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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台最早近代戀愛小說之比較 
─以〈無情〉與〈她要往何處去〉

為中心 
黃善美∗ 

【提要】 

韓國與台灣在打破舊風俗與舊制度上，最廣受爭議與激烈爭論的「議題」

是結婚與性問題，而其中的核心關鍵則是自由戀愛。1917 年李光洙於《每日

申報》上發表的〈無情〉是以自由戀愛為主題的，亦為韓國文學上最早的近

代長篇小說。1910 年代，李光洙是最積極地將自由戀愛和結婚的意識及制度

融入到韓國知識份子的思想中。〈她要往何處去〉是謝春木的作品，1922 年

在《台灣》第 3 年第 4 號至 7 號上刊載。〈她要往何處去〉也是以自由戀愛

為主題的台灣新文學史上可資紀念的第一篇創作。 
〈無情〉和〈她要往何處去〉都描寫了 1910～20 年代知識份子和傳統女

子之間錯綜複雜的感情糾葛。在殖民時期這樣特殊的狀況下，李光洙和謝春

木為了打破封建社會制度與舊習，完成近代文明啟蒙，他們將近代制度的「戀

愛」，當成啟蒙活動的一環且賦予「自由戀愛」社會性的意義。本文以「自

由戀愛」為主題，關注李光洙的〈無情〉和謝春木的〈她要往何處去〉的作

品。探討李光洙〈無情〉與謝春木〈她要往何處去〉是如何地刻畫戀愛，以

及比較他們所接受的戀愛觀等為目的，將更能理解近代時期韓國與台灣在自

由戀愛論的形成。 

關鍵詞：〈無情〉，〈她要往何處去〉，李光洙，謝春木，自由戀愛 

                                                 
∗ 韓國外國語大學講師。 



．東海中文學報． 

 ．86．

一、緒論 

在 19 世紀後半期的東亞地區國際政勢而言，是處於列強角逐、西勢東漸

的情況，東亞國家被強迫進入全球國際秩序中。對於被日本殖民的韓國和台灣，

1910～20 年代是一個新舊決裂和分化的時刻。尤其是近代過程中「自由戀愛」

是在韓國和台灣文學上最關心的話題。戀愛不僅僅是在文學創作上提供創作活

力的素材，同時也是喜愛文學的讀者最關注的議題。「自由戀愛」在婚姻問題

中是最為重要的部分，並成爲新知識分子的焦點。當時的知識界和輿論界紛紛

撰寫文章，發表言論，參與了這場「自由戀愛」的大討論。「自由戀愛」隨著

個性解放成為核心新道德的傳播，以愛情為基礎的婚姻自由權成爲改良婚姻家

庭的重要内容，並推動了「自由選擇配偶」的觀點。所謂自由選擇配偶，是以

追求自由戀愛，婚姻自由的新思潮，也漸漸被社會接受。自由選擇配偶的盛行，

不僅僅是爲了結婚當事者個人的幸福，同時亦是社會風氣改革的重要動力。  

韓國和台灣文學上，最早以自由戀愛為主題的重要作品是近代小說的李光

洙（1892～1950？）〈無情（무정）〉  （1917）和謝春木（1902～1969） 

〈她要往何處去（〈彼女は何処へ〉）〉（1922）。李光洙和謝春木是處於同

時代但不同國家文壇上的文學家。他們為韓台現代文學史上的重要先驅，在兩

國文學的現代化歷程中都屬於不可或缺的文豪作家。  

李光洙，是日本殖民時代和解放後一直在抗日和親日的漩渦中最被熱烈議

論的人物。日本統治時代，他是韓國人的驕傲，同時也是協助日帝的一個耻辱。

李光洙在文學上，提出很多新的概念，也影響了許多作家的創作，對於韓國近

代文學的發展有極大的貢獻，奠定了日後韓國現代文學的基礎。李光洙 1905

年由親日團體一進會推薦，前往日本明治學院就讀。在日本就讀期間，李光洙

組織少年會，並開始在《少年（소년）》雜誌上發表詩及評論。從日本歸國後，

李 光 洙 開 始 促 進 自 由 戀 愛 與 結 婚 上 意 識 與 制 度 的 改 革 。 從 〈 早 婚 的 惡 習

（조혼의  악습）〉（1916），〈朝鮮家庭的改革（조선가정의  개혁）〉（1916），

〈結婚論（혼인론）〉（1917），〈對婚姻的管見（혼인에  대한  관견）〉（1917）

                                                 
  〈無情〉是長篇小説，它的主題不只自由戀愛（婚姻），對近代文明的嚮往、新教育思想、啓蒙思想與民族主

義等，本文只針對自由戀愛進行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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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在自由戀愛議題上與近代家族與國家的形成做了巧妙的連結，提出了革新

