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海中文學報》 
第 27 期 頁 191－218 
東海大學中文系 2014 年 6 月 

後現代之外： 
九○年代台灣散文現象析論∗

 

吳孟昌∗∗ 

【提要】 

關於九○年代的台灣散文，文學史多習於從「後現代」的脈絡論述其特

質，然而弔詭的是，這樣的脈絡其實是以現代詩或小說的發展為肌理。面對

「散文」這個在戰後以來的所有文學論戰中，始終「置身事外」的邊緣文類，

本文認為它的發展與演變，有其獨特的歷史脈絡，且與政治、社會的變遷，

有至為緊密的關聯。因此，回歸文學與社會的互動關係，本文以巴赫金提出

的「話語」概念，指陳九○年代後的台灣散文，在政治的解嚴及社會的民主

化、自由化、本土化之下，已掙脫戰後以來符應官方意識型態而形成的「純」

散文框架，逆反封閉、個人的「詩話語」傾向，而大步朝向與社會對話，並

對紛雜的社會語境具有敏銳覺知的「散文化」方向前進。文中提出的三大現

象：類型化的深耕、散文邊界的模糊化、文藝腔的消褪，即是在此發展歷程

下所形成的結果，其在橫跨解嚴前、後且動盪的八○年代已見雛型，而在九

○年代之後益發顯著。自此，散文家的書寫趨向於在眾聲喧嘩的社會語境中

「發聲」，「發聲」位置的確立導致類型化書寫的成形，而邊界的模糊化與

文藝腔的消褪，則更突顯「散」（無軌範）的本色，也回應了後解嚴時代的

來臨。 
 

關鍵詞：後現代、散文、九○年代、話語、巴赫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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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關於九○年代的台灣散文，文學史多習於從「後現代」的脈絡論述其特質，

然而弔詭的是，這樣的脈絡其實是以現代詩或小說的發展為肌理。以陳芳明於

二○一一年出版的《台灣新文學史》（下冊）為例，其指出一九八○年代以後，

台灣文壇的「後現代現象」，「在詩與散文表現最為清楚」，不論男性或女性

作家，「他們都極力擺脫語言本身既有的意義，逐漸把文字當做符號來遊戲」。

 不過，這樣的描述乃在「一九八○年代後現代詩的豐收」的標題下開展，

後文亦集中於具代表性的詩人及其詩作的探討，散文究竟呈現了怎樣的「後現

代」景緻？其實不甚清晰，在堂皇的論述架構下，終究成了面目模糊的「陪襯」

角色。  

關於八○年代之後（尤其是解嚴之後）的台灣文學應該放在怎樣的歷史脈

絡中討論，陳氏在〈後殖民或後現代－戰後台灣文學史的一個解釋〉中，曾

指出「後現代」的不適切。他說： 

後現代主義在美國的發展，乃是緊跟著現代主義的衰微之後而來。……但

是，歷史事實顯示，自六○年代以後的台灣文學卻是以現代主義→鄉土寫實

主義→後現代主義的順序在發展。……如果要解釋八○年代以後的文學現

象，就不能忽略了在此之前的整個文學發展的脈絡。……倘然日據時期可以

定義為殖民時期，而一九四五年以後定義為再殖民時期，則一九八七年解嚴

以後應該可以定義為後殖民時期。   

這段引文的內容，似乎與他在書寫八○年代之後的台灣文學史時，著意於突顯

現代詩與小說的「後現代」特質有些扞格。八○年代之後的台灣文學，究竟是

「後殖民」或「後現代」（或二者皆是）？由陳氏既隨順「後現代」的脈絡，

又特別提出「後殖民」的史觀來看，至少證明自西方嫁接的「後現代」思潮，

並非詮釋八○年代之後整個台灣文學發展的唯一路徑。而散文被收編在這個架

構之下，卻又被冷落於一旁，亦可見「後現代」的詮釋進路，在面對這個於戰

                                                 
 見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下）》（台北：聯經，2011 年 10 月），頁 654。   
 見陳芳明，《後殖民台灣－文學史論及其周邊》（台北：麥田，2002 年 4 月），頁 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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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以來的所有文學論戰中，始終「置身事外」的邊緣文類時，所顯現的無力與

輕描淡寫。 

「後現代」所蘊含的「去中心」、「解構」等特質，確實頗為吻合台灣社

會在解嚴之後，政治威權的消褪，及多元觀點與價值紛呈的現象，但其是否鋪

天蓋地牽動著八○年代之後所有文類的發展？由文學史記述中，散文在這個框

架下的「無聲」，即可見存在著某些未填補的漏洞。筆者認為，與其以移植的

「後現代」思潮，作為審視九○年代台灣散文發展的視角，不如直接以相應於

本土的政治、社會變遷的「後解嚴」為立場，較能與戰後以來散文發展的歷史

脈絡連結。一九四九年國府遷台以後，由於以高壓的戒嚴體制治台，並戮力施

行文藝與國語政策，致使崇尚「性靈」的抒情美文（或謂「純散文」）成為散

文正宗。正如散文家陳幸蕙在編選《七十八年散文選》時，回顧五○至七○年

代的散文現象所指出： 

由於政府遷台後，散文一開始幾乎即由大量抒情的美文當道，繼而女作家孜

孜耕耘，校園內莘莘學子偏嗜不已，兼以早期所開放的三十年代散文作品，

僅朱自清、徐志摩等「無害」之抒情散文，因此難免予人散文即抒情文或美

文的錯覺。   

抒情美文之所以能在戰後台灣文壇縱橫數十年而不衰，並非自然形成的現象，

而是文化乃至教育政策由上到下扶掖與翼護的結果。其於戒嚴體制下所以「無

害」，乃因著力於抒發作者個人內心的感受，而與繁複多音的社會語境（ the 

pragmatic context of society）保持疏離，這樣的散文話語（discourse）因而傾

向文論家［俄］巴赫金（M. M. Bakhtin, 1895-1975）所謂封閉、個人的「詩的

話語」  。在「回歸現實」呼聲崛起的七○年代，這樣的散文典律曾遭到詩

人兼散文家許達然的批判，他提出「參與文學」的主張，認為散文作家既為知

識分子，便應具有社會意識，「少戀心境，多寫現象，合唱大家的歌」  。

                                                 
 見陳幸蕙，〈從地球關懷到人生關懷〉，《七十八年散文選》（台北：九歌，1990 年 1 月），頁 8。 
 「話語」是巴赫金在討論西方長篇小說的語言、修辭時的一個用語，它意指「語言成品」，意近於「言語」或

「表述」。相對於小說對充斥於社會上紛雜的他人話語的敏銳覺知，巴赫金認為：「詩人的語言是他自己的語

言，詩人始終不可分地存在於這語言之中；他利用這語言的每一個詞形、每一個詞、每一個語彙，都為了直接

的目的（所謂不加括號的目的），換言之，是純然直接地表現自己的意圖。」見巴赫金（白春仁譯）：〈詩的

話語和小說的話語〉，收於錢中文主編，《巴赫金全集（第三卷）》（石家莊：河北教育，1998 年），頁 65。  
 見許達然，〈感到，趕到，敢到－散談台灣的散文〉，《吐》（台北：林白，1984 年 6 月），頁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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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民主與社會運動勃興的八○年代之後，作家苦苓與林文義亦相繼以「軟骨

