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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安部公房小說的思維及寫作技巧 第一章 潛在的思維 第一節 滿州體驗 依

安部公房「自筆年譜」所述，安部於大正十三年（1924），出生於東

京，原籍為北海道旭川，父親為醫生。大正十四年（1925）與雙親一同

移居至奉天，直至昭和十五年（1940）奉天二中畢業，回日本進入成城

高校就讀為止，安部在滿州度過了形成故鄉意識最重要的幼年時代。昭

和十八年（1943）進入東京大學醫學部，隔年因聽聞戰爭即將終止而離

開日本本土，回到了奉天。然而，該年冬季爆發斑疹傷寒疫情，負責診

治的父親也受到感染而病逝。安部公房體驗了戰敗後混亂及痛苦的生

活，於昭和二十一年（1946）回國。安部初期的作品《野獸們奔向家



園》即為他將自身的滿州體驗加以文字化的作品。 這裡首先要探討安部

公房為何要回到戰敗前的滿州的原因。我們可以推測對當時的安部公房

而言，滿州才是自己真正的「故鄉」。對於馬上要面臨戰敗的日本人而

言，回到敵國（中國?滿州）這樣的行為，無異於叛國。然而，安部卻

執意要切斷與出生地東京所有的關係回到滿州，但當地卻因日本戰敗而

呈現混亂的狀態，「日本殖民下的滿州」也因日本失去了對當地的支配

權而消失，因此安部同時失去了「出生的故鄉」（東京）及「成長的故

鄉」（滿州）。 安部公房雖失去了實際存在的故鄉，並且憎恨「因固定

而有價值」的故鄉，卻不否定故鄉的必要性。他強調人類即便失去了

「居住的故鄉」，卻不會失去「心的居所」，也就是作為生活原動力的

「存在的理念」。 許多的評論家指出喪失故鄉的體驗可稱為安部文學的

出發點。除此之外，在安部的作品之中也常常描繪滿州景物，對於他而

言，沙漠具有不可思議的魅力，《砂之女》的砂，以及〈S?卡爾瑪氏的

犯罪〉中沙漠及牆的設定，皆是受到滿州半沙漠狀態景物的影響。而滿

州類似迷宮的景致，也成為《燃燒的地圖》的創作素材。置身與日本完

全不同風情的環境下成長的安部公房，其思想與所創作出的作品，比起

其他未曾於國外生長的日本作家更具有國際觀。 第二節 存在主義

（existentialism）與卡夫卡（Franz Kafka,） 一、 與存在主義的接觸 眾所

皆知，存在主義詩人李爾克（Rainer Maria Rilke）給了安部公房極大的影

響，安部公房的《無名詩集》，也是模仿《形象詩集》而成。安部自述

李爾克作品的基本概念「孤獨」即為自己的中心思想，而「孤獨的思

想」也正是日本存在主義的主題。此外，因為在戰爭時代常常閱讀俄國

文豪杜思妥也夫斯基（Feodor Mikhailovich Dostoevsky）的作品，安部也

因此受其影響。 安部曾坦言自己在戰時為存在主義者，然而因為終戰後

的體驗，放棄了存在主義。即便如此，戰後他仍熱衷於閱讀杜思妥也夫

斯基及李爾克的作品，並開始編寫帶有濃厚存在主義色彩的《無名詩

集》，可見存在主義對安部的影響並未因終戰而消失。戰後開始的日本

存在主義，將焦點置於因戰敗而急速改變的社會狀況，以及人們內心所

產生的不安與日常生活中的種種矛盾。安部的作品帶有相同的色彩。如

〈紅繭〉之中，作者以人類變身為紅繭的敘述，隱喻人類對存在的不安

以及現實社會中的不合理性。或是在《箱男》一書，以箱男在箱子裡的

生活，描寫人類與現代社會的疏離狀態。藉由這些作品，可知安部的小

說毫無疑問地是在存在主義思考的影響下所創作出來的。 二、卡夫卡的

影響 安部公房在戰後，以存在主義作家的身份活躍於日本文壇，在國內

外皆獲得「日本存在主義的先驅」「日本的卡夫卡」等評價。安部自己

雖然否認，但多數的評論家都認為〈S?卡爾瑪氏的犯罪〉的創作是受到

卡夫卡〈變身〉的影響。從創作時間的順序、透過花田清輝認識卡夫卡

的過程、以及故事開頭及人物設定的相似性等種種線索看來，筆者也認

同諸多評論家的論述。筆者認為安部之所以否認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在當時「卡夫卡風潮」之下，若安部承認受其影響，讀者並定會以因

