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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緒論

1927 年進入私立臺灣商工學校，此為龍

瑛宗二年級時的照片。在校期間他經常到

書局站讀博覽新刊書籍雜誌，奠定深厚的

文學教養基礎。1930 年由學校的佐藤龜

次郎主事的推薦下進入臺灣銀行，4 月後

調任南投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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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著主要在探討日治時期台灣日語作家龍瑛宗（1911-1999）

自 1937年至 1947年這十年間的文學活動。1由於他主要的文學活

動從中日戰爭到國共內戰期間深受「戰爭」影響，因而被鍾肇政稱

作是「戰鼓聲中的歌者」。2在動盪不安的年代中，他的文學文本

究竟具現了怎樣的東亞殖民歷史語境，又如何展現這一代台灣知識

份子在時代鉅變中不願屈就現實環境，奮鬥不懈的精神高度。當帝

國欲望與被殖者的利益悖逆時，他又如何透過不斷調整書寫策略和

當權者爭取斡旋的空間，轉向殖民地文化的提升與理想的實踐。

龍瑛宗是台灣日語作家中少數未曾留日的作家，臺灣商工學校

畢業後未能留學令他頗感遺憾而汲汲營營勤學自勵。1937年 4月

以處女作〈植有木瓜樹的小鎮〉榮獲第九屆《改造》懸賞創作獎佳

作，6月為領獎而展開一個月的帝都之旅。爾後，1942年獲選為第

一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台灣地方的代表作家前往日本，這兩次的帝

都之旅對其文學活動影響甚鉅。戰前因工作調職的關係讓他浪跡台

灣各地，中部南投是他〈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的舞台、台北都會生

活的便利性是他最為依賴而熟悉的、故鄉新竹北埔則有他的童年記

憶與歸鄉的眷戀、東部花蓮和南部台南皆使他有貶謫之感，經常借

景抒情排解不遇之憾。戰前台灣日語文學創作的質量皆有可觀之

1　 陳萬益將龍瑛宗的創作分成四個階段：1.1937年至 1945年、2.1945年
至 1949年、3.1949年至 1979年、4.1979年（原文：1977）至 1999年。
〈龍瑛宗研究的回顧〉，《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07龍瑛宗》
（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2011年 3月），頁 79-86。本書筆者將聚焦
於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因為龍瑛宗在 1947年 2月出版《女性を描く》
之後，作品量銳減。他所主編的日語報刊《山光旬刊》尚未見，1948年
到 1949年龍瑛宗文學活動的具體情況尚待釐清。故，本論將以他 1937
年至 1947年之前的文學活動作為主要的探討範疇。

2　 鍾肇政，〈戰鼓聲中的歌者：簡介龍瑛宗其人其作品〉，《午前的懸崖》
（台北：蘭亭書店，1985年 5月），頁 238-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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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但他卻是台灣作家中的「異數」，遊走於台灣各地進行地誌書

