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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現況 
 

一．研究動機 

 

福爾摩斯先生鑒 

久仰大名，如雷貫耳，每欲趨承教誨，奈多俗務，又遠隔大洋，甚為耿耿。

茲者敝受甚大之盜難，敝地警隊雖敏，奈大盜手腕更兇。盜難頻發，被難

甚巨，竊思非先生莫治，敢祈撥駕一遊以治之，雖敝個人之幸，亦敝地全

市人之福也。書不盡言，詳細待到臺後面談。專此懇請。  

年月日 街氏名  林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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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探敘事在台灣文學場域上的發生與形成，其意義指涉著一種新興通俗文類

的移植與開展、深化與轉化的現象。而偵探敘事的範圍，涵括的不只是由作家創

作的虛構小說，也可能是西方偵探小說的翻譯介紹、強調真人實事的筆記體裁、

對西方偵探小說的臨摹改寫，甚且可能是反偵探敘事的諧仿等等；其共同特質是

解開謎團、追求真相，經常與犯罪事件有關。偵探敘事作為一種通俗文類，尤其

是其敘事成規與意識型態原是以西方偵探小說為主要源流的情形下，如何進入台

灣的文學場域?進而在台灣「發生」?如何「形成」?彼時台灣的大眾，如何接受、

消化、吸收、甚至享受這種新興文類?偵探敘事雖是新興文類，其與過去的種種

文學創作傳統有所承繼?偵探敘事的興起，至偵探小說的完成，與彼時台灣人們

的精神生活、娛樂生活有何關聯?塑造出怎麼樣的文化圖景?偵探敘事在台灣的發

生點與關鍵點的摸索，都是本文主要關懷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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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餘生，〈智鬥〉，《台南新報》7753號，1923年9月26日，五版。原文「福爾摩斯」誤植為「福

兩摩斯」，新式標點為筆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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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探敘事的生成，不論是在中國或日本，都與西方偵探小說的譯介有密切關

係2。作為殖民地的台灣，其接受的狀況與血緣上的祖國及政治上的殖民母國卻

有所不同。台灣文學場域對於偵探敘事的接受，雖然也透過譯介，但是在時間點

上，卻呈現紛然雜至的現象—譯介不必然早於仿作、筆記體裁與小說體裁可以共

存。台灣文學場域上的偵探敘事，台人與日人、漢文與和文的書寫並存。日人在

台的書寫者，透過其母國的翻譯介紹，已然接受與理解偵探敘事的成規與意識型

態；因此，日人進入之後，即在台灣的文學場域上提出偵探敘事的作品。另一方

面，公案筆記／小說、民國時期的偵探小說譯介以及中國的古典語言訓練，仍然

持續進入與留存在台灣文學場域中；如此，以中國文言文夾雜日語語彙寫作信

札，邀請英倫的福爾摩斯來台辦案，也就不是天方夜譚。由此觀之，偵探敘事在

台灣文學場域上的發生與形成，並非文類進化觀所能括概描述，重新建構偵探敘

事發生與形成的工程，遂顯得更為繁複。另一方面，日治時期台灣，殖民體制包

挾現代性而來，不僅僅使台灣必須面向東方的新強權日本，還必須面向更廣大的

西方現代世界；而傳統的漢族意識，即使政權離開，仍存著難以抹除的血脈。因

此在台灣的文學場域上，源自西方、透過日本、中國而來的偵探敘事的發生與形

成，遂成為島上現代性、殖民性與傳統價值交鋒的平台。這也指出一個重點，日

治時期台灣文學場域正是特異的存在，是新的起點，但並非舊的終結。觀察偵探

敘事的生成，成為觀察日治時期島上現代性、殖民性與傳統價值的展現的進路之

一，以及通俗性在其中的呈現。 

此外，檢視、釐清偵探敘事在台灣文學場域上的發生與形成，亦可以作為重

建日治時期台灣通俗文類與通俗文化的一個出發點。向來日治時期臺灣文學的研

究，主要以純文學的發展為中心。在理想性、理論性濃厚的純文學之外，娛樂性、

通俗教化性為主的通俗文學，在文學研究的視野中，並不具備足夠的能見度。直

至 1998年黃英哲、下村作次郎主編的「台灣大眾文學系列」出版，重新排印、

翻譯了八部日治時期臺灣通俗小說，共十卷
3。此系列的出版，讓日治時期文學

                                                 
2 參見范伯群主編，《中國近代通俗文學史》，(江蘇教育出版社，南京:1999年)，頁758~780；Cecile 

Sakai(セシル．サカイ)著、朝比奈弘治譯，《日本の大眾文學》，(東京都:平凡社，1997年2月)，
頁40~42。 

3 本系列分別為： 

吳漫沙，《大地之春》，台北:前衛出版社。 

吳漫沙，《黎明之歌》，台北:前衛出版社，1998年。 

吳漫沙，《韭菜花》，台北:前衛出版社，1998年。 

建勳/林萬生，《京夜．命運》，台北:前衛出版社，1998年。 

林萬水著、邱振瑞譯，《命運難違》(上)(下)，台北:前衛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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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版圖，填補上了通俗文學這一個失落的環節。此後，有關通俗文學的整理