文學」、「臨照水仙」，抨擊戰後以來台灣散文對於土地、社會、人群的忽視

與無感。  根據筆者先前的研究觀察，  從八○年代起，隨著國內政治在反

對勢力衝撞下的逐步走向開放，加以社會運動的勃興，帶動全民關注現實的熱

情，散文家確有逐漸走出自我，而與社會、人群展開對話的態勢。在主題方面，

最明顯的即是「自然生態」（代表作家如劉克襄、陳煌、王家祥……等）與「社

會批評」（如龍應台掀起的「野火現象」  ）的崛起；在形式方面，即是「出

位」  的漸趨頻繁，小說的創作手法與報導的寫作模式，都已被原本著重小

品、個人的美文式散文所接納。  

與社會展開對話，是八○年代台灣散文開創新局的姿態，它啟動了散文創

作在題材與手法上的初步解放。而進入解嚴後的九○年代，面對民主化、本土

化呼聲的持續高漲，散文創作相應於社會的變遷，還有哪些現象值得探討？這

是本文在文學史標示的「後現代」視角之外，嘗試回到政治、社會變遷的「後

解嚴」脈絡所進行的討論。  

二、九○年代的台灣散文現象 

歷經八○年代社會力對於威權體制的衝撞，解嚴後的台灣社會，迎接的是

自由、開放的空氣。動員戡亂時期的終結、國會全面改選、直轄市首長與總統

直選、有線電視的合法化……，種種現象均顯示，威權的結構正快速地崩解中，

台灣社會亦正式步上民主化之路。其次，八○年代崛起的台灣意識及本土化的

呼聲，隨著兩蔣時代的落幕，在進入九○年代的「李登輝時代」之後，得到官

方更多的重視與落實，影響所及，散文與土地、社會之間的交集、對話，便較

                                                 
 見苦苓，〈再見吧！軟骨文學－寫出「人的散文」（代編序）〉，收於氏編，《紅塵煙火》（高雄：敦理出

版社，1985 年 2 月）、林文義，〈不做臨照水仙－八○年以後台灣散文的社會參與〉，《自立晚報》第 14
版，1989 年 6 月 20 日。   

 見吳孟昌，《八○年代年度散文選作品中的台灣意識與雜語性》（台中：東海大學中文所博士論文，2013 年 6
月）。   

 一九八五年，龍應台將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野火集」專欄發表的文章集結出版（《野火集》），一上

市就引起廣大迴響，甚至出現「洛陽紙貴」的現象。這部以社會批評散文為主軸的著作，在戒嚴時期言論尚不

自由的台灣，燒起了漫天野火。主編人間副刊的金恆煒，回憶當時的情形時說道：「說是『野火』，但更像爆

發的『火山』，將蓄積的壓力隨著熱焰岩漿，迸發而出。」見氏著，〈野火燒到世紀末（序）〉，收於龍應台，

《看世紀末向你走來》（台北：時報文化，1994 年 3 月），頁 9。 
  「出位」一詞出於林央敏，〈散文出位〉，該文載於《文訊》第 14 期，1984 年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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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更趨於頻繁與綿密，以致題材與形式有更為多元的開展，而這樣的發展其

實是在八○年代開始積極與社會展開對話的基礎上，進行持續的深化。在自由

化、民主化與本土化的外在環境下，本文認為九○年代的台灣散文有三個現象

值得探討：一、類型化的深耕；二、散文邊界的模糊化；三、文藝腔的消褪。

以下即分別就此三點，進行深入的探討。  

（一）類型化的深耕 
「類型化」一詞，是散文家簡媜在編選《八十一年散文選》時所提出，她

說這是「作家有意識地尋找自己的焦點題材做計畫性的深層耕耘，為自己進行

定位與塑型」的現象。  在八○年代，所謂的「類型化」散文其實已逐漸成

形，最顯著的實例即是「自然寫作」（或謂「自然書寫」）的蔚然成風，「隨

鳥走天涯」的作家劉克襄，更因此被戲稱為「鳥人」。進入九○年代後，散文

的「類型化」有更為顯著的趨勢，其中「原住民」與「海洋」書寫是相當亮眼

的兩支。前者（代表作家如瓦歷斯‧諾幹）以文字言說自身及族群的命運、處

境，同時檢視與所謂「漢人」社會、文化所產生的矛盾、衝突，嘗試在社會的

邊緣地帶，建立族群的認同與主體性，並期待藉此展開原、漢之間互相的了解

與對話。後者（代表作家如廖鴻基）則開啟了觀看土地的新視野，同時反顯出

台灣為海洋包圍，但戰後台灣文學卻長期與海洋疏離的窘況，此外亦觸及人與

自然、人與動物（鯨豚）之間的關係。這兩種散文類型都嘗試在以往台灣散文

所忽視的地帶進行拓荒，全然看不出「後現代」的「遊戲」性格（甚至帶著嚴

肅的態度），欲以「後現代」全面涵蓋解嚴後的台灣文學（特別是散文），實

有牽強附會之處。  

九○年代散文的「類型化」，可視為作家鎖定自己關注的領域，而企圖與

社會不斷進行對話所產生的結果。政治解嚴後在思想、言論箝制上的解禁，讓

作家在自我與社會之間更能出入無礙，也更能針對自己關注的議題，透過文字

向社會發聲。因此，就「散文」這個文類而言，文學與社會之間的連結，並沒

有因為台灣進入所謂後工業或全球化時代而趨於淡薄，以文字凝視現實、介入

社會的主張，仍在迎向自由的時代中發揮其力道。以原民作家瓦歷斯‧諾幹

（1961-，筆名柳翱）為例，他在九○年代的第一本散文集《永遠的部落》中，

                                                 
 見簡媜，〈繁茂的庭園－編後記〉，《八十一年散文選》（台北：九歌，1993 年 3 月），頁 392。   



．東海中文學報． 

 ．196．

就提出了如下的文學觀：  

當我們以大自然的輪替來觀察這個社會，就會發現到台灣正以一個反自然的

方向傾撲到滅亡的終點，因此，所謂的文學工作者的任務，已經無能在檯燈

下、書桌前編織感人的詩篇、浪漫的情懷，而應該在自我扮演的角色裏，證

錄這個社會的真相，走出書房，和群眾共呼吸，和群眾共生活。   

這種帶有社會關懷的觀點，與許達然在七○年代主張「參與文學」，呼籲作家

「多寫現象，合唱大家的歌」，頗有遙相呼應的姿態。時至九○年代，散文家

其實仍在大聲疾呼文學應走出自我，與社會上的他者連結，就此點而言，與「後

現代文學」帶有「無厘頭」意味的純意符（signifier）遊戲，即無法歸於一類。

回到瓦歷斯‧諾幹的《永遠的部落》，作者在其中費了相當的筆墨，在突顯台

灣社會高度資本主義化後，對傳統原住民（泰雅族）部落的衝擊與戕害。經濟

體系（狩獵、種植果樹）崩解、傳統祭典消失、青年大量外移至都市……，作

者以身為原住民的立場，不斷透過問題的呈現，與急功近利的社會展開對話，

並在開始重視民主與人權的時代氛圍中，以文字為原住民發聲，批判上位者長

期以來對原住民弱勢處境的忽視。之後陸續出版的散文集如：《戴墨鏡的飛

鼠》、《番人之眼》，也是從原住民的荒野與獵人觀點，來審視原民在當代社

會的處境，但建立族群主體性與自信心的意圖，較《永遠的部落》更為堅定、

強烈。不論記敘、抒情或議論，都是針對這個充斥漢人中心思想的社會而發，

其對話關係也就建立在作者有意識地在社會的主流價值中，從原民的立場發聲

的位置上，而篇章之中泰雅族語和流暢中文的交錯運用（許多原民作家在行文

上都同具母語和中文並陳的特質），亦顯現了對話關係之下紛雜的社會語境。 

瓦歷斯‧諾幹的作品在九○年代的原住民散文中並非孤例，受到文壇與學

界較多注目的，還有排灣族的利格拉樂‧阿烏（1969），與達悟族的夏曼‧藍

波安（1957）。阿烏作品（如：《誰來穿我織的美麗衣裳》、《紅嘴巴的 VuVu》、

《穆莉淡》）的特殊性除了展現原民身分認同的追尋，更在於從原民女性的立

場，揭露社會對於原民女性的三重壓迫（種族、性別、階級），可視為對八○

年代以來興起的原民、女權運動的回應。阿烏和瓦歷斯在九○年代初期，曾一

起創辦具有原民文化運動色彩的《獵人文化》雜誌，從對原民運動介入甚深的

                                                 
 見柳翱，〈虛妄的年代〉，《永遠的部落》（台中：晨星，1990 年 9 月），頁 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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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度來看，其散文創作其實亦為重建原民文化主體性工程的一環，因此他們的