性的論點。他的主張不單只是評論，他將近代自由戀愛具體形象化在文學作品

中，闡述出新一代的結婚觀。   

1917 年，《每日申報（매일신보）》上連載的李光洙小說〈無情〉即可

說是他將構想中近代戀愛結婚的論點以小說的形式創造出來。〈無情〉是李光

洙的代表作品，也是韓國第一部近代的長篇小說。〈無情〉在 1917 年《每日

申報》上連載時，引起了爆發性的人氣與社會輿論，同時成為當代「最熱門的

小說」  ，亦具有韓國首次在文學中發掘近代「個人」等深具里程碑作品的

評價。〈無情〉描述著李亨植從小訂婚，但與之後成為藝妓的未婚妻朴英彩解

除婚約，並透過自由戀愛與新女性金善馨結婚的李亨植的故事。   

同時，台灣的新知識分子也以「戀愛」作爲現代性知識論述台灣社會改造

工程的同時，此類論述小說化的作品，也以不惶多讓的姿態早早登場了。台灣

文學中，首位將自由戀愛的問題提出的作家是謝春木。謝春木，出生於彰化二

林。畢業於東京高等師範學校。1927 年間曾參與蔣渭水等人籌組之「台灣民

眾黨」，為中央委員。1931 年底二度前赴中國，參與中國對日抗戰工作。1952

年間再度前往中國，後病逝於北京。發表於 1921 到 1926 年新文學運動初期展

開期間的小說創作。1922 年 7 月，謝春木將〈她要往何處去〉發表在《台灣》

第 3 年第 4 號至 7 號。〈她要往何處去〉，共同企圖去探究殖民地台灣社會的

政治、文化現況，但只有少數作品能夠像〈她要往何處去〉這樣明確呈現相對

清楚的因應之道。  此後他以《台灣》、《台灣民報》、《台灣新民報》為

舞台，逐漸開啓了之後漫長的論客生涯。在 1930 年他移居上海以前，經常可

見他以犀利口吻議論殖民地教育、法律、農工運動的短評。在創作方面，他的

                                                 
  〈無情〉單行本是在《每日申報》的連載結束後，1918 年 7 月 20 日於廣益書館發行。初版發行 6 年後，1924

年 10 月在文藝雜誌《朝鮮文壇》創刊號上則印有著 「狂銷超過萬本，在朝鮮出版界內只有〈無情〉」的廣告。

廣告當然多少有誇張的成分，但論起單行本〈無情〉當時的讀書量，能推估出令人驚嚇的銷售成績。

（〈消逝万人的思潮暢銷書（13）春園李光洙作品〈無情〉〉（흘러간 萬人의 思潮 베스트셀러（13） 春園

（춘원）李光洙（이광수）作品〈無情〉）〉，《京鄉新聞（경향신문）》，1973.05.19，頁 5。 
 〈無情〉故事大綱如下，在京城學校擔任英語教師的李亨植，做金長老的女兒金善馨個人家教時，被金善馨的

美貌吸引而漸漸發展出戀情；而兒時青梅竹馬，同時也是對男主角疼愛有加的朴進士之女朴英彩也向他告白。

朴英彩為拯救被捕入獄的父親不得不成為藝妓，之後又因貞節被京城學校的裴學監給奪了去，進而留下遺書給

李亨植欲尋自盡。之後朴英彩遇上了在東京留學中的金炳旭而改變心意，轉而往日本學習音樂與舞蹈；而訂了

婚的李亨植與金善馨則踏上了前往美國的留學路，他們在同一班火車上出發前往留學的道路，也都下定決心學

成歸國後，將致力於文明思想的普及。 
 國立台灣文學舘，http://www.nmtl.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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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量不豐，除了 1924 年發表詩〈詩的模仿〉（〈詩の真似する〉）  之外，

