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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思想的裙角—臺灣現代女詩人的自我銘刻與時空書寫

本書以臺灣八位現代女詩人—胡品清、林泠、朵思、敻虹、

蓉子、陳秀喜、杜潘芳格、羅英及其作品為範圍，就自我、時空、

生與死等議題，探討她們在現代詩學上的成就。

一、從議題、集體研究到女詩人個別研究

20世紀 80年代以來，臺灣學術界運用女性主義進行文學批評

的風氣大為興盛。無論是對於女作家、女性議題或女性書寫的研

究，都有相關的會議、學位論文與專門論著出現，形成了重新解讀

女作家、建構女性文學史，甚至重建文學史的意識與挑戰。

就現代詩的研究來看，早期女詩人選集以及單篇的女詩人作品

討論，較欠缺宏觀、整體的研究，直至鍾玲的《現代中國繆司—

臺灣女詩人作品析論》始為開創性的著作，
1
該書為女詩人研究建立

了歷史分期、主要作家和創作風格的架構，其後則有李元貞《女性

詩學—台灣現代女詩人集體研究（1951-2000）》，2
以各種議題進

行整體的研究與分析，凸顯了女詩人在現代詩史上的重要性與地

位。其他學者，如陳義芝、 3
奚密、

4
李癸雲

5
等人以及筆者對女詩人

的研究，也各自呈現不同角度的解讀方式，這些研究共同的成果則

是提升了女詩人的能見度與擴大對其作品的討論與評定。

在筆者個人的研究中，特別注意的是 1921至 1940年出生的八

位女詩人，她們依出生年代次序是陳秀喜（1921-1991）、胡品清

1   鍾玲，《現代中國繆司—臺灣女詩人作品析論》（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9年
6月）。

2   李元貞，《女性詩學—台灣現代女詩人集體研究（1951-2000）》（臺北：女書文
化公司，2000年11月）。

3   陳義芝，《從半裸到全開—臺灣戰後世代女詩人的性別意識》（臺北：學生書
局，1999年9月）。

4   奚密，《現當代詩文錄》（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8年11月）。
5   李癸雲，《結構與符號之間：台灣現代女性詩作之意象研究》（臺北：里仁書局，

200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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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2006）、杜潘芳格（1927-）、蓉子（本名王蓉芷，1928-）、

