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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映真前期作品解析 
—以〈我的弟弟康雄〉、〈鄉村的教師〉、〈故鄉〉、〈蘋果樹〉、

〈悽慘的無言的嘴〉、〈兀自照耀著的太陽〉為討論核心 

 

歐崇敬∗∗∗∗ 

 

摘要 

    陳映真共著有三十七篇短篇小說。可以分成是四個時期來看，一個在早

期〈蘋果樹〉之前，二是〈蘋果樹〉之後到未入獄時期的作品，另外是入獄

後轉型，為從存在主義和不滿於存在主義的寫作方向之第三個時期，也就是

出獄以後，從〈趙南棟〉到〈山路〉的創作時期。第四個時期則是，出版在

洪範的三篇中篇小說，在反省整個時代，本省和外省，中國和台灣的單篇小

說。 

    陳映真其小說的精彩之處始終不是在地的描寫或是鄉土小說，而在於各

種思想的表現，和對左派思想、受迫害者、政治受害者、晚期資本主義的種

種反省，這是他小說最獨特的魅力。陳映真是思想上的異鄉人，他腳踏的不

是土地，而是思想世界，是人的存在世界該以什麼樣的出路來進行，關心台

灣這塊土地上的人的出路或所有華人的出路。 

    這四個時期的小說發展，足以代表陳映真的思想歷程的轉變寫照。本篇

將針對陳映真早期作品做討論，包括〈我的弟弟康雄〉、〈鄉村的教師〉、〈故

鄉〉、〈蘋果樹〉、〈悽慘的無言的嘴〉、〈兀自照耀著的太陽〉等六篇。 

關鍵字：陳映真、思想、〈我的弟弟康雄〉、〈蘋果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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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zes of Ying-Chen Chen’s  

Early Literature Works 

 

Ou,Chung-Ching 

 

Abstract 

Ying-Chen Chen has published the short novel s of 37 up till now. We can 

divide these works into for four periods, the first is in”Ping Guo Shu（蘋果樹）” 

before. The second is before Ying-Chen Chen putting into firm. The third is the 

works in the prison, the focal point is in the direction of existentialism. The fourth 

single page novel introspecting in the whole era. 

    The excellent place is in the novel of Ying-Chen Chen, it is about the 

appearing of the thought, the introspection with the the Left's thought, persons 

who persecute, victim, capitalismYing-Chen Chen is a foreigner in the 

thought.But he cares about the opportunities of Taiwanese and Chinese. This 

thesis will discuss the early works of six Ying-Chen Chens. 

Keywords：Ying-Chen Chen, thought, ”Wo De Di Di Kang Xiong（我的弟弟康

雄）”, ”Ping Guo Shu（蘋果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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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映真前期作品解析 

—以〈我的弟弟康雄〉、〈鄉村的教師〉、〈故鄉〉、〈蘋果樹〉、〈悽慘的無

言的嘴〉、〈兀自照耀著的太陽〉為討論核心 

 

歐崇敬 

 

陳映真共著有三十七篇短篇小說，其小說的精彩之處始終不是在地的描

寫或是鄉土小說，而在於各種思想的表現，和對左派思想、受迫害者、政治

受害者、晚期資本主義的種種反省，這是他小說最獨特的魅力。陳映真是思

想上的異鄉人，他腳踏的不是土地，而是思想世界，是人的存在世界該以什

麼樣的出路來進行，關心台灣這塊土地上的人的出路或所有華人的出路。 

一、〈我的弟弟康雄〉 

〈我的弟弟康雄〉1111這篇是陳映真1960年的作品，當時陳大概23歲，是一

部非常成功的早期作品。雖然只有短短的篇幅，但是張力非常強勁，故事情

節突顯了非常多的衝突問題，包括貧窮與富足之間的反省、道德和肉慾上的

二元對立，可說是一篇標準的解構主義式和存在主義交互呈現的作品。 

故事中的主角，不管是爸爸或是看日記的姐姐以及自殺的弟弟康雄，都

是活在結構之中而且無法突破或解構的人物。只要是結構，只要是密閉的，

他的命運就是命定的。這種命定如同白先勇的台北人之於移民的命定，他們

只能選擇待在台北，無法返回故鄉的命定。所以康雄、看日記的姐姐或是爸

爸，也全都是異鄉人，此處的異鄉人是在社會結構中被疏離的人。 

本篇小說的一開頭就呈現出作者雖飽受存在主義的影響，但實際上思想

卻跨出了存在主義的藩籬，即使他未必直接閱讀到結構主義的小說，但是由

於他對社會的敏銳嗅覺，所以能夠呈現超越存在主義的內涵，跨到結構主義

的氛圍裡。讀者當然很清楚的知道，陳映真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而馬克斯

思想本身就具有結構主義的成份，在這篇小說中的確精準跨越了存在主義和 

                                                        

1 見陳映真(1988)。《我的弟弟康雄》。台北：人間出版社，第11頁到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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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現結構主義式的精神，並且已在後現代中尋找答案，但卻沒辦法在當時代 

中找到答案。 

世界現代化的腳步，在1950年代已經從現代主義進入到後現代主義，甚

至歐美先進國家在八○年代更進入所謂「後後現代」，但台灣則是七○年代

時，最先進的台北才正要進入後現代，到了21世紀台灣各地才精準的、普遍

地進入全盤後現代現象。所以台美之間的時代性，事實上是有差別的。而陳

映真在1960年代由於個人閱讀跟他在英美文學系之訓練，所以乃提前進入後

現代創作意識，所以若從後現代狀態的嗅覺去傾聽整個晚期資本主義和台灣

的轉型社會問題，則已表現在此短短四千字的小說中。並且其中甚至提出很

多命題式的思考，這在小說家中是非常少見的。例如小說中說：「總之，那種

思慕的悲哀，彷彿和我富足的生活正相對地逐漸餓死了。」2222這就是一種二元

對立結構的展現，這句子就足以讓人反覆體會，富足和思慕的悲哀兩者間的

對立，而且會「逐漸的餓死」，而餓死又可連結對照至「富裕能毒殺許多細緻

的人性」。這是普世價值中皆同意的概念；的確富裕會使人腐化，過多的財富，

恐怕又反而有害於人生。 

在資本主義文化邏輯中，的確可以看到非常多人由於富裕而亡，或死於

過度財富的追尋。但是大家也知道，有更多的人是死於貧窮；在貧窮與富裕

之間，永遠無法令人感到平衡；由於擺脫貧窮就必須要追求財富，而追求財

富的過程有那麼多的風險，有那麼多的苦難，可使人入罪犯法，又或者是過

勞死亡、意外死亡。即使順利求得財富，又可能因為過多的財富，造成營養

過剩、慾望的橫流或者是消費失當，包括吸毒、賭博、外遇等等……。因此

人性在富裕與貧窮之間，其中所形成的二元對立結構，就足以產生許許多多

永遠報導不完的社會問題。〈我的弟弟康雄〉中，即準確拿一把關於貧窮與財

富之間的結構主義思考的箭，射中整個時代的核心，所以這當是一部很重要

的作品，超越了存在主義的異鄉人思考，進入結構主義。 

小說中作者以康雄的身分，提出了另外一個命題，說：「貧窮本身是最大   

       

                                                        

2 同註1，第11頁，第二段，第六行到第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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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罪惡……它使人不可免的，或多或少的流於卑鄙齷齪」3333。這代表著哲學態

