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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 

據西方成長小說的研究者指出，置身在歷史、文化轉型期的作家，特別適

合書寫成長題材的小說。畢竟在各方秩序都在解構建構之際，其間所迸發

出遽?複雜的矛盾衝突，尤是加倍供應了主體探索成長的動機。戰後初期的

作家群，無疑正是立足在台灣近代史的重要轉折點上。不管是外省知識份

子在新式教育中啟蒙，再因紅禍而輾轉流徙至異地；還是台灣本地菁英承

繼了 1920 年台灣新文學精神中「反抗殖民壓迫」與「個人覺醒」的特性，

並且歷經兩波強勢殖民的身分認同危機。其經歷容或迥異，但相同的是他

們都必須在社會政治劇變的過渡期，面臨建構自身主體性及如何融入社會

的成長難題。 本論文就以五○年代崛起的重要小說家於五、六○年代的重

要作品為研究對象，無分省籍性別。選定「成長」為本論文研究主題，其

目的與用意就在打破傳統論者自政治意識形態對五○年代小說所貼的文學

標籤迷思。本文試圖從成長的置高點，不僅重新閱讀歷來被定位為「反

共」、「懷鄉」的小說，同時囊括五○年代本省及女性作家的文本，藉此

探討各種風貌的成長關懷。  

摘

要

(英

) 

Bildungsroman of taiwanese novelists in the 50s(1950-1969) According to the studies 

of the Bildungsroman, they indicated that the authors are suitable to write the 

Bildungsroman under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alterant period.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Bildungsroman which writing by the representative 

novelists from 1950 to 1969. Overall, this dissertation used the version of the 

Bildungsroman to study the Bildungsroman from 1950 to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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