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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 本論文寫作之基本出發點，乃在於筆者希望能以中國古典小說

文本為出發，來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性別文化。本論文初步以具文化代

表性意義的《三國演義》與《紅樓夢》作為探索的對照藍本，並以「男

義」「女情」作為男性文化與女性文化的統攝性概念，分別就「場域」

和「意義世界」兩個向度來探索。 本論文共分為上下二篇――上篇「男

義女情的實踐場域――蜀漢與大觀園」與下篇「男義女情的意義世界」 

上篇「男義女情的實踐場域――蜀漢與大觀園」，主要是以「場域」的

角度，藉由這兩部小說的大結構中有核心結構的共同敘述模式――三國

演義╱蜀漢與紅樓夢╱大觀園，來探究男義女情的實踐場域，他們各自



的崛起、存在特質與存在姿態，以及走向滅亡，並以此來做一參看對

照，以見出在性別文化中的理想與現實的不同面貌。藉由本篇，可見出

男義實踐場域與女情實踐場域，他們所憑藉的不一樣的資本：蜀漢憑藉

的資本是以義（正統與道德理想的正當性）為核心的開展，大觀園所憑

藉的資本則是以女性及女兒才情為核心的建立。相較於大場域，他們均

呈現了具「理想性」意義的特性。而這兩個理想世界最終都走向了幻

滅，由此過程，吾人可知，蜀漢的理想性是針對男性文化（父權文化）

中的現實與理想而言的，而大觀園的理想性則是針對整個父權文化而

言，所以，其對照思考面是互有層次的對比意義的。 而下篇「男義女情

的意義世界」，則主要是從男義女情的文本再現出發，透過小說人物的

言說與行動、群體的生活樣態，來觀察其中所共同體現的價值特色，以

見出男義女情的意義內涵。本篇以三個部分進行：天下場域中「男義」

的意義世界、家庭場域中「情」的意義世界，以及在家庭場域中超越父

權規範的「女情」意義世界。此處特意區分了「男義」、「情」（此

「情」亦可稱為「義化之情」）以及「女情」三個詞語與概念來做探

究。首先，就天下場域中「男義」的意義世界而言，由於「義」本身所

涵括的「正當性」「合宜性」的「貞定」的特性，人們常喜歡將此藉由

語言言說的方式，來確立無論是人的品格或是人的行為的正當合宜，並

且在行為上展現了一種通向「某個意義目標」的特性。此中由於是以

「儒家道德倫理價值」作為評斷的準的，所以，有著極強烈的道德價值

的判定色彩，並且在行動的過程中，有著針對目標而有的極強烈的策略

性的考量。而「家庭場域中『情』的意義世界」，則主要呈現了父權價

值下的「義化之情」的面貌，也就是人的「感情欲望」被「貞定」化之

後的面貌。它除了是一種儒家道德倫理下的一種倫常份際的規範結果，

也是人們在行動中，為著個人利益與群體和諧的「目標」，所達至的一

種「人情」往來的行為，有意思的地方，也在於，常掛在人們口中言說

的，正是這種「人情」。這一方面說明了在男義的價值規範下，無論是

在以男性為主的天下場域，或是以女性為主的家庭場域，人們均有著因

應此價值模式而有的類似行為，此行為均是以人與人的「關係」「角

色」作出發來考量。而在此價值底下，自然也有自此價值淪落，而以

「肉體的淫欲」作為人的行為結果的情形，由於它不合乎男義價值的貞

定原則，所以，便多半以私下、偷偷摸摸的方式進行，又或者憑藉著

「權勢」的資本，來吞滅這一道德價值所加諸的可能匡限。 而就「在家

庭場域中超越父權規範的『女情』意義世界」而言，則主要呈現了對父

權文化的超越性價值。此女情的意義世界以「去社會名位化」作為它的

成立前提，因為在此前提下，人的主體情性才會自由地發出，它不是以

儒家道德倫理價值來作為行為思考的背景，而是以人當下存全的一種心

意的體貼、感通來互動，結合著「女清男濁」的觀念，說明了此「清」

的審美價值，是此中人們行為價值的展現面向，而這也是剝落掉男義世

界的世道人情與皮膚濫淫的慾望的，在此面向中，以臻至「癡情」的一

種「忘我的用情」與「物我混融」的生命境界。此有別於男義世界的以

「意義目標」來作為行動目的的呈顯，而是以「當下的審美經驗」出發

來進行人與人或人與物的交流，並以對方為主體的體貼用情，這也可說

是去名位道德與去目的性的。 本論文綜合以上的研究，可得到一個初步



的結論，那就是，男義的生命傾向於「正典化」的生命型態。而女情的

生命則傾向於「詩化」的生命型態。正典化的生命型態，強調了生命的

價值符號化的特性，所以，人們會在行為通向的「某一目標意義」的認

定上，去確立自己的生命價值，所以，可見出「義」的具統攝性意義，

此在「男義」的文化建構中，便會形成一個個具貞定意義的「典律」。

而「女情」的文化則是呈現了一種具美感性的行為特性，人們的行為本

身藉由當下的「情的興發」所帶來的審美經驗與體貼，而獲致了意義，

所以，它也可說是一種「詩化」的生命特性，具有「詩」的「非邏輯

性」與「意象性」的特性。所以，此中著重的是心意的感覺與感受，而

不問行為本身所通向的「意義目標」為何。在「女情」的世界中，

「情」的當下流通，便讓情的雙方同臻一種可感的，或可想像的藝術性

的情境。 關鍵字： 三國演義、紅樓夢、蜀漢、大觀園、場域、資本、

性別、性別文化、義、情、男義、女情、意淫、癡情、體貼、女清男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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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０年第三輯 金良年  三國大觀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九四 林方直  

紅樓夢符號解讀 內蒙古大學出版社 一九九六 俞平伯 俞平伯說紅樓夢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二０００ 胡文彬、周雷編 海外紅學論集 上海古籍出版

