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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魯迅一生中致力於翻譯文學事業，於 1903 年翻譯科幻小說《月界旅行》與

1906 年翻譯《地底旅行》，作為翻譯文學生涯的啟程，然而在 1923 年《中國小

說史略》中卻未曾一提，因此本文的研究動機在於翻譯科幻小說對於魯迅個人的

意義究竟為何。 

本論文以魯迅所翻譯的《月界旅行》及《地底旅行》二部小說作為文本進行

以下幾點研究解析，論證翻譯與魯迅的關係：首先，探究魯迅一生的翻譯事業及

其文學歷程的轉變；其次，則以《月界旅行》、《地底旅行》為主要對象，釐清凡

爾納創作科幻小說的原因、以及英譯本、日譯本被翻譯的背景因素為何者，而後

延伸至晚清的背景，探究魯迅翻譯科幻小說的過程及翻譯的背景因素；第三，透

過魯迅翻譯的中譯本小說探究文本內所塑造的空間意識，以及魯迅藉由翻譯小說

所欲表達的目的為在；最後，藉由晚清科幻小說的創作探究魯迅翻譯科幻小說所

帶來的影響為何。 

本論文依據論點，分成五章節依次探討：第一章為「緒論」，說明本文的研

究動機與目的，以及研究的範圍與方法；第二章為「《中國小說史略》消失的那

一頁」探討魯迅在日本的翻譯文學生命歷程，以及翻譯小說《月界旅行》、《地底

旅行》與其文學生命歷程之間的關係聯結，並且論述魯迅為何翻譯二部科幻小說

的緣由，最後則是探討《中國小說史略》中不曾提及翻譯科幻小說；第三章則是

「原鄉溯源」，以追溯魯迅的譯本與法文原著、英文譯本即日譯本之間的差異現

象，與魯迅所要傳達的思想概念，並從中述及魯迅中譯本《月界旅行》、《地底旅

行》在晚清的翻譯旅行；第四章為「理想的空間」，以魯迅中譯本為主探究凡爾

納小說文本內所塑造的空間，論述千里之外的月球與萬里之下的地心究竟是怎樣

的地域，承載著何種情感，讓凡爾納對它產生幻想進而創作小說，並且論及此二

空間究竟是存在的世界，亦或是人類假想的「異托邦」世界；最後，第五章則為

「結論」，除了為本論文總述，說明研究的局限與未來展望外，也試圖探究魯迅

的翻譯科幻小說對於晚清科幻小說創作的影響為何，並從晚清科幻小說創作的敘

事角度與藝術特色二者分別論述。 

關鍵字：晚清小說、翻譯小說、科幻小說、魯迅、《月界旅行》、《地底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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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從文學的發展歷史來看，各種文類的興盛皆與當時代的社會發展有相當大的

連結性。尤其以小說來看，更是如此。晚清末年，是社會發展急速變化的時代，

西方文化的流入，中國文化的興革，更是促成晚清末年小說多樣化的主因之一。

在阿英《晚清小說史》1、歐陽建《晚清小說史》2、袁進《中國近代文學史》3以

及王德威《晚清小說新論──被壓抑的現代性中》4皆有提及晚清小說興盛之因。

如，阿英《晚清小說史》中即說明了小說廣泛流傳之原因： 

……第一，當然是由於印刷事業的發達，沒有前此那樣刻書的困難；由於

新聞事業的發達，在應用上需要多量的產生。第二，是當時的知識階級受

了西洋文化的影響，從社會的意義上，認識了小說的重要性。第三，就是

清室屢挫於外敵，政治又極窳敗，大家知道不足於有為，遂寫作小說，以

事抨擊，並提倡維新與愛國。5 

然而，晚清小說除了受到時代思潮、社會發展外，其小說題材與種類也同樣豐富，

如翻譯小說、譴責小說、科幻小說、旅行小說、偵探小說等等種類，其內容包含

歷史、科幻、嘲諷、宣揚新思潮等等，皆與當時代有密不可分之聯繫。其中，翻

譯西方小說則為晚清小說的ㄧ大宗，樽本照雄在〈反映時代的小說目錄〉中對此

                                                      
1 阿英：《晚清小說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4 年)。 
2 歐陽健：《晚清小說史》(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 年)，頁 8。 
3 袁進：《中國近代文學史》(台北：人間出版社，2010 年)，頁 471。 
4 王德威：《晚清小說新論──被壓抑的現代性》(台北：麥田人文出版社，2003 年)。 
5 阿英：《晚清小說史》，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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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統計指出晚清小說作品中，翻譯作品占了 1101 種，6雖然與阿英的說法有所出

入，但也看見晚清翻譯小說的興盛。 

在此時期的中國文人則藉由翻譯西洋小說來達到「啟迪民智」的功用，如魯

迅(1881-1936)在〈域外小說集序〉(1920.3.20)中有提到： 

以為文藝是可以轉移性情，改造社會的。因為這意見，便自然而然的想到

介紹外國新文學這件事。7 

認為翻譯外國小說的目的，是因為小說具有改造思想，將人民帶往更美好的未來

世界。因此，在日本留學時期的魯迅產生了渺茫的希望，開始著手進行翻譯外國

小說的工作，開啟魯迅一生的翻譯歷程。 

本論文以魯迅翻譯科幻小說《月界旅行》與《地底旅行》作為主要研究對象，

其因是在於魯迅的文學生命歷程中，超過半數以上的歲月致力於翻譯文學的事業，

並且成立相關翻譯社團與出版翻譯雜誌。其中，魯迅的翻譯又可以 1909 年作為

前後兩期的分水嶺：前期翻譯以科學論文、科幻小說為主，翻譯策略是採取意譯

的手段；後期則以文論、童話故事為主，翻譯策略是以硬譯手段為主。前後兩期，

各有不同的意境與其所要表達的個人意志。 

同時，也因為針對於魯迅翻譯研究相關論文，大多以魯迅後期的翻譯作品為

主要對象，進而忽略魯迅的前期翻譯。此外，針對於《月界旅行》與《地底旅行》

之研究，又更為稀少。因此，本論文欲藉由魯迅的翻譯科幻小說探討魯迅的早期

翻譯，並從中探究魯迅何以一生致力於翻譯文學的事業而不間斷。 

                                                      
6 樽本照雄：〈反映時代的小說目錄〉，《新編增補清末民初小說目錄》(濟南：齊魯書社，2002
年)，頁 2。 
7 魯迅：〈域外小說集序〉，《域外小說集》，《譯文序跋集》，《魯迅全集》第十卷 (北京：北京人

民出版社，2005 年)，頁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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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魯迅的中文譯本《月界旅行》、《地底旅行》作為主要對象進行研究，原因

在於凡爾納此二部小說出版以來風行全球譯本無數，魯迅也對二部小說進行翻譯。

但是，在魯迅《中國小說史略》(1925)晚清小說部分，卻從未提及。 

除此因外，在同時代之人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中亦有談及翻譯文學之

部分，以及晚清譯者為何翻譯西洋學說的原因，並且又論及晚清西洋文學的傳入

對於中國文學史所帶來的變化為何，其中有針對魯迅翻譯西洋小說之論述，「『歐

化的國語文學』始倡於周樹人之譯西洋小說，以順文直譯為尚；斥意譯之不忠實，

而摹歐文以國語，比鸚鵡之學舌，託於象胥」8，認為中國的國語文學始於魯迅

的翻譯小說，且認為若要將西方文學翻譯成中文，必先以鸚鵡學舌之方式進行翻

譯工作。除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中有提到翻譯文學外，在阿英《晚清小說

史》、時萌《晚清小說史》及袁進《近代中國文學史》中皆有論及到翻譯小說，

以及翻譯小說對中國文學在書寫上的變革。但《中國小說史略》作為小說史專書，

魯迅於晚清小說篇章卻從未論及晚清翻譯的現象，有些令人疑惑。因此，本論文

嘗試透過魯迅的生平經歷及其他作品分析並解釋此原因，探討為何魯迅不寫晚清

翻譯小說篇章。 

同時，魯迅的譯作是藉由井上勤的譯本《九十二時十七分間月世界旅行》及

高須治助、三木愛華共同翻譯《地底旅行：拍案驚奇》的日譯本為底本進行翻譯

作業，並非以原作者語言──「法語」進行。因此，本論文探討第二層因在於，

是以魯迅譯作與凡爾納原作之間的「轉譯」旅行為主，從中討論原著與譯本之間

的成書及翻譯背景與社會環境發展的關係。 

再者，因二部小說內容豐富，包含歷史、科技、幻想、異地旅遊及異空間種

種層面。從當時的全球思潮變化或是晚清思潮啟蒙來看，皆可以看出魯迅在翻譯

文字中所欲表達的目的。因此，本文欲透過此部分研究，釐清文本中所表達的科

                                                      
8 錢基博著、沈雲龍主編：〈新文學〉，《現代中國文學史》(台北：文海出版社)，頁 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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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幻想層面，及烏托邦(utopia)世界追求的境界達成與否，最後則探討魯迅在翻

譯之後，得到的結果究竟是為何。 

最後，從二部小說的翻譯及流行，討論翻譯小說對晚清同類型(科幻)小說的

創作影響，並為本文作一總述與說明為研究侷限與未來展望。 

第二節 研究範圍的界定 

一、《月界旅行》與《地底旅行》法、英、日、中四種語言的版本 

關於本論文之研究所引用之小說文本，因涉及翻譯旅行探討與研究，因此本

文在此先將小說原著與譯本所發表時間先以表格表示，其後再詳加論述。 (見表

1：晚清凡爾納《地底旅行》、《月界旅行》的譯本狀況一覽表) 

(一)凡爾納《月界旅行》與《地底旅行》之法文原著版本 

凡爾納《地底旅行》一書，原名為 Voyage au centre De la terre，發表於 1864

年，由當時著名的法國出版商皮埃爾‧朱爾斯‧赫澤爾(Pierre-Jules Hetzel) 9所負

責出版發行。全書共分成四十四章分別敘述小說的故事發展，在每章每回中皆有

插圖與文字作搭配，以呈現故事中的人物、風景與所見所聞，用以增加讀者在閱

讀過程的興趣。 

在本文所引用之版本為 1966 年由法國出版商阿歇特圖書集團(Hachette 

                                                      
9 皮埃爾‧朱爾斯‧赫澤爾(Pierre-Jules Hetzel)：生於 1881 年，卒於 1884 年，為法國著名的編

輯、出版商以及收藏家。其最為著名之收藏品為出版於 1865 年之凡爾納《月界旅行》一書。赫

澤爾是法國著名的共和黨政治家，在 1848 年，成為法國的內閣長官，後來曾經擔任海軍部長一

職。他在引發第二帝國的政變之後進入比利時的自我放逐，同時也繼續他地政治和編輯活動，並

且秘密出版雨果的 Les Châtiments，一個反對第二帝國的小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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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re)10旗下出版社 Librairie Hachette 所發行出版。其原因在於此書內容是以 1864

年由赫澤爾所出版之版本為底本，重新進行編排與出版，且根據法國國家圖書館

Gallica 電子館藏 11所藏原版資料進行交叉比對，發現此一版本與原版本內容接近，

因此在本論文中，以此版本為主。 

其次，凡爾納《月界旅行》一書，原文名為 De la Terre à la Lune，出版發行

於 1865 年，與《地底旅行》為同一出版商所負責。全書共分成二十八章分別敘

述其小說中的內容發展，且凡爾納於每章節中，皆附有章節名稱，以概要說明該

章節的故事大要。且於 1865 年出版之版本於書籍內文中附有大量圖片，與文字

內容作搭配，呈現於讀者眼前，使讀者能夠快速進入小說的情節中，可以提供一

個想像依據。 

在本論文中，《月界旅行》法文原著本所參考使用的版本，主要是以法國國

家圖書館 Gallica 電子館藏資料所公開的原件掃描檔案為主，作為本論文的版本

使用。 

(二)《月界旅行》與《地底旅行》英譯本之版本問題 

《地底旅行》一書英譯名稱為 Journey to the Center of the Earth，在北美凡爾

納協會(North America Jules Verne Society,Inc.)所發表的一篇文章 Information and 

reviews for “Journey to the Center of the Earth 中有提到，最早被翻譯於 1871 年，

由英國倫敦出版社 Griffith Farran 所出版，其譯者不知名為何，且當時為配合英

國讀者的習慣，譯者將凡爾納原著小說中的角色姓名作了更動，例如列曼

                                                      
10 阿歇特圖書集團(Hachette Livre)：路易‧阿歇特（Loui Hachette）在 1826 年創建的出版集團，

隸屬於拉加代爾集團（Lagardère）。阿歇特是法國最大的出版集團，主要出版文學圖書、教育圖

書、青少年圖書、實用類圖書、旅游圖書、繪畫本、百科圖書、字典等。 
11 法國國家圖書館 Gallica：http://gallica.bnf.fr/  (上網日期：2017 年 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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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denbrock)被翻譯成為 Hardwigg，亞蘺士(Axel)則是成為 Harry，12並且刪除了

大量的科學故事，添加了許多凡爾納原著中不曾有過的劇情內容，以致於產生許

多的謬誤。 

《月界旅行》英文名譯為 From the Earth to the Moon，最早被翻譯於 1869

年並發表於美國紐澤西州(NJ.)所一家報館紐瓦克日報(Newark，NJ)所屬的紐瓦克

周刊(Newark Journal)上，以連載的形式發表，譯者為 J.K. Hoyt。而在翻譯的過

程中，譯者並未遵循於凡爾納的原著，對譯本中的內容有所改動，因此與原著的

面貌有所相當大的差異，進而影響了讀者對文本閱讀的接受程度。 

在山田敬之〈魯迅與儒勒‧凡爾納之間〉有提到英譯本部分的論點中，指出

在文中「當時的凡爾納作品的英文譯本，幾乎沒有忠於原作的，大都被脫胎換骨，

譯成以娛樂為本位的科學冒險小說」13，因此無論是《月界旅行》或是《地底旅

行》，其小說的內容自英譯本起，已脫離凡爾納原著的樣貌。 

探究此因，可能是因為當時的翻譯趨勢所致，且譯者對於翻譯手法的選擇是

有個人選擇的權利，同時為因應讀者的閱讀習慣，所以譯者便會對題材有所選擇，

翻譯個人認為重要的部分。因此，山田敬之的論述，是有其根據的。 

(二)井上勤《九十二時十七分間月世界旅行》及高須治助、三木愛華《地底旅行：

拍案驚奇》之版本 

本論文所採用之井上勤《九十二時十七分間月世界旅行》及高須治助、三木

                                                      
12 北美凡爾納協會(North America Jules Verne Society,Inc.)：「Beware of a bogus translation! Jules 
Verne’s novel Journey to the Center of the Earth, written and published in French in 1864 (a somewhat 
expanded, definitive edition appeared in 1867), was first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in 1871 and published 
in London. The identity of the translator is not known, but the quality of the work was poor in every 
way. It changed the names and nationalities of Verne’s characters (Lidenbrock became Hardwigg, Axel 
became Harry, etc.) 」，Information and reviews for “Journey to the Center of the Earth”(網址：

http://www.najvs.org/works/V002_VC.shtml，上網日期：2016.12.19)。 
13 山田敬之：〈魯迅與儒勒‧凡爾納之間〉，《魯迅研究月刊》2003 年第 6 期，頁 28-33。 

http://www.najvs.org/works/V002_VC.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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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華《地底旅行：拍案驚奇》之版本，因明治維新以來，所發行版本諸多(見表 2：

明治時期凡爾納《地底旅行》、《月界旅行》出版之版本一覽表)。 但就內容而言，

大致相同，皆以第一次出版之內容所印再出版發行。 

因此，本論文所採用《九十二十七分間月世界旅行》為 1886 年由三木佐助

刊行出版的版本為主，分為上下二冊十卷二十八章；《地底旅行：拍案驚奇》則

由 1885 年東京九春社所發行，全文共 17 回版本為主。 

《九十七分二十七時月世界旅行》與《地底旅行》二書，最早原始文獻目前

典藏於東京國立國會圖書館中，由東京國立國會圖書館電子典藏書庫──NDL 

Digital Collections 公開原件掃描電子檔。在本論文中，所使用日文譯本的底本，

以此電子典藏書庫所公開之版本為主。 

 (四)魯迅《月界旅行》與《地底旅行》 

魯迅所翻譯《月界旅行》(De la Terre à la Lune)，全書共可分為 14 回，與〈辨

言〉一篇。是根據井上勤《九十二十十七分間月世界旅行》一書轉譯而來，發表

於 1903 年由東京進化社出版，書名屬美國培倫原著，而後又由中國教育普及社

譯印於中國地區出版發行，近年收入於北京魯迅博物館所編、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8 年出版的《魯迅譯文全集》第一卷。 

而魯迅所翻譯《地底旅行》(Voyage au centre de la Terre)，全書共分成 12 回，

是轉譯自高須治助與三木愛華二人共同翻譯《地底旅行：拍案驚奇》一書而來。

魯迅《地底旅行》第一、二回最新發表於 1903 年《浙江潮》第 10 期，後因《浙

江潮》停刊為能繼續連載《地底旅行》。隨後 1906 年魯迅結合《浙江潮》上的一、

二回《地底旅行》發行 12 回單行本，由上海普及書局以及南京啟新書局共同出

版，書名屬英國威男著。近年收入於北京魯迅博物館所編、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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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出版的《魯迅譯文全集》第一卷。 

在本文中所採用《月界旅行》及《地底旅行》版本，為北京魯迅博物館所編、

福建教育出版社於 2008 年 3 月所出版的《魯迅譯文全集》八卷為主，其原因在

於此版收錄魯迅之譯文最為完整，且為市面通行最新版本，因此本論文以《魯迅

譯文全集》中所收錄版本為主要研究文本。 

但，因本論文研究對象主要為凡爾納中文譯本，即魯迅所翻譯《月界旅行》

與《地底旅行》二書為主要討論對象，因此其它語言譯本僅作為參照所用，本文

僅以略提。 

二、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及其他作品  

魯迅全集版本共有四種：第一版，二十卷為魯迅紀念委員會所編篡，收錄內

容包含魯迅的個人著作和翻譯文，於 1938 年出版發行，1973 年以簡體字再版發

行；第二版，十卷由馮雪峰主編，收錄內容包含魯迅個人的著作、評論以及書信，

而譯文則有《魯迅譯文全集》十卷，於 1958 年出版發行；第三版，為十六卷由

人民出版社發行，於 1981 年初版，獲得國家出版榮譽獎，而後又於 1993 年及

1996 年再版發行；第四版，為十八卷由人民出版社所出版發行於 2005 年。 

然而，魯迅全集的版本除了上述四種外，亦有各種版本，種類不一，且收錄

文章內容根據文獻發現的過程而有所差異與增加。而為統一版本使用，本論文以

《魯迅全集》2005 年所出版十八卷版本為主，原因在於此一版本為目前最新且

收錄文章最為齊全之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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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前人研究述評 

本論文研究題目以「晚清科幻旅行小說中的「異托邦」──魯迅翻譯小說《月

界旅行》與《地底旅行》研究」為主，將前人研究述評分以魯迅科學小說研究、

魯迅翻譯小說研究以及晚清科幻小說研究等三大類，其排列方式按時間先後順序

為主。 

一、 魯迅翻譯科幻小說《月界旅行》、《地底旅行》研究 

科幻小說研究，歷來頗多，繁不甚舉，但針對魯迅科幻小說《月界旅行》與

《地底旅行》研究卻少之又少。是以，本論文在此部分就關於魯迅科幻小說的研

究類型，分為期刊論文與學位論文二者來論述。 

(一) 期刊論文 

目前關於此部分研究所發表期刊論文，可見於英國學者卜立德〈魯迅的兩篇

早期翻譯〉14、日本學者山田敬之〈魯迅與儒勒‧凡爾納之間〉15以及李廣益〈魯

迅留日時期的科幻小說翻譯〉16等三篇文章。 

1. 卜立德〈魯迅的兩篇早期翻譯〉 

 此篇文章同樣是以《月界旅行》、《地底旅行》為主要研究對象，但是在文中

的論述過程中，作者是以魯迅個人的生命旅程作為主軸，以翻譯作品為輔，進行

研究。用生命故事論述翻譯小說對於魯迅個人生命的轉折，同時也以小說故事中

的情節發展，來論述他的翻譯思想與其理念。 

                                                      
14 卜立德：〈魯迅的兩篇早期翻譯〉，《魯迅研究月刊》1993 年 2 第 1 期，頁 28-34。 
15 山田敬之：〈魯迅與儒勒‧凡爾納之間〉，《魯迅研究月刊》2003 年第 6 期，頁 28-33。 
16 李廣益：〈魯迅留日時期的科幻小說翻譯〉，《星雲》第 1 期，2005 年，頁 5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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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的主要研究是藉由魯迅的兩篇科幻小說來作為魯迅翻譯小說的文學生

命旅程，同時也探討作品與魯迅人生歷練的關係，與本文的研究對象魯迅及其文

本為同。但，本論文研究與之不同之處，在於本文的研究亦深入探討魯迅為何在

《中國小說史略》中不論及晚清翻譯小說對他的文學意義價值與存在，同時也述

及魯迅從 1903 年發表科幻翻譯小說後至 1924 年出版《中國小說史略》這一段時

間內的文學觀念變化，是否對他的文學生涯造成影響，以及後續的翻譯事業。 

2. 山田敬之〈魯迅與儒勒‧凡爾納之間〉 

 文中的論述，可分為四個重點來看，山田敬之首先是以井上勤日譯本作為文

本對象，說明凡爾納的科幻小說在明治時期的日本被翻譯情形，以及凡爾納小說

作品在當時的出版狀況；其次，則以凡爾納作品的翻譯來說明魯迅翻譯《月界旅

行》與《地底旅行》的經過，並且說明當時凡爾納譯本的流傳與被翻譯的品質的

問題；再者，則是以魯迅的翻譯動機，以及魯迅中文譯本受到中國章回小說的形

式所影響，並以此推論魯迅翻譯科幻小說地目的究竟是為何。 

 在文字的探析中，作者有提到凡爾納譯本的流傳情形，以及翻譯的品質狀況，

以及譯者魯迅的翻譯動機等等情況，作為本論文的研究可以將其視為一個論述的

要點，以補充本論文研究較為不足之處。同時，也可利用作者的研究論述加以探

究整個凡爾納科幻小說的譯者翻譯策略與讀者接受情形。 

3. 李廣益〈魯迅留日時期的科幻小說翻譯〉 

 於文中的論述，作者以詳細的筆法描繪並梳理了魯迅在留日時期的翻譯科幻

小說情形，並作為基礎作更進一步的論述與探討分析。此外，也藉由魯迅的科幻

小說翻譯探究了科幻小說翻譯所表現出的魯迅的早期文學思想與對社會的關懷

及其變化；再者，結合魯迅個人成長經驗歸納出魯迅翻譯科幻小說主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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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再以晚清當時的語境對魯迅科幻小說翻譯加以評論以提出新的研究方向，

供未來研究者所參考。 

 本論文與上述三篇研究相異之處，在於本論文研究過程中，不只以魯迅個人

生命歷程、思想，或是人生經驗作為論述對象，而是將三者結合，以綜觀的角度

來研究與論述，並且結合立體的時間與空間的概念論述小說與當時的社會關係。 

(二) 學位論文 

以魯迅科幻翻譯小說為主要研究之學位論文，較為少見，目前可見於陳明哲

〈凡爾納科幻小說中文譯本研究──以《地底旅行》為例〉17以及孫蓉蓉〈晚清

時期魯迅的科學小說翻譯〉18等二篇。 

1. 陳明哲〈凡爾納科幻小說中文譯本研究──以《地底旅行》為例〉 

   於文中，作者以魯迅的《地底旅行》中譯本來進行研究探討的對象，並歸納

出三個操縱方向：第一，符合傳統小說的框架；第二，為政治目的服務；第三，

省略或簡化科學的描述。而這三個特色同樣見諸於同一時期凡爾納其他的科幻譯

本，並以中譯本和英譯本之間的差異作為比較對象，論述凡爾納科幻小說在當時

中國的翻譯情形與魯迅翻譯的策略，並延伸探討三○年代以後的科幻小說《地底

旅行》中譯本的翻譯情形。 

 本論文與此篇論文相異之處，在於陳明哲研究單以魯迅《地底旅行》作為對

象，並不涉及《月界旅行》的探討，且文中作者是以英文譯本的翻譯與魯迅的中

文譯本作為參照與研究的手法，不涉及魯迅為何翻譯以及個人翻譯的生命歷程。

                                                      
17 陳明哲：〈凡爾納科幻小說中文譯本研究──以《地底旅行》為例〉(台北：台灣師範大學翻譯

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年)。 
18 孫蓉蓉：〈晚清時期魯迅的科學小說翻譯〉(天津：天津師範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系碩士論文，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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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論文中，會以《地底旅行》、《月界旅行》的中文譯本進行主要研究，探究魯

迅的翻譯手法與內容、形式上的特色何在。 

2. 孫蓉蓉〈晚清時期魯迅的科學小說翻譯〉 

 全文論述共分成三個章節來論述，第一章以梳理晚清科學小說的概念與魯迅

個人經歷為主要分析；第二，以魯迅《月界旅行》作為文本分析對象，以此瞭解

魯迅的翻譯策略；第三，將魯迅科幻翻譯小說置入於晚清大時代的背景之下，綜

合早期魯迅的四篇科學論文，以相互佐證突出魯迅思想的特殊意義。 

 孫蓉蓉的研究，除了將《月界旅行》與《地底旅行》一同作為研究對象外，

同時也討論魯迅早期翻譯的四篇科學論文，從晚清大時代的格局下論數魯迅的科

學小說翻譯。本論文與之不同之處，在於本論文除了探討魯迅的翻譯歷程外，亦

涉及了當時《月界旅行》與《地底旅行》的翻譯歷程，及其時間空間上的應用，

試圖從魯迅譯本理出晚清讀者在閱讀科幻旅行小說後的地理空間的認知改變，以

及西方時間觀念融入小說中的影響。 

二、 魯迅翻譯文學研究 

 關於魯迅研究歷來頗多，且多以魯迅個人的文學作品風格、思想、人物技

巧等方面進行研究探討與論述；或者是以小說中某一主題為主進行研究；對於魯

迅翻譯作品的研究論述則較為少見。本論文就目前魯迅翻譯小說相關研究，根據

發表類型分為：期刊論文、專書以及學位論文等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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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期刊論文 

 以魯迅翻譯文學作為研究所發表之期刊論文，目前可見張歷君〈邁向純粹的

語言──以魯迅的「硬譯」實踐重釋班雅明的翻譯論〉19、彭明偉〈周氏兄弟的

翻譯與創作之結合：以魯迅〈明天〉與梭羅古勃〈蠟燭〉為例〉20以及白立平〈翻

譯「可以省許多話」──梁實秋與魯迅論戰期間有關譯作的分析〉21等三篇為主。 

1. 張歷君〈邁向純粹的語言──以魯迅的「硬譯」實踐重釋班雅明的翻譯論〉 

  在文章中，作者張歷君主要是以魯迅的翻譯策略為主要研究對象，並以班

雅明「非人際交流」的翻譯論作為參照的系統，重新整理魯迅較為獨特的「硬譯」

策略，再將班雅明的翻譯論重新放置在翻譯的場域中進行研究分析，作者在分析

中又以魯迅翻譯選材的特殊性為主要對象，一同討論魯迅與班雅明間的交匯處，

希冀從中探究魯迅的翻譯精神。 

 此篇文章的研究與本論文差異處，在於作者以魯迅「硬譯」作為翻譯策略的

實踐手法作為研究立論，是屬於魯迅由日本歸國後的翻譯策略；在本文中對魯迅

的翻譯策略則著重於前期，翻譯科幻小說所使用的「意譯」策略，作為本文研究

與張歷君研究不同的立論點。 

2. 彭明偉〈周氏兄弟的翻譯與創作之結合：以魯迅〈明天〉與梭羅古勃〈蠟燭〉

為例〉 

 此文中，彭明偉以魯迅兄弟二人的翻譯作品與文學創作為主，探究二人的文

                                                      
19 張歷君：〈邁向純粹的語言──以魯迅的「硬譯」實踐重釋班雅明的翻譯論〉，《中外文學》第

30 卷第 7 期，2001 年 12 月，頁 128-158。 
20 彭明偉：〈周氏兄弟的翻譯與創作之結合：以魯迅〈明天〉與梭羅古勃〈蠟燭〉為例〉，《中國

學術期刊》第 29 期(秋)，2007 年 9 月，頁 137-165。 
21 白立平：〈翻譯「可以省許多話」──梁實秋與魯迅論戰期間有關譯作的分析〉，《清華學報》

第 39 卷第 3 期，2009 年 9 月，頁 32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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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創作是否受到翻譯文學的影響。並以魯迅〈明天〉、梭羅古勃〈蠟燭〉為例相

互比較，說明魯迅〈明天〉中的文字是否有梭羅古勃〈蠟燭〉的影子，再從二篇

文學作品的組織結構、思想方面進行研究，探究魯迅在創作過程中是否受到翻譯

文學的影響，以此推論魯迅兄弟的文學與創作之間的相互關係。 

 此文立論點，在翻譯對魯迅兄弟文學創作的影響。於本論文，可作為研究基

點，從魯迅的文學創作中去蒐羅與翻譯文學相關的創作作品，並可從中旁證魯迅

的文學創作是否受到翻譯文學的影響，因而在結構與思想上有所改變。 

3. 白立平〈翻譯「可以省許多話」──梁實秋與魯迅論戰期間有關譯作的分析〉 

 此篇文章中，作者白立平以魯迅和梁實秋在二○及三○年代，因翻譯所產生

的問題展開的論戰文學為主，其內容與主題牽涉廣大，包含翻譯標準、翻譯方法

以及作品的選擇本身。而作者的論述從兩人在論戰其間的譯文作品為主進行分析，

並探究二人在論戰期間的個人政治態度、思想意識與翻譯理念等要素成分。 

 此文是以魯迅後期翻譯文學為主，進行論證和分析，且與梁實秋作為共同研

究的對象。而本文與之不同處，在於本文主要討論魯迅的前期翻譯小說，以及魯

迅後期翻譯的策略與前期不同之處何在。主要研究對象為魯迅，同時期譯者的翻

譯作品或是理論僅作為本文旁證的觀點所用。 

 對於魯迅的翻譯研究，本文與上述三篇期刊論文不同之處，在於本論文以

魯迅早期的翻譯策略──意譯或稱為豪傑譯為主，非後期硬譯或是直譯的翻譯策

略，並且從其他面向觀看，魯迅前後兩期的翻譯策略是否受到當時潮流影響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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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專書 

 魯迅研究專書素來頗多，本論文在此所選專書論著當以魯迅翻譯有關研究為

主要論述對象，以王友貴《翻譯家魯迅》22、李寄《魯迅傳統漢語翻譯文體論》23、

吳鈞《魯迅翻譯文學研究》24、顧鈞《魯迅翻譯研究》25以及馮玉文《魯迅翻譯

思想研究》26等書為主。 

1. 王友貴《翻譯家魯迅》 

 此書論述主要將魯迅作為一個翻譯者的角度來研究，討論魯迅個人的翻譯活

動、作品、思想、路線以及魯迅的翻譯文學生涯在中國翻譯史上與中外文化關係

上的地位。全書共可分為十二章討論，從最初的翻譯科幻小說之作《月界旅行》

與《地底旅行》、《造人術》等三部作品，進而論述魯迅每階段的翻譯文學與翻譯

歷程，藉由每一階段翻譯作品來討論各個時期的魯迅思想與文學活動，最後將研

究觸角伸至文化，探討魯迅藉由翻譯的手段對中日文化關係所帶來的影響。 

 對於本論文而言，《翻譯家魯迅》可作為本文的參考所用，並進而再加深探

究魯迅在留日期間的翻譯歷程，並以其他相關文學論集作為旁證資料，使本論文

之研究更有依據及可靠性。 

2. 李寄《魯迅傳統漢語翻譯文體論》 

 此書共分為六個章節論述探討魯迅的翻譯，內容包含魯迅傳統漢語翻譯文體

的考察、魯迅留日時期對科學文章翻譯文體的探究、文學文本的翻譯，以及留日

後期與民國初年對於文學翻譯的研究。綜觀魯迅的翻譯生涯，並從中探究魯迅早

                                                      
22 王友貴：《翻譯家魯迅》(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5 年)。 
23 李寄：《魯迅傳統漢語翻譯文體論》(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8 年)。 
24 吳鈞：《魯迅翻譯文學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9 年)。 
25 顧鈞：《魯迅翻譯研究》(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 年)。 
26 馮玉文：《魯迅翻譯思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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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對晚清翻譯的接受與遵循、對《域外小說集》出刊的失敗與接受以及翻譯過程

中受到中國傳統寫作的影響等各方面進行研究與探討。 

 在此書中，作者有相當大的篇幅用以討論魯迅留日時期的科學文章翻譯與文

體的探討，對於本論文的研究有著實的幫助，可作為本文研究的立基點，並且延

伸探討魯迅於留日的期間中，科學到文藝、文學一路的轉折過程，使本文的研究

中可以有所參照及旁證，且又可從中理出新論點。 

3. 吳鈞《魯迅翻譯文學研究》 

 全書共分成七章以探討魯迅的翻譯生涯，並以翻譯這一事業肯定魯迅在文學

上的成就。其中第三章更將魯迅的翻譯歷程分為早期(1903-1908)、中期

(1909-1926)及晚期(1927-1936)等三個時期，進行論述。並以各個時期的翻譯手法

與代表作為例，進行討論重點，例如早期的翻譯手法主要以意譯為主，以科學題

材為選材的對象，主要的代表作是《月界旅行》與《地底旅行》；中期的翻譯手

法由意譯轉向直譯，主要的代表作是長篇童話《小約翰》；晚期的翻譯手法仍然

是以直譯為主，主要翻譯的選材以蘇俄文學、美術史論文為主。此外，作者又以

美學的角度與思維來肯定魯迅的翻譯文學地位。 

 雖然本論文主要是著重於魯迅翻譯生涯前期的兩篇科幻小說翻譯，但亦有以

同時期其他科學翻譯作品作為參照，及後期的文學翻譯作為佐證資料，相較於《魯

迅翻譯文學研究》一書的分期而言，本論文的研究重點分為兩個時期，並以 1909

年為界線，分為前期與後期，討論魯迅翻譯策略的變化與轉折。 

4. 顧鈞《魯迅翻譯研究》 

 顧鈞將魯迅以翻譯家的角色來進行討論他的翻譯作品，分為六章節論述，第

二章至第四章為魯迅翻譯生涯的三個階段，並以代表作來討論翻譯生涯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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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兩章則是討論魯迅以翻譯文學以外與翻譯有關的事業，以及魯迅個人的文學

創作與翻譯之間的關係。 

 在此書中，作者將魯迅放置在翻譯家角色，而非文學家，且將重點為魯迅個

人的翻譯生涯。此外，在書中作者也討論魯迅文學創作與翻譯之間的關係，對本

論文在研究的過程與論述實有幫助，同時又可作為本文在論述魯迅翻譯生涯的參

考所用，使研究的過程更有可靠的實證材料與依據價值。 

5. 馮玉文《魯迅翻譯思想研究》 

 在論述中，馮玉文以魯迅的翻譯思想作為主題展開研究與探討，並以立人思

想作為魯迅的翻譯核心問題，以立人作為主旨，闡述魯迅在翻譯選材上、策略上

以及方法上的主題性，並且關注魯迅對於翻譯文學的預想作者並從中進行評價與

討論的過程，且又以大時代的社會背景作為依據探究魯迅的翻譯目的。 

在書中的論述，作者強調魯迅文學中的「立人」思想，相較於其他魯迅研究

是較為少見的，因此本論文嘗試以其他研究及文獻資料的論證，證明作者的想法，

並將其研究再加深探討，以探究魯迅文學翻譯與創作思想是否真能符合「立人」

的主旨一說。 

 本論文研究與上述五本魯迅翻譯專著較為不同之處，在於本論文不單以魯迅

的科幻翻譯小說《月界旅行》與《地底旅行》為主，同時又以魯迅其他文學作品

為輔，論述魯迅個人的翻譯文學之路與個人生命經驗，以討論魯迅早期的翻譯作

品與其後來在文學翻譯路上所帶來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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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位論文 

關於魯迅的翻譯文學作品研究，目前學位論文僅見彭明偉〈五四時期周氏兄

弟的翻譯文學之研究〉27以及方筱華〈魯迅的兒童文學觀研究──童話譯作的實

踐考察〉28二篇。 

1.彭明偉〈五四時期周氏兄弟的翻譯文學之研究〉 

內容可分為四個重點來論述，先以探討魯迅與周作人對於西方思想的接受情

形；其次，則以探討魯迅兄弟二人翻譯路上，對於翻譯作品的選擇與策略，及特

質、思想觀；第三，個別從翻譯作品探究二人對新文學與翻譯文學間的關聯，以

及二人與當時文人交流互動的情形；最後，就二人文學作品與思想意識論述魯迅

兄弟對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看法與詮釋。 

此研究論文主要是以魯迅兄弟的翻譯文學作為共同的探討，以及二人對於新

文學的關係，和當時文人的交友狀況，於本論文的研究，可視為一種參照。以他

者的角度來看魯迅的文學生命，就如同本論文第二章有提及許壽裳文章對魯迅兄

弟的評價，或是所見所聞。 

2.方筱華〈魯迅的兒童文學觀研究──童話譯作的實踐考察〉 

論文內容是根據魯迅翻譯文學中的「童話故事」為主要對象，析分成四大章

節分別論述，研究探討魯迅的童話翻譯文學中的文學觀念，包含文學的現代化、

啟蒙思想及希望的信念等。是以刺激兒童思想為主，進而可以啟蒙與改變國人各

方面的國民性思維。 

                                                      
27 彭明偉〈五四時期周氏兄弟的翻譯文學之研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

2006 年)。 
28 方筱華〈魯迅的兒童文學觀研究──童話譯作的實踐考察〉(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系碩士論文，

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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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為魯迅文學作品相關研究，與上述二篇學位論文不同處在於，本文是

以魯迅早期的翻譯科學小說為主，探討的不只是魯迅文學對於兒童的啟蒙思想以

及刺激兒童的思想為主，而是以綜觀整個晚清社會現象。魯迅欲透過科學小說的

翻譯帶給國人什麼的影響，不單指某一群體，或是藉由某一群體來看整個社會的

啟蒙；其次，本論文以魯迅個人的科幻小說《月界旅行》、《地底旅行》翻譯為主，

將目標設定於魯迅一人，不以旁人作為共同論述對象，因此可更有效的將主題放

在魯迅研究上；最後，則是研究時間範圍的劃定，上述兩篇論文研究時間皆以五

四以後的翻譯文學為主，進而探討所帶來的影響。然而，本論文的研究時間是以

晚清為主，論述小說作品在大時代下被翻譯的情形，以及影響。 

此外，也因為科幻翻譯小說作為一種文類的誕生，在某層面可說是兩個國家，

甚至是多個國家之間的文化交流現象。因此，本論文作為翻譯研究的論述亦試圖

探討魯迅對於異國文化的接受影響。 

三、 晚清科幻小說研究 

以科幻小說作為研究題材，向來頗多，然本論文在此論述僅以晚清時期的科

幻小說研究為主要對象，並根據其發表類型分為期刊論文、專書以及學位論文三

者。 

(一) 期刊論文 

 期刊論文中關於晚清科幻小說之研究，本文在此主要以姜倩〈晚清科幻小

說譯介活動管窺：以譯者為中心的考察〉29、范苓〈明治「科學小說熱」與晚清

                                                      
29 姜倩：〈晚清科幻小說譯介活動管窺：以譯者為中心的考察〉，《復旦外國語言文學論叢》05 秋

季號，2006 年 6 月，頁 3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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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海底旅行》中日譯本分析〉30、安德魯‧瓊斯(Andrew F.Jones)〈魯迅及

其晚清進化模式的歷險小說〉31等三篇小說為主。 

1. 姜倩〈晚清科幻小說譯介活動管窺：以譯者為中心的考察〉 

 文章論述中，作者以譯者作為出發點，考察晚清的科幻小說譯介活動，通過

對譯者的身分和背景、譯者與作者和讀者的關係、譯者的翻譯意圖以及翻譯策略

等各方面研究與分析，探討晚清科幻翻譯小說的特點及成因，並進而說明翻譯是

譯者在有意識下的產物，且受到所處社會歷史環境的影響與制約，譯者的翻譯目

標而服務的一種行為手段。 

 文章中，雖然作者的研究是放置在整個晚清背景下談論科幻小說的譯介活動，

與本文論題似乎有些差距。但是，作為相同歷史背景下的翻譯活動考察，此文的

論述可為本文提供許多參考的論點，以增進本文在研究背景下的不足之處，也可

作為本文的參考。同時，以譯者為中心的考察，可在論述譯者翻譯的過程中，為

其思想、意識、態度以及手段、策略各方面提供借鏡。 

2. 范苓〈明治「科學小說熱」與晚清翻譯：《海底旅行》中日譯本分析〉 

 在文中，作者以中日譯本的比較作為研究的基點，從跨語言文化的角度考察

探究凡爾納科學小說在明治時期與晚清是如何被移植，以及譯者個人的意識型態

在翻譯過程中是否會產生某些影響。此外，作者在文中亦提及到凡爾納的《海底

旅行》是依據日文譯本最早翻譯為中文小說的小說作品，同時提及晚清時期這部

經由法文、英文、日文轉譯而成的科學小說，在譯入的過程中難免會受到中國讀

者閱讀習慣和時代需求的影響，因此與原著本內容情節有些微的差異。 

                                                      
30 范苓：〈明治「科學小說熱」與晚清翻譯：《海底旅行》中日譯本分析〉，《大連海事大學學報》，

2009 年 6 月，頁 119-123。 
31安德魯‧瓊斯(Andrew F.Jones)著、王敦、李之華譯：〈魯迅及其晚清進化模式的歷險小說〉，《現

代中文學報》2012 年第 2 期，頁 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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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文的研究方法與本論文的研究，頗為類似。同樣皆以凡爾納小說的中日譯

本作為對照所用，探討凡爾納科幻小說在明治與晚清時期是如何被移植以及被譯

者翻譯所所用。然而，與之不同處，在於本文最終目的是以魯迅的中文譯本為主

要研究視角，並進而深入探討科幻小說文本內的空間與時間旅行的意義，同時又

討論魯迅何以翻譯科幻小說之因，及凡爾納科幻小說在晚清的翻譯狀況，並延伸

論晚清同類型小說的創作是否有受其影響。 

3. 安德魯‧瓊斯〈魯迅及其晚清進化模式的歷險小說〉 

 在此文章中的論述，作者主要是以社會達爾文的進化論思想作為主要的理論

背景，進而從中討論晚清小說中的進化模式。並以吳趼人《新石頭記》中的交錯

複雜的故事，解釋中國現代文學源起中的懷疑和焦慮感所引起的作用。並嘗試將

吳趼人的小說文本放置維多利亞晚期的語境中去閱讀，以說明它在歷史研究框架

中轉化的可行性，並且認為吳趼人《新石頭記》一書作為《紅樓夢》的續作，在

很大程度上與維多利亞晚期的文化有著強大的物質與話語力量接軌。 

 在文章論述中，作者以進化論思想來作為晚清歷險小說的主要探討，並以《新

石頭記》作為主要文本用以證明小說是有進化論思維的存在。同時，也解釋當時

晚清文學中所隱含的焦慮和懷疑，以論述文學在歷史潮流中的可行性。對於本論

文的研究來看，此文的研究方式可以作為一個借鏡的作用，並從中導引出魯迅在

晚清之際，內心對於國家現況的種種焦慮症狀，以及他的文學生命，從中理出更

多的可能性意義。 

(二) 專書 

 關於晚清科幻小說之研究，本論文主要以、王德威《晚清小說新論──被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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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的現代性》32、吳岩所編的《賈寶玉坐潛水艇：中國早期科幻研究精選》33以

及顏健富《晚清小說的新概念地圖──從「身體」到「世界」》34等三書中對於科

幻小說的論述為主。 

1. 王德威《晚清小說新論──被壓抑的現代性》 

 在王德威的論述中藉由五四以來的研究成果，試圖對晚清小說作一個更深入

的考察。將時間範圍擴充至鴉片戰爭以後，並力求打破以往對晚清小說的僵化論

述，將其視為一個全新的文化圈，重新定義晚清小說的話語。其中「科幻奇譚」

作為一章，論述了晚清小說中的科幻故事，以全新的視野闡述晚清小說中對於科

幻的描述。 

王德威在「科幻奇譚」以文化圈模式論述晚清科幻小說的形成，並藉由西方

學者的學說加以佐證，提供全新的研究視野，現代性角度為特徵，觀察晚清小說

家對科學的幻想。 

2. 吳岩編《賈寶玉坐潛水艇：中國早期科幻研究精選》 

 在此書的編輯中，編者的編輯主旨主要是期望在科幻的領域中給予一些新思

維的啟發，使讀者能夠在閱讀的過程中發現文章內容中的選題或是研究方法，較

以往的文學研究都有更進一步的突破，試圖以多元視角和方法探索科幻文學。編

者輯錄了多位學者相關研究論文，試圖帶予讀者晚清科幻小說研究的新面貌。 

 在書中，編者輯錄許多關於科幻小說研究的相關論文，從各篇研究觀察，可

發現研究者對於晚清科幻小說提出許多新觀點，有交通工具上的，亦有文化制度

                                                      
32 王德威：《晚清小說新論──被壓抑的現代性》(台北：麥田出版社，2003 年)。 
33 吳岩編：《賈寶玉坐潛水艇：中國早期科幻研究精選》(福州：福建少年兒童出版社，2006 年)。 
34 顏健富：《晚清小說的新概念地圖──從「身體」到「世界」》(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

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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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或是旅行敘事上的種種概念，對於本文的論述與研究可提供一個新視野以

作為參考所用，避免在研究過程中陷入泥沼，或是過度沉溺於老舊的研究模式。 

3. 顏健富《晚清小說的新概念地圖──從「身體」到「世界」》 

 作者以文學的視角觀察並研究晚清小說的敘事是如何接受、置換與剪裁，並

從身體、冒險、烏托邦、世界等等的概念作為論述的要點，探究晚清小說中所賦

予的意義。而作者在論述中也藉由文化傳統推陳出新，利用西方術語展現新概念，

寄情於時代的熱潮之下，反思當下的困境，同時也想像未來的雄風，刻畫出近代

中國社會的掙扎與期望。 

旅行的定義不免就是旅行者藉由出走的過程中，將自身的身體從固有的空間

放置到世界的場域之中，去感受陌生空間給予身體的各種感受。而作者在研究中，

雖是透過文字來呈現，但是藉由小說的角色來論述身體置身於世界場域之下的變

化。作為本論文的研究基礎，換置魯迅的角度來看，從中理出魯迅作為傳統的中

國人，如何藉由時代潮流的刺激，進而選擇出走，且試圖影響中國人的思想意識。 

(三) 學位論文 

 在學位論文中，以科幻小說為題材之研究，向來居多，但以晚清科幻小說

作為研究對象，較為少見，目前可見者有林健群〈晚清科幻小說研究

(1904-1911)〉35、〈賽先生來之前──晚清科學小說中的科學系譜〉36二篇以及姜

倩〈幻想與現實：二十世紀科幻小說在中國的譯介〉37、袁楓〈清末民初(1891-1917)

                                                      
35 林健群：〈晚清科幻小說研究(1904-1911)〉(嘉義：中正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98 年)。 
36 林健群：〈賽先生來之前──晚清科學小說中的科學系譜〉(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

士論文，2013 年)。 
37 姜倩：〈幻想與現實：二十世紀科幻小說在中國的譯介〉(上海：復旦大學外文學院英語語言文

學專業博士論文，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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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小說翻譯探究〉38等四篇學位論文。 

1. 林健群〈晚清科幻小說研究(1904-1911)〉、〈賽先生來之前──晚清科學小說中

的科學系譜〉 

   首先，第一篇〈晚清科幻小說研究(1904-1911)〉一文中，作者先對科幻小說

之名做定義上的釐清與彙整，並以興起因由、時代論題、藝術表現等三方面進行

研究分析，探討晚清科幻小說在反映時代精神的課題上，對於瞭解當時歷史現象

有何影響，以及針對中國科幻小說的起源，進行整體探究，作為日後編寫中國科

幻小說史的參考價值。 

 從此篇學位論文的研究過程中，可作為一個完整系統，用以釐清整個晚清科

幻小說的概況，瞭解小說創作在於呈現一個時代的某種課題，並以此作為延伸，

討論日後中國科幻小說的研究與論述，以為日後的科幻小說研究者立下一個科幻

小說史的基石。 

 其次，則為〈賽先生來之前──晚清科學小說中的科學系譜〉一文，以文學

史的角度作為研究的重心，還原晚清歷史語境下的科學實況為目標，扣緊小說中

明確表達科學意涵的相關標籤與辭彙問題的選擇問題，而作者於研究過程中又蒐

集清末民初以來的科學小說作品，製表羅列，為晚清以來至民初的科學小說作品

理出源頭。 

 在文章論述中，作者藉由小說中的科學辭彙還原了晚清語境下的科學現狀，

以表達當時文人對於科學的關心，作為五四之前的科學研究，同時也蒐羅了許多

清末科學小說，呈現當時科學類型的小說被創作的情形，間接呈現完整的科學小

說系譜，為日後研究者立下基礎，又進而加深加廣研究科學小說對於晚清作家與

                                                      
38 袁楓：〈清末民初(1891-1917)科幻小說翻譯探究〉(青島：中國海洋大學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

學專業碩士論文，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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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的內在價值。 

2. 姜倩〈幻想與現實：二十世紀科幻小說在中國的譯介〉 

  在文章的論述中，作者示將重點放置於中國在 20 世紀幻小說的譯介與接受

狀況，並透過對文本的分析，探討各個時期對科幻小說的翻譯背景與特徵進行研

究，且考察在翻譯過程中，譯者所受到的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等等不同環境

之間地複雜關係影響，進而探究不同歷史時期制約或推動科幻小說的翻譯與接受

等諸多因素及其影響，將研究分為五個範疇來討論。 

 作者藉由文本分析來論述各個時期的科幻小說翻譯背景，從中理出各種時期

因為不同背景因素而對小說產生不同的接受方式，可能是政治、經濟或是社會文

化等等。前述種種原因，皆與各種文類的發展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因此，本文作

為一篇以「翻譯文學」為研究的相關論文，有必要釐清文學被翻譯的背景因素為

何。因此，在本文的第三章中，除了以社會、歷史、文化背景作為背景敘述凡爾

納小說被翻譯的原因外，亦從中討論凡爾納與其他譯者的小說創作與翻譯動機，

是否與社會環境相關。 

3. 袁楓〈清末民初(1891-1917)科幻小說翻譯探究〉 

 此文的研究，作者主要是以全方位角度探究清末民初科幻小說的中文譯本狀

況，作者利用量化的角度篩選並掌握所有譯本的現況並進行考察，用概括性來分

析原著與譯本之間的相異之處與影響層面，而後再藉由點、線、面三者之間的聯

結通過對典型科幻譯本的研究與討論，敘述科幻翻譯小說與創作小說之間的關係，

並且與兒童文學的翻譯進行比較的討論，探究二者之間的關係。 

 在文章的論述背景下，作者以一個大時代的末流，與一個新時代帝開端作為

研究的時間向度，並從中討論此時間點中的科幻小說翻譯狀況。對於本論文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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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作者的研究可作為一個承上啟下的作用，並促使研究者思考如何在研究的範疇

