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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偵探敘事的小說化 

 

偵探敘事，範圍包含了以「真人實事記錄」為核心概念的非虛構形式
1，以

及以虛構敘事創作為主的小說形式
2。日治時期台灣通俗文學場域上，偵探敘事

文類的發生與形成，除敘事傳統斷裂的長篇日文偵探小說與敘事未臻完成的早期

短篇中文小說之外
3，由西方偵探小說的譯介、強調真人實事的「實話」系統，

至翻譯改寫、短篇小說、長篇小說、多人連作、章回體「類俠義」小說的形式，

乃至於兒童故事體裁、諧仿形式，大致上呈現了由實到虛、由翻譯到創作的小說

化歷程。觀察日治時期偵探敘事的生成，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偵探敘事如何由「真

實的記錄」「變成」虛構的小說?關鍵性的轉折何在?其轉折對於偵探敘事的形成

有何重要意義?藉由以上問題，證諸文本，可以一窺偵探敘事在台灣的形成以及

其文類特性。 

    偵探小說是主要由西方所引進的敘事文類，日治時期的偵探敘事如何臨摹、

內化、轉變西方偵探小說的敘事成規、進而完成其虛構的創作?如何將偵探敘事

的成規滲透至其他文類?如何反思文類本身的定規與意識型態?台灣偵探敘事的

小說化歷程如何展現? 

 

第一節  西方偵探小說的臨摹：翻譯改寫 

 

                                                 
1 有關日治時期台灣偵探敘事中的非虛構敘事類型，參見本論文第三章第二節。 
2 小說(fiction)狹義的定義，指的是虛構的、創造出來的(invent)散文書寫，包含短篇小說(short story)
與長篇小說(novel)，而非真實發生事件的記錄。長篇小說與短篇小說皆以有技巧的情節樣式組
織人物的行動、思考與語言。參見M.H.Abrams,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7th ed. (Orlando: 
Harcourt Brace College Publishers, 1999), 94, 190, 286. 

3 參見本論文第三章第一節「日治初期報紙中的偵探敘事」。其中日文所著長篇偵探小說在當時

成為個案，後繼無人；短篇的中文偵探小說力有未逮，完成度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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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偵探小說來自於西方，在學習寫作偵探小說的過程中，一個練習的方式

是先根據原初模型，進行臨摹練習。臨摹的意義在於創作之際有一底本，根據這

個底本一點一劃地模仿，在模仿的過程中，試圖加入個人的風格、意見。這樣的

臨摹，也就是翻譯改寫的過程。日治時期偵探敘事中臨摹改寫較顯著的文本是餘

生所著〈智鬥〉
4，本文以之為討論中心。觀察日治時期台灣偵探敘事對西方偵

探小說的臨摹，有若干問題產生：作者何以選擇該「底本」進行模擬?其文本成

立的背景為何?如何進行模擬?翻譯改寫的成品與底本相同之處與相異之處為何?

臨摹的形式，造成偵探虛構敘事的形成過程中何種關鍵性轉折?作為台灣偵探敘

事的早期形式之一5，翻譯改寫的意義為何? 本節將著重探討小說化歷程的第一

步—「翻譯改寫」，觀察其在台灣偵探敘事小說化歷程中的關鍵位置。 

 

一．「翻譯改寫」的文本形成環境 

 

〈智鬥〉的「翻譯改寫」形式，其來有自。歷來翻譯外國小說時增補、刪節、

纂改等等「錯誤」6屢見不鮮，是在溝通兩種文化的過程7中為適應文化差異而作

的調整。〈智鬥〉的翻譯改寫形式，與東亞各國翻譯西方小說的狀況一致。而〈智

鬥〉的出現，在台灣的偵探敘事脈絡中，亦非孤立存在，西方偵探小說的譯介為

其出現營造了文本形成的環境。 

1．「翻譯改寫」的形成方式 

對西方偵探敘事成規的接受，「翻譯改寫」是東方作家經常使用的方式。由

於「翻譯改寫」對於原作的更改，往往使譯本呈現與原作相當大的差異，而形成

                                                 
4 參見本文附錄。 
5 雖然在日治初期的報紙上即刊載日文與中文的偵探小說，然正如前述，前者後繼無人、後者力 

有未逮。之後座光東平的「犯罪小說」系列亦可視為日文偵探小說，然並非篇篇皆有偵探因素，

部份大寫犯罪過程，而輕描淡寫地交待偵查破案經過，更類日本的「犯罪小說」傳統。(參見

本文第二章第二節)。至1923年的〈智鬥〉，透過翻譯改寫的形式，中文的偵探小說敘事得到

新的可能，但卻沒有完成，因而視為早期形式之一。 
6 如果翻譯必須是「直譯」，是語法詞彙的逐字譯，則任何對於文本的更改都是錯誤。 
7 翻譯是人與人、文化與文化之間的溝通。參見王德威，〈翻譯「現代性」〉，收入氏著《如何現

代，怎樣文學?》，(台北市:麥田出版社，1998年10月)，頁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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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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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種新的文本。介於創作與直譯之間，「翻譯改寫」是一種新的文本形成方式8。 

晚清對於西方小說的翻譯，以「意譯」、「譯述」的形式為主。意譯或譯述，

指的是在翻譯的過程中改變原作的原貌，在許多方面加以變化，或將西式的人

名、地名改為中國式，或刪改情節、描寫文字，或填補情節、增加評論、加入「說

書人」角色，或移動敘事次序、更動敘事人稱，或以中國式的陳詞套語取代西方

式的描述等等9。「翻譯改寫」對原作的改動、刪節、增添，呈現出晚清譯者在原

文化的影響下，對於西方小說的理解與誤解。 

此外，日本偵探小說發展中，早期亦有「翻案」(亦即翻譯改寫)的寫作方式，

以十九世紀末期的黑岩淚香為代表。「翻案」系統的作品泰半翻譯改寫自西方偵

探小說，其方法並非逐字翻譯，而是將固有名詞置換成日本式的名詞，以節譯、

加筆、分割、合體、任意排列的方式，形成所謂的「自由譯」，也可以說是拚貼

雜匯(pastiche)式的寫作模式。10
如此譯作方式與晚清的意譯、譯述方式的立意相

同，是譯者「體諒」讀者，為免讀者在閱讀時因為不了解西式的人名、地名、思

考而感到困擾、困惑11。日治時期台灣通俗文學場域中對於西方偵探小說的接受

過程，亦透過此一普遍的模式進行在翻譯與創作之間的新嘗試。 

2．西方偵探小說典型人物的選擇 

1923年《台南新報》所刊〈智鬥〉的出現，並非孤立的存在；在此之前，

實事記錄性質的「偵探實話」以及西方作品譯介早已出現在台灣通俗文學場域

中。〈智鬥〉首回發表於 1923年 9月《臺南新報》，稍早之前同報上有一系列西

                                                 
8 「翻譯改寫」是否屬於不同於翻譯，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一是著眼於翻譯改寫與原作之間的差

異，認為這是創作與翻譯之外的第三種方式；二是著眼於翻譯改寫亦有所本，而將此方式視為

翻譯的一種，不另立一類。本文認為翻譯改寫雖與原作保持互文性，但已經與原作有很大的不

同，因此視為一種新的寫作形式。前者參見劉德隆，〈晚清”譯述小說”初探〉，《明清小說研

究》1995年2期，頁92；後參見樽本照雄，〈清末民初的翻譯小說—經日本傳到中國的翻譯小

說〉，收入王宏志編，《翻譯與創作—中國近代翻譯小說論》，頁158~162。 
9 參見陳平原，《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第一卷》，(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7月二刷)，

頁46；劉德隆，〈晚清”譯述小說”初探〉，頁92~98；郭延禮，〈中國近代翻譯文學史的分期

及其主要特點〉，收入王宏志編，《翻譯與創作—中國近代翻譯小說論》，頁65~71；本文第三

章第三節「現代偵探文本的進入:偵探小說譯介」。 
10 參見川崎賢子，〈大衆文化成立期における〈探偵小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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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伊藤秀雄，《明治の探偵

小說》，(東京都:晶文社，1987年1月二刷)，頁49~68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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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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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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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偵探小說的介紹文字，即前述津田秋〈ホルモスとルパン〉12(〈福爾摩斯與亞

森羅頻〉)，雖不能徑直地判斷其直接影響、造成〈智鬥〉的創作13，卻也為此篇

小說的出現，營造了一個文本形成的環境。由於作者「餘生」的身份以及其翻譯

改寫、選擇該底本的動機尚無直接史料可資證明，因此，藉由文本背景的形塑，

或可略知一二。 

    〈福爾摩斯與亞森羅頻〉一文出現約半年之後，〈智鬥〉即在報端發表，其

故事是福爾摩斯與亞森羅頻在台灣鬥智，正好是〈福爾摩斯與亞森羅頻〉一文所

介紹的、西方偵探小說中最重要的兩個人物典型，一重視觀察推理、一強調浪漫

傳奇14。由論文與創作在發表時間與發表空間的「巧合」來看，一九二○年代前

期的台灣通俗文學場域中對偵探小說的認識，以作家作品而言，即使是日人的討

論者，仍未將日本作家作品納入視野中；對於向來被研究者視為偵探小說的源頭

的日本傳統犯罪小說或中國公案小說等等，也僅僅是概略提及，不曾深論。也許

因為日本的偵探小說在此時期尚未發達，佔大多數的仍是翻譯改寫之作，而西方

偵探小說在一九二○年代已達古典派的顛峰，其敘事成規成熟穩定
15。更重要的

是，或許因為當時的讀寫者的認知中，偵探小說是西方移入的文類，因此，在嘗

試學習寫作之際，必須由「原典」的西方小說取徑。一九二○年代的讀寫者對於

此西方通俗文類的兩個典型科學推理與浪漫傳奇同樣渴望，於是成為此文類的真

正源頭—愛倫坡的杜賓探案系列之外，翻譯改寫的選擇目標。 

 

二．「翻譯改寫」對西方「原典」的接受與改動 

     

對西方原作—〈智鬥〉的選擇毋寧說是「經典」—的翻譯與改寫，呈現出日

治時期讀寫者對於西方偵探小說的接受與學習的過程。〈智鬥〉在哪些方面接受

了西方的原作、又在哪些方面加以改動? 

                                                 
12 有關津田秋〈ホルモスとルパン〉的討論，參見本文第三章第三節「現代偵探文本的進入:偵

探小說譯介」。 
13 在津田秋的譯介中，對於〈智鬥〉的原作〈猶太人的燈〉只有提及篇名，並說明是「福爾摩斯

與亞森羅頻的龍爭虎鬥」而已，無情節摘要簡介。因此很難說此譯介直接影響了〈智鬥〉的翻

譯改寫活動。參見參見津田秋，〈ホルモスとルパン〉(十一)，《台南新報》7517號，1923年2

月2日，四版。 
14 參見本文第三章第三節「現代偵探文本的進入:偵探小說譯介」。 
15 參見黃澤新、宋安娜著，《偵探小說學》，(天津市：百花文藝出版社，1996年)，頁206~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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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翻譯改寫」對西方「原典」的接受 

餘生〈智鬥〉以文言中文寫作，標明為「探偵小說」，可見已具備相當的文

類意識。其故事翻譯改寫自盧布朗的小說《亞森羅頻對福爾摩斯》16(Arsène Lupin 

Contre Herlock Sholmès, 1908)17其中一篇。盧布朗的《亞森羅頻對福爾摩斯》共

有兩個故事：〈金髮女郎〉與〈猶太燈〉18，此二故事以亞森羅頻與福爾摩斯的

競爭串聯成為一部長篇小說，前者是福爾摩斯受邀至法國追捕盜走藍寶石的亞森

羅頻；後者是上一案件結束後，福爾摩斯回到英國，再度受邀前往法國與亞森羅

頻鬥智。餘生〈智鬥〉僅僅選擇了第二個故事〈猶太燈〉的進行翻譯改寫19，並

且僅連載至與原著情節相同的前半部份「重返巴黎」就結束。         

〈智鬥〉與其底本盧布朗〈猶太燈〉相同之處頗眾。首先是人物設計，善於

推理分析的福爾摩斯、福爾摩斯的助手華生、神出鬼沒的亞森羅頻，這三位主要

人物的姓名、性格與原著都沒有太大的出入。就情節來說，大的關節部份幾乎與

原著雷同，如福爾摩斯與華生因接竊案苦主電報，前往調查，遇一陌生女子苦勸

他們不要繼續調查。福爾摩斯到了苦主家以後，發現亞森羅頻故佈疑陣，造成外

人入侵的假象，其實應該是有內賊相應，因為福爾摩斯由物證推理出小偷應由內

門進出。福爾摩斯在苦主家發現其女家庭教師頗有嫌疑，因為主人之女告訴他女

                                                 
16 此小說中譯本可見Maurice Leblanc(莫里斯．盧布朗)著、陳藍、林兒譯，《怪盜與名偵探》，(台
北市:小知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1年6月)、莫里斯．納布朗著、文俊凌譯，《智鬥福爾摩

斯》，(台北市:角色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年9月)。 
17 即「亞森羅頻對福爾摩斯」，英譯為” Arsene Lupin Versus Herlock Sholmes”或 ”Aresen Lupin 

Vesus Holmlock Shears”. 
18 〈猶太燈〉一篇原題為”La Lampe Juive”，原刊 Je Sais Tout雜誌32~33號，1907年7月15日至