社 一九八二 徐君慧 從金瓶梅到紅樓夢 廣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七 凌宇 

符號――生命的虛妄與輝煌（三國演義的文化意蘊） 湖南師範大學出版

社 一九九七 孫遜  紅樓夢探究 台北大安出版社 一九九一 孫遜、陳詔 

紅樓夢與金瓶梅 寧夏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二 孫寶義  讀紅樓夢話人才 

台北方智出版社  一九九六 陳其欣選編 名家解讀三國演義 山東人民出

版社 一九九八 陳維昭 紅學與二十世紀學術思想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二

０００ 陳益源  從嬌紅記到紅樓夢 遼寧古籍出版社 一九九六 陳瑞秀  

三國夢會紅樓 台北淑馨出版社 一九九五 陳慶浩編著 新編石頭記脂硯

齋評語輯校 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一九八六 康來新  紅樓夢研究 台北文史

哲出版社 一九八一 梅新林  紅樓夢哲學精神 上海學林出版社  一九九

五 梅向東 情：多形態愛欲模式的復歸 紅樓夢學刊 一九九七年第一輯 郭

沫若等  紅樓夢問題討論集（一至四） 北京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五 張

寶坤編 名家解讀紅樓夢（上下） 山東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八 傅隆基  羅

貫中話三國――-英雄豪傑 台北亞太圖書出版社  一九九五 馮其庸 李希

凡主編  紅樓夢大辭典 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  一九九０ 黃新亞 三國人

才對話錄 高雄宏文館圖書公司 一九九七 黃清泉等  明清小說的藝術世

界 武昌華中師範大學  一九九二 黃華節  關公的人格與神格 台北臺灣

商務印書館  一九六七 董每戡 三國演義試論（增改本） 長沙岳麓書社  

一九九四 楊光漢  紅樓夢：一次歷史的輪迴 雲南大學出版社  一九九

０ 楊義  中國歷朝小說與文化 台北業強出版社  一九九三 禚夢庵  

三國人物論集 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一九六九 鄭鐵生 三國演義藝術欣

賞 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  一九九二 劉宏彬  紅樓夢接受美學論 鄭

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二 歐陽健等著 紅學百年風雲錄 浙江古籍出

版社 一九九九 潘重規 紅樓夢新辨 台北三民書局  一九九０ 紅樓夢新

解 台北三民書局  一九九０ 聶鑫森、聶鑫漢 紅樓夢性愛揭秘 台北宇河

文化公司 一九九五 譚立剛  紅樓夢社經面面觀 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一九九一 譚洛非等主編 三國演義與中國文化 四川巴蜀書社 一九九二 薩

