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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消費現代性：偵探敘事生成的文化圖景 

 

    日治時期偵探敘事文類的生成形塑了台灣通俗文學的文化圖景。論者指出，

具有固定敘事模式的通俗文類表現了無意識的、被壓抑的、不能公開的潛在動機
1，那麼通俗文類正可以是共同的潛意識的表現2。源自西方的偵探敘事，一個台

灣通俗文學傳統之外的外來文類3，標舉著「西方」、「現代」、「文明開化」種種

特質進入台灣，首先突顯的是其外來的、移植的特質，而後在本地閱讀寫作者的

參與之下，開啟現代與傳統、西方與東方的對話與對詰；這是偵探敘事文類較之

其他傳統既有的通俗文類更直接面對、習染新時代的變革之處。亦因如此，偵探

敘事文類可用以觀察日治時期台灣的通俗文學場域面對一個新時代的到來，所展

現出來的文化圖景、共同的潛意識之面貌。 

首先討論作者面向所展現的文化圖景。台人與在台日人的偵探敘事寫作者，

如何透過此一源自西方的通俗文類的特質—殖民性與西方特性，將對異國與世界

的想像實踐於此新興文類當中。其次討論文本面向，在西方工業化、現代化社會

中產生的偵探文類，移植至本地之後的文本如何呈顯出其現代性的諸多議題，如

科學、理性、法治等等，並形成新的社會秩序烏托邦。三論讀者面向，偵探敘事

文類本身即具有的通俗娛樂性，讀者如何在文明開化的啟蒙實用功能之外，消

費、享用這種新興文類，形成新的大眾娛樂。消費偵探敘事中的異國想像、現代

                                                 
1 參見 J.G.Cawelti(考維爾蒂)著、成窮、王作虹譯，〈通俗文學研究中的＂程式＂概念〉，收入周

憲、羅務恒、戴耘編，《當代西方藝術文化學》，(北京市:北京大學出版社，1988年 7 月)，頁

433。 
2 集體無意識(collective unconscious)本是 Carl Jung(榮格)的心理分析理論，指出神話的種種模式

是種族的記憶，普遍存在於眾人的身上，乃是自原始時代遺傳下來的心理功能，成為原型

(archetype)，而文學正是這些集體無意識的展現。本文藉用此概念，然指向當代，將通俗文化

與文學當中所展現出來的文化圖景，視為一個文化當中共同的潛意識，而透過書寫表現出來。

參見 Carl Jung(榮格)著、馮川、蘇克譯，《心理學與文學》，(北京市:三聯書店，1987年 11 月)，

頁 94~107。 
3 不論對台人作家或日人作家來說，偵探敘事文類都是自西方而來的外來文類，與傳統的言情、

武俠、犯罪⋯⋯等等文類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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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科學與理性的同時，也消費了共同的潛意識中對於性、財富、權力等等的渴

望。 

 

第一節  文類的移植：異國想像的在地操演 

   

  偵探敘事此一來源自西方的通俗文類，在西方的創作與東方的再生產中，均

展現了異國想像的特質。偵探敘事中的「異國想像」，首先是來自於此文類的興

盛背景。十九世紀西方產業革命之後，西歐各國在帝國主義的意識形態中急遽向

外擴張，於亞非各地佔領原料供給的產地，並且以政治權力直接加諸其上而佔有

殖民地，從而產生了大批向異地移動、拓展、旅行的人潮，以及自異地大量輸入

的種種品物。這些向異地旅行或自異地歸來的人們所帶回來的異聞，以及種種異

於當地的稀奇品物，成為偵探敘事當中推展敘事的重要力量。論者指出，偵探小

說中犯罪者、凶器、藥物等等，都是殖民地的象徵，例如柯南．道爾在福爾摩斯

系列的故事中，加入了許多來自大英帝國的殖民地的財寶、毒藥、動物、怪人等

等4。而犯罪故事的背後，經常牽涉到異國、殖民地的種種人事物，如美國鹽湖

城的摩門教、印度的寶物、美國的三 K黨等等5，使偵探敘事在西方，即具有異

國想像及殖民性。在東方的偵探敘事再生產中，異國想像且具有另一重意義，即

將產生這些犯罪、偵探故事的地域—歐美諸國，視為遙遠的異地，並且具有「世

界」、「天下」的特質。這些坐在安樂椅上、抽著煙斗的偵探及其故事，成為東方

想像西方與世界的媒介；在此「異國」指向的是西方，並且「異國色彩」亦成為

十九世紀末東亞翻譯、改寫西方偵探小說而大受歡迎的原因之一6。由此可知，

                                                 
4 參見川崎賢子，〈大眾文化成立期における〈探偵小說〉ジャンルの変容〉，川本三郎等，《大

眾文化とマスメディア》，(東京都：岩波書店，1999年)，頁 75。 
5 以上分別是〈血字的研究〉(A Study in Scarlet)、〈四簽名〉(The Sign of Four)與〈冒險史．五個
橘核〉(The Five Orange Pips )中的故事。參見 Conan Doyle(柯南．道爾)著、丁鍾華等譯，《福

爾摩斯探案全集》(The Complete Sherlock Holmes)(一)，(台北市:遠流出版事業，2002年 1 月

初版十一刷)。 
6 晚清對於西方偵探小說的接受，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偵探小說提供了火車、電報等等中國所沒

有的現代事物，滿足人們的好奇心與「現代」需求；日本明治後期亦是如此，黑岩淚香的「翻

案」小說受到歡迎的原因之一，是其中的異國情調的魅力，以各種不同的符號，最大程度地塑

造了外國的氣氛，如歐洲的風景、風俗等等。參見孔慧怡，〈還以背景，還以公道—論清末民

初英語偵探小說中譯〉，收入王宏志編，《翻譯與創作—中國近代翻譯小說論》，(北京:北京大

學出版社，2000年 3 月)，頁 93；Cecile Sakai(セシル．サカイ)著、朝比奈弘治譯，《日本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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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植此一西方通俗文類進入東亞的文學場域中，同時也就移植了其中對於殖民

地、異國與世界的想像。日治時期台灣的偵探敘事的寫作者中，作者如何利用移

植這個來自西方的文類展現其對異國的想像?台人作家與在台日人作家之間吸納

此文類特質的方式的差異何在?亦即，在台日人與台人作家之間的偏重處各自為

何?他們的「異」樣眼光所看到的異地、世界圖像如何? 

 

一．想像台灣的方式—在台日人作家偵探敘事中的殖民性 

     

台灣偵探敘事的寫作者在移植此一文類時，由於種族身份的差異，而有各自

不同的偏重面向：在台日人寫作者透過偵探敘事建立了對於異地、同時也是殖民

地的台灣的想像；台灣本地人士則透過此文類的西方／世界特質想像全世界。在

台日人的寫作者如何呈顯「台灣」圖像?「台灣」圖像中特別吸引寫作者的目光

者為何?他們透過想像的「台灣」圖像以達成什麼目的? 

1．異地異己—日人偵探敘事中的殖民想像 

    台灣作為日本的第一個殖民地，在既是異地又是「本國」的情況下，成為在

台日人進行偵探敘事寫作時一個陌生的而臣服的外地形象。在台日人如何塑造、

虛擬「台灣」形象?如何透過「台灣」形象展現其殖民的企圖?在台日人的寫作者

在移植西方文類時，學習了哪些看待異地異己的方式? 

    自 1898 年さんぽん(Sampon)〈艋舺謀殺事件〉開始，在台日人的偵探敘事

寫作即以「台灣」作為事件發生的環境背景為主要的寫作模式之一。艋舺龍山寺

旁的水池、士林川上的船隻、北投溫泉旅館的附近7、和尚洲、大稻埕的媽祖宮

旁、還沒有汽車通行的三叉河以南地帶8、關子嶺溫泉的高砂旅館、圓山的動物

園、台北城內的新世界電影館9、新化的甘蔗園10裡，都有犯罪以及偵查的蹤影。

偵探的身份，除日治末期的曹老人之外，絕大多數的偵查者是日人的司法警察相

關人士；犯罪者的身份，包含台灣本地人士、在台日人及「支那人」(中國人)。

在台日人的偵探敘事寫作，以司法警察相關的「偵探實話」為主；前述偵探實話

                                                                                                                                            
大眾文學》，(東京都:平凡社，1997年 2 月)，頁 150~151。 

7 此為座光東平〈富豪の死〉的事件發生場景。參見本文附錄。 
8 以上三者為飯岡刑事談〈奇代の兇賊臺北城下を騷す〉中事件的發生場景。參見本文附錄。 
9 以上三者為座光東平〈嚴格な家の娘〉的事件發生場景。參見本文附錄。 
10 此為美川紀行、渥美順、梶雁金八〈姿なき犯罪〉的事件發生場景。參見本文附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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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實」的特質，使在台日人的寫作必須書寫他們當下真實的立足之處—台灣的

故事。透過偵探的行動，除了調查各地發生的犯罪事件之外，同時也調查了台灣

各地的風土舊慣與社會歷史記憶。當講述在台灣的故事—尤其大部份以「實」之

名出現的同時，他們也虛構了想像中的台灣。他們想像中的「台灣」如何?他們

站在什麼位置觀看、虛構台灣? 

    在台日人寫作者最先看到的、再現的台灣，正如前述〈艋舺謀殺事件〉所引，

是一個充斥著天真的小孩、老娼、土匪、鴉片鬼的異地，這是一片前近代的、蓁

莽卻又豐沃的土地，與已經經過文明開化、近代化的日本大大不同。他們看到台

灣的蒙昧、不潔與誘惑。蒙昧的台灣，人們只相信傳統舊習，對現代化的一切顯

得無知而排拒；不潔的台灣，呈現出到處是骯髒的料理店11與恐怖的惡疫，「乾

淨」的、已近代化的日本人在此環境中很難生存；誘惑的台灣，在台灣的土地上，

處處充滿了欲望的記號：不論是台灣的土地、氣侯、人物與品物，或者是台人、

日人、「支那人」在這個島上的放恣不自持，很難不為財色所惑，而終在欲望之

下犯下罪行。對應於文明、衛生、節制的日本，「台灣」以單一的、刻板印象式

的文字再現，成為在台日人眼中的與己不同的落後地帶12。 

以落後或負面評價的方式再現台灣，在台日人作家多半採取的姿態是俯視

的，其位置是在主人的、北部政經中心的、與成人的制高點上。如此的姿態，與

其寫作者的身份有關。在台日人的寫作者，前述指出多為警務相關人士，所發表

的刊物是司法警務的機關雜誌、其讀者亦多為相關專業人士。正因為讀者、寫作

者的身份皆是殖民統治的代言人，而使其所展現出來的文本，充斥著殖民統治的

觀點，這個特質遠較偵探小說本身的娛樂性質更為突出。台灣之於這群由主國日

本而來的「主人」們來說，是他們眼中的異地與異己(the other)；他們站在全知

者的位置，以俯視的姿態仔細觀察殖民地的一切。細察的方法是大量描寫細節，

例如人物服飾、環境擺設、動作對話等等，例如〈艋舺謀殺事件〉寫土匪頭陳秋

鴻的家，細寫了名貴的床、黑檀木椅、絲緞蚊帳、緋羅紗的夜具、白金的洋燈、

描著草花的壽幅、香爐裡的一點煙等等，以非常仔細的態度精察殖民地的一切。

                                                 
11 對於台灣的不潔，在台日人的偵探敘事常透過不乾淨的料理店(餐廳)來描繪。如さんぽん〈艋

舺謀殺事件〉(一)，《台灣新報》395 號，1898年 1 月 7 の日，四版；座光東平，〈富豪 死〉(一)，

《台灣警察協會雜誌》68號，1923年 1 月 25 日，頁 126。 
12 Said(薩伊德)指出，西方再現東方時，往往呈現出單一化、刻板印象化的形象，如神祕的、野

蠻的、殘暴的，並且二元對立出西方的明朗、節制、文明、溫和等等特質。日本再現台灣，與

西方再現東方的情況頗為接近。參見 Edward Said(薩伊德)著、王志弘等譯，《東方主義》
(Orientlaism)，(台北:立緒文化事業，1999年 9 月)，頁 7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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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十九世紀末西方的旅遊探險家對於東方的觀察13，在全知細視之下，日人的

寫作者也認為台灣是又髒又不文明，有待文化位階更高的日本來教育、拯救的異

地。異地或異己之「異」，是指相對於自己的、自己所不了解的一切，這是一個

外在於自己的視角，與自身對立的角色14。「台灣」對日本人來說，其本身的實

質為何並不重要，重要的是，透過對於此原始之地的觀察、想像與再現，突顯日

本在亞洲與世界的制高位置。當「他者」以愚蠢、髒亂等等負面形象出現，「我」

更能對映出自身文化的優越價值。鞏固此優越價值的方式，就是不斷地透過文字

再次書寫台灣之惡，而後透過偵探、警探的高明手段治理，使台灣的一切在掌握

之中。正如前述負責偵查、治理犯罪的偵探角色除了後期曹老人之外，全都是殖

民政治底下的日人15，他們扮演主人、成人的角色，台灣則是臣屬、天真的孩童，

正等待來自更高位階的指示與啟蒙16。若將偵探看作積極主動地發起行動的主

體，而被偵探的對象則是被動地接受調查的客體，則日本與台灣的關係，正如偵

探與被偵查者；在台日人的偵探敘事作品中，日本人的偵探總是能夠任憑己意地

調查、安排、處理、懲罰台灣的一切。 

面對此相對於日本主國的異己，在台日人的寫作者所關心的是如何馴化「野

蠻的」台灣，使之成為其得以利用而又不會超越主人的臣屬17。來自西方的偵探

                                                 
13 西方在十九世紀以後看待東方，不再只是神祕的古文明之國，而以更為優越的目光，認為東方，

如中國或印度，是又髒又臭、不體面的，等待更高的文化來拯救。參見顧彬(Wolfgang Kubin)
講演、曹衛東編譯，《關於＂異＂的研究》(Exotism and Salvation)，(北京市:北京大學出版社，
1997年 10 月)，頁 28~29。 

