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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二○至四○年代郁達夫的人文活動 

 

日治時期的日本政府治理台灣基本心態為「殖民台灣、壯大日本本土」，軍事

戰略的指導方針則是將治台方略作為征服東南亞南進政策的重要環節。某程度

上，日本仍將台灣之經營視作殖民成就的宣傳品，這點與殖民韓國、二戰佔領的

香港、以及日本控制的滿州國、汪精衛的南京中華民國政府、日本佔領的越南、

馬來西亞、新加坡、印尼的治理方針極不相同。日本統治台灣的基本政策，不論

是內地化或視為南進擴張的基地，都能見出台灣之於整個日本帝國的東亞統治，

是具有獨特的地位。文化上，中國新文學運動之所以能傳入台灣，有由留學或旅

行、居住中國的台灣知識分子，直接引進台灣傳播；或留學、居留日本的台灣知

識分子，經由日本帶回的間接管道。勘察上述管道在公共層面的軌跡，可由當時

所發行的報刊媒體著手。又台灣新文學的開展，與萌發於 1917 年的中國新文學運

動如出一轍，都受到十九世紀末葉國際局勢與內部社會變遷的影響，並且誠如周

策縱《五四運動史》中所說，意圖透過文學「掀翻那停滯不前的舊傳統的基本因

素，而以一種全新的文化來取代它」
101。故討論此一時期台灣報刊媒體如何一一

轉譯、介紹中國新文學至台灣文學的場域中，實有其意義存在。 

從二○年代至今，論及郁達夫不外乎是頹廢、感傷等印象概念，而其與魯迅、

左翼文學的關係及抗日經歷，亦是形成郁達夫複雜矛盾性格的重要因素。郁達夫

的作品向來具有強烈的自傳色彩，其著重表現內心的悒鬱、苦悶，體現了作者自

我寄託的成分，在表達個人對社會的憤懣方面，郁達夫的文字皆擁有獨到特色。

因此本章節試圖從日治時期相關的雜誌報刊及史料資料，探索郁達夫在台灣文學

中文學受容的痕跡及影響伏流。第一節透過《台灣民報》與《台灣日日新報》這

些以文化運動與新聞消息作為啟蒙行動的場域，陳列版面上對於中國新文學作家

的文字作品再現，並連結這兩大報的編輯立場與時代氛圍，得以系統地勘察出台

灣知識分子對當時中國新文學作品之觀照，進一步細究郁達夫在台灣是如何被闡

述、被觀看、被想像。由報刊閱讀之材料析理出郁達夫文學與台灣作家之間的精

神共相，配合日治時期郁達夫訪台的歷史事件，將著眼點從研究「作者──作品」

轉向「作品──讀者」，討論之間互相借鑒交流的歷程，方能呈現日治時期台灣對

                                                 
101 周策縱，《五四運動史》(台北︰龍田出版社，1979 年)，頁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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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文學作品的受容情況與郁達夫文學之評價，在此立足點上郁達夫文學接受

者(台灣文壇)的反應是最為重要的。 

 

第一節  殖民時期台灣報刊對中國作家的譯介概述：以《台灣民報》   

與《台灣日日新報》為分析場域 

 

    台灣人最初接觸報紙這類近代媒體的契機，大多因為日治時期學校之中就有

利用報紙進行教學活動
102。另外，從讀者的角度來看，可以在個人回憶錄與時人

的日記中發現，擁有日文或漢文閱讀與消費能力的台灣人也已經多有閱報的習慣

103。因此本章節研究場域放置於日治時期台灣兩大報刊《台灣民報》與《台灣日

日新報》之上，焦點時間設為郁達夫人文活動主要展開的時期，約在 1913 年赴日

留學至 1945 年逝世期間，與台灣半世紀之久的日治時期大略符合。第一節概述台

灣日治時期《台灣民報》對中國作家的譯介，作一台灣對中國文學受容背景知識

的初步構築。第二節就日治時期台灣發行量最大的報紙《台灣日日新報》，介紹發

行中所轉載譯介的中國新文學消息、作家狀況。《台灣民報》及《台灣日日新報》

皆為所謂的「新聞紙」，可以針對「時事」做報導與評論並定期刊行的印刷媒體，

具有報導時效意義之媒體。因此第三節綜合前兩小節對《台灣民報》與《台灣日

日新報》兩大台灣近代報紙與報業濫觴之討論，析論日治時期台灣報刊媒體對當

                                                 
102 如王詩琅，〈李騰嶽先生訪問記錄〉（1967 年 12 月～1968 年 2 月訪問），黄富三、陳俐甫編，《近

現代台灣口述歷史》(台北縣：林本源中華文化教育基金會，1991 年)，頁 215：「民國三年(1914
年)第一次歐戰時，我就在醫校二年級，這時有報紙可看，亦時常聽到戰爭的情況……。」；鍾逸

人，《辛酸六十年－二二八事件二七部隊部隊長鍾逸人回憶錄（上）》(台北市：前衛，1993 年)，

頁 49-50：「謙坂老師每次介紹事變的新聞時，卻祇將報紙上的報導，照本宣科一番，不屑作更詳

細的說明。他甚至連報紙上，用特號鉛字所誇張宣傳的『皇軍的輝煌戰果』，也加以濃縮到祇用寥

寥數語堵塞了事。」；陳逸松口述，吳君瑩記錄，林忠勝撰述，《陳逸松回憶錄：太陽旗下風滿臺》

(台北市：前衛，1994 年)，頁 62：「大戰結束，我是公學校四年級的學生，只從我們漢文教師張

阿合先生所讀的漢字新聞(當時的台灣日報三分之二是日文，三分之一是漢文)得知……。」 
103 許雪姬等編，《水竹居主人日記（一）-（六）》(台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2002
年)：1868 年台中豐原出生，並於 1899 年擔任保正的張麗俊日記之中，已經可以明確知道他在 1900
年代後期就已經有訂購《台灣日日新報》與《台灣新聞》，以及一些其他刊有漢文的刊物。即使已

經不再擔任保正的 1920 年代之後，張麗俊也仍舊維持著閱報習慣。其它如張良澤編，《吳新榮日

記全集》(第一冊) (台南市：國立台灣文學館，2007 年)，頁 4，1933 年 9 月 4 日記：「我自來佳里

開業以來，除讀書以外有兩項的趣味。因為業務忙碌的關係，讀書也只限日日的報紙(《大阪朝日

新聞》《台灣新民報》《台灣新聞》《南瀛新報》)及《日本醫事新報》《中央公論》《改造》等的雜

誌而已。」《吳新榮日記》的記載也可證明當時知識分子有維持閱報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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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中國新文學作家作品的譯介狀況、評價、態度，可說是有其時代意義。雖說這

兩者新聞紙有其政治立場與意識形態上的問題，不過仍具有近代社會發展之下的

客觀意義。就其二者來細究「郁達夫」此一文學符碼，在不同媒體上的角色扮演

與轉引意義，可以看到殖民時期台灣社會的讀者如何透過報刊媒體認識當時的中

國文學，進一步呈現日治時期台灣文壇整體對中國新文學作品的交流概況。 

 

一、新文學的範文作用：《台灣民報》 

 

台灣此一時期受到中國辛亥革命、世界民主思潮、五四新文化運動、台灣文

化啟蒙、世界文藝思潮等影響下，台灣新文學運動發軔於二○年代間，這原是台

灣新文化運動的一部分，首先由語文的改革開始，後漸及於文學的內容、理論等，

1920 年在東京發行創刊號的《台灣民報》前身《台灣青年》則率先反映了這股風

潮： 

 

      內容上，因《台灣民報》初創之際，正值中國新文化運動的高潮，由胡適 

等人所提倡的文學革命獲得很大的成功，同時，「文學研究會」和「創造 

社」先後成立，改編後的《小說月報》和《創造月刊》領導了當時中國的 

文壇。鼓吹白話文的《台灣民報》相當注意這種蓬勃的趨勢，從創刊開始 

便轉載許多中國白話文學作品。
104 

 

此節就 1923 年 4 月 15 日於東京創刊，1930 年 3 月易名為《台灣新民報》的前身

《台灣民報》為對象討論，意欲結合中國、台灣兩方先後發展的新文學運動進程，

以考究中國新文學在台傳播的初期現象與意義。 

    言論刊物可謂台灣近代社會文化運動最有力的武器，《台灣民報》對中國白話

文學作品的轉載影響，更帶動其後台灣本土作家的小說創作，如賴和、楊雲萍、

張我軍等人。台灣的刊物一○年代末期後已提供知識分子言論思想上的公共領域

模型：「傳統的漢文作為一種媒體用語已不敷台灣人讀者之需，而台灣人讀者在《新

台灣》漢文欄之中所經歷的，也正是前所未有的一種媒體上的『議論型態』。」105

                                                 
104 嚴小實，第四章〈楊守愚參與新文學運動的歷程〉，《楊守愚生平及其作品研究》(靜宜大學中

國文學研究所碩士論文，2001 年)，頁 39。   
105 李承機，〈植民地台湾媒體用語的問題－以傳播媒體史的視座來看台湾新文学運動及其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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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裡說明了日治時期不論台灣人或在台日人所經營的媒體都開始提供台灣知識分

子「公共討論」的場域，而至 1932 年成為日刊的《台灣新民報》，更承擔起「文

化表象」的角色
106，吳新榮曾言：「為了節約紙張而不再訂閱《台灣新民報》和《台

灣日報》，就這樣漸漸地失去了身為一個文化人的作用了」107進入戰時體制後資源

緊縮，使得訂閱報紙閱讀並不如以前容易，這樣的景況令知識分子感到文化上的

焦慮，也刻劃出當時的台灣知識分子莫不看重民報系列的文化地位。 

民報報系發行時間橫跨二○年代至四○年代初，自《台灣民報》以來對台灣

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等的政治、社會、新文藝運動均熱烈支持，是台灣各種社會運

動的機關報，更引進或轉譯各國新知識、新思想報導文章，號稱為當時「台灣人

唯一之言論機關」
108。《台灣民報》以「思想善導與新思想的普及」為社論，鼓吹

普及各種新思想，對新知的各式介紹，也反映了那個世代台灣知識分子的世界觀。

故整理、概述當時 1923 年後民報報系對中國作家作品的引介或評論，能便於解析

當時台灣文壇對於中國文學的接受度，間接建立日治時期中、臺兩地的交流歷程

與台灣知識分子對於中國作家的閱讀。以下為《台灣民報》中對於中國新文學作

品的刊載細目： 

 

表一 《台灣民報》中國新文學作品之刊載表109 
日期 作者 篇名 期數 備註 

1923 

04/15 胡適 〈終身大事〉(上)(下) 1-1 獨幕劇劇本，連載 2 回。 

08/15 胡適 〈相思〉 1-6 新詩。 

08/15 胡適 〈小詩〉 1-6 新詩。 

10/15 各丁 〈莫愁〉 1-8 新詩。 

                                                                                                                                               
「第 1 回東亞近代史青年研究者交流會議報告論文」(2002 年 8 月)，頁 2。 
106 下村作次郎・黄英哲，〈戰前台灣大衆文學初探〉，彭小妍編，《文藝理論與通俗文化》(上)(台
北市：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9 年)，頁 232。 
107 張良澤編，《吳新榮日記全集》(第二冊)(台南市：國立台灣文學館，2007 年)，頁 262。(1938/06/24) 
108「社說」〈本報的使命〉，《台灣民報》第 141 號，昭和 2 年(1927)1 月 23 日，第一版：「本報是

台灣人唯一自主的言論機關，我們可以不客氣的說，一面是為台灣民眾的代言者，一面是為台灣

民眾的指導者。故本報一貫的目的，當然要謀台灣文化的健全發達，和要謀台灣民眾的最大幸

福……。」 
109 表一《台灣民報》中國新文學作品之刊載表，時間段為台灣雜誌社發行之《台灣民報》1923
年（大正 12 年）4 月 15 日至 1930 年 3 月 22 日（昭和 5 年），創刊號至 305 號。主要參考資料為：

《台灣民報》（一-十四）(東方文化書局影印出版，1973 年)、蘇世昌，《追尋與回憶：張我軍及其

作品研究》(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論文，1998 年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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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 劉國定 〈神媒〉 1-14 小說。 

1924 

01/01 周綺湖 〈西湖我的姉姉〉 2-1 新詩。 

01/01 劉國定 〈不娶你〉 2-1 新詩。 

01/01 劉國定 〈努力讀書〉 2-1 新詩。 

04/21 維濤 〈遊西湖〉 2-7 新詩。 

04/21 維濤 〈西湖雜感〉 2-7 新詩。 

06/01 仲甫 〈霞玉〉 2-9 散文。 

1925 

01/01 魯迅 〈鴨的喜劇〉 3-1 小說，載自《吶喊》。 

01/01 N.C 生 〈在火船上〉 3-1 小說。 

02/11 馮沅君 〈隔絕〉 3-5 小說，載自《創造季刊》2 卷 2 號，

連載 2 回。 

03/01 倪貽德 〈故鄉〉 3-7 新詩。 

04/01 魯迅 〈故鄉〉        3-10 小說，連載 2 回。 

04/21 冰心 〈超人〉   3-12 小說。 

05/01 魯迅 〈犧牲謨〉 3-13 雜文，載自《語絲》十八期。(1925.03.16)

05/11 胡適 〈說不出） 3-14 劇本。 

05/21 魯迅 〈狂人日記〉 3-15 小說，連載 2 回。 

06/21 郭沫若 〈仰望〉 3-18 新詩，載自《創造季刊》。 

06/21 郭沫若 〈江灣即景〉 3-18 新詩。 

06/21 郭沫若 〈贈友〉 3-18 新詩。 

06/21 夬庵 〈一個貞烈的女孩子〉 3-18 小說，載自《新青年》。 

08/16 花華生 〈慕〉 65 小說，作者應為落華生。 

08/30 滕固 〈墮水〉 68 新詩。 

08/30 陳宏 〈神秘與美麗的眼珠〉 68 新詩。 

09/06 梁宗岱 〈森嚴的夜〉 69 新詩，載自《小說月報》。 

09/06 梁宗岱 〈失望〉 69 新詩，載自《小說月報》。 

09/20 梁宗岱 〈感受〉 71 新詩。 

09/20 徐蔚南 〈微笑〉 71 新詩，載自《小說月報》。 

10/11 焦菊隱 〈我的祖國〉 74 新詩，載自《小說月報》。 

10/11 西諦 〈牆角的創痕〉 74 新詩，載自《小說月報》。 

10/25 郭沫若 〈牧羊哀話〉 76 小說，載自《新中國》，連載 3 回。 

11/01 冰心 〈笑〉 77 散文。 

11/29 魯迅 〈阿 Q 正傳〉 81 小說，〈阿 Q 正傳〉刊至第六章，載

自《吶喊》，連載 8 回。(81-85、8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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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期) 

