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序  論 

 

 

第一節  硏究動機與目的 

 

臺灣文學的硏究，自七○年代興起之後，卽已逐漸成爲顯學，從資料

的發掘和整理，以至針對個別作家、不同時期或文學傾向的硏究，乃至文

學史的撰述等等，其硏究成果可說已是相當可觀。1 而臺灣文學的硏究領

域不僅多樣，而且廣泛，不但在文學界早已備受矚目，甚且可以預見這種

現象也將會持續下去。其中有關日據時期文學的硏究方面，早在七○年代

初期，當時的主要作品和報紙期刊、文藝雜誌等資料便已陸續整理出來，同

時隨著楊逵、鍾理和、吳濁流、賴和等重要作家作品的相繼出版，也爲硏

究工作初步鋪奠了基礎。到了八○年代，臺灣文學的硏究風氣堂堂進入到

學術的殿堂，綜合性的重要論題，例如有關鄕土語文論爭、知識分子在文

學運動中扮演的角色、社會主義問題，以至本土論等等，一一成爲硏究生

撰寫學位論文的硏究範疇或題材。
2 此外， 學界的學者，如林瑞明的賴和

硏究專書， 以及施淑、陳芳明、呂正惠等針對日據時期作家和作品，取得

的頗具深度的硏究成果，也爲這個領域做出了不少貢獻。 

不過，包含日據時期在內的臺灣文學硏究，儘管有了這麽豐碩而又多

元的成果，但對其硏究內容稍加注意的話，很容易就能發現其間隱含著不

                                            
1 有關臺灣文學的硏究情況，多數書籍都有提到，本文參考許俊雅著《日據時期臺灣小說

硏究》，頁6-24；以及羅宗濤、張雙英共著之《臺灣當代文學硏究之探討》。 
2 呂正惠，〈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硏究的回顧－七○年代以來臺灣地區的硏究槪況〉，《殖民

地的傷痕》，頁199-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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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問題。其中最爲嚴重的就是有關臺灣文學的論述，受到政治意識形態的

强力支配問題，這種以政治意識形態爲前提的文學硏究，不僅在界定臺灣

文學這個用語的定義和內涵時，出現嚴重分歧現象，同時也因作家的省籍

背景差異，而在作品的價値認定時，呈現結論判若雲泥現象。此外，在現

實主義和現代主義之間，以及文學史的建構和解釋上，也造成了不必要的

對立情形。這些現象的日益加深，很可能會成爲全面理解臺灣文學的一個

阻礙因素，同時也可能導致持著不同見解的硏究者，在相互交流意見，進

行發展性對話時，成爲一個難以跨越的鴻溝。3 卽使我們充分的肯定文學

作品具有文本性質，同時讀者所進行的批評就是讀者自己的文本4 這個槪

念，而且我們也肯定包含文學硏究在內的所有論述，乃是基於權力意志來

進行的寫作或批評，5 但是面對現段階臺灣文學硏究現況所呈現出來的分

歧程度，仍然不得不令人感到憂心。這些文學硏究多半從自我的政治立場

出發，以其政治意識形態來解釋過去的文學相關狀況，可說多少具有目的

導向性質，在此情況下，文學很可能變成爲目的服務的一個手段，同時也

很容易錯把臺灣文學發展的動因，簡化爲一個單純的公式。就如現階段學

術界所呈現的某些情況一樣，在臺灣現在所處的客觀政治現實，以及從中

衍生出來的政治論述架構之下，外省/本省作家、現實主義/現代主義的二

元對立結構，已經非常明顯的被强化了，而且這種情況在短時間內恐怕很

難獲得改善。這種分歧現象，不但助長了學術的對立及敵對氛圍，更損害

了以多樣見解爲其生命的學問多元性精神，就如有些硏究者所警告的一

                                            
3 有關臺灣文學硏究的分歧現象，詳見周慶華著《秩序的探索－當代臺灣文學論述的省

察》，頁89-104。 
4 所謂「文本」是從新批評和形式主義以來形成的槪念，意指作者所寫下的東西，只是一

個空的架構，有待讀者來賦予意義；文本可以經由意符不斷産生、活動和再重組而不斷

擴散，因此文本乃逐漸取代了文學，而成爲時代的新寵兒。 
5 阿圖塞和傅柯等一些新馬克思主義者和後結構主義者，認爲意識形態和權力意志應視爲

寫作或批評的終極依據。見麥克唐納著，陳墇津譯，《言說的理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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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6 這對臺灣文學的長期發展，勢必造成相當負面的影響。不僅如此，這

些硏究傾向的嚴重分歧，雖在某些個別硏究者針對所關心的作家或作品進

行硏究分析時，獲致若干可觀成果，但更多元而又客觀的眺望二十世紀臺

灣文學的發展經過，觀察牽引臺灣文學的原動力，則顯然仍有討論的空

間。文學乃人類活動的整體表現，這是無庸置疑的事實，因此，硏究文學

也需要多面向思考，況且這與探究臺灣現代文學的本質以及其發展動因的

工作息息相關，所以儘可能消弭嚴重的分歧現象，乃是眼前相當重要而且

極爲必要的課題。 

其次，考量到臺灣的新文學，起始於1920年代新文學運動的出現，並

延續至今，以「現代性」爲媒介來考察臺灣文學的發展過程，不但對解決

上面所說的分歧狀況有所幫助，或能找出從過去到現在牽引著整個臺灣文

學邁進的主要原動力，同時或許也能更全面而客觀的去理解臺灣文學發展

的整個過程。這裡所謂的「現代性」(下節將有進一步的說明)，指的是現

代化過程中所經歷的經驗，也就是說，資本主義的變化、發展所帶來的影

響。因爲我們所說的「現代」，指的就是依據資本主義生産方式而規定的

歷史階段。在1920年代，臺灣處在日本帝國主義所主導的資本主義化進程

中，並於社會各個層面開始接受世界性的眼光，而在這樣的臺灣現實邁出

脚步的現代文學，不論就其發展動因或其內容方面，不能否認地是被放在

强力的現代性磁場內開展進行的。 

有關「現代性」這個議題，最近在世界各地，重新受到高度的關注，同

時在各個領域的硏究上，也成爲相當重要而核心的切入角度。卽使在後現

代主義高聲嘶喊著要廢掉現代啓蒙方案的今天，現代性議題仍然能够受到

各方的注目。這有許多原因的，其中首先要提出的是，後現代主義的主要

論點還是集中在現代性上面，例如，後現代主義理論的基本前提，用一句

                                            
6 陳義芝，〈關於臺灣文學經典〉，陳義芝編，《臺灣文學經典硏討會論文集》，頁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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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來說，那就是對現代性的全盤否定。後現代主義的論點主要由下面兩個

