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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代臺灣漢文通俗小說選本序 

                                       臺灣大學  臺灣文學研究所黃美娥   

 

關於日治時期的臺灣文學，在現今的幾種文學史著述中，最常見到如下的敘

述模式：一般皆認為臺灣的近代文學濫觴於 1920 年代，而從 1920 年代到 30 年

代的臺灣文學作品，基本上是以漢文為主要的書寫語言；從 1930 年代後半開始，

由於新一輩的日本與臺灣作家的豋場，逐漸取代以漢文為主的創作。1937 年，

在中日戰爭爆發之後，臺灣文學界呈現了低迷現象，到了 40 年代，臺灣進入了

皇民化運動的白熱化階段，文學創作被當做宣傳的工具，在日人作家與臺灣日語

作家的推動之下，文學作品被利用為戰爭的宣傳武器，重新被殖民當局所重視。

在上述日治時期臺灣文學史的流變中，學者專家們也幾乎全將研究重點置放於

如：賴和、楊逵、龍瑛宗、張文環、呂赫若等「正統的」、「純文學的」作家、

作品之上，或是討論如西川滿、濱田隼雄、新垣宏一等日人作家的作品及立場論。 

值得注意的是，臺灣日治時期的文學發展，並不像上述呈現直線單面式的發

展，除了前列在文學史上留名的作家與作品之外，事實上還有一批數量龐大以漢

文、日文書寫的，不同於雅文學系統的「另類」臺灣文學的存在，這便是純文學

之外的「通俗文學」範疇。早在 1924 年，張梗在《臺灣民報》發表〈討論舊小

說的改革問題〉時，便言及：「現在台灣某報上，還是天天不缺登著那些某生某

處在後花園式的聊齋流的小說」，可見其人業已注意到新聞紙上的「舊」小說，

只是張氏嫌惡其「舊」而猛烈批判，未能留意這些舊式小說所具有的「通俗性」，

其實蘊藏多元的文學/文化意涵。不過，張氏的文章，雖然未能對臺灣文言通俗

小說青眼以對，但其觀察至少道出了臺灣通俗小說的存在確與報刊媒體有關。 
日治以後，隨著大眾傳播媒體引進臺灣，當時的報章雜誌，或為補白，更多

時候則為吸引讀者群，便開始刊登通俗小說以提高閱讀率，而由於報紙多屬每日

發刊性質，通俗小說的需求孔急，因此自然累積了為數可觀的作品。在當時的新

聞紙中，最早發行的《臺灣新報》，於出刊三月後首見日文小說的刊載：明治 29
年（1896）10 月 29 日第 48 號刊出「黑蛟子」所寫有關鄭成功事蹟之〈東寧王〉，

並明確標誌為「小說」作品，後以連載型態刊登。至此，報端雖可或見小說作品，

如明治 30 年（1897）9 月「一二庵主」所撰日文作品〈頭陀袋〉，明治 30 年（1897）
10 月 21 日至 10 月 31 日前後刊登多達十回的〈空枝怨〉，不過在這階段，小說

仍未在新聞紙中獲致經常刊登的機會。而真正促使通俗小說在新聞紙中擁有較固

定發表空間的關鍵作品，是由さんぽん所寫，刊載於明治 31 年（1898）1 月 7
日至同年 3 月 31 日止的偵探小說〈艋舺殺人事件〉。此一小說連續刊載近兩個多

月，乃以報載艋舺一池子發現浮屍的社會殺人案件為藍本；後來八月所刊在台日

人館森鴻撰作之〈鄭成功〉，篇幅之長，連載時間之久，更勝於〈艋舺殺人事件〉，

恰恰說明了新聞紙上小說的登載已經形成風氣。而在此時，即連在東京的日人也

加入創作行列，其中數量較多，創作甚勤者為「美禪房主人」，其人曾發表〈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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蓼〉、〈續青蓼〉、〈俠妓兒雷也〉等篇，頗受讀者歡迎，成為明治 31 年（1898）
至 32 年（1899）間曝光率極高的日人通俗小說作家。爾後，進到大正、昭和時

