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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美香：三個十年的女性敘事
            ──治國、服飾以及島嶼的脈絡書寫

採訪／李宛芝、連采宜　　撰文／連采宜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林美香特聘教授的著作《身體

的身體：歐洲近代早期服飾觀念史》，獲得第八屆中央研

究院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獎。自取得博士學位以

來，林美香的研究方向約以每十年為一期，至今可分為三

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女性統治（1997-2007），其次是服

飾文化史（2007-2017），最近展開的議題則是島嶼研究

（2017-）。雖然這三個研究領域看起來並不互屬，甚至可

說是天壤之別，但林美香認為，這些主題不但有相當程度

上的關聯，而且彼此包容、相互延展。

女性統治、服飾脈絡與島嶼故事

　　林美香留學英國，最初研究的起點是16至17世紀歐洲和英國史。歐洲傳統社會

將女性視為「第二性」的看法，在14世紀之前幾乎未曾受到過挑戰，直到16世紀，

十五歲的愛德華六世辭世後，都鐸王朝面臨前所未有的變局：開啟女人治國的時代。

　　2007年，林美香出版了第一本書《女人可以治國嗎？：十六世紀不列顛女性統

治之辯》（Can a Woman Rule a Kingdom? The Debate of Gynecocracy in Six-

teenth-Century Britain），書中詳細探討誕生了女性統治者的英格蘭，面臨的不僅

是單純的性別問題，而是涵蓋並重塑了政治、宗教以及社會文化建構下的性別概念。

歷史上著名的兩位女王「血腥瑪莉」瑪莉一世（Mary I），以及擊敗西班牙無敵艦隊

的伊莉莎白一世（Elizabeth I），從宗教改革的多方角力開始，到全面執政的統御能

力皆不容小覷。尤其伊莉莎白一世主政的黃金盛世，是英國文化發展的重要時期，無

論是在文學、詩歌或是戲劇的水準，都有了長足的躍升。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

speare，1564-1616）等人的作品，將文學藝術推上全新的巔峰，造就英格蘭文藝復

興。林美香更比較了同時代的法國、日耳曼地區等歐陸國家，豐富女性統治議題的討

論面向。

　　但女性統治所牽涉的不僅是政治或宗教議題，女性統治的成功與否，也與女王個

人形象的塑造密切相關，於是林美香開始思考，「女王怎麼說話？穿什麼衣服」？她

發現女王的談話與外在形象表現，皆與服飾及其象徵意涵有密切關係，於是她既研究

「看得見的服裝」（物質面），也探查「看不見的服裝」，即服飾所表達的文化意涵

（思維面），或稱為「服飾語言」。自此將研究範疇由女性統治拓展到服飾文化史，

也打開了《身體的身體：歐洲近代早期服飾觀念史》的研究契機。

　　伊莉莎白女王任內曾頒布多次服飾法（clothing laws），規範英格蘭不同身份

的人民可穿的衣服顏色、材質，以及服裝費用。法令內容強化了社會結構，也凸顯了

服飾在政治以及社會秩序上所扮演的角色，所以林美香指出：在歐洲近代早期，服裝

與權力有密切的連結，服裝在昭告權力的同時，其實也昭告了秩序；每個人以自己應

穿著的服裝各安其位、各盡其份，服裝不僅形塑社會角色，也表達家族與國族認同。

　　在《身體的身體：歐洲近代早期服飾觀念史》一書中，林美香以文藝復興、宗教

改革和國際貿易所帶來的思想變動為背景，以當代一般人共有的思維方式、共有的觀

看方式，從服飾切入，爬梳近代歐洲思想的多方面貌，系統整理了與服飾相關的四項

觀念：「文雅」（civility）、「中性之事」（adiaphora）、秩序（order），以及

「國族」（nationhood）。她觀察尋常可見的物件如何承載觀念，而這些觀念又如

何隨著社會變遷而變遷，交織出物質與思想文化的綿密聯繫。

　　《身體的身體》一書中，林美香所處理的最後一項議題是服裝與國族區隔間的關

係，這也成為她之後持續關注的研究主題，從不列顛的島嶼特質入手，進而由服飾文

化史轉向國族認同。她指出，史學上的「島嶼時代」已經開啟，越來越多史學家注意

到以島嶼為主體的研究（Nissology），而不列顛與臺灣同屬島嶼，其歷史經驗更值

得借鏡。

　　

