木蘭吃著西式的培根煎蛋早餐、對於東

方人而言，受子孫敬拜的祖先竟然會搖滾地跳舞，以及木蘭起床時竟使用了「鬧鐘」。 

    於木蘭形象上，北朝民歌〈木蘭辭〉把木蘭生動地刻畫為中國文學歷史上一位不朽

的巾幗英雄形象，而美國迪士尼《木蘭》(Mulan)以中西文化相融的手法，用不同的文

化角度，解讀以花木蘭為主的女性角色與文化，賦予她新的形象與其時代意涵。為了避

免文化上的差異而觸犯中華文化的禁忌，加上迪士尼為了將這部影片保有中國風味而雇

用了一些亞洲人與華人參與影片的製作，其中臺灣藝術家─張振益負責角色設計與動畫

監督，確定動畫角色的衣服與外貌，將《木蘭》(Mulan)中的花木蘭設計成典型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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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女形象，不僅鼻樑曲線消失、眼睛細長、眼角上挑，還有鵝蛋臉、櫻桃小嘴與一頭烏

黑的長髮。149動畫中雖然富含許多中國元素─龍、祠堂、祖先、熊貓等等，也以最初〈木

蘭辭〉的基本故事情節去改編，然在迪士尼慣有的情節下，《木蘭》(Mulan)多了許多情

感間的刻畫，最後甚至還有一貫不變的幸福美滿之愛情結局與西方文化意識在裡頭。蔡

佳蓁：「迪士尼的敘事結構多半呈現：與周遭環境格格不入挫敗的主角─逃離、自我拯

救─自我實現─收穫愛情。」《木蘭》(Mulan)中的木蘭在此架構下，也是踏上一段追尋

自我的歷程，最後實現自我價值。150 

    〈木蘭辭〉中將木蘭塑造成「勤勞」、「孝順」的傳統婦女，而迪士尼將木蘭描繪

成一位獨立、外向、開放的女性，希望能尋求自我、主動、大膽的形象與中國傳統所認

知的女子不盡相同，甚至最後以「女性」的身分拯救皇帝，彰顯了自我價值。然而迪士

尼《木蘭》(Mulan)中的花木蘭：「不能成為一個好新娘，就不會是個好女兒。」151可見

《木蘭》(Mulan)對於中國自古以來的重男輕女觀念以及其他對傳統中國女性的刻板印

象還是存在的；反觀東方的曜新穎《花木蘭傳奇》卻已經沒有了這些觀念，整個故事以

女性為主，花家父親除了親自教導與訓練木蘭，並把花家的榮耀與希望全都歸於木蘭本

身，對於木蘭寄予厚望，這與傳統中的思想已大為不同。 

一個由東方所詮釋的曜新穎《花木蘭傳奇》，另一個由西方所拍攝的迪士尼《木蘭》

(Mulan)，不管是東方的木蘭或是西方的木蘭，雖然兩者對於代父從軍初始是因為「孝

道」、體恤年邁的父親，但其實在她們的內心深處，有一部分其實是想要證明自己有能

力、並對得起自己，尤其在迪士尼中的木蘭，當在媒人婆認為木蘭永遠不可能像個賢淑

的新娘嫁入好人家為家族爭光後，木蘭卻以「女性」的角色拯救國家，贏得全國人民甚

至是皇帝對她的讚賞，成為不讓鬚眉的女英雄。《木蘭》(Mulan)裡校尉面對自己的父親

                                                      
149 Shareem Amy.“Mulan's Big Bag of Tricks.”New Straits Times (Malaysia) 

<http://web.lexis-nexis.com/universe/do...&_md5=5404fa99d4d53913350913b9ddfdb0bd>，2015.04.16 檢索。 

150
蔡佳蓁，《百變花木蘭──論木蘭故事在不同載體中的變異》(臺東：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所碩士論

文，2013)98 頁。 
151

迪士尼製作，Mulan。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KbMPq4/search?q=sc=%22%E5%9C%8B%E7%AB%8B%E8%87%BA%E6%9D%B1%E5%A4%A7%E5%AD%B8%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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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帶領的軍隊全軍覆沒在匈奴之下，雖然哀傷但很快振作並轉換心情，以國家大事為己

任，而花木蘭亦是如此。不管是迪士尼中的木蘭，因為身分曝光而被趕出軍隊後仍一心

要替花家光宗耀祖（其實在她被同儕拋棄後，她大可不必去京城，但她仍選擇冒險去解

救國家和黃帝）；或是《花木蘭傳奇》中的木蘭，在她逃脫敵軍的囚禁時，亦是冒著生

命危險去解救國家，西方與東方的花木蘭就算在惡劣的情勢之下，都未放棄對抗挫折，

顛覆傳統對女性的刻板印象，也否決女人會因兒女私情而誤國家大事的偏見，打破在男

性權威下，女人一無是處的想法，刻畫出女性的英雄形象。 

〈木蘭辭〉裡的木蘭因不捨年邁的父親與年幼的弟弟上戰場而女扮男裝從軍，實是

為家庭所犧牲，但是這樣的中國倫理觀念卻不為外國人所理解，因此迪士尼將之改編成

木蘭追尋自我與自我價值實現的故事，內容上也宣揚了美國的個人英雄主義、個體是可

通過努力而成功、小兵也能立大功，與中國所推崇的士兵絕對服從與團隊合作協同理念

背道而馳。152雖然兩部動畫著重的要點不同，《花木蘭傳奇》中木蘭從軍原因尚包含擔

憂國家安危，而《木蘭》(Mulan)則是為了尋求真正的自我，但兩者皆打破女性嬌弱的

形象，超越許多男子，接受艱難的訓練並表現卓越，成功粉碎「女性」做為養兒育女和

看護的傳統看法，且東方的木蘭與西方的木蘭，都接受了與男人無異的艱苦訓練，但自

始至終都未放棄，打破女人一向給人嬌小柔弱的印象。 

    不管是東方的曜新穎《花木蘭傳奇》或是西方的迪士尼《木蘭》(Mulan)中的花木

蘭，兩者都希望能光耀門楣為自己的家人帶來榮耀，也希望父母能為自己感到驕傲。最

初在迪士尼《木蘭》(Mulan)中，木蘭是被要求嫁個好人家以替家族帶來光榮，然這樣

的做法無疑是將女人限制於家庭、排除女性增長文化的權力，雖然隨著歷史的演進，女

性角色順應父權社會的需求而調整，但仔細觀察時，我們其實不難發現，父權社會所期

許的女性，在本質上並無多大的改變，就像花木蘭的故事經過許多改編，但在迪士尼裡

                                                      
152

林文韵，《台灣小學生看迪士尼「花木蘭」的文化認知─一個多元文化教育的行動研究》(臺北：淡江

大學美國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4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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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可以發現父權意識下的女性產物，迪士尼《木蘭》(Mulan)中最後木蘭的奶奶：「木

蘭應該帶回男人而非寶劍。」153此外，不管是東方的《花木蘭傳奇》也好，或是西方的

《木蘭》(Mulan)也好，故事中的木蘭在最後皆是功成身退，回歸家庭與女性的角色，

從沒攪亂現存的男性社會秩序，但其實女性並非弱者，從花木蘭的身上可以看到她不但

會讀書且允文允武，而她不受傳統觀念的束縛，證明女性和男性一樣都是吃得了苦，也

都是愛家愛國的。 

 

 

 

 

 

 

 

 

 

 

 

 

 

 

 

 

 

                                                      
153

迪士尼製作，Mu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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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現代婦女的種族與性別越界 

 

本章將分成三節，主要透過湯亭亭所著之小說《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中將

中國故事拉提到美國後，作者幻想自己成為「花木蘭」的女勇士，了解其所代表的華人

族群與婦女在不同地區、不同時代下有別於北朝民歌〈木蘭辭〉的形象轉變；以及隨著

時代的不同，將古代拉提至現代，由蔡柏璋所寫之音樂劇《木蘭少女》，看劇中花木蘭

如何顛覆傳統農家婦女形象。筆者先以原詩之基本情節：「女兒本分」、「女兒心事」、「為

何從軍」、「戰前改裝」、「奔赴戰場」、「征戰生活」、「受封賞與拒官職」、「返家」、「復裝

與揭露身分」各別分析湯亭亭的《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 )與蔡柏璋的《木蘭少女》

之故事內容，並探討《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 )裡華人婦女於移民史的過程中，如

何對抗種族歧視與父權主義，以及《木蘭少女》內欲擺脫傳統追尋自己道路的花木蘭，

與劇中所添加的時代色彩和酷兒元素，最後小結《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和《木

蘭少女》與傳統女性形象的反叛表現。 

 

第一節 對抗種族歧視與父權主義的《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 

 

顛覆美國對華人女性偏見的第二代移民華裔女作家─湯亭亭，1940年出生於加州斯

托克頓，父親湯姆‧湯(Tom Hong)於1925年由廣東來到美國，先在洗衣店打工，後來才

自己開店，而她的母親朱英蘭(Ying Lan Chew)則於1939年偷渡到美國。湯亭亭從小取英

文名為瑪克辛‧湯(Maxine Hong)，其命名由來出自於當時一位以好運出名的金髮賭徒

之名「瑪克辛」(Maxine)，希望藉此她能給家庭帶來好運氣。154 

其1976年面世的英文小說《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 )在美國轟動一時，甚至書

                                                      
154

 〈美國國家圖書獎頒出：湯亭亭獲終身成就獎〉，《人民網》

<http://culture.people.com.cn/BIG5/87423/8058082.html>，2015.05.31 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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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開篇之語「你不能把我要給你講的話，告訴任何人。」155也在當時美國各高校中盛

行，成為年輕人見面打招呼的第一句話。被視為自傳的《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 )，

內容涉及作者的童年時期與湯亭亭的母親和其親人，這本被選入美國教材的小說，描繪

華人女性血液中的果敢與擔當，以及她們融入美國社會的蛻變過程，成為當代婦女文學

的經典著作之一，此外，小說化用中國歷史故事中的花木蘭形象，顛覆當時美國對中國

女性的偏見，使「花木蘭」在美國成為深植人心的中國女英雄，湯亭亭也因而被冠以「花

木蘭教母」之名。156小說第二部分〈白虎山學道〉157以中國膾炙人口的花木蘭故事為基

礎，內容改編自小時候常從母親那聽到的故事。因本論文為探討木蘭的形象轉變，因此

本節主要針對《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中的〈白虎山學道〉作細部分析。 

 

一、情節內容 

筆者除了以基本情節：「女兒本分」、「女兒心事」、「為何從軍」、「戰前改裝」、

「奔赴戰場」、「征戰生活」、「受封賞與拒官職」、「返家」、「復裝與揭露身分」

分析〈白虎山學道〉中做為主人公的「我」，如何想像自己成為「女勇士」上山修練的

故事內容外，因故事最後作者還是帶回現實中在美國生活的華人，所以於情節分析上，

筆者將就作者想像的「女勇士」以及生活在現實之「主人公」的部分一起做探討。與傳

統的木蘭故事不同，〈白虎山學道〉中並未著墨於木蘭「受封賞與拒官職」，因此筆者

也將這部分與基本情節之一的「返家」合併一起做討論。 

 

