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部份 — 背景資料 
甲.《申報》簡介︰ 
 
     《申報》，原名《申江新報》，取名自上海申江(黃埔江)。於 1871 年由英國

商人(Ernest Major)與其友人一同創立。1872 年 4 月 30 日正式印刊。《申報》於

刊行初期，日售只有 600 份，銷售範圍局限於上海市內。到了 1877 年，《申報》

每日銷量已提升至近 9000 份，整個江南地區，包括城市及鄉鎮，《申報》更成為

了報紙的代名詞。 
 
        1907 年後，《申報》改由中國人席子佩主辦，議論以支持晚清改革居多。

1912 年民國成立後，《申報》轉向支持孫中山，屢屢評擊袁世凱攬權及稱帝的主

張。1919 年五四運動中，《申報》與其他報章一同發表拒絕刊登日貨廣告的聲名。

民國初期的《申報》，支持民主自由與民族思想，並包容支持馬克思主義的知識

份子。1934 年，《申報》主辦人史量才言論觸怒國民政府，被蔣介石的特務暗殺，

但《申報》依然堅持自由辦報的方針。抗日期間，《申報》被日軍控制，多番停

辦。直至 1945 年復刊，《申報》已為國民黨控制。1949 年 5 月，共產黨進佔上

海，《申報》正式停刊。 
 
      《申報》初期雖為英國人擁有，但由中國讀書人(秀才)主筆。因而在文字

風格上，更貼近當時中國人口味，時有為中國人抱不平之評論。由於《申報》是

商業性質的報紙，以盈利為目標，因此在報章內容亦包羅萬有，以增加銷量。除

刊登新聞消息以外，《申報》亦不乏朝廷奏議、司法議論、西方新聞選譯、文藝

作品、巷閭趣談和廣告等。《申報》曾刊登哄動一時的「楊乃武與小白菜」一案

消息，揭露審訊過程，讓民間輿論起監督官府的作用，亦間接促成此冤案平反。

為了加快消息流通，《申報》亦派員採訪，並以電報發回各地新聞，開新聞傳播

之先。1911 年，《申報》創立「自由談」副刊，專刊讀者及作家的文藝詩詞，後

來亦刊登批評時弊、反映現實的文章。1930 年代「自由談」的開放風氣更觸發

國民政府的壓制，最終引發暗殺事件。 
 
      《申報》自晚清起，以商業報章於上海起家；民國以後，堅持自由、開放

方針，成為全國報業一時之翹楚。《申報》的發展，既體現時代改變，亦開創近

代新聞媒體的先河。 
 
 
參考資料︰ 
陳玉申︰《晚清報業史》。山東︰山東畫報出社，2003 年。 
宋軍︰《申報的興衰》。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 年。  



 
乙.《眉語》簡介︰ 

 

 

民國初年雜誌《眉語》第十八號 封面

 
——資料來源︰ 
魏紹昌編︰《鴛鴦蝴蝶派研究資料》。

香港︰生活．讀書．新知三聯三書店，

1980 年。 
 
《眉語》補充資料︰ 
《眉語》月刊，1914 年出版，到 1916
年停刊。發行地在上海，是鴛鴦蝴蝶派

小說作家的陣地。 
(鴛鴦蝴蝶派︰多用文言文、仿章回體

小說，題材以才子佳人、寫實黑幕、江

武湖武俠為主) 

思考問題︰ 
1. 《眉語》的封面畫的是什麼？ 
a. 封面中有什麼人或物？ 
b. 封面的人物的面貌、衣飾是怎樣？ 
c. 該人物在做什麼動作？ 
d. 封面中的文字對於理解圖畫，有沒有幫助？ 
 
2.試將圖畫所見加以歸類 

 新潮 傳統 說明原因 
圖畫主角衣飾    
圖畫主角表情    
圖畫主角動作    

 
3.《眉語》一書的封面，顯示了雜誌是一本支持女子不出閨房、思想傳統的刊物，

你認同否？試綜合觀察所得證明。 

 



