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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形象與家國寓言
1

 

──以李喬《寒夜三部曲》及《埋冤 1947 埋冤》為例 

 
陳文雅 

國立中興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研究生 
 

【摘 要】 
針對開發史到日據史，李喬書寫《寒夜三部曲》來記錄自我生命的根源－那座巨大厚實

的黝黑背景，而面對國民政府統治時期，李喬則創作了《埋冤 1947 埋冤》探討二二八事件對

臺灣人的文化史暨精神史所造成的深遠影響，由行為變化而導致整體社會的文化變遷。在兩

部小說中，皆有一特出的女性形象穿梭全書，此為其他作家所未及之處，也是這兩部小說深

有寓意之處。 

本文試以這兩部小說中的燈妹與葉貞子為探討的對象，由燈妹想見先民於開墾時的艱

難，及在日本殖民時期，如何發揮蕃薯般特強的生命力，以延續民族火種。透過葉貞子的遭

遇，了解臺灣人在面對「偉大祖國文化」時的失望與憤怒，不但未能擺脫「孤兒意識」的糾

纏，反被迫害在虛無的祖國與生活的母土中尋求認同。藉此分析，試探李喬如何運用女性形

象，由土地認同邁向民族認同，建構家國寓言，並為臺灣找到新的方向。 

 
【關鍵詞】女性形象、寒夜三部曲、埋冤 1947 埋冤、家國寓言 

 

                                                  
1 此名詞或稱為「國族寓言」。詹明信（Fredric Jamson）認為，所謂「國族寓言」（National allegory），

乃起因於第三世界的文學的寓言性與獨特性，第三世界的文本都應被當作國族寓言來閱讀。甚至某些

第三世界看似有關個人的文本，也無不以國族寓言的形式投射其政治性。所以，在第三世界的文學

中，即使是某些敘述個人命運或細節的故事作品，往往亦含有闡述第三世界社會遭受強權或外力干預

衝擊的寓意。在本文中，「家國寓言」的定義為具有闡述該社會或該民族遭受外來政權統治歷史的寓

言性，並藉著家族的嬗變來呈顯出國家的歷史。筆者認為李喬的作品便具有相似的特質，因此以「家

國寓言」作為題目來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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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個不知道歷史的社會，是一個盲目無知的社會；一個容易忘記歷史的民族，

是一個無情無義的民族。這樣的民族與社會，成就不了長治久安的現代國家。」2時

下的年輕一輩，對於臺灣本身的歷史了解多少呢？先民披荊斬棘、奮力怒吼的歷史重

要性，恐怕不如一首周杰倫的歌吧！若未能看清過去，怎麼邁向未來呢？立足於臺灣

這樣一塊經過多重殖民的土地上，人民在後殖民階段，處理過往的殖民記憶，並試圖

重建不同於官方大敘述的平民歷史記憶，找回自己的歷史主體，建立理想國度。從二

次大戰終戰後，島上的知識分子為建立屬於臺灣人民的和平獨立國家，不惜犧牲生

命，冒險從事體制外的政治改革運動，這種少數個人所造成的影響，也隱隱約約地蔓

延至文壇。富有歷史使命感的作家們，感於臺灣苦難悲情的歷史，為官方惡意的掩埋

甚至故意抽換臺灣本土的文化主體代換為與臺灣人民毫不相關的殖民文化，面臨這樣

的困境作家們只得紛紛起之為臺灣書寫記憶。 
在長篇歷史小說方面，吳濁流、鍾肇政、李喬、東方白等作家的嘔心瀝血之作，

為臺灣短暫卻充滿苦難的過去留下刻骨銘心的註記。在其中，筆者特別注意到李喬作

品的女性角色，與其他歷史背景相同的文本相比，如鍾肇政《臺灣人三部曲》、《怒

濤》，顯明許多，可見李喬對女性角色的刻意著墨。在此以鍾肇政的作品為對照的參

考，《臺灣人三部曲》由馬關條約為起始點，描寫陸家人在日治時期的反抗行動，直

至終戰後；《怒濤》依舊由陸家人展開，著眼於終戰後，國民政府接收臺灣的經過及

二二八事件。李喬的《寒夜三部曲》記敘先民開發的血汗史及抗日的辛酸史，《埋冤

1947 埋冤》的歷史背景則與《怒濤》相同。儘管文本的歷史背景相似，兩位作家筆

下的女性形象有著相當大的差異。在《沉淪》中，女性形象是被動的，無論是面對歷

史的變動或面對自我的情感，均依附著男性，而無深層的內涵顯出，《滄溟行》中的

臺灣女性玉燕與日本女性松崎文子相較之下，顯得卑下俗氣，最後因男主角突然頓

悟，才接納了玉燕，依附男性依然為女性唯一的目的。《插天山之歌》的昂妹，雖有

                                                  
2 李筱峰，〈認清黑暗的時代，迎向光明的未來〉，《人權之路－台灣民主人權回顧》（台北：玉山社，

2002 年 7 月），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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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大地之母的形象存在，但其在書中的地位，卻只是男主角逃亡的點綴，與整部小

