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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台灣戒嚴時期旅外遊記為再現世界的方式之一，亦是文學生產的一
環，與文化傳播的關聯密切。戒嚴時期自由出境的機會受限，其中
文化冷戰階段，國際訪客計畫的遊記作者因身分不同而各具參訪目
的，文本內容多為冷戰脈絡下赴美國的參訪論述及文化意象。遊記
提供後人嘗試接近戒嚴時期感知結構的途徑，在頗為凝肅的反共氣
氛之下，透過觀察異國的文化脈絡，省思家園有所不足之地方，流
露企圖形塑理想社會的使命感。這些遊記中常以國外見聞與台灣比
較，文本隱含台灣為成就更良善新興計畫的途徑，勢必要經過諸多
碰撞、對照與吸收。透過觀摩世界文化的經驗，希望形塑出更理想
的社會，激發改革台灣的理念。在戒嚴時期的遊記不僅流露人文地
景的空間記憶，更呼應反共的時代氛圍，蘊含文藝人士對自由世界
的認同及批判。本專題計畫將應用美國國家安全解密等資料庫蒐集
背景資料，探討作者如何藉由遊記傳播異國文化及其於戒嚴時期的
脈絡意義。

中文關鍵詞： 戒嚴時期、文化冷戰、旅遊書寫、再現空間、敘事

英 文 摘 要 ： Travel notes are one of the ways representations of the
world, also are a part of literary production during the
Martial Law period, and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cultural
communication. During the Martial Law period, Taiwan
people’s chances to travel abroad were limited. These
authors who participated in International Visitors Programs
were different statuses and purposes to visit, their texts
were mostly represent cultural images and discourses of
visits in the context of the Cultural Cold War period.
Travel notes were the optimal method to be close to the
structure of feelings. Even under the anticommunist
atmosphere, the writings of these authors reflect on the
defects of their homeland through observing the foreign
cultural context and reveal their sense of duty to strive
to form an ideal society. Some travel writings compared
foreign experiences to Taiwanese experiences and imply the
necessity of conflict; comparison and absorption is the
short cut for Taiwan to implement a more efficient new
plan. By studying the experience of cultures worldwide,
writers could shape a more ideal society, inspiring change
in Taiwan. In the Martial Law period, travel writings not
only revealed spatial memories of the visiting humanities
landscapes, but also corresponded to the anti-Communists of
Taiwanese society. What's more, they revealed the
atmosphere of the times and intellectual elites'
improvement of the free world. This project will apply the
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DNSA) to collect
background information, and discuss how authors conveyed
exotic culture and their works' meaning in the Martial Law
period.



英文關鍵詞： Martial Law period , Cultural Cold War, travel writings,
representational space, nar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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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遊記為人物與時空互動的關聯，為作者擇選、編織、重組或化約旅遊經驗的

過程中，投射論述位置及時代氛圍，並象徵生存處境。旅遊使個人的生命經驗更

為豐盈，許多旅外敘事的展開，著重於描寫外在景象或瑣事；但有些遊記則於字

裡行間流露生命情感，並反饋至文化的省思。臺灣戒嚴時期出入境的機會受限，

且在圖書查禁法令影響的出版生態下，一些難得留存至今的旅遊敘事，再現當時

特殊的情境。這些旅外遊記的作者具特殊性的文化資本，而得以出境參訪遠遊，

其遊記亦得以於報紙雜誌上刊登並出版。臺灣戒嚴時期旅外遊記為再現世界的方

式之一，亦是文學生產的一環，與文化傳播的關聯密切。 

    臺灣戒嚴時期由於政治勢力居主導地位，大眾媒介的新聞、言論受到箝制。

依戒嚴法第十一條之規定，限制臺灣人民基本自由權利之外，國民大會又於 1948

年公布施行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之後數度增修其內容，至 1991 年廢止；國

民黨政府以動員戡亂為名，制定許多危害基本人權的法令，在某些情況下可逕以

命令限制基本人權。1回顧自 1949年 5月 19 日頒布〈臺灣省政府臺灣省警備總

司令部布告戒字第壹號〉，宣告自同年 5月 20 日起實施戒嚴，至 1987 年 7月 15

日起解嚴為止，臺灣戒嚴時期共持續長達 38 年。戒嚴法之後又陸續發布〈戒嚴

期間防止非法集會結社遊行請願罷課罷工罷市罷業等規定實施辦法〉、〈戒嚴期間

新聞雜誌圖書管理辦法〉、〈懲治叛亂條例〉等相關法令。就在這風聲鶴唳的年代，

知識菁英遭統治當局以叛亂或匪諜罪嫌加以拘捕、審問，形成所謂的「白色恐怖」。
2戒嚴時期訂定的法令，有些悖離世界人權宣言中對思想與自由的保障，或違反

現代國家憲法所具有自由、人權精神。 

    臺灣戒嚴時期政府曾實施出入境管制，僅能以探親、留學、考察、開會、研

習等名義並經重重審查後才得以出國。臺灣戰後作家的旅外遊記的研究，多著力

於其作品風格或家國感懷，較未探討於戒嚴時期特殊氛圍之下旅外遊記的內涵。

臺灣戒嚴時期遊記頗具時代特色，不僅再現文化地景或記錄國際氛圍，並涉及文

化差異及政經發展情勢等議題，故須進行脈絡與主題對話的分析。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探討戒嚴與文化冷戰時代的臺灣文學場域裡，檢視在特定意識形

態體制下的文學生產，詮釋旅外遊記的文化傳播意義。研究戰後台灣的訪美活動，

應結合美國冷戰以來文化外交政策的脈絡；且此期因與台灣戒嚴時期的相疊，故

遊記隱含不同的視角，得以提供他國批判理論的參考。冷戰是以美國為首的集團

和以蘇聯為首的東歐集團之間，在經濟、文化、社會、政治和外交立場的對抗。

                                                 
1
 王泰升，〈自由民主憲政在臺灣的實施：一個歷史的巧合〉，《臺灣史研究》11 卷 1 期(2004.6)，

頁 198。 
2蘇瑞鏘，《白色恐怖在臺灣——戰後臺灣政治案件之處置》(新北：稻鄉出版社，2014)，頁 6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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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期適值美國以軟性的外交策略，結合各國知識菁英的參與，企圖影響臺灣對美

