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鬼夜行之夏──《姑獲鳥之夏》敘事策略 

吳宜軒 

 

摘要 

1994 年，京極夏彥以《姑獲鳥之夏》出道，旋風式席捲整個日本文壇。其

獨樹一幟的「妖怪推理」，以及比起創新的犯罪手法，更關注於書寫人心魑魅

魍魎的寫作風格，此前也有許多學者研究、分析。 

然而其關注方向多在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研究其筆下人物的扭

曲心理、記憶與真實的建構；或者著重於妖怪書寫及意象研究。以「敘事學」

為角度的觀察研究似乎尚未出現，因此此論文主要目的便是運用敘事學，為

《姑獲鳥之夏》提供新的觀察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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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導出 

從我開始閱讀以來，一直不可抗拒地受到類型文學（或者可以說大眾文學）

的吸引，尤其是推理小說。直至如今我依然可以感受到第一次閱讀柯南．道爾的

《福爾摩斯探案集》時，那種對撲朔迷離的謎團如飢似渴的好奇、對蟄伏於暗處

的凶惡犯人的恐懼，以及對思考異於常人、天才一般的偵探產生的敬佩與著迷。

推理小說相較其他類型小說，可以說是最「公式化」，也最具有「目的性」的故

事類型──推理小說往往都需要至少一具屍體、一道難解之謎，以及一位卓越的

偵探，而所有角色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要解開謎題。 

乍看之下推理小說似乎很容易落於俗套，然而在推理小說出現的短短不到兩

百年時間（自愛倫．坡 1841 年 4 月出版〈莫爾格街兇殺案〉至今）裡，推理小

說不但沒有流於僵化、刻板、固定的套路，反而開枝散葉，創造出大相逕庭的流

派、來自各行各業的偵探、求新求變的犯罪手法與敘事方式。這樣蓬勃的創作力

在近代任何文類中都可以說是不常見的，作家與作家在推理的場域上相互碰撞，

每一個人都試圖創造出前所未有的殺人手法、前所未見的推理方式，以及最具突

破性的敘事手法。因此在類型文學的領域中，我認為推理小說是的確有其被大加

研究的價值的。 

推理小說產出地大致可分為「英美」與「日本」兩地，並非其他國家沒有值

得一提的推理作家與作品，只是在英美與日本的文壇對於推理小說的寫作最為盛

行，並且英、美、日皆為推理小說貢獻了許多風格獨具的流派。像本篇論文要討

論的《姑獲鳥之夏》作者京極夏彥，雖被歸於新本格派作家，卻也被認為是「日

本妖怪推理」的開創者，並有「一人一類別」的美譽。 

然而我選擇《姑獲鳥之夏》作為研究對象並不僅僅因為京極夏彥的創體之功，

而是對於作品的內容以及表現手法有極大的興趣。國內針對推理小說的論文寫作

數量不多，不過並非毫無觸及。而關於《姑獲鳥之夏》的研究，我發現的主要是

關注於其本格派風格的探索，以及精神分析上的觀察。因此這次我決定從「敘事

學」的角度切入，以試圖了解京極夏彥在《姑獲鳥之夏》所運用的敘事策略。主

要的研究方法則集中於文本分析。期能對京極夏彥的創作方式有更深一步的認識。 

 

壹、 不想解謎的偵探、不可靠的敘事者──角色設計與敘事觀點 



《姑獲鳥之夏》既然作為推理小說，必定會有一個偵探人物，然而這位偵探

的本名卻一直到第 87 頁才在介紹妹妹敦子時順帶揭曉，此前故事敘事者關口都

只以其經營的舊書店屋號「京極堂」稱呼他，後來也鮮少用到他的姓名。 

中禪寺是京極堂妹妹的姓。 

當然京極堂本人也有「中禪寺秋彥」這麼個響亮的本名。 

只是如今這個名字已很少被人稱呼，他身邊的人幾乎全都以其屋號

「京極堂」來稱呼。1 

除京極堂外，所有角色都以本名稱呼，頂多取音近的綽號。雖然日本早期有

以屋號稱呼店主的習慣，然而在《姑獲鳥之夏》中卻沒有那麼單純，我認為這稱

呼除了增添京極堂本身的神秘感，更重要的是，將他與其他積極參與事件的人物

區隔開來。 

京極堂相較其他角色──作家關口巽、記者中禪寺敦子、偵探榎木津禮二郎、

刑警木場修太郎──並沒有那麼強烈的動機或義務去參與事件，卻在各路人馬的

報告中，最靠近事件核心的真相。即便如此，京極堂仍然保持自己旁觀者的立場。 

「關口，希望你別忘了──觀測行為本身也會對對象造成影響這件

事。」 

「那不是量子力學嗎？」 

「是測不準原理。正確的觀測結果只能在不觀測的狀態下獲得──的

意思。」(p.137) 

