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術經歷 

  

 現任元智大學中語系專任教授兼主任（2015.08~） 

  

 

 學  歷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所博士 

  

 

 研究領域 

 

 亞太華文文學與文化 

 馬華文學 

 中國當代散文及小說 

 台灣現代散文及小說 

  

 

 學術著作 

 

 [A]學術專書： 

  鍾怡雯《雄辯風景：當代散文論Ⅰ》（台北：聯經，2016） 

 鍾怡雯《后土繪測：當代散文論Ⅱ》（台北：聯經，2016） 

  鍾怡雯《經典的誤讀與定位：華文文學專題研究》（台北：萬卷樓，2009） 

 鍾怡雯《馬華文學史與浪漫傳統》（台北：萬卷樓，2009） 

 鍾怡雯《內斂的抒情：華文文學論評》（台北：聯合文學，2008） 

 鍾怡雯《靈魂的經緯度：馬華散文的雨林和心靈圖景》（吉隆坡：大將，2006） 

 鍾怡雯《無盡的追尋：當代散文的詮釋與批評》（台北：聯合文學，2004） 

 鍾怡雯《亞洲華文散文的中國圖象》（台北：萬卷樓，2001） 

 鍾怡雯《莫言小說：「歷史」的重構》（台北：文史哲，1997） 

  

 