14 參見顧彬(Wolfgang Kubin)講演、曹衛東編譯，《關於＂異＂的研究》，頁 1~3；廖炳惠編著，《關

鍵詞 200:文學與批評研究的通用辭彙編》，(台北市:麥田出版，2003年)，頁 180。 
15 台人的警探角色在日人的作品中通常並沒有明晰的形象，而以「鄭密探」、「陳巡查」之類次要

人物的簡單描述帶過。 
16 日本在德川幕府之後，就形成「進步的日本」、「落後的亞洲」的論述，他們認為近代化的日本

文化較諸亞洲諸國的文化更為高明，而需以這樣的「高等文化」去拯救其他較為低等的文化，

如「近代的日本語」可以改造亞洲文化的主張。較高等的日本文化改造台灣文化與此主張的脈

絡相同。參見吳文星，〈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推廣日語運動初探〉(上)，《台灣風物》37 卷 1

期，(1987年 3 月)，頁 4~5。 
17 呂紹理對日本殖民的分析，指出殖民政府一方面欲治理台灣，使之成為「堪用」的土地，另一

方面卻又設計了許多關卡，不願台人進一步取得更多現代化的資源，因為任何進一步的「開化」

台人的措施都可能會危及日本對於台灣的殖民統治。此亦呼應本文第二章第一節論台灣的大眾

傳播媒介之形成，正是這種經手於日本的文明開化論述，使台灣的「開化」始終帶有殖民性格，

呈現「空降」的特性，而非社會內部本身產生的需求。參見呂紹理，〈展示台灣:一九○三年大

阪內國勸業博覽會臺灣館之研究〉，《臺灣史研究》9卷 2期，(2002年 2 月)，頁 137~139；本

文第二章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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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事提供了一個好的示範，其中揭櫫的科學與理性是他們手中最有力的鞭子。透

過張揚科學理性的價值，他們想像「落後」的台灣，必定能夠改造成為帝國的糧

倉、適合日本人旅行、居住的殖民地典範。除加以現代科學理性的啟蒙之外，透

過虛構故事的書寫，改造台灣的社會現實，亦是日本殖民政治下的寫作者馴化台

灣的方式。例如〈艋舺謀殺事件〉中有關「林翻源」的形象。前述指出這個形象

應是影射乙未割台時避地廈門的板橋林家的林維源。當小說中的林翻源說出日本

的殖民軍隊精銳、憲兵巡查都用文明的工具、且人數眾多，台灣民眾必無法與之

對抗時18，刻意扭轉了真實人物林維源—同時也是北台的重要地方領袖—對於日

本的態度19，一方面捏造這位地方上的大人物告訴台灣人抗日的不可能，訴諸地

方權威以告誡仍懷有二心的台灣百姓；另一方面也透過將這位具有抗日精神的地

方人物塑造成向政治現實妥協的歪曲形象，以降低其人格。透過治理台灣的犯

罪、張揚西方文明的科學理性、以及纂改台灣的歷史記憶，「台灣」的形象一貶

再貶，殖民統治的合法性與優越性則再三受到肯定。而西方偵探敘事文類中的「異

國」與殖民性，在台日人寫作者以想像台灣的方式得到開展。 

    然而在書寫台灣的犯罪事件的同時，他們忽略了犯罪／偵查書寫的雙刃性。

固然透過治理犯罪突顯台灣已在殖民統治的掌控之下，對於此異地已逐漸能夠為

我邦所用；但另一方面又透過犯罪的發生，暗指殖民政治的破綻20，在英明的統

治之下，「台灣」仍不是一個毫無缺陷的世界，失序及缺憾與殖民統治的歷史相

始終。 

2．黑暗她者—偵探敘事的殖民地女性異色想像 

    當在台日人的偵探敘事寫作者中以異己他者的位置定位、想像台灣時，他們

也沒有忘記觀看向來異國想像中最為誘人的異地女性21。女性的身體常是西方文

學傳統中對於異國的綺麗幻想；並且在他者與「我」的對映關係下，女性常被當

作是黑暗的、非理性的、消極的形象，以反襯男性的光明、理性與積極。尤其是

                                                 
18 參見さんぽん〈艋舺謀殺事件〉(二十)，《台灣新報》416 號，1898年 2 月 2日，四版。 
19 有關林維源與抗日的關係，參見王世慶，〈林本源之租館和武備與乙未抗日〉，《臺灣文獻》38

卷 4 期，(1987年 12 月)，頁 35~48。 
20 有關殖民統治的破綻，一個鮮明的例子是さんぽん所著〈苗栗の小使殺し〉。在此長篇小說中，

鋪陳了一樁冤案，冤案的開展乃因為殖民地的預審法官不明就理、胡亂栽贓的結果，而使同為

日本人的篠崎蒙冤八個月，並且遭到可怕的密室監禁，身心俱受到巨創，指責了殖民地法官的

顢頇無能。 
21 女性與異國想像的關係，參見顧彬(Wolfgang Kubin)講演、曹衛東編譯，《關於＂異＂的研究》，

頁 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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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的古典偵探小說中，陽剛(masculine)與陰柔(feminine)的對比，更是突顯小

說中的英雄之崇高偉大的最佳利器，福爾摩斯故事正是此中翹楚22。在台日人的

偵探敘事寫作者，並沒有忽略這個女性／他者 V.S.男性／我類的對照組合，再加

上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權力關係，以及娛樂導向的需求23，而使殖民地的女性，

成為台灣偵探敘事中複雜的「黑暗她者」。透過觀看、想像、書寫異地的黑暗她

者，在台日人的偵探敘事寫作者移植、實踐了偵探敘事傳統中的異國與異色想

像。他們如何觀看女性?採取的態度為何?女性在他們的筆下，呈現出何種在地風

情?女性如何作為他者，以作為台灣偵探敘事中的陽剛氣質之對照? 

    在台日人的偵探敘事文本當中，從來就不乏女性的角色。這些女性角色有些

是台灣本地人，另外還有一些是從日本隨著殖民體制渡台的日本女性。日本女性

的形象，如〈艋舺謀殺事件〉中安排了一個剛烈的藝妓芳枝(又作芳江)，〈富豪

の死〉(〈富豪之死〉)中見義勇為卻捲入三角戀的藝者千代香、〈嚴格な家の娘〉

(〈家教嚴格的女孩〉)中物質欲望薰心的美少女智惠，以及偵探實話當中許許多

多的年輕的、中年的、美麗的、普通的女性；眾多的日本女性來到新的領地台灣

之後，卻捲入了犯罪與死亡當中，有的時候是受害者或關係人，有的時候則成為

加害的兇手。在台日人的偵探敘事寫作者，描繪他們的日本姊妹在台灣時，主要

著重於女性的悲慘命運的人物塑像24。日本女性被觀看的部份，除了他們美麗的

容貌之外，最主要的是他們的身世。日本女性的身世故事，並不一定與犯罪故事

或偵探故事有直接的相關，然而卻成為在台日人的寫作者大力鋪排的情節。透過

觀看、凝視日本女性不幸的身世故事，其中的黑暗、怪異、欲望、沉淪，成為日

人寫作者塑造的偵探的對照。在此意義上，在台日本女性的角色，其實更像是寫

作者將其潛意識中對於異地、新殖民地的陌生與無力感，投射於其中。由是，日

本女性形象對在台日人的寫作者來說，並非不可解的他者，更像是被設計、想像

成為積極、主動、光明的形象之下的陰影25，自我的另一個面向。 

                                                 
22 參見廖炳惠編著，《關鍵詞 200:文學與批評研究的通用辭彙編》，頁 105；Susan Rowland,  From 

Agatha Christie to Ruth Rendell: British Women Writers in Detective and Crime Fiction, (New York: 
Palgrave, 2001), p.16. 

23 有關台灣偵探敘事中對於女性的凝視與消費，參見本文第四章第二節。 
24 中島利郎指出在座光東平的小說中，多半不寫女性的犯罪心理，而集中在寫美麗女性的悲慘命

運。參見中島利郎，〈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台灣探偵小說史稿〉，《歧阜聖德學園大學外國語學

部中國語學科紀要》，第 5號，(2002年 3 月 31 日)，頁 11。 
25 榮格(Jung)的人格理論當中有「陰影」(shadow)的部份，一個立體的人，一定會有陰影，才是

完整的人。陰影就是正面的、積極的、具有道德高度的特質，在光線的照射之下的影子。參見

陸揚，《精神分析文論》，(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1年初版二刷)，頁 108~109。 



第五章  消費現代性：偵探敘事生成的文化圖景 

                                                                                    
 

 - 122 -

    真正具有黑暗她者意義的是對於台灣本地女性的凝視。正如他們以主人的、

成人的態度看待殖民地台灣，在台日人的寫作者亦以主人與成人的制高位置俯視

殖民地的本地女性，並且除了臣屬、弱小的身份之外，還加上男性對女性的權力

結構關係。於是在殖民地的本地女性所呈現出來的形象，比殖民地本身的形象更

為平面、更為化約，她們蒼白瘦小，卻美艷絕倫；出場頻率不高，但經常與性的

欲望有關。對於她們的身世，寫作者並不太有興趣，所述不多，而著重於當下的

感覺與動作。殖民地本地女性的形象對在台日人的寫作來說，正是異地之下的異

色想像。當他們寫作殖民地本地的女性的行動時，意在言外地指向女性的身體。

例如前述〈姿なき犯罪〉(〈失去蹤影的犯罪〉)中對於秋月的描寫。秋月的出場，

是在一個清晨驚慌失措地喚醒某個男人—後面會說明這位是松井巡查—這樣的

開場給予許多遐想空間。松井巡查在偵查命案的過程中，總是一而再、再而三地

問自己「這麼美麗的秋月可能是犯人嗎?」這再三的提問，是對於女性的性吸引

力的反覆提醒。除了性的吸引力，殖民地本地女性對於在台日人的寫作者來說，

似乎沒有其他的更值得觀看之處。台灣女性的成為日人偵探敘事中的他者，聚焦

於其美麗弱小的形象，其作用在滿足男性的(性)征服欲望，以及對於其陽剛特質

的烘襯；在焦點之外是一片黑暗。於是在殖民地的偵探、警探們的正面形象之下，

殖民地女性形象成為成就其光明、積極的反襯—一個陰暗、消極的他者。 

 

二．想像世界的方式—台人作家偵探敘事中的西方與世界 

   

  前述西方偵探敘事文類傳統中的異國想像特質，以及敘事當中的西方的生活

樣式，移植至東方之後，東方的寫作者一方面能夠藉由此一文類的異國視野想像

世界，另一方面亦透過此來自西方的文類想像西方。台人作家移植偵探敘事文類

時，如何移植這個文類的異國想像方式?在偵探敘事當中他們如何想像西方、想

像世界?他們透過這個移植的文類中的異國想像達成什麼目的?相較於日人作家

的想像台灣，台人作家想像世界有何用意? 

1．世界圖像的建構 

    台人寫作者，在移植、學習偵探敘事文類的同時，一方面學習了偵探敘事文

類對於世界的想像，另一方面也在寫作中模仿西方的生活樣式。台人作家如何建

構他們想像中的世界?他們所建構的世界圖像有什麼特質?他們在什麼位置看待

世界?他們如何在台灣實踐對世界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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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治初期台人作家的偵探敘事文類習作，即以想像中的世界圖像為日後的中