12/20 郭沫若 〈夕暮〉(續) 84 新詩，載自《創造季刊》。 

1926 

04/18 劉夢葦 〈中國新詩底昨今明〉 101 論述，連載 2 回。 

05/09 徐志摩 〈自剖〉 104 散文，載自《晨報副刊》，連載 3 回。

08/08 楊振聲 〈李松的罪〉 117 小說，載自《晨報七周增刊》。 

1927 

08/14 張資平 〈雪的除夕〉 169 小說，連載 3 回。 

09/04 桃心 〈我不自由〉 172 劇本，載自《民鐘報》。 

09/04 林蘊光 〈梁山伯與祝英台〉 172 新詩。 

09/11 學琛 〈嫁期〉 173 小說，載自《民鐘報》，連載 3 回。 

10/02 田連渠 〈異國〉 176 小說，連載 2 回。 

10/23 惜恭 〈心影〉 179 小說。 

10/30 世荃 〈為什麼〉 180 小說，載自《民鐘報》。 

11/06 陳學昭 〈她的婚後〉 181 小說，載自《寸草心》。 

11/20 黃仁昌 〈弟弟〉 183 小說，載自《國聯週刊》，連載 2 回。

12/04 汪靜之 〈新時代的男女〉 185 劇本，載自《山朝》，連載 4 回。 

1928 

01/08 愛聾 〈晚宴〉 190 小說，載自《國聞週報》，連載 2 回。

01/15 碧波 〈落葉〉 191 小說。 

03/11 苑約 〈溪邊－野外的故事

之一〉 
199 小說，載自《民鐘報》。 

03/18 姜希節 〈離散之後〉 200 小說，載自《國聞週報》，連載 2 回。

04/22 春信 〈誘惑〉 205 小說，載自《國聞週報》，連載 6 回。

05/13 菊友 〈靜夜〉 208 新詩。 

05/20 集中 〈離××一的〉 209 新詩。 

06/24 曼雲 〈蓮花〉 214 新詩。 

07/15 王異香 〈折白黨〉 217 小說。 

07/29 吳江冷 〈平民的天使〉 219 劇本，連載 2 回。 

08/19 貢三 〈慈母的心〉 222 小說，載自《新潮》，連載 3 回。 

08/26 蔚南 〈一九二七年的李四〉 223 小說，載自《國聞週報》，連載 6 回。

09/09 炎華 〈蜜月旅行〉 225 劇本，載自《婦女雜誌》，連載 2 回。

10/07 琴心 〈離愁〉 229 新詩。 

12/02 宛約 〈生命〉 237 小說，載自《現代評論》。 

12/09 胡也頻 〈毀滅〉 238 小說，載自《現代評論》，連載 2 回。

12/16 雪江 〈時代的落伍者〉 239 小說，載自《秦東月刊》，連載 5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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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 

01/13 潘漢年 〈法律和麵包〉 243 小說，載自《現代小說》，連載 2 回。

01/27 許欽文 〈口約三章〉 245 小說，載自《故鄉》，連載 2 回。 

01/27 滕固 〈離家〉 245 小說，載自《平凡的死》，連載 4 回。

02/10 達仁 〈壓〉 247 小說，載自《現代小說》，連載 7 回。

06/16 陳雪江 〈賣人〉 265 小說，載自《秋野月刊》，連載 2 回。

06/30 王魯彥 〈一個危險的人物〉 267 小說，轉載自《黃金》，連載 6 回。 

08/25 陳明哲 〈父親〉 275 小說，連載 3 回。 

11/03 劉大杰 〈妻〉 285- 小說，連載 3 回。 

11/24 劉大杰 〈夜〉 288 小說，連載 3 回。 

12/22 魯迅 〈雜感〉 292 雜文，由《華蓋集》出。 

12/22 鄭慕農 〈深愁〉 292 小說，連載 2 回。 

12/29 柳風 〈洋婦〉 293 小說。 

1930 

01/18 劉大杰 〈支那女兒〉 296 小說，連載 5 回。 

02/15 郁達夫 〈故事〉 300 小說。 

02/22 鄭慕農 〈白衣女郎〉 301 小說。 

03/01 衣萍 〈第一個戀人〉 302 小說，連載 2 回。 

03/22 劉大杰 〈妹妹!你瞎了〉 305- 小說，連載 2 回。306 號改名為《台

灣新民報》。 

 

由上表可知，《台灣民報》1923 年 4 月就轉載中國作家胡適的〈終身大事〉，揭開

中國新文學在台受容的序幕，黃朝琴簡介胡適：「胡博士乃中華思想界的第一新

人。他的令先君，前清的時代，曾到台灣做官。博士平時的著述，也常念著台灣。

所以和我們的緣故，算來實在不小……。」
110胡適的〈終身大事〉是中國新文學

運動中出現的第一個獨幕話劇。其批判了封建宗法制度，提倡青年男女自由戀愛

的意義，具明顯的反封建傾向。此外，亦轉載秀湖生(許乃昌)〈中國新文學運動

的過去現在和將來〉，葉石濤認為至此「台灣新文學運動的理論體系，即具語文形

態（白話文），內容(科學與民主)都有雛型的奠基。」111對照 1934 年《中國新文

學大系》的內容，《台灣民報》對中國新文學的新詩與小說轉載最多，可知該時期

《台灣民報》對作品轉載的取向並非全面，而是經過檢擇過的內容。這與當時擔

                                                 
110 超今(黃朝琴)，〈附言〉，《台灣民報》第 1 號（1923 年 4 月 15 日），第二十版。 
111 葉石濤，〈五四與台灣新文學〉，《聯合文學》第四卷第七期(1988 年 5 月 1 日)，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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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民報編輯的張我軍之信念與學經歷有關，中國新文學作品對張我軍而言，如同

台灣白話文發展的範本，多方轉譯中國新文學作品的作法自然是可以想見的。 

    張我軍 1924 年 10 月下旬返台任《台灣民報》漢文版編輯，1925 年 2 月擔任

《台灣民報》文藝欄編輯，乃至 1926 年 12 月賴和接任文藝欄期間以來，相繼轉

載了中國新文學作家的作品，計有魯迅、郁達夫、胡適、冰心、徐志摩、郭沫若、

焦菊隱、劉夢葦、西諦（鄭振鐸）、滕固、楊振聲等等。且張我軍對部分作品還加

上附記和識語，介紹了作品的思想內容、藝術手法，及對創作背景、作家生平，

並就其轉載論著篇章進行簡介。更於 1926 年 8 月拜會魯迅並贈《台灣民報》四本，

代表台灣文學界就教於魯迅，致力與中國新文學之間的交流。他對中國新文學的

看重，緣於留學北京，受胡適白話文運動與中國新文學運動影響所致。張我軍 1925

年《台灣民報》三卷一號發表〈請合力拆下這座敗草欉中的破舊殿堂〉，便指出台

灣文學與中國文學的關係： 

 

台灣的文學乃中國文學的一支流。本流發生了甚麼影響、變遷，則支流也

自然而然的隨之而影響、變遷，這是必然的道理。然而台灣自歸併日本以

後，因中國書籍的流通不便，遂隔成兩個天地，而且日深其鴻溝。
112 

 

葉石濤也指出由於五四運動的刺激，致使當時的台灣新文學運動與中國五四新文

學運動，二者皆面臨過啟蒙課題中語文改革問題113。由此可知，張我軍期望通過

這些作品的轉載，引進文本的現代性，發揮新文學的範文作用，對台灣白話文學

的創作起引導、推動和借鑒的作用。表明當時台灣的知識分子將譯介當作啟蒙的

途徑之一，文學鑑賞並非其目的所在，對於新思潮的渴求才是重點。 

又 1925 年 4 月至 6 月間，蔡孝乾〈中國新文學概觀〉該文已能將中國新文學

分為新詩和新小說，就轉載作品具體地引用、評論。顯見張我軍於《台灣民報》

投稿和擔任編輯期間，《台灣民報》逐漸變為新文學的陣地。而當中唯一一篇 1930

年轉載的郁達夫《故事》則為歷史題材的散文，郁認為書寫歷史是可以寄託現實，

又避免掉現實麻煩的作法： 

 
                                                 
112 張我軍，〈請合力拆下這座敗草欉中的破舊殿堂〉，《張我軍詩文集》(台北：純文學出版社，1989
年)，頁 73。 
113 葉石濤，〈五四與台灣新文學〉，《聯合文學》第四卷第七期(1988 年 5 月 1 日)，頁 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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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暗示，若把這題材率直的寫出來，反覺實感不深，有種種不便的時候， 

若把這中心思想，藏在心頭，向歷史上去找出與此相像的事實來，使它可 

以如實地表現出這一個實感，同時又可免掉種種現實的不便的方法。譬如 

我們處在這一個內戰不息，民生凋敝的現代的中國……。
114 

 

任何文藝作品都是現實和歷史的反映，因此郁達夫的《故事》是欲借古寫今，揭

露現代中國那些毀壞的現實情況。他在《故事》注入了現代實感，是其不忘情改

革的創作表現
115，表達出現今國家統治者為了控制言論，也如秦始皇一樣利用圖

書檢閱、刊物查禁的手段禁止進步書籍、雜誌的發行。作品末尾添了一句「彷彿

也是”現在的故事”」，更為加強作品的現實諷刺意義，激化且提出新的社會生活問

題。此外，尚未央曾評郁達夫的作品「措辭淺白、沒難澀之點，輕易閱讀」
116，

因此轉載郁氏作品也表現出張我軍藉此助於台灣白話文運動的範文與反抗精神之

延伸。 

進一步探究《台灣民報》對郁達夫這篇歷史題材的散文《故事》的「轉載」

動作，或可想作是另一種台灣之於日本檢閱制度存在的反殖民抵抗。因為當時台

灣總督府檢閱制度不僅適用於台灣島內之出版物，連從日本、中國與其它殖民地、

外國輸入之出版品亦同樣施行，檢閱制度可說是從各方面阻礙了台灣文學的成

長。這樣的時空背景凸顯出《台灣民報》對於中國新文學作品的轉載，不只是重

視其白話文的典範作用，另一方面也注意到作品實質內容是否與台灣現實景況相

為符合，如此一來「轉載」這個文化的媒介動作對於當時日治時期的閱聽大眾才

更富啟蒙意義。概而言之，台灣的新文學運動是中國新文學間接推動、影響下逐

漸發展。此外，對台灣作家而言，中國作家一直有著「同時代性」(contemporary)，

兩方是共同面對著近代以來反殖民、反封建的時代課題。《台灣民報》是日治時期

臺人自費經營的民間報紙，可說是台灣知識菁英透過發行報刊，為當時的台灣人

進行文化啟蒙的具體行動。這亦顯示出台灣媒體的批判精神是自抗日運動過程中

生成的傳統，而批判精神也一路延續至戰後台灣的新聞媒體之中，並不因政治或

社會環境條件的改變而受到制約。 

《台灣民報》的轉載呈現當時台灣文學界對於中國新文學採接納的態度，並

                                                 
114 郁達夫，〈歷史小說論〉，《郁達夫文論集》(浙江：浙江文藝，1985 年)，頁 259。 
115 任卓宣，〈郁達夫論〉，《文學與語文》(台北市：帕米爾書店，1966 年)，頁 257。 
116 尚未央，〈會郁達夫記〉，《台灣新文學》第二卷第二號(1937 年 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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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從事新文學者，需多讀中國文學中以白話文寫作的詩文，從中學習寫作的技

巧與語言，進而發展台灣文學。因此張我軍〈研究新文學應讀什麼書〉一文中，

介紹了研究新文學應讀的基本文學書目及雜誌：「新文學本來就是文學……故欲說

研究新文學應讀的書，便是說研究文學應讀什麼書。」
117開列的四十餘種書報中，

中國新文學作品佔一半以上。其中多為中國新文學運動建設時期的作品，如郭沫

若、汪靜之、沈尹默、冰心等人的詩，魯迅、郁達夫、葉聖陶、冰心、郭沫若等

人的小說集，及《創造週報》、《創造季刊》、《小說月報》等新文學雜誌等等。 

於此必須辨別的是張我軍宣傳「五四」新文學革命不是目的，而是一種手段。

五四時代作家所處理的問題本質上多為「時事」問題，自然「五四」一詞對於後

來的台灣知識分子就兼具歷史與暗示意義：「所謂歷史意義，係指民國八年五月四

日的學生運動；至於其暗示意義，則指這時代的愛國與改革精神──五四運動的

遺產。」
118台灣文學與五四文學皆具肯定精神，亦與政治社會問題密切相關。承

續之前已存在的《台灣青年》及《台灣》兩誌，以及當時以東京台灣學生為主體

的台灣文化改造論述，張我軍在此基礎上接收「反傳統」的意識形態並加以運用，

欲通過白話文的倡導，達成與原存於台灣社會中的舊中國文化階級鬥爭，並因此

改變社會。張我軍對於中國新文學作家作品的大量轉譯，正是企圖發揮五四文學

對台灣新文學的範文作用與改革暗示之效果。透過以上歷程的分析，其實可以勾

繪出台灣新文學運動中文學意識形態的建構過程，知識青年與資產階級在報刊上

的合聲，使得中國新文學提供了另一種解放功能，即是追求台灣主體性而已。 

 

二、東亞文化圈的投影：《台灣日日新報》 

 

1898 年 5 月以日刊型態發行的《台灣日日新報》，不僅是日治時期台灣發行

量最大、版面內容堪稱豐富的報紙119，至 1944 年 4 月 1 日總督府連同《台灣日日

                                                 
117 張我軍，〈研究新文學應讀什麼書〉，張光正編：《張我軍全集》(北京市：台海出版社，2000
年 8 月)，頁 48-51。（原文發表於 1925 年 3 月 1 日《台灣民報》三卷七號） 
118 關於五四時代作家所處理的問題本質討論，參見劉紹銘，〈現代中國小說之時間與現實觀念〉，

葉維廉主編，《中國現代文學批評選集》(台北市：聯經，1977 年)，頁 305-306。 
119 《台灣日日新報》與同時期報紙發行量之對照數據，參照藤井省三，〈「大東亞戰爭」時期的台

灣皇民文學：讀書市場的成熟與台灣民族主義的形成〉，《台灣文學這一百年》(台北市：麥田，2004
年)，頁 49，[表二：日本殖民統治下台灣的報紙發行量]： 

年分 台灣日日新報 新民報 台灣新聞 台南新報 
1924 18,970  9,961 15,026 
1935 49,952 33,772 30,000 25,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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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報》在內之六家報紙合併為《台灣新報》為止，《台灣日日新報》也是日治時

期發行時間最長的報紙。受到官方力量支持的《台灣日日新報》不僅能反映社會

的主流觀點，並且透過通訊記者報導台灣各地甚至中國東南沿海各地的消息。對

於理解日治時代總督府施政及台灣的社會變遷而言，實是不可或缺的台灣近代文

壇媒體：「台灣特殊、局部的殖民地資本主義化的產物，而且其『公共性/領域』

及『殖民現代性』的特色，更具考察價值。」
120另一方面，1901 年 11 月以後《台

灣日日新報》版面增為八版，其中漢文版佔有兩個版面；1905 年 7 月，報社更將

漢文版擴充並獨立發行《漢文台灣日日新報》，直到 1911 年 11 月又行恢復以往

於日文版中漢文佔兩版的出刊方式，1937 年 4 月 1 日才因應殖民母國戰爭時局而

全面廢除漢文欄。 

《台灣日日新報》除了新聞報導之外，其「藝文」版面也有重大影響力。當

時東京文壇的重要詩人紉山逸也（衣州）也應總督兒玉源太郎之邀，赴臺出任《台

灣日日新報》漢文版主任，代總督執筆與臺地文人唱和。回溯一路發展的漢文欄

模式，日人治臺初期，政府官員與台灣文人士紳之間的交流唱和或聚會唱酬，通

常藉由日日新報文藝欄的版面，讓台灣各地文人具有一個共同的發表園地。《台

灣日日新報》自然也與《台灣新聞》、《台南新報》、《黎華報》等報刊版面同

為舊文學的陣地，對當時台灣舊文人得以行籠絡之效，其政治象徵大於其藝文意

涵。此外，台灣文士亦有多人擔任日日新報的記者，或者長期在該報發表作品，

包括謝汝銓、魏清德、林湘沅等人，而這些文士擔任記者的共同理由則是致力啟

蒙大眾： 

  環顧全球，富邦列強，文名愈盛，則報館愈多。文明未開之國，其人民如

聾如盲，……外邦事務，不特不能知，即己國大事，亦如在夢中。……，

                                                                                                                                               
1936 53,517 37,446 51,880 36,716 
1937 58,040 34,803 31,000 37,744 
1938 59,201 34,915 31,100 38,065 
1939 68,392 37,220 12,348 40,185 