寫，為當地人文風景留下不少的文字資產。

戰爭期台灣總督府的言論檢閱更形嚴厲，不斷地介入作家個人

的文學活動，動員他們配合戰爭的宣傳活動。在這個期間龍瑛宗的

文學作品裡，可以看到作家的妥協和複製戰時標語的屈從，但卻也

在作家纖細情感的表述與文章情節的鋪陳中，窺見他們對時代客觀

冷靜的內省式批判，具現了台灣殖民地小知識份子在殖民、戰火的

雙重壓迫下所產生的煩惱和痛苦。龍瑛宗文學研究雖然只是台灣日

語作家的個案研究，但本論著期待藉由細緻的個案研究，透過他的

文學世界讓我們更深刻地理解戰前日語作家的時代處境、台灣客籍

作家的多重邊緣性，及在戰後初期的台灣社會中他又如何努力地跨

越時代和語言的高牆等。理解在東亞殖民的歷史語境中，特別是在

那個異族統治、戰火煙硝瀰漫的年代裡，龍瑛宗文學究竟提供我們

怎樣重新審視東亞殖民地文化的多樣性和複雜性的研究視角。

一、龍瑛宗作家生命小史

龍瑛宗本名劉榮宗，筆名尚有：台北無髯老人、冬野五郎、花

蓮港ララパ生、杜南遠、彭智遠、劉春桃、李志陽、魯敏遜、風、

R等。祖籍廣東省潮州饒平縣。1911年（明治 44年）生於台灣新

竹縣北埔鄉（當時為新竹州竹東郡北埔庄），為行商之家劉源興的

四男，1999年 9月病逝於台北。

北埔鄉本為原住民族泰雅族的原居地，乃是閩客墾殖而形成的

村落。龍瑛宗幼時在街坊裡尚可見泰雅族族人身影。八歲（1919年）

時因彭家漢文書房受到日本警察的干涉，而未能繼續學習漢文，九

歲（1920年）時進入公學校接受新式教育，自此日語成為他閱讀



038 戰鼓聲中的殖民地書寫─作家龍瑛宗的文學軌跡

思考的語言。由於天生體質孱弱因而喜愛靜態的思考活動更勝於體

力勞動。十五歲（1926年）參加台北師範學校入學考，因口吃而

落榜，轉而進入北埔公學校高等科就讀。十七歲（1928年）時考

上台灣商工學校就讀。1930年 4月以優異的成績畢業後，在佐藤

龜次郎的推薦下考進臺灣銀行任職。

龍瑛宗進入臺灣銀行後隨即被調派至中部臺灣銀行南投分行任

職，1934年才轉調到台北總公司。1936年他利用工作之餘撰寫處

女作〈植有木瓜樹的小鎮〉，1937年以該作入選《改造》第九回

懸賞創作獎佳作。他為了領獎前往日本，展開將近一個月的帝都之

旅。在訪日的期間接受改造社招待，並結識同人雜誌《文藝首都》

主編保高德藏，轉而與該雜誌同人有一段珍貴的交流經驗。

龍瑛宗在 1937年中日戰爭的煙硝中返台，台灣社會因戰事顯

現不安，不少作家陸續離台，又因戰事之前 4月起報紙漢文欄遭廢

除等不利因素，致使三○年代曾一度熱絡興盛的台灣新文學運動，

在殖民當局的嚴厲壓抑下出現停滯的現象。由於他未能來得及參與

1930年代的文學盛況，因此只能在黃得時主編的《臺灣新民報》「文

藝欄」上斷斷續續地投稿，並積極將稿件寄至日本內地的雜誌《改

造》、《文藝》、《文藝首都》等刊物尋求刊載發表的機會。

1939年 9月龍瑛宗出任「台灣詩人協會」文化部委員，12月

加入「台灣文藝協會」。台灣文壇也逐漸從「文學之夜」（龍瑛宗

語）破曉而出，1940年由西川滿主導以日人作家為核心的《文藝

臺灣》創刊，1941年他出任《文藝臺灣》編輯委員，並將大部分

的作品發表於該刊物上。同時，也將部分作品發表於綜合性雜誌

《臺灣藝術》上。因《改造》懸賞創作獎得主的關係，他在日本文

壇較具知名度，亦因此常接受日本雜誌的委託撰寫雜文或小說，成

為繼楊逵之後，四○年代在日本文壇較為人知的台灣日語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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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瑛宗在台北都會的業餘作家生活雖然漸上軌道，但 1941年

4月因臺灣銀行職務調動而被派任至花蓮分行。花蓮地處偏遠交通

不便，但卻因東部自然地理空間的隔絕性，使他有機會體驗有別於

西部的山海生活，進而使其創作題材更為多元，如：書寫東部原住

民、戰時移至東部拓殖的客家族群等。最後他為追求文學事業的成

就，毅然決然地辭去銀行的工作，選擇返回台北文壇，結束十個多

月在花蓮港廳的生活。

他於 1942年 1月辭職返回台北後，擔任臺灣日日新報社《皇

民新聞》等編輯，1942年 10月月底，與西川滿、張文環、濱田隼

雄一同出席第一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展開他的第二次帝都之旅。

在訪日期間他與《台灣文學》主編張文環化解嫌隙，於 1943年始

寄稿至《台灣文學》。1944年 8月擔任《旬刊台新》編輯。

日本戰敗後他因任職官報《臺灣新報》隨之面臨失業的問題，

在親友的介紹之下，於 1946年 2月才南下擔任台南《中華日報》

日語版「文藝欄」的主編，同年 10月卻因報紙雜誌日語版（欄）

遭廢而再度失業，1947年 1月攜家帶眷再度返回台北。1949年因朱

昭陽的推薦進入台灣省合作金庫，此後便蟄居在台北城，成為一位

平凡的銀行員。在合作金庫的期間，接任該機關刊物《合作界》的

編輯工作，並受到張我軍的照顧。3 1965年擔任日文刊物《今日之

中國》4的編輯委員，1976年 8月自任職二十七年的合作金庫退休。

雖然歷經二十多年的輟筆，但龍瑛宗的創作欲望並未被無情的歲月

磨損耗盡，退休後 1978年完成了日語長篇小說〈紅塵〉，由鍾肇政

3　 龍瑛宗，〈點亮文化的聖火─張我軍和他的《亂都之戀》〉，《臺灣
新生報》，1988年 1月 19日。

4　 《今日之中国》由今日中国社（東京）出版。月刊。1卷1號（1963年6月）
至 10卷 6號（1972年 6月）。是台灣國民黨政府對日所發行，以介紹
台灣政經社會文化為主的日本語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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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譯連載於《民眾日報》上。5 1979年撰寫了日語自傳小說〈夜流〉6

刊於於同人雜誌《だぁひん》上。7晚年他雖仍懷有文學之夢亟欲復

出文壇，但時不我與。戰後台灣文壇環境丕變，但他卻仍努力地撰

寫短篇中文小說與隨筆以排遣未能成為一位文學家之憾。

龍瑛宗個性據說非常內向害羞，在公共場合講話容易結巴甚至

無法言語，8言語表達上的缺憾和客籍身分不諳福佬話，對他在以

福佬人為主的台灣文壇裡的人際互動產生不少負面的影響。雖然誠

如葉石濤所言〈龍瑛宗的客家情結〉9影響他的作品創作，但在「文

學」的場子裡，他未曾示弱過，他為彌補自己言語表達上的弱點，

積極地透過文學創作的質量和報章的編輯活動，展現作為台灣作家

應有的矜持與抱負。

二、龍瑛宗作品出版概況與研究回顧

戰前龍瑛宗曾出版過評論集《孤獨的蠹魚》，10雖預定發行小

5　 〈紅塵〉自 1979年 6月 21日至 10月 23日於《民眾日報》副刊上連載，
但由於讀者反應不佳因而半途中止。

6　 龍瑛宗，〈夜の流れ〉，《だぁひん》第 5號（1979年 5月 20日）。《だ
ぁひん》為文藝同人雜誌。編輯宮崎端，於 1975年 9月創刊，1979年
5月停刊。