與研究圍繞著個別作家與個別刊物逐漸展開4。然而，有關跨單一作家、跨刊物

界線的通俗文類研究，至今仍未有更為顯著的成果。觀察偵探敘事文類的生成，

正可以為研究通俗文類與通俗文化的形成開啟一道窗口，更能夠為欠缺已久的日

治時期台灣通俗文學史的建構作一項準備
5。 

 

二．研究現況 

     

檢視日治時期偵探敘事的相關研究現況，有助於對掌握過去的研究成果以開

拓未來的研究空間。有關目前研究現況的檢視，應由偵探敘事的研究、通俗文學

的研究等相關各方面進行討論。 

1．偵探敘事相關研究 

偵探敘事，指涉一種解開謎團、追求真相、經常與犯罪事件有關的敘事6。

探討台灣的偵探敘事如何「變成」小說，首先應先對偵探敘事的敘事成規
7有所

認識。偵探小說是主要由西方所引進的敘事文類
8，其敘事的發展，是設謎及解

                                                                                                                                            
阿Q之弟，《可愛的仇人》(上)(下)，台北:前衛出版社，1998年。 

阿Q之弟，《靈肉之道》(上)(下)，台北:前衛出版社，1998年。 
4 詳見下文。 
5 歷來論台灣通俗文學史，往往忽略日治時期的成果，逕直以戰後的發展為重心，甚至不知有此

一段文學陳跡。如劉秀美《五十年來的台灣通俗小說》中，對於戰後台灣偵探小說的推源，由

晚清、民國時期的譯介開始，到程小青、孫了紅等人的創作為止。(見劉著，台北市:文津出版

社，2001年，頁260~261。)論及台灣偵探推理小說的推源，忽略本土的文學遺產，僅由民國時

期的翻譯創作著手，難窺全豹。然而這樣的論點也呈顯出日治時期通俗文學史的長期欠缺的問

題。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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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川崎賢子，〈大衆文化成立期における〈探偵小說〉ジャンルの変容〉，收入川本三郎等，

《大眾文化とマスメディア》，(東京都：岩波書店，1999年)，頁66；黃澤新、宋安娜著，《偵

探小說學》，(天津市:百花文藝出版社，1996年8月一刷)，頁11。 
7 敘事成規指該敘事文類(genre)的一整套的、已經建構成的內在規律(conventions and codes)，為創

作者與讀者所共享的契約，作者根據敘事成規創作，而有時則企圖衝破成規；讀者則依據作品

顯現的語碼對作品進行歸類，並且在此框架下進行理解。參見M.H. Abrams,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7th ed., (Orlando: Harcourt Brace College Publishers, 1999), pp.109~110。 

8 部份論者認為中國傳統文學中本有偵探小說，如黃澤新、宋安娜的《偵探小說學》。此書以為

宋代話本中的公案小說，就是中國古代的偵探小說之一，並且認為「在古代，我國偵探小說光

輝燦爛，西方作品黯然失色；在現代西方作品燦爛似錦，我國作品則相形見絀。」(參見黃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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謎的歷程；由問題的提出開始、經過解決問題的過程而達至問題解決的完成。偵

探敘事的構成以情節為主，主要是重建被隱藏的故事(多半是犯罪)，以及其重建

的過程(即偵探)
9。小說中人物的設計主要包括設謎者—通常是罪犯、解謎者—即

偵探、以及其他相關人士。
10偵探調查的過程運用在理性思維下，以工業革命以

後興起的種種科學技術為解決問題的方法。 

    有關西方、中國或日本的偵探敘事、偵探小說研究，已有豐碩的成果。在研

究內容上，偵探敘事的生成、偵探敘事的類型、偵探小說的作家、偵探敘事的文

化意義，皆有相當的成績。
11在研究方法上，或由社會歷史脈絡切入、或由敘事

美學切入、或由新興文化批評理論切入—如女性主義、後殖民主義等等，得到不

同層面的開發
12，亦是本文寫作重要的啟示與參考。 

有關西方偵探小說研究的發展，在 Heta Pyrhönen的專著 Murder from an 

Academic Angl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Detective Narrative13(《學術角度

