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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夏目漱石作品『心』自報紙小說連載的時期起就受

到許多讀者的喜愛。由於報紙連載小說必要的條件是每天要能夠引起讀

者閱讀的欲望，或許是因為這個理由，『心』這部小說被指出具有某些

推理小說的特徵。也就是小說的「真相」＝「先生」的自殺理由（秘

密）於作品的最後才向讀者說明──一般推理小說會採取的寫作形式。

讀者讀到關於「先生」和「Ｋ」因為「小姐」（靜）所產生的糾葛，

「先生」展現出來無名的「寂寞感」，加上所謂「明治精神」喪失，招

致「先生」的死，這幾個要素都具有推理小說的特質。  自大正三年九

月發行『心』的單行本以來，這部作品被更多的讀者反覆閱讀、消費之



下，透過這種閱讀行為，『心』原本被隱藏在深層的構造便逐漸顯現出

來。簡而言之「私」這個人物的存在漸漸受到重視，而將焦點放在

『心』這份「手記」的作者「私」身上，可以發現以往只注重「下 先

生和遺書」或「上 先生與私」的閱讀方式有所疏漏，閱讀作品時會比

以往更重視以「私」的故鄉和「家」為主的「中 雙親與私」這個部

分。 與以「先生」為中心的「上」、「下」不同，「中 私與雙親」

的內容主要描述「私」這個人物的雙親和故鄉的情景。「私」大學畢業

後回到家鄉，「家」中成員有「父」「母」、赴任九州的「兄」和已經

出嫁的「妹」等人。「私」的父親患有嚴重的腎臟病，並且已有死的覺

悟，他和「私」的母親對於「私」順利自大學畢業感到非常的欣慰，也

十分期待「私」未來能夠出人頭地。但是「私」卻對於雙親這種「鄉下

人」的「迂腐」觀念感到厭惡。結果父親本來計畫為「私」舉辦的大學

畢業慶祝宴會由於天皇重病的消息而停辦，最後更傳來天皇駕崩的消

息。日益衰弱的父親在「私」打算再度前往東京之前陷入了病危之中，

接到「先生」遺書的「私」拋下了父親趕赴東京。  如上所述，在「中 

雙親與私」之中，暫時與「先生」的問題作出區隔，主要把焦點放在

「私」的「家」上。因此我們可以說「中 雙親與私」這個部分的主題

是關於「私」故鄉的「家」、與雙親的關係等等。究竟故鄉和「家」對

「私」而言是什麼樣的存在？我們在探討『心』這部手記架構上重要角

色──作者「私」這人物之時，如何解讀「中」這個部分成為不可遺漏

的條件。 對照「中」這個部分所描寫的「家」（故鄉）的問題，我們

可以發現看似與「家」這個主題無關的「上 先生與私」及「下 先生

與遺書」之中也同樣有著「家」的形象。當然，這裡所指的並非如

「私」的「家」一樣由於血緣關係而形成，「上」之中由「先生」「太

太」「私」三人組成「家」，「下」之中由「先生」「Ｋ」「太太」

（靜的母親）「小姐」（靜）組成「家」。本論之中主要探討的就是這

兩個「變異的『家』」，並將「中」的「家」裡的問題放在「上」和

「下」的「家」中作考察。 本論認為「私」的「家」和上述兩個變異

的「家」本身是「看似各自獨立卻又有密不可分關係 」的存在。而各個

「家」的成員間的「家人關係」（或所謂的「擬似的家人關係」）是

『心』這部作品的一個重要的論題，但至今的研究論文之中，鮮少有同

時將三個「家」抽出來探討的研究。因此本論將重新定位「家」在本作

品中的位置，並以「家」的物語來解讀『心』，提供作品論的新嘗試。 

二、研究方法與各章節構成  本論以「私」這個人物為中心，並以「中 

雙親與私」為出發點分析『心』這部作品中──故鄉喪失者的「家」這

個主題。研究方法是一方面參考先行研究的論文，沿著文本做主要的分

析。而「中」這部分的文本分析是以「家」為起點，與「上」和「下」