國的認識。例如美國國務院「國際訪客」計畫，曾邀請臺灣領袖及專業人士訪美，

其中受美方資助訪美的臺灣文藝工作者，他們不僅觀察美國的政經局勢、歷史文

化等特徵，返臺後更將所見所聞撰寫成遊記，提供臺灣民眾另類理解美國的方式。

至於戒嚴時期因國民政府施行《臺灣入境軍公教及旅客暫行辦法》，對於戒嚴時

期受政經條件等限制，自由出境的機會著實稀少，得知關於這些旅外人士具有社

會、經濟、話語權上的優勢，又因在圖書查禁法令影響的出版生態下，知識菁英

旅外書寫與文藝體制有密切關聯。從某些遊記作者掌握文化資本的優勢，於出版

品多以反共與富強論述為主題，或於遊記中隱含對於自由的嚮往，因而得以窺見

台灣戒嚴時期文學生產的特色。 

藉由閱讀此期多篇遊記，感受旅人藉由旅遊實際體驗異地文化，並書寫遠離

家園的感知及省思。曾於國際研討會中與國際學者交流，討論遊記於台灣戒嚴時

期的意義。以往有關吳濁流、殷海光、林海音、徐鍾珮與鍾梅音，或是吳魯芹、

曾虛白、陳紀瀅等作者的研究，大多聚焦於他們的小說、散文、政治文化評論、

哲學論述，或於文壇、出版傳播業的地位，較少針對旅外經驗及從散文的次文類

「遊記」等面向，加以詮釋探討。 

    因遊記具敘事性，為呈現戒嚴時期旅外遊記研究的架構，故從旅人背景及書

寫位置等出發的層面，旅遊過程與時空與人的互動，文化傳播等則是回歸後的面

向加以分析。分析旅人在離與返之間書寫文化參照下的差異或批判，以詮釋遊記

主題及論述的歷史厚度。本計畫立於前行研究之基礎上，另參考若干文學與文化

概念，詮釋遊記於戒嚴脈絡下的意義。因訪客的社會地位、學識背景等因素，而

觀察到文化差異。有些遊記蘊含宣揚自由及反共的理念，並探討觀察海外社會現

象所造成的衝擊。藉由遊記所透露的主題及論述，再現人物及時空記憶，並探索

戒嚴時期遊記的特殊質性。 

    

三、文獻探討 

回顧臺灣學界有關美援與臺灣學術發展關係的研究，如張朋園（1984）綜論

1949-1979 年美國各基金會對於台灣學術的資助及交流類別繁多，洛氏基金會、

哈佛燕京學社、福特基金會、亞洲協會、美國在華教育基金會等，皆是台灣戰後

人文社會科學學術的援助單位。3至於冷戰時期美國教育文化交流政策的研究，

如針對美援對台灣影響研究著力甚深的學者趙綺娜（2001），以共同安全法案

（Mutual Security Act）、史墨法案（Smith-Mundt Act）及傅爾布萊特法案 

（Fulbright Act）為例，探討三種法案的緣起、整合與最終結合執行的情況，

以及各法案內容、目標與立法過程。並以美國政府在台灣進行文化外交活動的過

程，說明 1951年到 1970年美國幾乎壟斷海外文化輸入台灣管道的情形。趙綺娜

                                                 
3
張朋園：〈從台灣看中美近三十年之學術交流〉，《漢學研究》第 2 卷第 1 期（1984 年 6 月），頁

2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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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又探討 1950 及 1960年代美國政府透過「教育交換」，邀請臺灣菁英訪

美，傳播、宣傳美國制度、文化、價值、意識形態等活動。4關於分析文藝體制

的論文，則如單德興（2007）探討冷戰時代美國文學中譯的研究主題，分析今日

世界出版社之文學翻譯與文化政治的關聯。此出版社以軟性訴求間接促進圍堵政

策，以達成美國文化外交的目標；另一方面在台灣引進有別於戒嚴之下主流反共

文學之另一翻譯文學系統，其影響力廣泛而持久，見證在特定歷史時空下的文化

政治及文學翻譯的特殊意義。5至於陳建忠（2012）認為「美援文藝體制」扮演

著自域外移入的制約作用，促使台灣文學導向西化的世界觀與美學觀，是以探究

「美新處」在台灣文學史上的地位，以及冷戰記憶所發展成另類的現代性經驗。
6此外，王梅香（2015）著重於考察文學領域的菁英文化、文學雜誌的分析，以

及美援文化對台灣文學帶來的影響。7從前行研究得知，有些赴美教育交換的菁

英中，因受到自身文化背景與經驗的因素，以致於影響對美國社會及文化的解讀，

但冷戰年代在特殊歷史情境下意外塑造文學高峰。 

專擅研究冷戰史的作者文安立(Odd A.Westad)認為欲理解冷戰時期美蘇兩

國的決策，應從意識型態的敘述，以及技術組織和現代化流程等面向詳加分析，

以勾勒冷戰與文化的關係範疇和位置及影響層級。8「反共」為臺灣戒嚴時期與

文化冷戰時期共同倡導的意識形態。日本學者貴志俊彥、土屋由香、林鴻亦（2012）

的研究，則多聚焦於二戰後到冷戰初期。在這段被稱作「文化冷戰」的年代中，

美國的公關宣傳活動與亞洲區域內多樣的政治行為者之間發生複雜的政經互動，

並因此在雙方社會內部留下巨大的影響。尤其亞洲各國的參與更是使美國在亞洲

的霸權成為一種相對性的存在，因此從亞洲的角度來看，美國的權力運作變得更

為隱晦與混淆，而這也正達成了美國公關宣傳活動的目標。美國在亞洲權力的運

作，常以巧妙的公關宣傳活動操作資訊、實施各種情報工作。就文化冷戰下所生

產的訪美遊記而言，同時也結合美國民間力量、亞洲各國政治菁英及民眾的參與，

此即本研究所欲討論的議題之一。 

    至於近年研究旅遊書寫的專著，如英國學者 Carl Thompson《旅行書寫》

（Travel Writing）(2011)整理重要的旅行書寫研究，並提出個人獨到的見解，

具資料廣度與歷史縱深。探討 1990年以降西方旅行書寫研究者所關注的課題，

包括：旅行書寫的定義、真實與虛構的辯證以及文本真實性的建構、旅行者的自

                                                 
4
趙綺娜：〈美國政府在台灣的教育與文化交流活動（一九五一至一九七Ｏ）〉，《歐美研究》第 31

卷第 1 期（2001 年 3 月），頁 79-127；〈觀察美國──台灣菁英筆下的美國形象與教育交換計畫〉，

《台大歷史學報》第 48 期（2011 年 12 月），頁 97-163。 
5單德興：〈冷戰時代的美國文學中譯：今日世界出版社之文學翻譯與文化政治〉，《中外文學》第

36 卷第 4 期（2007 年 12 月），頁 317-346。 
6
陳建忠：〈「美新處」（USIS）與台灣文學史重寫：以美援文藝體制下的台、港雜誌出版為考察中

心〉，《國文學報》第 52 期（2012 年 12 月），頁 211-242；〈冷戰與戒嚴體制下的美學品味：論吳

魯芹散文及其典律化問題〉，《臺灣文學研究集刊》第 16 期（2014 年 8 月），頁 83-103。 
7
王梅香：〈不為人知的張愛玲：美國新聞處譯書計畫下的《秧歌》與《赤地之戀》〉，《歐美研究

第》45 卷第 1 期（2015 年 3 月），頁 73-137；〈美援文藝體制下的《文學雜誌》與《現代雜誌》〉，

《台灣文學學報》第 25 期（2014 年 12 月），頁 69-100。 
8見 Odd A.Westad. 2000. The Global Cold Wa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1. 

javascript:_Layout_BlockUICustomSetting(function()%7b_Layout_KeyWordSearch(null,null,'王梅香(Mei-Hsiang%20Wang)',null,false,false,false,false);%7d);
http://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Index/10213058-201503-201503260019-201503260019-73-137
http://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PublicationIndex/10213058
http://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PublicationIndex/10213058
http://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PublicationIndex/10213058?IssueID=20150326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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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形塑、再現他者、性別等議題，頗值得參考。廖炳惠〈異國記憶與另類現代性〉，

