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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以語藝批評中的敘事分析方法，檢視女性自傳中所呈現的婚

姻內 容與敘事策略，共選錄九位女性傳主親自書寫的作品。同時採取女

性主義觀 點的取徑作為分析時的思考主軸，以深入理解女性在敘說中所

呈現的自我處 境與感受、父權壓迫如何被維持或展現、以及女性在壓迫

中如何自處或進行 反抗。 研究結果發現，女性傳主在敘說中所呈現的

自我形象不僅是為愛堅持、 為家付出的「追尋者」；同時也是勇於面對

困境、突破險境的「女勇者」。 敘說中的男性往往以「國家利益」或

「家庭幸福」為由要求妻兒遵行規範或 聽從要求；更甚者以「一家之

主」的權威遂行自我欲求，未考慮妻子的感受 與家庭的幸福。女性傳主



在敘說中也呈現出勇於反抗壓迫處境的行動能力， 或以迂迴方式達到目

的之行動策略，其中又以高舉「家庭利益」在抗爭上較 具效力。敘說中

的女性雖然大多仍是以「丈夫／家庭」為主要的依存中心， 但敘說中的

女性仍有著多元的自我追尋與成長契機：追尋真愛的執著、追求 事業的

成就、以及在困境中奮力求生的自我成長。自傳作為一種語藝作品， 事

實上仍具有某種程度的說服意圖。研究發現，女性傳主在敘說過往時，

不 僅意圖為自己形塑「堅忍卓絕」的形象，以「見證」自己在「成功男

性」生 命史中不可抹殺的地位；同時藉由訴說當年衝突或離婚事件的始

末，以「辯 護」自己在事件中的「無過失地位」。經由對女性所敘說的

婚姻生活進行研 究分析，不僅有助於對女性處境及價值信念的理解與反

思，同時也得以增進 女性意識的自覺與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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