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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傳統的典範 
─晚清女作家小說女性蛻變的歷程 

吳宇娟∗ 

【提要】 

  本篇論文以顧太清《紅樓夢影》、王妙如《女獄花》與邵振華《俠義佳

人》三部女作家小說做為研究基底，綜論晚清女性蛻變的歷程，試圖顯影當

世女性從此岸／傳統定位到彼岸／重塑形象的轉化情形。 

  從晚清女性小說書寫者的視角觀察，當時女性從被要求改革到主動參與

自我的改革，其實有過一番不小的掙扎，從賢妻良母、國民母到女國民，每

一次的身分修正，都會引發衝突與激盪。小說中描述女性身分演化的三部曲，

正好印證晚清社會家國調整女性角色由傳統到革新的進程。晚清女界改革與

政治改革的結合，掀起一波波女權／民權的自省話語，求新求變的思維被當

時菁英／知識女性積極接收並且精確提出接榫計畫，在一片女體／女教救國

論張揚中，女界議題首次被置放在國家民族的平台對話，以重複曝光與聚焦

的手段，使得女性擺脫傳統與性別壓抑的主題，不斷的被改革人士與女性本

體瀏覽與檢視，進而由言論的倡導跨足到實際操作的狀態，讓女界革命名副

其實成為時代的風潮。 

 
 
關鍵詞：晚清女性小說 《紅樓夢影》 《女獄花》 《俠義佳人》  

    女界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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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鳥瞰晚清國家社會發展的狀況，在求新求變的原則衡量下，一切傳統思

維、價值重新被評估與檢視。晚清社會思潮從經世、變革、洋務、維新發展到

立憲與革命的時代走向，每一舉步都充滿挑戰與艱難，這股世變之交的劇烈變

革，從政治界蔓延到文學界與女界。晚清文學在充滿醒世覺民的啟蒙語境中，

讓小說一躍成為冶鑄國民新靈魂的最佳載體，在首批的啟蒙名單之內女性更是

名列榜首。 

  晚清女作家小說從《紅樓夢影》中顧太清以賢妻良母的形象，作為淑媛閨

秀的描摹典範，轉變成《女獄花》裡王妙如呈現「國民母」為女性主流身分的

思維，最後演變成邵振華《俠義佳人》所呼籲自立自強的女權，必須脫離男性

庇蔭與同意的桎梏，強調女性實學的重要性，才能共享共盡「國民」的權利與

義務。小說中描述女性身分演化的三部曲，正好印證晚清社會家國調整女性角

色由傳統到革新的進程  。  

  本篇論文以此三部女作家小說做為研究基底，綜論晚清女性蛻變的歷程，

試圖顯影當世女性從此岸／傳統定位到彼岸／重塑形象的轉化情形。從傳統中

國的文學空間與性別空間裡透視，小說與女性總是處於被壓縮的一方，經由晚

清社會劇變的催化，卻已然變身為當時興國智民主題思想的兩大脈絡。晚清小

說寫作的題材與手法處在從傳統到革新的樞紐時期，而女性的社會與家庭地位

同樣是位於蛻變的關鍵時刻，知識精英把晚清女界的解放運動融入在社會國家

革命的浪潮之中，不論是從維新運動或是辛亥革命出發，在動盪求變的時代氛

圍裡，卻提供晚清女性爭取權利的客觀可能性和廣闊前景。女界雄飛的議題，

成為政治手段操作下最亮眼的焦點，也爲近代女性自我覺醒意識開啟序幕。  

                                                 
   有關顧太清的《紅樓夢影》、王妙如的《女獄花》以及邵振華的《俠義佳人》三部小說的詳細論述，請參閱作

者博士論文《從閨閣才女到救國女傑 － 晚清三部女作家小說研究》，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2006．6。
本文論述顧太清《紅樓夢影》採用古本小說集成本，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據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丁丑

年(1877)京都聚珍堂刊本影印，上海：上海古藉出版社，1992。王妙如《女獄花》，收入《中國近代小說大系》

第 26 冊，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3。邵振華《俠義佳人》，收入《中國近代小說大系》第 26 冊，南昌：

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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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賢妻良母到女國民：女性自我認知的改變 

  從顧太清、王妙如到邵振華，從賢妻良母、國民母到女國民，晚清女性的

自我認知隨著時代的推演，產生迥然不同的差異性。從《周易》傳統的「女正

乎內」  的立論探究，男性希望在「家道正」的前提下，努力尋求「女正乎

內」的方法，於是他們制定各種的禮法、家訓、戒律，規範女性的言行舉止，

希望女性符合傳統的制約，藉此能夠培養出「女正乎內」的典範。因此賢妻良

母的形象，成為儒家標準要求下的理想女性模型，亦即「女正乎內」的詮釋。

傳統文化在人倫關係中的宗法等級觀念，定位女性卑順從屬的角色，《說文解

字》釋「婦」字云：「婦，服也」  ，認為服從是婦女的本分；《禮記．郊

特牲》則說：「出乎大門而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  ；《白

虎通義．嫁娶》又說：「婦，服也；服於家事，事人者也」  ，更進一步認

為婦女的職責是事人；甚至班昭《女誡》又再次強調：「妻不賢，無以事夫」，

從服從到事人演變成事夫，女性的地位每況愈下，漢代提出「夫為妻綱」、「君

為臣綱」、「父為子綱」的綱常名教之後  ，女性卑從的地位更被定格為常

理，又經過歷代統治階層的推展，以及儒家學者的宣化，男尊女卑、男主女從

的思維，進而穿透了整個中國社會與家庭。妻職與母職則成為傳統女性的榮譽

與包袱，她們被這二項職責範圍／禁錮在家庭之中，一生的榮辱皆與之產生絕

對的關聯。例如《詩經．小雅》對於婦女之責，則定於「無非無儀，唯酒食是

議」  ，而《白虎通．論婦人之贄》則明白指出「婦人無專制之義，御眾之

                                                 
   《周易》卷四：「彖曰：『家人，女正乎內，男正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也就是孔穎達疏本所說：「家人之義，

以內為本，故先說女也。」十三經注疏本，頁 89，台北：藝文印書館，1982。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台北：漢京文化，1980，頁 620。 
  《禮記》，十三經注疏本第五冊，台北：藝文印書館，1982，頁 506。 
   班固《白虎通義》，台北：台灣商務出版社，1966，頁 268。 
  董仲舒以陰陽說三綱，《春秋繁露．基義篇》言曰：「凡物必有合，陰者，陽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

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無合，而合各有陰陽。…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取諸陰陽之道。君為陽，臣為陰。

父為陽，子為陰。夫為陽，妻為陰。…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班固略變其說，而明指君為臣綱，父為子綱，

夫為妻綱。台北：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編印基金會印行，1977，頁 310。《白虎通．三綱六紀篇》：「故君為臣

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所以稱三綱何？一陰一陽謂之道，陽得陰而成，陰得陽而序，剛柔相配，故六人

為三綱。」頁 203。 
   《詩經．小雅》〈斯干〉篇，十三經注疏本第二冊，台北：藝文印書館，1982，頁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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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交接辭讓之機。職在供養饋食之間」  ，即如張載在解釋《易．家人》

卦所說：「家道之始，始諸飲食烹飪，……家人道在烹爨，一家之政，樂不樂，

平不平，皆在於此」  。以「酒食」、「饋食」限定婦女的工作內容，削奪

其他面向的才能，同時也拘束窄化她們的生活空間──只能活動於家庭之內。 

  先秦儒家經典《儀禮．喪服》提出規範婦女的三從教條  ，以及《周禮．

天官》提出四德的標準之後  ，三從四德不僅是傳統的賢妻良母必須遵循的

定律，更是舊有文化對於女性修身養性的約束總綱，如此深沉濃重的文化氛

圍，逐漸浸染女性內化三從四德成為自我認知的尺度。顧太清是一位漢化極深

的滿洲貴族婦女，熟讀儒家典籍，賢妻良母的教化也深烙其思想之中，並且轉

化成持家處事的準繩。顧太清在描繪《紅樓夢影》中的女性形象時，都是以賢

妻良母為塑造的藍圖。例如寶釵端莊識大體，襲人處事恭謹，麝月、鶯兒各守

本職  ，平兒、香菱能助夫持家，曾文淑（賈蘭妻）「幽賢貞靜」、「舉止

端方，溫柔嫻雅」  ，蔡如玉（賈環妻）則是「才貌雙全，琴棋書畫，描鸞

刺鳳，連諸般音律都懂得」  ，就連已逝的王熙鳳都改成勸夫憐夫的性子  ，

這些敘述無非說明她們適合家內、適合成為丈夫的賢內助。太清對於文本中已

婚女性的期待，清楚定位在符合傳統家庭內妻子／主婦／母親的要求，即使如

顧太清本人，在丈夫奕繪去世之後，對於自我位置的期許，也是在「代君善後

司婚嫁」  ，以做為替代男權／父權的遞補角色，繼而延續男主女從的認知。

女性在顧太清《紅樓夢影》的筆下，依舊只能找到家庭功能，而缺乏自我價值、

社會效能；仍然只是侷限在妻職／母職的從屬名分。  

  道光二十年（1840）鴉片戰爭爆發後，中國又陸續遭逢變局，諸如英法聯

軍、甲午戰爭、八國聯軍等重大戰役的洗劫，清廷兵敗如山倒的頹勢，激起全

國上下持續改革興國的聲浪。十九世紀末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嚴復在戊

                                                 
  班固《白虎通義》，台北：台灣商務出版社，1966，頁 190。 
  張載《橫渠易說．家人》，台北：廣文書局，1974，頁 125。 
  《儀禮．喪服》，十三經注疏本第四冊，台北：藝文印書館，1982，頁 359。 
  《周禮．天官》，十三經注疏本第三冊，台北：藝文印書館，1982，頁 119。 
  《紅樓夢影》第八回，頁 57。 
  《紅樓夢影》第十五回，頁 122、頁 123。 
  《紅樓夢影》第五回，頁 33。 
  《紅樓夢影》第九回，頁 65。 
   見顧太清《天游閣詩集》卷五，〈辛丑十二月十八釗兒娶婦喜有有感〉，頁 131。收入張璋《顧太清奕繪詩詞

合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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戌維新時期，積極倡導中國近代婦女運動，他們認為「婦學為保種之權輿」  ，