＊1924 年的數據是《台灣民報》根據同年 4 月總督府警務局的調查結果，在 1925 年 8 月 26 日的

報導，可知道 1924 年《台灣日日新報》發行量約佔在台發行報紙份數總和的三分之一左右。1935
年到 1939 年，是根據《台灣總督府統計書》各年度的『學事․新聞紙配布』的項目。《台南新報》

在 1937 年，改稱《台灣日報》。1940 年以後，《台灣總督府統計書》『新聞紙配布』欄消失，各報

紙發行份數不明。 
120 李敏忠，《日治初期殖民現代性研究─以《台灣日日新報》漢文報衛生論述（1898-1906）為主》

(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論文，2003 年)，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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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報館之設，藉新聞之力，人民雖略解時事，……以視內地男婦老稚，解

讀者自讀，不解者亦使解者談與之聞，相去有天淵之別。余深慨及此，有

感余為良史之說，於是乎不揣無文，捨教鞭而揮禿筆，願學焉，以抵於良。

為我臺民開樂閱新報之美風，喝破舊時陋習，以漸進文明之城，庶幾償此

素願焉
121。 (文中新式標點符號為筆者所添。) 

姑且不論這些文人士紳是否為殖民協力者的道德批判問題，以上謝汝銓的入社文

字確實表現出一種文明啟蒙的使命感。連著名的史學家連雅堂，其詩文也往往刊

諸日日新報上。日治時期報刊是台灣知識分子主要吸收世界思潮與現代文學知識

與典範的媒介，所以縱使《台灣日日新報》為官方性質的報紙，然由於其報刊的

連續時間性特質，某種程度上對表達台灣輿情的作用仍不可忽略，是具備公共性

領域的載體角色。因為《台灣日日新報》發行量與發行時間都堪稱日治時期台灣

媒體之首，自然對台灣文壇的消息多所記載，觀察其文藝版面對於中國作家作品

消息的刊載，亦能對當時日治時期知識分子的閱讀受容有更進一步了解。以下為

《台灣日日新報》上對於中國新文學文壇、作家、文學作品等討論篇章： 

表二 《台灣日日新報》中國新文學相關文章列表
122 

日期 著者 篇名 期數 討論對象 

1907 

11/05   中西牛郎 雜報〈清國雜觀〉(三)   2853 嚴復 

11/14 中西牛郎 雜報〈清國雜觀〉(四)   2861 嚴復 

1925 

07/28 本刊 趣語〈寫眞派出恭新體詩〉 9058 郭沫若、張定璜、徐

祖正 

1928 

04/15 一記者  〈讀黃君詩要復古妄評〉   10050 胡適 

04/15 黃得時 〈詩要復古〉 10050 胡適 

1931 

01/01 本刊 〈胡博士講讀書運動 人類要

讀書有三點〉   

11034 胡適 

                                                 
121 謝汝銓，〈入報社誌感〉，台灣日日新報編輯部，《台灣日日新報》(1905 年 3 月 7 日)，(台北市：

五南復刻出版，1994 年)。   
122 台灣日日新報編輯部，《台灣日日新報》。(1898 年 5 月－1945 年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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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9 中村漁波林 學藝〈白話文學を確立した民

國詩壇の一展望〉 

11363 胡適 

1933 

04/18  日高生 學藝〈支那文壇第一人者魯迅

氏の印象〉   

11864 魯迅 

1935 

05/14  本社特電 〈日支親善美談 支那の文豪

魯迅氏謝恩の碑文を揮毫〉 

12614 魯迅(日支親善美談) 

12/03 一戸務 文藝〈中華民國の文學運動〉 12816 創造社、魯迅、左聯 

1936 

08/27  本刊 庶談〈郭沫若春聯〉   13082 郭沫若 

10/20 本刊 〈中國文豪魯迅病歿〉   13135 魯迅 

10/23  高桑末秀 〈魯迅逝く－その訃報を前

にして－〉   

13138 魯迅 

11/04  新居格 文藝〈魯迅といふ人（上）彼

の業績を偲んで〉    

13150 魯迅 

12/05 本刊 〈郁達夫氏二十二日 着臺〉  13181 郁達夫 

12/20 神 戸 十 九 日

發本社特電 

〈郁達夫氏來台“躍進台灣を

正視しに”〉 

13196 郁達夫 

12/22 本刊 〈郁達夫氏を迎へ本社が公

開講演會 廿三日夜鐵道ホテ

ル餘興場で〉   

13198 郁達夫 

12/23  本刊 〈本社延郁中國文士開中國

文學講演會廿三夜在鐵道旅

館〉   

13199 郁達夫 

12/24 本刊 〈郁達夫氏今後ホテルで講

演 島內視察日程も決定〉 

13200 郁達夫 

12/24 本刊 〈總督を訪問けふ公室に〉 13200 郁達夫 

12/25 本刊 〈二見長官代理 郁達夫氏を

招待〉   

13201 郁達夫 

12/25 本刊 〈郁達夫氏けふ南下〉   13201 郁達夫 

12/27 嘉義電話 〈郁達夫氏を圍み座談會 廿

五日嘉義市で〉   

13203 郁達夫 

1937 

01/14 本刊 文藝〈支那文學の變遷(一) 郁

達夫氏の講演 紹介の言葉〉  

13220 郁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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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5 本刊 文藝〈支那文學の變遷 －－

郁達夫氏の講演(二)〉   

13221 郁達夫 

01/16 本刊 文藝〈支那文學の變遷──郁

達夫氏の講演(完)〉   

13222 郁達夫 

1938 

01/16  野口米次郎 文藝〈支那の心理〉   13585 魯迅 

1941 

04/12  門司發同盟 〈中國文學部代表來朝〉   14758 周作人 

 

從上表推判，《台灣日日新報》對於中國新文學作品作家的相關討論為數不多，

甚至可以算是少的，但相關篇章卻集中於三○年代中後期刊載。細究這二十來篇

報導文章的討論對象除魯迅之外，就屬 1936 年郁達夫訪台的討論為多。觀諸同

時，其他台灣媒體對於郁達夫訪台一事也多所記載，如 1937 年《台灣新文學》尚

未央(莊松林)的〈會郁達夫記〉。與同期的王錦江〈編輯後記〉寫：「國寶級待

遇的郁達夫以走馬燈式的看法，僅只一星期就離開台灣。據說對我們的文學也極

為注意。如以此為契機台灣文學能更多地介紹給鄰邦則幸甚。」123另外，台灣同

時間對於中國文壇動向近況的消息流通狀況，也可透過《南音》、《先發部隊》、

《台灣文藝》的報導略知一二124。這樣看來，不論是傾台灣人立場的《台灣民報》、

偏殖民官方性質的《台灣日日新報》，或是其他台灣知識分子所創立的報刊雜誌，

都不約而同刊載郁達夫來台的相關消息，這不但顯示出郁達夫在整個東亞文化圈

地位，也可以一窺當時台灣各界對中國作家訪台的期盼。 

就刊載內容而論，其他在三○年代之前《台灣日日新報》所討論的中國文學

相關消息，則多偏向中國新文學運動的體裁討論，像是白話文運動的新體詩形式，

此類藝文消息性質可以連結至《台灣日日新報》對於舊體詩一貫的重視態度。漢

文，是自古以來支撐中國文化的語文體，之於日治時期的知識分子更富從語言形

式到民族傳統的想像建構，也為日治時期向以流用漢詩籠絡台灣知識分子、收編

                                                 
123 王錦江，〈編輯後記〉，《台灣新文學》，第二卷第二號(1937 年 1 月 31 日)。(東方文化書局復刻

本，1981 年)。 
124 如《南音》第一卷第三號(1932 年)，擎雲〈文藝時評․關於魯迅的消息〉；《先發部隊》(1934
年 7 月 15 日)，蔡嵩林〈郭沫若先生訪問記〉；《台灣文藝》第二卷第二號（1935 年 2 月 1 日），

賴明弘〈訪問郭沫若先生〉、第二卷第五號(1935 年 5 月 5 日)，森次勳著、賴明弘譯〈中國文壇的

近況〉、第二卷第七號（1935 年 7 月 1 日），蔡嵩林〈中國文學的近況〉等文藝報導。參見中島利

郎，〈日治時期的台灣新文學與魯迅〉，《台灣新文學與魯迅》(台北：前衛，2000 年)，頁 4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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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在地文化、軟化上層仕紳的日本政府所看重。新詩即指新體詩，以白話文作

語言表達手段，脫胎於舊體詩，亦與漢文息息相關，可以推想一旦中國文學運動

對「詩」此一體裁產生了變革，具官方立場的《台灣日日新報》自然引進相關訊

息，以茲理解。新詩是中國文學革命的產物，是白話文運動的直接成果，於古典

詩歌、民歌和白話文的基礎上受到白話小說和外國詩歌的啟發應運而生，詩意也

較為隱微，難以察出抗日意圖。1919 年胡適〈談新詩〉言：「中國近年的新詩運

動可算得是一種『詩體的大解放』。因為有了這一層詩體的解放，所以豐富的材

料，精密的觀察，高深的理想，複雜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詩裡去。」
125其後台灣

在進行新文學運動之時，也有提出「詩體解放」的口號相應126，可見日日新報這

樣的版面討論更為呈現台灣新文學運動起初確實受到中國五四的影響。 

然《台灣日日新報》至 1938 年 1 月即停止對於中國文藝方面的報導刊載，實

際乃因為台灣新聞事業到此年殖民政府開始實施總動員體制之故。1937 年 4 月總

督府就明命禁止報刊使用中文，《台灣日日新報》、《台灣新聞》、《台南新報》

三報停止了中文版，《台灣新民報》中文版則縮減一半。然而從刊登的報導與公

眾相聯繫的方面實際思考，再配合台灣三○年代以來的文化傾向發展，此時台灣

新文學運動已然達到一定的發展階段，對於中國新文學也投以更深入的眼光與閱

讀視野，這是無法掩蓋的事實與歷史發展。日治時期《台灣日日新報》對於中國

文化消息的報導，包括郁達夫來台的連載，都顯露出由上而下的文化收編意涵，

欲對殖民地當地居民進行精神、思想上的同質化，使其融入統治者的社會價值體

系中，由內而外的潛在征服目的。郁達夫在日日新報的文本資源中，等同被援引

為建立大東亞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互助親善的樞紐之一。  

實際上，日治時期報刊關於中國新文學或相關作家的文壇消息，包括郁達夫

在內，可視為一種相對於「公開腳本」(public transcript)的「隱蔽腳本」（hidden 

transcript）之替代敘事來加以理解127。這種在檢閱制度下，弱勢者彼此理解傳遞的

                                                 
125 胡適，〈談新詩〉，趙家璧主編，《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理論集》(上海市：上海文藝，1981
年)，頁 295。 
126 如 1925 年 3 月 1 日張我軍於《台灣民報》三卷七至九號連載發表的短論〈詩體的解放〉，全文

分引言、詩體解放的沿革、詩的本質、詩與節奏、舊詩的缺點、中國之所謂新詩、自由詩的發生、

結論等八節，論點與胡適大同小異。 
127 Scott, James. 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Hidden Transcrip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發展出一組概念，來彰顯從屬群體在統治者面前的表現，實是面對權力箝制

時的應對抗拒之道。Scott 指出像佃農、奴隸這樣的被高壓統治的公開群體，在統治者的面前往往

照本宣科、虛與委蛇，亦即所謂的「公開腳本」(public transcript)，然而在遠離統治者的管控範圍

之外，從屬團體在後台的言行舉止發展出另一套「隱蔽腳本」(hidden transcript)，討論主要經驗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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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語姿態，除了助於理解不平等權力關係與弱勢者日常的抵抗政治，更可呈現時

代脈絡下公眾領域的從屬認同問題。藉由《台灣民報》與《台灣日日新報》二媒

體對郁達夫與中國新文學的篇章刊載，更可發現看似相同文化動作中的相異意

圖：《台灣民報》嘗試以較自主性的方式追求近代文明的啟蒙，於中國新文學中

尋求台灣新文學創建的範本；《台灣日日新報》則以柔性的同質化手段進行具政

治意涵的文化收編，壓抑台灣的文化、社會組織的特殊性。民報報系、日日新報

兩者之文化目的、方式、過程等，豐富了文化作為一種社會意識所具有的兩面性

特徵，這些都是關注日治時期郁達夫文學接受歷程的另他面向與價值所在。 

 

三、「郁達夫」的媒體角色 

 

    日治時期台灣面對一個快速變動、現代化的社會，人們逐漸依靠媒體所提供

的「外界」情報，來為自己所置身的環境找到一種歸屬的「空間感」。從報紙的發

明以至十九世紀中葉歐美新聞事業的商業化過程，以及台灣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

紀初期間所發生的報紙大眾化傾向，與讀書市場的逐漸擴大，都正好說明媒體產

業與現代化社會發展的相互關係。日治時期台灣新聞事業開始萌芽，雖然在官方

的檢查制度下，新聞獨立性不足，但也出現了更講究時效的晚報與新聞通訊社。

綜合前兩小節《台灣民報》與《台灣日日新報》兩大報刊之討論，析論日治時期

台灣報刊媒體對中國新文學作家作品的受容狀況、評價、態度，方能細究「郁達

夫」此一文學符碼，在不同媒體上的角色扮演與延伸意義，並求進一步呈現日治

時期台灣文壇整體對中國新文學作品的交流概況。 

    對於日治時期的台灣而言，「郁達夫」已不僅止於文學領域上的象徵，而是具

有更為複雜的社會文化意義，從報刊媒體如何表現「郁達夫」，即可連結反映既成

社會中可能的權力流變模式。以上的討論必須回歸台灣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諸

多因素對報刊媒體的角色功能所帶來的影響。在《台灣民報》與《台灣日日新報》

兩大報刊當中，「郁達夫」既是實現殖民者納入殖民地人民文化的橋樑和資源紐

帶，又是台灣知識分子對國族危機的訊息釋放。當時台灣的社會風氣、時事新聞、

文藝活動以至於社會現象等，無一不與報刊有著息息相關的存依關係。透過考察

                                                                                                                                               
象時所呈現的，是弱勢者彼此理解的謠言、小道消息、閒言碎語、偽飾託詞、言語上的耍技、反

話、隱喻、俏皮話、委婉語、民間傳說、儀式性的表情姿態等日常論述，以挑戰統治者權威，並

展現若干自由反抗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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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民報》與《台灣日日新報》二報有關於中國新文學的敘事及轉譯，可以檢

