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錄

編號 
3850 

狀態 NC090FJU00079005 

助教

查核  

索書

號  

學校

名稱 
輔仁大學 

系所

名稱 
日本語文學系 

舊系

所名

稱 
 

學號 488246026  

研究

生(中) 
洪仲敏 

研究

生(英)  

論文

名稱

(中) 

宮澤賢治「真」的思想研究─以其童話為中心─ 

論文

名稱

(英) 
 

其他

題名  

指導

教授

(中) 

林水福 

指導

教授

(英) 
 

校內

全文

開放

日期 

不公開 

校外

全文
不公開 



開放

日期 

全文

不開

放理

由 

 

電子

全文

送交

國圖. 

同意 

國圖

全文

開放

日期. 

2002.07.19 

檔案

說明 
電子全文 

電子

全文 
01  

學位

類別 
碩士 

畢業

學年

度 

90 

出版

年  

語文

別 
中文 

關鍵

字(中) 
宮澤賢治 真 童話 

關鍵

字(英)  

摘要

(中) 

賢治終其一生都在追求人與大自然的和諧、科學與宗教的統一。他認為

與自然之間的理想關係應該呈現調和、互助、平等的狀態，主張人與自

然是共生的，花草樹木、飛禽走獸都是生命共同體，宇宙萬物原本都是

兄弟。賢治這種對自然的感情很明顯地投射在初期作品中，使作品充滿

愛與溫馨，也使讀者感受到它的魅力。 賢治的理念「真」是他心中最根

本的思想，是真正的存在，因為它是「超越時空的永恆不變的實體」。

賢治認為，宇宙萬物生存的價值在觸見「真」的神聖世界，而「真」，

是無常世界中唯一不變的道理，如果無時無刻在改變的宇宙萬物都能擁

有「真」的力量，則能昇華到永恆不變的精神境界。 賢治身為宮澤家的



長子，背負著一個長男的宿命。當時的世襲制度下，長男繼承家業是由

來已久的傳統，也是長男的權利，因此，賢治應該繼承從事當鋪與舊衣

鋪生意的家業。如果賢治順從當時的制度繼承家業，則必須依據商人的

規範定位自己。但是，賢治具備的學問屬於農業化學的範疇，與商人的

規範毫無關連。再者，賢治想從事的職業是最基層的生產製造業，如木

材乾餾、製油、製藥、寶石研磨等，與從商的家業是完全相對的立場。

由於父親的反對，使賢治無法從事自己喜歡的行業，無法立足於農村社

會，滿腹的學問只不過是知識罷了。在這種情形下，賢治越發厭惡壓榨

農民的家業，自己與「壓榨者」同為一個家族的罪意識不斷增長，再加

上目睹現實社會中的種種悲苦，使賢治產生從痛苦中獲得自我解放的心

境。而自我解放的方式，就是「犧牲小我，完成大我」。 賢治根深蒂固

的佛教思想，使他內心深處一直盼望能實現人與自然之間的理想關係，

而身為一個自然科學工作者，又能從科學的角度與眼光看待世界，致力

於改善人民的生活，使大家能獲得幸福。換句話說，賢治用佛教澹泊名

利的思想鞭策自己，發揮科學方面的專長幫助農民發展農業生產。代表

這種思想與行動的童話作品就是〈古斯科布多利的傳記〉。賢治透過這

篇自傳性質濃厚的童話闡明自己的科學夢想：像布多利一樣運用科學救

助農民。 將花卷變成淨土、解救困苦的農民，積極締造「真」的境界等

慈悲的宏願是賢治的理想。這個理想在童話〈虔十公園林〉、詩篇〈不

向風雨低頭〉中已經達成，但在現實生活中卻因身體狀況不佳，而未能

實現，多少令人有「賢治一生做了各種努力，可是全部都半途而廢」的

感覺。但賢治在〈農民藝術概論綱要〉的結論中有以下這段文字：「永

久的未完成即為完成 」。要改善全世界百姓的生活並不是容易的事，必

須由每個百姓與政府機關各方面的配合，只憑賢治的力量是不夠的，更

遑論要實現「世界全體無法得到幸福，個人也不可能幸福 」的堅定信

念。賢治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儘管理想尚未完成，但腦中編織的烏托

邦卻早已在童話世界中呈現，也就是賢治觸動並釋放「真」的力量，將

所有願望寄託在童話中。賢治的思想已達到「真」的境界，且在童話世

界中付諸實現，因此，儘管賢治無法完成使世界全體得到幸福的夢想，

但在童話創作上卻已經完成，也可以說永久的未完成，在另一個思考層

面上則已達到自我實現的層次。 西方著名的心理學家馬斯洛(Abraham 

Maslow)的需求階層論(hieraechy of needs) 中，認為人類最高的需求是超越

宇宙認同的心靈需求。如圖一所示，人格動機來自五種需求，從生理需

求到自我實現需求，層層往上遞進。馬斯洛認為，當所有低層的需求都

獲得滿足之後，人的主要動機就是朝最上層的自我實現的目標邁進，以

求充分發展自我潛能，接納自我的本性。馬斯洛認為自我實現有三種境

界，分別為進入「忘我」的境界、處於「無我」的境界、存在於「真

我」的境界。筆者統整、歸納馬斯洛的自我實現三境界與賢治童話中表

現出的自我實現，結果如下： （一）進入「忘我」的境界 馬斯洛認

為，在自我實現者中，表現出的態度是以問題為中心，不是以自我為中

心。也就是說，這樣的人不會終日沈浸於自己的問題中，而是將注意力

運用在解決問題上，超出自我的束縛與羈絆，不自尋煩惱。 賢治的童話

中，有多篇涉及宿命、物競天擇等自然界運行的原則，如本篇論文深入

探討的〈夜鷹之星〉、〈信件一〉，都是人力無法解決的問題。儘管如



此，賢治設定主角憑自身的力量，透過燃燒身軀、自我犧牲等方法，解

決自我的問題，脫離所有束縛，最後成為閃亮的星星與釋迦牟尼佛。賢

治做這樣的安排，代表他具備「忘我」的思想，不會在煩惱的圈子裡打

轉，而是積極的衝破藩籬。 （二）處於「無我」的境界 「無我」的層

次，「我」已經消失於無形，達到完全無羈絆、無牽掛的自由狀態。 所

有人類的意識作用都是主觀的，只有離開意識的作用，不加上自己主觀

判斷，才是智慧。也就是說，摒除自我中心，達到「無意識」的層次，

處於純客觀的狀態，才是「真」的表現。賢治的這種思想在〈古斯科布

多利的傳記〉、〈虔十公園林〉中完全展現，置身無我境界中的故事主

人翁，其內心都是自由、踏實、快樂的。 （三）存在於「真我」的境界 

「真我」意指真實的自我，是人格圓滿的展現，能達到「與天地合而為

一」的狀態，回復到如道家所述的真純自然的境界。 〈虔十公園林〉的

主角虔十性情純樸無心機，不矯情造作，熱愛大自然的程度到了彷彿與

自然共存的地步。賢治稱這個角色為「木偶」，是他心中的理想人類形

象。虔十就像一塊未經雕琢的璞玉，外表雖然不起眼，但內心卻無比的

澄澈透明，完全未受現實社會各種面向的影響。因此，虔十存在賢治

「真」的世界裡，也存在於馬斯洛所說的「真我」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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