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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南延伸的帝國軌跡
－西川滿從〈龍脈記〉到《台灣縱貫鐵道》
的台灣開拓史書寫
邱雅芳
摘

*

要

西川滿（Nishikawa Mitsuru,1908-1999）是日治皇民化運動時期台灣文壇
的領導人，一生的創作題材幾乎都和台灣有關。相當醉心於浪漫主義的他，
慣常以絢爛的詞藻及異國情趣的筆調去描繪台灣風物。但是從一九四○年代
起，西川滿卻開始轉向寫實技法，嘗試以歷史事件為經緯來建構小說。本文
所要探討的〈龍脈記〉與《台灣縱貫鐵道》
，便是他在這一時期的文學產物。
〈龍脈記〉是一部刻畫劉銘傳時代篳路藍縷開拓台灣鐵路的短篇小說，以這
篇作品為基礎，他繼續構思長篇小說《台灣縱貫鐵道》
，描寫北白川宮能久親
王在 1895 年甲午戰後如何帶領日軍接收台灣。這兩個文本的主題都指向路線
開發，牽涉到台灣邁入現代化的發展過程，但也包含作者對台灣歷史的挪用、
改編。道路的規劃與裝置，可以視為權力的延伸。西川滿藉鐵路的擴張隱喻
日本人現代化的軌跡，同時也藉歷史小說的營造，企圖改造台灣人的思想軌
跡。歷史與小說的双軌書寫策略，鮮明顯示殖民權力的延伸與膨脹。在台灣
開發與殖民現代性的視線下，西川滿的書寫脈絡蘊含了繁複的帝國想像。
關鍵詞：龍脈記、西川滿、島田謹二、寫實主義、外地文學論、台灣縱貫鐵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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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候選人、兼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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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引言
貳、西川滿的寫實主義實驗
參、
〈龍脈記〉的歷史再現
肆、
〈台灣縱貫鐵道〉與日軍征台史
伍、結語

壹、引

言

西川滿（Nishikawa Mitsuru,1908-1999）對日治時期的台灣文壇逐漸形成影響
力，是在一九三○年代後期1。在 1939 年（昭和 14）9 月，西川滿、北原正吉、中
山侑等日人作家籌設成立「台灣詩人協會」
，成員還包括台人作家楊雲萍、黃得時、
龍瑛宗等人。後來「台灣詩人協會」改組，
「台灣文藝家協會」取而代之於 1940 年
（昭和 15）1 月 1 日成立，隔月發行機關誌《文藝台灣》創刊號。由西川滿所主導，
集結台日詩人、小說家的《文藝台灣》
，為 1937 年（昭和 12）中日戰爭爆發後沉寂
已久的台灣文壇，攜來一股文學復甦的信心。
「台灣文藝家協會」在 1941 年（昭和
16）2 月為配合戰時體制而改組為半官半民組織後，
《文藝台灣》遂由西川滿「文藝
台灣社」發行。在 1941 年（昭和 16）5 月張文環另組《台灣文學》之前，
《文藝台
2
灣》是當時唯一以新文學為對象的綜合文藝雜誌 ，它也是日治時期發行時間最久、
網羅最多日人作家的刊物。西川滿在戰爭期的不少重要創作，多是透過這本刊物發
表。《文藝台灣》的運作策略，無疑為西川滿在台灣文壇佔下發言地位，並逐漸展
露與日本內地文學抗衡的野心3。
西川滿在日治時期的文學生產，以台灣風土為主題的小說、詩集、隨筆等數量
非常龐大，他對於文學題材的執著，即可見一斑。他不僅書寫以台灣為主題的風土
民俗故事，每一本書幾乎都由畫家立石鐵臣負責封面及內頁插圖，插圖的內容也是
以台灣鄉土景色為主調4。無論是他的創作或是主編的雜誌，都大致以這種圖文並
1

2

3

4

西川滿在早稻田大學法文科畢業後，因為老師吉江喬松對他勉勵的一句話：
「為地方主義文學要貢獻一生
吧」
，1933 年下定決心再回到台灣。1934 年（昭和 9）
，西川滿進入「台灣日日新報」社，主編該報文藝
版，同年 9 月創設「媽祖書房」
，刊行《媽祖》雜誌。從 1939 年設立「台灣詩人協會」開始，逐漸成為
皇民化時期的台灣文壇領導人。
柳書琴，《戰爭與文壇：日據末期的台灣文學活動(1937.7～1945.8)》
，台大歷史所碩士論文，1994 年，頁
66。
根據中島利郎的研究指出，西川滿對「台灣文藝家協會」的組成與《文藝台灣》的經營策略，都指向建
立「地方主義文學」並與日本中央文壇對峙的野心。請參閱中島利郎，〈日本統治期台湾文学研究：「台
湾文芸家協会」の成立と「文芸台湾」――西川滿「南方の烽火」から〉
（日本統治期台湾文学研究：
「台
湾文藝家協會」的成立與「文藝台灣」――從西川滿「南方的烽火」談起），《岐阜聖徳学園大学紀要》
外国語学部編，第 45 集，2006 年，頁 91-108。
立石鐵臣（Tateishi Tetsuomi,1905-1980）
，知名畫家，是在台灣出生的日本人，也就是當時俗稱的「灣生」。
父立石義雄任職台灣總督府財務局事務官，1913 年（大正 2）調職之故，舉家遷返日本。1934 年開始，
立石鐵臣遷居台灣，中間曾一度回日（1936-1939）
，後又來台任職，在台大理農學部從事即物精細描寫工
作。至日本戰敗後仍以日僑身分留用，擔任台北師範教職、省立編譯館技佐、台大史學系講師等工作，
直到 1948 年才遣返日本。1934 年-1939 年間，他數度來台，除了積極創作版畫外與從事描繪動植物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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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的模式印行出版。《文藝台灣》在創刊之初，編輯取向之上就鮮明展現了西川滿
的文學趣味；這本雜誌的發表者以日人作家佔多數，內容則偏重於台灣風土歌詠與
民俗傳說介紹。至少在 1942 年（昭和 17）以前，
《文藝台灣》不太具備戰爭文藝的
色彩，隨著戰爭越來越臻於高峰，《文藝台灣》才逐漸出現配合戰爭體制的作品。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西川滿在 1940 年（昭和 15）所發表的小說〈赤崁記〉（《文藝
台灣》
，1 卷 6 號）
，可說是這份刊物中出現相當早的一篇響應國策的作品。
〈赤崁記〉
是西川滿以異國情調重新詮釋台灣歷史故事的初啼之聲，也是從〈赤崁記〉開始，
西川滿在小說創作中展現了鮮明的政治語言，迥異於他以往的台灣相關作品5。
〈赤崁記〉在發表後獲得不少好評，並於 1943 年（昭和 18）得到第一屆台灣
文化賞。對西川滿來說，〈赤崁記〉是他嘗試改變小說風格的創作實驗。他以鄭成
功家族的興亡史為主題，在史料方面參考了江日昇所著的《台灣外記》，以凸顯這
部作品的真實性與歷史感。不過貫穿小說的神祕青年，卻還是充滿了幻想成分。強
調寫實性為主的歷史小說，是以歷史人物或歷史事件為題材，它往往以忠實於歷史
事實和逼真的細節等手段再現歷史。〈赤崁記〉卻在細節上鋪陳幻想空間與虛構想
像。當時的帝大教授工藤好美在〈台灣文化賞與台灣文學〉一文，縱然質疑這部小
說的寫實性不強，卻還是部分肯定了〈赤崁記〉的突破，認可它算是一部「成功的
令人喜愛的歷史故事」6，工藤好美應該看出西川滿在創作上的變化。但是葉石濤
則提出另一種看法，他認為〈赤崁記〉還是具有濃厚的幻想性，要到 1941 年以降，
他的創作才開始出現轉變：
西川滿得意的小說〈赤崁記〉其實是承繼了佐藤春夫〈女誡扇綺譚〉的傳奇
性的濃厚幻想性。但是從同年五月張文環創刊了《台灣文學》之後，西川的
創作軌跡逐漸改變，向台灣開拓史為主題的方向靠攏，陸續發表了短篇小說
〈採硫記〉和〈龍脈記〉等以及發展出長篇小說畢生大作《台灣縱貫鐵道》。
《台灣縱貫鐵道》的先驅作品應該是〈龍脈記〉，……。長篇小說《台灣縱
貫鐵道》就是這短篇為基礎發展的台灣開拓史的一部分。7
工藤好美相當犀利地看出西川滿的書寫轉變，即使〈赤崁記〉寫實性不強，還
是選擇肯定西川滿的突破。而根據葉石濤的說法，他分析在張文環創刊《台灣文學》
後，西川滿的創作軌跡逐漸改變。葉石濤是以作品的整體性來討論，他的論點較為
保守。以西川滿的創作軌跡來看，其實工藤好美的觀察沒有錯，從〈赤崁記〉開始，
已經可以察覺到西川滿對台灣史的書寫企圖，縱使〈赤崁記〉仍是帶有唯美文學的
幻想成分，但是主題卻是透過鄭氏家族的史實，努力將這部小說朝向歷史事件來營
造，從此他展開一系列的台灣開拓史書寫工程。誠然，歷史小說是以歷史人物或歷