期，日人作家在台灣刊載通俗小說的情形，自始至終不輟，甚至可以見到吉川英

治、江戶川亂步、菊池寬¡¡ 等名家之作。 
上述是日人在報紙上以日文發表通俗小說的初期梗概，而以漢文從事通俗小

說的創作，最先嘗試者依然是日人。如在明治 32 年至 33 年間的《臺灣日日新報》

的「說苑」欄，可以發現日人以日本史乘傳贊為基礎所創作出的稗官小說。至於

臺人從事漢文通俗小說的寫作，則有待明治 38 年（1905）7 月《漢文臺灣日日

新報》出刊以後，最大原因自是漢文版面增加，臺人終於擁有搦筆染翰的自在揮

灑空間。此時活躍其間的通俗小說創作者，主要是擅長古典文學的舊文人群，且

多半擔任報社記者，包括謝雪漁、李逸濤、李漢如、黃植亭、白玉簪¡¡ 等。而

自《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獨立出刊起，至明治 44 年 12 月 1 日又與《臺灣日日新

報》日文版合併為止，亦即 1905 至 1911 年間，正是臺人熱衷撰寫漢文通俗小說

的高峰期，此後因為漢文版面的減少，在與日人/日文作品競爭下，能夠獲致刊

登的機會隨之遞減，作品數量已不如從前，但仍可見魏清德、謝雪漁、許寶亭頗

具新意的創作。而這種漢文通俗小說創作略顯萎縮的情形，要待後來漢文雜誌陸

續出現，發表園地漸從新聞紙擴充至文藝雜誌，才獲致改善，此即 30 年代以後，

本身便屬娛樂性質為重的《三六九小報》、《風月》、《風月報》等刊所提供的漢文

通俗小說創作的寬廣園地所致，於此才得以繼 1905 至 1911 年《漢文臺灣日日新

報》的創作高潮後，再造另一階段的榮景。此際通俗刊物上的主要發表作家，文

言創作以鄭坤五、許丙丁為著，白話作品則是徐坤泉、吳漫沙、林荊南等人最受

歡迎，尤其作品亦有單行本印行，愈見漢文通俗小說的成熟發展。 

而關於日治時代臺灣的通俗文學，在日治時期或有以「大眾文學」稱之者，

如 1936 年時作家劉捷在其所發表的「臺灣文學的歷史考察」一文中，提出所謂

「純文學」與「大眾文學」的概念，首次將臺灣文學的純文學與大眾文學作出區

別，分類論述。此舉非唯提醒吾人注意純文學以外作品的必要性，而劉捷來自於

日本大眾文學所啟發的「大眾文學」概念稱呼，其用法無疑顯示了臺灣通俗文學

與日本大眾文學間的淵源性。是以，當吾人仔細翻閱戰前臺灣雜誌、報紙，將會

發現除了大量仿照晚清中國通俗小說而寫成的作品外，臺人以及在臺的日人，也

有一系列擬仿日本描寫當代風俗、事象、古代日本武將的小說，這些作品除後來

大眾文學的影響外，實則也有淵源於日本古典的通俗文學，以及明治維新後近代

文學中的講談讀物。換言之，日治時代臺灣這類具有群眾趣味性、娛樂色彩的作

品，其實一面受到中國晚清以來通俗小說的影響，一面又受到日本文學不同時期

書寫的影響，因此戰前臺灣通俗文學的界定，必須在這兩個座標上進一步釐清斟

酌，更何況部分作家如魏清德、謝雪漁¡¡ 等，其作品便甚具交混性格。 

回溯殖民地時期的通俗小說，臺人所寫仍以漢文為大宗，而整個漢文通俗小

說的書寫歷程，也顯現了臺人對於「小說」文類的認識與實踐過程。在臺灣，由

於過去未有書寫小說的傳統，因此前述取效中、日小說，乃至後來透過譯本所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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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的西方文學，都是培育臺人學習小說創作的養分與沃土；經由消化/吸收這些