「卡夫卡風潮」所形成的既定概念閱讀自己的作品，將無法避免地把讀

者推進刻板化的閱讀模式之中。 第三節 超現實主義（surrealism） 超現

實主義的基本主張，是使用超現實的技法，表現人類內心世界的真實

面。而安部公房與超現實主義的首次接觸，是於 1948 年一月參加「夜之



會」，受到花田清輝的影響。 安部公房最早於作品中使用「超現實主

義」一詞，是在《牆》的第二部〈巴別塔的狸〉。而「巴別塔（the 

Tower of Babel）」一詞，在著名的「超現實主義第二宣言」中也曾提

及。作品中，狸所控制的「巴別塔」是「依照夢的質與量所決定的世

界」，也就是幻想的集合體。進入將潛意識具體化的「巴別塔」的方

法，依狸所言，僅有利用超現實主義而已。具體而言，進入做為潛意識

集合體的「巴別塔」的通路方法，僅能以超現實主義的方式才能獲得，

而文章中所謂「佛洛依德博士發現的方法」，指的就是「夢」。超現實

主義理論是以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理論為基礎，而佛洛依德最重視的，

就是能將人性赤裸裸展現出來的夢境的世界。 安部公房的作品之中，也

常出現夢的場景，例如被猛獸追著的夢。這些被猛獸追著的夢，將對自

我存在抱持著懷疑的主角內心的恐懼，以「猛獸」的方式具體化。然

而，夢境不僅將人們陷於恐懼，也是人類想像力的泉源。安部公房論及

創作與夢境的關係時，曾言「在夢境豐富之時，靈感也同時隨之飛

翔」。「夢」與安部公房作品的關係，不僅是創作的素材，也是投射人

類內心的最佳工具。 第二章 初期作品中對自我存在的探求∼以《牆》為

中心 安部公房的初期代表作《牆》為短篇集，內容共分三部，共七個短

篇作品所構成。分別為第一部〈S?卡爾瑪氏的犯罪〉（原名〈牆─S?卡

爾瑪氏的犯罪〉，《近代文學》昭和 26.2），第二部〈巴別塔的狸〉

（《人間》昭和 26.5）及第三部〈紅繭〉（原名〈三個預言〉，《人

間》昭和 25.12；〈事業〉，《群向》昭和 26.7）。由反現實主義立場出

發的安部公房，受到超現實主義的影響之下，抽離現實的元素，構築出

反映出潛意識的嶄新現實世界。 安部公房於創作〈牆─S?卡爾瑪氏的犯

罪〉時，醉心於前衛藝術的領導者花田清輝的作品，也藉花田學習了許

多國外嶄新的文學思潮及文學創作技巧。初期代表作〈牆〉，即是一部

將超現實主義表現得淋漓盡致的作品，其中的七篇短篇皆採用非現實設

定，散發著童話的氣氛，其中最受好評的作品為第一部〈S?卡爾瑪氏的

犯罪〉。安部公房坦言這部作品的靈感來自於《愛麗絲夢遊仙境》，因

而與作品中嘗試構築出反現實主義世界，這種寫作方式與當時文壇所重

視的寫實主義背道而馳。這部作品不但給予當時文壇極大的衝擊，安部

公房本身也表示這部作品決定了自己日後的寫作方向。在〈牆〉一書

中，匯集了安部公房當時的批判意識、世界觀及文學觀感。 第一節 牆 

在安部公房初期的作品中，首先必須關注的是以超現實主義為基礎的空

間造型表現。初期作品中，有許多皆是藉由建構虛幻的空間，隱喻主角

的性格及生活上的矛盾，而對於安部公房來說「牆」則是建構虛幻空間

最佳的工具。在一般的認知上， 牆的功能是將一個空間化分為二，或是

創造出一個獨立的空間（如房間），也給人堅硬、難以移動的印象。然

而，在安部公房的作品中，牆的作用不止於此，安部更賦予其柔軟、可

動的特性。再者，安部的文學世界中，牆更帶有「無限」、「荒涼」的

意象。 而其對「牆」之概念的萌芽，應是來自少年時代的滿州體驗。

「牆」不僅隔絕了中國人與日本人，對於安部而言，滿州無垠的沙漠也

是一種「牆」。佐佐木基一曾以「換言之，以牆區隔出的內部空間，以

及牆外延展的外部空間，皆是以同性質的素材創造出的同性質空間」一

語論述安部作品中沙漠與牆的同質性。這種以同性質的觀點描寫「牆」



及「沙漠」兩種性質相對之事物的方法，可說是安部文學的獨創性。然

而，久保田芳太郎提出所謂「總之，形式（名片、肉體）與內容

（心）、存在與不存在、可能性與不可能性、自由與束縛、自然與犯罪

等二元對立、相排斥及相反的概念的競逐」的論點，並不十分恰當。