中變異的兩個「家」做比較對照，描繪出作者夏目漱石筆下的「家」的

形象。目的是要與至今大多強調「伊底帕斯情結」式的解讀 做出區隔，

把焦點放在「家」的組成、以及成員中相互的關係。  在序之中，第一

節先提出本論文的研究動機和目的，第二節的先行研究則是透過俯瞰研

究史的方式，指出近年來以「上」和「下」為中心的近年的研究傾向，

並簡述主要的研究論文概要。一方面闡明「中」部分的重要性，並論述

將『心』這部作品以「家的物語」來解讀的可能性和意義。  第一章



中，首先敘述『心』由新聞連載到單行本出版的過程，以及作品的性

質。並討論隱藏在作品多層次構造中「私」扮演的角色和重要性。並且

以夏目漱石後期三部作中的敬太郎、二郎和「私」這三人的系譜作分

析，再次討論在後期三部作的最後一個作品『心』之中「私」的地位。

以「中 雙親與私」的主要主題「家」延伸到「上」與「下」兩部分，

找出藏在其中變異的兩個「家」，提出本作品的另一個主題「家」。  

在第二章中，先勾勒出在「中 雙親和私」中「私」這人物的具體樣貌

及與生家的關係，論述作為「故鄉」的「家」。再討論「私」背離家鄉

尋求另外的立身之地的理由和過程。  第三章主要以「上 先生與私」

為考察對象，探討對於「先生」和「Ｋ」而言「家」和「故鄉」所代表

的意義，並且分析他們兩人的故鄉喪失。 第四章接續第三章，討論離開

故鄉來到新的地方，尋求令一個新的「故鄉」和「家」的「先生」和

「Ｋ」，描繪出他們尚未參與之前「太太」和「小姐」（靜）兩人的母

女家庭原先的形象。並且分析在兩人入住之後所形成的變異的「家人關

係」是否間接或直接造成這個「家」的崩壞。  第五章中，以「先生」

和靜（後來成為「私」手記中的「太太」）兩人沒有孩子的家庭以及他

們的夫妻關係為主要的考察對象，論述「私」加入後形成了變異的「家

人關係」。最後討論「先生」的自殺理由。  在最終章節裡，將作品裡

出現的五個「家」作一次總整理，進一步探討「家」的繼承者和繼承的

形式，並分析「家」中的女性（尤其是靜）扮演的角色和定位。並敘述

本論文今後可以發展的研究課題和展望。 三、本論摘要 (一) 第一章 

『心』的隱藏構造 報紙連載小說『心』於大正三年四月二十日到八月十

一日以「心 先生的遺書」此一標題同時連載於東京和大阪兩地的『朝

日新聞』。而連載當時身為『朝日新聞』連載小說負責人的夏目漱石在

撰寫『心』這部作品的期間，原先承諾要接續連載『心』下一個作品的

志賀直哉突然婉拒寫作 ，為了防止報紙連載小說欄位的空窗期，夏目漱

石一面尋找並徵詢一些新進作家的接手意願，一面將原先沒有計畫繼續

連載的「心 先生的遺書」盡量地延長。由於在成立時有前述的意外過

程，可以說單行本『心』是一部超乎作者原先預想而增殖的新長篇作

品 。後期三部作『彼岸過迄』以及定位於它的延伸線上的『行人』、

『心』在結構上有幾個類似的特色。第一是「書信」這個元素，其次是

第一人稱敘述者在讀完「書信」後便直接於作品中退場。在『心』這部

作品中，「上」「中」「下」三個部分以「下」的份量最多，在「下」

之中，原本的敘述者「私」被「先生」所取代，敘述對於自己過去的告

白。因此『心』的文本中有兩個看似同等地位的兩個故事，事實上兩個

都是由「私」整理後的「手記」。「手記」作者「私」帶著「先生」的

遺書趕赴東京後，直到撰寫「手記」的時點中間的過程隻字不提，而以

「先生」的遺書作為「手記」的結尾，這種架構也是「私」的安排。在

「手記」中，可以看到許多「私」對過去自己的批判意識，可以解讀為

對於自已和「先生」告白的相似性，以及背叛故鄉的「家」的痛苦體驗

使得「年少無知」已經成長為撰寫「手記」當時的成熟的「私」。 (二) 

