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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健三郎與存在主義 一 以沙特思想為中心 一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

動機與目的 沙特：「現代人已無出路。人是無奈地存在著 。」 隨著人類

文明的開啟，古今中外多少達人先進就前仆後繼不停地找尋「為何存在」

的答案，然而眾說紛紜，沒有定論與共識。進入資本社會後，人類更因政

治、經濟、社會等種種的因素如戰爭、貧富差距、性別歧視而對人生產生

了懷疑與不安，開始迷惘自我存在的意義，也因此造成存在主義的興起。

人到底為什麼要存在，且又要用怎麼樣的形式存在於這個複雜的社會呢？ 

總而言之，存在主義已經融入我們的人生當中，影響我們的所作所為，每

個人都可能在不知不覺裡成為存在主義者，所以存在主義可以說是我們生

命中必須好好學習的一門課程，人人都要對存在主義有相當的認知，而談

到存在主義就不能不提及「沙特」。因為沙特，存在主義得以廣為人知，

影響世界甚鉅。 要思索存在的意義、要喚起自我的覺醒都需要對沙特做

深入的認識和探討，尤其是在閱讀大江健三郎的作品、剖析其文學特質時

更是要先瞭解沙特的作品與主張才能進入大江健三郎的文學領域裡。 大

江健三郎運用存在主義人的生存本質觀念、文學的想像力、豐富優美的文

學詞藻等來表現其在四國森林山谷的自然鄉土體驗、日本人民在第二次世

界大戰中遭受原子彈轟炸的慘痛經歷與本身承受兒子大江光帶有殘疾的心

路歷程。大江文學的美在哪裡？專家學者有不同的看法，或許是他那獨

特、與眾不同的描述手法和修辭給予讀者身臨其境的視覺新感受；或許是

其天馬行空、漫無邊際的想像力引導讀者進入一個從所未見的新世界；然

而就我而言大江文學的美是在其作品啟發讀者對人生有更深省思與作為。

而影響大江文學富有喚起讀者的意識、心靈，然後透過讀者的意識為媒

介，再重新體驗、認識自我存在這種文學特質的重要人物之一就是沙特。

大江健三郎的作品受到卡謬及沙特的影響，以存在主義為形式來呈現個人

與社會的關係。他是個入世者，充滿社會性格的行為。作品富有「藝術家

應有的社會責任感」，濃厚的人本關懷是其作品的最大特色，也是獲得諾

貝爾文學獎的因素之一。諾貝爾(Alfred Nobel ，1833-1896)在死前遺囑中對

於文學獎項說：「一部份應給在文學領域中，產生出具有理想主義傾向的

最出眾作品之人。」從近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創作特色來看，所謂的理

想主義的傾向與沙特的主張「存在主義即人文主義」不謀而合。而這種人

文意識在大江的作品也可以很明顯地看到。 基於以上種種促使我對沙特

與大江健三郎產生很深的研究欲望，因此希望藉著「人為什麼要活著」這

種思想脈絡為出發點來探索大江作品與存在主義的種種關聯。並且希望自

己的論文能達成以下兩項目標： (1) 對日本存在主義的發展有詳細完整的

介紹─相對於自然主義、浪漫主義、耽美派、白樺派與新感覺派等在日本

的專論實多，然而對存在主義在日本的發展與影響之專論於相形之下卻是

顯得很少，不過受到存在主義影響的作者卻不少，因此希望能綜合相關的

所有資料對存在主義在日本這個主題有更完整詳細的介紹。 (2)對大江文



學與存在主義(沙特)的關係有深入的探討─大江健三郎作品中所呈現的存

在主義特質十分明顯，尤其是深刻地受到沙特思想的影響。為什麼大江健

三郎會受到沙特的影響，大江作品中所表現出的存在特質又有哪些，…諸

如此類都是我的研究目標。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大江文學中富有「存

在特質」的文本及思想與評論不少，因此以下列兩類型為主要的研究範

圍： (1) 大江健三郎早期的文學創作 大江早期的創作深受存在主義影響，

存在的氣息深入其中，如《死者的驕傲?飼育》《拔芽擊仔》《個人的體

驗》等。 (2) 與本論文所要論述的主題有關的作品與評論等 與本論文所要

探討的主題有關的大江創作，如以「性和政治為主題」的小說《性的人

間》《萬延元年的足球》、與「人文主義」有相關的見解《生存的定義》

等等。 主要的研究方法是利用沙特所提出的存在主義與存在文本來映

證、探討其 對大江健三郎的影響。舉例來說，從沙特最受注目的主張