 

                                                      
155

湯亭亭(Kingston, Maxine Hong)著，《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李劍波、陸承毅(譯)(廣西：灕江出

版社，1998)，1 頁。 

156
〈湯亭亭：顛覆美國偏見的華裔女作家〉，《人民日報海外版》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wb/html/2008-11/21/content_143608.htm>，2015.05.31 檢索。 
157

湯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著，〈白虎山學道〉，《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李劍波、陸承毅(譯)，

16-4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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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女兒本分 

《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 )將中國的歷史、神話、傳奇、個人自傳與20世紀的

美國融和成一體，出生於加利福尼亞貧民區的「主人公」，父母以開乾洗店為生。在〈白

虎山學道〉中，作為女孩的「主人公」從小不受重視，就算努力用功，也只是讓人認為

是給未來的公婆家帶來好處，因此從小聽著「女大必為別人妻」、「養女等於白填，寧

養呆鵝不養女仔」等言論長大。158「主人公」一方面接受美國式的學校教育，另一方面

卻又接受中國式的家庭教育，因此在家中「主人公」需要燒飯、洗碗，但為了迫使自己

成為道地的美國女性，因此，在燒飯時總會故意燒糊，洗碗時也會故意打碎它一、兩個。

雖然區域已移到美國，但從〈白虎山學道〉裡還是可以看到當時的傳統社會主張男主外、

女主內，女性依然做著家庭事務，長大後嫁作人婦，並生子、受人養活。 

 

(二) 女兒心事 

與大部分的木蘭故事中木蘭擔心父親年老而上戰場不同，在〈白虎山學道〉裡作為

女孩的「主人公」從小聽著貶低女性的言論長大，文化方面的碰撞與迷茫，使她對女性

的身分地位產生反抗，努力地讓自己成為道地的美國女性，長大不願意只是嫁人做傭人。

雖然每次回家總能感受到父母的關愛，然於言語「女兒飯中蛆」159、「養女好比養牛鸝

鳥」160中卻又時常表露出女兒地位不如兒子。當時一幅顯示一群人在洪水裡用長柄勾搶

撈財寶，卻同時把女嬰往河裡推的水墨畫而有的說法─「洪水裡撈財寶，小心別撈上個

女仔」161，加上其他總總貶低女性的諺語和傳說，使得「主人公」不願在華人街裡待下

去，因為那個地方令她難以忍受。 

 

                                                      
158

同上註，頁 41-42。 

159
同上註，頁 39。 

160
同上註，頁 42。 

161
同上註，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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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為何從軍 

北朝民歌〈木蘭辭〉、臺灣曜新穎數位國際發行的《花木蘭傳奇》或是迪士尼製作

的《木蘭》(Mulan)中，木蘭從軍原因是因為家中無其他適合人選、擔憂國家安危或是

為了證明自我價值而代替父親出征，但在〈白虎山學道〉裡，於美國華人社區中長大的

華裔女孩「主人公」，因成長過程與生活上處處充滿歧視與壓迫，加上城市改建時，父

母的洗衣作坊被推倒，一片貧民區亦被夷為平地，使得一家賴以為生的經濟支柱就此沒

了，所以自從聽了母親講的花木蘭故事後，即將其視為自己的精神領袖，想像自己為一

位中西合璧的「女勇士」，希望自己可以像她一樣改變現實的命運、對抗種族與男女間

的不平等，並實現個人價值。 

 

(四) 戰前改裝 

作為「女性」所遭受的不平等與作為「華人」所受到的歧視，因此在聽到母親所說

的木蘭故事後，「主人公」想像自己化身為「花木蘭」成為一位「女勇士」，在七歲那

年跟隨一隻鳥兒進到深山，途中，遇見一位老漢和一位老太太，並與他們在山中學藝十

五年─學習如何與「壞人」和「土匪」搏鬥，以討回被竊取的糧食。在學習武藝的過程

中，最初先學習如何保持安靜，使呼吸平穩，再來學習戰鬥時的步伐，五年過後，「女

勇士」的身體變得強壯，至第六年，「女勇士」甚至可以跟鹿一起奔跑、像猴子一樣跳

躍，並且習得每種動物可供運用的搏鬥技巧，第七年開始，老人們帶「女勇士」到一個

距離天空三尺三寸有老虎出沒的山峰，然後讓「女勇士」赤手空拳為了生存而戰鬥，這

段時間「女勇士」忍受飢餓、寒冷，蒐集木柴取火並融化雪水當飲用水，最後終於順利

走出白虎山回到原先修練時所居住的地方，待證明了自己有生存能力後，老人們開始教

導「女勇士」蒼龍真功，「女勇士」也學會如何使自己的心靈博大，並能容納各種悖論。

二十二歲時，「女勇士」武藝學成，再次跟隨帶「女勇士」上山的鳥兒回到山下準備出

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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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奔赴戰場 

返回村莊後準備代父出征時，父母親像是歡迎歸來的「兒子」一般歡迎「女勇士」

回來，並將「仇恨」、「誓言和名字」刻在「女勇士」的背上，讓「女勇士」走到哪裡

或發生什麼事別人總會了解作為「華人」所做的犧牲，假如不幸戰死沙場，也可將身體

當作武器，向世人揭露皇帝的暴行。與「岳母刺字」的故事不同，岳母在岳飛背上刺「精

忠報國」是為勉勵兒子保家衛國，而〈白虎山學道〉中父親在女勇士背上刻下的是仇恨

以及推翻當前統治者的誓言，代表了農民階級共同的心聲，用以表達作者希望消除華人

所受的歧視以及美國社會邊緣的華人願望。162在一切準備就緒，並換上男裝與掛上甲冑

後，這時村民陸陸續續送上他們的子弟一同加入推翻帝王的行列。 

 

(六)征戰生活 

向皇宮行進的時候，「女勇士」通常都是牽著馬與士兵並肩而行，一路上慢慢壯大

自己的勢力，軍隊強大起來後，遇到第一個對手是巨人，交手的過程中對著他的致命處

攻擊，順利打敗他也讓他的手下悔悟並效忠於「女勇士」。有一天早晨，「女勇士」的

丈夫聽聞有位勇士出現，他們就這樣重逢、並肩作戰，就算懷孕也是照樣出戰，後來分

娩時，「女勇士」讓丈夫將臍帶繫在旗杆上晾乾，體現了中國父母保存孩子臍帶的傳統，

再來將孩子拴在胸前、穿上鎧甲，繼續向前戰鬥，待孩子滿月時，「女勇士」請丈夫將

孩子送回老家，獨自面對接下來孤單的時間。最後，「女勇士」終於帶領軍隊大戰太子，

並砍下皇帝的腦袋，選出一位農民皇帝，建立新的制度。 

 

(七)返家 

與傳統的木蘭故事不同，〈白虎山學道〉中推翻了原有的皇帝因此並未有受封賞、

                                                      
162

劉夏清，〈華裔美國作家湯亭亭《女勇士‧白虎山學道》中的中國文化傳承與變異摭談〉，《絲綢之

路》(2013，18)35-3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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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職的部分。「女勇士」衣錦還鄉之後，帶回了新皇登基的消息，並找尋掌管村里事情

的財主。看著將弟弟送上戰場的財主正手裡數著錢、撥弄著算盤，對自己的行為完全沒

有悔意，甚至說出「女兒好比飯中蛆」163等民諺，於是殺死這位欺壓村民的地主，並讓

人們公審財主的家人與奴僕，饒恕那些認為可以改過自新的人，讓他們為自己的行為懺

悔，最後釋放裹小腳的女性奴隸完成了復仇。 

 

(八)復裝與揭露身分 

審判結束後，推翻財主家的祖宗牌位，並將大廳用作村會堂，之後「女勇士」去見

了公婆、丈夫與兒子。當她的兒子看到遊行隊伍中的將軍竟是自己的母親時欣喜若狂，

最後，「女勇士」換上黑色的婚禮服，跪在公婆面前，承諾國事已畢，之後要守在他們

身邊耕耘、紡織與生兒育女，回歸到女性、媳婦、母親的角色。這裡的「女勇士」，就

像北朝民歌〈木蘭辭〉、臺灣曜新穎的《花木蘭傳奇》和迪士尼的《木蘭》(Mulan)裡

的木蘭一樣，在結束一切的戰事後，功成身退回到家鄉，也回到原有的女性角色。 

 

二、《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裡華埠的傳統婦女 

早期的中國男性移民或到美國的華人，因為中國內部人口膨脹，可耕地面積不增反

減，加上當時政治社會官吏腐敗、稅務繁重，使得一些窮困農民不得不下海出洋尋找出

路。當時最早於美國加利福尼亞淘到黃金的為廣東人，消息傳回家鄉後，使得許多貧困

的老百姓被黃金潮所吸引，因此紛紛來到美國「尋求金山」以擺脫窮困，然可採集的黃

金有限，加上許多礦脈實是掌握在財力雄厚的白人公司下，使得他們只能在被白人遺棄

的廢礦區用加倍的勞動來開採，所以許多華人慢慢地轉而從事餐飲、洗衣等服務業，因

                                                      
163

湯亭亭(Kingston, Maxine Hong)著，〈白虎山學道〉，《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李劍波、陸承毅(譯) ，

3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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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工作營利不大又辛苦，大多為白人不願從事之行業。164此外，美國社會中根深柢固

的種族主義、排華活動和社會輿論長期迫害與歧視華人，除了受到街頭上歹徒與無賴的

襲擊外，1882年的《排華法案》削減華人移民來美的數量，以及其他法律禁止在美的華

人歸化為美國公民，法律甚至禁止中國人於法庭上提供不利於白人的證詞，使得當時華

人移民遭受許多痛苦的境遇。165
Thomas Sowell在《美國種族簡史》中：「美國人對待中

國移民的態度是苛刻的，有時甚至是粗暴的。華人既不是白種人，又不是基督教徒。而

在當時，這兩條缺一不可，無論哪一條都足以構成致命的弱點。」166 

    中國傳統社會中的婦女，思想、社會經濟、身體收到約束與限制，男尊女卑的觀念

讓婦女在社會上屬於次要的從屬地位，婦女服侍男性並遵從「三從」─在家從父、出嫁

從夫、夫死從子。因此，19世紀後半期與20世紀初時，早期中國移民的婦女除了欲擺脫

窮困生活與社會動亂，「嫁雞隨雞」的家庭團聚願望也吸引婦女離鄉背井到未知的世界，

但種族主義之下，使得來到美國的婦女不僅生活艱困，更飽受當地白人的敵意與歧視。

作為洗衣店主、中餐館業者、雜貨店主、勞工、廚師等的妻子，日常生活要煮飯、洗衣、

帶小孩，並幫助丈夫管理店面；而生活在鄉下的移民婦女除了家務事之外，還要耕田種

地、餵養家畜，這些早期的中國移民婦女因畏懼當時美國社會的種族歧視與排華活動，

因此活動區域大多侷限於華人居住地區，且幾乎足不出戶。167 

女性在中國家庭中處於男性的從屬地位，傳統的家庭制度深深地影響中國人生活，

但因在美國的中國女性人數相對少於男性，使得妻子除了要推動家庭職責外，也要協助

丈夫經營的小型商業，與傳統社會中「男主外、女主內」大為不同。在金錢使用上，雖

然錢袋由丈夫掌握，但如何使用也多半為妻子決定；雖然同意丈夫為一家之主，但面對

                                                      
164

張有倫、肖軍、張聰，《美國社會的悖論─民主、平等與性別、種族歧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