以吳濁流《南京雜感》為例，分析人作為動作者（human agent）的旅行，到達

每個不同的都會之後，形成相當多的比較、翻譯、個人心路歷程的轉變，乃至於

將這些轉變帶回到其他地區形成更多的變化及旅行影響。9廖炳惠其他有關另類

現代性的主題深度詮釋，後收錄於《臺灣與世界文學的匯流》10，其中關於探討

旅遊與權力的數篇論文，激盪研究旅遊多元面向的靈感。又提到人類學的見解是

將旅行與「增長見聞」、「鞏固政治權威」聯想。旅者到過他人所未能經驗的時空

及其見聞，藉此擴充其知識，也就是旅行是「加持」（empowerment）及權力的活

動。11遊記作者至世界各地實際參訪，透露見聞的特殊性，如此的經驗提升他們

象徵性的地位。本專題研究透過旅遊見聞論述議題的面向及敘事策略的分析，呈

現旅人由於社會地位、學識背景等因素，而觀察到不同城市的文化差異，以延續

發掘旅遊書寫所蘊含空間記憶的豐盈面向。 

 

四、研究方法 

    旅外遊記提供後人嘗試接近戒嚴時期感知結構的途徑，文學的特殊論述方

式及知識形式，隱含理解集體意識的形成過程及再現世界。本專題計畫以旅人

的位置與文化資本、戒嚴時期的情感結構、再現空間等概念應用於詮釋研究素

材。 

    (1) 旅人的位置與文化資本 

    文學場域是一個當下和潛在的位置與位置攫取的空間，多重的經濟、文化、

社會和象徵資本的競爭，文學場域便由這些資本形成的位置組成相互分配後的結

構。場域運作和結構的變動，涉及慣習(habitus)的社會決定性。12從文學作為一

種現代社會裡文化生產，分析遊記作者在當代臺灣文化生產場域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中的位置。吳濁流曾於《東南亞漫遊記》中提及因戒嚴

時期的審查機制，而無法帶妻子出國。13他雖不具官方身分，因緣際會具有旅外

的文化資本。林海音為第一位正式接受美國國務院「國際訪客」計畫支助，赴美

訪問的臺灣女作家。14  

    徐鍾珮早期為海外記者、婚後則為外交官夫人的身分，鍾梅音的丈夫為臺肥

                                                 
9
 廖炳惠：《另類現代情》（臺北：允晨文化，2001 年），頁 38-39。 

10
 廖炳惠：〈旅行、記憶與認同〉， 收錄於《臺灣與世界文學的匯流》（臺北市：聯合文學出版

社，2006），頁 180-189。 
11廖炳惠，〈夢境與甦醒之間的旅行：導讀《魔幻年代》〉，《魔幻年代》（台北：商周出版，2016），

頁 1-2。 
12

Pierre Bourdieu, 1993.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Essays on Art and Literature, Randal 

Johnson edited, Cambridge: Polity Press.p145. Pierre Bourdieu(1996). The Rules of Art: Genesis and 

Structure of the Literary Field. trans. Susan Emanuel. Stanford: Stanford UP. p.p.232-234. 
13吳濁流，《東南亞漫遊記》（臺北：臺灣文藝雜誌社 1973），頁 4。 
14從主編聯合報副刊十年(1953-1963)，《純文學》月刊五年(1967-1972)，到獨立主持「純文學出

版社」二十七年(1969-1996)。應鳳凰，〈林海音與六十年代台灣文壇－從主編的信探勘文學生產

與運作〉，《霜後的燦爛－林海音及其同輩女作家學術研討會》，頁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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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公司業務處長，兩人皆藉公務之便出國。15且鍾梅音的旅遊書寫受到前行者的

影響，例如鍾梅音於《海天遊蹤》講述英德兩國關係時，曾提及徐鍾珮女士在《多

少英倫舊事》的字句。16再者，她們兩人與林海音、張漱函、艾雯等作家皆是「中

國文藝協會」的會員，此會為五O年代最具規模的官方藝文組織。中國文藝協會

初期主要的任務為協助宣傳「反共抗俄」的政策，曾獲黨國的資助與民間文壇的

支持。至於「中國婦女寫作協會」為中國藝文協會的分支，由徐鍾珮、鍾梅音等

人發起並擔任首屆理監事。17因所參與藝文社團的際遇有所交集，故置於戒嚴的

脈絡下討論。 

     

(2) 戒嚴脈絡下的情感結構 

    戒嚴時期旅行寫作者具有社會、經濟、話語權上的優勢，其遊記亦為戒嚴時

期想像與再現世界的方式。英國學者威廉斯採用「情感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s) ，描述變動不居，未成型時的文化形塑過程中含有各種雜質和開放性

傾向的狀態。威廉斯認為文學藝術是我們嘗試接近某時代「情感結構」的最佳途

徑。文學是一種特殊論述方式、一種特殊的知識形式，在某種程度上不為知性框

架所囿。18遊記為文學的體裁之一，閱讀遊記亦是理解戒嚴時期情感結構的途徑

之一。戒嚴情境下的旅外遊記，常隱含對自我文化認同的思考，或於異地建構他

者，回歸家園後則以參照、比較或批判的方式，反思自我的處境或於社會中具體

實踐。僅具有理解戒嚴時代情感結構的功能，更提供以批判式閱讀文本的研究素

材。在當時頗為凝肅的反共氣氛之下，透過觀察異國的文化脈絡，省思家園有所

不足之地方。這些旅外遊記中常以國外見聞與臺灣比較，尋覓其觀察及發言的位

置，文本隱含臺灣為成就更良善新興計畫的途徑，勢必要經過諸多碰撞、對照與

吸收。 

    1951年六月十日行政院院會公佈：「臺灣省全省報紙、雜誌已達飽和點，為

節約用紙起見，今後所申請登記之報社、雜誌社、通訊社，應從嚴限制登記。」

在報禁限張、限證規定下，新的報紙無法創刊，原有報紙在無慮生存、競爭的情

況下，並沒有力求品質進步。此外，報禁前原有三十一家報紙中，有七家軍營報

紙、四家黨營報紙、三家公營報紙、十七家民營報紙，而多家民營報紙的所有人

又具國民黨身分或與黨政關係密切。19由於政治勢力居主導地位，臺灣的大眾媒

介的新聞、言論受到箝制。臺灣依戒嚴法第十一條之規定，限制臺灣人民基本自

                                                 
15張瑞芬，〈徐鍾珮、鍾梅音及其同輩女作家〉，《台灣當代女性散文史論》（台北：麥田出版社，

2007），頁 133。 
16鍾梅音，〈關於倫敦塔〉，《海天遊蹤》（台北：大中華圖書，1966），頁 138。 
17林海音較晚加入「中國婦女寫作協會」，後曾擔任該會的理事。中國藝文協會編輯委員會主編，

《中國藝文年鑑》（台北：平原出版社，1966），頁 105-107。 
18張誦聖，〈台灣女作家與當代主導文化〉，《中外文學》28 卷 4 期(1999.09)，頁 10-18。張誦聖，

〈台灣冷戰年代的「非常態」文學生產〉，收錄於陳建忠編，《跨國的殖民記憶與冷戰經驗: 台灣

文學的比較文學研究》（新竹：清大台文所出版，2011），頁 17-39。 
19潘家慶、卜正珉，〈解嚴前後報紙政治新聞報導的轉變〉，《新聞學研究》43 期(1980.7)，頁 86-87；

鄭瑞城，《透視傳播媒介》(台北：經濟與生活，1988)，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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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權利之外，國民大會又於一九四八年公布施行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之後數