京極堂對於成為偵探、解開真相毫無興趣，相較執拗地追求真相與解脫的關

口，他顯得格外客觀、理性與冷淡。對京極堂來說，不涉入事件，使其順其自然

邁向結局是造成最小傷害的解決方式。京極堂具備縱觀全局的能力，這是所有角

色以及讀者都望塵莫及的。 

因此，京極堂的視角誇大一點來說，可以說是神的視角。我認為，這也是作

者決定不要以本名「中禪寺秋彥」稱呼他的原因，一般姓名無法將其超然的客觀

角度呈現出來。雖然「京極堂」這稱號不會使他被神化，但同時，也絕不會將他

                                                      

1 (日)京極夏彥：《姑獲鳥之夏》(台北：獨步文化，2008 年)，頁 87。以下引文皆出於此，謹記

頁碼於文後 



列入蒙昧不清的庸碌之輩中。 

 

《姑獲鳥之夏》值得一提的設定還有其角色「職業」與「身分」的名實不符。 

作家關口作為一個敘事者，他的敘述之混亂，可說與作家的本質背道而馳。

職業是偵探的榎木津禮二郎更是大言不慚地表示自己不負責蒐證，也不需要推理，

透過天生的特異能力（看見人的記憶），榎木津便可直接「得知」犯人，但他卻

缺乏串連線索與證據的能力。因此書中的推理與解謎的任務便落到主角京極堂─

─舊書店店主、武藏晴明神社神主，以及驅魔師──身上，京極堂的三重職業都

與偵探無關，然而他卻是此書的「偵探」角色。 

因此京極夏彥以「驅魔」代換「推理」這個概念，透過京極堂解明真相，使

涉案人物直面自己過往的罪與黑暗的心魔。除了構成京極夏彥獨樹一幟的「妖怪

推理」風格，也闡述了無論哪一種偵探，「解謎」此一舉動，在本質上或多或少

就是一種「驅魔」──解開謎題（神秘）、直面動機（心魔）、抓住兇手（妖魔）。 

而京極夏彥筆下的「京極堂系列」（又叫「百鬼夜行系列」）中，在扭曲、變

態心理驅使下的異常行為佔故事比例之高，遠遠超其他推理小說，因此破除心魔

成了作品核心──而兼具「驅魔師」與「偵探」身分的京極堂一角便更有其存在

必要性。凸顯出作為推理小說，京極夏彥的野心不在創造出最精密的機關、殺人

手法，而是聚焦在人心底最幽微的黑暗，以及從其孕育出的「妖魔」。 

 

一般推理小說，尤其是早期古典推理小說（十九世紀以降，由愛倫．坡的〈莫

爾格街兇殺案〉開始的推理小說創作潮）中的敘事者，通常都由偵探親信的朋友

擔任。此敘事者經常是局外人，對事件具備與讀者相當的好奇心，也與讀者一樣

對真相摸不著頭緒。代表例子有柯南．道爾《福爾摩斯探案集》的約翰．華生醫

生與阿嘉莎．克莉絲蒂《赫丘勒．白羅探案》的亞瑟．海斯汀上尉。 

這樣的安排除了給予讀者觀看事件的客觀視角，作者更可透過敘事者的思考、

發問來為讀者理清事件脈絡，並讓偵探有說明案件的機會。在這樣的大前提下，

讀者理所當然會將敘事者說的一切全盤接收，認為敘事者所見便是客觀真實。然

而，《姑獲鳥之夏》跳脫了這個前提。 



《姑獲鳥之夏》採第一人稱視角，敘事者關口巽是個文風奇特的三流作家，

也是本書偵探「京極堂」中禪寺秋彥舊制高中時期的友人。然而作為敘事者，關

口對周遭的描繪經常模糊不清，有時甚至滲入玄異恍惚的色彩。 

我突然覺得好像被拋入海裡的嬰兒一樣，開始感到恐怖。不，說是恐怖

更像是寂寥或虛無感，彷彿搭乘的泥船在海中溶解了一般。 

「怎麼可能……不，不可能有這種事情發生，我就是我啊。」 

「你怎麼能知道？你無從判斷吧？說不定你的記憶，你的現在，全都是

腦在前一刻才隨便編造出來的，就像上演當天才趕忙隨手寫寫的劇作家

的劇本一樣。對你這個客人而言，什麼時候寫成的……根本分不出來啊。」 

(…中略…) 

