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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G. K.切斯特頓創作的偵探小說《布朗神父探案全集》，處在外表精明的偵探和

物證推理搭配的偵探小說黃金時代，創造出一個外型平凡的宗教人物式偵探，搭

配心證推理的辦案方式，不僅是偵探小說史上的先例，同時也是他個人對 19、20

世紀歐洲世界由人文、科學甚至神祕主義思想主導社會趨勢的反省跟質疑。 

 而這種反省跟質疑也反映在他對東方的評論，以及小說中顯現的東方形象。

切斯特頓的東方經驗雖然最遠只到埃及，但他既是記者、時事評論家以及作家，

使他在 19、20 世紀這一個歐洲帝國主義下的東方話語權高漲的年代，不論在現實

生活的評論中對東方的評述，或是虛構世界中運用東方達到的故事效果，東方也

都能成為他信仰傳達話語的工具。在現實生活中，他極力反對歐洲人對東方自中

世紀就存有的神祕論調，鼓吹真正神秘的、難以理解的是存在西方的基督信仰；

在小說中，他經常在情節發展中首先運用東方使案件達到神秘的效果，目的是憑

藉布朗神父的智慧和那從信仰上明白人類本性的破案，最終消解東方的神祕性。

他對東方話語的運用，與同時代強調科學、人文的歐洲人不同，但面對東方，他

那認為東方人亟需福音的心態，又與歐洲信仰的殖民心態相近。 

 本文回顧歐洲從 13 世紀以降到 20 世紀，歐洲的東方形象差異跟轉變，指出

生活在 19 跨 20 世紀的切斯特頓，小說中提到的東方形象，如：人物樣貌、傳說

詛咒、象徵物等等，與東方的歷史傳說做對照，尋找切斯特頓在文本外，可與東

方的歷史訊息相對應的部分為何。接著以結構主義敘事學的分析方式，探討創作

時與社會切割開的切斯特頓，如何藉由東方的元素影響案件，或是結合他自己的

東方觀看和經驗來想像、創造及呈現出的東方人物、時空、神秘感等等，循序漸

進地解構東方。 

 最後可以看出，切斯特頓對東方的話語權，展現在他文本外真實生活對「不

神秘的東方」的鼓吹，以及在小說創作文本內的虛構東方，和文本自足後切斯特

頓試圖隱含在文本後，交由不可靠敘述者講述故事，並對其隱含讀者傳達信仰真

相的期待感。東方在切斯特頓兩種情境下的存在，真實的反映了薩依德「東方主

義」對帝國主義東方話語權的真相，亦即東方不是一個實體，而是傳說、觀看加

上逐步成熟的意識形態下集體記憶的產物。 

 

 

關鍵字：G. K.切斯特頓、偵探小說、東方形象、敘事學、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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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tective novel series of The Complete of Father Brown was written by G. K. 

Chesterton the man who created a normal appearance religionary detective as an 

inference-maker by mentally inference was a pioneer in the golden age of detective 

novels which usually been cast by an astute detective with rational and scientific 

inference process. What he also wanted to present is the reflection and query of 19 and 

20 century people who followed thoughts of humanism, scientism and mysticism. 

 This kind of reflection and query also shows in his East images creation in The 

Complete of Father Brown series. Although only to Egypt is the farthest place of 

Chesterton’s East experiences. As a reporter, society critic, and writer he still can use the 

concept of the East as a “discourse” to transmitting his belief by introducing and critics 

of East event and by using elements of East in fiction creations to reach story effects. In 

introducing and critics articles, he extremely against the mystical rumor of East since 

the Middle Ages and try to persuading that Christian belief is the real mysticism; in 

fiction, he try to make mystical effects by using elements of East at beginning for the 

purpose of destructing East mysticism through the wisdom and the belief of the truth of 

Father Brown in the end. The way he describing the East is different from Scientism or 

Humanism in the same ages of Europeans. However, he still shows the thoughts of 

colonist in religion choosing.This essay tried to look back to 13 to 20 century the East 

images transitions of Europe first, and then point out the history legends, myths, and 

culture of the East countries in order to know the connection between Chesterton’s 

fiction and real East history culture might be. Third, through the theory of Structuralism 

Narrotology analyzing of East images such as characters, legends, curses, 

symbolizations...and so on in The Complete of Father Brown by Chesterton lived in 19 

to 20 century to find out how Chesterton combined his Gazing and experiences of East 

and destructed the rumor of East mystical in the novels gradually. 

 We can see Chesterton’s East discourse shows in two ways: By introducing and 

critics of East event as an “author” out of text, and by using elements of East in fiction 

creations to reach story effects in the text as a “hiding author” who let unreliable 

narrator tell stories and expected his hiding readers could understand his transmitting of 

truth of belief. These two ways of East discourse by Chesterton demonstrated the 

Orientalism which been bring up by Said who seen the fact of East discourse that East is 

not a concrete object but a product of collective memory made by legend, rumor, gazing 

and fertile ground of ideology. 

 

Index terms: G.K. Chesterton, detective novels, East images, Narrotology, dis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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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布朗神父探案全集》(以下簡稱《布朗神父》)為20世紀初期小說家、評論家

及神學家G. K.切斯特頓(Gilbert Keith Chesterton，1874.5.28－1936.6.14)偵探小說代

表作。此作的主角－布朗神父，與同時期的偵探小說人物在人物刻畫及辦案手法

上都呈現對立面。布朗神父矮胖、愚拙的外型，顛覆以往偵探形象，同時其分析

罪犯心理的方式，也開啟以犯罪心理學為推理手法的先河。 

作者切斯特頓選定以神父作為主角，在內容上自然具有其對信仰詮釋的風格

及目的。布朗神父在情節中不斷被篤信科學、自然，或是其他極端、神秘信仰的

角色攻訐，切斯特頓不僅讓神父在當中做出回應，同時也藉由情節安排，試圖對

讀者點出這些觀念各自的盲點，並啟發讀者一條其認為符合真正信仰或真理的道

路，因而對許多讀者而言，這部作品具有濃厚的護教意味。切斯特頓的神學觀在

本書中嶄露無遺，而許多與《布朗神父》雷同的神學或信仰觀點，可在切斯特頓

神學觀最重要的兩部作品－《異教徒》(Heretics，1905)及《回到正統》(Orthodoxy，

1908)中看出，切斯特頓在首先創作出版的《異教徒》中，發掘及抨擊當時中多科

學、自然理論中的種種盲點，其後的姊妹作《回到正統》則是試圖完整說明及建

立他認為屬於正統信仰和真理的觀念。 

筆者初次閱讀《布朗神父》時，發覺其筆下談到的「東方」，具有一定的模式

和形象，因著切斯特頓塑造出的東方形象，以為切斯特頓就如同同時期西方人對

東方的刻板印象，小說中的人物形象，僅是當時的西方對東方概念的縮影及再現。

然而，當筆者再繼續閱讀切斯特頓其他的著作、評論及隨筆，發覺當切斯特頓述

及東方時，卻又對當時西方的東方印象呈現出不以為然的態度，即使在其小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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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呈現了極端神祕的形象，但其隨筆評論卻以「不神祕的東方｣1這樣直截了當，

卻與其小說塑造的東方形象相違背的主題及評論。因而當再次閱讀《布朗神父》，

發現當中的東方的元素除了呈現及反映出西方當時對東方的刻板印象外，東方對

切斯特頓小說中的敘事人物、空間、時間而言都具有一定的功能性，為的是在情

節的最後解構東方的神秘形象，同時揭示其信仰觀。薩依德（Edward W. Said 1935

－2003）在其著作《東方主義》(Orientalism)中對西方的東方形象做出分期，而西

方對東方學研究於18、19世紀正值英、法具有欲藉由東方古老文明，特別是近東

的伊斯蘭文明，重建英法基督宗教盛世目的的東方觀： 

  

這種修正主義是的野心其實根源是非常浪漫，我們必須記得18世紀後期精神

與智識計畫的主要部份是再建構的神學(reconstituted theology)－亞伯拉姆(M. H. 

Abrams)所稱的「自然的超自然主義｣(natural supernaturalism)。這種思想型態繼續

影響十九世紀的典型態度……。2
 

 

從福樓拜對《布瓦和裴枯謝》謝的筆記中節錄的這個簡短故事，精簡的摘要

出特殊的現代東方主義結構，而這個東方主義只不過是十九世紀世俗(與假性宗教)

信仰中的一支。我們已經說了一些從中世紀到文藝復興思想中有關東方的一般性

特質，對這些思想來說，東方基本上是伊斯蘭教國家。3
 

 

引文中提出了18、19世紀東方形象建構的出發點，同時也提出當時英、法東

方形象所針對的地理上及文化上的東方為伊斯蘭國家。但在切斯特頓的信仰觀點

中，特別不與當時的東方觀或說是信仰觀同流，認為信仰的真理就是基督信仰，

而追求真理的地點也只有在基督信仰存在的西方，向東方的追求的結果只是更容

                                                      
1
 Chesterton Gilbert Keith 著，劉志剛譯，上海：東方，2010，頁 298。 

2
 Said, Edward W.著，王志弘等譯，《東方主義》，新店：立緒文化，2012，頁 177。 

3《東方主義》，頁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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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被慾望誘惑，或是陷入無止盡的神祕主義。切斯特頓的信仰觀在其作品中不僅

影響東方形象，同時也影響其篤信其他宗教或自然、人文科學理論的角色身上，

不同的角色，有著各自不同的形象及命運，切斯特頓不僅僅是要闡釋教義或護教，

更進一步，切斯特頓是要說明真正或正確的信仰及真理為何，以及應當如何尋求。

切斯特頓並不是試圖從一個「以東方為主體｣的觀點試圖改變西方對東方的成見，

而是試圖以一個(信仰上)更以西方為主體的方式，表現他對東方的觀點。這個觀點

表現在小說中的使用方式，就是不斷再現當時各種社會的、文本的東方形象，再

進行情節上的對東方神祕形象的解構。 

就薩依德的《東方主義》長遠的歷史觀點來看，切斯特頓並未跳出窠臼： 

 

我相信個別作者對於那些要不然便將是佚名的文本全集之決定性影響力，也

就是那一大套的文本構成了東方想像的論述形構。……東方主義畢竟是一套引用

著作與作者的體系。4
 

 

然而，切斯特頓也在小說中試圖傳達並未因為東方不是信仰的正統，而認為

東方是次等的存在，或支持殖民主義下的東方研究。在小說中，可以看出布朗神

父對東方的情感是複雜的，作為一個正統信仰的維護者，他不斷地要解釋神秘事

件的盲點，在當中反對超自然解釋的盲從，以及對東方習慣性的偶像崇拜；但另

一方面作為一個為救贖者，布朗神父不以人種或社會對超自然事件的成見，作為

判斷犯罪者的標準，而這一點常常成為他破解神秘案件的關鍵。就以整個18,19世

紀英國的歷史來看，切斯特頓與英法的朝聖者或東方學者一樣，在《布朗神父》

中，對東方用了諸多的想像及借用，但其觀點在當時看來卻仍是新穎的。 

筆者以為切斯特頓創作中的東方形象闡釋，符合當時(甚至至今)大部分西方｢

個人｣對東方觀點的接收和表達方式，亦即處於｢被動｣的接收具第一手東方資料者

                                                      
4
 《東方主義》，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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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東方學者、到過東方的文學家及東方旅行者等等)的話語、文本、圖像等等

訊息5，當他們自身為了闡釋某種觀點，能藉由東方的任何事物做出對應時，他們

便習慣性的利用了這些訊息。這些人即使未到過東方，仍認為自己具有對東方形

象使用的話語權，這個權利不一定需要或能夠著眼於與東方相關的利害關係，東

方形象成為他們個人用於闡釋自己觀點、經驗或創作的｢工具｣。如果翻閱18,19世

紀為了各種原因、身分而到東方的西人手記、回憶綠、書信等等，都可以看見即

使身處｢真正｣東方的西人，即便是具利害關係(例如：戰爭中的敵對國)，但如果不

具有對東方政策絕對決策權如將軍、外交官、使節等等身分，對於東方概念不會

有完全的褒或完全的貶，薩伊德也說明東方主義其實並不是帝國主義｢設計｣出來

的計畫： 

  

｢文化｣創造出那種興趣，並伴隨著赤裸的政治、經濟和軍事的決策彼此互

動……。它也不是某個邪惡的西方帝國主義者設計出來貶低｢東方｣世界的情節再

現與表達。它毋寧是一種地緣政治意識的分佈與流佈(a distribution of geopolitical 

awareness)而進入到美學的、學術性的、經濟的、社會學的、歷史學的和哲學文本

中。 

 

切斯特頓作為推理小說家、社會評論家，他只有極少的東方經歷，但(他認為)

他仍有代替東方的話語權。而就《布朗神父》東方形象成為其偵探小說中，他使

用這個話語權的方式，就是將東方成為凡是要具備神秘色彩的內容結構重要的元

素之一，造成讀者懸宕及啟發的手法。因此相較於探討更多的帝國主義下的東方，

筆者更希望衷於《布朗神父》其文本本身，表現出的當時東方形象，以及他如何

在創作中利用這些固定的形象呈現出其小說的特色。 

                                                      
5
 按＜不神祕的東方＞所述，切斯特頓寫此隨筆是源自為了一篇偵探小說寫序，而必須描繪出香港

街道，但其本人一生一直到 1931 年寫序時，都尚未到過中國土地，僅到過埃及的塞得港及蘇伊士，

因此在＜不神祕的東方＞裡的「東方｣，他將中國的氛圍及形象，與近東納為一談，而在《布朗神

父探案全集》中也是甚少提及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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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G. K.切斯特頓與《布朗神父探案全集》 

(一)、英國小說及古典派偵探小說源流 

 英國小說在十八世紀時，由於書價昂貴6，一般的勞工、農人階層難以負擔，

因此書商和出版商主要的讀者群應為富裕的農家、店主或貿易商，這些讀者較可

能是直接影響文學走向的一群。在書價昂貴的社會環境下，一般人有書販出售價

低廉的｢小冊子｣，內容大多是騎士的浪漫傳奇、新的犯罪故事，或是重要時事，

價格大約是3辨士到1先令，或是到非私人專有圖書館及流動圖書館(circulating 

libraries)以繳會費7的方式借閱。另一個工業革命影響的讀者群是婦女的參與，原

本就屬中上游社會的婦女不需勞動，參與政治、社交活動的數量亦遠不如男性，

因此有較多空暇可休閒，但家庭代工作的中低階層婦女也因為機器取代人力而有

了更多時間。雖然當時也興起其他的娛樂事業，但18世紀傳統而保守階級觀念的

影響，認為勞工階級不應如貴族追求享樂，因此閱讀成為較不致被撻伐的活動。 

 書商及出版商將文學視為商品後，因為市場取向，出版商開始刊登能吸引貴

族或中上流社會的內容，也就是所謂｢劣質｣的通俗小說劇情，著名的小說家狄福

(Daniel Defoe，1660－1731)、芮察生(Samuel Richardson，1689－1761)即是以非菁

英分子的創作成為小說的先驅。對作家而言，18 世紀開始他們由貴族贊助的文人，

成為向書商或出版商領稿酬的｢技術工人｣，篇幅寫得越多，能領的稿酬就多，因

此也開始了連載長篇鉅著的方式，吸引讀者不斷欲求下回分解，而作家傾向加入

許多冗長的描述。19 世紀出版業開始大量廉價印刷，銷售量也顯著增加，泰唔士

報(The Times)、每日新聞(The Daily Courant)等日報每日銷售可達 6000 份以上，同

時也刊登長篇小說或短篇故事，刊載圖片的週報及連載小說(roman－feuilleton)的

                                                      
6
 1971 年以前，英國的貨幣 1 英鎊被劃分為 240 份，主要分為磅(₤=pound)、先令(s=shilling)和辨士

(d=penny、pence)，單位換算為 1₤=20s，1s=12d。按《小說的興起》一個勞工平均週薪是 10 先令，

而身世或富商私人圖書館首藏的精裝對開本書至少要約 21 先令，一般的 12 開本書約 1 先令到 3

先令。 
7
 按《小說的興起》，會費一般是一年半基尼(guinea=22 先令)到 1 基尼之間，通常 1 辨士可借到一

書，3 辨士可借到三冊一套的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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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誌則銷量更多，作家常常是報刊連載與通俗小冊子同時發行。切斯特頓《布朗

神父》最初即是於當時美國最大出版商之一 Curtis Publishing Company 出版的 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 週報，以及由英國出版商 Cassell's Magazine 出版的每月連載

小說雜誌 The Story－Teller 連載，他自己也創辦了 G. K.’s Weekly (1925－1937)週

報。工業革命後不但加速了資訊的傳播，因機器取代人力，貧富差距不斷擴大，

西方一方面開始生產力強盛，資產階級更加富裕；但另一方面也使原本就靠勞力

收入的中下層階級更加窮困，以至於犯罪叢生，而描述和探討犯罪的偵探小說濫

觴即是開始於此時。 

 偵探小說的形式則是根源於名為哥德式的想像創作，也就是對好奇的追求(In 

Quest of Wonder)，想像出恐怖、神秘及邪惡形象傳統，也影響到之後各時期的科

幻小說、冒險小說、海洋小說、寫實小說及偵探小說等等，以及這些小說表現的

神秘案件、童話風格和異國情調。儘管在西方文學的兩大源流－《聖經》文學及

古希臘羅馬文學中，就已有犯罪、找出真相，以及懲戒犯罪者的故事內容。但西

方偵探小說雛型最早應可述及英國威廉･葛德温 (William Godwin，1756－1836)的

《凱勒伯．威廉斯》(Caleb Williams，1794)及查理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

－1870)的《巴納比･拉奇》(Barnaby Rudge，1841)、《杜魯德疑案》(The Mystery of 

Edwin Drood，1870)，此時的作品僅具偵探小說部分特徵，但如以偵探小說的三大

條件：細緻地描述犯罪現象和深入探索犯罪動機、描寫員警與罪犯的鬥智鬥勇，

以及交代謀殺現場的氛圍和依據發生的事實(或某些細節)進行演繹推理三者8為標

準的話，則此時的作品都欠缺偵探小說的完整條件。1841 年美國小說家愛德格･

愛倫･坡 (Edgar Allan Poe，1809.1.19－1849.10.7) 發表的＜毛格街血案＞(The 

Murders in the Rue Morgue，1841)，愛倫･坡亦成為「世界偵探小說家鼻祖」。此篇

與其後發表的《瑪莉･羅傑特疑案》(The Mystery of Marie Roget，1842)、《金甲蟲》

(The Gold－Bug，1843)、《你就是殺人兇手》(Thou Are the Man，1844)、《盜信案》

                                                      
8
 三大條件參考自：曹正文，《世界偵探小說史略》，上海：上海譯文，1998，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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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loined Letter，1845)、五篇的內容成為之後偵探小說犯案及推理的五種基礎原

型，而其創造的神探－奧古斯特･杜賓 (Chevalier Auguste Dupin)，也成為西方偵探

小說史上第一個偵探形象。 

 繼愛倫･坡之後，19 世紀下半葉法國偵探小說之父－埃米爾･加博里奧 (Émile 

Gaboriau，1832－1873) 所著的偵探小說史上第一部長篇小說《寡婦勒魯菊》

(L'Affaire Lerouge，1866)、《113 號文件》(Le Dossier n° 113 ，1867)……等，系統

性的創造了偵探－勒考克 (Lecoq)。隨後在英國蓬勃發展的偵探小說，是由狄更斯

的摯友－威廉･威爾基･柯林斯 (William Wilkie Collins，1842－1889) 在維多利亞

(The Victorian period，1837－1901)時代風行的雜誌 House Words 發表偵探小說《月

亮寶石》(The Moonstone，1868)為首，成為｢英國偵探小說之父｣，其小說創作模式

儘管尚未成熟，但卻開了英國推理小說的先河。《月亮寶石》的另一個特別之處在

於抨擊了英國對印度的侵略，因此也具有許多對印度人物及文化的描述，顯示出

英國與印度的時代關係。而按著「愛倫･坡模式」9創作，最著名的莫過於英國的亞

瑟･柯南･道爾爵士(Sir Arthur Ignatius Conan Doyle，1859－1930)所著的一系列《福

爾摩斯》(Sherlock Holmes)偵探小說長短篇，如：《血字的研究》(A Study in Scarlet，

1887)、《四簽名》(The Sign of Four，1889)、《巴斯克維爾的獵犬》(The Hound of 

Baskervilles，1902)、《恐怖谷》(The Valley Fear，1915) ……等，本研究的小說家

G. K.切斯特頓所著《布朗神父》亦成書於此時。以上幾位在愛倫･坡之後的偵探小

說家，合成偵探小說的「古典」流派，而除了 G. K.切斯特頓的創作較為跳脫愛倫･

坡模式的偵探人物及探案情節之外，其他著作仍大多處於以愛倫･坡模式為基石，

試圖為偵探小說注入新生命的階段。 

 偵探小說古典派的巔峰時期，以女性偵探小說家－阿嘉莎·克莉絲蒂為代表，

其成名作為《羅傑疑案》(The Murder of Roger Ackroid，1926)，作為古典派後期偵

探小說創作家，她融合了愛倫･坡模式以及 G. K. 切斯特頓創作的新觀點，加上眾

                                                      
9
 「愛倫･坡模式」此說來自於黃澤新，《偵探小說學》，百花文藝：天津，1996，頁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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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物及複雜的情結，創作出如：《斯泰爾斯莊園奇案》(The Mysterious Affair at 

Styles，1920)、《東方快車謀殺案》(Murder in the Calais Coach，1934)、《尼羅河上

的慘案》(Death on the Nile，1937) ……等多部名作，創造出同樣以觀察人的心理，

找出犯罪證據為辦案方式的「安樂椅神探」10
(Armchair Detectives)－赫丘里･波羅 

(Hercule Poirot)及珍．瑪波小姐 (Miss Jane Marple)。 

 自 1841 年偵探小說開始其創作原型之後，即在情節及偵探人物設定上快速且

不斷地改造。經過第一次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古典派黃金時期後，偵探小說日趨

成熟多樣。甚至在 1920 年代，已有像偵探小說家羅納德･諾克斯 (Ronald A. Knox，

1888－1957)提出＜推理十誡＞(Ten Commandments of Detection，1928)作為偵探小

說的創作「原則」。另一位偵探小說家范･達因 (S. S. Van Dine，1888－1939) 也

在同年提出＜推理小說二十條守則＞(Twenty rules for writing detective stories，

1928)，足見偵探小說已成為能夠歸納出許多共同敘事方式的文學創作，並且作者

的創作與讀者的閱讀彼此也具有密切關連。 

 另外，報紙、雜誌出版社的興起，也連帶影響了偵探小說創作的篇幅，報紙、

雜誌為了留住讀者群而產生競爭，需要靠作家的文章，特別是小說連載，以劇情

吸引讀者持續購買。本文研究的《布朗神父》都是屬於個別的短篇集結而成，而

偵探短篇小說的形式也並非偶然。短篇小說形成的起頭與著名的偵探小說家－亞

瑟･柯南･道爾爵士有關，其除了於 1891 年 7 月創造了偵探小說福爾摩斯系列之

外，也可以說是短篇小說的發明者，他在 1900 年的一次受訪中解釋了他的觀點： 

 

 It had occurred that serial stories in magazine were a mistake because if the first 

number was missed the readers were debarred from the story, and he therefore thought 

of writing a serial without appearing to do so, with each instalment complete in itself 

                                                      
10

 「安樂椅神探」意旨不同於一般偵探到命案現場蒐證、分析，與疑犯和證人面對面的辦案方式，

而是只坐在椅子上，藉由聆聽或閱讀事件的描述推想的辦案方式。「安樂椅神探」形象最早見於英

國作家艾瑪·奧希茲(Emma Orczy，1865.9.23－1847.11.12)的作品《角落裡的老人》(The Old Man In 

The Corner，1909)中坐在咖啡廳藉著閱讀新聞文章和資料推理破案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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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apable of being read on its own “while each retained a connecting link with the 

one before and that was to come by means of its leading characters.”
11

 

 連續故事發表在雜誌顯示出一個錯誤，因為如果錯失掉了第一個數字，讀者

對故事的閱讀將被攔阻，因而他試圖創作一個不以這個方式表現的系列，是以完

整的各篇連載的形式，並且可以只單獨閱讀各篇。｢同時以主要人物，保持每一個

前篇與後來篇章的連結。｣ 

 

 柯南･道爾看出連載小說劇情必須連續閱讀的缺陷，因而以主要人物帶領的形

式，創作分集形式的短篇小說。短篇小說形式的成功之後，便有其他以此短篇形

式的偵探小說家出現，著名的如阿瑟･莫里森(Arthur George Morrison，1863－1945)

仿福爾摩斯的馬丁･休伊特偵探(Martin Hewitt Detective)系列，以及衷於短篇小說

形式的 G. K. 切斯特頓。 

 

(二)、G. K.切斯特頓偵探小說創作觀 

 前一節提到具偵探小說雛型的作家查爾斯･狄更斯，他既是切斯特頓的偵探小

說創作風格和形式最重要的啟發者，也是維多利亞時代的重要作家。切斯特頓的

著作中也有與狄更斯相關如 Charles Dickens(1906)及 Appreciation and Criticisms of 

the Works of Charles Dickens(1911)。同樣也具有記者身分的作家狄更斯，對切斯特

頓寫作風格的影響，其實是從社會評論的作品就開始，切斯特頓幽默諷刺的筆調

可以說是承襲自狄更斯的筆法。維多利亞時代文學研究者 Ewa Kujawska－Lis 說明

切斯特頓小說創作成功的其中一點，在於他善於發揮文學慣用的創作方式－互文

(intertextual)，因此豐富了小說中的題材，作為切斯特頓欣賞的作家，在故事內容

和表現手法上，狄更斯自然也是互文的對象： 

                                                      
11

 Goldberg, Michael E., 1996 . “The Synchronic Series the Origin of the Modernist Short Story”, Studies 

in Short Fiction, Vol. 33: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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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practice is neither infrequent nor limited to any particular background and 

ranges widely to include the Bible, mythology, English and French literature and 

fantastic stories of the Far East.…Given such a wide selection of literary and cultural 

references as are employed in the Father Brown stories, it would be astonishing if 

Chesterton did not include allusions to Dickens, the writer he appreciated so much.
12

 

 在文學中運用聖經、神話、英法文學及遠東奇妙故事的作法，既不罕見也無

止盡。…切斯特頓如此廣泛的選擇文學和文化題材，運用在《布朗神父》系列上，

如果沒有引用到狄更斯這位令他如此欣賞的作家，那就太令人訝異了。 

 

 Ewa Kujawska－Lis舉出《布朗神父》中的數篇為例，比較切斯特頓與狄更斯

小說創作的相似之處，說明切斯特頓慣用的｢狄更斯式(Dickensian)｣寫作方式。首

先切斯特頓以人物心理為出發點的探討，取代理性和線索分析的創作形式，與狄

更斯生前未能完成的偵探小說創作－《艾德溫．德魯德之謎(The Mystery of Edwin 

Drood)》的心理探討方式相似。在角色塑造上，在《布朗神父》中從有名的大盜，

受神父影響而放棄他特殊的本領，成為私家偵探的英雄角色－弗蘭博，在＜飛行

的鑽石(The Flying Stars)＞中，弗蘭博最後一次犯案是在舞台上，弗蘭博假冒他人

慫恿大家一起演戲，並選擇在舞台上犯案，因此小說與舞台的描述結合，也是熱

愛戲劇的狄更斯穿插在小說中使用的手法。同樣是在＜飛行的鑽石(The Flying 

Stars)＞的故事中，切斯特頓運用東方故事(Oriental tales)和童話(fairy－tale)般描述

人物利奧波德爵士(Sir Leopold)的鋪張和奢侈，與狄更斯小說中慣用的古怪和誇張

諷刺筆法相似，切斯特頓在＜格瑞上校的沙拉＞中，甚至直白的以狄更斯筆下的

人物作為形容詞： 

 

                                                      
12

 Kujawska, Lis Ewa, 2012. “Charles Dickens and G. K. Chesterton－ Admiration in Many Forms.” 