　　林美香與「島嶼」的緣分頗深，出生在馬祖西莒小島，小學時舉家遷至臺灣本

島，在臺灣成長後留學不列顛群島，她自陳她的生命是一連串跳島的旅程，從一個島

嶼遷移到另一個島嶼。她也表示，在成長過程中，我們對島嶼的想像和詮釋通常是比

較負面的，是封閉、孤立的，但近年來我們的日常用語中，已經越來越常使用「島

嶼」一詞，而且多與正面的文化、文學、藝術相連結。我們日漸能以較為客觀或肯定

的心態思索島嶼的一切。至於不列顛，自中古時期以來，不列顛的國族認同一直和島

嶼性密切聯合，島嶼性是不列顛認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林美香表示，接下來第三個十年的研究主題，會繼續探索不列顛的歷史書寫，及

其島嶼描述與國族認同之間的關係。中古早期以來，不列顛人便歌頌他們的島嶼地理

特性，海洋是他們的護城河，保護他們免於受到歐陸的各種威脅，這種心態在近年主

張脫歐的議題上更為明顯，未來會如何發展值得繼續觀察。

在不同的場域自在優游

　　林美香過去的研究涵蓋了英國史、近代早期歐洲史、歐洲服飾文化史及文藝復興

史等方面，從女性統治到服飾再到國族研究，不論領域為何，對她而言，都是發掘自

己與發現新議題的過程。她的專書寫作並未事先規畫了什麼，才去尋求理論來證明，

而是經過長時間的摸索，最後成就一本前後呼應、脈絡完整的作品。

　　目前林美香擔任國立政治大學國際合作事務處長，她認為歷史學對處理行政工作

是有幫助的，史學教導我們如何掌握脈絡，看到問題會積極了解過程，不帶理論框架

去理解，問題便容易解決。教學場域的回饋則是另一種收穫，幾年前林美香為課程討

論，在臉書上成立了粉絲專頁「不列顛史課程專頁」，讓學生將個人研究成果發表在

專頁上，漸漸累積出多篇主題式貼文。近幾年在助理協助下，也時常刊登與不列顛相

關的研究講座、書籍及電影，吸引許多人閱讀按讚。

　　從女性統治到服飾觀念史，再到島嶼的國族認同，這些不同的知識領域，如同在

水面上看起來像是一個一個孤立的島嶼，但在水面下卻是連在一起的。在林美香邁向

第三個十年的跳島研究中，豐盛的文化能量與知識的鉤沉撞擊，能在不同的場域裡自

在優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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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雖然這三個研究領域看起來並不互屬，甚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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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女王的談話與外在形象表現，皆與服飾及其象徵意涵有密切關係，於是她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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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是在文學、詩歌或是戲劇的水準，都有了長足的躍升。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