那麼一來…… 

「那麼一來，我本身不就跟幽靈沒兩樣嗎！」 

     

我像是被全世界拋棄了一般，壓倒性的不安感向我侵襲而來。與之相

比，憂鬱症所帶來的孤獨感還令人感覺比較有救。連坐在我眼前的究

竟是我的朋友還是別人，我也變得無從判斷。(p.49、50) 

上述為京極堂為捉弄關口而刻意對他的現實與記憶做出質疑，而關口不僅無

法明確辨別出客觀現實與主觀現實之間的差異，甚至連京極堂的主體是否存在都

變得難以肯定。只要寥寥數語，便可以對關口的存在造成巨大影響，由此可見，

關口自身精神與客觀世界的分界線是相當曖昧不明的。連帶他眼中的世界也是搖

晃、難以辨明的。 

除此以外，關口還有記憶力薄弱、選擇性失憶、視野狹窄、幻視、容易受外

界影響而思緒混亂等種種缺點。就讀者理解真相來說，可以說是最差勁的第一人

稱敘事者。然而，在京極夏彥刻意的安排下，關口在敘事上的缺陷反而變成了延

續事件的關鍵。 

這樣特殊的寫作方式在推理小說中被稱為「敘述型詭計」，透過敘事者的刻

意隱瞞、扭曲經過、調換時間線、誇大其辭或更換敘述角色，達到混淆、誤導讀

者的效果，這個敘事者便被稱為「不可信的敘事者」。「不可信的敘事者」一詞，

由 W．C．布斯於 1961 年出版的《小說修辭學》中首度提出：「當敘述者為作品



的思想規範(亦即隱含的作者的思想規範)辯護或接近這一準則行動時，我把這樣

的敘述者稱之為可信的，反之，我稱之為不可信的。」2 

而關口不僅沒有將「真實」傳達給讀者，反而還將讀者從真相之岸越推越遠，

可以說他就是標準「不可信的敘事者」。 

關於《姑獲鳥之夏》的主要謎題──無故懷胎二十月未產的妻子，以及她一

年半前在密室失蹤的丈夫，其謎底其實相當單純。如果由其他任何一個角色來觀

察，讀者必定能在瞬間就了解事件的來龍去脈。實際上，當時與關口目睹同一場

景的另一角色「偵探」榎木津禮二郎便馬上洞悉真相──丈夫已死，屍體就陳列

在妻子身旁，然而失神的妻子卻視而不見，且因為精神混亂而產生假性懷孕症狀，

使其看似懷胎二十月。 

然而關口懷抱著對久遠寺涼子不可名狀的傾慕與保護欲，自願捲入事件的漩

渦中，失去觀察客觀性。因此他逐步被奇異的情境吞噬，轉而對屍體視而不見，

盲目地相信妻子的確懷胎二十月，並對榎木津的評論產生激烈的抗拒。 

「什麼不是這個問題，要我看那種東西實在辦不到。」 

「梗子小姐的狀況不是事先就知道了嗎，怎麼事到如今才……」 

「誰跟你說孕婦的事了？你應該也看見了吧！我可不相信你沒看到，

沒這個道理。」 

「很不巧我真的什麼也沒看到。我只是個普通人，不像榎兄你能看見

常人看不到的東西！」(p.200) 

