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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夏洛克．福爾摩斯（Sherlock Holmes）無疑是世界上最知名的偵探之一。這名由亞瑟．

柯南．道爾爵士（Sir Arthur Conan Doyle, 1859-1930）所創造的偵探，不僅在其誕生的英國

當地蔚為風行，他的事蹟更藉由翻譯在世界各地流傳長達百年。 

十九世紀時，力求富強的東亞國家──中國與日本──受到當時以西方為首帝國主義的影

響，在直接或是間接感受到西方世界政經、文化和流行之後，利用各種方法將這些熱潮帶到

中國與日本。因而在晚清中國和明治日本歷史中產生大量翻譯小說，這不僅讓個別領域或目

的的讀者接觸到西方政經、科學等實用性知識，在大眾文學的貢獻上也不容小覷，更因此形

成了一股創作的熱潮，在這之中福爾摩斯探案翻譯尤其受到歡迎，而福爾摩斯探案翻譯的出

現更在日本引領出一種全新的文學類型。本文嘗試梳理同一時期兩國福爾摩斯探案翻譯的特

徵，同時借以管窺當時中日雙方的社會型態及翻譯的影響。 

本文以兩國出現第一篇福爾摩斯探案翻譯的時期為基準，將中國晚清時期及日本明治時

代後期的 1893年至 1912 年為時間背景，以當時常見於報章雜誌，柯南．道爾所撰寫的福爾

摩斯探案系列短篇為主，並輔以長篇作品作為參考，進行對照比較。第一章緒論說明論文研

究動機與目的、研究方法及目前的研究概況；第二章以中國晚清和日本明治的翻譯背景為

主，針對翻譯小說的部分進行分析介紹，以說明過程中翻譯小說的演變和特徵；第三章承接

第二章，強調此時期偵探推理小說，也就是福爾摩斯探案在這段時期所扮演的角色，從晚清

和明治對福爾摩斯探案篇名及情節的翻譯來看譯者的翻譯策略與特徵；第四章則著重作品內

容的文化層面，比對原作、晚清及明治時期福爾摩斯探案翻譯中的人物形象情感、制度、物

質，觀察之中的文化受容情形；第五章結語概括總結本論文。 

 

關鍵字：福爾摩斯、比較文學、文化翻譯、晚清中國、明治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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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herlock Holmes is certainly one of the greatest fictional detectives known. The character created 

by Sir Arthur Conan Doyle (1859 - 1930) is famous in the place of his birth,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ranslations of the novels also brought him and his cases overseas. 

In the 19
th

 Century, China and Japan, while influenced by the western imperialism, tried to follow 

the western trends of politics, economy, society and fashion. Therefore, translations of novels 

provided a crucial way to input information of western politics, economy and science for the 

readers. The translated novels even spudded the creation activities in Late-Qing China and Meiji 

Japan. Among all the translation genres, detective stories, especially Sherlock Holmes stories, were 

most popular, and the stories even induced a brand new genre of literature in Japan. The features of 

translated Sherlock Holmes novels during the same period of China and Japan were analyzed and 

the social patterns between Late-Qing China and Meiji Japan were characterized in this thesis. 

In this thesis, all short stories of Sherlock Holmes cases translated in Late-Qing China and Meiji 

Japan in the basis of time from 1893 to 1912 were compared. The research motivations, materials, 

purposes, and approaches of studies are outlined in Chapter One, and the evolution history of 

translated novels in Late-Qing China and Meiji Japan’s is introduced in Chapter Two. In Chapter 

Two, the translated titles and materials of the Sherlock Holmes stories are compared to the original 

creations to feature the strategies of Late-Qing China and Meiji Japan translators. And Chapter Four 

is focused on the personalities, emotion and social layer of the characters in the stories to discover 

the cultural exchange obtained in these translations. In the end, a conclusion is made in Chapter 

Five.  

 

Keywords: Sherlock Holmes, Comparative literary, Cultural translation, Late-Qing China, Meiji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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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十九世紀在歐美科學、思想改革之下，萌生的帝國主義使之將版圖往亞洲發

展。作為當時的世界大國，英國不論在歐美或是其他地區都有相當的影響力，特

別是力圖求新求變、東亞國家中的中國與日本。曾經做為中央大國的中國與鄰近

的日本幾乎在同一時間接受了西方思潮的洗禮，自強運動與明治維新的結果反應

在中日甲午戰爭（日清戰爭）上，西方思想看來是勢在必行。在當時，兩個國家

都有留學生、或是以各種形式前往歐美學習見習的人士，他們將所見所聞帶回自

己的國家，使來自歐美的各種資訊滲透到時間、空間背景都相當類似的中國與日

本。這些乘載著西方科學技術、思想文化的訊息，在兩國有識之士的有心經營之

下以不同的方法進入到國家之內。 

在明清之前，中國與西方的交流幾乎不曾超出亞洲範圍。長久以來自許為世

界中心的中國並未將西方世界放在心上，對外來事物始終採取閉關自守的態度，

但就在中國封閉的明清之際，西方歐美國家卻歷經了文藝復興運動、展現民主主

義的法國大革命、資本主義的產業革命和科學思想，過去被中國認為落後的西方

國家開始迅速超前，這樣的情況令中國不得不開始接觸西方。商人、傳教士、外

交官、文人學者，帶來了天文、曆算、數學、天主教義、鴉片……中國回應的指

南針、火藥、造紙術、印刷術則給了西方歐美國家發展帝國主義的力量。1840

年鴉片戰爭、1895 年甲午戰爭、1900 年八國聯軍打破中國大門，面對這些武力、

文化的強勢入侵，中國人發覺以往的路已不再適合。中國一方面輸入歐美的輪

船、火車、槍砲，一方面也派遣留學生去日本及歐美學習政治、經濟、科技、文

教，這種物質與精神皆取自西方的情勢於是出現在此時代。如此情境之下中國「師

夷長技以制夷」的概念也順勢誕生。意識到了「求西洋之法，以譯書為第一義」

的中國，在高唱維新的情境下，翻譯各種外國作品也成為了一種手段。 

而類似的情形也發生在力求西化的日本。帝國主義的定義首先始於歐美白人

國家殖民其他地域如亞、非、太平洋島嶼的白人優位精神，他們認為自身有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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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使命（civilizing mission），讓其他（未開化的）人種、民族可以成為開化民

族，特別是當時的大英帝國確有如此野心。而做為世界上唯一非白人帝國主義國

家日本，因為明治維新以後朝富國強兵、殖產興業的文明開化國邁進後，不僅成

為亞洲唯一獨立又成功西化的國家，並在甲午（日清）、日俄（日露）戰爭勝利

後殖民臺灣等地，而延長了其帝國主義政策的推進。日本的帝國主義更加入了日

本天皇制思想，這樣的思想結構中可見特別關心軍事、家族，並有豐富的尚武精

神的文學家，由此呈現在日本文學作品中的帝國主義特徵，也可發現日本確實受

到歐美──英國影響深遠。 

根據中國《泰西著述考》、《增版東西學目錄》等近代譯書目錄中所收錄的書

目，主要的類型仍以實用、專業為主，尤其注重科學原理與發展軍備的書籍為大

宗。然而其中也出現了小說一種，1且在 1902 年梁啟超發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

係〉一文後，市面上便出現了大量的翻譯小說，而在日本也有相當類似的理由，

像是當時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福澤諭吉、中村正直等人譯介推薦西方文明和學

術，令明治時代的日本人──特別是青年人──對西方事物心生嚮往。此時歐美

流行的偵探推理類型文章、小說也成為受到歡迎的翻譯題材。正是因為如此，作

為知名偵探的代表人物之一、來自英國的福爾摩斯就此滲透到中國與日本人民的

生活中。福爾摩斯在中國和日本引起廣大迴響，甚至成為當時中國最知名的人物

之一。 

英國醫生亞瑟．柯南．道爾爵士（Sir Arthur Conan Doyle, 1859-1930）在執

業之外好從事寫作，在他的創作生涯中有知名作品無數，其中最廣為人知的正是

開始於 1880 年代的福爾摩斯探案系列。夏洛克．福爾摩斯（Sherlock Holmes）

無疑是世界上最知名的偵探之一，雖然連載於雜誌上的福爾摩斯探案系列，在發

表第一部作品、也是第一部長篇的《暗紅色研究》（A Study in Scarlet, 1886）時

並不受到重視，第二部長篇《四個人的簽名》（The Sign of Four, 1889）市場反應

也平平。但柯南．道爾在行醫與寫作的抉擇中仍不願放棄後者，終於在新刊雜誌

                                                      
1
 王韜、鄭燮光等編：《近代譯書目》（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 年），頁 606-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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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rand Magazine 上連載系列短篇（後收於系列第一本短篇集《福爾摩斯辦案

記》（The Adventures of Sherlock Holmes, 1892））時造成了轟動，一時之間英國倫

敦充滿了對福爾摩斯的狂熱。而他的事蹟不只在其誕生的英國引發熱潮、更藉由

各種印刷出版和影音媒體管道在世界各地流傳長達百年。2
 

有關福爾摩斯探案系列的印刷出版品可說族繁不及備載，除了由不同出版

社、不同譯者不斷再版或推出新版本的原作選集或全集，還有改寫而成為兒童文

學的版本。此外也有許多延伸自原作，從原作基礎中創新的作品也都藉福爾摩斯

之名登上文字市場。甚至許多原創的偵探推理小說、漫畫作品，都可以見到這些

作者向柯南．道爾及福爾摩斯致敬的影子。 

在影音媒體方面，最早在 1915 年就有德國製作的福爾摩斯電影上映、1985

年也在日本播出福爾摩斯的電視劇（Granada Television Sherlock Holmes Series in 

Japanese, 1985）。除了過去曾有的電影及影集之外，在 2009 年到 2012 年現在，

全新的福爾摩斯電影、電視劇更陸續登場。先是 2009 年小羅勃．道尼（Robert 

Downey Jr.）和裘德．洛（Jude Law）主演的電影《福爾摩斯》（Sherlock Holmes, 

2009）、2011 年由原班人馬再度出演的電影續集《福爾摩斯 2：鬼影遊戲》（Sherlock 

Holmes: A Game of Shadows, 2011）以及 2010 年英國 BBC 將福爾摩斯探案從十

九世紀搬到二十一世紀，推出兩季迷你電視劇《神探夏洛克》（Sherlock, 2010; 

2012），一時之間福爾摩斯熱潮又再度席捲全球，而美國也在 2012 年底推出全新

福爾摩斯影集 Elementary、最近更有以福爾摩斯為名的歌曲在華語市場出現。 

這些作品不論是印刷出版或是影音媒體皆有佳評和創新之處，可見福爾摩斯

的魅力至今不減、一直都是相當熱門的發揮題材。 

雖然在資訊傳播大量且快速的現在，獲得這些文字或影像都非常容易，不只

是電視電影，有關於福爾摩斯的原文本、翻譯本等出版品也羅列在實體或虛擬的

店面供人選擇。但誠如上述，在距今百年以上、福爾摩斯甫誕生的十九世紀，就

                                                      
2
 約翰．狄克生．卡爾著，王知一譯：《柯南．道爾的一生》(臺北：臉譜文化出版：城邦文化

發行，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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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批人士將福爾摩斯的故事和魅力帶往英國之外。福爾摩斯探案系列中典型英

國人形象及字裡行間介紹的各種百科知識，也令視西化為「進步」而追求「現代

化」的中國及日本讀者如獲至寶。然而這些資訊不只讓求新求變的改革者接受到

政治文化上的衝擊，更讓中國和日本的作者及讀者認識一種全新的文類和寫作方

式，使之和柯南．道爾其他政治、歷史俠義類型的作品不同，除了涉及當代西方

的政經社會外，福爾摩斯探案系列的普及與對偵探推理類型的創作和大眾文學傳

播產生的影響更是不容忽視的。 

然而在如此龐大的作品翻譯量及福爾摩斯探案系列受歡迎的程度之下，相關

的研究似乎不足與之相應。雖然世界各地皆有專門研究福爾摩斯的組織、俱樂部

等團體機構，對原作本身的研究成果豐碩、多元，但是對翻譯，特別是關於將福

爾摩斯譯介到國外，做為先驅的晚清和明治時期翻譯的研究卻較少，在這樣的情

況之中而有了針對此點進行研究的想法。當然，晚清和明治時期的翻譯必然不若

現今那樣精準，讀起來也有些拗口，但其中蘊含的意義在時代背景下卻能比現今

市面上可見精確、漂亮的譯文來得更深刻。而且以當時翻譯小說在中國和日本的

流行，也許稱不上厥功甚偉但對當代社會也有多少貢獻、更枉論後來在日本文學

界蓬勃發展的偵探推理小說，有極大部分源自於翻譯福爾摩斯的出現。光是這些

點，就值得提筆為它們作一篇論文。雖然在臺灣、中國和日本各有分別研究晚清

和明治翻譯福爾摩斯探案系列的論文，但尚未見到將二者與原作進行比較的作

品，在此以本文試開先河，嘗試這方面的研究。 

 

第二節 文獻回顧與探討 

一、學位論文 

1、Journey to Modernity: The Ideology of Chinese Detective Fiction. 

本文強調西方偵探小說中「私家」偵探的形象，比對中國傳統的公案小

說，延伸出中國本土的偵探：程小青筆下的霍桑。霍桑的出現開啓了大眾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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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的流行，進而有了鴛鴦蝴蝶派的出現甚至影響了五四的文學。3
 

2、《日治時期臺灣偵探故事的發生與形成：一個通俗文學新文類的考察》 

論文強調偵探敘事在臺灣文學場域的發生和形成，指涉了一種新興通俗

文類的移植及開展、深化及轉化的現象。因此主要探討偵探敘事作為一種通

俗文類是如何進入臺灣的文學？進而發生、形成？同時臺灣又是如何接受、

消化、吸收？文中說明偵探敘事生成的社會及文學脈絡，並且由外緣和內緣

組織媒體、文化、新聞、偵探敘事形成的關連；接著實際考察當時偵探敘事

的寫作以及譯介的情況，再延伸改寫、創作，最後探究偵探敘事生成中所呈

現的文化意義，包括殖民性、現代性、通俗性在文本之中的展現。4
 

3、《中國偵探小說及其比較研究》 

論文以時間為線索，結合中國社會變動及偵探小說翻譯、創作，將中國

偵探小說的歷程分為四個階段：近代的發生、現代的發展、五十至七十年代

的特殊表現形態、改革開放之後的全面繁榮。並且從外來影響、民族傳承、

社會變遷和社會思潮來思考個階段偵探小說的發展情形。論文以中國偵探小

說為研究核心，兼論公案小說和外國偵探小說。5
 

4、《中國偵探小說研究：以 1896-1949 上海為例》 

這篇論文主要在探討清末民初時期，偵探小說作為一種全新、外來的小

說類型，如何在中國社會因翻譯而快速崛起，並帶動中國作家針對這個新小

說類型的模仿和嘗試。論文分成外部、內部二個部份：外部由分析偵探小說

在中國上海地區的傳播，包括方式、通路、引介者；內部以偵探小說的樂型

特徵為主，首先介紹偵探小說類型的特色與形成之條件，然後用實際創作文

本比對西方偵探小說。而論文的內容也清楚的區分了中國偵探小說的歷史分

                                                      
3
 Clement Ho, “Journey to Modernity: The Ideology of Chinese Detective Fiction” (M. A., University 

of Alberta, 1996). 
4
 呂淳鈺：《日治時期臺灣偵探故事的發生與形成：一個通俗文學新文類的考察》（臺北：國立政

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年）。 
5
 李世新：《中國偵探小說及其比較研究》（四川：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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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傳播與創作，並且提示重要的譯者及作者。6
 

5、《程小青偵探小說中的上海文化圖景》 

程小青的《霍桑探案》最為民初新興的偵探文類，內容交會著地理、都

市、社會、新聞、犯罪、心理、科學及醫學，文中強調「偵探、文本、都市

文化」間的緊密關係。《霍桑探案》取材自上海，觀察當代社會現象，其近

現代中國政潮起伏、社會局勢交替、民心動蕩的視野，成為文章的主要著力

點。論文整體以文學研究，偵探理論及文化研究為輔，分成地理空間、文化

記憶、傳媒消費和醫學層面探論，勾勒出一幅民初的上海圖景。7
 

6、Translation, Popular Imagination and the Novelistic Reconfiguration of 

Literary Discourse, China: 1890s-1920s. 

清末民初的翻譯小說對於中國文化語文學產生影響。文中強調語言和目

的語言以及文化、社會環境之間的交互作用，對中西文化交流有相當重要的

作用。8
 

7、《清末民初的偵探小說翻譯及其對中國原創偵探小說的影響》 

清末民初的翻譯小說在中國翻譯史上乃至中國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

位，而偵探小說翻譯對於國民了解和認識外部世界，促進中國文學和社會的

現代化。論文以依塔馬．埃文-佐哈爾（Itamar Even-Zohar, 1939-）的多元系

統理論為基礎，關注翻譯在文化生成和發展互相影響中的表現。9
 

8、《跨國文本脈絡下的臺灣漢文犯罪小說研究（1895-1945）》 

論文以討論臺灣小說類型的角度出發，介紹過去鮮為人知的日治時期犯

罪小說以及梳理此時期犯罪小說脈絡，建構後續臺灣通俗小說史及其討論。

                                                      
6
 謝小萍：《中國偵探小說研究：以 1896-1949 年上海為例》（花蓮：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碩士論文，2006 年）。 
7
 賴奕倫：《程小青偵探小說中的上海文化圖景》（臺北：國立臺灣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

論文，2006 年）。 
8
 Li Li Peters, “Translation, Popular Imagination and the Novelistic Reconfiguration of Literary 

Discourse, China: 1890s--1920s”(Ph. 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7). 
9
 張明：《清末民初的偵探小說翻譯及其對中國原創偵探小說的影響》（四川：四川大學外國語

學院，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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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內首先勾勒犯罪小說生成的場域及跨國脈絡，並以歐美、日本及中國的犯

罪小說創作情形為參照，指出臺灣本地的現象，同時舉出日本明治、大正、

昭和時代分期舉列代表作家及作品加以討論，指出三階段的變化與跨國文本

的連接狀況。最後文中指出日治時期臺灣犯罪小說，是處於前偵探小說過渡

到偵探小說的期間。10
 

這些論文主或以翻譯小說傳達西方知識的功能為主、或以翻譯小說產生的空

間場域出發，並且探討翻譯偵探小說對當時中國社會的影響，此外也強調政治經

濟之外這些翻譯偵探小說在中國發展「中國的偵探小說」時所受到的啟發。各篇

論文在本文的撰寫背景，以及關於某些細節問題上的釐清有所提示，例如《跨國

文本脈絡下的臺灣漢文犯罪小說研究（1895-1945）》清楚的犯罪小說歷史脈絡，

以及《程小青偵探小說中的上海文化圖景》對程小青《霍桑探案》的研究，補足

了本文未論述的晚清之後中國偵探推理小說的發展。 

 

二、期刊論文 

1、〈以通俗小說為教化工具：福爾摩斯在中國〉 

孔慧怡教授這篇文章全篇以福爾摩斯在中國的翻譯作為教化工具出

發，從歷史背景開始說明福爾摩斯的翻譯如何建立文學的新標準，包括一、

提倡新標準的人享有的社會和文化地位；二、以別國的文化為己用；三、借

取舊傳統裡有利新標準的成分。接著福爾摩斯在中國提綱挈領和顯示文化差

異的翻譯模式，使之成為小說改良社會的教材，而文中也強調中國的福爾摩

斯之所以有許多刪節，乃是因為文化差異之故。11
 

2、〈エドガー．アラン．ポー「モルグ街の殺人」ノート〉 

吉田司雄教授的〈探偵小説翻訳史稿〉共有三篇，首篇〈エドガー．ア

                                                      
10

 王品涵：《跨國文本脈絡下的臺灣漢文犯罪小說研究（1895-1945）》（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臺灣

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年）。 
11

 孔慧怡：〈以通俗小說為教化工具：福爾摩斯在中國〉，《翻譯、文學、文化》（北京：北京

大學出版社，1999 年），頁 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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ラン．ポー「モルグ街の殺人」ノート〉一開頭就以本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的「漫遊者」來解釋偵探做為都市中一種職業的特徵。而被認

為是偵探推理小說原點的〈莫爾格街凶殺案〉中登場的偵探也具備這樣的特

徵，文章便以此為基調說明這第一篇偵探推理小說譯介自日本的情況以及這

樣的翻譯是如何確立日本偵探推理小說的形式。再者，明治時代的翻譯手法

除了翻案也喜歡利用「事實譚」方式呈現，讓譯者和讀者更貼近這些翻譯的

作品、同時滿足讀者獵奇的目光。文章最後用〈莫爾格街凶殺案〉出現的動

物的翻譯情況，以及對「動物園」、「植物園」、「博物館」這些地方的描述，

來分析其背後帝國、殖民主義如何滲透到日本。12
 

3、〈還以背景，還以公道──論清末民初英語偵探小說中譯〉 

1890 年代後期，小說被視為救國的工具而在中國流行。晚清的翻譯小

說活動強調著譯者的使命：在面對少數菁英分子外，也面對廣大的讀者群。

而偵探小說之所以受到歡迎，乃是因為：偵探小說不論內容和刑事都是新奇

的；它是西方受過教育的人所偏好的讀物；之中載有新科技；偵探小說與現

代生活緊密結合；且偵探小說長於故事結構，也補足了中國傳統小說的弱

點。並且偵探小說讓讀者得到的心理滿足，也讓讀者在不安定的環境中找到

穩定感。再來文中針對譯文的敘事方式、文字調整、文化干預進行討論，認

為對於晚清的翻譯評價似乎有待商榷，就算以目前的眼光來看，晚清的翻譯

小說的確有缺陷，但仍無法否定這些翻譯作品在特定歷史下擔任文化轉移中

介人的功勞。13
 

4、〈コンナ．ドイル「唇のねじれた男」ノート〉 

本文是吉田司雄教授〈探偵小説翻訳史稿〉的第二篇。文章以明治時代

第一篇翻譯福爾摩斯探案、同時也是在明治時期多次被翻譯的〈歪嘴的人〉

                                                      
12

 吉田司雄：〈エドガー．アラン．ポー「モルグ街の殺人」ノート－探偵小説翻訳史稿(1)〉，

《工学院大学共通課程研究論叢》第 37-1 号（東京：工学院大学，1999 年），頁 105-92。 
13

 孔慧怡：〈還以背景，還以公道──論清末民初英語偵探小說中譯〉，收於王宏志《翻譯與

創作》（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頁 88-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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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同樣用相同各篇翻譯的比較，來闡述帝國、殖民主義的特徵，其中特

別提出該篇中對吸食鴉片的描述，從鴉片窟守衛的國籍到吸食鴉片產生的副

作用來分析當時社會對鴉片的特度。14
 

5、〈漢訳コナン・ドイル研究小史〉 

樽本照雄先生研究漢譯偵探推理小說的切入點主要由「翻譯偵探推理小

說是中國文學史忽略的一環」來發展。本文從 1940 年代之前至現代，中國

文學史中國於翻譯偵探推理小說的介紹和研究來說明偵探推理小說在中國

流行的情況、以及為何中國對偵探推理小說的翻譯比日本要早且數量也更

多，但是在相關的專題研究卻比日本少且晚。除了年代階段的分別，本文作

者也利用不同學者的觀點來分析此問題。15
 

6、〈中国におけるコナン．ドイル〉 

本文作者指出中國翻譯偵探推理小說的時間和速度雖然都比日本早、

快，但是因為中國本身並未發展出一套「偵探推理小說」的文體，因此與擁

有自己偵探推理小說體系的日本相比，對於偵探推理小說這一類的專題研究

要少得多，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偵探推理小說的翻譯」在清末民初時期雖

然引發了熱潮，但是在中國文學史上卻不受到重視的緣故。繼而從中國觀於

偵探推理小說的翻譯手法及內容把握來討論當時翻譯偵探推理小說熱潮時

作品的優劣。16
 

7、〈清末民初偵探小說翻譯熱潮探源〉 

晚清時期，偵探推理小說的大量傳入和翻譯受到了社會、文化和文學傳

統的影響，在此之前中國並未出現與之類同的小說體裁，就算是傳統的公案

小說也在本質上與之有所差異，因此偵探推理小說的傳入亦是一種新式文體

                                                      
14

 吉田司雄：〈コンナ．ドイル「唇のねじれた男」ノート－探偵小説翻訳史稿(2)〉，《工学院大

学共通課程研究論叢》第 38-1 号（東京：工学院大学，2000 年），頁 185-179。 
15

 樽本照雄：〈漢訳コナン．ドイル研究小史〉，《大阪経大論集》51(5)（大阪：大阪経済大学，

2001 年），頁 175-203。 
16

 樽本照雄：〈中国におけるコナン．ドイル〉，《清末小說》第 24-28 號（2001 年 12 月至 2005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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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引進和移植。雖然清末民初的偵探小說熱潮（包括翻譯）在文學史上並不

被重視，但是本篇作者嘗試透過小說篇內篇外的特徵，將這股熱潮解釋成一

種「動態的跨文化交際現象」。從篇內特徵而言，這些翻譯偵探推理小說為

讀者提供了不同以往的閱讀經驗，歸化譯法也使讀者更能接受、進入故事，

並且小說中提供大量西方科學知識；篇外特徵則是由於當時的社會處於混

亂，上位者無暇控制，出版業者紛紛崛起，提供了翻譯的商業利益。且此時

文學界尚無一確立的文學系統，加上清末民初小說的地位突然提高，因此本

篇作者利用述釋學的理論應證其提出的討論，說明這些因素如何對此依熱潮

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17
 

8、〈福爾摩斯在中國〉 

李歐梵教授這篇文章首先從（英國）福爾摩斯的成書開始介紹，包括柯

南．道爾的生平背景。維多利亞時代理性科學的實證精神加上哥德式小說的

特徵，從中誕生的福爾摩斯和他的案件不僅體現了當代氛圍，也實際展示了

英國通俗小說的黃金時代，而後福爾摩斯被譯介到中國，帶給中國知識份子

所欠缺的東西，「諭教育於小說」與文章通俗，讓福爾摩斯在短時間風靡流

行，受歡迎之程度彷彿福爾摩斯就是中國人所期待的、理想中的仿效對象，

然後中國出現了「本土的福爾摩斯」。而福爾摩斯作為一名（私家）偵探，

代表了當時的「現代」和「都市」，但隨著戰亂鄉村於是取代都市，偵探也

不敷存在。18
 

9、〈清末における日本近代文学作品の翻訳と紹介〉 

翻譯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中是一個非常特殊的環節，在清末民初時期大量

的翻譯小說進入中國，除了歐美的翻譯作品之外，由於當時許多學者流亡日

本，因此來自日本的翻譯作品同樣也對這段時期產生影響。從清末開始傳入

的翻譯小說種類、內容開始研究，擴展到時代的社會背景因素做全面的考

                                                      
17

 李德超、鄭靜：〈清末民初偵探小說翻譯熱潮探源〉，《天津外國語學院學報》第 10 卷第 2

期(2003 年)，頁 1-6。 
18

 李歐梵：〈福爾摩斯在中國〉，《當代作家評論》第 2 期（2004 年），頁 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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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日本做為一個將部分翻譯作品（歐美）傳入中國的橋梁或窗口，不只是

將當時代所必需的知識傳入、也對中國現代文學的促進以及介紹外國作品給

中國讀者產生貢獻與價值。19
 

10、〈論清末民初偵探小說翻譯熱之原因〉 

在翻譯偵探推理小說的熱潮發生的二十年間（1896-1916），小說的地位

也在熱潮的影響之下因而提升。本篇作者利用「多元文化理論」對此現象展

開討論，其中特別強調依塔馬．埃文-佐哈爾（Itamar Even-Zohar, 1939-）翻

譯觀點中「文學的轉折期、危機期和真空期」理論對翻譯偵探推理小說熱潮

的影響。而翻譯偵探推理小說的譯者多、作品大量範圍廣、以及翻譯速度迅

速也同樣產生關聯，並且這種熱潮也為出版機構、譯者（評論家）和讀者之

間的共同作用所促進。20
 

11、〈データから見る清末民初と明治の翻訳文学〉 

本文利用統計資料來說明清末民初各國小說傳入中國和日本的情況，以

及後續發展的翻譯活動、翻譯外國小說的目的和種類。顯示當時最主要被翻

譯的語言是英語（或是經由日譯本再翻譯成中文的小說），最受到重視的體

裁則是政治小說。而這些小說被翻譯的原因，主要仍是以啟迪民智為出發點

來考量。21
 

12、〈從安德烈．勒菲佛爾的理論看清末民初偵探小說的翻譯〉 

清末民初偵探推理小說大量被譯介，但其中的內容卻遭到刪修、改編，

使得當時的譯者受到了對原作「不忠實」的批評。本文作者以安德烈．勒菲

佛爾（André Alphones Lefever, 1945-1996）的三因素理論來解釋此現象。三

因素理論包括了意識形態、詩學和贊助人，分別從社會文化、文學和商業集

                                                      
19

 康東元：〈＜原著論文＞清末における日本近代文学作品の翻訳と紹介：日本文芸の中国にお

ける受け入れ方（１）〉，《図書館情報メディア研究》第二卷第一號（筑波：「図書館情報メディ

ア研究」編集委員会，2004 年），頁 1-12。 
20

 張昀：〈論清末民初偵探小說翻譯熱之原因〉，《福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20 卷

第 2 期（2006 年），頁 73-76。 
21

 王虹：〈データから見る清末民初と明治の翻訳文学〉，《多元文化》v.7（名古屋：名古屋大学

国際言語文化研究科国際多元文化専攻，2007 年），頁 151-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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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者的經濟面來說明翻譯偵探推理小說受到的影響和背景。本文作者也強調

雖然當時的翻譯手法在現今看來確實有缺陷，但實際考量當時的社會背景，

這些手法無疑也推動了翻譯偵探推理小說的普及與西方知識的傳入。22
 

13、〈林紓與柯南．道爾其他小說的翻譯〉 

本文主要強調林紓譯介，柯南．道爾所著偵探推理小說以外的作品。 

柯南．道爾的福爾摩斯探案系列在清末民初翻譯偵探推理小說的熱潮中

有一定的影響力，而當時的翻譯大家林紓更在柯南．道爾諸多的作品中發掘

出「偵探推理小說（福爾摩斯探案系列）」之外的佳作，並將之譯介。林紓

認為翻譯偵探推理小說最大的貢獻在於「西方律法制度」的介紹，林紓譯本

中迅速抓住偵探推理小說的藝術特徵使他的（唯一的福爾摩斯探案系列翻

譯）《歇洛克奇案開場》在其他譯本中獨樹一格。本文後半則敘述林紓翻譯

柯南．道爾社會小說《蛇女士傳》的內容、手法即在當時產生的影響。23
 

14、〈近代中国における日本書籍の翻訳と紹介〉 

翻譯作為社會之間交流的手段之一，對不同文化間的互相影響有極大功

用。近代中國（清末民初）受到西方列強的衝擊，而有了維新的觀念，因此

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對中國而言無疑是一種鼓舞，加上許多學者流亡日本，

而使此時大量的日本翻譯作品傳入中國。本文除了說明來自日本的翻譯作品

如何引起中國的共鳴之外，也對當時各別譯者進行分析，藉以佐證近代中國

對日本翻譯書籍的受容。24
 

15、〈明治期の『緋色の研究』、四人のシャーロック．ホームズ〉 

〈探偵小説翻訳史稿〉第三篇作品將主題轉往明治時代的四篇《暗紅色

研究》翻譯。這四篇翻譯各有特色，從翻案、改譯、到直譯，呈現了明治時

                                                      
22

 趙亮：〈從安德烈．勒菲佛爾的理論看清末民初偵探小說的翻譯〉，《內蒙古農業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第 5 期（2009 年），頁 359-360。 
23

 郝嵐：〈林紓與柯南．道爾其他小說的翻譯〉，《清末小說》第 32 號（2009 年 12 月），頁

74-84。 
24

 張迪：〈近代中国における日本書籍の翻訳と紹介―19 世紀末から 20 世紀初頭の概況とその

特徴―〉，《言葉と文化》 v.10（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大学院国際言語文化研究科日本言語文化

専攻，2009 年），頁 197-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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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譯者在同樣的文本上不斷嘗試改變的現象。25
 

這些論文、期刊多以晚清中譯或是漢文偵探推理小說（犯罪小說）為主，特

別是李歐梵教授和孔慧怡教授在文章中提出多點發人省思的問題。在〈福爾摩斯

在中國〉中，李歐梵教授除了呈現十九世紀英國通俗小說的流行和翻譯福爾摩斯

在中國的複雜外況外，提出了以下幾個問題：一、福爾摩斯原名 Holmes 中的 Ho

音節，是從何時由「霍（呵）」音變為「福」音？就像教授在文中所說，這個問

題還是需要交由語言學家考證為佳，但是應還是語方言問題脫離不了關係；二、

福爾摩斯所代表的維多利亞時代，到底有多少程度能為中國讀者所接受，究竟中

國人想從福爾摩斯的身上得到什麼？；三、華生在福爾摩斯探案終到底扮演了什

麼角色？以及孔慧怡教授對原作與翻譯中對福爾摩斯吸毒的描述，納之為晚清中

國社會常規的解釋方法，也讓本文在寫作的過程中有更多思考的空間。 

而日本學者樽本照雄先生長期研究晚清時期漢譯福爾摩斯，相關著作包括收

錄在《漢訳ホームズ論集》（2006）中的數篇文章、另外也有相關研究文章發表

於《清末小説》，如〈中国におけるコナン．ドイル〉（《清末小説》第 24-28 號

連載，2001.12.1-2005.12.1）等系列文章。樽本照雄先生這一系列的研究都以「翻

譯小說是（中國）文學史中失落的一環」為基調，並以當時在中國廣泛流行的偵

探推理小說為例說明，中國翻譯偵探推理小說的速度雖然要比日本快速、數量也

更多，但是因為中國本身並未發展出一套「偵探類型」的文體，因此與擁有自己

偵探推理小說體系的日本相比，對此的專題研究要少得多。樽本照雄先生認為這

個現象，是由於偵探推理小說的翻譯雖然在晚清時期引起熱潮，但是在中國文學

史上卻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之故。而樽本照雄先生的主要研究方法是以研究當時

翻譯手法及內容把握的方式，來討論晚清時期翻譯偵探推理小說作品的優劣。另

外他根據中國各個年代的文學史中關於翻譯偵探推理小說的介紹和研究來說明

當時的流行情況，並利用不同學者的觀點來分析相關問題，這些成果也對本文的

                                                      
25

 吉田司雄：〈明治期の『緋色の研究』、四人のシャーロック．ホームズ－探偵小説翻訳史稿(3)〉，

《工学院大学共通課程研究論叢》第 48-2 号（東京：工学院大学，2011 年），頁 6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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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歷史背景基礎。 

另外在研究日本明治時代翻譯小說有〈データから見る清末民初と明治の翻

訳文学〉（2008）利用統計資料說明各國小說在當時傳入中國和日本的情況，以

及後續的翻譯活動、翻譯的目的和種類。而吉田司雄教授一系列的〈探偵小説翻

訳史稿〉中，也針對明治的福爾摩斯翻譯提出看法：一、文中帝國主義、殖民主

義的滲透；二、重視華生在福爾摩斯探案中扮演的角色。而這裡提到的第二個問

題與李歐梵教授等人提出的問題剛好相對，雙方也有不同的解釋，也是一個值得

探究的問題。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中國和日本的第一篇福爾摩斯探案翻譯都出現在 1890 年代，此時正值中國

清朝（1644-1912）以及日本的明治（1868-1912）時代。在這段期間，中國和日

本不但都經歷了西方衝擊，兩國之間的交流也由於甲午戰爭的結果愈趨多樣，而

且此時兩國也都開始翻譯西方科學、文學作品，此時各種報刊雜誌出現，短時間

內達到高度的發展。福爾摩斯探案系列在中國及日本翻譯都相當早且數量大。加

上福爾摩斯探案系列主要以短篇小說著名，因此在文本選擇方面，將以兩國出現

第一篇福爾摩斯探案翻譯的時期為基準，將中國晚清時期及日本明治時代後期的

1893 年至 1912 年為時間背景，以當時常見於報章雜誌，柯南．道爾所撰寫的福

爾摩斯探案系列短篇為主，並輔以長篇作品作為參考，以完整內容。其中包括福

爾摩斯探案系列短編小說集《福爾摩斯辦案記》（Adventure of Sherlock Holmes, 

1892）、《福爾摩斯回憶記》（Memoirs of Sherlock Holmes, 1894）與《福爾摩斯歸

來記》（The Return of Sherlock Holmes, 1905）中收錄的作品以及長篇作品《暗紅

色研究》（A Study in Scarlet, 1886）、《四個人的簽名》（The Sign of Four, 1889）、《巴

斯克村獵犬》（The Hound of the Baskervilles, 1902），以文本對照的方式對英、中、

日三種語言的《福爾摩斯辦案記》作探討，追蹤晚清時期和明治時期中國與日本

的翻譯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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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以文本比較為主，輔以晚清與明治歷史、文學、文化背景的考察。