孟武  紅樓夢與中國舊家庭 台北東大圖書公司  一九七七 龔鵬程 紅樓



猜夢――紅樓夢的詮釋問題 中外文學第十六卷第六期 一九八七年十一

月 （三）性別理論與中國性別研究 王政、杜芳琴主編 社會性別研究選

譯 北京三聯書店 一九九八 王逢振 女性主義 台北揚智文化公司  一九

九五 王雅各主編 性屬關係（上下） 台北心理出版社 一九九九 王志弘編

譯 性別，身體與文化譯文選 自印一九九五 江曉原  性在古代中國 台北

奇珍共賞社  一九八九 杜芳琴  女性觀念的衍變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一

九八八 李小江等主編  性別與中國 北京三聯書店  一九九四 林幸謙著 

歷史、女性與性別政治──重讀張愛玲 台北麥田出版社 二０００ 張愛

玲論述──女性主體與去勢模擬書寫 台北洪葉出版社 二０００ 范揚  

陽剛的隳沉 台北雲龍出版社  一九九一 梅家玲編 性別論述與台灣小說 

台北麥田出版社 二０００ 張維安 生活世界與兩性關係 婦女與兩性學刊

（第五期） 一九九四 孫康宜著 古典與現代的女性闡釋 台北聯合文學出

版社 一九九八 陳東原  中國婦女生活史 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一九七

五 康正果 重新認識明清才女 中外文學 第二十二卷第六期 一九九三年十

一月 風騷與艷情――中國古典詩詞的女性研究 台北雲龍出版社 一九九

一 女權主義與文學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一九九四 重審風月鑑

――性與中國古典文學 台北麥田出版社 一九九六 郭錦桴  中國女性禁

忌 河北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一 張小虹  後現代/女人：權力、慾望與性

別表演 台北時報文化公司  一九九三    慾望新地圖 台北聯合文學出

版社 一九九六 張京媛主編 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 北京大學出版社  一

九九二 張妙清等合編  性別學與婦女研究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一九

九五 趙鳳喈著鮑家麟編 中國婦女在法律上之地位 台北稻香出版社 一九

九三 鄭新蓉、杜芳琴主編 社會性別與婦女發展 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二

０００ 劉寧元主編 中國女性史類編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一九九九 劉達

臨 性的歷史 台北商務印書館 二００一台灣版 中國古代性文化 寧夏人民

出版社 一九九三 劉詠聰 德色才權──論中國古代女性 台北麥田出版社 

一九九八 劉慧英 走出男權傳統的藩籬──文學中男權意識的批判 北京

三聯書店 一九九五 儀平策  美學與兩性文化 遼寧春風文藝出版社 一

九九四 鮑家麟編著  中國婦女史論集 台北牧童出版社  一九七九     

