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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文乃針對六朝詩歌中所出現大量以女性為主題，或藉女性形象抒

情展志的文學書寫現象而予以分析研究。一方面出於對當時婦女「真

正」的生活樣態與價值取向的好奇；另一方面則嘗試對詩人（無分男

女）所以採用此類書寫策略的根由與企圖的解惑。   檢閱六朝詩作，

關乎婦女情感的橫軸書寫，大致可分為下列幾項：思、怨、愛、念；生

死、離別、團圓或隱喻為求「知」與政治的抒發等。但是這種內容分類

可否因加入了敘述角度的探索而豐富起來，而得能較為立體地展現由作

者到文本的各項對話？因而在方法上是以敘述角度的差異分類，此我比

為「縱軸」；而在分析事義上佐以「橫軸」的各類抒情內容。   第一



章緒論，主要說明所為此文的緣由及所採用的研究方法。在第二章，則

定義我所謂的「女性書寫」，是一種書寫策略，更是一個敘述視角與文

本的引介。第三章起，由人稱敘述切入詩文，探討在各類抒情內容下，

作者所認可、採取並轉用的「女性」特質；另外，亦因為此期亦有多量

的宴樂曲謠，在結合樂府民歌後，使得文本以「歌」、「舞」方式被敘

述呈現；而在齊粱興盛的新聲、宮體，卻又在文字上展露「注目」式的

敘述成果；這兩種別異於單純的人稱敘述，而有著更為複雜的，訴諸視

覺、聽覺等感官的敘述處境，故別立於第四章分析研究。至於第五章，

則闡釋所以產生策用「女性書寫」的因由，包括影響作者外圍與內在的

心理糾纏，以及所成「女性書寫」的應用，最後在探究評論其藝術手法

時，則呈現時人、文士的價值與審美觀。最後一章作為總結，總成與結

論「女性書寫」在符號義上、敘述視角上給予當時文人、婦女、及後世

讀者的影響。   換言之，由縱軸的敘述呈現，交縱橫軸上生命情調的

悲喜，而成為各種層次的藝術品；除了供人品味，供人感動，也供人省

思；也才能了解到六朝詩人的「女性書寫」，其中所感謂的「解」與

「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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