文本的詳細比較對照從晚清與明治的翻譯輸入背景及策略出發，檢討福爾摩斯探

案對兩國的影響，特別是以對讀者「目的性」為鋪陳重點，強調兩國的譯者為何

對原本加以刪改、添加、改寫或是不作任何改變，看中國及日本如何揀選外國文

本，並將外國的思潮、文化與生活引介到自己的國家且加以利用受容及發展。 

為了架構起整個福爾摩斯探案的翻譯歷程，第二章將以中國晚清和日本明治

的翻譯背景為主，針對翻譯小說的部分進行分析介紹，以說明過程中翻譯小說的

演變和特徵；第三章承接第二章，強調此時期偵探推理小說，也就是福爾摩斯在

這段時期所扮演的角色，從晚清和明治對福爾摩斯探案篇名及情節的翻譯來看譯

者的翻譯策略與特徵；第四章則著重作品內容的文化層面，比對原作、晚清及明

治時期福爾摩斯探案翻譯中的人物形象情感、制度、物質，觀察之中的文化受容

情形；第五章則是全文的結語。 

 

 

 

 

 

 

 

 

 

 

 

 

 

 

 

 

 

 

 

 



16 

 

第二章 晚清與明治的翻譯背景 

第一節 中國翻譯歷史概況 

中國最早的翻譯出現在周代，但當時只有口譯，尚未有文字的記載。到了唐

宋時期才開始對佛教經典的大規模文字翻譯，這些經典翻譯雖然對唐宋文學創作

有相當的影響，不過經典翻譯本身並非文學。明清之際，西方傳教士來到中國，

伴隨著宗教教義他們帶來各種西方科學知識，同時為了宣揚天主教，也曾在他們

所著的中文著作中引用了《伊索寓言》中的故事，26但這些仍與翻譯文學或文學

有距離。到了約 1740 年的乾隆時期，中國出現譯印西洋小說，然而雖稱為譯印，

但實則根據聖經中的故事重新寫作，已算是自撰而非翻譯。同時期還有些西洋的

見聞、雜技等等被翻譯，但是似乎還不足以稱為翻譯文學。直到鴉片戰爭前的

1837 年至 1840 年，出現由外國人翻譯的作品，但尚未有中國人自行翻譯的作品。 

1840 年，鴉片戰爭的砲火打開了中國封閉已久的大門，來自西方的帝國主

義、殖民主義順式踏上中國土地。即便在此之前，許多士大夫已認同西方的船堅

砲利、機器製造等科技與科學的造詣，對西方的政治、法律等社會科學也抱持興

趣，不過對於西方的小說卻還不甚了解。直到鴉片戰爭伴隨而來的不平等條約、

割地賠款、開放通商口岸，與此同時更多的傳教士、商人紛紛來到中國設立教堂、

商行、學校、報社，如此情勢變化下，中西文化交流於是展開，作為這場交流重

要手段載體的翻譯活動也應運而生。 

這時首先發揮功用的是延續著明代徐光啟（1562-1633）、李之藻（1565-1630）

等人與西方傳教士合作譯介的天文、曆算、數學等自然科學的書籍，除了科學技

術外，還有為數可觀的哲學、政治、法律、教育、史地方面的翻譯，可見中國在

鴉片戰爭失敗之後，一直在追尋富國強兵之道，而展開了中體西用的洋務運動，

不僅在外務省設立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並成立了培養翻譯人才的同文館為附屬

機構，另一方面也設置如造船廠等各種工廠，鋪設道路、派遣留學生至外國留學，

但效果卻不如預期，中國仍在甲午戰爭中徹底敗北。 

                                                      
26

 最早的《伊索寓言》翻譯出現在利瑪竇的《畸人十篇》和 Didaeus de Pantoja 的《七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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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遭遇甲午戰爭失敗的打擊，但中國並未放棄翻譯這個手段。於是甲午戰

爭後，更擴大了翻譯規模。此時也是繼唐宋佛經翻譯後、中國翻譯史上的第二個

高潮，緊接著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翻譯，文學翻譯也來到中國，其中以小說一

類最受到注目。這段翻譯的繁盛期，就以翻譯小說的表現最為突出。由上述可知

中國晚清在鴉片戰爭後的翻譯歷程可以歸納成三階段：自然科學的翻譯、社會科

學的翻譯、文學的翻譯。 

鴉片戰爭的敗北，使中國人親身經歷了西方人的軍事能力，加上清朝政府腐

敗，急需一股改革的力量，首先魏源在林則徐「師敵之長技以制敵」的想法上提

出了「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策略，主張學習西方軍事技術及機器製造，即對西

方自然科學的「格物致知」。此時出現的譯書有算學、測量、機器製造、水陸兵

法、天文、物理、化學、醫學等。 

自然科學之後則是社會科學的輸入。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中國開始派遣留學生

至歐美留學，隨著與西方人的交往，這些使節、留學生親身體驗到西方國家之所

以強盛，不只是器物及自然科學上的發達，他們的制度與文化才是造成強盛的主

因。例如議會的設立、民主選舉、新式學校、自由平等的概念都令中國人心生嚮

往，因此對西方政治、法律、教育、歷史產生興趣並著手翻譯。其中嚴復所翻譯

的《天演論》，深刻表現出對西方社會科學翻譯的自覺，了解西方科學的精華不

僅在格致自然科學。 

雖然文學的翻譯也起步於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不過要到甲午戰爭之後，才是

文學翻譯的全盛時期。1896 年張坤德翻譯四篇柯南．道爾的偵探推理小說，並

在《時務報》上刊登；1899 年林紓與王壽昌合譯的《巴黎茶花女遺事》正式出

版，這部愛情小說在中國造成轟動，在它之後，翻譯文學如雨後春筍般在中國冒

出。 

1898 年梁啟超的〈譯印政治小說序〉以及在《巴黎茶花女遺事》問世後，

1902 年發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的同年也創刊《新小說》，主旨為師法域外

文學。先是翻譯日本、歐美的政治小說，後來逐漸融入中國文學，促成晚清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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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一系列的文學變革。此處之所以也強調日本文學，是因為甲午戰爭的失敗也讓

中國人看見了日本師法西方的成功經驗，於是有識之士也判斷「日本翻譯的西洋

書物有利改革」，此時不僅留學歐美、前往日本留學的學生也激增。梁啟超計畫

將小說作為改良群治、提高民德、民治、民力的工具，翻譯小說結合譯者感念國

家存亡之際強烈的民族情感，展現出啟蒙主義文學觀及「小說救國論」的反映。

這些帶有政治思想宣傳目的的作品，使政治小說首先成為翻譯大宗。雖然政治小

說中推提倡的政治運動、啟迪民智的理想和現實及實踐必然有所差距，但是這段

期間時代的文學風尚、文壇的發展趨勢、作家的創作傾向以及讀者的成立都有助

於理解這段小說界革命及新小說成立的歷史。而梁啟超、嚴復及夏曾佑等人，特

別是梁啟超之所以力挺小說，也許並非因為小說真的有什麼神奇的功用可以救中

國，但是中國確實因為這種西方國家以小說立國的神話，而提高了翻譯和小說的

地位。雖然以小說作為政治鬥爭的工具並不高明，也為後來的創作投下陰影，但

是確實提升了小說的地位，並且吸引有才華的文人從事創作。即便後來對政治的

熱情消退，寫作、翻譯小說變成自娛娛人的活動，小說本身也回雅向俗、商品化，

但這個時期所成立的翻譯小說特徵仍成為後世創作發展的指標，並且持續的改良

進步。 

同時對科學小說的翻譯也成為輸入科學知識和啟蒙的手段。科學小說是隨西

方科學發展出現的新題材，最早譯介到中國並且廣受歡迎的就是法國作家儒勒．

凡爾納（Jules Gabriel Verne, 1828-1905）的作品。這些充滿真實性與大膽幻想的

故事結合了現實主義及浪漫主義，不僅滿足了中國讀者對未知世界的好奇心、豐

富人們天文、地理、生物、歷史知識，也讓讀者享受到愉快的閱讀經驗。 

回顧這段翻譯小說的歷程，雖然在 1853 年中國就有由外國傳教士翻譯的西

方長篇小說，27第一本由中國人翻譯的小說《昕夕閑談》28也在 1873 年於《瀛寰

瑣記》上連載，待《巴黎茶花女遺事》甫出版人們爭相閱讀，「一時洛陽紙貴，

                                                      
27

 美傳教士 William Burns 譯 John Bunyan 的《天路歷程》（The Pilgrim’s Progress）。 
28

 譯英國作家 Edward Bulwer Lytton 作品《夜與晨》（Night and Mo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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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行海內外」的魅力對之後翻譯文學發展、甚至文學界發展都產生重要的影響。

在文學上《巴黎茶花女遺事》的出版也改變了中國人──特別是士大夫階級──

認為西方只有自然科學、政治制度方面優秀，但文學方面仍比不上中國傳統文學

的想法，並且在作品流傳、帶來更多西方的翻譯小說後，打破中國固有的章回體

敘事模式及結局，最重要的是《巴黎茶花女遺事》實際提高了小說的地位，讓之

後政治小說、科學小說等「小說救中國」主體的傳播更為容易且深植人心。 

 

第二節 晚清時期譯介背景 

回顧晚清的翻譯歷史，可見起始於政治小說的譯介，而且當時報刊雜誌即承

載資訊的主體，晚清時期也因此出現了出版鼎盛的狀況。這種報刊出版配合著翻

譯作品續出的情景，構成了晚清「諭教育於小說」的社會圖像。面對晚清政治腐

敗、變法失敗的現實，1897 年《國聞報》刊登了嚴復與夏曾佑的《本館附印說

部緣起》，其中指出小說對於啟蒙社會的優勢： 

 

本館同志，知其若此，且聞歐、美、東瀛，其開化之時，往往得小說之助。

是以不憚辛勤，廣為採輯，附紙分送。或譯諸大瀛之外，或扶其孤本之微。

文章事實，萬有不同，不能預擬，而本原之地，宗旨所存，則在乎使民開化。 

 

這篇文章可說是晚清「文學救中國」意識的濫觴，可惜的是未能實行。 

而在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啟超流亡日本，在眾人的協助之下創刊《清議報》，

其中提到為文明進步，國民應跟進，主旨欲喚醒國民共赴變法。他所提出的方法

就是文學啟蒙，手段為翻譯小說。同時梁啟超也在《清議報》上發表翻譯自日本

政治家、小說家，筆名東海散士的柴四朗的作品《佳人之奇遇》，以及做為輔助

的是〈譯印政治小說序〉以提倡政治小說。文中道： 

 

在昔歐洲各國變革之始，其魁儒碩學，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經歷，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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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中所懷，政治之議論，一寄於小說。於是彼中輟學之子，黌塾之暇，手之

口之，下而兵丁，而市儈、而農氓、而工匠、而車夫馬卒、而婦女、而童孺，

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書出，而全國之議論為之一變。彼美、英、德、法、

奧、義、日本各國政界之日進，則政治小說為功最高焉。英某名儒曰：「小

說為國民之魂」，豈不然哉！豈不然哉！ 

 

強調了改革與（政治）小說的關係。而梁啟超對《佳人之奇遇》中的立憲意識也

相當關心，他認為若能成功以小說喚起民眾改革意識，那麼柴四朗筆下的美好憲

政也能在中國實現。這樣的理念持續到他創立的《新民叢報》中，而同年創刊的

《新小說》標題也直接引用日本雜誌，這本最初以中國人為目標的讀者的小說專

門誌是在橫濱印行，更說明了中日在清末時複雜的關係。然後他又發表了對此時

小說界來說相當重要的〈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晚清於是掀起了「小說界革命」

的熱潮。綜合以上梁啟超在變法失敗後的經歷和考量，也證明了這樣的變革並非

中國的獨自改變，而是受到外國影響的梁啟超的小說界革命。而小說界革命中的

「革命」二字也是借日本的新詞，與過去革命的意義已經不同。其主要的目的在

於對現狀不滿，希望求新求變。而有詩文代變的情況，這是晚清期望借助進化，

也就是域外文學的標準，對中國文學在域外文學的衝擊下進行結構性調整，重新

評估，甚至有意識促成某種文體。此時梁啟超仍然堅持立憲立場，他反對民族主

義革命並有所批判，但是 1903 年「拒俄義勇軍事件」及「蘇報案」兩個事件讓

民眾對清朝徹底失去信心，清廷立憲的主張幾乎已不可行，這使得原本立憲思想

轉向了革命，同時政治小說的走向也往虛無黨小說靠攏。29
 

自從梁啟超等人基於政治目的建構起文化場域，會發覺這是個以刊物為中心

的時代，來自外國的訊息、新聞當然還有文學作品、小說都是先在報刊雜誌上發

表、連載，若得到一定的回響則有機會出版。在晚清時期，出版的中心地很大部

分因為梁啟超等人的原故，首先在日本、有許多外國租界的上海，之後才轉向北

                                                      
29

 趙稀方：《翻譯現代性──晚清到五四的翻譯研究》（臺北：秀威資訊，2012 年），頁 6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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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為中心，這三個地方創刊的定期刊物占了當時全體的百分之七十，並從空間看

來是一個雜誌的三角形。除此之外，此時許多的刊物是由外國人出資成立的，像

是英國人創刊的《申報》、《新聞報》以及發行人為日本人的《時報》。而當時編

印了多種書籍的商務印書館是由基督教徒的中國人集資創立，除了印刷與教會和

經濟相關的書籍外，也編輯出版英語教科書及小學國文教科書。之後與日本的金

港堂合併使商務印書館業績飛躍成長，但之後受到攻擊批判、加上金港堂失去利

用價值，雙方才走上分離之路。之後有廣智書局成立，而後小說林社的加入更刺

激商務印書館大量刊行翻譯小說（說部叢書），1908 年小說林社變為改良小說

社，1911 年後又有群學社的活躍。顯示了如此文學時代下中國與外國的互動學

習。 

而場域之下則有人的存在。面對不安的政局，清廷起用了臨時招募的經濟特

科，其中李伯元、吳趼人都在其中，他們以媒體人的身分賺取金錢，展現了當時

一種新的經濟型態。並且因為這些官方或非官方的招募並且提供稿費的情況下，

出現了小說家這一種職業，成為中國知識份子在科舉之外的另一種選擇，像李伯

元創刊的《遊戲報》、《世界繁華報》上除了文藝性強的小新聞外，還在後者上連

載了長篇小說《官場現形記》，商務印書館創刊的《繡像小說》也邀請李伯元擔

任主編。而且在 1905 年廢科舉之後，這些無法出仕的文人便將原來的政治願望

轉向寫作，有些曾在清朝官辦的同文館、翻譯局或是外國在華的譯書機構學習過

外語的人也投身於翻譯活動。此時期的譯者有共同的社會文化背景，他們都處於

時代變化與傳統根基動搖的情境之下，他們的思想、情感根植於傳統，但在社會

變化下接受了外來語言、觀念，而具有成為譯者的先決條件。在對傳統仕途的棄

絕和從業觀念下，這些文人也投入翻譯成為譯者，而且這些譯者對傳統的不同情

感也都變為翻譯，融入他們的譯作之中。 

聚集了譯者和被稱為「新小說家」作家們的晚清，進入了一種新的文學時代，

順應著這樣刊物與文學結合的社會氛圍，許多當時的小說家也都親自創辦過或編

輯過小說雜誌。而這種文學現象也帶動了創作理論的提出與發展，首先是翻譯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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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的部分，雖然晚清初期的翻譯格式仍採用中國說部體制，像是梁啟超翻譯自日

譯本的《十五小豪傑》。此外也可以看出晚清譯者和新小說家的特徵，他們一方

面反叛傳統，但是又呈現傳統；另一方面皈依傳統，但又在字裡行間出現西方影

響。這是這個時代、這個時代的作者介於古今中外的特殊之處，而這些知名度高

的域外小說翻譯，政治小說不僅讓作者與讀者知道小說可以發議論，也動搖了小

說中情節中心的地位；言情、偵探小說除了講有趣的故事之外，也讓作者讀者認

識倒裝、第一人稱等敘事方式。這一時期的翻譯文學突出近代中國人與外界交往

初期的階段性特徵，與其過度時代的社會氛圍相關。並且此時出現的林譯小說開

啟了對外國的窗，雖然他的翻譯方法受到現在批判，但是不可否認林譯小說對當

時社會造成了一定的影響，而除了林紓共譯的方法外，還有經日譯本而來的翻

譯，可見晚清翻譯的興盛景況。 

晚清時期的翻譯與創作、作家和譯者、出版業者的共存，可以說是這段歷史

階段的成果，也正是因為這群人的結合，加入當代的作家開眼看世界的熱情，以

及以域外小說為榜樣改造中國小說的膽識，的確使後面幾代作家受益無窮。 

綜合以上的內容，我們可以發現近代翻譯的發韌，起於列強入侵與經世致用

思潮興起。人們渴望正視現實生活、揭露時弊、盛倡改革，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人

們希望可以了解夷情，睜眼看世界。而這樣的情況也揭示了近代翻譯的特徵：一、

面對過去的翻譯，做為世界中心的中國對外來的作品態度是消極的，但是晚清遭

遇了外來事物的入侵，意識到不得不改變的中國態度終轉為積極；二、在這樣的

情況之下，晚清一方面派遣留學生與官員往外，另一方面也接受外國人來到中國

經商、辦報、投資，在這樣的互動之下也展開雙向的文化交流；三、而且翻譯的

目的也不是過去以傳教為主的譯書，而是有意識的吸收、學習外國的科學、科技、

制度與文化；四、過去中國的翻譯主體以僧侶翻譯佛點為主，後有傳教士義基督

教經典，但是晚清時期有大量的文人參與翻譯，熟悉晚清政局的文人譯者可說掌

握了這個時代的文學風潮。 

於是這些文人譯者逐漸帶動了自己的翻譯特點，他們研發出的近代翻譯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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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譯者對以往翻譯實踐的反思與總結，像是譯名就是翻譯中概念即專有名詞

（造新字、新詞），並且提出了翻譯標準如信、達、雅的發展漸趨成熟；翻譯的

方法也從意譯到直譯；譯者的組合也從集體到個人，受機構操縱愈來愈小，譯品

自由；翻譯的文字由白話取代文言，翻譯小說也走入了百姓家。 

更由於晚清的創作與翻譯同步，此時的創作強調由於域外小說的輸入，刺

激、啟迪中國小說使其發生變化；另一方面中國小說從文學結構的邊緣向中心移

動，移動過程中持續吸收傳統，於是兩者合力之下便產生了新小說。新小說家從

啟蒙角度，對民主、自由、獨立、權利的渴望，依序注重主題意識、情節類型、

小說題材和敘事方式，可見小說形式由外部向內部轉移的過程。而為了主題意識

（政治）的傳達，在各種類型的小說中都加入了政治議論。新小說家的意識、自

覺在於如何克服中化、西化這種簡單化的傾向；通過轉化而非認同或決裂傳統來

實現小說藝術的革新和發展；創作新的小說文體和敘事方式以更準確有效表達審

美感受。由域外小說證明傳統小說的價值的情況，使通俗小說的存在及其價值，

對新小說的影響不容低估。最後變呈現了「新小說界」文白並用的景致，而支持

這種新小說現象的就是印刷出版組織的出現及新聞雜誌，特別是大量小說專門誌

的創刊。於是整個晚清的翻譯、創作和出版就形成了一個相生的情況。 

 

第三節 日本翻譯歷史概況 

日本歷史上被稱為近世的 1573 年至 1868 年已有西洋文學進入日本的先蹤，

早在 1593 年就有《伊索寓言》、《魯賓遜漂流記》等活字化書籍的傳入。到了明

治時期，也就是 1868 年至 1912 年，與外國文學的接觸形成了外國文學傳入的集

大成。 

在日本幕府崩壞後的十年間此時日本翻譯文學的背景有二：一是啟蒙書的流

行、二是新技術的導入。流行於當時的包括被稱為西洋文學的作品、西洋立志傳

以及各種歷史、啟蒙書集中可見的西洋文學家的傳記等等，當時代的關鍵字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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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以及文明。這些書籍的流行透過福澤諭吉30〈西洋事情〉、31〈文明論之概略〉，

32還有中村正直33〈西国立志編〉、34河津孫四郎〈西洋易知錄〉伴隨著人物略傳、

史書等作品的傳播，使得西洋的立志傳成為當時翻譯的流行先驅。且這些作品之

所以流行，一方面也與幕藩體制的崩解有關。在幕藩體致崩解之後，社會階級開

始流動，同時透過西洋偉人的事蹟，讓人們抱持著超越階級出世的可能性，並且

西洋偉人順時應事、清楚時代變化參考他們的經驗得以構築西洋文明，同時在維

新之後，閱讀這些作品的人可以從中理解與日本傳統思想不同之處，以西洋名士

的思考、行動為模範。而新技術的導入則包括了印刷技術中的銅版畫與石版畫。

銅板化的技術在西元 1592 年就已經傳入，十八世紀末日本最初的銅版畫是司馬

江漢的〈三囲景図〉，因此在這個時期最重的變革是在於石版技術的普及，透過

梅村翠山於 1874 年成立了雕刻公司，石版印刷得以普及。明治十代後半到二十

代前半，大部分的出版品封面都採用石版印刷，不僅是日本藝術史上重要的一

環、銅版畫和石版畫的並用對當時書籍、雜誌的印刷出版亦有相當的重要性。 

這個時期對外國文學受容上，一方面有學校英文學課程講義及明治時期原文

書進口狀況作為外國文學研究的起源、另一方面則有透過英語教學傳入的外國兒

童文學，這些外國兒童文學除了作為英語教科書之外，也成為日本近代兒童文學

的起點，也就是說，日本對外國兒童文學的受容，正是來自於英語教科書。那麼

                                                      
30

 福澤諭吉（福沢諭吉，ふくざわゆきち，1834-1901），日本思想家、教育家。與緒方洪庵學習

蘭學，並在江戶成立洋學塾。任職於幕府時，曾隨行前往歐美。維新之後未在政府任職而專心

於民間活動，1868 年（慶應 4 年）將洋學塾改名為慶應義塾。參加明六社。1882 年（明治 15

年）創刊《時事新報》。主張獨立自主與實學，政治上提出脫亞入歐、官民調合的理念。著有《西

洋事情》、《世界国尽》、《学問のすゝめ》、《文明論之概略》、《脫亞論》、《福翁自伝》等作品。 
31

 福澤諭吉著。全十卷。內容以遊覽歐美的見聞和各種西洋書籍為基礎，詳細介紹西洋政治、

風俗、經濟、制度、文明的啟蒙作品。在刊行的 1866 年至 1870 年（慶應 2 年至明治 3 年）間廣

泛流行。 
32

 福澤諭吉著。全六卷。舉例說明西洋與日本的文明發達，並且解釋文明開化與個人自主獨力

作為國家獨立基礎的重要性。刊於 1875 年（明治 8 年）。 
33

 中村正直（中村正直，なかむらまさなお，1832-1891），號敬宇，出生於江戶，日本西洋學者、

教育家。常習儒學與英學，1866 年派遣渡英。組織日本最初的學術團體明六社，提倡政治、經

濟、宗教等問題的啟蒙，對當時啟蒙思想的普及有極大貢獻。曾任東大教授、貴族院議員。著

名的譯作有《西国立志編》、《自由之理》等。 
34

 中村正直譯。全十一冊。刊行於 1870 年至 71 年（明治 3 年至 4 年），英國人 Samuel Smiles

（1812-1904）所著 Self Help 的日譯本。介紹數百名西洋古今人物的立志傳，解說西洋個人主

義，平易近人的內容鼓舞當時的日本青年，影響範圍廣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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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語教學相關的英文學、英語教學又對日本的翻譯史造成什麼影響呢？事實上

在日本最初的專門的文學教學講義，也就是英國人ジェームズ・サマーズ

（1821-1891）所設計的課程中，35提出了諸如：詩與散文的不同之處、戲劇是什

麼、作家介紹等等問題與討論，將英文學的歷史概要順序鋪陳，作為一名外國文

學的傳道者，他開發了日本近代文學成立的必要環境，並且培養了學生們的文學

興趣。而英語教學中的外國兒童文學，也使得日本最初的英語教學就充滿了文學

性。福澤諭吉在〈訓蒙窮理図解〉36中強調「近代等於西洋」，也為明治初期的

翻譯文學目的下了重要的注解。 

到了明治十年代，受到來自歐洲的教授所傳授的莎士比亞教學和坪內逍遙

（坪内逍遥，つぼうちしょうよう，1859-1935）〈小説神髄〉37的影響，這個時

候的日本開始了對文學的正式研究、日本大學自行出版的英語教科書、在教學上

對外國文學──兒童文學與詩──的受容以及各種外國文學的介紹。這些研究、

教科書、文學與詩呈現的明治時期英語學習，深刻影響了當時的知識份子。 

最先點燃日本翻譯小說熱潮的是〈欧州奇話花柳春話〉（Ernest Maltravers, 

1837）38這部英國才子佳人小說的翻譯，雖然翻譯的方式仍採舊文體，但卻開起

了明治期的翻譯潮。緊接才子佳人小說，支持著這個時期翻譯小說的主要題材是

西洋的奇譚、政治小說和科學小說。西洋的奇譚替對西洋抱持著好奇的讀者提供

參考，政治小說中有關自由民權運動的內容不僅達到政治宣傳的目的，並且啟蒙

日本人民的政治思想與使之普及，這樣的功能令政治小說成為明治十年代翻譯小

說的代表，像是活躍於自由民權派的宮崎夢柳（宮崎夢柳，みやざきむりゅう，

1855-1889）就是代表的譯者之一。 

而科學小說的翻譯則代表了廣義對文明的憧憬，因為在幕府體制解體之後，

                                                      
35

 中川かず子：〈ジェームズ・サマーズ：日本研究者、教育者としての再評価〉，《北海学園大

学人文論集 41》（2008 年 11 月 30 日），頁 95-112。 
36

 福澤諭吉著。全一卷。1868 年（慶應 4 年）刊。物理學的通俗解說書。參考原著為 Chamber’s 

Educational Course, Natural Philosophy, for Use in Schools, and for Private Instruction 及 A Natural 

Philosophy 等作品。 
37

 坪內逍遙：〈小説神髄〉松林堂刊行，1885 年至 1886 年。 
38

 Edward Bulwer-Lytton（1803-1873）Ernest Maltravers, 1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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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對日本之外的未知世界充滿好奇，科學小說便有了介紹新世界的功能，例如

〈パーレーの万国史〉（Peter Parley’s Universal History on the Basic of Geography, 

1872）以平易近人的文字介紹世界歷史，39此外凡爾納的作品也在此時流行。 

到了明治二十年代日本文壇看見西洋文學中精緻思想而有了開發新文體的

念頭，在 1885 年以後的十多年間不斷嘗試。1891 年坪內逍遙發表〈早稲田文学

三号〉、〈外国美文学の輸入〉中針對翻譯外文，指出翻譯作品應成為有創作才能

者的範本、並開發出新讀者，且確定了與新文學相應的文章形式。這樣的評價可

見翻譯文學在當時的地位不輸給創作文學。同一時期也是媒體崛起的時代。報章

雜誌上新聞小說欄的開設使郵便報知新聞大眾化、平易化。而發表於小說欄中的

作品也形成了良性的文才競爭。使用俗語、或是簡單莊重的文字這樣新聞大眾化

的方針轉換，使報紙不論男女都能讀；加上此時《国民之友》創刊，不僅成為當

時綜合雜誌的先驅，期大量發行的結果也介紹新文學、新思想，如人道主義、浪

漫主義等等，對西洋文學的普及有極大貢獻，特別是浪漫主義在十八世紀後半到

十九世紀前半深刻影響日本，這種重視人類原本個性和情感，抒發激情和苦惱的

創作理念，也使之產生了各種新式文學（感覺派）。此時期也出現了不少知名的

翻譯家，包括翻譯王森田思軒（森田思軒，もりたしけん，1861-1897），而森田

思軒的重要後繼者就是建立起偵探推理小說地位的黑岩淚香（黒岩涙香，くろい

わるいこう，1862-1920）。因此明治二十年代可以說是新聞、雜誌以及翻譯文學

的鼎盛時期，這個時期的主要翻譯者大多是媒體界的人士、非職業的翻譯家，他

們大多出身慶應義塾，分任於不同種類的翻譯。但到了二十年代後期，翻譯開始

專門化，到了三十年代，西洋文學的翻譯進入到一般人無法到達的學問研究境界。 

而這個時候對外國文學主要的接受方式和明治十年代並無二致，依然以學校

文學講義為主。此時在東京專門學校教授的文學課程與翻譯文學的流行同步，正

好是日本開始進入文學本格研究的時期，在兩者的交會之下，日本文學的水準顯

                                                      
39

 巴来万国史（パーレーの万国史）牧山耕平訳 Peter Parley’s Universal History on the Basic of 

Geography Nathaniel Hawthorne Samuel（1804-1864） Griswold Goodrich（1793-1860）明治 9 年

（187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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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提升。此外翻譯文學也持續在英語教育上擔任重要職務，主要接受這些由翻譯

文學編成的英語教科書的教育者，他們都是未來日本重要的知識份子甚至是改革

人士，除了知識上的學習，翻譯文學本身也對外國兒童文學普及有所貢獻，像是

翻譯底本的傳入可以比較出當時的翻譯手法各式各樣，包括直譯、獨案內、意譯

等等，並且直譯本和後來的文言一致本比較之下，可以看見日本文章語的近代

化。而經由這些管道使得文學知識普及的結果，例如文學史、傳記的出版也看出

了社會的需要。 

可見明治二十、三十年代是翻譯文學的轉換期，這段時期的發展使日本文學

走向近代文學之路。此時的翻譯文學逐漸專門化，隨著社會的改變，文學內涵也

跟著產生變化，並且有大量的海外思想輸入。東京帝國大學的畢業生是這轉換期

中的主導者，他們建立日本英文學研究、介紹的基礎，並使業餘翻譯家轉變為專

職的翻譯家，也因此產生了翻譯爭論，內容專門攻擊業餘的翻譯家。於是明治三

十年代後的翻譯文學分為以英文學習者、文學學習者為對象，在原文中加入注釋

以及為大眾服務的翻案作品兩種，一方面以中、高等教育的學生為主，另一方面

以新聞、雜誌的大眾購讀者為中心，而這兩者互相影響。 

同時此時期開始日本的產業結構改變，1895 年之後從小規模的手工業工廠

轉變為工場制工業例如田園小說等等，大量的海外思想像是浪漫主義、自然主義、

社會主義、平等博愛主義還有英雄崇拜思想也在此時傳入，包括德富蘆花（徳富

蘆花，とくとみろか，1868-1927）、島崎藤村（島崎藤村，しまざきとうそん，

1872-1943）等人受到自然主義影響而創造出私小說，而與社會主義相關的文學

運動翻譯也和民主主義思想一同翻譯傳入，使對物質文明的懷疑與反動標榜個人

主義的現代文學滲透到日本文學中。 

明治三十年以後的翻譯小說，以西洋各種主義、思想、運動的外國文學為主，

吸收知識以展開日本獨自的文學運動、社會運動，例如三十年代後半日本文壇的

自然主義運動，而專業翻譯家的出現則介紹了眾多現代作家的作品，對翻譯技巧

的正確度也構築了現代翻譯文學的基礎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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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明治時期譯介背景 

中國晚清的文學翻譯，首先經歷了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才轉變為文學，而此

時的翻譯文學也對之後新文學的發展產生影響。日本明治時期則可見到與晚清相

似卻又不同的情況。幕末維新以後受到西歐衝擊開始的近代化（明治天皇制國家

的創出），做為非西歐國家中唯一成功近代化的國家，這樣的日本在明治時代對

西方文學的學習可說是全面性的，最重要的時期就是明治十年代後半到二十年代

前半，由此分析考察近代日本文學與社會的關係，特別是翻譯小說的重要性。 

明治十年自由民權運動興盛，大量政治小說翻譯出現，加上西方的人物傳記

流行，向日本人展示了一幅現代的未來藍圖，同時在文學方面莎士比亞、凡爾納

科學小說翻譯，這些未來志向、世界與近代的科學都受到日本人歡迎。 

明治十年代後半的自由民權運動家主要的手段是政治小說，明治十五年至十

七年創刊的報刊雜誌像是《自由新聞》、《繪入自由新聞》、《繪入朝野新聞》、《自

由燈》都在小說連載、故事評論中引介他國革命成功的例子。但此時期由於「松

方財政」40的不景氣使農村受到打擊，自由民權以暗殺政府要員為手段之後因為

秩父事件，41自由黨解體、各種運動也告終。另一方面，政府在明治十五年有伊

藤博文（伊藤博文，いとうひろぶみ，1841-1909）訪歐，十八年創設內閣制，

日本國家一面強力推展近代化，同時井上馨（井上馨，いのうえかおる，

1836-1915）主導與歐美國家條約改正的交涉也在進行。可見日本一邊目標在日

本社會中發展歐化主義，一邊在摸索如何確立能與歐美列國對抗的日本國家。這

種歐化主義的改良和進步的社會風潮，也促成了文學界的改變。 

作為重要分野，明治二十年有三個重要事件：一、國民之友創刊，是為新雜

誌時代的開幕，德富蘇峰（徳富蘇峰，とくとみそほう，1863-1957）提出「小

                                                      
40

 日本財政家、政治家松方正義（まつかたまさよし，1835-1924），於 1881 年任日本大藏卿，

進行紙幣整理、設立日本銀行，克服西南戰爭後的財政危機、並且確立了近代的紙幣以及金本位

制度。 
41

 1884 年以日本秩父地方為中心所發生的農民武裝事件。反抗者以困民黨及一部分的自由黨員

為主，數千名農民要求負債減免，而與軍警發生衝突，事件約十日後被鎮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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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是社會之鏡（小説は、社会の鏡。）」的主張，而這些小說必須有以下條件，其

一「政治小說也是小說的一種，因此不得不具備小說的體裁。不然只是成為了政

談演說或是描述作者的政治意見」、其二「必須要有具備因果關係的腳色」、其三

「必須適用於美術的思想」、其四「小說家注目的重點必須以主客的會話帶出」、

其五「必須創造出一個具備充滿精神、生氣這些英雄特質的英雄」，如此開展了

一個小說建設的時代；二、博文館的創業被認為是「標榜新時代的出版品」，博

文館出版的《日本大家論集》以回應讀者的需要為主要訴求，是為從新聞轉換成

媒體事業活動（Journalism）的軌跡之一；三、二葉亭四迷（二葉亭四迷，ふた

ばていしめい，1864-1909）《浮雲》的刊行對當時日本社會、政治狀況的反映有

密切關係，而政治小說的延續，也使得明治的「新青年」登場，他們從文學、政

治、社會中建立起自立的個人形象。這樣的情境令文學從社會之中成立、發展然

後變化受容而成。就算文學的展開過程有強烈的自立化（自律化），文學仍和社

會有一定程度的相關性。因此明治小說「刻畫社會變動的態勢（社会変動の模様

を畫かさる可らす。）」而當追求完全西化、現代化的鹿鳴館時代完結，開化主義

的國粹運動也宣告結束的時候，日本青年燃燒理想的自由民權運動時代成為過

去，他們從政治脫離投身其他領域，政治青年於是變為文學青年。 

在多元複雜的背景下，明治時期的文章也特別難讀，然與此同時也顯示了日

本文學的變革與日本近代文學的誕生。日本近代文學的創始發生在明治時期前半

（中日甲午戰爭之前），當時的文學界主導者提出了：一、文學的本質為何；二、

文學的效用；三、現實與作品中世界的關係；四、文學的類別等問題。基於西洋

文學理念的「虛」、「實」概念，翻譯成為了一種回答問題的手段。對此坪內逍遙

的《小說神髓》提出：一、文學應該從政治與人心教化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形成

獨立的藝術，翻譯也應位於政治小說的功利目的之外；二、文學中的小說（novel）

應該用更現代的文學形式表現；三、比起表面上的行為，小說應該客觀的描寫更

深層、內面的「人心中自然的情感」，把「人生的評判」變成「人人都能欣賞、

玩趣的美術」。而二葉亭四迷的《小說總論》也以科學的真理為基礎，成為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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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近代理論。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種類別的萌芽深刻影響了明治時期報刊媒體的成熟。從江

戶到明治，媒體的變革展現在歐美科技的傳入，使新聞、雜誌得以大量印刷、傳

遞、速報，這個現象最重要的代表就是活字媒體的發達產生了大新聞42（言論活

動中心、政論新聞）與小新聞43（以市井雜事報導為中心）的分化。 

此外，明治二十年的特殊之處還在於明治五年公布的新學制後十五年，也就

是受到西歐近代化教育的世代進入社會的時期。這是由於那些文學教育：漢文素

養以外加上明治新教育課程的英語，支持二十年代翻譯界的譯者大多為同年代：

坪內逍遙、森田思軒（初期的翻譯文學為階段性發展）、森鷗外（森鷗外，もり

おうがい，1862-1922）、二葉亭四迷、若松賤子（若松賤子，わかまつしずこ，

1864-1896）。這些翻譯家的年代會如此接近並非偶然，如森田在明治五年進入啟

蒙社等小學校，學習漢籍如西遊記、三國志、水滸傳等等，十四歲進入大阪慶應

義塾接受英語教育。他們在十幾歲就長時間接觸英文，自然肩負起翻譯任務。 

日本明治的翻譯相對於日本傳統的文學體制，「小說」二字本身就是外來物。

而近世的小說一般被認為是「漢學所謂」的小說，到了近代小說則轉變為「英語

所謂」及「漢學所謂」的小說。而上述坪內逍遙提出了《小說神髓》的理念後，

翻譯小說開始肩負社會機能、國家國民的編成功能。這個時候明治最著名的翻譯

方法就是翻案。翻案從外國的作品中取用發想，場景進行適當的更改，包括人際

關係的組織。翻案做為一種文學的時代現象對日本明治的意義則有以下三種：

一、日本讀者和外國文學的連結；二、新主題和素材的提供，使日本發展出新的

思考、切入點，新領域、概念的創造；三、新表現文體的發生。 

翻譯的方法從翻案到逐語譯，呈現了明治初年以來翻譯的兩個特徵：一、語

                                                      
42

 大新聞：一、原稿的張數多；二、刊載社論與政治相關的議事；三、社說、雜報、寄書、其

他的文章等，全部不加假名標音；四、雜報主要揭載政治事件，花柳界、演藝界或其他低俗文

章使報紙的水準下降者一律不刊登；五、雜報的文概使用文章體撰寫；六、不刊登小說；七、

一份定價二錢以上；八、不沿街叫賣。 
43

 小新聞：一、原稿的張數少；二、不刊載社論，對政治不關心；三、官令、雜報、寄書等皆

附上假名標音；四、簡單紀錄政治事件，將重心放在市井新聞與花柳界、演藝界的訊息；五、

雜報的文章使用口語文；六、連載小說；七、一份定價八厘至一錢五厘；八、強調娛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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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語（漢文）的強烈影響；二、原文理解最優先。在明治二十年前半之前只以原

