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 

村上春樹在《挪威的森林》（村上春樹，1997）中著力描繪的是對逝去青春

的回顧。小說由披頭四樂團同名的樂曲作為開場，年屆中年的男主角在飛往漢堡

的途中，聽到機上播放已逝昔日戀人曾百聽不厭的歌曲，因而想起18年前的往

事。作者以寫實筆法將青春時期所感觸到人際間溝通失調的困境、對體制和權力

失去信任後的絕望，以及無法掌握未來的迷失感，交織在第一人稱敘述的情節

中。小說最終以以下這段文字作為結尾，為青年人生活的失落與徬徨做了最佳註

解，也捕捉到存在感日益稀薄的現代人精神圖像： 

我手依然拿著聽筒抬起臉，試著環視電話亭周圍一圈。我現在在哪裡呢 

？但我不知道那是什麼地方。看不出來。這到底是哪裡呢？映在我眼裡 

的只有不知正走向何方的無數人們的身影而已。（賴明珠譯，1997：378） 

迴盪在村上春樹作品中孤獨、空虛、無奈和悵惘的情緒，透露了在現代化都

市中人們的生存處境。作者準確地傳遞出時代氛圍，突顯了置身於「高度發達資

本主義社會」（作者原話）中都市年輕人充滿失落感的心緒，也引起廣大讀者的

共鳴。 

1987年出版的《挪威的森林》在日本以超過七百萬冊的銷售量晉身為有史以

來最暢銷的文學作品，村上春樹因而被評論家喻為「八○年代文學旗手」，也被

推舉為最具都市感受性、最能掌握時代特質與節奏的作家（賴明珠，1988）。在

亞洲其他國家，中國、港台、新馬及韓國等，村上春樹熱潮除了表現在其作品不

斷再版，也表現在讀者的創作模仿風潮（林少華，1999）。在國際間，村上春樹

作品被翻譯成16國語言，滿佈披頭四、海明威、沙林傑和錢德勒等西方流行文化

色彩的村上文本，不但易為英語系國家易為接受，更以其帶有「一點點虛無、一

 1



點點無奈、一點點叛逆與一點點寓言式的嘲弄」獨特個人風格的內容，受到西方

評論界青睞，躍進世界當代文學（蘇子惠，2000）。 

目前坊間所見村上作品中譯本，篇幅長短與主題各異，但村上一以貫之的創

作主軸是對人性異化的質疑，即社會和制度如何制約個人，以及個人在其中所受

到的衝擊。     

「我們或許可以感受到現代東西方文化頻繁交流之後，在工業化、商業化、

都市化等迅速變革之後，人與人的關係，人與物之間的關係，如何產生了變化，

而生活的感覺又到底變成什麼樣子了。」這是《1973年的彈珠玩具》（賴明珠譯，

1995）中譯本書頁上的簡介，整部小說是藉由追尋一台三把式太空船彈珠玩具的

過程，反思工業化社會的量產以及人的戀物癖。而其後的作品《舞舞舞》（賴明

珠譯，1996：82-3）則以海豚飯店這個場所的重建，諷喻資本主義消費社會的相

對發達至使傳統消逝殆盡的悲哀。小說裡的一段話將這種悲哀之感刻劃的更為深

刻： 

和過去不同的只是那資本的網已細的無與倫比，牢固得無堅不摧了而已 

。⋯人們崇拜著資本擁有的動力主義。崇拜那神話性。崇拜東京的地價 

，崇拜閃閃發亮的保時捷所象徵的東西。除此之外這個世界已經不再殘 

留什麼神話了。這就是所謂的高度資本主義社會。 

除了描述現實的敘事，村上也擅長非現實人物和情節的寫作，諸如羊男、黑

鬼、羊博士等人物，以及進入地底、火星等情景，象徵性地傳達出當今時代和社

會中真實性的闕如。在《尋羊冒險記》（賴明珠譯，1995）中，被羊侵入體內的

「羊博士」是權力的隱喻，而名為「鼠」的好友自殺，反應了年輕生命不願同流

的安那其式自毀。這種以非現實突顯現實荒謬的寫作模式，在《世界末日與冷酷

異境》（賴明珠譯，1994）達到最高境界，也因為這部重要的長篇作品，村上獲

得日本文壇高評價的谷崎潤一郎賞。 

不追逐時尚議題，一向以疏離感的探討為主題出發的村上，在1995年的阪神

大地震和東京沙林毒氣事件發生後，作品風格已有所轉變。《地下鐵事件》（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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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譯，1997）是一部報導文學作品，村上一反往常「反社會」態度，積極採訪1995