視台灣的讀者大眾在知識建構過程裡所呈現的中國認知與認識，進一步描繪「郁

達夫」的意義是如何在論述的協調中被形構。日治時期《台灣民報》普遍的敘事

模式之一，就是反抗帝國主義運動的討論，此一基於意識形態的敘事同時反映一

個大的歷史脈絡和大眾知識論述，而《台灣日日新報》的報導則表現日本官方對

於身兼中國作家與閩省參議身份的郁達夫之重視。郁達夫的個案合而觀之，更顯

現不論是民間抑或官方立場，郁達夫之於當時台灣的重要性。應該說其意義不限

於文學與作家個人，也不限於那個時代，而是對近代以至今日中日關係特定場景

下的中國知識分子具有的普遍文化意義。 

在文化接受過程裡，接受者往往能決定最初的事物性質，以在台灣新文學起

步階段具有相當發聲位置的張我軍論述為例。1924 年 4 月 21 日，身在北京的張

我軍於東京發刊的《台灣民報》發表〈致台灣青年的一封信〉，呼籲台灣青年要「改

造社會」，效法馬克斯「階級鬥爭」實際參與改造，而不是「每日只知道作些似是

而非的詩，來做詩韻合解的奴隸，或講什麼八股文章替先人保存臭味」。同年 11

月 21 日，張氏又發表〈糟糕的台灣文學界〉抨擊台灣傳統舊文學是「壟中的骷髏」，

希望台灣青年以「日本文學猛戰的砲聲，和這七八年來中國文學界的戰士的呼吼」

等「二國」為師表，「把陳腐頹喪的文學界洗刷一新」。1925 年 1 月 1 日，張我軍

則以〈請合力拆下這座敗草欉中的破舊殿堂〉一文震撼台灣舊文學界，批判「中

國舊文學的孽種，暗暗於敗草欉中留下一座小小的殿堂──破舊的──以苟延其

殘喘，這就是台灣的舊文學」，同時將胡適的「八不主義」加以介紹，並舉陳獨秀

的「三大主義」作為結論
128。透過這三篇張我軍的文章，可以整理出張氏當時的

新文學論述表意，主要在於希望台灣知識分子能仿效中國和日本的文學界，以消

除在台苟延殘喘的中國舊文學，這是一種改變社會的意識形態鬥爭。就這個層面

來看，張我軍所強調的「新文學」便是以文學受容作為改革社會的方式，從語言

的 解 放 ， 達 到 類 似 哈 伯 瑪 斯  (Juergen Habermas) 所 說 的 「 解 放 利 益 」

(emancipatory)，將台灣自舊中國文化系統及日本殖民文化的權力束縛中解放129。

                                                 
128 張我軍，〈致台灣青年的一封信〉，林呈祿等編，《台灣民報》二卷七號，頁 10(台北：東方書

局複刊版，1973 年)、〈糟糕的台灣文學界〉二卷廿四號，頁 6- 7、〈請合力拆下這座敗草欉中的破

舊殿堂〉三卷一號，頁 5-6。 
129 林淇瀁，第五章〈台語文學傳播的意識形態建構：以日治時期台灣白話文運動為例〉，《書寫與

拼圖：台灣文學傳播現象研究》(台北市：麥田，2001 年)，頁 125-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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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句話說，張我軍是從「五四運動」受到了「新文化」這個意識形態的刺激，而

以控制著台灣舊社會文人階級的漢文化意識形態為鬥爭對象，展開在台灣所謂的

「五四新文學革命」之運動目的。 

承上所述，不論從地理因素、社會結構和語言演變任一來看待，台灣與中國

新文學運動的語言文化結構顯然不同，這也界定了台灣文化的形式與內容。台灣

新文學運動雖說一定程度上受到中國新文學運動的啟發，但這當中不純粹只是因

為民族主義的促發。唯有在此認知上，才可能瞭解台灣新文學運動與中國五四運

動表面連屬，實則迥異的本質差異性。郁達夫是中國新文學運動後的新興作家之

一，顯然在當時對台灣作家具有不可忽略的影響及地位。王錦江在郁達夫訪台之

際，於《台灣新文學》編後記陳述：「盛傳已久的事終於實現了。我們由衷歡迎創

造社的大作家」
130郁訪台前半年台灣文界就已流傳其來台消息，推想郁達夫文名

與創發之社團一定被台灣知識分子傾慕已久。郁達夫相關消息於報刊的刊載顯示

出日治時期因官方壓制而噤聲的台灣知識分子，透過報刊的修辭策略掩飾，依舊

能曲折地獲得另一套性質相異的文學信念，進而得知當時台灣對中國思潮與文學

的接受應是與時並進的。 

從以上兩節《台灣民報》與《台灣日日新報》兩大報刊，討論台灣日治時期

對於中國新文學作家作品的譯介受容，概可分為兩個面向：(一)新文學的範文作

用；(二)東亞文化圈的投影。而「郁達夫」的角色透過其文學與活動的各類報導，

又是呈現出怎麼樣的文學場域與文化氛圍？這是可加以討論剖析的部分。張我軍

擔任民報編輯期間大量轉載中國新文學作品以期起啟蒙之效；《台灣日日新報》刊

載郁達夫來台之消息，隱含欲將台灣、中國納入日本大東亞共榮圈的文化幻影中，

藉此強化台灣人對於日本的認同感。Habermas 認為自由社會的公共領域，早期的

雛形是所謂的「布爾喬亞公共領域」，其中可分為「藝文領域」與「報業」，這二

者基本上體現了「公共領域」的精神，也就是以較平等的地位，多元、公開，而

理性的對公共事務進行評論131。雖然日治時期台灣的報刊媒體尚未臻熟，但是已

具備了「公共領域」的雛形，藤井省三曾對此說明：「一九三○年代後半至四○年

                                                 
130 王錦江(一剛)，「編後記」，《台灣新文學》 第二卷第一期 (東方文化書局復刻本，1981 年)。（1936
年 12 月 28 日） 
131 張錦華，〈哈伯瑪斯的「公共領域」觀點與批判〉，《公共領域、多文化主義與傳播研究》(台北

市：正中書局，1997 年 4 月)，頁 15。原文出處 Habermas, Jürgen.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trans.)Burger Thomas, Cambridge, 
Mass：M.I.T. Press, 1989,pp.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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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由於台灣讀書市場的成熟和文壇的成立，促使公眾和公共圈(公共領域)的形

成。」
132闡述當時提供在台日本人和台灣知識分子一種新的議論型態，並形成有

共識的社會公共領域的必要環節便是媒體。而不論當時的張我軍，抑或是日本殖

民政府已意識到媒體對於大眾的影響力，並進而運用以達各自之目的。 

響應文明開化的日本刊業媒體，又配合當時長時間多方經營下日本與台灣的

知識文化圈，姑且不論日治時期公共領域的封建和資本元素的限制性質，透過對

郁達夫文化訪日、臺兩地的新聞相關報導，便可足見兩地的文化資訊已能互通有

無。以 1936 年 11 月 29 日，郁達夫訪日期間在東京《讀賣新聞》發表〈今日の中

華文学：その動向と作品〉為例，文中對魯迅和左翼文藝運動做了評價：「最近逝

世的魯迅，在文章的銳利和思想的前進這點上為一般人所敬佩。而且他之所以受

到尊敬的原因，是由於他直到生命的最後也不變節，是文壇上首屈一指的人格高

尚之人。」
133同時，被日本官方視為帶有社會主義意識的郁達夫，曾參與日本出

版界《大魯迅全集》(1936 年 4 月－1937 年 3 月)的翻譯出版討論會134。同年翌月

郁達夫又受邀至臺訪問。1936 年郁達夫實際訪日、臺和參與《大魯迅全集》出版

的活動，不僅是郁達夫個人自新文學運動以來的重要活動，也是當時中日臺三方

多方矚目、交相報導的文化交流事件。顯見日治時期的郁達夫是游移在日本與中

國文化兩者的邊緣。其越境之旅得以實踐的重要機制，就在他之於中國、台灣、

日本三方各取所需的中介性。換言之，隱藏異己性格而化身的中介性文化特質，

也是日本殖民政府與台灣知識分子之所以能共同接受郁達夫的原因。 

不論何時何地，包括官方與民間的各種媒介與傳播管道，自會在社會中形成

                                                 
132 藤井省三，〈「大東亞戰爭」時期的台灣皇民文學：讀書市場的成熟與台灣民族主義的形成〉，《台

灣文學這一百年》(台北市：麥田，2004 年)，頁 60。 
133 郁達夫，〈今日の中華文学：その動向と作品〉，《郁達夫文論集》(浙江：浙江文藝，1985 年)，
頁 703，原文茲錄其下：「最近物故された魯迅はその文章の銳利さ、思想の前進してゐる点で、

一般に敬服されてみました。併も最後まで変節せず一本気で通してゐたこと、文壇切っての人

格者だあつたことなどその尊敬ある所以でせう。」(論文中譯文字為論文筆者自譯) 
134 黃得時，〈郁達夫與台灣──日據時期訪台唯一的中國作家〉，周玉山編，《當代世界小說家讀

本∼郁達夫》(台北市：光復書局，1987 年 11 月)，頁 265。黃英哲，〈楊逵與魯迅〉，《聯合報》(2001
年 12 月 13 日)曾指出改造社編輯的《大魯迅全集》是從 1936 年 4 月至 1937 年 7 月陸續刊行的，

共七卷，較中國最早的《魯迅全集》早上一年。轉引自黃惠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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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文學評論》第四卷第四期(真理大學台灣文學資料

館。2004 年 10 月)，注 21。又徐秀慧，〈跨國界與跨語際的魯迅翻譯(1925~1949)──日、台反法

西斯的「地下火」與台灣光復初期「魯迅戰鬥精神」的再現〉，紹興文理學院暨北京、上海、紹興

魯迅紀念館主編，《魯迅：跨文化對話──紀念魯迅逝世 70 周年國際學術研討會》(河南：大象出

版社，2006 年 10 月)，頁 65-76，文中寫道《大魯迅全集》編輯顧問是茅盾、許廣平、胡風、內

山完造與佐藤春夫，譯者是增田涉、山上正義、鹿地亘與日高清磨瑳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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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系統及脈絡。對於文化受容的本質和系統，與文化及社會結構可謂有著密

切關係。文化接受歷程中的作用，可大致歸類為三種：(一)社會結構不同的影響；

(二)自我溝通與人際傳播；(三)「影響」、「控制」與「適應」
135。社會結構上，能

理解日本殖民時期以台灣為中介站，考究郁達夫訪台的過程，是為戰前中日關係

的一部分。以及從《台灣日日新報》與日本報刊對於郁達夫訪問的相關報導，來

知道當時在台日文化空間中的郁達夫與魯迅一樣，之於日本及台灣文壇而言不僅

是名純粹的文學作家，而是富有積極社會意義的文化人物；自我溝通與人際傳播

上，結合這些報刊上的文學作品轉譯、報導篇章及敘事，所給予當時台灣知識分

子的資訊，以及郁達夫實際與台灣知識分子互動的過程，不只是反映三○年代郁

達夫於中國、台灣，甚至是東亞的知識論述以及閱讀狀況及互文性；「影響」、「控

制」與「適應」方面，則承接第一、二項的作用內涵，連接至中國、日本、台灣

三地之文化層面對郁達夫文學接受的規範與評價，也就是殖民地台灣傳播系統分

由官方與民間的發展歷程。經由以上文化接受歷程的作用，可以明白郁達夫文學

在台被接受、詮釋的面向，甚而揭示台灣人是透過什麼管道以理解中國新文學過

程之一隅。  

 

第二節   郁達夫的公職生涯 

 

1936 年 2 月，應福建省政府主席陳儀之邀，郁達夫赴閩任省府參議，後兼任

公報室主任；1938 年 1 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在武漢成立，郭沫

若赴任廳長，郁達夫應郭之邀任第三廳設計委員。3 月，參加武漢成立的「中國

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並選為常務理事、研究部主任及《抗戰文藝》編輯委員。

值得注意的是 1936 年在郁達夫擔任公職期間，其即以福建省政府參議的身份來台

訪問。同年 12 月 23 日，在台北出席台灣新民報社舉辦的文藝座談會，對提倡「國

防文學」口號的動機和目的、中國的民族意識、中國農村的衰敗，以及中日、中

蘇文化的互相交流和影響等問題發表意見136。同日晚，又在台灣日日新聞社舉行

                                                 
135 汪琪，第二章〈文化扮演的角色〉，《文化與傳播》(台北市：三民，1984 年)，頁 38-43。 
136 參見伊藤虎丸、稲葉昭二、鈴木正夫編，附錄 VIII〈「台灣新民報」所載記事座談会記事〉，《郁

達夫資料補編》(下)(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附屬東洋學文献センター刊行委員會，1974
年 7 月)，頁 217-229。《台灣新民報》十二月以《郁達夫氏に訊く會》為題分〈國防文學提唱動機 

支那は国際的に地位がよくない〉、〈國民意識の強化が國防文學の目的 目的達成に先づ大眾化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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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講演會「支那文學について」系列講座，說明訪台的原因：「渡台的目的是欲正

視始政四十週年躍進台灣的情況。」
137可推想郁達夫在一定程度上對台灣社會的注

意，與其接受訪台邀約的動機。同月 20 日黃得時為歡迎中國作家郁達夫訪台，也

開始在《台灣新民報》撰寫〈達夫片片〉日文隨筆，系統性介紹郁氏。 

然而事實上早在 1934 年福建省政府就派了政府官員至台灣各地進行工業與

經濟的考察活動，接著 1936 年廈門市政府亦組織類似的考察團到台灣，二者都在

訪台後第二年出版了《台灣考察報告》，內容涵蓋台灣許多被認為施政成功的層

面，而當時的福建省主席陳儀為這兩本報告都寫了序
138。劉心皇《現代中國文學

史話》亦提到郁訪台一事：「郁達夫的台灣之行，日本人惟恐有抗日的運動在台灣

展開，暗地裡的防備是很嚴的。」139而 11 月 22 日，上海《立報》第五版載〈郁

達夫在日籌印日譯《魯迅全集》月後將赴關西遊覽〉一文；28 日日本《讀賣新聞》

報紙第四面又載〈中華民国の雄 郁達夫朝歓迎會〉的報導；12 月 24 日《台灣日

日新報》刊〈文學通日支親善 本社主催講演會郁文士熱弁振〉
140。因此思索日治

時期郁達夫以公職身份訪台一事，儘管表面看來似乎未對當時的台灣文學界引起

激盪，但就東亞整體政治、文化受容的供求之間必定隱含著一個脈絡。 

 

一、 郁達夫與陳儀 

 

在釐清郁達夫與陳儀的關係之前，首先必須說明福建與台灣之間的關係，根

據藍適齊的說法：「在中華民國於 1911 年成立後不久，中國政府的各級代表即開

                                                                                                                                               
急務〉、〈支那の民族意識は政治統一の反映 古文復興の暇はない〉、〈支那の農村疲弊は大きな社

會問題 日支作家の交換視察は實現困難〉、〈日支の文化的提携 兩國の融合を圖り得る〉、〈支那

の文壇にはソ聯の影響が深刻 日支の文化提携を期待〉等(一)至(六)回連載報導。(《台灣新民報》

此年闕漏。) 
137 張放，〈台灣過客郁達夫〉，《聯合報》第 37 版(1996 年 3 月 7 日)。1936 年 12 月 20 日《台灣

日日新報》第 11 版亦有相關的訪台動機報導：〈郁達夫氏來台“躍進台灣を正視しに”〉。 
138 1934 年福建省政府考察團的正式名稱為「考察台灣事業團」，從團名已可見其目的。該團 22
名成員由福建省政府建設廳長所帶領。於 1934 年 11 月 4 日抵達台灣，而於 12 月 25 日離開。參

