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共同的詮釋 

 

一般的讀者怎麼會知道一本書的價值？作品並非「平等地」在讀者眼前中競

爭而被決定取捨，除非他們在書店或圖書館書架和宣傳上看到它。 

一個名字如何產生權威性？作家是透過不斷地書寫動作來累積、創造，還是

透過一個特定名字所釋放的論述持續錘鍊出他的風格及文化思考價值？「村上春

樹」這個名字所負載的經濟文化意義為何？ 

在每位讀者看似相異的「選擇」書籍過程中，論述總是在發揮磁針的吸附功

能，刺激讀者原本未曾發現的欲望，使讀者傾向仿效而非自主。 

形象是一種多元文本交流激盪後的產品，其中包含許多跟文本無直接相關的

廣告宣傳、評論和文本之間的互動。 

本章分析村上春樹作品在台灣的歷史，文學場域所建構的村上春樹論述，和

媒體中呈現的村上春樹形象及其象徵，共同織就一個對村上春樹以及其文學的共

同想像。 

 

第一節 台灣村上文本傳布歷史 

一 作品的引進 

作家黃威融（1997）談到他青春時期的閱讀經驗時談到： 

早期台灣讀者看村上的小說，普遍的經驗都是一本一本辛苦地找來看的 

。當時，至少就有故鄉、時報、皇冠三家出版社有他的中文翻譯作品， 

加上村上在台灣還不是那麼有名，去書店絕對不會在容易看到的平台上 

找到，甚至不少人會買香港版來看。 

這也是台灣早期村上讀者閱讀村上作品的共同經驗。 

造成村上春樹在台灣的早期譯本凌亂分散的社會成因是，解嚴之後台灣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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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整體的出版朝向「西書翻印」態勢，「翻譯著作」成為此時期出版品的主流

（http://www.newsfamily.com/editor/）。 

早在時報出版社還在觀望時就搶先譯出當時在日本倍受矚目的《挪威的森

林》的故鄉出版社，是台灣村上作品翻譯的濫觴。但未經過仔細評估和「搶短線」

的出版風格，以及不成熟的宣傳促銷方式，導致維持讀者嘗新求變的能力不足，

使得故鄉在出版販售日文小說這個行業上，維持且戰且走的局面。 

由於早期翻譯書沒有版權取得問題，所以村上作品並沒有由國內主要出版社

完整翻譯介紹，這些當時在市面上流通的版本，也就是後來俗稱的非法譯本。因

為 1992年 6 月 12 日（俗稱 612 大限）開始實施的新著作權法，對台灣出版生態

產生極大影響，使台灣社會開始重視版權問題，翻譯授權的取得成為出版社新工

作重點。 

而村上春樹最為台灣讀者熟悉的《挪威的森林》在版權問題解決後，於 1997 

年才由時報出版社重新出版，在此之前，這本書已以不同出版社、不同封面在書

迷之間流傳，由於上述原因，也才有日後讀者產生的版本比較問題。 

據時報出版社表示，《挪威的森林》和《遇見 100%的女孩》是目前村上在

台灣銷售量最佳的兩本書，共計有十萬本以上。保守估計，包含在時報尚未取得

正式版權，在坊間流傳約八年故鄉版的《挪威的森林》和其早期的作品，應有四

十到五十萬本左右1。 

 

二 村上與華文讀者間的重要媒介 

台灣村上春樹風潮的源頭起源於譯者賴明珠。當年赴日念書的賴明珠，因日

本讀書界雜誌對村上春樹作品大力的介紹，並在陸續讀到其作品後，對他的文字

「感到與眾不同的新鮮和親切」，於是在 1986 年回到台灣後積極地向出版社推

薦，同年並翻譯了《失落的彈珠玩具》，此為台灣第一本取得合法授權的村上春

                                                 
1 由時報出版社文學線村上編輯組提供的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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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作品，隸屬於時報「人間叢書」系列。 

賴明珠（1997）在後來再版的《失落的彈珠玩具》中談到譯介過程： 

事實上，台灣很多讀者第一次接觸村上春樹的作品，是從《失落的彈珠 

玩具》開始的。原因是村上春樹雖然以《聽風的歌》處女作獲得「群像 

新人賞」，但因文章風格獨特，恐怕台灣讀者沒有那麼前衛，無法理解 

他的文章好在那裡，因此當初選擇先推出故事性比較豐富鮮活的第二本 

長篇《1973年的彈珠玩具》，配合另一本短篇集《遇見 100%的女孩》兩 

本同時出版。讓讀者先感受作者獨特的風格和多樣性的一面。 

時報出版社抱持觀望的態度，於 1986 年開始嘗試出版村上春樹作品，卻沒

料到接續付梓的短篇集《遇見 100%的女孩》竟引起讀者的迴響。不包括之前舊

版累積的銷售量和市面上仍可見到的盜版舊作，這本書在往後的一年內便售出超

過兩萬本（李如芳，1996）。 

此時村上在台灣的知名度仍不算太高，一直到了 1987 年《挪威的森林》在

日本熱銷，故鄉出版社率先引進譯介後，村上春樹的名字真正為台灣廣大讀者所

熟悉（董成瑜，1996）。 

由於《挪威的森林》的暢銷，使得村上春樹成為台灣文壇最受歡迎的外國作

家，並逐漸展現他驚人的影響力。作家彭蕙仙（1996）觀察，「他不但成為一種

文體，根本就是一種生活風格、一種思考方式，藝文圈、廣告界自認師承村上的

人形成一種堅強的文化認同」，也是在此之後，時報出版社才清楚看到村上作品

所能帶來的商機，將村上作品的正式版權一一簽定。 

隨著村上春樹成為台灣最受歡迎的日本作家之一，持續翻譯村上作品的賴明

珠也被譽為村上的首席譯者和代言人。十幾年來賴明珠翻譯了二十本以上的村上

作品，連台灣境外的華文地區，如香港和馬來西亞也採以她的譯本為主要發行版

本，據初步統計，整個華人社會村上作品的總銷售量已突破百萬冊以上（彭蕙仙，

1996）。 

其中，時報旗下部分的村上作品皆經過兩次改版，1992 年，村上春樹在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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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第一部合法授權的中譯作品《失落的彈珠玩具》改由「紅小說」系列重新出版。