度增修其內容，至一九九一年廢止；國民黨政府以動員戡亂為名，制定許多危害

基本人權的法令，在某些情況下可逕以命令限制基本人權。20在戒嚴體制下的某

些旅遊文學作家掌握文化資本的優勢，於報紙版面上多以反共為文學主題。至於

另一類美國國務院國際訪客計畫的遊記，則與冷戰的歷史背景密切相關。 

    就歷史脈絡而言，1947年美國外交及戰略家肯楠(George F. Kennan)提出

合縱連橫的圍堵政策，美蘇雙方的對抗不僅限於軍事方面，凡有利於敵消我長的

策略都在考慮之列。其中重要的一環便是思想與文化的競爭，因此美方特別著力

於將自身形塑為知識與民主的前導、自由世界的領袖。為了達到這個目標，遂有

文化外交之議，以及具體的執行措施。1950 年美國國務院與中央情報局成立「亞

洲基金會」（The Asia Foundation），以利於美國在亞洲進行文化宣傳工作。亞

洲基金會成立後，主要業務在於文化及出版事業的推廣。這些印刷出版品有助於

冷戰時期面對蘇聯的威脅，美國積極藉由文藝宣傳的方式，達成防制圍堵共產主

義擴張的目的；同時，亦強化美國新聞處於東亞傳播文化的引領地位。二十世紀

國家安全戰略需求所形成的國際戰略競爭形態，其實質是意識形態的爭奪，文化

冷戰是最顯著的特徵，且大眾傳媒被賦予實現或顛覆國家文化安全的任務。

1950-1957 年任美國駐臺灣大使的藍欽（Karl L.Rankin）認為美國應該積極建

設臺灣，使之成為美國的政治資產。又建議將臺灣建設成民主的櫥窗（show case），

藍欽的建言有助於當時心戰口號的形成。21臺灣處於冷戰糾葛的情勢，對異國深

入認識的機會有限。臺灣旅外的遊記在戒嚴時期呈現體制所形塑的面貌，國際兩

大集團的文化冷戰亦於遊記留下影響的痕跡。於冷戰初期教科書中多宣揚反共抗

俄等口號，企圖以意識形態影響學生的思維。22然而，關心兒童文學發展的林海

音，卻藉此趟美國之旅，以訪問及觀摩各圖書館、出版社，以助於為臺灣兒童文

學的作家打開一扇窗，也提供文藝協會辦理兒童文學活動參考，而實際於戒嚴時

期發揮影響力。  

    

    (3)再現空間 

    在文化詮釋方面，關於空間概念化的研究，根據法國學者列斐伏爾《空間生

產》（The Production of Space）提及空間具有三種層次的意涵：「空間實踐」

（“spatial practice”）、「空間的再現」（“representations of space”）

與「再現空間」（“representational spaces”）頗具代表性。23空間概念雖具

                                                 
20

 王泰升，〈自由民主憲政在臺灣的實施：一個歷史的巧合〉，《臺灣史研究》11 卷 1 期(2004.6)，

頁 198。 
21張淑雅，〈藍欽大使與一九五○年代的美國對臺政策〉，《歐美研究》28 卷 1 期(1998.03)，頁

206-207。 
22王恩美，〈冷戰時期學校教育中的反共形象：以台灣與韓國兩地小學繳科書為中心的分析〉《思

與言》48 卷第 2 期(2010.6)，頁 49-117。此論文以台灣與韓國的教科書為例，分析冷戰時期學校

教育中的反共形象，呈現台灣教科書 1950 年代後以反共抗俄、莊敬自強等思維為主軸。 
23

 Lefebvre, Henri.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 Donald Nicholson-Smith. (Oxford: 

Blackwel,1991), p.p.33-39. 

http://wiki.mbalib.com/zh-tw/%E6%88%98%E7%95%A5%E7%AB%9E%E4%BA%89
http://wiki.mbalib.com/zh-tw/%E6%84%8F%E8%AF%86%E5%BD%A2%E6%80%81
http://wiki.mbalib.com/zh-tw/%E5%A4%A7%E4%BC%97%E4%BC%A0%E5%AA%9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B%BD%E9%A9%BB%E5%8D%8E%E5%A4%A7%E4%BD%BF%E5%88%97%E8%A1%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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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層次，旅外遊記亦是一種「再現空間」，作者於戒嚴時期限縮的規範下，欲

施展個人的理念，或為自己爭取空間的另類方式。 

    地景蘊含文化的符碼，觀看地景時即是在進行地景的意義解碼。鄭毓瑜以動

能的姿態探討城市意象的觀察方式：「所謂『城市意象』因此不是分明的汰舊換

新，而是在原本的氛圍中允許某種新成分的參與、透過制約與新變的相互對話、

交錯演練，才能分辨出文化型態的不同邊界。」24一座城市的精神並非是固定的

意涵，藉由多元化的對話，而使核心價值更蓬勃發展。地景敘事提供參與想像的

養分，將典故、故事中人物特殊的經驗、歷史情節融入地景之中，使得地景更蘊

含具有歷史厚度與文化脈絡。例如徐鍾珮觀察海德公園後有感而發：「演講非特

是各黨派間之爭，也有男女之爭，國際之爭，宗教之爭。你有怨氣，儘可到公園

裏去洩憤，罵當政大員更是常事，有人認為要看英國民主，當先從海德公園演說

看起。」
25
她描繪許多人站上凳子發表演說，並與觀眾辯論。又如吳濁流至倫敦

自由演說廣場，紀錄個人感受：「不論任何人都可以登臺，自由發表其思想或政

見，不怕偏見，不怕過激，此種特別風格，豈不是他山之石呢。」26發抒內心期

望言論自由的深沉感受。這些地景隱含不僅具休閒散步的功能，亦是公共輿論發

表的場所，與民主發展關係密切。若對照戒嚴時期臺灣言論發表的侷限，此地景

蘊含文化符碼的深意。 

    米契爾（W. J. T. Mitchell）主張地景是「文化表達的媒介」（“amedium 

of cultural expression”）。在地景尚未經過繪製或書寫之前，本身已經是一

種再現，在這個媒介裡，文化的意義與價值被符碼化（encoded）。27閱讀遊記的

地景描繪，有助於理解旅行者與其既有的文化論述之間交錯複雜的關係。如鍾梅

音於 1960 年代前往德國時，柏林正處於東西分治的情況，「一牆之隔」相較於

東柏林長期處在窮困之中，當時西柏林已十分富庶，因此許多東德與東柏林人設

法逃向西柏林。28柏林圍牆不僅隔開東西柏林，也顯示民主、共產兩陣營的勢力

對立。 

 

四、結果與討論 

    本專題研究計畫廣泛蒐集台灣戒嚴時期旅外遊記作者相關文獻。分為三層面

加以討論： 

（一） 遊記出版脈絡與文化資本的關聯 

這些作家多於壯年時出訪，出訪時期為 1952年到1966年。吳魯芹曾具教職，

曾虛白為通訊社社長，陳紀瀅為協會理事，林海音為出版社負責人，這些人的社

經地位多具傳播的影響力。「出發時間」最早為吳魯芹，其次為曾虛白、陳紀瀅、

                                                 
24鄭毓瑜，《文本風景：自我空間的相互定義》（台北：麥田，2014），頁 82。 

 

25徐鍾珮，《多少英倫舊事》第一冊（台北：文星書店，1964），頁 91。 

26吳濁流，《談西說東》，頁 83。 
27

Mitchell, W. J. T. “Imperial Landscape.” Landscape and Power. Chicago: Chicago UP,1994. p.p.5-34. 
28鍾梅音，《海天遊蹤》第二集，頁 8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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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海音、侯斌彥。旅程大多以四個月為主，但陳紀瀅共兩次受邀出訪美國，停留

