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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的魅惑想像 

                 －日本作家的殖民地書寫 

                          劉向仁 

                       

                          摘要 

陳映真在＜原鄉的失落＞中把殖民地文學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殖民者的文學，包

括君臨殖民地的一些探險家、旅行家等，描寫當地民俗風光的作品，陳映真稱之

為帶著「人種和文化上的優越意識」而寫的作品；第二類是當地人在受了殖民教

育之後，以殖民者的新語言寫出，受殖民者肯定的作品，陳映真稱之為「看不見

他自己民族的立場，從而拒絕與自己的民族認同」的文學；第三類才是殖民地作

家在去除殖民主的語言文化影響之後，呈現其本土（獨立的）文化傳統的作品，

陳映真稱之為「以摯熱的愛．．．揭發那殘破和落後」的「積極介入」的文學。 

    近幾年日治時期文學研究已成顯學，上述的第二類及第三類，不論是類型研

究、個人研究或是主題研究，不乏相關的專書與論文，唯獨第一類的作品，也就

是當時的殖民者的台灣書寫，只看到一些零星單篇的研究，未見深入的挖掘，探

討，殊為可惜。 

    本文試圖以幾篇日治時期殖民者的台灣書寫，透過文化探索的角度，窺探殖

民者眼中的台灣呈現何種風貌？在書寫者心中台灣如何被想像，在這些書寫中帝

國的思維又是如何表現？權力與慾望如何滲透到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互動模式

中？ 

關鍵詞：空間、後殖民、日治時期、佐藤春夫 

 

一、前言 

    薩依德在《文化與帝國主義》中，以 19、20 世紀的小說做為分析的對象，

透都會與殖民地的空間對位思考，重新釐清彼此交錯、重疊的多重歷史。在＜導

論＞中薩伊德援引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小說《諾斯托洛摩》（Nostromo）

為例子，說明權力修辭如何隱現在帝國小說的敘事當中： 

 

      既然權力的修辭被配置在一個帝國的場景時，一切就會輕易地產生一種仁     

      慈的幻覺。然而，這種修辭法最可詛咒的特質是它過去不只一次地被使   

      用……英國人、法國人、比利時人、日本人、俄羅斯人，和現在的美國人 

      所經常不斷地反覆著。
1
 

                                                 
 經國學院通識中心講師 
1引見 Edward W.Said 著，蔡源林譯《文化與帝國主義》（台北：立緒，2003.10）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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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依德將焦點集中在個別作品，他相信每一位作者深深地置身於他們社會的歷史

脈絡之中，在不同程度上被其歷史和社會經驗所形塑，當然，這些作者也同時形

塑了後者。康拉德的小說宛如一個帝國主義的原型，典型的論述是：帝國是意義

與生命的源頭；殖民地則是落後與腐敗的黑暗世界。 

    不僅是康拉德，舉凡珍‧奧斯汀（Jane Austen）、亨利‧詹姆士（Henry James）、

約瑟夫·魯德亞德·吉卜齡（Joseph Rudyard Kipling）、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在他們的小說中，「帝國」永遠是一個重要的場景，對於小說與帝國這

種共謀關係，薩依德說： 

 

      在所有主要的文學形式中，小說是最近出現的，其形成最有資料可考，也  

      是最西方式的文學體裁，其社會權威的規範性模式是最高度結構式的；帝 

      國主義和小說相互護持，其程度之深，使我認為若要以某種方式閱讀小 

      說，卻不去處理帝國主義，本是不可能的。
2
 

 

薩依德的帝國論述，大致上以 19、20 世紀的英國小說為文本，以同樣的美學形

式，連結東方的帝國主義，日本人以殖民者的眼光書寫的台灣，又是如何浮現於

日本的地表？對日本人的日常生活、社會現況以及心理機制又會產生怎樣的影

響？本文試圖透過幾篇日本作家的台灣書寫，呈現與帝國相關的議題。 

 

二、慾望的投射 

1895 年日本占領台灣，成為明治維新政權的第一個殖民地。初期日本人有

關台灣的論述，多出自軍人、探險家或人類學者之手。此後許多文學作家也將台

灣納入寫作的題材當中。然而除了森鷗外親自來過台灣之外，大多數的作者並沒

有實際的經驗，於是台灣成了一種欲望的想像，既是采風獵奇的陌生異域，也可

能成為失意青年另起爐灶的新天地。帝國不僅開疆闢土，創造出海外遼闊的新生

地，帶來更多的物產與財富；同時也深入作家的創作意識，開拓出具有異國情調

的文學素材，並且不能避免地成為帝國敘事的一部分。                                                                   

    鈴木彥次郎的 ＜和影像對話＞敘述一個不得志的畫家，無所事事的在街頭

徘徊，無意間跟著一個中學生來到電影院的門口，電影中的女主角是熟識的友

人，於是透過一場虛擬的對話，失意的畫家豁然開朗，重新找回了自信。 

    整篇小說的情節時間從晚上七點開始，「我」 跟隨中學生看了一場電影，大

約三四個小時。在這麼短暫的時間裡「我」自然是不可能到台灣去，因此，台灣

只是「我」的慾望的投射，首先在第 2 節的對話中出現： 

 