只有一些雜記或感想，未見再有創作。   

張恆豪，在〈追風及其小説〈她要往何處去〉〉一文，說：「追風的短篇

小説〈她要往何處去〉（原題〈彼女は何処へ〉）及新詩連作〈詩的模仿〉（原

題〈詩の真似する〉）都是台灣新文學史上可資紀念的第一篇創作」  。如

張恆豪所言，〈她要往何處去〉為目前所見最早由台灣作家所撰寫的新文學創

作之一。   

〈她要往何處去〉發表於 1922 年 7 月 10 日至 10 月 6 日、《台灣》第 3

年第 4 號至 7 號「和文之部」，分成四期連載，内容分爲五節陳述。謝春木在

〈她要往何處去〉中呈現出古老但保有威嚴的舊道德與新道德觀之間的摩擦現

象，並形象化新一代的倫理觀與愛情觀的摸索、個人主義的擴張與民族情感、

新文明的狂熱，提示出個人在社會變化結構裡如何地社會化、具體了個性上的

自我與意識獨立化上的啟蒙。〈她要往何處去〉中，主人公清風與桂花曲折的

愛情命運，透過桂花來解構對深具父權儒教倫理的絕對順從，其女人的犧牲到

之後個體上的自覺。   

〈無情〉和〈她要往何處去〉皆是以自由戀愛為主題的作品，何以自由戀

愛會成為近代文學中的核心題材呢？除了有吸引讀者的特殊題材性之外，與日

治時代複雜的狀況與條件、知識與權力等相連結，也就是說自由戀愛的背後，

或交錯或結合著國家形成時啟蒙上失敗的意志、政治上的挫折與脈絡相連的文

化運動之胎動、受過新式教育的知識份子抬頭、以社會進化論為首的科學流

入，以及國民無法達成的統合意識。  

〈無情〉和〈她要往何處去〉是韓國與台灣最早的近代小說，同時在這作

品內也顯現出韓國與台灣文化形成過程的糾結與難題。1910～20 年代，在這

特殊的時代裡主張自由戀愛的李光洙與謝春木，為了向大眾啟發戀愛這個主題

而創作出〈無情〉和〈她要往何處去〉這兩部啟蒙小說，本文以探討李光洙〈無

                                                 
 柳書琴，〈帝都的憂鬱－謝春木的變調之旅〉，《台灣文學學報》第二期，2001，頁 72。 
 張恆豪，〈追風及其小説〈她要往何處去〉〉，《國文天地》第七卷第五期，頁 40。 
 〈她要往何處去〉的故事情節中女主人公桂花是在台灣長大的少女，家中為她與留學日本的清風訂了一門親

事。桂花一心只向一個男人，就等著學成歸國的清風回來完婚，沒料到從清風寄回的信中才發現他已經有了心

愛的女人，希望能與自己解除婚約，這個事實給了桂花很大的衝擊，但也同時讓桂花透過退婚而發現自我，進

而決心去日本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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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與謝春木〈她要往何處去〉中是如何地刻畫戀愛，以及比較他們接受的戀

愛觀等為目的，將更能理解近代時期韓國與台灣在自由戀愛論的形成。   

二、韓國和台灣的戀愛論 

韓國與台灣在打破舊風俗與舊制度上，最廣受爭議與激烈爭論的「議題」

是結婚與性問題，而其中的核心關鍵則是自由戀愛。「戀愛」一詞，是近代情

感的產物，而「戀愛」作爲西方「love」的翻譯語，最先為日本所接受始於 1870

年前後，而後透過日本傳入到韓國和台灣。韓國與台灣的自由戀愛是從留學生

世代對既有婚姻制度的抵抗開始，強調沒有愛情成分的婚姻帶來的弊端，其高

漲的訴求團結一致。對於被封建家族的制度和殖民地的現實壓得難以喘息的韓

國和台灣的知識分子而言，近代思潮的「自由戀愛」便成了他們掙脫傳統禁錮，

向「屬於自我」方向蜕變的突破。    

「戀愛」一詞，第一次被引進韓國是在 1910 年前後。韓國文學史上，「戀

愛」最早出現在李相協的〈眼淚〉（1912）  ，之後出現在李光洙的〈無情〉。

〈無情〉在 1917 年發表後，「戀愛」開始在《學之光（학지광）》，《青春

（청춘）》等雜誌上正式登場，1920 年代初期從日本流入各種跟戀愛相關的

書籍翻譯到韓國，新女性的戀愛故事也在報紙或雜誌上沸沸揚揚，在 1920 年

代後也持續成為話題。「戀愛」受到了韓國知識分子的喜愛，並將其融入到文

學作品中。在當時，「戀愛」是韓國作家們爭相描寫的對象，20 年代前期的

作家幾乎都曾描寫過「戀愛」。儘管文學傾向和特色各異，但「即使只是漫不

經心的翻閱 20 年代初期登場的同人志文學，也能很快地發現其中的詩歌內容

大部分接近於戀曲，而小説也包含著受挫的心酸」  。正如這句話所說，20

                                                 
  송연옥（Song Yeon-ok） ， 〈 民族主義與女性主義不幸的決裂－ 1930 年代韓國｀新女性＇（민족주의와 

페미니즘의 불행한 결렬－1930 년대의 한국｀신여성’）〉，《女性主義研究（페미니즘연구）》創刊號（ 
 창간호），韓國女性研究所（한국여성연구소），2001，頁 64。 

 「戀愛」一詞的用語雖然最初在李相協的〈眼淚〉中被提及，但〈眼淚〉在內容與形式層面來看來難以歸類為

近代小說。相較之下，李光洙的〈無情〉被評為最早的近代小說，其根據是能看出近代意識與自我的個性，敘

述手法較為跳躍與抽象、具體與綿密，在人物與事件上較具寫實的描寫與人物個性的設定，跳脫古代善惡的二

分手法，且更接進白話文等。 
  이혜령（Lee, Hae-Ryeong）， 〈 韓國近代小説的性取向研究 － 以 1920 年～1930 年代為中心（한국 

근대소설의 섹슈얼리티 연구 ： 1920 년～1930 년대를 중심으로） 〉 ，成均舘大學國語國文系 
博士論文，（성균관대학교 국어국문과 박사논문），2001，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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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代前期文藝雜誌上刊載的文學作品大多是以「戀愛」為素材。  