Dickens Quarterly, Vol. 29 No. 4: p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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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was in no way rationally reassuring; it was simply broadly comic, like a cluster 

of Dickens’s characters.
13

 

 這絕不能使人從理智上感到踏實，只是像一群狄更斯小說中的人物令人感到

滑稽可笑。14
 

 

 故事中的利奧波德爵士，其實又與狄更斯三部聖誕小說之一的《聖誕頌歌(A 

Christmas Carol，1843)》吝嗇的主人公相關聯。但在這個故事基礎上，切斯特頓

採用顛覆(reversal)結局的方式呈現，《聖誕頌歌》吝嗇的主人公在聖誕夜受到感化

而向善，但利奧波德爵士在受到失去寶石的懲罰，神父替他尋回寶石之後，卻只

是同先前一樣的虛偽。 

 切斯特頓除了人物外，另一處對狄更斯的挪用應用在語言上，在＜十惡不赦

的罪行＞“The Worst Crime in the World”中律師格蘭比先生(Mr. Granby)曾說：  

 

 The question is, as the man said in Dickens, is the old man friendly?
15

 

 但問題是，就像那個在狄更斯小說裡的人說的，那個老人和藹嗎? 

 

 “The question is…”這個發語詞，其實是狄更斯《遠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1860)裡律師賈各斯先生(Mr. Jaggers)的行話兼慣用語，在這裡由同樣

是律師身分的格蘭比先生引用，更顯示出了這句行話在狄更斯小說下的經典。 

 切斯特頓熱愛偵探小說的行動除了創作外，便是他常常為偵探小說受到的偏

見和忽視作出辯護，他認為因為對認為偵探小說不是最高層次創作的鄙視，以至

於對沒有人試著分析如何寫偵探小說，或是探討偵探小說的創作規律，因此他特

別先提出偵探小說的價值： 

 

                                                      
13

 Chesterton Gilbert Keith, The Complete Father Brown,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87, page 285. 
14

 Chesterton Gilbert Keith 著，李廣成譯，《布朗神父的智慧》，臺中：好讀出版，2009，頁 181。 
15

 The Complete Father Brown, page 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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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偵探小說首先的根本價值在於這一點：他是通俗文學中最早的和唯一的形

式，他能表現現代生活中的某種詩意。16
 

 

 分析《布朗神父》的文本，大部分習慣將焦點放在小說的語言修辭以及其表

現出豐富的宗教意涵或是反思，但其實他常以自己的偵探小說的閱讀和創作經

驗，以及對偵探小說結構的興趣，在評論中常常發表對於偵探小說創作的見解，

嘗試找出一些偵探小說的訣竅，他對理想偵探小說創作頗精要的一句話是： 

 

 The detective story differs from every other story in this: that the reader is only 

happy if he feels a fool. (1930)
17

 

 偵探小說與其它故事的差異在於：只有當讀者覺得自己像個傻瓜的時候，才

會感到樂趣。 

 

 ｢覺得自己像個傻瓜｣意旨能讓讀者在故事當中學會了一些睿智，切斯特頓也

說明要達到這個效果的關鍵，在於整個事件的解答和祕密必須｢簡單｣，複雜的解

釋過程儘管再合情合理，卻無法達到理解的片刻中所產生的驚訝。於是，他再進

一步說到關於偵探小說篇幅的「最適當長度」，切斯特頓認為因為偵探小說的閱讀

是一個由假到真的發現過程，不到最後讀者不會知道結果，因此最好第一章就是

最後一章，儘管這不代表他質疑長篇偵探小說的傑作，但他自己在《布朗神父》

或其他偵探小說創作篇幅，卻都是如他所言以短篇創作的形式。 

 除了在對偵探小說的價值和概念，切斯特頓也具有對情節和人物的觀點。情

節上他反對以｢情節突變｣的方式，不斷以人物性格或身分的突變、情節延宕和遮

蔽真相來迷惑讀者，使讀者在結局出現之前永遠都只有出乎意料之外： 

 

                                                      
16

 Chesterton Gilbert Keith 著，沙銘瑤譯，《切斯特頓隨筆選》，天津：百花文藝，2002，頁 161。 
17

 Segal, Eyal, 2010. “Closure in Detecive Fiction.” Poetics Today, Vol. 31 No.2: p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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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為，真正聰明的偵探小說不應該以迷惑讀者為目的。相反，他應該不斷

暗示和啟發讀者，讓情節發展的每一步既引人入勝、又出乎意料。18
 

 

 切斯特頓也以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的《奧賽羅(Othello: 

The Moor of Venice，1604)》19為例，顯示出只要將故事的敘事順序改變，再加上偵

探小說的名稱，就能具有偵探小說的樣貌： 

 

 然而我們也可以設想一下：故事改由黛絲德夢娜的被殺開場，然後寫伊阿谷

和凱西奧受到嫌疑，最終再揭露兇手就是枕邊人的真相。經過這樣的調整，《奧賽

羅》便可以成為一部偵探小說，而且是十分真實的偵探小說。……《奧賽羅》的

故事改寫過後，可以冠上《鴛鴦枕謀殺案》之類的書名再行出版。20
 

 

 在偵探小說的人物塑造上，切斯特頓在評論中批評當時通俗偵探小說，只著

重情節的鋪陳是否吸引讀者，人物卻容易過於僵硬、刻板，無法引起讀者的同情

心；或是相反情況，心理型的小說塑造出生動的人物，卻又總是在情節中，使主

人公逃過一劫，浪費了偵探小說情節的技巧性，並他特別以推崇柯南･道爾的福爾

摩斯系列，認為福爾摩斯和華生(Dr. John Hamish Watson)就是人物塑造非常成功的

例子，讀者除了情節之外，更著迷於福爾摩斯和華生的生動幽默。 

 

(三)、G. K.切斯特頓與《布朗神父探案全集》 

                                                      
18《改變就是進步？－切斯特頓隨筆》，頁 124。 
19

 《奧賽羅》描述的是一名上進卻善妒的黑人將軍，與其妻黛絲德夢娜(Desdemona)原是極為相愛

的夫妻。但因為奧賽羅手下的旗官－伊阿谷(Iago)，對奧賽羅將其心中所想的職位給了另一個手下

－凱西奧(Cassio)，而懷很在心，於是設計凱西奧犯軍紀，並鼓動黛絲德夢娜前去求情，又暗示奧

賽羅其妻與凱西奧私通。一日黛絲德夢娜遺落了將奧賽羅送給她的手帕，而被依阿古放進凱西奧的

房內，成為了黛絲德夢娜與凱西奧私通的偽證，奧賽羅因為伊阿古的挑撥和嫉妒心的驅使，親手掐

死妻子黛絲德夢娜。事後由伊阿古妻子口中得知伊阿古的陰謀，最後拔劍自殺。 
20

 《改變就是進步？－切斯特頓隨筆》，頁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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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K. 切斯特頓1874年5月28日生於倫敦一個自由派中產家庭，於聖保羅中學

畢業後，選擇就讀「史雷德藝術學院」( The Slade School of Art)。此時其他經歷了

生命的低潮，因而接觸了許多靈性的理論及門路，如：唯靈論(spiritualism)、神智

學(theosophy)…等。1895年切斯特頓尚未拿到學位就休學，開始在出版社工作，結

識了帶給他基督教信仰的安立甘宗(Anglican即英國國教，又稱聖公會、聖公宗)基

督教派妻子－法蘭西絲･布洛格(Francis Blogg)。 

 G. K. 切斯特頓一生涉獵多種領域，如文學和社會批評、歷史、政治、經濟、

哲學和神學，他既是記者、作家，又是文學和社會評論家、神學家，創辦《G. K.

週報》 (G. K.'s Weekly，1925–1936)。他的著作除了1910年發表在英國《星期六晚

郵報》 (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 上的布朗神父探案系列故事第一篇，同時也是

成名作品－＜鑲藍寶石的十字架＞ “The Blue Cross”，一直到其過世前一年1935年

出版的《布朗神父的醜聞》，共51篇的布朗神父探案故事。切斯特頓創作了約30多

部小說，偵探小說除了布朗神父探案故事之外，還有《名叫星期四的人(The Man 

Who Was Thursday，1908)》、間諜小說《知道太多的人(The Man Who Knew Too 

Much，1922)》以及反偵探小說《奇職怪業俱樂部(The Club of Queer Trades，1905)》，

同樣創作出反偵探小說名著《褚蘭特最後一案(Trent's Last Case，1913)》的Edmund 

Clerihew Bentley(1875－1956)原是要以此作向好友切斯特頓反邏輯推理式的風格

致意，卻也意外獲得讀者的喜好。切斯特頓的散文式書籍包含其自己執筆的自傳

至少有約50部作品，大多是與信仰的主題相關，以及跨足文學、政治、人物傳記、

書籍評介和美國、英國的文化……等。切斯特頓同時也創作詩作以及評論式散文

短篇，兩者都有近百篇的產量，以及切斯特頓在這些著作中，留下的數以萬計的

名言。 

 從1903年開始到1904年，切斯特頓在報紙的專欄上，以基督教信仰觀回應現

代懷疑論，在《每日新聞》(Daily News)及1906年出版的《異教徒》中批評當時瀰

漫在英國社會的自由派思想及宗教懷疑論……等等的趨勢理論，除了確實引起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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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基督徒及評論家的注意之外，同時也遭受到各界對其自身思想內容的質疑，因

而於1908年再著另一本闡釋自身思想的護教名著《回到正統》。1922年，切斯特頓

也正式由妻子帶給他的安立甘宗基督教派改信天主教。在切斯特頓的散文著作The  

Thing－Why I am a catholic?中，同名篇章“Why I am a catholic?”中提到他由英國國

教，轉而成為天主教教徒的原因，來自於英國國教信仰的基礎建立於大不列顛民

族的殖民心態： 

 

 When Protestantism calmly claims to rule all the souls in the tone of Britannia 

ruling all the seas, it is permissible to retort that the very quintessence of the Dead 

Sea…It is calmly claiming the allegiance of millions of agnostics, atheists, hedonistic 

pagans, independent mystics, psychic investigators, theists, theosophists, followers of 

Eastern cults and jolly fellows living like the beast that perish. To pretend that all these 

are Protestants is considerably to lower the prestige and significance of Protestantism. It 

is to make it merely negative; and salt is not negative.
21

 

 當新教徒用統治全海洋的口吻，冷靜地聲明可以規範所有的靈魂，可以反駁

其為死海的典型……它平靜地宣稱忠於數以百萬計的不可知論、無神論、享樂主

義異教徒、獨立神祕主義者、心理研究者、一神論、神智學，東方異教的跟隨者

和像是野獸腐爛般生活的愉悅同伴。假裝這些新教徒都可被視為是聲望和重要性

較低的新教徒。這僅僅是使它們變得負面，但鹽22是沒有負面的。 

 

 從切斯特頓的表達中可看見其反對由｢種族｣的差異和殖民決定信仰的層次，

切斯特頓人為基督信仰高於其他宗教的原因，不在於其屬於英國的傳統信仰，而

                                                      
21

 Hitchens, Chirstopher, 2012 .“The Reactionary－The Charming, Sinister G. K. Chesterton.”Atlantic 

Monthly, Vol. 309: 82. 
22

 切斯特頓此處的｢鹽｣是引用《聖經･馬太福音》5 章 13 節的隱喻： 

5:13 你們是世上的鹽。鹽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鹹呢？以後無用，不過丟在外面，被人踐踏了。 

 Ye are the salt of the earth: but if the salt have lost his savour, wherewith shall it be salted? it is 

 thenceforth good for nothing, but to be cast out, and to be trodden under foot of 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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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基督信仰本身就高於其他宗教，因此儘管羅馬的天主教信仰觀對於異教徒的

排斥多有爭議，但姑且不論基督信仰是否才是｢真理｣或者｢上帝才是真的存在｣這

類問題，切斯特頓卻認為這樣的信仰觀十分明確，並且將被人為因素左右的信仰

觀現象降到最低。 

 Christopher Hitchens在其對切斯特頓的評論“The Charming and Sinister 

Chesterton” 中，給了切斯特頓一個一體兩面的評價： 

 

 The verdict one must pass on G.K.C. (Gilbert Keith Chesterton), then, is that when 

he was charming, he was also deeply unserious and frivolous…when he was apparently 

serious, he was really quite sinister (as in calling Nazism a form of Protestant heresy 

and Jews a species of conspicuous foreigner in England) … “Chestertonism” came to 

represent a minor but still important failure to meet a distinct moral challenge.
23

 

 那麼其中一種可以表達對切斯特頓的評價，就是當他迷人的時候，是非常不

嚴肅和輕佻的……當他明顯地嚴肅起來，又相當地陰險 (就像他說明新教異教徒的

納粹主義形式，和猶太人很明顯是一種英國外來者。……｢切斯特頓主義｣在經歷

一個卓越的道德挑戰上，代表著一個少數但仍然重要的挫敗。 

 

 評價充份展現了切斯特頓對信仰的弔詭性，恰好與切斯特頓慣用的手法呼

應。切斯特頓一方面展現了民胞物與的信念和胸懷，另一方面卻又顯得極端排除

異己，這一點在本文之後的切斯特頓「評論式著作中的東方觀｣，與｢小說東方人

物功能分析｣兩者的比較中也可明顯看出矛盾。 

 儘管已經說明切斯特頓反對向東方的神祕力量尋求基督信仰，但卻不可否

認，在天主教十分看重的舊約聖經中，神蹟事件、先知人物，都發生在近東如以

色列、巴勒斯坦……等等國度。但之後改信天主教的切斯特頓，甚至在1936年6月

                                                      
23

 Chesterton Gilbert Keith, The Thing－Why I am a catholic?, New York: Dodd, Mead And Company, 

1951, page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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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過世那天，獲得天主教羅馬教皇「天主教信仰衛士｣的稱號，卻並未因為舊約

的重要性，而如其他同時期的東方學者或旅行家一樣，對東方具有朝聖心態。就

小說創作上，相較於基督教的神職人員，天主教的神父因被視為神在世上的代理

者，因而有聽(罪)人的告解，並行使｢赦免｣罪人的能力及權力，也因此在聽人告解

的過程中，與罪犯的心理及手法相較一般人有更多的接觸。這一點在《布朗神父》

第一篇推理短篇－＜鑲藍寶石的十架＞中，布朗神父就說到他識破弗蘭博的原因

之一是常常接觸到罪犯，對犯罪手法自然有所了解。而就切斯特頓的個人經驗而

言，基督教安利甘宗的信仰原本就是由其妻子帶給他對基督信仰的入門啟蒙，而

不是源自他對基督信仰完全的體悟，天主教信仰則是其在基督教之後自發的轉變。 

 「布朗神父」角色的來源，始於1904年切斯特頓在英國巡迴演講時，遇到另

一位影響他信仰的重要人物－約翰･歐康納神父 (Father John O’Connor)。兩人討論

關於切斯特頓當時正在寫的一篇文章，主要是探討社會問題和邪惡犯罪。歐康納

神父告訴切斯特頓他的觀點及結論是朝著錯誤的方向，並且向切斯特頓說明了他

所了解到人的墮落及反常，以及因為惡魔崇拜(Satanism)所犯下的罪惡。那一次的

談話讓切斯特頓感到十分震驚，無法想像神父所說的恐怖的事實。之後歐康納神

父曾與兩位劍橋的學生熱烈地談論哲學，兩位劍橋的學生雖然十分欣賞歐康納神

父的才智，但卻因為以為神父與世界幾乎脫離，就認為神父對於真實世界一無所

知，因而最終仍忽視神父的觀點。這一點讓切斯特頓覺得十分諷刺，他質疑誰會

比一位神職人員更了解人真正的世界和真實的犯罪，認為相較於歐康納神父，兩

位劍橋的學生對世界及犯罪的理解只是在同一輛娃娃車裡的兩個嬰兒。但也因為

這件事，讓切斯特頓產生了創作「布朗神父」這個作品的想法，他在設定故事中

主角神父的形象時，就決定神父必須是一個外表十分不起眼，甚至是十分笨拙的

角色，也因為這樣為神父取了一個完全沒有殺傷力的名稱－布朗(Brown)
24，再結

合他眼中機智敏銳的歐康納神父，而成為具反差性格的偵探角色。 

                                                      
24

 此說原文為：...And to him was given “the harmless, human name of ‘Brown.’” Chesterton Gilbert 

Keith, The Father Brown Omnibus, New York: Dodd, Mead & Co, 1951,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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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朗神父》中，原本是大盜後來成為布朗神父的助手，與神父聯手辦案

的角色－弗蘭博(Hercule Flambeau)，兩人的關係可說就是G. K. 切斯特頓對其與約

翰･歐康納神父關係的暗喻。偵探小說黃金時代的代表人物之一，阿嘉莎･克莉絲

蒂 (Agatha Christie，1890－1976)曾說，布朗神父是她最喜歡的偵探角色之一，他

具有一種形象，是可以只因為這個角色就感到充滿樂趣，無論你是否是偵探小說

迷： 

 

“Father Brown” writes Agatha Christie, “has always been one of my favorite 

sleuths…He is one of the few figures in detective fiction who can be enjoyed for his 

own sake, whether you are a detective fan or not.”
25

 

 ｢布朗神父，｣阿嘉莎・克莉絲蒂說：｢一直是我最喜歡的偵探之一……他是少

數偵探小說的角色，可以只因為他自身而感到樂趣，無論你是否是偵探小說迷。｣ 

 

 除了布朗神父這個角色外，切斯特頓在《布朗神父》中的神祕及密室案件的

推理手法，也影響之後再偵探小說界與阿嘉莎･克莉絲蒂齊名的密室推理之王－約

翰･狄克森･卡爾(John Dickson Carr，1906－1977)，約翰･狄克森･卡爾曾表示過他

對切斯特頓的推崇，其最著名創作當屬 The Hollow Man (1935)，於美國出版時譯

為《三口棺材 Three Coffin》。其密室推理手法即是受切斯特頓影響，甚至連創作出

的偵探角色菲爾博士(Gidon Fell)，一位穿著斗篷的英國紳士、外型肥胖，看來和

藹可親的人物，就是以切斯特頓為角色形象塑造。當約翰･狄克森･卡爾 1936 年成

為英國推理小說作家協會(Britain’s Detection Club)少數的美國作家時，曾十分興奮

的以為他可以遇到當時的協會主席切斯特頓，但遺憾的是在他尚未能與切斯特頓

見面時，切斯特頓就已於當年過世。約翰･狄克森･卡爾雖然並不以犯罪心理為主，

並且也無信仰，但其神秘案件塑造的推理原則，就是切斯特頓在《布朗神父》中

                                                      
25

 載於 The Father Brown Omnibus.書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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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的做法－讀者具有與偵探同等的線索，有公平的機會與偵探推理出真相。 

  

(四)、布朗神父與福爾摩斯－宗教與科學的碰撞 

 羅馬天主教的影響力在歐洲中世紀前期，約5世紀到14世紀具有舉足輕重的地

位，自14世紀文藝復興開始，受希臘、羅馬的哲學思維再度受到重視，但此時天

主教的教義尚未見明顯的式微。直到15世紀大航海時代，是歐洲人世界觀的轉捩

點，歐洲人開啟了能親眼看見想像中的世界契機，同時與世界的密切互動也帶動

後來歐洲內部的人文思想、政治跟自然科學的革命。大航海時代帶來的世界觀改

變，首先是航海、地圖學和天文學的進步，藉由航行到各處所需的技術，歐洲對

世界的地理概念也愈發清晰。在此時期一連串重新認識世界的發展中，最重要的

當屬哥白尼(Nicolas Copernicus，1473－1543)提出的｢太陽中心說｣，此說與中世紀

宗教灌輸的｢地球中心說｣相違背，儘管礙於時代限制當時哥白尼未大肆宣講，其

說也尚具有缺陷，但卻成為了宗教教義開始受到動搖，到後來徹底被人文、科學

思想推翻的時代伏筆。 

 啟蒙運動後，人文主義思想抬頭，各種人文的思想更加取代了中世紀教義的

灌輸，再加上當時教會自身也逐漸分歧，一邊是傳統教會的逐漸腐敗，因具有《聖

經》的最高解釋權，甚至以販售贖罪券的方式詐財；另一邊又加上對聖經真理的

詮釋的歧異，如宗教革命的先驅者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就提出

律法不能使人得救，使人得救的是「個人」對《聖經》真理的尋求、對上帝的信

心以及上帝的恩典，當然此說也使馬丁路德不見容於天主教，最終被革除教籍，

但對天主教教義和《聖經》詮解的權威產生極大的影響。17世紀開始在社會上歐

洲科學的長足進步，被視為｢天才的世紀｣，以及政治上英王亨利八世為其婚事而

創立英國國教，宣布脫離羅馬教宗成為政教權威，再至科學革命，自然科學主義

影響也深入至歐洲的經濟和生活，在一連串社會改變與政治角逐的影響下，新興

的英國國教不論在社會、政治甚至宗教上，都逐漸取代天主教地位，並且自行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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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許多支派，徹底改變天主教的教宗、神父詮釋《聖經》、甚至可赦人罪惡的傳統。 

 從14世紀到19世紀西方歷史的進程，可說是宗教跟人文科學勢力的消長，而

19世紀福爾摩斯的出現，雖然是一個小說的虛構人物，卻顯示出了人類思考和科

學進步時代的極致。因此此時出現像布朗神父這樣的角色，就像切斯特頓思想的

不合時宜一樣，可以說是連在小說世界中，都是切斯特頓與當時的各樣人文科學

的辯論，因此也有書籍特意將兩部作品合成一冊，或是後人特意設想兩人的相遇

甚至對決，如：Sherlock Holmes meets Father Brown and his creator: a miscellany of 

scholarship, stories, and literary diversions,
26

 Night Watch: A Long-Lost Adventure in 

Which Sherlock Holmes Meets Father Brown.
27和中文的創作＜布朗神父的挑戰＞

28……等，對決的除了是小說中的主角福爾摩斯與布朗神父外，也是當時代偵探小

說盛行的物證推理的極致，與別出心裁的心證推理的對決，更是當時盛行的科學、

人文思維與切斯特頓主張的天主教正統的對決。切斯特頓在現實生活中曾與魯德

亞德・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1865－1936)、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1856－1950)、H. G. 威爾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66－1946)、喬治・愛

德華・摩爾(George Edward Moore或G. E. Moore，1873－1958)……等著名人文思想

家、作家辯論或筆仗，並且因他辯論時的譏諷與幽默，使他儘管思想仍被視為保

守，但卻也成為有名的辯論家。 

 維多利亞時期的科幻小說家Herbert George Wells(1866－1946)，在其創作的後

期開始探討和反省科學為人類帶來的利弊，這樣的思考在切斯特頓的小說創作筆

下得到更多的發展：  

 

 His(指科幻小說家Herbert George Wells) misty theology－a vague vitalistic 

                                                      
26

 Accardo, Pasquale J., Peterson, John, Hasnes, Geir, Sherlock Holmes meets Father Brown and his 

creator : a miscellany of scholarship, stories, and literary diversions, Ontario: Battered Silicon Dispatch 

Box, 2000. 
27

 Kendrick, Stephen, Night Watch: A Long-Lost Adventure in Which Sherlock Holmes Meets Father 

Brown, New York: Berkley Trade, 2003. 
28

 歌特黑夜，2008，＜布朗神父的挑戰＞《青少年文學》，推理世界 A 輯：75－86。 



21 

 

Deism－was extremely welcome to a generation that had lost its faith in Christianity, 

and could not face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agnosticism….as do the novels of Gals worthy, 

G. K. Chesterton, and Belloc. Two the last, it may be noted here, are representative of 

growth of Roman Catholicism during the first forteen years of the new century.
29

 

 他朦朧的神學－一個模糊而生氣蓬勃的自然神論－在失去基督信仰的時代，

極度受到歡迎，而無法正視不可知論的責任……像寫小說的Gals worthy、G. K. 

