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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偵探敘事生成的媒介／文學脈絡 

 

    日治時期台灣偵探敘事的發生，與文學外緣的大眾媒體、通俗文學以及社會

新聞，以及文學內緣的中國傳統公案小說與日本犯罪文學密切相關。日治時期台

灣的訊息傳播類型，由傳統的小眾之間的資訊交流，轉變成為現代大眾傳播，因

而影響了文化的生態，通俗文學的樣貌也有所不同。偵探敘事正在此通俗文學空

間中成長。大眾傳播媒體中，求實的社會新聞與虛構的偵探敘事互相影響、互相

融攝。本章首先探討日治時期偵探敘事發生的空間，也就是大眾媒體的形成、大

眾媒體形成下的通俗文學景觀、以及大眾傳播媒體中與偵探敘事互文性最為明顯

而重要的社會新聞。由外而內，本章其次討論偵探敘事發生的文學內在源流關

係。在偵探敘事此一西方的敘事文類進入台灣文學場域之前，已有性質與之接近

者，即中國傳統公案小說與日本犯罪文學存在。此二傳統文類為新興文類的進入

營造文類環境，提供本地閱讀寫作者理解源自西方的偵探敘事文類的期待視野
1，並且也在兩造互相影響下，使西方偵探敘事在台灣的發展出現有異於母土的

表現。 

 

第一節 日治時期大眾傳播、通俗文學與社會新聞 

    

台灣的訊息傳播類型，向來是以小眾之間的傳播為主要的方式；至清領台灣

末期，方有具近代傳播特質的媒體出現；日治時期則是台灣大眾傳播媒介邁入現

代化的契機。現代大眾傳播媒體的出現，為偵探敘事的發生與形成，鋪陳了一個

新通俗文化的展演空間。 

                                                 
1 Jauss(姚斯)的期待視野理論指出，接受者對於未見過的新作品，對之進行文學體驗之前必須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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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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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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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治時期大眾媒體之形成 

 

日治時期大眾傳播媒體的誕生，是台灣本地的現代傳播媒體的先聲。在此基

調下，本地印刷媒體勃興，書市上中文、日文圖書報紙期刊相繼出現，與進口書

籍共同形塑本地讀者的閱讀品味，促成大眾讀物與大眾讀者的誕生，以及新舊通

俗小說的創作空間。 

1．台灣現代大眾傳播媒體的誕生與定調—轉手的文明開化 

台灣現代大眾傳播媒體的誕生，一般以日治的第二年 1896年《台灣新報》

的創刊作為指標性的開始。2在此之前，台灣的訊息傳播與交流模式，流通範圍

較小而且流通速率較慢。在台灣出版的刊物中，一般認為第一份具有現代特徵的

報刊，是 1885年 7月由英籍牧師巴克禮(Thomas Barclay)在台南以河洛語白話字

(即台語羅馬字)所刊行的月刊《台灣府城教會報》(Tai-oan-hu-sia Kau-hoe-po)。

該報以傳教為目的，有近似新聞報導與文藝副刊的文章，且定期出刊，類似綜合

性報紙。3最早的中文定期刊物則是劉銘傳治台時期 1886年開始發行的《邸抄》，

然而就其刊期、內容、對象與目的等等來看，並不具有現代特徵。4且清領時期

政府並不允許台灣島內進行漢字的活字印刷，因此，台灣在清領時期並沒有堪稱

 
2 參見洪桂己，《台灣報業史的研究》，(政治大學新聞所碩士論文，1956年5月)；王天濱，《臺

灣新聞傳播史》，(台北市:亞太圖書，2002年)，頁87；李明水，《台灣雜誌事業發展史》，(台

中:台灣省省政府，1986年10月)，頁18；李承機〈台湾における近代メディアの成立－植

民地体制とメディアとの葛藤〉，(東京大學地域文化研究專攻修士論文，1999年)，頁10。 
3《台灣府城教會報》的印刷，因採用活字排版，而使出版的速度與份數得以增加。以上參見

呂興昌，〈台灣府城教會報中的文學資料與論述〉(未定稿)，「文學傳媒與文化視界國際學

術研討會」，(國立中正大學，2003年11月8日、9日)，頁2；王天濱，《臺灣新聞傳播史》，

頁72~74；李明水，《台灣雜誌事業發展史》，頁9。 
4 台灣《邸抄》的性質，可由其仿製的對象《京報》觀察。《京報》是中國明末開始出現的刊

物，其內容翻印自朝廷官報《邸報》的內容，但由民間公開發行、出售。《邸報》則是由中

央機關發行予各級官吏閱讀，刊載朝政消息，也可稱作「邸鈔」，只在有限的範圍內發生傳

遞情報、發布訊息的作用，尚不具備輿論功能，並非具有現代意義的報紙。台灣的《邸抄》

為官方所出刊，並非商業經營，且其讀者幾乎受限於政府的官僚與有意仕進者。其印刷方

法仍是木版印刷，而非較為快速的活字印刷。參見洪桂己，《台灣報業史的研究》；李承機

〈台湾における近代メディアの成立－植民地体制とメディアとの葛藤〉，頁 8；王天濱，

《臺灣新聞傳播史》，頁70；李明水，《台灣雜誌事業發展史》，頁10；馬永強，《文化傳播

與現代中國文學》，(合肥市:安徽大學出版社，2003年1月)，頁17至19。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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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大眾傳播媒體的中文新聞事業形成。5以羅馬字刊行的《台灣府城教會報》，

雖然具有現代大眾傳播媒體報刊業的雛形，但具有河洛語白話字讀寫能力

(literacy)者與其讀者範圍並未在台灣的公共空間造成輿論的力量或影響6，因而使

台灣首家現代大眾傳播媒體需待 1896年《台灣新報》的創刊而出現。 

    日本治台後第二年，1896年 6月 17日，日人山下秀實於台北創辦《台灣新

報》，並且邀請日本《郵便報知新聞》記者田川大吉郎擔任社長兼主筆。7《台灣

新報》的創刊，是台灣現代大眾傳播媒體的形成之始，亦為日治時期台灣的大眾

傳播媒體性質定調。日後台灣的大眾傳播媒體，在出版、編輯、行銷方式，乃至

於讀者群與輿論力量的形成方面，皆與《台灣新報》相似或相關。 

    《台灣新報》的創刊，是日人首次移植日本報刊的型制、編輯與經營手法至

台灣8，以後台灣的報刊，多半仿其型制，而《台灣新報》又是在日本明治維新

末期的時代氛圍中經日本報人之手誕生，因而台灣現代大眾傳播媒體的形成，與

日本傳播媒體的興起與環境相仿。 

領台之初，日本正處於明治末期。日本明治維新初期以來形成「文明開化」
9的論述，積極學習西歐思想、文化、風俗習慣與社會制度，務去除舊弊；同時

                                                 
5 李承機，〈データにみる植民地台湾ジャーナリズムの発展〉，《アジア遊学》48號，(2003

年２月)，頁23。 
6 有關《台灣府城教會報》的相關資料，如其讀者分佈範圍、具備讀寫能力者的人口數，至

今尚無更精確的數據可供檢視。然衡諸《台灣府城教會報》創刊之後，並沒有型制類似的

報紙期刊出現，而需待1896年《台灣新報》創刊後，類似型制的報刊才開始紛然創設，可

見其輿論力量與影響力仍在固定範圍內，未形成現代報刊的風氣。 
7 歷來論《台灣新報》的創刊，或有謂為日人山下秀實所創、或有謂田川太吉(或作大吉郎)

所創。王天濱指出，山下秀實原為退休的大阪警部長，因與台灣首任總督樺山資紀熟識，

遂來台辦報。然因其非報人，故招攬報人田川大吉郎(姓名據《台灣日日三十年史》)主持

報務。參見王天濱，《臺灣新聞傳播史》，頁87；台灣日日新報社編，《台灣日日三十年史》，

(台北市:編者，1928年)，頁1~3。 
8 李承機〈台湾における近代メディアの成立－植民地体制とメディアとの葛藤〉，頁10。 
9 日本明治初期有關「文明開化」的論述，主要主張是去除日本的舊弊，學習天下(指西方)文明

而進入現代化。「文明開化」的論述下，過去是舊/童蒙的階段，學習西方則是使人進入新/啟蒙

的新境。十九世紀日本徹底學習「文明」的西方文化，包括身體上斷髮西服、飲食上吃牛肉西

餐，乃至社會制度、思想精神等等，由外而內、從頭到腳改造舊/日本的體質，成為現代國家。

參見明治文化研究會編，《明治文化全集  第二十四卷  文明開化篇》，(東京都:日本評論社，

1929年初版、1967年二版一刷)；朝尾直弘、宇野俊一、田中琢編，《角川新版日本史辞典》，

(東京都:角川書店，1996年11月)，頁935；湯重南等著，《日本文化與現代化》，(瀋陽:遼海出

版社，1999年12月)，頁3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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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歐美報紙上意下達的功能，大興報業，此精神成為明治維新以降的主流價

值；至明治後期則致力使西方知識與國家新聞大眾化。《台灣新報》正是基於這

樣的精神而誕生。10《台灣新報》作為現代大眾傳播媒體，刊期穩定，報紙版面

包含了新聞報導與通俗文藝創作，報導內容除官方所發佈的消息之外，還有海外

新聞、社會新聞等等。1897年日文報刊《台灣日報》創刊、1898年 5月《台灣

新報》與《台灣日報》合併，成為《台灣日日新報》。自《台灣新報》至《台灣

日日新報》可視為同一系列的報刊系統。雖然此系列報刊有其御用性，但並不完

全為官方發聲，無論是在台灣的日本人或者是台灣本地人士，都開始透過此系列

現代式報刊開始認識世界、表達意見，以及學習標準化的現代語彙11。此後台灣

報刊雜誌的創立，無論是在台日人或台灣本地人士所創辦者，往往以啟蒙開化、

向西方文明學習、進入現代、展望世界為基本精神或標榜。即便是以發揚漢學精

神為主或通俗性為主的刊物或人物言論，透過《台灣新報》以降的種種刊物及其

他管道接觸現代文明之後，已經無法忽略現代(西方)文明的存在與進入12。或贊

成、或反對，「文明開化」成為日治時期以降難以迴避的課題，為日治時期大眾

傳播媒體與公共意見的基調。 

然而，不可忽略的是，日治初期的「文明開化」，尤其對台灣本地人士來說，

多半非第一手的認識或經驗，而往往經過日人或者在台日人的傳釋，帶入經過日

本化的、或者是日本式詮釋的西方文明。大部份台灣本地人士在大眾傳播媒介空

間中學習的是經過轉手的文明開化。13對應至東亞同一時期的狀況，中國也已經

                                                 
10 參見Ping-hui Liao 廖炳惠 and Yingche Huang黃英哲, “The Modernization of Print Culture in 

Taiwan: 1985-1945”, Books in Numbers Conference in Celebration of the 75th Anniversary of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October 17-18.2003. Harvard University, p.5；李承機〈台湾における近

代メディアの成立－植民地体制とメディアとの葛藤〉，頁10。 
11 有關《台灣日日新報》的御用性，李承機認為《台灣日日新報》為日本政府服務，其御用性很

強，難以形成與政府意見相左的輿論。廖炳惠、黃英哲則指出，《台灣日日新報》上已出現對

政府施政的諷剌批判，透過報刊，開啟了台灣人讀者與世界接觸的可能，以及習得標準化的現

代語彙。參見李承機〈台湾における近代メディアの成立－植民地体制とメディアとの葛藤〉，

頁12~17；李承機，〈植民地新聞としての《台湾日日新報》論--「御用性」と「資本主義性」

のはざま〉，《植民地文化研究》2號，(2003年7月)，頁169~170；Ping-hui Liao 廖炳惠 and Yingche 
Huang黃英哲, “The Modernization of Print Culture in Taiwan: 1985-1945”, pp.5~6. 