文偵探小說定調。幾乎沒有例外的，他們的偵探故事多半不是在台灣的環境當中

發生。前述李逸濤的〈殺姦奇案〉中環遊世界大逃亡式的追捕，從倫敦到孟買、

從紐育(即紐約)到巴里(即巴黎)，以及魏清德〈膺票〉26中的牧師偽鈔案在美利堅

合眾國「因田那州」裡發生，或者魏清德索性就標明其作為「法國偵探小說」27；

後半期謝雪漁長篇小說〈英雌傳〉28中偵探與盜匪在「帝都」東京的澀谷、上野、

日比谷公園、郊外的熱海追趕，又如〈小學生椿孝一〉中東京郊外的小學生破解

了一封來自大阪的電報內容。不論是故事發生的地點、或者是人物形象設計，皆

非本地的風土人情。即便是將偵探故事的場景拉回台灣，還是要有英國的福爾摩

斯搭著亞米利加丸輪船來台，而福爾摩斯的對手亦非「土產島人」(例如俠盜廖

添丁)，而是聞名國際的法國俠盜亞森羅頻。 

    台人作家雖然描述了一個看似百花齊放的大千世界，然而正如前述，跟隨著

這些偵探的行蹤所到的異地卻似乎沒有太大的差別或特別讓敘事產生推進力量

的元素。台人作家所看到的「世界」，大部份是平面的，沒有特殊性與複雜性。

他們想像中的「世界」，似乎可以飛天遁地自由來去，想到哪裡都可以立即出發。

並且到了世界的任何一個角落，他們都可以溝通無礙，因為這是一個無差別的世

界。以世界各國最基本的差異—語言觀之，小說中不論是俄國人、猶太人或中國

人，在任何一塊土地上、任何一個時候所有不同種族、國家的人物都可以互相對

話。除了〈偵探記〉中的王阿四因為被毒啞之後而赫然發現原來他是會英文的以

外29，台人作者大部份的時候似乎都沒有意識到語言的問題30。台人作家的小說

                                                 
26 參見本文附錄。 
27 如魏清德所著〈齒痕〉一篇，標榜為「法國偵探小說」，其發生地點在花都巴黎，偵探角色為

巴黎名偵探「鏤骨」，敘述巴黎的一件命案。十年前巴黎近郊的一座古塔中發生了一件一男性

薩六為爭奪一女性賽玉環而殺死友人歐二的事件，歐二在被害之際咬了薩六一口，造成薩六右

腕有齒痕，後由檢事長歐陽化宣判死刑。十年後歐陽化不知如何被害身亡，左臂上留有齒痕。

歐陽化死前一晚有一女性訪客抱一兒而來，為田閣伯爵的遣孀，調查之下即為賽玉環。田閣伯

爵為動物學家，蓄養了一個來自中央亞細亞的蛇兒(即人與蛇交接而生)，伯爵與歐陽化之死皆

在此蛇兒之齒毒，因此抱蛇兒前往訪問的賽玉環涉嫌重大。後鏤骨訪一名擅於偽裝的人，雖為

老人，卻貌似年輕女性，名為黃花娘子。黃花娘子正是為以催眠術脫逃出獄的薩六施以偽裝假

面的人。薩六重返巴黎之後，化名為郝隆昌，為撞球師，以其僕混入伯爵家，以期能再得賽玉

環，並且以催眠術讓這名蛇兒咬死伯爵和歐陽化，終被鏤骨調查出來極被捕判刑。參見本文附

錄。 
28 參見本文附錄。 
29 而且李逸濤〈偵探記〉中王阿四不會漢字，卻會寫英文，一方面可以合理化俄國人與中國人的

溝通，另一方面亦讓這個故事中的人物看起來更為時髦一點。因此，王阿四以英文筆談，並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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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很難看到對於「語言」問題或其他差異性的關注，其所呈現的世界是一體的、

一切放諸四海皆同，並沒有意識到差異性的存在，細節也在無差異之中消除，例

如李逸濤〈偵探記〉中並無法準確地描繪出中國人張清坤與猶太人毛瑟用什麼語

言談戀愛。這樣的方式與日治初期在台日人的寫作模式大為不同。日人作品如さ

んぽん(Sampon)〈艋舺謀殺事件〉中的記者花野既能講「土語」，亦能講官話，

而小說敘事當中亦以標音的方式顯示土語、官話與日本語之間的多音交響—雖然

這樣的再現未必符合實際的狀況31，更可以看作是異國情調的鋪陳與對殖民地的

細節狀況掌握良好32。日人作家在殖民企圖與直接涉身異地的情況之下，對於差

異與細節更為敏銳，正如〈艋舺謀殺事件〉中土匪頭陳秋鴻面對不懂土語的日本

藝妓芳枝時，連調情都辦不到，更不用說談戀愛。而這也顯示了台人作家們的非

寫實的寫作觀。他們不認為偵探小說是寫自己所處的環境之現實的文類，而更視

為之為恣意想像的媒介。然而，也在無差別之中，他們實踐了對於「四海一家」

的渴望，而「世界」只是一個標籤，內容是什麼並不重要也不清楚。 

2．移植的西方視野 

台人的寫作者何以透用偵探敘事文類來建構世界圖像?亦即，他們利用了偵

探敘事的什麼特質來建構世界圖像?討論台人的作者如何移植此一文類，也探索

了這個文類之所以吸引他們的目光，引起他們學習、寫作的因素為何?他們如何

改造這種文類的特性? 

台人作家的偵探敘事文本當中，對於「世界」的想像，大約可皆為兩種，一

種是直接作者對於「西方」世界的想像，另一種則是指向文本當中的人物透過「西

方」的眼光想像世界。首先是作者對於「西方」世界的想像，台人作家以對於異

地異人的鋪寫，為當時的台人開了一扇想像世界的窗口。若以台灣「本島」的環

                                                                                                                                            
對各國的差異有所認知下的設計。 

30 一個例外是〈智鬥〉一篇，對於語言的問題比起其他的寫作者更為敏感，因而他設計了一個會

講「島語」的福爾摩斯。然而或也是因為對於細節差異的敏銳，使之更能夠關注到本島的情況。 
31 例如〈艋舺謀殺事件〉中的「土語」中有「一二點鐘等候」一句，更類似從其後所附的日文翻

譯「一二時間位待ってくれ」的直譯。參見さんぽん，〈艋舺謀殺事件〉，《台灣新報》412 號，

1898年 1 月 28 日，四版。 
32 西方通俗文學作家亦有這樣的狀況。他們寫作東方的時候，也用了奇特的拼音，拼寫出他們想   

像中的東方語言。例如德國小說家卡爾．邁(Karl May)寫作《孔丘．諾言》時，就用了奇特的

拼音，例如用 Pen-tse來表示「辮子」。顧彬指出，對作者來說，他筆下的外文正確與否並不

重要，重要的是透過語言來表現人物性格及其社會地位。參見顧彬(Wolfgang Kubin)講演、曹

衛東編譯，《關於＂異＂的研究》，頁 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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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及「本島人」的身份作為自我的認同，則在中文的偵探敘事寫作當中出現的地

域與人物，都是異地與／或「異人」。這些異地與異人所展現出來的，正是台灣

的寫作者對於世界的認識與想像。這樣的世界是相當不同於以往的均質的傳統中

國社會。想像世界，就是他們發現世界的過程。在此之前，台灣的寫作者—也就

是文人，也許還沒有「世界」的觀念，雖然地處邊陲，但中國還是「中國」；而

當晚清以降向泰西學習的文明啟蒙熱潮，以及日人帶入台灣的「近代的日本」，

使他們看到了新世界的種種可能性。台人作家看到了世界中的人們如何享受各種

新奇的事物，而這些事物正是所謂「文明」的象徵，而這些文明正是西方的產物。

雪茄煙與珈琲茶似乎比本地的長筒煙與杏仁茶來得更適合、更應該在偵探小說中

出現，正如倫敦的街道遠比艋舺的水池、俄人偵探培特遠比龍山寺旁的老人更適

合在他們所認識的偵探小說當中出現。 

    前述李逸濤的小說中透過人物的行動所到之處而描繪出來的「世界」圖像，

其實是相當西方本位的。日治初期大力描寫的「世界」，主要以西方為參考圖式，

甚至連對東方的描寫也是西歐的視角—如英國殖民地印度。日治後期的「世界」，

則將重心移轉至以「主國」及「祖國」的圖像，然而這些的移轉並非指向主國或

祖國的傳統，而是指向其西化的、現代的一面33。日治時期台人的寫作者學習了

西方偵探敘事觀看、想像世界的特質，但也移植了其中的「西方觀點」。亦即他

們也學習了西方偵探小說文類當中以西方的角度看他國的方式。 

    日治時期台人作家在寫作偵探小說時，之所以將目光偏向世界，除了因為偵

探小說本身所具有的異國想像特質之外，另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是，他們為什麼

不寫台灣?他們為什麼寫俄國、寫猶太人、寫滿洲的馬賊、寫美國的牧師、寫上

海的拆白黨、寫「美利堅」寫「柏林爾」、寫約翰寫加圖南，就是不寫其所生長

的「台灣」?追探可能的原因，一方面是他們對於這個外來文類的掌握或許還不

是太好，只能模仿其外觀，其外觀最為重要的是就是種種西方文明中的物質與科

技。另一方面，這亦顯示了他們不自外於這個世界的企圖。正如〈智鬥〉中利用

福爾摩斯與亞森羅頻造訪到處都是「華美之大廈」的嘉義，台灣的寫作者們，已

經從天國大朝的子民，轉而認知到世界的存在。藉由模擬偵探敘事這個西歐的文

類，他們彷彿也掌握了西歐的種種情況。他們學習了偵探小說當中的冒險性質，

                                                 
33 即使是寫東方，台人的偵探小說作家還是寫西化的東方生活樣式，例如〈英雌傳〉中東京的「洋

裝婦人」、「洋桌」、「西洋封筒」(即西式信封)等等。參見雪，〈英雌傳〉(九)，《風月報》57

期，1938年 1 月 30 日，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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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更為重要的解謎性質卻並沒有成為他們關注的焦點34。例如李逸濤〈偵探記〉

中俄人偵探培特還是要靠老娼阿梅意外地告訴他犯人的下落，或者是東京郊外的

小學生椿孝一因為一時興起把外國電報的內容當作數學習題來作而破案。作品多

偏向其中的種種奇遇。案件的偵破，也常常是依靠偶然的因素，正因為他們學習

了偵探小說中的冒險性質，而使台人作家創作的偵探敘事文本中，往往較不重視

偵探的理性邏輯推理之因素。利用偵探敘事文類本身的冒險性質，得以透過前述

偵探與犯罪大逃亡式的追捕，踏遍世界。 

    如此，在台人作家的偵探敘事文本中，看不到台灣與日本的位階關係，也看

不到台灣本地的問題—他們一心要求異國的情調、世界的想像。他們的認同焦

慮，並不透過壓榨「世界」或異國的符號來得到平衡，而是透過一連串的浪遊，

得到空間的開展，而開拓自己可能的座標位置。異鄉異國相對的是自己，是尋找

一個外在於自己的角度來審視、了解自己35。他們到裝扮成異人、到異國世界去，

正是由外審視自己的處境。但是前述其平面化、化約化的特質，使這異國他鄉有

時卻像是傳統中國。出遊的是他們的身體，但是內在的心靈卻未遠離。印度的女

性也像是中國的俠女、東京的小學生在未經「現代化」之前更像是中國的傳統文

人。 

    相較於在台日人作家利用這個新文類想像台灣，台灣的作家則藉以想像世

界。此二者的差異，一方面是權力結構下位置的不同，使二者的選擇有異。日人

的作家能夠發現、利用偵探敘事的殖民性格，正因為他們所處的位置是政治上

的、經濟上的、文化上的宰制位置。由於他們的宰制位置，讓他們很輕易地發現

偵探敘事中的殖民性質，並且大為發揚，而幾乎將這個性質當作是在台灣的偵探

敘事文類的重心。而台灣本地的寫作者處於被宰制、被觀看的位置，如何突破這

種不利的地位，一個方式是藉由來自西方的文類的觀看方式，來觀看世界。觀看

世界是他們的自我提昇。這亦可以看到異國是一種普遍的渴望。他們用西方的異

國高度來建立自己的高度。他們所達成的目的，遠比殖民者的殖民目的更為複

雜。他們不是看不到本地，而是他們認為世界更提得一提。他們更想要親近世界

的文明，而這文明是台灣的作者所一心希翼的對象。此外，台人作家並不展現這

個文類當中更為幽微的殖民性，正因為他們無法掌握權力，殖民性格對他們來說

                                                 
34 西方的偵探小說中在解謎之外，亦帶有冒險的性質，一方面是偵探參與調查時所經歷的種種故

事，另一方面亦可能出現在與犯罪偵查無關的部份，如作為犯罪的動機說明等等。孔慧怡指出

林紓翻譯柯南．道爾的偵探小說，或許也有為其中的冒險故事而譯的可能。參見孔慧怡，〈還

以背景，還以公道—論清末民初英語偵探小說中譯〉，頁 104~105。 
35 參見顧彬(Wolfgang Kubin)講演、曹衛東編譯，《關於＂異＂的研究》，樂黛雲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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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太過奢侈的想像。他們雖然想像了世界，但相較於在台日人作家的想像台

灣，其實卻是一種內向的選擇。日人想像台灣，因為他們能夠以權力在此土地上

不停地說話與征服，是一種向外的征伐；而台人想像世界，卻是因為他們沒有說

話的空間、無法征服，而只能朝向空想的異邦前進。無權力者無法像殖民者那樣

有著高高在上的「異樣」眼光，而只能在世界一家的觀點下，尋求可能的立身位

置。寫異國，正是一種出走。他們走出了自己的島嶼，想要走向不同的世界。透

過約翰、透過福爾摩斯，他們看到了世界，更希望世界看到他們。這樣的渴求，

除了在晚清以降的世界變局中，他們逐漸認知到世界的存在之外，另外一種可

能，是他們對於無權掌握自己的土地的一種逃遁。此外，另一個重要的層面是，

由通俗娛樂文類的觀點來看，台人作家之所以多記世界之事，是因為這些西方

的、世界的故事對當時的讀者來說是新奇的、有趣的，他們著重於文本當中的趣

味元素，而「世界」的、西歐的種種生活樣式與圖像則是趣味的來源。前述台人

所作偵探敘事文本中，以「美利堅」、「柏林爾」⋯⋯等等地名作為人名，並不是

像「台娘悲史」那樣以影射的方式施行批判，而只不過是一些有趣的、好玩的符

號。而「世界」，也就成為台灣讀寫者娛樂消費的對象。 

 

 

第二節  搜查現代性：科學、法律與社會秩序烏托邦 
 

    西方的偵探敘事文類，是在西方十八世紀啟蒙運動以降、十九世紀工業革命

乃至現代資本主義興起的現代化脈絡下出現36，這個文類本身即包含了現代性的

屬性37。典型的偵探小說中的現代性屬性，主要展現在對於科學理性的全面信

                                                 
36 西方偵探小說的起點，即 1841年愛倫坡的《摩格街謀殺案》(The Murders in Rue Morgue)，以
及其後英法各國的創作，正是現代資本主義興起，都市文明展開的時候。 切司特吞(Chesterton)
認為偵探小說是都市的「詩」；Marc Lits則指出，偵探小說在工業時代出現，因為工業時代產

生了無法無天的流氓，潛藏在大城市的街道中；工業時代也產生了有組織的警察力量以對付

之。而在工業社會中的異化的、被「文明病」糾纏的人們，藉由閱讀偵探小說以轉移他們的死

亡恐懼。參見切司特吞(Gilbert K.Chesterton,)作、思果譯，〈為偵探小說辯〉，《聯合文學》10

期，1985年 9 月，頁 105；Marc Lits,“ The Classical Origi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etective 
Novel Genre,” Trans. Paul Milan, PARA．DOXA, Vol.1, No. 2, (1995), p129.  