度，價值觀、選擇、意識形態、立場，甚至是一種生命情調，代表了一種存

在的價值。無論是存在主義、結構主義、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觀念論、 

犬儒主義、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自由主義都是如此，它背後都代表一些

價值觀。但是到目前為止，沒有那一種哲學理論宣佈自己為永恆的真理。而

且到了後現代世界中，「真理的地位」也已經被消解了，哲學不再能代表真理，

甚至世界上沒有任何學門可代表真理，連科學也不例外。2004年時，美國科

學界發表：人類目前只了解全宇宙實況百分之四，宇宙還有百分之九十六是

人類未知的，所以當人們了解更多後，現在了解的百分之四也有可能被再度

修正。 

人們了解的眼前世界永遠是一個個片段，在本篇文本中也是一樣；主人

翁以為貧窮是最大的罪惡，不管這樣的態度是否正確，它總是代表一種立場，

也代表著時代性的思考。不過，小說家不會僅僅滿足於此，他要創造更大的

張力。故事中想要擺脫貧窮的弟弟生長在一個深具宗教、神學、哲學修養的

家庭之中，康雄有個古典的爸爸，這與虛無者、追求財富者，形成了一個結

構的對立，因此使得故事呈現張力。社會處境的強大使得居於弱勢者和充滿

追求慾望的康雄，展現出強大的原我欲望，不斷在財富的追尋與傳統之間的

擺盪，突顯出各種不安。 

如次一來，一旦有了缺口，就會爆發；這個缺口先是滿足性慾，再則滿

足伊底帕斯的戀母情結，康雄對於房東太太的追求，除了戀母情結以外，同

時也是一種世故，也就是對於父親的哲學、宗教、社會規範的反叛與扼殺。

在此二元對立出現了，雖然實際上康雄並沒有真的擺脫自己的父親，終是又

回到教堂中，甚至住進教室中，跪求三天三夜以祈天主的寬恕。 

這真正問題就在於，康雄沒有辦法擺脫自己大腦內部、精神內在的二元

對立結構感和緊張感，所以消除不了緊張。如果從解構的角度、或從後後現

代的角度，來討論身體與另一個身體的皮膚接觸問題，請問當坐公車、跳舞 

                                                        

3 同註1，第11頁，第二段，第八行到第九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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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土風舞等不同事件中，皮膚接觸的面積、接觸時間的長久與性愛接觸面積

什麼差別？不都是自身皮膚和異體皮膚的接觸嗎？若只是如此而已，又為什

麼要使對方的影子永遠的跟著自己呢？這當是一般人不易有的思考。 

若從解構主義心理學的角度，來思考慾望和原罪之間的問題，則可以看

到身在其中的人，的確難以脫逃二元對立的張力。這還包括現實上貧窮與富

裕的對立問題，其等乃皆牢牢的架設在社會人身上。 

對於故事中的父親來說，只要忠於原有的信仰，和原有的意識形態就足

矣；但對新一代的康雄來說，不能如此簡單的存在。這故事突顯了一個問題，

舊世代的人卻未必需要迎接轉變，仍可堅持原有，而新世代的人面對轉型的

社會，所要承受的問題的確更大、更多。這時候讀者可以看到兩種選擇，一

種選擇就是向慾望投降；所以，有「貧窮本身是最大的罪惡」的說法，也可

以跟房東太太發生性關係，這是同一個邏輯。而現實上乃就在結構主義上遇

到規範、道德律、原罪的批判，並希望上帝救贖或違反神的旨意等等的壓力，

這是神學主義中的解構立場。如果缺乏後後現代或解構精神，沒有辦法瓦解

其中構造的關係，就缺乏了逃出口。故事中的姊姊顯然正是面對這樣的局面，

而且在同一個教育體制底下，也很難有太高明的辦法，否則如果她有高明的

辦法，弟弟早就向她借鏡。 

故事中姊姊所使用之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妥協，以達到社會表面標準的最

高處境，也就是所謂的「上流社會」。這種情況一直到21世紀的台灣仍然存在，

所以才會出現如許純美、柯賜海等顛覆性的人物角色。從1960年到2007年台

灣的現象經過50年都沒有改變結構，這就證明台灣的社會並沒有真正轉型完

成，此篇小說乃托出了社會既有的構造性問題，這也就是〈我的弟弟康雄〉

文本創作成功的原因。 

人們對於「道德」是不是應該不屑一顧呢？當然不是。但是「道德」在

後現代或後後現代的社會中的地位如何？這卻值得思考。社會正在快速轉變

中，人卻沒有辦法有效的安置傳統道德和現有的慾望，因而產生種種的悲劇

不斷地展開，道德感的強烈自我批判以及慾望被壓抑的強烈，逐步地對立生

成。若人採取柔性的互動態度，情況也許變得溫和起來。姊姊放棄了畫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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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一個溫和有禮的先生結婚，使她譽於整個社會，這似乎是女性較能擁有的

智慧，同時也吻合結構主義原則及存在方式。不過她在最後一段仍自問： 

富足果真『殘殺了一些』我的『細緻的人生』嗎？貧苦果真使我『卑鄙』，使

我『齷齪』嗎？我一點也不想抗辯，但我盡力企圖補償過；我私下資助著我 

那可憐的父親，如今他在一所次等的大學教哲學，一面自修他的神學和古典。

4444 

作者明白地用這角色來嘲笑知識分子。所以若從小說的張力來說，這文

本比起作者中晚期的〈山路〉5555、晚期的〈忠孝公園〉6666等名著都要成功；因為

其中反應了不一樣的問題。好的小說具有永恆性，不在乎創作時間時年紀大

小，而一篇好小說亦可以是好的哲學、好的藝術作品。 

二、〈鄉村的教師〉 

〈鄉村的教師〉7777這篇短篇小說發表於1960年，簡短卻相當有力。內容敘

述一個經過戰爭的年輕人之精神狀態，以及忍不住說出他吃過人肉的事實

後，所受到人言、輿論壓力和心路歷程的轉變。在一個平凡的鄉下中，從主

角歸國到母親變得強健而開心，以及他面對的中國的態度，逼使他說出真相，

都代表種種複雜的心情。讀者可以發現當時23歲的陳映真所思考的問題，再

比照2001年〈忠孝公園〉，可發現其中的脈絡可循，作者始終圍繞著他所關心

的問題，就是認同以及時代轉變的問題，並試著思索生命的意義。 

此篇文本中提到：「這樣的中國人」8888，他想像著過去和現在國內的動亂，

又彷彿看見了民國初年穿著俄國軍服的人民軍官，或穿戴著紙糊軍衣軍帽的

士兵們，那些動亂都成了中國之所以為中國的理由，這是一個悲哀，雖其是

朦朧而曖昧的，然而卻始終是悲哀的。 

這篇小說的技術不夠精良，直接用一種記述式、半散文的寫作方式去說 

 

                                                        

4 同註1，第17頁，最後一段，第八行到第十一行。 

5 見陳映真(1988)。《鈴鐺花》。台北：人間出版社，第37頁到65頁。 

6 見陳映真(2001)。《忠孝公園》。台北：鴻範文學，第125頁到229頁。 

7 見陳映真(1988)。《我的弟弟康雄》。台北：人間出版社，第25頁到第35頁。 

8 同註7，第30頁，第十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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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對國家的反省，甚至作者用學術的語言表示，讓他的知識變成了藝術，他