12 台灣古典文人亦不自外於文明啟蒙的行列，如魏清德。參見黃美娥，〈傳統與維新:《台灣日日

新報》記者魏清德的文明啟蒙論述〉，「文學傳媒與文化視界國際學術研討會」，(國立中正大學，

2003年11月8日、9日)。 
13 呂紹理指出日本在1930年大阪內國勸業博覽會中的展示館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表現出明治維

新的文明開化，不僅光被日本，還籠罩他的第一個殖民地—台灣；然而實際上真正的文明開化
的成果並不能與台灣人進一步分享，台灣「文明開化」的主控權在日本政府手上，因為任何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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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其西化現代化的進程—雖然對於西方文明的拮取，也透過日本等西化腳步較

快的國家，然其主要的西方文明傳播者，仍是西方傳教士或直接向西方取經14；

而台灣的狀況，卻很大一部份是經過日本的轉手而開始其文明開化的進程，並且

更加快其速度。表現在大眾傳播媒體上，在台灣的平面傳播媒體從一開始就呈現

編制成熟穩定的情況，摸索期更短於日本本土或東亞其他地區。 

2．本地印刷媒體的勃興與閱讀品味的養成 

自 1896年《台灣新報》創立之後，台灣開始出現日刊、週刊、旬刊、月刊、

不定期刊以及各式單行本等刊物。創辦者的身份包括台灣人或／與在台日人；刊

物的類型包括報紙、定期雜誌、不定期雜誌、單行本等等；刊物類別包括政治、

社會、宗教、文學藝術、經濟工商業、教育學術、休閒嗜好、綜合型⋯⋯等等；

刊物編輯、發行的地點包括台北、桃園、台中、台南、高雄、屏東、花蓮、東京⋯⋯

等地；期刊報紙的發行時限從僅僅發行一期至橫跨日治時期、超過四十年；刊物

的立場可能右翼、左翼、保守、激進⋯⋯等等。15相較於清領時期的圖書出版，

日治時期的印刷媒體事業無疑呈現大幅成長。清領時期台灣的印刷媒體，仍採雕

板印刷，印書館主要以印刷各式善書為主，個人的詩人集則多由個人印行，並沒

有現代意義的印刷媒體出現。16至 1885年方有活字印刷的《台灣府城教會報》

出現，然而並不應用於中文印刷。1896年以後，除了技術層面上日人帶入活字

印刷的技術與器材以外，在「文明開化」的脈絡下，民眾不只是對自身的事務感

到興趣，也將眼光面向整個世界，對各項資訊的需求更為殷切。技術進步與資訊

渴求促進印刷媒體的大幅成長，尤其是居住在都市地區的在台日人首先感到傳播

                                                                                                                                            
一步「開化」台人的措施都可能會危及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王泰升則指出台灣所接受的近

代西方式法律，是經過日本殖民地政府撿擇過的「西方」法律。因此，台灣的「文明開化」實

際上是為了殖民統治的開展而經由日人之手開始，灌注的是經過日本政府揀擇的「西方」文明。

參見呂紹理，〈展示臺灣:一九三○年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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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頁117、137；王泰升，《台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台北市:聯經，

1999年)，頁13。 
14 參見熊月之，〈晚清社會對西學的認知程度〉，收入王宏志編，《翻譯與創作—中國近代翻譯小

說論》，(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3月)，頁28~42；張玉法，〈晚清的歷史動向及其與

小說發展的關係〉，收入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中文所主編，《漢學論文集第三集晚清小說專號》，

(台北市: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12月)，頁6~9。 
15 參見黃美娥編，《日治時期臺北地區文學作品目錄》(上)，(台北市:台北市文獻委員會，2003年)，

頁49~75；李承機〈台湾における近代メディアの成立－植民地体制とメディアとの葛藤〉，

頁68~77。 
16 蔡盛琦，〈日治時期臺灣的中文圖書出版業〉，《國家圖書館館刊》九一十年第二期，(2002年

12月)，頁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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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的迫切需要。17《台灣新報》正是在此需求下而出現。 

    印刷媒體的勃興，使台灣的訊息傳播類型與清領時期有很大的差異。台灣人

的訊息傳播不再侷限於小眾(如官吏或個人網絡下的詩文同好者)，而能擴散至全

島各地有同樣需求者。閱讀作品的不再只是在一個小社群內、具有類似背景的

人，而是許多不同身份、不同教育背景、不同嗜好、不同閱讀期待的讀者。報紙

雜誌既可以採同人、會員制的方式，亦可採讀者制—由編者、作者所不能預期的

對象所購讀18。再者，公共空間的形成，促成一般大眾除了自己訂閱雜誌報刊外，

也能在公共圖書館、公司(會社)、各種組合、公家機關等地看到報紙、雜誌等等
19。大眾讀者群的產生，使台灣的訊息傳播由私領域進入公領域。對於各式各樣

的資訊與知識的需求，使台灣的大眾傳播與印刷媒體進入「文明開化」的新境。 

    除本地出版的報紙、期刊、單行本之外，台灣的圖書事業亦自島外進口書刊。

進口的書刊與本地的出版，共同形塑、反映台灣讀者的閱讀品味。進口至島內的

書刊，包括中文、日文與西歐語文圖書，主要是從中國與日本進口。進口的種類

繁多，中文的圖書包括傳統學術的經史子集、現代文學哲學思想、社會科學、大

眾文學(如偵探小說翻譯、言情小說等)、以及通俗的章回小說、歌仔冊、童蒙用

書、善書、曆書⋯⋯等等20；日文的圖書亦是包羅萬象，通俗與專業兼具，雜誌

又比書籍的市場需求量更大21。觀察進口台灣的日文書刊狀況，亦可藉由報刊上

的廣告進行考察。「帝國圖書普及會」傾銷台灣的個案22指出，至 1930年代，台

                                                 
17 李承機指出，在台北都會區的日本人，他們在日本時已認識到報紙等媒體是商業活動及政治活

動必要的資訊來源，在日本原先就有閱報習慣的都會型移民者，特別需要大眾傳播媒體。參見

李承機〈台湾における近代メディアの成立－植民地体制とメディアとの葛藤〉，頁10。 
18 如《風月報．南方》系列，《風月》採零售(讀者制)與訂閱(會員制)並行、《風月報》採會員制、

改版《南方》後又採讀者制。參見楊永彬，〈從『風月』到『南方』--論析一份戰爭期的中文

文藝雜誌〉，收入河原功監修、郭怡君、楊永彬編著，《風月．風月報．南方．南方詩集  總目

錄．專論．著者索引》，(台北市:南天書局，2001年)，頁69~70。 
19 參見周婉窈引述曹永和提供資料。周婉窈，〈美與死—日本領臺末期的戰爭語言〉，收入氏著，

《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台北市:允晨文化，2003年2月)，頁186。 
20 參見春丞，〈日據時期之中文書局〉(上)，《臺北文物》3卷2期，(1954年8月)，頁131~136、 

(下)，《臺北文物》3卷3期，(1954年12月)，頁115~130；蔡盛琦，〈日治時期臺灣的中文圖

書出版業〉，頁65~92。 
21 參見河原功作、黃英哲譯，〈戰前台灣的日本書籍流通—以三省堂為中心〉(上)，《文學台灣》

27期，(1998年7月)，頁253~264、(中)，《文學台灣》28期，(1998年10月)，頁285~302、(下)，

《文學台灣》29期，(1999年1月)，頁207~225。 
22 「帝國圖書普及會」是日本坂東恭吾所創，將廉價書(包括過時書籍或一元書風潮中所出全集

賣剩的刊行本)、過期雜誌加以集中，從日本國內運到滿洲、朝鮮和台灣販售。在台灣的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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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的日文圖書市場已不僅僅在日人集中的台北，彰化、高雄、嘉義、屏東、台南、

馬公、新竹、台中皆有日文圖書需求。消費的圖書類別，有辭典參考書、世界文

學、大眾文學、歷史、休閒嗜好(如攝影、麻將、舞蹈、圍棋、園藝)、法律、醫

學、數學、理工、社會、經濟⋯⋯等等，無所不包。 

    台灣印刷媒體的出版與圖書的流通狀況既形塑也反映日治時期台灣大眾的

閱讀品味。由於識字率的提升23與現代教育的相對普及，不論是中文或日文報刊

書籍的讀者都大為成長。透過教育以及媒體的形塑，他們所需求、消費的多半是

在「文明開化」的論述下生產的知識與休閒。觀察帝國圖書普及會在台灣販售的

書單可以發現，彼時台灣讀者的認知體系已與清領時期有鉅大的差異，而與二十

世紀後半期的閱讀品味卻相差不遠。他們所認識的是以西方文明為主的世界以及

分類方式，不僅僅是在學術上、思想上，也是在生活樣式上西化。當然他們也想

要認識東方的文明，但經常是建立在西方學科基礎上的重新檢視與發現。如是可

知，大眾傳播形成之後，印刷媒體流行之間，日治時期台灣讀者的閱讀品味，兼

容東／西、傳統／現代、嚴肅／通俗、思想性／實用性，並且養成閱讀的習慣。

知識的習得與資訊的獲取，不再如清領時期只是特定一部份人所專有，堪稱大眾

的讀者出現，使知識與資訊更加普及化。 

 

二．大眾媒體形構下的通俗文學空間 

 

日治時期現代大眾傳播媒體出現，大眾閱讀品味的養成，形構出不同以往的

通俗文化與通俗文學空間。報紙、雜誌、單行本提供了通俗文學的傳播管道與發

表空間，因而使文學生產方式產生變異，包括通俗文學的產出。正在此通俗文學

空間中，台灣的作者與讀者開始體驗、書寫各類偵探故事、紀實。 

1．大眾媒體的出現與通俗文學空間的新變 

日治時期大眾傳播的形成以及印刷媒體的流通，形成了有異過往的通俗文化

場景，以及通俗文學的創作空間。文學傳播方式的不同，使通俗文學的發生與形

                                                                                                                                            
大為成功。參見河原功作、黃英哲譯，〈戰前台灣的日本書籍流通—以三省堂為中心〉(中)，

頁286；〈帝國圖書普及會  圖書大特賣〉(廣告)，《臺灣新聞》11473號，1935年2月8日五版；

永嶺重敏，〈円本ブームと読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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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 
23 參見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推廣日語運動初探〉(下)，《台灣風物》37卷4期，(1987

年)，頁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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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有異於前。在大眾傳播與印刷媒體尚未通行之前，台灣的通俗文學的流通方

