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錄  「台灣的日本殖民經驗」課程說明 

這門課程是我在社區大學一個系列課程「批判與自覺」的進階課程。「批判與自

覺」課程旨在協助學習者之批判意識的發展，它首先著重於協助學習者對自身存

在方式的批判性覺察，並經此自覺，帶動學習者對於存在處境的整體性探究，據

以反思並重新定位自身在社會（世界）中的位置，而後能在其並透過

（in-and-through）日常生活實踐，超越那些存在於處境以及自身之中的限制。 

初階班經過一年多的課程實踐，我發覺整體課程結構有其限制。該項課程雖

有可能促發學習者某種程度的自覺經驗，但對社會整體樣貌的捕捉仍然有限，未

必能帶動其反思並重新定位自身在社會（世界）中的位置。這些反省促使我構想

一種能顯現社會整體樣貌的課程結構，而在 2006 年春季的永和社大，開設了「台

灣的日本殖民經驗」這門課程，成為「批判與自覺」的進階課程。這門課程是預

計中的一套進階課程的系列一，整個進階課程預計有四個系列，系列二、三、四

則分別為：「帝國的年代與世界主義革命浪潮」、「台灣戰後的民主化歷程」以及

「全球化和資本主義危機」。 

以下我將從自己的課程構想，包括發生於課堂中的各項提問討論，以及學員

們的學習經驗訪談和他們平常在課程中的反應，來說明這項課程與進行情況，

第一節 課程構想與結構 

「台灣的日本殖民經驗」這門課程有兩個主要課程目標：一、促發人與歷史

之間的連結，二、發展學習者「整體的理解社會」的智識能力（主要是一種從階

級看世界的視角）。這門課採用四本教材，兩本是小說，另外兩本是分析性著作。

兩本小說--《寒夜三部曲》和《亞細亞的孤兒》，表現了兩種不同階級背景（小

農與知識份子），貫穿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生命歷程；兩本分析性著作--《米糖

相剋》和《成為日本人》，則分別討論了台灣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經濟結構以

及殖民認同的形構歷史。如果兩本小說能夠使學習者對於階級問題發生經驗性的

體會，那麼《米糖相剋》的中心主題--「階級支配的強弱，決定經濟利益的分配

平均程度」，以及《成為日本人》所分析的--那個時代的人們在與日本殖民主義

抗爭、妥協與合作中的認同型塑過程，將有助於學習者從對階級問題的經驗性體

會中，發展出對於社會整體的理解與思考框架。 

這門課程的整體結構分為五個部分，每個部分之間環環相扣，缺一不可，以

下先分別簡要說明，接著便逐步詳細說明每一部分的內容與進行方式。 

 152



第一部分--前三週先運用影像敘事，協助學習者瞭解台灣社會在 50 年日本

殖民統治期間的大致輪廓。這些影像敘事的閱讀與討論，一方面希望有助於學習

者在第二個部分--《寒夜三部曲》的閱讀中，深入體會小說中各種人物情節的歷

史--社會脈絡，另一方面則希望透過這些影像材料與相關書籍，使學習者發展出

對於三位主要反抗領導人物的情感認同，形成一種反抗壓迫者之支配的立場。 

第二部分--《寒夜三部曲》的閱讀討論，主要透過書中兩位反抗主角—劉阿

漢與劉明鼎父子兩人--貫穿日本殖民時期的生命歷程與反抗意識發展歷程，深入

體會歷史變遷中個人與社會的互動關係；尤其是將「社會關係與人之存在方式之

間的互動與影響」，作為理解第三部分《米糖相剋》藉由社會經濟現象討論社會

階級結構的重要基礎。 

第三部分--《米糖相剋》則是要將學習者於前兩部分的經驗性體會，透過該

書具有「社會—歷史」整體性的階級結構分析，達致一種整體的理解，並打開學

習者的「社會—歷史」視域。 

第四部分--《亞細亞的孤兒》和《成為日本人》處理的是文化與政治認同的

問題領域。在這兩本書裡出現的主角，全然不同於前三部分的英雄敘事主調，但

卻使人更容易感到台灣處境的無奈以及歷史限制。 

第五部分--學期作業撰寫是學員在整個課程學習活動中的核心活動，唯有透

過學習者自身進行主題性的探究，方能發展他自己的問題意識，並使課程討論的

知識成為他自己的知識。 

第二節 第一部分：影像敘事  

第一週：相見歡與課程導論---1.本學期課程簡介；2.日本殖民時期基本介紹 

第二週：影片賞析：人物影像Ⅰ---1.謝雪紅；2.林獻堂；3.蔣渭水 

第三週：影片賞析：人物影像Ⅱ---2.後藤新平；3.八田與一 

課程前三週選用了六份影像敘事，第一週是由張釗維製作與導演的《狂飆的

世代—台灣學運》的第一集，長度一小時，從學生運動的角度，敘述了 1915～

1950 年代，這之間關於日本殖民統治與國民政府戒嚴統治的壓迫與反抗。不過，

一份壓迫與反抗的歷史敘事，不能只是陷於對不公義的憤恨，更重要的是探究不

公義的源頭，而這需要一些討論的深度。我為這第一週的影像敘事準備了三個討

論問題，如下： 

1. 台人在日人殖民統治時期的反抗活動，明顯出現兩個不同時期：武裝

反抗時期（1895-1915），文化政治運動時期（1914-1937），為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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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如此明顯的時期差別，亦即為何武裝反抗時期沒有文化政治運動？

