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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道』與『「粹」之構造』所見之日本女性
陳艷紅
中央警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摘要：『武士道』當中，為了家庭，連性命都可以犧牲奉獻的勇
女受到社會秩序的保障，同時也是絶對、單一性質的社會結構。
另一方面，
『「粹」的構造』當中，性表徴已然構圖成型的非家庭
式的遊（悠）女，她們「除垢清新的（死心）、具有張力的（骨
氣）
、色氣呈現的（媚態）」是屬於公共領域。假如說，將勇女與
遊（悠）女放置在直線的兩端，勇女向遊（悠）女方向位移的情
形微乎其微；而遊（悠）女邁向妻子寶座的位移不無可能，以致
遊（悠）女會非常努力用心實現這個夢。如果以此種測定法來看
現代的日本女性，情形有可能完全改觀。因為處於家庭制度不斷
崩塌的二十一世紀，社會價値觀隨之快速轉變，女性的愛情觀迥
異往昔，個人在不同領域的成長是價值判斷的共同認知。舊時代
勇女的美徳已然變質，成為陳年八股似的重擔。另一方面，江戸
(東京)遊（悠）女的「粹」之藝術表現已然搖身一變成為個人特
質的成就。隨著時光流逝，日本女性形像也許就是勇女・遊女・
悠女再加上優女の綜合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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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武士道』與『「粹」之構造』二書都是論述日本文化的典籍，二書出版相
隔三十年，
『武士道』
（日本語版）於 1900 年，
『「粹」之構造』於 1930 年分別問
世，至今依然是長銷書榜上的常客，對二書與其作者的研究也是研究者的選項。
從宏觀角度來看，『武士道』與『「粹」之構造』都是論述日本文化的典籍，
但從微觀角度來看，二書所刻劃的「日本」像，卻有相當大的差異。『武士道』
的内容是記載過去日本武士的行為規範；而『「粹」之構造』是描寫代表江戸風
情的女性美。 如再往細部來看，二書所呈現之多元文化要素是比較點之外，男
性化的『武士道』的目錄中，設有專章「婦女教育及其地位」，不由得讓人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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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意識而特別想解析其內容。本文即是以『武士道』中的專章---「婦女教育及
其地位」為焦點，將之與『「粹」之構造』比較對照，嚐試呈現日本女性的部分
面像。
『武士道』的作者新渡戸稻造是農學家、教育家、國際和平事業家等領域都
活躍的人物。而『「粹」之構造』的作者九鬼周造是西洋哲學研究者、大學教師、
文學文藝創作者。本文係以『武士道』與『「粹」之構造』之岩波版為底本，參
考有關二書之研究報告，探討敘述男性為主軸的『武士道』中的女性位階，以及
論述江戸遊廓哲学之『「粹」之構造』中的女性。

貳、新渡戸稻造與九鬼周造的交集
從新渡戸稻造（1862～1933 年）及九鬼周造（1988～1941 年）的年譜來看，
二人在時間與空間上應有某種程度的交集。
1900 年日本語版『武士道』刊行之際、38 歳の新渡戸稻造在美國療養；而
九鬼周造是個 12 歳的中學生。1930 年『「粹」之構造』問世時，69 歳的新渡戸
稻造是大阪毎日新聞、東京日日新聞的顧問，同時也擔任太平洋問題調査會理事
長一職；而 42 歳的九鬼周造是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哲學科的講師。今將二人時
空交集歸納如下。
第一高等學校時期：1906～1909 新渡戸稻造擔任第一高等學校的校長，彼時，
九鬼周造是該校文科的學生。要求一個學校的行政管理責任者對全體學生知之甚
詳似乎不太可能，但吾人可以確信，高等學校第二年的九鬼青年對這位赫赫有名
的新任校長新渡戸應有基本的認識。
東京帝國大學時期：1909 年新渡戸稻造受命兼任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教授時，
九鬼周造是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哲學科的新鮮人。即便說時間與空間都有重
疊，但因為所属部門不同，究竟有無實質的接觸，無法進一步判斷。不過這種機
緣，可視為第一高等學校以來的延長線。
歐洲時期：1921 年～1926 年新渡戸稻造擔任國際連盟副祕書長期間，九鬼
周造以公費赴歐洲留學。九鬼周造年譜1中，1924 年 5 月記載著在國際連盟所在
地的瑞士旅行。擴大連想的話，擁有師徒關係的二人，因著擔任国際事業的要職，
以及出國留學，遠離故郷日本。有機會在同一他郷各展長才的兩人，是否有緣相
逢在異域，可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緣分。在那兩年後、九鬼周造再度有機會見到與
國際連盟相關的人物---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伯格森2。九鬼在「回想伯格森」一
1