式，主要依靠口語傳播以及雕板印刷，不論是本地出版品或由外地進口的圖書，

其流通速度與表達形式皆沒有突破；其生產方式仍停留在手工業階段，大量生

產、大量消費的可能性不高。至大眾傳播與活字印刷大量通行之後，台灣的通俗

文學流通方式速度更快、範圍更廣，交流更為容易，能夠「享受」文學的人口比

例更高。並且因為都市化、工業化後，餘暇增多，休閒的需求亦增加，需要更多

人力投入通俗文學的生產。 

此外，在「文明開化」的論述之下，人們對於休閒生活的需求，也產生了轉

變，需要／想要更具「現代感」休閒、更歐化的活動。對閒暇時所接觸的文學亦

是如此。通俗文學不再只寫傳統式的發乎情止乎禮的戀情或忠貞不二的愛國情操

或飛天入地的神魔鬼怪，來自西方的偵探、跳舞場裡的尤物、留學海外的學子等

等，都成為新的通俗文學角色。再者，傳播方式的改變，尤其是報章小說的出現，

亦使通俗文學的敘事模式以及小說觀念產生變革。24大眾傳播媒體與印刷媒體的

流行，為台灣的通俗文學擴展了新的空間，並且產生了新的形式與內涵。通俗文

學不再只能面對面口耳相傳，也不再只有宗教教訓或道德教訓意味；一篇小說可

以讓千百人同時閱讀、反覆玩味；報刊提供了更多空間給予不同身份、背景的作

者刊登稿件；報刊小說連載的方式讓作者與讀者、市場供需之間的關係更加密

切。日文與中文的創作同時出現，更增加台灣通俗小說的可能性與變異性。 

台灣的大眾傳播媒體一開始就提供通俗小說創作空間。首份報刊《台灣新報》

在創刊後四個月就刊登日文小說，然此階段小說僅零星點綴報紙版面，尚未獲得

固定的發表空間。直至さんぽん(Sampon)所著偵探小說〈艋舺謀殺事件〉自1898

年1月7日開始在《台灣新報》連載約五十回，通俗小說才算是正式取得其發表

空間。
25自《台灣新報》以降，報紙多提供通俗小說刊登版面，以日文通俗小說

為多。日治時期的三大報《台灣日日新報》、《台南新報》、《台灣新聞》皆提供固

定的版面刊登通俗小說。例如《台南新報》自1922年開始連載日本女性作家長

                                                 
24 有關報章小說影響小說敘事模式以及小說觀念的變革，針對台灣方面的報章及作品相關研究     

較少，可參考與台灣的文學發展密切相關的中國方面與日本方面的研究。參見陳平原，〈小說

的書面化傾向與敘事模式的轉變〉，收入氏著《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北京:北京大學出

版社，2003年7月)，頁254~284；本田康雄，《新聞小說　誕生》，(東京都:平凡社，1998年11

月)。 
25 參見黃美娥，〈二十世紀初期臺灣通俗小說的女性形象—以李逸濤在《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的

作品為討論對象〉，「二十世紀臺灣男性書寫的再閱讀—完全女性觀點學術研討會」，(政治大學

中文系， 2003年10月18日、19日)，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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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川時雨26的〈夕べの鐘〉27(〈晚鐘〉)；《台灣日日新報》在1927年開始長篇連

載日本大眾文學家吉川英治28小說，如〈受難菩薩〉29；《台灣新聞》自1934年開

始刊登日本大眾文學作家平山蘆江30作品〈東叡山直訴〉。然而必須注意的是，長

篇日文通俗小說的連載，通常並非在台日人所作，而多為日本當地的作家作品
31。

不論是在台日人或日本本地作家的通俗小說作品，其版面安排與日本本地的報刊

類似，早期只有刊載小說文字
32，稍後的作品中間多安排插圖，訴諸生動形象以

吸引讀者目光
33。除三大報外，其他報紙亦出現大量通俗小說連載。長篇通俗小

說的湧現是台灣前此所未見的景況，有助於吸引讀者、增加報紙銷售
34。 

報紙除日文通俗小說之外，亦刊載中文通俗小說。中文寫作通俗小說在報紙

的首次現身是在1899年《台灣日日新報》欄上開始出現以日本史贊為基礎的稗

官小說。台人從事中文通俗小說創作，待1905年《漢文台灣日日新報》獨立出

刊後，提供更多的中文版面供台人發表，因而出現一批小說創作者，如謝雪漁、

李逸濤、李漢如⋯⋯等人，創作量豐富。
351911年《漢文台灣日日新報》廢刊，

重新併回《台灣日日新報》漢文版，此外各報紙漢文版面亦刊載中文通俗小說。

                                                 
26 長谷川時雨(1879-1941，ハセガワ シグレ)，出生於日本橋油町，曾經離婚，為日本女性劇作

家的第一人，亦是小說家、評論家。參見http://www.aozora.gr.jp/index_pages/person726.html 
27 長谷川時雨，〈夕べの鐘〉1922年1月17日開始連載，見同日《臺南新報》7316號，八版。 
28 吉川英治(1892-1962，ヨシカワ エイジ)，出生於日本神奈川縣，著名歷史小說作家，重要著

作有《宮本武藏》。參見竹盛天雄、超田熙生、野山嘉正編，《新．現代文學研究必攜》，(東京

都:學燈社，1993年2月)，頁133。 
29 吉川英治，〈受難菩薩〉(別名『親鸞』)，1927年3月12日開始連載，見同日《臺灣日日新報》

9650號，一版。 
30 平山蘆江(1882-1953，ヒラヤマ ロコウ)，日本大眾文學作家。參見

http://www.aozora.gr.jp/index_pages/person1132.html 
31 亦有少數是在台日人所作，如鶴丸資光(又作鶴丸詩光，台灣日日新報社記者)所著〈人生明朗

曲〉在《台灣日日新報》連載，自1934年9月19日開始。又參見鶴丸詩光，《台灣樂しや》，

(台北市:明朗台灣社，1943年4月)，頁120。 
32 如さんぽん，〈艋舺謀殺事件〉(一)，《台灣新報》395號，1898年1月7日，四版。 
33 如長谷川時雨，〈夕べの鐘〉，《台南新報》7316號，1922年1月17日，八版。 
34 李承機指出，《台灣日日新報》為了擴展市場，提昇商業利益，因而有不少措施，如增加照片、

插圖、漫畫、社會新聞，以及連載吉川英治等作家的通俗小說。參見李承機，〈植民地新聞と

しての《台湾日日新報》論--「御用性」と「資本主義性」のはざま〉，頁178。 
35 參見黃美娥，〈二十世紀初期臺灣通俗小說的女性形象—以李逸濤在《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的

作品為討論對象〉，頁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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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如《台南新報》所載中文通俗小說頗為興盛，甚有連載近八十次的長篇作品36。

小說的寫作語言，兼具文言、白話與文言夾雜的過渡期文學語言。中文通俗作品

大多無插圖，作者常不署名、或署筆名，無法確知其身份。在日文為主的報紙上，

因漢文版面較小，所提供的發表空間亦相對緊縮，加上語言政策的干預
37，稿源

或可能不足，中文通俗小說並不能像日文通俗小說一樣定期定量、長期不輟，然

亦是日治之下一種新的文學型態。在日人所辦報紙之外，台人所創的中文報紙《台

灣民報》系列(後期有日文部份)因為以社會運動、啟發民智為出發點，較少刊登

娛樂性質的通俗小說，其所刊登的文學作品較多為揭露社會上的不公不義或指引

「新民」方向的新文學之作。 

除日刊報紙之外，刊期間隔較長的刊物亦刊載不少通俗小說。其中可分專業

型刊物與綜合型刊物；在觀察通俗文學生態時，專業型刊物又可由文學／文藝專

業型刊物與非文學／文藝專業型刊物兩方面觀察。文學／文藝專業型刊物，有以

新文學類—是純文學性質或者是以救民、新民為目標的雜誌，如楊逵主編的《台

灣新文學》，或在台日人大量成立的俳句短歌雜誌，如發行超過二十年的俳句雜

誌《ゆうかり》(尤加利樹)，此類雜誌目標明確，少刊登通俗文學作品。另一類

則是通俗文藝刊物，標榜茶餘飯後的消閒，此類以中文較多、亦有台人所辦的日

文刊物，如一九三○年代初期的《三六九小報》、一九三○年代後期至四○年代

初期的《風月報．南方》系列、一九四○年代的《台灣藝術》等等。通俗文藝刊

物刊登大量通俗小說，不論白話文言、短篇長篇皆有，各文類均紛然而出，如社

會寫實小說、武俠小說、言情小說等等。另一種是以漢文舊文學為主的期刊，亦

出現一些通俗小說，如《台灣文藝叢誌》等等。通俗文藝與漢文舊文學期刊成為

中文通俗小說最重要的發表空間。 

    非文藝／文學專業雜誌與綜合型雜誌為了提供休閒、剌激銷路或補白，亦刊

登為數不少的通俗小說。這類雜誌多為日文雜誌。專業型雜誌如《台灣警察協會

雜誌》曾固定刊座光東平所作的偵探犯罪小說系列
38，綜合型雜誌如《台灣婦人

                                                 
36 如長篇小說〈鐵手〉，自《台南新報》6892號(1921年5月18日)至7110號(1921年12月22日)

共二十七章，其中七、八月原件今已佚失，目前所見者每章約連載三至四次，推斷應連載近八

十次。 
37 有關日治時期直接或間接干預使用中文的語言政策，參見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推廣

日語運動初探〉(上)，《台灣風物》37卷1期，(1987年)，頁1~31；(下)，53~86。 
38 如座光東平，〈富豪之死〉(一)~(九)，《台灣警察協會雜誌》68號~77號，1921年1月25日~10

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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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刊登大眾愛情小說39。在非文學的專業雜誌或綜合型雜誌中所刊載的通俗小

說，與日文報紙類似，日文作品的作者並非全為在台日人，亦可能是日本本地作

者。這類小說除通俗性娛樂性以外，有時因應雜誌性質，同時也有教育性。 

    定期的報紙期刊之外，日治時期台灣亦有通俗小說的單行本問世，中文日文

皆有，文言白話並存。然此部份因史料上較為散逸，除目前所見的公藏本、復刻

本與重排本
40之外，亦可由當時的廣告、雜誌報紙上的連載與書目來觀察。此時

期的中文單行本較少，日文單行本較多。 

    日治時期大眾通俗文學的文學生產方式與發表空間的變化與多元化，使通俗

文學的創作與消費面臨新的轉變。從形式、題材、語言、敘事，無不指向新通俗

文學與文化的登場。 

2． 偵探敘事的新體驗 

在大眾傳播媒體所形構的通俗文學場景下，一個新的通俗文類正在報紙、雜

誌上發生；日治時期的台灣，開始體驗偵探敘事中的種種懸疑驚險剌激迷人的故

事。 

在台灣目前所見最早出現的偵探敘事作品為前文述及《台灣新報》上連載さ

んぽん(Sampon)所著〈艋舺謀殺事件〉。此部作品雖然尚未標明為「偵探」(或日

文的「探偵」)的文類，但已以「小說」一文類概念為專欄定位。作品中所敘之

事為艋舺龍山寺附近水池發現了一具屍體，而由在台日人新聞記者與警察共同展

開調查。小說中出現日人警察或記者與本島人(台灣人)的對話，皆以河洛語語體

文加上日文假名注音書寫，後有日文翻譯，如警察對台灣人小孩說：「小孩、我

講、我們警察官、這兒死人的事、我們辦、你們不要驚、我問這死人久久在這兒

(我々は巡査だから、死人のことは宜い様にするゆゑ、心配するに及ばぬ、一

体死人は長く此處に在つたのだろうか)」
41這樣的作法類似日人官吏警察為學習

                                                 
39 如橋本尚夫，〈愛よとはに〉，《台灣婦人界》9月號~10月號，1935年8月10日~9月10日。 
40 公藏本如:鶴丸詩光，《臺灣樂しや》，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藏有原件、林熊生著《龍山寺　曹

