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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的寫作意圖，主要是以現代性爲媒介，來探究初期臺灣現代文學

的發展動因及其情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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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文試圖透過過去臺灣文學所

指向的內容，來預期正在進行和將來也會持續進行的資本主義的現代，對

文學如何的影響，以及文學又應如何的因應等問題。另外，透過這樣的考

察，期望能化解現今臺灣文學硏究所面臨的現代主義和現實主義的分歧現

象，以及因意識形態的不同，在整體臺灣文學的理解上所造成的障礙和過

度的主觀性問題。在此意圖之下，本文將時間分成日據時期和戰後初期，各

時期再就時代精神、文學理論，以及小說所反映的現代性，加以詮釋。玆

將本文中已探討的內容整理如下： 

    在二○年代，處於日本殖民狀態之下的臺灣，透過與世界的接觸，開

始接受以啓蒙和進步爲原理，以理性和科學精神爲核心內容的現代思想。隨

著日本在臺灣所實施的資本主義，臺灣人民也逐漸體驗到資本主義帶來的

現代經驗。初期知識分子接受現代性的過程，是從對普遍現代性的自覺和

啓蒙，發展到對民族處境的自覺。可見知識分子首先把由日本和中國所接

受的西歐現代文明敎育給民衆，讓他們有所啓發，之後再追求獨立的國家

和獨立的文化。他們開始主張政治上的自治、言論上的自由、敎育上的平

等，進而推動「臺灣議會設立請願運動」。『文化協會』的成立，就是說明

追求普遍現代，以及對民族處境的自覺與改善要求，才是該時期文化啓蒙

運動的核心內容。在他們主張文化啓蒙和民族獨立的根柢，具備著個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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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人格尊重、理性思考、平等意識、人道主義精神等西歐現代性。也就

是說他們以現代性爲依據，主張新文明的正當性和民族處境的改革方案。 

    然而，啓蒙時期的時代精神所反映的現代性，具有不同於西歐的現代

面貌。首先，啓蒙時期的知識分子，接受日本所實施的資本主義化物質基

礎－ 技術的、工具的、制度的現代性，同時也積極指向日本故意忽略的科

學精神、合理主義和理性。另外，臺灣的殖民地處境，也使他們强調及再

認識中華民族的文化、歷史、思想等民族主義精神。這些都不同於以反封

建爲首要價値的西歐或中國的現代性。 

    隨著日本的殖民體制日趨完善，對臺灣的經濟搾取也日益加深，主導

文化啓蒙的知識分子，在因應殖民資本主義以及追求民族獨立的過程中，分

化爲左右翼，各自追求不同的路線。右翼民族主義陣營，主張在體制許可

的範圍內，持續的推動政治的自治；而左翼社會主義陣營，由於受到世界

性社會主義擴散的影響，將抗日民族運動的方向，從啓蒙轉移到解放，帶

來質的變化。同時，社會主義是以擁護弱小民族及無産階級爲主要目標，因

而對普遍的現代性提出質疑。他們追求的是反封建、反帝國主義，並且打

破資本主義發展所帶來的貧富差距、人的物化與疏離現象等，以追求反資

本主義現代性。由於在日本所主導的殖民資本主義化過程之中，於分配經

濟利益上，造成嚴重的不均衡，並且情況日益嚴重，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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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

得到民衆的靑睞，並逐漸擴散至大衆之中。早期在文化啓蒙運動中，民衆

是一個受敎育、被啓蒙的對象，而在社會主義運動中，民衆升格爲民族運

動的主體，呈現出屬於第三世界國家的現代性特徵。確保民衆性，以及在

民衆性的基礎上追求解放的現代性，乃是日據時期社會主義運動的精神所

在。 

    但是，到了日據末，日本全面展開對中國大陸的軍事侵略行動，在臺

灣推動皇民化運動，不過這些努力開始面臨空前的挑戰。所謂皇民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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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把臺灣人改造成日本人，更精準地說，改造成能夠爲日本犧牲性命的