的思索變成了美學，他的社會主義變成了文學。 

陳映真在文本中不斷在在反省中國、日本、台灣和人的存在以及其認知，

還有各種社會制度，包括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的反省。在各種鄉愁和情節之

間，人們應該以什麼方式來定位？文本中還說：「這樣古老而且奇怪的中國

呀，他自說著走到鄉村道路上談到一種中國的懶散。」9999 

這篇文本把人的意識型態和情感關鍵結合在一起。故事描寫，「過了三十

歲的改革者吳錦祥墮落了。他如今只是一個懶惰的有良心的人，」10101010把儒家的

良知深刻的崁在一個經過日本時代的青年的身上，所以文本中提到：「他的另

一個基於同一個良心的欣慰，是他的堅持不娶」11111111，這種良心的行為似乎在說

明經過戰爭吃過人肉的他，其實是帶有罪惡的。這個罪惡不會轉嫁到其他人

的身上，所以他以「不取」來表示他的良心。這都在反應陳映真對於良心與

對社會的反省。 

「結婚對於吳錦祥來說，是一個小的社會問題，這個墮落的改革者連自

己的生活都懶於料理了」12121212，這說明了一個人的瓦解事實上是由心理精神層面

開始，終於逐漸成了日常生活的墮落和懶散，甚至出現「沒東西吃就吃人肉」

13131313的語言，並敘述說明「肉是鹹的」14141414……等等，這是一個關鍵性的轉折，主

人翁變成是孤立的，以「吃過人肉和人心」傳遍整個村莊，被所有人用異樣

眼光審視，被學生談論著，被婦女竊竊私語著，被孩童們死盯著，最後主人

翁的精神狀態終於逼死了自己。 

由這篇可知，陳映真早在23歲的時候，就已經具有心理學和精神醫學的

背景，也就具有國家認同的思考，反省著每個時代的戰爭問題、反省戰爭和

人之間的關係。雖然這篇小說技巧並不成熟完美，但無異議是動人的，而且 

      

                                                        

9 同註7，第31頁，第二段，第九行到第十行。 

10 同註7，第31頁，第四段，第一行。 

11 同註7，第32頁，第七行到第八行。 

12 同註7，第32頁，第九行到第十行。 

13 同註7，第33頁，第十五行。 

14 同註7，第33頁，對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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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問題意識具有高度張力，是篇成功的小說。 

三、〈故鄉〉 

〈故鄉〉15151515也同樣發表在1960年，仍是一個成功的題材，但在書寫的技術

上，其實並不夠完美。用「故鄉」的雙重意象來進行整個主題，最重要的主

角是敘述者的哥哥，從一個具有理想主義、留日回國的醫學人才，卻選擇到

礦坑做一個保健醫師，在白天把自己弄得全身烏漆抹黑地忙碌工作之餘，晚

上還要到教堂裡奉獻和犧牲。這樣的人在生活中，幾近為聖人，而且絲毫不

理會村裡其他人士對他的看法，議論著他為什麼不做一個世俗的醫生，努力

賺錢即可名利雙收等等的言論。所以，這樣崇高人格的醫生，當然贏得弟弟

高度的崇拜與認同。 

在此高度價值認同的情況之下，其家人和故鄉的意象，是清晰且正面的；

但是當家中發生關鍵的轉折，父親生意失敗（這是六十年代台灣社會常見的

事件），並父親因為此打擊而病倒之際，甚至即將死亡，使得哥哥也必須放棄

理想。在〈故鄉〉中，各種轉型社會的代表問題都同時出現了。當經典議題

同時出現時，若出現一個關鍵事件，相繼而來的效應及觀念轉折就會使結構

瓦解，而且九成以上都是不好的效應，因而只好隨之墮落或造成更多的苦難。

只有極少能力爭上游，反而創造更新的高峰，但這除了要有高度毅力、策略、

智慧、技巧以外，更要有足夠的社會資源才能夠做到。 

小說中的主人翁顯然是缺乏這資源，所以無法反敗為勝。故事中的哥哥

選擇了最墮落的賭窟去謀取財富。這個轉變，對於任何尋常人來講都是不可

思議的，一個本來不求錢財的崇高醫生，願意以辛苦的勞動、勞苦自己的身

體和心志，來為世人奉獻，但卻因家庭事故，完全逆轉，去尋找一夕致富的

手段。由小說故事結構來說，其實是個敗筆，因為有些不合理，若要做合理

化了解，只能假設：或許哥哥的性格過於特殊、基於希望將事情做快速的解

決等等，這或許是可從讀者角度協助作者合理化的方向。 

如果這個假設是合理的，故事中的重要討論議題即是主角對哥哥的認 

                                                        

15 見陳映真(1988)。《我的弟弟康雄》。台北：人間出版社，第37頁到4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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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主角說：「我崇拜他，我的哥哥。」16161616簡潔明瞭，下面接著說：「即使現在，

對於開著賭窟，並且娶了一個娼妓的賭婦的我的哥哥，我的崇拜只有相反地

因著我的受了滿不是那麼一回事的大學訓練，而有增無已的。」17171717表達出至高

的、太陽神似的崇拜。最後穿插式敘事又說：「萬沒料到的是，我的虔誠和藹

的哥哥，竟左右開弓地把我掌摑在地上，並還像狂人一般踐踏了我。」18181818一個

這種性格的人，在極端情境之下，會做什麼事？ 

接著陳映真用了象徵的敘事，一樣簡短明瞭：「大太陽落了。」19191919這是對

於太陽神崇拜的殞落，接著又再暗示說：「遠處的山頂，因著背光，變成暗紫

色的斷帶了。」20202020指明太陽不旦隕落，而且色變，哥哥在主角心中轉變成是一

個具有陰影的象徵。但他還是強調，弟弟對哥哥仍是尊敬的、崇拜的，並舉

例說像是普羅米修斯神的崇拜和尊敬21212121，其為了人間的光明而去盜火，犧牲自

己，受盡苦難，所以當然值得尊敬、值得同情了解。若以主人翁曾受的訓練

和情感背景來說，弟弟可以理解哥哥，且可用殉難型態的想像方式去加以理

解。不過，筆者要強調，這仍是小說的敗筆，因為情節安排非常不合理和荒

謬，就像是一齣壞的九點檔連續劇劇情。 

雖然劇情有明顯不合理處，但故事仍突顯了一個重要的象徵，就像陳映

真本人所追尋的理想社會主義，及其理論的敗壞，已殘破不堪，但是人們還

是會對社會主義加以尊敬！所以〈故鄉〉中的哥哥、普羅米修斯神、社會主

義，對於陳映真來說，乃產生了三位一體的現象。社會主義如同向天神借火

的普羅米修斯神，希望讓人間擁有更多的福利，而文本中的哥哥也一樣。就

這意義表現，陳映真理念上是成功的，但文本結構失敗的關鍵是劇情交代太

過簡單，太不符合社會的發展邏輯。 

故事最後說明了一個失根者，在情感上難以面對複雜情境的心裡，但是 

     

                                                        

16 同註15，第38頁，第三段，第一行。 

17 同註15，第38頁，第三段，第一行到第三行。 

18 同註15，第39頁，倒數第三行到倒數第二行。 

19 同註15，第39頁，最後一行。 

20 同註19。 

21 同註15，第40頁，第六行到第九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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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沒有深刻分析其心靈的寫照，只用了最後一句話：「我不要回家，我沒有家