林泠（本名胡雲裳，1938-）、朵思（本名周翠卿，1939-）、敻虹

（本名胡梅子，1940-）、羅英（1940-2012）。這一群女詩人有的出

生於二戰之前，有的出生於戰爭期間，她們的青少年成長期間都受

過戰爭的洗禮，而要到戰後才開始發表作品。最早的是從 1950年

代開始（如蓉子、林泠、胡品清等），1960、1970年代更是她們創

作與發表的旺盛期，而其中幾位女詩人如蓉子、敻虹與朵思等，在

1980年代以迄現今仍然持續發表作品。這些女詩人可以代表臺灣現

代詩的前行世代，對於臺灣現代詩的基礎良有貢獻。譬如蓉子、林

泠被視為現代主義的代表，陳秀喜與杜潘芳格則屬於本土派，朵思

與羅英的創作具有超現實的色彩，而胡品清、敻虹創作的質與量也

有目共睹，在在可見這八位女詩人的代表性。

是故，本書各章分別對這八位現代女詩人進行深度的解讀，嘗

試探索其作品中蘊藏的女性意識，藉以了解女詩人如何刻劃自我形

象，和女性主義所提倡的有何異同；其次則觀察她們的創作主題和

作品表現，了解其中包含的詩學議題和女性議題，以評論她們的整

體成就。

二、女詩人的女性意識及其呈現

女作家女性意識的覺醒恆常是研究者關注的焦點，因為這是

女作家試圖擺脫男尊女卑的附屬地位，進而在作品中表現獨特的自

我，或是宣揚獨特的主張。就 1921至 1940世代的女詩人而言，她

們受到 20世紀初期以降，各種倡導女權、女學、女性獨立運動之影

響，而能夠進入學校，她們大多數獲得中學以上的學歷，甚至出國

留學，並且成為職業婦女，在家庭之外，也擁有自己的工作。但她

們對於女性意識的覺察卻因人而異，甚至也形成一種由隱蔽到彰顯

的探索過程。



4 思想的裙角—臺灣現代女詩人的自我銘刻與時空書寫

（一）由女性經驗中覺醒與承擔

這八位中最為年長的陳秀喜，是從傳統女性的處境反思女性的

困境，她的兩首詩〈淚與我〉、 6
〈棘鎖〉， 7

對婚姻中的女性經驗有

著深刻而痛苦的描寫，從中可以感受到亟欲擺脫這種枷鎖的強烈願

望。在她的詩中，婚姻生活被形容成「愛的鎖」與「怨的鐵鏈」，

這兩個「綑綁」的意象，最能說明女性在婚姻中的命運，呈現性別

不平等的空間文化。

陳秀喜生長於日治時期，受過國校教育，也當過日語教師；她

的日文造詣頗佳，也勤於中文創作。在當時她可說是個新時代的女

性，但婚後仍然遵從傳統，不再外出工作，專心照顧家庭。可是婚

姻中的不順遂，使得她備嘗痛苦，因而在詩中發出不平之鳴，道盡

傳統女性的宿命哀怨。然而陳秀喜面對這樣的挫折，更勇於做一個

詩人，甚至出任笠詩社社長，把晚年離婚後居住的地方命名為笠

園，成為詩社文友往來聚會的場所。她的女性意識覺醒，也發為具

體的行動，以詩的事業實現自我。

杜潘芳格與陳秀喜同為元老級的本土女詩人，她擁有臺北女

高、新竹女中畢業、臺北女師專肄業的學歷，擅長用日文寫作，戰

後改習中文寫作，晚近也開始用客家話寫詩，可謂跨時代、跨語言

的詩人。杜潘芳格與杜慶壽醫師結婚，扮演「醫師娘」的角色，餘

暇也教授插花。從少女到人妻、人母，以至成為祖母，杜潘芳格其

實一直肩負照顧家人的重擔，在她的散文〈（我的）Identity〉中，

曾自述自己的人生，很坦誠地寫出丈夫晚年外遇、後又發生車禍的

事情，以及兩個兒子婚姻觸礁，家庭破碎，留下幼小的孫子由她照

顧的遭遇，字裡行間有說不出的痛惜和關愛。因此她所體認的女性

的生命典型，用她自己的詩句來說，就是「誕生在島上的一棵女人

6   陳秀喜，〈淚與我〉，李魁賢主編，《陳秀喜全集》，第一冊（新竹：新竹市立文
化中心，1997年5月），頁123-124。

7   陳秀喜，〈棘鎖〉，李魁賢主編，《陳秀喜全集》，第一冊，頁168-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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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這棵樹和島上的相思樹互相輝映，因為都具有會開花、雅靜

但不華美，卻又在臺灣島上繁茂地成長，杜潘芳格認為這種旺盛的

生命力具有迷人的特質。
8

值得注意的是杜潘芳格對於女性身分的體認，最為突出的是

她的身體意識，而這些體認又直接扣緊女人進入中晚年後的身體經

驗。例如其〈信仰〉：

把奶罩緊緊拘束╱把內衣緊緊扣上╱肚皮還是皺軟地垂下，

向大地╱只有頭髮，一開始就垂向大地伸長著╱不多久，凡

是有生的人，都會一個一個頭額向天，身軀密接大地，閉上

眼瞼永眠
9

在這首詩中，杜潘芳格正視肉體的鬆弛，突破「女性總是顧影自

憐」的刻板印象，安然接受身體的老化，更看透人的生死—在詩

的後半，她更認為人要貫徹自己的信仰，追求生命中的永恆，才不

會「變成墳墓裡的塵埃」。從杜潘芳格的例子來看，承受女人的宿

命，盡責地維護家庭，但同時努力堅持作一個詩人，追求永恆，都

是她人生最大的目標。

出生於臺東的敻虹，自幼備受父親與母親的呵護，父親希望她

成為畫家，因此特地帶她到朋友家觀畫，
10
後來她念了臺師大藝術

系，和這樣的背景有一定的關係。敻虹〈白色的歌〉、〈媽媽〉、

〈依稀雨中〉、〈有詩給媽媽〉等，
11
都是寫給父親或母親的孺慕之

8   參見杜潘芳格，〈相思樹〉，《淮山完海》（臺北：笠詩社，1986年2月），頁44-
45。李元貞也以「深刻迷人」來稱許杜潘芳格的人格與風格，參見李元貞，〈詩
思深刻迷人的女詩人—杜潘芳格〉，杜潘芳格，《青鳳蘭波》（臺北：前衛出版
社，1993年11月），頁193-202。

9   杜潘芳格，〈信仰〉，《淮山完海》，頁22。
10   滿光法師．潘煊訪問，〈當法音流入詩的礦層—訪女詩人敻虹〉，敻虹，《觀
音菩薩摩訶薩》（臺北：大地出版社，1997年10月），頁214-215。

11   敻虹，〈白色的歌〉、〈媽媽〉、〈依稀雨中〉、〈有詩給媽媽〉，分別見於其詩
集《敻虹詩集》（臺北：大地出版社，1976年1月），頁157-160、173-175；《紅
珊瑚》（臺北：大地出版社，1983年8月），頁79-81、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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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敻虹曾教過書，結婚以後辭去工作在家相夫教子，她的寫作得