在戀愛論裡佔有中心位置的是李光洙這位人物。李光洙在討論結婚風俗習

慣的〈對婚姻的管見〉一文裡，提到過「戀愛，是個人的幸福中最大的幸福」。

健康、精神力、經濟力、充分的發育等，在婚姻的種種基本條件中，將戀愛作

為最基礎的根基。亦即，他以戀愛打破早婚，壓制以往舊時代結婚的風俗習慣，

並將戀愛置於破除社會舊習慣的中心位置。  

戀愛是依據男女間的理解和尊敬，所產生出來的愛情。容貌的美、聲音的美、

舉止的美等表面的美也是愛情的重要條件，但對於理智的現代人而言，並不

滿足於表面的美和內心深處的個性美。換句話說，具有精神的美才能夠滿

足。若只滿足於外表的美，恐怕是動物或是原始的愛吧。進化的戀愛，其特

徵是熱烈的感情與明晰和冷靜的理智力，此兩個要素必須並行。   

李光洙所說的戀愛，是冷靜、理智並行的進化愛情的形式，不同於原始動物式

的愛。即所謂的戀愛，是「擁有高雅的精神者」追求的「文明的愛情」。李光

洙藉由「文明的愛情」，來確立「男女相互個性的理解和尊敬」基礎上的平等，

是男女之間自由戀愛的重要核心思想。對李光洙而言，自由戀愛不僅僅是一聲

口號，更是一種理想，同時更是結婚的必要要件。李光洙附加說明了結婚是「靈

與肉相互擁抱，滿足達到飽和後才能結合肉體，戀愛完成了這件事，而這件事

就是婚姻」，主張精神與肉體的調和。   

台灣當時則是以日本留學生為中心開始接受且實踐「自由戀愛」，「自由

戀愛」並成為積極打破舊習的理念象徵。自由戀愛起於留學生世代反抗於無關

自我意志、依照父母重視身分與條件、媒妁之言下的婚姻制度。新知識份子相

信透過自由戀愛與自由婚姻可以實踐個人的自我意志。  

在台灣，「戀愛」一詞的用語，首度登場於 1920 年 9 月 8 日《台灣青年》

中彭華英的〈在台灣有婦女問題嗎（台灣に婦人問題があるか）〉的文章裡。

此文章為之後蔚為風潮的戀愛論述，奠定了大幅正面表述的基礎。〈在台灣有

婦女問題嗎〉一文的論點如下：「婦人問題」和「勞動問題」是最爲緊要的社

會議題，而「婦人問題」的關注重點，須以肯定女子的人格能力並伸張女子的

權利為主軸，並以尋求婦女的解放為最終目的－在這樣的訴求下，社會除了

                                                 
 李光洙，〈對婚姻的管見〉，《學之光》，1917.4，頁 376-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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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供給女性受教育的機會，藉由實踐女子教育以打破東方體制型塑之男尊女

卑現象外，也必須尊重男女兩性的自由意志，積極鼓吹以「戀愛」為基礎的自

由結婚，因爲傳統婚姻制度中的買賣結婚或壓制結婚，僅是將人類商品化並泯

滅了人之個性的行爲，屬於舊思想、舊風俗的遺緒，而這是一個追求文明化的

社會所必須揚棄的。最初「戀愛」之所以被納入知識青年的論述脈絡中，是由

於他們試圖在立場上呼應其社會潮流所引入的婦女解放議題，以及由此議題所

衍生出的「改革傳統婚約形式」的主張。   

日治時期 1920 年代至 1930 年代，致使文化界將婦女問題視爲社會改造重

要的一環，在《台灣青年》、《台灣》以及《台灣民報》等言論場域，圍繞著

「婚姻自主」的議題，展開一連串熱烈的討論。大多數的論者皆主張婚姻應該

要建立在「自由戀愛」的基礎之上，藉由婚姻走向自主，消弭舊式婚姻中聘金

操弄、無視兒女心意的媒妁之言等負面陋習，甚者解開父權社會結構中「家庭」

對女性的不平等對待，諸如：童養媳、婢女、女口買賣等不良慣習，使女性擺

脫被禁錮的枷鎖，達到女性的解放與自學的目標。   

1920～30 年代是韓國與台灣風靡自由戀愛思想的時代，其中蘊涵了個人

的主體性、男女平等、新式家庭制度等革新的內容。故知識份子認為「自由戀

愛」是文明開化與主權獨立的基石，積極支持這所謂愛情的制度。李光洙與謝

春木也不例外，〈無情〉與〈她要往何處去〉裡主人公李亨植與清風的存在，

即主張了男女間的愛情是達成婚姻的必要要件。   

自由戀愛在當時象徵著打破舊習與舊秩序的同時，也對曾為殖民地的韓國

與台灣造成震撼，但自由戀愛因為現實中的男女間的性別位階，理想與現實的

隔閡相抵觸而遭遇瓶頸，曾想藉由戀愛而與新世代緊密相結合的青年男女，反

而歷經了與當代激烈、不調和的現實矛盾。  

三、失去貞潔和退婚的雙重意義－發現自我 

李光洙和謝春木特別關注朴英彩和桂花，透過傳統女子的不幸家世和悲慘

                                                 
 溫若含，〈從意識啓蒙到創作轉折：日治時期新文學小説中的「戀愛」敍事研究（1920～1937）〉，國力政治

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學位論文，頁 28。 
 張玉萍，〈禁錮與脫出：論歌仔冊《最新運河奇案歌》中的自由戀愛觀〉「2005 臺語文學學術研討會」會議論