之中，分析文本形成的來龍去脈，以及它向下的聯結。 

 綜合前述，本論文作為一個研究科幻小說翻譯的論文，是立基於前人的研究

成果，並且從中理出一個大時代脈絡下的文人，如何幾經轉折，確立自己的人生

目標，進而從中走出自己的道路，希冀為國家為人民有所用，並試圖在這過程之

中能夠達到啟迪民智，呼喊國人心智的目標。 

 此外，本論文也試圖以文學翻譯的流轉過程，試圖從中探究晚清異國文化之

間相互衝撞的情景，探析魯迅作為一個翻譯家，如何在異國文化之間進行翻譯的

選材與取捨，將西方新式科學與思想引入中國，進而改變中國人民的困境。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論文架構 

一、重要辭彙釋義 

 (一) 烏托邦(Utopia)／異托邦(heterotopia) 

1. 烏托邦(Utopia) 

自希臘古文中言之，「烏托邦(Utopia)」一詞，含有二種相互矛盾的意義：一

為「樂土美地(eu-topia)」；二為「烏有之邦(ou-topia)」。39「烏托邦(utopia)」一詞，

根據嚴復所譯〈論沮抑外貨不使爭銷之政〉所言： 

烏託邦，說部名。明正德十年英相摩爾妥瑪所著，以寓言民主之制，郅治

之隆。烏託邦，島國名，猶言無此國矣。故後人言有甚高之論，而不可施

                                                      
39 湯瑪斯‧摩爾(Thomas More)著、劉麟生譯、王雲五主編：《烏托邦》(Utopia)(台北：台灣商務

印書館，1995 年)，頁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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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難以企至者，皆曰此烏託邦制也。40 

晚清時期嚴復譯烏托邦為「烏託邦」，最早源自於湯瑪斯‧摩爾(Thomas More，

1478-1535)所創，並發表於 1516 年《烏托邦》(Utopia)一書，描繪廢除私有制度

與實行平等制度的理想社會國度；在摩爾的理想社會裡，私有制度被廢除，產品

歸社會所有，公民在政治上一律平等，人人皆參與勞動，但卻礙於時代背景的設

限所影響。而摩爾對烏托邦的用意在於以「美好且虛無之地」來呈現其辨證本質

──一個想要實現而無法實現的理想世界，並賦予個人的強烈思想。 

2. 異托邦(heterotopia) 

「異托邦」(heterotopia)一詞出自於傅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論其

他空間，異托邦〉(Of the Other Space, Heterotopias)一篇法文書寫的文章，最初發

表於 1967 年；在 1986 年被 Jay Miskowiec 以英文翻譯為〈論其他空間〉(Of the 

Other Space)登載於 Diacritics 第 16 卷第 1 期期刊中。41本文選用「異托邦」一詞

的意譯，是根據國科會人文學研究中心「英文文學與資料庫」42中李宛璇和蘇文

伶二位譯者對於傅柯〈論其他空間〉中對於「heterotopia」的翻譯。43 

「異托邦」，是指在真實世界中被有效實現的烏托邦，結合異質性(hetero-)

及空間(-topia)二者，因此「異托邦」又譯為「異質空間」，二者之間直指相同的

空間概念。 

而「異托邦」空間論述的由來，是據傅柯所提出的概念，主要是藉由此種的

空間概念來進行批判，並且重構我們的生活空間，排除任何原始的用意與價值，

                                                      
40 亞當斯密(Adam Smith)著、嚴復譯、王雲五主編：〈論沮抑外貨不使爭銷之政〉，《原富》(台北：

台灣商務印書館，1995 年)，頁 468。 
41 Micherl Foucault(1986)：OF OTHER SPACES.Diacritics, Spring: 22-27.(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Jay Miskowiec)。 
42 英文文學與資料庫：http://english.fju.edu.tw/lctd/index.asp。 
43 傅柯(Michel Foucault) 〈論其他空間，異托邦〉(Of the Other Space, Heterotopias)一文，最初刊

載於 1967 年 Conférence au Cercle d'études architecturales 期刊上，於 1967 年由 Jay Miskowiec
翻譯為英文版，發表於 Diacritics 期刊上，並將名稱改為 Of the Other Space，而後國科會人文學

研究中心「英文文學與資料庫」李宛璇和蘇文伶二位譯者根據英文版的翻譯論述摘要並翻譯為〈論

其他空間〉一文。 

http://english.fju.edu.tw/lctd/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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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重新定義空間屬性。在異質空間的領域之中，人們是可以透過現實世界與

此空間產生的對比，進行主流的現實對話或是對照批評。 

因此，對異托邦(異質空間)進行討論的過程中，傅柯提出了「六項準則」來

作為空間定義：第一，異質空間具有普遍性，在各個文化中隨處可見，沒有一定

的形式；第二，異質空間的功能會因不同歷史情境而有差異；第三，在現實世界

中彼此矛盾的空間，可以在異托邦的同一場域微妙的並置存在又彼此相容；第四，

異質空間與異質時間常發生交互作用；第五，異質空間既開放又封閉，開關之間

有一定的管理機制，不可隨意進出；第六，涵蓋所有其他異質空間，多半呈現兩

極化現象。 

而傅柯(Michel Foucault)所言的「烏托邦」空間，在其〈論其他空間〉(Of Other 

Place) 44一文中，所指是一個「不存在的空間」，在援引「烏托邦」時，會以一個

「極度裡想空間」內的美幻事物與現實世界作對比。使得烏托邦成為人們心中所

擬且寄托感情的虛象境界，但此境界中所擬的藍圖，僅限於人們的意識之中，並

不存在於現實世界。 

在本論文中，所引空間概念以傅柯「異托邦」為主，主要原因來自於「烏托

邦」為虛擬的理想空間；「異托邦」則為真實的空間。因此，在《月界旅行》與

《地底旅行》中所指的空間──月球與地底則為一實際存在之空間。而本論文所

探討的空間論述相較於「烏托邦」，以「異托邦」為主概念更為合適。 

但是，為何本論文在名詞認定上是以「異托邦」為主，而非「異質空間」？

主要原因在於本論文希望在研究上可以與「烏托邦」這一理想的空間概念作對話

呈現，因而選用「異托邦」一詞。 

除此之外，在王德威〈烏托邦，惡托邦，異托邦──從魯迅到劉慈心〉中也

有提到，「烏托邦是作為一個理想的、遙遠的、虛構的空間；而異托邦卻可能有

                                                      
44 Micherl Foucault(1986)：OF OTHER SPACES.Diacritics, Spring: 22-27.(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Jay Miskowi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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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實踐的、此時此地的、人我交互的各種可能的空間」45，本文也據此論述，

由「烏托邦」的虛構世界衍申至「異托邦」中有可能實現的各種可能性空間的存

在。 

 (二)科幻旅行小說 

「科幻」，是指科學幻想、科學虛構，是一種虛構的文學作品類型。題材包

含未來科技、時間旅行、超光速旅行、平行宇宙以及外星人等等有關科學想像的

內容。在科幻作品的小說敘事中文本類型包括有科幻小說、科幻電影、科幻動慢

或是遊戲、音樂等形式。在現代社會中，科幻已經形成一種文化和風格的表現，

也附帶形成一種由科幻作品所衍申的次文化潮流。 

「旅行」，作為書寫，是以記錄、日記、抒情性文體來敘述旅行經驗，包括

記錄宦遊、流亡、貿易或是朝聖路途的書寫。且旅行在某一層次上具有空間與時

間的共同轉換。因此，旅行又可以視為從一個熟悉空間轉移到另一陌生空間的過

程。此外，旅行的書寫內容通常會是作者利用文字，描繪並抒發內心在陌生空間

遊歷後的心情。 

本論文將「科幻」與「旅行」詞作結合論述的原因，在於兩者之間同時具有，

以時間來旅行空間的轉換想像，作者可利用文字徜徉在時間的長河中，並以此想

像遊走的空間。且此一時間是具有彈性，可長可短，可以是在未來，也可以是在

過去，更甚者則可藉由時間遨遊在過去、現在、未來三者之間。反之，空間亦是

如此，作者藉由空間的轉換來上天入地，行走於地表或是飛翔於天際之間。 

因此在本論文之中，將「科幻」與「旅行」並談，作為小說探究的文類，除

了是結合「科幻」與「旅行」的概念外，亦是立基於王德威《小說中國──晚清

到當代的中文小說》中所述：「科幻小說對不可知識界的嚮往與描摹，除了表現

在科技神怪事物或烏托邦的想像上，也常可得見於對時空架構的重組上。小說家

們亟欲超越軀體的束縛，時間的極限，乃至地理的障礙，以探尋另一種生存情境

                                                      
45 王德威：〈烏托邦，惡托邦，異托邦──從魯迅到劉慈心〉，《人民網》文史 (2014 年 12 月 23

日，北京大學圖書館北配殿演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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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對時空觀念的再思，也必然影響尋常歷史意識的定位，由此產生曲折的

對話」46，故此，科學的幻想是超越所有現實的可能，進而實現不可能的事實。 

此外，在 2014 年王德威於北京大學所演講〈烏托邦，惡托邦，異托邦──從

魯迅到劉慈心〉47內容中亦有所提及相關內容，認為科幻小說的題材是可以上窮

碧落下黃泉、探討無限空間與各種刺激的冒險故事，可以不受任何拘束，運用靈

活的文字翱翔於其中，開闊各種所不能想像的空間場域。因此，科幻旅行作為一

種敘事的手段，是帶有一種滿足讀者想要旅行於任一空間的欲望存在。 

此外，在呂應鐘與吳岩《科幻文學概論》一書中以日本作家小松左京《大地

上的和平》來敘述小說人物超越時間與空間穿梭於其中來論述，科幻小說中作者

可以隨時行走於各個時空之間，以維繫過去的歷史。48科幻小說家藉由文字的任

意性可以主宰時間與空間的場域，並借此展現心中的理念。而此一說法與王德威

所言「小說家們亟欲超越區體的束縛，時間的極限，乃至於的理的障礙，以探尋

另一種生存情境的可能」極為相同，視為一種藉由文字旅行的手段與過程。而利

用科學進行幻想空間的模擬，是在於實現異空間旅行的可能性，因此本論文將「科

學幻想」與「旅行」作合併敘述。 

綜合「科幻」與「旅行」的書寫來看，可以發現二者之間的相似點在於，二

者皆與時間和空間的游移變換有所關聯，原因在於「科幻」一詞可以視為作者藉

由文字的力量帶領讀者由現實進入想像的空間，進行空間轉換；而「旅行」則是

旅行者以個人的身體在空間內進行某一速率的移動，進而達到變換空間的效果。

同時，時間也在旅行者移動的空間過程中流失。因此，本論文將「科幻」與「旅

行」結合，目的便在於二者同時具有時間與空間的流失與移動的動態感。 

 

                                                      
46 王德威：〈賈寶玉坐潛水艇：晚清科幻小說新論〉，《小說中國──晚清到當代的中文小說‧賈

寶玉坐潛水艇》，頁 149。 
47 王德威：〈烏托邦，惡托邦，異托邦──從魯迅到劉慈心〉，《人民網》文史 (2014 年 12 月 23

日，北京大學圖書館北配殿演講稿)。 
48 呂應鐘、吳岩：《科幻文學概論》(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1 年)，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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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論文架構 

    本論文整體架構大致可分為五章，如下所述： 

    首先，本論文第一章為「緒論」說明本文「研究之動機與目的」、「研究範圍

與重要辭彙釋義」、「前人研究述評」以及「研究方法與論文架構」，先為本文畫

出一個輪廓並在本論文後面章節陸續呈現全文之面貌。 

第二章為「《中國小說史略》消失的那一頁：魯迅的翻譯文學歷程」分為三

小節：為「旅日時期的翻譯文學歷程(1902-1909)」、「歸國後文學譯作與翻譯社團

的成立(1922-1937)」、「消失的翻譯／科幻小說」等三大要點，探究魯迅在日本的

翻譯文學生命歷程；1903年的翻譯作品《月界旅行》、《地底旅行》與其文學生命

歷程之間的關係聯結，及為何要翻譯此二部作品的原由；再者，則探究《中國小

說史略》中，為何不曾提及科幻翻譯小說之事。 

第三章為「原鄉溯源：凡爾納科幻小說的翻譯旅行」分為三小節：「晚清凡

爾納科幻小說的中文翻譯概況」、「《月界旅行》、《地底旅行》從法文原著到魯迅

中譯本的發展」以及「魯迅中譯本的翻譯動機與特色」，從中探討魯迅的譯本與

法文原著、英文譯本以及日譯本之間的差異現象，以及魯迅所要傳達的思想概

念。  

第四章以魯迅中文譯本《月界旅行》與《地底旅行》二書為底本，探究小說

內容中的「理想的空間：『烏托邦』的進入與『異托邦』的發現」，並分成三個小

節：「科幻旅行敘事的『時間淆亂』」、「科幻旅行敘事的『空間轉換』」及「時空

交錯的旅行：虛擬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差異」，探究千里之外的月球世界究竟是一

個怎樣的地域，承載著怎樣的情感，讓文人足以對它產生假想的烏托邦世界；或

是萬里之下的地心究竟有何魅力所在，讓東西方文學家小說家對它產生幻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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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究竟是存在的世界或是人類所假想的「異托邦」？而在探究之後，人類對於

此二世界的意象究竟是為何物？ 

第五章作為「結論」，探究「魯迅翻譯科幻小說對晚清同類型小說創作的影

響」，理出三者之間的關聯性；並總結全文要點與論述，並探討其中是否有不足

之處，以及未來研究相關問題時可以補足之部分及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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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國小說史略》消失的那一頁： 

魯迅的翻譯文學歷程 

在魯迅(1881-1936)作品中，文學翻譯作品占了大部分，約一千多萬字。且可

分為前後兩期：前期主要以歐美及日本文學作品為主；後期則隨內心境遇的發展

變化，投入東歐及蘇聯文學作品翻譯。此外，魯迅學術著作以《中國小說史略》

(1925)一書最為著名，為中國第一部小說史著作，具有學術參考價值，常為後人

推崇引用。 

本章主要探討的是魯迅文學生命旅程的開始及契機，並從中探究魯迅何以在

1903 年翻譯凡爾納(Jules Gabriel Verne，1828-1925)《月界旅行》(De la terre a’ la 

lune trajet en 97 heures et 20 minutes，1865)及 1906 年翻譯《地底旅行》(Voyage au 

centre de la terre，1864)二部科幻小說，但卻未曾在 1925 年《中國小說史略》一

書中提及翻譯科幻文學的原因？ 

第一節 從科學救國夢到文藝救國：旅日時期的翻譯文學歷程

(1902-1909) 

1902 年 1 月魯迅自礦路學堂畢業；4 月進入東京弘文館書院學習日語。隔年

6 月開始發表文章於《浙江潮》上；10 月出版翻譯科幻小說《月界旅行》單行本；

12 月發表翻譯科幻小說《地底旅行》一、二回於《浙江潮》第 10 期。1904 年 4

月從東京弘文書院結業；9 月進入仙台醫專就讀。於 1906 年 1 月決定棄醫從文；

3 月自仙台醫專退學回到東京進行文藝活動；爾後，致力於翻譯科學論文並發表

數篇於《河南》月刊。1909 年 1 月與周作人合譯《域外小說集》一冊出版；7

月出版《域外小說集》二冊；8 月結束日本生活，返回中國任教於杭州浙江兩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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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範學堂生理學、化學教員一職。 

本論文此章節重點，在於梳理魯迅於日本留學期間，為何選擇棄醫從文，翻

譯科幻小說之源由，企圖從中理出魯迅的文學生命起源於 1903 年，以及重返中

國後仍對於翻譯事業致力不輟的理由。 

一、 從習醫走向文藝 

1902 年 1 月，魯迅從南京礦路學堂畢業；同年 4 月，由江南督練公所派往

日本留學，進入東京弘文館書院 49學習日語。此時正值晚清末年，西學東傳的文

化背景與中國長期閉關自守之下，造成國家社會封閉落後；人民因長期專制統治，

導致思想各方面麻木愚昧，有志之士開始提倡變法，以學習西方改變中國的現況

為目標。因此，魯迅在 1898 年便受到康有為(1858-1927)與梁啟超(1873-1929)維

新變法(1989.06.21-09.21)以及嚴復(1854-1921)翻譯《天演論》(1897)等西方科學

知識相關書籍的影響，接受各種民主思潮與進化論。 

(一)發表於《浙江潮》的翻譯文學 

1903 年 11 月，魯迅與陶成章(1878-1912)、孫江東(生卒年不詳)、蔣百里

(1882-1938)、許壽裳(1883-1948)、厲綏知(生卒年不詳)、張邦華(1873-1957)等浙

江籍人士組成浙江同鄉會，決定出版《浙江潮》月刊。課餘時間，魯迅也積極參

與各種愛國志士及反清人士的革命運動，試圖投身救國運動。 

此時的日本，正值明治維新(1860-1880)後期，歐美近代科學、哲學各種學問

思想湧入，促使日本文學思想發生極大的轉變。其中影響人民最直接者，為「近

                                                      
49 弘文館書院：日本最早專門接受中國公派留學生的學校，創立於 1896 年，正是成立於 1902
年 1 月，1909 年 7 月關閉。因中國晚清第一次留學熱潮，成為中國近代留學日本熱潮中創辦較

早、接收留學生人數最多、影響最大的一個中國留學生特設教育機關。留學生在宏文學院，除了

在課堂上學習新知識，還在學校生活中學習到一些新式教育和生活方式。宏文學院的中國留學生

在學成歸國後，主要兩大領域的發展走向為：「參加革命活動」與「奉獻教育界」，成為近代中國

第一批接受國外西式教育的新式知識份子，在中國各界均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成為有力推動中國

近代化進程的人材。大江平和：〈弘文學院與中國留學生生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

碩士論文，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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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教育的完成及普及」，無論性別、階層，都有受教育的權利。透過接受教育，

可以改變國民的整體思想及提升素質。 

因此，魯迅在當時的社會思潮之下，認為中國要改變當時的局面，必須借助

外來文化的衝擊，也就是藉由文藝力量來改造國民性情並且轉移整體社會風氣，

如〈域外小說集序〉(1920.03.20)所言： 

我們在日本留學時候，有一種茫漠的希望：以為文藝是可以轉移性情，改

造社會的。因為這意見，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紹外國新文學這一件事。50 

魯迅點出了翻譯外來文學的功能。希望藉西方文學的力量改變中國社會的普遍現

狀，同時也能達到啟迪民智的功用與效果。因此，在魯迅心中立下了翻譯外來文

學的志業，同時相信外來文化能夠洗滌中國固有的風氣，重新走向一個新方向，

如 1908 年發表於《河南》月刊上的〈文化偏至論〉(1908.08.05)亦有提及相同之

言論： 

中國既以自尊大昭聞天下，善詆諆者，或謂之頑固；且將抱手殘闕，以底

於滅亡。近世人士，稍稍耳新學之語，則亦引以為愧，翻然思變，言非同

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術弗行，掊擊舊物，惟恐不力，曰將以革前

謬而圖富強也。51 

在文章的開頭，魯迅即有提到中國傳統的固有特性，以及傳統中國人的普遍性格

是頑固且自大，又難以改變的傳統根性。因此，若想要使得國家與國民變得更強

大更富有，勢必要改變傳統思想，才能使國家往前一步。 

在〈文化偏至論〉文中又提到中國人傳統根深蒂固的性格與文化之間的關係

是密不可分的一部分： 

然歐美之強，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則根柢在人，而此特現象之末，本源身

而難見，榮華昭而易識也。是故將生存兩間，角逐列國是務，其首在立人，

                                                      
50 魯迅：〈域外小說集序〉，《域外小說集》，《譯文序跋集》，《魯迅全集》第十卷，頁 176。 
51 魯迅：〈文化偏至論〉，《墳》，《魯迅全集》第一卷，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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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立而後凡事舉；若其道術，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假若不是，槁喪且不

俟夫一世。52 

強調中國若想改變現狀，其根本在於「人」，強調「人立而後凡事舉」。以「立人

思想」著手，方能迎向更好的未來。同時也能將人民身上的傳統中國思維徹底解

放。 

因此，魯迅的文學事業主要是以「人」為主的思想作為主體，選擇翻譯西方

文學作品及文學寫作的方向，期許自己透過文學力量，改變中國。希望在社會中，

藉由「立人」思想實踐一個互敬且互愛的理想烏托邦(utopia)世界。而這種「以

人為主」的思潮，應與魯迅個人的生命經歷息息相關。因此，魯迅借助翻譯文學

的力量宣傳他的理念是再自然不過的。 

然而，魯迅的文學生命起於何時何地，可從他在 1930 年回憶自己一生經歷

中所寫〈魯迅自傳〉(1930.05.30)文中見出端倪： 

這時正值俄日戰爭，我偶然在電影上看見一個中國人因做偵探而將被斬，

因此又覺得在中國醫好幾個人也無用，還應該有較為廣大的運動……先提

倡文藝。53 

在文中魯迅提及因為電影中，中國人被斬的事件導致自身認為看醫生是件無用的

事，所以開始重新思考他認為應該更重要的事，也就是提倡文藝運動。因此，魯

迅便開啟了他的文學生涯，此時為 1904 年至 1905 年間。 

但是，在更早之前的 1903 年，魯迅便以「庚辰」、「自樹」、「之江索士」等

筆名在《浙江潮》54發表翻譯文學〈哀塵〉(1903.06.15)55、〈說鈤〉(1903.10.10)56、

                                                      
52 魯迅：〈文化偏至論〉，《墳》，《魯迅全集》第一卷，頁 58。 
53 魯迅：〈魯迅自傳〉，《集外集拾遺補編》，《魯迅全集》第八卷，頁 342。 
54 中國國民黨編篡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篡委員會：《浙江潮》(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68
年 9 月 1 日影印出版)。(按：《浙江潮》為 1902 年 11 月，魯迅與陶成章、孫江東、蔣百里、許

壽裳、厲綏知、張邦華等浙江籍人士 101 人組成同鄉會所，倡議出版的《浙江潮》月刊。1903
年 2 月在東京創刊，最初由孫江東、蔣百里等人負責編輯，第 5 期開始則由許壽裳等人負責編輯。) 
55 法‧囂俄著、庚辰譯：〈哀塵〉，《浙江潮》第五期(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68 年 9 月 1 日

影印出版)，頁 165~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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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巴達之魂〉(1903.06.15/1903.11.08)57、〈地底旅行〉(1903.12.08)58等小說。(見

表 3：1903 年魯迅發表於《浙江潮》的翻譯作品一覽表)  

1.〈哀塵〉 

〈哀塵〉作者為囂俄(Victor Marie Hugo，1802-1885)，原名雨果‧維克多。

囂俄是雨果在中國最早的譯名。〈哀塵〉為中國第一部雨果的翻譯作品，由魯迅

譯述，1903 年刊載於《浙江潮》第 5 期。小說內容敘述一名善良女子芳梯被無

賴少年頻那夜迦欺侮的故事。本文原為雨果《隨見錄》中〈芳梯的來歷〉一文，

而後加以鋪陳添入《悲慘世界》第 5 卷 12 章與 13 章之中。 

魯迅翻譯此篇小說的原因，可能與源自於人心在面對困境之時與道德觀念的

抉擇： 

宗教、社會、天物者，人之三敵也。而三要亦存是：人必求依歸，故有寺

院；必求成立，故有都邑；必求生活，故耕地、航海。三要如此，而危害

尤酷。凡人生之艱苦而難悟其理智者，無一非生於斯者也。故人常苦於執

迷，常苦於弊習，常苦於風火水土。於是，宗教教義有足以殺人者，社會

法律有足以壓抑人者，天物有不能以人意奈何者。作者嘗於《諾鐵耳譚》

發其一，於《哀史》表其二，今於此是其三云。59 

魯迅於 1903 年連同〈哀塵〉一文共同發表於《浙江潮》第 5 期中的〈《哀塵》譯

者附記〉(1903.06.15)中，即引用雨果《水夫傳(海上勞工)》的序言，並在該文指

出，宗教、社會與自然，是人類的三個敵人。而人類要生存，又離不開此三樣東

西；如果人類需要有生活保障，則必須耕地航海。而這三種東西對人類的損害又

                                                                                                                                                        
56 自樹、中國國民黨編篡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篡委員會：〈說鈤〉，《浙江潮》第八期，頁 85~92。
今收入《集外集》，《魯迅全集》第七卷，頁 21-30。 
57 自樹：〈斯巴達之魂〉，《浙江潮》第五期，頁 159~164；第九期，頁 123~127。今收入《集外

集》，《魯迅全集》第七卷，頁 9-20。 
58 英‧威男著、之江索士譯：〈地底旅行(一~二回)〉，《浙江潮》第十期。後因《浙江潮》終止而

未刊完。1906 年 3 月，魯迅翻譯完整並出版《地底旅行》一書，共十二回，由上海普及書局、

南京啟新書局出版發行。魯迅譯本是根據日本三木愛華和高須墨浦譯本《拍案驚奇：地底旅行》

(1885)翻譯，日文譯本則根據英文譯本翻譯。魯迅譯本是目前已知最早的《地心遊記》的中文翻

譯本。 
59 魯迅：〈《哀塵》譯者附記〉，《雜文》，《譯文序跋集》，《魯迅全集》第十卷，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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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殘酷——宗教教義有時足以殺人，社會法律有時足以壓抑人，而在大自然面

前人又經常感到無可奈何。因此，魯迅翻譯〈哀塵〉一文，亦可以視為早期對現

實主義文藝觀的認同。 

    再者，魯迅於文中又以芳梯個人的經歷與處境來看整個社會現況的發展，可

發現人物的生命歷程，其實是整個現實社會的縮小版： 

芳梯者，《哀史》中之一人，生而為無心薄命之賤女子，復不幸舉一女，

閱盡為母之哀，而輾轉苦痛於社會之陷阱者其人也。「依定律請若嘗試此

六月間」，噫嘻定律，胡獨加此見女子之身！頻那夜迦，衣文明之衣，跳

踉大躍於璀燦莊嚴之世界；而彼賤女子者，乃僅求為一賤女子而不可得，

誰實無之，而令若是！60 

雖然魯迅在文中，表達出對於芳梯此類女子的同情之感，與對頻那夜迦的厭惡之

感，並將其比喻為「暴害世界之神」。從當時代社會環境及處境來看，芳梯可以

視為中國百姓，而頻那夜迦則為混亂不堪的社會現象。透過此文的敘述，魯迅想

要暗示的是百姓的水深火熱與社會罪惡的無底深淵。或許換個角度來看，芳梯與

中國百姓的處境，並無兩樣。 

2.〈說鈤〉 

〈說鈤〉(1903.10.10)一文，最初刊載於《浙江潮》第 8 期，為魯迅藉古籬

夫人(居里夫人)發現放射性元素──「鐳」說明今人的研究是立基於前人的發現，

同時也展現魯迅個人所認為的科學精神──「存天理，去人欲」。61因此，魯迅說

道： 

自 X 線之研究，而得鈤線；由鈤線之研究，而生電子說。由是而關於物

質之觀念，倐一震動，生大變象。最人涅伏，土故納新，敗果既落，新葩

欲吐，雖曰古籬夫人之偉功，而終當脫冠以謝十九世紀末之 X 線發見者

                                                      
60 魯迅：〈《哀塵》譯者附記〉，《譯文序跋集》，《魯迅全集》第十卷，頁 480。 
61 張耀杰：〈魯迅早年的「神思新宗」〉，《魯迅與周作人》，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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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達根氏。62 

並且認為任何事物的創造或是發明，都是奠基於前人的研究結果之上，如「此新

原質以何因緣，乃得發現？則不能不曰：『X 線(舊譯透物電光)之賜』。」63亦或

是「X 線者，一八九五年頃，德人林達根所發明者也」64，且有承繼與發揚光大

的意味。同時也為後人開起研究的新視野。 

3.〈斯巴達之魂〉 

魯迅〈斯巴達之魂〉(1903.06.15/1903.11.08)最早刊登於《浙江潮》第 5 期、

第 9 期中，是據梁啟超〈斯巴達小志〉改編而來的歷史小說。發表時間的背景，

正值抗俄事件(1900-1904)期間，最早由夏衍所提出 65；其次，於《浙江潮》第 4

期〈留學界紀事‧拒俄事件〉亦有刊載： 

陰曆四月初二日東京《時事新報》發刊號外，外徧鳴街市內，內載俄國代

理公使與時事新報特派員之談話，有『俄國現在政策斷然取東三省歸入俄

國版圖云云』，並載美國公使之，英國公使之警告等事。次晨，留學生會

館幹事及各評議員立即開會提議。湯君槱提議電致南北洋請其主戰，鈕君

永建提議留學生自行組織義勇隊以抗俄」。66 

〈留學界紀事：拒俄事件〉刊載於〈斯巴達之魂〉前一期的《浙江潮》第 4 期中，

魯迅隨後發表此文，有意無意間透露他個人的文學思想。 

其次，魯迅也從斯巴達經驗，強調救中國以擺脫西方列強，藉此激勵國人民

心於黑暗混亂之中，如： 

巍巍乎溫泉門之峽，地球不滅，則終存此斯巴達武士之魂；而七百剎司駭

                                                      
62 魯迅：〈說鈤〉，《集外集》，《魯迅全集》第七卷，頁 26。 
63 魯迅：〈說鈤〉，《集外集》，《魯迅全集》第七卷，頁 21。 
64 魯迅：〈說鈤〉，《集外集》，《魯迅全集》第七卷，頁 21。 
65 沈鵬年：《行雲流水記往(上)》，(台北：秀威資訊，2011 年 12 月初版)，頁 318。 
66 〈留學界紀事：拒俄事件〉，《浙江潮》第四期，頁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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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亦擲頭顱、灑熱血，已分其無量名譽。此榮光糾紛之旁，猶記通敵買

國之奢剎利人愛飛得，降的乞命之四百西蒲斯軍。雖然，此溫泉門一戰而

得無量光榮無量名譽之斯巴達武士之間，乃亦有愛爾俾尼目病院而生還

者。67 

在文中以斯巴達三百壯士溫泉門之役，說明斯巴達之魂猶記人心。只要地球不滅，

斯巴達光榮則永不消失。此歷史故事用以借鏡激勵國民的人心，並刺激民心，使

中國邁向更好的路途。 

再者，1903 年的魯迅，除了翻譯即發表文章於《浙江潮》外，亦受到當時

的「斷髮」潮流所影響，剪去具有中國象徵的髮辮並拍攝斷髮照作為留念，題〈自

題小像〉(1903)一詩：「靈台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暗故園。寄意寒星荃不察，

我以我血薦軒轅」68於照片後方寄於許壽裳。 

魯迅在 1903 年《浙江潮》發表的文章〈哀塵〉、〈說鈤〉、〈斯巴達之魂〉等

三篇，皆是翻譯自西方的文學，以作為文學的方式，引入中國刊載於期刊上，希

望讀者藉由閱讀的過程，可以受到啟蒙的力量，進而從西方的經驗來改變自身的

困境；或是，從中強調人性堅強不畏困境的力量。由此三篇文章的發表立場來看，

應可視為魯迅在接受新思潮後，內心深刻地認為「如果無法依靠外來的力量，則

中國勢必無法改變」，同時，也應以西方經驗作為中國的借鏡。是以，他翻譯凡

爾納科幻小說《月界旅行》與《地底旅行》作為自身文學生命的先聲，試圖藉由

小說中科學與人性結合的力量，改變中國人科學思想匱乏的一面。 

(二)翻譯科幻小說《地底旅行》與《月界旅行》 

1903 年於東京弘文館書院學習日文的魯迅，對於中國的現況提出了三個問

題與想法，而此後他的文藝生涯，以此三個問題作為努力與解答的目標，如魯迅

的摯友許壽裳在《亡友魯迅印象記》中即有提到此一部分： 

                                                      
67 魯迅：〈斯巴達之魂〉，《集外集》，《魯迅全集》第七卷，頁 12-13。 
68 魯迅：〈自題小像〉，《集外集拾遺》，《魯迅全集》第七卷，頁 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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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怎樣才是最理想的人性？ 

二 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麼？ 

三 它的病根何在？69 

因此，魯迅開始研究此三項問題，甚至為此由仙台醫專輟學，專心致力於文藝活

動，辦雜誌、譯文學、寫小說等等。然而，在離開仙台醫專回到東京之前的弘文

館時期，魯迅就已開始翻譯西方科幻小說──《月界旅行》、《地底旅行》，並出

版發行。開啟魯迅的文藝生涯。 

1.科幻小說題材的選擇 

科幻小說興起於 19 世紀的歐洲，是實證主義認識論與科學話語發展的副產

品。70魯迅對選擇翻譯科幻小說，可能源自於晚清末年科幻小說的流行。同時，

他也認為可以藉由科幻小說的功能宣傳西方科學知識，達到啟迪明智的效用。71

首先，魯迅對於外來文化的接受，是採取一種非常明確的態度與立場，認為必須

要「占有」以及「挑選」，1934 年所發表的〈拿來主義〉(1934.06.07)即有闡述此

觀點： 

他佔有，挑選。看見魚翅，並不就拋在路上以顯其「平民化」，只要有養

料，也和朋友們像蘿蔔白菜一樣吃掉，只不它用來宴大賓；看見鴉片，也

不當眾摔在茅廁裏，以見其徹底革命，只送到藥房裏去，以供治病之用，

却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虛。只有菸槍和煙燈，雖然形式和印

度，波斯，阿喇伯的煙具都不同，卻可以算是一種國粹，倘使背著周遊世

界，一定會有人看，但我想，除了送一點進博物館之外，其餘的是大可以

毀掉的了。還有一群姨太太，也大可以請她們各自走散為是，要不然，「拿

                                                      
69 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頁 24。 
70 王德威：〈淆亂的視野〉，《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頁 331。 
71 魯迅：〈辨言〉，《月界旅行》，《魯迅譯文全集》第一卷，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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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主義」怕未免有些危機。72 

魯迅提及並鼓吹，「我們在吝嗇一點，『送去』之外，還得『拿來』」，並從中取其

精華，棄如糟粕。但是，當時代中國的境況，卻對於「外來的東西」感到害怕，

如，英國的鴉片、德國的廢槍砲、法國的香粉、美國的電影、日本的小物品，如： 

但我們被「送來」的東西嚇怕了。先有英國的鴉片，德國的廢槍砲，後有

法國的香粉，美國的電影，日本的印著「完全國貨」的各種小東西。於是

連清醒的年們，也對於洋貨發生的恐怖。其實，這正是因為那是「送來」

的，而不是「拿來」的緣故。73 

如上引文所述，魯迅點出普遍中國人民的心情──「外來的東西」，著實令人感

到害怕，卻也提出使中國人感到害怕的東西，並不是我們自己「拿來的」，而是

被「送來的」，在逼迫之下強接受。因此，我們若要擺脫此種境地，惟有「運用

腦隨，放出眼光，自己來拿！」74所以，魯迅認為翻譯歐洲文學作品，是一項可

行的策略，從中取其精華，宣揚科學與啟蒙的訴求，以達到救國救民的目的。但，

魯迅在 1923 年所發表的〈娜拉走後怎樣〉(1923.12.26)又有提到： 

可惜中國太難改變了，即使搬動ㄧ張桌子，改裝ㄧ個火爐，幾乎也要血；

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動，能改裝。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

中國自己是不肯動彈的。我想這鞭子總要來，好壞是別一問題，然而總要

打倒的。但是從那裡來，怎麼地來，我也是不能確切的知道。75 

中國需要改變的力量，但這力量從何而來，卻無人能得知。因此，魯迅認為，只

能先從文學翻譯開始，一點一滴慢慢改變，終究能使中國得到些微改變。雖然這

只是一個夢，但「我們所要的就是夢；但不要將來的夢，只要目前的夢」76即可。 

因此，在 1903 年，魯迅選擇翻譯了凡爾納《月界旅行》與《地底旅行》二

                                                      
72 魯迅：〈拿來主義〉，《且介亭雜文》，《魯迅全集》第六卷，頁 40-41。 
73 魯迅：〈拿來主義〉，《且介亭雜文》，《魯迅全集》第六卷，頁 40。 
74 魯迅：〈拿來主義〉，《且介亭雜文》，《魯迅全集》第六卷，頁 40。 
75 魯迅：〈娜拉走後怎樣〉，《墳》，《魯迅全集》第一卷，頁 171。 
76 魯迅：〈娜拉走後怎樣〉，《墳》，《魯迅全集》第一卷，頁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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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科幻小說作品，試圖從中展示歐美國家對於科學想像的力量，與附諸行動的果

敢性格。 

2.翻譯《月界旅行》與《地底旅行》 

1903 年，魯迅發表翻譯科幻小說《地底旅行》一、二回(1903.12)，於《浙

江潮》終刊第 10 期，為法國小說家──儒勒‧凡爾納科幻小說作品。此翻譯小

說之作，為魯迅根據高須治助、三木愛華的日譯本所翻譯。遲至 1906 年 3 月方

由上海普及書局、南京啟新書局發行十二回單行本。 

1903 年，魯迅除以筆名在《浙江潮》發表諸篇翻譯文學外，也翻譯儒勒‧

凡爾納《月界旅行》(1903.10)，交由東京進化社於同年出版發行，署「中國教育

普及社譯印」。《月界旅行》為魯迅以井上勤的日譯本二十八章作為底本進行翻譯，

截長補短，以文言夾雜俗語譯成十四回中文版。 

在〈辨言〉(1903.10)有提到魯迅翻譯此書的背景及方法： 

《月界旅行》原書，為日本井上勤氏譯本，凡二十八章，例若雜記。今截

長補短，得十四回。初擬譯以俗語，稍逸讀者之思索，然純用俗語，復嫌

冗繁，因參用文言，以省篇頁。其措辭無味。不適於我國人者，刪易少許。

體雜言龐之譏，知難倖免。書名原屬《自地球至月球在九十七小時二十分

間》意，今亦簡略之曰《月界旅行》。77 

文中中，魯迅述及翻譯《月界旅行》的小說底本，並說明體例及原因。此外，在

〈辨言〉中亦有交代翻譯科幻小說《月界旅行》的緣由： 

蓋臚陳科學，常人厭之，閱不終篇，輒欲睡去，強人所難，勢必然矣。惟

假小說之能力，被優孟之衣冠，則雖析理譚玄，亦能浸淫腦筋，不生厭倦。

彼纖兒俗子，《山海經》，《三國志》諸書，未嘗夢見，而亦能津津然識長

股，奇肱之域，道周郎，葛亮之名者，實《鏡花緣》及《三國演義》之賜

                                                      
77 魯迅：〈辨言〉，《月界旅行》，《魯迅譯文全集》，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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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故掇取學理，去莊而諧，使讀者觸目會心，不勞思索，則必能於不知

不覺間，獲一斑之智識，破遺傳之迷信，改良思想，補助文明，勢力之偉，

有如此者！我國說部，若言情、談故、刺時、志怪者，架棟汗牛，而獨於

科學小說，乃如麟角。智識荒隘，此實一端。故苟欲彌今日譯界之缺點，

導中國人羣以進行，必自科學小說始。78 

魯迅說明中國科學書籍的弊病，容易使人產生困乏，難以閱讀。若以假借小說的

功能與特色並加以改良書寫，則可賦予科學有生動活潑的力量，讓讀者在閱讀過

程中產生興趣，就如同《鏡花緣》、《三國演義》之類的作品；其次，則可以將科

學原理與知識，綴入小說內容，令讀者在不知不覺間獲取相關智識、破除迷信、

改變個人思想，使文明發展更上一層。此外，魯迅文中也提及中國小說類型，如

言情、談故、諷刺時事、志人志怪等類最為風行，惟有科學小說是付之闕如，使

國人科學知識不全，必須仰賴譯者翻譯科幻小說以導正中國的科學思想。 

《月界旅行》與《地底旅行》二篇小說，可看見原創作者的科學幻想力，以

及小說中主角對於事物敢於實踐的行動力，對當時的中國人這也是最缺乏的一部

分，如〈辦言〉所言： 

凡事以理想為因，實行為果，既蒔厥種，乃亦有秋。79 

用行動做為主要動力，才能使國家有所進步，是《月界旅行》、《地底旅行》二部

小說的特色，同時也是科幻小說的特色之一。魯迅翻譯二部小說的主要目的，可

能是希望國人可以改變想法敢做敢行，追求國家進步以及啟發思想。 

其次，二部小說中的主角皆為普通平凡人物，但卻擁有各種科學冒險的故事，

如《月界旅行》之〈辨言〉所述： 

經以科學，緯以人情。離合悲歡，談固涉險。均縱錯其中。兼雜譏談，亦

                                                      
78 魯迅：〈辨言〉，《月界旅行》，《魯迅譯文全集》，頁 5-6。 
79 魯迅：〈辨言〉，《月界旅行》，《魯迅譯文全集》，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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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譚言微中。80 

可知《月界旅行》顛覆中國對於月亮只有嫦娥的浪漫想像，使讀者豁然開朗，而

不侷限於浪漫而呆版的想像，同時也改變中國人對地理空間的概念，使地理空間

象上延伸，由平面二度空間的想像走向立體的三度概念。 

再者，此二部小說又可視為魯迅引入科學思想，用文藝啟蒙大眾的象徵。在

故事中表現的並非只有科學想像，還有魯迅以人性為主的科學思維，如 1908 年

發表於《河南》月刊第 5 號的文章〈科學史教篇〉(1908.06)所言： 

故科學者，必常恬淡，常遜讓，有理想，有聖覺，一切無有，而能貽業績

於後世者，未之有聞。81 

又如魯迅在〈科學史教篇〉一文談及「科學」之於世界的功用：  

故科學者，神聖之光，照世界者也，可以遏末流而生感動。時泰，則為人

性之光；時危，則由其靈感，生整理者如加爾諾，生強者強於拿坡倫之戰

將云。今試總觀前例，本根之要，洞然可知。蓋末雖亦能燦爛於一時，而

所宅不堅，頃刻可以蕉萃，儲能於初，使長久耳。顧猶有不可忽者，為當

防社會入於偏，日趨而之一極，精神漸失，則破滅亦隨之。蓋使舉世惟知

識之崇，人生必大歸於枯寂，如是既久，則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

所謂科學，亦同趣於無有矣。82 

因此，魯迅認為科學上的成就，需建立在人性上，為人類所服務，不然，則無意

義可言。 

                                                      
80 魯迅：〈辨言〉，《月界旅行》，《魯迅譯文全集》，頁 5。 
81 魯迅：〈科學史教篇〉，《墳》，《魯迅全集》第一卷，頁 30。 
82 魯迅：〈科學史教篇〉，《墳》，《魯迅全集》第一卷，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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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魯迅翻譯科幻小說對於直接以科學救國來說，仍有段距離，並無直接

連結。但從魯迅的科幻小說選擇來看，仍有某些意義的存在，科幻譯作對於國人

思想啟蒙亦有幫助。同時，也可以視為魯迅開啟往後文藝道路的先聲。 

隨後 1904 年 4 月，魯迅於東京弘文館書院結業。同年 9 月，進入仙台醫學

專門學校(今東北大學醫學部)就學。在李歐梵《鐵屋中的吶喊》ㄧ書中，對在仙

台一專求學時期的魯迅有諸多論述，大致可分為兩個觀點來看：其ㄧ，是以「傳

記的觀點」；其二，是以「文學觀點」。83 

首先，單純從「傳記觀點」來看，電影劇情本身不足以成為魯迅放棄醫學選

擇文學的主要原因，卻是ㄧ個他可以說服自己的理由與觸發點，「魯迅的醫學學

得並不很好。從最高分是倫理學這ㄧ事實，可以看出他對道德精神方面的興趣是

高於純科學。再者，此時也顯示出他從小就有美術的興趣。」84李歐梵此觀點即

根據魯迅〈藤野先生〉(1926.12.10)中的紀錄所言 85，說明魯迅刻意畫錯血管是

為了使畫面好看些，以及他從小對於美術的興趣，展現個性中的人道主義精神。86

此外，也與當時代的民族主義盛行有關。如此種種原因，都是誘發魯迅離開仙台

醫專的元素。但是，最重要的關鍵原因是當時的民族主義潮流，以及中國人尚未

被啟蒙的思想。 

再者，從「文學觀點」來看，魯迅描寫的電影事件是戲劇性的，在自我意識

中形成兩種相互衝撞的角色──「觀察者」與「參與者」。以觀察者而言，他是

以一名身處異域的中國人身分，觀察電影中的中國人情緒及表情；以參與者而言，

他的身分與電影中的中國人一樣，都是旁觀的示眾者罷了。但，無論何種角色，

對魯迅而言，心理都是一種壓抑且無法抒發的狀態。而最重要的是，他在此時的

                                                      
83 李歐梵：〈家庭和教育〉，《鐵屋中的吶喊》(台北：風雲時代，1995 年)，頁 18。 
84 李歐梵：〈家庭和教育〉，《鐵屋中的吶喊》，頁 19。 
85 魯迅：「『你看，你將這條血管疑了一點位置了。──自然，這樣一移，的確比較的好看些，然

而解剖圖不是美術，實物是那麼樣的，我們沒法改換它。現在我給你改好了，以後你要全照著黑

板上那樣畫。』但是我還不服氣，口頭答應著，心理卻想到：『圖還是我畫的不錯；至於實在的

情形，我心裏自然記得的』」，〈藤野先生〉，《朝花夕拾》，《魯迅全集》第二卷，頁 315。 
86 李歐梵：〈家庭和教育〉，《鐵屋中的吶喊》，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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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已受到了啟蒙，「文學成了魯迅發現和理解他的同胞的一種方法。」87所以，

對魯迅來說文學成為一種抒發理念的管道。 

除電影、學業、民族主義思潮外，魯迅由醫學選擇轉換道路的啟蒙，還有一

因，即魯迅在仙台醫專時期教授解剖學的老師──藤野嚴九郎先生。根據魯迅多

年以後發表的文章──〈藤野先生〉(1926.12.10)有所提及：「為醫學而教的解剖

學之類，怕於生物學也沒有什麼幫助。」88魯迅此時可能是將藤野先生之意解釋

為，為改變而改變怕是幫助不大，只有從中理解啟發了以後，才能真正改變。正

如李歐梵所言：「病根並不在中國人的身體。」89唯有由內向外逐一改變，才能

改變現況。而魯迅對於藤野先生的懷念 90，無論是在個人思想上的啟蒙或是文學

道路上的選擇，都是如此。由小而大，由自身到全中國，將小小的種子種下靜待

發芽，終有一天會成為一棵巨有影響力的大樹。魯迅對於藤野先生的記憶是：「在

我所認為的我師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給我鼓勵的一個」91 (1926.12.10)，

因此在離開仙台醫專多年之後，魯迅依舊未忘記藤野先生對於他個人的啟發。 

二、 論文的發表與《域外小說集》的出版 

1906 年 3 月，魯迅自仙台醫專退學，回到東京開始進行文藝活動，在夏秋

之際，奉母命回鄉與朱安女士結婚，隨後立即回到東京。 

在東京的魯迅，與許壽裳、周作人、錢均夫、朱謀宣五人居住於本鄉區西片

町的ㄧ處住宅，並在高大的鐵門旁邊的電燈上屬名曰：「伍舍」(現：日本東京本

鄉區西片町十番地ろ－七號)。在當時東京的西片町是有名的學者住宅區，幾乎

                                                      
87 李歐梵：〈家庭和教育〉，《鐵屋中的吶喊》，頁 19。 
88 魯迅：〈藤野先生〉，《朝花夕拾》，《魯迅全集》第二卷，頁 318。 
89 李歐梵：〈家庭和教育〉，《鐵屋中的吶喊》，頁 20。 
90 魯迅〈藤野先生〉：「但不知怎地，我總還時時記起他，在我所認為我師的之中，他是最使我

感激，給我鼓勵的一個。有時我常常想：他的對於我的熱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誨，小而言之，是

為中國，就是希望中國有新的醫學；大而言之，是為學術，就是希望新的醫學傳到中國去。他的

性格，在我的眼裏和心裏是偉大的，雖然他的姓名並不為許多人所知道。」《朝花夕拾》，《魯迅

全集》第二卷，頁 318。 
91 魯迅：〈藤野先生〉，《朝花夕拾》，《魯迅全集》第二卷，頁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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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家家博士，戶戶鴻儒。而從西片町的拐彎走出去，便是東京帝國大學所在地 92。

而後又因朱錢二人先退伍舍，許壽裳亦準備前往德國留學，魯迅與周作人便也離

開伍舍，另尋租處於西片町。93因此，猜測魯迅等人選擇居住於西片町，可能與

其周邊鄰近東京帝國大學有密切關係。 

受到當時潮流所影響，文學並非是唯一路途，相較於其它自然科學而言。但

是，對於魯迅個人來說，「相對於來自歐美國家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魯迅更

樂於接受的卻是非科學或超科學的浪漫派藝術以及非理性或超理性的現代派哲

學」94。同時，李歐梵認為「魯迅做這種選擇，實際上是冒著做他父親那樣的失

敗者的危險」95。但是，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來看待，魯迅選擇一種未知的路線，

或許是一種模糊與不確定的因素所造成。但可以肯定的是，他認為「思想和精神

是不能用醫藥解決的」，因此，文藝道路的選擇成為他改變當前境況、啟蒙國民

思想的第一步。 

從醫學轉換至文學的過程，對魯迅而言並非十分容易，科學的信念始終存在

魯迅內心。因此，離開仙台醫專的魯迅先後於 1906 年 3 月完成《地底旅行》翻

譯，並由南京啟新書局印行出版；隨後，1907 年 10 月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紅

星佚史》譯詩、12 月於《河南》發表〈人之歷史〉一文；隔年，1908 年 2 月及

3 月於《河南》發表〈摩羅詩力說〉、6 月於《河南》發表〈科學史教篇〉、8 月 5

日發表〈文化偏至論〉及〈裴彖菲詩論〉；又於，1909 年翻譯為發表作品〈紅笑〉、

3 月 2 日發表〈漫〉以及〈默〉於日本東京神田印刷所《域外小說集》一冊中、

7 月 27 日於《域外小說集》二冊中發表〈四月〉及〈鐙台守之詩〉，發表翻譯諸

篇文章。(見表 4：1906 年 3 月至 1909 年 8 月魯迅在日期間發表的作品一覽表)  

 

 

                                                      
92 許壽裳：「由西片町一拐彎出去，便是東京帝大的所在，赫赫的赤門，莘莘的方帽子裙進群出。

此地一帶的商店和電車，多半是為這些方帽子而設的」，《亡友魯迅印象記》，頁 31。 
93 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頁 30-32。 
94 張耀杰：〈魯迅早年的「神思宗」〉，《魯迅與周作人》，頁 103。 
95 李歐梵：〈家庭和教育〉，《鐵屋中的吶喊》，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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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發表於《河南》的論文 

關於文化方面的文章為〈人之歷史〉(1907.12)、〈摩羅詩力說〉(1908.02)、〈科

學史教篇〉(1908.06)、〈文化偏至論〉(1908.08.05)等，較為後人熟知，包含魯迅

個人對於西方文化與哲學思想的認識與啟蒙。此一時期的魯迅，主要目的是藉由

提倡文藝運動，運用文藝改變國人精神，正如同《吶喊》一書的〈自序〉(1922.12.03)