的時間較長。林海音記錄吳魯芹約她到美國之音錄音，並拜訪前臺北美國新聞處

處長麥家第先生等行程；並自述道：「我來美訪問的事醞釀了三年」，29顯現此趟

旅程於參訪美國之前已籌備良久。 

比較遊記的出版歷程，如吳魯芹《美國去來》曾再版至五次，足見受到重視

的情形。曾虛白《東遊散記：遊美見聞錄》後更名為《美遊散記》重新再印，陳

紀瀅的《美國訪問》則由重光文藝出版社出版。30林海音的回臺後先於各報章雜

誌發表見聞，再集結成《作客美國》由文星書店出版。十七年後，作者增加一些

當年的照片，由遊目族文化出版社重排出版。31書寫數量以陳紀瀅的《美國訪問》

為最多，共分為上中下三冊，主因是陳氏共兩次受邀出訪美國，且筆耕甚勤。他

希望以文藝工作者的位置報導，以促進共同瞭解。32陳紀瀅於書中統計參訪 32

州、35座大城市、42座小城市，參訪交通工具為：乘飛機 14次、火車 6次、長

途汽車 7次，休憩方式為住旅館 15處、招待所 1處、私人家庭 5處，參訪路線

是由華盛頓起，先到東部各州。然後再由東至北，由北至中部，再由中部到西北

部。由西北部沿西口岸各大埠，再到南方各州，由南方再回到華盛頓。33此類日

常瑣事的紀錄，為作者於旅程中細心觀察的成果。吳魯芹書寫有關政經環境的印

象，曾虛白則系統化觀摩美國的生產及傳播，陳紀瀅走訪美國各州文教機關的制

度，林海音則直言此次至美國參觀及訪談的目的，是為臺灣人文的未來發展而取

經。34 

    徐鍾珮曾於 1945 年擔任南京《中央日報》駐倫敦特派員兩年，採訪聯合國

大會及巴黎會議等新聞，且赴德採訪戰後的柏林。後因徐鍾珮的夫婿為外交官，

她辭去工作並隨丈夫的職務而移動，這樣的背景與經歷使她有更多觀察異國的機

會。徐鍾珮 1954年〈倫敦與我〉等專輯於臺灣再版，又將《英倫歸來》和〈倫

敦與我〉、〈巴黎會議旁聽記〉等駐英期間的新聞通訊稿、專欄隨筆結集為《多少

英倫舊事》一書，於 1964年由臺北文星書店出版。351969、1980、1985、1987、

1989年陸續由不同出版公司多次再版，足見英倫系列的暢銷與長銷。鍾梅音婚

後來臺，1956年獲聘為大華晚報家庭版創刊編輯，又曾擔任《婦友》雜誌的主

編。1964 年 6月因任職於臺灣肥料公司的夫婿需出差至海外考察，她也隨行而

環遊世界旅行 80天。曾至泰國、馬來西亞、黎巴嫩、希臘、義大利、瑞士、西

德、挪威、比利時、法國、英國、美國、日本等十三個國家，並將旅遊見聞彙編

                                                 
29林海音，〈序幕〉，《作客美國》，頁 9。 
30應鳳凰，〈陳紀瀅與重光文藝出版社〉，《50 年代文學出版顯影》（台北：北縣文化局，2006），

頁 58-59。 
31趙綺娜，〈觀察美國──臺灣菁英筆下的美國形象與教育交換計畫，1950-1970〉，《臺大歷史學

報》第 48 期(2011.12)，頁 155-156。 
32陳紀瀅，〈歉疚和愉快〉《美國訪問》下冊，頁 1089-1091。 
33陳紀瀅，〈一次作客人，永遠作朋友！〉《美國訪問》上冊，頁 17-19。陳紀瀅於此書附錄提供

許多詳細的資訊，例如美國法定紀念日、歷屆總統身世詳情表、甚至包含各州的代表花名，這些

特點顯現作者廣蒐資料。 
34林海音，〈後記〉，《作客美國》，頁 251。 
35徐鍾珮，〈「英倫歸來」再版自序〉，《多少英倫舊事》（台北：文星書店，1964），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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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海天遊蹤》。此部遊記於戒嚴期間印行十五版，此出版品因廣為流傳而形成

某種程度的影響力。 

    吳濁流退休之後的旅遊文學作品多發表於《臺灣文藝》， 1968 年 8月到 11

月環遊世界 20個國家，69歲記遊之作集結成〈談西說東〉。1972年 73 歲遊香港、

曼谷、檳城、吉隆坡、新加坡等地歷時二十日，匯集成《東南亞漫遊記》。1975

年十、十一月間，76 歲在印尼、澳洲、紐西蘭、菲律賓等國遊歷時二十餘日，

著〈印澳紐遊記〉。1976年三月間 77歲遊印度、非洲二十五天，〈非印遊記〉刊

於《臺灣文藝》。36從《談西說東》行前餞別的文友名單，得知吳濁流的交友網

絡與作家互動交流的活動。 

    另一位於戒嚴時期撰寫長篇遊記的楊乃藩，曾主編臺灣戰後第一套國民小學

國語教科書，任臺灣省編譯館編審兼主任祕書，臺灣糖業公司主任祕書、《中國

時報》社長兼總主筆。楊乃藩因職務之便周遊世界各地，第一次海外旅行於 1957

年 5月到日本，第二次旅行於 1958年到歐洲，第三次旅行於 1959年 6月至美加，

遊記集結成《環游見聞》。37從這些作者的旅遊經歷及遊記，得見台灣戒嚴時期

旅外遊記的作者具特殊性的文化資本，而得以出境參訪遠遊，其遊記亦得以於報

紙雜誌上刊登並出版的文化資本與脈絡。 

 

（二） 旅遊敘事的借鑑與隱喻 

    遊記雖因與當時的惕勵自強的氛圍相呼應而引起共鳴，卻因旅人由於文化場

域的位置，影響其觀察的視角；有時雖比較海外與臺灣的現實處境後，批判的力

道不免有所侷限。戒嚴情境下的旅外遊記，常隱含對自我文化認同的思考，或於

異地建構他者，回歸家園後則以參照、比較或批判的方式，反思自我的處境或於

社會中具體實踐。遊記牽涉移動所引發的文化差異觀察及論述，藉由書籍的發行

而得以傳播至知識階層。遊記不僅具有理解戒嚴時代情感結構的功能，更提供以

批判式閱讀文本的研究素材。在當時頗為凝肅的反共氣氛之下，透過觀察異國的

文化脈絡，省思家園有所不足之地方，流露企圖形塑理想社會的使命感。這些旅

外遊記中常以國外見聞與臺灣比較，尋覓其觀察及發言的位置，文本隱含臺灣為

成就更良善新興計畫的途徑，勢必要經過諸多碰撞、對照與吸收。透過觀摩世界

文化的經驗，希望形塑出更理想的社會，激發改革的理念。    

    鍾梅音於《海天遊蹤》提及比利時的歷史，不僅描述比利時在藝術、工業上

的成就，以及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特色；且發抒旅後感言：「儘管語言不同，種

族不同，但是渴望『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國家』的信念，使他們在面臨任何問題時

都能把這些區別忘得乾乾淨淨，而能團結一心，安居樂業。」38旅行者背後的論

述（discourse）對於旅行書寫有所影響，社會的主宰論述經常會左右旅行者的

                                                 
36吳濁流，《談西說東》（台北：臺灣文藝雜誌社，1969），頁 3。 
37楊乃藩，《環游見聞》(楊乃藩，1960)，頁 1-2。《環游見聞》1960 年楊乃藩本人自行發行，九

