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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殘留日本兵探討背叛創傷：偽見證文學書寫 

「創傷與社會」期末報告 

106061204 倪詠量 

 

一、前言 

 
在課堂中，戰爭作為創傷的來源之一時常被提及，由於兩次世界大戰的發生，

促成了更多關於這方面的研究。而我在網路上查到有一群特殊的案例，那就是在

二戰結束後，仍有一小部分的日本軍人散佈在戰區而未投降，持續了很長的一段

時間，這些人被稱之為殘留日本兵。在歷史上，這種情形似乎相當少見，或是鮮

少有記載，因此我想用課堂所學來對這些案件進行分析，嘗試用一些理論來解釋

他們當時的身心理狀態，以及他們做出的行為、轉變等等。 

 

二、背景介紹 

 
（一）殘留日本兵 

 
殘留日本兵，其日文寫作残留日本兵（ざんりゅうにっぽんへい），係在第

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後，位於太平洋戰區的未投降日本士兵（文獻引用，隨頁

註腳）1。其中，大多數的殘留日本兵在日本戰敗後幾年內即宣布投降，或是投入

當地的獨立運動如法越戰爭或是印尼獨立革命；極少數的案例未能得知、或是拒

絕相信日本已經戰敗的事實，因而還留在當地進行游擊戰，滯留時間甚至長達二

三十年，而這些人是本篇的主要探討對象。 

 
（二）著名案例與仿作對象 

 
在網路上可以查到不少的殘留日本兵案例，但考慮到資料蒐集的難易度，以

及語言問題（多數的資料仍以日文為主），故以下我將挑選兩個較為知名的案例，

再說明我仿作對象選定的理由。 

                                                       
1 維基百科。殘留日本兵。https://zh.wikipedia.org/wiki/殘留日本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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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光輝 

 
李光輝，日文名為中村輝夫，阿美族名字為 Attun Palalin（史尼育唔），是日

治時期台灣阿美族人，參加太平洋戰爭，並於 1944 年派遣至印尼，直至 1974 年

才被發現，隔年送返台灣，在叢林中生活 31 年，同時也是最後被尋獲的殘留日

本兵，故在台灣相當知名 2。原本我想將它作為仿作對象，然而，關於他的資料

混亂，且當時媒體為了爭相報導中村輝夫而造成許多亂象，甚至在他回到台灣的

幾年間即出現了四本與之相關的傳記，卻皆非出自於本人，那些作品也傳出作者

杜撰情節，真實性受質疑。此外基於當時的社會與政治氛圍，被塑造成日本暴行

的見證者，以及反共的象徵之一，有失真的疑慮，因此我就將李光輝排除在參考

對象之外。 

 
2. 小野田寬郎 

 
小野田寬郎（おのだ ひろお），日本人，於 1944 年被派遣至菲律賓的盧邦

島（Lubang Island），直至 1974 年才返回日本。之後，他留下了一些回憶錄，並

移居至巴西，於 2014 年以 91 歲高齡去世，關於他的資料相當充足，也較沒聽過

有他人杜撰情節的問題。由於其自傳作品與報導鮮少有中文翻譯，多數還是日文

與英文為媒介，故我參考其中一本翻譯成英文，由人代寫的回憶錄作品，叫做《No 

Surrender: My Thirty-Year War》，其中完整描述他在當時的情境，但偏向事件性的

記述，較少情緒上的描寫。故我根據其中所發生過的事件，進行偽見證文學的改

寫。 

 
（三）小野田寬郎的經歷 

 
在 1944 年，小野田寬郎隨部隊被派遣至菲律賓盧邦島，1945 年二月由於美

軍登陸，小野田與其他三名同伴島田莊一（しまだ しょういち）、小塚金七（こ

づか きんしち）、赤津勇一（あかつ ゆういち）逃入叢林從事游擊行動。1950

年赤津勇一向美軍投降，1954 年島田莊一在與當地警方交戰中身亡，1972 年小

塚金七同樣在與警方交戰中身亡。在 1974 年二月，小野田遇到來自日本的探險

家鈴木紀夫（すずき のりお）；同年三月，鈴木與當年小野田的指揮官偕同前往

菲律賓，親自下令小野田投降，而小野田也遵從指令，之後被菲律賓當局赦免並

                                                       
2 維基百科-李光輝。https://zh.wikipedia.org/wiki/李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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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日本。然而小野田寬郎無法適應快速發展的日本社會，半年後移居至巴西，