來自世界各地的作品，臺人漸漸體會所謂「小說」類型，掌握小說類型的意義與

觀念，以及小說的結構安排與敘事成規，進而學會「詮釋」與「實踐」此一文類

的美學意涵，其成果便是明治時期以來的逐漸興起的漢文通俗小說書寫。 
這種從中國、日本或西方小說作品觀摩所得的體驗十分寶貴，但也不免隨著

眾人體悟不同，而有差異的理解；加上臺灣未見有如中國在 1902 年出現的「小

說界革命」活動，以及嚴復、梁啟超、邱煒萲¡¡ 等所提出的系統性言論，只多

半出自於個人隻字片語式的感受，因此臺灣的小說新體驗，最終缺乏整體而可觀

的話語視野，而流於眾聲喧嘩，表述紛紜的現象。一旦轉化成實際作品時，致力

於中國傳統志怪、志人小說者有之，模仿西方新小說的「歐式」作品有之，襲仿

日人作品亦有之；甚且寫作小說的目的亦不同，尤其不同於晚清中國梁啟超等人

的「小說救國」論述，而是一開始就染有通俗休閒色彩，並幾乎以此定調。 
具有通俗意味的小說的出現，應該是獲致了多數讀者的肯定，因為自此之

後，各種類型的新聞小說蠭出，雖然不乏雜亂無章而模稜的類小說嘗試，但卻也

充滿活力，這意味著此一創作領域與創作美學正待展開。而隨著小說類型的變換

達到高潮，臺人對小說此一文類的探索興趣與意見也愈多，其意識型態既反映在

小說創作上，有時則出現於小說內的可見的作者自評意見，由此可見臺人創作活

動中逐漸形塑出的小說觀，以及當時小說寫作「規範化」的過程，有助釐析臺人

的小說觀及敘事範式的建構情形。 
首先，在漢文通俗小說的寫作上，長篇章回或短篇、中篇皆有，志人、志怪

作品甚多，言情、歷史、武俠、社會小說一應俱全，但以科學技術/科普知識為

基礎的科學小說，以及反應殖民困境的政治小說則少見。故事場景或在中國、日

本，或在臺灣，也含括其他世界各地，故不乏異國風俗人情之描述，形構出嶄新

地域空間與文化情境的趣味；大正時期以後，偵探小說增多，更可見相關描寫。

其次，這些通俗小說的刊登，除了題目外，或亦隨文冠上類別以為凸顯該文題材、

內容、性質之用，如「滑稽小說」、「豔情小說」、「寓言小說」、「詼諧小說」、「紀

事小說」、「傳記小說」、「史傳小說」、「理想小說」、「寫情小說」、「哀情小說」、「偵

探小說」、「歐戰小說」、「諷刺小說」¡¡ 等。這種在日治初期便已出現的五花八

門分類，浮顯了時人有意形塑以小說為中心的創作知識體系，也可窺見時人從小

說出發的情感投射、文化心理和審美意趣，那正是他們看待社會/世界的方法。 

然而不只上述通俗小說創作美學論的形構，頗堪玩味，此一豐沃板塊的挖

掘，其背後所牽涉如臺灣近代媒體的誕生、文學讀者層、文化公共圈的形成，以

及都市文化問題、大眾的誕生等種種複雜的糾葛，更將引起眾人的探討興趣，何

況臺灣通俗小說的課題，也會串連起臺灣、中國與日本間的的通俗文學交通網

絡，更加耐人尋思。過去以來相關日治時代的臺灣通俗文學作品，日本學界出版

有中島利郎教授監修、綠蔭書房印行的《臺灣通俗文學集》、《臺灣偵探小說集》，

對於日文通俗小說的介紹已取得不錯成績；在台灣，則有下村作次郎與黃英哲教

授策劃印行，由前衛出版社出版的大眾文學系列，包括徐坤泉、吳漫沙、林輝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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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勳、林萬生等人的八部作品，而除林輝焜的《爭へぬ運命》外，其餘七部均是