老人．第二輯．幽靈屋敷．他一篇》，(台北市:東寧書局，1945年12月)，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圖

書館特藏室藏有原件等等。復刻本如:中島利郎編，《台灣通俗文學集一》，(東京都:綠蔭書房，

2002年11月)、中島利郎編，《台灣通俗文學集二》，(東京都:綠蔭書房，2002年11月)。重排

本如:黃英哲、下村作次郎主編「台灣大眾文學系列」，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98年出版八部小

說、共十卷。 
41 原文河洛語語體文旁所加日文假名注音，因排版不易，附錄於下:「ギナー、ゴアコン、グン

キンツアカン、チグシーランエタイ、グンバン、リンムベキャン、ゴアムンチゲシーラン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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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所使用的語言而編寫的教科書。42再者小說中台人與日人的位階關係、日

人警察的可靠親民形象等等，皆可以看出統治之初，偵探敘事如何在日本人的新

殖民地發生，日人作家如何透過偵探敘事體驗殖民經驗。 

    雖然在偵探敘事發生的早期，就已有標榜為「小說」的作品出現，然而偵探

敘事作為虛構文學作品，仍然經過了一段虛實難辨的時期，可能以「探偵實話」

(偵探實話43)的標誌出現。這個時期並沒有在哪個時間點結束，而成為偵探敘事

的一個次文類存在。在「小說」〈艋舺謀殺事件〉之後，一段期間內未見具有虛

構文類意識的作品出現，「偵探實話」類型的作品佔了大部份。如《台灣新報》

在 1898年 10月開始連載的〈探偵實話．苗栗の小使殺し〉44(偵探實話．苗栗工

友命案)。實錄類型的故事多是日文作品，以「探偵實話」、「探偵小話」、「搜查

祕話」、「搜查實話」之類名稱作為識別標誌，在《台法月報》、《台灣警察協會雜

誌》上的連載尤多，其他一般報紙亦曾出現。實錄類型的偵探敘事，多錄警察偵

探辦案的經過，因此常常羅列各種證據與各種科學檢驗方式。如此有異於過去的

辦案方式、偵察人員以及辦案邏輯，使實錄類型的偵探敘事在日治時期台灣成為

一種新理性、新科學的實踐。 

    較早期的偵探敘事中，日文作品為多，然亦有中文作品透過報刊連載。目前

報刊上所見的中文作品，由於未署名或作者身份不明，難以辨別是台灣作家所作

或轉載其他華人地區作家作品。而作品中經常出現的西方式角色人名與地理名稱
45，亦難以辨別究竟是翻譯或是創作。唯較早期的報刊中出現的中文偵探敘事作

品，對尚難以透過日文閱讀的台灣人來說，確是一個接觸此新興通俗文類的管

道。從讀者的角度來看，這些中文作品是一種新世界、新文化的體驗。中文偵探

敘事中，標誌為「小說」者較多，而目前尚未見有實錄型作品。或者因為實錄型

                                                                                                                                            
ークーチイチツニージト」見さんぽん作、倒扇閱，〈艋舺謀殺事件〉(三)，《台灣新報》397

號，1898年1月9日，三版。 
42 如《語苑》雜誌乃日人為了使殖民地統治階層了解台灣人而教導各種台灣語言，如河洛語、客

家話、原住民語言等等。此雜誌中常見以中文(包括河洛語、客家話)語體文輔以日文假名注音

的方式刊登「課文」。 
43 「實話」即實錄型作品，本文仍用「實話」一詞，參見本文第三章第二節。 
44 さんぽん，〈苗栗の小使殺し〉，《台灣新報》140號~197號，1898年10月20日~1898年12月

28日。 
45 如不著撰者〈鐵手〉中，角色人名有「戈爾登」、戈爾登之女「麥喬蘭」(與父親不同姓?)、「大

威孟烈」(後文多稱孟烈)。參見不著撰者，〈鐵手〉，《台南新報》6892號，1921年5月18日，

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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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皆為殖民地的執法單位、警察相關人士所作46，近似辦案參考書，屬於統治

者的言說範圍，因而用統治者的日語而非中文創作。 

    在大眾傳播媒體中，台灣的文學場域開始了偵探敘事的新體驗。台灣的作者

與讀者體驗了謎團的懸疑、解謎過程的奇詭與謎底解開的壑然開朗。這是過去傳

統的通俗文學中較少出現的表現方式47，亦是閱讀寫作的一種新視野、新方向。

而西方偵探小說的譯介48、社會新聞的虛實相參，也成為習得偵探敘事成規的過

程中的指引或參考座標。 

 

三．社會新聞與偵探敘事 

 

大眾傳播媒體中與偵探敘事性質最為接近、且相互影響者，是新聞報導中的

社會新聞。日治時期報刊中皆有社會新聞的版面，不論中文、日文報刊，皆刊登

有關犯罪、兇殺、竊盜、自殺⋯⋯等等社會事件。有關社會事件的報導，成為偵

探敘事的題材或者「引述」，而社會新聞的書寫也染上偵探小說的色彩，更加虛

構化。 

1．大眾傳播媒體的次文類—社會新聞 

    早在現代式的大眾傳播媒體興起之前，「社會新聞」已經存在於街頭巷尾的

口頭傳播中。現代式的大眾傳播媒體，如報紙，興起之後，讓街頭巷尾的耳語流

傳更廣、更快、影響更大。「社會新聞」，亦可作「雜聞」49，指在社會上發生的、

違反一般社會常規／常理的事件的記錄。狹義的社會新聞常指犯罪、災禍新聞；

廣義的則指新近發現的事實、或新近發現足以引起多數人注意的事實50。因此，

社會新聞的特質是「異」，有時還有「逸」的成份。社會新聞既是雜聞也是「異

聞」，有異於一般的、常見的事，因而羅蘭巴特(Ronald Barthes)認為沒有社會新

                                                 
46 如《台灣警察協會雜誌》上所刊載的探偵實話。參見本論文附錄。 
47 偵探小說的設謎、解謎過程，依靠的是敘事方式的革新，使用倒敘法，而不再只是順著事件發

展的時間線的直敘法。有關偵探小說與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參見陳平原，《中國小說敘

事模式的轉變》，頁43~47。 
48 參見本論文第三章第三節。 
49 與社會新聞意義範圍相同者，中文有「雜聞」，法文有 ” fait-divers”，日文有「三面記事」、

「雜報(はなし)」、「雜報記事」、「雜說」。參見 Franck Evrard(弗蘭克．埃夫拉爾)著、談佳譯，
《雜聞與文學》(Faits divers et literature)，(天津市: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本田康雄，

《新聞小說の誕生》，頁10~74。 
50 參見鄭貞銘，《新聞採訪與編輯》，(台北市:三民書局，2002年3月增訂二版一刷)，頁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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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不包含驚異，被記錄下來就是因為寫作者受到驚嚇51。因為這些社會事件有異

於常，有時且具有神祕性，是無法解釋、不可思議的。新聞報導中不可思議的謎

團，成為渴望解謎者的小說題材，偵探小說即利用這個特性底下的新聞報導進行

改寫。社會新聞除了是異聞之外，有時也是「逸聞」，是不堂大雅之堂的事件、

或者是對他人生活不造成直接影響之事、或者是不見於正統文史資料、不被報導

之事。這些逸聞是都市中市民最有興味的話題52。社會新聞的「異」與「逸」，

讓讀者興味盎然地而且安全地消費暴力、色情、新奇、怪誕、恐怖與貪婪53。 

    台灣日治時期的大眾傳播媒體中，大部份日刊報紙均提供版面予這些「異常」

的事件，使謀殺、自殺、大盜、詐騙、破產、稀世的寶物、非「常」的戀愛(如

三角戀)、逃家的少女、女扮男裝的嫖客、鬧鬼的小學⋯⋯等等，成為帝國的大

敘事之外雞皮蒜皮卻比政治新聞更能挑動讀者感官剌激與消費的文字54。日文為

主的報刊所載的社會新聞，以日本本地及台灣為主要報導對象，其所附中文版面

則多以台灣本地發生的事件為主，並且翻譯部份日本發生之事；中文為主的報刊

多刊台灣本地發生之事，雜有中國及其他華人地區的社會事件。至於世界各地的

社會新聞兩類報刊皆刊登，但版面不若日本、台灣或中國發生之事多。透過報刊

的社會新聞，在台灣的閱聽者不必出門就能知天下新奇事，使他們的認知圖象較

以往更為不同，其所認識的世界比過去的巷議叢談的範圍更大，全世界都有如鄰

近的城市；在遙遠的地方所發生的事，數日之內便能為讀者得知。並且社會新聞

                                                 
51 參見Roland Barthes, “Structure of the Fait-Divers,” Trans. Richard Howard, Critical Essays,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2), p.189. 
52 受到都市化的影響，人們對神祕的事件或犯罪愈來愈痴迷，因此而成為小報刊物主要的宣傳焦

點，如法國1825年《法庭報》(La Gazette des Tribunaux)成為十九世紀法國大眾小說家的主要
素材來源。都市市民畏懼枯躁的政治新聞，喜讀簡短有趣的社會新聞，如訴訟案件、殺人、天

災、愛情糾紛等等，巴黎1863年所創《小新聞報》(Petit Journal)因刊登此類新聞而大獲成功。
又如日本新聞媒體興起的明治初期出現的「小新聞」(小報)以圖文兼具的方式刊登社會新聞，

在城市當中頗受歡迎，而使這些報紙成為後來的百年大報，如今日之《讀賣新聞》。參見 Franck 
Evrard著、談佳譯，《雜聞與文學》，頁31；李瞻，《世界新聞史》，(台北市:三民書局，1993年

增訂十三版)，頁289；土屋礼子，《大衆紙の源流―明治期小新聞の研究》，(京都市:世界思想

社，2002年12月)，頁9~40。 
53 Jean Baudrillard(布希亞)認為，人們貪婪地要求現實性、真相、客觀，因此寫實的電影、新聞
報導處處可見。這些報導、影片讓閱聽者產生親臨事件現場的感受，然而事實上閱讀者並未真

實地到達現場，是人們在符號的掩護下消費這些實際在閱聽者身上並未發生的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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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54 前註34所引李承機研究指出《台灣日日新報》為了增加商業利益，增加了吸引讀者的版面，

社會新聞即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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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載事件過程的瑣碎細節，使總總發生的異事如在目前，比起政治新聞更拉近了