見《台灣考察報告》(福州：福建省政府，1935 年)，頁 2-13。1936 年廈門的考察團由市長帶領，

於 12 月 2 日抵達台灣，12 月 13 日離開。參見廈門市政府，《台灣考察報告》(廈門：編者，1937
年)，頁 58-68。 
139 劉心皇，附錄三〈郁達夫的台灣之行及其它〉，《現代中國文學史話》(台北市：正中，1971 年)，
頁 353。 
140 此三篇中、日、臺媒體報導資料來源詳見李杭春、吳秀明、盤劍編，《郁達夫研究資料索引：

1915-2005》(浙江：浙江大學，2006 年)，頁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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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進行對台灣的調查報告。這些報告中最早的一份可以追溯到 1915 年。在現今可

以看到的這些報告中，絕大多數來自福建此一地理上最接近台灣的中國省分。」
141

可以知道福建與台灣的關係在陳儀之前即交集密切，因為兩地不僅有諸多背景相

似性：「臺人之風俗語言與漳泉廈人民同，臺僑寓閩，與閩僑寓臺者，為數又幾相

若，兩地商業之關係，不免因而益密。」
142又地理位置也屬接近，便有許多福建

省官員對台灣抱有高度興趣，陳儀自然也不例外。1934 年，福建省派了官員考察

團到台灣各地進行經濟發展的觀摩，隔年出版了陳儀作序的《台灣考察報告》，序

文詳細敘述考察目的與對台灣的想法： 

 

此次組織台灣考察團，派赴台灣考察，即欲輸入關於各種建設上之知識， 

藉為閩省建設之考鏡也。查台灣產業發達之歷史，雖為時不久，然其發展 

之過程如何，所用之方法與所採之步驟如何，舉足為閩省振興產業之參 

考。此就縱的關係言之，有考察台灣產業之必要一也。閩省與台灣僅隔一 

衣帶水，自然之環境既同，所生之物產無異……；此就橫的關係言之，有 

考察台灣產業之必要二也。
143(新式符號為筆者所加) 

 

縱橫關係即指台灣與福建省的時間與地理條件而言，對於當時福建省主席的陳

儀，台灣是作為開化與新世界知識的近代形象所存在；從文化角度上，1935 年《台

灣考察報告》也承認日本在台灣教育上「啟發其民之智能、增益其地之生產，且

藉以收同文之效」的成功144。這樣的台灣認知，讓此後陳儀與台灣的淵源，又於

1935 年 10 月以福建省主席的身份，應台灣總督中川健藏之邀，參加日本為佔領

台灣四十週年所舉辦「台灣始政四十週年紀念博覽會」。在博覽會期中，福建省在

展館有「特產物紹介所」，省主席陳儀也與中川健藏總督達成「經濟提攜」的協議，

由台灣協助福建發展米作、果樹及林業的技術，而福建則提供台灣高級的福杉木

材145。 

                                                 
141 藍適齊，〈超越民族的想像──中國的台灣論述與民族論述〉，若林正丈、吳密察編，《跨界的

台灣史研究：與東亞史的交錯》(台北市：播種者文化出版，2004 年)，頁 330。 
142 陳體誠，〈總論〉，《台灣考察報告》(福州：福建省政府，1935 年)，頁 17。 
143 陳儀，〈陳主席序〉，《台灣考察報告》，頁 1-2。（作於 1935 年 3 月） 
144 陳芝美，〈教育〉，《台灣考察報告》，頁 371。 
145 近藤正己，《總力戰台灣：日本植民地崩壞研究》(東京：刀水書房，1996 年)，頁 93-98。轉引

自呂紹理，《展示台灣：權力、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台北市：麥田，2005 年)，頁 271-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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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陳儀與郁達夫之間的淵源可溯及兩人皆出身浙江，也曾有日本留學的經

驗，兩人相識詳情的說法另有陳儀親戚引薦或魯迅介紹等
146。1934 年閩變結束後，

陳儀便調任福建省主席兼綏靖主任，整理福建軍政，試圖改革人事制度上的流弊。

而陳儀以「考察的名義作為地方性外交，不代表中央慶祝」為行動根據147，率團

到台參觀「台灣始政四十週年紀念博覽會」時，驚訝於日人統治下台灣的高速發

展，令他深省。又之後廈門市也派人到台灣考察，於 1937 年出版陳儀作序《台灣

考察報告》，再度建議經濟、政治、民生、軍事等方面應向台灣學習。於是這段時

間裡陳儀思索欲借郁達夫經濟專長協助省政，故委託草擬經濟計劃，並擔任參議

一職，郁在 2 月 6 日日記中寫道：「九時晉見主席陳公，暢談移時，言下並欲以經

濟設計事相託，謂將委為省府參議，月薪三百元，我其為蠻府參軍乎？」
148王映

霞也曾對陳儀之所以招請郁達夫去福建的原因做過解釋： 

 

      陳公洽在物色這樣一個人，精通日文，在日本人看來有聲望有地位，能夠 

      專門替他對付當時接連不斷前來造訪的日本政客，軍人，特務和浪人這班 

  特殊客人，而達夫正是再合適不過的人選。所以當參議當主任，都跟他的 

  本意沒有什麼關係。149 

 

實際上郁達夫主要職責是在編輯《政府公報》和《閩政月刊》。而早在 1936 年 2

月郁達夫應陳儀邀聘至福建任省府參議前一年 7 月，郁達夫已先應鄭振鐸之邀，

準備出任上海暨南大學文學院日本史教授，不過這當中因為國民黨教育部長，以

所謂「生活浪漫，不足為人師」理由加以批駁郁達夫的教職，因此教職一事不了

了之，才輾轉接受陳儀的聘任。之後抗戰初期，1938 年郁達夫受聘為軍事委員會

政治部的設計委員，遂由閩經浙來到武漢。從此他即實際參與抗戰工作，之後受

命視察山東、江蘇、河南一帶，同年 9 月則因陳儀自閩電促從戎而再度回到福州。

                                                 
146 鈴木正夫，陳俐甫、夏榮和譯，〈關於陳儀之備忘錄－－與魯迅、許壽裳、郁達夫之間的關係〉，

《台灣風物》第四十卷一期(1992 年 3 月)，頁 43。 
147 鈴木正夫，陳俐甫、夏榮和譯，〈關於陳儀之備忘錄－－與魯迅、許壽裳、郁達夫之間的關係〉，

《台灣風物》第四十卷一期，頁 17。   
148 郁達夫，〈閩游日記〉，《閑書》(天津市：百花文藝出版社，2005 年 1 月)，頁 224。 
149 鈴木正夫著，李振聲譯，〈有關陳儀的備忘錄〉，《郁達夫：悲劇性的時代作家》(南寧市：廣西

教育出版社，2000 年)，頁 183、186。另據外務省調查，1936 年 7 月 1 日，福州在留日本人為 2417
人(《台灣時報》，1937 年 1 月號)。又 1936 年 3 月，預備役陸軍大將松井石根前往福州遊說時，

由郁達夫居中斡旋，這件事兩人的日記皆有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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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達夫這時家愁國難集於一身，回閩不久後，同年底便應《星洲日報》之邀決心

赴新加坡從事文化活動，結束其在中國的公職生涯。 

從 1935 年至離閩赴星的 1938 年當中，除了教職不順遂之外，郁達夫之所以

擔任福建省政府參議，似乎也是因為郁本身的經濟學背景。陳儀雖然是政學系的

軍人背景出身，卻是一個別具風格的政治人物，他起用曾任《浙江潮》的主編，

且在長沙教書與湖南的文化運動具有密切關係的沈仲九為顧問，多年來建立了與

國民黨主流體質不同的制度。另外，郁達夫之所以膝恭出任政府官員，或因家庭

經濟來源一直以來的不穩定，加以郁達夫對〈創造日〉（政學會《中華新報》副刊）

政學系有某種程度的好感，使他接受政學系的政治家、同鄉，同時又是日本留學

前輩陳儀的邀請： 

 

一九三六年二月他受聘為福建省政府顧問，這大概是因為他對日本知道得 

很多，自己也通日文。國際間對於日本的緊張局勢日益增強，政府也許是 

趁此機會借用郁達夫的專長；又，當時福建省主席陳儀是郁達夫的老同學， 

也幫他說項謀得斯職。雖然郁達夫對當時左右翼政黨皆不表好感，可是賦 

閒在家，妻女待哺，同時也知道筆桿已搖不出生活保障，遂接受了該職位。  

150 

 

除了上述的原因，當時福建治政實質上的主導者，又是同鄉和主編在日本留學界

評價不錯的《浙江潮》的文人沈仲九，可能也是促使郁達夫前去福建的原因之一

151。郁達夫於福州擔任省府參議與公報室主任的同時，隨著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漲，

他重新投入時代的洪流，主編《福建民報》及《小民報》的「新園林」和「新村」

的兩個副刊。在其版面上每日都刊載郁達夫「每日談話」之類的雜感文字，抒寫

對於當前國家民族困境關頭的內心感受，筆調也顯得較直接辛辣。在福州期間，

他曾不斷被邀請到各學校和團體作有關文藝問題和宣傳抗日的演講。三○年代郁

達夫訪台前後，福建與台灣也持續進行著相關的交流152，兩地的活動可謂具有中

                                                 
150 Chang, R. O.著，何欣、張聲肇譯，第一章〈從英雄豪俠到隱遁學者〉，《一個與世疏離的天才——

郁達夫》(台北：成文出版社，1978 年)，頁 43。 
151 關於郁達夫任閩府參議的說法，參見戴國煇，〈郁達夫與台灣〉，《歷史月刊》第 176 期（2002
年 9 月），頁 106-107。 
152 福建與台灣的交流活動見《台灣時報》記載：1935 年 4 月 5 日，李擇一訪台。11 月 21 日，台

灣、福建親善飛行；1936 年 8 月 10 日，日本第一艦隊和第二艦隊，分別由馬公和高雄往廈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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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交流層面的象徵意義，差異在於中國方面是發自學習台灣現代化建設的立場，

而日本是欲拉攏中國地方官員，並為自我的殖民侵略行動正當化。 

    陳儀與郁達夫實際往來雖不長久，然而隨著戰後國民政府接收、統治台灣，

陳儀與台灣之間的關係就變得更密不可分。1944 年 4 月，中華民國行政院設立「台

灣調查委員會」，任陳儀為主任委員。調查委員會對日治下台灣的經濟、政治、民

生、軍事等各方面作出頗為詳細的調查，報告書長達四十餘萬字，之後提出的《台

灣接管計劃綱要》亦獲得接納。因此國府接收台灣後委任陳儀為台灣行政長官，

兼任警備總司令，直至 1947 年台灣二二八事件後才因故引咎辭職。在陳儀行政長

官的任內，大力推動台灣的文化重建工作，也因此順勢將部分中國文化介紹至台

灣來，包含中國文化方面的宣傳品，以及中國新文學作家作品，例如向台灣人介

紹中國文化的綜合雜誌《台灣月刊》
153，與作為國語普及運動一環的中日文對照

版「中國文藝叢書」。戰後郁達夫文學也乘勢被引進到台灣來作用，這詳細脈絡則

待後節再行闡述。總結陳儀、郁達夫與台灣的關係是環環相扣的，戰前因為陳儀

的聘任，郁達夫才得以訪台考察；戰後亦是因為陳儀的間接關係，郁達夫文學才

有機會被輾轉介紹至台灣文化界中。陳儀就如同是郁達夫與台灣之間的橋樑，具

有連接兩方的作用。因此，不論是考量日治時期抑或是戰後郁達夫文學在台灣的

接受歷程，皆不能忽略陳儀的角色意義。 

 

二、一九三六年的訪台行 

 

在某種程度上，郁達夫擔任公職的生平經歷對台灣而言，文化意義上是非常

重要的。就文化接受過程來說，最表面的東西往往是最先被閱聽者所接受，而最

本質的內核要經過無數次的權衡衝撞後才可能被廣泛接受，1936 年 12 月 22 日郁

達夫訪台早先正是以如此性質而產生風潮。郁達夫同年 11 月中旬先赴日，停留約

一個月，在東京、京都、奈良等地遊覽；又出席改造社、中國文學研究會、東京

詩人俱樂部等歡迎會，還在東京順道參加改造社為籌備出版日譯《大魯迅全集》

                                                                                                                                               
發。12 月 2 日，廈門市長李時霖一行來台；1937 年 2 月 28 日，福建省參議林知淵、外交科長關

仲儀來台。3 月 16 日，福建省記者團來台，17 日間見總督。轉引自戴國煇，〈郁達夫與台灣〉，《近

代中國》第 152 期（2002 年 12 月)，頁 230-231。 
153 《台灣月刊》創刊於 1946 年 10 月，1947 年停刊，共出版 7 期 6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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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舉行的編輯工作會議，並以日文為《大魯迅全集》的宣傳冊子寫介紹文章154。

在日期間，也曾拜訪當時流亡日本的郭沫若，勸其回國效力：「在抗戰前一年，我

到日本去勸他回國，以及我回國後，替他在中央作解除通緝令之運動，更托人向

委員長進言，密電去請他回國的種種事實，只有我和他及當時在東京的許俊人大

使三個人知道。」
155 

本來知識和信仰的態度往往會影響人們觀看事物的方式，那麼郁達夫究竟是

抱持著什麼態度前來台灣，這是一個很大的爭議。《毀家詩紀》與在台演講中郁達

夫都曾說明自己訪台的原因：「受日本各社團及學校之聘，去東京講演。」及「渡

台的目的是欲正視始政四十週年躍進台灣的情況。」
156可推想郁達夫在一定程度

上對台灣社會的注意，與其接受訪台邀約的動機。郭水潭曾在〈憶郁達夫訪台〉

揣測郁氏是受日本政治勢力影響來台；陳逸松則分別說明了郁達夫表面與實際的

訪台原因： 

 

一九三六年十一月，「創造社」的文壇健將郁達夫，以福建省參議的名義， 

到日本採購印刷機器和講學，事實上根據其妻王映霞的回憶，其主要任務 

是奉蔣介石之命，到東京會見因被通緝、去國多年的郭沫若，洽談回國事 

宜，郁達夫在歸國途中，應台灣日日新報社的邀請，於十二月廿二日抵台 

做一週的訪問。157 

 
                                                 
154 關於郁達夫與改造社《大魯迅全集》編輯會議的機緣，可參見郁嘉玲，〈郁達夫與佐藤春夫〉，

《我的爺爺郁達夫》(北京：崑崙出版社，2001 年)，頁 52-53：「改造社因要出版《大魯迅全集》(魯
迅剛於上月 19 日逝世)召開翻譯碰頭會，商量籌備出版事宜。碰巧那天，郁達夫再次去訪問佐藤

春夫，聽說佐藤春夫要去改造社，想到改造社社長山本實彥是自己的故舊，就和佐藤春夫一同來

到改造社。山本實彥決定就在這天晚上為郁達夫舉行歡迎會，因為那天很難得，有關研究中國文

學的人士正聚集一堂。」；郁達夫曾為《大魯迅全集》的宣傳冊子寫介紹文章的說法，是根據日本

的中國文學研究者增田涉的言論，詳見小田嶽夫、稻葉昭二著，李平、閻振宇、蔣寅譯，《郁達夫

傳記兩種》(杭州：浙江文藝，1984 年 6 月)，頁 292。 
155 郁達夫，〈為郭沫若氏祝五十誕辰〉，陳子善編，《逃避沉淪：名人筆下的郁達夫：郁達夫筆下

的名人》(上海：東方出版，1999 年)，頁 309。關於郁達夫赴日勸郭沫若返國效力的說法，亦可

參見趙聰，〈郁達夫與郭沫若〉，《五四文壇泥爪》(台北市：時報，1980 年 6 月)，頁 183：「中樞

在廬山會議準備抗戰的時候，據說張群曾向最高當局建議，召回郭沫若來共赴國難，得到許可後，

張群便告訴陳儀轉託郁達夫致電郭沫若，說明當局有重用他的意思。」 
156 原文分別出自郁達夫，《毀家詩紀》，《郁達夫全集》(台北市：文化，1974 年)，頁 431；張放，