37 「現代性」(modernity)，是指現代社會生活或組織模式，最早是發生在十七世紀的歐洲，而後
在世界各地造成程度不等的影響。啟蒙及工業革命而來的經濟、社會、文化之變遷，伴隨著市

場消費、個人主義、大眾媒體的發展，以進步為理想目標，希望與過去絕裂，強調創意、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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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近代／現代法律體系與正義之間的對話，以及現代社會秩序烏托邦的建構。

透過犯罪的發生、偵探的搜查的種種情節，偵探敘事文類展現了其為「現代」、

與傳統相異的一面。台灣的偵探敘事之發生與形成，正循此脈絡，以「現代」科

學理性、法律體系等等為其與傳統文類有所區別的特徵。就文本的層面而言，在

文本中的偵探如何調查、如何發現真相、真相的再現方式為何，在在指向了現代

性呈顯的過程。而台人作者與在台日人作者的作品中對於現代性的態度又有何不

同?他們所建構的社會秩序烏托邦是否有所差異? 

 

一．理性／科學—除魅的過程 

    

台灣的偵探敘事文類文本中，透過偵探角色對於案件的偵查，呈顯科學、理

性—現代性的特質之一。台灣的偵探敘事文本如何呈顯科學、理性?在文本中科

學與理性呈顯出什麼樣的「現代」面貌?其效用為何? 

1．台灣偵探敘事中的理性／科學 

西方啟蒙運動以來所重視的理性、科學，在西方的偵探敘事文類當中成為推

進敘事的力量之一。理性，是指人類所具有的前後連貫思考與理解，以及對一切

知識懷疑、以分析的方法求真的能力；在現代社會中，表現在科學與技術方面，

是有系統、有方法地理解、預測、控制自然。科學是在理性的原則下運作，可消

除迷信，有助人類進步，是最高級的知識；科學理性是現代性的重要內容之一38。

理性是科學的原則、科學是運用理性原理的實踐。透過科學理性的運作，人們對

於神祕的事物不再感到神奇可畏，因為他們能夠利用邏輯演繹推理以及自身對真

實世界的認識，訴諸實證，發現神祕之事的在真實世界中的真正面貌，這是一種

除魅的過程、對於神祕的掌握。偵探敘事文本中偵探揭發(犯罪)案件的真相，亦

是以科學理性為原則，除去其神祕的面具，使真相大白，事實能夠為偵探、讀者

                                                                                                                                            
理性、改善的、有效率的特質與價值。參見 Anthony Giddens(紀登斯)著、田禾譯，《現代性的
後果》(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南京：譯林，2000年)，頁 1；廖炳惠編著，《關鍵

詞 200:文學與批評研究的通用辭彙編》，頁 167；Raymond Williams(威廉士)著、劉建基譯，《關

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彙》(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台北市:巨流圖書

公司，2003年 10 月)，頁 249。 
38 Raymond Williams(威廉士)著、劉建基譯，《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彙》，頁 314；李弘祺，〈「現

代性」的歷史意義—近代西方世界形成的一些省思〉，收入氏著《面向世界:現代性、歷史與最

後真理》，(台北市:允晨文化，2002年 7 月)，頁 33；黃瑞祺，《現代與後現代》，(台北:巨流

圖書公司，2000年 4 月)，頁 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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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掌握。台灣的偵探敘事亦展現了這樣的特質，文本中的偵探、警探大加運用理

性原則、科學精神及技術，揭露了事實的真面目。 

台灣偵探敘事文本中的偵探角色在偵察辦案的時候，首先服膺於「合理」的

邏輯思考，而邏輯思考的基礎來自於對於人事物的觀察，這正是津田秋、甲賀三

郎等人譯介西方偵探小說時最為重視的福爾摩斯式的「觀察推理」模式39。龍山

寺的曹老人曾經有一次類似福爾摩斯的日常推理演出40。龍山寺的廟祝范某工作

完後出去一陣子，回到廟後頭髮看起很整齊。曹老人先是說了剪頭髮讓心情看起

來很好，然後突然問了一個問題，「今天早上停電了吧?」范某覺得很奇怪地答了，

「停電?今天是第一個星期日，中午之前停電。但是，為什麼沒頭沒腦地這樣問

呢?」曹老人答道，「沒什麼，我注意到你的臉。你的臉的左半邊剃刀的痕跡較粗。」

「然後?」「李進發的理髮店是狹長型的，裡面有點暗。臉的右側是向外面，較為

明亮，但臉的左側如果不點電燈就太暗而無法剃了。今天早上在黑暗下也還是剃

了吧。」「原來是這樣啊。你啊，常常突然講出奇妙的話，讓人吃驚。真是壞習

慣。」范某其實對曹老人的推理能力感到相當佩服。41曹老人的發問雖然看起來

沒頭沒腦，然而卻正是「有頭腦」的推理的開端。推理的過程並不複雜，亦未涉

及艱澀的理論、分析，然而正是在常人所不注意的日常生活細節中，觀察事物的

痕跡、推理出事實的真相。如此的理性運作正是在合乎事件前後因果邏輯之下的

進行歸納演繹。而運用理性推理演繹的基礎，就在於實地觀察、實際搜證。亦即，

理性是建立在「事實」的基礎之上，而非空想、幻想。在兒童故事中的紳士父親

告訴孩子們，有了充份的證據和理由而發現事實真相，才能夠獲得獎賞。事實與

理性正是在新時代中「高人一等」的利器。 

在理性的原則之下，偵探運用了種種最實的、最新的、最合乎理性的現代科

                                                 
39 福爾摩斯代表了科學理性主義的意識型態，乃因其文本表現了以邏輯推理及科學方法能夠解開

謎團、得到犯罪原因。參見 Tony Bennett,Popular Fiction: Technology, ideology, production, 
reading,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p. 218. 

40 福爾摩斯經常有與案件並無直接關係的推理，常常是由生活中的一些小事物、不起眼的痕跡推

斷事情的真相。例如在〈四簽名〉當中以一隻懷錶演繹推斷出華生的兄長的故事，讓華生大吃

一驚。福爾摩斯認為「猜想是很不好的習慣，它有害於作邏輯的推理。」(頁 117)「華生，你

什麼都能看出來，可是，你沒有從所看到的東西作出推論。」(頁 337)從所觀察到的事作合乎

邏輯的推理，就是福爾摩斯服膺的原則。參見 Conan Doyle(柯南．道爾)著、丁鍾華等譯，《福

爾摩斯探案全集》(一)( The Complete Sherlock Holmes)，(台北市:遠流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2002年 1 月初版十一刷)。 
41 參見林熊生，〈曹老人の話第三話．入船莊事件〉，《台灣公論》12月號，1943年 12 月 1 日，

頁 10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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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技術來破案，正如犯罪者亦以最新的科技犯案。犯罪者與偵探者的「新」科技，

從〈艋舺謀殺事件〉中化學實驗、醫學驗屍的方式、〈苗栗の小使殺し〉(〈苗栗

工友命案〉)中的刀劍血跡檢驗、李逸濤〈偵探記〉中所寫的輕氣球、手槍裡噴

出的白粉，到偵探實話中的指紋辨識、小學生椿孝一的數學算式、曹老人的泥土

與放大鏡，無一不是當時(或作者心目中)最為「科學」的技術。而偵探的過程，

有時幾乎成為新式科學的展示場，舉凡化學、物理學、生理學、醫學、數學⋯⋯

種種名詞與描述，在文本中鋪排成新科學、新科技的知識網絡。然而這樣科學技

術與推理演繹的過程一樣，其實並不訴諸過於深入、專業、複雜的操作過程，大

部份是常識科學(common-sense science)42，亦即一般人透過文本文字亦可理解、

可以想像、不需依靠特別的儀器、理論，這是不超過一般閱讀者的知識領域的「新

科技」。例如曹老人在〈幽靈屋敷〉(〈鬼屋〉)中以一撮泥土、一支放大鏡、一

支能夠量到公釐的尺、幾顆鈕扣，就能夠揭發整件陰謀的真相。這樣看似簡單而

人人可以操作的科學技術，除了使一般讀者不因為內容的複雜而望之卻步，並且

又能滿足一般讀者對於科學的好奇心之外，更可以使讀者相信，理性才是使科學

成其為科學、使科學具有卓越的地位與價值的原因。能夠充份運用理性，就能夠

完全掌握任何可怖可懼的神祕事件之真相。 

除理性原則與科學技術的運用之外，一個與現代性與現代理性有關的是對於

近代標準時間的領會43、「時間」的細緻分割與掌控，以及「時代」的自覺。這

是一種新的、「現代」的並且具有理性特質的時間體驗。早在日治初期的日文與

中文偵探小說文本中，即由偵探、證人、犯罪者不停地告訴讀者有關現代「時間」

的訊息。如〈艋舺謀殺事件〉中兩個台灣人轎夫提起被害者上海人賴阿蒙生前曾

經坐他們的車，大約是午後五時左右。第二天叫他們拉車送貨到土匪頭陳秋菊的

家，這位洋裝紳士從口袋裡拿出錶來，說，「現在未到十二時點，起身日沒能回

來。」44或者是在〈殺姦奇案〉中鬼偵探約翰在孟買時「聽鐘鳴兩下」45而採取

行動等等。他們所認識到的時間不再是日晷、刻漏、雞鳴的計時方式，不再是一

                                                 
42 對於常識科學(common-sense science)的解釋，參見 Jacques Barzun, Science: The Glorious 

Entertainment,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64), pp.85~86. 
43 近代標準時間的進入有兩層意義，一是指格林威治標準時間，一是指經由國家機構制定的統一

標準時間。有關日治時期的標準時間的建立，以及對於日常生活作息的影響，呂紹理《水螺響

起—日治時期台灣社會的生活作息》一書有詳盡的討論。參見呂著，(台北市:遠流出版，1998

年 3 月)。 
44 此句為河洛語體中文，意即「現在還未十二時，現在出發日暮之前能夠回來」。參見さんぽん，

〈艋舺謀殺事件〉(十六)、(十七)，《台灣新報》411、412 號，1898年 1 月 27、28 日，四版。 
45 參見逸，〈殺姦奇案〉(下之中)，《漢文臺灣日日新報》3805 號，1910年 12 月 23 日，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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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一時辰的計時單位，而是更為精細的西方式的「現代」時間，是「分秒必爭」

式的時間刻度。在日治時期的偵探敘事文本中，「時間」得分割愈來愈精細，甚

至分秒之間就可能造成一椿謀殺案，並且製造不在場證明，而偵探如能不能掌握

這細微的時間差，就不可能破案。如金關丈夫《船中の殺人》(《船中的殺人》) 

利用幾分鐘的時間差來犯案，又如同作者〈入船莊事件〉中利用看電影的中場休

息殺人然後製造不在場證明的案件。西方近代小說的興起，與人們有能力／有需

要對於時間的作精細切割有關46。台灣偵探敘事文本中不僅能夠理解、內化西式

的「現代」時間觀，並且亦能夠掌握其時間的細微分割。這正是一種現代性、理

性的時間觀。在理性的時間觀裡，務求精準，因為準確才能確實地掌握「事實」，

掌握事件發生的真正過程，一切才能夠依照邏輯推演。如果時間掌握不夠精確，

有時一點點的時間誤差就會造成重建事實真相的謬誤。另一方面，標準時間及精

細切割時間量亦是工業革命以後的現代社會下的需求。因為在科技日益發展、資

本主義大舉進出的情況下，愈來愈需要將時間作細緻的區分，以因應大型的工業

以及資本流動的複雜化，分秒之間的差距都可能造成產業上的損失。 

此外，在日治時期的偵探文類及其閱讀反應中，亦可知他們對於「時代」頗

有自覺。文本中除了以西元計年，標榜西方時間觀之外，讀者的反應還透露了一

些訊息。當讀者投書指出〈智鬥〉中的福爾摩斯從英倫來台所花費的時間太過短

暫，「何以越出廿世紀思想以外之神速耶」47時，更可以發現日治時期的通俗文學

場域中，早有自己是在「二十世紀」的「時代」意識。這則投書提供了兩個與現

代性、理性有關的訊息。其一是「二十世紀」這樣顯然是西方式的觀念，已經成

為台灣當時通俗文學的讀寫者之間共同的認知，他們對於「時代」的自覺，就是

來自於與西方時間尺度的認同。何以產生對於西方時間尺度的認同，就關涉到第

二層意義，即對於西方現代性的認識與接受。他們接受了西方的時間尺度，認同

西方的現代社會中的時間觀，是由於西方的現代性與現代化更為吸引人，而吸引

人之處在於其中人類理性與科學的進步特質，讓他們相信西方的「現代」就是讓

東方告別積弱，邁向剛健的新文明的唯一途徑。一切的作為若在理性、事實與科

                                                 
46 Ian Watt (瓦特)指出，西方早期小說形式中的時間概念很模糊，小說中缺乏對時間背景逐日逐

分的敘述。然而現代的時間觀念則使小說對於時間的敘述有所改變。牛頓與洛克對時間過程

(temporal process)提出新的分析觀念，其精微程度足以測量物體落地的過程。現代小說中則是

將歷史看作是一些短暫的思想及行為累積起來的。參見 Ian Watt(瓦特)著、魯燕萍譯，《小說的

興起》(The Rise of the Novel)，(台北市: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4年初版、2002年 2 月初

版二刷)，頁 16~17。 
47 福魂，〈萬殊一本〉，《臺南新報》7765 號，1923年 10 月 8 日，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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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之外，超越「最為先進」的(西方)二十世紀所能實證者，就是反科學、反理性，

亦即反現代、反進步。對於「時代」的自覺，讓二十世紀前半期的台灣通俗文學

讀寫者得到了晉身現代世界的門票。 

2．科學理性的妙用—除魅、馴化與自我提昇 

    台灣偵探敘事文本中的偵探角色，運用理性原則、藉助科學技術，而能夠發

現真相。發現真相，就是去除過去以為神奇、無法解釋的種種魅影。科學理性不

僅僅是去除了迷信、鬼魅等看似超自然的現象、說法，更重要的是欲以之去除人

們對於傳統社會中的種種非理性、不科學的解釋的依賴；另一方面，亦透過代表

理性、秩序的偵探48來表現對於社會生活的掌握。「偵探」的過程，就是認識的

過程；人們如何認識世界，就如同偵探如何探索真相。在理性、科學的原則之下，

偵探解開謎團，就是以理性、科學探索、理解、控制環境與世界49。當世界已經

能夠為偵探所掌握時，也就不再有「謎之事件」，顯現出對於自然與世界皆在掌

控中的現代科學理性下的自信。日治時期台灣偵探敘事文本，在進行偵探工作的

過程中，理性、科學呈現出什麼效用?台人與日人的作者以什麼心態來運用理性

與科學? 

