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研究動機 

    研究題目的選擇反映了作者對於該領域的關注，其中包括了情感上的熱切與

學術上的執著。就本論文而言，該題目所呈現的乃是由「女性主義」、「後現代主

義」與「張愛玲學」所建構而成的三角框架。在「女性主義」與「後現代主義」

方面，筆者所欲探究的乃是兩者在交會過程中可能體現的學術意涵，但以張愛玲

作品為主要案例的選擇，則是出於「張學」特殊的風格魅力，其所蘊含的社會、

文化等豐盛意象，乃至於隱晦不明的政治價值，正如一張神祕而糾結的網中涵泳

著無數的寶藏之謎，令人亟欲「解」之而後快！ 

    此外，基於論文寫作的可行性和研究聚焦等因素考量，本文主要乃將研究面

向限縮於「政治」層次，一方面藉此排除後現代女性主義在多樣化的涉獵下可能

引起的論述混淆，另方面則跳脫當前學術界剖析「張學」的文學框架，以另類觀

點透視張愛玲的隱性思維。事實上，「後現代特質」所描述的概念之一，即是利

用差異性原則尋找事物的其他面向，是故筆者自然期許能夠以此為目標，對研究

議題深入探察，並為該領域投注綿薄心力。 

  貳、研究目的 

    本文所預設的研究目的主要可概括為三點： 

    一、非主流學派的價值重設： 

    在後現代女性主義的探究上，筆者所欲呈現的乃是非主流學派的學術貢獻。

雖然「女性主義」一詞的運用在當今學術界已幾乎成為一項時尚，並且在近代理

論廣泛的使用與累進下，女性主義更成為女性意圖中止或改善自身從屬地位的廣

義代名詞（顧燕翎，2000：導言 VII），但由於這些從屬地位可能出現在政治、經

濟或社會等各個層面，因此女性主義為了因應這些不同的弱勢環境，便發展出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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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不同的分支流派，對此提出相異的解決方式。觀諸現代的女學叢集，目前蔚為

主流的三大女性主義學派乃是「自由主義式女性主義」、「社會主義式女性主義」

及「激進派女性主義」；相對地，「後現代女性主義」作為前述主流學派的反動者，

雖在理論上含有豐富蘊藉，卻始終未能被置於適當的研究地位。本文在發現該項

事實的同時，則盼能藉此論述提升學界對此派別的研究規模，並作為主流學派的

省思參考。 

    二、張愛玲思想的再探究： 

    如同前文所述，當前有關張愛玲作品的研究、評論與批判，大約不脫於文學

或美學範疇，鮮少提出其他層次的論辯，或有也多是概括地將她視為「女性主義

之流」、「作品具有性別政治的意涵」，卻未能進一步分析她思想的立基之處。本

文大膽假設張愛玲具有後現代女性主義思維，並可能於無意間流露在一篇篇炙手

可熱的作品中，除了必須憑藉著對其作品的細膩觀察以及其他學者的相關解讀，

同時也必須對後現代女性主義的基本理論駕輕就熟，方能將兩者充分印證。事實

上，自五○年代以來不斷出現大量的「張迷」，亟欲解「張」之「謎」，解謎的手

法固然各異其趣，而本文經由思想層面的探究，盼能找尋張愛玲隱藏於文字背後

的「認知框架」，也無疑是「張學」研究的另一途徑。 

    三、學科整合的理想實踐： 

    政治學雖於十九世紀末逐漸獨立為一專門學科，但仍與其他領域保持著密切

的分工與互補關係。就傳統的政治學而言，包括歷史學、法學、哲學及倫理學等，

均在相當程度上補充了政治學的理論內涵，而在行為學派興起之後，相關的社會

科學領域如經濟學、社會學與心理學等，也能夠在研究方法和理論建構上與政治

學互通有無（呂亞力，2003：25~26）。張愛玲作品雖出自於文學領域，但其中可

透析的概念則包括了史學、哲學、文化學與社會學等等，並且能與政治思想有所

架接的部份更是本文所欲探究的內容。因此本文便以「後現代女性主義」做為主

要媒介，期能在政治學與文史哲學領域之間提供另一清晰的橋樑，嘗試學科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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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具體實踐。 

 