     「去台灣吧。」     

                                                 
2 同註 1，頁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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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日子比較好過。我們要一起生活，住東京太辛苦了。」 

      …… 

     「都是為了我。」 

     「也許吧。不過，那不是重點。去台灣吧。月薪是內地的兩倍。教教中學     

     生，天真地親近大自然，親近南國富饒的大自然。」 

 

剛結婚時的「我」受到了生活的壓迫，不得已選擇到台灣去，但充滿了落寞感， 

內心想的是：「去台灣的話，有好日子過，也能替八枝子買件像樣的毛織薄和服。

但是我的畫要怎麼辦？」 

    然而，真的是如此嗎？到台灣去真的是一個穩當的選擇嗎？實際上「我」 也

沒有十足的把握，「我」也只是收到在台灣總督府工作的叔叔寫來的一封信，詢

問有沒有到台灣當繪畫課老師的意願。想到未來可能會去台灣，「我」的心「燃

燒不起來。」、「寧可留在東京，而不願意逃走。」 

    相對於東京，台灣成了一個逃避現實的場域，八枝子是「我」的妻子，在第

3 節裡，敘述八枝子之所以爽快地答應了台灣之行，是因為「新田和瀨峰都在報

紙上出盡鋒頭，而我卻乏善可陳。」 善解人意的妻子也不希望丈夫為難吧！ 

    對於台灣的描述，除了如上第 2、3 兩小節之外，一直要到小說最後的第 9

節才再度出現。從第 4 節到第 8 節，可說是全篇最重要的轉折，「我」隨著中學

生來到一了間戲院，進入闃黑的戲院宛如墜入了一個異度空間，電影中出現的女

主角是「我」過去熟識的友人，接下來的情節也就是本篇小說標題強調的「和影

像對話」，也就是「我」和電影女主角邦子的虛擬對話，這些對話顯然是「我」

的自問自答，透過這些對答，「我」釐清了一些概念，邦子說的話，實際上正是

「我」的下意識的想法，例如邦子說： 

 

      嗯，也許你說得沒錯。不過，你也前也畫畫嘛。只要是五官端正的臉，你   

      就覺得有美感。其實一直在畫西畫的人，應該早就明白，不反映出感情是   

      美不起來的。站在第一線上，不能沒有新鮮感，全身充滿了嶄新的、堅強 

      的精神，才是年輕的可貴之處，不是嗎？任何事都要趕快動手做，勇敢地 

      完成。猶豫不決最要不得，就怕會退縮，封閉的心很可怕。 

 

    在這段話中，邦子談到了美感經驗中的「感情」，其次提到了一種態度，也

就是勇敢果決，不要封閉自我。而「我」沉積已久的困惑，因為這一場對話，豁

然開朗。然而就這場對話的內容而言，實際上並無特別發人深省之處，作為全篇

最重要的轉折，略嫌薄弱了些。不過先略過這部分，回到「台灣」的課題。  

    因為這場虛擬對話，「我」找回了自信，於是到了最後的第 9 節，「我」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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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行下了決定： 

 

       我才不去台灣。過年後，我要和八枝子在東京過快樂的生活。看！晴朗       

       的夜空，美麗的星光。剩下的炸豬排給狗吃吧。…… 

 

「台灣」在整篇小說中，是個物資充盈、可以跳脫現實生活的地方；而「東京」

卻是「我」可以發揮所長的地方，相對於物質性的台灣，東京則代表了靈性的精

神生活，作者引用了法國歌劇作家奧芬巴哈（Jacques Offenbach）的《天國與地

獄》，或許正投射出東京和台灣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吧！   

 