簡暁花著『
『武士道』とその後』台北 南天書局 2006 年７月。
伯格森アンリ＝ルイ・ベルクソン（Henri-Louis Bergson１８５９年１０月１８日～１９４１年
１月４日）享譽全球的倍格遜，深受重視。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 1917 年・1918 年，受法國政府
之託，擔任說服美國的特使。又大戰後 1922 年被任命為國際聯盟諮問機關之國際知識合作委員
會委員，擔任第一次會議主席，大大發揮手腕を振るった（與當時國際聯盟的副秘書長的新渡戸
稲造是舊識）。1930 年獲法國政府頒贈最高榮譽之 Ordre de la Légion d'honneur 勲章。倍格遜的
著作遣詞用字極為嚴謹，其文章節奏明快用詞儁永，散文尤其膾炙人口，是 1927 年諾貝爾文學
獎得主。引自: フリー百科事典『ウィキペディア（Wikipedi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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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有以下的敘述。
我前後有兩次與伯格森見過面，第一次是歐洲大戰後成立的國際連盟，他因
病辭去國連知識合作委員會委員長一職，只有極度親近的人才能與他會面。當時
駐法大使的石井菊次郎氏因著國際連盟的關係，與伯格森相知甚深。經由他居中
斡旋，我有幸能與他見面。那是距今約十四、五年前的事了3。
從上述的隨筆內容刊載於 1941（昭和 16）年 3 月的『理想』
。可以判斷，那
是為追思同年 1 月 4 日去世的伯格森，他受到『理想』邀稿而撰述的個人回憶。
若是十四、五年前的事，可以推測大約是 1926 年前後。換言之，九鬼在 1926（大
正 15、昭和元）年前後，在當時駐法大使石井菊次郎4的居中介紹，與伯格森有
了第一次見面的機會。初次見面時，三十來歲的日本人哲學研究者與年近七十的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之間，有關哲學的對談中、「新渡戸稻造」這個人的名字有沒
有出現是一個有趣的問題。因為九鬼年譜中記載，在那兩年多前（1924 年 5 月），
九鬼夫妻前往瑞士旅行，入秋之後便移居巴黎。在瑞士旅行之際、九鬼腦中是否
想起當時正在日內瓦擔任國際連盟副秘書長的新渡戸稻造？兩人是否有見面？
或者是有意識到新渡戸稻造的著作『武士道』？現階段只有等待新資料的出現。

參、『武士道』所描寫的勇女
『武士道』的目次第十四章為「婦女的教育及地位」。這是與前面十三章所
論述之武士應有的道德規範徳目、品性等内容、以及在「武士不存在」的時代中，
武士道未來之路迥異其趣的一章。主要內容是探討武家時代日本女性應有的形
象。如此別具意義的一章，應可視為新渡戸稻造在闡述以男性為中心之社會價值
觀時，意識到占有社會構成半數之女性的存在。這也意味著男性主導的武士世界
中，女性是配合演出的綠葉角色。
新渡戸稻造在第十四章開宗明義寫到有關武士道女性的理想形像，即是「家
庭的以及勇婦的特性」
。本文基於整體考量，權宜稱之為「勇女」
。以下擷取文中
對武士道社會勇女的特性，並將之細分化成五點論述。①為守貞節的自衛劍術②
揮灑賢慧與才藝的意涵③自我奉獻的一生④武士道所教誨的「賢内助」⑤武士階
級中的女性地位。
（一）為守貞節的自衛劍術
雖然婦女鮮少有實際將劍術等武藝派上用場的機會，但對於習慣端坐的婦人
作息來說，學武對她們的健康有一定的功效。然而武藝德鍛鍊並非僅有健康目
的，必要時也能發揮功效。當女孩成年之後，他們會攜帶短刀（懐劍），可以直
指攻擊者的胸膛，或在適當時機，刺入自己胸膛（P.116）。
（二）揮灑賢慧與才藝的意涵
3