「牆」在安部的作品裡確實常被用為區分兩個空間、具有對立要素的工

具，然而，卻不能指稱「牆」絕對代表二元對立的概念。〈S?卡爾瑪氏

的犯罪〉的主角，因為失去了存在於世上的權利，遂展開了往世界盡頭

的旅行，然而，心中的空虛卻未因此獲得滿足，相反地，在疏離狀態下

人心（內部）的空虛，超越了人類的理性開始成長，在世界的盡頭將主

角變成了一堵牆。在〈紅繭〉〈魔法粉筆〉之中，牆雖具有防止外部現

實入侵的功能，然而主角們所創造、依賴的牆，非但未能解救被外部世

界隔離的他們，最後反而使主角成為「牆」的一部份。 但是，安部公房

並不是要刻意將牆塑造成絕望的形象，他所要強調的是在人們探求自我

存在的過程中，雖有時會被「牆」所吸收，但與「牆」的對決更必須持

續下去，因為，在這樣的對抗過程中所產生精神上的運動是無價的。對

於安部而言，超現實主義即是與「牆」對抗最有效的工具。 第二節 疏

離狀況 歷經戰敗及故鄉喪失體驗的安部公房，初期的小說在主題上充滿

對自我存在的懷疑及對一切價值的否定。小說中的主角皆以被社會所排

拒，孤獨的形象登場，藉由這些人物，以極端的形式表現出現代人對存

在的不安與懷疑。 S?卡爾瑪氏因為失去了名字，而失去了現實社會的存

在權。這種「失去名字＝失去存在權」的法則，為其初期作品的特徵之

一。在現實社會之中，人的價值並非由自身，而是藉由人際關係中的

「記號」（名字、地位等）所決定。安部公房之所以將人類的存在與姓

名（社會性的存在）視為不同，是由於經歷了戰敗的體驗。在社會安定

之時，姓名與人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然而，在社會秩序混亂的狀況之

下，姓名不但無法作為證明自我存在的工具，甚至會因擁有了日本人的

姓名而遭受迫害。〈S?卡爾瑪氏的犯罪〉一文中，安部公房利用失去姓

名這種非現實的設定，鮮明地描繪出現代人失去了實存自我的疏離狀況

及空虛感。安部在初期的作品之中所以強調內部的空虛（失去目標、未

來展望）及外部的空虛（在現實社會中的疏離狀況）等種種「空虛」的

意象，是企圖表現戰後日本民眾所共同經歷「現實」。戰後的日本人失

去生活目標，也失去對自己國家的信賴，成為沒有立足之地的「沙漠居

民」。 〈魔法粉筆〉的主角亞岡因為得到了魔法粉筆，能將自己的慾望

具體化，而得到了如神般的力量。但是，亞岡這種能將所有慾望實現的

能力僅能存在於夜晚。因此亞岡阻斷陽光，企圖在房間中創造出「永遠

的夜晚」。然而，他卻沒有勇氣完成「充滿各種無限性之世界」的設計

圖。煩惱不已的亞岡在結局中，因在「牆」的內側創造出包含了外部現

實的夏娃，而成為牆的一部份。在外部世界無法肯定自我的亞岡，在內

部世界獲得了神的力量，執著於內部世界的他卻因為無法貫徹所擁有的

力量而導致失敗。 第三節 變身 在初期作品《牆》所收錄的作品中，屢

次出現如童話般，在現實社會中不會發生之事件的描述。不僅是

「牆」，「變身」也是一種安部公房喜歡使用的非現實要素。安部之所

以喜歡使用「變身」的概念，不僅因為超現實主義，同時也受到卡夫卡

的影響。平岡實篤以「幻想小說，在否定現實之下擁護美好的價值，在



本質上是逃避現實的文學。但安部公房的小說並不否定現實。」一語說

明利用「變身」概念的安部小說與幻想小說之間的差異。我們也可以說

安部利用非現實的設定，直視日本戰後的現實。短篇〈手〉的主角傳信

鴿，以「和平鴿」為始，歷經了數次的變身，最後成為子彈，殺了一手

操弄自己命運的主人。傳信鴿超越了階級，由被害者，轉變為左右他人

命運的立場，達成了復仇。這種由「傳信鴿」轉化為「子彈」的變身，

包含了對整體社會的批判意識，也暗示出所有的物質皆能以某種特定手

段（如變身），達到逆轉自身價值的可能。 安部初期的小說反映出作者

當時的政治觀，若考量他創作〈牆─S?卡爾瑪氏〉時，正好進入日本共

產黨之背景，便能很清楚文中卡爾瑪氏的所有物高喊革命的情節所要傳

達的意涵。此一情節，反映出勞動者（卡爾瑪氏的所有物＝無機物質）

抵抗資產階級（卡爾瑪氏）的壓榨，並主張自我權力以求回復主權，這