強調健壯、有知識、有能力的婦女，可作為優秀的國民之母或國民之妻，可以

為中國孕育健康壯碩、強國保種的後代，一切的婦女解放運動都是以「民族救

亡」為目的。再者，受到西方進化論闡述人種物種遞進之理的啟發下，康有為

與梁啟超都格外重視婦女胎教之說。康有為在《大同書．去家界為天民》的「人

本院」中專門探討胎教問題  ，人本院成為「人種改良計」的理想國，此處

傾全力照顧婦女孕育胎兒「務令於胎元無損」，期使培育「和平中正」的後代，

進而以優質強種實現強國的夢想；梁啟超也一再提論婦女是「天下存亡強弱之

大原」  ，例如「相夫」、「教子」、「宜家」、「善種」  等等，因為婦

女是增強國力、改善家庭、兒童成長、強國保種的優生基石。於是「蒙學之本，

必自母教始」  、「母健而後兒肥，培其先天而種乃進」  的論述，成為維

新人士宣導女性為國民母的重要口號，因為鑄造國民，必先鑄造國民母。所謂

的國民母定位──則是輔助丈夫、教育孩子、家庭和睦、培養優秀下一代的婦

女，這些都是歷史條件下的產物，也是新式賢妻良母的內涵，它充滿著「修身、

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傳統人文思維，並且揉合晚清維新改良興國智民、保

種強國的理念於其中。 

  關於梁啟超的「生利分利」說，則是想把國民母提升到自立自養的層次： 

女子二萬萬，全屬分利，而無一生利者。惟其不能自養，而待養於他人也，

故男子以犬馬奴隸畜之，於是婦人極苦。   

梁氏認為解決分利之道，唯有讓婦女擁有謀生的能力，人人有職業，個個能自

養，全部都成為「生利者」、「執業之人」，才能跳脫犬馬奴隸的卑下地位，

進而為國盡責、為國興利，即是達到「使一國之內，而執業之人，驟增一倍，

則其國所出土產作物，亦必驟增一倍」  。此種論說雖然表面上，似乎已為

                                                 
   梁啟超〈論女學〉，收入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頁 30。 
   康有為《大同書．去家界為天民》「人本院」，見《大同書》戊部，頁 196-203。 
   梁啟超〈論女學〉，收入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頁 30。 
   梁啟超《倡辦女學堂啟》中提出，辦女學堂是爲了「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遠可善種。婦道既昌，

千家良善，其不然哉？」收入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頁 104。 
   梁啟超〈論女學〉，《梁啟超全集》，頁 30。 
  《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第三冊，上海巿：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頁 55。此為嚴復之論。 
   梁啟超〈論女學〉，《梁啟超全集》，頁 30。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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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在經濟上尋得自立的出口，實際上是加重婦女的雙重負擔。因為婦女必須

在妻職／母職之外，另外扛起經濟的責任，但是對於家務的處理，卻得不到男

性的奧援與分擔。這就是僅僅強調男女對國家義務上的平等，而未講求男女權

利上的平等的後遺症。至於《女獄花》談到沙雪梅這位激進的女權爭取者，則

是以滅夫／夫權、棄職／妻職的情節做為底色，作者極力舖墊沙雪梅急欲掙脫

的是──傳統被壓抑的女性空間。中國女性的行事規範，長久處於男性主導的

制約下，於是被套上「夫為妻綱」的網羅，沙雪梅以為只要殺盡鞭打女權的「男

賊」  ，就能衝破女性被奴役的樊籠，所以「奪權」成為她從事女權革命的

鮮明旗幟。這種男女二元對立的尖銳衝突論調，其實只是片面的思維，因為男

女平權的問題絕非只是你死我活的爭奪戰，更涉及女性能否自我覺醒的關鍵樞

紐，奪權如同奪舟，自我覺醒又如同潮流，如果只是有舟無水，終究無法揚帆

航駛。因此小說又創造許平權一角，企圖從「興女教」的救本立場，提升女性

自我覺醒的動能，但是許平權的女教功用論，卻是綑綁「國民母」興國救民的

議題，倡導女學美其名是恢復女權的前奏曲，其實是為了提倡「新式賢妻良母」

鋪路，究其內裡則包裹著男性本位／國族主義的女權思想。王妙如內化「國民

母」的思維置入《女獄花》的內容之中，這種以民族／國家／政治為主導的婦

女解放思想，其實蘊藏著康有為與梁啟超的維新主張。  

  梁啟超曾說：「中國人不知有國民也，數千年來通行之語，只有以國家二

字並稱者，未聞有以國民二字並稱者」  ，對於「國民」二字，康有為在《大

同書》裡說：  

人者天所生也，有是身體，即有其權利，侵權者謂之侵天權，讓權者謂之失

天職。男與女雖異形，其為天民而共受天權一也。……竊謂女之與男既同為

人體，同為天民，亦同為國民。同為天民，則有天權而不可侵之；同為國民，

則有民權而不可攘之。女子亦同受天職而不可失，同任國職而不可讓焉。   

康氏在此吸收天賦人權的觀念，解釋男女同為國民，因此「同任國職而不可

                                                 
   《女獄花》中的沙雪梅慣以「男賊」稱呼男性。如第四回，頁 725-726，「咳！種種不平等之事，我也說不能

盡。請眾位仔細想想，男賊待我們，何嘗有一些配偶之禮，直當我們作宣淫的器具，造子的傢伙，不出工錢的

管家婆，隨意戲弄的玩耍物。咳！男賊既待我們如此，我們又何必同他們客氣呢。我勸眾位，同心立誓，從此

後，手執剛刀九十九，殺盡男賊方罷手。」 
   梁啟超〈論近世國民競爭之大勢及中國之前途〉，《梁啟超全集》，頁 309。  
   康有為〈去形界保獨立〉，《大同論二種》戊部，頁 183-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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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亦即所謂「國者，合以人民為國；人民者，無間於男女者也」   ，男

女既然同為國民，因此對於國家的存亡、強弱、盛衰「豈女子獨能外焉」  ，

對於女國民應有的權利、應盡的義務則等同男性看待，毫無分別，康氏則是最

早使用近代意義上「國民」一詞者。至於「國民」的界定，梁啟超則有更明確

且具代表性的說法：  

國民者，以國為人民公產之稱也。國者積民而成，舍民之外則無有國。以一

國之民，治一國之事，定一國之法，謀一國之利，捍一國之患，其民不可得

而侮，其國不可得而亡，是之謂國民。   

梁氏以簡潔的語彙，釐界國家與國民相互依存的關係，促使「國民」一詞，儼

然成為晚清先進人士崇尚追尋的社會新角色。 

  二十世紀初，中國婦女思想發生重大的變革，女性對於自我認知更跨躍以

往的範疇，「女國民」的觀念也順勢提出。此時因為興起出洋留學的熱潮，留

學生在接受國外政治學說的同時，也接觸到西方女權學說，而且深受影響，除

了向國內鼓吹女權之外，更透過翻譯向國人介紹相關學說。例如留學日本的馬

君武  ，在 1902 年翻譯英國哲學家兼社會學家斯賓塞的《女權篇》，這是中

國第一本關於西方女權思想的譯著，與其書合刊者另有《達爾文物競篇》。全

書的中心思想是以「自然法權」和「進化論」為基礎，用以辯證男女應同享自

由平等與自由權利的道理。1903 年馬君武又引進約翰．彌勒的《女人壓制論》

與第二國際的《女權宣言書》，二書均注重男女平等之說；其中約翰．彌勒又

對女性的公民權格外重視。馬氏對於一系列女權學說的介紹，引起國人的高度

關注與重視，例如亞特在《女子世界》第七期即說道：  

夫十九世紀，如約翰彌勒、斯賓塞爾「天賦人權」、「男女平等」之學說，

既風馳雲湧於歐西，今乃挾其潮流，經太平洋汩汩而來。西風新空氣，行將

滲露於我女子世界，灌漑自由苗，則我女子世界發達之一日，即為我國民母

                                                 
   康有為〈去形界保獨立〉，《大同論二種》戊部，頁 185。 
   同上註。 
   梁啟超〈論近世國民競爭之大勢及中國之前途〉，《梁啟超全集》，頁 309。  
   有關馬君武的生平與譯書論著，可參見小野和子的〈馬君武的翻譯與日本〉，收錄於王政．陳雁主編《百年中

國女權思潮研究》，頁 58-77。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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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達之一日。   

女國民的內涵，是在國民概念的基礎上由「國民之母」延伸出來的，它不但代

表國家意識的覺醒，更代表著人權與女權意識的覺醒。如果說國民母側重在女

性對國家的義務，例如丁初我所說：「女人以生產國民、教育國民為獨一無二

之義務」  ；那麼女國民則顯然更重視男女必須有平等的權利，在《東方雜

誌》即有「國民二字，非但男子負擔起資格，即女子亦納此範圍中」  的論

述。辛亥革命前十年間，崇尚女國民的精神，成為婦女思想認知中新興的革命

風潮，誠如佛哉在〈女國民歌〉所言：「明明明，二十世紀大漢女國民。激昂

慷慨赴前程，觥觥自由魂」  ，這種積極又激進的新主張，在國權／民權／

女權的交織中更顯突兀特別，卻也標誌著另一段嶄新女性歷史的來臨。談到邵

振華《俠義佳人》中女性的自我認知，雖然小說中高劍塵的言行舉止中，殘留

些許「國民母」的意念  ，但是整體而言，邵振華對於女性意識的認知，是

比較趨近於「女國民」的表述。例如「國家也不專是男兒的，我們女子也有分

的」、「以謝我們女國民之責」  的話語，小說中代表女界精英的孟迪民、

高劍塵、蕭芷芬等人皆以啟蒙師的姿態，極力提倡普及的女教，邵振華不平的

是──女子「一切自由利益，則皆懸諸男子之手」  ，希望全體女性皆能脫

離他人／男人的掌控，獲得最終的自由與權利，即自序所說「喚醒吾女子脫離

黑暗，同進文明，以享吾女子固有之權」  。她所呼籲的女權，不再是庇蔭

於男性的保護與同意之下，取而代之以自立自強的實學作風，倡言普世的女界

文明，以期共享共盡女國民的權利與義務。邵振華對於女國民的界定，是比較

                                                 
   亞特〈論鑄造國民母〉，原收於《女子世界》第七期，七月出版。今收錄於《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

