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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雪』故事主軸是主宰蒔岡家秩序的幸子為妹妹雪子、妙子婚事擔心的
摘要
故事。本論將傳統論述中心由雪子的「傳統美」移置妙子，側重於妙子為
(中)
追求己身之幸福，挑戰家族權威、社會道德秩序，與雪子將自己自己幸福

交與他人之手，形成強烈對比。由現代「女性主義」盛行的角度來看，妙
子的存在更值得吾人探討。「細雪」提要 本論透過妙子的能動角色與雪
子的被動角色，描述兩人在選擇愛情，決定自己未來所作的訣擇。在蒔岡
家族的機制下﹝倫理﹞，妙子如何突破既有規範，追求「愛」與「理
想」，本論亦可說是一種「女性的覺醒」。 一、『細雪』翻譯 谷崎潤一
郎以耽美派作家響譽文壇，確立了無可動搖的地位，無疑的他也必將名留
文學史上，成為重要的作家之一。綜觀谷崎文學多以非情理性的、情欲的
作品居多，可是自從昭和六年開始，谷崎急遽地往古典世界探索，也因而
完成了像『細雪』這麼一部充滿古典味的作品，在谷崎作品中像『細雪』
這麼「堂堂正正」的作品實不多見。『細雪』是谷崎文學中篇幅最長的作
品，透過『細雪』對作家晚年的心境能更深一層的了解。 谷崎長達七年
完成的『細雪』有著兩極化的批評：有些將之與『源氏物語』比擬喻為不
朽之作；有些評之為對時代毫無批判的逃避作品。本論以『細雪』作品為
主體進行文本分析。第一章說明「作品的成立」及「作家特質與作品關
係」，第二章分析女主角的性格特質及戀愛觀，對往後女主角的命運有何
影響？第三章討論女主角的選擇與家族制度乃至社會倫理牴觸時所作的選
擇與命運。 透過幸子的眼，作為全文批判的準則，幸子的存在無疑是家
族法度的象徵，而雪子婚事的成功與否代表此制度是否成立；另一方面，
家族中的異類妙子對家族制度乃至社會倫理的挑戰結果證明此制度是否成
立。全文以雪子妙子兩姐妹的婚事為主軸，雪子將自己婚事交由家族全權
處理，而妙子卻用自己的方式選擇自己的婚姻，相對於雪子無疑的妙子更
具備現代女性追求「愛情」「理想」的勇氣的特質，由現在觀點視之，自
由戀愛或許平淡無奇，但若由谷崎所處時代視之，妙子的存在更饒富意
義。以往評論者多將焦點置於雪子，將妙子以「異端者」視之，本論將焦
點轉置妙子的戀愛抉擇與家族制度乃至社會倫理抵觸時的關係探討，從另
一角度看待新女性不屈服命運，開創未來的過程是相當值得探討的。
『細雪』描寫大正末期，極盡繁榮的大阪船場商人世家『蒔岡家』的四個
女兒的性格與生活，時代是家道已開始沒落的一九三七、八年左右，以阪
神沿線的蘆屋為背景的一部長篇小說。長女鶴子招贅辰雄結婚，育有六
子，是最平凡的家庭主婦型女性。二女幸子也招贅貞之助而分家，在四姐
妹中過著最平穩的家庭生活，是中上流階級的典型家庭主婦，她最操心的
是未婚妹妹們的婚事。三女雪子是具有典型日本美的女性，外柔內剛，年
逾三十仍難覓良緣，姐妹們都為此而著急、苦惱。么女妙子個性正與雪子
相反，是積極主動的現代女性，作玩偶、學洋裁、學山村舞，為能自立成
為職業婦女而努力。故事以蒔岡家在上本町的本家，與阪急蘆屋川的分家