作品不同於傳統抒情美文著重在表達自我的感受、心境，而在於透過文字搭起

平臺，與社會的輿論、價值觀相互激盪。就此點而言，其散文的話語特質便非

與社會中的他人話語疏離，而封閉於自我語境中的「詩化」語言，而是積極介

入社會紛繁的語境之中，而與種種他人的話語（包含種種他人的意見、褒貶……

等）交錯、對話的「散文化」  語言。  

另一位在九○年代崛起的原民散文家夏曼‧藍波安，其代表作《冷海情深》

中的文字亦具備這樣的特質。此作被關曉榮評為作者「返鄉（蘭嶼）多年的生

存鬥爭，展現在文學領域上的成果」，其徹底回歸母文化中重拾身為達悟人的

尊嚴，不僅突破了八○年代末期，從事原民運動的知青與母文化脫節的困境，

「更堅決地挑戰著近年來，原住民祭典觀光化，原住民文化珍奇化、消費化的

社會愚昧。」  意即此作不僅是作者個人在族群認同上的內心告白，更是和

社會主流的「漢人沙文主義」對決、抗衡的一次文字展演。解嚴之後，言論的

自由與意識型態的多元化，讓原本居於邊緣、弱勢的原民心聲，得到了大鳴大

放的機會，其文字亦迥異於解嚴前長期居於主流地位的美文，所予人「直接抒

發情緒、訴諸感性」、「呢呢喃喃」的印象，  而充滿與主流文化對話甚至

搏抗的意圖。夏曼‧藍波安以「海洋朝聖者」之姿重新接受達悟文明的洗禮，

不但確立了自身的族群認同與文化主體性，也揭示了一個在過去的台灣文學中

鮮少被觸及的畛域－海洋。無獨有偶的，九○年代另一位受矚目的散文家廖

鴻基（1957），其作品亦長期於「海洋」議題上深耕，他與夏曼的海洋書寫，

                                                 
 巴赫金認為，散文的話語就是一種社會性「雜語」（heteroglossia），它的內在本身就具有「社會對話性」，亦

即它會「穿過他人話語多種褒貶的地帶而向自己的意思、自己的情味深入，要同這一地帶的種種不同因素發生

共鳴和出現異調，要在這一對話的過程中形成自己的修辭面貌和情調。」補充說明的是，由於在西方的文學體

裁中，並沒有直接與中文所謂「散文」相對應之詞，故筆者認為巴赫金所謂的「散文」，其實是詩歌之外的其

他文學體裁的泛稱。巴氏論述見〈詩的話語和小說的話語〉，收於錢中文主編，《巴赫金全集（第三卷）》，

前揭書，頁 56。   
 見關曉榮，〈從施努來到夏曼‧藍波安（序）〉，收於夏曼‧藍波安，《冷海情深》（台北：聯合文學，1997

年 5 月），頁 9。   
 陳義芝在二○○三年由東吳大學中文系所舉辦的「台灣現代散文學術研討會」的座談中曾指出，五○年代的台

灣由於處在一種「非常安穩的、資訊不流通」的狀態，因此當時的散文只要「直接抒發一種情緒，直接訴諸感

性就可以。」然而「時至今日，再直接訴諸感性，表達一種情緒，沒有人會在乎你。人家會覺得你那種東西，

呢呢喃喃的，自說自話的、自以為是的，非常煩。」陳氏對於五○年代台灣散文特質的陳述，呈顯出當時散文

創作的主流路線，而所謂的「非常安穩」除了意指當時是個資訊傳遞及生活步調遲緩的農業社會之外，應當還

有威權統治的白色恐怖下，社會輿論及多元意識型態的被迫沉寂與壓抑。其實，那不只是五○年代台灣的社會

氛圍與散文風貌，六○至七○年代大抵亦復如是。陳氏發言見〈散文創作與時代感受〉，收於郭懿雯編，《時

代與世代：台灣現代散文學術研討會論文集》（台北：東吳大學中文系，2003 年 12 月），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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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時的台灣文壇掀起了一股「海洋文學」的旋風。   

「海洋文學」在九○年代之前的台灣文壇並非全無，只是過於零星，以致

不成氣候，彭瑞金在評介廖鴻基的作品時，指出了關鍵所在：  

以目前的台灣社會而言，自我「陸封」的心態相當嚴重，意識上受制於大陸

國家的觀念、影響，使我們完全喪失海洋國家的自覺，才會忽略海洋和我們

生活的密切，疏於從大海去擴充我們的生活領域，豐富生活的資源，反而是

對四周的大海諱莫如深，在建立親海文化之前，妄稱我們已擁有海洋文學，

當然是無知的。   

戰後以來受制於國府大中國意識的灌輸與教化，台灣人民普遍與世居的土地疏

離，因此生存在一個四周被海洋包圍的島嶼，文化的內裡卻缺乏「海洋」這個

區塊。八○年代之後，隨著國內政經局勢的轉變，威權體制受到強烈的質疑與

衝撞，加以本土化呼聲的高漲，重新認知與定位「鄉土」成了刻不容緩的議題，

影響所及，作家亦開始由真切的生命經驗出發，去書寫這塊長養自己的土地。

而藉由各種回顧母土的視角，文學作品便呈現出台灣諸多不同的形貌，其中，

與海洋如臍帶般的連結，最受到關切與矚目。 

有別於夏曼的海洋書寫建立在對於族群與達悟文化的認同上，廖鴻基的海

洋書寫則是紮根於對故鄉花蓮的眷戀。在成為「討海人」與「漁夫作家」之前，

他曾經積極投入花蓮的環保運動（著有《環保花蓮》），甚至為了實踐環保的

理想而涉足政壇。因此，他的海洋書寫其實不能純粹視為漁人生活的展現，而

是隱含了社會實踐的意圖。「從討海人、尋鯨人到護鯨人」，吳明益曾如是形

容廖鴻基創作歷程中的三種身分轉換，  從這三種身分可知，廖鴻基後來雖

從環保與政治運動的前線撤退，但其實並沒有忘卻以行動守護鄉土的初衷。從

海洋瞭望陸地，他不斷藉由文字開啟台灣人封閉的視野，最終的目的，無非企

盼讀者看見這島嶼的獨特與美麗，並興發共同守護之心。他在揚棄海洋掠奪，

開始從事資源保育，並記錄海上鯨豚生態的《鯨生鯨世》中寫道：  

                                                 
 林政華指出，台灣的「海洋文學」作為一個新文類，是在廖鴻基與夏曼‧藍波安的作品出現後的 1997 年才確

立。見氏著，〈台灣海洋文學的成立及其作家作品〉，《明道通識論叢》第 3 期，2007 年 9 月，頁 107。   
 見彭瑞金，〈翻版的「老人與海」－期待海洋文學〉，收於廖鴻基，《討海人》（台中：晨星，1996 年 6

月），頁 242-243。  
 見吳明益，《當代台灣自然寫作研究》（桃園：國立中央大學中文所博士論文，2003 年），頁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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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跟朋友說，魚是海洋的天使。當初藉著捕魚的動機，海洋天使引誘我

深入海洋的內裡。當我漸漸感覺到，和海洋無法分離的真情，我動手寫下海

洋，寫下海水裡的魚和討海人之間的互動因緣。我也常說，我已經成為海洋

天使，藉著我的描寫，我當一座橋，讓岸上的朋友走過這座橋，看見海洋。

  

以關懷海洋為重心，廖鴻基藉由書寫展開與台灣社會一次又一次的對話，他自

許為一座橋，期待讀者走進這個與我們甚為親密的蔚藍世界。與夏曼的海洋書

寫齊觀，其切入的角度與企圖達到的目標容或有異，但為長期「陸封」的台灣

社會，打開另一扇凝視島國的門窗，則是有志一同。在威權的時代逐漸遠離之

後，散文家們在以往主流文壇所忽視的角落，找到了向社會發聲的位置，而持

續的探索、耕耘，即造就「類型化」的成形。 

九○年代的「類型化」散文除了「原住民」與「海洋」之外，充滿女性意

識的「女性」散文，與挑動味蕾的「飲食」散文，也正逐漸形成氣候。前者如

周芬伶（1955），從《絕美》、《熱夜》到《汝色》，歷經生命的風暴，讓她

確立了以「女性」為寫作的座標；簡媜（1961）從《女兒紅》、《紅嬰仔－

一個女人與她的育嬰史》到《天涯海角－福爾摩沙抒情誌》，不論是個人史

或家國史，也都以「女性」為主體。後解嚴時代的自由空氣，觸動了女作家的

性別自覺，她們積極嘗試從父權社會的體制中，奪回屬於女性的言說權。至於

「飲食」散文，不同於前人（如梁實秋《雅舍談吃》）以談吃而抒懷鄉、懷人

之情，新世代作家關注的層面，顯然趨於廣大且繁複。以在這個領域備受矚目

的蔡珠兒（1961-）為例，她的作品就加入了「文化研究」的元素  ，且她也

認為寫作「是一種社會運動，更間接、微妙的社會參與」  ，可見其試圖以

小見大，由書寫食物而建構庶民觀點的社會史、文化史。綜觀「類型化」散文

的形成，無非是作家在自我與社會之間確立發聲的位置，其結果不但為作家及

其作品定位、塑型，作家在其中所展現的積極參與、介入社會的姿態，亦使散

                                                 
 見廖鴻基，〈啟程〉，《鯨生鯨世》（台中：晨星，1997 年 6 月），頁 25。   
 蔡珠兒說：「我對社會階段性的問題很敏感，但還沒有偉大到關懷苦難的層次，不過我喜歡小小而輕微的放點

