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日據時期的時代精神與現代性 

 

 

第一節  自覺和啓蒙 

 

一、對世界的認識與現代價値的接受 

 

1895年臺灣淪爲日本的殖民地，這說明了它是西方現代文明，以全球

規模擴張其勢力的一個結果。早在十七世紀，荷蘭和西班牙卽已先後入侵

臺灣，並透過相關經濟活動，取得獨占的商業利益。因爲他們的目的在於

原始資本的累積，因而採取重商主義政策。相較之下，十九世紀後期臺灣

淪爲日本殖民地的過程，是在他們爲掠奪殖民地而引發的競爭漩渦中所進

行，足見它帶有列强帝國主義的活動性格。英、美、德、法等列强，當時

已步入帝國主義階段，個個都想獨占資本，因而有意識有計劃的在亞洲地

區擴張領土。而日本佔據臺灣和朝鮮，使得日本成爲這種帝國主義領土競

爭的一份子，不過當時日本的經濟實力，則尙未達到獨占資本主義的高度

發展階段。 

雖然日本自從明治維新以來，打破了封建體制，並在國內完成了資本

主義發展所需的各種建設，但是它的資本主義還屬初步階段，並未到達爲

擴張消費市場，非侵略他國不可的地步。1895年，由於日本獲得甲午戰爭

的賠償金，奠下資本主義的基礎，並在大正時代（1912-1926）成了一次世

界大戰的戰勝國，正式侵略太平洋沿岸的西伯利亞，獲得了資本主義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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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機會。如此，當世界資本主義已經進入到帝國主義階段，才步入世界市

場並追求資本主義發展的日本，由於本身內部的諸多歷史原因、農業和工

業之間引發的嚴重不均衡等因素，因而企圖透過向外發展，以求解決國內

因再生産基礎的薄弱所造成的矛盾，而開始進行帝國主義殖民活動。就在

這樣的背景當中，臺灣跟朝鮮一樣，成爲日本帝國活動的第一目標。1 

此外，日本雖然經過明治維新，在政治、社會上脫離了封建制度，並

進一步邁入現代國家之林，但其意識形態上仍然保持著前現代的「大和民

族主義」，並由以天皇爲首腦的軍人、官僚、政治家等封建殘餘勢力，聚

成社會的基礎勢力，而這些統治階級，一開始就把富國强兵、對外擴張的

侵略主義擺在第一。因此日本的殖民地政策，其目的不但放在對原料和商

品市場上獲得獨占支配權的西歐列强式殖民地模式（經濟動機），同時也

帶有天皇制絶對主義以及對外膨脹政策的性格（軍事動機）。2  換言之，日本

帝國主義的本質，就是在經濟原因之外，也把軍國主義因素以從屬變數的

方式加在一起。3 

如此，在同時具有軍國主義和經濟掠奪性質的日本帝國主義殖民統治

下，臺灣在政治上被編入總督專制的中央集權官僚體系，而經濟上不但被

迫扮演了宗主國工業化所需要的糧食供給基地、原料供給地、獨占的商品

市場，更成了吸收日本過剩人口和資本，又被搾取其剩餘利潤的近代殖民

地。所謂的近代殖民地，除了要供給原料給宗主國以外，還要替宗主國推

銷商品，爲宗主國容納過剩的人口與資本。4  爲了得到政治支配和經濟利

益，雖然日本在臺灣推動所謂的現代改革，但是這與西歐追求政治民主

                                            
1 有關日本資本主義發展與帝國主義性格，參考史明，《臺灣人四百年史》，頁264-268； 金

晳俊，〈東洋拓植會社的事業展開過程〉(韓國社會史硏究會，《韓國近代農村社會和

日本帝國主義》)，頁81。 
2 殖民初期派武官來臺擔任總督，卽可證明此點。 
3 參考申熙碩，〈日帝的殖民地支配意識形態〉； 金翰喬，〈日帝殖民政策的變遷〉，國

史編纂委員會，《韓民族獨立運動史5》。 
4 臺灣銀行經濟硏究室，《日據時期臺灣經濟史》，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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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經濟資本主義化、人性解放以及現代民族主義發展的現代化不同，而

只是在宗主國利益優先的原則之下，變相的、畸形的、片面的進行。日本

只要符合自己的利益，特別是有利於本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經濟開發，就積極

投入，但是一有可能抵觸日本自身利益的疑慮，或可能危害到殖民統治的

部門，例如政治民主化、人性解放、現代民族主義發展等，就會更加一層

徹底的進行監視和壓制。 

日本統治臺灣，經過短暫的軍令時期，從1896年開始到1921年是屬於

以律令立法爲原則的民政時期，這個時期以「有關必須在臺灣施行法令之

法律」，就是所謂的六三法爲臺灣統治的基本方針。5  而外觀上以議會協贊

立法的方式制定的這個法律，實際上是徹底服務於殖民母國的統治，而採

取特別立法主義，尤其是其中的犯罪卽決例、保甲條例、匪徒刑罰令、浮

浪者取締規則等項目，在在都成爲蹂躪臺灣人人權的惡之根源。在這個惡

法的統治下，殖民地人民的所有政治自由完全遭到封殺，在優先考慮母國

利益的前提下，只在經濟上進行資本主義化。如此到了1920年代初期，有

了約四分之一個世紀的殖民地經驗之後，臺灣在日本有計劃的安排下，被

迫接受資本主義及現代國家的制度，包括經濟發展和行政效率等等，整個

社會結構可說已發生了重大的變化。不過，由於日本採取愚民政策，敎育

制度尙未建立完備，對臺灣人又實施差別待遇，因此臺灣人在意識上仍然

處在未現代狀態。 

儘管如此，從1920年代開始，臺灣社會對不當殖民政策的批判及覺醒

已開始萌芽。其現代性自覺的社會徵兆，可從以下三個方面窺其端倪：第

一是來自島內知識分子的普遍覺醒，第二是以留學生爲中心的新興知識分

子的出現，6  第三是支持前兩個集團的臺灣人資本家階級的形成。有了這

些因素的結合，因而在臺灣形成了公共領域，而且現代性論述也透過這個

                                            
5 黃靜嘉，《日據時期之臺灣殖民地法治與殖民統治》，頁76。 
6 參考黃樹仁，《日據時期臺灣知識分子的意識形態與角色之硏究：1920-1927》，頁4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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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開始傳播。7  其中臺灣人資本家階級的形成，基本上由於日本公布禁

止純粹以臺灣人資本設立公司的會社令，1923年以前很難成爲氣候。不過

大部分的本土資本家，利用封建身分和地位，獲得大租權公債；或著受到

資本家企業勃興的刺激，努力擺脫封建土地財産家的地位，而擠進了資本

家階級之列； 要不則是與前兩者不同的，透過介入專賣制度等有關政府權

利部門來累積資本之後，變成新興資本家，也就是所謂的利權資本家。這

些臺灣人資本家與日本人資本家保持著對立的態度，而一定程度上對現代

性論述的形成以及抗日民族運動提供了協助。8 

另外，由於日本未在島內提供臺灣人接受高等敎育的機會，9  因此新

興知識分子大部分由留學日本及中國大陸的學生開始凝聚形成，他們在那

邊體驗到日本的資本主義化、勞動運動、大逆事件、護憲運動等過程，開

始接觸民主主義、社會主義、民本主義等現代思想，並且進一步體驗見識

了1917年的俄羅斯革命，以及緊接著發生的歐洲革命、朝鮮三一運動、中

國五四運動、土耳其民族革命、印度的不合作運動等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

的國際情勢變化。他們已具備透視世界變化的眼光，開始正視臺灣的當前

現實，並且以開放的視角摸索改革的可能方向。 

這些新興知識階級決定採取不同於以往武裝流血抗爭 10  的方式來對抗

日本，並且謀求改善本國現實的方法，於是推動性質較爲溫和的議會請願

                                            
7 例如在初期民族啓蒙運動團體『新民會』所屬的雜誌社成立，以及發行《臺灣靑年》雜

誌時，受到島內有力人士辜顯榮、林熊徵、顔雲年、林獻堂等人的捐贈。 
8 有關臺灣資本家階級的形成，參考矢內原忠雄著，周獻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頁

40-45； 曾天富，《日帝時期臺灣左翼文學硏究》，頁34-35。 
9 日本統治臺灣的主要政策，係以「愚民政策」爲其基調，目的是要使臺民沒有知識能力，讓

其組織無能化，同時壓抑社會菁英，進而使廣大的被統治群衆成爲提供勞力的被奴役

者。雖然初期還在島內設置了分師範、國語、實業三部份的國語學校，但也僅止於初、中

等的基本敎育而已，絲毫不讓臺灣人民有接受高等敎育的機會。參照林柏維，《臺灣

文化協會滄桑》，頁34-43。 
10 武力抗爭從「臺灣民主國」的衛臺之戰開始，至1915年西來庵事件，始終持續不斷。其

中從1907年至1915年爲止，因此而犧牲的義民不計其數，僥倖生存者中，有4423名被判

死刑，682名判無期徒刑，1474名判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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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以及以文化協會爲主體的新文化運動。槪括地看，武裝流血抗爭算

是來自臺灣人民義不臣倭的民族情操，11  而議會設立運動和新文化運動，則

是受到下列兩方面的影響所造成：一個是受到中國辛亥革命的成功、民族

自決、社會主義等世界性思潮的外部影響，另外一個是跟隨著政治制度的

法制化、經濟資本主義化、公共設施的現代化等全社會結構質的變化所引

起的內部影響。受到這兩方面的影響，他們認爲有必要轉換運動形態及路

線，因爲他們知道之前的武裝流血方式已無法達成運動的目標。12  這些都

說明著，在臺灣的日本統治已一步一步地被確立，資本主義現代化也已經

慢慢地打好基礎，同時也是報紙、雜誌等公共領域的形成及擴張所帶來的

必然結果。公共領域的形成，提供給知識分子發表政論性論說的絶佳機

會，並且隨著討論機會的增加，知識人社群也逐漸形成，非武裝民族運動

的方式也慢慢得到社會大衆的支持。 

非武裝溫和的抵抗運動，嚴格來說是從1921年標榜著啓蒙，展開新文

化運動的『臺灣文化協會』成立時，開始正式啓動。不過這些運動的徵兆，在

文化協會成立以前，就已經出現，如1920年前後由林獻堂、蔡惠如、蔡式

穀、林呈祿、王敏川、黃呈聰、莊垂勝、彭華英、吳三連、鄭松筠等人在

日本組織『聲應會』、『啓發會』、『新民會』，並且創辦《臺灣靑年》、《臺

灣》等報章雜誌，成爲新文化運動的先聲，並把這些刊物傳入臺灣，正式

開啓了島內啓蒙運動之大門。『新民會』以「硏究臺灣所有應予革新之事

項，並圖求文化之發達爲目的」，13  作爲宗旨，展開以民族主義啓蒙運動及

合法政治運動爲骨幹的民族運動。其中前者透過《臺灣靑年》的出版，而

                                            
11 例如林圯埔事件、土庫事件、關帝廟事件、苗栗事件、六甲事件和西來庵事件等，起

義目的大都爲驅逐異民族日本人，主事者有稱帝者，有擬建立臺灣王國或共和國者。黃

昭堂，〈臺灣人的反殖民及Nationalism的發展〉，《百年來的臺灣》，頁302-303。 
12 有關從武裝流血運動轉變爲非武裝的民權政治運動，一般是從受到武裝革命的侷限、梁

啓超的思想，以及新興知識分子的出現等多重因素的複合影響來進行解釋。 
13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頁25，新民會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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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者則透過「六三法撤廢運動」及「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來具體推動。

而『新民會』的精神，很快的沿襲到以蔣渭水爲中心的島內知識分子，他

們聯合彼此力量成立了島內民族運動的開宗祖師 － 『臺灣文化協會』。1921

年成立的文協「以做爲臺灣本島之民族運動下啓蒙運動的指導團體」，「以

助長臺灣文化的發達爲目的」。14  他們認爲有獨立的文化，才能成爲獨立的

國家，而其最終目的在於脫離日本的殖民統治。15  雖然文協受到總督府的

監視，不得不放棄所有政治活動，表面上表明以純粹文化團體來出發，但

是在積極地扮演文化啓蒙的角色之餘，對凝聚臺灣人意識和啓蒙政治意識

上也頗有貢獻。透過這樣的歷史事實，我們可以知道，臺灣人雖然仍然屬

於殖民地國民，但是一旦有了現代自覺就會投入社會運動，他們先透過啓

蒙運動來傳播現代文明，讓一般人普遍認知到自國所處的現實狀況，然後

努力以具體行動達成目標。 

首先，造成二○年代知識分子在意識上能夠自覺的原因，可以說是對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的世界情勢變化有所認知的關係。從1914年到

1918年，發生了人類空前的全面性戰爭 － 第一次世界大戰，戰爭的爆發可

說是歐洲各國的國家主義和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已到達了再也不能共存

的地步而産生的必然性衝突。在這當中，世界各國的利害關係亦錯綜複雜

的糾纏在一起，期間還發生了美國的參戰及俄羅斯革命等世界性事件。因

此，這個全面性戰爭的結果，對往後世界歷史的發展，造成了非常重大的

影響。毫無疑問的，就剛起步的臺灣知識界而言，普遍都對這個世界性的

事件，表現出莫大的關心。 

 

由著這個絶對的大不幸，死不完的全人類，已從旣往的惰眠醒

了。厭惡黑暗而仰慕光明－這樣的醒了。反抗橫暴而從正義－這樣

                                            
14 矢內原忠雄，前揭書，頁90。 
15 林柏維，前揭書，頁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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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醒來了。排斥利己的、排他的、獨尊之野獸生活，而謀共存的、犧

牲的、互讓的之文化運動－是這樣的醒來了。瞧！國際聯盟的成

立、民族自決的尊重、男女同權的實現、勞資協調的運動等，無一

不是這個大覺醒的賞賜。 

臺灣的靑年！高砂的健兒！我人還可儘默著不奮起嗎？不解

這種大運動的意義，或不能共鳴的人，那種人已失其爲人之價値

了，何況是要做一個國民呢？16 

 

所謂軍國主義之欲滅人國，占人地者，無非欲爲自國民經濟充

裕計也。而其結果至於如斯。各國均覺悟軍國主義之非策。遂將變而

爲經濟主義。簡言之，則民生主義也。民生主義之欲昌明天下。其始

也。必先使世界人類。無智無愚。無婦人孺子。皆受同等之敎育。皆

有相當之程度。並享其同等之自由。此無一切之畛域。無一切之階

級。原根相等。同異如一。乃能與世界經濟場衆謀共同生活。此自

然之趨勢也。然而從前所受的愚民政策之殖民地土民。其程度之能

受同等敎育享同等自由與否。是一問題。今假定其程度之不堪受

也。必也先觀其土民之自覺如何。然後依其自覺之程度爲標準。立

解放之。漸次而歸於平等。此悲天憫人之政策，爲近世各國政府所

應採之方針也。17 

 