第二節 文獻探討 

  壹、探討目的 

    一、釐清題目範圍： 

    文獻探討是一項持續不斷的過程，而研究問題也應在此一過程之中，不斷地

限縮、聚焦，乃至於精確地達到研究目的所需求的程度為止。 

    就本問題而言，如欲以「後現代女性主義」為標的來分析該理論所蘊含的政

治觀點，首先便必須對「後現代主義」、「女性主義」，以及「後現代女性主義」

等概念提出清楚的界定。因為女性主義所涵括的面向與內容並非定於一尊，而本

文所欲探討的研究主題又期待以單一流派來提供理論支持，在此情況下，如何善

用既有的文獻達到解釋目的，精確地突顯出「後現代女性主義」的意義，顯然便

是文獻探討的過程中所應建立的成果。至於在「張愛玲作品」的範圍界定上，自

然也必須參考文獻回顧的整體結論，方能確立作品取捨的標準，因此文獻探討的

工作除了在本章節中必須有其初步的彰顯之外，尚須隨著研究進度的推展而持續

進行，達到豐富研究內涵與提供多樣反思的成效。 

    二、前人的研究貢獻與檢討： 

    除了上述的遠程目標之外，文獻探討尚有一項重要的立即性目的，亦即在研

究起始之前回顧既有的文獻資料，對前人所得的研究發現、觀點相同與歧異之

處、以及既有資料所未能解決的問題、缺失與不足之處等提出概要性的統整，作

為研究過程中改進與修正之用（Babbie, 2004：133）。以下便針對研究問題的需求，

由「後現代女性主義研究」與「張愛玲研究」兩大層次著手文獻探討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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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脈絡回顧 

    一、後現代女性主義研究： 

    （一）後現代主義文獻： 

    在實質探討後現代女性主義的內涵之前，首先必須關注的乃是「後現代」名

詞的界定，針對此一部份，本文主要推介以下文獻。 

    Steven Conner 所著作的《後現代文化導論》以及高宣揚著作的《後現代論》，

均是針對後現代主義的背景與內容等作出通盤論述。以前書為例，作者在第一章

的部份便率先討論了後現代主義的學術脈絡，包括後現代主義的興起背景、重要

研究學者的論點、理論間可能產生的矛盾，以及未來的發展前景等；而在本書的

第二部份，作者更經由建築、文學、音樂、電影等實質例證，精闢地闡述後現代

主義的理論內涵與應用現況；最後在結論的章回，則探討女性主義、倫理學、生

態學等其他學門與後現代主義之間的聯繫，藉此突顯後現代主義在文化政治方面

的應用。另一方面，高宣揚的《後現代論》則較前書更著重於理論的分析，而非

實質的應用，包括後現代主義在歷史、社會、文化等各領域的內涵為何，該理論

如何對「現代性」產生批判和超越，以及德里達、傅柯等重要思想家的論述影響

等。這些剖析均有助於對「後現代」特質提供較為全面的瞭解。 

    除此之外，針對後現代概念的相關討論，尚可利用其他較為廣泛而淺顯的文

獻作為參考。例如由貓頭鷹出版社主持的「現代之後的文化衝撞」系列，便翻譯

了 Dave Robinson 的《尼采與後現代主義》一書，對尼采的虛無主義、懷疑論等

學思立場提供深入淺出的分析。另外在孟樊與鄭祥福主編的《後現代學科與理論》

中，收納了有關後現代文學與後現代政治的相關論述，蔡錚雲的《另類哲學：現

代社會的後現代文化》中，亦呈現了現代與後現代概念的表裏關係，以及後現代

文化的內涵與樣態，這些多方面的資訊均足以作為論文進行時的補充資料，為本

研究提供更為精密而穩固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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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女性主義文獻： 