「存在主義即人文主 義」以其定義、表現、相關創作來看沙特與存在主

義如何深植於大江健三郎的 世界中，藉由這種模式有方向性和對照性地

來分析比較沙特與大江健三郎間的 諸多關聯。 第三節 文獻探討 一、存在

主義與沙特的部分 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開啟，政經蕭條造成日本國內

人心晃動不安，在這個時刻存在主義就跟著胡塞爾的現象學漸漸地深入日

本。在明治 30 年代，日本的哲學界開始引進海德格、雅斯培的存在主義

思想，特別是和辻哲郎（1889─1960）出版了《尼采研究》。九鬼周造在

1931 年所發表的《實存哲學》中，首次提出「實存主義」這個專有名詞，

並介紹了存在主義的基本理論。近年來致力於存在主義研究的有松浪信三

郎及實存主義協會。 二、大江健三郎的部分 以研究大江的「代表人物」

而言，在談及大江或大江與存在主義間的眾多先行研究者時就一定得提到

〝江藤淳〞這位學者。此外還有柘植光彥、蓮實重彥。 以「研究主題」

而言，在研究大江世界的種種論述中，可以歸納出以下四項研究的方向： 

1.大江健三郎所生長的喜多郡大瀨村之歷史與環境對其文學創作的影響。 

2.考察對大江與沙特、卡繆、馬克思、存在主義、結構主義與文化人類學

及戰後民主主義間所產生的關聯。 3.政治環境與人生體驗等如核戰、大江

光的異常缺陷、安保條約對其創作和思想的影響。 4.大江豐富的想像力和

與眾不同的寫作技巧對作品的影響。 第二章 存在主義在日本的論述 第一

節 存在主義概述 一、存在主義的產生背景→分思想環境、政經環境、文

學環境來介紹。 二、存在主義的定義與特色 1. 定義 就字義來論，

Existence 則是特定性的存有，是指一種有主體性，有思考的人的存在。因

此笛卡兒主張「我思故我在」。 就內容而言，存在主義是歐洲哲學的潮

流之一，繼承與綜合了齊克果、胡賽爾的現象論、尼采的唯意志論、康德

和笛卡兒的二元論、主觀的唯心主義及中世紀的經院哲學，分成有神論的

存在主義與無神論的存在主義。 2.特色 (一)主要的關切對象為人→就因為

重視「人」，所以存在主義主義者終其一生都不停地思索人存在的意義，

試圖為人找到人生的方向與出口。 (二)存在先於本質→人首先存在，他存

在之後，才想像他自己是什麼。這是他躍進存在之後意欲的。人除了自我

塑造之外什麼都不是。 (三)重視個人的自由與抉擇 →不論身處在什麼樣的

環境中、面臨何種的考驗、碰到多少的困難，人都可以根據自我的意志

「自由」去做出各式各樣的反應與決定，而人的尊嚴與價值就在「自由」

中建立了。 三、存在主義的發展過程與代表人物 存在主義可以說於第一



次世界大戰後形成，20 年代逐漸體系化之後， 從德國流傳到法國、美國

再遍及全世界。存在主義的啟蒙是緣於 19 世紀前半的丹麥的思想家齊克

果(1813-1855) 。齊克果被稱為「存在主義之父」。德國胡賽爾的現象論則

成為存在主義哲學的方法論基礎。尼采 (Nietzsche，1844-1900 )的唯意志論

則是存在主義中反理性傾向的代表。接著在法國大革命與工業革命、世界

大戰等的環境下，存在主義的發展是以德國和法國為中心，德國的存在主

義重理故以哲學形式來表現，法國存在主義重情所以用文學(小說)來表達

存在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到 20 年代是存在主義的萌芽期，代表人物是

雅斯培（ Karl Jaspers，1883-1969 ），他創「存在哲學」，提出「人生以服

務為目的」。20 年代末至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存在主義的形成期，以海德格

為代表人物，他在 1927 年所發表的《存在與時間》完成存在主義的體系

化。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是存在主義的發展期，可以沙特為代表人物。因為

沙特，存在主義廣為人知，他也是存在主義者中第一位自稱是存在主義者

的人。此期有名的存在主義者還有卡繆、西蒙波娃、馬塞爾等。50 年代存

在主義散播到世界各地，不過由於解讀的錯誤，認為存在是無意義的，人

生要及時行樂，因而造成了美國出現嬉皮風潮，亞洲有自殺風潮。到了

1960 年，存在主義卻被所謂的「結構主義」所取代。1980 年代後存在主

義則是因為沙特遺稿的陸續發表與廣受文革開放後的大陸青年所喜愛又燃