歌出版社於 1978 年將此書分為三本再次發行。 
38鍾梅音，《海天遊蹤》第二集，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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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看與書寫。戒嚴時期的臺灣曾面臨威脅，因此遊記中也隱含擔憂、期許，並呼

籲大眾團結的用意。  

    以地景象徵自由的符碼，如紐約的自由神像即說明藝術作品如何傳達自由及

民主的觀念。自由神像是美國革命期間法國所贈予的藝術銅像，除象徵兩國的戮

力同心，更是頌讚美國的核心價值及期望未來對於自由民主理念的堅持。如陳紀

瀅〈自由神像〉篇所記：「超越是一椿藝術品的評定，沒人知道它業經多麼深入

地滲透美國和世界人士生命之中，跟它影響人們對於自由的觀念是如何之大。」
39藉由將美國歷史脈絡凝聚成藝術銅像，並深知銅像所發揮的影響能量，陳紀瀅

記錄自由女神地景的象徵意義。回溯當年英國為維護帝國利益，頒布一系列高額

稅收的法令，這些沉重的賦稅負擔激起殖民地民眾反抗。美國革命獨立戰爭從此

開始。40自由神像塑像為一位身穿長袍的女性人物，代表羅馬神話中的自主之神，

其右手高舉著象徵自由熱情而照亮全世界的火炬，左手的書本寫著美國獨立宣言

的簽署日期 1776年 7月 4日，腳下為已斷裂的鎖鏈。自由神像不僅為美國獨立

自主掙脫束縛的形象，同時也具歡迎外來移民的象徵。41至於吳濁流在《談西說

東》提到 82天的旅行中，拜訪二十個國家，搭乘三十二次飛機，同時寫下超過

十萬九千字與一百五十六首詩。然而，吳濁流此趟旅程行經美國紐約自由女神前，

卻有感而發於遊記中撰寫如此的詩作：「自由今已死，世界亂淒淒。請問女神像，

緣何知不知。」「紐港悠悠泛艇遊，女神島上正迎秋，我欲問神神不答，自由美

國自由不。」甚至到華盛頓紀念碑亦聯想到自由的議題「青黃樹木正迎秋，紀念

碑前想自由。欲望自由追到老，人間心願總難酬。」以自由女神地景反思美國是

否真正實現自由的普世價值，甚至所謂文化冷戰時期自由世界局勢的變遷。臺灣

當時正處於戒嚴時期，吳濁流更藉自由女神與華盛頓紀念碑，隱喻一生對自由的

嚮往與追尋，但如此期盼獲得自由的基本人權，在臺灣卻長期未能如願。  

    從歷史脈絡而言，臺灣戒嚴統治與白色恐怖時期，造成受難者及家屬內心的

創傷。依《戒嚴法》規定：「在宣布戒嚴期間，由戒嚴地域的最高司令官掌管行

政事務及司法事務。」限制人民自由與基本人權，包括集會、結社、言論、出版、

旅遊等權利，並實施黨禁、報禁、海禁、海外旅遊禁等。許多口述史呈現出政府

以相關法令條文對於異議人士進行逮捕、軍法審判、關押或處決的荒謬情境。42殷

海光於短篇遊記〈西行漫記〉提到赴美訪問前，先至日本旅遊，並在回歸後的遊

記分析現代統治技術可能發生的情境：「它使你自以為這個世界就是他們所安排

的那個樣子的世界。在這一套『安排』之下呼吸視聽得太久了，即使是最具有獨

立思想的傾向和能力的人，也無可避免地多少要受到影響。只有等他跳出這一『安

排』之後，他才曉得自己底思想在那些地方受到歪曲，他才曉得這個世界底真相

                                                 
39陳紀瀅，《美國訪問》上冊，頁 282。 
40古偉瀛編著，《歷史的轉捩點》（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6），頁 155-174。 
41

1984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自由女神像列為世界遺產，並稱自由神像是鼓勵思考、辯論和抗爭，

成為自由、和平、人權、廢除奴隸制，以及民主和機遇強而有力的象徵。 
42薛化元、陳翠蓮、吳鯤魯、李福鐘、楊秀菁合著，《戰後臺灣人權史》（台北：國家人權紀念館

籌備處，2003），頁 1-12。 

http://www.press.ntu.edu.tw/?act=search&field=bpbr&refer=%E5%9C%8B%E7%AB%8B%E8%87%BA%E7%81%A3%E5%A4%A7%E5%AD%B8%E5%87%BA%E7%89%88%E4%B8%AD%E5%BF%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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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然而，這樣的機運，畢竟是很少的。」43他自言一離開圍困六年之久的觀

念藩籬，驟然飛臨東京，恍如置身另一世界。實地到日本以後，令他最驚異的不

是東京的繁華，「而是自己的頭腦也竟受人歪曲」。44戒嚴的影響是整體社會，傳

播既然是社會系統的一環，不免受其影響。 

    美國歷史學家亨特（Lynn Hunt）主張書信體小說興起，使讀者閱讀時跨越

傳統社會群體與階級界線並產生情感共鳴，促使人權觀念普及化。書信形式的紀

錄，具有深刻的身歷其境感。書信體的遊記以文學再現的政治視角探討人權歷史

發展，因此文學敘事可視為建立人權情感結構重要的文化媒介。45以殷海光遊記

與書信等文本為研究素材，包括殷海光全集的《雜憶與隨筆》、《殷海光．夏君璐

書信錄》，另參照《自由中國》、《祖國周刊》、《殷海光書信集》等文獻。殷海光

刊登於雜誌或集結專書出版的敘事文，不僅紀錄旅遊事件或重新組織情節；更以

主題式標題加以詮釋，藉由公共媒體傳播理念。至於夫妻之間的書信為私密性，

且依時間的先後順序，抒發日常瑣事的感受。《殷海光．夏君璐書信錄》流露夫

妻之間的情感，為遠端的親密聯繫，呈顯互為傾訴內在心聲的珍貴性。當年殷海

光因旅外訪問，為結婚後與妻子分隔最久的時期，往返的書信詳加分享彼此的生

活細節；如今書信公開出版，更提供讀者理解當時知識分子處境的參考。將殷海

光的遊記置於時代的脈絡下，其論述主軸不僅批判美國社會文化的諸多弊病，同

時探析美國的自由民主精神，並發表對於極權統治下文化的評論。 

         