7　 1977年夏龍瑛宗在台北中山北路的「芳蘭美術會」的展覽會場上偶遇戰
前《文藝臺灣》同人北原政吉和《だぁひん》編輯宮崎端，在此因緣際
會之下促使龍瑛宗寄稿給此刊物。

8　 李行、吳秀菁、井迎兆等人導演，〈作家身影系列 2：文學赤子的美麗
與哀愁─龍瑛宗〉（台北：春暉國際，2000年）。

9　 葉石濤，〈龍瑛宗の客家コンプレックス〉，《夜の流れ》（台北：地
球出版社，1999年 11月），頁 1-10。

10　 龍瑛宗，《孤獨な蠹魚》（文學評論集）（台北：盛興出版部，1943
年 12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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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集《蓮霧的庭院》但在送審階段即遭禁刊。11他生前出版的作品

集有：1947年 2月的隨筆集《描寫女性》（《女性を描く》，日語，

台北：大同書局）、1985年 5月的小說集《午前的懸崖》（中文，

台北：蘭亭書店）、1987年 7月的小說集《杜甫在長安》（中文，

台北：聯經出版社）和 1993年 5月的小說集《夜流》（中日文對

照，台北：地球出版社）、1997年 6月的長篇小說《紅塵》（鍾

肇政譯中文，台北：遠景出版社）。龍瑛宗研究相較於其他日治時

期具抗日指標性的日語作家起步得較晚，七○年代因鍾肇政的翻譯

貢獻，及九○年代張恆豪「台灣作家全集」收錄《龍瑛宗集》的譯

介，才使得戰前日語作家龍瑛宗的作品重新受到文壇的關注。1998

年由陳萬益主持《「龍瑛宗全集」蒐集、整理、翻譯、出版計畫》12

將龍瑛宗的作品、私人書信、日記、筆記等資料整理成冊供研究者

使用。這些作品文獻資料數位化後，被放置於台灣行政院客家委員

11　 由於總督府保安課的檢閱制度而使龍瑛宗戰前的創作集《蓮霧的庭院》
胎死腹中。禁刊的理由根據龍瑛宗的回憶，是因為檢閱官覺得當時是日
本帝國非常時期，創作集對時局並無助益，尤其是〈夕影〉。雖然龍瑛
宗改以〈年輕的海〉更換之，但仍未通過檢閱。（龍瑛宗，〈憶起蒼茫
往事─《午前的懸崖》二、三事〉，《文訊》第 30期（1987年 6月），
頁 58-60。）關於《蓮霧的庭院》的問題請參閱〈第六章　殖民地文學
的傷痕─論龍瑛宗《蓮霧的庭院》的禁刊問題〉。

12　 由於當時《龍瑛宗全集》尚未出版，主要參考的文獻資料如下：（一）
龍瑛宗作品和研究文獻《「龍瑛宗全集」蒐集、整理、翻譯、出版計畫
期中報告書》（計畫單位：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執行單位：國
立清華大學中文學系／計畫主持人：陳萬益／專任助理：賴玟錦／兼任
助理：柳書琴、許維育／計畫期間：1997年8月∼1998年2月27日）（二）
龍瑛宗所藏的信件和明信片（三）「國立台灣文學館　國立文化資產保
存研究中心」所藏的龍瑛宗藏書。在論文撰寫過程中，承蒙龍瑛宗遺族、
國立台灣文學館典藏組、陳萬益教授不吝提供文獻資料，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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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台灣客家文學館」的「龍瑛宗首頁」13和國立台灣文學館的「典

藏文物資料庫」14中。國立台灣文學館又於 2006年出版《龍瑛宗全

集（中文卷）》（共八冊），152008年出版《龍瑛宗全集（日本語

版）》（共六冊），162011年出版《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07龍瑛宗》17整備了研究龍瑛宗的主要文學作品和主要的文獻研究

資料等。

至 2012年為止，龍瑛宗作品在日本出版界出版情況如下：《日

本統治期台灣文學台灣人作家作品集》第 3卷 18收入龍瑛宗戰前主

要的日語小說；《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評論集》19收入龍瑛宗主要

的評論文章；《台灣長篇小說集（一）紅塵》20是龍瑛宗唯一的日

語長篇小說；《台灣純文學集》21收入龍的短篇小說〈白色的山脈〉、

13　 「龍瑛宗首頁」http://cls.admin.yzu.edu.tw/hakka/author/long_ying_zong/
author_main.htm

14　 國立台灣文學館電子資源整合查詢系統 http://isrh.nmtl.gov.tw/FSE/
15　 陳萬益編，《龍瑛宗全集（中文卷）》（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籌備處，

2006年 11月）。
16　 陳萬益編，《龍瑛宗全集（日本語版）》（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

2008年 4月）。
17　 陳萬益編，《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07龍瑛宗》（台南：國立
台灣文學館，2011年 3月）

18　 下村作次郎編，《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台灣人作家作品集》第 3卷（東
京：緑蔭書房，1999年 7月）。