（歐洲大戰）逼演曠古之悲劇，而究其所獲結果，或將得而未

得者何，曰正義人道，曰自由平等，曰國際聯盟，曰勞動階級之解

放，曰民族自決之運動，其他論題叢多，不遑枚擧，惟推其終局之

目的，未始非欲求吾人於社會上，得以安定生計，保全精神上自由

之幸福而已。18 

 

這回聯合國的戰勝，簡直就是民衆的「文化主義」的勝利了。如

今舊的世界成了廢墟，新的世界又將誕生的時候，我們對於過去的

信仰希望，當然也不得不新陳代謝了。世界上百般的制度，都是進

                                            
16  1920年《臺灣靑年》創刊辭‧卷頭言； 後亦刊登於《臺灣民報》七十二號(1925.9.27)。 
17 耐儂李漢如，〈發刊之辭〉，《臺灣靑年》一卷一號(1920.7.16)，頁7-8。 
18 林慈舟，〈敬告吾鄕靑年〉，《臺灣靑年》一卷一號(1920.7.16)，頁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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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上的過程。又宇宙間的森羅萬象，都是現滅不斷的事物。我們旣

若曉得這個道理，便就明白個人、國家、社會都是很不完全不固定

的東西。那麽今日想得很合理的事，明日或者就不合理了。又今日

想得很切要的事，明日或者也就變成很不關重要的事。⋯例如經濟

界的恐慌、思想界的變遷、以及階級的鬪爭、勞資的對峙，鬧得翻

天覆地，豈不是世界上有史以來的大地震嗎？査了這回大地震的震

源，却在戰爭以前積來的壓迫，和搾取積罪惡發了源的。偶爲歐戰發

生，便就闡明這麽罪惡的眞象。於是，人類爲要確立恒久、普遍、均

等的生存，思想的潮流也就新機一轉了。其餘如社會組織的改造，支

配關係的革新，以及種種的解放，幾乎不可勝數。要之，社會的改

造，已從理想的時期轉到實行的時期了。19 

 

透過《臺灣靑年》和《臺灣民報》刊載的內容，我們可以知道當時的

知識分子已經明確地指出，第一次大戰的爆發原因，應歸爲資本主義發達

的結果，同時第一次大戰之後所引發的民族自決、人權重視、男女同權、勞

資協調等潮流，也應以時代精神來認識，並且呼籲臺灣靑年能夠參與這樣

的精神自覺。他們共同認識到這些民族自決主義、國際聯盟的成立、俄羅

斯革命的成功等世界情勢的變化，就是擺脫之前的帝國主義、軍國主義，而

轉換到和平共存、經濟主義、民生主義、文化主義的趨勢，並認爲其基本

精神是和平、正義、人道、自由和平等。他們並且反省了因戰爭中大量使

用毒氣瓦斯、坦克、飛機、潛水艇等新式武器，造成千萬人以上戰死及兩

千萬人受傷的慘劇，而爲了避免這麽嚴重的人類慘劇再次發生，開始摸索

能夠確保永久性的和平、自由平等以及人權、民生安定的方案，準備要重

新出發。由此可知，他們相當理解當時的世界情勢，而有了這些精神的認

識，就能把民族運動的路線，從武裝抗爭轉換成非武裝的文化主義抗爭。同

時對時代精神的這些認識，便成爲自覺殖民地臺灣處境的一個契機，也變

                                            
19 炳，〈社會改造和我們的使命〉，《臺灣民報》一卷四期(1923.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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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了要求改善不平等、不自由、非人道的民族生活的一個理論根據。20  

知識分子對世界情勢的變化有了共同認識之後，便開始著手對民衆的

啓蒙敎育。在總督專制下過著不平等生活的臺灣人民，普遍都不知道世界

歷史的潮流及演進，他們卽使被剝奪了經濟利益，也渾然不自覺。知識分

子爲了啓發民智，對他們進行意識上的啓蒙，首先就要設法讓他們知道世

界的情勢，並大量介紹現代思想和思潮； 同時他們也呼籲國民，特別是對

臺灣靑年，强調認識國家處境以及了解外面世界的重要性。除了上面引述

的文章之外，另外像王敏川的〈臺灣靑年發刊之趣旨〉和〈論先覺者之天

職〉21、吳克已的〈臺灣靑年自覺論〉22、蔡鐵生的〈臺灣靑年之大責任〉23、蔡

培火的〈臺島與我等〉24、鄭策詳的〈吾人之思想有差遠乎〉25、芳園的〈對

臺灣靑年之希望〉26、錫的〈臺人重大的使命〉27  等文章中，也都先後介紹

了世界歷史的演進，明確地主張要參與這樣的歷史發展，並呼籲臺灣人民

自覺。而由啓蒙的內容來看，從初期主張爲了生計安定和幸福，對社會共

存的意義及學識必須有所覺醒，到1923年《臺灣民報》創刊時，已經開始

呼訴民衆要瞭解弱小民族的悲哀，更要設法擺脫高壓的統治。像這樣，從初

期知識分子所主張的自覺論，慢慢演變到抗日民族運動，這個過程可說是

一個從普遍覺醒人爲天賦人格體的基本認知，進而重視自由、健康、幸福、人

權、人道主義精神等價値所在，發展到要求以世界情勢的變化來作爲借

                                            
20 在《臺灣靑年》一卷二號 (1920.8.15)， 頁21中，登載了林仲輝的〈訪代議士永井柳太郞

氏有感〉，文中有以下一段話：「時屆矣。機來矣。大戰而後。正天心厭禍。人意好

平之時吾輩亟宜乘時努力。大加考察。革昔日之舊染。建文運之新猷。俾正義人道實

現于兩間。語云，柔能克剛。又云，力不足以服人。設吾輩能以思想克復强權。智力

打勝蠻野。」 
21 《臺灣靑年》一卷一號(1920.7.16)，頁40-41； 二卷四號(1921.5.15)，頁12-15。 
22 《臺灣靑年》一卷四號(1920.10.15)，頁16-19。 
23 《臺灣靑年》一卷五號(1920.12.15)，頁4-5。 
24 《臺灣靑年》一卷五號(1920.12.15)，頁35-42。 
25 《臺灣靑年》二卷三號(1921.3.16)，頁22-23。 
26 《臺灣民報》一卷一期(1923.4.15)。 
27 《臺灣民報》二卷十四期(192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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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呼籲臺灣人民對自身的處境徹底覺醒，並發起民族運動以尋求改變現

實。 

除了這些呼籲臺灣人民的自覺論以外，介紹世界情勢的報導也一直持

續不斷的被刊登出來，如介紹近世殖民史 28、第一次大戰後的朝鮮、印度等

世界情勢 29、有關世界殖民地的統治形態 30、美國新大統領瑕殿氏之就任演

說 31、第一次大戰中俄英德的情勢 32、國際聯盟 33  等等。另外從〈太平洋會

議者何〉34、〈各國的學制〉35、〈國際聯盟的使命〉、〈世界政治的新傾向〉36、〈中

日關係的現在及將來〉37、〈菲律賓獨立運動之推移〉38、〈德模克拉西的實

現－ 歐洲十九世紀的思潮〉39、〈比島的排斥總督獨立運動〉、〈埃及國及國

權黨的再興〉40、〈英伊承諾露國的經過〉、〈朝鮮的政治〉41、〈可決自治案

的印度議會〉42、〈顔智氏入獄後的印度獨立運動的經過〉43  等文章中所看

到，除了單純的介紹世界各國的消息以外，也常刊登有關朝鮮、印度、菲

律賓等各殖民地的現狀，提供給國民思考臺灣自身的殖民地處境的機會，試

圖引導國民的普遍覺醒。不僅如此，〈中華政局槪觀〉44  等有關中國消息，從

初期民報時期到殖民末期，始終沒有中斷過，例如國民黨和軍閥之間的情

                                            
28 黃天民，〈近世植民史槪要〉，《臺灣靑年》三卷二、四、五號(1921.8.15；10.15；11.15)，頁

14-29；34-44；38-46。 
29 蔡伯汾，〈朝鮮印度安南菲律賓與歐戰之影響〉，《臺灣靑年》二卷四號(1921.5.15)，頁9-15。 
30 林慈舟，〈世界植民地統治上之對人政策〉，《臺灣靑年》二卷二號(1921.2.26)，頁1-6。 
31 《臺灣靑年》二卷三號(1921.3.26)，頁12-22。 
32 邃園，〈歐戰中的三奇〉，《臺灣靑年》二卷五號(1921.6.15)，頁20-22。 
33 羅玉書，〈國際聯盟說〉，《臺灣靑年》二卷五號(1921.6.15)，頁33-36。 
34 《臺灣靑年》三卷二號(1921.8.15)，頁19-24。 
35 《臺灣靑年》三卷三號(1921.9.15)，頁29-35。 
36 《臺灣民報》一卷一期(1923.4.15)。 
37 《臺灣民報》一卷四期(1923.7.15)。 
38 《臺灣民報》一卷五期(1923.8.1)。 
39 《臺灣民報》一卷七、八期(1923.9.15；10.15)。 
40 《臺灣民報》一卷十四期(1923.12.21)。 
41 《臺灣民報》二卷五期(1924.3.21)。 
42 《臺灣民報》二卷十一期(1924.6.21)。 
43 《臺灣民報》二卷十二期(1924.7.1)。 
44 《臺灣民報》二卷八、九、二十七期(1924.5.11； 6.1；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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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變化以及有關中國情勢的分析和各團體的主張等，每次都仔細又有深度

的加以介紹，甚至在1931年前後，言論自由受到最嚴重箝制的時候，報紙

的一半以上充斥著中國消息，可見知識分子對祖國的情勢及革命過程，表

現出異常的重視。 

另外，知識分子注意到世界弱小民族的獨立運動日益熾熱，無産者的

權利主張也逐漸受到世人注目，便對臺灣處境有所覺醒。因此他們開始重

視促使産生這種可能的價値觀，認爲要先用這個價値觀開導國民，讓他們

知道自己的處境之後，再透過這種覺醒，凝結成力量。例如〈權利之觀念〉

45、〈對內根本問題之一端〉46、〈我之所望於靑年－平等與自覺心〉47、〈利

己與愛人〉48、〈個性與組織〉49、〈民主主義爲世界和平之眞基礎〉50、〈致

臺灣靑年的一封信〉51、〈社會連帶論〉52、〈道德之槪念〉53、〈論個人主義

的意思〉54、〈宿命與努力〉55、〈新舊思想的衝突〉56、〈言論的價値〉、〈新

時代的修養〉57、〈敎育進化論〉58、〈愛國心是什麽〉59、〈怠惰很誤人〉、〈論

立憲的敎育〉60、〈靑年生活的三要素〉61、〈正義與權力〉62、〈要求參政權

                                            
45 蔡式穀，《臺灣靑年》一卷一號(1920.7.16)，頁31-35。 
46 蔡培火，《臺灣靑年》一卷一號(1920.7.16)，頁46-53。 
47 蔡鐵生，《臺灣靑年》一卷一號(1920.7.16)，頁53-54。 
48 林獻堂，《臺灣靑年》二卷一號(1921.1.15)，頁1-2。 
49 《臺灣靑年》二卷二號(1921.2.26)，頁37-35。 
50 高格勞博士，《臺灣靑年》二卷四號(1921.5.15)，頁1-8。 
51 張我軍，《臺灣民報》二卷七期(1924.4.21)。 
52 劉明朝，《臺灣靑年》三卷三號(1921.9.15)，頁2-9。 
53 石霜湖，《臺灣靑年》四卷一號(1922.1.20)，頁16-20。 
54 聰，《臺灣民報》，一卷三期(1923.5.15)。 
55 醒民，《臺灣民報》，一卷三期(1923.5.15)。 
56 劍如，《臺灣民報》，一卷五期(1923.8.1)。 
57 《臺灣民報》，二卷五期(1924.3.21)。 
58 慈志生，《臺灣民報》二卷八、九期(1924.5.11；6.1)。 
59 《臺灣民報》二卷十期(1924.2.11)。 
60  錫，《臺灣民報》二卷十四期(1924.8.1)。 
61  張友鶴，《臺灣民報》二卷十四期(1924.8.1)。 
62 慈，《臺灣民報》二卷十六期(1924.9.1)。 



現代性與臺灣文學的發展(1920-1949) 

 38

問題〉63、〈吾人當盡社會一分子的責任〉64、〈靑年學生與社會運動〉65、〈從

事文化運動的覺悟〉66、〈眞理和迫害〉67、〈現代思潮與新人物〉68  等民報

社論和專欄中，都看得出對軍國主義、武力萬能主義作出了批判，然後對

世界情勢轉換到經濟主義、民生主義、文化主義的趨勢表示贊成跟認同，並

且介紹符合這個時代的自決、平等、博愛、自由、人格尊重、人權平等等

時代精神。每篇都是把重視普遍人性的價値觀和時代進步結合在一起，並

强調這些價値觀以及時代變化對臺灣靑年的覺醒有所幫助。玆擧出具體的

例子如下： 

 

文化是和自然相對立的意義，若像原始時代的人，都是自然生

活的居多，被自然環境的支配，隨外部威力進行，沒有力量改造環

境，個個都抱有宿命觀念，這就是叫做自然生活，卽野蠻生活，是

以維持現狀爲其特色，和文化生活是大不相同的。文化的創造，是

征服自然，是將日日生活不斷改造的，人類和一般動物的差異，卽

僅生存是決不能滿足，定要望得智識學問種種有日新的狀態，故很

努力利用自然環境，使服從自己的危地，文化人和自然人的區別就

在這點。⋯故日本國維新當時，亦有兼採西洋的道德，來敎導人民，立

憲的敎育，是重在養成人格，有獨立的人格，才得有自由的思想，發

展文化的能力，平等受治的制度，此種人格觀念，要由舊禮敎，是

不容易得來，在於西洋造成的現代文化，都是胚胎於此，所以我們

臺人現在不可隨聲附和，一味排斥西洋文化，我們先要善取他的精

粹，至於我東洋的道德，如仁愛的觀念，是再當尊重，來發揮我們

的長處。69 

 

                                            
63 《臺灣民報》二卷二十三號(1924.11.11)。 
64  前非，《臺灣民報》三卷一號(1925.1.1)。 
65 鵬陞，《臺灣民報》三卷一號(1925.1.1)。 
66 錫舟，《臺灣民報》三卷一號(1925.1.1)。 
67 醒，《臺灣民報》三卷八號(1925.3.11)。 
68 《臺灣民報》第七十一號(1925.9.20)。 
69 錫舟，〈從事文化運動的覺悟〉，《臺灣民報》三卷一號(192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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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裡我們可以看出，當時把文化理解成與自然對立的槪念，認爲創造文