目前在市面上販售的版本則是「藍小說」系列，書名中譯則更改為《1973 年的

彈珠玩具》。之所以會有紅藍小說的區分，是受到一九八 O 年代以來台灣整個出

版環境的影響。隨著政治、經濟與教育水準的日益發展，閱讀市場的需求與競爭

日漸加大，台灣出版產業也邁入領域經營與行銷策略思考階段，加以書店通路中

介書籍販售的機制形成，以及圖書市場過於狹小的先天限制，共同促發書系風潮

的發生，而以書系的方式運作，也成為本地出版業的獨特現象。書系以叢書方式

出版新書，具有主題經營特性，從出版社方面來說，有助於出版企劃的構思，以

及實務層面上編輯作業的進行。書系在銷售上的優點是可以利用集體的力量，互

相拉抬幫襯，提供延伸閱讀的效用。如此，書系的分類和知名度就是一個很重要

的關鍵，書系中一、二本暢銷書，無疑對提高整個書系知名度有很大助益，甚至

可以決定整個書系中所有書籍的命運。 

當時時報出版社紅小說書系設定的標準有兩個，一是作品的文學性較高，另

一則是多數為華文作家所著，如時報文學獎得獎作品。在村上春樹尚未成為長銷

型作家之前，其作品也因文學性之因被歸類在紅小說內。之後隨著書籍規格的改

版，時報又劃分出藍小說的範疇逐步取代原有紅小說，並進行重新分類。藍小說

所收錄的作品多偏向通俗文學和大眾品味，悉數為翻譯作品，例如電影小說等。

村上春樹的著作在獲得廣大迴響後，也被劃分在藍小說的範疇內。 

 

三 台灣的村上作品中譯本 

台灣村上春樹的作品，自 1986 年《失落的彈珠玩具》出版之後，直到 2003

年，不斷有新的中譯本問世。 

1986 年至 1993 年間，村上作品中譯本已在本地流通，但這些中譯本並未取

得合法版權，出版社也不固定，如：《夢中見：日本極短篇》（1988，圓神）、《麵

包屋再襲擊》（1989，皇冠）、《挪威的森林》（1989，故鄉）、《挪威的森林》（1992，

可筑）、《電視國民》（1990，皇冠）、《迴轉木馬的終端》（1991，遠流）、《村上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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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短篇小說傑作選》（1991，故鄉）、《舞舞舞》（1991，故鄉）、《國境之南、太陽

之西》（1993，故鄉）。上述這些中文譯本，除了《夢中見：日本極短篇》及《村

上春樹短篇小說傑作選》之外，在 1993 年後，皆重新為時報中譯。 

然而，中譯版本出版的速度與日文原版比較起來，在時間上仍有落差。例如

2001 年四月出版的《日出國的工廠》（賴明珠譯，2001），是 1987 年由日本平凡

社出版的作品，離原作品出版時間相距十四年之久。另外《象工廠的 Happy End》

（張致斌譯，2000）中譯本出版時間也與日文原著相差七年左右。 

從譯介的時間來看，也可看出村上作品在台灣逐步暢銷的趨勢。雖然村上作

品在八 O 年代的日本引起很大迴響，然而台灣讀者卻是到八 O 年代後期才有機

會接觸。也由於台灣讀者的反應，所以可以看到九 O 年代之後，村上作品在出

版社有計劃的規劃之下，再將先前於日本發行的著作進行系統的翻譯與出版。 

1999 年短篇小說《螢火蟲》中譯本出版前，時報出版社的村上作品中譯本

均由賴明珠負責。目前中譯本的譯者除賴明珠外，尚有張致斌和李友中兩位。而

賴明珠由於經年擔任村上作品翻譯，在語法和氛圍的轉述上，傳達給讀者的連貫

性較一致，受到台灣村上作品閱讀群眾最大的支持。 

 

村上作品中日出版時間對照表： 

出版年份

（日本） 

書名 類別 出版社 出版年份 

（台灣） 

譯者 出版社 附著 

1979 聽風的歌 長篇 講談社 1988 人間 

1992 紅小說

1992藍小說

賴明珠 時報 群象新人文學

獎 

1980 1973年的彈珠

玩具 

長篇 講談社 1986 人間 

1992 紅小說

1992藍小說

賴明珠 時報  

1981 夢中見 隨筆 冬樹社 1988 賴明珠 圓神 與廣告人絲井

重里合著 

1982 尋羊冒險記 長篇 講談社 1995藍小說 賴明珠 時報 野間文藝新人

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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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 遇見 100％的女

孩 

短篇 平凡社 1986 人間 

1992 紅小說

1995藍小說

賴明珠 時報 原名：看袋鼠

的好日子 

1984 村上春樹短篇

小說集 

短篇  1991 郭麗花 故鄉  

1985 世界末日與冷

酷異境 

長篇 新潮社 1994藍小說 賴明珠 時報 谷崎潤一郎賞

1985 迴轉木馬的終

端 

短篇 講談社 1999藍小說 賴明珠 遠流  

1986 麵包店再襲擊 短篇 文藝春

秋 

1999藍小說 張致斌 皇冠  

1987 挪威的森林 長篇 講談社 1997藍小說  

 

賴明珠 

故鄉 

可筑 

時報 

 

1988 舞舞舞 上下 長篇 講談社 1996藍小說  

賴明珠 

故鄉 

時報 

 

1990 電視國民 長篇   陳明鈺 皇冠  

1992 國境之南、太陽

之西 

長篇 講談社 1993藍小說 賴明珠 時報  

1994 發條鳥年記： 
第一部鵲賊篇

第二部預言鳥

篇          
第三部刺鳥人

篇 

長篇  1995 藍小說 賴明珠 時報  

1995 夜之蜘蛛猴 隨筆  1996 藍小說 賴明珠 時報 安西水丸插畫

1997 地下鐵事件 報導

文學 
  賴明珠 時報  

1998 爵士群象 介紹 新潮社 1998 藍小說 賴明珠 時報 和田誠插圖 

1998 開往中國的慢

船 
短篇   賴明珠 時報  

1998 辛萊頓幽靈 短篇   賴明珠 時報  

1999 人造衛星情人 長篇 講談社 1999 藍小說 賴明珠 時報 村上自謂五十
歲生日禮物 

1999 螢火蟲 短篇 新潮社 1999 藍小說 李友中 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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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邊境近境 旅遊 新潮社 1999 藍小說 賴明珠 
夏  朵 