Chesterton和Belloc。可以說明後兩者，特別代表著羅馬天主教在新的世紀開始14

年間的興起。 

 

 引文中對切斯特頓採用小說和評論方式創作出的信仰觀詮釋，特別是天主教

的信仰觀詮釋，與其好友同樣是天主教信仰擁護者的作家和評論家－Hilaire 

Belloc(1870－1953) 標誌著1930到40年代羅馬天主教的復興。兩者對維護信仰都同

樣的熱切，密切的程度甚至有直接將兩者的名字嵌合(Chesterton－Belloc chimera)
30

成為 “Chesterbelloc”的作法。G. K. Chesterton和Hilaire Belloc致力於回復天主教信

仰的言論和創作，對維多利亞時期以降，科學長足發展的時代仍具有影響力。雖

然切斯特頓一人無法改變整個時代思潮的走向，但無論在推理小說界或言論思想

界，他的思想仍為西方的進步帶來反思。 

 

第三節、 《布朗神父探案全集》研究文獻回顧 

針對《布朗神父》的中文研究，主要集中在小說的修辭或信仰觀點。 

 施雅格在＜吉爾勃．卻斯特頓《布朗神父探案全集》中之弔詭＞論文中，特

別探討切斯特頓「弔詭」的行文方式，施雅格認為弔詭對切斯特頓而言不僅是文

學的修辭，更因為弔詭的特性與人的神祕以及基督教信仰相似，因而能成為讀者

                                                      
29

 Batho, C. Edith, Dobrée, Bonamy, The Victorian And After 1830－1914, London: Bulter and Tanner 

Ltd., 1997, page 85. 
30

 Shaw, George Bernard, 1908. “Belloc and Chesterton” , The New Age . Vol. II, No. 16: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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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和理解真理的重要手法： 

 

弔詭是ㄧ種自我矛盾的敘說或情境，但在嚴密檢視中，卻隱含著真理的訊息。

卻氏鑽研弔詭而成為它的主宰，因為他不斷將它用來愉悅他的讀者，以一種不同

的觀點，挑戰他們的思考，重新檢視某些哲學教條。對卻氏而言，弔詭終極根植

於人的神祕以及類似於永遠存在由基督教信仰擁抱著的自然與超自然的現實中。31
 

 

 同引言所述，筆者以為在切斯特頓的著作裡，「弔詭」不僅僅出現在如《布

朗神父》這類文學作品中，包含其神學著作《異教徒》及《回到正統》這類論述

性質的著作，切斯特頓亦不斷地運用弔詭的方式，解構在其看來似是而非的自然

科學或人文主義理論： 

 

 一旦我們扎根於一個地方，這地方就消失了。我們就像一棵樹一樣生長，擁

有宇宙全部的力量。32
 

 想像力並不衍生瘋狂。衍生瘋狂的，正正是理性。詩人不會發瘋；下棋者會。

數學家、出納員會發瘋，創意盎然的詩人甚少會。我絕不是在攻擊邏輯：我只是

指出潛伏著發瘋危機的不是想像力，而是邏輯。33
 

 

 相較於闡釋信仰，切斯特頓《布朗神父》中對東方形象的描述並未如此普遍

使用弔詭的方式，東方形象在切斯特頓《布朗神父》筆下顯得十分固定，甚至於

能歸結出數種固定特徵如：神秘、鮮豔、醜惡、笨拙……等等，但其神學著作《異

教徒》中，在其反對世界主義的言論裡，卻直接的表達出完全異於《布朗神父》

筆下東方特徵的描述： 

                                                      
31

 Shih, Yage, 2002. ＜Paradox in G. K. Chesterton's Father Brow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中文摘要. 
32

 G. K.切斯特頓著，汪詠梅譯，《異教徒》，北京：三聯書店，2011，頁 26。 
33

 G. K.切斯特頓著，莊柔玉譯，《回到正統》，臺北：校園書坊，2009，頁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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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阿拉伯半島不是一股沙石旋風，中國也不是一條稻田閃電，他們是古

老的文明，擁有如埋藏的珍寶般奇妙的美德。若想了解它們，我們絕不能以遊客

或調查員的身份，我們必須帶著孩子般的忠誠和詩人般的極大耐心。征服這些地

方就是失去這些地方。34
 

 

 筆者以為這樣的差異，是來自於切斯特頓在《布朗神父》塑造東方以及在此

言論以東方為例的目的，都是為了闡述其信仰觀，所使用對東方的話語權，並且

這個話語權會隨著他是在評論的場域，或是在創作場域而有所改變。 

相較於施雅格，薛玉鳳在＜大智若愚的布朗神父－《藍寶石十字架》中的襯

托藝術＞則是挑選《布朗神父》系列中第一個短篇同時也是成名作－＜藍寶石十

字架＞，以分析襯托和明暗兩種敘事方式探討＜藍寶石十字架＞的修辭特色跟目

的： 

 

 作者在這篇小說中把襯托手法運用到了極致，給人耳目一新的審美享受。一

明一暗兩條敘事主線，明線是為了襯托暗線的敘事，而原本隱隱約約的暗線卻是

為了襯托『暗線中的暗線』。35
 

 

 作者在此篇特別專注在切斯特頓在文學修飾上的技巧，認為＜藍寶石十字架

＞從人物的塑造上就已經呈現出襯托手法： 

 

 因此在人物刻劃方面，小說除了用大偵探與大盜之偉大來正襯布朗神父之卓

越非凡之外，還用布朗神父本身外在之 『單純』、『愚蠢』來反襯他的非凡智慧…。

                                                      
34《異教徒》，頁 27。 
35

 薛玉鳳，2009，＜大智若愚的布朗神父－《藍寶石十字架》中的襯托藝術＞《荊楚理工學報》，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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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而情節上又特別以明線－法國偵探瓦倫丁的視角、暗線－布朗神父留下的訊

息以及暗線中的暗線－布朗神父對大盜弗蘭博的測試，三個部分完成整篇的敘事： 

  

 故事的敘事明線、暗線與『暗線中的暗線』在這裡交匯：奔波了一整天的大

偵探瓦倫丁終於捕獲大盜弗蘭博，自以為萬無一失的神盜弗蘭博這次卻莫名明奇

妙地栽了個大跟頭…因此以布朗神父為主體的『暗線中的暗線』才是小說敘事所

強調的核心所在……。37
 

 

 此處所指的「在這裡交匯」指的是故事最後，布朗神父對弗蘭博說出他早已

懷疑其身分，以及如何利用一連串的線索測試弗蘭博並帶領瓦倫丁的過程。雖然

此部分僅是以《布朗神父》其中一篇為例，但其視角奘換的分析，可作為筆者文

本內部分析時的參考。 

 作為《布朗神父》眾多翻譯者其中之一的馬建玲，其與《布朗神父》研究相

關的＜從《布朗神父探案集》看切斯特頓偵探小說的獨特魅力＞及＜天主教與偵

探小說—切斯特頓《布朗神父探案集》的宗教主題分析＞兩篇論文。 

 ＜從《布朗神父探案集》看切斯特頓偵探小說的獨特魅力＞作者以僅一頁的

短論探討切斯特頓《布朗神父》如何以角色塑造、破案方式和犯罪動因，使《布

朗神父》與早期和同時前偵探小說產生差異： 

 

 在偵探小說的黃金時代，切斯特頓的布朗神父是少數能夠走出福爾摩斯陰

影、自立門戶的偵探形象。38
 

                                                      
36

 ＜大智若愚的布朗神父－《藍寶石十字架》中的襯托藝術＞，頁 5。 
37

 ＜大智若愚的布朗神父－《藍寶石十字架》中的襯托藝術＞，頁 3。 
38

 馬建玲，2008，＜從《布朗神父探案集》看賈斯特頓偵探小說的獨特魅力＞《科教文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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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篇三部分說明分別為：角色塑造的部分以布朗神父形象的「二重性」造成

的反差為例；破案方式是指布朗神父以犯罪心理學「心證推理」的方式辦案，有

別於福爾摩斯強調物證推理的方式，開啟另一種書寫領域；最後，犯罪動因則是

指過去偵探小說強調找出犯案者的手法，而布朗神父則重視犯案者的動機，因而

對人性有極深的體悟。 

 ＜天主教與偵探小說—切斯特頓《布朗神父探案集》的宗教主題分析＞特別

從宗教主題為出發點，作者提出： 

 

 通過對情節的安排、對話的設計以及人物的塑造，切斯特頓表達了自己對天

主教的肯定以及對其他宗教、哲學信仰的批判與否定。39
 

 

 因此作者便以「對其他宗教的態度」、「善惡觀」、「原罪與救贖」三方面

立論闡述切斯特頓《布朗神父》中的神學觀。其中，在Chapter 1.的1.3 ＜The Total 

Negation of Non－Catholicism＞40中，作者列舉篇章佐證切斯特頓以情節的安排、

對話的設計以及人物的塑造這些方式否定其他宗教及哲學信仰。 

 筆者以為用「否定｣說明《布朗神父》中對其他其他宗教及哲學信仰的態度仍

稍嫌不妥，因為否定仍是屬於同一層次的爭論。相較於否定，切斯特頓更擅長用

他人的立論作為解釋基督信仰的｢鋪墊｣，書中提到的些宗教、科學、人文理論總

是在各故事的一開始佔盡理論或實際上的優勢，最後卻都由布朗神父解構其思想

上的盲點，不僅理論不攻自破，布朗神父欲傳達的真理也自然顯現(相對於書中角

色，對讀者的顯現或許更明確)，而這可能更是切斯特頓想要達致的效果。但1.3文

                                                                                                                                                            
旬刊：1。 
39

 Ma, Jianling, 2008. ＜Catholicism and Detective Stories－A Thematic Analysis of G. K. Chesterton’s 

Father Brown Stories＞, Shanghai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page iv. 
40

 ＜Catholicism and Detective Stories－A Thematic Analysis of G. K. Chesterton’s Father Brown 

Stories＞, page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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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馬建玲最後提出切斯特頓對其他宗教及哲學信仰的觀點： 

 

 Chesterton clearly expresses his own opinion: lacking the guidance of reasonable 

belief, people can not get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mselves and human nature. 

Therefore, it is inevitable for them to commit various errors.
41

 

 切斯特頓清楚的表達了他的觀點：因為缺乏引導及合理的信仰，人們無法正

確的理解他們自身和人性，因此必然會犯下各樣的錯誤。 

 

 楊愛君在＜《布朗神父故事集》中 G. K. 切斯特頓的天主教驕傲觀＞中藉由

《布朗神父》的情節，探討天主教對「驕傲」的評論。作者從人在「道德」、「科

技」及「理性」三方面的驕傲為題，以《布朗神父》中的故事情節及人物對話為

例，分析切斯特頓要表達的觀點： 

 

G. K. 切斯特頓認為驕傲是人性的弱點，並且相信謙卑和樸素是人性好的道

德。從道德的角度來說，驕傲是自我中心、自以為是的一種表現，與天主教強調

的以他人為中心相悖。他懷疑科學和機器，認為科學是不可靠的。他同時抨擊人

們亂用人的理性去破壞宗教合理性的行為，認為人們應該採取理智的態度處理事

情而不是過分依靠自己的理性。實際上，這三種形式的驕傲都是一種人性驕傲的

體現。42
 

 

作為宗教性小說的研究，探討切斯特頓對人的驕傲與謙卑的觀點，而得到切

斯特頓認為人應當謙卑的結論，乍看之下不具有太大的特殊性，甚至可以推想這

                                                      
41

 ＜Catholicism and Detective Stories－A Thematic Analysis of G. K. Chesterton’s Father Brown 

Stories＞, page 21. 
42

 Yang, Aijun, 2011. ＜An Interpretation of Catholic Idea of Pride in G. K Chesterton’s Father Brown 

Stories＞,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Master Thesis,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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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必然得到的結果。但其文中提到切斯特頓以《布朗神父》傳達反對人為的驕傲

的目的，其實是與英國當時的社會狀況有關： 

 

During the 17
th

 and 18
th

 centuries, in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many critical 

thinkers see religion as antithetical to reason. The leaders of this movement firmly 

believe that human reason is the certain rights and each person has it. So, the followers 

are always defines this in the way of contrary to Bible’s teachings. For them, “Age of 

truth” is therefore the polar opposite of Age of Reason.
43

 

經過 17 及 18 世紀啟蒙時代，許多批判的思想家將宗教視為理性的對立。這

個運動的主導是堅決地認為人的理性是特別的權利，每一個人都具備。因此，跟

隨者總是藉由對《聖經》教導的對立面來證實。對他們而言，｢真理的時代｣藉此

與理性的時代成為對立的兩極。 

 

At the beginning of 20
th

 centur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new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re appears in Britain a kind of national pride and optimism about future 

progress. People of the period believe that human power is overwhelming and 

extraordinary and begins to questions the truth of religious beliefs.
44

 

在 20 世紀的初期，藉著新興科學和技術，對未來的進步，不列顛表現出一種

國族的驕傲和樂觀主義。這個時代的人民相信人類力量的壓到性和非凡，以及開

始質疑宗教信仰的真理。 

 

此篇研究的論述特別與切斯特頓所處的時代背景結合，切斯特頓處於英國史

上維多利亞晚期，當時英國經歷了輝煌的「日不落」帝國的強盛時期，工業革命

                                                      
43

 ＜An Interpretation of Catholic Idea of Pride in G. K. Chesterton’s Father Brown Stories＞, page 48. 
44

 ＜An Interpretation of Catholic Idea of Pride in G. K. Chesterton’s Father Brown Stories＞, page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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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的成就，讓人逐漸喪失對於世界、對於信仰應當謙卑的想法。此篇在《布朗

神父》研究中是少有能除了宗教或文學議題之外與作者社會環境有所對照的論著。 

Cook Michael 在 Narratives of Enclosure in Detctive Fiction－The Locked Room 

Mystery 著作中，特別以密室案件為主，分析不同推理小說家的手法。其中對於切

斯特頓的分析－“G. K. Chesterton’s Enclosure of Orthodoxy in ‘The Wrong 

Shape’ ”，他是以《布朗神父》中＜不適當的形狀＞“The Wrong Shape”分析切斯特

頓密室手法中的附帶的信仰上的正統含意。Cook Michael 認為切斯特頓的＜不適

當的形狀＞是密室案件、東方異教，及闡釋正統信仰敘述的結合，他指出＜不適

當的形狀＞表現出人類倚賴的｢邏輯｣如何有限，以及神學的確實性： 

 

 …the ‘miracle’ in ‘The Wrong Shape’ is solved by the reasoning of Father Brown, 

with his theological credibility greatly enhanced by the notion that such efforts are the 

product of man’s synthesis with God…. in ‘The Wrong Shape’, the instrument of a 

divinity which is the ultimate source of that logic.
45

 

＜不適當的形狀＞裡的｢神秘｣是藉由布朗神父的理性而解開，藉由這個成就

是人與神的綜合產物的概念，他神學理解的確實性大幅提高。在＜不適當的形狀

＞中，神性的手段是邏輯最終的根源。 

 

另一方面，神秘的東方異教形象也附帶有切斯特頓的正統思想，Cook Michael

說明切斯特頓藉由東方異教形象和神父的對照，表達出理性的基本要素，是對自

身西方宗教傳統的認知明確： 

 

                                                      
45

 Cook, Michael, Narratives of Enclosure in Detctive Fiction－The Locked Room Myster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page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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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lienation of oriental culture is, however, expressed in an even more subtle 

way, by identifying the western tradition of religion, which Father Brown represents, 

with the elements of reason.
46

 

然而，東方文化的疏離，甚至藉著布朗神父的表現，認清西方信仰傳統與理

性的基本要素，以一個更微妙的方式表達。 

 

因此 Cook Michael 說明了切斯特頓藉由小說的框架，及其筆下所呈現出的東

方神祕，都是為了表達他認為真正神秘的物質－(基督信仰下的)神： 

 

At this point the ‘miracle’ of the mystery and the mysterium of God coalesce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detective fiction’s structure. A story that begins with the 

description of ‘eastern heavens’ as ‘rather worse than most western hells’ ends with the 

affirmation of the Christian God’s will.
47

 

在這個觀點下，神祕事物的｢神奇｣和與神的神祕主義，在偵探小說結構的框

架下接合。一個以｢東方天堂｣是｢比西方地獄更糟｣的論述開頭的故事，最後以基

督徒神的意志證實。 

 

Cook Michael 雖然是以密室手法分析為主，但其特別採用了具東方形象的篇

章，加上結合布朗神父小說情節結構的共同探討方式，與本文分析概念具有相似

性，並且在結論及發現上也對本文具有啟發。 

 

 

                                                      
46

 Cook, Michael, Narratives of Enclosure in Detctive Fiction－The Locked Room Myster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page 74. 
47

 Cook, Michael, Narratives of Enclosure in Detctive Fiction－The Locked Room Myster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page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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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版本選用及研究方法 

(一)、《布朗神父探案全集》原文與中文譯本 

 《布朗神父探案全集》起初是以短篇小說的形式連載於美國最大出版商之一

Curtis Publishing Company出版的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週報，以及由英國出版

商Cassell's Magazine出版的每月連載小說雜誌The StoryTeller連載。以下為1910年9

月及10月在報紙上刊登預告將要連載資訊，這裡按尋得的書面資料以The 

StoryTeller為例，從圖1.可以看出雖然《布朗神父探案全集》一開始出版的時候是

以短篇刊登在雜誌的形式，但卻已經寫出是 “The Innocence of Father Brown”其中

的故事，可以推知當時切斯特頓就已決定要以成書系列的形式創作。到了10月份(圖

2.)，就採直接點出系列的第二篇＜祕密花園＞(The Secret Garden)篇名的方式公

告，因而之後《布朗神父探案全集》的成書出版基本會以英國Cassell and Company

及美國Curtis Publishing Company作為公認的第一版。 

 

 

 

 

 

 

 

    圖1. 1910年9月《布朗神父的天真》報紙預告48
 

  

 

                                                      
48

 圖片出處：Examiner (Launceston, Tas. : 1900－1954), Thursday 22 September 1910, pag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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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910 年 10 月《布朗神父的天真》 ＜祕密花園＞報紙預告49
 

 

 1929年後，開始出現布朗神父探案的全集或選集，早期的「全集」基本收錄

49篇或51篇，差別在於是否收錄較似引文性質的＜布朗神父的祕密＞(The Secret of 

Father Brown)及＜弗蘭博的祕密＞(The Secret of Flambeau)。一直到2009年Gary 

Fisher出版的The Complete Father Brown Mysteries開始才收錄第52篇"The Mask of 

Midas" (1936)及53篇"The Donnington Affair" (1914)，另一本收錄53篇的版本是2012

年Penguin出版的The Complete Father Brown Stories，同時也是筆者找到資料顯示，

目前布朗神父英文版全集的最新版本。至於早期比較重要的版本，有1929年同樣

由Cassell and Company出版的The Father Brown Stories就是收錄49篇作品，而Dodd, 

Mead & Company在1929及1935年出版的The Father Brown Omnibus是布朗神父最

早的選集，1929年僅收錄前4集的篇章，1935年加收第5集。1987年由Old LandMark 

Publishing出版的The Complete Father Brown收錄51篇，由於其年代算早期，又根據

布朗神父各冊的第一版翻印，收錄的篇章數也較符合中文譯本選用的51篇，因此

本文將其作為原文的依據。 

                                                      
49

 圖片出處：Barrier Miner (Broken Hill, NSW: 1888－1954), Wednesday 26 October 1910, pag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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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布朗神父探案的中文譯本，由筆者觸及的資料最早是從1999年開始，大

陸四川文藝出版社即出版《布朗神父探案集》，同年台灣的遠流出版社，在「謀

殺專門店」叢刊中的40集翻譯了《布朗神父的天真》，譯者是羅若蘋。從2000年

~2012年，大陸約有10種不同版本的布朗神父全集或選集，台灣則是只有2003年景

翔翻譯、小知堂出版社出版，以及2009年好讀出版社獲得大陸譯林出版社授權，

李廣成翻譯的版本，但2013年湖南文藝出版社則是出版台灣唯一的全集譯本，也

就是2003年景翔翻譯的版本。50因此在大陸和台灣較具代表性的就是李廣成及景翔

翻譯的版本。經筆者閱讀，李廣成的翻譯手法較貼近英文版本的直譯，表達上比

較不強調以中文的語法或方式，並且在篇章名或人名上多以音譯的方式呈現；而

景翔則較注重中文的閱讀或說法的習慣，比較多是意譯的方式，篇名與故事內容

有所連結，不一定採讀音的方式。例如在 “The Salad of Colonel Cray”這一篇的篇

名，李廣成譯為＜格瑞上校的沙拉＞，景翔則譯為＜消失的調味料＞，發現景翔

的篇名明顯是較針對故事內容出發；又如故事中的角色－Flambeau，李廣成譯為

「弗蘭博」，景祥則特別配合中文的姓氏譯為「傅南彪」。由於筆者非以翻譯研

究為重，因此雖沒有詳加比較，但較希望譯本以靠近原文作者的表達為主，因此

選以好讀出版社李廣成2008年的譯本為中文版本依據。 

 

(二)、研究方法 

在分析《布朗神父》的歷史及社會背景上，本文因述及東方形象及偵探小說，

因此將說明「東方｣在英國中世紀至18,19世紀定位的轉變，及定位轉變後與東方相

關的策略及發展。同樣在西方18,19世紀，「小說｣便從崛起、發展到顛峰，其中亦

具有歷史及社會因素。最後由於切斯特頓本身對東方的心態不同於同時期的英

國，以及其對偵探小說也持有的個人觀點，因而也會針對其東方觀及偵探小說的

創作觀加以說明。 

                                                      
50

 版本一覽表詳見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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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本分析上，《布朗神父》全套書分5集共51篇短篇，依成書時間可劃分成