    前述有關後現代主義的參考文獻，其中一部份實已觸及後現代女性主義的層

次，但如欲更進一步地瞭解後現代女性主義的內涵，則必須配合各項女性主義文

獻的闡述。當前的女性主義研究一般均著重於理論的探討，最常見也最為典型的

模式乃是就各項女性主義流派進行分類與深度分析，進而再就其間的優缺點提出

批判與建議。 

    顧燕翎主編的《女性主義理論與流派》即堪稱國內最經典的女性主義研究入

門書籍。本書由多位知名女性主義學者通力完成，其架構涵蓋各個主要流派，除

了本文所欲探究的後現代女性主義之外，尚包括自由主義、烏托邦與馬克思社會

主義、存在主義、激進派、精神分析、生態女性主義…等等，其中分別簡介了各

流派的歷史背景、基礎理論以及後續發展，對於女性主義概念的釐清具有重大的

幫助。 

    李銀河著作的《女性主義》一書也是以此模式進行架構推演，但亦觸及其他

面向。具體言之，書中的主要部份仍然根據傳統模式，對各個女性主義流派進行

分析與介紹，其間當然包括自由、社會、激進等三大主流，以及後現代女性主義

等非主流。但在另一部份，本書則列舉了女性主義論爭的相關議題，包括生理決

定論與社會建構論、性別氣質問題以及性問題等，試圖經由各派之間的矛盾與衝

突，檢視女性主義所遭遇的困境。最後一部份則是有關女性主義理論的後續發

展，包括男性運動、後女性主義1及新女性主義興起，這些新穎觀點均足以作為

女性主義論述的省思參考。 

    此外，Rene Denfeld 的《誰背叛了女性主義》一書，則以新穎銳利的角度剖

析女性主義所遭遇的時代困境，亦即女性主義不僅令男性畏懼而反感，同時也令

新一代的年輕女性羞於承認自己具有女性主義的若干思想，而之所以會造成這種

                                                 
1 目前的學術資料雖偶有將「後現代女性主義」簡稱為「後女性主義」的情況，但此處所指的「後

女性主義」（Postfeminism）並不等同於「後現代女性主義」（Postmodern Feminism）。前者指的

是 1980 年代末期興起的女性主義反動思潮，媒體上的主要口號為「女性主義之死」；後者則是

在 1960 年代，隨著後現代理論而興起的女性主義學派，屬於傳統女性主義的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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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乃是由於女性主義本身過度強化父權體制對女性的壓迫。作者強調，我們

並不需要以受害者的角度來訴求女性主義，因為這反而會賦予女性主義者一種

「激進抗爭」的色彩，使眾人望之卻步，相反地，假如能直接訴諸婦女的特殊力

量，那麼將更容易使人感動。本書的中心思想與後現代女性主義的論述有其相通

之處，亦即希望能藉由更為折衷且兼容並蓄，但又將女性特質展露無疑的方式挑

戰舊有的三大主流思維，帶領女性主義轉向更具時代性的道路。 

    至於在其他的補充文獻上，為了更精確地描述後現代女性主義的內涵，則必

須更進一步地探討精神分析學派的論述；換言之，由於在佛洛伊德與拉岡所引領

的精神分析女性主義中，有若干思維影響了後現代女性主義的發展，因此在研究

過程中亦可參考高宣揚的《佛洛伊德主義》、Paul-Laurent Assoun 的《佛洛伊德與

女性》以及 Elizabeth Wright 的《拉岡與後女性主義》等文獻，對此學派進行基本

的認識。尤其在《佛洛伊德主義》一書，作者簡明扼要地統整了佛洛伊德的基本

理論與後續思想所及，配合《佛洛伊德與女性》書中更為深入的女性研究，當可

清楚展現後現代女性主義的源流與根基。 

    二、張愛玲研究： 

    本文主要雖以「張愛玲作品」作為研究標的，但由於作家在寫作文章時，均

不免將自身所抱持的思想與認知架構投射於其上，因此除須針對作品本身的元素

加以分析之外，同時也必須參考作家的生平研究，方能釐清成長環境與經歷過程

對其思維產生的影響。以下便就這兩方面作一初步的彙整。 

    （一）生平研究文獻： 

    馮祖貽著作的《百年家族－張愛玲》乃是筆者現階段所見最為完整的張愛玲

生平記述。其中夾敘夾議，敘述的部份由張愛玲的外祖輩李鴻章家族談起，完整

體現張愛玲的家學淵源與成長、求學環境，另方面亦針對多名對張愛玲生平產生

重大影響力的人物加以討論，包括父親、母親、姑姑、胡蘭成、賴雅…等，使讀

者能由多角度的觀點理解張愛玲。此外在議論的部份，則兼採文學評論家與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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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的評述，對其喜好、生活哲學與處事態度等提出分析，並對張愛玲的寫作思