時報 松村映三攝影
有兩種版本，

圖文集由夏朵

譯 

2000 電視人 短篇 文 藝 春
秋 

2000 藍小說 張致斌 時報 重譯電視國民

2000 神的孩子都在

跳舞 
短篇 新潮社 2000 藍小說 賴明珠 時報  

2000 象工廠的

Happyending 

隨筆 CBS 2000 藍小說 張致斌 時報 安西水丸插圖

2000 遠方的鼓聲 旅遊 講談社 2000 藍小說 賴明珠 時報  

2000 雨天炎天 旅遊 新潮社 2000 藍小說 張致斌 時報  

2001 日出國的工廠 隨筆 平凡社 2001 藍小說 賴明珠 時報 安西水丸插圖

2001 爵士群象 II 介紹  2003 藍小說 賴明珠 時報 和田誠插圖 

2003 海邊的卡夫卡 長篇  2003 藍小說 賴明珠 時報  

           

四 村上文本流傳三階段 

村上作品在台灣的歷史，本研究以作品的流佈分為三個階段。一是 87 年以

前，二是 87 年到 92 年，三是 92 年以後。這三段時間，第一段時間村上春樹的

作品是隨著一群年輕知識份子的閱讀開始興起，但並未達到普及；到了第二階

段，這群當初的知識分子，有些已成為文化生產者，他們接受村上作品，也將吸

納的結果再度投入文化產製中影響新一代讀者。第三階段是村上春樹成為出版社

全力營造的品牌，村上春樹作品已成為普及讀本。 

（一）第一階段：87 年以前 

1.中譯作品：《失落的彈珠玩具》（1986，時報） 

2.特色：80 年代中期，村上春樹小說在台灣還沒沒無名，只有一小群人默默地

閱讀他的文字。 

（二）第二階段、87 年~92 年 

1.中譯作品：《麵包屋再襲擊》（1989，皇冠）、《挪威的森林》（1989，故鄉）、

《電視國民》（1990，皇冠）等。 

2.特色：此時不同出版社分別譯出的出版作品眾多，但皆為無版權。當時報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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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說系列推出的短篇《遇見 100%的女孩》獲得讀者初步迴響後，出版業者開始

強勢主打藍小說系列時，村上春樹的作品才伴隨著原本只有一堆知識份子群集的

小眾團體，在台灣跟著茁壯起來。 

（三）第三階段、92 年以後 

1.中譯作品：92 年以後，一方面是時報出版社取得台灣村上春樹作品譯作的版

權，另一方面是村上春樹廣受台灣年輕讀者的喜愛，所以譯作與村上新作的翻譯

亦趨同步。在此時期內，村上早期著作《螢》、《麵包店的再襲擊》等又再度重譯。 

2.特色：時報加速趕譯村上早期作品，此時期作品翻譯良莠不齊，引起讀者投

書質疑。另一方面，此時開始，村上中譯作品逐漸完整，出版社並以大篇幅的「都

市作家」、「最富時代感受性的作家」等文案宣傳，村上春樹也逐漸成爲本地流行

作家。至 99 年以後，出版社的行銷手法已不僅以文案宣傳，同時搭配商品販售。

隨著村上小說受到讀者歡迎，書中的符碼也開始走向大眾化之路，「爵士樂即時

髦」的觀念漸漸深入一般大眾的心理。配合出版品，爵士樂也成為是一種時尚象

徵的音樂。 

將此三個階段編入台灣 80 年代以後的社會版圖加以了解，可以逐漸看出，

村上作品在台灣逐漸朝向為消費文化所左右，即受商業運作牽制影響，並使得村

上作品的讀者不斷擴大，且宣傳方式也擴及到通俗層面。 

台灣的高度資本化是在 80 年代，不只是生產階級的轉變，消費階級的轉變

更帶動了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台灣的現代化過程進入 80 年代以後，隨著資本

主義體制的深化，已使社會型態逐漸向後工業轉型，並呈現大眾消費社會的特

色。經濟富裕的結果，使民間消費比例提高，消費型態的結構也轉向休閒娛樂方

面，而形成一個消費型社會。而在台灣的文學的發展過程裡，80 年代前期還延

續著鄉土文學與現代主義文學論戰，但是到了 80 年代後期，這股創作趨勢卻日

漸沈寂，而為消費社會流行的通俗文學所取代。消費社會的形成不但為文學創作

的發展變化提供了物質的條件，也帶來文學傳播途徑和方式的改變。80 年代也

是台灣圖書出版戰國年代的開始，1980 年台灣的出版社超過兩千家，圖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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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70餘種╱年，到 1986 年，出版社超過 2,900家，圖書出版破萬種╱年。為了

因應日益複雜的發行業務，許多出版人開始提倡產銷分離。而這個產銷分離的實

踐則，由金石堂文化廣場的出現而得以逐步實踐，改變傳統的店銷通路。

（http://www.newsfamily.com/editor/） 

金石堂的經營給台灣社會的閱讀文化帶來兩項重大變革：首先是強調書籍的

宣傳與行銷，其次是把買書納入整體日常生活的消費活動之中（林芳玫，1994），

這也為日後的文學出版樹立了新的典範。 

而在林芳玫（1994）對瓊瑤小說讀者的研究中，發現由於文學市場的多元化、

區隔化和商品化，促成中上層文化的擴張，往上襲奪上層精英文化，往下吸納及

收編漫畫、武俠小說等文化類型，使得文化階層化起了內部變化，造成不同階層

（尤其是中上層及上層精英）之間的模糊及混雜。將之與楊照（1998）對村上作

品讀者的觀察加以參照，可以發現，社會變遷造成文學人口身份的變動和更新，

也導致新文類的產生： 

在台灣，村上的作品並未以百萬部的潮勢向社會各個閱讀層淹襲，而是 

特定地流傳，影響了一部份熱心文藝的新人類族群，這些讀者在人數上 

甚至還不足以把村上推上台灣的暢銷排行榜最前端；不過，他們對村上 

的接受程度卻放大地集中表現在新型類小說的寫作上（楊照，1998）。 

法國文學社會學家埃斯卡皮（葉淑燕譯，1990）曾指出文學接受者可分成兩

種群體，一是文人圈，另一則是大眾圈。文人圈「過去指的就是貴族，而漸漸與

有文化修養的中產階級聲息相通，其後又接納了智力勞動者，其中以從事教育的

人士尤其成為主力，另有藝術勞動者和極少數受初級教育或現代教育所栽培的體

力勞動者。」，大眾圈則是「讀者所受的教育上不足以掌握理性判斷與詮釋能力，

僅能粗具一種直覺的文學鑑賞力，而工作環境與生活條件並不利於進行閱讀或養

成閱讀習慣，甚至收入也不容許他們經常購買書籍。這些讀者有的是小中產階

級，卻有更多是上班族、勞動者和農民。」這兩個群體的分野表現在對文本的詮

釋能力（文化資本）以及經濟條件（經濟資本）上，而要突破文人圈和大眾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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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障礙，埃斯卡皮認為可以使用商業、公共推廣和國家干預等方式。埃斯卡皮