三期：第一期為《布朗神父的天真》(The Innocence of Father Brown，1911)，共12

篇短篇、《布朗神父的智慧》(The Wisdom of Father Brown，1914)，共12篇短篇；

第二期為《布朗神父的懷疑》(The Incredulity of Father Brown，1926)，共8篇短篇、

《布朗神父的祕密》(The Secret of Father Brown，1927)，共10篇短篇；第三期為《布

朗神父的醜聞》(The Scandal of Father Brown，1935)，共9篇短篇。本文根據《布

朗神父》系列中述及東方形象或元素各個短篇為研究範疇，蒐集當中具有東方形

象的相關文句、情節安排等，探討這些形象或元素在故事中的使用特性，期能藉

由此方法除了探討切斯特頓筆下的東方形象具有何特徵，同時在情節上東方形象

情境的呈現及轉變，因《布朗神父》中關於東方的故事結構及特徵具有一定的共

通性，故本文採用結構主義敘事學理論作為《布朗神父》創作分析基礎。 

結構主義敘事學理論背景始於語言學上的結構主義，奠基者即語言學家索緒

爾(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其將語言研究的重點由以往探討語言變化

的歷時性研究，改為著眼於共時性語言的分析，強調語言符號系統的組成及相互

關係。應用在文學分析上，結構主義敘事學由敘事文本外部作者的生平、社會背

景的探討，轉移至強調敘事文本內部的結構規律及各要素的關聯，將文本與社會

影響、作者道德連結等等與文學批評斷開。結構主義敘事學形式分析上取法結構

主義語言學，而在思維上受到俄國形式主義及法國結構主義的共同影響，因而強

調文學創作的｢共性｣。1966年巴黎的《交際》雜誌第8期出版以＜符號學研究－敘

事作品結構分析＞為主題的專刊，標誌結構主義敘事學的誕生，而至1969年法國

文學理論家茨維坦･托多羅夫(Tzvetan Todorov，1939－)在其＜十日談語法＞一書

中提出｢敘事學(narratologie)｣一詞。儘管結構主義敘事學在1960年代就已形成風

潮，但其具有｢經典敘事學｣的稱號卻是到了1980年代，敘事理論史家為了劃分敘

事學的分期和描述才始有此稱，為清楚交代本文的理論根據，接下來均將以結構

主義敘事學的說法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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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敘事分析不同敘事學家各有說法，如福斯特(David Walter Foster，1949－)

分為故事(story)與情節(plot)、托多羅夫分為故事(histoire)和話語(discours)。本文敘

事分析首先參考米克･巴爾 (Mieke Bal，1946－)的敘事分類，亦即｢文本(text)
51、

故事(story)和素材(fabula)
 52｣三個部分，米克･巴爾的｢素材｣的定義較類似於美國敘

事學家查特曼(Seymour Chatman，1928－)敘事說法的｢故事｣；｢故事｣的定義則較

類似於｢情節｣。在《敘述學；敘事理論導論(Narratology: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Narrative)》中米克･巴爾的文本牽涉到｢作者、敘事者、受述者、讀者｣之間的敘

事交流架構，架構可參考德國文學及哲學家Käte Hamburger (1896－1992)及查特曼

將敘事文本與讀者的基本交流關係，以敘事交流圖表示： 

 

 

圖3.敘事交流圖53
 

 

圖中在｢非虛構交流層(level of nonfictional communication)｣的真實作者(author)

意指未參與文本，在寫作情境之外的作者，同其他與此文本無關的人一樣僅是日

常生活中的一員，與真實作者面對的是真實讀者(reader)，兩者關係在文本之外。

而在｢虛構文本層(level of fictional communication)｣也就是進入到｢故事｣中，則是有

一敘事者(narrator)面對受述者(addressees)敘述事件，兩者是在文本已完成後，獨立

於真實作者操控或敘述之外的關係，關於敘事者則會牽涉到｢視角｣，亦即人稱觀

                                                      
51

 《敘述學；敘事理論導論》譚君強原譯為｢本文｣，唯易與論文混淆，此處筆者以｢文本｣代之。 
52

 又譯｢元素｣。 
53

 圖片來源：Manfred Jahn－Narratology: A Guide to the Theory of Narrative 

 http://www.uni－koeln.de/~ame02/ppp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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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全知或限知等話語技巧的差異。最中間的｢行動層(level of action)｣是故事中一

連串角色(character)行動的連結和互相影響，人物(characters)不僅是心理或性格的

影響和展現，更重要的是作為行為者(actors)和各種推進故事情節功能的行動元

(actant)。另外，布斯(Wayne C. Booth 1921－2005)於1961年針對敘事交流的｢虛構

文本層｣提出｢隱含作者(implied author)」及｢不可靠敘述(unreliable narration)｣的概

念。按布思的理論，文本中具有一個真實作者創造出來，代表真實作者價值觀和

道德觀的隱含作者，並且也有一批能正確理解隱含作者心思的｢隱含讀者(implied 

author)｣，如果敘事者在文本中的說法和做法，與隱含作者的準則不符即為｢不可靠

敘述｣。不可靠敘述的發生主要出現於第一人稱著作，敘事者可能因為在心理因

素、知識不足、偏見或蓄意欺騙隱含作者的準則，至於如何得知敘事者是否合於

隱含作者的觀念，布斯的學生費倫(James Phelan，1951－)提出由敘事者的報導、

評價和解讀三方面來判斷，是否對隱含作者有不充分報導和錯誤報導、不充分判

斷和錯誤判斷，以及不充分解讀和錯誤解讀。 

文本完成後，在｢虛構文本層｣按米克･巴爾的故事分析，應會包含人物、事件

的時間順序(ordering)、節奏(rhythm)、頻率(frequency)、空間(space)以及聚焦

(Focalization)
54。由於本文特別關注《布朗神父》的東方形象上，雖然某種程度上

已算是對文本的聚焦，但本文期能再集中論述其東方形象上的聚焦特徵。聚焦包

含內部聚焦以及外部聚焦，但二者具有敘事層次的差異。內部聚焦以第一或第三

人稱視角的聚焦方式講述，聚焦者為故事中的人物｢我｣或｢某人｣可以感知聚焦事

件；外部聚焦原則與內部聚焦的｢第三人稱｣敘事者無差異，因為不論是外部或內

部聚焦的第三人稱敘事，其實聚焦者都是一個獨立於故事之外的敘事者，只是在

內部聚焦時，外部聚焦的敘事者將聚焦者的位置讓與故事中人物。關於聚焦，米

克･巴爾特別提到｢懸念｣(suspence)這一點與偵探小說的聚焦相關，也就是聚焦者可

能佔有讀者或人物的訊息，並且決定是否要與讀者或人物的訊息對等，米克･巴爾

                                                      
54

 米克･巴爾的聚焦(Focalization)除了關注點的意思外，也包含探討視角(perspection)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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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聚焦者以對讀者與人物提供訊息情況的差異，將懸念分為四種情形： 

 

讀者－人物－(謎、偵探故事、探尋) 

讀者＋人物－(凶兆) 

讀者－人物＋(祕密) 

讀者＋人物＋(無懸念)
55

 

 

如上圖所示，讀者無法掌握訊息(或只有部分訊息)時，人物如果不知情，則成

為一個讀者與人物試圖探求的｢謎｣；人物如果知情，那麼就成為祕密，兩者基本

為偵探故事的模式。而在讀者掌握訊息的清況下，人物如果不知情就會形成凶兆

的恐怖感；如二者皆之情就是真相、無懸念的情況。 

人物在故事的推進上的功能，米克･巴爾參考格雷馬斯(Algirdas Julien Greimas 

1917－1992)的｢主體(subject)、客體(object)｣、｢施動者(sender)、接受者(receiver)｣

以及｢幫助者(helper)、對抗者(opponent)｣的張力關係，其張力關係如下圖所示： 

 

 

圖4. 三個對立項的張力關係圖56
 

 

主體的功能是，希望並以行動去達致或得到某種目標(客體)。對客體而言，會

有施動者，也就是對這個目標有影響的因素，並且也會影響接受者的進行，施動

者不一定是人物，可能是時間、命運等等的事物或概念，而接受者常常也就是主

                                                      
55

 Bal, Mieke.著，譚君強譯，《敘述學；敘事理論導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1995，頁 133。 
56

 圖片來源：Mosher, Harold F., “The Semiotics of A. J. Greimas: An Introduction” 

http://www.lituanus.org/1990_3/90_3_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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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自身；對主體而言，亦有其達成目的的幫助者和對抗者，故事中的幫助者和對

抗者，與施動者具有差異，施動者常是抽象而單一的，幫助者和對抗者則常常是

具體並且存在多個。 

 針對時間的討論將包含順序(ordering)、節奏(rhythm)、頻率(frequency)三者，

順序指的是事件發生前因後果的安排，如按事件發生順序排列，即是一般的順敘

(chronological ordering)。但如果發生錯時(anachronies)的手法，就會包含事件發生

後再回頭敘述的追述(retroversion)、以及事件發生前就預告的預敘(anticipation)等

等，如果與主要敘事的情節相比較，還有時間的｢距離｣(distance)表示回憶的時間

點與當下時間點的差距，以及｢跨度｣(span)表示回憶內容與主要敘述校少相關性事

件的時間。由距離及跨度可衍伸出｢內在式敘述｣(internal analepsis)和｢外在式敘述

｣(external analepisis)的差異，如敘述的事件在主要敘事的範圍之內(跨度小)，即為

內在式敘述，相反若回憶事件與主要敘事的內容相關性低(跨度大)，如圖所示： 

 

   過去・ 

   跨度 

                未來      

 過去    距離        現在 

圖 5. 時間順序圖 

 

節奏是表示素材時間與故事時間的差異，形成事件描述的快慢，節奏可分為

五種：省略(ellipsis)、概略(summary)、場景(scene)、減緩(slow－down)、停頓(pause)，

各種差異表示如下： 

 

省略 素材時間(TF) =n 故事時間(TS) =0 因而素材時間＞∞故事時間 

 概略 素材時間＞故事時間=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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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場景 素材時間≒故事時間=0 

 減緩 素材時間＜故事時間=0 

 停頓 素材時間=0 故事時間= n   因而故事時間＞∞素材時間 

 這裡＞意味著時間長於 

∞意味著無限 

≒意味著大體相等57
 

 

素材時間指的是事件發生的真實時間，而故事時間即是情節上對其描述的時

間。其中省略與停頓相反，省略指實際上發生，但故事中完全沒有描述的故事時

間；停頓則是對實際上可能僅發生於一瞬間的事，停頓於某一時間點在故事時間

上加以放大。概略與減緩類似省略和停頓，但時間差異較小。而場景則是大抵按

照事件發生時間來描述，例如以對話方式呈現，或詳細描述場景，儘管這當中仍

具有省略的過程，但通常描述較緩慢。頻率指的是對事件、行動或話語描述的次

數，頻率的差異可以分為： 

 

1F/1S: 單一的(singular): 一個事件，一次描述 

nF/nS: 多種的(plurisingular): 多個事件，多次描述 

nF/mS: 種種的(varisingular): 多個事件，多次描述，數量不等 

1F/nS: 重複的(repetition): 一個事件，多次描述 

nF/1S: 概括的(iterative presentation): 多個事件，一次描述 

(其中F表示素材，S表示故事)
58

 

 

素材發生次數與故事敘述的次數構成頻率的差異，其中｢單一的｣、｢重複的｣

情況是事實或行動都發生一次、但描述分別為一次或多次；｢多種的｣、｢種種的｣

                                                      
57《敘述學；敘事理論導論》，頁 80。 
58《敘述學；敘事理論導論》，頁 8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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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事實或行動發生多次、描述也是多次，差別在於｢多種的｣是按每種事實或行

動的次數描述，而｢種種的｣不一定每個事件或活動都按事件發生的次數描述。｢概

括的｣也是事實或行動發生多次，但描述只有一次。 

最後探討空間元素，在素材的層面其被稱為地點(location)。以空間的角度來說

明時，其包含了具體的地點，或是抽象的空間描述，倚靠視覺、聽覺及觸覺三種

感官。顯示出使人不安、不自由或幽閉的空間成為｢內部空間｣(inner space)，而使

人感到自由、安全的空間為｢外部空間｣(outer space)。空間的設計一樣具有內容與

功能，它既是事件的結構又是事件地點。並且空間可以是靜態(steadily)或動態

(dynamically)，靜態的空間構成結構，成為事件發生的地點，動態空間也就是人物

在當中移動的場景，如街道、森林……等等。而人物的｢目的地｣不一定必須由一

個空間到另一空間，移動也許就是其目的，那麼這時候的空間就並非固定的地點，

又如果是毫無目的，不斷循環往復的移動，也可被視為一種內部空間。 

由於切斯特頓本人對於偵探情節具有一定的熱衷和意見，因此本文分析重點

將針對其東方相關素材故事處理手法上的特徵，運用結構主義敘事學理論分析《布

朗神父》中與具東方相關元素的人物、時間以及空間，最後以其敘事交流的特徵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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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西方歷史語境下的東方形象轉變 

 

第一節、13-16世紀－想像與朝聖旅行 

 歐洲人向東方探尋的開端和契機，除了建立在往東方經商和旅遊的商人、遊

客外，就是11世紀末到13世紀末的十字軍東征(Cruciata，1096－1291)，毆洲人對

東方的認識，除了《聖經》、神話就是曾到過東方者遊記，此時期西人挾帶著信仰

的憧憬，對東方的情感充滿既是熟悉的信仰發源地，又是具有異國風情的異域。  

 當時的歐洲人在理性或科學上無法理解東方人種、社會、政治或語言等等，

一切超乎西方自身經驗的存在，因而習慣將想像加諸在對東方的理解上，但這種

東方想像又會出現兩種敘事方式，一種是歸化(domestication)，亦即將西方文化、

信仰或生活融入東方情境中，包含將東方語言、物產及人種視為上帝的創造之一，

或是將東方視為上帝的土地等等： 

 

 《曼德維爾遊記》的作者對於陌生事物牽強附會的解釋和對於異域風情一廂情

願的比對,並不是出自「西方中心主義｣的立場, 而是符合跨文化交往和溝通的一般

規律和做法。對於這一點,維柯早就在其《新科學》中指出，『每逢人們對遠的未

知的事物不能形成觀念時，他們就根據近的習見的事物去對它們進行判斷。這是

人類認識陌生事物的第一規律。』59
 

 

 還有另一種想像的方式是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也就是東方成為西方｢他

者｣，並且陌生化的敘事內容，例如《馬可波羅行紀》中就記載了其看見伊斯蘭國

家傳說的老鷹(Gryphon)(見圖 6.)，Gryphon 展翅延伸長度超過一般人 30 步幅(paces)

的距離，翅膀上的羽毛則長有 12 步幅，可以用爪攫取大象至空中60，或是有東方

                                                      
59張德明，2010，＜朝聖：英國旅行文學的精神內核＞《浙江大學學報》，第 40 卷第 4 期：162。 
60

 一般人一步幅(pace)的長度約 65 公分，30 paces 也就是大約 1950 公分,12 paces 大約 780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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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說的半人半獸的形象，如圖 7.是 Muhammad 和他的坐騎「人馬」(Buraq)： 

 

圖 6.《馬可波羅行紀》老鷹(Gryphon)
61

  圖 7. Muhammad 和坐騎 Buraq
62

 

 

 英國初期與其他歐洲國家類似，從中世紀開始受《聖經》舊約的影響，以及

東方的地處遙遠，對東方形象的理解是以｢想像｣的方式居多，想像的重要性大過

於真實性，成為影響遊記是否廣為流傳的關鍵，例如以同時期的三部著名遊記：

英國《曼德維爾遊記》(The Travels of Sir John Mandeville，1356)、義大利《馬可波

羅行記》(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1300)及《鄂多立克東遊記》(The Travels of Friar 

Odoric，1330)三者相比，在當時最廣為流傳的是《曼德維爾遊記》，曼德維爾此書

                                                      
61

 Borges, Jorge Luis, Guerrero, Margarita, Illustrator by Sís Peter, Translate by Hurley, Andrew. The 

Book of Imaginary Beings, Penguin Group: London, 2006, page 168-169. 
62

 圖片來源：http://www.metmuseum.org/toah/works-of-art/1974.2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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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內容與西方的東方旅行家一樣，是受到《聖經》舊約影響欲到耶路撒冷的

朝聖之旅，這也常常是東方旅行遊記最大宗的目的。但經過考證《曼德維爾遊記》

其實是抄襲他人作品、再加上最多虛構和誇張想像的作品63；而在當時三者中符合

最多事實，最可靠的《鄂多立克東遊記》(The Travels of Friar Odoric，1330)卻也是

最不受民眾青睞的遊記。這種朝聖心態在《觀光客的凝視》中，John Urry(1946－)

以旅遊的視角將此時期的朝聖旅行現象，稱之為「朝聖地的觀光旅遊團」，認為此

時 14 到 16 世紀的朝聖是之後大旅遊時代(Great Tour)的奠基時期。64
 

 隨後 14 到 16 世紀大航海時代是歐洲世界觀的轉捩點，歐洲社會對遠東絲織

品和香料等奢侈品的需要，以及當時阻擋在歐洲與亞洲陸路之間的鄂圖曼土耳其

帝國(Ottoman Empire，1299－1923)，促使帶著冒險和基督精神的航海探險家，包

含達伽馬(Vasco da Gama，1469－1524)、麥哲倫(Fernão de Magalhães，1480－

1521)、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1451—1506)等等決定開發往遠東新航線，

藉由航海的發展過往神秘而未知世界全貌逐漸清晰。 

 

第二節、16-18世紀－東方形象的爭議 

 因為大航海時代的貢獻，歐洲人能更清楚的認識從前只能想像的東方，儘管

東方神祕的異國風情仍然是歐洲人主要的觀感，但此時開始興起的東方研究，使

東方形象的表現是盡可能以真實的樣貌為目的的階段，因此會出現既想表現真實

的情況，但又必須結合歐洲人觀念的圖像。同時也因為看見東方存在確實的樣貌，

                                                      
63

 按張德明＜朝聖：英國旅行文學的精神內核＞的說法：曼德維爾所講故事的資料主要來源於以

下幾個方面：馬可波羅( Marco Polo) 的《東方行記》、博韋的文森特(Vincent de Beauvais) 的《世界

鏡鑒》、柏朗嘉賓( John de Plano Carpini) 的《蒙古行記》、鄂多立克(Odoric of Pordenone) 的《東遊

記》、海敦親王( Haiton the younger) 的《東方史鑒》、以及流傳甚廣而實係他人偽造的《祭司王約

翰的信》(The Letter of Prester John)。 

至於曼德維爾本人，按周寧的說法其曾從英國逃亡到法國，最遠可能還到過羅馬，僅此而已。

《天朝遙遠：西方的中國形象研究》，頁 18。 
64

 Urry John 著, 葉浩譯，《觀光客的凝視》，台北：書林，2008，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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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時還是以宗教為政治、社會重心的歐洲社會，要用什麼心態和方式去定位、

研究甚至同化，不論在政治、社會、經濟，以及最重要的宗教因素，都具有悠久

歷史的東方的議題上就出現了爭議。圖8.就是17世紀耶穌會重要的德國(當時為神

聖羅馬帝國Heiliges Römisches Reich deutscher Nation，962-1806)的傳教士湯若望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穿著中國官服的圖像，正好顯示了初次接

觸異國文化的歐洲人，在同化目的和文化適應間的矛盾感： 

 

 

圖8.17世紀湯若望官服圖65
 

 

 顧均曾在其《衛三畏與美國早期漢學》中就對薩依德的東方主義看法有三點

疑慮，而這個疑慮主要是針對薩依德對｢西方東方學的客觀性｣、｢西方東方學的研

究方法｣以及更大範圍的｢整個西方(對東方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的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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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Memory of the World: The Treasures 

That Record Our History from 1700 BC to the Present Day, Glasgow: Collins,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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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在(薩依德)分析中有三點我不同意：其一，不能因西方東方學所具有的意識

形態性，就完全否認其所包含的客觀性。……其二，西方東方學中的方法論，研

究方式不能完全歸入『意識形態』之中。……作為方法論，它具有一定的獨立性，

同時也具有一定的普世性…。其三，如果完全採用賽義德的理論，『社會科學理論

幾乎要遭到徹底的摒棄，幾乎所有的西方理論都必然具有文化上的邊界。並且必

然與更強大的，和帝國主義糾纏在一起的話語結構結合在一起。……』｣66
 

 

 這個對待東方態度的爭議也存在於 16 到 18 世紀，也就是採用何種文本以及

視野作為考察的結果。薩依德所舉的文本大多是文學創作，即使有對東方風俗的

研究，也比較屬於觀察紀錄，而非強調學術性客觀解釋的著作，因而會充滿創作

者認為不需要考證的意識形態和偏見，就連薩依德說明的西方東方學源於｢語源學

｣的學科研究，其最初的動機也是來自於《聖經》的｢巴別塔｣(The Tower of Babel)
67

                                                      
66

 顧鈞著，《衛三畏與美國早期漢學》，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2009，頁 6－7。 
67

 源於《聖經･創世紀》第 11 章 1－9 節，主要說明人類聯合起來建造一座通天塔，因而耶和華變

亂(Babel)人類的口音，使人類彼此分散。 

11:1 那時，天下人的口音、言語都是一樣。 

 And the whole earth was of one language, and of one speech. language: Heb. lip. speech: Heb. 

 words 

11:2 他們往東邊遷移的時候，在示拿地遇見一片平原，就住在那裡。 

 And it came to pass, as they journeyed from the east, that they found a plain in the land of Shinar; 

 and they dwelt there. from...: or, eastward 

11:3 他們彼此商量說：「來吧！我們要做磚，把磚燒透了。」他們就拿磚當石頭，又拿石漆當灰泥。 

 And they said one to another, Go to, let us make brick, and burn them throughly. And they had brick 

 for stone, and slime had they for morter. they said...: Heb. a man said to his neighbour burn...: Heb. 

 burn them to a burning 

11:4 他們說：「來吧！我們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頂通天，為要傳揚我們的名，免得我們分散

 在全地上。」 

 And they said, Go to, let us build us a city and a tower, whose top may reach unto heaven; and let 

 us make us a name, lest we be scattered abroad upon the face of the whole earth. 

11:5 耶和華降臨，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 

 And the LORD came down to see the city and the tower, which the children of men builded. 

11:6 耶和華說：「看哪，他們成為一樣的人民，都是一樣的言語，如今既做起這事來，以後他們所

 要做的事就沒有不成就的了。 

 And the LORD said, Behold, the people is one, and they have all one language; and this they begin 

 to do: and now nothing will be restrained from them, which they have imagined to do. 

11:7 我們下去，在那裡變亂他們的口音，使他們的言語彼此不通。」 

 Go to, let us go down, and there confound their language, that they may not understand one 

 another's speech. 

11:8 於是耶和華使他們從那裡分散在全地上；他們就停工，不造那城了。 

 So the LORD scattered them abroad from thence upon the face of all the earth: and they left off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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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探求，仍不脫是源於西方對信仰追求的浪漫思維。但同時期的另一方面，到東

方的傳教士，不論是早期傳教的目的或是近代的學術目的，都促使他們要比其他

身分的西人，更在意東方的真實樣貌： 

 

 孟德衛全書68以啟蒙前期幾本重要的漢學著作，依時間順序提供概論式介紹。

書中將 19 世紀歐洲漢學研究的根源之一，正式歸因於天主教耶穌會在中國的傳教

工作。他主張耶穌會在中國的「適應」策略(accommodation)之所以能夠在歐洲孕

育出學院式的漢學，是一股瀰漫在 17 世紀歐洲內部，對神秘的中國(乃至整個東

方)充滿好奇(curiostas)並且渴望更深認識之的氛圍。而且，這種「好奇」並非膚淺

好奇心理而已，而是對新知識、新世界、新社會等等具備實踐行動力的好奇。69
 

 

 儘管在西方向海外擴張殖民的時代，東方的主體性對傳教士而言，仍尚未發

展至能意識到｢歐洲中心主義｣，但不是｢獵奇｣心理的出發點，使他們與東方生活

環境密切的關聯，而他們也是少部分能意識到東方不是野蠻而被動的西方文明接

受者，認為西方要抱以更多交流的心態面對東方古老而特殊的｢文明｣，當然，這

種心態在當時是被諸多撻伐。 

 在 21 世紀薩依德提出｢東方主義｣之前，西人面對東方形象和研究時，就已具

有兩種東方觀的矛盾，一種是薩依德歸納出的｢歐洲中心主義｣之下，任意主導有

關東方話語的霸權；另一種是積極將東方與西方呈現平等交流的研究態度和方

式，後殖民時代能夠出現對東方觀的反思，其實是具有一定的積累、爭議和轉變

                                                                                                                                                            
 build the city. 