    日治時期台灣的偵探敘事文本，透過偵探運用理性的態度、科學的方法，一

步一步解開看似超自然而無法理解的謎團的真相，袪除了徘徊在傳統與現代之間

的種種迷信與不可思議的幽靈，並且破除了對於非理性的解釋的依賴。一個有趣

的案證，是金關丈夫的〈幽靈屋敷〉(〈鬼屋〉)。此篇小說以鬼魅的傳說開始，

歷經除魅、發現真相的過程，卻又以另一種神祕力量作結。這是一樁利用傳統的

鬼故事進行謀殺的犯罪，一位青年畫家孫依川因為自己喜歡的女性接受年輕律師

的求婚，而設下了一個半年後才實踐的殺人計畫，並且巧妙地利用發生兇案的房

屋的鬼怪故事，造成鬼魂作祟的傳言，以脫謀殺的嫌疑。然而曹老人明察秋毫，

從鞋上沾的黃泥以及衣服上新縫的鈕扣，發現了「搞鬼」的真相，並且導演了一

齣與亡靈對話的民俗祭儀，迫使孫依川認罪。但是就在曹老人解說如何安排死者

未婚妻演出亡魂附身的戲碼之際，死者未婚妻卻令人毛骨悚然地說了「我並不是

                                                 
48 偵探代表理性與秩序，參見 Heta Pyrhönen, Murder from an Academic Angl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Detective Narrative, (Columbia: Camden House, 1994) p.51. 
49 當討論小說作為「都市詩學」的時候，Tony Bennett綜合數人的研究指出，偵探控制、凝視城

市，使罪犯無處可藏，而偵探小說使城市可以被閱讀、被掌握，並且中斷、防止威脅的出現。

將偵探所探索、控制的範圍擴大來看，偵探所探索、經歷的世界都是可以被掌控的世界，而不

只是城市空間。參見 Tony Bennett, Popular Fiction: Technology, ideology, production, reading, 
p.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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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戲啊!」50而留下懸疑恐怖的氣氛。小說文本中鬼魅的形成，正是以民間口傳

故事的方式，在當時的人們心中留下可怕的陰影以及恐怖的環境氛圍。生活在民

俗空間中的曹老人，其袪除鬼魅的方式就是利用前述的簡單的、常識性的科學技

術，並且就所搜集到的線索加以演繹、推理，而發現鬼魅不過是一個謀殺者的假

面具。揭除了兇手的面具，就是揭除了超自然、鬼魅、不理性對於現實真相的掩

蓋，並且利用的正是同為超自然力量的召魂儀式。然而就在曹老人已經證明一切

都是可以以真實世界的常識就能夠加以解釋、全都是理性架構下能夠得到的真相

的同時，卻意外地讓這個非理性、非實證的民間祭儀的「不合理性」再度受到懷

疑。究竟鬼魅與非理性的依賴是否能夠被理性袪除?曹老人與金關丈夫對此問題

似乎都不願意給予直接、肯定的回答；以作者金關丈夫作為科學至上的人類學、

解剖學教授，以及人文主義的民俗關懷者而言，不否定至今無法實證、但未來未

必不能證明的超自然力量，或許才是真正理性的表現。 

    袪除鬼魅與非理性的蒙昧心理狀態，讓人們從鬼影幢幢的迷信與傳統中解

放，走向一切能夠被檢驗的現代；這正是偵探敘事文本中偵探、警察們運用的科

學理性所被設想能夠達到的效用。在除魅的架構下，日人與台人的作品中對於科

學理性的效用分別選擇了不同的著重部份。日人作品中對於科學理性的效用，正

如前述，是用以馴化這塊蓁莽卻豐饒的土地以及其蒙昧天真的人民。而台人作家

則選擇了以除魅迎向現代、躋身「新文明之國」的自我提昇之想像。 

    日人偵探文本中呈顯了以科學、理性馴化、治理這塊蠻荒之地，袪除土地上

不利於統治的一切，並且將這些不理解、不相信西方、現代與進步的價值的「土

人」，改造成為堪為殖民統治之用的「現代人」，就是馴化的過程。當日本殖民政

府與軍隊首次來到台灣，面對一個亞熱帶至熱帶之間的陌生島嶼，立即以他們所

具有的最新科學技術與理性的態度展開全面性的調查。台灣的土人毋需壺漿簞食

以迎王師，因為日本殖民政府並不自我標榜為仁義之師，亦不需要土人們心悅誠

服；他們是現代的精良部隊，只要求土人能夠成為帝國的堪用之材即可。現代性

進入殖民地台灣的過程，正與西方將現代性帶往東方的歷程相仿51。然而日本對

                                                 
50 林熊生，〈幽靈屋敷〉，《龍山寺の曹老人．第二輯．幽靈屋敷．他一篇》，(台北市:東寧書局，

1945年 12 月)，頁 36。 
51 黃瑞祺指出，「現代性」此一看來具有普世性者，事實上具有特定的時空屬性，是指「近代西

方文明的特性」。現代首先發源於西南歐，西方現代性又隨著西方軍事、政治、經濟勢力的擴

張、殖民主義的開展，也向非西方地區傳播。因此目前非西方地區的現代化過程實際上是西方

化的過程。而在某些歷史時代中，殖民化就是西化，也就是現代化。參見黃瑞祺，《現代與後

現代》，頁 1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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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施予「現代」的教化與教訓，更加上的殖民性的特質；亦即，在日治時期的

台灣，所謂的現代化是經過日本詮釋的、帶有殖民性格的西方化，也就是前述「轉

手的文明開化」的性質。在日人的偵探文類文本當中，偵探、警探正以「脫亞入

歐」的姿態、以東亞的西歐代言人的身份，對台灣的土地與民眾展開調查以及馴

化。對台灣的馴化，就除魅的意義上來看有兩種層面。一方面是由實地調查徹底

理解這塊土地上原本由日本人所不能理解、掌握的部份，袪除日本人對這塊土地

的不解與不安形成的迷障；當日本人對這塊土地不再感到不安，才能更有效地、

或者讓更多大帝國的子民到新領地進行拓墾。另一方面，透過經過轉手的文明開

化論述以使這些令人感到不解與不安的人民成為帝國糧倉的有效生產者。〈艋舺

謀殺事件〉當中大量鋪陳眾多土匪之間的「叛國」陰謀之失敗，以及充斥對於土

人的愚昧的憐憫與輕蔑，正顯示出他們意圖對殖民地的掌握，以及將教化土人進

入「現代」為己任的想法。而大批的偵探實話及部份小說創作文本，則欲顯示上

述的意圖與想法都已經逐漸在殖民統治當中落實。文本中的偵探、警探在以理性

的態度偵查土地、袪除土地上的魅影之後，得以利用對於台灣土人的舊慣的理解

而推理可能的罪犯身份；而在偵探的過程中，亦有熟悉這些理性、科學原則的「土

人」密探、警探加入調查—儘管他們都是次要角色。由於殖民者的性格使然，讓

日人偵探敘事文本中的主要搜查者皆為日本人，正如宣誓日本人才是在這島嶼上

掌握著統治與調查能力、科學理性與現代性權柄的實際主人。 

    在台人的偵探敘事文本中所呈現的科學、理性之效用，以及袪魅的意義卻與

日人文本中的馴化目的大不相同。台人偵探敘事文本中，科學理性的效用在於自

我提昇，亦即，透過除去傳統的不合理性、不合科學、不合「現代」的因素，改

善自我的體質，提高原本屬於東方邊陲的殖民地身份，進入西方現代文明之列。

此與前述台人作者對於世界的想像是在同一個脈絡下的產物。台人偵探文本中欲

以理性態度、科學技術袪除的魅影之一，就是阻礙台灣進入「新文明之國」的行

列的「殖民地」身份。殖民地的身份讓台人作家無法自由決定自己的出路、自己

的選擇、自己的認同與定位，只好透過偵探—西方、現代科學理性的代言人，利

用自認為最為先進的科技以及先進世界的想像，將台灣在世界地圖上的位置提昇

至與西歐等最為「現代」的國家相當的高度。早期的偵探小說文本，如李逸濤的

〈偵探記〉、〈殺姦奇案〉，雖然人物、故事發生背景皆不在台灣，然而卻可以看

作是台人作者的意識呈現。小說文本中的偵探雖然還沒有日人作品中的種種精密

科學技術，然而卻也顯現出對於理性的尊崇以及對於西方／現代科學技術的想

像。而到後期的〈他的勝利〉，則營造了一個看似無國界的、但實際上卻是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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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化的社會環境52，在此西式的語境中，偵探角色的作為正是利用合乎理性的

奇妙的巧計以及新聞記者的配合，誘騙出真兇。透過著意於西方環境的描繪，以

及科學理性的運用，台人的偵探敘事文本中呈現出了無視殖民者，直接晉身西方

文明的想像。 

 

二．法律、正義與社會秩序烏托邦 

 

    偵探敘事文類，由於主要是處理犯罪的問題。犯罪之為罪，正因為觸犯、跨

越了某些規定，這些規定可能是道德、社會秩序、法律、或者是正義的原則所設

下的邊界範圍。不論是社會層面或個人層面，都無法允許這種「犯規」的行為，

而偵探就是承諾在法律之下的個人正義，以及社會秩序的回復53。在搗亂秩序與

跨越規定的罪犯與回復秩序、維護規定的偵探之間，往往形成錯與對、善與惡的

對比。而偵探敘事文類在西方及現代時空中形成的特色，使其中的「規定」便與

西方現代有關，與現代法律、資本主義下的道德、以及變動時代的正義原則的邊

界範圍的諸多議題相關。在日治時期台灣的偵探敘事中，亦帶有經過殖民者篩選

的近代西方法律的概念於其中54，成為偵探敘事的根源。偵探敘事文本中，在敘

事結構中首先出現的往往是一樁犯罪。台灣偵探敘事文本當中，犯罪跨越了哪些

規定的邊界?偵探所賴以解決案件的思想基礎，亦即其所據的「規定」為何? 偵

探根據什麼信念、規則來使遭到侵犯的回到「正確位置」?偵探所代表是法律或

正義?是誰的法律?誰的正義?如何處置犯罪?在偵探敘事文本中，對於身處「現代」

社會的人們，如何建構其社會秩序的理想國、烏托邦? 

    日治時期台灣偵探敘事文本中，罪犯犯了什麼規?罪犯常常跨越的是生死的

                                                 
52 在〈他的勝利〉中，不像在早期的小說中指明「俄人偵探培特」或「英國偵探福爾摩斯」，並

不指明偵探角色、犯罪者的國籍身份，除了文本中描述擔任偵探角色的年輕律師與女性嫌疑犯

在電影院看王哥柳哥的電影之外，幾乎沒有可以辨認國籍身份的標誌。而文本中律師說自己有

充份的不在場證明，因為自己在案發的時候距離該地「幾千里遠」，又那名女性嫌疑犯被疑殺

夫，則是被疑為打開「瓦斯溫暖器」使丈夫窒息，這些都不像是台灣島內的環境的描述，但亦

不知其真正發生的地點為何。然而小說文本中的種種描述，卻都指向西方化的生活，如前述電

影院、瓦斯溫暖器、晚報、汽車、結婚週年的紀念禮物、寶石鐘錶等等。 
53 參見 Heta Pyrhönen, Murder from an Academic Angl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Detective 

Narrative, p.50；Susan Rowland, From Agatha Christie to Ruth Rendell: British Women Writers in 
Detective and Crime Fiction, p.46. 