的論點是經由考察當時（1958 年以前）的法國社會和文壇而來，時至今日已不

適用於每一社會。但在八 O 年代的台灣社會，由文化產品突顯出特定的生産者

和生産方式的轉換，也意味文學精英與大眾的分野經歷了一次變動，並相應地塑

造了特定的消費群體。 

 

第二節 台灣村上文學論述建構 

出版社、報紙雜誌、文學社團和文學機構以及文學評論家等，是構成文化場

域的基本成員。 

在論文化場域時，布爾迪厄認為，文化中的文學和藝術形式，其表達和存在

所採取的象徵性符號系統，不但完全不同於一般社會場域符號系統的特徵，而

且，還遵循著其特殊的運作邏輯。文化和藝術中的象徵性符號，是在文學和藝術

場域中，經歷史延續和精神創作自律性的反覆鑄造和磨練，採取非常特殊的形式

而存在（高宣揚，2002）。 

這個象徵性符號就是作家個人的特質和才能，它必須被整個文化場域的運作

邏輯所默許和默認的協議。意即作家個人的地位和作品的價值，是可以透過場域

所認定的標準來裁定與衡量的。 

文學社團訴諸典律的權威性、典律透過教育、文宣管道所生產的普遍及制約

力量，文學批評界執行典律的意願及能力和讀者對典律象徵資本的運用週轉。任

何的選都暗含一套序事章法。 

一個作品要成為經典，需要文化場域成員論述的支持，而文學論述的開拓有

那些要件？又是如何形成的？ 

本章以出版媒介的視角為出發討論，由於此視角也被視作是建構讀者閱讀視

角的第一步，強大的文學論述組織並呈現閱讀偏好、品味和教育概念。雖然閱讀

本身並沒有單一性，但透過媒體暗示的關係和遵循的路徑卻使文化產品呈現某些

特定意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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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獎、名人導讀、書系 

村上春樹， 

早稻田大學戲劇系畢業， 

是日本戰後出生， 

受歐美文化薰陶的新生代作家， 

連獲「群像新人獎」、 

「野間文藝賞」 

「古崎潤一郎文學賞」， 

名評論家川本三郎認為， 

個人在逐漸解體成片斷的現代都市生活裡， 

村上春樹是最能掌握時代特質與節奏感的年輕作家， 

一點點虛無， 

一點點無奈， 

一點點叛逆， 

一點點寓言式的嘲弄⋯. 

構成了村上春樹特異的世界。 

這段印製在書底寥寥數語的作者簡介，傳達了作者是一位「新生代作家」，

得過數次「文學獎」，並獲得「名評論家」推薦。學經歷、獎、評論家，這些稱

謂巧妙地支撐起文學的專業論述。 

獎猶如一只出生證明，不同的獎項代表不同的血統。文化場域中大大小小的

獎，是作者血統純正或混雜的標誌，可以決定在文學生態環境中，血統純正與否。 

作家焦桐曾以台灣的兩大報文學獎為例，說明文學獎新人和評審間父子/尊

卑的位階關係： 

台灣這些文學獎的存在，尤其是影響力最廣泛深遠的兩大報文學獎，具

現為一種權力位階的生產，評審被世俗化為德高望重者，參賽者被世俗

化為有待提攜的後進，只有獲獎者才能靠那名聲晉升位階，甚至轉而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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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評審，獲獎者的名聲不是孤立的榮譽或金錢利益，它通過媒體的權力

操作，取得某一種合法性的位階。這種尊卑關係在每一次的文學獎活動

中重複生產出來。（焦桐，1998） 

而名人導讀和推介的書評不斷出現在各家出版社的出版品上，非但是行銷策

略的一環，支持了書籍工業體系，也為讀者提供可資遵循的閱讀方向。導讀者不

乏文學社群中的精英份子和活躍於文化界的名人，在導讀之名下，讀者可以迅速

地了解到這本書的內涵，但同時也可能被導往某種閱讀標準。 

出版社也會透過書籍分類的機制，將一本書賦予特別的調性和價值。區別的

策略是商業行為普遍的習慣，以辨識和便於不同的訴求對象。一本書若在「小說

類」的條目下，就是一本小說；若在「旅行類」的條目之下，就是一部遊記，書

系能提供明確的辨識和創造差異性。 

 

二 報紙副刊、網路 

文學的生産方式在很大程度上決定著文學的本質，這是以往研究者在抽象地

談論所謂文學性的時候所忽視的。報紙副刊、網際網路在某種程度上決定了現代

文學的生産方式，在現代文學活動的調度中處於樞紐的地位。 

時報的副刊是一個兼具文學性與行銷管道的媒體空間，每年舉辦的文學獎及

各種文壇資訊傳佈，說明了現代文學活動和媒體的密不可分的關聯；而新近興起

的網路書店也打破了傳統文學中地域的隔絕，形成了地域之外的新的論述空間，

現代的文學活動是在這種新的空間開展和生長的。 

現代日常的文學是以報紙副刊和書店宣傳爲中心組建起來的。副刊直接地引

導和支配著現代文學的發展方向，甚至事實上刊物的聚合構成了所謂文壇。隨著

報紙與雜誌的勃興或不發達，作家之間的聯繫也被加強或減弱，文學越來越社會

化或越少數化。報紙和媒體宣傳推動和加速了文學內容、題材、風格、流派演變

的節奏與周期，一方面是加強了文學與社會認同和一體化，一方面又導致了文學

風格的不斷花樣翻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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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O 年代後的媒體力量顯然有力地左右著文化╱書籍產業。在現代社會中