中有所言，「對於體格健全且愚弱的國民而言，最重要的是改變其精神，而改變

精神的方法變首推文藝運動了。」96於是，關於文化方面的文章便油然而生，在

革命潮流、愛國主義思潮、民主主義思想下，為促進文化啟蒙運動而寫作發表。 

1.〈人之歷史〉 

首先，魯迅〈人之歷史〉一文，發表於 1907 年 12 月《河南》創刊號，原名

為〈人間之歷史──德國黑格爾氏種族發生學之一原研究注解〉，後改名為〈人之

歷史〉收入於《墳》一書。文中，魯迅以進化論的學說說明人的歷史變化，並以

古希臘哲學家泰勒斯、英國生物學加達爾文、德國生物學加黑格爾、英國生物學

家赫胥黎、德國哲學家保羅生等西方科學思想中的ㄧ元論探討此一問題。同時，

魯迅也在寫作過程中融入佛學的思想，以「有生無生二界」之說，以說明人類歷

史的學說，並認為宇宙的發生是地球生物起源的開始： 

故有生無生二界，且日益近接，終不能分，無生物之轉有生，是成不易之

真理，十九世紀末學術之足驚怖，有如是也。至於生物所始，則當俟宇宙

發生學(Kosmogenie)言之。97 

又如，魯迅於文中論述黑格爾《人類發生學》： 

黑格爾著《人類發生學》，則以古生物學個體發生學及形態學證人類之系

統，知動物進化，與人類胎兒之發達同，凡脊椎動物之始為魚類，見地質

                                                      
96 魯迅：「這一學年沒有完畢，我已經到了東京了，因為從那一回以後，我便覺得醫學並非一件

緊要事，凡事愚若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作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

客，病死多少事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

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自序〉，《吶喊》，《魯迅全集》第一卷，頁 438-439。 
97 魯迅：〈人之歷史〉，《墳》，《魯迅全集》第一卷，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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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上太古代之僦羅紀，繼為達逢紀之蛙魚，為石墨紀之兩棲，為二疊紀之

爬蟲，及中古代之哺乳動物，遞近古代第三紀，乃見半猿，次生真猿，猿

有狹鼻族，由其族生犬猿，次生人猿，人猿生猿人，不能言語，降而能語，

是謂之人，此皆比較解剖個體發生及脊椎動物所明證者也。惟個體發達之

序亦然，故曰種族發生，為個體發生之反復。然此僅有脊椎動物而已，若

更上溯無脊椎動物而探其統系，為業尤艱巨於前。蓋此種動物，無骨骼之

存，故不見於化石，特據生物學原則，知人類所始為原生動物，與胎孕時

之根幹細胞相當，下此亦各有相當之動物。於是黑格爾乃追進化之跡而識

別之，間有不足，則補以化石與懸擬之生物，而自單幺以至人類之系圖遂

成，圖中所載，即自穆那羅(Monera)漸進以至人類之歷史，生物學上所謂

種族的發生者是也。98 

先以達爾文的生物學觀點來說明人類起源及發展的歷程，而後在以自身的生命歷

程及個人的精神思維批判西方一元論思想。 

2. 〈摩羅詩力說〉 

其次，〈摩羅詩力說〉一文，發表於 1908 年 2、3 月《河南》月刊，以尼采

學說為立基點所撰寫，從精神和審美價值兩方面為文學的功能做辯護，99魯迅文

中提及： 

求古源盡者將求方來之泉，將求心源。嗟我昆弟，新生之作，新泉之湧於

淵深，其非遠矣。100 

魯迅以尼采個人學說名言，寫於〈摩羅詩力說〉之前，並做為此文開篇，展現魯

迅心中所認為的尼采形象──自強理性、趨新抗俗、張揚個性，101而這對於當時

想要藉由文藝力量，驅逐國人心中麻木已久的精神是必要的來源。 

                                                      
98 魯迅：〈人之歷史〉，《墳》，《魯迅全集》第一卷，頁 15。 
99 李歐梵：〈家庭和教育〉，《鐵屋中的吶喊》，頁 22。 
100 魯迅：〈摩羅詩力說〉，《墳》，《魯迅全集》第一卷，頁 65。 
101 馮玉文：〈魯迅翻譯的目的〉，《魯迅翻譯思想研究》，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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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魯迅留日期間，正值尼采學說盛行之時。而此時的中國正值於改變現況邁

向新時代之時。因此，社會整體氛圍與尼采所強調的超人哲學、反抗精神、重估

既有價值等思想不謀而合，因而受到有志之士及文人所讚揚，並極力推展。102希

望透過尼采的思想來刺激國人的精神改革，如王國維(1877-1927)〈叔本華與尼采〉

一文所言：「以強烈之意見而輔以及偉大之智力，其高瞻遠矚於精神界。」103所

以，魯迅強調尼采的反抗精神，並試從中激發中國人的反抗意志。 

除此之外，魯迅在文中也提及到一些論點： 

上述諸人，其為品性言行思惟，雖以種族有殊，外緣多別，因現種種狀，

而實統於一宗：無不剛健不饒，抱誠守真；不取媚於群，以隨順舊俗；發

為雄聲，以起其國人之新生，而大其國於天下。求之華土，熟比之哉？夫

中國之立於於亞洲也，文明先進，四鄰莫之與倫，蹇視高步，因益為特別

之發達；及今日雖彫苓，而猶與西歐對立，此其幸也。顧使往昔以來，不

事閉關，能與世界大勢相接，思想為作，日趣於新，則今日方卓立宇內，

於所愧遜於他邦，榮光儼然，可於蒼黃變革之事，又從可知爾。故一為相

度其位置，稽考其邂逅，則震旦為國，得失滋不云微。得者以文化步受影

響於異邦，自具特異之光采，近雖中衰，亦世稀有。失者則以孤立自是，

不遇校讎，終至墮落而之實利；為時既久，精神淪亡，逮蒙新力ㄧ擊，即

砉然冰泮，莫有起而與之抗。加以舊染既深，輒以習慣之目光，觀察一切，

凡所然否，謬解為多，此所為維新既二十年，而新聲迄不起於中國也。夫

如是，則精神界之戰士貴矣。104 

在〈摩羅詩力說〉所舉的摩羅詩人，雖然國家不同，但其個性都剛健不饒，抱誠

守真，不迎媚世俗，其詩文作品使讀者精神振奮，也使國家強大。但中國卻因傳

統觀念影響，不能以新眼光及視野來看待世界與問題。因此，魯迅期望在文明的

灰燼中，期待惡魔式的詩人來創造新的秩序。魯迅於此所指的詩人形象是雙重形

                                                      
102 馮玉文：〈魯迅翻譯的目的〉，《魯迅翻譯思想研究》，頁 9。 
103 王國維著、姜東賦、劉順利編：〈叔本華與尼采〉，《千古之心──王國維文選》(天津：百花

文藝出版社，2002 年)，頁 36。 
104 魯迅：〈摩羅斯力說〉，《墳》，《魯迅全集》第一卷，頁 10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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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惡魔、救世主，從另一方面來說，也就是個人精神中的善與惡的兩種對立

面。並從中預見中國文明注定要衰敗；同時又希望可以藉由詩的力量史文明起死

回生，再現榮光。105這對於當時代的許多文人而言，是一種兩難而矛盾的局面，

卻也是唯一方法。 

3. 〈科學史教篇〉 

〈科學史教篇〉刊登於 1908 年 6 月《河南》月刊上，是一篇建構於超人以

及超科學的新嘗試。文中魯迅對於科學以及人類歷史演變的思想有極大的轉變，

即從〈人之歷史〉的直線前進到〈科學史教篇〉的螺旋發展： 

所為世界不直進，長曲折如螺旋，大波小波，起伏萬狀，進退久之而達水

裔，蓋誠言哉。106 

其次，魯迅認為在發展科學的同時，應適當兼顧藝術與宗教三者之間的平衡： 

且此又不獨知識與道德為然也，即科學與美藝關係亦然。歐洲中世，畫事

各有原則，待科學進，又益以他因，而美術為之中落，迨復遵守，則輓近

是耳。107 

因此，魯迅認為科學是一種與人文藝術、宗教相輔相成的學說： 

蓋史舉世惟知識之崇，人生必大歸於枯寂，如是既久，則美上之感情漓，

明敏之思想失，所謂科學，亦同趣於無有矣。故人群所當希冀要求者，不

惟奈端已也，亦希詩人如俠斯丕爾；不為波爾，亦希畫師如洛菲羅；既有

康德，亦必有樂人如培得訶芬；既有達爾文，亦必有文人如嘉來勒。凡此

者，皆所以致人性於全，不使之偏倚，因以見今日之文明者也。嗟夫，彼

                                                      
105 王德威：〈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被壓抑的現代性》，頁 52。 
106 魯迅：〈科學史教篇〉，《墳》，《魯迅全集》第一卷，頁 28。 
107 魯迅：〈科學史教篇〉，《墳》，《魯迅全集》第一卷，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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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史實之所垂示，固如是已！108 

認為科學與藝術不可偏廢，要有藝術也要有科學，二者之間相互平衡，才能使人

而有精神，從而發展真正的科學精神。 

透過魯迅〈科學史教篇〉，可見魯迅本人極力於科學與藝術之間尋求合理化

平衡的努力，與內心的掙扎辯論，最後確定了他對於藝術甚於科學的喜愛。109因

此，在〈文化偏至論〉一文中，更加明確了他的方向，並強調他文學中的「立人」

思想： 

然歐美之強，莫不以世炫天下者，則根底在人，而此特現象之末，本源深

而難見，榮華昭而易識也。是故將生存兩間，角逐列國是務，其首在立人，

人立而後凡事舉；若其道術，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110 

文中，魯迅確立了文學寫作的方想及基礎，即「立人思想」以及強調道德、精神、

審美等方面的價值已日益成為魯迅當時的主導思想。並且把追求客觀知識的科學

視為唯物主義，因此他反對只注重物質而追求西方思潮的改革者： 

然則十九世紀末思想之為變也，其原安在，其實若何，其力之及於將來也

又奚若？曰言其本質，即以矯十九世紀文明而起者耳。蓋五十年來，人智

彌進，漸乃返觀前此，得其通弊，察其黮闇，於是浡焉興作，會為大潮，

以反動破壞充其精神，以獲新生為其希望，專向舊有之文明，而加之掊擊

掃蕩焉。全歐人士，為之栗然震驚者有之，芒然自失者有之，其力之烈，

蓋深入於人之靈府矣。然其根柢，乃遠在十九世紀初葉神思一派；遞夫後

葉，受感化于其時現實之精神，已而更立新形，起以抗前時之現實，即所

謂神思宗之至新者也。若夫影響，則眇眇來世，肊測殊難，特知此派之興，

決非突見而靡人心，亦不至突滅而歸烏有，據地極固，函義甚深。以是為

二十世紀文化始基，雖云早計，然其為將來新思想之朕兆，亦新生活之先

驅，則按諸史實所昭垂，可不俟繁言而解者已。顧新者雖作，舊亦未僵，

                                                      
108 魯迅：〈科學史教篇〉，《墳》，《魯迅全集》第一卷，頁 35。 
109 李歐梵：〈家庭和教育〉，《鐵屋中的吶喊》，頁 21。 
110 魯迅：〈文化偏至論〉，《墳》，《魯迅全集》第一卷，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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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遍滿歐洲，冥通其地人民之呼吸，餘力流衍，乃擾遠東，使中國之人，

由舊夢而入於新夢，衝決囂叫，狀猶狂酲。夫方賤古尊新，而所得既非新，

又至偏而至偽，且復橫決，浩乎難收，則一國之悲哀亦大矣。今為此篇，

非云已盡西方最近思想之全，亦不為中國將來立則，惟疾其已甚，施之抨

彈，猶神思新宗之意焉耳。故所述止於二事：曰非物質，曰重個人。111 

然而，矛盾的是，魯迅於〈科學史教篇〉所極力推崇的尼采學說，亦來自於西方

的科學思想。然而，這似乎也是魯迅在文學生涯中，所欲解決的課題之一。 

1907 年的魯迅，除了翻譯撰稿刊登於《河南》外，同時並準備籌劃《新生》

出刊。但最後卻不幸失敗。因此，將原本欲要刊登並發表於《新生》之文章〈人

之歷史〉、〈摩羅詩力說〉、〈文化偏至論〉及〈科學史教篇〉等四篇文章發表於由

河南留學生所籌辦之雜誌《河南》。 

雜誌出刊的流產，歸結原因可能是因為《新生》的擬辦是超前於當時代的，

然而卻因那時的留學生注重實務方面的科學知識，少有人學習文學或藝術，甚至

可以說是無人學習此方面的知識，或是為純文學刊物出力，再加上缺錢缺力等諸

多因素，導致《新生》無法出刊。112使得原先設想刊登於此的文章，只能發表於

《河南》月刊，如〈摩羅詩力說〉。在許壽裳〈魯迅的生活〉一篇文章中對此亦

有多加敘述：「《新生》雖然沒有辦成，可是書面的圖案以及插圖等等，記得是通

通預備好了，一事不苟的；連它的西文譯名也不肯隨俗用現代外國語，而必須用

拉丁文曰 Vita Nuova。」113 

(二)《域外小說集》的出版 

1909 年魯迅與周作人翻譯《域外小說集》上下二冊((1909.03/1909.07)，收入

作品以 19 世紀以前的近世小品、北歐近世文潮為主，如〈略例〉： 

                                                      
111 魯迅：〈文化偏至論〉，《墳》，《魯迅全集》第一卷，頁 50-51。 
112 李歐梵：〈家庭和教育〉，《鐵屋中的吶喊》，頁 23。 
113 許壽裳：〈魯迅的生活〉，《我所認識的魯迅》，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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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所錄，以近世小品為多，後當漸及十九世紀以前名作。又以近世文潮，北歐

最盛，故採譯自有偏至。惟累卷既多，則以次及南歐暨泰東諸邦，使符域外一言

之實。114 

《域外小說集》中，共收入七個國家十六篇作品，內容豐富，但卻不為讀者所喜，

因此銷售不佳，導致失敗。115歸結原因，可能是因題材選擇不當所致，但魯迅也

在〈略例〉中早已說明，翻譯題材的選擇是有所「偏至」的。116再者，又如〈域

外小說集序〉(1920.03.20)所提及，「句子生硬，『詰屈聱牙』，而且也有極不行的

地方」117、「那時短篇小說還很少，讀書人看慣了一二百回的章回體，所以短篇

便等於無物」118，亦是失敗之因，胡適對此也有相同之看法，認為「周做人兄弟

的《域外小說集》便是這一派的最高作品，但在適用一方面他們都大失敗了」119。

雖然，《域外小說集》在 1909 年銷售失敗了，但是多年以後，1920 年的魯迅卻

認為，「讀者能夠得到一點東西，我就自己覺得是極大的幸福了。」120而這也是

魯迅對於自己的翻譯事業所得到的一點小啟示，由小而大，就能足以改變整個國

家。 

魯迅在日本的後期，翻譯了許多西方小說，藉此逐漸在文壇上展露頭角，雖

然直接動機是因為經濟因素，但魯迅在翻譯的同時，也在過程中傳達了西方思

潮。 

魯迅的摯友──許壽裳在〈魯迅的生活〉一文中，為他的留學生活說了這樣

的一段話： 

魯迅實在是紹介和翻譯歐洲新文藝的第一個人。 

                                                      
114 魯迅：〈略例〉，《域外小說集》，《譯文序跋集》，《魯迅全集》第十卷，頁 170。 
115 魯迅：〈域外小說集序〉，《域外小說集》，《譯文序跋集》，《魯迅全集》第十卷，頁 178。 
116 魯迅：「集中所錄，以近世小品為多，後當漸及十九世紀以前名作。又以近世文潮，北歐最盛，

故採譯自有偏至。惟累卷既多，則以次及南歐暨泰東諸邦，使符域外一言之實」，〈略例〉，《域外

小說集》，《譯文序跋集》，《魯迅全集》第十卷，頁 170。 
117 魯迅：〈域外小說集序〉，《域外小說集》，《譯文序跋集》，《魯迅全集》第十卷，頁 177。 
118 魯迅：〈域外小說集序〉，《域外小說集》，《譯文序跋集》，《魯迅全集》第十卷，頁 178。 
119 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胡適文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 年)，頁

328。 
120 魯迅：〈域外小說集序〉，《域外小說集》，《譯文序跋集》，《魯迅全集》第十卷，頁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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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他在游學時期，用心研究人性和國民性問題，養成了冷靜而又冷靜

的頭腦。惟其愛國家愛民族的心愈熱烈，所以觀察的愈冷靜。這好比一個

醫道高明的醫師，遇到了平生最親愛的人，患著極度危險的痼疾，當仁不

讓，見義勇為，一心要把他治好。試問這個醫師在這時候，是否極度冷靜

地診察，還是蹦蹦跳跳，叫囂不止呢？這冷靜是他的作品所以深刻的根本

原因。121 

許壽裳由魯迅性格中的「冷靜」來解釋其作品之所以深沉的原因，並將魯迅視為

一名醫者，一名準備藉由文藝醫治國人本性，啟迪明智的醫者。同時，也說明了

魯迅文學作品中的特色所在。 

在 1909 年 6 月後，魯迅因需負擔家庭費用，乃離開日本回到中國就業。但，

這並不是他文藝生涯的結束，而是另一個文學生命起程的轉捩點。 

三、 小結 

從上述可以發現，魯迅一生中的文學生涯是從科學開始萌芽，然後轉向文藝，

最後回歸於文學。這一路徑的轉折，與他個人的生命歷程有著直接的連結。同時，

可以看出魯迅每段生命經驗，都為他日後的決定奠下基石。 

如早期魯迅因受到進化論、天演論等西方科學知識的影響，促使他進路礦路

學堂學習西方科學知識；因為幼年時期看見父親飽受病痛折磨，因而產生學醫的

念頭；而在日本仙台醫專時期，因為看見國人被日人處決的畫片，而萌生文藝的

念頭，並進而放棄醫學之路轉戰文壇。在這一系列轉折過程中，可以發現魯迅的

歷練，是他文學生涯的一部分。同時也激發出他想要利用文藝來救國救民的思想，

在日本期間也就翻譯了許多與科學相關的小說與論文作品，企圖引入西方科學給

                                                      
121 許壽裳：〈魯迅的生活〉，《我所認識的魯迅》，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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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中國的讀者們。 

雖然，在日本期間的翻譯出版並未順利，讀者預期也不如想像中的熱烈，但

是並未抹煞魯迅對於文學與翻譯的熱情，反而成為了另一契機。於是在 1909 年

6 月，他回到中國就業後，將日本經驗重新化為轉捩點，在中國重新開始文學與

翻譯的事業，並且將他的翻譯策略由「意譯」的手法轉為「直譯」的手法，同時

也和致力於翻譯文學的青年進行對話，成立翻譯社團、出版相關刊物。 

第二節 重回中國：歸國後的文學譯作與翻譯社團的成立(1909-1936) 

魯迅在歸國後的翻譯生涯，依舊不放棄，先後在文學研究會時期翻譯了愛羅

先珂的童話故事集；未名社時期翻譯了厨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徵》、發行「未名

叢刊」；主編《譯文》雜誌以及高爾基《俄羅斯童話故事集》等等譯作，堅持不

輟，以翻譯文學實現自我的改革理念。 

一、 翻譯俄羅斯文學為主：文學研究會時期 

1921 年，魯迅等人成立「文學研究會」於北京，提倡寫實主義的文學，認

為文學應該反映社會現象，討論人生有關的問題，出版有關刊物，翻譯與介紹外

國文學，傳播西方文學的思潮，推展文學創作。在此一時期，魯迅的翻譯選材，

主要是以俄國文人愛羅先珂的童話作品為主。因此，本文在此部分主要論述以魯

迅在文學研究會時期的翻譯《愛羅先珂童話集》為對象，探究魯迅在此翻譯階段

的文學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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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魯迅與文學研究會 

在 1931 年魯迅所發表〈上海文藝之一瞥〉(1931.07.27)，文中談及「文學研

究會」之特色： 

這後來，就有新才子派的創造社出現。創造社是尊貴天才的，為藝術而藝

術的，尊重自我的，崇創作，惡翻譯，尤其憎惡重譯的，與同時上海的文

學研就會相對立。那出馬的第一個廣告上，說有人「壟斷」著文壇，就是

指著文學研究會。文學研究會卻也正相反，是主張為人生的藝術的，是一

面創作，一面也看重翻譯的，是注意於紹介被壓迫民族文學的，這些都是

小國度，沒有人懂得他們的文字，因此也幾乎全都是重譯的。122 

「創造社」成立於 1920 年至 1921 年間，主要成員有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等

人，文學傾向於浪漫主義，帶有濃烈的反封建色彩，且強調文學應是「為藝術而

藝術」、「專重自我」、「崇創作，惡翻譯」的。而魯迅所支持的「文學研究會」則

是於 1921 年 1 月成立於北京，由沈雁冰、鄭振鐸、葉紹鈞等人所發起，其文學

主張「為人生的藝術」，提倡現實主義的為改造社會服務的新文學，反對將文學

當作遊戲或是消遣。同時，也致力於提倡俄國和東歐及北歐及其他「弱小民族」

的文學作品。而對於當時來說，俄國或是東歐、北歐國家的文學，皆是經由英語、

日語或是德語轉譯而來，也就是魯迅所謂的「重譯」。 

而魯迅選擇的翻譯作品中，有絕大部分來自於俄國的文學作品，如〈祝中俄

文字之交〉(1932.12.15)所言道： 

那時就知道了俄國文學是我們的導師和朋友。因為從那裡面，看見了被壓

迫者的善良的靈魂，的酸辛，的掙扎；還和四十年代的作品一起燃起希望，

                                                      
122 魯迅：〈上海文藝之一瞥〉，《二心集》，《魯迅全集》第四卷，頁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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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我們豈不知道那時的大俄羅斯帝國也正

在侵略中國，然而從文學裡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兩種人：壓迫者

和被壓迫者！123 

俄羅斯雖然是一大國，但在魯迅的表述中，常將俄國與弱小民族放置同一行列，

其原因可能源自於俄國人民正受制於壓迫。因此，魯迅選擇與中國同樣境地的俄

國的文學來作為譯介的對象。 

魯迅選擇俄國小說作為翻譯的對象，除了俄國人民與中國人民正受制於壓迫

的原因之外，也有一部份原因來自於俄國文學中，有「為人生」的特色，如〈《豎

琴》前記〉(1932.09.09)所言： 

俄國的文學，從尼古拉斯二世時候以來，就是「為人生」的，無論它的主

意是在探究，或在解決，或者墮入神祕，淪於頹唐，而其主流還是一個：

為人生。 

這一種思想，在大約二十年前即與中國一部分的文藝紹介者合流，陀思妥

夫斯基，都介涅夫，契訶夫，托爾斯泰之名，漸漸出現於文字上，並且陸

續翻譯了他們的一些作品，那時組織的介紹「被壓迫民族文學」的文學研

究會，也將他們算作為被壓迫者而號稱的作家的。124 

於上引文中，魯迅提出翻譯俄國文學的原因及俄國文學中的思想觀念，並且提及

俄國文學的傳入與中國文藝人士的合流。 

 

                                                      
123 魯迅：〈祝中俄文字之交〉，《南腔北調集》，《魯迅全集》第四卷，頁 473。 
124 魯迅：〈《豎琴》前記〉，《南腔北調集》，《魯迅全集》第四卷，頁 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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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愛羅先珂童話集》的翻譯 

魯迅在 1921 年至 1923 年文學研究會期間，翻譯俄國文學作品二十三篇，其

中以愛羅先珂 125（В. Я. Ерошенко，1889－1952）文學作品佔十五篇為最多數，

童話作品有〈狹的籠〉(1921.08.01)、〈春夜的夢〉(1921.10.22)、〈雕的心〉(1921.11.25)、

〈魚的悲哀〉(1921.01)、〈世界的火災〉(1922.01.10)、〈兩個小小的死〉(1922.01.25)、

〈為人類〉(1922.02.10)、〈古怪的貓〉(1922.07)、〈小雞的悲劇〉(1922.09.01)、〈時

光老人〉(1922.12.01)、〈「愛」字的瘡〉(1923.03.10)及〈紅的花〉(1923.07.10)等

十二篇；記錄〈俄國的豪傑〉(1922.04.02)一篇；童話劇〈桃色的雲〉

(1922.05.13-1922.06.05)一篇及雜文〈觀北京大學演劇和燕京女校學生演劇的記〉

(1923.01.06)一篇。(見表 5：魯迅所翻譯的愛羅先珂著作一覽表)  

魯迅對於愛羅先珂的關注是起源於他的悲慘生命經驗，如〈《狹的籠》譯者

附記〉(1921.08.16)所述敘： 

一九二一年五月二十八日日本放逐了一個俄國的盲人以後，他們的報章上

很多許多議論，我才留心到這漂泊的失明的詩人華希理‧埃羅先珂。 

然而愛羅先珂並非世界上赫赫有名的詩以帶著無政府主義傾向的理由，被

英國的官驅逐了；於是他到過日本。進過他們的盲啞學校，現在又被日本

的官驅逐了，理由是有宣傳危險思想的嫌疑。126 

在〈《狹的籠》譯者附記〉中提到，愛羅先珂的失明以及被放逐的經歷，在其文

學作品之中屢屢展現出人道主義精神、對於社會黑暗面的揭露以及美好靈魂與道

德的發現。而魯迅在〈雜憶〉(1925.06.16)亦有提及他對於愛羅先珂的認識： 

                                                      
125 愛羅先珂（В. Я. Ерошенко，1889－1952）：俄國詩人、童畫作家。童年時因病而雙目失明。

曾經先後到過日本、泰國、緬甸、印度等國家。1921 年在日本因參加五一遊行被驅逐出境，後

輾轉來到中國；1922 年從上海到北京，並在北京大學、北京世界語專門學校任教；1923 年回國。 
126 魯迅：〈《狹的籠》譯者附記〉，《譯文序跋集》，《魯迅全集》第十卷，頁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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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愛羅先珂君在日本為被放逐之前，我並不知道他的姓名。直到已被放逐，

這才看起他的作品來；所以知道那迫辱放逐的情形的，是由於登在《讀賣

新聞》上的一篇江口渙氏的文字。於是將這譯出，還譯他的童話，還譯他

的劇本《桃色的雲》。其實，我當時的意思，不過要傳播被虐待者的苦痛

的呼聲和激發國人對於強權者的憎惡和憤怒而已，並不是從什麼「藝術之

宮」裡伸出手來，撥了海外的奇花瑤草，來移植在華國的藝苑。127 

由引文可知魯迅對於愛羅先珂的認識，源於他被日本屢屢被放逐的經歷以及他個

人的悲慘生命經驗，促使魯迅產生對於愛羅先珂的關懷與同情，進而翻譯愛羅先

珂的文學作品。 

1922年愛羅先珂在北京大學講學世界語，曾經與魯迅兄弟二人一同居住過，

使得魯迅得以有機會與原作者面對面的機會，而魯迅對於他所翻譯的愛羅先珂作

品，亦有如此解讀，如〈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從》以後的幾句聲明〉(1923.01.17)

所言： 

……所以我又特地聲明，在作者未到中國以前，所譯的作品全系我個人的

選擇，及至到中國，便都是他自己的指定，這一節，我在他的童話集的序

文上已經說明過的了。至於對於他的作品的內容，我自然也常有不同的意

見，但因為為他而譯，所以總是抹殺了我見，連語氣也不肯和原文有所出

入，美意惡意，更是說不到，感謝嘲罵，也不相干。128 

由此可以看出魯迅在翻譯愛羅先珂的作品過程中，是充分尊重原作者的的意見，

無論是選擇的題材或是對於作品的解讀。 

                                                      
127 魯迅：〈雜憶〉，《墳》，《魯迅全集》第一卷，頁 36-37。 
128 魯迅：〈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從》以後的幾句聲明〉，《集外集拾遺補編》，《魯迅全集》第

八卷，頁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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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又如〈將譯〈桃色的雲〉以前的幾句話〉(1922.04.30)亦有提及魯迅

在翻譯過程中與作者的交流情形： 

然而著者的意思，卻願意我快譯〈桃色的雲〉：因為他自審這一篇最近於

完滿，而且想從速贈與中國的青年。但這在我是一件煩難事，我以為，由

我看來，日本語實在比中國語更優婉。而著者又能捉住他的美點和特長，

所以使我覺得失了傳達的能力，於是擱置不動，瞬息間早過了四個月了。129 

〈桃色的雲〉為愛羅先珂的童話劇作品，收入創作集《最後的嘆息》中，1921

年 12 月由日本東京叢文閣出版。130據上引文所述，魯迅翻譯愛羅先珂的作品，

是以日譯本作為翻譯對像，在翻譯的過程中卻發現日譯者在譯本中已展現了愛羅

先珂文學作品中的優點與特長，且更為優美而婉轉，致使魯迅難以用中文表達出

其意，所以延宕了翻譯的時程。因此，楊義認為：「雖然當時還有人從歐美文化

系統中吸取文化因素，但作為主流，已經是從蘇俄文學，或者是從日本轉道過來

的蘇俄文學那裡吸取自己的文學觀念，文學模式和文學手法。中國人借鏡外來文

化，由籠統而專注，由浮淺而深入，由日本而法美而蘇俄，是以血作為代價的。」131

由此可發現當時對於蘇俄文學的翻譯大多是經由日本輾轉而來，中國的譯者藉由

日本所翻譯的蘇俄文學翻譯成中文形式，在中國發行與出版，同時也因為翻譯過

程中所遭遇的困難，致使翻譯作品被擱置或是延宕發表的情況產生。 

再者，又如《愛羅先珂童話集》的〈序〉中(1922.01.28)有所言道： 

因此，我覺得作者所要叫徹人間的是無所不愛，然而不得所愛的悲哀，而

                                                      
129 魯迅：〈將譯《桃色的雲》以前的幾句話〉，《譯文序跋集》，《魯迅全集》第十卷，頁 232。 
130 魯迅：「愛羅先珂先生的創作集第二冊是《最後的嘆息》，去年十二月初在日本東京由叢文閣

出版，內容是一篇童話劇〈桃色的雲〉和兩篇童話，一是〈海的王女和漁夫〉，一是〈兩個小小

的死〉。那第三篇已經由我譯出，載在本年正月的《東方雜誌》上了」，〈將譯《桃色的雲》以前

的幾句話〉，《譯文序跋集》，《魯迅全集》第十卷，頁 232。 
131 楊義：《楊義文存》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年)，頁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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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展開他來的是童心的，美的，然而有真實性的夢。這夢，或者是作者

的悲哀的面紗罷？那麼，我也過於夢夢了，但是我願意作者不要出離了這

童心的美的夢，而且還要招呼人們進向這夢中，看定了真實的虹，我們不

至於是夢遊者(Somnambulist)。132 

魯迅所認為的悲哀，同時也是愛羅先珂所認為的悲哀，而這悲哀是基於文人對於

整個社會環境的憐憫，因此期望世間一切皆能平等相待。然而，這也是整個大環

境所影響的結果。而魯迅藉由譯介愛羅先珂的文學作品，將自身對於百姓的憐憫

投射於此，希望讀者在閱讀之後能與作者、譯者有所共鳴。 

二、 翻譯日本文學為主：未名社時期 

1909 年後，魯迅結束日本的留學生活回到中國，在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

記》中，對此亦有所書寫： 

魯迅對我說：「你回國很好，我也只好回國去，因為起孟將結婚，從此費

用增多，我不能不去謀事，庶幾有所資助。」133 

又如許壽裳在〈關於弟兄〉一文中提及魯迅返回中國的原因： 

魯迅在東京不是好好地正在研究文藝，計劃這樣，計劃那樣嗎？為什麼要

歸國，任浙江兩級師範學堂生理學化學教員呢？這因為作人那時在立教大

學還未畢業，卻已經和羽太信子結了婚，費用不夠了，必須由阿哥資助，

所以魯迅只得自己犧牲了研究，回國來做事。134 

相較於許壽裳的敘述而言，魯迅在〈自傳〉(1934)對於自己的這一段心境描寫，

                                                      
132 魯迅：〈序〉，《愛羅先珂童話集》，《譯文序跋集》，《魯迅全集》第十卷，頁 214。 
133 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 年)，頁 33。 
134 許壽裳：〈關於弟兄〉，《亡友魯迅印象記》，頁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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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得淡然許多： 

直到一九一○年，我的母親無法生活，這才回國，在杭州師範學校作助教，

次年在紹興中學作監學。一九一二年革命後，被認為紹興師範學校校長。135 

因此，魯迅回國後開始其第一份工作，擔任浙江兩級師範學堂生理學、化學教員。 

但，魯迅並未因此而中斷文學生涯，反而更積極投入於文學創作之中，並於

1918 年 5 月首次以筆名「魯迅」，發表〈狂人日記〉於《新青年》第 4 卷第 5 號，

自此奠定文壇聲名。 

而在 1925 年 8 月，魯迅與韋素園、韋叢蕪、李霽野、臺靜農、曹靖華在北

京組織以翻譯出版外國文學著作為宗旨的團隊，成立未名社，出版《未名叢刊》，

但在 1931 年因社員間的思想觀念差異以及經濟因素等各種原因下結束。但未名

社的成立，在中國現代文學社團中的地位、成就以及影響，無不蘊含著魯迅的付

出。 

(一)魯迅與未名社的成立 

「未名社」之命名由來，起自於《未名叢刊》名稱，因為此時魯迅正值於編

印北新書局發行之刊物──《未名叢刊》，如他在〈憶韋素園君〉(1934.07.16)中提

及此事： 

因為從書的名目，連社名也就叫了「未名」──但並非「沒有名目」的意

思，是「還沒有名目」的意思，恰如孩子的「還未成丁」似的。136 

文中魯迅亦談及未名社初始運作情形： 

                                                      
135 魯迅：〈自傳〉，《集外集拾遺補編》，《魯迅全集》第八卷，頁 401。 
136 魯迅：〈憶韋素園君〉，《且介亭雜文》，《魯迅全集》第六卷，頁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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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和讀者的不喜歡翻譯書，那時和現在也並不兩樣，所以《未名叢刊》

是特別冷落的。恰巧，素園他們願意紹介外國文學到中國來，變和李小峰

商量，要將《未名叢刊》移出，由幾個同人自辦，小峰一口答應了，於是

這一種叢書變和北新書局脫離。稿子是我們自己的，另籌了一筆印費，就

算開始。137 

而所謂的「另籌一筆印費」，也就是未名社的第一筆經費。魯迅與青年學生開始

文學的另一段里程碑。然而，魯迅不只解決了立社之初的經濟困境，同時也培育

未名社翻譯文學的碩果。翻譯內容，大多以俄國文學作品為主，包含創作、理論

等各方面題材，對於當時俄國文學翻譯而言，可說是一大新發展，其原因在於： 

曹靖華和韋素園都曾經留學蘇俄，曹靖華更有在蘇俄執教得背景，影響到

社內成員對於蘇俄乃至俄蘇文學都有共同的興趣。其他成員還在二人的影

響之下學習俄語，他們屬於中國第一批掌握俄語的為數不多的人，未名社

理所當然地成為中國俄蘇文學翻譯的重鎮。138 

然而，未名社之所以能夠成為翻譯俄國文學的重鎮，另一原因也與魯迅個人相關。

在魯迅的翻譯作品中，俄國文學的翻譯佔了相當大比例，主要是魯迅與俄國文學

「為人生」的精神特質相符合的價值，同時也顛覆同時代其他翻譯俄國文學家的

獨特審美能力。139走出屬於自己的風格，在翻譯的過程中賦予其個人精神與理念

但更重要的是，此一時期的中國正值政治與社會混亂的時期，藉由俄國文學中的

獨特魅力，更能引起社會大眾的共鳴。 

在未名社成立約一年左右，1926 年 8 月 26 日魯迅因接受廈門大學聘請，擔

任國文系兼國學院研究教授，離開北京，遠赴廈門。但，魯迅的離京，並未與未

                                                      
137 魯迅：〈憶韋素園君〉，《且介亭雜文》，《魯迅全集》第六卷，頁 65-66。 
138 馮玉文：〈魯迅對中國翻譯事業的貢獻〉，《魯迅翻譯思想研究》，頁 247。 
139 馮玉文：〈魯運翻譯取材的國家、作家因素〉，《魯迅翻譯思想研究》，頁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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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社疏遠，反而更加關注未名社的活動，「未名社的出版物，在這裡有信用，但

售處似乎不多」140、「看現在文藝方面用力的，仍只有創造、未名、沈鍾三社，

別的沒有，這三社若沉默，中國全國真成了沙漠了。南方沒有希望」141等等，與

友人的諸多書信往來，魯迅均有提到他對於當時「未名社」在北京、上海等地的

活動狀況，以及對於翻譯事業推進的想法，可以想見未名社在當時對於中國的影

響力相當大。且在魯迅與青年往來的書信中，也給予他的翻譯文學極大的精神獎

勵。 

(二) 翻譯厨川白村《苦悶的象徵》及其他著作 

魯迅於 1924 年 10 月翻譯厨川白村(1880-1923) 142論文《苦悶的象徵》一書，

並刊登發表於《晨報副刊》，1925 年 3 月出版單行本，為「未名叢刊」之一。 

《苦悶的象徵》(1924.10)是厨川白村未完成的作品，如《苦悶的象徵‧引言》

(1924.11.22)中即有提及：「這《苦悶的象徵》也是歿後才印行的遺稿，雖然還非

定本，而大體卻以完具了。」143而《苦悶的象徵》的出版也是在厨川白村因地震

而遭難之後，又如其《苦悶的象徵》中的〈引言〉 (1924.11.22)提及厨川白村的

死因：「去年日本的大地震，損失自然是很大的，而厨川博士的遭難也是其一。」144

因此，導致此書的未完成。然而，魯迅不只是在《苦悶的象徵‧引言》(1924.11.22)

中提及厨川白村的遭難外，在〈譯《苦悶的象徵》後三日序〉(1924.09.26)中亦

有此相關言論，如： 

這書的著者厨川白村氏，在日本大地震時不幸被難了，這是從他廉倉別邸

                                                      
140 魯迅：〈270925 致臺靜農〉，《書信》，《魯迅全集》第十二卷，頁 74。 
141 魯迅：〈270925 致李霽野〉，《書信》，《魯迅全集》第十二卷，頁 76。 
142 厨川白村(1880-1923)：日本文藝理論家。曾經留學美國，回國後任教於大學。著有《近代文

學十講》、《出了象牙之塔》、《文藝思潮論》等文藝論著多種，主要介紹 19 世紀末、20 世紀初的

歐美文學與文藝思潮。 
143 魯迅：〈引言〉，《苦悶的象徵》，《譯文序跋集》，《魯迅全集》第十卷，頁 256。 
144 魯迅：〈引言〉，《苦悶的象徵》，《譯文序跋集》，《魯迅全集》第十卷，頁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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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廢墟中掘出來的一包未定稿。因為這是未定稿，所以編者──山本修二

氏──也深慮公表出來，或者不是著者的本望。但終於付印了，本來沒有

書名，由編者定名為《苦悶的象徵》。其實是文學論。145 

於上引文中，魯迅交代了《苦悶的象徵》一書的發現由來以及編者制定書名的過

程。雖然，可能不是作者──厨川白村的本意，但對於當時來說卻是最好的方法。 

而此書的內容分類，大致可分為：「創作論」、「鑑賞論」、「關於文藝的根本

問題的考察」及「文學的起源」等四類論述。146從《苦悶的象徵》的〈引言〉一

文來看魯迅的解讀應是： 

第一分《創作論》是本據，第二分《鑑賞論》其實即是論批評，和後兩分

都不過從《創作論》引伸出來的必然系論。至於主旨，也極分明，用作者

自己的話來說，就是「生命受了壓抑而生的苦悶懊惱乃是文藝的根柢，而

其表現法乃是廣義的象徵主義」。147 

由魯迅解讀《苦悶的象徵》來看，「創作論」應是全書首要的依據；而「鑑賞論」

應是屬於文學批評；「關於文藝的根本問題的考察」及「文學的起源」則由「創

作論」所延伸而出的論述，可發現編者與譯者在出版此書的過程，是根據了原作

者的意識在進行。 

而《苦悶的象徵》對於魯迅而言，究竟有何存在意義？可從其《苦悶的象徵‧

引文》中見一端倪： 

作者據伯格森一流的哲學，以進行不昔的生命力為人類生活的根本，又從

弗羅特一流的科學，尋出生命力的根柢來，即用以解釋文藝，──尤其是

                                                      
145 魯迅：〈譯《苦悶的象徵》後三日序〉，《譯文序跋集》，《魯迅全集》第十卷，頁 261。 
146 魯迅：〈譯《苦悶的象徵》後三日序〉，《譯文序跋集》，《魯迅全集》第十卷，頁 261。 
147 魯迅：〈引言〉，《苦悶的象徵》，《譯文序跋集》，《魯迅全集》第十卷，頁 256-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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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然與舊說又小有不同，伯格森以未來為不可測，作者以詩人為先知，

弗羅特歸生命力的根柢於性欲，作者則云即其力的突進和跳躍。這在目下

同類的群書中，殆可以說，既異於科學家似的專斷和哲學家似的玄虛，而

且也並無一般文學論者的繁碎。作者自己就很有獨創力的，於是此書也就

成為一種創作，而對於文藝，即多有獨到的見地和深切的會心。148 

厨川白村在寫作，《苦悶的象徵》一書，所採用的哲學思想根本是「以進行不息

的生命力為人類生活根本」，解釋文藝的方法則採用弗羅特尋出「生命力的根柢」

的科學方法，因此在張中良〈日本文學翻譯〉有此一論述：「文藝並不止是外在

地表現人的命運、人的性格、心境與行為，更是文藝家苦悶的渲洩，即生命力的

一種表現。」149同時，厨川白村又跳脫伯格森與弗羅特二人的思維，以「詩人為

先知」，將生命力歸於「突進和跳躍」，賦予自我獨到的解釋方法，在《苦悶的象

徵》中展現獨創力以及對於文藝的「獨到的見地和深切的會心」。因此，魯迅翻

譯此書的緣由，可能源自於厨川白村在文字中的精神，正如同魯迅在〈譯《苦悶

的象徵》後三日序〉所言：「這於我有翻譯的必要，我便於前天開手了，本以為

易，譯起來卻也難。但我仍只得譯下去，並且陸續發表；又因為別一必要，此後

怕於引例之類要略有省略的地方」150，又如〈題記〉(1928.03.21)言道：「因為我

深信作者的意見，在日本那時是還要算急進的」151，由此，可以看出魯迅對於翻

譯厨川白村作品的堅持，即使翻譯過程並不大容易，但仍然硬著頭皮繼續翻譯，

並且陸續發表。 

除此之外，魯迅在《苦悶的象徵》的〈引言〉以及《出了象牙之塔》的〈後

記〉文中曾經不只一次提到他的翻譯方法，如其所述： 

                                                      
148 魯迅：〈引言〉，《苦悶的象徵》，《譯文序跋集》，《魯迅全集》第十卷，頁 257。 
149 張中良：〈日本文本翻譯〉，《五四時期的翻譯文學》(台北：秀威資訊科技，2005 年出版)，頁

144。 
150 魯迅：〈譯《苦悶的象徵》後三日序〉，《苦悶的象徵》，《譯文序跋集》，《魯迅全集》第十卷，

頁 261。 
151 魯迅：〈題記〉，《思想‧山水‧人物》，《譯文序跋集》，《魯迅全集》第十卷，頁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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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句大概是直譯的，也極願意一並保存原文的口吻。但我於國語文法是外

行，想必很有不合軌範的句子在裡面。其中無須聲明的，是幾處不用「的」

字，而特用「底」字的緣故。152 

於上引文所述，魯迅在翻譯時是使用「直譯」的方法，保留了原著的特色。但也

提到在翻譯的過程中，為保有原文的特色，因此會有「不合軌範的句子」或「文

句仍然是執意，和我歷來所取的方法一樣；也竭力想保存原書的口吻，大抵連語

句的前後次序也不甚顛倒」153的字句在文章之中出現。但對於魯迅個人而言，以

「直譯」來翻譯，似乎是當時保留原作者意識的最佳方法。 

再者，魯迅翻譯厨川白村之文學作品除《苦悶的象徵》外，尚有〈關照享樂

的生活〉、〈西班牙的劇壇將星〉、〈從靈向肉和從肉向靈〉、〈描寫勞動問題的文學〉、

〈現代文學之主潮〉、《出了象牙之塔》、《出了象牙之塔‧題卷端》、〈藝術的表現〉、

〈遊戲論〉、〈為藝術的漫畫〉、〈從藝術到社會改造〉及〈東西之自然詩觀〉等篇

章，皆對於厨川白村在中國傳播有極大之影響。(見表 6：魯迅所翻譯的厨川白村

著作一覽表) 

三、 翻譯俄國文學為主：主編《譯文》雜誌 

    《譯文》雜誌，首先出版於 1934 年 9 月，創刊於上海，以魯迅與矛盾為主

要發起人，由上海生活書店負責發行事業，於 1935 年 9 月出版至第十三期時，

歷經第一次停刊，隔年 3 月復刊，改由上海雜誌公司發行，1937 年 6 月又再度

停刊，歷經數次停刊又復刊的危機，共出刊 29 期。 

 以「譯文」做為雜誌的名稱，魯迅試圖將《譯文》做為翻譯的主要發表場所，

                                                      
152 魯迅：〈引言〉，《苦悶的象徵》，《譯文序跋集》，《魯迅全集》第十卷，頁 257。 
153 魯迅：〈後記〉，《出了象牙之塔》，《譯文序跋集》，《魯迅全集》第十卷，頁 271。 



 
 

70 
 

刊登翻譯相關的文學作品，在 1934 至 1935 年間，魯迅即翻譯發表了諸篇高爾基

的〈俄羅斯的童話〉於《譯文》，主要翻譯用意在於呈現高爾基童話故事人物的

百態樣貌予以讀者，希望中國讀者可以藉由他者的視野改變自身的眼界。 

    本文在此部分研究，主要是探究魯迅主編《譯文》雜誌時期的翻譯歷程，並

論述此一時期為何翻譯高爾基《俄羅斯的童話》的原因。 

(一)主編《譯文》雜誌 

魯迅在其生涯後期，即 1934 年 8 月 9 日編《譯文》月刊創刊號，第 1 期至

第 3 期由魯迅主編，並作〈《譯文》創刊號前記〉。然而，當時因政治社會背景等

各項因素，翻譯文學的出版更加嚴峻，期刊發行也因社會背景影響而不景氣： 

當三○年的時候，期刊已漸漸的少見，有些是不能按期出版了，大約是受

了逐日加緊的壓迫。《語絲》和《奔流》，則常遭郵局的扣留，地方的禁止，

到底也還是敷衍不下去。那時我能投稿的，就只剩下了一個《萌芽》，而

初到五期，也被禁止了。154 

魯迅《二心集》一書的〈序言〉(1932.04.30)裡曾有所言，此一時期正值國共內

戰時期，中央政府成立了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對所有圖書進行嚴格審查，

對於翻譯文學，則更為嚴厲，因此期刊出版更為不易。而《譯文》的出版，在此

一時期受到的束縛更大，情況也更為窘迫： 

以譯書維持生計，現在是不可能的事。上海穢區，千奇百怪，譯者作者，

往往為書賈所逛，除非你也是流氓。加以戰爭及經濟關係，書業也頗凋零，

                                                      
154 魯迅：〈序言〉，《二心集》，《魯迅全集》第四卷，頁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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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譯著者並蒙影響。155 

不只期刊發行受到拘束，連帶出版業也受到大環境影響，導致銷售不佳。從魯迅

文中，可見當時翻譯文學的困境，不只是對於他個人而言，對整個文學界來說，

更是如此。對魯迅而言：「今年是圍剿翻譯的年頭。」156對於翻譯家而言，可說

是困難重重的一年。 

1934 年 9 月，是翻譯文學界的低潮期，而魯迅在此一時期衝破障礙，著手

籌辦中國第一本專門發表翻譯文學作品的雜誌──《譯文》。157《譯文》雜誌的創

辦目的，在魯迅《譯文‧創刊號前記》(1934.09.16)有所言： 

不是想豎起「重振譯事」的大旗來，──這種登高一呼的野心是沒有的，

不過得這麼幾個同好互相研究，印了出來給喜歡看譯品的人們作為參考而

已。158 

《譯文》對於魯迅而言，它的出版與發行僅僅止是為了給喜歡閱讀翻譯文學的讀

者有更多的參考與選擇。對魯迅而言，「重振譯事」並不是首要目的。再者，魯

迅於文中亦談及《譯文》雜誌特色與出版由來，如〈創刊號前記〉： 

原料沒有限制：從古以至最近。門類也沒有固定：小說，戲劇，詩，論文，

隨筆，都要來一點。直接從原文譯，或者間接重譯：本來覺得都行。止有

一個條件：全是「譯文」。159 

《譯文》雜誌內所刊載的文章體裁要求，並無限制，凡是「小說」、「戲劇」、「詩」、

「論文」或是「隨筆」之類皆可，唯一條件就是「譯文」。由此，魯迅舉出《譯

文》最重要的特色──即是以「翻譯文學」作為首選，無論翻譯方法為何，皆可。

又如〈創刊號前記〉所提： 

                                                      
155 魯迅：〈300903 致李秉忠〉，《書信》，《魯迅全集》第十二卷，頁 239-240。 
156 魯迅：〈位翻譯辯護〉，《准風月談》，《魯迅全集》第五卷，頁 274。 
157 馮玉文：〈魯迅對中國翻譯事業的貢獻〉，《魯迅翻譯思想研究》，頁 253。 
158 魯迅：〈創刊號前記〉，《譯文》，《集外集拾遺補編》，《魯迅全集》第八卷，頁 415。 
159 魯迅：〈創刊號前記〉，《譯文》，《集外集拾遺補編》，《魯迅全集》第八卷，頁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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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也許想得到，有人偶然得一點工夫，偶然讀點外國作品，偶然翻譯了

起來，偶然碰在一處，談得高興。偶然想在這「雜誌年」裡來加添一點熱

鬧，終於偶然又偶然的找得了幾個同志，找得了承印的書店，於是就產生

了這一本小小的《譯文》。160 

雖然是一次又一次的「偶然」，但《譯文》的創辦、出版、發行，對於文學翻譯

的推行仍是重要的。即使面對的時代潮流是險峻的，但對於當時來說，是對於翻

譯人才的培養與支持。 

(二)翻譯高爾基《俄羅斯童話故事集》 

魯迅於 1934 年 10 月至 1935 年 4 月起陸續翻譯並刊登高爾基 161的〈俄羅斯

童話故事〉於《譯文》雜誌之上。在〈譯本高爾基《一月九日》小引〉(1933.05.27)

文中，魯迅提及高爾基的文學翻譯作品在中國早先不流行的原因，直到 1928 年

以後才逐漸興起，如： 

當屠格納夫、柴霍夫這些作家大為中國讀書界所稱頌的時候，高爾基是不

很有人注意的。即使偶然有一兩篇翻譯，也不過因為他所描的人物來得特

別，但總不覺得有什麼大意思。 

這原因，現在很明白了：因為他是「底層」的代表者，是無產階級的作家。

對於他的作品，中國的舊的知識階級不能共鳴，正是當然的事。162 

魯迅提到當時中國所流行的俄羅斯文學的翻譯，主要以屠格納夫、柴霍夫等人較

為著名，相對高爾基，則較少人所熟悉。魯迅探究原因，可能是因為高爾基的身

                                                      
160 魯迅：〈創刊號前記〉，《譯文》，《集外集拾遺補編》，《魯迅全集》第八卷，頁 415。 
161 高爾基(Maxim Gorky，1868-1936)：俄羅斯無產階級作家，著有長篇小說《福瑪‧高爾捷耶

夫》、《母親》和自傳體三部曲《童年》、《在人間》、《我的大學》等。 
162 魯迅：〈譯本高爾基《一月九日》小引〉，《集外集拾遺》，《魯迅全集》第七卷，頁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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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是「無產階級」的作家代表，因此對中國傳統讀書人而言，很難引起共鳴的。