又為何文化政治運動時期不會出現武裝革命？ 

2. 清廷治台，日人治台與國府治台的思維與態度有何相似與差異？國府

治台又分中日戰爭之前，中日戰爭至日本敗戰之前，日本敗戰之後。

有了這個理解後，便較能掌握住每一個個殊統治者之所以是這樣的統

治方式，例如劉銘傳、後藤新平、陳儀等，也才能有對他們較適當的

比較。也就是說，這些個殊統治者的比較，不宜從人與人的直接比較，

而需以背景脈絡的理解為中介。這些個殊統治者所代表的政府的治理

態度與思維，便是背景脈絡中的一個關鍵因素，並且可從其治理態度

與思維延伸至其他重要的層面，例如國際局勢。 

3. 日本殖民統治對台灣社會的影響，和二二八慘劇的發生是否有關？ 

這三個問題針對的是一些能夠顯現出社會結構因素的社會現象，其用意在於

透過對這些社會現象的思索，體會社會結構之運作及影響。第一個問題涉及台灣

社會接受現代性洗禮而引發的變化，第二個問題涉及統治結構與心態的脈絡問

題，第三個問題則涉及人民的自我組織能力。在這個階段，問題的答案比較不是

重點，重要的是逐漸增進學員們對於社會脈絡與結構的體會與敏感度。 

在三個問題之中，尤其是第三個問題，特別關係到日本殖民統治對於台灣社

會發展的整體影響。與 228 事件相關連的各種問題，這些年來爭議日漸，像反抗

性質的定位、死傷人數等，不斷成為政治角力的議題。但這第三個問題的提問方

式，避開了這些糾纏不休的立場問題，它想要顯示的是兩個現象：1.當台灣人民

對國民政府的統治失望日重之時，他們為何無法自我組織成為有效能的政治社會

力量，尋找可能的途徑，改善自身的存在處境，而只能在怒氣無可抑制之時，宣

洩性地爆發出來，卻引發更殘酷的壓制，反致重重打擊了民間力量。2.重重的失

望來自於高度的期望，但為何當蔣介石政權來到台灣時，台灣社會是如此的不明

白蔣介石政權和他們期望的自由民主，其實天差地遠，這種盲目的眼光充斥於菁

英人士和一般民眾，這又反映出什麼樣的社會狀態？ 

政治視野與見識的普遍不足和民間自我組織能力的缺乏，這兩個現象的呈

現，其實是一種被統治者對自身的詢問。這當然不是迴避統治者的歷史責任，而

是要從歷史中看見自己和他人的關係，強調被統治者不宜將指望寄託於良善英明

的統治者，更重要的是自身的培力問題。將此作為第一堂課的中心問題意識，這

同時也是要讓學員直接體會到這門課程的期望與企圖。這一堂課的教學方法，首

先透過影像敘事建立學員與歷史中的受壓迫處境之間的情感連結，然後透過討論

深化這些情感，上升為知性的體會。在結束這第一堂課時，提供了學員兩份延伸

閱讀材料，一份是摘自《島嶼愛戀》中的由林宗義口述，胡慧玲整理的「我的父

親林茂生」，另一份是摘自《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二二八悲劇的另一面向》中

的第三章第三節「二二八事件原型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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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的閱讀是知性能力之發展的必要條件，無論影像再怎麼動人，討論再怎

麼熱烈，學習者仍然需要適當的文字靜靜地整理自己的感受，以發展她自己的思

維。前引學員 A 的學習分享，一開始便提到她下課回家後，閱讀林茂生的資料

帶給她的觸動，清楚的表現出文字閱讀的重要性。 

第二堂課採用了三份人物影像，謝雪紅、蔣渭水與林獻堂，是當時台灣社會

反抗運動的代表性人物。影像材料出於公共電視「百年人物誌」。這三位人物所

代表的從左到右的三種反抗路線與思維，乃是整學期課程的主要軸線。這一堂課

也有三個主要的討論問題：1. 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文化協會和農民組合三個運

動之間，有些什麼關聯？2. 謝雪紅、蔣渭水和林獻堂三人之間的思想差異為何？

他們的成長背景（各種社會條件，如經濟條件、政治條件、文化條件等）與其思

想差異有無關聯？3. 謝雪紅的思想發展歷程—由地域性的存在轉化為世界歷史

的存在。 

第一個問題和前一堂課的第一個問題有相似之處，都在追問歷史事件之間是

否有一種社會結構上的聯繫？基本上，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作為台灣社會最先出現

的政治運動，它打開了日本殖民統治的禁忌，刺激了當時社會中猶有理想之士如

蔣渭水等，去思索可能的作為，也因此有後續文化協會的發展。議會設置請願運

動本身有它的侷限，其所涉及者只能也只會是菁英人士，與一般民眾無關。但由

它所促發的文化協會，讓反抗運動開始深入民間，尤其是一般農民之間，經由啟

蒙的促發，加上外在環境的壓迫，農民能夠開始有組織的為自身權益反抗統治勢

力，形成農民組合運動。 

透過謝雪紅、蔣渭水和林獻堂三人與這三個主要的反抗運動之間的關係，可

以清楚呈現三人之間的思想差異，以及他們的階級位置與其思想差異之間的關

聯。這個問題正是要請學員們完成的學期作業內容。學員們要從這三位反抗領導

人物中，擇一作為研究對象，探討其生平與思想，並在學期末的報告中，透過個

別的報告內容，進一步去評估這些不同的反抗路線。 

這門課程至今三個班別下來，可以發現學員們選擇研究對象的原因各自不

同，有人讚嘆林獻堂的君子風度，有人感佩於蔣渭水的無私忘我，也有人深受謝

雪紅堅毅的心志所折服。選擇原因雖然各有差異，但都開始出現一種和自身歷史

的親近感。有位學員便曾這樣感慨：「原來我們台灣也出過這樣的人物。」在這

種體會中，典範人物、歷史事件和社會脈絡相互交織，這些交織的感受，還需要

往後細細釐清，而學期作業進行是讓每位學員自我釐清的關鍵要務，5 位受訪學

員幾乎都談到一種「經過自己整理」的體會。 

例如學員B選擇謝雪紅作為研究對象，她在訪談中表示，「像以前上的課，我現

在去回想，或者去看之前的資料，我也想不出當初上這個課的情形，但是像這門

課，我想自己會一直有記憶的，應該是不會忘記的。（為什麼？）因為是經過

自己去整理的。（喔，有經過自己去整理？）像上其他課，它就是給你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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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著講義講，時間一久就忘的差不多了。我上星期在整理之前上課的講義，就懊

惱自己對這些講義內容完全沒有印象。」 

關於學期作業進行對於學員學習之影響的詳盡分析，還要留待第五部分的討

論。但這一堂課本身和下一部分《寒夜三部曲》的閱讀和討論有直接的關連，再

以學員 B 為例，她當時在課程期中分享時，便曾談起在課程之前已有閱讀過寒

夜，從頭哭到尾，但在這次課程的第二次閱讀，比較沒有這麼多的情感上的感受。

後來她在訪談時表示， 

「第一次看的時候，因為我自己也是客家人，…苗栗南庄人，平常上課

就是在走這條路線，所以就變成好像親身經歷感受到祖先們的那種困

苦，然後父親、母親在那種困苦的環境下長大，那種感動。…第二次看

是從歷史的角度來看。（所以第二次開始看到寒夜的整個社會背景，你

覺得有什麼比較明顯的原因，讓你兩次閱讀會有不同的體會）我覺得跟

那些歷史人物的閱讀是有關係的。（所以前面幾個禮拜的人物影像討

論，也許對你在閱讀寒夜時，是有影響的）看寒夜的時候，不見得有閱

讀到那幾個人物，…可是因為那也是當代的歷史人物嘛，…可以相互印

證當時的社會環境，體認當時受壓迫的感受，就猶如感受到父母親的成

長環境一般。（討論那些歷史人物時，其實也是在談這個社會的脈絡，

所以歷史的體會是反映在對於社會脈絡的察覺）對。」 

 

從整個課程結構來說，前三堂課透過影像材料所呈現的歷史敘事，經過與社

會脈絡相關問題的討論，其目的便是要增進學員們對於社會脈絡的體會與敏感

度。社會脈絡的敏感度越高，閱讀寒夜時的理解也就越深刻。有位學員曾在課堂

中表示，由於前幾週影像材料的閱讀與討論，讓她讀起寒夜來，比較能明白小說

中各種人物與事件情節的背景。 

第三堂課還是繼續關於人物影像的討論，這一週轉向日本統治者，安排的是

後藤新平和八田與一這兩位，影像材料依舊出於公共電視「百年人物誌」。這兩

位，一為政治人物，一為工程人士，其在台灣的作為，足可代表當時日本統治的

思維與心態。這一堂課討論的主要問題是後藤新平的生物學政治理念隱含的國家

主義，其中包括：1.以現代型知識為基礎的政治理性，2.以國家為主權者合理化

殖民統治的不平等。並以此為基礎討論反抗路線的兩種主導思想：自由主義與馬

克思主義，各自對於國家的看法。通常而言，自由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問題，在

此時還不容易談論，基本上只是大致提供一個相對於國家主義的對照。主要的討

論方向還是日本殖民統治合理化其統治行為的方式，以連接上課程後面的相關討

論。 

關於日本殖民統治的討論常有一個困難，一方面當時統治的許多物質成就，

至今仍是重要的成就，而不能純然從壓迫的面向來理解；另一方面由於國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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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統治問題，反造成對於日本殖民記憶的美化效應，這又更增加了與壓迫面向的

