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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摘 要 本研究嘗試以心理傳記為研究取向，詮釋張愛玲生命歷程中所呈現

的創造性意涵。透過傳主張愛玲的著作、書信、訪談記錄及傳記資料，並

援用 Rollo May 所提出的創造概念，藉由張愛玲生命故事的鋪陳，開顯其



生命歷程中反覆遭遇挫折，卻未因而形成「習得的無助」，反而以持續突

破困境構成其生命整體的風貌，來看張愛玲生命中的創造性意涵。 此

外，探討張愛玲女性角色的處境，藉以揭露婦女在父權文化結構中所經驗

的限制、焦慮與壓抑。通過對張愛玲自我敘說資料及 Anna Freud 暴力因襲

機制說的對照檢視，發現張愛玲存在抗拒權力認同的自覺，並且經由女性

人物文本的建構，披陳女性在父權社會裡「他者」的身份型態，亦即以本

文的形式介入歷史，藉由創造活動催化文化的反省力量。 第四章第三節

嘗試以「流浪」與「認同」這組概念來理解張愛玲對於自身權力意志的實

踐。在此論述上，「流浪」代表了對既有形式與秩序的叛離，「認同」則

立基於對某一形式與秩序的需要及建立。兩者同時呈現了個體對權力的需

求及操作。透過完形心理學所揭櫫的事實──人是主動的意義建構者，而

非被動的刺激接收者──理解人主動建構新形式及意義的需要，同時討論

了「創造」對於人類的意義：人類之具有「創造力」最基本而重要的目

的，並不在於人對物質世界的干涉，也不在於對他人精神世界的影響，而

是體現了自身對抗一切源於死亡的焦慮、虛無感與無能感的心理動力。 

分析張愛玲對生命處境的回應，在於對限制的覺察而尋求超越。由此看出

限制在創造過程中的積極性價值。再者，由張愛玲生命經驗的開展，了解

她被歷史所建構，也建構歷史的生命開創性，也就是人與歷史的互為主體

性。 末章援引 Erich Fromm 所提出的兩種生命展現方式： " To have " 或是 

" To be "，對現今極度膨脹的資本主義價值觀及「工具理性」進行反省。

並由 " To be " 生命情態的經驗性，無法以語言充分描述，即具有「默會」

知識的本質，彰顯質性典範的人文涵養，以及選擇心理傳記為研究取向的

意義。 對於本研究以中國知名的文學家為研究對象，卻大量使用西方論

述來進行理解及意義的建構，提出了反省。並由此深切體認建立「本土心

理學」的重要性及迫切性。然而對於「本土心理學」研究範圍所涵蓋的深

度及廣度，則建議嘗試超越一般社會現象與心理行為。在傳統的對於社會

現象及心理行為的研究之外，包括以任何文化形式所呈現的文明資產，如

文學、詩歌、戲劇、民間藝術、宗教乃至神話等，集合了一整個民族的想

像與活力，提供了珍貴的集體潛意識材料，實在也是值得我們努力探索的

方向。  

摘要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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