方面構成：第一、後現代主義主張現代已經宣告結束，而現今時代已經進

到一個跟以前完全不同性質的後期資本主義或後産業社會的新歷史階

段。由於科技的飛躍發展，旣有的生産樣式已不復存在，原本建基在古典

資本主義的所有現代啓蒙方案，其有效性已完全被取消殆盡，而知識和資

訊已變成權力，獨立的記號體系開始支配世界，一個假想現實的時代宣告

到臨。第二、與前者相較，算是更爲根本性挑戰的，後現代主義認爲現代

方案本身就是個錯誤的企劃，換言之，原本設定爲歷史發展的動力，亦卽

在人類主體以及在認識論原理上建構的總體性構想，被認爲只不過是一種

目的論乃或一種形而上學，因而把現代方案全部當成虛構來看待。 

在這裡，我們看得出後現代主義理論的核心，不外乎是現代性的問

題，它的理論以提起現代性的原因無效來論證後現代(性)的正當性，其問

題的關鍵，不在於後現代而在於現代。否定啓蒙方案的後現代主義，是在

國家和民族的界線快速模糊的資本主義全球化運動中，結合晩期資本主義

的文化邏輯所發展出來的，7 當然，這個「後現代」名稱可說是一種誇張

的修辭。隨著社會主義的崩塌，當前就如同馬克思所提到的，世界資本主

義單一市場的完成就在眼前，這樣的世界，與其說是「現代」以後，毋寧

說是屬於「現代」的最高峰，或許可能還較爲貼切。 

不僅如此，針對從日據時期卽已存在至今的許多臺灣社會問題，如族

群對立、環境汚染、社會不公與性別差異等政治或社會性問題，期待以主

張去中心的後現代主義理論來解決，恐怕也是緣木求魚。因爲後現代主義

理論本身旣是以美國爲中心的西方中心主義理論，也是導引資本主義全球

化的主要意識形態，其理論終究會將臺灣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所有領域

推往向西方完全開放的地步。但非常明顯的是，向西方完全開放絶不會也

                                            
7 詹明信在《晩期資本主義的文化邏輯》中，認爲後現代主義爲晩期資本主義的文化邏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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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能解決臺灣特有的問題，因此，資本主義現代的核心事項 －現代性，在

現階段仍然是非常有助於徹底考察和分析臺灣文學的母題。 

在旣有硏究論著當中，關注日據時期文學現代性的著作，當首推施淑

《兩岸文學論集》中收錄的幾篇論文 8 和〈秤仔與錘 －論賴和小說的思想

性〉。9 這些論文非常深入的探討從賴和到呂赫若小說裡的傳統與啓蒙、現

代文明與殖民處境、都市與農村，以及資本主義社會中知識分子的思想問

題等等，亦卽臺灣現代文學初期非常重要的議題，均被一一拿來討論。此

外，呂正惠《殖民地的傷痕》中收錄的幾篇論文中，也探討殖民性與現代性

衝突的問題；10 陳芳明在〈現代性與殖民性的矛盾－論朱點人的小說〉、〈現

代性與本土性：以《南音》爲中心看三○年代臺灣作家與民間想像〉、〈三

○年代臺灣作家對現代性的追求與抗拒〉、〈現代性與日據臺灣第一作家〉

等論文，11 以及《新臺灣文學史》12 的專書中，也對殖民地臺灣接受的現

代性問題，有非常精闢而深入的分析探討。這些先進學者的硏究，在時代

脈絡和文學的關係上面，提供了我們一個嶄新而又深刻的硏究視角。 

本文擬在這樣的硏究基礎上，將硏究範圍擴及至包括日據時期和戰後

初期(1920-1949)的文學，並以現代性爲媒介，將其各分爲時代精神、文學

理論和小說，來探究臺灣現代文學的本質和發展動因。畢竟這兩個時期，都

應納入臺灣的現代及現代文學開始的階段。首先，在時代精神方面，該時

                                            
8 例如，〈文協分裂與三○年代初臺灣文藝思想的分化〉、〈日據時代小說中的知識分子〉、〈書

齋、 城市與鄕村－日據時代的左翼理論運動及小說中的左翼知識分子〉、〈感覺世界－

三○年代臺灣另類小說〉、〈日據時代臺灣小說中頹廢意識的起源〉、〈賴和小說的思想

性質〉、〈最後的牛車－論呂赫若的小說〉、〈再前哨－讀楊守愚的小說〉等卽是。 
9 張恒豪主編， 《臺灣作家全集－賴和集》，頁275-284。 
10 例如〈皇民化與現代化的糾葛－王昶雄《奔流》的另一種讀法〉、〈「皇民化」與「決戰」

下的追索－呂赫若戰爭時期小說的「抵抗」模式〉、〈殖民地的傷痕：脫亞入歐論與皇

民化敎育〉等。 
11 其出處依序如下：江自得主編， 《殖民地經驗與臺灣文學》頁63-83； 「民間文學與作

家文學硏討會」(1998)； 「第三屆通俗文學與雅正文學全國學術硏討會」(2001)； 「晩

淸到四○年代 － 文化場域與視界」國際學術硏討會(2002)宣讀論文。 
12 《臺灣新文學史》從1999年8月開始， 不定期的在《聯合文學》連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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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知識分子，接受以理性與進步爲原理的現代性，開始啓蒙大衆，並期

望建立現代民族國家。雖然在日據時期，由於受到殖民統治，他們的主張

不斷遭到挫敗，及至戰後初期，又因接收政權的性格及受到內戰的影響，他

們的願望同樣遭致落空，但是兩個時期的知識分子都同樣主張要用自己的

力量，來建立自由、平等的現代國家。這與1949年以後，在臺灣知識分子

欠缺參與之下所移植過來的政府形態與國家意識，是有所區別的。另外，在

文學理論和小說方面，兩個時期都共同把植基於民衆性的現實主義文學，設

定爲民族文學的主要內容及方向，而此一情況，同樣又與1949年以後展開

的由官方所主導的文學傾向大不相同。因此，在所主張的現代性內容及臺

灣知識分子的參與方面，這兩個階段都予人有反覆同調之感，而且與之後

所展開的文學活動及內容相比，在特質上也有很大的差異。相信透過這樣

的考察，一方面可以融合上述臺灣文學硏究的分歧狀況，擺脫後現代主義

論述的缺失，同時又能更全面考察從過去到現在牽引整體現代文學的原動

力；另一方面則是筆者不揣鄙陋的試圖展開一場更全面更客觀的文學硏究

之新視野。 

 

 

 

第二節  槪念定義與基本立場 

 

一、用語的定義和說明 

 

「現代」·「現代社會」  從歷史上第一次出現「現代」這個用語以來，已

有數不淸的學者提過與現代相關的學說，然而到目前爲止，却無法讓人確

定現代的本質是什麽，這是因爲每個硏究者都站在本身的學問領域上，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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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現代多重意義的關係，同時在經過長時間的歷史變遷之後，現代這個槪