關口一方面受制於己身精神上的隔絕而對屍體視而不見，另一方面又由於榎

木津的特殊能力而對榎木津的「真相」產生不信任感。他在案件中投注過多的私

人情感，使得案件失焦、模糊不清，讓讀者和他一樣，對詭異的事件摸不著頭緒，

只能繼續像無頭蒼蠅那般，隨關口橫衝直撞收集資料，直到京極堂願意開金口解

釋來龍去脈為止。 

這樣的寫作手法有其爭議性，但我認為在《姑獲鳥之夏》中稱得上是恰如其

分。關口的扭曲敘述一方面為京極夏彥開啟的「妖怪推理」增添陰鬱詭譎的氛圍，

延長了情節發展，同時也使讀者在京極堂揭露真相時受到更大的衝擊。 

                                                      
2
 (美)W．C．布斯：《小說修辭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頁 178。 



同時，關口本身的搖擺不定，便於讀者和事件中心人物產生共鳴。讀者透過

關口混亂、不安、無助的敘述視角，接受京極堂如刀般冷酷尖銳的推理，便會不

自覺地隨著涉案人物的慌張、恐懼、悲傷、混亂、痛苦、後悔、瘋狂而產生撼動。

讀者與關口共感，而關口又與涉案人士共感，進而讀者對兇手和受害者都會產生

憐憫與不捨的情緒。 

我想，這便是關口作為「不可信的敘事者」，除了誤導讀者以外，還具備的

另一項重要功能──作為一道橋梁，將心智正常的讀者與瘋狂的人物連繫在一起，

讓讀者體會到那種瘋狂，以及瘋狂底下的那份無可奈何。 

 