8月15日。參見酒井美詠子「新說ルパンv.s.ホームズシリーズ」，網站: 

http://www.geocities.co.jp/Bookend-Christite/8483/rfc/note2.html. 
19 〈猶太燈〉一篇，不知餘生所據之為何。若非法語原著或英譯本，則可能來自中譯本或日譯 

本改寫。文本中所用的人名，如「福爾摩斯」、「亞森羅頻」等等與中譯本相同、相近；而其中

所用的各種詞彙，如以「土曜日」稱星期六、以「盜難」稱遭竊、以「自働車」稱汽車、以「郵

便」稱郵寄、以「不思議」稱不可思議⋯⋯等等，又多日式詞彙，因此，很難判斷其所據為何。

唯〈猶太燈〉一篇在1912年有日譯本〈春日燈籠〉(為翻譯改寫之作)，似非〈智鬥〉所據；1917

年盧布朗的第一個中譯本《猶太燈》(中華書局)，由周瘦鵑譯出，今未見；又1921年有周瘦鵑

所譯〈雙雄鬥智錄〉，刊《半月》雜誌，今未見，然見周瘦鵑所譯亞森羅頻系列其他小說，譯

筆偏白話，亦不甚相同。參見〈怪盜ルパン翻訳史〉，網站: 

http://www.kurenoai.com/lupin/histoire.htm.；瘦鵑譯，〈亞森羅蘋之勁敵〉，《禮拜六》27期，(1914
年12月5日)，頁1~14；樽本照雄，《新編增補清末小說目錄》，(濟南:齊魯書社，2002年4月)，

頁663；趙孝萱，〈《禮拜六》雜誌的西方圖像與「接受」群體〉，收入氏著《鴛鴦蝴蝶派新論》，

(宜蘭縣:佛光人文社會學院，2002年2月)，頁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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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師曾教他們剪報紙上的字，而這剪下的字正好與竊案發生的日期有關。福

爾摩斯於是將焦點放在女家庭教師身上，開始追蹤她，並且在她所拜訪的一處公

寓中看到亞森羅頻，會同警場的偵探跟蹤之，隨之又回到公寓房間，不久房間內

的人開槍自盡，小說就在開槍的死者是誰的懸疑高潮嘎然而止，連載中斷。就主

要人物塑造以及重要情節來看，保留了原著小說的基本骨幹。 

2．「翻譯改寫」對西方「原典」的改動 

    在與「原典」相同之處以外，另一有助於判斷此篇小說在台灣偵探敘事的形

成上的關鍵意義的，是其與原著不同之處，也就是其在翻譯之外的改寫部份。其

不同之處可區分為時空設計的不同、情節細節的不同以及小說收束方式的不同。 

時空設計的相異之處，首先最為明顯者，在於把小說場景由法國巴黎轉換至

台灣的嘉義，所經過的街道、地理名稱，全都置換成嘉義的地名與台灣式的地理

名稱，如木西歐街換成南門外、塞納河換成八掌溪等等20。又為了要適應小說場

景的變化，次要人物的姓名改變了，皆改為台灣本地人士的姓名，如苦主英柏瓦

伯爵換為嘉義巨富林茂、女家庭教師愛莉絲．德曼換成女子陳金枝、警場偵探嘉

尼瑪換成老偵探汪和等等。此外，背景多改為具有東方式的細節，如猶太燈換成

明代香爐、聖母瑪莉亞像置換成觀音聖像、教堂變而為城隍廟等等。 

情節細節安排的不同的方面，為了要使福爾摩斯等人來台鬥智合理化，而增

加了一些原著所無的情節、對白，如福爾摩斯接到林茂求助電報後對華生說「吾

輩久聞臺灣雖為小島，而民富地弱，新文明之國，每欲往遊以曠眼界，今幸有此

便，豈可不往乎。」(7753號)。福爾摩斯與華生到基隆港後，變裝為台灣人，「其

變裝之精，實可驚欸。⋯⋯且福因有意渡臺，故數年前已精熟島語，亦流暢與島

人無異。」(7754號)。華生看到林茂一家收藏裝飾的高貴，推測林茂至少五十歲，

未料主人夫婦年方三十，華生推想「台灣人誠不可思議也」(7757號)。林茂一家

人在吃飯期間不斷地向福爾摩斯詢問英倫風俗，以致於福爾摩斯不耐煩而簡單回

答等等。 

除了情節細節上與原著的不同之外，〈智鬥〉也在看似相仿的情節之中融入

                                                 
20 〈智鬥〉當中對於地名的描寫已較日治初期的偵探敘事更強調精確。瓦特(Ian Watt)指出，對於
地理環境的精確描寫正是使「長篇小說」(novel)成為長篇小說的關鍵之一。〈智鬥〉雖未發展
為長篇，但已經邁向「小說」(fiction)的形成。參見 Ian Watt (艾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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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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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式的意識與意見。如〈智鬥〉中台灣嘉義的林茂寫信向福爾摩斯求救，其信

中寫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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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53號)此段求救信函在原著中並無前面的恭維招呼，更無對當地警隊是否敏捷

的描述。
21〈智鬥〉中福爾摩斯與華生自英倫抵達基隆港後，一名女性向他們走

來，她的外貌「柳眉鳳眼，櫻口蠻腰，亭亭可愛，東洋之尤物也。」(7754號)，

與原著描述有所差異
22。又〈智鬥〉將警探汪和與福爾摩斯熟識的原因，作了改

寫，由法國警探嘉尼瑪因為共同追捕亞森羅頻而與福爾摩斯相識，轉而捏造了一

個「嘗遊英，與福為莫逆，且相與謀事，福多益之」(7769號)的台灣人角色。 

另一個與原著不同之處，是〈智鬥〉的結束，是在「原典」的故事第一個高

潮時，中斷連載，留下全部的懸疑，沒有解決。然在原著小說中，後半部份才是

亞森羅頻—也是盧布朗該系列的主角大展身手的時候。原著後半部中，最後揭開

祕密，原來苦主家被偷的猶太燈，果然是內賊所為，也就是苦主的妻子與她的外

遇對象共謀偷出，但她深悔不已，其女家庭教師—亞森羅頻的黨人替她設法解

決，安排假裝是亞森羅頻及其黨人作案。而亞森羅頻則負責將被盜的寶物由其妻

子的外遇對象手中奪回，以免其家庭破裂。盧布朗原著中，福爾摩斯的出現只是

有助於揭發盜寶者為妻子；真相雖然大白，但是其家庭卻留下裂痕。在餘生翻譯

改寫的〈智鬥〉當中，後半部的解謎過程因為連載中斷而無法得見。這樣的中斷，

雖然在文本意義上造成了空白，但是就偵探敘事文類的小說化進程中，卻有其意

義。 

 

三．「翻譯改寫」在日治時期台灣偵探敘事小說化上的關鍵意義 

   

  透過「翻譯改寫」中對於「原典」的接受與改寫，不但承襲了晚清與明治後

期以來對於西方小說的接受模式，並且透過此接受模式中的「臨摹」、「改動」與

                                                 
21 原著僅以二句話表達：「福爾摩斯先生鈞鑒：    本人有一要事亟需您大力協助。日前寒舍曾

發生一起重大竊案，所遺失之物經過連日搜尋，至今下落不明。」參見Maurice Leblanc(莫里
斯．盧布朗)著、陳藍、林兒譯，《怪盜與名偵探》，頁198~199。 

22 盧布朗原著中對此女性的描述是概括性的，如剪裁簡單的衣服、優美的身材與美麗的臉龐，而

未針對其五官、身材作比喻性的描述。不論是信札或女性的描寫，都充滿了中國傳統小說中的

陳詞套語，這也是晚清以來譯介者經常使用的語彙。參見Maurice Leblanc(莫里斯．盧布朗)著、
陳藍、林兒譯，《怪盜與名偵探》，頁202、莫里斯．納布朗著、文俊凌譯，《智鬥福爾摩斯》，

頁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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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成」，形成文化溝通中的新文本與新意識。 

1．「臨摹」的意義 

翻譯改寫，是偵探敘事在地化的第一步。首先，其底本的選擇，具有偵探敘

事接受的意義。上文述及福爾摩斯與亞森羅頻是一九二○年代前期台灣通俗文學

場域中最受矚目的兩種典型，此小說所選擇的文本，並非柯南．道爾的福爾摩斯

系列、亦非盧布朗專寫亞森羅頻的小說，而巧妙地選擇了兼具二個重要典型的著

作，一網打盡地將最為人樂道的兩個偵探典型同時納入一個文本中，使文本在最

小的限度裡，完成最多的想像與渴望。在日治時期台灣偵探敘事的形成過程中，

早先並無本土的典型化偵探角色出現。福爾摩斯與亞森羅頻的同時出現，是向外

借調，也是向偵探敘事的原初出處尋求典型人物塑造的可能性。 

〈智鬥〉是以翻譯的方法複製西方的偵探小說，透過文言中文重新講述了福

爾摩斯大鬥亞森羅頻的故事。在複製西方偵探小說的同時，亦步亦趨地接受其敘

事成規。不論是人物塑造或者是情節安排，與原著小說並無二致。日治時期台灣

偵探敘事逐漸走向小說化的過程中，首先進行的是對西方偵探敘事成規的挪用。

挪用的意義在於將原本不屬於自己的東西取來自己使用，將原本不屬於東方的偵

探小說的外貌與內質，挪用於台灣文學場域中。此挪用產生的效用，是西方偵探

小說以本地語言變裝、偽裝成為本地小說的樣貌。然而，也在挪用與偽裝之間，

偵探小說的敘事成規與意識型態佔據了本地接受者的主體，使該主體產生變化。
23該主體在模擬改寫之前或許還不具備獨立操作偵探小說成規的能力，其講述的

可能是一個其創作意識中已有的公案故事或者是犯罪的故事，可能解決案件的不

是一個偵探，而是一個官吏、可能在敘事順序的最初，就將事件的前因後果交待

完成，只是等待審判
24，但是透過挪用西方原著，使該主體似乎是以獨立的聲音

述說這一個偵探故事，一個由正宗的偵探以科學理性的方式破解懸案的故事。透

過臨摹西方「原典」，在台灣的創作者以自己的筆寫出了具備西方偵探敘事特質

的偵探小說。 

                                                 
23 有關閱讀接受過程中主客體融合的現象，普萊(Georges Poulet)指出，閱讀之際，「我」(讀者)
想著「別人」(作者)的思想，但是卻會將之當作自己的思想來思考。由於「別人」的意識侵入

「我」的腦子，「我」就成為思考「別人」的思想、經驗「別人」的經驗的另一個自我。這樣

讀者的意識與作品中的作者意識內外交融的狀態，是現象學的主客體無分的精神狀態。閱讀文

本使得閱讀時主體(讀者)的意識與客體(作品-作者)的意識無法分別。參見金元浦，《接受反應

文論》，(濟南市:山東教育出版社，2001年2月二刷)，頁316~329。 
24 以上為中國傳統公案小說常見的敘事模式本文第二章第二節「台灣偵探敘事的內在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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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改動」的意義 

在接受成規的同時，也進行了改寫、變造細節。細節的改造，是作者在操作

偵探小說敘事成規之際，在其架構下自我的展現。自我的展現，開啟了偵探小說

敘事在地化的可能。大的架構無法改變，就從小的細節開始。當細節逐步填補架

構上可能出現的空隙時，所形構出來的偵探小說，已與其原著有所不同。 

    首先，在時空設計上，〈智鬥〉將場景由西歐列強的法國挪移至「新文明之

國」的台灣，由世界性都會巴黎轉換到「華美之大廈並列」的嘉義(7757號)，並

且搭配人名、品物等等相關細節的設計，使得偵探小說得到在地的開展空間。當

偵探小說的靈魂—偵探典型人物與情節尚未成熟至以本地人的面貌出現時，一個

可能採取的策略是，以較易於掌握的時空環境鋪寫來取得域外言說系統在地化的

可能性。另一個面向是，向來透過翻譯介紹而現聲的西方偵探小說，其異國風味

的地理環境固然使讀者得到樂趣與嚮往，然而，本地參與偵探敘事的討論者、寫

作者仍然不能忽略其心理需求中對於母土文化的熟悉度與依存感。在閱讀域外富

有趣味的偵探小說之際，讀者與寫作者亦可能產生希望在熟悉的本地發生故事的

想法與需求。〈智鬥〉中以嘉義取代巴黎的作法，以域外的言說系統說著在本地

發生的故事—雖則這故事也是域外故事的翻版，是在偵探敘事小說化的早期階段

中，企圖建立本地風格的嘗試 

另一方面，〈智鬥〉的台灣地方場景的建立，不僅止於偵探敘事在地化的起

步，且將台灣的地方景觀，藉由世界著名的大偵探福爾摩斯及亞森羅頻的腳蹤，

提昇上世界的舞台。由此可見當時的通俗文類意識中，欲與世界接軌的企圖。與

世界接軌的方式，並非低首向西方頂禮膜拜，而是提高地方的身價，企圖與世界

的大都會平起平坐。以「民富地弱」、「新文明之國」以及「華美之大廈」的形象

描繪出台灣與嘉義市街，與其說是英倫的福爾摩斯對台灣的認識，不如說是作者

「希望」西方文明進步國家對自己的認識，同時也是作者對台灣現代化、世界化

的想像。另外又透過福爾摩斯早有渡台之思、精熟島語的積極作為，以及警探汪

和嘗遊英，與福爾摩斯熟稔的形象，進一步塑造台灣是連遙遠的國度也都知道的

文明島嶼，將台灣孤島放置到世界地圖上。由此可見一九二○年代前期的通俗文

學場域中，存在由「世界」、「文明」的角度定位台灣的企圖。如此由世界定位台

灣的視野，一方面可視作是偵探敘事挾帶的殖民主義性格向外擴展的特性的體現
25，另一方面亦可視作是因為有了與世界接觸的需求，而使偵探敘事為時人所願

                                                 
25 有關古典時期偵探小說與殖民主義的關係，參見川崎賢子，〈大眾文化成立期における〈探偵

小説〉ジャンルの変容〉，頁72~73、Susan Rowland, From Agatha Christie to Ruth Rendell: Brit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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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接受、寫作。 

