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緒論 

 

一、研究動機 

臺灣對於楊逵（1906∼1985）1的研究，始於一九七三年顏元叔撰寫的〈臺灣

小說裏的日本經驗〉。這篇論文裡另外探討了包括張深切、吳濁流、廖清秀、葉

石濤、林衡道等人的作品。在楊逵的小說部份則選擇〈送報伕〉（日文原題〈新

聞配達夫〉）作為立論的基礎，稱許之為寫出臺灣社會真相的第一篇小說。2同年

十二月《中外文學》第二卷第七期刊出林載爵的〈臺灣文學的兩種精神─楊逵與

鍾理和之比較〉，本文以楊逵文學為抗議精神之代表，推崇倍至，楊逵文學的地

位因之節節昇高。一九七五年張良澤於《中央日報》發表〈不屈的文學魂─論楊

逵兼談日據時代的臺灣文藝〉，盛讚楊逵有別於「御用」文人，是一位堅持漢魂、

有骨氣的「叛逆」作家，如疾風勁草，令人肅然起敬。3一九七六年楊逵羈押綠

島時期的小說〈春光關不住〉因富於民族意識，被改題為〈壓不扁的玫瑰花〉，

選入新教材的國中國文課本第六冊，以上這些評述實具有推波助瀾之功。4因為

在教科書作者欄內被稱為「抗日作家」，從此楊逵成為莘莘學子心目中的抗日英

雄，廣受愛戴，由其所經營的東海花園頓時成為文學聖地，各界人士絡繹於途。

這對於曾經因政治思想之不同，身繫囹圄長達十二年的楊逵來說，無疑是值得紀

念的一件事。 

                                                 
1 楊翠（楊逵孫女）於去年六月首度揭露：一般以楊逵生於一九○五年實為錯誤記載，楊逵的戶籍資料顯

示其生年為明治三十九年（西元一九○六年）十月十八日。筆者查閱萬年曆後發現：一九○六年新曆十月

十八日為農曆九月初一，與楊逵農曆生日的日期相符，有關楊逵生年為一九○六的說法應當正確無誤。參

見楊翠〈楊逵的疾病書寫—以「綠島家書」為論述場域〉，楊逵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靜宜大學，2004

年6月19、20日，頁2。 

2 本文初稿曾於《中外文學》第二卷第二期（1973年7月）發表，後擴充譯成英文，當年8月於夏威夷東

西中心「社會意識文學研討會」上宣讀。 

3 本段論述乃綜合張良澤所言，參考《中央日報》，1975年10月22∼25日。 

4 當年在國立編譯館服務的寒爵（韓道誠）給楊逵去信曰：「大作文情並茂，更富民族意識實在值得敬佩。」

並說明改題的原因是經過編審會研究，「認為這樣的題目，恐怕被學生們做其他的聯想」。該信被全文收

錄於林梵（林瑞明）《楊逵畫像》，臺北：筆架山出版社，1978年9月初版，頁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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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一年，陳芳明在美國以「溫萬華」之名發表〈放膽文章拼命酒—論楊

逵作品中的反殖民精神〉，評論「楊逵作品的可貴，不只在於他對日本殖民政權

的控訴，而且也在於對監禁他、迫害他的國民黨政權提出直接的抗議」，認為楊

逵小說在臺灣普受歡迎與尊敬，「是整個社會潮流的具體浮現」，「歷史將會告訴

我們：楊逵的反抗殖民政權的精神，最後一定勝利」，5特別突顯楊逵被國民黨政

權迫害的歷史，將楊逵的形象及文學精神從抗日典範轉化成為反國民黨在野勢力

的象徵。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二日楊逵去世，臺灣各大報章雜誌陸續刊載追悼文

章，海內外亦不約而同舉行追悼楊逵的紀念儀式，三月廿九日，知名作家陳若曦

在《中國時報》發表〈楊逵精神不朽〉，說自己「最佩服楊逵不屈不撓的抗議精

神」。三月三十日，周青在中國北京的楊逵紀念會上稱讚楊逵是「富有強烈反抗

精神的愛國的社會改革者」6。 

上述來自各界的評論雖略有不同之處，然對楊逵的抗議（或反抗）精神同樣

抱持肯定的態度，其他的研究者亦從未有過任何懷疑。一九八六年，楊逵的〈解

除「首陽」記〉〈「首陽」解消の記〉7 由張恒豪重新挖掘出土，證明楊逵在七七

事變後，藉伯夷與叔齊隱居首陽山的典故蟄居耕讀，表明不與侵略者合作立場而

開闢的「首陽農園」，其招牌並未如其本人所說堅持到日軍戰敗投降的最後一刻。

張恒豪也在文中指出當年請鍾肇政翻譯楊逵小說〈增產之背後─老丑角的故事〉

（〈增產の蔭に—吞氣な爺さんの話〉）時，鍾肇政以人剛死便將這種作品譯出來

怕不太好而予以婉拒，透露出楊逵在日本當局壓力下寫作過「皇民文學」。8然而

此舉不僅損及楊逵在文壇的形象，也嚴重傷害民族自尊，為此王曉波與張恒豪兩

人展開一場精彩的論辯。首先是張恒豪該文刊載後的兩個月，王曉波發表〈把抵

抗深藏在底層─論楊逵的「『首陽』解除記」和「皇民文學」〉，認為在日本敗象

已露，更加緊對於殖民地臺灣的彈壓時，臺灣作家連「不說話的自由」也被剝奪

了，而非自由意志的強迫脅從是不負刑責的，楊逵不認當年的這筆賬有何不可？

                                                 
5 〈放膽文章拼命酒—論楊逵作品中的反殖民精神〉（上），《美麗島》（美國）第五三期，1981年8月。 

6 周青〈偉大的台灣作家—紀念楊逵先生〉，《台聲》（北京）「楊逵先生紀念專輯」，1985年4月，頁

17。 

7 發表於《臺灣文藝》第一卷第二號，1944年6月14日。 

8 張恒豪〈超越民族情結重回文學本位，楊逵何時卸下「首陽農園」？〉，《文星》期九九（復刊號），1986

年9月，頁12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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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陽」解除記〉的重新被揭出，只能證明其文學靈魂也被強暴過，不能證明