為背景，以雪子妙子兩姐妹的婚事為焦點，逐一展開劇情。 經由安排，
雪子相了好幾次親，但總因血統、門戶等種種理由而告失敗。相對於雪子
的被動特質，妙子以積極的方式選擇未來，二十歲時與情人奧畑離家出
走，上了報紙，個性非常強烈。之後雖由雙方家長各自帶回管束，可是幾
年後卻在一偶然機會雙方藕斷絲連的戀情再度死灰復燃。然而奧畑已非當
年純真的青年，在妙子心灰意冷之際，卻因一次阪神大水災被一名叫板倉
的攝影師救起，從此兩人感情急速進展。由於板倉出身低微，因此與妙子
的戀情遭蒔岡家極力反對，當妙子不顧後果要與板倉結婚之際，卻因板倉
害壞蛆死亡，妙子的命運又有了轉變。 由於板倉之死的打擊，妙子又與

奧畑死灰復燃，從此一再利用奧畑滿足自己的金錢需求，為此奧畑被長兄
趕出家門。而蒔岡家為顧及家族顏面，及雪子婚事免受波及要求妙子搬出
蘆屋的分家，在外賃屋而居。妙子一面利用奧畑另一方面又與酒保三好交
往，甚至懷了三好的孩子。這時經過多次相親的雪子的婚事終於有了眉
目，為免受妙子波及暫將妙子安置有馬溫泉待產，結果因醫師的疏失使妙
子的胎兒因難產而死亡。這時雪子的婚事已定，對象是貴族後裔御牧子爵
的兒子。 二、『細雪』的成立過程與作家的特質 甲、『細雪』的成立過
程年表如下： ● 昭和十七年 四月執筆 ● 昭和十八年 發表於『中央公
論』，隨即遭禁止出版的命運 ● 昭和十九年 谷崎私家版『細雪』(上)印
製二百本贈與友人，同年中卷脫稿 ● 昭和二十年 東京大空襲谷崎轉居岡
山縣，八月十五日日本無條件投降，十月下旬谷崎上京洽談『細雪』出版
事宜 ● 昭和二十一年 『細雪』(上)出版 ● 昭和二十二年 『細雪』(中)出
版，獲「每日出版文化賞」 ● 昭和二十二年 『細雪』(下)出版 政府當局
以「不合時局」為由，下令『細雪』禁載。谷崎本著作家的良知，私自出
版二百本贈與友人，並在戰爭期間繼續執筆寫作。戰後谷崎受頒「朝日文
化賞」、「第八回文化勳章」，作家多年的努力受到了肯定。 乙、作家
的特質與『細雪』 谷崎潤一郎出生於明治十九年七月東京日本橋蠣殼町
的富裕人家，中學後家道開始中落。谷崎歷經東京府立第一中學、第一高
等學校、東京帝大文科、中途退學。明治四十四年谷崎踏入文壇，不久以
「少年」「刺青」「麒麟」等作品受到文壇大家森鷗外、永井荷風的賞
識。 永井荷風提出谷崎文學的三大本質：一、「由肉體的恐怖產生的神
秘幽玄」二、「都會性質」三、「文章型文體」。伊藤整進而將谷崎的寫
作歷程分為三期：初期以惡魔主義作家聞名，中期被稱為作品充滿異國情
趣無思想內容的作家，昭和期以後被稱為日本傳統美集大成的作家，『細
雪』即是此一時期的代表作之一。『細雪』受到廣大讀者愛讀的理由為
「客觀小說」「充滿日常性」「文體」。與之前的作品相較『細雪』所描
述的是普遍人所發生的普通事，並非以新奇的事件為主，文體也較富變
化。 至於故事中的四姐妹是以谷崎第三任妻子松子夫人的姐妹為雛型寫
作而成的。松子夫人是大阪藤永田造船所大股東森田安松的女兒，安松有
四女淺子、松子、信子、重子，松子夫人即是『細雪』中次女幸子的原
型。換言之，松子夫人對細雪的完成有著重大的影響。 三、女主角的戀
愛觀 雪子的「靜」與妙子的「動」構成『細雪』兩條鮮明的軸線。以往