19　 中島利郎、河原功、下村作次郎編，《日本統治期台湾文学評論集》（東
京：緑蔭書房，2001年 4月）。

20　 下村作次郎編，《台湾長篇小說集（一）紅塵》（東京：緑蔭書房，
2002年 8月）。

21　 星名宏修、中島利郎編，《台灣純文學集》（東京：緑蔭書房，2002
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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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台灣隨筆集》第 2卷收入龍的日語評論集《孤獨的蠹

魚》，22其他在日出版的系列選集中亦收錄龍瑛宗的作品。23

龍瑛宗研究的相關文獻資料近年來已日趨完備，已有多本龍瑛

宗研究的學位論文產出，至 2012年在台灣共有 15冊，日本有 4冊，

中國 1冊。24其中，羅成純的《龍瑛宗研究》（1983）是最早亦是

備受重視的論著，文中探討戰爭期日本文壇的狀況，以及在台日人

文學集團中龍瑛宗的苦悶和逃避心理，並細膩地梳理文本中重要的

文學風格與特徵。之後，朱家慧的《兩個太陽下的台灣作家─龍

瑛宗與呂赫若》25則將龍瑛宗和呂赫若兩位作家進行平行比較，如：

商人家庭出身的龍瑛宗和小地主出身的呂赫若兩人家庭背景迥然而

異，轉而影響他們的處世方式，在性格上和文學風格等雖有其相似

之處，但相異之處亦不少，論者將探討的重點聚焦於他們的世界

22　 中島利郎、下村作次郎編，《台灣隨筆集》第 2卷（東京：緑蔭書房，
2003年 4月）。

23　 其中如：黑川創編《「外地」の日本語文学選：南方．南洋／台湾》第
1卷（東京：新宿書房，1996年 1月），頁 193-203，收入龍瑛宗的小
說〈邂逅〉一文。川村湊編，《帝国日本と台湾．南方》（東京：集英
社，2012年 12月），收入龍瑛宗的小說〈若い海〉。

24　 國內學位論文篇名主要可參閱《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07　龍
瑛宗》，頁 321-325，不再一一贅述。日本學位論文中論及龍瑛宗文學
的則有：羅成純，《龍瑛宗研究》（筑波：筑波大学修士論文，1983
年 11月）、和泉司，《「台湾文学」を創作／想像する日本統治期「日
本語文学」から考察》（東京：慶應大学大学院修士論文，2000年3月）、
李郁蕙，《台湾の日本語文学研究：脱周縁化の軌跡》（広島：広島大
学大学院教育学研究科博士論文，2000年 3月）、王惠珍，《龍瑛宗
研究─台湾人日本語作家の軌跡》（大阪：関西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
科博士論文，2005年 3月）。中國學位論文：楊志強，《知性探求者：
龍瑛宗文學思想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09年 7月）。

25　 朱家慧，《兩個太陽下的台灣作家─龍瑛宗與呂赫若》（成功大學歷
史系碩士論文，1996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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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文學觀及女性書寫方面。

許維育的《戰後龍瑛宗及其文學研究》主要在於整理探討龍瑛

宗戰後的文學活動，文末的附錄整理龍瑛宗與親友往來的書信、龍

瑛宗收藏資料（筆記本、報導的剪貼等）的目錄，甚為詳盡，為戰

後龍瑛宗文學研究開啟了新的研究範疇。晚近在台的龍瑛宗研究的

學位論文大多著重於龍瑛宗的書寫題材、思想內涵等內緣性之深化

分析，使得龍瑛宗研究更為豐富而多元。

蔡鈺凌的碩士論文《文學的救贖：龍瑛宗與爵青小說比較研究

（1932-1945）》26以龍瑛宗與滿洲國作家爵青的小說創作為研究範

疇，分別就他們的文學觀、文學活動、閱讀狀況等進行比較研究，

為龍瑛宗文學比較研究方面另闢蹊徑。

至於在日的學位論文中，主要有和泉司的碩士論文《從日本

統治期（日本語文學）開始考察〈台灣文學〉的創作／想像》，在

〈第三部　水果香島─龍瑛宗「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和「蓮霧的

庭院」〉將龍瑛宗的文學視為日本文學的一環進行文本探討。李郁

蕙的《台灣的日語文學研究─去邊緣化的軌跡》〈第一章戰前的

日語文學和「重層性」〉，以〈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為例論證殖民

地內部的重層性的構造。前者著重龍瑛宗策略性的選材問題，後者

則強調在〈植〉所呈現的殖民地社會歷史的典型性之價值。

戰後日本單篇的龍瑛宗研究，最早的論文當屬尾崎秀樹的〈關

於台灣文學的筆記─台灣人的三篇作品〉，尾崎主要是針對楊逵

〈送報伕〉、呂赫若〈牛車〉、龍瑛宗〈植有木瓜樹的小鎮〉這三

26　 蔡鈺淩，《文學的救贖：龍瑛宗與爵青小說比較研究（1932-1945）》（國
立清華大學碩士論文，2006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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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進行探討，總結地說：「如果將這三篇作品順著年代通讀的話，

