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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中) 

摘 要 本論文由「宗教與文學互為主體」出發，先就文本有層次地加以梳

理，歸納出遠藤文學中的宗教議題，再透過遠藤個人的「孤獨處境」，運

用詮釋學「視域融合」（fusion of horizons）的概念，進入遠藤及文本所標

的的時空中，讓自己與遠藤的「視域」相互交疊成一種詮釋的「張力」

（tension），而後再以遠藤「凝視人」的眼，重返「聖與俗」、「神與

人」、「一神與泛神」、「罪與救贖」……交織的作品中，探究遠藤周作

由「原罪意識」的自覺走向「與神聖會遇」的歷程。 筆者以遠藤周作及其

宗教文學為研究，最主要的原因是被譽為（同時亦自稱）「天主教作家」

的遠藤周作在日本宗教文學界有其指標性的意義：一方面遠藤不僅是理性

或表象式地「處理」宗教議題，更不是以文學來「服務」宗教，而是如實

點出身為天主教作家的自己如何擺盪於一神與泛神信仰中，並以宗教慧眼

省思「人」與「超越界」之間的關係；另一方面，雖然，「戰後派作家」

的作品不乏基督宗教的相關主題，但遠藤周作獨樹一格地將筆觸由心理意

識層面深化到潛意識或無意識的「原罪意識探討」，在惡主題與罪意識交

織的創作中巧妙地納入「母性宗教觀」，形塑個人密契經驗所體會的「人

生同伴者－基督的變容」，進而為日本近代基督宗教文學開啟了新領域。 

因此，宗教與文學跨學科研究的可開展性更為朗然；惟，研究者個人的學

習背景、關注的面向、視野的廣度……等對於本論文的論述仍有不足；因

此筆者將本論文定位為「遠藤周作宗教文學」跨領域研究的叩門之論，對

於諸多問題雖已盡己所能地提出討論或回應，但其中仍有不足之處有待前

輩後賢的修正與再探討，筆者個人亦將本論文視為多元對話的起點，期盼

這是開端……遠藤周作宗教文學研究的開端！  

摘

要

(英) 

Abstract This dissertation focuses on Endo Shusaku’s historical and literary works 

and is analyzed through the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n religion and literature. In the 

thesis, the researcher attempts to conclude the religious perspectives in Endo’s 

literary works and enter into the spaces that Endo has stated in his works for sharing 

the viewpoints of Endo and seeking the tension to establish the best interpretation of 

the text by experiencing the feelings of solitude and practicing the conception of 

“fusion of horizons”. Further more, by the Gaze of Endo, reviewing the subjects 

of “The sacred and The profane”, “God and Human”, “Unitarianism and 

Pantheism” and “Sin and Salvation” will be helpful to discuss the track that 

Endo has experienced from the self-conscious of “consciousness of original sin” 

to “divine encounter” and the interpretations concerning “people and the hidden 

traces of God in their soul” mentioned in his works. Endo Shusaku called himself 

and is also recognized both in Japan and abroad as a “Catholic writer”. There are 

two mainly reasons why studying Endo’s works is meaningful to the study of 

religious literature in Japan. Firstly, as a Catholic writer, he states clearly that how he 

experienced within himself the attitude toward faith, to believe in God 



(Unitarianism) or to convert to Pantheism, and reflect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human and transcendence through his religious perspectives, rather than 

“conducts” the religious perspectives rationally and externally or let literature to 

“serve” religion. Secondly, although there are some postwar Christian writers in 

Japan, Endo is very different from others. He goes beyond the psychological 

depiction of his characters to reveal the “consciousness of original sin” under 

their sub consciousness or unconsciousness, brings the theme of “Religious 

Perspective of Motherhood” into the texts expertly, shapes the interpreters into 

personal mystical experience “The Christ’s redemption transfigure will 

accompanies and comforts people”, and develops a new field for recent Christian 

religious literature in Japan. Nevertheless, due to the limit of intellectual background 

and viewpoint, some of my interpretations might not be complete and accurate. With 

this dissertation, the researcher would like to offer the future researchers a quick 

glance at the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of Endo Shusaku’s Religious Literature” 

for similar research in other sectors or for more specific in-depth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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