說的情節發展無關，顯得可有可無，而《怒濤》的秀雲，其形象則完全被長山來的韓

萍給壓制住了。鍾肇政由讀書人的視角下筆，抵抗的場面不見女性的身影，另一方

面，女性非家中經濟的主要來源，不需負擔起一家子的生計問題，無從深化女性的角

色。於是，女性角色也就如《怒濤》中的二二八事件一般，被鍾肇政以模糊的影像帶

過了，反倒是外來的女性──松崎文子、韓萍形象較為鮮明。相較於鍾肇政筆下的臺

灣女性角色，《寒夜三部曲》中的燈妹，及《埋冤 1947 埋冤》的葉貞子則顯得強烈許

多。 
在先行的研究中，提到有關李喬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者不少。陳萬益認為燈妹由一

家之母到大地之母，最後與「觀音大士」的形象相結合3，是全書最具有興味的主

題；齊邦媛認為燈妹所代表的是永恆母親的典型4；歐宗智對燈妹的闡釋亦如前兩者
5，大多的前行研究都是著重於燈妹與土地之間的象徵。而與家國寓言有相關者，則

為簡素琤的＜愛爾蘭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學與李喬《寒夜三部曲》裏的女性形象與建國

神話的寓義＞，對於李喬《寒夜三部曲》中的女性形象，則有一特出的看法。簡素琤

將李喬《寒夜三部曲》的女性形象與愛爾蘭文藝復興時期文學的女性角色並論，認為

知識分子在面臨文化與歷史消失的時刻，必會試圖改變現況，從過去的歷史中尋回尊

嚴，來喚醒民族的自尊心，雙方的作家均有意以特出的女性形象，來建構各自的建國

神話，而李喬則是「建構臺灣新民族的建國神話，以瓦解中原文化的宰制與中國對臺

灣主權的宣稱，終至達成建立海洋文化國家的夢想。」6並以李喬在 1991 年所提出的

「臺灣民族」7主張，回溯推論李喬在書寫《寒夜三部曲》時已萌生建構國家民族神

話的種子。只是，李喬固然在《寒夜三部曲》之後，逐漸發展出許多的文化評論觀點

                                                  
3 陳萬益，〈母親的形象和象徵--《寒夜三部曲》試探〉，《于無聲處聽雷》（台南：台南市立文化中心，

1996 年 5 月）。 
4 齊邦媛，〈人性尊嚴與天地不仁--李喬《寒夜三部曲》〉，《千年之淚》（台北：爾雅，1990 年 7 月）。 
5 歐宗智，〈傳統客家女性的堅忍形象－談《寒夜三部曲》的燈妹〉，《明道文藝》第 287 期（2000 年 2

月）。 
6 簡素琤，〈愛爾蘭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學與李喬《寒夜三部曲》裏女性形象在建國神話的寓義〉，《明倫

學報》第 1 期（1996 年 12 月）頁 80。 
7 李喬，〈台灣人國家的認同危機〉，《台灣文化造型》（1995 年 7 月），頁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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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臺灣新文化、臺灣新民族的論述，但並不能因此而「回溯推論」李喬在寫作《寒夜