〈台灣過客郁達夫〉，《聯合報》第 37 版(1996 年 3 月 7 日)；1936 年 12 月 20 日《台灣日日新報》

第 11 版亦有相關的訪台動機報導：〈郁達夫氏來台“躍進台灣を正視しに”〉。 
157 陳逸松口述，吳君瑩記錄，林忠勝撰述，〈七、風雅──我愛藝文〉，《陳逸松回憶錄：太陽旗

下風滿臺》(台北市：前衛，1994 年)，頁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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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中可見郁達夫東渡日本、台灣之行並非是單純的文藝目的，為了避免麻煩，

以公報室主任採購印刷機與講學的原因出訪，較能取信於人；而戴國煇〈郁達夫

與台灣〉更推測郁氏來台很可能是陳儀派遣的：「在中日兩國彼此不同的意圖，與

複雜交錯的人脈(陳儀為日本陸軍士官學校出身，太太為日本人，當時為相當馳名

的親日人士)中，福建與台灣互相來往。我認為，郁達夫訪台的公然背景，應該也

是在這大框架裡頭才對。」
158那麼在這大框架的背後又有什麼個人動機呢159？戴國

煇同樣提出了疑問，其判斷有三：首先是與郭明昆(郭水潭的表哥，當時為第二早

稻田高等學院的臨時講師，1934 年 6 月至 36 年 2 月，以日本外務省文化事業部

補給生身份留學中國，在此時間與郁達夫有所往來)的交往，對其故鄉台灣產生了

興趣；其次是居日台灣作家蔡嵩林與郭沫若來往的間接影響，產生對台灣新文學

運動的好奇；其三或如郭沫若〈再談郁達夫〉所言，郁達夫的訪台純粹是個人旅

行
160。以上種種原因襯托出此次郁達夫在帝國光影底下的移動，表面上似與帝國

論述互相建構，實質上對台灣而言又象徵對中國祖國文化的迴響。 

身為五四新文學運動代表作家之一的郁達夫，此次的訪台脈絡不論對於台灣

作家或民族運動者而言，都是值得注意的。因此當台灣文藝界得知在中國享有文

名的郁達夫即將以福建省政府參議身份，接受日本外務省聘請，為官署採購印刷

機往日本訪問，並由東京回福建途中，將來台做一個星期的逗留，無不雀躍期待。

從當時的台灣報刊上便可看出台灣文藝界對於郁達夫的企盼，尚未央於《台灣新

文學》第二卷第二號如此寫著： 

 

「會郁達夫」這念頭，從幾個月前島內新聞一齊把這極有魅力的消息報導

出來以來，就已深深地印在一般素常關心文學的人們的腦上了。有時偶然

在路上相逢、書信的往來、或定期聚合，屢次，都把他當為中心話題提出

來議論，這麼一來，更使這念頭越深刻，越熱烈地盼望其日來臨。老實說

這也莫怪。一面因為關心新文學運動的我們和「五四」以來中國新文壇之

                                                 
158 戴國煇，〈郁達夫與台灣〉，《歷史月刊》第 176 期(2002 年 9 月)，頁 109。其他論述郁達夫訪

台的個人動機文字，詳參同文頁 110。 
159 陳儀與郁達夫的關係考究，參見鈴木正夫著，陳俐甫、夏榮和譯，〈關於陳儀之備忘錄－－與

魯迅、許壽裳、郁達夫之間的關係〉，《台灣風物》第四十卷一期(1992 年 3 月)，頁 43：「其中論

及較為可信之說法是陳儀與郁達夫同時日本留學生出身的同鄉，郁達夫或在福建赴任之前於某地

識得陳儀。郁達夫遺族中亦有謂是魯迅介紹兩人相識。」 
160 關於蔡嵩林對郁達夫訪台之間的因果關係，詳參戴國煇，〈郁達夫與台灣〉，《歷史月刊》第 176
期，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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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堅作家郁達夫氏之間，雖然有高低之分別、主義主張的差異，而有心於

建設植民地文學之道卻一致的，一面也因為台灣文壇受本國（按：指日本）

文壇之影響姑且不說，而受中國中堅作家郁氏以外如魯迅、郭沫若、張資

平、茅盾等的影響也可以說不淺。郁氏的作品之內容暫且不說，單以其措

辭淺白、沒難澀之點，輕易閱讀，令人們有親近愛讀之處，也是值我們會

郁氏之必要了。
161 

 

從尚未央的敘述看來，可以判斷郁達夫的文名早已在台灣普遍傳播。郁達夫吸引

當時台灣文學界注意的原因，除了五四文學運動代表作家的身份之外，便是他措

辭淺白的文學書寫風格，黃得時的〈郁達夫先生評傳(三)〉中寫著：「郁先生到福

州未幾日，就在福建青年會講演『中國文學之展望』，提倡民族主義和寫實主義文

學。」
162這一點必須連結到當時台灣新文學提倡白話文的思想背景上，五四運動

前後的文學思想理論發展，同樣注重對舊文學形式方面的破壞，及白話文文學的

建設。五四新文學運動的興起與成功，代表著舊文學迅速衰亡，寫實主義為主的

新文學抬頭。這些與當時台灣新知識分子欲採用口語化的白話文，促使民眾透過

易學易寫的白話文，去接受和吸收世界新思潮，並發揚民族精神的文學啟蒙運動

之理念不謀而合。於此，台灣的新文學運動敘事與郁達夫訪台的文化事件便達成

意義上的交疊。 

    除了新文學的寫作，郁達夫的舊詩用意清新、風韻猶佳，也同樣引起當時台

灣文學作家的注意，郁達夫曾對黃得時說過：「舊詩雖然是舊的，我卻很愛去做。

如無病呻吟的舊詩，我們當然要排斥，但是形式雖然用舊的，其中如有表現新的

內容，如個性，社會性，時代等，即亦不失為文藝作品的一種。」163中國近代是

種指向自身內部的「回心」文化164，以抵抗為媒介而促進自我的維新，郁達夫對

於舊詩的書寫不捨正象徵其對一時代的回心，以及對舊禮教桎梏的抵抗反省，呈

現另一面「舊的瓢」盛「新的酒」的彈性觀念，嘗試突破時代下青年欲說而說不

出的景況。利用舊體詩的形式闡發新思想，也是當時文學家的普遍寫作事實之一

                                                 
161 尚未央，〈會郁達夫記〉，《台灣新文學》第二卷第二號(1937 年 1 月 13 日)。 
162 黃得時，〈郁達夫先生評傳(三)〉（1947 年 11 月 1 日），《台灣文化》第二卷第八期(台北市：傳

文復刻出版(台灣文化協進會，1946 年 9 月－1950 年 12 月))，頁 22-23。 
163 黃得時，〈郁達夫先生評傳(三)〉，《台灣文化》第二卷第八期，頁 23。 
164 孫歌，《竹內好的悖論》(北京：北京大學，2005 年)，頁 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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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且白話文亦需要古典漢語的熏陶，不難推想這對於台灣當時舊體詩人或是新

文學作家都是相當具吸引力的。此外，台灣的日本殖民政府也希望透過郁達夫的

來訪促進整體大東亞共榮圈的中日互攜關係，顯見文學活動背後所蘊涵的權力糾

結，從「文本生產者—傳播媒介—文本消費者」的文學接受過程來看，郁達夫的

訪台可說正立足於這一充沛時機上，而受到台灣新、舊知識分子與日本殖民政府

的注目與歡迎。 

郁達夫早先在訪日期間，不但至神田區日華學會演說「中國詩的變遷」，也為

日本《讀賣新聞》、《大阪每日新聞》等報刊分別撰稿〈今日的中國文學──其動

向和作品〉、〈日本朝野應重新認識中國〉，由於文章和談話中多次主張中日兩國友

好，力陳日本侵華的決策錯誤，遂引起日本方面的注意與監視。可見雖然此行表

面是應日本社團與學校之邀，去東京講學為名，實際上卻是為了擔任抗日的宣傳

工作，以及安排離開中國已久的郭沫若回國。途中，郁達夫隨後來台訪問，是於

東京停留期間受御用報紙《台灣日日新報》之聯繫安排成行的
166。抵台後台灣日

日新報社便於郁達夫所下榻的台北鐵道飯店舉辦了文學演講會，講題為「支那文

學について」(中國文學的變遷)。原來日日新報社和郁達夫商定的講題為「有關

中國的詩」，其改題的原因起自他意識到僅談論中國的詩，並無法讓殖民地台灣全

面了解中國文化根源。 

就《台灣日日新報》的連載講座文字，首篇從中國漢字的變化開始談起，說

明中國文學當中的詩因為文字的特殊而極富文學性，並連接至新詩的產生，闡明

中國文學的形式變化。從文字上的立場立論，論述世界各國政治運動，也論及中

國文字的左傾化。這種以民族情感的熱情來介紹中國文學的態度，果然引起台灣

的廣大迴響。其實郁達夫〈語言與文字〉一文中就提到中國文字的特殊性：「團結

不鞏固的最大原因是在哪裏呢？就在言語的不統一，文字與言語的不能完全一

致……國家的統一事業，雖然賴於政治工作，但是文字(文學)的功勞，也決不在

政治之下。」167他大聲強調了家國的靈魂就在語言與文字上，再加上〈語言與文

                                                 
165 原文為郁達夫〈中國詩壇的現狀〉載於《東京帝大新聞》。轉引自《郁達夫文論集》(浙江：浙

江文藝，1985 年)，頁 23：「利用舊詩的形式，來吐露新的思想，這種風氣，現在很流行：像著名

的魯迅，葉聖陶，老舍，俞平伯，周作人等，呼吸現代空氣的新人，都在作舊詩，這是很有趣味

的事實。」 
166 李宗慈，〈訪黃得時․談郁達夫〉，當代文學雜誌社編，《當代文學史料研究叢刊》第 2 期(台北

市：大呂，1987 年)，頁 275。 
167 郁達夫，〈語言與文字〉，《郁達夫南洋隨筆》(台北市：洪範書局，1978 年)，頁 155。原文寫

於 1939 年 12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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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中郁氏亦提到在台灣見到政府禁止民眾讀中文書讓他覺得悲慘莫名一事，因

此可以發想郁達夫於台灣講演是別有用意的；第二篇演講接著介紹中國文學詩與

散文從古代到現代的形式發展過程，提到外國文明之於中國的重大思想影響，讓

詩和散文同時捲入這一股潮流中；末篇郁達夫談到對中國文化將來的發展進程的

看法： 

 

支那文化の將來は社會主義的色彩は無論帯びつつ生長して行くが、併し

又国家主義的背景があり民族的なオリヂナリテイ－を決して失はないだ

らうと思ひます。ですから日本の方々の心配してをられる様な支那文化

の傳統を全然なくする憂ひはないと思ひます。
168 

 

揣其詞意，一方面是欲解除日本對中國將會共產化的軍事侵略理由。另一方面，

透過對中國文學的介紹，郁達夫確實將他的愛國心情發揮得淋漓，這種氛圍也感

染了當時的台灣文學界。然而八天訪台行程，郁達夫卻都受到當局特務人員的監

視保護，對照 1937 年 1 月 14 日《台灣日日新報》的連載講座文字〈支那文學の

變遷(一) 郁達夫氏の講演 紹介の言葉〉，對郁達夫的介紹是以「福州に在つて日

本の理解者として同文同種の誼みに立ち兩国民の親善に努めてゐる。」以一名同

文同種的支那文學家來台致力於中日兩國親善的角色視之，想見當時的日本殖民

政府截然是以日本與中國的文化交流看待郁達夫訪台一事，自然對郁達夫在台行

止非常注意。中國方面，1934 年福建省政府早有鑑於日本於台灣現代化政策之成

功，曾派官員至台灣進行工業、經濟、政治、民生等項目的考察活動；接著 1936

年廈門市政府亦組織類似的考察團到台灣取經，二方都在訪台後翌年出版《台灣

考察報告》，內容涵蓋了台灣許多被認為施政成功的層面，當時的閩省主席陳儀也

為這兩本報告書撰寫序文。總的看來，不論就日本或中國的觀點、經驗而論，郁

達夫的訪台對於當時日本殖民政府與民間雙方都是有益無害，但前提是被官方置

                                                 
168 郁達夫詳細的演講文字參見台灣日日新報編輯部，《台灣日日新報》（縮影資料）(台北市：五

南複刊出版，1994 年)，連載日期如下：1937 年 1 月 14 日〈支那文學の變遷(一) 郁達夫氏の講演 

紹介の言葉〉、1937 年 1 月 15 日〈支那文學の變遷 －－郁達夫氏の講演（二）〉、1937 年 1 月 16
日〈支那文學の變遷──郁達夫氏の講演完〉。末篇郁達夫談到對中國文化將來的發展進程的看

法，中譯文字參見《郁達夫文論集》(浙江：浙江文藝，1985 年)，頁 721：「中國文化將來是帶以

社會主義的色彩而生長起來的，但又有國家主義的背景，所以絕對不會失去民族的創造力。因此

日本方面所擔心的那種全然否定中國文化傳統的事，是不會發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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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東亞文化統合下的考量來定位。 

換個角度來看，郁達夫的文化訪台雖被日本官方定位為東亞文化交流，是一

促進大東亞共榮圈的文化活動。但是郁達夫實際的目的與態度，應如郭沫若的解

讀這般：「在表面看來，我好像是一位急進分子，而達夫傾向於消極，而在我們的

氣質上，認真說，達夫實在比我更要積極進取得多。但他的積極進取性沒有得到

充分的適當的展開，那是應該歸罪於時代和環境的。」
169因此郁達夫的性格不能

說是全然消極的，他擔任公職除了因陳儀之邀擔任省府參議外，1938 年 1 月，國

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在武漢成立，郁達夫亦欣然應當時擔任廳長的郭

沫若之邀任第三廳設計委員，之後更兩度到台兒莊勞軍。可見抗戰期間，郁達夫

毅然決然地投入抗日宣傳活動，還寫了不少抗戰政論，如〈預言與歷史〉、〈救亡

是義務〉、〈不厭重複的一件事〉、〈自大狂與幼稚病〉等匕首式文章，掲露日本帝

國主義的不義行為。這樣的行動，證實了郁達夫身為知識分子對社會的自我實踐，

而非是日本殖民大東亞口號下被動的一枚棋子。 

 

第三節   郁達夫文學與台灣作家 

 

日治時期郁達夫文學與台灣作家的關係，可分從台灣作家對其作品之閱讀與

彼此間文學往來活動加以討論。1937 年中日戰爭爆發前，日治時代台灣作家便有

持續購讀中國新文學的作品的情形，這些收藏也幾乎囊括當時中國重要的新文學

作家作品，包括如郁達夫、郭沫若、茅盾、瞿秋白等人的作品與理論。此外，黃

得時、鍾理和、吳新榮等台灣文學作家也莫不在回憶錄、日記、通信中，記載自

己閱讀中國新文學作家作品的經驗。因此本節試圖從日治時期台灣作家對於郁達

夫文學的閱讀，與 1936 年郁達夫在台灣與日本的拜訪活動，探尋中、日、臺兩方

知識分子互動的道路。並透過相關的雜誌報刊及史料資料探索，呈現當時台灣文

學跨界的意識沿襲及對話，探討中國與台灣之間文學傳承或影響之研究，以得到

當時中、臺兩地知識分子文學書寫的共時意義，與日治時期台灣對郁達夫之評價

及受容。 

 