將可以了解台灣人作家意識從抵抗到絕望，再從屈從到傾斜的程

度」。他舉了〈牛車〉中主角楊添丁憤怒地指出「米變便宜、肥料

變貴」都是因為「日本天年」。在楊逵的作品中可感受到表現的肌

理甚為細緻，但在呂赫若的作品中卻無法找到，到了〈植有木瓜樹

的小鎮〉雖有類似的憤怒和苦悶，但卻轉為絕望和殘敗後的空虛和

悲哀。27由於尾崎如此解讀〈植有木瓜樹的小鎮〉，使得龍瑛宗自

此被貼上對帝國傾斜的台灣日語作家的標籤，影響他在台灣新文學

史上的歷史定位。

1994年山田敬三的〈悲哀的浪漫主義者─論日治時期的龍

瑛宗〉，將〈植有木瓜樹的小鎮〉描繪的青年形象分成：「挫折型

青年」、「庸人型青年」、「破滅型青年」的三種類型，分析龍瑛

宗戰時作品勾勒出「悲哀的浪漫主義者」─龍瑛宗的作家形象。28

山田的分類方式影響後續的研究者論述龍瑛宗文學中小知識份子形

象的分類。

龍瑛宗與朝鮮作家的交流議題，主要有下村作次郎的〈關於龍

瑛宗的〈宵月〉─來自《文藝首都》同人金史良的書信〉29探討《文

27　 尾崎秀樹，〈台湾文学についての覚え書─台湾人作家の三つの作
品〉，《近代文学の傷痕─旧植民地文学論》（東京：岩波書店，
1991年 6月 1日），頁 195-209。

28　 山田敬三，〈哀しき浪漫主義者─日本統治期時代の龍瑛宗〉，《よ
みがえる台湾文学─日本統治期の作家と作品》（東京：東方書店，
1995年 10月），頁 345-369。

29　 下村作次郎，〈龍瑛宗の〈宵月〉について─《文芸首都》同人金史
良の手紙から〉，收入吳佩珍編，《中心到邊陲的重軌與分軌：日本
帝國與臺灣文學．文化研究》（台北：臺大出版中心，2012年 9月），
頁 177-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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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首都》同人、龍瑛宗和金史良的交友情況，以及同屬殖民地文學

家的同質性，並比較兩人作品〈在光之中〉和〈宵月〉的影響關係。

白川豐在〈發表於日本雜誌的舊殖民地作家的文學〉30中指出，

戰前作為《改造》徵文的獲獎者而展開作家活動的龍瑛宗，從太平

洋戰爭爆發前後的 1939年到 1941年代表台灣屢有作品發表，說明

他在戰爭期活躍於日本文壇的具體情況。

2012年和泉司將博士學位論文〈重層的帝國〈文壇〉─日

本統治時期臺灣的日本語文學〉改寫的論著改寫成《日本統治時期

臺灣和帝國的「文壇」：「文學獎」產出的「日語文學」》其中

〈〈第三章　獲獎作品〈植有木瓜樹的小鎮〉〉主要是將〈植有木

瓜樹的小鎮〉置於日本文壇徵文比賽機制的文學場域中，探討該作

品之所以可以脫穎而出的原委。〈終章　日本統治時期之後的日語

作家們〉雖談及龍瑛宗戰後初期的作品和跨語作家的形象，但卻留

下許多伏筆未進一步深論之。31

隨著九○年代後海峽兩岸的交流繁盛，在中國出版的台灣文學

史中，較能摒棄部分意識型態，以較為客觀的角度論述台灣的日語

作家，龍瑛宗文學常被提及。32但對龍瑛宗的評價，目前主要仍以

30　 白川豊，《植民地期朝鮮の作家と日本》（岡山：大学教育出版，1995
年 7月），頁 2-20。

31　 和泉司，《日本統治期台湾と帝国の「文壇」─「文学懸賞」がつ
くる「日本語文学」》（東京：ひつじ書房，2012年 2月），頁 109-
162；頁 390-411。

32　 白少帆等編，《現代台灣文學史》（吉林：遼寧大學出版社，1987年
12月）。包恒新，《台灣現代文學簡述》（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1988年 3月）、古繼堂，《台灣小說發展史》（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1989年 7月）、劉登翰等編，《台灣文學史 上卷》（福建：海峽文藝
出版社，1991年 6月）、呂正惠、趙遐秋編，《台灣新文學思潮史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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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引台灣的研究成果為主。

九○年代龍瑛宗研究備受台灣文學研究界關注，戰前作品研究

除了代表作〈植有木瓜樹的小鎮〉之外，其他的文本亦發展出較深

入的討論。議題研究則有知識份子的典型性書寫，如呂正惠的〈龍

瑛宗小說中的小人物形象〉、陳建忠的〈尋找熱帶的椅子─論龍

瑛宗 1940年的小說企圖〉等。身分與認同議題則有賀淑瑋的〈空

間與身分─論〈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的身分危機〉等。客家情結

的論述以葉石濤的〈龍瑛宗的客家情結〉為代表。女性書寫的討論

以林瑞明的〈不為人知的龍瑛宗─以女性角色的堅持和反抗〉為

最早，自傳性書寫有周芬伶的〈龍瑛宗與杜南遠的自傳書寫〉等。

龍瑛宗思想研究則有柳書琴的〈跨時代跨語作家的戰後初體驗─

龍瑛宗的現代性焦慮（1945-1947）〉33和施淑的〈龍瑛宗文學思想

初論〉。34

2010年適逢龍瑛宗百年冥誕，由清華大學台文所舉辦「戰鼓

聲中的歌者─龍瑛宗及同時代東亞作家」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

後又廣徵論文，審查後出版《戰鼓聲中的歌者─龍瑛宗及其同時

代東亞作家論文集》，其中收錄一篇下村作次郎的專題紀念演講內

容、16篇論文和附錄〈龍瑛宗的戰後：劉文甫先生訪問記〉。論

文主要分成：「戰爭與南方」、「戰爭與文學」、「戰時台灣作家」、

（北京：崑崙出版社，2002年 1月）、計璧瑞，《台灣文學論稿》（北
京：華文出版社，2001年 11月）等。

33　 以上所提及之論文皆已收入於《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07龍瑛
宗》，頁 79-86，陳萬益的龍瑛宗研究回顧已針對各篇進行說明，本文
將不再贅述。