年東京地下鐵沙林毒氣事件的受害者；2000年發表的《神的孩子在跳舞》（賴明

珠譯，2000）共收入六個短篇，雖然維持「村上式筆調」，但評論家卻指出村上

在地震後更關心社會責任與參與；而《人造衛星情人》（賴明珠譯，1999）則以

蕾絲族（lesbian）的愛情出發，探討人們如何藉由愛而獲得救贖。這些小說引起

評論家臆測，村上如此的轉變，與諾貝爾文學獎得獎者「在公眾事務或社會問題

上盡責」的要求密不可分（宋昭儀，1997）。 

無論如何，恆常出現在村上作品中的文化和流行商品符號，以及官能享受的

描寫，例如：法拉利跑車、義大利麵、咖啡毆蕾、馬丁尼、銀座酒吧、Marlboro

香煙、60年代的音樂、費茲傑羅小說….，它們被視為都會中重要生活美學象徵

和心理差異延伸，也成為村上小說不同於一般作家作品的特色之一。擺盪在嚴肅

與通俗之間，村上無疑地在挑戰讀者和評論家的目光。 

 

根據明日報 2000 年 7月 14日的報導，村上春樹的長篇小說《國境之南‧太

陽之西》德文譯本（書名為《Gefaehrliche Geliebte》，直譯成《危險情人》）在德

國上市時，引起ZDF1製作的德國文學評論性節目【文學四重奏】（Das Literarische 

Quartett）兩位主持人萊希拉尼基和洛佛勒的激烈爭辯，由於兩人對村上作品評

價過於兩極，洛佛勒憤怒拂袖而去，導致該節目面臨停播危機 2 。

（http://www.readingtimes.com.tw/authors/murakami/chatroom/chat0045.htm#1） 

1988 年開始播映的【文學四重奏】，堪稱主導德語文學市場的權威機構，節

目進行的方式一直是由德語文壇人稱「文學教皇」的萊希拉尼基，以及卡拉賽克

和洛佛勒兩位書評家，加上一位特別來賓四個人一起討論書籍，每集收視觀眾有

五十萬至一百五十萬之多，在節目裡受到正面評價的著作，事後均能獲得觀眾╱

                                                 
1德國ZDF TV是德國兩大公共電視台之一，以文化及國外介紹為主，市場佔有率是 14.1%以上，
是德國收視排名第三的電視台，除晚間新聞外，一般時段無廣告。 
2【文學四重奏】已於 2001 年 12月 14日播映最後一集，為這個傲視德國文壇和電視界十三年的

節目劃下休止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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讀者巨大迴響，銷售量因此大幅上揚，反之，受到四位對談者貶抑的作品則乏人