念所涵蓋的往往不只是一個時代，而是用來說明各個時期的各個現象，它

的用法已經以非常廣泛而又多樣的面貌存在。事實上「現代」這個用詞，有

時候被拿來作爲歷史上的時代區分、現代社會制度的特徵，或是文學藝術

新的經驗內容，而有時候又被認爲是産業化的過程等等。如此看來，現代

這一詞語裡有兩個重疊的意義，其中一個是時代區分的槪念，指中世紀以

後的歷史階段，另外一個是時代認識的槪念，指的是對現在歷史的新的體

驗，而後者往往被稱爲「現代性」(modernity)。 

「現代」(modern)來自拉丁語的modernus，最早出現在十六世紀英國的

文學作品或日常用語中，13 到了十七八世紀，西歐的歷史家們把自己的歷

史時期，正式稱爲「現代」。他們把黑暗的世界(中世)放在古典時代(古代)

和自己的時代(現代)中間，同時規定了從一五○○年代到當代的那一段時

間稱爲「現代」(modern  era)。14 我們學歷史時常用的時代區分槪念「現

代」，就是從這個地方開始，而這種「古代－中世－現代」的三分法思考

被建立之後，經過了黑格爾、馬克思的三分法才確立下來。那麽，有關「現

代」開始的時間點，一般認爲以文藝復興、宗敎改革、地理大發現、商業

發展等，世界史上發生了顯著變革的十六世紀爲基準，從那時候開始到現

在的時間全部稱爲「現代」。另外，「現代」的時期分類上，普遍以封建絶

對主義完全崩盤的十八世紀後半爲分水嶺，把之前的時間稱之爲「初期現

代」(early modern)，而之後的時間稱爲「後期現代」(late modern)。 

如上所述，「現代」一語本是爲方便區分時代而開始使用，但是對照

                                            
13 按照拉丁語字典的內容，modernus 解釋爲比較最近的(qui  nunc)、屬於我們時代的(nostr

o  tempore)、新的(novelus)、現在的(praesentaneus)，而其相反詞爲古代的(antiquus)、很久

以前的(vetus)、之前的(priscus)等。(Matei  Calinescu，《現代性的五個面向》) 
14 17世紀末， 德國歷史家Cellarius將從日耳曼民族移動到文藝復興時期稱爲中世紀， 而之前

稱爲古代， 之後稱爲現代， 這個三分法後來沿用到基爾喬、彌休萊爾等人， 並在歷史

硏究上逐漸被確立下來。(來自M. Block， 《爲歷史找藉口》， 轉引自朴成壽， 《歷史學

槪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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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古代」或「中世」已有固定的定義，「現代」的解釋倒具有相對的彈

性。這是因爲現代這個用語誕生之後，每個活在當代的人們，總把自己的

時代認爲是歷史的邊端，而稱之爲「現代」的關係。因此，從文藝復興時

期、啓蒙主義時期，以至十九世紀、二十世紀，現代的槪念隨著時間的推

移，其定義及推算方式，往往出現前後不一的情形。不過卽令如此，一般

還是認爲，「現代」是指把封建社會結束後産生的資本主義(capitalism)當成

生活基礎的市民社會而言。而「現代社會」就是指藉由文藝復興所形成的

現代文化，經過宗敎改革、地理大發現等歷史上重大變遷之後，開始累積

了資本以及經過産業革命過程，終而形成的資本主義社會。15 

構成現代社會的階級有資本家和勞動者，勞動者乃完全的自由人，他

們解除了土地的束縛，按照自身的能力和勞務獲得工作和酬勞。工業發達

和資本形成之後，産業資本決定了社會經營的方式和結構，而在這個轉換

期出現了市民革命。一般來說，市民革命是經由下面三個階段完成：第一

是依據土地占有形態(高利貸和農奴制度)的變革；第二是隨著商品生産及

流通制度，確立了人的自由和平等；第三是要求民主主義的政治性要求。因

此，現代社會被稱爲「資本主義社會」，也稱作「市民社會」，而市民社會

是在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等各個層面的相互影響過程中形成，其相互

影響作用的結果，呈現出來的主要特徵：一、經濟層面上，由於資本主義

的發展，經過工業化、都市化過程，實現了經濟成長； 二、社會層面上，特

權階級(身分制度)或特權團體(同業組合)被消滅，持有自由及平等的「個人」

構成了社會成員； 三、政治層面上，確立了保障個人基本人權的立憲議會

政治，進而在國民合議的基礎上成立了國民國家； 四、文化層面上，理性、科

學的合理主義支配了整個思想界，此外科技被應用於生産過程，解放了飢

                                            
15 參考Joseph Strayer、 Hans Gatzke著， 陸盛譯， 《西洋近古史》；Paul Kennedy著， 張春

柏、 陸乃聖等譯， 《覇權興衰史》；A. J.P. Taylor著， 李宛蓉譯， 《革命與革命者》；No

rman F. Cantor 主編， 金貞培等譯，《Perpectives  on  the  EUROPEAN PAST Conversation w

ith Historians》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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餓、疾病帶來的困頓等等。在此首先要明白指出的是，這些現代槪念，並

非價値指向，而是價値中立性的，其目的是想把西方的經驗，當作一個典

型的例子來說明而已。 

總之，所謂「現代」，是指西方社會從前一個時代，移轉到現代的過

程中，所呈現的多元複雜的變化而言，而這些「現代社會」的特性就被稱

爲「現代性」(modernity)。也就是說，從支配著西方現代的生活和社會的

認識論槪念出發，包括從中産生的文化現象以及價値體系在內，這些東西

的總合就是所謂的「現代性」。16 

「現代化」·「現代性」  「現代性」作爲一個專有名詞，在二次世界大

戰以來的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特別是社會學中，出現得極爲頻繁。至於現

代性的槪念，亦如「現代」一詞一般，迄今爲止，學者們對此言人人殊，各

有己見。但是，一般來說，現代性問題是與現代化問題緊密連繫在一起

的，儘管有關現代化的定義多樣紛紜，但是，一般來說，現代化的定義大

致可以歸結爲四種。第一、現代化是指在現代資本主義興起後的特定國際

關係格局下，經濟落後的國家通過工業化建設和技術革命，在經濟和技術

上趕上世界先進水平的歷史過程。17 第二、現代化實質上就是工業化，工業

化浪潮始於十八世紀後半英法的工業革命； 對西歐、北美而言，至二十世

紀中葉，工業化程度已達高度成熟階段，工業化的過程不僅限於經濟方

面，它還影響及於社會的各個層面，尤其是造成傳統農業社會的破壞。第

三、現代化是指每個社會或民族、國家，在科學技術革命的衝擊下，在各

個層面已經經歷或正在進行的轉變過程； 這些層面涉及政治、經濟、社

會、思想價値、精神文化等各個方面，它包含工業化但又不等同於工業化。

第四、現代化是一種心理狀態、價値觀和生活方式的改變過程，是一種代

                                            
16 A.  Giddens，《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轉引自金聖基譯，《什麽叫現代性》，頁

22。 
17 這是一種來自列寧的、被前蘇聯和中國所認同、實踐的「社會主義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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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我們這個歷史時期的「文明形式」，是一種「合理化」，卽全面的理性在