5

6

7

工作外，也為台陽美術協會的發起人之一。1944 年，因戰爭被徵召，服役於台灣軍，駐軍於花蓮。戰後
短暫於臺大擔任講師，1948 年回日本。最重要作品有 1962 年出版的《台灣畫冊》
。1980 年 4 月，他因肺
癌去世，享年 75。
關於西川滿在〈赤崁記〉的書寫策略，筆者另已專文討論，請參考拙作〈荒廢美的系譜：試探佐藤春夫
「女誡扇綺譚」與西川滿「赤崁記」〉
，收入《文學與社會學術研討會：2004 青年文學會議論文集》
，台南：
國家台灣文學館，2004 年，頁 137-164。
工藤好美，〈台灣文化賞と台灣文學－特に濱田‧西川‧張文環の三氏について〉（台灣文化賞與台灣文
學－特別關於濱田、西川、張文環三位）
，《台灣時報》，1943 年（昭和 18）3 月號，頁 105。
葉石濤，〈序：西川滿與台灣文學〉，收入西川滿著，黃玉燕譯，，《台灣縱貫鐵道》，台北：柏室，2005
年，頁 26。不過葉石濤文中所提到的年代有誤，
《台灣文學》是 1941 年 5 月創刊，而〈赤崁記〉是 1940
年 12 月發表，並非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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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事件為題材的小說，在主要人物與情節發展，它往往忠實於歷史事實，但也允許
細節部分的想像。〈赤崁記〉在創作內涵之上，加入許多幻想的成分，縱使他引用
了《台灣外記》的史料，也不能算是一部歷史小說。不過以台灣開拓史為主題的〈龍
脈記〉與《台灣縱貫鐵道》8，則已經相當貼近歷史小說的書寫方式。重點在於史
觀的詮釋立場，西川滿是採取日本官方觀點。〈龍脈記〉是一部刻畫劉銘傳時代篳
路藍縷開拓台灣鐵路的短篇小說，以這篇作品為基礎，西川滿繼續構思長篇小說《台
灣縱貫鐵道》
，描寫北白川宮能久親王（kitashirakawanomiya yoshihisa，1847-1895）
在 1895 年甲午戰後如何帶領日軍接收台灣。這兩個文本的主題都指向道路開發，
牽涉到台灣邁向現代化的發展過程，這當中也包含了作者對台灣歷史的挪用與重
構。
運用大量史料所完成的〈龍脈記〉與《台灣縱貫鐵道》，西川滿捨棄了唯美主
義的方式，而使用寫實技巧呈現。寫實主義注重事實或現實，反對不合實際的幻想，
這和西川滿的文學脾性其實不盡相同，他的書寫轉變顯然傾向於呼應島田謹二的
「外地文學論」
。1943 年（昭和 18）5 月，西川滿透過《文藝台灣》的〈文藝時評〉
為文批判台籍作家的鄉土書寫是偏離戰爭國策的「糞寫實主義」，進而強調寫實主
義與皇民文學的關係。以無產階級為描寫對象的寫實主義文學，並不被西川滿所認
同。關於寫實文學的內容，他似乎自有定見。比較文學者島田謹二在「外地文學論」
所提出的觀點，以及西川滿對於寫實主義的詮釋，是本文所要處理的課題之一。另
外，〈赤崁記〉可以說是西川滿在小說體裁上從唯美文學到寫實文學的過渡時期，
從〈赤崁記〉以降，他開始經營一系列的台灣開拓史書寫。紀實與虛構、歷史與小
說的双軌書寫策略，成為西川滿在四○年代的創作主軸，在〈龍脈記〉與《台灣縱
貫鐵道》的創作技藝上，這兩部作品主題都涉及到台灣開發史，西川滿如何將政治
語言與帝國思維融入歷史情境，是本文所欲探求的9。

貳、西川滿的寫實主義實驗
西川滿的文學脾性，其實傾向於陰柔美的追求。大學時期以法國詩人藍波為研
究對象的西川滿，深受藍波文學的啟發10。他的文學生涯，也從來沒有放棄過浪漫
主義的筆調。在 1940 年代戰爭臻於高峰之際，西川滿是台灣文壇日人作家的領導
人，他必須在文藝政策上有所行動。當時他所發表的文藝動員言論，相當慷慨激昂，
而在小說創作上，他則嘗試以寫實主義技法改寫台灣歷史。另一方面，他也持續經
8

9

10

西川滿，〈龍脈記〉，《文藝台灣》
，4 卷 6 號，1942 年（昭和 17）9 月 20 日。西川滿，〈台灣縱貫鐵道〉，
分別連載於《文藝台灣》與《台灣文藝》
，共十一回，
《文藝台灣》計五回，6 卷 3-6 號、7 卷 2 號，1943
年（昭和 18）7 月-11 月、1944 年（昭和 19）1 月；
《台灣文藝》計六回，1 卷 1-4、6-7 號，1944 年 5-8
月、11-12 月。
關於西川滿小說的研究，陳藻香的博士論文《日本領台時代の日本人作家：西川滿を中心として》
（東吳
大學日文所博士論文，1995 年）可以算是最詳盡的。而針對西川滿的鐵路主題，則有朱惠足的〈帝國主
義、國族主義、
「現代」的移植與翻譯：西川滿《臺灣縱貫鐵道》與朱點人〈秋信〉
〉
（《中外文學》
，第 395
期，2005 年 4 月，頁 111-140）
。
法國詩人阿爾蒂爾‧藍波（Arthur Rimbaud，1854-1891)，他的創作生涯只有五年，作品數量有限，卻被
公認是是象徵主義運動最傑出的詩人之一，也被認為是其後超現實主義的鼻祖。象徵主義者力求發現（或
破譯）隱藏在日常事物後面的真實，在題材上側重描寫個人幻影和內心感受，極少涉及廣闊的社會題材。
超現實主義者則進一步要求通過直覺和幻想創造事物之外的真實。藍波的詩作有種創新精神，善於製造
陰鬱而狂熱的氣氛。他認為「幻覺」和「曖昧的主觀世界」構成詩的「真實」
。關於藍波與法國文學的介
紹，請參閱陳振堯，
《法國文學史》，台北：天肯文化，2003 年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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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自己擅長的主題，就是台灣風俗民情的細膩書寫。雄壯的歷史小說與陰柔的台灣
民俗書寫，顯然是兩條平行線，西川滿選擇齊頭並進的方式進行。這樣的書寫策略，
和島田謹二所提出的「外地文學論」有密切關係。
西川滿在 1933 年（昭和 8）自早稻田大學畢業後再度來台，經老師山內義雄的
介紹而認識了台北帝大教授矢野峰人、講師島田謹二11，西川滿從此和島田謹二保
持親密的交往。島田謹二也由於結交到西川滿，逐漸對住在台灣的內地人的文學活
動產生興趣，從此開始研究台灣的日本人文學，進而在一九三○年代後半有「外地
文學論」的提出和《華麗島文學志》的書寫計畫12。強調「異國情調」與「寫實主
義」為共同基調的「外地文學論」，是島田謹二參考法國殖民地文學（litt’erature
coloniale）的狀況後，將其概念介紹到台灣，而提出了「外地文學」的論點。島田
謹二以日本內地為座標，將在台日人作家創作於殖民地的文學命名為「外地文學」，
他的用意除了要區隔內地文學與外地文學的地理差異之外，也有意合理化外地作家
創作「異國情調文學」的獨特性。
根據法國外地（殖民地）文學的範疇，「異國情調文學」和「外地文學」並不
相同，它們各自具有互不相容的要素。前者基本上是以來自內地的「旅行者」為媒
介去書寫殖民地，後者則是居住在殖民地的作家所創作的作品。因此，兩種作品的
視線是截然不同的：一個是居住者由內部觀看殖民地的「外地文學」，一個是旅行
者由外部觀看殖民地的「外地觀光文學」
。
「外地文學」奉「寫實主義」為圭臬，
「外
地觀光文學」則含有許多異國風情，繼承「異國情調文學」的傳統。13根據法國殖
民地文學的定義，寫實主義是最重要的特色。但是島田謹二則積極將「異國情調」
的因素引進「外地文學」中，不僅是因為當時台灣人作家也崇尚寫實主義，如果外
地文學論只重視寫實主義就會顯得毫無特色，此外也和他自身的文學信仰以及西川
滿有很大的關係。島田或許是期待外地作家在「異化」台灣的過程中，也能夠強化
自我身份的定位，並且向日本中央文壇爭取文學的發言權。此外，島田謹二也認為，
外地作家儘管使用寫實主義文學的方式來呈現外地風情，對日本讀者而言還是具有
異國情調，這兩者是不衝突的。
島田謹二〈台灣文學的過去、現在、未來〉一文特別強調，他所謂的「寫實主
義」，並非西方以普羅大眾為對象的寫實主義文學：
但是，即使說是寫實主義卻不可和所謂無產階級的寫實主義等同視之。那是
完全的或朝向特別的政治目標而做宣傳、唆使、曝露為志向的，是脫離了文
藝本色。不是那種偏頗的東西，而是真正對文藝獨特的任務有所覺醒，把與
內地不同風土之下共同居住的民族的想法、感覺方式、生活方式的特異性，
就這樣生動的「結合生命」描寫出來的話，這時就會完成一幅生之縮圖，而