三部曲》時，便已萌生「建構國家民族神話」的種子8。此外，簡素琤以「建國神

話」來譬喻《寒夜三部曲》，是否恰當並符合李喬當時寫作的思想呢？這點是有待商

榷的。 
至今，筆者發現有關李喬的作品中女性形象的整體性研究似乎較為稀少，李喬不

同作品中的女性角色，是否有著相關之處？是否有其寓意？女性角色又是如何被塑造

的呢？本文藉由分析《寒夜三部曲》的燈妹與《埋冤 1947 埋冤》的貞子，試圖挖掘

李喬隱藏在女性角色背後的寓意？及這兩位女性之間是否有相關之處？找出如何由土

地認同邁向民族的認同，重建屬於臺灣人民的家國寓言，並從過去的歷史中找回民族

的尊嚴與榮耀，進而看清未來的民族發展走向。 

貳、土地認同－為生存而努力的燈妹 

在進入論述前，筆者認為應該先對李喬「反抗哲學」的來由及定義有一番了解。

李喬的父親是一位抗日分子，出獄後被限制居住在蕃仔林山區，常常不在家，家中的

經濟由母親一人扛起，所謂的「家」是由茅草、竹片和泥搭建而成。家中一直處於窮

困的狀態，也因此造成妹妹的早夭，使得李喬在年僅六歲時，就有了與死亡面對面的

經驗。除此之外，李喬還一路多病，在這樣的成長環境中，個性強烈的李喬未轉變成

一個憤世嫉俗、仇視世界的人，反而從種種的苦難中歷練出自我的生命觀及反抗哲

學。其生命觀認為生命是無意義的、痛苦的，但若能因為我們的努力而使得這世上的

痛苦減少一點點，這就是生命的意義了9。李喬曾為文解釋他所謂的「反抗哲學」，認

為「反抗」與「反叛」是不同的概念，前者是為了取得主體性的生存而產生的意念及

行動，後者則是以「背叛者」為主體而有違逆、抗拒的意念。並從人的生理因素談

起，以為人一存在便是處於反抗的狀態中，抵抗病變而有抗原、抵抗氣溫而增強肉體

                                                  
8 對簡素琤以「建國神話」來譬喻《寒夜三部曲》此觀念的質疑，乃筆者於課堂經陳建忠老師指導而衍

生，特此說明。 
9 劉湘吟，〈愛恨分明的大地之子－台灣新文化推動者李喬〉，《新觀念》（1997 年 9 月），頁 3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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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耐力，進而抵抗精神上的誘惑及缺點，而淬鍊自己成為一個有人格的人。「不能逃

避，除非你放棄自主的、主體的存在」10。將如此的觀念置於臺灣人的歷史來看，的

確是十分符合臺灣人「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的反抗歷程。而這樣的精神也瀰漫

在李喬的作品中，不論是沉默拒絕的燈妹，或正面抵抗的貞子，都能將臺灣人民在面

對不同的統治者時，那種不同反抗典型淋漓盡致地表達出來，成為臺灣人民反抗統治

者的縮影。以下就回到文本中來探討。 
《寒夜三部曲》的故事背景是在清光緒年間的苗栗地區，當時的平原已被福佬人

開墾的差不多，後來的客家人也因人口逐漸增多，而不得不往深山地區發展，爭取一

塊可以安身立命的土地。開墾的過程滿載著先民的血淚，先是對抗天災、原住民的馘

首，後是抵擋不公不義的統治者。文本以先民與土地之間的愛恨情仇為主題，兼論當

時不公的土地政策，造成了人民的壓迫感，在如此不公義的國家機器統治下，土地的

問題演變為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階級問題。在其中，人民從生存的困境中不斷力求一

線生機的力量，正彰顯了人與生俱來的反抗精神。李喬於《寒夜》序中說道：「…，

在自己源源取材後面，有一座巨大厚實的黝黑背景。那裡有我生命的根源，人生起

點；…」11在書寫的過程中，李喬正視自己的生命根源，重現一幅移民者的生活群

像，創造了象徵性的環境與人物，為長久迷失在殖民文化而不知何去何從的臺灣人，

找到自我民族的源頭。 
在《寒夜三部曲》中，男性所扮演的是前線抗爭的角色，不得不將妻兒置於一

旁，是一種有著英雄氣味的角色－犧牲小我完成大我；而那被男性犧牲的女性角色，

則是默默地守著家園，為了生計而與土地產生了更深刻的關係。燈妹在書中的堅忍形

象，及其心理的轉折，不斷地透過對作者燈妹哲理思考的描述，刻劃出人民與土地的

親密關係，比起外顯的、強壯的男性角色，更能深層顯露出臺灣人民在歷史滾輪下的

生存紀錄。燈妹一出生就被生身母親棄於豬欄，是彭家的花囤女，因為自己的不幸出

身而導致他人不公平的對待，必須經過「三父三母」12才能成為「宜室宜家的好妻

                                                  
10 李喬，〈反抗是最高美德－「反抗哲學」簡說〉，《台灣文化造型》（台北：前衛，1995 年 7 月），頁

307-316。 
11 李喬，〈序〉，《寒夜三部曲 1.寒夜》（台北：遠景，2001 年 7 月），頁 1。 
12 李喬，《寒夜三部曲 1.寒夜》（台北：遠景，2001 年 7 月），頁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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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13。直到與劉阿漢相結合，燈妹的生命藉由婚姻的相互扶持，而逐漸煥發出光彩

