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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前言 

 

現代主義裡的「世界的共時性」已經是個老生常的議題，甚至可說是一個常識了。筆者本身對

現代主義開始感興趣的一九八〇、九〇年代裡，所翻閱的研究書籍和論文裡早已記載了“日本”及

“歐美”的共時性，美國及歐洲的 新文化透過電影、雜誌、書刊，或是透過陳列在百貨公司的商

品滲透進來，日本的生活樣式也早已漸漸「西化」。想當然耳筆者也比照這樣的模式開始了研究，

但經過一段時間，筆者開始感到疑惑，當我們在說現代主義的世界的共時性時，所謂的「世界」所

泛指的到底是什麼呢？極端的說，與其說是「世界的共時性」，難道我們不能以「東亞洲的共時性」

這個範疇來討論現代主義嗎？ 

關於筆者的這個疑問，也是在自著《越境的 AVANTGARDE》（NTT 出版，2005）出版後筆者所持續

投入的議題之一，隨著後殖民主義理論的引進，在日本的人文科學研究裡也展開了各種的研究，所

以這個議題似乎有種老調重彈之感。但是在二〇一一年九月，筆者獲得了一年可以在韓國深造的機

會，隨著掌握了韓國國內的現代主義研究的現況後，筆者深深感到除了歷史現象的「共時性」以外，

學者間議題的共享為前提，對於現在的東亞洲的研究的「共時性」展開議論也是當務之急。本稿將

以此點為前提，介紹幾個事例，以提供今後的研究課題的問題點。 

在開始正式的議論之前若要舉一個例子的話，我想以川端康成和金起林的例子為開端。 

川端康成的小說《淺草紅團》從一九二九年一二月到一九三〇年二月間連載，之後也刊登部分



 

的文章在雜誌《新潮》及《改造》裡，並於一九三〇年一二月由先進社出版。“情色主義，無厘頭，

快速感，猶如時事漫畫的幽默及爵士歌曲，女人的足部―”（四一頁）“摩登”及“情色，乖誕，

無厘頭（eroticism, grotesque, nonsence）”等的用語也形成了當年的流行語，在川端的該小說裡，

以現代主義特有的輕妙感描繪出徘徊在淺草周圍的人物像。而在同時，韓國，也就是當時的「朝鮮」

裡也出現了以下有關摩登文化的言論。 

 

我們唯有透過報紙才能夠參與急進的速度，末梢神經，色彩，霓虹燈，人體模特兒，娼妓，摩登男孩

的寬褲，摩登女孩具肉感的腿，爵士，歌舞秀等元素所交錯的濁流所產生的極具鮮明的現代生活的氣

氛。（金起林〈身為新聞記者的 初的印象〉《鐵筆》一九三〇年七月。青柳優子編譯《朝鮮文學的知

性 金起林》新幹社，二〇〇九年，八八頁） 

 

在這段文章裡，我們可以看到和川端康成的小說同樣對於“速度”“摩登男孩”“摩登女孩”

“爵士”“歌舞秀”等詞句出現關注，這在某種意義上是理所當然的。而這也跟執筆的金起林在一

九三〇年才剛從東京回到首爾，也就是當時的京城有所關係。金起林在東京充分地體驗了摩登的氣

氛後回到京城開始了朝鮮日報社的文藝記者的工作，這樣的經歷讓他跟川端康成擁有同樣的視線去

描繪摩登的都市文化可以說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 

金起林在「朝鮮」是摩登主義的一員，也是一九三三年所結成的「九人會」的會員之一。之後

經過數次成員的替換，總共一三人的摩登主義集團裡（李孝石，李鐘鳴，金幽影，柳到真，趙容萬，李

泰俊，鄭芝溶，李無影，朴泰遠，李箱，朴八陽，金裕貞，金煥太），金起林（一九二五―一九二九，名教

中・日本大學，之後於一九三六一―九三九年再次赴日 東北帝國大學英文科），鄭芝溶（一九二三―一九二

九，同志社大學預科・英文科）跟朴泰遠（一九二九―一九三一，法政大學預科・本科）等三人是曾經留

學過“內地”的留學成員(1)。 

在掌握這些要點後，也讓我們再次體認到不只是要考察昭和初期的摩登文化在日本的意義，對

「朝鮮」的文學者來說有著何種意義的重要性也是非常重要的。這些人不論是在東京體驗帝都的繁

華的文化，亦或是在帝國文化圈的京城體驗這些文化，從高級文化的現代主義到情色，乖誕，無厘

頭的風俗文化，這些文學者如何接觸這些文化，本稿將跳脫以往侷限在各國文學的框線裡討論的模

式，試圖以橫斷的文學史的記述方式來探討。 

 

Ⅱ 共時性文化的昭和摩登―「朝鮮」受容的面相― 

 

所謂「現代主義」（Ｍodernism），普遍指的是在一八九〇年到一九四五年造成主流，特別是一

九二〇年代到一九三〇年代期間 富生產力及 具革新的藝術或是文學運動（《哥倫比亞大學現代文



 

