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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utcher’s Wife Novel Film Narrative Paradigm Habitus Feminism 

摘要

(中) 

本研究以小說《殺夫》與其改編電影作為考察對象，利用語藝學的敘事典

範與生存心態觀點分析顛覆主流的「女性主義」創作與其改編成電影之後

的樣貌。目的為剖析「顛覆主流」創作的敘事策略與發展機會，以及大眾



媒體詮釋顛覆文本的想像與變異，並期望提供多元藝文創作的動能光譜。 

研究發現，「女性主義」敘事策略與其改編電影之三種空間，分別為：顛

覆空間、想像空間與藏匿空間。「女性主義」顛覆空間主要藉對比的情

節，突顯顛覆道德觀的反思空間；而改編電影所突顯的事實在於，若故事

來源為特殊的社會案件，必須適當推論敘事元素的因果關係發展，並利用

明確的表演、對白或場面調度…等電影手法呈現劇情，提供閱聽眾對於角

色人格特質的了解，否則串聯合理性的成效會大大受到影響。「想像空

間」中，小說的媒介特質注重推論過程，因此「夢境」與「鬼怪」的敘事

元素一方面可以塑造強烈的戲劇張力，另一方面，卻有可能過於明顯的宣

揚或標舉顛覆主流之企圖的關連性，而省略或曲解了平衡「事實」的整體

性；《殺夫》電影為性別、成長背景、法規、商業利益交雜下的特殊象徵

意義實驗品，雖然突顯了當代「新電影」美學風格的感官想像空間，與時

代氛圍的低調控訴，但在整體敘事議題的操作上，卻因為充滿許多曖昧的

合理性連結而顯得謹慎，缺乏突顯殺夫刻板印象的反思空間。最後，「藏

匿空間」裡，小說符合女性主義觀點並不認為母性為女性「必備」的使

命，因此採用人類生存本能的「飢餓」取代「母性」，更能突顯女性遭受

父權壓迫的深刻對比；而電影的身體和聲音因為直接引發閱聽眾感官反應

的特性，因此被賦予特殊的想像。然而，卻因為敘事結構的因果關連不一

致的情況下，反而成為隱藏殺夫「真相」的灰色地帶。  

摘要

(英)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novel “The Butcher’s Wife” and its film adaptation, 

using the methods of narrative paradigm and “habitus” to try to determin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trategies of subversion and the kind of approaches we see at 

work in commercial pictures. This paper also offers views on the dynamic spectrum 

of film and literature from various interpretations. Much controversy surrounds 

“The Butcher’s Wife,” and this brings me to think about the symbolic meaning 

of strategies of subversion as presented in the so called popular media of our time. 

Meanwhile, differences between texts become clear not only in features, but 

probably also in audience reaction, which depicts the “habitus” of Taiwan 

culture. Research findings show three spaces in texts. First, subversion space reveals 

the contrast of plot from the “feminist” prospective, which represents the 

introspection of morality. As for film, if the story is based on a particular social 

reality with reasonable adjustments of the elements of narrative, and if it offers the 

appropriate techniques, it will persuade the audience. Secondly, space in 

imagination shows particular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ovel, which provide the dream 

realm and presence of evil spirits to emphasize a process of inference. But 

overusing elements of subversion may omit or distort the dimension of “fact.” 

This particular film represents a complicated dilemma, and although it does make a 

point about contemporary aesthetics, it appears short of introspection in regard to 

the killing of the husband. Thirdly, space of hiding allows us to observe that the 

novel follows the feminist viewpoint; using nature’s instinct of hunger as a 

substitute for maternity, in contrast with the patriarchy, which oppresses women. On 

the other hand, body and sound with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in the film connect with 

audience reaction in a straight forward manner, misplacing the causal relation in the 

narrative, which becomes a hidden place for the “f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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