其文學靈魂失貞。9當月的《南方》第二期，張恒豪引據楊逵回憶錄及楊逵友人

所言，證實楊逵拘繫綠島時期曾被調往臺北，原因是當局有意將其派往日本，針

對在日本的臺獨與反對人士做特務工作。因而推論楊逵本人的性格是不被教條綁

死，伺機權變。在臺灣總督的高壓之下寫出〈「首陽」解除記〉與〈增產之背後

─老丑角的故事〉這種文字，也就不足為異了。10 

回顧臺灣文學遺產整理與研究的路程，在國民政府接收臺灣一年後日文欄的

禁絕，二二八事件後臺灣島內政治局勢的紛亂，加以本地文化界菁英的被蹂躪與

被屠殺，迫使絕大多數殖民時期知名的作家就此封筆。七○年代鄉土文學論戰之

後，楊逵的作品因被認為富含民族意識，而成為日治時代的臺灣文學作家與作品

被重視及研究的第一人。最能引起學界興趣的也一直是賴和、楊逵這一批反帝、

反殖民壓迫、深具抵抗意識的作家。也難怪風格迥然不同的其他作家和作品，尤

其是所謂「皇民文學」陸續出現之後，一向頌揚臺灣文學的研究者會驚慌失措，

急於隱藏。由於楊逵素來被認為對於日本殖民當局始終採取不屈的抗爭姿態，並

因此受到臺灣各界的普遍推崇，〈「首陽」解除記〉之發現在當時造成的震撼自是

不在話下。 

事實上，楊逵疑似「皇民文學」的作品遲至他過世之後才發現，係因先前的

研究多侷限於佔楊逵創作極少數的中文譯本，所引以論證的亦多是戰後版本才改

寫或是新增添的部份。一九八三年，日本學者塚本照和的〈楊逵作品「新聞配達

夫」（送報伕）的版本之謎〉（〈楊逵作『新聞配達夫』（『送報伕』）のテキストの

こと〉）11，即曾比對〈送報伕〉包括創作底稿在內的十多種版本，說明坊間廣為

流傳的版本已有多處增補，失去日治時期發表的原貌，提出楊逵創作的版本問題，

對楊逵文學的研究昭示一條新的路徑。一九九二年，筆者撰寫碩士論文《楊逵及

其作品研究》時受其啟發，乃根據包括楊逵手稿在內的各種版本，以坊間通行的

前衛版《楊逵集》12
進行比對，發現楊逵有不斷修改自己作品的習慣，而日治時

                                                 
9 發表於《文星》第一○一期（復刊三號），1986年11月，頁124∼131。 

10 參考《南方》第二期，頁122∼125。 

11 發表於日本奈良的《台灣文學研究會會報》第三、四合併號，1983年11月發行。向陽中文譯稿刊載於《臺

灣文藝》第九四期，1985年5月。 

12 張恒豪編，臺北：前衛出版社，1991年2月初版第一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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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小說創作在譯成中文的過程中，除了文辭的斟酌與情節內容的增刪外，還包

括意識形態的改異。13《楊逵全集》編纂時也特別注意到這個問題，遂將同一種

作品不同版本間內容差異過大者同時收錄，提供研究者比對之用。筆者認為楊逵

作品的每一種版本都有其個別的意義，分別代表楊逵在不同時空下的心路歷程，

若比較楊逵在戰時與戰後同一種小說創作的不同版本，將有助於了解楊逵及其文

學的精神，以及同時代的政治環境與文學風尚。 

筆者碩論雖然號稱第一篇全面檢討楊逵著作的專論，然而當時源於文獻的不

足徵驗，對楊逵的文學活動無法做更深入的剖析。幸而近年來隨著史料的陸續出

土、舊報紙雜誌的重刊、作家全集的整理，以及楊逵同時代人物日記和回憶錄的

上梓，典籍的查考較過去容易得多。尤其幸運的是筆者因為擔任《楊逵全集》執

行編輯，繼碩士論文撰寫期間承蒙楊逵家屬提供一批楊逵遺稿之後，有機會親炙

近年重新出土的楊逵手稿，和迄今尚未正式公開過的楊逵文友入田春彥、揚風等

人的手稿，以及楊逵編輯的《和平日報》「新文學」欄、《台灣力行報》「新文藝」

副刊、《臺灣文學叢刊》等第一手文獻資料。此外，由於白色恐怖的陰影，楊逵

生前對於敏感性的禁忌話題語多保留，筆者曾經訪問楊建（楊逵次子），獲悉皇

民化運動期間楊逵將楊建改名「伊東建二」；楊逵夫婦戰後初期曾經加入中國國

民黨，後因參與二二八武裝革命被捕入獄，未再繳交黨費而被解除黨籍；二二八

事件之後，楊逵曾經致力於臺灣閩南語的書面化，自行研究一套仿自日文羅馬化

的拼音系統，並以此教導子女跨越過日文、中文轉換的障礙。這些楊逵回憶錄的

漏網之魚在楊逵精神和歷史語境的接合方面，無疑是極為重要的佐證，可用以彌

補現有史料之不足。 

二○○一年十二月，《楊逵全集》十四册全數出版完畢，所蒐羅楊逵的各類

作品，與重新翻譯校訂的日文作品中文譯稿，為研究者帶來的便利性有目共睹，

更為全面性的楊逵研究理當就此展開。二○○四年二月及六月間，在中國廣西南

寧市與臺灣靜宜大學分別舉辦過一場楊逵文學的學術研討會，針對楊逵的文學創

作與社會運動各層面展開探討，據悉目前尚有多篇楊逵研究的學位論文正進行當

中。學術性楊逵研究的方興未艾，以及統獨意識型態對於楊逵研究的操弄，都促

                                                 
13 請參考拙著《楊逵及其作品研究》，李豐楙教授指導，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年

6月；臺北：麥田出版社，1994年7月初版，頁132∼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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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筆者重新思考以豐富史料與學界對話的可能性。在以《楊逵全集》和第一手史