人。而皇民化的內在原理，卽是天皇制法西斯主義，它是在具有封建性質

的天皇制之中，加入資本主義的産物 － 帝國主義所融合而成的。日本假藉

建設「大東亞共榮圈」的美名，將臺灣人民動員到他們所挑撥的戰爭裡。臺

灣知識分子經由啓蒙企畫和社會主義方案，來追求現代性的努力，在皇民

化的暴力下，遭到嚴重的打擊。 

    日據時期的文學理論，首先透過新舊文學論戰等新文學運動，確立了

言文一致的現代文體，從此作家們開始運用白話文創作。在新文學運動的

胎動期，文學被當成現代文化的啓發工具，同時也是能夠保有民族文化的

手段，因而，實用觀點的啓蒙主義文學觀普遍被文人所接受。不過，現代

初期的文人，同時也認爲文學應擺脫被當作遊戱或實用工具的傳統觀點，强

調文學的獨立性與自律性，並且肯定透過文學進行個人的感情與感覺的抒

發。因此，在重視個人的解放、個性的尊重、文學獨立性的同時，亦接受

國家、社會統一性思考，因而産生了無可避免的矛盾。而這些矛盾正是殖

民地臺灣在接受文學現代性的一個特殊樣貌。該時期的文人都重視個人的

感情與個性，也强調文學的社會義務，而這兩種無法調和的目標，就成爲

該時代必須解決的課題。另外，他們在文學創作方法上，提出了現實主義，認

爲描寫出客觀現實的原貌，才是首要之務。因爲唯有如此，才能找出改造

社會、振興民族文化的方法。 

    接著，社會主義運動在臺灣廣泛被接受，民衆成爲民族運動的主流，文

學理論的建構也開始注意到民衆的存在及其角色的扮演。社會主義的左翼

文學理論，依照從對民衆的重視、無産階級文藝的主張、左翼文藝雜誌的

發行、左右翼合作的組織性文藝運動等順序展開。並在這些發展過程中，提

出文藝大衆化論，且經歷臺灣話文論戰與鄕土文學論戰，於是確立了文學

的民衆性。而在創作方法的討論上，仍然延續啓蒙時期的現實主義，其中

有些人士甚且已開始介紹及主張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各種理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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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社會主義左翼文學理論展開的同時，屬於右翼民族主義陣營的葉榮