起了研究熱潮。 第二節 存在主義在日本興起之因 存在主義的興起可以說

與當時的社會環境、學者的介紹以及作家的創作息息相關。隨著世界大戰

的開啟，全球的人心惶惶，這個時刻日本國內又面臨了對史達林批判等國

際社會主義運動的動搖、60 年代反安保鬥爭的失敗、國內因戰敗所導致的

經濟壓力等各項因素，人民在生存困難、沒有出口的情形下，碰到了蘊藏

在小說、戲曲中的存在主義，自然是一拍即合。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西田幾

多郎與高橋里美、西邊田及山丙得立等先將胡塞爾的現象學介紹給大眾。

1930 年時又有一批留學生與教授到德國弗萊堡向胡塞爾與海德格求教。此

外因為利用存在主義的觀點可以解釋戰後社會的各種亂象，剖析被戰爭扭

曲的自我存在問題，並能替人生的問題找到解答和出口，所以深受那些被

戰爭的陰影所籠罩的作家們所喜好。因構造主義的興起存在主義就漸漸地

衰微，後因反安保條約和沙特訪日才又吹起一股研究存在主義的思潮。 

第三節 存在主義與日本文壇 1. 1920 年代存在主義對日本文壇的影響主要

是存在主義中「對自由有畏懼的感覺」與「對他者及事物感到不安」這兩

大特質，深受影響的作家有芥川龍之介、江戶川亂步、梶井基次郎、坂口

安吾、稻垣足穗等。這期的作家作品特色是在描繪「在戰後價值觀的混亂

當中，人存在的意義為何？在絕對的孤寂中、在存在的虛無裡人所表現出

的不安為何？」。 2. 隨著戰爭的結束與沙特譯作〈牆〉中「介入思想」的

傳入使得 1940 年代後半的作家們試著藉由創作來探討戰爭對人性的扭

曲、人存在的荒謬性與反省人存在的價值。作品不但可以反映出對戰後社

會的危機意識，並且因主角能〝自由的選擇〞為人的存在找到出口這種現

象，對人類運用自由意識來掌握本身的命運有很大的激勵作用。代表作家

有植谷雄高、野間雄、椎名麟三。 3. 50 年代後的日本存在作家，一方面

歷經了戰爭的洗禮而對戰爭有深刻的感受，並利用這種體驗來從事創作進

而得以抒發他們因戰爭所產生存在焦慮，如「原爆文學」；另一方面由於

資本主義的興起、經濟的再復甦，資本社會造成人自我內心的孤寂與不



安，並引發人與人間的疏離和隔閡也越來越深，這時的存在作家所關注的

焦點則在對人內心世界的索思，如「內向世代」的出現。這一期日本存在

作家的代表人物有開高健、安部公房、大江健三郎以及倉橋由美子等。 

第四節 沙特與大江健三郎 一、沙特簡介 二、大江簡介 三、沙特與大江 

相同點有：1.成長背景相同 2.均為成名甚早的天才型人物 3.對政治的熱情

4.拒絕授獎 5.全方位的作家。 第三章 大江文學中的「存在」特質 第一節 

自我與他者 1960 年代後半至 70 年代後半運用存在論來確認自我的作品在

日本文壇佔有很大的位置，例如安部公房的《沙之女》《燃燒的地圖》

《他人的臉》、古井由吉表達對「他者」看法的《杳子》、大江健三郎以

個人為主軸延伸至全體的《萬延元年的足球》等等；除此之外，還有「內

向世代」「第三新人」等以探索自己的內在來確認自我與他者關係之學

派，總而言之確認自我的文學在 70 年代為日本文壇帶來一股很大的風

潮。存在主義所重視的就是自我在生活中的種種表現，自我這個主體如何

運用自由意識去為自己開創新天地，因此可以說「我」就是「我」，跟

「他人」「物品」是不一樣的，為了清楚地表現出「我」這個主體的存

在，強烈烘托出「我」與其他事物的不同，「我」的存在勝於一切，所以

常可以在文本中看到「我」被獨立出來，「我」成為聚光的焦點。這種

〝第一人稱式〞的寫作技巧常見於沙特、大江或其他作者的創作中。可以

說沙特的創作〈牆〉〈一個領導人物的童年〉《存在與虛無》…等與大江

的作品如《死者的驕傲》《拔芽擊仔》《性的人間》…等都富有這種將

「我」的存在凸出化的現象，特別是大江的創作幾乎本本都是以「我」

﹙僕﹚或「我們」﹙僕ら﹚來當出發點。 因為「為他存有」，所以我們

能透過「他者」的視線而存在，會因他者的視線而感到不安。由沙特所舉

的例子「羞恥的現像」來形容自我與他者的關係。就存在主義者而言，他

者也是促成自我存在的要素之一，可以藉由「他者」的目光來確立自我，

來認識自己所看不到的「自我」。然而為了藉著他者來確認自己的主體

性，就會以掌控他者、矮化他者的方式來証明自己的優越與不凡，造成自

我?他者的二元對立的現象，如西蒙波娃在《第二性》指出：「女人不是

生成的，是形成的」﹙One is not born ,but rather becomes, a woman﹚，因為