（三） 空間記憶與認同 

    遊記以順應時間次序的線性歷史敘述，以主題為中心的追憶、演述下，每一

個章節敷演的文學自傳。旅遊文學不僅作為行前閱讀，更於旅行過程中與閱讀記

憶相纏繞，並與時空相對話。應用敘事分析能理解旅遊文學中的視角，以及敘事

者位置所欲呈現的意義。應用敘事分析在選擇、重組或化約的過程中，文本傳達

作者的敘事位置；又從家族史及口述訪談後代或相關人士，進行另類閱讀理解。

因現今數位時代來臨，數位人文與地理資訊系統的應用，使文史與地景、文化發

展脈絡具更多元豐富的詮釋樣貌。地理資訊系統與人文研究的連結，以客觀數據、

歷史性與科學性，蒐集地圖與文本，檢視文化認知位置。 

    在文化冷戰的年代，美國於亞洲以巧妙的公關宣傳，結合各國知識菁英的參

與，企圖爭取海外華人對自由世界的認同。美國所推動「傅爾布萊特－海斯法案」

的「領袖」、「專家」等專案，後來合併成「國際訪客」計畫，臺灣是由美國在

中華民國教育基金會所負責。文化外交是透過藝術、書籍、教師、學者、學生等

交換活動，影響外國菁英分子對美國的觀感。這些專業人士中，有些人的身分為

從事文藝工作者，或是新聞傳播及人文社會科學學者，他們的遊記透露訪客之眼

                                                 
43殷海光，〈西行漫記〉，《自由中國》12 卷 8 期(1955.4)，頁 15。 
44林淑慧，〈《自由中國》所載臺灣跨界遊記的敘事策略〉，《臺灣史學雜誌》第 20 期(2016.06)，

頁 116-152。 
45吳慧娟，〈文學敘事與人權想像：移民工文學獎〉，《中外文學》48 卷 3 期（2019.09），頁 9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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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洞見與不見，值得深入發掘其文學與文化的意義。 

   以林海音的行程為例，先歸納《作客美國》諸篇的內容，並參考書後的〈家

書雜抄及後記〉。林海音一生創作不輟，於質量上皆可觀；且因長時期擔任編輯、

出版，於臺灣文壇影響力不容小覷。46她的女兒夏祖麗曾為林海音作傳，傳記中

的〈美利堅大旅行〉提到 1963年離開聯副之後，婉拒各大報刊的工作聘請。誠

如夏祖麗所言：「離開聯副後這兩年也是林海音出版豐收之年。」她重新拾起擱

置已久的創作，並專注於出版。47正當 48歲青壯年期的林海音，不僅行前長期構

思規劃參訪事宜，回臺後更陸續將這些美國的見聞寫成文稿，先後發表於《聯合

報》、《國語日報》、《婦女雜誌》等各報章雜誌，再於 1966年由文星書店結

集出版為《作客美國》一書。她的遊記收錄於「文星叢刊」，不僅再現美國家庭、

城市等空間，也試圖影響讀者對美國文化的理解。應用林海音的遊記、家書、雜

文、報導及他人的評論，從《作客美國》書寫位置與訪美行程、地點擇選與空間

心境，探討冷戰時期林海音旅美書寫的再現空間。林海音喜好文藝，故於訪美行

程中特別安排訪問女作家及美國已故作家的故居，且關注與兒童讀物或人文的相

關地景。地景蘊含文化的符碼，旅行者在觀看地景時即是在進行地景的意義解碼，

而意義的解碼取決於旅行者自身的文化意義與價值。旅行書寫的地景再現受到旅

行者自身文化背景的影響，亦即旅行者的文化論述牽動旅行書寫中地景的意義建

構。閱讀遊記的地景描繪，有助於理解旅行者與其既有的文化論述之間交錯複雜

的關係。作家參訪的地點擇選，隱含文化關注面向，這些地景成為理解世界的媒

介。     

    遊記於二十世紀最顯著轉變，為對話體廣泛應用的傾向，有些女性遊記的特

徵則在於引進大量的日常生活細節等。48林海音如此的訪美遊記不僅是包含參訪

報告，更於書末收錄〈家書雜抄及後記〉等篇章。她提到為何採取這樣的書寫策

略？曾自言：「雖然已經寫了若干訪美見聞，但目前整理信篋，把自己從美國寄

回的家書再翻閱一遍，發現許多小事，如果不是家書引起回憶，可能就忘記了。」
49她在參訪過程中，隨時以家書形式向家人分享旅途見聞。家書與日記型態相似，

為私密性的敘事模式，字裡行間常流露當時的感觸。林海音藉由重讀這些家書勾

起旅遊回憶，企圖以不同的書寫類型再現海外的空間。她也藉由人物對話，傳達

於美國的所見所聞，內容包含日常性的多元記述；並藉由訪察作家的生平經歷與

參訪各種家庭，進一步了解女性或不同族群在美日常性的多元面向。 

    遊記如何論述城市地景？如吳魯芹觀察「紐約港口的自由神像是最富有象徵

意味的，象徵民主在此，自由在此，頓時就覺得百感蝟集。」紐約自由神像象徵

                                                 
46從主編聯合報副刊十年(1953-1963)，《純文學》月刊五年(1967-1972)，到獨立主持「純文學出

版社」二十七年(1969-1996)。應鳳凰，〈林海音與六十年代台灣文壇－從主編的信探勘文學生產

與運作〉，《霜後的燦爛－林海音及其同輩女作家學術研討會》，頁 339。 
47夏祖麗，〈美利堅大旅行〉，《從城南走來－林海音傳》(台北：天下遠見，2000 年 10 月)，

頁 199-201。 
48

 Bassnett, Susan. (2002). Travel Writing and Gender. In Peter Hulme & Tim Youngs (Ed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ravel Writing, pp. 225-241. UK;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9林海音，〈家書雜抄及後記〉，《作客美國》，頁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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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符碼，藉由藝術作品表達自由及民主的觀念。此為美國革命期間法國所贈