作大意為主，不反映細部；對原作進行謹嚴精緻的翻譯；口譯加筆記。由於當時

的譯者都具備相當的語文能力，因此比起譯語的正確與否，他們更在意句讀點的

位置與原文再現。同樣思想的表示、特種文化的認識。但到了明治二十年代的譯

者，他們的翻譯排除舊時代的文章（漢文），用自身新的思想，認識、確立新的

表式方式（言語、文體）。因此有了自敘體的出現，使用近代文學手法，對人類

的內面進行描寫。 

而到了明治三十年前後日本的近代小說揭開序幕，首先出現的是悲慘小說。

悲慘小說以知識人的立場評述，反應了中日甲午戰爭後的社會問題、資本主義矛

盾的實態；接著有以社會、人群、生活、時事為主題的社會小說，同時對小說也

有了新的定義：一、傾訴貧民與勞動者不滿的作品；二、以社會下層貞向為主題

的作品；三、不僅是戀愛，而是要從社會全體面諸如政治、宗教各方面廣泛介入

的作品；四、以社會為主、人物為輔，比起心理狀態更重視外界的現象；五、指

導時代的風潮，以社會的預言者為任務。已可見與明治初期不同的翻譯及小說觀。 

 

第五節 小結 

晚清和明治的翻譯活動最終皆成立了翻譯文學，而什麼是翻譯文學？就是對

文學的理解和流通、認知，把外國的東西用本國的語言表現。 

中國晚清面對外國文學、小說的輸入呈現了：一、外國自然科學、社會科學

到文學的輸入，手段從直譯、意譯到釋譯。之所以會有這樣的過程與成果，在於

一開始的直接翻譯是一種對西方思想的販賣，首先重要的是「達」；而後將西方

哲學思想用自己理解的語言表述，並加上評價。不同文化的接觸交流需要翻譯，

翻譯就是用已然的語言去對應、理解、轉述被譯的對象，包括事物、制度、思想；

二、譯者與新小說家的職業出現，從翻譯小說中達到啟蒙、教育的功能，並且成

立新的小說標準，這之中包括了政治小說、科學小說、言情小說以及偵探推理小

說，在這些新題材和新寫作方法、閱讀經驗下，除了「諭教育於小說」外也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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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小說的娛樂功能，起而對這些作品翻案、仿作甚至衍生出自己作品的作家開啟

後來的創作場域；三、達到文白並用的結果，傳統的文言創作到文言翻譯、白話

翻譯再到白話創作的過程顯示了文白並用目標的達成，也提升了大眾文學流傳的

廣度。 

而日本明治外國文學輸入的情況，則如坪內逍遙所說明外國文學輸入三階段

的效果：一、以「外國美文學的翻譯」為端緒的作家誕生，翻譯作為一種新的文

學，在明治時期的前半占有著不輸給創作文學的地位，因此許多當時的文學家也

肩負起翻譯的工作；二、翻譯大手作品的啟蒙、教化讀者，使之提升水準育成作

家，許多在學生時代學習過、閱讀過前人翻譯作品的後起文學家、作家也都受到

翻譯文學的影響；三、確定和、漢、洋間紛亂的文體，日文中的漢字取自於中國，

明治時期受到西方的影響更有人提出要進行完全的英語教育，但最終仍保留了日

文原本的形態，成為表音語表意並用的語言。這三個階段最後建立起言文一致的

文章體。 

從以上的分析來看，會發現晚清的社會圖像展現對外國事物的一個複雜的狀

態，先是在「師夷長技以制夷」中表現出「若外國能有如此成就，則中國何以不

能如此？」的態度，於是晚清的仁人志士一方面學習、一方面又將這些外來物融

入社會。面對著傳統的中國文化，外國小說的輸入提供了中國晚清許多變革成功

的事例，從科學技術、船堅砲利、立憲政治到民族革命的概念，幾乎都取自於外

國。而翻譯小說正是此一歷史情境的見證。進而影響了文學的發展、成立了大眾

文學、報刊雜誌的普及以及讀者的誕生。晚清的翻譯小說也從直譯、刪節被判斷

為沒有用的部分、留下有高實用性訊息的報導、到文白並用文字流暢的小說，這

樣的過程也提供了「新文學」的發生和成長的基石。 

日本的近代史於西歐文化移入，從國家體制到文化背景皆「譯」自西方，推

展改革。之後百餘年，日本人的生活中產生了混合的文化。這種「和魂洋才」的

文化，是背負著傳統文化的社會積極吸收異文化特色而產生的特殊現象。這些翻

譯，就是西歐化現代日本的證明。由於明治維新，日本日標急速的近代化，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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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手段負擔起學習西方文明、取用其成果，組織起近代國家骨架的國家事業重

要使命。這時使用的方法與過去中國文化傳入相同。明治中葉，國字、國語展開

改良的討論，包括英語國語化、漢字廢止論、羅馬字採用、日本語的表記表音文

字化等。但最終還是保留漢字及和文翻譯歐文，以吸收西方最新的學知識。 

因此明治、大正直譯論的系譜呈現了日本語新表現規範形成的軌跡，這解放

了流通歐語系文字的日本語的表現可能性，是構築日本近代文學和近代日本語不

可或缺的契機。明治時代是文體的變革期。翻譯文學是日本近代文學中的重要分

野。明治十年代的翻譯並不忠於事實以及原典的文意，而是擅自加筆的「濫譯」、

「豪傑譯」。二十年代以二葉亭四迷基於文體認識的翻譯、清新、言文一致的思

想為主。從明治、大正文學的多元系統和翻譯規範著手，闡明了日本近代文學成

立過程中翻譯的使命及直譯翻譯策略的意義。 

一般翻譯講求正確，然而文化的翻譯像中國、日本近代化參考西歐社會移入

的政治、法律等，則是以之為制度。因此文化翻譯常受到目標國社會歷史制度極

大制約而發生翻譯創作上的差異。然而翻譯文學研究似乎不能只從語學角度出

發，而是要從異文化受容者（譯者、讀者）這些存在著的人們而創造，使人類與

社會成為主題。以現在翻譯的角度來看，不論題材還是手法都破綻百出，但把時

代拉回到晚清和明治，便可以想像當時譯者們對知識的渴望與對現代的憧憬，也

讓他們的翻譯從各種角度檢視都充滿了魅力。當時的翻譯規範仍未成熟，而是原

作語言與目標語言的競合、互相交涉的方法。翻譯規範是具有拘束力的翻譯行為

的指標，將主觀物象化並重組認知。當翻譯規範需求同化的翻譯策略時，就會產

生語言表現的自然及自明性，另一方面，異化的翻譯策略不僅產生異質性的衝

擊，更可能使即有的自明性產生動搖。也就是說，直譯外國語的認識的分工情況，

也會給予目標語言表現規範的衝擊，擴大目標語言的表現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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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翻譯手法比較 

第一節 晚清與明治時期的福爾摩斯探案 

在中國晚清和日本明治時期成立新文學時代的過程中，翻譯小說扮演了之中

重要的一環，而做為翻譯小說的新類型，翻譯偵探推理小說也有了一席之地，特

別是福爾摩斯探案的出現更展現了其在大眾文學上的價值。 

偵探推理小說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美國作家愛倫．坡（Edgar Allan Poe，

1809-1849）的〈莫爾格街凶殺案〉（The Murders in the Rue Morgue, 1841）、此外

還有英國作家威廉．威基．柯林斯（William Wilkie Collins, 1824-1889）所作的

哥德式小說，這些作品揭示了一種新小說類型的出現，到了柯南．道爾創作出福

爾摩斯探案系列之後，更確立了偵探推理小說類型的普及與地位。 

不過柯南．道爾的福爾摩斯並不是一開始就獲得成功。最初的作品，牽扯到

美國與摩門教問題的《暗紅色研究》（A Study in Scarlet, 1886）並未受到重視；

描寫英國殖民地印度的《四個人的簽名》（The Sign of Four, 1889）也叫好不叫座。

真正讓柯南．道爾在文學與醫學抉擇下，選擇了作家之路、嘗到走紅滋味的則是

1891 年四月，開始在新雜誌 The Strand Magazine 上連載的福爾摩斯探案系列短

篇。 

即便在中途曾讓福爾摩斯一度消失，但自 1887 年至 1926 年，柯南．道爾總

共發表了五十六篇短篇及四篇長篇，同時柯南．道爾也寫作了和福爾摩斯發生在

同一時代的歷史小說 Micah Clarke
44和 The White Company。45雖然柯南．道爾始

終專念於政治及歷史小說，但是讓他留名的卻是福爾摩斯探案系列，作品中多彩

的詭計、暗號、密室等等，也讓福爾摩斯探案成為偵探推理小說普及的開端。 

中國晚清最早的福爾摩斯探案翻譯譯者張坤德，光緒二十二（1896）年連載

於《時務報》，作品題名〈英國包探訪喀迭醫生奇案〉但因為該作品原作不詳，

因此通常認為〈英包探勘盜密約案〉（The Naval Treaty, 1893）是晚清時期最早的

                                                      
44

 Arthur Conan Doyle, Micah Clarke(London: Longmans, Green & Co., 1889). 
45

 Arthur Conan Doyle, The White Company (London: Smith, Elder & Co., 1891). 



35 

 

翻譯福爾摩斯作品。接著有〈記傴者復讐事〉（The Crooked Man, 1893）及〈繼

父誑女破案〉（A Case of Identity, 1891）二篇接連刊載在《時務報》上，並且在

光緒二十五（1899）年首次收於《包探案》（一名《新譯包探案》）由素隱書屋出

版成單行本。前二篇標題註明譯歇洛克呵爾唔斯筆記、第三篇則寫滑震筆記，此

舉似乎將福爾摩斯及華生當成真實人物、或是作品的作者看待，而同樣發表在《時

務報》上的文章有些譯自路透電音、抑或日本歐美的報章，看來也將這些內容當

成真實事件描述作為實際辦案的參考，這是中國晚清翻譯福爾摩斯探案初期的一

個特色。 

不過在此之後由於林紓（1852-1924）和王壽昌合譯《巴黎茶花女遺事》（La 

dame aux camélias, 1848）的活躍、帶動政治小說、科學小說的興起，這些帶有

單純政治、教育目的的翻譯作品滲入民眾生活之後，開始轉變為對文學的認識，

針對這一點，阿英（1900-1977）在《晚清小說史》中寫道：「……最後又發展到

歧路上去，於是有大批偵探翻譯小說的產生。」並且加以闡述： 

 

為什麼到了後期，偵探小說會在中國開始風靡呢？其主要原因是由於資本主

義在中國的抬頭，由於偵探小說，與中國公案小說和武俠小說，有許多脈搏

相通的地方。先有一兩種的試譯，得到了讀者，於是便風起雲湧互應起來，

造就了後期的偵探翻譯世界。46
 

 

可見偵探推理小說──福爾摩斯探案的翻譯──雖然被阿英在文中稱為「歧

路」，但從另一個角度看來，它似乎結合了晚清各種類型翻譯小說的特點。偵探

推理小說固然滿足了讀者獵奇的好奇心，同時故事中的主角福爾摩斯操作科學儀

器、對各種問題提出假設並進行實驗、華生的醫學知識、配角們各司其職的表現，

加上故事中安插的政治、經濟、宗教情節，也成為讀者了解西方科學、文化制度

的窗口。當時的中國隨著殖民主義的加深以及資本主義的商品經濟發展，城市人

                                                      
46

 阿英：《晚清小說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6 年），頁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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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大量增加，這種都市化的發展也使得社會的階層增加，而這些偵探推理小說正

好反映了社會的現況，之中描述的犯罪、問題，也都是人們所關心的社會問題。

並且如阿英所說，偵探推理小說的內容又與中國的公案、武俠小說有相通之處，

在類似的揭露鞭斥社會黑暗面、張揚正義道德、懲罰犯罪的題材上，廣為讀者所

接受。即便有許多研究者認為偵探推理小說的大量翻譯和熱潮，不僅商品化了翻

譯市場、也出現一些不良影響，但另一方面偵探推理小說也有其對文學上的貢

獻，並不是「會造成反動」、「毒害全國」、「資本主義產物」這些批評可以概括解

釋的。 

且偵探推理小說與社會小說同構，因偵探推理小說引發的社會敏感，一方面

結合發展本土小說閱讀追求情結的經驗，另一方面有西方的法制體系，尤其斷案

方式與中國現實對照。依智力、科學掌握事實真相，反映人情事態之外，重要的

是曲折的情節，以此突顯人生或是以此自娛。偵探推理小說不僅回應讀者社會關

注、提供娛樂價值，也滿足讀者了解外部世界的期待。呈現外部生活到觀風俗是

社會小說的價值，而偵探小說也具備了這種力量。做為西方社會制度的教科書對

社會現實的批判以及對西方文明的渴望，並非只是迎合民眾獵奇目光，更成為潮

流中的新民力量。 

福爾摩斯的活躍也讓中國的作家嘗試類似的創作。程小青（1893-1976）一

方面在翻譯福爾摩斯探案上不遺餘力，到了 1920 年開始更創作出《霍桑探案》

系列作品。此一嘗試立刻獲得迴響，不但中國有了霍桑這位本土的福爾摩斯，也

誕生了屬於自己的偵探推理小說。 

日本明治時代的偵探推理小說和福爾摩斯翻譯也有相當類似的過程。最早傳

入日本的福爾摩斯探案作品是〈歪嘴的人〉（The Man With the Twisted Lip, 

1891），在明治二十七（1894）年以〈乞食道樂〉為題在雜誌《日本人》上刊載。

根據樽本照雄先生〈「唇のねじれた男」の日訳と漢訳〉中的研究，47該作雖然有

                                                      
47

 樽本照雄：〈「唇のねじれた男」の日訳と漢訳〉，《漢訳ホームズ論集》（東京：汲古書院，2006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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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譯、且這時作品中許多專有名詞都被替換成日常用語，但是基本上仍依照原作

由華生的第一人稱來敘述福爾摩斯的活躍，忠實呈現故事整體。1899 年譯自《暗

紅色研究》（A Study in Scarlet, 1886）的《探偵小説血染の壁》在《每日新聞》

上連載發表，為了讓讀者容易進入劇情，除了代換人名、地名外，還加上了插圖，

這種翻案的手法似乎可以窺見明治時期翻譯的風格。而真正將福爾摩斯的魅力傳

達給明治時期日本人的則是同年由水田南陽（水田南陽みずたなんよう，

1869-1958）在《中央新聞》上對《福爾摩斯辦案記》48（Adventure of Sherlock Holmes, 

1892）作品的翻譯連載《不思議の探偵》（不可思議的偵探），故事雖然不是按照

原作順序翻譯，但仍完整譯出原作中共十二個故事，這一系列的連載立刻造成流

行，是明治時期的福爾摩斯探案翻譯中最受到日本人歡迎的版本。在水田南陽的

筆下，情節內容忠於原作，但事件的舞台被轉換到獨逸柏林（德國柏林），華生

是一位「獨逸柏林的醫學士」、福爾摩斯則是無名大偵探。把背景拉到德國、並

使華生成為一名德國的醫生，這個轉變讓當時把「医学といえばドイツ」（說到

醫學就是德國）當成一般常識的讀者有相當的親切感。 

同樣的日本也出現了屬於自己的名偵探，精通英語的岡本綺堂（岡本綺堂お

かもときどう，1872-1939）受到柯南．道爾福爾摩斯探案的影響，創作了江戶

版的福爾摩斯《半七捕物帳》，自 1917 年至 1937 年共有六十八篇作品。岡本綺

堂的《半七捕物帳》，讓日本文壇中出現了「江戸時代における隠れたシャーロ

ック・ホームズ」（藏在江戶時代的夏洛克．福爾摩斯）。到了 1923 年江戶川亂

步（江戸川乱歩えどがわらんぽ，1894-1965）發表〈二銭銅貨〉，日本開始有了

本格的偵探推理小說作品。1930 年代大量的書刊雜誌發行，其中以推理為主的

推理小說專門誌有五、六種。1940 年代由於戰爭之故，推理小說因而被抵制禁

止，但 1945 年終戰以後讀者持續增加。近十年間推理小說的出版盛行，一年間

日本本國作家約能產出四百多部作品、外國翻譯的作品也有二百多作，內容多樣

                                                      
48

 亞瑟．柯南．道爾爵士著，王知一譯：《福爾摩斯辦案記》（臺北市：臉譜文化出版：城邦文

化發行，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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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此外還發行各種雜誌，包括本國的《小說推理》、介紹翻譯作品的《ミス

テリマガジン》及《EQ》以及各種相關的推理小說獎。對日本而言，福爾摩斯

探案系列在推理小說發展的貢獻甚大，全作品有各種不同的譯本，對作家和讀者

都有相當影響力，福爾摩斯也成為日本「名偵探」的代名詞。 

 

第二節 晚清與明治福爾摩斯探案篇名及情節翻譯 

小說的作品名稱和篇名的設定重點在於如何吸引讀者閱讀，就目前常用的翻

譯方法來觀察現今的各種翻譯小說，特別是偵探推理小說在翻譯篇名的時候，為

了保留故事的神祕性，通常會保留作品名稱的原意或選擇隱晦的方式表現，而若

是目前被歸類為本格推理、以詭計的呈現為主的作品，則多以該事件發生的地點

為名，總之以不暴露出事件的核心為原則。再者觀察福爾摩斯探案原作中的篇

名，不外乎以事件關鍵字，如事件發生的地點、重要的人物、關鍵的物品來命名，

但仍以不暴露劇情為主。然而在晚清與明治的翻譯卻不完全如此，福爾摩斯探案

一方面結合了政治小說和科學小說的特徵，另一方面福爾摩斯探案系列也被認為

是偵探推理小說各種詭計、手法的藍本雛形，從篇名的翻譯方式便可以推測譯者

翻譯作品背後的意識，並且也是譯者巧思的展現。而偵探推理小說的情節翻譯則

是提供讀者一種新的閱讀經驗，譯者如何表現偵探的辦案手法、尋找線索和推理

邏輯的翻譯變成為值得注目的地方。 

晚清和明治時期，翻譯福爾摩斯探案系列的長篇短篇故事，以下將分為晚清

和明治，各篇說明按照翻譯的時間來排序，從中來看晚清與明治在篇名與情節的

翻譯策略有何異同，又如何互相影響對照。 

 

一、晚清篇名與情節翻譯特色 

檢視晚清時期福爾摩斯探案翻譯的歷程，可以看出整個過程是連載、單行本

夾雜的情況。晚清時代第一篇福爾摩斯探案翻譯出自於 1896 年的雜誌《時務

報》，《時務報》的第一冊發行於 1896 年的八月，每個月三冊，直到 1898 年的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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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為止，總共發行六十九冊。是晚清當時維新派在公車上書失敗之後，所出版的

木刻刊物。雜誌的主要訴求是強調變法的重要性，有梁啟超等人〈變法通議〉的

論說、晚清官方公布的文書，輔以中國國內的新聞、以及翻譯自國外報刊雜誌的

新聞消息（包括西方與日本）。而在《時務報》的〈域外報譯〉單元則有翻譯的

文言偵探推理小說連載，從連載的單元以及連載前後的篇章可以發現，《時務報》

並沒有專門設一個連載小說的單元，而是把這些小說當成國外的犯罪實錄來記

載。中國最初的福爾摩斯探案就在這樣的情境之下登場，《時務報》上共有五篇

小說刊登。 

 

〈英國包探訪喀迭醫生奇案〉 張坤德譯  

《時務報》第一冊 光緒二十二年七月初一日 1896.08.09 

 

連載的五篇作品中，除了這一篇〈英國包探訪喀迭醫生奇案〉無法判斷原作

為何，其他四篇都可以確定是翻譯自福爾摩斯探案系列： 

 

〈英包探勘盜密約案〉 張坤德譯 

《時務報》第六至九冊 光緒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至九月二十一日

1896.09.27-10.27 

〈海軍協約〉（The Adventure of the Naval Treaty, 1893）譯歇洛克呵爾唔斯筆

記 

 

〈記傴者復仇事〉 張坤德譯 

《時務報》第十至十二冊 光緒二十二年十月初一日至十月二十一日

1896.11.05-11.25 

〈駝者〉（The Adventure of the Crooked Man, 1893）譯歇洛克呵爾唔斯筆記。

此書滑震所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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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父誑女破案〉 張坤德譯 

《時務報》第二十四至二十六冊 光緒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一日至四月十一日

1897.04.22-05.12 

〈身分之謎〉（A Case of Identity, 1891）滑震筆記 

 

〈呵爾唔斯緝案被戕〉 張坤德譯 

《時務報》第二十七至三十冊 光緒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至五月二十一日

1897.05.22-06.20 

〈最後一案〉（The Adventure of the Final Problem, 1893）譯滑震筆記 

 

此五篇小說在 1899 年由素隱書屋出版成單行本《新譯包探案》，後又有文明書局

在 1903 年重新出版單行本《包探案》並於 1905 年再版。 

除了〈英國包探訪喀迭醫生奇案〉因為不知道原作而無法分析篇名之外，其

餘四篇作品都採用類似故事大綱的模式來命名，這種命名方式頗有承襲中國章回

小說回目，且更接近話本、公案小說的名稱功用。其中原名 A Case of Identity 現

譯為《身分之謎》的〈繼父誑女破案〉可說代表一種晚清時期特殊的篇名譯法。

故事大綱為一名擔任打字員的年輕女性前往福爾摩斯和華生的住處，委託福爾摩

斯替她尋找在婚禮當日便音訊杳然的未婚夫，委託人在說明事件過程中提到與繼

父之間的恩怨。而福爾摩斯在聽取敘述和調查的過程中逐漸發現真相，原來委託

人的未婚夫和繼父為同一人物，為了合法占領委託人的財產，於是一人分飾兩

角。然而即使福爾摩斯看穿了案件背後醜陋的真相，但是因為無法可管，只得放

任該人離去。由原名對照翻譯篇名，與繼父、女兒、欺騙皆無關，但是只要讀了

其中的內容就可以明白篇名已完全說明了故事全體。此外〈記傴者復仇事〉「傴

者」、「復仇」二個關鍵字也直接挑明整個案件的真相，甚至〈呵爾唔斯緝案被戕〉

也在篇名就公布了福爾摩斯的死亡，幾乎完全沒有神祕性可言。不過〈英包探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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盜密約案〉卻某種程度上採用了直譯的方式。情結的部分，譯者雖將整體的辦案

過程譯出，但僅限於與案情相關的線索，對於人物的情感表現則不是那麼重視。 

然而若是考慮到這些連載在《時務報》上的性質，加上各篇篇名下標記「譯

歇洛克呵爾唔斯筆記」、「譯歇洛克呵爾唔斯筆記。此書滑震所撰」、「滑震筆記」、

「譯滑震筆記」或許就可以了解譯者的意圖。因為這些作品都不是以「小說」的

形式連載，而是「真實發生的犯罪實錄」來記載。若將它們當成真實發生的事件，

那麼這些篇名就好比現今新聞報紙的標題，情節則是新聞內容，重點在於讓讀者

對這則新聞一目了然及明白發展過程，如此自然不用重視其神祕性。 

緊接著《時務報》後發表福爾摩斯探案翻譯的是 1901 年「黃鼎、張在新合

譯《泰西說部叢書之一》」單行本。書中收錄六篇作品〈拔斯夸姆命案〉（The 

Boscombe Valley Mystery, 1891）、〈寶石冠〉（The Adventure of the Beryl Coronet, 

1892）、〈毒蛇案〉（The Adventure of the Speckled Band, 1892）、〈海姆〉（The 

Adventure of the Reigate Squire, 1893）、〈紅髮會〉（The Red-Headed League, 

1891）、〈希臘詩人〉（一說〈希臘舌人〉）（The Adventure of the Greek Interpreter, 

1893）其中的〈海姆〉原本也記為〈紳士〉或稱〈紳士克你海姆〉，是之中比較

無法從篇名中判斷原作的作品。而《泰西說部叢書之一》中有三個作品後來也在

《啟蒙通俗報》上刊登，不過都是未完的形式： 

 

〈毒蛇案〉 黃鼎佐廷、張在新鉄民譯、黃慶瀾涵之校參 

《啟蒙通俗報》第四至五期 光緒二十八年六月至七月 1902.07-1902.08未

完 

〈花斑帶探案〉（The Adventure of the Speckled Band, 1892） 

 

〈寶石冠〉 黃鼎佐廷、張在新鉄民譯、黃慶瀾涵之校參 

《啟蒙通俗報》第十二期 光緒二十九年三月 1903.04未完 

〈綠玉冠探案〉（The Adventure of the Beryl Coronet, 1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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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斯夸姆命案〉 黃鼎佐廷、張在新鉄民譯、黃慶瀾涵之校參 

《啟蒙通俗報》第十二至十五期 光緒二十九年三月至閏五月

1903.04-1903.07 未完 

〈波士勘谷奇案〉（The Boscombe Valley Mystery, 1892） 

 

由蘭陵社出版的《泰西說部叢書之一》先有單行本後才出現有連載，其中收

錄的作品在篇名主要依照原名翻譯。從《泰西說部叢書之一》這個奇特書名也可

推測出版者在發行之初有意將屬於「說部」的這本書「叢書化」，然而做為這個

叢書第一本出版品，之二、之三卻遲遲未能出現，因而令這本書的存在令人疑惑。

這本單行本在許多研究晚清翻譯小說或福爾摩斯探案的文章中被提及，但是都未

能見到全本及切確的內容，僅查到中國四川和日本留有《啟蒙通俗報》上刊載的

版本。也由於一直無法尋獲這本《泰西說部叢書之一》一度以為本書不存在、誤

記、或是因為原來的書名上有多個名稱，但是並沒有全數被紀錄，後來才發現該

書曾為里昂中法大學的藏書，且注明為「上海：北京路商務印書館代印 1901」，

才由此推斷這本書很有可能和後來商務印書館所出版的說部叢書有關。 

而這本《泰西說部叢書之一》雖然未能尋獲實本，但是根據樽本照雄先生以

及郭延禮先生的研究考察，49該書譯者黃鼎： 

 

黃鼎，字佐廷，上海人，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後，1892年留學美國，1897

年回國後在聖約翰大學執教，1901年赴山西大學任教，1904年任上海美國

領事館翻譯、瀘寧鐵路總翻譯，1911 年任駐美國留學生監督。譯有《萬國

史》、《化學》、《進化論》等。50
 

 

                                                      
49

 樽本照雄：〈中国におけるホームズ物語〉，《漢訳ホームズ論集》（東京：汲古書院，2006 年

9 月）頁 86-98。 
50

 郭延禮：《近代西學與中國文學》（南昌市：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0 年），頁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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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燮光也在《小說經眼錄》針對發表於《啟蒙通俗報》上的兩篇作品做出以

下評論： 

 

毒蛇案一卷成都啟蒙通俗報本 

黃鼎張在新合譯書記英議探休洛克福而摩司於西歷一千八百八十三年所輯

英醫牢愛勒此用印度蛇毒殺女子鞠利歐一案於案中情節言之極詳譯筆亦奇

警可喜 

 

寶石冠一卷仝上 

黃鼎張在新合譯記福而摩司緝明英某銀行股東亞歷山德花而特遺失寶石冠

一事案情離奇福能精細考察俾股東之子阿收得以昭雪誠智矣哉51
 

 

從有限的片段資訊中，可見黃鼎精通英語、文筆精鍊、翻譯忠於原作，可惜

缺乏全本印證，即便有留下收錄相同篇章、疑為是該書再版《議探案》的紀錄，

但也未能見到《議探案》實體。不過雖然無法得知《泰西說部叢書之一》是否有

原作者資訊，但是四川的《啟蒙通俗報》上並未記上原作者柯南．道爾的名字，

這點可能是受到《時務報》的影響，也把華生和福爾摩斯當成真實存在的人物，

而華生是這些故事的作者。但是和《時務報》不同的是，這裡的篇名譯者採取了

保留故事神祕性的譯法。從他所翻譯的篇名也可以看出仍以原作名稱為主，唯有

〈毒蛇案〉是在篇名就公布謎底。比較特殊的是〈希臘詩人〉（一說〈希臘舌人〉）

這篇篇名則很有可能是誤筆，因為根據對《議探案》中作品的紀錄，該篇改名為

〈希臘譯人〉貼近原名 The Greek Interpreter。 

1902 年出版的《續包探案》、一名《續譯華生包探案》也是直接以單行本形

式出版。不過此處的書名一名《續譯華生包探案》疑為誤記，因為在此之前並未

出現過「華生包探案」則何來續譯之說，且單行本封面亦記為《續包探案》，因

                                                      
51

 王韜、顧燮光等編：《近代譯書目》（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 年），頁 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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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此處僅採用《續包探案》的名稱。其中收入七個故事：〈三 K 字五橘核案〉（The 

Five Pips, 1891）、〈跋海淼王照相片〉（A Scandal in Bohemia, 1891）、〈鵝腹藍寶

石案〉（The Adventure of the Blue Carbuncle, 1892）、〈偽乞丐案〉（The Man with the 

Twisted Lip, 1891）、〈親父囚女案〉（The Adventure of the Copper Beeches, 1892）、

〈修機斷指案〉（The Adventure of the Engineer’s Thumb, 1892）、〈貴冑失妻案〉（The 

Adventure of the Noble Bachelor, 1892）。《續包探案》中的篇名翻譯整體來說與《泰

西說部叢書之一》類似，手法最不同的就是原名 The Adventure of the Copper 

Beeches 的〈親父囚女案〉。該故事開場於某日福爾摩斯和華生收到一封信，一名

女性委託人希望福爾摩斯針對她是否應該接受一份家教的工作提供意見。原來希

望雇用女子的男子雖然開出極好的待遇，但卻有些詭異的附加條件讓她躊躇不

前。福爾摩斯判斷之下覺得此事可能不單純，雖覺得委託人不該接下該工作，但

若委託人仍決定前往則必須小心謹慎，如有任何問題都可以電報通知福爾摩斯。

不久之後福爾摩斯便接到委託人的電報，根據委託人的描述和經驗，果真事有蹊

翹。原來是雇主囚禁了自己的女兒，另一方面又需要有個替身避人耳目。全案在

福爾摩斯和委託人的合作之下水落石出。〈親父囚女案〉比對原名，乍看之下與

原作毫無關聯，但是讀過故事內容之後就可以知道篇名的確完全與劇情相符。這

裡的譯法就像之前出現過的〈繼父誑女破案〉，在篇名就完全暴露出案件的全貌，

不過其他的篇名卻以直譯為主，保留了故事的神秘性。而情節的部分也像《時務

報》上連載的作品類似，強調福爾摩斯辦案時的科學理性及實際發生的狀況，對

人物的性格情感也同樣未能有深入的描寫。但這樣的處理方式也合乎將小說做為

辦案輔助工具的原則。 

而這本《續包探案》依然未在書中提示原作者名稱，很有可能持續《時務報》

及《泰西說部叢書之一》認為這些故事都是真實發生的態度，再來這本書的譯者

署名「警察學生」，恐怕是晚清翻譯福爾摩斯探案的譯者中最無從查起的人，然

而對於這位（或是多位？）「警察學生」，根據中村中行教授的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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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訳者から推して犯罪搜查に資する為の参考といつた功利観点からの翻

訳といつた可能性が強いが、警察学生といつた筆名が用ゐられてゐるとこ

ろから推すと、訳者は、或いは前年北京警務学堂から宏文書院の速成警務

科に送られて来た学生中に、求められるかも知れない」52
 

 

不過實際上關於「警察學生」的真實身分仍沒有完整的資訊和定論。 

接著《續包探案》登場的是在活版線裝本《繡像小說》上連載的〈華生包探

案〉六篇。分別刊載在《繡像小說》的第四至第十期： 

 

〈哥利亞司考得船案〉 

《繡像小說》第四期 癸卯閏五月十五日 

〈榮蘇號〉（The Adventure of the “Gloria Scott”, 1893） 

 

〈銀光馬案〉 

《繡像小說》第六期 癸卯六月十五日 

〈銀斑駒〉（The Adventure of the Silver Blaze, 1893） 

 

〈孀婦匿女案〉 

《繡像小說》第七期 癸卯七月初一日 

〈黃色臉孔〉（The Adventure of the Yellow Face, 1893） 

 

〈墨斯格力夫禮典案〉 

《繡像小說》第八期 癸卯七月十五日 

〈墨氏家族的成人禮〉（The Adventure of the Musgrave Ritual, 1893） 

                                                      
52

 樽本照雄：〈中国におけるホームズ物語〉，《漢訳ホームズ論集》（東京：汲古書院，2006 年

9 月）頁 104。（這本書的）翻譯是以做為犯罪參考的功利目的而出版的可能性很高，加上從筆名

警察學生來推測，譯者或許可以從北京警務學堂進入到宏文書院速成警務科的學生中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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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記被騙案〉 

《繡像小說》第九期 癸卯八月初一日 

〈證券交易所的職員〉（The Adventure of the Stockbroker’s Clerk, 1893） 

 

〈旅居病夫案〉 

《繡像小說》第十期 癸卯八月十五日 

〈住院病人〉（The Adventure of the Resident Patient, 1893） 

 

這六篇作品後以兩種書名發行了單行本，一是 1903 年的《補譯華生包探案》、另

一則是 1906 年出版的《華生包探案》。這個系列的篇名翻譯也以直譯為主，但是

之中的〈孀婦匿女案〉卻和前述的〈繼父誑女破案〉以及〈親父囚女案〉同樣都

使用了公布謎底的方法，且不知是否為巧合，這三篇正好都與親子關係有關。〈孀

婦匿女案〉原名 The Adventure of the Yellow Face，故事敘述一名焦急的委託人來

到福爾摩斯和華生的住處，帶著心痛與苦惱的心情希望福爾摩斯調查妻子的怪異

之處。原來委託人的妻子曾經結過婚、但是前夫與孩子已因病過世，然而原本應

該過著幸福日子的兩人，卻因為妻子突然的大量使用金錢以及對丈夫有所隱瞞使

得兩人之間的信任破裂。而福爾摩斯在聽聞委託人的敘述時，也認為此案可能即

為凶惡。但是在輾轉調查之下，卻發現這個案子之中並無任何醜惡，只有母親對

子女純粹的關愛。這也是福爾摩斯少數不涉及罪惡的案子，而他也在故事的最終

以此案作為警惕，希望自己未來能夠更為謹慎。如果此案按照原名翻譯成〈黃色

臉孔〉或是〈黃面人〉，在初見時會讓讀者產生好奇感、讀者也無法從這個篇名

看穿全案真相，但是此處譯之為〈孀婦匿女案〉已經將整個案情都展現在讀者眼

前，因此這一個類型的篇名翻譯，與其說是讀者與偵探一起尋找真相，不如說是

見證偵探如何找出真相。 

《小說經眼錄》中也有以下心得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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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譯滑生包探案一卷商務印書館說部叢書第一集本 

英華生筆記商務印書館譯最先譯包探案者為上海時務報館即所謂歇洛克晤

斯筆記是也呵爾晤斯即福而摩斯滑震即滑生蓋譯寫殊耳嗣上海啟明設續譯

凡六則上海文明書局復選譯七則華生自言常輯福生生平所偵奇案多至七十

件然此不三分之一耳本書所譯凡六節情跡離奇令人目眩而禮典一案尤為神

妙機械變詐今勝於古環球交通智慧愈開而人愈不可測得此書棖觸之事變紛

乘或可免鹵莽滅烈之害乎53
 

 

比起之前的譯本，這六篇作品在情節方面已經開始注意到人物的情感變化以及偵

探小說的懸疑性，正如上述《小說經眼錄》中所說「情跡離奇令人目眩」、「機械

變詐今勝於古環球交通智慧愈開而人愈不可測」，則可見一斑。 

1904 年至 1906 年則出現了《福爾摩斯再生案》的單行本，共收有十個故事

〈再生第一案（阿羅南空屋被刺案）〉（The Adventure of the Empty House, 1904）、

〈亞特克之焚屍案〉（The Adventure of the Norwood Builder, 1904）、〈卻令登自轉

車案〉（The Adventure of the Solitary, 1904）、〈麥克來登之小學校奇案〉（The 

Adventure of the Priory School, 1904）、〈宓爾逢登之被螯案〉（The Adventure of the 

Charles Augustus Milverton, 1904）、〈毀拿破侖像案〉（The Adventure of the Six 

Napoleons, 1904）、〈黑彼得被殺案〉（The Adventure of Black Peter, 1904）、〈密碼

被殺案〉（The Adventure of the Dancing Men, 1904）、〈陸聖書院竊題案〉（The 

Adventure of the Three Students, 1904）、〈虛無黨案〉（The Adventure of the Golden 

Pince-Nez, 1904）。1906 年有一篇在《新民叢報》上刊登： 

 