34　 施淑，〈龍瑛宗文學思想初論〉，《臺靜農先生百歲冥誕學術研究會論
文集》（台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2001年 12月），頁 263-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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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時滿州國作家」、「戰時日韓作家」五個子題，將龍瑛宗研究

置於東亞區域研究中，以嶄新的研究視野進行龍瑛宗研究，並強調

龍瑛宗研究與其他地區作家研究共通性和可比性，希望為台灣日語

作家研究開展另一個比較研究的可能。

三、章節架構

本著作以素樸的實證主義研究方法，探討日治時期台灣作家龍

瑛宗自 1937年至 1947年這十年間，深受戰爭影響的作家活動。在

本書〈緒論〉之後，分由七章針對龍瑛宗的文學活動進行通盤性的

檢討與闡述，嘗試勾勒出台灣日語作家如何在殖民者所提供的文化

環境中累積文化資本？如何胸懷壯志進軍帝國的中央文壇與其他東

亞作家進行交流，追求成為一名「文學者」的夢痕？在台灣島內地

理空間的移動過程中他如何追尋新的文學題材，在動盪的大時代裡

冷眼靜觀書寫台灣人的困境與苦惱，在總力戰下動員與被動員的縫

隙中，尋求怎樣的書寫可能？日本敗戰後龍瑛宗如何從小說家蛻變

成一位評論者，積極進行跨時代的文學活動？成為一位文學家是龍

瑛宗畢生的志業，但為何當他站上文學舞台時就如命定似的，只能

當一位悲哀的浪漫主義者？是他個人的宿命，抑是殖民地作家的無

奈？戰後噤聲的年代雖然他保持沉默，但內心書寫的衝動卻未曾消

失，從他熠熠生輝的文學生命軌跡，讓我們重新認識在他們的世代

做一個台灣知識份子的矜持與艱難。戰爭是人類至今仍揮之不去的

夢魘，在二戰與國共內戰的戰鼓聲中孕育而出的龍瑛宗文學，除了

展現戰時下的文學美學經驗之外，在戰火和殖民的雙重壓迫下，究

竟書寫了怎樣的戰爭文學？其中又烙下怎樣的歷史傷痕？

第一章：〈殖民地作家的文化素養及其南投時期〉，龍瑛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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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位將文學創作與生活經驗緊密結合的作家，他的傳記研究是他的

文學研究不可或缺的墊腳石。因此，筆者在本章中闡述他的南投經

驗，希望藉此讓〈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的內在文學風景在台灣文學

地圖上更鮮明可見。透過梳理殖民地作家龍瑛宗文化素養的積累過

程，說明大正、昭和教養主義和帝國出版資本對殖民地作家育成的

影響，及他任職於臺灣銀行南投分行期間（1930-1934）的山城經

驗對其日後創作活動之影響。

第二章：〈殖民地文本的光與影―以〈植有木瓜樹的小鎮〉

為例〉，1937年 4月〈植有木瓜樹的小鎮〉榮獲第九屆懸賞創作

獎佳作後引起各方的關注，成為日、台文壇間的話題之作。本章擬

以「讀者批評」的觀點，彙整〈植〉獲獎後在日、台文壇接受狀況

的新出土資料，探討殖民宗主國讀者和殖民地讀者對殖民地文本

〈植〉的接受過程，以期理解他們如何閱讀評價該篇作品，關注文

本接受的歷史過程，考察接受者和接受活動的歷史環境與歷史條

件，梳理出戰前〈植〉在中央文壇和殖民地文壇的接受狀況與爭議

之處，重新思考作者、殖民地文本、讀者三者間的關係。

第三章：〈揚帆啟航―殖民地作家龍瑛宗的帝都之旅〉，

主要是利用龍瑛宗所收藏的書信資料和晚年撰寫的回憶文等文獻資

料，互文考證細究未曾留日的他第一次帝都之旅的實際過程，藉此

解開他的記憶密碼，探討他如何利用這次機會建立與改造社、文藝

首都社的互動關係，爭取在日本文壇發表作品的機會，並與朝鮮作

家張赫宙和金史良展開怎樣的交流契機，肯定此次的帝都經驗對其

文學活動的重要性。

第四章：〈地誌書寫港市想像―龍瑛宗的花蓮文學〉，龍瑛

宗是少數戰前曾客居花蓮港廳的台灣人日語作家。他因調任至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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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花蓮分行，而於 1941年 4月至 1942年 1月左右蟄居花蓮十個