社會各個方面的實現過程。18 

以上各種有關「現代化」的定義和範圍，由於各自切入與論述的角度

不同，所導出的結論和內涵自然也不盡相同，但是它們之間也有相互包容

渗透、相輔相成之處。因此，現代化可以說是一種世界性的歷史現象，它

是指人類社會從工業革命以來，在科學技術和工業革命的推動下，在人類

社會各個方面所發生的一系列巨大的、深刻的變革。這種變革體現在物質

經濟、制度規範、價値取向、思想意識、精神心理等所有領域，並使那種

合理化的科學和工業主義精神渗透、體現於這所有領域中。 

而與現代化有緊密關係的「現代性」(modernity)，就是社會在現代化

過程中，在各個領域出現的與現代化相適應的屬性，譬如與經濟的現代化

相適應，便會出現工業化、都市化、社會分工化、職業化等現代化過程中

必然産生的物質文化的現代性趨勢和現象。工業化雖然不能代表現代化的

全部，但却是現代化的核心內容，而工業化必然要求有合理化的企業設

施，合理的工業技術，合理的核算與管理，合理的産銷市場體系，以及合

乎工業化需要的技術專家集團和人才資源，乃至便捷的交通和信息傳播等

等。因此，爲適應如此環境，在社會的制度領域和制度文化規範上，就必

然會出現現代企業制度，完善的現代法律制度，提高國民整體素質和大量

培養人才的普及化敎育制度，以及發達完善的信息傳播媒體制度和廣泛大

衆共同參與的民主化政治等一系列「制度的現代性」。在精神文化領域，如

價値觀念、人格結構、心理態度、文化結構等方面，也會相應出現自我本

位的個人主義價値取向，習慣於都市化生活節奏和模式的心理態度，强調

和追求高度效率、富裕文明、自我價値實現的人格素質與結構，以及公共

文化空間和大衆通俗文化的日益擴大等等，形成一系列「精神領域的現代

                                            
18 此種觀點主要以德國著名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爲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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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標識。 

以上所述的現代化和現代性槪念，更明白的說，前者是一個社會學槪

念，它指的是對傳統社會的根本變革，包括發達的市場經濟和工業化，政

治的民主化以及相應的文化變革。後者則是一個哲學性的槪念，它是指一

種不同於古典時代的新的生活方式，它被一種理性精神所支配。這種現

代理性包括工具理性(科學)和人文理性(自我價値)。也就是說，理性精神成

爲現代性的核心，理性精神的統治是現代社會的標識。對理性的尊崇使

接受啓蒙的人們自信可以成爲宇宙萬物的主宰，理性可以改變一切，創造

一切，征服一切，評判一切。從十六世紀開始一連串發生在歐洲的科學革

命、政治(制度)革命、工業革命，這些引起歐洲和全世界發生歷史性變化

的現代化運動，可以說都與啓蒙運動以後理性的宏揚和至尊有著內在深層

的關係。 

不過，到了十九世紀中末葉，西方的現代化已臻於頂峰，而引起了社

會各個領域的全面現代性變革，並向非西方世界擴散。與此同時，現代化

歷史過程所導致的巨大現代性變革，也開始暴露出它越來越爲明顯的負面

價値。科學技術的進步，一方面使人類對自己身處的自然和社會環境的控

制力極大强化，另一方面又造成對自然和社會的極大破壞； 一方面大大拓

展了人類理性的空間，另一方面又削弱乃至摧毁了人們的神性信仰和終極

性關懷。都市給人們的生活帶來了極大便利，同時也消減了前現代的鄕村

農居生活的自然性、道德性、親和性和禮俗性，促使都市人生活的自然空

間、心理空間、道德空間，日趨縮小，並加速斬斷著人與人之間的自然禮

俗性和道德親情性關係。以大工業大機器爲代表的工業文明，帶來了紀律

守時、規矩秩序，相對的也帶來了單調刻板、機械雷同和千篇一律； 帶來

了生産力，擴張了人類征服自然的能力，但也養成了人類對機器的依附習

性，使人的重要性和地位相對降低，以至淪爲機器的奴隸。此外，工業化

帶來了快節奏，但也造成社會心理的普遍緊張與焦慮；個人主義價値帶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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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自由，也造成了人與人之間的距離隔閡等等。凡此種種，促使西方在現

代化和現代文明的迅速發展過程中，不可避免地也出現了「反現代性」的

傾向和思潮，這種傾向和思潮，在文學藝術上乃演變成反文明反理性的現

代主義(modernism)－一種「美學上的現代性」。由是，在西方現代化歷程中

便産生了兩種現代性：一種是作爲科學技術和工業文明産物的，以進步、理

性、個人主義爲核心價値並渗透到社會各個領域的「資産階級(資本主義)

現代性」；一種是對此予以否定和批判的「美學現代性」－在文學藝術上

它表現爲多種現代主義派別，如十九世紀後期陸續出現的象徵主義、表現

主義、超現實主義、存在主義及意識流小說等。19 

「現代性的原理」  現代性最基本的屬性，可以說就是在針對時代的自我

意識基礎上，「擁有不斷地想要自我改進的內面邏輯(逆動性)」。20 一方面

不斷地接受新的東西，另一方面又絶不會滿足現況而想要有所突破的改革

意志，這就是現代性的源泉。在十七八世紀，現代性以「變化」和「進步」

爲理念，取得了具體的成果。首先，在科學方面，從哥白尼到刻卜勒和伽

利略，十七世紀的科學革命，開啓了現代世界觀的一種契機。在哲學領域

方面，透過笛卡爾、霍布斯、洛克等人，根據認知自然科學的合理主義，把

人本身視爲認識主體，確立了人的理性思考，提出了向上提升生活品質的

方法論，並且在自然法的再發現基礎上，定立出進步理念，進一步解體了

旣定的形而上學和神學體系。同時，依據這些合理主義精神，從十八世紀

中期開始擴散開來的啓蒙主義，透過市民社會的形成、資本主義經濟的確

立、個人的解放、理性的單方支配、對進步的信賴等歷史變遷，呈現出現

代性的主要特徵－「啓蒙」和「進步」的信念，而這些特徵標識著與傳統

的關係斷絶。 

                                            
19 有關現代化和現代性槪念，參考逄增玉，〈現代性與中國現代文學的幾個基本問題〉；該

文收錄於宋劍華主編，《現代性與中國文學》，頁208-221。 
20 Agnes Heller(阿格妮絲･赫勒)，《The theory of history》， 頁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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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令人關心的重要問題是，現代西方探究用什麽來替代神的位