一卷下冊，香港：三聯書店出版，1962，頁 931。 
   丁初我〈女子家庭革命說〉，原載於《女子世界》第四期，四月出版。 
   〈論文名先女子〉，載於《東方雜誌》第四卷第 10 號社說，1907.11.30。 
   佛哉〈女國民歌〉，載於《女子世界》第二年 6 期，1907。 
   例如《俠義佳人》第八回，頁 168，高劍塵曾以「人婦論」婉拒孟迪民邀請任職曉光會，原因是「我既為人婦，

一家的事務，瑣瑣不一，雖說不用我動手做，需要我分派。主婦一不在家，各人就要偷懶，何況出去就館，那

還成個家嗎？」；第十七回，頁 281，孟迪民戲謔高劍塵「愛惜兒女的心太重了」，高又以母親「要是不愛兒

女，而能愛他人，也不過是矯情造作，不是出於本心」的母職天性說辯駁孟之取笑；第二十四回，頁 390，高

劍塵解釋已婚婦女不能來去自如的原因是「小孩子們才管著我呢。譬如將來芷妹成室家後，有了兒女，不知道

還能夠像今日這樣來去自由不能？」。在小說中處處可見高見塵常因母親身分無法盡情一展長才，她依舊認為

恪遵「新賢妻良母」（即國民母）的職責，才是她的首要分際。 
   《俠義佳人》第二十四回，頁 381 
   《俠義佳人》自序，頁 85。 
   《俠義佳人》自序，頁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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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秋瑾在《大魂篇》中所論：  

況恢復人類應得之權利，是則取我主權，以游刃有餘，還以助男子，共爭主

權於異族，不亦我女子之天職乎？盡我天職以效祖國，凡我女子志願所及，

即我女子能力所及。當仁不讓，夫何吝於先著鞭。   

她們同樣主張先恢復性別權利「游刃有餘」之後，再「盡我天職以效祖國」。

綜合二人的論述，她們認為性別權利的取得不再隱藏於家國種族的利益之下，

而是女性必先獲得國民的權利，才能為國家克盡國民的義務。誠如秋瑾所說「國

民者，國家之要素。國魂者，國民之生源也」  ，因此晚清女性的自我意識

／性別意識，終需與國族意識整合，卻非寄居在其下。此種論述則與國民母須

以家國利益為優先考量的情狀，有著顯著邏輯性的差別。 

  從賢妻良母到國民母，從國民母到女國民，每一層進化都是象徵中國女權

推展與爭取的成果。康有為《大同書》以天賦人權之說，極力言論男女平等之

說  ，清池女史主張「中國欲振興，必男女平權，各求自立而後可」  ，煉

石在〈女權平議〉中更是慷慨激昂說道：「女權不復，勿甯死」  ，從男女

平等到男女平權，雖是只有一字之差，卻是從人權的爭取跳躍到女權的恢復，

從總體人類到性別意識的覺醒。在《紅樓夢影》中所有女性依舊只是人妻、人

母的附屬角色，她們的榮辱都是男性所塗刷的顏色，她們安於現狀，認為一切

的對待，都是合乎情理的／必然存在的，從不懷疑男性主控她們生活空間／行

動自由的合理性，因為傳統的女教以三從四德的咒語，綑綁她們的身軀與思

想。而《女獄花》對於女權的看待已有自覺意識的產生，一句洋人咒罵的「雙

料奴才」，已經流露出民權與女權的甦醒話語，又如「我們今日不必去奪男人

的權利，只要講求我們的獨立」，其實都可以體會王妙如對於女權的覺知，但

是「女子者，國民之母」的觀念，才是作者內心深處的主體思想，「羸弱呆滯

之母，安能產果敢活潑之子呢」，強國保種的救亡精神，依然籠罩在女權的主

體之中，講究女權其實只是一種協奏，它的目的無非是爲了凸顯國權才是主

                                                 
   〈大魂篇〉，《中國女報》第一期，1907.1，收入《辛亥革命前十年間十論選集》第二卷下冊，頁 843。 
   〈大魂篇〉，《中國女報》第一期，1907.1，收入《辛亥革命前十年間十論選集》第二卷下冊，頁 842。 
   見康有為〈去形界保獨立．婦女之苦總論〉，《大同書》頁 179-200。 
   見清池女史〈女子亟宜自立論〉，《清議報全編》卷十五第四集文苑上來稿彙存，頁 101-102。 
   煉石〈女權平議〉，《中國新女界雜誌》第 1 號，1906．12，收入《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 1842-1911》上冊，

頁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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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直至《俠義佳人》，作者邵振華一再強調「喚醒吾女子脫離黑暗，以享吾

女子固有之權」，一位女國民應有的權利，諸如教育權、婚姻權、財產繼承權，

都被網羅在小說的情節之中，突破以往新賢妻良母／國民母的模式，以女國民

精神做為統攝，建構女性行事的新準則，女國民成為實踐國家建設的女性工程

者。  

三、從結社到創會：社會價值的更新 

  太清《紅樓夢影》裡，描述女性對於友伴的組織，依舊延續傳統詩社、或

聯吟唱和的文學活動為主。例如小說第十回敘述探春姊妹邀詩社的情節：  

探春道：「我要起個群芳社，偺們再湊一個人，用十二個月應時的花卉寫了

鬮兒，按著歲數兒先拈，誰拈著那一樣……」李紈問：「自然也有個體式呀！」

探春說：「你聽啊，先拈了題目，再拈或詩或詞或賦或歌抓著那體就作那體。」

眾人都說：「有趣！……」    

到了第十四回描寫賞荷花席上聯吟的情景，一席閨秀外加寶玉到了藕香榭賞

荷，一時興起，於是探春以《調寄爪茉莉‧即景聯句》為題，與寶琴、湘雲、

寶釵、寶玉分別聯句填詞  。另外小說第十九回中，敘述眾姊妹於冬至日寒

雪之際，前往惜春所居櫳翠庵賞梅，賈政則定以消寒詩九首的題目，交於諸家

閨秀試身手。女性藉由親族聚會吟詠的文學活動，互相切磋琢磨以提高她們的

創作水準，並且更能擴展視野、豐富其閨閣生活。清代前期、中期的女性詩社

頗多，著名者如顧之瓊為首的「蕉園詩社」  ，和以張允滋之號命名的「清

溪詩社」  ，另外又如梅花詩社、惜陰社、湘吟社等等  。當時詩社的主要

成員，基本上還是與相同地域為範圍，或是兼及親眷中的閨伴詩友。謝國楨在

《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即說：  

                                                 
    《紅樓夢影》頁 181-182。 
   《紅樓夢影》頁 261-267。 
   蕉園詩社的組成，陳文述以為此一集社最早是由顧之瓊招邀諸女所組成。另外有關「蕉園五子」與「蕉園七子」

之稱，請參閱鍾慧玲《清代女詩人研究》，台北：里仁書局，2000，頁 173-181。 
   清溪詩社是清代中葉的女子社團，因其盟主為張清溪而得名，該社另有張芬、陸瑛、李媺、席蕙文、朱宗淑、

江珠、沈纕、尤澹仙、沈持玉等共十人，因皆為吳中一帶的人，所以時稱「吳中十子」，著有《吳中十子詩鈔》。

詳閱鍾慧玲《清代女詩人研究》，頁 181-192。 
  參見郭延禮 〈明清女性文學的繁榮及其主要特徵〉，《文學遺產》，2002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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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社這一件事，在明末已成風氣，文有文社，詩有詩社，普遍了江、浙、福

建、廣東、江西、山東、河北各省，風行了百數十年。大江南北，結社的風

氣，猶如春潮怒上，應運勃興。那時候，不但讀書人要立社，就是女士們也

要結起詩酒文社，提倡風雅，從事吟詠。   

道光以後，漸漸出現詩社成員越區／跨省的組合現象，太清主持的「秋紅吟社」

即為箇中代表。在沈善寶《名媛詩話》即有此載錄，「己亥（1839）秋日，余

與太清、屏山、雲林、伯芳結『秋紅吟社』」 51  ，其中除了沈善寶、項屏山、

許雲林外，另有石珊枝、李紉蘭、許雲姜皆為江南閨秀，詩社成員另有滿族女

詩人棟鄂武莊、棟鄂少如、富察蕊仙以及太清妹霞仙 52  ，這種由家族親眷走

向志同道合的異姓友伴集結，讓「秋紅吟社」的成員不再侷限一隅、一族。此

時女性詩社集結的目的，皆以文學為導向，她們或是聚首閨中品論琴棋書畫，

或在節日互約歌詠賞花，或是登山泛舟出遊攬勝，或是訪古尋幽春秋冶游，每

次雅集，均有詩詞唱和，但是內容幾乎不涉及國家政治議題，例如「秋紅吟社」

的社中課題十七首詩詞，即是全為描情、寫景、詠物之作 53  。  

  而在二十世紀初出版的《女獄花》（1904）與《俠義佳人》（1909．1911），

兩部小說的論述內容，都把女性集結詩社的情況，轉變成創立非文學性的社

團，這實在是值得探討的現象。例如王妙如在《女獄花》第九回至第十回，敘

述沙雪梅與張柳娟、仇蘭芷、呂中杰、施如曌、岳月君等六位女將，共同籌組

女界革命黨，她們的目的是「舟沉釜破奪男權」，最終甚至大事不成，選擇自

焚而亡，以身殉志，也毫無悔恨 54  。又如邵振華在《俠義佳人》中每每提到

的曉光會，即說──「看官，你知道『曉光』二字是何用意？為什麼拿他來取

會名呢？原來是取他『曉光一線，漸進光明』的意思」、「即如我們總會，也

                                                 
   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頁 160。 

51    見沈善寶《名媛詩話》卷六，清光緒鴻雪樓刻本，收錄於《續修四庫全書》1706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52    詳見張璋〈顧太清奕繪交往人物志〉，收入《顧太清奕繪詩詞合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頁 783-789。 
53    《天游閣詩集》留有社中課題詩十三首：〈秋柳．社中課題〉、〈社中課題〉（十月乍傳春信早）、〈社中課

題〉（妝點疏林入畫工）、〈冰床〉、〈暖炕〉、〈女游仙．一〉（筠籃竹杖泛仙槎）、〈女游仙．二〉（鬢

影衣香不染塵）、〈女游仙．三〉（七襄裙幅束纖腰）、〈女游仙．四〉（瓊漿小飲玉顏酡）、〈女游仙．五〉

（雲窗霧閣坐吹笙）、〈女游仙．六〉（人在璚樓不捲簾）、〈女游仙．七〉（紅燈笑剪夜敲棋）、〈女游仙．

八〉（風滿靈旗翠袖寒）。《東海漁歌》留有社中課題詞四首：〈淒涼犯．詠殘荷．社中課題〉、〈高山流水．

聽琴．社中課題〉、〈鵲橋仙．牽牛．社中課題〉、〈玉燭新．詠白海棠，用周清真韻．社中課題〉。 
54    《女獄花》第九回至第十回，頁 747-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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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仁字罷了。因為可憐我們中國女子的黑暗，才派了人四處的演說」 55  ，