在張中良《五四時期的翻譯文學‧俄羅斯文學翻譯》寫道高爾基作品在 1928 年

以前的中國較不流行之原因，可能有三種：其一，「當時的翻譯者大部分熟諳英

語或日語，俄羅斯文學翻譯很大程度上受西方與日本影響，西方與日本看重的俄

羅斯作家作品，中國翻譯的就多，反之就少」；其二，「高爾基的祖國，1928 年

以前其地位也不是怎樣的顯赫，忽高忽低，眾說紛紜，1928 年以後才逐漸被確

立為無產階級文學的一面旗幟」；最後，則為「高爾基的創作方法基本尚屬於比

較傳統的寫實，而五四時其惟新是求，崇尚新方法，這樣一來，高爾基就不能不

品嚐一點冷落的滋味。直到 1928 年以後，社會革命風雲陡起，左翼思潮洶湧彭

湃，高爾基的翻譯才迅猛高漲起來。」163由此，可知高爾基的文學翻譯在中國的

流行，與當時的思潮發展是有關聯的。 

而魯迅翻譯了高爾基的諸篇文章，如〈惡魔〉、〈我的文學修養〉、〈俄羅斯的

童話(一)〉、〈俄羅斯的童話(二)〉、〈俄羅斯的童話(三)〉、〈俄羅斯的童話(四)〉、〈俄

羅斯的童話(五)〉、〈俄羅斯的童話(六)〉、〈俄羅斯的童話(七)〉、〈俄羅斯的童話

(八)〉、〈俄羅斯的童話(九)〉、〈俄羅斯的童話(十)〉、〈俄羅斯的童話(十一)〉、〈俄

羅斯的童話(十二)〉、〈俄羅斯的童話(十三)〉、〈俄羅斯的童話(十四)〉、〈俄羅斯的

童話(十五)〉、〈俄羅斯的童話(十六)〉等十八篇，其中〈俄羅斯的童話〉一至九

篇刊載於《譯文》雜誌上，且筆名為「鄧當世」。(見表 7：魯迅所翻譯的高爾基

著作一覽表) 

然而，為何〈俄羅斯的童話〉在第九篇之後為何改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發

行《俄羅斯的童話》，而非登載於《譯文》期刊之上，其原因可以藉由〈《俄羅斯

的童話》小引〉(1935.08.08)得知： 

然而第九篇以後，也一直不見登出來了。記得有時也又寫有《後記》，但

                                                      
163 張中良：〈俄羅斯文學翻譯〉，《五四時期的翻譯文學》，頁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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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未留槁，自己也不再記得說了些什麼。寫信去問譯文社，那回答總是含

含胡胡，莫名其妙。不過我的譯稿卻有底子，所以本文是完全的。164 

在魯迅文章中可知，第九篇之後〈俄羅斯的童話〉譯文底稿是有交付出版社的，

至於出版社為何不見刊登〈俄羅斯的童話〉則不見其原因，因此〈俄羅斯的童話〉

第十篇至第十六篇，則改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於 1935 年 8 月集合成冊並以《俄

羅斯的童話》為名出版發行。 

對於魯迅個人來說，翻譯《俄羅斯的童話》的預設讀者，並未限定。是希望

所有人都能夠閱讀《俄羅斯的童話》並從中悟出道理，且由俄國人的角度來觀看

自身，並改變自身的老舊思想，如《俄羅斯的童話》(1935.08.16)所言： 

短短的十六篇，用漫畫的筆法，寫出了老俄國人的生態和病情，但又不只

寫出了老俄國人。所以這作品是世界的；就是我們中國人看起來，也往往

會覺得他好像講著周圍的人物，或者簡直自己的頂門上給扎了一大針。165 

從魯迅的眼光來看，高爾基是以傳統俄國人為代表，用漫畫式的筆法描繪出老一

代的生態和病情。這對魯迅來說，恰巧符合中國老一輩的思想，因此他選擇翻譯

高爾基的《俄羅斯的童話》來啟迪中國的傳統思想，並藉他者的視野，改變自身

的眼界。 

四、小結 

回到中國後的魯迅，仍然堅持翻譯文學，企圖從翻譯外國文學的過程中來借

鏡，以企圖改造社會的現狀，因此他除了翻譯文學理論外，也翻譯了愛羅先珂、

高爾基的童話故事，希望讀者藉由閱讀童話的過程可以啟發讀者的心智，對此魯

                                                      
164 魯迅：〈《俄羅斯的童話》小引〉，《譯文序跋集》，《魯迅全集》第十卷，頁 442。 
165 魯迅：《俄羅斯的童話》，《集外集拾遺補編》，《魯迅全集》第八卷，頁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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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抱予極大的期望與野心，「在開譯以前，自己確曾抱了不小的野心。第一，是

要將這樣的嶄新的童話，紹介一點進中國來，以供孩子們的父母，師長，以及教

育家，童話作家來參考；第二，想不用什麼難字，給十歲上下的孩子們也可以看」166；

其次，魯迅後期的翻譯策略，從一開始的「意譯」轉變為「直譯」的手法，以堅

持原著者的文學創作為主，相較於前期而言，這種翻譯策略也是魯迅後來較為堅

持的理念與想法。此種翻譯手法的運用在他所譯的《愛羅先珂童話集》、厨川白

村《苦悶的象徵》以及高爾基《俄羅斯童話集》中皆可看見。 

除上述外，魯迅也藉由翻譯社團的成立，鼓勵青年學子投身於翻譯事業，並

與之有所對話，肯定翻譯作為文學的路徑是一條可行性的道路。由此，魯迅一生

的文學路，除文學創作外，翻譯事業也是他所強調的一部分。且因為翻譯文學所

帶來的啟發，對於他的文學創作也有大的影響所在。 

第三節 消失的翻譯/科幻小說：《中國小說史略》未見《月界旅行》、

《地底旅行》 

魯迅在〈中國小說的歷史與變遷〉(1924.07)一文中提及，清代小說的種類與

變化，相較於明代來說更為豐富與多樣化，並分為四大派：「擬古派、諷刺派、

人情派、俠義派」等四類。除此之外，在其《中國小說史略》(1923.12-1924.06)

一書中，更為清楚的說明清代小說的創作，類別為「擬晉唐小說」、「諷刺小說」、

「人情小說」、「見才學者」、「狹邪小說」、「俠義公案小說」以及「譴責小說」等

七篇為主；其中，晚清小說則以「狹邪小說」、「俠義公案小說」及「譴責小說」

三類為主。但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卻忽略晚清末年，盛行的科幻創作小說與科

幻翻譯小說二類題材。 

本節主要探討魯迅為何不在《中國小說史略》或是〈中國小說的歷史與變遷〉

中提及科幻小說的創作與翻譯之事，並從中討論科幻小說的創作與翻譯之於魯迅

                                                      
166 魯迅：〈譯者的話〉，《譯文序跋集》，《魯迅全集》第十卷，頁 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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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的文學生命的意義之所在。 

一、《中國小說史略》中的「晚清小說」：獨缺「翻譯/科幻小說」 

中國的小說，在魯迅之前並無專門的歷史專書，因此魯迅認為有將中國小說

史視為專門歷史書的必要，其《中國小說史略》一的書〈序言〉(1923.10.07)即

說道： 

中國之小說自來無史；有之，則先見於外國人所做之中國文學史中，而後

中國人所作者亦有之，然其量皆不及全書之什一，故於小說仍不詳。167 

〈序言〉(1923.10.07)中，魯迅提及中國小說史的缺乏，因此必須為小說作史。

而在寫作過程中，也深感自身為中國小說著史的缺乏，並交代此書何以為《中國

小說史略》(上冊：1923.12 下冊：1924.04 )，並非「中國小說史」之因，如《中

國小說史略‧序言》： 

此稿雖專史，亦粗略也。然而有作者，三年前，偶當講述此史，自律不擅

言談，聽者或多不憭，則疏其大要，寫印以賦同人；又慮鈔者之勞也，乃

復縮為文言，省其舉例以成要略，至今用之。168 

魯迅說明《中國小說史略》一書的體例及寫作形式。為何以「史略」來制定書名，

原因是由於《中國小說史略》雖然是一部「專史」，但整體上稍嫌粗略；而內容

方面，也只是書其大要，並非完整呈現；再者，又考慮抄寫者在抄寫時能夠方便，

因而以「文言」寫作而成。 

《中國小說史略》一書，以上下二冊形式分別出版：1923 年 12 月與 1924

年 6 月，分別由北京新潮社出版；隔年，1925 年 9 月，《中國小說史略》合為一

冊，由北京北新書局出版。 

                                                      
167 魯迅：〈序言〉，《中國小說史略》，《魯迅全集》第九卷，頁 4。 
168 魯迅：〈序言〉，《中國小說史略》，《魯迅全集》第九卷，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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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魯迅對《中國小說史略》的研究感到不足，與史料難以蒐集有關。魯

迅在〈題記〉(1930.11.25)中亦為此書感到可惜，如： 

回憶講小說史時，距今以垂十載，即印此梗慨，亦以在七年之前矣。爾後

研治之風，頗益盛大，顯幽燭隱，時亦有聞。169 

但無論如何，在寫作及出版此書之前，魯迅已做了許多相關的資料研究。對於小

說史的書寫而言，仍是一大進步所在，如同胡適在其《白話文學史》中〈自序〉

即有所言： 

在小說史料的方面，我自己也頗有一點貢獻。但是最大的成績自然是魯迅

先生的《中國小說史略》；這是一部開山的創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

斷制也甚謹嚴，可以為我們研究文學史的人節省無數精力。170 

除了胡適在其文中，給予此書高評價外，蔡元培認為此書打破清儒對於小說的偏

見，如： 

「行山陰道上，千岩競秀，萬壑爭流，令人應接不瑕」；又這種環境，所

以歷代有著名的文學家、美術家，其中如王逸少的書，陸放翁的詩，尤為

永久的作品。最近時期，為舊文學殿軍的，有李越縵先生，為新文學開山

的，有周豫才先生，即魯迅先生。171 

雖然《中國小說史略》一書，尚有不足之處，但總歸來說，也為中國小說的歷史

書寫帶來更進一步的發展。 

《中國小說史略》共有二十八篇章，其中清代小說部分佔七章，分為：擬晉

唐小說、諷刺小說、人情小說、以小說見才學者、狹邪小說、俠義及公案小說與

譴責小說等七類。 

                                                      
169 魯迅：〈題記〉，《中國小說史略》，《魯迅全集》第九卷，頁 3。 
170 胡適：〈自序〉，《白話文學史》上卷，《民國叢書》(上海書店，1968 年)，頁 9。 
171 蔡元培：〈魯迅先生全集序〉，《蔡元培先生全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8 年)，頁 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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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一書係根據其先整理編纂《古小說勾沉》、《唐宋傳奇

集》與《小說舊聞抄》三書而編成。其中，《小說舊文抄》為明清小說篇章：〈明

之擬宋市人小說集後來選本〉、〈清擬晉唐小說及其支流〉、〈清之諷刺小說〉、〈清

之人情小說〉、〈清之以小說見才學者〉、〈清之狹邪小說〉、〈清之俠義小說及公案〉

與〈清末之譴責小說〉等諸篇章之素材來源，為魯迅初期在北京大學講學所用的

教材。屬於晚清小說篇章部分有〈清之狹邪小說〉、〈清之俠義小說及公案〉與〈清

末之譴責小說〉等三篇。 

首先，「狹邪小說」是晚清小說的重要類型，其故事背景大多以繁華奢侈的

生活為主，文字描寫各類情色關係，如魯迅曾提及《品花寶鑑》的內容與特色： 

《品花寶鑑》者，刻於咸豐二年(一八五二)，及以敘乾隆以來北京優伶為

專職，而記載之內，時雜猥辭，自謂伶人有邪正，狎客亦有雅俗，並陳妍

媸，故猶勸懲之意，其說與明人之凡為「世情書」者略同。至於敘事行文，

則似欲以纏綿見長，風雅為主，而描摩兒女之書，昔又多有，遂復不能擺

脫舊套，雖所謂上品，及作者之理想人物如梅子玉杜琴言輩，亦不外伶如

佳人，客為才子，溫情軟語，累牘不休，獨有佳人非女，則他書所未寫者

耳。172 

此類型小說展現社會沉迷於金錢欲望的遊戲，魯迅稱為「狹邪小說」。其中，亦

包含諷刺意味。雖然，狹邪小說充滿風花雪月與千篇一律的故事，但從晚清的社

會發展來看，狹邪小說的盛行是一種趨向，同時也是必然性。 

其次，為「俠義小說及公案」，俠義小說及公案小說本為二種小說類型，但

在晚清的俠義公案小說卻是二者模式的相結合。以相同之處來看，這二部小說的

主旨都在於：「揄揚勇俠，讚美粗豪，然又不必背於忠義」173，用魯迅的角度而

言，俠義公案小說是對傳統精神的背棄，174同時也顛覆中國傳統小說中的俠客精

                                                      
172 魯迅：〈清之狹邪小說〉，《中國小說史略》，《魯迅全集》第九卷，頁 264-265。 
173 魯迅：〈清之俠義小說及公案〉，《中國小說史略》，《魯迅全集》第九卷，頁 278。 
174 王德威：〈虛張的正義──俠義公案小說〉，《晚清小說新論──背壓抑的現代性》，頁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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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故凡俠義小說中之英雄，在民間每極粗豪，大有綠林結習，而終必為一大

僚棣卒，供史令本走以為榮寵，此蓋非心悅誠服，樂為臣僕之時不辦也。

然當時於此等書，則以為「善人必獲福報，惡人總有禍臨，邪者必遭兇殃，

正者終逢吉庇，報應分明，昭彰不爽，使讀者有拍案稱快之樂，無廢書長

嘆之時……」(《三俠五義》及《永慶升平》序)云。175 

魯迅認為俠義小說中的英雄人物，多出現於民間有亂之時，能拯救百姓，使百姓

脫離苦痛，因而有英雄之稱號，並且奉行「善人必獲福報，惡人總有禍臨，邪者

定遭兇殃」的宗旨行俠仗義於民間。 

再者，「譴責小說」，主要以揭露社惡習與政治腐敗為主，並以幽默諷刺的手

法批判社會的現實面。以魯迅的角度而言，譴責小說的出現及流行與當時的政治

社會有一定的必然性： 

光緒庚子(一九○○)後，譴責小說之出特盛。蓋嘉慶以來，雖屢平內亂(白

蓮教、太平天國、捻、回)，亦屢挫於外敵(英、法、日本)，細民暗味，尚

啜茗聽平逆武功，有識者則以翻然思改革，憑敵愾之心，乎維新與愛國，

而於「富強」尤致意焉。戊戌變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遂而有義和團之

變，群乃之政府不足與圖治，頓有培擊之意矣。其在小說，則揭發伏藏，

顯其弊惡，而於時政，嚴加糾彈，或更擴充，并及風俗。雖命意在於匡世。

似與諷刺小說同淪，而辭氣浮露，筆無藏鋒，甚且過甚其辭，以合時人嗜

好，則其度量技術之相去亦遠矣，故別謂之譴責小說。176 

魯迅提及譴責小說以獨有的筆法融入風俗之事，並藉以批判社會、匡正時事；諷

                                                      
175 魯迅：〈清之俠義小說及公案〉，《中國小說史略》，《魯迅全集》第九卷，頁 287-288。 
176 魯迅：〈清末之譴責小說〉，《中國小說史略》，《魯迅全集》第九卷，頁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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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小說則以秉持公正之心指直時事弊端，而能以委婉又灰諧諷刺的筆法抒發，其

中又以吳敬梓《儒林外史》最為突出： 

迨吳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擿時弊，譏鋒所向，尤在士林；

其文又慼而能諧，婉而多諷：於是說部中乃始有足稱諷刺之書。177 

在形式上，諷刺小說與諷刺小說雷同，但因寫作筆法、敘事模式不同，因而有其

相異之處，因此稱為譴責小說。 

晚清小說除魯迅所述「俠邪小說」、「俠義及公案小說」與「譴責小說」三類

型外，獨缺早年從事的翻譯科幻小說。但阿英《晚清小說史》中有「翻譯小說」

類；王德威《晚清小說新論──被壓抑的現代性》中亦有「科幻奇譚」之類。何

以《中國小說史略》中，魯迅不談「科幻翻譯小說」？ 

原因可能有四點：第一，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關於小說史的流變文獻資料

源自於史家書寫，如第一篇之篇名──〈史家對於小說之著述及論述〉，是因為清

代剛結束不久，「清史」尚未編纂完成，故無「清史」，因此也無著述，只能依靠

現有文獻資料的收集及編纂整理；第二，魯迅編纂整理的《舊小說聞鈔》僅到清

末「譴責小說」之部分，對於翻譯小說或是科幻小說及其他小說分類之篇章尚未

處理；第三，可能是因為清代底本小說之種類及其變化，和明代相比是更為多，

更為複雜，然而時間有限，因此無法整理；178第四，可能原因為「晚清民國以來

所發生的新派的小說，還很年幼──正在發達創造之中，沒有很大的著作」179，

因此魯迅姑且不論這些正在發展的小說類別。 

 

                                                      
177 魯迅：〈清末之諷刺小說〉，《中國小說史略》，《魯迅全集》第九卷，頁 228。 
178 魯迅：〈清小說之四派及其末流〉，《中國小說史略》，《魯迅全集》第九卷，頁 343。 
179 魯迅：〈清小說之四派及其末流〉，《中國小說史略》，《魯迅全集》第九卷，頁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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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翻譯科幻(1903)到小說史(1924)未提「科幻」的歷程 

此部分重點在於探討論述，魯迅自 1903 年翻譯科幻小說《月界旅行》、《地

底旅行》以來至 1924 年這段期間內的文學觀念變化，從中論述魯迅為何不曾在

《中國小說史略》中提及晚清科幻小說的原由，以及為何翻譯策略由「意譯」轉

向「直譯」的理由。因此，分為「翻譯科幻小說：意譯／轉譯」與「後期翻譯階

段：直譯／硬譯」兩部分論述。 

(一) 翻譯科幻小說：意譯／轉譯 

 魯迅 1903 年發表的科幻翻譯小說《月界旅行》、《地底旅行》是依據日文譯

本轉譯而來，但魯迅在前往日本留學之前並為學習過日語，是到了日本以後才從

頭開始學起。因此，魯迅對於日語的掌握並非完全熟練，致使他在翻譯科幻小說

的過程中，不能很直接的翻譯出原有的情節故事與內容。然而，當時的日文書寫

因為有使用漢字的原故，即使不能完全明白其中的涵義，也能大概拼湊出內容。

但其實這是晚清譯者翻譯的普遍現象，雖不能完全明白其中涵義，但透過內容的

猜測，或是他人的講述，便可進行翻譯的工作，就如同包天笑曾經有所言： 

我知道日本當時翻譯西文書籍，差不多以漢文為主的，以之在譯中文，較

為容易。我就託了他們蒐求舊小說，但有兩個條件：一是要譯自歐美的；

一是要書中漢文多和文少的。我譯的兩種日文小說，就是合乎這兩個條

件。180 

從包天笑的敘述來看，這僅此是一例，但其翻譯的選材卻是晚清譯者的普遍現象。

因此，也就造成了晚清譯者在翻譯的過程中，會產生與原著小說些許出入的現

象。 

                                                      
180 轉引自卜立德：〈魯迅的兩篇早期翻譯〉，《魯迅研究月刊》1993 年 2 第 1 期，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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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晚清的譯者為配合讀者的閱讀習慣，會在翻譯行文的過程中，將小說

的結構進行改變，利用中國傳統章回小說的結構來入文，刪除譯者認為不必要的

情節，並使每回的字數約略相等，有回有目；此外，亦會在文中模仿說書人的口

吻來進入小說的內文中，使譯者成為故事的一份子。 

藉由他者的譯本來進行翻譯的策略，是晚清譯者所使用的普遍手段，同時也

是晚清文學翻譯的弊病之一，因此魯迅在〈通訊〉一文中，就有闡述到他對於早

期翻譯的一些看法： 

我從均風兄處借來《奔流》第九期一冊，看見孫用先生自世界語譯的萊芒

托夫幾首詩，我發覺有些處與原本不合，孫先生是由世界語轉譯的，想必

經手許多，有幾次是失掉了原文的精彩的。181 

從此敘述來看，魯迅認為此種的翻譯手法，對於翻譯文學而言，是有些遺憾的，

容易因為轉譯或是意譯而錯失掉原著之中，最為精彩的部分。 

再者，魯迅對於此種的翻譯現象亦有所質疑，在〈《少年別》譯者附記〉中

有所提及，認為： 

要譯得誠實，恐怕應該是《波西米亞者流的離別的》的。但這已經是重譯

了，就是文字，也不知道究竟和原作又怎樣的天差地遠，因此所性採用了

日譯本的改題，為之《少年別》，也很像中國的詩題。182 

由此段文字內容來看，可以看見魯迅對於轉譯，是抱持著懷疑的角度看待的。因

為無論是轉譯或是重譯，甚至是意譯，對於原著而言，皆已有所出入。 

                                                      
181 魯迅：〈通訊(復張逢漢)〉，《集外集》，《魯迅全集》第七卷，頁 132。 
182 魯迅：〈《少年別》譯者附記〉，《譯文序跋集》，《魯迅全集》第十卷，頁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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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魯迅對於此種翻譯策略，是抱持著懷疑與質疑，在早期翻譯時，卻仍

然使用，其原因可能是在於，「我們因為想介紹些名家所不屑道的東歐和北歐文

學，兒又少懂得原文的人，所以暫時只能用重譯本，尤其是巴爾幹諸小國的作

品」183。雖然，魯迅在〈通訊〉一文中的敘述是以東歐、北歐地區的文學作為論

述對象，但延伸而論，可發現魯迅在早期選擇日文譯本來翻譯《月界旅行》與《地

底旅行》之原因，可能是因為其時懂得的，且又能較有所掌握的語言為日語，相

較於法語而言，因此也就有了他個人的選材與策略方向，是「思想意識決定了譯

者基本的翻譯策略，也決定了他對原文中語言和論域有關的問題的處理方法」184，

可說是譯者的思想意識對於其個人的翻譯策略的影響力，是決定翻譯策略的一種

方法與手段。 

此外，魯迅在致杜衡與唐弢的書信中也有提到，想要流暢的翻譯出原著的意

涵，就必須懂得原文才行，例如「《小說集》系同一譯者從原文譯出，文筆流暢

可觀」185，又如「單靠日文，是不夠的，倘要研究蘇俄文學，總要懂俄文才好」186，

由此可視為「譯者在理解原文的階段，在揣度與領悟原作當時的意義的過程中，

就受到他本人的人生休養，文化知識水平和藝術欣賞趣味等因素的限制，他所達

到地理解程度，就不一定完全與原作的本意相吻合」187，因此，譯作與原作間，

容易對文意產生差異。 

綜合上述，魯迅在後來的文章中檢討了他對於早期翻譯策略的一些看法，可

以發現，是有其優缺點存在的。 

其優點在於，魯迅選擇日文譯本作為翻譯中文底稿，可能因為文字中含有大

量的漢字，可以快速進行的翻譯工作，即使中文的內容有所出入，也能符合日文

                                                      
183 魯迅：〈通訊〉，《集外集》，《魯迅全集》第七卷，頁 131。 
184 郭建中：《當代美國翻譯理論》(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年)，頁 162。 
185 魯迅：〈330820 致杜衡〉，《書信》，《魯迅全集》第十二卷，頁 438。 
186 魯迅：〈340727 致唐弢〉，《書信》，《魯迅全集》第十三卷，頁 184。 
187 許鈞：《文學翻譯的理論與實踐》，(譯林出版社，2001 年)，頁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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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的情節意涵；其次，可能是因為日本的文學發展有一部分是承襲了中國文學，

因此日文譯本中的書寫結構、故事情結與元素與中國文化有所承繼，可以很快被

讀者所接受；又或者，是因為晚清當時的譯者有許多的翻譯來源，大都源自於日

本的翻譯，且取材較為方便，同時以「意譯」作為翻譯的主要策略是晚清譯家的

主要手段，而魯迅受其影響，因而選擇此種翻譯策略。 

其缺點最主要在於，不能有效表達原著中所要呈現的意義，且容易失掉精彩

的部分，使讀者不能直接明白原著作者所要藉由文學作品所傳達的意念；其次，

也可能是因為魯迅初到日本學習日語，便進行翻譯工作，不能有效掌握語言的運

用，因此便以意譯的手法，進行科幻小說的翻譯。 

因此，魯迅有鑒於早期翻譯科幻小說所採用策略不足之處，在後來的策略運

用大多採用直譯的手法，希望能夠直接掌握住原作者所要表達的思想意識。 

(二) 後期翻譯階段：直譯／硬譯 

 魯迅的第一篇翻譯作品為雨果〈哀塵〉，其採用的手法是以「直譯」為主，

在牛仰山〈論中國近代翻譯文學和魯迅的關係〉中對於魯迅所譯的〈哀塵〉有提

到：「除一處可能由於日譯本誤譯外，幾乎是逐字逐句的直譯」188，但在這之後

的科幻小說卻又不使用此一種策略，進行了大量的情節刪削與改寫以符合當時的

潮流所趨。 

  但為何魯迅又放棄意譯，改為直譯的翻譯策略？其原因可能源自於，魯迅在

日本留學七年，精通日語，對日語的歷史發展有所把握，使之在翻譯的過程中能

夠保有原文的特色，189如〈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保存原來的精悍的語氣」與

「按板規逐句，甚而至於逐字譯」，皆是說明魯迅對於直譯的主張。 

                                                      
188 牛仰山：《中國近代文學與魯迅》(桂林：灕江出版社，1991 年)，頁 127。 
189 馮玉文：〈魯迅翻譯的策略、方法〉，《魯迅翻譯思想研究》，頁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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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魯迅對於翻譯，是希望能夠藉由直譯的手法保留原文中的精悍語氣，但卻也

因此遇到些許的困難，致使他的翻譯工作只能以硬譯的方式繼續，以保留直譯的

想法與態度，如〈《托爾斯泰之死與少年歐羅巴》譯者附記〉： 

晦澀，甚而至於難解之處也真多；倘將仂句拆下來呢，又失了原來的精悍

的語氣。在我，是除了還是這樣的硬譯之外，只有「束手」這一條路──

就是所謂「沒有出路」──了，所餘的惟一的希望，只在讀者還肯硬著頭

皮看下去而已。190 

從上引文中可看見，魯迅對於直譯的過程中所遇到的翻譯問題，只能束手面對，

硬著頭皮翻譯，為求譯文能夠與原文之間能夠不失真，保留「精悍的語氣」於譯

文中，使之成為忠實的翻譯。魯迅在譯作《苦悶的象徵》的〈引言〉中，雖不以

硬譯來說明，但也同樣表達了翻譯必須保留原文的口吻，例如「文句大概是直譯

的，也極願意一並保存原文的口吻」；在譯文《出了象牙塔》的〈後記〉中，也

有提到「文句仍然是直譯，和我歷來索取的方法一樣；也竭力想保存原書的口吻，

大柢連語句的前後也不甚顛倒」；又或是在譯作《小約翰》的〈引言〉所談到的

「務欲直譯，文句也反成蹇澀」191等等，皆是魯迅針對於直譯所提出的一些困難

之處。 

直譯對於魯迅而言，是有其困難度存在的，但又為何堅持以直譯作為翻譯策

略，可能原因與其堅持、不放棄的精神有關，同時也受到民國初年潮流所趨。使

用直譯的策略，除可展現新的文本內容外，也能間接傳入新思維新觀念以及新的

語言表達法予以讀者，如〈關於翻譯的通信(並 JK 來信)〉中所言： 

為什麼不完全中國化，給讀者省些力氣呢？這樣費解，怎麼可以稱為翻譯

                                                      
190 魯迅：〈《托爾斯泰之死與少年歐羅巴》譯者附記〉，《魯迅著譯編年全集》第十卷(北京：人民

出版社，2009 年)，頁 24。 
191 魯迅：〈引言〉，《小約翰》，《譯文序跋集》，《魯迅全集》第十卷，頁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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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我的答案是：這也是譯本。這樣的譯本，不但在輸入新的內容，也在

輸入新的表達法。192 

利用翻譯的手法來傳達新的內容，作為文學的類型是可以有所幫助的，但是作為

新的表達方法，卻是有待商榷。其因在於語言表達的影響是必須跟隨著時間的長

流，逐漸潛移默化，才能一點一滴有所改變。此一論述在孫郁〈魯迅翻譯思想知

一瞥〉一文中，認為翻譯「達到了傳達原文的效果，但在改造語言方面卻只能產

生潛移默化的效果」193，魯迅為促使新的語言表達法能夠有所速成，便在文章中

添入許多「充了不少的『底』、『地』、『的』、『地底』、『地的』，讀起來莫名其妙

的長句子」194於文章之中，作為新語言的表達方法之ㄧ。 

直譯與硬譯可作為相同的解釋，例如「『牛』了一下之後，使我聯想起趙先

生的有名的『牛奶路』來了。這很像是直譯或『硬譯』，其實卻不然，也是無緣

無故的『牛』了進去的」195；且在翻譯的本質上都是忠實於原作的一種策略手法，

也是魯迅一再肯定的方法之ㄧ，例如「但自省譯文，這回也還是『硬譯』，能力

只此，仍須讀者伸指來尋線索，如讀地圖：這實在是非常抱歉的」196。雖然，硬

譯而成的譯文，對於讀者而言會澀難懂，也容易讓讀者提出懷疑，但魯迅仍然堅

持硬譯的手法，認為必須「要求中國有許多好的翻譯家，倘不能，就支持著『硬

譯』。理由還在中國有許多讀者層，有著並不全是騙人的東西，也許總有人會多

少吸收一點，比一張空盤較為有益」197的想法。 

 

                                                      
192 魯迅：〈關於翻譯的通信(並 JK 來信)〉，《二心集》，《魯迅全集》第四卷，頁 391。 
193 孫郁：〈魯迅翻譯思想之一瞥〉，《魯迅研究月刊》第 2 期，1991 年。 
194 黎照編：〈通訊一則〉，《魯迅梁實秋論戰實錄》(北京：華齡出版社，1997 年)，頁 618。 
195 魯迅：〈風馬牛〉，《二心集》，《魯迅全集》第四卷，頁 355。 
196 魯迅：〈藝術論譯本序〉，《二心集》，《魯迅全集》第四卷，頁 270-271。 
197 魯迅：〈關於翻譯〉，《南腔北調》，《魯迅全集》第四卷，頁 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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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綜合上述，魯迅的翻譯文學生涯可分成兩個時期來看：前期(1909 年以前)，

以翻譯西方列強，以意譯／轉譯作為主要的翻譯策略，如法國、英國及美國等國

家的作家的科幻小說作品為主，如法國囂俄〈哀塵〉(1903)、美國培倫《月界旅

行》(1903)、米國路易斯托侖〈造人術〉(1905)以及英國威男《地底旅行》(1906)。

後期(1909 年後)的翻譯著作，以，直譯／硬譯為主要翻譯策略手法，除科學論文，

翻譯較多的部分則為西方童話故事，以高爾基一系列〈俄羅斯童話〉與愛羅先珂

的童話故事，如〈池邊〉(1921.09)、〈狹的籠〉(1921.08.01)、〈春夜的夢〉(1921.10.22)

等等作品為主，並兼有雜文論文等方面，其中大多以日本作家厨川白村為主，最

著名者為《苦悶的象徵》，譯於 1924 年 10 月，登載於《晨報副刊》上。由此可

以想見魯迅一生中對於翻譯事業堅持不輟的信念，相信文學的譯介對於啟迪國民

思想是有助力的。 

由此可發現魯迅往往會受到思想意識的主導，進而影響翻譯的策略及方式，

意即「思想意識決定了譯者基本的翻譯策略，也決定了他對原文中語言和論域有

關的問題(屬於原作者的事物、概念、風俗習慣)的處理方法。」198因此，魯迅的

翻譯策略可能受其思想意識以及其生命歷程中所接收事物之影響。 

 

 

 

 

                                                      
198 郭建中：〈文化與翻譯〉，《當代美國翻譯理論》，頁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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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原鄉溯源：凡爾納科幻小說的翻譯旅行 

儒勒‧凡爾納 (Jules Gabriel Verne，1828-1905)，或譯為朱爾‧加布里耶‧

凡爾納、朱爾‧凡爾納，為法國著名小說家、博物學家、科普作家，是現代科幻

小說重要的開創者之一。小說著作以科幻小說作品為主，被譽為「科幻小說之

父」。 

最為著名的代表作有：三部曲《格蘭特船長的女兒》(Les Enfants du capitaine 

Grant)、《海底兩萬里》(Vingt mille lieues sous les mers)及《神秘島》(L'Île 

mystérieuse)；大砲俱樂部三部曲《月界旅行》(De la Terre à la Lune)、《環繞月球》

(De la terre a’ la lune trajet en 97 heures et 20 minutes and Autour De La Lune)及《扭

轉乾坤》；探險小說《氣球上的五星期》(Vingt mille lieues sous les mers)、《地底

旅行》(Voyage au centre de la terre)、《環遊世界八十天》(Le Tour du monde en 

quatre-vingts jours)及《十五少年漂流記》(Deux ans de vacances)等等。而本論文

的研究對象《月界旅行》(De la Terre à la Lune)及《地底旅行》(Voyage au centre de 

la terre)二部小說，今譯為《從地球到月球》、《地心歷險記》，分別為凡爾納小說

「大砲俱樂部三部曲」及「探險」系列的代表作之一。199 

儒勒‧凡爾納的作品主要發表出版於 19 世紀末，其中科幻小說的故事情節

設想與架構皆在 20 世紀成為現實，在作品中展現預知未來的特色。20 世紀以來，

凡爾納的小說作品，如：《海底兩萬里》(Vingt mille lieues sous les mers)、《地底

旅行》(Voyage au centre de la terre)及《環遊世界八十天》(Le Tour du monde en 

                                                      
199 Jules Verne:Voyage au centre De la terre(Librairie Hachette，1966)p.365.(按：此處所述凡爾納相

關資料，來源為此書附錄，此段文字敘述是筆者依據內文整理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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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tre-vingts jours)等等，曾多次被搬上大螢幕拍成電影 200，是世人耳熟能詳的

科幻小說名著。 

其中，《月界旅行》及《地底旅行》，分別於 1903 年與 1906 年由魯迅翻譯為

中文譯本，名為《月界旅行》與《地底旅行》，分別由東京進化出版社與北京啟

新書局於 1903 年、1906 年出版。 

在此章節中探討儒勒‧凡爾納原著小說與魯迅中文譯本間的翻譯旅行，探究

凡爾納各種中文譯本的翻譯過程及演變，以及魯迅個人在選擇翻譯科幻小說之後

的文學路途，以說明為何魯迅不再翻譯科幻小說之原因。 

第一節 晚清凡爾納科幻旅行小說的中文翻譯概況 

    自 1900 年薛紹徽翻譯凡爾納科幻小說《八十日環遊記》以來，受到讀者的

廣大歡迎，因此又再版多次。而中國其他譯者也嗅到此一旋風，紛紛開始翻譯凡

爾納的科幻作品，直至 1911 年左右，凡爾納小說在中國的翻譯作品多達十一種。

在李廣益〈凡爾納的中國旅途〉對凡爾納小說的中譯本統計數量依據陳平原先生

的說法，指出 1900 至 1915 年間，凡爾納小說的中譯本有二十種之多。201由此可

發現凡爾納小說在中國是受到讀者歡迎的。 

但，也因為不同譯者對於凡爾納小說地翻譯所使用的底本不同，造就了許多

音譯上不一樣的名稱出現。因此本章節，將分成兩部分，談論「凡爾納」一名，

                                                      
200 1902 年《月球旅行記》(Le Voyage dans lalune)以凡爾納小說《月界旅行》以及赫伯特‧喬治‧

威爾斯《最早登上月球的人》為基礎的法國黑白無聲科幻電影；1954 年《海底兩萬里》拍攝成

電影，同名上映；1959 年《地底旅行》翻拍為電影《地心遊記》；1997 年《海底兩萬里》再度翻

拍為《海底奇航》；2004 年《環遊世界八十天》拍攝成電影，同名上映；2005 年《神秘島》番拍

成電影，並以同名上映；2008 年《地底旅行》再度翻拍電影，並以《地心冒險》為明上映；2012
年《地心冒險 2：神秘島》，為 2008 年電影《地心冒險》續集，由凡爾納小說《神秘島》改編而

來。 
201 李廣益：〈凡爾納的中國旅途〉，《讀書》2015 年第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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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清的中文譯名現象，以及梳理凡爾納科幻翻譯小說在晚清的中文譯本所被翻

譯與出版的情形。 

一、「凡爾納」的中文譯名 

凡爾納之名，在晚清因為不同的譯者根據不同語音判讀，而有不同的語音異

讀，因而產生許多不同中文翻譯的名稱，例如儒勒‧凡爾納即是根據 Jules Verne

法語發音而來的中文翻譯之一。李廣益〈凡爾納的中國旅途〉：「凡爾納這個名字

的中譯相當混亂，有房朱力士、焦士威爾奴，裘爾卑奴、蕭爾斯勃內等七八個，

中青社的選集出版後才得以統一」202，據李廣益論述可發現，晚清翻譯的亂象與

策略，使凡爾納的中文譯名有許多種寫法，本文根據發音方法可分為法語、英語

以及日文三者來分別論述。(見表 8：「儒勒‧凡爾納」晚清譯名之異同一覽表) 

首先，是以法語發音為主。在薛紹徽翻譯的《八十日環遊記》中，曾經被譯

為「房朱力士」；梁啟超於《十五小豪傑》中翻譯為「焦士威爾奴」；天笑生(包

公毅)《鐵世界》譯為「迦爾威尼」，三者名稱看似不同，其實都是根據「凡爾納」

法語發音的音譯。 

其次，是英語發音。在盧籍東意譯《海底旅行》中據英語發音翻譯為「蕭魯

士」；元和奚若譯述的《秘密海島》翻譯為「焦士威奴」；而由商務印書館所出版

的凡爾納翻譯小說《環遊月球》則統一譯為「焦奴士威爾斯」；而後，又有謝炘

翻譯的《飛行記》(一名《非洲內地飛行記》)為「蕭爾斯勃內」以及叔子翻譯的

「裘爾卑奴」等翻譯名稱，而這些在當時都指向為同一人──「儒勒‧凡爾納」，

只是因為受到不同譯者翻譯而有所不同名稱出現。同時，這也是晚清翻譯現象中

所形成的一種亂象，同一名作者可能因為讀音的不同而有許多不同的名字，凡爾

納則屬其中一例。 
                                                      
202 李廣益：〈凡爾納的中國旅途〉，《讀書》2015 年第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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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魯迅所翻譯《月界旅行》與《地底旅行》經後人考證皆為凡爾納之作，

但屬名卻直指「查理士‧培倫」與「英國威男」，其原因可能源自於魯迅並未直

接以凡爾納法文原著作為翻譯底本，而是經由日文譯本翻譯而來。而凡爾納小說

日文譯本所著之小說作者名稱有誤，因此魯迅按日文譯本進行中文翻譯時將凡爾

納誤譯為「查理士‧培倫」與「英國威男」。 

因此，有關於凡爾納之名在晚清的譯名，在唐弢(1913-1992)〈科學小說〉一

文中亦有提及，如： 

儒勒‧凡爾納(Jules Verne)這個譯名根據的是法語發音，看起來有點陌生，

其實，他倒是最早被介紹到中國來的作家之一。一九○二年，梁啟超創辦，

新小說》，從創刊號起，就登載了他的《海底旅行》，譯者為南海盧藉東，

由東越紅溪生潤文。這也是當時的一種風氣，一個人照譯原文，由另一個

常於詞藻的人替他修改潤飾，發表時一同屬名。儒勒‧凡爾納的姓名當時

被譯為「蕭魯士」，大概士根據英語發音譯了 Jules 一字，漢化了他的姓名。

後來商務印書館的《說部從書》也介紹過他，作者的姓名被譯成為「焦土

威奴」，那卻是兩個字連譯，根據的仍是英語發音。203 

儒勒‧凡爾納在晚清有諸多翻譯名稱，其翻譯後的名稱皆是根據其發音為主，因

而造成許多訛誤。再者，唐弢在文中亦有提及魯迅於《月界旅行》、《地底旅行》

二書之中，對於原著作者的錯誤認知是根據於日文發音之故，如： 

《月界旅行》出版於一九○三年十月，進化社版，當時採取賣稿的方式，

所以只混稱「中國教育普及社譯印」，沒有具上譯者的姓名。但原作者卻

被誤作美國培倫，序文裡說「培倫者，名查理士，美國碩儒也。」魯迅先

生是從井上勤的日譯本重譯的，看來日譯本也是根據美國出版的英譯本重

                                                      
203 唐弢：〈科學小說〉，《晦庵書話》(北京：新華書店，1980 年)，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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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所以把作者當作美國人；又因日本人念齒唇音的「V」為唇音的「B」，

把 Jules Verne 譯成為查理士‧培倫，越來越像一個美國人的姓名了。204 

根據唐弢所論，可知魯迅對於凡爾納的謬知原自於日譯本的訛誤，因此造成了魯

迅所翻譯的譯本，雖然書名為同一套書，卻造成了原著作者不同名之故。而這也

反映了晚清譯者在翻譯的過程中，其所根據的譯本往往並非為原著，而是經由輾

轉譯述而來的二手資料，因而出現翻譯之後的作者與原著作者名稱不實的現象反

覆出現。 

同樣的問題不只是發生在魯迅所翻譯的《月界旅行》，《地底旅行》也出現了

同樣的狀況，唐弢〈科學小說〉： 

作者的譯名是「威男」，這是 Verne 的音譯，但籍貫又被誤稱為英國，大

概還是因為日譯根據的是英譯本的緣故吧。這樣，儒勒‧凡爾納在中國讀

者的記憶裡，就有了三個國籍，這是亟需為之訂正的。205 

魯迅將《地底旅行》作者標明為「英國威男」，顯示出晚清譯者在翻譯的普遍情

形，大多譯者都是藉由日譯本來進行翻譯事業的，而日譯本又是根據英國人所翻

譯的英譯本或是美國人所翻譯的英譯本為主，很少直接用原著語言進行翻譯的。

但是，這並不妨礙晚清譯者想要在文學翻譯中所要傳達的個人思想，反而更能在

翻譯作品之中展現出經由輾轉翻譯而成為富有中國意味的西方文學作品。 

 

 

                                                      
204 唐弢：〈科學小說〉，《晦庵書話》，頁 17。 
205 唐弢：〈科學小說〉，《晦庵書話》，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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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凡爾納科幻小說的中譯本 

晚清之際，凡爾納科幻小說受到時代風潮影響，有許多作品為當時譯者所翻

譯並出版，或連載於報刊之中。(見表 9：晚清凡爾納小說的中文譯本一覽表) 

(一)1900 年：《八十日環遊記》 

據樽本照雄《新編增補清末民初小說目錄》中有關凡爾納在清末被翻譯成中

文的小說作品來看，可發現最早可考的作品為 1900 年由福建女詩人薛紹徽在其

丈夫陳壽彭的幫助下，翻譯凡爾納於 1872 年所出版的 Le tour du Monde en 

quatre-vingts Jours(今譯：《環遊世界八十天》)《八十日環遊記》，並由經世文社

所出版發行。首版發行署名譯者為薛紹徽，但根據在第二版之後的譯者屬名和自

序中，可以發現薛紹徽是負責筆述，由陳壽彭所口譯。 

1906 年 2 月，又重新出版《八十日環遊記》，由上海小說林社負責發行，譯

者署名為陳繹如(逸儒)、薛紹徽(秀玉)；又改名為《寰球旅行記》，由陳繹如負責

翻譯，小說林社出版。 

《八十日環遊記》除了陳繹如、薛紹徽二人翻譯的版本外，尚有雨所譯的《環

球旅行記》在 1905 年 12 月至 1906 年 1 月以連載的形式刊登於《時報》上；有

正書局在 1906 年出版，雨澤所翻譯的《環球旅行記》全書共 37 節以單行本形式

出版；以及，上海時報館記者陳景韓譯述由上海時報館負責出版的《環球旅行記》

等。 

(二)1901 年：《十五小豪傑》 

在 1901 年梁啟超以少年中國之少年為筆名翻譯了凡爾納於 1888 年所出版

Deux ans De Vacances(今譯：《十五少年漂流記》)，譯為《十五小豪傑》，並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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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春江花月報》之上；在 1902 年又重譯登載於《新民叢報》第 2 號至第 13

號，以連載的形式重新翻譯在發表，但是梁啟超此登載作品並未完成，後續內容

則由披髮生(羅普)所譯，接續連載於《新民叢報》第 14 號至第 24 號期刊中。因

此在 1903，由日本橫濱新民社與上海廣智社、小說林社所出版的《十五小豪傑》

18 回單行本皆屬名為「飲冰子(梁啟超)、披髮生(羅普)合譯」。1904 年，橫濱新

民社又再次出版發行。 

(三)1902 年：《海底旅行》 

在 1902 年由橫濱新小說林社出版的《海底旅行(泰西最新科學小說)》21 回，

為凡爾納於 1869-1870 年出版的 Vingt Mille Lieues Sous les Mers(今譯：《海底兩萬

里》)，由南海盧籍東意譯、東越紅溪生潤文、批髮生批三人共同完成，是根據

大平三次在 1884 年所翻譯《五大洲中海底旅行》的版本再進行翻譯而來，最先

以連載形式發表於《新小說》1 號至 18 號刊物中。在 1906 年時由日本橫濱出版

社小說林社負責出版發行 21 回《海底旅行》。 

然而，1906 年所出版的《海底旅行》除了此一版本外，尚有另一版，是以

海外山人譯《海底漫遊記》15 回，由新小說社所出版的翻譯小說作品。 

(四)1903 年：《鐵世界》、《月界旅行》、《地心旅行》、《空中旅行記》 

1.《鐵世界》 

在1903年，天笑生(包公毅)根據了紅芍園主人(森田思軒)所翻譯並聯載於《報

知新聞》上的連載小說《仏‧曼‧二学士の譚》所譯述而來的《鐵世界》，其原

著為凡爾納於 1879年所出版的科幻小說 Les Cinq Cents Million De la Begum(今譯：

《該卡利達的財富》)，集合成單行本的形式，由上海文明書局負責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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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界旅行》 

同年，魯迅也翻譯凡爾納出版魚 1865 年的小說 De la Terre a’la Lune Trajet en 

97 heures et 20 minutes(今譯：《從地球到月球》)，《月界旅行》其版本是根據 1886

年三木佐助所發行、井上勤翻譯的《(九十七十二十分間)月世界旅行》之日譯本

為底本，後由中國教育普及社所負責譯印，東京進化社負責出版發行事宜，在當

時是以採取賣稿的方式，所以只混稱「中國教育普及社譯印」，沒有具上譯者的

姓名。 

3.《地底旅行》 

魯迅以之江索士為筆名翻譯《地底旅行》，其原型為 1864 年凡爾納出版的

Voyage au Centere de la Terre(今譯：《地心歷險記》)，其翻譯文本是根據三木愛

華與高須治助共同翻譯《拍案驚奇：地底旅行》由九春社 1885 年所出版為版本

進行翻譯作業，並在 1906 年由上海普及書局、南京啟新書局發行《地底旅行》

單行本，香港地區由今代圖書公司出版，但無出版年月。 

《地底旅行》除了魯迅的中譯本外，在 1906 年亦出版的《地心旅行》(一名

《地球隧：科學小說》)，是由上海知新主人周桂笙所譯述，上海廣智書局負責

出版發行。 

4.《空中旅行記》 

在 1903 年，除了魯迅與周桂笙的中文翻譯小說外，在《江蘇》一、二期刊

物中，是由佚名所翻譯了凡爾納 1863 年首部發表的小說 Cinq Semaines en 

Ballon(今譯：《氣球上第五星期》)，《空中旅行記》發表於此，其翻譯自井上勤

的日譯本《亞弗力加內地三時五日間空中旅行》而來。而後，《空中旅行記》在

1907 年，謝炘又再度翻譯，以《飛行記》(一名《非洲內地飛行記》)之名，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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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行本由上海小說林社所出版發行。 

(五)1904 年：《環遊月球》、《秘密使者》 

1.《環遊月球》 

1904 年間，商務印書館以井上勤在 1883 年所翻譯的《月世界一周》日文譯

本作為底本，其原著為凡爾納 Autour De la Lune(今譯：《環繞月球》)的《環遊月

球》一部小說，最早出版於 1904 年 7 月，第一次再版於 1905 年 6 月，其間經過

多次編譯、重譯再版等事項，直至 1913 年 7 月以再版在發行五次。 

2.《秘密使者》 

天笑生(包公毅)根據了羊角山人譯述、森田思軒刪述於 1887 年連載刊登於

《郵便報知新聞》的〈盲目使者〉日譯小說，翻譯了凡爾納小說 Michel Strogoff De 

Moscou a Irkou Tsk(今譯：《沙皇的信使》)，《秘密使者》一書，由小說林社負責

出版發行。但此部小說譯作在 1910 年 11 月至隔年 6 月天笑生(包公毅)將名稱改

為《秘密黨魁》，並重新翻譯連載於《小說時報》第 7 至第 10 期中。  

(六)1905 年：《秘密海島》 

1905 年，凡爾納小說 L’lle Mysterieuse(今譯：《神秘島》)，由元和奚若在 4

月及 5 月譯述《秘密海島》一、二卷，上海小說林社出版，並列入「小說林叢書」

之中；而後《秘密海島》下卷，一同與蔣維喬潤辭譯述共同完成，並由小說林社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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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1906 年：《一捻紅》 

1906 年，包公毅以天笑作為筆名所翻譯的《一捻紅》37 回單行本小說，其

原著小說為凡爾納於 1895 年的小說作品 L'Île à hélice(今譯：《機器島》)，由上

海小說林社出版發行，並列入「小說林叢書」之一；而後，小說林社又以天笑生

為署名，於 1 月又出版《一捻紅》37 回單行本。 

綜合上述，十一種在晚清出版的凡爾納中文譯本小說，自薛紹徽翻譯的《八

十日環遊記》出版後，受到讀者的廣大歡迎，又重新再版了許多次。在影響之下，

凡爾納的小說作品也被翻成許多中文譯本，直至 1911 年，不下十五六種，除了

譯者可查找的以外，尚有若干不知名譯者所翻譯的中文小說流傳於坊間。 

其中，1903 年由魯迅所翻譯的《月界旅行》與《地底旅行》二部中文翻譯

小說，即為本文所討論之重點。 

三、 小結 

    綜合上述，可發現凡爾納小說在晚清的翻譯有許多名稱的出現，根據譯者所

使用的語言版本不同而有所不同，使「凡爾納」一名，有許多的中文說法，並無

一定論可言，直到中青社選集出版後，「凡爾納」一名才得以有統一譯名；除作

者名字因讀音不同外，凡爾納小說作品的名稱也有許多中文譯名，如 Cinq 

Semaines en Ballon，今譯《地球上的五星期》在晚清的翻譯有《空中旅行記》、《飛

行記》(《非洲內地飛行記》)等名稱；Voyage au Centere de la Terre，今譯《地心

歷險記》在晚清時又譯為《地底旅行》、《地心旅行》(《地球隧》等名，各種譯

名的出現皆反映出晚清末年翻譯的亂象，同時也能看出凡爾納小說在晚清之際便

受到讀者與譯者歡迎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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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月界旅行》、《地底旅行》從法文原著到魯迅中譯本的發展 