來： 
人間多悲苦，生活多艱澀，世路多寂寞，然而，他和她，找到了生命的依靠，

找到了同行的伴侶，找到了力量的源泉。（《寒夜》2001：頁 222） 
齊邦媛提到：「作者對這母親形象的愛與敬，達到了一種詩意的虔敬。幾乎所有

寫到燈妹和蕃仔林的句子都有抒情詩濃郁的感情。」14作者在〈小說與詩〉中也曾提

到：「詩質的豐滿，當是小說追求的最高境界吧。」15這樣詩質的氛圍在燈妹身上更

是展露無遺。燈妹在完全屬於自己的日子裏，艱辛不斷的勞動，逐漸體悟到生命與土

地的關係： 
生命來自泥土，但生命不是泥土，而生命畢竟還是泥土。不是泥土，所以能夠

自由活潑，但也多麼孤單；是泥土，所以最是卑下，但也多麼穩實安詳…

（《寒夜》2001：頁 401） 
作者透過燈妹哲理式的思考，讓這位貫穿三部曲的女性與土地有了進一步的連

接：土地不祇是生產食物的工具而已，也是生命的來源，並表達出對這塊生長的土地

的認同及肯定。 
面對阿漢對抗日本殖民政府的行動，在屢次勸說無效之後，燈妹終於認清了現

實，那就是「變成一堆冰冷堅硬的岩石」16吧！這樣自己的心就不會再受到阿漢的傷

害了，把一切看淡吧！最重要的是養大六男三女，這樣的觀點在侯麗貞談論黃碧雲的

小說時亦有提及： 
為了避免死亡的追索，強韌的女人們，去做工、上山砍柴、下田工作，……以

躲過飢餓與戰火的侵襲。她們不靠男人，要靠自己的力量活下來。 
…，活下去比任何事都來得真實寶貴。而香港貧苦文盲的女性，比起男性，要

                                                  
13 同註 12，頁 81。 
14 齊邦媛，〈人性尊嚴與天地不仁--李喬《寒夜三部曲》〉，《千年之淚》（台北：爾雅，1990 年 7 月），

頁 180。 
15 賴松輝，《李喬《寒夜三部曲》研究》，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 年 6 月），頁 181。 
16 李喬，《寒夜三部曲 1.荒村》（台北：遠景，2001 年 7 月），頁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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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負更為沉重的家庭與經濟重擔。往往一家子的勞動，都落在女性身上17。 
「活下去比任何事都來得真實寶貴」，這就是燈妹所抱持的信仰。燈妹的處境，

正是後殖民女性主義所著重分析的。後殖民女性主義最大的特色，即是探討政治、經

濟、文化及國家內部不同族群之間的殖民結構對婦女所造成的衝擊及影響，在被殖民

的情境下，婦女所遭受的剝削，不能簡單地以兩性間的資源不均或關係不平等來解

釋，而必須連同國家的弱勢地位一同思考18，弱勢的國家一旦變成殖民地，其不公的

政策必定會引起人民的反抗，政治的變動影響了家庭中的經濟結構，男人因抵抗殖民

者而不在家庭的現場，一切的教養責任及經濟壓力均落在女性的肩膀上，燈妹一如黃

碧雲《烈女圖》中宋香的母親，為了錢，為了掙一口飯吃，用盡一切卑微的手段也無

妨。為此，燈妹努力開拓土地，與土地的關係更加緊密了。 
南洋戰爭開打時，燈妹已從劉家的守護神變為整個蕃仔林的精神支柱了。陳萬益

寫道：在《孤燈》的故事中，燈妹已然是觀世音普渡眾生、與大地結合的形象，對於

整個蕃仔林的苦楚，飽含著悲憫、憐惜與不忍之情19。燈妹就如腳下土地，無私地乘

載著整個蕃仔林的歷史無奈與悲哀，於此李喬的生命觀便顯露無遺了：善用自己的生

命及力量，讓這生命的痛苦減少一點點。而這樣的人世關懷，也在李喬的另一部作品

《情天無恨－白蛇新傳》出現，書中白蛇對於苦海無邊的人世，始終抱持著要以無意

義的生命，點滴潤澤芸芸眾生，替這無邊的苦海，消解些許痛苦的情懷20。透過白

蛇，李喬再次宣示了他的生命觀。 
有一幕更可見出燈妹在蕃仔林的精神領袖的地位，當庄役場派人通知蕃仔林的人

們去領回白木箱，收到消息的人家，有的哭泣，有的昏倒，有的想要自殺，大家哭成

一團。 
屋裏，屋外一片幽暗。該是上燈時分，可是沒有誰去點燈；大家心裏眼前早就

一片漆黑，不過，漆黑中，彼此都看得清清楚楚，「看得出」身邊的親友，「看

                                                  
17 侯麗貞，〈黃碧雲小說中的國族寓言〉，《問學集》第 11 期（2002 年 6 月），頁 192。 
18 邱貴芬，〈後殖民主義－性別、階級、族群與國家〉，《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台北：女書文化，