第二章 撰寫手記的「私」 第一人稱敘述者「私」是在明治天皇駕崩稍

前一些於大學的鄉下青年 ，年紀大約二十歲前後時，在鎌倉海邊與「先

生」結識，成為經常出入「先生」家的一份子。按照「先生」的遺書來



推算，「先生」當時大約三十三到三十四歲。這位比自己大了十歲以上

的長者，與「私」同樣出身於東京大學的文科，獲得了「私」的敬愛。

經常與「先生」討論問題。相對於此，家鄉的父親對於自己順利於大學

畢業過於欣喜的態度，「私」則顯得不以為然。「私」的父親展現出傳

統日本父親的形象。但對於年輕的「私」而言，家鄉和父親帶著迂腐之

氣，待了一段時間之後心中仍會產生莫名的欠缺和不滿足感。「私」故

鄉的「家」的崩壞本身最主要的原因是父親的過世後沒有人繼承

「家」。但是另一方面分析「私」的離家原因，可以分為推力和拉力。

受過高等教育的「私」獲得了新的知識，若想要利用這些學問知識來立

身，必須要到都會尋求機會。因此，讓子女受良好的高等教育 原本是父

親愛的表現，卻反而由於這個原因間接成為兒子離家的推力。這個情況

於「私」和遠赴九州工作的兄長身上都顯現出來。在拉力方面，來自

「先生」的消息可以說是讓「私」離家的最直接原因。「私」畢業返鄉

後在家鄉居住的期間，寫了幾次信給「先生」，第一次寫信給「先生」

道謝時意外的收到了回信。他開始期待收到「先生」的回應，卻幾乎沒

有再收到來信。在等待的期間心情上有焦躁不安的感覺。直到乃木希典

將軍殉死的新聞傳遍日本全國各地，「私」收到「先生」的電報表示想

要與自己見一面。但這時正逢父親病重，「私」不得已只好發電報告知

「先生」自己無法前往。這個部分的描述中可以看到「私」對於「先

生」的期待和渴望。對於「私」而言，最後收到來自「先生」的遺書時

心中強烈的震撼和不解將他拉離家鄉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 (三) 第三章 

「先生」和「Ｋ」 在『心』這部作品中最廣為人所熟知的就是「先生」

和他所寫下的書信，也就是「遺書」。他在信中告白關於自己的過去，

並希望能將自己的經驗提供給「私」這位青年參考。「先生」的生家本

是擁有相當龐大財富的資產家。雙親相繼去世後叔父一家的來到和叔父

後來的惡劣行為造成了「先生」個性的巨變，產生對人的不信任。事實

上叔父取得「先生」「家」財產的行為不能夠完全歸咎於人性的「貪

婪」，一方面也必須考慮到叔父身為弟弟不如「先生」的父親能夠繼承

家產 ，對於曾當過政治家的叔父而言，人生需要靠著奮鬥才能有所收

穫，在各方面設法取得更優渥的條件是叔父在當時社會制度和背景下所

學到的本能。「Ｋ」與「先生」的叔父相同，雖然生家並不富有，仍然

無法獲得繼承的權利。「先生」和同鄉的「Ｋ」是從小到大的朋友。其

父為世代傳承的真宗寺的住持。真宗寺的生長背景對於「Ｋ」有很大的

影響，讓他不時地追求「精進」的生活。而中學時代進入醫生的「家」

成為養子 ，在養家時他仍然展現出固執和倔強的性格。「先生」的離家

有兩個因素： 1. 雙親相繼去世，家產由叔父接手管理 2. 發覺叔父夫妻

希望透過自己與堂妹的婚姻取得財產 「Ｋ」離家的兩個因素： 1. 被送

到養家當養子，接受養家經濟的援助到東京唸書 2. 違背養家安排的道

路，同時被養家和生家斷絕關係 「先生」和「Ｋ」兩人的離家，除了與

親人斷緣（「先生」雙親過世也可以看作是一種斷緣）之外都和金錢有

極大的關係。「先生」在遺書裡敘述由於叔父的行為，使自己由年幼無

知孩子般的天真，轉變為擁有猜疑雙眼的人。而「Ｋ」也在獨自過了一

年半左右孤立無援的困境中，由於體力和精神上的疲累導致幾近精神衰

弱，因此放下了高傲的身段接受「先生」這個好友的金錢援助。當時



「Ｋ」心中或許天真的相信與「先生」雖然出身於完全不同的階層，但

