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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傳統中國女性與旅行之間交集甚少，女性的旅行文本更為數不多，漢代

班昭的〈東征賦〉一文，可視為中國第一篇女性旅行作品。本文嘗試以女性

主義視角重新閱讀班昭〈東征賦〉，首先將針對中國紀行賦傳統做一爬梳整

理，勾勒其中男性文人寫作特質，據此檢視班昭女性書寫中的繼承與變化；

其次將專注在班昭〈東征賦〉中關於時間與空間的書寫，試圖分析班昭作品

中特殊的自我建構方式及異於男性的女旅書寫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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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外出旅行，至古即被視為冒險性強、極富考驗的活動，在許多社會中都是

男性專屬活動；相較之下，女人普遍被歸類在家庭範疇中，成為家庭中穩定支

撐的象徵代表，這種外／內、男／女對比關係，在不同文化族群中皆普遍存在

。  社會中對於內外空間之性別化區分，使得女性離家外出可能性降低，也

使得旅行－「跨越時空與空間的運動，以及與離開家園相關的經驗書寫。」  ，

長久以來缺乏女性的身影。  

  女性與旅行之間交集甚少，自主性移動或個人目的性旅行更為數不多

 ，受限於社會文化及生育角色的規範的女性，不能自由外出也無力離家。

除了少數如社會結構轉換或支配性因素的運作（如出嫁），是她們可以外出進

入公共空間方式，大部份女性仍無可避免的侷限於家內。如同胡錦媛一針見血

的指出：「在家中缺席的是男性，在旅行中缺席的則是女性。」   

  然而少數女性仍有機會離家出走並留下旅遊述行紀錄，西方的「女遊」書

寫，最早在十五世紀已有作品問世，於十八世紀時因配合殖民時期的帝國擴張

更有著大幅度增加，這些作品多數為上流社會、知識階級或奇女子的旅行經驗

 。回顧中國，對於女性的限制更為嚴格，傳統中國於性別及空間規範有著

嚴謹區別，由文化倫常規範一路擴展至實質空間運用，男／女二性皆有清楚及

截然不同的劃分。據《禮記》記載，男外女內是古代封建貴族居家的生活規範，

兩性各有不同的生活空間，在日常生活中，更是「外言不入於梱。男不言內，

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閽寺守之，

男不入，女不出。」  在這樣重重限制下，中國女性要離家出遊，機會較西

                                                 
   有關不同文化中男女內外空間區別論述，可見相關人類學討論，如 Rosaldo 試圖以家戶為中心，用家內(domestic)
／公共(public)區分女男，她認為女性因生養小孩所需，活動範圍受限家內，不像男性可以活躍於公共領域，營

求政經權力，又因家庭附屬於社會，故女性只能順從男性的支配。Rosaldo Michelle: ”Woman, Culture and Society: 
A Theoretical Overview” (Woman, Culture and Society. Ed. Michelle Rosaldo and Louise Lampher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4.) P. 17-42。 

   廖炳惠，《關鍵詞 200：文學與批評研究的通用辭彙編》（台北：麥田文化，2003），頁 265。 
   王志弘，《性別流動的政治與詩學》（台北：田園城市文化，2000）。 
   胡錦媛，〈臺灣當代旅行文學〉，收於《臺灣旅行文學論文集》（台北：五南，2006），頁 269-286。 
   Sara Mills，張惠慈譯，〈女性主義批評中的女遊書寫〉，《中外文學》27 卷 12 期，(1999)，頁 6-28。 
   《禮記》（《十三經注疏》本；上海：世界書局，1935），卷 28，〈內則〉第 12，頁 1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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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女性更為少，遑論書寫文章留傳後世。  