呀！」22222222來說明原有的認同已經失去了焦點，沒有辦法面對質變的哥哥，也沒

有辦法面對無法給他光榮的故鄉，各種千絲萬縷的複雜情節，對主角來講，

已經難以應付，所以發自內心地出現了否定、逃離或者是失根狀態，也就成

為了異鄉狀態。 

在整個台灣社會發展的過程裡，有多少的「異鄉」狀態是因為事故而形

成的？當故鄉的異鄉消失時，則會使每一處皆成為異鄉，如果到了連異鄉人

都稱不上時，那就是徹底的虛無狀態，進而導入虛無主義的無可奈何。但是

在〈故鄉〉文本中，又不盡然是絕對的虛無主義，因為主角仍然崇拜歌歌、

朝拜普羅米修斯神精神、仍然寄望理想主義，甚至因基於尊敬哥哥，所以連

不像樣的嫂嫂也願意尊敬。從這裡看出，陳映真對社會主義的熱情以及無可

救藥的浪漫主義情感。表面上看起來，〈故鄉〉令人覺得殘破、痛心，但卻表

現出一種悲劇美學的態度；實際上，陳映真在此並非持批判主義的立場，而

是蘊涵了高度浪漫主義精神和理想主義精神，讓理想主義和浪漫主義在失落

和虛無之間，複雜交替的綜合呈現。 

總和來說，在陳映真早期小說中，〈故鄉〉是值得被討論的一篇文本，並

且在整個台灣社會的過程中，具有重要的時代意義，在台灣小說史上，也具

有不可或缺的環節性作用。 

四、〈蘋果樹〉 

〈蘋果樹〉23232323成功的運用浪漫主義、寫實主義、存在主義做融合，無論在

文字功力或者是意義表達都是上乘之作，成為陳映真24歲就寫成的畢生重要

代表作ㄓㄧ。 

首先〈蘋果樹〉透顯了一個關鍵的問題：「存在的意義到底何在？」。如

果存在，卻總是處於地獄般的人間，人們又為什麼要存在！為什麼有許多人

會存在於煉獄般的環境，卻無法脫離？而脫離的辦法又是什麼？如果脫離貧 

                                                        

22 同註15，第44頁，最後一行。 

23 見陳映真(1988)。《我的弟弟康雄》。台北：人間出版社，第103頁到第1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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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的辦法，是透過資本主義的強取豪奪，或以各種詐術而獲取金錢，或以折

損他人的存在而擁有的富有，進而才可以獲得逃離煉獄，獲得自由，那麼如

此的存在又有何意義？ 

〈蘋果樹〉運用了一個小說的巧妙手法，就是房東太太的瘋狂，這似是

一個可以離開貧窮環境或無意義環境的可能和手段，並且使她得以每晚自由

自在的和不同人相依偎，或者可以使她不斷地等待不同的人。這是不是一種

突破現實生活的可能呢？由存在主義到解構主義的階段中，必然同時需經過

結構主義、晚期資本主義及後現代的種種發展，其中總討論著一個問題，「瘋

狂有何不可？」瘋狂和存在之間又是什麼關係？ 

「瘋狂」是否是一種反規訓的手段，「瘋狂」是不是就可以逃出被制定的

合理化手段？人們被牢牢地鎖在家庭、學校、醫院、工廠、軍隊、宗教、企

業和公務機關中，被用各種方式牢牢規範著，按照規範性的禮儀、儀式、規

章來限定著存在和思考，於是人們的存在變成只是被限定的存在。為了熟悉

這些限定的存在，乃使得人們的行為必須要受各種的規範。例如：早上不要

遲到、老師講話時不可以違反老師的意志、要穿制服、要記得戴帽子、頭髮

應該有多長等等。不斷地進行統一化的邏輯，告訴人們要合乎各單位所做出

的規範和合理性，否則就會受到處罰。並且，在不同的時間、地點，有不同

的標準在進行，例如，學生在校內爬牆會受到嚴重的處罰，甚至要記大過，

但是在軍隊中的五百障礙的訓練，爬牆爬越快的人分數越高，在軍隊裡面，

如果爬不過去也可能要記過處分。由上述例子可知，同樣是「爬牆」，在兩個

單位要求卻完全不同，每個單位都有特殊的需求規範和相對應的懲罰。人不

斷在各單位被規範著，於是「瘋狂」是不是違反合理性的手段？值得人們探

討。 

小說主角林武治和房東太太瘋狂的結合，出賣童貞給瘋狂，是不是更瘋

狂的行為？還是另一種合理的行為？還是浪漫與瘋狂的結合？還是真正的解

放？也非常值得人們去探討的。 

本篇文本到處充滿存在性的矛盾，首先凸顯出資本主義理念的張力和階

級不平等，而由於能在資本主義體系中強取豪奪，所以主角因為有個富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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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使得主人翁可以悠遊自在並且雖讀法律系卻當個藝術家，而法律系、

藝術家兩者正是規範與自由的二元對立關係，於是存在的矛盾就不斷地扣緊

在通篇小說中，讓人感覺到各種人際間的交互疏離係。 

小說中另一個關鍵問題：下層人是否因為缺乏超越結構的能力而卑下！

在六十年代以後，全球化的晚期資本主義文化邏輯逐步發展，如果沒有辦法

有效地操作知識經濟，沒辦法和資本主義體系共同成長或自我轉型，要超越

貧窮或超越自己所在的結構是有困難的。因為人總難免會不斷地沉溺在舊有

的結構中，但是當舊有的結構無法提供幸福的要素之際，幸福又要從何而來？

於是由「幻想」和「想像」就成為另一個可能的浪漫出入管道。將幻想和瘋

狂結合在一起，其中也包括著自由、達到反規訓、達到找尋存在意義感的可

能。但這也可能只是如鏡花水月、水中倒影般的幻象虛假，沒有標準答案，

只有讀者自行評論。 

小說中不斷地指出：生活一旦成了習慣，日復一日，人就會失去活力，

失去意義，並且感到虛無、疏離。文中不斷提示：人，怎麼樣有能力去解構

不好的生活或令人不滿的生活呢？〈蘋果樹〉中的人物使用的是瘋狂的手段，

但面對資本主義中各種欺凌弱者的手段，又能否徹底解決？這就不是小說的

主要功能了。本篇小說的功能是提出資本世界中的「存在性」問題讓人們去

反思，但人怎樣真正解構，以獲得蘋果以外的幸福？在〈蘋果樹〉中的經典

談話，「人們的蘋果樹該結實了」24242424下面的回答是「該結實了」，「那時候人們

可以有一只蘋果，一只人們自己的蘋果。」25252525此即人們所要的幸福；所以「蘋 

果」在這裡準確的代表著「幸福」，這是一種浪漫和象徵的手法。 

故事中說：「我所要的幸福該是一只能看見萬物靈魂的眼睛。」26262626所以他

追求的並非一顆蘋果和簡單的幸福，而是幸福（蘋果）後面所代表的「能夠

看到萬物靈魂的眼睛」，也就是看到所有存在者的眼睛。讓人們了解到為什麼 

 

                                                        