原來曉光會的成立，與中國女子所處的黑暗環境有密切關係。在小說第七回則

有更加詳細的解說：  

他（孟伯容）見迪民自幼有愛物之心，好學不倦，志向宏遠，一味愛人利物，

不同凡女，專愛衣裳首飾的可比。及稍長，就想到各處演說，挽救女子的黑

暗，伯容大加贊許，並與他經費，叫他在上海開個會。迪民既有他伯父接濟

經費，越發擴張起來，建造會屋，分設會所，聘請會員，這就是曉光會發起

的原因。 56   

曉光會是孟迪民解救中國女界黑暗的推進器，也讓更多志同道合的有心女士／

男士，以此會為基地，共同促進女界「漸進光明」。從文學性的詩文社到強調

社會效能的團體，女性組織社團的性質有著截然不同的轉變，它的原因何在？

這種現象是特例？抑或是當時整體社會的共振型態？  

  傳統女性的活動空間與生活場域一向離不開／走不出家庭，關注的眼界當

然也只能圍繞著周遭的人事物，正如才女梁孟昭〈寄弟〉一文所說： 

我輩閨閣詩，較文人墨客為難。詩人肆意山水，閱歷既多，指斥事情，誦言

無忌。故其發之聲歌，多奇杰浩博之氣，至閨閣則不然，足不踰閫閾，見不

出鄉邦，縱有所得，亦須有體，辭意放達，則傷大雅。 57   

一句「足不踰閫閾，見不出鄉邦」，已經道盡女性生活空間與見識被窄化的無

奈。即使能從閨內吟詠走向閨外結社，也因為受限於「牝雞無晨；牝雞之晨，

惟家之索」 58  傳統女教的束縛，認為女人在家庭及社會上不應有發言權，否

則必遭致國破家亡的厄運。這種女不參政的禁忌，則是衍伸出傳統婦女必須終

生恪守「內政無出，外政無入」 59  的僵化教條，進而在不知不覺中，她們被

活生生地擠出政治舞台，喪失兩千多年的參政權。  

  1907 年呂碧城在〈女子宜急結團體論〉一文中提到：  

                                                 
55    《俠義佳人》第三回，頁 120；第四回，頁 134； 
56    《俠義佳人》第七回，頁 163。 
57    梁孟昭〈寄弟〉書轉引自王秀琴編集，胡文楷選訂《歷代名媛文苑簡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47，頁 45。 
58    《尚書．牧誓》，十三經注疏本第三冊，台北：藝文印書館，1982，頁 158。 
59    左丘明《國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頁 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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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歐美自由之風潮掠太平洋而東也，於是我女同胞如夢方覺，知前此之種種

壓制束縛無以副各人之原理，乃群起而競言自立，競言合群。 60   

戊戌維新後，晚清的婦女團體，不再侷限於詩社文會，也不再侷限於熟悉的友

伴親眷，她們都是自願加入社團，因此聚集了許多志同道合者，至於創會的目

的更是具體明確，有時是為了臨時的使命；有時又是為了推動與解決具體任務

而主動集結，即如呂碧城所謂「乃群起而競言自立，競言合群」之意。「合群」

二字，1900 年梁啟超在〈少年中國說〉即號召青年學生必須合群，「組織一

嚴格完備堅固之團體，以為國民倡也」 61  ，而《游學譯編》又具體提出合群

的方法為──「一曰集結特別之團體，二曰流通秘密之書報，三曰組織公共之

機關，四曰鼓舞進取之風尚」 62  ，另外張竹君在〈女子興學保險會序〉則明

確整合女性合群的必要性，與集結團體的實際效益，就是「勇於合群，以結團

體，始於立志，中於憂慮，終於實行，雖艱難百折，必達其目的而後已」 63  。

根據呂美頤．鄭永福在《中國婦女運動 1840-1921》一書中統計：「1901-1911

年，湧現的女子團體達四十多個，女子報刊三十餘個」 64  ，至於女性團體的

創辦目的雖各有不同，但是概括而言，則不出於下列三種傾向：  

(一) 以振興女權，追求婦女解放為目標 

 此類團體最多，大約佔女性團體的一半以上，例如中國維新會、女子宣

講會、女子進行會、留日女學生會、女界自立會、女子興學保險會、女

子自振崇實會等等。  

(二) 偏重參加當時的政治改革為主項  

 例如共愛會、拒俄女同志會、國恥會、愛國社、貴州婦女愛國會等。 

(三) 以改良社會風氣或興辦慈善事業為前導  

 例如各地興辦的不纏足會、各類女子禁菸團體、中國婦女改良會等。 

這三類女性團體互有重疊交集，很難截然切割，因為晚清女性社團的崛起已經

被置放在政治／民主的平台上討論，它絕非是單一的婦女運動，她們任何一種

                                                 
60    呂碧城〈女子宜急結團體論〉，《中國女報》2 號，1907.3。 
61    梁啟超〈少年中國說〉，《梁啟超全集》頁 409。 
62    〈民族主義教育〉，載錄於《游學譯編》第七期。 
63    張竹君〈女子興學保險會序〉，《警鐘日報》1904 年 4 月 23-25 日；《中國新女界雜誌》第 4 期，收入《近代

中國女權運動史料 1842-1911》下冊，頁 922-927。。 
64    呂美頤．鄭永福《中國婦女運動 1840-1921》，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7，頁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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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求都會被納入政治改革的容器之中處理，幾乎不可能完全不溯及政治介面而

單獨存在 65  。  

  當然，許多女子社團並不排斥與男性合作的機會，甚且允許男性的加入。

例如 1897 年夏秋之間，中國女學會在維新派的資助下，在上海成立，所以又

稱做上海女學會。創會之後集資開辦中國第一所自辦女子學校──中國女學會

書塾或稱經正女學，之後又創辦中國近代第一份女子報紙《女學報》旬刊，學

會同仁上海女史潘璇在〈上海女學報源起〉則明白論述，女學會、女學堂、女

學報為根果葉三位一體，而以女學會為根本，目的是為共同「推廣維新時代女

學」 66  。女學會的倡辦者則為維新人士的夫人，如譚嗣同妻李閏、康廣仁妻

黃謹娛皆為倡辦董事之職 67  。雖然中國女學會隨著戊戌政變的失敗而解體，

但是它的出現，標舉著中國女性的結社活動，在體質上已經徹底的改變，從個

人／閫內的閨閣吟詠走向集體／閫外的社會發聲。其後社會出現許多的女性團

體，一直延續到民國成立初期，例如中國天足會；中國留日女學會、神州女界

協濟社、萬國女子參政會中國部、中華婦女界社 68  等等，甚且它們多數都擁

有自己的機關報，用以宣導所屬團體的主張──如《天足會年報》、《留日女

學會雜誌》、《神州女報》、《萬國女子參政會旬報》、《中華婦女界》等。

此時這群知識女性將辦報與創社緊密結合，以社團為本體，再以報刊為工具，

運用會、報合一的法則，輸送她們的理念與心聲。女性團體的大量湧現及建立，

                                                 
65    有關晚清女子社團請參閱下列資料：田景昆．鄭曉燕編《中國近現代婦女報刊通覽》，北京：海洋出版社，1990。

李又寧．張玉法主編《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台北：龍文出版社，1995。呂美頤．鄭永福《中國婦女運動

(1840-1921)》，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徐輝琪．劉巨才．徐玉珍編《中國近代婦女運動歷史資料

1840-1918》，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91。張玉法《清季的革命團體》，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專刊 32 期，1982。另外參考《女子世界》、《女學報》、《中國女報》、《重印東方雜誌全部舊刊五十卷》、

《重刊中國新女界雜誌》、《江蘇》、《浙江潮》、《遊學譯編》等報刊資料。 
66    潘璇〈上海女學報源起〉，《女學報》旬刊第二期，1898.8.3。 
67    《清議報》第四冊〈譚嗣同傳〉、第六冊〈康廣仁傳〉，1898.1-1898.2。 
68    萬國女子參政會中國部前身為女子參政同盟會：民國元年 4 月成立。是由女子後援會的創辦人唐群英聯絡張漢

英、王昌國(湖南長沙女國民會發起人)、林宗素(上海女子參政同志會會長)、陳鴻璧(上海愛華公司創辦人)、沈

佩貞(上海女子尚武會創辦人)、吳木蘭(上海女子同盟會創辦人)、蔡蕙等人發起成立。唐群英任會長。同年 4
月 8 日，在南京四象橋湘軍公所召開成立大會，通過十一條政綱。該會成立後，便全力投入爭取婦女參政權的

鬥爭。唐群英等人從上海去南京再到北京，先後五次上書當局，要求婦女參政權，結果都未成功。民國 2 年 11
月 13 日，女子參政同盟會被內務部以「法律無允許明文」為由勒令解散。神州女界協濟社：初名為神州女界

共和協濟社，正式成立後將共和二字取消以示擴大。民國元年 3 月 16 日在上海愛爾近路(今閘北區安慶路)紗業

公所成立。名譽社長是孫中山夫人、伍廷芳夫人和劉青俠。社長張昭漢，副社長楊季威。下設教育部、實業部、

評議部、編輯部。該會宗旨是：聯合五族女界，普及教育，研究法政，振興實業，提倡國貨，養成共和國高尚

純潔女國民，協助國家進步。該社成立後，主要辦了五件事：創立神州女學校；創辦《神州女報》；組織國民

捐勸導會；組織歡迎萬國女子參政會會長嘉德夫人，並與她建立聯繫；參加救蒙拒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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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了原本分散在各家庭中的女性，她們開始以群體的面貌參與社會生活，爭