維提出獨到的見解。由於本書無論在體系架構或內容方面均為上選，配合張愛玲

胞弟張子靜所記述的《我的姊姊張愛玲》一書，將使張愛玲的生平輪廓更為完善，

故此二者當可作為本研究的主要參考文獻。 

     其次，余斌的《張愛玲傳》與任茹文、王艷合著的《沉香屑裡的舊事－張

愛玲傳》，亦是值得參考的研究資料。其中除了在張愛玲的家庭背景、求學階段

與感情生涯等層面均有詳細的描寫之外，同時也對張愛玲作品中所塑造的人物及

場景提出評論，唯此部份較偏向文學批評，與本研究所需資料有所差距，乃較為

可惜之處，但在生平記述的部份仍有極大的參考價值，足以作為材料補充之需。 

    （二）作品研究文獻： 

    林幸謙在張學研究領域中一向為頗負盛名的學者，針對張愛玲作品所撰寫的

兩大學術評論，《張愛玲論述－女性主體與去勢模擬書寫》及《歷史、女性與性

別政治－重讀張愛玲》兩本著作，由於架構井然、立論精緻，故極具參考價值。

林幸謙在探究張愛玲的文本時，一般均以女性書寫的角度切入，同時再以女性邊

緣化、儒家女性構圖、壓抑符碼、鐵閨閣等概念剖析張愛玲的作品內涵，令讀者

自抽象文字中體會性別區隔的政治涵義，在張愛玲作品與思想的連結分析上，顯

然有精闢獨到之處。 

    此外盧正珩著作的《張愛玲小說的時代感》一書，以清晰簡明的研究架構突

顯張愛玲作品中的內在意義，亦為該領域中較為完整且有系統的學術文獻。首先

在張愛玲的創作背景與創作心態部份，作者配合其身世經歷與五四運動興起的外

在環境，闡述張愛玲作品中所表露的女性哲學；其次則進一步研究張愛玲的作品

主題與內容，分析其中所蘊藏的思想、觀念和心理狀態；最後在作品藝術形式的

討論上，則探究張愛玲在故事建構中所運用的題材、元素與鋪陳手法各有何象徵

意義。本書跳脫了平面式的橫向批評框架，利用相對縱深的觀點剖析張愛玲的創

作思維，乃是本研究的重要參考指標。 

    蘇偉貞所撰寫的《孤島張愛玲》一書，主要則將書寫焦點放置於張愛玲在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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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的著作，包括《秧歌》與《赤地之戀》。與其他作品不同之處，乃在於這兩

部小說的戰爭背景，雖然其中所描寫的主角仍在於女性，但除了家庭式的閨閣描

寫之外，尚添入了戰火與革命的題材，因此其中亦多少透露了張愛玲在隱世消極

的背後所深藏的政治意識，而這些隱性元素又如何與前述的女性主義思想產生連

結，則足以再做進一步的討論。 

    其他有關性別文學研究的部份，對張愛玲作品較有直接論述的文獻首推周蕾

的《婦女與中國現代性－東西方之間閱讀記》，本書同時也運用了西方心理分析

的若干理論，驗證了女性文學中的鋪陳意義，就此章節而言別具參考意義。此外

包括張小虹編選的《性／別研究讀本》與 Toril Moi 的《性別／文本政治：女性

主義文學理論》等，雖較著重於理論面向，較少著墨於單一作品，但其中所探討

的性別研究理論，仍可作為研究補遺之資。 

  參、回顧總結 

    根據上述文獻探討的內容可得知，雖然各項資料均有其不同層面的長處，並

且在善加配合與截長補短之後，將可對研究過程提供甚大的助益，但另一方面在

統整這些參考文獻後，則可發現當前學界對此議題的研究，仍有數項不足之處，

值得筆者做出若干努力以豐富該領域的內涵。 

    一、後現代女性主義的專門文獻稀少： 

    在前述後現代主義與女性主義兩大層次的文獻回顧中，探討後現代概念的資

料相當豐富，關於女性主義的參考書籍也不虞匱乏，但對於本研究所欲探討的後

現代女性主義，則顯然較少有專門論著出現。換言之，受限於後現代女性主義理

論本身的非主流性，因此吾人如欲探究後現代女性主義的內涵，僅能藉由「後現

代主義」與「女性主義」的交叉分析，以及兩方面文獻在探討其下的分支流派時

對後現代女性主義的簡要介紹，方能理解其中的交集範圍，這對有心研究的人士

而言無疑是一大侷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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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張學」研究文獻甚難周延： 