透過接受同樣的高等教育在身分上有平等的可能性 。卻沒有料想到在接

受「先生」金錢的同時，他與「先生」在地位和權力關係上有了更大的

差距。 (四) 第四章 寡婦的「家」──變異的「家」其一 「太太」乃

是出身於「鳥取」的軍人的未亡人，本身生於東京市之谷。初次見到帶

著變賣家產換得金錢上京的「先生」時，著眼在他戴著「大學制帽」，

並且當下就接受了「先生」的入住。「太太」雖然身為女性卻有支撐著

整個「家」的風範。而她對東京地理的熟悉更令「先生」折服敬佩。直

到後來「先生」發覺「太太」有了與叔父類似的行為，想要讓自己與靜

結婚取得更好的經濟環境。在「先生」眼中這位身為家長的「太太」才

瞬間顯出其狡詐的面相。而未亡人「太太」的獨生女──靜，在「先

生」尚未與她見面之前便對她有許多的猜測。但是一旦見面認識後，發

覺她不過是極為「普通」又無知的平凡女孩。靜是即將自女子學校畢業

的女性，根據「Ｋ」的形容也是認為她只是個懵懵懂懂就畢業的普通女

子。但是關於靜的容貌方面，幾乎所有的相關描寫都是形容她的容貌相

當美麗是超乎平凡女性的美人。這一點與後來靜成為「先生」妻子之後

給予「私」的印象有相當大的出入 。「先生」在這個家中分租了「最好

的房間」，這一點可以看出他擁有的經濟能力在此處也有發揮的空間，

更可說是取代了原本無形的「家長」──「太太」死去的軍人丈夫 。年

輕的「先生」和「Ｋ」在這裡體驗了戀愛。「先生」本來對於靜經常能

夠自在的出入年輕男性的房間這一點有所警戒。認為她與「太太」一樣

是個工於心計的「策略家」，想要與自己結婚取得財產。但是隨著相處

時間漸長，一方面對於「太太」的反感日益增加，另一方面自己卻不知

不覺對於靜產生了愛慕之情。這樣的矛盾讓「先生」有所猶豫而無法對

靜告白。也埋下日後自己背叛「Ｋ」而造成悲劇的原因。最終沒有金錢

力量支持的「Ｋ」，在這個「家」中也只能當作永遠的次男，無形中成

為「先生」和靜（及「太太」）利用的棋子，也成為這個「家」中多餘

的成員。在始終無法擁有屬於自己的立身場所而充滿絕望的情境逼退之

下，或許就是「Ｋ」選擇自己結束生命的最大原因。 (五) 第五章 沒有

孩子的「家」──變異的「家」其二 「Ｋ」死後不久，「家」中的勝利

者──「先生」便與靜結婚，順理成章的成為真正的家長。但是他和靜

的婚姻生活中始終有著揮之不去的暗影籠罩。「先生」並將始終無法擁

有孩子這點歸咎於是一種上天的懲罰。暗示著自己背叛了最好朋友這個

罪不被原諒。自新婚開始，「先生」就經常到「Ｋ」的墳墓所在地去。

無論是否被罪惡感所驅使，他認為「Ｋ」所帶來的陰影如影隨行的跟著

他和靜夫妻兩人。但是靜卻不能理解。因此「先生」與自己的妻子靜兩

人有了隔閡。也暗示著兩人一直無子嗣的真正原因 。直到「私」的出

現，為這個「家」帶來新的活力。始終以猜疑的眼神看著世間的「先

生」接觸了「私」的率直和熱情後，逐漸敞開了自己的內心。但是年輕

的「私」敏銳的觀察到「先生」的陰影，透過靜的少許說明，更想進一

步了解背後的真相。這種好奇心間接的造成了整個「家」的崩解。「先

生」覺悟到自己背負的秘密有了暴露的一天，他向「私」說明並約好自

己一定會將過去所有的事情都告訴「私」。「先生」的告白和自殺成為

這個「家」崩解最直接的原因。 四、結語 (一)『心』作品中的五個



「家」 經過上述的考察與分析，由最後的結論來看，在『心』之中一共

描述了五個「家」（包括象徵性的變異的「家」）。根據作品中的登場

順序可排列如下。 １「先生」和靜的「家」 ２「私」故鄉的「家」 ３

「先生」故鄉的「家」 ４「Ｋ」故鄉的「家」 ５「太太」和靜的

「家」  而按照故事中時間的順序而言，在「先生」的「遺書」中，也

就是作品『心』的「下」之中出現的３４５的「家」先出現。３和４是

「先生」和「Ｋ」的生家，而５原本是「太太」和靜母女兩人的