鐘與張深切也提出了「第三文學論」與「道德文學論」，針對左翼文學理

論的劃一性表示不滿，共同主張創作出具備民族、集團特殊性與鄕土性的

文學。對於他們所提出的主張，在本文中分析爲左翼運動的退潮，以及與

滿洲事變後日本對殖民地的政策有關。那就是三○年代左翼運動的失敗，並

不是單純的政治運動的沒落，而是讓現代的理念和實踐變爲可能歷史性思

考，亦卽將現代化轉爲歷史必然發展的想法，再也無法持續的一種訊號。加

上，隨著法西斯主義演變成國際性現象，在歐洲和日本盛行文化國粹主義

之際，追隨西方前例的普遍性文化追求，在世界各國普遍受到質疑。在普

遍現代的理念快速動搖之時，得到文壇熱烈討論的，就是被認爲能代表民

族文化獨特性和價値的過去遺産以及其收集熱。右翼民族主義理論的擡

頭，正能說明此一現象。 

    但是，無論左翼的普遍主義或右翼的特殊性，到1937年以後，在日本

的强大皇民化壓力下，臺灣文學的理論建構與討論，受到空前的壓迫。不

僅中文創作被禁止、文藝雜誌遭到廢刊，連當時的文人也被動員到日本所

挑撥的侵略戰爭的暴風之中。包括文學的所有文化活動，完全被控制在國

策範圍之內，文人也必須協助日本的要求。皇民文學的主要內容，除了强

調日本民族的優越，進而將它注入殖民地以外，並要設法把日本挑起戰爭

的行爲合理化。而且隨著戰事的推移，文學扮演起强調皇國精神、確保與

日本之間的一體性、協力戰時經濟體制、勤勞生業保國、後勤支援，甚至

鼓吹臺灣靑年走上戰場等的角色，完全脫離了臺灣現代文學所追求的個性

的解放，以及擁護民衆變革期望的文學現代性。不過，面臨空前的挫折，以

楊逵爲首的臺灣文人以擁護現實主義，來對抗抹殺文學的日本皇民文學要

求，仍然堅持反對日本加諸於臺灣人民的扭曲的現代性。 

    如上所述，日據時期的時代精神與文學理論所包含的現代性，在小說

中一一得見。第一、在1926年以前的過渡期小說中，以探究民族所處的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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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與涉及個人自由的問題居多。其中《神秘的自制島》、《犬羊禍》、《臺娘

悲史》、《黃鶯》等小說，對臺灣淪爲殖民地的歷史提出反省及批判，而《她

往何處去》、《家庭怨》、《最後的解決如何》等小說，則批判舊家庭制度的

不合理，主張婚姻自由。這些初期的小說，在形式上展現的是從古典形式

轉型到現代小說的過渡形態；但在內容方面，卻明白地體現了當時的時代

精神 － 文明開化和愛國啓蒙思想。另外，張我軍與楊雲萍的小說，主要是

以人物的內心爲敍事主體，透過人物的苦悶、無奈、煩惱和憤怒等情緖，來

刻畫因意志的薄弱，從而産生挫折、彷徨的現代人。這說明臺灣的現代小

說，已從文化啓發、民族自覺等時代性任務的訴求，逐漸轉向夾在傳統和

現代之間的人的內心描寫。這種現代人的彷徨與苦惱，代表著臺灣已進入

了金錢所支配的現代社會，而這些作品卽能喚起讀者對物質現代性的反

省。 

    第二、到了1926年以後，臺灣現代小說在質與量方面，得到進一步的

發展。其中，賴和主要針對法律問題，提出嚴重的批判；《一桿稱仔》、《不

如意的過年》、《惹事》、《豐作》等小說，嚴厲批判日本警察任意適用法律

的弊害，直接質疑標榜現代化的日本，在臺實施的法律的正當性。他對日

本帶來的現代性的質疑，在《蛇先生》中表露無疑。在這篇主要以象徵現

代科學的醫學根據與傳統秘方之間的對照爲架構的小說中，賴和縱使以批

判的角度看待秘方，但是對蛇先生的醫療行爲，卻沒有提出異議，反而對

以非科學爲理由誹謗蛇先生的階層，表露出嫌惡與不信任。可見他所希望

的是一個合理的現代精神能成爲思考和行動準則的世界，但他非常淸楚只

要帝國主義繼續支配一天，他的願望就無法實現，而他所追求的合理公平

的世界，就在支配階層和旣得利益階層的橫暴與蠻行下，遭到毁滅。因此，賴

和小說中所反映出來的現代性思考，可以說在缺乏自主性改革的殖民地臺

灣，現代價値和文明準則遭到帝國主義價値觀的擺布，成爲奪取和壓迫的

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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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陳虛谷和蔡秋桐，也對殖民支配的正當性提出質疑。但是，他