 [B]期刊論文： 

 鍾怡雯〈身心雙棲的所在——論楊婕《房間》〉《文訊》第 363期（2016/01），

頁 58-60。 

鍾怡雯〈從西部到新疆：一個人文地理學的思考〉《漢學研究學刊》第 6 卷

（2015/12），頁 145-179。 

 鍾怡雯〈一個人的虛土——論劉亮程的村莊敘事〉《馬大華人文學與文化學報》

第 2卷第 2期（2014/12），頁 13-25。 

 鍾怡雯〈中國南遊（來）文人與馬華散文史〉《中國現代文學半年刊》第 25期

（2014/06），頁 161-176。 

 鍾怡雯〈馬華散文的史前史〉《外國文學研究》第 6期（2013/12），頁 66-72。 

 鍾怡雯〈台灣現代散文史縱論〉《華文文學》第 117期（2013/08），頁 91-100。 

 鍾怡雯〈論莫言小說「肉身成道」的唯物書寫〉《文藝爭鳴》第 8期（2012/08），

頁 26-29。 

 鍾怡雯〈高鼻子女王的怪咖美學──評周芬伶的《雜種》〉《香港文學》第 331

期（2012/07），頁 64-67。 

 鍾怡雯〈從吳進到杜運燮：一個跨國文學史的案例〉《國文學報》第 51 期

（2012/06），頁 223-240。 

 鍾怡雯〈逆時代之流而上〉《香港文學》第 328 期（2012/04），頁 71-73。 

 鍾怡雯〈文學自傳與詮釋主體──論楊牧《奇萊前書》與《奇萊後書》〉《世界

華文文學論壇》第 77期（2011/12），頁 13-18。 

 鍾怡雯〈台灣當代散文史概述〉《香港文學》第 319期（2011/07），頁 14-16。 

 鍾怡雯〈五四散文與時代──一個散文史的觀點〉《國文天地》第 27卷第 2期

（2011/03），頁 66-70。 

 鍾怡雯〈跟土地有關的事物製造：論曾翎龍《回味江湖》〉《香港文學》第 314

期（2011/02），頁 72-73。 

 鍾怡雯〈馬華散文史繪圖：邊界，結構，美學〉《華文文學》第 102期（2011/01），

頁 64-69。 

 鍾怡雯〈抒情地誌學：杜忠全的「老」檳城〉《香港文學》第 308期（2010/08），

頁 72-75。 

 鍾怡雯〈從理論到實踐──論馬華文學的地誌書寫〉《成大中文學報》第 29期

（2010/07），頁 143-160。 

 鍾怡雯〈再論神州──一個人的江湖，華人的宿命〉《文訊》第 294期（2010/04），

頁 108-111。 

 鍾怡雯〈台灣散文史的另一種讀法〉《國文天地》第 26卷第 2期（2010/07），

頁 63-66。 

 鍾怡雯〈一個人的大歷史──論巫寧坤《一滴淚》的苦難敘述〉《中國現代文

學半年刊》第 12 期（2009/12），頁 209-224。 

 鍾怡雯〈定位與焦慮：馬華／華馬文學的問題研究〉《華文文學》總第 92 期



（2009/06），頁 75-80。 

 鍾怡雯〈歷史的反面與裂縫──馬共書寫及其問題研究〉《香港文學》第 290

期（2009/02），頁 64-70；第 291 期（2009/03），頁 54-59。 

 鍾怡雯〈遮蔽的抒情──論馬華詩歌的浪漫主義傳統〉《淡江中文學報》19 號

（2008/12），頁 183-214。 

 鍾怡雯〈還原徐志摩：新詩經典的誤讀與重估〉《臺灣詩學》第 12 號（2008/12），

頁 125-158。 

 鍾怡雯〈詩的煉丹術──余光中的散文實驗及其文學史意義〉《華文文學》總

第 82 期（2008/11），頁 12-19。 