問津（簡潔，2001）。 

而繼萊希拉尼基斥責洛佛勒無法正視情愛類的小說後（村上春樹的《危險情

人》），【文學四重奏】的另一位主持人卡拉賽克也公開支援他號稱「文學教皇」

的同事萊希拉尼基。他對《星報》（Stern）雜誌表示：「他說的沒錯。一遇到情愛

類的小說，洛佛勒總像老處女般地亂批評，如果是女作者，她的反應更像愛咬人

的牡馬。⋯她蔑視所有不艱澀、有趣的作品。對她而言，藝術必須像課後留校的

處罰功課。」 

（http://www.readingtimes.com.tw/authors/murakami/chatroom/chat0045.htm#1） 

藝術必須像課後留校的處罰功課？ 

這篇報導很戲劇性地點出一些關於文學本質的關鍵問題，那就是文學的形式

和內容始終被認定「應該」要呈現出什麼。 

文學非艱澀不可嗎？反過來的問題就是，輕鬆或有趣的作品就不叫文學嗎？

一件作品是否可通過論述來證明它的價值？反過來說，沒有論述就無法構成作品

的價值？嚴肅文學與通俗文學的分野為何？究竟有無所謂理想文本的存在？  

以上這些問題甚至可以衍生更多不言自明關於文學類型的定義：藝術的╱商

業的、市場的╱學院的…凡是社會上存有多少種明確對立的觀念，就可以相應發

現到有多少種文學型態。人們對「文藝」的追求是無止盡的，但各時代、各民族、

各地域對「文藝」的理解是迥然不同的，於是對文藝的追求進而形成對何為文藝

的標準的思考，即各種文藝均是以各自不同的標準而認同的，這就形成了形形色

色的文藝觀念，甚至是相互對立和矛盾的。 

本研究不妄求嘗試對以上這些龐大的問題提出解釋，但這篇在德國語境下發

生的事件還是為本研究提供了思索的空間：以文學之名背後的假設是如何充滿謬

誤與危機，而文學在今日發生了什麽變化，導致人們會重新思索這些問題？本研

究以為這樣的提問更具意義。 

台灣的村上春樹論述，並沒有因為村上文本的多元性而引爆文學評論者們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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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詰問的辯證與對話，反而呈現出相當一致性的看法，即此為無可非議的純文學

作家和作品，在此平台之上，圍繞著村上文本的特色和引發的現象等面向，展開

一連串的討論。 

而另一種接近實踐的論述方式，也是本地讀者普遍閱讀村上文本的主要方

式，即傾向集體和儀式性的品味閱讀，將文本視為「了解主流價值」的工具，此

類讀者和此種閱讀行為，也被作家和村上小說翻譯者之一的李友中（1999）解讀

為「把澀苦的感傷當成了浪漫的想像，逃避的訊息解讀為天真的沉溺」的盲目追

求流行行為。 

在今日不論是台灣或是日本，村上春樹都已超越單純的「作家」，成為一種

流行時尚和時代氛圍的象徵標記。這項殊榮展現在其作品驚人的銷售量和讀者的

高度認同，也固定吸引著包括創作、評論、廣告、戲劇等不同的個人和團體，各

以不盡相同的方式，共同塑造一個村上文學的想像。 

在筆者與幾位村上讀者的深度訪談中，也觀察到這些讀者，其實是以高度自

覺的態度在閱讀村上文本，他們並不完全認同現行的村上形象，相對於媒體中呈

現的村上面貌，讀者訪談中的這段話，也可以視為另一種面對村上╱文本的態度： 

他大概算是守護神吧，他是可以幫助人可以逃離「意義」、「理想」這些 

災難的避邪符。乍看之下他有很多那種帶著沒有任何事是正確語調的胡 

言亂語，其實是告訴我們，在相信任何事之前，先自己好好的想一想。 

（編號7） 

其中值得注意的還有，環繞在整個村上論述的觀點中，皆將村上文本的工具

性格放大，賦予其反映社會和帶領文化之功能，較少考慮到對台灣創作領域的意

涵。 

 

第二節 文獻回顧 

一 文獻探討 

在國內村上研究的文獻回顧中發現，最多的是抒情性╱創作性散文，其次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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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論性短文，而以村上作品和讀者為研究的論文最少。 