小說經由創作到出版、讀者的閱讀與接受等等過程之間，容易出現許多複雜

又多面的情形，根據著作者的個人生命歷程、思想意志、與創作題材的關聯性，

產生許多的複雜現象。原著小說出版後受到當地廣大地讀者歡迎，便會有其他譯

者嗅到此種炫風，開始進行小說的翻譯，凡爾納的小說作品，即是其中一例。 

在此章節的目的，主要探討凡爾納科幻小說的翻譯背景，從原著的成書背景

論起，討論在晚清之際凡爾納小說一連串的翻譯旅行過程，分為兩大論點，先探

究「法文原著與英譯本、日譯本的成書及其翻譯背景」，再討論「魯迅中文譯本

與其他語言版本在形式上的差異」。 

一、 法文原著與英譯本、日譯本的成書及其翻譯背景 

本文在此分為「法文原著及其成書背景」、「英文譯本及其成書背景」以及「日

文譯本及其成書背景」等三個重點依次論述，從作者、譯者的個人生命經驗與生

長背景以及家庭環境著手，探究小說被創作與被翻譯的原因，並藉此過程釐清凡

爾納創作科幻小說的背景，與凡爾納小說在創作之後，小說的翻譯路徑，從中理

出凡爾納小說的翻譯路徑。 

(一) 法文原著及其成書背景 

1.關於凡爾納的創作背景 

儒勒‧凡爾納，生活於西元 1828 年至 1905 年間，是一位科幻創作家，但並

非是一位科學家。在他小說作品中的科學知識是透過閱讀大量的大眾天文學作品

與科學雜誌及時常留意最新的科學與技術發展所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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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凡爾納也並非是一位旅行家或是探險家，在小說作品中的旅行探險過

程是透過大量閱讀相關的大眾地理知識，以及藉由他者的旅行探險敘述所創作，

這與他少年經歷有絕大的關聯。206因此，凡爾納成為一位特別的科幻旅行小說作

家，以非科學家、旅行者或是探險家的身分來書寫作品，藉由自己的想像力與實

際根據來發展故事情節，更受到讀者的歡迎，也更貼近於讀者的閱讀口味，如同

艾倫‧狄波頓(Alain de Botton)在《旅行的藝術》(The Art of Travel)一書中的敘述：

「比起現實，藝術和期待的經驗比較容易讓人接受。在期待或藝術的想像裡，有

著許多的省略和壓縮，捨去無聊和煩悶的部分，把我們的注意力導向精彩的片刻。

這麼做並沒有假造或者修飾，只是去蕪存菁，呈現生活生動，協調的一面」207，

或者是「實際經驗往往鄙俗不堪，想像這個替代品可能不僅提供了滿足，或許還

更勝一籌」208，凡爾納以想像代替實際經驗，領讀者翱翔於科幻的旅行世界之中。 

1864 年，凡爾納開始接受高等教育，在巴黎文藝沙龍認識大仲馬(Alexandre 

Dumas)，並與他成為摯友，一同創作劇本，開啟凡爾納的寫作之路。然而，在

早期凡爾納的創作並不是很成功，雖然與大仲馬合作過一些舞台劇，但反應並不

熱烈，因此他開始從觀察身旁的一些作家進行思考開始，轉換寫作的視野與角度，

從地理學出發，開始嘗試創作小說，逐漸成為他未來科幻小說作品的雛形。 

凡爾納 1864 年及 1865 年間，創作並發表《地底旅行》、《月界旅行》二書，

吳岳添〈十九世紀的文學流派〉提到，凡爾納一生創作科幻小說無數，但其實他

從未出門旅行，主要是從大量的閱讀中累積科學知識，所以在他的作品之中，能

夠引起讀者興趣，宛如身歷其境一般，原因乃自於他的科學想像實際上是科學的

                                                      
206 吳岩：「11 歲那年，凡爾納突發奇想，裝扮成少年水手，登上開往印度的卡羅里號輪船，渴

望出海遠行。幾小時之後，他的父親乘船追尋，終於將他找回。凡爾納受到了重罰。傍晚，他躺

在床上，留著淚向母親保證，今後他將只在『幻想中遠航』」，〈凡爾納及其作品〉，《科幻文學入

門》(福州：福建少年兒童出版社，2006 年 12 月)，頁 158。 
207 艾倫‧狄波頓(Alain de Botton)著、廖月娟譯：《旅行的藝術》(The Art of Travel) (台北：先覺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 年)，頁 25。 
208 艾倫‧狄波頓(Alain de Botton)著、廖月娟譯：《旅行的藝術》(The Art of Travel)，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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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理，是對未來科學的預言，209也就是「凡爾納的小說不是靠單純的想像和幻想

寫作出來的，而是以科學為基礎創作出來的」210；再者，又因凡爾納深受於「月

球地景與其他風景的主要差別，在於前者我們只能觀看，其他感官全都接觸不到，

而且大部分風景僅止於想像」211，凡爾納科幻小說可說是滿足當時對未來科技的

想像視野。 

然而，凡爾納所身處的時代法國文學的背景正值法國社會政治上最為動盪的

時期，經歷法國大革命(1789-1799)、拿破崙政權(1804-1815)、波旁王朝復僻

(1814-1830)、1830 年七月革命、1848 年二月革命及普法戰爭(1870)等等事件。

在種種不安社會環境下，產生各種文學思潮，因此 19 世紀是法國文學最輝煌的

時代。此時期的文學思潮當屬「浪漫主義」，凡爾納的小說出於此時期之作，如

《地底旅行》與《月界旅行》二者。 

浪漫主義文學運動興盛時期在1820年至1850年之間，文學藝術的特徵是「主

觀上抒發個人的強烈感情，客觀上著力描繪優美的自然景色」212，此點同《地底

旅行》中，凡爾納對於小說主角在旅行途中所見的風景用以細緻的手法來呈現，

使讀者宛如身歷其境一般；而浪漫主義的文學又「崇尚自由、幻想，在體裁或風

格尚不受任何限制」213，如同《月界旅行》一書中，凡爾納將對於月亮的各種想

法，幻想為一段前往月球旅行的故事，在小說情節中化不可能為可能，呈現出一

種崇尚自由、又不受任拘束的寫作風格。 

外國文學的影響，也是浪漫主義文學形成的另一重要原因，理由是因德國、

                                                      
209 吳岳添：〈十九世紀的文學流派〉，《法國文學流派的變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 年)，
頁 117。 
210 蔡秉霖：〈凡爾納《海底兩萬里》的海底歷險〉，《英雄歷險與困境糾纏》(台北：紅螞蟻突書

股份有限公司，2012 年)，頁 155。 
211 貝恩得‧布倫納(Bernd Brunner)著、甘錫安譯：《探月》(Moon :A Brief History)(台北：行路出

版，2016 年)，頁 117。 
212 吳岳添：〈十九世紀的文學流派〉，《法國文學流派的變遷》，頁 74。 
213 吳岳添：〈十九世紀的文學流派〉，《法國文學流派的變遷》，頁 74。 



 
 

102 
 

英國以及義大利的浪漫主義文學皆早於法國，為了能夠徹底擺脫古典主義對文學

的影響，浪漫主義者便向外國的文學尋求相關理論與文學作品，並且透過翻譯大

量介紹到法國的文學界。所以，法國「浪漫主義文學的題材除了基督教和中世紀

之外，大都取材於外國或法國的歷史」214，如《月界旅行》的小說背景是以美國

獨立戰爭後的歷史發展為敘事脈絡，進而延伸出到月球旅行的科學幻想故事；而

《地底旅行》則是將背景故事奠基於 18 世紀啟蒙時代後，對於地球科學知識的

新發現之上，並衍伸出一系列探究地底的旅行故事。 

同時浪漫主義的特徵也重在抒情與表現自我的情感，是因於長久的社會動盪

不安之下，文人與作家只能將壓抑的情緒藉創作寄情於大自然的景物之中，亦如

「異國風景讓我們著迷之處，或許就是我們在自己家鄉渴望而得不到的東西」215，

就像是在《地底旅行》中凡爾納藉由亞蘺士與列曼二人的視野，對旅途中的所見

事物及自然風景進行詳細的描繪與敘述，使讀者沉浸在異國風景的氛圍內，將自

我的情感寄託於文字之中；又如《月界旅行》中，凡爾納將時代的背景至於美國

獨立戰爭結束之後，槍砲會社的成員因社會逐漸安定，而使自身才能無以施展之

處的悲哀之下，但從凡爾納個人所生處的時代來看，可以發現他是將自己對於安

定的社會生活寄託於他國的經驗之上，並期望自己所處的國家能早日迎來安定的

生活，因為「某些自然的影像可以常存在我們心中。這美麗的影像一旦進入我們

的意識，就會與我們的困境形成對比，而能夠安慰我們」216。雖說科幻小說以天

馬行空的情節，光怪陸離的器械背景曾經吸引許多趨時好奇的讀者，但是在它表

面的無稽之談外，科幻小說的論述也可說是深富歷史意義，尤其是它以反寫實的

筆調，隱射了最真實的家國危機。 

吳岳添〈十九世紀的文學流派〉又提及，凡爾納的科幻小說在 19 世紀的浪

                                                      
214 吳岳添：〈十九世紀的文學流派〉，《法國文學流派的變遷》，頁 77。 
215 艾倫‧狄波頓(Alain de Botton)著、廖月娟譯：《旅行的藝術》(The Art of Travel)，頁 93。 
216 艾倫‧狄波頓(Alain de Botton)著、廖月娟譯：《旅行的藝術》(The Art of Travel)，頁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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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主義文學之下，是一特殊的文學類型。其因在於凡爾納於創作之中，並不以抒

發主觀的情感，也不任意進行文學的想像為主，因此與一般的浪漫主義虛構故事

有所區別。217但，凡爾納《月界旅行》除了展現浪漫主義的寫作特徵外，也是表

達實證主義的科學精神，如王德威在〈淆亂的視野──科幻奇譚〉中即有此論述： 

作為一種文類，科幻小說興起於十九世紀的歐洲，是實證主義認識論與科

學話語發展的副產品。誠如馬克‧羅斯(Mark Rose)所言，「科學小說通過

籲求科學的精神，來維護其描寫的虛構世界的可能性，並藉此與狂想小說

區分開來。」218 

王德威將科學小說是為實證主義下的產物，也與當時歐洲的社會背景有關，因而

此一論述也可看出科學小說的誕生與歐洲17世紀來至18世紀的啟蒙運動有關，

人類不僅在生活上走向科學的實證主義，在文學上也開始有所變化。而凡爾納的

小說可以是實現了人類長久以來的夢想以及科學時正下的產物，且小說的情節高

潮迭起、景色壯觀，充滿各種異國情調與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因此是在科學技

術充分發展條件下的浪漫主義小說。219凡爾納的小說創作，可以說是融合了 17

世紀以來的啟蒙運動的科學思潮與 19 世紀的浪漫主義與實證主義下的文學作

品。 

除了身分以及當時的文學思潮影響外，凡爾納創作科幻小說還有一項重要原

因，即 18 世紀以來，歐洲開始興起了對於月球的迷戀，且是源自於對荒涼與壯

麗山水的深深著迷，尤其是高低起伏險峻的火山景色、天寒地凍的極地雪景以及

廣大而乾燥炎熱的沙漠地帶，吸引多數科學家、探險家前往冒險。艾倫‧狄波頓：

                                                      
217 吳岳添：〈十九世紀的文學流派〉，《法國文學流派的變遷》，頁 195。 
218 王德威：〈淆亂的視野──科幻奇譚〉，《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頁 331。 
219 王德威：〈賈寶玉坐潛水廷──晚清小說新論〉，《小說中國──晚清到當代的中文小說》，頁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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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闊的風景具體表現了人類意志所不能左右的力量」220，論證了凡爾納《地底

旅行》透過亞蘺士與列曼二人的旅行過程，將鄉間景色、荒野叢林、高山大海以

及各種珍奇異獸盡收眼底，且依依描繪於文字之中，展現於讀者眼前，波瀾壯闊

的風景使人走入自然之中，沉浸在風景之中，激發出內在的冒險精神，卻又往往

懾服於它之下，產生敬畏佩服之意。 

再者，月球的地景與地底的空間想像，相較於地表的景物，前者只能透過視

覺的角度來觀察，無法以身體作為載具實際感受，對月球表面所觀看的事物，僅

止於想像；後者更無法實際體驗，因此凡爾納透過虛擬的想像，在地表之下擬出

一個近似於地表之上的空間，且擁有與地表類似的天氣變化、高山大海、珍奇異

獸及荒野叢林等景觀，試圖透過想像的手段描繪出一個與地表近似於平行的空

間。 

2.《地底旅行》與《月界旅行》的出版發行 

凡爾納《地底旅行》小說最早的出版是在 1864 年，最早開始是以連載的形

式出刊，後由法國巴黎著名的出版商皮埃爾‧朱爾斯‧赫澤爾(Pierre-Jules Hetzel)

集合成冊負責發行事宜。全書共可以分成四十四章分別敘述小說的故事發展，在

每章每回中皆有插圖與文字作搭配，以呈現故事中的人物、風景與所見所聞，用

以增加讀者在閱讀過程的興趣(參照附錄圖表 1：凡爾納《地底旅行》法文原著插

圖)。 

其次，則為《月界旅行》一書，原文名為 De la Terre à la Lune，出版發行於

1865 年，與《地底旅行》為同一出版商所負責出版。全書共分成二十八章分別

敘述其小說中的內容發展，且凡爾納於每章節中，皆附有章節名稱，以概要說明

該章節的故事大要。且於 1865 年出版之版本於書籍內文中附有大量圖片，與文

                                                      
220艾倫‧狄波頓(Alain de Botton)著、廖月娟譯：《旅行的藝術》(The Art of Travel)，頁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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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內容作搭配，呈現於讀者眼前，使讀者能夠快速進入小說的情節中，且可以為

讀者提供一個想像依據。(參照圖表 2：凡爾納《月界旅行》法文原著插圖) 

(二) 英文譯本及其翻譯背景 

 凡爾納的科幻小說《月界旅行》與《地底旅行》二部小說，自 1864 年出版

以來，便受到許多讀者的歡迎，在英國與美國皆有英文譯本的翻譯與出版。山田

敬之〈魯迅與儒勒‧凡爾納之間〉有提及到，凡爾納的小說一發表的同時，便因

為情節中的奇異幻想而受到讀者的歡迎，因此法文原著只要一經出版，幾乎在同

一時刻即有英文譯本的出版，很快的被翻譯成英文小說。 

 因此，根據目前所查，最早的《地底旅行》英文譯本是出版於 1871 年由英

國倫敦Griffith Farran 所發行，譯者為佚名；而後於 1877年又有 Frederick Amadeus 

Malleson 所翻譯的英文譯本出版於世。然而，《地底旅行》除了在英國外出版英

文本外，在美國亦有所翻譯與出版。 

其次，《月界旅行》的英譯本最早被出版於 1869 年美國紐澤西州，當地報館

紐瓦克日報(Newark，NJ)所屬的紐瓦克周刊(Newark Journal)上，以連載的形式發

表，譯者為 J.K. Hoyt。在英國方面出版的英文譯本，則是在 1873 年由 Lewis Page 

Mercier 與 Eleanor E. King 兩位譯者所共同翻譯而成。 

 對於凡爾納小說的英譯本，據美國學者 Walter James Millery 在重譯《月界

旅行》時有指出，此一小說的英文譯本因為謬誤甚多，而影響了英美讀者對於凡

爾納科幻小說的接受，因此與凡爾納的原著產生了許多出入。221但此種謬誤的產

生並非限於《月界旅行》的翻譯，在《地底旅行》也有出現相同的狀況，例如在

「北美凡爾納協會」所發表的一篇文章 Information and reviews for “Journey to the 

                                                      
221 Wallter James Miller:Foreword : A New Look at Jules Verne(Twenty Thousand Under the Sea), 
ESSAY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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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er of the Earth，指出當時凡爾納的小說翻譯為能夠配合當地讀者的閱讀習慣，

會將小說中的人物或是地名進行修改，如列曼教授法文名應為 Lidenbrock 卻被

改成為 Hardwigg，而亞蘺士原名應為 Axel 卻被譯為 Harry，而小說情節中的大

量科學內容也被進行刪減，甚至於添加入許多的凡爾納在原著中不曾出現的故事

情節，以致於產生了謬誤的現象。在後來的英文譯者又大多以此為底本，進行重

新翻譯的工作，也就產生後來英譯本謬誤不斷的情形了。 

在山田敬之〈魯迅與儒勒‧凡爾納之間〉也有提到，關於英譯本的問題，如：

「據說《月世界旅行》的最好的英譯本是 1978 年出版的《詳注版儒勒‧凡爾納

月世界旅行》，(Newton Classics《月世界旅行‧解說》) 。那之前的英譯本幾乎沒

有可以信賴的。從井上勤依據的底本連原作者的名字都搞錯了這一點，即證明了

上述問題。」
222
《月界旅行》最好的英文版本，為 1978 年出版的《詳注版儒勒‧

凡爾納月世界旅行》。 

 《月界旅行》與《地底旅行》英文譯本的出現，正值於英美社會歷史的轉

折，是一個新時代的來臨。工業革命發展至此，已逐漸成熟，也帶動了科學與藝

術的蓬勃發展。從《月界旅行》的被翻譯來看，小說中所賦予的情節內容，透過

小說人物實現月球旅行的過程，結合了科技工業與科學運算的成果，希望透過科

學技術的進步，實現不可能的旅行；《地底旅行》透過情節描述小說人物的旅行

過程，引領讀者重返遠古地球的時代，展現出地球生命的演化歷程，以論證進化

論思維與地球之間的關係。 

 

 

                                                      
222 山田敬之：〈魯迅與儒勒‧凡爾納之間〉，《魯迅研究月刊》2003 年第 6 期，頁 2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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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文譯本及其翻譯背景 

1. 井上勤《九十七時二十七分間月世界旅行》 

井上勤除了翻譯自《天方夜譚》(又名《一千零一夜》)的《全世界一大奇書》223 

(1885)或翻譯自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列那狐》(Reinaart 

de Vos: de felle met de rode baard，1794)的《狐の裁判》224外，亦翻譯了諸多法國

科幻小說家儒勒‧凡爾納的文學作品，如 1881 年翻譯《九十七時二十七分間月

世界旅行》，由東京書籍會社出版；1883 年翻譯《月世界一周》225，由博聞社出

版；1884 年翻譯《海底記行：六萬英里》226，由博聞社出版；以及翻譯《亞非

利加內地三十五日間空中旅行》227，由繪入自由出版社出版；1888 年翻譯《通

俗八十日間世界一周》228，由自由閣出版等譯作。 

井上勤(1850-1928)，1850 年出生於德島城下前川中洲，父親是蕃醫，七歲

留學學習英語，十六歲成為翻譯員，是翻譯外國文學作品的先驅者之一。翻譯著

作以凡爾納作品最為有名，顏健富《從「身體」到「世界」：晚清小說的新概念

地圖‧小說「烏托邦」：概念旅行、敘事展演與文學史反思》所言，井上勤是日

本經常翻譯西方科幻小說作品的日本譯者，對於晚清知識份子而言，「井上勤」

並非是陌生的名字，他所翻譯的科幻小說或是冒險小說大量進入晚清的文化界，

並帶來衝擊。229 

井上勤從 1880 年至 1881 年間，翻譯《月界旅行》一書，書名題為《九十七

                                                      
223 井上勤：《全世界一大奇書》(東京：報告堂，1885 年)。 
224 井上勤：《狐の裁判》(東京：春陽堂，1886 年)。 
225 井上勤：《月世界一周》(東京：博聞社，1883 年)。 
226 井上勤：《海底記行：六萬英里》(東京：博聞社，1884 年)。 
227 井上勤：《亞非利加內地三十五日間空中旅行》7 冊(東京：繪入自由出版社，1884 年)。 
228 井上勤：《通俗八十日間世界一周》(東京：自由閣出版，1888 年)。 
229 顏健富：〈小說「烏托邦」：概念旅行、敘事展演與文學史反思〉，《從「身體」到「世界」：晚

清小說的新概念地圖》，頁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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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二十七分間月世界旅行》分為十冊，由大阪黑瀨勉二出版社出版；於 1886 年

以合訂本形式重新再版，由大阪三木佐助出版社發行第 2 版，其前後兩版內容皆

為相同。 

從書籍形式表面觀之，可發現井上勤譯本將凡爾納《月界旅行》一書分為

28 回。其中，每回皆有回目以概括本回故事情節大意，如「第一回 砲銃社」即

介紹小說故事主角的背景以及國家歷史由來；再者，「第二回 社長珍事報告」即

敘述了社長巴比勘的個人背景以及前往月球進行旅行之事。而後，小說中又有片

岡徹所寫〈序〉與井上勤〈序〉二篇及〈凡例〉一篇，書寫譯者在翻譯過程之中

所採用的體例說明。 

單純從結構上來看，井上勤譯本與英譯本之間並無所差別，可以說是繼承了

英譯本的形式與體裁，但因為英文譯本並未忠實翻譯於法文本，此一論點在卜立

得〈魯迅的兩篇早期翻譯〉中也有提到，「要知道，這本日譯不是直接譯自法文

的，是重譯不知什麼英譯本，當時的歐美翻譯又不一定很忠實，小說尤其可任意

竄改」230。因此，日譯本的內容對於法文原著來看，亦是有所誤差的。(見表 10：

《月界旅行》法、英、日、中譯本章節對照表) 

而本書的形式除〈序〉文二篇與〈凡例〉一篇外，皆與英譯本無所差異。且

譯者在翻譯文字的過程之中，因受到明治維新後的近代文學影響之故，譯者以「口

語文」作為書寫，而非傳統的「文語文」；其次，於〈凡例〉中井上勤有提及書

中所提人名地名官名等漢字皆以尋常且膾炙人口的名詞入文，例如「亞墨利加合

眾國」與「米國」即指「美國」，換句話說，日本譯者在翻譯西洋圖書的過程之

中，若發現漢字詞彙中所謂出現過的新詞彙時，會自行選用適當的漢字進行翻譯，

因為，這些是過去中國詞彙中所沒有的，日本人從洋文翻譯中創造出來的漢字新

名詞，透過名詞的翻譯讀法，亦可發現明治時期的西洋翻譯小說大多是經由英譯

                                                      
230 卜立德：〈魯迅的兩篇早期翻譯〉，《魯迅研究月刊》1993 年 2 第 1 期，頁 2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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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而來。 

2. 高須治助與三木愛華《地底旅行：拍案驚奇》 

1886 年高須治助除了翻譯自普希金(Aleksandr Sergeyevich Pushkin，)《上尉

的女兒》(Капитанская дочка，1836)的《露国稗史スミスマリー之伝》231 (1883，

今譯《露國奇聞花心蝶思録》)，且由東京高崎書房出版發行外，其最著名者為

與三木愛華共同翻譯之《地底旅行：拍案驚奇》，由東京九春堂發行於 1885 年。 

高須治助與三木愛華《地底旅行：拍案驚奇》翻譯自凡爾納科幻小說《地底

旅行》，1885 年由東京九春堂出版發行第一版，於 1888 年 4 月由東京九春堂再

次發行第 3 版，與第 1 版內容相同。 

從書籍形式上觀察，可以發現高須治助與三木愛華所翻譯的《地底旅行：拍

案驚奇》將凡爾納的原著《地底旅行》節譯為 17 回版本，且每回皆有回目以概

括整回故事情節，如第一回的回目為「開一世智推萬古心 創絕代業博千歲名」，

即為小說情節作一鋪陳，並說明小說主角亞蘺士與列曼二人開啟地底旅行的發現；

再者，第二回「割愛情才子別佳人 賭生命英雄離鄉國」，即敘述了亞蘺士與心愛

之人分離、離開家相踏上旅途的過程。然而，小說在正是進入故事之前，又記有

二位譯者所寫的兩篇〈序〉文，以日本傳統的「文語文」作為書寫形式的文章，

記錄二人為何翻譯凡爾納《地底旅行》之故及書名《地底旅行：拍案驚奇》之由

來；而後又記有六篇科學文章，以介紹《地底旅行》一書中所提相關科學知識；

以及〈凡例〉一篇，介紹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所使用之體裁。232 

從高須治助與三木愛華的譯本來看，可以發現與凡爾納的原著版本在章回數

上的差異頗大，從 45 回節譯為 17 回，將英譯本中原本刪減的科學知識以附錄形

                                                      
231 高須治助：《露国稗史スミスマリー之伝》(東京：高崎書房出版，1886 年)。 
232 三木愛華、高須治助譯：《地底旅行：拍案驚奇》(東京：九春堂，1885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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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增補為六篇科學文章介紹相關知識。由譯者編排小說的形式可發現高須治助

與三木愛華在翻譯過程中受到明治維新西方科學傳入的影響，藉小說的翻譯傳遞

西方知識，這點與中國晚清翻譯小說的功用不謀而合。 

從日譯本的書寫語言來看，《地底旅行：拍案驚奇》的翻譯受中國傳統的章

回小說影響，在每章每回中加入對偶回目，同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

中所言：「最初的困惑來自翻譯而非創作。把西方小說譯成中國說部，如何彌合

兩種不同小說形式之間的鴻溝？是忠實於原著還是迎合中國人口味？實際進程

既非完全忠實，也不是一味迎合，而是互相滲透互相改造。」233因此，日譯者在

翻譯過程中，融入凡爾納法文原著與英文譯本的特色，且相互「滲透改造」以「文

語文」書寫節譯為日譯本的特色。而魯迅再以日譯本作為底本進行中文翻譯。 

綜合上述，法、英、日語三個版本的《月界旅行》與《地底旅行》小說翻譯

過程發現，小說的譯介與讀者的接受是會受到譯者的翻譯策略而產生變化，導致

翻譯的品質好壞問題，進而影響到讀者的接受程度。同時也可能因為某一譯者對

於原著的翻譯手法，未忠實於原著，而導致其後的譯本盲目跟隨，導致翻譯的謬

誤不斷產生，促使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產生理解上的錯誤現象。因此，作為翻譯

策略的使用，如何兼顧原著且又能夠使不同譯本的讀者理解其意，是一項重大挑

戰。 

然而，本論文之研究主要是以魯迅的中文譯本為主要論軸，因此其他語言的

譯本僅作為本論文參照所用。 

 

 

                                                      
233 陳平原：〈中國小說敘是角度的轉變〉，《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003 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原版授權發行繁體中文版)，頁 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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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魯迅中文譯本與其他語言版本在形式上的差異 

魯迅翻譯科幻小說《月界旅行》與《地底旅行》二書，在形式與結構上，皆

與凡爾納法文原著本、英譯本及日譯本三者，有很大的相異之處。此相異之處，

可從魯迅運用的翻譯策略、寫作筆法及章節架構來依次論述。本文於此部分的研

究探討，以魯迅中譯本為主要對象，與法文原著本、英譯本及日譯本進行結構形

式上的比較，以理出魯迅中譯本的獨有特色。 

(一)《月界旅行》中譯本與其他語言譯本 

發表於 1865 年的凡爾納《月界旅行》(De la Terre à la Lune)法文原著小說，

總篇幅為 28 章；1873 年由 Lewis Page Mercier 與 Eleanor E. King 二人翻譯的英

譯本《月界旅行》(From the Earth to the Moon)，總篇幅 28 章；1881 年井上勤譯

《九十七時二十分間月世界旅行》共分成 10 卷 28 回；1903 年魯迅所翻譯之《月

界旅行》則刪易為 14 回本，與法文原著、英譯本、日譯本章回數不同。(參照附

錄表十：《月界旅行》法、英、日、中譯本章節對照) 

探究四者差異，可發現英譯本的章節回目承襲法文原著本，而日譯本章節回

目也與原文本相同，因此可發現日譯本承襲了英譯本一部分元素。但，從井上勤

日譯本的小說內容來判斷，發現在翻譯過程中，譯者仍進行部分的刪削，山田敬

之：「從井上的日譯本來判斷，儘管井上勤所依據的英譯本(筆者未見) 似乎刪削

了原作的部分內容，但譯本的回目與原作完全一致。只是，當遇到原文中作者為

了科學地說明問題而羅列具體數字的地方，或是遇到追溯歷史的複雜記述時，儘

管那部分內容傾注著原作者的熱情，譯者還是進行了大幅度的刪削。」234其可能

原因為，譯者對此部分的翻譯是有所選擇的。思想意識決定譯者翻譯時的翻譯策

略，也會決定譯者對於原文中語言和論域有關的問題的處理方法，選擇性進行翻

                                                      
234 山田敬之：〈魯迅與儒勒‧凡爾納之間〉，《魯迅研究月刊》2003 年第 6 期，頁 2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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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是此種手法之ㄧ的運用。 

魯迅中文譯本與上述三者語言版本間的差異在於魯迅認為井上勤日譯本體

例近似於雜記，因此將小說內容截長補短，並以參用文言的語體進行翻譯寫作，

同時也認為井上勤日譯本「措詞無味，不適於我國人者」，所以刪為 14 回版本。 

法文原本、英譯本及日譯本和魯迅中文譯本第五章(回)為例來看，可以發現

法文原本第五回的章節應是「V. Le roman de la Lune」；英文譯本則為「Chapter V：

The Romance of the Moon」；日文譯本則為「第五回 月世界の說」；魯迅中文譯

本則為「第五回 聞決議兩州爭地 逞反對一士懸金」。(參照附錄表十：《月界旅

行》法、英、日、中譯本章節對照) 

可發現除魯迅中譯本外的法文原本、英譯本以及日譯本在第五章(回)中，所

書寫的情節是關於「月球」在宇宙中的形成，包含其運行周轉時間、地球與月球

之間的關係以及自古以來地球人民對月球的觀察與神話想像，而魯迅所譯的中文

本卻將此部分併入「第二回 搜新地奇想驚天 登演壇雄談震俗」中，且未提及月

球在宇宙中的形成過程、運行周轉時間以及地球與月球的關係，只約略敘述自古

以來地球人民對月球所進行的肉眼觀察、相關著說以及根據肉眼所見月球表面影

像的想像。 

又如第六章(回)來看，亦可以發現類似情形，法文原著版本為「VI. Ce qu’il 

n’est pas possible d’ignorer et ce qu’il n’est plus permis de croire dans les États-Unis」；

英文譯本則是「Chapter VI. The Permissive Limits of lgnorance and Belief in the 

United States」；而日文譯本則是「第六回 米國人月世界事情の不學及信用」；魯

迅中文譯本則為「第六回 覓石丘聯騎入山 鼓洪爐飛鐵成瀑」，法文原本、英譯

本以及日譯本三者與此章(回)的故事內容大致承接上一章(回)而來，在第五章(回)

以科學家視野來敘述一切關於月球的知識，而第六章(回)則是將敘述視野轉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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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凡爾納的視角，以另一種他者諷刺的角度來看美國人欲前往月球，並使月球成

為美國的一州；而魯迅的譯本則是將此部分至於「第二回 搜新地奇想驚天 登演

壇雄談震俗」之中，以「然而做這大事業，斷不是一人獨力可以成功的，所以報

告諸君，想諸君協力贊助，精查這秘密世界，把我合眾三十六聯邦版圖中，加個

月界給大家看」簡單敘述帶過，並未過多著墨於此處，且相較於其他著本或是譯

本來看，魯迅所使用的敘述方是亦較為客觀。 

(二)《地底旅行》中譯本與其他語言譯本 

再者，《地底旅行》亦可發現類似情形。《地底旅行》(Voyage au centre de laTerre)

法文原本，凡爾納發表於 1867 年；《地底旅行》(Journey to the Center of the Earth)

英文譯本由 Frederick Amadeus Malleson 所翻譯，並於 1877 年發表；日文譯本《地

底旅行：拍案驚奇》由高須治助與三木愛華翻譯，出版發行於 1885 年；魯迅翻

譯中文譯本《地底旅行》則於 1903 年連載第一、二回於《浙江潮》第十期，並

於 1906 年出版發行單行本。 

由法文原著來看，《地底旅行》總計為 45 章；英文譯本為 45 章；而日文譯

本則為 17 回；魯迅中文譯本 12 回。探究原著與譯文間的關係可以發現：凡爾納

法文原著只列章節數字而無章節名稱，如「Chapitre I」；英文譯本則開始有章節

名稱，如「Chapter I: The professor and his family」；日譯本第一回名稱則是「開

一世智推萬古心 創絕代業博千歲名」；魯迅譯本則為「第一回 奇書照眼九地路

通 流光逼人尺波電謝」。(見表 11：《地底旅行》法、英、日、中譯本章節對照表) 

由此發現，英譯本的章節名稱是譯者根據該章節的故事情節添加，並非原著

作者所賦予；日譯本則以英譯本為底稿進行翻譯，延續使用章節名稱，並將其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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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名稱以中國傳統章回小說的形式添入，可說是受中國章回小說體例的影響；235

而魯迅譯本因是以日譯本為底本，因此魯迅也在譯本中賦予其章節名稱。 

從原著法文本與其他語言譯本來看，可以發現英文本譯者在翻譯的過程中，

是遵循於法文原本的模式，因此章節數目皆為相同；而日譯本以英譯本為底稿進

行翻譯，但章節數目卻差異甚大，探究二者譯本並比較，可發現日譯者將英譯本

的相關諸篇章故事融為一章節敘述，如《地底旅行》日文譯本《地底旅行：拍案

驚奇》「第一回 開一世智推萬古心 創絕代業博千歲名」則是將英文譯本的第一

章至第七章融為一章敘述，且日文譯本於小說之後有附錄〈地球の出生及ひ沿革〉、

〈地球の沸熱流液躰そ說く〉、〈地躰の發育〉、〈地球上に有機物の出現せし原由

と說く〉、〈天然特異の植物そ說く〉及〈創世紀の動物そ說く〉等六篇，詳細介

紹地球在宇宙間的形成及演變過程以及關於整個地球大環境的動植物介紹，針對

於凡爾納於小說中所出現之動植物進行詳細剖析及相關科學知識傳播，而這些部

分適法文原本、英文譯本以及魯迅的中文譯本中較為缺乏之部分，同時顯現出日

文譯本相較於其他原著、譯本的突出之處。 

三、小結 

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會產生變化因子，而這些因子通常都很難去避免，如同

韓南所言，「傳統的中文標點不像英語那樣起到分段的作用，所以譯文對時間和

焦點的處理不是通過空間的方式，而是通過文字的方式來操作的」，因語言之間

存在差異性，所以譯者在翻譯的過程之中，會以個人所熟悉的翻譯手段來進行譯

作，就容易產生譯本與原著之間的差異性。為讓讀者能夠方便閱讀，譯者將類似

情節的故事內容合並一談，避免讀者產生不流暢的情節發展。韓南(Patrick Hanan)

                                                      
235 三木愛華：「以本邦序情述事之筆。並支那結構文章。能作西洋小說長所支學術教宗政治之事。」

〈序〉，《地底旅行：拍案驚奇》，頁序 4-序 5。(按：三木愛華在〈序〉中提及日本小說、中國小

說與西洋小說各自在內容、主題及敘事上優缺點，因此在翻譯中融入日本小說的敘事筆法與中國

章回小說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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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第一部漢譯小說〉中對於翻譯的文化語境有所提及： 

所有翻譯都是兩種文化語境之間的媒介，要想譯文得到令人滿意的描述，

就須要對兩種文化語境加以考慮。不同的譯文之間，這一調和的表現區別

頗大，正如我們通常使用的形容詞『直譯』與『意譯」所標明的那樣。236 

文學的翻譯是連接兩種語言與文化之間的媒介，藉由文學翻譯可讓讀者更加明白

他者語言文化與自身間的差異，並達到翻譯文學的最初目的。韓南又提及翻譯過

程中的現象，如： 

翻譯之間的差別一般都能用游離於兩極間的總括性的詞語加以描述，即一

極是對所有方面的保留，而另一極則是對所有方面的同化。237 

魯迅所譯《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來看，是魯迅在翻譯過程之中，保留原著

情節，同時也以傳統章回小說的寫作模式同化翻譯小說。譯者在翻譯小說的同時，

對於「不重要的予以刪除，重要的則加以解釋」238的情形。形成法文原著與日譯

本和中譯本之間的作品，雖直指同一套書，但內容已經由譯者刪削或是增添而形

成其他的面貌： 

所有的翻譯，特別是同化成分更多的作品，從諺語、引語到典故，再到人

物和事件，都趨向於引入對讀者的文化來說較為特殊的因素。(在某些情

況下，這種引入可能是無意識的。)從分析的更高層面上來看，翻譯已經

不可避免地出現了根據讀者的文化背景而對原著的主題和人物類型進行

同化的傾向。這些因素在譯文中的擴散程度，是對其同化傾向的另一種衡

                                                      
236 韓南(Patrick Hanan)：〈論第一部漢譯小說〉，《中國近代小說的興起》(The Rise of Modern 
Chinese Novel)，頁 94。 
237 韓南(Patrick Hanan)：〈論第一部漢譯小說〉，《中國近代小說的興起》(The Rise of Modern Chinese 
Novel)，頁 94。 
238 韓南(Patrick Hanan)：〈論第一部漢譯小說〉，《中國近代小說的興起》(The Rise of Modern Chinese 
Novel)，頁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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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標準。239 

也是韓南論及的同化現象，為使讀者方便閱讀，在「諺語」、「引語」及「典故」，

甚至於「人物」的登場，「事件」的發生都以讀者文化出發。雖然有可能是譯者

「有意而為之」，但更多情形可能是譯者「無意識」狀態下的自然書寫，但無論

其原因為何，這些因子在翻譯的過程中都形成了一種平衡兩種文化之間的「標準」

模式。 

其次，在章節與形式方面，原著小說和譯文很少有直接相對應的部分，且為

方便連載與刊登，譯者在翻譯的過程中會做出適當的情節切割，將情節停留在某

高潮處，在節尾之處留下疑惑給予讀者，然後在於新一章節的開頭開始新的故事

發展，表現出勒菲弗爾(André Lefevere)翻譯理念，認為翻譯是最明顯的改寫形式，

也是最有影響力的，因為譯文能投射出原作者或是原文本的意象，不受原著文化

的侷限所限制，240因此根據勒菲弗爾的論述，翻譯就是一種改寫的手段，文學的

翻譯是藉譯者、意識形態與其文學關三個要素的概念交互作用與影響而成。魯迅

的中譯本科幻小說中的手法與傳統的章回小說形式相同，且各章回的故事情節內

容約略等長，是一種翻譯改寫的手段。 

第三節 魯迅中譯本的翻譯動機與特色 

不同的譯者針對翻譯的題材選擇，會因所處的時代背景而有不同選擇，並且

跟隨譯者的思想與意志走動，產生有所選擇的目的性存在，希望藉由翻譯來傳達

某種程度尚的理念，或是價值觀等事物。在此章節中將分別討論魯迅為何翻譯科

幻小說的動機、目的，以及他所翻譯的科幻小說中有何特色。 

                                                      
239 韓南(Patrick Hanan)：〈論第一部漢譯小說〉，《中國近代小說的興起》(The Rise of Modern Chinese 
Novel)，頁 96。 
240 André Lefeve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London:Routledge,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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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翻譯的動機與目的 

晚清，正值中國國力積弱不振，極欲追求革新，並強調「中學為體，西學為

用」，無論是在科學、文學或是思想上皆如此。魯迅在此思潮之下，離開家鄉前

往外地求學，而後又到日本留學，打開自身的眼界，認為救國之道，首要取法自

西方，即所謂「師夷之長技以制夷」241，因而他在「早期選擇科學小說的翻譯，

是順應當時科學救國的時代潮流的具體實踐」242，也就能說得通了。 

魯迅早期選擇翻譯科學小說──《月界旅行》、《地底旅行》以及《造人術》243

等三部科幻小說。以想像的力量，開啟國人的視野，改變思想，如〈辨言〉： 

若培倫氏，實以其尚武之精神，寫此希望之進化者也。凡是以理想為因，

實行為果，既蒔厥種，乃亦有秋。244 

以培倫氏為例說明只要心懷理想訴諸行動，即能成功。否則僅止於紙上談兵，毫

無進步可言，〈娜拉走後怎樣〉所言：「即使搬動一張桌子，改裝一個火爐，幾乎

也要流血；而且即使流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動，能改裝」245，道出當時中國人

普遍的思維弊病。 

此外，科學的傳遞對於魯迅而言，應是符合人情的且容易閱讀的知識，因此

他在〈辨言〉中亦提到此點： 

經以科學，緯以人情。離合悲歡，談故涉險，均綜錯其中，間雜譏彈，亦

                                                      
241 魏源：〈海國圖志原敘〉，《海國圖志》，《魏源全集》第四冊，頁 10。 
242 吳鈞：《魯迅翻譯文學研究》(山東：齊魯書社，2009 年)，頁 5。 
243 魯迅：〈造人術〉，《魯迅譯文全集》第八卷，頁 5-6。原刊載於 1905 年《女子世界》第二年

第四、五期合刊，署索子譯，原作為美國路易斯托侖。 
244 魯迅：〈辨言〉，《月界旅行》，《魯迅譯文全集》第一卷，頁 5。 
245 魯迅：〈娜拉走後怎樣〉，《墳》，《魯迅全集》第一卷，頁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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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談言微中。246 

魯迅選擇了翻譯科幻小說作為工具，進行科學知識的傳播，是著眼於小說中「緯

以人情」，且又充滿驚險與刺激的故事情節的特色，並期望能夠使讀者在閱讀科

學相關書籍時能產生興趣，去除厭倦之感： 

蓋臚陳科學，常人厭之，閱不終篇，輒欲睡去，強人所難，勢必然矣。惟

假小說之能力，被優孟之衣冠，則雖析理譚玄，亦能浸淫腦筋，不生厭倦。247 

魯迅認為必須使科學之物披上小說的外衣，才能使讀者不生厭倦，使科學知識逐

漸深入腦海意識中，「導中國人群以進行，必自科學小說始」248，否則科學之於

讀者，也只能是「閱不終篇，輒欲睡去」的讀物罷了。 

然而，魯迅選擇翻譯《月界旅行》與《地底旅行》之因，可能源自於〈辨言〉，

如： 

培倫者，名查理士，美國碩儒也。學術既覃，理想復富。默揣世界將來之

進步，獨抒其想，托之說部。249 

魯迅認為凡爾納的科幻小說之作，據有豐富的科學知識背景，能夠揣摩未來世界

的科技，並發揮其個人獨到的想像力，因而選擇翻譯這兩部科幻小說。 

再者，因魯迅個人的求學經歷與生命歷程，使得他對於科學的認識，相較於

同時代人來說更為深遠，且更加強調科學的發展應該置於人性之上，著眼於科學

為人性而服務的論點，也就是「科學者，必嘗恬淡，常遜讓，有理想，有聖覺，

                                                      
246 魯迅：〈辨言〉，《月界旅行》，《魯迅譯文全集》第一卷，頁 5。 
247 魯迅：〈辨言〉，《月界旅行》，《魯迅譯文全集》第一卷，頁 5。 
248 魯迅：〈辨言〉，《月界旅行》，《魯迅譯文全集》第一卷，頁 6。 
249 魯迅：〈辨言〉，《月界旅行》，《魯迅譯文全集》第一卷，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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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無有，而能貽業績於後世者，未之有聞。即其他事業，亦胥如此矣。」250並

且從科學為出發點，推及至其他的知識領域，皆是如此著眼於人性的觀點。同時，

魯迅又認為科學不僅要具有人性的觀點，也要為人類的文明精神而服務，二者相

互兼具： 

故科學者，神聖之光，照世界者也，可以遏末流而生感動。時泰，則為人

性之光；時危，則由其靈感，生整理者如加爾諾，生強者強於拿坡侖之戰

將云。今試總觀前例，本根之要，洞然可知。蓋末雖亦能燦爛於一時，而

所宅不堅，頃刻可以蕉萃，儲能於初，使長久耳。顧猶有不可忽者，為當

防社會入於偏，日趨而之ㄧ極，精神漸失，則破滅亦隨之。蓋使舉世為知

識之崇，人生必大歸於枯寂，如是既久，則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

所謂科學，亦同趣於無有矣。251 

但對於中國而言，思想上的弊病是經年累積而來的，如〈偶感〉所言： 

「科學救國」已經叫了近十年，誰都知道這是很對的，並非「跳舞救國」

「拜佛救國」之比。青年初國去學科學者有之，博士學了科學回國者有之。

不料中國究竟自有其文明，與日本是兩樣的，科學不但並不足以補中國文

化之不足，卻更加證明了中國文化之高深。風水，是合於地理學的，門閥，

是合於優生學的，煉丹，是合於化學的，放風箏，是合於衛生學的。「靈

戰」的合於「科學」，亦不過其ㄧ而已。252 

西方的各種學科知識，對於當時代的中國人而言，都有其ㄧ套理論作為說解，並

強行套入自行解釋。因而許多問題對於魯迅而言，並非以科學就能解決的，必須

還要針對國民的精神以及思想方面的問題進行革新與解放： 

                                                      
250 魯迅：〈辨言〉，《月界旅行》，《魯迅譯文全集》第一卷，頁 5。 
251 魯迅：〈科學史教篇〉，《墳》，《魯迅全集》第一卷，頁 35。 
252 魯迅：〈偶感〉，《花邊文學》，《魯迅全集》第五卷，頁 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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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新制度，新學術，新名詞，傳入中國，變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烏黑

一團，化為濟私助焰之具，科學，亦不過其ㄧ而已。 

此弊不去，中國是無藥可救的。253 

由魯迅言論來看，發展科學是必須的，但在此之前應先從人性方面著手，否則就

中國目前的社會狀況或是國民性來看，都是枉然的，如同一只「黑色的染缸」，

再多的建設也只是無濟於事。 

魯迅的文學事業，始於翻譯，但在 1918 年〈狂人日記〉發表之前，翻譯作

品並未受到世人太多矚目。然而，對於創作小說，魯迅個人的想法是： 

《雪朝》我看了一遍，這還不能算短篇小說，因為局面小，描寫也還簡略，

但作為一篇隨筆看，是要算好的。此後如要創作，第一須觀察，第二是要

看別人的作品，但不可專看一個人的作品，以防備他束縛住，必須博采眾

家，取其所長，這才後來能夠獨立。我索取法的，大抵是外國作家。254 

魯迅認為創作之前，必須先依靠觀察與閱讀他人的作品，而這他人即為「外國作

家」。並試從中取其所長，才能使自己的作品獨立而有所主張。此外，魯迅亦認

為創作文學的技藝若要進步，則必須要以閱讀外國名作家作品為主，如： 

要技藝進步，看本國人的作品是不行的，因為他們自己還很有缺點，必須

看外國名家之作。255 

外國翻譯文學對魯迅而言，可成為中國新一代文學的創作能量，並且逐步引導改

善中國文學的創作內容。魯迅在文學上的起程始於翻譯，認為透過翻譯外國文學

                                                      
253 魯迅：〈偶感〉，《花邊文學》，《魯迅全集》第五卷，頁 506。 
254 魯迅：〈330813 致董永舒〉，《魯迅全集》第十二卷，頁 434。 
255 魯迅：〈341218 致金肇野〉，《書信》，《魯迅全集》第十三卷，頁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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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找中國新文學的可能性。在日本留學時代的魯迅，企圖借助翻譯文學來填補

中國文學空白的一頁，如： 

我國說部，若言情談故刺時志怪者，架棟汗牛，而獨於科學小說，乃如麟

角。智識荒隘，此時一端。故苟欲彌今日譯界之缺點，導中國人群以行進，

彼自科學小說始。256 

魯迅提到中國小說自古以來，關於言情、諷刺時事或是志怪小說，可說是架棟汗

牛，但科學小說卻十分缺乏，因而導致國人欠缺科學知識。若要補足此部分，則

須借助科學小說的力量。 

魯迅除了在〈辨言〉中表明中國小說的不足外，也提出了翻譯科幻小說和傳

統中國小說之不同： 

至小說家積習，多借女性之魔力，以增讀者之美感，此書獨借三雄，自成

組織，絕無一女子厠足其間，而乃光怪陸離，不感寂寞，尤為超俗。257 

指出中國傳統小說，若要吸引讀者大多借由女性作為主要角色來為故事增色，而

《月界旅行》中卻只依靠三名男性推進故事情節，依舊讓讀者深陷閱讀之中。且

在《月界旅行》整部小說之中，並無出現任一個女性角色，而是以三位男性做為

主角推進小說情節的發展，沒有因為只有男性角色而使故事失色，有別於一般傳

統章回小說的角色布局。而這也是魯迅借由翻譯科幻小說而與章回小說有所區隔

之處。即所謂創作，必須「博采眾家，取其所長」，若只是單方面閱讀中國作家

所創作的章回小說，則無法有所新變。 

二、 魯迅中譯本的特色 

                                                      
256 魯迅：〈辨言〉，《月界旅行》，《魯迅譯文全集》第一卷，頁 5。 
257 魯迅：〈辨言〉，《月界旅行》，《魯迅譯文全集》第一卷，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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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在翻譯科幻小說的過程中，為使中國的讀者能接受科幻小說文類，更方

便閱讀，因而在翻譯的過程中，添入章回小說的元素、中國文學的傳統意象與思

維典故，並融合當時西方的科學思潮於小說之中，傳達西方科學予以中國讀者。

本文於此部分，將重點放置於魯迅中譯本的翻譯特色，並從形式與內容上作一分

析，以探究魯迅中譯版與其他語言版本相異的特色何在。 

(一)形式：中國化 

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中提及到「既然寫小說，就得遵守小說

的『規則』，要不讀者不買你的賬」258，譯者將翻譯小說視為另一種創作小說的

形式，若要讓讀者閱讀譯者所翻譯的小說，以中國傳統章回小說的模式為主要翻

譯形式，最能為中國讀者所接受。因此，魯迅在翻譯《月界旅行》與《地底旅行》

的過程之中，以融入章回小說的形式來作為書寫的模式。 

首先，魯迅在行文之中的每一章節中置入回目，與原著有所區隔，如《地底

旅行》第一回：「奇書照眼九地路通 流光逼人尺波電謝」；亦或是，第二回：「割

愛情揮手上征途 教冒險登高嚇遊子」，而這些都是原著之中所沒有的部分，相較

於翻譯小說而言，魯迅的中譯本更增添傳統小說風味。 

在《地底旅行》第一回的開頭，魯迅以一段文字「溯學術初胎，文明肇闢以

來，那歐洲人士，皆瀝血剖心，凝神竭智，與天為戰，無有己時……」說明有關

於地球科學的相關知識，與凡爾納的原著小說，或是英譯本、日譯本有極大的區

別，且氣勢宏大，雖然不是出自於原文所有，但整體來看則為書中少有對於科學

的相關論述。而在《月界旅行》中則是先將小說的背景歷史作一詳細介紹，說明

小說人物在小說中對於月球旅行的發想。 

而後魯迅又不馬上進入小說的情節，而是仿造章回小說一般，先將出場人物

                                                      
258 陳平原：〈傳統與創造性轉化〉，《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頁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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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一介紹，如《地底旅行》第一回： 

卻說開明之歐土中，有技術秀出，學問淵深，大為歐、美人士所欽仰之國

曰德意志。鴻儒碩士，蔚若牛毛。而中有一畸人焉，名亞蘺士，幼及居其

叔父列曼家，研究礦山及測地之學。列曼為博物學士，甚有盛名，礦物、

地質兩科，尤為生平得意之學；故常屏絕家事，蟄居書齋，几上羅列著無

數光怪陸離的金石，窮日比較研究，視為至樂。且年逾五十，體力不衰，

骨骼魁梧，精神矍鑠，隆准斑髮，雙眸炯炯有光。其明敏活潑的性質，便

是青年，也不免要讓他幾步。259 

先敘述亞蘺士與列曼二人的學術背景以及所居住地，使讀者能與小說人物認識，

進而產生新聯結，促使讀者能融入小說主角的歷程，但在凡爾納的版本中的第一

段敘述，除了從時間、居住城市以及人物的動作帶入讀者進入故事內文外，也為

故事的旅程埋下一伏筆，如： 

Le 24 mai 1863, un dimanche, mon oncle, le professeur Lidenbrock, revint 

précipitamment vers sa petite maison située au numéro 19 de Königstrasse, 

l’une des plus anciennes rues du vieux quartier de Hambourg. 260 

其內容大旨是在說明：1863 年 5 月 24 日的某一星期日早晨，我的叔叔列曼

(Lidenbrock)教授倉促返回他位於漢堡的房子。引文中所述內容是以亞蘺士個人

的角度來敘述整個故事的開始，並於文中介紹自己的叔父以及所居住環境，還有

故事的發生時間。 

上述二段引文，皆是作者與譯者對於小說人物的描繪，相較於凡爾納的筆法

而言，魯迅的譯本是跳脫視角，將視角置於第三者身上，以一種宏觀的視野來看

                                                      
259 魯迅：《地底旅行》，《魯迅譯文全集》第一卷，頁 67。 
260 Jules Verne: Voyage au centre De la terre (Librairie Hachette，1966)，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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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部小說的發展，也就是「全知敘事」，強調「敘事者無所不在，無所不知，有