漢文小說，表現出對於漢文通俗小說的極大關注，只是其中缺乏以文言型態撰寫

的作品。 
有鑑於此議題的高度重要性，加上日治時期臺灣通俗小說出版鮮少，所可見

者除上述之外，亦僅少數如許丙丁《小封神》、鄭坤五《鯤島逸史》¡¡ 之單行

本傳世，其餘大量創作仍然湮沒於報刊中，有賴進一步爬梳整理。為此，本書特

別取材自《臺灣日日新報》、《漢文臺灣日日新報》、《三六九小報》、《風月報》諸

報刊，從中揀選較具類型特色或特殊時代意涵之作品予以彙編成冊，唯凡是該作

後來發行有單行本者，或因故未刊登完者，雖屬名篇亦不採錄。由是共選出文言

與白話的長、中、短篇漢文通俗小說合計十七篇，包括名家李逸濤〈留學奇緣〉、

〈俠鴛鴦〉、〈蠻花記〉，魏清德〈齒痕〉、〈傾國恨〉、〈金龍祠〉，謝雪漁〈小學生

樁孝一〉、〈日華英雌傳〉，吳漫沙〈桃花江〉、〈心的創痕〉等作，以及省齋〈勞

燕雙飛記〉、俞采子〈伊們的衣裳〉、呂人白〈日曜日〉、蔚然〈他的勝利〉、冰心

女士〈是誰斷送了你〉、天麗〈還童術〉、新人〈冬夜〉諸篇。大抵，以上小說書

寫的地理背景，含括台灣、中國、日本或其他世界地區；小說類型則有偵探、武

俠、社會、言情、兒童故事，甚至翻譯作品；而情節內容，更涉及了異國想像、

性別議題、國族認同、異文化接觸、俠義/秩序的辯證、科學/理性的現代性¡¡

等文學想像與文化視域，可謂包羅豐富。 
至於作者部分，除數位著名作家之生平將略作簡介外，其餘或屬生平不詳之

新進作家（如蔚然，僅知其人即陳蔚然，號凌漫，作品曾刊登於《風月報》、《華

文大阪每日》、《南國文藝》上），或筆名、姓名難測且尚未獲知為何人者（如省

齋、俞采子、呂人白、冰心女士、天麗、新人），遂未能做進一步之敘述與勾勒。 
一、 李逸濤（1876-1921） 

李書，字逸濤，號亦陶、逸濤山人，台北人。博覽金石，尤通史、漢，曾任

《臺灣新報》、《臺灣日日新報》記者二十年。1898 年，章太炎來任《臺灣日日

新報》記者，報社同仁中以李氏與其相處最善；另亦與日人守屋善兵衛、日下峰

蓮、籾山衣洲¡¡ 等人交好，時或出席以日人為社群主體的「玉山吟社」活動。

李氏能詩善文，但畢生以文言通俗小說之寫作而聞名，作品類型除公案、俠義、

言情、社會小說外，尚且從事偵探小說的擬寫，乃日治前期臺灣最重要之漢文通

俗小說家。當時，在以古典詩歌為主流的年代，為了力倡小說閱讀與寫作，李氏

於所撰〈小說蒭言〉、〈小說閒評〉二文中，高度肯定小說創作的嚴肅意義與價值，

並且積極戮力實踐，最終成果斐然。而從上述二文尚可得知，李氏的小說觀點或

創作淵源，早年多得之於中國小說；加上後來有寓居廈門等地的多年經驗，李逸

濤通俗小說的場景、人物或情節，多半發生於中國境內。其後，隨著域外知識的

取得，內容則時見海外各國奇情異俗的世界想像；此外，則是聚焦臺灣原/漢衝

突、社會案件的本土書寫。大抵，其人作品以女俠形象的描寫最具特色，深刻寄

寓了其人對二十世紀初期臺灣新女性的期盼與想像，如〈留學奇緣〉、〈不幸之女

英雄〉、〈兒女英雄〉、〈劍花傳〉¡¡ 等；而創作題材中，相較他人亦頗偏好梨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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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伎之作，此或受之晚清文學中狹邪文化描述之感染，但實際或因其人同時精通

