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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針對張愛玲《傳奇》小說與《玲瓏》圖畫雜誌文本中書寫服裝的

「真實」與「虛構」問題為開端，首先以內容分析與敘事分析方法，描

述書寫服裝的內隱特質。繼而，藉由《傳奇》與《玲瓏》的互文閱讀，



從中理解寫作者/編輯者的意識型態，在書寫服裝的「重新塑造」過程

中，所呈現同質性、異質性與多元性的現象。再者，將上述諸多討論回

置於上海三十年代的歷史脈絡之中，藉由張愛玲及其《傳奇》中年輕女

性的書寫服裝與《玲瓏》中服裝報導的年輕女性書寫服裝之「服裝意

識」，連結到三十年代上海「時尚意識」認同的理解，並突顯張愛玲及

其《傳奇》小說與《玲瓏》圖畫雜誌在「時尚意識」上認知與態度的共

通性與差異性。藉由張愛玲《傳奇》與《玲瓏》中「服裝意識」對「時

新」概念的討論，重新理解現代性理論中時代普及性與個人創意性的問

題。在理解上海於三十年代「中西併陳」、「新舊雜揉」的歷史圖景

後，對於透過敘事研究所理解張愛玲的書寫服裝在中國史研究上的特殊

視角，有了較為清晰的面貌。 

摘要

(英) 

This research intended to explore the issues on “fact” and “fiction” of the 

written clothing in Eileen Chang’s novel “Legend” and in “Lin Loon 

Magazine”. We have first conducted a content analysis and narrative analysis to 

describe the implicit characteristics of written clothing. Through reading 

“Legend” and “Lin Loon Magazine” interlextually, we have tried to 

understand the ideology of the author/editor, as well as the homogeneity, 

heterogeneity, and diversity displayed during the “reshaping” process of written 

clothing. The above discussion has then been relocated into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Shanghai in the thirties. Eileen Chang and the “clothing consciousness” of 

the written clothing of the young ladies in “Legend” and that of “Lin Loon 

Magazine” could help us understand why Shanghai citizens in the thirties 

identified with the “fashion consciousness” of that time. In addition, we have 

pointed out the similarity and discrepancy in the awareness and attitude between 

the “fashion consciousness” of Eileen Chang and her novel “Legend” and 

that of “Lin Loon Magazine”. With the exploration of “clothing 

consciousness” and the concept of “trendiness” in “Legend” and “Lin 

Loon Magazine”, we have reinterpreted issues on the era universality and 

individual creativity of modernity theories. Through the narrative analysis, we 

have realized that Eileen Chang’s written clothing has offered a unique 

perspective in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history. After comprehending the historical 

picture of the “juxtaposition of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style” and the “mix 

of the new and the old” in Shanghai in the thirties, we have now obtained a 

clearer picture of such a unique a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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