並經營牧場。之後往返於日本巴西兩地，並於日本開設了「小野田自然塾」，是

旨在教導求生技能的青年訓練營。最後於 2014 年過世。34 

以下，我將以第一人稱視角推想小野田寬郎的幾個關鍵的心理與行動，進行

偽見證文學的書寫。 

 

三、偽見證文學書寫 

 
（一）1945：永不降下的旭日 5 

 
今天他們又來了。下午時，一架敵軍的飛機劃過天空，發出嗡嗡巨響，而且

看似有什麼東西如同落葉般灑落。我跟小塚不敢輕忽，等到飛機的聲音逐漸遠去，

完全聽不到的時候我才警戒地跑出我們的藏身處。 

我隨手抓了一張剛剛飄落下來的物體，隨即意識到那些是印刷物，類似傳單

的物品，上頭印有日文及一些圖片。我稍微讀了一下，發現這些是日本的報紙，

擷取幾段後蒐集拼湊而成，內容是說日本戰敗投降，還有一些國內的事情。 

我當下啞然失笑，敵軍居然會用出這麼粗糙的手法誆騙我；小塚跟的看法跟

我差不多，判斷這些日本報紙大概是假的，敵軍用了什麼方法，把他們的假訊息

參雜其中，企圖讓我們動搖。這實在太愚蠢了。 

 
他們仍然不放棄，一直用這種方法擾亂我們。有時是一群探勘隊進入叢林裡，

用擴音器呼喊我跟小塚的名字，雖然他們說的是日語，但我知道在菲律賓有許多

當地人也會日語，美國可能找來這群人來。 

利用飛機發送大量傳單也持續進行。關於那些報紙，我跟小塚後來得出了結

論，認定未必所有新聞都是假的，除了那些關於政治的消息之外，像是對於東京

即將舉辦奧運的消息，我們都覺得是真的；畢竟有那麼個說法是運動無國界，在

戰爭中舉辦也沒有問題。此外，還有些好像是親屬寄來的信跟照片被投下；起初

我有點遲疑，但在仔細看過後，漸漸發現一些不合理的地方，像是家人對我的稱

                                                       
3 維基百科-小野田寬郎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小野田寬郎 
4 紐約時報中文網-對他而言，二戰到 1974 年才結束

https://cn.nytimes.com/obits/20140120/c20onoda-obit/zh-hant/ 
5 這段描寫在戰爭結束後，他與同袍小塚金七拒絕相信戰敗，躲藏於叢林時所發生的事情。事

實上起初他們有四人進入叢林，但 1954 年後除了小塚金七外其餘皆戰死或投降，他也就成為了

與小野田相處最久的同袍，故這邊設定是只有他們兩人的情境。Hiroo Onoda（1974）. No 
Surrender: My Thirty-Year War. Translated by Charles S. Terry. New York: Dell Publi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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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詞有點奇怪，而小塚也發現一些疑點，他收到他家人的合照，但他們站在陌生