男性本位主義造成女人被淪為〝第二性〞。這種利用「他者」的視線來成

就「自我」，使用與「他者」的對比來彰顯「自我」的存在式描述場景也

常見於大江的創作中。 除了以〝矮化〞他者的手法來確認自我外，沙特

在《存在與虛無》裡也提到我們對他者還有其它的態度，第一種態度就是

愛、語言、受虐色情狂；第二種態度是冷漠、情慾、憎恨、性虐待狂；最

後還可能自我與他者共存變成「我們」。就因為怕不被「他者」的目光所

認同，「自我」就漸漸排除、拋棄那些不被他者所接受的自我，而變成一

個完成依照「他者」所期盼、要求的「自我」，當然這種自我也是經由

「我」這主體所選擇的，然而歷經這種過程的自我與他者最後就會變成

「我」「我們」。 第二節 監禁狀態 我這些作品大約是在 1957 年的後半所

寫的，在監禁的狀態裡、閉鎖的璧垣中思考生存的問題，這就是我一貫的

主題。 大江健三郎在單行本《死者的驕傲》的〈後記〉中很明確地指出

他的創作特質是就是將主人公置身於一個無路可通、沒有出口的監禁狀

態。透過《死者的驕傲》《人羊》《飼育》《拔芽擊仔》《個人的體驗》

《感化院的少年》《萬延元年的足球》《同時代的遊戲》等都可以感受到



大江的小說特質就是在文學上凸顯生存的危機意識，積極、正面肯定人在

監禁狀態中求生存的過程。而這種以「監禁狀態」為主題的創作來源，除

了受到當時日本的社會環境與長子光出生的影響外，更重要的就是大江繼

承吸收了沙特存在主義的思想，試圖將人擺在「限界情況」

﹙Grenzsituationen﹚中如何去面對所處的險惡環境，如何行動去抉擇自己

的未來、確立自我存在的心路歷程深入的描繪出來。 所謂的「監禁狀

態」有兩種形式，一種就是在「天然的閉鎖空間」來求生存，另一種則是

由外在事物如壓力、痛苦、不安等所創出的「人為的閉鎖空間」中去作抉

擇。舉例來說，大江早期的創作如《飼育》《拔芽擊仔》《萬延元年的足

球》等就是把故事的舞台設在與四周隔絕的森林峽谷中，形成大江有名的

「森林的思想」。這種監禁狀態的產生，主要是因為大江健三郎所出生的

本愛媛縣喜多郡大瀨村（今內子町大瀨）是一個交通不便與四周隔絕的貧

窮小農村，因此大江就利用故鄉這種好比陸上孤島、遠離人群的山間峽谷

來虛構出作品中的發生地點。由這些創作可以看的出來，大江喜歡用〝森

林〞，而沙特則喜歡用〝房間〞來當成天然監禁狀態的舞台。 另一種人

為的監禁狀態則是自我太過於注重外界事物或他者的目光，造成自我陷於

噁心、恐懼、黏滯的封閉狀況中。這種監禁狀態可以說是人困於自己的所

作所為與無法肯定自我存在價值的情形下所造成的。沙特筆下這種人為監

禁狀態下所產生的創作，大多與戰爭有關，最常描繪的就是那些政治犯或

俘虜困在沒有出口的牆壁之中，陷入精神異常的狀態裡。 早期的大江因

為父親非自然的早死，對死亡產生很大的恐懼；再加上幼年期有嚴重的口

吃與視力異常，肉體上的缺陷造成他情緒的不安與對外界的不適應症；此

時又正值日本戰敗遭受盟軍的佔領成半殖民地狀態，在這種內外都飽受煎

熬、無法確認自我的存在與維護存在的尊嚴及價值下，大江的創作與前述

的沙特一般，試圖從因戰爭使日本被屈辱地「佔領監禁」狀態中，去探索

人存在的意義為何與自他關係成對立的傾向。接著 1963 年大江的生命中

發生了兩件大事，一是頭蓋骨缺損的缺陷兒大江光的誕生，二是到廣島去

訪查核戰倖存者或其後代的心聲。這兩者不論是有關大江光曾濱臨死亡的

過程，或有關核戰所引起的傷亡慘重都喚起了大江健三郎對死亡與再生這

個課題的再省思。如何透過死亡的意象來喚起再生，來使人們擺脫受到死

亡威脅的監禁狀態就成了大江 1960 年代後的主要創作課題。至於近年來

大江的作品則是受到荷蘭的斯賓諾沙哲學的影響來思考人的「魂」的問

題，思想人要怎麼活下去，怎樣死去等哲學問題。後因音樂家朋友武澈滿

不幸於九七年罹患癌症過世以及對其妹夫伊丹十三（日本知名導演）的自

殺而感悟等因素的影響下，因此想到自己已超過六十歲，餘生也不多了，

創作逐漸傾向於教人如何面對生命終點站這個監禁狀態的到來，代表作品

有《在人生樹下》《換取的孩子》《宙返》等等。 第三節 焦慮、噁心、

黏滯、疏離 「焦慮」一詞最早是由齊克果所提出來的，他摘錄了《浮士

德》中的故事，認為人生就是焦慮，人只要活著就一定會焦慮。主要的焦

慮有： (1)對命運和死亡的焦慮 (2)對空虛和無意義的焦慮 (3)對罪過和譴責

的焦慮 噁心是體驗到人生是荒謬(absurd)、多餘(superfluity)與苦惱(anguish)