11

12

13

矢野峰人（1893-1988）詩人、英文學者，日本岡山縣人。1928 年（昭和 3）就任台灣帝大教授，擔任西
洋文學講座。1937 年（昭和 12）兼任台北帝大文政學部長、圖書館長、台灣文藝家協會會長、皇民奉公
會文化部參事等。戰後被台大留任至 1947 年才返日。島田謹二（1901-1993）比較文學學者，他於 1929
（昭和四）年來台任教，在台北帝大教授英國文學與法國文學，也是官方文藝政策的主導者之一。島田
於 1944 年底返回日本，在殖民地度過了近 16 年的歲月。
請參閱橋本恭子，
《島田謹二《華麗島文學志》研究：以「外地文學論」為中心》
，清大中文系碩士論文，
2003 年，頁 53-54、65-67。
橋本恭子，《島田謹二《華麗島文學志》研究：以「外地文學論」為中心》，清大中文系碩士論文，2003
年，頁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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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一種新題材的、在所謂「政治的態度」以外深深植根於文學獨特之領域
的寫實主義吧。14
島田謹二的外地文學論，有意建構一種新的「寫實主義」，不為特定的政治目
標而宣傳，而以作家的切身感觸為動力。他把目光投向在台定居的日人作家，期待
他們能真實而全面地描寫殖民地風土，以有別於內地文學的日本風土。然而他對寫
實主義所下的新定義是非常矛盾的，作為「殖民者的文學」的外地文學，它本身的
政治性格不僅相當鮮明，更是外地作家與日本中央文壇抗衡的一種政治態度。因
此，
「在所謂『政治的態度』以外深深植根於文學獨特之領域的寫實主義」
，是否能
具體履行呢？島田謹二的文學論調顯然是以殖民者為本位，西川滿也成為他所期待
，也可以看
而能實踐外地文學論的作家15。從西川滿的文藝評論〈外地文學的獎勵〉
到他對外地作家以外地文學向中央文壇進軍的看法：
當然，同為日本文學，完全不參與中央文壇，不與其交涉是不可能的。更何
況只有獲得具有悠長傳統的中央文壇之理解與支持，才能真正得到發展。但
是外地文學如其本質必須在殖民的本身另闢自我的方向，才能走出自己的
路。16
外地文學論的觀點中有兩個重要的內涵：寫實主義與異國情調。如果用它來檢
驗西川滿的作品，異國情調是西川滿的文學中早已存在的成份，而寫實主義的部分
則是西川滿需要克服的障礙。西川滿談到自己的藝術至上主義：「討厭寫實主義的
我，提筆寫一篇故事時，頂多是查閱文獻資料，決不會親自走一趟去調查。憑一知
半解寫作之前，如果先看到或聽到什麼，就會削弱想像力，喪失詩情畫意。」17不
習慣寫實風格的西川滿，在島田的影響下，從一九四○年代起開始轉變書寫技法，
嘗試以歷史事件為經緯來建構小說。他的書寫策略應該是想要融合寫實主義與異國
情調，而這兩種基調首次在〈赤崁記〉被結合起來。
對西川滿而言，寫實主義顯然是他不擅長的風格。但是從〈赤崁記〉以降的作
品，可以看出他朝向寫實文學的努力。〈赤崁記〉這部作品描寫了鄭成功家族的第
三代鄭克塽及其夫人陳氏的故事，是西川滿運用不同的時空場景，揉合過去與現代
的虛實手法，並參考《台灣外記》所創造出來的歷史故事18。
〈赤崁記〉在發表之後
受到不少正面的肯定，並得到 1943 年（昭和 18）的第一屆台灣文化賞19。包括站
在西川滿對立的立場，支持寫實主義雜誌《台灣文學》的帝大教授工藤好美，雖然
無法完全認同西川滿的文學風格，但在他的文章〈台灣文化賞與台灣文學－特別關
14
15
16

17

18

19

島田謹二，
〈台灣の文學的過現未〉
，《文藝台灣》
，2 卷 2 號，1941 年（昭和 16）5 月 20 日，頁 19。
島田謹二，
〈台灣の文學的過現未〉
，《文藝台灣》
，2 卷 2 號，1941 年（昭和 16）5 月 20 日，頁 9。
西川滿，
〈外地文學の獎勵〉
，原刊於《新潮》7 月號，1942 年（昭和 17）7 月 1 日。中譯文係引自邱香
凝譯，
〈外地文學的獎勵〉
，收入黃英哲主編，
《日治時期台灣文藝評論集》第三冊，台南：國家台灣文學
館籌備處，2006 年，頁 514
西川滿，
〈笙歌一曲〉，
《アンドロメダ》，第 195 期，1985 年 11 月 23 日。本文轉引自中島利郎著，涂翠
花譯，
〈「西川滿」備忘錄〉
，收入黃英哲編，涂翠花譯，
《台灣文學研究在日本》
，台北：前衛，1994 年，
頁 128。
《台灣外記》是由清朝康熙年間的江日昇所撰，記載鄭成功時代的台灣發展事蹟，可說是鄭成功傳記中
相當完整的一本。
由皇民奉公會所舉辦的第一屆台灣文化賞，有三篇作品得獎，分別是濱田隼雄的〈南方移民村〉
、西川滿
的〈赤崁記〉、張文環的〈夜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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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濱田、西川、張文環三位〉中還是肯定了在西川滿〈赤崁記〉的突破。工藤認為，
對以往的西川滿而言，他一定會想要強調陳姓青年的奇異氣氛，但是在〈赤崁記〉
可以看出作者抑制這種氛圍的努力：「如此抑制的結果，使得作品整體成為一部成
功的令人喜愛的歷史故事。」20不難看出，工藤好美會對〈赤崁記〉產生好感，應
該在於這篇作品有史料為基礎，儘管他質疑西川滿文學的寫實性不強。
從側面來看，工藤好美會說出〈赤崁記〉是一部「成功的令人喜愛的歷史故事」
，
也是在不論成分高低的前提下，讚許了西川滿對寫實題材的嘗試。但是他也明白指
出，縱觀西川滿到目前為止的努力，也並非完全的成功，還是有進步的空間21。誠
然，西川滿無法接受工藤好美對他的評價。工藤好美是該屆台灣文化賞的評審，他
在〈台灣文化賞與台灣文學〉一文，其實相當肯定採取寫實主義的台人作家張文環
的得獎小說〈夜猿〉
，而對另外兩位得獎者西川滿與濱田隼雄的作品則是有褒有貶。
這自然引發兩位日籍作家的不滿，西川滿在 1943 年（昭和 18）5 月的〈文藝時評〉
（《文藝台灣》6 卷 1 號），就以「糞寫實主義」來批判台籍作家的寫實主義：
總的來說，迄今構成台灣文學主流的「糞寫實主義」，都是明治以降傳入日
本的歐美之文學手法，至少對喜愛櫻花的我們這些日本人是全然引不起共鳴
的。22
西川滿指出，台灣作家一味模仿歐美的文學手法卻對現實缺乏自覺，無疑是相
當諷刺的，真正的寫實主義絕對不是這樣的；在台籍作家依舊只關心「虐待繼子」
或「家族紛爭」等鄙陋問題的時候，下一代的本島青年早已在「勤行報國」和「志
願兵」表現熱烈的行動了。西川滿在〈文藝時評〉上的發言，顯然是受到島田謹二
的影響。島田在 1942 年《文藝台灣》所發表的〈文學的社會表現力〉
，談到西方在
十九世紀末期的近代文學幾乎傾倒於「寫實主義」，而日本文壇也有同樣現象：
我國的文壇也大致在那個時候開始和西歐的詩壇、思想壇進行實質的接觸，
漸漸把小說當作文學的中心勢力，由於當時對西歐文物的盲目崇拜，也因為
世界的大潮流而有共同的思想節奏，寫實主義的精神與手法，從最初的「寫
實派」、中期的「自然派」
、後來的「普羅派」，儘管一時一時的名稱不同，
23
始終一貫是大勢力。
西方的寫實主義（realism）表現在文學藝術上，是指涉對自然或對當代生活作
準確、詳盡及不加修飾的描述。寫實主義摒棄理想化的想像，而主張細密觀察。對
於這股西方傳入而造成的文學勢力，島田謹二似乎不以為然，他甚至質疑所謂「寫
實主義」的藝術性。總的來說，島田謹二的外地文學論，不僅有和日本內地文學一
別苗頭的企圖，也抱持著超越西方的野心。他所宣揚的寫實主義，其實是為了帝國
慾望所量身訂做的。也難怪西川滿會發出這樣的豪語：

20

21
22
23

工藤好美，
〈台灣文化賞と台灣文學－特に濱田‧西川‧張文環の三氏について〉
，
《台灣時報》，1943 年
（昭和 18）3 月號，頁 105。
同上註，頁 106。
西川滿，〈文藝時評〉
，《文藝台灣》
，6 卷 1 號，1943 年（昭和 18）5 月，頁 38。
島田謹二，
〈文學の社會表現力〉
，
《文藝台灣》，5 卷 1 號，1942 年（昭和 17）10 月，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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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盡寫的那些模仿歐美「糞寫實主義」的作品，即使翻譯成歐美的文字，也
是引不起歐美人的注意，只有遭到藐視。作為日本文學家的我們，不是應該
去創造一些歐美人怎樣也寫不出來、具有日本傳統精神的作品嗎？並且把英
美色彩的東西從文學的世界排除出去。24
西川滿認為台人作家的寫實主義文學，不僅無法反映時局現況，也是模仿自歐
美文學的劣等作品。對他而言，所謂的寫實主義，就應該和戰爭國策產生對話，而
不是一味地描寫鄙陋的台灣鄉土之情。西川滿的言論，立即引發台人作家楊逵的反
駁：「西川氏批評本島人作家還是拼命地描寫虐待繼子或家族紛爭之類的世俗人情
（《文藝台灣》5 月號），濱田氏則是批評本島人作家喜歡描寫缺點（《台灣時報》4
月號）。如果他們批評的是始終都在描述醜惡的現實面的作品，筆者也大有同感。
但是，大多數的本島人作家就算描寫這樣的黑暗面，也有心想從這裡再往前跨出一
步。如果故意忽視他們的這種意志，就不得不說那是令人不齒的『曲解』了。」25隨
之展開的「糞寫實主義文學論爭」26，相當程度指出台人作家和日人作家對於寫實
主義的理解27。
招致這場論爭的〈赤崁記〉，雖然在情節構成上結合了歷史故事，其實它的寫
實成分並不高，因為它加入幻想性，帶有作者「理想化的想像」，將鄭氏家族的故
事導向日本人立場的史觀，甚至出現「南進」的戰爭語言。由於〈赤崁記〉在刊出
後受到不少好評，從而增加了西川滿的信心，促使他繼續創作一系列以「記」的形
態，取材自台灣的開拓史、民俗人情、地方史的作品，如〈雲林記〉
、
〈元宵記〉
、
〈朱
28
氏記〉
、
〈採硫記〉
、
〈龍脈記〉 等，
〈龍脈記〉更成為西川滿的長篇小說〈台灣縱貫
鐵道〉的藍圖。在這些創作上，他更加運用大量史料來支撐小說的架構。此後他對
待文獻的態度，已非「一知半解」，而是越來越得心應手了。