料的基礎上，筆者希望能深入探索楊逵的思想與文學活動，從各方面研究楊逵如

何實踐終身信奉的社會主義，並藉此釐清楊逵究竟是「抗日作家」、「抗議作家」、

「普羅文學家」或是「民族文學作家」等在歷史定位上的問題。 

二、相關研究的回顧與檢討 

一九七○年代，楊逵隨著鄉土文學尋根熱潮而重登文壇。由於退出聯合國之

後臺灣社會普遍高漲的愛國精神，與戒嚴體制下國民黨政府反日教育之影響，楊

逵以其小說創作中對於日本殖民統治的抵抗，迅速成為最受文化界矚目的臺籍作

家。當時許多重要參考資料業經楊素絹（楊逵次女）蒐羅編輯為《壓不扁的玫瑰

花—楊逵的人與作品》14出版，其中尾崎秀樹〈臺灣出身作家文學的抵抗—談楊

逵〉與張良澤〈不屈的文學魂—論楊逵兼談日據時代的臺灣文藝〉15對楊逵作品

中反抗精神之闡述，以及林載爵〈臺灣文學的兩種精神—楊逵與鍾理和之比較〉

16所分析楊逵筆下知識分子角色社會改革者的形象，至今仍頗具參考價值。而張

良澤編輯出版楊逵小說集《鵝媽媽出嫁》17，日本學者河原功來臺專訪楊逵後編

成的年表、著作目錄與參考文獻，18〈臺灣新文學運動的展開〉19中對楊逵經歷與

臺灣文藝聯盟張深切等人之爭後，創辦《臺灣新文學雜誌》的成就，以及林梵（林

                                                 
14 一九七六年十月由臺北的輝煌出版社發行，其後又以《楊逵的人與作品》為題，由臺北的民眾日報社於

一九七八年十月出版。 

15 尾崎秀樹該文原題〈台湾出身作家の文學的抵抗—楊逵のこと〉，首刊於《中國》（東京）第一○二號，

1972年5月。張良澤〈不屈的文學魂—論楊逵兼談日據時代的臺灣文藝〉首刊於《中央日報》，1975年10

月22∼25日。 

16 發表於《中外文學》第二巻第七期，1973年12月。 

17 第一版由臺南的大行出版社發行，1975年5月。其後以此書直接再版者有臺北的香草山出版公司（1976

年5月）、楊逵自刊（華谷書城總經銷，筆者所見為1978年9月第四版）、臺北的民眾日報社版（1979年

10月）。 

18 見〈楊逵—その文學的活動〉，日文原文發表於《台灣近現代史研究》（東京）創刊號，1978年4月。

後由楊鏡汀譯成中文，在楊逵去世後分別於《臺灣文藝》第九四、九五期（1985年5、7月）和《文季》第

二卷第五期（1985年6月）兩度發表。 

19 原載於《成蹊論叢》第十七號，1978年12月；收於其著《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展開—與日本文學的接點—》，

莫素薇譯，臺北：全華科技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3月初版。 

 5



瑞明）《楊逵畫像》詳細的傳記資料，20則為學術性的楊逵研究奠定基礎。 

不同版本的比較方面，日本學者塚本照和的〈送報伕〉版本研究，21不僅是

楊逵作品版本學的開始，也是首次參酌楊逵手稿進行的學術性研究，為楊逵研究

樹立新的里程碑。相關成果經向陽（林淇瀁）翻譯介紹之後立即引發回響，張恒

豪於一九八六年發表的〈存其真貌—談〈送報伕〉譯本及其衍伸問題〉22就是最

好的證明。學界因此深刻意識到楊逵同一種作品可能有多種不同的版本存在，版

本學的研究實為楊逵文學研究的第一要務。但是這樣的認識由於語言的隔閡，並

未在臺灣立即付諸實現。塚本照和則再接再厲，於一九九一年起陸續發表〈田園

小景〉與〈模範村〉版本關係的研究成果。23此後，除一九九二年筆者碩士論文

從事多篇小說的版本比對之外，還有清水賢一郎經由〈模範村〉手稿筆跡的墨色，

對楊逵為呼應不同時局的改作之迹進行考證；24星名宏修則針對〈怒吼吧！中國〉

（〈吼えろ支那〉）劇本，發現楊逵改編版在描述英、美兩國殘忍的一面更為強化，

並且毆打林獻堂的賣間並未如楊逵所說擔任劇中重要角色，對於向來認定此作為

                                                 
20 這是描寫楊逵的第一本，也是目前唯一的一本傳記，由臺北的筆架山出版社於一九七八年九月發行。成

書之前作者曾經住在東海花園，與楊逵朝夕相處，得以親睹由楊逵本人所保存的文學史料，是研究楊逵最

重要的入門書籍。書中詳細勾勒楊逵於七○年代復出文壇的經過，尤具參考價值。只可惜成書於戒嚴體制

之下，不得不迴避如二二八事變與白色恐怖之類的政治禁忌，因此有關楊逵在這一段時期的活動記載極為

簡略。況且此書完成於一九七七年，關於楊逵去世前約八年的事蹟也有待增補。雖然筆者曾親聞林瑞明教

授有意重寫《楊逵畫像》，且完稿之前不同意書商再版，可惜至今續補未成，該書仍因絕版而一書難求。 

21 塚本照和相關研究依序發表下列各篇：〈楊逵作『新聞配達夫』（『送報伕』）のテキストのこと〉，

《台灣文學研究會會報》（奈良）第三、四合併號，1983年11月；〈「新聞配達夫（『送報伕』）のテキ

ストのこと」正誤表〉，《台灣文學研究會會報》（奈良）第八、九號，1984年12月；〈楊逵作品「新聞

配達夫」（送報伕）的版本之謎〉，向陽譯，《臺灣文藝》第九四期，1985年5月；〈楊逵作「新聞配達

夫」（「送報伕」）のテキストについて—本文改潤による若干の相違例の比較を通して〉，《天理大學

學報》（奈良）第一四八號，1986年3月。 

22 《臺灣文藝》第一○二期，1986年9月。 

23 關於此議題，塚本照和先後發表的有下列篇章：〈談楊逵的田園小景〉（第七十八回台灣研究研討會記

錄），《臺灣風物》第四一卷第四期，1991年12月；〈楊逵の「田園小景」について〉，《天理台灣研究

會年報》（奈良）創刊號，1992年1月；〈談楊逵的「田園小景」和「模範村」〉，賴和及其同時代的作

家：日據時期台灣文學國際學術會議論文，1994年11月25∼27日（又題為〈楊逵の「田園小景」と「模

範村」のこと〉，收於下村作次郎等編《よみがえる台灣文學—日本統治期台灣作家と作品》，東京：東

方書店，1995年10月）。 

24 詳見〈臺、日、中的交會—談楊逵日文作品的翻譯〉，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座談會論文，

1998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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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射日本侵略中國的說法提出質疑。25 

