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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論文研究主題為法國十七世紀詩人拉封登(Jean de la Fontaine, 1621-

1695)所著之《寓言集》(les Fables)一書中的女性形象。首先將書中女性

角色作一分類與歸納，可分為「虛構的女性角色」、「獻詞中的女性」

以及「女神」三類，再從中整理作者對各類女性外型、內在個性的描

述。研究發現，作者對女性外在描述不多，且用字簡單、重複性高，內

在描寫則與故事情境有極大關係，特別是在婚姻及愛情主題的篇章中，

女性特質的呈現最為鮮明；此外不同階級的女性，也表現出不同的女性

形象。 根據上述發現，進而比較女性形象與故事情境的關連後，可發現

社會階級越高者，所呈現的形象就越完美；又從女性的婚姻狀況來看，



作者對未婚或脫離婚姻關係的女性，通常給予優於已婚婦女的描述。由

此可知，社會階級與婚姻狀況可說是影響書中女性形象呈現的兩大要

素。 此二要素生成的原因，首先來自作者本身遭遇的婚姻問題，造成其

對婚姻的排斥與恐懼，而自小生活於鄉間的生活經驗，以及後來在巴黎

參加沙龍聚會，與貴族女性的頻繁往來，則成為影響作者描述不同階級

女性的根據。此外，社會賦予女性該有的責任、義務，塑造所謂「合

宜」、「理想」的女性形象，也經常反映在作者筆下的女性人物中。因

此，個人經歷與社會價值觀成為影響本書女性形象呈現的主要原因。  

摘要

(英) 

Le sujet de ce m?moire est ? l’image de la femme dans les Fables de Jean de la 

Fontaine ?. Nous avons d’abord class? les personnages f?minins en trois 

groupes : les personnages f?minins fictifs, les femmes ?voqu?es dans les 

d?dicaces et les d?esses. Apr?s avoir regroup? les descriptions physiques et 

morales de ces personnages f?minins, nous avons d?couvert que l’auteur ne 

s’est pas beaucoup ?tendu sur les descriptions physiques ; il a souvent utilis? des 

mots simples et des clich?s. En fait, le contexte de chaque histoire a une influence 

sur l’expression de cette image de la femme, et surtout elle est pr?sent?e de 

mani?re plus vivante quand il s’agit de l’amour et du mariage. Par ailleurs, la 

repr?sentation des femmes varie en fonction de leur origine sociale. Apr?s avoir 

fait ce constat, nous avons ?tudi? en profondeur la relation entre l’image 

f?minine et le contexte historique. Nous avons constat? que plus la classe sociale 

du personnage ?tait ?lev?e, plus l’image ?tait aussi raffin?e. Il restait ? encore 

comparer l’image de la femme avec le statut matrimonial du personnage. En 

g?n?ral, les femmes c?libataires et les veuves sont pr?sent?es de mani?re plus 

avantageuse que les femmes mari?es. La classe sociale et le statut matrimonial 

sont donc deux facteurs importants influen?ant l’image de la femme chez la 

Fontaine. Enfin, nous avons essay? de trouver des explications ? ces deux 

constatations. la premi?re raison peut ?tre l’exp?rience personnelle de 

l’auteur : il a connu un mariage malheureux, si bien qu’il d?testait le mariage 

et en ait peur. D’autre part, il a v?cu ? la campagne pendant longtemps ; venu ? 

Paris, il a fr?quent? les salons o? il a connu de nombreuses femmes de la 

noblesse. ? travers son exp?rience de la societ?, il pouvait comprendre la vie 

paysanne et a v?ritablement d?crit la vie rurale. De plus, il pouvait ?galement 

bien ?voquer les femmes de la noblesse. La soci?t? de son temps imposait aux 

femmes la responsabilit? et l’obligation de donner une image f?minine ? 

convenable ? et ? id?ale ?, cela se refl?te souvent dans les personnages f?minins 

des Fables. L’exp?rience de l’auteur et les valeurs sociales sont donc les 

facteurs principaux influen?ant l’image de la femme dans les F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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