三、破滅的想像  

    ＜和影像對話＞中的作者或故事中的主人翁都沒有到過台灣，小說中的情節

對台灣也沒有深入的描述，如同上節的敘述，「台灣」在這類小說中，只是一個

象徵性的存在，在整篇小說中完全無足輕重。  

    林芙美子＜在殖民地邂逅的女人＞就不一樣了，作者不但親自到過台灣，小

說也是以台灣為背景。故事敘述作家「我」在旅館中遇到了一位來自日本的女服

務生阿葉姊，兩人經過簡單的交談，「我」得知阿葉姊坎坷的遭遇。離開旅館時，

阿葉姊請託「我」帶一封書信給東京的丈夫。 

    如果＜和影像對話＞描述的是對殖民地的夢想和期待，那麼＜在殖民地邂逅

的女人＞顯然也回應了部分的看法。 

    ＜在殖民地邂逅的女人＞中的敘述者「我」是位作家，演講完後回到旅社， 

遇見三十五、六歲的女服務生。走廊上掛著鳥籠，裡面的九官鳥叫著「阿葉姊」。

第一節描述「我」與「阿葉姊」的初遇，文筆輕盈靈巧，鋪滿了象徵宗主國與殖

民地的小事物，例如：公會堂、人力車、方言、浴衣、茶漬、內地、東京話、新

香、檳榔樹……。而九官鳥重複的叫著名字是否也象徵著「阿葉姊」坎坷重複的

命運呢？「我」想寫封信寄回內地，這也牽引出後面「阿葉姊」的請託信。 

    第二節主要由「阿葉姊」敘述自己的遭遇，透過片段的對話，顯示了殖民地

的風土人情： 

 

      「天氣真得很熱，從內地來的人士，好像一開始都會覺得很難適應。」 

      「台灣不太生產白蘿蔔，這種東西恐怕不合您的口味，只能填填肚子……」   

      「東京已經很進步了吧？我離開東京都快七年了，想找個時間回去看看。」   

      「如果定居下來，會是個好地方。可惜我這個人不管待了多久，還是一直 

      覺得自己是個過客，定不下來……」 

 

言談中對於殖民地有較多的描述，雖然台灣是個「好地方」，然而和宗主國的東

京相比，還是難以適應，或許來到殖民地，總是抱著這種「過客」心理吧！「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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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姊」在日本可說是吃盡了苦頭，第一段婚姻丈夫與兒子相繼死亡。因緣際會，

又嫁給了撞死兒子的卡車司機，一起來到了台灣。兩人從台北出發，一路流浪到

這裡。「阿葉姊」接下來的自述裡透露了幾個重要的訊息： 

 

      實在是拚不過本島人哪。……所以到處碰壁的結果，變得自暴自棄，甚至   

      想要兩個人一起去鵝鑾鼻角尋死。可是就算要死，也想再踏上內地一次 

      ……。那段期間，那位本島人理髮師很照顧我們，完全不計較我們是不 

      同的種族。 

 

    首先是自己的婚姻狀況，「阿葉姊」是基於一種微妙的同情心，嫁給了那位

卡車司機，這樣的婚姻是否缺乏較為深刻的感情基礎呢？這或許也就是丈夫回東

京之後，至今失聯的原因。 

    其次，日本夫妻來到殖民地台灣，這裡非但沒有成為追求夢想的新天地，反

而到處碰壁，甚至陷入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窘境呢！就這一點顯示的意義而

言，或許是本篇最具價值的觀點。在薩依德的《東方主義》中，融合了葛蘭西和

傅柯的理論，並以此霸權架構分析西方殖民勢力對東方世界的權力支配，而殖民

者與被殖民者之間所涉及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等不對稱的權力關係，無異是一種

主奴式的霸權體系。然而在這篇小說中，本島人對日本夫妻的照顧，完全翻轉了

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權力關係，也就是說一般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主奴式

的霸權體系，「阿葉姊」在台灣的遭遇完全顛覆了這樣的權力關係。小說本身蜻

蜓點水式的描述，看似純屬敘事，實際上卻隱含了對殖民統治的正當性的質疑，

小說中字裡行間的深層意涵，值得琢磨品味。 

    第三節談到了「性別」的議題。「阿葉姊」得到某人的幫助，以兩年兩百圓

的待遇，當了女服務生，這筆錢全給了丈夫。她對「我」說：  

 

       男人嗎？我常常在想，真不該學人家當什麼好人，落得好心沒好報。他    

       拿著那筆錢回內地去工作，可是只寫過兩封信，就完全沒有下文了。現 

       在我已經死了這條心了。 

 

阿葉姊嘴裡說「死了這條心了」，然而兩眼熱淚盈眶，並且從錢包中掏出陳舊破

爛的信，念著男人在東京的地址。得到兩百圓的男人回到了東京，留在台灣的女

人繼續工作，這當然還是和殖民有關，日本夫妻來到殖民地台灣，因為遷移造成

了生命的改變，遷移可說是個重要的「邊界問題」。 

 

      人們在遷移裡透露出歷史交會的邊界，道德及人性衝突的邊界，認同的失 

      落及再覓的自我裂解邊界，甚至也還包括家庭及性別課題會被推到臨界狀 

      態的邊界。
3
  

                                                 
3南方朔 ＜走出「遷移文學」的第一步 ＞。引見施叔青著《行過洛津》（台北：時報，20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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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臨界狀態的邊界上，夫妻之間犧牲的一方往往是女性。而女性不論遭遇如何，