    在張愛玲的生平研究方面主要均以「傳記」方式進行，多半對其自幼成長環

境與相關境遇有極為詳細的描寫，但卻較少觸及影響層面，因此便較難得知外在

的客觀環境對張愛玲的主觀思想有何影響，這些均必須藉由部份的斷簡殘編，以

及張愛玲自身的文字敘述方能略之一二。另一方面，針對張愛玲作品的研究與評

論文獻固然不難找尋，但其中大多仍偏向文學批判，以政治思想觀點進行論述者

極為有限，此亦為可惜之處。 

    三、缺乏後現代女性主義與張愛玲間的連結研究： 

    除了以上兩點之外，最後一項弱點亦是筆者在文獻回顧的過程中，對自身研

究的最終期許。正如第一項缺失中所指出的，不僅專門探討後現代女性主義的案

例少見，同時也缺乏後現代女性主義的應用分析，即使有相關文獻觸及這些部

份，也僅止於社會或政治意涵的討論，幾乎不曾以文學作品作為驗證標的。因此，

本研究的推行固然有其窒礙之處，在參考資料蒐集上亦有若干困難，但假如能對

此有所突破，透過細膩的分析與佐證確立此間的連結關係，則將形成新穎且特殊

的研究成果。 

 

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壹、研究途徑 

    在本研究的推演過程中，筆者主要所採取的乃是「歷史研究途徑」。歷史研

究途徑在政治學方法論中屬於傳統研究途徑的一支，它所指的是運用歷史相關的

資料、文獻及方法，描述並分析歷史上所發展的各種事件，以找尋其中的因果關

係。 

    本文之所以採用此種研究途徑，主要乃基於兩點考量。一方面在後現代女性

主義的觀點闡述部份，我們首先必須對該理論的源流及基礎有所瞭解，由於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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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應透過女性主義的歷史淵源、後現代女性主義學者的論述背景，以及其他理論

與相關思想家的前置影響等來加以建構，因此我們當可利用歷史分析的模式，先

針對該學派的崛起背景等因素作出討論，再探究各種因素與後現代女性主義理論

的出現有何關聯，並且如何影響該理論的內涵陳述。另一方面，如欲進一步探討

本研究所設定的目標－張愛玲的女性主義政治觀，則也不能脫離歷史研究的範

圍；換言之，政治觀點的建立勢必會經過程度不一的社會化歷程，因此在探究張

愛玲的政治思維之前，首先便應針對張愛玲的家庭、教育、生命歷程等環節加以

分析，再根據整合這些因素後的可能結果，驗證其作品文字中所蘊含的隱性觀

點。在此情況下，無論是後現代女性主義或張愛玲研究的文獻資料，均或多或少

必須碰觸到歷史相關的人物、事件與時機解讀，故本文在大架構下採取傳統的歷

史研究途徑，將可獲得較為精確且深入的結論。 

  貳、研究方法 

    整體而言，在歷史研究途徑下所採取的研究方法，是以質化的研究方法較受

青睞，這是因為質化研究在一般的狀況下，較量化研究更具「效度」（Babbie, 2004：

181），因此當研究者在處理個殊式議題時，為了能正確反映該研究所針對的概

念，通常會以前者作為基本的研究方法。 

    一、歸納法： 

    設定以質化研究作為主要框架之後，筆者首先便以「歸納法」作為本論文的

研究工具。若將歸納法與演繹法加以比較，則可發現兩大系統的不同之處。前者

乃是將特定的情況推到通則，並由事實推導到理論的邏輯；後者則是從通則推演

到特定情況，將理論運用到特殊個案的邏輯（Babbie, 2004：48）。根據本文所欲

研究的政治思想面向而言，除了必須蒐集各項史實與文獻之外，尚須分析、整合

各種相關資料，方能達到推導結論的目的，因此歸納法的運用實為研究中不可或

缺的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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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演繹法： 