多月之久。身處後山雖讓他無法直接參與台北文壇的活動，但花蓮

的自然地景卻是他重要的創作題材。他以異鄉人的身分冷眼靜觀感

受戰時下花蓮的庶民生活。隔絕的地理空間讓他更有餘裕耽溺於個

人孤獨的情緒，任其想像馳騁於其中，進而孕育出深具浪漫主義色

彩的杜南遠小說系列。1940年代初花蓮港廳的現代化現況、多元

族群的互動關係，讓他以客家人的身分重新審視原住民族的存在，

思索台灣族群的問題。花蓮經驗讓他的創作題材更多元，繼處女作

〈植有木瓜樹的小鎮〉之後，達到另一個創作高峰，其文學藝術性

亦更趨成熟。

第五章：〈第一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的虛與實―以龍瑛宗的

文藝活動為例〉，本章試圖釐清龍瑛宗第二次訪日出席第一回大東

亞文學者大會的實況，並探討他的第二次帝都之行與日後戰時個人

言行反思之間的關係。根據大會的議程和活動可發現，與會的日本

內地、中國、朝鮮、滿洲等地的代表並沒有太多自由對話的機會。

龍返台後的文章中雖將官製的辭彙猶如護身符般頻繁使用，但其中

卻不見陳述個別的與會經驗，或與其他文學者的交流等紀錄。遲至

八○年代後才逐漸在他的帝國記憶中尋得此次訪日的片段。因此，

本章將參照當時報章雜誌中，有關第一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的報

導、訪談、座談會紀錄等，和戰後參加者的回憶文交叉比對，拼貼

出戰時殖民地作家龍瑛宗如何參與其中，其與會的歷史意義為何？

同時，檢視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的理念之一「民族融合」的議題，又

如何落實在當時小說文本中，「大東亞共榮圈」的虛妄性又如何被

折射而出。

第六章：〈殖民地文學的傷痕―論龍瑛宗《蓮霧的庭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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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刊問題〉，本章主要將探究龍瑛宗《蓮霧的庭院》於二戰末期遭

禁的原委。他為符合總督府情報課的檢閱要求增刪小說部分內容，

在刪改的過程中，進行自我檢閱修訂文本，轉而凸顯出檢閱制度對

作家的創作干擾。筆者藉由原初刊於雜誌的「原刊版」文本和作品

集出版前的「校樣版」文本的核對比較，釐清作家修訂的原則，如

肯定勞動價值、強調個人對國家的貢獻、避免負面人物形象書寫、

否定英美文化等，藉此說明檢閱制度與作家自我的凝視權力關係

等。

八○年代龍瑛宗提供《蓮霧的庭院》禁刊校稿，轉交鍾肇政翻

譯成中文作品，因而衍生出版本差異的問題，進而出現文本詮釋歧

異和創作分期錯亂的問題。本文釐清了龍瑛宗文學與時俱變的過程

和版本問題，以說明檢閱制度對台灣文學發展的影響。

第七章：〈青天白日旗下的希望與絕望―龍瑛宗的台南時

期〉，龍瑛宗 1945年 2月南下台南接任《中華日報》日本版編輯

的工作，以求一家溫飽。由於 1946年 10月 25日島內定期報刊雜

誌的日文版遭廢，因此他也於 1946年 12月結束在台南的工作，舉

家重返睽違十個多月的台北城。

在本章筆者將承繼戰前龍瑛宗文學的研究，探討戰後初期暫離

台灣政經核心地台北的他，在戰後初期台灣社會文化重建運動中，

如何以「地方都市」台南為據點進行在地書寫，以《中華日報》的

日文版「文藝欄」作為文學理想實踐的園地，一展文學抱負。戰前

已具文名的他如何在南部提攜後進，參與戰後台灣文化重建工作，

並留下精彩的文學評論內容。

日治時期台灣文學研究者經常需要較充裕的戰前歷史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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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能接近文本所欲反映的時代課題和作家的歷史觀、文學觀及時代

觀察等，進而深入詮釋、發現或延伸新的研究課題，勾勒出當時文

化生產場域中的種種文化發展現象與發展歷程。雖然實證方式的研

究方法並非當前學界的主流，但是筆者仍嘗試以舊瓶裝新酒，利用

「舊」方法尋找「新」議題，開展龍瑛宗研究的新面向。透過作家

之眼重新審視殖民地外在的社會風景，和文學文本展演的「內在風

景」。藉由梳理龍瑛宗不同階段的空間移動所展開的文學活動，釐

清殖民地作家與殖民宗主國日本文壇、殖民社會本身歷史發展進程

之間的相對應關係。

四、孤獨的文學者

龍瑛宗給人的印象一直是「寡言」而帶有「孤獨」之感的文學

者，35除了肇因於他性格之外，與他身負多重的邊緣性有關。戰前

台灣文壇以閩南人作家為主，客籍日語作家作家並不多，四○年代

他之所以委身於《文藝臺灣》，除了是受到西川滿關照的緣故之外，

客籍身分的族群因素亦是他衡量自己處境的因素之一。又，綜觀其

文學活動的歷程總有種時乖命蹇之憾。1937年他獲獎登上文壇之

時，當時的台灣新文學運動已漸式微，島內可參與的文學團體和發

表作品的報章甚為有限。1940年台灣文壇復甦之際，他又被調派

至臺灣銀行花蓮分行，使其無法直接參與台北文壇的活動。1946

年台灣文化協會在台北成立時，他卻隻身前往台南負責《中華日

報》日文版上的文藝欄。在他的日語創作已漸成熟時，卻因政權遞

嬗使得他又不得不停筆，重新學習致力於跨語寫作，終其一生為創

35　 塚本照和，〈龍瑛宗氏の「寡默」と「微笑」〉，《台湾長篇小說集一》
（東京：緑蔭書房，2002年 8月），頁 489-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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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語言所困擾。