取維護自身的利益與提出心中的想望，此舉對於提高眾多女性的素質，當然產

生正向積極的推動作用。因為每一個女性團體就如同一座學校，不論是針對男

女平權的要求，或是宣導女性自立意識的重要，她們藉由參與社團活動得到更

多的啟蒙和學習，甚而發揮自身的影響力，感染周遭未曾入會的其他婦女，對

於帶動當時的社會風氣，絕對具有提振的影響力。  

  在《女獄花》第六回裡，王妙如當然也述及女性辦報組社的情節：  

雪梅道：「我出獄的時候就打定主意，要到開設女報的張柳娟那塊去。」洞

仁道：「原來是柳娟這塊，姊姊從何處認識？」雪梅道：「我並未曾與他會

面過，但平日看他的女報議論暢快的很，心中很是佩服。近聞他又組織一黨，

欲將二千年來被男人奪去的權利奪了轉來，我欲前去幫助幫助他。」 69   

張柳娟採取會報合一的方式，進行女界革命奪權的目的。王妙如此論可說是倡

風氣之先，因為此部小說已於 1904 年印行，但是無論是張竹君、秋瑾或是呂

碧城等，倡導女性團結創會的言論都出現在此書之後 70  ，儘管《女獄花》只

是一部小說，卻能觸動時代的引擎，實屬難得之處！至於《俠義佳人》則以精

英女性集結的曉光會為象限，標誌出各種女界問題的座標，尋找能夠徹底解放

婦女的方法，企圖旋轉以男性取向為中心價值的時代風氣。  

  晚清女性的社會意識，隨著時代的轉輪，從零起步，結合政治／性別的籌

碼，女性不斷更新自我的社會價值，從個體到集體，從家庭到社會國家，她們

或是自覺／或是被挑動，終究能夠踏著既蹣跚卻又堅定的步伐，移向正面主動

的人性權利區塊。從《紅樓夢影》的群芳社，到《女獄花》的女界革命黨及《俠

義佳人》的曉光會，晚清女性跳脫傳統的社會意識與社交模式，從以文會友到

以志結會，從社中課題到女性報刊，她們一再廓清女性群體意識的覺醒，劃清

文學的效能。小說情節從虛構出發，卻糾舉著社會的真實狀況，作者呈現女性

自我意識的改變，轉而帶動社會價值觀的更新過程。  

                                                 
69    《女獄花》第六回，頁 734-735。 
70    張竹君於 1904 年在上海創設衛生講習會與女子興學保險會；秋瑾於 1905 年在東京發起女子雄辯學會；呂碧城

於 1907 年 11 月 20 日在《中國女報》發表〈女子宜急結團體〉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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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從閨秀才女到救國女傑 

  太清本身是一位表現傑出的文壇才女，而《紅樓夢影》中也盡是詩詞兼擅

的閨秀才媛，例如「作了相國第一門生」的─—史湘雲，與寶玉論辯套用古人

詞彙是否得當的稻香老農─—李紈，嘲笑寶玉「（聯句）何苦七拼八湊的，真

可是填詞了」的蘅蕪君─—薛寶釵，另外又如群芳社中起首的探春與惜春、以

及社員薛寶琴、李綺、香菱、邢岫烟、蔡玉如等 71  ，個個都是能詩善詞，皆

可稱之為才女而無愧。美國學者曼素恩（ Susan Mann）認為盛清時期

（1683-1839）的婦女從事寫作，雖然並無實際功能，但是經由創作與流傳，

驅使婦女可以藉此建立自我的主體性；再則因為婦學與才女文化的交錯影響，

激發出大量的婦女文學作品面世 72  。進而形成男性學者對於女子才德觀點的

正反論辯 73  ，或是藍鼎元、焦循、章學誠等堅持「德貴於才」、「才多敗德」

的論調；或是李漁、姚鼐、袁枚等主張「才可助德」、「才德相成」的言詞，

二方抗衡之說，其實正可以預見晚清時期中國婦女運動中由才爭權的發展方

向，以及聽見傳統勢力重重的阻礙之聲。太清寫作《紅樓夢影》的時間已在盛

清之後，社會對於女性學習詩詞之作，雖偶有反對之聲，但已不再大加阻攔。

而且完顏惲珠（1771-1833）的《國朝閨秀正史集》、沈善寶的《名媛詩話》

也都收錄了當時許多女性的詩詞作品，女性創作詩詞已經成為一種時興。但是

當時男性的社會主流，似乎也劃限／開放女性只能跨越在文學的領域，其他的

範疇畢竟依舊不鼓勵、甚且是禁止女性涉足。至於一般女性展現自己的文采與

才華，也習以詩詞為競筆場，「安分守己」的不逾越女性特有的文學場域，例

如太清常與最小的女兒以文（載道）一起限韻作詩，其中〈長夏連雨七女以文

擬風雨四夜索詠各限韻〉、〈以文擬閨詞四題各限韻〉、〈七夕前一日同以文

露坐以文偶成六字遂足成〉即是代表 74  。太清對於女兒們的教導，依舊是符

合傳統禮教對於女性的期盼──那就是成為四德兼備的主婦，因此在道光二十

                                                 
71    史湘雲、李紈、薛寶釵、探春、惜春、薛寶琴、李綺、香菱、邢岫、蔡玉如都是「群芳社」的社員，見《紅

樓夢影》第十回，頁 181-182。 
72    曼素恩（Susan Mann）著．定宜莊.顏宜葳譯 《綴珍錄：十八世紀及其前後的中國婦女》，南京：江蘇人民出

版社，2005。第八章，頁 202-283。 
73    有關當時男性學者對於婦女的才德論辯，可參閱劉詠聰《德．才．權．色──論中國古代女性》，台北：麥田

出版社，1998，第六-八章，頁 165-364。  
74   見顧太清《天游閣詩集》卷六，《顧太清．奕繪詩詞合集》頁 156-158,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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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1848），以文出嫁時，太清以五律〈戊申二月初六七女以文歸富察氏占

此示之〉再次叮嚀女兒：  

四德婦之本，坤柔聖所傳。侍姑需孝養，御下要寬憐。 

莫學諸兄懶，應如阿姊賢。女紅倘有暇，切勿廢書篇。 75   

一句「切勿廢書篇」當然是太清對於女兒在文學上的殷殷交代，但是一切都必

須排序在「女紅倘有暇」之後，那種「行有餘力則以學文」的態度不辯自明。

女子成為才女的必要條件，則是務必在完成婦德的要求下進行，那是最基礎且

必備的門檻，絕不容許本末倒置！ 

  直至廿世紀初，王妙如和邵振華對於才女、才德的看法，則發展出轉調的

態度。在《俠義佳人》第三十八回，有一段經典的話語，從中可以深切體會女

性本身對於傳統詩詞看法的反差： 

如今拿他們關在繡闥璇閨，永遠不許見人，如同牢禁一般，又不許他讀書學

問，縱有幾個讀書識字的，無非作幾句詩，填幾首詞，從沒有講求實學的。

這詩詞最易惹人情緒，倘用情不正，怎麼能得好結果？ 76   

對於女人接受詩詞的薰陶，邵振華持以否定的看法，結果看似又回到清初「詩

詞不宜拈弄」的限制。其實細究邵振華的動機，已經跨越「女子弄文成可罪，

那堪詠月更吟風」的層次 77  ，她想討論的並非才德相妨或是才德相成的問題，

而是講究實學。她不再滿足只做個文壇欽賜的才女，因為批風抹月之作已經無

法承載女性之志，誠如劉紉蘭所說：  

至於今日，二萬萬之女子…其上者，批風抹月，弄草吟花，寫妖艷之詞，發

言情之句，拾李易安之唾餘，采朱淑真之遺瀋，自以為椒花柳絮，艷擅高才，

向不知流於淫佚之道。娼妓之流，濮上桑間，何以異此。夫使普天下之女子，

盡如謝道韞、蔡文姬之徒，亦復何補於世？何補於家？況乎能與其先者，千

萬中乃不獲一人耶！ 78   

                                                 
75   見顧太清《天游閣詩集》卷六。 
76    見《俠義佳人》第三十八回，頁 666。 
77    見朱淑真《朱淑真集．詩集前集》，卷十〈雜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 154-156。 
78    劉紉蘭〈勸興女學啟〉，《女學報》第 4 期，1898.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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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傳統的才女提出非難的質疑，不僅企圖一舉掙脫純文學的領域，更把掌舵

的雙手觸及到家國世道的運轉。又如康同薇對於女性專工抒情寫景之才華，亦

頗不認同，認為此限，僅是讓女性走入「自以為讀書」的死胡同，毫無助益，

於是說道： 

然今日之號於大眾，而自以為書者，卒未覩厥效，何哉？夫海內淑秀，知書

識字者非無其人也，然其上者，則沉溺於詞賦，研悅於筆札。歎老嗟悲之字，

充斥乎閨房；春花秋月之辭，繽紛於楮墨。其由下者，且以小說彈詞之事，

陸沉於其間。 79   

她們一致認為，女性只有抽離詩詞等唯美唯情的文學囹圄，才能走出才女的迷

思，才能真正進入實學的領域。不僅女性自己的看法是如此，提倡維新的運動

的梁啟超在〈變法通議．論女學〉，亦是大聲疾呼：  

古之號稱才女者，則批風抹月，拈花弄草，能為傷春惜別之語，成詩詞集數

卷，斯為至矣！若此等事，本不能目之為學，其為男子，茍無他所學，而專

欲以此鳴者，則亦可指為浮浪之子，靡論婦人也。吾之所謂學者，內之以拓

其心胸，外之以助其生計，一舉而或數善，未見其婦德真能為害也。 80   

從梁氏之言歸納，他不僅不贊同才女文學，更貶抑女性若專為詩詞，則等同浮

浪的責罰聲。他欲以實學／致用之學勾勒女性的學習範疇，採用「外之以助其

生計」的規劃，企圖以女性的產能增加國族強盛的籌碼，轉化才女的質能以成

就女傑的構想，於是成形。  

  顧太清在《天游閣詩集》中曾有「那能得句似春雷，女子慚無濟世才」 81  

之語，對於經世致用之學，博學如太清者，都無所涉獵，更遑論是當時的一般

女性。因此在《紅樓夢影》裡，看不到憂國憂民的女傑，也聽不見高喊男女平

權的女聲，小說中的閨秀淑媛依然甘於遵循男性觀建構的價值取向，卻無絲毫

的質疑與反抗。家庭還是她們的唯愛，女性的聲名依舊必須附庸在丈夫、兒子

的功名之下才得以顯揚，如同寶釵鼓勵寶玉科考，成就自己「賢妻」的美名；

                                                 
79    見康同薇〈女學利弊說〉，《知新報》52 冊，光緒二十四年閏三月二十一日。收入李又寧．張玉法主編《近代

中國女權運動史料 1842-1911》上冊，頁 565，台北：龍文出版社，1995。 
80    梁啟超〈變法通議．論女學〉，《梁啟超全集》，頁 31。 
81    顧太清《天游閣詩集》卷一，〈次夫子天游閣見示韻四首〉之二，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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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紈督促賈蘭仕進，完成「良母」的職責，至於女性自己向學與否，則是非充