文化研究的東西在文章裡。」見黃基銓採訪，〈樂當味覺飲食的吃主兒－蔡珠兒〉，《野葡萄文學誌》第 34
期，2006 年 6 月，頁 36。   

 見歐佩佩記錄，〈蔡珠兒 V.S 張小虹：文字與身體感官的交會〉，《誠品好讀》第 60 期，2005 年 11 月，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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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文類邊界出現了模糊化的現象，後文即針對此點繼續進行申論。 

（二）散文邊界的模糊化 
相對於現代詩與小說，散文在形式上是較為自由而難以歸類的一種文體，

在中國新文學的發軔期，散文家朱自清就指出「現代散文」的樣貌，「有種種

的樣式，種種的流派，表現著、批評著、解釋著人生的各面，遷流漫衍，日新

月異」  ，可見當時散文形式的開放與多元。然而，置放在戰後台灣社會的

進程裡，由於官方意識型態與文藝政策的干預，散文的發展開始形成純粹與正

統的範式。張誦聖在論述政治因素對當代台灣文學經典建立的影響時，就點出

了這個現象：  

基於國共內戰的教訓，早期政府對軟性、主觀、抒情、「純粹」的文學類型

的鼓勵，強調文學要標榜「人性」等等，具有典型的右翼色彩，極大成分是

著眼於對抗隔岸的左翼思想。這種意識型態規範擴散的廣度和效應的持久也

許比一般我們所意識到的更加深遠。   

張氏所謂軟性、主觀、抒情、「純粹」的文學類型，主要是針對散文而言，以

此觀點檢視五、六○年代的文壇，即可明白為何當時女散文家們的作品獨擅勝

場。以張秀亞（1919-2001）為例，她的散文集《北窗下》在參加第一屆中山

文藝獎（1968）散文獎的角逐時，即因被認定為「純散文」而勝出，擊敗了寫

作雜文而與之競爭激烈的言曦（本名邱楠，1916-1979）的作品。  當時這是

國內文壇第一度設立散文獎，張秀亞的獲獎相當具有指標意義，亦即走抒情、

小品路線的美文方為散文正宗，而帶有議論、批判色彩的雜文則不具代表性。

由此可知，所謂「純」散文之說，實具有主流、正統的色彩，非只相對於「雜」

                                                 
 見朱自清，〈論現代中國的小品散文〉，收於現代散文研究小組編，《中國現代散文理論》（台北：蘭亭，1986

年 10 月），頁 361。   
 見張誦聖，〈台灣女作家與當代主導文化〉，《文學場域的變遷－當代台灣小說論》（台北：聯合文學，2001

年 6 月），頁 127。 
 當時擔任評委的馮放民，於一九八四年《文訊》舉辦的座談會中，曾提及第一屆中山文藝獎散文獎評選的經過，

這反映了當時文壇對於「純」散文的定見：「當年第一屆中山文藝獎，曾經設置散文獎，當時，並沒有嚴格標

明是純散文，或雜文，因此，收件時是散文、雜文兼有，經過一番評審，結果是張秀亞與言曦（邱楠）先生兩

位得票最高，那時，我提出意見，認為雖然沒有明確說明散文與雜文得獎的優先次序，但是，這是第一度設立

散文獎，意義非凡，極具標竿性，應以散文為重，……，為了避免散文與雜文的混淆，既然，名為散文獎，就

應以純散文居高，因此，張秀亞的得分當高於言曦，於是，張秀亞贏得散文獎。」見何聖芬記錄整理，〈座談

－散文類型的再探討〉，《文訊》第 14 期，1984 年 10 月，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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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而言，而這種散文範式的建立，深深地影響著之後散文創作的走向。  

前文曾經提及散文作家陳幸蕙談論五○至七○年代，抒情美文之所以大行

其道，乃因其「無害」，亦即對於官方政治意識型態不具威脅性與破壞力，故

在政治介入文壇甚深的時代，成為散文被肯定的唯一面目。這樣的說法，並非

意指當時的散文家們都在配合政策進行書寫，而是顯示此種散文類型與走向受

到揄揚與鼓勵，乃不爭的事實。苦苓在八○年代中期，曾以「目中無人的散文」，

稱呼這縱橫戰後台灣文壇數十年的散文類型，其語氣雖略嫌偏激，但對其「無

害」背後所具有的特質，卻有相當批判性的揭露：  

這些散文作者的心裏、眼裏：他們會費盡筆墨去寫一朵小花如何發芽、生長、

開放以至凋謝，去寫一片浮雲如何出現、聚攏、分散又消失，美麗的蝴蝶飛

呀飛，漂亮的葉子落呀落，山中雲霧氳氤（文中也是），天上星月朦朧（筆

下也是）……可是人呢？人在什麼地方，除了他心愛的人，心愛的「那一個

人」，他們的作品裏再看不到一個人影。  

所謂「目中無人」並非意指作者在文中目空一切，而是通篇充斥著個人心境中

的影像與感受，與現實社會和人群保持著遙遠的距離。這種個人、封閉式的話

語，與巴赫金所謂的「詩的話語」非常近似，意即它的出現並非意在與充滿各

種他人話語的社會對話，在它的世界裡，它是獨一無二的語言。在白色恐怖瀰

漫的時代，散文家對於自我心境的耽溺，不論是被迫，或是不自覺，只要文學

離社會越遠，越顯其超離俗世的純粹，就越顯現其對威權統治的無害，於此便

可理解「純」散文所以大行其道之由。  

或問：「七○年代回歸現實的風潮中，鄉土文學趁勢崛起，散文難道沒有

感染到社會關懷的熱情嗎？」不能說完全無感，但相較於小說與現代詩在這波

風潮中掀起激烈論戰，高揚文學回歸社會現實的呼聲，散文界的覺知顯然仍是

相當遲鈍的。作家林文義在八○年代提出了他的觀察：  

老一輩作家帶著回憶的感觸描繪彼時仍無以歸去的中國故鄉；年輕一代的則

不免風花雪月，傷春悲秋。或有精緻文采也儘在抒發個人心情以及虛幻的中

                                                 
 見苦苓，〈再見吧！軟骨文學－寫出「人的散文」（代編序）〉，收於氏編，《紅塵煙火》（高雄：敦理出

版社，1985 年 2 月），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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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之夢，台灣的土地及人民，離他們很遠，很陌生。   