無根的作者和讀者通過報紙，也通過宣傳得到了一個溝通的空間。有影響力的文

學副刊潛移默化地培養一種共同的、普遍的文學趣味。因此，報紙副刊是將當代

文學認識生産出來的管道之一。而報紙副刊對於村上及其文本的處理態度，也可

以看出其把村上文本放在一個如何的地位。 

（一） 副刊 

1.接力持續村上春樹議題 

為了克服舊有讀者群的流失，延長產品生命周期，在宣傳上，每隔一段時間就

有作家談論村上文章或徵文。 

（1）新書出版前，刊載出賴明珠的短篇譯文；並邀集文壇作家為文談論村上。 

（2）讀者召集令，以讀者投書和促銷活動為主。 

2.藉由副刊達成新書宣傳 

（1）新書出版 

在新書出版前的小篇幅廣告，例： 

2001/10 中國時報「100％村上春樹好禮贈送」： 

時報出版發出動員令，號召村上春樹迷成軍。只要寄回「青春哀愁三 

部曲」，村上春樹珍藏隨身版」任一本書中回函，立刻成為村上俱樂 

部一員，馬上享有「100％村上春樹好禮」贈獎活動。贈品包含價值 

四萬元「遠方的鼓聲之旅」等共一百項好禮。 

（2）例行性主題取向 

定期設定討問方向與主題，由讀者投書討論，例： 

八月主題：遇見異文化的村上春樹 

「不想當日本人的村上春樹」、「擁抱村上春樹的年輕世界公民」、 

「不斷在漂浮旅行中的作家」、「繼續在興奮等待的讀者」⋯。村上 

不屬於日本、不屬於傳統，甚至，不屬於既有的文化範疇。村上是「 

異人」，他來自「異文化」，一種正在蔓延中的「另類文化」。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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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那是一種小布爾喬亞消費主義；有人說那是一種世紀末的頹廢； 

有人說那根本什麼都不是，村上就是春樹！你呢？你覺得「那」是 

什麼？「異」在何處？為什麼如此感動你，讓你深深耽溺其中，久 

久不願自拔？  

 

九月主題：買到村上春樹的一本書 

「國際化程度最深的日本作家」、「50 萬冊！80 萬冊！100 萬冊！ 

村上現象終於形成了」⋯。日文本、中文本、英文本、法文本、西 

班牙文本⋯。時報版、遠流版、皇冠版、圓神版、故鄉版⋯。逐漸 

侵入地球每一個書架的村上春樹；每天都在印刷廠不斷再版的村上 

小說。屬於你的那一本，你還記得第一次遇見它的情景嗎？你要說 

說後來瘋狂收集各種版本的過程嗎？你要告訴我，你手中有多少村 

上春樹，小說、隨筆、海報、一片 CD、一份食譜、一個茶杯⋯。是 

的，請告訴我吧！ 

 

（二）網路（專屬網站、電子報） 

時報悅讀網在 2000 年有大幅的改版，針對「作家」的形象來構建討論社群

（如「村上春樹的網路森林」、「芭娜娜的廚房」和「戴晨志的勵志館」等等）。

在悅讀網幾個為作家所設立的特區之中，「村上春樹的網路森林」

（http://www.readingtimes.com.tw/authors/murakami/）可算是最為豐富的一個區

域。  

「村上春樹的網路森林」是一個主要由讀者的投稿所構成的網站。其中，「美

食」、「生活」、「音樂」、「愛情」和「讀者創作」等單元，都分別充滿了讀者的投

稿文章。另外，也有讀者和讀者間可以互相交流的「對話空間」單元。「村上春

樹的網路森林」中所出現的文章多需經過主編篩選，也就是必須以「投稿」的方

式才有可能登出，而不能夠自行張貼文章。這些文章通常以自我創作式的情感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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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為主，有些甚至並不一定與村上春樹相關。 

在許均瑞（2001）的研究中提及： 

在日本也有一個叫『村上朝日堂』

（http://opendoors.asahi-np.co.jp/span/asahido/） 

的全球公認的村上官方網站。透過『村上朝日堂』這個網站，村上直接 

與讀者進行交流。而且『村上朝日堂』的內容可說是大部分由村上所執 

筆的。另外，對於讀者所提出的大量問題進行回答的村上，也相當引起 

讀者們的注意。與『村上朝日堂』相較之下，最重要的人物村上不存在 

的現狀中，延續其成立的『網路森林』中的讀者投稿作品之重要性可以 

說是非常明顯的。在台灣，村上可說只不過是官方網站中讀者世界的背 

景罷了。 

『村上朝日堂』是最具規模的網站是日文站台」，也是全球唯一的村上春樹

「官方網站」，站上包括村上最新近況、新近發表短文和由村上親自回覆讀者各

項問題的對話內容。而台灣的網路森林並未達成溝通讀者---作者---出版社之間真

正的平台。 

台灣的翻譯書讀者不少，但國外作家出現在國內官方網站的機率偏低，網路

森林自 2001 年以來將蒐集到的村上春樹資訊公開在網站上，是一個兼具資料庫

和讀者發表文章的媒介，除了在網站上彙整將村上相關資訊，也以提供村上讀者

發表交流的管道來吸引社群。但也引發部分讀者的不滿： 

時報書系挾著強大的名號與人力、物力資源建置「村上春樹的網路森林 

」，輕易將過去國內網友利用有限的時間，慘澹經營的村上春樹網站之 

精華全部一網打盡，將行銷的觀念發揮得淋漓盡致。村上迷看得高興， 

出版者也樂得大賺一筆，然而，過去由小眾帶著隱秘喜悅心情閱讀的村 

上春樹，居然已在主流書系網站中成為第一線的強打商品。甜甜圈卻是 

大眾化的商品。網路與爵士樂造就了村上，卻也成為廣告企劃食指大動 

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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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年時報出版社開始發行村上春樹電子報，內容亦以刊載讀者投稿文章

和村上作品的銷售訊息為主。 

在現代讀者追求閱讀的過程中，報紙和網路訊息都扮演了關鍵性的角色，在

報紙愈加密集的徵文文案和村上電子報的發刊，以募集新讀者和召回舊讀者為

由，也為村上的台灣讀者群已逐漸流失增添幾許臆測。 

而大多數的人都知道村上春樹和一般人眼中的村上春樹，並非只是暢銷的日

本作家，《挪威的森林》的創造者，而是誕生在大眾媒體之中的形象。 

 

第三節 村上春樹的媒體效應 

以往為台灣讀者耳熟能詳的日本小說家，如川端康成、夏目漱石和三島由紀

夫等，近年來已被村上春樹、村上龍和吉本芭娜娜所取代，其中村上春樹更是時

尚的代表。村上以第一人稱為主的寫作風格和開創性的比喻手法，使作品全然呈

現高度「個人化」特色。加以充斥在字裡行間大量的時尚符號，如代表情緒轉換

的煙、酒、食物和音樂，以及不存在於現實生活中的場景和人名，令讀者每每在

閱讀時跨出現實，任想像力自由馳騁。這些村上小說中不可或缺的元素，既可視

為都會生活的註解，使村上自在地游走於大眾文學與純文學之間，擺脫既有的小

說美學形式，伴隨閱讀行為而來的是表現在音樂專輯、廣告、文學、影劇等製╱

創作的利用與模仿。 

這些再創作是如何營造村上形象？  

新力哥倫比亞音樂公司發行《村上春樹的爵士群像》是一張爵士樂合輯，採

用村上春樹《爵士群象》（賴明珠譯，1998）中的〈雨夜裡的比莉哈樂黛〉為宣

傳文案： 

那是個冷冽的雨夜，她在吧台坐了下來，點了杯威士忌。之後她告訴 

我，他－黑人大兵－在幾個月前已經返回家鄉。每次懷鄉的愁緒一上 

了心頭，份外思念家鄉的親人朋友時，他就會來這家酒吧聽比莉哈樂 

黛。她說：「他真的非常喜歡這間酒吧，最近他寄來一封信，信上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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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為我去趟酒吧，聽比莉哈樂黛。』」說完後她大笑。我從唱片架 