戲曲所致，曾擔任《臺灣日日新報》〈菊部陽秋〉專欄主筆。 

 
二、 謝雪漁（1871-1953） 

謝汝銓，字雪漁，號奎府樓主，晚署奎府樓老人，原籍台南，日治以後，遷

居臺北。本習舊學，改隸後力習帝國語言文字，汲汲於當時之學，以秀才而入國

語學校者，謝氏為嚆矢。1905 年擔任《台灣日日新報》漢文欄記者，1911 年赴

馬尼拉擔任《公理報》記者；大正年間擔任台北州協議會員，1928 年轉任《昭

和新報》主筆，1935 年後出任過《風月》、《風月報》主筆。此外，謝氏亦具商

業頭腦，曾任稻江信用組合長，組織同志蓄財團、東瀛藥種貿易公司、保和藥局

等營利機構。畢生熱衷寫作，以古典詩歌為主，兼及文言通俗小說；所詠詩作不

少，多揭諸報端，著有《詩海慈航》、《奎府樓詩草》、《蓬萊角樓詩存》，尚有詩

話作品刊於報端。1909 年與洪以南等倡設「瀛社」，與櫟社、南社並列全臺三大

詩社，在洪氏去世後繼任為第二任社長。而在通俗小說之寫作上，其所譯寫自法

國小說的〈陣中奇緣〉，是目前所知日治時期臺灣本土文人小說書寫之先聲；作

品中、長篇頗多，如〈健飛啟彊記〉、〈櫻花夢〉、〈新蕩寇志〉、〈十八義傳〉、〈武

勇傳〉¡¡ 等，尤好歷史小說，兼及技擊、偵探等類型。常以中國或日本史事為

本，時或雜揉西方科技新知，形成傳統與現代交混的特質，作品常流露帝國認同

之文學政治色彩。 
 
三、    魏清德（1886-1964） 

魏清德，號潤庵，筆名雲、潤菴生、佁儗子，新竹人，後遷居台北萬華。父

魏篤生，前清秀才，夙有詩名；長子是被譽為「臺灣小兒科教父」的前台大醫學

院院長魏火曜，次子則是亦曾任台大醫學院院長的「臺灣婦產科舵手」魏炳炎。

台北師範學校畢業後，1907 年參加普通文官考試合格，擔任五年中港公學校訓

導。1910 年辭去教職，應聘臺灣日日新報社記者，自此涉入媒體的生涯，至少

長達三十年以上。除了報社職務之外，魏氏曾經參與臺灣文化協會，出任臺灣勸

業無盡會社監察役、台北市社會事業委員、台北市學務委員、台北州協議會員等； 

1936 年地方自治制度改正後，又任台北州會議員。另，1923 年時，魏清德與報

社同事謝雪漁便因漢學出色表現，榮受學者褒章，更顯盛名。再者，魏氏平日也

積極參與各類詩社活動，本身更是新竹竹社、台北詠霓吟社、瀛社、星社、南雅

吟社的社員。其中，更在 1927 年被推舉為台北最大詩社「瀛社」的副社長；而

設於 1930 年以日人為主體，由台北帝大教授久保天隨所創的「南雅吟社」，社員

中臺人更僅魏氏一人，足見其漢詩表現頗受時人所推崇。 

漢詩之外，書畫金石，亦皆涉染，因此各類相關品評文字亦豐，而通俗小說

之創作亦成果亮麗，所作明顯可見中國、日本及西方小說之創作影響，最能彰顯

殖民地時期臺灣通俗文學之混雜性。而其中，以取法日本及西方通俗文學者最足

以觀，或創作或譯寫，前者有〈雌雄劍〉、〈飛加當〉、〈赤穗義士菅谷半之丞〉、〈塚



 6 

原左門〉¡¡ ；後者有《獅子獄》、《齒痕》《是誰之過歟》、《還珠記》¡¡ 等；

尤其偵探小說之翻譯、摹寫，堪稱臺灣傳統文人之巨擘，且作品中時見跨語境的

文化斡旋意涵，別具意義。戰後，魏清德轉而業商，曾任臺灣省合會儲蓄公司總

經理，其餘大半時間仍繼續投注詩社活動與漢詩創作，1953 年繼謝雪漁之後出

任瀛社第三任社長迄 1964 年去世止，另又擔任《臺灣詩壇》、《詩文之友》等詩

刊的顧問。生平詩文作品，多載諸報刊，其中文稿未曾付梓，詩歌作品則有部分

刊行，即《滿鮮吟草》、《潤庵吟草》與《尺寸園瓿稿》；1963 年與于右任、梁寒

操¡¡ 等六人當選中華民國桂冠詩人，次年病逝。 

 
四、    吳漫沙（1912-2005） 
    吳漫沙，原名吳丙丁，筆名漫沙、曉風、沙丁等，福建省晉江縣人，1929

年來臺，1931 年返回大陸經營食品業務，1935 年回臺定居，次年在《臺灣新民

報》上發表〈氣仔姑〉、〈劇後〉，於臺灣文壇初露頭角，因為副刊編輯徐坤泉的

肯定與賞識，先是獲邀在《臺灣新民報》開闢「晚江潮」專欄，而後更受一同參

與《風月報》的編輯工作，且在徐氏前往上海後，成為主編，負責編務工作至

1943 年《南方》停刊止。藉由《風月報》、《南方》的發表空間與曝光率，吳漫

沙的文學創作表現日益豐富與成熟，尤其通俗小說深獲好評，一躍而為繼徐坤泉

之後，日治時代後期臺灣漢文白話通俗文學名家。 

戰後，吳氏在《民報》上撰寫小說，又創辦《時潮》雜誌，亦任《新風》主

編。1946 年因李萬居之邀，擔任《台灣新生報》記者，此後投身報界，歷任《公

論報》、《民族報》、《民族晚報》¡¡ 等報記者。而在此期間，除原有之小說寫作

外，也曾嘗試商業化的電視劇本寫作；80 年代後，在《臺灣文藝》、《笠》、《臺

灣時報上》陸續刊登舊稿，但同時不廢新作，而除新詩、小說、散文、戲劇外，

也耕耘舊體詩的寫作，參加了瀛社、網溪吟社、天籟吟社的詩會活動，曾獲得文

建會優良詩人獎。1998 年，其於日治時期所寫的《韭菜花》、《黎明之歌》、《大