的終極結果。藉由「噁心」，人開始感受到世上有其它事物與他者的存

在，接著再從他們身上投射出在這個「荒謬」的世界裡還有「自己」的存

在；然而因為無法掌握這個混亂的世界、發覺個人的存在遭受限制，自己



就開始對自我的存在產生「苦惱」，認為自己與這個世界都是「多餘」

的；在試圖毀滅自己與世界的同時卻發現自己與世界都毀滅不了，最後又

產生了噁心。總之噁心是人存在於世時的必然感受，因為噁心，我們開始

探索、意識到自我與他者的存在；在確定自我與他者存在的事實後，我們

又開始感到噁心。沙特在《噁心》中認定，這種人不知道真正存在的意

義，是把自己石化的無用之人，是資產階級。人應該如何避免石化，走向

真正的存在，也就是把人當成人的存在呢？對此沙特主張人必須自己選擇

行為，給自己的存在予以理由與意義。人只要不是事物化的人，就不同於

事物，而有自由造就自己 46。所以在《個人的體驗》裡，到最後主人公鳥

的作法就如同沙特所主張的：為了存在，噁心是必經的過程；只有給自己

的存在予以理由與意義才能消除噁心。因此原本對嬰兒的存在感到噁心的

鳥最終還是負起了照顧缺陷兒的責任。 對於「我以為我已經捉住它，相

反的，他倒捉住我」那種捉摸不定的黏滯關係，在大江的作品中，也可以

看到這種對身旁的一切無法掌控、無法確定的黏滯現象有深入的描繪，如

〈奇妙的工作〉、《死者的驕傲》。 在歷經了噁心、黏滯、焦慮、痛

苦、苦惱…後，人有可能會產生一種對自我或對他者疏離的現象。因為文

明的產生而造成了我們與自己、與他者、與世界的疏離，唯有靠著自由的

行動才能打破那隔閡我們與世界互動的疏離。在大江的世界裡，因文明的

產生所導致的疏離有下列幾種類型： (1) 因社會既有的價值規範所造成的

疏離 (2) 因戰爭所引起的疏離 (3) 因死亡所造成的疏離 由上述種種可以知

道，在大江的創作中富有很深的存在意味。主人公藉由與他者、與世界的

交往而發現了自我與他者的存在；然而在與世界接觸的過程中，他可能會

陷於一種沒有出口的監禁狀態中；在這個監禁狀態裡，在這個發現自我的

經歷中，他會有焦慮、痛苦、不安、噁心、疏離等情緒反應產生。不過，

這些過程都是主人公在發掘自我存在時一定要體會的心路歷程。 第四章 

大江文學中的「存在」出口 人生就是在「監禁狀態」中不停地循環著，

所以如何在「監禁狀態」中求生存，這不僅是存在主義者﹙沙特﹚終身思

索的方向，也是大江汲汲想要解決的課題。從大江的言行與創作來看，他

對如何突破「監禁狀態」已經有了因應之策，那就是從性、政治、死亡與

再生這三個方向來擺脫沒有出口的「監禁狀態」，為自己的存在求得出

路。 第一節 性 性對文學的影響力是無遠弗屆的，古今中外多少作家都致

力於對性的描寫，希望藉由「性」來表達他們對人生、對社會的期許與理

念，如中國的《金瓶梅》、日本的《好色一代男》、法國作曲家比才

(Georges Bizet) 的《卡門 Carmen》。大江健三郎受到發表《裸者與死者》

的美國作家諾曼梅勒（Norman Mailer）所鼓吹的「20 世紀後半留給文學冒

險家尚未開發的處女地，也只有性這一領域」的影響，常見他透過「性描

寫」來傳達對人生的感觸與體驗。大江認為：人對性的敏感區域的不斷發

現，可以使千篇一律的生活〝陌生化〞；性的探險的偉大能夠和哥倫布發

現新大陸的冒險相匹配。然而大江這種將「性描寫」融入作品的特質，除

了是對諾曼梅勒的共鳴外，也受到沙特思想的啟迪。沙特在《存在與虛

無》第三卷第三章第二節的部分很清楚地表達了他對「性」的看法，他認

為透過「性」，可以看到自我的存在，可以瞭解自我與他者間的諸多關