1999)，293-297 頁。 
165

湯瑪斯‧索威爾 ，《美國種族簡史》(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143-164 頁。 

166
同上註，頁 177。 

167
令狐萍，《金山謠─美國華裔婦女史》，3-1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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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家庭問題，妻子不僅有發言權，更有某部分的決策力。168因為經濟社會因素，讓

在美國的中國婦女地位高於中國傳統社會中的女性，但土生土長深受中國教養的妻子，

使得她們到了美國大多還是保有傳統思維並影響其生活，而出生於美國或較西化的中國

太太，也在華埠環境的影響下，還是保留大部分的中國習俗。 

在美國的中國婦女地位已較中國的婦女地位提高，但歧視婦女的思維卻並未因此而

降低，雖然婦女在華埠中為一重要的人力資源，但因無法掌握家庭的經濟，使得中國女

性出生起就不被視為家中的「永久成員」。〈白虎山學道〉中表現出「主人公」希望能

得到與男性平等的地位及實現個人價值的機會。「女勇士」雖然最後帶領村人推翻舊時

代迎接新制度，但現實生活中的「主人公」，從小聽著「養女等於白填」、「女大必為

別人妻」的言論長大，即使用功學習，成績得到全A想改變自己的處境，卻只被認為是

給未來公婆家帶來好處，傳統的價值觀與期望婦女承擔的職責，深深地影響華人婦女，

讓她們即使移居到異國，依然扮演著傳統的角色。 

 

三、對抗父權主義與種族歧視的《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 

自我認同為美國華裔女作家的湯亭亭，屬於第二代華人移民，父親年輕時即從廣東

到了紐約，而母親則到了四十歲才得以去美國和丈夫團聚，湯亭亭 1940 年出生於加州，

《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為她的處女作，該書出版後開始受到各大報刊好評並稱

讚該作品為具有代表性的自傳性作品。雖然如此，但有些亞裔批評家卻認為該作品歪曲

中國歷史神話與傳說，將華裔美國人的經歷神秘化，迎合白人讀者東方主義的偏見，為

此，《女勇士》成為華裔美國文學中長期爭論的一個焦點。169《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 )

為作者主動介入兩個文化間，改編從小聽母親以粵語說的故事用英文加以「重說」，使

                                                      
168

宋李瑞芳，《金山客》(臺北：七十年代出版公司，1970)，161-162 頁。 

169
張延軍，〈湯亭亭《女勇士》中的多重身份認同與文化融合〉，《世界文學評論》(2008，2)174-17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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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故事來回於文化、語言之間，也來回於說故事與文本之間。170不僅表現出中國傳統文

化內的花木蘭形象在美國文化中的變異，更以女性復仇者的姿態出現，女扮男裝，證明

自己比男子更有價值，而《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 )中的「主人公」是一個思緒雜

亂，充滿反抗精神的憤怒女孩子，她對華人傳統文化和美國價值觀都保持質疑的態度，

涉及跨文化和跨語言因素。 

《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 )小說的第二章〈白虎山學道〉，以中國傳說花木蘭

的故事為根基，並加上多種中國元素與故事來改造與作為借鏡，編織出一個想像中的「女

勇士」。〈白虎山學道〉中的花木蘭從軍原因已不再是像北朝民歌〈木蘭辭〉般為了父親

或是如臺灣曜新穎的《花木蘭傳奇》擔憂國家與美國迪士尼的《木蘭》(Mulan)中為了

證明自我價值，而是一位在白人優越社會下的中國女人，被禁錮在中國文化裡，因為種

族歧視所以要為鄉親─美籍華人報仇，以建立起屬於華人自己的真正身份和地位。湯亭

亭在此借助花木蘭的故事，傳承與變異中國文化並創造屬於華人自己的神話，雖然作者

實際支點在於兩種文化的反差和衝突間，但湯亭亭亦以「寫作抗爭」來控訴「種族」和

「性別」的雙重歧視，作品中不僅繼承中國文化，亦將其變異並融入美國文化，與華裔

族群相結合，書寫對抗父權價值體系的性別歧視，結合民間故事、家族傳奇，來表現武

藝、性別越界和反沙文主義的多元理念。 

  〈白虎山學道〉中主要體現了種族矛盾、性別矛盾並表達出了一位作為第二代美國華

裔女性期望種族平等、男女平等，並在東西方文化碰撞中找到適當的身份和生存方式以

實現個人價值。在〈白虎山學道〉的開頭，作者借用了作為女性的「方七娘」拜白鶴為

                                                      
170

李有成，張錦忠主編，〈跨文化相逢與跨語言表現：當 Fa Mu Lan 與 Lo Bun Sun 遇見花木蘭與魯賓遜〉，

《離散與家國想像：文學與文化研究集稿》(臺北：允晨文化公司 ，2010)，247-269 頁。 

 

http://www.baidu.com/s?wd=%E7%BE%8E%E5%9B%BD%E5%8D%8E%E8%A3%94&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www.baidu.com/s?wd=%E7%BE%8E%E5%9B%BD%E5%8D%8E%E8%A3%94&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www.ea.sinica.edu.tw/members_01_look.php?no=251&page=1
http://zephyr.nsysu.edu.tw/en/d1j.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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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而創絕技的中國民間「白鶴拳」傳說171，讓「女勇士」跟隨一隻鳥兒進入深山，遇見

一男一女並在其下學得好功夫。除此之外，作者描述修練的過程中「經期並不影響我的

修練，如平日一樣，我感覺強健有力。」172或是父親將仇恨與誓言刻在「女勇士」背上

時「我聞到了那種有點像鐵銹的血腥味，就像產婦的分娩，就像在宰殺犧牲，就像我來

了月經或夢見了血腥場面。」173甚至在「女勇士」分娩時，「女勇士」讓她的丈夫把孩

子的臍帶繫在旗杆上晾乾，讓代表母性的「臍帶」與代表戰爭的「旗杆」互相呼應，體

現出女權與男權的對抗。174在充滿暴力的戰場中夾雜「分娩」、「月經」等極具女性特徵

的意象，除了沒有刻意隱瞞「女勇士」的女性身份，還刻意突顯她女性的特徵，顯示作

者對於一個華裔女孩渴望男女平等以及實現個人價值的願望，充分在小說中表現女性主

義觀點。175此外，湯亭亭通過塑造具有男女兩性特徵的木蘭，以妻子或母親的身份勇敢

作戰，實施報復計畫、反抗種族壓迫，更藉此表達「結婚和生孩子只能使她更強壯」176，

衝破對女性的壓抑與束縛，也超越兩種文化的性別界線，主張從性壓抑的中國文化，走

向性解放的美國文化，她既不屬於傳統的中國女性，也不屬於現代的美國女性。177 

                                                      
171

清初，福建九連山少林寺有一位身懷少林十八羅漢拳的絕技的少林僧，名叫方慧石，        方慧石有一女兒

叫「方七娘」。七娘天生聰穎，加上方慧石將全身絕藝授給她，使得七娘數年之間，便學成了少林絕學。

有一天，七娘在福州蓮花寺旁洗衣，忽然發現一隻雪白的大鶴停在屋頂上七娘擔心白鶴踐踩所曬之衣物，

於是投石持竿揮趕。不料白鶴除不畏懼外，還舉爪還擊。七娘大驚對白鶴心服不已，心悟「攻之以武術，

若不得法，即劣於鶴」，最終悟出白鶴形意。除此之外，七娘又將女性小腳的步法「姑娘步」及少林十八

羅漢拳融入其中，創出白鶴拳法。《白鶴拳祖師-方七娘》<http://taichi-kungfu.myweb.hinet.net/ume95.htm>，

2015.04.30 檢索。  

172
湯亭亭(Kingston, Maxine Hong)著，〈白虎山學道〉，《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李劍波、陸承毅(譯)，

28 頁。 

173
同上註，頁 31。 

174
劉夏清，〈華裔美國作家湯亭亭《女勇士‧白虎山學道》中的中國文化傳承與變異摭談〉，《絲綢之路》

35-37 頁。 

175
 同上註。 

176
湯亭亭(Kingston, Maxine Hong)著，〈白虎山學道〉，《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李劍波、陸承毅(譯) ，

44 頁。 

177
張延軍，〈湯亭亭《女勇士》中的多重身份認同與文化融合〉，《世界文學評論》174-17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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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不僅處理華人所遭受之不平等外，也描寫了華裔美

國女性移民，《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中的「主人公」是一位在美國長大的女孩，

因此有不同的觀點，覺得生活在美國的白人、黑人等其他不同民族之間的我，可以用英

語來為美國文學書寫故事，因此湯亭亭利用寫作想改變美籍華人在美國社會中的位置。

不同於原先花木蘭的傳說，在湯亭亭〈白虎山學道〉的故事中，「女勇士」出征是為了

帶領窮苦、受壓迫的農民推翻皇帝統治，建立屬於農民的新秩序，反映在美國處於社會

邊緣、受歧視之華人希望種族平等的願望。書中女性主義敘事立場，塑造中國及華裔女

性的形象，表現出華人或華裔女子在中國傳統父權社會和美國白人主流社會裡欲打破沉

默與尋求自我之意念。 

 

第二節 擺脫傳統束縛與性別角色的《木蘭少女》 

 

    蔡柏璋現任臺南人劇團藝術總監，為一集編、導、演於一身的創作者，他前後在臺

灣、美國、英國等地的專業科系攻讀戲劇學位或進修相關課程，使他得到開發自我的機

會與跨國、多元的文化視野。成名之作為電視影集型式舞台劇《K24》，表現對政治祕

辛的狂野想像，開創臺灣劇場史上第一齣連演六小時的喜劇新記錄，從2005年第一集首

演至今，已全本加演多次，並成為臺南人劇團最重要的定目劇碼。除此之外，他還著有

《Q&A首部曲》、《木蘭少女》、《K24第一季》、《Re/turn》等劇本集，其中音樂劇

創作劇本《木蘭少女》不僅獲得府城文學獎的首獎，也被挑選作為臺大戲劇系創系十週

年的紀念演出，並於2009年於臺北城市舞台演出。178 

音樂劇的組合必然缺少不了「音樂」與「劇情」，而蔡柏璋所寫的音樂劇劇本《木

蘭少女》，其內容顛覆傳統大眾對木蘭代父從軍、忠孝兩全、女扮男裝的刻板印象，結

                                                      
178

〈蔡柏璋現象〉，《台灣藝文評論》<http://artcriticism.ncafroc.org.tw/article.php?ItemType=browse&no=2547>，