24 同註23，第111頁，第十八行。 

25 同註23，第111頁，第十九行。 

26 同註23，第111頁，倒數第二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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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存在，為什麼存在是有意義的，也是為什麼要選擇存在而不選擇虛無。 

「我要看到隱藏在天籟自然中的精靈。我要看見囿於人體之內的真實，

然後我能將這些入畫。」27272727作為一個畫家真正想捕捉的是繪畫中的真理，也就

是指存有學、存在論上的真理，而不是知識上的真理。所以「天籟」是什麼？

天籟首出在《莊子•齊物論》篇中「吾喪我」的概念，「吾」是內在真我，也

就是精神的我失去肉體的我，〈齊物論〉要人們去聆聽世界的人籟、地籟和天

籟。因為天籟就像是整個宇宙波瀾一般，是整個萬有最深切的聲音。當這個

聲音和自然的精靈結合，人們要尋找的是存在的本真，這必須要透過藝術的

精神才能真的將之掌握住。所以小說中做了註解，「我要看見囿於人體之內的

真實。」28282828 

人們內在都存在著一個「無位真人29292929」，一個沒有位置的真人，由於它不

佔據位置或空間的任何一方，所以難尋。而到底無位真人在哪裡？透過藝術

也好、宗教也好，世人皆是想要找到心中的無位真人。陳映真透過〈蘋果樹〉

的主角說明從繪畫上去捕捉如禪宗頓悟的無位真人，所以說「我要看見囿於

人體之內的真實」，這個真實不是五臟六腑，不是血液，不是指筋皮骨，而是

指「存在的本真」，但這是摸不著，也就無法「洞見」，只能透過一種精神去

把握，其必須要運用解構的手段方可得之。所以陳映真一開始出發就注定無

法滿足於存在主義，可是在那時代中，提供給陳映真的除了存在主義以外，

大概只能走回馬克思主義世界了。 

新馬克思主義、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的確是最接近解構主義的相關

學說手法，所以陳映真朝向馬克思主義中去追尋理想，去追尋烏托邦也就其

來有至。因為，這是意識形態上的關鍵出路，這使得陳映真從馬克思到新馬

克思主義道路中，可以抓住存在的本真知音。文中作者表達了關鍵的話：「那

個時候沒有哭泣，沒有呻吟，沒有詛咒，阿，沒有死亡」30303030這句話就像《莊子• 

       

                                                        

27 同註23，第111頁到112頁。 

28 同註23，第112頁，第一行。 

29 出自臨濟義玄禪師所言（臨濟錄大四七•四九六下）。「無位真人」是指徹見本來面目者。 

30 同註23，第112頁，第十行到第十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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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宗師》篇中的超越生死或超越淚與悲苦，人可以達到真人一般，甚至不能

被任何巫術下咒。陳映真所謂「沒有詛咒」是指人們能超越永恆的輪迴，而

能回到存有的本真。但是，陳映真的寫作年代因為尚處於白色恐怖時期，思

想、言論須受到掌控，出版事業不夠興盛，書籍的取得、閲讀也非常不容易，

所以他並不能掌握到禪的內含（不如教晚期的作家宋澤萊已可清楚地把握禪

的精神）。 

除了上段經典式的談話外，其實陳映真在一開始就已經明確的點出： 

在這樣局促，看不見生機的地區，裡每個人仿佛都期望著能在每一片刻裡發

生一些特別的事，發生一些奇跡罷或者說，一場鬥架也好，一場用最污穢的

言語綴成的對罵罷；哪家死個把人罷；不然那家添個娃娃也一樣，只要是一

些能叫他們忘記自己或活著或者記起自己畢竟是活著的事，都是他們所待望

的。31313131     

這段經典的敍事常出現在卡繆、沙特、貝克特或者是普福斯特這些大作

家的筆下，「追尋」是希望人於存在的麻痺之後能綻放出更具有內在精神的存

在，或者說能夠激起自己存在感的存在。換句話說，陳映真在說明著，大部

分的人因為被結構決定，所以其存在是毫無存在感的，也是徹底的虛無。在

小說中說：「一切又回歸到熙攘的寂靜中去，回歸到執著的，無可如何的生之

寂靜中去。」32323232後面又說：「而冬日也更其可笑地絢燦著」。照理說冬天的太陽

應該是暖和的，但他卻將之形容為可笑的、荒謬；可笑的原因是，人又回到

虛無的存在中。小說中對應了人與非人的討論，陳映真語出驚人的說：「因為

他們實在沒有功夫去講究（人的）與（非人的）分別。」33333333陳映真生怕讀者沒

有看到他所要表示的，所以又說，「他們只是說不清楚是幸還是不幸的生而為

人，而且又死不了，就只好一天捱過一天地活著。」34343434陳映真殘忍地說明人竟

是失去意義地活著！因此，生活對他們既無所謂失意，也就更無所謂寫意了， 

                                                        

31 同註23，第104頁，倒數第二段。 

32 同註23，第105頁，第四行。 

33 同註23，第106頁，第一行到第二行。 

34 同註23，第106頁，第二行到第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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彷彿貓狗之屬。 

這非常像《老子》所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的態度，當然有很 

多讀者或評論家不認同陳映真的小說，就如同許多西方的評論家也未必喜歡

看沙特的小說一樣，大家寧可看海明威《老人與海》、《戰地鐘聲》可能令人

覺得甜蜜一些。但是討論存在的小說畢竟也是值得寫作的方向，雖然跟土地

非緊密地連結在一起。 

另外，還可討論：把一顆不是蘋果樹的樹稱做為蘋果樹的幻想，何以也

可以令人感到真心的幸福？這裡隱含著，憑藉著幻想給予自己的幸福算不算

是一種幸福呢？算不算是一種存在呢？如果筆者沒猜錯的話，陳映真是指蔣

介石一直告告訴人民要反攻大陸，但事實上卻反攻不了大陸，這種給予的幻

想算不算是一種幸福呢？發給戰士、老兵根本不能兌現授田証，讓他們覺得

自己很富有，這算不算是種幸福呢？或許人都需要「有希望」，即使是非常不

切實際的希望、幻想也罷。 

但是假如人們沒有面對現實的能力，寧可活在幻想中給予希望，生活會

更好一些嗎？結果，只有瘋狂者可以認同這種幻想──想像的幸福。換言之，

只有非被規訓者可以理解這種幸福。最妙的是，當瘋狂者看到蘋果樹，看到

幸福時卻死亡了，小說中並沒有交代死亡的真正原因，但是在這裡陳映真的

呈現超越了卡繆的荒謬死、荒謬感，而更具有浪漫精神；主角似乎是懷抱著

希望而死的，既然如此，蘋果樹也就成真了，虛假的蘋果樹在瘋狂者的死亡

中成真了，變得有意義、具存在感了。 

假使瘋狂者的存在意義和幻想之間結合，而造成存在的意義，如果更能

給予人們希望，人們要不要擁有它呢？如此一來可試問：在小兒女的愛恨情

仇世界裡，人們是不是應該適度的運用瘋狂來超越現實的無奈呢？好比說故

事中的人物，一個曾經品德高尚的青年醫生為什麼要跟一個瘋瘋癲癲的婆子

在一起？這是否是品味有問題？這時，評論者可以不直接回答這個問題，並

且也可以想想自己為什麼會和自己的太太在一起，用一種瘋狂的回答來對應

對現實的超越，是不是也是獲得希望、獲得幸福的手段呢！這就是小說裡面

透現出來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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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中陳映真以連篇敍述來表現出浪漫精神，「他於是笑出聲來，感覺到 