谷崎文學中的女性形象大致可區分為「母性」與「娼婦」，也就是「聖母
瑪麗亞般的女人」與「惡魔般的女人」。『細雪』中的兩位女主角雪子與
妙子正可說是此兩種類型的描寫。同樣在同一環境下成長的女兒，雪子像
是養在深閨的千金，妙子卻被視為蒔岡家的異類。為何在同一環境下成長
的女兒卻有著極大差異的個性，此個性對於兩姐妹的戀愛觀及人生態度有
何影響是本章探討的焦點所在。 甲、 永遠的傳統美女─雪子 雪子在保守
的蒔岡家成長，對於昔日大家族的門第、教養十分重視。換句話說，在雪
子的思想中「形式」與「長幼尊卑」占了相當重要的地位。我們可從以下
兩件生活上的小事得到證明，一是「乘車事件」，一是「悅子的作文」。
當幸子、雪子、妙子三姐妹一起要去聽演唱會之際，來了一通電話。雪
子、妙子兩姐妹在外面等待時，有對話如下： 「上車吧，雪姐」妙子拉
開車門讓雪子。但一向謹守禮儀長幼秩序的雪子只應了一聲：「等等吧」

另一件事是幫悅子改作文。悅子是幸子的女兒卻十分黏雪子，就拿這次聽
音樂會來講也是約定好聽完馬上回來幫她改作文字不去別的地方亂逛。當
雪子回來翻開作文看到「雪姐用腳抓兔子的耳朵」不由得慌了起來。事情
是這樣的，有一天悅子養的兔子耳朵垂下，請雪子幫忙，雪子想到要用腳
碰那軟乎乎的東西心裡不免害怕，於是抬起穿著襪子的腳，用腳趾夾兔耳
頂端，把它豎起，想不到這件事竟被寫在悅子的作文簿，於是雪子將「用
腳」兩字去掉。照理來說，將「用腳」兩字改成「用手」是最好的方法，
可是雪子考慮到不能教小孩說謊於是用了此權宜方法。伊藤整對雪子的人
物造型做了以下的描述： 此女年過三十外貌猶如二十三四，保持了一種
永遠的美。僅管受男人喜愛、不斷的相親，但總難結成婚。讀者對此女性
的存在一方面不斷憐憫，另一面卻也期待此女不為男性占有永遠保持一種
無垢的美，此物語即是以此趣味進行。 蒔岡家的四姐妹次女幸子與么女
妙子像父親；長女鶴子與三女雪子長像母親。特別是雪子有著京都女子的
纖細。雪子弱不禁風的模樣常讓人誤以為她有肺病，原因是她手臂的粗細
竟和幸子九歲的女兒悅子相仿，而那副「楚楚動人的纖弱美」正是死去了
的母親的翻版。幸子常將雪子和亡母的面容合而為一，原因正是母親是因
肺病死亡，但母親臨死時的面容除了蒼白與清瘦外，還保留著某種豔麗。
因此幸子將亡母的死顏理想化成為思慕的對象，也因此兩個妹妹中幸子也
特別鍾愛雪子，幸子感到雪子除了形似母親，在她身上隱約可聞到「母親
身上的那股馨香」。不只是幸子就連幸子九歲的女兒悅子也對雪子有一股
「超越自己母親的孺慕之情」。竹西寬子對雪子的存在有如下的闡釋：
「空白」是雪子的名字。其真正形體不易掌握，可比擬為「夢幻」「虛
無」。 母親美麗的死顏，在幸子腦裡轉為永遠的美，進而與雪子的形體
同一化。雪子的不老，即是幸子將過去的時間靜止，轉為對亡母的思慕。
透過幸子的眼將對亡母的思慕投注於雪子身上，進而將雪子的形象完美
化。永榮啟伸指出實「近於神話之幻想」，對幸子而言雪子的存在「並非
真實，而是近似真實的追求」。橋本芳一郎指出雪子的「永遠」特質，是
被具體化為「理想的女性形態、泛著聖母般的光輝」。雪子受舊式教育影
響，其完美形象成為蒔岡家的象徵，此特質對雪子婚事有何影響？雪子婚
事成立與否對蒔岡家又有何意義？以下探討。 「內向、害羞、在人前對