2015.05.30 檢索。 

 

http://baike.baidu.com/view/239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398.htm
http://www.baidu.com/s?wd=%E5%A5%B3%E6%80%A7%E4%B8%BB%E4%B9%89&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www.baidu.com/s?wd=%E5%8D%8E%E8%A3%94&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www.baidu.com/s?wd=%E7%88%B6%E6%9D%83&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www.baidu.com/s?wd=%E4%B8%BB%E6%B5%81%E7%A4%BE%E4%BC%9A&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www.baidu.com/s?wd=%E6%89%93%E7%A0%B4%E6%B2%89%E9%BB%98&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www.baidu.com/s?wd=%E6%89%93%E7%A0%B4%E6%B2%89%E9%BB%98&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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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音樂並涉及人生命運、性別認同、兩性差異…等。內容描述當朝廷到花家徵兵時，因

為花大姊未婚懷孕，花弟弟是個同志，於是在家人們開會之下，合適當兵的人選即為花

木蘭。而花木蘭也因為厭倦家鄉，想擺脫束縛，加上自己的好姊妹鼓舞，所以木蘭從原

本不願意代父從軍轉成欣然接受，促成這一場美麗的錯誤。普遍大眾的認知中，木蘭雖

為女性，但她女扮男裝征戰於沙場多是中性的形象表現，然《木蘭少女》卻保有女性柔

弱的體態，並與現今時下的一般女孩子一樣，喜歡逛街、打扮。本節除了探討木蘭於時

代變化下其形象的轉變，並將內容上出現的許多當今時代用語，以及隨著思想開放，逐

漸受到重視的酷兒議題合併做討論。 

 

一、情節內容 

雖然蔡柏璋將《木蘭少女》音樂劇之情節分成「序場」、「家庭革命」、「木蘭大

變身」、「菜鳥花木蘭」、「初體驗」、「懇親會」、「安能辨我是雄雌」、「花蝴蝶」、

「不能說的秘密」、「我飛‧我願」，然為求一致性以及符合本論文中區分情節的分類，

因此筆者仍以〈木蘭辭〉之基本情節「女兒本分」、「女兒心事」、「為何從軍」、「戰

前改裝」、「奔赴戰場」、「征戰生活」、「受封賞與拒官職」、「返家」、「復裝與

揭露身分」來分析《木蘭少女》，討論其內容與改編的部分。 

 

(一) 女兒本分 

音樂劇的一開始，花木蘭的姐姐「花木蓮」即未婚懷孕，而弟弟「花雄」正在玩布

娃娃。雖然花母「袁氏」叫花木蓮不要隨便出門走動以免未婚懷孕的醜聞被別人說閒話，

並阻止花雄玩普遍大眾認為應是屬於女孩玩具的洋娃娃，然實際上花姐其實不怕被人笑

話她未婚生子，就連買娃娃給花雄的也正是他的家人─花木蘭。179這樣的劇情已打破傳

統中視貞操為女人的一切與男人應該要有的雄壯形象之刻板印象。另一方面他們所生活

                                                      
179

蔡柏璋，《木蘭少女》(臺南：台南人劇團，2010)，35-3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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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崇德村」村前道路正封閉，因此讓村人們討論成一團，有的說是有「高官」要來，

有的則說是要打仗了。當軍官到來宣布村裡的男人全都要上場殺敵無一例外時，花木蘭

的父親也在名冊裡頭，但木蘭的父親除了年紀已大，腳瘸了更是一大問題。正當全村的

人為了自己的家人被徵兵而擔心著急時，木蘭卻剛「購物」回來。180《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中雖然時空已移到現代的美國，但「主人公」卻還是需要燒飯、洗碗，做著余

君偉所羅列之女兒本分，但在音樂劇《木蘭少女》裡，木蘭與從事家務、侍奉父母的傳

統農家女形象不同，這裡的木蘭與時下女子一般，喜歡逛街、打扮。 

 

(二) 女兒心事 

《木蘭少女》的「家庭革命」中，雖然徵兵名冊上頭的名字為花父，但大家卻為了

誰應該要去當兵而爭執不休。花木蓮認為花雄應該要代父從軍，因為他是男生；花木蘭

卻認為應該是花木蓮要去，因為她不應該趁花雄現在不在場而「陷害」他；擔心花雄太

女性化無法適應軍中、怕木蓮會軍中生子，而木蘭整天玩耍放風箏、不做家事，因此在

兩個人越吵越烈時，花母袁氏在幾經考量下認為木蘭為代父從軍的最佳人選。181湯亭亭

與蔡柏璋下的木蘭心事大不相同，《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中的「主人公」因為

出生在美國，從小接受美式的學校教育，但同時又接受中國式的家庭教育，因此在兩相

文化的衝擊下，使她對於女性的地位產生反抗，進而引發出女兒心事；《木蘭少女》中

的木蘭：「每個人都說自己沒有選擇，而我卻是，選擇下的唯一犧牲，究竟有人真正知

道？還是沒人真的在乎。我，非我願，逃脫不了，停留原地。」182少了其他木蘭故事的

版本中，因擔憂父親年邁上戰場而沉重的橋段，反而造成她心情低落的原因是因為家人

不顧她的意願而推舉她從軍。 

 

                                                      
180

同上註，頁 36-47。 

181
同上註，頁 49-54。 

182
同上註，頁 5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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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為何從軍 

    除了家庭革命中大家推派木蘭代父從軍，但真正說服木蘭離開的卻是她的好友─蔣

邵捷。一方面「起起復起起，崇德村的日子，月亮準時落下太陽準時升起；醒醒復醒醒，

崇德村的日子，日復一日一成不變幾個世紀。」183崇德村的日子生活無趣，每天一成不

變；另一方面，「我娘一心要我嫁，姊姊懷孕還繼續淫蕩，村子裡誇張的流言，日復一

日的無趣生活，這不是我要的人生，我想改變要趕快行動。」184村子裡對於花家的閒言

閒語以及木蘭欲擺脫現有的生活模式，因此好友邵捷：「沒有人可以影響妳，自己的美

麗自己決定，沒有人可以阻擋妳，自己的夢想自己追尋。」185鼓勵木蘭可趁此機會離開

村里。湯亭亭《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筆下的木蘭，其從軍原因是希望可以改變

種族與性別的不平等；而《木蘭少女》中的木蘭雖然一開始代父從軍並非木蘭所願，但

她最後卻願意利用此次機會來促成美麗的誤會，擺脫原先在家鄉日子每天一成不變的束

縛。 

 

圖 25：《木蘭少女》中，木蘭在好友與女性村民的勸說下決定從軍。186 

                                                      
183

同上註，頁 61。 

184
同上註，頁 62-63 

185
同上註，頁 62。 

186
網路取圖，〈木蘭少女〉，《台南人劇團》

<http://tainanerensemble.org/portal/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66&Itemid=114>，2015.05.26

檢索。 

 



92 
 

(四) 戰前改裝 

因木蘭為女兒身，因此好友邵捷給予木蘭女扮男裝於日後生活在軍中時許多建議，

諸如：洗澡可趁夜深人靜時才洗、低沉嗓音可靠壓低聲響來帶過，而耍刀槍踢正步可進

軍中再慢慢學，安撫木蘭擔心在軍中被識破女性身分的心情。187此外，崇德村的市集也

因為打仗關係，小販開始販售與從軍相關的用品，受徵召的村民們也忙碌地在市集裡購

買所需之物品。188與湯亭亭《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中木蘭經過 15 年的戰前訓練

不同，《木蘭少女》的木蘭在好友邵捷的陪同下，於市集先是購買了一匹快馬、放在馬

背上的馬鞍，最後再購入用來駕馭馬的轡頭及鞭子，其在戰前改裝的安排中，如同〈木

蘭辭〉所提及之「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189的順序，

緊張地購買戰馬和乘馬用具一樣。  

 

(五) 奔赴戰場 

    筆者將蔡柏璋劇本中的「菜鳥花木蘭」、「初體驗」、「懇親會」涵蓋在「奔赴戰

場」此部分。踏入戰場前，花木蘭假冒自己為花家的遠房親戚並運用假名「花木男」入

伍，而在營隊訓練的過程中，即以「男人的世界」一曲描述軍中階級制度以及粗魯用語

來表現男人氣概。190新兵報到時，木蘭的青梅竹馬─蔣貫甫也在同一部隊，並在不知木

蘭身分的情況下，向「他」訴說對木蘭的情意。191「初體驗」中木蘭於浴室洗澡時遇到

大將軍─簡淳榭，也讓木蘭差點穿幫身分，但所幸在木蘭伶牙俐齒的解釋下讓危機得以

解除，而洗澡的過程中，木蘭也對將軍的體貼行為有所好感。192另外，蔡柏璋筆下，木

蘭故事多了「懇親會」的橋段，訓練的過程中，因男、女生理上的先天性差異，木蘭在

                                                      
187

蔡柏璋，《木蘭少女》，63-64 頁。 

188
同上註，頁 69-72。 

189
郭茂倩編撰，《樂府詩集》(臺北：里仁書局，1981)，373-375 頁。 

190
蔡柏璋，《木蘭少女》，74-79 頁。 

191
同上註，頁 85-87。 

192
同上註，頁 98-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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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練時總是跟不上其他士兵，好不容易熬到「懇親大會」，並在姊姊木蓮與好友邵捷的

幫助下，才可一下以女裝身分出現在貫甫面前，一下以軍裝身分面對將軍簡淳榭，安然

度過身分被揭穿之危機。193在「奔赴戰場」的部分，《木蘭少女》著重在描述木蘭從軍

時的生活，氣氛也多是愉快與充滿戲劇效果，與《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中的木

蘭先是在武藝學成後回到家鄉，換上軍戎服飾後與村民一同前往推翻帝王的行列，並在

湯亭亭使用的「仇恨」、「誓言」194等字詞中，讓人感受到身為華人的憤慨與戰爭前的

肅穆大不相同。 

 

圖26：《木蘭少女》中，木蘭女扮男裝從軍。195 

 

(六) 征戰生活 

懇親大會結束後，大軍隔日啟程上戰場，然面對敵軍的突襲，使得前線遭遇危機、

軍隊潰敗，突厥也俘虜了許多弟兄，在軍情嚴重告急下，百姓們各個人心惶惶並匆匆忙

忙地逃難。由於音樂劇在戲劇表演上結合了「音樂」，透過戲劇與音樂兩部分相互配合，

                                                      
193

同上註，頁 107-132。 

194
湯亭亭(Kingston, Maxine Hong)著，〈白虎山學道〉，《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李劍波、陸承毅(譯)，

31 頁。 

195
網路取圖，〈木蘭少女〉，《台南人劇團》

<http://tainanerensemble.org/portal/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66&Itemid=114>，2015.05.26

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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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出於烽火戰地下軍心徬徨無助之感。196雖然將軍簡淳榭派兵請求皇上加派兵馬支援，