  幸而在這樣嚴峻社會文化環境限制之下，仍然保留著漢代班昭〈東征賦〉

 一文，這篇作品應可視為中國第一篇女性旅行作品。在此本文乃嘗試以女

性主義視角重新閱讀班昭〈東征賦〉，爬梳其中特殊女性觀點，由此再次定義

她在女性文學譜系中的位置。本文將分為二部份，首先將針對中國紀行賦傳統

做一爬梳，理出其中的寫作特質，將根據此一特質檢視班昭女性書寫中的繼承

與變化；再者將專注在班昭文本，試圖探究班昭〈東征賦〉中關於時間與空間

的書寫，如何能建立其特殊自我建構及異於男性的女旅書寫風景。  

二、班昭生平 

  班昭（49-120）是漢朝才女的代表，在《後漢書．列女傳》道盡她才華洋

溢的一生，十四歲時嫁給同郡曹世叔為妻，但曹早亡，班昭獨立撫養兒女長大，

直至七十餘歲，終生沒有改嫁。生為文學大家班彪的女兒、史學家班固之妹，

她文筆才情直追父兄，史、政、文三方面知識兼備，不僅續修《漢書》之〈八

表〉、〈天文志〉，也是《漢書》的主要傳授者；在鄧太后臨朝主政並參與政

事，獲得「曹大姑」尊稱，范曄稱讚她「節行法度」、「博學多才」。其後更

德蔭子孫，其子受封關內侯官至齊相；在文學作品方面，留有〈東征賦〉、〈大

雀賦〉及《女誡》七篇等，共多篇文章傳世；班昭為家中女子教育所作《女誡》，

因主張女性卑弱、順從思想，符合儒家文化價值觀，經過後世男性大力宣揚，

成為傳統中國女性教育經典之作，後世續作女教書籍及傳頌者亦多。 

三、紀行賦傳統：男性大敘事的追尋 

  任何文學體材和形式都是歷代傳承，輾轉變化更動而來，班昭〈東征賦〉

亦非獨創一格的體例，而是一脈相承紀行文學傳統而來。追述西周時期，有關

述行旅程、懷古感今之作在《史記．宋微子世家》中收錄的箕子〈麥秀之歌〉

已可見，詩經中關於述行作品亦多，如〈黍離〉即是代表，甚至屈原著名作品

                                                 
   有關班昭及其文章，皆參考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卷 84，〈列傳〉第 74，〈列女傳〉，

〈曹世叔妻班昭〉頁 2784-92。本文所引之〈東征賦〉、《女誡》咸用此本，不另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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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江〉、〈哀郢〉皆可視為此類作品的代表。  