24
25

26

27

28

西川滿，〈文藝時評〉
，《文藝台灣》
，6 卷 1 號，1943 年（昭和 18）5 月，頁 38。
楊逵，〈糞リアリズムの擁護〉，
《台湾文学》3 卷 3 號，1943 年（昭和 18）7 月。中譯文引自涂翠花譯，
〈糞寫實主義的擁護〉
，
《楊逵全集》
「詩文卷」
（下）
，頁 124-125。西川滿的文章是發表在 1943 年（昭和
18）5 月《文藝台灣》6 卷 1 號的〈文藝時評〉
，濱田隼雄的文章則是發表在該年 4 月號《台灣時報》
，篇
名為〈非文學的感想〉（ひ文学的な感想）
。
關於「糞寫實主義文學論爭」已有精闢討論，請參閱垂水千惠，〈
「糞 realism」論爭之背景――與《人民
文庫》批判之關係為中心〉
，《葉石濤及其同時代作家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高雄：春暉出版社，
2002 年 2 月，頁 31-50；黃惠禎，
《左翼批判精神的鍛接：四○年代楊逵文學與思想的歷史研究》
，政治大
學中文所博士論文，2005 年，頁 120-153；第 3 章第 2 節：「楊逵與糞現實主義文學論爭」。
根據黃惠禎的論文指出：論爭起於 1943 年 4 月 8 日由濱田隼雄發表在《台灣時報》的評論〈非文學的感
想〉
，文中明確指責台人作家只會描寫現實的否定面，提及決戰下本島人皇民不積極、不認同的一面。西
川滿隨後也在《文藝台灣》發表〈文藝時評〉
，一再將台灣作家與日本作家泉鏡花對比，既要大家學習泉
鏡花，又批評台灣作家背離日本文學的傳統，要求把帶有英美色彩的東西從文學世界排除出去，以日本
文學為師，力圖樹立皇國文學，這才是符合日本傳統精神的文學。1943 年 7 月，楊逵在《台灣文學》發
表了〈擁護糞現實主義〉
，掀起論戰的高潮。楊逵在文中強調糞便的作用，沒有糞便則稻子就不會結穗，
蔬菜也長不出來，這就是真正的糞便寫實主義。這篇文章清楚說明楊逵面對現實，從現實中尋找出路的
寫作態度，也闡明了寫實主義對社會生活的積極意義。楊逵還以台灣文壇的日人作家坂口れい子與立石
鐵臣為例，指出寫實主義的作品自然流露出對於群眾的大愛與關懷。針對西川滿、濱田隼雄批評本島作
家拼命描寫虐待繼子或家族紛爭、說他們喜愛描寫缺點一事，楊逵認為這是有意曲解作者朝黑暗的現實
面往前跨一步、努力奮鬥的建設性意志。請參閱黃惠禎，
《左翼批判精神的鍛接：四○年代楊逵文學與思
想的歷史研究》
，頁 120-134。
〈雲林記〉
，《文藝台灣》
，2 卷 1 號，1941 年（昭和 16）3 月 1 日；〈元宵記〉
，《新潮》
，1941 年（昭和
16）11 月 1 日；
〈朱氏記〉，
《文藝台灣》，3 卷 4 號，1942 年（昭和 17）1 月 20 日；
〈採硫記〉，
《文藝台
灣》
，3 卷 4 號、4 卷 1 號、4 卷 2 號，1942 年（昭和 17）3 月 20 日、4 月 20 日、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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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龍脈記〉的歷史再現
1885 年（光緒 11）的 9 月，清廷將台灣升格為行省，任命劉銘傳（1836-1895）
為首任巡撫。在其任內，他實施辦防、練兵、清賦、撫番等政策。繼而實行樟腦專
賣、茶葉獎勵，設置樟腦局、礦務局。並興辦洋務，設置軍械機器局、火藥局、撫
墾局、樟腦局、礦務局、水雷局等機構。1887 年 4 月，劉銘傳奏請清廷准許在台修
築鐵路，他強調鐵路之興建，可應三大需要：一為有裨於海防，二為有裨於建立省
城，三為有裨於台灣工程。在李鴻章大力支持下，清廷數日內即予批准。劉銘傳於
奉准後，設立「全台鐵路商務總局」
，從事勘察路線與施工準備之相關工作29。總辦
人由記名提督劉朝幹擔任，會辦為張士瑜、黨鳳岡、蔡斯彤、姚西漢。接下來著手
聘請外國工程技術人員來台，鐵路工程設計者為畢嘉（Becker）
。
〈龍脈記〉即是講
述劉銘傳時代德籍工程師畢嘉開鑿鐵路的歷史小說。
透過清朝在台灣的鐵路開拓史話，西川滿展開了對台灣歷史的重新詮釋。除了
本文所探討的兩部作品外，西川滿另有多篇以「鐵路」為題材的創作30。他會如此
鍾情鐵路，和他童年時期的回憶應該有部分關聯：「虛歲三歲時，跟著父親乘信濃
丸到台灣。先是住在多雨的基隆，七歲那年春天，搬到台北的大稻埕。在看得見北
門的大稻埕入口，橫過太平街的大馬路，生鏽的鐵路伸向淡水方面，那裡有老舊的
火車頭的車庫（從前曾是台灣火車驛站，在上溯是劉銘傳時代的火車票房，我在過
了很久的後來才知道的）
。」31和自己童年生活有密切關係的鐵路，成了他最佳的創
作題材。但是西川滿在重現台灣鐵路的開發史時，並沒有把目光放在劉銘傳身上，
而是以德國工程師別克爾（按：畢嘉，Becker）做為這篇小說的主角人物，這是頗
具深意的。
〈龍脈記〉以中國人的風水信仰做為開端：「有個東西叫做龍脈，這是構成中
國特有的風水思想的根源，在社會生活上跟民眾有不可切斷的關係。」
（頁 90）32這
條龍脈是構成中國南嶺的一脈，到達福州的五虎山一度消失不見，其實是在福州沿
海潛入海底，然後在基隆登陸，接著一路往南綿延到台灣的最南端鵝鑾鼻為止。機
器局德國工程師別克爾的不幸，來自於他所測量而要建設的鐵路，必須開鑿這條龍
脈：
「在風俗習慣不同的眼裡，映出的清國人的日常生活幾乎都是頑劣的迷信罷了，
所謂龍脈，頂多只是既無害又無益的迷信中的一項。」（頁 92）這條阻礙鐵路開發
的龍脈，在別克爾眼中只是一條普通的山脈而已，但是官兵卻堅信破壞它會招致橫
禍，甚至管理這些軍工的廖姓軍官也多次為難別克爾，因此讓工程一再陷入停滯的
狀態。此外，讓別克爾的處境雪上加霜的，還有清國軍隊素質的惡劣以及軍官階層
29
30

31

32

陳延厚，《劉銘傳與台灣鐵路》，台北：台灣鐵路管理局，1974 年。
西川滿以鐵路為題材的作品有〈台灣の汽車〉
（台灣的火車），
《台灣時報》
，1942 年（昭和 17）6 月；
〈二
人の独逸人技師〉
（二位德國人技師），
《台灣鉄道》
，361 號，1942 年（昭和 17）7 月；
《桃園の客》
（桃
園之客）
，台北：日孝山房，1942 年（昭和 17）9 月；
〈幾山河〉
，收入台灣總督府情報課編，
《決戰台灣
小說集》坤卷，台灣出版文化株式會社，1945 年（昭和 20）1 月。西川滿的鐵路相關作品，也可參閱中
島利郎編，
《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日本人作家作品集【第 2 卷，西川滿】
》
，東京：綠蔭書房，1998 年 7
月初版。
西川滿，
〈後記〉，
《台灣縱貫鐵道》
，東京：人間の星社，1979 年 2 月；這篇文章是西川滿在戰後重新修
訂出版戰前所發表的長篇小說〈台灣縱貫鐵道〉所寫的後記。本文引用黃玉燕譯，《台灣縱貫鐵道》，台
北：柏室科技藝術，2005 年，頁 384。
西川滿，
〈龍脈記〉
，
《文藝台灣》
，4 卷 6 號，1942 年（昭和 17）9 月 20 日。本文引用中譯文係由葉石濤
譯，
〈龍脈記〉
，收入《西川滿小說集 1》，高雄：春暉出版社，1997 年，頁 9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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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收賄。在西川滿的筆下，德籍工程師別克爾儼然是一具備使命感的人物。透過他
的現代思維與科學精神，更加暴露了中國人的無智。
〈龍脈記〉以開鑿獅球嶺作為本篇小說的高潮，由於別克爾堅持從這座山挖開
隧道，結果造成多位施工人員負傷。其實，根據近人的研究，就現實環境來考量，
獅球嶺隧道一帶的土質是非常不穩定的：「在一般工程進行中，最使從事監工官兵
感到困難者，是基隆獅球嶺隧道之開挖，據地質調查，認為該地區地層鬆軟，泥土
含沙與水份甚多，極易移動，但泥土上層堅硬如岩，人工開挖甚為吃力，負責開挖
之英德工程師，經數度研究，仍不得要領。甚至開挖後所建立的擋土牆，也可在一
夜之間移動位置，於是頻頻更迭工程人員，期其有助於開挖工事進行。」33如何克
服獅球嶺的土質，考驗工程師的勘察經驗與測量技術。但是對兩位來工地視察的清
朝官員：鐵路商務總局總辦張士瑜與杜子田將軍而言，頻頻發生事故的獅球嶺工
程，已非工程師的專業技術能夠掌握，而是攸關惡果報應。小說中的別克爾，後來
被迫將開挖獅球嶺的任務轉手給麥迪遜。而這位麥迪遜，則被西川滿描寫為深具心
機的英國人：
年長的麥迪遜比別克爾更世故。比起別克爾什麼都要硬幹到底不同，他用英
國人特有的黏性，採取巧妙地利用民族風俗的手法。當他曉得別克爾的沒落
來自於龍脈時，麥迪遜在調查獅球嶺以前就去拜訪當時艋舺著名的地理師―
―風水先生高金雞。（頁 107-108）
高金雞本來是個挖墓工人，利用在獅頭上發現金雞的傳說，如今成為艋舺頗有
勢力的人。麥迪遜把他帶到獅球嶺誦經作法，別克爾所遺漏的微妙人情，這英國人
巧妙地掌握了。毫無疑問的，〈龍脈記〉中的兩位工程師，形象相當鮮明；正面形
象的別克爾，負面形象的麥迪遜。甚至連小說中的劉銘傳，也傾向於照顧德國人，
而討厭英、法兩國。西川滿會凸顯這種對比，應該是與當時日德同盟的時局情勢有
關。麥迪遜的巧妙策略，終究抵不過現實環境的反撲。一次更大規模的山崩，擊垮
了麥迪遜，也讓別克爾重執獅球嶺隧道的大任。然而，重新歸隊的別克爾，縱使雄
心壯志得以伸張，此時卻被傷寒擊垮。「不幸」的流言，再度瀰漫於施工的人們之
間。小說進行到最後，別克爾戰勝了疾病，並且在他的強硬態度下，獅球嶺這條龍
脈終於鑿通，但是卻意外挖中令中國人更加忌諱的「龍腦」。對別克爾而言，鑿通
獅球嶺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但是對中國官兵來說，卻沒有比觸犯龍腦更令他們感
到顫慄恐懼了。
〈龍脈記〉在某方面來說，大致是符合史實的。根據朱昌崚的研究指出：「劉
氏於奉准後，立即興工建築，先修台北至基隆段。在德籍工程師碧加（Becker）之
技術監督下動工。劉氏為表示其興趣，曾伴同碧加從事最初四英里之勘查工作。然
而從開工始，即發生無數問題，如碧加之不能直接指揮軍工；軍工統帥余得昌任意
拒受碧加之技術建議。即使劉氏之誠摯勸告，往往亦不能產生預期之結果。故在第
一段鐵路竣工之前，至少有五位外籍工程師曾先後參與工作。繼碧加之後之四位英
人為坎麥爾（G. Murray Campbell）
、瑪體蓀（至目前為止仍與煤礦有關係）
、哥特瑞
（E. P. Gottrell，前時與中國北部鐵路局有關係）與瓦特遜（W. Watson）
。在瓦特遜

