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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論日本人的罪的意識─以遠藤周作文學為主 對於教徒來說，因為人是容

易犯罪的個體，所以必須時常藉由懺悔與告解，祈求主來寬恕自己的

罪，好讓自己可以獲得恩寵與得救。因此，「罪意識」的有無與自己死

後的世界有著很大的關連性。 然而，對於日本人的生活而言，罪意識似

乎沒有那麼明顯的存在；與其說不明顯，或許用不存在也不為過。到底

是什麼原因讓日本人的罪意識淡薄，這個問題也就成為遠藤文學主要的

方向之一。因此，本論主要以遠藤文學中的罪意識為主，探討日本人對

於罪意識淡薄的原因。 由於遠藤的思考方向與主題不論在純文學與大眾

文學並無不同，因此，本論並無考慮純文學與大眾文學的分別，並且主



要針對遠藤文學中的罪意識為研究主題，以在罪意識上著力較深的『黃

種人』、『海與毒藥』、與『我拋棄的女人』三本著作為文本進行研

究。 歸結遠藤文學中探討「罪」最具代表性的三部作品：『黃種人』，

『海與毒藥』，『我拋棄的女人』，筆者發現日本人對於「罪」有以下

幾種看法： 一、 對於西方世界的罪意識有恐懼感。 二、 日本人重視的

是恥，而不是罪。 三、 不認為罪是存在的。 暫且不論懺悔與贖罪在基

督宗教上的功能與主要目的為何，遠藤在作品當中不斷以「罪」作為主

題，無非就是要告訴日本人意識到罪也是幫助自己認識真實自己的方法

之一。 此外，遠藤除了提出意識到罪的重要性之外，也希望讀者不要因

為在認識到罪的存在之後，對於罪反而產生恐懼與排斥的心理。因為透

過絕對者的寬容與慈悲，它將會包容一切。既然罪不再是件可怕的事

情，社會大眾就可以試著面對真實的自己，與認識深層的自己；在了解

自己的黑暗面後，透過疏導，避免自己造成自己也造成別人的傷害。這

或許也是遠藤在眾多主題中惟獨對「罪」著力較深的緣故。  

摘要

(英) 

Discussion on Japanese’s Sense of Sin-Focusing on the Literary Works of 

Shusaku Endo Since human are prone to sin, therefore Christians have to 

constantly resort to confession and absolution to ask God for forgiveness so they 

can be graced and saved, the sense of sin has a lot to do with one’s afterlife. 

However the sense of sin does not mean much to, or doesn’t even exist in the 

life of Japanese. What contributes to the insignificance of Japanese’s sense of 

sin? The issue is one of the main focuses of Shusaku Endo ‘s works. Therefore 

this thesis is intended to base on the sense of sin in Shusaku Endo ‘s works and 

explore the reasons why Japanese do not have a great sense of sin. Since there is 

no difference between Shusaku Endo’s works of pure literature and popular 

literature in terms of the thinking logic and issue, therefore the author does not 

differentiate between the two and instead focus on the sense of sin in Shusaku 

Endo’s literature works and conduct the research based on the three books that 

emphasize more on the sense of sin: “Yellow People”, “Sea and Poison”, 

and “The Woman I Abandoned”. Concluded from the aforementioned three 

books, the author discovered the following perspectives of Japanese on sin: 

A.Fear for the sense of sin in the western world. B.Japanese people emphasize the 

sense of “shame” instead of “sin”. C.People do not consider that sin really 

exists. Regardless of the functions and objectives of confession and absolution in 

Christianity, the reason why Shusaku Endo constantly focuses on “sin” in his 

works is to let Japanese people know that sensing the sin is one way for people to 

know their true selves. In addition, besides the importance of sensing sins, 

Shusaku Endo also hopes the readers do not fear or reject sin after learning its 

existence. Since through the mercy and grace of the God，it should tolerance 

everything, and since sin is no longer something to be dreaded of, people can then 

try to face their real selves and inner selves. After learning one’s own dark side, 

people can avoid hurting themselves or others. This is probably the reason why 

Shusaku Endo put more emphasis on “sin” than on any subjects e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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