54 有關日治時期在台灣施行的西方式法律經過日本殖民者的篩揀，參見王泰升，《台灣日治時期

的法律改革》，(台北市:聯經，1999年)，頁 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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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線，生命的侵犯成為罪犯最常、也是最「惡」的踰越舉動。〈艋舺謀殺事件〉

的森山茂事務官殺死父親上海人賴阿蒙、〈殺姦奇案〉中美利堅被控殺死其妻塞

比亞、大批偵探實話當中遭到殺害、分屍、埋屍、棄屍的屍體，當一具又一具的

屍體出現時，也是對於生命的剝奪，而這正是破壞人類社會當中最後的底線。此

外，挑戰社會成規或法律之中對於「性」的規範，亦是台灣偵探敘事文本中經常

觸及的問題。如〈殺姦奇案〉中美利堅涉嫌因奸殺妻、〈士林川血染船〉中描述

了秀才之子與被害者的美妻之間的外遇關係、〈基隆のバラバラ事件〉(〈基隆分

屍事件〉)中兇手吉村與情婦靜的關係、〈枯れた唐辛子の木〉(〈枯萎的辣椒樹〉)

中寡婦阿岩與年齡較她小十餘歲的情夫茂直的關係等等，都是對於「性」的規範

的破壞，同時也經常是引起其他犯罪行為的近因或遠因。日治時期台灣偵探敘事

文本中，絕大部份都與違反性的規範有關。由此可知，對於生命與「性」規範的

破壞，是日治時期的偵探敘事當中最無法忍受，但也可能是最為剌激、最有娛樂

性的話題。在逐漸現代化的社會中，對於個體生命的價值還是保有自古以來的尊

重；而對於性的規範的理解，則是朝向西化、現代化的時刻，在傳統與西化之間

的徘徊55。 

    偵探敘事文本中對於犯罪與罪犯的搜查，所依據的是法律、正義原則或者是

社會秩序規範。前述日本的偵探實話，透過密集的書寫，讓近代的法律制度似乎

在台灣深植，例如〈苗栗の小使殺し〉(〈苗栗工友命案〉)中預審法官的瑣碎問

話。在偵探小說的文本中，不論台人或日人作品，似乎都已經承認了現代法律制

度下的「國法」，日治初期的〈艋舺謀殺事件〉與李逸濤的作品中，都指出國法

的位階高於私刑。私刑如此前近代的觀念與懲罰模式，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

初、邁向近代化的台灣已經是不被允許的，這是因為搶奪了近代型國家作為最高

懲罰機構的權力56。然而，國法是否能夠代表正義或社會秩序的維護?依照殖民者

                                                 
55 東方西化、現代化的過程中對於性的態度以及兩性相處的正當模式，有許多的探討，乃是因為

西化、現代化開啟了對於個體價值的探討，而回應到兩性關係、婚姻關係之中。參見李歐梵，

《現代性追求》，(台北市:麥田出版，1996年 9 月)，頁 259。又如日治後期吳漫沙的通俗小說

中對於兩性關係的態度。 
56 王泰升指出，台灣在清代時仍有私刑存在，是社會團體，如家族、村落，對於觸犯該社會團體

中的規定可施予懲罰；然而日本殖民政府以近代國家與法律的概念，近代型國家為了表現其維

護公共制度的最高權威，則會堅持獨享施加刑罰的權力，日本本身的政治在明治時期就開始禁

止私刑，以建立統一的最高國家權威，這樣的制度在殖民地台灣亦加推行。「國家」成為法律

的來源，而罪刑法定原則與處罰需經法律正當程序的原則，在形式上已由日本的殖民政治推展

至台灣的社會中。參見王泰升，《台灣日治時期的法律改革》，(台北市:聯經，1999年)，頁 225、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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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家利益所制定的法律，甚至不是依照台灣本地的社會成規予以法典化的結果
57，而是依據外來的殖民者的利益考量。此外，探討西方的偵探小說時常常涉及

到正義與法律的問題，亦即，法律能否代表終極正義?偵探所維護的是最後的正

義還是維護既得利益者的法律?台灣的偵探敘事文本中，雖然在字面上以國法為

尊，任何私人的處罰也都是犯規的行為，然而在字裡行間，卻仍然隱隱約約地指

向天道有還、報應不爽的前近代正義觀。日人的偵探敘事文本中，如〈艋舺謀殺

事件〉的被害者上海人賴阿蒙被殺害，然而實際上大量敷演賴阿蒙的種種惡行，

小說文本中沒有任何人同情他，因為他作惡多端，似乎還死有餘辜。雖然文本中

標舉國法至上的原則，但是兇手森山茂的自裁，使得國法及代表國法的偵探、警

探力量並沒有施展的空間，反而使得國法的制裁似乎來得太遲。又如偵探實話〈奇

代の兇賊台北城下を騷す〉(〈稀世兇賊驚動台北城〉)中，兇賊廖添丁的死亡，

並非伏「法」，而是自作孽地死於屬下之手—誰叫廖添丁姦污了屬下之妻；無怪

乎負責搜索廖添丁的飯岡刑事對此感到痛快，大呼真是「天帝聖明」58，老天有

眼，沒讓惡棍繼續逍遙。由此，在現代式的法律制度之外，還有東方傳統的正義

觀—也就是「天」才是正義的終極依歸與裁決者。當然如此前近代的正義觀並不

存在於每一部偵探敘事文本中，然而卻不能忽略如此在現代與傳統之間沒有明確

的分野的混沌狀態。日治時期的偵探文本中表面上尊奉國家所制定的法律，實際

上卻仍自有正義觀在其中，亦即，法律未必能夠完全取代正義原則。 

此外，偵探角色的偵探動機亦是關涉到對於正義的認知。不論日人、台人作

品當中，偵探角色之所以傾全力探案的原因，皆非因為對於被害者的同情、或者

欲使騷動的社會秩序平穩的責任心；偵探一心維持的不是正義，而是令譽。早期

〈艋舺謀殺事件〉中池中巡查看到水池中的屍體的反應不是憐憫，而是終於有大

案件發生、可以一展身手的喜悅；〈偵探記〉中的俄人培特「年少氣盛，慮失其

威名」59才使他願意更加努力偵查；後期〈姿なき犯罪〉(〈失去蹤影的犯罪〉)

裡山川警部因為調查行動總是「陷入迷宮」，而激勵屬下「為了警察的名譽與威

信，非得逮捕這個失去蹤影的犯人不可。」60連〈他的勝利〉中的年輕律師主動為

                                                 
57 西方偵探小說中的偵探角色所依循的原則，多半是社會成規法典化之後的法律。然而台灣的 殖

民地法律卻很難看作是本地的社會成規法典化的結果。參見 Susan Rowland,From Agatha 
Christie to Ruth Rendell: British Women Writers in Detective and Crime Fiction ,p.46. 

58 飯岡刑事談，〈奇代の兇賊台北城下を騷す〉(其七)，《台法月報》14 卷 11 號，1920年 11 月

20 日，頁 184。 
59 逸，〈偵探記〉(中)，《漢文台灣日日新報》3775 號，1910年 11 月 22 日，三版。 
60 梶雁金八，〈姿なき犯罪〉(完)，《臺灣警察時報》265 號，1937年 12 月 5 日，頁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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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性嫌疑人洗冤的行動，亦是因為「假使憑我的能幹，或者⋯⋯」61這樣欲展長

才的心態。偵探們不是為了伸張正義、不是為了維持社會的和平安穩，而是為了

個人或團體的名譽而展開調查的行動。因此恢復社會秩序、法律的公信以及正義

不過是偵探行動的附加價值，文本中的偵探著意的是一己的表現空間，法律、正

義或社會秩序在此不過是個人／特定團體成就的墊腳石。 

    若偵探之意不在維持法律、正義或社會秩序，則偵探敘事文本中如何回復經

過騷亂之後平衡?是否想像了一個社會秩序的烏托邦62?日人作品中的社會秩序烏

托邦的想像較為一致，他們理想中的美好之境，是在日人的治理下，一切都能夠

暴露在陽光下，即使是最使人困惑的迷團，還是能夠以科學理性的方式解開，社

會秩序的維持是必然的。然而台人的作品中卻較為曲折。早期台人的偵探敘事文

本中，正義、或者是社會秩序的平衡其實並沒有實現，如〈偵探記〉的苦主放走

犯人、〈殺姦奇案〉與〈智鬥〉皆因連載中斷而不了了之；後期正義的實踐，不

是依靠小學生、就是一些非犯罪的芝麻小事、或者看似非本地發生的事件，其實

具有相當的不確定性。當法律的制定與執行的權力不在手上時，偵探的調查行動

並沒有強而有力的意識型態背書。而台人偵探敘事文本中的美好之境，也就在無

所依據之中漂盪。 

 

 

第三節  新大眾娛樂：通俗話語的展現 

     

偵探敘事文類在西方是現代工業社會、都市社會中所形成的新興文學與娛樂

形式63，提供讀者在現代生活中休閒、趣味與愉悅。偵探小說作為娛樂，其服務

的對象是具有識字能力者；他們未必是是精英階層，包含了更廣泛的群體。閱讀

對他們來說除了獲取實用性或思考性的知識之外，亦可作為在維持生命之所需的

                                                 
61 蔚然，〈他的勝利〉(上)，《風月報》124 期，1941年 2 月 15 日，頁 20。 
62 烏托邦原本是指美好卻子虛烏有的理想國，是理想的(或諷剌性的)政治制度之設計。而娛樂文

本中訴諸讀者通過感覺層面的「救贖」與「非直接的如願以償」，是逃避、滿足，也可能是置

疑與批判。本文則將烏托邦視為「美好的理想之境」。參見顧昕，〈烏托邦與極權主義〉，《當代》

61 期，(1991年 5 月)，頁 57；宋偉杰，《從娛樂行為到烏托邦衝動—金庸小說再解讀》，(南

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年 9 月)，頁 5~6。 
63 Jacques Dubois(デュボア)著、鈴木智之譯，《探偵小説あるいはモデルニテ》(Le Roman Policier 

ou la Modernité)，(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1998年)，頁 343(訳者あどがき)。 



日治時期台灣偵探敘事的發生與形成：一個通俗文學新文類的考察 

                                                                                    
 

 - 139 -

日常行事(如工作、吃飯)之外消磨(多餘的)時間或消除日常行事的疲勞、厭倦等

等的娛樂；而偵探小說的通俗性也就在娛樂功能中展現。娛樂之所以能讓讀者得

到休閒與愉悅，主要來自於娛樂文本提供的逃避、滿足、幻想與遊戲趣味，透過

閱讀的方式，讀者能夠從日常生存中脫逃，藉他人的故事間接地過他人的生活、

從事冒險、會見有趣的人等等64。作為通俗娛樂的偵探小說，成為被現代生活中

的讀者消費的商品之一，以公式化的寫作讓具有相同期待視野的所有讀者都能夠

快速地進入遊戲當中65，而非是純文學或菁英文化中以藏諸名山為目的之創作。

日治時期的台灣社會當中，已有一批能夠享受現代休閒讀物的讀者66，則台灣偵

探敘事為彼時的讀者提供了什麼樣的娛樂?讀者在閱讀偵探敘事文類之際，文本

提供了哪些休閒與消費67的情境?預期中的讀者應該如何領受這種消費樣式?他們

透過閱讀、消費哪些層面的事物，如何滿足自己的欲望、建構自己的幻想世界，

從日常行事中脫逃出來?亦即，在偵探敘事文本中的設計讓讀者如何享受這個工

業革命以後產生的新興敘事文類與娛樂? 

 

一．欲望的閘口—性、暴力與死亡的消費 

   

  偵探敘事文本中描述的種種犯罪事件，跨越了社會中的規範。這些社會規範

是為了控制人類本我(id)中的欲望而設立，跨越規範就是讓欲望衝破自我(ego)與

超我(superego)的控管，使潛意識中被壓抑的種種欲念釋放出來。佛洛伊德認為

                                                 
64 參見宋偉杰，《從娛樂行為到烏托邦衝動—金庸小說再解讀》，頁 6；Arthur Asa Berger (柏杰)
著、姚媛譯，《通俗文化、媒介和日常生活中的敘事》(Narratives in Popular Culture, Media, and 
Everyday Life)，(南京市: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年 11 月)，頁 147。 

65 本文第二章略述 Jauss (姚斯)的「期待視野」，指出讀者對於未見過的作品、類型進行文學體驗

之前必須行具備一種知識框架或理解結構，這個預先存在的理解結構就是讀者如何開始看作品

的起點。而 Cawelti(考維爾蒂)指出，通俗文學中的程式(formula)是遊戲規則，讓人賽都能夠參

與這項娛樂，對於小說程式的理解，正是接受者的期待視野。參見金元浦，《接受反應文論》，

(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1年 2 月二刷)，頁 121~122； J.G. Cawelti(考維爾蒂)著、成窮、
王作虹譯，〈通俗文學研究中的＂程式＂概念〉，頁 432。 

66 呂紹理指出，日治時期的交通建設縮短了由交通的時間，為休閒生活爭取了更多的時間。而最

有休閒時間的群體，是青年學生、教師、官吏及不在地地主，他們有較多時間及較好的經濟能

力從事休閒活動。在調查中，讀書與旅行是這個時期中流以上士紳最愛的休閒活動。參見呂紹

理《水螺響起—日治時期台灣社會的生活作息》，頁 156~163。 
67 消費指的是享用各種各類的貨品與服務。本意有完全消耗、浪費、用盡之意。在西方十八世紀

中葉開始，消費成為有關中產階級的政治、經濟的描述。參見 Raymond Williams(威廉士)著、
劉建基譯，《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彙》，頁 6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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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類有兩種本能(instinct)，一種是生／性的本能、一種是死亡本能68。性與死的

兩種本能可以看作是人類欲望最原始、也是最終極的根源，然而欲望平日卻在自

我的把關與超我的限制之下，無法自由展現。在偵探敘事文本中對於犯罪事件的

描寫，大量書寫欲望突破理性與道德的限制而在文本中橫行，一方面是文本中人

物的欲望之實現，另一方面也為平日循規蹈矩的讀者滿足性本能與死亡本能。日

治時期台灣偵探敘事中與性本能與死亡本能有關的欲望如何被實踐?如何讀者群

得到休閒與愉悅感? 