貳、 百鬼夜行的時代──文本時代設定與敘事時間 

《姑獲鳥之夏》的時代設定在二戰結束以後的日本，時間大約落在 1952 年

到 1953 年(昭和 27 年到 28 年)間，也就是二戰七、八年後。故事中的角色幾乎

全都參與了太平洋戰爭，且或多或少受到了戰爭的影響。然而京極夏彥將時代設

定在二戰後，除了為呈現一個民生凋敝、人心失措的日本以外，我認為還有更重

要的原因。 

當時的日本正在逐步邁入西方文明中，然而，與傳統的文化尚未完全隔絕。

那時的糟粕雜誌3仍會刊載以神怪、詛咒為主的報導，人們或多或少還相信靈異

之事。妖怪在日本民俗文化占了極高的地位，在各地都有妖怪傳說，妖怪除了是

研究日本民俗的重要素材，也同樣代表了民智未開時，日本人對不能理解的科學

現象所做出的解讀。 

可以說，二戰後的日本正由渾沌的妖怪時代，步向科學理性的西方文明，這

段時間就像是邁向黎明之前的黑夜時分。而日本從前有所謂「逢魔時刻」(逢魔

時)，源自平安時代(西元 794 年-1192 年)盛行的陰陽道信仰，指稱的是黃昏到傍

晚之間，萬事萬物曖昧不明的時段。日本人相信白晝屬於人類、夜晚屬於妖魔，

因此在日夜轉換的時刻特別容易撞見妖魔，必須忌諱外出。 

                                                      
3書中第 33 頁的註釋為：「日本戰後一時蔚為風潮的三流雜誌類型，內容多以腥羶八卦的不實報

導為主。由於雜誌社經常遭取締而倒閉，如同用糟粕釀造的劣酒般，幾杯下肚即倒，故而名

之。」雖書中幾乎所有人都瞧不起這種雜誌，但關口為了糊口，偶爾也會在上面以筆名發表文

章 



若將這觀點倒過來看，在邁向黎明的、二戰後的日本，就像是逐步擺脫妖魔

的魔爪，往理性世界蹣跚而去那般。但，妖魔尚未完全離去。 

就像作為偵探一角的京極堂身兼「神主」、「驅魔師」二職，卻是絕對的理性

主義者那般，思想中參雜過去迷信與未來科學理論的人在故事中經常出現。然而

與其說他們融合了故舊傳統與未來革新思維，還不如說他們困鎖於兩者之間，甚

或仍受到過去的習俗、迷信所攫，而做出瘋狂可怖之事。 

《姑獲鳥之夏》的事件發生於管理婦產科診所的久遠寺一家，醫生這職業理

應是西方文明的代表，然而從他們的姓氏「久遠寺」看來，他們尚未脫離傳統的

束縛。在故事中，他們被視作「疏髮童子」的「附身妖怪家系」──也就是役使

嬰靈的家族，然而實際上他們卻只是一個容易產出無頭兒4的家族。這樣的迷信

在現今已不會被流傳，然而正因處於這樣的時代，久遠寺一家才會飽受折磨，而

變得瘋狂、混亂。 

由此可見，京極夏彥將故事發生時間設定在二戰後是有其原因的。當時的日

本人對未來徬徨無措，許多年輕人無所事事不知將來何在，而源於文化底蘊的妖

魔仍蟄伏於暗處－－這難道不是最佳的「妖怪推理」發生的舞台嗎？ 

值得一提的是，京極夏彥並未忽視故事進行的同時，時代也在推進的事實，

西化已不可免。百鬼夜行的第四部《鐵鼠之檻》提及電視開播，而於獨步出版的

《京極堂小宇宙全攻略》中，由推理小說評論家曲辰與譯者張筱森，一同分析了

NHK(現代文明的代表)出現對於傳統時代的沒落產生的推進： 

NHK的出現有幾個意義，第一，日本開始發展其大眾娛樂事業，讓娛

樂正式進入家門；第二，影像媒體的興起，促成了觀眾凝視重點的轉

移，透過電視，民眾可以觀看如一九五九年明仁皇太子的婚禮，預示

了一個去神化，凡事皆可通俗的時代；第三，因為影像是最為強勢的

媒介，因此以文字、口語為主的傳播被壓抑了，三流雜誌等等逐漸失

去市場。5 

                                                      
4
 亦即患了「無腦症」(或作無腦畸型)的嬰兒。Ellen P. Tappero & Mary Ellen Honeyfield 的《新生

兒身體檢查與評估》將無腦畸型定義為：「前神經管閉合缺損的結果，此畸形的特徵包括：顱骨

缺損始於頭頂且延伸至枕骨大孔，且缺乏皮膚的覆蓋；可觀察到出血且纖維化的大腦組織暴露

在外。」(p.201、202) 
5
 (台)獨步文化編輯部：《謎詭 VOL.5 京極堂小宇宙全攻略》(台北：獨步文化，2011 年)，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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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代獨一無二、陰陽雜處的混沌特性，想必也將逐漸被時間消磨。而等到

西方思潮終於將日本吞沒、人們再也不受鬼神妖異束縛之時，或許也是百鬼夜行

系列結束之時吧！ 

 

儘管主題再如何詭異特殊，《姑獲鳥之夏》仍是不折不扣的推理小說，因此

基本上還是遵照著推理小說慣常使用的時間推進手法：先有一個謎團偵探介入

謎團解開，這樣的結構。基本上推理小說大部分是順敘法，從偵探介入謎團開

始，一直敘述到解謎的那一刻，才又透過推理回歸到「過去」，《姑獲鳥之夏》也

是如此。可以說，推理的過程本身就可以看作是一種「時間的穿越」，透過解謎，

角色與讀者都回到了兇案開始、或是兇案之前，萌發動機的前因出現的那一刻。 

通常故事的時間推進是朝未來邁進，無論是上古神話、冒險小說或心靈探索

小說，都是一種成長歷險，源於對未來的未知進行探索，直到傳奇結束。而不論

是身體或心靈的旅行，於旅程結束後必定已與從前截然不同。鮮少故事結束以後，

角色還停留在故事起頭之處。 

但推理小說相反，是往過去時間前進的，這並非意指時間在小說中是倒退的，

而是指故事中所有角色的行動，都是為了填補過去失落的時間（線索）。而所有

成長、真正的了結，都必須在過去所有空缺的時間片段都被證據填滿以後，才有

辦法繼續往前推進。就如《姑獲鳥之夏》中，久遠寺一家必須藉由京極堂的「驅

魔」（與推理等義），時間才能回到正常的流速，結束久遠寺涼子長達二十個月的

妊娠。 

由此可看出，即便推理小說時間敘述的手法看似簡單，然而其意涵仍是相當

複雜、有趣的。當然，也有些特殊的推理小說選擇更加有趣的敘述時間手法，譬

如在兩個時間點切換，或是倒敘等等，然而《姑獲鳥之夏》並未使用這樣的方法，

因此我們在此略過不提。 

 

參、 姑獲鳥上身的夏天──敘述主題 

(一) 變調的母性──姑獲鳥與產女 

母性經常被視作女性與生俱來、愛護孩子的本能。在傳統文學中，



經常以一種純潔、高貴，宛若聖母瑪利亞護祐聖子那樣的形象出現。即

便到了當代，人們心中仍對母愛有著一定程度的信仰，因此當我們發現

母親虐待孩子的事實時，會感到格外憤慨──這樣的憤慨中其實包含著

恐懼。因為我們難以想像竟存有違背自然的母性。 

然而母性的失落、變調在現在已是不可忽視的了，因此當代的作家

開始探討各種各樣母性的變異，以及對孩子產生的影響。母性不再被視

為一種本能，母愛不再被視作理所應當。人們再也無法假裝母性是所有

女人共有的生育本能，而更可能是一種社會化的結果。 

 