  劉歆〈遂初賦〉可視為漢代述行賦的開山之作，他的寫作手法乃是上承屈

原，內容以紀行旅程及書寫山河為主軸；然而若以「歷舉途中各地掌故」以及

「諷諭世事」方式來看，劉歆可謂首開漢代之風，並非仿自屈原  。自劉歆

後，東漢賦家在此題材上亦多有發揮，如班彪、班昭、蔡邕、潘安仁等皆有續

作。蕭統於《昭明文選》中即收錄班氏父女、潘安仁等三篇作品，命名－紀行

賦。  

  劉歆〈遂初賦〉寫於漢哀帝時期，作品源自於其為抒發爭立《春秋左氏傳》

避禍三原經歷，流難途中經過三晉故地，因而「感今思古，遂作斯賦，以歎征

事而寄己意」  。綜觀本文體例，在前半段主要用歷史故地闡訴對家國時政

之思，後半段重在景物描寫，利用沿途地景山色來抒寫一己心志。劉歆在創作

中對於沿途景物十分重視，不僅細膩描繪獨行曠野的風光景色，更是巧妙加諸

個人情思，將秋天景緻藉由賦家之眼點綴地亦發寂寥沈重；秋天曠野的風光在

沙埃、回風、霜雪、冰雹、枯木、冷泉等層層呼應下，展現出深秋特有的蕭颯

景況，這樣的山光水色更是直接呼應賦家孤身在外客旅飄泊的淒滄心情。〈遂

初賦〉不僅是以歷史故事暗寫今日時政，更能夠用現時的景物適時烘托氣氛，

將一己對身世之感懷、國家時事的憂心，以時空交融、歷史及空間的相互對應，

細緻成功的展現在讀者心中。  

  這樣的寫作方式日後也由班彪〈北征賦〉繼承  ，班彪的〈北征賦〉作

於光武帝初年，當時漢朝仍處於政治紛擾混亂之際，班彪為避難而由長安遷徙

至安定郡，賦中內容即是他以沿途見聞配合上當地的史事。但在〈遂初賦〉中

劉歆所引 地事多暗喻時事，班彪的作品主要為撫古而較無傷今之感，除了幾

句古今亂世對比之句，其餘如論秦宣太后之殺渠戎、蒙恬築長城以御匈奴、漢

文帝德被鄰國及境內諸侯，主要論點皆不涉時政。  

  班彪在寫景以喻情方面情感更為沈鬱，賦中他同樣是以秋景烘托一己之愁

                                                 
   馬積高在《賦史》（上海：上海古藉出版社，1994），頁 44，一書中指出，〈遂初賦〉以征途為線索寫法，雖

略仿屈原的〈涉江〉、〈哀郢〉，但他又是歷舉旅途中之各地掌故以諷論世界，故為創格之作，後來的班彪〈北

征賦〉、潘岳〈西征賦〉等作，皆由此而來。 
   劉歆〈遂初賦〉，皆參考陳元龍編，《御定歷代賦匯》（台北：京都出版社，1974），頁 1882-1883。本文所

引之〈遂初賦〉咸用此本，不另注。 
   班彪《北征賦》，皆參考蕭統著，《昭明文選》（台北：文友書局，1987），卷 9，頁 425-430。咸用此本，

不另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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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藉著遠望群山、野雁、遊子形象，呈現出另一番秋天蕭條之景。躍然紙上

的是曠野中鬱結落寞之人，令人聞之動容，而在寫景之後，對歷史典故、帝王

先賢的思索、更是直接引發賦家對於家國動盪之悲憫，文中透露的不僅是對個

人生命飄零之感懷，亦有著憂國憂民為天下眾生而苦的歎息。  

  大陸學者栗壟秋曾以班彪〈北征賦〉為例，指出紀行賦的主要特色為「感

物而興，情以景觀」、「史述事，情以史觀」及「闡理釋義、情以理觀」等

三種藝術抒情技巧  。他觀注的重心在於賦家如何利用景物、歷史文物來抒

發一己的情感及議論，並將「感物」、「史」及「闡理」三大主軸，視為紀

行賦的主要特徵。鄭毓瑜則進一步指出，紀行賦由劉歆筆下，開創了一種新的

「地理－歷史」論述方式，賦家試圖在顛沛流離的旅程中，透過記憶來編織史

地，寄寓己身對於文化家國認同或反思；更重要的是，藉由這樣的書寫，外放

的「自我」重新被放入整個共有的、公眾的、持續變化的文化脈絡下重新定位，

由此再次重建及強調「自我」 。   

  在上述的討論中，可以看出紀行賦主要是紀行旅程，藉此開展一系列的對

於歷史、文化及家國的興歎及反思，賦家們透過空間轉換的旅程中，與漫長時

空中的史實對話辯證，在一連串空間地理與時間歷史的交互鋪陳纏繞中，旅人

外放飄零的自我，得以重新藉由宏大事的史實空間連繫、歷史的回溯，得以

回歸與重塑。然而，這樣的一種流放與回歸，是建立在男性文人與政治生命的

緊密連結上，對於女性而言，流離於家鄉之外的個體應如何安置，她是否會如

男性文人一般，藉由歷史的宏大敘事找回自我，或者是有著其他的表達方式？

以下將藉由重新細讀班昭作品，梳理出她在文本中所著重的幾個面向，分別是

以女性身份對於旅行「離家」的感受、對於時間、空間的感知及自我認同的追

尋及重構，希望能由這些面向令我們重新評價及理解班昭作品。  

四、重讀〈東征賦〉：女性自我的追尋 

  班昭〈東征賦〉在前半部首述東行時間、原因，以及她對「去故就新」的

不安，後半部則細數沿途觀感，並抒發她觸景懷人之思。這樣的敘事手法，從

                                                 
   栗壟秋，〈由班彪北征賦看昭明文選中紀行賦的抒情方式〉，《柳州師專學報》，20 卷 3 期（2005），頁 12-14。 
   鄭毓瑜，《性別與家國－漢晉辭賦的楚騷論述》（上海：上海三聯出版社，2006），頁 8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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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來，似乎和男性作家相差無幾。但重讀文本，我們可以看出隱匿在字