然皇帝卻執意按兵不動，在戰力匱乏下，木蘭一行人仍不願投降、寧願戰死沙場以保衛

家園，也決定要一同解決危機救出同伴。為了要鬆懈突厥的心防混入敵方軍營打聽火藥

庫所在，木蘭提議運用「美人計」並自告奮勇自己「假扮」女人潛入敵營。由「木男」

以「男扮女裝」的攤販混入突厥領地，並在一來一往談話中，木蘭打聽到關戰俘的地方

與國防重鎮火藥庫所在，最後木蘭在餐點中下了迷藥使敵軍昏迷。此時擔心木蘭的貫甫

也跟著混入軍營中，由於執行火藥庫行動過於危險，因此貫甫決定由他執行引爆火藥庫

的任務而木蘭則負責救出俘虜。197不管是《花木蘭傳奇》或是迪士尼《木蘭》(Mulan)，

每個關於木蘭故事所著重與刻畫的重點不同，《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中於「征

戰生活」裡描繪女勇士與她的丈夫重逢並於軍中產子的情節，但懷孕的過程中，卻絲毫

沒為她帶來困擾；198而《木蘭少女》於此部分最大的特點在於木蘭以「女扮男裝」的「木

男」身份，再次「男扮女裝」喬裝「女兒身」。 

 

圖 27：《木蘭少女》中，木蘭「男扮女裝」進入敵營。199 

                                                      
196

蔡柏璋，《木蘭少女》，145-148 頁。 

197
同上註，頁 149-172。 

198
湯亭亭(Kingston, Maxine Hong)著，〈白虎山學道〉，《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李劍波、陸承毅(譯)，

36-37 頁。 

199
網路取圖，〈木蘭少女〉，《台南人劇團》

<http://tainanerensemble.org/portal/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66&Itemid=114>，2015.05.26

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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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受封賞與拒官職 

木蘭的青梅竹馬貫甫引爆火藥庫、犧牲自己的性命，使得原本被突厥佔領的失地成

功收回，捷報傳回後，班師回朝，皇帝要重賞這次有功的士兵。貫甫在引爆火藥庫之前，

因任務危險，因此「木男」告訴貫甫自己其實就是「木蘭」，而貫甫也向木蘭表明自己

的心意。任務結束後，木蘭在解救軍中同伴時受傷而昏迷，醒來後卻發現青梅竹馬貫甫

已經不在了，傷心之餘將責任歸咎在自己身上，因此拒絕接受榮耀與獎賞，一心只想要

馬上回到家鄉。200湯亭亭筆下的「女勇士」實為推翻舊有的帝王，因此戰爭結束後，即

選出一位新的皇帝與建立新的制度，使得《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中並未有「受

封賞與拒官職」的橋段，此外，與〈木蘭辭〉和《木蘭》(Mulan)掛念家人而拒絕豐功

受祿不同，《木蘭少女》中的木蘭因為貫甫的犧牲，是在難過之餘而想要逃離回到家鄉

的懷抱。 

 

(八) 返家 

木蘭回到家鄉後，時間又到了過年時節，處處充滿著喜慶的氣氛，大家也為了這個

節日而忙東忙西。將軍簡淳榭帶著士兵到花家探望「木男」，返家的木蘭因為恢復女兒

裝，所以出門見昔日夥伴時大家都認不出來，木蘭也決定惡整他們說：「我是花木男的

表妹，我叫花木蘭。」201並說要進屋請「木男」出來見「他」的夥伴。202除了湯亭亭《女

勇士》(The Woman Warrior)中的主人公返鄉後，繼續向欺壓村民的地主復仇外，《花木

蘭傳奇》、迪士尼《木蘭》(Mulan)及《木蘭少女》都是在戰爭結束後返家與家人團聚。

此外，原先〈木蘭辭〉中的「爺孃聞女來，出郭相扶將。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妝。小

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豬羊。」203為描述木蘭返家與親人團聚的歡樂氣氛，展現濃厚的

                                                      
200

蔡柏璋，《木蘭少女》，168-176 頁。 

201
同上註，頁 182。 

202
同上註，頁 180-183。 

203
郭茂倩編撰，《樂府詩集》(臺北：里仁書局，1981)，373-375 頁。 

 



96 
 

親情，但《木蘭少女》則是透過一年一度的過年時節而非針對木蘭返家而有所慶祝，藉

以呼應音樂劇一開始即以年慶而舉家歡樂的樣子。 

 

(九) 復裝與揭露身分 

《木蘭少女》中木蘭從軍後多次身穿女裝，第一次為懇親會時，為了避免被青梅竹

馬貫甫拆穿「木男」即是「木蘭」而身著女裝出現在他面前，第二次為「男扮女裝」使

用美人計潛入敵方陣營。而在被揭露身份的部分則主要有三點：第一，木蘭在青梅竹馬

貫甫要執行危險任務時，就主動告知其實自己就是他心儀許久的花木蘭；第二，木蘭在

解救其他士兵而受傷時，被軍醫發現其女兒身身份並告知將軍簡淳榭，只是簡淳榭當時

並未拆穿她；第三，等到木蘭返回家鄉後，以女兒裝扮出現在大家面前並欺騙自己是「木

男」的表妹時，將軍才說其實他早就知道「木男」就是「木蘭」，並將此事告訴眾人，

以及解釋當時不揭穿木蘭的身份實是擔心木蘭犯了欺君之罪。此外，《木蘭少女》與動

畫《花木蘭傳奇》、迪士尼《木蘭》(Mulan)和《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最大的不

同在於，木蘭最後並沒有回歸家庭，而是選擇再次從軍。 

 

圖 28：《木蘭少女》中，木蘭返家後決定再次從軍。204 

                                                      
204

網路取圖，《木蘭少女音樂劇》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6%9C%A8%E8%98%AD%E5%B0%91%E5%A5%B3%E9%9F%B3%E6%A8

%82%E5%8A%87/119474641433759?sk=photos_stream>，2015.05.26 檢索。 

 



97 
 

二、擺脫傳統束縛的《木蘭少女》 

    一直以來花木蘭的故事，因為她忠孝兩全而被傳唱與歌頌，然而在蔡柏璋所寫的劇

本中，木蘭代父從軍並非出於本意，而是因為花家大姊未婚懷孕與花家小弟是個同志，

於是在家人互相推託下，指定木蘭從軍。雖然木蘭一開始不願意，但也因為急於擺脫束

縛，所以最後欣然接受，開始代父從軍之旅，促成這一場美麗的錯誤。古時，或許當家

中長輩發聲要木蘭代父從軍，而身為女子的她絕不能有反抗之言，但故事的開頭即打破

了傳統對花木蘭的形象，木蘭公然地表達自己對於家人推託她去當兵的心情與意見，也

打破對女性一向柔弱無主見且地位低下的印象，木蘭有別於以往為了盡孝，而是在半被

強迫的狀態下，與避免和村莊裡的婦人們一樣日復一日地過著同樣的生活而最後同意從

軍。 

《木蘭少女》中的花木蘭在母親眼中是個只想到自己、喜歡與朋友逛街、甚少為家

庭著想的女孩，就連答應從軍也是在半被強迫的狀態之下，加上自己為了跳脫日復一日、

一成不變的生活環境而去過不一樣的生活，與傳統中木蘭給人盡忠盡孝的印象大為不同。

但從軍的過程中，木蘭慢慢改變自己，甚至最後願意挺身拯救夥伴，一路的成長，跟著

音樂劇看在觀眾眼裡。在《從古典文學到現在音樂劇─談台南人劇團中文音樂劇《木蘭

少女》中花木蘭之角色分析與塑造》中，林凱薇認為全劇的宗旨為「追尋」，不論是追

逐理想或是追逐愛情，皆要勇敢踏上自己所追逐的夢想，除此之外，性別議題在此劇中

也是重要的課題，英勇的大將軍雖然是個同志，但卻能有效帶領士軍、軍中同伴雖然陰

柔，但最後卻也是突破重圍拯救弟兄、女扮男裝的木蘭，因女性特質明顯而被同袍嘲笑，

但最後卻是以「女裝」的姿態潛入敵方陣營解救夥伴，透露出花木蘭在《木蘭少女》中

女性本位的價值。205 

音樂劇《木蘭少女》的最後，將軍簡淳榭到了木蘭的家鄉並向木蘭告白，當姊姊木

                                                      
205

林凱薇，《從古典文學到現在音樂劇─談台南人劇團中文音樂劇《木蘭少女》中花木蘭之角色分析與塑

造》(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表演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5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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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與花母袁氏都希望木蘭嫁給將軍時，木蘭卻說：「這不是我要的人生。」206與傳統的

木蘭故事結局有很大的差異。傳統中的木蘭故事，木蘭最初代父從軍是為了解決當前父

親被徵召的危機，然女扮男裝、逾越男女之防卻已「失序」於傳統禮教，中國的父權社

會體下，實在難以想像一位出身平民的女子僭位為官，因此待危機結束後，木蘭都是「拒

受官職與封賞」並回歸女兒身身分，「返家」侍奉父母或是出嫁進入家庭，而她一切「不

合乎」於禮的行為，都與她的功勞相抵過，從離家到返家，最終回復秩序與平衡。207花

木蘭拋頭露面、馳騁在沙場上因本持著「孝順」而不被父權社會所訓斥，加上她將對父

親之孝延伸為對君與國家之忠，順理成章地成為在父系權力體制中保衛國家的巾幗英雄，

且在盡忠盡孝後重返體制規範下的性別位置，讓暫時顛倒的性別權力得以歸位。208劇末，

傳統的木蘭故事都回到原有屬於女性的角色，但《木蘭少女》在將軍跟她告白之後，卻

說這並非她所想要的人生而拒絕回歸家庭，並在其女性身分被其他同袍所知悉後，再次

請求回到軍隊之中，打破傳統中對女性從軍的限制與女性逾越禮教之行為。 

 

三、《木蘭少女》中的性別越界與矛盾的酷兒 

從性別政治的角度來看，張小虹提到木蘭由女裝到男裝的過程，其實是由侷限的女

性私有空間，擴展到廣闊的男性公共空間，但在傳統意識形態中，女英雄要留名往往需

經過「去性」的處理，因此花木蘭可以是代父從軍的孝女與保衛國家的巾幗英雄，但卻

不能將其裝扮與性別反抗作聯想，也就是為什麼木蘭可以女扮男裝、代父從軍，並在軍

旅生活中度過十二年這樣悖離常態的事。209音樂劇《木蘭少女》，雖然木蘭女扮男裝從

軍，但在劇中木蘭的女性氣質依舊，蔡伯璋也刻意保留木蘭充滿女人味的特質「櫻桃小

                                                      
206

蔡柏璋，《木蘭少女》，187 頁。 

207
余君偉，〈從樂府詩到迪士尼動畫─木蘭故事中的敘事、情慾和國族想像〉，《中外文學》(2001，29：8)44-45

頁。 
208

張小虹，〈花木蘭出走〉，《後現代/女人：權力、慾望與性別表演》(臺北：聯經出版，2006)，286-289

頁。 

209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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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雙眼玲瓏水汪汪」210、「嬌滴滴的樣子，舉手投足婀娜又多姿」211，並利用此特點讓