化的意義，不只在於能征服自然，而且能改善每天的日常生活，因而主張

要接受新知識及學問。他們擧日本爲例，强調日本因接受了西方的立憲敎

育、人格尊重、自由思想等潮流，所以能夠發展出新文化，進而主張要求

接受這些新知識和思想，以提高臺灣文化的水平。文中分析了西方和東方

的優點，認爲都應學習，並且强調西方現代文明中所養成之獨立人格的訓

練，更成爲培養出自由思想以及進一步達到文化發展能力的基礎。如此一

來，早期知識分子看著世界史的進展，認識到現代價値的重要性，然後將

它形塑成一個啓蒙話語，以傳達到臺灣人民的心中。70 

 

 

二、對民族處境的自覺及改善之主張 

 

經歷過世界性的變化，已得到現代自覺的知識分子，很快地便將它變

成理論根據，並把它用來審視及批判種種壓抑之下受苦的臺灣現實，同時

進一步開始摸索可能改善現況的方法。 

 

我島歸屬日本帝國版圖，將近三十年了。當局竭力拓植，用心

經營，只就表面上看起來，實在夜不閉門，路不拾遺，可算是很平

                                            
70 在《臺灣靑年》和《臺灣》中刊載的一些對一次大戰後世界思潮發表感想的日本學者

文章，多少直接影響到臺灣的知識分子。主要的文章可列擧如下：永井柳太郞，〈世

界的文化與臺灣人的使命〉(《臺灣靑年》一卷三號，1920.9.15)、〈近代政治之理想〉

(同雜誌三卷二號，1921.8.15)；海老名彈正，〈啓發臺灣文化之方針〉(同雜誌一卷五

號，1920.12.15)；北澤新次郞，〈勞動運動及新文化之創造〉(同雜誌二卷五號，1921.6.15)；

泉哲，〈太平洋會議者何〉(同雜誌，三卷二號，1921.8.15)；友枝高彦，〈新世界之秩

序與新道德〉(《臺灣》三年一號，1922.4.10)；野村淳治，〈民衆政治之意義與價値〉

(同雜誌三年九號，1922.12.1)；佐野學，〈弱小民族解放論〉(同雜誌四年六號，1923.6.10)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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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的。康莊大道，輪奐高樓，可算很壯觀的。會社林立，物資層出，可

算很快活的。但從裏面看起來，我們同胞的經濟很不好了，負擔又

再加重，雖是勤儉粒積的百姓，也恐怕入不敷出了。老者不能學，幼

者無可學，雖是堂堂的皇帝子孫，也恐怕與野人無大異了。歐洲前

後，思潮大變，世界上人人都曉得求自由平等，唱人道正義，我們

島內同胞，若沈醉不醒，深迷不悟，也恐怕將無顔可以見世界上的

文明人了。71 

 

在這裡所提及有關不平等的經濟、政治、敎育以及不滿的情緖，成爲這個

時期抗日民族運動的動力。其中，政治自決問題 － 自治制度，是從啓蒙時

期開始，一直到殖民末期，就不斷被提起，並持續被要求改善的主要懸案。

可見政治的自治，一直被認定爲殖民地臺灣首要解決的問題。當時其他弱

小民族，受到民族自決主義的鼓舞，紛紛展開了民族獨立運動，臺灣知識

分子也順著這個風潮，積極的投入爭取自治的運動。 

他們的作法，首先是向一般大衆介紹臺灣的政治環境，報導臺灣地方

制度的沿革，72  明確地讓同胞知道臺灣目前的狀況，然後再對日本的領土

延長主義、同化主義的治臺政策提出批判，73  進一步强力地要求日本實施

自治制。現試就當時他們所訴求的主要內容，說明如下： 

第一、爲了促使臺灣在政治上能夠自治，開始展開具體行動。首先，他

們推動臺灣議會設立請願運動。在推動這個運動的背後，卽隱含著知識分

子對平等、民族自決等戰後世界思潮的認知。林呈祿（玆舟）對自治制這

個議題，竭盡所能地試圖以學術性方式進行討論，他認爲臺灣被日本殖民

統治已有25年之久，已經遠離過去軍政及警察時代的黑暗期，因此，未來

                                            
71 慈舟，創刊詞，《臺灣民報》一卷一期(1923.4.15)。 
72  例如林慈舟，〈改正臺灣地方制度槪論〉、〈六三法問題之沿革〉，《臺灣靑年》一

卷四號(1920.10.15)；林慈舟，〈六三法問題之沿革〉和記者，〈六三法問題之運命〉，同

雜誌一卷五號(1920.12.15)；黃呈聰，〈保甲制論〉和黃天民，〈就臺灣議會而論〉同

雜誌二卷三號(1921.3.16)等卽是。 
73 蔡培火，〈吾人之同化觀〉，《臺灣靑年》一卷三號(1920.9.15)，頁1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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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走向光明，第一步便要確立立憲政治； 而在此時刻，民衆的覺醒、努力

和奮鬥精神，將是決定性因素。74  他又認爲現代民衆的政治自覺，便是實

施地方自治的依據，而且他認定統治者階級單方面支配，而被統治者階級

單方面服從的時代已經過去，現在已經是講求民衆利益、民衆自行主張及

自行管理的時代。他說：「今日之臺灣，則不得不使之順應乎時勢之推移，適

合乎人文之發達，因而此過渡的舊制，當失其存續之根據」，75  認定過去在

臺灣所實施的官治，只不過是一個過渡期的政治形態，如今早應失效。他

分門別類的介紹世界殖民地的統治形態時，又强調：「如果以戰勝心理來

採取强壓政策而魚肉新殖民的話，那便是蔑視世界大勢，忘却人類共存之

本義，只知經濟作用，而不解人道正義爲何物的行爲」，因此，要求日本

採取合乎時代潮流的自治政策。76 

另外，在議會設立請願運動的請願書中，也詳加說明了臺灣的現況，其

中提到地方秩序已井然有序，但是民意傳達的部分顯然還不夠，「殊如今

番歐戰之結果，實促世界人類多大之覺醒，文明諸國之外交內治，亦與以

緊切之暗示，推而釀成社會改造之機運 ⋯ （臺灣統治制度）鑑世界之潮流，徵

民心之趨向，宜速準據立憲之本義，故須順應臺灣事情之立法，卽就臺灣

住民公選議員組織臺灣議會以行之 ⋯ 」，77  主張要實施符合世界潮流，與自

決原則相應的殖民地政策。自治運動中所主張的具體內容，主要是要求以

立基於立憲法治的原則來統治臺灣，並設立民選議會，俾能達成由臺灣人

統治臺灣的目的。這意味著一次世界大戰後世界各國的發展，以及各國對

世界和平所付出的共同努力，均已影響及於臺灣知識分子的意識改造及對

自我處境的覺醒。如同前項所做的說明，當時的報章雜誌，持續不斷的介

紹有關一次大戰發生前後的國際情勢、歷史進展及民主主義精神。他們就

                                            
74 〈地方自治槪論〉，《臺灣靑年》一卷三號(1920.9.15)，頁3-15。 
75 〈改正臺灣地方制度槪論(上)〉，《臺灣靑年》一卷四號(1920.10.15)，頁1-16。 
76 〈世界殖民地統治上之對人政策〉， 《臺灣靑年》二卷二號(1921.2.26)，頁1-6。 
77 記者，〈就臺灣議會設置之請願而言〉，《臺灣靑年》二卷二號(1921.2.26)，頁19-25。 



現代性與臺灣文學的發展(1920-1949) 

 42

以這些知識作爲基礎，引導民衆能確實體認臺灣的不平等現實，進而培養

他們具備批判涵養，以向統治者提出改善措施。1920年適逢六三法的後

身 － 三一法的效力期滿，78  主張廢掉此違背人權野蠻惡法的聲浪達到了最

高潮。知識分子以高明的邏輯，揭穿日本所謂內臺平等說法的假象。日本

雖主張臺灣主權歸屬日本，却又不給臺灣人應有的憲法保障，這是違背日

本的立憲精神。他們以這樣的邏輯爲依據，主張廢除對臺灣人不利的惡

法 。79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當時知識分子把日本的統治臺灣，認定是違背

平等和民主意識的統治機制。而且，要求改正或廢止臺灣統治基本法的許

多文章中，處處充滿著要求參政權、享有言論自由 80、實施保障人民權利的

行政裁判法 81  等的聲音，在在都反映出現代性認識對知識分子的影響。這

些都證明當時知識分子是以肯定的態度接受現代性。誠然，西歐是經過文

藝復興、宗敎改革，以及法國大革命等社會變革之後，才爭取到個人自由、人

格尊重、理性思考、平等意識，以及政治自由、現代民主制度的發展。因

此，現代初期的臺灣知識分子，也充分的肯定及接受西方現代進程的歷史

進步想法，並且嘗試拿這些世界歷史進展的動力，運用到自己國家處境的

改善方針上。82 

第二、平等意識和人道主義精神，成爲改善敎育制度的理論依據。當

時日本採取愚民政策，實施對臺不平等的差別政策，以致臺灣人想進入高

等敎育機關接受敎育，却不得其門而入。爲此，知識分子提出敎育制度必

須改革，要求擴大實施普通敎育。在這個議題上，他們所採取的策略是，表

                                            
78 三一法於1906年制定，1920年法律效力期滿。 
79 林慈舟，〈六三法問題之運命〉，《臺灣靑年》一卷五號(1920.12.15)，頁17-29。 
80  林呈祿，〈改正臺灣統治基本法與殖民地統治方針〉，《臺灣靑年》三卷一號(1921.7.15)，頁

1-12。 
81 社論〈希望施行行政裁判法於臺灣〉，《臺灣民報》二卷三號(1924.2.21)。 
82 由《臺灣民報》所刊登的〈德模克拉西的實現〉(一卷七、八號)、〈地方自治制槪論〉

(一卷九～二卷一號)等介紹西方學術思潮的報導，卽可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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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上同意臺灣扮演中國和內地間的橋樑角色，83  以及日本對臺灣的成功管

理是東亞和平關鍵的說法；84   但是，眞正的想法却是在敦促總督府實施能

使臺灣人民人格受到尊重，個性得以正常發展，同時又能接觸世界文化的

敎育制度。85  也就是說，他們是以現代性爲依據，提出了革除不合理、不

平等敎育政策的改革方案。 

 

現在世界文化日新。大有一瀉千里之槪。一事一物之發明。朝

出現而夕已遍及全國。此不外乎。社會敎育宣傳之力所致也。吾臺

僻居東海之濱。旣與世界文明隔絶。縱有一二略具一知半解之徒。而

無宣傳能力。欲求文化之進步。其可得耶。欲求人群之幸福。其有

可得乎。爲今之計。欲民智之早開。無更要於社會敎育者也。使知

識普及也。使明世界潮流之趨勢也。使知團結合群之必要也。皆爲

目前當務之急。蓋知識不普及。則不解求幸福之所在。不明世界趨

勢。則無所守。而失確定方針。不知團結之必要。則乏進取實力。要

之社會敎育卽所以補學校敎育之不足。求現在社會之積弊。願我臺

人其注力於此點。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協力宣傳。知道

之。啓發之。使人人各知盡其天職。以求最大之幸福。合群策群力

以爲之。吾知彼時當無不奏刀而立解也。86 

 

這篇主張社會敎育的文章，提到世界文化日新月異的現在，臺灣人應該要

團結起來，透過敎育來熟悉世界潮流，認識進步文化。除了主張高等敎育

和社會敎育的實施之外，他們也呼籲統治者重視普通敎育、義務敎育、師

範敎育、專門敎育、私立敎育、內臺人共學制、女性敎育和農民敎育等等。

                                            
83  吳克已，〈臺灣靑年自覺論〉，《臺灣靑年》，一卷四號(1920.10.15)，頁16-19。他受到

日本學者的影響，將臺灣定爲中國和日本的橋樑角色。其代表說法有，永井柳太郞，〈世

界的文化與臺灣人之使命〉，同雜誌，一卷三號(1920.9.15)。 
84 蔡培火，〈隔二年後之歸臺〉，《臺灣靑年》三卷二號(1921.8.15)，頁9-16；王敏川，〈書

房敎育革新論〉，同雜誌四卷一號(1922.1.20)，頁27-36。 
85 黃呈聰，〈臺灣敎育改造論〉，《臺灣靑年》三卷二號(1921.8.15)，頁1-7。 
86 莊狷夫，〈社會敎育之必要〉，《臺灣靑年》第二卷第一號，頁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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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敎育議題的訴求也和議會請願運動一樣，在整個殖民期間持續不斷的展

開，它可說是文化運動的一環，也是抗日民族運動的主要論題之一。 

第三、在爭取言論自由方面，也是以民主意識、人權精神、平等意識

爲理論根據。當時日本當局禁止在臺發行報紙，制定新聞紙令約束《臺灣

民報》等報刊雜誌的言論自由，甚至還制止普受民衆歡迎的『文化協會』

的演講活動，强制解散讀書會等各種民間團體的活動。面對這些不合理的

狀況，他們提出批判，指責這些政策是專制時代的古法，會造成民聲甕塞、官

民隔絶現象，不僅不符現代民衆政治的主旨，也是國家社會發展上的阻礙

因素。他們進一步要求日本當局，拿出適合文明國家水平的人權意識和平

等意識。88 

這個時期，除了以上所提到的，對日本殖民地政策提出批判，並摸索

實際改善方案以外，知識分子同時也推動了一連串活動來强調民族精神。他

們開始區分「民族」和「國民」的槪念，企圖讓民族精神的思想萌芽，並

確立民族的認同。由於總督府日益强化的監視和檢閱行動，使得這些活動

受到掣肘。雖然如此，不過他們透過報紙及文協活動等公共場域，仍然不

斷地宣導民族觀念。這些內容包括：臺灣人民雖歸屬於日本帝國，但是根

本上仍屬漢民族的後代；89   反對廢止漢文；90  主張中國文化的傳播；91   關

心中國革命趨勢及中國問題；强調日本和臺灣民族之間的差別性；92   回顧

中國古典思想 93  等。民族精神不但是這個啓蒙時期民族運動的主要理論根

                                            
87  關於臺灣敎育制度的不平等問題，一些日本學者也提出有改善必要的意見，例如：泉

哲，〈敬告臺灣島民〉(《臺灣靑年》一卷一號，1920.7.15)；後藤朝太郞，〈爲臺灣文

化而言〉(同雜誌一卷三號，1920.9.15)等。 
88 〈發賣禁止〉，《臺灣民報》一卷十號(1923.11.11)；雪谷，〈豈有不許言論自由的善

政嗎〉，《臺灣民報》三卷三號(1925.1.21)。 
89  錫，〈臺人重大的使命〉，《臺灣民報》二卷十四號(1924.8.1)。 
90 王敏川，〈書房敎育革新論〉、〈漢學復興之前驅〉，《臺灣民報》二卷一號(1924.1.1)。 
91  章太炎，〈中國文化的根源和近代學問的發達〉，《臺灣民報》二卷一號(1924.1.1)。 
92 蔡培火，〈漢族之固有性〉，《臺灣靑年》二卷三號。 
93 在《臺灣靑年》二卷四、五號，各刊載了〈孔子敎育學的硏究〉和〈荀子敎育學的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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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更成了下一個時期民族解放運動的精神基礎。『文化協會』也扮演起