分也非必要條件。但是從《女獄花》到《俠義佳人》，王妙如與邵振華則是堅

持興女學的急迫性與絕對必要性，例如《女獄花》第九回則是反駁「女子無才

便是德」的傳統議論，認為「不學」才是女子無法向善的主因：  

世人云女子無才便是德，又云作女兒的時候，不可使其讀書識字，若通了文

理，就有什麼樓頭柳色，窗前蝶影，做出許多壞事。不知做出壞事的女子，

正因為文理不通，只能看些淺近小說。 82   

除此之外，文本中又有「你將今日普通女子的形狀仔細一想，就知不施教育，

決不能革命的」83  ，「女人若有學問，決不如此舉動，被男子種種看輕了」84  

等等言論，女性自覺唯有接受教育才是徹底伸張自我權利與轉換社會角色的肇

端。因此在《俠義佳人》裡，邵振華更是極力倡導興女學的主張，即如「若說

強國，當先正人心，敦風俗。要正人心，敦風俗又必須從家庭教育起。講到家

庭教育，還以昌明女學為急務」 85  ，又說「女子文明，國則可以強盛，因為

女子為教育根本」86  ，因此在小說第十八回，更是再次把興女學與扶助國勢、

進化女界三者聯繫合論，藉由開設啟黃女學堂的白慧琴說道：  

歐美各國女子，同男子一樣讀書，所以他們個個人都懂道理。我們中國如今

弱到極處了，女子也黑暗道極處了，這都是不讀書的結果。妹子想扶助國勢，

進化女界，才開這個女學堂。 87      

女性在救國／女權／女學的對應關係中，找到救國的金鑰用以鬆綁傳統女教的

束縛，晚清婦女運動與救亡圖存的時代精神逐步相容凝結，眾多女性的權利在

政治的缺口中被釋放出來，於是清末女傑的產生也就接踵而至了。  

                                                 
82    《女獄花》第九回，頁 745。 
83    《女獄花》第九回，頁 742。  
84    《女獄花》第九回，頁 754。 
85    《俠義佳人》第八回，頁 174。 
86    《俠義佳人》第十七回，頁 285。 
87    《俠義佳人》第十八回，頁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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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從閨塾教育到鼓勵留學 

  如何成為一位時代的女傑，當然就必須走出女界革命的第一步──興女

學。義和團運動失敗後，清廷簽訂《辛丑條約》，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經濟的覬

覦，以及文化教育的侵略威脅，衍生出中華民族亡國滅種的嚴重危機，相對的

刺激社會各階層人士積極尋找救亡圖存之法。國父   孫中山先生領導民主革命

運動也因此堀然而起，尤其是對於民主思想的廣泛傳播，以及婦女解放理論的

大量輸入，為婦女解放運動提供充足的理論武器。戊戌時期興女學的思想此時

已被更多的國人接受，他們認為國家不昌，「實由於人才太少，人才太少實由

於母教未立，母教未立實由於女學不興」 88  ，而女學不興乃是「亡國之源，

亡種之源」 89  。這種論調雖然失之周延，但它卻從某個側面揭示了中國落後

的一個因素，於是他們企圖從救國的窗口挺進，積極倡導教育救國論，並且著

手創建發展女子教育，用以培養「救國之女豪傑」。  

  陳擷芬則在〈盡力〉一文中開宗明義的指出：「中國為什麼不強？因為沒

有人材。為什麼沒有人才？因為女學不興」 90  ，以此彰顯女學與救亡的密切

關係。另外呂蘭清在〈提倡女學的宗旨〉更是鏗鏘有力的提論：「自強之道，

須以開女智，興女權為根本」 91  ，她們都一致認為興女學是振興中華教育和

啟發婦女的重要手段。至於應當如何興辦女學的層級、做法，康同薇在〈女學

利弊說〉裡則描繪其基本的輪廓： 

徧立小學校於鄉，使舉國之女，粗知禮義，略通書札，則節目舉矣！分立中

學校於邑，講求有用之學，大去邪僻之習，則道德立矣！特立大學校於會城，

群其宗聰明智慧，廣其才藝心思，務其平權，無枉其力，則規模大立，而才

德之女彬彬矣！ 92   

這種循序漸進的辦學方式，不僅能遞收綱舉目張之效，並能確實佈達女界普世

                                                 
88    《大公報》1904.11.11。 
89    嚴復《嚴復詩文選注》，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75。 
90    上海《女學報》二年 2 期，1903。收入李又寧．張玉法主編《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 1842-1911》上冊，頁 577。 
91    呂蘭清〈提倡女學的宗旨〉，《東方雜誌》第一年第 5 期，1904。  
92    見康同薇〈女學利弊說〉，《知新報》52 冊，光緒二十四年（1898）閏三月二十一日。收入李又寧．張玉法主

編《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 1842-1911》上冊，頁 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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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理想，究其原理法則，也絕非紙上談兵之作。光緒二十七年（1901）清

政府曾經下令改書院為學堂，凡書院所在地，於省城改設高等學堂，各府及直

隸州改設中學堂，各州縣改設小學堂，北京又設京師大學堂，這些做法和康同

薇所議如出一轍，可惜清廷對於女學堂未暇顧及。直至光緒三十一年（1905），

清政府始設學部，奏定學堂章程，把女學歸入家庭教育法；遲至光緒三十三年

（1907），學部終於奏頒了《女子小學堂章程》和《女子師範學堂章程》，女

子教育開始在中國的法律上得到政府最初的確認 93  。  

  《女獄花》第六回中文洞仁曾說：「且我們國中舊風俗，做女子的專講裊

娜娉婷，嬌姿弱質。所謂體育之事，一些兒也不講究」 94  ，第十一回裡許平

權對女學生演說道：「泰西女人無不練習柔軟體操，故筋骨強健與男子無異」

95  ，第一回描述小說主角沙雪梅──則說是一位身手矯健的女拳師 96  ，王妙

如在文本中試圖凸顯鍛鍊體魄對於婦女的重要性；再看《俠義佳人》中主角之

一的蕭芷芬，不僅留學美日，而且「一只完全腳，又學過體操」 97  ，邵振華

也是刻意強調體育對女性的益處。興女學對於女性的提升，並非侷限在智能的

範圍，誠如陳擷芬〈論女子宜講體育〉所說： 

體育與德育智育並重，男女一也。中國女子非但無體育，且從而戕賊之，戕

賊之道不一，以裹足為最甚，其他種種如穿耳，如養指甲，不一而足，無非

美觀起見，甚且楚宮有餓死之細腰，石崇有減食之舞妓。……然則欲免於奴

隸犬馬之辱，在自改，欲自改，在體育，非第我女子然也，女子亦何莫不然？

98   

中國舊社會對於女性體態審美的觀點，傳統上傾向柔美纖細，誠如《女獄花》

所說「我們女人，專講裝得如花一般，嫌身軀雄健，每有減食為瘦弱的，非有

大事，決不肯散步街市」 99  ，而且一般婦女又加上纏足的束縛，莫說是從事

體育活動，甚至連日常的行走活動都頗為困難。晚清提倡女學者，對於中國女

                                                 
93    見杜學元《中國女子教育通史》，貴陽：貴州教育出版社，1996。第四章，頁 338-346。 
94    見《女獄花》第九回，頁 734。 
95    見《女獄花》第十一回，頁 754。 
96    見《女獄花》第一回，頁 710。 
97    見《俠義佳人》第六回，頁 151。 
98    《女學報》二年 2 期，1903。收入李又寧．張玉法主編《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 1842-1911》上冊，頁 574。 
99    《女獄花》第十一回，頁 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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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弱質體態，一致呼籲積極改善，冀望尋求女性身體的解放，例如情佛在〈女

子教育平議〉即曾語重心長的評論：  

夫取其弱者而強之，用其舊者而新之，此教育萬世不磨之公例也。泰西女子，

甫能行步，即從事於體育，故其體質之強，幾與男子抗衡。體育者，智能之

基礎也，有損其腦膜，腐其肢骸，斵其形容，潰其血肉，而能磅礡澎湃於智

育中者，吾未見之矣。 001   

晚清女學提倡體育，不僅關聯女性身體的鍛鍊與利益，另一方面更觸及強國強

種的任務。他們認為羸弱的母體只能孕育弱種，無法達到強國的目的，欲登強

國之列，唯有改善母體，生育佳子，則能「漢種自強矣」。此種論述再度結合

「國民母」的時代背負，使得振興女學的訴求，始終勾連著政治價值與國家利

益同行，即是王妙如所說「女子者，國民之母也。假使身體羸弱，所產子女亦

羸弱」 101  的講法，又如《女子世界》曾刊載提倡女子體育的時論：  

女子體育  漢種之弱，已臻極點。考其原因，全在母體。我國陋俗，以女子

之花枝嬝娜，弱柳苗條者，為唯一之佳人。為今之計，唯有先去陋俗。纏足

穿耳，皆耗人心血，傷人身體，固宜改革。我國女子所用之面粉，為炭酸鉛，

（西洋面粉則係炭酸亞鉛）鉛既有毒，而其製造時又置於馬矢中，未免污穢，

故粉亦不宜施。陋俗既除，然後研究衛生，注重體操，高等女學校中，附設

家庭衛生、柔軟體操諸科，而處家之女子，亦宜常為戶外之運動，不可蟄居

閨中，因循坐誤，務使人人精神愉快，身體健康。西儒有言：「生命在強健

而不在活」，蓋強健誠極樂世界也。茍二萬萬女同胞，同臻壽考，同登極樂

世界，則生子自佳，漢種自強矣。 201   

文中不僅倡導女子注重體操及家庭衛生，對於女性敷粉也被視為是自殘的行

徑，原因則是提煉面粉的物質是危害身體的重金屬──鉛。這些言論在廿世紀

初期被推動女界革命者廣為採納宣揚，例如《女獄花》的許平權即說：「花粉

                                                 
001    情佛〈女子教育平議〉，《順天時報》光緒三十四年（1908）三月十八日—三月廿日，收入李又寧．張玉法主

編《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 1842-1911》上冊，頁 665。  
101    《女獄花》第九回，頁 745。 
201    志群〈女子教育〉，上海《女子世界》二年 6 期，1907。收入李又寧．張玉法主編《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 1842-1911》