33

陳延厚，《劉銘傳與台灣鐵路》，台北：台灣鐵路管理局，1974 年，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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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余得昌因參加鎮撫蕃族之工作而離開，故其所遇之困難較前人為少。」34透過
這段話可以大致掌握〈龍脈記〉所現身的主角，幾乎都以真實人物為主。但是作者
所選取的歷史片段，以及文本中一再出現的政治隱喻，都成為帝國敘事的聲音，也
傳達了支配性權力與論述結構的積極態度。
西川滿曾經說過：「舉例來說，描繪著住了內地人，本島人與高砂族原住民這
三種民族的結合的台灣現實面的作品，在中央內地的讀者讀來，只會覺得是具有異
國情調（exoticism）的文學作品罷了。」35姑且不論他為何提出這種言論，但是從
他的話至少可以窺探到一件事，那就是內地人將台灣納入一種東方想像的侷限模
式。換個角度來看，這段話也可以用來理解西川滿對於「外地文學論」的實踐態度；
他的台灣相關作品不管內涵如何，對內地人而言，都有異國情調的成分。因此，外
地文學論的另一個要素：
「寫實主義」
，成為他努力的目標。把先前討論過〈赤崁記〉
和〈龍脈記〉相互比並，立刻能夠察覺出〈龍脈記〉的寫實手法更加濃厚了。
西川滿的文學轉向，台人作家自然也密切注意。和西川滿展開「糞寫實主義」
論爭之前，楊逵曾經在 1942 年（昭和 17）發表了一篇文論〈作家與熱情〉
，回顧半
年來台灣文學的發展狀況。這篇文章談論範圍概括台日作家作品，其中也提到了西
川滿於該年發表的〈龍脈記〉：
西川氏發表了〈火車〉
（
《台灣時報》
）
、
〈龍脈記〉
（《文藝台灣》）兩篇都是所
謂的報導文學，我們對他的辛苦應該大加讚賞。但是既然寫成小說形式發
表，我們希望他能完全消化、吸收那些調查來的史料，把它們化成鮮血，栩
栩如生地傳達給讀者。與其把史料當成一種知識，還不如透過感情去親近史
料。〈龍脈記〉寫到後半部，那種調查的成份不再令人讀得很厭煩，這表示
他有進步，我覺得很高興。36
這兩篇作品都以台灣鐵路為主題，楊逵不僅把它們稱之為「報導文學」，也表
現了部份的肯定，不過他仍質疑西川滿在創作上對於史料的運用技術。能夠把生硬
的史料化為生動的情感，才能昇華為文學藝術，否則只是史料的堆砌而已。〈龍脈
記〉被台人寫實作家楊逵所注目，足以證明西川滿捨棄浪漫主義的努力，至少有了
相當程度的成功。但是楊逵並沒有意識到西川滿改寫台灣鐵路開發史的策略何在。
訴諸過去是詮釋現在的策略之一，西川滿的書寫策略是想以寫實技術重新處理
他所蒐集而來的史料，而他的知識運用顯然是把東方主義（orientalism）的視線投
向台灣開發的再現與詮釋。殖民地歷史的再現（representation）
，已非對史實的忠實
描繪而已，也概括了作者的策略位置。西川滿選擇了清朝鐵路開發史做為文本主
題，而在其中鑲嵌了帝國思維，並將殖民地納入帝國想像的一部分。劉銘傳未竟的
台灣縱貫鐵路工程，最終是由日本人所完成，〈龍脈記〉誠然是一首殖民地開拓史
的前奏。

34

35
36

朱昌崚，
〈劉銘傳與台灣現代化〉
，收入《中國近代現代史論集》
，第 29 編，台北：台灣商務 ，1986 年，
頁 288-289。筆者按：瑪體蓀應該就是小說中的英籍工程師麥迪遜。
西川滿著，邱香凝譯，〈外地文學的獎勵〉
，《日治時期台灣文藝評論集》第三冊，頁 514。
楊逵，
〈作家と情熱〉，
《興南新聞》
，1942 年（昭和 17）11 月 16 日。中譯文引自涂翠花譯，
〈作家與熱情〉，
《楊逵全集》「詩文卷」（下）
，頁 63。

88

臺灣學研究．第七期

民國九十八年六月

肆、〈台灣縱貫鐵道〉與日軍征台史
雖然以「台灣縱貫鐵道」為書名，並計畫要從日軍領台階段寫起直到台灣縱貫
鐵道興建完成的故事，但是西川滿始終沒有完成這個書寫工程。從 1943 年（昭和
18）7 月開始在《文藝台灣》連載的〈台灣縱貫鐵道〉
，是西川滿的二部曲長篇作品
《台灣縱貫鐵道》之正編「白鷺之章」37，當時他還計劃撰寫續編「蓮霧之章」
。根
據西川滿的構想，正編「白鷺之章」以描寫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在 1895 年甲午戰後
如何帶領日軍從北到南接收台灣為主題，而續編「蓮霧之章」則置放於 1896 年以
降日本在台灣的縱貫鐵路開發史為經緯38。然而，西川滿在完成「白鷺之章」沒多
久，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台灣的日本殖民時代也正式劃下句點，續編「蓮霧之章」
的書寫計畫，從此無疾而終。
在 1943 年創作〈台灣縱貫鐵道．白鷺之章〉之前，西川滿已有多篇以鐵路為
題材的作品；
〈台灣的火車〉
（《台灣時報》
，1942 年 6 月）
、
〈二位德國人技師〉
（《台
灣鉄道》
，1942 年 7 月）
、
〈龍脈記〉
（
《文藝台灣》
，1942 年 9 月）
、
《桃園之客》
（台
北：日孝山房，1942 年）
。這些文本的共通點在於它們都發表於 1942 年，而且內容
皆圍繞在劉銘傳時代的台灣鐵路草創期。西川滿在一篇短訊中有談到這段時期的創
作理念：是打算以一連串短篇形式的作品為前篇，描寫領台前的鐵路發展，再以領
台後的鐵路建設為正篇，發展成為正式的長篇小說。近來想要暫且埋首於台灣鐵路
這個主題，因為有心要完成『台灣縱貫鐵道』39。前述的短篇作品，可以說是為了
展開《台灣縱貫鐵道》的暖身之作。
西川滿對於「台灣鐵道」的關注，還可從《文藝台灣》的編輯內容中看出。
《文
藝台灣》是一本綜合性的文藝雜誌，早在發表一系列的台灣鐵路書寫之前，1941
年（昭和 16）第 2 卷 1 號至 6 號的雜誌末頁都附錄了「縱貫線火車時刻表」。這是
一種文學的宣傳策略嗎？或只是方便讀者的生活需求？不論編輯者的立意如何，它
至少透露了一個訊息，那就是現代性的展示。象徵現代化的火車動力與時間觀念，
已經根植於殖民地。換個角度來看，無論是火車的前進意象，或者是往南延伸的鐵
道軌跡，其實也符合了日本南進政策的政治語言。這些因素都不脫殖民現代性的影
響。從而，以劉銘傳時代為開端，橫跨到日治時期縱貫鐵路通車的歷史為主軸的台
灣鐵道書寫，西川滿在 1940 年代的創作重心，傾向戰爭國策的意圖相當鮮明。
可議的是，西川滿為何選擇以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的征台事蹟做為〈台灣縱貫鐵
道．白鷺之章〉的主軸？關於這部長篇小說的創作動機，西川滿提出是為了向父親
盡孝道而寫的。因為他的文學志業，和父親的支持有關，而能久親王則是父親所尊
敬的人物：
「會津武士的血統，父親一生的座右銘是『殺身成仁』
，我衷心敬畏的父
親，對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殿下──父親參拜台灣神社時不喜歡穿平常服的西裝，一
定換穿軍服，或禮服──我也無限地敬慕殿下，我決心以殿下從澳底登陸到台南的
升天的期間為經，把從幼時及眼見耳聞的，從劉銘傳以來的縱貫鐵道的祕話為緯，
37