台灣讀者與世界的距離。 

2．社會新聞與偵探敘事—真實與虛構的交錯 

大眾傳播媒體上所載的社會新聞，其異與逸的特質，與偵探敘事多寫異常事

件的特性接近，而偵探敘事亦在大眾媒體上刊載，兩者互相影響、互相融攝，使

以真實為基本原則的新聞與虛構為基本原則的小說二者界線不再分明。 

    偵探敘事對社會新聞的接受，主要有兩方面。一是對其內容的接受，一是對

其形式的接受。偵探敘事接受社會新聞的內容表現在改寫社會新聞所揭載的事件

上。前述偵探敘事與社會新聞的性質接近，進行偵探敘事時，各種新奇有趣或恐

怖駭人的社會新聞，成為一個方便且豐富的取材來源。利用已經發生的種種事件

的報導作為故事梗概，偵探敘事的作者再加上偵探角色以及推理過程，創造出解

謎的過程。如前文所述〈艋舺謀殺事件〉在第一回文前註明，根據三、四個月之

前的社會新聞所改編。在日治初期報刊中，社會新聞所載台灣本地的事件，常發

生在艋舺55。艋舺從來聲色場所多56，欲望橫流之處，易有糾爭與犯罪。且日人

多居住台北，因此對艋舺相關的報導亦多。社會新聞犯罪報導較多的艋舺，因此

易於成為台灣偵探敘事的取材地點。而偵探敘事之所以能夠獨立於、或蛻變自社

會新聞犯罪與罪案故事，乃因其敘事模式的確立，使「偵探」成為敘事的靈魂人

物57，而偵察的過程成為推動敘事進行的動力。 

    偵探敘事對社會新聞形式的接受，表現在小說中常常「引述」一段社會新聞，

以作為背景的介紹、提供資訊或者是敘事進行的突破點。如此「引述」在虛構的

偵探小說中，經常並非實際大眾傳播媒體上的新聞報導，而是作者的虛構創造，

利用社會新聞的形式敘述故事，訴諸大眾媒體的公信力形象，營造「真實」的氛

圍。如〈他的勝利〉中引用晚報上的大字「良人殺害的密斯孃，本日放免無罪!」

                                                 
55 如〈艋舺の人殺〉(艋舺命案)載艋舺一名養女被養母(即鴇母)毒殺事件，《台灣日日新報》5號，

1898年5月11日，四版；〈嫌疑被捕〉刊艋舺盜匪被捕之事，《台灣日日新報》144號漢文報，

1898年10月25日，三版。 
56 參見柯瑞明，〈艋舺風月滄桑〉，《臺灣風月》，(台北市: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3年9月一

版三刷)，頁147~154。 
57 Evrard指出，社會新聞的呈現方式是依照事件時間先後直線進行敘事，而偵探小說則是反方向
進行。偵探小說這種文體的誕生，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罪案故事在敘事中往往採取回顧往事的形

式，使案件漸漸融入調查中。而在調查中調查者的形象逐漸取代罪犯形象。在偵探小說之前的

有關犯罪的文學，通常是以罪犯為主角，罪犯常形成英雄式的人物。參見 Franck Evrard著、
談佳譯，《雜聞與文學》，頁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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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以及報紙上的報導，以簡要說明故事的前因，以及主角所欲解決的問題。社會

新聞的資訊提供功能可讓偵探敘事將焦點集中在偵察的過程，也讓讀者在閱讀虛

構敘事的同時，產生「真實」的感覺。 

    除偵探敘事自大眾媒體上接收／接受社會新聞之外，反向地社會新聞也或多

或少向偵探敘事靠攏。新聞報導本是求真實，虛構造假並非創立新聞報導制度的

本意。然而，在報導敘事的過程中，無法避免地會加上個人主觀意見、視角與選

擇。當選擇變成添加或創造時，新聞報導就羼入了虛構的成份。59原本順著事件

發生時間敘事的社會新聞，可能採取倒敘的手法，以類似偵探小說的懸疑的氣氛

吸引讀者注意。甚至有意識地表示雖為真實事件報導，卻要比偵探小說更吸引

人。如《台南新報》上所載〈探偵小說以上  臺北新公園便所  三ツ口嬰兒捨兒

事件〉60(〈比偵探小說更好看  台北新公園廁所內兔唇嬰兒棄嬰事件〉)，先敘

述發現死亡的棄嬰，然後敘述警察當局如何擬定計畫、進行調查而發現遺棄嬰兒

的罪犯的事件。這樣的報導方式已與一般社會新聞的報導方式產生差異，不僅僅

是在敘事時間的安排上由順敘變為倒敘，還包括敘事重心的轉移，由描述犯罪事

件的始末變成找出罪犯、發現真相的過程。而在報導中所引述的對話、人物的感

受，更超過一篇紀實的報導所應容受的範圍，加入想像的成份。在向偵探敘事靠

攏的同時，社會新聞報導逐漸變得虛實難分，新聞虛構化成為社會新聞與偵探敘

事相互影響之下的一種趨向。 

 

    透過觀察日治時期大眾傳播媒體的形成以及印刷媒體的流通，其中通俗文學

景觀的改變與新通俗文類偵探敘事的嘗試，以及大眾媒體中與偵探敘事性質接近

的社會新聞二者之間的相互影響，描繪出台灣偵探敘事發生與形成的空間場域。

正在「文明開化」論述與工業化、都市化的脈絡下，偵探敘事既能開民智、又可

消閒暇，成為日人與台人共同創作、共同享有的新興文類。 

 

 
 

                                                 
58 蔚然，〈他的勝利〉(上)，《風月報》124期，1941年2月15日，頁19。 
59 有關社會新聞報導中由記者虛構的情節，自有新聞報導制度以來屢見不鮮。其例可參見王天

濱，《臺灣社會新聞發展史》，(台北市:亞太圖書，2002年)。 
60 台北支局O生，〈探偵小說以上  臺北新公園便所  三ツ口嬰兒捨兒事件〉(上)(中)(下)，《台南

新報》11973號(1935年5月7日七版)~11975號(1935年5月9日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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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台灣偵探敘事的內在源流 

 

台灣偵探敘事的發生與形成，除外部的媒體形構其生成環境之外，內部亦有

其文學源流，並且提供接受時的期待視野。在外部與內部的配合下，台灣偵探敘

事於焉發生。偵探敘事的敘事，主要在解決案件—無論是犯罪事件或奇特的事

端，案件特質是社會秩序或生活秩序的失序、反常，亦即社會新聞中「異」的特

質；偵探敘事中有一個人或一個組織團體負責使失序反常的事件回歸常軌。與偵

探敘事的特質最具相關性的兩種文學，亦即可以看作是日治時期台灣偵探敘事的

內在源流者，是「祖國」中國的公案小說以及殖民者日本的裁判、犯罪小說等等。

公案小說、裁判小說，其特質與偵探敘事相同，意在解決失序、失常的案件、問

題，使「異」得以回歸至「常」。日本的犯罪小說系統，旨在大力鋪寫「異」之

為異，然其用心卻經常是用以規勸返「常」。是以由公案小說、裁判小說、詐欺

犯罪小說開始，日治時期台灣的偵探敘事得到參照體系，台灣文學場域對此外來

的文體不致於完全陌生。而傳統的小說體裁，也受到此外來敘事文體的交叉滲

透，呈現出變貌。 

 

一．公案小說與台灣偵探敘事 

  

   源自中國的公案小說，帶著自宋代以來積累的敘事傳統，落腳在台灣的文學

場域中繼續其生命。在案件的發生與判官的決斷中，其發現真相／真理的過程與

社會正義不斷地被實踐。日治時期台灣的偵探敘事，在此文學傳統中演述新的故

事與意識。 

1．公案小說的敘事傳統 

    中國的公案小說61，影響了日本的裁判小說，並且流傳至其他華文地區，因

                                                 
61 「公案」作為一個文學的基本模式，可以是一個獨立的故事，也可以是長篇或短篇當中的片段。

因此部份論者認為「公案」實際上是一個文學的基本模式，宜稱作文學中的「公案因素」，而

「公案小說」僅是最易見到具備公案因素的文學類型之一。然「公案小說」至今已成為學術研

究的固有名詞，故本文仍採「公案小說」一詞，並且以獨立敘事(首尾構成一篇小說、故事)的

公案文學為主。參見陳智聰，〈從公案到偵探—晚清公案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淡江大學中

國文學所碩士論文，1996年)，頁1；呂小蓬，《古代小說公案文化研究》，(北京:中央編譯出版

社，2004年1月)，頁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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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敘事傳統與特質成為一個流傳甚廣的基本模式。此模式的基本性質、敘事特

點、人物塑造與流傳演變，是理解公案小說系統的基礎。 

    公案小說，其基本性質正如上述所提示，乃是敘述失序、失常事件的發生，

以及導回正常的過程與結果。失序、失常的事件，大部份是犯罪案件62，是對身

體、財產、名譽、精神、權利等等的侵犯，其範圍小至個人、大至國家、民族。

導「正」的過程與結果，透過調查、審判、獎懲，使社會秩序與生活秩序依照道

德價值回歸常軌。傳統的公案小說中，透過清官斷案而使故事中的倫理道德模式

得以重建、其所代表的政治安定力量亦能重獲肯定63。公案小說其特質遂在變

「異」為「常」的基本精神中敘述各種民事、刑事案件。 

    傳統公案小說在敘事上有若干基本性質。公案敘事的基本架構是由作案至案

發至偵查審案至判案64，圍繞著案件展開情節。由案情的敘述到案件的偵查、審

理、裁判，多是順故事時間次序進行敘事。敘事觀點多採全知觀點，由第三人稱

的敘事者說故事，敘事者的位置高於故事中的任何人物；雖然時常穿插敘事者干

擾65，然基本上敘事者並不參與、影響故事的進行。公案小說的敘事者干擾，來

自於其表現傳播方式。白話公案小說的表現方式，最初是現場表演的說話形式。

說書人常以故事以外的意見加入敘述中，或引起聽眾的注意，或代聽眾抒發情

感、引起共鳴。在白話小說中，則表現為敘事者直接現身對讀者說話的口吻。文

言的公案小說初以紀實為主，多敘事少評論；至《聊齋志異》始穿插「異史氏曰」

的敘事者聲音。66在此敘事架構下，不論是白話或文言的公案小說皆是從頭到尾

地、完整地述說一個或數個案件故事。 

    在傳統公案小說敘事中，判官是最為重要的人物，統整了整個故事的進行與

                                                 
62 公案小說中的案件多半指犯罪，然亦有部份故事不涉及觸法問題。參見呂小蓬，《古代小說公

案文化研究》，頁10；陳智聰，〈從公案到偵探—晚清公案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頁15。 
63 參見王德威，〈「老殘遊記」與公案小說〉，收入氏著《從劉鶚到王禎和》，(台北市:時報文化出

版企業，1986年)，頁59。 
64 公案小說的基本架構又可簡略為兩階段：作案與斷案；或三階段：作案、案發與斷案；或五階

段：案情、案發、審理、冤案與偵查裁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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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曹亦冰，《俠義公案小說史》，(杭州:浙江古

籍出版社，1998年12月)，頁71；呂小蓬，《古代小說公案文化研究》，頁25；陳智聰，〈從公

案到偵探—晚清公案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頁15~18。 
65 敘事者干擾指敘事者將自己的意見加入敘事中。如畸雲〈宰官賢明(五)〉在敘述判官的判決之

後，其敘事者曰:「此事最為瑣屑，而又毫無證佐，獨能洞察其微，豈非賢明哉。」見《三六

九小報》179號，1932年5月9日，頁2。 
66 參見呂小蓬，《古代小說公案文化研究》，頁13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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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結果、控制由「異」反「常」的過程。判官負責受理案件，有時是主動揭發