〈竊毀拿破侖遺像案〉 英陶高能著 知新子（周桂笙）譯述 新民叢報三

年七號（五十五號） 全篇仍託為滑震記載語 

                                                      
53

 王韜、顧燮光等編：《近代譯書目》（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 年），頁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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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尊拿破崙塑像探案〉（The Adventure of the Six Napoleons, 1904）歇洛克

復生偵探案 

 

根據郭延禮先生的研究54《福爾摩斯再生案》全書共有十三案，奚若譯前十案、

周桂笙譯後三案。然而這裡為何只記到十案之名，是因為資料中 1904 年至 1906

年確實有小說林社出版的《福爾摩斯再生案》十三冊，並標明周桂笙等譯。但是

同時也有紀錄《福爾摩斯再生案》共四冊，第一冊一案、第二冊二案、第三冊二

案、第四冊五案共十案。而且刊登在《新民叢報》上的〈竊毀拿破侖遺像案〉及

〈再生第一案（阿羅南空屋被刺案）〉譯者都署名周桂笙，因此「奚若譯前十案、

周桂笙譯後三案」可能有待商榷。 

不過令人好奇的是，雖然在《月月小說》第五號的「介紹新書」中提及第十

一、十二、十三案，因為前作大受歡迎，第八案後再由周桂笙翻譯，而此三案也

釘成一單行本；《小說林》第九期的「小說林書目」也有提到這個系列的再版；

此外《中國現代文學總書目》理也說到《福爾摩斯再生案》收入「小說林叢書」

中；甚至施蟄存所編的《中國近代文學大系》第十一集第二十七卷翻譯文學集二

裡收有書影，但是不管在哪裡都沒有出現實體書。 

此處各篇根據原作名稱，以直譯方式譯出篇名，而《新民叢報》上這一篇歇

洛克復生偵探案〈竊毀拿破侖遺像案〉有著相當有趣的弁言： 

 

泰西之以小說名家者。肩背相望。所出版亦月異而歲不同。其間若寫情小說

之綺膩風流。科學小說之發明真理。理想小說之寄託搖深。偵探小說之機警

活潑。……尤以偵探小說。為吾國所絕乏。不能不讓彼獨步。盖吾國刑律訟

□。大異泰西各國。偵探之說。實未嘗夢見。亙市以來。外人伸張治外法權

於租界。設立警察。亦有包探名目。然□無專門。……偵探小說及緣之而起。

英國呵爾唔斯歇洛克者。近世之偵探名家也。所破各案。往往令人驚駭錯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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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眩心悸。其友滑震。偶記一二事。朝甫脫稿。夕遍歐美。大有洛陽紙貴之

概。故其國小說大家陶高能氏。亦附會其說。迭著偵探小說。托為滑震筆

記。……吾國若時務報館張氏所譯者尚矣。闕後續譯者。如華生包探案等。

亦即滑震筆記耳。嗣自歇洛克逝世後。雖奇案纍纍。而他人無復有如歇氏之 

苦心思索。默運腦髓以破之者。而陶氏亦幾有擱筆之歎。於是創為歇洛克復

生之說。藉假盛名。實其記載。成書若干。歐美各國。風行迨遍。走不揣謭

陋。願以此歇氏復生後之包探案。介紹於吾國小說界中。至於滑震筆記原書。

雖幾經續譯。而未盡者尚多。自顧不才。未敢望為貂續也。……55
 

 

從「英國呵爾唔斯歇洛克者。近世之偵探名家也。所破各案。往往令人驚駭錯愕。

目眩心悸。其友滑震。偶記一二事。」一句中可見此時譯者可能仍將福爾摩斯及

華生當成實際存在的人物，而柯南．道爾則是「附會其說。迭著偵探小說。」的

人。但耐人尋味的是「吾國若時務報館張氏所譯者尚矣。闕後續譯者。如華生包

探案等。亦即滑震筆記耳。」中的「滑震筆記」究竟是指（當時譯者認為）華生

的原作、還是柯南．道爾的附會之作？不過可以確定的是，周桂笙在標題下寫道

「全篇仍託為滑震記載語」一方面認為這後續的復生案是因為本已有擱筆之歎的

柯南．道爾為了完整福爾摩斯的案件所作的、另一方面也為內容的第一人稱敘述

注解。 

除此之外還有零星刊登的短篇如下： 

 

〈黃面（滑震筆記之一短篇）〉 滑震記 時報 光緒三十年六月二十三日

至二十八日 1904.08.04-08.09) 

〈黃色臉孔〉（The Adventure of the Yellow Face, 1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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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頭蛇〉 張其訒 月月小說 2年 10期 22號 戊申年十月 1908.11 

〈花斑帶探案〉（The Adventure of the Speckled Band, 1892） 

 

不過刊載於《月月小說》張其訒的〈兩頭蛇（一名印度蛇）〉與之前 The Adventure 

of the Speckled Band 的各種翻譯比較，乍看之下符合翻譯的原則。不過看了該篇

的內容卻發現其實這個作品並不是福爾摩斯探案，而是作者張其訒自己的創作： 

 

……乃作此小說。以預備補下學期所費之不足。是書大旨。為一印度友人所

述。其中曲折。間有為小子所點綴。以增長之。知雖對於社會無所裨益。聊

資茶前酒後之談劇未為不可。……56
 

 

然而雖不是翻譯，但故事內容確實有部分借用了 The Adventure of the Speckled 

Band 中的詭計，但是又與翻案不同，整體而言仍算事一篇獨自的創作。 

以上為 1906 年之前晚清翻譯的《福爾摩斯辦案記》（The Adventures of 

Sherlock Holmes, 1892）、《福爾摩斯回憶記》（The Memoirs of Sherlock Holmes, 

1894）及《福爾摩斯歸來記》（The Return of Sherlock Holmes, 1905）三本短篇小

說集的狀況。 

福爾摩斯探案長篇的翻譯則從 1903 年開始。《暗紅色研究》（A Study in Scarlet, 

1886）共有四種： 

 

光緒三十（甲辰）年 1904 

柯南道爾著，陳彥譯《恩讐血》（小說林社刊） 

 

光緒三十（甲辰）年 1904 

英柯南道爾著，奚若黃人合譯《大復讐》（小說林社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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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三十二（丙午）年 1906 

英柯南道爾著，佚名譯《福爾摩斯偵探第一案》（小說林社刊） 

 

光緒三十四（戊申）年 1908 

英柯南道爾著，林紓魏易同譯《歇洛克奇案開場》（商務印書館刊） 

 

《大復讐》和《恩讐血》的篇名翻譯，都把重點放在復仇的部分，而《福爾

摩斯偵探第一案》與《歇洛克奇案開場》則是著重於這是福爾摩斯探案的第一個

案子。 

《四個人的簽名》（The Sign of Four, 1889）也有兩種，分別為《唯一偵探譚 

四名案》以及《案中案》。前者篇名按照原名翻譯，後者則是根據劇情取名。此

外在《小說經眼錄》中也有關於《唯一偵探譚 四名案》的摘要： 

 

唯一偵探案四名案一卷上海文明書局洋裝本一冊商務印書館譯本名案中案 

英休洛克呵姆斯緝案英愛考難陶列輯述吳榮鬯意譯嵇長康作文本書原文為

醫士華生筆記凡十二章蓋記英兵官罅丟背約獨挾珍寶五十萬磅自印度遁歸

倫敦友人莫敦索之於前罪人思麻報復於後卒致子死於非命寶沈諸江首謀四

人故未得之而罅丟父子或以憂死或被害死象以齒焚財能賈禍天理循環報應

之說固不盡誣也惟華生隨呵氏探案多年竟因此得偕嘉耦殆由天定書中所記

如呵氏察表而知華生之兄之為人用犬而得罪人之蹤跡神妙莫測實存至理讀

麻思所供一章之負人之宜譴而怒毒之於人甚矣哉譯筆冗複可刪三之一然寫

情栩栩如生固小說之佳搆也57
 

 

另外還有《巴斯克村獵犬》（The Hound of the Baskervilles,1902）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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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妖記（偵探小說） 屠哀爾士著 陸康華、黃大鈞譯 

中國商務印書館 1905.02/07 再版 1907.03 三版 說部叢書第二集第四編 

 

降妖記（偵探小說） 著者名不記 陸康華、黃大鈞編譯 

上海商務印書館 乙巳年二月(1905)/1913.12 說部叢書初集第十四編 

 

怪獒案（偵探小說） 韓塠 Conon Doyle 人鏡學社編譯處譯 

人鏡學社 光緒三十一年八月二十二日 1905.09.20 

 

從以上可以看出，晚清時期翻譯的福爾摩斯探案到了 1900 年之後，幾乎是

與原作同步，在這樣的狀況之下所出版的單行本書名也值得討論。晚清時期的單

行本大多是連載之後才集結成冊，也因此出現了許多有趣的書名。按照時間排序

如下：1899 年素隱書屋《新譯包探案》、1901 年蘭陵社《泰西說部叢書之一》、

1902 年文明書局《續包探案》、1903 年上海文明書局《包探案》、上海商務印書

館《補譯華生包探案》、1906 年上海商務印書館《華生包探案》。以順序來看，

特別是書名冠有「包探案」的幾篇實在很耐人尋味。晚清出現的第一本「包探案」

也就是《新譯包探案》，明明是第一本為何前面卻有「新譯」二字？這可能是因

為書中收入了之前連載過的作品，故稱「新譯」，但由於未能確認到切確的書名，

所以只能推測；其次為可能是《新譯包探案》內容相同、應為該書再版的《包探

案》，如果把這本《包探案》當成是所有「包探案」的起始，那麼就可以理解《續

包探案》的出現，而且兩本書都是由文明書局出版，在時間上也合理。但是之後

的《補譯華生包探案》和《華生包探案》就又有趣了。在內容上兩本書是相同的，

但是書名卻不一樣，如果把所有的包探案都是為同樣的系列連續，大概可以明白

《包探案》、《續包探案》到《補譯華生包探案》的順序，然而為何會從包探案變

成「華生」包探案？這可能是因為當時認為作者為華生，故使用他的名字來命名。 



53 

 

此外前面提到《泰西說部叢書之一》曾由商務印書館代印，加上《補譯華生

包探案》封面上有「說部叢書第一集第四編」改題為《華生包探案》後封面上注

明「說部叢書初集第四編」，另外《案中案》也是「說部叢書初集第六編」，《降

妖記》二本，一記為「說部叢書第二集第四編」（未見）、另一記為「說部叢書初

集第十四編」。商務印書館發行說部叢書時，原本是「第一種」有「十集」，每集

「十編」，共有一百編；後來改為「第二種」有「四集」每集「一百編」（第四集

四十編，一說二十二編），共三百四十編（一說三百二十二編），而第二種的初集

一百編就是第一種的一百編。《泰西說部叢書之一》很有可能曾為其中的一本，

如此略可解決其書名之謎。 

晚清時期在報刊上連載的作品非常多，成為單行本的作品更可見到不斷再版

的情況，這說明了福爾摩斯探案系列受歡迎的程度，當然翻譯的質量皆有一定水

準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二、明治篇名與情節翻譯特色 

明治時期翻譯福爾摩斯探案與晚清有個相當不同的情況，那就是「同樣的原

作故事多次被翻譯」，因此為了可以更清楚明治篇名和情節的翻譯方法，這部分

的討論將集合相同故事譯作與時代排序並用的方式。 

明治時期最早的福爾摩斯探案翻譯在 1894 年： 

 

〈乞食道楽〉 無署名 日本人一月至二月 

〈唇の曲がった男〉（The Man with the Twisted Lip, 1891） 

 

這篇〈乞食道樂〉從一名婦人來到華生的家中，拜託華生去鴉片窟尋找沉迷

於鴉片中的丈夫開始，而華生在鴉片窟裡遇見了正在調查案件的福爾摩斯，兩人

於是一同調查一名失蹤的男子。原來男子頗富、但某一次其外出的妻子意外目擊

他遭到襲擊墜河，但在現場發現的嫌疑犯卻毫不知情。輾轉調查之下才發現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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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與疑為被害人的是同一人物，一切只是誤會一場。 

譯本並未寫出原作者和譯者名，寫作方式上整篇未加標點，且傾向以對話呈

現。除了有些地名採用直譯加上假名標音外，故事本身的起承轉合與原作幾乎沒

有差異，唯一較為不同的地方只有篇名不是採用直異而是根據故事內容來命名。

日文中的「道樂」有「正職以外的興趣」、「放蕩、遊蕩」的意思，整個篇名就變

成「把乞食當成是興趣」，雖然某種程度的與劇情切合到，但是又與故事中實際

發生的狀況不太相同，因此譯者〈乞食道樂〉這個命名，很有可能是為了吸引讀

者而使之帶有某種玩笑或是嘲諷的意味在。但特別的是在情節上這篇譯文並非採

用明治時期常見的翻案，而是忠實的譯出全文。此外，這個案件本身也與福爾摩

斯探案中大多數的案子不同，雖然少數沒有牽扯到實際犯罪的故事，但卻詳細描

寫了當時英國社會中對吸食鴉片的看法以及乞討的真實情境。特別值得注意的是

其中對鴉片的批判意識，這一方面與因為甲午戰爭而對中國吸食鴉片的情況有所

理解，認為鴉片戕害身心有關，而且刊載這篇作品的《日本人》雜誌主張國粹主

義，自然對這種萎靡的社會現況多有批評。 

而這個原名 The Man with the Twisted Lip 的故事在明治翻譯福爾摩斯中相當

具有代表性，除了是第一篇福爾摩斯探案的作品外，也是整個明治時期被翻譯過

最多次的一個故事，並且每次的翻譯篇名都各有不同之處。在〈乞食道樂〉之後

接連出現了〈乞食の大王〉、〈ろんどんのましつ〉、〈乞食紳士〉（無署名）、〈偽

紳士〉、〈良人の行衛〉、〈乞食紳士〉（本間久四郎）、〈紳士か乞食か〉幾種譯名。

從〈乞食の大王〉開始配合著前述的〈乞食道楽〉，會發覺很有可能在第一篇的

影響之下，大部分的譯者都強調「乞食」的形象。雖然大部分的故事中都沒有對

這個行為進行批判，但這樣的譯法卻特別營造出「紳士」和「乞食」的對比感及

驚奇感。較特殊的是〈ろんどんのましつ〉和〈良人の行衛〉兩篇。〈ろんどん

のましつ〉意為倫敦的間室，也就是位於倫敦的某小房間，可見這個篇名是以地

點來命名。而〈良人の行衛〉中「良人」指的自然是委託人的丈夫、而「行衛」

與「行方（ゆくえ）」同意，是「去向」的意思，則此篇名是以事件的問題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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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名。 

到了 1899 年，明治時期出現了福爾摩斯探案第一本短篇小說集 The 

Adventures of Sherlock Holmes 的完整翻譯，也就是明治時期最知名，由水田南陽

在中央新聞上所翻譯的《不思議の探偵》系列： 

 

〈毒蛇の秘密〉 

〈まだらの紐〉（The Adventure of the Speckled Band, 1892） 

〈奇怪の鴨の胃〉 

〈青い紅玉〉（The Adventure of the Blue Carbuncle, 1892） 

〈帝王秘密の写真〉 

〈ボヘミアの醜聞〉（A Scandal in Bohemia, 1891） 

〈禿頭俱楽部〉 

〈赤毛組合〉（The Red-Headed League, 1891） 

〈紛失の花婿〉 

〈花婿失踪事件〉（A Case of Identity, 1891） 

〈親殺の疑獄〉 

〈ボスコム谷の謎〉（The Boscombe Valley, 1891） 

〈暗殺党の船長〉 

〈オレンジの種五つ〉（The Five Orange Pips, 1891） 

〈乞食の大王〉 

〈唇の曲がった男〉（The Man with the Twisted Lip, 1891） 

〈片手の機関師〉 

〈技師の親指〉（The Adventure of the Engineer’s Thumb, 1892） 

〈紛失の花嫁〉 

〈独身貴族〉（The Adventure of the Noble Bachelor, 1892） 

〈歴代の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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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緑柱石の宝冠〉（The Adventure of the Beryl Coronet, 1892） 

〈散髪の女教師〉 

〈ぶな屋敷〉（The Adventure of the Copper Beeches, 1892） 

 

水田南陽58是繼森田思軒、黑岩淚香之後，日本翻譯文學界的後起之秀，他

所翻譯的福爾摩斯探案系列《不思議の探偵》，可說是明治時期將福爾摩斯介紹

給日本人的重要推手。以上他所翻譯的這些故事都在他曾擔任社員的《中央新聞》

上連載，而他在翻譯篇名上，大多配合著原作名、當成大綱介紹故事為主，不過

並不因此將故事謎底暴露，是比較中性的譯名。不過其中有兩篇作品較為特殊，

一是幾乎暴露出謎底的〈毒蛇の秘密〉、二是將內容進行更動的〈禿頭俱楽部〉。 

〈毒蛇の秘密〉原名 The Adventure of the Speckled Band，故事起源於一名女

性委託人因為雙胞胎姊姊離奇死亡，而來向福爾摩斯求助，在福爾摩斯的調查之

下發現原來是委託人的繼父為了侵占雙胞胎姊妹的母親留下的遺產，而用自己飼

養訓練的印度毒蛇殺害兩姊妹。但在福爾摩斯與華生的協助之下，委託人不僅保

住一命、繼父也自食惡果被毒蛇咬死。故事整體搭配著郊外古堡的晦暗氣息，營

造出一種神祕感，但是篇名〈毒蛇の秘密〉卻幾乎公布了案情的真相，也是《不

思議の探偵》暴露最多謎底的篇名。 

〈禿頭俱楽部〉原名 The Red-Headed League，現今日譯〈赤毛組合〉意思

是紅髮聯盟。這篇〈禿頭俱楽部〉的故事以一名男子帶來一則奇妙的廣告，專門

招募禿頭男子，在男子疑惑自己是否遭騙之時，福爾摩斯卻發現這荒謬的行進背

後更重大的犯罪事實、牽扯出一樁縝密的銀行竊案。其時水田南陽在翻譯這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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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田南陽（みずたなんよう，1869-1958），出身於兵庫縣淡路薦江，本名榮雄，別名南陽外史

（なんようがいし）。立教大學畢業後於明治二十二年加入東京能辯學會，翻譯學會刊物《能

辯》。之後在幹事大岡育造的賞識之下參加《能辯》的編輯，1891 年進入大岡育造經營的中央

新聞，翻譯法國小說家 É mile Gaboriau 的作品並刊登在中央新聞上。1896 年至 1899 年前往歐

洲，在英國時接觸道柯南．道爾的作品，回國後以《不思議の探偵》翻譯了柯南．道爾的《福爾

摩斯辦案記》（The Adventures of Sherlock Holmes, ），是日本介紹福爾摩斯的先驅，並因此將翻

譯重心由法國作品轉為英國作品。其所翻譯 Arthur George Morrison 的作品以《 英国探偵実際談 

稀代の探偵》命名，是日本的第一部 Arthur George Morrison 的翻譯。而他所寫的《大英国漫遊

実記》也由博文館印行。1910 年離開中央新聞後進入了實業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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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的時候，除了《不思議の探偵》系列已知對時空背景從英國到德國的翻案以及

不知為何明明故事發生在德國但所以登場人物都是日本名之外，劇情流程並沒有

改變，使得這篇〈禿頭俱楽部〉特別的不同。將原本的紅髮變成禿頭可說是相當

有趣的巧思。畢竟東方人不像西方人髮色多變，況且紅髮、特別是故事中強調「紅

得有特色」的又更少見，於是將之代換成禿頭，不僅使人在閱讀上不會有種族的

差異性，更增添許多趣味在其中。 

接著在 1901 年出現三篇譯文： 

 

〈坊主ヶ谷の疑獄〉 喜三訳 慶應義塾学報四月至六月 

〈ボスコム谷の謎〉（The Boscombe Valley, 1891） 

 

〈花嫁のゆくへ〉 上村左川訳 女学世界 

〈独身貴族〉（The Adventure of the Noble Bachelor, 1892） 

 

〈再婚〉 上村左川訳 太陽十一月 

〈黄色い顔〉（The Adventure of the Yellow Face, 1893） 

 

這一年首先出現的〈坊主ヶ谷の疑獄〉中的「坊主」（即日文中的和尚）二

字可能會讓人有些困惑。不過只要參考了日譯目前的翻譯〈ボスコム谷の謎〉可

以很明顯的看出其實就是音譯而來，因為「坊主」的日文發音就是「ボス」。 

〈花嫁のゆくへ〉故事描述一名貴族來到福爾摩斯的住處尋求幫助，希望能

替他找回失蹤的新娘。委託人的新娘來自合眾國（美國）的富豪之女，福爾摩斯

在聽取了委託人敘述與其新娘相識到婚禮當日的細節，加上一張旅館的發票便順

利的解決了這個案件。此案也充分展現福爾摩斯僅靠著微小的證據就能得成破案

的成果。 

〈再婚〉故事內容是一名青年實業家來到福爾摩斯的住處尋求幫助，希望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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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摩斯能替他調查妻子的奇怪行徑。原來他的妻子曾經結過一次婚，但前夫和小

孩在意外中過世，原本在婚後兩人過著幸福的日子，然而妻子卻開始大量使用金

錢以及瞞著丈夫外出。福爾摩斯原本判斷此事與凶惡的犯罪有關，沒想到這次事

件完全不牽涉到犯罪，故事溫馨落幕。 

〈花嫁のゆくへ〉以及〈再婚〉都由上村左川所譯。他的譯筆相當流暢自然，

故事情節完整忠於原作，人物地名也以片假名呈現、並不做更動。不過他的篇名

翻譯卻都有與原作不同的譯名。像是這篇〈再婚〉原名 The Adventure of the Yellow 

Face，現今日譯為〈黄色い顔〉，譯者的命名方式不涉及謎底，取用的是故事中

婦人二度結婚的事實，而不是原本的名稱，這也是明治日譯中較為特殊的篇名翻

譯法，像是後來本間久四郎譯同一篇作品為〈黄色い顔快漢ホルムス第一編〉，

就是根據原作的名稱。而〈花嫁のゆくへ〉以及上村左川的另一篇翻譯〈青年の

探偵譚海上の惨劇〉The Adventure of the “Gloria Scott”也都採用類似的譯法。畢

竟福爾摩斯探案系列的原作篇名對照故事，有些顯得太無關連，像是 The 

Adventure of the Yellow Face 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不過，上村左川的譯名雖然

和原作名稱不同，但又在提示劇情重點後不公布謎底，可說是一種相當高明的篇

名翻譯。此外，他所翻譯的〈再婚〉和〈青年の探偵譚海上の惨劇〉是明治時期

最早出現的 The Memoirs of Sherlock Holmes 中收錄的故事。 

1902 年出現的兩篇翻譯都是出自 The Adventures of Sherlock Holmes： 

 

〈妻の連子〉 森皚峰訳 慶應義塾学報一月至二月 

〈花婿失踪事件〉（A Case of Identity, 1891） 

 

〈ろんどんのましつ〉 霞南生訳 二六新報七月十三日至二十三日 

〈唇の曲がった男〉（The Man with the Twisted Lip, 1891） 

 

描寫女子受到繼父一人分飾兩角欺騙的〈花婿失踪事件〉共有兩種日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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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篇名的翻譯上則是從兩個角度切入，第一種為水田南陽接近現在的日譯形式、

不公布謎底的〈紛失の花婿〉，以女性委託人為主要敘述的角色，保留案情神祕

性。另一種由森皚峰譯為〈妻の連子〉反而是以女子的繼父為主。但兩者都不像

晚清中譯〈繼父誑女破案〉的翻譯在篇名就揭開案件的核心。 

1903 年到 1905 年也有不少翻譯，值得注意的是 1905 年時明治的譯本首先

出現了 The Return of Sherlock Holmes 中作品的翻譯： 

 

〈乞食紳士〉 無署名 英学新報四月至五月 

〈唇の曲がった男〉（The Man with the Twisted Lip, 1891） 

 

〈青年の探偵譚海上の惨劇〉 上村左川訳 中学世界八月至十月 

〈グロリア．スコット号〉（The Adventure of the “Gloria Scott”, 1893） 

 

〈偽紳士〉 小羊生 慶應義塾学報十月至十二月 

〈唇の曲がった男〉（The Man with the Twisted Lip, 1891） 

 

〈良人の行衛〉 さち子訳 北国新聞一月十日至二月二日 

〈唇の曲がった男〉（The Man with the Twisted Lip, 1891） 

 

〈怪しの帯〉 夜香郎訳 新潮十一月至三月 

〈まだらの紐〉（The Adventure of the Speckled Band, 1892） 

 

〈奇談外交文書の紛失〉 千葉紫草訳 日露戦争写真画報十一月至十二月 

〈第二の汙點〉（The Adventure of the Second Stain, 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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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於 The Return of Sherlock Holmes 最早的明治日譯就是千葉紫草的〈奇談外交

文書の紛失〉原名 The Adventure of the Second Stain，從譯名來看還是與故事內

容有關。但比對之後出現的梅水郎譯同樣作品的〈第二の污點〉卻可以看出一個

現象，同樣的作品被翻譯的時候，使用的篇名翻譯方法已逐漸與現在類似。 

1906 年： 

 

〈黄色い顔快漢ホルムス第一編〉 本間久四郎訳 笑変窟五月 

〈黄色い顔〉（The Adventure of the Yellow Face, 1893） 

 

〈秘密の写真〉 戸川秋骨59訳 文芸界八月 

〈ボヘミアの醜聞〉（A Scandal in Bohemia, 1891） 

 

原名 A Scandal in Bohemia 的〈秘密の写真〉敘述波西米亞王儲為了拿回留

在過去情人手中的兩人合照，而求助於福爾摩斯。雖然探案的過程看似一切順

利，也解決了王儲的問題，但在取回照片這點上福爾摩斯的任務仍是失敗。本篇

之所以值得一提是因為其中登場的女主角艾韻．愛德勒（Irene Adler）在福爾摩

斯的生命及各種案件中扮演的特殊角色，甚至有人認為這是福爾摩斯唯一投入過

情感的女性。這個故事也因為這個角色打敗了福爾摩斯而出名。明治時期除了有

戶川秋骨的還有岡村松柏的〈女優イレネーアドラア〉。 

〈秘密の写真〉選擇了「相片」做為主題，〈女優イレネーアドラア〉則是

直接用文中的女主角 Irene Adler 命名。從這樣的取名方式，可以推測譯者在翻譯

的時候已經熟知故事內容，於是將各自認為重要的部分設為篇名，而非直接由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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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戶川秋骨（どがわしゅうこつ，1871−1939），出身於熊本縣玉名郡岩崎村，本名明三。明治

學院畢業，一方面在明治學院女學校擔任教師，另一方面與同期的島崎藤村、馬場孤蝶以及北

村透谷等人於 1893 年創刊《文學界》。之後在東京帝國大學英文科學習英文，前往歐美留學後

擔任慶應義塾大學的教授。著有多種隨筆、評論，對日本傳統技藝的能、歌舞伎有極深造詣，

著有《能楽礼讃》、《能楽鑑賞》等專書。Ralph Waldo Emerson 另編著全集，其他隨筆集、翻

譯也有相當的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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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進行翻譯。岡村松柏的譯筆非常的完整，包括分段的部分也都忠於原作。戶川

秋骨則傾向本土化，雙方都極具特色。不管是否完全忠於原著，都能流暢的表達

出故事的過程，雖然誤譯在所難免，但省略不譯的部分也都有跡可循，能看出各

譯本著重的部分，可見當時的翻譯已有一定的水準亦具有其工具性。 

明治時期的譯本一直到 1907 年才有單行本的出現，而且並非是由連載的篇

章及結成冊，是直接出版單行本： 

 

〈宝玉の行方〉 某文学士訳 太陽三月 

〈青い紅玉〉（The Adventure of the Blue Carbuncle, 1892） 

 

〈二つの汚点〉 梅水郎訳 静岡民友新聞四月二十一日至五月四日 

〈第二の汙點〉（The Adventure of the Second Stain, 1904） 

 

《銀行盜賊》 佐川春水訳 建文社四月單行本 

〈赤毛組合〉（The Red-Headed League, 1891） 

 

〈女優イレネーアドラア〉 岡村松柏訳 太陽十一月 

〈ボヘミアの醜聞〉（A Scandal in Bohemia, 1891） 

 

《神通力》 本間久四郎訳 祐文社十二月單行本 

〈田紳邸〉〈ライゲートの大地主〉（The Adventure of the Reigate Squire, 

1893） 

〈海軍条約〉〈海軍条約文書事件〉（The Adventure of the Naval Treaty, 1893） 

〈妙な患者〉〈入院患者〉（The Adventure of the Resident Patient, 1893） 

〈乞食紳士〉〈唇の曲がった男〉（The Man with the Twisted Lip, 1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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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時期的福爾摩斯探案翻譯，除了水田南陽是完整的譯出了 The Adventures of 

Sherlock Holmes 外，其他的作品大多是零星的發表。而本間久四郎的單行本中收

錄四個故事，此外他也兩度翻譯過 The Adventure of the Yellow Face，而夜香郎

做為他的一個筆名 1905 年的〈怪しの帯〉也是他的作品。從他的篇名翻譯來看，

幾乎都是依照原名、與現今的譯名類似。而〈怪しの帯〉以及兩度翻譯的〈黄色

い顔〉及〈窓の顔〉也都是如此。而他這本《神通力》雖然收錄的作品並不齊全、

來源也出自不同的原作短篇集，但仍是明治時期第一本福爾摩斯探案的短篇小說

集。因為在他之前出版的單行本《銀行盜賊》僅收入一個故事。 

1907 年之後單行本的數量增加： 

 

〈探偵小説鼻眼鏡〉 勝間舟人60訳 文芸倶楽部二月 

〈金緣の鼻眼鏡〉（The Adventure of the Golden Pince-Nez, 1904） 

 

《窓の顔》本間久四郎訳 文禄堂書店二月單行本 

〈黄色い顔〉（The Adventure of the Yellow Face, 1893） 

 

〈偶像破壊奇譚〉 今井信之訳注 英語世界二月至四十二年十二月 

〈六つのナポレオン〉（The Adventure of the Six Napoleons, 1904） 

 

《金庫の毒蛇》 前田定之助訳註 建文館九月單行本 

〈まだらの紐〉（The Adventure of the Speckled Band, 1892） 

 

《死刑か無罪か》 手塚雄訳注 東西社三月單行本 

〈ボスコム谷の謎〉（The Boscombe Valley Mystery, 1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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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勝間舟人本名勝間恒彥，為雜誌《女学世界》的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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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底の王冠》 山崎貞訳注 建文社三月單行本 

〈マスグレーヴ家の儀式〉（The Adventure of the Musqrave Ritual, 1893） 

 

〈英国探偵小説五十万円の宝冠〉 河岡潮風61訳 黃微青年四月至五月 

〈緑柱石の宝冠〉（The Adventure of the Beryl Coronet, 1892） 

 

《ドイル探偵譚》 岡村愛蔵訳注 三省堂書店四月單行本 

 

《紳士か乞食か》 手塚雄訳注 東西社五月單行本 

〈唇の曲がった男〉（The Man with the Twisted Lip, 1891） 

 

〈青目玉〉 藤野鉦齊訳 日本と日本人六月至七月 

〈青い紅玉〉（The Adventure of the Blue Carbuncle, 1892） 

 

《緑玉冠》 菅野徳助、奈倉次郎訳 三省堂書店八月單行本 

〈緑柱石の宝冠〉（The Adventure of the Beryl Coronet, 1892） 

 

1909 年手塚雄在東西社出版的兩篇福爾摩斯探案的翻譯，他的篇名和譯文

也有特殊之處。從手邊可見的〈死刑か無罪か〉，在故事開場之前有一頁的人物

介紹，人物都被替換成日本名稱，不過故事背景仍維持原本的設定。故事流程與

原作基本上相同，福爾摩斯前往某一小村莊去解決疑似兒子弒父的案件，在調查

的過程中逐漸洗清兒子的清白並且揭發了過去父執輩間的恩怨。但是手塚雄譯文

的呈現卻類似劇本，大量的對話搭配少許的描述，而且在對話上方都有標示說話

的人名。手塚雄所翻譯的篇名也相當有趣，他的兩篇作品〈死刑か無罪か〉與〈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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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岡潮風（かわおかちょうふう，1887-1912），本名英男，日本作家。為押川春浪（おしかわ

しゅんろう，1876-1914）的弟子，常在押川春浪發行的雜誌《冒険世界》上發表小說、文章。 



64 

 

士か乞食か〉，兩的篇名都不按照原作、但皆提示了故事的重點不公布謎底，並

且兩個譯名都以一種對立疑問的方式表現，像是中兒子是否殺人就關係到他是會

被「判死刑」還是「無罪釋放」、The Man with the Twisted Lip 則是探討主角到底

是「紳士」還是「乞食者」。這種篇名的翻譯方法在明治時期可說是相當特殊。 

1910 年至 1912 年明治時期結束前，篇名的翻譯模式已逐漸與現在相似： 

 

〈小説技師の指〉 三石生訳 黃微青年三月至七月 

〈技師の親指〉（The Adventure of the Engineer’s Thumb, 1892） 

 

〈最後の問題〉 村井生訳 英学生八月 

〈ぶな屋敷〉（The Adventure of the Copper Beeches, 1892） 

 

〈海軍同盟の密書〉 金子紫草訳 冒険世界七月 

〈海軍条約文書事件〉（The Adventure of the Naval Treaty, 1893） 

 

《続英国探偵奇聞録》 郡山経堂訳 文華堂十一月單行本 

〈那翁狂〉〈六つのナポレオン〉（The Adventure of the Six Napoleons, 1904） 

〈煙草の灰〉〈金緣の鼻眼鏡〉（The Adventure of the Golden Pince-Nez, 1904） 

〈紅髮組合〉〈赤毛組合〉（The Red-Headed League, 1891） 

 

〈秘密の扉〉 無名氏訳 文芸倶楽部三月 

〈ぶな屋敷〉（The Adventure of the Copper Beeches, 1892） 

 

〈秘密小説海軍同盟条約〉 虎髯大尉訳 冒険世界四月 

〈海軍条約文書事件〉（The Adventure of the Naval Treaty, 1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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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家の秘密〉 丸山小羊訳 雄弁四月 

〈マスグレーヴ家の儀式〉（The Adventure of the Musqrave Ritual, 1893） 

 

〈探偵奇談地下の秘密〉 森蜈山訳 日本青年六月 

〈赤毛組合〉（The Red-Headed League, 1891） 

 

自 1907 年開始，明治的譯本開始出現較多 The Return of Sherlock Holmes 中的作

品，但比起晚清 1904 年已有全譯本來說稍晚。值得注意的是明治時期直到 1910

年才出現第一個 The Final Problem 的翻譯〈最後の問題〉，整整比晚清時代的〈呵

爾唔斯緝案被戕〉晚了十四年。 

而明治時期所翻譯的福爾摩斯探案小說也以《緋色の研究》A Study in Scarlet

為主，共有五篇： 

 

1889 年 

〈探偵小説血染の壁〉 無名氏訳 《每日新聞》四月十六日~七月十日，

全八十四回 

 

1900 年 

〈倫敦通信新陰陽博士〉 原抱一庵62訳 《文芸倶楽部》九月 

 

1901 年 

〈モルモン奇譚〉 森皚峰訳  《時事新報》十一月三日~一九〇二年一

月二十九日，全八十八回 

                                                      
62

 原抱一庵（はらほういつあん，1866-1904），生於陸奧國郡山（今福島縣），本名余三郎。明

治時期的小說家、翻譯家。十六歲前往中國，就讀於亞細亞學館。1890 年在森田思軒的介紹之

下來到東京，擔任報知新聞社的文藝記者。在《新小説》、《都の花》等刊物上發表小說，因為作

品《闇中政治家》（1891 年）獲得文名。1892 年和森田思軒一同退社，曾任《仙台自由新聞》主

筆，也在《東京日日新聞》、《万朝報》執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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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 年 

〈神通力〉 風葉山人63訳 《読売新聞》十一月十三日~十二月八日，全

二十六回 

 

1912 年 

〈探偵奇談秘密暗号〉 松井白綾訳 日本青年十一月至十二月 

 

而原抱一庵翻譯的〈殘月塔秘事〉紀錄中前篇是《クルンバーの謎》後篇則

是《四つの署名》The Sign of Four，但並沒有看到《バスカヴィル家の犬》The 

Hound of the Baskervilles 的翻譯。 

 

1900 年 

〈残月塔秘事〉 原抱一庵譯 東京朝日新聞五月 

 

整體來說，明治時期的福爾摩斯探案翻譯因為同樣的作品多次被翻譯，而在

篇名上顯得多樣化，但是相對的，比起晚清時代幾乎追著原作出版的日期在翻譯

的情況，即使福爾摩斯探案開始在明治時期翻譯的時間早於晚清，但是之後的作

品明治的譯本確實要比晚清來的慢，這個現象這也連結到全集的出版情況。 

 

三、晚清與明治篇名翻譯特色比較 

從以上的討論可以發現，整體而言晚清和明治時期的篇名翻譯都沒有一個固

定的模式。不過由於晚清譯者在翻譯的早期，傾向將這些故事視為實際發生的案

                                                      
63

 小栗風葉（おぐりふうよう，1875-1926），出身愛知縣，本名加藤磯夫。小說家。青年時期便

以小說家為志向，前往東京拜在尾崎紅葉門下，是尾崎紅葉門下的四天王之一。1896 年描寫酒

造工人的悲劇《亀甲鶴》使他成為新進作家，1898 年《恋慕ながし》更確立了他的作家地位。

以撰寫明治三十年代知識階級青年的內面生活、自然主義的文風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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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在被當成「新聞報導」看待的情況之下，這些篇名所扮演的角色就是新聞標