在文學與社會現實之間的連結逐漸被強調的時候，散文作家不論老少，多仍沉

陷在自我的世界中，而與生存的環境及周遭的人群疏離。林文義於後文補充說

道，這樣的現象一直要到美麗島事件發生之後，才有逐漸改觀的跡象。美麗島

事件及後續相關政治刑案（如：林義雄家宅滅門血案、陳文成命案）的發生，

匯聚了全民關注政治、社會的目光焦點，其不僅點燃了島內外反抗運動的火

種，也預告了社會運動勃興時代的來臨。威權體制在面臨戰後以來前所未有的

反對聲浪下，逐漸失去崇高而不可撼動的地位，散文在進入八○年代之後，終

也因政治、社會環境的劇烈變遷，而走出象牙塔般的「純」框架。  

前文曾約略提及「自然生態」與「社會批評」散文在八○年代的崛起，這

兩類散文的受到重視，可由當時正起步的散文年選編輯的頻繁收錄得窺。  

「自然生態」散文所顯露的知性色彩，與「社會批評」散文所夾帶的尖銳批判

性，均可視為對強調軟性、感性、抒情的美文的不耐。而在形式上它們所熱衷

的「報導文學」手法，  及小說敘事技巧的運用，  都讓散文的邊界充滿延

展的可能性。報導文學與小說的創作者，對於社會上的「他者」（the other）

的聲音必須具有相當敏銳的覺察，方能在作品中進行紀實或諷擬式的再現，尤

其是小說中充滿各種人物與對話，小說家在寫作時更無法自絕於充滿各種紛雜

聲音的社會語境之外。散文在八○年代後對於這兩種文類創作手法的含納，意

味著散文作家開始展現參與、介入社會的熱情，他們不再只是書寫自己的心

聲，還積極聆聽別人在說什麼。而政治解嚴之後所帶來的自由、開放，及各種

勢力的「眾聲喧嘩」，更讓以往所謂「純」散文的既定框架被徹底解放。簡媜

在編選《八十四年散文選》時，就有感而發地說道：  

                                                 
 見林文義，〈不做臨照水仙－八○年以後台灣散文的社會參與〉，《自立晚報》第 14 版，1989 年 6 月 20

日。   
 可參考拙著《八○年代年度散文選作品中的台灣意識與雜語性》第三章「從小我走入人間－台灣散文的邁向

『參與文學』之路」中，針對八○年代三家出版年度散文選的出版社（九歌、前衛、希代）所顯露的散文觀的

分析（頁 59-80）。   
  「報導文學」在戰後台灣文壇的崛起，始於一九七五年高信疆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推出的報導文學專欄－「現

實的邊緣」。此後，報導文學被視為小說、詩、散文之外的另一種新興文類。不過在進入八○年代後，具有將

散文典律化的年度散文編選，卻屢次將隸屬此種「文類」的作品收入，國內現代散文研究的先行者鄭明娳，亦

在其論著《現代散文類型論》中，將報導文學化歸於散文的「特殊結構類型」，可見散文的邊界在八○年代開

始逐漸被拓寬。  
 自然生態散文方面，如王家祥（1966-）介於歷史與小說書寫之間的作品；社會批評散文方面，如阿盛（1950-）、

苦苓（1955-）的作品。均為運用小說創作手法的實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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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沒有辦法再要求涇渭分明了，創作行業詭奇之處，在於作者的筆總是帶

刀帶劍，不斷劈闢新的可能。假使，把文類比喻成作品的性別，我們顯然必

須接受雙性、三性的存在了。    

身為散文創作者，簡媜本身就不斷在開闢新的可能性，筆者以為，這除了是作

者在創作技巧上不斷力求突破、精進之外，與她在關懷層面上由自我擴及社會

上的他者，有非常密切的關係。以一九九六年出版的《女兒紅》為例，作者以

介乎散文和小說之間的文體，穿梭於傳統與現代的各種女性面貌中，企圖讓躲

藏在歷史與社會幽暗角落的女子們得以顯影。這是由於她在以女性為主體的思

考中，看到了他者的身影，聆聽到他者的聲音，故文體自然出位。而收錄九○

年代初期至二○○一年的作品，於二○○二年出版的《天涯海角－福爾摩沙

抒情誌》，學者更評之為「破文類」  ，以其不僅大量運用小說敘事手法，

還有報導文學式的史料堆疊，關懷層面更擴及父系姓氏的起源追溯、先祖來台

拓墾與母系源流想像、島嶼的人文生態關懷、前人守護家園的懷思等。當散文

的功能不僅限於抒情言志，還肩負女性視角的歷史書寫與人文關懷的任務時，

我們看到了作者為散文的體式又開創了另一種可能。陳幸蕙在編輯《七十八年

散文選》時曾指出，解嚴之後，由於散文面對的是一個「火熾熾的人間」  ，

因此「關懷種種，種種關懷」，不論題材、類型、表現技巧與手法，都日益複

雜擴大，且做為中間文類的性格亦日趨明顯。從簡媜散文的「破格」演出來看，

的確可見文學與社會變遷的相互呼應。  

除了簡媜之外，前文提及的幾位作家，其散文作品亦呈現跨文類融合的現

象。如周芬伶在一九九六年出版的《妹妹向左轉》，其雖名為小說集，但陳芳

明卻指出它是「一部散文的組曲」，「是以各自獨立的散文組織起來的」散文

                                                 
 見簡媜，〈編後語〉，《八十四年散文選》（台北：九歌，1996 年 4 月），頁 263。（筆者按：九○年代起，

台灣散文年選的出版僅剩「九歌」一家。）    
 見陳瀅州，〈簡媜《天涯海角》中的歷史書寫與雙重認同〉，收於應鳳凰編，《漫遊與獨舞：九○年代台灣女

性散文論集》（台北：秀威，2007 年 10 月），頁 4-9。  
 陳幸蕙在〈從地球關懷到人生關懷〉中，乃以當時國內外片段的時空背景，形容時人乃身處於「火熾熾的人間」。

她說：「當環保問題人人有責，柏林圍牆已然坍圮，羅馬尼亞的獨裁政權迅被推翻，各種抗爭、改革，追求更

人性、和諧、進步的生活方式與生存空間……的呼聲與浪潮，正交織成如教宗保祿二世所言－『一個充滿希

望的等待』時－面對這火熾熾的人間，以及亟待耕耘墾拓的散文原野，二十一世紀正在不遠處向我們揮手，

踏著過去的腳步，我們有信心，走出一個更豐富、更遼闊的世界與未來－散文未來。」見氏編，《七十八年

散文選》，前揭書，頁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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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小說。  從八○年代被認為具有散文「天真、清新」  之美的《絕美》，

到九○年代確立以女性角度發聲的《妹妹向左轉》，周芬伶說：  

我關注的只是人，尤其是女人。女人不能得到自由與快樂，那是誰的罪過？

所有的男性大師，都將女性問題視為枝微末節，我們不能等待男人解救女

人。我是廣大的女性中渺小的一個，沒有辦法談論解救，只能提供一個故事，

而且是古怪的故事。   

以身為女性的同理心，周芬伶將關注對象聚焦在「她」者的故事上。不過，說

是「她」者的虛構故事，書中的內容卻又與先前的散文作品具有「互文性」，

 以致真真假假、虛實難辨，無怪乎陳芳明說：「讀來亦真亦假，如墜夢中」

 。關懷視角由自我位移至「她」者，周芬伶的作品融合了小說與散文的元

素，藉此她展開與父權社會的對話，也迂迴地進行一場思考上的自我辯證。由

此觀之，散文到九○年代已不必然是一種「紀實」的文體，它容許想像與虛構，

過往被預設的邊界開始模糊化。  

游移在小說與散文之間的虛實界線，廖鴻基與夏曼‧藍波安的作品亦不乏

此例。如出現在廖鴻基諸多作品之中的主角－老船長「海湧伯」，其實是個

虛構的人物，他的「原型」是現實中答應讓廖鴻基上船當「海腳」的江華宗。

 同樣以這個角色為主角，一九九三年的〈丁挽〉獲時報文學獎散文評審獎，

而一九九六年的〈三月三樣三〉則獲吳濁流小說正獎，可見作者嘗試從一個他

者╱漁人的角度去描述「討海」經驗，並為讀者開啟另一個不同的生命視野時，

他的作品在虛實之間的自由出入，已使文體的歸類出現可議的空間。其次，如

夏曼‧藍波安的《冷海情深》，或視之為達悟青年返鄉重拾族群尊嚴的紀實之

作，但也有人視之為自傳體的「悲劇小說」  。宋澤萊指出，夏曼之所以將

                                                 
 見陳芳明，〈夜讀周芬伶〉，收於周芬伶，《妹妹向左轉》（台北：遠流，1996 年 10 月），頁 8。  
 見趙滋蕃，〈以天真、清新與美挑戰〉，收於周芬伶，《絕美》（台北：前衛，1985 年 9 月）。   
 周芬伶，〈後記〉，《妹妹向左轉》，前揭書，頁 175-176。 
 針對周芬伶的作品，張瑞芬就曾經指出「她不同篇章與各文類作品間有強烈的互文性」，須數篇合看才能看出

完整主題。見氏著，〈絕美汝色－論周芬伶散文〉，《五十年來台灣女性散文‧評論篇》（台北：麥田，2006
年 2 月），頁 328。   

 見陳芳明，〈夜讀周芬伶〉，前揭文，頁 8。   
 見蔡文婷，〈願做大海的新郎－漁夫作家廖鴻基〉，收於廖鴻基，《漂流監獄》（台中：晨星，1998 年 4

月），頁 194。   
 見宋澤萊，〈夏曼‧藍波安小說《海浪的記憶》中的奇異修辭及其族群指導〉，《台灣學研究》第 3 期，2007

年 6 月，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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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冷海情深》寫成悲劇，目的在「抗議台灣當權的漢人政府，好叫漢人政府知