                                                 
169 郭沫若，〈再談郁達夫〉，陳子善、王自立編，《回憶郁達夫》(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6
年)，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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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灣作家對郁達夫文學的閱讀 

 

   中國的腐敗積弱，啟發了1918至1937年間大部分的文學作品。這種文化上的

覺醒反映出作家對人類尊嚴和自由的嚮往。郁達夫這些描寫青年心理和窮苦大眾

作品的歷史價值，就在於陳切地表現出作家對於祖國社會狀況的深切體驗，因此

富於寫實。日治時代台灣作家購讀中國新文學作品的情形，可從目前作家或其他

知識分子已公開的藏書目錄、個人日記、回憶錄加以考察。以台灣文學之父賴和

的中國經驗來說，能在二○年代初即試寫新文學作品，其接觸五四新文學作品時

間點應該頗早，其弟賴賢穎自述留學中國時期就常寄文藝雜誌回台給賴和使用：

「當時祖國方面的雜誌如《語絲》、《東方》、《小說月報》等，我都買來看，看完

就寄回家給賴和，賴和就擺在客廳，供文友們閱讀。」
170這裡可以看出中國新文學

對賴和的挹注，說明他接受或閱讀中國新文學作品的一面，與閱讀台灣報刊雜誌

的轉載作品相較，賴和有其更具時效性的受容途徑。另外楊守愚的殘稿也曾提過

賴和旅居廈門一事，似乎更可說明賴和與五四之間的關聯性：「誰都知道，五四之

後，民主自由，反帝反封建，以成為中國青年的口號，旅居廈門的賴先生，自然

不……。」171雖然資料不足以證實賴和對中國社會運動的參與，但能想像到當時他

面對五四運動之後的新中國情景與嚮往。賴和的藏書對當時的台灣知識分子也有

助益，根據楊逵、楊守愚、吳慶堂等人的相關回憶文字，可以證實透過賴和才得

以接觸即時的中國文藝雜誌和報刊。 

另外，《陳逸松回憶錄》這麼寫著：「徐先生(徐阿富)喜愛讀書，也喜歡買書，

他與蔣渭水頗有交往，也常到蔣開的文化書局買書，……，就把很多白話文的書

刊借給我，這是我接觸白話文學的開始，我讀了陳獨秀、胡適、魯迅等人的一些

作品，只是覺得魯迅的文章很難讀。」172不僅是台灣知識分子，特別是當時的文學

作家皆有大量收藏、接觸中國出版雜誌、書籍的情況，一直持續到1937年中日戰

爭爆發前。而這些收藏幾乎囊括當時重要的中國新文學作家作品，當中包括如郁

                                                 
170 黃武忠，〈溫文儒雅的賴賢穎〉，《台灣作家印象記》(台北：眾文圖書，1984 年 5 月)，頁 66。

賴和所收藏的中國相關文藝雜誌年份為：語絲(1925-1930)、《東方》(1926-1930)、小說月報

(1917-1927)，參見賴悅顏，〈賴和紀念館收存雜誌類目錄〉，《彰化人》第 11 期，(1992 年 1 月 20
日)，頁 20-23。 
171 楊守愚，〈(題目不詳)〉，許俊雅編，《楊守愚作品選集(補遺)》(彰化：彰化縣立文化中心，1998
年 12 月)，頁 272。(原稿此後缺佚) 
172 陳逸松口述，吳君瑩記錄，林忠勝撰述，《陳逸松回憶錄：太陽旗下風滿臺》(台北市：前衛，

1994 年)，頁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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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夫、郭沫若、茅盾、瞿秋白、林語堂等人的作品與理論173。1929年黃得時也曾於

中國會館買下魯迅的《吶喊》、郁達夫《郁達夫代表作》等書。
174黃得時回憶道： 

 

那一年，我還只是台北帝國大學中文系的學生。我一直喜歡文學，所以， 

也就非常關心「五四」以後的文學活動，當然，也關心那些活躍於文學活 

動中的作家。而郁達夫，他尤其是位大名鼎鼎的作家！另外，也因為我不 

喜歡政治，對於唯美主義的浪漫作品，自然比較喜歡。那些充滿著浪漫色 

彩的郁達夫作品，更是我喜歡的讀物。
175 

 

黃得時的回憶不單反映當時台灣夾雜於中國與日本之間的處境；另一方面也表現

近代中國五四運動的文化影響，尤其是語文改革對於台灣文學的啟蒙作用；個人

情感上，郁達夫的作品亦提供一處台灣作家對於政治隱遁的居所。 

    參照這些日治時期資料，可將當時台灣的中國新文學讀者閱購的主要動機略

分為二：其一，從新文學角度著眼，抱以學習的閱讀態度；其二，從民族立場來

看，以中國新文學作品作為文化精神寄託。前者就以鍾理和為例，從長治公校高

等科畢業之後，他進入私塾學習漢文，耽讀於新舊小說的鍾理和，也開始嘗試自

己創作。1957年10月30日他寫給廖清秀的書簡中曾言： 

 

      小高時藉著由父親得到的一點點閱讀力，我流覽中文古體小說。說得起是 

      我的第一部教科書，是線裝的通俗「楊文廣平蠻十八洞」。入村塾後，閱 

      讀能力增高，隨著閱讀範圍也增廣。舉凡當時能夠搜羅到手的舊小說，莫 

      不廣加涉獵。後來更由高雄嘉義等地購讀新體小說。當時，隔岸的大陸上 

正是五四之後，新文學風起雲湧，像魯迅、老舍、茅盾、郁達夫等人的選 

                                                 
173 作家公開的藏書目錄之例有賴和與葉榮鐘等。賴和藏書目錄見林瑞明主編，〈賴和藏書(期刊目

錄)〉，《賴和全集 3》(台北：前衛出版社，2000 年)，頁 275-327。藏書目錄中與郁達夫相關的書

籍有：《奔流》(1928-1929)、《大眾文藝》(1928)、郭沫若《創造十年》(1932)、郁達夫《文藝論集》

(1926)、郁達夫《小說論》(1926)、創造社編《辛夷集》(1926)、創造社編《卷耳集》(1924)、郁

達夫《達夫全集》(開明出版，1927)、郁達夫《沉淪》(泰東出版，1928)、郁達夫譯《小家之伍》

(1930) 等 。 葉 榮 鐘 藏 書 目 錄 詳 見 清 華 大 學 「 葉 榮 鐘 全 集 、 文 書 及 文 庫 數 位 資 料 館 」：

http://archives.lib.nthu.edu.tw/jcyeh/。 
174 呂興昌編，〈黃得時生平著作年表初編〉（未定稿），「黃得時教授紀念展」(台南：國立文化資

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1999 年 3 月 20 日)，又見「台灣文學研究工作室」網站論文。 
175 李宗慈，〈訪黃得時，談郁達夫〉，當代文學雜誌社編，《當代文學史料研究叢刊》第 2 期(台北

市：大呂，1987 年)，頁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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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在台灣也可以買到。這些作品幾乎令我廢寢忘食。在熱愛之餘，偶爾 

也拿起筆來亂畫。不過當時未曾打算做作家，祇是藉此玩玩罷了。
176 

 

雖然後人評論鍾理和文學時，主要將他視為台灣鄉土文學作家，但是鍾理和受到

近代中國文學相當大的影響，是不爭的事實。中島利郎曾就鍾理和的敘述，來簡

析日治時期台灣作家對中國新文學作品的閱讀狀況： 

 

      當時經由什麼途徑、有多少大陸的新文學作品傳入台灣不得而知，但連十 

      六歲少年都能輕易取得閱讀，所以在台灣有志文學或對「祖國」的文學產 

      生興趣的其他少年和青年，可能很大程度地讀著這些作品、被在中國大陸 

      新誕生的文學所啟發視可以肯定的。
177 

 

從鍾理和〈履歷〉的敘述和日記記載，可以知道他讀過中國通俗文學和以魯迅為

始的近代文學。他不但受到這些文學的影響，甚至在青少年時期，便立志參與中

國近代文學。〈履歷〉所述：「隔岸的大陸上正是五四之後，新文學風起雲湧，像

魯迅、老舍、茅盾、郁達夫等人的選集，在台灣也可以買到。」可見五四運動不

僅是一場學生運動，更是一場知識界的革命，形成了獨特的知識氛圍，而五四之

後的中國新文學發展也對台灣文學作家產生一定的作用，五四運動可說是帶動了

台灣作家對中國新文學包括郁達夫在內的閱讀活動。閱讀本身的意義就在於意義

的再構成，當中包含了與讀者相互作用的文本視點，以及作用後自我內在意識的

整體性創造。台灣的知識分子就是透過這樣整體性創造的發現，讓閱讀成為意識

實現自身的手段。台灣知識分子閱讀郁達夫文學，所得到的不單是美學藝術上的

啟發，而是一股時代風潮的自我覺醒。 

台灣文學之所以與中國新文學作品之間有著某程度的文化連結，從民族立場

來看，可歸諸於殖民地台灣的特殊歷史背景，其與殖民母國文化上擁有相當多的

「類似」。在充滿「類似」的殖民情境中，台灣人也有以強調傳統來作為抵抗空間

的作法。若從這樣的立足點與民族立場來看待台灣的中國新文學讀者之閱購動

機，從昭和 17 至昭和 18 年間（1942-1943）《呂赫若日記》的紀錄就可揣測出，

                                                 
176 鍾理和，《鍾理和全集․鍾理和書簡》(卷七)(台北市：遠行出版社，1977 年 7 月)，頁 135。 
177 中島利郎，〈日治時期的台灣新文學與魯迅〉，《台灣新文學與魯迅》(台北：前衛，2000 年)，
頁 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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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期間呂赫若所閱讀、購買了大量相關於中國的文史書籍，計有《浮生六記》、《京

華煙雲》、《駱駝祥子》等書
178。這些與中國相關的文學、文化、歷史書籍，並非

單純個人文學創作之參考，而是能確立自身定位：「研究中國非為學問而是我的義

務，是要知道自己。」179這樣的傾向亦可以顯示呂赫若欲透過中國經典的閱讀，

重新找到屬於台灣主體立足點的傳統基礎。這也凸顯生活在四○年代戰時體制的

台灣知識分子，對於中國新文學作品的閱讀是傾向於民族、反殖民的思考角度出

發。結合中國文化，成為戰時下台灣知識分子的出口，在大東亞史觀的思想夾縫

中，重新反省台灣的民族性。另外，討論台灣知識分子對於中國書籍的接觸窗口，

不可不提到蔣渭水於台北市太平町所開設的「台灣文化圖書公司」，陳逸松曾敘述

蔣渭水與「台灣文化圖書公司」之於他思想上的啟發： 

 

我們談論很多，從議會請願談到台灣前途，從日本的社會運動談到中國的 

「五四」運動，我也聆聽了他許多高見，對他更覺佩服。他並在他醫院的 

隔壁開設「台灣文化圖書公司」，作為傳播思想、文化的搖籃，銷售上海、 

北京出版的進步刊物，我就在這裡買到很多新的、進步的書刊，包括「創 

造」月刊第一期，攜回羅東，再帶往岡山。
180 

 

蔣渭水一向站在台灣社會文化運動的最前線，對於台灣民眾思想知識的啟蒙也是

不遺餘力，其圖書公司對當時中國新興文壇的作家作品或是社團雜誌，也多方引

進轉介，敘述中陳逸松就特別提出《創造》月刊購入一事181。由於學習過程裡蔣

渭水與中國書籍閱讀的影響發酵，陳逸松進入日本六高就撰寫有關中國事物的文

章，將胡適、鄭振鐸等人的白話詩譯成日文來發表182。這種「中國──台灣──

日本」的三方轉譯過程，實是一個頗具意義的文化交流，顯示出不僅是郁達夫，

                                                 
178 購買時間詳見呂赫若、鍾瑞芳譯，《呂赫若日記》(台南市：國家台灣文學館，2004 年)：《浮生

六記》(1942 年 3 月 9 日) 、《京華煙雲》(1942 年 6 月 23-27 日、1942 年 7 月 6-8 日) 、《駱駝祥

子》(1943 年 5 月 22 日)等。 
179 呂赫若、鍾瑞芳譯，《呂赫若日記》(1943 年 6 月 7 日)。 
180 陳逸松口述，吳君瑩記錄，林忠勝撰述，《陳逸松回憶錄：太陽旗下風滿臺》(台北市：前衛，

1994 年)，頁 74。 
181 《創造月刊》創造社編，1926 年刊行，至二卷六期止。卷十二期，為繼《週報》之主要刊物，

同時發行者有半月刊《洪水》。第一期為 1926 年 3 月 1 日創造社出版部發行，當期內容有：成仿

吾〈文藝批評雜論〉、郭沫若〈論節奏〉、張資平〈Curacoa〉、〈密約〉、郁達夫〈寒宵〉、〈街燈〉、

〈給沫若的舊信〉及馮乃超、穆木天等作家作品。 
182 陳逸松口述，吳君瑩記錄，林忠勝撰述，《陳逸松回憶錄：太陽旗下風滿臺》，頁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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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中國新文學作品亦有可能透過台灣傳到日本。綜觀以上，台灣知識分子的

兩種閱購動機，在論及中國新文學包含郁達夫文學在內的作品之際，這期間的意

義是一直與時俱變的。因為包括文學在內的藝術作品，在某一時代、某一社會範

圍內都有著不對稱現象，在閱讀和文本的交流當中產生意義分歧，讀者永遠無法

檢驗他對文本的理解正確與否。前者以新文學觀摩的閱讀角度，雖可判斷為當時

中國、台灣兩地新文學運動起初運作的風潮所影響，但不可否認的那時二、三○

年代的台灣文藝空氣比起四○年代來說是顯得較為輕鬆，時空確對讀者、文本內

在價值產生了化學變化。 

當時大部分的台灣知識分子多半透過閱讀台灣出版的雜誌報刊、轉譯的外國

文學作品、中國新文學書籍來理解社會思潮與時勢，這樣的閱讀過程讓他們提高

自我意識。戰前《吳新榮日記》字裡行間即常出現中國新文學作家的姓名與著作，

曾稱讚庄司總一如同「曾生長於臺東的胡適」，是個值得台灣來紀念的人
183。吳新

榮於戰亂之際更重新閱讀中國政治與文學思想書籍以靜定心靈：「有警報而無敵機

來襲，反而多出讀書時間。於是想到東洋的未來，便非研究中國的政治思想與文

學思想不可。所幸藏書中有『中山全集』與『胡適文存』，便著手研讀。『中山全

集』以前曾讀過，現在重讀，似可加以幾分批評。」184可想而知中國新文學的讀

物早已悄悄在台灣文人言談筆墨間發酵。而且不光是郁達夫一人，其他中國新文

學作家也受到台灣知識分子的關注，尤其是新文學小說。這裡所透露出的重要訊

息──即台灣作家與文學結緣，絕大部分有受到中國的舊文學和新文學之影響。

即便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台灣人仍然擁有自我的民族意識與思考。之所以鍾理和、

吳新榮等台灣作家以所受的日語教育背景，而能與中國新、舊文學結緣影響，在

漢文教育之中獲得文學啟蒙，正意味在台灣作家心中漢文、白話文與文學啟蒙、

創作之間，存在著密不可分的關係。 

除了文學作品的轉譯與閱讀外，探討台灣對中國現代文學經典的建構與知識

分子主體的互動關係，更須考量到 1935 年至 36 年間良友圖書公司《中國新文學

大系》叢書的出版。《中國新文學大系》為魯迅、茅盾等所編選的中國新文學運動

第一個十年(1917—1927 年)理論、史料和各文類作品的選集，是首次對五四以來

                                                 
183 吳新榮，《吳新榮日記》(1944 年 1 月 20 日)(台北市：遠景，1981 年)，頁 152：「今日讀完庄

司總一著『南の枝』，真不愧為『陳夫人』的作者。……又他對台灣的理解，可能來自他幼年時所

經歷的家庭苦惱。總之，作者如同曾生長於臺東的胡適，成為台灣值得紀念的人物。」 
184 吳新榮，《吳新榮日記》(1944 年 6 月 6 日)，頁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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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學進行系統式的搜集、整理和評價的選集。而《中國新文學大系》各冊的導