學・文化批評用語詞典》松柏社，一九九八年，二七一頁）。而在日本，則是在「摩登女孩（modern girl）」

一詞的普遍，並隨著北澤秀一的〈摩登女孩〉（《文藝春秋》，一九二八年一月）這篇文章的刊登，「現

代主義」一詞便泛指嶄新的文化現象。在日本一九二〇年代後期到一九三〇年前後，一窩蜂地展開

對現代主義的評論與專題報導，如〈近代生活座談會〉（《文藝春秋》，一九二八年一月）、〈摩登生活

漫談會〉（《新潮》，一九二八年一月）等座談會，或是內田魯庵的〈談摩登〉（《中央公論》，一九二八年

一一月），大宅壯一的〈摩登層及摩登面相〉（《中央公論》，一九二九年二月），瀨沼茂樹〈摩登與其諸

面相〉（《一橋文藝》，一九二九年五月），專輯報導〈摩登・日本的近景〉（《中央公論》一九二九年一〇

月），平林初之輔的〈昭和四年的文壇概況 八、現代主義全盛〉（《新潮》一九二九年一二月）調查〈1・

令人讚頌的摩登百相、2・令人詬病的摩登百相〉（《摩登日本》，一九三〇年一〇月），龍胆寺雄〈現代

主義文學論〉（《新文學研究第二輯》，一九三一年六月）等。 

在當時處於殖民地統治下的「朝鮮」來說，一窩蜂被報導的「昭和摩登」這種文化現象並不只

限於內地，透過朝鮮總督府以及京城帝國大學的聯絡網絡也快速的接受到這樣的新文化現象。舉例

來說，李箱以「朝鮮語」所創作的小說〈一二月一二日〉（《朝鮮》，一九三〇年二月〜一二月）一般被

認為是他開始創作的起點，但在之後於《朝鮮與建築》雜誌上開始發表日文詩及設計封面繪畫（一

九三〇年一月～一二月）的契機則跟他曾經在朝鮮總督府內務局建築課及會計科工作過的資歷息息相

關。當時的京城還鮮少有可表媒體的媒介，所以在朝鮮建築學會的機關誌上尋求創作的平台並不是

稀少的事情，並且對李箱來說也是可以用兩種語言發表創作的難得平台之一(2)。李箱的創作裡常被

指出具有現代主義文學的影響，應該就是跟這樣的職場環境跟當時在那裡工作的日本人之間所產生

的相應作用有關。換句話說，至今未曾在日本及韓國文學史上受到青昧的這些文人們極有可能曾經

擔任了相當重要的橋樑(3)。 

另外，李孝石與趙容萬等曾經在京城帝國大學就學的人，以日文跟「朝鮮語」在兩邊的文藝誌

上創作，這類以雙重語言創作者也是我們該重新檢討的議題之一。以〈John Millington Synge 的

劇本研究（約翰·辛格的劇本研究）〉（《大眾公論》，一九三〇年三月抄錄）為京城帝國大學的畢業論文

的李孝石為例，在預科時代就曾經以日文創作，且文章裡已流露出日後極具現代主義文學風格的頭

角。 “什麼？你要去都市？”／別給我開玩笑了，居然說要回到都市裡／你是要我再去聞那個充

滿了科學惡臭的味道嗎。李孝石〈冬之森〉（《清涼》三月號，京城帝國大學預科學友會，一九二六年三

月，一六六頁）。而在趙容萬的小說裡也可看到類似的描繪。 “在大大敞開的公寓窗邊撒下華麗的

光芒，一心不亂地往前大邁步伐的摩登男孩穿著 新穎的造型，滿心期待著今宵的娛樂。五月是戀

愛的象徵。”（趙容萬〈UNE VIE〉（《清涼》，六月號，一九二八年一二月。《近代朝鮮文學日文作品集 創

作篇 2》綠陰書房，二〇〇四年二六一頁） 

在韓國的人文、社會科學的範疇裡，邁入二〇〇〇年代以後，對於一九二〇～一九三〇年代的

殖民都市京城的摩登文化展現了莫大的關注。這可以從金振松的《首爾的歌舞廳》（川村湊監譯，法



 