除了物質性的地理環境、人物姓名、品物名稱的在地化之外，〈智鬥〉對西

方原著的改變，還在大致相同的情節中，填補上東方式的思維特徵，如前文所引

信函中的恭維招呼語。如此在看似與原著相同的情況下，悄然置換上本地的思維

模式。這樣細微的變造，是同時以西方的聲音以及東方的聲音講一個故事。如此

未嘗不可看作是雙聲話語、混合語式的展現
26。翻譯改寫既是用原著者盧布朗的

聲音說故事，也是寫作者餘生用屬於本地的眼光看世界，因而所見的女性形象是

是中國傳統說部中常用的習套。選擇西方偵探小說作為翻譯的底本，原本是選擇

來自於現代化的國度的現代產物，其內容亦以是現代西方文明為標榜，然而卻在

細微末節中摻雜了傳統中國式的語話，使這篇似乎要以翻譯改寫的方式寫作一篇

現代化偵探小說的企圖，成為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混雜品種。 

3．「未完成」的意義 

就其小說收束的方式來看，由於〈智鬥〉在故事懸疑的高潮之際中斷，使得

該篇與原著小說呈現焦點的不同。在原著小說中，真正的焦點在亞森羅頻—畢竟

這是亞森羅頻系列的作品，其所呈現的福爾摩斯、華生的形象，事實上並非柯南．

道爾的作品中「真正的」福爾摩斯與華生，而是經過盧布朗變造之後的另一種模

仿。福爾摩斯在盧布朗原著小說中的出現，是為了要完成亞森羅頻既盜且俠的形

象而存在。然而，在〈智鬥〉的翻譯改寫中，卻未出現以亞森羅頻為主的後半部，

僅僅出現前半部份，遂使得小說的重心向福爾摩斯偏移，而使這篇小說看似福爾

摩斯系列的作品。亞森羅頻形象中「俠」的精神並未充份展現，而僅剩「盜」的

作為。因此，當時的讀者將此小說視作福爾摩斯系列的小說，從而進行閱讀接受

的活動
27，也就不難理解。 

此外，不得不注意的是，此次對西方偵探小說的模擬過程中，出現了「未完

                                                                                                                                            
Women Writers in Detective and Crime Fiction, (New York: Palgrave, 2001), pp.62~72；本文第五章
第一節。 

26 巴赫金(M.M. Bakhtin)指出，長篇小說中存在著混合語式，某種話語，本屬同一個說話人，但
實際上卻混合著兩種不同的話語、講話習慣、風格、與表意評價的視角。因此一個混合語式中，

同時有兩種不同的意思、語氣。參見白春仁、曉河譯，《巴赫金全集．第三卷．小說理論》，(石

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頁87。 
27 〈餘生〉連載的期間，有讀者投書，指出其小說設計上的漏洞，其閱讀接受的基礎是將此小說

看作是福爾摩斯系列小說，如「福君與予雖不甚熟，悉經予友 (按:原件模糊)君屢次介紹，亦

略知其一二。」參見福魂，〈萬殊一眾〉，《臺南新報》7765號，1923年10月8日，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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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敘事。翻譯改寫的小說在懸疑的最高點結束，無疑是腰斬了偵探敘事的主

要規則—設謎之後解謎。敘事中斷有兩重意義。有關敘事成規的接受方面，可以

發現此時的創作者仍然無法有效地駕馭這個來自西方的新文類，對於其發展的軌

跡與可能性，仍然在狀況外。創作者學習了如何操作設謎的過程，卻還沒有學會

解謎的方法。然而，以科學的方式解謎，也是古典偵探小說敘事的一大重心。如

此看來，從事翻譯改寫的寫作者仍然無法完整吸收、呈現偵探敘事成規。此外，

亦可由意識型態上觀察。原著小說中，解謎之後，方知是與已婚女性對婚姻的忠

誠度問題引起一連串的事件。在翻譯改寫中，因為沒有解開真正的謎團，無法得

知作者將如何安排引起事件的動因。或許在彼時的台灣社會中，仍然難以接受女

性不忠於婚姻與丈夫而企圖湮沒外遇證據，因此在操作上更顯障礙重重，而使解

謎的過程無法展開。由此可知，在翻譯改寫的階段中，固然是以複製、臨摹、挪

用的方式進行偵探小說成規的演練，然其完成度只有一半，使得偵探小說的完

成，需待更為熟練的實踐。 

    透過日治時期台灣偵探敘事中的「翻譯改寫」形式，以餘生〈智鬥〉為討論

中心，檢討了台灣對於西方工業革命以後方才出現的偵探小說的臨摹與變造，以

及其在台灣偵探敘事小說化的進程中關鍵性的轉折。透過翻譯，使西方、現代思

維與本地寫作者主客體融合；透過改寫，開啟原生於西方的偵探敘事在地化的可

能。然而，此種形式對偵探敘事成規的操作演練，純熟度並不高，似乎在無法收

束的情況下，留下巨大的空白而終止。由此觀之，翻譯改寫的形式，終究是一種

暖身練習，真正的小說化、虛構化，待至「連作」合寫的出現，方且標誌一個更

為精進，更加圓熟的偵探小說創作時代之到來。 

 

第二節  偵探小說成規的內化與轉進：「連作」合寫與「俠義章回化」 

 

  源自西方的偵探小說在台灣通俗文學場域中的練習與實踐，除日治初期的日

文創作堪稱為完整純熟之外，此後的斷層中，在台灣的閱讀寫作者開啟許多不同

的嘗試。有傳統文學形式中加入偵探敘事語碼(codes)者28、有新聞記事欲模仿／

超越偵探小說者29、有寫作筆記實錄者30、有以翻譯改寫的方式重說故事者31，然

                                                 
28 參見本文第二章第二節。 
29 參見本文第二章第一節。 
30 參見本文第三章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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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種種的嘗試皆非完整的虛構化創作。台灣日治時期的通俗文學場域中，如何學

會講述自己的「虛構」的偵探小說?其關鍵性的標誌何在?當「學會」之後，對於

已經熟悉的敘事成規，如何加以改造，如何賦予在地的新色彩?西方偵探小說敘

事成規在台灣，如何內化成為閱讀寫作者的寫作規律?如何轉進成為新的敘事形

式? 

 

一．偵探小說成規的內化：「連作」合寫 

 

在台灣的閱讀創作者接受偵探小說之際，如何將此源自西方的敘事成規內化

成為本身具有的敘事規律?其關鍵的標誌點為何?如何完成虛構一個「想像的」偵

探敘事?「連作」合寫的寫作方式的特徵為何?如何操作偵探小說的虛構敘事成規? 

1．虛構的犯罪 

    「連作」指一部作品由數名作者各擔任一部份寫作，全體合成一部，多見於

通俗小說的寫作當中，接近中文的「合寫」形式32。「連作」合寫的方式或具有

遊戲、趣味性質，一群同樣具有「說故事」能力的作者，依循相同的寫作規律，

共同連綴寫作一篇作品；其敘事的魅力來自於某一事件的發展因為經過不同個體

的詮釋、預測、想像，而常有「出乎意料」的發展與驚奇。台灣日治時期的偵探

小說的學習過程中，亦曾出現此創作方式，即 1937年《台灣警察時報》所刊、

標誌為「探偵連作小說」(偵探連作小說)的〈姿なき犯罪〉33(〈失去蹤影的犯罪〉)，

由美川紀行、渥美順與梶雁金八順序共同執筆創作。小說以一個美麗的台灣女

性—秋月在清晨敲醒松井巡查，告訴他丈夫王阿秀遭到殺害開始，經過一連串的

偵查、檢證、推理、訊問等等，最後逮捕犯人—王阿秀的妾的前夫蔡澤。在第一

回的結末處，作者告訴讀者，「本篇是取材於現任職於新化郡警察課的巡查SGB

                                                                                                                                            
31 參見本文第四章第一節。 
32 在《台灣警察時報》上的「連作」合寫方式，是由幾個作者輪流寫作，在該回連載的結末指明

下一位接棒者。中文的通俗小說中亦可見此種方式。鴛鴦蝴蝶派的雜誌為了吸引讀者興趣，有

「集錦小說」，即幾個作者合寫一篇小說，每人寫一段或一章，用「點將」的方法，每段或每

章結束處嵌入另一作者的名字，指定由他續寫，許多篇連成一個整體，稱為集錦或點將小說。

參見范伯群，《民國通俗小說鴛鴦蝴蝶派》，(台北市:國文天地雜誌社，1990年3月台初版)，頁

8。 
33 參見本文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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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稿件，嘗試以合寫的形式予以『小說化』。」34即表明這是一個有所根據的「小

說」之作。 

    有所根據的「小說化」作品，其所指大約是有一件實際發生的犯罪事件(包

括調查)，重新組織其事件的情節安排、敘事觀點等等而寫作成一篇小說。然在

此篇作品中，幾乎無法看出其所取材的真實事件為何；正因為「連作」合寫的方

式，使此篇小說的犯罪與犯罪調查虛構化，成為「想像」的偵探故事。 

    〈失去蹤影的犯罪〉中，參與「連作」合寫的三位作者對於此一犯罪事件—

不論是否有真實事件為底本—的理解與預期，表現在小說中各有不同，分別在自

己執筆的段落中提出自己對於此樁事件的解釋、設計，因而使這些小說出現「處

處是線索」的情形；而這些前人提出的線索，又往往經過後繼者自行詮釋，而呈

現與最先提出線索者似乎並不相同的發展方向。例如第一回中，美麗的女人秋月

向巡查松井報案的時候，說她起初看見隔間的門打開著，以為丈夫只是去上廁

所，沒想到丈夫真的不見了，出去看時已渾身是血35。第三回的作者則對此提出

兩種詮釋。第一次的詮釋是，根據「本島人」的習慣，半夜不會到外面去小便，

因為在寢室會有小便壺，所以因此判斷秋月的話有問題，秋月可能說謊36。第二

次的推斷，則將秋月的這番訴詞，當作是她對丈夫夜裡常偷溜出去找妾的帶有幽

怨的暗示37，不再是說謊與否的推論根據。第一回作者提出此項說法的用意或許

只是單純地描述秋月發現丈夫遇害的經過，但經過第三回作者的種種詮釋與設

計，使此篇「連作」合寫的發展與最初的設計或許產生差異。 

此外，由於偵探小說本身的懸疑與驚奇的特性38，使創作群中的每個作者各

欲營造懸疑氣氛，且又不無炫技的可能，因而創造了許多不同的線索、指示不同

的事件發展方向，以製造一個又一個的懸念，形成複雜無比的情節。但也因為如

此，使小說中充斥著各種可能，某個線索在前一回提出之後，後一回並不一定處

理，反而再提出更驚人的推論。例如第二回寫道在竹叢中找到兇器—粗竹棒，又

整理了一份人物關係表，用以推斷誰具有行兇的動機，其中提到幾個人，如王萬

                                                 
34 參見美川紀行，〈姿なき犯罪〉，《台灣警察時報》263號，1937年10月15日，頁152。 
35 參見美川紀行，〈姿なき犯罪〉，《台灣警察時報》263號，1937年10月15日，頁148。 
36 參見梶雁金八，〈姿なき犯罪〉(完)，《台灣警察時報》265號，1937年12月5日，頁98。 
37 參見梶雁金八，〈姿なき犯罪〉(完)，《台灣警察時報》265號，1937年12月5日，頁103。 
38 參見Marc Lits,“ The Classical Origi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etective Novel Genre,” Trans. 