討論之間的衝突。便有學員提到，雖然課程中多談到各種壓迫與反抗，但現實中

許多耆老卻多為緬懷之情。但其實這樣的衝突，反而更有助於深入把握壓迫與反

抗之間的複雜關係。 

以八田與一興建嘉南大圳的功業來說，固然帶給台灣社會發展重要的工程條

件，但這項工程卻是當時殖民經濟剝削體系的重要幫手。由於有了嘉南大圳，殖

民政府方得以透過控制給水，強制實行三年輪作制，限制農民選擇作物的自由，

致使南部的蔗糖會社比中北部的更能有效壓抑甘蔗收購價格，而農民議價能力正

是當時農民與製糖會社間的抗爭之中心課題。在指出這樣的社會脈絡之後，對於

八田與一個人的評價，便出現三種可能。第一，他只是個認真興建水利工程，沈

浸於豐功偉業的技術官僚，社會上的壓迫與反抗和他無關。第二，他很清楚自己

興建的水利工程，將會有助於會社對於蔗農的控制，但他不認為這是不當的剝

削。第三，他明白這些剝削的不公義，但他仍然認為這項水利工程有利於台灣社

會的前景。就現有的資料而言，這些可能性是無法確定的，但重要的不在於確定

答案，而在於藉這些可能性的顯現，表現人對其社會中的位置之反思與定位這個

問題。同樣的，台灣人民對於日本殖民統治的不同反應，也可能反映著當事人的

社會位置，以及當事人對其社會位置是否有所覺察與反思的問題。例如曾有位耆

老在訪談中談到他小時候接受公學校的教育經驗，覺得那時候的日本老師很認

真。但這位耆老並不明白，在小學校的台灣子弟則常遭受歧視的對待52。換言之，

人們對日本殖民時期的經驗感受，由於缺乏對其它不同社會位置之遭遇的體會，

容易受自身之社會位置所侷限，但又不自知，致使容易作出全稱性的判斷，認為

事情就是這樣子。 

前三堂課作為整個課程結構的第一部分，總體而言，其主要作用在於從支配

與反抗的面向，鋪陳日本殖民統治 50 年的社會脈絡，以有利於學員進入第二部

分寒夜的閱讀與討論。 

第三節 第二部分：《寒夜三部曲》 

《寒夜三部曲》的閱讀與討論，是這門課程的關鍵部分。它是我們後代人接

近日本殖民時期這段歷史主要的情感來源。至目前為止，學員們最普遍的反應

是，原來我們的先民曾經經歷過這麼艱苦的生活。這裡有一種心疼與憐惜的情

懷，而這種情懷並不限於特定的書中主角，而是一種具有普遍性意涵的人類愛，

                                                 
52 公學校是專門提供台灣子弟學習的學校，小學校則以日人子弟為主，也兼收若干台灣子弟。

在公學校，日本老師如果看不起台灣學生，就等於蔑視自己的職業，所以他們絕不做那種事，他

們熱心地教台灣孩子學習。與此相比，在小學校成長的台灣人的處境就複雜的多了，尤其是既不

特別富裕，又不是「國語家庭」的孩子，受到的歧視就更甚一層。（參見《台灣人和日本人：基

隆中學F-man事件》，田村志津枝，1999，玉山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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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這種情感奠立了一種與世間各種苦難相連結的可能性。 

但這種情感也有可能只是針對書中主角，或由書中主角引發對自己人生的感

慨。兩者差別主要在於社會覺醒的問題，前引 B 學員兩次閱讀經驗的差異，正

是有無社會覺醒的問題：第一次閱讀沒有「支配—反抗」的視角，也就無從發生

對於歷史輪廓與社會脈絡的體會。 

不過，雖然之前三週的影像閱讀與討論，有助於學員們進入寒夜世界的歷史

輪廓與社會脈絡，但寒夜的閱讀與討論才真正要開啟學員在歷史中看見自己與他

人的視野，其中的關鍵是要將「社會關係與人之存在方式（即思維與行為）之間

的互動與影響」，透過小說人物與情節，具體而清晰的顯現出來。在這一部分中

所體會的社會關係面向，將在下一部分《米糖相剋》的閱讀與討論中，進一步上

升到關於社會階級結構的體會。 

「社會關係與人之存在方式之間的互動與影響」這個面向，在寒夜中處處可

見，以下僅選取 5 個具有代表性的段落詳加討論。 

1. 蕃仔林開山對彭家的意義—封建社會的生產方式與大小租的剝削方式。 
第一部《寒夜》一開始，便在描述彭家前往蕃仔林一路上的凶險與艱辛，

但其實蕃仔林的土地並不肥沃，前景未必可期。那麼，去往蕃仔林開山

對彭家究竟有什麼意義，使得他們願意孤注一擲於此？這個問題涉及的

是當時清朝統治下封建社會的生產方式與大小租這種雙重租稅的剝削

方式。蕃仔林開山之行雖然凶險，前景也未必可期，但卻得以脫免雙重

租稅的重負，因而彭家眾人才有了這個決定。 

2. 燈妹在彭家的存在位置與價值 
燈妹在彭家是一種典型的完全被工具化，只有勞動力這種價值的存在位

置。這種存在位置尤其明顯的表現於在人秀生病時，燈妹成了被全家遺

忘也被排拒的人。當然這不僅是燈妹個人的處境，當時的女性普遍有著

類似的處境，謝雪紅也是如此，因為這同樣是由於封建社會的生產關係

而造成的人的處境。後來在阿漢的招贅契約中可見一般：「生下男子從

父姓劉，女子一二胎姓彭，並且將來得留在彭家，不得帶走。男子，怕

將來爭財產；女子，可以賣人家當花囤女，或者養大也增加勞動力。」 

特別有對照性的是當阿漢面對與燈妹的婚事，阿漢對燈妹自主權的重

視：「如果她，她不要我呢？」卻遭到眾人的恥笑：「這哪由得燈妹呢？」

而阿漢自己也不覺得可以和別人爭辯，因為他那素樸的對人的尊重，並

未發展出明確的具有反抗性的性別意識。這種情況其實反映出在這種傳

統社會中的生產關係，主宰了各種社會關係以及由之衍生的各種意識型

態之束縛。 

3. 社會習俗對人的影響—阿漢成親和阿強伯對燈妹的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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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社會許多社會習俗形成對人的思維與行為強大的影響力，例如燈妹