 
資料︰《眉語》宣言 

花前撲蝶宜于春；檻畔招涼宜于夏；倚帷望月宜于秋；圍爐品茗宜于冬。

璇閨姐妹以職業之暇，聚釵光鬢影能及時行樂者，亦解人也。然而踏青納涼賞

月話雪，寂寂相對，是亦不可以無伴。本社乃集多數才媛，輯此雜誌，而以許

嘯天君夫人高劍華女士主筆政，錦心綉口，句香意雅，雖曰遊戲文章、荒唐演

述，然譎諫微諷，潛移默化于消閑之餘，亦未始無感化之功也。每當月子彎時，

是本雜誌誕生之期，爰名之曰《眉語》，亦雅人韻士花前月下之良伴也。質之

囚鸞笯鳳(註︰有志不能伸，困守家中)之可憐蟲，以謂何如？質諸鶯嗔燕咤(年
少吵鬧)之女志士，又以謂何如？尚祈明眼人有以教之，幸甚幸甚！ 
此布。 
 
節錄語譯︰ 
1) “本社乃集多數才媛，輯此雜誌，而以許嘯天君夫人高劍華女士主筆

政，‥‥‥潛移默化于消閑之餘，亦未始無感化之功也。” 
譯文︰本雜誌社於是號召大量有才學的女士，參與編輯此雜誌，而以許嘯天先

生的太太高劍華女士主筆政，‥‥‥寓勸世於消閑，亦未嘗無教化的功勞。 
2) “每當月子彎時，是本雜誌誕生之期，爰名之曰《眉語》，亦雅人韻士花前

月下之良伴也” 
譯文︰每當月似娥眉的時候，即是雜誌出版的日子，於是將書命名為《眉語》，

亦是風流雅韻人士於美麗時刻的良伴。 
 
資料來源︰原載 1914 年 10 月《眉語》小說雜誌第 1 卷第 1 號 轉載自 陳荒謀

主編︰《鴛鴦蝴蝶派文學資料》。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 年。 
思考問題︰ 
1. 資料中何處顯示了雜誌編者/作者的性別？ 
 
 
2. 若說 “雜誌編者批評女性困守家中、有志不能伸的情況，不應成為「囚鸞

笯鳳」”，你贊同否？試以編者對「才媛」及「囚鸞笯鳳」的見解，印證你

的說法。 
 
 
3. 你認為《眉語》的讀者對象會是局限於傳統困守閨房、無才為德的婦女嗎？

試綜合「封面」及「宣言」兩段資料證明。 
 
 
 
 



第二部份 — 資料分析︰《申報》刊《眉語》廣告三則 
 
資料一 

資料︰1915 年 9 月 13 日《申報》廣告—   
《眉語》 第十號 

廣告文字︰ 
圖畫．花光人面．今人名畫(女學生)(船婆搖

船的女士)(女伶)(鄉婦)．海上集艷圖(妹妹孫

鳳雲十三紅汪寓花元春王妹妹桐花館紅珍

王翠蘭香館鈴霞樓田素雲鶯鶯春鏡樓含芳

張雅雲三寶各名妓撮影愛情畫(簪花寄愛)美
人唇美人髮裸體名畫帙。 
短篇小說(一)婉轉娥眉馬前死(二)蝶影(三)
杜鵑聲(四)愛國歟愛妻歟(五)孤兒淚(六)落
花有意(七)揀茶女(八)女兒(九)眾香國

(十)一度恩憐勝舊時 
長篇小說(一)風姨(二)環珮空歸(四)黃金美

人 
文苑(一)碎錦集(二)廿八翻傳奇(三)慈悲十

種曲(四)一誠齋謎臢 
雜纂(一)走馬看花錄(二)棲雲戲[](三)天真漫

錄 
總發行所棋盤街交通路新學會社。 



思考問題︰ 
1.試描述廣告圖畫中女性。 

 描述 新潮 傳統 
圖畫主角衣飾    
圖畫主角動作    
圖畫主角表情    
圖畫主角的年紀 年青 / 中年 / 年老 
試總結你對圖畫中女

性的觀感，是新潮還是

傳統？ 

 

 
2.試將已標出的廣告文字加以分類︰ 
形容女性職業、工作、角色的文字 形容女性美態的文字 
  
  
  
  
  
  

 
3. 題 2 表中展示的女性角色，有否展現出女性不同的社會角色？ 
 
 
4. 題 2 表中形容女性的美態的文字，展現女性的特質。試歸納描述方式偏重何

種特質，是「外在美」還是「內在美」。 
 
 
5. 對女性的文字描述反映了民國女性的形象。偏重該特質之描述方式，是否反

映了女性形象作為男性的附屬，只與家庭、愛情及性有關？試根據資料及就

你所知的傳統女性形象比較，加以印證。 
 
 
 