八○年代以來值得注意的單篇論述，對楊逵文學意涵進行再詮釋的有陳芳明

〈放膽文章拼命酒—論楊逵作品中的反殖民精神〉及〈賴和與台灣左翼文學系譜〉

26，前者從楊逵信奉社會主義的立場和介入農民運動的經驗出發，以理念的實踐

行動談階級意識對於楊逵創作的影響；後者將楊逵上連到賴和的左翼文學系譜，

以左翼文學史觀定位楊逵文學的歷史意義。呂正惠〈論楊逵的小說藝術〉27發現

楊逵的小說創作以一九三七年盧溝橋事變為界，前期呈現其國際主義的政治信

念，後期則以表面的歸農含蓄寄託個人的政治憤慨。彭小妍〈楊逵作品的版本、

歷史與國家—《楊逵全集》版本問題〉28以何農（Ernest Renan，1823∼1891）的

「選擇論」出發，研究楊逵的國族認同，結論楊逵作品隨著朝代而修改各式各樣

的愛國口號，但對土地和下層民眾的熱愛從不改變。林淇瀁〈一個自主的人—論

楊逵日治年代的社會實踐與文學書寫〉以一九三二年切割楊逵的生涯，認為「往

前是他以馬克斯主義為思想基礎，以無產階級運動為實踐手段，進行一個在意識

形態上與日本帝國資本主義的革命鬥爭歲月；往後，則是他用前階段社會實踐過

程中遭挫的溫和的民主社會主義路線為基底，通過殖民地國語文向殖民政權發出

戰鬥之聲的文學書寫年代。」29拙文〈楊逵與糞現實主義文學論爭〉30則是透過一

九四三年的這場論戰，發掘楊逵在與日本作家對抗中所展現的本土立場。 

                                                 
25 詳見〈楊逵改編「吼えろ支那」をめぐって〉，台灣文學論集刊行委員會編《台灣文學研究の現在》，

東京：綠蔭書房，1999年3月。 

26 〈放膽文章拼命酒—論楊逵作品中的反殖民精神〉原以「溫萬華」筆名發表於《美麗島》（美國）第五

三至第五五期，1981年8至10月，後以「宋東陽」筆名重刊於《臺灣文藝》第九四期，1985年5月；並曾

收錄於前衛版《楊逵集》（台灣作家全集‧短篇小說卷／日據時代），其後又改題為〈楊逵的反殖民精神〉，

連同〈賴和與台灣左翼文學系譜〉收入《左翼台灣—殖民地文學運動史論》，臺北：麥田出版社，1998年

10月。 

27 原載於《新地》第一卷第三期，1990年8月；後附錄於其著《殖民地的傷痕：台灣文學問題》，臺北：

人間出版社，2002年6月。 

28 原載於《聯合文學》第十四卷第九期（總第一六五期），1998年7月；增補後以〈楊逵作品的版本、歷

史與國家〉為題收入其著《「歷史很多漏洞」：從張我軍到李昂》，臺北：中研院文哲所籌備處，2000年

12月。 

29 原載於《20世紀臺灣歷史與人物—第六屆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新店：國史館，2002年12月初版；

引自《真理大學臺灣文學研究集刊》第五期，2003年7月，頁124。 

30 發表於《台灣文學學報》第五期，2004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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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作品的研究方面，下村作次郎從楊逵選譯茅盾〈大鼻子的故事〉發覺其

中蘊藏的抗議精神，以及楊逵〈豐作〉日文翻譯增強了賴和原作反抗的姿態。31鄧

慧恩〈文化的擺渡—楊逵翻譯作品的社會意義與詮釋〉32挖掘出《馬克思主義經

濟學（1）》、〈社會主義與宗教〉、〈戰略家列寧〉的翻譯對照版，據以論證這三篇

翻譯作品的社會意義與經由楊逵轉化後的詮釋。楊翠〈不離島的離島文學—試論

楊逵「綠島家書」〉則針對向來不受學界重視的綠島時期家信做細密分析，呈現

楊逵以政治犯身分繫獄時的內在心靈世界，發現楊逵以之「確認自我主體並未在

監獄的身體管理與規訓體制中崩解潰散」33的特殊意義。河原功〈不見天日十二

年的〈送報夫〉—隻身力搏台灣總督府的楊逵—〉（〈12年間封印されてきた「新

聞配達夫」—台湾総督府の妨害に敢然と立ち向かった楊逵〉）34談楊逵如何利用

編輯角色，以不同的筆名撰文從事自我宣傳，使〈送報伕〉的內容能突破總督府

檢閱制度的封鎖，呈現在臺灣讀者面前，彰顯楊逵的抵抗意識。 

有關楊逵人際網絡的篇章則有下列數篇：葉石濤〈日據時期的楊逵—他的日

本經驗與影響〉35經由楊逵一生與日本人接觸經驗的歸納與整理，發現溫情多於

摧殘的美好日本經驗，不僅促使楊逵日後以理性、和平的方式從事農民運動，並

證實其社會主義世界觀是經得起考驗的哲學。而林亨泰〈銀鈴會文學觀點的探討〉

和蕭翔文現身說法的〈楊逵先生與力行報副刊〉36，清楚勾勒出銀鈴會新生代作

家如何傳承楊逵的現實主義文學。藍博洲的〈楊逵與台灣地下黨關係的初探〉37，

經由實地訪談與調查，披露圍繞在楊逵身邊的青年陸續成為在臺中共地下黨人的

                                                 
31 上述兩項研究成果分別見〈茅盾の「大鼻子的故事」—台灣發行楊逵譯「（中日文對照中國文藝叢書）

大鼻子的故事」を中心として〉，《咿啞》（大阪）第十八、十九合併號，1984年12月；〈台灣の作家賴

和の「豐作」について〉，《天理大學學報》（奈良）第一四八號，1986年3月。兩文俱收於其著《文学

で讀む台湾—支配者‧言語‧作家たち》，東京：田畑書局，1994年1月；《從文學讀台灣》，邱振瑞譯，

臺北：前衛出版社，1997年2月初版一刷。 

32 發表於文學與社會學術研討會（2004青年文學會議），臺南：國家台灣文學館，2004年12月4、5日。 

33 《戰後初期臺灣文學與思潮國際學術研討會（中華文化與文學學術研討系列第九次會議）論文集》，東

海大學，2003年11月29、30日，頁214。 

34 張文薰譯，楊逵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靜宜大學，2004年6月19、20日。 

35 《聯合文學》第一卷第八期，1985年6月。 

36 兩文俱收於林亨泰主編《台灣詩史「銀鈴會」論文集》，彰化：台灣磺溪文化學會，1995年6月。 

37 發表於楊逵作品研討會，中國廣西南寧，2004年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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祕史。尹子玉〈楊逵《台灣新文學》與無產階級文學運動〉38則藉由《臺灣新文

學》雜誌的專題與廣告，考察其與世界無產階級文化運動之關聯，尤其和日本左

翼雜誌《文學案內》、《文學評論》間的雙向交流。拙文〈楊逵與賴和的文學因緣〉

接續陳芳明〈賴和與台灣左翼文學系譜〉，進一步說明賴和和楊逵兩人對彼此文

學生涯之交互影響；〈楊逵與日本警察入田春彥—兼及入田春彥仲介魯迅文學的

相關問題〉補充筆者所發現有關入田春彥的文學史料，呈現楊逵與入田春彥的文

學情誼與相互影響；〈楊逵與戰後初期臺灣新文學的重建—以《臺灣文學叢刊》

為中心的歷史考察〉則藉由新出土的揚風（楊靜明）日記手稿，揭露戰後楊逵與

外省來臺文友合作交流，以共同對抗國民黨政權之內幕。39 

另外，由於《楊逵全集》所蒐羅豐富的楊逵文學理論批評等文獻，近兩年間

以此為中心，已經為楊逵研究開發出全新的面向。由靜宜大學承辦的楊逵國際學

術研討會中，即同時出現四篇與此相關的論文。40其中魏貽君〈日治時期楊逵的

文學批評理論初探〉嘗試建構楊逵的文學批評理論體系，雖可由整理表列的楊逵

觀點窺見論者強烈的企圖心，可惜該文尚未完成。而陳培豐〈大眾的爭奪：〈送

報伕〉‧《國王》‧《水滸傳》〉對楊逵文藝大眾化理念的剖析，向陽〈擊向左外野—

論日治時期楊逵的報導文學理論與實踐〉闡述楊逵如何實踐其報導文學的理念，

陳建忠〈行動主義、左翼美學與台灣性：戰後初期（1945∼1949）楊逵的文學論

述〉中所探討楊逵終戰前後文藝理論的一貫性等，為將來進一步建構臺灣文學理

論批評史做出的貢獻不容小覷。 

學位論文方面，吳翰祺《日本割據時代の台灣新文學—一九二○年以降の文

學主に楊逵の文學活動を中心に—》和張簡昭慧《臺灣殖民文學的社會背景研究

                                                 
38 收於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編《第一屆全國臺灣文學研究生學術論文研討會論文集》，臺南：國