『エッセイ・文学概論』ｐ.13。
石井菊次郎［1866～1945］外交官。千葉縣人。大隈内閣的外交大臣，強行與華簽訂二十一項
不平等條約，推動對中國的外交。大正 6 年（1917）出任美國特派大使，簽訂石井‐Lansing 協定。
貴族院議員・枢密顧問官（辞書：大辞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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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武家之女的才藝，不論是文是武，都以家庭為主。不管離家多遠，日子
多苦，也絕不會忘記家庭象徵的爐灶。為維護與面對家庭名譽，可以不辭辛苦，
甚至自我犧牲。不論白天或夜晚，女性們用堅定、溫柔，時而勇敢，時而哀淒的
語調，為她們小小棲身之處歌唱（P.119）。
（三）自我奉獻的一生
因此，女性從小就被教導要學習「無我」，女性的一生並非獨立的個體，而
是一個從屬、侍奉的生涯。如果她的存在對男人有幫助，就能與丈夫一同登上耀
眼的舞台；若是有阻礙，她就會退居幕後、。---武家之女心目中的理想妻子，發
現一個意圖謀反她丈夫的人愛上了她，於是假裝參與這項陰謀，卻暗地裏以身代
夫前往赴約，結果刺客的劍砍落的是她貞節的首級（P.119）。
（四）武士道所教誨的「賢内助」
男子為忠義而生，如同女子為家庭而活。女人並非男人的奴隸，如同她的丈
夫也不是封建君主的奴隷一般。女性所扮演的角色稱為「內助」，意思是「從内
加以協助」。處於奉獻的縱軸上，女性「無我」地為男性捨命，男性「無我」地
為主君捨命，主君則以此順應天命（P.120）。
（五）武士階級中的女性地位
武士道自有一套標準，而且是雙重標準，試圖衡量出女性在戰場上與在爐灶
邊的價值。結果是戰場上的價值是微乎其微；而家庭價值幾乎是全部。因此，女
性能夠符合雙重標準，作為社會政治的一份子，她們無足輕重；身為妻子與母親，
她們得到最高的尊重與最深的情感。---當父親與丈夫離家上戰場時，家中大小事
就完全落在母親與妻子身上，教育孩子，甚至是保護孩子，都必需依賴母親
（PP.123-124）。
上述的内容重點是，以男性為中心的武士社會當中，女性走出影子的世界，
接受到光線照射的諸多形像。誠如新渡戸稻造所指陳的「作為社會政治的一份
子，她們無足輕重；身為妻子與母親，她們得到最高的尊重與最深的情感5。」
女性為維護社會秩序，為維持家庭，為使丈夫能出人頭地，她們必需充分發揮賢
內助精神。在必要的時候，甚至要下決心結束自己性命。如此形塑調教出來的武
士社會之女性的道德規範，可以說是發揮出勇女意氣執著之美的表現。生長於武
士不存在的時代的新渡戸稻造認為，家庭的重要，女性的偉大、女性的使命、女
性的理想形像完全融入生活當中。

肆、『「粹」之構造』所描寫的遊（幽）女
研究者普遍認為，九鬼周造的人格形成受到母親以及複雜的家庭關係影響至
深。有關他的女性關係，多田道太郎在『「粹」的構造』中如此敘述。
（九鬼周造）與一高時代的摯友天主神學者岩下壮一維持終生不變的情誼。
九鬼愛慕岩下的妹妹，無奈女孩不知何故意毅然遁入修道院，九鬼因此遭受情傷
5

新渡戸稲造『武士道』東京

岩波文庫 2006.1ＰＰ.123～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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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深。再加上他後來迅速成婚卻旋即離婚。最後，祇園的藝妓中西きくえ相伴終
身。
『「粹」之構造』當然不是論述單一女性，但是我深信，著者內心傷痛的背後，
有一個女性的樣板。---九鬼周造個子相當高，晩年，散步京都今日局京極大通，
眾家藝者隨行在後，在人潮熙來攘往的大街上，眼見他高人一個頭的模樣走過來
6