11:9 因為耶和華在那裡變亂天下人的言語，使眾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別 (就是變

 亂的意思)。 

 Therefore is the name of it called Babel; because the LORD did there confound the language of all 

 the earth: and from thence did the LORD scatter them abroad upon the face of all the earth. Babel: 

 that is, Confusion 
68

 指孟德衛著作 Curious Land: 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 
69

 潘鳳娟，2006，＜從「西學」到「漢學」：中國耶穌會與歐洲漢學＞《漢學研究通訊》，第 27 卷

第 2 期：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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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過程。西方由中世紀愈逐漸發展至近代，其政治、經濟、社會乃至思想，欲朝

向理性和科學化，東方在文學作品中具陌生化的現象就愈明顯，西人不再只以朝

聖或尋根的心態來看待東方，東方逐漸成為一個西方文明的對照，又或者是一個

政治、經濟、軍事上值得積極研究的區域。 

 

第三節、18-20世紀－東方話語權 

 就地理跟歷史事實來看，東方仍然是一個古老的存在，因而作為從中世紀開

始，西方理解或想像東方最重要的元素－東方的神祕性，仍然沒有在近代西方的

虛構或非虛構的文學作品呈現的觀感中缺席，但差別在於如何解釋或運用東方的

神祕性。東方的神祕性(直至今日)仍然存在，但西方自身卻經過了啟蒙運動、人權

主義和科學革命等等的歷史階段，因此面對東方的神祕，西人可以不再｢只有｣宗

教作為唯一的解釋或是理解的唯一途徑；面對東方的神祕，也不再只是神聖、綺

麗、富裕……等等這類令人嚮往的語句，她也可以成為墮落、停滯、原始……等

等的代表，或是至少具有這方面的缺陷，但當然這一切的說法都是來自於與近代

西方的對照，更明確的說，每個西人都能使東方成為闡釋自己觀點，東方只是一

個帶有意識形態的「話語」，提到東方的背後都帶有一種目的性或關係性的訴說，

而在18到20世紀的歷史背景下，這種目的性與關係性都與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脫

不了關係。 

 這一點從18世紀開始出現在西人的畫報、宣傳品以及包含小說的虛構作品中

東方形象的展現可以看出端倪，例如圖9.1893年英國Mirror of British Merchandise

雜誌的封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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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1893年英國Mirror of British Merchandise雜誌封面圖70
 

 

 圖9.畫面的左前方，以獅子及羅馬軍裝象徵征服的軍人為英國的代表，並與與

右邊騎著滿載貨物大象的印度人，象徵物產豐饒的印度互襯；而後方背景則是印

度建於1559年有名的水城(Udaipur)被日出(英國)照射，兩種對應的方式其實表現出

英國與印度在政治、經濟上密不可分的「殖民」關係。 

 在18到20世紀，以圖畫配合時事的作品成為趨勢，東方形象在這些時事中與

歐洲有了連結，成為時勢的一部分，而這些形象大多都是來自是帝國主義掌握下

的產出。可以看出在歐洲對東方形象認識和建構的三個時期，從一開始的想像和

憧憬，到認識初期的據實以報和嘗試相處，再到帝國主義興起後的話語上的霸權

三個階段的交流差異，主要建立在歐洲自身的發展上，對東方三個時期的差異也

反映出了歐洲由宗教為唯一指導下對世界的懵懂，到人文精神開始興起想要對未

知的探求，再到以科學、軍事、經濟和人文的能力發展為依歸的三個階段。 

                                                      
70

 圖片來源：http://www.bl.uk/learning/images/asiansinbritain/large1244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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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布朗神父探案全集》東方形象篇章 

 前文提及《布朗神父》共可劃分為三其創作，第一期為《布朗神父的天真》、

《布朗神父的智慧》；第二期為《布朗神父的懷疑》、《布朗神父的祕密》；第三期

為《布朗神父的醜聞》71。以下將以《布朗神父》以創作的三期劃分，說明各篇牽

涉東方形象的內容，以及其與西人的東方經驗有所連結的部分，試圖將此部分視

為敘事交流中的文本外層次，再於下一章進行結合各篇東方形象文本內的敘事功

能分析。 

 

第一節、《布朗神父的天真》、《布朗神父的智慧》 

(一)、《布朗神父的天真》 

 《布朗神父的天真》中＜祕密花園＞、＜三種致死的工具＞、＜上帝之鎚＞

及＜斷尖的指揮刀＞提到東方的部分都與人物有所連結。＜祕密花園＞同時也是

小說系列中第一次提及東方的短篇，並且僅在一句話的描述中出現東方形象，就

是在形容突然出現在法國警長瓦倫丁家的花園，身首異處的死者頭顱。文中說明

其長相是令人厭惡的黃色臉孔，並且以羅馬皇帝及中國皇帝做為比喻，圖 10.為道

光皇帝(1782－1850)1842 年出現在《倫敦畫報》的圖像，可以發現穿著和臉孔不完

全符合東方人以及皇帝的穿著樣式，原因是這幅畫作的出現，並不是根據見到道

光皇帝，而是純粹想像和加上嘲諷的作品，或也影響了切斯特頓對中國皇帝的概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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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篇章中英對照詳見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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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倫敦畫報》上的道光皇帝72
 

 

 使用皇帝來比喻，是因為死者是一個有名的政治犯，而先以羅馬再以中國形

容，則是一種強調死者黃色臉孔的加重語氣，羅馬皇帝還是一個西方人的臉孔，

但中國皇帝卻完全是黃種人的膚色。而切斯特頓如此強調死者的膚色，除了因為

是僅僅對頭顱的描述而必須特別著重之外，由於屍體是出現在警長瓦倫丁的家中

花園，同時也是只有一個出口的密室，這種迥異於現場賓客及氛圍的長相，特別

顯現這個屍首的出現是一種極不可能的現象。 

 同樣也是形容人物，＜三種致死的工具＞較詳細的描述東方人臉特徵，這部

分是出現在為了描述死者的僕人，起先是說其「模樣呆笨」描述，跟著說明其「蓄

著平直的黑髮，臉色蒼白，臉色和嘴像又細又長的縫，顯露出一點東方人的特徵。」

雖然切斯特頓並未細說東方人孔特徵的根據，從敘述中可以看出不是近東伊斯蘭

國家，而是遠東，也就是大部分為中國文化觸及範圍的臉孔。於前面一同比較來

看，一個以中國皇帝形象代表醜惡的政治犯，另一個以東方人物特徵作為呆笨僕

人的形象，其實就與當時西方對中國文化圈人種的印象，一種是與西方對抗的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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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時鑒，《維多利亞時代的中國圖像》，上海：上海辭書，2008，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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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帝國；另一種是落後弱勢的人種，在 19、20 世紀時期中國是英、美國華工非法

移民的來源，華工在殖民國受到工作的逼迫，常常得不到合法的居留而客死異鄉，

在 19 世紀《穿過鴉片的硝煙》這本遊記中，作者尼古拉斯･唐可･阿爾梅洛(Nicolás 

Tango Armero，1830-?)就是經營販運華工致加勒比海的工作，記下其於鴉片戰爭期

間，於中國逗留的所見所聞。同樣也是形容人物而使用東方元素，＜上帝之鎚＞

的使用方式或許是在布朗神父系列中最常出現的，也就是利用服裝的東方色調做

為顯示、諷刺或標誌人物的地位和性格。＜上帝之鎚＞中受害者生前是一名好惹

事生非的富裕子弟角色－諾曼(Norman)，切斯特頓就利用了穿衣的特色表現出其

性格的一部分，描述其在晚禮服上罩著鵝黃色外衣(curious pale yellow coat)，再加

上淺綠色(bright green)的帽子，而這頂帽子是一件東方古董，諾曼為自己不搭的穿

著感到自豪，表現時下英國人對異文化的盲目崇拜，可以呼應前文提及的評論文

章＜談英國人在國外＞。而＜斷尖的指揮刀＞較為特殊的部分是其為歷史推理的

故事，內容是神父對已故將軍一次慘烈戰役的內容和死因的推理。故事中運用到

東方的部分，是神父說明將軍因為自己對《聖經》的誤讀，進而受東方環境誘惑

而逐漸犯下叛國罪，並且將軍本身是英、印混血的血統也帶有東方色彩。神父在

描述中說明東方是神秘而炎熱的國度，並且男人有成群的妻妾，將軍就是依照《聖

經》舊約裡的記載聚歛財富。雖然神父並未言明其所謂的東方是哪裡，但依照描

述的特徵：炎熱的氣候、男人有成群的妻妾以及是按《聖經》舊約的記載，可以

推測應是埃及或兩河流域的文明。 

 另外在《布朗神父的天真》中＜不適當的形狀＞及＜阿波羅的眼睛＞則是與

要詮釋的異教信仰有關。在＜不適當的形狀＞中，與東方形象相關的部分是受害

者家中的一位穿著白袍的印度苦行僧，印度自英屬東印度公司 17 世紀進駐後，英

國作為當時的歐洲強盛帝國，印度則是亞洲的生產和市場有決定的地位，使兩者

的交流關係密不可分，而印度與生俱來的東方神祕性，也是在英國的印度人靠上

流社會謀生的本錢，在圖 11.中是 1902 年辦在渥維克城堡(Warwick Castle)紀念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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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華七世(Edward VII，1841－1910)加冕的一場招待會： 

 

 

圖 11.英國皇室招待會中的印度人73
 

 

 圖中在城堡的前面印度人與英國人的混雜，可以看見兩種文化的交錯，以及

印度文化上的妥協，例如從服裝上看，圖中的印度人有的人著傳統的白袍加白頭

巾，有的人則是只有白色頭巾搭配英式的西裝。 

 ＜阿波羅的眼睛＞相較其他涉及東方信仰的故事，故事裡的偽東方神秘主義

者是假扮一名拜太陽神阿波羅的教徒，其儀式進行的方式是著白袍在陽台上念不

知名的咒語，而崇拜阿波羅的異教信仰、進行的方式與穿著，第一個會聯想到與

希臘多神信仰的傳說及儀式相關，在希臘神話中阿波羅神代表光明、真理。但在

                                                      
73

 圖片來源：http://www.bl.uk/learning/images/asiansinbritain/large1260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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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悠久的文明－埃及的神話中，也有一段太陽神的歷史，其太陽神名叫 Aten，

是由法老阿蒙霍特普四世(Akhenaten，B.C.1351－B.C.1344) 出於政治角逐，建立

起的一神教信仰，阿蒙霍特普四世強調的 Aten 是創造宇宙的神，沒有其他形象，

只是太陽本身，由於這個信仰的誕生主要是為了削弱祭司的權力，將人與神信仰

的中介改為法老，但因為改革過於偏激，Aten 的崇拜隨著法老的逝世而消失。在

＜阿波羅的眼睛＞中的偽神祕主義者，雖未以 Aten 稱呼太陽神，但其強調太陽神

是創造萬物的唯一真神，並且能使人堅不可摧，和儀式最重要的方式是眼睛必須

直視太陽，這一些描述都與埃及 Aten 的崇拜方式較類似。 

＜看不見的人＞的東方描述運用在空間中，但這個空間描述與情節發展不具

有直接關係，反而與前面的服裝一樣，同樣用在人物塑造上。故事中描述的人物

是布朗神父的助手弗蘭博，弗蘭博的書齋裡有馬刀(sabres)、火繩槍(harquebuses)

和東方的古玩(curiosities)。馬刀大約從10世紀出現在歐洲，16、17世紀開始在歐洲

逐漸流行，著名荷蘭畫家林布蘭特(Rembrandt Rijn，1606－1669)就曾於畫其帶馬

刀的自畫像，而18、19世紀拿破崙(Napoléon Bonaparte，1769－1821)時期的拿破崙

騎兵隊(Cavalry)配戴馬刀的風格，也使馬刀蔚為風行。馬刀可分為直刃及彎刃，直

刃類似於中世紀的「十字劍」(rapier)的進化和改良版，但彎刃則主要是出於東歐

一直到中國蒙古的歐亞草原，因此彎刃馬刀中世紀就已經為突厥、俄羅斯及其他

東方民族使用，歐洲使用的馬刀基本上是發展自波蘭的配劍“szabla”，圖12.中所示

為法國16－18世紀的馬刀樣式，圖13.則是19世紀鄂圖曼土耳其馬刀圖樣： 

 

 

 

 

圖12. 法國16－18世紀馬刀樣式74
 

                                                      
74圖片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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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19世紀鄂圖曼土耳其馬刀刀身及刀鞘圖樣75
 

 

切斯特頓對彎刃馬刀的認知我們可以從其另一部著作的插圖，以及其在此作

的簽名來看： 

  

 圖14. The Turkey and the Turk－1
76

 圖15. The Turkey and the Turk－2
77

 

                                                                                                                                                            
http://www.napolun.com/mirror/napoleonistyka.atspace.com/cavalry_tactics.html#cavalryweapons 
75

 圖片來源：http://www.metmuseum.org/toah/works-of-art/23.232.2 
76

 圖片來源：Un nommé Chesterton：http://www.amisdechesterton.fr/categorie/unpeudhistoire/ 
77

 圖片來源：Un nommé Chesterton：http://www.amisdechesterton.fr/categorie/unpeudhisto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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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 The Turkey and the Turk 切斯特頓及Thomas Derrick簽名78
 

 

切斯特頓於1930年出版The Turkey and the Turk，由當時的藝術家Thomas 

Derrick (1885－1954)於文中插畫，從這些插畫中，可以看出與《布朗神父》中的

東方形象刻畫有諸多類似的地方。《布朗神父》中前面出現形狀彎曲的匕首及彎刃

型的馬刀，以及各種形狀彎曲的圖案，包含切斯特頓自己的簽名在圖16.中都刻意

的將字母 “G” 畫出如圖15.的刀形，並且每一筆畫都做出誇張的延伸，畫面也都是

琳瑯滿目。 

 至於火繩槍，其實已經是在火藥經由中國胡商傳入西方，經過改良之後發明

的槍砲，基本上在戰場上是與馬刀共同使用。如圖 17.所示，是由一名 16 世紀的

畫家 Sebald Beham (1498-1549)所繪製的一幅木版畫，是 15 世紀至 17 世紀德國的

步兵操作火繩槍(Landsknecht loading a matchlock arquebus)的畫作： 

 

 

 

 

 

 

                                                      
78

 圖片來源：Un nommé Chesterton：http://www.amisdechesterton.fr/categorie/unpeudhisto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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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15 世紀至 17 世紀德國火繩槍79
 

 

 最後一個是東方古玩，古玩店在《布朗神父》小說中常常具有神秘色彩，因

在西方古玩店可以買到罕見的東方古物，這些古物又多傳說有神秘的能力，除了

這裡提到之外，在接下來將談到的＜來自天空的箭＞及＜飛魚的歌聲＞，都出現

了從古玩店買來而具有詛咒的東方物品，並且這些物品對故事的神秘性佔有重要

性，以及影響切斯特頓小說創作的狄更斯也曾以古玩店出身的人物，創作出小說

《老古玩店》(The Old Curiosity Shop，1841) ，因此切斯特頓使用這個題材在小說

中除了是社會現象的反映之外，也受到狄更斯的影響。 

 

 (二)、《布朗神父的智慧》 

 在《布朗神父》系列中的第二部《布朗神父的智慧》中，＜赫什博士的決鬥

＞、＜走廊中的人＞及＜潘卓剛一家的咒亡＞都運用東方描述人物的手法。＜赫

什博士的決鬥＞描述的是主角的化身－杜勃斯克 (Dubosc)，他身上的圍巾顏色又

                                                      
79

 圖片來源：http://www.st-max.org/weapons-edu-glo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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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又濃，包含是深紅(dark red)、赤黃(old gold)和紫(purple)三種顏色，在文中敘述

者依此推斷是一件東方織物(Oriental fabrication)。這裡出現了另一個在《布朗神父》

中東方色彩的特質：鮮豔、絢麗，並且大多是紅、黃、綠、紫、橘等醒目的顏色、

包含前文所述＜上帝之鎚＞中人物的穿著也是鵝黃色外衣、沿淺綠色帽子，以及

＜不適當的形狀＞中所述的土耳其地毯……等等。關於這些織物的顏色和樣式，

基本上就是參考自伊斯蘭國家傳統的圖樣，如下圖 18.是伊朗地毯及圖 19.是鄂圖

曼土耳其圖樣的地毯： 

    

  圖 18. 伊朗地毯80
          圖 19.鄂圖曼土耳其地毯81

 

 

 ＜走廊中的人＞同樣也是描述人物，目的是建立一位具有聲望上尉的形象。

在當中為了描述上尉在社會上的名氣，是「不必親臨曾經圍攻香港和行經中國南

北的上流社會」。從 1839 年第一次鴉片戰爭(Opium War)以降，到 1911 年中華民

國建立，再到第一次世界大戰(World War I，1914－1918)及接近第二次世界大戰

                                                      
80

 圖片來源：http://www.metmuseum.org/toah/works-of-art/1974.149.29 
81

 圖片來源：http://www.metmuseum.org/toah/works-of-art/1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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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War II，1939－1945)，切斯特頓所處的時代正好是西方的列強對中國的侵

略，以及中國與西方不斷軍事交涉的時期，自然在當時有許多遠渡重洋參與戰事

的軍人，這些人有的也留有戰爭和遠行的記錄，以及因為對中國戰爭的險惡受到

當時西方人的同情，在小說中這位上尉的名氣自然是與征戰有關，以及顯示當時

的戰爭時期，也使軍人同樣在社交席上佔有重要地位。 

 ＜潘卓剛一家的咒亡＞在《布朗神父》中同樣是介紹人物，但特別的部分是

這篇視唯一一篇提及女性－吉普賽(Gypsies)女子的篇章。並且描述僅止於外表的部

分，說明她是黑髮(black-haired)及黃褐色鵝蛋臉(oval and olive face)，在原文的描述

是黑髮、橢圓、橄欖色的臉，在綠色中橄欖綠是綠色中偏黃的顏色，下圖為 17 世

紀一幅名為 The Fortune Teller 的畫作，畫中兩個臉色白皙的是法國年輕人，另外

三個面色偏黃的是吉普賽女人，畫作中較老的吉普賽女人是命理師，而中間那個

法國年輕人在聆聽的時候，其法國朋友和另外兩名吉普賽女性正在偷竊他身上的

飾物。《布朗神父》小說中則是特別鋪陳吉普賽女人這個角色，察覺案件的蹊蹺，

雖然兩者角色是一正一反，但卻都表現吉普賽女性的機伶和深思熟慮，見圖 20.： 

 

 

 

 

 

 

 

 

 

圖 20. The Fortune Teller(吉普賽女人)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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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來源：http://www.metmuseum.org/toah/works-of-art/6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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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要提及的是＜格瑞上校的沙拉＞，在文中呈現的東方是詛咒式的，這個

詛咒發生在印度，並且以動物－猴子，作為詛咒的象徵物，受害者是在看見猴子

銅像之後受到詛咒。在認為猴子有宗教上的特殊涵義或能力的文化上，也包含美

洲的阿茲特克(Aztec)或是印加文明(Tawantinsuyu)，而下面這幅畫－Rama Receives 

Surgriva and Jambavat, the Monkey and Bear Kings: Leaf from a manuscript of the 

Ramayana，是源自印度梵文史詩《羅摩衍那》(Ramayana)的一幅畫作，講述史詩

主角，也就是圖 21.中間的羅摩王子(Prince Rama)在受到熊和猴子的幫助下，打敗

惡魔(羅剎)王拉瓦那 Ravana。 

 

 

 

 

 

 

 

 

 

 

 

 

圖 21.《羅摩衍那》(Ramayana)中的猴子83
 

 

 圖 21.雖然並未顯示猴子具有詛咒的能力，但卻可以看見猴子等等動物，在印

                                                      
83

 圖片來源：http://www.metmuseum.org/toah/works-of-art/2002.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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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早期故事中就已展現確實具有宗教的神秘能力或感應力。 

 

第二節、《布朗神父的懷疑》 

 《布朗神父的懷疑》中具東方元素包含＜金十字架的詛咒＞、＜有翅膀的匕

首＞、＜布朗神父復活＞及＜來自天空的箭＞四篇。首先＜金十字架的詛咒＞是

有關於一位研究希臘拜占庭帝國(或稱東羅馬帝國，Imperium Romanum Orientale，

284－1453)時期的東方學者，在一座藏有石棺的洞窟中，聽見有人威脅將要取他性

命，因為他接觸了石棺中的金十架，在故事中出現「十架」、「地底」、「魚」等等

的象徵。探討這個象徵的運用，必須由故事的歷史背景，也就是羅馬帝國時期

(Senātus Populus Que Rōmānus，B.C. 27－1453)的早期基督徒因被視為異教，受羅

馬帝國迫害，必須變成祕密地下組織，並且因希臘文中的「魚」包含的 5 個字母

ΙΧΘΥΣ(Ichthys)，正好是耶穌(ΙΗΣΟΥΣ)、基督(ΧΡΙΣΤΟΣ)、神(ΘΕΟΥ)、兒子(ΥΙΟΣ)、

救世主(ΣΩΤΗΡ)五個希臘詞彙組合而成，因而魚成為基督徒代表符號。至今仍可看

見，如圖 22.所示是韓國北村基督徒家門前的 ΙΧΘΥΣ，左邊韓文所寫為「基督是我

們的平安」： 

 

 

 

 

 

 

 

圖 22. ΙΧΘΥΣ(Ichthys)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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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攝於韓國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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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翅膀的匕首＞同樣也是具有詛咒神祕性的篇章，故事中的兇手善於易容

和編造謊言，並且在犯案後看見神父的出現而決定演一齣戲，號稱自己有白魔法

(silver magic)，並且殺死要加害自己的兇手(也就是被害者)。神父在結尾的部分說

出他發現謊言的原因，就在於兇手大談東方神秘主義。過程中神父提及神祕主義

的輪迴、命運和再生，以及另一個動物象徵－蛇。蛇在切斯特頓的神學著作如《回

到正統》中，特別是「銜尾蛇」(Ouroboros)代表的就是泛神論者和自我毀滅，這

與蛇在基督信仰中是惡魔撒旦的化身，最著名的就是《聖經・創世紀》第三章中，

蛇在伊甸園引誘人類違背上帝，食用分別善惡樹的果實的典故相關。85但蛇在印度

卻是循環往復、生生不息，並且在印度的主神之一－濕婆神(Shiva)的身上就有三

條眼鏡蛇作為其法器和標誌，如圖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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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創世紀》 

3:1 耶和華 神所造的，惟有蛇 photo 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對女人說：「 神豈是真說不

許你們吃園中所有樹上的果子嗎？」。 

Now the serpent was more subtil than any beast of the field which the LORD God had made. And he said 

unto the woman, Yea, hath God said, Ye shall not eat of every tree of the garden? Yea...: Heb. Yea, 

because, etc. 

3:2 女人對蛇說：「園中樹上的果子，我們可以吃， 

And the woman said unto the serpent, We may eat of the fruit of the trees of the garden: 

3:3 惟有園當中那棵樹上的果子， 神曾說：『你們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們死。』」 

But of the fruit of the tree which is in the midst of the garden, God hath said, Ye shall not eat of it, neither 

shall ye touch it, lest ye die. 

3:4 蛇對女人說：「你們不一定死； 

And the serpent said unto the woman, Ye shall not surely die: 

3:5 因為 神知道，你們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們便如 神能知道善惡。」 

For God doth know that in the day ye eat thereof, then your eyes shall be opened, and ye shall be as gods, 

knowing good and evil. 

3:6 於是女人見那棵樹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悅人的眼目，且是可喜愛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

子來吃了，又給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 

And when the woman saw that the tree was good for food, and that it was pleasant to the eyes, and a tree 

to be desired to make one wise, she took of the fruit thereof, and did eat, and gave also unto her husband 

with her; and he did eat. pleasant: Heb. a des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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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印度濕婆神 Shiva
86

 

 

 繼前文所述的猴子之後，蛇的形象又再度表現出切斯特頓對在《布朗神父》

中動物的圖像觀點，與其基督信仰和異教思想的差異。除了猴子、魚、蛇之外，

小說中常出現的還有老鷹、孔雀、大象等等與東方想像相關聯的動物。 

 ＜布朗神父復活＞與＜來自天空的箭＞中，提到的是東方的物件。例如在＜

布朗神父復活＞中出現的是能使神父假死然後復活的亞洲毒藥，而＜來自天空的

箭＞則是古玩店買來，帶有令人謀殺詛咒的科普特杯(Coptic Cup)。關於能使人假

死的毒藥，目前都僅存在於傳說或虛構故事中，但據推測可能是東漢名醫華佗製

作，現已失傳的麻醉劑「麻沸散」的成分之一－曼陀蘿。曼陀蘿於印度也有生產，

《本草綱目》草部第十七卷，草之六＜曼陀羅花＞記載其名稱來源及麻醉的功效： 

 

 時珍曰∶《法華經》言∶佛說法時，天雨曼陀羅花。又道家北斗有陀羅星使者，

手執此花。故後人因以名花。曼陀羅，梵言雜色也。……予嘗試之，飲須半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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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來源：http://www.metmuseum.org/toah/works-of-art/1987.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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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一人或笑或舞引之，乃驗也。八月采此花，七月采火麻子花，陰乾，等分為

末。 熱酒調服三錢，少頃昏昏如醉。割瘡灸火，宜先服此，則不覺苦也。 

 

 或是古代俗稱蒙汗藥的主配方「黃杜鵑」，在南歐亦有此品種，《本草綱目》

草部第十七卷，草之六＜羊躑躅＞記載： 

 

 此物有大毒，曾有人以其根入酒飲，遂至於斃也。……一名杜鵑花。其黃色

者，即有毒羊躑躅也。 

 

 這兩種都是全株有毒植物，曼陀蘿的毒會抑制中樞神經，使人喪失意識；而

誤食黃杜鵑，則會使人噁心嘔吐、血壓下降、昏迷等等，並且產地無論是印度或

南歐，在當時都有可能為西人所得，都有可能是《布朗神父》中所說之亞洲毒藥。 

 ＜來自天空的箭＞中所說的科普特杯，同樣是與早期異教徒、東方狂熱者相

關聯。科普特這個名稱其實是專指在埃及的基督徒，他們特別以科普特基督徒稱

呼自己，並認為《聖經・馬可福音》的作者約翰・馬可(John Mark)在 42－62 世紀

這段時間的某個時期中，曾是他們的奠基和先驅者，教導他們基督信仰的知識，

至今在埃及仍有科普特教會，科普特基督徒的信仰根據在《聖經・馬太福音》耶

穌躲避希律王追殺而逃難至埃及的記載。87但在 451 年因耶穌神人二性和一性論的

爭議被逐出正統教會，並且 641 年被阿拉伯統治傳入伊斯蘭教，此後受到諸多迫

害，而使科普特基督徒的外型、組織都與基督教世界不同。在科普特的圖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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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馬太福音》 

2:13 他們去後，有主的使者向約瑟夢中顯現，說：「起來！帶著小孩子同他母親逃往埃及，住在那

裡，等我吩咐你；因為希律必尋找小孩子，要除滅他。」 

And when they were departed, behold, the angel of the Lord appeareth to Joseph in a dream, saying, Arise, 

and take the young child and his mother, and flee into Egypt, and be thou there until I bring thee word: for 

Herod will seek the young child to destroy him. 