2000 年 9 月），頁 341-369。 
19 同註 15，頁 35。 
20 李喬，《情天無恨－白蛇新傳》（台北：前衛，1983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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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蕃仔林同苦難的一群。 
哭聲尖銳、粗啞、高昂、低沉徘徊著，糾纏著，縈繞著，迴旋著。哭聲，內內

外外，滿屋滿堂，滿山滿野的哭聲…….。 
突然，籬笆外出現一束輝煌光芒。 
那是一把燄舌飛騰的火把。火把的光芒，撕裂夜幕，映耀得人人睜不開眼睛；

哭聲沉了下來。 
「阿漢婆來了！」有人低喊一聲。（《孤燈》2001：頁 246） 

燈妹為陷入絕望的村民帶來希望，「..在眾人一片悽慘，不知如何是好時，燈妹把

事情辦得井井有條，絲毫不紊亂，一方面顯示她的處世手腕，已顯示她受到村人的敬

重，最重要的，就像她的名字所明示，是黑暗中的一盞燈。」21 
燈妹如此勸說著阿貞與阿淑： 

「什麼叫做命？命就是要你去面對沒道理沒來由的劫難，不疑不怕不變不停地

－就照原先的樣子活下去。這個，我們婦人家，比男人還強才對！」（《孤燈》

2001：頁 248） 
歷經了這曲折多難的一生，燈妹將自己如蕃薯般堅毅精神傳播給蕃仔林內的婦女

們。為了延續下一代、延續生命，女人非得堅強起來不可，無論發生任何事，要像大

地一般包容、承擔下來。因此，昂妹是燈妹最稱讚的：「妳就和蕃仔林一樣，不怕風

吹雨打，…會長命百歲的。」22能延續生命，才有機會抵抗那不公義的殖民者。 
對遠在南洋的明基而言，燈妹就像那戒指一般，隨時與他同在，並不時可聞到屬

於燈妹的那一股母親的味道，即使在燈妹去世後，燈妹的形象依舊在明基的心中盤旋

未去： 
阿媽，就是臺灣，就是故鄉，就是蕃仔林；蕃仔林，故鄉，臺灣，也是一種阿

媽。或者說：阿媽，不祇是生此血肉身軀的「女人」，而是大地，生長萬物的

大地，是大地的化身，生命的發祥地…。 
阿媽，是一種香氣，一種聲音，一種燈光；那裡永遠播放親切的呼喚，無遠弗

                                                  
21 同註 15，頁 109。 
22 李喬，《寒夜三部曲 3.孤燈》（台北：遠景，2001 年 7 月）頁 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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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的愛撫，直入靈臺得慈光…（《孤燈》2001：頁 513） 
李喬藉由明基的想法，確確實實地將燈妹與大地、生命做了最完美的詮釋。「而