題。既然是新聞標題，那麼它的作用便是讓讀者可以對這個報導一目了然，不過

當這些故事被當成小說刊登、甚至成為單行本之後，篇名既有意譯、也有直譯，

當然也保留了公布謎底的譯法。 

從原名、故事劇情和翻譯名稱來分析，中國晚清的篇名翻譯大致可以分成三

種類型：一、原名中有提到劇情重點的採直譯，像是 The Adventure of the Gloria 

Scott 譯為哥利亞司考得船案、The Adventure of the Resident Patient 譯為旅居病夫

案；二、原名中有提到關鍵字的採直譯加上謎底或是以大綱形式呈現，如 The 

Adventure of the Crooked Man 譯為記傴者復仇事、A Scandal in Bohemia 譯為跋海

淼王照相片；三、原名與劇情鮮有關聯或無關的直接公布謎底，例如 A Case of 

Identity 譯成繼父誑女破案、The Adventure of the Yellow Face 譯為孀婦匿女案。

其中最常出現的就是第二種。 

而明治的篇名翻譯和晚清大致類似，晚清常見的公布謎底的譯法在明治時期

也出現過。不過不同的是，明治時期的譯者有時會出現天外飛來一筆的譯法，使

篇名既與原名無關，也不像是故事的關鍵字，但觀察這一類型的篇名，可以猜測

這很可能是譯者有意識的選擇結果。 

明治時期的篇名翻譯也可以分成三種類型：一、原名中有提到劇情重點的採

直譯，例如 The Adventure of the Engineer’s Thumb 譯成片手の機関師（かたての

きかんし）；二、原名中有提到關鍵字的採直譯加上謎底或是以大綱形式呈現，

如 The Adventure of the Copper Beeches 為散髪の女教師（さんぱつのおんなきょ

うし），這兩種與晚清的譯法類似。不同的是第三種，也就是三、天外飛來一筆

的譯法，例如 The Adventure of the Yellow Face 譯成再婚（さいこん）、A Scandal 

in Bohemia 譯成女優イレネーアドラア（じょゆういれねえあどらあ）。 

中國晚清譯者一開始傾向將篇名當作該篇作品的故事大綱，從篇名的寥寥數

語中就可以看見案情的全貌。此一作法頗有中國章回小說章回標題兼用大綱提示

的效果；而日本明治譯者雖然有時也採用與中國晚清譯者類似的譯法，但通常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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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原名為主，保留篇名和故事間的距離。而不論是哪一種翻譯法都有其特色。

中國晚清習慣先公佈謎底、再由內文說明故事的流程，這點或許可以和中國傳統

公案小說、章回小說甚至是話本中說書的特色做連結；然日本明治的篇名翻譯

法，則旨在保留趣味性。兩者之間之所以出現這樣的差異性也反映在二國不同的

寫作特色與閱讀習慣上，而這樣的篇名翻譯對之後二國在類似創作的命名上亦產

生影響。 

而在情節翻譯上，比起明治時期的翻案，晚清的翻譯在故是整體上保留了更

多原作的樣貌，然而晚清重視原作中情節流程，而對細節、人物的情感則較不關

心。這很有可能是因為採用翻案模式的明治譯者，有意識的把這些小說變成自己

的創作特色，不斷翻案轉化之下就變成原創的作品出現。雖然晚清的譯者並非沒

有這樣的意圖，但他們注重西方的知識制度甚於（虛擬）人物的個性情感，因此

即便晚清譯者相信華生和福爾摩斯都是實際存在的人物，仍著重於是見的推論和

結果而不是動機這些情感方面的情緒。 

不過隨著時間的演變，可以發現晚清的篇名翻譯愈來愈偏向現代的保留譯

法，甚至自行添加懸疑性及趣味在其中。 

 

第三節 小結 

從第二章的背景介紹中可以發現，在翻譯小說的發展過程中，中國和日本其

實非常的相似。而本章把範圍濃縮到晚清和明治的偵探推理小說，則更有如此現

象。晚清和明治翻譯的第一篇福爾摩斯探案，之間只間隔二年，而到了 1899 年，

同年晚清和明治都有了《福爾摩斯辦案記》各篇的翻譯；在晚清和明治期間，兩

國所翻譯的福爾摩斯探案數量也相當；同樣在報刊雜誌上進行連載；社會對這一

個類型的小說、對福爾摩斯探案的接受度，都是在短時間之內風靡讀者開始流

行；甚至連出現「本土福爾摩斯」的時間都相近。 

偵探推理小說的樂趣應在於「懸疑性」，或是在小說模式中時常被提到的「懸

念」。正是有這些吸引人的謎團，才讓讀者如此津津樂道。然而在翻譯福爾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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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之初──不論晚清或是明治──許多故事卻從篇名就公布了謎底。在晚清，這

成為公案小說的延續，同時也是這些「故事」被當成「事實」的證明。在明治也

同樣有被視為是真實發生的案件的情況。那個時候，譯者所想要告訴讀者的並不

是其中的懸疑性，只是很單純的把它當作一則新聞報導與讀者分享；而譯者所期

望的閱讀經驗也不是和偵探一起找出真相，而是見證事件真相如何被解開。當時

對偵探推理小說的翻譯仍是一種工具，它肩負著科學小說中的理性、以及政治小

說的制度，因而成為教材。但隨著時間隨著譯者和讀者對故事的渴望，而變成了

娛樂、變成了通俗的文學。這樣的變化，也與晚清和明治對翻譯小說態度的轉變

相符。 

而對情節的翻譯，晚清譯者和讀者最想要從福爾摩斯身上得到的，就是他那

維多利亞式的科學理性，這是當時的知識份子最缺乏的東西，所以晚清譯者不斷

的尋找新的故事翻譯很快變成了流行，不僅在知識分子之間也在通俗大眾間流

行。但就算從教育的工具變成了文學的小說，晚清的翻譯仍重視案件的推理過程

大於人物塑造，而且就算不翻那些詭異的情感的，也不影響故事的精彩度。不過

從篇名翻譯逐漸加深懸疑性的情況來看，這不只訓練讀者融入偵探推理情境，似

乎也可視為對偵探推理小說類型的逐步理解。但是明治的譯者卻用另一種方式思

考，他們在同樣的作品上不斷的翻譯不斷的嘗試，除了翻出福爾摩斯探案中的細

節，並在福爾摩斯及其他人物身上塑造出個性，甚至呈現屬於日本式的文化即文

學特色。 

不過當我們觀察晚清的福爾摩斯探案時，會發現大部分的譯者在翻譯時，會

選擇尚未出現譯本的作品翻譯，除了少數的作品有二種譯本外，晚清時代留下的

福爾摩斯探案幾乎都只有一種譯本存在；而明治時期的譯本卻明顯的不斷重譯，

光是 The Man with the Twisted Lip 在明治期間已知就有八種不同的翻譯，大部分

的故事也都有二種以上。從前述或參考後面附錄一的翻譯系譜會發現，晚清和明

治時期福爾摩斯探案翻譯極大的差異在於發表文章的場域。比起晚清時期在固定

的報刊雜誌上連載，明治時期的連載場域明顯複雜。晚清時期從時事性質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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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報》開始，先是將福爾摩斯探案當成實際的犯罪報導，與路透電音等域外新聞

置於相同欄位，之後才以小說的姿態在小說專門誌如《月月小說》上連載發表。

但這個流變的整體發展過程都是穩定的，福爾摩斯探案翻譯在晚清是逐步從犯罪

實錄變成文學小說。反之明治時期的福爾摩斯探案翻譯卻是散見各種不同性質的

報刊雜誌。例如首開福爾摩斯探案翻譯先河的《日本人》雜誌是帶有強烈政治性

格的刊物；而在《中央新聞》上水田南陽《不思議の探偵》連載則見刊於小說欄

位、《文芸倶楽部》也屬於小說雜誌。但像《女學世界》、《慶應義塾學報》、《中

學世界》等報刊則是教育性質的刊物，其中所刊登的福爾摩斯探案則與英語教愈

有更深的關係。 

這種翻譯「目的性」的差異，一方面略能解釋同篇故事在晚清和明治翻譯數

量不同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揭示了明治時期福爾摩斯探案兩種不同的翻譯軌跡：

大眾文學與教科書。同時這個差異也很有可能影響了中國和日本出版福爾摩斯探

案全集的時間。自開始翻譯福爾摩斯探案以來，晚清譯者的翻譯速度一直緊追著

原作的出版，行有餘力則回頭翻譯之前尚未譯出的作品。然而明治譯本卻不完全

如此，從各個故事翻譯的時間軸來看，明治發表翻譯的順序也追著原作，但同樣

的作品一譯再譯的情況，顯示了明治譯者在同樣素材下不斷嘗試不同的方法，從

翻案、豪傑譯到直譯，因此當日本譯者完成他們的嘗試，決定要出版全集時，已

是中國譯者譯出福爾摩斯探案全集的多年之後了。不過有趣的是，即便早在 1914

年中國就有了福爾摩斯探案的全集，中國的偵探推理小說卻未能像日本那樣發展

至今。即使中國和日本都曾因為政治及戰爭的因素中斷偵探推理小說的出版，但

為何最終中國沒有和日本一樣，都在偵探推理小說上發揚光大，實則令人好奇。 

而柯南．道爾在撰寫福爾摩斯探案系列的時候，有許多案件的結果並不完

美，或者應該說與中國、日本傳統文學中強調「勸善懲惡」的結果相違背。在他

的故事中，壞人不一定會得到報應、好人也不是永遠的安全，甚至可能死於非命，

這對於相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東方民族來說不管接受與否，都無疑是一種全

新的價值體驗。這種對灰色地帶描寫，似乎考驗了晚清明治讀者對道德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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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一種西方式道德經驗與東方式道德經驗的對立滲透。 

明治時期的翻譯、翻案對日本近代化的影響強烈，而福爾摩斯探案系列在此

之外更加入了大眾文學的要素，使偵探推理小說在日本流行並確立了日本偵探推

理小說的體系。而在翻譯策略上，明治期的翻譯仍以翻案為主，這是因為比起正

確的語言排列，日本譯者和讀者更在乎的是文章的知識面以及這部分是否能為國

民所用。然而這兩種類型究竟誰優誰劣，絕對沒有定論。從可見的資料來看，只

能說兩者都有它精彩的地方。晚清譯者不論文言或白話，都能翻出優美正確的文

章；明治譯者就算翻案，也都會仔細的轉換其中的背景，保留故事性。但正是因

為晚清和明治時代的翻譯，不管是譯者和讀者都在一個過度的時期，所以才使得

這時候產生的翻譯作品如此多樣而充滿魅力。翻譯小說在此時所扮演的角色，多

多少少都帶著各取所需的意味。想要學習的人將它當作教材、想要娛樂的人將它

視為文學小說，但不管是教材還是小說、是工具還是文學，這些都是晚清和明治

的翻譯小說──翻譯福爾摩斯探案相當重要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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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翻譯特徵比較 

福爾摩斯探案從英文原文翻譯到中文及日文的過程中，包括了晚清譯者和明

治譯者對原作的理解及希望傳遞的訊息。本章將針對晚清和明治的福爾摩斯探案

譯本中關於人物形象與道德情感、制度文化及物質文化的翻譯來討論原作與譯本

間文化交流的現象。 

 

第一節 人物形象與道德情感 

一、福爾摩斯與華生 

由於晚清和明治時期的中國與日本正好都處於西方事物大量傳入的階段，幾

乎發生在同時的自強運動及明治維新可說是此一現象的證明。而當時西方社會的

權力轉移現象，也多少呈現在中國與日本兩國的維新中而將此現象放入翻譯偵探

推理小說中，這些維新或是西方思維應該也展現在人物身上。夏洛克．福爾摩斯

（Sherlock Holmes）和約翰．華生（John Watson）兩人作為福爾摩斯探案系列

中的靈魂人物，對於晚清和明治的譯者及讀者而言，兩人究竟代表了如何的形

象，因而能進入到中國與日本民眾的心中；而兩國的民眾又期望能從他們的身上

得到什麼呢？首先來看夏洛克．福爾摩斯到底是個怎麼樣的人，在李歐梵教授〈福

爾摩斯在中國〉一文中有了很好的注解： 

 

一方面福爾摩斯這個人物在其生活習慣和價值系統上是百分之一百的維多

利亞式的英國人，和中國的文人和知識份子很不一樣；另一方面，福爾摩斯

這個人又很古怪……64
 

 

事實上我們更可以說，福爾摩斯其實就代表了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特徵，特別是

科學、理性的部分，然而滲入了哥德式精神的科學，在理性之中又帶了點神祕、

怪異的氛圍。從柯南．道爾的筆下轉換到晚清、明治的譯本中，卻注重福爾摩斯

                                                      
64

 李歐梵：〈福爾摩斯在中國〉，《當代作家評論》第 2 期（2004 年），頁 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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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事物的仔細觀察以及條理分析，也就是強調他的科學理性而不是非理性的情感

面。晚清的譯者和讀者看重的正是福爾摩斯這樣的「科學精神」，其中更包括了

故事之中展現出歐美的法律系統、偵察探案的過程，正如包天笑等人在《福爾摩

斯探案全集》的序言中所說「必其人重道德有學問，方能藉之一以維持法律，保

障人權，以為國家人民之利益」，足可見晚清譯者、讀者欲在福爾摩斯的身上尋

求一種「新的可能」，且福爾摩斯擅長的是維多利亞時代種種經典的科學技術，

而這些正是晚清的譯者和讀者──知識份子所欠缺的部分，如此一來也達到了晚

清翻譯小說之初「諭教育於小說」的目的。再者福爾摩斯探案中不同於中國傳統

公案小說的敘事模式、隨著偵探依照線索尋找真相的趣味性也令譯者及讀者有了

全新的閱讀經驗，在達到教育的同時也開展了新的閱讀娛樂，這也是為什麼福爾

摩斯能夠在晚清如此受到歡迎的原因。 

那麼晚清對福爾摩斯是如何翻譯的呢？其實在福爾摩斯探案中，他本人並不

常提到自己的事，多是以華生觀察的角度來描寫，但在之中我們能找到他對自己

的評價，The Adventure of the “Gloria Scott”中福爾摩斯有以下的自稱： 

 

屈為人最有血性。精神煥發。卓爾不羣。雖余亦翛然絕俗。然終自愧不如。

65
 

有趣的是這段話中竟有種中國文人式的自謙，可見福爾摩斯的形象在譯者和讀者

眼中雖然新穎，但是仍染上了中國的本土文化，使得福爾摩斯的自傲也變得文人

化。 

而被認為是英國維多利亞時代再現的日本明治時代，則更能體現福爾摩斯的

維多利亞特徵，不過和晚清不同的是，明治的譯本卻將這點特別展現在福爾摩斯

非理性的情感面上。也就是說明治的譯者在福爾摩斯的科學、理性面之外，他們

                                                      
65

 商務印書館編譯所譯：〈哥利亞司考得船案〉，《華生包探案》（上海：商務印書館，1906 年），

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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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關心福爾摩斯的個人特質，更甚者強調他作為一名「偵探」的特殊性，而嘗試

從他的這些特色中言發出日本獨特的偵探韻味，注重娛樂和新閱讀經驗。 

不過比起福爾摩斯相對明確的形象，華生在作品中的定位更是令人好奇。華

生在福爾摩斯探案中作為一名記述者的登場，對晚清和明治的譯者、讀者來說也

是一個創新，特別是他用第一人稱的描述手法也成為一種新的文學特徵。然而對

此〈福爾摩斯在中國〉中如此描述華生： 

 

但基本上腦子還是迷迷糊糊的，往往在小說開始時判斷錯誤，所以對故事情

節的發展產生誤導的作用，前面說過，這當然是一種敘事上的安排，然而從

當時的讀者立場而言，這個角色最多不過是福爾摩斯的陪襯人物，地位無足

輕重。66
 

 

但華生若是如此無足輕重，何以晚清的福爾摩斯探案集，卻都以華生之名命名？

當然這很有可能是因為過去多數的譯者都覺得華生就是作者本人，那麼書名以他

來命名也沒有什麼奇怪之處，不過當晚清和明治時期的讀者在比對福爾摩斯和華

生的立場時，對華生又有怎麼樣的看法呢？其實仔細觀察，會發覺華生的形象鮮

明其實並不遜於福爾摩斯。這極有可能是柯南．道爾藉由華生的形象傾訴自己的

立場，甚至還有一種解釋，華生對於案件並不是真的判斷錯誤而是刻意為之，以

觀察福爾摩斯的反應。這當然只是後話及猜測，但是比起對福爾摩斯類似的看

法，晚清和明治的譯者、讀者真正對人物出現不同看法，卻是集中在華生的身上。

特別是在明治時期的日本，這種偵探助手的設計可為創舉，並且沿用至今，除了

第一人稱新的敘事方法，他們也同樣重視他偵探助手的身分成為後世偵探推理小

說中重要的角色，更可以說因為扮演著助手的角色，而使華生也成為福爾摩斯探

案中獨特的魅力之處。福爾摩斯和華生可以說是作品的一體兩面，因為有福爾摩

斯也有華生，所以才有了福爾摩斯探案系列的成功，這兩人缺一不可。晚清和明

                                                      
66

 李歐梵：〈福爾摩斯在中國〉，《當代作家評論》第 2 期（2004 年），頁 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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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譯者對華生的不同態度首先可以從 A Studyt in Scarlet 中，開頭華生的自我獨白

看出： 

 

IN the year 1878 I took my degree of Doctor of Medicine of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and proceeded to Netley to go through the course prescribed for 

surgeons in the army. Having completed my studies there, I was duly attached to 

the Fifth Northumberland Fusiliers as Assistant Surgeon.67 

 

晚清這段文字出自林紓所譯的《歇洛克奇案開場》，是晚清時期最知名的《暗

紅色研究》譯本。整篇的譯文與原作接近，但只是平鋪直敘華生的經歷，並未多

做說明或解釋： 

 

華生曰。當一千八百七十八年。余在倫敦大學校醫學畢業。以國家欲設軍醫。

余遂乃至忒立試驗所學。及試驗所亦畢吾業。即奉檄赴惱聖白蘭礮隊中第五

聯隊為副軍醫。68
 

 

然而在日本明治的譯者則出現兩種截然不同的譯法，除了和中國晚清使用類似的

方法之外，特別的是讓福爾摩斯和華生變成日本人，連他們的經歷也都與當時的

日本社會背景相符，這種翻案的手法，在譯文之中，華生的經驗完全與日本明治

的歷史，特別是對外發展、西化的過程相符。比起福爾摩斯，華生的個人經歷更

貼近明治時期的日本人，特別是參與過戰爭的人，這樣的描述手法必然也加深了

當時日本人對華生的親切感： 

 

                                                      
67

 亞瑟．柯南．道爾爵士著，王知一譯：《暗紅色研究》（臺北市：臉譜文化出版：城邦文化發

行，1999 年），頁 23。一八七八年，我由倫敦大學取得醫學博士學位，繼續到奈特利去修習陸軍

外科醫生必修的課程。那裡的課程結束後，立即被派往第五北盎伯地燧石槍團擔任助理外科醫生。 
68

 柯南達利，林紓、魏易譯：《歇洛克奇案開場》（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1908 年），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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われ、軍醫和田進一は日清の戰役に從ひて、醫務に鞅掌し、平壤の役、旅

順の戰ひ、幾百の負傷者のために、一身を棄てゝ其治療を加めしも、其後

臺灣に赴きて、終に匪徒のために狙擊せられ、左腕に負傷はしたるより、

暫らく軍隊を脫して、靜かに痾を養ふ身となり、明治三十年の春の末つが

に、わが第二の故鄉なる東京に入り……69 

 

和田眞吉が福岡の大学を卒へて、醫學士の肩書を取つたのは三年前、明治

三十六年の冬で。70 

 

而吉田司雄教授也在〈明治期の『緋色の研究』、四人のシャーロック・ホーム

ズ〉中： 

 

しかし、明治期の日本で『緋色の研究』が訳出、翻案されたとき、これが

書き手であうるワトスンの存在なしには成り立たない作品だとは必ずし

も受け止められなかった。「直覚力」「視察力」に長けたホームズ役の卓越

振り強調せれる一方で、ワトスン役は名探偵を際立たせるためだけのサブ

キャラクターになりさがり、それゆえホームズ役のほしいままの独白を甘

受したり、三人称形式で脇役の一人として叙述されたりしなければならな

かった。このことは長く日本の創作探偵小説にも影響を与えてゆきます。

71
 

                                                      
69

 我，軍醫和田進一自日清戰爭以來一直從事著醫務的工作，經歷了平壤之役、旅順之戰，為

了戰爭中負傷的人們投身於治療之中，之後前往臺灣、終於遭到了歹徒的襲擊以致左腕負傷，只

好暫時退出軍隊去靜養……明治三十年的春天，來到了第二故鄉的東京…… 
70

 和田眞吉自福岡的大學畢業，取得醫學士的學位是在三年前，明治三十六年的冬天。 
71

 吉田司雄：〈明治期の『緋色の研究』、四人のシャーロック・ホームズ〉，《工学院大学研究

論叢》第 48-2 号，頁 64-63。日本明治時期翻案、翻譯出的《暗紅色研究》若沒有華生這名敘事

者的存在，恐怕很難為當時的讀者所接受。福爾摩斯展現出過人的「直覺力」、「視察力」，另一

方面華生則是扮演將福爾摩斯這些特質紀錄、突顯的角色，並且作為一名協助者，見證、接受福

爾摩斯的獨白式推理，再以第三人形式用第一人稱介紹出。這種方法也長久的影響了日本原創的

偵探推理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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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為華生的明治形象以及他之所以能長久影響日本偵探推理小說的原因下了極

中肯的注解。 

 

二、道德 

福爾摩斯使用易成癮藥物提神可說是一種道德上的缺陷，對於晚清和明治的

譯者、讀者來說，可能並不是重要的，至少晚清的譯者認為重要的是缺折的情節

而非人物的形象，因此晚清對於這個部分的略去不譯是可以理解的。明治譯者的

態度就相對搖擺，也許他們一方面覺得福爾摩斯應該理性、但又著迷於他性格中

非理性的部分，因此用較為隱晦的方式呈現他使用藥物的事實。對於福爾摩斯使

用古柯鹼等毒品的描寫，不管是晚清還是明治都持保留的態度。同樣的故事情節

中可以發現譯者的取捨。誠如第三章中介紹的，明治時期翻譯的 A Scandal in 

Bohemia 就兩種不同的表現，一是戶川秋骨的〈祕密の寫眞〉、另一個則是岡村

松柏的〈女優イレネー．アドラア〉，由譯文可見的〈波宮秘聞〉中，〈女優イレ

ネー．アドラア〉一篇譯文完整，包括大部份譯本都省略的、描述華生結婚後對

福爾摩斯懷念的劇情也都譯出，然而在字句中確刪去了華生對福爾摩斯用藥的敘

述。但是在〈祕密の寫眞〉中，卻明確的指出福爾摩斯使用藥物： 

 

彼は又仕事をやつて居たのである。彼は藥を服用して僅に得た夢の中から

醒て、何か新らしい問題を臭ぎ分んと熱中して居たのである。72
 

 

君は今又例の探偵事件に着手し、何か新たに或る祕密の犯罪事件を考查し

つゝあるなり。73
 

 

                                                      
72

 戶川秋骨譯：〈祕密の寫眞〉，《文芸界》第五卷第八號（明治 39 年 8 月），頁 76。他又開始工

作了。他從因服用藥物而陷入的夢中醒來，開始熱衷於心的疑難之中。 
73

 コナン・ドイル原作，岡村松柏抄譯：〈女優イレネー．アドラア〉，《太陽》第拾參卷第拾四

號（明治 40 年 11 月），頁 91。他又開始著手偵辦案件，調查一些新的、或是尚未解開謎團的犯

罪事件。 



78 

 

While Holmes, who loathed every form of society with his whole Bohemian soul, 

remained in our lodgings in Baker Street, buried among his old books, and 

alternating from week to week between cocaine and ambition, the drowsiness of 

the drug and the fierce energy of his own keen nature.
74

 

 

其際ホルムズ君は例の率易主義の精神て、社交と云ふ社交は一切禁物にて、

ベーカア街の自宅に閉ぢ籠り、書籍の間に身を埋め、時に或は意氣軒昂、

恰も宇宙を吞むの概あり、時に或は陶然として神氣銷沈せるあり。75
 

 

這裡的幾段明治時期的翻譯，雖然不能說就指出了福爾摩斯「吸毒」，但是的確

表現出福爾摩斯性格上情緒不穩、善變的部分，而這些部分正是晚清的譯者所省

略的。 

然而，比起對福爾摩斯的用藥持保留態度，晚清和明治的譯者卻都對原作中

人們使用鴉片的情形有明確描寫，此舉多少也展示了晚清和明治人們的道德觀

念，最經典的例子就是 The Man with the Twisted Lip 故事開頭及描寫鴉片窟的地

方： 

 

The habit grew upon him, as I understand, from some foolish freak when he was 

at college……description of his dreams and sensations, he had drenched his 

tobacco with laudanum in an attempt to produce the same effects……as so many 

more have done, that the practice is easier to attain than to get rid of, and for 

                                                      
74

 亞瑟．柯南．道爾：〈波宮秘聞〉，《福爾摩斯辦案記》（臺北：臉譜文化出版，城邦文化發行，

1999 年），頁 10。至於具有波西米亞靈魂、嫌惡任何一種社會行式的福爾摩斯則仍然留在我們貝

格街的公寓裡，埋首於舊書堆中，生活在古柯鹼所造成的昏沉與他敏銳天性所帶來旺盛精力的野

心之間。 
75

 コナン・ドイル原作，岡村松柏抄譯：〈女優イレネー．アドラア〉，《太陽》第拾參卷第拾四

號（明治 40 年 11 月），頁 90。此時的福爾摩斯君仍秉持著他率易主義的精神，視一切社交活動

為禁物的精神，留在貝格街的家中埋首書堆。有時他意氣軒昂，彷彿將宇宙掌握手中；有時卻又

神色消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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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y years he continued to be a slave to the drug, an object of mingled horror 

and pity to his friends and relatives. I can see him now, with yellow, pasty face, 

drooping lids and pinpoint pupils, all huddled in a chair, the wreck and ruin of a 

noble man.
76

 

 

晚清譯本〈偽乞丐案〉基本忠於原作翻譯，呈現人如何對鴉片上癮、戒除不

了而出現的戒斷症狀，表現了吸毒者落魄的形象： 

 

嗜鴉片。當其在書院肄業時。偶讀第坤散所著述夢等篇。謂人吸食鴉片。必

感異夢。因取淡芭菰。和以鴉片油。大啖之。期一試其異。試之再四。竟無

效。而癮成矣。蓋鴉片之為物。染之則易。去之頗難。數年以來。似為此樂

之奴。親友雖衷之憐之。然亦無如何也。今面黃膚縐。目腫瞳小。坐於椅內。

瑟縮如蝟。竟不圖一世家貴冑。斲傷至此。77
 

 

而明治曾至少存在八篇譯本，在可見的範圍中也有三篇對此展開描述： 

 

……甚しく阿片烟に耽り家をも身をも忘るゝに到れりかゝる慣習を生せ

しももとはわけもゐさ戯よりのことにてかのクィンシイの人種談を讀み

てタバコをラウダニュムに取換て試みしに初り今は其嗜好は益つのり實

際これをやむることはかたくこれを遂るはやすしといふへさ場合に陷り

朋友親族の畏懼と悲哀との中にありてこの毒物の奴隸とゐり果たり其顏

色は黃ばみて板目紙のことく瞼は眼を掩ひて僅かに針のことさ眸子常に

                                                      
76

 亞瑟．柯南．道爾：〈歪嘴的人〉，《福爾摩斯辦案記》（臺北：臉譜文化出版，城邦文化發行，

1999 年），頁 155。……他是在大學時代與一群怪誕不羈的傢伙混在一起而染上毒癮……所描述

的吸食鴉片幻覺之後，就將煙草浸於鴉片酒精溶液之中以製造同樣的效果。……他發現這玩意上

癮容易戒除難。多年來，他成了這種毒物的奴隸、親友眼中嫌惡與憐憫的對象。眼前我就可以看

到一個面色青黃、眼皮沉重、目光微弱、踡縮在椅中的身軀，一個被摧毀了的高尚人士的殘骸。 
77

 警察學生譯：〈偽乞丐案〉，《續包探案》（上海：文明書局，1902 年），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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椅子にのみもたれて貴人の風症に中れることし。78
 

 

惜いかな非常に阿片が嗜さだ。學校に居る時分に、ド、ク井ンシーの『ヲ

ピアム、イークー』を讀んで、阿片とは甚麼ものか、ひとつ試めして見や

う位の、謂はゞ極くたわないもない考から、煙草の中へ阿片を混合て喫ん

だのが抑々過の基で。始めたが最後、却々廢められないと見え、それから

といふものは、數年一日の如く阿片を喫んでは、顏色が青くならうが、身

躰が衰弱しやうが、もう一向關心はなくなつた。知己、親戚の心配質に一

方ならずである。79
 

 

亞片が好きなのだ。學生時代に栗本氏の夢幻論を讀んで、その記事に有る

經驗を味はつて見度いと云ふ馬鹿な好奇心から、煙草に亞片劑を混ぜて飲

んだ、餘り度を過した為、終には止められぬ習慣と成つて了ひ、非常に病

身には成る、親族朋友からは見離される、ぶら下つた瞼、針のやうな瞳、

青い顏をして、夢うつゝの體て、椅子に倚り居る處は實に墮落した人間の

好標本だ。80
 

 

在原作中柯南．道爾對於鴉片這種國內重要的藥品和貿易品基本保持中立的態

度，他所強調的是「濫用鴉片的人」以及「鴉片對大英帝國營運的影響」因而形

                                                      
78

 無署名：〈乞食道樂〉，《日本人》，明治 27 年 1 月 3 日，頁 34。沈溺在鴉片中甚至忘了身家的

習慣，起源於讀了クィンシイ的人種談，而將香煙中的煙草換成ラウダニュム來抽，積習已久、

深陷其中。朋友親族都以畏懼、悲哀的神情看著他成為毒品的奴隸，面色蠟黃、眼神渙散、彷彿

一個蜷縮在椅子裡得了風症的人。 
79

 コ－ナン・ドイル作，小羊生譯：〈偽紳士〉，《慶應義塾学報》，明治 36 年 10 月，頁 66。可

惜的是他沈迷於鴉片。在學校的時候讀了的，而嘗試起鴉片。在煙草中混入鴉片吸食，從開始到

最後他發現這東西難以戒除，從此以後便無法自拔於鴉片。面色鐵青、身體衰弱，知己、親戚也

逐漸不關心他。 
80

 本間久四郎譯：〈乞食紳士〉，《神通力》，明治 10 年 12 月，頁 177。喜好鴉片。學生時代讀了

栗本氏的夢幻論，因為好奇而照著書上所寫，將煙草和鴉片劑混合吸食，一旦開始了就無法停止

而成了習慣，親族朋友也都離開了。沈重的眼皮、瞳孔縮小、面色鐵青，成為蜷縮在椅子裡一個

墮落的人類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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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鴉片在輸出國與輸入國間的使用差異。特別的是，在晚清的翻譯中並沒有譴

責這種情況，反而像是孔慧怡教授在〈以通俗小說為教化工具：福爾摩斯在中國〉

舉出的例子，在 The Sign of Four 中福爾摩斯與華生針對使用古柯鹼的事情討論，

福爾摩斯為了刺激身體亢奮活動而使用藥物，但是華生卻認為自己的身體尚未從

戰爭的打擊中恢復，身體不能再承藥物要帶來的負擔。但是清末民初的版本卻對

這個情況做了調整，福爾摩斯勸華生使用藥物的時候，卻是被華生已「自己很健

康」為由拒絕，對此福爾摩斯說自己若也這麼健康，就不需要藉由藥物來提神。

這正好對應了晚清時期中國人吸食鴉片的狀況，他們往往因為精神不佳需要提神

而藉口使用鴉片。這種替換發言順序、將內容合理化也是一種晚清翻譯的手法，

並且將福爾摩斯探案的故事與這個晚清的社會問題同步。反而原文中福爾摩斯為

了打發時間而使用藥物的行為對晚清讀者來說實在太難以理解了。 

不過明治翻譯的態度又有不同。明治的翻譯基本譴責吸食鴉片這樣的行為，

他們認為吸食鴉片是一種從文明走向腐敗的行為。而且由於藥局法的制定，當時

的日本政府對於鴉片和鴉片窟基本採取禁止的態度，特別是〈乞食道楽〉裡描寫

鴉片窟，強調其經營者東方人、黃種人的形象，加上積極向外發展的明治日本，

對於中國的情況不會毫不關心，因此當時對中英的鴉片戰爭也有一定的瞭解。有

了這些背景，對明治的讀者來說把這些意象帶入成中國人的情況必不在少數，而

且〈乞食道楽〉這篇文章發表在日清戰爭也就是中日甲午戰爭時期，發表的〈日

本人〉雜誌主要主張國粹主義的背景之下，自然也就加強了對中國的野心。如果

說原作中展現出了對印度國家的殖民態度、那麼明治的翻譯無形中也呈現了日本

作為唯一的東方帝國主義國家的形象。 

 

三、情感 

在福爾摩斯探案中也不常提到情感。除了一些風流韻事的紛爭，其實對情感

面並不著墨太多。就算是華生與妻子結緣的 The Sign of Four 中華生對後來成為

他的妻子的於案件中發展出的情感也相當突然，後續提到華生婚後生活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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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沒有對兩人的感情多作描述。然而在被認為是唯一被福爾摩斯認可的女子登場

的 A Scardal in Bohemia 中，難得對福爾摩斯的情感層面有了以下描寫： 

 

He never spoke of the softer passions, save with a gibe and a sneer. They were 

admirable things for the observer – excellent for drawing the veil from men’s 

motives and actions. But for the trained reasoned to admit such intrusions into 

his own delicate and finely adjusted temperament was to introduce a distracting 

factor which might throw a doubt upon all his mental results.
81

 

 

但是不管是晚清還是明治的譯文都將之刪去，而無法看出對福爾摩斯情感的描

寫。不過比起福爾摩斯對異性的情感，福爾摩斯探案之中最令人好奇的情感，莫

過於福爾摩斯和華生的曖昧情愫。在原作中更多次對福爾摩斯與華生的日常生活

相處進行描寫，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應該就是 The Adventure of the Yellow Face 開

頭兩人散步的場景： 

 

One day in early spring he had so far relaxed as to go for a walk with me in the 

Park where the first faint shoots of green were breaking out beginning to burst 

into their fivefold leaves. For two hours we rambled about together, in silence for 

the most part, as befits two men who know each other intimately. It was nearly 

five before we were back in Baker Street once more.
82

 

 

                                                      
81

 亞瑟．柯南．道爾：〈波宮秘聞〉，《福爾摩斯辦案記》（臺北：臉譜文化出版，城邦文化發行，

1999 年），頁 9。他從不說較溫柔或充滿感情的話，有的話也是以嘲笑、輕蔑的方式表現出來──

這是掩飾人的動機與行為最好的方法。但是一個有經驗的理性者，承認這類事情侵犯到他敏銳而

適度的氣質，就等於引進了困擾的因素，從而使他對自己所有的心智都產生了懷疑。 
82

 亞瑟．柯南．道爾：〈黃色臉孔〉，《福爾摩斯回憶記》（臺北：臉譜文化出版，城邦文化發行，

1999 年），頁 41。早春的某一天，他居然清閒到肯跟我一起到公園散步。公園裡榆樹的嫩芽剛剛

冒出，栗樹黏濕的芽頭也才鑽出五片狀的新葉。整整兩個鐘頭，我們一起漫步著，大部分時間兩

個人誰也不說話，就像兩個彼此非常親近、彼此太了解的人慣見的。我們回到貝格街時，已接近

五點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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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譯文簡潔有力，但是在情感方面略顯冷淡： 

 

某日華生與福而摩斯散步倫敦某園中。春風甫至。卉木初萌。榆樹栗枝。綠

葉乍放。游興勃然。樂而忘返。及歸盤克街。則夕陽西下。已五句鐘矣。83
 

 

反而明治時期〈再婚〉的譯文，不僅與原作相符，更加入了一些加強情感描述的

字句，特別是強調了原文中沒有的「同居」二字。 

 

早春の事であつたが、或日彼は何時になく心が舒暢いで余と一緒に公園へ

散步に出かけた、丁度公園には榆の樹に柔軟しい萌芽が出始め、栗の樹の

粘つた鋒先が五重の葉に開かうとして居る塲合で、二時間ばかりといふも

のは……極親しい交友の間で常あるやうに……、殆んど物をも云はないで

逍遙し、それからベーカー街の、吾々二人が仝居の寓所へ歸つたのは彼是

五時であつた。84
 

 