看謀殺：偵探敘事研究導論》)有詳盡的分析討論，書中指出對於針對偵探小說

的研究可分為三個層面。首先研究者是對偵探文類(detective genre)本身有興趣而

開啟了偵探敘事的研究，因為偵探小說的設計，使這種文類特別適合於檢驗敘事

理論、定義「文類」的基本元素，以及「文類」的可超越的彈性與不可超越的邊

界。其次，偵探文類本身因為必須透過重新組織線索、事實與證言來組構事實真

相的全圖，因此偵探及其讀者都在經歷詮釋的過程，從而使偵探文類的研究遂與

認識論上的、道德上的以及精神分析上的種種詮釋相關。其三，偵探文類所處理

的內容是主要是犯罪，這是一種社會及道德上的越界，從而產生了法律、正義、

道德選擇的問題，可以看作是文化、社會方面的層次。此書的首先論偵探小說的

                                                                                                                                            
新、宋安娜著，《偵探小說學》，頁3)。此書偵探小說的判準是將作品中是否有偵探術、推理術

而決定。然而偵察的技術與推理的方法各個時期、各個民族皆可具備，但「偵探小說」的形成

卻不只有偵察技術與推理方法此類「技術層面」的元素，還包含了文類的內在規律的形成、文

類典範的出現等等。就「偵探小說」此一固定名詞的涵義來看，多指在1841年愛倫．坡(Edgar 

Allan Poe)發表《摩格街謀殺案》(The Murders in Rue Morgue)之後所形成的小說類型。(參見康慧

敏，From Poe to Eco: The Name of the Rose and Its Transgression Beyond the Detective Genre，台
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年1月，頁17~27)。此類型的文類特色見本文所述。 

9 參見Peter Hühn, “The Detective as Reader: Narrativity and Reading Concepts in Detective Fiction,” 
Modern Fiction Studies, Volume 33, Number 3, (Autumn 1987): 451。 

10 參見任翔，《文學的另一道風景—偵探小說史論》，頁219~230。 
11 參見本文參考書目—專書—偵探小說部份，頁154~155。 
12 參見本文參考書目—專書—偵探小說部份，頁154~155。 
13 Heta Pyrhönen, Murder from an Academic Angl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Detective 

Narrative, (Columbia: Camden House,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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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之研究、次論其主題學上的研究、復論其與文化的關係之研究。以上所列舉

的三種研究面向即為自 1960年代以來西方世界對於(西方)偵探小說的研究的幾

次不同的重心轉移。 

西方的偵探小說到了東方，影響了東方的既有的通俗文類，並且在現代化的

浪潮下，產生了「東方的」偵探小說。陳智聰〈從公案到偵探—晚清公案小說敘

事模式的轉變〉
14一文探討了由中國傳統的公案小說(包含俠義公案)的敘事模

式，在西潮的進入與激盪之下，由於偵探小說所承載的科學、法律、人權觀念，

以及其因果倒置的敘事模式，隨著現代性、現代化而來，吸引了當時的論者的注

意，而使傳統的公案小說產生變化，出現了以「偵探」為名以及具有偵探化情節

的公案小說。該文具體指陳了傳統的公案小說在時代變遷中因受外來思潮與文類

的影響而產生的轉變，然而偵探小說終非公案小說的變體，論證其生成，還有待

自其文類的進入與生成本身著手。在任翔《文學的另一道風景：偵探小說史論》、

黃澤新、宋安娜合著《偵探小說學》及范伯群主編的《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

等著作當中，則描繪了自晚清以來偵探小說在中國的傳播與形成的圖像以及「中

國的」偵探小說的特質。日本的偵探小說方面的研究，有中島河太郎，《日本推

理小說史》、伊藤秀雄，《近代の探偵小說》等論者的著作15討論日本近代以來偵

探小說的形成，尤其是訴諸明治維新後期的「翻案」(即翻譯改寫)文字的傳統16，

直接將其形成的源頭指向西方的現代通俗文藝讀物，並且透過文獻資料的排比整

理，勾勒出日本近代偵探小說的發展脈絡。 

相較於對於西方、中國與日本的偵探敘事文類的研究的成果，有關台灣日治

時期偵探敘事的論著，目前僅有一篇專論，即中島利郎〈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台

灣探偵小說史稿〉
17。 

    中島利郎〈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台灣探偵小說史稿〉一文將台灣的偵探小說

推源至日本近代文學史中的偵探小說。首先由日本本土的偵探小說界義與簡史進

入，之後為台灣的偵探小說分期，分為大正時期、昭和時期及戰爭時期。各個時

                                                 
14 陳智聰，〈從公案到偵探—晚清公案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

1995年)。 
15 中島河太郎，《日本推理小說史》第一卷，(東京都:東京創元社，1993年4月)；伊藤秀雄，《近

代の探偵小說》，(東京都：三一書房，1994年6月)。 
16 有關「翻案」的討論，參見本文第四章第一節。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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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5