第一類，抒情性╱創作性散文 

為讀者抒發對村上作品感觸和體驗的文章，這一類文章的作者範圍較廣，由

作家、文化工作者到一般讀者皆有： 

如〈我和《舞舞舞》的女人們〉（翁嘉銘，1998）、〈談一談我的村上春樹〉

（曾淑美，1998）、〈怎樣品嚐村上春樹〉（董倩宜，1994）和〈我像村上偷窺

狂〉（伊能靜，1998）等，描述讀者對其作品感受、喜愛而引發的行為或對村上

作品的再創作。 

第二類，評論性研究 

此類文章以村上作品內容為視角，進行整體性或局部性的分析評論，作者通

常為評論家或文化工作者： 

如〈村上春樹的世界〉（川本三郎，1993）〈記號的反叛---台灣的村上春樹

現象〉（楊照，1998）和〈80年代文學旗手〉（賴明珠，1994）等。一般會出現

都市、氛圍、模仿、商品符號、記號化、流行等文字。 

第三類，研究性論文 

以研究探討村上作品廣為接受的原因，或為援引理論的文學批評論文，作者

通常為學者或研究者： 

如〈為什麼產生了『村上春樹現象』？〉（中野牧，1994）、〈台灣的日本

現代文學受容〉（許均瑞，2001）和〈性，死亡與真愛----《挪威的森林》為主

論村上春樹〉（林水福，1998）等。 

整體而言前兩類文章在述及村上春樹及其作品時都相當正面，皆以抒發對村

上作品的感受與喜愛為文，而在討論村上作品時，也以作品內容的改變，和造成

其改變的原因這個方式進行。 

在以村上作品內容為對象的評論當中，譯者賴明珠是台灣最早以系統文章的

方式介紹村上春樹作品內容，但僅在描述其作品特色，並未詮釋以時代社會背

景，而賴明珠的解讀也一直為其後研究者所援引。譯者賴明珠（1994）認為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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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說的特色為「主角沒有名字，對白常具抽象化、格言式表現，喜歡以數字形容

和引用專有名詞」，在《1973年的彈珠玩具》的序文中，賴明珠（1997）也提及

村上「喜歡用數位和年代」，而「把尋找東西這種行為放在中心」，和嘗試與「沒

有生命的東西溝通」都是村上作品獨特而明顯的風格。 

而日本文評家川本三郎（1993）則認為村上作品中滿佈的記號，是反映了都

市生活中的「『生活的真實感』和『人的存在感』日漸稀薄。」而這樣的生活場

所「與其說是生活的場所，不如說是各種記號與象徵交錯共存的抽象空間來得確

切。」 

在研究性論文中，日本社會學家中野牧（1994）將日本讀者對村上的迷戀歸

結到以下三點： 

1.作品中作為主角的「我」，完全處於一種不作決定的人生態度，這種心態

和成長于後全共鬥世代（70、80 年代）的一群非常吻合，這種態度是一種「正

確地維持不作決定態度的意識予以延續」。  

2.村上採用的為被常用的語彙和親近日常生活的風格。 

3.讀者對文學作品傳統的鑑賞態度已不存在，對純文學裏英雄感的生活方式

也產生反動。 

而台灣研究者許均瑞（2001）以問卷調查方式訪問台灣村上讀者，探討村上

作品在海外（台灣）受到喜愛的原因，所得到的結論為：對台灣的年輕世代而言，

是否能接受一個新的外來文化或文學的關鍵性原因在於，從外來的文化或文學中

能不能獲得任何新的啟示及觀點。國籍和語言的影響在此可說是極稀微的。意即

不管是任何一國的文化或文學，只要是對處於台灣現代社會中的新世代而言，能

提供適應現代生活的觀點及至今所不曾感受過的感性，就會是那個文化及文學被

接受的最大因素之一。 

 

第三節 理論運用與章節架構 

一 讀者反應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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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以來，文學研究界的主要流派有延續十九世紀的實證主義，以及二