最後總會歸結為：命運。阿葉姊亦然，甚至舉出她母親的的話：「妳天生蛇性一

旦開始走楣運，就會倒楣一輩子。」於是臉上的胎記和裂成兩片的舌頭就成了她

惡運的證明，被男人背叛，也是因為女人是「油麻菜籽命」。 

    第四節引用了王維的＜送別＞作為小說的結尾，白雲悠悠，無窮無盡，如同

九官鳥不斷呼叫著「阿葉姊」，象徵了殖民地中女性的命運與地位。作者透過精

簡的情節及描述，呈現了不同的視角，尤其對殖民地的女性賦予了更多的關注。 

四、對位式閱讀下的帝國隱喻 

  與＜在殖民地邂逅的女人＞的女性視角完全不同，＜熱帶柳的種子＞呈現出

男性的視角。敘事者「我」自台灣的高等學校畢業之後，返回東京，回憶起這段

在殖民地台灣的生活。 

  「柳」在文學中早已積澱了豐富的意象，可暗喻離別，又可象徵故鄉，既代

表友誼長久，也可表達心緒的憂愁。本文篇名＜熱帶柳的種子＞，當然指的是殖

民地台灣的一段生活，而飛揚的柳絮則是虛空寂寞的心情，也就是作者一開始提

到的「住在殖民地的我們，思緒很容易陷入虛無之中吧。」  

  ＜熱帶柳的種子＞透過第一人稱的敘事者 「我」的描述，回憶在台灣高等

學校的寄宿生活，情節看似平淡無奇，然而刻意設計的對照場景卻呈現出極為特

殊的結構，我們或許可用薩依德所謂「對位式」的解讀方式來閱讀。 

 

    當我們重新檢視文化檔案時，我們開始以並非單面意義地，而是對位式地 

    重新解讀，並同時體認到被敘述出來的宗主國歷史和反抗（以及同時並存） 

    其支配性論述運作的其他歷史兩者。
4
  

 

薩依德從古典音樂的對位法得到了靈感，並以這種方式閱讀小說，他認為： 

 

     就某種意義而言，使我們所處理的文化認同之形成不是理解為本質化 

     （雖然他們持久的訴求一部分是他們似乎被認為好像是本質化）而是對 

     位式的綜合體，因為無任何一種認同可以只憑恃自己而存在，而無需一    

     整套的相反、否定和對立：希臘人總是需要野蠻人、歐洲人需要非洲人、 

     東方人等等，這種對反對當然也是真實的。
5
 

 

  ＜熱帶柳的種子＞中「我」和朋友古賀分別住在兩個不同的房間，兩個房間

就像兩個視窗，分別可以看到不同的風景： 

 

                                                                                                                                            
頁 6。 

4同註 1，頁 106-107。 
5同註 1，頁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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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住在一個有池塘的人家，從屋後順著堤防流動的小河，把水引進池塘。。 

      屋前也有一道水流，水中倒映著路旁沾滿灰塵的榕樹。我住在八帖大的房 

      間，前面就看得到池塘。 

 

   「我」住在可以看得到池塘的房間，看似簡單的風景描繪，實際上卻極具

象徵意義，和後續的情節有緊密的關聯。至於「我」的朋友住在另一個房間，看

到的自然是另一番風景： 

 

     讀理科的朋友古賀，住在另外一間六帖大的房間內，從他的窗戶可以看  

     到風景很像黑白影片的土人部落。……去古賀的房間眺望土人部落那一 

     帶，成群的家鴨漂浮在青青河岸邊。下午，穿著白衣的査某人（土人女 

     孩）在岸邊排成一排洗衣服。 

 

  從古賀房間看到的景象令「我」想到了台灣十七歲的少女阿洽。阿洽因為賣

番鴨，房東夫人又出場了。阿洽與房東夫人，一個台灣女孩，一個日本怨婦，在

不同的兩個視窗中，形成強烈的對比。 

  晚上從古賀的房間看到的是： 

 

     看到橋附近有土人女孩低頭走路的黑影。不久之後，黑影變成兩個，然    

     後又交纏成一個，走進岸邊的紅磚房裡。窗口的燈光熄掉，只有河面發 

     出青光－日復一日。有的女孩則是在天色昏暗以後，盛裝打扮，騎著自 

     行車去繁華的城裡。 

 

，對照著土人城裡流行著「賣淫」的成語，古賀的房間可看台灣黑暗面的夜晚

景象。相對而言，「我」的視窗比較不明顯，通常是透過夫人來呈現： 

 

      那一天，池塘的水很清澄，可以看到紅鯉魚排成一個縱隊，在水底堆積    

      的枯葉上游來游去。房東出差去日月潭進行土木工程建築，一去就音訊 

      全無。夫人倚在木瓜樹上，拍手呼喚鯉魚，那背影看起來很落寞。夫人 

      把畫了淡妝的臉轉過來，向後面坐在書桌前的我說：「鯉魚一點也沒長 

      大。」 

 