散播民族精神的角色，譬如在安排各種演講時，暗露詛咒總督政治及挑撥

民族的反感之口吻； 撰寫《臺灣通史》、《中國學術槪論》等著作時，也充

斥著對臺灣總督府之施政是壓迫本島人之諷刺敍述； 不僅如此，在諸多講

演的言論中，雖不乏各種層面的知識傳遞，但主題除了文化啓蒙以外，實

際上又在種種講題中蘊含著「議會政治」、「自由民主主義」、「殖民政策之

批判」、「民族自決」等意旨或觀點，試圖藉以喚起民族精神。94  由下面幾

篇文章中，我們就可看出這些情形： 

 

臺灣改隸以來，漢學衰頹，日趨日下，而公學課程，又廢漢文，却

後數十年，蚩蚩臺民，皆無詩書之薰陶，而乏祖國之觀念勞力服從，莫

能議論，亦爲政者之妙策也，然漢學爲東洋文明之精華，而軒黃子

孫之所寶惜者，以是山澤癯儒，庠序學子，慨然隱痛，守敏抱殘創

爲詩社，以相勉勵，而硏究文章者尙少，卽欲硏究，又若無師，未

得窺其門徑，深以爲憾。95 

 

我等是純粹的漢民族，擁有四千年之文化，此文化冠於世界，是

世界之盟主，然而今日地位却由於欠缺自覺與團結而低落了!96  

 

由於日淸戰爭中國戰敗，自此以來，日本人蔑視中國人爲淸國

奴，我在琉球及日本旅行每每聽及如此之惡言。而我們的祖國是中

國啊!97  

 

                                                                                                                   

究〉。 
94 相關資料參考林柏維，《臺灣文化協會滄桑》，頁127-130。 
95 〈漢學復興之前驅〉，《臺灣民報》二卷一號(1924.1.1)。 
96  陳來成，〈黎明の靑年〉，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領

臺以後の治安狀況》，轉引自林柏維，前揭書，頁130。 
97 黃白成枝，〈信仰、懷疑、知識〉，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

二篇，領臺以後の治安狀況》，轉引自林柏維，前揭書，頁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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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見他們對身爲漢民族後裔，是感到光榮的。他們同時也把漢字看成是體

現民族文化的象徵，藉保存漢文來凝聚民族精神，並用來對抗日本的同化

政策，避免民族遭到淪亡的命運。 

散播民族意識的活動，雖然大部分遭到遏阻，不過在文化啓蒙的範圍

內，仍然被持續的推動著。他們區隔臺灣文化和日本文化的不同，强調臺

灣固有文化的正當性。我們試看黃呈聰力倡創設臺灣特種文化的主張，98 他

認爲臺灣固有的文化，是移植自中國文化，再加上臺灣特有的歷史經驗和

地理環境，相互混合産生。由是，他反對日本的强制性同化政策，力主不

要盲目的模仿高等文化，而應注重建設臺灣的特種文化。黃氏極力反對採

用日本式地名、强制使用國語（日語）、奬勵採用日式衣食住習慣等的政

策； 他對漢文使用的限制、學術硏究上的束縛，提出相當强烈的批判，憂

心臺灣因此完全被日本文化同化。不過，他却贊同接受像交通設備、衛生

設施、産業開發等日本物質文化的移入。他認爲這些物質文化是伴隨著現

代科學技術的發展而來的資本主義産物，正符合臺灣追求現代文明的需

求。在這裡我們可以看出，處在被强制現代化過程中的殖民地知識分子，一

方面積極追求生産工具的現代化，以趕上進步的世界文化，同時另方面又

極力保存自國精神文化的矛盾立場。 

這樣的立場不只黃呈聰一個人才有，下引林子瑾所寫的文協會報中，同

樣可以感受得到： 

   

愚見臺灣文化的運動方針，對於物質的方面，當虛心採用歐美

諸國；對於精神方面，宜極力保存中國傳來之固有的文化；然日本

之文化，間亦有可採用者，一言以蔽之曰：渾合三種文化，而另構

成一種之臺灣之新文化也。又對於橫的方面猶當注意，臺灣開化

者，極占少數，故不得不由橫的方面進展，如印行淺近出版物，通

                                            
98 〈應該着創設臺灣特種的文化〉，《臺灣民報》三卷一號(192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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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講演，改良戱，又多設影戱院，小圖書館，讀報社等類。然臺灣

人原爲優秀民族，且係古代文明之子孫，對於縱的方面，更宜竭歷

發揮，如公派靑年出歐米留學，或促成臺灣大學，其他電氣、航海、專

門學校等。99 

 

在物質方面，主張要虛心接納西方的先進技術； 但在精神方面，則要極力

保存中國傳來的固有文化。可見這樣的想法和立場，是當時知識分子站在

殖民地立場上，透過日本接受現代文化時所面對的共通現象，也成爲往後

抗日民族運動方向出現爭執時，不斷重複被提起的議題。也就是說，「文

明開化」和「民族精神」這兩種矛盾的想法及立場，正是臺灣現代初期的

現代性內容。 

那麽黃呈聰所主張的臺灣特種文化，到底所指爲何？ 所謂臺灣特種的

文化，是指適合臺灣自然環境，如地勢、氣候、風土、人口、産業、社會

制度、風俗、習慣等，又能發揮臺灣獨特性，促進社會發達的文化。受到

總督府監視的緣故，雖然發言人無法直接反映出臺灣所處的現實狀況，並

對此提出批判，不過，他絶對是反對日本强行推動同化政策，並强調臺灣

文化的自主性，可見他的意識仍是以民族主義精神作爲基礎。 

綜合以上的說明，我們知道現代初期的臺灣知識分子，接受了現代文

明思潮和現代價値，並在這個基礎上，體認到殖民地臺灣的窘況，因而提

出了政治、文化、社會等各個層面的平等方案。同時，他們還拿出不同於

日本的臺灣民族性，來反對同化政策，他們絞盡腦汁，爲的無非是努力保

存自我民族的文化。 

 

 

                                            
99 〈文化之意義〉，文化協會《會報》第一號。 轉引自林瑞明，〈臺灣新文學運動理論

時期之檢討〉，《聯合文學》164期，頁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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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啓蒙與女性解放 

 

啓蒙時期的知識分子，在展開反帝國主義民族運動的同時，也不遺餘

力的試圖打破封建思想。他們不只接受了平等、自由、民主、人道主義等

的現代價値觀，還對自然科學和技術發展、衛生觀念，以及合理的、技術

的現代性，展現出極大的興趣。他們不厭其煩地介紹現代科學的進步狀

況，以及生理學、物理學、化學、衛生學等各種分科的自然科學，100  企圖

提升臺灣人民的現代科學知識，藉此打破迷信、舊思想和舊習慣。不僅如

此，他們進一步相信人的理性、個人自由，要求自由戀愛。101  其中，蔡培

火算是最重視現代科學的知識分子，他不僅在報刊雜誌上持續的引介自然

科學，還對許多學科的科學原理加以詳細說明。 

蔡培火對文化運動訂定了兩層目標。其中第一層目標是人格運動，他

認爲人要捍衛自己的生存權，首先必須先具備相當的人格才行； 他進一步

解釋，所謂文化運動就是人格運動，就是要使大家的人格不受束縛，被解

放出來，然後互相接觸、砥礪，如此每個人的人格一旦眞正建立起來，不

但能夠産生力量，在旣有的文化上發揮，也能創出越發適意的新文化，使

他的生存更加美滿，更加快樂。第二層目標爲喚醒民衆自覺，可玆運用的

方法，除演說、演劇、音樂和競技以外，還有以臺灣話來運用的文字，他

認爲艱澀的漢字會阻礙臺灣人民的意識開化及文明普及，因此主張漢字的

羅馬字化。102  從他的主張中，可以知道啓蒙時期知識分子，普遍接受了以

                                            
100  相關文章有刊載於《臺灣靑年》蔡培火所撰之〈述空氣之槪要〉、〈科學方法之大要〉及

〈就水而言〉等文章，以及刊登於《臺灣民報》科學欄的〈家庭電化和其實例〉、〈人

類發生的樂園是在哪裏〉、〈換頭的新手術〉、〈無線電話〉等報導。 
101  相關文章有刊登於《臺灣民報》的〈提倡家庭的改造〉、〈貞操的新觀念〉、〈男女平

等論〉、〈迷信之種類〉、〈迷信也可奬勵和提倡嗎〉、〈宜速破除迷信的陋風〉、〈婦

人的地位和社會的關係〉等。 
102  蔡培火，〈在文化運動所定的目標〉，《臺灣民報》138號(1927.1.2)，頁8-11。日本學者

當中也有人持同樣的看法，例如：植村正久，〈願望臺灣之靑年〉(《臺灣靑年》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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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的解放、人格覺醒爲主的西歐啓蒙精神，並將重點放在個人對人性的

普遍覺醒上。 

文化啓蒙的另一個主要論點在於女性解放。他們認爲臺灣女性的地位

及處境，最缺乏平等意識、自由思想、人格尊重、人權强調等的現代精神。

因此女性問題，始終就是文化運動的主要內容，討論相當熱烈。當時臺灣

女性的命運相當坎坷，在父權的威權之下，不僅無法接受敎育，連婚姻自

由也被剝奪，甚至成爲童養媳、養女，而一輩子過著悲慘的生活。爲了改

善女性這種嚴重不平等地位及人權遭到蹂躪的情況，知識分子開始進行啓

蒙敎育。首先，他們爲女性同胞注入啓蒙意識，喚起女性本身的自覺，然

後嘗試打破具有性別差異之不合理的社會制度。此外，他們亦藉報導各國

女性解放的事例，來作爲提出改善女性現實方案的參考依據。包括屬於女

性啓蒙範疇的，如重視女性自覺的敎育103、主張廢除男女差別 104、奬勵自由

戀愛和自由結婚105  等方案； 屬於改善男女差別制度範疇的，如改革納妾制

度、廢除法律上的不平等、改善婚姻制度的舊俗、打破社會不良制度106、檢

討家族制度107 等方案。另外，他們也以報導英國等先進國擴張女性參政

權、各國婦女的政治活動108  等的作法，試圖借鏡先進國家的例子來喚起社

會的注意，可見他們爲了達成女性解放的目的，從啓蒙到爭取平等和自

由，有意識、有計劃的持續不斷的進行著。 

 

                                                                                                                   

一號，1920.7.15)；田川大吉郞，〈歐美的思潮與羅馬字〉(同雜誌一卷三號，1920.9.15)；海

老名彈正，〈啓發臺灣文化之方針〉(同雜誌一卷五號，1920.12.15)。 
103 陳英，〈女子敎育之必要〉，《臺灣靑年》一卷二號，頁19-20；王敏川，〈女子敎育

論〉，同雜誌一卷三號，頁41-43。 
104 黃璞君，〈男女差別撤廢〉，《臺灣靑年》二卷一號，頁34-36。 
105 陳崑樹，〈根本的婚姻革新論〉，《臺灣靑年》三卷六號，頁23-31。 
106 劍，〈徹底的婦人解放運動〉，《臺灣民報》一卷三號(1923.5.15)；秀湖，〈婚姻制度

的進化槪觀〉，《臺灣民報》二卷三號(1924.2.21)。 
107 劍如，〈家族制度的將來〉，《臺灣民報》二卷七號(1924.4.21)。 
108  在《臺灣民報》的「內外時報」欄中，持續介紹各國婦女運動的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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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世之有人類，面男女判焉，男女判而家庭立焉，家庭立而社

會成焉，社會成而敎育于是乎在。是以由草昧而開化，由開化而文

明，日新月異而歲不同也。于以知社會之組織，必重于敎育，敎育

之施原無分于男女，故曰有敎無類蓋謂此也。然而敎育者亦有其

道，其道維何則三而已矣。曰國家敎育曰社會敎育曰家庭敎育是

也。⋯家庭者製造人類之始基也。陶冶其精神養成其習慣實足爲國

家社會之先鋒。然而家庭之敎育要宜先自女子來也。今日雖爲女子

而異日將爲婦爲母，若僅爲女子時代短而責任輕，若至爲婦爲母時

代長而責任重。一旦結褵伊始家庭之興替，子孫之賢愚，以及種種

之服務皆在爲婦爲母之時代肩其荷負，是則女子之敎育固有刻不容

緩者也。109 

 

女權運動久已在歐米發生，現在已經認定了。今日移到東洋的

地方，日本自數年前已經有向會議請願⋯中國的婦女解放運動，自

五四鬧到現在，其要求比較日本徹底些兒，所出手段也是强烈，但

是關於實際上的運動，其成績還算是很少，大部分都是沾染鬧貴族

的思想，偏向第三階級之方面進行，大家都以爲只要取得和男子同

樣的參政權、遺産權、就算是滿足，就算是已經同男子站在一個水

平線上面，不必再往前進行，可以偃旗息鼓了。像這樣的運動，不

是算做解放運動底成功了。⋯近世産業革命以來，資本制度把階級

關係弄簡單了。就是社會分作兩大階級，一個是有産階級，一個是

無産階級，女子自古就是勞動者，被掠奪的，資本制度，撤廢了性

的障壁，變成了構成無産階級的分子，所以女子解放的要求，是從

這階級對抗的事實中發生出來的，階級的手段，也要從這中裡産

出，只看我們的階級的覺悟如何罷了。110 

 

從上面的文章中可以看出，現代女性解放的論述，在初期的《臺灣靑年》

時代，著重在女性妻子和母親的角色上，强調女性敎育爲家庭敎育的一

環； 不過到了1923年所發行的《臺灣民報》時候，已經從男女平等、機會

                                            
109 陳英，〈女子敎育之必要〉，《臺灣靑年》一卷二號(1920.8.15)，頁19-20。 
110 〈徹底的婦人解放運動〉，《臺灣民報》三號(1923.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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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等的要求，進展到以社會主義階級鬥爭的另一階段，來說明女性解放問