speare，1564-1616）等人的作品，將文學藝術推上全新的巔峰，造就英格蘭文藝復

興。林美香更比較了同時代的法國、日耳曼地區等歐陸國家，豐富女性統治議題的討

論面向。

　　但女性統治所牽涉的不僅是政治或宗教議題，女性統治的成功與否，也與女王個

人形象的塑造密切相關，於是林美香開始思考，「女王怎麼說話？穿什麼衣服」？她

發現女王的談話與外在形象表現，皆與服飾及其象徵意涵有密切關係，於是她既研究

「看得見的服裝」（物質面），也探查「看不見的服裝」，即服飾所表達的文化意涵

（思維面），或稱為「服飾語言」。自此將研究範疇由女性統治拓展到服飾文化史，

也打開了《身體的身體：歐洲近代早期服飾觀念史》的研究契機。

　　伊莉莎白女王任內曾頒布多次服飾法（clothing laws），規範英格蘭不同身份

的人民可穿的衣服顏色、材質，以及服裝費用。法令內容強化了社會結構，也凸顯了

服飾在政治以及社會秩序上所扮演的角色，所以林美香指出：在歐洲近代早期，服裝

與權力有密切的連結，服裝在昭告權力的同時，其實也昭告了秩序；每個人以自己應

穿著的服裝各安其位、各盡其份，服裝不僅形塑社會角色，也表達家族與國族認同。

　　在《身體的身體：歐洲近代早期服飾觀念史》一書中，林美香以文藝復興、宗教

改革和國際貿易所帶來的思想變動為背景，以當代一般人共有的思維方式、共有的觀

看方式，從服飾切入，爬梳近代歐洲思想的多方面貌，系統整理了與服飾相關的四項

觀念：「文雅」（civility）、「中性之事」（adiaphora）、秩序（order），以及

「國族」（nationhood）。她觀察尋常可見的物件如何承載觀念，而這些觀念又如

何隨著社會變遷而變遷，交織出物質與思想文化的綿密聯繫。

　　《身體的身體》一書中，林美香所處理的最後一項議題是服裝與國族區隔間的關

係，這也成為她之後持續關注的研究主題，從不列顛的島嶼特質入手，進而由服飾文

化史轉向國族認同。她指出，史學上的「島嶼時代」已經開啟，越來越多史學家注意

到以島嶼為主體的研究（Nissology），而不列顛與臺灣同屬島嶼，其歷史經驗更值

得借鏡。

　　

　　林美香與「島嶼」的緣分頗深，出生在馬祖西莒小島，小學時舉家遷至臺灣本

島，在臺灣成長後留學不列顛群島，她自陳她的生命是一連串跳島的旅程，從一個島

嶼遷移到另一個島嶼。她也表示，在成長過程中，我們對島嶼的想像和詮釋通常是比

較負面的，是封閉、孤立的，但近年來我們的日常用語中，已經越來越常使用「島

嶼」一詞，而且多與正面的文化、文學、藝術相連結。我們日漸能以較為客觀或肯定

的心態思索島嶼的一切。至於不列顛，自中古時期以來，不列顛的國族認同一直和島

嶼性密切聯合，島嶼性是不列顛認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林美香表示，接下來第三個十年的研究主題，會繼續探索不列顛的歷史書寫，及

其島嶼描述與國族認同之間的關係。中古早期以來，不列顛人便歌頌他們的島嶼地理

特性，海洋是他們的護城河，保護他們免於受到歐陸的各種威脅，這種心態在近年主

張脫歐的議題上更為明顯，未來會如何發展值得繼續觀察。

在不同的場域自在優游

　　林美香過去的研究涵蓋了英國史、近代早期歐洲史、歐洲服飾文化史及文藝復興

史等方面，從女性統治到服飾再到國族研究，不論領域為何，對她而言，都是發掘自

己與發現新議題的過程。她的專書寫作並未事先規畫了什麼，才去尋求理論來證明，

而是經過長時間的摸索，最後成就一本前後呼應、脈絡完整的作品。

　　目前林美香擔任國立政治大學國際合作事務處長，她認為歷史學對處理行政工作

是有幫助的，史學教導我們如何掌握脈絡，看到問題會積極了解過程，不帶理論框架

去理解，問題便容易解決。教學場域的回饋則是另一種收穫，幾年前林美香為課程討

論，在臉書上成立了粉絲專頁「不列顛史課程專頁」，讓學生將個人研究成果發表在

專頁上，漸漸累積出多篇主題式貼文。近幾年在助理協助下，也時常刊登與不列顛相

關的研究講座、書籍及電影，吸引許多人閱讀按讚。

　　從女性統治到服飾觀念史，再到島嶼的國族認同，這些不同的知識領域，如同在

水面上看起來像是一個一個孤立的島嶼，但在水面下卻是連在一起的。在林美香邁向

第三個十年的跳島研究中，豐盛的文化能量與知識的鉤沉撞擊，能在不同的場域裡自

在優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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