十世紀的俄國形式主義、英美新批評和結構主義（曹順慶等，2003）。前者將研

究重心置於作者身上，研究作者生平、求學過程或人生境遇，以墾掘作者的人生

歷練對其筆下作品產生的因果影響，而文學研究也完全成為作者的生命史；而後

者則將研究重心焦點轉移至作品本身，以細讀的方式仔細推敲一部作品的所傳達

的意義。這兩種研究取向皆表現出濃厚的以作者或作品為中心的傾向。 

直到二十世紀 60 年代末開始，西方批評界興起一種國際性的批評思潮，這

一潮流轉向對文學史上力來研究最少的讀者和閱讀活動加以關注。60 年代以來

發生的文學範式變革，其焦點是：文學的意義應該在文本中尋找，還是在讀者身

上尋找，或是在二者相互交流中去建構？ 

1960 年代末，在當代哲學詮釋學啟示下，德國康斯坦大學一批青年教授創

立並發起接受美學；在法國，羅蘭․巴特（Roland Barths）等人的後結構主義大

步邁向讀者；1970 年代開始，斯坦利․費許（Stanley E.Fish）、喬納森․卡勒

（Jonathan Culler）、哈羅德․布魯姆（Harold Bloom）等一批文學理論家、批評

家，也認真思考文學中的讀者感受、意義闡釋和閱讀活動等一系列的問題，並共

同主張一種以讀者為中心的批評方法。一時間新說頻出，形成了一個包容多種批

評傾向的理論思潮，此後當代思潮便將這一批評思潮稱為「讀者反應理論」或「讀

者反應批評」（龍協濤，1997）。 

事實上，讀者反應理論並非是一具有共同理論而成的統一流派，其內部在批

評主張和方法上的取徑皆有所不同。 

來自德國的沃爾夫岡․伊舍（Wolfgang Iser）與漢斯․羅伯特․姚斯（Hans 

Robert Jauss）是當代接受美學的創始者，主要以當代哲學詮釋學為理論背景，並

受交往行動理論影響，主張讀者有一先在的「期待視野」（曹順慶等，2003）。

羅蘭․巴特的讀者觀來自於徹底破除作者與作品間「父子關係」的神話，在〈作

者已死〉一文中，巴特宣佈「作者的死亡」，提出以文本（text）取代作品（work）

的觀念。巴特認為作品只是作者的產物，而文本則是讀者閱讀時參與生產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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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一但完成，唯有透過讀者才存在。文本的意義來自讀者的解讀，將讀者的地位

無限提昇，徹底顛覆以作者為中心的傳統閱讀或詮釋方法（方謙譯，1992）。雖

然招致過度看重讀者的影響力的批評，但巴特的確打開「讀者精神」這個話題，

進而引起關於文本、閱讀和愉悅感之間的關係。喬納森․卡勒和哈羅德․布魯姆

則受法國結構主義和後結構主義的影響，將關注視點置於「讀者創造性地閱讀作

品」和「閱讀中的影響的焦慮」等問題。 

無論以上理論家採行何種理論依據，但在看待文學作品的意義如何發生的基

礎上，觀點卻是一致的。 

依據讀者反應批評的看法，文學作品的意義既不完全取決於文本，也不完全

由讀者主觀認定，應是兩者的結合或合併。在閱讀過程中，作者並不能單獨決定

其文學作品的意義，同時作品本身也沒有一個絕對正確的意義，作品究竟有何意

義要由讀者創造性的闡釋，以及以其所身處的社會歷史語境下構成的審美經驗找

尋（龍協濤，1997）。 

 

二 文學場域 

對於文學的關注者往往集中在文學的內容、觀念、語言、形式等以審美態度

出發，而忽略了在審美形式背後除了社會生活的影響外，還有著複雜的制度性因

素。 

而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卻將文學及其衍生的網絡，視為一個社會綜合力量

參與競技的場所。 

在布爾迪厄的場域理論中，場域並非是以籬笆圍起的場地，而是一個由各種

社會地位和職務所建構出的社會空間，一個鬥爭的場所，因行動主體不同的地位

和職務，使得各種場域的性質有所區別（劉暉譯，2001）。因此場域可被視為地

位結構的角力空間，個人在其中的地位，將決定各種資源的分配。由於在鬥爭中

所攫獲的資源，往往決定下一次鬥爭時的成敗，每個人的行動皆以維繫或佔取資

源的分配形式為出發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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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論及當代社會的文學和藝術場域，也就是現今人們口中的文壇或藝文界