置？如果人類抛棄了神賦予的必然性和堅固性，那麽就必須用自身的理性

和不屈不撓的意志來對抗生活。黑格爾曾經以「新的時代原理」提出「主

觀性」(subjectivity)槪念，認爲我們所謂的「理性」或「市民社會」，可以

說都是以特定型式來體現主觀性。這樣看來，現代性的核心不外乎「主體」

(subject)或「自我」(self)的問題。哈伯瑪斯進一步爲黑格爾所說的主體性提

出解釋，認爲它包含著個人主義、批判的權利、行爲的自律性和觀念論哲

學等四種涵義。21 這些主體性的原理，進一步規定了現代文化的樣貌，並

且成爲區分時代的轉捩點或中心點。而個人的主體性自由，就是相信自己

的判斷，認爲自己的行爲是正確的，不過，這樣的自由不能單方面只顧著

自身的特殊利益，必須調整自己和別人追求利益時所發生的衝突，也就是

說，人的主體意志，雖然根據個人自由這個一般法則，但同時也要重視所

謂「合理主義」的自律性。黑格爾認爲能實現這種自律性的時代，就是最

新的時代，而這個新的時代－現代世界，向未來發展開著一扇大門，與舊

的世界不同，它不斷地向前走，本身隱含著不滿足現況的改革意志，並且

相信當下就是新的時代，相信「進步」的想法。 

    現代性的産生，實際上發端於對相關知識的無限憧憬或企圖改善社會

道德的追求上。那麽就美學層面上來講，一般認爲，現代性始於十七世紀

末發生的法國新舊論爭(querelle des ancines et des modernes)，22 這個論爭的

焦點，集中在討論古代人在知性或藝術性方面是否比現代人更爲優越這一

問題上面。論爭中擁護古典主義與否，決定其美學立場，從此開始有了古

                                            
21 仔細的說明整理如下：一、個人主義－在現代世界中無限多的個別特殊性，可以主張

自己的要求。二、批判的原理－在現代世界的原理所要求的，被每一個人認定的東西，如

果站在那個人的立場上看來，都是正當的。三、行爲的自律性－旣然屬於現代，那麽

我們應該對自己的行爲負責任。四、觀念論哲學－哲學能把握自我認識的理念。徐道

植，《生活世界與體制：哈伯瑪斯的二階段社會理論》，頁40-45。 
22 Matei Calinescu(卡林尼斯古)，《Five faces of modernity》，頁3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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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主義是否適合當代的討論風氣。不管哪一時代的當代人，總對前時期被

訂定的美學規範持著懷疑態度，他們開始重新思考具有超越性、獨特性美

的典範，而這個問題在美學批評的領域上，也多次被廣泛的討論並引起論

爭，然而現在則一般同意要肯定各個時代的特殊性觀點。「現代性」槪念

開始擴散之後，在文學藝術方面確立其類型，可以拿波德萊爾來當例子說

明。在現代剛開始之初，波德萊爾曾對讓人感到「不安、嘔吐和戰慄」的

新的時代，作出美學反應，之後便被評論爲取得「美學現代性」的藝術家。 

綜合以上說法，有關「現代性」的槪念可進一步整理說明如下。以十

七世紀思想爲基礎出發的西方特有的現代性方案，經過十八世紀啓蒙主義

的洗禮後被確立下來。它所呈現的傾向是，人們累積了合理又具經驗性的

知識，探究出自然的秩序，並透過這些知識支配及控制事和物的所有發展

過程。而有了這些支配自然的信念，便構成了現代進步槪念的基礎，進步

理念慢慢地從知識、藝術領域擴大到一般生活層面上。現代性的原理，來

自於改革時代的意志力，而這意志力係以「理性」和「進步」的形態表現

出來。理性和進步，不但在各個時代各日常生活的各個領域上，發揮了反

抗傳統的力量，同時也對自己時代的歷史發展進行了抵抗。例如，標榜理

性和進步的西方啓蒙思想，依據理性主體與科學精神，提出了進步社會的

模式； 馬克思主義也提出主張，認爲充滿矛盾的資本主義社會崩盤後，歷

史會轉入社會主義社會形態。這個西方特有的現代性方案－對啓蒙的熱狂

以及對進步的信賴，貫通整個西方現代社會，以社會的再造過程來達成了

人性的解放，而且這個現代性思惟，到現在仍然在我們的歷史上持續地燃

燒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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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撰寫本文的基本立場 

 

「複數的現代」  如上所述，現代性槪念與資本主義生産樣式的發展及受

其影響的社會環境有直接的關係。這個事實說明著，現代化是以西方爲中

心，並逐步擴散到非西方國家，同樣地，現代性槪念的提出和獲得硏究者

的靑睞，也是透過同一個路徑。因此，在非西方國家，現代化普遍被認爲

就是西化、世界化，這個想法裡隱含著强加於他民族身上的歐洲普遍主

義，而他們認爲自己的文明才具有普遍性；在這樣的認知下，否定了自己

的文明是世界各民族的複數文明中的一個特殊例子，而且主張普遍主義乃

全世界必須要追隨的一種規範。23 因此，不管是在過去二十世紀的世界歷

史，或是面臨廿一世紀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當今，以西方爲中心的普遍主

義，動員了軍事經濟的力量，企圖把自己的文明强加注入他民族，進而讓

它成爲普遍的價値，其目的無疑是爲了維護、强化西方爲主的資本主義世

界體制。歷史已經證明，包括臺灣在內的亞洲各民族國家及第三世界國家 24 

的現代化過程，就是被編入到西方普遍主義所主導的資本主義化過程裡。

第三世界所進行的現代化，卽資本主義化，可以說是一個被强制的現代

化，它從一開始就跟隨著西方的脚步，在主權被剝奪的狀況下進行，因而

無法配合地域和民族傳統條件好好的安排現代方案，找出自己的現代化路

線。進入現代以後，一直就處在帝國主義殖民政策及美國的經濟援助下，達

成現代化的臺灣，可說就是一個典型的例子。 

                                            
23 對普遍主義的批判，參考華勒斯坦，《脫離美洲和文化移動》中〈以文明來看現代世界

體制〉；以及薩依德，《文化和帝國主義》中〈協力、獨立，還有解放〉部分。 
24 一般指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爲第一世界； 指舊蘇聯、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爲第二世

界；而其他開發中國家，則爲第三世界。第三世界國家，大部分爲二次世界大戰後獨

立的國家，共同經歷過第一世界的帝國主義殖民支配。當今，雖然社會主義第二世界

逐漸從歷史的前進中消失，因此這個分法及用詞普遍受到挑戰，不過，第三世界所代

表的歷史經驗和文化認識槪念，仍然保有其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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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過，話雖如此，第三世界的許多民族國家，爲抵抗資本主義現代方