從小被對待的態度與方式，使她對自己的命運抱著宿命觀的態度，並形

成強烈的自我否定。當人秀生病時，只因為某些社會習俗觀念，彭家上

上下下不由主地便將人秀生病歸咎於燈妹的不祥。彭家上上下下當下的

這些看待，加上長久以來已經內化為燈妹自我信念（我是個不祥的人）

的那些社會習俗，使得燈妹自己真的認為是因為自己的不祥造成人秀的

生病：「『人秀著天釣和自己有關。』這是早上開始在腦海閃爍的一句

話。她躲避它，抗拒它，可是沒有用，它還是不斷膨脹，最後聚成聲音，

發了出來。真的和我有關嗎？她的淚水又氾濫而下。」 

正是這些自我信念產生了強烈的自我否定，這尤其表現在燈妹聽聞阿漢

和她的婚事的直接反應：「不錯，人家說的，自己是不祥的女人，命中

注定沒有爹娘，帶『八敗』，會剋死老公。『如果是真的，那，一定不

會成的。』道理很簡單：我要成為彭家四媳婦，不再是花囤女，這是好

的改變，好的改變自然和我燈妹無緣。那個阿漢，比人秀好的多，而且

嫁出去。這麼好的運道。當然不會落在我的身上。」 

即便是阿漢重視燈妹對於婚姻的自主權，但在婚前，當「先生」告誡阿

漢要透過各種方法化解燈妹的硬命時，他也不禁苦笑：「那些對燈妹的

『命』，傳說中的種種禁忌，在他心中，難免存著種種困惑；他實在沒

法完全驅除那些莫名的疑懼，他只能努力藏匿，抑壓那些疑惑、恐懼而

已；他消滅不了它。」 

再以阿強伯為例，當他在最後一次與地主的抗爭送去性命的前夕，他不

知不覺的走到阿漢和燈妹的家旁邊來，他想要跟燈妹說些話：「在心裡，

他很疼燈妹，可是他一直是硬漢，冷漠而嚴厲的家長，而且在兒女媳婦

之前，對一個花囤女，一個剋死彭家兒子的女人，他能表露仁慈嗎？」 

這些傳統社會對人的束縛，正是台灣社會當時的處境之一。從這些討

論，更能理解當時具有現代性意義的反抗運動，不但是反殖民，也包括

反封建的面向。 

4. 阿漢反抗意識的發展歷程—有哪些影響因素、表現在哪些情境中 
（1） 阿漢的自我回顧：阿漢歷經一生的反抗，在晚年時回顧之時，「想

想自己一個村夫野漢，竟也經歷過那些種種豐盛的事況，不覺有

點得意起來，得意中卻又混雜著過多的酸澀苦辣。至於擺在眼前

的未來呢？他不知道。不過，他充滿信心，堅信自己還可以作許

多有意義的事，可以專心為理想去苦鬥。」 

這段阿漢晚年的自我回顧，包含著許多需要細緻探究的生命歷

程，以深入體會那些含有酸澀苦辣的得意，並嘗試去理解他在不

知道未來為何的情況下，如何還能充滿信心？是對於什麼的信

心？而這些有意義的事，是如何成為他生命中的意義的？這些探

究將讓那些對阿漢生命歷程有重要影響的社會關係浮現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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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農家人和知識份子階層之間的關係 

這是阿漢和年輕輩的一段談話：「阿漢叔，『那些人』真的很有辦

法嗎？」「嗯，『他們』膽量很大。…『他們』最厲害的是全島各

地的文化演講」「人家口口聲聲要提高農民文化水準，要幫助我

們反抗統治者不合理的措施。」「今年初南部有人搞什麼『佃農

組合』的？」「有。上月在鳳山，集起 50 多家佃農組織『佃農組

合』，跟會社對抗。」「阿漢叔—前幾天我跟你提起過，要你出頭，

我們也可以弄一個『佃農組合』，然後…」「現在問題是：我懂得

不多，我們不知道怎麼作，所以我邀大家去聽今天的演講會。」

「是要拼，但不是單獨拿鋤頭伐刀去拼，是要組織起來，堂堂跟

狗子對上。」 

這段對談表現出之前影像敘事討論過幾個主要反抗運動之間的

關連，這些關連其實反映的是當時農家人在思想與組織上依賴知

識份子階層的關係。 

（3） 知識份子對阿漢的影響 

然而，知識份子也有不同的性格與思維。阿漢第一次遇到文化協

會的成員，即郭秋陽時，郭秋陽便向阿漢說道：「文化協會是從

心理建設做起，是在根本上喚醒台灣人，自己是主人，不容外族

人侵佔主宰—是全面的，也是長期的。像老哥這種看盡割台悲

劇，從實際生活上肯定自己的地位，而又認識殖民者面目和手段

的人，正是文化協會的基層骨幹。」 

這種互動關係通常是具有左翼思想的知識份子與農民工人的關

係。由於左翼思想通常比較重視農民工人的政治主體性，所以會

主動積極協助阿漢這樣的成員成為組織領導者53，而阿漢也的確

因為如此，才開始和反抗運動有更廣泛的接觸，並在其中鍛鍊心

志，開拓視野，而終於堅定其反抗的信念。 

（4） 阿漢的矛盾與超克 

阿漢的反抗意識之發展，並非自然而成，更非順利無阻。阿漢曾

自省過，「當初並沒有多少所謂民族大義的意識存在。他不覺得

自己向來是為了反抗異族統治；只是為生活，為生存，就像一隻

餓極的猴子，誰搶奪牠裹腹活命的蕃薯，牠就舞爪露齒抗拒一

樣。這是必需的必然。『只是這樣嗎？』有時他會深一層反問自

己。當然，後來和『他們』接觸之後，他逐漸認清了一些事況的

意義，也對一些事況有了較深刻的認識；自然也不再以單純的猴

子自居了。」 

阿漢反抗的一生中最大的挫敗是 1914 年的第二次入獄。1918 出

獄後的阿漢自忖：「我不能說什麼了，我只有默默耕作。」然而，

                                                 
53 謝雪紅在中國五卅慘案的表現，引起中國共產黨的注意及培植，也屬於類似的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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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間的一些勢態，在無形中推移、形成。1923 年的治警事件在