立臺灣文學館籌備處，2004年7月。 

39 〈楊逵與賴和的文學因緣〉先以〈楊逵と賴和の文學的絆〉為題，於日本台灣學會第二回學術大會（東

京大學，2000年6月3日）上用日文宣讀，後再以中文發表於《台灣文學學報》第三期，2002年12月。〈楊

逵與日本警察入田春彥—兼及入田春彥仲介魯迅文學的相關問題〉發表於《臺灣文學評論》第四卷第四期，

2004年10月。〈楊逵與戰後初期臺灣新文學的重建—以《臺灣文學叢刊》為中心的歷史考察〉發表於楊逵

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靜宜大學，2004年6月20日。在此必須說明的是本章所述筆者幾篇論述在經過修訂

改寫後，已全篇或部分收入本論文中。 

40 發表於楊逵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靜宜大學，2004年6月19、20日）的四篇論文中，向陽所撰〈擊向左

外野—論日治時期楊逵的報導文學理論與實踐〉已刊載於《臺灣史料研究》第二三號，200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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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吳濁流、楊逵文學為研究中心》兩篇碩士論文均出自日本文化研究所，陳明

娟碩論《日治時期文學作品所呈現的台灣社會—賴和、楊逵、吳濁流的作品分析》

出自社會學研究所，41從命題可見論者對楊逵文學中所呈現日本殖民統治歷史的

關注。然而這三篇由於完成時間較早，許多史料尚未出土，援引日治時期小說戰

後中譯版做為論證之根據，終不免墮入版本引用錯誤的窠臼之中。一九九二年，

筆者碩論《楊逵及其作品研究》是首度針對楊逵作品的各種不同文類與版本，包

括未發表遺稿與已發表的中、日文創作進行研究者。除了增補河原功所編楊逵年

表與著作目錄外，重點在探討楊逵不同時期之文學風格，與其創作中各種不同文

類整體性之特色。然而礙於相關史料之不足，各項討論均未能深入。自認可以提

供學界參考者在研究過程中蒐羅的豐富資料，及歸納整理完成的楊逵作品目錄與

研究資料目錄，成為日後《楊逵全集》編譯計畫執行之依據。 

此後除了基於文學、社會學的研究外，尚有挪用西洋文學論述或從劇場實驗

等各個不同角度進行分析，展現多樣化的研究風貌。張台瓊《國族主義到國際主

義：楊逵「送報伕」與「鵝媽媽要出嫁」之結構主義式閱讀》42，以詹明信 （F. 

Jameson）的「國族寓言」（national allegory）與奎馬思（A.J. Greimas）「符號方

塊」理論 （semiotic squares），證明楊逵作品〈送報伕〉與〈鵝媽媽要出嫁〉兩

篇小說含攝了漢民族意識與馬克思主義國際主義兩種精神。以楊逵戲劇研究為學

位論文者有林安英《楊逵戲劇作品研究》與吳曉芬《楊逵劇本研究》43，林安英

以嚴謹的態度在文本解析上獲致豐碩的成績，吳曉芬則以讀劇工作坊和訪談等結

果，探討作品內部的精神與研究者接受的角度。而以日本人立場對楊逵作品進行

研究的有大藪久枝《戰前日本文壇重視的三篇臺灣小說研究》談〈送報伕〉的寓

意，以及戶田一康《日本領台時代的台灣人作家所描寫的公學校教師形象》44針

對〈公學校〉中日本教師體罰暴力的教師形象，探討小說與事實間的差距。趙勳

                                                 
41 吳翰祺、張簡昭慧與陳明娟所撰分別為東吳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1984年6月）、文化大學日本研究所

（1988年6月），與東吳大學社會學研究所（1990年）碩士論文。 

42 淡江大學西洋語文研究所，2000年。 

43 林安英、吳曉芬所撰分別為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1998年6月）、台灣大學戲劇研究所（2001年）

碩士論文。 

44 大藪久枝、戶田一康所撰分別為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1997年）與日本語文學系（2004年）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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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台灣新文學》（1935∼1937）的定位及其抵殖民精神研究》45以楊逵主編《臺

灣新文學》雜誌為對象，除了釐清楊逵與臺灣文藝聯盟派別之爭的歷史是非外，

主要借用《逆寫帝國：後殖民文學的理論與實踐》46中有關後殖民寫作的文本策

略，討論楊逵的編輯方針，突出楊逵堅持臺灣文化主體性的抵殖民（decolonization）

精神。鍾元祥《楊逵紀念館》47則是藉由紀念性的空間和地景，展現楊逵的文學

理想及生活哲學，從建築學角度出發，在眾多研究論述中可謂別具一格。 

目前專研楊逵的博士論文僅有張季琳撰寫的《臺灣普羅文學的誕生—楊逵與

「大日本帝國」》（《台湾プロレタリア文学の誕生－楊逵と「大日本帝国」－》）

48。張季琳原為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助理，曾為該所向楊翠（楊逵

孫女）商借而來的楊逵手稿資料進行編目，乃獲得楊逵遺物中的相關史料及入田

春彥遺書從事研究；又因其優異的日語能力，從田野調查與日文史料之爬梳，陸

續挖掘楊逵文友入田春彥及師長沼川定雄的身世片段，對楊逵所受來自日本人的

影響有重大突破，因而為學界所矚目。由於論文後附〈補論〉中有臺灣「普羅文

學」（Proletarian Literature，或譯為「無產階級文學」）發展史之簡介，顯見作者並

非未曾認知到楊逵出現之前臺灣文壇即曾有過普羅文學，然其標題卻將楊逵之登

臨文壇視為臺灣普羅文學之始，其命題之偏差令人深感疑惑不解。 

綜合上述，可見歷來的楊逵研究側重其在小說創作的成就。若以時代而論，

三○年代楊逵的社會運動與文藝活動、五○年代的劇作與家書，以及七○年代楊

逵復出文壇的經過，均已累積相當可觀的研究成果。然而對於四○年代楊逵的研

究僅有零星幾篇論述，49其不足明顯可見。由於四○年代的臺灣遭逢國籍隸屬與

                                                 
45 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年6月。 

46 Bill Ashcroft等著，劉自詮譯，臺北：駱駝出版社，1998年6月初版。 

47 東海大學建築學系碩士論文，2004年6月。 

48 日本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社會系研究科博士論文，2000年6月。 

49 除前文已經評介過的研究論述之外，以四○年代前期楊逵文學活動為研究範圍者，依發表時間順序有拙

文〈抗議作家的皇民文學—楊逵戰爭期小說評述〉，《中華學苑》第五三期，1999年8月；趙勳達〈大東

亞戰爭陰影下的『糞寫實主義論爭』—析論西川滿與楊逵的策略〉，楊逵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靜宜