 鍾怡雯〈旅行中的書寫：一個次文類的成立〉《臺北大學中文學報》第 4 期

（2008/03），頁 35-52。 

 鍾怡雯〈五十年來的馬華散文〉《國文天地》第 23 卷第 8 期（2008/01），頁

61-63。 

 鍾怡雯〈分裂的敘事主體──論三毛與「三毛」〉《中國現代文學半年刊》第 12

期（2007/12），頁 111-131。 

 鍾怡雯〈一捆矛盾──論林語堂的（拒絕）歷史定位〉《中國現代文學半年刊》

第 10 期（2006/12），頁 149-162。 

 鍾怡雯〈論砂華自然寫作的在地視野與美學建構〉《中國現代文學半年刊》第

8 期（2006/06），頁 137-166。 

 鍾怡雯〈鳥瞰 2005年台灣散文〉《香港文學》第 258期（2006/06），頁 18-20。 

 鍾怡雯〈沉浸在雨水或淚水的魚──感傷主義者方路〉《中國現代文學半年刊》

第 9期（2006/06），頁 73-86。 

 鍾怡雯〈論馬華散文的「浪漫」傳統〉《國文學報》第 38 期（2005/12），頁

101-120。 

 鍾怡雯〈論馬華校園散文的文學史意義〉《中國現代文學季刊》第 6 期

（2005/06），頁 15-34。 

 鍾怡雯〈閱讀婆羅洲〉《文訊》第 234期（2005/03），頁 45-47。 

 鍾怡雯〈從國學到現代文學的轉向〉《國文天地》第 240期（2005/03），頁 14-

16。 

 鍾怡雯〈從「新興華文文學」論馬華文學的命名〉《香港文學》第 246 期

（2005/03），頁 58-61。 

 鍾怡雯〈憂鬱的浮雕：論當代馬華散文的雨林書寫〉《中國現代文學》創刊號

（2004/03），頁 91-110。 

 鍾怡雯〈評張錦忠《南洋論述──馬華文學與文化屬性》〉《中央研究院中國文

哲研究集刊》第 24期（2004/03），頁 344-346。 

 鍾怡雯〈想像更完整的泰華文學版圖〉《香港文學》第 225 期（2003/09），頁

85-86。 

 鍾怡雯〈論簡媜〈漁父〉的父親角色置換〉《香港文學》第 224期（2003/08），



頁 48-49。 

 鍾怡雯〈局外人的偏見──論香港文學〉《香港文學》第 217期（2003/01），

頁 26-27。 

 鍾怡雯〈論杜杜散文的食藝演出〉《中外文學》第 31卷第 3期（2002/08），頁

84-95。 

 鍾怡雯〈追尋到偽裝──馬華散文的中國圖象〉《中外文學》第 31 卷第 2 期

（2002/07），頁 116-151。 

 鍾怡雯〈論新加坡華文散文的國家認同〉《香港文學》第 195期（2001/03），

頁 61-65。 

 鍾怡雯〈論張曉風的中國鄉愁〉《明道文藝》第 296期（2000/11），頁 49-61。 

 鍾怡雯〈香港散文：夾縫裡的中國性〉《人文雜誌》第 6期（2000/11），頁 82-

91。 

 鍾怡雯〈擺蕩於孤獨與幻滅之間──論簡媜散文對美的無盡追尋〉《明道文藝》

第 275期（1999/02），頁 176-187。 

 鍾怡雯〈主體生命的覺醒──莫言小說中肉體和慾望的合理性逆轉〉《中國現

代文學理論季刊》第 6期（1997/06），頁 280-294。 

 鍾怡雯〈歷史文本的影像化──余秋雨散文的敘事策略〉《國文天地》第 141

期（1997/02），頁 81-89。 

 鍾怡雯〈「謀殺」的後設陷阱──論韓少功的小說〈謀殺〉〉《國文天地》第 124

期（1995/09），頁 100-105。 

 