一種無可如何的哀愁，但是這種哀愁，讓他覺得在無底的寂寞裏投了一些什

麼，更叫他感受到仿佛一個教徒在告誡著自己的秘密和負罪的那種安慰人的

感傷」35353535 單從這敍事中就已經可以決定這篇作品的成功。在同一段中又說：「這

個不見得傾聽著的女人，卻成為某一種神明！」換句話說，瘋狂者對於追尋

自由，追尋存在，追尋浪漫的主角來說轉而成為神明、外遇者、肉慾的交互

對象。其分享的已經不只是肉體上的愉悅，而是幻想世界中所達到的巔峰經

驗，這種高峰經驗轉而成為神明的存在。所以這裡碰觸到了精神疾病和心理

學上的問題，透過高峰經驗來取代宗教。於是乃出現了宗教式的語言，包括

教徒、告誡、負罪、神明、中古時期、僧侶等字眼，人們可以有另一種無神

的宗教，也就是去追尋存在、追尋浪漫精神、追尋反規訓，透過瘋狂、希望、

遊牧、流浪而獲得的存有本真。 

所以文中又說：「他翻身俯臥著，月光流在他褐色的背脊，他側倚著頭注

視著伊的分不出死活的側顔，在月色中反射著一層薄薄的青色的光彩，他開

始用新的熱心述説著一個蘋果園，在寒冷的高地，一望無際的蘋果樹林開滿

了銀色的花，結著累累的實……」36363636。這樣的敍説結合下一段精彩的文字：「夜

鶯歌唱，金絲雀唱和，幸福在四處漂流著，而在林間悠然地漫著一對裸著的

情侶。」37373737這都說明絕對的自由，說明可以超越大地、社會的規範，甚至超越

現實的存在。例如把蘋果樹、銀色的畫、冷冷高地結合在一起，各種不可能

的結合有沒有可能發生，這並不重要，只需要浪漫、唯美、自由，只需要情

感和幸福確實存在於理想世界中，所以作者已經接觸到差異、解構的邊緣，

只是還沒有徹底的翻出解構外。這當然和陳映真後來的政治牢獄有莫大的關

係，他被關在一個小鐵籠監牢裡，所以更要徹底的去面對階級差異和需要革

命的世界。毫無疑問，〈蘋果樹〉是陳映真畢生的成功代表作之一，筆者認為 

 

                                                        

35 同註23，第116頁，第二行到第五行。 

36 同註23，第110頁，第四段。 

37 同註23，第112頁，對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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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小說超越陳氏中期的代表作〈唐倩的喜劇〉，而且也未必遜色於晚期代表

作〈山路〉或〈趙南棟〉或〈夜行貨車〉、〈忠孝公園〉。 

五、〈悽慘的無言的嘴〉 

陳映真1964年的作品〈悽慘的無言的嘴〉38383838全文僅七千字，不過卻表現出

對存在主義與精神醫學的綜合性純熟把握，是一篇上乘的作品。從題目來看，

可以分成三個部份，「悽慘的」、「無言的」和「嘴的書寫」。 

「無言的」對應的是禪宗的公案〈隻手之聲〉。當時聽到這個公案時，禪

宗弟子們都不知道何謂「隻手之聲」，也不知從何參悟起。眾人皆知，任何東

西要有聲音，是要互擊為聲或者將擊之而有聲，但是若是隻手不擊於任何事

物，怎麼會有聲音呢？「無言的」正是〈隻手之聲〉的意思，筆者用〈隻手

之聲〉來呼應這篇小說的「無言的」一詞，乃可深層互動於陳映真作品。如

果用深厚的參禪功力，去參悟何為隻手之聲時，最後會得到一個答案，其可

能者是唯一的音聲來源－－存在之聲；也就是任何事物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

價值，「存在」本身就是最高的目的，換句話說，任何「無言」的事物都代表

存在之聲。而後面連接的「嘴」這個字；「存在之聲」的「嘴」乃是無言的、

不可述說的，這符合禪宗的〈隻手之聲〉的公案。而「悽慘的」則要從禪宗

往回追朔到原始佛教，可以看到釋迦摩尼所認知的人間皆「苦」。所以「悽慘

的」是一個人生的寫照，於是文本也就是在說明存在的聲音由何處來發洩、

宣洩。 

整個故事的架構以第一人稱來展開，以醫院、醫生以及個人的夢境、見

到的場景來做背景。小說中首先提出了質疑，瘋狂者是不是應該到醫院接受

規訓才能夠還原正常？但實際上的效用經常並不見得那麼高，而醫生似乎只

是在扮演一個不得不出現的角色。而何謂正常？這又是另外一個大問題，但

是病人決定繼續住院或出院與否，卻都是由無法說明真正標準何在的醫生來

判斷。小說中的岔路是關於夢境，不斷重複夢境在夢理論的歸類上稱為「重

夢」。「重夢」有一種可能是人不斷地在釋放能量。由於心理分析的路數，多 

       

                                                        

38 見陳映真(1988)。《我的弟弟康雄》。台北：人間出版社，第153頁到第16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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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十多派，各派對夢有各種不同的解釋，所以當然也可以說重複夢境是代表

著精神向度要向某個出口，是人要衝出的持續性動作。另一個角度也可以說，

其是象徵的呈現或人有精神垃圾需要丟棄，或是此人存在某個焦慮或壓力

源，而這個焦慮就反覆的出現在夢中提示著。在本篇小說中，無法判定哪一

個夢境才具有真實夢的意義，就連小說中的醫生也沒有答案。不過，陳映真

已經點出了一個重要的討論命題：精神病患是否真的不正常呢？ 

更精確的問，所有的精神病患真的不正常嗎？還是指是人類基於某種定

義或範圍，而被定義為不正常，或許在不同的處境下，即使本質不變，但仍

可能變回正常的了。所謂精神正常，誰的精神代表正常？精神正常有哪些衡

量的指標，如果將這些訂定的指標拿去檢測每一個人，甚至每天按三餐檢測，

每一個人都可以安穩的通過嗎？並且每一次的檢測都會是正常的嗎？假使只

如此有幾次檢測不過，就會被送進精神病院，將會是一個怎麼樣的世界呢？

人將會因為懼怕定期檢測而變得有時情緒不正常，而又怎麼可以來指稱被送

進精神病院的人每一時、每一刻都不正常呢？ 

什麼樣的內心世界才是正常的呢？毛澤東正常嗎？還是應該把毛澤東送

入精神病院？蔣介石顯然缺乏精神醫學的知識，否則他早可以此病名把毛澤

東推入精神病院關起來了，而蔣介石正常嗎？也不見得！而歷史上的秦始皇

正常嗎？為什麼沒事要統一全天下的國家呢？如果秦始皇是正常的，那麼現

在有個人想要把世界二百多個國家統一起來，這樣的想法也可算是正常的

嗎？歷史上列名的五百多個皇帝誰的內心是真的正常的？這些皇帝的存在世

界中，只允許自己和自己的兒子可以是正常的男人，其他正常的男人都不被

允許生活在宮廷中，這樣的世界正常嗎？如果連最高統治者的精神世界都是

不正常的，那麼身邊的女人會正常嗎？一個國家會正常嗎？專制政權裡面的

專制獨裁者精神世界正常嗎？可以相對應的問題是被奴役者的精神世界正常

嗎？努力用各種尺度去衡量他者的人精神正常嗎？ 

舉例而言，一個小孩子頭髮非常短，但卻還是到理髮廳請師傅幫他修剪

一下，他說：「因為我的頭髮沒有被推平的痕跡，所以檢查是無法通過的」，

所以，檢查頭髮的人是檢查有沒有被修剪的痕跡，反而不是長短與否！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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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管理者正常嗎？而這些被管理的、被規訓的、不斷在頭髮、衣服中找尋