題。換言之，婦女問題的焦點是從尊重普遍人格，擴大到婦女參政權的主

張、階級鬥爭的手段等，慢慢地再發展到與民族問題、階級問題的結合。 

値得注意的是，當時的婦女解放運動，以非常快的速度，與社會主義

階級意識結合。這是因爲當時的女性問題，本身卽包含著擺脫舊習慣和禮

敎束縛的反封建性質，不僅具備了尊重人格、人權解放等解放的現代性屬

性，它更是在殖民地現實上，能夠凸顯出對異民族統治批判，以及人權遭

受蹂躪的一種象徵，同時，它也是關係著民族自治及民族平等乃至解放的

一個問題。因此，女性解放問題，在往後的很長一段時間裡，始終持續不

斷的被拿出來討論。 

 

 

四、啓蒙時期的現代性特徵 

 

現代初期的臺灣知識分子，首先認知到的是現代世界史進程及其推動

力 － 現代價値。他們透過公共領域的擴張，對一般民衆進行啓蒙敎育，並

提出能改善殖民地不合理待遇的方案。新興知識分子的這些努力與要求，目

的在追求兩種現代性 － 工具的現代性和解放的現代性，他們重視科學技術

帶來的進步，同時也追求人的個性、平等、博愛、自由、人權等精神價値。

處在殖民地的臺灣，追求這兩種現代性，意味著與日本帶來的現代化政

策，維持一定程度的關係。 

其中，技術的、工具的現代性，乃是日本所强制的資本主義化之物質

基礎。雖然日本引進臺灣的，並非重視合理思考的科學精神，而且大部分

都僅屬於技術層面； 不過臺灣知識分子，在接受技術的、物質的、制度的

現代性的同時，仍然不忘追求科學精神。他們認爲這些合理主義、科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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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才是西歐列强得以發展的背後動力。可見合理性和科學精神，成爲

知識分子意識到民族處境，進而突破這個處境，開闢光明未來的一個指

標。他們相信西方國家的現代發展，並積極的推動現代學問及學術思潮的

啓蒙。 

不過他們很快的就看出日本在臺灣强行推動的資本主義，是在以宗主

國利益爲優先的原則下進行，而各種不平等政策，以及自由被壓抑的情

況，也層出不窮。因此，他們開始把注意力，從技術的現代性，轉而集中

到解放的現代性。解放的現代性，更加注意個性尊重、平等意識、自由思

想、人權尊重，是現代科學技術的精神內涵。他們在這個認知上，要求改

善不合理的現實。如上所述，要求自治制、敎育平等、人事平等權、經濟

利益的合理分配、臺灣人的地位向上提升等主張，都是植根於重視個人、尊

重人格、平等、博愛、人權、人道主義等解放的現代性。加上以改善殖民

地現實的依據來接受的這個解放的現代性，具有反帝國主義特質。因此可

以這麽說，臺灣的現代化與西方的反封建經驗不同，它是循著反帝國主義

的第三世界國家的路徑而發展的。 

一般認爲西歐的現代起點爲文藝復興時期，那時新興資産階級透過工

商業活動，蓄積了不少資本，並進行有效管理。他們在這個基礎上，選擇

比較有利於支配社會的資本主義體制。因此，在這個階段，他們的主要目

標是打破阻礙資本主義發展的封建體制。他們聯合農民的勢力，打垮貴族

階級，並主導建立有利於資本主義發展的現代民族國家。在這個過程中，反

封建鬥爭被列爲最優先的主要目標，因爲反封建鬥爭的本身，在經濟上能

帶進資本主義生産的方式，使生産力飛躍增進； 而在政治上，透過現代民

族國家的成立，促進了民主主義的發展，這剛好符合了當時民衆的期望和

利害關係。 

西方係因自生的新興有産階級的成長，而達到自發性現代化，相較之

下，在二○年代的臺灣，正處於主權被剝奪的殖民地環境。臺灣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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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展，是由殖民國日本所主導，因此，民族資産階級的形成及成長，不

僅不易，而且速度緩慢。另外，資本主義發展所需要的現代制度及價値觀

方面，也是處於單方面從日本强制引入的狀態。再加上資本主義體制的採

用及發展，都以日本資本家的利益爲優先考量，因此，對許多臺灣資本家

和民衆來說，資本主義的進展，並沒有帶給他們任何經濟效益，更別說像

西方經驗中政治民主獲得充分發展的契機。當時的臺灣已有25年的被殖民

經驗，雖然具備了現代制度和資本主義化所需要的物質基礎，但是歷經軍

政時期及警察政治之後，民族差別和不平等待遇日益加深，已到了別說是

一般民衆，連資本家也很難期望享受現代化果實的地步。由於被日本强制

實行的現代化，只保有現代性的外殼 － 經濟資本主義和工具的現代性，並

且是以片面的、變態的方式進行，因此，民族自決、平等意識等現代觀念

較容易打動知識分子。他們以這種「解放的現代性」來當作理論武器，來

進行一連串要求改善民族現實的運動。也因爲這個原因，臺灣的現代化及

其過程中所反映出來的現代性，反帝國主義的成分多於反封建。這是不同

於西方的特殊性，也是臺灣所擁有的「複數的現代性」。 

初期知識分子，在接受西方現代精神的同時，也努力推動反封建和反

帝國主義運動。他們採取文化啓蒙的方式，在合法的範圍之內進行改革，這

是因爲他們所持的理論根據，係第一次大戰後以和平、文化主義爲主的思

潮，再加上採取同化主義的總督專制政權，對他們隨時進行監督及限制活

動的關係。不過，以理性、人權、平等精神爲基礎出發的文化啓蒙運動，隨

著臺灣人的要求不被採納，民族的差別待遇日益加深，因此而逐漸轉變成

重視臺灣文化獨自性、鼓吹民族主義精神，以及强調固有文化的抗日民族

運動。鼓吹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想法，在强調反封建的文化啓蒙運動當

中，可說是具有相當的異質性。因此，啓蒙時期臺灣的現代性經驗，呈現

出不同於西方，也相異於中國的特殊性。中國的五四運動，是以反封建爲

主軸的內容，透過對傳統的絶對否定，以及對西歐文明的全盤接受，來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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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中國的現代化。相較之下，在臺灣的現代性，以普遍理性爲根據，旣批

判了阻礙現代文明發展，及妨害個性和人格成長的封建思考，同時也强調

民族固有的精神與獨自性，呈現著雙重性質。也就是說，當時的中國雖然

淪爲列强下的半殖民地，但是他們相信經過一番反封建運動，仍然可以達

到社會改造，以及建立現代國家的希望。亦卽五四時期的中國，在一定程

度上，還保有創造自身歷史的主體性。相反地，臺灣雖然已經在帝國主義

的主導之下，進行了相當程度的現代化，但因主權的喪失，又在言論自由

受到嚴重干涉和壓制的情況下，不僅無法自由發表反帝論述，自然建立現

代民族國家的可能性，更是微乎其微。因此，在臺灣，與其一味的破壞傳

統，不如堅持自身的固有性，來對抗異民族的支配，並接受現代價値，謀

求未來發展，才是知識分子所選擇的可行方案。 

透過以上的討論，我們知道1920年代的臺灣知識靑年，在認知現代這

個「他者」的方式上呈現出雙重性，那就是一方面接受西方現代的啓蒙精

神，另一方面又强調傳統、獨有的民族文化。前者爲堅持積極接受普遍性

現代的立場；後者却與此相反，堅持固守傳統文化。不僅如此，臺灣因其

殖民地身分，在接受現代性上，必然與殖民母國有所牽連。例如從《臺灣

靑年》、《臺灣》的論調，逈異於《臺灣民報》文章論調的情形，我們可以

發現，隨著時間的推移，現代性論述也呈現出不同的面貌。前者强調提高

臺灣文化的目的，在於扮演中國和日本的橋樑角色，而促進東亞的和平及

敎育臺灣人民，可以協助日本永續發展；到了後者，這樣的前提已經消

失，主要論點是在要求廢除對臺灣人民的不公平政策。 

因此，我認爲我們在硏究臺灣現代時，如把它單純歸結爲反封建和反

帝國主義來進行思考，那將無法了解現代的複雜性。同樣地，只用殖民地現

代化角度來看，也將得不到全面性的理解。因爲封建/反封建、帝國主義/反

帝國主義的二分法思考，必定不容許任何一個中間項目的介入，它將維持

絶對的排他性，是一個極端主義性質的認識論架構，同時也是具有自我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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鎖的想像力體系。在二分法思考的背後，通常隱藏著某種的政治目的。而

站在殖民地現代化論的立場，認爲由帝國主義移植過來的現代化，對往後的

國家發展也有所貢獻，這樣的說法同樣也是具有政治目的。 

由以上的分析和討論，我們知道，臺灣的步入現代，是由早已接受西

方現代文明洗禮的日本所主導。在這個過程中，早期知識分子想用西方的

現代，來克服西方現代所造成的殖民地困境，結果却面臨了進退兩難的矛

盾局面。因此，他們的現代化方案，不得不帶有固守民族性和追求普遍性

的雙重性格。日據時期－臺灣進入現代的時期，也可以被規定爲一種舊與

新、傳統與進步成分，共存又共同競爭的空間。如果硏究者能秉持著這樣

的態度，就可以擺脫以統一原理或單一規範來看待現代性所帶來的困擾。

如此，才能有效預防各硏究者按照自己的政治目的，或權力意志，來任意

解釋的現象發生。具體而客觀的原貌再現，將可帶領我們正確地把握多元

的現代經驗。 

 

 

 

第二節  社會主義發展與解放努力 

 

一、社會主義發展的背景及進展 

世界性社會主義，是從源自馬克思理論的急進民主理念 111  發展而

來； 它藉著1917年俄羅斯革命的成功，露出了向實際社會付諸實踐的可能

                                            
111 依巴里巴的見解，從法國革命中分化出自由主義、保守主義、社會主義的三大政治思

想，其中，社會主義是在「草根性民主主義」的觀點上，再構成法國革命的理念，這可

以解釋爲，社會主義是站在民主主義的急進傳統上發展出來的。參考巴里巴，尹素英編

譯，《馬克思主義的歷史》，頁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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曙光，終而擴散到全世界。它引進臺灣的時間，是在二○年代初期，透過

《臺灣民報》系列報章雜誌的介紹開始。112  到了1923年以後，社會主義論

述已超越了單純被介紹的水準，逐漸呈現出與臺灣社會現實相結合的趨

勢。從這個時期開始，《臺灣民報》的有關階級對立、弱小民族的政治解

放，以及主張回復經濟等社論當中，開始呈現出社會主義的觀點。例如站

在無産者文化運動的觀點上，主張成立夏季學校和勞動學校； 在勞動者解

放的觀點上，討論了農民運動；以階級鬥爭和唯物史觀，來解釋婦女運動

及風俗改良，並透過批判殖民地解放問題和思想統制的討論，找出改善方

案，來解決當時臺灣社會所面臨的各種問題。113  連溫卿、蔣渭水等具有左

翼傾向的知識分子，組織了『社會問題硏究會』，透過講演會等活動，開

始宣傳社會主義觀念，並啓導民衆意識，不久之後，臺灣社會便普遍接受

社會主義思潮。 

如此，社會主義在臺灣的發展，在二○年代初期，與反帝、反封建的

文化啓蒙運動，可說幾乎是同時起步。究其原因，除了受到社會主義潮流

之世界性擴散影響以外，從屬資本主義化所造成的本土資産階級的不健全

發展，114  以及主導文化啓蒙的資産階級改良化，應是其主要背景。臺灣處

在帝國主義勢力的直接影響圈內，日帝勾結了國內買辦封建勢力，阻礙正

常的資本主義發展，因此造成國內資産階級的成長，受到嚴重的打擊。衆

                                            
112  較爲初期的文章，有中山啓，〈生物學上之愛國者與危險思想家〉，《臺灣靑年》一

卷四號(1920.10.15)，頁28-38；蔡鐵生，〈論中國將來之興亡〉，同雜誌，二卷一號

(1921.1.15)，頁2-4；彭華英，〈社會主義槪說〉，同雜誌，二卷四號(1921.5.15)，頁50-57；北

澤新次郞，〈勞動運動及新文化之創造〉，同雜誌，二卷五號(1921.6.15)，頁25-28；佐

野學，〈弱小民族解放論 － 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臺灣》四年六號，1922.6.10)，頁

74。 
113 評論〈多設夏季學校的必要〉，《臺灣民報》119號(1926.8)；〈倡設勞動學校〉，同報

133號(1926.11)；〈徹底的婦人解放運動〉，同報一卷三號(1923.5)；〈婚姻制度的進化

槪觀〉，同報二卷三號(1924.2)；〈五一和民族運動〉，同報104號(1926.5)；〈時代和

思想的取締〉，同報107號(1926.5)等卽是。 
114 在1923年以前，由於日本對臺灣頒布了會社令，禁止以純粹臺灣人的資本設立公司，因此

本土資本階級的形成，受到相當大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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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周知，民族資産階級的成長微弱又不健全的現象，普遍都出現在走過從

屬資本主義之路的第三世界國家裡，其結果往往導致民族經濟不能够在民

族資本的基礎上穩健發展，這對民族資産階級的自生成長，反而變成嚴重

的桎梏。從屬資本主義化所造成的這些惡質影響，最終帶來了民族資産階

級的動搖，其中相當多的人，便選擇向帝國主義勢力妥協靠攏，來謀求自

身的活路。就由於這個原因，促使民族資産階級走上改良化路線，而以他

們爲階級基礎的新文化運動，必然的暴露出一定程度的改良主義傾向。115 

議會設立請願運動的再三失敗，犬羊禍事件的發生 116 等之前的合法性民族

運動，也就因此受到嚴重的挑戰，同時暴露出其侷限性。也因此，『文化

協會』所主導的啓蒙運動，再也無法擁護日益窮困的基層民衆的利益，而

抗日民族運動的中心，也就慢慢轉移到以無産階級爲主的民衆陣營中。 

社會主義在臺灣的正式發展，是從1927年『文化協會』的分裂開始。原

本網羅不同思想和意識形態的知識分子邁開步伐的文協，在1926年陳逢源

和許乃昌、蔡孝乾之間，因中國的改造問題進行討論，117  而開始陷入左右

鬥爭局面；到了第二年，左派正式掌握指導權，文協急速的左傾。左翼民

族主義者連溫卿、王敏川等人，掌握文協的主導權之後，便取消不從事政

治活動的舊文協綱領，提出了往後的運動方向，也就是永遠要爲農民、勞

動者、小商人及其他小資産家階級，積極展開活動。因此也就積極的直接

投入與或支援學生、勞動者、農民等的各項左翼政治運動。 

同時期，隨著農民組合的急速成長，造就了二○年代初期開始在中

                                            
115 除了犬羊禍事件以外，曾經擔任『文化協會』總會召開時的議長林子瑾，後來也加入

反對『文化協會』主導的一些活動而成立的『公益會』，並扮演擧足輕重的角色。 
116  推動議會設立運動的林獻堂，因臺灣銀行的負債問題，被總督府要求離開議會設立

請願運動，林獻堂則接受總督府的要求。這個事件對當時民族運動的展開，有相當大

的影響。 
117 相關文章有芳園(陳逢源)，〈最近之感想(二)我的中國改造論〉(臺灣民報120、125號)；許

乃昌，〈駁陳逢源氏的中國改造論〉(臺灣民報126-129號)；芳園，〈答許乃昌氏的駁

中國改造論〉(臺灣民報130-132、135-138號)；蔡孝乾，〈駁芳園君的中國改造論〉(臺

灣民報134號)；許乃昌，〈給陳逢源氏的公開狀〉(臺灣民報142-143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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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日本等地活躍的左翼人士與島內左翼人士之間的連繫，之後更發展爲