到丈夫充分的支持，家庭生活十分美滿；如同她的〈鏡緣詩〉結

尾：「就一世的夫妻論／我說清照啊，我比你幸福」，
12
敻虹和孩子

的相處親密而愉快，《愛結》收有童詩二十九首，從跋文可知，這

是她和孩子生活的紀錄。
13
愛，可說是敻虹一生奉為圭臬的準則。

因此，若說女性意識必得是反抗父權、爭取人格獨立、走出家庭，

在敻虹身上及其詩中實在很難找到這些線索。

敻虹擅寫情詩，彷彿印證了「菟絲附女蘿」的依附意識，但

其詩中的「我」仍具有高度的主體意識，「我」把愛情當作一種信

仰，抱著崇高神聖的景仰態度，具有九死不悔的執著精神；其代表

作〈我已經走向你了〉的末段：「而燈暈不移，我走向你／我已經

走向你了／眾弦俱寂／我是唯一的高音」， 14
最能體現這種內涵。與

其說這是代表女性樂於擁抱愛情、被愛情所困的傳統思維，不如說

是以藝術的手法刻劃一種生命的抉擇。我們不妨說，敻虹的女性意

識是從擁抱愛情出發的，而後把對於愛情的執著，提升為宗教式的

熱情，並轉化為普愛世人的生命意識。如同余光中評她早期的《金

蛹》詩卷，就說：「《金蛹》裡所追求的，正是近乎宗教的愛，完

美而赤忱。」
15
她中年以後信佛、寫佛教現代詩，表現的正是對於普

世眾生的悲憫之情。從敻虹的詩與人生經歷來看，她正是以一個女

性的位置，年少時擁抱愛情，而後隨著生命歷程的流轉，為人妻、

為人母，發揮母愛，而後更將小我之愛提升到對眾生之愛。

12   敻虹，〈鏡緣詩〉，《紅珊瑚》，頁114。
13   敻虹說：「第二輯收『童詩』29首。我是兩個孩子的媽媽，孩子很快長大
了。⋯⋯他們可愛的面容，他們童趣的話語，他們乖巧體貼，是我最大的幸
福。做媽媽的，不大會燒菜，不大能調理生活，心裡有豐富的情愛，不知怎樣
傾注，怎樣落實呵護。唯一能給的是寫詩。寫我們一家口共同記得的事⋯⋯。」
參見敻虹，《愛結》（臺北：大地出版社，1990年1月），頁146。而敻虹曾經
流產失去一子，也有〈哀南忘〉、〈念亡詩〉二首詩為念，參見敻虹，《紅珊
瑚》，頁55-57、58-59。

14   敻虹，〈我已經走向你了〉，《敻虹詩集》，頁51。
15   余光中，〈穿過一叢珊瑚礁—我看敻虹的詩〉，敻虹，《紅珊瑚》，頁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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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值得討論的女詩人是胡品清，她與陳秀喜同樣出生在

1921年，但她的表現迥然不同。胡品清畢業於國立浙江大學英文

系，曾留學法國巴黎大學，1962年由法國到臺灣後，任教於文化大

學法文系。她曾說：「也許由於祖母的管教過嚴，我自少年時代起

就討厭女學究的典型。一定是由於物極必反，我憎恨一切嚴厲的東

西，而偏愛一切美麗的東西。」
16
因此她的女性意識不是要做陽剛的

「女強人」，反而強調：「在我的心目中，女人該是女性的，也就是

說她該是純潔、美麗、乖巧溫柔的象徵。」
17
她也承認：「在新女性

心目中，我一定不是一個有出息的女人。⋯⋯在我的心目中，女人

該是美與愛的化身。她該唯美，她該唯情，她該溫柔，她該細膩。

假如她是作家，她該寫純純的詩，如詩的散文，或細膩的心理分析

小說。⋯⋯一定是物極必反吧？長大以後，我一心一意要做一個很

女性的女人，感性至上。」
18
因此，我們從她的詩中不斷看到童話

公主的形象，公主是她的自我投射，雖然她曾經為婚姻、愛情而痛

苦，但在她飽受情傷的時候，書寫童話、認同童話公主，想像有個

王子來拯救她，並不是被那虛幻的美好結局所矇騙，反而從中獲得

希望，讓她有勇氣活下去，而且一再書寫作品，更具有自我治療的

意義。

（二）重塑理想的女性形象

從其他女詩人的詩作也可發現，女詩人對於自我形象的塑造，

很可能是從女性人物—無論是真實或虛構的—身上取得認同。

譬如蓉子，大學肄業，1949年到臺灣，任職於交通部電信局。她

16   胡品清，〈永不褪色的記憶〉，《彩色音符》（臺北：九歌出版社，1979年7
月），頁181。

17   胡品清，〈香精組曲〉，《歐菲麗亞的日記》（臺北：水芙蓉出版社，1975年5
月），頁74。

18   胡品清，〈「象牙塔裏的女人」 〉，《隱形的港灣》（臺北：華欣文化公司，
1983年1月），頁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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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以「維納麗沙」為名，創作了組詩，並出版詩集《維納麗沙組