。
多田道太郎指出，要研究九鬼周造，就不能忽視其一生當中與異性之複雜關

係所造成的挫折感。因此，這種相對不安定的異性關係滲透到他與生俱來的個人
特質，就會出現更為纖細的情感。
『「粹」的構造』自勿殆言，其他文藝作品均可
視為這條延長線上的佐證要件。
『「粹」之構造』是描寫舊時江戸地區女性美的作品，九鬼為建構這種女性
美，廣泛引用文献記載之江戸遊廓女性形像。這些是被倫理社會所忽視，靠「供
人玩樂」為生的女性。九鬼眼裡所映出的彼女們的形像是，既是「供人玩樂」的
「遊女」
，同時也是韻味十足的「幽玄之女」
。本稿擬將彼女們稱為「遊女」
・
「幽
女」。『「粹」之構造』所見描寫「遊女」・「幽女」的相關記載引用如下。
（一）「粹」的第一表徵是對異性的「媚態」。
近松秋江的『意氣的事』這篇短篇小説寫的是「包養女人」的故事。此外，
與異性間不尋常的交往如果沒有媚態做前提的話，無法想像兩者關係可以成立
ｐ.22。---永井荷風在『歡樂』裏提到「沒有比想得到而得到後的女人更悽涼的事
了」
，這正是意味著異性雙方曾經活躍的媚態本質消滅，從而帶來「倦怠、絶望、
嫌惡」的情感ｐ.22。---菊池寛的『不壊的白珠』裏，在「媚態」標題下有以下的
描寫，「片山氏……為了要和玲子拉開距離、儘可能的快步行走。但是，玲子那
修長的雙腿……片山氏越想離開，她就越靠近緊貼著他走」。媚態的要訣就是要
盡可能拉近距離，又不讓距離的差距達到極限ｐｐ.22-23。
（二）「粹」的第二表徵是「自尊」亦即「骨氣」。
所謂「要了解傾城美人不是用金錢可以買的，而是用自尊骨氣來贏取」，正
是花街柳巷的守則。所謂「金銀是卑劣的東西，手絕不去碰，就算不知道東西的
價格，也不發牢騷怨言，要像貴族千金一般」，是對江戸高級妓女的讃美之詞
ｐ.24。
（三）「粹」的第三表徵是「死心」。
比起年輕的藝妓，在年長藝妓身上反而更容易找出「死心-粹」的特質，是
基於這個理由吧。總之，「粹」的起源在於「無法浮出水面、漂流的憂苦身」的
「苦界」思想。因此「粹」裡面的「死心」就是「漠不關心」，是一種經歷過過
難以生存下去的、薄情俗世洗禮後的暢快老練脫俗的心境，是遠離對現實獨斷的
執著後，瀟洒，沒有留戀，恬淡無礙的心情。ｐ.26
（四）渋味―甘味是從對他性來看的區別，其中並不包含任何價值判斷。---澀味
是甘味的否定。荷風在『歡樂』中如此描寫，「在那個地方遇到一個可以叫姐姐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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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澀女」，那個女人是十年前與自己相約尋死的藝妓。在此情形下那個女人昔日
所具有的甘味，已被否定為澀味。pp.40～41
（五）「粹」的自然表現
作為身體表達的「粹」的自然形式，在聽覺上首先表現出的就是語彙的使用，
也就是對事物的說話方式。「對男性的措辭，不撒嬌卻帶有色氣」，或是「用詞
不土氣」就是「粹」的自然形式。通常這種「粹」也會在語詞的發音方式，以及
語尾的高低起伏中展現其特色。p.50
（六）有關視覺自然形式的表現，指的是姿勢、動作及與包含其他廣義的表情，
以及支持這些表情的主體。首先像全身稍微鬆垮凌亂的姿勢，即是「粹」的表現。
P.50~51---再者，在身體部分「粹」的表現還有全身穿著單薄衣物的姿態。有一句
話說，「明石製造的微微透明的紅色皺綢」，就是說穿著明石皺綢的女人，其深
紅色的「繻袢」透明可見。單薄衣物的主題之畫作在浮世繪也經常可見再者種情
況，「粹」的質料因與形式因之間的關係，也藉由單薄衣物的透明，表現出給異
性的開放通路；並且也藉由單薄衣物的覆蓋，表現出封鎖通路。ｐｐ.51～52
（七）還有一種「粹」的姿態，是出浴起身的姿態。回想起前一刻的裸體，不做
作地批著簡單樸素的「浴衣」
，完全地表現出「粹」的媚態及其形式因。
「總是在
泡澡後順道來訪，她的姿態是如此地「粹」啊！」這種場景並不只限於『春色辰
巳園』中的米八而已。在浮世繪的畫面有很多「清新除垢」後的 出浴姿態。鈴
木春信有這種作品，即便在紅繪時代的奥村政信及鳥居清満也描繪這類畫作，其
特殊價值可見一斑。歌麿也沒忘記將出浴女子視為『婦女相學十體』之一而加以
描繪。p.52