臺灣共産黨的成立。如此，從1927年到1931年之間，臺灣的抗日民族運動

便結束了統一戰線時代，繼而分成左右兩大陣營，其中左翼陣營，乃開始

進行以無産大衆爲主的抗日運動。118  

蔡孝乾在〈轉換期的文化運動〉119  一文中分析說，社會運動之所以轉

換，係深受殖民資本主義的經濟搾取及廣大大衆的文化解放欲求逐漸提高

的關係。  

 

在過去及現在的文化，都是由於大多數的大汗苦力所創造出來

的。在過去，文化是大衆的，在未來，應當也是大衆的。然而在現

在，文化差不多完全成了有閑階級的佔有品。把這有閑階級佔有的

文化，解放爲大衆的文化，便是時代的要求。文化協會的宗旨改

爲 「促進實現大衆文化」，實在是應現時代的潮流啊！文化協會改

組的重大意義，就是在乎這點。120 

 

總之，無論在農民、在工人、在靑年、在婦女，都漸漸覺醒起

來。由這覺醒所披露的民衆的要求以至開始爭鬪了！這些形勢的總

和，都足以證明臺灣的思想界已進入轉換期了。最近，自陳芳園君

發表「中國改造論」以來，引起了許乃昌、蔡孝乾君等的反駁，資

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論戰正在極烈。這也是臺灣思想界轉換期中的

特徵之一。有了思想界的轉換，才促成了文化協會的有意義的改

組，才證明了臺灣思想界的有意義的轉換。121 

 

可見蔡孝乾認爲，經濟基礎的變化帶來了思想的變化，而無産大衆這個議

題便是這個變化的核心。 

                                            
118 參考簡炯仁，《臺灣共産主義運動史》，頁39-57。 
119 蔡孝乾，〈轉換期的文化運動〉，《臺灣民報》142-143號(1927.1.30-2.6)。 
120 〈轉換期的文化運動(一)〉，《臺灣民報》142號(1927.1.30)。 
121 〈轉換期的文化運動(二)〉，《臺灣民報》143號(192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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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我們不妨透過《臺灣民報》的實際報導，來看看各個年度農民

和勞動者運動的發展狀況，以及社會主義的發展進程。在1923年最後一期

的《臺灣民報》社論中，提到了「我臺灣資産階級日漸傾壤，大農變作小

農，小農變作勞動者，中等學校卒業生，皆爲下級雇傭人，一言以蔽之，卽

臺灣資本家的勞動化不是我們與讀者諸君很要注意的地方嗎？」122 可見他

們已經對臺灣人民從屬於殖民資本主義，並且日益勞動者化的處境有所警

覺，因此希望能改造社會。另外，該報又在1924年7月刊載了〈臺灣勞動問

題一面觀〉123  的報導，文章中除了仔細地敍述製糖會社的橫暴外，還分析

說，在這種被搾取的情況之下也沒發生勞動問題，是因爲勞動者、農民們

沒有知識的緣故，因此呼籲民衆要相互團結，進行運動。這個意見被刊出

不久的十月，蔗農組合成立的必要性問題被正式提起；124  到了1925年1月，二

林大城兩庄民因蔗糖收買價格及奬勵金問題，與林本源製糖産生糾紛，蔗

農組合也就順勢被組織了起來。125  在召開二林農民大會時，他們決議向總

督府提出陳情，並要求製糖會社提出改善措施，126  從此以後，指責製糖會

社的經濟搾取事例及討論芭蕉問題的文章急速的增加。127  接著，全國各地

小規模的農民糾紛陸續發生，臺北洋服工友會跟著成立，勞動者組織也逐

漸增加。由此可見，臺灣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過程，是從農民組合組織運

動開始，慢慢延燒到勞動者的組織性運動，128 社會主義理念也從此進入了

                                            
122 〈歲暮的感想〉，《臺灣民報》一卷十四號(1923.12.21)。 
123  醒民，〈臺灣勞農問題一面觀〉，《臺灣民報》二卷十三號(1924.7.11)。 
124 劍如，〈論蔗農組合設置的必要〉，《臺灣民報》二卷二十號(1924.10.11)。 
125 〈二林大城之兩庄民奮起組織蔗農組合〉，《臺灣民報》三卷二號(1925.1.11)。 
126 〈二林農民大會〉，《臺灣民報》三卷三號(1925.1.21)。 
127  例如〈絶對不採取經濟搾取的方針〉、〈不但共鳴更要合作纔是〉、〈林糖蔗農的

陳情〉、〈芭蕉的自由移出問題〉、〈再論芭蕉自由移出問題〉(民報三卷七、九、十

號、63、65號)等文章卽是。 
128  從1925年前後開始，佃農、竹林、芭蕉、蔗糖問題變成嚴重的社會問題，退職官吏的

土地拂下問題及製糖會社的土地收買，引發了各地農民的忿怒，農民組合在此時開始

組織成立；到了1927年，已成立的勞動者組合進行罷工抗議，農民組合全島大會，以

及臺灣機械工友會全島大會等大型活動，接二連三的進行，勞動者、農民的組織性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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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的階段。 

如上所述，社會主義從進入臺灣開始算起，在極短的時間之內，就得

到急速的發展，並以社會主義理念－ 無産階級解放爲理論依據，在社會各

階層間展開有組織性的解放運動。之後，無産靑年的政治運動從「啓蒙」

轉向到「解放」，整個抗日民族運動的方向也有所轉變。129 這個現象的背

後有幾個原因：第一、社會主義思潮以猛烈的速度普及到全世界，影響到

殖民地臺灣的抗日民族運動路線。特別是日本、朝鮮、中國等隣近國家的

社會主義發展，刺激了更多的臺灣無産靑年投入解放運動。130 第二、從啓

蒙時期開始便不斷要求改善的許多主張，如自治制、敎育平等、惡法廢除

等，一直都沒能得到回應。不只得不到改善，隨著殖民地資本主義體制的

日益鞏固，日帝對臺灣人民利益的結構性掠奪益形顯著，屬於無産階級的

大部分臺灣人民，經濟上被搾取的情況，已到無可復加的地步。我們都知

道，不管是哪個運動的展開，必須要有國內土壤－社會條件的成熟方才可

能。社會主義在臺灣的發展，就與日本一手主導的資本主義所造成之矛盾

極大化，有著密切的關係。一如前面所說，臺灣的現代化是在日本利益優

先的原則之下，以幫助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爲目的而進行。日本佔臺後實施

土地調査事業，打好資本主義的基礎，但在這過程中，臺灣農耕地總面積

的八分之一，被納編到以日本財團爲主的新式製糖會社裡。而在林野調査

事業的過程中，因大量被裁定官有權，日本資本家的進入臺灣，也因此得

到法律的保障。131 

此時臺灣屬於資本主義前期階段的殖民地，因商業資本尙未累積，只

                                                                                                                   

産階級解放運動，迅速燃燒到全國各地。 
129  在《臺灣民報》139號(1927.1.9)「卷頭言」〈解放運動的進程〉中，把其間的抗日民族

運動定義爲解放運動，文章內容討論從事解放運動的人士應該注意的事項。 
130  在臺灣左翼運動的發展歷程中，我們可以找到與國際共産主義運動之間的密切關係，例

如在臺灣組織農民組合，以及發生農民爭議時，都得到日本左翼人士來臺協助和辯護。 
131 有關農耕地推移狀況，以及佃作關係的變化，請參考警察沿革誌編纂委員會，《臺灣

社會運動史Ⅳ·農民運動》，頁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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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具備初期的資本形態而已。隨著許多日本商業資本家在臺設立各種企

業，臺灣開始準備進入資本主義的生産關係。日本把初階目標放在振興殖

民地內部的企業發展，爲了開拓出口的大量通路，這些日本企業大量生産

殖民地臺灣的主要物産。在臺設立的各種日本企業，讓日本商業資本家們

獲得更多的利潤，進而支配整個生産過程，並轉變成爲産業資本家。透過

這些過程，臺灣逐漸被編入屬於日本的從屬性經濟體系中。其中，製糖會

社的設立及經營最具代表性。因爲製糖業乃當時臺灣商業的大宗，可以代

表日據時期臺灣的資本主義化過程及其特性。在臺灣，原本就有製造赤糖

的糖廠及製造白糖的糖間，隨著日帝的産業發展政策重點放在製糖業，他

們開始計劃以企業形態來經營製糖業。他們開始建設由大資本出資的新式

機械工廠和中小工廠，以及具備機械設備的製造場，如臺灣製糖株式會社

等大企業，以及所謂改良糖廠的中小資本家企業，就如雨後春筍般的應運

而生。其結果，毫無疑問的，別說臺灣原有的糖廠和糖間，就連改良糖廠

也步入被日本新式製糖會社倂呑的命運，因而導致臺灣蔗農越來越加貧

困。由日本企業資本家主導的新式工廠，以壓倒性的比率完全支配了臺灣

的糖業部門，到了1926-7年，新式工廠佔去製糖總生産量的95.3%，總生産

金額的98%，也就是說，製糖工業已完全被控制在日本大資本家手裡。如

三井、三菱、藤山等日本資本家企業，在糖業部門以獨占支配的形態來搜

刮利潤，並以這個利益爲基礎，投入金融業，不斷地促使其本身的産業資

本增値，繼而進入到多以出口爲主的茶、樟腦、米、鳳梨、香蕉等傳統産

業和許多新興産業；此外，更積極參與土木、電力、機械、肥料、水泥等

政府的基幹事業。他們得到臺灣豐富的自然資源及低廉的勞動力，再加上

有了總督府的堅固保護網，在得天獨厚的條件之下，日本獨占資本家完全

支配臺灣的所有産業，朝向獨占資本主義的形態發展。132  

                                            
132 相關內容參考臺灣銀行經濟硏究室，《日據時期臺灣經濟史》；失內原忠雄，周憲文

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喜安幸夫，《日本統治臺灣秘史》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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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這麽急速的資本主義化，站在臺灣人民的立場來看，只不過是個

由日本資本和日本政府的力量所强制帶動的被動現代化，而且這樣的現代

化，却朝著往剝奪臺灣人民旣定利益的方向進行。日本在農業部門，爲了

確保自己的利益，實施了現代的生産方式 － 資本主義，但却在土地的所有

權關係上，仍然保持在封建性範圍內，執行土地分配，因此導致臺灣農民

陷入隸屬於地主/佃農的封建關係之中。工業部門也不例外，日本大企業的

跋扈，造成了本土資本家的沒落，以及民族對立和階級對立日益加深的景

象。 

以全國農民組合和全國勞動者總聯盟的成立爲標識，臺灣的社會運動

逐漸朝著無産階級解放運動發展。左傾後的新文協，努力支持弱小階級的

要求； 民衆黨內也逐漸出現左翼傾向； 而臺灣共産黨也主張臺灣民族的獨

立。這個被定爲「解放」的時期，133  臺灣人民已具備正確的眼光，來審視

日帝統治的虛實。 

社會主義帶著反封建、反帝國主義性質，牽動臺灣民族運動的方向，總

督府便積極地進行森嚴的監視及禁制行動，134  他們制定治安維持法，135 來

當作壓迫運動人士的武器。這當中，引發了無産靑年、農民組合員、文協

人士的檢擧事件，以及農民組合幹部的大規模逮捕事件、民衆黨的分裂策

動等等，幾乎每天都要進行左翼社會運動人士的檢擧和公判行動。136 此

外，在1931年滿洲事變之後，總督府更是大大的鎭壓左翼運動，導致臺灣

社會主義運動的全面潰滅，大部分的左翼人士因而轉向文學運動發展。而

                                            
133 陳昭瑛，〈啓蒙、解放與傳統：論20年代臺灣份子的文化省思〉，「跨世紀臺灣的文

化發展」學術硏討會發表論文，1998.10.22-23。 
134  其實總督府對臺灣知識分子所進行的監視及活動限制，從文化啓蒙時期開始，卽未曾

間斷過。初期除了下令禁止文協的活動，解散各種硏究會、讀書會、靑年會外，還禁止

民報系列報章雜誌在臺發行、要求廢刊及禁止販賣等措施，並公然的引起所謂治警事

件 － 『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檢擧事件，來壓迫知識分子。 
135 日本爲了防止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活動，1925年5月12日在臺灣、朝鮮等殖民地頒布「治

安維持法」。 
136 相關內容，請參閱《臺灣民報》199-286號的報導。 



第二章 日據時期的時代精神與現代性 

 63

1937年以後，日本更加强化軍國主義，對臺實施皇民化政策，連文學運動

範圍之內的民族運動，再也無法展開。 

另外，讓人惋惜的是，日據時期臺灣的社會主義運動，沒能成功地結

合保守中間勢力和民衆陣營的力量。這是因爲包括臺灣共産黨在內的主要

社會主義勢力本身，受到國際共産主義理論及派閥鬥爭的過度影響，一路

走上分裂再分裂的關係。137 不過，在殖民地臺灣的惡劣環境下，社會主義

思潮能夠爲民族解放，以及擁護弱小階級民衆的利益，付出最大努力，它

不僅帶有强力的民衆指向性，更具有正面的意義。 

 

 

二、臺灣社會主義勢力的理論主張 

 

如前項所言，日據時期社會主義能在臺灣擴張勢力，並左右民族運動

的方向，是在被帝國主義日本搾取的國內土壤上，接受了透過日本、中國

傳入的世界性共産主義無産階級運動的影響之故。再加上社會主義標榜擁

護大多數臺灣民衆的利益，因而得以空前的膨脹發展。社會主義理念在臺

灣抗日民族運動中，如何扮演支配性意識形態的角色，我們從新文協、民

衆黨、臺灣共産黨的主要文件中，就可得到答案。雖然這些團體在意識形

態和運動重點上，呈現著些許差異，但是他們在基本認知上，都帶有社會

主義的根本理念。下面的引文卽可看出，新文協的活動目標已在其宣言中

明確地揭示： 

 