曲》。「維納麗沙」是一個虛構的人物，彷彿結合維納斯和蒙娜麗

沙這兩個神話與畫作中的女性，變成她心目中的理想典型，開篇序

曲〈維納麗沙〉詩只有兩段：「維納麗沙／你不是一株喧嘩的樹／

不需用彩帶裝飾自己」，「你靜靜地走著／讓浮動的眼神將你遺落

／因你不需在炫耀和烘托裏完成／—你完成自己於無邊的寂靜之

中」，
19
精簡俐落地塑造了冷靜、獨立自主的女性形象。

再者，如林泠，畢業於臺大化學系，而後赴美取得博士學位，

其後擔任美國化學、醫藥工業界研究發展部門的負責人。林泠出道

甚早，她發表於 1955年的〈不繫之舟〉一詩曾被認為具有女性獨

立的意識，因為這不繫之舟隨處遨遊，大大突破了女性一向處於被

動、等待的狀態，「不繫」，便是一種自由意志的表現。
20
林泠的女

性意識到了後期作品有更鮮明的表現，例如 1998年發表的〈移居，

靈魂的〉，從詩末的自注可知係取材於人類學的發現—女性始祖

「露西」猿人的故事。在此詩中，林泠以詩和時間為喻，把女性人

類的出現推溯至遠古，成為人類歷史的先鋒。從林泠前後期作品中

女性意識的逐漸清晰浮顯，可以看到她對於女性自我的思考，她凸

顯女性始祖的形象，也肯定了女性在人類文明起源的重要地位。
21

一般人都喜歡將女人譬喻為花，但我們卻看到女詩人朵思對自

我形象的刻劃，由花轉向樹。在朵思第三本詩集《心痕索驥》中，

她即改用「樹」來代言她的人生。例如在〈石箋〉第三節有云：

「我站在這裏，從一株花站成一株樹／我收藏自己薄薄的呼聲，以

19   蓉子，〈維納麗沙〉，《維納麗沙組曲》（臺北：純文學出版社，1969年11月），
頁3。

20   林泠，〈不繫之舟〉，《林泠詩集》（臺北：洪範書店，1982年5月），頁22-23。
對這首詩的討論相當多，例如李元貞，〈台灣現代女詩人的自我觀〉，《女性詩
學—台灣現代女詩人集體研究（1951-2000）》，頁21-22。

21   林泠，〈移居，靈魂的〉，《在植物與幽靈之間》（臺北：洪範書店，2000年1
月），頁38-43。



9緒　論

及遠方蟬鳴⋯⋯」，
22
「樹」的生命分量顯然加大加重，從「花」到

「樹」，意謂生命由輕俏曼麗蛻變為沉穩內斂的風姿，也是從賞愛青

春美好進入承擔人生的風霜雨露，並且昂藏於天地之間；這個生命

情調的展現，從她《飛翔咖啡屋》的〈在渡輪上〉詩中所刻劃的自

我形象，最能印證。在該詩中，她以「一株冬日傾斜的櫻樹」
23
自我

銘刻—冬日的櫻樹沒有繁花滿頭，也沒有綠葉點綴，完全是枯乾

的枝椏，但那仍是美的姿態，枝椏向天空、大地伸展，另有一番風

情。加上「傾斜」一詞修飾，更使這美的感覺有一種溢出規範（壯

大、正直）的況味，更富瀟灑飄逸的美感，突破了「美人遲暮」的

刻板印象。

朵思是嘉義女中畢業，喜好文學創作，從資料上不清楚她是否

曾經工作過，但她婚後就為丈夫、兒女忙碌，直到丈夫過世，兒女

長大成人之後，才有閒暇出國旅遊。她到澳洲旅遊時創作了〈在渡

輪上〉，當時年紀約五十六，將進入老年期，「冬日」一詞也可以

呼應此時的人生階段。而其中顯現的自我觀照，特別是一位女詩人

對老年自我的描繪，不是青春凋零、色衰愛弛，也不是懷才不遇、

不如歸去—前一類可說是男性作家塑造的女性形象，後一類則是

男性作家常見的感慨；在女詩人的體會下，此際的她有如冬日櫻樹

之美，而且悠閒自在，是一個獨立的個體，可以真正去感受天地間

的自我，真正透視自我的本質。「一株冬日傾斜的櫻樹」這個蒼勁

又美麗的意象，可說是朵思完成詩人自我，也是女性自我的重要象

徵。

羅英在〈耕耘者的獨白〉一文中曾簡述自己的創作歷程。她自

高中時代開始寫詩，進入職場以後停筆多年，直到 1980年代才又

22   朵思，〈石箋〉，《心痕索驥》（臺北：創世紀詩社，1994年3月），頁37。
23   朵思，〈在渡輪上〉，《飛翔咖啡屋》（臺北：爾雅出版社，1997年5月），頁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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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發表詩、散文與極短篇。
24
有關羅英的生平資料非常少，