時，布氏以為文學和藝術場域和一般社會場域，既是相互交叉和相互滲透，又具

獨立性、自主性和自律性。而和一般將文學當成純思想領域的看法不同，布爾迪

厄強調的是場域中的經濟運作和利益爭奪。布氏明確指出：「文學或藝術場域是

一個各種力量存在和較量的場域。」（Bourdieu，1992a）（引自高宣揚，2002） 

在文學和藝術場域中，行動主體所擁有的最重要的資本就是文化資本，這種

文化資本表現在行動主體被合法認同的某些信譽指標和行動主體本身顯現於外

的修為涵養。獲得合法認同的途徑如一個作家被選入某一級別的作家協會，被授

予某種榮譽頭銜，其作品發表于某一權威文學雜誌，獲得某一重要文學獎，被選

入某種作品選或者甚至收入到教材之中從而被經典化；而表現於外的則是一個人

的修養談吐、藏書、文憑、職稱等。行動主體文化資本的構成及數量決定了其在

文學場上的地位，也就是統治地位或被統治地位，與此同時，也決定了他的文學

觀，比如捍衛或者顛覆文學場主流話語的基本立場。換句話說，作者所宣揚的創

作理念甚至他們自身的風格，實際上一定程度客觀反映了作家在文學場中的位

置。而場域中各個行動主體的文學觀與其在文學場結構中位置間的對應關係，表

現在力圖將自身的優勢合法化爲文學場的普遍性話語（改寫自朱國華，

http://culture.online.sh.cn/bbs/read.asp?boardid=84&bbsid=19020）。 

布氏認為： 

文學（等）競爭的中心焦點是文學合法性的壟斷，尤其是權威話語權力 

的壟斷，包括說誰被允許自稱＂作家＂等，甚或說誰是作家和誰有權利 

說誰是作家⋯就是生產者或產品的許可權的壟斷（劉暉譯，2001）。 

而能夠控制場域爭鬥及其文化走向的，相當的大程度是取決於在場域內取得

正當地位的知識份子，他們是整個文化區隔機制中生產與再製過程的主要中心人

物，以主宰階級的經濟和文化力量為屏障。他們透過文學論述的方式建立「文學

準則」，在文論家特里․伊格頓（Terry Eagleton）（鍾嘉文譯，1988）的觀察下： 

文學理論家、批評家和教師們，這些人與其說是學說的供應商，不如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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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某種話語的保管人。他們的工作是保存這一種話語，他們認為有必要 

對之加以擴充和發揮，並捍衛它，使它免遭其他話語形式的破壞，以引 

導新來的學生入門並決定他們是否成功地掌握它。話語本身沒有確切的 

所指，這不是說它不體現什麼主張：它是一個能指的網絡，能夠包容所 

有的意義、對象和實踐。某些作品被看作比其他作品更服從這種話語， 

因而被挑選出來，這些作品於是被稱作文學或『文學準則』。人們通常 

把這種準則看作十分固定，甚至在不同時代也是永恆不變的。這在某種 

意義上具有諷刺意味，因為沒有文學批評話語沒有確切的所指，但它如 

果想要的話，卻可以把注意力或多或少地轉向任何一種作品。準則的某 

些最熱心的保護者已經不實地表明如何使這種話語作用於『非文學』作 

品。 

鬥爭的目的在於獲得更多的文學資本，從而獲得壟斷文學合法定義的權力。 

文學和藝術的專業工作者及專家，作為特殊的知識分子，又往往傾向以「清

高」的姿態和隱蔽的形式，曲折地表達他們的利益和慾望。布爾迪厄指出，文學

和藝術場域的權力鬥爭及正當化程序，往往採取反面的或否定的形式，以「不承

認」代替「確認」；以「否定」取代「肯定」；以「迴避」代替「參與」，充分顯

示文學和藝術場域的權力鬥爭的兩面性和掩飾性（高宣揚，2002）。 

在此觀察下，布爾迪厄揭示了法國「純文學」的價值構成的條件。他指出，

具純文學價值的作品只是在文學場中有限的被接受，但它所提倡的純藝術卻逐漸

成爲文藝界具有共識的規範和價值，這是通過它所影響的對象的優勢逐漸取得合

法性的結果。正是在這一基礎上，他批判了純文學和大衆文學之間存在的雅俗、

高下等級區別，因爲這種等級區別是和社會中存在的階級差別聯繫在一起的（劉

暉譯，2001）。 

 

三 論述分析 

自古至今，人類的最高指導價值一向是自身之外的某個神、某句名言、某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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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論或者某個統治階級。這些人或團體代表了權威、典範和理想，他們說出一些