數十年來於玆，我臺灣狂熱地高倡推進産業振興及産業革命，拼

                                            
137 例如，爲新文協和共産黨分裂的上大派、非上大派的對立，來自日本共産主義者山川

均、福本和夫之間的理論對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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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打破封建時代的手工業及農村制度，不願留其片瓦，現在舊式的

生産方式已將近滅亡，近世機械工業的隆盛也漸要達到極點。産業

界煥然一新，都市大工廠蝟集，農村也是機械的音響隆隆，振動農

民的耳膜，全島有大小的銀行散立，金融機關也將達到完備的境

域。然而由於這些文明的利器，從勤勞的臺灣農民所搾取的鉅大利

潤到底是流到那裏去呢？農、工、小商人等無産階級日趨貧困，小

資産階級不僅也像秋風落葉淪爲下層階級，我們的努力，反而把我

們生活上的一切變成絶大的威脅，建築在大資本階級産業組織上的

政治，祇是在擁護特殊（搾取）階級，對我們臺灣民衆加以威壓，强

制收買土地；支出巨額的産業補助金，對佃農及勞工糾紛，則採取

强壓，解散集會，逮捕多數的社會運動戰士，投入黑暗的鐵檻。這

些事實都是我們親眼所見的，這也正是特殊階級對弱小民族高壓的

鐵證。我們臺灣民衆已經受了他們的壓迫，漸成他們的肉餠。日本

資本主義已與歐美資本主義滙合，走上無法分離的過程，而暴風式

的一般産業界的恐慌，金融界的破綻，又促使他們形成國際性高度

帝國主義形態。他們也深爲認識自己不日必定要打最後的弔鐘，所

以必然的對殖民地的被壓迫民衆，展開最激烈的搾取政策，以謀暫

時的安慰。醒來吧，奮起吧！我們臺灣的民衆呀！臺灣的社會，已

經具備著我們的運動迅速地進展的必然條件，旣經開拓曠闊的時代

戰場已迫近我們，使我們走上激烈的鬪爭，進軍喇叭已經在我們的

耳膜響亮地響了很久，前進！進展！！臺灣文化協會將永遠地爲臺

灣民衆，做農、工、小商人及小資産階級後盾的戰鬥團體！！138 

 

宣言中我們可以淸楚的看到，他們主張階級鬥爭的同時，也主張民族的解

放，在活動方面也跟舊文協不同，涉及到政治主張，也傳播社會主義思想

的言論。其主要內容大都爲攻擊資本主義制度及帝國主義的支配，或是弱

小民族及無産階級的解放等問題。這都說明了主導新文協的指導者，針對

資産階級，展開無産階級的階級解放運動，同時針對帝國主義日本，也主

                                            
138 《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頁205-206，譯文轉引自王詩琅譯，《臺灣社會運動史‧文化

運動》，頁361-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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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臺灣的民族解放。這是不同於之前的文協，以知識分子爲中心而展開的

文化啓蒙運動。那個時期的民衆只是一個被動接受啓蒙敎育的客體而已，但

是到了這個時期，運動的思考中心已經轉移到民衆，特別是農民、工人等

廣大的無産民衆群體。 

新文協之外，舊文協幹部所組織的『民衆黨』，在成立初期因總督府

的各種刁難牽制，排除了民族運動和階級運動的相關言論，在「本黨以確

立民本政治，建設合理的經濟組織及改除社會制度之缺陷爲綱領」的宗旨

下出發，不過在蔣渭水的領導之下，很快的就極力鼓舞臺灣人參與反日的

政治運動。而這個政治運動包含階級解放的內容。蔣氏受到孫文的革命戰

略影響，特別是民生主義和聯合陣線的影響很深，如主張聯合世界弱小民

族反抗帝國主義侵略，以及在國內採取「士農工商學」聯合陣線，就是反

映第三國際殖民地革命的策略。蔣渭水權衡臺灣形勢，認爲孫文的革命戰

略頗爲適合現階段臺灣的革命情勢。139 於是，1927年10月28日，民衆黨中

央常務委員會通過「本黨對階級問題的態度」的決議案，宣示該黨的奮鬥

目標如下： 

 

一、階級運動及全民運動，必須同時並進； 

二、援助農工階級，以實行階級運動； 

三、加强全民運動中之農工組織； 

四、聯合各階層包括農工及中産階級，成立聯合陣線。140 

 

雖然避免階級鬥爭的敏感字眼出現，而提出階級妥協。但事實上，民衆黨

成立大會所通過的黨綱，卽已明示該黨自始卽是要建立一個立基於廣大社

會結合之上的群衆運動。誠如黨綱所宣示：「本黨將亟力促進農民、工人

                                            
139 參考簡炯仁，《臺灣共産主義運動史》，頁47。 
140 蔣渭水，〈臺灣民衆黨的指導原則與工作〉，《臺灣民報》235號(1928.9.9)、181號

(1927.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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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及社會組織之成立」，141 足見其對無産民衆在民族運動之內所扮演角

色的重視。之後在謝雪紅等共産主義者的渗透計劃下，民衆黨的幹部以及

黨員逐漸左傾。1929年10月17日，召開第三次黨員大會，大會宣言宣稱： 

 

由於世界經濟的不景氣，帝國主義的根基業已動搖，其傾覆已

指日可待，其傾覆將因各地無産階級及殖民地人民的反帝國主義鬥

爭的激化而加速。因此，民衆黨藉由團結島內的群衆運動以及與國

際解放陣線結合，積極參加世界反帝戰爭。142 

 

該宣言不但顯示民族主義路線，而且也呈現國際主義路線，這正表明了馬

列主義已日漸吸引民衆黨黨員了，而1930年的民衆黨綱領顯示： 

 

一、爭取勞工農民無産市民及一切被壓迫民衆之政治的自由； 

二、擁護勞工農民無産市民及一切被壓迫民衆之日常利益； 

三、努力擴大勞工農民無産市民及一切被壓迫民衆之組織。143 

 

由以上宣文可看出民衆黨有越來越左的傾向。民衆黨提出階級妥協，試圖

凝聚全民的力量，建立起抗日聯合陣線，並積極參與農民、工人運動，成

立臺灣工友總聯盟等，可知它是站在民族主義的立場上，爲無産階級的利

益辯護。 

接下來，以國際共産主義活動的一環成立的臺灣共産黨，更無須懷疑

它的社會主義成分； 它以新文協爲據點，以農民組合爲活動的中心，積極

指導農民運動。它雖然受到國際共産主義强力的影響，在謝雪紅和王萬

得、翁澤生之間，引起有關運動方向及路線上的意見對立，也因此經歷了

                                            
141  簡炯仁，前揭書，頁48。 
142  簡炯仁，前揭書，頁102-103。有關民衆黨和臺灣共産黨之間的連繫、影響等，可參考

該書。 
143 吳三連、蔡培火等著，《臺灣民族運動史》，頁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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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的分裂及重組，不過如1933年6月的臺灣共産黨政綱所示，它主張徹底

的以無産階級爲中心，展開民族解放運動。 

 

一、顚覆帝國主義的統治，使臺灣獨立。 

二、沒收帝國主義的一切企業及銀行。 

三、沒收帝國主義的土地，分與貧農、中農。 

四、實行八小時勞動制，實行失業的國家救濟，實施社會保險。 

五、廢除一切苛稅，雜稅，實行統一累進稅。 

六、革命集會、結社、言論、出版、罷工的絶對自由。 

七、建立工農民主獨裁的蘇維埃政權。 

八、國內各民族一律平等。 

九、與日、華、印、韓的工農聯絡。 

十、與蘇維埃聯邦及世界無産階級聯絡。144 

 

透過上面的敍述，我們知道社會主義思潮的流入臺灣，以及得到發

展，成了能結合民族主義運動和無産民衆要求的一個催化劑。當然這些團

體所接受的社會主義理念及基本立場，並不相同。例如民衆黨仍然堅持在

民族主義立場上，聯合無産大衆解放運動； 新文協較爲著重在無産階級運

動； 而臺灣共産黨就把無産階級政權的建立，作爲其終極目標。不過，當

時指向於「解放」的政治社會運動，日益活化，無論左右哪一陣營，都把

階級解放和民族運動的關係，提出來當作運動的核心議題。這樣的情況，我

們透過下面兩場講演會的內容，卽能窺知一二：1927年8月17日，『東京磺

溪會』在彰化主辦了「臺灣社會改造講演會」145 。張道福、連溫卿、蔡培

火、洪石柱、王敏川等十多人參加的這個講演會，是在日警的監視下勉强

進行。與會的大部分人士都以爲要改造臺灣社會，必須展開符合大多數大

衆利益的運動，並認定現階段有必要展開無産階級鬥爭。相對於此，9月

                                            
144 簡炯仁，前揭書，頁141-142。 
145 相關報導，請參閱《臺灣民報》171號(1927.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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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到18日，民衆黨的臺南支部也在臺南主辦了一場「臺灣社會問題改造

觀講演會」，146 韓石泉、王受祿、陳逢源、盧丙丁、彭華英、謝春木、蔣

渭水、蔡培火等民衆黨人士參與及提出意見。其中除了王水祿和陳逢源反

對階級鬥爭，强調民族運動中爭取政治自由以外，其他人大部分都肯定階

級運動的必要性。而蔣渭水則認爲東洋的被壓迫民族，要同時解決民族、階

級這兩個問題； 他引用馬克思、恩格斯、高資基、列寧、大山郁夫、布施

辰治、孫文等左派學者的民族觀，綜合參考他們的見解之後，提出弱小民

族的解放運動，必須要跟階級運動保持一致的脚步。另外，蔡培火認爲以

現階段臺灣社會的實情和運動團體的現況來看，首先應組織可以辯護各階

層利益的小團體，然後展開各自的運動，再將全國國民團結在一起，並行

推動民族運動、階級運動、婦女運動，方是可行的辦法。這兩場講演會，當

時社會運動的主要人士幾乎都參與了，可見在1927年前後，社會主義思潮

及階級鬥爭，已經變成臺灣社會運動的主流議題。 

形成這些變化的原因，不外乎是臺灣的殖民地政治環境，以及日本大

資本家所主導的經濟掠奪使然。因此，社會主義運動團體的主張－ 無産大

衆的解放，乃是在把握住殖民地臺灣的實際狀況後發出，這說明它確實的

掌握了時代性，因爲這些主張及付諸實踐的努力，所反映的卽是大多數臺

灣人民的心聲和期望。 

 

 

三、社會主義所追求的現代性特徵 

 

社會主義原是爲反對資本主義所帶來的貧富差距、人的物化和疏離現

象，進而追求和平、平等的一種思潮。隨著俄羅斯革命的成功，它獲得其

                                            
146 相關報導資料，請參閱《臺灣民報》176-184號(1927.10.2-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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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念實踐可行性的證明，乃開始傳播到世界各地。在臺灣，它將抗日民族

運動的方向，從啓蒙移到解放，不僅帶來了質的變化，並要求知識分子進

一步思考往後的臺灣社會形態。因此，有關社會主義所帶來的現代性思

考，在這裡有必要加以說明。 

如果說一般的啓蒙運動，主要是强調人性的解放、博愛、人道主義等

普遍現代性的話，那麽以擁護弱小民族、無産階級爲主要目標的社會主義

方案，就對普遍的現代性提出懷疑。特別是在臺灣，在日帝所主導的殖民

資本主義化過程中接受的現代性，更是與「工具的現代性」保持了一定的

距離。民族差別政策，分配經濟利益上的嚴重不均衡，導致啓蒙運動無法

持續下去，以經濟層面上的壓迫/被壓迫、搾取/被搾取關係的解除爲主要

訴求的社會主義理念，因此得到民衆的靑睞。加上國際社會主義鼓勵世界

所有殖民地的解放，因而社會主義理念，被理解爲重視民族平等、追求眞

正解放之「解放的現代性」，他們把社會主義理念，當作同時能達成階級

解放和民族解放的媒介。 

階級解放和民族主義的强力結合，可以說是第三世界國家現代性的共

同模式。現代初期在西方，資産階級名副其實的扮演起民衆的代表角色；相

反的，在第三世界國家的資産階級和基層民衆之間，打一開始就存在著矛

盾。其結果，主張自主性現代化及民族獨立運動上，民衆勢力的意義和比

重相對變得强大，他們所堅持解放的現代性，也就成爲這個時期主要的現

代價値。民衆升格爲民族運動的主流，以世界史的眼光來看，是第三世界

國家現代史的普遍現象，而這也是臺灣被帝國主義侵略及支配的特殊歷史

中，所反映出來的現代性特殊面貌。 

社會主義思潮，原本是來自以克服資本主義本身的弊端爲主要目標的

急進民主主義變革理念。隨著資本的集中和機械生産所造成的階級差別，以

及人的物化、疏離現象的深化，它開始具有解除這些弊害的積極意義。因

爲這個原因，對於社會主義社會體制的到來，有些人甚至以爲它已超越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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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進入新的歷史階段。但是現實社會主義體制，根本上是被編入到資本

主義世界體系的，那是因爲現代世界係以國家間體系運作，所以它仍然屬

於現代。147 而且社會主義的許多理念，也可以在現代性範疇內理解。因此，社

會主義可以說是要爭取現代性的另一個途徑。 

這個另一種的現代性，可以「解放的現代性」槪念來加以說明。雖然

啓蒙時期强調人性的解放，又重視人的平等，但同時也積極接受「工具的

現代性」－資本主義體制發展的直接動因。相較之下，社會主義方案針對

帶給帝國主義發展的「工具的現代性」，却提出異議，並對階級分化及從

中被深化的階級差別、民族差別、人的物化及疏離等，提出了强烈的批判。

這表示日據時期社會主義路線所堅持的理念，本身帶有對日帝主導資本主

義體制的批判性格，同時擁有改善人的不平等狀況的積極意義。 

再者，社會主義所具有的積極意義，在於它指向「民衆連帶性」。在

殖民地臺灣，社會主義所提出的無産階級解放，正符合民衆的現實情況，它

能適切地掌握民衆的生活要求，確保民衆連帶性。這裡所謂的民衆，是相

對於支配勢力的槪念，指的是所有被支配階級的聯合勢力。民衆的槪念屬

於歷史性範疇，它隨著社會成員和支配階級的變化而變化。日據時期臺灣

社會主義運動中指的民衆，就是受到日本人和資本階級的支配，而在政治

上、經濟上呈現出與他們懸殊落差的大多數臺灣人民。他們的共同願望是

仰賴社會主義思潮的移入和發展，使能在歷史的檯面上正式登場。社會主

義所指向的解放現代性，以及民衆連帶性，卽使到了廿一世紀的現在，仍然

具有値得討論的價値，値得思考的空間。 

 