案，提出過許多的替代現代方案，並設法努力去實踐力行。在本文中，我

把這些努力定義爲「複數的現代」，這是與以西方爲主的「單數的現代」相

抗衡的槪念。「複數的現代」槪念，重視各個民族國家的現代，具備了多

樣性和特殊性，並且嘗試摸索不同於西方現代的另一種新的現代可能性。

擧例來說，日據時期臺灣小說所呈現的殖民性和現代性問題，或者戰後小

說中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堅持以民衆角度關心階級矛盾，以及環境破壞問

題和族群、民族問題等等，這些二十世紀臺灣文學曾經關注過的問題，都

是直接或間接跳過以西方爲中心的單數現代，而努力爭取的複數現代的産

物。對抗歐洲普遍主義－ 單數的現代，追求複數的現代，其意義可說就在

於闡明現代的民族特殊性。其實不管哪一個民族，一旦走上現代之路，那

一定得在民族的特殊傳統和歷史條件的相互作用下進行，若非這樣，只是

單方面接受外來文明，那麽這時該民族僅能變成一個他者罷了。臺灣的現

代化過程，是在移植進來的現代和主體的現代間的緊張關係中進行的，在

此過程當中，地域和民族特殊性一直都被重視著，這就證明了臺灣人民反

對單數的現代，把目標定在本文所謂有主體性的「複數的現代」。25 

「解放的現代性」  除了「複數的現代」的特殊性槪念以外，另一個必須

注意的問題是，現代這個時期重視理性和啓蒙精神，並依照資本主義生産

樣式的發達來進行，不過反資本主義的現代企劃以及對工具理性的批判，同

樣也屬現代性的範疇裡。從殖民地時期的民族解放運動、社會主義運動，到

對於資本主義經濟侵略的批判以及民衆民主主義，這些思潮都是爲摸索不

同於資本主義現代所付出的努力成果，它們站在資本主義「技術的現代性」

的對立面，引導人們指向「解放的現代性」。26 也就是說，這些都是爲了

                                            
25 有關「複數的現代」槪念，來自華勒斯坦的理論，在這裡係綜合整理他的意見。 
26 有關「技術的現代性」和「解放的現代性」之間的差異及對立關係，請參考華勒斯坦，《自

由主義以後》第七章〈是哪一種現代性的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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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所有搾取和壓抑，實現眞正自由平等共同體的運動。因此，二十世紀

臺灣的現代，可以說是在資本主義的現代和替代方案的現代，卽技術的現

代性和解放的現代性的對立和競爭中，共創的歷史總體。 

「後殖民主義角度」  如上所述，本文以現代性爲媒介來考察臺灣文學

時，將儘量努力擺脫西方中心的普遍主義，而以肯定臺灣的地域性、民族

特殊性，以及堅持對抗因資本主義發展所帶來的人性喪失和階級不均衡的

「解放的現代性」等三個基本立場，作爲硏究的方向，同時把後殖民批判

當作基本切入角度。後殖民主義以第一世界通過國際資本主義對第三世界

的壓迫和控制來把握當今的世界秩序，它特別重視的是西方通過知識話語

對第三世界控制的特殊意識形態，它把關注點放在西方話語對第三世界主

體、文化身分和歷史的建構上，這些建構使得第三世界因無法形成和表述

自己獨立的主體和歷史意識，而不能不屈從於西方意識形態，成爲政治和

文化上的被壓迫者。27 雖然它批判的矛頭往往不是直接指向作爲經濟體制

的資本主義，但是資本主義全球化已經是現實也是意識形態。28 它之所以

現實，是因爲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透過它，把世界經濟重編爲有利西方資本

主義的關係，因此，它在傳播著「要打破國家間邊界，使資本和勞動自由

流動，跳過個別國家向世界走出去，才是將來廿一世紀世界中活下來的唯

一生存策略」這個新自由主義意識形態話語。它對現代民族國家存在的核

心根據－資本和勞動，進行了有效管理及調整，並且把這些依據無限延伸

到國家的邊界外面，削弱了民族國家的角色，這種情形甚至造成民族國家

衰退論的說法出現。但是以現實的角度來看資本主義全球化，它以跨國企

業和國際金融資本來掌握世界，因此，如WTO、IMF或任何一個國際組織

的體制一樣，它的所有經濟活動是在「國家間體制」這個模式上運作的，卽

使只看這一點，我們就可知道資本主義全球化並未排除民族問題，而是以

                                            
27 後殖民主義的定義，參考徐賁著，《走向後現代與後殖民》，頁174。 
28 Arif Dirlik(德利克)，《After the revolution：waking to global capitalism》，頁7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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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方式來更加深化它。在維持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這個議題上，「國家間

體制」以國際分工和位階秩序爲基礎，使得所有經濟活動，都以有利於强

大國的方式運作，並且各國間爲了自國的利益極大化而互相競爭，因此，在

這個國家間體制仍維持運作的前提下，民族問題，也就是民族國家之間的

問題，將會持續存在下去。就現今的世界局勢而言，跨國企業仍有它自己

的母國，國際金融資本也與一定的國家保持著樞紐關係，在爲母國追求最

大利益而努力奉獻的現實裡，「摧毁資本和勞動的國界」這句話，恐怕也

只是第一世界的世界化意識形態而已。可見無國境疆界的勞務移動，更因

語言文化的差異和根本性的資本利害關係，而不太可行。例如外籍勞工的

差別待遇，卽可從資本家成本支出減少及本國勞工受到特別保護的現實環

境裡，充分獲得證明。 

「批判後現代主義」      後殖民主義角度，對於以新自由主義爲理念，贊成

資本主義全球化邏輯的後現代主義，堅持著抵抗、對立的立場。就如薩依

德所言，所謂的後現代主義時期，就是西方的文化覇權代替了西方以往對

第三世界經濟和政治的直接控制，從這個角度來看，後殖民就成了與後現

代這個代表著新形式的西方中心模式相對抗的槪念，因此後殖民批評要揭

露「後現代主義遠不是非中心的，而恰恰是中心」，後殖民主義「要斷然

地將後現代認定並指責爲新帝國主義。」 因此可以這麽說，後殖民這個槪

念乃是第三世界從所謂後現代世界秩序的邊緣與其中心的對抗，以殖民關

係定位來重寫後現代狀況。
29 

    後現代主義的基本前提，一言以蔽之，就是前面所說的對於現代性的

全面否定，也就是視現代方案的效果喪失，甚或把現代方案本身當成虛構

來看待。像這樣，後現代主義以論證現代性的原因無效來證明後現代(性)

的正當性，但它的問題在於雖然高喊著後現代，但却無法提出相對應於後

                                            
29 《走向後現代與後殖民》，頁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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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的方案。其實包含後現代論在內，所有反現代論的背後都隱藏著對民