政大學出版，二〇〇五年，原著一九九九年），與申明直的《幻想與絕望》（岸井紀子、古田富建翻譯，東

洋經濟社，二〇〇五年，原著二〇〇三年）等書裡窺知一二。不僅如此，光是在韓國國內所發表的論

文與研究書籍等就已累積了相當龐大的數量，以社會學、歷史學為中心，在摩登女孩、咖啡廳、遊

樂設施、交通、通信、百貨公司、博覽會、建築、廣告、運動、讀書習慣、綜合雜誌、檢閱等關於

當時的日常文化・大眾文化・風俗文化的樣貌都隨著第一手資料的發現而使其輪廓逐漸清晰（參考

編一）。 

近年來，韓國的摩登文化的研究漸趨明朗化的原因在於，以消費文化、大眾文化、風俗文化為

主的摩登文化在一九三〇年代的首爾（京城）達到巔峰期，而昭和摩登的代名詞之一的“情色，乖

誕，無厘頭”一詞也開始廣被新聞與雜誌所介紹。我們實際上調查當時的新聞與雜誌報導後，在《朝

鮮日報》的〈尖端的流行語〉裡看到“情色”（一九三一年一月二日），“乖誕”、“無厘頭”（一

月四日）等詞的介紹；在《東亞日報》則是在〈新語解說〉專欄裡可看到“乖誕”（一九三一年二月

九日），“情色”（三月一六日），“無厘頭”（四月六日）的解說；在雜誌《新東亞》的〈摩登語點

考〉則是可以看到“情色”（一九三二年二月號），“無厘頭”（四月號），“乖誕”（三三年一月號）

等詞語的共時性的介紹。 

當然不止是用語的介紹，風俗現象也同樣開始滲入。在《別乾坤》等書裡也散見跟“內地”一

樣關於“情色，乖誕”等的報導。就在同時，金東仁的小說《狂炎奏鳴曲》（《中外新聞》，一九三〇

年一月）也開始連載。“這個作品納入了奸屍、嗜屍癖好等衝擊的題材，標榜就算殺人也無所謂的

極端藝術至上主義而獲得了萬眾的矚目。關於此類特殊的性偏好的症狀的描繪，金東仁似乎是參考

了當時在日本所出版的《變態性慾心理》一書而來。”（波田野節子譯《朝鮮近代文學選集 5 金東仁作

品集》平凡社，二〇一一年，四二〇頁）諸如此類的例子看來，我們可以窺知“變態心理”“變態性慾”

也是當時受矚目的題材之一。更進一步來說，也出現以「科學」的觀點來掌握同時代現象的例子，

在雜誌封面我們可以看到以下的標語。 

 

“（“以朝鮮為中心”：引用者注）／哲學 宗教學 神話學／神學 心理學 倫理學／心靈學 醫學 性慾

學／天文學 地理學 生物學／人類學 民俗學 言語學／社會學 經濟學 考古學／史學 年代學 泉貨

學／文字學 圖書學／金石學／文學 美術 音樂／第一切文化科學通俗趣味雜誌” 

（崔南善編輯《怪奇》第一號，一九二九年五月，弘文社，內封面） 

 

如以上，在現象的次元上也如同「內地」一樣，“乖誕（grotesque）”泛指獵奇的事件或情況，

造成了輿論的旋風，且人們也同樣試圖以科學或是模擬科學來解釋這樣的現象。所以可說在許多不

同的層面上，“昭和摩登”的文化同步被接受並融合當地文化中
(4)
。 

 



 

Ⅲ 帝國主義和摩登的文化力學 

 

“昭和摩登”在“內地”及“外地”同時受到矚目的同時，我們可以從中獲得一些新的發現，

但也發現現代主義及摩登文化的受容還是存在著些許的差異。舉一例來說，關於運動與文學的關係

即是如此。在日本於一九三〇年以後，「運動小說」形成了一個新的次類型的文學體裁。阿部知二

在雜誌《新潮》發表了〈日德對抗競技〉這篇短篇小說，之後也陸續著手寫了幾篇以運動為題材的

小說，受到了文壇的矚目。甚至在柏林奧運舉辦的一九三六年，運動誌《朝日運動（ASAHI SPORT）》

還新增了〈運動小說〉這個新的專欄。概觀當時的運動大會的狀況，一九二八年在大連競技場舉行

了日本和法國的國際對抗田徑競技大會，日本首次成功地登上了國際競技的舞台。而讓此大會成功

的岡部平太也於隔年的一九二九年舉辦了日德支對抗田徑競技，而此大會也成為阿部的小說〈日德

對抗競技〉的題材之一。也就是說，日本的運動競技在成功登上國際舞台的同時，也提供給了文學

一個新的寫作題材
(5)
。 

歐美發信的摩登文化的傳播與受容等，雖然擁有世界的共時性，但在「朝鮮」來說，很難說跟

日本一樣，在國際比賽或是運動的消費有同步的進行，在文學上還是難免存在著題材的溫度差異。

一九二〇年代中期，在京城的龍山開設了溜冰場，擔任運動的學生便以溜冰的題材吟了幾句俳句。 

 

滑行在明月照耀的冰面上      名嘉真清城 

滑行著強烈地翻倒並起身 

滑行著輕盈漫步並仰望著 

滑行在溫煦冬日的白日月 

滑行著張開雙臂有如老鷹 

（欅 KEYAKI 同人誌《清涼》三月號 京城帝國大學預科學友會，一九二六年三月，一九九～二〇〇頁） 

 

但除此之外，在「朝鮮」幾乎看不到以運動做為題材的小說。筆者在韓國的期間只找到了以下

這段敘述。“觀眾已經有一半以上就座了。朝陽照耀下的寬闊球場的正中央裏，穿著像是船員般潔

白的衣服的職員走動著／刷的粉直的幾條白線正等著運動員們健美的肉體耀動於這上面。”（李皓

根〈感到不安〉《清涼》九月號，一九三〇年七月，《近代朝鮮文學日語作品集 創作篇 2》綠陰書房，二〇

〇四年，四三七頁）。但這篇小說裡面也未具體描述到運動競技的場面。此後的一九三七年的長篇

小說中有篇影射乒乓球與騎馬和戀愛的關係的作品
(6)
，但還是算是少數。以此我們可以知道韓國跟

日本對於文學次類型的“運動小說”來說還算是有顯著的差異。（小說以外，除了剛才舉的俳句的例

子以外，還有沈薰〈棒球〉《朝鮮日報》一九二九年六月一三日，片石村（金起林）的〈溜冰〉《新東亞》

一九三四年三月等詩
(7)
）。 



 