2:14 約瑟就起來，夜間帶著小孩子和他母親往埃及去， 

When he arose, he took the young child and his mother by night, and departed into Egypt: 

2:15 住在那裡，直到希律死了。這是要應驗主藉先知所說的話，說：「我從埃及召出我的兒子來。」 

And was there until the death of Herod: that it might be fulfilled which was spoken of the Lord by the 

prophet, saying, Out of Egypt have I called my 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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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會出現交錯十架的幾何圖形，語言則是古埃及語發展出的科普特語，如圖 24.所

示： 

 

 

 

 

 

 

 

 

 

圖 24.科普特手稿88
 

 

 在＜來自天空的箭＞中，首先將殺死每個拿到科普特杯富翁，視為是東方基

督徒狂熱者的行為，就是出於科普特族的歷史背景和想像的臆測。 

 

第三節、《布朗神父的祕密》、《布朗神父的醜聞》 

 在《布朗神父》第三期的作品《布朗神父的祕密》中，牽涉到東方元素的有

＜法官的鏡子＞、＜沃德里失蹤之謎＞、＜墨魯山的紅寶石＞、＜飛魚的歌聲＞

和＜守喪者馬恩＞等五篇。 

 (一)、《布朗神父的祕密》 

 ＜法官的鏡子＞和＜沃德里失蹤之謎＞都特別將焦點放在顏色的描述上，＜

法官的鏡子＞提到一個僕人面色發黃似亞洲人，並且頭髮又是藍黑色(blue-black 

hair)，十分「相襯」，這裡再次將東方人的特徵放在僕人的角色，但這裡提到藍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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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來源：http://www.metmuseum.org/toah/works-of-art/19.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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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髮色，按原文應是深藍色，但即使是亞洲人，在18、19世紀是否有深藍色的

髮色？可能的推論之一是就是頭髮顏色近似於黑色但卻不完全只是黑，倒像是深

藍，但這卻不符合小說在其他部分，都是以黑色來描述亞洲人的髮色。更可能的

解釋是藍黑色不只是針對某個人的髮色，而是代表一個文化的顏色，在亞洲文化

藍色、黑色是常見的搭配方式，前文提過在《布朗神父》中東方代表的動物之一

－孔雀，其羽毛的顏色就是藍黑色的搭配。另外，在同一篇舉到另一個作家Thomas 

Penson De Quincey(1785－1859)的作品，說印度人們常把馬染成藍色或綠色，顏色

語故事相呼應，至於是否屬實，答案可能與藍黑色頭髮的問題一樣，但另外一提

的是印度除了孔雀之外，也有其他本身毛色就是藍色的動物，如藍牛羚(blue bull)，

並且曾被旅遊的畫家記錄下來，也有可能是真實現象與想像的落差。 

 至於＜沃德里失蹤之謎＞則是將顏色描述在一件晨衣上，謂其充滿花朵和彩

龍的裝飾，在太陽下像是一座花壇，這又是另一例以東方的色彩和穿著來描述人

物，特別是上流社會的人物。在這個故事中穿著這件晨衣的是一個大個子、年老

和藹的醫生，也是一個完全的配角，他不是兇手、不是被害者、不是目擊者，以

及在案發直後匆忙的去聯絡相關的人，使他也沒有參與到最後神父推理的過程。 

 ＜墨魯山的紅寶石＞中同樣也出現東方神秘主義者，並且也是在西人的上流

社會的家中居住的「隱士」，但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這個上流社會特別以博物館的

方式收藏東方物件。博物館的興起，特別與維多利亞時代的皇室有密切的關聯，

由於維多利亞女王的丈夫亞伯特親王(Prince Albert，1819－1861)愛好文學、藝術，

並且為了維持英國君主立憲的精神而較少參與政事，卻致力於大型的展覽及博物

館的建立，1851年其主辦的萬國工業博覽會(Great Exhibition of the Works of 

Industry of all Nations)是第一屆的世界博覽會，隨後也著手進行英國著名的維多利

亞與亞伯特博物館(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1852)的建立，並且特別以工藝為

主要展示。當時英國的國力興盛，休閒產業也得以蓬勃發展，博物館開始在上流

社會間風行，圖25.為萬國工業博覽會的場地水晶宮(Crystal Palace)，其鋼鐵和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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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建築材料，視為是工業革命的標誌： 

 

 

 

 

 

 

 

 

 

 

圖25. 1851年萬國工業博覽會89
 

 

 從圖25.中可以看出參與者都是上流人士，並且也展出東方國家的特色，對沒

有親身經歷東方的英國人，也成為東方的知識的集散地。 

 ＜飛魚的歌聲＞牽涉到的東方傳說與＜來自天空的箭＞相似，受害者遭竊的

黃金製飛魚，也是由古玩店買到而帶有神祕性的東方工藝品，並且與＜金十字架

的詛咒＞一樣再度以「魚」的出現做為象徵物。這篇故事的傳說主要發生背景都

是英國的殖民地，印度及開羅的英國軍營，印度是1858年到1947年，埃及則是1882

年到1953年，雖然表面上是為了表現東方法術的能力和神祕，是科學無法控制和

理解，但實際是將刻意區隔出東方原本的落後與英國的現代化，表示在英國這樣

現代化、高知識統治的地區，東方幻術還能施展是非常神奇的。而＜守喪者馬恩

＞與＜飛魚的歌聲＞的傳說對東方的描述也有異曲同工之處，故事中敘述那犯罪

的悔罪者，應被至於遙遠的亞洲或食人的野人島，可以看出當時英國是將亞洲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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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來源：http://www.bl.uk/learning/images/victorian/crystalpalace/large102733.html 



66 

 

未開化的地區置於同一個地位，在結合前文提及具有亞洲、東方人面孔特徵，可

以看出此時的西人對東方，不再是單純的想像，更多是歧視與想像的結合。 

  

(二)、《布朗神父的醜聞》 

 在《布朗神父的醜聞》中，具有東方形象的篇章是＜布朗神父的醜聞＞、＜

敏捷的人＞、＜書的詛咒＞及＜一樁罪行＞。＜布朗神父的醜聞＞中僅在提及犯

案者的罪惡時，用比「印度叢林裡的魔鬼還要邪惡」(Much worse than the old Indian 

demons in this jungle)的方式來比喻，但魔鬼所指何物並不明確，可能是因為印度的

多神泛神信仰，也可能僅是指印度叢林的險惡。 

 ＜敏捷的人＞故事背景發生在酒吧，並且是擺滿了東方武器的酒吧，與前文

弗蘭博的書齋相同，東方器物多作為裝飾用途。但故事中出現了一位滴酒不沾東

方紳士，依照敘述是一位穆斯林教徒。圖26.是《布朗神父的醜聞》中 ＜敏捷的人 

“The Quick One” ＞於1933年The Saturday Night Post插圖。圖26.顯示的場景是東方

紳士將酒吧中的裝飾品－伊斯蘭式的彎刀，射向對方後的畫面。畫面中間戴著頭

巾的就是東方紳士，可以發現東方紳士雖然包著頭巾顯示其是伊斯蘭信徒，但他

不是穿伊斯蘭的服裝而是身著與其他人一樣的西裝蓄鬍的方式與圖左方第二個西

人的蓄鬍方式比起來更明顯，拉住東方紳士的是一位牧師，牧師身後坐著的就是

布朗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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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6. “The Quick One”1989年於The Saturday Night Post插圖90
 

 

 ＜書的詛咒＞同樣是以東方詛咒貫穿全文的方式，在中世紀時期就有關於書

具有詛咒能力的說法，但出現的原因卻是比較實質層面，也就是預防偷書賊，因

而會有偷竊此書會招致詛咒等等的說法，到後來文士也會自行設計書的詛咒。詛

咒通常都是寫在版權頁(colophon)，並且會出現針對不同書有不同的詛咒，例如毀

損、或對書不敬會有詛咒；主人遺失了書未歸還，也可能會有詛咒等等，像本篇

的詛咒就是主人(東方學者)遺失了帶有詛咒的東方書籍，而取得的人在未歸還期間

打開書便憑空消失。 

 ＜一樁罪行＞與前幾篇較不同的是，提到東方的部分不是為了神祕效果，而

是闡釋價值觀的重要性，神父舉的例子是印度神智學(Theosophy)者和暗殺團。神

智學是一個強調兼容各宗教、哲學和科學的信仰，1875年創始人H. S. Olcott(1832

－1907)跟H. P. Blavatsky(1831－1891)夫婦在紐約成立了神智學會，代表的印度人

物有Master Mor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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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來源：Chesterton Gilbert Keith, Illustrated by Ballinger, H. R., 1989. “The Quick One”, 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 Sep., p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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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7. 印度神智學Master Morya
91

 

 

 至於印度暗殺團則是源自印度教神話女神之一－Durga，與阿修羅(Asura)的戰

爭，Durga命人類用絲巾協助其絞殺對手，見圖28.： 

 

 

 

 

 

 

 

 

 

 

 

圖28.印度Druga與Asura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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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來源：http://blavatskyarchives.com/moryaportrait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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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此神話典故，暗殺團為以自己向Durga效忠為由以絲巾絞殺犯案，暗殺對

象可能是無辜商旅，或受雇於他人聽從命令。而在英國統治時期，被絞殺的對象

常常就是英國的官員。 

 以上是首先找出和說明《布朗神父》中的東方形象篇章中，各篇描述的東方

元素為何，並配合當時歐洲人接觸到的東方經驗、傳說或圖象描述，提出影響切

斯特頓創作時東方形象話語運用，可能接收到的訊息或外在因素。接下來將於第

四章針對切斯特頓創作，也就是進入到文本，與作品外的自身脫離時，如何建構

在小說中的東方人物、時間、空間和神秘事件，試圖看出切斯特頓在文本內藉由

東方建立出每一篇作品的方式，探討其文本內展現的東方形象的話語背後要表現

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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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來源：http://www.durgasite.com/durga/durga-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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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布朗神父探案全集》東方形象敘事分析 

 上一章首先點出在《布朗神父》中具有東方元素的23篇篇章93，以下將以米克

･巴爾的敘事學的方式歸納出其中人物、時間、空間的安排和設定具有的規律性，

以及這些元素在故事塑造上的功能性，進而歸結出切斯特頓在現實生活(文本外)

及《布朗神父》創作中(文本內)，對東方話語使用的差異。 

 

第一節、東方人物的功能導向 

(一)、主體的兩種目的性 

 研究方法的部分已說明這裡所謂的｢人物｣，代表的是對故事的｢功能性｣，而

功能性也適用於作為切斯特頓筆下的東方人物判准，在《布朗神父》中可發現東

方人物功能設定的重要性，遠大過於性格或心理的設定。 

 探討《布朗神父》中東方人物功能，首先會牽涉到主體(主人公要達到某種目

的)、客體(目的自身)的確立。藉由主體、客體的確認，進而確認故事中人物各自

是施動者或接受者、幫助者或抵抗者。對一般偵探小說的劇情而言，主體自然是｢

主人公欲探求案件真相以及將兇手受法律制裁｣，然而在《布朗神父》中，做為主

人公的布朗神父除了｢探求案件真相｣外，更多的時候他要達到的目的是｢救贖犯案

者｣。神父作為最先推判出兇手的角色，也使他最先能與犯案者接觸，但他的處置

方式常不是要犯案者受法律制裁，而是要犯案者懺悔。 

 因此在這兩種不同的主體之下，東方人物的功能也顯出不同，對於這兩種主

體帶來的東方人物角色功能差異，可將其繪製如圖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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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細篇目參閱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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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布朗神父探案全集》東方人物三元對立項 

 

 按此圖的呈現，東方人物根據主體的不同其功能亦具有差異。當主體只有｢探

求案件真相｣，東方人物的功能大多僅扮演影響著客體的抽象因素，也就是｢施動

者｣，如：＜不適當的形狀＞中的印度隱士、＜飛魚的歌聲＞中兇手利用阿拉伯人

各樣幻術的傳說、＜敏捷的人＞中東方紳士對死者曾行使的矯健身手，＜書的詛

咒＞中犯案者虛構漢學及印度靈學家－漢基博士，並虛構出漢基博士能使人消失

的書等等。這幾篇出現的東方人物或傳說，並不與案情或判案者直接相關，但在

功能上都提供｢神秘性｣的元素使案情懸宕。 

 當主體除了神父欲探求案件真相外，又有｢神父欲救贖犯案者｣的意圖時，犯

案者自身則可能會身兼二職－既是｢施動者｣的功能，又是｢抵抗者｣。亦即東方人

物除了提供抽象的神祕元素之外，也會成為具體試圖妨礙神父的救贖的｢抵抗者｣

角色。這種抵抗可能是設法防止神父發現真相，或是在神父發現之前就逃離，拒

絕(或是不再有機會)接受神父的救贖，如：＜來自天空的箭＞帶有詛咒的科普特

杯，以及出現在密室中刺殺死者的東方短箭、＜格瑞上校的沙拉＞中犯案者利用

東方詛咒試圖謀殺他人、＜墨魯山的紅寶石＞墨魯大師利用其特異功能的傳言等

等。在此情況下犯案者常常是與東方相連結，犯案者也許自身就是神祕主義者、

東方文物收藏家及東方狂熱者等等。 

客體： 

案件真相、犯案者的

懺悔。 

接受者： 

試圖使案件無解、

犯案者未能懺悔。 

主體： 

神父探求案件真相

及救贖犯案者。 

 

抵抗者： 

犯案者(東方神秘

主義者)。 

 

施動者： 

東方的神祕性誤

導案件或迷信。 

 

幫助者： 

目擊者、警方、助

手弗蘭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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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東方人物作為施動者與抵抗者 

 前文提及當主體為｢神父探求案件真相及救贖犯案者｣，東方人物的功能為製

造事件神祕性的施動者使案件看似無解，或成為阻擋主體的抵抗者，以下將對典

型或特殊的篇章加以分析。 

 在＜不適當的形狀＞一文中，受害者是一位具有東方狂熱的男主人，他創作

東方文學、蒐集東方器物，甚至吸食鴉片以及家中招待了一位印度隱士。這位看

似具有催眠術，足以蠱惑受害者男主人的印度隱士，其在故事中只為了回應布朗

神父一行人而說了三句話，其他的時間則處於靜坐、在庭院中行走，時而出現、

時而消失。故事中的兇手是男主人的家庭醫生，他具有極強烈的自然主義，而殺

人動機則來自於對女主人的感情，不願看到女主人受到具東方狂熱病態的男主人

牽連而刺殺男主人，並試圖將之嫁禍給印度隱士，謂其蠱惑男主人自殺。不信東

方神秘主義的家庭醫生，我們也可以將其視為不讓布朗神父發現真相的｢抵抗者

｣，他製造出密室殺人，並利用東方的神祕性將焦點轉移至印度隱士的身上，因此

東方的神祕性在這裡成為模糊案件的｢施動者｣。必須要提到的是，最後家庭醫生

以留下信件的方式向神父懺悔，而神父則將信件祕密的收起。在這個案件中，罪

犯顯然並沒有受法律的制裁(男主人被斷定為自殺)，對一般的偵探小說而言這樣的

結局，正義未獲伸張主體便不完整，但因為此作品的第二種主體為｢救贖犯案者｣

的緣故，這樣的結局卻真正顯示主體的完整。 

 此外再看＜敏捷的人＞這一篇，文中的受害者是一名尖刻古怪的男人－芮克

萊，故事中的｢東方紳士(其實是一名土耳其修道者)｣在酒吧因為芮克萊對其宗教言

論有些出言不遜，因此原本只是肅立一旁東方紳士，突然隨手拿起土耳其式的彎

刀射向芮克萊耳邊，但因為算得很精準並沒有刺中他。這個矯健的身手的展現，

也是這個東方人物在這篇故事裡唯一的行動。但就因為這個行動，導致芮克萊身

亡時，東方紳士成為首要的疑犯。故事中東方紳士作為施動者，不僅在氛圍上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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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出神秘，作者也賦予其展現出其確實有過於常人的能力(在《布朗神父》中東方

人物的能力基本來自謊言、成見或傳說，真正的特異能力幾乎不曾出現過)，但＜

敏捷的人＞較特別的是，這裡因為東方紳士的行為，而將兇案嫁禍給東方紳士的

卻不是真正的抵抗者(犯案者)，而是受到東方紳士事件影響而產生｢虛假｣的抵抗者

－酒吧老闆，因為害怕首先發現屍體，並且又是老闆會被誤認為兇手，而將土耳

其彎刀在芮克萊死後才插入屍體嫁禍給東方紳士。 

 另外一種以東方人物作為具體的抵抗者的篇章，必須提到的是＜墨魯山的紅

寶石＞，因為即使是在東方人物作為抵抗者的篇章中，＜墨魯山的紅寶石＞仍然

與其他篇章的故事略有不同。其他篇章的東方人物要成為抵抗者通常是藉由西

人，這些犯案者不一定東方的異教徒，但卻與東方具有關聯，如：＜來自天空的

箭＞、＜格瑞上校的沙拉＞兩個西人角色的抵抗者都是非異教徒的西人，但都有

蒐集東方器物習慣的收藏家，以及具備部分東方的知識。 

 ＜墨魯山的紅寶石＞的案發生過程為一對一樣具有崇拜東方神秘力量的有錢

夫婦，以及其他預定要一起見一位據說有超能力的｢墨魯大師｣的同伴，隨後他們

一起目擊在家中的墨魯大師拿走了他們放於窗台的紅寶石，但在立即抓住墨魯大

師的情況下，卻遍尋不著那顆紅寶石，於是墨魯大師暗示眾人他能將物品隨心所

欲地置於任何空間，即使是遙遠地理環境也不受限，就在眾人狐疑之際，那顆不

見的紅寶石卻又不知何時原封不動地躺在窗台邊。其實偷的人是其中一位西人同

伴，並且嫁禍給墨魯大師，至於放回去的人是早已得知真相，而勸說偷竊者並將

紅寶石取回的布朗神父。墨魯大師之所以說謊，是為了即使是謊言也要擁有的，

讓眾人見識其能力的虛榮。也就是在＜墨魯山的紅寶石＞故事中，作為抵抗者之

一(犯案者)的西人非異教徒，妨礙主體的方式是不承認(起碼在眾人面前不承認)犯

案；同樣是作為抵抗者的異教徒－｢墨魯大師｣妨礙主體的方式卻是承認其犯案。

最後再回到這篇故事的主體－｢神父探求案件真相及救贖犯案者｣，＜墨魯山的紅

寶石＞中犯罪的西人受到神父的救贖，但同樣犯罪的墨魯大師卻沒有這樣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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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這也是《布朗神父》中其他東方人物的情況，神父會提供｢選擇｣給犯案者：｢

制裁｣或｢救贖｣，但異教徒卻沒有這樣的選擇，主要原因倒不是種族，神父甚至曾

語帶幽默的說因為他叫布朗(Brown)，所以偏愛褐色的人種，別人因為他們為異教

而不介意他們的膚色；他卻是因為他們的膚色而不介意他們為異教徒。因此主要

的原因還是信仰，由此可再看出切斯特頓的信仰中心在《布朗神父》中的重要性，

並且某個程度也顯示出了他信仰上｢殖民式｣的福音觀。 

 

(三)、布朗神父的不可知論 

 既然東方人物在《布朗神父》的篇章中，對神秘性元素的功能具有一定的比

重，那麼布朗神父面對神祕事件的心態為何?神父曾在＜有翅膀的匕首＞中說明他

持不可知論，並且其持不可知論的基礎在於先相信了一些事： 

 

 He (Aylmer) said “… Besides, you have no business to be an unbeliever. You ought 

to stand for all the things these stupid people call superstitions. Come now, don’t you 

think there’s a lot in those old wive’s tales about luck and charms and so on, silver 

bullets included? What do you say about them as a Catholic?” 

 “I say I’m an agnostic,” replied Father Brown, smiling. 

 “Nonsense,” said Aylmer impatiently. “It’s your business to believe things.” 

 “Well, I do believe some things, of course,” conceded Father Brown; and therefore, 

of course, I don’t believe other things.”
94

 

 艾瑪說：｢…此外，你不必成為一個缺乏信念的人。你應該支持傻人們所說的

迷信。瞧，你不認為那些婦女們說的命運、符咒，包括銀子彈等等和有作用嗎?你

身為一個天主教徒，又怎麼說呢?｣ 

 布朗神父笑著說：｢我說我是個不可知論者。｣ 

                                                      
94

 The Complete Father Brown, page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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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瑪不耐煩地說：｢胡說，你所做的事就是讓人注入信念。｣ 

 布朗神父退讓地說：｢是的，我當然要相信一些事情，所以，我當然不相信另

外一些事。｣95
 

 

 在布朗神父的故事中，東方人物或許神秘(儘管只是在故事的開始)、愚鈍、醜

惡、充滿慾望，但卻都不會(或說是無法)成為邪惡的、加害者的角色。切斯特頓在

他的評論和小說中都曾提到，他認為真正神秘的就是基督的真理，因此對切斯特

頓塑造出的布朗神父而言，那些看見鬼魂、動物的預知能力、以及傳自東方的詛

咒、幻術…等等未知的力量，布朗神父是持不可知論。 

 

第二節、東方經驗－傳說與詛咒 

 在《布朗神父》各篇章中的主要事件發生之前，切斯特頓習慣會先鋪陳神秘

的傳說、詛咒，而在描述的過程中，傳說和詛咒不論真假，主要是藉由試圖描繪

一件已發生的事、或是某人的切身經歷，藉由先對這些經驗或傳說的追述堆疊，

然後在神秘案件發生的當下，與這些經驗、傳說或詛咒的內容相配合。筆者以為

這部分切斯特頓也利用了人類認知理解上的｢完型心理｣96，由傳說和詛咒的堆疊，

以及案件內容上的巧合，先顯示出案件發生時，映證了人物的迷信觀，同時也在

事件發生前先給了讀者一個伏筆作為暗示，如果先被植入迷信，當事件從表面的

常理判斷為無法做到的時候，很容易就往靈異或超能力的方向解釋。 

 本節將引用具東方經驗元素的篇章，探討切斯特頓如在事件發生前安排東方

                                                      
95

 Chesterton Gilbert Keith 著，李廣成譯，《布朗神父的懷疑》，臺中：好讀出版，2009，頁 152。 
96

 完形心理學(Gestalt psychology)，又稱為格式塔心理學。一開始使用於圖像認知，理論闡述人類

的認知具有焦點(Figure)和背景(Ground)，背景是焦點的參照。如用在語言學領域描述，焦點和背景

也就是主句和從句。兩者的差異具有幾點原則，順序原則：背景先發生、焦點後發生；包含原則：

背景時間範圍大，具包含性，焦點時間範圍小、被包含；替代原則：背景可預料但實際上未發生、

焦點不可預料，但實際上卻發生了……等等。 

在《布朗神父探案全集》中，切斯特頓即是以傳說、詛咒及東方人物的行動和話語為背景，引

出焦點－案件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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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以及這些經驗與事件過程的連結。 

 

(一)、傳說 

與傳說相關的篇章，基本上就是在事件發生的先後以傳說加以鋪陳和堆砌，

這些傳說大部分仍具有超自然的成分。在＜飛魚的歌聲＞中，敘述一個工藝品｢由

金子做成的金魚｣，疑似被阿拉伯魔術師站在街道上，利用東方的幻術就盜取了受

害者斯馬特先生家中的金魚。這則故事的被盜物－｢金魚｣本身，就是故事傳說堆

疊的第一個基底： 

 

 The soul of Mr. Peregrine Smart hovered like a fly round one possession and one 

joke. It might be considered a mild joke, for it consisted merely of asking if they had 

seen his goldfish. … The peculiar thing about the goldfish was that they were made of 

gold. They were part of an eccentric but expensive toy, said to have been made by freak 

of some rich Eastern prince, and Mr. Smart had picked it up at some sale or in some 

curiosity shop…
97

 