中國婦女史論集續集 台北稻鄉出版社 一九九一 鮑曉蘭主編  西方女性

主義研究評介 北京三聯書店 一九九五 蕭巍 女性主義關懷倫理學 北京出

版社 一九九九 嚴明、樊琪 中國女性文學的傳統 台北洪葉文化公司 一九

九九 顧燕翎、鄭至慧主編 女性主義經典 台北女書文化公司 一九九九 

Abbott, Pamela 等著 俞智敏等譯 女性主義觀點的社會學 台北巨流圖書公

司  一九九六 Beauvoir, Simone de 著 陶鐵柱譯 第二性 台北貓頭鷹出版

社 一九九九 Eagleton, Marry 編 胡敏等譯  女權主義文學理論 湖南文藝

出版社 一九八八 Foucault, Michel 著 尚衡譯 性意識史（第一卷） 台北

久大與桂冠圖書公司  一九九０ Gilligan, Carol 著 蕭巍譯 不同的聲音

――心理學理論與婦女發展 中央編譯出版社 一九九九 Greene, Gayle and 

Kahn, Coppelia 著 陳引馳譯 女性主義文學批評 台北駱駝出版社 一九九五 

Gulik, R.H.van 著 李零等譯 中國古代房內考――中國古代的性與社會 台

北桂冠圖書公司一九九一 Henderson, Karla A 等著 劉耳等譯 女性休閒

──女性主義的視角 雲南人民出版社 二０００ Malinowski, Bronislaw 著 

李安宅譯  兩性社會學（影印本） 上海文化出版社  一九八九 Michel, 



A.著 張南星譯  女權主義 台北遠流出版公司  一九八九 Moi, Toril 著 

陳潔詩譯 性別/文本政治：女性主義文學理論 台北駱駝出版社 一九九五 

Showalter, Elaine 著 張小虹譯 荒野中的女性主義批評 中外文學十四卷十

期 一九八六年三月 Tong ,Rosemarie 著 刁筱華譯 女性主義思潮 台北時報

文化公司 一九九六 Weedon, Chris 著 白曉紅譯 女性主義實踐與後結構

主義理論 台北桂冠圖書公司 一九九四 （四）文學、美學與文化理論

研究 王健文 奉天承運──古代中國的「國家」概念及其正當性基礎 台

北東大圖書公司 一九九五 王子今 忠觀念研究 吉林教育出版社 一九九九 

毛文芳 晚明閒賞美學 台北學生書局 二０００ 文潔華 儒家道德主體在父

權社會中的理勢問題 鵝湖月刊 十九卷八期 一九九四年二月 朱光潛編譯 

西方美學家論美與美感 台北漢京文化公司 一九八四 余英時 史學與傳統 

台北時報文化公司 一九八二 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 台北聯經出版公

司 一九八七 余得慧策劃 張老師月刊編輯 中國人的世間遊戲──人情與

世故 台北張老師出版社 一九九０ 李澤厚 美的歷程 台北元山書局 一九

八四 美學論集 上海文藝出版社 一九八０ 李澤厚主編 滕守堯著 審美心

理描述 台北漢京文化公司 一九八七 何金蘭 文學社會學 台北桂冠圖書公

司  一九八九 束定芳編 中國語用學研究論文精選 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二００一 周啟志等 中國通俗小說理論綱要 台北文津出版社 一九九二 吳