那麼，在當時的朝鮮到底是怎樣看待運動這項目呢？李光洙在一九三一年發表了〈運動之歌〉

（春園「운동의 노래」《東亞日報》一九三一年一二月一日），且在〈民族改造論〉（一九二二年）一 

文中提及到“運動”的重要性。在此我們可以窺見到在此已不僅僅是把“運動”當作“娛樂”或

是“消費”的對象，而是當作是“改良”“民族”的必要手段之一。另外，在運動研究史裡面，

也有提及學校教育裡的體育的目的不單單是“競技”，而是養成勞動力的相關敘述。另一方面，

邁入一九二〇年後，在女校裡，體操或是網球等其他競技也都已經蔚為普遍。跟日本「運動文學」

的不同，更甚至來說跟現代主義文學的差異是我們必須更加探討的地方
(8)
。 

另外，在日本來說始終無法定型的「電影小說」這個創作類型，在「朝鮮」我們卻看到了鮮

明的對比。這不僅僅是因為關於“內地”與“外地”兩地在電影上映方面的差異的副產物，在「朝

鮮」，電影的內容以文字來敘述的方法比較發達也是關鍵之一
(9)
。我們再把話題拉回文章開頭所

提及的金起林，在“七年內兩次留學日本，日文也很精進，但是在日本生活時完全沒有留下任何

文字作品，作品目錄裡也沒有留下任何用日語所寫的作品”（青柳優子《 朝 鮮 文 學 的 知 性  金 起

林 》前揭書，二四〇頁）。金起林和在一九三〇年代後半成為崔承喜的後援者，點燃“朝鮮潮流”

的關鍵者的川端康成的，這兩者對於現代主義觀的差異，比起兩者的類似點更值得我們探討，也

是今後需要更深部探討的新課題之一。 

 

Ⅳ 日韓現代主義文學研究的可能性 

 

到這節為止，我們俯瞰了韓國的研究動向，以日本「朝鮮」在一九三〇年前後的現代主義的共

時性與差異做了確認，接下來，我們將不以各國文學史為限，以跨越海峽的區域作為東亞來討論時，

來觀看現代主義將會出現的議題。 

再次以「東亞洲的共時性」這個視點來探討時，當時從日本跨海到朝鮮半島訪問或滯留的文學

者就變成了重要的議題之一。就如前面我們所言，這關係到總統督府與帝國大學的日本人聯絡網絡

有關，比如說，菊池寬在一九三〇年九月造訪京城這個事項，我們將焦點放在這個在文學史上並沒

有受到太多矚目的事情上便是一個例子。雖然他只是在前往滿洲的路上順道繞去京城一天而已，但

隨著橫光利一、池谷信三郎等充滿了現代主義色彩成員的聚集，這樣的集團體驗了“外地”這件事

應該就是我們該考慮的事項之一。而這件事情也跟雜誌《摩登日本》在創刊後，馬海松被納入編輯

的來龍去脈有著關係
(10)
。 

另外，我們來看看詩人內野健兒的例子好了。他在一九二三年於大田發行了第一本日文詩集後

前往京城，與京城帝國大學英文科教授的佐藤清也有交情。但隨著弟弟刊登在《亞細亞詩集》的詩

被禁止發行後，辭職並移居到東京後，於一九三〇年發行了詩集《KACHI》。在這本詩集有著以下

這首詩。 



 

火坑啊 土牆啊 PAKACHI（朝鮮器具）啊 水甕啊／全部都再會了 白衣的人們 

李君 金君 朴君 朱君／無名的街頭戰士、乞丐們 

艱苦的浮萍 自由勞動者／再會了 再會了／再會了 我貧窮的朋友們 

（內野健兒〈朝鮮啊〉《KACHI》特製本，宣言社，一九三〇年四月，大江滿雄・小田切秀雄監修《新

井徹的全工作》創樹社，一九八三年，八七頁） 

 

這裡的「李君 金君 朴君 朱君」的稱呼讓人聯想到於前年一九二九年發表的中野重治的詩篇

〈雨中的品川車站〉。內野的詩集不僅帶有普羅文學的色彩，在同詩集裡也收錄了以下這首詩。 

 

在 CAFE・FUJI 的仲夏夜 

夜還未沉，但歡樂的序幕已經揭開 

輕快的舞蹈曲從唱盤流出 

月夜花下跟著節奏跳著舞的紅髮的男女情侶 

女生的桌上投射過來的湛藍視線的婦人也是一夥的吧 

（內野健兒〈大連的夜〉《KACHI》，前揭書，一一一頁） 

 

這裡引用的詩篇是內野在教職時代的一九二四年帶領學生到大連的修學旅行所吟唱的橋段。針

對大連所吟唱的這首詩裡，我們可以看到對日本人來說不外乎是像歐美等異國情趣的氣氛別無兩

樣，這兩首詩裡面我們還可看出極大的差距。普羅文學跟現代主義文學在當時皆是“新興”的文

學，在當時皆被當作是“尖端”與“前衛”的文學，甚至可說兩者混淆的情況並不少見。我們甚至

可說，內野在對大連所投射的異國情趣的視線裡，有著日本人在讀著內野以「朝鮮」為題材所創作

的詩的同樣視線。詩誌《亞》於一九二四年創刊，考慮到內野後來跟北川冬彥的交流，在跨越東京，

京城，大連等境界時，找尋出普羅文學／現代主義文學的接點也是一個非常有趣的觀點。 

除了上面的例子以外，我們也可找出從人的移動到文本的移動的例子
(11)
。昭和初期的流行作家

的古讓次於一九二八年經由西伯利亞到歐洲的途中，拜訪了哈爾濱，此行程記錄於下。“哈爾濱―

不可思議不可思議的城鎮。／OH・YES!HARBIN。雖然人們給予你許多不同的稱呼。／所有人種及美

麗犯罪的市場。／沒有海的“上海”／然後，極東的巴黎。”（古讓次〈舞蹈的地平線〉《中央公論》

一九二八年一〇月，二〇七頁）“不管是殺了人的人還是被殺的人，似乎都已經談妥了，這裡只有寂

靜，像我們這樣飲著茶。”（二〇七頁） 

在三年後，古讓次發表了戲曲〈安重根―十四的場面〉（《中央公論》一九三一年四月），在此

篇裡描述了陷入憂傷的安重根，以此戲曲為題材，並以朝鮮語寫下的戲曲《哈爾濱車頭的槍聲》由

京城的三中堂書店發行。有一說作者李泰浩是假名，但三中堂書店所位在的仁寺洞的古書街裡的杏



 