（八）談到有關支持表情的主體，姿態纖細的柳腰可以視為「粹」的客觀性表現
之一。關於這點，聲明了他幾近瘋狂的信念。此外，他提及文化文政時期
（1804~1830）的美人典型時對於元祿美人也特別主張這點。『浮世風呂』裏有
句形容詞，「既纖細而美麗且有骨氣」。ｐｐ.52～53
（九）一般臉上的彩妝、淡妝被視為「粹」的表現。江戸時代京都與大阪的女性
喜歡濃妝艶抹，江戸人認為是土氣而鄙視之。江戸娼妓或藝妓「婀娜」一詞所崇
尚的也是指淡妝。春水也說，「在洗髮粉打磨過後的臉上，畫上仙女香的淡妝，
更添深刻韻味。」又西澤李叟對於江戸的淡妝也說，「不像上方（指京都大阪一
帶）一般黏答答地塗上白粉，而是非常淡的，不顯眼的薄妝才是上品，這是因為
本來女人就有男人個性所致」。p.55
（十）簡略髪型也表現出「粹」，文化文政時期正式髪型有圓髻和島田髻，而島
田髻 幾呼只限於文金高髻。反之，被視為「粹」的髮型是銀杏髻和樂屋結等簡
略的髪型，不然就算島田髻也好，潰島田或投島田等，都是正規髮型鬆垮下來的
樣子。此外，特別標榜「粹」的深川的風俗，喜歡不用髮油的水髮。「往後綁的
髮髻，後半部往上揚，水髮蓬鬆翹起」的姿態，就是『船頭深話』所說的「即使
到了其他地方，光看髮型也知道是辰巳的人」。打破正式的平衡讓髪型鬆垮，表
示朝異性移動的二元性「媚態」。而且其鬆垮的方法是清妙的，表現出「清新脫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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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
（十一）拉下後衣領也被視為一種「粹」。喜田川守貞的『近世風俗志』裏說，
「在脖子上擦白粉稱為「單足屹立」，使它更顯眼」，又特別提到妓女和藝妓的
白粉會「在脖子上畫上極濃的妝」。而脖子上的濃妝主要是為了強調「拉下後衣
領」的媚態。這種「拉下後衣領」之所以能夠表現「粹」的理由，在於它輕微地
瓦解掉頸部衣領的平衡，向異性輕微暗示通往肉體的通路。p.56
（十二）拎著和服左邊裙襬走路，也是「粹」的表現。「隨著走路的拍子，可以
看到紅色絹綢的褲裙和淺黃絹綢的內長褲裙飄動」，或是「把雪白肌膚與白色浴
衣間若隱若現的紅皺綢腰帶踢出來的姿態，是多麼美啊」，這些的確都符合「粹」
的條件。『春告鳥』裏說，「進來的婀娜女子」，「拎著左邊裙襬，刻意露出雪
白的腳」。浮世繪畫師也用種種方法讓畫中人露出小腿。p.57
（十三）赤腳有時也可以「粹」的表現。雖然口說，「打赤腳時也渴望那土氣的
襪子，冷得難受啊！」但是江戸藝妓即使在寒冬也習慣赤腳。因花柳界的粹者(玩
家)也模仿此種習慣，不穿襪子的人所在多有。相對於全身包裹在和服裏，只有
讓雙腳露出來這點，確實表示了媚態的二元性。p.57
（十四）圖樣做為自由藝術，首先它與「粹」的表現具有重大關係。圖樣的「粹」
必需表現出某些「媚態」的二元性才行。幾何學的圖形當中、沒有比平行線更能
完整地呈現出二元性的了。永遠不斷移動、永遠不會相交的平行線是二元性最純
粹的視覺性客觀化。作為圖樣的條紋織所以被稱為「粹」，這絕非偶然。根據『昔
昔物語』所述，以前相對於良家婦女所穿的金銀線刺繡的窄袖和服，妓女所穿的
是條紋模樣的衣服。到天明時期，武士穿戴條紋的衣服已為官方許可；而文化文
政時期(1804~1830，)風流的狎妓熟客最喜愛的是橫紋的皺綢 p.63。
如上所述、九鬼從文献記載的女性美當中，整理出「粹」的内包結構三表徵
---「媚態・骨氣・死心」，外延構造的「渋味—甘味」，以至於自然表現之肢體動
作的聽覺、視覺、出浴圖、楊柳腰、臉部淡粧、簡略髮式、頸部的濃粧、拎著和
服左邊裙襬、赤足、條文服飾等等，每個項目的藝術表現。有別於美學思維出發
的女性觀，藤田正勝從哲學角度分析「『「粹」之構造』」，以下借用藤田的論述。
「粹之哲學源自西洋文化，在如此強烈的反射光之下，作者試圖勾勒出日本文化
的獨特性。換言之，
「『「粹」之構造』」存在於兩種文化的二元性緊張當中。導致
其中醞釀出具有開放性思索喪失的因素，就是何其強烈的光線。而這被強光所支
撐的緊張喪失正是九鬼哲學不可忽視的要件。九鬼寫到「一旦緊張性喪失，媚態
就自行消滅。」而其自身的二元性緊張已然從強烈光線當中抽身而出，失去其跨
界傳導的功能7。