 



資料二 

資料︰1915 年 10 月 13 日《申報》廣告—《眉語》第十一號 
廣告文字︰ 
圖畫．惜花春起早（五彩封面畫）美人閒（文窗靜[]一凝眸）美人慵（雲髻半偏

眼潤）紅粉髑髏  世界之花（歐美中西各國名妓小像十四幀）裸體名畫（蘭湯莫

遣濕雙蓮）（舉體清涼玉水溫）眉語之友（徐女士麥女士倩影）     
短篇（一）翠兒（二）洗炭橋（三）深院何人弄碧簫（四）不是良緣是惡緣（五）

哽咽聲（六）劍光花影（七）透骨相思     
長篇（一）青燈紅淚綠（二）青衫紅淚綠（三）情素 
文苑    （一）碎錦集（二）廿八翻傳奇（三）慈悲十種曲（四）一誠齋謎臢

雜篡    （一）天真漫錄（二）走馬看花錄（三）棲雲戲墨 
每冊大洋四角全年四元總行發行所棋盤街交通路  
新會學社 
 



思考問題︰ 
1.試描述廣告圖畫中女性的形象。 

 描述 新潮 傳統 
圖畫主角衣飾    
圖畫主角表情    
圖畫主角動作    
圖畫主角的年紀 年青 / 中年 / 年老 
試總結你對圖畫中女

性的觀感，是新潮還是

傳統？  

 

 
2.試將已標出的廣告文字加以分類︰ 
關於女性職業、工作、角色的文字 形容女性美態的文字 
  
  
  

 
3. 題 2 表中展示的女性角色，有否展現出女性不同的社會角色？ 
 
 
4. 題 2 表中形容女性的美態的文字，展現女性的特質。試歸納描述方式偏重何

種特質，是「外在美」還是「內在美」。 
 
 
5. 對女性的文字描述反映了民國女性的形象。偏重該特質之描述方式，是否反

映了女性形象作為男性的附屬，只與家庭、愛情及性有關？試及根據資料及

就你所知，與傳統女性形象比較，加以印證。 
 
 



 
資料三 

資料︰1915 年 11 月 19 日《申報》廣告—《眉語》第

十二號 

 

廣告文字︰ 
本號為第一卷歸東之期，故特多刊名著，如許嘯天先

生之)《闌槎泛艷記》(離奇哀艷得未曾有。而高劍華

女士之(《裙帶封誥》一篇香艷變幻可稱雙絕。他如(《郎

情如水》)(《有情者勝》)(《玉環淚史》’’《斷腸聲》)
等篇讀之俱足以怡神動懷。卷首又附以精美之圖畫，

如(紅窗閒倚)之封面畫，(玉池清水白蓮花)之半身裸體

美人畫，(持將燈影照郎歸(之時裝美人畫，(羅衫纔褪

惱郎窺．解裙量度小腰圍)之裸體美人圖，(口脂羞度(吐
蘭依玉)花下戲儂)之愛情畫。此外尚有中國各省名妓

合影全圖共一百另二人，南脂北粉，鶯媚燕俏，實不

可多得之物，亦諸君不可多得之眼福也。再凡在本埠

直接向總發行所現購本號眉語一冊者，奉贈精美明信

片畫三張，香豔美麗，幸勿交臂失之，每冊大洋四角，

全年十二冊大洋四元。總發行所棋盤街交通路新學會

社。 



思考問題︰ 
1.試描述廣告圖畫中女性的形象。 

 描述 新潮 傳統 
圖畫主角衣飾    
圖畫主角表情    
圖畫主角動作    
圖畫主角的年紀 年青 / 中年 / 年老  
試總結你對圖畫中女

性的觀感，是新潮還

是傳統？  

 

 
2.試將已標出的廣告文字加以分類︰ 
關於女性職業、工作、角色的文字 形容女性美態的文字  

  
  
  

 
3. 題 2 表中展示女性的社會角色，有否展現出女性不同的社會角色？ 
 
 
4. 題 2 表中形容女性的美態的文字，展現女性的特質。試歸納此描述方式偏重

何種特質，是「外在美」還是「內在美」。 
 
 
5. 對女性的文字描述反映了民國女性的形象。偏重該特質之描述方式，是否反

映了女性形象作為男性的附屬，只與家庭、愛情及性有關？試及根據資料及

就你所知，與傳統女性形象比較，加以印證。 
 
 
 