Paul Milan, PARA．DOXA, Vol.1, No. 2, (1995), pp.137~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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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蘇方、林氏愛、秋月等等39。但第三回中不再提及兇器此一線索的後續發展，

又除上一回已被排除涉案可能的王萬秋之外，其他人物的犯案動機在第三回中亦

不再處理，反而再製造出「陳明」、「潘秋」等不同的涉案人。如此似乎製造了接

二連三的懸疑猜測，但也由此顯示其「虛構犯罪」的創作方式。正因為犯罪事件

並非真實發生過的、而是虛構的，所以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轉換嫌疑者的身份、

偵辦的方向；也因為不同的作者虛構、設計同一個犯罪事件，使這個事件似乎永

遠「陷入迷宮」，沒有共同的基本設計與解決方案，而使這篇小說成為真正「失

去蹤影」的犯罪故事。在強調實錄的偵探實話當中，因為有真實事件為所本，很

少出現這樣處處有線索、人人沒把握解決的問題。而參與「連作」合寫的三位作

者虛構了一個犯罪事件，卻想像了更多的偵辦方向，使「連作」合寫的小說不再

是實錄筆記，製造了虛構的偵探敘事。 

2．偵探小說敘事成規的內化 

    日治時期的閱讀寫作者，以種種方式接受、學習偵探敘事；源自西方的偵探

小說敘事成規的逐漸內化，成為「自己」的寫作模式，「連作」合寫的方式可視

為標誌性的出現。一群寫作者擁有共同的閱讀經驗與「說故事」能力，當他們想

要說一則虛構的犯罪、偵查故事時，就能夠以「偵探小說」的方式寫作。 

    西方偵探小說敘事成規的學習，除透過西方偵探小說的譯介文字之外，前述

偵探實話的反覆出現，亦成為一個接受的管道。偵探實話反覆操作案發—調查—

結果的敘事模式，使《台灣警察時報》的讀者以實錄的體裁浸染偵探文學的述說

方式40。當《台灣警察時報》的閱讀寫作者想要說一則虛構的犯罪、偵查故事時，

此方式就由「實」成「虛」，成為其所依據的創作模式，用以形成小說體裁。在

三人「連作」合寫之前，參與的作者之中已有偵探小說創作的嘗試41，然此篇並

非以偵探調查為敘事的推進力量，犯罪事件的鋪陳才是敘事的重心。作為偵探小

說的嘗試，似乎尚未能夠掌握偵探敘事的基本結構42。待至三人共同創作偵探小

說時，「偵探調查」已經成為敘事前進的動力。「連作」合寫的小說以秋月報案開

                                                 
39 參見渥美順，〈姿なき犯罪〉(二)，《台灣警察時報》264號，1937年11月10日，頁148~149。 
40 參見本文第三章第二節。 
41 即渥美順〈曉の非常線〉，1936年8月開始發表於《台灣警察時報》，為1937年10月三人連作

刊出之前一年左右之作品。 
42 中島利郎亦指出，渥美順〈曉の非常線〉是創作的偵探小說，但卻非「本格的(正宗)偵探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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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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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透過松井巡查這位「偵探」的偵查故事43，每一回敘事中皆以「科學」為偵

查的原則44，以觀察與檢驗證物作為推理的根據，一步一步追蹤犯罪故事的原貌
45。由此可見以在大眾媒體的環境中，以偵探實話、西方偵探小說譯介為主的偵

探小說敘事成規，已內化成為作者群的共同寫作規則，設謎與解謎的模式已能夠

由一群人共同操作實踐。 

此外，小說的敘事者或敘事觀點，敘事的開始正如多數的偵探實話，以全知

全能的敘事者來說這個故事—但是在敘事過程中卻處處顯示出敘事視野的局

限，而使犯罪的真相無法直接揭露；至第三回結尾之處，忽然出現第一人稱的「我」

與「叔父」松井巡查的對話，敘事者位置大為逆轉，使全知全能敘事者至此轉變

成由「我」的聲音講述「叔父」松井巡查的偵探故事。古典偵探小說的敘事成規

中，典型的敘事者與敘事聲音模式即為如此—由「我」講述杜賓故事，或由「我」

華生講述福爾摩斯故事，由限知的觀點說明偵查進行的過程。最後，「我」看到

松井巡查講完故事後「得意地叼著煙斗，吸了一口氣」46，不正是福爾摩斯的化

身47?「我」與松井巡查的關係，與西方偵探小說典型中的華生與福爾摩斯的關係

相仿；或可看作是小說第三回的作者，欲在結尾之際，宣示自己對此篇偵探小說

的敘事觀點的選擇，向典型的西方偵探小說成規靠攏的痕跡。 

    「連作」合寫對於偵探小說敘事成規的內化，表現在台灣的通俗文學場域

中，亦內化了前此的種種敘事特徵。刊載於《台灣警察時報》上的這篇「連作」

合寫小說，以一個美麗的女人秋月淒慘害怕地在清晨敲著松井巡查的窗戶開始，

正承續了《台灣警察時報》上偵探實話次文類以及「犯罪小說」以來的慣例—對

                                                 
43〈姿なき犯罪〉當中雖然也有其他的偵探角色，如山川警部、西村警部補等等，但貫串全篇的

調查者仍是松井一人。 
44 松井巡查在遇到困難時，甚至拿出紙筆寫下「科學地搜查」等字來激勵自己、確立自己的偵查

原則。參見參見梶雁金八，〈姿なき犯罪〉(完)，《台灣警察時報》265號，1937年12月5日，

頁98。 
45 雖然最後因為虛構太過而影響了犯罪故事的完整呈現。〈姿なき犯罪〉中的犯罪故事，在抓到

真兇之前，似乎有數種真相的可能，但是最後逮捕的犯人卻是小說中鋪陳較少的角色—被害者

王阿秀的妾的前夫蔡澤，對於犯罪的動機與方式也缺乏清楚的解釋。 
46 參見梶雁金八，〈姿なき犯罪〉(完)，《台灣警察時報》265號，1937年12月5日，頁104。 
47 吸煙與煙斗的形象，是福爾摩斯的典型形象之一。如福爾摩斯與華生首次見面即對華生說「但

願您不討厭強烈的煙氣味。」或者是「福爾摩斯點站了起來，點燃他的煙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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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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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女性的凝視與異色想像48。中島利郎指出《台灣警察時報》上的讀者皆是司法、

警察相關的男性，這些或妖艷或美麗的女人的不幸命運，是男性讀者休閒、消費

的趣味來源49。對於這批出生入死的男性閱讀寫作者而言，閱讀這些楚楚可憐的

美麗女性—她們通常有蒼白的臉、驚慌的神情、小巧的雙唇、美麗的大眼、悲慘

的身世，是在較高的位階上凝視、欣賞殖民地女性(包括在台日人與台灣女性)的

身體與身世，挑動他們的感官神經剌激，給予閱讀的愉悅快感。「連作」合寫與

偵探實話、犯罪小說等等，以相同的方式凝視與想像女性形象，將此敘事習慣內

化成為其敘事的開展方式。參與連作的三位作者皆能夠複製、再現、落實偵探小

說的敘事成規，標誌了西方偵探小說的敘事成規與台灣偵探敘事的習慣，皆成為

作家群的內在的敘事規律。 

3．「連作」合寫的指標性意義 

    三位作家共同「連作」合寫的偵探小說，表現出偵探小說敘事成規的內化，

其指標性意義在於標誌了台灣通俗文學場域中的讀寫者已對此敘事成規集體嫺

熟，以及一個各體具備的新時代的來臨。 

    日治時期台灣通俗文學場域中對於源自西方的偵探小說敘事成規的接受與

理解的成熟度，在個別的作家與時間點中，各自表述、各自實踐。前述日治初期

成熟的日文長篇創作之後的斷層，即此表現出這種特性。然而在大眾傳播媒體與

圖書流通的偵探實話與偵探小說的譯介之下，在台灣的閱讀寫作者，開始集體接

受偵探小說的閱讀契約50、熟悉其寫作模式，並且以「連作」合寫的方式標誌其

敘事成規的集體內化與操作此程式的嫺熟程度。在此篇連作小說中，提及了一群

「小鎮上的犯罪科學研究者們」51，或許可以看作是當時已有一批非司法警察相

                                                 
48 偵探敘事或相關的犯罪小說當中，將女性當作是凝視、想像的對象，其實是相當普遍的情形，

正如前述甲賀三郎引用西方偵探小說作家的指導原則，「尋找女人」成為偵查線索的來源。參

見本文第三章第三節「現代偵探文本的進入:偵探小說譯介」。 
49 中島利郎論偵探實話興起的因素以及座光東平「犯罪小說」(其中有部份標榜為偵探小說)系列

受到歡迎的因素的推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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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6、11。 
50 閱讀契約(reading contract)，是作者與讀者之間對於某一文類的規範的理解、預先設定下的心
照不宣的合約。偵探推理小說的閱讀契約中有「驚奇」的語碼規範。參見達維爾．方丹著、陳

靜譯，《詩學—文學形式通論》，(天津市: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3月)，頁113~114；Marc Lits, 
“ The Classical Origi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etective Novel Genre,” pp.137~138. 

51 〈姿なき犯罪〉中，松井巡查準備從無意中找到的線索著手調查，他擔心此舉一定會被批評為

溺水者抓到稻稈，但是「旁觀者或小鎮上的犯罪科學研究者們的批評就拿去餵豬吧!」。參見梶

雁金八，〈姿なき犯罪〉(完)，《台灣警察時報》265號，1937年12月5日，頁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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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行業的一般讀者大眾，閱讀犯罪及偵查相關的書籍，他們或許是偵探小說的可

能／預設讀者。這群讀者對於犯罪偵查有相當的興趣與認識，科學理性的辦案方

式是他們服膺的原則，甚至因而可能嘲笑松井巡查看似盲目的、不理性的舉動。

不論是「連作」合寫的方式，或是其中提及的閱讀群體，皆可看出偵探小說的敘

事成規已成為台灣通俗文學場域中眾多的閱讀寫作者能夠自由運用的小說敘事

語法之一，而能各自寫作一篇「自己的」偵探小說。 

    當閱讀寫作群體將此外來的敘事成規內化成為「自己」的敘事方式時，代表

台灣通俗文學場域實際上進入偵探小說各體兼備的新時代，中文、日文、長篇、

短篇的偵探虛構敘事，皆出現在台灣的通俗文學場域中。中文的短篇小說，如蔚

然〈他的勝利〉52一篇，刊登於中文通俗文藝雜誌《風月報》上，敘述一位律師

設巧計，為一涉嫌殺夫的女性洗清嫌疑的過程。此篇小說充滿言情色彩，一位美

麗卻遭到懷疑的少婦，一個遠地而來的年輕律師，在黑暗的電影院裡、王哥柳哥

的滑稽笑聲中相遇。少婦的淡淡的哀愁，讓年輕律師的自願挺身而出，以兩人的

名譽作為釣餌，以「不在場證明」為背書，最後當真兇就逮，污名洗淨，「他把

她的手溫暖起來，微微的笑了。于是，兩個人並肩地走出旅館，在那溫暖的太陽

之下徘徊。」53偵探的過程並沒有腥風雨血，唯一的一具屍體也早就被警方處理

完畢，年輕律師負責的是利用人性以設計真兇現身的圈套。真兇現身後，謀財害

命的犯罪故事也得以重建，一個偵探故事於焉完整述說完成。中文的短篇偵探小

說從日治初期的文言寫作、犯罪故事的提前揭露，至後期的白話書寫、以偵探故

事揭露犯罪故事的模式，對於偵探小說敘事成規的操作更顯成熟，也更增加了偵

探敘事各種風格的可能。 

    日文的長篇偵探小說，如林熊生(金關丈夫)的《船中の殺人》54(《船中的殺

人》)。此篇小說敘述一位刑警偵破了行駛於日台航線上的渡輪中發生的一起命

案，是一篇典型的「正宗」偵探小說55。此篇小說對於西方偵探小說的敘事模式

與種種因素的運用相當熟悉56，謎團的設計與解開亦相當合乎理性原則，並沒有

                                                 
52 參見本文附錄。 
53 參見蔚然，〈他的勝利〉(下)，《風月報》125期，1941年3月3日，頁19。 
54 本篇小說首先在1941年連載於《台灣警察時報》，1943年則有單行本出版。參見本文附錄。 
55 中島利郎指出這篇小說的木暮刑警是被設定成福爾摩斯那樣的名偵探，針對每一個嫌犯的不在

場證明加以仔細推敲，解開各種謎團，是日治時期出版的單行本中唯一的「本格」(正宗)偵探

小說。參見中島利郎，〈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台灣探偵小說史稿〉，頁21~22。 
56 命案的發生地點設計—日台航線上的渡輪「次高丸」，與M. Leblanc(盧布朗)亞森羅頻系列的第
一部小說《怪盜紳士亞森羅頻》(Arsene Lupin, Gentleman Cambrioleur)中「橫越大西洋的定期
客輪普羅凡斯號」相仿。參見盧布朗著、葉輝譯，《怪盜亞森羅頻》，(台北市:偕成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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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犯罪故事或偵查故事無關的枝節，為完整的長篇偵探小說。日治初期的長篇偵

探小說出現之後的斷層，至此方後繼有人。「連作」合寫的創作方式標誌了台灣

通俗文學場域中對於偵探小說敘事成規的集體熟悉，各種形式的偵探小說也在讀

寫者能夠自由操作此一寫作模式之後，紛然而出。 

 

二．偵探小說敘事成規的轉進：「俠義章回化」 

   

當源自西方的偵探小說敘事成規內化成為日治時期台灣通俗文學場域中的

一種敘事規律時，對於已經操作內化的、熟練的敘事模式，產生了形式轉變的可

能與需求，創作者想要、也能夠以新的元素增加、改變此文類的表現形式57。改

變這個「新」文類的方式，日治時期在台灣的作家，卻選擇了「舊」的因素，而

使這樣的轉變饒富傳統與現代之間交流的意義。 

1．以舊變新：台灣偵探小說的新人物與新形式 

    日治時期台灣的通俗文學場域，在「連作」合寫的標誌下，閱讀寫作者已熟

習西方典型偵探小說的敘事，熟練之後方有創新形式的出現。然此一新變，卻是

走向傳統說部，形成類似俠義公案章回小說的新人物與新形式，此即為林熊生(金

關丈夫)58所著的「龍山寺の曹老人」(「龍山寺的曹老人」)系列小說。「龍山寺

的曹老人」系列小說首先在一般通俗性雜誌《台灣公論》上連載，共有七回，後

有單行本出版59。「曹老人」系列小說塑造了台灣偵探敘事中的一個新形象—深

                                                                                                                                            
年10月)，頁5。 

57 Cawelti(考維爾蒂)指出，文化產品有兩種因素:因襲與創新，因襲，也就是文類的「程式」(formula)
維護價值的連續性；創新則給予新的概念或意義。以此參照台灣日治時期的偵探敘事，敘事成

規的內化是對西方偵探小說的因襲，而俠義章回化的形式是一種轉進，亦即創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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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9~429。 