 佩里格林･斯馬特先生的全副身心像隻蒼蠅飛繞在一件物品上，或說一樁笑談

上。可以說這是一樁輕鬆的笑談，因為只是問人們是否見過他的金魚。…斯馬特

先生口中這條金魚的特別之處是用金子做的。據說他是一位富有的東方王子心血

來潮，命人製作的。斯馬特先生在一次拍賣會中或某一家古玩店購得的，他常去

這類古玩店…
98

 

 

 在介紹金魚之前，先以斯馬特先生如何迷戀並偏執地，向所有遇到的人都要

講述這個收藏作為開場，原文是以心靈、靈魂(soul)的貫注來描述斯馬特先生的著

迷，接著藉由金魚來源的傳說，顯示出之後即將以無法解釋的方式消失的物品，

                                                      
97

 The Complete Father Brown, page 496. 
98

 《布朗神父的懷疑》，頁 5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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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就具有一層東方色彩，其金魚買來的地點是古玩店(curiosity shop)，也就是各

種陳舊、具異國和神秘色彩和來路不明的商品的專賣店。接下來，斯馬特先生的

鄰居－德拉若爵士既是東方學者和東方旅行家，在談論要如何防範金魚被偷的話

題上，開啟了｢東方幻術能否真的超越時空限制｣的爭議，為了證明東方超自然能

力確實存在，由他口中在講述了兩個跟東方幻術相關的傳說，第一個是印度隱士

在有上百個帳篷的軍營中，取走國王的紅寶石： 

 

 “There was an ancient Hindu hermit who lived naked in a cave and passed through 

the three armies that encircled the Mogul and took the great ruby out of the tyrant’s 

turban, and went back unscathed like a shadow. ”
99

 

 德拉若伯爵說：｢古代印度有個隱士，赤身住在山洞裡，穿過保衛蒙兀兒國王

的三軍，從這暴君的纏頭上取下一顆碩大紅寶石，像影子般未傷毫髮地回去了。

｣100
 

 

 德拉若伯爵的第一個傳說立刻遭到另一位篤信科學的博士，以催眠術及群眾

心理學加以反駁，懷疑在印度之外這些幻術便不能施行，伯爵並未正面回應，只

是又講了另一個傳說，地點在開羅的軍營，一個乞丐穿越空間限制得到軍中的祕

密文件： 

 

 The soldier told the man, of course, that he could not come inside; and the man 

answered, smiling: “What is inside and what is outside?” The soldier was still staring 

scornfully through the iron grating when he gradually realized that, though neither he 

nor the gate had moved, he was actually standing in the street and looking in at the 

barrack yard, where the beggar stood still and smiling and equally motionless…. “You 

                                                      
99

 The Complete Father Brown, page 500. 
100

  《布朗神父的懷疑》，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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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t get out of there any how,” he said vindictively. Then the beggar said in his silvery: 

‘What is inside and what is outside?’ And the soldier still glaring through the same bars, 

saw that they were once more between him and the street, where the beggar stood free 

and smiling with a paper in his hand.
101

 

 哨兵當然告訴他不能進到裡面；這個乞丐笑著說：｢什麼是裡面？什麼是外

面？｣哨兵仍然從鐵柵輕蔑的向外看著，這時他漸漸覺得，雖然他自己和門都沒有

動，實際上他已站在大街上，正是乞丐原來微笑地站著一動不動的地方，並且向

裡面看著軍營的院落。…這個哨兵斷然地說：｢你現在怎麼也出不去了？｣乞丐響

亮地說：｢什麼是裡面？什麼是外面？｣哨兵再一次透過柵欄看到，柵欄是在自己

和大街之間，乞丐隨便地站在那兒，微笑地拿著一份文件。102
 

 

 這三個傳說(金魚自身的傳說、發生在印度的傳說及發生在開羅的傳說)在金魚

被盜的案件發生之前，可以被視為獨立的三個傳說，但故事繼續往前推進的時候，

隨著神祕案件的發生，這三個傳說的情節也結合在一起。在案發的當下，斯馬特

先生看見一個阿拉伯人站在家門前的道路上，並且唱著像召喚一般的歌，之後金

魚便不翼而飛。： 

 

 Over the land and over the sea 

 My flying fishes will come to me, 

 For the note is not of the world that wakes them, 

 But in－ 

 … 

 As the golden birds go back to the tree 

 My golden fishes return to me. 

                                                      
101

 The Complete Father Brown, page 500－501. 
102

 《布朗神父的祕密》，頁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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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urn－103
 

 越過大陸，越過大海 

 我的飛魚將要來到我的身邊， 

 因為驚醒飛魚的曲調， 

 不適這個世界的，而是在… 

 當金色的鳥兒回歸樹林 

 我的金魚回到我身邊 

 回來－104
 

 

 這個召喚以及召喚之後金魚的消失，正符合了金魚自身的東方背景，因此受

到阿拉伯魔術師召喚的當下，就會｢回到｣阿拉伯人身邊。而整個事件正好發生在

斯馬特先生看著阿拉伯魔術師的當下，與第二個和第三個傳說的場景相吻合，阿

拉伯魔術師在他面前，不知為何就穿越了空間取得他要的金魚，事件發生後斯馬

特先生也直接說他的寶物是｢飛走｣的，儘管他從未真的看到金魚從他的眼前飛

過。當然，這個事件並不是真的有所謂的東方幻術，偷走金魚的是斯馬特先生的

管家，他扮成了阿拉伯魔術師出現在斯馬特先生眼前，讓斯馬特先生以為兇手來

自遠方，於是不會懷疑身邊的人。 

 切斯特頓藉由追述金魚本身的來歷、以傳說的方式重複堆疊三個過去的事

件，讓＜飛魚的歌聲＞的案件從一發生就倒向神秘解釋為唯一的出路。 

 

 (二)、詛咒 

 與傳說類似的另一個追述是詛咒，但相較於傳說，詛咒對人物和事件的影響

有更強烈的連結。詛咒可能是對個人的影響，因為主人公一次神秘經驗的開啟，

如＜格瑞上校的沙拉＞的格瑞上校誤入了一個東方空間受到了詛咒，之後便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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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一連串看似詛咒成真的過程： 

 

 “If you had only seen the Monkey’s Feet,” he said, smiling steadily, and without 

other preface, “we should have been very gentle－you would only be tortured and die. 

If you had seen the Monkey’s Face, still we would be very moderate, very tolerant－

you would only be tortured and live. But as you have seen the Monkey’s Tail, we must 

pronounce the worst sentence. Which is－Go Free”… “It is vain to ask for mercy; you 

must go free,” said the smiling man. “Henceforth a hair shall slay you like a sword, and 

a breath shall bite you like an adder; weapons shall come against you out of nowhere; 

and you shall die many times.”
105

 

 這個人沒有介紹自己，光笑著說：｢如果你只看到這尊猴子雕像的腳，我們對

待你是很和善的，你將受苦而死；如果你看到這尊猴子的臉，我們對待你會是寬

大的，你將受苦而活著。但是你看到了猴子的尾巴，我必須宣布對你最壞的判決，

那就是任你去吧!｣…那個人又笑著說：｢你請求憐憫，那是沒用的，只能全憑你自

己了。此後一根頭髮也會像把劍殺害你自己，一口氣也會像毒蛇一樣咬死你，不

知來自何處的武器會要加害於你；總之，你要經受多次死難。｣106
 

 

之後格瑞上校在印度、黎巴嫩及馬爾他這些詛咒一一實現，但其實是他的好

友(愛上格瑞上校妻子的普特曼上校)的設計，要使他瀕臨崩潰。在這個事件裡，詛

咒與實現都是過去的追述，三個詛咒的一一實現同時也是故事的推進，詛咒、經

驗彼此依附，一直推進到最後一件，也就是將在布朗神父面前發生的事件。 

 ＜來自天空的箭＞中的詛咒是來自於佔有著｢帶有死亡詛咒能力的器物－科

普特杯｣，與＜飛魚的歌聲＞的金魚一樣，科普特杯具有東方神秘的背景，死亡詛

咒跟隨著科普特杯及科普特杯的擁有者。故事一開頭就說明有三個百萬富翁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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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而個故事的受害者就是第三個富翁，所以總體來看是其實是一個大的追敘框

架下的順敘。又因為敘事者要講述的卻只有第三個，直接省略前面兩個富翁的被

害過程，並且在講述第三位之前先做科普特杯背景的追述： 

 

 Its origin was obscure, but its use was conjectured to be religious; and some 

attributed the fate that followed its possessors to the fanaticism of some Oriental 

Christian horrified at its passing through such materialistic hands.
107

 

 這只杯子來源不明，用於宗教儀式中。有人把佔有者的後來命運歸之為東方

基督徒的狂熱，這只杯子經過這些唯利主義者得手後便能令人毛骨悚然。108
 

 

 因此每個詛咒雖然都是個人經驗，但因為科普特杯的連結，將獨立的每次個

人經驗按著繼承科普特杯的時間先後來延續，也就是將謀殺案與科普特杯的詛咒

結合，因此儘管確定是有一個謀殺者，但在｢誰是謀殺者｣的判斷上眾人仍是從超

能力的角度。所以科普特杯傳到的第三位富翁，將自己隔絕在一座機關重重的高

塔中，嚴加看守科普特杯，但卻死於一枝印地安人使用的箭貫穿喉部，眾人始終

驚訝於一支箭的射程怎會在如此遠的距離刺中富翁，懷疑箭就好像是從天上來，

因此預設兇手必定是一個具超能力的神祕者。 

 ＜書的詛咒＞的特別之處在於受害者－歐本肖先生是一個唯靈論的研究者，

認為幻術、詛咒這類的事只是騙局，在他的觀念中認為靈媒都是騙子，而他能夠

輕易地分辨出其真面目。而這個故事的犯案者藉由虛構一個漢學及印度靈學家－

漢基博士(Dr. Hankey)，並且漢基博士有一本會受詛咒的書，一旦翻開便會使人消

失，敘事者對詛咒發生的描述十分快速、簡略，每一個受害者都只是因為書而消

失，沒有人犯這個角色。這個故事在時間上相較於前兩者，詛咒發生的事件較多，

並且是一個消失的敘述包著另一個消失的敘述。隨著事件的推進，詛咒的情景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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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靠近歐本肖先生，歐本肖先生對詛咒感知也就就愈明顯，同時也使他與真相的

思維愈來愈遠。 

 故事的犯案者是歐本肖先生的秘書布里吉，他假扮成牧師，帶著書向歐本肖

先生先講述了另一個故事，也就是他認識的一位警界巡官韋爾士，如何看見一個

打開受詛咒的書的人之後，在自己的眼前消失。當歐本肖先生問及為何牧師相信

韋爾士述說的事，牧師說明是因為他也親眼看見偉爾士消失，當然這並不能使歐

本肖先生相信書真的帶有詛咒。但當牧師讓歐本肖先生看見自己的秘書消失，祕

書身後的窗戶破了一個洞，桌上還放了一本翻開的書之後，歐本肖先生立即動搖

了立場。接著，牧師引導歐本肖先生去見漢基博士，但那其實是布里吉自己的家，

並且同樣上演了漢基博士憑空消失的戲碼，使歐本肖先生以為親自見到兩次詛咒

成真。一直到這時，神父才真正開始參與這個詛咒的事件，也在這裡讀者才正式

看見詛咒的文字： 

 

They that looked into this book 

Them the Flying Terror took;
109

 

翻開這本書的人們 

都感受到了恐懼110
 

 

 這時，牧師打電話給歐本肖先生，說自己受到了誘惑也打開了書，並表現出

好像自己也消失的聲音，也因為這最後一步，使歐本肖先生確信接觸過書的五個

人是真的憑空消失。因此虛構的兩個追述，與之後時間順敘、快速的節奏和省略

的方式帶過每個消失的事件，讀者與歐本肖先生一樣無暇顧及事件的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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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密室與地點空間中的東方氛圍 

 空間在《布朗神父》中與東方形象結合的運用，基本是以取材自各樣建物的

靜態空間，以及以內部空間表現出封閉、不安全感。本節將《布朗神父》中的空

間運用分為密室空間、地點空間，結合米克･巴爾視覺、聽覺及觸覺方式分析各空

間的外型、內部裝置，進而產生的氛圍以及其對故事的作用。密室包含＜格瑞上

校的沙拉＞中格瑞上校誤入的建築，及＜來自天空的箭＞受害者建造的高塔和機

關，前者主要呈現出以內部空間封閉、不安的氛圍，後者則是做為密室殺人案件

的場景；地點空間包含＜墨魯山的紅寶石＞出現的博物館及迴廊、＜敏捷的人＞

中的酒吧、以及＜看不見的人＞弗蘭博的居家擺設為分析對象。 

 

(一)、密室空間 

 ＜格瑞上校的沙拉＞中格瑞上校在印度時被陷害而誤入了一排空屋而受到詛

咒，於是當神父問及他的經歷，他描述了進入以及在空間中摸索的過程： 

 

 I have since found he was quite right; but opposite is a dangerous word when one 

decent house stands opposite five or six squalid ones; and I must have mistaken the door. 

It opened with difficulty, and then only on darkness; but as I turned back, the door 

behind me sank back and settled into its place with a noise as of innumerable bolts. 

There was nothing to do but to walk forward; which I did through passage after passage, 

pitch－dark. Then I came to a flight of steps, and then to a blind door, secured by a latch 

of elaborate Eastern ironwork, which I could only trace by touch, but which I loosened 

at last. I came out again upon gloom, which was half turned into a greenish twilight by a 

multitude of small but steady lamps below. They showed merely the feet or fringes of 

some huge and empty architecture. I confess I nearly fell on the great stone platform on 

which I had emerged, to realize that it was an idol. And worst of all, an idol with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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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 to me.
111

 

 也許他說的對，但｢對面｣這個詞太含糊了，一棟漂亮的房子對著五、六棟破

舊的房屋，我又走錯了門。門很難開，天又黑了，我剛一轉身要回去，我身後的

門，隨著幾個門栓的一陣聲響，打開了。這時我只好往前走，走了一程又一程，

路上都是漆黑的。來到一段臺階前，上面是一扇無窗的門，門上著栓，栓是東方

的精密鐵器物。我只能憑感覺摸索打開了。我走出來的時候天已經黑了，腳下繁

星點點似的明亮燈光點燃一片淡綠色的傍晚。這些燈光照到一個龐然建築物的底

層和其周圍，出現在我前方的像是一座山。我差一點摔倒在我出來立即走到的平

臺上，這時我才認清那是一座雕像，糟糕的是雕像的背部對著我。112
 

 

 經過敘述可以發現這個空間描述，非常缺乏｢視覺｣，但視覺卻是人進入到一

個陌生空間時，第一個習慣運用的感知方式，因此一開始視覺的缺乏，就首先形

成空間的不安全感。而密室建築物的外觀，與格瑞上校原本身處的別墅呈現強烈

對比，兩中空間的存在使彼此形成反差。同樣地，另一個非正常的情況是在進入

空間之前，引導格瑞上校前進的是聽覺，是因為聽到門閂打開的聲音，而不是因

為某個(具體看見的)人開門。接下來，在空間中找出口過程的感知，都是動態並且

跟著格瑞上校的腳步。格瑞上校在漆黑的空間中努力前進，看到一個像出口的地

方，卻又上了鎖，而這個鎖又是他不熟悉的東方鐵器，最後他好不容易跌出密室

的空間，面對的卻是詛咒的開始。過程中雖然是動態的，但因為格瑞上校不知道

出口，甚至不知道下一步會到哪裡，出口又非真正掙脫，而整個過程中，格瑞上

校找路的過程由好奇、無奈，到後來變成恐懼、緊湊，就如身處一個迷宮當中，

因此這個動態更顯示出他身處的內部空間帶來的不安全感。 

 值得注意的是，而這個事件發生的地點選擇是印度，運用了西方對印度的印

象，增加整個過程的神秘性。在印度誤入了不明的空間受到咒詛，比在西方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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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有說服力，也更容易讓當事者相信。 

  《布朗神父》中的另外一種密室的用途，跟許多偵探小說相同，就是案件發

生的密室。＜來自天空的箭＞的密室是受害者為了保護自己，和自己的收藏物而

建造出層層機關的空間，但也成為了密室殺人命案的現場： 

 

 The top floor of the mansion, inside the enormously thick walls, consisted of two 

rooms; an outer room which they entered, and an inner room that was great millionaire’s 

sanctum….He said: “He doesn’t trust any of us about the Coptic Cup. It’s locked up 

somewhere and somehow in that room so that only he can find it; and he won’t take it 

out till we’re all out of the way. So we have to risk that quarter of an hour while he sits 

and worships it; I reckon it’s the only worshipping he does. Not that there’s any risk 

really; for I’ve turned all this place in to a trap I don’t believe the devil himself could 

get into－or any rate, get out of….I sit here on hot bricks for the fifteen minutes, and 

the instant I heard a shot or a sound of struggle I’d press this button and an electrocuting 

current would run in a ring round that garden wall, so that it ’ud be death cross or climb 

it. Of course, there couldn’t be a shot; for this is the only way in; and the only window 

he sits at is away up on the top of a tower as smooth as a greasy pole.
113

 

 這幢大廈的頂層在極厚的牆裡面，有兩間房，他們來到外間，裡間是這位大

富翁的密室。…他說：｢…關於科普特杯的事，他對我們誰也不信任。他把杯子鎖

在什麼地方以及怎麼鎖的，只有他自己知道。唯有我們都不在的時候，他才拿出

來，他用十五分鐘獨自坐下來禮拜這杯子，這時我們便要擔心他的安全。…我已

在這兒布置好羅網，我認為那個惡魔進不來，即使進來也出不去。…這十五分鐘

我像坐在熱鍋上似的，只要一聽到槍聲或搏鬥聲，我就會按電鈕，花園牆上的鐵

絲網便通電，所以爬牆或跳牆都會死。當然這裡不可能開槍，因為進來只有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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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他座位旁的窗口是在塔頂，而塔滑的像根竿子。｣114
 

 

 ＜來自天空的箭＞雖然是一個內部空間，但封閉的原因是來自於受害者自己

的意願，因此封閉的空間不是使受害者產生不安全感的原因，而是相反的因為空

間的封閉才能獲得安全感。但弔詭的是在這個空間的描述中，並沒有因為空間足

夠的封閉，而能夠表現出當事人高枕無憂的的氛圍。原因是使這個空間成為密室

的目的是為了防範殺人者的侵入，但卻不知道殺人者會用什麼方式採取行動，並

且在當事人之前，已有兩名犧牲者，都是富翁在自己的家中遭到殺害，因此機關

愈是密不透風，反而更使人覺得殺人者會以出其不意的方式犯案。而後來死者也

真的在那無人看顧的十五分鐘死亡，重重的機關製作成的密室更加引起了懸疑。 

 這兩個密室空間故事中雖然都呈現內部空間的封閉和不安感，但感知的塑造

技巧卻不同。＜格瑞上校的沙拉＞是一個因為陌生、漆黑充滿神祕性，而使人感

到不安和恐懼的空間；＜來自天空的箭＞則是一個熟悉而堡壘式的空間，但因為

具有潛在的威脅性，而產生出的不安全感。 

 

(二)、地點空間 

 相較於密室空間，地點空間在《布朗神父》的故事中存在性較為單純，經常

是做為不同地點的描述、襯托人物或是案件現場的建構。 

 前文提及＜墨魯山的紅寶石＞中出現的蒙特格爾勛爵夫婦是東方神秘信仰的

狂熱者，在故事中特別介紹了他們存放東方收藏的私人博物館，以及具東方色彩

的迴廊布置： 

 

 On their way to the cloisters the visitors had to pass through the long room that 

was devoted by Lord Mounteagle to his remarkable private museum of Asiatic charms 

                                                      
114

 《布朗神父的懷疑》，頁 32。 



87 

 

and mascots. Through one open door, in the length of the wall opposite, they could see 

the Gothic arches and the glimmer of daylight between them, marking the square open 

space, round the roofed border of which the monks had walked in older days….The 

cloister was on the usual plan, as regards its original structure; but the line of Gothic 

pillars and pointed arches that formed the inner square was linked together all along by 

a low wall, about waist high,…Between the pillars hung thin curtains, … and on these 

again could be traced the lines and colours of Asiatic dragons or idols, that contrast with 

the gray Gothic framework in which they were suspended. But this while it further 

troubled the dying light of the place, was the least if the incongruities of which the 

company, with very varying feeling, became aware.
115

 

 這是蒙特格爾勛爵的私人博物館，專門存放他的亞洲符咒和吉祥物。從一扇

開著的門，沿著對面的牆，可以看到一些哥德式的拱門，圍成一塊方形空地，拱

門之間陽光閃爍，上有屋簷，過去修道者在此散步。…這迴廊原來的結構是常見

的，只是圍成方形庭院的哥德式立柱和尖形拱頂是由一座矮牆連接起來…這些帷

幔上繪有東方的龍和神像，和周邊灰色哥德式立柱形成鮮明的反差。帷幔使這裡

原本暗淡的光線更加灰暗，因此人們對於這種反差感覺不盡相同了。116
 

 

 由敘述中可以看出蒙特格爾勛爵夫婦的私人博物館和居家空間，基本上是呈

現東西方的元素，與蒙特格爾勛爵夫婦人物的身分和嗜好一致，蒙特格爾勛爵夫

婦是西方的上流社會身分，因此在嗜好的展現上也與平民有所差別，博物館、哥

德式建築、迴廊的設計以及在家中招待一位隱士(前文曾提及墨魯大師)這些做法都

展現出了英國上流社會式的嗜好，蒙特格爾勛爵展示東方收藏的目的不僅是嗜

好，也作為地位的象徵。 

 ＜敏捷的人＞中酒吧的造景是東方擺設，巧妙地與之後東方紳士的出現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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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had once been honourably known as a Bar Parlour and was now mysteriously 

known as a Saloon Lounge, and was newly “decorated,” in the manner of an Asiatic 

Divan. For Oriental ornament pervaded the new scheme; and where there had once ben 

a gun hung on hooks, and sporting prints and a stuffed fish in a glass case, there were 

now festoons of Eastern drapery and trophies of scimitars, tulwars and yataghans, as if 

in unconscious preparation for the coming of the gentleman with the turban.
117

 

 這裡一度被稱為雅座酒吧，現在則神祕地被稱做大客廳，他是按照亞洲的會

議廳樣式裝修而成的。新的設計充滿了東方的裝飾品，牆上有槍枝，有運動員照

片，玻璃罩內有魚類標本，還有東方編織的花毯，以及戰利品如短彎刀、彎刃軍

刀和穆斯林彎刀等，像是無意中等待著到頭巾紳士的到來。118
 

 

 這部分的東方擺設，可以單純從裝飾角度切入，《布朗神父》中常常出現西人

收藏或展示東方的武器作為裝飾，主要還是出於對東方事物神秘的好奇心理。如

果從文本敘述技巧的角度看，神父在酒吧時說出：｢這裡很容易殺人。｣很容易讓

人以為是因為牆上有著各種的武器，而這些武器也確實在之後東方紳士的手上派

上用場，儘管其沒有殺人，故事中受害者的屍體被發現時，又正好插著酒吧擺設

的東方武器，可以說事件的發生與酒吧空間中的東方擺設，就空間而言，本篇具

有《布朗神父》中少見的不自然的巧合。 

 ＜看不見的人＞同樣也是對東方收藏物擺設的描述，場景是《布朗神父》中

神父的助手－弗蘭博的書齋： 

 

 Flambeau, who was a friend of Angus, received him in a rococo artistic den behind 

his office, of which the ornaments were sabres, harquebuses, Eastern curiosities, flas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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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Complete Father Brown, page 604. 
118

 《布朗神父的醜聞》，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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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Italian wine, savage cooking－pots, a plumy Persian cat, and a small dusty－looking 

Roman Catholic priest, who looked particularly out of place.
119

 

 書齋裡的裝飾品有馬刀、火繩槍、東方的各種珍貴古玩、裝著義大利酒的長

頸瓶、原始時代的炊具，還有一隻毛絨絨的波斯貓和一個滿面風塵的小天主教神

父。120
 

  

 弗蘭博的擺設雖然僅作為其書齋的裝飾，但可以從收藏看出符合弗蘭博這個

人物的性格具有浪漫的特性，弗蘭博在成為神父的助手前是有名的大盜，但只偏

好劫富濟貧或做些取笑執法者的惡作劇，從不傷人。前文曾說過切斯特頓與弗蘭

博角色是一個對應，受布朗神父感召的弗蘭博，其實也是切斯特頓的投射。在這

個場景裡，神父樸素的色調，與弗蘭博豪放浪漫式的東方情調，顯得有些格格不

入，但神父卻是弗蘭博的摯友，真實呈現了兩者性格上的反差。而切斯特頓又偏

好在故事的開頭，將神父樸素到可說是單調的特性放大，因此將神父放在色彩斑

斕的空間畫面最後描述。 

 以上三者東方形象的空間運用，都一致起到空間建構或裝飾的功能，雖然看

起來並非與故事直接關聯，但可看出東方氛圍空間的背後仍具有與情節的連結或

是人物性格的標誌。 

 