聯。這些跟性欲、性嫌惡、陽萎、施?被虐待狂等我們對他者的態度都帶

有存在論上的意義。因此承襲了沙特思想的大江也透過「性的描寫」如



《個人的體驗》以及《性的人間》中有性嫌惡的主人公來傳達自我與他者

間的存在關係。綜合以上的論述可以知道大江健三郎文本中的性描繪是帶

有存在意義的，從「性」當中不但可以呈現出自?他的關係，也可以知道

自我的生存狀態是否自由。由大江的作品來看，「性描寫」佔了大江文學

相當多的部分，性是大江用來解決故事主人公擺脫無路可逃的「監禁狀

態」的方法之一，主要的特色如下： 1.性是確認彰顯自我存在的表徵 2.性

是區分自我與他者的方法 3.性是自我救贖的手段 總之大江藉由反社會的性

描寫來反映出人與資本社會的對立狀態，其最終目的就是希望打破人在這

個窒息社會無路可退的窘境。 第二節 政治 大江健三郎擺脫「監禁狀態」

的方法除了利用性外，另一方面就是採用政治。他認為性與政治是兩個表

現人的存在與狀態的重要象徵，此外他還把「性」作為「政治」的暗喻，

利用性與政治統一的手法，即將「性」的狂熱導向對 「政治」的正確看

法，來闡述他對戰爭、天皇制以及安保條約等一連串有關政治與社會問題

的見解，進而引導大眾對〝社會價值〞的探索。而大江積極參與政治活動

以及將政治納入文學創作的主題等行為，除了是他對當時日本政經環境反

芻之下的結果外，這種對政治相當熱心的傾向可說是他受到沙特的思想感

召所致。以下就沙特在政治方面對大江的影響力以思想行為與文學創作兩

部分來進行論述。 (1) 思想行為 沙特是存在主義的代表者，其所主張的

「介入文學」不但是法國文學的特色之一，更是存在主義文學的最大特

點。所謂的「介入文學」就是要求文學要面對現實，積極揭露現實的矛盾

與衝突，經由「介入」必須真實地表達內心的感受，必須為自己以及所有

的人要求一種資本主義無法理解的具體自由，小說家都必須要有這種使命

感，要以這個觀點來表現為人的解放而進行的鬥爭，揭示人所處的環境，

人所面臨的危險以及改變的可能性。沙特發現認同了在「無產階級左派」

中有一種戰鬥性的自由，而這個思維也間接影響到大江健三郎日後所主張

的「戰鬥的人道主義」。 從沙特所主張的政治理念是「介入」、是「戰

鬥的自由」來看大江的政治思想與行為，就能感受到大江是沙特思想的忠

實信徒、具體實踐者。 就思想理念 來看，大江這種思維：「我對通過文

學參與政治是堅信不疑的，也正因為這種想 法才選擇了文學，並對這種

選擇充滿責任感。」可以說是受到沙特「介入」思想的啟蒙為才促使日後

的大江熱心於政治參與。在政治環境裡，沙特與大江都是拒絕絕對者意即

「統治階級」的存在，所以為了爭取「自由」，擺脫受「統治階級」控制

的監禁狀態，他們必須投入政治活動。 (2) 文學創作 在文學的表現上，存

在主義者﹙沙特﹚與大江都利用己身所遭遇到的戰爭、政治事件與社會問

題等為創作題材，所以從他們的作品當中可以看到濃厚的政治影子。由於

都是在戰爭陰霾下長大的小孩，所以成為作家後他們都對政治問題產生很

大的興趣，除了身體力行積極投入社會改造運動外，還將他們對政治的感

慨納為創作題材，所以說他們的文學特質之一就是與政治結合的「政治文

學」。 以大江而言，其與政治有關的文學創作，因為受到沙特「介入文

學」的影響，所以也常將與自身所遭受到的政治事件納為創作主題。除此

之外，大江還利用「性」與「政治」的結合，藉由性的描繪來深入政治事

件中，從性的角度來看待政治問題、來解決因政治及社會所面臨的沒有出

口的監禁狀態。主要的作品類型如下所述： 1.對天皇制的反對和擁護戰後

民主主義的作品 2.在戰爭巨大的死亡陰影下求生的作品 3.反對日美安保條