而在《姑獲鳥之夏》中，「母性」的辯證成為悲劇的主因。 

 

母性不是純然的本能，但也並非完全社會化下的結果。在久遠寺涼

子的身上、在久遠寺菊乃的身上，京極夏彥對母性進行了探討。怎麼樣

的行為、怎樣的思想才能被稱作是「具備母愛」呢？本能的母愛才是母

愛嗎？還是道德教化下的母愛才能算是母愛？ 

久遠寺菊乃（久遠寺涼子之母）身為久遠寺一家的後裔，被迫承擔

久遠寺一家的「詛咒」──產下無頭兒的風險，並且必須接受久遠寺一

家流傳下來的儀式，眼睜睜看著母親拿石頭砸死自己殘弱的孩子。這樣

瘋狂的儀式使她化為搶奪別人孩子、造成孩子母親死去的「姑獲鳥」。這

是一種本能的母性，她沉浸在需要孩子的執念中，犯下畢生必須背負的

罪過。 

在此以後，久遠寺菊乃成為端正道德的「母親」化身。 

因此當久遠寺涼子未婚懷孕，又生下無頭兒時，菊乃成為了那個拿

起石頭、砸死孩子的長久傳統久遠寺家「母親」的化身。甚至為了避免

涼子如她那般四處蒐羅嬰兒，她將涼子的死嬰浸泡在福馬林中，放在她

身邊，強迫她日夜觀看，體認自己孩子死去的事實。 

涼子的精神狀態在起初便已不正常，因為戀愛與懷孕使她孕育出第

二人格「京子」，而菊乃的過度懲罰又使她沿生出第三人格「母親」。這



兩個人格將涼子扯作碎片，使她成為一連串嬰兒失竊案的犯人。 

涼子本人作為正常的人格，平日並不能察覺其他二者的存在；京子

則成為姑獲鳥的化身，四處搶奪別人的嬰兒、占為己有；母親出現時則

進行懲罰京子的儀式──拿石頭砸死嬰兒、浸泡在福馬林中，然後用迷

藥麻昏孩子失竊的母親們以保持久遠寺家的聲譽。 

在涼子身上，並存著源於本能的母性角色「京子」，與為了保全家族

顏面、聲譽的久遠寺之母「母親」。然而這兩者的母性實皆與母愛無關，

而是瘋狂的執念。即便是思緒清明的菊乃，展現出的也並非母愛。京極

夏彥呈現的是一種病態的母性偏執。這樣的偏執使久遠寺家代代都化作

搶奪別人孩子的「姑獲鳥」。 

 

在故事末尾，京子再度劫持嬰兒時，關口試圖接過孩子、拯救涼子。

當時他說： 

「來，給我。」 

 

「母親。」 

 

我總算想起這句話。不會再被人懲罰了，因為我已經、已經好

好地稱呼她了。 

涼子突然變回那個常見的困惑表情，張開嘴，似乎想說些什麼， 

同時伸出手把嬰兒交給我。 

 

姑獲鳥變成了產女。(p.420、421) 

 

在《姑獲鳥之夏》中，姑獲鳥與產女是截然不同的兩種形象，儘管

在日本的妖怪研究中似乎有所混淆，實際上卻象徵著兩種截然不同的

「母性」。在第一章中，即可見京極堂與關口對於姑獲鳥與產女來源的辯

證。 



據京極堂所言，姑獲鳥是「中國的惡鬼，別名夜行遊女或天帝少女，

披上羽毛便化作鳥，脫下羽毛就成女妖，典出於《本草綱目》等書。（…

中略…）在中國，原本的姑獲鳥具有抓走他人兒女當養女之特性」(p.66) 