雖然柯南．道爾並沒有刻意的營造福爾摩斯和華生之間的曖昧，但在字裡行

間確實有那麼一點跡象。特別是華生結婚之後，福爾摩斯的脾氣愈發古怪的地

方。不過就英國傳統的男校制度來說，同性間的情感並不奇怪，反而是晚清和明

治的接受如何更令人好奇。不過正如李歐梵教授在〈福爾摩斯在中國〉文中所說：

「福爾摩斯表面上很冷靜，也不多話，而且是單身，對女人似乎竟無興趣，所以

後是不少人猜測他是否有同性戀傾向。其實這個問題不重要……」，確實福爾摩

斯的性傾向為何並不重要，也未能影響晚清的小說發展，但是仍可以從這裡看出

晚清和明治對福爾摩斯情感追求的差異。其實當時中國和日本都不乏對於同性間

                                                      
83

 商務印書館編譯所譯：〈孀婦匿女案〉，《華生包探案》（上海：商務印書館，1906 年），頁 41。 
84

 コナン・ドイル作，上村左川譯：〈再婚〉，《太陽》第七卷第拾三號，明治 34 年 11 月 5 日，

頁 93。早春某日，他難得與我一起去公園散步。此時正是榆樹萌芽、栗樹剛生出五片狀新葉的

時候，二個小時間……就像極親密的友人之間的日常，不用言語就能體會的逍遙，等我們回到兩

人同居的貝格街公寓時，已經是下午五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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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描寫的作品，但是晚清譯者在翻譯時，就算略有曖昧也都予以刪除。不過這

並非晚清的譯者和讀者不能接受，而是他們認為福爾摩斯並不需要這種感性的東

西，而且這也不是晚清讀者和譯者所追求偵探小說曲折情節裡所需要的；但是明

治的譯者卻大多選擇留下這部分的描寫，一方面日本本有男色傳統，加上歐美對

同性情結略帶妖異的描寫令譯者、讀者感興趣，使得如此細節在譯文中被保留。

並且這樣的情感特徵還一直留在日本的偵探小說體系之中。而這小小的差異或許

產生於，晚清認為「不需要」的部分，在明治不僅「不影響」而且還增添了魅力

之故。 

 

第二節 制度文化 

而且受到中國與日本本地文化的影響，這種在原作中被刻意營造成「英國紳

士」、「西方偵探」等形象，似乎也多少滲入些中式和日式的風情，那麼這樣的福

爾摩斯探案究竟是忠實的反映了重視科學、推理和探索的西方現況？還是成為以

翻譯國本地人情、社會為主，公案或捕物帳風格的偵探小說呢？ 

 

一、政治背景 

在福爾摩斯誕生的十九世紀，當時英國的政治有幾大特色。一是十九世紀的

政治改革、二是有關自由貿易的議論、三是愛爾蘭的自治問題、四是英國的殖民

地政策。首先十九世紀的政治改革創立了選舉法，並有近代政黨的產生，這兩者

影響了後續的幾個問題，其中最明顯的就是造成保守黨與自由黨的對立。 

在福爾摩斯系列之外，柯南．道爾也致力於歷史、政治小說的書寫，這些政

治、歷史小說的量與質，其實並不輸給福爾摩斯系列，更或者應該說柯南．道爾

認為自己作品的最高成就即在政治、歷史小說上。也因此他一直視政治為己任，

認為自己的作品應該為政治服務的柯南．道爾，對福爾摩斯系列大受歡迎也是始

料未及。觀察柯南．道爾的生平，可以發現他在政治參與上對保守主義的支持，

而他的政治思想也多多少少展現在福爾摩斯系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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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t in Scarlet 中，福爾摩斯和華生開始同居時，一份華生對觀察福爾摩

斯所製作的清單，似乎也可以成為一個指標，檢視福爾摩斯和華生所處的社會背

景和晚清與明治的異同之處，作為文化上的考察，他藉由華生觀察福爾摩斯，提

出福爾摩斯「政治知識──弱（Knowledge of Politics.-Feeble.）」，可見柯南．道

爾有意設計福爾摩斯為不關心。首先在 The Adventure of the Noble Bachelor 中，

某社交報紙刊載一段紀事，可以看到柯南．道爾的立場： 

 

There will soon be a call for protection in the marriage market, for the present 

free-trade principle appears to tell heavily against our home product. One by one 

the management of the noble houses of Great Britain is passing into the hands of 

our fair cousins from across the Atlantic.
85

 

 

在福爾摩斯活躍的 1880 年代，正好是英國自由貿易與保護貿易的對立階段，因

此有關自由貿易的議論也成為當時重要的政治特色。從上述這段略帶諷刺意味的

文字來看，柯南．道爾對自由貿易存有疑慮，而偏向保護貿易的立場。晚清譯本

的文字更是直白，直接對自由婚姻提出批判： 

 

使譬婚姻為貿易。則是必設法保護為要。蓋近來婦女之產自他國者。多奪去

英婦之婚姻。試觀英之貴族。亦多涉大西洋而娶於美。86
 

 

不過原文中原本中性的產品，在晚清的譯文中則直接被用婦女表示，這顯示晚清

和明治當時的社會狀況女性的地位仍處於弱勢。這個部分可以比對當時吳趼人的

批判。吳趼人在其譯述的寫情小說《電術奇談》中寫道： 

                                                      
85

 亞瑟．柯南．道爾：〈單身貴族探案〉，《福爾摩斯辦案記》（臺北：臉譜文化出版，城邦文化

發行，1999 年），頁 280。婚姻市場很快就得實行保護政策了，因為目前的自由貿易原則顯然非

常不利於本國的產品。大不列顛貴族家庭的管理已開始一一的交到大西洋彼岸我們的表兄弟手

中。 
86

 警察學生譯：〈貴冑失妻案〉，《續包探案》（上海：文明書局，1902 年），頁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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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曰「自由結婚」，吾驟聞之，吾心醉之，吾崇拜之。竊以為夫婦為人倫之

始，使得自由，自可終身無脫輻之占，家庭之雍睦，可由是而起也。乃觀於

此回，而為嗒然。……自由國知人民，豈猶有問名、納采、父母命、媒妁之

縟節以束其自由耶？彼此未相習即結婚耶？今而後知文野之別，僅可以別個

人，而斷不能舉以例一國。……吾惡夫今之喜言歐洲文明者，動指吾祖國為

野蠻也。故舉此以叩之。 

 

當時社會崇尚西方式婚姻而批判中國包辦婚姻，這段文字正揭示了就算是西方進

步國家的自由婚姻也有其弊端。而且此時中國受到開放通商口岸的影響，想必也

對外國的保護貿易行為有所想法。 

晚清的譯法強硬，而水田南陽和上村左川的兩篇明治時期譯文僅隔兩年，卻

呈現不同的感覺： 

 

滑稽混りの戲文があります、夫は結婚市場にも、保護貿易の主義を執れと

云ふ意味の標題で、結婚市塲に於ける自由貿易の主義は、漸次自國內產出

の婦人を棄てゝ、國外舶來の製造婦人を需用するの傾向增加し、近時伯林

の華族社會に此弊風蔓延したれば、遠からすして結婚市場にも亦、保護貿

易の主義を唱ふるものあるに至る可し。87
 

 

水田南陽的譯文由於背景轉換道德國柏林，因此並未出現英國和美國，不過從開

頭一句「滑稽的戲文」可見他對這裡所提及的自由婚姻頗不以為然，而且文後也

以「此弊」形容之，甚至以「國內產出」、「舶來製造」形容本國與外國婦女，此

                                                      
87

 南陽外史：〈紛失の花嫁〉，《中央新聞》，明治 32 年 9 月 21 日。丈夫在結婚市場中也應該要

執行保護貿易，這種玩笑話的新聞標題也混雜其中。因為目前的結婚市場採用自由貿易，使得國

內產出的婦人逐漸被捨棄，而增加對外國舶來婦人的需求，這是近期柏林貴族社會的弊象，不久

之後，結婚市場也要受到保護貿易的介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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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與晚清的譯文類似。 

 

程も無く結婚市塲に於て保護を要求する呼聲を聞くに至るべし、何となれ

は現時の自由貿易主義は我國の生産物に對して著しき影響を及ぼしつゝ

あるが如くなればなり、大英國の貴族家の管理權は逐一大西洋を隔てたる

美しき吾人の従姉妹の手中に歸しつゝあり。88
 

 

但是上村左川的翻譯卻有不同的表現方法，在〈花嫁のゆくへ〉中可以看到一些

有趣的現象，譬如這一句「大英國の貴族家の管理權は逐一大西洋を隔てたる美

しき吾人の従姉妹の手中に歸しつゝあり。」第一，他在描述美國的字句前加上

了美麗、美好的這樣的形容詞；第二，他將 cousins 譯為表姊妹，使將英美關係

擬人化的感覺柔和。這兩點和其他的譯文相當不同，表現出一種保守之外對他國

事物充滿好奇的特徵，而且整體來說也相當的中性，而且更接近原文。 

而柯南．道爾的政治意識同時也可見於 The Adventure of the Naval Treaty 中

協約的概要： 

 

......is the original of that secret treaty between England and Italy of 

which,……The French or the Russian Embassy would pay an immense sum to 

learn the contents of these papers…… Without going into details, I may say that 

it defined the position of Great Britain towards the Triple Alliance, and 

foreshadowed the policy which this country would pursue in the event of the 

French fleet gaining a complete ascendancy over that of Italy in the 

Mediterranean.
89

 

                                                      
88

 コナン・ドイル作，左川散人譯：〈花嫁のゆくへ〉，《女学世界》第壹卷第八號，明治 34 年 6

月 15 日，頁 183。結婚市場也開始聽到要求實行保護貿易的聲音，此時的自由貿易對我國生產

的產品顯然不利，大英國貴族家的管理逐漸轉交到大西洋對岸，我們美麗的表姊妹手中。 
89

 亞瑟．柯南．道爾：〈海軍協約〉，《福爾摩斯回憶記》（臺北：臉譜文化出版，城邦文化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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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文字中間接表現出柯南．道爾的政治保守立場，包括強硬積極的外交策略、

以貴族為中心的傳統政策，晚清譯文： 

 

此英意密約。俄法使臣。欲以重金購之。外間報館。已有知者。不可再洩。……

大約言水師在地中海之權柄。若過於意大利。則英當以何法制之。90
 

 

此處「外間報館。已有知者。不可再洩。」很有可能是誤譯，但是整體並不影響

故事內容，不過晚清的翻譯也有避重就輕之感，從中較難看出其政治意識。另一

方面，而此條約中出現德意志、奧匈帝國和義大利的「三國同盟（Triple 

Alliance）」，對晚清的讀者來說也太過遙遠，故可理解譯者為何選擇刪去。 

然而比對柯南．道爾的政治立場，在 The Adventure of the Noble Bachelor 中

也可以看到福爾摩斯對美國共和主義的關注，這裡出現福爾摩斯與柯南．道爾較

不同的意見： 

 

‘Then I trust that you at least will honour me with your company,’ said Sherlock 

Holmes. ‘It is always a joy to meet an American, Mr. Moulton, for I am one of 

those who believe that the folly of a monarch and the blundering for a minster in 

far-gone years will not prevent our children from being someday citizens of the 

same worldwide country under a flag which shall be a quartering of the Union 

Jack with the Stars and Stripes.’
91

 

                                                                                                                                                        
1999 年），頁 247。……是英國與義大利秘密協約的原本。……法國或俄國大使館願意付出鉅額

金錢買這些文件的內容，……我不能詳述細節，但我可以說那協約訂定了英國對三國同盟所持的

立場，而且與定了如果法國艦隊贏了義大利控制住地中海的主權時英國所採取的對策。 
90

 張坤德譯歇洛克呵爾唔斯筆記：〈英包探勘盜密約案〉，《時務報》第六冊至第九冊，1896 年 9

月 27 日至 1896 年 10 月 27 日。 
91

 亞瑟．柯南．道爾：〈單身貴族探案〉，《福爾摩斯辦案記》（臺北：臉譜文化出版，城邦文化

發行，1999 年），頁 302。「那麼我很希望，至少我有這份榮幸請你們做為我的佳賓，」福爾摩斯

說。「能認識一個美國朋友，總是很愉快的事，摩頓先生。我們相信，久遠以前一個統治者的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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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希望維持和平、肯定美國共和主義的精神，雖然並非完全脫離英國的「大英

國」思維，但在福爾摩斯在作品中展現活潑的政治意識和立場，相較於柯南．道

爾明確的保守風格，福爾摩斯有他崇尚自由的一面。但晚清的譯本以及明治水田

南陽的譯本似乎對這樣的話語並不感興趣： 

 

福顧我曰。予憶及能遇彼慕敦夫婦。則樂甚矣。92
 

 

三村夫人の物語を終ると共に、大探偵は一同に夕餐の響應を申し出した。

93
 

只有上村左川的〈花嫁のゆくへ〉對此段做了完整的翻譯： 

 

それではせめてあなた方お二人は私共と晚餐を共にして下さい、米人と見

ればお懐かしい、元來私は昔の帝王の罪惡や大臣等の失策は、後來は英米

兩國徽章も聯合して一つになつた國旗の下に我々の子孫が同じ廣やかな

國の人民となつた中睦しくしてゆくのに何も妨げになるとはなからうと

信じて居る連中なので。94
 

 

那麼華生的立場又是如何呢？在晚清和明治的翻譯中少有提到華生政治意識的

部份，但參考 His Last Bow 中 The Adventure of Wisteria Lodge 一文，可以發現華

生以貴族為中心的保守主義立場與柯南．道爾的思考模式相近，比起福爾摩斯，

                                                                                                                                                        
行以及執政者的謬誤，無法阻止我們的子孫他日在英國米字旗和美國星條旗的飄揚之下，成為同

一個大世界的國民。我也是這許多人其中的一個。」 
92

 警察學生譯：〈貴冑失妻案〉，《續包探案》（上海：文明書局，1902 年），頁 124。 
93

 南陽外史：〈紛失の花嫁〉，《中央新聞》，明治 32 年 9 月 27 日。三村夫人的故事完結的同時，

大偵探提出了一同晚餐的建議。 
94

 コナン・ドイル作，左川散人譯：〈花嫁のゆくへ〉，《女学世界》第壹卷第八號，明治 34 年 6

月 15 日，頁 202。至少希望能和兩位共進晚餐，與美國人認識總讓人懷念，我認為就算因為過

去帝王的罪惡和大臣的失策，英美兩國的子民仍然在同樣的國旗下成長，而且我相信保持兩國人

民間的和睦沒有任何壞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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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生更接近柯南．道爾的想法。有趣的是，在 A Study in Scarlet 中，雖然華生評

價福爾摩斯的政治知識低落，但觀察作品中福爾摩斯的言行卻會發現其實不然，

福爾摩斯不僅有深厚的政治底蘊、更有自己獨到的政治見解，從這樣的設定來

看，或許柯南．道爾有藉由福爾摩斯和華生的對比，說明自己的政治意圖，甚至

激發讀者對時事的思考。不過表現在晚清和明治的譯文中，似乎難以看出這樣的

對比，只能說晚清和明治的譯文確實有描述英國的政治，也多少反應了當時的國

內政策，但是對於作者柯南．道爾和筆下人物之間的立場相違之處並不注重。 

而以下的譯文則展現出一種不一樣的政治態度，從福爾摩斯探案系列中可以

看出柯南．道爾一直很關注美國的政治，例如 A Study in Scarlet 裡的摩門教、多

數短篇中提到的美國礦業、美國人……還有下述這篇講述美國祕密結社三 K 黨

的 The Five Orange Pips：  

 

Ku Klux Klan. A name derived from the fanciful resemblance to the sound 

produced by cocking a rifle. This terrible secret society was formed by some 

ex-Confederate soldiers in the Southern states after Civil War, and it rapidly 

formed local branches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county, notably in Tennessee, 

Louisiana, the Carolinas, Georgia and Florida. Its power was used for political 

purposes, principally for the terrorizing of the negro votes and the murdering and 

driving from the country of those who were opposed to its views.
95

 

 

柯克勒格司克倫名。取仿鎗聲。南北戰爭事後。南美軍士所結之私會也。蔓

延頓廣。而尤盛於推納西。羅伊士阿納。克羅尼亞。□而奇。佛羅利達諸省。

其權限多涉國政。而於黑奴之事。拒之尤力。凡有與其宗旨故違者。則戕之。

                                                      
95

 亞瑟．柯南．道爾：〈五枚橘籽〉，《福爾摩斯辦案記》（臺北：臉譜文化出版，城邦文化發行，

1999 年），頁 147。三 K 黨名稱係由發射來福槍的聲音聯想而來。這個秘密恐怖組織由一群南方

軍人在南北戰爭之後組成，它很快的在全國各地成立了支部，主要分布在田納西、路易斯安那、

卡羅來納、喬治亞及佛羅里達等州。他們為達政治目的使用強權，主要恐嚇黑人投票者，並將那

些反對他們觀點的人殺害或逐出國境。 



91 

 

或驅之出國。96
 

 

若以前述譯者對原作者政治意識並不重視的情況看來，此處晚清譯者對三 K 黨

的完整說明其實頗令人驚訝，但是若考慮到晚清當時正處於對祕密結社、虛無黨

的好奇，會有這樣的翻譯其實有跡可循。不過略去現今對三 K 黨的評價不說，

柯南．道爾本身對這樣的組織仍充滿批判意義，看在晚清讀者的眼中，或許也成

為對美國批判的思考點。 

 

二、教育特徵 

十九世紀英國的教育特色，在於公教育的組織化。上流階級接受的文法學校

教育，中流階級的技術教育，組成了當時的英國社會。福爾摩斯在 The Adventure 

of the “Gloria Scott”裡提到了他大學時代的朋友： 

 

He was the only friend I made during the two years I was at college. I was never 

a very sociable fellow, Watson, always rather fond of moping in my rooms and 

working out my own little methods of thought, so that I never mixed much with 

the men of my year. Bar fencing and boxing I had few athletic tastes, and then 

my line of study was quite distinct from that of the other fellows, so that we had 

no points of contact at all. Trevor was the only man I knew, and that only thought 

the accident of his bull terrter freezing on to my ankle one morning as I went to 

chapel.
97

 

                                                      
96

 警察學生譯：〈三 K 字五橘核案〉，《續包探案》（上海：文明書局，1902 年），頁 14。 
97

 亞瑟．柯南．道爾：〈榮蘇號〉，《福爾摩斯回憶記》（臺北：臉譜文化出版，城邦文化發行，

1999 年），頁 92。他是我在大學兩年裡唯一的朋友。我一直不是個很喜歡交際的人，華生，寧可

悶悶的一個人關房間裡創造自己的思維方式，因此我從來不與同年齡的人交往。擊劍及拳擊是我

少有的兩項喜愛的運動，而且我研究的方向也和其他的人很不相同，因此完全沒有接觸的必要。

崔佛是我唯一認得的人，那還是因為有一天早上我去禮拜堂，他的牛梗犬咬住了我的足踝，因為

這樁意外我們才結識。我在床上躺了十天，崔佛常來探望我，開始的時候只是短短的交談一兩句，

但很快的他探望的時間加長了，學期結束之前我們也就成了親密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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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譯文中也表現出福爾摩斯的與眾不同和孤僻： 

 

昔余肄業學校時。屈亦同學。余生平寡交。常靜坐一室。翛然自樂。暇時輒

習拳試劍。他人與余異趣。多不相能。相識者獨屈耳。猶憶某日清晨。余方

至禮拜堂。屈所畜獵犬。忽凍斃於余足旁。其後余兩人交漸親洽。余病足。

臥牀十日。不勝痛楚。屈來顧視。殆無虛日。初僅談數分鐘。後漸久。至散

學時。已成莫逆。98
 

 

關於「屈所畜獵犬。忽凍斃於余足旁。」可見晚清的譯文將 freezing 理解為凍僵

而略有錯誤，不過並不影響整體的意思，並可由此看出一個現象，一是大學提供

獨立思考、創造思維的環境；二是大學作為一個交際場所的功能。前者可以說是

養成了福爾摩斯觀察社會、人群的能力，而後者則是英國大學、學院特殊的現象。

在文中可以理解福爾摩斯因為本身的個性而少有人與之交流，然而熱誠活潑、精

力充沛的友人為何又是孤單一人？這很有可能與他的家世有關。這部分可見下面

這兩段，在 The Adventure of the Naval Treaty 中，華生提到在他的求學生涯所認

識的朋友： 

 

During my school-days I had been intimately associated with a lad named Percy 

Phelps, who was of much the same age as myself, through he was two classes 

ahead of me. He was a very brilliant boy, and carried away every prize which the 

school had to offer, finished his exploits by winning a scholarship which sent 

him on to continue his triumphant career at Cambridge. He was, I remember, 

extremely well connected, and even when we were all little boys together we 

                                                      
98

 商務印書館編譯所譯：〈哥利亞司考得船案〉，《華生包探案》（上海：商務印書館，1906 年），

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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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ew that his mother’s brother was Lord Holdhurst, the great Conservative 

politician……I heard vaguely that his abilities and the influence which he 

commanded had won him a good position at the Foreign Office.
99

 

 

以及〈墨氏家族的成人禮〉中，福爾摩斯描述莫斯格夫家族的橋段： 

 

Reginald Musgrave had been in the same college as myself, and I had some 

slight acquaintance with him. He was not generally popular among the 

undergraduates, thought it always seemed to me that what was set down as pride 

was really an attempt to cover extreme natural diffidence. In appearance he was a 

man of exceedingly aristocratic type, thin, high-nosed, and large-eyed, with 

languid and yet courtly manners. He was indeed a scion of one of the very oldest 

families in the kingdom, though his branch was a cadet one which had separated 

from the northern Musgraves some tim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and had 

established itself in western Sussex, where the Manor House of Hurlstone is 

perhaps the oldest inhabited building in the county. Sometimes of his birthplace 

seemed to cling to the man, and I never looked at his pale, keen face or the poise 

of his head without associating him with grey archways and mullioned windows 

and all the venerable wreckage of a feudal keep.
100

 

                                                      
99

 亞瑟．柯南．道爾：〈海軍協約〉，《福爾摩斯回憶記》（臺北：臉譜文化出版，城邦文化發行，

1999 年），頁 241。在我求學的時候，曾與一個名叫波西．費普斯的孩子交往十分密切。他跟我

同年但比我高兩班，是個十分聰明的孩子，幾乎囊括了學校所有的獎項，畢業時得到了獎學金使

他能在劍橋大學繼續他那輝煌的求學生涯。我記得他家世背景極好，甚至我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

就知道他的舅舅是有名的保守黨政要賀德赫斯特侯爵。……我隱約知道由於他的能力，加上家世

的影響力，使他在外交部得到了一個很不錯的職位。 
100

 亞瑟．柯南．道爾：〈墨氏家族的成人禮〉，《福爾摩斯回憶記》（臺北：臉譜文化出版，城邦

文化發行，1999 年），頁 120。瑞金諾．墨斯格夫跟我在同一所大學唸書，我對他僅僅略有所聞，

他在大學裡並不是個很受大眾歡迎的人物，雖然在我看來，大部份驕傲的外貌實際上只是企圖掩

飾個性上的極端缺乏自信罷了。外表看來，他是十分貴族化的那一型人物，瘦削、高鼻子、大眼

睛，態度並不活潑但十分有禮。他的家族雖然是墨斯格夫家族中最短的一個支脈，在十六世紀時

與北方的墨斯格夫家族分開而在西沙塞克斯郡另立門戶，但他的確是這個英國最古老的家族之一

的後裔。他們在沙塞克斯郡所建造的赫斯洞大莊院可能是該郡最古老的住宅建築物。他的出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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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段文字都提到了英國的貴族階級，這些同學甚至有的因為家世背景而在事業上

飛黃騰達，從福爾摩斯和華生的同學的身分來看，他們很有可能接受的都是上流

階級的教育。但這又和 The Adventure of the “Gloria Scott”中福爾摩斯的朋友略有

不同，他曾在故事中提到這位朋友的父親雖然是地方執法的官員，但是文化水平

並不高，可見他並不是貴族出身，而這樣的地位自然也比不上英國的傳統貴族。

在這兩段文字中，也反應了在求學時代福爾摩斯與華生對待貴族同學的不同態

度，這樣的情況多少也反應在晚清的譯本之中： 

 

英有攀息名翻爾白司姓者。為守舊黨魁爵臣呵爾黑斯特之甥。幼時嘗與醫生

滑震同學。年相若。而班加於滑震二等。眾以其世家子文弱。頗欺之。蹴球

則故擲球其身以為樂。然性敏慧。館中課試輒高列。得獎賞最多。後學成。

入大書院。已而仕外部。以有才又得舅之援。故每得差遣。後其舅為外部大

臣。又與升轉。101
 

 

利京爾得（名）墨斯格力夫（姓）者。余同學也。余與彼無甚友誼。其人性

情倨傲。同學多不相能。墨故望族。有世家風度。隆準廣目。貌文弱。其始

祖為英國古代大臣。子姓繁衍。至十六世紀。墨祖以武功起家。與墨斯格力

夫北族分。遷於西蘇色克斯。遂家焉。號所居曰赫爾斯通第。墨生長名門。

高自位置。102
 

 

首先〈英包探勘盜密約案〉中華生說「眾以其世家子文弱。頗欺之。蹴球則故擲

                                                                                                                                                        
似乎有某些東西附著在他這個人身上，因為每次我看到他蒼白敏銳的臉孔及沉靜的頭腦時都會聯

想起灰色的拱門、有直櫺的窗戶，以及所有封建貴族所保有的古老遺跡。 
101

 張坤德譯歇洛克呵爾唔斯筆記：〈英包探勘盜密約案〉，《時務報》第六冊至第九冊，1896 年 9

月 27 日至 1896 年 10 月 27 日。 
102

 商務印書館編譯所譯：〈墨斯格力夫礼典案〉，《華生包探案》（上海：商務印書館，1906 年），

頁 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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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其身以為樂。」，和〈墨斯格力夫礼典案〉裡「其人性情倨傲。同學多不相能。

墨故望族。有世家風度。」兩句的立場反倒與原文有些不同。特別是華生的敘述

中，那位貴族朋友似乎因為自己的家世身分受到欺負。 

原作中並未對福爾摩斯所接受的教育多作著墨，但從這些配角、委託人的教

育情況描寫中多少可以看出學院制度模式，當進入到某個學院，某種程度也繼承

了那個學院的風格，甚至未來這些同儕都將成為事業、勢力上的盟友，再來則是

家世的部分，學院通常也與家世有關，更強調了這種「繼承」的概念。而這是英

國傳統教育中相當特殊的一部分。 

從福爾摩斯和華生對學生時代的回憶和同學的互動中可以略知他們所受過

的教育內容，加上英國多樣化的歷史氛圍，也形成了福爾摩斯人格、行動、思考

的多樣性，福爾摩斯對於偵探產生興趣，也是由於學校之外與同儕的互動中發展

而來。再來他結合興趣與所學，並不斷充實知識使之成為偵探所需的專業技能，

並建立起社會地位，成為近代都市人的「專業形象」，正是晚清與明治積極想要

建立的「近代」圖像。 

 

三、宗教信仰 

福爾摩斯的宗教觀相當耐人尋味。十九世紀英國的宗教，神學在科學思潮的

引領之下，形成了一種「所以事物都是相對的。絕對的真實，特別是宗教的真實

並不存在」。不過福爾摩斯也在 The Adventure of the Naval Treaty 中如此說道： 

 

He walked past the couch to the open window, and held up the drooping stalk of 

a moss-rose looking down at the dainty blend of crimson and green. It was a new 

phase of his character to me, for I had never before seen him show any keen 

interest in natural objects. ‘There is nothing in which deduction is so necessary 

as in religion,’ said him, leaning with his back against the shutters. ‘It can be 

built up as an exact science by the reasoned. Our highest assurance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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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ness of Providence seems to me to rest in the flowers. All other things, our 

powers, our desires, our food, are all really necessary for our existence in the 

first instance. But this rose is an extra. Its smell and its colour are an 

embellishment of life, not a condition of it. It is only goodness which gives 

extras, and so I say again that we have much to hope from the flowers.’
103

 

 

他所展現出的宗教觀雖然有人為中心的概念，「人可以發掘出宗教的真實、宗教

的真實可以用科學證明，這和實驗室的科學相同；宗教的真實不是「盲目的信仰」

而可以用演繹的方式來證明、認定」。但福爾摩斯對薔薇存在的說明，仍給予宗

教特殊性和不可解的部分。但是福爾摩斯的長篇大論到了晚清卻只翻出了大略： 

 

歇與幣四視。忽拈一枝玫瑰花。嗅之曰。此花粉紅與綠葉新鮮相映。凡具奇

姿。必有奇福。君事或得之此花乎。104
 

 

晚清的譯者雖然翻出了玫瑰花的部分，卻未對宗教多做探討。晚清時代雖然

已有西方宗教傳入，但是對外來宗教不同的看法和教義對立產生的教案，依然困

擾著晚清時代的執政者，在此針對宗教內容的翻譯很可能因此遭到刪減。而在《歇

洛克奇案開場》中針對摩門教的翻譯也儘量中性，且這裡福爾摩斯的這段敘述未

免太過複雜，況且也與劇情相關性不大譯者將之刪去也屬自然。 

 

第三節 物質文化 

                                                      
103

 亞瑟．柯南．道爾：〈海軍協約〉，《福爾摩斯回憶記》（臺北：臉譜文化出版，城邦文化發行，

1999 年），頁 257。「沒有比宗教更需要推理了，」他靠著窗沿說。「它可以被推理者建立成一種

純正科學。在我看來，上天仁慈的最深證明是存在於花朵之中。所有的東西，如我們的權力、慾

望、食物等都是生存必要之物，但這薔薇卻是額外的東西。它的香氣和顏色只是生命的裝飾品，

而不是必要條件。只有上天仁慈才會給予額外的東西，因此我要再說一次，從花朵中我們會看到

豐碩的希望。」 
104

 張坤德譯歇洛克呵爾唔斯筆記：〈英包探勘盜密約案〉，《時務報》第六冊至第九冊，1896 年 9

月 27 日至 1896 年 10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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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常生活 

英國人對飲食生活的重視是世界知名的。分析福爾摩斯系列會發現，故事中

提及用餐的次數有上百次，其中更有二十次以上提到了料理的名稱。從這些描述

福爾摩斯用餐、下午茶的敘述中不難發現背後所代表的經濟意義，而這些飲食起

居中也可以理解當時英國人的生活概況、娛樂。例如下面這段出自 The Adventure 

of the Noble Bachelor 的文字，短短的描述中就出現了多種珍饌： 

 

……a quite epicurean little cold supper began to be laid out upon pour humble 

lodging-house mahogany. There were a couple of brace of cold woodcock, a 

pheasant, a pâté de foie gras pie with a group of ancient and cobwebby bottles. 

Having laid out all these luxuries,……
105

 

 

晚清的譯文其實相當的忠實，包括 brace 和 pheasant 也做出分別。不過文中以法

文表示的烤鵝肝餅 pâté de foie gras 則被代換成中國味十足的「肉包子」，由於鵝

肝這種食物就算以現代角度來看也是珍饈，況且若只是要表現原作中餐點的豪

華，那麼竹雞、野雞搭配肉包子也相當足夠： 

 

一茶食司務。負一大扁箱來。一少年助啟之。予見之頗驚訝。蓋其所攜來者。

乃夜膳。頗豐盛。一一置桌上。竹雞一對。野鷄一隻。肉包子若干。外有古

瓶如許。諸皆珍潔。兩人無他言。惟述此諸物之價。一若亞拉伯夕話小說書

名中之仙人。106
 

 

                                                      
105

 亞瑟．柯南．道爾：〈單身貴族探案〉，《福爾摩斯辦案記》（臺北：臉譜文化出版，城邦文化

發行，1999 年），頁 296。來了一個食品店的人，他帶了一個非常大的扁盒子，在一個跟他一起

來的年輕人協助下將盒子打開。出現在我面前的東西令我萬分驚愕，一些極美味的冷盤晚餐擺開

在我們簡陋居所的紅木桌上，包括有兩對山鷸、一隻山雉、一個烤鵝肝餅和好幾個古老陳舊的瓶

子。放好了所有這些奢侈的食物之後，我的兩個訪客就消失了，就像《天方夜譚》理的精靈，除

了說明這些東西已經付了帳而且指名送到這個地址之外，他們沒做任何解釋。 
106

 警察學生譯：〈貴冑失妻案〉，《續包探案》（上海：文明書局，1902 年），頁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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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時期的兩篇譯文則有些不同： 

 

上等の料理店の若者が、二人の給侍を引連れて、大きな仕出しの箱を担ぎ

込んで、頻り食堂を飾り立て、七面鳥の丸燒や仔豚の丸煮を並べて居るか

ら、私は如何したのだ間違つて居りはせぬかと尋ねると、否間違つては居

りませぬ、モウチヤンと代價は戴いてありますと荅へて、昔の怪譚に在る

樣に、山海の珍味を食桌に並べた儘、若者も給侍も歸つて仕舞つた。107
 

 

明治水田南陽的翻譯則是保持他一貫的風格，將食物也都替換成日本式的料理，

像是「七面鳥の丸燒」和「仔豚の丸煮」都是整隻雞和豬下去料理，不過他刪去

了對古瓶的描寫。 

 

糖菓店の男が大きな平ばつた箱を持つて來て、伴れた來た小僧に幇助はし

て之を開くと、サア驚いた、中には頗ふる贅澤な晩餐が準備してあて、そ

れを此の我々の粗末な寓舍の桌子の上へ陳列べ出した、鴫や雉子や鵲の料

理其外種々の珍味に副へて昔風の細長い德利が五六本あつた、這んな贅澤

な食物を配列して置いて兩個の男、只代價は已に請取つたと、斯うして置

けとの命令であつたと云ふとより外に何にも云はないで彼のアラビヤ、ナ

イト物語の神怪のやうに其塲に居なくなつてしまつた。108
 

 

上村左川的譯文則以鵲來代表烤鵝肝餅，古瓶的部份也順勢理解為酒而翻譯成

                                                      
107

 南陽外史：〈紛失の花嫁〉，《中央新聞》，明治 32 年 9 月 26 日。上等料理店的年輕人帶了兩

位隨從，他們從大箱子中拿出各種食物，有烤全七面鳥和烤乳豬，我是著詢問是否送錯了地點，

但是只得到地點無誤以及費用已經支付的答案，就好像從前的怪譚，擺好了山珍海味之後，年輕

人和隨從都飄然離去。 
108

 コナン・ドイル作，左川散人譯：〈花嫁のゆくへ〉，《女学世界》第壹卷第八號，明治 34 年

6 月 15 日，頁 196。糖菓店的男子帶來一個巨大的箱子，在隨從的幇助之下打開，裡面放者相當

奢華的晚餐。於是在家中略顯陳舊的桌子上出現了鷸、雉雞、鵲的料理外還有些珍味，此外擺上

了五、六個酒瓶。擺好了這些食物，兩名男子只說費用已經付清其他什麼也沒說，就好像古阿拉

伯神話故事中的神怪，就這樣離開了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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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利」這種酒器。比較特別的是上村左川的譯文中把食品店譯成「糖菓店」，

這很有可能是因為明治維新後開放的糖菓大多來自歐美，而販賣糖菓的「糖菓店」

則代表著現代舶來品輸入的意味，也就是將這些食物用奢侈品來解釋它們的豪

華。 

較為特別的食物描寫則是故事中的兩種咖哩。福爾摩斯探案中出現的二十次

菜名中，咖哩料理就占了兩次。一次是 The Silver Blaze 中的咖哩羊肉、一次則

是 The Adventure of the Naval Treaty 裡的雞肉咖哩。咖哩是印度傳統的食物，從

這裡也多少可以看到英國殖民主義的特徵展現在食文化上。不過 The Silver Blaze

中的羊肉咖哩在晚清的譯本裡只被翻譯成「羊肉一盅」，可見晚清譯者對這部分

並不太關注。晚清一來對殖民主義並不感興趣，二來就算沒有譯出「咖哩」也不

會影響劇情的發展，而且在 The Silver Blaze 中，咖哩出現的意義在於掩蓋掉麻

藥的怪味，但是羊肉的腥味其實已足以達到這樣的效果，因此也就不需要翻譯出

咖哩的部分。 

除了人物和背景之外，譯本中對物的翻譯更能體現原作和譯本之間的差異。

另外也以服裝器物為主，檢視譯本如何表現原作中西方的器物描寫。對於譯者們

來說，最重要的就是用什麼方式來表現許多晚清和明治時期讀者從未見過的東

西？例如在 A Case of Identity 中，對於打字（機）有以下描寫： 

 

‘Do you not find,’ he said, ‘that with your short sight it is a little trying to do so 

much typewriting?’
109

 

 

在〈繼父誑女破案〉中，這整句譯為「汝眼光甚短。汝排鉛板甚費力耶。」

其中打字 typewriting 用排鉛板譯之。打字機（typewriter）是十九世紀歐美國家

相當重要的文化工具，但是對於中國的讀者而言可能還不是那麼熟悉。於是譯者

                                                      
109

 Sir Arthur Conan Doyle, “A Case of Identity,” The Adventures and Memoirs of Sherlock Holmes 

(Wordsworth Classics, 1996),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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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將之轉換為中國讀者熟知的「鉛板」。打字機和鉛板同樣是與印刷相關的工具，

但因為中西文化的不同而有了這樣的調整，而且譯者也巧妙的將打字時用的動詞

type 譯成進行鉛板作業時的「排」。 

而水田南陽〈紛失の花婿〉中用「活字手紙」翻譯，也是將打字換成「活字

排版」比起西方的打字更接近於中國的鉛板。不過在森皚峰的〈妻の連子〉裡就

直接用片假名音譯為タイプライター。雖然兩個日譯本在翻譯的時間上差異不

大，卻用了不同的處理手法，從這裡也可以看出明治譯者對日文中同時存在表意

漢字及表音假名的運用。 

由此可見，不管是中國晚清或是日本明治的譯者，在翻譯日常生活用品、食

品時所重視的標準不同。這很有可能和譯者本身對外來文化的立場有關，進而表

現在翻譯之中。當然面對這樣的文化差異，有些譯者也可能就此選擇刪除。 

例如下面這段描寫，晚清和明治的譯者都選擇了刪除： 

 