文，臺南：國家台灣文學館，2005 年 10 月 29～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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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運，辛辣地揭露了「無情」的韓國和「傳統女性無處可去」的台灣現實。  

〈無情〉中的女主角朴英彩，她在李光洙的筆下是個傳統封建貞潔觀念的

典型。朴英彩跟隨父親學習《烈女傳》、《小學》等，因此亦保有傳統女性的

婦德。也因如此，向父親學習到的儒教倫理觀念，即便是朴英彩成為藝妓的這

7 年之間，也為了與兒時李亨植之間的婚約緊守著貞潔，而在她失去貞潔之後，

她的儒教倫理觀念讓她決定尋死。在搭往平壤的火車上，偶然地遇見了可以選

擇自我人生和擁有自主性的近代新女性金炳旭。新女性金炳旭問朴英彩愛不愛

李亨植，朴英彩的回答值得關注。 

我真的愛他（李亨植）嗎，自己也不明白。 

（中略） 

“我從來沒考慮過這個問題，年幼時跟他分開了，現在幾乎不記得他的長

相……＂ 

“那麽，你是因為父親生前似真非真要你做亨植女人的一句話拼命找他……

沒有愛他…… ＂ 

“是的……＂   

「文明開化」時期，盼望「自由結婚」的金炳旭重視的是「愛」，金炳旭認爲

朴英彩和李亨植兩人缺少了互相理解，金炳旭的近代思想是在東京留學時期培

養出來的，金炳旭批評朴英彩的傳統舊思想。朴英彩則對現代的愛情觀感到混

亂。她就算成為了藝妓，也拼命的守住貞節，不是因為對亨植的愛情，而是「不

更二夫」的傳統貞節觀念。當然，隔了 10 年再見到亨植的瞬間，朴英彩反而

失望了，雖然她擁有對初戀的幻想，但是年幼時的幻想卻破滅了。她仍然不放

棄對亨植的感情，並且在失去貞潔時決定自殺，這些都是「不更二夫」及「貞

節」的傳統道德倫理觀。  

朴英彩這個人物在〈無情〉中，代表「強壓結婚」和「不更二夫」其保有

舊習的傳統女性。她的「貞潔」表示傳統意識，當她的「貞潔」失去時，她的

意識也跟著崩潰了，促使她轉換了想法。貞操喪失的契機，使朴英彩能夠從藝

妓的身分脫離，獲得東京留學的機會。除了從藝妓身分轉爲女學生的外在變化，

同時她的内心亦產生了變化。「自己不是能夠獨立的人，我現在才意識到自己

                                                 
 李光洙，〈無情〉，《每日申報（매일신보）》，1917 年 1 月 1 日～6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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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不過是在道德規範下的一種模型。我認識的這個世界，其實只是一個幻影」。