大學，2004年6月19、20日；王美薇〈普羅的知音—試論楊逵戰爭期（1942∼1945）社會主義色彩作品中

本土意識的偷渡〉，收於《第一屆全國臺灣文學研究生學術論文研討會論文集》，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

籌備處，2004年7月。以戰後初期的楊逵為研究對象者有徐秀慧〈光復初期楊逵的文化活動初探〉，台灣

新文學思潮（1947-1949）研討會，中國蘇州大學，2000年8月16∼18日；蔡哲仁〈我始終是純潔的—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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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認同之雙重變異，做為殖民地知識菁英的楊逵如何因應外在政治、社會各層

面的巨大變動，實在值得學術界更為仔細與深入地研究。 

三、研究方法 

楊逵享年八十，分別在日本殖民統治和國民黨政府戒嚴時代度過大約等長的

歲月。由於自幼成長於飽受壓迫與歧視的殖民地，為追求自由平等的理想世界，

青年時期的楊逵即積極投入領導反對殖民體制的社會運動。當社會運動在當局彈

壓之下受挫，楊逵轉而從事文學活動。一九三四年，以殖民地子民使用殖民者的

語文書寫，居然在與殖民母國作家同場競技時，以一篇揭發殖民統治殘酷現實的

〈送報伕〉（日文原題〈新聞配達夫〉）脫穎而出，榮獲東京《文學評論》徵文第

二獎（第一獎從缺）。甚至他從日本輸入普羅文學到臺灣，並以此類文學風尚書

寫臺灣、批判日本的殖民統治，在日治時期的臺灣文壇形成一種特殊的派別，證

明了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文化壓迫之下，外來文化也能與本土文化交融，為其注入

新的養分，乃至於激盪出一種新的文學典律。一九四四年，楊逵被臺灣總督府徵

召，赴石底煤礦實地考察的〈增產之背後－老丑角的故事〉被收入《決戰臺灣小

說集（坤卷）》，成為「皇民文學」的典範。戰後在國民黨政權底下，楊逵除了反

思過往文化之外，對於臺灣文學文化之發展也有過憧憬，並介入臺灣新文學重建

論爭，積極描繪未來理想世界的藍圖。 

由於臺灣的楊逵研究始於七○年代楊逵復出文壇之後，時值臺灣退出聯合

國、與美國斷交等事件陸續發生，國際外交接連挫敗，民眾普遍愛國主義高漲，

並在政府有計畫的提倡反共意識，所謂反共愛國文學作品已過度氾濫之際，楊逵

的重新出土被視為「抗日」愛國作家的重臨文壇，繫獄綠島時期的小說創作〈春

光關不住〉（後改題為〈壓不扁的玫瑰花〉）也成為民族文學的楷模。由於楊逵在

日治時期以「普羅文學」而知名，其作品經常是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呼籲階級鬥

爭，可見以中華民族主義詮釋楊逵的文學精神並不合乎史實。有趣的是楊逵日治

                                                                                                                                            
九四七∼一九四九如何建立台灣新文學」的論議中看楊逵〉，《臺灣文學評論》第三卷第四期，2003年10

月；彭瑞金〈戰後初期楊逵的台灣文學發言及其影響〉，楊逵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靜宜大學，2004

年6月19、20日；以及拙文〈一九四八年臺灣文學論戰的再檢討─楊逵與《新生報》「橋」上的論爭〉，

第六屆「中國近代文化的解構與重建」學術研討會—「中華文化與台灣文化：延續與斷裂」，政治大學，

2005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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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作品重刊時，似乎為了回應來自廣大青年學子的熱情崇拜，翻譯過程中幾乎

毫無例外地將作品精神予以改頭換面；楊逵屢次回顧昔日對抗殖民政府的事蹟，

也一再被用來強化其抗日英雄的形象。也因此當年楊逵寫作的「皇民文學」被挖

掘出土時，曾經在藝文界激起不小的漣漪。 

從事楊逵研究多年，筆者最有興趣也一直努力探究的，就是兼具社會運動家

與文藝工作者雙重身分的楊逵，其文學與思想在臺灣歷史與文學史上的意義是什

麼？楊逵藉由文學傳述什麼樣的觀念？是否想藉此帶給讀者與社會任何影響？

先後處身於日本殖民統治與國民黨戒嚴體制之下，做為知識分子的楊逵如何去回

應自己生存的時代？歷史情境又如何反向作用到楊逵的文學活動？楊逵的作品

何以能在不同時期分別成為普羅文學、皇民文學、民族文學、鄉土文學的典範？

其一生行事風格對於不同世代的臺灣人又具有什麼樣的啟示？簡言之，筆者最想

了解的其實是楊逵文學與思想的根本精神，以及楊逵的文學、思想與社會環境之

間的相互作用與影響。由於傳統文學研究法只側重於作者生平解析與作品內容的

詮釋，無法對這一方面提出較為有效的解釋，因此本研究的主要方向即借重文學

社會學論述，透過對作者出身的階級和經歷、當代文學思潮、政治環境、社會變

遷等的分析與研究，並應用統計學的方法，考察作家、作品與讀者大眾三者相互

影響與依賴的關係。其中，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文學社會學》一書對於

社會型態與文學現象之間的諸多見解，在研究方法上無疑能提供頗多借鏡之處。 

首先，埃斯卡皮把作品當作一種文化交流的手段，在作家與作品兩者之外，

從社會的觀點注意到讀者的參與，將文學作品的流傳視為作者與讀者大眾溝通的

過程。從文學史可以發現所有作家都可能無法抵禦歷史的侵蝕力，在身後數年面

臨被讀者遺忘的危機；但是長年被遺忘的作家也有可能戲劇化地重回文壇。埃斯

卡皮認為與其說這是重新挖掘那些未被徹底忘卻的作家，倒不如說是重新評價。

他說： 

 