予的藝術銅像，除象徵兩國的戮力同心，更是頌讚美國的核心價值及期望未來對

於自由民主理念的堅持，為紐約的重要地景。陳紀瀅〈自由神像〉篇所記：「超

越是一椿藝術品的評定，沒人知道它業經多麼深入地滲透美國和世界人士生命之

中，跟它影響人們對於自由的觀念是如何之大。」50藉由將美國歷史脈絡凝聚成

藝術銅像，並深知銅像所發揮的影響能量，兩位作者皆記錄自由女神地景的象徵

意義。回溯當年英國為維護帝國利益，頒布一系列高額稅收的法令，這些沉重的

賦稅負擔激起殖民地民眾反抗，美國獨立戰爭從此開始。51自由神像塑像為一位

身穿長袍的女性人物，代表羅馬神話中的自主之神，其右手高舉著象徵自由熱情

而照亮全世界的火炬，左手的書本寫著美國獨立宣言的簽署日期 1776 年 7月 4

日，腳下為已斷裂的鎖鏈。自由神像不僅為美國獨立自主掙脫束縛的形象，同時

也具歡迎外來移民的象徵。
52
此外，與自由相關的地景，如陳紀瀅在〈獨立紀念

堂〉又言：「如果獨立宣言未實現，如果憲法未被批准與生效，所謂獨立紀念堂

也僅僅是一座古老的公廨而已，這個對於後代富有青春氣息的崇高而神聖的建築

物，可能會被湮沒。」53陳紀瀅感受到銅像與紀念堂設立的重要性，此地為簽署

美國獨立宣言的所在，1787年美國憲法也在此地制定。此地景不僅是歷史性的

紀念物，更是逐步具體實踐理想的空間。以自由女神地景反思美國是否真正實現

自由的普世價值，甚至所謂文化冷戰時期自由世界局勢的變遷。呈現遊記中的美

國自由女神與獨立紀念堂的象徵，與臺灣當時正處於戒嚴時期未重視自由基本人

權的反差。從這些遊記得知參訪行程的安排，多以華盛頓首府為核心，含括東岸、

中南部及西岸的參觀路徑。遊記呈現擇選重點的差異，如吳魯芹書寫有關政經環

境的印象，曾虛白觀摩美國的生產及傳播，陳紀瀅則記錄走訪美國各州文教機關

的制度。在文化冷戰時代的臺灣文學場域裡，訪美遊記呈現在特定意識形態文藝

體制下的實例。 

    當旅行者在撰寫遊記時，經由旅行者刻意的剪裁邊修，以及經驗與書寫兩者

之間的時間落差，讓旅行書寫中的地景描繪成為景物的二度再現。54他又藉由旅

遊捕捉自由主義精神──民主、自由、人權等重要意義如何在市民社會中實踐。

紐西蘭羅土魯阿為保護毛利族之地區，毛利族抵抗侵略者三十年不服，遭英人弒

害到講和時僅餘約四萬人。他認為台灣高山族抵抗日人侵略有三十六年之久，毛

利族之英勇流血犧牲可與高山族並肩。毛利族保有自己語言，且與西歐人平等自

由，吳濁流反觀「臺灣人被日人侵略奴役五十載，現在還有人甘願做日人走狗，

猶不自悟，實令有心人憤恨。」55他將接觸異國風俗的感想，深刻體悟歷史發展，

                                                 
50陳紀瀅，《美國訪問》上冊，頁 282。 
51古偉瀛編著，《歷史的轉捩點》（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6），頁 155-174。 
52

1984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自由女神像列為世界遺產，並稱自由神像是鼓勵思考、辯論和抗爭，

成為自由、和平、人權、廢除奴隸制，以及民主和機遇強而有力的象徵。 
53陳紀瀅，《美國訪問》上冊，頁 1021。 
54賴維菁，〈旅行‧地景‧再現史蒂文生旅行書中的歐陸與南太平洋〉，《英美文學評論》14 期

(2009.05)，頁 186-192。 
55

 吳濁流，〈印澳紐遊記〉，《臺灣文藝》51 期，頁 63-65。 

http://www.press.ntu.edu.tw/?act=search&field=bpbr&refer=%E5%9C%8B%E7%AB%8B%E8%87%BA%E7%81%A3%E5%A4%A7%E5%AD%B8%E5%87%BA%E7%89%88%E4%B8%AD%E5%BF%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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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與台灣人以往的際遇相互連結。 

〈非印遊記〉則敘述南非共和國雖已獨立，但黑人與白人差別令吳濁流憤慨，

有色人種須帶身分證，黑人不能結黨，且與白人結婚須受刑，1973 年甚至強迫

黑人遷移至七個邊境地。但肯亞不然，白人已解放政治，且黑人個個都有自由。

同樣都是非洲國家，卻是天壤之別的境遇。於非洲最南端好望角吟詩以誌：「好

望角峯望兩洋，汪洋大海渺茫茫，黑人洲上無天日，到處白人似虎狼。」又言：

「南非共和國黑人二千萬人，白人僅三百五十萬人，但黑人政治上的地位很低，

其差別令人憤慨。」以詩句表達感受，如：「黑人洲上無天日」、「試問有無公理

不，難怪黑人皆反抗。」56呈現於非洲感受原住民受種族歧視，而群起抵抗運動

的處境。南非共和國於 1961年成為獨立共和國，吳濁流於1976年至南非共和國，

觀察到此地仍實行種族隔離政策。位於非洲南部的羅德西亞，曾為英國殖民地，

1965年宣稱獨立。兩國名義上已獨立，但政權仍在白人手上，「白人仍然橫行天

下，視黑人如蟲蟻」。至於位於非洲東部曾為英國殖民地的肯亞則不然，於 1963

年獨立，「政治已由白人解放出來，建設雖沒有前兩國那樣進步，黑人雖瘦，但

個個都有自信而自傲。」吳濁流詩作提到「黑人天地黑人洲，解放而今得自由。

借問白人長霸否，山和萬里日悠悠。」他藉肯亞的獨立頌揚自由，隱含對於自由

的嚮往，並分析南非共和國與羅德西亞雖然名義上獨立，但自由卻未展現於體制

中，也未銘刻於大眾的觀念裡，故難以維護基本人權的普世價值為衡量的標準。    

    因旅遊而提供重新認知自我的機會，記憶亦是省思台灣文化的過程。不僅是

將自身過往的經歷重新再現於遊記，過去深刻記憶再度出現，往日圖像便成為現

實中一個嶄新、卻又似曾相識的經驗。遊記是透過敘事者藉由參照、比較或批判

的省察，進一步理解本身境遇，並改變自我的視域。書寫歸家之後思想上的衝擊

與省悟，因此能在文化參照下有所批判，並思索自我的位置。因遊記具敘事性，

故從旅人背景及書寫位置等出發的層面，旅遊過程與時空與人的互動，文化傳播

等則是回歸後的面向加以分析。本計劃探討台灣戒嚴時期遊記，以敘事學分析作

者選擇、重組或化約移動的過程中，文本傳達離與返的意義。又應用地理資訊系

統與人文研究的連結，探討歷史記憶及空間記憶，以期詮釋遊記時空議題的敘事

意義。關於文本生產的過程，薩依德(Edwin W. Said)曾以現世性（worldliness）

與環境性（circumstantiality）等概念，描述文學介入現世與外在社會的複雜

現象，及文本與現實世界的關係。57強調以聯繫文本與世界的世俗化批評，需著

眼於文本背後政治權力的生產以及通過誰的再現、如何再現和再現哪些內容的檢

視，才能析離出文本在現實世界中的作用。台灣戒嚴時期旅外遊記紀錄觀察不同

族群、性別及社會各種階級人物的處境，如此再現生活空間的遊記，蘊含旅遊文

學的淑世功能。 

 

                                                 
56

 吳濁流，〈非印遊記〉，《臺灣文藝》52 期，頁 57-66。 
57

Edwin W. Said, 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 MA: Harvard UP, 1983,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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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影響力及其他協助產業技術發展之具體
效益事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列。）　　

獲獎
林淑慧，《再現文化：臺灣近現代移動意象與論述》，臺
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7年8月。（榮獲國立台灣師範
大學卓越專書）

國際合作與演講
1. 2019.06.14 科技部108 年度（第57 屆）補助科學與
技術人員國外短期研究「再現福爾摩沙：
十九世紀英國人旅台遊記的空間政治與文化意象」成果發
表，演講題目： “Representations of
Formosa：Spatial Politics and Cultural Images in
British’s Travel Writings to Taiwan during the
19th Century”，地點：Department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Centre of Taiwan



Studies,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2. 2019.06.11 於牛津大學China Centre 演講，講題：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Context of Travelogues
during Taiwan’s Martial Law Period (1949-1987)”
。
3. 2018.06.07 參與臺灣頂大訪問學人及青年學者學術系
列講座，於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演講，講題：Structure
of Feelings and Cultural Images in Taiwanese
Travel Notes on the U.S. during the Cold War
Period。

學術服務
1. 2017 年至2020 年 台灣歷史學會第19 屆、第20 屆理
事。
2. 2017 年至2020 年 台灣數位人文學會第1 屆、第2 屆
理事。
3. 第十一屆台灣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從牛車、漁火
到青農返鄉：台灣農村的書寫、記憶與文化變遷」計畫協
同主持人（2019）
4.THCI Core核心期刊審查委員《台灣文學研究學報》、
《台灣文學學報》、《漢學研究》、《政大中文學報》、
《中外文學》、《清大中文學報》、《文山評論：文學與
文化》。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專書出版審查等。
5.國家教育研究院十二年國教國語文課綱研修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