25
評論

者的注意力都放在對她作品的討論，透過創世紀詩社的集體評論，

洛夫、鍾玲、張漢良等人的評介， 26
可知羅英給人的印象是語言錘

鍊，善用暗喻、換喻等技巧，具有超現實想像的本能，又能精準地

以文字操縱潛意識，表現相當出色。羅英的語言精練、意識跳脫，

以冷靜客觀的筆刻劃眾生相，從她筆下的女性人物、男女關係，或

可掌握她的女性意識。

羅英觀察到都會女性的空虛孤獨，例如在〈都市．一〉中，羅

英形容都會女郎如同「銀器般」精緻，卻擁有「牛奶色的憂愁」，

當她自室內走向街道，「汽車喇叭聲╱竟在地獄的彼岸╱響起」，

這是對都會女性群體的觀照。羅英亦經常以旁觀者的眼光點出男性

離家、女性等候的宿命，例如〈肩〉詩描述「女人一度是他肩上╱

燃燒的╱菊花」，「男人卻是她肩上╱支離的╱家書」，
27
而不管這

男人是出征或遠遊，在另一首〈女子〉詩中， 28
羅英寫出了原地守

候的女人都只能像充滿憂傷的月亮看著男子像風箏似的遠離、飛

24   羅英，〈耕耘者的獨白〉，《文訊》第38期（1988年10月），頁279-281。
25   據朵思〈記憶中的移動實境—悼女詩人羅英〉，羅英在1950-60年代即享有文
名，「曾從事幼教工作十餘年，在學生時代即加入紀弦領導的現代派，後加入
創世紀詩社，1982年出版《雲的捕手》，1987年出版《二分之一的喜悅》，之
後轉向極短篇和長篇小說創作，而她的詩，自六十年代開始，舉凡所有詩選，
如⋯⋯無不以巨大的篇幅選入她多首詩作」。羅英與詩人商禽結婚，育有兩女，
但後來兩人離婚，羅英遠走南非約翰尼斯堡。羅英曾經回臺兩次，都曾與朵思
聚談。但自2002年羅英來信又來電告知車禍斷腿住院後，音訊全無。兩個女兒
的婚禮以及商禽的喪禮（按，商禽於2010年6月27日逝世），也都未見羅英出
席。羅英2012年在南非猝逝，這個消息直到2013年歲末才經證實。除朵思外，
心岱也有悼念的文章〈謎一樣的女人—記憶羅英〉。朵思、心岱二文刊於《文
訊》第339期（2014年1月），頁47-49、50-53。

26   創世紀詩社，〈羅英新作三首討論會〉，羅英，《雲的捕手》（臺北：林白出版
社，1982年6月），頁183-201；洛夫，〈向羅英的感覺世界探險（代序）〉，羅
英，《雲的捕手》，頁1。鍾玲，〈感覺的飛行〉，羅英，《二分之一的喜悅》（臺
北，九歌出版社，1987年7月），頁9-18；張漢良，〈人的風景〉，羅英，《二分
之一的喜悅》，頁19-24。

27   羅英，〈肩〉，《二分之一的喜悅》，頁42-43。
28   羅英，〈女子〉，《二分之一的喜悅》，頁49-50。



11緒　論

逝，命運十分無奈。但對於這樣的宿命，羅英並非只是同情或感

嘆，在其他的詩中也不時流露想要突圍的心態，例如〈手〉，其中

有句「愛情不意味捕獲」，所以在詩末說：「他的手╱正要再次捕

捉之時╱她已飛走╱好似候鳥╱好似他眼中淒寂的／雪」，
29
說明了

女性也有不被愛情鎖死的時候，也（希望）能自男人的手掌中掙

脫。又如〈書〉，詩中的「我」可以代表一個女性讀者對於男性作

者的反制，詩一開始就說：「他的眼睛╱藏匿在這書的每一頁次間

╱窺看」，這幾句點出男性對於詩中的「我」的窺視，但是「我」

卻不甘屈服，最後採取行動：「我將那書焚燒時╱火自我的雙手╱

蔓延及全身╱甦醒之後╱我成為╱書╱他卻化作╱灰燼」，
30
經過浴

火重生的「我」創生了另一本書，而男性卻化為腐朽的灰燼。這首

詩引申來看，亦可解作一般男性威權對女性的觀看、宰制，但被視

為客體的女性卻具有反擊的力量，重新創生自我，而把男性和一切

威權觀念拋於灰燼之中。羅英很少在詩中透露自我的意向，但是她

對於女性命運的覺察，以及對女性自主性的試圖建構，在在顯現她

是具有女性主義者所頌讚的陰性書寫的能量。

以上，我們可以看到女詩人對於女性意識的不同體認與覺醒

方式，也可以看到女詩人如何塑造自我形象，以確立她心中理想的

生命典型。這八位女詩人醉心於創作，甚少援引女性主義理論或概

念，但都是以其真實的人生體驗去尋求、實踐身為女性的自處之

道。比較之下，陳秀喜、杜潘芳格、胡品清與敻虹的人生經驗與創

作內容多所吻合，但表現方式與追求的境界各有不同；林泠、蓉

子、朵思與羅英則將創作與現實人生的距離拉開，藉由詩的文字建

構一個內在世界，使我們看到女性理性的思維、具有主體性的女性

意識，以及其塑造的理想女性形象。

29   羅英，〈手〉，《二分之一的喜悅》，頁47-48。
30   羅英，〈書〉，《二分之一的喜悅》，頁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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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女詩人的創作主題與本書各章旨趣