們與賴和不同，採取諷刺的手法，對日本官吏和警察的自私、無理、橫暴

等行爲，加以批判。《他發財了》、《放炮》、《無處申寃》、《奪錦標》、《王

爺豬》和《理想鄕》等小說中的日本官吏和警察，都是爲了個人的升遷，動

員老百姓參加各種美化環境、衛生事業等活動，被描寫成貪小便宜、自私

自利，甚至爲好色之徒。在這些小說中，作者將日本殖民者塑造成在道德

水準和人品上有瑕疵，並且公私不分的人物，對日本人統治臺灣的正當

性，提出强烈的質疑。 

    第三、隨著殖民資本主義的經濟搾取日益加深，在臺灣社會形成嚴重

的階級分化，許多作者開始以否定的觀點，面對現實狀況。他們大部分站

在佃農、勞工，以及屬於該階級的婦女立場上，對貧富差距、失業、勞動

環境等問題，提出不滿與批判。楊守愚、張慶堂、林越峯、徐靑光、賴賢

潁、馬木歷等人，主要描寫佃農與農村的貧困。從他們的小說中，可以發

現臺灣農民從自耕農沒落到佃農的原因，就是由於日帝爲了增産穀米所進

行的土地掠奪，以及製糖公司的土地集中作爲所致。在這個過程中，農民

要承受種種不公平的待遇，例如農民在不公平的條件下，跟地主締結只對

地主單方有利的契約；日本在農村引進資本主義之後，地主/佃農脫離了以

前的保護/依賴關係，地主按照資本的邏輯，對佃農進行無情的搾取和略

奪；殖民政府所主導的水利設施等現代農業制度，規定自耕農和地主有繳

納各種稅金的義務，致使地主從佃農處抽取稅金。而在這些農民受到不公

平待遇的背後，則是爲了振興自己國內的産業，瘋狂地搜刮殖民地的資

源，默許甚至聳恿地主和製糖公司的日本殖民政府。 

    此外，楊華、陳賜文、鄭登山、孤峰、赤子、一吼、李泰國、廢人、柳

塘等人，主要描寫勞工和都市貧民階級的悲慘生活，而在小說中呈現出對

造成階級分化的社會結構有所覺醒；至於賴和、楊守愚、楊華等人，則特

別關心在殖民支配結構中，處於最低層的無産階級的太太和女兒們。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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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性因爲身爲無産階級而遭受壓迫，同時也因爲身爲女性，成爲被迫害的

對象。 

    左翼傾向濃厚的這些小說，爲日據時期小說中的最大宗，可見作者眼

中的當時臺灣現實狀況是非常悲觀的。無産大衆的貧窮現實，以及階級差

別的加深，使民衆開始思索自身所處的社會環境，並讓他們覺醒無論再怎

麽努力，還是無法擺脫日益貧窮的現實。因此他們從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之

中設法找出原因，並開始摸索能够改善現況的方法。《恭喜？》、《過年》、《元

宵》、《擦鞋匠》、《謀生》、《失業》等小說，反映出對卽使努力勞動也不能保

障生存的社會的憤怒，以及剛萌芽的階級意識。經過《決裂》、《失敗》、《阿

枝的故事》中知識分子和勞工的努力，到了楊逵的《送報伕》終於得到無

産階級的勝利。小說中無産階級的勝利，是從無産者的覺醒開始，經過意

識化過程，最後付出團結的實際行動才完成。楊逵的這篇小說，無論是敎

育主角的知識分子－ 新人物的出現，或是被他們感化的主角回國後展開農

民運動的內容等方面，都呈現出鮮明的階級意識，以及提出無産階級解放

的歷史方向。我們從這些左翼小說中，明確地看到無産階級意識已經萌

芽，並且出現爲了擁護無産階級的利益和解放，而努力奮鬥的人物類型。這

類小說的最終目標，在於打倒造成階級矛盾的資本主義體系，强烈反映出

社會主義思想。而這些左翼小說，對殖民資本主義的進展所帶來的現實條

件，表示出否定、批判及反省。 

    第四、殖民資本主義現代化的進展，不僅造成民族內部的階級分化與

緊張，也對臺灣人民的日常生活，帶來絶望與無奈。他們得不到任何現代

化的果實，因此無論農村與都市的貧民，或知識分子都呈現出疲憊的神

情。蔡秋桐的《新興的悲哀》、朱點人的《島都》和《秋信》，均揭露都市

化及現代都市的黑暗眞相，對現代化本身保持否定的態度；而呂赫若的《牛

車》、馬木歷的《西北雨》，分別描寫日本的機器代替傳統的牛車，以及日

本推動的水利事業，反而造成貧農有水不能引用的荒謬情景，共同對農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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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化提出批判觀點。 