38

39

西川滿，〈台灣縱貫鐵道〉分別連載於《文藝台灣》與《台灣文藝》，共十一回：《文藝台灣》計五回，6
卷 3-6 號、7 卷 2 號，1943 年（昭和 18）7 月-11 月、1944 年（昭和 19）1 月；《台灣文藝》計六回，1
卷 1-4、6-7 號，1944 年 5-8 月、11-12 月。
西川滿，
〈後記〉，
《台灣縱貫鐵道》
，東京：人間の星社，1979 年 2 月。本文引用中譯文係由黃玉燕譯，
《台
灣縱貫鐵道》，台北：柏室科技藝術，2005 年，頁 392-393。
西川滿，〈鶏肋〉
，《文藝台灣》
，5 卷 1 號，1942（昭和 17）10 月，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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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描寫日本的作家尚無人著手的草創期的台灣。」40西川滿和他父親的態度，不難
窺探出能久親王在當時日本人心中的神格地位41 。他也說過在唸台北一中的五年
間，每月 28 日台灣神社的例祭日，都會走四公里多的路程去參加團體參拜台灣神
社社祀 49 歲升天的北白川宮42。
《台灣縱貫鐵道》的書寫動機，除了作者對日本征台史、鐵路開發的濃厚興趣
之外，還在於這段歷史是「日本的作家尚無人著手的草創期的台灣」。在此之前其
實已有以領台役為主題的作品，島田謹二〈向領台役取材的戰爭文學〉一文，就介
紹數篇在日治初期取材自領台役的文學創作。島田在文章開頭即指出，有關台灣的
戰爭文學，對日本人而言，最引起興趣的莫過於領台當時皇軍的奮戰了。但是他也
提到，本來以為展現皇軍將士奮勇力戰的征台役應該會被當時內地作家廣泛應用在
文學創作上，但是通覽那個時期的作品後才驚覺是意外的少，也許是那個時候的日
本作家對總力戰尚無自覺吧43。島田在 1941 年寫下這篇文章，討論早期領台役相關
作品的文學表現，是否意圖以此為借鏡，提示四○年代戰爭文學的創作方向？不論
島田的真正用意為何，〈台灣縱貫鐵道．白鷺之章〉誠然是一個適時的回應，西川
滿的創作慾望應該也藉此點燃吧。
為響應戰爭的時局與國策，西川滿有意寫出一部帝國史詩般的寫實作品。以台
灣征服史為經、殖民地風土為緯的《台灣縱貫鐵道》，不僅符合外地文學的特色，
也能成為振奮人心的戰爭文學。西川滿在回憶創作〈台灣縱貫鐵道．白鷺之章〉前
的準備工作時，特別感謝兩位幫助他重現史實的人：
現在回想起來不勝感謝的是，台灣總督府圖書館山中樵氏對我格外的激勵，
中山館長說：「除了你，沒有別人能夠完成這部小說。」因此我能夠對總督
府圖書館所藏的一切資料、文獻，進入暗淡的書庫在一年之間，涉獵、讀破。
連門外不出的種種秘古文書，館長都欣然借閱……還有對於台灣總督府鐵道
部長滿尾君亮氏特別的關照，我只有感謝。我拜託他說，我希望如宮殿下進
擊的路線，去看看鐵路旁的一草一木。他說，搭火車難看見，好，坐軌道台
車走全線，於是趁縱貫鐵道的時間差，滿尾部長讓我坐軌道列車，他也特地
同乘……。44
西川滿為了貼近寫實主義的描寫，刻意埋首圖書館中細讀大量史料，此外又從
北到南實地勘察能久親王進擊的路線。這些創作前的瑣碎功課，是他之前最不情願
做的事。迥異於之前的短篇作品，〈台灣縱貫鐵道．白鷺之章〉完稿後，確實具備
了歷史小說的壯闊格局；從 1895 年 5 月 29 日黎明、日本軍艦抵達基隆外海寫起，
到北白川宮能久親王 10 月 28 日在台南病逝為止，描寫在五個月之間日本軍隊沿途
40
41

42
43

44

西川滿著，黃玉燕譯，〈後記〉
，《台灣縱貫鐵道》
，台北：柏室，2005 年，頁 386。
北白川宮能久親王(1847-1895)為幕末、明治時代的皇族，曾赴普魯士留學，近衛師團長。台灣民主國成
立後，能久親王率領近衛師團進攻台灣，展開為期數月的乙未戰爭。台南攻下後一週，能久親王因感染
瘧疾而病死於台南豪族吳汝祥宅邸中。後來創建台南神社祭祀能久親王，遺體則運至豐島岡墓地國葬。
日治時期能久親王被神格化，台灣神社更以能久親王為主祀的神祇。
西川滿著，黃玉燕譯，〈後記〉
，《台灣縱貫鐵道》
，頁 384。
島田謹二，
〈領臺役に取材せる戦争文学〉
，
《文藝台灣》，2 卷 6 號，1941 年（昭和 16）9 月 20 日，頁 54-58。
島田所探討的文本，包括總督府陸軍局郵便部長土居香國的漢詩、遲塚麗水的戰爭小說《大和武士》
、總
督府陸軍局軍醫部長森林太郎（號鷗外）的《能久親王事蹟》
、柳川春葉的短篇小說、德富蘆花的處女作
《不如歸》等作品。
西川滿著，黃玉燕譯，〈後記〉
，《台灣縱貫鐵道》
，頁 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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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抗日台灣人交戰，終於一路往南攻略至台南的征台事蹟。小說中登場的人物眾
多，許多角色都是以真實姓名出現。誠然，這是一部以日本人史觀為立場的小說，
作者並沒有以能久親王為主角，而是透過側寫的方式，藉由日方的人物對話中去形
塑這位親王的崇高性。雖然續篇「蓮霧之章」沒有完成，但是可以看出作者計畫以
1895 年（明治 28）到 1908 年（明治 41）年台灣縱貫鐵路通車的日本統治史為歷史
背景來安排全書的架構。
這部作品的主要角色：從軍攝影師恆川清一郎、從軍記者村上正名、鐵道隊技
師小山保政，可以說是作者參照史料所創造的人物。以不違背大歷史的發展為前
提，透過這些人物的對話與小說的敘事，作者所進行的帝國想像穿梭在歷史的縫罅
之中。誠然，歷史小說的虛構與紀實，端看作者所佔據的書寫策略位置。從軍記者
或是從軍攝影師的安置，是為了忠實紀錄戰爭的一切。然而他們所呈現出來的文本
（text）
，能真正還原歷史現場嗎？小說再現歷史現場的過程中，自然涉及了凝視的
角度，這也決定什麼是被彰顯的，什麼是被遮蔽的。西川滿小說的書寫企圖就在於
此。在朱惠足的論文中，已經討論過西川滿在《台灣縱貫鐵道》的史料基礎：
「
《台
灣縱貫鐵路》主要情節大致與日人所著《台灣鐵道史》
、
《南進台灣史攷》以及英國
記者所著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之史實紀錄相符，清朝與日本歷史人
物也多以真名登場。然而，小說當中仍有許多地方出自作者的虛構及刻意改寫，這
些與史實有所出入的敘述不只是小說的修飾手法，而帶有濃厚的帝國意涵。」45本
文將透過圖畫史料《風俗畫報》，分析西川滿撰寫台灣開拓史的表現手法。
戰後返回日本近二十年後的 1975 年，西川滿決定在日本出版《台灣縱貫鐵道》
，
後來在 1979 年正式問世46。為了還原創作當時的參考資料，也就是配合主角從軍記
者村上正名、從軍攝影師恆川清一郎所呈現的從軍畫面，西川滿在書中安插大量領
台役的舊照片，此外還採用了從《風俗畫報》全卷所藏的畫47。他甚至在每幅圖畫
或寫真的旁邊附錄了小說頁碼，藉此透過互文的形式，提醒讀者這些圖片與小說文
字的關聯性。〈台灣縱貫鐵道．白鷺之章〉以連載方式在《文藝台灣》發表時，並
沒有機會讓這些寫真或圖畫現身。透過專書的出版，也得以一窺作者的史料出處。
被西川滿提起的《風俗畫報》
，是日本第一份畫報雜誌。它在 1895 年（明治 28）曾
經製作過「台灣征討圖繪」專號五編，以日軍攻台之役為主。另有「台灣土匪掃攘
《風俗畫報》的發刊，是意
圖繪」兩編，報導征台之初日軍平定台灣土匪的事蹟48。
識到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造成傳統文物藝術、風俗習慣、生活樣式的急速消逝，
因此欲以文字搭配圖繪的方式為傳統留下紀錄，所以這本刊物的特色是著重圖畫做
為歷史考證的寫實功能。
45