第四節、神秘事件的聚焦轉換 

結合《布朗神父》的人物、時間及空間等因素的探討後，本節以探討較大範

圍的篇章聚焦，試圖分析故事敘述的過程中視角的轉換。 

雖然是針對東方形象的聚焦方式探討，但各篇整體的敘事或各篇行文過程中

的聚焦方式仍有差異或交替，但基本以｢第三人稱方式外部聚焦｣，以及以｢第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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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朗神父的天真》，頁 111。 



90 

 

稱－布朗神父、或故事中的人物為聚焦者｣的內部聚焦方式。若根據事件的｢案發

到緝凶，再到真相｣的過程，結合｢懸念觀｣的四種情況：｢讀者－人物－(謎、偵探

故事、探尋)、讀者＋人物－(凶兆)、讀者－人物＋(祕密)、讀者＋人物＋(無懸念)

｣分析，可以發現切斯特頓利用東方元素影響情節結構的主體，基本是呈現第一種

情況，也就是聚焦者對人物及讀者都隱藏了訊息，讀者必須跟隨人物(通常就是布

朗神父)的角度找出答案。須說明的是，筆者以讀者和聚焦者的立場將同樣也是故

事人物，同樣知道真相的｢唯一犯案者｣排除在外，也就是若僅某一個犯案者知道

真相，尚不符合第三種(祕密)的情況。但若此事件牽涉多人，例如：利用流傳已久、

很隱晦的家族祕密，其實具有某種陰謀，而知道真相的不只犯案者，那麼就符合

第三種(祕密)的情況。 

 在《布朗神父》神秘事件的聚焦上，因為各篇都沒有第一人稱的內部聚焦(我)

的方式，也就是都是呈現第三人稱的外部聚焦，與第三人稱內部聚焦的交替使用，

差別在於交替的頻率以及第三人稱內部聚焦中，扮演的第三人稱角色多寡，聚焦

的轉換與故事的推進和情景的建構一樣具有關聯。 

 首先以＜來自天空的箭＞為分析對象，其呈現的聚焦方式是先以第三人稱的

外部聚焦方式，描述出科普特杯的詛咒，以及擁有科普特杯的富翁們被殺的事實，

聚焦者在一開始就像是一個報導，對讀者講述故事中的人物(富翁)及事件(科普特

杯的詛咒)，接著視角才開始往人物靠近，交由初到美國，並且被半強迫帶往受害

者住處的神父來講述，神父觀察每個與案件相關的人、觀察受害者的住處，也觀

察行兇的方式，讀者和故事人物必須藉由神父的角度和帶領找出真相。 

 而同樣也是以傳說為開頭＜飛魚的歌聲＞卻在一開始的時候，將講述三個傳

說的任務，交由東方學者德拉若爵士以內部聚焦的方式來講述，而在接下來的神

秘事件發生的時候，完全以第三人稱的外部聚焦方式，將畫面停頓在與事件無關

的敘事者的角度，讀者與敘事者在同一個第三人稱位置看見案件發生，如同看見

傳說情景的重現。這兩個篇章皆是以傳說或詛咒為開頭，但敘事者在聚焦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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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來自天空的箭＞將科普特杯使三個富翁死亡的事件，以外部聚焦的方式形

成社會事件的描述方式；＜飛魚的歌聲＞則是藉由東方旅行家的內部聚焦訴說方

式，藉由東方旅行家的專業知識，先增加了傳說的可信度。 

 接下來要說明的篇章＜書的詛咒＞及＜不適當的形狀＞都屬於以內部聚焦為

主的聚焦方式，並且幾乎由同一人的聚焦引導故事前進。在＜書的詛咒＞中，敘

事者首先以外部聚焦的方式介紹了歐本肖先生之後，接下來整個故事的帶領皆是

由歐本肖先生的視角敘述，首先由普林格牧師講述詛咒實現的過程，接著看見秘

書消失，藉由歐本肖先生的聚焦除了看見事件發生的過程，也可以感知歐本肖先

生的心理變化，由一開始的只是分析案件的心態，到懷疑可能真有超自然事件發

生，再到覺得無法查明和制止的失望。神父在故事中對案情的訊息被敘事者刻意

的阻擋，使他幾乎沒有參與到事件的過程，而又藉著歐本肖先生的聚焦，讀者在

神父解開案情之前的感知，與歐本肖先生呈現一致，認為是不可能發生和無解的

事件，才能呈現懸念觀中讀者和人物都所知有限的謎的形式。 

 ＜不適當的形狀＞中同樣是以外部聚焦的方式，首先介紹受害者男主人的東

方習性，從進入男主人家中開始，一直到命案的發生，神父、弗蘭博、醫生、印

度隱士的內部聚焦之間彼此轉換。由於聚焦者主要集中在神父的身上，敘事者給

神父的訊息相對非常多，甚至在案件發生之前，神父就已經先看到兇手(醫生)、兇

器(東方匕首)以及行兇的動機(男主人的夫人及印度隱士)，甚至產生會有罪惡發生

的直覺，除此之外，神父也在兇手行兇的時候，雖然沒有目睹案件過程，卻看到

了許多間接的物證。由於神父是主要的聚焦者，相較於＜書的詛咒＞聚焦人物的

訊息又很多，在＜不適當的形狀＞的結尾是由醫生自白的書信，也就是第一人稱

的內部聚焦告白的方式陳述行兇的過程，因此即使是已經發現真相，也是只有神

父知道，因此讀者從神父的角度，除了知道案件的過程和真相，同時也感知道神

父救贖犯罪者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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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布朗神父探案全集》的敘事交流特徵 

(一)、《布朗神父探案全集》的敘事空間及不可靠敘述 

 前文提及切斯特頓《布朗神父》的創作可分為三期，各冊的開篇除了第一期

的作品《布朗神父的天真》取名為＜鑲藍寶石的十架＞，《布朗神父的智慧》為＜

失蹤的格拉斯先生＞ “The Absence of Mr. Glass” 之外，其餘皆是以＜布朗神父的

XX＞(The XX of Father Brown)開篇，除了技巧上的特色之外，也具有對各冊內容

的象徵性意義。《布朗神父的懷疑》中＜布朗神父的復活＞“The Resurrection of 

Father Brown”藉由布朗神父看似死而復活的親身經歷，表現出民眾的盲從，和神

父堅持的懷疑態度；《布朗神父的祕密》＜布朗神父的祕密＞“The Secret of Father 

Brown”由神父口中說出：｢是我殺了這些人。｣的告白，闡明所謂的心證推理，不

是科學的手段，而是來自於對人性的自我了解；《布朗神父的醜聞》的開篇＜布朗

神父的醜聞＞“The Scandal of Father Brown”則是因為神父幫助一名已婚婦女事件

的誤會，以及報紙傳播的力量，成為一樁神父真相與醜聞永遠呈現追逐狀態下的

傳聞，但神父追求真理的態度，並不因為醜聞而受影響。除了以上三冊的開篇之

外，即使是開篇的篇名與書名有差異的如＜鑲藍寶石的十架＞，在故事的內容上，

主要也是呈現出布朗神父生活上單純到近乎天真的性格，但對待罪犯卻極其敏銳

的反差；＜失蹤的格拉斯先生＞則是與一個犯罪學家存在先入為主的推論比較，

顯示出神父的智慧，也與書名《布朗神父的智慧》相呼應。 

 這五冊的書名和內容反映了神父同時作為偵探又做為神職人員，與一般辦案

人員、懷疑論者以及神祕主義論者之間都具有的差異。 

 其中，《布朗神父的祕密》在開篇定名為＜布朗神父的祕密＞，結尾是＜弗蘭

博的祕密＞，兩篇各自分開其實是不完整的篇章，切斯特頓卻將其各自獨立成一

篇故事，其他的短篇夾於其中，特別呈現出不同於其他冊的敘事風格。這個敘事

方式亦有敘事學理論將其視為｢敘事空間｣的差異，但此時所敘的空間，與米克･巴

爾的空間涵義不同。龍迪勇在＜空間形式：現代小說的敘事結構＞將空間形式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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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為三種：中國套盒式、圓圈式、鍊條式。其中，他使用略薩(Mario Vargas Llosa，

1936)的說法，解釋｢中國套盒｣式的空間： 

 

 秘魯小說家巴爾加斯･略薩認為，它｢指的是按照這兩個民間工藝品那樣結構

故事：大套盒裡容納形狀相似但體積較少的一系列套盒，大玩偶裡套著小玩偶，

這個系列可以延長到無限小。…當一個這樣的結構在作品中把始終如一的意義－

神秘、模糊、複雜－引進到故事內容並且作為必要的部分出現, 不是單純的並置, 

而是共生或者具有迷人和互相影響效果的聯合體的時候, 這個手段就有了創造性

的效果。121
 

 

 《布朗神父的祕密》採用如此處所說的中國套盒式的敘事空間形式，將除了

＜布朗神父的祕密＞及＜弗蘭博的祕密＞的各個短篇，置於不完整的兩篇當中，

特別顯出布朗神父的祕密的模糊及懸宕。 

另外在研究理論中介紹敘事交流的部分，曾說明文本完成之後，由敘事者取

代作者成為故事的主要講述和聚焦，但敘事學家布斯及費倫認為在作者和敘事者

之間，存在一個｢隱含作者｣。這個隱含作者具有與真實作者相同的價值觀，因此

可以按敘事者的報導、評價和解讀三方面來判斷，是否對隱含作者有不充分報導

和錯誤報導、不充分判斷和錯誤判斷，以及不充分解讀和錯誤解讀，如果敘事者

與隱含作者的價值觀或道德觀不相符，就成為不可靠敘述，而敘事者也是不可靠

敘事者。如果按布斯的理論來看《布朗神父》中對東方形象的敘事方式，可以發

現敘事者對東方神祕性的描述，與代表切斯特頓的隱含作者正是存在著一個不可

靠敘述，作為真實作者的切斯特頓，對東方的真實概念是不具神秘或危險的因素，

但在小說中敘述者卻是試圖將案件神秘或危險的因素，都建立在東方形象上。這

或與切斯特頓偵探小說情節的鋪陳是以｢逐步啟發讀者，使結局出乎意料卻不會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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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迪勇，2005，＜空間形式：現代小說的敘事結構＞《思想戰線》，第 31 卷第 6 期：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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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突兀｣為出發點，因此他將故事交給不可靠敘事者去鋪陳和建立一個普遍，但不

是作者觀念中的東方形象，以及各種神祕案件。切斯特頓則在故事中成為隱含作

者，讀者必須從他真實作者身分下的言論，以及故事中東方形象的運用和轉變，

去判斷隱含作者的真實東方概念，也就是｢不邪惡、危險和神秘的東方｣的價值觀。 

 

(二)、殖民式的福音觀－作為外邦人的東方 

 對《布朗神父》的特色探討，除了其心證推理的創作特色外，同樣必然會探

討到的是其作品中具有的宗教觀。本文因為針對其小說中的東方形象研究，特別

會觸及切斯特頓對東方的信仰的觀點，東方信仰也常常在切斯特頓的評論中作為

對照。 

 首先要再次提及，切斯特頓於1922年由基督教改信天主教這個行動。可以看

出切斯特頓認為自己在信仰的觀點上相較於基督教，與天主教的信仰觀更貼近。

另外，再看小說中的東方人物，以及小說各篇的主體｢救贖犯罪者｣的目的，可以

發現東方人物除了影響主體跟客體之外，在切斯特頓以人物可以選擇自己是要堅

持走犯罪的路，或是選擇救贖的情況下，東方人物沒有這樣的選擇權，背後的原

因是東方的信仰觀中，缺乏他篤信的基督信仰的福音。切斯特頓在評論中也特別

欣賞傳教士的宣教工作，他認為東方缺乏西方本來存有的福音，因而需要傳教士

將福音傳入。 

 切斯特頓與16、17世紀初期天主教傳教士到東方的信仰觀基本上呈現一致，

也就是對於信仰的觀點是採不平等的態度，認為東方的信仰是缺乏和落後的，這

個觀念在維多利亞時期，比較宗教學興起的早期仍然存在，直到基督教傳教士及

漢學家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連同東方學家謬勒(Max Müller，1823－

1900)合作《東方聖書》(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問世，才讓這個觀念有了轉向。

從現在來看，已經身處20世紀的切斯特頓，對信仰是持天主教保守派的觀點，也

因此他的作品常被歸類為護教學說，對於異教的態度具有殖民式的福音心態，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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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心態使他不以西方社會的財富、科學和進步作為判准東方文明與否的準則，但

卻具有另一種信仰觀上的殖民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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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切斯特頓牽涉到東方的評論，基本上脫離不了討論在西方的文學上，東方的

充滿神秘和異域風情，以及在他最關心的宗教主題上，對基督信仰的宗教觀作出

辯護。在這些主題的討論上，可以發現切斯特頓東方觀的特點，其中部分觀念也

出現在《布朗神父》神父的言論中。首先，其出發點的史觀與西方歷史的發展結

合，例如＜傳教士與中國＞中，由中國當時建立的共和政府，產生對中國思想和

信仰是否已有改革的懷疑，並且以伊斯蘭國家土耳其為例，說明不是思想的變革

帶來的暴力後果，顯示出切斯特頓以英國光榮革命產生的共和制史實為基準帶出

的觀點： 

 

我不懷疑，中國的軍閥已經靠武力建立起共和政府。我只懷疑，中國人是否

真正了解共和的思想與制度。除了沙勿略曇花一現的成功以外，這個國家從未發

生過一次根本的思想變革。…土耳其照搬英國，一夜之間建立起憲政體制。可是

它馬上就開始擄掠和屠殺阿爾巴你亞人。…我迫切想知道中國人在思考什麼？他

們有沒有皈依基督教？有沒有認同共和制？122
 

 

英國的光榮革命是因為思想的改造，進而影響的一次非武力政變，這一點讓

切斯特頓特別在意，並且認為東方的革命多僅是｢模仿｣了英國改革的表面行動。 

切斯特頓表明自己與許多記者一樣不了解中國，從他著作中除了與信仰有關

的題目外，他也甚少提及中國，但對於英國殖民統治下的伊斯蘭國家和印度，他

可以熟悉的運用它們的歷史、事件，因此伊斯蘭國家、印度和中國常常在他的論

述中，除了思想、信仰上的差異外混為一談。如果說有什麼東方相關的議題，是

切斯特頓比較堅持要一絲不苟的分清楚的，就是對伊斯蘭國家、印度和中國的信

                                                      
122

 Chesterton Gilbert Keith 著，劉志剛譯，《改變就是進步？－切斯特頓隨筆》，上海：東方，2010，

頁 7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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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觀。儘管不一定能說切斯特頓對東方的信仰是十分了解或精準的，但可以確定

的是，也許是純粹出於對各種信仰或思想的好奇，又或者是為了護教，當他是在

信仰的語境上遇到東方，與他在文化、歷史事件的語境上遇到東方所給的探討和

評價，他顯得更深思熟慮。 

《布朗神父》中的東方特徵不僅呈現出維多利亞時代對東方的印象，更藉由

不斷地在情節中「解構」這樣的刻板印象、探討加害者及受害者的心理動機以及

神父的基督信仰話語和形象的實體對照，作為他再一次闡釋的鋪墊。關於這一點，

可以說是切斯特頓展現的特色或是｢不合時宜｣，切斯特頓的觀點與19、20世紀西

方各種主義意見相左的最關鍵之處，正在於他除了看出西人認為自己可以解釋任

何事物的自大之外，更反對西人解釋的觀點是：除了基督信仰之外，任何科學的、

人文的甚或神秘的解釋都可以成立。 

切斯特頓對東方雖然也呈現出一種信仰上的想像，但這個想像卻與當時對東

方的未知和神祕形象不同，他從鮮少的東方親身經驗，以及眾多的報導、事件和

傳言中去建構東方，並且以基督信仰為話語的出發點，信仰的意識形態，不僅使

他反對認為將東方是為神秘未知的，同時也反對向東方尋求基督信仰的起源。在

切斯特頓的觀念中，東方是一個具有古老智慧的國度，但並不存在比基督信仰更

複雜或神秘的真理，甚至認為即使在人性邪惡的表現上，由於東方過於古老而原

始，以至於不如具基督信仰的西方，能表現出複雜邪惡的人性。 

 切斯特頓在其所處的時代的兩種領域(社會、文學)都具有或開啟了不同的觀

點。身處科學跟人文發展臻至成熟的維多利亞晚期社會，作為天主教的衛士及社

會評論者，G.K.切斯特頓擔任了以信仰為中心的保守派輿論角色；而在追隨愛倫･

坡的古典派偵探小說巔峰時期中，G.K.切斯特頓又以《布朗神父探案全集》小說，

開啟偵探小說心證推理觀點的先河，然而這兩種特點，在《布朗神父探案全集》

其實是彼此互相倚靠。 

 《布朗神父》雖說是虛構的小說創作，卻看出也是社會評論家的切斯特頓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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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的反應。在小說創作上，切斯特頓也提出對偵探小說創作的觀點和特色。他

強調故事情節在發展對讀者｢啟發｣的重要性，大過於出乎讀者意料之外，選定以

偵探角色(神父)為主人公及心證推理的特色，其實也透露了他要在作品中對當時各

樣的科學、人文、神秘主義的反思上鋪路。就敘事學角度探討其小說東方形象塑

造的過程中，除了看見切斯特頓如何利用當時的西方，普遍對東方的信仰、人種

以及各種心態產生的既有東方形象，作為偵探小說懸疑氛圍的技巧外，又不斷在

其中加以解構。如再結合其評論，可以發現在這些既有的印象的結構和解構裡，

切斯特頓試圖利用情節和論述表達或闡釋其觀點。東方形象作為偵探小說懸疑氛

圍題材的技巧，對於當時西人或不陌生，但若最後要做出探討人類複雜的價值觀

或信仰觀結論的反思，以｢物證推理｣為主的創作方式就難以達到。因此切斯特頓

使用心證推理的創作技巧，不僅問如何犯案，更重視問為何犯案，相較於當時盛

行的物證推理偵探小說，他探討更深層的人性議題。 

 綜觀來說，切斯特頓在小說中不斷以｢運用當時西人的東方形象建構，使讀者

感知故事中的懸疑氛圍，再於故事發展中一步一步對讀者進行啟發，最後於結尾

的真相闡釋其信仰觀點｣為基本架構。為了達致這個效果，就必須在其小說中先呈

現西人的普遍東方形象，再對這個形象進行解構和反思。可以說其每一篇創作都

反映出他人生的高峰時期常做的事－與當時的科學、人文及神秘主義的辯論，並

且他的殖民式的福音觀不斷在小說中出現，嚴格來說他呈現出了信仰上的歧視，

使他不尋求東方的神祕，但也不認為西方的文明是正確的理念和方向。 

 東方形象在切斯特頓筆下有兩種殊途同歸的路徑：《布朗神父探案全集》文

本內的隱含作者切斯特頓，與文本外評論式的切斯特頓論述方式彼此呼應，文本

內的東方與神父的救贖和信仰是無關的或對抗的；文本外他熱切希望東方的變革

能效法西方基督教傳統，而不是西方表象的文明。這種以基督教信仰為中心的東

方形象價值判准，在切斯特頓兩種方式的著作上呈現出一致性。 

 對於東方殖民和帝國主義之間的歷史記憶，2007年文學理論家托多羅夫於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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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大學發表｢惡的記憶，善的嚮往(Memoire du mal, tentation du bien)｣123講座時，提

出關於歷史記憶的敘事結構： 

 

 對一個道德上並非中性的的行為的敘述可以向著善的方向或惡的方向；它至

少涉及兩個對立的人物，施動者和承受者。這可使我們從任何與價值相關的歷史

敘事中，區分出四種主要角色：我可能是行為的樂善好施者或受益者，亦可能是

作惡者或其受害者。…行為受益者的處境自然要比行為施動者的榮耀遜色的多，

因為它標誌著我們的無力時刻；一件惡性的受害者顯然比其責任者更受尊重。我

們知道歷史建構的兩大類型：歌頌我方勝利的英雄敘事和報告他們苦難的遇難敘

事。124
 

 

 作為一個也具有民族複雜身分的托多羅夫，將充滿激烈情感和紛爭的東西方

巨大歷史文本，運用敘事提出一種｢文本分析｣方式，原因是歷史總是附著於「話

語」之上，除了不斷被重述之外，也被敘事者因著其目的而選擇要放大或縮小某

部分的事件。過去，西方因其文明自負和殖民目的，東方成為他們｢歌頌我方勝利

的英雄敘事｣不可或缺的角色；如今，東方的意識和強權逐漸興起，對於各種西方

殖民的歷史則成為東方｢報告他們苦難的遇難敘事｣無堅不摧的歷史事實。因為歷

史總是因著目的性被賦予意義和價值，所謂的｢記取教訓｣，就托多羅夫的歷史敘

事觀點來說不完全是可以向著和平的手段，： 

 

 僅僅回憶是不夠的；還要看回憶服務於什麼宗旨。對過去失敗的回憶可能滋

生愛國主義，而對勝利的回憶則滋生和平主義；兩者也可能導致新的戰爭。125
 

 歷史本身並無意義，並不獨自傳授任何價值；意義和價值源自拷問和評判他

                                                      
123

 又譯｢惡的記憶，善的誘惑｣。 
124

 Todorov Tzvetan 著，史忠義譯，2008，＜惡的記憶，善的嚮往＞《跨文化對話》，第 23 輯：166。 
125

 ＜惡的記憶，善的嚮往＞《跨文化對話》，頁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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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人126
 

 

 托多羅夫提出的歷史敘事觀點，跳脫出歷史的對錯，將目標放至話語跟記憶

的深層敘事結構，因而看出東西方都具有關於對自身歷史的同理和同情，以及看

待他者的共性。可以聯結到薩依德《東方主義》的提出，在後殖民時代給予歐洲

中心主義和西方社會最大的衝擊點，就是重新檢視自身與東方交流的敘事觀點，

以及在其中行使自以為是話語裡的盲點：其實沒有「東方」，有的只是從神話和想

像開始，不斷彼此引用的傳說、謠言或是視覺圖像等等，又加上隨著時代改變的

意識形態和目的一同作用而成的共同記憶。 

 

 

 

 

 

 

 

 

 

 

 

 

 

 

 

                                                      
126

 ＜惡的記憶，善的嚮往＞《跨文化對話》，頁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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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布朗神父探案全集》中文譯本一覽表 

地區 叢刊名 書名 作者譯名 譯者 出版社 出版年 備註 

中國 

無 布朗神父探案集 切斯特頓 楊佑方 四川文藝出版社 1999   

無 布朗神父探案集 切斯特頓 
楊佑方 

林光奕 
四川文藝出版社 2000 2 版 

世界經典偵探小說集

4~5 

布朗神父探案集 

(一、二) 
G.K. 切斯特頓 魏正軍 

銀川：寧夏少年兒童出版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02   

無 
布朗神父探案系列 

（上中下） 
G.K. 切斯特頓 

潘源、葉勤 

吳妍妍 
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 2003   

世界文學名著典藏 布朗神父探案集 吉·基·切斯特頓 馬建玲 長江文藝 2007   

無 布朗神父探案全集（上下） 吉伯特·基斯·切斯特頓 李廣成 譯林出版社 2008   

無 布朗神父探案全集 G.K.切斯特頓   九州出版社 不明    

無 
諺語與詛咒： 

布朗神父探案集 

G.K.切斯特頓 

(Chesterton G.K.) 

魏正軍 

黃大衛 

山西出版社 

北嶽文藝出版社 
2009   

無 布朗神父探案故事 切斯特頓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2011   

無 救贖者布朗神父探案故事 切斯特頓   朝華出版社 2012   

布朗神父探案系列② 
格拉斯先生的消失－ 

紫色假髮 
切斯特頓   同心出版社 2012   

布朗神父探案系列(1~5) 同叢刊名 G.K.切斯特頓 景翔 湖南文藝出版社 2013 臺灣 2003 年版本 

臺灣 

謀殺專門店 40 布朗神父的天真 G. K. Chesterton 羅若蘋 遠流 1999 
謀殺專門店書目網址 

http://tinyurl.com/atsld2m 

布朗神父探案系列(1~5) 同叢刊名 
齊斯特頓 

(Chesterton, Gilbert K.) 
景翔 小知堂 2003   

布朗神父探案全集(1~5) 同叢刊名 G.K.切斯特頓 李廣成 好讀出版 2009 譯林出版社譯本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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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布朗神父探案全集》東方形象篇章中英對照 

書名 東方形象 篇名 

The Innocence of Father 

Br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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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篇 “The Secret Garden” ＜祕密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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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篇 “The Scandal of Father Brown” ＜布朗神父的醜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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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量總計 共 23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