答也不能令人滿足」的雪子對自己的婚事採消極的態度，總說「姐姐、姐
夫要我嫁到哪兒，我就嫁到哪兒」。可是在雪子二十歲時她回絕了叫作三
枝富豪的提親。相親進行時雪子並無明確表達意願，直到將對方引到欲罷
不能的地步，才表示不願意。原因是三枝的臉「看起來不聰明」。三枝因
中學時生病而沒再繼續升學，因此總令人感到鄉下士紳氣，對於在校成績
就很優秀的雪子而言，要讓她與一身鄉下氣的男人共度一生未免寂寞，因
而回絕了婚事。 不知不覺中，雪子也三十歲了。此次她相親的對象是去
過巴黎的瀨越，條件優秀的瀨越年過四十卻還未結婚，究其原因是他喜歡
具有「古典美」的女人，雪子正是他夢寐以求的「純日本風格的女性」。
這次的相親雙方都相當有好感，可是最後卻調查出瀨越有患精神病的母
親，換句話說，在血統上是不合格的。可是在相親過程中瀨越不斷的說
「身份不合」「自己配不上」之類的話，原以為蒔岡家花了長時間調查應
該老早就知道，想不到蒔岡家一貫貴族式慢吞吞的處世方法卻給對方錯誤
判斷，以為自己的期待能實現。雪子的姐夫貞之助對她的將來不免擔心了

起來，「這樣長期下去，不只蒔岡家會遭人怨恨，就連雪子的將來也會受
到影響」。永榮啟伸對雪子與蒔岡家的命運作了以下的闡釋： 『細雪』
中潛藏悲傷的預感，﹝中略﹞雪子結婚不能成立所帶來不可思議宿命的磁
力，將會加強周遭人物悲劇性的生活方式 乙、 現代女子─妙子 與雪子不
同的是妙子是一個個性開朗、談話風趣的現代女子。妙子是在家道沒落時
出生的孩子，並未目睹蒔岡家全盛時期的風貌，因而成就了她自由奔放的
自由性格，我們可從「新聞事件」窺得端倪。 所謂「新聞事件」就是當
時二十歲的妙子與同是船場大戶的兒子奧畑墜入情網，最後演變成兩人的
私奔事件。其動機僅是他們兩人單純地想比雪子早先結婚。後經雙方家長
帶回原本以為事情已告一段落，想不到卻被登在地方的小新聞上。而且還
將妙子的名字誤寫為雪子，姐夫辰雄為替雪子雪冤向報社請求註銷，想不
到報社卻登更正啟事，將雪子的名字改回妙子，這樣一來不僅是雪子連妙
子也受傷害，對辰雄不能諒解。雪子聲明「清者自清，濁者自濁」，不必
理會他人的看法；而妙子的看法是「只要使些手段就能打發的事」何必搞
成這步田地。「新聞事件」的發生對妙子的人生觀及往後的命運有了決定
性的影響，東鄉克美對妙子的存在做了以下的闡釋： 妙子的存在對幸子
主宰的蒔岡家的美的秩序，不斷投入陰影，她的存在帶來了秩序的混亂
「新聞事件」發生後，一向開朗的妙子突然間消沉了起來，常陷入沉思的
狀態。這種狀態持續了幾年，妙子有了意想不到的發展。妙子在女校時代
就對做洋娃娃相當拿手，日積月累，她的技術不斷精進，最後竟可以陳列
在百貨公司的展覽櫃，她製作的洋娃娃也得到世人的喜愛，甚至向畫廊借
場所開起了個展。但就在個展期間睽違已久的兩人又見面了，妙子與奧畑
的再度相逢，使冷卻已久的愛情再度燃燒了起來，這對平靜的蒔岡家族而
言，是否又是另一危機與挑戰？ 妙子為了兩人的將來，計畫學裁縫，期
待有朝一日能成為獨當一面的職業婦女。對於近來傳聞奧畑已非當年的純
真青年，可是妙子深信不疑奧畑對自己的感情，認為奧畑雖是一無是處的
無聊男子，因為是自己的初戀情人也從不後悔。 「幸子主宰下蒔岡家的