第一章  緒論 

                                                                                    
 
期內簡介若干重要的文本，並試著為各文本所突顯的問題尋找可能的解答。此文

旨在為台灣偵探小說作史的建構，透過時間順序排列，嘗試描繪出日治時期台灣

偵探小說的發展脈絡，從而點出讀者、作者、媒體、文學場域、通俗休閒讀物等

等重要課題。此文另一個重要的貢獻是同時整理出台灣偵探小說年表
18，呈顯出

偵探敘事的具體樣貌。 

〈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台灣探偵小說史稿〉有若干值得討論之處。影響全篇

立說基礎的是材料問題。此文所謂的「台灣探偵小說」，全為日人作家日文寫作，

台人作品及中文作品並不在其論述視野中。然而就文獻資料的整理可知，此時期

的台灣偵探敘事，並非全為日人日文創作，台人的中文創作不僅存在，且富有文

化意義。當中文敘事不在論述視野中時，此文偵探小說史的建構也就缺了半壁江

山。由此而來的是文類源流的問題。此文將台灣的偵探敘事的源流直接指向日本

近代文學，固然是因為文中所收錄、倚賴的材料中，僅有日人作家日文作品，也

因此而其他種種可能發生的源流，此文並未加以考慮；中國傳統的公案小說，與

偵探敘事體質接近，亦應視為文學史源流之一。此外，此文指出台灣偵探小說的

發展，在 1945年日本戰敗、政權撤出台灣之後，就光芒盡失並且中斷19。然而，

依據文獻資料，情況有所不同。此文稱為日治時期唯一的「本格的」(按：正宗

的)偵探小說家林熊生(金關丈夫)，在日本戰敗之後，並未立刻返回日本，滯台四

年，到了 1949年方才返日20。在日本戰敗到金關丈夫返日的期間，仍然陸續出版

了三本偵探小說集。
21此外，1946年亦有台人作家葉步月22的長篇日文偵探小說

                                                 
18 中島利郎編，〈台灣探偵小說年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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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9。 
19 參見中島利郎，〈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台灣探偵小說史稿〉，頁3、23。 
20 參見大林太良，〈解說〉，收入金關丈夫著、大林太良編，《木馬と石牛》，(東京都:岩波書店，

1996年)，頁341~343。 
21 即林熊生(金關丈夫)，《龍山寺の曹老人．第一輯．入船莊事件．他二篇》，(台北市:東寧書

局，1945年11月)；林熊生(金關丈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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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熊生(金關丈夫)，《龍山寺の曹老人．第三輯．謎　

男》，(台北市：大同書局，1947年1月)。此三部小說集皆在戰後出版，然《第一輯》中各

篇的首次刊出皆在日治末期，其餘各篇又多有日治末期的環境色彩。參見下文。 
22 葉步月(1907-1968)，本名葉炳輝，台灣台北人。1930年畢業於台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

1934年取得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博士學位，師事杜聰明。著有科學小說《長生不老》於戰

後初期出版。參見:下村作次郎〈葉步月の文學〉，收入下村作次郎編，《葉步月作品集一》，

(東京:綠蔭書房，2003年7月)，頁328；葉思婉、周原七郎編，〈葉步月年譜〉，收入《葉

步月作品集一》，頁341~346；葉步月，《長生不老》，(台北市:台灣藝術社，194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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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晝の殺人》23出版，所述內容部份涉及光復後的物價問題24，應可視為 1945