而產女的定義則為「難產而死的女性，其遺憾具體化而成的形象」

(p.66)，其中並不具備憎恨的性質，僅是純然的哀傷集結的遺憾化身。 

乍看之下，奪人嬰兒的久遠寺菊乃的祖母、久遠寺菊乃以及久遠寺

「京子」可說是不折不扣的「姑獲鳥」沒錯了，然而，真是如此嗎？或

者說，僅是如此嗎？在奪人孩子以前，難道他們不是痛失自己孩子的「產

女」嗎？無論是失去孩子的菊乃或者京子，甚至是曾經與「京子」熱戀

並使其懷孕的藤牧、想要孩子卻不可得的梗子，他們不都飽嚐著雖倖免

於難產而死，卻無緣與親生子相會的遺憾嗎？ 

因而在最後京極堂作出了結論── 

「不管是涼子女士、梗子女士，還是事務長（指菊乃）……連藤牧

也是產女。」(p.432) 

母愛不存在於「姑獲鳥」身上，那樣的奪取是獸性的、是本能為了

填補空虛而需索的，與愛無關；然而產女也非懷抱孩子母愛的象徵，實

則更像是失去孩子的、接近失落的憾恨。在最後的悲劇中，沒人成為合

格的父親與母親，在變調的執念中，所有參與的角色都只能是失落的產

女。 

  

(二) 交錯的假想現實 

另外一個在書中經常出現的概念便是「假想現實」。京極堂與關口也

曾多次對此進行討論，在京極堂的理論中，個人是不可能接收到全然的

客觀現實，也無法自主地覺察到現實的扭曲。當心──或者說「潛意識」

──對世界產生了超乎現實的期望，腦就會為了滿足心，而不得已說謊，

製造出現實並不存在的虛像。這就是為什麼人會看見鬼，或者無意識地

忽略掉厭惡的事物，就像本文第二節關口明明看見屍體卻不認為自己

「看見屍體」那般，人是有可能將不利於己的實情排除在外的。 



「我們現在所見所聞、所體驗到的現實並非現實本身，而是基

於腦取捨後的訊息重新構成的。因此當發生部分要素沒被選擇

到的情形，本人仍舊完全不會發現。因為就算有留在記憶裡，

也不會登上意識的舞台。」 

「嗯嗯，我們所見聞的一切都是假想現實。那是否為真正的現

實本人完全無從判斷。」 

「腦部障礙這種病症有許多很有意思的病例，比如說有些人只

有臉孔無法辨認，也有人只有『五』這個概念無法理解。我們

以為我們是直接活在現實當中，但我們其實是活在腦子裡。」

(p.343、344) 

這是一個非常考驗「存在」的想法，如果世界在我們的腦子裡，那

麼什麼才是真正確切的存在？什麼才叫現實？而正常又有什麼意義？

對某些人來說「正常」的現實，對其他人卻是「異常」的。這可以套用

在所有事情上，無論是像關口這樣對於客觀世界的誤讀，或者是藤牧對

於人類情感的誤讀，都可作為一個例證。 

如此看來，這無法避免終究所有人都是孤島，各自獨立、無法理解

對方的結局。 

涼子的腦將世界分成三種樣貌，她在其間轉換不同的人格以面對；

藤牧為了贖罪，將傳宗接代視為人類生存的唯一目標，而錯解妻子梗子

刻意的出軌，將其單純視為「想要孩子」的表現；梗子為了證明自己對

藤牧的愛，即便在未有肌膚之親的狀況下，仍產生了懷孕的幻覺；而關

口對涼子的負疚感，則使他對藤牧的屍體視而不見，並盲目地信賴涼子

並產生想救贖她的責任感。 

每個人的假想現實都是個人的、無法相通，然而他們都認為對方與

自己是在同一平面生活，因而造成雞同鴨講的困境，這點在藤牧和梗子

夫妻身上最為明顯。深愛卻永遠無法互相理解，而這也是為何《姑獲鳥

之夏》必然以悲劇收場的原因。 

 

由於我們透過關口的第一人稱來看這故事，自然我們也對關口的



「假想現實」最為透徹的了解。他的幻覺與噩夢，全都源於他可能玷汙

涼子的想法。然而儘管關口口口聲聲說自己「玷汙」了涼子，卻也可能

僅是他的「假想現實」所造成的錯覺。畢竟基於關口的怯懦性格來看，

他是萬萬沒有強暴涼子的能力的，因此我認為他僅是在驚慌失措中落荒

而逃，而並無侵犯之舉。 

然而我們並無從驗證，因為現實是在個人腦中被詮釋解讀的。 

 