眾人對她「是男人還是女人，真是讓人傻傻分不清楚」212而成功深入敵營達成拯救夥伴

的任務。 

蔡柏璋的《木蘭少女》不僅擺脫傳統對花木蘭故事的認知，也擺脫大家對傳統與性

別的刻板印象，例如劇中的花大姊「未婚懷孕」這件事相信在原本封建的思想裡，理當

是不能被接受的，但在《木蘭少女》中雖然她受到村裡人的嘲笑，但花大姊還是大大方

方地在街上走動；而木蘭弟弟雖身為男性，卻時常抱著洋娃娃，大家也都習以為常；已

經裝扮為「男性」的「木男」也愛玩當時女子喜歡的風箏，這樣的嗜好在軍中卻未受到

任何歧視。除此之外，《木蘭少女》更結合許多現代會出現的場景和語言，諸如現代人

當兵所會有的「懇親日」等，使得在此的木蘭從軍已跟原本〈木蘭辭〉中的樣貌有所區

別而大為不同。 

    《木蘭少女》中刻劃了許多花木蘭、青梅竹馬蔣貫甫與將軍簡淳榭間的三角關係。

好友邵捷曾於懇親時詢問貫甫：「看不到木男還是木蘭會讓你比較膠著？」213但貫甫並

未明確回應邵捷的問題，之後在木蘭決定「男」扮「女」裝執行任務時，將軍與貫甫間

內心的對白「我的秘密會隨夕陽落下西沉，直到明日東升又復見；我的曖昧會隨明月陰

晴圓缺，儘管日復一日終會面。」214顯示出朝夕相處之下他們皆喜歡上「木男」卻又不

敢表明心意。女扮男裝的木蘭，當知道從小的青梅竹馬以及體貼、沒有架子的將軍皆喜

歡上自己時，不免懷疑他們愛上的究竟是「木男」還是「木蘭」，但是當兩人得知木蘭

實際上為女兒身時，貫甫沒有多加考慮即對木蘭說出「我喜歡妳很久了。」215；而簡淳

                                                      
210

蔡柏璋，《木蘭少女》，152 頁。 

211
同上註。 

212
同上註，頁 153。 

213
同上註，頁 119。 

214
同上註，頁 154-155。 

215
同上註，頁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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榭則是：「在你是木男的時候，我就喜歡你了。」216。青梅竹馬貫甫喜歡木蘭是在戲劇

開始時即表現出來，之後朝夕相處之下慢慢對於與木蘭有相同氣息的「木男」產生好感，

或許也因正面臨急迫的情勢，所以當貫甫得知兩人其實是同一人的時候，音樂劇並未針

對貫甫內心到底是喜歡男性或喜歡女性多作刻劃；然將軍最初對「木男」有好感時，她

的身分為「男性」，這也使得當他得知木蘭實為女兒身後而有所猶疑。 

    性別研究不僅在於打開原本窄化為二種的標準排列組合型式，更在於進一步質疑這

其間男/女、陽剛/陰柔、同性戀/異性戀二元對立架構下所壓抑的各種差異，以期開放更

多元豐富的性別與情慾流動。217《木蘭少女》除了異性的情緣也涉及到同袍間的「同性」

情誼，在軍中的木蘭化名成「木男」，使得從小為「異性戀」喜歡木蘭的青梅竹馬─貫

甫懷疑自己喜歡上男人「木男」，也讓「同性戀」的將軍對女扮男裝的「木男」一見鍾

情，到後來知道木蘭身分時，疑惑自己愛的到底是男性還是女性，這種被視為禁忌的愛

慕，隨著時代的轉變，許多人也慢慢以開放的態度去接受他。 

 

第三節 傳統女性刻板形象的反叛表現 

 

北朝民歌〈木蘭辭〉把木蘭生動地刻畫成中國文學歷史上一位不朽的女英雄形象，

也基於對她真實事蹟的不確定性，使得後代改編出許多不同故事文本，或是以她為基底，

做出許多不同的表現。不同的時代與環境，花木蘭所代表的意義也不同，由於《女勇士》

(The Woman Warrior )的作者湯亭亭本身是美國華裔女作家，雖出生於美國，但卻是黃皮

膚，這樣的身分，讓她面臨東方與西方的衝擊，因而在她的著作《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 )中裡，化身成花木蘭帶領華人對抗種族不平等，也由於作者的女性身分更向父

權主義下的霸權提出反抗。《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運用了中國傳說中的花木蘭

                                                      
216

同上註，頁 186。 

217
張小虹，《慾望新地圖》(臺北：聯合文學，1996)，136-13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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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描述中國母親勇蘭與生長在美國的女兒之間的故事，表現華裔女性血液中的果敢

與擔當，與華裔女性融入美國的蛻變過程，展現了一個與傳統花木蘭原型似像非像、努

力追求實現自我價值的當代女性形象，以符合美國價值觀。除此之外，《木蘭少女》中

木蘭透過兩位男性的追求，從中體悟到愛情真諦，進而找到真實的自我，木蘭也一反女

主角喜歡威風凜凜、象徵權威與階級的大將軍常態，而是與自小一起長大的青梅竹馬─

蔣貫甫互相表明愛意，種種的情節都與傳統中木蘭的故事表現大為不同。有關《女勇士》

(The Woman Warrior )與《木蘭少女》基本情節對照表，筆者以表 6 一覽表表示： 

 

表 6：《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 )與《木蘭少女》基本情節一覽表218
 

 

 《女勇士》 《木蘭少女》 

女兒本分 

 

雖然區域已移到美國，但當時的傳

統社會主張男主外、女主內。女性

依然做著家庭事務，長大後嫁作人

婦、生子、受人養活。 

 

木蘭與從事家務、侍奉父母的傳統

農家女形象不同，這裡的木蘭與時

下女子一般，喜歡逛街、打扮。 

 

女兒心事 

 

「主人公」從小聽著貶低女性的言

論長大，文化方面的碰撞與迷茫，

使她對女性的身分地位產生反抗。 

 

少了其他木蘭故事的版本中有體

恤父親年邁上戰場的橋段，反而造

成她心情低落的原因是因為家人

不顧她的意願而推舉她從軍。 

 

為何從軍 

 

「主人公」希望自己可以像花木蘭

一樣改變現實的命運、對抗種族與

男女間的不平等，並實現個人價

一開始代父從軍並非木蘭所願，但

她最後卻利用此次機會來擺脫原

先在家鄉日子一成不變的束縛。 

                                                      
218

下表為筆者以湯亭亭的小說《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 )與蔡柏璋的音樂劇劇本《木蘭少女》，就兩

文本的故事情節整理之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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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戰前改裝 

 

主人公想像自己化身為「花木蘭」

成為一位「女勇士」，在七歲那年跟

隨一隻鳥進到深山，並與一位老漢

和一位老太太在山中學藝十五年。 

 

同〈木蘭辭〉「東市買駿馬，西市

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

鞭。」的順序，緊張地購買戰馬和

乘馬用具。 

 

奔赴戰場 

 

「女勇士」在武藝學成後回到家

鄉，換上軍戎服飾後與村民一同前

往推翻帝王的行列。 

 

於此部分著重在描述木蘭從軍時

的生活，氣氛也多是愉快與充滿戲

劇效果。 

 

征戰生活 

 

描繪「女勇士」與她的丈夫重逢並

於軍中產子的情節。但懷孕的過程

中，卻絲毫沒為「女勇士」帶來困

擾。 

 

木蘭以「女扮男裝」的身份，再次

「男扮女裝」回來，運用「美人計」

「假扮」女人潛入敵營。 

 

受封賞與 

拒官職 

 

「女勇士」實為推翻舊有的帝王，

使得《女勇士》中並未有「受封賞

與拒官職」的橋段。 

 

與 掛 念 家人 而 拒絕 豐功 受 祿 不

同，《木蘭少女》中的木蘭因為青

梅竹馬的犧牲，在難過之餘而想要

逃離這個地方回到家鄉的懷抱。 

 

返家 

 

衣錦還鄉之後，「女勇士」帶回了新

皇登基的消息，繼續向欺壓村民的

地主復仇，最後釋放了裹小腳的女

性奴隸，完成了報仇。 

 

透過一年一度的過年時節而非針

對木蘭返家而有所慶祝，藉以呼應

音樂劇一開始即以過年舉家歡樂

的樣子。 

 

復裝與 

揭露身分 

 

國事已畢，「女勇士」之後要守在家

人身邊、耕耘、紡織與生兒育女，

回歸到女性、媳婦、母親的角色。 

 

身穿女裝：懇親會時、「男扮女裝」

使用美人計潛入敵方陣營、返家；

揭露身份：主動告知青梅竹馬、被

軍醫發現、將軍將此事告訴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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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白人優越性」的思想下，華人成為種族與性別的「他者」，美國主流媒體透過

文字、卡通、電影等來矮化中國與「他者」。令狐萍所著之《金山謠─美國華裔婦女史》

中提到，雖然中國婦女慢慢已取得許多令人矚目的成就，但原先中國婦女被塑造的形象

仍就被許多美國大眾所誤解。早期中國婦女來到美國時，即被美國媒體報導為神秘誘人、

性感乖順的「玩偶」，又或是電影中妖冶迷人用來襯托白人男主角的英武、強悍。219早

先美國一系列的排華法案以及種族歧視阻撓華人入境，直到美國廢除華人移民的限制，

才讓人口組成改變即人數增加。 

    華人男性長期從事「女性化的」行業─開洗衣店、餐廳、裁縫店等，因此在男性主

體及文化國族主義下，美國主流社會對華人的刻板印象為：「在最好的狀態下，是娘娘

腔未出櫃的同性戀；在最壞的情況下，他們是邪惡的同性戀。」220以當時亦不被主流社

會所接受的同性戀做譬喻，顯示華人在美國的社會地位低下。因此，當男性作家致力於

華人的自我定位與建立父系家族時，女作家則致力於鞏固母系家族，甚至有一些女作家

企圖挑戰東、西方的父權體制和種族主義，例如湯亭亭的《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 )，

雙方藉由對祖先的建構以期望建立華人的新形象，並重建男女地位。221因外，湯亭亭於

《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中，也把花木蘭的性別仇恨轉換為階級仇恨，從而削弱

作品對華美男權文化的批判和對華裔美國女性生存現狀的洞察，塑造的花木蘭反映了華

裔美國女作家女性主義寫作的困境。 

    劉夏清：「《女勇士》一書中，突破以往的華人/華裔男性自傳傳統，以第一人稱女

性敘述者為中心，塑造了一群性格各異的女性形象，顯示出湯亭亭在探尋與重建華裔女

性傳統方面的努力。因此，《女勇士》裡的「主人公」是一個多重的「我」，挑戰了傳統

意義上自傳敘事主體是一個個體的概念，通過塑造這些性格各異的華人/華裔女性形象，

                                                      
219

令狐萍，《金山謠─美國華裔婦女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1999)，5-6 頁。 

220
張靄珠，《性別越界與酷兒表演》(新竹：交大出版社，2010)，198 頁。 

221
同上註，頁 198-199。 

 

http://www.baidu.com/s?wd=%E5%8D%8E%E8%A3%94&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www.baidu.com/s?wd=%E8%87%AA%E4%BC%A0&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www.baidu.com/s?wd=%E6%B1%A4%E4%BA%AD%E4%BA%AD&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www.baidu.com/s?wd=%E5%8D%8E%E8%A3%94&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www.baidu.com/s?wd=%E8%87%AA%E4%BC%A0&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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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強烈的女性言說色彩。」222湯亭亭在《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裡將華人在美