裡行間的女性之聲，在以下將分三點討論：  

（一）女性「離家」之苦： 
  漢朝文人的旅行多為流亡或是貶謫之旅，在紀行賦中男性是自己的主角，

離與返都操乎在己，迫使他們離家遠行大都在於政治動亂、時局不靖等因素，

如上述劉歆及班彪。男性既是因國家而流亡，關注的焦點始終是在於士人與國

家之間的對話及情感交流，認為放逐或避難只是一時的，實則認為總有「回歸」

的一天。由班昭行文中可知，她此次離家乃是因身為母親身份陪伴兒子赴任而

來，並非女性主動自發性的外出旅遊。〈東征賦〉開頭已指出，「惟永初之有

七兮，余隨子乎東征」，做為傳統中國女性，「三從」條律影響深遠 ，  班

昭陳留之行雖非其所願，她仍坦然選好「良辰」、「吉日」，帶著惆悵不捨及

眷戀，離開家鄉「隨子赴任」。  

  「家」，是旅者得以衡量行旅過程、得失的秤頭，旅行總有歸家之時，「離」

與「返」的相互回音，在旅途中會不停的低迴、呢喃，「家」的存在／回歸可

說是旅行得以成立的基本前題。在此同時，「旅行」也成為一往一返的圓形結

構  。班昭〈東征賦〉中，對於「家」的不時返而觀照，今昔對映，在啟程

即形成濃郁的「鄉愁」。  

乃舉趾而升輿兮，夕予宿乎偃師。遂去故而就新兮，志愴悢而懷悲！明發曙

而不寐兮，心遲遲而有違。酌罇酒以弛念兮，喟抑情而自非。諒不登樔而椓

蠡兮，得不陳力而相追。且從衆而就列兮，聽天命之所歸。遵通衢之大道兮，

求捷徑欲從誰？乃遂往而徂逝兮，聊遊目而遨魂！ 

  由登上馬車始，班昭內心「去故就新」的不安與矛盾已真實反映在字裡行

間，藉由「愴悢」、「懷悲」、「不寐」、「心遲遲」等心理／身體相互糾葛

無法安置的狀況，再三強調離「家」痛苦及困窘。事實上，對女性而言，早年

由原生家庭進入夫家的切割，已令其飽受親人分離之苦，當女性已扎根，穩如

磐石的固著在「夫家」多年後，這個具體空間－「家」已形成她們最後且惟一

                                                 
   所謂「三從」是指：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父者，子之天也，

夫者，妻之天也。見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台北：中華書局，1981），卷 300。 
   胡錦媛，劉虹風採訪整理，〈旅行文學：在追尋／驗證、真實與虛構之間〉，《誠品好讀》第 1 期，（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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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歸宿。此時「家」所代表的，是一切井然有序、安全、穩定的空間，此次旅

程使得關於「家」的各種建構與想像，今後都要隨著旅途而重新建構。班昭憂

慮溢於言表，雖然她曾用各種方式自我開解，並以酒精舒解寬慰自己，但那份

思鄉思家之情，仍是如影隨形地縈繞心中。換句話說，這趟陳留之行，對班昭

而言是一種「連根拔起」的動作，代表的是整個家族的大遷移，在歸期未定的

狀況之中，身為女性，在意的不僅是表面短暫分離之苦，實則暗含深沈「流離

無家回」之痛。 

  除了離家之痛，班昭在文中也表現出對未來的恐懼及擔憂，她關注的是一

路走來旅途艱辛與否、目的地繁華與否問題，在男性文人眼中，這些疑惑比起

放逐之痛，似乎是輕如鴻毛的小事，但對於一個辛苦持家，獨自撫養兒女長大

的寡母而言，生活上各式各樣的瑣碎小事，無可諱言的是班昭關注的重心所

在。若回頭對應班昭《女誡》一文，婚姻中女性高度關注瑣碎事物的一面，已

然明顯的浮現。《女誡》中主要篇章皆為闡述女子婚姻生活準則，由「卑弱」

起至「和叔妹」共七章，再再講述女子為妻婦之道；其中可看到女性在婚姻生

活中必須顧全的種種瑣碎細節，如「晚寢早作，勿憚夙夜，執務私事，不辭刻

易」、「清靜自守，無好戲笑，潔齊酒食，以供祖宗」（卑弱第一），這些生

活中細微的規範準則，不時提醒女子婚姻生活必須加以負擔的重責，再加上物

質生活中經理油鹽、打理家務，事奉姑舅等家務塵事，日常生活俗務對女性而

言，是無可逃避的重責大任。  

  此外，身為一個守節多年的寡婦，班昭得以享有其他女子所不能擁有的自

由，她能打破女子居內不言外的社會限制，得以續作《漢書》，師教於皇后、

貴人，更甚而是大儒馬融。這樣的自由，只怕非一般有夫之婦可以享有的  。

而今，班昭被迫要離開家園，其中的哀痛與不捨，對故鄉斯土的眷戀，寡母對

家務的牽掛，才使得她再三猶豫，裹足不前。最終只能落得「聽天由命」的結

果，還是在依依不捨中，隨著眾人出發。  

                                                 
   對於漢朝性別關係的寬鬆與否，學者有不同的意見，但班昭的情形，如非寡母，則斷無此行動自由可能性。相

關討論可見梅家玲，〈漢晉詩歌中‘思婦文本’的形成及其相關問題〉，收於《漢晉六朝文學新論──擬似與

贈答篇》（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頁 63-100。及黃嫣梨〈中國傳統社會的法律與婦女地位〉，收於