年之後所作。由此來看，戰後台灣偵探敘事的光芒仍存，所謂日本戰敗後的發展

中斷之說，或可再議。不過此篇論文提供本文進入日治時期偵探敘事的基礎點，

並且由其已論與未論之處，得到論述開展的空間。 

2．日治時期台灣通俗文學相關研究 

偵探敘事作為一個新興通俗文類，是在當時的通俗文學場域中發生與形成，

所以要考察偵探敘事，通俗文學場域的研究與理解是不可或缺的部份。有關日治

時期台灣通俗文學的論著，多見於雜文或回憶錄性質的文章中，如陳鏡波〈軟派

文學與拙作〉
25，該文略述陳氏個人寫作通俗情色文學的經過等等。 

作為研究論文具有開山性質的是黃英哲、下村作次郎合撰的〈戰前臺灣大眾

文學初探(一九二七年~一九四七年)〉26。此文以日本近代文學中的「大眾文學」

一詞界義，描述台灣日治時期通俗文本中符合「大眾文學」界義下的文學景觀，

由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與作者的簡述中，提點出幾個重要的議題：如中文寫作的皇

民文學、文學創作語言、都市化與消費文化的問題等等。此文的出現，為日治時

期台灣通俗文學的研究，勾勒出初步的輪廓。本系列論文搭配兩位作者合編的「台

灣大眾文學系列」的文本出版，在向以反殖民、反封建為主的日治時期文學研究

之外，開拓了一個新穎而富有趣味與意義的領域。
27然而，此篇論文引起爭議之

處，在於其「大眾文學」的名詞界義。 

中島利郎〈日本統治期台灣　「大眾文學」〉
28針對黃英哲、下村作次郎文中

                                                 
23 葉步月，《白晝の殺人》，(台北市:台灣藝術社，1946年12月初版、1947年2月再版)。 
24 見葉步月，《白晝の殺人》，頁1。 
25 陳鏡波，〈軟派文學與拙作〉，《臺北文物》3卷3期，(1954年12月)，頁68~69。 
26 黃英哲、下村作次郎，〈戰前臺灣大眾文學初探(一九二七年~一九四七年)〉，收入彭小妍編，《文

藝理論與通俗文化》，(台北市: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9年)，頁231~254。該

文根據黃英哲、下村作次郎編，前衛出版社所刊「台灣大眾文學系列」各卷卷頭語改寫而成，

曾在1998年8月7日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籌備處舉辦「文藝理論與通俗文化研討會」上宣

讀，修正後內容之一部份摘錄為〈談戰前臺灣大眾文學—臺灣文學史的一段空白〉，刊登於《中

外文學》27卷6期，(1998年11月)。《文藝理論與通俗文化》所收論文最為完整，本文依之。 
27 黃英哲、下村作次郎此系列論文與系列小說的出版，對日治時期通俗文學的研究頗有催化的作

用。在此之後，陸續出現相關的學位論文與單篇論文。相關論文篇目參見吳瑩真《吳漫沙生平

及其日治時期大眾小說研究》的通俗文學研究回顧。（吳著，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2年，頁3）。 
28 中島利郎，〈日本統治期台灣の「大眾文學」〉，收入中島利郎編，《台灣通俗文學集一》，(東京

都:綠蔭書房，200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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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用「大眾文學」一詞提出反對意見，以為日治時期台灣文學場域中並無「文學