美的秩序」，在雪子身上原原本本地呈現，而妙子卻不斷挑戰家族的法
規、尺度，貞之助針對妙子的個性及對於她的將來作了預測：「從過去的
經驗看來，妙子並不適合傳統的結婚方式，她會選擇自己喜歡的對象自由
結婚，這樣對她比較有利；而雪子並不適合將她拋於世間洪流，總要無時
無刻照顧她，(中略)因此血統、財產就顯得格外重要」。妙子的自由結婚
與雪子的傳統結婚對她們將來有何影響？在谷崎潤一郎晚年的隨筆「雪後
庵夜話」中說明自己與荷風不同的女性觀： 我的戀愛觀是庶物崇拜教
徒、狂熱的、激進的、原原本本的，這與您(荷風)有很大的差別 作家的戀
愛態度與妙子的人物生成有密切的關係，也決定了妙子的未來。對戀愛的
態度谷崎傾向誠實面對自己，一心一意地追求愛情。 四、社會倫理下的
女性命運 甲、 本家與分家的煩惱 辰雄娶了蒔岡家的長女鶴子，成了蒔岡
家的贅婿，也因此繼承了本家的家業。可是辰雄考慮到自己的個性並不適
合承擔繼承家業的重責，於是在養父死後將船場的店轉讓他人，自己仍舊
在銀行界上班。本想在大阪終老，想不到銀行的人事更動必須舉家遷往東
京。辰雄考慮到因蒔岡家在大阪是名門，免不了排場上的花費，這對沒落
後的蒔岡家是一大負擔，因此可借此機會「割捨過去」，厲行節約，在東
京展開新的生活。 幸子上京探望鶴子卻發現鶴子在經濟上捉襟見肘，特

別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一次台風中鶴子一家便宜租賃的房子，難抵大風
的窘態畢露無遺。鶴子經濟上的困窘說明蒔岡家的沒落，她目睹蒔岡家的
盛況，也受到最多的家蔭，幸子永遠難忘姐姐出嫁時形似平安朝時期的麗
人。可是經過十五六年身上不再有青春的光彩，從前的富貴景象與今日的
沒落形成強烈對比。最令她不能釋懷的是將母親的二十三周年忌與父親的
十七周年忌合辦，且亦無當年的排場風光，受到族人相當大的批評。 鶴
子為生活所苦連帶對自己妹妹也疏於關心。在二十二章妙子因下痢病危，
幸子寫信報告卻得到鶴子無情的回覆： 實際上我收到妳前封信時想的是
這次么妹多半沒救了。至今為止她給家人造成了許多麻煩，作了許多任性
的事，這也是對他的報應吧。(中略)萬一死了誰去領回來？在哪兒舉行葬
禮？姐夫恐怕不願意，在幸子家裡辦更不合道理。么妹到底要給我們添多
大的麻煩呢？ 這封信暴露了她對妙子已毫無感情，可以說她一心設想的
就是怎樣保住自己那一家不要捲入妙子帶來的災厄中去。蒔岡家的盛況持
續到大正期結束為止，由於父親的放縱經營而開始沒落。鶴子是承受蒔岡
家最多好處的長女，她的不幸對蒔岡家而言存著何種意義，辰巳都志道：
鶴子的沒落同時也是蒔岡家沒落的象徵 分家的幸子儼然取代鶴子，安排
雪子妙子的婚事，換言之，幸子主宰著「蒔岡家的完美秩序」。何謂「蒔
岡家的完美秩序」？可從幸子夫婦的新婚旅行對話中得知。貞之助問幸子
最喜歡吃的魚是什麼？幸子毫不考慮地回答「鯛魚」，若問到最喜歡的花
是什麼？必定回答「櫻花」。賞花成為蒔岡家年中的例行慣例，它象徵幸
子緬懷蒔岡家過去的光榮，因此總感慨花朵凋謝的惜花心情。谷崎在「我
所見的大阪及大阪人」中提到：「所謂生活定式，即是一家庭、一社會長
時間所營造出的規則」，幸子的年中行事或許可作此解釋。換句話說，賞