1．偵探敘事中對「性」的消費 

    為了生命的延續，而必須有性69；然而，性的發展卻逸出了單純的生命延續

的功能，人類更為重視其所造成的愉悅感。長久以來對於性有諸多的禁忌、設立

許多界線，以防範「性」在生命延續的目的之外的愉悅感過度泛濫。禁忌與界線

愈多，愈讓人們想要觸犯、跨越，衝破理性與道德的控制，以完成本能下欲望的

需求。前述台灣的偵探敘事文本中對於犯規的述寫中，性規範的破壞佔了不少，

正是因為性的危險與誘惑，讓文本外的讀者小心翼翼、文本中的人物躍躍欲試；

而讀者則透過閱讀這些與性有關的場面，讓潛意識中對於性的欲望藉著文本實

現。日治時期台灣偵探敘事文本中如何描寫「性」?如何消費「性」的元素?如何

描述讀者群的消費與消閒意識圖景? 

    台灣偵探敘事中對於「性」的描寫，由於作者與消費者多為男性之故，主要

集中在於對於男性的他者—女性的身體與身世的窺探與凝視，尤以在台日人寫作

者的文本中為最。日治初期，在台日人的娛樂，主要是「酒與女人」70。這樣的

風俗在偵探敘事中亦可見，如〈艋舺謀殺事件〉中台北新報社社會版記者花野的

興趣就是嫖妓，甚至還說台灣「土人」的娼妓都是枯皺的老太婆—儘管如此，卻

不減花野作為英雄的本事。在文本中以「女人」為娛樂的對象，也就是將女性作

為玩物，將女性的身體作為獲得愉悅的來源。女性身體成為色欲化的、神祕化的、

對象化的被窺視物71，被擺置在男性消費者的眼前，任君選擇。當現實生活當中

                                                 
68 參見 Sigmund Freud(弗洛伊德)著，林塵等譯，《弗洛伊德後期著作選》，(上海:上海譯文出版

社，1987年三刷)，頁 6~63。 
69 參見 Sigmund Freud(弗洛伊德)著，林塵等譯，《弗洛伊德後期著作選》，頁 43。 
70 參見三澤真美惠，《殖民地下的「銀幕」--台灣總督府電影政策之研究(1895~1942)》，(台北市:

前衛出版社，2002年 10 月)，頁 19、271。 
71 色欲化的、神祕化的女性身體，是大眾文化產品中常見的形象。參見羅貴祥，〈幾篇香港小說

中表現的大眾文化觀念〉，收入張美君、朱耀偉編，《香港文學@文化研究》，(香港: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頁 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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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來到殖民地的男性或者無法如意地消費女性身體、或者欲望尚未得到滿足，

透過偵探敘事中的女性身體之陳列，則可使他們在閱讀中完遂了下半身的欲望。    

除了對於女性身體的偷窺凝視之外，偵探敘事中另一種對於性的述寫是「不正常」

的性關係、性態度。這些不正常的性關係、性態度經常構成犯罪的起因、或者本

身就是一樁犯罪。例如女大男小的戀情(〈枯萎的辣椒樹〉)、因為愛戀的對象不

愛自己而殺之(〈入船莊事件〉)、為了一逞性欲而逼死陌生的女子(〈美人女給殺

し〉，即〈美女侍者命案〉72)⋯⋯等等，都是因為性的關係或態度不正常、逸出

常軌而造成犯罪的發生。性關係、性態度的「正常」，就是指在社會中一般人及

統治者能夠認可、容忍的範圍內，如一夫一妻制、男強女弱、男大女小⋯⋯等等

的行為與認知。不正常的性關係或性態度會引起性秩序失衡，使道德規範的約束

能力遭到懷疑。 

對於「性」，尤其是女性身體的強烈渴望，或者是對於不正常的性關係的觀

看，正是因為在理性與道德的強制約束下，欲望受到壓抑無法任意實現。壓抑的

力量愈強，衝破約束的渴望愈烈，因而有與壓抑力量成正比的強勁的反作用力。

日本初期的警察機關對於戲劇表演的檢察命令可作為參照。1903 年警察機關指

出，「據聞近來演戲上演中往往有猥褻的台詞或動作⋯要取締」，因為對「風俗」

有不良影響，而猥褻的意義是「指剌激性欲，使其興奮並滿足其性欲的文書及其

他一切物品，因此所猥褻物是讓人產生羞恥、噁心感覺的東西。」73亦即，剌激

性欲、滿足性欲的戲劇及其他的表演形式(包括文學)，是違反社會規範、觸犯禁

忌的行為。由此可知，剌激性欲、滿足性欲對統治者及道德規範來說來是「羞恥、

噁心」的，因為超出生殖目的的性欲可能危害到秩序的平穩；然而這對讀者來說

卻正是壓抑的釋放、滿足與歡愉。對於偵探敘事文本中能夠跨越道德、理性的界

線而放縱性欲望的人物，讀者的態度在指責或同情之中，也或者多少有些羨慕與

「有為者亦若是」的衝動。文本中人物代替讀者跨越了他們平常不敢跨越的性禁

忌、挑戰了他們平日奉之甚嚴的性規範、觸碰了他們生活中難以任意接觸的女

體，任意地讓性的欲望在文本中流動、實踐。「性」的元素成為偵探敘事當中一

個重要的消費項目，反覆出現於各個不同時期、不同作者的偵探敘事文本中。透

過閱讀偵探敘事文本中有關性的描述，剌激了讀者的感官、性欲，在既能夠保有

自我與超我中對於社會道德的性規範的理解與遵循的情況下，不被譴責地、或不

遭到處罰地自由選擇能夠滿足欲望的認同對象。偵探敘事讀者對於「性」元素的

                                                 
72 收入江間常吉編，《臺灣探偵實話》第一輯，(台北市:編者，1943年 11 月二版)。 
73 參見三澤真美惠，《殖民地下的「銀幕」--台灣總督府電影政策之研究(1895~1942)》，頁 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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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滿足、完遂了生／性本能中潛在的欲望。 

2．偵探敘事中對「暴力」與「死亡」的消費 

偵探敘事文本通常以一具屍體作為全篇的開端，進而由偵探故事調查屍體開

始，重建犯罪故事的原貌。死亡，遂成為偵探敘事文本中的最為重要的要素之一。

幾乎大部份的偵探敘事文本，皆以探求屍體的死因(通常是他殺或非自然的死

亡)、謀殺的動機、謀殺的過程等等為主要敘事的軸線。非自然的死亡，通常與

暴力有關。暴力，主要指身體的攻擊，是「非經許可」的、不能控制的行動74。

暴力施展的極致，就是身體的生命之消亡；因而死亡與暴力始終形影不離。死亡

本能來自於一切生命皆朝向死亡，是生物由無歸返至無的本能75。而暴力與死亡

的實踐，就是在死亡本能下的欲望與衝動之展演。偵探敘事的讀者對於死亡與暴

力的消費，正是他們閱讀此文類文本的動因之一。西方偵探小說家甚至認為在「偵

探小說不能沒有屍體。⋯讓一個人讀了三百頁而沒給他一具屍體，未免太過份

了。讀者的精力的耗損應得到回報。」76死亡與暴力成為「犒賞」讀者的禮物。

在台灣偵探敘事當中，如何描述死亡與暴力?讀者閱讀時有哪些可能的態度?死亡

與暴力如何「犒賞」讀者?亦即，讀者如何消費死亡與暴力? 

    台灣偵探敘事文本當中，對於死亡與暴力的描寫，常以細視的態度仔細觀察

描寫，貼近描述死亡與暴力的場景，讓讀者直接與死亡與暴力面對面。例如在〈苗

栗の小使殺し〉(〈苗栗工友命案〉)當中對於屍體的描寫，非常仔細地描繪出死

者的樣貌、所受的創傷、案發現場的陳設等等；又如〈智鬥〉當中寫福爾摩斯與

華生在嘉義林宅及與其相接的公園裡與歹徒相搏鬥的暴力場面，最後華生被歹徒

的武器所傷77，傷口和心臟僅差了二分五厘的距離，胸際血流而面如土色。死亡

與暴力的意象在偵探敘事當中無所不在。對於身體的侵犯、攻擊，偵探敘事文本

當中的處理方式是，尤其是在台日人作者文本當中，盡量詳細描述侵犯、攻擊的

動作，以文字描繪出動作的畫面，而形成「武打戲」(「活劇」)的場面，作者甚

至還會為了「場面極為單純、缺乏武打戲的趣味」而向讀者道歉78。武打動作的

                                                 
74 有關暴力的意涵，參見 Raymond Williams(威廉士)著、劉建基譯，《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彙》，
頁 420~422。 

75 參見 Sigmund Freud(弗洛伊德)著，林塵等譯，《弗洛伊德後期著作選》，頁 40~42。 
76 這是偵探小說創作者兼評論者 S.S. Van Dine的話，引自Marc Lits,“ The Classical Origi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etective Novel Genre,” p.128. 
77 由於刊載〈智鬥〉的報紙字跡模糊，無法辨認是刀槍或槍傷。 
78 參見飯岡刑事撰，〈奇代の兇賊臺北城下を騷す〉(其五)，《臺法月報》14 卷 7 號，1920年 7

月 20 日，頁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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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面對於日治時期的偵探敘事之閱讀接受有所影響。而貼近觀察、仔細描寫死

亡，則展現了另一種模式的述說—與暴力的動態場面相較之下，死亡場面是靜止

的、時間不流動的。暴力施展至極致就是重返無生命的靜止狀態。 

讀者閱讀偵探敘事文本中當的死亡與暴力，有幾種不同的可能態度。首先是

面對文本中的受害者。文本中的受害者在出場之際常常是一具屍體，或者是遭到

暴力(不論身體或精神)的威脅。讀者面對滿是創痕的受害者，可能的態度是憐

憫；他們對遭到死亡與暴力厄運的受害人感到滿同情。同情之產生，就是以同理

心面對受害者的橫逆，讀者將自己也當作受害者，彷彿身上也有了受害者在生前

受到的槍殺、重擊、毆打⋯⋯等等。此外，讀者面對文本中施加暴力的惡棍時，

其可能的態度有兩種。其一是依照超我所遵循的社會、道德規範，以及自我對理

性、法律的認知，對加害者加以否定、譴責，或者在心中對其惡行施以裁判、懲

罰；但在另一方面，卻也可能為加害者的行為暗自鼓掌，不論其行兇的動機為何
79—這脫離了理性與道德的規範，而是回歸至本我當中的欲望，牟求死亡本能下

的欲望之實現。由此可見，偵探敘事當中的死亡與暴力的描寫，正是欲望的演現。 

由暴力施展極致的死亡之靜止狀態、讀者對受害者的同理心—自以為遭到了

死亡與暴力的創傷，回歸到死亡的狀態；或者是讀者對加害者的認同—自以為就

是那個拿著刀槍的兇手，製造了暴力與死亡，以上種種都是對於死亡本能之下的

欲望的重新再現。死亡本能之下的死亡與暴力渴望，平常就像性本能之下對於性

的欲望，被壓抑在潛意識層中，因為其出現有害於人類生命的持續。然而這樣回

歸的本能卻在偵探敘事的文本中得以傾巢而出。偵探敘事文本既實現了讀者死亡

的衝動—由受害者的角度，也實現了讀者潛意識中製造死亡的欲望—由加害者的

角度80。前述社會新聞是在安全的距離內消費暴力、色情、恐怖等等，偵探敘事

亦是如此。偵探敘事文本當中的死亡與暴力，正是在安全距離之內，作為日常生

活的寧靜的反襯81。死亡與暴力是一系列反常的舉措，挑動讀者面對日常生活中

                                                 
79 此處不涉及行兇動機的價值判斷，不評價行兇動機是出於「善」念或惡念。自以為善者如〈殺

姦奇案〉中欲對殺女兇手施以私刑，以「替天行道」的老叟。 
80 論者指出通俗文學中宣洩一般人的欲望，例如福爾摩斯故事的功用之一是為平常生活有序、安

份守己的人窺探隱私、排遣無意識中的犯罪感。參見許子東，〈香港的純文學與流行文學〉，收

入張美君、朱耀偉編，《香港文學@文化研究》，頁 437。 
81 Baudrillard(布希亞)認為透過閱讀符號，使人得以不在場地參與災難，而不在場的距離使人產

生安全感。這種與真實的世界的距離鞏固了生活中的寧靜，而新聞中的災難符號則用以反襯日

常生活中的寧靜。參見 Jean Baudrillard(讓．波德里亞)著、劉成富、全志鋼譯，《消費社會》

(La société de consommation)，(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年)，頁 11~1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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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沒有的剌激與誘惑，在安全的範圍內讀者可以實現其殺人的欲望、或者被害的

幻想，而對日常生活的秩序卻毫髮無損。正是在這種安全的位置上，讀者安全地

消費了死亡與暴力的欲望，也就是對讀者的「犒賞」。偵探敘事則成為讀者宣洩

欲望的閘口，性本能與死亡本能之下欲望的實現。 

 

二．摩登生活講座—「現代文明」的消費 

   

  日治時期台灣偵探敘事對於欲望的實踐與消費，除了具有普遍性的性本能及

死亡本能之下的欲望之外，還有更具有特殊性的、時代性的消費，即對於「現代

文明」的渴求與其符碼的享用。「現代文明」在作為通俗文學的偵探敘事文類當

中，成為一種「時髦玩意兒」，以彼時最為新潮的、最為特別的、最為進步的、

與傳統不同的新文明姿態出現在文本當中，成為在現代化浪潮下讀者對於新文明

的消費與想像對象。在此「現代文明」被打上了引號，因為在消費過程中，現代

文明已成為特殊的能指，其所指指向本地對於現代性、現代化的想像。在彼時的

「現代文明」消費與想像中，包含了兩個重要的範疇，一是都市文明的想像，主

要是物質層面的享受；另一是對於理性、科學的想像，理性科學作為現代性思維

的代表，正如前述在消費的過程中成為商品化的品牌保證。而透過物質方面的都

市文明以及精神方面的理性科學的消費，日治時期的偵探敘事中的種種「時髦玩

意兒」指向一場「摩登生活講座」82。 

1．都市文明的商品化 

    西方的偵探小說是在工業化與都市化的社會環境之中產生，自然也就將都市

文明作為其敘事的背景。移植至台灣的偵探敘事文類，也移植了其中對於現代都

市文明、尤其是物質文明的描寫。日治時期的偵探敘事當中，如何描寫現代都市

文明?形塑出什麼樣的「現代」形象?讀者可能如何消費這些都市與現代的符碼? 