名為燈妹的這個生身母親，是導引遊子歸來的光，『那個燈啊，百千燈作一燈光，亮

在蕃仔林，亮在太平洋上空，也亮在自己巍峨靈臺之上。』」23 
燈妹的一生，由清朝末年到甲午戰爭割臺，到終戰，她見證了戰爭中一切最卑微

的苦難，以她為中心點，從彭阿強、劉阿漢、劉明鼎到劉明基，一代接一代的生活圖

像，穿越了臺灣人被殖民的年代，成為「支持先民繼續奮鬥的唯一慰藉」24，「生兒

育女，開荒墾地，為後代奠定了立足的故鄉，…」25從畏縮懦弱的花囤女到獨立持家

的母親，最後變成整村居民的精神支柱，每一階段都代表著先民由移民心態轉變到深

耕立足時與土地的不同關係。與土地的關係越緊密，抵抗殖民者的力量也就源源不

絕，李喬透過燈妹所傳達的民族歷史也就越清楚。 
對於簡素琤認為《寒夜三部曲》是臺灣的建國神話26，筆者論述至此，並未發現

所謂「建國神話」的思想存在，而李喬當時的寫作意識中，更遑論有「建國神話」的

種子萌生了，筆者以為用「家國寓言」為此部小說定位更為適切。 

參、民族認同－走出認同迷宮的葉貞子 

臺灣人民受到外族的統治、備受殖民歧視，為了生存而與土地有了緊密的連結，

進而衍生出「土地認同」及「他族（日本人）、我族（臺灣人、中國人）」的觀念。終

戰後，面對同是我族的國民政府，人民無不歡欣鼓舞，為重回祖國的懷抱而雀躍，然

單純的臺灣人民萬萬沒想到，接下來的風暴比之前的殖民者更為殘酷狠毒。已有現代

法治觀念的臺灣人，面臨國民政府帶來的政風腐敗、特權橫行、經濟壟斷、米糧短

缺、物價暴漲、軍紀敗壞、治安惡化、疾病猖獗…等無法想像的狀況，經過了一年半

的蹂躪，終於起而抗之，爆發了二二八事件！緊接著國民政府因國共內戰失利而撤退

                                                  
23 同註 15，頁 186。 
24 同註 6，頁 82。 
25 同註 15，頁 182。 
26 同註 6，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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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台，為了鞏固在台的統治權，採取高壓手段來整肅異議分子，使得二二八事件的傷

口不但沒有癒合的機會，反而因「白色恐怖」而加劇。國民政府透過戒嚴令、「動員

戡亂」及特務組織，以「肅清匪諜」的理由，大量逮捕在台共黨及政治異己者。蜘蛛

般的特務系統，使得臺灣的人權受到欺凌虐待，一句「匪諜就在你身邊」就讓臺灣人

民彼此間的信任蕩然無存。西元 1946 年成立「國語推行委員會」，目的在於歧視打壓

臺灣住民的各種母語，欲抽空臺灣住民文化的基礎。西元 1956 年更發布通令在校禁

止說「方言」，並設糾察隊，互相監視。此手段較之日本殖民政府，有過之而無不

及。西元 1987 年解除戒嚴，臺灣民主的腳步才逐漸跟上西方國家。這一段失去尊嚴

的歷史，迫使臺灣人民不得不思考以下的問題：祖國或國民政府，是我輩族人嗎？否

則怎會如此荼毒同是中國人的臺灣人呢？臺灣人與中國人是不同的民族嗎？ 
李永熾如此說道：近現代國家最主要的成立基礎，是由相互肯定、承認所形成的

共同體型態，並由此共同體發展出共識價值27。事實證明蔣介石政權只是「遷佔者政

權」28，此名詞出於學者 Ronald Wetizer 所著《遷佔者國家的轉型》，書中指出「遷佔

者國家」是「由支配原始住民的新移民所建立的國家」、「遷佔者所建立的統治系

統……是為了保有遷佔者的政治優勢地位」29，國民政府播遷來台及其殖民式的統

治，使得臺灣成為「遷佔者國家」，讓臺灣人民陷入「偉大的中國文化」與「臺灣本

土」之間認同的掙扎。那時代的人民是如何走出這樣的黑暗，如何由土地認同邁向民

族認同，我們可以從《埋冤 1947 埋冤》中的貞子身上找到答案。 
在《埋冤 1947 埋冤》之前，李喬著有《藍彩霞的春天》，「試圖從臺灣人一直不

敢面對的碑碣中重新探討臺灣人的『父與子』哲學，試著找出臺灣人新的社會倫理，

抱負是極大的。」30由臺灣被多重殖民的歷史角度來看，臺灣人民有許多不同的認同

者形象，人民該如何自處呢？李喬藉著藍彩霞去釐清歷史留下的難題。一開始，彩霞

                                                  
27 李永熾，〈人權：歷史文明的終極關懷〉，《白色封印》（台北：國家人權紀念館籌備處，2004 年 11

月），頁 6。 
28 引自台灣社人文網，台灣北社副社長李筱峰所著〈蔣政權流亡入台〉，網址：http://www.twsociety. 

org.tw/b0a005.htm。 
29 同註 28。 
30 彭瑞金，〈打開天窗說亮話〉，《藍彩霞的春天》（台北：遠景，1997 年 7 月），頁 4。 



 