權力知道並說出書中任何一個人物都不可能知道的秘密」261，由此可以看出魯迅

所翻譯的《地底旅行》比起翻譯小說而言，其結構上更像是章回小說。 

《月界旅行》中，魯迅雖無直接針對小說主角的背景作一介紹，但也大致說

明了槍砲會社的主要中心理念，如： 

當初設立時，並不脫官紳勢力，也不借富商巨資；單是一個大炮發明家，

同一個鑄鐵師，商量既定，又招一個鑽手，立下這槍炮會社的基礎，行過

開社的儀式。不料未及一個月，就有盡力社員一千八百三十三人，同志社

員三萬五千六十五人。當下立定條約，說是萬一新發明大炮難以成功，則

需別出心裁，製造別種嶄新利器。至於手槍短銃等細小物件，卻並不介意，

為有專心致志鑄造大炮，便是這會社的宗旨。262 

雖然並沒有直接針對小說中的某一主角作人物介紹，但也能使讀者能夠對故事情

節的發展能有更深刻的掌握，就如同《紅樓夢》的第一回開篇先敘述了整部故事

的命名由來，而後進入故事。雖看似與整部小說情節發展毫無連結，看事實上卻

是重要的一部分。 

除此之外，在魯迅的譯本中每一回的開頭，都有一段文字類似於前題提要，

約略敘述前一回的情節大意，在將讀者引入本回的故事之中，如《月界旅行》第

二回：「卻說社員接了書信以後，光陰迅速，不覺初五……」263，又如第七回：「前

回雖說過鑄造大砲的盛況，然而畢竟能否成功，卻非經許多十日後，不能確

定……」264，而《地底旅行》中也有類似運用，如第三回：「前回說亞蘺士自得

                                                      
261 陳平原：〈中國小說敘視角度的轉變〉，《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頁 57。 
262 魯迅：《月界旅行》，《魯迅譯文全集》第一卷，頁 8-9。 
263 魯迅：《月界旅行》，《魯迅譯文全集》第一卷，頁 10。 
264 魯迅：《月界旅行》，《魯迅譯文全集》第一卷，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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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法國朋友觀劇探幽，頗免羈旅之苦……」265，又如第七回：「卻說三人從洛因

港解纜後，好風相送，一剎時以前進了許多路途……」266都是將章回小說引入翻

譯小說中的例子。 

在譯文的過程中，除了改變原有的原著小說敘事角度、添入典故、人物介紹，

或是背景呈述外，魯迅亦將自己化身為說書人，在章回開場，或是章回結尾中埋

下伏筆，藉以吸引讀者閱讀，提高興趣。然而，魯迅譯本除了承襲章回小說的特

點外，也融入了話本小說的特色，如《月界旅行》第三回：「天文上的疑問，都

已解釋；那器械卻如何商量呢？下回再說」267；又如第四回：「要知後事如何，

且看下回分解」268；第六回：「要知鑄造哥倫比亞巨砲能否成功，且待下回再說」269，

在每回的結尾之處埋下伏筆，製造出懸疑的效果，於讀者內心保留疑惑，等待下

回再解。 

魯迅為了使讀者更容易接受小說，在翻譯的過程中引用了許多中國傳統文學

的意象、思維與典故，如： 

晉人陶淵明先生有詩道： 

精衛銜微木，將以填蒼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270 

在《月界旅行》第一回中，引用了陶淵明〈讀山海經〉之一詩句，而句中「精衛」、

「蒼海」、「刑天」皆為引用自《山海經》典故，由此可以看出中國的「詩騷」傳

統影響了中國小說與晚清翻譯小說的表現手法，且「主要表現在突出作家的主觀

                                                      
265 魯迅：《地底旅行》，《魯迅譯文全集》第一卷，頁 73。 
266 魯迅：《地底旅行》，《魯迅譯文全集》第一卷，頁 84。 
267 魯迅：《月界旅行》，《魯迅譯文全集》第一卷，頁 16。 
268 魯迅：《月界旅行》，《魯迅譯文全集》第一卷，頁 21。 
269 魯迅：《月界旅行》，《魯迅譯文全集》第一卷，頁 30。 
270 魯迅：《月界旅行》，《魯迅譯文全集》第一卷，頁 8。 



 
 

126 
 

情緒，於敘事中著重言志抒情」271，再者，「『詩騷』傳統使中國作家先天性地傾

向於『抒情詩的小說』。引『詩騷』入小說，突出情調和意境，強調即興與抒情，

必然大大降低情節在小說整體布局中的地位和作用」272，因此可以看出魯迅在翻

譯《月界旅行》與《地底旅行》的過程中是繼承了章回小說的傳統。又如《月界

旅行》第二回： 

莫問廣寒在何許，據壇雄辯以驚神！273 

《月界旅行》第二卷卷末，魯迅又以「廣寒」象徵月亮之典故引入文中，將中國

對於「月亮」的意象帶入小說中，讓翻譯小說中的情節更能與讀者自身的生命經

驗畫上等號。 

除上述之外，魯迅為使翻譯小說更具有中國風味，以符合讀者的口味，在翻

譯過程之中，亦將許多西方語言或是特有的語詞改為中國式的名詞，如：教堂改

為寺院；神父牧師以僧侶替代；西方常用的元素概念則以天地五行作替代。 

在原著或是英譯本之中所出現的旅途景色，則是賦予「桃花源式」的烏托邦

概念，如： 

……少時，抵一古村，向民家借了宿。村中民情純樸，古道猶存。款客者

雖無非蔬食菜羹，而其意卻十分周摯。小兒繞膝，馴不避人。女子行觴，

嫣然勸客。亞蘺士睹此情景，疑入桃源，歡喜無量。嘆道：「文明之歐洲，

此風墮地久矣！」翌日，列曼報以金，拒不受。三人遂殷勤道謝，策馬趱

行。274 

                                                      
271 陳平原：〈傳統與創造性轉化〉，《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頁 193。 
272 陳平原：〈傳統與創造性轉化〉，《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頁 142。 
273 魯迅：《月界旅行》，《魯迅譯文全集》第一卷，頁 12。 
274 魯迅：《地底旅行》，《魯迅譯文全集》第一卷，頁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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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以陶淵明式的桃花源來書寫小說主角在旅途之中所見的自然風景，以中國式

的筆法來書寫，讓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也能輕易融入情景之中。而此一部分的書

寫手法類似於中國的山水遊記文學，如同陳平原所言：「山水隨旅人的逐跡疑動

變化，人事因旅人的耳聞目睹才得以入文」275，因此魯迅在此藉由亞蘺士與列曼

二人的逐跡以及耳聞目睹之事入文，展現中國遊記文學的特色。 

(二)內容：引入西方思維 

然而，魯迅為了使讀者更容易接受小說，在行文中除了繼承章回小說的架構

之外，也在文中加入歐美國家的思維，如《月界旅行》第二回即提到對於「天」

的看法： 

天人決戰，人定勝天。人鑑不遠，天將何言 276。 

在中國傳統的思想中，對於「天」是抱持著敬畏之心，且相信「天」有意志，能

主宰一切自然事物；相反的來看，自十八世紀工業革命以來的歐美國家，則是相

信人類能夠主宰自然一切事物，而能勝天。 

在翻譯的過程中，魯迅引入西方國家的哲學思潮，藉以傳達新思潮新思想於

國人，以激發中國人潛在的意識。再者，又如《地底旅行》第九回亦有提到與「天」

對抗的決心： 

憤火驟熾，把磁針一擲，大叫道：「天地五行，共設奸謀，寧能傷我！我

惟鼓我的勇，何難克天！從此照直線前進，怕他做甚！天人決戰，就在此

時了！」又嘆了一口氣，突然起立說道：「天地五行，我與你戰一合罷！

亞蘺士，你應曉得，竟名好勝，惟人界為然。我懸衣為帆，聯木做筏，橫

                                                      
275 陳平原：〈傳統文體之滲入小說〉，《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頁 169。 
276 魯迅：《月界旅行》，《魯迅譯文全集》第一卷，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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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此杳不可測之黃泉；天地害我，五行阻我，叫我有什麼方法呢！」277 

在文中魯迅為了能讓中國的讀者閱讀，將傳統的「天地五行」的概念融入情節之

中，而這部分是西方思想中所沒有的概念。於此處將東方與西方對於「天」的看

法融為一體，可看見魯迅在翻譯的過程之中，除了傳達西方思潮外，也試圖利用

中國傳統元素削除翻譯文學中的部分元素，並藉以削除中國讀者對於翻譯文學的

抗拒心理。 

又如，在《地底旅行》第一回，魯迅先以一段引文，介紹了關於地球科學的

知識，補足讀者對於地球科學知識不足的部分 278，魯迅在第一回的開場白，與

凡爾納的原著有極大差別，且並非出自於原著之中，卻是整部小說之中少有的關

於科學的描述，由此也達到魯迅想要藉由科幻小說的譯介向國人傳遞西方科學知

識的想法。再者，又如《月界旅行》第一回中提及美國獨立戰爭後的社會現象 279，

將歷史事實的陳述置入於小說中，使讀者能透過閱讀翻譯小說進而認識中國以外

的國家的歷史，而同時也能借鏡他國的歷史來改變中國的境況。 

三、小結 
                                                      
277 魯迅：《月界旅行》，《魯迅譯文全集》第一卷，頁 91。 
278 魯迅：「溯學術初胎，文明肇辟以來，那歐洲人士，皆瀝心剖血，凝神竭智，與天為戰，無有

已時；漸而得萬彙之秘機，窺宇宙之大法，人間品味，日以益尊。所惜天下地上，人類所居，而

地球內部情形，卻至今猶聚訟盈庭，究不知誰非誰是。從前有個學者工石利子曾說：「地球中心，

全為液體。」一般學子，歙然從之。迨波靈氏出，竟搏擊不留餘地，其說道：「設地球中心，是

沸熱的液體，則其強大之力必將膨脹，地殼難免有破裂之患。猶氣罐然，蒸汽既達極度，則訇然

作聲，忽至龜坼。然我等所居的地球，為甚至今還是完全的呢？」波氏之說出，這班隨聲附和的

學士先生，也只得閉口攢眉，逡巡退去了。今且不說，單說的殼厚薄，仍然是學說紛紜，莫衷一

是。有的說是十萬尺，有的說是三十七萬尺，有的說是十六萬尺，而有名的英國碩儒迦布庚，則

說是自百七十至二百五十萬尺。唉，好了好了，不必說了！理想難憑，貴在實行。終至假電氣之

光輝，探地府之秘密者，其是有不容已者歟」，〈月界旅行〉，《魯迅譯文全集》第一卷，頁 67。 
279 魯迅，「凡讀過世界地理同歷史的，都曉得有個亞美利加的地方。至於亞美利加獨立戰爭一事，

連孩童也曉得是驚天動地；應該時時記得，永遠不忘的。今且不說，單說那獨立戰爭時，合眾國

中，有一個麥烈藍國，其首府名曰拔爾祛摩，是個有名街市。真是行人接踵，車馬如雲。這府中

有一所會社，壯大是不消說，一見他國旗高挑，隨風飛舞，就令人起一種肅然致敬的光景。原來

是時瀕年戰鬥，人心恟恟，經商者捐資財，操舟者棄舟楫，無不竭力盡心考究兵事。那在波茵兵

學校的，更覺熱心如熾。這個說我為大將，那個說我作少將。此外一切，真是視而不見，聽而不

聞，食而不知其味的了。爾後，費卻許多兵器彈藥，今資人命，遂戰全勝，脫了奴隸的羈軛，造

成一個烈烈轟轟的合眾國」，《地底旅行》，《魯迅譯文全集》第一卷，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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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和本節的論述，可以發現到魯迅的翻譯科幻小說的動機與目的，是將小說

作為傳達科學知識的工具，將小說功能與科學知識進行結合，使讀者能夠在閱讀

過程中吸收西方新式科學，逐漸深入腦海之中。因此，為配合讀者的閱讀習慣，

魯迅以章回小說的形式架構翻譯科幻小說，融入中國化的形式與西方思維，使讀

者閱讀科幻小說如章回小說般容易，同時也試圖添入中國傳統元素，藉以消除中

國讀者對翻譯文學的抗拒心理，使讀者更容易接受科幻小說的閱讀。 

    因此，透過本節的論述，可知道魯迅的科幻小說翻譯，事實上便是另種改寫

的形式，雖然小說的情節是外來的，但譯者以在譯介的過程中融入自己的思想，

以及中國文學特有的元素，使之成為另一種改寫的翻譯小說作品。但無論是何種

形式的科幻小說翻譯，魯迅的動機與目的皆是藉由小說傳達科學新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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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的空間：「烏托邦」的進入與「異托邦」的發現 

據顏健富〈小說「烏托邦」：概念旅行、敘事展演與文學史反思〉所提及：「『烏

托邦』概念之形成並非一蹴而就，卻是經歷連串的表述策略的轉變，成就了一套

經由『旅行』的『烏托邦』概念，經由中西概念的挪用與拒斥，交錯/混淆/重疊

出一套理想圖像，展現出處於世紀之交的知識分子的政治批判與社會期許」280，

可以理出魯迅翻譯《月界旅行》與《地底旅行》二部科幻小說，寄託了他對當時

國家的政治批判與社會的期許，希望藉由科幻小說的翻譯以達到救國的理念。然

而，魯迅在翻譯的過程之中，亦展現出個人對於烏托邦的理想圖像，並展現個人

的理想社會觀。 

雖然，烏托邦的觀念在晚清時期才傳入中國，但在更早之前的中國文學中，

《禮記‧禮運‧大同》篇已有類似題材的思想及作品的呈現，如：老子道家思想

中的「小國寡民」、孔子所稱美的「三代」以及陶淵明〈桃花源記〉，皆有此投射。

雖不直接以「烏托邦」的理想藍圖言明此一理想，但就晚清的烏托邦觀而言，已

經具有烏托邦概念的雛型了。 

烏托邦的概念隨著歷史的潮流而有所差異，以老子的「小國寡民」或孔子的

「三代」而言，皆萌發於春秋戰國時期，從各國政治混亂，相互征戰，大國併吞

小國的情況下衍生而出，希望透過「小國寡民」遠離禍害，回歸自然樸實的生活；

或回歸「三代」以遵行上古的禮樂制度，生活在安定的社會中。而陶淵明的〈桃

花源記〉一文，不僅可以視為一個理想中的烏托邦環境的書寫，也可以看作是一

個尋找烏托邦的旅行過程，281在〈桃花源記〉中的捕魚人進入桃花源的過程即是

                                                      
280 顏建富：〈小說「烏托邦」：概念旅行、敘事展演與文學史反思〉，《從「身體」到「世界」：晚

清小說的新概念地圖》，頁 147。 
281 陶淵明著、王瑤編注：「……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

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

光。便舍船，從口入。初極狹，才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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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發現桃花源的旅程，而從陶淵明文中亦可以發現桃花源的進入在「無意」之

間。而後，漁人雖「有意」再次尋找桃花源，卻已不見其蹤影了。 

在此章節主要以魯迅中文譯本《月界旅行》、《地底旅行》為主，探討魯迅筆

下的月球世界與地底空間中的旅行變化：首先，是對於時間的淆亂對於旅行者有

何影響以及而年代的錯置在空間上有何變化；其次，則為想像空間的轉換或是異

質空間的誕生對於讀者的閱讀或是譯者的翻譯、作者的寫作有何啟示；最後，則

從烏托邦世界的進入與發現探討，對於烏托邦世界的發現是何種面貌，究竟是崩

解亦或是異托邦世界的再發現。 

第一節 科幻旅行敘事的「時間淆亂」 

科幻一詞是科學幻想、科學虛構的簡稱，是指虛構作品的一種類型。題材包

含未來科技、時間旅行、超光速旅行、平行宇宙、外星人等等與科學有關的想像

性內容。科幻作品的科幻敘事文本類型包含科幻小說、科幻電影、科幻動漫或遊

戲以及音樂等等形式。科幻已經逐漸發展並形成一種文化和風格，也附帶形成一

種由科幻作品所衍伸而來的次文化潮流。 

    其中，時間旅行是科幻小說中的重要成分之一，作者在創作時藉由時間的敘

事創造異空間的流動感，使小說的內容更具有現實性。因此，在本節的重點將以

「時間旅行」與「年代錯置」作為主要探討對象，試從中理出《月界旅行》、《地

底旅行》在寫作上所賦予的時間概念與年代錯置的理由。 

一、 時間旅行 

「時間旅行」一說，在中國傳統的仙鄉故事之中，已有類似之運用，在李豐

楙〈道教謫仙傳說與唐人小說〉：「當凡俗之人進入仙界參與神仙的活動後，這時

                                                                                                                                                        
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

然自樂」，〈桃花源并記〉，《陶淵明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 年)，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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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的運行完全依照仙界，為人世三度空間之外的一度空間，因而仙界的一瞬，

在人間世則已經多年，因而造成強烈的奇幻、虛幻感。」282仙鄉的時間並非停滯

不前的狀態，而是與人世間同樣在流逝，只是時間的流動過於緩慢，因此無所感；

再者，又如張明勳《六朝志怪小說他界觀研究》所言：「六朝時其對於他界之一

的『仙界』之時間看法仍屬紛歧，而造成各說差異的理由就係安在，今已不可究

詰矣。然在各書的眾多說法當中，他們卻有一共同的現象，即『仙界』的時間總

是較諸人世要來得長久，換言之，他界時間的同一單位，往往是人世間相同單位

的倍蓰，甚至是更多的時間，這一點時頗堪玩味。」283中國仙鄉故事中的時間與

人世間的時間差異，在同一單位下有不同的計算方法，就旅行者在旅行的過程之

中，對於時間的差異，亦有不同的認知。 

除中國仙鄉故事中所提到的「時間旅行」外，在西方亦有此相關論述，但最

早的使用並非源自於小說文體的應用，源於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

《相對論》(Theory of relativity)中「時空體」(chronotope)之論述，如： 

空間(位置)和時間在應用時總是一道出現的。世界上發生的每一件事都是

由空間座標 X、Y、Z 和時間座標 T 來確定。因此，物理的描述一開始就

一直是四維的。但是這個四維連續區這種明顯的分解，其根源在於一種錯

覺，認為「同時性」這概念的意義是自明的，而這種錯覺來自這樣的事實：

由於光的作用，我們收到附近事件的信息幾乎是即時的。284 

愛因斯坦將時間與空間作一論述，認為空間的存在必伴隨著時間的出現。巴赫金

(M. M. Bakhtin 

                                                      
282 李豐楙：〈道教謫仙傳說語唐人小說〉，《誤入與謫降：六朝隋唐道教文學論集》(台北：台灣

學生出版社，1996 年初版)，頁 112。 
283 張明勳：《六朝志怪小說他界觀研究》(台北：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2 年)，
頁 190。 
284 愛因斯坦著、許良因譯：《愛因斯坦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77 年)，頁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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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1975)《小說理論》則將愛因斯坦「時空體」理論加以轉化並運用於探討

小說藝術中的時間與空間關係之上： 

在文學中的藝術時空體內，空間和時間標誌融合在一個被認識了的具體的

整體中。時間在這裡濃縮、凝聚，變成藝術上可見的東西；空間則趨向緊

張，被捲入時間、情節、歷史的運動之中。時間的標誌要展現在空間裡，

而空間則要通過時間來理解衡量。這種不同系列的交叉和不同標誌的融合，

正是藝術時空體的特徵所在。285 

巴赫金提出時空體的特徵所在，並以古希臘羅馬文學中的三種小說類型來加以應

證時空體的概念。 

 據東西方傳統的小說來看，可以發現時間與空間的元素共同呈現，對於一部

小說的完成，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只有作者在創作小說的同時，精準掌握時空

概念，才能完整呈現小說架構與情節發展，否則科幻旅行小說中的「旅行」二字，

既無法完整表達，也無從討論取信於讀者。 

將「時間旅行」的作為小說創作的運用手段，除了中國傳統仙鄉故事運用之

外，在西方科幻小說中，也時常被作者作為鋪陳故事的手段之一。使得時間成為

小說中鋪排情節的重要發展與藝術特徵，跳脫以往傳統小說中從生到死，依序的

式子，如《地底旅行》之中，凡爾那將情節重點放置於亞蘺士與其叔父列曼教授

的旅行過程，並且利用時間與空間的交互敘述描繪出亞蘺士一行人在前往地底的

旅途中，發現時間的流逝與人世間──即地表時間的流逝相同；而進入地底前往

地心的時間流動，雖是與地表的計算相同，但所見所聞之事卻發生「時間逆流」

之現象。例如《地底旅行》第四回中，提到三人前往斯捺勿黎火山口時，所計算

用時間「三點鍾」、「夜間十二點鍾」，因是處於地表位置，故時間上的計算延續

                                                      
285 巴赫金著、白春仁、曉河譯：《小說理論》(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年)，頁 274-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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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時間；而後第四回後半，亞蘺士一行人進入洞穴之中，依舊沿用先前的時間

計算，如「迨第二日，忽遇霖雨，淅淅不止，直至廿八日晌午」。 

開始逐漸接近地心，「時間」上應開始變得難以計算，但在小說中的鋪陳，

卻延用了地表的時間計算，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敘事學研究》所提「話

語時間是線性的，而故事時間則是多維的」286，所以在《地底旅行》第五回中，

提到「次日醒來，越覺前途似有一線光明，照破黑暗世界」287，在文中以「一線

光明，照破黑暗世界」來書寫，就如同在地表一般，因太陽升起照破黑夜帶來清

晨，表示新的一天又將開始。由此應可說明，亞蘺士一行人過著與地表相同的時

間，就時間的旅行上而言，是屬於「平行時間」而論，且亞蘺士一行人的話語是

呈現線性式的直線發展前進，並不因為旅行於地底而有所改變。也誠如陳培興〈時

間旅行(序)〉，論即「時間旅行會涉及到兩種時間：一是時間旅行者本人所經歷

的時間，另一種是時間旅行者以外世界所經歷的時間。這兩種時間的進程不一樣，

就可能產生時間旅行的效果。」288因此，《地底旅行》一書中，所發生的時間旅

行變化有此二種：亞蘺士一行人所經歷且有所感的「順時間現象」，諸如日期的

計算，或是天數的計算等等；另一種則是除了旅行者以外所發生的「逆時間」，

如《地底旅行》第五回所提「地球第二變革時代」，或是第六回中所述的「奇草

珍木」、第七回所提的「古生物」等等。 

《地底旅行》整部小說的時間架構上來看，可以發現兩種現象：一是，空間

與時間上的關係；二是，旅行者的時間與空間的關係。從第一點來看，地表與時

間的關係是往前流動的「順時間」現象，因此旅行者沿用了習慣的時間計算方式；

第二，旅行者進入地底之後，發現地底世界仍有地表的自然現象產生，即所謂的

                                                      
286 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著、黃曉敏譯、張寅德編：《敘事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

版社，1989 年)，頁 62。 
287 魯迅：《地底旅行》第五回，《魯迅譯文全集》第一卷，頁 78。 
288 陳培興：〈時間旅行(序)〉，「泛科學」（網址：http://pansci.asia/archives/65482，上網日期：2014
年 8 月 15 日）。 

http://pansci.asia/archives/65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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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升月落」或是「季節變化」，因此以習慣性的時間計算方式所為時間的算法，

如《地底旅行》第八回：「到了八月二十二日，氣候甚熱，風力益加，每點鍾竟

能走至三『密黎』半。時近正午，酷暑如居熱帶中」；再者，又如旅行者的時間

經歷不因空間的緩慢變化而產生變化，形成旅行者的時間變化與地底的時間變化

產生錯位關係。 

在巴赫金《小說理論》的呈述中，小說故事的時間只有起點和終點，在起點

與終點之間所發生的種種事件，包含冒險與歷練都不會進入小說時間的計算之中，

所以他將起點與終點之間稱為「超時間空白」。289  

小說中的時間敘事，除了「逆時間」的運用外，即所謂的「順時間」現象，

也可以「順時序」一詞來定義。指的是小說情節發展與內容的開端，說明整個小

說故事的時間與位置，與故事結尾的時間差關係，若是作者以時間做為發展的順

序安排情節，就是「順時間」。而此一手法最大的應用特色則在於小說人物出發

前往目的地的方向，就是小說故事的起點，隨後作者透過時間與空間的安排順序，

鋪排人物在旅行途中的所見所聞與所感所悟，直到結束旅行，來到小說故事的末

處。 

而順時間筆法的運用，最大的好處在於作者可以將人物的經驗與心情，以次

序分明有條有理的型式呈現於讀者眼前，並且一一展示旅途的風景，而作者也可

以毫無缺漏地呈現人物在旅行中的所見所聞，《月界旅行》即是運用順時間的筆

法。但是也不能將《地底旅行》屏除在外，原因在於亞蘺士一行人的旅程所見所

聞，也是運用此筆法，相較於《月界旅行》而言，《地底旅行》對於沿途風景人

文描繪更為細緻，更令讀者身臨其境。 

                                                      
289 巴赫金著、白春仁、曉河譯：《小說理論》，頁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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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月界旅行》來看，小說所使用的時間是以 19 世紀中葉以後的美國作為

小說的歷史背景陳述，而小說中主要發生的情節則以未來世界的產物──旅行彈

丸、月球旅行為主。從某一層面來看，作者是將未來所發生之事物架空於 19 世

紀；而在魯迅的所處的晚清，也可看作是未來所發生之物架空於 20 世紀初期。 

但無論是作者或是譯者的立場而言，只有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之中，將自己的

身體對於時間旅行的經驗置入小說情節之中，才能真正傳達小說所要傳達的真正

寓意。在時間的流動之中，置入旅行者身體因空間轉換而產生變化的手段，使讀

者在閱讀的過程之中，更能夠身歷其境，因此凡爾納與魯迅在創作與翻譯小說的

過程之中，以生理時間和物理時間交互運用，使小說主角產生勞動、進食、睡眠

的循環時間以及因日升月落所產生的生活作息習慣，將現實生活場域與虛擬世界

作一結合，並於其中適當融入社會性時間，使讀者與小說人物仿似生活於同一時

間向度。也就是在「時間的相互交融之下，聲稱人是時間的產物，受到不同時間

的約束和管控，並不是一個過度的宣示」290。受到域外翻譯小說的影響，譯者與

作者突破了中國傳統小說的型式，使用壓縮時間的方法來凸顯小說人物的人生最

精彩之處，強調了人在時間與空間的相互交融。 

二、 年代錯置 

在進入仙鄉或是烏托邦等理想空間所搭乘前往的交通工具與裝備，與過去傳

統的中國仙鄉故事相較，亦有所改變。《史記‧卷二十八‧封禪書‧第六》記載，

前往仙鄉多以乘船為主要的交通方式，如〈封禪書〉： 

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奇傳在渤海

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既已，齊人徐市等上書，沿海中

                                                      
290 黃金麟：〈鐘點時間與身體〉，《歷史、身體、國家──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1895-1937)》(台北：

聯經出版社，2000 年)，頁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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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遷人居之。請得齋戒，與同男女求之。

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僊之。291 

由《史記》記載，可以得知秦始皇命徐福乘船經由海路前往蓬萊的過程，由其「入

海」以及「船風引而去」可以前往目的地。再者，又如陶淵明〈桃花源記〉中，

漁人前往桃花源的過程亦是藉由「乘船」，以及「步行」的方式發現理想空間。

而漁人在發現桃花源後，發現時間的流逝相較於自身所處的魏晉是較為緩慢的，

且桃花源村民大多仍認為生處於秦代。由此可看出理想空間的時間流逝與真實世

界是處於一種錯置的狀態，而作者在寫作的過程中利用小說人物的交通工具與所

見所聞來作為「年代的錯置」的表現手段，進而構築了有別於理想空間的小說世

界。 

 在過去的東西方古代，海陸交通是長久以來的基本交通方式，但隨著工業革

命以來的社會變遷，物質生活開始有了大幅度的發展，地方人民的往來方式不再

侷限於海陸交通工具，也開始進化到了空中運輸的時代，但是，這並不能表示在

古代的中西方人民不會有幻想飛翔於天際的念頭。 

飛翔於天際的念頭與幻想，早在莊子〈逍遙遊〉中就有提到：「夫列子御風

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

有所待者也」292，列子利用氣流上升的原理來完成飛行的動作；又或是《山海經》：

「讙頭國在其南，其為人，人面有翼，鳥喙，方捕魚」293，有身上長翅膀又像鳥

的人存在；而在西方古希臘神話中的伊卡魯斯(Icarus)和父親二人設計飛行翼來

逃離米諾斯的囚禁。這些神話寓言故事的述說，描繪了人類想要征服天空的欲望，

而這樣的想像欲望到了 18 世紀後越加蓬勃，尤其是到了中國晚清末年之際，因

                                                      
291 司馬遷撰、瀧川龜太郎編：〈封禪書〉，《史記會注考證》(台北：萬卷樓出版社，1993 年)，頁

502。 
292 陳鼓應註釋：〈逍遙遊〉，《莊子今注今譯》(香港：中華書局，1983 年)，頁 14。 
293 袁珂譯著、郭璞、郝懿行注：〈海外南經〉，《山海經》卷六(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1997 年)，
頁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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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翻譯科學小說的傳入，晚清小說作家更在小說中描繪出許多各型各樣的空中

交通工具。 

然而進入晚清之後，理想空間的旅行交通方式以及裝備開始改變，諸如彈丸、

潛水艇、飛空艇、熱氣球以及電氣船等等，各式各樣，五花八門，結合科技與想

像的空間，「晚清帶有幻想意味的小說，往往出現飛翔的意象，並將其作為科學

力量的象徵。在這一有關科學的『神話，』中，氣球與飛艇成為飛向天空、飛向

未來、飛向新世界的重要手段，被賦予特殊的功用與榮譽」294，將 21 世紀的未

來科技與交通工具發明置於晚清末年，開啟仙鄉故事的另一面貌，展開航行的全

新視野。同《月界旅行》中所提及的旅行彈丸，造型類似於今日的太空梭，是經

由改良的彈丸，結合精密科學計算後製造而成的。旅行彈丸從地球發射至月球的

情形，足以撼動人心，造成千古未有之大地震，《月界旅行》第十二回： 

卻說旅行彈丸發射時，烈火如柱，矗立天外，宛如火龍張爪，蜿蜒上升，

少頃蓬勃四散，照耀佛蘿理竇地方，成一火焰世界。凡在三百英里以內，

雖在深夜，而微蟲蠕動，亦歷歷可見。至其震動之力，實為千古未有之大

地震，而佛蘿理竇適為震域之中心。由硝藥所生之氣體，以及大勢力，震

動空氣，空中忽生人造之大爆風，數千萬觀客，不論何人，均被吹倒，縱

橫滿地，臥不能起。295 

前往月界旅行所製造的彈丸，融入現代科學，成為新型的交通工具，其強大的發

射威力足以載人前往地球以外的空間。而其發射瞬間的威力在三百英里之內皆有

所感與所見，對於當時的讀者或是小說中所虛擬的人物來說，可謂新型科技設備，

對於航行宇宙空間有了新視野的創見。此外，對於飛行器具的能夠在天際之間快

                                                      
294 陳平原：〈從科普讀物到科學小說〉，《文學史的形成與建構》(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
年)，頁 153。 
295 魯迅：《月界旅行》第十二回，《魯迅譯文全集》第一卷，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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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行動，也象徵了人類對於主宰地球的力量延伸至天際，不再侷限於土地的爭奪

與殖民。 

 飛翔工具的革新書寫入小說中，「最引人入勝之處，它統合了兩種似乎不能

相容的話語：一方面有關知識與真理的話語，令一種是夢想與傳奇的話語」296，

晚清翻譯科幻小說中的空中載具被視為飛機發明以前的人們，對於天際的嚮往與

渴望，而晚清小說的創作者則將空中載具視為一種將不堪現實轉危為安的媒介之

一。 

 18 世紀後，熱氣球等類的飛行器具相繼問世與普遍，進一步實現了人類生

活中對於翱翔天空的實踐，並實現了征服的欲望。 

然而，科幻小說之中，除了將未來交通科技置於作者或是譯者所處之時代外，

其故事情節中所塑造的空間，亦有年代錯置的特色。如在《地底旅行》中所發現

的個類古生物與亞蘺士、列曼二人所處的時代，即為一個共處於同一顆星球上的

兩個相異空間的年代，如《地底旅行》第二回： 

……忽見電燈的光，反照稍薄，知岩石之質，已與前者不同。便大叫道：

「啊！地球第二變革時代的岩石到了。」列曼道：「你又來胡說！」亞蘺

士道：「我是在此考察學問！你莫聽錯了！」便提起電燈，照著岩上的石

灰沙土，給列曼看。列曼默然。297 

亞蘺士於前往地底的旅程之中，因發現石壁的變化，進而發現地球的變革時代。

從中可以看出亞蘺士與列曼二人越往地球的中心前進，所發現之事物愈與地球表

面事物相異，且年代越發久遠，又如《地底旅行》第六回： 

                                                      
296 王德威：《晚清小說新論──被壓抑的現代性》，頁 330。 
297 魯迅：《地底旅行》第二回，《魯迅譯文全集》第一卷，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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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半日，其地忽然開豁，別有一天。苔菌繁生，青林欲滴。出了樹林，

已見大海如鏡，微波鱗鱗。三人相視，喜色可掬。在海岸邊，縱覽植物，

則奇草珍木，交互枝柯，多為世間有明植物家所未經夢見。……298 

亞蘺士與列曼二人在地底的旅途之中，亦有發現有別於地球表面的奇草珍木，且

尚未為植物學家所發現之古植物，或是在文中所談到，梗斯為造船所砍伐的樅樹

及針葉樹，亦為地底之珍奇古木，如《地底旅行》第六回： 

……亞蘺士及列曼兩人，談論了許多湖水成因的道理，及推測這大海之廣

狹，造船之方法。不一會，梗斯汗流滿面，飛跑回來，向前指道：「造船

的樹木，已砍來了。」兩人忙走去看，樹形甚奇。列曼道：「此是什麼樹

木？」梗斯道：「這就是生在海底的樅樹及其他之針葉樹，正可以造船

的。」……299 

因此，可知地底世界保存了地球表面已絕種之植物，或是因地球變革、冰河時期

而逐漸消逝的地球原生植物。 

然而，除了發現古植物外，亦有發現古生物之蹤跡，如《地底旅行》第七回： 

……梗斯樂甚，自語道：「這海中有魚沒有？」便取出一枝釣竿，用一粒

麵包作餌，垂入波間。少頃，向上一提，竟得小魚一尾，潑刺筏面。列曼

驚喜道：「魚麼？」亞蘺士道：「此即『阿蓄蟄兒』魚也。」兩人仔細看時，

卻又不然。其頭頗圓，其口無齒。鰭雖尚大，而尾則無。博物學家皆列之

「阿蓄蟄兒」族中，實非真的「阿蓄蟄兒」魚也。此魚生於荒古，種類甚

                                                      
298 魯迅：《地底旅行》第六回，《魯迅譯文全集》第一卷，頁 82。 
299 魯迅：《地底旅行》第六回，《魯迅譯文全集》第一卷，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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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又無雙目。……300 

亞蘺士與列曼一行人在橫渡地底海洋的同時，亦發現荒古時期的魚種，且與地球

上所存魚種甚異。再者，又如列曼所述： 

列曼指著魚頭，說道：「此佛帖力魚之屬耳。」亞蘺士道：「正是！正是！

合眾國侃達吉州地下洞穴中的盲魚，真可謂無獨有偶了。」列曼道：「不

然，此種盲魚，與地球上者異。及如澳國西南部卡拉紐賴州的地下洞穴中，

棲有鯢魚之一種，曰『布羅鳩士』，亦為盲魚，然去其外皮，則內仍有發

育不完之雙目，試抉而檢察之，知其幼時之構造，本與他種脊椎動物中之

魚類無珠。特水晶體欠缺，及網膜之色素層不完全而已。蓋此魚在荒古時，

本據炯眼，後因棲息黑暗世界，視官無所為用，發育乃停。遺傳久之，遂

成此相。而此佛帖力魚，則原與此種不同。」301 

由發現的小魚，看出地表與地底的生物是有其相似性存在，雖然並非於現代所常

見之物種，但亦可以由現代物種模擬推測其物種存在於荒古時期的樣貌。 

此外，亞蘺士與列曼一行人在海上旅行的航程中，亦發現許多有別於地表之

珍奇異獸，如《地底旅行》第七回所描述之生物： 

波路壯闊，彼岸難望，不覺又是幾日。所見生物，類皆珍奇瑰怪，不可究

詳。亞蘺士本好博物之學，際此幾忘飢渴。尤其者為飛龜，像蝙蝠一般，

生著兩扇肉翹，頸修似蛇，喙利於鳥；齒如編貝，凡六十四枚；足有銳爪，

可以升木；若登陸時，則以前足步行。各國動物學家，尚無定論。有說是

屬鳥類的，有說是屬蝙蝠類的，有說是屬水路並棲的飛族的。許多碩學鴻

                                                      
300 魯迅：《地底旅行》第六回，《魯迅譯文全集》第一卷，頁 84。 
301 魯迅：《地底旅行》，《魯迅譯文全集》第一卷，頁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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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終不能下一明確的見解。302 

於上引文可知亞蘺士一行人所發現之珍奇異獸，雖有被動物學家發現者，但因為

地底生物的多樣性，以及外貌的複雜與生存方式多樣，致使學者難以分類其名

稱。 

從《地底旅行》中所敘述的古動植物，可以發現地底空間的生物所處年代與

地表生物的差異，因而造成亞蘺士與列曼二人在旅行過程中所產生的年代有所錯

置，形成一種以未來世界的觀點理解荒古時期的事物，並試圖從陌生環境中找尋

自身的熟悉度。 

三、 小結 

從上述整體來看，在魯迅翻譯的《月界旅行》或是《地底旅行》文字中，對

於時間的計算大都以西方時間作為「世界時間」為主，少見中國的時間算法。關

於此部分而言，黃金麟〈鐘點時間與身體〉有所論：「在『世界時間』的採納上，

它基本上並不是以一種自然時間(如季節的變換)的相合，來作為取捨的標準，而

是以其流通性和使用這些世界時間的國家的國力強弱，來作為決選的標準。」 
303

因此，可知魯迅在翻譯的過程中，以西方時間為主，而不改中國時間的計算方式，

乃鑒於清廷國力不強之故；又另一角度而言，晚清末年適逢西方科技現代思潮蜂

擁傳入之際，魯迅以西方時間作為計算方式，應是受此影響之故。 

在《地底旅行》小說中，凡爾納描繪了許多有別於地表的生物樣貌，魯迅藉

由翻譯小說的過程，也同時向中國讀者介紹了地球的生物演變，傳達新式思想予

                                                      
302 魯迅：《地底旅行》，《魯迅譯文全集》第一卷，頁 84。 
303 黃金麟：〈鐘點時間與身體〉，《歷史、身體、國家──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1895-1937)，頁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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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讀者，期望讀者能從小說人物旅行的過程中得知相關訊息，藉以改變自身的舊

觀念，而不局限於舊有的觀念。 

第二節 科幻旅行敘事的「空間轉換」 

在科幻小說所塑造的世界中，作者會藉由文字來展現科學幻想與旅行的空間，

藉由小說人物在空間流動的轉換上，塑造出各種類型的旅行經驗。在王德威〈烏

托邦，惡托邦，異托邦──從魯迅到劉心慈〉的演講中，說明科幻小說的題材是

可以上窮碧落下黃泉，超越空間的限制，想像各種刺激的冒險故事，不受任何拘

束，翱翔於其中，開闊各種可能的空間廠預，以滿足作者或是讀者的各種想像。 

在此章節中所要探討的論點，即是科幻小說中的空間轉換，並且論述，晚清

以來的文人或是讀者對於地理觀念的變化。 

一、 想像空間的轉換：月亮到月球 

《周易‧繫辭上》：「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由此可知，太陽與月亮懸掛天

上，且為人類最容易觀察的天體，抬頭仰望即能所見。然而，相較於太陽的燦爛

奪目，月亮的形象較為寧靜而陰柔，且月亮代表的感情較為「沉靜、安慰、寂寞、

深遠」304，略帶一點蒼白與朦朧之美，又因繞行地球公轉而產生的盈虧變化，更

能激起無限的想像。 

因此，與月球有關的神話傳說以及民間故事，存在於世界各個角落的民族之

間。其中有許多信仰便以月亮做為主角，易小松〈月亮神話的文化之謎〉提及，

大洋洲西里柏斯島中部的原住民以月亮為生產稻米者，並以為稻神在月中居住；

古代波斯人以為月向草原流動，為供給牲口食物；巴比倫人認為月生產各種植物

生命等等。不止如此，東西方文化之間，對於月亮亦有許多想像範疇。如在中國

                                                      
304 谷川渥著、許菁娟譯：〈第四章 月亮──空中的浮島〉，《幻想的地誌學：虛構地圖大旅行》(台
北：邊城出版社，2005 年)，頁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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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中，因有常娥奔月、吳剛伐桂、玉兔搗藥等神話與民間傳說故事；西方文化

的滿月之日，會想像出有狼人出現，帶著不吉與兇狠的象徵，到處橫行之事，但

無論是何種想像的空間皆賦予月亮更多浪漫的視野。 

然而，到了晚清，文人對於月亮不再侷限於想像，而是賦予更多的文學幻想，

如徐念慈〈小說林緣起〉所言：  

而月球之環游，世界之末日，地心海底之旅行，日新不已，皆本科學之理

想，超越自然而促其進化者也。305 

文中提及月球的旅行，是基於科學的理想與超越自然環境的範疇。對於推動科學

救國的晚清文人而言，藉由對月球的幻想，拉近國人與科學的距離，也是重要的

啟蒙手段。對於魯迅來說，透過翻譯《月界旅行》，賦予月球新的空間意義，似

乎更可以拉近讀者與新式科學思潮之間的距離；又能在傳統意象之外，建立更多

的想像視野。 

事實上，作為一種想像的書寫對象，月球空間的旅行包含了夢想與傳奇的對

話，逃避現實與無稽之談的表象。然而，其吸引讀者之處，也正於此處。因此，

小說中包含了許多複雜且迂迴的情節與筆法；同時，也隱含時代的現實危機，如

《月界旅行》第一回所提： 

……麥斯敦道：「絕非虛言。然需加一層功夫精神，故尚未成就。目下亞

美利加景況，百姓悠然，只想過太平日子；然而人口非常增多，有的說恐

怕又要鬧事了。」大佐白倫彼理道：「這些事，總是為歐羅巴洲近時國體

上的爭論罷了。」麥斯敦道：「不錯不錯！我所希望，大約終有用處，而

且又有益於歐羅巴洲。」畢爾斯排大道：「你們作甚亂夢！研究炮術，卻

想歐洲人用麼？」大佐白倫彼理道：「我想給歐洲人用，比不用卻好些。」

                                                      
305 徐念慈：〈小說林緣起〉，《中國近代文論選》，頁 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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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斯敦道：「不錯，然而以後不去盡力研究他，亦無不可。」大佐白倫彼

理道：「為什麼呢？」麥斯敦道：「想歐羅巴的進步，卻同亞美利加人思想

相反，他不從兵卒漸漸升等，是不能作大將的。不是自造鐵炮，是不能打

的。」漢佗正拿著小刀，在那裡削椅子得靠手，一面說道：「可笑得很！

要是這般，我們只好種菸草炸鯨油了。」麥斯敦發恨道：「那是什麼話呢？

南道以後就沒有改良火器的事情嗎？就沒有試驗我們火器的好機會嗎？

難道我們的炮火，輝映空中的時候，竟會沒有嗎？同大西洋外面國度的國

際上紛爭，就永遠絕跡了嗎？或者法國人把我們的汽船撞沉了，或者英國

人不同我們商量竟把兩三人缢殺了，這宗事情，就會沒有嗎？……倘若我

新發明的臼炮，竟沒實地試驗的好機會，為有訣別諸君，葬身於愛洱噶泥

沙的平野罷了。」眾人齊聲答道：「果然如此，則我們亦當奉陪。」大家

無情無緒，沒精打采的談了一會，不覺夜深，於是個人告別回房，各自安

寢不表。到了次日，忽見有個郵信夫進來，手上拿著書信，放下自去。306 

在《月界旅行》第一回：「悲太平會員懷舊 破聊疾社長貽書」即敘述了槍炮會社

社員們因美國獨立戰爭結束之後，國家太平、社會安定，百姓悠然度日，使得自

身的才能無法發揮的現實，懷舊從前因戰爭而輝煌的日子。內心隱含著諸多矛盾

的心理因子，希望他國能利用自深的才華，在國際上一展長才，卻又害怕他國利

用此點，使自我陷於不利的境地之中。 

因此，為能擺脫困境，脫離現實，使研究能夠不斷進步，社長巴比勘將關注

對象轉向月球，正如同他所說的：「與其株守無期的機會，空拋貴重的光陰，反

不如研磨精神，奮力致力，做件在太平世界上能占個好地位的事業。……」307而

這事業便是──月界旅行。同時，也因社長巴比堪的言論，激發了所有社員的興

趣。 

                                                      
306 魯迅：《月界旅行》，《魯迅譯文全集》第一卷，頁 8-9。 
307 魯迅：《月界旅行》，《魯迅譯文全集》第一卷，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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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月球作為一個發展事業的對象，其可能原因在於仰頭即能觀看的方便性如

《月界旅行》第二回： 

今日約略述給諸君聽一聽：當初一千七百年時，有個叫飛勃力的，常常說

肉眼看見月界的居民。再往前說，則一千六百四十九年，有個法國人波端，

曾做過一冊《西班牙大膽者公石力子氏月界旅行》。同時又有個陪兒格拉

也是法國人，也做一冊叫什麼《法國成功月界旅行》的。後來有部《多數

世界》，著者就是法國風耐兒，極有盛名，說「地球之外尚有許多世界。」

到一千八百三十五年，有一本小冊子出版，講的是「有個約翰哈沙，於天

文學上，算得極其致密。……308 

文中詳列歷史上能夠清楚看見月球表面事物以及月界旅行的相關出版物，顯示作

者欲將此空間塑造成一個親近且能觀察的地區，並由此增添月界事物的真實性。

如同王德威所言：「科幻小說的興起，是實證主義認識論與科學話語發展的副產

品。」309又如「科幻小說是通過籲求科學的精神，來維護其描寫的虛構世界的可

能性」。310因此，科幻小說應是可以視為以科學精神虛擬境界，做為真實世界的

可能性。 

同時，月球予人地球的意象是較為陰柔的、溫暖的，有別於太陽的溫暖。是

以，小說中往往將月球比擬為「夜之女王」，亦是傳遞此概念。再者，也因為月

亮的特性，致使地球上的居民能夠較為清楚的觀察其表面，進而對此有諸多幻想，

如： 

……有許多河馬進出的大洞，有黃金色笹緣似的東西圈著山麓的青山，有

角如象牙的羊，有渾身白色的鹿，而且有人兩腋生著肉翅，宛如一隻蝙

                                                      
308 魯迅：《月界旅行》，《魯迅譯文全集》第一卷，頁 11。 
309 王德威：〈淆亂的視野〉，《晚清小說新論──被壓抑的現代性》，頁 331。 
310 王德威：〈淆亂的視野〉，《晚清小說新論──被壓抑的現代性》，頁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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蝠。……311 

大洞、青山、羊、鹿以及長著肉翅形似蝙蝠的人，皆是在地球上透過望遠鏡所觀

察到的月球表面的陰影所造成的想像視野，因而生成諸多事物，諸如自然地形或

是生物等等，不一而足。 

但是，對於月球的想像，並非止於表面觀察，在晚清或是十九世紀後期的西

方來說，對於交通工具的載體，，亦有許多幻想，超越了現實層面的可能性，提

升到另一階段，如《月界旅行》第二回中所提的「盛滿淡氣的氣球」： 

……「古時有個排爾，坐著盛滿淡氣的汽球，過了十九點鍾，遂到月界。」

著者也是美國人，那有名的亞波就是了。(大喝采)然總不過紙上的理論，

不能確信。至於今日報告諸君的，卻是實地研究，真要對月界開一條通路。

五六年前，普國有個算術家，說要研究大學術，到了西伯利亞平原，用光

線反射的性質，造了一幅算學圖，內中也有同「弦之平方」相關的道理，

就是法國人叫做「愛斯勃力其」的。那算術家曾說道：「聰明人看了這算

圖，是沒有不解的。倘要同月界開條通路，不能不依這道理。至於交通之

後，對月界居民說話，新造一種字母，也甚容易。」那算術家話雖如此，

總沒實行。從紀元到今日，連同月界結個定約的也沒見過。到今日，月界

交通的事情，我美國人實地研究的結果，同勇敢不饒的精神，應該自任，

是不消說的了。312 

文中所欲乘載的交通工具以汽球為主，透過汽球能夠升空，在空氣中飄盪，進而

前往月球，成為新型的交通工具。又或是透過精密計算之後的算學圖，建造一條

通往月球的道路。就現實層面而言，此二者皆超越了實行的可能性，因而沒能實

                                                      
311 魯迅：《月界旅行》，《魯迅譯文全集》第一卷，頁 12。 
312 魯迅：《月界旅行》，《魯迅譯文全集》第一卷，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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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然而，對於槍炮會社社員們來說，能夠實現自我的才華，又能研究炮術的，

莫過於以彈丸做為交通工具的載體，發射至月球，以實現前人所未能實現的夢想，

探究月球的真實性。因此，在《月界旅行》中，最主要的交通工具，便是旅行彈

丸的製作。 

二、 異質空間的誕生：地底(地心) 

晚清時期，西方國家的地理概念傳入中國，顛覆中國原有的地理思想觀──

「萬邦為首」的概念，促使原有權力脈絡下解讀的地方空間受到了強烈衝擊，產

生巨變。如，魏源《海國圖志》便說道： 

昔人云：地球懸於渾天之中，静而不動，日月各星，晝夜循環於其外。迨

前明嘉靖二十年間，有伯罷尼亞人，哥伯尼各者，深悉天文地理，言地球

與各政皆循環於日球外，川流不息，周而復始，並非如昔人所云竟而不動，

日月各星，循環於其外者也。以後各精習天文諸人，多方推算，屢屢考驗，

方知地球之理，哥伯尼各所言者不謬矣。313 

魏源於文中所提的論點，打破了中國傳統固有的地理空間觀，使傳統中國人所認

為的中心思想受到了震盪。但，此外卻也同時延伸出一個未知的空間位置，也就

是米榭爾‧傅柯(Michel Foucault)所謂的空間延伸的概念，以一種地理學的觀點

來說明空間與權力的分佈關係。以傳統舊有的宇宙思維來看，宇宙空間存在著神

聖位置與凡俗位置的差異，並且相對於現世世界，由此形成各種階級位置。但是，

卻因哥伯尼各(Nicolas Copernicus，今譯：哥白尼，1473-1543)的發現，而使原有

的地理、空間與權力思維受到崩解，延伸出另一個新的空間觀念，同時也進一步

衝擊到中國原有的以「自我為中心」的權力空間想像，如： 

大地之土，環北冰洋而生，披離下垂如肺葉，凸凹參差，不ㄧ其形。泰西

                                                      
313 清‧魏源：《海國圖志》卷九十六，《魏源全集》，頁 2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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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分為四土：曰亞細亞，曰歐羅巴，曰阿非利加，此三土相連，在地球之