主主義和市民社會的不信任，波聚雅或李歐塔的現代批判是最典型的例

子。而且新社會運動論或後結構主義也是執著於非政治性社會運動或微權

力，事實上這等於是放棄總體性變革構想。再者，後現代論的最主要攻擊

目標，就是對啓蒙方案的否定，而這也必然會導致對主體性和歷史的否

定，最終必然歸結於微敍事或微權力。因此我認爲後現代主義論述的全面

接受，必然招來方向的喪失。本文建議把現代性設定爲討論上世紀文學的

主要論點，並預期它在未來的廿一世紀文學硏究當中，仍屬重要的媒介。

其理由在於現今的資本主義世界化趨勢，就是資本主義的原本屬性，也是

資本運動的必然過程，因此以後的時期在性質上並不是全新的時代，它只

是現代的延續，而且促進現代的可能性持續存在著。 

「肯定民衆性」  促進現代的動力可以說是民主主義和市民社會，其中民

主主義，一般被認爲是對中産階級的資本累積有所貢獻的有産階級支配工

具，但是現代民主主義的起源，就如法國革命所呈現的一樣，是來自對抗

封建體制的有産階級和民衆的階級聯合的鬥爭産物。階級聯合得以促成，主

要原因是民主主義不僅於有産階級有利，並且是符合民衆利害關係的一種

理念，一種制度。而民主主義本身具有隨著有産階級和民衆之間的力學關

係不斷變化的流動性，這可從以社會主義作爲草根民主主義的觀點上，重

建法國革命理念，或以「對抗自由主義的傳統，試圖回復直接民主主義思

想」，來說明社會主義的一些見解中，找到例子。
30 民主主義本身並未具

有固定的階級特徵，而是按照主體的性格和位相，隨時變換其階級的內

容，也就是說，民主主義的可能性是無限的，其本質跟民衆的基本利害一

致。換言之，民主主義雖然是資本主義的産物，但它具有不單方面被資本

主義的力量規範界定的逆動性及可能性。 

                                            
30 指巴里巴和赫爾德的想法。參考巴里巴著，尹素英譯，《馬克思主義的歷史》；以及赫

爾德著，李廷植譯，《民主主義的模特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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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市民社會與民主主義的逆動性同樣都是保障現代逆動性的主要

基礎，市民社會雖然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産物，但它超越了資本主義市

場經濟的領域，具備自身的自律性。這是因爲市民社會中多種多樣的制度

性理念性機制，係在自動自發的同意基礎上達成，並且依據多數市民的同

意來決定市民社會的支配權(hegemony)。31 換言之，市民社會可以說是多

樣的階級和階層的利害關係與意識形態互相衝突交流的競爭空間，而這個

空間並不單方面被有産階級的利害和意識形態來行使其支配權，因此，在

民主主義以及市民社會尙存一息的前提下，現代是絶不可能成爲資産階級

或資本主義生産樣式的專有物，也因爲如此，我們可以說，現代的潛在能

力猶然存在，現代終了的後現代主義論述也將無法令人接受。 

「民族主義立場」  本文雖然强力主張後期資本主義時代民族國家的重要

性，但這並不表示是在鼓吹民族主義(無論其定義如何)，或堅守本土主義

立場，因爲不管是中華民族主義或臺灣本土主義，畢竟那都是自我民族中

心主義，不足以展望它能克服資本主義的未來，而這兩者的侷限性，也都

同樣顯露在西方的民族主義，或在反帝國主義、批判資本主義的第三世界

民族主義裡。32 民族主義如果變成自我民族中心主義，便會分成我們民族

和他民族，而容易把他民族他者化，在過度强調自我民族時，將會重蹈過

去二十世紀的歷史覆轍，容易轉化爲帝國主義，甚或軍國主義，在此情形

下，弱勢的他民族勢必被迫犧牲。因此，面對廿一世紀資本主義全球化全

面攻勢的現今，後殖民主義的視角是急切需要的。民族主義和後殖民主義

在本質上的差異是：前者是處於分離主義性質的自我民族中心主義，後者

則視他民族和自我民族一樣，有主體性的存在，而在這個基礎上去探究各

                                            
31 這是來自葛蘭西的看法。 
32 一般來說，西方的民族主義，發展爲帶有侵略性格的帝國主義，其終極目標在於服務

資本的利益；相反的，第三世界民族主義，帶著抵抗性格與民衆結合，發展爲抵抗民

族主義。不過，不管是哪種民族主義，基本上都以排他性爲其特徵。有關世界的民族

主義，參考霍布斯邦著，李金梅譯，《民族與民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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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間的相互關係，並藉此檢視自己處在國家間體制裡的複合位置，眺望

及批判中心地域和周邊地域、半周邊地域之間的不均衡關係。不僅如此，民

族主義的展望僅停留在國家建設這個願景上，但相對的，後殖民主義認爲

民族問題是否能夠根本性解決，完全在於帝國主義的世界秩序是否解體，而

在這個視角上去展望克服資本主義的願景。也就是說，後殖民主義開啓了

民族矛盾和資本主義階級矛盾相互關係的總體認知的可能通路。另外，談

到與他民族的關係上，在此想要附帶提出的是民族分裂的問題。民族的分

裂，首先，由於軍備競爭帶來雙方莫大的物質損失，其次，思想和表現的

自由等基本權利勢必因而受到侵害，進而造成對外關係的不均衡，而且這

樣的分離狀況，極易成爲克服資本主義多樣理論的摸索或實踐的障礙，它

更與民族的主體性和國家的地位息息相關。不管其形態如何，儘早克服分

離狀況是非常重要的，這個問題在國家間體制中直接跟國家的地位有關，而

且也將是資本主義全球化趨勢到來時，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 

「第三世界視角」  如上所述， 過去的二十世紀，一般被看作是走向世界

資本主義的編入過程，而已開始出帆的廿一世紀，如果將它看待成是以國

家間體制爲架構來運作的全球化資本主義時代，那麽，民族和資本主義的

克服問題，則不該視之爲已成過去，而應是現在以及未來仍要加以考慮的

重要課題，因此後現代主義主張所謂現代的結束，有必要重新思考。考慮

到此，我認爲以正確的視角看待民族問題，仍應堅持第三世界 的反帝國主

義民族主義和民衆民族主義路線。因爲西方的民族主義，在國內服侍著資

本家的利益，對外却扮演著帝國主義意識形態的角色； 與此相較，第三世

界的民族主義是從對抗帝國主義的抵抗民族主義出發，
33 它不同於西方民

族主義的，是它企圖擺脫殖民地從屬狀態而努力的反帝國主義反抗思想。

換句話說，它並不是爲了搾取或壓迫他民族的一種意識形態，而是爲了對

                                            
33 有關第三世界民族主義的正面意義，參考華勒斯坦所著《自由主義以後》及薩依德著

《文化和帝國主義》中的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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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搾取與壓迫，想要確立自己主體性的思想實踐。現代是人類脫離了自然

或神的支配，對自己的主體性有所覺醒，並企圖實踐其主體性的時代，它

也是明確指出人就是歷史的主體的時代。不過，第三世界對主體性的覺

醒，不同於西方的從個人開始，而是從民族主體性的覺醒開始，這是跟隨

殖民地從屬歷史經驗下的必然結果。也就是說，第三世界的人們，是在經

歷帝國主義侵略和搾取的歷史經驗中，覺悟到一定要先脫離帝國主義的支

配，始能確立民族的主體，不然將無法成爲具備主體性的個人。第三世界

民族主義的形成背景就在於此，因此，第三世界民族主義乃走上不同於西

歐民族主義的路途。總之，它走向對抗帝國主義的抵抗民族主義這個方

向，進一步結合民衆，發展爲民衆民族主義。像這樣，西歐民族主義終極

是爲資本家的最大利益而服務，而第三世界的民族主義則是結合民衆，採

取對資本主義有一定程度的批判立場，因此，處於資本主義全球化波濤洶

湧的現今時刻，在有關民族問題的認知上，我認爲第三世界的反帝國主

義、民衆民族主義，提供我們一個可行的通路。當然，在這裡我必須再一次

的强調，我所主張的並不是以自民族爲中心的排他性民族主義，而是必須

持續維持克服資本主義的願景。以上所談到的觀點以及角度，卽爲本文寫

作的基本立場。 

 