約的作品 4.反對核戰的作品 4. 對現實社會不滿的作品 第三節 死亡與再生 

死亡對存在主義來說是核心問題之一，其中有些存在主義者強調死帶來虛

無、絕望、怖慄、焦慮、抉擇等問題。 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唯有正視死

亡，才能擺脫自己沉淪於死亡的監禁狀態中，所以說「學會死亡，就會活

著」。所以大江在歷經了對核戰與缺陷兒有關的死亡恐懼後，靜下心來思

索死亡的意義，最後正視、接受了死亡的不可避免性，將他從對死亡的恐

懼、對死亡的焦慮與逃避、再到對死亡的接受、甚至於更進一步地平靜地

面對死亡的來臨，利用各種方式來消彌死亡對生命所造成的負面影響等全

部納入他的文學創作中。這種心路歷程的最佳範本就是《個人的體驗》，

唯有正視死亡的存在才能脫離那對死亡感到恐懼的監禁狀態。 死亡是不

可替代的，人是一定要面臨到生死存亡的關卡的，而死亡這種現象是不可

能轉移到「他人」身上的，於是尼采有句名言：「你必須獨自一個人通過

生命的河流，沒有人會為你建築橋樑，唯有你，沒有別人」。在他的作品

中大多以第一人稱式如「我」「我們」來表達對外界事物的感受力，這種

第一人稱式的敘事手法跟存在主義所強調的「自我」存在意識、自我不可

替代性緊密相聯。 死亡是隨時可能的。沒有人能預測自己何時會離開人

世，且又以什麼樣的方式來離開。死亡是任何時候都可能出現的一種「可

能性」，然而我們可以利用自身的〝自由抉擇〞來減少死亡的可能性。總

之人雖然無法控制自己外在的命運，然而卻完全可以調整自己對命運的態

度。受到存在主義思想「沒有永恆的時間來完成既定的計畫，將能使我們

更加重視現在」薰陶的大江健三郎，面臨到死亡是隨時可能的發生的，可

以說是害怕〝沒有明天〞的日子，所以終身積極於反核戰以及文學創作，

努力充實地度過每一天，讓自己的人生得以擺脫時時刻刻被「死亡」的陰

影所籠罩的監禁狀態。 生與死是相互依存、循環不止的。唯有在生之

中，我們才會體會到死亡的偉大；也唯有在死之中，我們才能感受到再生

的可貴。因而存在主義把死亡歸結為人生的歸宿，在死亡中人獲得了新

生，獲得了絕對的自由。在這種對生與死相互糾結的過程中，人類發現、

找到了自己。 一言以蔽之，大江文學的特色就是描繪處於監禁狀態下的

人的內心世界。然而處於監禁狀態下的人如何為自己的人生尋求出口，以

擺脫那無路可通的窘境呢？吸收存在思想的大江認為利用性、政治、死亡

與再生的方式就能夠讓人脫離這種監禁狀態。性是性救贖；政治是行動力

的具體表現，可以免除戰爭的恐懼；而透過死亡，才能領悟自我存在的價

值。 第五章 存在主義與人文主義 第一節 自由與責任 一、自由 沙特主

張：「存在就是行動，停止行動也就停止存在了。而行動的首要條件就是

自由。因此注重存在的沙特在《存在於虛無》裡以長達一百多頁的篇幅來

介紹自由；並在〈存在主義即人文主義〉中多次提到自由；自由是他哲學

中最核心的問題，也是他文學寫作的首要原則。當人可以自己的意識來抉

擇時，想做什麼就做什麼，那麼這時他就是真正存在，他有真正的自由。

齊克果說：「面對未來，存在的主體必須要替自己作抉擇，這樣才能達到

他純真的自我。」因此不論鳥他所作的抉擇是好還是壞，這都是他自己選

擇的，而就在這種自我自由抉擇的過程中，人的存在才得以顯現，畢竟是

「我」這個主體所作的決定。以尼采的觀點來看這就是超人（super 

man），因為他可以為所欲為，具有個人的自由意志，不受外界的任何規

範。 二、自由與責任. 自由是沙特存在哲學中最重要的觀念之一，然而，



自由和責任是一體的兩面。我們必須為自己生命、行動、及不採取行動負