阿漢久已平靜無波的心湖上，卻引起隱隱波紋。因為，不知從哪

一年起，他就不知不覺地領悟到：以文化的、社會的、經濟的手

段，從事改善台灣人的境況，是今後唯一可行的辦法。 

就在阿漢不知不覺和文化協會攀上關係，又不知不覺擔當起指導

這批農民任務之後，一直被濃濃的茫然感籠罩著。「同一件事，

一直在重複著…三十年前，蕃仔林在彭阿強領導之下，不是也演

出過嗎？現在，又要演出另一齣了？」個人命運就這樣，被殖民

的台灣也是這樣吧？「總有不重複的一天吧？」 

（5） 阿漢反抗意識的成熟發展 

阿漢全程參與 1926 年的大湖庄 226 請願事件。他知道，這是最後

關鍵；雖然他完全瞭解統治者的面目與手段—合理解決的可能性

幾乎等於零—但自己理法正義的立場是應該堂堂展示出來才

對。這也是年來他「復出」後領會到的道理。他對於辛酸屈辱的

前塵往事，記得清清楚楚；對於往後的崎嶇前程，也完全了然於

心。他已經知道，自己只是同胞漫長而窄狹的長途上一顆小墊腳

石而已，或者說是一點香火，一豆火種。他本身決不可能走上解

救的彼岸了，但這是預計之內的，只要盡力就好，盡心就是一種

完成；因為無數個後來者正以和自己相同的信念在前進，在當墊

腳石，當一點香火，一豆火種。 

至此，阿漢雖然依舊是一介鄉間老農，但已轉化為世界—歷史性

的普遍存在，能從世界—歷史的視域看待自身的存在與人世間的

一切。阿漢反抗意識的成熟，具體的表現在三件事上，一個是他

對二兒子參與反抗運動的態度的變化。一個是他與其他懷抱宿命

觀的老農之間的對話，一個是面對日人嚴刑威嚇時的思維與態

度。若是以往的阿漢，面對著鄉間老農的宿命觀，恐怕只能無言

以對；面對日人的嚴刑威嚇，也只能求全。但此時的阿漢開始成

為一位面對人生、面對歷史與社會的主動者。 

（6） 阿漢對明鼎參與反抗運動的態度的變化 

早些，當阿漢意識到明鼎也要走上反抗之路時，總是認為只要自

己去就好，一心想要阻止明鼎。但當阿漢能從歷史定位來看待反

抗志業時，他對於明鼎投身於農民運動，已經不再遲疑或不安。 

（7） 阿漢與老農的對話 

「不論有沒有結果，我們不能軟弱下來。這是為天理正義而戰，

全台灣都一樣；此地失敗了，也許卻幫助其他農民獲得成功。」

「別人，還管？我自己就管不了啦！」「這是互相響應嘛。同樣

的，別地方的努力失敗，也可能幫助我們這邊的成功呢。」「哪

就看老天吧。」「不能只看老天，要看自己才可靠。」 

（8） 日人嚴刑威嚇對阿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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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你嘴皮子厲害，還是警務人員的體刑厲害！」鐘益紅的話讓

阿漢深深震動：農民大眾經不起威嚇折磨，而酷烈的體刑太可怕

了。在此相對的，顯得教育的力量至為重要；今天如何緊急教育

廣大農民，那只有救助於為農民而存，而又以農民為主體的組

織—農民組合。 

（9） 阿漢的政治理念 

阿漢反抗意識的發展，讓他明白，反抗不僅是為了一己之利益而

反抗，而是為了全體之利益，這裡涉及一種政治理念的形成，而

透過書中阿漢和一位日本警察的對話，最能呈現出阿漢成熟的政

治理念。 

日：「你，是讓我平生第一次吃敗仗的傢伙！」 

漢：「我是不得已的。抱歉喔。」 

日：「真的，我知道後，好難過好難過。這件事，我一直忘不了。」

「嘿！也使我理解到：台灣人，不能相信。」 

漢：「這，不公平。」 

日：「知道嗎？這一理解，我時時記在心中，而且作為辦案上的

守則。」 

漢：「知道嗎，這絕對是不公平的說法。」 

日：「哈哈！哈哈！」 

漢：「你在不平等的位置上，要求對方誠實信用！」「一個是統治

者，一個是被統治者；主人對奴隸；殖民官員對被殖民的百姓，

在這種關係上，你要求誠信？」「你這是強權的理論。」「我早就

有個理解：日本人，不能相信。」 

日：「汝的話，不全對。應該改作：統治者，不能相信。對不對？」 

漢：「可以改，但要改作：異族的統治者，不能相信。」 

日：「也許是所有的統治者。嘿嘿！」 

漢：「也許是的。除非自己就是統治者。我是說：在人人平等的

國度裡，人人是統治者，又是被統治者。」 

5. 阿強伯、劉阿漢、劉明鼎、燈妹四人反抗意識的差異 
阿強伯素樸的反抗意識，劉阿漢以民族反抗為定位的反抗意識，劉明鼎

以階級反抗為定位的反抗意識，以及燈妹從鄉里情感與佛法體悟中出發

的反抗意識，四人雖都不願苟全過日，而走上反抗的道路，但各自由於

不同的社會條件，因而有不同的發展歷程與結果。此處雖然只說明了阿

漢的反抗意識之發展歷程，但另外三人都可以有相類似的鋪陳與探究，

而影響四人反抗意識發展的這些社會條件，包括文化條件、經濟條件與

政治條件等等的比較，更能讓學員敏感於社會脈絡對人之存在的影響。 

  

第二部分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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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第二部分《寒夜三部曲》的討論主軸放在「社會關係與人之存在方式之間

的互動與影響」，協助學員對於這些社會關係的深入把握，是進一步理解第三部

分《米糖相剋》藉由社會經濟現象討論社會階級結構的重要基礎。選取台灣的日

本殖民經驗這一時期作為系列課程的開端，有一個重要原因。相對於當前高度分

化，階級現象不明顯（但並非不存在）的社會樣貌，從日本殖民時期切入，較能

使學員體認階級結構與階級支配的實際現實，也才比較能有機會挑戰當前社會那

些掩蓋著階級剝削現實的主流價值觀，如：按能力分配勞動剩餘的價值觀。這是

到第三部分才會出現的討論問題，透過《米糖相剋》的討論，學員們在前兩部分

感受的各種支配與反抗，才能逐漸消化整理出一個具有「社會—歷史」整體性的

「階級支配」詮釋框架。 

第四節 第三部分：《米糖相剋》 

自從將《米糖相剋》列為課程討論書籍以來，我經常遭受奇異的眼光，意思

是李天健這個人瘋了，這種一大堆學術概念，理論架構這麼複雜的書，怎麼會帶

到社大這個場域來。 

回想當初這個決定其實沒考慮太多，唯一的考慮就是，這本書有助於學習者

消化整理寒夜三部曲的體會感受。不過這本書的討論的確需要講究方法。每回開

始要討論的時候，我基本上都會請學員們把自己當成是一位在 1900 年來到台灣

的日本資本家，預備要在台灣賺大錢，而且要獲取最大可能的利潤。那麼，作為

日本資本家的學員們，這時候要思考哪些問題，才能夠真正的賺大錢。 

隨著這個問題的討論開展出來的，便是《米糖相剋》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日

本殖民經濟（剝削）體系的「社會—政治」建構過程。其實學員們的日常經驗是

豐富的，只是平常缺乏清晰的條理。幾乎毫無例外的，完全不需要去參照《米糖

相剋》的內容，學員們的腦力激盪，便會整理出經濟體系的三個主要環節：原料

生產、加工製造，以及運輸流通，而要賺大錢便是要透過各種集中手段，不但要

建立起垂直的集中體系，將三個環節集中在自己的手裡，同時要兼併或排除各種

競爭力量，達成水平式的集中，最後完成壟斷性的支配。隨著這個經濟（剝削）

體系的完善，資本家對農民勞動剩餘之剝削能力，幾乎達到徹底的地步，而農民

的處境也隨著深陷於這種結構性的泥沼之中，拔脫不得。這時學員方能真正體會

這種結構性的困境，深入感受農民明知「第一呆是種甘蔗給會社磅」，卻仍然不

得不種蔗的艱苦與辛酸處境。 

上述的討論過程，我稱之為「知識問題化」的歷程。知識問題化指的是將課

程中要討論的知識還原至其源頭--「問題」，以問題的討論為課程的中心，並且

讓學習者自身的生命經驗穿透這些原初的問題，從中形成他自己的問題。學習者

內在經驗的豐富或貧乏，是影響他的穿透力之主要因素，也是教學者在課程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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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要掌握之處。將知識還原為原初的問題，因而需要考慮學習者的內在經驗狀