58 金關丈夫(かなせき たけお，1897-1983)，日本香川縣出生，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部解剖學科畢

業。1934年至1936年至歐洲留學，後至台灣台北帝國大學(今台灣大學前身)醫學部開設解剖

學教室。1947年日本戰敗撤出台灣，金關丈夫留任台灣大學教授醫學，1949年返日。金關丈

夫為人類學者，其所關懷的領域橫跨自然科學與社會人文。參見大林太良，〈解說〉，收入金關

丈夫著、大林太良編，《木馬　石牛》，(東京都:岩波書店，1996年)，頁341~343。 
59 有關「龍山寺的曹老人」系列小說在雜誌上的連載與單行本出版情形，參見本文附錄。又後四

篇〈幽靈屋敷〉、〈百貨店の曹老人〉、〈謎の男〉、〈觀音利生記〉等，雖未知其雜誌期刊上的初

出日期，然其背景與敘事內容多戰爭期時事與意識型態，因此可視為日治時期的作品。參見本

文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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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不露的曹老人，以及新的敘事形式—類章回體。 

    曹老人的人物形象設計，與西方古典偵探小說中的偵探、或者是前此台灣偵

探敘事中的偵探、警探形象大異其趣。那些或者吸雪茄煙、喝珈琲茶、坐安樂椅
60、或者是佩劍著警察制服61、或者是打甲板高爾夫62的偵探們不再是這系列小說

中的英雄，取而代之的是一位「終年戴著沾了灰塵的軟呢帽、穿著變色的台灣

服」、「迷濛的眼神，從瘦瘦的兩頰垂下泛黃的鬍子」63的一個不起眼的老人。他

抽的是長管煙筒、喝的是龍山寺的杏仁茶、坐的是龍山寺的長板凳，一年到頭都

靜靜地坐在龍山寺的一隅，觀察出出入入的人們，有時給人解解籤詩、有時替人

開個處方。像這樣平凡的老人，竟是深藏不露的高手—不論是其觀察、推理能力，

或者是其武術技藝、俠心義膽，都遠比小說中的另一個偵探—陳警官來得更高

明。曹老人的偵探人物形象設計，一方面以其高超的觀察能力與理性邏輯，破解

各種案件謎團的謎底，例如在〈光と闇〉(〈光與闇〉64)中解開密碼犯罪的黑市

買賣密語、〈入船莊事件〉中推理出密室命案的殺人方式、〈幽靈屋敷〉(〈鬼屋〉)

中破除鬼魅迷信、還原事件真相—這些都是一般偵探小說中常見的偵探的推理破

案方式；另一方面，這位老人又更像是傳統說部中的武藝高強的俠客或維持倫理

價值的清官，像是在〈入船莊事件〉中以投劍術射住逃跑犯人的衣襬、或者是〈觀

音利生記〉中解救因為要被賣掉而上吊的養女玉兒，設計觀音顯靈使母女和好等

等情節。傳統俠義公案小說中俠客武藝高強、清官用妙計維護倫理道德的形象，

成為更新此來自西方的敘事文類的新質素65。 

透過武術技藝與倫理道德的加入，使台灣偵探小說中的偵探形象產生異質的

變化。當然曹老人也是腳踏實地以「理」服人，但是當說理表演的極至已經由西

方的福爾摩斯完成之後66，東方偵探的突破之處，則可由在地色彩尋求。準確的

                                                 
60 以上是李逸濤的偵探小說中常見的偵探人物形象特徵。 
61 此為〈姿なき犯罪〉的松井巡查的警察形象。 
62 此為林熊生(金關丈夫)的《船中の殺人》的刑警木暮在渡輪上的休閒活動。 
63 林熊生(金關丈夫)，〈曹老人の話．第一話  信心深い泥棒のこと〉，《台灣公論》八月號，1943

年8月1日，頁76。(此即單行本中〈許夫人の金環〉一篇。) 
64 按日文中「闇」有黑暗之意，亦有非法暗中交易、黑市之意，故直譯為「闇」。 
65 中島利郎引述金關丈夫之子金關恕所言，指出曹老人系列參考英國大眾小說家ウォーレス與フ

レッチャー的小說；然而不論其所本為何，曹老人的人物形象設計，以俠客兼清官的形象寫作、

以民俗為故事場景，這些故事的內容已使曹老人故事更具東方色彩。參見中島利郎，〈日本統

治期台灣文學台灣探偵小說史稿〉，頁21。 
66 福爾摩斯以理著稱，種種觀察推理的過程中，以常人無法想到、但又合理的方式推論，卻弔詭

地卻常使其故事中的種種推理更似神蹟，具有表演的性質，總是在讓華生(與讀者)在目瞪口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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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劍、籤詩式的指引、道德高度的裁判，使曹老人由糟老頭而成偵探、由偵探而

成中國式的俠客、由俠客而成為「曹神仙」67。「曹神仙」的推理，利用仿擬傳

統說部中神乎奇技的描寫、倫理道德的勸說，使現代偵探推理獲得俠義公案傳統

中俠客與清官的特質，以舊的人物形象填充入新的敘事模式中，而造成此一「新」

通俗敘事文類的換新。 

除人物形象傾向說部傳統靠攏之外，其結構方式亦採類章回體的方式以形成

「長篇小說」。曹老人系列刊出七回，每一回解決一個案件，由曹老人主導，陳

警官有時則是以副手的角色出現。如此以一個偵探角色聯綴許多不同案件所形成

的短篇小說的結構，其實在西方的偵探小說中是一個形成長篇的重要方式68，如

柯南．道爾的福爾摩斯系列，即以福爾摩斯此一偵探人物作為六十案的主角。東

方的偵探小說寫作亦是如此，如程小青的霍桑系列、江戶川亂步的明智小五郎系

列等等。然而將曹老人系列的小說放回至日治時期台灣的通俗文學場域中觀察，

除本自西方的結構方式之外，既然曹老人以類似俠義章回小說的中人物形象出

現，則其所寫作的方式也可能以章回體的形式閱讀。「第一話」、「第二話」、「第

三話」的標目，形似章回體的結構。由此，曹老人系列的偵探小說，正以舊的說

部傳統，為台灣的偵探文類帶入新的人物形象與結構形式，而形成類俠義、類章

回的新偵探小說，此以一偵探為中心的章回模式，是台灣日治時期偵探敘事中少

見的方式。而西方式的偵探小說敘事模式，在基本架構不變的情況下，產生了新

的面貌。 

2．俗民生活或皇民國策：戰爭期的偵探小說 

    曹老人系列的偵探小說，塑造了「俠義偵探」的新角色，而發揮「現代／西

方」推理能力、施展「傳統／中國」拳腳的地點，正是一個以龍山寺為主的在地

民俗空間；一般俗民的生活，則圍繞此民俗空間流動、展開。台灣的種種民間習

俗、地方色彩成為犯罪、偵查的推動力量。小偷竊了金手環埋在廟裡香爐的香灰

當中(〈許夫人の金手環〉，即〈許夫人的金手環〉)、兩個密謀壞事的男人把籤

詩當作傳訊的工具(〈謎の男〉〈謎樣的男子〉)、廟旁有著奇怪光影的雜貨店(〈光

                                                                                                                                            
中觀賞其推理演出。 

67 〈觀音利生記〉中上吊的玉兒的養母固執地稱呼曹老人為「曹神仙」。參見林熊生(金關丈夫)，

〈觀音利生記〉，收入《龍山寺の曹老人．第三輯．謎の男》，(台北市:大同書局，1947年1月)，

頁51。 
68 參見Thomas M Leitch,”From Detective Story to Detective Novel,”Modern Fiction Studies, Volume 

29, Number 3, (Autumn 1983), p.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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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闇〉)、幫助家人從事黑市買賣的女孩背著假裝成嬰兒的豬隻到廟裡(〈光與闇〉)

⋯⋯等等，犯罪的方式由台灣俗民日常生活中的種種「舊慣」中產生；而曹老人

則藉聽到小偷求神問卜的內容而舉發竊賊(〈許夫人の金環〉，即〈許夫人的金手

環〉)、利用民間信仰的敬神心理而讓養女與養母重拾家庭溫暖(〈觀音利生記〉)、

透過尋找亡魂的民間傳統儀式而破解一件利用鬼屋迷信的殺人計畫(〈鬼屋〉)⋯

⋯等等，俗民生活亦成為曹老人破案、重建秩序的主要契機與動力。大量運用民

俗文化的細節，成為金關丈夫變西方偵探小說為台灣本土娛樂時所採取的敘事策

略。 

    當然曹老人系列的作者金關丈夫長期以來對於台灣民俗的關注與理解69，是

將俗民生活場景置入一個西式的通俗文類的敘事中，成為其所描寫的社會環境

(milieu)的因素之一；然而不可忽略的是其創作、刊出的時代，正是日本發動大

東亞戰爭之際，對於民俗文化的重視，其實更具有「時局」意義。日本本土的文

化政策，在戰爭期間為配合對東亞各地區的侵略，而提倡「地方文化」與「外地

文化」，使殖民地台灣兼具「地方」與「外地」特性的民俗文化，間接獲得重視70。

這樣的文化論述下，民俗文化成為戰爭期間特別受到關注的焦點71。金關丈夫作

為台北帝國大學的教授，自然對這樣的文化論述不會陌生，並且亦把台灣民俗文

化從日人學者研究的位階，轉向通俗文學敘事消費的位置。在通俗文學當中大力

鋪寫民俗文化細節，是對「時局」、政策的呼應。敘事策略的基調既然是對時局

與政策的呼應，則亦使曹老人系列成為在戰爭局勢日益緊繃、全民被動員「奉獻」

投入國家戰爭機制的時刻中，成為「皇軍將兵」的娛樂讀物。作者在曹老人系列

的第三話中有「作者的話」自我告白: 

先前曹老人的故事中的第一話及第二話都在本雜誌上發表，意外地得到皇

軍將士以及產業戰士的感謝與激勵，作者非常感激。在辛苦的勞動之後，

                                                 
69 參見〈座談會．奉公運動と台灣の民俗研究〉，《民俗台灣》，(1944年9月號)，頁10~18；林莊

生，〈《民俗台灣》與金關丈夫—五十年後的讀感〉，《台灣風物》45卷1期，(1995年3月)，頁

51~53。 
70 「地方文化」指都會區以外的地區文化、「外地文化」則指日本本土以外的文化。參見李文卿，

〈殖民地作家書寫策略研究—以皇民化運動時期《決戰台灣小說集》為中心〉，(國立暨南國際

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01年)，頁21。 
71 戰爭期間不論是通俗文學場域或純文學場域，皆對民俗文化投注特別的關懷，而日人作家與台

人作家的位置不同，又使對民俗文化的關懷有不同的意向與效果。如純文學台人作家呂赫若對

民俗文化的態度，是作為「傳統文化」而成為認同、回歸的對象。參見呂淳鈺，〈都會?田園!—

呂赫若的東京經驗與日語小說中對現代性的態度之考察〉，《臺灣文學評論》4卷1期，(2004

年1月)，頁14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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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心得到安慰，以培養迎向明天的力量，像這樣的慰勞文學很不足的今

日，拙作因而受到歡迎。作者為了回應這樣的期待，今後會更為努力。現

在將拙作曹老人的故事獻給皇軍將兵與產業戰士。72 

這系列獻給「皇軍將兵」與「產業戰士」作為娛樂調劑的小說，雖然以台灣民俗

文化作為敘事環境與敘事動力，但夾雜在其中勸說支持「國策」73及間接宣傳人

們應該服從戰爭體制的文字74，卻使小說中俗民生活的描寫，在皇民奉公的陰影

下有所變質。 

3．「俠義章回化」的關鍵意義 

    金關丈夫的「曹老人」系列故事，以類俠義的偵探人物形象、類章回體的方

式，寫作在台灣民俗文化場景中發生的種種故事，使「偵探小說」此一西方敘事

文類，經過重新包裝，以接近本地文學傳統的方式，講述台灣在地的偵探故事。

「類俠義章回體」的在地化有雙重意義，一是敘事形式上模擬本地文學傳統，造

成源自西方的敘事方式有所轉變、一是敘事內容上完全講述「台灣人」的故事。 

    偵探小說的在地化—不論是內容或是形式，自日治初期開始的小說，或多或

少有所嘗試，然而或以一般典型偵探小說模式敘述本地發生的犯罪故事、或以本

地色彩羼入翻譯改寫中，卻始終沒有更進一步的發展與完成。至「龍山寺的曹老

人」系列，以本地通俗文學傳統改造此源自西方的敘事文類，而方能以本地的讀

者所熟悉的人物與結構方式，講述本地發生的故事。「曹老人」形象的俠義公案

化無疑是日治時期偵探敘事一個重要的轉變。這個偵探形象不再是「約翰」、「福

爾摩斯」、或「松井巡查」，而是本地閱讀者從小熟悉的俠客義士或清官形象—雖

然這個新的俠客似乎更「理性」一些。偵探人物的俠義化，除其武術技藝的外象

之外，其代表的文化意識亦與純然西式的偵探角色或以警探作為偵探的方式不

同。與晚清以來俠義公案小說的傳統類似，俠客角色不再是以武犯禁、與官方立

場相左的叛逆者，而成為正統官方立場的翼助。曹老人亦是如此，他與代表官方

的陳警官之間的關係，是合作、也是指導，但絕不與之作對—在戰爭期，翼助官

                                                 
72 參見林熊生(金關丈夫)，〈入船莊事件〉，《台灣公論》12月號，(1943年12月1日)，頁104。 
73 如〈許夫人の金環〉中，曹老人允諾要幫許夫人找回失竊的金手環，卻也要許夫人在觀音面前