    另外，隨著現代化朝向壓搾臺灣民衆的方向發展，未能改善臺灣民衆

的生活，在都市裡已形成了由底層勞工和從農村分離出來的農民所構成的

都市遊民階層；而在農村，佃農的貧窮化也日益加深，全體臺灣社會普遍

蔓延著嚴重的疏離意識。這些瀰漫於社會的相對剝奪感，造成了價値觀的

顚倒、貨幣物神化，以及知識分子的無奈現象。《年關》、《牛車》中的貧

民，因饑餓、對有錢人和殖民統治階級的不滿，抛棄了道德良心和法律規

範，做出反社會的行爲；而《乳母》一篇則表現出，母乳的原本價値遭到

扭曲，成了交換價値的商品的現實。此外，在朱點人的《紀念樹》、《長壽

會》，以及楊守愚的《赤土和鮮血》、林越峰的《紅蘿蔔》、張慶堂的《他

是流眼淚了》等小說中的人物，與其他人維持表面的關係，甚至將他人視

爲商品。他們都是些表裡不一，行爲和想法互相衝突的僞君子。殖民地狀

況與資本主義矛盾，在造成都市貧民和農民的貧窮及疏離的同時，使得知

識分子也迷失了自我，逐漸落入自我疏遠和無奈的情緖之中。王詩琅的《沒

落》就解剖了失去熱情的社會運動家的失落心理。 

    第五、除了批判當代社會情況的小說之外，翁鬧、巫永福等東京留學

生，也於三○年代開始創作以描寫個人內心爲主要敍事的小說。其內容從

徘徊東京街頭的臺灣靑年的種種煩惱開始，到探究愛慾、解剖自我內心等

等，深切的反映出個人主體性的自覺。《殘雪》、《山茶花》、《慾》等小說

透過戀愛心理，主要呈現的是日常性。所謂日常性，包括比較不受制度、因

果關係、社會禁忌和合理性等約束的領域，涵蓋了支配現代人生活的全

體。日常性呈現在小說裡，容易使我們把視線投注在不受目的或未來等所

壓抑的現在。因此，在這些小說中，殖民地處境的民族、歷史問題，不再

成爲人物産生變化的因素。這些小說並未提示任何烏托邦的理想或展望，只

以日常性作爲結尾；作者藉此似乎在告訴我們，小說提示的未來展望，在

現實世界裡並不易達成。而這些小說對日常性的重視，可能是作者只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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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現在，眞摯的面對現實，此乃這類小說面對現代性的方法。 