國社會中受歧視、壓迫、艱苦奮鬥的生活情況與中國的傳統習俗、民間故事等相融合，

創造出一種對中國文化傳承與變異的獨特風格，利用中國故事創造出一個美國的新故事，

講述一位生活在美國華人社區中的華裔女孩其成長與蛻變，揭示第二代美國華裔女性奮

力衝破傳統文化對她們思想的禁錮與束縛，在兩種文化的碰撞中尋找到真實的自我，勇

敢地融入到美國社會的艱辛過程。 

     蔡柏璋所寫的音樂劇《木蘭少女》中，花木蘭一家五口包含一位未婚懷孕的姊姊，

一位年幼、喜歡洋娃娃的弟弟，與一對雙親。她討厭放「蕩」不羈的姐姐，但卻疼愛同

性戀的弟弟，這樣的家世安排已有別於以往。時代變化下，木蘭形象也產生變化，不同

於傳統中的婦女被要求要遵從「三從四德」，《木蘭少女》的木蘭平常喜歡往外跑、放

風箏、逛街買衣服，顛覆古時女人被束縛於家中足不出戶做著家務事的刻板印象，且木

蘭也沒有因為她是女性就被剃除於家庭會議中考量代父從軍的人選名單內；除此之外，

婦女亦被要求要順從男性，但木蘭在「家庭革命」中，面對家人推舉她代父從軍而勇於

表達自己的不滿與不願。不同於其它文本木蘭代父從軍有一部分是為了家人，音樂劇《木

蘭少女》中木蘭從從軍到返鄉，最後拒絕回歸家庭，每一次的決定都是忠於內心所想並

為了自己而活。 

    蔡柏璋所詮釋的花木蘭除了打破木蘭為了中國傳統的孝道而從軍外，更多部分在演

繹裡面的男主角們與木蘭間的情感關係─他們對女性的「木蘭」或男性的「木男」之情

意，從小跟木蘭為青梅竹馬的蔣貫甫愛慕著木蘭，也許因為如此，使得他在軍中遇見散

發著跟自己所愛之人相似的氣息而被迷惑，但大將軍卻並非如此，他對帶著女性氣息的

「木男」產生好感，這種被視為禁忌的愛戀，在以前必定是不被允許。將軍簡淳榭、青

梅竹馬蔣貫甫與花木蘭之間的三角情感，不管是同性戀愛或是異性戀愛，都讓木蘭唱出

                                                      
222

劉夏清，〈華裔美國作家湯亭亭《女勇士‧白虎山學道》中的中國文化傳承與變異摭談〉，《絲綢之路》

35-37 頁。 

 

http://www.baidu.com/s?wd=%E7%BE%8E%E5%9B%BD%E5%8D%8E%E8%A3%94&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www.baidu.com/s?wd=%E4%BC%A0%E7%BB%9F%E6%96%87%E5%8C%96&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www.baidu.com/s?wd=%E7%9C%9F%E5%AE%9E%E7%9A%84%E8%87%AA%E6%88%91&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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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惑：「他們竟然迷戀我的男子雄風，他們不懂愛上的並非是真正的我。」223，木蘭害

怕假使自己恢復原本女兒裝時，兩人是否還會愛她，這樣的關係，也讓三人懷疑是否要

繼續付出他們的「愛」。 

    卡 維 波 指 出 酷 兒 泛 指 同 性 戀 、 雙 性 戀 、 脫 軌 踰 越 的 異 性 戀 (transgressive 

heterosexualities) 以及跨越性別者(transgender)。224「異性戀」代表的貫甫雖然中間被女

扮男裝的「木男」所吸引，然主要原因是因為「木男」來自同鄉並與「木蘭」有相同的

氣質；反之，給人威武形象的將軍簡淳榭，卻是對有女性特質的「木男」一見鍾情，直

到得知「木男」其實是女性後，反而對自己的性向產生迷網。《木蘭少女》中除了大將

軍的性向備受質疑外，就連木蘭的弟弟和同窗的戰友，亦是同志並帶有陰柔的氣質，打

破男性給人一向雄壯威武的印象，這樣的橋段安排，在其它文本之中較少見到。 

    此劇本內除了想法開放，亦加入許多現代的題材，將古時的傳說拉提到現代，諸如：

道路封閉被認為是大官要來「作秀」，勞民且傷財、古代從軍路途遙遠，不會有機會讓

親人至軍營探望士兵，因此只有現代當兵才有的「懇親會」，以及洗澡撿肥皂等情節，

除此之外，亦結合許多時代語句，例如：於懇親會中「大會報告，唸到姓名的弟兄，請

到大會處，您的家長來了」，或是劇中頻繁出現的「觀世音」、「Oh, my god」等用語用

來表示驚訝、感嘆，與網路用語「躺著也中槍」、形容愛情不專一或同時與多位對象交

往的「劈腿」，都是近幾年時下流行的詞語。225隨著民主時代的開放，漸漸地大家對有

關性別的議題慢慢的接受並給予討論，音樂劇《木蘭少女》不僅融入了酷兒色彩，對性

向的迷惘更是前所未有的新題材，且木蘭也不再僅僅只是鍾情於英武的男主角。 

 

 

                                                      
223

蔡柏璋，《木蘭少女》，129 頁。 

224
卡維波，〈什麼是酷兒？〉，《性／別研究》(1998，第 3 4 期合刊) 32 頁。 

225
蔡佳蓁，《百變花木蘭──論木蘭故事在不同載體中的變異》(臺東：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所碩士論

文，2013)104-108 頁。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KbMPq4/search?q=sc=%22%E5%9C%8B%E7%AB%8B%E8%87%BA%E6%9D%B1%E5%A4%A7%E5%AD%B8%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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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貢獻 

 

木蘭的故事只是一段民間廣為流傳的傳說，在正式的史藉中並無記載，只見於民間

流傳下來的一首〈木蘭辭〉，由於流傳已久，這首詩的作者已經都不可考，因此歷代許

多史學家對於詩中所敘述的故事做了許多考究，但至今依然沒有定論，所以詩中所描述

的傳奇女子－木蘭，她的真實性、朝代、籍貫，甚至就連姓氏，到現在都是各有說法，

雖然如此，木蘭代父從軍的故事卻幾乎家喻戶曉。古時許多人上戰場是為了宏大的野心

或理想，但木蘭僅是為了替年邁的父親盡孝心，也由於她的純真善良、勇敢與吃苦的犧

牲精神，加上功成名就後卻淡泊名利、一心掛念家鄉的父親，這樣的情操使她成為中國

傳統文化中完美女孩的代表，也是後世傳誦她的根本原因。由於木蘭實為口語流傳後被

加以文本化的故事，除了沒有確切的作者，歷史上甚至對木蘭是否真有其人都有爭議，

也因為這樣的特性，使得內容安排及人物塑造上，留給後代讀者及演繹者很大的發揮空

間，加上這個傳奇為家喻戶曉的故事，讓許多後世針對木蘭故事做了很多不同載體之文

本的改編。 

    民國以前，最初民歌〈木蘭辭〉中木蘭坐在織布機前織布被塑造為勞動性女性，到

了唐代韋元甫的〈木蘭歌〉，利用詩末指出木蘭的「臣子心」讓她轉為封建士大夫心中

的道德典範，至元代〈孝烈將軍祠像辨正記〉與明代《湧幢小品》，木蘭以死來對抗皇

權，因此有著「烈女」的形象。而故事情節中，明代徐渭的《雌木蘭替父從軍》除了賦

予木蘭「花」姓外，也更進一步交代木蘭的身世背景，並增添「婚姻」的主題，讓「花」

姓木蘭深植觀眾心中也成為後代許多版本演繹與改編的底本；清代禇人穫的《隋唐演義》

第五十六回至六十回主要描寫李世民討平劉武周、竇建德、王世充等軍閥事蹟，而木蘭

故事則穿插於其中，木蘭因拒絕當可汗的妃子，所以在父親的墳上自刎，因此禇人穫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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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添一位與木蘭「酷似」的妹妹，以彌補木蘭悲慘的結局；另外，張紹賢的《北魏奇史

閨孝烈傳》則依據徐渭的《雌木蘭替父從軍》鋪敘改寫，增加與敵方公主成親的情節。 

    民國以後，梅蘭芳的《木蘭從軍》讓木蘭故事最先被搬上電影，除了忠於原著〈木

蘭辭〉外，也為了高揚當時中國人的愛國精神、提高婦女的信心與鼓勵當時婦女關心國

家大事。從梅蘭芳的《木蘭從軍》到 1939 年陳雲裳的《木蘭從軍》，20 年代到 30 年代

的木蘭電影，為了宣洩當時人民面對外侮侵略的滿腔悲憤，以影射方式讓木蘭在抗戰背

景下，賦予她「盡忠報國」的形象。20 世紀 50 年代過後，任劍輝的《木蘭從軍》、常

香玉的《花木蘭》、鳳凰女的《花木蘭》、凌波的《花木蘭》，雖然木蘭的戲劇電影於故

事架構與人物框架上沒有明顯太大的差別，但木蘭的故事開始在不同的戲劇（京劇、豫

劇、川劇、越劇、粵劇、平劇、黃梅戲等）紛紛上演。到了 2009 年趙薇的《花木蘭》

則在馬楚成的導演下，以愛情悲劇結束，顛覆其他添加「愛情」情節之木蘭故事以美滿

結局收場的結尾。木蘭的故事於每個時代根據當時的社會環境、風俗等不同，著重之焦

點也不一樣，亦於故事內容增添不同的情節，而這樣的改編，或多或少、直接與間接地

影響後代的著作。 

    本論文以比較文學、移民研究論述、性別研究與酷兒理論等角度作為分析不同載體

之木蘭文本，亦是少數針對木蘭形象提出分析的討論，筆者期許提供更多元的視角從不

同文本來探究木蘭的形象轉變，以了解木蘭在東、西方形象的差異與時代變化下，她的

形象變化和華人女性於移民中所面臨之困境。本論文先從東方木蘭文本故事的流變，一

窺不同時代針對木蘭故事的改編及所增添的情節內容；到民國時期，東方影視文本中木

蘭故事的流變，探討不同時期木蘭故事所代表的意義，以及西方文化中對木蘭故事所改

寫的影視、文本載體內容。之後，透過曜新穎數位國際發行的《花木蘭傳奇》與迪士尼

製作的《木蘭》(Mulan)分析此兩部動畫情節，探討不同文化中故事內容與木蘭形象的差

異。從《花木蘭傳奇》內表現出顛覆傳統重男輕女的觀念與男女平等表現的部分，比較

《木蘭》(Mulan)動畫中西方人眼中的東方女子形象，以及顛覆中國傳統對女性的刻板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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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表現，用以了解東、西方不同文化下，木蘭故事的變異及所激盪出對這位東方女性之

異同觀點。 

    本論文針對此兩部動畫電影的內容，以〈木蘭辭〉之基本架構「女兒本分」、「女

兒心事」、「為何從軍」、「戰前改裝」、「奔赴戰場」、「征戰生活」、「受封賞與

拒官職」、「返家」、「復裝與揭露身分」來分析故事情節，並討論動畫中所包含之東

方色彩。龍，在中華民族的心中，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不論是《花木蘭傳奇》或是《木