地之春》選入臺北前衛出版社的臺灣大眾文學系列予以刊行，由是吳漫沙得以受

到學界高度關注，進而確立其在台灣文學史上的一席之地。整體而言，此類作品

可見其人兼容新、舊學，取徑五四新文學家、鴛鴦蝴蝶派小說，既欲啟蒙大眾，

卻又不免固守道德的發言位置、方式，使其在描寫兩性婚戀關係、臺北島都文化，

傳統與現代性之糾葛，別具特色與曖昧性，深獲實仍摻雜新、舊特質的臺灣讀者

大眾所喜愛，十足反應了當時的閱讀審美趣味；而其《大地之春》一類隱含國族

想像，另類表達的皇民之聲，更增益了吳氏作品的多元與駁雜色彩，愈加耐人玩

味。2005 年，吳氏病逝臺北，畢生除上述作品外，較著名者尚有《莎秧的鐘¡¡

愛國小說》、《香菸西施》、《綠園芳草》、民間故事《七葉蓮》、閩南語電視劇本《日

久見人心》¡¡ 等。  

     

其次，關於本書小說目次的安排，乃依照各篇作品發表時間之先後順序，以

下略陳各篇內容梗概，並說明原始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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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李逸濤〈留學奇緣〉，刊於《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39 年 5 月 13
日、5 月 15 日，共上、下兩回。內容描寫中國山東籍男子某生與猶太女子「賽

羅蘭」在日本、中國所發生的異國婚戀、復國仇、雪家恥的故事，小說形塑了矯

健、堅強而自主的女性形象，相較作品中並未被命名的男主角的柔弱行徑，體現

了嶄新的性別視域。 
（二）李逸濤〈俠鴛鴦〉，刊於《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2 年 1 月 11 日至大正

2 年 6 月 13 日，共 104 回。此乃一傳統俠義類型的小說，藉由「吳瑟靈」與「陶

鑄」的姻緣之路，作者特別著墨於女主角由弱轉強的覺醒歷程，非唯抗拒父命為

愛出走，甚至習藝取代男性以抗敵救父，通篇小說深受文康《兒女英雄傳》影響，

可見臺灣文言通俗小說與中國古典小說間之淵源。 
（三）李逸濤〈蠻花記〉，刊於《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3 年 2 月 13 日至大正

4 年 8 月 7 日，共 131 回；唯其間大正 3 年 10 月 2 日至大正 4 年 7 月 1 日未連

載，總計缺少 102 至 105 回。通篇陳述來自泉州的漢人「林瑞」一行人，因航海

呂宋遭受颶風漂流至台灣，於登陸台東岸上後，遇到野蕃襲擊，其後冒險逃逸到

了恆春牡丹社一帶，巧遇美女「奇美」的漢、蕃聯姻故事。全篇涉及了愛情、冒

險與蕃情敘事，1940 年代《風月報》與《台灣藝術》不約而同地選擇重刊此文，

可見〈蠻花記〉之經典性。而從台灣文學史的角度來看，其中原住民書寫佔據全

文極重比例，顯見在原住民文學史上也具有重要意義。 
（四）魏清德〈金龍祠〉，刊於《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6 年 5 月 5 日 6 至大

正 6 年 7 月 29 日，共 54 回。小說以日本女子「秀雲」的一生為故事骨幹，兼及

內地文藝界之墮落內幕，敘述維新時代下人心機偽巧詐的面向，在描寫世情之

餘，也夾敘政治議題，展現新時代小說的興味。其中，以秀雲繼母「玉園」，做

為愛慕虛榮而肇禍的新女性原型，最引人注目，這是在此之前的臺灣通俗小說較

為罕見者，此或受到日本大眾文學中「壞女人」形象之設計影響所致。 
（五）魏清德〈傾國恨〉，刊於《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6 年 9 月 19 日至大正

7 年 3 月 15 日，共 88 回。此篇之寫作，乃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為背景，敘述歐洲

大亂的原因、德國人作戰之方針、軍事間諜的撲朔迷離，經由墺太利哈齊男爵夫

人「安娜」，出入敵國社會，以美色與智慧巧取敵人的故事，因此名為「傾國恨」。

由於小說發表之際，實際仍在第一次歐戰期間，故能緊扣讀者心弦；1940 年，《風

月報》重登此文，編者附記以為「殊適合時代之佳構也」，使這篇深具時代色彩

的十餘萬字的小說，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又獲青睞。 
（六）魏清德〈齒痕〉，刊於《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7 年 6 月 19 日至大正 7