 
44 

 臺 灣 學 研 究

第三期 / 96 年 6 月

便因母親去世而變成了棄兒的身分，父親花光了母親的賠償金，父親失業又跌傷，經

濟來源斷絕，彩霞便被賣為妓女了。由最初的抵抗→在腦海中排除「父親」、「爸爸」

的字眼→向暴力妥協、→一度沉溺於妓女的身分→手刃仇家，彩霞自以為沉溺就是一

種奇異的自我治療。直到發現自己處於被壓榨的最底層，而不得不採取最後的手段。

彩霞藉由去除父親的形象再造一個自己，擺脫過去一切的羈絆，堅定地面對未來。歷

經彩霞的書寫，李喬成功地將更多的歷史因素加入《埋冤 1947 埋冤》，讓貞子負載更

明確的歷史象徵性。葉貞子的發展情節如下：在中山堂被國民政府軍人強暴→被釋放

後發覺懷孕、精神瀕臨崩潰而遷居花蓮→浦實被收養、貞子至若瑟國小任教→認識楊

武雄並結婚→無法擺脫惡夢而解除婚約→赴鳳林國小任教、接回浦實→遭人歧視、改

名貞華→到花蓮市生活→浦實至新竹念中學、與武雄重逢→因對浦實的愛，也因浦實

對她的愛，而認清自己隸屬的族群。 
產下浦實後，貞子積極尋找工作，但因過去的遭遇而四處碰壁，幸而透過台大學

弟的介紹，得到教職，並與楊武雄戀愛。在交往過程中，貞子始終對自己過去不幸的

遭遇感到羞恥、卑下，以至於拒絕了婚約，來到了鳳林國小。收養家庭決定讓浦實回

去，並對浦實的出身奚落一番，認為這樣的雜種會帶來不少麻煩、引來他人的笑話。

面對歷史的受難者，部分台人竟也是以鄙夷的眼光、怕事現實的態度看待，喪失了人

間大愛，這不也是台人心靈遭受殖民者扭曲的證據嗎？針對臺灣人懦弱怕事的性格表

現，李喬著有＜臺灣人懦弱性格的分析與自救之道＞一文來論述此性格的養成原因，

筆者以為以統治者的影響最為深遠，政治層面的遽變，導致社會結構重組及「人格重

組」31，將臺灣早民的勇敢性格銷毀殆盡，轉而變成懦弱畏事。歷史悲劇的受難者，

不但得承受施暴者的巨大陰影，還得面對周遭人的指指點點，由貞子映照出當時的社

會心態。貞子改名為貞華，一切都向光復的祖國靠攏，努力學國語、穿旗袍，正是國

民政府銷毀本土文化的典型範例： 
伊除了向「國語推行委員會」的北平人認真請益外，廣播電台祇要播放「國語

標準音練習」節目，伊是不嫌十次二十次地專注傾聽、認真實練的。… 

                                                  
31 李喬，〈台灣人懦弱性格的分析與自救之道〉，《台灣文化造型》（台北：前衛，1995 年 7 月），頁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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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伊懇求袁老師協助，特地到台北市出名的「大上海西服店」定制兩件旗袍

兒；… 
葉貞子，喔，不，是葉貞華整個人都變了，全變了。… 
換言之，伊要告別貞子，臺灣查某、客家女子而成為一位外省人、大陸女子，

堂堂的中國女老師。…（《埋冤、埋冤》2003：頁 375-378） 
統一的國語政策，正是切斷臺灣人與本土文化聯繫的凶器，正如李喬所說：國民

政府打壓母語，塑造母語低俗惡劣的形象，抹殺臺灣本土的鄉土記憶，使我們與真實

的生活空間疏離，讓臺灣人徘徊在虛幻的祖國而喪失了自我。貞子努力讓自己脫胎換

骨，也試著將這樣的改變強加在浦實身上，聽著浦實滿嘴的福佬腔客家調臺灣國語、

一副土頭土腦的樣子、比較文明一點，貞子著實感到煩惱，也盡量不讓浦實在別人面

前開口說話，一心認定中國文化是高尚的，將自己原生的文化都遺棄了，「以期敵人

能夠雙手接納她這個降者。」32貞子自以為是道地的中國人，沒想到自己仍是敵人監

視的對象之一，就如法農的遭遇一般： 
法農努力往上爬，終於抵達高雅的上流社會，並成為法國社會所尊敬的心理醫

生。在內心深處，他告訴自己已經成為一位不折不扣的法國人。然而，有一天

在巴黎街頭非常體面地散步時，他聽到一個法國小孩對他說了一句簡單的話：

「髒黑鬼。」（nigger）經過長期培養起來的尊嚴，全然經不起如此一句鄙夷的

稱呼33。 

貞子感到恐懼了，如此的努力仍未能改變她的命運，可惜貞子未能像法農有深一

層的體悟──「被殖民者永遠是被殖民者」34，反而是如下的想法：一定是自己努力

不夠，才得不到別人的認同，要繼續加油才行！堅定地朝偉大中國文化走去。為了買

房子，貞子欲在外開班授課，遭到阻止，學校裡的特務仍未將監視的眼光從她身上移

開，她驚覺到自己仍是問題分子，遭受到殖民者第二次的否定，卻未能體清殖民者的

面目，貞子依舊「自囚」在向敵人靠攏的牢籠中，「…想獲得敵人認可的一種自棄行

                                                  
32 李永熾，〈序－台灣古拉格的囚禁與脫出〉，《埋冤一九四七埋冤》，（苗栗：苗栗客家文化廣播電台，

2003 年 2 月），頁 10。 
33 陳芳明，〈序二－膚色可以漂白嗎？〉，《黑皮膚白面具》，（台北：心靈工坊，2005 年 4 月），頁 14。 
34 同註 15，頁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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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35然而想獲得敵人的認可是不可能的，「真正的認可其實是永遠的危機」36。作