與馬克斯主義不謀而合。此外，對於安部而言，生物與物質兩者間的關

係，並不存在優越性、絕對性，也並非完全不可取代。安部藉由「變

身」，表現出內部即外部，外部即內部這種渾沌世界出現的可能性。 第

三章 中期作品中封閉社會的意象∼以《砂之女》為中心 與初期作品不

同，此時期作品的焦點，由戰後日本人內心普遍存在的不安，轉變成描

寫現代社會中都市人的封閉狀態，此外，在寫作手法上，也與初期超現

實的手法有所不同。《砂之女》為本時期的代表作，曾獲得日本讀賣文

學獎，譯本包含二十幾種語言，並於 1964 年改編成為電影。諾貝爾獎得

主大江健三郎曾論，「與不斷侵蝕的砂戰鬥的生活，確確實實地把我們

所面臨的命運具體化」可見這部作品與充分反應當時人們面臨的矛盾與

痛苦。 第一節 存在於現實的虛構性 要說《砂之女》是一部非現實的小

說，應該沒有任何評論家會持反論，然而，初期作品中常採用的人類與

動物的變身及人類飛行等童話般的非現實元素，在《砂之女》一書中卻

不曾採用。相反地，在這樣一個以砂為村、超越現實的場景中，所採用

的敘述卻是正確且極盡細緻的科學記述。安部公房在不超脫現實規則的

狀況之下，塑造出超現實的虛構世界。 在安部公房科學的觀點之下，

水、礦物、砂、血液等物質在本質上並沒有絕對性的差異，安部公房並

在描寫砂之時，加入了生理上的感覺。讀者藉由安部描寫砂無止盡地流

洩，落在食物上，包覆著身體，附著於黏膜，使皮膚潰爛，進入嘴巴等

敘述，與主角一同體驗對於砂的嫌惡感。安部利用這種即物性的感覺，

模糊了抽象與具體之間的差異，並使之後出現的非現實的不合理性依循

現實的法則班，構築了作品的空間。 然而，如前所述，這是一部非現實

的小說，村民居住於砂之屋，以策略將主角困於如蟻地獄般的砂穴等舉

動，在在都超越了一般的認知。文中出現與非現實相抗衡的現實之物，

如「戶籍」、「職業」、「稅金」等，在砂這種壓倒性的存在之下，顯

得毫無意義。讀者卻會因為砂這種現實題材所創造出的真實感，將自己

同化於作品的世界之中。 同時期的作品《別人的臉》及後期的作品《箱

男》等，皆有類似的科學記述，這可說是安部公房中期以後作品所使用

的一貫手法。這種轉變是因為初期採用超現實主義的作品雖然奇特，對

一般的讀者來說仍較為難以接受。為了讓一般讀者能仔細玩味自己作品

的意境，於是安部捨棄了奇特的設定，採用與生活緊密結合的題材。這

種即物的、寫實的筆觸構築的一個非日常狀況的世界，卻不會使讀者感



到不協調，且最後都會為作品而著迷。 第二節 如砂般的現實世界 《砂

之女》一文中，砂成為監禁人類的物體，這與初期作品中所出現的廣大

沙漠的意象不同。例如砂穴的設定，就是比喻現代社會中人類的封閉狀

態，以及孤獨的姿態。而砂的部落則是將現代社會的狀況加以抽象化所

得的產物。於文中，砂與水同樣具有「流動性」，其流動性是絕對的，

是否定一切的流動。作品中的砂雖然不停地流動，但男主角卻彷彿陷於

牢籠中，一如現實社會像砂穴般，就有觀念所形成的牢籠不斷地束縛著

人們的生活。讀者藉由男女主角的生活，感受到現代人的疏離狀況，並

無意識地將自己每天的生活與砂穴的生活重疊。安部不但描寫出現代社

會的荒涼，更喚起讀者對於固有模式及現代價值的懷疑。 安部公房除了

敘述砂的荒涼，更進一步指出砂同時具有虛無及創造兩種截然不同的特

質。在《砂之女》尾聲之中出現的「水」，也盼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

水與砂是擁有完全不同特性的物質，水是一切生物所必須的元素，但砂

卻以欠缺所有生物所必須的水的形式下存在，若是將水比喻為生，砂則

是死。然而，文中被監禁於砂穴的主角卻因為發現了蓄水裝置，從砂穴

這個將自己封閉的死的象徵，發現了代表生命的水。於是，砂（沙漠）

成為賦予人類考驗的土地。這種「由死發現生」的公式，成為這個時期

重要的主題。安部公房以即物的觀點徹底地解析如同廢墟般的現實社

會，描寫出由死轉為生的瞬間。 第三節 發現新價值 《砂之女》主角仁

木順平的職業為教師，安部公房之所以選擇教師這種職業，是因為教師