林書林經營者就是同名的李泰浩，實在很難說這些只是一個巧合。不管如何，關於暗殺伊藤博文的

安重根戲曲在這個時期在朝鮮半島刊登，藉由古讓次從哈爾濱連接到京城，從日本、滿洲、朝鮮的

繞了一圈，文本被時代所翻弄的例子有此可証。 

藉由比較日韓現代主義，衍伸出檢討中國（哈爾濱、上海）等地的文化表象的差異這個有趣的

課題。同樣的，再加上第三項的比較檢討軸，再一次的回歸到日韓現代主義理所受到的歐美的影響。

這不僅侷限於大眾文化的程度，也適用於現代主義文學的理論面，進而考察日本、「朝鮮」、甚至

於「英國文學」的展開層面等問題。在京城帝國大學預科的同人誌的段落已經提及到，京城帝國大

學英國文學會所發行的機關誌《京城帝大英文學會會報》（參考編二）在考察「朝鮮」現代主義的

展開上也是相當重要的資料之一
(12)

。 

如上所言，關於日韓的現代主義的研究我們可以追朔到相當多不同層次的課題，另外，「東亞

洲的共時性」也是一個相當有意義的議題。今後，不論是個人或時共同研究的層次上，期待能夠在

現代主義的「東亞洲的共時性」的這個視點著實深根調查，並擴大這個議題。 

 

【註記】 

1  關於日文文獻，有朴泰遠著・牧瀨曉子譯的《川邊的風景》（作品社，二〇〇五年），崔真碩譯《李箱作

品集成》（作品社，二〇〇六年），山田佳子譯〈小說家仇甫氏的一天〉《朝鮮近代文學選集》（平凡社，

二〇〇六年），吉川凪《朝鮮 初的摩登 鄭芝溶（新・現代詩人論叢書）》（土曜美術社出版販賣，二

〇〇七年）等。 

2  關於殖民地朝鮮的雙重語言創作的日本方面的研究，請參考佐野正人的論考〈關於京城帝大英文科的聯絡

網―殖民地時期韓國文學的「英文學」與雙重語言創作〉（《國際文化研究科論集》第一六號，二〇〇八

年），〈李箱的詩，李箱的日本語―身為媒體的／暴露下的日本語〉（《亞洲遊學》第一六七號，二〇一

三年八月）等。 

3  直到 近，有尹大石的〈京城帝國大學的學生文藝及在朝日本人文學〉（《跨境  日本語文學研究》vol.1, 

二〇一四年六月，二四九～二六〇頁）論考。 

4  請參考 Kim Jiyeong《從「奇怪」到「怪奇」 殖民地大眾文化與幻滅的 modernity》（《概念與疏通》

第五號、二〇一〇年六月）。另外，關於「朝鮮」在“情色・乖誕”“獵奇趣味”等的流行跟探偵小説的

接點，由 Oh Haejin《1930 年代韓國推理小說研究》（語文學社，二〇〇九年）等書開始，在韓國學者間

擁有相當高的研究興趣。在這熱潮中，刊行有 Lee Hyeonjin、金津日出美《京城的日本語探偵作品集》

（學古房，二〇一四年）。另外，關於「朝鮮」的“情色・乖誕・無厘頭”也有全面性的研究，So Raeseop

的《情色・乖誕・無厘頭》（SALLIMBOOKS，二〇〇五年）的著作或是 Che Seokjin 的〈帝國的感覺 情

色・乖誕・無厘頭〉《女性主義研究》第五號、二〇〇五年一〇月）開始，關於“情色”“乖誕”“無厘

頭”論文有著眾多的論文陸續發表。 



 