「我」從來沒有直接點出從自己房間看到的景象，但每次「我」總是看到夫人

落寞的身影，例如： 

 

    可是夫人一大早就一副不開心的樣子，落寞的背影倚著木瓜樹，喃喃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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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流掉一百多條吧？」（p70）   

    夫人落寞的背影倚靠著木瓜樹。夫人無力地叫喚鯉魚，把蛹輕輕丟進池 

    塘，紅鯉魚就在腳下集合成扇形，互相重疊，水被染成一片淡紅色。（p73）  

 

  透過兩扇不同的視窗，呈現出兩種不同的風景，主要的人物都是女性，夫人

總是對池塘中的鯉魚付出關注的夫人，以及「我」和古賀眼中的台灣十七歲的少

女阿洽，兩名女性隱含著不同的慾望，日文中的鯉魚和戀愛發音一樣，夫人藉著

對鯉魚的關注暗喻對丈夫的期盼，甚至可以指渉在台日人對本國的嚮往；而台灣

女孩阿恰，在「我」和古賀眼中總是呈現處青春的肉體，成為可慾的對象。慾望

的主體、被慾望的對象以及慾望本身的投射，把這些情感結構放在宗主國和殖民

地兩者對位式的觀察，顯然一個簡單的、有關慾望的故事，背後隱含的是帝國和

殖民地人民之間錯綜複雜的意識形態。 

五、覆寫經典的政治意涵 

    佐藤春夫＜星＞發表於 1921 年 3 月的《改造》上，是佐藤春夫順路到廈門、

漳州旅行時，台灣某位帶路的小學教師告訴他的故事，當時是台灣民間最流行的

戲碼－陳三五娘。 

至於＜星＞的情節，雖然來自於聽聞，但卻是全新的創作，佐藤春夫對此也

特別強調： 

 

  這件事後來從有關的書上得知，有一本叫做＜荔鏡傳＞的清朝的小說，與 

  其載之事完全相同。我也看過此書，我的＜星＞雖說來源與＜荔鏡傳＞相 

  同，但那既不是翻譯也不是翻案，而是我獨自的創作。
6
 

 

＜星＞的創作絕非偶然，經歷了作者的心情鬱結，來到台灣及廈門旅遊，途

中聽聞了ㄧ些相關的傳說，返回日本之後，查閱了相關的資料，發而為文，於是

成篇。在這些創作與行動之間，隱伏著帝國的擴張所帶來的空間轉換以及文化再

生產。   

    殖民宗主國介入被殖民國家的文學敘事，並加以改變，這項行為是否意味

著：我們宗主國的歷史文化較為優秀，因此必須強行干預，改變部分情節，以符

合宗主國的優勢文化。小說與帝國這種密不可分的關係不也正是薩依德說的：「帝

國主義和小說相互護持，其程度之深，使我認為若要以某種方式閱讀小說，卻不

去處理帝國主義，根本是不可能的。」7 

    佐藤春夫的覆寫與「陳三五娘」原來的故事究竟有何差異呢？這個「差異」

又代表什麼意涵呢？讓我們先來比較兩者之間的異同。 

    「陳三五娘」的故事自宋末以來即流傳於泉、漳、潮一帶，可說是當地最為

                                                 
6佐藤春夫著，邱若山譯《殖民地之旅》（台北：草根，2002.9），頁 369。 
7同註一，頁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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膾炙人口的愛情故事。內容敘述泉州人陳三，送哥嫂到廣南赴任，途經潮州，於

元宵節邂逅黄員外千金黃五娘，其後五娘與婢女益春便用羅巾包裹並蒂荔枝投向

陳三透露心意。陳三假扮磨鏡匠接近佳人，故意打破寶鏡，賣身為奴，但因林大

逼婚，兩人便設法私奔，以求團圓。 

    最早完整事記載的是章回小說《磨鏡奇逢傳》，而真正成為戲曲所本的則是

寫成於明光宗年間、刻於天啟五年的《荔鏡傳》，直到明代末年，才開始以戲曲

的形式出現。 

    佐藤春夫的＜星＞全文分為五十五折，以象徵命運的「星辰」貫穿全文，充

滿了神秘幽玄的氛圍。主人翁陳三熟諳星象之術，在無數星點中，陳三找到了自

己的命運之星，陳三向他的命星祈願： 

 

我的命運之星啊，請將世上最美的姑娘授我為妻，還有，請讓我美麗的妻

子懷胎出生的男孩，成為世上最偉大的人物。（第 3折）  

 