每天持續單調的工作，生活毫無變化，可說是最能代表現代固定社會的

職業。而主角逃離日常單調生活的方式便是在休假日從事採集昆蟲的活

動。就如同收集郵票、愛看漫畫、卡通等以各種方式逃避現實的人一

般，主角選擇以此種方式逃避現實、逃避單調無味的生活。然而，主角

為了脫離日常生活所從事的採集昆蟲活動，卻將他從都市中的這個牢籠

推進另一個牢籠─砂穴，這說明了人類即便脫離了某個固定制度，必定

會再陷入另一種既定模式，這是一種不可擺脫的宿命。人類一旦定居於

某地，成為群體之後，便會衍生出許多有形與無形的規則，一旦背離了

這些規則，即會被集團所疏離。 然而，因為發現了蓄水裝置，使得主角

的命運及觀念產生了急遽的變化。為了修理蓄水裝置，原本一心一意欲

逃離砂穴的主角，卻放棄絕佳的機會，主動回到砂穴。對於主角而言，

在砂穴生活的意義也因蓄水裝置的出現而隨之逆轉。至此，對於主角而

言，真正有價值的並不是從被疏離的環境中逃脫，而是能夠面對自我存

在的現實狀況。然而，回到砂穴的舉動，並不表示主角無條件地肯定現

實，而是因為主角在既定的現實之中，發現了嶄新的價值。我們也可

說，主角因為發現蓄水裝置，使得在砂穴的生活由被害者的立場轉變成

支配者的立場。 主角價值觀的轉換，也表現在「性」上。在連性都被秩

序化加以管理的都市之中，性就好比通勤電車券，一旦要使用，就必須

以打洞機打個洞標示。然而在進入砂穴之後，主角的性慾獲得解放，他

在砂之女身上找到如同「肉食動物的食慾」的性慾。性慾與食慾相同，

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慾望，然而，在制約化的社會之中，性慾被封閉於日

常生活之中。因此，對於安部公房而言，這種性慾的解放，同時也代表

了人類於「社會性」中的解放。 第四章 後期作品中都市人的孤獨與不

安∼以《燃燒的地圖》《箱男》為中心 第一節 都市 「都市─墓地的嘉



年華。濃妝豔抹的廢墟」這是安部公房對於現代都市的描繪。在安部的

思維之中，現代都市非但不是繁榮的象徵，反而是殘破不堪的廢墟。都

市這種現代共同體最大的特徵為人工化及規格化，現代都市中，在我們

面前出現的人事物皆被記號化，不具有現實感（人性）。如同《燃燒的

地圖》中無法顯示住戶個性，僅能以住址辨別的失蹤者之妻所居住的住

宅區般，人類也因名片上或任何可以被替換的頭銜而能在社會上獲得立

足之地。在這種無法辨別自我個性的都市之中，人們迷失了自我。在現

代都市，尤其是東京、紐約等大都會中的人事物，可說是如同條碼般地

以特定情報所組成。情報一旦逸失，即便消失的不是肉體，而是社會性

的記號，人類也等同於不存在於這個世界。 《燃燒的地圖》主題是找尋

失蹤者，然而，在這種人際關係錯綜複雜的都會迷宮中，一旦失蹤者離

開了以記號化組成的機制，偵探便難以追尋。相反的，在錯綜的都市網

路中，與失蹤者同樣找不出存在的證據的「我」，就如同踏上「梅比斯

之環」，也成為失蹤者（喪失記憶者）。 安部公房從早期的作品「沒有

終止的有限」（《終道標》）的概念，轉變成後期「都會─被封閉的無

限」（《燃燒的地圖》），由「逃走」轉化成「失蹤」。安部公房藉由

失蹤，隱喻主角切斷了過去一切的關連，進而邁向嶄新的未來、新的生

命。同樣的思維，我們在《箱男》一書也可見到，在「都會」及「箱

子」兩層的封閉空間的束縛之下，箱男反而找到了通往另外一個世界的

入口。 在農村社會的共同體中，人們相互扶持，在情感的維繫下，共同

生活。隨著都市化的到來，這種生活機制產生驟變，在尚未能分辨新的

都市化機制時，便被強迫適應它，因此人們對於這種生活產生了矛盾及

不安，也衍生出了自我與他者對峙的狀況。然而，安部公房不但不否定

農耕時代的情緒，更要強調並肯定在疏離的狀況下，人類所產生進步的

原動力的價值。 第二節 看與被看 「看的行為充滿愛，然而被看卻叫人

憎恨。」這兩句話，提示了《箱男》所要表達的一個主題。「箱男」之

所以要進入箱子，簡而言之，就是要逃避都市共同體。然而，與以往作

品的消極性不同，箱男的這個行為並不只是將自己封閉於箱子這個封閉

空間，而是以絕佳的手段，積極地找尋解決之道。 在安部的作品中，常