上冊，頁 648-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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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質，盡屬汞石，涂在臉兒上最易傷害血管，這是我們應該趕緊除去的」 301  ；

又如《俠義佳人》中的田蓉生也說：「我記得新學中說不要抹粉，是為粉中有

鉛，鉛中有毒，人抹粉抹久了，受了鉛毒，皮膚要發黃的，所以勸人別抹粉」

401  ，在振興女學的同時，女性學習重新觀照自己的身體，重視自己的健康，

因為保護身體，才是當時女性最基礎的學習之道。  

  由於女界與社會大力提倡女學，進入廿世紀後，女性對於宗教信仰的態度

也出現全然不同的觀點。在太清《紅樓夢影》裡，可以清晰察覺文本透露著濃

厚的宗教色彩，處處顯現太清對於全真道教的思想體悟 501  ，尤其是小說末回

〈指迷途惜春圓光 游幻境寶玉驚夢〉更是以宗教情懷詮釋世事無常的感慨。

至於王妙如《女獄花》企圖以宗教家的熱忱處世，再以慈航救渡的精神看待振

興女界的志業 601  ，她曾明白表達寫作小說的目的是──「不能如我佛釋迦親

入地獄，普救眾生，只得以禿筆殘墨為棒喝之具」 701  ，雖然王妙如崇奉宗教，

但卻反對一味的迷信，她曾在文本提到：  

我佛釋迦涅盤說法，本為萬古不滅的大教，應該人人皈依的，但那些和尚、

尼姑，非但大乘經典未曾入目，即小乘經典亦未能了解。名為佛徒，實則佛

教的罪人。無知女子，偏將錙積銖累的血錢，供她偷婆養漢的經費，你想呆

不呆？ 801   

從以上的文字敘述，可以看見王妙如並非反宗教者，她所撻伐的是假藉宗教名

義，行欺世矇騙技倆的神棍，以及可憐一般女子的無知與不察。對於宗教的本

身，王妙如依舊懷有尊奉之心，所以在小說裡多次以「佛婢」、「普救主」的

名號稱呼主角人物許平權，她欲效法諸佛菩薩渡眾的決心，則應化在字裡行

間。再者談到邵振華《俠義佳人》對於宗教信仰的態度，則是完全否定、徹底

批判，從文本的論述觀察，邵振華應是無神論者，因為在小說中她堅決否認神

祇的存在，不論從學術的理由解釋，或是從信仰的觀點討論，她堅持宗教是迷

                                                 
301    《女獄花》第十一回，頁 754。  
401    《俠義佳人》第九回，頁 188。 
501    參見吳宇娟博士論文第三章第三節：四。見《紅樓夢影》第二十四回。 
601    參見吳宇娟博士論文第四章第二節：五。見《女獄花》第十二回，頁 759，黃宗祥曾讚譽許平權：「妹妹啊！

你懷著菩薩心腸，舍身渡世，將直接之善女人，間接的善男子，從火坑提到金蓮座上，非特我們二萬萬裙釵女

子，皆當焚香叩首，即我們二萬萬鬚眉男兒，也當跪食慧果了。」 
701    見《女獄花．跋》頁 760。 
801    見《女獄花》第十一回，頁 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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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作用，並且直斥為無稽之談 901  。  

  長久以來被囿限公共活動空間的中國女性，寺廟成為少數被允許涉足的公

眾活動場所 011  ，宗教／寺廟變成她們心靈的私密空間與足下的公眾空間，女

性藉此釋放精神／行動的活動場域，於是多數的中國女性對於宗教產生濃厚的

依存關係。她們相信神佛菩薩是全知、全善、全能，相信神祇對待眾生是公正

無私，飽受中國禮法重男輕女蔑視的女性，在苦難的現實生活中，自認從宗教

裡找到無形的公平對待，於是她們把所有遭遇的不平，盡情向信奉的神祇傾

訴，也許無法真正解決問題，但是她們卻得到心靈的寄託，宗教的救贖讓女性

得到更多精神的撫慰，於是便形成了康同薇所說的情況： 

夫中國婦女所拜菩薩，至聖列賢之名未聞也；所禮者經懺，傳記大義不知也。

吝於為善，而侈於飯僧；愚於醫藥，而智於祈禳。篤於事佛者，莫婦女若也，

莫婦女眾也。 111   

她們可能把所有的物資奉獻給宗教，又因所學不多，無法做出正確的分析與判

斷，認為只要付出有形的一切，或許就能「交換」神明更多的眷顧。如此的思

維，一旦遭受神棍或是別有居心者的利用，後果堪憂！女學生孫漢英寫下〈女

子四勿歌〉以批判的言詞，提出明確的忠告：「勿勿勿，女同胞，切勿信念佛，

和尚本為名間賊。梁皇水陸都是騙銀錢，妄設輪迴把你嚇。讀書明理真功德。

女同胞兮，自今伊始勿念佛」 211  。諸如此類杜絕婦女迷信宗教的言論，在廿

世紀的初期，結合振興女學的宣導，可謂匯成主流，〈論中國女學不興之害〉

即把此舉列為敗壞社會風俗之舉： 

曷言乎害於社會也？曰：迷信僧道，敗壞風俗。僧道之說，誘人以未來之禍

                                                 
901    參見吳宇娟博士論文第五章第二節：三。不論從學術的理由解釋，或是信仰的觀點討論，邵振華堅持宗教是一

種迷信作用，應當被斥為無稽之談，小說寫道：「世上本沒有妖魔鬼怪，也沒有神仙佛道，天就是一團空氣，

天上有雲有雨是真的，不過這雲雨也是從地上上去的，並不是生在天上的。天上沒有天堂，也沒有玉皇大帝，

那些話都是人造出來騙人的。地下也沒有地獄，地上的活東西，要算人頂聰明，頂有本事，不論什麼厲害東西，

人都會想法子去弄來。要說是妖魔鬼怪，神仙佛道，那都是沒有的事。並且近來有許多人，講求一種學問，叫

做哲理學。這種學問裡頭說的事情甚多，也曾講過沒有鬼神的憑據。」見《俠義佳人》第四回，頁 129。 
011    有關女性與宗教的論述，可參見羅偉紅〈宗教與婦女的心理需求〉，《婦女研究》1997．第 2 期；徐家玲〈女

性與宗教教育〉，《婦女研究論叢》2001．第 2 期。 
111    見康同薇〈女學利弊說〉，《知新報》52 冊，光緒二十四年（1898）閏三月二十一日。收入李又寧．張玉法主

編《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 1842-1911》上冊，頁 565。  
211    孫漢英〈女子四勿歌〉，《女子世界》第 8 期，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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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我國婦女，愚昧無知，且以身為女子之苦，無所希望，乃希望於來世，

而僧道之說，適足以中之。於是全國教育婦女之權，乃為僧道所扼，誦經禮

懺，拜佛焚香，舉國如狂，滔滔不返。至於貧家婦女，積其針黹所得錢，畜

積數十年，以供僧道之一擲，天下之至愚可憫，孰甚於是？富豪之家，佈施

巨萬，以崇飾寺廟土偶者又無論矣！所謂迷信僧道者此也。夫人不能恒苦而

無樂，故文明國之教育，學業與遊戲並重，社會之中則有舞蹈、賽馬、角力

諸運動，凡以舒展其氣血，強健其筋骨也。中國之待婦女，拘束深閨，耳不

得聞外事，目不得見外物，恒苦無樂，絕少發洩之處；而為燒香佞佛之事，

得藉口外出，父不能禁絕其女，夫不能禁絕其妻。於是佛會種種名目，如庚

申坐夜之類，不可枚舉，一日之中，恒數起焉！有游觀之樂，有飲食之樂，

為婦女者，不知不覺，潛驅默運，相率入其中，雖賢明者不能免也。其下焉

者，則喪身敗德之事，皆由此也。所謂敗壞風俗者此也。 311   

竹庄的論述把中國女性容易陷入迷信的原因，作出一番梳理，究其原因無非是

「愚昧無知」、「拘束深閨」、「恒苦無樂，絕少發洩之處」，對於此間促成

迷信的障礙，作者認為都可以透過教育的方式，得到改善。如同《俠義佳人》

所敍情節，婦女對於宗教活動的熱衷，從窮鄉僻壤到城鎮都市，無一例外，但

是過度偏執的迷信，讓女性陷入無名的崇拜，一昧追求神蹟，不僅無法瞭解宗

教的真諦，達到淨化人心的效果，甚且受人愚弄擺佈，卻絲毫無所覺醒。對於

如此迷信的行為，金天翮在《女界鐘》中提出「吾今欲破女子之迷信，則欲反

其道而因其材，以實行夫愛國與救世之心也」 411  ，他強調若能引導婦女以殉

教的精神，投身社會國家之事，甚且是革命運動之中，必定能收宏大的裨益，

轉迷信之心為愛國之情。其實《女獄花》的作者王妙如，即是懷此菩薩捨身渡

世之心，想以小說一書渡化女界火坑所受之苦 511  。太清對宗教的虔心信奉，

王妙如則是堅持正信反對無知的迷信，邵振華卻是完全否定宗教的意義，這三

階段的演變關係，可以說明女性從傳統閨塾的宗教觀念，發展到興女學時期反

對偏執的宗教迷信，最後延展到要求女權時期的解放宗教教育，此種現象正是

                                                 
311    竹庄〈論中國女學不興之害〉，《女子世界》第 3 期，1904。收入李又寧．張玉法主編《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

料 1842-1911》上冊，頁 639。 
411    金天翮《女界鐘》，紐約：紐約天外出版社，2003，頁 61。 
511    見《女獄花》第十二回，頁 759。詳論見吳宇娟博士論文第四章第二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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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教育與宗教交錯影響發展歷程。  