發誓重獲金環之後要變賣以買為戰爭而發行的國債。 
74 如〈光と闇〉一篇中曹老人舉發了黑市豬肉買賣，破除了政府控管下的違法行為。戰爭期中不

僅僅是通俗文學含有宣傳政策的成份，其他媒介亦復如此，例如在戰爭期電影院的播音中表示

要「強化國策協力、防犯黑市交易」。參見三澤真美惠，《殖民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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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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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成為唯一的論述立場與力量。然而這與西方偵探多為私探、日式警探則純為官

方立場並不相同。偵探角色俠義化使台灣的偵探敘事在戰爭期間，能在安全位置

敘述民間的故事。 

    此外，偵探敘事俠義化、章回化的內容，則用以講述從犯罪者、被害人、關

係者到偵探角色全為「台灣人」的故事—即令小說中有日本姓名的田山麗子，都

還是台灣人楊氏阿緞改姓名的結果。在台灣土地上發生的偵探故事，其中的主要

人物由偵查者、犯罪者全為日人或外人，至偵探者為日人、犯罪者為台人、而至

全為台人，經過漫長的歷程而終於在以本地文學傳統變造西式敘事文類的說故事

方式中實踐。小說人物的身份，其實正寓含著寫作者對於本地偵探敘事的想像。

龍山寺(及周圍)從 1890年代的棄屍地點，到 1940年代一切故事的發生源頭，的

確是相當漫長的歷程。台灣日治時期的偵探小說，也在人物形象的俠義化、小說

結構的章回化、敘事內容的民俗化當中，達到在地化的高峰。就接受的角度來看，

龍山寺的曹老人系列故事，也確實被視為「台灣的」偵探故事看待，在戰後甚至

還有中文版出現75。然而這樣的「在地化」之形成，反諷的是竟然在日本政府急

欲將台人改造成皇民以為日本效力戰爭的脈絡下出現。這樣的「在地化」形成的

「台灣人」的偵探小說，由一位日本在台的學者創作，且在戰爭期間出現，模糊

了台灣與日本之間的界線，使「內台」合一的原則，得到日方觀點下的開展。 

 

第三節  偵探敘事的滲透與反動：兒童故事與諧仿 

   

  當偵探敘事在台灣，逐漸成為通俗文學場域中的閱讀寫作者接受、學習的對

象之際，其敘事成規除不斷由寫作者演練成為「偵探小說」之外，亦向外滲透至

其他的文學類型，使偵探敘事的敘事語碼及其意識型態，在其他文學類型中得到

開展空間。此外，浸染偵探敘事成規的同時，在全盤接受之外，亦開始對此文類

有所反省、懷疑，而有反向思考的作品出現。偵探敘事成規的習染在台灣並不是

完完全全順著單一軌道前進，探討其如何滲透至其他類型、如何遭到懷疑與反

動，正可觀察台灣通俗文學場域如何向外／反向實踐此敘事文類。 

                                                 
75 《日本偵探實話》曾有廣告云:「讀者期待的名家偵探:『龍山寺的老人』決定近日出版」，相 

關廣告亦同見出版社相關書系，可見「龍山寺的老人」有中文的出版計畫。該書今未見。參見

《日本偵探實話》，(台南市:藝昇出版社，1956年9月1日)，頁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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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偵探敘事成規的滲透─兒童故事 

   

  日治時期台灣通俗文學場域中，偵探敘事成規除自身的實踐之外，亦向外滲

透至其他的敘事類型76，其中兒童文學的敘事類型較為突出77。如此使偵探敘事

的閱聽者，由向來的成人讀者，向外跨越至兒童讀者當中。兒童故事如何出現偵

探敘事的成規?其表現出來的敘事特質為何?使兒童故事及偵探敘事本身產生出

什麼變化?為何有此「滲透」?由偵探敘事生成的觀點來看，「兒童用」偵探故事

的出現有何關鍵意義? 

1．小學生名探：兒童故事中的「偵探」特徵 

    日治時期的「兒童故事」78中，如何形塑「偵探」角色或「偵探」情節?如何

呈顯現代偵探敘事的意識型態?偵探敘事的種種特徵如何在其中出現? 

    1937年《風月報》上所刊謝雪漁79的文言短篇小說〈小學生椿孝一〉80，塑

                                                 
76 偵探敘事的因素向外滲透到其他通俗文類者亦有，如前述公案小說當中亦有偵探因素。 
77 當然兒童文學本身即有許多不同的主題內容類別，例如歷史故事、生活故事、民間故事、或以

幻想為主的童話(fairy tale)等等，而偵探敘事文類亦非與「兒童文學」為相對或相反的文類範
疇，因以上兩類據以分類的標準並不相同。「兒童文學」是以其讀者身份為區分標準，以與「成

人文學」區別，本身沒有主題類別的考量；而「偵探敘事」作為文類之一，主要則是指明一種

敘事的主題，本身並沒有讀者身份的區別。偵探敘事也可能／可以作為兒童文學的一種主題類

別，正如兒童其實也可以是偵探敘事的讀者。然而，偵探敘事的特質，尤其是其中種種謀殺、

血腥、情欲、欺詐等犯罪場面，其實並不「適合」在兒童文學當中出現，且其觀察、推理、科

學檢驗等等手法，亦非多數兒童讀者所能理解，使之最初是成人專屬的敘事類別。此處的「向

外滲透」，是為了要說明兒童文學與通俗文學中的偵探敘事，在原本的敘事範疇中本來並沒有

對方的因素，而當偵探敘事的成規進入兒童文學領域之後，產生了「兒童用」的偵探敘事、或

者是「偵探主題」的兒童文學。偵探敘事成規滲透至兒童文學之所以較其他敘事文類或類型突

出之處，在於其中的偵探敘事因素，不只是消費型的文學，更具有啟蒙的作用。參見林文寶、

徐守濤、陳正治、蔡尚志著，《兒童文學》，(台北市: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10月初

版四刷)，頁168、315。 
78 日治時期的兒童文學分類概念尚未清晰，大約分別了詩歌體與散文體，散文體中除「童話」一

詞較常出現外，其他的分類概念尚不常見，因此「兒童故事」是採今日的分類概念，即指具有

人物、情節，適合兒童閱讀的散文類敘事作品；人物與情節是合乎社會現實的，與童話的幻想

性有所區別。參見林文寶、徐守濤、陳正治、蔡尚志著，《兒童文學》，頁167。 
79 謝汝銓，字雪漁，號奎府樓主等，光緒年間生員，原籍台南，僑居台北，日治時期曾入國語學

校，任職《台灣日日新報》漢文部主筆，後任《風月》主筆，為台北瀛社發起人，鼓吹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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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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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了一位小學生名偵探，以其算術能力協助警方偵破一樁命案。此篇小說初回標

誌為「探偵小說」，次回則標為「短篇小說」，然其主要角色為小學生、賴以破案

的方式又為小學生的算術能力，可視為兒童故事。這位東京市外某小學六年級的

學生椿孝一，「平時算術疏略，惟作文優美，意味詞華，甚為奇拔，冠絕儕輩，

為人推服」81，雖然平日算術能力並不好，但一次利用老師教授的算術方式，解

決了一件小爭執，而讓他對算術開始產生興趣。後來在巧合中以數學算式，與木

村老師共同協助警方解決了一件奪寶謀殺案，因而有「算術名探」82之稱號。 

    以「偵探」人物形象來看，其實這位小小名探所運用的算術正與其身份、知

識程度相當—大約小學高年級的程度，而且解題的方式亦未必合乎現代數學的運

算方式83，然而在解題的過程中，現代「數學」的理性邏輯，成為小兵立大功的

最佳工具。這似乎告訴小朋友與大朋友，只要能夠具備基礎的科學理性思維，就

能夠解決看似陷入泥淖的「謎之殺人事件」84。科學理性是萬靈丹，即使是簡單

如小學生程度者，亦能藉以直視事件的核心、真相；毋需親至事件發生現場以各

種器材加以檢驗、分析，只要在家看看新聞記事、由新聞記事上提示的數字推想

幾個數學算式即可。「算術」是現代科學基礎之中，比之化學、醫學、解剖學⋯

等等，較為易懂且易於操作者，因此椿孝一不是化學名探、醫學名探，而是以算

術著稱。此外，衡諸其故事情節的設計，〈小學生椿孝一〉的基本敘事模式，首

先略述小偵探如何顯現其偵探能力，後以一個無心的算術題目設計，經其師木村

先生的多心聯想，助警方確認嫌犯身份，並又設計另一道算式，以逼使嫌犯自白，

偵探的故事就此結束，犯罪故事則在嫌犯口供中真相大白。雖然犯罪故事有賴偵

探故事展開，但小偵探椿孝一自始至終並沒有直接涉入調查此樁謀殺案，亦未主

動針對此案件運用其理性思考，真正運用這些能力的是木村老師。然而為了突顯

基礎理性思維的大作用，此案中作為成人的老師的重要性必須讓給還是孩童的學

生，並且透過原本只通文墨、不解數學的兒童形象來突顯出，一旦對基礎科學開

                                                                                                                                            
2月)，頁21。 

80 參見本文附錄。此篇小說以「東京市外」的小學生為主角，寫「東京市內」的謀殺案，然不論

是創作、翻譯、改寫，皆有台人作家的意識型態與價值呈現其中。 
81 雪，〈小學生椿孝一〉，《風月報》52期，1937年11月15日，頁10。 
82 雪，〈小學生椿孝一〉，《風月報》52期，1937年11月15日，頁9。 
83 小學生椿孝一第一次以算術能力解決的問題，是同學吉田被植樹人金老叔誣賴偷樹一題，其算

式似乎有些紊亂，結果亦似有誤。第二次則是在課堂上出了一題「鶴龜算」，即今所謂「雞兔

同籠」問題，同學的解決方式亦非現代數學的二元聯立式，而是反覆以不同的組合代入結果，

終得答案。 
84 雪，〈小學生椿孝一〉，《風月報》53期，1937年12月1日，頁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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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竅，任何的混沌難解之事都能獲得清理與解決。 

    在「偵探情節」上更為兒童故事化的是 1941年《南方》雜誌(《風月報》後

身)所刊綠波〈火腿雞蛋糕〉85。此則標題為「兒童讀物」的白話作品，講述某個

紳士設計測驗幾個小孩的觀察、推理能力的小故事。故事非常簡單，某紳士穿好

禮服、戴上禮帽要出門之前，宣稱一塊火腿雞蛋糕失蹤了，要家裡的幾個孩子幫

忙找，「有了充分的理由，和證據，我有極豐富的賞品要給那發見的人」86。肥

胖而愚笨的大兒子直接就懷疑是家裡小狗和黑貓吃了，九歲的女兒則在檢查全家

皆未發現之後，懷疑是平日貪吃的小黑貓偷吃。十三歲的侄子卻說桌下沒有貓狗

的腳印和糕屑，並非貓狗所吃；次子想起父親比平常更早戴上禮帽，家中又全無

蛋糕的蹤影，因而懷疑父親藏在帽子裡，遂設計放了一枝筆在地上，當父親俯身

去撿拾時，次子抓起禮帽，果然發現蛋糕。父親大樂，給予次子和侄子獎品。此

則故事的「案件」純然是兒童生活的事件，甚至連〈小學生椿孝一〉那樣無聲無

臭的謀殺也未出現，而是日常生活中再普通不過的小事。一塊蛋糕不見，除非像

福爾摩斯故事中那隻藏有藍寶石的聖誕鵝87，否則大概無須偵探們出動。然而在

此則故事裡的小偵探們，卻各自動用了自己的觀察、推理能力，共同拚湊出「案

件」的真相。雖然最後獲賞的只有次子與侄子，但是除了完全沒動腦的長子之外，

透過小孩們的共同推理，逐步剔除各種可能性，才能在最後得到答案。此篇的偵

探情節，除事件偏向兒童日常生活之外，詭計圈套(trick)及「偵探」的過程亦簡

單素樸，沒有太多因果關係的設計，一步一步逼向事件核心真相—雖然中間還穿

插了一個傭人毫無證據地指控廚房的老婆子偷吃而被紳士駁回的小事件。這樣的

設計亦接近兒童的遊戲，一個尋找蛋糕的遊戲，每一個小孩都參與其中，也包括

投入其中的閱讀者88，他們闖過層層關卡，去除障礙，而到達終點或完成其想像

中的任務。正因為作為兒童讀物必須符合讀者的心智能力而盡量簡單，卻意外地

使故事更像純粹的「推理」小說，因為如果旁有枝節或有推理錯誤之處，兒童讀

者就無法順利理解。由此，情節兒童化、遊戲化的〈火腿雞蛋糕〉可以說是一部

具體而微的偵探小說。 

                                                 
85 參見本文附錄。又，綠波，或可能為簡長春，1930年代有漢詩作品發表。參見綠波簡長春〈東

遊吟草〉，《南瀛新報》92號，1930年6月17日。 
86 綠波，〈火腿雞蛋糕〉，《南方》23期，1941年10月4日，頁23。 
87 Conan Doyle, “The Blue Carbuncle”, The Adventures of Sherlock Holmes,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4), pp.150-173. 
88 傅林統引用日本兒學文學研究指出，兒童閱讀推理小說的樂趣在於自己也可以當主角，參與推