    另一方面，在上述有關演繹法的描述中，我們仍可發現對本論文有所助益的

部份。歸納法的運用一方面可完整體現後現代女性主義的內涵，另一方面又可針

對張愛玲的思想建構提出概括性的解釋，但除此之外，我們尚須藉助演繹法的邏

輯，利用後現代女性主義理論的架構來驗證張愛玲作品的內在觀點，如此才有可

能在歸納、演繹交替使用的過程中，為本研究提供更為完善的分析結果。 

    三、內容分析法： 

    這項方法指的是針對書籍、雜誌、網頁、歌曲…等與人類溝通有關的紀錄內

容所進行的研究（Babbie, 2004：402）。由於這些被紀錄下來的事物，表面上可能

看不出作者所欲表達的中心思想，必須經由反覆的細膩觀察方能得致結論，因此

相當適用於政治思想的探討。就本文而言，該項方法主要可運用在張愛玲的作品

研究上，透過內容分析的方式，來探究張愛玲的文字中可淬煉出哪些相關的女性

主義內涵。 

 

第四節 章節安排 

    本論文在初步的章節設計上，主要可分為五大項： 

壹、後現代女性主義的源流與理論內涵 

    「女性主義」並非單一絕對的理論名詞，由於歷史淵源與思維方式的影響，

「女性主義」一詞蘊含著豐富的闡述與論辯，並且也根據其內涵與特質的不同，

區分為若干流派，後現代女性主義即為其中的一支。因此在論述開始之前，筆者

必須先就該理論的源流及相關內容作出清楚的揭示，突顯後現代女性主義與其他

各派的異質性，以作為整體研究的背景基礎。 

  貳、後現代女性主義的政治觀點與訴求 

    根據上述的特質描述，可進一步觀察後現代女性主義對於政治層面的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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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如基本主張為何、政治目的為何、達到該項目的的手段為何…等等。換言之，

在上一部份所做的說明主要在提供大範圍的論述基礎，但在第二部份，則必須針

對研究題目的需求進行更精確的闡述，包括後現代女性主義學者所抱持的政治觀

點為何，均必須透過相關的文獻資料加以分析。 

  參、張愛玲的女性主義思維探尋 

    這部份進入本論文的核心討論主題，開始引入張愛玲的思想及作品來驗證後

現代女性主義的各項觀點，而此時的首要之務，即是針對張愛玲的後現代女性主

義思想提出證明，證實其確然具有此種思維模式。筆者預計一方面根據學界人士

對張愛玲生平的研究，探析其政治思維的培養途徑，觀察其生活環境與養成教育

是否促成後現代女性主義思想的建立；另一方面則根據張愛玲在作品中的自我描

述，及其他學者對張愛玲作品的分析研究，拼湊其思維養成的背景與內容。 

  肆、張愛玲作品的後現代女性主義政治取向 

   在分析建構了張愛玲的後現代女性主義思維後，則必須再針對思想的產兒—

文字作品的部份，就其中所蘊含的政治觀點做進一步的討論，以達到研究聚焦的

效果。張愛玲的作品範圍涵蓋甚廣，包括翻譯、自述、小說、散文……等，在此

我們以自述以外的作品為主，自述的部份則可在上一章的思維探尋中獲得若干佐

證。在方法上，我們可利用「內容分析法」來探討張愛玲作品中的特定環節，以

張愛玲親自書寫而下的文字作為主要基礎，配合其他學者的論述評析，觀察張愛

玲如何在其作品中運用並展現相關的政治思想。 

  伍、後現代女性主義的價值、限制與展望 

    經由張愛玲作品的例證配合，後現代女性主義的基本思想與運作模式應可獲

得更深入的闡述，並且也突顯該理論的政治價值，啟發我們由不同角度進行政治

性的訴求與思考；但另一方面，後現代女性主義仍有其弱點與缺失，使其在政治

過程中始終無法躍居為指標性的主流思想，就這部份而言，我們也應作出適當的

反省，並提出可能的解決或改進方案。章節最後，則針對通篇論述作出統整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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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論，提供特殊的研究發現以及未能顧及的研究限制，另方面我們也根據這些研

究成果提出未來研究可能的接續道路，作為概要性的展望方向。 

    若以較為簡約清晰的圖示方式統整以上內容，則可整理如下： 

 

理論分析 

（後現代女性主義研究） 

 

 

 

實例印證 

（張愛玲作品研究） 

 

 

 