花的年中行事即是幸子營造出的生活定式，也就是「蒔岡家的完美秩
序」。可是櫻花的極致美伴隨著花謝不免令人感傷。野口武彥指出：「犯
著某種終末感的光輝」。蒔岡家的命運如平安神宮的枝垂櫻，雖極致之美
不久也將散落，而幸子的「鯛魚與櫻花」論也如海市蜃樓般夢幻地存在。
乙、 遵從社會倫理下的雪子的結婚 蒔岡家的雪子年過三十，依然小姑獨
處，究其原因不外太重視門當戶對的緣故。而雪子本人對自己婚姻毫不積
極，凡事聽命家人的安排，這對雪子往後的命運有何影響？以下探討。
由於辰雄姐夫的姐姐的介紹，聽說有一富戶澤崎想與雪子相親。澤崎家擁
有龐大資產，現在沒落了的蒔岡家與之相比，簡直天壤之別。貞之助認為
不將澤崎的來歷查清楚就將雪子送過去未免草率，可是雪子並未此提出異
議，這也是雪子不安心境的最佳寫照。這次的相親讓雪子蒙受羞辱，澤崎
對雪子並不滿意託辰雄姐夫的姐姐寄來了一封「措詞不婉轉」的回絕信。
以往總是以「試驗官」姿態相親的雪子，如今卻居於下風成了「受試
者」，東鄉克美指出雪子的命運與蒔岡家的關係： 雪子的相親遲遲未能
成功，暗喻蒔岡家的美意識及生活感覺在嚴峻的時代下，所謂蒔岡家的特
有的特色更顯得孤立 蒔岡家的門第、排場架勢逐漸讓世人怨恨了起來，
可由這次與橋寺福三郎的相親中得到驗證。橋寺是醫學博士且是個風采迷
人的美男子，希望與個性開朗的女子結婚。貞之助也再三保證雪子內在有
意想不到的活潑成份，橋寺為了再確認打電話邀約雪子，來聽電話的是女
傭，接著請雪子來聽電話又花了相當長的時間，等到雪子來聽電話又吱唔
其詞「這─，嗯─」近乎聽不到的聲音回答，橋寺一氣之下就把電話掛斷

了。而幸子卻對雪子不合潮流的特性加以庇護說：「要說以前那種大家閨
秀，看上去給人不曾遭受風吹雨打的感覺，弱不禁風，處處動人，不就是
我家雪子這種容貌嗎？除非是能夠領略這種美，否則我是不會把妹妹交給
他的。」，而貞之助卻可憐雪子的趕不上時代是家庭教育的失當。 由於
重視門第觀念使雪子的婚事格外艱難。這次藉著井谷的送別會，進行一次
非正式相親，對方是御牧子爵的庶子，年輕時曾分得一筆錢由於自己消費
無度，因此年至四十五無積蓄，賦閒在家，想藉這次結婚的機會證明自己
洗心革面，想過積極的生活，藉此也可得到父親財力的支助，經營建築事
業。可是御牧個性上的「不安定特質，充滿公子哥兒會應酬、善交際，趣
味廣泛，以藝術家自居」，不禁令人對雪子的將來憂慮。可是幸子考慮到
對方初婚、沒有家累，最重要的是他是貴族後裔，金錢上有父親支助，而
答應了婚事。 綜觀雪子的結婚，自始至終是被動的，有關雪子的婚事的
對話始終圍繞著金錢、地位、家累，「愛」在全文中並沒出現，表達雪子
愛的意志的充其量只是她對悅子的母性愛，對於愛情的追求雪子並無自主
性，換句話說，她只是依照家族的意志行動，遵循社會規範來完成婚姻，
是無自覺的。 丙、 挑戰社會倫理的妙子 板倉曾經是奧畑商店的學徒，中
學還沒畢業就渡美學習攝影，歸國後受奧畑家的幫助經營了一家照相館，
由於妙子的玩偶需宣傳，因此由奧畑介紹板倉幫妙子做攝影照，埋下了兩
人往後戀情的導火線。 一日妙子上洋裁學院學洋裁，卻因當日天候惡劣
釀成水災，在千鈞一髮之際板倉的出現救了將遭滅頂的妙子一命，自此兩
人展開戀情。妙子為了自己和板倉的將來，想向本家拿回父親生前預留的