在一個已然明確的群體內部，重新另行排列評價，乃具有一種「詮釋」的

性質，最常見的情況是：設想新讀者的需求而融入新的訴求，取代作者那

已湮滅不可辯解的原有意圖，這樣的手法我們稱之為「具有創意開發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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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叛」。50 

 

也就是說，對於作品意義的重新詮釋容或有悖逆原意的誤謬，但這些錯誤的理解

卻往往使作品得以超越時空的障礙，適應新的時代氛圍。因為各國經濟結構的相

異，以及各自擁有不同的文化需求，同一篇作品在不同國度也就不會有完全相同

的指涉或意義。據此，埃斯卡皮認為翻譯也是一種「具有創意開發力的背叛」。

因為翻譯用不同的語言，把作品納入一個本身所設想之外的參照體系，並賦予作

品新的實體，得以跟廣大的群眾進行新的文學交流，對作品有延長生命與再造之

功。 

其次，埃斯卡皮復因考察文學史的發展，發現改朝換代、革命、戰爭之類的

政治事件，將會引發或促成一批批的作家群聚成某一個文學集群，並往往能在某

些事件中把持輿論，而且有意無意間阻撓通路，壓得新血輪不能嶄露頭角—這就

是他稱為「班底」的文學現象。埃斯卡皮不僅揭示出知名作家與文學風潮的產生

有其特殊的政治背景，也點出了文學集群往往具有時代性與排他性。綜合參考上

述論點，一九三○年代的臺灣新文學以左翼思想為主軸，楊逵與賴和、呂赫若等

人成為文壇主力；皇民化運動期間島田謹二的「外地文學論」蔚為風潮，日本內

地來臺作家西川滿獨領風騷，寫作有關皇民認同主題文學的周金波、陳火泉、王

昶雄等新世代作家陸續崛起於文壇；以及戰後初期楊逵刊行中國五四作家魯迅等

人作品的歷史事件與文學現象，就有了解釋上的切入點。 

誠然，每一個人都無法離開社會而生存，文學工作者既然也是社會中的一份

子，文學作品的誕生與傳播也必定與其歷史條件和社會背景息息相關，任何一位

作家的評價都必須置於歷史脈絡來考察。作家與時代之間的互動關係，或者是被

動地接受時代環境制約，或者主動地回應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的變遷與發展，

同一時代作家也往往有其個別差異存在。研究者不僅要注意文學創作中所反映的

社會型態，以及社會變遷對於作家及其文學創作的影響；更應該盡力探究作家本

身自主性的文學歷程，以及文學創作反向過來對於社會的影響。在這個前提之下

從事四○年代的楊逵研究，當然不能忘記身為臺灣人的楊逵，先後處於日本殖民

統治與中國國民黨兩種政權體制之下。而這兩種曾是完全對立的政府組織由於來

                                                 
50 埃斯卡皮《文學社會學》，葉淑燕譯，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12月初版，頁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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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不同地區與文化背景，主權轉移時所影響的不僅是個人國族的認同，國家語言

的連帶變動還可能引起思維方式的改變。置身於這樣的歷史情境，楊逵的文學作

品不能不說是兼具臺灣、日本與中國的三重性格。因此楊逵所面臨國籍的問題，

絕對不是換張身分證即可解決，而是三種文化勢力持續不斷地在心靈上互相作用

與拉扯。由於埃斯卡皮的實證主義社會學方法特別著重社會現象的調查，偏重外

在環境對於文學作品影響的結果，作家個人自主性的文學歷程往往被忽略，因此

本文擬以薩伊德（Edward W. Said，1935∼2003）的後殖民主義論述來彌補文學社

會學之不足，從政治與文化的角度重構楊逵圖像。 

薩伊德的研究承襲葛蘭西（Antonio Gramsic，1891∼1937）的「文化霸權」

說，特別注意到政治上支配／從屬的關係，以及霸權／反霸權的鬥爭與批判。他

在一九七八年出版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中，經由對於西方文本的考察，

揭發西方帝國主義以其所建構的西方／東方世界文化區別意識，對東方（伊斯蘭）

的再現（representation）片面地扭曲並強化其落後、野蠻的形象，以合理化對於

東方的殖民與統治。一九九三年，薩伊德出版《文化與帝國主義》（Culture and 

Imperialism），進一步闡述帝國主義藉由知識權力之運作，從文化領域對第三世界

進行意識形態的征服；以及第三世界對於西方世界支配的回應，終於導致遍及第

三世界的大規模去殖民化運動，致力於相當可觀的文化抗拒與民族主義認同之肯

定。同年，薩伊德應英國廣播公司之邀發表系列演講，次年將演講內容正式出版，

題為《知識分子論》（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這是薩伊德投入文化批評

研究，長期關切與思索知識分子角色成果之總結。書中詮釋知識分子角色時曾經

說道： 

 

  在理想情況下，知識分子代表著解放和啟蒙，但從不是要去服侍抽象的觀

念或冷酷、遙遠的神祇。知識分子的代表—他們本身所代表的以及那些觀

念如何向觀眾代表—總是關係著、而且應該是社會裡正在進行的經驗中的

有機部份：代表著窮人、下層社會、沒有聲音的人、沒有代表的人、無權

無勢的人。51 

 

                                                 
51 引自艾德華‧薩伊德《知識分子論》，單德興著，臺北：麥田出版社，1997年11月，頁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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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闡述知識分子介入的模式時，他說： 

 

      知識分子並不是登上高山或講堂，然後從高處慷慨陳詞。知識分子顯然是

要在最能被聽到的地方發表自己的意見，而且要能影響正在進行的實際過

程，比方說，和平和正義的理念。是的，知識分子的聲音是寂寞的，必須

自由地結合一個運動的真實情況，民族的盼望，共同理想的追求，才能得

到回響。52 

 
由此可知，薩伊德理想中的知識分子必須積極介入社會，不與權力掛勾地永遠站

在下層群眾之一方，然後善用其影響力以啟迪民眾思想，持續不懈地努力投入有

益於社會發展的運動。 

目前學界由於國族認同之差異，對於臺灣「後殖民」的定義仍有歧見。53筆

者認為一九二○年代以來蓬勃發展的臺灣新文學運動，在對抗統治者以其意識為

中心的價值體系上所做的努力，實際上貫串到戰後在中華民族主義壓迫下，力圖

翻轉本土文化在與中國文化二元對立時被邊緣化的命運。如果正視臺灣知識菁英

為重建文化主體不斷抗爭與批判的整體面向，後殖民論述中霸權／反霸權的文化

評論無疑能在解釋上提供極大的助力。 

四、研究目的與綱要 

一九四○年代臺灣社會面臨劇變，因應日本發動戰爭之需要，肇始於一九三

七年的皇民化運動如火如荼推行的結果，導致臺灣民眾的抗爭意識日益衰頹，國

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並因而逐漸向日本傾斜。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