這段話被同樣在庭院散心的哥哥聽到，於是兄弟倆有一段精彩的論辯。這段論辯

顯示兄弟倆人心性的不同，哥哥祈願自己成為偉大的人物，而陳三認為這僅憑自

己努力即可達成，陳三認為自己的祈願無論如何努力也難達成，一定要藉著命運

之星的力量才可實現。此處預示了未來陳三悲劇性的結局，此外，最重要的是：

將來的孩子會是一個最偉大的人物，這是佐藤春夫特殊的安排，後節會再加以論

述。在整篇小說中，「命星」不斷地出現，有關「星」的意象與描述有 11 折之多，

占了相當重的比例，這樣的情節鋪陳，在傳統的陳三五娘中從未出現過。佐藤春

夫以「星」串聯全篇，除了流露出一種神秘的氛圍之外，幾段人生與命運的辯證

亦頗具哲理，全篇的布局自有創意。 

    在兩性情慾的描述上，陳三五娘故事中，幾乎完全付之闕如。＜星＞在這部

分，筆調相當細膩，尤其對五娘內在的轉變與掙扎，作者頗能洞悉女性心理，刻

劃入微。 

    首先在陳三對天上星辰的祈願中說道：「請將世上最美的姑娘授我為妻」 

，此後陳三以此為務，展開全文。第八折。陳三在潮州城內的黃府宅第初遇世上

最美的黃五娘，佐藤春夫將有名的段落「登樓拋荔」置於此折。之後打破寶鏡， 

以奴隸之身進入黃家。五娘早已暗中注意這個奴隸，不過這種私密的事也只能說

給貼身侍女益春聽。第 13 折介紹益春身世，然後是五娘和益春「花朝比美」，從

13 折到 19 折，佐藤春夫花了相當多的篇幅表現二人不同的美。除了外在的容貌

之外，在 18 折中還特別強調五娘深知群眾心理，因此在「花朝比美」上略占上

風，在此也埋下了伏筆，善於算計的五娘在機關算盡之後，卻自食其果，造成難

以挽回的結局。 

    第 19 折可說是個關鍵的轉折，陳三覺得益春似乎更美，但也因為自我用情

不專而慚愧。這裡除了凸顯陳三的情感在兩女之間的猶疑之外，故事的重心逐漸

由五娘移轉到益春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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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陳三把實情告訴益春，並表示對五娘的思慕之情時，益春的內心百轉千

迴，思緒萬端，卻難以宣洩。 

       屢經波折，終成好事的三人，在益春懷孕，丈夫情愛轉移之後，五娘心

裡數千次反覆思量的是：「然而，丈夫的愛－那麼深情的丈夫的愛，到底從何時

起，又是怎樣地轉移到益春那裡去的呢？」（第 40 折）  

    五娘看不到陳三時，對她思念不已，但見到陳三時，總是牢騷滿腹，怨聲連

連。個性軟弱的陳三也受不了這樣滿是荊刺的話語，益發的喜愛益春的溫婉嫻淑

了。 

    五娘和陳三的愛情眼看就要崩解了。無助的五娘決定試探丈夫對自己的感，

情，於是故佈疑陣，偽裝成跳井假象，沒想到弄假成真，陳三真的投井殉情，五

娘隨後亦投井而死。 

    從益春思緒的轉折，到五娘內在的掙扎、抱怨，佐藤春夫在人性感情的描述

上實有過人之處，在戲劇原本略嫌平板單調的陳三夫妻三人的互動模式中，賦予

了更深刻的情感。 

    第 49 折首次提到了益春的兒子洪承疇。也就是陳三向他的命星祈願中說

的：「請讓我美麗的妻子懷胎出生的男孩，成為世上最偉大的人物。」 

   以益春子為洪承疇的說法，早有流傳，並非佐藤春夫的想當然耳。以今所能

得見最早的版本《嘉靖本荔鏡記》，重刊於嘉靖四十五年（西元 1566 年），而洪

承疇亡於康熙四年（西元 1665 年），以時間推論，益春不可能與洪承疇有母子關

係，然根據《廣陽雜記》所載 ： 

 

      洪經略入都後，其太夫人猶在也。自閩迎入京，太夫人見經略大怒罵，以 

      杖擊之，數其不死之罪，曰：「汝迎我來，將使我為旂下老婢耶？我打汝 

      死，為天下除害。」經略疾走得免，太夫人即買舟南歸。
8
 

 

蓋以洪母之貞烈行為，足堪與益春堅貞撫孤的精神輝映，遂緣飾附會，這在民間

故事孳乳延展過程中，在所難免。 

佐藤春夫採洪承疇為益春子的說法，並無不可，然其中論述卻頗堪玩味。 

當清兵攻到都城附近時，天子命令洪承疇伐清，天子是以「當今之世，最偉大的

人物就是此人了」的心情，依賴著洪承疇。這正和陳三當年的祈願：「我的命運

之星啊，請將世上最美的姑娘授我為妻，還有，請讓我美麗的妻子懷胎出生的男

孩，成為世上最偉大的人物。」遙相呼應。 

    深信洪承疇的明朝天子已為國殉身，洪承疇確裝做不知。他要為皇帝報仇，

於是獻計給吳三桂以討伐李自成。李自成死後，清順帝極力說服洪承疇仕清，洪

                                                 