  論及女學，在《女獄花》與《俠義佳人》中代表文明先驅的精英女性，多

數都曾有留學的經驗。或是《女獄花》裡的許平權與董奇簧；還是《俠義佳人》

內的蕭芷芬、孟亞卿、孟澹如等，她們都曾遠赴重洋，留學他國。其實觀看當

時的時論，不難發現有心振興女學的男女人士，都曾提筆振書高聲鼓勵女性留

學，例如陳彥安（章宗祥妻）〈勸女子留學說〉認為「但我國女學不振，已四

千餘年，欲興女學，無從措手，故不得不採他國之長，而為拯救同胞之計」 611  ，

而〈遣女學生赴各國肄習〉則說「且女子但學於國中，見聞狹隘，非所以宏造

閨才也」 711  ，另外又有〈命婦羅皮氏呈請代奏派女生遊學摺稿〉即說「爲請

派游洋以暢女學」 811  ，王玉藍在《牖報》亦曾發表〈勸山西女子遊學書〉，

勸導同鄉女性留學日本。在十九世紀末至廿世紀初的留學救國熱潮中，又以「留

日」成為首選，於是中國留學生在日本的人數劇增，最多時竟高達八千人左右

911  ，其中又包括女留學生在內 021  。至於女性選擇日本留學的原因不外乎是─

─「日本與我國道路相隔僅一東海，文字相同，資費又廉，以日本之女學而敷

入我國，最為相符」 121  ，其中又以〈共愛會同人勸留學啟〉中對於女學生留

日的好處，說解的最為詳盡明白： 

考今日之女學，首推歐美。以日本較之，渺乎微矣！然如吾國之程度，則留

學歐美，不如留學於日本。非崇拜日本也，日本女子之程度，與吾華相去不

遠，吾國女子之聰明才智之所能及也。且留學日本，又有二便：一、壤地緊

接，便於往復。二、學費節省，便於苦學。 221   

小說《女獄花》的許平權與董奇簧二人也是同赴日本東京留學，平權進師範學

                                                 
611    陳彥安〈勸女子留學說〉，《江蘇》第 3 期，載錄於李又寧．張玉法主編《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 1842-1911》

上冊，頁 673。 
711    節自《東方雜誌》三年 10 期〈學界芻言〉，原載《環球中國學生報》第 1 期；收入李又寧．張玉法主編《近

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 1842-1911》上冊，頁 678。 
811    見《精鐘日報》1904．12．29，收入李又寧．張玉法主編《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 1842-1911》上冊，頁 675-678。  
911    實藤惠秀《中國人留學日本》，北京：三聯書店，1983。 
021    根據王奇生《中國留學生的歷史軌》一書統計，從 1903 年起到辛亥革命前，前往日本留學的女子，由零星

幾人發展至上百人。初步估計，1908 年，留日女學生總數為 126 名，1909 年 49 名，1910 年 125 名。武漢：湖

北教育出版社，1992 
121    陳彥安〈勸女子留學說〉，《江蘇》第 3 期，收入李又寧．張玉法主編《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 1842-1911》

上冊，頁 673。 
221    〈共愛會同人勸留學啟〉，《江蘇》第 6 期，收入李又寧．張玉法主編《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 1842-1911》

上冊，頁 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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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奇簧入醫學校 321  ；而《俠義佳人》的蕭芷芬亦曾與長兄蕭振黃留學東洋 421  。 

  許、董二人是自費留學，而蕭芷芬雖然也是自費留學，但是卻有兄長同行，

即使後來再到西洋留學，其父「又因他年幼，隻身獨去，終究不放心，遂叫一

個堂房侄兒」陪伴同去 521  。早期的女性留日，大都是陪伴父兄或丈夫前往，

充其量只能名為「伴讀」，她們多數缺乏明確的留學目的，「當父兄或丈夫學

成回國，她們也就輟學歸國，真正完成學業的寥寥無幾」 621  ，但是隨著國內

興女學的熱潮與日俱增，她們留學的目的變得自覺篤定，或是多數人學習的師

範、家政、工藝，如許平權者，或是少數人學習的醫學、音樂、美術等，如董

奇簧者；至於蕭芷芬的情況，則是出於當時一般父母的想法，總以為女兒隻身

在外，並不恰當，即使開明如蕭國彬（芷芬之父），亦無法全然放心，因此才

會與兄長結伴同行，但是已經脫離「伴讀」的型態。  

  從踏出深閨到走出國門，女留學生們投入倡導「振興女權、恢復女權、盡

國民之天職」的行列 721  ，這群先進女性的自我覺醒，對於中國女學、女權運

動起了催化發酵的作用。她們或是組織女子團體，如共愛會、女子雄辯學會、

中國留日女學生會、女子復權會等 821   ；或是創辦報刊，如《女學報》、《女

子魂》、《白話》、《中國新女界雜誌》、《天義報》、《二十世紀之中國女

子》、《留日女學會雜誌》等等 921  ；或是參加各種愛國救亡運動，如抗俄運

                                                 
321    見《女獄花》第十回，頁 749。 
421    見《俠義佳人》第五回，頁 141。 
521    見《俠義佳人》第五回，頁 141。 
621    詳見李四明〈清末留日女學生與婦女解放運動〉，北京：《中華女子學院學報》，第 13 卷第 6 期，2001．12。 
721   〈日本留學生共愛改訂會章程〉，東京《女學報》第四期，1903，收入《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 1842-1911》

下冊，頁 914。 
821    有關晚清女子社團請參閱下列資料：田景昆．鄭曉燕編《中國近現代婦女報刊通覽》，北京：海洋出版社，1990。

李又寧．張玉法主編《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台北：龍文出版社，1995。呂美頤．鄭永福《中國婦女運動

(1840-1921)》，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徐輝琪．劉巨才．徐玉珍編《中國近代婦女運動歷史資料

1840-1918》，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91。張玉法《清季的革命團體》，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專刊 32 期，1982。另外參考《女子世界》、《女學報》、《中國女報》、《重印東方雜誌全部舊刊五十卷》、

《重刊中國新女界雜誌》、《江蘇》、《浙江潮》、《遊學譯編》等報刊資料。。 
921    關於晚清女子報刊資料可參見丁守和主編《辛亥革命時期期刊介紹》第五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方漢

奇《中國近代報刊史》，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北京市婦女聯合會編《北京婦女報刊考（1905-1949）》，

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0。田景昆．鄭曉燕編《中國近現代婦女報刊通覽》，北京：海洋出版社，1990。
史和．姚福申．葉翠娣編《中國近代報刊名錄》，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李又寧．張玉法主編《近代

中國女權運動史料》，台北：龍文出版社，1995。呂美頤．鄭永福《中國婦女運動(1840-1921)》，河南：河南

人民出版社，1990。張玉法《清季的革命團體》，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 32 期，1982。楊光輝

等編《中國近代報刊發展概況》，北京：新華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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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031  、加入中國同盟會等，她們在豐富知識、開闊視野之後，開始感受性別

意識的覺醒、開始推動具體的女性解放運動 131  ，她們推開閨房一隅邁向一方

天地的過程，不僅改變了自己，改變了中國女學，更改變了未來中國女性的發

展的動向。 

六、結論 

  從 1900 年庚子事變之後，中國進入急遽蛻變的關鍵時刻，如果我們把女

學、女權嵌入晚清的時空架構之下，可以清楚的觀察到女界問題與政治問題的

勾聯，男性把國族主義的政治遠謀架設在婦女解放的基地之上，藉此傳達強國

保種的時代命題。一夕之間，女性議題突然成為復興民族興亡的催化劑，於是

各種不同以往的自我意識、思考認知、社會價值，在中國女界範疇中迅速蔓延

與改觀。她們開始懷疑否定純文學的價值，大聲強調文學的社會效能，在王妙

如的《女獄花》與卲振華的《俠義佳人》，即可閱讀到女性作家本質思維的轉

變。從太清《紅樓夢影》我們只看到傳統閨秀才女典型，她們依舊毫無異議地

被納入於父權／男權建構的體制之中，對於一切思想與行動的制約，則視之為

理所當然，並沒有掀起反抗與反省的聲浪。但是晚清女界改革與政治改革的結

合，掀起一波波女權／民權的自省話語，求新求變的思維被當時菁英／知識女

性積極接收並且精確提出接榫計畫，在一片女體／女教救國論張揚中，女界議

題首次被置放在國家民族的平台對話，以重複曝光與聚焦的手段，使得女性擺

脫傳統與性別壓抑的主題，不斷的被改革人士與女性本體瀏覽與檢視，進而由

言論的倡導跨足到實際操作的狀態，讓女界革命名副其實成為時代的風潮。  

  如果從晚清女性小說書寫者的視角觀察，當時女性從被要求改革到主動參

與自我的改革，其實有過一番不小的掙扎，從賢妻良母、國民母到女國民，每

一次的身分修正，都會引發衝突與激盪。經過不斷的提煉與萃取的結果，在文

本上終於出現蛻變更新的女性形象，看到她們為追求女性價值觀與改變自我認

知的付出；努力於軀體的解放更勇敢爭取情感的突圍，對於一連串由內而外的

變革，令人為她們既蹣跚又堅定的改革步伐而感動。原來我們現在習以為常的

                                                 
031    胡彬夏曾為抗俄運動發表演說，見《江蘇》第二期，1903.5.27，收入《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 1842-1911》下

冊，頁 911。 
131    如〈愛國與平等〉一文，女性表達對婚姻自由、教育平等、經濟自立、財產繼承的追求。 



．走出傳統的典範 ─ 晚清女作家小說女性蛻變的歷程． 

 ．267．

一切，都是來自於她們當時耗盡力氣的爭取與掙脫；原來造就一位獨立／自主

／能動的女性，是必須經過無數社會試鍊與生活磨難的考驗，最終才能衝破男

尊女卑的網羅、跨越性別歧視的門檻，勇敢走出附屬角色的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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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king Out of the Traditional 
Paradigm: The Transformation of 

Women Writers in late Qing Period 

Wu, Yu-chuan∗ 

【Abstract】 

  Using Gu Taiqing’s Hongloumeng ying（顧太清《紅樓夢影》） , Wang 

Miaoru’s Nuyu hua （王妙如《女獄花》）and Shao Zhenhua’s Xiayi jiaren （邵

振華《俠義佳人》）as examples,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delineate how women 

underwent changes from tradition to modernity in late Qing peri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bove women fiction writers, when women were 

called on to participate in reform and later self-consciously tried to change 

themselves, they all underwent a process of conflict and struggle. From good 

housewives to mother of new citizens to woman citizens, each stage brought to 

women great turmoil. The description of the changes in fiction corresponds 

interestingly with what was going on in political agenda in reality. This in turn 

inspired women to further engage in putting forth agenda to obtain their social 

status and political rights. Women issues for the first time in Chinese history 

appeared and entered into the public sphere. Women reform became a trend at the 

time. 
 
 
Keywords: Late Qing Woman Fiction  Hongloumeng ying 紅樓夢影   

Nuyu hua 女獄花  Xiayi jiaren 俠義佳人   

Revolution in Women Issues 

                                                 
∗ Associate Professor, Center of General Education, Ling Tu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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