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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論文以有島武郎一生對於愛的執著與追求為著眼點，並且從他對於 ＜

愛不是珍惜乃是奪取＞這樣的一個愛的詮釋逐漸成形的三年中所發表的

作品裡，挑選具代表性的四部作品來作為研究中心。 在第一章與第二章

的作品分析裡，可以發現有島藉由主角來詮釋生命中所面對的不同的苦

惱。第三章則主要是呈現人的苦惱與罪的關係以及聖經中所啟示的救贖

之法，並且與有島思想及作品相互對照，分析其作品中主人翁所尋求的

救贖之路與聖經中所啟示的救贖之路，之間有什麼樣的差異。 在第一章

與第二章的作品分析裡，可以發現有島藉由主角來詮釋生命中所面對的

不同的苦惱。第一章中《迷路》的主人翁，雖想尋求救贖，但因著自己



對於「至高者」所抱持的態度的偏差，而陷入徬徨與迷惑，而《生命的

苦惱》的主人翁雖一心託付他心目中的「至高者」(藝術)，但卻因他所

託付的，其本身並不具有救贖的力量，而使得他也陷入徬徨之中。 在第

二章中《該隱的後裔》的主人翁則是一位對聖經中所啟示的「至高者」

採取相反道路的典型反叛者，這部作品宛如有島對於基督信仰，宣告自

己反叛身份的宣言。接著有島又以一位想要獻身給耶和華神的一個處女

＜可萊拉＞為主人翁，創造了《可萊拉的出家》這部作品，這部作品以

較《該隱的後裔》更為吊詭的方式，來呈現他心中對基督信仰的反叛，

這從與聖經所啟示之真理相互對照之後，即可發現他所呈現思想與聖經

思想所要引導信徒所走的窄路是截然不同的。 第三章則主要是呈現人的

苦惱與罪的關係以及聖經中所啟示的救贖之法，並且與有島思想及作品

相互對照，分析其作品中主人翁所尋求的救贖之路與聖經中所啟示的救

贖之路，之間有什麼樣的差異。  

摘要

(英) 

The pursuit and isolation of love is the focal point of this thesis. And I chose four 

masterpieces to be the texts.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chapterⅠand chapter Ⅱ 

we can find that Arisima explained different trouble by different roles. In 

chapterⅠthe master of 《Lose my way》try to find relief of life , but he falls 

into trouble because of his wrong intention . The master of 《Trouble of Life》

concentrate on art , but he also falls into trouble because he finds art is useless for 

relief. In chapter Ⅱ the master of 《Offspring of Cain》is a renegade of the Most 

High God. This masterpiece just like a declaration of his rebellion . And then 

Arisimas created the Masterpiece of 《kurara becomes a nun》by a master of 

wanting to dedicate herself to the Most High God . We can find that her thought 

is different from to the thought of the Holy Bible after comparing with the thought 

of the holy bible. In chapter Ⅲ the point is to display relationship between trouble 

and crime and compare with Arisimas’s thought .In this thesis I try to analys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ought of Arisima’s masterpieces and thought of the 

holy b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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