全部的責任。人的每一項行為都由他自己來隨時控制決定，所以也要由他

自己來負全部的責任。對此沙特用「懦夫是自己造成懦弱，英雄是自己造

成英雄。對存在主義而言，「責任」乃是成為人的重要指標之一，是肯定

人生價值的主要關鍵。可以說人因「責任」而偉大，才得以散發出人性的

光輝，才可以看到人存在的價值。所以沙特的名言是：「以行動來承擔義

務而不是言詞」。於是我們可以看到大江創作中的主人公在面臨了多種可

依自由意識來作決定的可能選擇中，基於責任感，所以都選擇了正視現

況，一肩挑起對人類、對世界應負的使命，如《個人的體驗》中鳥決定與

缺陷兒共同奮鬥；《拔芽擊仔》中的少年在為了不想隱瞞逃兵是被村人殺

害的正義感所驅使下，選擇遁入寂暗的森林中逃亡，…以上種種除了是

「負責」外，也是「存在主義即人文主義」的具體表現之一。 第二節 存

在主義即人文主義 就廣義的人文主義來看大江，他筆下的人物都是利用

主觀性的自由意識來為人生作抉擇，成為一位能在各種「監禁狀態」(境

遇)下求生存、肯定自我存在意義的存在主義者。 以狹義的人道主義來看

大江創作中的主人公，可以發現他們在面對有多種可能性選擇的境遇中，

最後都不約而同地選擇負起應該承擔的責任，為他人或全世界的幸福而努

力以赴，如《死者的驕傲》中歷經種種思緒後還是決定把小孩生下的女學

生。所以存在的第一個功效就是「使每個人主宰自己的存在，並且把存在

的整個責任著著實實地放在自己的肩膀上。當我們說人要對他自己負責

時，我們並不是指他只為個人負責，而是說他要為整個人類負責。」可以

說沙特這種「我並不關心上帝的存在，我只關心人的存在」的現象就是人

道主義的極致表現。 存在主義中這種富有人道精神的概念也是促使它與

其他主義相接觸，甚至於相結合的媒介，如沙特認為馬克思主義是一個具

有真正人道主義精神的當代唯一有生命力的哲學，也是一個以個人的實踐

為基礎的人學，所以他希望存在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甚至於融入馬

克思主義中。 綜合以上種種的論述，可以知道大江健三郎是一位忠誠積

極的存在主義奉行者。在政治上，他因為認同存在主義所提倡的「介入文

學」，所以積極踴躍參與各種政治活動，並針對社會時事現象不時發表自

己的見解；除此之外，基於自身的體驗與「戰鬥的人道主義」，他終身致

力於反核戰的運動，祈求世界的安全和平。在文學上，他常在文學創作中

使用存在主義的文學技巧，如利用「監禁狀態」來表現人在身處限界時內

心所會有的種種情緒感受，在「監禁狀態」中人得以發現自己以及他人的

存在；因為他者的視線，自我可能會有焦慮、煩惱、痛苦、噁心…等，甚

至於對死亡的恐懼產生，在發現自己是置身於沒有出口的境遇中時，他下

意識地選擇「自欺」來逃避一切，此時他擺脫限界的方式就存在主義所提

出的有性、政治等方法，可是到了最後他發現他還是必須選擇如何在具有

多種可能性的未來中生存，所以他依自己本身自由的意識抉擇了一個可以

對自己、對他者以及全人類負責的選擇。而會選擇一個對全人類負責的生

活是因為人道主義的感召。除了使用存在的文學技巧外，大江還承襲了沙

特「作家對讀者應有的使命感」，在創作中傳達他反戰、反安保的理念給

讀者知道。一言以蔽之，大江健三郎不論是思想行為亦或是文學創作都深

受存在主義﹙沙特﹚的影響，是存在主義者的忠實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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