伍、勇女與と遊（幽）女
新渡戸稻造對武士道社會女性應具備的芸事所擔負的機能性有如下的敘述。
7

藤田正勝「
『「いき」の構造』再考」
『九鬼周造の世界』P.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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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婦女在日本的美文學史上發揮了重要的功能。她們學舞蹈（我所指
的是武士之女，而非花街藝者）的目的是要柔化肢體動作。學音樂的目的是要慰
勞因事煩憂的父與夫8。
新渡戸稻造特別用括弧內容，區隔武士之女的舞蹈與花街藝者的舞蹈，其用
意自然是明確界定兩者的領域，避免產生不必要的誤解。在此，先假設一個可能
性相當高的命題。那就是九鬼周造在建構『「粹」之構造』的過程，已經閱讀過
新渡戸稻造的『武士道』，而且對「婦女的教育及其地位」的内容有所感。『粹」
之構造』（内包的構造）的結尾有如此敘述。
總而言之，所謂「粹」，是透過具有日本文化特色的道徳理想性主義與宗教
非現実性與形相因，扮演質料因之的媚態成就的自我實現。---而我們在最後，將
此具有豐厚特質的意識現象---「iki」、透過理想性與非現實性，實現自我存在的
媚態的「iki」的定義設為「除垢清新的（死心）
、具有張力的（自尊）
、色氣呈現
的（媚態）」9。
若將九鬼周造對女性「粹 iki」的解釋與新渡戸稻造對武士之勇女的芸事功
能性作一比較，武士之勇女的芸事是娛樂因事煩憂的父與夫的家庭劇碼；遊里之
遊（幽）女的芸事是專為娛樂父與夫以外之男性的歓場劇碼。另外還有，勇女必
備的内助之功僅簡限於家庭內部的倫理；而遊（幽）女之除垢清新的（死心）、
具有張力的（自尊）、色氣呈現的（媚態）則屬於家庭外的浪漫。
『遊女文化史』的作者佐伯順子認為，
「九鬼周造在『「粹」之構造』當中的
論點，可以說是緊拉著永井荷風，要證明可能性必需停留在可能的男女關係就是
iki10」
。九鬼以遊廓為舞台，詮釋「粹」的美學，但顯然遊廓之女與家庭之女是對
立性的存在，因此可以說，
『「粹」之構造』所呈現的是，對闡揚武士道精神之明
治期倫理道徳的一種對抗意識。有關於這種思維，以下引用坂部恵的論述。
（九鬼周造）以罕有的堅強，扛起孤立與孤獨，或許他自幼耳濡目染母親不倫戀
情對象---岡倉天心那種脫離日本人之個人主義的影響，這種知性促使他將幾乎是
日本式共同體所不可見容，
「反時代的」且「反風土的」
「粹」解釋，再擴大解釋
成「除垢清新的（死心）
、具有張力的（自尊）
、色氣呈現的（媚態）」
。吾人認為，
如此解析江戸時代遊廓之美意識與價値意識的九鬼內心深處，對遊廓之女潛藏著
一份深沉的共同感的同時，也是對明治期一般下級武士的勤勉以及「男子氣概」
之倫理所提出的強烈批判11。
新渡戸稻造在歐遊後，為了讓恩師與愛妻理解日本固有的精神，撰寫了『武
士道』
，
『武士道』一書明確肯定日本女性在家庭中的重要性。日本女性支撐家庭，
讓男性得以無後顧之憂，盡情揮灑屬於男人世界有秩序的空間。九鬼周造在歐遊
後，嚐試用伯格森與胡塞爾、海德格「存在與時間」的概念系統，撰寫『「粹」
8