蘭》(Mulan)皆有「龍」的存在，然因為文化不同，所表現出對龍的景仰也不同。對西

方而言，龍是邪惡、黑暗的象徵，但在迪士尼慣有的行銷策略與公式下，裡面的「木須

龍」之角色作用是以逗樂觀眾為主，此外《木蘭》(Mulan)在不同文化下，也可看到許

多西方元素在動畫裡。 

    〈木蘭辭〉中的木蘭被塑造成「勤勞」、「孝順」的傳統婦女，在儒家的思想中，

婦女屈於從屬地位，思想、社會經濟、身體等收到許多約束，女人被要求要三從四德、

聽從男人所說的話，將女人限制在家庭中，排除女性增長文化的權利。然《花木蘭傳奇》

中木蘭雖是女兒身，但卻想證明自己未必會輸給其他人而從軍，在此顛覆傳統女性被限

制在家庭之中的形象，打破女性婉約、美德或不如男人的刻板印象，表現早期女性主義

對陽性霸權的挑戰，並透過對比於地位崇高的龍因吸食鴉片而變得懦弱似東亞病「夫」，

來突顯她的勇敢與堅強；《木蘭》(Mulan)則以西方觀點將木蘭刻劃成一位獨立、外向、

主動尋求自我、並有自我想法與大膽的女性，為了證明自己的能力而從軍，成功粉碎「女

性」做為養兒育女與看護的傳統觀念。 

    此外，藉由湯亭亭的小說《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 )與蔡柏璋所寫之音樂劇《木

蘭少女》，比較不同於傳統女性形象的反叛表現，用以了解華人族群與婦女在不同時空

與時代下的形象轉變。透過《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 )探討華人婦女於移民史的過

程中，如何顛覆傳統的婦女形象，以及《木蘭少女》中隨著時代的變化，木蘭文本中所

添加的現代色彩以及酷兒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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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探討《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 )的內容中，不僅了解華人、華人女性於移民

過程中所受到的迫害與歧視，也藉由湯亭亭自傳式的寫作，看到不同於中國傳統婦女的

形象。作為第二代移民華裔，同時面對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拉扯，除了語言、生活的

適應外，也要面對習俗、教育、觀念的衝擊。在華埠環境的影響下，傳統中男尊女卑的

家庭制度觀念，跟隨著中國移民來到西方，讓土生土長深受中國教養的婦女還是保有傳

統思維並影響其生活。美國婦女和中國婦女都有可能受到隱性的歧視，但在父權主義與

種族主義之下，使得來到美國的中國婦女不僅地位低下、生活艱困，更飽受當地白人的

敵意與歧視，除了日常生活要洗衣、煮飯、帶小孩、做家務事之外，還要幫忙丈夫管理

事業。傳統的價值觀與期望婦女承擔的職責，深深地影響華人婦女，讓她們即使移居到

異國，依然扮演傳統的角色。「離散族裔」被迫出入在多文化之間，或許在某個層面上，

也擁有其更寬廣和多元的視角，得以再重新參與文化的改造、顛覆與傳承。226因此作者

在東、西兩種文化的反差和衝突間，將花木蘭故事在美國文化中變異，以女性復仇者的

姿態出現，書寫對抗父權價值體系的性別歧視與美國文化中的種族歧視，用跨文化、跨

語言的方式表現出質疑華人文化傳統和美國價值觀的態度。 

    隨著時代的變遷，女性地位提升且對性向的想法也漸趨開放，《木蘭少女》中擺脫

傳統對花木蘭故事的認知與性別的刻板印象。音樂劇中木蘭透過兩位男性的追求，從中

體悟到愛情真諦，進而找到真實的自我，並從最初的自我中心思想，慢慢地成長轉而為

他人付出。由於劇中將同性戀、異性戀、陰柔氣質等題材納入劇情中，因此木蘭形象不

同於其它文本而並未著重在她的女性角色。《木蘭少女》的木蘭女扮男裝從軍後，打破

軍人一向給人雄壯、威武的印象，反而提升木蘭原本女性的特質，動作溫柔、喜歡香氣、

猶豫不決等，並與亦是同志有著陰柔的氣質的同窗的戰友結為好朋友。有關性別之議題，

在時代變化下慢慢地讓普遍大眾接受並討論，因此《木蘭少女》不僅融入了酷兒色彩，

也將對性向的迷惘納為題材於音樂劇中作表現。 

                                                      
226

廖炳惠，《關鍵詞 200》(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 79 頁。 

 

http://www.baidu.com/s?wd=%E4%B8%AD%E5%9B%BD%E5%A6%87%E5%A5%B3&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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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獻蒐集與分析的過程中，筆者發現許多研究著重於木蘭故事文本的流變與改寫，

較少研究木蘭本身的形象。因此本論文期許以拋磚引玉的方式，以比較文學結合移民研

究、酷兒理論的方式，分析東方動畫《花木蘭傳奇》、西方動畫《木蘭》(Mulan)、湯亭

亭的小說《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 )和蔡柏璋的音樂劇《木蘭少女》，與中國傳統

家喻戶曉的木蘭故事〈木蘭辭〉不同之處外，更藉由木蘭形象的差異，一探中國婦女在

不同文化、時代的轉變，期盼透過木蘭故事與木蘭本身的研究，理解文本流變之外，也

能更深入地了解在東方與西方不同的詮釋方式中，華人女性形象的差異，以及在不同時

代變化與文化融合下，女性形象的轉變。 

    本文探討東、西方不同文化所詮釋之動畫，在以木蘭為主角的內容中，雖然兩者皆

從軍打破女性給人嬌弱與男主外、女主內的印象，但結局木蘭還是回歸家庭並未「威脅」

傳統父權社會；《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 )結合中國的傳統習俗和民間故事，並透過

湯亭亭化身為花木蘭的「女勇士」，以生活在美國的華人角色來書寫所面臨的種族與性

別歧視，描述華人於移民中所面對的困境，並於小說中看到身為第二代移民的華裔女性，

在不同文化之下所面臨的衝擊；而《木蘭少女》則是以開放的視角，將酷兒議題納入傳

統的故事內，並在內容中添加時代語言，改編與重新詮釋原本的木蘭故事。 

總結來說，木蘭的傳說由於對她的故事背景沒有明確的史證，加上她為家喻戶曉

的故事之一，使得許多後代文人將她改編成不同的樣貌。花木蘭不僅僅只是中國傳說中

的巾幗英雄，透過湯亭亭的詮釋，她也代表著在移民中面臨困境的華人女性，此外，隨

著時代與文化的變化下，多元化不再是歧異的代表，木蘭故事亦增添酷兒元素且木蘭的

新形象被不同的解讀，表現不同時代與環境的意義。因此本研究除了期望透過比較東、

西方不同文化與不同世代之木蘭文本，分析木蘭的形象變形，增添學術上對木蘭角色的

認知，也能讓木蘭的神祕色彩更具體化，使日後不同載體之文本能對木蘭形象有更進一

步的啟發，讓經典文學能再現於更多不同載體之文本上，而不隨時代變化而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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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未來發展 

 

    木蘭故事的傳承在社會發展的基礎下發生了變革，因文化傳播的環境發生變化，使

得原本過去口耳相傳、耳提面命的傳授方式逐漸消失，信息化時代的出現，到資訊化時

代的來臨，木蘭故事以不同的方式延續下來。本研究在分析木蘭故事流變時，主要以民

國為分界點，民國以前主要討論的為中國木蘭文本故事的流變，民國後因蔡佳蓁已蒐集

並分析過此時期出版的木蘭故事情節，並發現民國時期被改寫的作品中，絕大部分為兒

童文學著作，因此筆者在分析木蘭故事的流變中，遂將民國後改編木蘭作品的部分著重

在東方電影上，而西方的部分則包含不同載體的改寫。 

    曾劍華：「扮裝，是模糊性別的一種實踐」227，女性演員裝扮成男性角色於某種程

度上即是不再循規蹈矩「做女人」，不僅脫離社會上的壓制，也不再受男性社會對性別

框架下的約束，改變男性觀看女性身體的「性別偏見」。228木蘭女扮男裝代父從軍，本

身已不在社會約束的規條下做男性的附屬物。至1926年，梅蘭芳的《木蘭從軍》第一次

被拍成電影搬上銀幕，此後，1927年胡珊的《花木蘭從軍》、1928年李旦旦的《木蘭從

軍》、1939年陳雲裳的《木蘭從軍》、1951年任劍輝的《花木蘭》、1956年常香玉的《花

木蘭》、1961年鳳凰女的《花木蘭》、1964年凌波的《花木蘭》到2009年趙薇的《花木蘭》，

除了故事內容有所創新與不同年代所表現出來的木蘭皆有其特色或用意外，飾演木蘭者

皆為女性，她們於劇中女扮男裝作了性別越界與發揮女性角色的塑造性。 

關於本節提出的研究限制，除了筆者將木蘭故事的流變著重在文本以及電影上，

於第三章與第四章則主要以跨文化與世代的視角來探討木蘭故事及其形象，並以動畫

《花木蘭傳奇》、動畫《木蘭》(Mulan)、小說《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音樂劇

《木蘭少女》為主要分析之文本。然因為木蘭改編之文本繁多，除了電影之外，木蘭其

                                                      
227

曾劍華，〈現代女性傳: 女扮男裝=[new] wo-men〉，《 文化研究@嶺南》(2009，16)12 頁。 
228

同上註。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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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影視作品還有許多，例如：從 1996 年開始，木蘭故事頻繁進入電視劇領域。1996

年，由楊麗菁、宋逸民主演的《天地奇英之花木蘭》、1998 年，陳妙瑛主演的香港無線

電視劇集《花木蘭》、1999 年，袁詠儀、趙文卓主演的台灣電視劇《花木蘭》、2013 年，

江若琳、陳思成主演的中國電視劇《巾幗大將軍》，以及 2013 年，侯夢瑤、郭品超主演

的中國電視劇《花木蘭傳奇》。除此之外，尚還有其他京劇、豫劇、川劇、越劇、粵劇、

平劇、黃梅戲等不同劇種，且推陳出新，但因限於篇幅之關係，所以無法廣泛地包含其

他不同載體的木蘭故事加以分析。因此在未來的研究上，也可針對木蘭的電視劇或其他

劇種做研究，探討其內容差異以及發展變化。 

    此外，筆者雖羅列出民國後於木蘭電影的流變，但針對女性演員女扮男裝飾演從軍

後的木蘭，與文本中木蘭女扮男裝作性別越界之處並無過多的討論，因此日後研究亦可

針對此部分進行更多的著墨。另外，由於筆者討論到隨著時代的變遷與大眾思想的開放，

因此酷兒元素亦被添加至木蘭故事裡，美國影集《童話鎮》(Once Upon a Time)於第二

季中增添花木蘭此角色，除了劇情顛覆了原本迪士尼的動畫故事，也在劇中加入酷兒元

素，顛覆傳統木蘭的形象，並使木蘭於愛情上變成一個悲情的角色，只是此劇尚未完結。

因此在未來發展部分，可將性別議題擴增至其他載體，分析不同木蘭故事中對酷兒的表

現形式或故事改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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