「家」，但在「先生」和「Ｋ」進入寄宿之後便形成了另一個變則的

「家」。３的「先生」的生家擁有可觀的財富，屬於資產家的「家」，

這個「家」的成員本來有雙親和獨子也就是「先生」這三人，但雙親相

繼因傷寒去世。「先生」的叔父一家人因此進入這個只剩下「先生」一

個人的「家」，並管理其財產。後來由於叔父未經告知私用金錢的情況

被發現，「先生」處分了剩餘的家產，造成這個「家」的崩壞。 ４

「Ｋ」的生家，相對於資產家３「先生」的「家」，是真宗寺住持的

「家」，在經濟上不如３的「家」如此富裕。且「Ｋ」之上還有一位兄

長，因此「Ｋ」並無繼承「家」的權利。身為次男的「Ｋ」，一方面由

於就學費用等經濟上的問題，從中學時代起便被送到養家當養子。但是

「Ｋ」違背了養家的期望，拒絕進入醫科就讀，被養家解除收養關係，

和生家也斷絕了關係。「Ｋ」同時與兩個「家」都絕緣。 得知叔父私

用家產的意圖後，「先生」當下便處分了生家的剩餘產業，並且離開家

鄉。之後，「先生」在東京與同時被生家和養家斷絕親緣的「Ｋ」進入

５下宿的「家」中開始共同生活。５的「家」本來是「太太」和獨生女

靜的「家」。「太太」的亡夫生前從事軍職，遠本夫妻和獨生女靜三個

人住在有馬廄的寬闊宅邸中生活。但在丈夫死後這個「家」失去了經濟

的來源，因此「太太」將原來的豪宅變賣，與靜兩人搬到位於傳通院附

近的「家」相依為命。並且分租房間給學生，仰賴所得的金錢維持母女

兩人的生計。  由上述的情節可知，３４５的「家」之所以會發生巨

變，都是由於經濟上的因素造成。在３「先生」的生家中，已故雙親擁

有可觀的資產，招來了叔父的邪念甚至想藉由將自己女兒嫁給「先生」

的方式取得所有財產，使這個「家」崩解。而相對於此，４和５的

「家」則分別由於經濟上的理由，使身為次男的「Ｋ」失去「家」，也

使得將房間分租給「先生」和「Ｋ」的母女家庭之中發生了可怕的慘

劇。我們可以說，這三個「家」裡所發生的悲劇中，皆有金錢問題的影

響存在。若順著『心』故事的時間軸發展順序，１２的「家」形成時間

應是在３４５後的故事世界之後。 １是在「Ｋ」自殺後成立的「家」，

也是「先生」和靜以及「太太」共同居住的「家」。在「太太」因病去

世後，成為只有「先生」和靜夫妻兩人沒有小孩的「家」。在「私」加

入之後，三個人形成了一種近似家人關係的新關係。也就是和５的

「家」一樣成為一個變異的「家」，而在沒有小孩這一點上，也正巧與

「Ｋ」的養家擁有相近的條件。「Ｋ」的養家因為沒有可以繼承的孩子

而與「Ｋ」結成類似契約的親子關係，欲藉此解決家業繼承的問題。不

料，「Ｋ」違背養家安排的生涯規劃（成為醫生繼承家業），讓這樣的

親子關係消失。而同樣沒有孩子的１的「家」中，「私」的加入彷彿使

得「先生」在思想上有了繼承的後繼人選，但是生於新時代的「私」卻



無法徹底繼承「先生」所堅持的「明治精神」。 由上述兩個例子我們或

許可以說，『心』是一個描述過去繼承制度破綻的故事。「私」的生家

２之中，雖然有雙親和具有血緣關係的兄妹三人（也就是「私」、兄、

妹）等，共五人。但是實際上「私」在東京就學，兄在九州工作，而妹

也嫁到很遠的地方，因此在「家」中的只有「私」的年邁雙親兩人而

已。這個位於鄉下地方的「家」中也擁有相當程度的財產，但是無論

「私」或是兄都毫無繼承「家」的意願。雖然文本中未加描述，但這個

２的「家」恐怕最後也難逃瓦解的命運。２的「家」與３４的「家」不

同的是，其瓦解並非由於金錢問題所導致。取而代之的問題是鄉下青年

（「私」）嚮往都會生活的時代性問題。２的「家」也同樣可以視為描

述繼承制度破綻的一個例子。 (二)由金錢問題和繼承問題來探討作品中

三個男性 如前面所述，金錢問題和繼承問題在『心』這部作品中站了相

當重要的地位。接下來針對作品中登場的三位主要的男性人物──「先

生」、「Ｋ」、「私」本身的金錢問題和他們所屬的「家」中面臨的繼