5  請參閱波潟〈雜誌『ASAHI・運動小說欄』〉（上）（下）（《九大日文》一一・一二号、二〇〇八年三

月・一〇月），〈<未知／既知>的非洲―新興藝術派和阿部知二〉（《文学研究論集》第二七號，二〇〇

九年三月）、疋田雅昭・日高佳紀・日比嘉高編著《運動的文學―一九二〇‐三〇年代的文化詩學》（青

弓社，二〇〇九年）。 

6 請參閱 Park Seonhui〈從『野薔薇』看運動與戀愛〉《URIMALGEUL》第五九號，二〇一三年一二月。 

7 關於「溜冰」一詩，在 Kim Yeri《想像的政治學與現代主義 金起林的藝術論》（SOMYONG 出版，二〇一

三年）一書裡提到，在冰上的直線與曲線交錯，緩急有速度的溜冰的動作裡表現出了代表時鐘整然有序的

“現實”與“速度”的解體。（八七頁）。 

8 請參閱西尾達雄《日本殖民地下朝鮮的學校體育政策》（明石書店，二〇〇三年），同〈殖民地運動史研

究的現今的課題―和「植民地近代化論」的關係〉（《殖民地教育史研究年》八、二〇〇六年）、Kim Gyeongil

〈一九二〇―一九三〇年代新女性的身體與近代性〉《精神文化研究》二〇〇一年秋季號。 

9 今年刊行了 Jeon Woohyung《殖民地朝鮮的電影小說》（SOMYONG 出版，二〇一四年）。 

10 請參閱川村湊〈馬海松與『摩登日本』〉（池田浩士編《重讀文學史２ 「大眾」的登場》インパクト

出版会(IMPACT 出版)，一九九八年）。 

11 以下關於谷讓次的例子、在波潟〈記憶／歷史／翻譯―關於哈爾濱的物語〉（西原和海・川俣優編著《滿

洲國的文化―中國東北的一個時代》せらび書房(SERABI 書房)，二〇〇五年）曾經論及。另外，在撰寫此

論文時還未發現「杏林書院」和「李泰浩」的關係。透過沖田信悅《殖民地時代的古書店》（壽郎社，二

〇〇七年）一書中所製作的京城府的古書店一覽（六九頁）推測出此事實。 

12 佐野正人〈佐藤清・殖民地的主體―殖民地・京城帝大・英文學―〉（筑波大學文化批評研究會編

《<翻譯>的圈域―文化・殖民地・自我認同―》二〇〇四年），前揭〈京城帝大英文科聯絡網―殖民

地期韓國文学的「英文學」與雙重語言創作〉等書中皆已討論過在「朝鮮」關於英文學的受容。在韓國則

有 Kim Yunsik《崔揭瑞的『國民文学』與佐藤清教授》圖書出版亦樂，二〇〇九年）等書出版。另外，關

於愛爾蘭文學的受容則有金牡蘭的研究（〈「我們」的愛爾蘭劇―一九二〇・三〇年代朝鮮與日本的愛爾

蘭劇的<移動>〉，筑波大學文化批評研究會編《<翻譯>的圈域》二〇〇六年）、也請參閱鈴木曉世《越境

的想像力 日本近代文學與愛爾蘭》（大阪大學出版會，二〇一四年）。另外為了今後的參照，在卷末列

舉了《京城帝國大學英文文會會報》的目次。所照的誌面現在可以在東京經濟大學的 repository 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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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空間 SUYU＋NOMO『從新女性媒體看女性風俗史』HANKYOREH 新聞社，二〇〇五年 

●조이담／박태원(2005)『구보씨와 더불어 경성을 가다』바람구두 

Cho Idam/Park Taewon『和仇甫氏一起去京城』BARAMGUDU，二〇〇五年 

●공제옥／정근식(2006)『식민지의 일상 지배와 균열』문화과학사 

Kong Jeok/Jeong Geunsik『殖民地的日常 支配與龜裂』文化科學社，二〇〇六年 

●신기옥／마이클 로빈슨 공 엮음(2006), 도면회 옮김『한국의 식민지 근대성』삼인 

Gi-Wook Shin and Michael Robinson, Eds. Colonial Modernity in Kore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韓文版 

●강영심외(2008)『일제 시기 근대적 일상과 식민지 문화』이화여자대학교출판부 

Kang Yeongsim 其他『日帝時期的近代日常與殖民地文化』梨花女子大學出版部，二〇〇八年 

●단국대학교 동양학연구소(2008)『모던라이프 언파레드 2,30년대 일상문화』민속원 

檀國大學東洋學研究所『Modern Life・On Parade 2,30 年代日常文化』民俗院，二〇〇八年 

●단국대학교 동양학연구소(2008)『근대 한국의 일상생활과 미디어』민속원 

檀國大学東洋学研究所『近代韓國的日常生活與媒體』民俗院，二〇〇八年 

●박상하(2008)『경성상계』생각의나무 

Park Sangha『京城商界』ITREEBOOK，二〇〇八年 



 