 她開始覺醒並找尋自我和屬於自己的世界，脫出封建的觀念以「新女性」

的身分培養自己的資質。  

「新女性」的用語始於英國維多利亞時代後期（1883～1990），隨即也在

其他各國出現，成為當時的世界風潮，她們是第一代在各國間開始接受初等教

育或高等教育，是以往無法想像且追求新價值觀與態度的存在。「新女性」這

詞彙是指一群追求經濟上的獨立，並提出既有結婚制度造成的問題且積極表現

自我意志的集團。1920～30 年代朝鮮的新女性現象有著雷同的背景與樣貌，

而台灣也在與韓國差不多的時期出現「新女性」的現象。  

朴英彩從「舊女性」變身為「新女性」，但《她要往何處去》中的桂花一

開始就已經是接受了一定水準程度的新女性。謝春木並未將桂花描寫成一個完

全保守封閉的角色，相反地，桂花仍在台灣接受了一定程度的近代學校教育。

桂花是在炎熱之島台灣所生養的女子，她雖然在近代學校接受了新式教育，卻

無法擁有自主性而聽從父母決定結婚，是一位「半封建」性的人物。桂花與清

風間的婚約與她本人的意志無關，只因為清風有著丈母娘心中的好女婿條件，

決定結婚也是隨著母親的意願，有著傳統強勢的婚姻樣貌。謝春木將桂花設定

成與她新女性的外在不符，內在仍固守傳統思維的人物。這是因為桂花的時代

尚在新文明導入的近代初期，而這樣的設定更可以顯現時代的真實性。謝春木

在這樣的時空範圍裡描繪桂花的生長與成長，可說是對當時實際生活於封建結

婚制度下犧牲者的一種關懷。   

當桂花知道清風有了心愛的女人之後，開始著內心的混亂與糾結，最後還

有不如死去的想法，這時在她的心中自覺的意識已開始萌芽，桂花透過混亂與

糾結，以及自覺的過程中開始對當時台灣原本普遍可接受的結婚制度，早婚、

強壓婚姻、男尊女卑等生命的型態感到陌生。這讓桂花主張起應該要改革婚姻

風俗的壓力。「我不再怨誰了，這不是阿母的罪，也不是清風的，都是社會制

度不好，都是專制家庭的罪。我祇是犧牲者之一而已。正如表哥所說，整個台

灣不知有多少人為這制度而哭著。如今我都明白過來了。我要為這些人奮鬥，

勇敢地奮鬥下去。」   

                                                 
 同上註。 
 謝春木的〈她要往何處去〉引文，皆取自鍾肇政、葉石濤編，《光復前台灣文學全集 1：一桿秤仔》，臺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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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發現自我」，並不單指了解到自己存在的這個事實，而是對自己處

在何種環境條件下，有著甚麼樣的可能性與理想，與其他人之間的關係等有著

正確的了解，並認為自己的生命可擁有意義與價值地活著，桂花從被退婚中實

現了「自我」且構築了真正的主體性。   

朴英彩與桂花雖然是舊封建時代陋習的犧牲者，但透過自我的發現轉變到

「新女性」的過程，設定成認可自身的不完全而為了有所發展而努力的角色。

李光洙和謝春木就像是期待著這些在舊封建、舊風俗、舊制度下飽受痛苦的「女

性」能體驗自由戀愛，並在感受欲望的過程中發現自我。  

四、李亨植與清風的戀愛觀－靈肉合一 

李亨植和清風的設定，與其說是透過自由戀愛「找尋自我」，應該說他們

一開始就對自我有所認知。〈無情〉裡愛情的男女主角皆是出身世家，受過新

式教育，健全的中產階級。斷了聯繫後，再度見到未婚妻朴英彩的李亨植，雖

對朴英彩仍有深切惋惜的感情，但知道她成為藝妓之後開始對她起了疑心，到

目前為止這女人對多少男人獻出她的身子過？那雙感嘆身世的雙唇又吮吸過

多少骯髒的男人？偷走過多少骯髒的男人的心呢？與這樣的朴英彩相比，新女

性的金善馨就像是保證純潔的理想女性。「那金善馨真是位美麗的處女，臉蛋

也美麗，連內心也是位美麗的處女，金善馨與朴英彩相比就是仙女與賣淫女的

差別」言詞之間轉眼將藝妓歸類成「賣淫女」，以近代的愛情觀做了對朴英彩

的排除；另一方面，在肉體與精神上皆美麗且純潔的新女性躍升為愛情的女傑。  

以下是李亨植與金善馨的對話，更加顯現出李亨植靈肉合一的近代戀愛

論。   

金善馨，你愛我嗎？ 

…… 

如果說金善馨你不愛我的話…… 

我們已經訂婚了呀？ 

重要的不是訂婚。 

                                                                                                                                      
遠景出版，1979 年，頁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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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麽，什麽才是重要的？ 

是愛情。 

如果我們之間沒有愛呢？ 

那麽，訂婚將是無效的。   

李亨植問著金善馨：「金善馨，你愛我嗎？」，訴說著沒有愛情的婚約是無效的，

這個部分符合愛倫凱（Ellen Karolina Sofia Key, 1849～1926）主張男女之間「靈

肉合一」才是真正的愛情。「靈肉合一」是出自瑞典愛倫凱的主張。愛倫凱是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所謂的「改造的思想家」之一，她攻擊著資本主義的同時，