結論 

（價值、批判、研究發現、未來展望） 

圖 1-1  研究流程圖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第五節 預期發現與限制 

  壹、預期研究發現 

    根據整體的研究計畫，本文所預期的研究發現主要可分為兩大部份： 

    一、後現代女性主義概念的釐清： 

    除了「女性主義」一詞經常由於使用層面的廣泛，而造成內涵或定義的含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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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清之外，包括女性主義理論的各個分支－如自由主義式女性主義、社會主義式

女性主義，或本文所探討的後現代女性主義等，也時常令研究者面臨五花八門的

解釋，並且無法精確又適時地運用這些理論。正如文獻探討所描述的，女性主義

的文獻資料通常僅限於通論，專門對各流派進行深入探討的書籍文章並不多見，

而本文則針對該項缺失，選用後現代女性主義作為研究標的，一方面既可充實學

界對非主流領域的探討，另方面則可專注於一端，對後現代女性主義興起的來龍

去脈及各項內容作出完整的釐清。這將是本文所預期最主要的研究成果。 

    二、「政治思想」與「張愛玲思想」的連結： 

    有關女性主義理論的研究，在政治學領域中大致可歸類到「政治思想」的面

向，因此一般的研究者在著手分析這些資料時，通常會將探討範圍限縮在政治領

域當中，進行理論性的闡述或實質性的政策應用。但根據文獻回顧的結果，張愛

玲雖僅是一名文壇作家，而非女性主義學者或婦運領導者，在其作品中卻處處可

見性別論述的鑿痕，並受到廣大「張學」研究者的注意，此一現象體現了「張愛

玲思想」與「政治思想」間的若干連結，唯其隱而不顯的特質，需要投注更多的

心力以為發掘。本論文在研究方法一節中已指出，筆者將針對張愛玲的文字進行

細膩的內容分析，如此當可發現這些作品均是可貴的「性別文本」，其間的思想

連結也值得我們加以探究。 

  貳、研究限制與建議 

    雖然本文能夠透過質化研究的方式尋求特殊的研究成果，但文獻資料與研究

方法的先天不足，也可能令其產生一些難以周全的限制。 

    一、初級資料取得不易： 

    根據方法論上的定義，初級資料所指的是研究者自行透過訪談或觀察的方式

所記錄下來的資料，次級資料則是經過他人調查、彙整或研究所完成的資料。在

本文所使用的參考文獻中，後現代女性主義的部份，可經由該流派的原始論述補

足應有的初級資料，而張愛玲所留下的作品文字亦為初級資料的來源之一。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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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之外，由於本研究在實際操作上無法進行親身的訪談或觀察，故主要著重於採

取各界學者的研究資料，這些資料經過不同方式的吸收與整理，大多僅能被視為

次級資料，這便造成了本研究偏向取用次級資料的結果。次級資料的使用雖然較

具經濟效益，但卻可能具有不自覺的危險，使研究者容易受到其他學者的論斷影

響，就這方面而言，便必須在研究進行的過程中保持高度戒慎，以免掉入預設立

場的窠臼。 

    二、「內容分析法」的缺失： 

    在張愛玲研究部份所採用的「內容分析法」，雖是為了配合研究需要，但也

造成了某些無可避免的限制。首先，我們所能「分析」的部份就僅限於被記錄下

來的「內容」。換言之，除了張愛玲所遺留下來，明顯見諸於白紙黑字的的作品

之外，其他部份均無從分析，因此我們雖然能夠經由旁人的記述或側面研究，對

張愛玲的思想進行更深入的瞭解，但實際的情形究竟如何，就只有張愛玲本人最

清楚，旁人並不能單靠作品研究，便完全釐清一個作者的思緒。另一方面，張愛

玲的文字是否便忠實地反映其心中所想，也是大有疑義，這個部份的問題出在讀

者無法重現當下寫作的場景，也無法理解文句產生的過程，除非能解決這些疑

慮，否則也將影響分析的效度。 

    雖然如此，筆者仍並未屏棄這項研究方法，同時所能提出的建議也是不需因

噎廢食，反而忽略了內容分析法的其他優點。事實上，這項方法除了效率佳、安

全性高等長處之外，若能秉持客觀的研究，也未嘗不能維持內容分析的最終品

質。因此本文仍將維持原有的研究方法，但以上的先天限制，則供未來的研究者

參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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