綜覽這八位女詩人的作品，她們在創作主題上各有獨特的關

注，無論是自我刻劃或是國族認同，抑或是時間觀、生活觀、宗教

觀以至死亡觀的展現，都有深刻的思考和豐富的想像。但本書正文

各章不採序齒的方式編排，而是從三個面向—自我、時空和生死

的書寫—切入，並依主題的相關性安排篇章，主要目的是希望藉

由詩人的創作與世界的接觸—亦即從和自身最貼近的自我漸次拓

展到對世界、對生命的思索的這個脈絡，來呈現女詩人在詩學上的

開拓與貢獻。

經由這脈絡化的整理可發現，在自我銘刻的議題上，胡品清、

林泠、朵思與敻虹無疑呈現出相異又各有特色的樣貌；必須提出的

是，本書各章也同時分析其人的創作意識或美感經驗，這有助於我

們深入了解其女性意識的浮顯以及自我形象的塑造。而對於時間觀

的啟悟與發揮、空間意識的挖掘與認同，又分別以蓉子、陳秀喜最

具代表性。至於面對生與死這最基本也是最終極的問題，杜潘芳格

詩中揭示的生活圖像，羅英筆下對於死亡世界的透視與變形想像，

可說都到達入木三分、興味淋漓的藝術境界。如是，在自我、時空

與生死書寫的不同面向，這八位女詩人為我們展現了深厚蘊藉的人

生歷練以及詩歌藝術。以下分別揭示各章的旨趣與研究成果。

第一章〈另一種夏娃—胡品清詩中的自我形象〉，以胡品清

的作品為研究範圍。經過詳細的探討發現，就自我形象的刻劃而

言，胡品清在童話書寫、公主的形象之外，對於特殊女性人物的刻

劃同樣精闢透澈。喜用女性人物入詩，可說是胡品清詩作的一大特

色，在她的詩歌中，除了她所愛慕的人之外，幾乎不曾以男性人物

為書寫對象。若說作家吟詠古聖先賢，有著「典型在宿昔」、「有

為者，亦若是」的用心，那麼胡品清之歌詠女性人物，也就代表了

她對這些女性人物的形象、命運的思辨與認同。她曾經描寫過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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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妖「賽壬」（Siren）、瘋狂女性「歐菲麗亞」（Ophelia）、古希臘

詩歌女神「波蘭妮」（Polyhymnia）、狂野的波西米亞（Bohemia）

女郎等，從她所著力刻劃的女性典型，可以發掘其對自我的寫照，

乃是希望自己擁有女性的美貌與魅力，具有詩歌創作的才華，並且

有著自由、奔放、叛逆的主體精神。

尤可指出的是，胡品清經常以夏娃自喻，〈另一種夏娃〉
31
這首

詩可當作代表，在她的詮釋下，夏娃是永遠的女人，縱使曾經「偷

竊音符」，必須寫下懺悔錄，她也會用羽毛筆沾露珠寫在花瓣上，

而非用刀雕刻在冰上；換言之，這個夏娃和《聖經》裡記載的夏娃

非常不同，她不是因為引誘亞當犯罪而被懲罰，她是因為「偷竊音

符」這樣的叛逆行為，而她永遠擁有書寫的能力，而且堅持著女性

柔性的書寫方式。胡品清的作品在在凸顯了女性的柔美形象，也具

有女性書寫的意義和能量。

第二章〈不繫之舟—林泠詩中的異國想像與女性意識〉，

以林泠的作品為研究範圍。林泠的作品特色除了女性意識的彰顯

外，她的異國想像中所蘊藏的女性思維，也值得剖析。這類詩作如

〈題畫—瓦稜西亞之春〉、〈給填海者〉、〈「一九五六」序曲〉

等，
32
其中描繪了對歐洲的阿爾卑士山、萊茵河和黑森林等自由廣闊

天地的嚮往，也刻劃了西班牙、荷蘭的異國風情，勾勒對澳洲莊園

的美好想像；更少不了對吉普賽人流浪生活的嚮往，比如她發表的

第一首詩〈流浪人—詩的第一首〉
33
就是這樣的作品。林泠創作這

些詩的時間約在 1950年代，當時臺灣的人們並不能自由出國觀光，

因此這些詩中的異國景物，很可能是透過風景畫片、影片等引起的

想像和嚮往，充分反映當時的青年們對於遠國異域的憧憬。詩中呈

31   胡品清，〈另一種夏娃〉，《另一種夏娃》（臺北：中國文化大學，1984年12
月），頁105。

32   三首詩分別出自林泠，《林泠詩集》，頁58、100-101、106-107。
33   林泠，〈流浪人—詩的第一首〉，《林泠詩集》，頁150-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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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的景象也顯示了詩人對空間想像的獨特性：遙遠的國度、未知的

世界、模糊又曖昧的感覺、想要去流浪、想要孤注一擲；這都得借

助於那些陌生的城市地名，才能真切地傳達她對感情的認知，或者

建構一個理想與夢想的世界。這些詩雖然沒有像胡品清一樣，引用

或是建構一個古代女神、異國女性人物的形象，但對遙遠國度的嚮

往，特別是古老的歐洲而不是新興的美國，不啻是建構一個心靈的

烏托邦，崇尚歷史文明，而不是科技現代。由此來論林泠的異國想

像與書寫，可說突破了女性被動、不愛冒險等刻板印象，反而馳騁

想像力，讓視野更奔放，為自己的心靈提供一個掙脫現實束縛、追

求自由的可能。

第三章〈一株傾斜的櫻樹—朵思詩中的自我追尋及女性審美

經驗〉，以朵思的作品為研究範圍。朵思的作品，不時流露她試圖

透過詩的藝術以達到自我追尋的路徑，一棵傾斜的櫻樹是她身心安

頓的美的形象。

朵思最擅長運用感官意象，特別精於聽覺意象的運用。藉由聽

覺意象襯托寂靜的意境，是她一貫喜愛的表現方法，構成其作品鮮

明的美學特質。

朵思 1993年發表的〈幻聽者之歌〉曾引起討論，尤可稱為代

表作。
34
詩中運用了刺鳥復活撲翅、話筒自動歡呼、欄杆等的混音

合唱等意象，彷彿宣示生的欲望與喜悅；門把、古董、花香三個意

象，則由視覺意象轉出聽覺效果，具有尖細、危危顫顫、迷濛之

美；這些都顯現朵思靈敏的感官體察與細緻的思維。整首詩的意象

合起來看，好像都在暗示「不得不」的生存困境，揭示了作品的主

題—人的生存，命運就是被一股興奮的欲望與另一股「不得不」

的力量所牽扯。這首詩只有十一行，但相當具有張力。朵思藉由聽

覺感官的巧妙運用與發揮，形成她個人獨具的審美經驗，也提出她

34   朵思，〈幻聽者之歌〉，《心痕索驥》，頁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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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生命的獨特詮釋。