支持無政府主義與共產主義。在 19 世紀後半進行社會改革論，主張以「愛情」

與「和平」革新這個世界。愛倫凱強調「自己」自覺才是改造的第一步，在婚

姻與家庭生活裡「戀愛」必須是絕對原則，以此才能同時保障自由婚姻與自由

離婚；而不能以戀愛維持的婚姻生活也沒有存在的價值。 

愛倫凱這樣特異的戀愛論，經由日本在 1920 年代初期傳入韓國。在韓國

第一位介紹 Ellen Key 的是詩人盧子泳（1898～1940），他在〈女性運動的第

一人者：Ellen Key（여성운동의 일인자：엘렌  케이）〉  的文章中將愛倫

凱首次介紹給韓國讀者。〈無情〉裡也出現過愛倫凱的名字兩次，裴學監露出

自身無知的場面，與李亨植在列舉自己的讀書清單時提到：盧梭、莎士比亞、

歌德、克羅波特金之後，提及看過愛倫凱的傳記。  

韓國在 1920 年代初期開始接納愛倫凱的思想，可推估李光洙在 1910 年代

中、後期已直接受到愛倫凱的影響，李光洙留日期間，1915 年日本已有本間

久雄介紹〈愛倫凱思想的真髓（エレンケイ思想の真髄）〉（大同館書店，1915）

的文章，李光洙閱讀過該文並深受影響的可能性極高。李光洙接受了愛倫凱所

主張的「靈肉合一」戀愛論，更重視其戀愛結婚的社會性機能，種族改善與民

族繁榮的義務。    

李光洙在〈無情〉裡設定戀愛結婚的原型，也不能說與愛倫凱的主張無關。

李光洙批判著「朝鮮的婚姻制度數百年以來，已經是讓全天下的愛情種子一個

                                                 
 李光洙，〈無情〉，同上註。 
 盧子泳，〈女性運動的第一人者：Ellen Key（여성운동의 일인자：엘렌 케이）〉，《개벽（開闢）》，

1921，第 2～3 號。 
  서지영（Seo, Ji-Young），《問歷史戀愛（역사에 사랑을 묻다）》，首爾：Esoope（서울：이숲），2011，

頁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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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不留地全死光了。」這樣的發言已是強調近代的戀愛，應該以男女間「靈肉

合一」為中心構成的愛情為前提。 

那麼，謝春木在〈她要往何處去〉如何描述「戀愛」？作品中亦具體敘說

理想的「戀愛」。例如，「戀愛」是「食譜上所沒有的料理。我覺得的確是這

樣」、「又苦又甜的。是怎樣了不起的廚師也做不出來的料理，也是人人必嚐

的料理」。  這是清風和阿蓮談話的内容，他們積極地讚頌愛情，並且強調

它的重要性。透過他們的對白可以理解當時台灣社會存在「戀愛」的理想形式。 

謝春木在〈她要往何處去〉裏，不是先説明當事者桂花，而是先為讀者說

明有關清風的女友阿蓮。透過清風和根據她的親密的會話內容，可知她的身分

及清風在日本有相思相愛的戀人的事實。並且清風對阿蓮說：  

我們相愛是在桂花愛我以前。而且桂花是單戀，是媒妁制度下的可怕殘忍的

少女單相思。我是同情她，但無意妥協而跟她結婚。   

清風明確地表示了自己的立場。清風將「戀愛」看成是結婚的條件。對清風來

說，「戀愛」是對父母選擇自己配偶的這種舊習作反抗，意味著挑戰父母的權

威。總的來說，傳入台灣的戀愛象徵一種自由，脫離出替自己選擇配偶的父母，

其權威、舊習、舊秩序、舊時代，意味著可以自由戀愛的自由。清風主張毫無

理由要履行沒有愛情、僅僅是媒妁之言的婚姻。在清風的身上也證實了愛倫凱

的「靈肉合一」戀愛論。   

在台灣，愛倫凱的「靈肉合一」的思潮，從 1920 年代開始，在大正民主

時代的開放風氣之下，也逐漸影響到台灣的青年留學生與知識份子。他們並透

過《台灣民報》系列刊物，將愛倫凱的戀愛論述譯介到島內。愛倫凱主張戀愛

是生命的基本條件，靈肉合一的婚姻是一種新的兩性道德。這樣的主張衝擊台

灣社會中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為主，門當戶對、聘金制度為輔的封建婚姻制

度。年輕女性開始在外拋頭露面，自由與男性來往，更被視為一種道德與性規

範的崩壞。1926 年發生「彰化戀愛事件」，據洪郁如指出，中部名門出身的

七名青年男女秘密計劃搭船私奔廈門，中途被查獲而受到大肆報導，引發支持

自由戀愛的知識份子與反對人士在《台灣民報》與《台灣日日新報》上的論戰。

                                                 
  謝春木，同上註。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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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戀愛就如此的透過各種媒體無止境的擴散出去，初期文明的開化透過