 

 

第三節 硏究範圍與章節安排 

 

本論文的硏究目的是以現代性爲媒介，考察臺灣現代文學的發展經過

及其動因，硏究範圍設定在1920年到1949年。這期間涵蓋將近一半的日據

時期和戰後初期，可說就是臺灣現代文學的初期階段。這兩個時期雖然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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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被殖民和解放的歷史變遷，在自主發展上多少受到限制，但從意識的覺

醒、資本主義的發展、都市化的進展，到現代文學的開始，在在都說明這

個時期是臺灣現代的開始，同時也是開啓自主發展可能性的時期。下面試

就這些槪念，進一步說明如下：第一、所謂「現代」問題，最早卽是在這

個時期被提出來，成爲具體且具有現實性的討論對象；而且在社會各個

層面，也都面臨著現代化的各種挑戰。亦卽，在政治上，處在帝國主義殖

民地的局面下，以提出議會設立請願運動的形態，謀求政治自決；在經濟

上，尋求對現代産業體制的適應；在社會上，則面臨到身分社會及家族觀

念的挑戰；而在文化上，開始流入了標榜理性和進步的啓蒙主義。雖然這

些現代的徵兆，在被殖民的環境下，它的發展普遍受到壓抑與限制，因而

在接受「新的科學和知識」及「自主性或主體性」這兩種現代性上，面臨

到困境，但是它仍然透過多樣的現代性論述，試圖爲確立現代化以及民族

主體性付出努力。第二、這個時期企圖把有關時代變革的討論重點，透過

文學性論述來進行傳播，而其具體形態就是新文學運動的展開。新文學運

動是以追求現代文化的新文化運動之一環展開，因而在內容方面不只包含

追求文學本身的現代性，還企圖把時代變革的觀點注入到新文學裡。總而

言之，這個時期比起任何時期，都要强調文學的社會效用，同時也非常重

視時代精神和文學發展的關聯性。 

本文首先將硏究範圍分成日據時期和戰後初期兩大部分。第二到四章

敍述日據時期部分，第五章則敍述戰後初期部分；然後再就各個時期的時

代精神、文學理論和批評，以及小說作品，
34 根據前述基本立場，考察其

所反映的現代性，並進行分析與評價。章節安排方面，本論文全文共分六

章。第二章爲「日據時期的時代精神與現代性」；此章將就文化啓蒙、社

                                            
34 黑格爾說：小說是布爾喬亞的敍事詩。盧卡奇也認爲小說是資本主義社會典型的文學

形式。這些話可以解釋爲有了現代性的條件，人才可以正確地認知世界，而這個時候

小說被看成是主要的文學方式，所以小說代表了現代的文學形態。本文承襲這個觀念，把

小說當作能表現出現代性形態的文學樣式來進行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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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主義運動，以至皇民化時期的時代精神和現代性論述，進行審視評論。

首先在第一節中，將考察文化啓蒙運動的理論根據，並從中分析當時新興

知識分子所接受的現代價値和評價；第二節將探討社會主義發展所意味的

殖民處境及現代性特徵；最後，將對日本殖民主義的本質和皇民化運動所

帶來的現代性歪曲和挫折，進行分析論述。 

第三章爲「日據時期文學理論與現代性」。此章第一節，首先將就新

文學運動中所提出的主義和主張，試作一番整理，並找出其中的文學現代

性成分；第二節除說明社會主義左翼文學理論的形成和發展的經過外，將

設法整理出透過文藝大衆化、鄕土文學論爭和臺灣話文論戰中，確立的寫

實主義文學理論；接著，在第三節中，將檢視代表右翼民族主義立場的葉

榮鐘和張深切的文學觀；最後則對身陷日據末期皇民文學的澎湃浪潮中，爲

擁護文學主體性而努力的記錄－寫實主義論爭，進行考察與評判。 

第四章爲「日據時期小說所反映的現代性」。此章將依據日據時期主

要小說作品所要傳達的內容，分成初期的敍事樣式和啓蒙論述、殖民統治

帶來的現代性問題、殖民資本主義的弊病和現代性、現代化眞相和人的疏

離現象、個人的主體性自覺和慾望、對皇民化的文學對應等小節，探討其所

反映的現代性內涵。 

第五章爲「戰後初期的時代精神及文學所反映的現代性」。此章主要

是討論從日帝手中獲得解放，對當時知識分子所帶來的希望及意義所在。

在第一節中，將就當時民衆對建設現代民族國家的期待，以及對民主主義

的渴望，擧出實例來加以論證，並討論現代國民形象與民族認同問題；在

第二節中，將論述戰後初期重建臺灣文化和臺灣文壇的問題，以及寫實主

義人民文學論的內涵； 在第三節中，則將把戰後初期的小說內容，分成光

復的喜悅與歷史的方向、批判殖民統治及其留下來的問題、戰後初期的臺

灣社會狀況等三個部分， 針對光復帶來的希望未能落實在臺灣的原因，作

一深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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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希望藉由上述的討論，能使我們對現代初期臺灣社會所反映出來

的現代性思考，有較全面的掌握，同時也希望能對現代文學理論和小說中

的現代性思考，有所了解。如前所述，「現代性」是以資本主義生産方式

和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以及人的自我發展爲核心內容。臺灣在殖民地狀況

之下進入現代，因此這些現代性內容的進展，一開始就面臨了許多困難。

帝國主義日本在以自國利益優先的前提下，强制臺灣實施資本主義及現代

社會體制，在這過程中， 大部分的臺灣人民無法自主的參與自我民族的歷

史發展，甚至還面臨到生存的危機。因此，西方現代的核心課題－個人自

我和個性發現，更是難以實現。而且這種狀況還延續到光復後，回歸祖國

懷抱的短暫喜悅，很快的變質爲同民族之間的對立，而且在反共意識形態

的統制下，民衆追求自主性現代的希望，同樣落空幻滅。 

不過，儘管如此，現代初期的知識分子和民衆，透過文化啓蒙運動、社

會主義運動、新文學運動，仍然努力的摸索著適合自我民族現實的現代性

－抵抗的、民主主義的指向。所以，我們或許可以把這個時期，看成是資

本主義的現代和代替方案的現代，技術的現代性和解放的現代性，這兩者

的相互作用－對立和競爭－所産生出來的歷史空間。而這些現代性樣貌，透

過文學理論、批評和小說作品，形成了現代性論述。在資本主義全球化已

成旣定趨勢的現在及未來，這個現代性論述，仍然是有效的硏究課題。個

人至爲期盼本硏究能作爲將來硏究二十世紀臺灣文學全面的一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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