上挑了張比莉哈樂黛的唱片，放到唱盤上，然後放下唱針⋯ 

 

本張專輯藉由村上所開設仿 60年代的復古爵士咖啡屋，將其所播放的 

爵士音樂集結出版。這裡所收錄的每一首樂曲都是村上春樹最鍾愛的 

爵士樂，背後都有一段動人心弦的小插曲。 

想像你就是那位走進村上爵士咖啡屋的過客，點一杯醇濃的咖啡，讓 

村上為你播放一首爵士樂，不論是慵懶、隨性、情愛、鄉愁⋯只屬於 

你的爵士故事。 

 

【挪威的森林】是身兼詞曲創作者和歌手身份的伍佰在閱讀過村上春樹的

《挪威的森林》後寫下的作品，這首歌讓伍佰的「藍色搖滾」獲得大眾認可。認

為村上可以寫出現代城市人落寞感的伍佰，在一次訪談中說明靈感來源：「當我

閤上這本書，書中所描述的情景還一直停留在腦海裡。這讓我想到，即使是你最

心愛的人，在他心中都會有一片你沒有辦法到達的森林。那是怎麼樣的一片森

林？這樣的聯想促使我寫了這首歌。」（伍佰，2001）。 

歌手陳慧琳在1998年國語專輯宣傳文案中傳達首度嘗試獨創的『村上春樹唱

腔』，也就是演唱時腦中要浮現日本超人氣作家村上春樹獨樹一格的文章及富想

像力的詞藻，使得曲風輕淡中帶有甜味。 

新力哥倫比亞音樂公司1999年在台發行的法裔加拿大音樂家安德烈甘農

（Andre Gagnon）純音樂專輯，以「加拿大的村上春樹」為宣傳重點，其音樂風

格類似NEW AGE，作品中泛著淡淡的哀愁。 

除了音樂，飲食也成為話題之一。村上春樹的作品中，馬丁尼、琴酒、咖啡、

甜甜圈、三明治隨處可見，他細膩地描述生活飲食，使得小說甚至成為一本食譜。

村上春樹在文字裡教導「村上式義大利麵」的做法，成為獨樹一幟的「村上春樹

的食譜」，帶動了複合食譜的風潮，使得食譜開始人性化、有作者故事與個人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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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在其中。這種結合文學、音樂、繪畫等其他元素的複合食譜，代表著文類的界

限正在模糊、淡化，成為一種新的寫作風格。 

 戲劇方面來自香港的「樹寧‧現代式單位」劇團，在第四屆的「小亞細亞2000

戲劇網絡」交流活動中，以村上春樹作品為創意發想，演出【村上春樹的井底異

象‧慢慢開往起點的快車】。導演許樹寧以拼貼村上春樹小說中常見元素，將村

上作品搬上舞台。 

廣告中「村上春樹」更是以一種無邊無際的方式蔓延。台灣廣告史上經典的

司迪麥口香糖，在早期的電視廣告中曾引用村上春樹《失落的彈珠玩具》的一句

話：「地球上有一百二十萬種左右的對立想法。」（賴明珠，1996）。 

易利信公司在1999年製播的形象廣告【Dear Heart】，以「沒有不可能的溝

通」為主要訴求。廣告影片中男主角金城武到一間唱片行尋找Andy Williams的

「Dear Heart」LP，而有聽覺障礙的女主角店員則可以從他哼唱的口形看出他所

要尋找的東西。這支廣告影片的構想主要來自村上春樹《聽風的歌》。導演彭文

成表示，他對於《聽風的歌》書中所提及的「電台」、「點歌」、「LP黑膠唱

片」、「身體殘缺」等幾個元素記憶深刻，於是產生了這個廣告故事架構，將村

上春樹的文字交由金城武影像化。 

1999年由女演員天心代言的古道梅子綠茶，在呈現浪漫恣意風格的廣告影片

中，女主角悠閒地坐在躺椅，手裏拿著村上春樹的《邊境．近境》，口中喃喃自

語：「午後一點三刻，我在看村上春樹，喝古道梅子綠茶。」 

台北一間家飾店的沙發廣告，截錄了村上春樹小說中的一段文字做為產品廣

告：「表面上看起來好像很高級的沙發，實際上躺躺看卻大多令人失望，我真不

明白人們選沙發為什麼那麼不用心。我相信沙發的選法可以顯出一個人的品味---

村上春樹《世界末日與冷酷異境》。」（李清志，1998） 

流風所及，最受矚目的應屬台灣廣告創意人許舜英，許舜英坦承自己的廣告受

到後現代主義的影響，也喜歡村上春樹的小說。在吸納村上作品的同時，再創造

出風格獨具的作品，投入大眾文化市場中，再次成為具一定影響力的流行話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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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 

許舜英的廣告作品如中國時報【知識讓你更有魅力】詹宏志篇：「你傾斜45

度看報的姿勢有形而上學的氣息，從北愛和平協定、基因複製、到聖嬰現象，你

關注世界的程度令人妨嫉，在超文本的網路社會，你是個欲望解放者，在混亂的

現實中，你的言說帶著拘謹魅力，看你閱讀時的專注讓人恨不得變成文字，你覺

得思考就是一種性感，而學習才是永遠青春的秘密⋯」，將廣告人對潮流的敏感，

展演為對知識追求的時尚文字形象，是對重新村上都市雅痞形象的重新描繪，也

代表新時代對傳統的背離與擺脫，追求自我想法的價值觀。 

此外，由中山美穗主演，風靡一時的電影【情書】導演岩井俊二，在電影已

下檔數年後，也公開坦承腳本和人物「是出自『春樹老師』《挪威的森林》帶來

的靈感。」

（http://www.readingtimes.com.tw/authors/murakami/reports/report019.htm） 

下表為村上春樹的媒體現象： 

直  接  挪  用  

作者名、書名、書中記號 故   事   情   節

間 接 影 響 創 造 蘊  含  意  義 

歌 

 