46

47

48

朱惠足，
〈帝國主義、國族主義、
「現代」的移植與翻譯：西川滿《臺灣縱貫鐵道》與朱點人〈秋信〉
〉
，
《中
外文學》
，第 395 期，2005 年 4 月，頁 114。
1975 年西川滿決定出版《台灣縱貫鐵道》
，在排版工作完成後，自 1977 年起他花了將近一年的時間進行
修訂工作，終於在 1979 年正式出版。基本上，西川滿定專書在修定的過程中，多是將難的漢字改為平易
的，日文假名改為新的用法，並沒有更動內容。
《風俗畫報》於 1889 年（明治 22）創刊，到 1916 年（大正 5）停刊為止，總共發行了 27 年，是日本最
早的畫報雜誌，也是最大的風俗研究誌。
《風俗畫報》共 518 冊，內容包括江戶、明治、大正的世相風俗、
歷史、文學、事物、地理、戰爭、災害等等分野。
「台灣征討圖繪」專號，共有五編，分別是：第 98 號（第一編）
，1895 年（明治 28）8 月 30 日；第 101
號（第二編）
，1895 年（明治 28）10 月 28 日；第 103 號（第三編）
，1895 年（明治 28）11 月 28 日；第
105 號（第四編）
，1895 年（明治 28）12 月 25 日；第 109 號（第五編）
，1896 年（明治 29）2 月 25 日。
「台灣土匪掃攘圖繪」共兩編，第 111 號（第一編）
，1896 年（明治 29）3 月 25 日；第 1115 號（第二編），
1896 年（明治 29）5 月 25 日。另外，沒有涉及征台戰役但是和台灣有關的還有「台灣蕃俗圖繪」共兩編，
第 129、130 號，1896 年（明治 29）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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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增刊的「台灣征討圖繪」與「台灣土匪掃攘圖繪」的編輯風格，和《風俗
畫報》其他卷的內容一致，分為「論說」、「記事」、「雜錄」三部份。「論說」相當
於社論，
「記事」和「雜錄」則為記者所傳回的戰地報導。
「記事」除記者親眼見聞
的戰地實況外，還引用各種公私函牘、軍事公報等，有極大的歷史價值。「雜錄」
多為征戰沿途對於台灣民俗風土的介紹。根據吳密察對「台灣征討圖繪」的研究指
出，中日戰爭爆發後，日本各大新聞社便競相派遣戰地記者隨軍紀錄，他們從前線
所送回的戰地報導，成為報刊吸引讀者的重要版面。當時以戰爭報導雜誌之面目出
現而有名的是博文堂《日清戰爭實記》，和東陽堂《風俗畫報》的增刊號「日清戰
爭圖繪」
、
「征清圖繪」
、
「台灣征討圖繪」
。
「乙未（1895 年）戰役」的中文資料有限，
日本官方正式公刊的《日清戰史》雖然全面敘述但卻單調枯燥，而且偏重日軍的戰
鬥部署與戰爭行動。像「台灣征討圖繪」這種隨軍記者所描寫的戰爭報導，正好可
以從多面向彌補史料不足之處49。至於「台灣土匪掃攘圖繪」
，和「台灣征討圖繪」
的內涵相當接近，是日領初期關於日軍掃蕩台灣抗日分子的報導，其中也涉及了征
台戰和台灣民俗考（如下圖）50。在圖畫中，記錄了台灣的人種、習俗、節慶、建
築、生活樣態等各種的風俗民情。透過寫真般的圖畫方式介紹，這些圖片也成為日
本人認識台灣的知識來源。
值得注意的是，西川滿
小說的情節構成，也許受到
《風俗畫報》的影響；小說
主角從軍記者村上正名、從
軍攝影師恆川清一郎的形象
塑造，其部份靈感有可能來
自《風俗畫報》
。志願從軍的
記者村上，隨軍觀察戰爭實
況與台灣民情，然後透過「手
記」的方式隨筆記錄所見所
聞，再以「通信」的方式將
他的資料傳回給日本的編輯
長。而攝影師恆川清一郎則
沿途拍攝戰役經過，以及台灣的風俗民情，透過寫真的方式留下歷史見證。小說中
各種實戰場面以及沿途的民俗介紹，都和《風俗畫報》相當類似。西川滿在 1979
年正式出版《台灣縱貫鐵道》時，提到他收藏了全卷的《風俗畫報》，並且在該書
中收錄多幅「台灣征討圖繪」的圖片來配合小說。《風俗畫報》特別強調文字與圖
畫的寫實性，欲傳達一種「寫真」的效果。這種寫實的報導文學，也正是作者的書
寫策略。不過，完全以日本人立場為出發點的「台灣征討圖繪」
、
「台灣土匪掃攘圖
繪」，顯然無法做到真正的寫實再現，而是帶有濃厚的政治意識形態。這樣的凝視
角度，也正是西川滿小說的侷限性。縱使西川滿在創作前讀破許多機密的檔案，掌
握到一般人無法接觸的史料，例如余清勝脫困或劉永福脫走的歷史，但是他的詮釋
觀點卻無可避免成為偏頗的史觀。顯然，在日軍征台史的建構上，西川滿刻意形塑
49

50

吳密察，〈導讀：《攻台見聞》的時代性與史料價值〉，收入許佩賢譯，《攻台見聞：風俗畫報˙台灣征討
圖繪》，台北：遠流，1995 年，頁 42-58。
此圖引自《風俗畫報》，第 105 號（「台灣征討圖繪」第 4 編）
，1895 年（明治 28）1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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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正義與人道的一面：
一聽到將有戰爭時，街民之中有錢人爭相越過獅球嶺，從港仔口乘船沿著基
隆河逃去台北。沒有錢的人的做法，把寫著「良民居住」四個大字的紙貼在
前門，人躲在家裡。貧窮而心地純樸的人，堅信日本軍會保護良民。事實上，
剛才的巷戰，街民未死一名。儘管軍方不得不忍著對於戰策不利的作法，但
為了保護良民不得不如此，僅有兩名受傷者的數字便是最好的証明。而且其
中的一名，是因為驚慌絆在石頭上，腦袋打到水井，自己招致的災禍。（頁
55）
上一段描述，處理到日軍征台之初的台灣民情，採取完全日本立場的敘述筆
法，亟力刻畫官兵愛民的犧牲精神。另一方面，則刻意扭曲抗日的台灣人形象；在
小說中，作者把抗日的台灣人一律稱為「敵」、「土匪」或「匪賊」，強調他們進行
抗爭是擾民暴動，但是一般良善百姓是馴服接受日軍進城的事實。這些畫面，可以
在「台灣征討圖繪」中看到。下圖則是《風俗畫報》在 1896 年 5 月所增刊的「台
灣土匪掃攘圖繪」封面，描繪日軍抵達台灣之際的熱烈景況。而在西川滿的文字，
也提到這一幕畫面：
城內家家戶戶掛著描繪旭日的速成之旗，其中也有掛白旗。誠然是尊重文字
的民族，各戶貼著「大日本良民」的毛筆字，書法極為出色。（頁 88）
諸如此類的描述，在小說中不勝
枚舉，《台灣縱貫鐵道》和《風俗畫
報》的征台圖繪之間，兩者顯然具有
多處互文性（intertextuality）
。不難看
出「台灣征討圖繪」與「台灣土匪掃
攘圖繪」的報導，是日方的政治意識
形態遮蔽了「真實」，而彰顯日軍領
台的合理性。不過，縱使西川滿小說
和《風俗畫報》的關係值得推測，但
顯然這並不是構成他創作靈感的唯
一來源，也與他所接觸的其它資料有
關。台灣總督府圖書館的館藏檔案
中，凡涉及征台役和北白川宮能久親
王的事蹟，多是以日本帝國主義為本
位的紀錄文件。尤其能久親王最後在
殖民地逝世，不僅他的地位被神格
化，征台戰役也成為壯烈史詩般的歷
史。朱惠足在相關研究中提及：「發
表於中日戰爭激烈進行的 1943、44
年的《台灣縱貫鐵路》，試圖透過半
個世紀前的日軍征台之役，對日本在殖民地台灣的異族軍事動員進行正當化。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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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當下『這場戰爭』以帝國軍人的身分『為了天皇陛下』而戰，是早在半世紀前
收編台灣人為帝國臣民的『那場戰爭』當中，就已預示的帝國理想之實現（「有朝
一日」）。做為戰爭時期的文化產物之一，《台灣縱貫鐵路》透過打造台灣被殖民者
為帝國主體的共通事業，將相隔半個世紀的兩場日本帝國戰爭銜接在一起」51可想
而知，西川滿的書寫策略，是透過征台戰役的合理性來詮釋日本殖民事業。在小說
中，他把抗日的劉永福定位為賊徒，而把征台軍形容為穩定民情、剿除匪寇的正義
象徵，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做為征台戰役的精神指標與殖民意義，不言可喻。西川滿
自童年時代就十分敬慕能久親王的史蹟，透過日方史料的穿針引線，西川滿的小說
也織入殖民者觀點的歷史想像。
台灣鐵道的開拓歷程，成為西川滿重新建構殖民史的材料。《台灣縱貫鐵道》
正編「白鷺之章」的主題還未涉及台灣縱貫鐵路的開發，其中的鐵路書寫多伴隨日
本征台戰役的進行，歷史與小說的双軌書寫策略，鮮明顯示殖民權力的延伸。在小
說中第一次出現鐵道的身影，是透過從軍攝影師恆川清一郎的眼睛所看到的：
清一郎登上山坡，
「啊」
，他瞪大眼睛看，有兩條軌道的鐵路，鐵路伸向山腹。
「台灣也有鐵道呀！」清一郎納悶，注視著黑而亮的鐵路。（頁 51）
隨時揹著沉重的相機為戰爭留下紀錄的恆川清一郎，在獅球嶺附近看到了鐵
路。他以為台灣是個蠻荒之地，根本不可能有鐵路的存在，所以在看到的一瞬間才
會如此訝異吧。劉銘傳時代所興建的鐵路是從基隆到新竹52，但是至今已有所破壞。
主角之一的鐵道隊技師小山保政，就是來台灣修復這些鐵路的靈魂人物。如果鐵路
能夠通行，對於戰略勢必相當有利；相對火車的前進速度與運輸能力，人力步行根
本無法比擬。日軍顯然想以現代化的優勢，從北到南快速征服台灣。西川滿在〈台
灣縱貫鐵道．白鷺之章〉
，透過技師小山保政修復劉銘傳時代火車「騰雲」的熱情，
重現了日本領台之初的鐵路景況：
小山想像著「騰雲」開動之姿，心裡忍不住湧上的欣喜之情，小山想著也曾
跟他一樣喜悅地注視著這同一火車頭的人物。（頁 69）
小山心裡所想的人物，就是不顧眾人反對、堅持興建台灣鐵路的劉銘傳。當時
「由兩個德國技師貝德勒與霍凱爾引導著，進入河溝頭街機械局的台灣巡撫劉銘
傳，對這輛火車頭以澄澈的眼睛注視著。」（頁 69）那一天，由德國技師所建造完
成的「騰雲」，在幾年後的今日，將由日本技師的手來修理。這顯然是一個暗示，
中國對台灣的現代化必須仰賴德國人，如今日本接管台灣之後，殖民地的現代化將
由日本人自己執行。這誠然是作者的自傲之情，但也可窺探出日本對台灣的改造野
心。1895 年 6 月 30 日，日軍登陸台灣後，為配合軍事南下，首先由工兵隊修理基
隆到新竹之間的路線。隨後在 1899 年（明治 32）開始建築縱貫鐵路，1908 年（明