年 6 月 26 日，共 6 回。本文取材自法國偵探小說家莫里斯‧盧布朗的《虎牙》

（Les Dents Du Tigre），小說中的偵探「鏤骨」，與亞森‧「羅蘋」譯音相近。文

中襲用了《虎牙》中「齒痕」此一啟人疑竇的意象，但其實情節設計卻是大加逆

寫，《虎牙》中是丈夫報復妻子精神出軌的愛情，故自導自演命案的發生；但〈齒

痕〉則是第三者求歡不成的復仇行動。而《虎牙》於人情上，突出了妒忌之恨的

可怕性，〈齒痕〉則更標榜女性貞節的重要性。所以，從法國到臺灣，從《虎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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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齒痕〉，文化斡旋之下，翻譯與摹寫有了新成果，魏清德為其變了新裝，選

擇了一副更適合臺灣在地色彩的面貌。 
（七）省齋〈勞燕雙飛記〉，刊於《三六九小報》昭和 6 年 9 月 19 日第 111

號至昭和 6 年 10 月 16 日第 119 號，共 9 回。本文文字雖然不甚流暢，但小說聚

焦於一對妓女「豔秋」、「關關」的際遇，透過其人與「宋森」、「宋曇」父子及其

他男子的情感追逐遊戲，細膩展現了人性中情、欲、德的辯證關係，尤其慾望與

德行的鬥爭歷程與結果，最具批判性思考。 
（八）俞采子〈伊們的衣裳〉，刊於《三六九小報》昭和 9 年 5 月 13 日第 340
號至 5 月 16 日第 341 號，共上、下兩回。如同上篇小說，此篇亦是攸關「妓女」

之作，文中藉由妹妹對其妓女姊姊能坐包車、穿新衣裳的欣羨，以及姊姊為愛所

傷去世時穿著薄衣裳、妹妹卻高興承繼姊姊舊衣裳的反諷寫法，形構了一則動人

的「衣裳」警世故事，紀錄了新時代中「伊們」難以逆測的可憐命運。 
（九）謝雪漁〈日華英雌傳〉，刊於《風月報》昭和十二年 7 月號（20 日）

第 45 期到昭和十三年 12 月號（1 日）第 76 期，共 29 回。小說描寫一遇人不淑，

獨自扶養寡母、孤兒的才藝雙全南京女子「李麗華」，在再次歷經情愛、婚姻挫

敗的情形下，赴日擔任家庭教師，並協助緝賊、偵破重案的故事。文中，對於女

性教育與自我觀念的提升表達重視，且將擅長武術的女性身體與戰爭期時的國族

身體相互連結，藉此傳達振興國力的意涵；而其中有關日本、中國諸多文化或日

常生活消費敘事的鋪陳，更有日/中、日/臺親善的用意，是一篇具有皇民文學色

彩的作品。 
（十）謝雪漁〈小學生椿孝一〉，刊於《風月報》昭和 12 年 11 月號（15 日）

第 52 期至昭和 12 年 12 月號（1 日）第 53 期，共（一）、（二）兩回。作品描寫

小學六年級的學生「椿孝一」，以其算數能力協助警方偵破了一件命案。這是一

篇挪用偵探敘事的兒童故事，從中可以看出日治時期臺灣偵探小說的風行，偵探

敘事已經滲透進兒童故事中，並有巧妙的結合與實踐。 
（十一）吳漫沙〈桃花江〉，刊於《風月報》昭和 12 年 11 月號（15 日）第

52 期至昭和 14 年 11 月號下卷（15 日）第 89 期，共 25 回。此篇作品描寫出身

桃花江的女給、舞女們，克服貧困的興革過程，以及新時代男女的愛情故事，凸

顯了新時代中女性力爭上游的自覺意義。出版單行本時，曾遭禁止發行，被指為

反日之作。 
（十二）呂人白〈日曜日〉，刊於《風月報》昭和 14 年 2 月號（15 日）第

80 期至昭和 14 年 3 月號（1 日）第 81 期，共上、下兩回。戀愛與婚姻究竟差別

何在？婚前與婚後的男女情感會產生怎樣的變化？針對現代社會中逐漸產生的

家庭問題，作者以「日曜日」短短一天的時間敘事變化，去呈現夫妻間因愛情褪

色後的無聊甚而爭吵的日常生活，以及妻子巧藉一封約會情書竟使丈夫重拾昔日

愛慕、疼惜的精彩故事。全篇結構簡潔，人物心理刻畫入微，在懸疑性的趣味中，

更為讀者提供夫妻相處之道的妙方，顯豁了通俗小說別具一格的教育啟蒙意義。 
（十三）蔚然〈他的勝利〉，刊於《風月報》昭和 16 年 2 月號下卷（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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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4 期至昭和十六年 3 月上卷（1 日）第 125 期 ，共上、下兩回。本文極具