 

手 

• 伍佰（書名） 

• 陳慧琳（作者名） 

• 許如芸（作者名） 

• 庾澄慶（書中記號） 

 •【挪威的森林】歌詞 

• 陳、許 

村上式唱腔 

• 庾：MTV 

• 愛情、憂傷 

• 輕柔、甜味、自由

 

音 

 

 

 

 

 

 

樂 

音 

樂 

合 

輯 

•【村上春樹的爵士群象】 
•【遇見村上春樹的古典

物語】 

  • 時尚 

 

廣 

 

 

 

告 

 

•【古道梅子綠茶】（作者、

書名） 

• 司迪麥（書中句） 

• 許舜英  

易立信【DearHeart】 

 

 

• 廣告風格 

• 愛情、浪漫 

• 自由、悠閒、生活

方式 

• 新奇、知識 

• 後現代、時尚 

影 

 

劇 

• 樹寧劇團 

• 王家衛 

• 岩井俊二【情書】 

 • 拼貼創作 

• 電影風格 

• 受《挪》影響 

 

• 疏離感 

• 愛情、浪漫、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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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這份簡短列出村上春樹造成的媒體效應表背後，存在著一長段對村上作

品的檢選與建構過程。 

「自由、浪漫、孤獨」的整體概念，是來自部分村上短篇小說中關於主角生

活的描述。而普遍將村上作品視為這些意涵的想法，是始於這些媒體仲介者對村

上的引用。另一方面，「自由、浪漫、孤獨」的形象之所以具有強大力量，主要

是由於它提供了一個可以逃逸出現實世界的想像空間。 

「孤獨的」村上春樹、「自由的」村上春樹、「浪漫的」村上春樹，其他文化

產品若有以上的意象，即被貼上「村上春樹式」的標籤，而村上這個名字也變成

與其等同義。 

如同語言學家索緒爾所言：「觀念喚起的不是一個形式，而是整個潛在的系

統，有了這個系統，人們才能獲得構成符號所必需的對立。符號本身沒有固定的

意義。」（引自陳原，2001）人們在處理語義時不是孤立得一個詞，而是語義的

結構系統。一個詞存在著一個相關意義的場或意義關聯域。如天是與地相對而

言，屬於自然這個語義範疇或場（陳原，2001）。 

村上的符碼代表一種強大媒體如何組織並呈現偏好、品味的概念。這些媒體

效應下的作品，都可能看到相似的描述和偏好。這是一種強化的過程，也許可以

解釋許多讀者對於村上作品的想像和解讀，與其說是出於自發閱讀，倒不如說是

出於媒體的潛移默化。 

村上春樹由小眾性、精英性轉變為大眾性緊密地傳佈開來，結合行銷體系、

網際網路及其作品具備發展成大眾文學的雄厚潛力，村上對大眾文化的影響，成

為某個時期台灣社會中鮮明的文化圖騰，「村上春樹」也成為一種特定意含的符

號，它不但是代表都市和青春的符號化標記，更多地代表一種文化態度和一個時

代的象徵。除了作爲一種文化資本的作品本身，文學具有一種文化稀缺性，必然

由於擁有一定的符號資本而表現爲一定的符號權力，加上西方流行符號遍布其

中，因此無論是在傳播媒體中，或是煮義大利麵、聽爵士樂、為自己取名為《尋

羊冒險記》中的羊男…這些村上式符號的模仿與運用，都給予讀者時尚以及跟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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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時代的良好感覺。 

 

第四節 村上春樹現象論述 

對村上引發的熱潮，評論者的看法多建立在以村上作品本身傳達的內容能吸

引讀者為主，評論者對於村上小說內容為何能吸引讀者，本研究大致歸納為以下

四點： 

一 文本中都市和物質傾向 

川本三郎（1985）認為都市的無機性和記號性影響著現在和未來文學，而村

上是一位濃厚地背負「都市感受性」的作家，在其作品中出現的大量商品名，正

好是被記號層層包圍都市的現況；村上作品譯者賴明珠（1997）認為，當今商品

文化高懸，村上作品經常提到讀者熟悉的商品、符號、導演、音樂，這些軟調的

情緒與影像化的文字，與浮泛在年輕世代的虛無、自我，可以產生共振；翁平亮

（1996）以「品牌超級炸彈」形容村上讓品牌符號從生活中潮浮起的現象，並認

為品牌與器具代表了格調，不同的品牌與器具的組合，就代表了那個使用者其特

有的格調；楊照的論點是村上運用大量的文字/品牌符號和情節、人物形成「互

文關係」，這些未加說明的互文則造成一種閱讀上的不確定性，形成一種「氣氛」；

朱天心（1998）以「商品世界的文字化」解釋村上大受歡迎的原因，中國村上譯

者林少華認為村上注重用小物件、小情況體現現代社會的現實性，商品名、唱片

名、樂隊名層出不窮。音樂、菸酒、義大利麵和動物，是村上作品中最常見的「美

學符號」，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視之為社會風俗史、商品流行史（林少華，

1999）；日本文化觀察者星野克美在其《新消費文化剖析析》中言及村上故事中

反覆出現「高度資本主義社會」、「經費」和「文化的雪耙」等詞彙，以及「奇

奇」「梅」「羊男」「海豚飯店」等人物、飯店的名字，正是一些順應時代而生

的記號化寓意象徵（星野克美，1987）。因為村上作品中大量出現對物質的描述，

充滿許多品牌符號，因此也有廣告人也直接視他為一位copy writer，同時村上的

寫作模式與創意人員的Brain Storming類似，而其對人物的描述細膩，亦可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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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人對Target描述之參考（馬忠渝，1998）。 

 