‘Indeed!’ said Holmes, rising. ‘I should not have the impertinence to do it again 

after what you say. But I should like to take a little walk over the moor before it 

grows dark, that I may know my ground tomorrow, and I think that I should put 

this horseshoe into my pocket for luck.’
110

 

 

一方面這段描述可能不是文章的重點，但是晚清的翻譯風格一向對與案情有關的

情節相當忠實，因此這裡很有可能是由於馬蹄鐵有帶來幸運的功用，對不論讀者

或譯者都太過遙遠，而予以刪除。 

在福爾摩斯探案中常常提到金錢與帳單，像是在 The Noble Bachelor 中有旅

館帳單： 

                                                      
110亞瑟．柯南．道爾：〈銀斑駒〉，《福爾摩斯回憶記》（臺北：臉譜文化出版，城邦文化發行，1999

年），頁 24。「的確不錯！」福爾摩斯爬起身來說。「聽你這麼說，那我就更不該做這麼莽撞的事

了。但天黑之前我想在曠野中走一走，這樣明天我就對這附近這一帶很熟悉了。我想我應該將這

馬蹄鐵放我口袋中，給自己帶來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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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 4th, room 8s., breakfast 2s. 6d., cocktail 1s., lunch 2s. 6d., glass sherry, 

8d.
111

 

 

晚清的翻譯與原文幾乎完全相同： 

 

十月四號。房費八先令。早膳費二先令六辦士。雞一先令。細點二先令六辦

士。西班芽酒八辦士。112
 

 

只有在 cocktail 的部分被譯為雞。畢竟雞尾酒這種飲料在晚清時代並不普遍，直

譯為雞尾出現在帳單中又不知道是什麼，因此比對前後出現早餐和午餐，譯成雞

似乎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水田南陽的翻譯仍維持一貫的日式風格，這裡也把使用的貨幣換成日圓： 

 

九月四日 

一金五圓 御寢室代 

一金一圓五十錢 御朝食代 

一金二圓 御晝食代 

一金五十錢 セリー酒代113
 

 

另外這裡之所以把日期提前了一個月變成九月並不是因為誤譯，而是為了配合當

時刊登的日期所作的調整，可見水田南陽在翻譯上的用心。此外上村左川的譯文

則與晚清的類似： 

                                                      
111亞瑟．柯南．道爾：〈單身貴族探案〉，《福爾摩斯辦案記》（臺北：臉譜文化出版，城邦文化發

行，1999 年），頁 295。十月四日，房間八先令；早餐二先令六便士；雞尾酒一先令；午餐二先

令六便士；紅酒一杯八便士。 
112

 警察學生譯：〈貴冑失妻案〉，《續包探案》（上海：文明書局，1902 年），頁 118。 
113

 南陽外史：〈紛失の花嫁〉，《中央新聞》，明治 32 年 9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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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四日、室八志、朝餐二志六片、鷄尾一志、午餐二志六片、セリー酒一

杯八片。114
 

 

此處的志與片都以片假名標音為シルリン及ペンス，鷄尾的部份則標音コツクテ

イル。可見對當時的譯者和讀者而言，這些貨幣、雞尾酒這種奢侈品仍屬於外來

物，因此譯者在翻譯這部份時，一部份取用意譯、但是為了補足，則有音標。不

過セリー酒（シェリー酒）已直接採用片假名，在西洋事物傳入的日本明治可以

推測葡萄酒比雞尾酒更普遍為人所知。而福爾摩斯在此案的最終提到能負擔這樣

的帳單，必是屬於上流階層人士才有的豪華享受，確實一天能用掉接近一鎊的

人，想必年收也相當可觀。 

The Adventure of the Yellow Face 中也有如下的敘述： 

 

I should put the original cost of the pipe at seven and sixpence……‘This is 

Grosvenor mixture at eightpence an ounce,’ Holmes answered, knocking a little 

out on his palm. ‘As he might get an excellent smole for half the price, he has no 

need to practise economy.’
115

 

 

這裡的晚清譯文簡潔有力，而且翻譯合理： 

 

琥珀菸斗有真偽。偽者價錢較賤。而美麗亦可入目。客不喜其偽而購其真。

                                                      
114

 コナン・ドイル作，左川散人譯：〈花嫁のゆくへ〉，《女学世界》第壹卷第八號，明治 34 年

6 月 15 日，頁 195。 
115

 亞瑟．柯南．道爾：〈黃色臉孔〉，《福爾摩斯回憶記》（臺北：臉譜文化出版，城邦文化發行，

1999 年），頁 42-43。我估計這煙斗原來的價錢在七先令六便士左右。……「這種格洛斯維諾混

合煙草一盎斯值八便士，」福爾摩斯一邊倒出一點煙草到手掌上一邊回答。「他其實只需要花一

半價錢就能買到很不錯的煙草了，這表示他不需要儉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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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富有莫辦矣。116
 

 

雖然沒有完全按照原文，從使用物品的價格來表現委託人經濟上不於匱乏的現

況，但是這裡用真偽來形成對比，同樣也達到了效果。即便以現在的眼光來看，

這種翻譯大概不夠適當，但是若把時代背景放在晚清，卻會覺得譯者掌握語言的

能力相當高明。 

 

それは元來此バイプの原價は一圓五六十錢位のものだ。……之はグロスベ

ノル烟草を混和したので、一ヲンス十五六錢のものだ、其半價で十分上等

の烟草が喫まれるのだから、經濟のとをあまり心配するに及ばない男だ。

117
 

上村左川在翻譯這篇〈再婚〉時，和前面的〈花嫁のゆくへ〉在貨幣的翻譯

上使用了不同的手法，前述貨幣採用音譯、標音並行，此處卻是轉換成日本的貨

幣。而此二篇譯文發表的時間僅差五個月，很有可能是因為前者獲得的共鳴不

大，因此才改為日本人熟悉的貨幣形式。 

下面這段也是類似的描寫方式： 

 

I am a hop merchant myself, and as I Have an income of seven or eight hundred, 

we found ourselves comfortably off, and took a nice eighty-pound-a-year at 

Norbury.
118

 

 

晚清和明治的翻譯除了貨幣上的用法外也基本與原作相符： 

                                                      
116

 商務印書館編譯所譯：〈孀婦匿女案〉，《華生包探案》（上海：商務印書館，1906 年），頁 42。 
117

 コナン・ドイル作，上村左川譯：〈再婚〉，《太陽》第七卷第拾三號，明治 34 年 11 月 5 日，

頁 94。這個煙斗原價一圓五六十錢……這種混合煙草，一盎司要十五六錢，只要一半的價錢就

能買到相當好的煙草，可見這是一位毫無經濟負擔的男子。 
118

 亞瑟．柯南．道爾：〈黃色臉孔〉，《福爾摩斯回憶記》（臺北：臉譜文化出版，城邦文化發行，

1999 年），頁 46。我自己本身是個蛇麻草商人，每年有七八百英鎊的收入，我發現我們可以過得

很裕如，就在北堡租了一幢一年八十英鎊租金、很不錯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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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向經商。每歲可得銀八百鎊。娶義甫後。賃屋於瑙鮑力。離城咫尺。歲出

租金八十鎊。房舍精美。 

 

私は元來蛇麻實商人で、七八千圓の收入はありますので兩個は何の不自由

もなく、ノービュリーで年八百圓の別莊を借り受けましたが、119
 

 

從以上晚清與明治對食物、日用品、貨幣的描寫可以看出，這些譯文一方面

根據原作和社會的需求保留了西方原有的物質文化特徵，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晚

清及明治的譯者試圖在譯文中呈現的改變、以及與中國和日本本國文化的連結。

特別是明治譯者對貨幣的轉換，不僅讓讀者能夠更清楚融入故事氛圍，也顯示了

當時日本的貨幣運用與經濟狀況。像是明治期銀行業亦受到外國影響，其中主導

當時銀行界的大藏卿大隈重信及松方正義為了拯救從前日本銀行制度而參考了

許多外國銀行家及制度，這裡的使用的圓也是明治時期銀行制度改革的結果。 

 

二、服裝 

在福爾摩斯探案中，有關服裝的敘述也大量出現。但由於有些作品沒有晚清

的譯本做為輔助，故無法確定晚清在翻譯服裝方面的特色，不過從有限的明治譯

本中卻可以發現，明治的譯者在服裝的描寫上的確下了極大的工夫。像是 A 

Scandal in Bohemia 中對王儲的服裝描寫： 

 

His dress was rich with a richness which would, in England, be looked upon as 

akin to bad taste. Heavy bands of astrakhan were slashed across the sleeves and 

fronts of his double-breasted coat, while the deep blue cloak which was thrown 

                                                      
119

 コナン・ドイル作，上村左川譯：〈再婚〉，《太陽》第七卷第拾三號，明治 34 年 11 月 5 日，

頁 96。我是一位蛇麻實商人，七八千圓的收入讓我們兩人過得很自由，在ノービュリーで租了

一棟年租八百圓的別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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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 his shoulders was lined with flame-coloured silk and secured at the neck 

with a brooch which consisted of a single flaming beryl. Boots which extended 

halfway up his calves, and which were trimmed at the tops with rich brown 

fur.
120

 

 

晚清譯本僅寥寥數語，只描寫了外觀但是沒有對細節做說明： 

 

其人高約六尺。衣服華美。曳皮靴。戴大冠。蒙面貝。形狀怪異。121
 

 

明治的三個譯本卻都有以下精確的描寫： 

 

衣服は先づ花の都の趣味から云ふと、立派過ぎて田舍染たとでも云はうか、

胸の邊に宏大な白金の鎖を下げて、靴の周圍に天鵝絨の樣な毛皮をつけて

居る、シヤツの鈕は大粒の黑珍珠で、襟飾の留針は燦爛たる金剛石だ、絹

帽を左手に持つて、右手を額から鼻の先迄を覆ふた、黑い覆面の所に揚げ

て居るは、思ふに今戶口を這入る時に、急に此覆面を被つたのであらふ。

122
 

 

身なりは豪勢で、英吉利で言へば無趣味に近いと言はれるやうな立派さで

ある。アストラカノの重さうな鈕が袖と胸の二重になつた上着の前面とに

飾につけられ、肩の上に投げかけられて居る濃い青色の上衣は黃色の絹の

                                                      
120

 亞瑟．柯南．道爾：〈波宮秘聞〉，《福爾摩斯辦案記》（臺北：臉譜文化出版，城邦文化發行，

1999 年），頁 15。他的衣著充滿富豪之氣，在英國，這被視為近乎低品味。他的雙排釦大衣袖子

及前襟鑲了寬羔皮邊，雙肩後的深藍披肩有著耀眼的絲襯裡，以一枚嵌有奪目綠玉石領針扣在頸

部。皮靴高至小腿肚一半，頂端有深棕色的毛皮裝飾。 
121

 警察學生譯：〈跋海淼王照相片〉，《續包探案》（上海：文明書局，1902 年），頁 19。 
122

 南陽外史譯：〈ボヘミアの醜聞〉，《中央新聞》明治 32 年 8 月 1 日。衣服與其說是花都的風

格，不如說太過華麗以至於有些俗氣。胸口的附近有大型的白金鎖、靴子的周圍圍著天鵝絨、襯

衫的釦子是大粒的黑珍珠、胸針上有燦爛的金剛石、左手拿著絹帽，右手停留在臉上遮住額頭到

鼻子之下的面具上，看來是剛進門的時候匆忙戴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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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がついれ居て、一個の黃色の寶玉の付て居る留針を以て頸の處て留めら

れて居る、靴は脛の半まで延びて、其先は立派な鳶色の毛で飾れら、かれ

の全身の有樣に依つて認められる野蠻な豪奢の趣を申分なく顯はして居

る。手に緣の廣い帽子を持ち、顏の上部には頰骨の下まで來て居る黑い假

面を被つて居る。これは今其實に着けなほしたのに違ひない、なぜなれば

彼れが入つて來た時手はまだ其の假面の方に上げられて居たからである。

123
 

 

服裝は英國などでは、少し厭味を帶ぶるほどに華美を盡せり、手に緣邊の

幅廣き帽子を攜へ、半面に黑き假面を被り、丁度頰骨の所までを蓋ぶ、此

假面は部屋に入りて間際に被つたものらしい、部屋の戶口を跨ぎしとき、

まだ彼れの手は假面の上に懸つて居た。124
 

 

像是原作中「他的衣著充滿富豪之氣，在英國，這被視為近乎低品味。」這一句

水田南陽譯「太過於華麗以至於有些俗氣」、戶川秋骨「這種豪奢的裝扮，在英

國可說是缺乏美感」、岡村松柏「華麗到了極致，多少讓人有些反感」，都可說是

相當到位的翻譯很有。而且三篇對於服裝的描寫，也可見完全的洋式風格。就算

是較難理解的部分像是絹帽等等，也會用片假名注解。而且在描述飾品上也十分

完整，幾乎從頭到腳無一遺漏，甚至〈祕密の寫眞〉還有比原作更多的描寫。 

再來下面 A Case of Identity 中對女性委託人的兩段描述： 

 

                                                      
123

 戶川秋骨譯：〈祕密の寫眞〉，《文芸界》第五卷第八號（明治 39 年 8 月），頁 80。這種豪奢

的裝扮，在英國可說是缺乏美感。袖子和胸口雙層的アストラカノ釦裝飾在上衣的前方，深藍色

的上衣上果著黃色的絹，鑲有黃色寶玉的胸針釦在頸部，靴字高約小腿的一半，上有華麗的鳶色

羽毛裝飾。全身上下顯露出一股野蠻的豪奢。手上拿著廣幅的帽子，臉的上半部帶著面具。看來

是進來的時候才戴上的。 
124

 コナン・ドイル原作，岡村松柏抄譯：〈女優イレネー．アドラア〉，《太陽》第拾參卷第拾四

號（明治 40 年 11 月），頁 94。這樣的服裝在英國來說，華麗到了極致，多少讓人有些反感，手

上拿著廣幅的帽子、臉上帶著面具遮住上半臉。看來仕進入房間的時候才戴上，因此他的手還懸

在半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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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saw that on the pavement opposite there stood a large woman with a heavy fur 

boa round her neck, and a large curling red feather in a broad-brimmed hat which 

was tilted in a coquettish Duchess of Devonshire fashion over her ear……
125

 

 

She had a slate-coloured, broad-brimmed straw hat, with a feather of a brackish 

red. Her jacket was black, with black beads sewn upon it, and a fringe of little 

black jet ornaments. Her dress was brown, rather darker than coffee colour, with 

a little purple plush at the neck and sleeves. Her gloves were grayish and were 

worn through at the right forefinger……She had small round, hanging gold 

earrings, and a general air of being fairly well-to-do in a vulgar……
126

 

 

第一段晚清譯本並沒有翻出，但是明治的譯本也都如實翻譯： 

 

背のすらりを高い一人の婦人、頸に毛皮の襟卷を纏ふて、頭に黑い鳥の羽

を揃ゐた、出羽公爵夫人の流行帽を飾つて居るのが。127
 

 

太い毛皮の頸卷を引ッ懸けた、大柄な女が立ッて居て、緣の廣い帽子を冠

り、これに大な赤い羽をつけ、この羽が氣取り屋のデヴォンシャー公妃よ

ろしくと云ふ樣で、耳の邊に下がッて居る。この大な帽子の下から、窃と

                                                      
125

 亞瑟．柯南．道爾：〈身分之謎〉，《福爾摩斯辦案記》（臺北：臉譜文化出版，城邦文化發行，

1999 年），頁 77 我瞧見對面街邊站著一個身材高大的女人，頸間圍了一條厚毛皮圍巾，耳上斜

戴了一頂寬邊帽，帽緣上插了一支大而捲曲的紅羽毛，一副得文公爵夫人賣弄風情的樣子。 
126

 亞瑟．柯南．道爾：〈身分之謎〉，《福爾摩斯辦案記》（臺北：臉譜文化出版，城邦文化發行，

1999 年），頁 86。她有一頂藍灰色的寬邊草帽，插著一支磚紅色羽毛。她的外衣是黑色的，縫著

黑色珠子，衣邊有黑色裝飾。她的衣裳是棕色的，比咖啡色深一點，袖口及領口鑲有小紫絨邊。

她的手套是灰色的，右手食指處有破洞。……。她帶著小圓墜的金耳環。大致來說，她穿著看起

來頗富裕…… 
127

 南陽外史：〈紛失の花婿〉，《中央新聞》，明治 32 年 8 月 15 日。那裡有位身材高大的婦人，

頸上纏著毛皮的圍巾，頭上帶著出羽公爵風格的帽子並且有黑色的羽毛裝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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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方の窓を見上げて、女は手套の釦を起こしたり臥かせたり。128
 

 

值得注意的是原文中的「Duchess of Devonshire fashion」但明治譯文中卻用日本

的出羽公爵夫人來表示。因為明治時期正流行西洋服飾，連天皇夫人也都提倡洋

裝，出羽公爵代表的是日本的華族，可以見到此處表現出了明治時期由上而下的

西洋化。 

第二段則不管是晚清還是明治都完整的譯出： 

 

彼冠一青石色闊邊草帽。帽上有紅磚色雀毛。外罩黑色褂。袵黑珠。飾以黑

文。服紫色。校攷非加黑。袖暨領緣以紫絨。手套灰色。手指處業穿損。靴

則未詧及。珥小圓金環。家似是衣食。貌稍脫俗。畧不拘儀文。129
 

 

私にまり孃の容貌から服裝迄、記憶に留まつた儘を述べ立てゝ見よと云ふ

から、私は大探偵の口氣を眞似て一ト通り、私の覺へて居る丈を述べた。

130
 

 

石版色、幅廣の麥稈帽子を冠ッて居た、これに煉瓦色の、赤い羽がくッ着

けてある。着て居ッたジャツケツトは黑で、これに黑い南京珠が縫ひ着け

てある、黑い珠の飾總が着いて居た。上衣は、珈琲色と云ふよりも、今少

し濃い鳶色で、頸と袖には。 プラッシユが着けてあッた。手套は灰色で、

右の食指の處が少し傷ンで居た。履は何うであッたか、ツヒ氣に留めなか

ッたが、耳には小な圓い、金の環を嵌めて居た。全躰は先づ有福げな扮裝

                                                      
128

 （森）皚峰譯：〈妻の連子〉，《慶應義塾学報》，明治 35 年 1 月，頁 54。那裡有個圍著厚毛

皮圍巾的高大女子，頭上戴著有大的紅色羽毛裝飾的廣緣帽子，紅色羽毛垂在耳邊，像是在和得

文公爵夫人致敬。 
129

 張坤德譯歇洛克呵爾唔斯筆記：〈繼父誑女破案〉，《時務報》第二十四冊至第二十六冊，1897

年 4 月 22 日至 1897 年 5 月 15 日。 
130

 南陽外史：〈紛失の花婿〉，《中央新聞》，明治 32 年 8 月 15 日。我將記憶中女子的容貌、服

裝盡可能的回憶起來，然後模仿大偵探的口吻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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である。しかし、何となく野卑で、徒に奢侈を顯耀したと云ふ形が免れな

かッた。131
 

 

和前面 A Scandal in Bohemia 中對王儲的服裝描寫類似，這裡同樣細緻的描寫了

服裝的顏色、裝飾，而明治的翻譯中還有一個特點，他們翻譯服裝的時候，特別

注意顏色的使用，在描寫衣料、飾品的色調時都會使用日本的傳統顏色及織法，

在西式的服裝風格中又加入了些日式的風情，此舉也幫助讀者的理解，例如： 

 

Our visitor bore every mark of being an average commonplace British 

tradesman,……He wore rather baggy grey shepherd’s-check trousers, a not 

over-clean black frock-coat, unbuttoned in the front, and a drab waistcoat with a 

heavy brassy Albert chain and a square pierced bit of metal dangling down as an 

ornament. A frayed top-hat and a faded brown overcoat with a wrinkled 

velvet…… 
132

 

 

明治的譯文如下： 

 

只肥つた、ゆつたりとした、何處かに氣取つた風のある、どう見でも普通

一般の英國商人だ。服裝はといふと、餘り奇麗でもないフロツクの胸釦は

掛けないで、茶色の古ぼけたチヨツキに大きな鎖を附け、穴の開い四角い

                                                      
131

 （森）皚峰譯：〈妻の連子〉，《慶應義塾学報》，明治 35 年 2 月，頁 53。灰色中帶點淡黃色

的、廣緣的草帽，上面有煉瓦般紅色的羽毛裝飾。穿著黑色的外套，上面縫有黑色南京珠，並且

有黑色珠子裝飾著。上衣是咖啡色，比鳶色要再深一點，領口和袖口是絲絨的。手套是灰色，右

手食指的地方有點破損。沒有注意他穿了什麼鞋，耳朵上有金色的小耳環。整體的裝扮看起來頗

富裕。 
132

 亞瑟．柯南．道爾：〈紅髮俱樂部〉，《福爾摩斯辦案記》（臺北：臉譜文化出版，城邦文化發

行，1999 年），頁 44-45。我們的訪客由各方面看起來都只是一個普通的英國商人……他穿了一

條頗寬鬆的方格褲，一件不很乾淨的黑色雙排釦、長度及膝的平常外出服，前面沒有扣上鈕釦，

一件土黃背心，有一條重而廉價的銅錶鍊，並有一塊方形金屬製品掛上面以為裝飾，一頂磨損了

的高帽及一件褪了色的發皺絨領棕色大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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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屬を飾りにぶら下げ、だぶだぶした太い辨慶縞のヅボンを穿いて居る。

傍の椅子を見ると、污れたシルクハットと羊羹色に褪めて、襟のくしやし

やになつた外套とが置いてあるばかり。133
 

 

是ぞれ氣に付くやうな事もない、頑固さうな、又た少し遲鈍さうな、まあ

何所から見ても普通の小商人とより蹈めない御人體、間に合わせ者らしい

茶の基盤縞のヅポンに、七つ下りのフロツクコートの胸釦ははづしたなり、

それにくすんだ色の胴着にアルバート型の重さうな鎖をからませて、四角

な穴の穿いたメタルを勿體らしくぶらさげてゐる、彼所彼所毛の磨れたシ

ルクハットと、茶色が羊羹色に褪せて、天鵞絨の襟がくちやくちやになつ

たオーバーコート……134
 

 

這裡出現的「辨慶縞」、「基盤縞」是兩種不同的針織法，前者是由兩種顏色的線

交織經緯，通常會是紺色（青紫色）與淺蔥色（淺黃或淺藍色）或是紺色與茶色

的結合；後者則是織成棋盤狀。「羊羹色」則是黑、紫或是鳶色（茶褐色）褪色

後形成的顏色、「煉瓦色」專指日本洋式建築使用的瓷磚的顏色，通常是橘紅色。 

在福爾摩斯探案中對服裝的描寫非常豐富，對於這樣的服裝資訊，晚清和明

治的譯者都會斟酌翻譯，而譯出的風格也都儘量保持原作的西式，不過有趣的

是，有些附有圖片的明治譯本上會將人物的服裝畫成日式。 

 

三、交通工具 

                                                      
133

 佐川春水譯：《銀行盜賊》（建文社，明治 40 年 4 月），頁 5。有點肥滿、有些做作的姿態，

除此之外怎麼看都是個普通的英國商人。服裝上面沒有多餘的裝飾，長罩袍上也沒有扣釦子。茶

色的古懷錶尚有一個大的鎖，上面有四方形的金屬作為裝飾。他穿著不太合身的大件方格花紋的

褲子。旁邊的椅子上放著有著污漬的絲帽，以及稍微褪色的紫黑色外套。 
134

 郡山経堂譯：〈紅髮組合（文明的大犯罪）〉，《続英国探偵奇聞録》，明治 44 年 11 月，頁 110。

看起來對事情不太在意、頑固、又有點遲鈍，怎麼看都是個普通小商人的人，穿著窗碎格子花紋

的褲子，長罩袍上沒有釦子。上衣上掛著沈重的鎖，然後有四方形象獎章一樣的物體掛著。磨損

的絲帽、以及從茶色褪成羊羹色，有著天鵝絨領子的外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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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是啟蒙日本最重要的國家之一。產業、教育、軍事等等。西歐個人主義

與日本社會傳統價值觀，國家經濟統制行使的關鍵。 

福爾摩斯活躍的十九世紀英國，同時也是英國鐵路競爭的年代。因此在這部

作品中不時可見有關各種交通工具或交通手段的描寫，這些交通手段包括馬車、

街車、地下鐵、汽車、火車等等，特別是代表了是區內移動的馬車和連接城市及

郊區的火車，二者最常被提及。因此在福爾摩斯探案中建構出的是一種快速、便

利的交通狀況，不僅在城市內有各種手段可以穿梭來去，甚至城市與郊外也可已

有完善的聯繫，明治譯者在這部分的翻譯上顯得相當多元，這是由於明治社會的

鐵路發展幾乎與英國同步，明治時代的四十四年間，外國製造者、貿易商、商人

都在競爭日本市場。西歐技術最初的輸入品是蒸汽船，由於操船與造船的互相關

係，日本人在發展自己的海業上受到英國許多幫助，日本的鐵路工業也獲益良

多，在 1912 年明治時代結束前，日本的鐵道機構已幾乎從外國輸入品中獨立。 

從明治譯本這方面的翻譯足見日本鐵道的快速發展，到了明治時期結束時，

日本的鐵路已遍布全國，市區中也出現了路面電車、汽車也不是稀奇的東西了。

不過同時期雖然晚清也發展出了鐵路，但是在翻譯上就不如明治那樣多元，通常

只有馬車和火車的區分。 

而維多利亞時代英國的高度發展，鐵路的登場也造成物流革命性的進步，並

對旅行等等娛樂事業產生影響，像是電報的出現就結合了電信和火車系統，讓人

清楚的感受到此時的科技發展。英國整體受到產業、生活分工的恩惠，因而提升

的生活水準也使之成為晚清和明治效法對象的關鍵。 

 

四、建築風景 

哥德式荒涼的十九世紀英式庭園風格也出現在福爾摩斯系列中。庭園是英國

重要的文化象徵之一，除了英式庭園、有關於花木的描述也多次出現在福爾摩斯

系列裡。根據華生在 A Study in Scarlet 裡對福爾摩斯的調查，會發現福爾摩斯對

園藝比所知的更感興趣，而同時出現在文中有關庭園的描寫也充滿維多利亞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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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德式的寫作手法，因此在作品中幾乎見不到美麗、生機勃勃的庭園，反而已荒

蕪的景象為主。而晚清和明治在進行翻譯的時候，又會有什麼不同的作法？影響

如何？ 

下面先是 The Adventure of the Speckled Band 裡出現的建築風景，這裡呈現

的是一種英氏的鄉村古堡風格，室內也是洋式的擺設： 

 

The building was of grey, lichen-blotch stone, with a high central portion and 

two curving wings, like the claws of a crab, thrown out on each side. In one of 

these wings the windows were broken and blocked with wooden boards, while 

the roof was partly caved in, a picture of ruin. The central portion was in little 

better repair, but the right-hand block was comparatively modern, and the blinds 

in the windows, with the blue smoke curling up from the chimneys, ……Some 

scaffolding had been broken into……Holmes walked slowly up and down the 

ill-trimmed lawn……
135

 

 

It was a homely little room, with a low ceiling and a gaping fireplace, after the 

fashion of old country-houses. A brown chest of drawers stood in one corner, a 

narrow white-counterpaned bed in another, and a dressing-table on the left-hand 

side of the window……in the room save for a square of Wilton carpet in the 

centre. The boards round and the paneling of the walls were of brown, 

worm-eaten oak, so ole and discoloured……
136

 

                                                      
135

 亞瑟．柯南．道爾：〈花斑帶探案〉，《福爾摩斯辦案記》（臺北：臉譜文化出版，城邦文化發

行，1999 年），頁 231-232。該建築物是蓋滿大片青苔的灰色石頭建築，中央部分聳起，兩側向

外曲折延伸，就像螃蟹的兩隻鉗子各向兩邊伸出一樣。其中一側的窗戶已破損，用木板封住，同

時屋頂也有一部分下陷，一副殘破的景像。中央部分維修得較好，右手邊這一側則看起來最新，

窗上裝有窗帘，煙囱中有藍煙裊裊升起……有一些鷹架靠著頂端的牆架起，石牆已被敲破……福

爾摩斯在剪得很糟的草地上來回走著…… 
136

 亞瑟．柯南．道爾：〈花斑帶探案〉，《福爾摩斯辦案記》（臺北：臉譜文化出版，城邦文化發

行，1999 年），頁 233。那是一間十分平常的小房間，天花板很低，有一個很深的壁爐，是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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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面的原文，從下面這明治的譯文中可以發現，除了服裝之外，明治譯者對

建築和室內風景的描寫也下了不少功夫： 

 

二百年來連綿と打續いた、栗生家の古邸宅と云ふのは、全体が石疊の建築

で、丁度凹の字の形を為た、其中央の所がお坐敷になつて居て、右と左か

突出た羽翼の樣になつて居る、左の方の羽翼は、窓の玻璃が破れたのを、

板を張つて其上に蔦が纏ふて居る、家根は窪んで、瓦の間の白堊なとは、

何時剝げて取れたのか時代が知れない、零落の古家とでも云ふ盡題を出し

たら、大方畫師はこんなのを書くであらふ、が併し右の方の羽翼は、全体

が新しくて、家根や壁や窓をども、能く修復か行届いて居る、此方面か當

時家族の住居であらふとは、一見して知る事が出來る程だ。137
 

 

此宅邸は灰色の石造で、其石には夥ただしく苔を生じてゐた、そして屋根

の兩翼面は蟹の爪のやうに曲がつて、其中央の部份は非常に高いのであつ

た。此家の片一方は窓を毀たれて、そこは木の板で塞いであり、屋根はと

ころところ崩されてあつた、宛として是れ廢殘の一圖畫！中央の部分はヤ

ハリ修繕に附すべきものであつた。然し右方の側は比較的近代のものらし

く、窓には簾など懸けてあつて、煙突から煙の騰るのを以て見れば、家族

はここに住んでゐるのであらう。後ろ手のには、壁に對して棧架が建てら

れて、石細工か壞しかけてあつたが、我々が訪問した此時には一人も職人

が居らなかつた。138
 

 

                                                                                                                                                        
舊式鄉村式房間的樣子。一個咖啡色帶抽屜的櫃子放房間一角，一張罩著白色床單的窄床在另一

角，另外有一張梳妝台在窗子左邊。……地板中央還有一小塊威爾頓絨氈。四周牆上的嵌板是被

蟲蛀了的棕色橡木，十分老舊而且顏色已經褪落…… 
137

 南陽外史：〈毒蛇の秘密〉，《中央新聞》明治 32 年 7 月 18 日。 
138

 コナン・ドイル作，夜香郎譯：〈怪しの帶〉，《新潮》，明治 39 年 2 月，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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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兩段日譯，分別出自水田南陽的〈毒蛇の秘密〉以及夜香郎的〈怪しの帶〉，

二篇對建築外觀的敘述都相當仔細，譬如說「with a high central portion and two 

curving wings, like the claws of a crab, thrown out on each side」一句，水田南陽用

「剛好形成一個凹字型，中間的建築是客間所在地，左右兩旁的建築則像羽翼般

突出。」直接用凹字型的圖像始讀者理解，並用「羽翼」形容房子的兩側；夜香

郎的「屋頂的兩邊像是螃蟹的爪子彎曲，中間的部分非常的高聳。」則與原文相

近。但是就建築的描寫來說，兩者都是精確完整的翻譯。 

 

第二番の室は小諦りとした奇麗な寢室で、古流の建築方だから、天井が低

くてストープの口が廣い、か併し外からとても此ストープの烟筒に入込も

うなどは思ひも寄らぬ、又ストープの口には頑丈な鐵の蓋が、中から開か

ない樣に固く締てある。左の隅に桐柾の小簞司ど、大理石の洗面臺が並べ

てあつて、右の隅に白布を蔽ふた細長い寐臺がある、室の中央に小さな机

があつて、何時でも折疊の出來る、二脚の便利椅子が備へてある、是が室

全体の諸道具で、周圍の壁紙は中古の茶色、檞の木の虫喰柱をどは、どの

位古いか、二百年前に此の家を建て時からの遺物らしい。139
 

 

それは質素な小さい室であつた、天井は低く、爐は裂け目を生じて、見る

から古い田舍家の流行後れの樣であつた。一隅には簞司が在り、他の一隅

には白い夜具を被つた狹ッくるしいベッドが橫たはつて、そして窓の左り

手には裁縫臺が置いたあつた。此室の中央に敷いてある四角なウイルトン

絨氈一枚を除くの外、右に列記したシロモノと小さい柳細工の椅子二たつ

とで以て此室の飾り附けは、みんなであるのだ。室の周圍の木材質のもの

は何れも褐色の、蝕ばんだ檞て、その古ぼけて色の褪めた事といつたら、

                                                      
139

 南陽外史：〈毒蛇の秘密〉，《中央新聞》明治 32 年 7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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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分此家が初めて建てられた時からの物なんならう。140
 

 

進到室內後，對房間擺設也有細膩的描寫。而後者這一篇夜香郎所翻譯的〈怪し

の帯〉在篇章上共分為 A、B、C、D、E 五篇連載，人名皆用片假名表示、外來

語也都以片假名為主，在有疑點之處則有譯者註解。且每一回的最後都加上譯者

的評點，頗有中國式章回小說的味道。故事整體結構完整、可惜本篇並未譯完，

欠缺最後的部分，相當可惜。 

再來是 The Adventure of the Copper Beeches 中對紅櫸莊為何得名的描寫： 

 

It is, as he said, beautifully situated, but it is not beautiful in itself, for it is a large 

square block of a house, whitewashed, but all stained and streaked with damp 

and bad weather. There are grounds round it, woods on three sides, and on the 

fourth a field which slopes down to the Southampton high road, which curves 

past about a hundred yards from the front door. This ground in front belongs to 

the house, but the woods all round are part of Lord Southerton’s preserves. A 

clump of copper beeches immediately in front of the hall door has given the 

place its name.
141

 

 

晚清的譯文精準，與原文幾乎無異： 

 

當我之往也。羅開色而迎我于此。以犬車馳入椎林。誠如其言。地頗雅觀。

其屋方而大。外刷以白粉。但為濕氣所侵。有裂縫。四圍皆空。其三面乃樹

                                                      
140

 コナン・ドイル作，夜香郎譯：〈怪しの帶〉，《新潮》，明治 39 年 2 月，頁 54。 
141

 亞瑟．柯南．道爾：〈紅櫸莊探案〉，《福爾摩斯辦案記》（臺北：臉譜文化出版，城邦文化發

行，1999 年），頁 353。……那裡環境真美，但房子裡面本身倒不怎麼樣，因為它是個四方形的

大房子，刷成粉白色，但滿是惡劣的氣候和溼氣所造成的斑塊和條痕。它四周有些平地，三面是

樹林，第四面是一片空地，一直斜斜伸到南罕普頓公路旁，那道公路蜿蜒經過距離門前一百碼左

右。前面這塊空地是屬於這幢房子所有，四周的樹林則是邵塞頓領主的保護地。一小片紅銅色山

毛櫸樹正對大門，這地方因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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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餘一面為田。直掃斯愛姆登之大道。曲折過門前。約有百碼之遙。屋前

之地屬屋主。惟四圍之林木。則半屬掃雜而等。屋前有椎樹一叢。其地因得

此名。142
 

 

反而是明治的兩篇譯文有些差異： 

 

成る程古流風雅な建築物で御座りまして、周圍の三方は森、前面の一方は

野原です、此三方の森は南方伯の地面にをつて居まして、前面の野原だけ

が加須屋の住居に付て居ます。143
 

 

彼の方が申しました通り、場處は誠によい處です、然し住居は決して、良

いとは申されまさん。ダダッ廣いばかりで、甚く古びた家で、四邊は白ペ

ンキで塗つたものでしようが、これもいまは、雨や風に叩かれて、處々剝

げて、污れ切つて居るので御座います。而して裏手と橫手の三方は、雜木

林に為つて居りまして、正面の方は、全てく空地で、ズツと街道まで、十

五六間も延びて居ります。此空地は、此家の所有なんですが、林は、みん

な他人の所屬でございます、其林のうちに、爵蒼とした山毛櫸林がありま

す、山毛櫸村といふ名は、これから發たのださうでございます。144
 

 

水田南陽〈散髮の女教師〉的譯文雖然沒有描述細節，但與原文的差異也不大，

無名氏的〈秘密の扉〉則大抵與原文相同，翻譯的用詞敘述也與現在的譯文類似。

兩篇譯文相差十三年，之中可見隨著時間的演變，明治時期的譯文確實走向了這

段文學史中，期望達到「文白一致」的目標。 

                                                      
142

 警察學生譯：〈親父囚女案〉，《續包探案》（上海：文明書局，1902 年），頁 78。 
143

 南陽外史：〈散髮の女教師〉，《中央新聞》明治 32 年 10 月 31 日。 
144

 コナンドイル原作，無名氏譯：〈秘密の扉〉，《文芸倶楽部》第拾八卷第四號，明治 45 年 3

月，頁 80。 



117 

 