    多數靑年感到苦惱的主要原因，來自舊家庭和婚姻問題。因此，對封

建舊家庭問題的探討，由於逐漸與個人主體性的確立産生關聯，開始朝向

更有深度的方向發展。呂赫若在這個時期以舊家庭制度中女性的婚姻，及

資本主義渗透農村社會的狀況爲題材，描寫封建家庭制度沒落的過程。他

的《逃跑的男人》、《財子壽》和《風水》等小說，都同時探討了傳統舊家

庭秩序面對金錢之時，如何沒落與凋零；而在《廟廷》、《月夜》、《女人的

命運》、《前途手記》中，描寫地主階級的納妾行爲和以男性爲主的傳統觀

念，在經過資本主義的洗禮之後，反而變得更加嚴重，女性成爲最受苦的

一群。呂赫若小說中的加害者，大多是能夠預知受封建秩序與價値觀所支

配的農村社會卽將崩潰，同時金錢至上的新時代卽將到來的人物。他們都

是一方面受金錢所奴役，另方面又固守著老舊而負面的封建價値。呂赫若

透過描寫這些人物的行爲，深刻地演繹出封建性與資本性蔓延的殖民地臺

灣的社會變遷。 

    第六、對於殖民統治下的社會現實和資本主義現代性，以現實主義的

角度，進行批判性理解的現代小說，到了1937年以後，面臨了前所未有的

危機。隨著中日戰爭、太平洋戰爭的相繼爆發，日本變爲强大的法西斯集

團，對殖民地臺灣實施廢止漢文、創氏改名、改造生活方式等抹殺民族性

的政策。面對如此可能失去民族性的空前危機，臺灣作家仍然無法逃離日

本精神、戰爭動員、勤勞保國等許多皇民化課題。而且，日本所主張的「大

東亞共榮圈」，是一種對抗西方諸國，强調亞洲民族團結一致的理念。其

中特別强調，資本主義與個人主義思想所帶來的一些負面作用，全是西方

思想的産物，與日本無關。藉此便能塑造日本聯合亞洲民族對抗西方諸國

的假象，並且强制臺灣人接受日本性。日據末期小說的焦點，主要聚集在

臺內親善、從軍、民族認同等皇民化運動所强調的幾個議題；其中，涉及

臺內親善的有龍瑛宗的《蓮霧的庭院》、《歌》和呂赫若的《鄰居》、《玉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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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等；涉及增産主題的有張文環的《夜猿》、楊逵的《增産之背後》，以

及呂赫若的《山川草木》和《風頭水尾》。這些小說，雖然皇民精神的內

在化程度各有不同，但是總體來說，呈現出又複雜又曖昧的面貌，因此解

釋上具有模稜兩可的空間。此外，龍瑛宗的《午前的懸崖》、張文環的《頓

悟》、呂赫若的《淸秋》描寫關於從軍的情節與看法，前兩者小說中所鼓

吹的從軍主題，並沒有與小說內容産生有機融合，導致敍事失敗，乃至無

法對讀者發揮文學效果；而後者中的從軍或去南方，也不具有什麽重要

性，只是充當應對皇民化的掩飾。可見作家們並沒有正面面對此一課題，而

是採取了迴避的方式。 

    另外，在接受日本性的問題上，在皇民化時期以前，作家們可以堅持

自主性立場，主要顯露出批判或反省態度，例如對《榮歸》、《興兄》和《脫

穎》中的追求日本性人物，作者們都以諷刺、批判的對象來處理。但是到

了皇民化運動時期，日本爲了圓滿推行戰爭，將日本性代替現代性，强制

臺灣人民接受，因而在日本性的接受上，作家們開始呈現曖昧複雜、煩惱

不已的面貌。從龍瑛宗的《稙有木瓜樹的小鎭》、王昶雄的《奔流》、周金

波的《水癌》，到陳火泉的《道》，接受日本性的程度越來越深，反映出皇

民化邏輯帶給作者的精神荒廢。在這些小說中的人物，單方面接受了八紘

一宇、武士道精神等日本固有文化，但對現代性却一律未提出任何思考和

反省。可以說，自啓蒙運動以來，臺灣文學有自主性追求的現代性，到了

皇民化時期完全遭到否定，甚至於倒退至承認神權的地步。 

    經歷了半世紀之久的殖民統治，到了1945年，由於日本的敗戰，臺灣

終於重新找回主權，並立刻進入了戰後國際秩序的再編過程中，歸屬於國

民黨政府所領導的中華民國，迎接新的歷史階段。得到期待已久的光復，當

時的知識分子爲了實現建立現代民族國家的夢想，開始主張政治上的自治

和民生的安定，以及消除日本殘滓和推行中國化。這些臺灣知識分子的主

張，符合國民黨政府所提出的三民主義內涵，因而建立現代國家的期待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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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共識。他們並且依據從二○年代以來卽接受的普遍性現代價値，開始重