罪」。  這個悲劇的主人公是作者自己，而他的故事不僅是一種個人心聲的

吐露，還是一個弱勢族群受難的縮影，他要藉由自己與家人、族人的故事，向

漢人社會的霸權思想提出抗議。而這樣的敘事策略，又使文體走進了散文與小

說之間的灰色地帶。  

九○年代台灣散文邊界的模糊化，對應的是社會中代表中心的官方威權勢

力消解後的紛亂，當它連小說的敘事與虛構手法都可接受的時候，對於報導式

（如阿烏的部落踏查筆記）或論文式（如蔡珠兒飲食散文中的文獻考證）筆法

的接納，也就不那麼令人訝異了。焦桐在《八十八年散文選》序文中曾經指出，

當時國內具指標性的時報文學獎，其一九九六至一九九九年的散文首獎作品，

幾乎全由「小說」囊括（一九九七年鍾怡雯的〈垂釣睡眠〉例外），這不但推

翻了散文素來被認定的，是一種生活見證與表述情感、觀念而訴諸藝術手段的

價值，也揭示了真實與虛構之間，其實存在著非常曖昧的模糊地帶。他對於這

個現象的觀察與見解，相當程度地突顯了九○年代文壇的新散文觀： 

我們要相信的並非敘述是否屬實，而是文本的藝術手段是否高明；在文學世

界裡，作者是誰不重要，敘述者是否真有其人也不重要，如何敘述才重

要。……我還不知道散文要往那個方向走，可我明白閱讀散文，不必對照生

活文本。散文是另一種真實。   

從這個角度來看，「散文等同於抒情美文」的框架被解構了，從後現代的「去

中心」概念切入，的確具有某些可供詮釋的空間。不過，回溯散文在文學史上

的發展歷程，它似乎本來就涵蓋許多表現形式與主題內容，只不過在戰後台灣

官方政策的指導之下，高抬了抒情美文的地位，賦予它純粹、正統的光環。解

嚴之後，抒情美文獨尊「性靈」的這一脈並沒有因此絕跡，但面對一個開闊卻

又紛雜的時代的來臨，散文顯然有更多值得關懷、開拓的面向，其形式自也繽

紛、多元。因此，說它被「解構」，似乎過於言重，回歸「散」（無軌範）的

本來面目，反倒較能形容它在後解嚴時代的狀態。或謂：「散文的邊界既然模

                                                 
 見宋澤萊，〈夏曼‧藍波安小說《海浪的記憶》中的奇異修辭及其族群指導〉，前揭文，頁 25。   
 見焦桐，〈博觀約取的敘述藝術－序《八十八年散文選》〉，《八十八年散文選》（台北：九歌，2000 年 4

月），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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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化，是否因此失去做為一種獨特文類的存在意義？」  筆者以為，既然散

文的發展是朝向一個擺脫「本質」、「中心」的方向發展，重蹈「純粹」的老

路顯然並無必要，它的邊界究竟能夠延展到什麼樣的境地？只能說這是現在進

行式，仍待持續觀察。 

（三）文藝腔的消褪 
「文藝腔」一詞是鄭明娳在九○年代初期回顧八○年代台灣散文現象時提

出的術語，她說：  

「文藝腔」是指常用的、因襲的寫作方式，有的是作家在自我形成的體系中

慢慢塑成一己的固定模式，有的則在文壇間長期流行，成為一股眾人因襲的

風氣。文藝之有腔調，是它有別於口語語言的腔調，也有別於記錄文字的腔

調。散文被視為美文後，就存在著它特有的文藝氣質與裝飾調門。   

戰後台灣文壇在文藝政策的導引下，抒情美文被尊為「純散文」，長期以來透

過正面的獎掖與教育體系由上而下的宣導，所謂「純散文」就形成了特有的樣

貌（文藝腔）。鄭氏特別指出，這個「文藝腔」的形成，受「冰心體」的影響

很深，幾十年下來，許多暢銷又知名的作家（如：張秀亞、張漱涵、琦君、胡

品清、白辛、林文義、林清玄等）均承此流亞。  這幾位作家分處不同世代，

其散文作品是否全承襲冰心風格，應再商榷與細究。不過，在美文獨尊的時代，

台灣散文確實散發著一種相通的氣質，具有十分近似的面貌。 

以鄭明娳名單中的胡品清（1921-2006）和林清玄（1953-）為例，他們二

人雖然生長於不同世代、地域，性別亦相異，但在共同收錄於一九七九年《當

代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集》中的作品，卻流露出相當神似的情調。茲分別摘

錄二人作品片文如下： 

思念就像長著雙翼的彩鳳，飛向你讀書的窗口。唱一曲「都是為了夢你」，

歌聲便是我的呼喚，呼喚著你的名字。那呼喚盪漾在空中，越過雲，飄向南

方的一座山，山麓的一個鎮，鎮上的你。於是儘管這是冬天，我從而看見了

                                                 
 此論點見周慶華，〈台灣當代散文的文類焦慮〉，《台灣文學與「台灣文學」》（台北：生智，1997 年 8 月），

頁 160-165。   
 見鄭明娳，〈台灣現代散文現象觀測〉，《現代散文現象論》（台北：大安，2001 年 10 月再版），頁 42。   
 見鄭明娳，〈台灣現代散文現象觀測〉，前揭文，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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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花，或是秋月。於是，我心深處不再有季節的分野，不再有時空的阻隔。

你甚遠也甚近，我既老大我也年輕。這一切，祇是因為兩心雖經相契，兩性

曾經相悅，祇是因為夢大無疆。   

雲自小路飛起來了，愛是一首暖暖的歌。讓星空用幸福的微光照我們，讓日

月用快樂的明亮引我們，我在簾前望向你的方向，望過山的高曠、水的長波，

在我的靈魂我的血液裏，釀滿使我醉的你的微笑。我把左手交給你、把右手

交給你、把一切交給你，他們將永遠是你的了，我對你說。   

這兩段文字都使用獨白的語氣，對在遠方的戀人傳達思念，並堆疊山、水、日、

月、星、雲等意象，去營造一種浪漫甚至夢幻的情調。若不揭露作者姓名，可

能會以為出自同一人手筆，甚至認定均為女作家的文字。這種帶有濃郁的抒

情、浪漫、獨白特質，並且乾淨、清麗而「不食人間煙火」的軟性語言，是戰

後台灣文壇數十年來的主流，也是許多鍾情美文書寫的女作家所樂此不疲的。

但到了七○年代，我們仍然可以在一個當時年輕且受人矚目的男作家作品上，

看到這樣的遺風，可見其深遠而巨大的影響力。這樣的散文風格是否可以統稱

為「冰心體」？可能必須再斟酌，但這樣的散文「腔調」確實在戰後的台灣文

壇所向披靡，鄭明娳所謂的「文藝腔」當是指此。巴赫金認為，封閉、個人而

與紛雜的社會語境疏離的話語，是詩的話語特質，而筆者以為，五○至七○年

代台灣的主流散文，即深具「詩話語」的傾向。  

進入八○年代後，在國內政治、社會情勢的劇烈震盪下，散文創作已無法

自外於求變、革新的社會氛圍，於是可見這種「文藝腔」散文遭到嚴厲地批判、

檢討（如苦苓、林文義所言）。散文只能是抒情美文嗎？八○年代具有強烈知

性色彩的自然寫作，及深具批判性的「社會批評」散文（或稱「雜文」）的崛

起，即開始撼動這樣的認知。當時最受矚目的自然寫作者劉克襄（1957-）說： 

當時，整個台灣時空環境迅速轉變，工業科技發展伴隨而來的土地污染和破

壞，讓我無法耽溺於古典詞藻的情境裡，或者嚮往傳統知識分子的隱逸角

                                                 
 見胡品清，〈夢的五季〉，收於齊益壽編，《當代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二集》（台北：天視，1979 年 10 月），

頁 224-225。   
 見林清玄，〈暖暖的歌〉，收於齊益壽編，《當代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二集》，前揭書，頁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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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一邊散文創作時，我亦成為一個充滿新聞敏感度的生態報導者。   