第四章〈詩心．佛心．童心—敻虹的創作歷程及其心靈模

式〉，以敻虹的作品為研究範圍。敻虹的抒情詩一向被人稱讚，她

的作品表現唯美唯情的浪漫氣質，但本章更著重探討她中年以後的

創作，試圖對敻虹有更多面向的觀察。敻虹中年以後偏向佛理的領

悟，同時也開始創作「佛教詩」，試圖把偈文、佛經文字轉化成現

代詩。1990年，50歲的敻虹出版第四本詩集《愛結》，有意識地以

佛入詩，展現她對「苦」的體會與超脫，以及以「空」為美的體

悟。1997年，敻虹再出版一本詩集《觀音菩薩摩訶薩》，這本詩集

更展現其對於「空」的境界的追求，在〈而今遠離愛想結縛〉一

詩中，
35
對於愛的觀察了解，已經提出非蝶非蛹、無來無往的「空」

觀，結尾說「終究是／為遠逸而蛻變的一場夢」。一場夢乃指今世

當下的人生，那是為「空」做準備，故毋須執著於名相，而今世所

有的因緣都將因為這個「空」觀，自然生滅，無牽無掛。1999年，

敻虹又出版《向寧靜的心河出航》，
36
這是把佛經《心經》的文字和

偈語轉化為現代詩的創作；詩集中的各篇，係採用經文的句子當題

目，但並非只是用白話來解釋經文的意義，而是由句子的含意出

發，用自己的語言寫出對此句經文或是對《心經》的體悟；若去除

篇名和經文的關聯，詩作的本身就是一篇闡揚佛理的作品。敻虹對

佛理的體認與書寫，不僅表露她的宗教情懷，也拓展了現代詩的宗

教主題與創作形式。

第五章〈時間的旋律—蓉子詩時間觀的類型與深層解讀〉，

以蓉子的作品為研究範圍。蓉子的詩有著濃厚的時間感—一則來

自於她經常描寫季節，二則她經常在作品中加入對時間的感觸，三

則她有頗多以時間為題的詩，並以其作為詩輯的標目，這些現象都使

人無法忽視蓉子對時間主題的偏好，以及其透過時間對生命的思考。

35   敻虹，〈而今遠離愛想結縛〉，《觀音菩薩摩訶薩》，頁81-82。
36   敻虹，《向寧靜的心河出航》（臺北：佛光出版社，1999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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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她的都市詩表現出對生存情境的深刻觀照，山水詩則展

現對「永恆」的體悟，這些也有賴於她對「時間」的敏銳觀察與描

繪。前者例如〈亂夢〉，
37
其中「早晨的沁涼為廚房烘焦」一句，可

說是女性經驗的顯現，大多數女性不能免除烹飪的家務，即使職業

婦女亦然；蓉子用身處廚房中的焦躁感來比喻都市生活的煩躁，也

代表早晨趕著上班的時間壓迫感，十分貼切、傳神。後者譬如〈阿

里山有鳥鳴〉，
38
此詩共十一段，每段三行，整齊的形式，構成平穩

和諧的節奏感與韻律感。詩中的鳥鳴聲具有相當深刻的意涵，象徵

時間的進行，引導詩中「我們」的探訪，也引導讀者進入一個完整

的時間體驗。詩中所呈現的境界，和老莊的虛無之境是近似的，代

表一種超越時間的狀態。

蓉子詩對「時間」主題多樣而深刻的表現，確實是其作品的特

色。她對時間的通透認識，則表現於對死亡的理性認知，因此把小

我的生命視為宇宙生命的一部分，與時俱化，成為大自然循環的一

節，生生不息；由此我們看到蓉子對人類命運的思考與關懷，是相

當富有歷史感與恢宏氣度的。

第六章〈家．笠園．臺灣—陳秀喜詩中的空間文本與身分認

同〉，本章藉由空間文本的解讀，探討陳秀喜作品中的國族認同。

陳秀喜為臺灣本土派女詩人的代表，她的作品中，對「家」、「笠

園」以及「臺灣」這三個空間的描寫、感受與認知，具有特殊的情

感。在這三個空間文本中，陳秀喜每每刻劃、省思她作為女人、詩

人以及臺灣人的身分，使得她作品中的空間文本饒富意義，也使我

們看到一位女詩人多重的身分認同與文化位置。

此外，陳秀喜也善於利用女性身體意象連結國族認同問題，她

37   蓉子，〈亂夢〉，《七月的南方》（臺北：藍星詩社，1961年12月），頁53。
38   蓉子，〈阿里山有鳥鳴〉，《橫笛與豎琴的晌午》（臺北：三民書局，1974年1
月），147-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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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的筆〉、 39
〈耳環〉