新强調反封建，接受科學思考、理性判斷，以及遵守法律的行動規範，認

爲這些是建設開明的社會、現代國家的國民所必備的要件。而在這個基礎

上，不僅塑造出具備民族意識，同時也具備科學、效率、責任和法治觀念

的理想國民形象。不過，在日益嚴重的物價暴漲、産業麻痺、失業增加、敎

育荒廢和治安危機等社會狀況之下，大多數民衆得不到安定的生活，加上

省籍衝突，臺灣陷入嚴重的混亂局面。在這種社會條件之下，累積國家資

本，建設現代國家的希望，變得越來越困難。然而戰後初期知識分子所主

張的內容，無論在現代國家的建立，或現代普遍價値的追求，都非常重視

民主主義原則與批判精神，可以說從二○年代接受啓蒙主義以來所堅持的

現代性，在面對新的歷史階段，得到了進一步的發展。 

    在期待建立現代民族國家的同時，臺灣文人也爲了重建臺灣文學而站

了起來。自新文學運動以來，一直站在民衆和民族的立場，堅持著現實主

義路線的臺灣文壇，一方面堅持旣有的立場，另一方面透過與大陸來臺文

人的交流，開始接受同一傾向的祖國文學。雖然兩邊文學交流的時間過於

短暫，但是以魯迅爲媒介，雙方在文學的角色及理念上得到共識，那就是

以進步的、民衆的文學做爲往後臺灣文學的方向。而比較具體的文學理

論，以《新生報－橋》副刊爲舞臺展開，文學界人士開始積極討論臺灣文

學應有的方向，最後還發展爲臺灣新文學論戰。這場論戰討論包含臺灣新

文學的性格與成果、臺灣文學的民族性與特殊性，以及人民文學論、新現

實主義創作方法的確立等諸多內容，可以歸納爲現實主義民衆文學論。可

見戰後初期臺灣文學的理論，繼承了新文學運動以來的日據時期文學傳

統，以及大陸的進步文學傾向。 

    而戰後初期的小說，反映出時代精神與文學理論所提出的想法，例如

光復的喜悅、批判皇民化及反省，以及對新的現代社會、新的現代國家的

願望等內容，開始成爲小說的主題。不過，其中比重最重的是揭露戰後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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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混亂社會情況的小說。這可說旣實踐了當代文學理論，同時也具備了時

代必然性，因爲它記錄了戰後初期社會不安和民生問題的嚴重性，也適切

地反映出戰後初期臺灣人民的感受－ 政治上的期待與挫折。 

    由以上的分析和討論，我們知道，臺灣之步入現代，是受到早已接受

西方現代文明洗禮的日本的影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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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卻面臨了進退維谷的

矛盾局面。因此，他們的現代化方案，不得不帶著固守民族性和追求普遍

性的雙重性格，而這也正凸顯了臺灣的現代性，有別於彼岸及其他西方國

家的特殊面貌。另外，它與其他國家一樣，同樣受到資本主義現代化的制

約，在追求資本主義的發展，並且由於民族意識的擡頭，在追求建立現代

民族國家之時，却導致階級和個人的基本權利受到威脅，特別是面對日據

殖民統治和戰後初期的混亂局面，階級和個人的發展均産生嚴重的不均衡

現象，不過，他們却又不忘追尋自由、平等、博愛的人道主義精神，同時

也追求反資本主義的解放的現代性。 

    臺灣初期的現代文學，爲因應上述時代精神，而主動積極地追求多元

的現代性，一方面肯定了文學的獨立自主性，另一方面也尋找民族文學的

形態與理念，提出現實主義創作方法，並確立了文學的民衆指向。而此指

向起因於反帝國主義和進步的社會主義，不但具備了民族性，同時也具有

擁護民衆及個人利益的傾向。因此可以說，它呈現了多重文學現代性的面

貌，在重視建立民族文學的同時，也重視文學用以抒發個人感情的功能。 

    因此，日據時期和戰後初期的臺灣知識分子，他們站在民族、民衆和

個人立場上，所追求複數的、指向於解放的現代性的經驗，對面臨著二十

一世紀資本主義全球化的衝擊，而被迫面對國家層次的全面性開放，並苦

於思索因應之道的我們，帶來的是一個値得思考的方向及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