態，以斟酌其還原的問題之深淺程度。 

我將《米糖相剋》第一、二章中涉及的各項理論知識，還原成「日本資本家

要如何才能在台灣社會賺大錢」這個問題，乃是設想這樣的問題，是這些學習者

以其生命經驗可以穿透的問題。不僅如此，正如同在影像閱讀時，需要將反抗人

物和統治人物形成一種對照一般，在討論完《寒夜三部曲》，正充滿著對台灣人

民的苦難之感傷情感時，突然，轉而從資本家不論人情、不談天理，只求獲利的

角度來看世界，這種情感上的衝擊與矛盾，常會讓學員們問出一句話：「這些資

本家如何能夠作的下去？」由此便可引出統治者或支配者如何建立起他們和被支

配者之間，在政治上以及在文化上的階級差序，並以此合理化自身的作為。也就

是在這個時刻，向來為人們所接受並認同的一些掩蓋階級剝削現實的主流價值

觀，如「按能力給薪（即按能力分配勞動剩餘）」，才比較能打開討論空間。 

除了情感上的衝擊，在智識層面上對於社會的整體性理解，才是這一部分的

主要重點。接受訪談的學員 C 提到：「尤其看了米糖相剋，那時候在解釋勞動

必要與勞動剩餘那個部分，因為以前稍看過資本論，可是完全看不懂，當時對於

那個概念有點似是而非的一些想法，但從課堂上老師的解釋以後，開始理解資本

論名詞的真正意涵。」 

人文社會科學的分析概念作為對於社會現實的抽象性把握，是要達致對社會

現實的整體性理解的必要之物。幾次不同班別的課程經驗下來，有些學員比較習

慣於對情節、故事的吸收與討論，分析性問題的討論未必都能完全體會吸收。典

型的一種反應是：「你在黑板上提出來的問題，我們可以理解，或者是說，經過

你的那個說明，我們都可以知道是什麼道理，可是要我們自己來組織，有一點困

難（學員 D）。」 

這種不容易吸收分析性概念的情況有兩種情形，一種是著重於某些概念的認

識，帶動對人生的省思。學員B表示她以前不覺得「位置」這兩個字很重要，也

不覺得集體認同，或者是歸屬感很重要。可是這段時間之後，她會覺得對這些概

念有新的體會，並且是很重要的影響。她說：「單從一些語詞就可去『體驗人生、

探究生活』，是這段日子我最大的收穫。」 

另一種則是需要較長時間的醞釀。前曾提及，2006 年春在永和社大的班級，

後又延續了一學期的課，我便出了一份米糖相剋的作業給他們，有 4 個問題： 

1. 請說明「米糖相剋」是什麼意思，並請說明相關現象？ 

2. 請說明本書作者認為，造成米部門與糖部門之間形成相剋關係的根源（或

稱「結構性因素」）是什麼？ 

3. 請說明除了作者的觀點之外，關於造成米部門與糖部門之間形成相剋關

係的根源，還有哪些不同說法？這些不同說法和作者觀點的差別是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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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嗎？ 

4. 請列舉日本殖民統治的哪些作為（請從 1、2 兩章中舉出至少 3 項），使

得米部門與糖部門之間形成相剋關係，並請說明這些統治作為「如何」

使米部門與糖部門之間形成相剋關係？ 

 

這些看起來生硬，像是標準的學院作業的問題，似乎極不符合知識解放的理

念，但對於這些學員而言，這些問題的思索，卻可能帶給他們一種整合的體驗，

讓他們重新組織、整理一學期以來的各種體會。有位在課堂上總是講著「聽你講

就懂，自己想就想不懂」的學員，在完成這份作業之後，特別談起這份作業的撰

寫經驗，讓她覺得自己能夠將許多線索串在一起，開始真的明白了。 

大致而言，學員們對於這些分析性概念的吸收能力，並不因為他們過去對於

人文社會科學的接觸不多而有明顯的侷限。至今三個不同班級的課程經驗，都在

兩次到兩次半的課堂可以完成《米糖相剋》的討論。我相信這和前兩個部分的準

備和醞釀有關，而我也相信，正是透過像《米糖相剋》這類理論思考所提供的分

析架構，才真正能夠打開學員們的「社會—歷史」視域，以下是學員 C 的另一

段分享記錄： 

尤其對於看待事情，我覺得思索，或是說對一件事情的見解分析，可能

會比較有不一樣的開展，面向也會比較不一樣。我覺得從米糖相剋裡

面，很重要的就是說，對於整個社會形成的那個脈絡，我們以前很著重

在人的部分，可是我覺得這個學期的課程，這樣子上下來，我認知到那

個複雜度不僅僅是人的問題，就是說，整個整體社會，那個大環境背後

有形無形的影響力量，那個龐大的結構體，對人的影響，我覺得那個東

西是以前比較沒有，或許隱約知道，可是沒有那麼清楚的看到外在力的

所在。而現在對於整體環境的變化，會看到背後那個很大的東西（資本

主義、帝國主義），架在那邊，就是說對於人的型塑、事件的構成，那

個隱身其後的多重因子及影子… 

 

這種經由整體理解所開展出的「社會—歷史」視域，在人的智識能力的發展

上有關鍵的影響。學員 C 平常就喜愛閱讀，閱讀經驗向來豐富，並在社大和一

些有共同愛好的學員籌組了「人文讀書會」。但她在訪談分享時特別談到「我在

出版社工作，過往自然會接觸到哲學、社會學的書，但就是看不懂，也不知道為

什麼，雖然努力的看，可是不知道它在說什麼。經過了這個課程，再回過頭去看，

重新看這些學術性、理論性的東西的時候，以前那些看不下去的東西，現在看起

來就很清楚，也開始會對理論性的東西有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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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課程的前三部分，從影像閱讀、寒夜的討論到米糖相剋，基本上偏重於