現代感，故事本身展示了一則偵緝犯人的精密破案過程，顯現縝密而具科學性的

推理思辯，此外還有若干現代器物如瓦斯溫暖器、寶石時計的描寫，以及駕馭大

眾傳媒釋放新聞訊息，製造命案報導的假象與風波，尤其透過原屬公共娛樂處所

的電影院空間進行緝凶計畫的討論與交換，最見精彩。大抵而言，作者利用了各

種現代性的物質與技術，營造了一篇獨具都會特質的小說文本，著實引人入勝。 
（十四）冰心女士〈是誰斷送了你〉，刊於《風月報》昭和 16 年 3 月號上卷 

第 125 期（1 日）。這是一篇由女性作者執筆的作品，敘述一位好不容易取得受

教權的女性，卻因為一封未署名的英文與漢文的交友信，而心情繁亂，卒致父親

責難，而鬱鬱寡歡以終。到底是誰斷送了她的生命與前程？是時代？是觀念？是

男性？還是女性本身？小說以極短的篇幅，質問了複雜的問題，這正是女性作家

心思細密之處。 
（十五）天麗〈還童術〉，刊於《風月報》昭和 16 年 7 月號上卷（1 日）第

133 期。畏懼死亡，希冀返老還童，是人類永遠追求的夢想。小說言及多種實驗

及理論，包括凝凍技術、注射生命延長素、注射動物睪丸或卵巢液、將衰老男子

的輸精管或女子輸卵管結紮等，但由一位老教授傳授回復青春的「秘方」，這已

是作者嘲諷所在，更何況這一則充滿科學式語言的預言，在小說中還是被一個夢

境所包裹著，顯然作者更想說明的是「還童術」終究是一場夢，即使是高明的「科

學」，也還無法幫助人類克服衰老、永保青春。 
（十六）新人〈冬夜〉，刊於《風月報》昭和 17 年 3 月號上卷（1 日）第 148

期。本篇小說的敘述主軸原本側重於貧病書寫，此為日治時期臺灣社會寫實主義

小說常見的描述方式，本無新意，但在「阿桂」一家人困頓無策，乏人救援之際，

「阿桂」丈夫「阿良」卻試圖以「到南洋開闢新天地」，做為改造人生與家庭的

轉捩點，文章結尾處彷彿燃起了無限希望。此處「前進南洋」敘事的稼接，技術

粗糙，但卻也因此更能掌握此時期深受政治氛圍濡染的寫作風貌。 
（十七）吳漫沙〈心的創痕〉，刊於《風月報》昭和 17 年 7 月號（1 日）第

155 期至昭和 17 年 8 月號（15 日）第 158 期，共 4 回。小說內容主要包括兩部

分，前半以女追男的戀愛、同居新式愛情，開啟讀者諸多的甜蜜想像，後半則是

描述 1937 年七七砲戰後，戰爭摧毀一切，導致家破人亡的殘酷現實，眾人只能

寄望和平早日到來。全文堪稱配合時代局勢所製造的新愛情物語，如同上述的〈冬

夜〉一般，1940 年代臺灣通俗小說已不能免俗地捲入戰爭氛圍中，小說中再三

強調的「到南方去」自與國策相呼應。 
日治時代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究竟有過怎樣的文學面貌與發展進程？藉由以

上有關小說與傳播媒體關係的闡述，小說類型、敘事成規與實踐觀念的說明，乃

至其與日本、中國文學間的關連面向，以及重要名家簡歷、各選文內容旨趣的概

述，都在求提供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多元認識與接觸，這是出版本書最大的期

盼。而關於本書出版之各項事宜，除由兩位主編統籌規劃外，承蒙日本崎阜教育

大學外國語學部中島利郎教授多次提供寶貴建議與諮詢，以及綠蔭書房細心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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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印；另外，分別就讀臺灣師範大學及政治大學的碩士生王俐茹、陳雅琪，則在

資料收集與整理上協助甚多，在此一併表達謝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