我們認為非常正確的話語，是每個時代人類心智所設定的真理藍圖。 

這些話語可能包含神愛世人、相對論、正確的臉部保養步驟或一夫一妻制的

合法性等等，它們以各種方式陳述於世，有的高懸於學校或廟堂，有的被寫進書

本雜誌，有的則內化為常規或傳統。 

1977年，羅蘭․巴特在法蘭西學院文學符號學講座的就職演說中提及：「說

話（parler），或更嚴格些說發出話語（discourir），這並非像人們經常強調的

那樣是去交流，而是使人屈服：全部語言結構是一種普遍化的支配力量。」巴特

將語言視作一種權力的主體及實踐，在巴特的觀點中，語言無非是「權勢╱奴役」

的運作。而此一運作中必然出現的兩個範疇是：判斷的權威性以及重複的群體

性，也就是達成溝通的語言是由於雙方已先驗地臣服於「語言」與「意義」之間

的契約關係；而此一關係又透過相互傳遞、彼此重複╱支援而益形鞏固。（改寫

自張大春，1995） 

無論在過去或是未來，話語總是制約著多數人的行為舉止，規定著人們什麼

事可以做、什麼人可以交往、什麼是正確的倫理道德或是美好生活的示範。一旦

走出話語所設的限制之外，就是革命、異常和壞份子。 

但是以上所稱這些我們確信不鑿的知識，在法國哲學家傅柯眼中，其實是源

於語言的分離、界定和限制所設定的分類方法所致，各種現象之間關係，只是我

們通過論述來為它們的分類和命名的結果。 

傅柯在1970年出版的《事物的秩序》一書中提出，一個社會關於知識和意義

的象徵符號原則，決定了人們如何定義和解釋事物、人物和事件。傅柯說，鼓動

他寫<事物的秩序>這本書源於他讀了波赫士（Borges）的短篇故事，這位諷喻文

學的阿根廷作家提及了「某部中國的百科全書」，在這本書中： 

動物被劃分成：（a）屬於帝王的，（b）木乃伊的，（c）馴服的，（d）乳

猪，（e）妖怪，（f）神話中的，（g）漫游的狗，（h）包括在目前分類中

的，（i）狂暴的，（j）數不盡的，（k）用一把非常好的駱駝毛刷子刷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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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的，（l）剩下來的，（m）有一個剛被打破的水罐，（n）從很長的路外

看起來像蒼蠅。 

而這個滑稽怪異的分類，透過「另一個思想系統的外來迷媚」，向傅柯提示

了「我們自己的思想限制」。換言之，波赫士想像的百科全書可以被視為異類範

疇類型的象徵：寓言指出了規則事物之不可共量的系統。那麼，在傅柯心中問題

自然升起：我們自己思考方式的疆界是什麼？我們，身為現代西方人，如何為現

象規劃秩序？（楊大春，1995） 

分類的領域和運作法則遍及整個社會，也就是通過分類，人們得以認識世

界。而傅柯所提出的這種奇特的分類方式刺激我們思考這個為我們所熟悉的這個

世界的秩序和合理性究竟與否。那麼我們是如何為文學規劃秩序？又是如何通過

不同的論述創造和建構變異？ 

 
四 章節架構 

本研究主要採取文獻與村上文本閱讀，並透過與村上讀者的深入訪談記錄，

檢視國內村上論述的發展、內涵以及與讀者閱讀論述所型構出的意涵辯證過程，

進而重新思考為何村上小說能成為九O年代唯一常踞書市的外文暢銷書，以及當

前台灣村上春樹論述內涵。 

本研究試圖解答以下的問題：村上作品傳達出何種共同的語言，以至於能跨

越文化，符合各地讀者的期待視野？是那些意識型態、價值分類和閱讀品味主導

作品被認可，以至閱讀村上作品成為一種流行行為？而讀者又是如何交流、使用

和進行對文本的再創造？ 

本研究第一章緒論，說明研究動機，研究問題以及研究進行的方式。 

第二章探討村上作品出版歷史，以及衍生的論述場域中，文學社群如何協力

完成村上春樹此一名聲的再生產，以及以共同的詮釋，建構了一套關於都市、時

尚與村上的論述語言。 

第三章通過讀者對村上文本的體驗和詮釋，還原並建構村上作品對讀者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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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第四章旨在探討台灣的村上春樹現象論述是何形成，而讀者又是如何看待此

論述中的現象。  

第五章將前四章所探究的問題再次爬梳，作一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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