新渡戸稲造前掲書 P.118。
九鬼周造前掲書ｐ.29。
10
佐伯順子『遊女の文化史』東京 中央公論社 1990 年７月 P.214。
11
九鬼周造著、坂部恵 解説『偶然性の問題・文芸論』京都 燈影舎 2000.4 P.33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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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構造』，『「粹」之構造』勾勒江戶色道哲學戀愛論，九鬼強調的是，看似遊廓
之女肢體語言，一顰一笑的微觀論述，實則可延伸為日本民族論「對異姓的媚態，
對江戶道德的理想氣概，放棄對命運執著所表現出來的漠不關心」12。走筆至此，
彷彿看到新渡戸稻造與九鬼周造兩人在學術領域「剪不斷理還亂」，似有若無，
隱隱約約的論戰，這一切要從他們對日本女性形象的描寫開始說起。

陸、結語
在男尊女卑的社會構造當中，女性的宿命往往受到社會秩序的的操控。如此
制約，使武士家庭的妻子、女兒們甘於擔任附屬腳色，會為守護父兄、丈夫的的
榮耀而自我犧牲。為讓父兄安心在外出征，而扮演勇敢女性。甚至在必要時刻，
迫不得已要自我了斷生命。換句話說，武士道之勇女的舞台不會離開家庭這個框
架。
而「家庭」一語對遊（悠）女性而言，堪稱為高不可攀的花朵。從九鬼的論
述中所引用的文献來看，遊女們為了使「事業」興隆，她們展現各是各樣的「粹」
，
以達成其目的。這些戲碼的演出舞台是在遊里。在歡場討生活的女性深知，如果
有一天，能跟心所愛的人共築家庭，那是夢寐以求的幸福。但在這種情形之下，
男性會認為是妨礙的自己出頭天的障礙，而抱著遲疑的態度（注 13）13。
『武士道』當中，為了家庭，連性命都可以犧牲奉獻的勇女受到社會秩序的
保障，同時也是絶對、單一性質的社會結構。另一方面，
『「粹」的構造』當中，
性表徴已然構圖成型的非家庭式的遊（悠）女，她們「除垢清新的（死心）、具
有張力的（骨氣）
、色氣呈現的（媚態）」是屬於公共領域。假如說，將勇女與遊
（悠）女放置在直線的兩端，勇女向遊（悠）女方向位移的情形微乎其微；而遊
（悠）女邁向妻子寶座的位移不無可能，以致遊（悠）女會非常努力用心實現這
個夢。
如果以此種測定法來看現代的日本女性，情形有可能完全改觀。因為處於家
庭制度不斷崩塌的二十一世紀，社會價値觀隨之快速轉變，女性的愛情觀迥異往
昔，個人在不同領域的成長是價值判斷的共同認知。舊時代勇女的美徳已然變質，
成為陳年八股似的重擔。另一方面，江戸(東京)遊（悠）女的「粹」之藝術表現
已然搖身一變成為個人特質的成就。隨著時光流逝，日本女性形像也許就是勇
女・遊女・悠女再加上優女の綜合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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