 [C]研討會論文： 

 鍾怡雯〈斑駁的時代光影——論蕭遙天與馬華文學史〉「當代漢語文學『概念

與思潮』國際學術研討會」（東京：立教大學，2015/11/12） 

鍾怡雯〈從西部到新疆：一個人文地理學的思考〉「第三屆亞太華文文學國際

學術研討會」（新北：台北大學，2014/11/07） 

 鍾怡雯〈一個人的虛土──論劉亮程〉「華語文學的想像共同體國際學術研討

會」（台北：現代中國文學學會，2013/12/18） 

 鍾怡雯〈中國南遊（來）文人與馬華散文史〉「全球化下的南方書寫：文化場

域與書寫實踐國際學術研討會」（台南：成功大學，2013/10/13） 

 鍾怡雯〈馬華散文的史前史〉「第二屆亞太華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新北：

台北大學，2012/10/05） 

 鍾怡雯〈從吳進到杜運燮：一個跨國文學史的案例〉「第二屆亞洲華文文化與

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吉隆坡：馬來亞大學，2011/11/05） 

 鍾怡雯〈地誌書寫的雙重視野──論吳進《熱帶風光》〉「族群．語言與社會國

際學術研討會」（中壢：元智大學，2011/05/06） 

 鍾怡雯〈美學與時代的交鋒：中華民國散文史的視野〉「中華民國百年發展史

學術研討會」（台北：政治大學，2011/01/28） 



 鍾怡雯〈文學自傳與詮釋主題──論楊牧《奇萊前書》與《奇萊後書》〉「楊牧

70大壽國際學術研討會」（台北：政治大學，2010/09/25） 

 鍾怡雯〈馬華散文史繪圖：邊界，結構，美學〉「家園意識與文學流變：馬華

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吉隆坡：新紀元學院，2010/08/08） 

 鍾怡雯〈從理論到實踐──論馬華文學的地誌書寫〉「華人文化與文學國際學

術研討會」（東京：立教大學，2010/02/22） 

 鍾怡雯〈一個人的大歷史──論巫寧坤《一滴淚》的苦難敘事〉「亞洲的政治

記憶與歷史敘事國際學術研討會」（彰化：彰化師範大學，

2009/11/28） 

 鍾怡雯〈歷史的反面與裂縫──馬共書寫及其問題研究〉「馬華文學教學與研

究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海：復旦大學，2009/01/12） 

 鍾怡雯〈我方的歷史──馬共書寫的敘事研究〉「2008激盪與迴響：亞太社會

文化的展望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壢：元智大學，2008/12/17） 

 鍾怡雯〈從大系的編選視野論馬華雜文的演變及接受〉「2008亞太社會文化研

究學術研討會」（中壢：元智大學，2008/06/20） 

 鍾怡雯〈詩的煉丹術──余光中的散文實驗及其文學史意義〉「余光中先生八

十大壽學術研討會」（台北：政治大學，2008/05/24） 

 鍾怡雯〈中國現代詩史的典律生成與詮釋──以徐志摩為例〉「文學史寫作的

理論與實踐研討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2007/12/19） 

鍾怡雯〈分裂的敘事主體──論三毛與「三毛」〉「2007 海峽兩岸華文文學學

術研討會」（中壢：中原大學，2007/06/02） 

鍾怡雯〈跨界之必要，書寫之必要──從旅行到旅行書寫〉「第三屆實用中文

與寫作策略學術研討會」（台南：成功大學，2007/06/02） 

鍾怡雯〈一捆矛盾──論林語堂的（拒絕）歷史定位〉「跨越與前進──從林

語堂研究看文化的相融／相涵國際學術研討會」（台北：東吳大學，

2006/10/15） 

鍾怡雯〈論砂華自然寫作的在地視野與美學建構〉（中壢：南亞技術學院，

2005/11/19） 

鍾怡雯〈論馬華散文的「浪漫」傳統〉「馬華文學與現代性國際學術研會」（吉

隆坡：大馬留台聯總，2005/07/09） 

鍾怡雯〈台灣當代散文的發展〉「台灣研討的基礎與前沿學術研討會」（廈門：

廈門大學，2005/07/08） 

鍾怡雯〈帝國餘暉裡的拾荒者──論董橋散文〉「時代與世代：台灣現代散文

學術研討會」（台北：東吳大學，2003/10/25） 

鍾怡雯〈民間的集體記憶──論大陸當代文學的飢餓主題〉「第八屆文學與美

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台北：淡江大學，2003/10/18） 

鍾怡雯〈論梁實秋散文的譜系與時代意義〉「梁實秋先生百年誕辰學術研討會」

（台北：九歌文教基金會，2002/12/12） 



鍾怡雯〈論當代馬華散文的雨林書寫〉「當代文學與人文生態：2003年東南亞

華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2002/02/22） 

鍾怡雯〈從莫言《會唱歌的牆》論散文的暴露與雄辯〉「新世紀華文文學發展

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壢：元智大學，2001/05/18） 

鍾怡雯〈再現禮樂的烏托邦──論「三三」散文〉「現代文學與美學研討會」

（高雄：高雄師範大學，2000/04/12） 

鍾怡雯〈故土與古土──論台灣返「鄉」散文〉「解嚴以來台灣文學國際學術

研討會」（台北：台灣師範大學，2000/01/09） 

鍾怡雯〈記憶的舌頭──美食在散文中出沒的方式〉「飲食文學國際學術研討

會」（台北：文建會／中國時報／輔仁大學外語學院，1999/05/23） 

鍾怡雯〈無盡的搜尋──論楊牧《搜索者》〉「台灣文學經典研討會」（台北：

文建會／聯合報，1999/03/20） 

鍾怡雯〈風景裡的中國──余光中遊記的一種讀法〉「旅行文學研討會」（台

北：中國青年寫作協會，1998/12/13） 

鍾怡雯〈散亂的拼圖──新生代散文作家的創作與出版〉「青年文學研討會」

（台北：文訊雜誌社，1998/10/31） 

 

 [D]科技部計畫： 

 「當代中國散文的原鄉書寫 」（105-2410-H-155-048-） 

「馬華現代散文史 1919-2012」 (102-2410-H-155-044-MY2) 

 「馬華散文史專題研究」（100-2410-H-155-035-MY2） 

 「馬華文學的地誌書寫」（98-2410-H-155-057-） 

 「馬共書寫：馬華紀實文學的主題研究」（97-2410-H-155-038-） 

 「獨立後馬華文學的浪漫傳統 1957-2005」（95-2411-H-155-044-MY2） 

 「當代馬華文學的自然寫作及論述」（94-2411-H-155-007-） 

 「馬華文學評論數據庫」（92-2411-H-155-010-） 

  

 

 文學著作 

 

 [A]散文集（台灣版）： 

 鍾怡雯《麻雀樹》（台北：九歌，2014） 

 鍾怡雯《野半島》（台北：聯合文學，2007；九歌，2014） 

 鍾怡雯《鍾怡雯精選集》（台北：九歌，2011） 

 鍾怡雯《陽光如此明媚》（台北：九歌，2008） 

 鍾怡雯《飄浮書房》（台北：九歌，2005） 

 鍾怡雯《我和我豢養的宇宙》（台北：聯合文學，2002） 

 鍾怡雯《聽說》（台北：九歌，2000） 

 鍾怡雯《垂釣睡眠》（台北：九歌，1998） 

 鍾怡雯《河宴》（台北：三民，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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