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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中文摘要 本論文的研究目的在於探討二、三○年代女作家的自傳文學與

女性自覺。從林芙美子以日記體裁寫成的自傳體小說《放浪記》以及宮

本百合子以第三人稱寫成的散文體裁的自傳體小說《伸子》為中心，探

究新女性不同於往昔日本典型女性的自我追尋與創作之間的關係。 本文

將透過歷史系譜探討大正╱昭和時期深受西方思潮影響後的近代日本社



會，以及藝文界對女性作家的衝擊，從分析平塚雷鳥創辦的青鞜社及

《青鞜》之後一系列女性藝文誌與女性作家之間的關聯性著手，析論西

方女性主義思潮以及社會主義無產階級意識對近代日本女作家以及作品

的影響。探討自傳體裁的傳記文學如何為二、三○年代日本女作家廣泛

使用之主因，以及「傳」、「記」文學在日本近代女性文學中的重要

性；並以當時最具代表性的散文體自傳小說《伸子》以及日記體的自傳

小說《放浪記》為中心，從文學形式、表現的主題與母女關係來探討作

家作品中所呈現的女性意識，探討不同背景的女作家在父權體系以及資

本主義制度下自我追尋時所體認到的女性困境。 本論文第一章緒論，說

明本論文的研究動機與研究方法。第二章則從西方文藝，如女性主義、

自然主義、自由民主思潮、社會主義與多元文化的意識形態等對女作家

產生的影響來探討日本二、三○年代女性文學的系統與發展，並且討論

日本國內文學運動以及文學刊物對於近代日本女作家崛起的影響。第三

章則先將宮本百合子與林芙美子的自傳體小說與生平作一對照，並探究

《伸子》與《放浪記》不同的文藝表現。第四章將探討描寫中產階級女

性婚姻與女性自立主題的自傳體小說《伸子》，以及紀錄中、下階層女

性放浪經驗與女性意識的日記體小說《放浪記》，重新閱讀日本近代女

作家對父權體制、資本社會以及女性情慾、女性主體性的論述表現，並

從她們的自傳體小說，剖析男性中心社會下女性文學作品中的女性角

色，以及女作家的敘述手法，來探究日本近代女作家所體現的女性意識

以及她們作品的藝術表現形式，以期能更加理解近代日本女性意識的真

實面貌。第五章結論，則對本論文的研究結果作一綜合結論與檢討。  

摘要

(英) 

Abstract The objective of this thesis is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consciousness and 

literatures of Japanese female writers of the 1920s and 1930s. The study is 

primarily based on Vagabond’s Song by Hayashi Fumiko and Nobuko by 

Miyamoto Yuriko. Comparisons were made to modern females concerning their 

different types of self-quest, autobiographical works, and feminist consciousness. 

The Taisho Era played an exceptional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history of Japanese 

female literature, for it was during this period that many female writers emerged. 

More importantly, their works contained strong feminist consciousness and self-

reflections; this showed not only how liberal women used writing to express their 

feelings, but also that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feminist schools of thoughts were 

present. Each of those writers based their writings on their own experiences and 

compiled them into novels, expressing their strength and their voices. This thesis 

aims to compare and contrast the works of these two Japanese female writers to 

show how they each express a different voice under the same relative social 

conditions.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eras and their social backgrounds, as well as the 

arts circle and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feminists on the writers are investigated. 

The study was made of Seitocha (Bluestocking Society, 1911-16) which was 

convened by Raichyo (1889-1971), and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some periodicals 

and the thoughts of female writers. In addition, the influence of Proletarian 

Literature Progress was also studied. The format, themes used, and roles within the 

novels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works and thoughts of past writers; a study was 

also done of unique writing styles of Nobuko and Vagabond’s Song. The 



backgrounds of the various writers were analyzed as well as their thoughts on the 

difficulties of women then and mother-daughter relationships were compared to 

those of present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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