過關界線的學生、不斷遵守著規範的人，真的正常嗎？這麼多的規範、規定

卻讓人更不正常或者沒有辦法正常，所以人們是否該再規範什麼是「正常」！

如果違反了規定就立刻被歸類為不正常？於是，被劃入為危險份子者，需要

管制、特別跟蹤、監聽。回首台灣的白色恐怖時代，正是瞄準了許許多多的

知識份子或者具有批判精神、抗議精神的人。如果具有批判精神、抗議精神

的人被列為不正常者；那麼應該是專權者、標準的制定者出了問題！如此一

來，回到〈悽慘的無言的嘴〉來看，就知道生命之所以悽慘，乃是因為規訓、

乃因為人類社會的惡所帶來的生命的罪而悽慘。 

因而，這命定的罪就命定許多人要罹患精神疾病，但此精神疾病又無處

可醫，只要能通過規訓的過程，醫生就會將之列為正常，並可以離開精神病

院。如果沒有通過規訓的過程，就只好繼續待在精神病院，繼續被以不正常

的方式來對待。如此一來，解不解夢境也就不重要，因為解夢對規訓者來說

並不重要。 

進入二十一世紀後，精神醫學已較發達，精神疾病可以有多達八百多種

的分類，試問，現在有任何一個資本世界的忙碌成年人沒有任何的精神疾病？

愛購物、熱愛收集某項物品的者可以稱為「戀物癖」；而喜歡看身體某一器官

的男性或者女性，可以稱為「戀足癖」、「戀體癖」或各種癖好的世界；而容

易緊張和焦慮的是「焦慮症」、經常感冒而無法痊癒的是「身心壓力患者」嗎？

在這種標準下，有多少人是正常的呢？看到蟑螂、老鼠或某種昆蟲就會尖叫、

毛骨悚然，不都是接近「恐慌症」的現象嗎？於是本篇小說中的主角後來被

判定為「病癒」，請問真的是被醫師治好的嗎？還是主角已經在自我存在中獲

得自我安頓，而被認定受了良好的規訓而痊癒的。循著陳映真所提問的標示

來看，存在是不是悽慘的？存在是不是無言的？因為存在主義一直在言說

著，但是真正的存在其實是「無言的存在」，而有言的存在反而才是不存在的。 

下一個向度是，雛妓的死亡及所看到的相關傷口，「死亡」在這裡是不是

可以作為解脫與自由的代表？如果是的話，陳映真何以要以「悽慘的」、「無

言的嘴」為題，所以，死亡未必是一種解脫，也未必是一種自由。死亡可能 



 

57 

      陳映真前期作品解析—以〈我的弟弟康雄〉、〈鄉村的教師〉、〈故鄉〉   21 

、〈蘋果樹〉、〈悽慘的無言的嘴〉、〈兀自照耀著的太陽〉為討論核心     

                                                                         

 

代表著疑問而未曾解答。如果死亡不是一種解脫，也不能獲得一種自由的話，

就必須去思考生存與死亡之間的意義何在，其中還有個重要的元素，就是罪

惡的「罪」；人身上的罪是不是會導致人產生各種精神疾病呢？在這個過程

中，陳映真透過主角的第一人稱來引述歌德的話「打開窗子讓陽光進來吧！」 

39393939這試著說明凡事總要有窗口、有出路才能讓生命活潑起來，「陽光」可以象

徵一種生命的活泉、泉源、出路或生命的可行性。 

如果要結合整個小說的主要元素，包括精神病、夢境、罪惡、死亡、瘋

狂、規訓等等，大概可以找到一個敘事的結構，就是在找尋一種生命的出口

──「陽光」，所以人們如何尋找每個生命的出口，會是一件非常關鍵的事情。

所以，如果這是一個生命的出口，作者所敘事的「重複夢境」就應該不是精

神世界垃圾桶，而是指精神世界的出口；要尋找出口，想要撥開內在的抑鬱、

壓抑的重要的象徵，即是夢境中的「一片黑暗的，長滿了長長的霉」40404040，並且

在這本文中敘述霉的過程裡，人和霉都一起死亡了，所以這是個關鍵象徵手

法。「人和那個我不喜歡的霉的衍生物，在消除的過程裡面為什麼都會死亡」

41414141，這個「霉」是不是可以看成是人們身上的罪呢？人是不是在消除罪的過程

裡面也一起死去了呢？所以這篇小說一開始就把神學的理論拉進來了，所以

陳映真的存在主義在此還包含齊克果的存在主義、基督教的神學存在主義，

如果真是如此，是不是命定著世人在救贖自己的過程中，必須和這些罪惡共

同死去，人是不是真的這麼悽慘、無言的存在，而所有身上傷口、從生到死

情節也都命定的悽慘無言，人們終其一生都是在解決類似的情結罷了。當人

們解決了所有情結時，就代表剛剛活過來，但這個時刻也就是死去的時候，

是這樣嗎？如果是這樣，人生真是夠悽慘的了。人們只能聽一種存在之聲、

一種隻手之聲，所以這又導出另一個問題，人們的存在是不是就是一場噩夢，

人們的命運是不是就是一場噩夢？ 

 

                                                        

39 同註39，第165頁，第一行。 

40 同註39，第164頁，第十六行到第十七行。 

41 同註39，第16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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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討論夢中「致死的傷口」，如果一個傷口就代表一個情結，一個情

結就代表著一張嘴，一張嘴就代表著一連串的故事。所以全部的傷口、情結

和嘴都在敘說著存在之苦，也都在敘說著隻手之聲，也都在敘說著人無路可

逃。陳映真在文中還算含蓄，他至少告訴讀者可以打開窗子讓陽光進來，可

以讀一讀歌德的《少年維特的煩惱》，讀一下《浮士德》，超越存在主義，來

到浪漫主義的時代、啟蒙主義的時代或回到文藝復興的時代，去追求希望，

讓陽光進來，有希望的存在總比只聆聽隻手之聲還要使世人感到快樂。 

所以此篇小說的深度不亞於存在主義的哲學家所提出的哲學問題，而陳

映真並非盲目追隨存在主義哲學家所給的確定性答案，所以其小說並不是有

意以存在主義式的小說來做事間事物的解答，或者給讀者一些決定性導向的

創作，而是從小說中自發的、創作的在思考問題，所以陳映真小說的層次可

以上升至卡夫卡、卡爾維諾、普斯特等知名的小說成就層次。以小說、故事

來思考時代的問題、存在的問題、生命的問題，所以也應該把陳映真當做思

想家、小說家合一看待才是。 

六、〈兀自照耀著的太陽〉 

憑心而論，比起〈蘋果樹〉、〈山路〉這些後期的作品，陳映真1965年的

作品〈兀自照耀著的太陽〉42424242算是不太成功的作品，其斧鑿比較深。但是，這

部小說的寓意，以一位思想家、小說家而言，還是值得被重視的，因為文中

嚴肅的討論「什麼是活著？」、「什麼是存在？」並且真切的去反省存在是什

麼。並且在這篇文本中，可以看出作者日後會創作出〈山路〉故事的痕跡。 

〈兀自照耀著的太陽〉深切透過幾位主角的自我反省，說明自己可能不

曾活過，陳述自己可能是被物慾所害的，說明自己的存在的虛假，換句話說，

是透過自我批判來檢討存在的意義。 

從這一篇文本中，可以看到陳映真對資本主義的反省與態度，作品並且

對商品化、物慾化的存在都做了一番反省。同時也反省許多專業技術人員、

醫生，面對死亡或患者是如此的無情。世人總是以專業化、一致性的工具理 

       