東半；別ㄧ土曰亞墨利加，在地球之西半(四大土之名，乃泰西人所立，

本不足為典要。今就泰西人海圖立說，姑仍其舊。近又有將南洋群島名為

阿塞亞尼亞洲，稱為天下第五大洲，殊屬牽強) 314 

徐繼畬《瀛寰志略‧卷ㄧ‧地球》寫道地球有五大洲，而中國只是位於其中一洲，

破除了中國自古以來的「中央之國」的稱號，宣告破除了中國並非處於世界中心

的想像。因此，中國由此向外延伸出五大洲的地理空間，進而向地球延伸出更廣

大的宇宙空間與地球之下的地底世界。 

若從魯迅所翻譯的《月界旅行》與《地底旅行》二部科幻小說的敘事空間而

論，武田雅哉《飛吧！大清帝國》中有以奧托‧弗雷德里希‧波爾諾(Otto Friedrich 

Bollnow)的言論來說明：「垂直方向是指土壤空間與大氣空間這種不可能進入的

空間」315，因此地底與月球之間的空間概念，可以看作是一種垂直的存在關係。

同時，也因為受到西方傳入的地理觀念的影響，促使中國傳統的家天下走向全球

意識的道路，並打破了魏源所謂的「株守ㄧ隅，自封域，而不知牆外之有天，舟

外之有地」，中國人的對於地理的概念，從平面走向立體的三度空間，是自晚清

而起。 

以小說情節與內容發展的角度來看，《地底旅行》中的地底空間是透過「學

者的學說」來呈現，並藉由列曼與亞蘺士叔侄二人的空間地域想象來開啟，同時

並呈現出由「地表」啟程，尋找「地心」的軌跡。 

在小說開端，魯迅便書寫了一連串關於「地球內部」的情形，藉以串聯以下

的故事情節： 

                                                      
314 徐繼畬著、宋大川校注：《瀛寰志略校注‧地球》(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年)，頁 2。 
315 武田雅哉著、任鈞華譯：《飛吧！大清帝國》(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8 年)，
頁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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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學術初胎，文明肇闢以來，那歐洲人士，皆瀝血剖心，凝神竭智，與天

為戰，無有己時，濺而得萬匯之秘機，窺宇宙之大法，人間品味，日以益

尊。所惜天上地下，人類所居，而地球內部情形，卻至今猶聚訟盈庭，就

不知誰非誰是。從前有個學者工石力子，曾說：「地球中心，全為液體。」

一般學子，翕然從之。迨波靈氏出，竟搏擊不留餘地，其說道：「設地球

中心，是沸熱的液體，則其強大之力必將膨脹，地殼難免有破裂之患。猶

氣罐然，蒸氣既達極度，則訇然作聲，忽至龜坼。然我等所居的地球，為

甚至今還是完全的呢？」波氏之說出，這般隨聲附和的學士先生，也只得

閉口攢眉，逡巡而去了。今且不說，單說地殼厚薄，仍是學說紛紜，莫衷

一是。有的說是十萬尺，有的說是三十七萬尺，有的說是十六萬尺，而有

名的英國碩儒迦布庚，則說是自百七十至二百十五萬尺。唉，好了好了，

不必說了！理想難憑，貴在實行。終至假電氣之光輝，探地府之秘密者，

其勢有不容已者歟。316 

而後，又帶出故事主角──列曼與亞籬士的個人性格與學術背景： 

卻說開明之歐土中，有技術秀出，學問淵深，大為歐、美人士所欽仰之國

曰德意志，鴻儒碩士，蔚如牛毛。而中有一畸人焉，名亞蘺士，幼即居其

叔父列曼家，研究礦山及測地之學。列曼為博物學士，甚有盛名，礦物，

地質兩科，尤為生平得意之學；故常屏絕家事，蟄居書齋，几上羅列著無

數光怪陸離的金石，窮日比較研究，視為至樂。且年逾五十，體力不衰，

骨格魁梧，精神獲鑠，隆准斑髮，雙眸炯炯有光。其明敏活潑的性質，便

是青年，也不免要讓他幾步。317 

                                                      
316 魯迅：《地底旅行》，《魯迅譯文全集》第一卷，頁 67。 
317 魯迅：《地底旅行》，《魯迅譯文全集》第一卷，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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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魯迅又敘述了列曼發現地底世界的古文獻資料以及入口位於何處的相關資

訊，並且表明其雀躍心情，如《地底旅行》第一回： 

余頃讀臘丁奇書，知衣蘭岬島的斯捺弗黎山，有最高峰曰斯恺忒列。每年

七月頃，噴火以後，其巔留一巨穴。余歡喜無量，不覺雀躍，余覃思大念，

欲旅行地底者久矣。今幸獲新知，可嘗夙願，故決計一行，汝將如何？行

乎，亦居乎？318 

凡爾納在書寫《地底旅行》時，以冰島古文書的發現來為小說情節增添寫實的效

果，使想像空間出現世俗化，促使異質化的空間在現實中是有可能存在的。 

再者，小說人物前往地心的旅途中所遇到的阻隔，如：大海、山壁、溪流、

高山、叢林及巨獸等等，皆可視為一種空間的阻礙，亦或是一種淨化的過程，並

且宣告小說人物的成長與蛻變： 

這斯捺勿黎火山，高五千仞，帶雪覆雲，每逢噴火時，照耀四方，雖深夜

亦如白晝。……此時路道大難，危險無匹。凝結的火石，光滑如玻璃ㄧ般，

不能托足。二人口裡呼著「滑！滑！」連爬帶走，緊隨梗斯，不肯稍退。

無奈越高越滑，列曼一不留心，忽向下滾。幸而所持鐵杖，鈎住了火石階

級，使免墮至山腳之禍。到三點鐘時，已抵三千二百仞的高處。冷氣如冰，

拂面欲裂。亞蘺士血色已失，寸步難移。連列曼的老好漢，也氣喘不止，

身如負重，大呼道：「梗斯！梗斯！暫且歇息罷！」梗斯向前指道：「將到

絕頂了，略耐一刻，快走罷！」列曼無法，只得捶著梗斯拄著杖，佝僂再

走。忽見塵埃石塊，乘著旋風，如大鐵柱ㄧ般，當面撲倒梗斯大驚，忙麾

兩人躲在山坳裡面，才能避出，旋風以蓬蓬然向前飛去。梗斯道：「這是

常有的，倘若躲避不迭，我等都不免化成齏粉。」亞蘺士聞言，心甚驚懼，

                                                      
318 魯迅：《地底旅行》，《魯迅譯文全集》第一卷，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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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計行程，約需五個時間，使達絕頂，騎虎難下，暗自擔憂。加之空氣漸

稀，呼吸亦迫，宛如失水的魚，張著口喘息不已。幸而夜間十二點鍾，竟

至火口左近，向下一望，僅見浮雲。足底的太陽，清光熒熒，不能普照。

睹其陰森慘澹的情形，幾疑非復人間世界。梗斯取出麵包，各飽餐了一頓，

臥地歇息。岩石之冷，冰人欲僵。片刻後，又向南方迸發，偶瞰下界，邃

谷如盂，大河如絲，而廣廈重樓，則以不可復辨。319 

在《地底旅行》第四回：「拚生命奮身入火口，則中道聯步向地心」文中敘述了

列曼一行人前往火山入口ㄧ事，於途中經歷了高山重重、空氣稀薄、身體不適等

狀況。正如同孟子所言：「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

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

告子下》)因此，舊中國社會若欲邁向新中國，則勢必先經過一番苦難再成長，

進而展現新風貌。 

然而，列曼與亞蘺士前去尋找地底的敘事架構上所衍生出的模式，隱約可看

見中國古典小說中仙鄉故事的傳承。根據小川環樹〈中國魏晉以後(三世紀)以降

的仙鄉故事〉一文，指出仙鄉故事的八個既定模式的母題：ㄧ是山中或者海上；

二是穿過洞穴；三是得到仙藥；四是與美女相遇而結為夫婦；五是得到仙人傳授

道術與贈物；六是懷鄉與勸歸；七是強調先鄉裡時間經過的速度；八是再歸與不

能回歸。320因此，由《地底旅行》的完整架構來看，由地表前往地心的歷程，即

在完成此八項仙鄉故事的母題。魯迅在翻譯的過程中，亦試圖以傳統的仙鄉概念

去連結凡爾納小說中所欲呈現的地心世界。 

但從另一角度而言，無論小說人物的旅行歷程或是原著作者與譯者的意喻，

列曼與亞蘺士前往並尋找「地心世界」的意圖與過程，雖然可視為一個從現實走

                                                      
319 魯迅：《地底旅行》，《魯迅譯文全集》第一卷，頁 76。 
320 小川環樹：〈中國魏晉以後(三世紀)以降的仙鄉故事〉，《幼獅月刊》第 40 卷第 5 期，1974 年

11 月，頁 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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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異托邦的旅行，但就整體而言，列曼與亞蘺士的旅行，只能視為一種發現「異

托邦」的歷程，對於烏托邦這個美好地方的理想社會，還是有待於討論的。 

在鄭文惠〈樂園想像與文化認同──桃花源及其接受史〉中也有提及到，「關

於精神源鄉生命的追尋及理想邦國的文化建構，累代文人藉由桃花源的擬象與隱

喻，毋寧拓移，異化了桃花源『遠遊──追尋──回歸』的象徵符碼」321，可說

是藉由小說的文本呈現，將桃花源作為一種精神上的理想依託，並且訴諸於此，

以追尋現實之外的理想寄託。而《地底旅行》中的敘事中，也滿足了桃花源的象

徵符號，由列曼與亞蘺士二人的遠游作為開端，以追尋一個除了地球表面以外的

地心世界，爾後再從地心回歸自地表，形成一個旅行的過程，呈現了追尋某種事

物存在的歷程。 

張惠娟〈樂園神話與烏托邦〉ㄧ文中提及，烏托邦應是一種動態的空間，且

是一個理想與現實交錯、美好與醜陋相互交融所構造出的ㄧ個活潑的園地。322而

從《地底旅行》中的小說空間，地心是ㄧ個相較於地表來說，缺乏社會結構、政

治體系與文明制度的空間，偏向ㄧ個更為封閉而未開發的空間。而列曼與亞蘺士

發現地心的旅程，將此一未知空間抽離出來，形成ㄧ個看似存在卻又不存在的世

界，並且藉由動植物的發現，賦予空間生命化： 

……不半日，其地突然開豁，別有一天。苔菌繁生，青林欲滴。出了樹林，

以見大海如鏡，為波鱗鱗。三人相視，喜色可掬。在海岸邊，縱覽植物，

則奇草珍木，交互枝柯，多為世間有名植物學家所未經夢見。323 

                                                      
321 鄭文惠：〈樂園想像與文化認同──桃花源及其接受史〉，《東吳學術》第 6 期，2012 年，頁

21。 
322 張惠娟：〈樂園神話與烏托邦〉，《中外文學》第 15 卷第 13 期，1986 年 8 月，頁 80-81。 
323 魯迅：《地底旅行》，《魯迅譯文全集》第一卷，頁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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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六回：「亞蘺士痛哭無人鄉 勇耿斯力造渡津筏」中，列曼一行人發現生長於

地底，從未被植物學家所發現之植物，除此之外，耿斯用以造船的材料亦為罕見

古植物，且生長於海底： 

……亞蘺士及列曼兩人，談論了許多湖水成因的道理，及推測這大海之廣

狹，造船之方法。不一會，耿斯汗流滿面，飛跑回來，向前指道：「造船

的樹木，以砍來了。」兩人忙走去看，樹形甚奇。列曼道：「此是什麼樹

木？」耿斯道：「這就是生長在海底的樅樹及其他之針葉樹，正可以造船

的。」……324 

亞蘺士與列曼二人又討論了許多關於地底湖水形成的原因，以及梗斯因尋找造船

材料時，意外發現生長於地底的珍奇植物。再者，又如第七回：「泛巨海垂釣獲

盲魚 入戰場飛波現古獸」中，描述三人發現海中奇獸之景： 

……耿斯甚樂，自語道：「這海中有魚沒有？」便取出一枝釣竿，用一粒

麵包作餌，垂入波間。少頃，向上一提，竟得小魚一尾，潑刺筏面。列曼

驚喜道：「魚麼？」亞蘺士道：「此即『阿蓄蜇兒』魚也。」兩人仔細看時，

卻又不然。其頭頗圓，其口無齒。鰭雖尚大，而尾則無。博物學家皆列之

「阿蓄蜇兒」族中，實非真的「阿蓄蜇兒」魚也。此魚生於荒古，種類甚

卑，又無雙目。列曼指著魚頭，說道：「此佛帖力魚之屬耳。」亞蘺士道：

「正是！正是！合眾國侃達吉州地下洞穴中的盲魚，真可謂無獨有偶了。」

列曼道：「不然，此種盲魚，與地球上者異。即如澳國西南部卡拉紐賴州

的地下洞穴中，棲有鯢魚之ㄧ種，曰『布羅鳩士』，亦為盲魚，然去其外

皮，則內仍有發育不完之雙目，試抉而檢察之，之其幼時之構造，本與他

種脊椎動物中之魚類無珠。特水晶體欠缺，及網膜之色素層不完全而已。

蓋此魚在荒古時，本具炯眼，後因棲息黑暗世界，視官無所為用，發育乃

                                                      
324 魯迅：《地底旅行》，《魯迅譯文全集》第一卷，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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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遺傳久之，遂成此相。而佛帖力魚，則原與此種不同。」……325 

於上引文，為耿斯意外由海中釣得小魚而得知此一生物為荒古時期之魚種，在地

球表面已非常少見，雖然有相類似的魚種，但地表與地底的種類已透過適應、生

長環境與遺傳因素而有所不同，此外又有「飛魚」： 

……波路壯闊，彼岸難望，不覺又是幾日。所見生物，類皆珍奇瑰怪，不

可究詳。亞蘺士本好博物之學，際此已忘飢渴。尤奇者為飛龜，像蝙蝠ㄧ

般，生著兩扇肉翹，頸修似蛇，喙利於鳥；齒如編貝，凡六十四枚；足有

銳爪，可以升木；若登路時，則以前足步行。各國動物學家，尚無定論。

有說是屬鳥類的，有說是屬蝙蝠類的，有說是屬水陸並棲的飛族的。許多

碩學鴻儒，終不能下ㄧ明確的見解。……326 

文中又提及三人發現海中珍奇異獸之景，其中以飛龜最令人印象深刻。其外型特

殊、行動特異，致使動物學者對其分類屬性而有不同見解。再者，三人橫渡大海，

列曼欲測其深度時，以繩測量，並發現繩上有異獸咬痕： 

……取出一條繩索，細了鐵錘，錘入海面，意欲測其深率。熟料二百「賽

尋」，(度名)還不見底，想收回索子時，則如釘入海底ㄧ般，牢不可拔。

遂忽耿斯相助，用盡氣力，才收了上來。耿斯ㄧ看，向列曼唧唧嘎嘎說了

許多話。亞蘺士雖不解衣蘭岬方言，然察言觀色，料之必有怪異。忙搶鐵

錘看時，則尚有齒痕ㄧ排，歷歷可辨。大驚道：「怪極！」耿斯隨又取長

衣當作風帆，疾行前進。亞蘺士暗忖道：「設倫敦博物院所藏開闢前巨獸

之遺骸，復生於今日，則或有如許魔力。然此種動物，滅跡已久，莫非岡

勃迦府博物館所藏三十『趺得』大守宮一類的東西麼？抑是潛伏海底的鱷

                                                      
325 魯迅：《地底旅行》，《魯迅譯文全集》第一卷，頁 84。 
326 魯迅：《地底旅行》，《魯迅譯文全集》第一卷，頁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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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呢？」越想越怕，兩目直注海面，不敢稍瞬。327 

在發現海底可怕巨獸生存的痕跡後，三人加快疾行於海面二十日間，毫無怪事發

生，使三人得以安定心神。不料，這卻是暴風雨前的寧靜，三人於二十日後，巧

見二頭巨獸爭霸於海中之場景： 

是晚，波濤不興，海面如鏡，木筏悠悠進發，竟漸顛頗起來。飄風倏起，

雜以微腥。耿斯遠跳良久，忽向前ㄧ指，亞蘺士忙舉頭ㄧ望，乃視兩個黑

青似的怪物。失聲道：「啊！大海豚！」列曼道：「不是！不是！這是極大

的海棲守宮。……」亞蘺士大忽道：「也不是。……這鱷魚！妖怪！」三

人至是，不免心慌，在定精細看，則ㄧ如牛頭，ㄧ似蛇首，巨眼裂腮，露

著白巉巉的尖齒，燦如列刃。那牛頭上，忽噴出兩道海水，若水精柱ㄧ般，

直射空際，還墜海面，澎湃有聲。亞蘺士已嚇得面如土色。忙叫道：「脫

帆！脫帆！！」耿斯搖搖手，彷彿是說聽天由命的意思。亞蘺士發恨道：

「天是靠不住的！快自己設法罷！」然此時木筏，以趁著順風，越走越近。

列曼忽道：「這兩獸爭鬥起來了。」亞蘺士道：「這來附和的，不是許多海

龜、蜥蜴麼？」耿斯道：「海獸實止兩匹，此外惟激浪而已。」列曼不語，

取出望遠鏡看了一會，說道：「原來這就是往日在僵石中所見的魚黿與蛇

頸黿兩物。地球表面，雖久絕跡，而不意倘生活於無人之鄉。我輩眼福，

成非淺鮮。」……328 

上引文寫道兩頭巨獸爭鬥於海上之情景，且有海龜、蜥蜴等獸附和與觀望。若將

原著版本中的巨獸爭鬥場景，衍伸至魯迅中譯本筆下的晚清歷史局面，宛如日俄

戰爭翻版，兩國爭鬥於中國土地之上，使中國的社會環境以及百姓的生活受到迫

                                                      
327 魯迅：《地底旅行》，《魯迅譯文全集》第一卷，頁 85。 
328 魯迅：《地底旅行》，《魯迅譯文全集》第一卷，頁 8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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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然而，其中亦有不少附和並參與其中的中國人，如魯迅在其自傳中所提及日

本軍人槍決幫助俄國人的中國人，且圍觀於周遭的觀眾亦為中國百姓。 

三、小結 

  綜合上述，根據可發現魯迅《地底旅行》的中文譯本書寫空間，根據鄭文

惠在〈樂園想像與文化認同──桃花源及其接受史〉所言：「隨著地理大發現、新

知識結構的產制、西方烏托邦的文化譯介及現代性歷程、民族情感的激揚，晚清

知識精英挪移古老桃源式之樂園文本，嫁接西方烏托邦的文化語境，而變異、再

制為一系列考察，批判現實社會與政治時局的敘事結構」，由此可解釋為桃花源

作為一個理想空間的依託，到了晚清之際，因為社會文化的種種因素，也形成了

各種挪移、編譯、轉化與改寫的現象，形成與過去截然不同且又複雜的象徵意義，

而魯迅的科幻翻譯小說《地底旅行》中，所呈現的空間，僅僅只是其中一例。 

第三節 時空交錯的旅行：虛擬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差異 

    當讀者跟隨著小說人物進入虛構的科幻空間，往往會沉浸於小說與現實之間，

久久徘徊不去，並容易陷入小說作者所塑造的故事空間之中，試圖在虛擬境界中

遊走尋找另種可能性，嘗試從中尋找現實之外的可能性，以達到閱讀小說地目的。

但，讀者卻往往因閱讀結束之後，必須將身體或是意志抽離故事的發展回到現實

的世界裡，因此便產生一種身體處在現實，而意志尚在虛擬境界中的現象，形成

一種特殊的現象，然而此一現象的產生也與小說人物的旅程結束有所關連。 

   因此，本論文在此章節主要探討小說作者藉由人物在時空交錯地旅行中，所

發現的現實和理想之間的差異，並以「烏托邦的進入」、「烏托邦的崩解與異托邦

之間」以及「發現異托邦」三部分，分別論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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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烏托邦的進入 

「烏托邦」的思想觀念欲進入晚清學界或文學界，結合當時的文化背景與歷

史因素是必要的手段之一，因此作家或譯者在書寫文字的過程中往往會以原有文

化中的書寫習慣所影響，例如：加入小說的元素；或是類似於「楔子」的概念，

如《地底旅行》第一回： 

溯學術初胎，文明肇闢以來，那歐洲人士，皆瀝血剖心，凝神竭智，與天

為戰，無有己時，濺而得萬匯之秘機，窺宇宙之大法，人間品味，日以益

尊。所惜天上地下，人類所居，而地球內部情形，卻至今猶聚訟盈庭，就

不知誰非誰是。從前有個學者工石力子，曾說：「地球中心，全為液體。」

一般學子，翕然從之。迨波靈氏出，竟搏擊不留餘地，其說道：「設地球

中心，是沸熱的液體，則其強大之力必將膨脹，地殼難免有破裂之患。猶

氣罐然，蒸氣既達極度，則訇然作聲，忽至龜坼。然我等所居的地球，為

甚至今還是完全的呢？」波氏之說出，這般隨聲附和的學士先生，也只得

閉口攢眉，逡巡而去了。今且不說，單說地殼厚薄，仍是學說紛紜，莫衷

一是。有的說是十萬尺，有的說是三十七萬尺，有的說是十六萬尺，而有

名的英國碩儒迦布庚，則說是自百七十至二百十五萬尺。唉，好了好了，

不必說了！理想難憑，貴在實行。終至假電氣之光輝，探地府之秘密者，

其勢有不容已者歟。……329 

魯迅於文中先大略介紹地球科學上，關於「地底」的知識，以補足讀者對於相關

知識的缺乏。再者，又如《月界旅行》第一回中，亦有相同的筆法運用，先介紹

故事背景的歷史成因，再將讀者帶入小說的世界： 

凡讀過世界地理同歷史的，都曉得有個亞美利加的地方。至於亞美利加獨

                                                      
329 魯迅：《地底旅行》，《魯迅譯文全集》第一卷，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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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戰爭一事，連孩子也曉得是驚天動地；應該時時記得，永遠不忘的。今

且不說，單說那獨立戰爭時，合眾國中，有一個麥烈蘭國，其首府名曰拔

爾祛摩，是個有名街市。真是行人接踵，車馬如雲。這府中有一所會社，

壯大是不消說，一件他國旗高挑，隨風飛舞，就令人起一種肅然致敬的光

景。原來是時瀕年戰鬥，仁心恟恟，經商者捐資財，操舟者棄舟楫，無不

竭力盡心考究兵事。那時在坡茵兵學校的，更覺熱心如熾。……330 

魯迅在《地底旅行》與《月界旅行》第一回之前，書寫一段類似傳統章回小說的

「楔子」於第一段文字之中，交待小說的相關知識或寫作背景。雖然，此段文字

並不影響小說內容的情節安排，卻可以使讀者更加明白作者翻譯小說的用意。因

此，在此可將此段文字視為一個進入「烏托邦」世界的入口，或是探索「烏托邦」

藍圖的途徑。 

尤其在《地底旅行》第一回第一段提及「溯學術初胎，文明肇闢以來……而

有名的英國碩儒迦布庚，則說是自百七十至二百十五萬尺……」331，魯迅清楚寫

出地球表面以外還有另一個地心世界，並塑造一個看似存在卻又未必存在的異空

間。而此一異空間的追尋有可能是為追求一個理想世界。如同人類對於月球世界

的嚮往，因而捏造出另一個月的空間，以假想世界的追尋，構築一個成功建立新

中國的必要手段。 

據顏健富所研究摩爾所創建的烏托邦概念，先後被傳教士以及中國的知識份

子所翻譯並加以運用，且經由中西文化概念的交錯與重疊，衝擊小說的原有敘事

範疇。332因而展現出當代文人對於政治的批判與社會期許，而後又從個人身體到

                                                      
330 魯迅：《月界旅行》，《魯迅譯文全集》第一卷，頁 67。 
331 魯迅：《地底旅行》，《魯迅譯文全集》第一卷，頁 67。 
332 顏建富：〈小說「烏托邦」：概念旅行、敘事展演與文學史反思〉，《從「身體」到「世界」：晚

清小說得新概念地圖》，頁 147。 



 
 

161 
 

國家社會、世界等不同範疇與空間，寄託個人情懷與家國理想，從中創造出個人

的文化概念與思想觀。 

其次，在《月界旅行》中提及到，槍砲會社的社長藉由發表到月球旅行的眼

說來激發社員之間的向心力，同時也試圖排除槍砲社員自戰爭結束後，內心對於

無從施展自身能力的焦慮感，同時也試圖將月球納入國家的版圖之一： 

我最勇敢的同盟社員諸君！請觀這蒼穹上，不是一輪月嗎？今晚演說，就

為著這「夜之女王」可做一番大事業的緣故。這大事業是什麼呢？請諸君

勿必驚疑，就是搜索這眾人還沒知道的月界，要同哥倫波發現我邦一般。

然而做這大事業，斷不是一人獨力可以成功的，所以報告諸君，想諸君協

力贊助，經查這秘密世界，把我合眾三十六聯邦版圖中，加個月界給大家

看。333  

然而，對於旅行到月球並非一件容易事，是必須經過許多層面的考量，包含月球

的重量、周圍的環境、月球本身的直徑範圍、組成的組織成分及其運動的週期，

甚至是包含地球到月球之間的最短、最遠距離等等，都必須清楚明白，此項旅行

的創舉方有可能成功進行，如： 

從前日夜焦心苦慮，把那月界的重量，以及周圍、直徑、組織、運動，連

那距離同占有位置，都算得明明白白，畫了一幅太陰圖，其精密完全，雖

不能勝於地圖，卻還不亞於他呢。關係月界的事情，現在雖大都明白，然

而自古迄今，還沒見有從我地球到那月界開條通路的事業。334 

因此，巴比勘社長為增加月球旅行的可行性，也列舉了過去許多的案例，並說明

其中方法，並以提及波端《西班牙大膽者公石力子氏月界旅行》、培兒格拉《法

                                                      
333 魯迅：《月界旅行》，《魯迅譯文全集》第一卷，頁 7。 
334 魯迅：《月界旅行》，《魯迅譯文全集》第一卷，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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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成功月界旅行》以及風耐兒《多數世界》等等相關著作，335為開啟月球旅程尋

找「烏托邦」世界的媒介。此外也提及，地球至月球之間的距離與交通方式、月

球上的生物及表面樣貌等關於月球之事，都是促使並誘發眾人前往月球的動力。 

再者，在《地底旅行》亦有提及，發現地底世界的古文獻以及開啟尋找異空

間的媒介： 

……余頃讀臘丁奇書，知衣蘭岬島的斯捺弗黎山，有最高峰曰斯恺忒列。

每年七月頃，噴火以後，其巔留一巨穴。余歡喜無量，不覺雀躍，余覃思

大念，欲旅行地底者久矣。今幸獲新知，可嘗夙願，故決計一行，汝將如

何？行乎，亦居乎？……336 

上引文為《地底旅行》主角之一的列曼教授發現地底的進入口，並探尋亞籬士是

否願意一同前往的意願。可以想見列曼教授對於發現地底空間著實興奮，想盡快

前往地底，探一究竟。由此亦衍伸而出魯迅個人對於翻譯的強烈意圖，希望藉由

翻譯獲得新知，一嘗他想要啟蒙國人思想的夙願。 

因此，透過列曼與亞蘺士二人旅行地底的過程，對照出地表與地心的空間視

野，並藉空間的轉換與進入，顯示出旅行的軌跡。此外，也可由二人之間的關係

以及相處行事，來探究二人因空間轉換而產生的些微表徵，如：譯者藉由二人性

格上的差異，所欲象徵的是新舊之際的中國百姓；或是積極改革的世代讀書分子

與害怕改變的中國傳統百姓；亦或是西方外來文化與現有傳統文化的衝擊等等。

在旅行地底空間的過程中，融入現代與想像的元素，促使自身能在過程中有所成

長與蛻變，改變原有的界線，進而邁向成長的階段。同時，也藉由譯者翻譯的過

程，改變了中國傳統的仙鄉(烏托邦)空間，並賦與嶄新的地理空間觀念。 

                                                      
335 魯迅：《月界旅行》，《魯迅譯文全集》第一卷，頁 7-8。 
336 魯迅：《地底旅行》，《魯迅譯文全集》第一卷，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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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烏托邦的崩解與異托邦之間 

在晚清小說家的筆下，時常出現「破屋」、「破船」或是「荒原」等空間意象，

如：《癡人說夢記》、《老殘遊記》及〈情天債〉等小說。作者藉由空間意象的比

擬賦予其國仇家恨等感情，並以內憂、外患、是非不分及官逼民反來呈現時代的

紛爭與危機，促使小說人物出走，遠離家鄉尋找烏托邦世界。然而，魯迅選擇翻

譯的《月界旅行》與《地底旅行》卻跳脫了晚清小說家的意識，藉翻譯展現西方

科幻小說中的主人翁敢言敢行的性格，以及打破中國傳統的地理空間思維，並透

過出走的過程發現現實與理想之間的差異，或是打開的想像視野。如： 

……有許多河馬進出的大洞，有金黃色笹緣似的東西圈著山麓的青山，有

角如象牙的羊，有渾身白色的鹿，而且有人兩腋生著肉翅，宛如一隻蝙

蝠。……337 

在《月界旅行》中，對月球賦予豐富的想象力，幻想其表面有許多河馬進出內部

與外部的洞穴，以及各種珍奇的異獸，諸如：有象牙的羊、白色的鹿或是似蝙蝠

的人等等。又如： 

……五百種新聞雜誌，都執筆批評，也有據形體上立說的，有的道：「月

球竟同我地球ㄧ般，樣樣完全嗎？有同地球相似的空氣嗎？發現月界之後，

就該移住嗎？」並說：「月界統屬美國，則歐洲國權，不能平均，恐肇事

端」的，亦復不少。……338 

是以，又從政治及開化的角度來觀察，並想像月球與地球之間的關係，提出各種

疑問。且以當時的國際社會情勢來看月界的發現，如同當年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

陸ㄧ般。然而，再以另一角度來觀察晚清時局，歷經一八四○年鴉片戰爭後的中

                                                      
337 魯迅：《月界旅行》，《魯迅譯文全集》第一卷，頁 11-12。 
338 魯迅：《月界旅行》，《魯迅譯文全集》第一卷，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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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不也如此？遭受西方列強政治勢力的瓜分，同時也因各國強權勢力的瓜分，

造成年年戰亂，百姓生活民不聊生。 

因此，傅柯〈論其他空間〉表示：「我們身處的當下是一個價值於空間之上

的紀元」來看，凡爾納所給予月球的價值與其自身所處的時代以及歷史價值有關；

反之，魯迅亦是如此，藉由翻譯《月界旅行》的過程，賦予其時代及整體歷史價

值與意義。 

《月界旅行》第一回「悲太平會員懷舊 破寥寂社長貽書」提及美國歷經獨

立戰爭後，百姓悠然，只想過著太平生活，人口激增。而面對此一境況的槍砲會

社成員，緬懷過去的戰爭且迫切於重返戰場；但是對於國家百姓卻是相反的。因

此，藉由曾經歷獨立戰爭而重拾太平的美國處境來說，對魯迅個人而言，應是希

望中國能有此相同的過程，盡快出現太平安定的日子。 

是以，魯迅在翻譯的過程中，除了宣揚西方國家的民主科學思想外，對於國

家目前所深陷的境遇亦有所渴求，望能回復正常且太平的日子，並希望國家與百

姓皆能夠致力於發展科學。 

魯迅以翻譯做文學的想像，替晚清的境遇勾勒出一個理想空間，並透過旅行

的過程，來啟蒙思想、發展科學以及宣揚民主思潮，藉由敘事來呈現當代生活。

並於小說的翻譯書寫中，建構出現實環境的窘境與未來美好的遠大目標。簡言之，

理想空間或烏托邦世界的塑造，其立基點通常來自於現實社會的苦難。並藉由紛

亂矛盾的人物性格、出走的歷程達到成長的效果。以《地底旅行》整部小說的結

構來看，可以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描述小說人物在前往地心進行探險的動機

及出發過程；第二部分，敘述了地心歷險途中所遭遇的個人苦難以及所見所聞；

最後，藉由火山之力離開地心，重返地表的歷程。若以《月界旅行》來看，則是

人物是安定的生活中，欲藉由冒險的歷練，使自身能夠重返戰爭時期的榮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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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底旅行》與《月界旅行》二者之間的旅行歷程，有絕大相異之處。但相同之

處卻是人物皆藉由烏托邦世界的發現，使其自身有所成長與改變。 

而在晚清時局的困境下，魯迅藉由翻譯科幻小說，以時空的交錯、異域的想

像與發現、眼見的奇景，試圖解脫眼前的窠臼，以勾勒未來藍圖。但無論何種空

間的敘事手法，譯者想要傳達的意念，皆有啟迪民智、發展科學等企圖。如同歐

陽建所言：「站在二十世紀起點的中國人，所夢想的最大題目，就是實現民主政

治、發展民族經濟，以振興中華。」339又如：「晚清的最後十年，曾經被描寫程

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然而，正是這一時期裡，醞釀著由黑暗向光明的運動，

萌發著對於美好未來的理想幢景。滿懷激情地嚮往未來，期望中國早日實現是晚

清小說最普遍突出的主題。」340因此，從小說的表面來看，構築一幅美麗的烏托

邦藍圖，是晚清作家、譯者與小說的主要課題。 

然而，從另一方面來觀察，過度追求烏托邦的同時，也容易造成反面效果，

致使國家或社會陷入更為窘迫的境遇中，浮出檯面的是隱含在烏托邦中的危險因

子，以《月界旅行》而言或是《地底旅行》來說，嚮往異域的旅程也許是美好的

開端，但旅行途中卻往往不盡人意，易遭受到許多心理層面以及外界的影響，促

使旅程中斷或是改變行程。就《月界旅行》而言，對於月球的想像源自心中的一

份幻想，因而促發這趟旅行的開展，進而設計旅行彈丸，前往月球尋找心中的異

域。當然，在準備過程中，麥斯敦及其社員已達到最初的目的──重返戰爭時期

的榮耀，並受到各界的矚目。但卻未著眼於航行的失敗或是現實與理想間的落差，

因此看似邁向美好境地的航程，事實上卻如履薄冰。是以，若將反思以及批判的

敘事模式添入小說之中，正可以重新評斷想像空間的意義。但卻容易使得想像中

的烏托邦陷入崩解之中。 

                                                      
339 歐陽建：《晚清小說史》，頁 240。 
340 歐陽建：《晚清小說史》，頁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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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發現異托邦 

異托邦或譯為「異質空間 heterotopia」，從其字根便可探究出與烏托邦空間之

不同。所謂「烏托邦」，是指不存在的空間引用時往往會賦予「極度理想空間」

內美麗夢幻卻又不切實際的事務，與現實世界做一對比。而人們通常會將烏托邦

做為模擬與寄託情感的境域，然而，此一境域卻只侷限於人的腦海中，並不存在

於真實世界中。就像水中幻影一般，是真實卻虛幻的虛構空間概念。如《月界旅

行》第二回中對於月球有過度的想像，並將月球比擬為「夜之女王」，在文中也

將月球表面由殞石撞擊所造成的大洞，想像為河馬進出的大洞；以及月球表面的

高低起伏地形被形容為金黃色的高山；此外，還有對於月球上生命的幻想，如：

大河馬、白色的鹿、象牙角的羊以及生著肉赤宛如一隻蝙蝠的生物等等，各種珍

奇異獸。341然而，這也僅僅只是文學家筆下所給予的文學幻想，就如同水中幻影

ㄧ般，虛無而飄渺，同時也藉由望遠鏡所觀測到的實像，進行文學虛構，賦予月

球生命力與想像力。 

 然而，「異托邦」一詞，就字面而言，結合了異質性及空間性二種概念。如

《月界旅行》中，月球是一真實存在於宇宙空間的一部分，為環繞著地球的衛星，

且因繞行地球的位置不同，進而影響到地球的各種天文現象，如：曆法的計算與

海水漲退潮的時間，但在科幻小說之中，凡爾納的創作給予月球生命，塑造成另

一空間，且相似於地球，卻又與地球有所不同。因此，月球可以視為一種結合異

質性與空間性的載體。 

 再者，《地底旅行》亦有相同之概念，地心是一存在於地球內部的空間，為

地球的一部分，科學家對此一空間有各種論述，卻無定論。但是，在文學家或是

小說創作者的筆下，卻是一豐富可以憑藉想像力自由馳騁的地域。正如同凡爾納

                                                      
341 魯迅：《月界旅行》，《魯迅譯文全集》第一卷，頁 11。 



 
 

167 
 

筆下的地心，存活著上古動植物以及豐富的礦產資源，因未經人為開採與破壞，

因此保留得相當完整。相較之下，與地球表面上的礦產、動植物形成對比。但也

因此塑造出有別於地表的另一個空間，如此看來，地心可以視為一個看似存在，

卻又無法證實是否存在的空間。 

 異托邦與烏托邦的差異在於「異托邦」為一種真實存在的空間概念，人可以

透過真實世界而與此一空間產生對比，並且做為主流現實對話與批判的基礎。如

《月界旅行》第四回： 

……這回到月界的彈丸，是同派遣的使節ㄧ般，倘若內中不學無術，便是

外貌莊嚴，也不免受外人嘲罵。所以據兄弟的意思，應以修身為第一義。

外形果然要壯麗精工，內中也應該要堅強慎密。諸君以為如何呢？那創造

星辰的是造化，製造彈丸的是我們；造化常以電氣光線風籟等之迅速自負；

我們不該以彈丸速率捷於奔馬或汽車數百倍自負嗎？況且駕著一秒時走

七英里的新制彈丸，向月界迸發，是何等名譽呢！諸君！怕那月界居民，

不用大禮迎接我地球的使節嗎？……342 

在《月界旅行》中，麥斯敦相信旅行月球的航程，就如同派遣使節出使他國ㄧ般，

除了外貌需要端正之外，也必須兼顧內在的修養以及個人道德素養。因此，由麥

斯敦個人的話語來看，應是將地球的國際社會情勢投射於月球之上，使自身所生

存的真實空間與虛擬的月界產生對比效果，進而做出主流意識下的對話與批判。 

 另一角度言之，異質空間具有可以對抗主體的力量。傅柯對此一空間的另一

說法，則是「鏡子使得當我在凝視鏡影的當下，發現自我與週遭其他空間密切連

結，因而使鏡外之我的存在顯得絕對真實；但因必須透過鏡中之影才能看到這一

                                                      
342 魯迅：《月界旅行》，《魯迅譯文全集》第一卷，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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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因此也顯得絕對不真實。」343因此，在《地底旅行》中，列曼與亞蘺士二人

在前往地心旅行的過程中，所經歷的體驗如同在地表ㄧ般，如：高山、大海、叢

林、岩壁、古獸等等景象，以及迷茫、疲憊與驚嚇等等心理作用，皆使二人的歷

險更具有真實性。且又因自身的感受歷歷在目與空間形成緊密連結，因而更顯得

真實而具體，但由另一角度而言，地心的歷險過程卻也因過份真實而顯得絕對不

真實。 

四、小結 

 在傅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對於「異質空間」曾提出六項準則： 

第一，異質空間具有普遍性；第二，異質空間的功能會因為不同歷史情境

而有所差異；第三，在現實世界中彼此矛盾的空間，可以在異托邦的同一

場域微妙地並置在一起，且彼此相容；第四，異質空間與異質時間常發生

交互作用；第五，異質空間既開放又封閉，且開關之間具有一定的管理機

制，不可隨意進出；第六，異質空間涵蓋所有其他異質空間，且多半呈現

兩極化現象。344 

異質空間，可以說是一種充滿對抗性與矛盾性且扭曲的空間。同時，傅柯也認為

異托邦反向呈現主觀認定的世界，挑戰了所有概括認定的窠臼。沒有了它，人類

不僅失去寶貴的對照空間，也失去了與主流空間對話之基石。 

由傅柯所提出的六大準則來看，月球與地心的空間確是如此。首先，二者皆

是具有普遍性的空間，卻也是真實存在的世界；其次，二者不因為歷史的情境不

同而有所不同，月球自古以來便存在於宇宙空間，而地心亦存在於地球內部之中，

                                                      
343 Michel Foucault: Of Other Places. Diacritics 16.1 (Spring 1986): 22-27,(trans. by Jay Miskowiec.) 
344 Michel Foucault: Of Other Places. Diacritics 16.1 (Spring 1986): 22-27,(trans. by Jay Miskowi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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亙古不變；第三，月球與地心兩者為一矛盾的空間──半空間，與地球表面形成

一種特殊上、中、下垂直關係場域，造成三者之間看似不同，卻又彼此相容；第

四，在時間上的交互作用，如同地心的空間ㄧ般，存在著比地球表面所見生物更

加遠古的生物，雖然所存在同一時空之中，卻因空間的交錯而有所差異；第五，

月球與地心二者之間，看似實為開放的空間，卻又有所封閉，對於進入此二者空

間的旅行者來說，實需要時機與地利，並非一蹴可成；最後，月球與地心二者異

質空間涵蓋其他所有的異質空間，並藉由此二者的幻想因子涵蓋所有空間幻想，

並呈現出與地球相異的兩極化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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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晚清小說的創作類型，大致可分為三類來論述：第一類，是透過理想空間「烏

托邦」的形塑所產生的小說，如曾樸《孽海花》、頤瑣《黃綉球》、陳天華《獅子

吼》以及蕭然鬱生《烏托邦遊記》與吳趼人《新石頭記》等，作者藉由小說的創

作寄託對現實社會的逃避與批判，同時也投射出自己內心中所嚮往的桃花源；第

二類，則是以「幻想空間」為主，企圖於文字之中想像一個地球之外的太空境界，

如荒江釣叟《月球殖民地小說》以及徐念慈(東海覺我)《新法螺先生談》等，小

說作者以超越地理的障礙為依據，形塑出另一空間，藉以向尋求另一種生存的可

能性；第三類，則為時間上的擬用，將小說時間置於「未來」，如春颿《未來世

界》、吳趼人〈光緒萬年〉、碧何館主人《新紀元》以及梁啟超《新中國未來記》

等，皆是作家透過小說創作來憧憬未來，並希望從中看見中國的新希望。 

第一節 魯迅翻譯科幻小說對晚清同類型小說創作的影響 

本文此節部分，欲透過魯迅翻譯科幻小說《月界旅行》與《地底旅行》探究

凡爾納小說對晚清同類型(科幻)小說創作的影響，試從中理出晚清科幻小說創作

的承襲。因此，本文將分為「晚清同類型創作小說中的『月球』」與「晚清同類

型創作小說中的『地心』」兩部分，依次進行探究，並舉例說明其中相關聯性。 

一、 晚清同類型創作小說中的「月球」 

科幻小說的作家藉由身體超越束縛，挑戰時間的極限與飛越地理的障礙，奔

向太空境地，以尋求另一種生存空間的可能性與小說的境界，如荒江釣叟《月球

殖民地小說》、徐念慈(東海覺我)《新法螺先生譚》二部小說創作皆是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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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荒江釣叟《月球殖民地小說》 

荒江釣叟的《月球殖民地小說》是一部尚未完成的作品，但就目前的 35 回

來看，小說中所描繪的月球的烏托邦空間已有雛型呈現，雖然情節的發展尚在地

球上空的階段。透過荒江釣叟在小說中所塑造的空間──飛行大氣球來看，設備

一應俱全，搭乘者可藉乘坐大氣球進行世界各洲、各島嶼進行旅行的探訪，並偶

遇各種奇人異事；小說內容來看，荒江釣叟在小說的各個空間之中置入了中國的

縮影，飽含個人的批判意識，與李汝真的《鏡花緣》相比，視野則是更加開闊許

多。 

小說中的飛行器大氣球，改變了交通工具的使用，也使空間上的差異由平面

道路轉向為立體的上下關係，對於世界的觀看角度也由平視轉為由上至下的俯視

角度，改變中國傳統的視野，使中國認清自己不過是世界地理的某一處。因此，

從《月球殖民地小說》中的地理空間來看，確實是有所改變。從其小說的內容而

言，亦可發現荒江釣叟在寫作的過程中，是有受到凡爾納科幻小說的影響，如搭

乘氣球旅行是受到《環遊世界旅行記》的影響，地球之上的故事內容則是受到《月

界旅行》的影響所致，王德威毅認為「荒江釣叟的月界旅行與氣球探險的基本情

節，可歸功於西方科幻小說的影響，但中國傳統的月宮神話以及海外歷險說部想

來也不無啟發」。因此，在小說第一回荒江釣叟雖認為過去中國對月球的想像是

「民智未開的見識」345，但對月球的想像荒江釣叟仍停留在傳統中國的意象中，

小說第十三回荒江釣叟將月球虛構成一個「真正是黃金為壁，白玉為階，說不盡

的堂皇富麗，就中所有的陳設並那樣的花草，各種的奇禽異獸，都是地球上所沒

有見過」346的世界，沿襲了對月球的傳統寄寓，並保留了神話的想像，又在小說

情節中塑造月球是科技高度發達的烏托邦境界。 

                                                      
345 荒江釣叟：《月球殖民地小說》第一回 (台北：廣雅出版有限公司，1984 年)，頁 4 
346 荒江釣叟：《月球殖民地小說》第十三回，頁 69。 



 
 

173 
 

(二)徐念慈(東海覺我)《新法螺先生譚》 

晚清同類型(科幻)小說的創作，作者除了將空間塑造於月球上，也延伸至其

他行星之上，如《新法螺先生譚》即是此例。小說中以一名中國科學家隻身前往

太空進行冒險旅程，以飛向太陽作為小說的敘事高潮。於小說的情節中，徐念慈

融入了晚清對太空的幻想與中國古代對宇宙的智慧，將空間範疇推衍至更寬廣更

深遠的宇宙空間，成為晚清科幻小說中最為奇詭的一部分。 

在小說的空間塑造上，徐念慈描繪了一個奇幻詭異的金星球，星球的表面有

被蒙上一層薄皮，地表上有原始動物生存，可以由礦物直接生成；在小說情節中，

作者刻劃了物種進化的錯亂時序，藉以鋪設太空幻境的奇異與詭怪，創造出有別

於一般科幻小說的情節架構，更使太空幻境更加撲朔迷離。 

從作者塑造的空間來看，可能是受到凡爾納科幻小說《月界旅行》的影響，

進而創作出有別於凡爾納的月球世界，並且將視野延伸至月球之外的金星，賦予

宇宙其他星球更多的想像空間。 

二、 晚清同類型創作小說中的「地心」 

晚清同類型(科幻)小說的創作類型有多種，而其中一種創作的模式，是作者

藉由沿用舊的書名與人物來進行新的小說故事創作，如吳趼人《新石頭記》即是

其中一例，作者透過寶玉的視野與旅行來抒發自己對於政治的理想境界；徐念慈

《新法螺先生譚》中，藉由小說人物法螺先生的肉體上升與墜落，將空間延伸至

太空與地心。 

（一）吳趼人《新石頭記》 

《新石頭記》一書，共可分為四十回前後兩部分：第一部分為前面二十回，

以描述賈寶玉出家之後因為動了凡心，而後又回到晚清現實社會的歷程；第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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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則為後面二十回，作者將全書重心置於此處，描述寶玉為躲避官兵追捕意外進

入文明社會的過程。 

吳趼人在前半部的敘述之中，延續曹雪芹《紅樓夢》中女媧補天的神話故事，

強調寶玉因女媧的遺留而未能完成補天一事的遺憾，因此在《新石頭記》中，寶

玉不再流連花叢，而是要以行動補償自己未能完成的遺憾，是以作者在《新石頭

記》中是延續了原著的架構，卻又在小說之中注入自身的憂國意識。 

在後半部之中，吳趼人塑造了「文明境界」的新空間。在吳趼人筆下的文明

境界，是一氣候由人工進行調節，適合居所的國度，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可透過科

學技術以及醫藥的進步來進行一切所需，如飲食經由科學調配後可以養顏美容又

可以方便消化、製造聰明的藥方使人的智力達到提升，以及經過特殊設計的地底

電車使交通更加方便等等，使寶玉進入文明境界有如劉姥姥逛大觀園一般。 

而吳趼人個人的政治理想，亦透過小說有所呈現，如《新石頭記》中，吳趼

人型塑出一個名為「自由村」的村落，其村落之統制主要以四維八德為治理要素，

是一開明專制的國家。因此，吳趼人在創作《新石頭記》的過程之中，藉由「自

由村」作為個人的政治理念之投射，希望藉由「自由村」來展現其政治理想的目

標。 

在《新石頭記》中最主要的高潮迭起，則為寶玉搭著潛水艇在海底進行的探

險活動過程，宛如一場海底歷險記一般。在空間的轉換上，吳趼人藉由寶玉的旅

行的過程，將空間由地面向下延伸至海底，以由上而下的變換過程引領讀者探險

地球表面以下的空間。如同凡爾納《地心旅行》一書中，凡爾納利用小說人物的

旅行過程，將空間的書寫由地表延伸至地心，並且描繪一連串進入地心的路徑與

過程。而在吳趼人《新石頭記》的創作中，吳趼人也描繪了一連串寶玉的旅行過

程，由此可發現吳趼人在創作《新石頭記》十，是有受到凡爾納科幻小說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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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徐念慈《新法螺先生譚》 

然而，除吳趼人《新石頭記》外，徐念慈《新法螺先生譚》亦有受到凡爾納

科幻小說的影響。在小說中，徐念慈賦予法螺先生的靈魂有一股不思議的發光原

動力，比起太陽的光力更加強大。且法螺先生可藉由靈魂飛往世界各地，如同巨

型燈泡，照耀所有角落。在小說的情節中，作者也藉由法螺先生的身體轉換，融

合了倫理學與科學的知識，並進一步在法螺先生旅行地心的過程中表現。小說創

作者賦予了法螺先生的軀體可以一分為二，當部分肉體因地心引力的關係向下墜

落時，可以穿越火山，經過十八層的地質變化，最後旅行到達地心。 

 經由法螺先生旅行過程，可發現徐念慈創作小說時，是有受到凡爾納《地底

旅行》的影響與啟發，同時在王德威科幻奇譚中，認為徐念慈在小說中已將地心

旅行轉化為對中國的「黑暗之心」的預言式探討，347藉此敘述小說作者對於自身

處境的省思。 

三、小結 

 除上述外，晚清科幻小說因受到翻譯科幻小說的的影響，在創作內容與題

材運用更加活潑且靈活，例如魯迅翻譯科幻小說《地底旅行》、《月界旅行》中對

時間的運用更為明確與立體，同時也因時間的描寫鮮明化，更使讀者有身歷其境

的效果，如「八月二十二日」、「不半日」、「一千七百年」、「一千六百四十九年」、

「一千八百三十五年」或是「十九點鐘」、「夜間十二點鐘」等等；其次，於小說

人物離家後的旅行經驗，也往往具有開闊自身眼界的效果，如《地底旅行》描述

亞蘺士與列曼二人在離家之後外出旅行的經驗，同時也藉由旅行的過程描繪出小

說人物在旅行中的自我體悟與感悟他人的地方，且針對於旅行所經之地，作者運

用了細膩的筆法描繪宛如真實世界的場景，使讀者閱讀小說彷如親身經驗一般；

                                                      
347 王德威：〈淆亂的視野──科幻奇譚〉，《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頁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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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則是於小說故事的敘述中，添入現代性元素的特徵，如《月界旅行》中所