的屋子前面，這點非常可疑。在仔細檢查後，我們漸漸都可以從那些傳單找到破

綻，證明那些東西是假的，是用來擾亂我的心智，企圖欺騙我我們。 

反而，他們越是進行這些舉動，我越是堅信日本軍隊即將前來營救，因為敵

軍所做的種種行為顯示敵軍著急了，可能是戰況告急，抵擋不住日本的攻勢；而

我們認為敵人大規模撒下傳單，可能不是只有涵蓋這座島，甚至是整個菲律賓，

代表說除了這片叢林外，還有許多像我一樣的游擊隊，分布於四處，等著援軍一

來即展開反攻。因此，看到他們的傳單，對我們來說反倒是一種鼓舞。 

 
（二）1972：孤軍奮戰 6 

 
小塚死後，我每天的例行公事沒有太大變動。在之前得到的收音機中，我得

知最近美國在越南的戰事非常不順利，可能是日軍的反攻收到了成效，而菲律賓

與美國的關係可能就此生變；有鑑於此，我開始認為那些說著日語的探勘隊真的

是從日本來的，還有那些報紙也大概是日本來的，因為菲律賓很有可能已經脫離

美國掌控了。 

但我想不透的是為何報紙上面從未提到戰爭，而且既然探勘隊是從日本來的，

為何不下新的指令給我？我能得出的唯一答案是日本指揮部希望我們游擊隊繼

續待在叢林裡，所以公布了戰爭以外的資訊，若這時候莽撞地現身，可能會壞了

大局。況且，我無法想像我若真的回到日本，重新融入離開數十年的社會與人群，

這令我感到恐懼；倒不如繼續留在叢林中，搞不好死後還會被移入靖國神社，事

實上這也是我的精神支柱之一。 

我也重新考慮這座島嶼日本的關係，可能已非過去的敵對狀態，所以我改變

了方針，在新的命令下達給我以前，盡量不要接觸島上的居民。 

 
（三）1974：遲來的落日 7 

 
我必須說，鈴木的到來帶給我不小的衝擊。或許是因為在小塚死後，我有好

久沒有跟人說話了，我承認我頗為享受跟他說話的過程，儘管心中還有一絲疑慮

                                                       
6 這段設定於 1972 年十月後，小塚金七於與當地的衝突中喪生，於是只留下了小野田寬郎一個

人獨自在叢林中。Hiroo Onoda（1974）. No Surrender: My Thirty-Year War. Translated by Charles 
S. Terry. New York: Dell Publishing. 
7 這段設定於 1974 年二月，小野田寬郎與日本探險家鈴木紀夫相遇，鈴木說服小野田跟他回去

日本，而小野田要求必須要有長官親自下的命令，因此鈴木返國尋找當時小野田的長官。Hiroo 
Onoda（1974）. No Surrender: My Thirty-Year War. Translated by Charles S. Terry. New York: Dell 
Publishing. 



5 
 

他是否為敵人派來的。他也跟我說了不少，然而內容是多麼跟我之前認為是敵軍

捏造的訊息相同，使我當時不禁沉默。他在最後提到如何使我返回日本，而我的

回答只有一個，那就是帶著我的長官命令來，因為我還記得當時長官要我們死守

住這座島，也承諾一定會帶援軍回來，對此我深信不疑。 

我有想過，如果戰爭真的結束了，那麼為何沒有長官下的命令？如果戰爭持

續進行，那麼新的命令也早該下達了。因此，我還是深信戰爭正在進行，且日本

方面要我繼續留在叢林中。儘管如此，我發現我無法完全否定鈴木的說法，儘管

有九十九分的不信，但存在著一分的懷疑。 

我還想起，從戰爭以來，我搭上飛機離開日本的當下，我被教導拋棄對未來

的思考，絕對服從命令，同時強迫把關於家人朋友的想法阻絕，時間久了腦袋中

也不會想起他們，甚至也不會在夢裡遇到。 

我知道我這個決定很冒險，如果鈴木真是敵軍派來，我可能會遭遇莫大危險；

但如果凡事都一直保持質疑而不去行動，那什麼事都不用做了。我很清楚我這是

在賭博，賭在這一分的機率上。 

 