承問題，作進一步的探討。以下針對三人有較批判性的論點。 1.「Ｋ」  

身為真宗寺次男的「Ｋ」由於生母早逝，自幼年時開始便是由繼母所養

育長大。雖然作品中未明確地描述這方面的問題，我們仍可以推論這種

背景所代表出來與血親之間稀薄的關係，對於「Ｋ」的整個人生和後來

的發展不可不說是有相當大的影響。而「Ｋ」後來因為經濟上的理由被

送到養家當養子，也培養出他超乎常人的獨立性格，同時，這個事件帶

給他在精神層面上的傷害更是不難想像。 由於「Ｋ」的獨立和叛逆性

格使他總是秉持克己求道的人生觀，而他違背養家的行為可以看作是他

想要被逐出養家回到生家的一種表現。「Ｋ」的性格中，一方面拒絕人

們，另一方面卻尋求人們給自己歸屬的矛盾部分，最終使得他對於靜的

愛慕之情導向自殺的悲劇結果。在作品中心中最渴求愛的人物正是

「Ｋ」。 在生家時，他已經明白覺悟了自己沒有繼承權的事實，在養

家又決心要走向自己選擇的道路因而被切斷經濟來源的「Ｋ」，在遭遇

現實問題而經濟窮困之際，接受了「先生」友情的招喚，在「先生」代

為支付費用的情況下，與「先生」一起住進了「太太」和靜分租出來的

房子裡開始共同生活。這一段可以看出「Ｋ」對「先生」表現出的依賴

性以及他對「先生」友情的信任。在寄宿的日子裡，「Ｋ」逐漸對於他

人卸下心防，短暫地夢想成為「家長」，也因此當他被「先生」背叛之

後夢的破碎令他自己結束自己的生命。「Ｋ」的悲劇或許來自於他無法

絕對地、徹底地阻絕自己對於金錢和繼承的渴望。 2.「先生」  與

「Ｋ」成為對照的「先生」，在金錢上沒有後顧之憂，且從小備受寵愛

地長大。因此他並不如「Ｋ」一般擁有早熟的性格。雙親過世後，「先

生」對於金錢仍然沒有什麼太大的概念和關注，但是在經歷了叔父的私

心背叛後，造成「先生」對金錢的恐懼，也深刻地明白了金錢的力量。

其反效果則是讓「先生」對金錢開始有異於常人的敏感性。  「先生」

入住「太太」與靜的家中時，也是由於金錢的力量讓他得到母女兩人親

切溫暖的對待。對於失去一家經濟支柱的母女兩人而言，「先生」不僅

品行良好，並且擁有自己可以自由使用的金錢，是最佳的房客人選。但

即便僅僅是如此，母女兩人已經招來「先生」不信任及懷疑的眼光。雖

說與靜結婚，順勢成為一家之主這件事對於「先生」而言並沒有什麼不



好，但若是掉入母女兩人安排的計畫（陷阱），則是「先生」自尊無法

允許的。 在這種局勢下，「Ｋ」加入了這個「家」。如同本論中所

述，「先生」、「Ｋ」、靜的三角關係，對「Ｋ」而言必然象徵著爭奪

家長地位的戰爭。就結果而言，是「先生」獲得勝利攀上了家長的地

位，但另一方面，「先生」沒預料到自己會在無形之中繼承了「Ｋ」的

一些部分。也就是對人（包括自己）徹底的不信任。 因此，即使「先

生」已經獲得「家長」的地位，仍無法隨心所欲的行使自己的權力。眼

看憑藉著他自己一個人的力量（或說是和靜兩個人的力量）無法淨化來

自「Ｋ」地詛咒（「先生」所繼承的對人的不信任），這時「私」出現

了。 究竟對於「先生」而言，「私」扮演著什麼樣的腳色？「私」的

到來，繼承了「Ｋ」留在「先生」身上的詛咒，並在新的時代中將之淨

化。 3.「私」  無論是「先生」還是生家，都需要「私」這個腳色來繼

承，因而相互拉扯。「先生」這方面而言，「私」自己主動希望成為他

的繼承者﹔且由最後的結果來看，「先生」本身也希望由「私」來繼承

自己。在「先生」與生家之中不得不產生徬徨的「私」，最後選擇了繼

承「先生」甚至拋下了臨終的父親，使「私」背負著無法抹滅的罪惡感

和遺憾。這也是「私」最後著手寫下手記的動機。「私」撰寫手記，與

「先生」給他的信具有相同意義──兩人都希望能藉由「寫作」這樣的

行為來淨化自己的過去（罪惡）。但對「私」而言，拋下病危的父親選

擇坐上往東京的火車，是當時不得不作出的選擇。但是在幾年後，