的大眾」(即廣大的讀者群)存在—這是大眾文學成立的必要條件，因此，日治時

期的「大眾文學」並不成立。取而代之，中島利郎用了「通俗文學」的詞彙。中

島利郎的討論，主要著眼點於日治時期台灣的傳播媒體並未達到普及的狀態，缺

乏堪稱「大眾」的讀者。 

除此之外，陳建忠〈大東亞黎明前的羅曼史—吳漫沙小說中的愛情與戰爭修

辭〉
29一文指出吳漫沙的通俗言情小說中的皇民化取向。而有關通俗文學與大眾

媒體的關係，黃美娥〈二十世紀初期台灣通俗小說的女性形象—以李逸濤在《漢

文台灣日日新報》的作品為討論對象〉
30指出漢文通俗小說的空間，來自於《漢

文臺灣日日新報》的出現，具體地論證日治時期通俗文藝形成中的媒體因素。 

再者，目前所見相關學位論文、專著多著重於單一作家或單一刊物。吳舜鈞

〈徐坤泉研究〉
31討論通俗文學作家徐坤泉的生平、作品、文學活動與小說中反

映的殖民地現象。郭怡君〈《風月報》與《南方》通俗性之研究〉32針對日治末期

的漢文刊物《風月報．南方》系列雜誌通俗性的形成、呈現與皇民化運動中的文

化策略等等進行討論。柯喬文〈《三六九小報》古典小說研究〉
33以場域的概念，

討論一九三○年代通俗刊物《三六九小報》中古典小說的類型，以及古典文人如

何在文學場域中爭奪位置。 

以上，有關大眾．通俗文學領域的討論，黃英哲、下村作次郎的〈戰前臺灣

大眾文學初探(一九二七年~一九四七年)〉具有總論的性質，上述著眼於單一作

家與刊物的論著具有分論性質，中島利郎的〈日本統治期台灣の「大眾文學」〉

則是檢討文學範疇概念與內容的對應性及合法性，黃美娥〈二十世紀初期台灣通

俗小說的女性形象—以李逸濤在《漢文台灣日日新報》的作品為討論對象〉一文

鋪陳通俗文學場域的形成過程。以上諸論雖未直接探討日治時期的偵探敘事，已

然提供其所生長的通俗文學場域的相關資訊。 

                                                 
29 陳建忠，〈大東亞黎明前的羅曼史—吳漫沙小說中的愛情與戰爭修辭〉，《臺灣文學學報》3期，

(2002年12月)，頁109-141。 
30 黃美娥，〈二十世紀初期台灣通俗小說的女性形象—以李逸濤在《漢文台灣日日新報》的作品

為討論對象〉，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二十世紀臺灣男性書寫的再閱讀－－完全女性觀點」研

討會，(2003年10月18日、19日)。 
31 吳舜鈞，〈徐坤泉研究〉，(東海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1994年)。 
32 郭怡君，〈《風月報》與《南方》通俗性之研究〉，(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0年)。 
33 柯喬文，〈《三六九小報》古典小說研究〉，(南華大學文學所碩士論文，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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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資料、研究方法與研究內容 
 

一．研究資料 

 

1．研究文本 

    日治時期台灣偵探敘事的文本，包括日治初期的日文偵探小說、筆記類型的

「探偵實話」、西方偵探小說的譯介、偵探小說的改寫、創作等等。文本有單行

本發行，以及散見於當時的大眾媒體—期刊雜誌、報紙當中。 

    期刊、報紙的部份，有專業型機關刊物，如《台法月報》、《台灣警察協會雜

誌》及其後身《台灣警察時報》，皆為直接屬於台灣總督府，屬於公家機關刊物，

其讀者是司法、警察相關人士；綜合性報紙，如《臺灣新報》、《臺灣日日新報》、

《臺南新報》等等，其讀者是一般民眾，沒有特定的讀者群，但地區性報紙的讀

者群有地域性；綜合性雜誌，如《台灣婦人界》、《台灣公論》等等；通俗文藝性

刊物，如《風月報．南方》系統、《三六九小報》等等，其讀者是文藝愛好者。

散見於期刊雜誌報紙上的偵探敘事文本，目前已有部份編目整理，即中島利郎所

編〈台灣探偵小說年表〉，其所包涵範圍是《台法月報》、《台灣警察協會雜誌》、

《台灣警察時報》、《台灣婦人界》、《台灣公論》、《「會報」旅と運輸》等等。又

有復刻出版，即中島利郎等編《台灣探偵小說集》
34，所收入者為前述〈台灣探

偵小說年表〉中所列之部份文本。然而，綜合性報紙、通俗文藝性刊物上的偵探

文本，尚未有完整的搜索、整理，必須逐一檢視。筆者目前所收集資料，除中島

利郎所編〈台灣探偵小說年表〉所列項目之外，尚且包括餘生〈智鬥〉(連載十

一回中斷)、謝雪漁〈小學生椿孝一〉35⋯⋯等中、日文文本，詳參本文附錄。 

單行本的部份，可能是日治時期台灣通俗文學史上第一本偵探敘事的單行本

作品：座光東平《士林川血染の漂流船》，僅由書誌資料得知曾經刊行36，其書仍

                                                 
34 中島利郎編、河原功、下村作次郎監修，《台灣探偵小說集》，(東京都 : 綠蔭書房，2002年，

「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集成9」)。 
35 參見本文附錄。 
36 座光東平，《士林川血染の漂流船》，(台北:杉田書店，1914年11月)。此書內容是以台北州巡

查飯岡秀三的事實談為骨幹的偵探故事，收入「士林川血染の漂流船」、「台北城下の兇賊」兩

篇。參見黃得時、池田敏雄編，〈臺灣に於ける文學書目〉，《愛書》14輯，(1941年5月)，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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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見。然依書誌資料顯示，其內容與《台法月報》上所刊〈士林川血染船〉、〈奇