四、分析：背叛創傷與盲視背叛 

 
在資料蒐集階段，我發現世人對小野田的評價十分極端，從崇尚其堅毅與愛

國精神並視其為英雄（如日本右派人士），到認為他是軍國主義的狂熱者（如歐

美觀點），或是殺人狂（如盧邦島居民）等；但不論上述哪種身分，人們傾向把

它作為特例、異端看待，但綜觀其經歷，其最大的探討點在於為何他寧願待在叢

林中 29 年，仍不願相信日本戰敗的事實並返回家鄉。我們是否能利用普遍的理

論來進行分析這個例子；換言之，嘗試先不把他看作是英雄、狂熱者、殺人狂等

看似離我們很遙遠的存在，而是將他作為如同我們這些普羅大眾，只是有著較極

端的經歷，使得最後呈現出如此結果。若依據這種觀點，我最先想到的是否能利

用「背叛創傷」與「盲視背叛」來解釋這一行為模式。 

 
（一）「背叛創傷」與「盲視背叛」的定義 

 
除了一些天災人禍等事件造成的重大創傷外，還有一種創傷源於體制、人際

互動、社會層面等的背叛上。而當人們遇上這些背叛創傷時，有些會發生受害者

對於這些背叛情形視而不見的狀況，這裡指的並非生理上無法看見，而是即便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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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如此明顯，卻因為某些機制而使自己拒絕接受、無法看見這些情況的發生。8 

 
（二）解釋此案例的有效性 

 
首先需定義背叛行為在這案例中是否存在。客觀來說，就旁人來看，這的確

是日本政府/戰爭時期體制對於日本軍人的一種背叛行為，未能對他們善盡應有

的對待；但從案例中來看，當事人小野田仍然深信著這種體制，換句話說，當受

害者不認為他被背叛，那麼背叛創傷是否成立，盲視背叛也是否能夠成立？ 

在《背叛，最不能觸碰的真相》一書中，第三章一開始即開宗明義地說，背

叛行為可發生在任何人身上，並在家內性侵的例子中提到： 

 
雖然病患不會用「背叛」一詞描述這些事件，甚至也不認為這些是遭背

叛的經驗，但其實這就是原本應該保護以及愛我們的人背叛了我們。9 

 
如此，我們大可放心地套用這個理論，並認定小野田寬郎為背叛的受害者，

而日本政府—或是說他從小被灌輸、不可能戰敗的戰時日本體制—為背叛的加害

者，因為他們必須背負戰責任，並讓那些曾為國家奉獻的人得到應有的對待。 

 
（三）盲視背叛的機制 

 
在文本中，提到社會契約的概念，其源自於人與人的交際，是人類作為社會

動物的核心基礎；而為了維持這個契約運作，尤其是當多數契約的履行無法即時

達成時，則需仰賴互相的信任。而為了因應違約的可能，人類發展出欺瞞偵測機

制，對於背叛行為會反應出正面迎戰或退縮。然而，當這段社會契約極度被重視，

卻發生背叛行為，則這兩種機制會相互衝突，此種情況下受害者會乾脆無視背叛

的發生。 

在案例中，社會契約表現在小野田與日本政府之間，前者絕對服從並奉獻予

後者，後者則保證（甚至是灌輸）前者日本絕不會敗北。然而，當種種跡象顯示

出日本的戰敗，如從傳單、報紙、收音機甚至是家人的書信等，小野田必定陷入

兩難，該如何化解這些衝突？於是可以看到，對於那些能夠顯示出日本戰敗的事

物，小野田是以一種扭曲的方式理解並內化，例如認定報紙是敵軍捏造、對家人

的書信內容吹毛求疵找出可疑之處等，並選擇性地相信部分事實，如相信東京舉

                                                       
8 弗雷、畢瑞爾（Jennifer Freyd、Pamela Birrell）（2013）《背叛：最不能碰觸的真相》（郭恬

君、楊琇玲譯）。臺北市：商周出版，頁 54。 
9 弗雷、畢瑞爾《背叛：最不能碰觸的真相》，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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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奧運，因為那些事實不會影響自己的推論。在他的回憶錄中，他也多次寫道「這