51

52

朱惠足，
〈帝國主義、國族主義、
「現代」的移植與翻譯：西川滿《臺灣縱貫鐵道》與朱點人〈秋信〉
〉
，
《中
外文學》
，第 395 期，2005 年 4 月，頁 123。
劉銘傳時代所興建的鐵路分為兩條路線：一條是從基隆到台北，1887 年（光緒 13）開工，1891 年（光緒
17）竣工，全長 28.6 公里；一條是從台北到新竹，1888 年（光緒 14）開工，1893 年（光緒 19）竣工全
長 78.1 公里。請參閱 陳延厚，
《劉銘傳與台灣鐵路》
，台北：台灣鐵路管理局，1974 年，頁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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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41）4 月完成，歷時僅 9 年53。可想而知，日本對殖民地的現代化改造有多迫切，
因為交通運輸的增加和城鄉差距的縮短，無疑和資本主義有相當密切的關聯。道路
的設計與開發，更涉及了權力結構。
在小說最後，近衛兵團完成征台任務將凱旋而歸。離台之前，日方舉行了大招
魂祭，以此祭慰在戰役中戰死病歿的兵士。對從軍攝影師恆川清一郎而言，記錄這
場慰靈儀式，是他在台灣的最後工作。在工作完成之後，他意識到自己在征台戰役
期間：「一直只攝影戰鬥的畫面，或只為讀者拍攝的風物而已」（頁 383）對於病逝
在台灣的北白川宮能久親王，他卻未能盡任何心意。因此，他發願要去拍攝北白川
宮能久親王曾經住過的房屋，所以決定留在台灣開照相館，不要追隨軍隊返回日
本。他更以台灣縱貫鐵路的延長計畫來勉勵自己所下的決定：「鐵道技師的小山先
生也曾說過，鐵路延長了，攝影的工作便一定會增加的。」
（頁 383）從軍記者村上
正名以同感的心情回應恆川清一郎的抱負：
「我明白，我很明白。聽你這麼說，我也想留下呢。不過，我跟你不同，家
裡有妻子在等我回去。」村上這麼說，眼睛注視著祭壇那邊，然後臉色突然
開朗起來，「對了，剛才你說鐵路延長了，向南延長，縱貫鐵路完成時，渡
航一定也許可了。那時，我會帶著妻子和孩子來訪，我一定會來。」
「我等候著，你一定要來。」清一郎的目光發亮。（頁 383）
這個結尾，顯然是要為續篇「蓮霧之章」埋下伏筆，因為在西川滿的書寫計畫
中，留在台北開設照相館的攝影師恆川清一郎，是後半部小說的串場人物。續篇「蓮
霧之章」將正式進入台灣縱貫鐵道開發的主題；依照西川滿的構想，「蓮霧之章」
將從 1896 年（明治 29）伊澤修二在芝山巖辦學時期談起，以日人在台興建鐵路的
歷程為主軸，最後在 1908 年的台灣縱貫鐵路通車典禮畫下完美的句點。而故事將
描寫到在台灣縱貫鐵道的通車典禮上，恆川清一郎和村上正名終於再度見面了：
村上和清一郎相見握手言歡，頭上響著二十一發的皇禮砲。設於公園內二層
樓典禮場的壇上正面，掛著的緋色緞子以及金色黑天鵝絨織成的「大台灣省
全路告成誌慶」
、
「全台鐵路告成誌喜」的兩幅祝賀匾額，是清廷福建省的布
政使尚基亨與洋務總局的會弁呂渭英送的，雖然台灣已是日領，但他們對於
台灣巡撫劉銘傳一生的願望，遂由日本人的手達成，衷心地祝賀54。
這些情節安排，是西川滿為了父親所提早構思，在父親的病榻前述說給他聽
的。然而父親在 1943 年底（昭和 18）病逝，不僅無法看到正編「白鷺之章」連載
完畢，更遑論「蓮霧之章」55。緊接著日本在 1945 年宣布投降，這部長篇小說的書
寫計畫，也因為時局而從此中斷。對於西川滿而言，日本戰敗讓他喪失了繼續創作
的動機與動力。《台灣縱貫鐵道》無疑是一部響應「父之家國」的書寫，小說章節
中的「南進再南進」，描寫日軍縱貫攻達台灣南部，從而也暗示了日本帝國主義的

53
54
55

曾汪洋編著，《台灣交通史》
，台北：台灣銀行，1955 年，頁 54。
西川滿著，黃玉燕譯，〈後記〉
，《台灣縱貫鐵道》
，頁 392。
關於西川滿計畫撰寫《台灣縱貫鐵道》
「白鷺之章」與「蓮霧之章」的緣由，他在書的〈後記〉都有說明。
同上註，頁 386-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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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進政策56。不難想像《台灣縱貫鐵道》正篇與續篇的書寫企圖，是想要透過台灣
鐵路的現代化╱殖民化過程，展現向南延伸的帝國軌跡。而這部長篇小說的未完
成，也成為日本帝國事業未竟的隱喻。

伍、結

語

縱觀西川滿在一九四○年代以降的言論或創作，和島田謹二的外地文學論有相
當程度的互動關係。然而，西川滿的寫實風格作品始終並沒有真正符合島田謹二的
外地文學論。對西川滿來說，「外地文學論」要兼顧寫實主義與異國情調，但是現
實的殖民地景況和台人作家「糞寫實主義」式的創作題材，顯然無法引起他的興趣，
因此他只好在史料中追求靈感。而這卻和島田所強調的寫實精神有所出入：「把與
內地不同風土之下共同居住的民族的想法、感覺方式、生活方式的特異性，就這樣
生動的『結合生命』描寫出來的話，這時就會完成一幅生之縮圖，而產生一種新題
材的、在所謂『政治的態度』以外深深植根於文學獨特之領域的寫實主義。」島田
所提出的「寫實主義」，是要以當下的殖民地風土為材料，再配合日人作家對這片
土地的熱情，成就有別於內地風景的外地寫實文學，而透過獨特題材所產生的作品
也帶有濃厚的異國情調。究其創作內涵，西川滿顯然無法做到島田謹二的要求。誠
然，不論是島田謹二或西川滿所詮釋的「寫實主義」，其實都是帝國與文化主義的
產物；以他們的日本人立場，無法自外於當時的文藝政策。西川滿的寫實主義實驗，
終於無可避免地成為單一觀點的歷史故事，而非生動地結合生命之作。
從泛黃史料中重新建構歷史再現，〈龍脈記〉與《台灣縱貫鐵道》是西川滿壓
抑唯美主義轉向寫實技巧的創作，他的書寫策略，一方面是要回應島田謹二的外地
文學論，一方面是把戰爭語言植入台灣開拓史之中。對於清朝無法完成的鐵路開
發，在殖民政府的現代化改造下，台灣縱貫鐵路終於一路綿延到殖民地台灣的南
端。道路的規劃與裝置，可以視為權力的延伸。無論是火車的前進意象，或是往南
延伸的鐵道軌跡，其實都吻合了殖民現代性╱南進政策的政治語言。在歷史與小說
的重疊架構中，西川滿藉鐵路的擴張隱喻日本人現代化的軌跡，同時也透過台灣開
拓史的小說營造，企圖改造台灣人的思想軌跡。歷史與小說的双軌書寫策略，鮮明
顯示了殖民權力的延伸與膨脹。在台灣開發與殖民現代性的視線下，縱使〈龍脈記〉
與《台灣縱貫鐵道》挪用歷史素材欲達到紀實效果，但是西川滿的寫實主義實驗始
終是一個未完成式，這兩部作品的內涵也投射出帝國書寫的侷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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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進再南進〉是《台灣縱貫鐵道》的第 51 章節，描寫日軍即將攻進台南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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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ishikawa Mitsuru(1908-1999), a pivotal leader of literary scene in Taiwan during the
Imperalization Movement under Japanese Rule, had devoted whole his life to the writing of
short stories and novels pertaining to the theme of Taiwan. Indulging himself in romantic
aesthetics, he favored to delineate Taiwan in splendiferous words tinged with exotic flavors.
However, from the 1940s onward, he began to convert to realistic techniques when writing
novels to reconstruct historical events. The texts of his works under discussion in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his short story “Ryuu-Myaku Ki”(The Dragon Vein) and novel “Taiwan juukan
tetsudou”(Taiwan’s Railroad), both of which were the products of the time. “Ryuu-Myaku
Ki” depicted how Liu Ming-Chuan, a governor of the Ch’ing Dynasty, paved the railroad in
order to develop frontier Taiwan in hard times. Based on this short story, Nishika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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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tashirakawanomiya Yoshihisa of Japanese royal family who led military troops to conquer
Taiwan while constructed railroad after 1895. These two works, though dealing with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shared the same themes that involved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in
Taiwan. The author tried every possible way to exploit, appropriate, and revise Taiwanese
history. The extension of railroads was actually a metaphor of the expansion of imperial
power in parallel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ization and the alignment of thinking
modes of Taiwanese. His writing strategies of history and fiction well exemplify the inflation
and growth of colonial power in Taiwan under Japanese r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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