●김백영(2009)『지배와 공간 식민지도시 경성과 제국 일본』문학과지성사 

Kim Baekyeong『支配與空間 殖民地都市京城與帝國日本』文學與知性社，二〇〇九年 

●김수진(2009)『신여성, 근대의 과잉』소명출판 

Kim Sujin『新女性、近代的過剩』SOMYONG 出版，二〇〇九年 

●오해진(2009)『1930년대 한국 추리소설 연구』어문학사 

Oh Haejin『一九三〇年代韓國推理小說研究』語文學社，二〇〇九年 

●최병택／예지숙(2009)『경성리포트』시공사 

Choi Byeongtaek/Ye Jisuk『京城 REPORT』SIGONGSA，二〇〇九年 

●김남석(2010)『1930년대 조선의 대중극단들』푸른사상 

Kim Namseok『一九三〇年代朝鮮的大眾劇團』PRUNSASANG，二〇一〇年 

●천정환(2010)『조선의 사나이거든 풋뽈을 차라』푸른역사 

Cheon Jeonghwan『朝鮮男子踢足球吧』BLUEHISTORY，二〇一〇年 

●천정환／이경돈／손유경／박숙자편저(2010)『식민지 근대의 뜨거운 만화경 『삼천리』와 1930 년대 

문화정치』성균관대학교출판부 

Cheon Jeonghwan／Lee Gyeongdon／Son Yugyeong／Park Sukja 編著『殖民地近代的炙熱萬花筒 『三千

里』與一九三〇年代文化政治』成均館大學出版部，二〇一〇年 

●검열연구회(2011)『식민지 검열, 제도 텍스트 실천』소명출판 

檢閱研會『殖民地檢閱 制度、文本、實踐』SOMYONG 出版，二〇一一年 

●청계천문화관(2011)『경성 1930 이방인의 순간포착』청계천문화관 

 清溪川文化館『京城 1930 捕捉異邦人的瞬間』清溪川文化館，二〇一一年 

●소래섭(2011)『불온한 경성은 명랑하라』웅진지식하우스 

So Raeseop『讓不穩的京城放晴吧』WOONGJIN JISIKHOUSE，二〇一一年 

●장유정(2012)『근대 대중가요의 매체와 문화』소명출판 

Chang Yujeong『近代大眾歌謠的媒體文化』SOMYONG 出版，二〇一二年 

●서지영(2013)『경성의 모던걸 : 소비・노동・젠더로 본 식민지 근대』여이연 

Seo Jiyeong『京城的摩登女孩 由消費・勞動・性來看殖民地近代』YEOIYEON，二〇一三年 

●전우형(2014)『식민지 조선의 영화소설』소명출판 

Jeon Uhyeong『殖民地朝鮮的電影小説』SOMYONG 出版，二〇一四年 

●박윤석(2014)『경성 모던타임스 : 1920, 조선의 거리를 걷다』문학동네 

Park Yunseok『京城 MODERN TIMES 一九二〇 跨步朝鮮的大道』MUNHAKDONGNE，二〇一四年 

 

（參考編二）《京城帝大英文學會會報》（現收錄於韓國首爾大學中央圖書館。在日本可以閱覽東京經濟大學學術機關

repository「櫻井義之文庫」http://repository.tku.ac.jp/dspace/handle/11150/2907。） 



 

●第一號（昭和四年一二月二五日發行） 

目次         （著者名）     （頁数） 

Jane Austen 的 GLIMPSE   寺井邦男   二 

STEVENS 的祈禱書         寺本喜一   六 

鬼怪              崔載瑞   七 

初的薪水          李鐘洙   八 

雜感             增田功    八 

教員感想           蔡官錫     九 

研究室的諸多事情        林原生   一〇 

從 Mr.Blunden 到佐藤教授           一〇 

校內動靜及研究室               一一 

會員名簿                   一三 

●第二號（昭和五年六月五日發行） 

出現於「TESS」的自然                  岩山勝     二 

Quaintness 與"Vivid Obscurity"           寺本喜一    七 

關於 J.Austen 的自然描繪            諸留寬     一〇 

J.Galsworthy 的"The Fugitive"           森永龍之弻    一二 

凡人的生活                   金龍煥     一三 

ET Cetera                    大口義夫      一五 

A  Letter from Mr. Blunden             一五 

英文學會例會記錄                  一六 

昭和五年度講義題目                 一七 

昭和四年度畢業論文題目               一七 

個人消息                      一七 

新入會員                      一七 

編集後記                      一七 

●第三號（昭和五年一一月一〇日發行） 

表紙:W. Hazlitt.                                            一 

The English Language in the Far East   Livesey Haworth   二 

Shelley 的 Reminiscences   崔載瑞   四 

Individualist 的 Whitman           玄永男      六 

關於 K. Mansfield 的作品       諸留寬   八 

J. Galsworthy 的"The Silver Box"     森永龍之弻    九 



 

Nature Lyric 小考           杉本長夫     一一 

Hood 與 Lamb             寺本喜一     一二 

Book Review                         一四 

校內動靜                           一五 

會員消息                           一六 

雜錄                             一六 

編集後記                           一六 

●第四號（昭和六年三月五日發行） 

封面:Spenser's "The Shepherd's Calendar"          一 

Youth and the Classics.                   R. H. Blyth   二 

關於 Bacon 的隨筆            山本智道    四 

"Birds, Beasts and Flowers" 覺書     寺本喜一    六 

Racine 所看到的 Milton         西川融    一〇 

新刊介紹                          一一 

校內動靜                          一一 

昭和五年度畢業論文題目                   一二 

昭和六年度講義題目                     一二 

新到圖書                          一二 

會員消息                          一四 

受贈雜誌                          一四 

編集後記                          一四 

●第五號（昭和六年六月二〇日發行） 

封面:William Morris's Stained Glass            一  

Irving in Shakespeare              藤井秋夫   二 

詩的界限                崔載瑞    三 

Milton 的 simile            西川融    六 

Herford 的 Wordsworth         S.S.Z.       七 

Tenyson 的 In Memorian         梶原俊    九 

新刊介紹                         一〇 

新到圖書（Ⅱ）                       一〇 

校內動靜                          一二 

會員消息與通信                      一三 

編集後記                         一三 



 