利用「內」與「外」的對立觀念，《箱男》也是其中一例。箱男以特製

的箱子區隔內外，將肉體隱匿於箱中，阻絕了現實世界中的一切事物，

將自己塑造成不會被任何人注意到的「存在」，並以相機般的視角窺視

著外界。箱男使用難與他者辨別的規格化箱子，捨棄了個人的獨特性，

達到了「匿名」的效果。如同盼望「匿名」的箱男想盡辦法不被人所發

現，一般的民眾，也會無意識地排拒箱男存在的事實。因此在看／被看

的公式中，箱男獲得視覺上的優勢，卻也因此失去了在社會上存在的權

利。住在箱子中的行為，就如同在都市的內部失蹤，成為如同高野斗志

美所論「被社會廢棄、一種死去的無機物」。 然而，在「冒牌箱男」出

現後，箱男得到回歸社會的機會。然而，如果要認同「冒牌箱男」的存

在，箱男與冒牌箱男的角色就必須互換，視線的構圖也將逆轉，導致箱

男必須從「看」的立場，轉變成「被看」的危險。在與冒牌箱男對決之

後，箱男遭遇無法自己證明自己存在的危機，如同他自己所言「能確實

證明我繼續生存下去的證據並不存在」，而同時也使得未來充滿了無限

的可能性。 第三節 失蹤 《砂之女》《別人的臉》《燃燒的地圖》被稱



為「失蹤者三部曲」。然而，安部公房在作品裡所要關注的，並不僅止

於失蹤者本身，且包含了與失蹤相關的所有人事物，以及失蹤的過程。

對於《燃燒的地圖》主角「我」而言，失蹤者的地圖是不可或缺的。然

而，失蹤者根室洋的存在證明，無線電通信證書等象徵性的事物，並不

足以成為尋找出根室洋本體的有效線索，再者，在存有許多空白的失蹤

者的地圖與追蹤者「我」的地圖重疊的情況之下，失蹤者與追蹤者的分

界因此消失。這部作品所要表達的意圖之一，或許正如石崎等所論「無

論誰都沒有侵害他人『失蹤』自由的權力。」在這樣追蹤者與失蹤者同

化的描寫之下，安部公房暗示出任何人接有成為失蹤者的可能性。雖然

我們平時都沒有意識到，然而，每個人都如同根室洋一般被社會所疏

離，或許我們現在都已成為候補的失蹤者。 失蹤者這樣的一個設定，不

僅在後期作品中出現，在初期的作品，如〈牆─S?卡爾瑪氏的犯罪〉及

《砂之女》也都曾出現，然而，與〈牆─S?卡爾瑪氏的犯罪〉及《砂之

女》主角出於非自願的失蹤，《燃燒的地圖》的失蹤者是出自於自我的

意志。如武田勝彥氏所論，「在一般常識中，失蹤被認為是消極行為，

事實上，我們不能否認這是一種失蹤者想藉此證明另一個嶄新自我存在

的手段，並因此發現構築新世界與嶄新自我願景的可能性」，而「我」

及「箱男」，皆是以失蹤為手段，離開無法確認自己生存的共同體（都

市），朝向自己所選擇的世界邁進。  

摘要

(英) 

Kobo Abe grew up in Manchuria that where extremely different cultural and 

traditional background from the Japanese Community. From his first novel-The 

Road Sign at the End of the Street, obtaining materials from Manchurian life, the 

themes of his works have always presented the loneliness of modern people and 

the meaning of existence. Kobo Abe indicated that one of the reasons causing the 

loneliness of modern people is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concepts of traditional 

rural community and the notion of modern metropolis. Overall, the features of his 

novels depict the estrangement of modern people. He utilized the techniques 