違反法律、違背人情或攪亂生活常規的案件，有時則被動接受申訴。判官所據以

明斷是非的能力，主要並非來自於其檢驗技巧、推理能力的高超或機智的反應，

而來自於其道德高度。具有相當的道德高度的判官，亦即清官，能夠沒有差錯地

審理案件。反之，道德低下的判官，亦即貪官或昏官，其審理只可能造成誤判與

冤案。冤案是對社會秩序、生活常軌的再度歪曲，需由一個道德操守高超的判官

進行調查審判，才能夠重回恒常的軌道。判官所據以調查審判的是「德」而非

「才」。67由判官的角色與其判決的標準可知，公案小說中的社會秩序、生活秩

序所指的是倫理道德規範下的法律與人情，而道德價值的合法性來自「天」所賦

予—此處「天」之所指，既可謂形上的天之原理原則，亦可謂形下的神祕現象而

被描述為鬼神力量者。所以清官常得超自然力量的協助，破解人智難以解決的問

題。可以說，判官代表了公案小說的核心價值體系，其判決與獎懲的實施則代表

了「天理」的昭彰、實現。 

    公案小說的流傳演變，在其基本敘事模式以及核心價值的基礎上，呈現出故

事情節襲用與公案俠義化的傾向。由於基本敘事模式長期以來沒有太大的改變，

公案小說在套用此模式時，若故事情節，如作案的手法、調查的方式、判官的判

詞沒有太大的差異，很容易產生多篇小說共用同一情節發展的狀況。例如不同的

原告被告、不同的判官，卻發生相同的案情與判決結果。另一方面，由於據以判

準的道德價值體系始終維持不變，而使某種類型的情節經常導致千篇一律的裁

斷。此外，白話公案小說亦經常自文言公案筆記小說或案例書中借用故事情節與

判詞，後出的又經常抄錄前書，在滾雪球式的抄襲沿用當中，公案小說的篇幅得

以逐漸增長，在一個清官的統領之下，種種案情故事與裁判皆可能發生。清官在

承辦一個接著一個的案件的同時，公案小說走向章回化以及與俠義小說結合的方

向68。公案小說俠義化，常以一清官為中樞，以總領俠客義士69，共同鏟奸除惡、

維持社會正義，用合法或不合法的手段，對付天理不容的惡徒。透過清官與俠客

的結合，公案小說中的案件得以更為複雜，解決的手法更令讀者感到「大快人

心」，然而也產生了重心的轉移，由天理授權給大傳統的合法性代表清官轉向小

                                                 
67 清官的調查才能往往並不十分高明，例如微服私訪時常常不小心暴露身份而身陷險境，而使其

「才」掩蓋在「德」之下。參見陳智聰，〈從公案到偵探—晚清公案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頁

25。 
68 參見黃岩柏，《公案小說史話》，(瀋陽市:遼寧教育出版社，1992年10月)，頁61~68。 
69 參見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清之俠義小說及公案〉，收入氏著，《魯迅小說史論文集—中國小

說史略及其他》，(台北市:里仁書局，1999年3月初版四刷)，頁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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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中自由闡釋天理人情的俠客。晚清以降的讀者，似乎對於等待國法與倫理道

德的審判感到不耐煩，轉而向懲惡手段更快速、激烈的俠客求援。公案小說與俠

義小說的結合，使公案小說的基本模式得到異質的擴充，然也使之據以判準的價

值體系失衡；在俠義小說的浸染下，公案小說的基本模式在晚清之後逐漸架空。 

2．公案小說與偵探小說比較 

    同樣是以失序、失常的社會回到正常為基本性質、同樣寫作案與斷案的敘事

文類，中國的公案小說與西方的偵探小說有所同亦有所異。最主要的相同之處在

於公案小說與偵探小說的基本性質皆追求真相／真理，使脫序的人事物回到秩序

中。公案與偵探小說的故事中，多描寫犯罪案件，如強盜、殺人、暴力傷害、通

奸、詐騙等等，小說必定描寫偵查、破解案件，因而二者的故事情節常有類同之

處。此外，二種敘事文類皆有一個主導調查、裁判的中心人物—中國的清官、西

方的偵探。透過相同或相似的基本性質、故事情節、中心人物，熟習公案小說敘

事成規的台灣閱讀創作者，對偵探敘事成規的進入亦不感陌生，易於找到參照體

系。然而，同中有異的狀況，卻非全部閱讀創作者所能掌握，於是出現將偵探敘

事套入公案模式的狀況。 

    公案小說與偵探小說的差異，首先其基本架構並不相同。公案小說的敘事次

序是由作案、案發至斷案，是順時間敘事；偵探小說則多由反方向寫作，先由案

發開始，經過偵查，而作案的案情、動機方能真相大白，採倒敘法70。公案小說

首先揭發事因，然後宣佈結果；偵探小說則先透露結果，而後追查事因。就讀者

來說，如此安排在小說的結構上，形成不同的閱讀期待。由於事件的原委已經先

為讀者悉知，公案小說的讀者等待的是在判官面前被掩蓋的真相的揭露，對事件

中人物的「正確」處置，包括獎賞或懲罰。偵探小說的讀者所等待的則是偵探所

揭露的真相，人物的命運並非關注的重心。因此，公案小說的寫作重在裁判、懲

罰，「討個公道」；偵探小說則重在追蹤、偵查，「找到罪犯」。由敘事次序基本模

式的不同造成的讀者期待的差異，亦可見兩個不同的價值體系中處理失序的事件

的不同態度。公案小說的價值體系中，面對失序的案件，最重要的是依照既定的

倫理道德框架，懲罰、翦除不合天理道德的部份，以補償倫理道德體系被沖決出

的缺口；透過補償性的賞罰，倫理道德體系得以重回完滿的狀態。在偵探小說的

價值體系中，面對失序的事件，最重要的是發現事件發展進入岐途的始末，當始

                                                 
70 中國公案小說並非全無倒敘法，只是敘述者在未經調查、尚未知事發原因或案情原委時，即對

人物或情節流露出價值判斷，因而削弱了公案小說的懸疑性。參見陳智聰，〈從公案到偵探—

晚清公案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頁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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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清晰之後，犯人的處置反而不再重要，因為回溯的過程就是回到常規的原點、

尚未失序的時刻；追尋真相就是尋求回到正常的軌道。 

    就中心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公案小說與偵探小說亦有所不同。公案小說的中

心人物—清官，其身份是代表國家的道德傳統與律法，其所執行的是法律所賦予

的權利與權力。西方的偵探小說的中心人物—偵探，有時以警察的身份出現，代

表國家的法律；但更多的時候是以私家偵探的身份出現，警察反而成為嘲諷的對

象，私家偵探所執行的是對真相的追索。清官與偵探所著重的才能亦不同。清官

著重的是道德判裁的能力，而偵探著重的是調查的能力。在調查案情方面，清官

常藉重超自然力量(如鬼神、託夢)、拷打刑訊與圈套計謀等等71，迫使在讀者面

前已經罪證確鑿的嫌疑者招供。偵探則不藉超自然力量與刑拷，科學知識與邏輯

推理是調查偵探的核心，有時也藉一些圈套設計使嫌疑者自暴其罪。因此在中心

人物形象上，公案小說寫的是道德高尚的好官，偵探小說則寫探案技巧高超的神

探。由人物形象的塑造可知，公案小說重在透過清官的道德高度、審理時的道德

判斷，給予讀者道德教育；偵探小說則透過偵探角色的科學知識、邏輯推理能力，

給予讀者智力的啟發。72然道德教育或智力啟發並非不相容的兩極，日治時期台

灣的公案小說或偵探小說，在此二者之間並沒有取捨的問題，更大程度上是力求

兼備，儘管過程並不容易。 

3．公案小說在台灣及與偵探敘事的關係 

公案小說的敘事傳統在台灣，透過文言及白話不同的表述系統、報刊雜誌與

口頭表演的不同傳播媒介，繼續其生命。然晚清以降在台灣的公案小說，與中國

的公案小說發展過程相類似，除了公案俠義化，而導致公案模式的架空之外，並

沒有像宋至明清間的新發展，而始終停留在固定的高度。另一方面，文明開化論

述與偵探敘事成規的進入，雖並未大規模地改變其生態，卻使敘事的基本模式或

有些微的擺盪，使公案小說在細讀之下，仍產生與過去不同的變貌。而偵探敘事

成規也藉此參照體系，在台灣文學場域上取得某種似是而非的理解。 

    文言公案小說多是筆記小說，篇幅短，文字簡潔，常聯綴幾個小故事為一篇。

日治時期在大眾傳播媒介出現之後，報紙、期刊提供了文言公案小說的新表現空

間。除台灣本地文人的創作之外，從中國傳入的小說，不論是更早之前的舊作或

                                                 
71 參見丘彥明整理，〈高羅佩傳奇—從中國公案小說說起〉，《聯合文學》10期，(1985年9月)，

頁99~100。 
72 參見任翔，《文學的另一道風景—偵探小說史論》，頁125~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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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新作，都刊載在台灣的報紙期刊上，交織成台灣讀者的閱讀網絡。在日文

報紙的漢文版面上刊有文言公案小說，如《台灣日日新報》的〈湯臨川折獄〉73、

《台南新報》上的〈奪美案〉74等；中文的刊物，以通俗文藝性刊物刊登最多，

如《三六九小報》的〈夏知縣〉75等。有別於文言公案小說藉現代大眾媒體傳播，

白話公案小說則多依靠口頭表演的方式，若為書面形式且多為中國流傳下來的舊

作。76張梗在〈討論舊小說的改革問題〉中指出，各國的小說多已更新了，「而

獨我們台灣居然猶是祖下傳來那樣的固陋難堪」，「平心而論，台灣那裡有小說之

可言。不過是那些中國流來的施公案彭公案罷了。」77張梗意在指責台灣舊小說

界的弊病，並指明新小說應該發展的方向，然而在其指責當中，卻意外地描述了

日治前期台灣舊小說的部份情形，並且也在其激烈的論說態度中可知當時舊小說

風行的盛況。有關公案小說的口頭傳播，另一可茲佐證的資料是許丙丁〈台南市

民間說書藝人〉，其中提到台南市說書人所講的多是舊小說，如《彭公案》、《施

公案》、《包公案》等等。78白話公案小說由於所傳文本今較少見，較難以判斷其

內容，但依據論者所述，與中國所傳的舊小說並無二致。79由此可見，在台灣的

白話公案小說亦傾向公案俠義化、章回化。 

不論是文言或白話公案小說在台灣，正如向來公案小說的敘事傳統，順序述

寫故事情節，並由一個清官主持公道。清官的形象多半較為模糊，除少部份有身

                                                 

 

73 不著撰者，〈湯臨川折獄〉，《臺灣日日新報》5396號，1915年6月29日，六版。 
74 不著撰者，〈奪美案〉，《台南新報》9047號，1927年4月12日，六版。 
75 某丁，〈夏知縣〉，《三六九小報》20號，1930年11月13日，頁3。 
76 日治時期著名的公案小說有包公案、施公案、彭公案、劉公案、李公案等等，參見平澤平七(丁

東)，《臺灣の歌謠と名著物語》，(台北:晃文館，1927年)，頁350~360。 
77 張梗，〈討論舊小說的改革問題〉(一)，《台灣民報》2卷17號，1924年9月11日，頁15。 
78 許丙丁在該文中說明他兒時在台南市聽「講古」。蓋許丙丁生於1900年，其童年正處於日治前

期。又提到「現時」的講古，〈台南市民間說書藝人〉一文首刊於《台南文化》1958年8月，

雖所指的「現時」並非日治時期，然指出講古藝人所說的都是舊小說，其名單部份亦與日治時

期講古的例證雷同，據此推測日治時期的說書講古應包含白話公案小說《彭公案》、《包公案》

等等。參見許丙丁〈台南市民間說書藝人〉，收入呂興昌編，《許丙丁作品集》(下)，(台南市:

台南市立文化中心，1996年5月)，頁370~373。 
79 由張梗的論文中可知，日治時期的《施公案》、《彭公案》所寫的內容，是「飛簾走壁的夜行   

人」、「彭公案的飛簾走壁」、「我們歷來的小說本有個通有的大毛病，『奸臣不斬，戲檯下人不

散』、『才子佳人不配，普天下同聲一哭』」。如此可見其《施公案》、《彭公案》正與晚清的公案

俠義小說屬於同一敘事模式—俠客武功高超、目的在鏟除叛國、奸臣，形成長篇章回小說，清

官則退居次位。參見張梗，〈討論舊小說的改革問題〉(一)，《台灣民報》2卷17號，1924年9

月11日，頁16；(二)同報2卷18號，1924年9月1日，頁16；(三)同報2卷19號，1924年

10月1日，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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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背景介紹之外80，大多僅記其姓名，如或甚僅記為「某縣令」。清官的偵查、

審斷能力，亦常籍用超自然力量、刑訊、圈套計謀等等。81然而在時代的變遷下

也出現了對殘忍用刑的阻止，但其反對聲音來自「外國牧師」82。清官判決時，

所依的仍是綱常倫理的道德價值體系，公案小說的作者並非沒有意識到文明開化

的論述以及西方偵查辦案的科學方法，但是在面對新學、新法律、新科技的時候，

卻仍以為中國式的倫理人情才是判案的準繩。如畸雲在〈宰官賢明〉中首先以「文

明日啟，科學日新」83為開場，然結末論及判決，則謂「從來漢官決獄，雖亦憑

重人證物據，而兼以情理法為用，故常有出奇拔俗，新人耳目之審判。」84，又

如同作者〈判案趣聞〉首先揭示其裁判理念「中國聽訟，雖以人證物據為憑，猶

必準情酌理，與法律相輔相行。」85在文明開化論述的新世界中，公案小說作者

仍然希望在所謂人證物據的科學斷案之外，能夠回歸傳統情理法的價值體系，亦

是在時代變遷中，尋求與新文明對應之道的努力。然而日治時期的台灣，公案小

說實際上已經失去其生長的土壤，不再有衙門、捕快、巧立名目的刑訊(但實際

上並非消失)，不再有跪在官廳上大喊冤枉的社會場景。於茲生長的公案小說，

已經是一種失根的文學，只能寫「過去」或「對岸」86，尋找不屬於當下的正義。 

                                                 
80 清官有身世背景介紹者，往往先鋪陳其出身，學習經歷及聲譽卓著等等，後敘其明斷的故事，

如〈宰官賢明〉的「前安平縣」出身判官祁徵祥於南澳縣審問三奇案。見畸雲，〈宰官賢明〉，

(二)《三六九小報》176號，1932年4月29日，頁2；(三)同誌177號，1932年5月3日，頁2。 
81 清官偵查使用超自然力量者，如〈判墓案〉在城隍廟求神託夢(見不著撰者，〈判墓案〉，《台南

新報》9050號，1927年4月15日，六版)；用刑訊者，如〈談石仔奚〉中「阿奚初猶吞吞吐吐，

不肯實供，受過數回大杖刑訊，及鸚哥架之刑，始吐認真情。」(見鍊仙，〈談石仔奚〉(三)，《三

六九小報》6號，1930年9月26日，頁2)；用圈套計謀者如某雞販失雞，縣宰設計審問廁所

踏板，引來人群圍觀喧嘩，遂以喧嘩公堂之名要圍觀者獻雞贖罪，雞販果由獻雞群中認出自己

的雞。(見(鹽水街)林金崑，〈折獄三則〉(二)，《三六九小報》139號，1931年12月23日，頁

4)。 
82 見〈談石仔奚〉，石仔奚殺弟被判站籠死刑，一個外國牧師經過，求謁縣令，謂罪人死刑則死

已，不應加以慘酷不合人道之刑，縣令遂將石仔奚由站籠中釋出，然不久石仔奚因熬刑過甚而

卒。鍊仙，〈談石仔奚〉(三)，《三六九小報》6號，1930年9月26日，頁2。 
83 畸雲，〈宰官賢明〉(一)，《三六九小報》176號，1932年4月26日，頁2。又，畸雲為《三六

九小報》顧問趙鍾麒(1863-1936)之別號，又號雲石，台南市人，畢生以維繫漢文為職志。參見

柯喬文，〈《三六九小報》古典小說研究〉，(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年)，頁238。 
84 畸雲，〈宰官賢明〉(八)，《三六九小報》182號，1932年5月19日，頁2 
85 畸雲，〈判案趣聞〉(一)，《三六九小報》188號，1932年6月9日，頁2。 
86 「過去」寫前清遺事，如〈判案趣聞〉(六)寫「前清同治間」的一樁公案；「對岸」如〈夏知

縣〉寫「客由中華來，談及夏知縣折獄之才」。分見畸雲，〈判案趣聞〉(六)，《三六九小報》

193號，1932年6月26日，頁2；某丁，〈夏知縣〉，《三六九小報》20號，1930年11月13日，

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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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案小說在台灣，既面臨失根的狀況，作家的應變之道，除了將目光轉回舊

有道德價值以外，另一個方法是嘗試「師夷之長」，學習西方科學文明的偵探敘

事模式或文類意識。 

傳統公案小說學習西方偵探小說的敘事模式者，如閒雲所著〈奇獄〉87。〈奇

獄〉雖標榜為傳統的「折獄小說」，但其敘事方式頗類偵探小說。小說首先寫一

名酒客倒斃車上，被棄屍，但並不交待死亡的原因，設下懸疑謎團。後有一幹練

老隸許德發現屍體，開始保存證據、調查物證、初步襄驗屍體，由屍體旁的車轍

追蹤至車夫家，開始調查，並且派二隸在廟裡守屍，未料在二隸稍離之際，屍體

竟暴起，揚長而去。小說的前半部正如西方古典偵探小說，由案發開始，接著以

具有科學精神的方法調查，欲解開屍體死亡的原因、過程之謎團。然而小說的後

半部份，卻重回公案小說的習套。在屍體暴起而去之後，若依西方偵探小說的模

式，應改變偵查方向，展開更大規模的搜查；但在〈奇獄〉中，卻由敘事者直接

告訴讀者，屍體之是因為飲酒過量，途中經風，加上車力震盪而至偃仰而死。待

酒力已解之後，復元而醒。如此謎團不待調查即解開，小說只好再設一謎團，即

二隸害怕失去屍體的責任，偷廟中一名少婦所守的屍體替代前屍。該屍體經仵作

檢驗，是毒死，而酒客卻出現在公堂邊看審案，被車夫指出，故事至此急轉直下，

謎團變成那具被毒死的屍體的死因。第二個謎團的解決已不再依偵探小說模式，

雖然讀者仍未知命案的過程，但判官早心知肚明，一看守屍少婦妙齡嬌婉，就認

定她是因奸毒殺親夫的兇手，並經過笞背、箍指等刑拷，終於認罪。小說中二個

謎團的解開，最後皆非因調查得當，而是依靠全知敘事者或判官的先見之明，因

此消除其作為偵探小說的可能性。但若將此篇小說放在時代變局下的公案小說傳

統觀察，可發現該篇小說極欲融合偵探與公案的敘事模式，在道德教訓與智力激

盪間找到結合點。 

    除將偵探小說的模式融入公案小說的嘗試以外，另一種嘗試是公案小說自命

為「偵探」小說，如〈偵探短篇．松江顧某〉88。該篇小說寫清道光年間事，某

太守遺失珍貴的朝珠一串，令縣下尋珠，捕頭找到退休的顧太公出馬。小說的前

半部亦頗類偵探小說的敘事模式，設下一個待解開的謎團。然而解開謎團的方式

卻與西方偵探小說有所不同。〈松江顧某〉中解開謎團的方式，是顧太公在往赴

                                                 
87 閒雲，〈折獄小說．奇獄〉(一)，《三六九小報》38號，1931年1月16日，頁3；(二)，同誌39

號，1931年1月19日，頁3；(三)，同誌40號，1931年1月23日，頁3；(四)，同誌41號，

1931年1月26日，頁3。 
88 哲，〈偵探短篇．松江顧某〉(上)，《三六九小報》336號，1934年4月29日，頁3；(中)，同

誌337號，1934年5月3日，頁3；(下)，同誌338號，1934年5月6日，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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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失朝珠的地點途中，經過一戶人家，認為這戶人家必是盜匪，入門請見，卻是

多年前曾救助過的盜賊周某，周某為顧某大宴賓客，席中問誰知此事，一少年自

謂朝珠為其所盜，但藏在那名太守家中某處而已。於是靠著人脈與巧合，顧太公

得以解破疑案。破案的方並未經過科學性的偵探調查，而是依靠偶然巧遇中的主

動投案，顧太公有「偵探」之名而未行「偵探」之實。如此或可看作是熟習公案

小說敘事傳統的閱讀寫作者，在理解偵探小說時以過去習知的公案敘事模式為參

照體系，欲作偵探小說的模擬練習。然而徒具偵探小說的文類意識，卻未能熟習

公案與偵探小說之間的差異，而使作品在「偵探」的包裝下，操作上仍走向公案

一途。 

    公案小說學習偵探小說的敘事模式之外，日治時期台灣的偵探小說亦取徑公

案小說的敘事傳統。此部份主要是以公案俠義化、章回化以後的敘事模式為主，

擷取其章回小說的寫作方式與清官兼俠客的形象，如林熊生《曹老人　話》系列

小說。89公案小說在台灣，與偵探敘事之間彼此互相學習、浸染，公案小說與偵

探小說各自呈現出與過去不同的面貌。 

 

二．裁判小說、犯罪小說與台灣偵探敘事 

 

    對台灣本地閱讀創作者來說，公案小說是與偵探敘事基本性質最為接近的傳

統文類；對在台日人的閱讀創作者來說，裁判小說、犯罪小說則是傳統文類中最

具有「偵探趣味」90者。經由日人的引介，日本的裁判小說、犯罪小說出現在台

灣的報紙、期刊中。台灣文學場域中台人閱讀創作者或可能將之視為一種新的文

類，而日人閱讀創作者則可視之為母國的文學傳統的延續。裁判小說寫判官斷

案，與中國的公案小說習習相關；本文所指「犯罪小說」則非指固有名詞，本文

中泛指江戶時期開始的詐欺小說，以及明治時期開始的各種犯罪小說，如毒婦故

事(「毒婦」指狠毒女人)、盜賊故事(即「白浪物」)等等，寫各種犯罪案件，其

中頗有教訓意義。 

                                                 
89 有關林熊生(金關丈夫)《曹老人の話》系列小說與公案俠義小說及章回小說的關係，請參見本

文第四章第二節。 
90 伊藤秀雄指出，江戶時代具有「偵探趣味」的讀物，有裁判小說與詐欺事件為主題的小說。又

Cecile Sakai表示，批評家常將日本推理小說的起源推至以中國文學的改編為基礎的江戶時代
小說，以及現實中的犯罪與社會新聞。社會新聞部份本章第一節已加以討論。參見伊藤秀雄，

《近代の探偵小說》，(東京都:三一書房，1994年6月)，頁12~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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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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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裁判小說、犯罪小說的敘事傳統 