雖然在今日看起來十分荒謬，但我當時的確就是如此深信」，可以看出為了掩飾

事實，小野田發展出自己的一套理論，以日本為戰敗的前提，合理化了所有他接

收到的外在訊息。 

 
（四）盲視背叛的原因 

 
那麼為何小野田不願相信日本戰敗的事實？對於盲視背叛的原因，在文本裡

是這麼說的： 

 
不知道背叛真相其實是有好處的：關係得以維繫，我們不用冒生活驟變

的風險。……發現背叛—打破盲視背叛—似乎總是帶來新的知覺，這個

世界變得不一樣了。……過去被信任的人現在被認為是危險的，也許，

整個世界都變得不安全了。10 

 
若認定背叛行為，則意味著自己周遭的這一切可能會因而改變，社會處境、

個人價值觀、精神信念等都可能動搖。對於小野田來說，在案例中可以看到，他

對返回日本存在著恐懼，害怕過久的隔離與叢林生活使他無法融入人群，且他在

叢林時身體健康，沒有立即返回日本的急迫性。此外，還有種說法沒有出現在其

回憶錄中，但我們可以合理推測，那就是他可能害怕若承認這一切，自己必須背

負在這段期間內殺害島上居民的責任，因為他再也無法把這些行為合理化為戰爭

活動。 

 
（五）盲視背叛的轉變 

 
在案例中，我認為對於小野田對背叛的解讀，有兩個重要的分水嶺：同伴小

塚的死亡，及與探險家鈴木的相遇，我大概分成三階段如下圖： 

 

 
 

                                                       
10 弗雷、畢瑞爾《背叛：最不能碰觸的真相》，頁 203。 

1972年10月，小塚死亡

1974年2月，遭遇鈴木
同年3月返回日本

1944年11月
小野田被派至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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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他們對於日本可能戰敗的訊息是較為強硬的，採取不信任的態度；

但在小塚死亡的第二階段，小野田的態度有些鬆動，選擇相信部分訊息，也減少

與當地人的攻擊，然而還是死守最核心的信念。最後第三階段，他的態度更加軟

化，願意給一個機會。值得深思的是，小塚的存在強化了小野田的盲視背叛，但

鈴木的現身卻可以使其消除盲視，如何解釋其中差異？ 

我認為這可以回到上述的社會契約機制，在沒有重大背叛情形下，人們會傾

向相信他人以維持彼此關係；小塚與小野田原本就有相似的觀點，因此在維繫關

係的同時對於背叛的盲視不斷被鞏固；而鈴木的出現令孤獨已久的小野田再度有

攀談對象，且形成了某種信賴關係，因而在不知不覺中小野田可能為了防止打破

這段關係，選擇部分相信了他的論點，造成自身態度的鬆動。 

 
（六）背叛的化解 

 
小野田最後聽從長官的指示，向菲律賓當局投降，並重返日本。但這樣能否

代表他正視了背叛，並且成功從其中走出來呢？事實上，小野田儘管在自傳中從

一開始直到收到投降命令前，都深信日本不會戰敗，這是他最高層級的信念；但

或許隨著時間推進，以及眾多向他傳達的外在訊息，他可能不知不覺中把這個信

念轉移了，變成了來自上級的命令。這可以從他接收到長官的命令後，基本上完

全接受了戰敗事實並投降，可以看出他心中已經預先接受了戰敗，只需要一個命

令來表達出來。 

為何要這麼做呢？我推測這可能出自於自身的保護機制，當原本的信念岌岌

可危（日本可能真的戰敗），此時會下意識地尋找另一個替代的信念（日本戰敗

與否我無法控制，但我最重要的是聽令於長官），說服自己這應該才是最重要的，

如此一來，可以避免掉可能發生的背叛行為。 

 

五、結論與感想 

 
（一）其他理論的適用性 

 
我在分析的過程中，也對於利用盲視背叛等概念去解釋小野田的行為感到躊

躇，因為越是深入理解這個案例，越是覺得這並非能夠以一個概念概括之；這樣

是否過度簡化？我所仿作的偽見證文學真的能夠代表這 29 年間他的心境？是否

有其他理論可以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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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比說，在《從創傷到復原》一書中，提到了關於創傷後壓力失調症