 

                                            
147 華勒斯坦認爲現代世界體制是以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爲其基礎，以國家間體制爲上部結

構的巨大的體制。他從國家間體制的脈絡中來說明現代世界體制，如此較容易理解社

會主義國家具有的「資本主義的痕迹」。參考Wallerstein  Immanuel  Maurice，《Historical 

capitalism，with capitalist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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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皇民化時期現代性的扭曲與挫折 

 

一、日本殖民主義的本質和皇民化運動 

 

日本的殖民地政策，如第一節所作說明，是由本質性經濟動因，加上

從屬性軍事動因所構成。148 這從它本身的帝國主義性格上，可以找出原

因。日本通過明治維新，雖然具備了一些現代國家的特徵，149 推動政治、經

濟上的現代改革，不過由於其封建遺制仍然殘存，政治民主化以及經濟上

健全的資本主義發展，仍然有待解決。在西方，民族主義的發展過程中，新

興資本階級成爲現代社會的基礎； 相對的，在日本却以天皇爲主的軍人、官

僚家等封建殘餘勢力，成爲社會發展的基礎勢力。因此，現代初期的社會

改革方向也呈現不同的面貌，譬如西方的現代係指向於市民社會，但日本

却與此相反，朝著國家、主權、政府均屬天皇的專制政治、臣民社會發展。

這些軍閥統治階級，透過淸日戰爭、俄日戰爭的勝利而穩住勢力，逐漸變

爲强力的法西斯集團。特別是在1931年的滿洲事變，以及1937年的中日戰

爭的挑撥開始，全面展開對中國大陸侵略的軍事行動。而偏偏開戰之初又

連連戰勝，150 再加上日本國內政黨政治崩盤，以及極右團體紛紛成立，日

本乃轉向超强硬國家主義，形成軍國主義集團，支配著所有的政治決定。

                                            
148 這一點無論是在臺灣或在朝鮮都是一樣。日本把臺灣設定爲侵略南洋的南進基地，同樣

也把朝鮮當作侵略大陸的兵站基地。 
149 例如打破封建體制、確立了天皇親政、實施憲法、開設議會、實施了資本主義生産、得

到科學發展等。 
150 蘆溝橋事變中日開戰之後，日軍的進展勢如破竹，開戰後半年便攻陷首都南京，翌年

三月，日本分別在北京和南京成立南、北兩個傀儡政權，控制華北和華中的廣大占領

區，1938年五月日軍進擊西州，8月繼續進擊漢口、廣州，不出三個月，中國中西部軍

事要塞武漢三鎭，以及中國南方門戶廣州便相繼陷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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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32年到33年，日本國內進行了肅淸反對軍國主義思想的行動，大量

逮捕了左翼人士，並在1937年隨著中日戰爭的爆發，日本進入了國家總動

員戰時體制。而這個戰時體制，嚴重影響到殖民地政策，促使總督府開始

以强烈手段來壓迫臺灣的所有社會運動及言論自由。 

戰爭時期的對臺政策，一般可以皇民化運動來加以槪括。所謂皇民化

運動，乃是民族抹殺政策。或許我們可以這麽說，它是從1919年被提出以

來卽貫徹於全殖民時期的同化主義的强化版。其主要目的是爲改造臺灣人

爲日本人，並於戰爭體系內動員他們，進而順利進行戰爭。日本爲了有效

的推行皇民化運動，首先最重視日語的普及。日語的普及，其實是從佔領

初期卽已開始實施，不過到了這個時期則帶有强制性質，並禁止臺灣人使

用臺灣話和漢文。臺灣人違反時會遭到課賦罰金、嚴格處罰或解雇，因此

造成漢文的使用逐漸減少，到了1937年，所有報紙的漢文欄遂被廢止。透

過强硬的皇民化主義者，同時也是當時臺灣軍參謀長荻洲立兵所說的一句

話：「絶對禁止臺灣話和漢文，誰不滿，誰就回中國。」151 卽可推測當時

臺灣人所處的情況。 

除了語言的完全日本化要求以外，爲了要抹殺臺灣人的中國傳統風

俗，統治者也進行了生活習慣的日本化政策。在這政策之下，首先是推行

神道信仰的普及化，在「全島各戶無處不祭拜神道神祇」152 方針之下，强

迫臺灣人祭拜稱爲日本伊勢皇大神宮的所謂大麻神符。此外，又以打破舊

習慣作爲藉口，開始實施國民精神改造運動，撤去中國傳統寺廟，新設日

本神社，進一步禁止穿臺灣裝等，逐漸展開生活習慣的日本化。不過，另

外也相對實施臺人日人間婚姻和入贅的合法化，以及改善地方制度等懷柔

政策，藉以誘使臺灣人的積極合作與參與。 

                                            
151 向山寬夫原著，楊鴻儒等譯，《日本統治下的臺灣民族運動史下》，頁1296。 
152 《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別篇詔勅令旨諭告訓達類纂》，頁648；轉引自前注同書，頁

1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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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不只對臺實施生活習慣的日本化政策，只要是妨礙到戰事，無論

何種形態的媒體，均嚴格加以取締。例如制定臺灣蓄音機唱片取締規則、輸

移出活動寫眞軟片取締規則，卽分別是將唱片和電影影片置於檢閱制度之

下，來限制臺灣人的精神自由。並隨著國際危機的升高，不斷增强軍備，連

武官總督也跟著復活。不僅如此，爲了加强維護治安，還制定不穩文書臨

時取締令、修正軍機保護法、軍用資源秘密保護法、滿州國及中華民國渡

航證明規則等，來壓迫臺灣人的人身自由。戰爭進入長期化，爲了確立戰

時國家總動員態勢，同時也制定了國家總動員法，由此，臺灣的靑年遂被

動員加入與祖國中國的戰爭。此外，一般人民也被動員投入修整道路、植

樹、開墾、廢料回收等各種義務勞動，並得隨時準備接受國民徵用令、船

員徵用令、國民勤勞保國協力令、勞務調整令等各種徵用令的調動。 

接著，1941年日本對美國、英國宣戰，挑起太平洋戰爭之後，更進一

步制定報紙刊載限制令、郵件臨時取締，以及有關言論、出版、集會、結

社的臨時取締法、脚本及劇本檢閱規則等，以壓抑臺灣人的言論自由； 制

定國防保安法、修正治安維持法、戰時刑事特別法，以强化對臺灣人的監

視； 籌組皇民奉公會、大政翼贊會等組織，無論在前線或後方，全面的進

行對臺灣人的掌控，把每一個人都編入戰時體制。 

在日本稱爲十五年戰爭（1931-1945）的這個時期，臺灣被編入所謂的

高度國防經濟體系，從支援戰爭，到被規劃成作戰基地，甚至後來成爲空

襲的對象，一直都處在戰場的前線。在思想方面，也被迫接受日本的絶對

性國家主義，特別是戰爭日益吃緊的太平洋戰爭時期，不少知識分子被日

本的「白種異民族英美帝國主義與長年被壓迫的亞洲有色民族的戰爭」宣

傳所誘騙，而轉換成親日行爲。他們或讚揚戰爭，或鼓吹從軍，或以創作

國策文學等的方式，153  來協助日本的戰時政策。由此，臺灣知識靑年從文

                                            
153 有關從事過抗日民族運動人士的親日行爲，參考向山寬夫，前揭書，頁1468-1469；柳書

琴，〈殖民地文化運動與皇民化：論張文環的文化觀〉(《殖民地經驗與臺灣文學》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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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啓蒙運動以來，接受現代思潮，追求民族的政治自由、經濟平等、自主

性現代化等所做的努力，被迫一一遭到扭曲。 

 

 

二、天皇制法西斯主義與現代性的挫折 

 

在戰爭期間日本對臺推動的皇民化運動，若以一句話來形容，那就是

把臺灣人改造成日本人－ 能够爲日本犧牲生命的人。154 日本爲了有效達到

這個目標，提出了「日臺融洽」和「大東亞共榮圈」的說法。所謂的「日

臺融洽」或「日臺一體」，就是推行皇民化運動的內在原理兼支配理念。

分析其核心內容及結構155：第一、只要把萬世一系的天皇，當成活著的神

來崇拜，並努力完成萬世輔翼臣節的每一個人，都能成爲皇民，並受到一

視同仁的皇恩。這是日本國體精神的本質意義所在，意思是說，卽使是臺

灣人，只要能夠體現日本國體的精神，那麽就能成爲眞正的皇國臣民。日

本提出這樣的說法，來要求臺灣人爲大東亞共榮圈的建設付出心血。第

二、所謂的肇國精神，就是無論是先在者或外來者，都一視同仁讓他們成

爲無差別的日本臣民。因此主張「日臺融洽」乃旣是必然，又是唯一的目

標。第三、他們主張這些槪念爲世界大勢之一，當時與德國、義大利結成

三國同盟的日本，它的任務在於建設大東亞共榮圈。日本從中國古代的社

會思想中找出共榮圈的根本精神：那就是小範圍爲家，大範圍爲國的觀

念。日本視自己爲一個皇帝，其他國家爲臣民，在天皇與臣民之間的關係

                                                                                                                   

1-43)，以及《戰爭與文壇 － 日據末期臺灣的文學活動(1937.7-1945.8)》(臺灣大學歷史硏

究所碩士論文)。 
154  尾崎秀樹，蕭拱譯，〈戰時的臺灣文學〉，《臺灣的殖民地傷痕》，頁212。 
155 有關日本國體精神和大東亞共榮圈的內在理念，參考整理自〈極秘：內鮮一體理念及

其具現方策要綱〉，《大野文書》1260，朝鮮總督府。(轉引自崔由利，《日帝末期(1938-45

年)「內鮮一體」論與戰時動員體制》，韓國梨花女子大學歷史系博士學位論文，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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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應用君臣之間的「義」、父子之間的「情」，來說服殖民地國家的協助

和推崇。大東亞共榮圈的基本理念，乃是萬邦能各自固守自身的位置，以

維持國際間共存共榮，同時對內完成「日臺一體」，對外以日本爲盟主來

達成東洋的建設，如此才能確立世界和平的大據點。第四、「日臺一體」之

所以具有必然性，是因爲日本人和臺灣人之間，在血緣上和文化上都具備

了高度的近似性，乃至一體化的許多條件。如此，把臺灣人塑造成天皇的

臣民，並以天皇爲中心，讓臺灣人積極參與建設東洋帝國，這就是皇民化

運動的理論基石。他們把這個絶對性國粹主義、日本的極右思想，以大亞

主義、大東亞共榮圈等反西方東洋團結的邏輯來加以包裝，並强加於殖民

地臺灣人民的身上，同時也把它當作至高無上的原則，用以剝奪臺灣人民

的思想和言論自由，進而在物質、精神兩方面，把臺灣人動員到非理性的

戰爭當中。 

這個邏輯是皇民化運動的內在理念，也是日本爲使他們的侵略行爲合

理化而編造出來的藉口，本質仍在於天皇制法西斯主義。所謂天皇制法西

斯主義，就是「天皇歸一」的思想，加上「八紘一宇」的邏輯，其內容係

以萬世一系的天皇爲中心，而建立起祭政一致的國家形態。可見日本是在

具有封建性質的天皇制基礎上，融入資本主義的産物 － 帝國主義，再合成

創造出所謂的天皇制法西斯主義。在1930年代，日本以殖民地或半殖民地

的形態，佔據了大部分的東亞國家，爲了順利推動他們所發起的侵略戰

爭，乃以「大東亞共榮圈」的美名來包裝天皇制法西斯主義，再把它强加

於殖民地國家身上。日本企圖把世界歷史的進程軸心，從西洋扭轉到東

洋，特別是以日本爲中心建立起來的「大東亞共榮圈」。而天皇制法西斯

主義，就是在絶對主義政治體制上，加上現代資本主義的經濟邏輯。現代

代表著科學、自由、平等、博愛的理念，是以民主主義爲中心價値的時代，不

但重視相對主義原理，同時也强調中立價値。而日本却在這個現代理念上

面，硬是把違背現代價値的天皇絶對主義加進去，這個作法本身就是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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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性。因爲現代就是代表否定敎皇或天皇絶對主義，百家思想和理念得

以共存，許多不同集團和民族，各自經營自己生活的時代。「大東亞共榮

圈」，其說法上對西方現代堅持懷疑及否定的立場，其實就是日本式扭曲

的現代主義，因爲日帝以違背現代理念的專制主義、絶對主義的天皇制法

西斯主義，當成能夠對抗西方帝國主義的邏輯來傳播其「大東亞共榮圈」理

論，但是「大東亞共榮圈」的邏輯本身，告訴我們的却是，日本自己試圖

把自己的現代化經驗强制複製到整個東洋地區，而這正是日本所要打倒的

歐美帝國主義的作法。 

殖民地時期，臺灣知識分子在拒絶同化主義的同時，一直都在爲追求

現代價値和民族解放，貢獻心力。但是到了皇民化時期，却不得不面對空

前强大的日本化壓力。當時臺灣成立了幾個保持跟日本同一立場的極右團

體，也出現了讚揚戰爭並鼓舞士氣的文學作品，有些知識分子甚至透過演

講，積極支持志願兵制、徵兵制等，在在都說明皇民化運動造成了知識分

子的精神荒廢。對於當時之所以會造成知識分子毁節或屈從，除了軍國主

義的武力壓制以外，或許還可猜測出另外一個原因，那就是初期日本在中

國大陸的戰爭節節勝利，以及國際法西斯主義的世界性擴散，讓知識分子

對建立在科技基礎的現代理念産生了懷疑。由於皇民化初期日本在各戰場

得到勝利，因此他們可能誤認日帝的法西斯邏輯乃將來的歷史趨勢。再加

上日本不斷地强調他們正在對抗西方帝國主義，這也可能讓他們一時弄不

淸日帝法西斯主義的侵略與支配本質。不僅如此，在所有民族解放運動都

遭致潰散的狀態之下，表面上提出兩國國民平等的皇民化邏輯，讓臺灣的

知識分子，對脫離民族差別，以及建立如日本一樣强盛的現代國家，一時

産生了一線希望，因此試著接受被日本扭曲的現代理念－ 大東亞共榮圈，來

摸索臺灣的現代化。由此，臺灣知識分子透過啓蒙企劃和社會主義方案來

追求現代性所做的努力，就在日據末皇民化的暴力之下，遭到嚴重的挫

折。對臺灣人民來說，整個日據時期，可以說就是透過意識、文化的啓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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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對抗殖民政策，並追求自主性現代化的艱辛路程。日據時期臺灣人所追

求的豐富而多元的現代方案，對現今正面臨著資本主義全球化下的我們，或

許可以帶來許多啓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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