提的「旅行彈丸」，是仿現代太空交通工具的擬寫，又或者是以現代精密的科學

計算方法，計算出地球至月球之間的精細距離、月球的運轉等等。 

 凡爾納科幻小說《月界旅行》與《地底旅行》，在小說的創作、題材與情節

書寫上，對於晚清同類型(科幻)小說的作家在創作過程中，皆造成一定的影響力，

可能受其題材、情節與空間塑造等等的影響。魯迅作為一名科幻小說的翻譯者，

也藉由翻譯科幻小說的過程在有意無意之間，對晚清同類型(科幻)小說的創作者、

閱讀者造成影響力，無論是在科學或是思想層面上，致使晚清科幻小說的創作取

材更加豐富而多元。 

第二節 總述：從翻譯科幻小說到翻譯文學這一路 

首先，「翻譯小說」這一文類的興起，是晚清受到西方思潮所影響，因此文

人為亟欲改變中國的境地，紛紛提出「小說功能化」的論述，如梁啟超〈亦印政

治小說序〉、〈小說與群治之關係〉、王无生〈論小說與改良社會之關係〉及徐念

慈〈小說林緣起〉與〈小說林發刊詞〉等諸篇強調「小說之用」的相關論述，因

此晚清文人變藉由翻譯西方小說來傳達並引進其思想，希望藉由介紹翻譯外來小

說啟迪民智。是以，翻譯小說這一文類便成為晚清文學中的一環。 

其次，則為「科幻小說」的興起，開始興起於晚清，是一結合了科學、幻想

與小說三者的文類，譯者透過科幻小說作為媒介向讀者傳遞科學思潮，使得「科

學」一事擺脫了「常人厭之，閱不終篇，輒欲睡去，強人所難」之窘境，開始為

讀者所接受，因此文人學者開始翻譯科幻小說，如魯迅翻譯《月界旅行》、《地底

旅行》、包公毅翻譯《鐵世界》以及梁啟超翻譯《十五小豪傑》等等，都是於晚

清之際，藉由翻譯科幻小說傳達新思潮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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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藉由科幻小說的翻譯，也間接促使了晚清對於科幻小說的創作與影響，

如吳趼人《新石頭記》是受到凡爾納科幻小說《海底歷險記》之影響；荒江釣叟

《月球殖民地小說》則是受到《環球旅行記》與《月界旅行》二書之影響；徐念

慈《新法螺先生譚》是受到《月界旅行》與《地底旅行》的影響，從翻譯科幻小

說與創作科幻小說的兩種角度來看，是彼此相互影響的存在。 

透過本論文之研究，追溯晚清魯迅對於翻譯與幻小說的看法，可以得知：魯

迅個人的翻譯生涯可分為兩期，前期為「1903 年至 1909 年」在日本期間的翻譯，

主要是以「科幻小說」以及「科學論文」為主要對象進行翻譯，且在翻譯的過程

之中，向中國輸入西方科學思想；而後期則主要以「文學研究會時期」翻譯兒童

文學、「未名社時期」以及「《譯文》雜誌時期」為主，主要翻譯作品的體裁偏向

「小說」、「童話」以及「文學論文」等方面。對於魯迅個人的翻譯文學生涯來說，

從前期到後期的轉變是由強調「科學」思潮到「文化」思辨最後回到「文學」的

本質歷程，因此也可看出魯迅個人對於改變傳統思維與引進西方思潮的路徑，是

與此相同的。 

從回溯《月界旅行》與《地底旅行》的創作及翻譯過程中，可探究出：凡爾

納創作《月界旅行》與《地底旅行》的過程，與當時時代背景以及「浪漫主義」

的文學思潮有所關係，將不可能實現的旅行透過文字來呈現，展現出自由自在無

拘無束的寫作風格，並結合科學知識描繪出另一種小說境界的可能性；又或者透

過英文譯本的翻譯背景可知，英譯本之翻譯過程亦受其時代思潮所致，表現出工

業革命之後所帶來的影響，人民透過旅行的手段尋求另一烏托邦的境界之所在；

日譯本的翻譯則是與魯迅翻譯中文本的背景相同，起自於明治維新之後，西方思

潮引入日本當地，譯者藉由翻譯科幻小說來向國人傳遞科學知識，藉以改變傳統

根深的思想。因此，從《月界旅行》與《地底旅行》的創作與轉譯過程來看，可

以發現文學的創作與翻譯皆與歷史時代有不可抹滅的關連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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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時間及空間的研究論述，可以得知：在東西方傳統的小說之中，對於「空

間」上的呈現，是屬於平面而缺乏立體的概念，如「月球」對於古代的地球人來

說，尚屬於「月亮」這一平面認知，而無「球體」之概念，同時月亮對於地球人

民的想像主要呈現是以神話作為一種線時以外的理想寄託與烏托邦境界的嚮往，

是一種構築了神話想像之外的理想投射，然而透過凡爾納《月界旅行》的小說情

結鋪陳，將「月亮」由平面轉為「月球」的立體空間，同時也賦予旅行月球的可

能性；又如「地底」亦有相同之概念，從平面晉身為立體的存在──「地心」，同

時凡爾納也藉由旅行過程的循序漸進，一層層描繪出地心的各種時間與年代，借

此呈現出一種近似於地表的地心，卻又無所差異的空間，而後又透過玩弄「時間」

的手段，表現出地心與地表的差異，同時又藉由旅行的過程，描繪地球在宇宙間

的形成以及地球的地殼變化過程。 

因此，由上所述，可以得知凡爾納在小說中描繪的空間以及小說的寫作是受

其時代的文學思潮影響所致；而英譯本的翻譯亦是如此；日譯本與中譯本的翻譯

則是因明治維新與自強運動之後西方思潮引進所影響，且翻譯科幻小說的共同理

由是，藉由小說的譯介與引進改變其國人當時的傳統思維。 

小說空間的形塑與其當時的科學思維有所關係，將傳統的平面認知帶往立體

的概念，改變人們的普遍思維，同時作者與譯者皆藉由另一存在且看似遙遠的「空

間」描繪出一個舊時代對於新時代的理想空間，進而想像一個更美好的未來境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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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侷限與未來展望 

一、 研究侷限 

本論文之研究論述，仍舊粗糙，且不甚足夠與周詳。對於魯迅個人旅日期間

之研究，應多方參考當代相關之日本學者的研究與論述，如阿部兼也所著《魯迅

の仙台時代 : 魯迅の日本留学の硏究》348一書，詳細探究魯迅日本留學一事，

以及在日期間對於魯迅一生中的影響，以及沼野誠介《魯迅と日本》349一書中，

亦有相關論述；再者，亦可透過魯迅與日本文人的交往情況，解析其在日期間文

學活動歷程，如周國偉《魯迅與日本友人》350等等，藉由第三者的視野，去探究

並解析論述魯迅在日本的歲月。然而，礙於筆者尚未掌握有關日文在研究上之專

業用語，因此有所不足，對此本論文留下一遺憾。 

其次，則為針對於凡爾納《月界旅行》與《地底旅行》之研究，應多加論述

其寫作與成書的時代背景；當時凡爾納此二書在法國的出版發行狀況以及關於讀

者閱讀後的評價依據；或是，凡爾納為何寫作《月界旅行》與《地底旅行》之原

因或發想源自於何處；並延伸至凡爾納小說的英文譯本翻譯與流行之原因，進而

探究其在英文翻譯文學中的出版流動情形是否受到法文原著之影響，亦或是其他

因素；而後又延伸至日文譯本的翻譯背景及其出版狀況與讀者的接收度，並進一

步探討日譯本與魯迅的中文譯本之間的關係是否有所直接關聯，而魯迅與日譯本

之間是否承接法文原著與英文譯本的抒寫要素；再者，從中試探究出四種語言所

書寫翻譯的《月界旅行》與《地底旅行》二書，在此一時代所要表達的話語是否

有所關係。然而，因礙於本論文之篇幅與外語專業能力所致，本文於此部分仍嫌

不足，對此留下一研究缺失。 

                                                      
348 阿部兼也：《魯迅の仙台時代 : 魯迅の日本留学の硏究》(仙台：東貝大學出版會，2000 年)。 
349 沼野誠介：《魯迅と日本》(東京都：文藝社，2004 年)。 
350 周國偉：《魯迅與日本友人》(上海：上海書店，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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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對於《月界旅行》與《地底旅行》小說情節中的空間之研究，應多著

重於東西方文學在理想空間「烏托邦」的型塑異同，以及之間是否有所相互影響；

且對於「月球」、「地底」的空間認知是否有所差異，將研究視野置於同一位置相

互比較及論述；而後，針對時間旅行、年代錯置應著重於當代時間理論對於「時

間」的概念來作為論述，探究小說家在寫作過程中將「時間」作為重要的工具之

因。 

二、 未來展望 

首先，關於本論文之研究未來展望，可從幾方面著手：第一，可將重點置於

晚清科幻小說的翻譯與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科幻翻譯小說之上，從中探究當時中

日在自強運動與維新運動之後，文人對於小說的認知以及彼此之間相互的影響之

上；第二，可從中日譯者對於凡爾納科幻小說的譯本著手，進行研究探析相同原

著下的中日翻譯本之間有何差異，其影響源自於何；第三，則可從凡爾納科幻小

說的譯本出版情形，研究凡爾納科幻小說於此一時期的流行狀況，試從中釐清凡

爾納科幻小說對於近代東亞的譯介與接受等三面進行研究與展望。 

再者，可由凡爾納的原著小說進行相關之研究論述，且透過相關翻譯理論著

述釐清小說在翻譯過程中的轉譯現象，並從其轉譯現象探究各個時期的歷史現象

對於文學譯介的影響過程，以及譯者透過翻譯所要轉達於讀者的事物為何；同時，

也可以透過當時代的英文譯本、日文譯本以及中文譯本進行研究比較，試從中看

出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所使用的語言差異，是否是受時代潮流所致；亦或是藉由比

較文學之論述，探究譯本之間是否相互影響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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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 
9. 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著、黃曉敏譯、張寅德編：《敘事學研究》(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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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5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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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期刊論文 

1. Foucault Michel and Jay Miskowiec : Of Other Place (Cornell University. D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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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方筱華〈魯迅的兒童文學觀研究──童話譯作的實踐考察〉(嘉義：南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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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晚清凡爾納《地底旅行》、《月界旅行》的譯本狀況一覽表 
法文原著 英文譯本 日文譯本 中文譯本 

Voyage au Centere 
de la Terre(Paris: 
Pierre-Jules Hetzel 
1864) 

A Journey to the 
Center of the Earth 
(1871,London:Griffith 
Farran, trans.) 

三木愛花、高須治助

譯：《拍案驚奇：地底

旅行》(九春社，1885
年 2 月) 

之江索子(魯迅)譯：《地底旅

行》，《浙江潮》第 10 期，(1903
年 12 月 8 日) 

之江索士(魯迅)譯：《地底旅

行》(上海：啟新書局，1906
年 3 月) 

周桂笙：《地心旅行》(又名《地

球遂》(上海：廣智書局，1906
年) 

De la Terre a’la 
Lune Trajet en 97 
heures et 20 
minutes(Paris: 
Pierre-Jules Hetzel 
1865) 

From the Earth to the 
Moon(1869,Newark 
Daily and weekly 
Journal of NJ. Trans. 
J.K.Hoyt) 

井上勤譯：《(九十七十

二十分間)月世界旅

行》(三木佐助發行，

1886 年 9 月) 

中國教育普及社(魯迅)譯印：

《月界旅行(科學小說)》 (東
京：進化社，19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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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明治時期凡爾納《地底旅行》、《月界旅行》出版之版本一覽表 

Voyage au centre De la terre (1864) 三木愛華、高須治助譯：《地底旅行：拍案驚奇》(東京：

九春堂，明治 18 年(1885)初版) 
三木愛華、高須墨浦合譯：《地底旅行》(明治 21 年(1888) 三
版) 

De la Terre à la Lune (1865) 井上勤譯：《九十七時二十分間月世界旅行》(大阪：黑瀨

勉二，明治 14 年(1881)初版) 
註記：三木美紀共同刊行 
井上勤譯《九十七時二十分間月世界旅行》(大阪：三木佐

助，明治 19 年(1886)二版) 
井上勤譯述：《月世界旅行》(東京：三木佐助，明治 19 年

(1886)二版) 
注記：背の書名《九十七十二十分間》 

 
 
 

表 3：1903 年魯迅發表於《浙江潮》的翻譯作品一覽表 

篇名 署名 體裁 原作者 期數 發表時間 
〈哀塵〉 庚辰 小說 囂俄(雨果) 第 5 期 1903.06.15 
〈說鈤〉 自樹 小說  第 8 期 1903.10.10 
〈斯巴達之魂〉 自樹 小說  第 5 期 1903.06.15 

第 9 期 1903.11.08 
〈地底旅行〉 之江索

士 
小說 儒勒‧凡爾納 第 10 期 1903.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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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906 年 3 月至 1909 年 8 月魯迅在日期間發表的作品一覽表 

篇名 署名 體裁 發表刊物/發行出版社 發表時間 
《地底旅行》 之江索士 小說 南京啟新書局 1906.03 
《紅星佚史‧譯詩》  詩歌 上海商務印書館 1907.10 
〈人之歷史〉  論文 《河南》創刊號 1907.12 

〈摩羅詩力說〉 令飛 論文 《河南》第 2 號 1908.02 

《河南》第 3 號 1908.03 
〈科學史教篇〉 令飛 論文 《河南》第 5 號 1908.06 
〈文化偏至論〉 迅行 論文 《河南》第 7 號 1908.08.05 
〈裴彖菲詩論〉 令飛 論文 《河南》第 7 號 1908.08.05 
〈紅笑〉  小說  1909.04 
〈漫〉  小說 《域外小說集》一冊 1909.03.02 
〈默〉  小說 《域外小說集》一冊 1909.03.02 
〈四月〉  小說 《域外小說集》二冊 1909.07.27 
〈鐙台守之詩〉  詩歌 《域外小說集》二冊 1909.07.27 

 

表 5：魯迅所翻譯的愛羅先珂著作一覽表 

發表時間 譯作名稱 原著作者 發表刊物 體裁 
1921.01 〈魚的悲哀〉 愛羅先珂 《婦女雜誌》第 8 卷第 1

號 
童話 

1921.08.01 〈狹的籠〉 愛羅先珂 《新青年》第 9 卷第 4
號 

童話 

1921.09.24 
1921.09.25 
1921.09.16 

〈池邊〉 愛羅先珂 《晨報副刊》 童話 

1921.10.22 〈春夜的夢〉 愛羅先珂 《晨報副刊》 童話 
1921.11.25 〈雕的心〉 愛羅先珂 《東方雜誌》半月刊第

18 卷第 22 號 
童話 

1922.01.10 〈世界的火災〉 愛羅先珂 《小說月報》第 13 卷第

1 號 
童話 

1922.01.25 〈兩個小小的死〉 愛羅先珂 《東方雜誌》第 19 卷第

2 號 
童話 

1922.02.01 〈一篇很短的傳 愛羅先珂 《婦女雜誌》第 8 卷第 2 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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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 號 
1922.02.10 〈為人類〉 愛羅先珂 《東方雜誌》第 19 卷第

3 號 
童話 

1922.04.02 〈俄國的豪傑〉 愛羅先珂 《晨報副刊》 記錄 
1922.05 〈連翹〉 愛羅先珂 商務印書館《現代小說

譯叢》 
小說 

1922.05.13  至
1922.06.25 

〈桃色的雲〉 愛羅先珂 《晨報副刊》 童話劇 

1922.07 〈古怪的貓〉 愛羅先珂 上海商務印書館《愛羅

先珂童話集》 
童話 

1922.09.01 〈小雞的悲劇〉 愛羅先珂 《婦女雜誌》第 8 卷第 9
號 

童話 

1922.12.01 〈時光老人〉 愛羅先珂 《晨報》四週年紀念增

刊 
童話 

1923.01.06 〈觀北京大學演劇

和燕京女校學生演

劇的記〉 

愛羅先珂 《晨報副刊》 雜文 

1923.03.10 〈「愛」字的瘡〉 愛羅先珂 《小說月報》第 14 卷第

3 號 
童話 

1923.07.10 〈紅的花〉 愛羅先珂 《小說月報》第 14 卷第

7 號 
童話 

 
 
 

表 6：魯迅所翻譯的厨川白村著作一覽表 

發表時間 譯作名稱 作者 發表刊物 體裁 
1924.10 《苦悶的象徵》 厨川白村 《晨報副刊》 論文 
1924.12.13 〈關照享樂的生活〉 厨川白村 《京報副刊》 雜文 
1925.01.10 〈西班牙的劇壇將星〉 厨川白村 《小說月報》第

16 卷第 1 號 
雜文 

1925.01.09 
1925.01.10 
1925.01.12 
1925.01.13 
1925.01.14 

〈從靈向肉和從肉向靈〉 厨川白村 《京報副刊》 雜文 

1925.01.06 
1925.01.13 

〈描寫勞動問題的文學〉 厨川白村 《京報》附刊《民

眾文藝週刊》第

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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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號 
1925.01.20 〈現代文學之主潮〉 厨川白村 《京報》附刊《民

眾文藝週刊》第 6
號 

雜文 

1925.02.14 
1925.02.15 
1925.02.16 
1925.02.17 
1925.02.18 
1925.02.20 
1925.02.21 
1925.02.25 
1925.02.28 
1925.03.02 
1925.03.03 
1925.03.04 
1925.03.05 
1925.03.07 

《出了象牙之塔》 厨川白村 《京報副刊》 雜文 

1925.12 《出了象牙之塔‧題卷端》 厨川白村 未名叢刊《出了

象牙之塔》 
雜文 

1925.12 〈藝術的表現〉 厨川白村 北新書局《出了

象牙之塔》 
雜文 

1925.12 〈遊戲論〉 厨川白村 北新書局《出了

象牙之塔》 
雜文 

1925.12 〈為藝術的漫畫〉 厨川白村 北新書局《出了

象牙之塔》 
雜文 

1925.12 〈從藝術到社會改造〉 厨川白村 北新書局《出了

象牙之塔》 
雜文 

1926.01.25 〈東西之自然詩觀〉 厨川白村 《莽原》第 2 期 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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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魯迅所翻譯的高爾基著作一覽表 

發表時間 譯作名稱 原著作者 發表刊物 體裁 
1930 〈惡魔〉 高爾基 《北新》第 4 卷 2

第 1、2 期 
小說 

1934.08.01 〈我的文學修養〉 高爾基 《文學》第 2 卷 2
第 2 期 

論文 

1934.10.16 〈俄羅斯的童話(一)〉 高爾基 《譯文》月刊第 1
卷第 2 期 

童話 

1934.10.16 〈俄羅斯的童話(二)〉 高爾基 《譯文》月刊第 1
卷第 2 期 

童話 

1934.11.06 〈俄羅斯的童話(三)〉 高爾基 《譯文》第 1 期第

3 卷 
童話 

1934.12.16 〈俄羅斯的童話(四)〉 高爾基 《譯文》第 1 期第

4 卷 
童話 

1934.12.16 〈俄羅斯的童話(五)〉 高爾基 《譯文》第 1 期第

4 卷 
童話 

1934.12.16 〈俄羅斯的童話(六)〉 高爾基 《譯文》第 1 期第

4 卷 
童話 

1935.04.16 〈俄羅斯的童話(七)〉 高爾基 《譯文》第 2 卷第

2 期 
童話 

1935.04.16 〈俄羅斯的童話(八)〉 高爾基 《譯文》第 2 卷第

2 期 
童話 

1935.04.16 〈俄羅斯的童話(九)〉 高爾基 《譯文》第 2 卷第

2 期 
童話 

1935.08 〈俄羅斯的童話(十)〉 高爾基 上海文化生活出

版社《俄羅斯的童

話》 

童話 

1935.08 〈俄羅斯的童話(十一)〉 高爾基 上海文化生活出

版社《俄羅斯的童

話》 

童話 

1935.08 〈俄羅斯的童話(十二)〉 高爾基 上海文化生活出

版社《俄羅斯的童

話》 

童話 

1935.08 〈俄羅斯的童話(十三)〉 高爾基 上海文化生活出

版社《俄羅斯的童

話》 

童話 

1935.08 〈俄羅斯的童話(十四)〉 高爾基 上海文化生活出 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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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俄羅斯的童

話》 
1935.08 〈俄羅斯的童話(十五)〉 高爾基 上海文化生活出

版社《俄羅斯的童

話》 

童話 

1935.08 〈俄羅斯的童話(十六)〉 高爾基 上海文化生活出

版社《俄羅斯的童

話》 

童話 

 
 
 
 

表 8：「儒勒‧凡爾納」晚清譯名之異同一覽表 

譯者及其作品 中文音譯名稱 備註 
薛紹徽譯：《八十日環遊記》(經世文出版

社，1900 年)。 
朱力士房 根據法語發音所翻譯而來。 

梁啟超譯：《十五小豪傑》，《春江花月報》

(1901 年 10 月 12 日)。 
焦士威爾奴 

天笑生(包公毅)譯述：《鐵世界》(上海：文

明書局，1903 年)。 
迦爾威尼 

南海盧藉東意譯、東越紅溪生潤文、披髮

生批：《海底旅行(泰西最新科學小說)》21
回(橫濱：小說林社，1902 年)。 

蕭魯士 根據英語發音所翻譯。 

元和奚若譯述：《秘密海島》(小說林社，

1905 年)。 
焦士威奴 

商務印書館重譯：《環遊月球》(商務印書

館，1904 年)。 
焦奴士威爾斯 

謝炘譯：《飛行記》(一名《非洲內地飛行

記》) (上海：小說林社，1907 年)。 
蕭爾斯勃內 

中國教育普及社(魯迅)譯印：《月界旅行(科
學小說)》 (東京：進化社，1903 年)。 

查理士‧培倫 根據日語發音所譯，而導致名稱有索

誤解。 
魯迅譯：《地底旅行》(上海：啟新書局，

1906 年 3 月)。 
英國威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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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晚清儒勒‧凡爾納小說的中文譯本一覽表 

法文原著本 英文譯本 明治時期譯本 晚清譯本 今譯 
Cinq Semaines en 
Ballon(Paris: 
Pierre-Jules 
Hetze，1863) 

Five Weeks in a 
Ballon(1869) 

井上勤譯：《亞

弗利加內地三

十五日間空中

旅行》(繪入自

由出版社 ，
1883 年 9 月

-1884 年 2 月)、
(春陽堂 1886 年

4 月)。 

佚名譯：《空中

旅行記》，《江

蘇》1、2 期

(1903 年 4 月

-1903年 5月)。 

《氣球上的五星

期》 

 謝炘譯：《飛行

記》(一名《非

洲內地飛行

記》)(上海：小

說林社，1907
年)。 

Voyage au Centere 
de la Terre(Paris: 
Pierre-Jules 
Hetze，1864) 

A Journey to the Center of 
the Earth(1871, London: 
Griffith Farran) 

三木愛花、高須

治助譯：《拍案

驚奇：地底旅

行》(九春社，

1885 年 2 月)。 

之江索子(魯
迅)譯：《地底

旅行》，《浙江

潮》第 10 期，

(1903 年 12 月

8 日) 

《地心歷險記》 

之江索士(魯
迅)譯：《地底

旅行》(上海：

啟新書局，

1906 年 3 月) 
周桂笙：《地心

旅行》(又名

《地球遂》(上
海：廣智書

局，1906 年) 
De la Terre a’la 
Lune Trajet en 97 
heures et 20 
minutes(Paris: 
Pierre-Jules 
Hetzel，1865) 

From the Earth to the 
Moon(1869, Newark daily 
and Weekly Journal of  
NJ. Trans. J.K.Hoyt) 

井上勤譯：《(九
十七十二十分

間)月世界旅

行》(三木佐助

發行，1886 年 9
月) 

中國教育普及

社(魯迅)譯
印：《月界旅行

(科學小說)》 
(東京：進化

社，1903 年) 

《從地球到月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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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ngt Mille Lieues 
Sous les 
Mers(Paris: 
Pierre-Jules 
Hetzel，1869-1870) 

Twenty Thousand Leagues 
Under the Seas(1872) 

大平三次譯：

《五大洲中海

底旅行》(四通

社，1884 年) 

南海盧藉東意

譯、東越紅溪

生潤文、披髮

生批：《海底旅

行(泰西最新

科學小說)》21
回(橫濱：小說

林社，1902 年) 

《海底兩萬里》 

 (英)露亞尼

著、海外山人

譯：《海底漫遊

記》15 回(新小

說林社，1906
年) 

Autour De la 
Lune(Paris: 
Pierre-Jules 
Hetzel，1870) 

Around the Moon(1873) 井上勤譯：《月

世界一周》(博
聞社，1883 年 7
月 28 日) 

商務印書館

譯：《環遊月

球》(商務印書

館，1904 年) 

《環繞月球》 

Le tour du Monde 
en quatre-vingts 
Jours(Paris: 
Pierre-Jules 
Hetzel，1872) 

Around the World in 80 
Days(1873) 

 薛紹徽、陳繹

如譯：《八十日

環遊記》37 回

(經世文出版

社，1900 年) 

《環遊世界八十

天》 

 陳澤如譯：《寰

球旅行記》(小
說林社，1906
年) 

 雨譯：《環球旅

行記》，《時報》

(1905 年 12 月

20 日-1906 年

1 月 28 日) 
L’lle 
Mysterieuse(Paris: 
Hetzel，1874) 

The Mysterious 
Island(1874) 

 奚若譯述：《秘

密海島》(小說

林社，1905
年)。 

《神秘島》 

Michel Strogoff De 
Moscou a Irkou 

Michael Strogoff(1876) 羊角山人譯

述、森田思軒刪

天笑生(包公

毅)譯：《秘密

《沙皇的信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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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k(Paris: Hetzel，
1876) 

述：《盲目使

者》，《郵便報知

新聞》(1887 年

9 月 16 日-12 月

30 日) 

黨魁》，《小說

時報》7-10 期

(1910 年 11 月

2 日-1911 年 6
月 11 日) 

Les Cinq Cents 
Million De la 
Begum(Paris: 
Hetzel，1879) 

The Begum’s 
Fortune(1879) 

紅芍園主人(森
田思軒)譯：

〈仏‧曼‧二学

士の譚〉，《報知

新聞》(1887 年

3 月 26 日-5 月

10 日)，後單行

本《鐵世界》(集
成社 1887 年 9
月) 

天笑生(包公

毅)譯述：《鐵

世界(科學小

說)》 (上海：

文明書局，

1903 年) 

《該卡利達的財

富》 

Deux ans De 
Vacances(Paris: 
Hetzel，1888) 

Two Years' Vacation(1889) 森田思軒譯：

《十五少年》

(博文館，1896
年 12 月 19 日重

譯) 

少年中國之少

年(梁啟超)
譯：《十五小豪

傑》，《春江花

月報》(1901
年 10 月 12 日) 

《十五少年漂流

記》 

L'Île à hélice(Paris: 
Hetzel，1895) 

Propeller Island(1896)  天笑(包公毅)
譯：《一捻紅》

37 回(小說林

社，1906 年) 

《機器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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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月界旅行》法、英、日、中譯本章節對照表 

法文原著章節 英文譯本章節 日文譯本回目 中文譯本回目 

Chapitre I: 
Le Gun-Club. 

Chapter I: 
The Gun Club 

第一回 
砲銃社 

第一回： 
悲太平會員懷舊 
破寥寂社長貽書 

Chapitre II: 
Communication du 
Président Barbicane 

Chapter II:  
President Barbicane's 
Communication 

第二回 
社長珍事報告 

第二回： 
搜新地奇想驚天 
登演壇雄譚震俗 

Chapitre III: 
Effet de la 
Communication 
Barbicane 

Chapter III:  
Effect of the President's 
Communication 

第三回 
社長演舌後會眾人氣 

第三回： 
巴比勘列炬遊諸市 
觀象臺寄簡論天文 

Chapitre IV: 
Réponse de 
L’observatoire de 
Cambridge 

Chapter IV: 
Reply From the Observatory 
of Cambridge 

第四回 
「ケンブリッ」天象臺の

返答 

第四回： 
喻星使麥氏頌飛丸 
廢螺旋社長定巨炮 

Chapitre V: 
Le Roman de la Lune 

Chapter V:  
The Romance of the Moon 

第五回 
月世界の說 

第五回： 
聞決議兩州爭地 
逞反對一士懸金 

Chapitre VI: 
Ce Qu’il N’est pas 
Possible D’ignorer ce 
Qu’il N’est Plus Permis 
de Croire Dans Les 
États-unis 

Chapter VI: 
The Permissive Limits of 
Ignorance and Belief in the 
United States 

第六回 
米國人月世界事情の不

學及借用 

第六回： 
覓石丘聯騎入山 
鼓洪爐飛鐵成瀑 

Chapitre VII: 
L’hymne du Boulet 

Chapter VII: 
The Hymn of the 
Cannon-Ball 

第七回 
大砲彈丸の頌詞 

第七回： 
祝成功地府暢華筵 
訪同志舵樓遇畸士 

Chapitre VIII: 
Histoire du Canon 

Chapter VIII: 
History of the Cannon 

第八回 
大砲沿革み略傳 

第八回： 
溫素互和調劑人生 
天行就降改良地軸 

Chapitre IX: 
La Question des Poudres 

Chapter IX: 
The Question of the 
Powders 

第九回 
火藥の疑問 

第九回： 
俠男兒演壇奏凱 
老社長人海逢仇 

Chapitre X: 
Un Ennemi Sur 
Vingt-cinq Millions  

Chapter X: 
One Enemy V. Twenty-Five 
Millions of Friends 

第十回 
二千五百万人中一人の

敵 

第十回： 
空山覓友遊子斷魂 
森林無人兩雄決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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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mis 

Chapitre XI: 
Floride et Texas 

Chapter XI: 
Florida and Texas 

第十一回 
「フロリダ」及「 
テキサス」 

第十一回： 
羨逍遙遊麥公含憤 
試震動力栗鼠蒙殃 

Chapitre XII: 
Urbi et Orbi 

Chapter XII: 
Urbi et Orbi 

第十二回 
資本金 

第十二回： 
新實驗勇士服氣 
大創造巨鑑窺天 

Chapitre XIII: 
Stone’s Hill 

Chapter XIII: 
Stones Hill 

第十三回 
石丘 

第十三回： 
防蠻族亞電論武器 
迎遠客明月照飛丸 

Chapitre XIV: 
Pioche et Truelle 

Chapter XIV: 
Pickaxe and Trowel 

第十四回 
鶴嘴鋤及鏝 

第十四回： 
縱鬼變汽扇驅雲 
報佳音彈丸達月 

Chapitre XV: 
La Fete de la Fonte 

Chapter XV: 
The Fete of the Casting 

第十五回 
大砲鑄造落成の景況 

 

Chapitre XVI: 
La Columbiad 

Chapter XVI: 
The Columbiad 

第十六回 
「コロンビヤード」砲 

 

Chapitre XVII: 
Une Dépeche 
Télégraphique 

Chapter XVII: 
A Telegraphic Dispatch 

第十七回 
電信報知 

 

Chapitre XVIII: 
Le Passager de L’atlanta 

Chapter XVIII: 
The Passenger of the Atlanta 

第十八回 
滊船阿土蘭多號の旅客 

 

Chapitre XIX: 
Un Meeting 

Chapter XIX: 
A Monster Meeting 

第十九回 
演舌の大會 

 

Chapitre XX: 
Attaque et Riposte 

Chapter XX: 
Attack and Riposte 

第二十回 
月球關係の討論 

 

Chapitre XXI: 
Comment un Francais 
Arrange une Affaire 

Chapter XXI: 
How A Frenchman Manages 
An Affair 

第二十一回 
社長及「ニユノル」氏の

爭鬥 

 

Chapitre XXII: 
Le Nouveau Citoyendes 
États-unis 

Chapter XXII: 
The New Citizen of the 
United States 

第二十二回 
米國の新府民 

 

Chapitre XXIII: 
Le Wagon-Projectile 

Chapter XXIII: 
The Projectile-Vehicle 

第二十三回 
彈丸を以て車に換 

 

Chapitre XXIV: 
Le Télescope Des 
Montages Rocheuses 

Chapter XXIV: 
The Telescope of the Rocky 
Mountains 

第二十四回 
巨大の望遠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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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itre XXV: 
Derniers Détails 

Chapter XXV: 
Final Details 

第二十五回 
結末み談話 

 

Chapitre XXVI: 
Feu ! 

Chapter XXVI: 
Fire! 

第二十六回 
巨彈發射 

 

Chapitre XXVII: 
Temps Couvert 

Chapter XXVII: 
Foul Weather 

第二十七回 
巨彈發射後萬乘の景況 

 

Chapitre XXVIII: 
Un Nouvel  Astre 

Chapter XXVIII: 
A New Star 

第二十八回 
月世界旅行彈丸の發見 

 

 
 
 

表 11：《地底旅行》法、英、日、中譯本章節對照表 

法文原著章節 英文譯本章節 日文譯本回目 351 中文譯本回目 352 
Chapter I 
 

Chapter I:  
The professor and his family 

第一回 
開一世智推萬古心 
創絕代業博千歲名 

第一回 
奇書照眼九地路通 
流光逼人尺波電謝 

Chapter II Chapter II: 
A mystery to be solved at any 
price 

第二回 
割愛情才子別佳人 
賭身命英雄離鄉國 

第二回 
割愛情揮手上征途 
教冒險登高下游子 

Chapter III Chapter III: 
The runic writing exercises the 
professor 

第三回 
華都滯留慰長途鬱 
名士照介得無上助 

第三回 
助探險壯士識途 
紓貧辛荒村駐馬 

Chapter IV Chapter IV: 
The enemy to be starved into 
submission 

第四回 
不是上帝初造地處 
或又女媧能補天邊 

第四回 
拚生命奮身入火口 
揮中道聯步向地心 

Chapter V Chapter V: 
Famine, then victory, followed by 
dismay 

第五回 
遇獲虎兒須入虎穴 
要立奇功宜為奇行 

第五回 
假光明造物欺人 
大徼幸靈泉醫渴 

Chapter VI Chapter VI: 
Exciting discussions about an 
unparalleled enterprise 

第六回 
一行極死探暗洞中 
三人鼓勇進地底路 

第六回 
亞蘺士痛哭無人鄉 
勇梗斯力造渡津筏 

Chapter VII Chapter VII:  
A woman's courage 

第七回 
空中水盡三人痛思 
岩隙泉迸一行得蘇 

第七回 
泛巨海垂釣獲盲魚 
入戰場飛播現古獸 

Chapter VIII Chapter VIII: 第八回 第八回 
                                                      
351 全書共為十七回，末六篇為日譯本所附附錄，為日譯者高須治助及三木愛華所加。 
352 魯迅所譯《地底旅行》，全書共為十二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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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ious preparations for vertical 
descent 

洞中友離半途必死 
泉脈流絕前路失標 

大生出水浮嶼擬龍 
怪火博人荒天掣電 

Chapter IX Chapter IX: 
Iceland! But what next? 

第九回 
地底大海泛一片船 
土中別界探萬古奇 

第九回 
擲磁針磧間呵造化 
拾匕首碣上識英雄 

Chapter X Chapter X: 
Interesting conversations with 
Icelandic savants 

第十回 
波間垂釣獲奇異魚 
水上留船見怪妖獸 

第十回 
埋爆要再闢亞侖洞 
遇漩渦共墮焦熱獄 

Chapter XI Chapter XI: 
A guide found to the centre of the 
earth 

第十一回 
島嶼怪歟見初知島 
生歟死歟纔能得生 

第十一回 
乘熱潮入火出火 
墮熱土捨生得生 

Chapter XII Chapter XII: 
A barren land 

第十二回 
出萬死中能得一生 
逢千苦事益固素志 

第十二回 
返故鄉新說服群儒 
悟至理偉功歸聖火 

Chapter XIII Chapter XIII: 
Hospitality under the arctic circle 

第十三回 
忽失前途又認別道 
思無先者已屈後人 

 

Chapter XIV Chapter XIV: 
But arctics can be inhospitable, 
too 

第十四回 
夢裡之夢死而又生 
幻中之幻無而尚有 

 

Chapter XV Chapter XV: 
Snaefell at last 

第十五回 
入自火山出於火山 
不思生環中得生還 

 

Chapter XVI Chapter XVI: 
Boldly down the crater 

第十六回 
這處仙洞不知秦晉 
那邊故鄉難悟東西 

 

Chapter XVII Chapter XVII: 
Vertical descent 

第十七回 
逐蓋世功真是英雄 
全百年情永傳佳話 

 

Chapter XVIII Chapter XVIII: 
The wonders of terrestrial depths 

地球の出生及ひ沿革  

Chapter XIX Chapter XIX: 
Geological studies in situ 

地球の沸熱流液躰そ

說く 
 

Chapter XX Chapter XX: 
The first signs of distress 

地躰の發育  

Chapter XXI Chapter XXI: 
Compassion fuses the professor's 
heart 

地球上に有機物の出

現せし原由と說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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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XXII Chapter XXII: 
Total failure of water 

天然特異の植物そ說

く 
 

Chapter XXIII Chapter XXIII: 
Water discovered 

創世紀の動物そ說く  

Chapter XXIV Chapter XXIV: 
Well said, old mole! canst thou 
work i' the ground so fast? 

  

Chapter XXV Chapter XXV:  
De profundis 

  

Chapter XXVI Chapter XXVI: 
The worst peril of all 

  

Chapter XXVII Chapter XXVII: 
Lost in the bowels of the earth 

  

Chapter XXVIII Chapter XXVIII: 
The rescue in the whispering 
gallery 

  

Chapter XXIX Chapter XXIX: 
Thalatta! thalatta! 

  

Chapter XXX Chapter XXX:  
A new mare internum 

  

Chapter XXXI Chapter XXXI: 
Preparations for a voyage of 
discovery 

  

Chapter XXXII Chapter XXXII: 
Wonders of the deep 

  

Chapter XXXIII Chapter XXXIII: 
A battle of monsters 

  

Chapter XXXIV Chapter XXXIV: 
The great geyser 

  

Chapter XXXV Chapter XXXV: 
An electric storm 

  

Chapter XXXVI Chapter XXXVI: 
Calm philosophic discussions 

  

Chapter XXXVII Chapter XXXVII: 
The Liedenbrock Museum of 
Geology 

  

Chapter XXXVIII Chapter XXXVIII: 
The professor in his chair 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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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XXXIX Chapter XXXIX: 
Forest scenery illuminated by 
electricity 

  

Chapter XL Chapter XL: 
Preparations for blasting a 
passage to the centre of the earth 

  

Chapter XLI Chapter XLI: 
The great explosion and the rush 
down below 

  

Chapter XLII Chapter XLII: 
Headlong speed upward through 
the horrors of darkness 

  

Chapter XLIII Chapter XLIII: 
Shot out of a volcano at last! 

  

Chapter XLIV Chapter XLIV: 
Sunny lands in the blue 
mediterranean 

  

Chapter XLV Chapter XLV: 
All's well that end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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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凡爾納《地底旅行》法文原著插圖 353 

 
第一章 第二章 

Otto Lidenbrock était 
un homme grand, 
maigre. 
 

IL DEMEURAIT DANS SA 

PETITE MAISON DE 

KÖNIGSTRASSE. 

 

 
 
 
 
 

圖片說明：列曼教授

(Otto Lidenbrock)是一

個高高瘦瘦的男人。 

圖片說明：我們在科尼拉斯

街的房子。 
圖片說明：冰島古文書中的古怪記號 

第三章 第五章 

                                                      

353 圖片翻拍自 1966 年由 Librairie Hachette 出版 Voyage Au Centre De La Terre。圖片中的

原文說明為原版本插圖所有，中文翻譯為筆者所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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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üben était une 
charmante jeune fille 
blonde. 

 
La vieille servante retourna 
dans sa cuisine en 
gémissant. 

 

Je me croisai les bras et j’attendis. 

圖片說明：洛因

(Graüben)是一個迷人的

金髮女孩。 

圖片說明：老僕人回到廚

房低聲嘆氣。 
圖片說明：我插著手、嘆著氣，等待著。 

第六章 第七章 

Je me penchai sur la 
carte. 

Je gagnai donc les bords de 
l’Elbe. 

Je trouvai mon oncle 
criant et s’agitant. 

Marthe et la jeune fille 
nous adressèrent un 
dernier adieu. 

圖片說明：我俯身趴在

地圖上觀察。 
圖片說明：沿著易北河走

去，遠離城市。 
圖片說明：我看見叔叔

發號著司令，指揮搬運

工人。 

圖片說明：我們和瑪爾

特作了最後的告別。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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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clocher de 
Frelers-Kirk. 

 
Vue de Reykjawik. 

 

Une rue de Reykjawik. 

 

Hans, personnage 
grave, flegmatique et 
silencieux. 

圖片說明：哥本哈根的

教堂。 
圖片說明：雷克雅維克。 圖片說明：雷克雅維克

的街頭。 
圖片說明：梗斯(Hans)
的性格，有點認真，又

有點笨頭笨腦的。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Mon oncle ressemblait 
à un centaure à six 
pieds. 

 
Sa monture vint flairer la 
dernière ondulation des 
vagues. 

 
Un lépreux, répétait mon 
oncle. 

 

 
Le fjörd de Stapi 
encaissé dans une 
muraille basaltique. 

圖片說明：我的叔叔騎

在那匹小馬上，看起來

像一個有 6 英呎高的

半人馬怪物。 

圖片說明：他騎著坐騎，想

去海邊走走，聞一聞層層波

浪的味道。 

圖片說明：我的叔叔反

覆說著，一個痲瘋的病

人。 

圖片說明：在斯達畢出

現玄武岩牆。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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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us nous prêtions un 
mutuel secours à l’aide 
de nos bâtons. 

 
Bientôt la trombe s’abattit 
sur la montagne. 

 
Regarde ! me dit le 
professeur. 

 
La descente commença. 

圖片說明：我們使用支

杖互相幫忙。 
圖片說明：眼前的山落下了

沙塵暴。 
圖片說明：教授說，看。 圖片說明：開始下降。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Les lampes furent 
accrochées à une saillie 
de lave. 

 
Parfois une succession 
d’arceaux se déroulait 
devant nous. 

 
Une mine de charbon ! 
m’écriai-je. 

 
Et relevant la gourde, il 
la vida tout entière entre 
mes lèvres. 

圖片說明：這些掛在熔

岩上的燈具。 
圖片說明：有時在我們面前

出線一連串的拱形洞穴。 
圖片說明：因為煤礦，

我哭了。 
圖片說明：他用水壺中

的水，填滿了我的嘴。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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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 m’imaginais voyager 
à travers un diamant. 

 
Un jet d’eau s’élança de la 
muraille. 

 
Nous descendions une 
sorte de vis tournante. 

 
Descente verticale. 

圖片說明：我想像著自

己在鑽石之間行走。 
圖片說明：一股水流從山壁

噴出。 
圖片說明：我們像螺旋

槳一樣不斷下降。 
圖片說明：垂直下降。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Je songeai aux secours 
du ciel. 

 
Axel ! Axel ! est-ce toi ? 

 
Ma couchette se trouvait 
installé dans une grotte. 

 
Une vaste nappe d’eau 
s’étendait devant mes 
yeux. 

圖片說明：我向上天禱

告。 
圖片說明：亞蘺士！亞蘺

士！是你嗎？ 
圖片說明：我的床位被

放置在一個山洞裡。 
圖片說明：在我的眼前

出現水茫茫的一片。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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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 n’est qu’une forêt de 
champignons, dit-il. 

 
J’allais me plonger dans les 
eaux de cette méditerranée. 

 
Le rêve d’Axel. 

 
Le radeau a été soulevé 
hors des flots. 

圖片說明：他說，這是

一片磨菇森林。 
圖片說明：我打算潛入地心

的海洋水欲。 
圖片說明：亞蘺士的

夢。 
圖片說明：木筏被海浪

抬起。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四章 第三十五章 

 
Ces animaux 
s’attaquent avec fureur. 

 
Le Geyser s’élève 
majestueusement. 

 
Les cheveux de Hans 
sont hérissés d’aigrettes 
lumineuses 

 
La boule de feu se 
promena lentement. 

圖片說明：兩隻巨獸的

瘋狂進攻。 
圖片說明：間歇泉突然噴

發。 
圖片說明：梗斯的頭髮

到處豎立著鮮豔的羽

毛。 

圖片說明：火球慢慢的

滾動著。 

第三十七章 第三十八章 第三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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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e plaine d’ossements 
apparut à nos regards. 
 

 
C’était un corps humain 
absolument reconnaissable. 
 

 
C’était la végétation de 
l’époque tertiaire dans 
toute sa magnificence. 

 

Un protée de ces 
contrées souterraines. 

圖片說明：我們眼前出

現一整片的骨頭平原。 
圖片說明：這絕對是一具可

以辨認的屍體。 
圖片說明：森林中長著

一整片第三紀的植物。 
圖片說明：這個地下區

域，有一個變形人。 

第四十章 第四十一章 第四十二章 

 
Au bout de six pas 
notre marche fut 
interrompue. 

 
Croulez, montages de 
granit !  

 
La torche jeta assez de 
clarté pour éclairer toute 
la scène. 

 
Peu à peu, nous avions 
dû quitter nos 
vêtements. 

圖片說明：我們走了六

步以後，通道被一顆巨

石堵住。 

圖片說明：花崗岩燈具。 圖片說明：火把的光線

仍然足夠照亮整個洞

穴。 

圖片說明：漸漸地我們

不得不脫下衣服。 

第四十三章 第四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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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radeau ondula sur 
des flots de laves. 

 
Du sommet du Stromboli. 
 

 
 
 
 
 
 
 
 
 
 

Mon oncle, demi-nu et dressant ses lunettes sur son 
nez. 

圖片說明：木筏隨著火

山噴發的熔岩向上推

進。 

圖片說明：我們到達了斯特

龍博利火山的頂部。 
圖片說明：我的叔叔用半裸的樣子，扶好他的眼

鏡。 

 

 

 

 

 

 

 

 

 

 

 

 



 
 

211 
 

圖 2：凡爾納《月界旅行》法文原著插圖 354 

 
Chapitre I    

LE GUN-CLUB. 
CHAPITRE II 

communication du président barbicane 
 

CHAPITRE III 
EFFET DE LA 

COMMUNICATION 
BARBICANE. 

 

Les artilleurs du Gun-Club 

 
Le président Barbicane. 
 

 
La scéance du 
Gun-Club. 

La promenade aux 
flambeaux. 

圖片說明：大砲俱樂部的老槍

手們。 
圖片說明：巴比凱恩主

席。 
圖片說明：大砲俱樂

部的會議。 
圖片說明：在遊行中，

舉起勝利的火炬。 

CHAPITRE VI 
CE QU’IL N’EST PAS POSSIBLE D’IGNORER ET 

CE QU’IL N’EST PLUS PERMIS DE CROIRE 
DANS LES ÉTATS-UNIS. 

CHAPITRE VII 
L’HYMNE DU BOULET. 

 

Vue de la Lune. 
 

Barbicane prit la parole. La Columbiad Rodman Le canon de l’île de 
Malte. 

                                                      
354 圖片翻拍自羅乃攜譯：《從地球到月球》(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14 年)。章節名

稱為原著法文所有，中文翻譯為筆者所譯，並參考羅乃攜中文譯本。插圖的原文說明為

原著小說所附，中文為筆者所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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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月球表面圖的

觀察。 
圖片說明：巴比凱恩的

談論 
圖片說明：羅德曼的哥倫

比亞大砲。 
圖片說明：馬爾他島的

大砲。 

CHAPITRE VIII 
HISTOIRE DU CANON. 

CHAPITRE IX 
LA QUESTION DES 

POUDRES 

CHAPITRE X 
UN ENNEMI SUR 

VINGT-CINQ 
MILLIONS D’AMIS. 

 
Vue idéale du canon de J.-T. 
Maston. 

 
Le moine Schwartz 
inventant la poudre. 

Le capitaine Nicholl . Nicholl publia nombre de 
lettres. 

圖片說明：瑪斯頓想像中的

大砲。 
圖片說明：施瓦茨修

道士發明火藥。 
圖片說明：尼科爾隊長。 圖片說明：尼科爾寫了

許多信件。 

CHAPITRE XI 
FLORIDE ET TEXAS. 

CHAPITRE XII 
URBI ET ORBI. 

 
Carte de la Floride. 
 

On fut obligé de 
garder les députés à 
vue. 

Les souscriptions furent 
ouvertes. 

L’usine de Goldsprings, 
près de New-York. 
 

圖片說明：佛羅里達地圖。 圖片說明：代表們需

要被管理。 
圖片說明：募捐活動開始

展開。 
圖片說明：紐約附近的

工廠。 

CHAPITRE XIII 
STONE’S HILL. 

CHAPITRE XV 
LA FÊTE DE LA FON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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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mpa-Town, avant 
l’opération. 

Il fallut passer à gué 
plusieurs rivières. 

Les travaux avançaient 
régulièrement.  

La fonte. 

圖片說明：在興建之前的坦

帕城。 
圖片說明：需要經過

幾條小河。 
圖片說明：這項工作被穩

定的執行。 
圖片說明：鎔鑄。 

CHAPITRE XVI 
LA COLUMBIAD. 

CHAPITRE XVIII 
LE PASSAGER DE L’ATLANTA. 

 
Tampa-Town, après 
l’opération. 

 
Le festin dans la 
Columbiad. 

 
Le président Barbicane à sa 
fenêtre. 

 
Michel Ardan. 
 

圖片說明：在興建之後的坦

帕城。 
圖片說明：在哥倫比

亞舉行盛宴。 
圖片說明：巴比凱恩主席

在他的窗口。 
圖片說明：米歇爾‧阿

當。 

CHAPITRE XIX 
UN MEETING. 

CHAPITRE XX 
ATTAQUE ET RIPOSTE. 

 
Les trains de projectiles 
pour la Lune. 

 
Le Meeting. 

 
Attaque et riposte. 

 
L’estrade fut enlevée 
tout d’un c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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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飛向月球的彈

丸列車。 
圖片說明：大會。 圖片說明：攻擊和回響。 圖片說明：平台被舉

起。 

CHAPITRE XXI 
COMMENT UN FRANÇAIS ARRANGE UNE AFFAIRE. 

 
Maston fit irruption dans la 
chambre. 

 
Au milieu du réseau, un petit oiseau se 
débattait. 

 
Partez avec moi, et venez voir. 

圖片說明：曼斯頓衝進房

間。 
圖片說明：一隻鳥在網子裡掙扎。 圖片說明：一起跟我來看看。 

CHAPITRE XXII 
LE NOUVEAU CITOYEN 

DES ÉTATS-UNIS. 

CHAPITRE XXIII 
LE WAGON-PROJECTILE. 

CHAPITRE XXIV 
LE TÉLESCOPE DES 

MONTAGES 
ROCHEUSES. 

 
Le chat retiré de la bombe. 
 

 
L’arrivée du projectile à 
Stone’s-Hill. 

 
J.-T. Maston avait 
engraissé ! 

 
Le télescope des 
montagnes Rocheuses. 

圖片說明：貓從砲彈裡出

現。 
圖片說明：將砲彈運道

石頭山。 
圖片說明：曼斯頓變胖

了。 
圖片說明：落磯山脈的

望遠鏡。 

CHAPITRE XXV 
DERNIERS DÉTAILS. 

CHAPITRE XXVI 
FE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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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térieur du projectile. 

 

Depuis le matin, une foule 
innombrable… 

 
Feu !! 

圖片說明：彈丸車廂的內

部。 
圖片說明：從早晨起開始看熱

鬧的人群。 
圖片說明：開砲！ 

CHAPITRE XXVIII 
UN NOUVEL ASTRE. 

 

Effet de la détonation. 
 

Le directeur était à son poste. 
圖片說明：爆炸的威力。 圖片說明：台長堅持他的崗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