劉克襄初期散文創作中關於「自然」的靈感與材料，多來自於中國傳統文學，

諸如《詩經》裡的蟲魚草木、唐宋詩詞裡的鳥類意象……等。但是，身處急速

變遷的八○年代台灣，這種情境倏忽即逝。對於自然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的

深刻感知，讓他不得不跳脫「為文而文」的框架，與現實問題展開對話，讓他

的散文書寫往報導轉向，所謂的「文藝腔」自也因此消褪。而當時以撰寫社會

批評散文而在文壇掀起「野火現象」的龍應台（1952-），在聚焦台灣的社會

現象進行針砭時，也拋棄了文藝創作式的語言，而以淺白、口語化的語言取代。

她說：  

我盡量不使用辭句美麗而意義空洞的語言，譬如「人生燦爛的花朵」或什麼

「青春的滋味」之類。我也不用成語；熟爛的成語在讀者腦中會自然滑過，

不留任何印象。可以用白話表達的，我就盡量不用文言古句－所以我的文

章和大部分中文系訓練出來的作品風格上差異很大……。   

龍應台非常清楚社會批評散文就是要讓讀者印象深刻，並盡量拉近與讀者之間

的距離，所以不能自足於個人話語（詩的話語）的表露，而必須貼近話語在社

會語境中的紛雜實況。她與劉克襄的作品在散文語言上的「歧出」，是面對社

會、迎向眾聲的結果，由此亦可見台灣散文在八○年代有掙脫「詩話語」的趨

勢。而在政治解嚴之後，台灣社會正式進入開放、眾聲喧嘩的時代，散文家對

於紛雜的社會語境的感知更趨強烈，其散文語言的包容性也更為廣大，而所謂

的「文藝腔」也就真正成為過往時代的履痕了。  

有別於以往散文以美文為尚，而在「腔調」上所呈現的相似性，在政治、

社會環境大步邁向開放的九○年代，散文的話語也在作者對於紛雜的社會語境

有更強烈的感知下，從封閉而個人的「詩話語」中獲得解放，從作家所站立的

「發聲」位置，展現出鮮明的個性與歧異性。以原住民散文為例，作家在回歸

部落與母文化，而不再將「漢人文明」奉為中心後，其散文的語言便散放著強

                                                 
 見劉克襄，〈一個自然作家在台灣〉，收入陳明柔編，《台灣的自然書寫：二○○五年「自然書寫學術研討會」

文集》（台中：晨星，2006 年 11 月），頁 13。   
 見胡美麗（龍應台筆名），〈龍應台這個人〉，收於龍應台，《野火集》（台北：圓神，1985 年 12 月），頁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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烈的族群特質，雖然仍以中文書寫，但風格已跳脫傳統美文書寫的框架。茲舉

夏曼‧藍波安《冷海情深》中的一段文字如下：  

天色逐漸明亮了起來，晚睡早起的父親端詳著我捕回來的飛魚，那一夜是我

的處女航。阿爸眼看被漢化很深的兒子尚能遵循族人求生的技能，神情油然

散發著喜悅的表情，母親亦然，並且問道：「孫子的父親捕了幾尾飛魚回來？」

「大約近一百尾。」父親很高興的回道。此時，他們並沒有注意到在涼台上

的我。看來整個村子，全部都被飛魚染上了喜悅與興奮的氣氛，每個男人都

展現了驕傲的臉孔，就連雞、狗、猪也跟著精神抖擻。父親取出了銀帽與金

箔片，在飛魚的身上祈福道： 

願你們  飛魚的子孫， 

像雨滴滴滿我的船身。 

使我們永遠結合在一起， 

長壽於世。   

沒有華麗的詞藻與堆疊的意象，作者非常平實地描述達悟人迎接飛魚季來臨，

及父母親眼見兒子能承續傳統獵魚文化的喜悅。對於父母親的對話及父親的禱

詞，作者也以接近「達悟式」的說話口吻進行再現。「孫子的父親」是全書當

中所有的老輩，對於作者的統一稱謂，可見達悟宗族文化中，以家族新生代為

中心的特色。而父親信口道來的禱詞，在書中更是所有老輩與自然萬物對話

時，經常出現的表達形式。以「漢語」描述達悟人的生活與文化，目的在讓漢

人社會對於這弱勢族群有更深的理解，其雖以「漢語」書寫，但流動在腦海中

的，其實是達悟的「聲音」，而身為讀者，我們看到的也就是「不道地」但深

具特色的中文，那是脫逸於傳統美文脈絡之外的。掌握母文化的特質，向充滿

霸權意識的「漢人」社會發聲，是原住民散文家們共同的書寫策略，依著族群

與作者個人特質的殊異，其文字風格自然各有風采，而以關懷族群為初衷所進

行的寫作，自也擺落傳統美文以關懷個人心境所營造的「文藝腔」。 

其次，以廖鴻基的海洋書寫為例，有別於傳統散文作家在「文藝腔」中所

流露的文人雅氣與書卷味，他從社會基層－漁夫的視角所表露的生命視野與

感悟，沒有傳統美文夢幻而陰柔的氣質，而是展現了來自民間的質野與粗獷，

                                                 
 見夏曼‧藍波安，〈飛魚季－Arayo〉，《冷海情深》，前揭書，頁 143-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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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所涵蘊的「漁人哲學」頗令人低迴：  

海洋以其繽紛多樣的漁群誘惑漁人，又以翻臉無情的風浪疏離著漁人。討海

人說：「海湧親像水查某。」海洋有著謎樣的魔力，潮汐般鼓動著漁人血液

裡的浪潮。……海上豐富多樣的生命，讓我忘了這趟出海「摃龜」的不愉快。

海湧伯突然轉頭問我：「少年家，為什麼出來討海？」我溶在水裡的心一時

拉不回來，不知如何回答。海湧伯又問：「為著魚，還是為著海？」為著魚

是生活，為了海是心情。海上的確不同於陸地，漁人的腳步侷限在這小小一

方可能比囚室更狹窄的漂游甲板上，可是，海上遼無遮攔，船隻以有限的空

間卻能任意遨遊無限寬廣和無限驚奇的海洋。海洋紓解了岸上人對人眼對眼

的擁擠世界，一個甲板往往就是一個王國。在這裡人與人的關係變得單純和

原始，一切規範、制度……那種種人為的樊籬，都可以打破、修改和重建。

  

文中展露的感悟，非來自於幽閉書齋的空想，而是由現實中的討海生涯淬鍊而

出。尤其夾雜著討海人（海湧伯）的口吻，道出海上生活所感，不但讓散文的

語言充滿本土的生動與活潑性，更由此開展出一個不同於文人情調的新視覺。

作者在一系列作品中對於討海人的關注，讓他的文字洋溢著勞動階層語言的

「生猛」，也因為力求再現漁人說話的「原汁原味」，其作品中的人物面貌與

性格便特別鮮明，尤其是靈魂人物「海湧伯」的一言一行，可謂躍然紙上。巴

赫金說，如果詩人意識到自己是處於被現實雜語現象與多種語言包圍的人，那

麼他的詩歌風格就會遭到破壞，就會「散文化」。  就西方文學的脈絡而言，

所謂「散文化」主要意指「小說化」，此或可理解廖鴻基的海洋書寫為何既被

認定為散文，又被認定為小說。因為他對於周遭討海人的面目及語言，有非常

細膩的觀察與強烈的感受，因此文本中自然充斥著種種他人的話語，而這種對

於封閉、個人的「詩話語」的背離，即是其作品跳脫傳統美文的「文藝腔」，

並在文體上形成跨界的原因。  

戰後台灣散文以抒情美文為宗，並形成所謂「文藝腔」，與許多知名女作

                                                 
 見廖鴻基，〈丁挽〉，《討海人》（台中：晨星，1996 年 6 月），頁 164-165。   
 見巴赫金（白春仁譯），〈詩的話語和小說的話語〉，收於錢中文主編，《巴赫金全集（第三卷）》，前揭書，

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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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如：蘇雪林、琦君、張秀亞、張曉風……等）具有中文系背景而塑造的「閨