                                                        

42 見陳映真(1988)。《唐倩的喜劇》。台北：人間出版社，第39頁到第5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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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在面對生命，而缺乏真正的生命關懷。直到醫生面對自己女兒的生死問題

時，他才能有更深切的體認，也才感到死亡是從會呼吸、思考的身體變成不

會呼吸、思考的身體。故事中的父親面對女兒的死亡，甚至希望透過祈禱，

希望能有奇蹟出現，但是醫生的工具理性也同時束縛著主人翁，使得他的悲

傷不可以太過傷。從此乃可以發現陳映真乃深刻在批判科技官僚、專業技術

人員、工具使用理性者。作者希望追問的是：人要到什麼時候才會自我反省。

並且他仍然比較褒揚曾經受過苦難的人，因為小說中認為那些曾經受過苦難

的人、被蹂躪過、壓迫過，才是真正的活著。而這些生命富裕的、順利的人，

很可能都不知道活著的意義。陳映真用批判主義、存在主義的立場，給物質

匱乏的、生活不充裕、生活不幸福的人很大的鼓勵。 

在故事中，把兩個中年女性塑造為專人使用的精緻化美感，缺乏面對存

在的、生命之美的感受，這種缺乏生命之美的知覺，只是一種雕琢之美、樣

品之美、工具性之美，這也代表著一種虛假。通過這種種的思考，人開始去

反省怎麼樣活著才是真實的活著，開始反省以往所認定的美好、幸福是真的

如此嗎？文中也對技術式的知識份子做了批判，這些人是不是在面對切膚之

痛時，才能有所覺悟、了解存在是什麼。 

小說中雖然也點出戰前、戰後生存者的不同，一個是想要保有自己所擁

有，一個是想要發展自己的事業，但是他們所共同的是重視物慾、音樂、酒、

舞會，而沒有辦法人飢己飢、人溺己溺的真正去體會勞動的生命，也無法理

解真正存在的意義。勞苦的生活者，總是只會用技術性、工具性的眼光去看

待世間、看待一切。更甚者，許多的技術人員會在自己專有的範圍中來讓自

己感到存在。例如醫生只在其專業範圍中存在；而老師只能在自己的教育範

圍裡存在。而這些工作中的各種習慣性則會牽絆自己的存在，好比去探視病

人時竟然可以談論自己所要建的房子、自己的生活，而無法進入病人的問題

與世界中。反而是病中的當事人，卻能關懷所有來關懷她的人，她用簡單的

句子告訴所有人，「只要天亮她就能夠好起來」43，還要大家不為她傷感。只 

                                                        

43 同註42，第50頁，倒數第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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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她能夠去關懷其他受難者。天亮了，太陽還是會升起，但是故事主角並沒

有康復，甚至死去，不過，死了會不會代表著一種「好起來」呢？這是可以

討論的。 

小說最後提到，「我們可要真實的活著呢！」44444444，對病人這樣說，病人母

親接著說「只要你同我們活著」45454545。再後一段：「拋棄那些腐敗的、無希望的、

有罪的生活──只要小淳同我們留下來。」46464646換句話說，人們在追尋真實存在

的時候，已經覺悟到要拋棄許多所謂的腐化和不真實的生活，但是這些在現

實生活中當然不會發生。 

最後一段精彩的敘述，「太陽升起的時候，小淳安安靜靜地在五人沉睡的

勻息以及在初升的旭輝中斷了氣。然而太陽卻兀自照耀著：照耀小淳的樸素

的臉。」47474747這個樸素的臉說明了存在的真實性，接著「照耀著醫生的陽台；照

耀著這整個早起的小鎮；照耀著一切芸芸的苦難的人類。」48484848換句話說，陳映

真表現出一種高度的人道主義、普世的關懷，所以真正存在的意義是什麼，

是「普世的關懷」。而在整個小說中，不斷地透過幾個大人的對話去凸顯普世

的關懷，對照缺乏普世關懷的存在性。比如人經常活在夢中，「許炘說『記得

我在那些日子裡，沒有一日不做著美夢嗎？』」49494949；另外，作者對生命開始有

些反省，「但是現在心情卻是很想為淳兒的生命想跟誰商量，或者交換什麼條

件也好，不曾有一個生命的熄滅如此使我不安，使我徬徨著。」50505050這是醫生的

告白，他又說，「是的，我和媽媽忽然感覺到從來沒有活過。」51515151醫生能夠這

樣深切的反省，事實上已經證明他首次真正面對生命。換句話說，他過往缺

乏對生命的真實面對，於是又說，「明白了，我們都不曾活著──誰該活著 

       

      

                                                        

44 同註42，第54頁，第三行。 

45 同上註。 

46 同註42，第54頁，第八行。 

47 同註42，第54頁，倒數第五行。 

48 同註42，第44頁，倒數第三行。 

49 同註42，第52頁，第三行。 

50 同註42，第49頁，第十三行到第十八行。 

51 同註42，第49頁，第十八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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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52525252這裡當然是指向病中的孩子，但是後面又有一句話說，「我們所鄙夷

過的人們，他們才是活著的。」53535353這段話其實是非常突兀的，但也是一種反省，

因為被他鄙夷過的正是「勞苦大眾」，他們因為勞苦所以感覺到自己的存在，

不勞苦的人鄙夷勞苦的人，但是不勞苦的人卻因為沒有勞苦的經驗而無法感

覺自我存在，這是存在主義式的反省加上馬克思主義式的思考。醫生說，「又

是我方才講的，死亡早已不是死亡了。」54545454和小說之前情結中提到的「我的一

生也不知道看過多少死亡的了，但是，從來沒有這樣的在生命的熄滅前把自

己打倒的。」55555555這個「打倒」卻使得他重生了，並且可對照小說最開頭對這醫

生的描寫，「即便在這種時刻也揭不去那種冷漠的。」56565656這一連串對醫生的殘

酷批判，都在證明著存在主義式的審查，並且告訴世人什麼樣才是真實的活

著。 

此篇小說足以證明，陳映真自從1965年一直保有存在主義式的批判哲學

精神，反映在小說中，也反映在他的命運觀裡面，也所以其在華人的小說界

可以有如此的獨特藝術成就。 

 

 

 

 

 

 

 

 

 

 

                                                        

52 同註42，第49頁，第十八行。 

53 同註42，第50頁，第一行。 

54 同註42，第46頁，第二行。 

55 同註42，第41頁，倒數第七行。 

56 同註42，第39頁，第十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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