理活動。參見傅林統，〈兒童文學裡的推理小說〉，《研習資訊》10卷4期，(1993年8月)，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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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童蒙教育：兒童偵探故事的功能性觀點 

    檢視〈小學生椿孝一〉與〈火腿雞蛋糕〉兩篇兒童偵探故事，需在現代兒童

文學的興起脈絡之下觀察。「兒童文學」是在「兒童教育」獲得重視之後才有所

發展；兒童教育獲得重視，乃在於「兒童」的發現，由兒童本位的觀念出發，兒

童不再只是一個「小大人」或「大人的準備期」，擁有個人興趣與個人世界，他

們是教育的中心，亦是「兒童文學」的主體89。這樣的主張由歐美開始，在改革

維新的論述之下襲捲了東方諸國；在東方，「兒童」成為現代化的最後一個起點
90。循此模式，台灣在日治時期的兒童教育與兒童文學的狀況亦是如此。當文明

開化的論述成為主流，原本三百千式的傳統啟蒙教材，已經不敷使用，兒童—或

者說現代化—需要更新的教材與讀物。 

在台日人的兒童讀物、兒童文學已頗具規模，報刊雜誌上的文字、單行本皆

出現以兒童對閱讀對象者。報刊雜誌上刊載翻譯外國的兒童文學作品，如圖文對

照的〈三匹の豚〉91(〈三隻小豬〉)；或者創作的童話、童謠等，《台灣婦人界》

雜誌並且舉辦島內童話創作徵稿的活動92；或者兒童讀物的期刊，如《童心》、《兒

童街》等等93。在台日人的兒童讀物、兒童文學，以日式的思考、意識型態為主，

例如日本神明的故事，對台灣本地的兒童讀者來說，即使識得日文，亦未必能夠

樂在其中。 

台灣人自創的兒童讀物，如 1920年代在東京的二十多名留學生創辦的日文

兒童雜誌《神童》。留學生們在當時的文化運動、社會教育、產業經濟的革新之

外，回顧島內兒童讀物尚為缺乏，利用課餘創辦此雜誌，「專欲供給我台小公學

校五六年以上之男女兒童，作為科外讀本，在目的在乎啟發兒童之智能，並涵養

                                                 
89 美國教育家杜威1919年曾訪中國，提出了兒童本位論，引起中國有識之士的注意。不久後魯

迅指出，中國的小孩往往被看作是「縮小的成人」，歐洲的小孩則被視為是「成人的預備」，然

而兒童教育事實上應該以孩子為本位，孩子與成人是截然不同的。日本亦在大正時期「發現」

兒童。參見魯迅，〈我們現在怎樣作父親〉，收入魯迅著、張瀛玉、呂榮君編，《魯迅全集》第

一冊，(台北市:谷風出版社，1989年12月台一版)，頁136；方麗娟，〈中國五四時期之兒童文

學研究〉，(東吳大學中國文學所碩士論文，1996年)，頁208~209；柄谷行人著、趙京華譯，《日

本現代文學的起源》，(北京:三聯書店，2003年1月)，頁110~134。 
90 成人對於「兒童」的發現，往往晚於對其他的領域、事務的發現。正如日本「兒童文學」發現，

必須要等到明治維新的新學制穩定下來之後，才有「兒童的發現」的可能。參見柄谷行人著、

趙京華譯，《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頁132。 
91 鈴木誠夫，〈三匹の豚〉，《台南新報》7080號~7082號，1921年11月22日~24日，三版。 
92 參見〈懸賞原稿募集〉，《台灣婦人界》創刊號五月號，1934年5月1日，頁66。 
93 參見黃美娥編，《日治時期臺北地區文學作品目錄》(上)，頁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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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科學趣味。」94此雜誌的內容今未見，然其中的啟蒙功能、科學趣味與現代論

述，卻是日後台灣種種兒童讀物的主要指標。刊載〈小學生椿孝一〉(1937)與〈火

腿雞蛋糕〉(1941)《風月報．南方》雜誌系列，在二者之間曾經有短暫的「兒童

故事」專欄，即 1939年吳漫沙的兩篇兒童故事：〈路上不要吃東西〉與〈光陰要

愛惜〉95，搭配圖畫刊出。兩篇故事均是教誨性的文字，利用小故事告誡孩童二

件事：路邊攤以及邊走邊吃不衛生、要好好把握時間。當「衛生」與「時間」96

觀念成為教育啟蒙的目標時，現代化、科學理性正作為兒童的基本教育概念而進

駐兒童文學當中。然而，不可不注意的是，《風月報．南方》系列上的兒童故事

雖然以教育啟蒙為主，雜誌本身的通俗性、商業性卻是不可忽視的特質。在吳漫

沙的兩篇兒童故事之前，有編者的話〈寫在刊前〉：「為要使其普及讀者的起見，

自本期起增設『兒童故事』一欄，每期一題，並加插畫，使小朋友們可以看圖識

字。」97「普及讀者」，不僅僅是指閱讀的人口向下延伸，亦暗指購讀者增加的

可能。然而在這篇兒童故事的前面幾頁，卻是〈新式嫖經〉、是〈愛的使命〉等

等成人的讀物，縱令兒童故事再有深深的教訓意義，都被兩旁男歡女愛的纏綿悱

惻沖淡不少。就在現代科學理性與商業性的交錯下，兒童偵探故事成為新教育之

下的新啟蒙讀物。 

    兩篇兒童偵探故事的意圖其實相當明顯，正如〈火腿雞蛋糕〉中的紳士所說

的，有充份的理由與證據，才能在這個現代的社會中得到獎賞。在唯理務實的時

代裡，兒童固然不必是個小大人，但亦非蒙昧者；新時代的兒童是受過啟蒙的孩

子，他們懂最新的算術、最基本的理性邏輯。過去士大夫津津樂道的文學詞藻已

經不足以在新世界立足，唯有新式的科學教育，方能成為他們面對世界的基本能

力。然而在商業性的特質下，二篇兒童偵探故事卻又另有含義；當兒童教育成為

可以販賣的商品，科學理性成為「品牌保證」，文明開化的現代化論述遂成為新

的經典、模範。 

3．兒童偵探故事的關鍵意義 

                                                 
94 此雜誌今未見，可能也是日治時期的諸多短命期刊之一。參見〈介紹新刊『神童』雜誌  吾島

男女兒童不可不讀〉，《台灣民報》112號，1926年7月4日，頁15。 
95 漫沙，〈路上不要吃東西〉，《風月報》90期，1939年7月24日，頁26~27；漫沙，〈光陰要愛

惜〉，同誌91．92期，1939年8月15日，頁22。 
96 日治時期的衛生與時間觀念與過去大不相同。時間標準化的結果，是台灣人接受了規定與秩

序，而這正是經過「現代化」詮釋的秩序。參見呂紹理，《水螺響起:日治時期台灣社會的生活

作息》，(台北市:遠流出版，1998年3月)，頁90。 
97 〈寫在刊前〉，《風月報》90期，1939年7月24日，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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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治時期兒童偵探故事的出現，其關鍵意義是偵探敘事成規的向外滲透，其

滲透的過程方式與意義可由兩方面來看。一是由兒童文學的觀點，為什麼是「這

個」文類得以進入兒童文學的領域中?假設是通俗文學的其他文類，是否可能得

到如此的成效?第二是由偵探敘事成規的觀點來看，向外滲透在偵探敘事的接

受、閱讀與消費上有何新發展? 

    兒童文學的領域，接受了偵探敘事成規，而使之成為兒童故事的一種類別，

一個可資參考的假設性問題是，通俗文學的其他文類是否也有這樣的可能?日治

時期台灣的通俗．大眾文學，除偵探小說此一文類之外，另有言情、武俠、俠義

公案、社會、幽默、神怪、講史⋯⋯等等不同類別98。種種通俗文類當中，言情

小說專寫男女情愛糾葛、武俠小說多為逞兇鬥狠、社會小說專事暴露社會黑暗面

等等，對於兒童來說都還不太能夠／不適宜理解；偵探小說雖然也寫情欲、死亡、

怪誕的世界，但卻似乎是最適合兒童讀者的心智，亦是最符合兒童需求者，只要

去除或不加強調這些「可怕、醜惡」的事件即可99。亦即，當偵探敘事當中的內

容與意識形態是可以分開的，分開後的純淨的理性邏輯與科學精神，立刻成為兒

童故事中的敘事模式之一，問題發生—偵探調查—問題解決是兒童故事中應用不

輟的敘事模式。啟蒙觀點下的兒童文學，正需要這樣的科學精神，而使偵探敘事

的意識形態與敘事模式，比起其他的通俗文學文類，更易於滲透至兒童讀物當中。 

    就偵探敘事成規的接受、閱讀與發展的角度來看，兒童偵探故事的出現，除

了表示偵探敘事的讀者群向下延伸之外，在前述商業性質之下，亦可見證其敘事

模式與意識型態形成新的論述力量、具有新的典範意義。偵探敘事在台灣，不只

是特定某一群閱讀創作者接受、閱讀、再創作而已，而逐漸成為受過教育者普遍

認同的新敘事模式、新價值。正如「兒童」的發現，本來就晚於「人」發現，兒

童文學亦晚於「文學」的發現；因為先發現了「人」與「文學」，才有餘力發現

「兒童」與「兒童文學」。此模式借用於此，兒童偵探故事的出現，正是因為偵

探敘事成規已為受教育者及通俗文學、兒童文學的閱讀創作者普遍認識，而逐漸

能在兒童文學中實踐。通俗小說的種種文類當中，沒有比偵探小說更具有啟蒙功

能者100，這也是偵探敘事成規成為受過教育的階層中普遍接受、閱讀、再創作的

文類之一。兒童偵探故事的出現，代表偵探敘事的科學理性思維在文明開化的論

                                                 
98 參見黃英哲，〈關於日據時期的台灣大眾文學〉，《聯合報》，2004年5月8日，E7版。 
99 二十世紀末期的兒童文學寫作方針中，仍然將這些兒童不宜的場面視為兒童推理小說的寫作禁

忌。參見傅林統，〈兒童文學裡的推理小說〉，頁69。 
100 參見本文第三章第三節論偵探小說的譯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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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下，逐漸成為一種新的「傳統」。 

 

二．偵探敘事的反動—諧仿 

  

日治時期台灣對於偵探敘事的閱讀、接受過程中，除臨摹、內化、轉進、向

外滲透其敘事成規之外，在逐漸熟悉的過程中也產生了反省、懷疑，以諧仿(parody)

的方式，針對西方已為經典、台灣逐漸正面接受的新敘事文類，向內反思文類本

身的定規與意識型態。如何諧仿此一來自西方的新「經典」?作者站在什麼位置

看待「偵探敘事」或「西方偵探」?讀者的接受位置又如何?諧仿的效力為何?在

台灣偵探敘事的發展上有何意義? 

1．以彼治彼：諧仿的形成 

    日治時期台灣通俗文學場域中對於偵探敘事的接受，以反接受的方式出現的

諧仿文本，為 1932年刊於《三六九小報》上的白話小說〈驗心術〉101。諧仿，

是指以諧趣的方式模仿某一種文本、經典，以達成諷剌、喜劇效果。因此，諧仿

必有一個標的對象(target)，亦即其「原典」；諧仿之所以不同於單純的模擬，是

因為其模仿時的態度，是以與「原典」相反的態度對原典表現懷疑，而模擬則力

求與原典保持一致。諧仿的標的對象可以是某單一文本、亦可以是一個作家的全

部作品、甚至是一個文類、某種文化現象等等102。〈驗心術〉的諧仿，是對一個

文類規範及其意識型態的懷疑與諷剌，其「原典」指向整個來自西方的偵探敘事

文類。 

    〈驗心術〉諧仿偵探敘事成規，以偵探小說的基本模式作為其敘述形式。小

說敘述一個新近自歐美回國的偵探學博士葉彌，大講西洋偵探學的登峰造極，尤

其是最新的驗心術，極是神奇莫測，然而葉博士回國後卻始終沒有大展身手的機

會。半年後受邀到表親華子敏家作客，華家兒子的愛狗被殺死，葉博士終於信心

滿滿地施展他的驗心術，以聯想法詰問，直指一個小僮就是兇手，不論小僮如何

辯解；正在眾人已經幾乎相信小僮就是真兇時，一個巡警卻恰如其時地進到華

                                                 
101 參見本文附錄。本篇作者身份不明，未知為台人或其他地區人士創作；然在通俗文藝刊物《三

六九小報》上出現，自有其編輯考量。考慮其編輯與讀者接受立場，此篇小說在台灣的偵探敘

事文學中有其諧仿的意義。 
102 參見Gary Saul Morson, The Boundaries of Genre: Dostoevsky’s Diary of a Writer and the 

Traditions of Literary Utopia,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1), pp.107-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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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告訴他們殺狗的乞丐已被捕。這當然是一個異常尷尬的結局，不論對葉博士