第三部份 — 綜合與比較 
A綜合︰三則廣告與女性形象及角色 
 
綜合三則廣告的圖畫及文字中，能否顯示出民國時多元化女性形象及角色？ 

 從圖畫看女性形象 從廣告文字中女性特質

看女性形象 
從廣告文字看女性的社

會角色 

眉語第

十號 
   

眉語第

十一號 
   

眉語第

十二號 
 
 

 
 
 

 
 
 

 

小結 女性形象是 多元化 / 
單一化 
 

女性的形象重在表現 身
軀 / 精神面貌 以吸引

人 

女性角色是 多元化 / 
單一化 
 

 
 
 



B 比較︰《眉語》廣告和《眉語》宣言 
 
甲部 
 
先閱讀以下兩則意見︰ 
 
 
 
 
 
 
 

說法一︰宣言和廣告相互貫徹 
《眉語》宣言中，編者以「才媛」自任。又以「囚鸞笯鳳之可憐蟲」來批評傳統

困守在家，有志不能伸的女子。宣言中展示民國時期一種解放婦女的精神，反對

「無才是德」、「不出閨房」等以家庭束縛婦女的傳統思想，將女性自男性的附屬

中解放出來。廣告中的圖畫、用字，表現出女性的不同形象和角色，打破傳統對

女性的刻象刻畫，正正代表了《眉語》編者貫徹宣言解放婦女的精神。 

 
 
 
 
 
 
 
 
 

說法二︰宣言和廣告是前言不對後語 
雖然《眉語》宣言中，展現出一種批判「束縛婦女」的態度，且不再堅持女子

無權涉獵知識學問的守舊思想。事實上，《眉語》雜誌並未真正做到宣言所講

的態度。《眉語》的廣告中，將女性的身體視為情慾的對象，根本就是對女性

的不尊重—女性依然是男性的附屬物。不過從只是將昔日束縛婦女的家庭倫理

轉變為情慾︰塑造為婦女成情慾對象，婦女的存在及被重視僅因為她們的身體

及性別。民國刊物《眉語》並不是真正做到解放婦女。 

1) 以上兩種說法，對《眉語》塑造的女性形象及社會角色兩方面有不同的看法。

試指出兩者有何分歧。 



乙部 
 
資料一 
 
 
 
 
 
 
 
 
 
 

‥‥‥ 
這時新的才子＋(加)佳人小說便又流行起來，但佳人已是良家女子(按︰過去

的佳人多是妓女)了，和才子相悅相戀，分拆不開，柳陰花下，像一對胡蝶，

一雙鴛鴦一樣，但有時因為嚴親，或者因為薄命，也竟至於偶見悲劇的結局，

不再都成神仙了(按︰過去以男性拯救女性、大團圓結局為主)，——這實在不

能不說是一個大進步。到了近來是在制造兼可擦臉的牙粉了的天虛我生先生

所編的月刊雜志《眉語》(註︰誤，當為小說雜誌《禮拜六》)出現的時候，是

這鴛鴦胡蝶式文學的極盛時期。‥‥‥ 
魯迅︰<上海文藝之一瞥 (1931 年 7 月 20 日) >，載陳荒謀主編︰《鴛鴦蝴蝶

 
資料二<近人研究《眉語》成果> 
 
 
 
 
 
 
 
 
 

‥‥‥她們的視野更廣闊，因為她們的作品往往描繪異國風情，或闡述自由、

平等新思想；運用的言語也與前者有大不同，多為當時較為流行的白話。情

節兼有社會、哀情、武俠等因素，寫作手法以刻畫細膩見長。‥‥‥作者(按︰

高劍華)抨擊中國漠視人權，尤其揭示了中國女子身受父權、夫權壓迫的慘

狀，而且還發出了女子大膽追求愛情的宣言。 
 
沈燕︰<20 世紀初女性小說雜誌《眉語》及其女性小說作者> 載《德州學院

學報》，2004 年 6 月，第 20 卷第 3 期。 

2) 資料一中，魯迅所講的「一大進步」，是指女性不再從屬於男性，試圖爭取控

制自己的愛情與命運，此說當否？試根據資料一、二及就你所知，解釋你的答案。 
 
 
 
 
丙部 
3) 甲部兩個說法，何者個較能印證「民初婦女地位有所提升」此一說法？試根

據《眉語》宣言、三則廣告及乙部的資料，及就你所知，加以解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