嫁妝，想請幸子一起去遊說，卻遭幸子質問。妙子坦誠與板倉交往皆因查
知奧畑在外拈花惹草且與一舞妓生了孩子，而板倉對自己可是一心一意，
水災時板倉奮不顧身的救了自己，而奧畑卻怕弄髒褲子停止前往。奧畑生
性浪費、輕浮、沒出息；而板倉年輕時渡美，對於開創未來更具膽識，更
懂得如何與人交際。從奧畑身上得知「家世、財產、頭銜」是多麼無價值
的東西，我所要結婚的男性需具備「強健的身體、有一技之長、將自己生
命的熱情奉獻給我」，換言之，妙子的三條件是「健康、能力、愛情」。
聽到妙子要與板倉結婚，幸子不由得尖叫「這教我和本家的臉往那擺」。
幸子認為奧畑再怎麼不好畢竟與自己是「同種人」，與板倉結婚不僅本家
不諒解，還會遭到世人的嘲笑。可是妙子執意前往本家拿回她的嫁妝，就
在將與本家談判之際板倉病危的消息傳來。板倉因耳病入院手術，卻因醫
師的失誤而遭病毒感染，妙子聽聞火速趕往醫院。而幸子因囿於人情不得
不前往探視，當她看到板倉因疼痛而哀號時竟感到「脫了人形宛如一頭怪
物的存在」，而幸子的最終目地是把妙子帶離醫院，以免蒔岡家蒙羞，卻
遭妙子拒絕，臨走時幸子再三叮嚀「不要忘了蒔岡家的名聲及影響雪子的
將來」。妙子要與身份低賤的青年結婚，將使整個蒔岡家蒙羞，此時幸子
心中不斷地響起「希望板倉因此死掉的願望」，東鄉克美指出幸子的深層
心理： 蒔岡家的女兒與「身份不當」的「下層青年」戀愛，而幸子卻冷
眼地將板倉以怪物視之，在臨死的板倉面前，幸子考慮的是「蒔岡家的名
聲」及「影響雪子的將來」。 不久板倉的病況惡化，病毒侵入胸部、腦
部，醫師宣告死亡。這時妙子除了因看護疲累及睡眠不足所呈現出的憔悴
外，依然沉著地連一滴眼淚也見不到。妙子無表情的臉的背後隱藏著何種
感情？板倉的死對妙子往後的命運有何影響？蒔岡家的異端者妙子在愛情

的選擇上一直無法被認同，當與家族制度乃至社會倫理抵觸時她會採取何
種手段？選擇的手段會為她帶來何種命運？小田實對妙子的命運作了以下
的預言： 這個世界的冒險者、反逆者妙子，她努力的結果也將為時代潮
流所吞沒 板倉的死讓妙子情緒陷入低潮，一時間對任何事都喪失興趣。
最近她又開始往返洋裁學院，又回復了往日的光彩。板倉死後不久奧畑的
母親也去世了，奧畑的兄長也趁機與他斷絕關係，奧畑帶了乳母在外賃屋
生活。不久幸子聽聞妙子與奧畑戀情死灰復燃將妙子叫來質問，妙子回
答： 只是看到啟哥被趕了出來，誰也不理他，自己做不出這麼絕情，於
是就和他交往，對啟哥的感情並不是愛情而是憐憫 妙子辯解自己對奧畑
的感情並不是愛情而是憐憫，可是最近幸子發現妙子的言行舉止有了變
化，當妙子與板倉交往時覺得有儲蓄的必要而節省了起來，可是最近她一
改過去常態，變得浪費。幸子注意到她的手錶、戒指、手提包都換新，特
別值得注的是她連板倉遺留下的萊卡照相機也換新了。妙子一直將板倉遺
留下的萊卡照相機當作遺物保存著，如今將它換掉是否另有意義？曾經為
了愛不顧一切的妙子，在得到悲慘結果的心灰意冷下，又會做出什麼不可
思議的事件來？幸子不禁擔心了起來。 往後妙子常在奧畑住所，這個風
聲傳至本家耳裡，鶴子為往後不受連累遂與妙子斷決關係，請求幸子讓妙
子搬出分家另找住所。受家族流放的妙子往後的命運將變如何？而她與板