值得一提的是，京極夏彥極愛使用「假想現實」這個概念寫作，由

於他的作品中經常有妄想、偏執的角色出現，因而對那些角色來說「正

常」的世界往往都是腦中的假想現實。而我們終究也要面對他投下的詰

問： 

現在我們認為的現實是「真的」現實嗎？還是只是腦子產生的、一

個虛妄的夢？ 

 

(三) 過往的詛咒遺毒與偏執的科學進程 

京極夏彥喜歡的另外一個主題是傳統思想與新科技的碰撞。 

在他的作品中，經常有當時還尚未出現的科技出現，或者是對於科

技的前衛嘗試。就像此作中，藤牧為了滿足自己因性器受損而無法擔負

的繁衍之責，研究出完全體外受精的方法；或者在《姑獲鳥之夏》的續

作《魍魎之匣》中，醉心於創造無須肉體、純以精神體存在的不死人的

美馬坂，以及想將人放在盒中收藏的久保竣公等人。 

然而在科學的進展下，傳統的思想、習慣依然還是存在市井小民的

意識中。就如久遠寺一家明明就是現代化的婦產科醫院，菊乃扮演理智

的院長夫人角色，卻依然在心知產下無頭兒有其科學原因的情況下，固

守過往的殘酷儀式。這時傳統的民俗習慣、思維幾乎可以被稱作「詛咒」，

即便在理智的光芒逐漸籠罩整個日本的同時，固有的迷信習慣還是潛藏

在意識深處，在人們軟弱時傾巢而出、將理智之光撲滅。 



甚至可以說，當理智之光越是強烈，傳統的思維投射出的黑暗便越

是深重。藤牧癡迷於體外受精，便是由於早逝母親手書所傳達的「生育

子嗣，家庭和樂」的傳統觀念。而《百鬼夜行》第三部《狂骨之夢》中，

降旗宏為了解讀自己年幼時淫穢可怖的夢，拚命學習精神神經醫學與佛

洛伊德，卻依然深陷在白骨之夢與自我厭惡中，最後反而憎恨起佛洛伊

德。 

在京極夏彥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角色在沒有模糊地帶的確切理論與

毫無理由的本能恐懼中搖擺的樣態。即便是主人翁的京極堂，本身也對

兩者兼有涉略，他做為一個不信鬼神的驅魔師，在稱頌理性力量的同時，

對於民俗也有嚴謹的研究。故事敘事者關口本身也是理科生，卻仍然深

陷在日本傳統的非理性恐懼中。 

可以說京極夏彥的《百鬼夜行系列》的意旨就是在處理西方理性思

維(科學)，與日本傳統迷信(民俗)之間的衝突，也不為過。 

 

肆、 結語 

我希望這篇論文除了呈現出《姑獲鳥之夏》的底層意涵以及敘事策略以外，

也可使更多人對此書產生興趣，並明白並不是僅有純文學有其可研究的深度。實

際上在許多大眾文學中，也有其個別特殊的寫作手法與象徵意涵，更蘊藏著作者

對世界的解讀，是很值得細細品嘗、分析，而非僅當作娛樂草草看過的。 

 

京極夏彥在《百鬼夜行系列》中，創造出一種神異詭譎的氛圍，然而即便是

再怎麼看似靈異、難解、怪異、恐怖的謎團，最終都可以用理智和科學來解釋。

「這世上沒有不可思議的事(p.34)」是京極堂的座右銘，同時我們也可以當作京

極夏彥對世界的解讀。一如他在《巷說百物語》用怪談與裝神弄鬼來懲罰作惡之

人，或者《百鬼夜行系列》中恐怖異相皆源於內心黑暗一般，我們可以明白不可

思議的事不是源於有人刻意為之，便是巧合堆砌而成，但人們心中無以名之的恐

懼使得事件脫序、變形，化作不可解的混沌。 

 



即便《百鬼夜行系列》作為推理小說，在情節設計上經常給人過於巧合、牽

強之感，而招致批評。然而其對於人們內心陰暗的描寫依然相當生動。可以說《百

鬼夜行系列》並不以物證推理為重，而注重在犯人與周邊人等的心理描寫，尤以

異常的心理描寫為重。 

京極夏彥融合理性與感性、科學與民俗、正常與異常的寫作方式還有許多值

得深入研究之處，但在這裡礙於篇幅無法再繼續細述，期將來能有人再作更進一

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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