●第六號（昭和六年一一月二〇日發行） 

封面:Frontispiece of The Song of Love by W. H. Davies     一 

Colloquial English           中島文雄     二 

Arthur Symons              趙容萬     五 

Hurd 的「騎士傳奇論」         崔載瑞     七 

Granville-Barker 的近著          舟津重輝    一〇 

新著介紹―佐藤教授的新著                 一二 

新到圖書Ⅲ                         一三 

校內動靜                         一四 

Notes                           一五 

會員消息                         一五 

會員名簿                          一六 

編集後記                          一六 

●第七號（昭和七年三月一〇日發行） 

封面:From the Caedmon Poems                          一 

關於 J. B. Priestley          寺井邦男     二 

Aldous Huxley 的詩集         寺本喜一     六 

Prometheus 雜考            府中敞     一〇  

關於 Cranford               諸留寬     一一 

新刊介紹 

Beddoes―現實主義― Coleridge―現代英美文學       一三 

新到圖書Ⅳ                        一四 

昭和六年度畢業論文題目                  一六 

昭和七年度講義題目                    一六 

校內動靜                         一六 

受贈圖書                         一六   

會員消息                         一七 

編集後記                         一七 

●第八號（昭和七年六月一〇日發行） 

封面:From Caxton's Mirror of the World           一 

關於 J. B. Priestley           寺井邦男   二 

Colloquial English（２）        中島文雄   五 

Francis Thompson 的自然詩       杉本長夫   六 



 

Wuthering Heights 雜感         勢一顯    九 

新刊介紹 

歌德研究―文學研究（第一輯）―日文訳「尤利西斯」     一一 

新到圖書                          一一 

校內消息                          一二 

受贈圖書                          一五 

會員動靜                          一五 

編集後記                          一五 

●第九號（昭和七年一二月一〇日發行） 

封面:Tilte-page to the 1st edition of Robinson Crusoe. 

德國的魯賓遜漂流記                田中梅吉        二 

O'Neil 的考察之一            船津重輝     六 

關於 O'Neil: Mourning Becomes Electra   戒能通忠     一〇 

隨感漫錄                西川融      一三 

新刊介紹                杉本・西川    一四 

新到圖書                        一五 

校內消息                     一七 

受贈圖書                   一七 

會員動靜                    一八 

編集後記                  一八  

●第一〇號（昭和八年三月一〇日發行） 

封面:Mr. Shaw wrestles with temptation 

Adison 的想像論             崔載瑞      二 

批評                   寺本喜一     六 

Conrad. Aiken 論考           杉本長夫     一〇 

新刊介紹                K.T.       一三 

畢業論文題目                        一四 

昭和八年度講義題目                     一四 

校內消息                          一四 

新購入圖書                         一五 

受贈圖書                          一五 

會員動靜                          一五 

編集後記                          一五 



 

●第一一號（昭和八年六月一日發行） 

卷頭言                           一 

英國的唱歌               中島文雄   二 

Shelley 與理想美            府中敞   六 

關於 Sheridan 的 comedie        小山政憲     一一  

Moral Realist 的 George Eliot.            洪鳳珍      一三 

關於 Elton 的研究方法         Sigma     一五  

Byron 的手信              西川融    一六 

文學的保全               崔載瑞   一九 

新刊介紹                          二一 

校內消息                          二一 

受贈圖書                          二二 

會員動靜                          二三 

編集後記                          二三 

●第一二號（昭和八年一一月一〇日發行） 

表紙:From C. Middleton's translation of Everard 

     Digby's De Arts Natandi,1595. 

Jespersen 的新文法書          崔載瑞   二 

關於詩的 Imagery 的意義         杉本長夫      九 

Lawrence 的 後的詩集          寺本喜一      一四 

新刊介紹               Sigma        一六 

校內消息                          一六 

受贈圖書                          一七 

會員動靜                          一七 

編集後記                          一七 

●第一三號（昭和九年三月一日發行） 

封面繪製 From Coleridge's The Ancient Mariner 

英國的歌唱（承前）           中島文雄    二 

Wyndham Lewis 論          崔載瑞    六 

Lamb 的隨筆             西川融    一二 

新刊介紹                T.S.     一五 

校內消息                          一五 

畢業生論文題目                       一五 



 

會員動靜                          一六 

會員名簿                          一六 

受贈調書                          一六 

編集後記                          一七 

●第一四號（昭和九年五月五日發行） 

封面繪製  Dickens and Disraeil              一 

關於狄更思（１）              寺井邦男     二 

關於「瞥光」             岩山勝   八 

The Needle-Watcher            諸留寬    一三 

English Idioms              西川融   一八 

QUARE IMPEDIT             大口義夫   二二 

欽定聖書翻譯裡出現的'do'的用法       金業           二三 

新刊介紹                       二六 

關於英語教授             梶原俊   二七 

小河君的回憶              諸橋哲夫   二八 

昭和九年講義題目                      二八 

校內動靜及會員消息                     二九 

編集後記                          二九 

●第一五號（昭和九年七月五日發行） 

封面繪製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的舞台面 

Great-Great-Grandmother's Wedding Dress P.L. Haworth  二 

莎士比雅的現代翻譯    F.N.    五 

Wordsworth 的 "The Immortal Ode"  金海均   六 

Webster 的 "The White Devil"      船津重輝   九  

"King Lear" 的價值       金尹錫   一一 

蠧魚之後                          一三 

"Winner Take Nothing"          李皓根   一三 

雜錄                            一六 

 

＊本稿為JSPS 科研費（26370430）的贊助所製作的研究成果之一。另外，關於內容為公益財團法人日韓文化交流基

金會的訪韓研究獎助學金的報告書〈一九三〇年代的東亞洲地域間的文化的交渉與翻譯―摩登都市東京・京城和文藝

―〉（《訪韓學術研究者論文集》第一三巻、二〇一三年三月）中的全部五節的第一～四節再加以修改所完成。 

（九州大學大學院比較社會文化研究院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