秀」風格不無關係，此由龍應台在指稱自己的作品與傳統散文有別時，特別指

出自己非中文系訓練出身可見。中文系出身的女作家在散文界確實頭角崢嶸，

前文提及的周芬伶、簡媜亦在此列，不過在她們創作生涯邁入高峰的九○年

代，在確立以「女性」為發聲位置之後，對於傳統父權社會的挑戰，已讓她們

的作品擺落陰柔、纖弱的「閨秀風」。茲舉周芬伶《熱夜》中的片文如下：  

婚照常成為女權運動者諷刺的對象，批評的焦點主要是過分強調男尊女卑，

男主女附的社會關係－新娘批著白紗象徵處女的貞潔，她必須把自己裝扮

成白雪公主般，才能得到白馬王子的垂愛，這裡面存有太多童話般的想像。

有一些婚照更有一些負面的暗示，新郎穿戴得像駙馬爺，裝作讀書狀，而新

娘著鳳冠霞帔端菜在身後作伺候狀；或是古裝女子作彈琴繡花狀，古裝男子

作風流才子欣賞狀；或是新郎身穿日本武士服、手握武士刀作威武狀，新娘

扮成藝妓，跪地作崇拜狀……我曾看過一對夫妻打扮成大小卓別林，令人莞

爾；又看到新郎扮成瑪莉安，新娘扮成羅賓漢，趁結婚時幽自己一默，不但

無傷大雅，又能顯現青春本色。如果有人想扮成樊梨花與薛丁山、徐志摩與

陸小曼，或西門慶與潘金蓮那也好，這才是真正的「天作之合」哩！ 51   

面對婚姻，作者從對「婚紗照」的觀察切入進行描寫，文中褪去以往美文中的

感性與溫情，改用幽默中帶著批判的語句，提出自己在世紀末的婚姻觀。同樣

描寫婚姻，張曉風（1941-）在六○年代為人津津樂道的代表作〈地毯的那一

端〉，其中以「小女人」的姿態謳歌婚姻的浪漫與神聖的語調， 52  在九○年

代的周芬伶筆下已不復見。她的嘲諷與批判，代表新時代的女性面對婚姻已有

新的視野，不必帶著仰望的姿態，因為在父權社會的婚姻制度下，女性也有自

己獨立的一片天。揮別《絕美》時期帶有美文餘緒的天真純淨、溫柔婉約，其

在《熱夜》之後所展現的女性意識寫作，已然與「閨秀」路線分道揚鑣。  

九○年代之後台灣散文「文藝腔」的消褪，關鍵在於作家面對解嚴之後社

會環境的開放、多元，其關懷面向由「小我」走入「人間」。面對一個「火熾

                                                 
51  見周芬伶，〈照見婚姻〉，《熱夜》（台北：遠流，1996 年 10 月），頁 83-85。   
52  如該文末云：「我將去即你，和你同去採擷無窮的幸福。當金鐘輕搖，蠟炬燃起，我樂於走過眾人去立下永恆

的誓願。因為，哦，德，因為我知道，是誰，在地毯的那一端等我。」見張曉風（筆名曉風），〈地毯的那一

端〉，收於氏編，《中國現代文學大系‧散文第二輯》（台北：巨人，1974 年 7 月三版），頁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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熾的人間」（陳幸蕙語），散文家的書寫縱然是獨白，其作品自也反映了社會

語境的紛雜，其獨白自也展現了對於喧嘩眾聲的回應，此即是巴赫金所謂的「對

話」。以另一位女性作家簡媜的《天涯海角－福爾摩沙抒情誌》為例，有論

者就指出此作是她在解嚴之後面對身分認同之惑所展開的思索，也展現了對於

本土基本教義派「血統純正說」的焦慮不安。 53  因此，所謂的「抒情誌」並

沒有落入傳統抒情美文的「呢喃」窠臼，而是企圖以「女性」為主體，藉由抒

情之筆，展開島嶼歷史的耙梳，以回應身分認同混亂的時代氛圍。前文論及的

原住民書寫、海洋書寫，亦可視為多元化的社會來臨之後，原本在戒嚴時代被

壓抑、邊緣化的聲音的釋放，作家們的書寫即是積極與充滿「漢人中心」、「陸

封」思想的社會進行對話。在共同面向政治解禁之後充滿雜語的社會的同時，

作家們在各自關懷的領域上奮力「發聲」，於是我們看到了散文語言的多元與

歧異性，「一言堂」時代整齊但單調的「文藝腔」，便真正成為歷史的風景了。 

三、結語 

總結前文論述，可知戰後台灣散文的發展與演變，有其獨特的歷史脈絡，

且與政治、社會的變遷，有至為緊密的關聯。從「呢喃」到「對話」，從「純

粹」到「紛雜」，它的確呈現出一種去中心的多元化特質，但這樣的特質是否

可以一言以蔽之曰「後現代」？筆者認為須再斟酌、商榷。廖炳惠曾經指出，

八○年代台灣文化界對於西方「後現代」論述的引進，乃「希望透過找尋某種

對應架構，來理解台灣正形成的新社會想像（social imaginary）」 54  。這樣的

「想像」容或帶來一些激發思考的作用，但進入九○年代之後，很快就遭到「後

殖民」、「酷兒」、「後後現代」等論述的挑戰，而變成昔日黃花。換句話說，

「後現代」的某些概念或許可以解釋台灣文學在八、九○年代的現象，但在本

土的脈絡下，其仍有無法涵蓋的區塊，散文被理所當然的收編，但卻沒有被充

分論述，即是相當明顯的例證。  

因此，本文以巴赫金提出的「話語」概念，從文學與社會的互動關係，指

陳九○年代後的台灣散文，在政治的解嚴及社會的民主化、自由化、本土化之

                                                 
53  見陳瀅州，〈簡媜《天涯海角》中的歷史書寫與雙重認同〉，前揭文，頁 4。   
54  見廖炳惠，〈台灣：後現代或後殖民？〉，收於周英雄、劉紀蕙編，《書寫台灣：文學史、後殖民與後現代》

（台北：麥田，2000 年 4 月），頁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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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已然掙脫戰後以來符應官方意識型態而形成的「純」散文框架，逆反封閉、

個人的「詩話語」傾向，而大步朝向與社會對話，並對紛雜的社會語境具有敏

銳覺知的「散文化」方向前進。前文所提出的三大現象：類型化的深耕、散文

邊界的模糊化、文藝腔的消褪，即是在此發展歷程下所形成的結果，其在橫跨

解嚴前、後且動盪的八○年代已見雛型，而在九○年代之後益發顯著。自此，

散文家的書寫趨向於在眾聲喧嘩的社會語境中「發聲」，「發聲」位置的確立

導致類型化書寫的成形，而邊界的模糊化與文藝腔的消褪，則更突顯「散」的

本色，也回應了後解嚴時代的來臨。  

補充說明的是，過往被尊為散文正宗的抒情美文，雖在自由、開放的政治、

社會環境下失去了「純正」的光環，但並不意謂就此絕跡，不過可以預知的是，

其內容與表現形式必定殊異於五、六○年代全盛時期的作品，因為外部環境的

變遷與作家的世代交替，對於「語言成品」（即「話語」）的鑄造必有重大影

響，其間的細微差異，是日後可再深究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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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yond Postmodern: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ese Prose in 1990s 

Wu, Meng-Chang ∗ 

【Abstract】 

Taiwanese prose in the 1990s is often dubbed “post-modern” by literary 

historians, a term more apt to describe what is ingrained in Taiwanese fiction and 

poetry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 Even though historically prose in Taiwan has 

sidestepped most literary and political debates, its development has, in my opinion, 

been closely related to socio-political changes and should be investigated in such 

context. Following M. Bakhtin’s concept of discourse, this article holds that prose 

became heteroglossiac in response to the cultural-political trend of 

democratization in the 1990s. The so-called “pure” prose, which was endorsed by 

the government, now gave way to writings of widely different subjects and styles. 

The new, centrifugal motions reversed the poetic, hermetic, and individualistic 

tendencies and prose thus became truly “prosaic”, able to engage in social 

dialogue at all levels. The article observes the new development in three aspects: 

the multiplication of types of writing, the expansion of genre definition, and the 

fading of high-literary style. We see the change set forth in the 1980s, becoming 

general in the 90s, and henceforth prose writers, free from conventional restraints, 

were able to write with specific concerns, and in languages of unprecedented 

immediacy, actively responding to a multi-voiced society liberated from 

martial-law governing. 
 
Keywords : postmodern, prose, the 1990s, discourse, Bakh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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