澤霖總纂 人類學詞典 上海辭書出版社 一九九一 俞建章、葉舒憲著 符

號：語言與藝術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八 徐復觀 中國藝術精神 台北學

生書局 一九六六 儒家政治思想與民主自由人權 台北學生書局 一九八八 

莊錫昌等編 多維視野中的文化理論 台北淑馨出版社 一九九一 陳東榮、

陳長房主編 典律與文學教學――第十六屆全國比較文學會議論文選集 

台北書林出版公司 一九九五 康學偉 論孝觀念形成於父系氏族公社時代 

遼寧學刊 一九九二年第二期 彭修銀著 美學範疇論 台北文津出版社 一九

九三 黃宣範 語言哲學──意義與指涉理論的研究 台北文鶴出版公司 一

九八三 黃光國編 中國人的權力遊戲 台北巨流圖書公司 一九九一 黃克

武、熊秉真編 公與私：近代中國個體與群體之重建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

代史研究所 二０００ 黃志民 明代詩社之研究 台灣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

碩士論文 一九七二 張立文 中國傳統仁義範疇的歷史演變（上） 《哲學

與文化》十九卷第六期 一九九二年六月 張雙英等編譯  當代文學理論 

台北合森文化公司 一九九一 葉舒憲 詩經的文化闡釋――中國詩歌的

發生研究 湖北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四 楊聯陞等著 劉紉尼等譯 中國思想與

制度論集 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一九七六 楊澤波 原義利之辨 清華學報二十

六卷四期 一九九六 葛榮晉 中國哲學範疇導論 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 一九

九三 費孝通 鄉土中國與鄉土重建 台北風雲出版社 一九九三 鄒川雄 中

國社會學理論 台北洪葉出版公司 一九九九 翟學偉 面子、人情、關係網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四 寧業高等著 中國孝文化漫談 北京中央民族大

學出版社 一九九五 蔡源煌 當代文化理論與實踐 台北雅典出版社 一九

九一 蔡曙山 言語行為和語用邏輯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一九九八 劉

康  對話的喧聲――巴赫汀文化理論述評 台北麥田出版社 一九九五 

劉廣明 宗法中國 上海新華書店 一九九三 鄭培凱 湯顯祖與晚明文化 台

北允晨文化公司 一九九五 錢杭 周代宗法制度史研究 上海學林出版社 一

九九一 龔鵬程 大俠 台北錦冠出版社 一九八七 文化符號學 台北學生書



局 一九九二 晚明思潮 宜蘭佛光人文社會學院編譯出版中心 二０００ 年

報：一九九六龔鵬程年度學思報告 嘉義南華管理學院 一九九七 思想與

文化 台北業強出版社 一九八六 文學與美學 台北業強出版社 一九九五 

Bartnes, Roland 著 李幼蒸譯 寫作的零度――結構主義文學理論文選 台北

時報文化公司 一九九二 Bourdieu, Pierre 著包亞明譯 文化資本與社會煉

金術――布爾迪厄訪談錄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七 Bourdieu, Pierre and 

Wacquant,L.D. 著李猛李康譯 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引 北京中央

編譯出版社 一九九八 Escarpit, Robert 著 顏美婷譯  文藝社會學 台北南

方出版社 一九八八 Foucault, Michel 著 王德威譯  知識的考掘 台北麥

田出版社  一九九三 Freund, Elizabeth 著 陳燕谷譯  讀者反應理論批評 

台北駱駝出版社 一九九四 Goodale, Thomas L 等著 成素梅等譯 人類思

想史中的休閑 雲南人民出版社 二０００ Hamilton,G.G 著 張維安等譯 中

國社會與經濟 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一九九０ Holub,R.C.著 周寧等譯  接

受美學與接受理論 遼寧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七 Lentricchia, Frank & Mc 

Laughlin, Thomas 編 張京媛等譯 文學批評術語 英國牛津大學出版社 一九

九四 Scholes, Robert 著 劉豫譯  文學結構主義 台北桂冠圖書公司  一

九九二 Wittgenstein, Ludwig 著 張新方譯 哲學探討 台北海國書局 一九八

七再版 （五）英文書目 Beauvoir,Simone de, Tran Trans.and ed.H.M. Parshley 

1972 Reprint London:Penguin Books,1953 Coward,Rosalind, 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3 Edward,Louise P., ,Holland:Leiden 1994 

Firestone,Shulamith, ,New York:William 1970 Fuss,Diana, New York:Routledge 

1990 Jacobus,Mary（Ed）, London:Croom Helm 1979 

Millett,Kate, ,Canada:First Ballantine Books Edition 1978 Redfield,Rober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6 Showalter,Elaine（Ed）, ,New York:Pantheon 

Books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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