《妝臺與妝臺以外──中國婦女史研究論集》（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9），頁 163-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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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女性視角下的時間與空間觀： 
  由劉歆〈遂初賦〉以來，述行賦體材一向是以「地理－歷史」方式交互編

織而成，一路前行的旅程，賦家透過文化記憶來形構史地，更寄寓其對國家文

化認同與反思；這樣的傳統在班昭的〈東征賦〉中仍然可見繼承，但班昭在主

觀選取材料方面有了另一層微妙轉變，她對於歷史題材的選取，出現了與男性

相異標準。 

  班昭東行一路由洛陽出發再東行至陳留，途中先後經過偃師、成皋、滎陽、

卷縣、原武、陽武、封丘、平丘，又往北到蒲城及長垣，路線為今河南的北部；

班昭經過的地點大都為成周故地，其中蘊含了不少的歷史文化背景  ，然而

她卻是只在匡地想到孔子、經蒲城念及子路，以及在蘧提及蘧伯玉。這些人物

並非主導國家興亡足以撼動歷史的主角，相較之下只是在儒家傳統文化下的道

德導師及以「德」服人之士。我們若往後參考東漢末年的蔡邕〈述行賦〉  ，

可發現此二人在偃師、成皋到滎陽這一段是重覆的，而蔡邕〈述行賦〉則是在

此三地大量的列舉歷史掌故，如紀信救劉邦、春秋轅濤涂君臣故事以及東周朝

史事，以紀行賦的傳統而言，蔡邕的作法恐怕更符合述行賦以古鑑今的手法。 

  對於班昭選取歷史題材方式，李炳海在《漢代文學的情理世界》一書中曾

提出二個看法，他認為班昭在與古代和現實溝通時，其注意力在於人生價值目

標的實現中，再則認為她的作品為治世之作，並無需發出以古諷今的感慨  。

這二種解釋或許都可詮釋班昭選取素材的方式。但重新以性別角度觀之，我們

或可思考男性文人關懷重點，他們的「地理－歷史」觀念，實則是建立在男性

著重的歷史發展中的關鍵人、事、物，藉此再一次強調男性和家國歷史所不能

剪去的臍帶連結，在這種宏大敘事的觀點下，男性仍是與蒼生苦難、民族興衰

有著不可割斷的連結。 

  對照之下，班昭的「地理－歷史」論述則是由女性身份出發，具有二方面

的特色：一是她的「不朽時間觀」，再者則是圍繞著「看不見的風景」。  

                                                 
   有關班昭〈東征賦〉所行進路線，相關討論可參考李炳海，《漢代文學的情理世界》（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

版社，2000），頁 306。 
   蔡邕〈述行賦〉，收於尹賽夫，吳坤定，趙乃增著，《中國歷代賦選》（太原：山西出版社，1989），頁 341。 
   李炳海，《漢代文學的情理世界》，同註 16。 