龍瑛宗的文學經歷亦難以入「流／留」，三○年代台灣新文學

運動與留日學生的關係密切，福爾摩沙的文學青年們前往東瀛追求

文學理想進行文化抗爭，遊走在所謂的「左翼走廊」時，36他卻未

能留學，也未曾在東亞空間中進行國際連結性的文化運動。四○年

代他主要的作品多發表於《文藝臺灣》，在以台灣人為中心的《台

灣文學》的社群活動研究中實難被論及。戰後初期論及中、台左翼

交流、官民合作的文化活動時，他似乎又被摒除在外。他始終懷有

社會主義理想和人道主義關懷，但並非是一位浪漫的革命者，因戰

時的怯弱表現而被文學研究者劃歸成右翼作家。37在文學世界裡他

追求浪漫與頹廢，在現實生活上他卻恪守本分自律甚嚴，沉重的現

實責任，讓他的文學夢想始終無法起飛。就文學風格而言，寫實主

義是戰前台灣文壇的主流，龍瑛宗卻自稱是「悲哀的浪漫主義者」，

其文學觀強調文學的藝術性和美感經驗的表現。

龍瑛宗的文學歷程與文學風格雖然獨樹一格，難以套用一般

的論述框架，但他的文學成就在台灣新文學史裡卻無法略而不提。

在公開場合中因內向不善表達和未有高等學歷，使他在進行自我表

述時略顯怯懦，但在文學創作的質量上，因他的努力文學修為早已

為台灣文學留下精彩的一頁，誠如下村作次郎所言：「龍瑛宗文學

有如收發訊息的天線，也具備時代多重視角，是極其豐富的現代文

36　 柳書琴，《荊棘之道：台灣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台北：
聯經出版社，2009年 5月）。柳書琴，〈左翼走廊與吳坤煌：殖民地
台灣日語作家的少數敘事〉，「地域話語與敘事美學：東亞視野下的現
代文學學術討論會」（北京：北京大學中文系主辦，2012年 3月）。

37　 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台北：聯經出版社，2011年 10月），頁
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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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38他的邊緣視野讓研究者發展另類的研究可能，例如：客籍

身分讓我們重新思考戰前除了外部的殖民關係之外，也思考台灣內

部族群重層的權力關係，這是閩籍作家較少關注的書寫內容，在他

的作品中他既寫台灣漢族亦關注日人、漢人、原住民族之間的權力

互動關係。他的旅日經驗有別於一般東洋知識份子的留日經驗，兩

次的日本經驗與其他的日語作家迥異，這些在台灣新文學史上都別

具意義。《改造》的獲獎紀錄讓他成為第一位作品登上日本綜合性

雜誌的台灣人作家，獲獎之旅讓他成為繼楊逵之後，四○年代活躍

於日本文藝界的台灣作家代表。出席第一次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的日

本之旅，讓台灣作家成為日本地方作家，不得不參與總力戰的動

員。同時，龍瑛宗也因未曾留日，是少數殖民地在地培育的日語作

家，反而成為提供我們探究戰前日本帝國輸往殖民地的書籍報刊媒

體，提供殖民地怎樣的知識體系和探討被殖者現代閱讀經驗的具體

個案。戰前台灣作家鮮少提及原住民，除了賴和的〈南國哀歌〉之

外，龍瑛宗因曾身居漢、原居住邊界的北埔，又移居花蓮，因此對

於泰雅族和阿美族皆有其著墨之處，台灣原住民文學史探討漢人的

原住民書寫，便不能不上溯日治時期龍瑛宗的原住民書寫。

戰後初期龍瑛宗回首作為殖民地作家的來時路：

很久很久以前，在新竹縣偏僻的鄉下，十四、五歲年少的我

最初讀到的文學作品是屠格涅夫的〈初戀〉、〈父與子〉、

〈處女地〉等。自此，年少的我便不想成為大政治家或大企

業家，只想當一位作家，寫下我生涯裡無數的淚水和歡樂，

38　 下村作次郎，〈龍瑛宗先生的文學風景─絕望與希望〉，王惠珍編，
《戰鼓聲中的歌者龍瑛宗及其同時代東亞作家論文集》（新竹：國立清
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2011年 6月），頁 28。



055緒論

爾後，走向我的墓穴。

然而帝國的枷鎖綑綁了我的手足，致使我無法吟唱，悲哀地

只能揮著浪漫主義的旗幟，那曾經野心勃勃企圖在文壇上一

展長才的雄心壯志卻已幻滅成空，為了生活隨波逐流潦倒不

已。39

龍瑛宗以文學餵養孤獨的靈魂，成為他追求幸福的力量與希

望，但身為「被時代翻弄」的殖民地作家，似乎只能絕望地面對成

為「文學家」的夢想。魯迅的名言：「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

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變成

路了」，40但對殖民地作家而言，除非選擇離開，否則在苦悶年代

裡在台灣似乎沒有一條屬於他們的希望之路，文學成為龍瑛宗唯一

的生命慰藉，但那終究是夢想，只不過是「悲哀的玩具」41，回首

向來處只能噙淚話當年。

39　 龍瑛宗，〈初戀〉，《女性を描く》（台北：大同書局，1947年 2月），
頁 44。

40　 魯迅，〈故鄉〉，《魯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學，2005年 11月），
頁 501-511。

41　 陳萬益，〈蠹魚與玩具：龍瑛宗紀念〉，《聯合報》（1999年 11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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