代の兇賊台北城下を騷す〉37(〈稀世兇賊驚動台北城〉)兩篇或可能相當接近。

以實際案件、實際聽聞寫作而成的「實話」系統，有江間常吉所編《台灣探偵實

話》、《台灣探偵實話．第二輯》等等。另外，以小說虛構敘事為主的有林熊生(金

關丈夫)共四部單行本出版，分別為《船中の殺人》、《龍山寺の曹老人．第一輯．

入船莊事件．他二篇》、《龍山寺　曹老人．第二輯．幽靈屋敷．他一篇》、《龍山

寺の曹老人．第三輯．謎の男》。其中「龍山寺の曹老人」系列三輯，俱在戰後

出版。然而，第一輯所收各篇在日治末期即已在雜誌上連載刊出38，第二輯、第

三輯雖未能確定初出日期，但出版日期距日本撤出不久，意識型態與生活樣式未

可截然劃分，且其行文之間仍見日治末期生活的痕跡
39，因此，視為日治時期的

文本亦為可行。 

    探求日治時期偵探敘事的文本，在各種類型的刊物中都可以發現，亦可見其

作為娛樂，是普遍的、而非專屬某一團體的。透過檢視期刊雜誌報紙以及單行本

的偵探敘事，能夠具體地指證其發生與形成。本文所採用的偵探敘事文本，中文

及日文寫作兼具，若原文為日文者，概為筆者所譯，並承蒙黃英哲教授斧正，特

此致謝。 

2．輔助資料 

    除了偵探敘事的文本之外，亦有其他類型、範疇的資料可作為爬梳的輔助工

具與物質文化的證據。輔助資料主要來自於期刊雜誌報紙以及單行本上，除了偵

探敘事文本之外其他相關訊息，如廣告、讀者投書、新聞記事、訪談記錄、雜文

等等。廣告方面，由雜誌報紙上的廣告，可以得知當時台灣書市上可能出現的書

刊內容大要，以及文學場域中作者養成與讀者品味的可能形貌。另外，由其行銷

手法，亦可推知其主要訴求為何，及可能的市場品味。如《臺南新報》〈新趣味 九

月號〉
40廣告文案：「新趣味 九月號  新奇的犯罪祕話 奇絕駭絕  真正天下第一  

                                                 
37 參見本文附錄。 
38 第一輯共有三篇。〈許夫人の金環〉：初出原名〈曹老人の話 第一話 信心深い泥棒のこと〉， 

《台灣公論》1943年8月1日。〈光と闇〉：初出原名〈曹老人の話 第二話 光と闇〉，《台灣 

公論》1943年10月1日。〈入船莊事件〉：初出原名〈慰問讀物 曹老人の話 第三話 入船莊事

件〉，《台灣公論》1943年12月1日。 
39 如第二輯所收〈百貨店の曹老人〉一篇敘述：「戰爭以來商品愈來愈缺乏，(百貨公司)顧客上

門的很少。」(頁40)、第三輯〈謎の男〉：「今年是戰爭的第三年」(頁11)。 
40 〈新趣味 九月號〉，《台南新報》7359號，1922年8月28日，第六版。原文日文。雜誌《新

趣味》的發行地在東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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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暑的清玩  臥榻的良伴  次號是必然震撼讀書界的偵探祕話」，可藉由此一窺

當時的台灣書市，已出現日本的通俗讀物，並且特別強調感官的剌激以及休閒的

功能，可作為觀察台灣文學場域上如何接受偵探敘事的輔助。除此之外，讀者投

書、新聞記事、雜文等等，都可以作為偵探敘事生成考察的外圍輔助工具。 

    偵探敘事生成的研究，以內緣的文本為主，輔以外緣資料，避免孤立地就文

類論文類的盲點。 

     

二．研究方法 

   

本文的關注點，是一個通俗敘事文類的發生與形成問題。最主要、也是必須

的研究方法，是回到日治時期台灣通俗文學的歷史現場，直接接觸第一手文獻資

料，由偵探敘事文本的蒐集、整理、閱讀、分析、比較開始，捕捉文本所釋放出

來的重要訊息，描繪出文類生成的關鍵性轉折。此外，西方、中國、日本的偵探

敘事文本，亦值得參考借鏡，尤其是改寫之作，對照西方偵探小說「原典」，藉

此掌握台灣偵探敘事的特殊樣貌。 

討論通俗文類的生成，可以由三個層面進行討論。首先是發生的媒介與文學

脈絡。有關此部份，除參考當時的輔助資料、歷史、文化相關論著之外，亦可參

考文學社會學、通俗文化理論、大眾媒介與大眾文化理論，透過理論的從旁協助，

釐清大眾媒體與通俗文化的內在聯繫，從而提點出偵探敘事的生產空間。其次討

論的重心是偵探敘事生成的關鍵性轉折，可以參考敘事理論及其他文學理論，協

助挖掘文本流動的真正樣貌。其三為敘事生成的文化圖景，指向偵探敘事的生成

中的作者、文本及讀者的文化意義解讀，此則借重文化與文學批評理論的啟發與

運用，如文學場域、後殖民理論、精神分析、消費文化理論、接受反應理論等等。 

 