    不論是台人或者日人的偵探敘事文本中，皆出現了都市的語碼與象徵物。〈智

鬥〉當中將嘉義比作巴黎的方式，讓文本中呈現出嘉義市街上盡皆「華美之大廈」

的觀點。然而正如前述，這與其說是對嘉義的都市文明之描寫，不如說是對於嘉

                                                 
82 「摩登生活學講座」是通俗文藝雜誌《風月報》當中刊出的一個短命專欄，以詼諧的白話文提

供「新時代」下的人們的生活行為指南—但多半是嘲弄的語調。本文藉此概括日治時期偵探敘

事中對於「摩登生活」的嚮往。參見建英，〈摩登生活學講座〉，《風月報》50 期，1937年 10

月 16 日，頁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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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能夠成為像巴黎那樣世界大都會的想像。嘉義的華美大廈旁是公園—近代的公

共休閒空間，提點出對於現代都市設計下的文明的嚮往。此中對於都市文明的消

費，是對「都市」概念的籠統的、印象式的消費，並未指明都市文明當中的實質

特徵。 

將自身置於實際的都市空間中，對其實質的物質文明加以描述、並且加以消

費的，可以曹老人的故事作為觀察的參考點。曹老人的故事，原本是以俗民生活

的民俗空間作為主要的社會環境，其主要人物曹老人亦是一個台灣傳統俗民生活

的代言者。然而這樣一個傳統的、民俗的人物形象，卻穿著老舊台灣服闖入現代

化的百貨公司中，形成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文明的極大反差。他與陳警官參

觀著百貨公司為了促進人潮而展覽的爪哇國王的紅寶石及其他金銀珠寶；後來搭

著電梯上了百貨公司的六樓，進入餐廳，在人潮洶湧中由服務生送上冰淇淋和蘇

打水。曹老人對蘇打汽水的評價是「好像是甜的、卻又是辣的，好像是辣的、卻

又是甜的。真是奇怪的東西啊!」
83陳警官說，還是龍山寺的杏仁茶合老人的口味

吧!而曹老人對巧克力的評價則是「冰淇淋上面黑黑苦苦的怪東西」84。穿著老舊

台灣服的曹老人逛百貨公司的行動，在兩重意義上可看作是對都市文明的消費。 

首先是「百貨公司」的空間意涵。研究指出，「百貨公司」是在工業革命的

發展之下，各大都市中出現了以大量生產、大量展示、大量消費為主軸的商店，

聚集了各種不同的、新奇的商品，成為一個新興的商品展示空間，與都市現代性

密不可分。其免費進場的策略，使之成為城市休閒娛樂的重要環節之一。百貨公

司成為中產階級「學做」中產階級的「消費學校」，亦是現代性、現代化之下的

科學文明與偉大國家的象徵85。在此意義之下，曹老人逛百貨公司的行為本身，

就是一種都市現代性以及休閒娛樂消費的展現。曹老人居然化身成為班雅明筆下

的游閒者，在代表城市的消費、休閒文化的地景中閒逛。在百貨公司當中，將世

界各地的、新奇的、最具現代特徵的品物都集中起來，可以一次消費完畢。電梯

則是另一種體驗，是對於空間的上下垂直的快速壓縮。在都市當中，空間概念的

                                                 
83 參見林熊生，〈百貨店の曹老人〉，《龍山寺の曹老人．第二輯．幽靈屋敷．他一篇》，(台北市:

東寧書局，1945年)，頁 55。 
84 參見林熊生，〈百貨店の曹老人〉，《龍山寺の曹老人．第二輯．幽靈屋敷．他一篇》，頁 67。 
85 參見張小虹，〈在百貨公司遇見狼〉，收入張小虹著、《在百貨公司裡遇見狼》，(台北市:聯合文

學出版社，2002年 9 月)，頁 160~162；Walter Benjamin (班雅明)著、張旭東、魏文生譯，《發
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論波德萊爾》，(台北市:臉譜出版，2003年 3 月初版三刷)，頁

122~123；Don Slater著、林祐聖、葉欣怡譯，《消費文化與現代性》(Consumer Culture & 
Modernity)，(台北市:弘智文化，2003年 9 月)，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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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形使曹老人或讀者得以利用之以產生不同的空間體驗。讀者在閱讀曹老人遊百

貨公司的故事時，同時也和曹老人一起閒逛了這座城市文明的象徵，學習消費其

文明的特質。 

對於曹老人或讀者來說，巧克力冰淇淋、蘇打汽打都是一些新鮮的「時髦玩

意兒」。其「時髦」性在於其「外來」的性質，與傳統有相當大的差異。彼時的

讀者與曹老人一樣，都還沒有吃過、或還沒吃慣這些又甜又辣、又黑又苦的的外

來食物。巧克力、蘇打水，成為接觸外面世界的一個媒介，而這外面世界正是「摩

登」、「進步」的模範。在曹老人的故事中，消費都市文明就是以消費其中的「時

髦」物質的方式展現。讀者對於曹老人故事中的百貨公司與時髦點心，則可能以

樂於接觸新奇事物的態度享用。都市文明成為可以被貼上價格標籤的商品，在百

貨公司裡能夠以金錢購買的現代性。 

2．科學理性的商品化 

    科學理性的思維模式與技術在偵探小說文類當中是一個相當重要的特質，成

為偵探小說與傳統的犯罪偵查敘事文類—如公案小說所以區別之處。因此，在偵

探敘事文本當中，「科學理性」是推進敘事的動力之一。前述科學理性是現代性、

現代文明的特徵之一，日治時期偵探敘事的讀者，閱讀文本中科學理性，就是接

觸現代性與現代文明。且對於西方式的現代性與現代文明的嚮往，使「科學理性」

成為東方的讀者急欲吸收、轉為己用的「現代性」。然而也在讀者的急切需求之

下，科學理性的特質不斷地被書寫、鋪排在通俗文類的文本當中商品化，成為品

牌保證、用以招攬讀者的要素，而終成可以消費、享用的對象。透過消費享用「科

學理性」，讓讀者彷彿也成為一個具備科學理性思考的「現代」人。日治時期偵

探敘事文本中的「科學理性」因素如何被商品化?讀者可能如何消費、享受「科

學理性」? 

    在日治時期台灣的偵探敘事當中的「科學理性」，一開始就具有消費的商品

特質，又在台人作家的中文作品最為明顯。例如李逸濤的〈偵探記〉與〈殺姦奇

案〉當中的種種科學文明，脫不了奇觀式的想像。輕氣球、手槍裡噴出的白粉、

咖啡裡的藥(蒙汗藥?)，小說中對於這些科學技術的原理、運用的過程缺乏說明，

而讓這些科學的技術與器材似乎無需經過設計、操作，而能夠自行運轉。這些都

是彼時台灣的寫作者與閱讀者共同感到「新奇有趣」的東西，是他們想像中西方

現代世界裡奇特的時髦玩意兒，至於其操作原理毋需太過深究。而在台日人作家

的文本當中，科學技術與理性思維的運作似乎都更為精良。然而即便日人文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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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科學理性的描繪更具「科學精神」，卻也在大量鋪排科學理性的妙用中，使

之成為大量生產、公式化的、可重複的商品86。科學理性的內涵，例如前引的前

後一貫的思考能力，不一定是文本中重視的因素，有時成為口號式的標榜。例如

〈姿なき犯罪〉(〈失去蹤影的犯罪〉)當中松井巡查雖然拿出了紙筆寫下了「科

學的搜查」幾個字，並且也努力地按照條理地想了幾個事件可能的發展方向，然

而不久之後還是用了「一定會被批評為『溺水者抓到稻稈』」般的線索進行搜查。

如此「科學的搜查」似乎還不敵偶然的巧合。這並非對於科學理性的否定，恰恰

相反，正是因為將科學理性的地位放置在更為崇高的位置，因而凡事皆舉科學理

性為準，然而實際上卻不能事事都循理以進，而在理性的大纛下自由肆應。科學

理性在此被看作是一種時髦玩意兒時，也就將其中的思維方式扁平化、表面化。

讀者閱讀以科學理性的思維作為中心的文本時，卻也隱含了追逐流行的心態。科

學理性的思維成為一個裝點門面的道具，成為讀者追逐「現代感」的過程中一個

一種新潮的娛樂。 

 

三．新大眾娛樂的形成—游戲趣味的誕生 

  

   偵探敘事文類當中本有遊戲的特質，邀請讀者進入文本當中，參與這場偵探

與罪犯之間的追逐競技。研究指出，偵探小說的樣式其實始終相同，讀者非常清

楚最終會發生什麼事—犯罪的真相一定會得到重建，而兇手一定落網，讀者所不

知道的是偵探會如何取勝，而達到目的87。而偵探小說中的懸疑感(懸念)，能夠

讓讀者願意參與文本，恐怖、驚險的場面，使讀者在感到不安、好奇與焦慮之下，

激發各種想像。讀者對於偵探敘事的好奇，大致上可分為兩類，一是將好奇真相

為何，一是好奇偵探將如何破案。88讀者易於在好奇心的牽引之下，涉入文本當

中。而偵探敘事當中的趣味就在好奇當中呈顯出來。兒童故事〈火腿雞蛋糕〉就

充份利用了這個特性，設計了一場小說人物與大小讀者皆宜的尋「寶」遊戲。而

〈驗心術〉的諧仿手法，其中也含有謔趣，讓讀者猜測，西方的偵探學博士，葫

蘆裡賣的是什麼靈丹妙藥?這些妙藥於傳統中國是否有效? 

                                                 
86 大眾文化的特性是標準化、公式化、可重複的產品。參見 Dominic Strinati(斯特里納蒂)著、閻
嘉譯，《通俗文化理論導論》(An Introduction to Theories of Popular Culture)，(北京:商務印書館，

2001年)，頁 17。 
87 參見 Arthur Asa Berger(柏杰)著、姚媛譯，《通俗文化、媒介和日常生活中的敘事》，頁 141 
88 參見任翔，《文學的另一道風景—偵探小說史論》，(北京市:中國青年出版社，2001年 1 月)，

頁 232~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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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讀者在涉身參與文本內尋找真相的過程中，一併實踐、消費、享用了本能中

的欲望與對現代文明的渴望。跟隨著偵探的腳步，讀者也看到了種種謀殺案中可

怕復可懼的屍體、謀殺案背後的情愛、權力、財富的欲望糾葛，遊逛了都市當中

的百貨公司、實現他們對於西方現代性、科學理性的幻想。透過偵探敘事文類，

讀者得以從日常生存當中暫時脫離，到一個異「常」的世界，享受幻想帶來的樂

趣。日治時期的偵探敘事之所以能夠稱為一種「新大眾娛樂」，可由三個層次觀

察。從詞幹「娛樂」一詞來看，偵探敘事文本一方面能夠吸引讀者的心靈參與文

本中的推理、調查或者犯罪當中，另一方面則能夠完全讀者日常生活中被壓抑的

欲望，以及種種幻想。而由於文類本身的特質，使此敘事文類具有「現代」、「西

方」的特質。從詞幹的第一個修飾語「大眾」來看，偵探敘事文類的消費並不局

限在特定的群體當中，正如前述，偵探敘事除了警務相關系統的刊物之外，也在

一般性的雜誌、報紙中出現，而成為一般讀者皆有機會接觸的讀物，這是讀者大

眾的第一層意義。另一層意義，是偵探敘事本身的性質，不僅僅是一般識字階層

喜讀，受過較高教育的知識人更是可能的讀者群。他們對於理性的推理、科學的

應用更有興趣，而且對於「謎」的推理解答更有信心89。於是偵探敘事文類的可

能讀者群，就包含了一般讀者與專業型(包括警務及知識人)的讀者。又詞幹的第

二個修飾語「新」，則點明了偵探敘事文類對於西方或東方的台灣來說，都是一

個新的出發。當然謎的解決與理性的運用都不是新鮮的玩意兒，但是將之結合，

並且以之為固定的模式，西方在 1840 年代開始，而台灣則在日治時期開始引進、

移植這個對於西方來說亦是「新」的文類進來。而這個文類所描寫的正好是在「新

時代」文明中的生存狀況，以及在新時代賴以為生的法寶。日治時期台灣的偵探

敘事，成為具有遊戲趣味的「新」「大眾娛樂」。 

                                                 
89 參見 Fraser Bone著、陳諤、黃養志譯，《新聞學概論》(Introduction to Journalism)，(台北:教

育部，1959年)，頁 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