大眾啟蒙的契機而傳開，近代戀愛的題材也在新聞連載、大眾小說、雜誌、電

影、戲劇等媒體媒介持續地生產且消費。  

要實踐大眾皆能自由戀愛，則必須從父母們習慣指定結婚對象起開始打破

舊習。「不能為了她的一時的痛苦，使我們三個人的未來都弄糟了。她一定痛

苦的，我們何嘗也不是呢？這都是因為我們的婚姻制度造成的。打破這種制度

的時候到了。世上跟我們一樣境遇的人，絕不是僅僅一兩個而已。我們必需對

我們的社會制度，點燃起改革的烽火。」   如此神聖的戀愛意味著超越父母

的支配與社會條件，斷絕舊時期的台灣傳統觀念。批判著當時台灣的腐敗且無

法改良的惡習，在小小年紀就開始指定對象，甚或買賣媳婦等「專制婚姻」、

「買賣婚姻」、「強制婚姻」的風氣。對曾留日的謝春木來說「沒有愛情的婚

姻是不道德的」，這個想法與愛倫凱「神聖的戀愛」一致。   

五、結論 

本文是探討殖民時期韓國與台灣的啟蒙主義者－李光洙與謝春木如何

在最初的戀愛小說〈無情〉和〈她要往何處去〉作品裡採用自由戀愛的思想。

李光洙與謝春木創作出最初的近代小說，並具有同是文學思想作家的共通點，

但同是受日本殖民的他們選擇的道路不同。在韓國，大多對李光洙的評價是韓

國近代文學史中先驅的、啟蒙主義、民族主義、人道主義的作家等，但他也同

時因自身的親日行為被貼上叛變的知識份子之標簽；反之，謝春木雖沒有活躍

於文學界，卻積極參與社會活動。  

殖民時期 1910～20 年代，在韓國與台灣除了是啟蒙與改造的時代，同時

也是自由戀愛的時代，戀愛一詞成了青少年表達感情的大眾用語。留日的青年

男女學子們在近代思潮中一起接受且廣為宣傳了自由戀愛的思想，戀愛瞬間流

行起來。隨即自由戀愛的言論在知識份子間產生爆發性的吸收。對李光洙和謝

春木來說，「戀愛」與其說是單純敘事性的主題，更是啟蒙的一個手段。  

李光洙舉起了反封建的旗幟，以不曾有過的「戀愛」為武器。他在〈給幼

                                                 
  洪郁如，《近代台灣女性史》，東京：勁草書房，2001，頁 186-279 參考。 
  謝春木，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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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的朋友〉（《青春》，1917）小説裏說：「我是個朝鮮人。是聽過「愛」，

但是未體會過的朝鮮人。朝鮮人不可能沒有男女之分，但是朝鮮男女從未因

「愛」而互相認識過。朝鮮人的胸中不可能沒有愛情，只是在發芽之前就社會

習俗和道德的岩石被壓制至枯竭。朝鮮人成爲不懂得愛情的老百姓。他們成爲

夫妻時互相不知對方的長相、名字，兩個陌生人只能以契約形式婚姻度過一生。

那麽這種契約婚姻跟畜牲雌雄隨意的交配有什麽不同呢。」   男女婚姻的決

定權究竟應該掌握在誰的手中，這不僅是李光洙一個人，也是韓國與台灣所有

知識份子最關心的一個熱點。在殖民時期這樣特殊的狀況下，李光洙和謝春木

為了打破封建社會制度與舊習，完成近代文明啟蒙，他們導入近代制度的「戀

愛」，當成啟蒙活動的一環且賦予「自由戀愛」社會性的意義。所以，李光洙

和謝春木在〈無情〉和〈她要往何處去〉中所主張的「自由戀愛」是愛情的本

質，也是近代性的核心，透過這些將自身的啟蒙意志表露出來，以當時的時空

背景來看，他們將「自由戀愛」的思想對照於舊習中的婚姻與戀愛觀，可說是

相當具有時代革新性。  

李光洙和謝春木的「自由戀愛」受到了愛倫凱的「靈肉合一」戀愛觀影響。

當時愛倫凱的《戀愛與結婚》（Love and Marriage）  是青年學生與知識份子

必讀的人氣著作。他們也跟愛倫凱一樣主張「愛情」是婚姻與家庭生活中不可

或缺的絕對原則。而對李光洙和謝春木來說，與「自由戀愛」思想同等重要的

是對自我的覺醒。在他們的作品中以強調「自由戀愛」來解放登場人物於舊時

代的倫理、習俗的束縛，且期待經過這樣的過程來尋找自我與發現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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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ison of the Earliest Modern 
Romantic Novels in Korea and Taiwan: 
“Mujeong” and “Where is She going?”  

Hwang, Sun-Mi∗ 

【Abstract】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when old customs and institutions were considered 
to be ‘abolished’, marriage and sex were topics of the fiercest controversy, with 
free love being the central issue.  The Koran novel “Mujeong” by Yi Kwang-su, 
published in 1917 in the newspaper Maeil Shino, was the first full-length modern 
romantic novel dealing with the theme of free love.  Yi Kwang-su was the most 
ardent writer supporting the revolution of the custom and institution regarding free 
love and marriage in Chosun, the Korea, in the 1910s.  On the other hand, Xie 
Chun-mu's “Where is She Going?” released in a magazine called Taiwan in 1922, 
is the first Taiwanese novel tackling free love issue.  

Both “Mujeong” and “Where is She Going?” describe complexities of free 
love between male intellectuals and traditional young women in respectively 
countries in 1910-20s.  Both writers wrote in societies in colonized periods, 
taking free love as an initiation to enlightenment against feudal institutions and 
culture.  This article compares the depictions of romance in “Mujeong” and 
“Where is She Going?” to elucidate both writers' viewpoints regarding free love.  
I believe such a comparative study is meaningful; it contributes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how the free love discourse came into being in modern Korea and 
Taiwan. 

 
Keyword：“Mujeong”, “Where is She going?” Yi Kwang-su, Xie Chun-mu, free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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