者透過貞子對自己的命運，抑或是臺灣的命運，進行了不斷的思索，而每一次與浦實

的交談中，那一層一層的雲霧也隨著貞子對自我的認識而逐漸散去。在浦實考上建中

之後的那次旅行，浦實鼓起勇氣對貞子說： 
「這些日子─尤其考完以後，腦海裡日夜都繞著一句話：我是雜種。對。我決

心作一個有用的人，而且做到了；那麼身世又怎麼樣？媽被強暴過。是。媽是

一位師生都尊敬的好老師；雜種兒子又力爭上游，我們有什麼好羞愧的？誰有

資格看不起我們？」 
「好！摩，宜（好啦）！唔使講咧啦！」 
「……！唯一重要的，是我們自己。是不是？」 
媽媽伊，終於爬過來，挪移到浦實的身邊。……（《埋冤、埋冤》2003：頁

638） 
因為母愛，貞子掙脫那施暴者的巨大陰影得到了救贖，從「自囚於中華」37的牢

籠中解放，回歸到一位母親的角色，腳踏實地地在土地上生活。李永熾：「李喬以葉

貞子這個女性角色把『臺灣』具象化了。換言之，葉貞子即臺灣，臺灣即葉貞子。葉

貞子被白色中國強暴，另一個中國也想強暴她。被強暴生下了浦實，生下來的當然是

『恨』的樣板；與恨共生有可以說是臺灣精神史的樣板。」38貞子的認同之旅，也就

是臺灣人民由混淆中走出自我認同、認同自我民族之旅。 

肆、結論 

簡素琤提到：「而李喬的建國神話，已在燈妹所象徵的卑微而強韌、來自土地與

                                                  
35 同註 15，頁 182。 
36 陳光興，〈導讀一－法農在後/殖民論述中的位置〉，《黑皮膚白面具》（台北：心靈工坊，2005 年 4

月），頁 46。 
37 同註 15，頁 182。 
38 同註 15，頁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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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形象與家國寓言─以李喬《寒夜三部曲》及《埋冤 1947 埋冤》為例

專 論

生命本源的神秘力量裏，達成建構臺灣人新形貌的目標。」39若以「建國神話」來譬

喻《寒夜三部曲》，筆者以為《寒夜三部曲》及後續的《埋冤一九四七埋冤》，李喬所

要呈現的應是：當年先民開拓及遭受殖民的苦難過程，臺灣人民如何找到自我認同的

經過，並指出要走出歷史的苦難，唯有認同土地、認同自我的民族，明朝才會有曙

光。 
李喬認為反抗的哲學是臺灣人心理建設的理論基礎，40臺灣人民在一開始拓荒墾

地即須面臨天災──颱風的凌虐，若無堅強的反抗意志，如何在土地上站穩腳跟？由

燈妹到藍彩霞到葉貞子，李喬選擇了越來越鮮明的女性角色來闡述反抗哲學。相對於

女性作家書寫的女性形象，女性在李喬的筆下彷彿只有一種面貌：充滿母性、必定受

盡無窮的磨難，才能有光明的未來，這樣固定的敘事手法，是否也透露出李喬身為男

性作家在寫作的局限──易將女性形象刻板化呢？ 

燈妹象徵著先民如何由移民的心態轉變為真正的有意在臺灣這塊土地上生活、真

正的「土著化」41，而貞子的民族認同歷程，則表明了處於當時歷史情境中的臺灣人

民族認同的混淆與無奈。李喬試圖以女性為刀筆，在重建歷史的書寫上，刻畫出臺灣

民族長久被邊緣化、被踐踏的家國寓言。李喬言：臺灣人心版上的偉大祖國，只不過

是一塊失去空間結構的餛飩罷了！如何在「北京與南京相畔鄰、漢口跟廣州可架網打

排球」42的壓縮空間內，找到未來的新方向，相信燈妹與葉貞子已指引了我們。 
 

                                                  
39 李喬，《寒夜三部曲 3.孤燈》（台北：遠景，2001 年 7 月），頁 504。 
40 李喬，〈反抗是最高美德－「反抗哲學」簡說〉，《台灣文化造型》（台北：前衛，1995 年 7 月），頁

316。 
41 同註 15，頁 24。 
42 李喬，〈被扭曲的臉譜〉，《台灣文化造型》（台北：前衛，1995 年 7 月），頁 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