「私」對於自己看了「先生」「遺書」的前幾行後，衝動地趕赴東京的

行為有所反省，自然感到後悔。由於自身選擇的行動，使自己無意中繼

承了「先生」和「Ｋ」兩人的故鄉喪失這種「負面」的遺產。這成為

「私」寫下『心』這份手記的主要動機。 (三)「家」中的女性  『心』

這部作品中，尚存有許多未解的謎題。而其中不得不加以討論的問題就

是：靜在「先生」死後究竟會過著怎樣的人生？ 在『心』之中登場的

大多數女性，基本上都是為了男性所生，並受到男性保護的存在。例如

「私」的妹妹，一但出嫁之後就無法輕易的回到自己的娘家。甚至父親

病危時，也因為正在懷孕中而由她的丈夫代替她來探望父親。「私」的

母親也無法支撐「家」的存續，只能算是依附著父親的存在。因此，

「私」和兄必然需要有一方在父親過世後負責照顧母親。另一個例子是

「先生」的堂妹（父親弟弟的女兒）被用來當作男性（叔父）換取經濟

資產的工具。這幾個例子都可以看出作品中女性從屬於男性的地位。結

婚前的靜也一樣，女性被教育成將來與經濟條件優渥的男性結婚，成為

「家」中的女性，以輔助支持家長（男性）為人生目的。  但是靜的母

親──也就是軍人未亡人身分的「太太」，跳脫了女性總是被保護的框

架，成為女兒（靜）和自己兩人的「家」的家長。「太太」在丈夫死

後，變賣「宅邸」帶著女兒靜移住到現在的房子，並將多餘房間分租出

去，成為維持母女兩人生活的主要的經濟來源。「太太」的積極令「先

生」起疑心，但同時也展現了她身為家長考慮女兒未來的行動。 接

著，「太太」的下個世代女性──靜又是如何呢？在「先生」去世之

前，靜依序受到身為軍人的父親、未亡人的母親和「先生」的保護，為

附屬的腳色定位。但如同本論中曾經提及，靜生於新的時代。透過明治

民法的修訂，在「先生」死後靜可能可以繼承絕大部分的財產，因此即



便由法律角度上來看，她也充分擁有獨立生活的經濟條件 。從這一點來

探討，靜可以說是繼承了「太太」的「自立」這份遺產。「先生」和

「私」的父親，了解到明治天皇的駕崩代表了明治這個屬於自己的年代

的結束，且與自己的死相重疊。但是對於「先生」死後成為未亡人的靜

而言，在國家這個「家」中扮演「家長」地位的明治天皇的死，或許可

看成是讓她擁有自立機會的新時代的開端。閱讀『心』這部多重環形構

造的經典作品時，仍可以發現各種不同的面相和角度。筆者尤其認為在

本論以「家」這個主題分析之後引導出來男女性別上的差異和定位問題

有進一步討論的空間，希望今後能帶入其他夏目漱石的相關作品，在更

寬闊的視野之下深入討論這個問題。  

摘要

(英) 

The main focus of this thesis is the character WATAKUSHI in 

NATSUMESOSEKI’s masterpiece “KOKORO” This thesis is based on the 

second part of the book named “CHYU” which describes WATAKUSHI’s 

interaction with his parents, and the major purpose is to discuss the “home” 

theme in this masterpiece. Literature review reveals that related studies of 

“KOKORO” in recent years were focused on the first and third part of the 

work. The author of this thesis looked into the publication, background and the 