．女旅書寫中的時間、空間與自我追尋─重讀班昭〈東征賦〉． 

 ．97．

1. 不朽時間觀：另類的女性時間觀 
  Julia Kristeva 在〈婦女的時間〉中曾提出一個有趣的觀點，她認為男性

的時間是線性的、強調邏輯、有目的、展望未來的、斷代的，有過程及終點，

因此而有價值。而女性的時間觀則是永恆的、重複的、不朽的，這是因為女性

生理因素及先天生理限制，以及一成不變的家內生活，所導致的，是完全不同

生命態度。因而女性的時間觀，被男性的主流觀念貶抑為落後、不精確，價值

被低估。她認為這類有計畫、有目的性，形而上的線性時間觀是男性價值的體

現，而女性的、非線性的時間，展現的其實是對邏輯中心主義的背叛，如果具

體表現在女性主義思想上，就是對父權的挑戰與顛覆  。在班昭〈東征賦〉

中的循環時間觀念，對於歷史興亡中重新省察，提出對於「德性」、「君子」

的尊崇，這些都是我們可以由此抽絲剝繭，重新詮釋隱藏在男性大敘事下的女

性時間觀。 

  在一路行經山河大地的旅程裡，那些事物會引發班昭的注意和連想？空間

與歷史記憶的召喚，是呼應個人的文化歷史素養，對於飽讀詩書的班昭而言，

儒家文化對於歷史的書寫早已銘印於心，孔門的道德與賢仁，所象徵的是一種

跨越時空的智慧及相對穩定的過去，也是她唯一的解決現實危機的不二法門。

班昭在此回溯的不是男性歷史的線性時間，而是以永恆的時間／道德來做為她

的「地理－歷史」主軸。她並無意要涉入男性宏大敘事的框架，反而是關注在

與小我／個人相關的歷史事實。對她而言，只有儒家重視的道德禮法，個人的

道德修為，才是人生不朽之事。 

入匡郭而追遠兮，念夫子之厄勤。彼衰亂之無道兮，乃困畏乎聖人。悵容與

而久駐兮，忘日夕而將昏。到長垣之境界，察農野之居民。睹蒲城之丘墟兮，

生荊棘之榛榛。惕覺寤而顧問兮，想子路之威神。衛人嘉其勇義兮，訖于今

而稱云。蘧氏在城之東南兮，民亦尚其丘墳。 

  她經過匡地想到孔子在此遭圍困的經歷，到了蒲城想到曾任邑大夫的子

路，想到他的勇敢仗義，到如今都還受到人民稱讚，而蘧伯玉的德性是連孔子

曾稱讚不已，他的墳地仍在蒲城並受到當地百姓的祭祀。這樣的一些見聞和聯

                                                 
   Julia Kristeva〈婦女的時間〉（women’s time），出自張京媛《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

社，1992），頁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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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使班昭最後得到一個結論，「唯令德為不朽，身既沒而名存。惟經典之所

美兮，貴道德與仁賢。」這也是當她試圖抵抗現實生活中不可避免的漂泊和不

定，支撐她的信念與信仰。關於她對於德性建構自我方面，將在下面章節中討

論。  

2. 看不見的風景：女性旅者的局限 
  再者，若我們回顧紀行文學的傳統，可以很清楚的看出「以景抒情」的一

個現象，沿途的景物一向是紀行賦家的寫作特色，由景物起興，藉景物以抒發

個人一己的情感，不僅是紀行賦的重要傳統，也是中國文人創作的一大特色。

反觀班昭，在她的旅途中可以感受到的風土人情相對少數，對於一路途中所經

之地景，她大都以客觀而簡短的描述一筆帶過，留下的空白及缺憾更令我們好

奇：  

歷七邑而觀覽兮，遭鞏縣之多艱。望河洛之交流兮，看成皋之旋門。既免脫

於峻嶮兮，歷滎陽而過卷。食原武之息足，宿陽武之桑間。涉封丘而踐路兮，

慕京師而竊歎！ 

  班昭旅經七邑，走遍無數的人文地理風光，卻僅在短短幾句中道盡一切，

孟春時節草木萌發興盛，旅遊異地應引發的好奇及興奮，在她的字裡行間，我

們完全無法嗅出一絲痕跡。「看不見的風景」是班昭旅程中，最令人感到好奇

的地方。這樣一個不同於京城的大好河山、壯麗家國，一路行來班昭甚少描繪，

更遑論寄情山水，以景喻情，是山水無情或班昭寡言，亦或錦繡大地對她而言，

毫無吸引力？原因何在呢？  

  在《性別、認同與地方》一書中，Linda McDowell 提醒我們，女性與公共

空間相處的時間極短，對於外在世界會有著恐懼感及焦慮  ，這樣的一個概

念，也許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發及回答。回到班昭的文本中，可以看到她一路上

都是在點與點間移動，文中提到的大都是顯著的建築物及山川，周遊各地皆形

色匆匆，並無特意要放慢腳步欣賞名山大川，或是各地風土民情的空間；反觀

男性賦家，即使是在逃難或流亡的途中，仍是有意的觀物寄情，放慢腳步，與

自然對話。 

                                                 
   Linda McDowell，徐苔玲、王志弘譯，《性別、認同與地方－女性主義地理學概說》（台北：群學出版社，2006），
頁 20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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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而易見的是，班昭對自己的言行舉止有著嚴厲的要求，《女誡》中提到