三．研究內容 

     

本文旨在逐步釐晰、辨明日治時期台灣偵探敘事的發生與形成，共計六章。 

    第一章緒論。本章為全文框架說明，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的，檢討研究現況及

在此之下可能的發展，指出主要研究資料、輔助資料及研究方法、進路與原則，

並摘錄研究內容大要。本章意在作為全文的提示，提供本文即將進行的討論的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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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二章偵探敘事生成的媒介／文學脈絡。本章由外緣與內緣進行偵探敘事發

生的空間之建構。第一節由文學的外緣說明大眾媒體、通俗文學與社會新聞與偵

探敘事形成的關聯。日治時期由於大眾媒體發展，逐漸形成有異於過去的通俗文

學場景，提供通俗小說創作與發表空間，偵探敘事亦在此通俗文學空間中形成。

此外，大眾新聞媒體上的社會新聞，既提供偵探敘事題材，同時也形構某種曖昧

不明的偵探敘事—新聞也可能朝向娛樂化。第二節由文學的內緣說明中國傳統公

案小說的寫作與日本的犯罪小說寫作，皆為台灣偵探敘事的內在源流。偵探敘事

本為西方的敘事文類，然而，其進入台灣的文學場域前，傳統敘事已有性質接近

者存在，一方面使偵探敘事的進入與接受更為容易，另一方面又可能交互影響，

產生與西方偵探敘事有異的新品種。 

    第三章偵探敘事的起點。本章討論台灣文學場域上的偵探敘事之發生的開

端。這開始並非固著性的起點，而是每一次文本敘事取徑的參考點。第一節討論

日治初期漢文、和文偵探敘事在台的發聲。第二節討論實用文本當中的文學手

法，即「偵探實話」的類型。偵探實話本可作為寓教於樂的教材—在感官的剌激

中，學習偵探辦案的方法，然而，卻也有以「實」之名行「虛構」之實的可能性。

第三節討論現代偵探文本的進入，偵探小說的譯介。透過翻譯與介紹，現代偵探

小說進駐台灣通俗文學場域，其文類成規與意識型態—如科學、法治等等，開始

逐步浸透。 

    第四章偵探敘事的小說化，偵探敘事由實向虛、由翻譯到創作，呈現小說化

的進程。第一節討論對西方偵探小說的臨摹，以翻譯改寫的方式開始朝向虛構敘

事創作。第二節討論偵探小說成規的內化與轉進，有眾人共同完成一篇偵探小說

的連作方式，是台灣的偵探敘事對偵探小說成規的集體嫺熟操縱；亦有俠義章回

化的創作，不僅僅指外在形式由許多章回組成—其實西方偵探小說原本的創作方

式亦是如此，更重要的是小說的人物、情節、環境塑造，已經轉向俠義公案小說

化、在地化的可能。第三節偵探敘事的滲透與反動，首先處理的是偵探敘事的成

規向外滲透，使兒童文學的創作中，附著科學偵探的意識型態；其次是反偵探敘

事的小說出現，以仿諷的方式，嘲弄一味迷信「西方科學」偵探術的怪象。 

    第五章偵探敘事生成的文化圖景，由作者、文本、讀者三個面向，分別討論

偵探敘事的生成中所呈現的文化意義。第一節處理的主要是作者的面向。台人、

日人的作者，如何透過西方而來的偵探敘事，將對異國的想像，實際地在本地進

行操演與改造。第二節處理的主要是文本的面向。台灣文學場域中的偵探敘事，

如何將現代性的諸多議題，如科學、法治等等，透過文本傳達出來，並且在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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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營造一個新的社會秩序烏托邦。第三節處理的主要是讀者的面向。偵探敘事

的發生，原本就是以娛樂為主要目的，而這樣的娛樂，對日治時期台灣的讀者來

說，正是一個新興的娛樂類型。在消費偵探的科學、理性與正義的同時，其實也

消費了潛意識中對於性、死亡、現代文明等等的渴望。 

    第六章結論。本章總結全文。首先進行日治時期台灣偵探敘事的現場重建，

簡要地回顧偵探敘事的發生、形成的總體特徵。其次論通俗文類的再出發，指出

偵探敘事的生成考察既是通俗文類重回台灣文學研究場域的重新出發，也提示了

下一次再出發的可能：偵探敘事的內容、作者、文類特色、偵探電影文本⋯⋯等

等討論，都是日後可以深究的課題。 

 

 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