本因敗戰宣佈無條件投降，結束長達五十年的殖民統治，將臺灣的主權交給中華

                                                 
52 《知識分子論》，頁139∼140。 

53 例如邱貴芬在〈壓不扁的玫瑰：台灣後殖民小說面貌〉中指出：「在台灣，有關後殖民的討論，由於國

家認同問題的介入，愈形複雜。台灣從事後殖民研究者對台灣『後』殖民的定義，並無共識。統派人士認

為台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就已進入『後』殖民時期，台灣面對的是西方結合資本主義跨國公司的『新殖

民主義』問題，那是另一層次的後殖民批判；獨派人士認為目前『中國中心想像』雖然受到挑戰，台灣主

體意識已逐漸平反過去被打壓的狀態，但是面對中共武力的威脅，台灣並未完全擺脫再度被殖民的陰影，

台灣仍未真正步入『後』殖民時期；而另一派抵拒國家論述者，則著眼於台灣『內部殖民』問題，認為不

管是統是獨，對弱勢團體而言，『後』殖民時代還遙遙無期。」見《中國時報》，1997年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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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在臺灣人極力掙脫皇民化陰影，積極重建臺灣新文學與新文化之際，一九

四六年十月廿五日即禁用日文，慣用日文的作家被迫在短時間內轉換創作工具，

並主動或被動地從日本民族主義與文化，轉向敵對的中華民族主義與文化靠攏。

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爆發，陳儀政府對臺灣菁英展開恐怖的報復行動。一九四

九年起執政當局大肆捕人，以嚴厲的思想箝制揭開白色恐怖之序幕。同年間，與

共產黨鬥爭失利的國民黨政府敗逃至臺，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體制亦於焉開始。 

四○年代（1940∼1949）短短十年間，歷經日本殖民統治與國民黨政府兩個

威權體制的高壓統治，臺灣人不僅因政權之遞嬗兩度變換國籍，也遭逢兩次不同

的國語政策與文化措施。因應時局之變動，文藝工作者除了調整書寫策略之外，

尚須努力跨越語言文化的鴻溝，文學環境之嚴苛莫此為甚。由於涉及皇民文學與

二二八事件、四六事件等政治禁忌，四○年代的臺灣文學研究在戒嚴時期也成為

另一項禁忌。不但曾經身歷其境的作家不願回首過去，研究者也大多採取迴避的

立場，以免招來無謂的政治干預。直到一九八七年的解嚴開啟全然不同的政治新

局之後，臺灣文學研究邁入學術殿堂，並在短短數年間蔚為顯學，學界終於可以

掙脫束縛，對文學遺產進行全面性的整理與評估。 

但是研究領域的開放並不等同於視野的開拓，四○年代的臺灣文學反而因與

政治葛藤糾纏不清，為激烈廝殺的統獨意識開闢出另外一個戰場。例如：一九三

四年以〈送報伕〉獲得東京《文學評論》第二獎（第一獎從缺），第一位成功進

軍日本中央文壇的臺籍作家楊逵，七○年代復出文壇後一直是備受各界尊崇的

「抗日」作家。然而由他寫作的〈「首陽」解除記〉在一九八六年重新出土，連

帶使他不屈服的形象遭到質疑。從此，「楊逵」成為統獨論戰中最常被提及的臺

灣作家，54論者對楊逵國家認同的興趣經常是遠勝於他在文學上的成就。其實論

爭中的歧見大多肇因於用少數篇章論斷楊逵的精神，並且未曾在歷史脈絡中解讀

                                                 
54 舉例來說，因陳芳明《臺灣新文學史》初稿（一九九九年八月起在《聯合文學》連載）中有關臺灣被中

國「再殖民」的論點，引發陳映真、曾健民、呂正惠等統派人士的不滿而爆發的激烈筆戰中，楊逵〈「臺

灣文學」問答〉被視為「臺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之重要證據；然而獨派的陳芳明則認為這篇作品說

明了臺灣文學是自主性的文學。參見陳映真〈駁陳芳明再論殖民主義的雙重作用〉、呂正惠〈陳芳明「再

殖民論」質疑〉、曾健民〈台灣光復初期歷史「辯誣」—可悲的分離主義文學論〉，收於許南村編《反對

言偽而辯—陳芳明台灣文學論、後現代論、後殖民論的批判》，臺北：人間出版社，2002年8月初版，頁

168∼174、頁210∼218及頁365、373；陳芳明的論述則收入其著《後殖民臺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臺

北：麥田出版社，2002年4月初版，頁314∼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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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逵創作，研究方法上有明顯的偏差。況且，迄今無人針對四○年代的楊逵深入

研究，不曾詳細勾勒楊逵文學轉變的軌跡，自然也無法通盤了解楊逵思想的真正

內涵。因此本論文將以楊逵各類型的作品及其各種版本為基礎，配合筆者多年來

所蒐集而至今尚未正式出土的文學史料，藉由文學文本、歷史語境、文化現象等

各方面之交互考察，闡述四○年代楊逵的文學與思想，重構楊逵圖像。 

由於歷史無法以人為的年代劃分做精確的切割，四○年代前期的臺灣歷史必

須上接一九三七年，以便將七七事變以來的皇民化運動涵攝於其下共同討論；另

一方面，楊逵的文學生涯與思想演變是一個整體的進程，四○年代的楊逵也無法

從其生平行誼中被單獨抽離。因此本論文雖以四○年代為研究範圍，其實必須時

時回顧楊逵的一生，以確定四○年代楊逵文學與思想的真正風貌，與楊逵在臺灣

文學時間長河中的歷史定位。 

至於本論文的章節安排方面，首將檢視歷來楊逵研究的相關成果，並作主、

客觀條件的交互考察，包括楊逵如何從社會運動出發轉型為文藝工作者，又如何

從日本引進普羅文學再加以改造，成為臺灣普羅文學的重要旗手。其次探討楊逵

日治時期文學的原始樣貌如何，他在戰後如何修改自己日治時期的創作，評論者

又是如何「再現」楊逵及其作品，楊逵與評論者的這些作為所代表的時代意義何

在。主要論述則將集中考察四○年代楊逵的各項活動，以細部閱讀剖析楊逵在國

策壓力之下迂迴曲折的寫作策略，並探討楊逵戰前與赤化的日本警察入田春彥成

為知己，戰後初期又與揚風、黃榮燦等中國左翼作家密切交流，其選擇性交友方

式所代表的意義。另外，楊逵企圖以編輯刊物傳播理念，藉此凝聚知識菁英，培

植後起之秀，用集團性的力量改造社會，以及楊逵翻譯刊行中國五四文學作品等

都是本文論述的重點。藉由四○年代楊逵文學與思想的研究，筆者將證明面臨政

權幡改與社會劇烈變動之際，楊逵始終以批判精神對統治階級進行堅強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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