「禮義居絜，耳無塗聽，目無邪視，出無治容，入無廢飾，無聚會群輩，無看

視門戶。」（專心第五），已給了我們明白的線索。這樣一種嚴格男女禮法之

防，行為舉止的限制，使得她無法如同男性一般，有著模山範水，寄情山水以

比興的閒情逸緻，這樣的限制來自儒家對女性「男主外，女主內」的道德要求，

再加上對於公／私領域的疆界仍未打破，內化的道德價值依然糾葛心中，使得

班昭的視野，即使到了開闊的野外空間，仍無法大幅度的展開，更無法像其他

男性賦家一般，以景抒情，以景寓情。這樣的一種空白及缺憾，正是班昭女性

紀行書寫的一大特色，也是一大缺憾。  

（三）自我認同追尋與重構： 
  旅行書寫除了紀錄旅途中經驗表象，更重要的是建構作者的自我主體

(subject)與他者(the other)的對話交峰(a dialogic encounter)；藉此潛藏在作者心

中的欲求，會促使自我主體持續藉外在世界的刺激而生自省，思考「我」與「他

者」定義及關係  。班昭旅途中的「他者」，並非現實時空中的風物人情，

而是聚焦於穿越時空，永恒存在的孔門聖賢，由他們遭困厄而處之安然的歷史

事實，不斷反省回想，觀照自我，在「自我」與「他者」的不時對話下重新安

頓自我。  

  班昭試圖在充滿未知變數的旅程，透過文化記憶強化自己，寄寓個人的行

為操守、品德行為帶領自己面對前途，最後展現出「人」與「天命」的思索，

安頓「自我」於不可預測的未來時空的反思，進而得出以「德」為師的終極關

懷。  

亂曰：君子之思，必成文兮。盍各言志，慕古人兮。先君行止，則有作兮。

雖其不敏，敢不法兮。貴賤貧富，不可求兮。正身履道，以俟時兮。脩短之

運，愚智同兮。靖恭委命，唯吉凶兮。敬慎無怠，思嗛約兮。清靜少欲，師

公綽兮。 

  熟讀文史的班昭對於旅途中的焦慮及不安，經由道德的重建，重新找到安

頓身心之道，所謂「正身履道」、「靖恭」、「敬慎」、「清靜少欲」，正是

                                                 
   宋美華，〈自我主體、階級認同與國族論述〉，《中外文學》 24 卷 6 期，頁 7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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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昭試圖將自己定位為儒家君子的一種方式，也是她用以對抗「小人懷土」的

自然反應，藉由書寫，班昭並不是如同男性文人一樣，希望能夠使流離身心重

回到國家脈絡上，而是將視野擴大，使自我進入到整個文化體系，希望能用一

種品德的高潔，令自我與一脈相承的儒家傳統產生連結。 

  Charles Taylor 曾對於自我認同提出極為重要的理論，我們或許可以參考

他的看法，Taylor 認為「認同」不是「自己是誰」的描述性問題，而是「自己

是什麼樣的人」之敘事。這樣的敘事是關於個人如何陳述自己的「道德領域」

的問題，藉此傳達出個人的意義和價值。Taylor 假定人類的行動只能趨向於

「善」，而自我的認識就是一種讓生命有意義的追求，將關於自己的故事、敘

事，和這個「善」的關係，具體講清楚的傾向。也即是說，認同對於個人而言，

是一種對於「善」的認知，自我的認識即是讓生命有意義的尋求「善」並與「善」

並構 。   

  在「旅行」這個不斷溢出日常生活與異地遭逢的當下，班昭對於「我是誰」

的問題在行旅程中逐漸浮現。當她面對一個全然陌生的環境及他者時，原先的

固著的「家庭」認同開始瓦解、失效，對班昭而言，她無法掌握眼前不可預知

的處境時，不安和焦慮開始使人必須反求自身，詢問內在心靈深處，逼使人開

始找尋新的「認同」，重新提問「我是誰」的問題，在此同時，原先認同並須

同時拆解。班昭重新審視旅行中身處的時間、空間位置，在歷史長河中，她試

圖回顧過往，並將一己與傳統文化中永恒存在的有德君子相比，在這樣的一個

歷史循環位置上，重新的回頭提問並安置自己。  

  班昭使用策略是將自己與儒家系統中最「善」的「德」性相連結，要求自

我走向「德」、「君子」之路，藉此表達出「自己」／「君子」之間強烈的連

結。更重要的是，藉由這樣的書寫方式，在旅程中流離不安的「自我」，可藉

此重新被放入整個文化的、恒長的、不變的的文化脈絡下重新定位。這樣的女

性時間觀，雖然是以「循環」的時間為主要基調，但女性長久以來，一直沒有

建立自己獨特的性別典範傳統，班昭只能以超越性別的儒家文化傳統，做為她

所追求「善」的認知。 

  顯而易見，這樣的方式是異於男性文人抒寫傳統，班昭在此嘗試著將生命

                                                 
   Charles Taylor: The Sources of Self.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 p.135-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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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共有的、公眾的、持續變化的文化脈絡並列，於男性大事下的家國興亡之