nature of the content to inspect the position and importance of WATAKUSHI 

under the multi-layers of the masterpiece. At the same time, the author made the 

symbolized “home” image in the work the center of this study.The second part 

of the work describ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私 and his family. The readers can 

conceive the concept which “hometown” equals “home” in the masterpiece. 

In addition, the reason that SENSEI and K’s leaving home (leaving their 

hometown behind) in the second part of the work is financial problem. The ideal 

image of “home” for each of them was derived from analyzing their reasons of 

leaving.During SENSEI and K’s inhabitation, the feminine family originally 

formed by the daughter SHIZU and the mother OKUSAN has transformed into a 

mutation home which has no ties of blood. In this thesis, their unique relationship 

and the last straw which leads to collapse were discussed. After the death of K 

and OKUSAN, SENSEI and SHIZU formed a family with only a couple. Their 

relationship also changed after WATAKUSHI lived with them. The second 

mutation home in this study is the one which is constituted by three people, 

WATAKUSHI, SENSEI and SHIZU. The inheritance problem in each family in 

NATSUMESOSEKI’s masterpiece “KOKORO” are traditionally from father 

to son. However, the fifth mutation home seems to imply that the female character 

SHIZU is the inheritance. In the work “KOKORO”, what is the role of female 

characters in the home? The study of sex issue would be a good topic in fu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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