其實在福爾摩斯探案中柯南．道爾對英國當時的頹廢風氣與社會陰暗面描寫

不深，但是從他對風景的描述中卻多少可以看到這種萎靡的氣氛。而針對這樣的

城市意象，晚清和明治的譯者倒是相當忠實的呈現，特別是字裡行間展現出都市

與鄉村的差距感。比起貧富的對比，柯南．道爾更強調的是一種開放與封閉的對

比，這也是為什麼許多案件都發生在有鄉紳居住的郊區之故，而已下這段文字更

說明了柯南．道爾的這種心情： 

  

You look at these scattered houses, and you are impressed by their beauty. I look 

at them, and the only thought which comes to me is a feeling of their isolation 

and of the impunity with which crime may be committed there……that the 

lowest and vilest alleys in London do not present a more dreadful record of sin 

than does the smiling and beautiful countryside……But the reason is very 

obvious. The pressure of public opinion can do in the town what the law cannot 

accomplish. There is no lane so vile that the scream of a tortured child or the 

thud of a drunkard’s blow does not beget sympathy and indignation among the 

neigh-blow, and then the whole machinery of justice is ever so close that a word 

of compliant can set it going and there is but a step between the crime and the 

dock. But look at these lonely houses, each in its own fields, filled for the most 

part with poor ignorant folk who know little of the law. Think of the deeds of 

hellish cruelty, the hidden wickedness which may go on, year in, year out, in 

such places, and none the wiser.
145

 

                                                      
145

 亞瑟．柯南．道爾：〈紅櫸莊探案〉，《福爾摩斯辦案記》（臺北：臉譜文化出版，城邦文化發

行，1999 年），頁 351-352。你看這些散落的房子，被它們的美麗吸引住了，我看它們時，唯一

出現在腦中的想法是覺得它們孤立而隔絕，因此，如果罪案在這裡發生，將不會受到法律的管束

與懲罰。……在倫敦市區最低微、最卑賤的巷子裡，不會比這令人愉悅而美麗的鄉間有更多可怕

的犯罪紀錄……在城市的輿論壓力能彌補法律力有未逮之處。沒有一條巷子會惡劣到一個受虐孩

童的哭叫聲或一個醉漢的打鬧聲，會不馬上引起鄰居的同情與義憤，而且城市裡整個司法組織一

直十分緊密，因此，只要一聲抱怨就可以促使它採取行動，在那裡罪犯與被告只有一線之隔。但

看看這些孤零零的房子，每一幢都在它一己的土地上，屋子裡住的都是些對周遭一切漠不關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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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福爾摩斯探案，其中許多案件都發生在鄉村之中，而故事裡所描寫的鄉村風

景，像是前面所提到的英式庭園等等，往往比城市更加灰暗。對於這段話，晚清

的譯者則如此翻譯： 

 

福搖首正色曰。華生乎。各人之胸襟不同。則其所見亦異。爾見此星散村屋。

徒感其美景。予則惟念及往緝之罪案。予曰。噫。天呼。誰願得罪彼村夫哉。

福曰。華生以予所歷度之。彼佳景美地。較倫敦城中祕密街衢更可危。予曰。

爾毋嚇我。福曰。非也。其說確鑿。蓋犯例之事。必不能于眾目照彰之地行

之。且在城中未有隱密之地。能使小孩之泣聲。醉徒之轟擊聲。不聞於鄰境

者。故其曲直是非。片言可以立决。試觀此寂寞村屋內。皆無知愚民。不識

律例。其行殘忍。心懷叵測。罕有智者。146
 

 

明治譯者則譯為： 

 

……萬事を關係的に觀る僕の眼からはさうだね。君は、此人煙稀な田舍の

風景を見て、其絕景に憧れて讚美する、僕とて同じ風景に接して居る、然

し想ひは異ふ、僕の頭腦へ浮ぶのは、孤立、寂寞、といふ厭やな淋しい感

想と樣々の罪惡が、自由勝手に、此巷に跋扈して居るなどいふ不吉の忌は

しい印象だ。……ところが、さうでないから妙さ、これァ、僕の長年の經

驗からだがね、凡そ都會で、無賴漢の、ガヤガヤと混亂雜沓して居る街と

りも、却て花笑ひ鳥歌ふ、恁ういふ靜かな片田舍に、恐ろしい罪惡が、得

て有勝ちのものだて。……其の理由は明白なものさ、まァ考へても見給へ、

這麼人煙稀れな山村僻地に起臥して居る輩は、大抵無學文盲の時代遲れの

                                                                                                                                                        
可憐人們，他們對法律所知有限。想想看，可怕的殘暴行為、隱藏的罪惡可能年復一年的持續著

而永不被發現。 
146

 警察學生譯：〈親父囚女案〉，《續包探案》（上海：文明書局，1902 年），頁 7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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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ばかりで、法律の如何なるものかをすら心得て居るものとては殆どない、

從つて無意無識の中に犯す、隱れたる罪惡が、恁ういふ田舍には幾多潜む

で居るか知れないよ。147
 

 

乍見這段話被如此完整的翻譯出來，其實相當令人驚訝，因為這段文字嚴格

說來並非案件的重點，但是晚清的譯者在之中捕捉到了城市和鄉村的對立，以及

是否具備律法知識。西方的名偵探鼓勵人們前往都市，成為有智慧的民眾，這樣

的對立和知識對晚清讀者而言無疑是種鼓舞。但同時這段話似乎也呼應了為何李

歐梵教授在〈福爾摩斯在中國〉一文的結尾：「福爾摩斯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它

的出現，和中國現代都市文化的萌芽和發展有關，戰亂和革命以後，都市文化被

鄉村取代，中國也只剩下公安，已經沒有私家偵探了。」──認為中國的偵探終

究走向了消失的原因。 

 

第四節 小結 

到底晚清福爾摩斯探案的翻譯有沒有達到「諭教育於小說」的目的呢？或是

僅以引人入勝的情節取悅讀者？我想兩者皆有。 

柯南．道爾的作品有助於理解維多利亞時代，而日本的近代又是維多利亞時

代的縮影。在人物形象方面福爾摩斯作為一個維多利亞時代的典型英國紳士，給

了晚清一個理想的國民形象，晚清的譯者和讀者想要營造的是探案中的情節，所

以對於人物的個性予以刪除，甚至是福爾摩斯與華生的日常、或是對華生近乎執

著的情感渲染也都略去不譯。但是福爾摩斯作為一個充滿個性的偵探，卻提示了

明治的譯者和讀者一種全新的小說類型，因此在明治的譯文中，被晚清認為不重

要的性格與情感，通常都會被保留下來，而使福爾摩斯的形象個性成為後來日本

偵探的一個象徵典型。而晚清和明治的譯者、讀者對華生的見解也顯示了不同的

                                                      
147

 コナンドイル原作，無名氏譯：〈秘密の扉〉，《文芸倶楽部》第拾八卷第四號，明治 45 年 3

月，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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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制度文化方面，比起原作中作者藉由角色呈現出的政治意識，晚清和明治的

譯者、讀者更看重的是故事中具有現代意義的法律等等，比起政治立場那種遙遠

的東西，重要的是可以被當代所運用的實用知識。而在教育方面則可以看出一定

的影響力，畢竟在晚清和明治時代，兩國都已採取新式的西方教育。不過由於宗

教上的差異性和爭議，宗教相關的翻譯未能有太多突破而顯得保守。但整體而言

對於晚清及明治而言，除了娛樂之外，實用性仍是最優先的考量因素。 

而對物質文化的翻譯，晚清和明治大多都會譯出，但是晚清是採用簡潔的筆

法依照原文翻譯，而明治則是鉅細靡遺的翻出細節，特別是在服裝和建築的描寫

上最為明顯。但在營造都市與鄉村景緻對比上，不論晚清或明治都強調了其中的

格差現象。另明治有些譯本仍採翻案方式，因此在翻譯福爾摩斯探案的初期也會

出現日式風格的描寫，但是比起晚清，他們很少省略這些小地方。 

綜合以上，即可以看出晚清和明治翻譯上的特徵。以實用為主要目的的晚清

譯文，基本忠實的還原原作內容，就算有刪節或更動，也都是以始讀者更容易了

解內容為原則，而明治時期翻譯的主要目的在於如何接受未知他人的意志，以及

傳達自己的意志，也就是一種彼此間意志的交流。已經習慣了高科技生活的現代

人或許很難想像，在文化落差的十九世紀，明治日本和西歐的差異該如何被傳達

和呈現，翻譯當然是一種手段，但是該怎麼翻，卻又是另一個問題。尤其明治時

期，日本渴望的是快速吸收西方知識，以達成理想的現代化，翻譯也因此成為思

想的問題。所以早期的明治翻譯加入了現在看來過剩的譯者的自我解讀而成為翻

案，但隨著西方文化思想需求的日益重要，日本譯者開始追求自己與西方之間的

同質性，而從翻案進入了翻譯。 

但這又產生了另一個現象。全面西化的日本在脫離了翻案、少了譯者的自我

解讀後，日本傳統思想似乎受到了挑戰。當然在翻譯手法演變的過程中必定有意

者對社會受容的考量，無法判斷其優劣，然而明治早期的翻譯（翻案）也許不若

現代翻譯那樣精確，卻因為譯者各自的解讀和傳達而顯得魅力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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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了西方維多利亞時代特徵的福爾摩斯系列翻譯則更是如此。雖然在吸收

西方知識方面，晚清和明治從福爾摩斯中獲得的東西並沒有決定性差異，但在推

理小說體系的確立上卻有著完全不同的結果。 

日本的福爾摩斯翻譯從一開始就有兩種體系：大眾文學、娛樂以及英語教

育。但中國的福爾摩斯翻譯則是原本為教育服務，後來才轉變成大眾流行。這或

許可以視為中國和日本在現代推理小說體系建立與否的關鍵所在。加上後繼者的

發揚，建立起繫統的日本推理小說不斷推陳出新而成為日本文學史的一部分。由

於翻譯小說從未進入中國文學史中，推理小說後續也無法進入文學史殿堂而沒

落。 

不管是人物的塑造還是時空背景的塑造，都是翻譯的重點。中國晚清的直

譯，雖然在小說中呈現出一個帶有異國風味的城市景象，然而在描述的過程中卻

難免使用本地熟悉的用語；另一方面日本明治將故事移植到本國這樣的翻譯手法

兩者相較之下究竟孰優孰劣仍有許多討論的空間。 

因此翻譯小說作為一種手段，從如何在譯本中型塑原作的人物和時代背景，

同樣也展現出這樣的變化。例如福爾摩斯探案原本發生在英國倫敦，但在日本明

治時期影響最大、水田南陽氏的譯本《不思議の探偵》系列中卻不是按照原文翻

譯，而是把時空背景搬到德國的柏林。譯者之所以選擇這樣的手法，不僅可能是

因為日本在明治時期的政治經濟受到德國很大的影響，另一方面也可能由於原本

幾乎獨霸的英國的世界政治地位逐漸被德國、美國等新興權力崛起的光芒鎖掩

蓋。於是比起仍忠實沿用福爾摩斯標準英國人的形象，日本明治的譯者更嘗試著

在翻譯中配合時事，從人物和時代背景上作變化。 

這種被稱為翻案的手法是明治時期獨特的翻譯方式。對明治時期而言人們開

始注意「翻譯是什麼」這樣根本的問題，並且認為翻譯的意義在於「如何傳達自

己的意志及接受他人的意志」，這是由於十九世紀日本在短時間內欲培養出西歐

文化精神而採取的受容手段。此時諸多譯者抱持這樣的態度對這些西歐作品進行

譯介，於是有了「自己對作品過剩的注釋」因而行程翻案。但在明治譯者從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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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揚新事物的過程中也不斷追求自己與西洋之間的同質性下，翻案也逐漸轉變為

翻譯，更因為這段流變而使翻譯成為一種新的文體。這樣的過程在明治時期的福

爾摩斯翻譯中也可以清楚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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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語 

福爾摩斯首先在誕生的英國開始流行，然後接觸了這股流行的人們常視著將

他從地方帶往世界，於是福爾摩斯也飄洋過海來到了東方，踏上了晚清中國和明

治日本的土地，讓這裡的人們遇見他、認識他、理解他、模仿學習他，而肩負起

了這個任務的，就是翻譯。於是回顧晚清和明治這段翻譯的歷史，「遇見福爾摩

斯」對當時的譯者和讀者而言究竟代表了什麼？ 

第二章架構起晚清和明治的文學翻譯歷程，再進入翻譯的背景。晚清時期翻

譯先有自然科學接著是社會科學，然後文學傳入。翻譯文學又從政治小說到科學

小說再到言情和偵探推理小說；明治則特別強調文學的作用，先是有西方人物的

傳記翻譯，緊接著為自由民權服務的政治小說、進入到科學小說，再來則是偵探

推理小說。這樣的翻譯背景中我們可以發現，其實晚清和明治的福爾摩斯探案翻

譯，最終差異還是展現在小說，尤其是大眾娛樂──偵探推理小說的發展上。 

晚清的翻譯偵探推理小說始於 1897 年張坤德所翻譯的〈英包探勘盜密約案〉

等四個故事，這些作品以域外報導的形式首先呈現在晚清讀者的面前，翻譯的目

的強調著實用性。這個時期政治小說、科學小說的翻譯主導著社會現況，譯者也

多肩負著政治使命，而偵探推理小說也是如此，正如《歇洛克奇案開場》的序中

所說「吾友林畏廬先生夙以譯述泰西小說寓其改良社會激勵人心之雅志……」，

即使也有文學創作上的考量，這時的翻譯偵探推理小說依然一方面翻譯西方法律

制度等等現代的面向、批判傳統中國，另一方面又從中國的傳統去篩選、改寫西

方的現代性，於是翻譯成為了文化衝突與協商的場所。 

中國有公案小說傳統但是卻沒有偵探推理小說，這兩者背後不同的制度文化

區分了公案小說中清官斷案的智慧、以及偵探推理小說裡蒐集證據的訴訟程序，

從新穎的西方法律概念來反襯中國司法的現實。中國的訴訟制度與西方相異，使

得這時引進的偵探推理小說不僅代表一種新的小說類型，而是全新的司法觀念與

系統。而且偵探推理小說貼近社會問題的情節也吸引了人們的注意，不只有如公

案小說勸善懲惡的事件宣揚正義與道德，也有一些在善惡之外、甚至不了了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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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更讓讀者們發現社會的各種面向。再者，福爾摩斯的理性形象栩栩如生，

從直到現在仍有世界各地的書迷前往英國、到 No.221 B, Baker Street 朝聖就可知

道福爾摩斯獨一無二的魅力。並且偵探推理小說那種引領人們去探究事實、以及

嚴密推理後街開謎團的豁然開朗，這些都是在西方文化傳入以外文學上的價值，

正是因為如此福爾摩斯才在晚清的中國如此流行，甚至成為當時最受歡迎的人

物。但晚清時期的翻譯偵探推理小說即便提供了吸引中國人的現代性、並發展出

對傳統的批判，同時也用傳統的方法去選擇西方的現代性。就向吳趼人在《中國

偵探案》的「弁言」中說偵探推理小說「不足動吾之感情」也未能「藉之以改良

吾之社會」，對晚清的譯者讀者來說，偵探推理小說終究失去了社會的作用。 

那麼偵探推理小說轉為大眾娛樂又如何？也曾翻譯過福爾摩斯探案的周桂

笙認為「只有寫偵探的才能稱為偵探推理小說」，但是周旋在晚清街頭的，只有

包打聽、卻沒有在福爾摩斯探案中看見的現代意義形象的「偵探」，如果中國晚

清的偵探如此沒有福爾摩斯似的風采，那麼在偵探推理小說的發展上自然也很難

有結果。於是晚清的偵探推理小說走向了譴責小說的模式，重視實用大於娛樂價

值的寫作終究無法出現一部有著像福爾摩斯探案那樣的作品，而後偵探推理小說

更被批判為「毒害社會」、「造成反動」、「資本主義產物」，也使中國的偵探推理

小說在晚清以後難以繼續發展下去。 

而明治時期的翻譯偵探推理小說，從 1887 年由饗庭篁村（あえばこうそん

1855-1922）譯自愛倫．坡作品的〈ルーモルグの人殺し〉不管是文中主角辦案

的手法、卓越的分析能力、用這種分析能力推理導出的意外性結果，這篇〈ルー

モルグの人殺し〉都給予明智讀者對知識好奇心相當的刺激。明治時期偵探推理

小說的發展過程中，最初的轉捩點也與日本近代文學的流變成立同時。明治二十

年前後，這時日本文學史正值自由民權運動即隨之而起的政治小說時代之終結，

取而代之的是以有趣為訴求的大眾娛樂小說，並且也是新聞、雜誌等媒體做為文

學載體活躍的時期，特別是流行於一般大眾的小新聞為中心。這個情況也顯示了

以介紹西洋文學為基礎的日本近代文學，從中心的菁英分子擴展到一般讀者的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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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期。此時最抓住人心的就是屬於哥德式小說的「センセイション．ノヴェル

（sensation novel）」。它代表了英國一種流行小說的形式，以殺人、重婚、精神

病院、身分偽裝、隱藏的秘密等等要素為主，做為「與維多利亞時代同構的故事」

而受到注目。這種「センセイション．ノヴェル（sensation novel）」介於〈モル

グ街の殺人〉（The Murders in the Rue Morgue, 1841）和柯南．道爾的福爾摩斯探

案系列之間，正好與饗庭篁村〈ルーモルグの人殺し〉到水田南陽《不思議の探

偵》這十數年間的過渡相符，更穩固了日本偵探推理小說的發展。 

而身處這段過程文壇中著名的文學者如坪內逍遙、森田思軒、黑岩淚香、原

抱一庵等人都在翻譯上投注了心力，形成早期日本文壇作家、文學家自由遊走於

純文學和大眾文學間的特殊景象，這是日本文學界的菁英開始正視西洋娛樂小說

趣味及效用的時期，正是因為意識到大眾讀者的存在，並積極的介紹西洋文學，

這樣的情境之下，日本誕生了第一位偵探推理小說的作家。黑岩淚香最早以西洋

小說翻譯家登場，在翻譯作品中捕捉西洋小說的趣味和韻味，不斷模仿改良之下

成為了日本偵探推理小說的始祖。 

緊接著這段歷程的是福爾摩斯探案的登場。1894 年《日本人》雜誌上的〈乞

食道楽〉讓福爾摩斯站上了明治翻譯的舞台，從翻譯的時間僅和原作發表的 1891

年相差兩年多來看，當時對外國文學的流行敏感度與輸入體制皆有一定的強度。

明治時期介紹福爾摩斯探案有兩個管道：對偵探推理小說抱持關心的大眾作家的

介紹，以及致力於英語教育的教育者的介紹。這兩個方式幾乎同時，特別是後者

對福爾摩斯探案在日本扎根扮演了重要的任務，因為將福爾摩斯探案放入培養英

語能力基礎的國、高中生使用的教科書中，使以「觀察」和「推理」為中心的福

爾摩斯探案獲得了其他小說類型中少見的廣泛讀者層及高素質的讀者。而明治的

譯者與讀者與福爾摩斯相遇的意義，最重要的就是延續了這段偵探推理小說發展

史中的科學實證精神，福爾摩斯的觀察、推理、分析確立了日本偵探推理小說「本

格推理小說」的路。 

於是觀察第三章、第四章的分析，會發現在這些新閱讀經驗、娛樂之外，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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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的福爾摩斯無法脫離教化為主的目的，就算率先有了全集、有了中國的福爾摩

斯，在背後的仍是模仿，甚至連模仿到最後都出了問題只剩下外表，而清末民初

之後，中國遭逢巨大變革，偵探推理小說這種「戕害人心」的產物被禁，而且都

市和鄉村的結構也發生變化，福爾摩斯的精神和靈魂幾乎無法在中國生存，就算

是政局穩定之後，也沒有再復興福爾摩斯的意思；反觀日本，明治的福爾摩斯原

來就是以兩種方式進入日本，一是做為大眾文學被介紹、二是以英語教科書的身

分在日本發展，雙管齊下的結果除了學習外語，學生也從中獲得了推理、觀察的

知識，因而形成了廣度、深度都充足的讀者群。不管是大眾文學還是教育都順利

發展，就算在戰爭之後也順利復興發展至今。 

時代相近的晚清中國和明治日本都以翻譯做為手段譯介了外國──西洋的

事物，在政治、科學、言情之外，是偵探推理──福爾摩斯探案的傳入。兩個國

家同樣都對福爾摩斯產生興趣，積極翻譯之下也都階段性的達到了教育與娛樂的

目的，然而晚清發展到後來的批判與明治萌生的大量創作，對偵探推理小說的發

展有了不同的回應，對沒有在文學史中取得地位的晚清翻譯小說、及占據近代文

學史中重要位置的明治翻譯小說，呈現了翻譯偵探推理小說──翻譯福爾摩斯探

案──相異的歷史結果。這個結果也揭示了中國偵探推理小說發展困境的開始，

以及日本建立完整偵探推理小說體系的起源。 

但是翻譯的影響仍取決於文化環境引導知識的結果。因此幾乎發生在同一個

時期，中國晚清的福爾摩斯探案系列翻譯和日本明治的福爾摩斯探案系列翻譯是

無法評斷優劣，但卻可以觀察到在中國和日本的文化環境下，翻譯和文化的互相

碰撞和交流。然而本文對福爾摩斯探案在中國晚清與日本明治翻譯的討論畢竟只

是兩者偵探推理小說的開端，在此之後還有許多因素造成了兩國發展上不同的結

果，這些問題和細節也值得繼續分析研究。而幾乎發生在同一個時期，中國晚清

的福爾摩斯探案系列翻譯和日本明治的福爾摩斯探案系列翻譯，在類似但又不同

的文化背景中是無法評斷優劣的。然而考察了這段歷程，卻可以對兩個國家面對

翻譯時的態度，有了不同的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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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本稿根據樽本照雄先生編《新編清末民初小說目錄》（2002）中柯南．道爾的福爾摩斯漢譯作品、孔慧怡教授〈還以背景，還以

公道──論清末民初英語偵探小說中譯〉文末附有清末民初福爾摩斯探案譯本及譯者表格，以及《明治時期シャーロック．ホームズ

翻訳集成》（2001）中附錄福爾摩斯探案的日譯作品，製成中國晚清與日本明治福爾摩斯探案系列翻譯對照年表。 

1894 年 明治 27年   光緒二十年   

一月 乞食道楽 無署名 日本人    

 The Man with the Twisted Lip, 1891    

1896 年 明治 29年   光緒二十二年   

八月    英國包探訪喀迭

醫生奇案 

張坤德譯 《時務報》第一冊 

       

九月    英包探勘盜密約

案 

張坤德譯 《時務報》第六至

九冊 

    The Adventure of the Naval Treaty, 1893 



 

134 

 

十一月    記傴者復仇事 張坤德譯 《時務報》第十至

十二冊 

    The Adventure of the Crooked Man, 1893 

1897 年 明治 30年   光緒二十三年   

四月    繼父誑女破案 張坤德譯 《時務報》第二十

四至二十六冊 

    A Case of Identity, 1891 

五月    呵爾唔斯緝案被

戕 

張坤德譯 《時務報》第二十

七至三十冊 

    The Adventure of the Final Problem, 1893 

1899 年 明治 32年   光緒二十五年   

    英國包探訪喀迭

醫生奇案、英包探

勘盜密約案、記傴

者復仇事、繼父誑

張坤德譯 《新譯包探案》素

隱書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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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破案、呵爾唔斯

緝案被戕 

     

四月 《探偵小説血染

の壁》 

無名氏訳 《每日新聞》    

 A Study in Scarlet, 1886    

七月 毒蛇の秘密、奇怪

の鴨の胃、帝王秘

密の写真、禿頭俱

楽部、紛失の花

婿、親殺の疑獄、

暗殺党の船長、乞

食の大王、片手の

機関師、紛失の花

嫁、歴代の王冠、

水田南陽 《不思議の探偵》

中央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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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髪の女教師 

 Adventures of Sherlock Holmes, 1892    

1900 年 明治 33年 光緒二十六年     

五月 残月塔秘事 原抱一庵譯 東京朝日新聞    

 The Sign of Four, 1889    

九月 倫敦通信新陰陽

博士 

原抱一庵訳 《文芸倶楽部》    

 A Study in Scarlet, 1886    

1901 年 明治 34年   光緒二十七年   

    〈拔斯夸姆命

案〉、〈寶石冠〉、

〈毒蛇案〉、〈海

姆〉、〈紅髮會〉、

〈希臘詩人〉 

黃鼎、張在新合譯 《泰西說部叢書

之一》 

    Memoirs of Sherlock Holmes, 1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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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 坊主ヶ谷の疑獄 喜三訳 慶應義塾学報    

 The Boscombe Valley Mystery, 1891    

六月 花嫁のゆくへ 上村左川訳 女学世界    

 The Adventures of the Noble Bachelor, 1892    

十一月 モルモン奇譚 森皚峰訳 《時事新報》    

 A Study in Scarlet, 1886    

十一月 再婚 上村左川訳 太陽    

 The Adventures of the Yellow Face, 1893    

1902 年 明治 35年   光緒二十八年   

    〈三 K字五橘核

案〉、〈跋海淼王

照相片〉、〈鵝腹

藍寶石案〉、〈偽

乞丐案〉、〈親父

囚女案〉、〈修機

警察學生譯 《續包探案》（《續

譯華生包探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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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指案〉、〈貴冑

失妻案〉 

    Adventures of Sherlock Holmes, 1892 

一月 妻の連子 森皚峰訳 慶應義塾学報    

 A Case of Identity, 1891    

七月 ろんどんのまし

つ 

霞南生訳 二六新報 毒蛇案 黃鼎佐廷、張在新

鉄民譯、黃慶瀾涵

之校參 

《啟蒙通俗報》第

四至五期 

 The Man with the Twisted Lip, 1891 The Adventure of the Speckled Band, 1892 

十一月 不思議のあばら

や 

高野巽編 尚栄堂    

 The Adventure of the Speckled Band, 1892    

1903 年 明治 36年   光緒二十九年   

    英國包探訪喀迭

醫生奇案、英包探

 《包探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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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盜密約案、記傴

者復仇事、繼父誑

女破案、呵爾唔斯

緝案被戕 

     

四月 乞食紳士 無署名 英学新報 寶石冠 黃鼎佐廷、張在新

鉄民譯、黃慶瀾涵

之校參 

《啟蒙通俗報》第

十二期 

 The Man with the Twisted Lip, 1891 The Adventure of the Beryl Coronet, 1892 

四月    拔斯夸姆命案 黃鼎佐廷、張在新

鉄民譯、黃慶瀾涵

之校參 

《啟蒙通俗報》第

十二至十五期 

    The Boscombe Valley Mystery, 1892 

七月    哥利亞司考得船

案 

 《繡像小說》第四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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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Adventure of the “Gloria Scott”, 1893 

八月 青年の探偵譚海

上の惨劇 

上村左川訳 中学世界 銀光馬案  《繡像小說》第六

期 

 The Adventures of the “Gloria Scott”, 1893 The Adventure of the Silver Blaze, 1893 

八月    孀婦匿女案  《繡像小說》第七

期 

    The Adventure of the Yellow Face, 1893 

九月    墨斯格力夫禮典

案 

 《繡像小說》第八

期 

    The Adventure of the Musgrave Ritual, 1893 

九月    書記被騙案  《繡像小說》第九

期 

    The Adventure of the Stockbroker’s Clerk, 1893 

十月 偽紳士 小羊生 慶應義塾学報 旅居病夫案  《繡像小說》第十

期 



 

141 

 

 The Man with the Twisted Lip, 1891 The Adventure of the Resident Patient, 1893 

    哥利亞司考得船

案、銀光馬案、孀

婦匿女案、墨斯格

力夫禮典案、書記

被騙案 

 《補譯華生包探

案》 

    Memoirs of Sherlock Holmes, 1894 

1904 年 明治 37年   光緒三十年   

七月    《恩讐血》 柯南道爾著，陳彥

譯 

小說林社刊 

    A Study in Scarlet, 1886 

八月    黃面（滑震筆記之

一短篇） 

滑震記 時報 

    The Adventure of the Yellow Face, 1893 

    《大復讐》 英柯南道爾著，奚 小說林社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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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黃人合譯 

    A Study in Scarlet, 1886 

    《案中案》   

    The Sign of Four, 1889 

1905 年 明治 38年   光緒三十一年   

    降妖記（偵探小

說） 

屠哀爾士著 陸

康華、黃大鈞譯 

中國商務印書館

說部叢書二=4 

    The Hound of the Baskervilles, 1902 

    降妖記（偵探小

說） 

著者名不記 陸

康華、黃大鈞編譯 

上海商務印書館

說部叢書 1=14 

    The Hound of the Baskervilles, 1902 

一月 良人の行衛 さち子訳 北国新聞    

 The Man with the Twisted Lip, 1891    

九月    怪獒案（偵探小

說） 

韓塠 Conon 

Doyle 人鏡學社

人鏡學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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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譯處譯 

    The Hound of the Baskervilles, 1902 

十一月 怪しの帯 夜香郎訳 新潮    

 The Adventures of the Speckled Band, 1893    

十一月 奇談外交文書の

紛失 

千葉紫草訳 日露戦争写真画

報 

   

 The Adventures of the Second Stain, 1904    

1906 年 明治 39年   光緒三十二年   

    《福爾摩斯偵探

第一案》 

英柯南道爾著，佚

名譯 

小說林社刊 

    A Study in Scarlet, 1886 

    〈再生第一案（阿

羅南空屋被刺

案）〉、〈亞特克

之焚屍案〉、〈卻

周桂笙等譯 《福爾摩斯再生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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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登自轉車案〉、

〈麥克來登之小

學校奇案〉、〈宓

爾逢登之被螯

案〉、〈毀拿破侖

像案〉、〈黑彼得

被殺案〉、〈密碼

被殺案〉、〈陸聖

書院竊題案〉、〈虛

無黨案〉 

    The Return of Sherlock Holmes, 1905 

五月 黄色い顔快漢ホ

ルムス第一編 

本間久四郎訳 笑変窟    

 The Adventures of the Yellow Face, 1893    

八月 秘密の写真 戸川秋骨訳 文芸界    



 

145 

 

 A Scandal in Bohemia, 1891    

十月    竊毀拿破侖遺像

案 

英陶高能著 知

新子（周桂笙）譯

述 

新民叢報三年七

號（五十五號）歇

洛克復生偵探案 

    The Adventure of the Six Napoleons, 1904 

十一月 神通力 風葉山人訳 《読売新聞》    

 A Study in Scarlet, 1886    

1907 年 明治 40年   光緒三十三年   

三月 宝玉の行方 某文学士訳 太陽    

 The Adventures of the Blue Carbuncle, 1892    

四月 二つの汚点 梅水郎訳 静岡民友新聞    

 The Adventures of the Second Stain, 1904    

四月 銀行盜賊 佐川春水訳 建文社，單行本    

 The Red-Headed League, 1891    

十一月 女優イレネー．ア 岡村松柏訳 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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ドラア 

 A Scandal in Bohemia, 1891    

十二月 神通力〈田紳邸〉、

〈海軍条約〉、〈妙

な患者〉、〈乞食

紳士〉 

本間久四郎訳 祐文社，單行本    

 The Adventures of the Reigate Squires, 1904; The Adventures 

of the Naval Treaty, 1893; The Adventures of the Resident 

Patient, 1893; The Man with the Twisted Lip, 1891 

   

1908 年 明治 41年   光緒三十四年   

    《歇洛克奇案開

場》 

英柯南道爾著，林

紓魏易同譯 

商務印書館刊 

    A Study in Scarlet, 1886 

二月 探偵小説鼻眼鏡 勝間舟人訳 文芸倶楽部    

 The Adventures of the Golden Pince-Nez, 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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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 窓の顔 本間久四郎訳 文禄堂書店，單行

本 

   

 The Yellow Face,     

二月 偶像破壊奇譚 今井信之訳注 英語世界    

 The Adventures of the Six Napoleons, 1904    

九月 金庫の毒蛇 前田定之助訳註 建文館，單行本    

 The Adventure of the Speckled Band, 1892    

十一月    兩頭蛇 張其訒 月月小說 2年 10

期 22號 

    The Adventure of the Speckled Band, 1892 

1909 年 明治 42年      

三月 死刑か無罪か 手塚雄訳注 東西社，單行本    

 The Boscombe Valley Mystery, 1891    

三月 水底の王冠 山崎貞訳注 建文社，單行本    

 The Adventures of the Musgrave Ritual, 1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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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 英国探偵小説五

十万円の宝冠 

河岡潮風訳 黃微青年    

 The Adventures of the Beryl Coronet, 1892    

四月 ドイル探偵譚 岡村愛蔵訳注 三省堂書店，單行

本 

   

 A Scandal in Bohemia, 1891; The Boscombe Valley Mystery, 

1891 

   

五月 紳士か乞食か 手塚雄訳注 東西社，單行本    

 The Man with the Twisted Lip, 1891    

六月 青目玉 藤野鉦齊訳 日本と日本人    

 The Adventures of the Blue Carbuncle, 1892    

八月 緑玉冠 菅野徳助、奈倉次

郎訳 

三省堂書店，單行

本 

   

 The Adventures of the Beryl Coronet , 1892    

1910 年 明治 4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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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 小説技師の指 三石生訳 黃微青年    

 The Adventures of the Engineer’s Thumb, 1892    

八月 最後の問題 村井生訳 英学生    

 The Adventures of the Final Problem, 1893    

1911 年 明治 42年      

七月 海軍同盟の密書 金子紫草訳 冒険世界    

 The Adventures of the Navay Treaty,     

十一月 続英国探偵奇聞

録〈那翁狂〉、〈煙

草の灰〉、〈紅髮

組合〉 

郡山経堂訳 文華堂，單行本    

 The Adventures of the Six Napoleon, 1904; The Adventures of 

Golden-Nez, 1904; The Adventures of Red-Headed League, 

1891 

   

1912 年 明治 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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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 秘密の扉 無名氏訳 文芸倶楽部    

 The Adventures of the Copper Beeches, 1892    

四月 秘密小説海軍同

盟条約 

虎髯大尉訳 冒険世界    

 The Adventures of the Navay Treaty, 1893    

四月 M 家の秘密 丸山小羊訳 雄弁四月    

 The Adventures of the Musgrave Ritual, 1893    

六月 探偵奇談地下の

秘密 

森蜈山訳 日本青年六月    

 The Adventures of Red-Headed League, 1891    

十一月 探偵奇談秘密暗

号 

松井白綾訳 日本青年    

 The Sign of Four, 1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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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日本福爾摩斯探案翻譯史 

一、明治時代 

柯南．道爾發表《暗紅色研究》（1887 年，明治二十年）的同年，日本發表

了愛倫．坡作品的翻譯《ルーモルグの人殺し》（The Murders in the Rue Morgue, 

1841），翌年起，由黑岩淚香、丸亭素人等的西洋推理小說翻譯、翻案迅速的取

得市場，此時日本推理小說的發展現況為福爾摩斯探案系列的傳入準備了一個大

好時機和舞台，隨後第一篇福爾摩斯探案系列就在 1894 年（明治二十七年）登

陸日本。此後，明治時代的翻譯作品主要刊登在報章雜誌，並以替換人名地名背

景的翻案形式為主要譯介手段，因為翻譯權十年保留的原則，使得 1894年至 1911

年成為翻案的全盛時期。此外這種臨機應變的手法，也使得這些翻案小說快速的

滲透到日本讀者的生活中。而除了刊登於報章雜誌外，福爾摩斯探案系列也被應

用於英語教科書中，使之更廣為人知。 

 

二、大正時代 

到了大正時代，福爾摩斯探案系列被視為偵探推理小說的經典，有大量的單

行本及叢書出版。大正五年（1916 年），加藤朝島翻譯的《シャロック．ホルム

ス》一直到昭和年間都不斷再版，加藤版譯本的廣為流傳，對福爾摩斯探案系列

的普及有極大貢獻。而主要的譯介手段也從翻案逐漸轉為翻譯。 

 

三、昭和時代（前期） 

受到円本需求增大的影響，昭和是全集與文庫的時代。延原謙譯、昭和三年

（1928 年）由改造社出版的《シャロック．ホワムズ》無疑是這個時期福爾摩

斯探案持續普及的重要推手。延原謙的福爾摩斯探案翻譯相當著名，甚至被稱為

「福爾摩斯翻譯的第一人者」，他同時也是第一位獨自翻譯福爾摩斯探案全集的

譯者。此時同樣由改造社出版的《ドイル全集》共八冊也出版，這是至今日本唯



 

152 

 

一的柯南．道爾全集。但是昭和前期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緣故，自由出版陷入

困境，但即便如此福爾摩斯探案仍受到讀者支持。昭和十六年（1941 年）出版

的《謎の怪食堂》被收錄在岩波文庫發行，慰問前線兵隊用的《シャロック．ホ

ームズ》中。 

 

四、昭和時代（後期） 

隨著戰後出版統制的解除，各種翻譯作品頻出。以月曜書房的シャロック．

ホームズ全集為首，個人譯以至出版社發行的福爾摩斯探案全集陸續推出，以往

以選集為主的現象也成為全集的天下。此時除了延原謙、大久保康雄個人翻譯的

福爾摩斯探案全集完譯，其他如鈴木幸夫、阿部知二、中田耕治、鮎川幸夫等人

也都嘗試對福爾摩斯探案系列進行翻譯。近期附有 William S. Baring-Gould 和

Oxford 二種版本注釋的全集也出版，至此日本的福爾摩斯探案系列研究也進入

全新的時代。 


	封面全
	封面
	目錄
	余玟欣
	誌謝
	論文摘要
	Abstract

	全文20130218完整
	全文20130218
	書目ok
	附錄一ok
	附錄二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