8
 參見劉美芳《陳三五娘研究》（東吳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 年 6 月）頁 193－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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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疇也答應了。他的理由是： 

 

      統治國家的人改了。但是，被統治的百姓是一樣的，仍是那樣子信愛我的 

      帝王的百姓。我必須忍辱而侍奉先帝之民。為此先帝之民的幸福，設定制 

      度。（第 53 折）  

 

洪承疇這堂而皇之的理由是佐藤的想法吧！是佐藤想賦予洪承疇降清的正當性

吧！但是這個理由可以說服人嗎？不行，當然不行，佐藤也知道，他舉出了時人

對洪承疇非難的言詞： 

 

      洪承疇是不忠之臣，寵愛他的思宗，到死都一味地以為他是為國捐軀了。    

      思宗聽到他敗降於清時，對於他的生或死連問都沒問，就那麼盛大地追悼 

      他，而他卻不當一回事地活了下來。而今還仕宦於敵國。他的母親是個貞 

      節的夫人，而他卻是個無節的丈夫。（第 54 折）  

 

洪承疇聽到這些話時，完全不加以辯解，只是他時常對自己的內心訴說： 

 

      我是不是偉大的人物，我無從得知，但是，這種寂寞大概是最偉大的人物   

      所支付的最高稅率的租稅吧！能夠滿心喜悅地去支付它的話，這人就是神 

      仙了。（第 54 折） 

 

根據傅柯（Michel Foucault）的權力論述，「權力」藉由嚴密的凝視與監控機

制，使人在「權力」的制範中被規訓為馴服的心智和身體；「女性主義」學者哈

樂薇（Donna Haraway）更提出「設身處地的知識」，主張將「知識」這個對象物

描寫成為一個行動者和「動作媒」，必須批判藏身於「知識」體系建構背後的支

配權力關係，只有在這樣的意義下，才得以將種族、父權和意識形態的傳統加以

重新組構和運作，並從中形成新的概念和想像9。這也就是斯圖亞特．霍爾（Stuart 

Hall）所說的： 

 

文化研究開始它的工作的時候，它的任務是撕開人文主義傳統中那些被認

為是未言明的前提，必須闡明支撐實踐的意識形態假定，對於人文科學與

藝術把自己打扮為中立的知識方式實施意識形態的批判。
10

 

 

知識從來不是中立的，它背後往往隱藏了某種意識形態，在傳達過程中已然建構

了權力支配的關係，「書寫」正是一種知識的傳達與權力的建構。「陳三五娘」的

                                                 
9 參見廖炳惠編著之《關鍵詞 200》「知識權力」條（台北：麥田出版社，2003 年 9 月 23 日），

頁 148。 
10 參見陶東風《後殖民主義》（台北：揚智文化公司，2000 年 2 月），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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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是台灣最受歡迎的戲劇，佐藤春夫以日文重新改寫，這個「覆寫」的舉動，

極具象徵意味。文化地理學家 Mike Crang 說：「地景是張刮除重寫的羊皮紙。11」

而佐藤春夫以日文覆寫台灣的經典故事，可說是文化記憶的刮除重寫，實無異於

語言文字的殖民主義。 

    朱雙一說： 

 

      佐藤春夫作為一個正在對台灣實施殖民統治，又對中國東北、華北乃至全 

      國懷有侵略野心的殖民宗主國的作家，這樣寫的目的是很有以此鼓吹殖民 

      地人民向殖民者伏首投降的嫌疑的。
12
  

 