來說，或者是對「西方」偵探敘事成規來說。雖然如此，小說仍然是以案發—偵

查—破案為敘事動線，然而其結果卻大大地嘲弄了這個動線的可能性—破案的並

非在小說中負責偵查的角色，而是另一個次要人物。於是這個動線就被更改成案

發—(西洋偵探博士)偵查—(巡警)破案的模式。當破案者並非調查者時，調查者

的可信度就遭到了懷疑，而其賴以維持的種種信念，也就是最為可疑的目標。葉

博士口口聲聲的神奇莫測的驗心術與西方各種偵探技術，也一併受到質疑。 

    〈驗心術〉對於「西方」偵探敘事成規的玩弄還不僅於此。西方偵探小說裡

最常發生的案件是轟動的命案，此為自愛倫坡首篇偵探小說開始的傳統103；而這

裡也有樁離奇的命案—一隻哈巴狗被殺死了。當主人說一隻狗的生命不需小題大

做時，葉博士卻說，西國的名狗生命並不見得比人類不值，而執意進行調查。以

狗命比作人命，似乎不僅是嘲弄這位學成歸國的葉博士價值觀的混亂、高下貴賤

不分，更是將葉博士的「西洋偵探學」的應用，比作僅能在此微不足道而無甚價

值的小事上發揮功用。將「西洋偵探學」的效用由重要的人類的謀殺案，貶低至

沒有重要性的動物之上，是對於偵探敘事中「偵探」的效用的降格104—還順便嘲

弄了西方對於微不足道的狗的性命重視之態度。當「偵探」的效用遭到貶抑時，

偵探敘事的權威與可信度同時亦受到挑戰，因為「偵探」正是西方偵探小說賴以

與其他通俗文類辨別的主題與敘事推進力量。 

    除偵探敘事情節動線的諧仿之外，「偵探角色」及其偵探方式的仿諷亦是用

以嘲弄「西方」偵探敘事的方式。向來在西方的偵探敘事當中，「偵探角色」是

作品中的靈魂人物，其形象不一定崇高，卻一定有相當高明的觀察、推理、偵查

的能力，或者是像亞森羅頻那樣有絕佳的反偵查能力，他們都直接進入案件當

中，實踐其偵探技術。〈驗心術〉當中則設計了一個喝過洋墨水的偵探學「博士」，

他也自稱具備種種能力，尤其是最新的驗心術，但只能憑著「口才既好，英語也

流利」105，四處演講作秀，開口閉口就「西洋」、「西國」，還沒有人實際看過他

的偵探表演。他對中國的貶抑，正與他對西洋的推崇相同，是毫無保留的、全面

                                                 
103 參見Heta Pyrhönen, Murder from an Academic Angl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Detective 

Narrative, (Columbia: Camden House, 1994) p.10. 
104 降格(degrading)，是揭除崇高的人事的假面具。參見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著、常宏、徐偉
譯，《詼諧及其與無意識的關係》(Jokes and Their Relation to the Unconscious)，(北京:國際文
化出版公司，2000年)，頁207；黃慶聲，〈論《李卓吾評點四書笑》之諧擬性質〉，《中華學

苑》51期，(1998年2月)，頁112。 
105 青，〈驗心術〉，《三六九小報》233號，1932年11月9日，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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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這位極力看輕中國的一切，而自命「西方偵探學」代言人的葉博士有機會

一展身手時，卻是一次荒腔走板的演出。他所謂神奇的驗心術，只不過是簡單的

而機械的聯想法，「我向你說一種東西，你應得立即回答一種有連帶性的東西，

不可遲疑，若便遲疑，那便是你說謊故意迴避的明證。⋯⋯我一說出來，你應立

刻就答，三秒鐘為限，過時就算失敗。」106就在當葉博士說出「刀」而小僮說出

「血」時，荒謬的演出達到高峰，「葉博士突的住了鉛筆，哈哈大笑道，現在你

還賴麼?刀和血果然是連帶的。不是你今天殺了狗，腦中才會有這連帶的印象麼?」
107如此刻意的誤導、機械性的詮釋，使葉博士的「西洋偵探學」幼稚、平面，全

無「科學精神」，而與西方偵探小說中的重視理性邏輯的偵探形象大為相反。透

過偵探形象的逆轉，〈驗心術〉也嘲弄了一味耍弄新科技的「西方」偵探108。 

2．洗冤記：中西價值的對抗 

    〈驗心術〉當中對於西方偵探敘事的諧仿，呈現了此創作形式的種種特質。

其敘事出現兩種聲音、兩種語言、兩種風格，兩種思維的對話，具有雙聲話語的

性質；而第二種聲音—即諧仿的文本，比第一種聲音—即被諧仿的對象，有更高

的權威性，諧仿創作者在其諧仿作品中傳達其對政經制度及文學環境的態度與看

法，在這種創造與批評的融合中，閱聽者知道他們要聽誰說的話。109諧仿者透過

滑稽模擬的方式諷剌原典，並且借以顛覆原典的權威與可信度。透過對「西方偵

探敘事」的諧仿，作者(以及其所代表的刊物立場)嘲諷了一味崇尚「西方」新科

學、新技術者，顛覆「西方偵探敘事」及其信奉者的權威性與高度，從而維護了

中國傳統的種種價值。 

                                                 
106 青，〈驗心術〉(三)，《三六九小報》237號，1932年11月23日，頁3。 
107 青，〈驗心術〉(四)，《三六九小報》238號，1932年11月26日，頁3。 
108 〈驗心術〉中偵探學博士葉彌所用的聯想法，應是指佛洛伊德(S. Freud)在1915年至1917年間
所提出的自由聯想法，這在當時的確是相當新穎的新科學之一，如平田潤雄等的《現代式探

偵科學》的「探偵科學と心理學」一節中亦討論了「聯想診斷法」，然而此最新科技在此被遭

到嘲弄。參見佛洛伊德著、葉頌壽譯，《精神分析引論．精神分析新論》，(台北:志文出版社，

1999年7月)，頁19、111~114。平田潤雄、秋間保郎著，《現代式探偵科學》，(東京市:日本書

院出版部，1928年12月)，頁123~135。 
109 參見巴赫金(M.H.Bakhtin)著、白春仁、曉河譯，《巴赫金全集》第三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
版社，1998年)，頁496~497；Gary Saul Morson, The Boundaries of Genre: Dostoevsky’s Diary of 
a Writer and the Traditions of Literary Utopia, p.109-111；Patricia Waugh(帕特里莎．渥厄)著、
錢競、劉雁濱譯，《後設小說:自我意識小說的理論與實踐》(Metaficti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elf-conscious fiction)，(板橋市:駱駝出版社，1995年1月)，頁77~89；黃慶聲，〈論《李卓

吾評點四書笑》之諧擬性質〉，頁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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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驗心術〉的兩重聲音，第一重正是前述模仿西方偵探小說的敘事模式，以

案發、偵查、結案為敘事動線，此以西洋偵探學博士葉彌為主要人物；第二重則

是敘事者真正的聲音，以華子敏為代表，並且加上敘事者嘲諷的語調，穿插在第

一重的敘事當中，不時提醒讀者敘事者的真正心聲。兩重聲音穿插中是兩種思維

之間的對話，亦即西方偵探敘事以及其代表的意識型態與中國傳統的詰抗。當西

方的偵探敘事的新科技以「進步」自詡時，第二重聲音就出來溫和地指出中國亦

有《洗冤錄》110一類的傳統技術111；當第一重聲音說出西國的狗命正似人命值錢

時，第二重聲音卻告訴讀者「人」才是最重要的；當第一重聲音嘲笑小僮連「麵

包對奶油」都不知道的時候，第二重聲音卻告訴讀者，那不過是個長得像中國的

大包子饅頭的東西罷了，對芝麻餅也沒什麼不好。透過第二重聲音對第一重聲音

的詰辯，以及案件之真相，突顯了第二重聲音的權威性。第二重聲音的主張，也

是(敘事者希望)閱讀者所相信的信念：中國的傳統仍有可取之處，一味西化只會

造成荒謬的結果。第二重聲音的出現，顯現了為中國傳統洗冤的企圖。 

    〈驗心術〉的閱讀者是否相信敘事者的話，亦即第二重聲音是否對讀者具有

權威性?此問題可由其刊出的媒體觀察。《三六九小報》是一軟性的消閒雜誌，作

品以古典為主、兼容現代，其古典小說尤其關注傳統的一面112。在此媒體環境下，

白話文作品〈驗心術〉擁護傳統的態度，正與《三六九小報》的基本訴求之一接

近。前述《三六九小報》中所刊的公案小說中，亦以為中國的裁判制度，在現代

的社會中仍有不宜驟廢，情理法相輔相行，才是在新文明當中可以依據的法則
113。可知此一文學社群中的讀寫者，能夠接受〈驗心術〉第二重聲音的權威性；

反之，〈驗心術〉的敘事者權威，亦因為在《三六九小報》此一社群中出現，因

而得到鞏固與確立。一群具有相似理念的讀寫者相濡以沫，正是希望在新文明接

踵而來的新觀念夾擊中，為舊傳統請命。「西方」不是唯一的真正價值，本土傳

                                                 
110 《洗冤錄》為宋代慈原著、清代阮其新補注，共六卷，是中國古代驗屍、法醫技術的經典著

作，記錄各種命案的屍格與驗屍理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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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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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莊司格一，《中國の公案小說》，(東京都:研文出版，1988

年8月)，頁236。 
111 在〈驗心術〉中雖然沒有直接否認驗心奇術以外的新科技，例如毛髮的鑑定等等，但卻因為

置於第一重敘事聲音當中，而使之具有貶義。同樣的毛髮鑑定技術，在日人的著作《現代式

探偵科學》中卻具有正面的意義。參見平田潤雄、秋間保郎著，《現代式探偵科學》，序言。  
112 參見柯喬文，〈《三六九小報》古典小說研究〉，(南華大學文學所碩士論文，2003年)，頁4、

175。 
113 參見本文第二章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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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還有許多不應抹煞的觀念與成就。 

3．諧仿的關鍵意義 

    台灣偵探敘事的發生與形成過程中，「諧仿」的形式有何意義?對於偵探敘事

成規的反思與反動如何?是拆解、顛覆還是更加鞏固? 

    〈驗心術〉對於西方偵探敘事的諧仿，以偵探敘事的模式寫作一篇「反」偵

探小說，既具反思作用、亦具反動效果。刻意設計的模仿形式，使偵探敘事成規

中最為重要的「偵探」因素及其所代表的意識型態重新獲得檢驗。究竟「西方」、

「現代」是否完全沒有缺點，可以直接移植至東方的土地?「東方」、「傳統」在

西方的對照下，又是否應該遭到否定，連根拔起?西方的偵探是否能夠直指在東

方種種問題的核心，建立更為合理、更符合正義的新秩序?透過諧仿，日治時期

台灣通俗文學場域中的閱讀寫作者，重新思考西方的偵探敘事在東方的發生與形

成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與問題。而也正如前述，透過案情結果的反轉，而使此敘

事成規面臨挑戰，其實亦間接地表達了對以上若干問題的回應：全盤的西化、現

代化既不可能也不應該，反向回到傳統方能得到秩序與正義。在此，諧仿拆解了

偵探敘事挾帶而來的西化現代文明論述的崇高性，以降格的方式，揭下西方偵探

敘事及西化論述的外衣，告誡讀者，如此被無限崇高化的「西方」，其實並沒有

比東方更文明、更值得作為法則114。然而卻也在第一重聲音與第二重聲音的對話

中，可以發現諧仿者其實已經浸染了其所欲批判的標的對象的原則。對偵探學博

士葉彌的嘲諷，不正是指責其「驗心術」的「神奇莫測」，並不具有科學精神?

亦即，諧仿者已在不知不覺中動用了其標的對象的原則，而用以檢驗其標的對象

的實踐能力。據此可知，雖然諧仿者對西方的文明論述並不完全認同，然而亦非

全面否定。其所否定者，是像葉彌那樣一味挾西洋以自重、卻並不了解西方／偵

探術的真正精神者。倡議回歸東方傳統價值的諧仿者，其實比小說中的偵探學博

士更能夠理解理性的意義。諧仿者並非反啟蒙，而是反平面的、不求甚解的、教

條式的西化。 

    諧仿對於其原典的選擇，在台灣偵探敘事生成中亦別具意義。諧仿向來只挑

選「值得」被懷疑的對象進行模擬與嘲諷、創作與批判115。偵探敘事成規在 1930

                                                 
114 此說參考佛洛伊德論滑稽模仿，指出透過諧仿與歪曲，貶抑了崇高的人事物，而摧毀崇高的

人外在的品格與言行之間的一致性，揭露偽裝的假面具，這些被奉若神明的人，不過和一般人

一樣是常人。參見 Sigmund Freud(弗洛伊德)著、常宏、徐偉譯，《詼諧及其與無意識的關係》，
頁207~210。 

115 參見Gary Saul Morson, The Boundaries of Genre: Dostoevsky’s Diary of a Writer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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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被選為傾向傳統者的諧仿對象，或者還不能見證其成為新的經典論述，卻也

顯示出此新通俗文學及其意識型態，已成為傳統不得不注意的新力量。當日人為

主的官方刊物《台灣警察時報》努力不懈地寫作偵探實話、反覆練習現代科學偵

探技術與近代法律制度、著迷於「新」與「現代」的同時，台人為主的娛樂雜誌

《三六九小報》的閱讀寫作群體卻反向回顧偵探敘事的出現，此新來的、外來的

文類及意識型態是否適合本地傳統、是否太過倚賴新文明而捨棄舊文化?而諧仿

的關鍵意義即在此呈現，台灣偵探敘事的生成中，〈驗心術〉代表正是在一路往

文明開化前進的力量中，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對話與反思。 

                                                                                                                                            
Traditions of Literary Utopia, p.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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