including transformation, dreamland and disappearance to portray the reality and 

construct the world with allegories. In the first section-”Experiences in 

Manchuria” of chapter Ⅰ-“Undercurrent of Thought” of my dissertation, I 

expounded how did Kobo Abe’s life in Manchuria around World War Ⅱ, as 

Japanese were defeated, influence his later works. In the second section-

“Existentialism and Kafka（Franz Kafka,1883∼1924）”, as compiling the 

related studies, I reexamined how did existentialism and Kafka affect his works. 

In third section, I discussed what kind of influences surrealism, an innovative art 

at the time, did to him. From chapter Ⅱ “Searching For Self-existence, In Early 

Works ~Featuring The Wall” to Chapter Ⅳ “Loneliness and Misgivings Of 

Modern People, In His Later Works ~ Featuring The Ruined Map and The Box 

Man”, I divided the time from 1945 to 1973, Japanese postwar recovery to the 

period of highly economic growth, into three phases to discus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inking and writing skills in his novels. The Wall（1951）；The Woman in 

the Dunes（1962）；The Ruined Map（1967）and The Box Man（1973）are 

leading works. Chapter Ⅱ, featuring The Wall, his early significant work, I 

illustrated how did Kobo Abe use extraordinary techniques of surrealism to seek 



for the self- existence. In chapter Ⅲ, mainly The Woman in the Dunes, I pursued 

Kobo Abe’s thinking track detaching from reality and discovering the brand-

new value. In chapter Ⅳ, The Ruined Map and The Box Man, exploring the 

meaning why does human being live in the city labyrinth, are the primary 

sub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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