史看似類似，其中又有極大的差異，她所試圖召喚的是超越朝代更迭的永恒「文

化」家國史是一種可以不停「循環」的時間觀，以「德性」、「君子」為追求

的「儒家文化」歷史觀。  

四、結語 

  歷來的旅遊、紀行文學領域，大都皆是男性羈旅思鄉的創作，並由此發展

出一套特殊的女性閨怨、形象，進而形成「思婦」的文學傳統，再次複製性別

刻板印象  。班昭〈東征賦〉的重新閱讀，應可開創女旅書寫的新一頁，她

在作品中具體呈現了女子離家時對家庭那份眷戀不捨之情，不同的空間／時間

視角感受，以及對於天命不可違，以「德」立身、「君子」自居的積極意義；

這些與男性書寫時相比是截然不同的聲音，也展現出女性旅遊書寫的特殊關懷

及旨意，作為女性文學史上女遊的先驅，這篇作品的重要及地位不言而喻。重

新閱讀〈東征賦〉，提供的是女性書寫自我的可能性，以及重新思考〈東征賦〉

在女性文學譜系中的定位。  

  後世論者對班昭的討論，大都圍繞在《女誡》中對女性理想人格、行為準

則的討論，強調《女誡》對女性束縛，或如蕭虹所言，班昭實則是為女子建立

符合儒家禮法為基礎的行為準則  。回顧〈東征賦〉，班昭的自我雖然也受

到男性意識型態的內化影響，以儒家的孔孟之道為終極目標；但她同時亦轉化

為一種無性別差異的「君子」形象。這種君子之德是女性也可擁有，甚至可以

將其定義為「自我」的人生價值目標。  

  在後出的《女誡》中班昭再次強調「德」的重要，雖然已將範圍限縮在「婦

德」，但在其中想以「德」做為個人生存標準意圖仍是十分明顯，她並以左傳

的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的人生信念，嫁接到《女誡》中成為「德言容功」

的準則，似乎也是在為自己理想的女性做為典範 。   

                                                 
   梅家玲〈漢晉詩歌中‘思婦文本’的形成及其相關問題〉，出自《漢晉六朝文學新論──擬似與贈答篇》（北

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頁 63-100。 
   蕭虹〈班昭──力圖建立傳統婦女觀的女史〉，《陰之德》（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99），頁 11-28。 
   孫康宜，李奭學譯，〈論女子才德觀〉，出自《古典與現代的女性闡釋》（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8），

頁 134-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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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觀班昭一生，她對於傳統父權社會的壓迫並無異議，並將其內化成一己

的行為標準，也未曾思索女性自身地位及性別宿命的困境，反而有了《女誡》

這樣的強調婦人卑弱的自我設限的要求出現，誠然令人婉息。但回顧歷史，並

非以今日角度去非昨日之人，而是以同理及包容探求的心，再次理解生於那個

傳統世代的女子，如果以這樣的角度再次重讀班昭，我們就可以看到更不一樣

的班昭，也才能夠理解作為一個博學多才、才華洋溢的史家及文學家班昭，她

的存在仍是不斷的提醒我們，女性本身的困境和及無力感，也再次強調爬梳女

性文學作品，重新建構女性文學史研究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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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Space and Self-identity in 
Women’s Travel Writing ─ Reading 

Ban Zhao’s “Tung-Zheng Fu” 

Kuo, Yuan-Pi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ime, space and Self-identity in Ban Zhao’s Travel 

Writing, “Tung-Zheng Fu” in light of contemporary feminist perspective. The 

study also reviews traditional men’s travel literature, so as to se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rand narratives of patriarchal literature and Ban Zhao’s writing. 

  The case of Ban Zhao holds a significant place in women's literature as well 

as in Travel Writing; it also exemplifies women’s sense of time, space and 

self-identity in traditional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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