倉復合是否又別具意圖？ 某日妙子因吃鯖魚中毒入院，奧畑打電話來要
求幸子來探視，可是幸子躊躇了起來，經雪子相勸才到醫院。當她到醫院
時感到妙子的身體有種「不潔感」： 感到她並不只是為疾病所苦才顯得
憔悴，而像是被數年來越軌的生活弄得疲憊不堪(中略)，她那種現代女子
的風度已蕩然無存，就像某個茶樓飯館─而且是不怎麼上等的不正經的茶
館─的女招待。 東鄉克美解釋妙子的「不良行為」與「社會制度的關
係」：「要從蒔岡家的空間逃逸出來，與板倉的情形相同都將被視為反社
會性的異物質存在」。 妙子在夢中不斷呼喊「米吉」「米吉」，此時恰
逢板倉的一周年忌，而現在妙子又躺在情敵家裡，雪子不免感到是板倉的
怨靈在作祟，在雪子眼裡這是板倉對妙子的懲罰，宮內淳子對此作了以下
的解釋： 遭逢板倉瘁死的巨變的妙子絕非毫無感覺，她常到板倉墓前參
拜，而這次下痢的夢囈直呼板倉之名看來，對於板倉的死，不能說不悲傷
在妙子生病期間傭人阿春從乳母口中得知，奧畑被家人趕出門是因為偷拿
商店的東西給妙子，換句話說，妙子一直受奧畑的經濟援助；更令人驚訝
的是妙子不止和奧畑交往，還和一個在酒吧工作叫三好交往，幸子驚訝萬
分認為妙子已淪為人人厭惡的「惡女」了。 往後因奧畑要到滿州希望妙
子隨行，而妙子卻想藉此與奧畑斷絕關係，為此妙子與家族產生了爭執，
「義理人情」在妙子心中交戰。妙子為求讓奧畑死心，採取激烈的手段─
懷了三好的孩子。蒔岡家為掩人耳目將妙子送往有馬溫泉待產，結果卻因
醫師的疏失，導致胎兒死產，當幸子看到嬰兒時腦中響起： 簡直就像市
松娃娃一樣……幸子凝視那透明的臘色似的美麗得幾乎妖豔的面龐，好像
板倉或是奧畑的怨恨在糾纏著，不禁毛骨悚然 幸子將愛兒無法誕生歸於
板倉或是奧畑的怨恨，也就是說這是對妙子的懲罰，愛兒的死產，從某一
意義說來這是要脫離蒔岡家制度的代價，高田瑞穗對在家族制度下喘息的
妙子的形象做了以下解釋： 所謂古典美及古老的約束，帶有對妙子這類
新女性遏殺的非時代性，拒絕此一家族制度美就無法存在 妙子自己的

「愛」與「理想」，挑戰整個家族制度。而此一制度正是幸子欲維護的
「美的秩序」，不容挑戰。幸子所主宰蒔岡家的秩序是一「循環的時
間」，在此時間內進行賞花、捕螢等趣事，無視於外部世界的激烈變化，
清水良典對於此特質做了解釋： 現實的美即是腦裡的夢的不完全影像。
若是這樣的話，所謂藝術也可說是實現近乎夢的幻影 幸子近乎夢的美卻
被妙子挑戰，而妙子為追求理想卻勇於突破蒔岡家的制度，辰巳都志指
出： 妙子在糾葛中逐漸確立自己的人生觀及男性觀 換言之，妙子從早期
的私奔、與板倉的交往、玩弄奧畑的感情、到孩子的死產，確立自己的人
生觀及男性觀，貞之助拜訪三好時意外發現三好是不可多得的好青年，妙
子從奧畑、板倉到三好逐漸找到她理想中的男性形象。今日是一個標榜女
權的時代，女性選擇自己喜歡的對象已是司空見慣的事，可是在那個時代
卻相當了不起，因此本論著重於妙子如何在制度下追求自己的理想，在某
方面也可說是「女性的自覺」。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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