社會經濟現象，而接續的第四部分《亞細亞的孤兒》的小說閱讀，以及《成為日

本人》的分析性討論，則著重於文化與政治認同的問題領域。這兩部分的課程結

構與進行方式，和前三部分大致相似，以下便不再如前三部分的討論一般的細述

內容與進行方式。不過，在文化與政治認同的問題領域裡，自己與他人間相互關

係的問題意識，將使原先在社會經濟現象中涇渭分明的階級結構，會有更豐富的

層次開展，會是以下討論的重點。 

第五節 第四部分：《亞細亞的孤兒》和《成為日本人》 

首先，《亞細亞的孤兒》的主人翁，完全不同於前三部分的任一主角，卻使

人更容易感到台灣處境的無奈。它不會讓人掉淚，但它帶起的無奈感，更為深沈、

惆悵。《成為日本人》所討論的幾篇小說，如「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志願兵」

等等，都全然不同於前三部分的英雄敘事主調。正如同《成為日本人》一書封面

所談到的，在日本殖民統治期間，台灣人不僅是與日本殖民主義抗爭，同時還有

妥協與合作。相反於習慣性以今是斥前非的自我中心態度，對歷史上的妥協者與

合作者投以譴責的眼光，這兩部分的討論重點在於讓學員走入不同的生命樣貌，

深入這些不同生命樣貌的「歷史—社會」處境，在歷史中看見自己與他人的關係。 

例如對學員 A 而言，《成為日本人》讓她更瞭解「這島民曾經經歷過什麼

事情，他悲慘的命運，長久以來被壓迫控制，呼吸不到自由，更不知自由為何物，

這種種的經歷如何型塑成現在的我們的樣子，認命、屈服、不敢表達，然後會想

要去進一步的探索。」相對於林獻堂的階級位置，學員 A 認為「在看《植有木

瓜樹的小鎮》，會更貼近自己的生活，那樣的無奈無助。」 

學員 A 在訪談中提到她受課程影響，如今有相當強烈的探索興趣，當繼續

問及她過往是否有過這種類似想要去探索什麼的興趣或是心情，她的回應是： 

沒有。過去書本對我來講，我好像，我不是很懂得如何看書，看小說只

是消遣，看完就忘記，不懂得把它與自我連結或觸動深層思考，一般讀

的話，比較常看工具性的書。（比如說）如果我去補習的話，我會學英

文、日文，插花、禮品包裝等…並不會想要接觸現在這些東西。然後看

書的話就是會看一些關於旅遊記事、文藝小說，還有偵探小說童話故

事，但是對這塊土地歷史人文或像米糖相剋，這種生硬的書是絕對不會

看，基本上是沒有想過的。（你著重於探索這兩個字，好像是以前生活

中比較沒有出現過的？）沒有，以前唸書就是選擇題和是非題不懂思

考。我是個很規矩的學生，就是個乖乖的小孩沒有思考能力，就是劃一

個圈在哪裡，我就會待在裡面，會害怕跨過那個圈子，會被處罰。這大

概影響了我不是那種很有求知慾，喜歡冒險的那種小孩，所以膽子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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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E是另一個更具有反思性，脫出自我中心的例子。《成為日本人》這本

書提到有些霧社事件的抗日原住民族倖存子弟，在短短十數年間，卻主動成為日

本高砂軍的成員。對於該書這章節「從叛變者到志願兵」的討論，E原先認為這

不可能是那些被屠殺的族群去南洋從軍，這些原來的叛亂者怎麼可能會在短短十

數年間，便成為日本皇軍的志願兵？E表示她在蒐集資料的過程中，從《蕃刀

出鞘》這本書看到說有兩個原住民族去當高砂軍，那不是抗日六族，那時

就覺得跟她原先想像的差不多。可是後來又看到其它資料提到的確有 20
個抗日遺族去參加高砂軍。E這樣描述她自己在理解過程中受到的衝擊：「在

這個過程中，自己會找理由去支持自己原有的判斷，但又發現自己想的跟實際的

社會狀況不一樣，就想怎麼會這樣，後來又看到中山清
54

那種很大的轉變，會讓

自己去想是什麼樣的社會脈絡，讓一個人在那種父母、親人、族人都死了，甚至

滅族的狀況，還會去幫助敵人去作這些事情，開始會有一些，跟自己好像道德或

是一些其它相衝突的地方，就會去想到底是怎樣一回事。」 

《成為日本人》這本書的歷史討論，有一重要角度貫穿於其中，即從如今的

後殖民處境去探討日本殖民統治這段歷史經驗之時，我們一方面要注意跳脫所謂

的後殖民慾望—到處尋找抵抗的蹤跡，同時也要避免陷入到處譴責背叛的民族主

義狂熱。作者選擇「霧社事件倖存子弟從叛亂者成為志願兵」，這個對於一般人

平常認知看似不可解的現象，作為討論內容，正是因為這個現象有助於我們理解

作者所要討論的事理。但是，雖然作者對於構成台灣當前詮釋處境（後殖民處境）

的種種前判斷（如後殖民慾望或民族主義狂熱），有著敏銳而且深刻的認識，然

而，閱讀者仍然需要如同 E 一般，經歷過自己的詮釋循環運動，才能真正將作

者要討論的事理置於自己的視域當中，並不斷修正自己的前設想，擴展自己的視

域，讓自身的視域被理解活動帶向一個更高的普遍性的提升。 

第四部分小結 

由於這一部分的課程進行方式與前三部分大致相仿，故不多詳述其過程與內

容，比較重要的是說明「經濟剝削」與「文化政治認同」兩塊問題領域之間的相

互關係，並以此作為此節的結語。 

《成為日本人》一書強調的基進意識，「乃是一種辯證性的鬥爭，這種鬥爭

體悟到被殖民者可以以不具本質的方式出現在更大的殖民現代性這個母體中。它

強調殖民認同的偶然性。這些由去中心的主體位置的流動所構成的認同，高度仰

賴著論述、社會結構、反覆、記憶和情感的投入，以便在一個變動不居的世界中

維持一種凝聚感。為基進意識所做的掙扎，是那種想要佔據一個希望空間的掙

扎…在其中，人們可以朝救贖的實踐而努力。」（277） 

                                                 
54霧社事件倖存子弟之一，後志願擔任高砂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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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米糖相剋》和《成為日本人》兩書，一個是對於社會經濟現象的

階級結構分析，一個是談論文化與政治認同的流動性與歷史處境制約，兩種分析

視角讓人在歷史中看見自己與他人的不同關係。前者是客觀性的，即各種不同群

體之間在客觀利益上的可能結盟與衝突，後者是主觀上的，即同一群體之間由於

「歷史—社會」位置之不同而產生的意識型態差異，進而造成的分化與衝突。 

這種客觀環境與主觀意識的落差，向來是批判與反抗的中心問題。階級結構

的客觀性和政治認同的流動性兩種視域的結合，恰恰反映出在反抗壓迫者的支配

之時，正由於缺乏本質性的凝聚因素，受壓迫者自身需要不斷努力透過各種論

述、記憶和情感的投入，「以便在一個變動不居的世界中維持一種凝聚感」。 

本文雖無法進一步討論這個問題，但這種歷史情況的呈現，對於學員的影響

與意義，卻是本項論文研究關切的主題。 

這門課程進行至今幾次不同班級的討論情況，尚未曾觸及兩書分析視角之差

異與關連這個問題。就至今的課程實踐經驗看來，學員們的階級視角是比較容易

建立起來的，至於認同的流動性以及歷史處境的約制因素等問題，則較未能深入

學員們的思維之中。這可能有兩個原因：（1）認同的流動性問題，涉及較多

的哲學思辯，尤其是解構思維，難度更高些。（2）至今我還沒能發展出適當

的討論問題，以協助學習者體會這些與政治文化認同相關的整體性知識對他們的

意義。 

這個問題又重新再回到本文的關鍵問題：這些整體性或結構性知識如何能成

為對學習主體有意義的知識？最後藉由本項課程的第五部分—學期作業撰寫，來

總結這個問題的討論。 

第六節 第五部分：學期作業撰寫 

第五部分是學員的學期作業撰寫。這一部分是學員在整個課程學習活動中的

核心活動。杜威讓人傳頌一時的名言：「做中學」，實在有一定的道理。人文社

會科學之學習涉及許多知識的討論，這些知識要成為學員自己的知識，其關鍵處

在於學習者要能發展他自己的問題意識，而這需要學習者自身進行主題性的探

究。 

將學期作業撰寫視為學員整個課程學習活動的核心，這意味著課程的結構，

教材的選取，教學的方式，全都需要以學員的學期作業撰寫為中心來組織完成。

也就是說，整個的課程安排要能有利於學員在進行主題探究時，去發展她自己的

問題意識。我認為，這種課程構想是解答「意義」之發生的主要關鍵。 

以前一小節學員 E 對於霧社事件抗日遺族去參加高砂軍的探究為例，E 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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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不通這是怎麼一回事時，顯然是遇到了一個理解障礙。對於理解障礙的處理，