PTSD（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的發生，乃源自於人們無力抵抗創傷事

件，使得身心的自我防禦機制失效，讓人產生許多症狀 11；從例子來看，小野

田在遭遇這些重大事件時—不論是長時間躲藏叢林，或是日本不會戰敗的信念

被打破—他的防衛機制看起來都有正常運作，也就是都有即時地做出正面抵

抗、逃跑等調適行為，在文本中也少看到他出現「過度警醒」（如容易受驚、神

經質）或是「記憶侵擾」（創傷事件的重演，如作惡夢、幻覺）等常見症狀 12，

似乎顯示出他並沒有罹患 PTSD；但當他最終回到日本後，出現了適應不良的

狀況，並多次表示他無法融入快速發展的日本社會，最後前往巴西從事畜牧

業，這又跟 PTSD 症狀之一的「封閉退縮」（麻木感、身心上自我限制）類似，

那麼究竟是小野田的情況屬於非典型的特例，或是受限於資料收集的侷限性，

使得我們無法觀察到其餘的症狀？ 

 又或是關於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原本是形容人質對挾持者的依附行為，後

跟盲視背叛做連結，可看作是盲視背叛的一種特例 13，衍生成解釋受害者對於

加害者的依賴與認同行為。若依照此定義，小野田的例子或許可適用於斯德哥

爾摩症候群，包括從他對日本的信念可解釋成一種依附行為，到最後他回到日

本後，與其妻子小野田町枝（おのだ まちえ）仍參與一些日本右翼活動、組織

如「日本会議」14等，擁護保守主義、愛國主義，可見其並未因為他的經歷而

質疑當時的決策，反而成了支持者之一，認可其觀念。以上的解釋說明了小野

田例子的多面性，可以用不同理論切入分析，能夠發現不同的觀點。 

 
（二）Hiroo（寬郎的發音） or Hero？ 

 
我在蒐集資料時，不時看到有報導或是論壇討論中，把小野田寬郎塑造成英

雄形象；除了名字的發音令人容易連結，他那不凡的遭遇也受到一些人的崇拜。

確實，對許多人來說，他的存在象徵著絕對的服從與忠心，以及堅忍不拔的毅力；

但是否有仔細想過，為何會有這種情形的發生？到底是在什麼的時代背景，在多

極端的戰爭環境及極端的社會氛圍下，才會造就這極端的案例？我們應該看的是

為何小野田，以及其他許多相同的案例會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大量發生，特別是這

種情況在歷史上是鮮少耳聞的。 

                                                       
11 赫曼（Herman, Judith Lewis）（2018）。《從創傷到復原》（施宏達、陳文琪、向淑容譯）。新北

市：左岸文化。頁 77。 
12 赫曼《從創傷到復原》。頁 79、頁 81。 
13 赫曼《從創傷到復原》。頁 64。 
14 国民運動の歩み-日本会議 http://www.nipponkaigi.org/activity/ayu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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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讀他的自傳時，由於這是他在返回日本之後以他人代筆、回想當時情境

的方式書寫，文中可以多少感受到小野田在回想的當下，甚至也對自己當時的一

些想法行為感到荒謬、不可思議，更何況是其他人看這故事？在整篇文章中，我

嘗試用創傷與盲視背叛理論來解釋小野田的行為，但說到底，我也不敢果斷地下

定論，同時在分析中也藉由提出這些質疑，嘗試找出解答：這案例究竟能否算是

背叛的一種？如果是，那這案例的背叛情節發生在何時？那最後這個背叛真的被

化解了嗎？可能就他來說，日本派他去打仗，最後也遵守承諾命令他回來，解除

身為士兵的職責，因此沒有背叛行為的發生；對外人來說，我們能夠武斷地說這

個想法是錯的嗎？能夠斷言這是一種背叛嗎？能夠指責他這個想法嗎？我無法

下定論。只能說，這是一個極端情況下的不尋常產物，真正有立場評判的可能只

有身處那個時代的當事人吧。我們能夠做的不是評判，而是把這些案例傳承下去，

並盡量用可能的理論分析它，為的是防止未來會有相同的悲劇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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