    日本的裁判小說，源自於中國的《棠陰比事》91。《棠陰比事》為宋代桂萬

榮編，依據民間獄訟書《疑獄集》與《折獄龜鑑》等書，輯其疑難刑案，「比事

屬詞」，以勸執法者慎為刑獄92。《棠陰比事》所收約一百五十篇短篇故事，所收

包拾民事訴訟與刑事訴訟的裁判，不論是犯罪偵查或審問，皆繫之判官一人的智

慧，很少寫偵查的過程，大部份都是直接寫判決結果。93《棠陰比事》傳至日本，

1649年有日語翻譯《棠陰比事物語》，成為日後日本裁判小說的主要模型。94在

《棠陰比事》與其翻譯《棠陰比事物語》的影響下，有《本朝櫻陰比事》、《鐮倉

比事》、《本朝桃陰比事》(後改稱《藤陰比事》)等裁判小說產生。井原西鶴所著

《本朝櫻陰比事》(1689年)，記述清官機智公正的裁判95。月尋堂《鐮倉比事》

(1708年)、作者不詳的《本朝桃陰比事》(1709年)亦屬相同的敘事系統。以上三

部比事小說是江戶時期裁判比事小說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明治時期則有「大岡

政談」系列96、曲亭馬琴的《青砥藤綱摸稜案》97，前者以大岡越前守、後者以

青砥藤綱為判官，敘述種種判案故事。 

    以上裁判小說源自於中國的公案敘事傳統，因而具備公案敘事模式的基本特

質，旨在描述失序、失常的事件，而後透過清廉而道德高操的判官的裁斷，得以

維持社會秩序、生活秩序的平衡正常；其敘事模式是先敘述犯罪的始末，然後依

照判官的裁判解決問題，較少描述偵探的過程。裁判小說中偵探的手法亦與中國

公案小說類似，以直觀法最多，其次是迷信的方法、設計圈套、進行簡單的推理，

以及依靠偶然的因素。98小說的重心是懲兇，而非鬥智，因此給予讀者的是迅速

懲罰罪犯的「大快人心」的感受，而非智力激盪的過程。因為敘事基本模式的類

同，裁判小說與偵探小說的異同之處也近似中國公案小說與偵探小說的異同，無

                                                 
91 參見小酒井不木，《犯罪文學研究》，(東京都:國書刊行會，1991年9月初版)，頁17。 
92 參見桂萬榮輯、吳訥刪正，《棠陰比事》，(收入嚴一萍選輯「原刻景印百部叢書集成」，藝文印

書館)，序。 
93 參見小酒井不木，《犯罪文學研究》，頁17。 
94 參見小酒井不木，《犯罪文學研究》，頁16。 
95 參見劉崇稜，《日本文學概論》，(台北市:水牛出版社，1982年8月再版)，頁156。 
96 「大岡政談」系列，是歌頌江戶時代著名的清官大岡越前守之政績，明察秋毫，解決許多奇案，

類似中國的《包公案》。參見劉崇稜，《日本文學概論》，頁168。 
97 《青砥藤綱摸稜案》，亦是由《棠陰比事》供給材料，各篇一位名判官青砥藤綱為中心，其清

廉而裁判明快，巧用智慧。參見小酒井不木，《犯罪文學研究》，頁72。 
98 參見小酒井不木，《犯罪文學研究》，頁18~75； Cecile Sakai著、朝比奈弘治譯，《日本の大眾

文學》，頁148~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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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是敘事的基本性質、敘事次序、敘事者的位置、判官與偵探的角色、對讀者的

啟示等等。裁判小說對之於在台日人的閱讀創作者來說，是一個內在的敘事規

則，對偵探小說的閱讀或創作，是一個重要的參照體系，正如台人閱讀者、創作

者的期待視野中的中國公案小說之於西方偵探小說。 

    另一種與偵探敘事有關的日本文學類型是「犯罪小說」，亦即包含詐欺及明

治後期的犯罪小說。詐欺犯罪小說主要的內容不再是裁判小說的裁決過程，而是

犯罪的經過。在小說的結末有時也有裁斷，但並非此類型小說敘事重心，因此本

文以「詐欺犯罪小說」一詞泛稱此系統下的作品。與三部裁判比事小說(《櫻陰》、

《鐮倉》、《藤陰》)約在同時代的小說中，詐欺騙盜小說更具有教訓意義。與三

部裁判比事小說同時代的騙盜小說，著名者如井原西鶴弟子北條團水所著《晝夜

用心記》(1707年)、月尋堂所著《世間用心記》(1709年)。書名中的「用心」就

是提醒世人要用心體會故事中的教訓意義。詐欺小說常以詐欺的方法為寫作重

心，但詐欺犯必然要被逮捕。因此雖然有「教訓」意義其在中，但是詳盡而有趣

的詐欺手法卻也無形中煽動人為惡。詐欺小說較裁判小說更接近是現代偵探小

說，因為其犯罪手法更為新奇而屈折。99然而接近現代偵探小說並非指其與偵探

敘事成規接近，而是在敘事的內容中犯罪的手法更為「現代」。 

    在詐欺小說之後，明治時期有各種犯罪小說。「犯罪小說」一詞是用以統合

明治後期各種不同類型的犯罪故事，如毒婦、盜賊等等。犯罪小說是明治時期取

材自市井的真實故事的實錄小說。明治初期正逢社會轉型期，變革混亂，犯罪案

件較多，不少惡毒女人犯罪事件、盜賊事件等等。100這類小說常取材自報紙社會

新聞，社會新聞所記的「異」聞成為說書人、小說家的題材，這也與當時對「事

實譚」的興趣有關101。明治後期的犯罪小說與前此的詐欺小說相同，以順敘法的

方式，著重敘述犯罪行為的經過，裁判部份僅是事情發生的必然結果。如此小說

中很少描述偵查過程，讀者的期待既非偵探小說的懸疑、亦非公案小說或裁判小

說的懲兇，而是參與犯罪與窺視的快感。 

    日本的裁判小說與詐欺犯罪小說所著重之處雖有不同，然共同關注與偵探小

說相同，皆是某些事件對社會秩序、生活秩序的震盪。裁判小說由「異」返「常」

的過程與中國公案小說相似，由判官根據倫理道德—儘管中國與日本的道德觀並

不完全一致—實施獎懲，使「常」的秩序重新得到肯定與平衡；詐欺犯罪小說則

                                                 
99 參見小酒井不木，《犯罪文學研究》，頁54~56。 
100 參見劉崇稜，《日本文學概論》，頁212。 
101 參見中島河太郎，《日本推理小說史》第一卷，(東京都:東京創元社，1993年4月)，頁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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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力於「異」聞的講述，對於如何返「常」並沒有規避，但亦無具體方案，只能

以呼告的方式規勸世人。 

2．日本犯罪小說在台灣及與偵探敘事的關係：以〈臙脂虎傳〉為中心 

日本犯罪小說在台灣，曾經以「漢文」小說的特殊形式出現，轉載日本本土

文人的作品，使日治初期台灣文學中的台人及日人讀者皆得以接觸或沿續此文學

傳統。日本漢文小說作家菊池純(號三溪)在《本朝虞初新誌》102的作品曾轉載於

《漢文台灣日日新報》上。《本朝虞初新誌》中有部份犯罪小說，其中以〈臙脂

虎傳〉103所記之事最為轟動。《漢文台灣日日新報》轉載〈臙脂虎傳〉時或因報

紙體例問題，評點與夾注並未一同刊出。根據原書，〈臙脂虎傳〉又名「毒婦高

橋男傳實錄」。明治初期高橋阿傳殺人是相當轟動的事件，如作家仮名垣魯文就

取材自報紙社會新聞而創作了《高橋阿傳夜叉譚》(1879年)104。轉載於《漢文台

灣日日新報》的〈臙脂虎傳〉亦是取材自同一故事，而以漢文寫作，並且以「男」

字取代「阿」字為主角命名105。〈臙脂虎傳〉故事情節首先敘述阿傳的父母因奸

而生下她，阿傳成長後與多名男性發生關係，賣淫時殺死嫖客，奪其財產，佈置

妥當後從容離去。後為警署偵探所捕，被判死刑。小說所述的細節，實不止於男

傳殺人一事，而是由男傳的父母通奸開始，至男傳一生淫亂的經過。犯罪的過程

以及審判的情況只是小說的一部份，對於警署的偵查行動亦未加以描述。犯罪行

為與審判行刑，似乎是男傳一生淫亂所導致的必然結果。 

    日本漢文犯罪小說在台灣的轉載，一方面讓在台日人得以延續其在母國的閱

讀習慣與敘事傳統，一方面也讓日治初期台灣本地閱讀人口以熟悉的語言逐漸了

解日本的犯罪小說敘事傳統，並且日本的漢文小說也在台灣得到了新的表現園

地。不論是情節內容、敘事基本模式、意識型態等等，皆由日本本地延長至「外

地」。對台灣本地的讀者而言，如此敘事模式與中國傳統的公案小說並無太大差

異，且又以文言漢文寫作，更類筆記小說；然其題材卻完全日本化，使台灣本地

                                                 
102 菊池純著、依田百川等評點，《奇文觀止．本朝虞初新誌》，(東京都:文玉圃，1883年)。今據

王三慶、莊雅州、陳慶浩、內山知也編，《日本漢文小說叢刊．第一輯．筆記叢談類一》，(台

北市:台灣學生書局，2003年)之重新排印本。 
103 三溪，〈臙脂虎傳〉(上)，《漢文台灣日日新報》2423號，1906年5月31日，九版；(中)，同

報2424號，1906年6月1日，五版；(下)，同報2425號，1906年6月2日，五版。一記者，〈臙

脂虎傳補遺〉，《漢文台灣日日新報》2426號，1906年6月3日，五版。 
104 參見Cecile Sakai著、朝比奈弘治譯，《日本の大眾文學》，頁149。 
105 本書批文曰:「男字代阿字，全出先生一字褒貶，妙極。」參見王三慶、莊雅州、陳慶浩、內

山知也編，《日本漢文小說叢刊．第一輯．筆記叢談類一》，頁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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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閱讀創作者的犯罪題材資料庫中可能得到新的材料。此小說轉載到台灣有若干

改變，除削除評點與夾注外，在文末增加了一小段「一記者」的評論。一記者的

〈臙脂虎傳補遺〉，後半部份全是原書依田學海的附記，之前則加了一段話，指

男傳受刑之時，帝國醫科大學曾解剖其屍，發現其生理組織有異於尋常婦人，後

腦組織與陰部之發育超越常人。如此託言現代醫學的補遺，欲使這篇犯罪小說更

有客觀、理性的色彩。菊池純原著的出版與《漢文台灣日日新報》的連載相距二

十餘年，小說的正文已無法再增加科學性，則由補遺為之。日本犯罪小說的偵查

部份甚少，與偵探小說的著重點甚為不同。然犯罪小說之於偵探小說，類似社會

新聞，可作為案件資料庫的擴充；透過一記者的補遺，更可見文明開化論述、偵

探敘事賴以支持的核心精神—科學理性，成為重新刊載犯罪小說時的新變貌。 

 

    透過中國公案小說與日本裁判、詐欺犯罪小說的基本性質、敘事模式、人物

塑造、等方面的討論，可知其與偵探敘事之間類同與差異之處。日治時期台灣的

偵探敘事就在中國與日本的敘事文學傳統中得到開展，並互相影響，而使雙方都

有異於傳統敘事成規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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