40
等詩，都是利用女性特有的化妝（畫眉、

塗唇膏）和服飾（穿旗袍、戴耳環）來點出對日本殖民政權的反

抗；眉、唇、耳是身體的一部分，服裝也是身體的延伸，陳秀喜充

分運用這些相關的意象和符碼表達她對臺灣的認同。

更具體的是，陳秀喜極力在詩中營造一個深具臺灣鄉土風味的

空間。她透過一系列的鄉土意象，包括自然景物、生活場景、美好

人情與芬芳泥土等組合，表達她對臺灣這塊土地的鄉土之愛。陳秀

喜可說是強烈表達國族思考的一位女詩人。

第七章〈日常的興味—杜潘芳格詩中的生活美學〉，以杜潘

芳格為研究對象，她可說是個能夠將哲理思考融入日常生活的實踐

者。本章探討杜潘芳格對生活瑣事與自然萬物的觀察與體認，尤其

是在人情世故的描繪上，更可看到她以深厚的愛為根柢，勾勒她對

家人親友的情感，呈現豐富自足的心靈世界。

詩人對於日常生活的書寫，往往也代表其對生死的看法，杜

潘芳格亦是如此。譬如她的〈問〉，
41
係以其穿梭於廚房與（其丈夫

診所的）門診部之間，寫出了穿梭在生活、病患與死亡消息之間的

心情。這首詩在在體現了日常生活中的哲理，把平凡的日常生活

和生死大事搓揉在一起，提煉出複雜的人生滋味。進一步看，「日

常」的題材與「日常」的感受，其實是杜潘芳格創作的重要來源。

日常的食衣住行、天時氣候、鄰里鄉間、家庭生活等，都能成為她

筆下的風景。譬如〈秋晨〉一詩尤可作為其描述家庭生活，體現日

常生活心得的代表，詩中藉日常的燒飯炒菜，帶出了心中的欣喜滿

足。
42
杜潘芳格的詩雖經常取用日常題材，但卻充滿詩意的思考，

她不僅符合「新即物主義」的概念，更具有身為家庭主婦，從柴米

39   陳秀喜，〈我的筆〉，李魁賢編，《陳秀喜全集》，第一冊，頁81-82。
40   陳秀喜，〈耳環〉，李魁賢編，《陳秀喜全集》，第一冊，頁133-135。
41   杜潘芳格，〈問〉，《遠千湖》（臺北：笠詩社，1990年3月），頁68-69。
42   杜潘芳格，〈秋晨〉，《遠千湖》，頁81。



18 思想的裙角—臺灣現代女詩人的自我銘刻與時空書寫

油鹽裡發掘興味的細微觀察力。

第八章〈雪的假想—羅英詩中的死亡世界〉，以羅英為研究

對象。面對死亡這個嚴肅的議題，羅英的詩作提供對死亡的多種擬

想。在她筆下，死與生沒有絕對界限，反而可以互相揉雜，使死

與生相互眷戀糾纏。當中最奇特處是，羅英詩中無所不入的死亡書

寫，她經常使日常生活「死亡化」，使死亡事件「日常化」，也經

常運用「演出」般的藝術效果，增進對死亡情境的想像。因此，可

以看到羅英對於死亡具有獨特的審美觀，她往往沉溺於死亡的氛

圍，將死亡意識和荒原情境結合，呈現以死為美的審美觀。她也擅

長變形與偽裝的藝術，在超現實的夢境與黑夜中，展露死亡的原

欲。

最突出的，應是羅英運用超現實手法，描繪了變形、荒謬的情

境，〈死之演出〉、 43
〈死，你的動作是飛翔〉

44
這兩組散文詩便具有

這樣的藝術效果，詩中羅英以超現實的手法建構死亡的世界，夢、

黑夜都是死亡的國度，鳥、魚、羊、螞蟻、貝類、猴子的死亡或變

形，都是用來嘲弄人類的存在；她的死亡觀，呼應了存在主義的思

想，而豐富多變的創作藝術手法則投射出詩人特有的心靈世界。

無論是胡品清的唯愛唯美、林泠的遨遊不羈、朵思的恬靜安

然、敻虹的明心悟道、蓉子的理性寧靜、陳秀喜的堅毅厚實、杜潘

芳格的寬容敏銳或是羅英的冷靜透澈，都是每一位女詩人在身兼女

性與詩人的雙重身分下，磨合生活與創作而刻下的風格印記。她們

在詩學上的成就，也為臺灣現代詩史拓展出更豐富的視野。

43   羅英，〈死之演出〉，《雲的捕手》，頁84-90。
44   羅英，〈死，你的動作是飛翔〉，《二分之一的喜悅》，頁199-204。

夏娃──永遠的女人

只竊盜音符

從而無邪無辜

若必須寫懺悔錄

羽毛是筆

露珠是墨水

花瓣是紙張

而非用刀

刻在冰上

──胡品清，〈另一種夏娃〉

第一章

──胡品清詩中的自我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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