其實需要一定的背景知識和抽象能力。E 在回顧此次課程的學習經驗時，談到這

次「寒夜三部曲」是第二次的閱讀，不過，兩次閱讀的感受明顯不同。以前第一

次閱讀時，只覺得書中的人物很可憐，這次課程的閱讀則開始注意到社會脈絡對

人的影響。而且不僅是 E，受訪的另外四位學員，也都在之前閱讀過這部小說，

但也都以人物的感受為主，而也都是在這次課程中，開始對社會脈絡有所體會。 

E 閱讀寒夜三部曲對社會脈絡的體會在前，探討霧社事件時遇到的也是與社

會脈絡相關的理解障礙在後。初看起來，E 在閱讀寒夜時的社會脈絡體會，對其

後來的霧社事件探討，似乎並無明顯幫助。但關鍵正在於此。E 在閱讀寒夜三部

曲時的社會脈絡體會，並沒有經歷過理解障礙，而是經由閱讀感受與課堂討論建

立的直接體會。換而言之，E 當時的理解尚未達到具有批判性意涵的自我理解，

還缺乏對於自己是如何被社會脈絡所影響的體會。這就好像伽達瑪曾在《真理

與方法》以口試為例，說明在口試中發生的理解，雖然貌似理解，卻還不是真正

的理解活動（即缺乏自我理解）。 

但如前所說，E 在閱讀寒夜時的社會脈絡體會，雖還不是真正的理解，但卻

為後來在霧社事件探討中，當發現自己想的和實際社會狀況不一樣時，提供了必

要的背景知識，讓 E 得以為自己的理解障礙提出初步的解釋，即可能是由於理

解對象有不同於自己的社會脈絡，並由此反思自己習以為常的價值觀與道德判

斷。 

「霧社事件探討」是 E 選定的學期作業。在訪談中，當被問及：「這學期課

程中的三個部分，小說閱讀、理論討論，以及作業研究，對你來說，無論是感受

或是學習收穫，有沒有什麼明顯的差別？」E 回應說：「我覺得作業研究收穫會

比較多一點。不過，這個可能也是來自前面兩個部分的經驗累積。除了前兩部分

的經驗累積，我想在進行作業研究的時候，花了很多時間在消化之前讀的，如果

沒有消化應該不太可能產生能量，所以我們以後應該要有更多空白時間去消融那

些養份。」 

E 的這番體會，同樣也發生在另外四位受訪學員的身上。學員 B 在訪談中，

將她進行作業研究的歷程，描述為一種「經過自己整理」的歷程。從詮釋循環運

動的角度來看，這個「經過自己整理」的歷程，其實便是一個達到自我理解的歷

程。自我理解的發生，同時也就是意義的發生。 

當人在與歷史互動之時，發生了意義，這意味著人在歷史中看見自己，產生

了自我理解，對於自己存在的意義有了新的領會與詮釋。這種自我理解中形成的

人與歷史的連結，是一種有反思距離的連結。因此，這種互動雖然包含著一種與

歷史連結的歸屬感，使自己的存在轉化成為具有歷史感的存在，但卻沒有因此淹

沒「我」的存在感，反而使其「個人存在」成為更具有「主體性」的存在。 

在這門課程之中，學員們在閱讀歷史人物之時，不只是去看一個人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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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從一個人的人生去看歷史輪廓與社會脈絡，然後再從歷史輪廓與社會脈絡回

到自己身上，看見自己的整體樣貌與存在處境。正如之前第三章與第四章的討論

指出的，各種生命敘事中顯現的社會位置與社會關係，即各種社會知識，還需要

規模足以區辨宰制與屈從的歷史敘事，無論是階級結構的分析，或是不同「歷史—
社會」位置顯現出來的意識型態差異，這些穿透表象，對「歷史—社會」脈絡的

整體探究，是學員們在與歷史連結之中，成為更具有主體性的存在之主要原因，

也是反思距離的來由。 

學員 E 回顧以前自己曾經接受的歷史教育，「我們當初在上歷史課－日本侵

華－真是差太多了，那時候上完只有一個感覺日本是我們的仇人，歷史的教訓在

教課書上除了“仇＂外並沒有任何痕跡。不過這學期課一上下來，日本的可惡當

然還是會在，可是會看到人家更多的優點、自己的缺點、自己的世界位置、與世

界互動、當時的一個世界潮流、…慢慢在累積自己的世界觀。」 

「在歷史中看見自己和他人」，意指一種在與歷史的互動中，看見自己和他

人在社會中的位置，並據以反思和重新定位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學員 B 在訪

談時談到過去一直反對公投，她覺得「帶頭的人說什麼，我就跟著他，我只要服

你，我就跟著你走，所以公投也只是假性民主。可是現在會覺得，要決定的時候，

我可以有自己的意見，公投是民主的一環。現在會有自己的想法，對社會事件的

發生也會想想不再人云亦云。」 

這些變化不是某項思維或性格的變化，而是一種生命整體的轉化，一種人和

世界的互動方式的轉化。當人們在歷史中看到自己的樣貌，她/他看到的不是某

個具體的人和她/他的相像，而是在一種「歷史—社會」脈絡中的存在。學員 A
談到當她瞭解了「這島民曾經經歷過什麼事情，他悲慘的命運，長久以來被壓迫

控制，呼吸不到自由，更不知自由為何物，這種種的經歷如何型塑成現在的我們

的樣子，認命、屈服、不敢表達，然後會想要去進一步的探索。」她所表達的這

種對其存在處境的一種追問與探索，乃是由於她在歷史中看見自己的樣貌所引

動。 

學員 B 也提到「借由歷史人物的一生，對自己的生命可以很清楚的回想，

自己一路上是怎麼走過來的。」學員 D 第一次閱讀寒夜時，同樣也比較著重於

人與人之間的情感，而在在課程中的第二次閱讀，她特別注意到阿漢第二次被

關，刑得很重，出獄後就不太管那些事情，在家裡陪小孩，意志已經非常消沈，

可是，後來他又積極起來，因為他想到說，歷史事件一直重複的發生，60 年前，

或是幾十年前，祖先要爭取的東西，如果我們今天不繼續去爭取，我的下一代還

是這樣子。阿漢的生命歷程讓學員 D 覺得， 

這一點就是打破我以前總是覺得，很多事情，革命的事情，最好是別人

去參與，我們躲在後面就好，就是那種很鴕鳥心態，很烏龜心態，我們

家人最好都不要去參加這些事情。可是這個時候你會很強烈碰到說，真

 170



的是，你不去作誰作，捨我其誰，用躲的，這些問題是躲不過的。所以，

這種抗爭的事情，是可大可小的。在生活當中，你要就這樣過去嗎？這

跟我可能比較切身的是小孩的教育問題，你要讓他用鴕鳥心態面對這些

問題，就這樣子過去，還是要去面對。所以，抗爭可以是大事情，也可

以是小事情，這是我蠻大的感觸。 

 

「台灣的日本殖民經驗」這門課程，試圖從歷史著手，讓人在歷史中看見自

己和他人，在促發人與歷史的連結之時，同時有助於其發展理解社會整體的智識

能力。如本文的說明，這項課程實踐本身還有許多要改善之處，尤其是關於文化

與政治認同問題的課程進行方式。以目前的實踐經驗為基礎，希望後續三個系列

課程的發展，能更進一步有助於以批判意識發展為旨趣的課程實踐的探索與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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