    朱雙一的說法頗有見地，佐藤春夫的「覆寫」 極有可能帶有某種政令宣導

的作用。然而反覆推敲 54 折，也就是時人非難洪承疇的言詞，以及洪承疇自我

內心思索這兩個段落。試想一個作者寫這些的目的為何？真的是鼓吹殖民地的人

民投降嗎？說不通的是佐藤也舉出了時人非難洪承疇的言詞，也就是說，台灣的

人民不也同樣的會認為投降的人是個無節的人嗎？ 

    因此，更有可能的是：佐藤的這番言詞並不是勸殖民地人民歸順投降的，而

是用來安慰那些已經歸順日本殖民地人民，這些人就和洪承疇一樣，抱有極大的

使命，但一般人不了解，因此感到孤獨寂寞，所幸佐藤了解，透過這個故事， 

甚至還能讓更多的人了解，了解這種偉大人物的心聲。這才是佐藤春夫「覆寫」

＜星＞的終極目的吧！ 

    佐藤春夫的＜星＞可說在民族文化中具有多重指涉意義，透過經典的翻譯改

寫，一種語言上的殖民政策，聯結了中國、日本以及台灣之間的重層關係；更在

民間故事中，移花接木，試圖為殖民地人民歸順殖民宗主國找出正當性，甚至把

這種人稱為「偉大的人」。  

    像這種暗度陳倉的手法，佐藤春夫技巧高妙，運用嫻熟，純就文學作品而言，

列為佳作亦不為過，也正因此，才更值得警惕，當我們在閱讀類似篇章，察覺其

間的某些異狀時，不妨還原當時的情境，也就是放在一個後殖民的語境中，重新

審視，或許會看到不同以往的風景，甚至可以發現更深刻的詮釋方向。 

六、結論 

    殖民時期日本作家的台灣書寫中，台灣可以成為一個圖騰，也可以成為記號

般的存在，或僅化為一個茶餘飯後的背景，當然也可以充滿幻魅色彩，塑造成一

                                                 

11
 見 Mike Crang 著，王志弘等譯《文化地理學》（台北：巨流，2005.6），頁 27。 

12
 參見朱雙一〈台灣新文學中的「陳三五娘」〉，《台灣研究集刊》2005 年第 3 期，總第 89 期，

頁 9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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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風情萬種的探險勝地，為帝國的人民增添了一個投射未來希望的場域。 

    透過文化探索的角度，殖民者眼中的台灣呈現何種風貌？在書寫者心中台灣

如何被想像，在這些書寫中帝國的思維又是如何表現？權力與慾望如何滲透到殖

民者和被殖民者的互動模式中？ 

    威廉‧布雷克（William Blake）曾說：「帝國的根基是藝術與科學，將之排除

或貶低，帝國就不在存在。」
13
也就是說，在帝國主義的運作過程中，文學藝術

占據了多麼重要的位置。 

薩依德更有精闢的見解： 

 

      我所想要檢視的是，帝國主義的運作是如何超越經濟法則和政治決策而發  

      生，而且──經由偏好可辨識的文化型態之權威，以及教育、文學和視覺 

      與音樂藝術內在的不斷強化──而在另外ㄧ個非常重要的層面，亦即民族 

      文化中體現出來。
14
 

 

    本論文透過四篇日本人書寫的有關台灣的小說，或許可以看到殖民時期，日

本宗主國對台灣想像的一隅，當然這只是個起頭，對於台灣文學較少觸及的這個

部分，如果能透過更多的作品研究，對於殖民時期，不論是宗主國日本，或是殖

民地台灣，不論是意識形態或是文學藝術，這一塊尚未開發的文化園地值得深入

的發掘。 

   

參考書目  

王德威：《跨世紀風華－當代小說 20 家》（台北：麥田，2002）   

王德威：《如何現代，怎樣文學？》（台北：麥田，1998）   

宋國誠：《後殖民論述－從法農到薩伊德》（ 台北：擎松出版公司，2003）   

佐藤春夫著，邱若山譯：《殖民地之旅》（台北：草根出版社，2002）  

施叔青：《行過洛津》（台北：時報出版社，2003）   

段義孚著，潘桂成譯：《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方》（台北：國立編譯館，1998)  

范銘如：《文學地理：台灣小說的空間閱讀》（台北，麥田，2008）  

陳香：《陳三五娘研究》（台北：商務印書館，1985）  

陶東風《後殖民主義》（台北：揚智文化公司，2000 年）  

張小虹：《後現代/女人：權力、慾望與性別表演》（台北：聯合文學，2006）  

廖炳惠編：《關鍵詞 200》（台北：麥田出版社，2003）  

朱雙一：〈台灣新文學中的「陳三五娘」〉，《台灣研究集刊》2005 年第 3 期，

總第 89 期，頁 91－98。  

沈惠如：〈歌仔戲劇本修編之探討－以《陳三五娘》舞台演出本為例〉（基隆：

德育學報第 15 期，1999）  

                                                 
13 同註 1，頁 46。此為威廉‧布雷克註解約書亞雷納德（Joshua Reynolds）的《論述》時說的話。 
14 同註 1，頁 46。 



 14

李長聲：＜谷崎潤一郎和他的女人們＞（台北： 聯合文學 315 期，2011）  

劉美芳：《陳三五娘研究》（東吳大學碩士論文，1993）  

劉美芳：〈偷情與宿命的糾纏—陳三五娘研究〉，《歌仔戲四大齣之二陳三五娘》  

（宜蘭：蘭陽戲劇叢書，1997）  

Clare Cooper Marcus 著，徐詩思譯：《家屋，自我的一面鏡子》（台北：張老師  

2000）  

Edward W.Said 著，蔡源林譯：《文化與帝國主義》（台北：立緒出版社，2003）   

Gaston Linda McDowell 著，王志弘等譯：《性別、認同與地方》（台北：群學，

2006）   

Gaston Bachelard 著，龔卓軍等譯：《空間詩學》（台北：張老師，2005）  

Mike Crang 著，王志弘等譯：《文化地理學》（台北：巨流出版社，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