二 文本中疏離的氛圍 

村上準確把握了都市脈搏，寫出了都市人無法溝通的孤獨感、虛無感和危機

感的共同生存宿命，因此許多評論者在分析村上作品時會提到「氛圍」，如中野

牧（1987）認為村上小說中的人物「我」，完全處於一種不決定的人生態度。《電

視人》譯者張致斌（2000）在譯序寫道： 

全書要談的，也是村上一直在談的，人的孤絕、徹底的孤絕，因為所有 

的他人，畢竟還是他人啊！ 

東京大學藤井省三教授以村上小說傳達的內容作出以下觀察： 

村上春樹是現代都市社會的成熟程度的一個尺度。在亞洲，經濟的高成 

長到達一定的水平，村上的作品就會被接納。一種來自貌似洗練的都市 

生活根部的無所不在的深刻的淪喪感正好與這個經歷了價值體系的劇

烈變革的社會相吻合。

（http://china.kyodo.co.jp/big5.cnv/bunka/20010207-4.html） 

這種淪喪感，也就是疏離和虛無的感覺，代表著價值的失落和情感的消失，

幾乎是所有村上小說的關注的課題。 

然而這種虛無感很容易與「頹廢感」合一，以致遭受批評。但作家王浩威

（1997）卻持相反的觀點，他認為村上營造的「氛圍」，雖然虛無，但卻因為主

角積極尋找在現實的出路，所以「虛無得很有力」。 

記者蕭富元（1997）也以樂觀的態度表示，村上小說的流行，說明台灣社會

已出現「自我」（self），而村上對自我生活著墨最多，吸引標榜自我的讀者，顯

示台灣社會擺回自戀文化的趨向。此種以個人觀察社會的視野與中野牧認為「村

上現象其實可以歸結到一種情緒的共感，也就是對文學作品傳統的鑑賞態度基本

上以不存在，對純文學裡英雄感的生活方式之背叛反動」是相近的。因此我們可

以見到村上小說中的是皆以第一人稱「我」做為敘事主體，主角是會大費周張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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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件別人認為微不足道的小事（刮了鬍子，穿上西裝打領帶，坐很久的車到一

個小站，去看月台上縱走的狗）而感到幸福的小人物。 

 

三 文本中世界性的符號 

村上作品之所以令人著迷，第三個重要原因是文本中世界性的符號。 

賴明珠（1994）認為村上成長的背景說明「村上生於二次世界大戰後，飽受

歐美思潮及電視文化影響，充滿了「洋服和魂」的精神，與過去日本小說的沉重、

陰暗和充滿汗臭、淚濕的粘膩，恰成對比，可說較接近美國近代作家世界」； 

而這樣的結果造成許均瑞（2000）在研究中提到村上在海外受歡迎的主因是

「『易讀易懂』和『感受不到日本』」，換句話說，也就是無國界的現代化都市

生活描寫。村上作品中疏離、近乎麻木的敘事口吻，以及完全不見日本舊社會影

子的現代背景，使日本讀者以為這是翻譯作品。在書中，「我」的生活是極端的

西式，吃義大利麵、喝咖啡、看美國小說、聽西洋音樂。村上自己也曾說：「我

就是要脫離所謂的日本文學，從一開始，我的風格就是我自己的風格，而不是別

人的。」作家劉黎兒（2000）認為村上具有寫作和挑戰的意願，打破有主題的寫

作制度，以「無聊」傳達出新鮮感，此即接近「當代性」生活，可視為日本文學

獲得新領域的過程，也探勘出當代文學討論人存在問題的另一種可能。 

 

四 打破線性思考邏輯 

因為村上以獨特的寫作手法，將現實、幻想、白日夢若無其事地並陳於小說

中，時實時虛，使得文字和意念異常抽象化，也挑戰讀者的想像空間，瓦解讀者

對一般文學作品的邏輯和期待（湯兆鎮，1998）。許舜英（1996）針對村上文本

的這個特點，翻寫《發條鳥年代記》第一部：「如果他的意見裡有一貫性似的東

西的話，那就是『他的意見經常沒有一貫性』這一貫性而已，如果他有所謂世界

觀的話，那就是『自己並不擁有世界觀』這世界觀。」的句子為「如果我們對村

上春樹的意見有所謂的「一貫性」的話，那是缺少「一貫性」而已。」以親身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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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作為最佳寫照。 

這種熱潮帶來的社會面結果，是緊跟隨著的模仿行為。在模仿行為之下，又

可分為：1.創作的仿效與；2.符號的消費。 

（一）創作的仿效 

楊照（1998）認為村上春樹現象在台灣並未像在日本以百萬部的朝勢湧向社

會各個閱讀層，而是特定的流傳，影響了一部份熱心文藝的新人類族群，他們對

村上的接受程度放大地集中表現在新型類小說，如此結果造成九零年代台灣文學

窄化、異化現象。以「村上春樹是當代童話的繼承者」為觀察角度的盧郁佳（1997）

發現，即是寫實故事也以童話的邏輯發展，村上的作品是時髦、高級的象徵，並

且引發了文學上仿效的村上流專業作家和業餘寫作者，被歸為「村上流」的作者

有陳輝龍、李榮、鐘偉民、羅位育、林群盛、蔡康永等。許均瑞（2000）的研究

中發現村上被接受的結果是出現模仿村上筆法的作家的社會現象。而村上影像化

的敘事法也使得創意人特別能接受，有些廣告人特別喜歡村上春樹的作品，以至

影響廣告創作。劉黎兒（2000）觀察日本出現的模仿村上現象發現，村上是日本

文學史上「口語文學」的元祖，他加速寫作文學的口語化，而使日本文學誕生了

新的「言文一致體」文學，與日常語言親近度很高，而且在敘述中的斷絕與連續

的方法，很正確地與近代的感性同步同調，影響力之大，令夏目漱石等文豪望塵

莫及。 

 

（二）符號的消費 

廣告人許舜英（1996）指出村上春樹的暢銷、流行現象，最有趣的就是他激

起的一種「模仿」慾望，也就是村上春樹小說生活的日常生活化，讀者不僅閱讀

作品，甚至將作品中所論及的音樂、飲食、衣飾等，都視唯一門學問來探討。換

句話說，就是對村上小說的消費實踐。 

研究者邵毓娟（2000）以不同角度切入，以跨國文化為主軸，集中在日本流

行文化的脈絡下進行點狀式的研究，援引後現代文化理論、馬克思商品戀物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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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分析戀物三個面向，探討「村上春樹現象」與「哈日族的Kawaii風」兩個文化

生產，觀察資本主義高度發展下消費主體的戀物問題，其認為戀物現象越來越普

遍的原因是靠消費文化的推波助瀾，也決定何物會成為共同迷信對象或何物具有

形象賦予的能力。 

 

以上論述都試圖為「為何村上春樹現象會發生」這個廣泛問題提出解釋。評

論者將目光聚焦在以都市為底蘊的書寫，也意味評論者認為當作家在書寫時，他

必須著眼於當代的景象，必需掌握住「現代」的感受。但這些論述所遺漏的是，

其皆以評論的角度出發，預設了讀者可能的閱讀立場。而讀者又是如何以親身體

驗揭示另一種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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