言，對於新文學的發起、過程、理論主張、組織活動、重大事件、各種體裁之創

作或有提及，或作歷史的回顧，同時勾勒出初期新文學作家共同有過的思想變化

歷程。例如，魯迅的〈《小說二集》導言〉，敍述了五四以來的思想追求和藝術探

索，且注意各文學社團從不同領域汲取的思潮；鄭伯奇〈《小說三集》導言〉則集

中於個別作家與社團的介紹，當中對郁達夫文學的敘述為社會桎梏下對於時代和

社會的熱烈關心之顯示，且呻吟著的「時代兒」
185；對於創造社則是下以有別於

文學研究會人生派風格的藝術派定義，是為一種革命的浪漫主義：「包含了世紀末

的種種流派的夾雜物，但，它的浪漫主義始終富於反抗的精神和破壞的情緒。」
186

可見當時《中國新文學大系》的各冊序文，對於郁達夫與創造社在新文學發展的

起初十年是投以關注的。 

由於《大系》對於中國新文學編選的體制和範圍界定在「第一個十年」，就創

造社而言是屬初期同人的作品，就郁達夫文學本身也多檢擇早年技巧之作品來討

論。其中《沉淪》就被中國文壇視為郁出世之作，鄭伯奇《大系》序文更形容「頹

廢派」郁達夫其大膽的描寫，在當時的作者中是一個驚異，且非常富於傷感的情

調。這樣的風格定位，相當程度上影響了同時代台灣文壇對郁達夫文學的看法。

諸如文壇重鎮、浪漫主義、個性鮮明等類似說法，皆可同見於日治時期台灣知識

分子尚未央、黃得時、吳新榮的文字、日記或戰後的訪談記錄中187。集體與記憶

兩者可謂互為建構的：「人們往往因為某種共同的身分，才在某種歷史情境中擁有

類似的經歷，遭遇相近的命運；或者他們因為這種共同的身分，因而才在社會化

的過程中，傳承了某些對過去相當一致的理解。」
188當時中國、台灣知識分子皆

在殖民壓迫的環境中有心於文學建設，又台灣受中國新文學影響不淺，這樣的同

理基礎顯示《中國新文學大系》各冊從形式到內容所創建的文學觀點，在台傳承

的可能性及影響深淺，一者直接凸顯出五四文學革命在中國及台灣文學歷史上所

進行的變革；另者，刻畫當時台灣知識分子對郁達夫文學共時性閱讀的實踐，間

                                                 
185 鄭伯奇，〈導言〉，趙家璧主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說三集》(上海市：上海文藝，1981 年)，
頁 8-9。 
186 鄭伯奇，〈導言〉，趙家璧主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說三集》，頁 13。 
187 參見尚未央，〈會郁達夫記〉，《台灣新文學》第二卷第二號(1937 年 1 月 13 日)；黃得時，〈郁

達夫先生評傳〉（共三期），《台灣文化》(台北市：傳文復刻出版(台灣文化協進會，1946 年 9 月－

1950 年 12 月))；吳新榮，《吳新榮日記》(台北市：遠景，1981 年)等內文記載。 
188 蕭阿勤，《回歸現實：台灣 1970 年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台北市：中研院社研所，

2008 年 6 月)，頁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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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影響了台灣從日治時期跨越至戰後中國文學經典的知識建構。 

 

二、郁達夫訪台與台灣文壇 

 

郁達夫自留學時期開始實踐的知識與文學旅行，使得他對台灣文學最深的刺

激和影響，並非透過文學作品，而是個人直接與台灣作家接觸帶來的影響。台灣

作家與郁達夫的往來活動最密切的時間點就是 1936 年前後，此年年底郁達夫以福

建省政府參議的身份，接受日本外務省聘請訪日，隨後接受《台灣日日新報》邀

請來台。訪台前，郁曾於神戶對「台灣日日新報社」特派員發表談話：「在台的

日程，概由總督府阪本外事部長安排，在專門方面的人士，擬拜訪神田喜一郎(臺

大教授)以及貴社的魏清德(魏火曜的令尊)談一談。」
189雖然無法得知郁達夫與其

二位會面的詳情，但可以知道郁達夫訪台期間由神田喜一郎陪同，參觀了台北帝

國大學及其它文化機構。在台北期間，郁達夫也出席台灣新民報社舉辦的文藝座

談會「郁達夫氏に訊く會」，對於郁達夫的態度，新民報社與《台灣日日新報》

相異，席間報社總編輯林呈祿以「魯迅氏亡き後の支那文壇を背負ふ第一人者」

來介紹郁達夫190。加上其後作家南下台中，接受張深切來訪，受贈《台灣文藝》

與《台灣新文學》雜誌。並陸續於台南有尚未央、林占鰲、趙櫪馬會同吳新榮、

郭水潭、徐清吉等人，向郁達夫請教中國文藝運動的發展、作家近況、大眾語及

中國話問題。種種交流活動都顯見郁達夫之於台灣知識界，主要是其文學部分的

影響在作用。 

台灣方面，和郁達夫交談較多的作家是黃得時，他長期研習中國文學和日本

文學，曾系統性地閱讀郁達夫的作品。黃得時更鑑於日本統治下的台灣民眾，不

但不識郁達夫其人其事，亦不諳中國新文學運動情形，故在郁氏抵台前幾天開始

在《台灣新民報》上發表「達夫片片」連載二十回，條理地介紹郁達夫。可見郁

達夫表面雖以具有兩國親善的官方意義身份抵台，但實際上的活動卻是擺脫這層

                                                 
189 黃得時，〈郁達夫與台灣──日據時期訪台唯一的中國作家〉，周玉山編，《當代世界小說家讀

本∼郁達夫》(台北市：光復書局，1987 年 11 月)，頁 266。 
190 伊藤虎丸、稲葉昭二、鈴木正夫編，附錄 VIII〈「台灣新民報」所載記事座談会記事〉，《郁達

夫資料補編》(下)(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附屬東洋學文献センター刊行委員會，1974 年

7 月)，頁 219。原文日文，中文意思為「魯迅逝世後中國文壇的第一號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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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縛，而能受到當時台灣文壇各界的真誠歡迎，從郭水潭〈憶郁達夫訪台〉與尚

未央〈會郁達夫記〉二文中可見出兩地知識分子的對話過程：  

 

    一會兒，郁先生就出來和大家見面。互通名片，彼此寒喧後，一同坐定。

於是展開著小型座談會似地，開始漫談起來。聽說郁先生是日本東京帝大

出身，我用日語，但郁先生卻要我改用筆談。這麼一來，那就麻煩多了。

幸以在座之占鰲、松林兩兄，均能國語，由其翻譯，才得互通意志，隨之

談起許多事，但概以文學為談。約談到一點鐘，我們告辭而別。
191  

 

      「在台北聽見說大家清算過去不用功。實在沒有勉強（按：用功讀書），不

能寫出好的作品的。」他誠摯地說著。 

「這是事實，寫作的人不肯勉強，台灣文學怎能會進步呢？我們也很痛感

著。而且寫作的人，能夠不管好壞隨便寫一二篇，便揚揚得意自稱為作家，

也其原因之一。」 

「這種氣習要改掉，無論如何勉強要緊」他沉著地說著。192 

 

郭水潭、尚未央二文皆詳細記錄了郁達夫訪台的情景與感觸，而郁達夫在與尚未

央的對話中更深入討論到當時台灣知識分子的寫作狀況，由這些談話內容彰顯出

郁達夫對於台灣文學的關懷之意。另外，透過當時知識分子的紀錄以及報刊報導，

可知道郁達夫來台動機是相當複雜，但在複雜的訪台動機之外，郁始終對中國以

外的文學發展保持著關注，甚至也肯定台灣文學的未來發展： 

 

      在統治者多方的壓迫下，年青人是苦惱的，他們彷彿在漢文和日文之間…… 

      所以在文學方面，他們的作品雖然很多，但很少好的。可是他們是抱著不 

      屈不撓的精神不斷地努力著，他們的精神值得我們欽佩，所以我斷定台灣 

      的文學將來一定很有希望的。193 

                                                 
191 郭水潭，〈憶郁達夫訪台〉，《台北文物》第三卷第三期(1954 年 12 月)。 
192 尚未央，〈會郁達夫記〉，《台灣新文學》第二卷第二號(1937 年 1 月 13 日)，頁 62。 
193 轉引自林慶彰、陳仕華編，《近代中國知識分子在台灣》(台北市：萬卷樓，2002 年)，頁 140。

原文出處為陳松溪，〈郁達夫的台灣之行〉，當代文學雜誌社編，《當代文學史料研究叢刊》第 2
期(台北市：大呂，1987 年)，頁 265-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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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達夫的台灣之行讓他感受到日本殖民政府對於台灣人的言行控制，以及台灣人

擺盪在漢文與日文之間的兩難處境，這些境況讓身為中國知識分子的他印象甚為

深刻，相信這更能堅定其內心反日的心志。而郁達夫早先對於台灣的印象或描寫，

則可見於 1930 年 10 月所發表的短篇小說〈十三夜〉，以一個身在中國的台灣畫家

為書寫主軸的故事，小說形容那位台籍畫家的心理是：「逃雖則逃到了自由之邦的

中國來了，可是他的精神，他的自小就被壓迫慣的心靈，卻已經成了一種內向的、

不敢自由發展的偏執狂了。」
194台灣對於郁達夫就如同舊我的傷痕所能有效移轉

到的相似他者。台灣畫家行動的不自由，以及被征服者的苦悶身影等殖民傷痕，

對於當時身處中國的郁達夫而言是不難想像的。〈十三夜〉裡的台灣陳姓畫家似乎

也承載了郁達夫個人一貫的潛在情結，表達出遭到現有景況壓迫的自我意識與陰

鬱特色。 

    胡愈之曾對郁達夫如此評價：「他的偉大就是因為他是一個天才的詩人，一個

人文主義者，也是一個真正的愛國主義者。」195身兼詩人、文人、愛國主義者多

種角色的郁達夫，其文學活動貫穿了中國新文學革命的重要時期，足跡遍佈東亞

各地，郁氏就如同大時代中的小舟，為己之信念於時代激流中奔波往復： 

 

私は支那に於ては知識階級の末席を污がして居り、今晚おいでになって

居られる方々も殊に台湾に於て色々な方面に努力もし尽力もして居る

方々ですから皆がこの方面に努力をされたならば、何時かはその努力は

報いられるだらうと固く信じて居るのであります。
196 

 

郁達夫講座的結語也不忘鼓勵在台灣努力的知識分子，並對之未來抱以樂觀的態

度，這或可歸於郁達夫對國族社會所擁有的熱切心情。再對照黃得時〈郁達夫先

生評傳〉中的評述：「那麼『沉淪』的真價是在哪裏呢？至少我們可以歸納到兩點：

                                                 
194 郁達夫，〈十三夜〉，《郁達夫全集》(台北市：文化，1974 年)，頁 167。 
195 胡愈之，〈郁達夫的流亡與失蹤〉，王自立、陳子善編，《郁達夫研究資料》(上、下)（廣州：

花城出版社，1985 年），頁 55。 
196 郁達夫，〈支那文學の變遷──郁達夫氏の講演完〉（1937 年 1 月 16 日），台灣日日新報編輯

部，《台灣日日新報》（縮影資料）(台北市：五南複刊出版，1994 年)。中譯文字參考《郁達夫文

論集》(浙江：浙江文藝，1985 年)，頁 721-722：「我在中國知識階層中忝居末席，而今晚光臨的

諸君，都是在台灣各個方面做出努力的人士，因此我堅信，如果大家在這方面一致努力，這種努

力早晚是會有收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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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時代病苦悶之象徵；一是向舊禮教的桎梏，炸了一個巨大的爆彈。」197可見

郁達夫的寫作對於當時的中國社會是有著批判的，相對映照出這些在官方報紙《台

灣日日新報》所連載的講座文字之意義，隱含著郁達夫於文化活動中處處思考知

識分子，以及為台灣文學界打氣的意圖。按照這樣的脈絡看來，豈能單純判斷郁

氏在台期間的行止全是受日本政治勢力所影響。以黃得時〈郁達夫來台灣〉陳述

郁訪台期間所接觸的二十多名台灣知識分子
198，便可顯示郁達夫台灣訪問一行的

意義是多重的，不僅代表了當時五四知識分子對台灣文學的投以眼光，也象徵中

國新文學在台灣的被重視及閱讀實踐。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台北訪問期間，台

灣新聞界和文化界雖然很歡迎他，但統治當局卻於暗中進行監視，這樣的處境使

得郁達夫改變日後在台的活動方式，多進行個人性質上的拜會行程，以求直接地

與台灣文壇彼此交流，顯見郁之於台灣文壇的用心。 

    又《陳逸松回憶錄》記載郁達夫訪台行的過程：「『台灣日日新報』和『新民

報』分別為他舉行演講會和座談會。羅萬俥還代表『新民報』在蓬萊閣設宴招待

他，……郁達夫還曾南下訪問，在台中會見張星建、張深切，在台南會見吳新榮、

郭水潭等作家。郁達夫旋風式的訪問，到處受歡迎……。」
199席間郁、陳、羅三

人同桌暢談「西安事變」時事問題，陳逸松又憶訪台隔年他曾至福州找過郁一次，

討論台灣與中國的文化交流問題，郁回到中國後持續與陳逸松通信，以為領教。

陳逸松的回憶顯現郁達夫的到訪確是當時台灣文壇的一件大事，也說明了郁在台

灣活動所引起的迴響。從吳新榮所記的台灣文藝人物一同前往台南拜訪郁達夫的

事件意義，與陳逸松回憶的事件當時，都表明郁達夫在台灣的言行是符合台灣文

學的期盼，也加重郁達夫抑或是當時中國的歷史、文壇發展，對台灣文化界的知

識分子或社會運動者、抗日份子的影響空間與程度。確實證明了 1936 年郁達夫訪

台之際，台灣作家與郁達夫的往來是相當密切，彼此間的談論議題亦超越了文學

範疇之上，發揮文化跨界的積極作用。 

 

                                                 
197 黃得時，〈郁達夫先生評傳（ㄧ）〉（1947 年 9 月 1 日），《台灣文化》(台北市：傳文復刻出版(台
灣文化協進會，1946 年 9 月－1950 年 12 月))，頁 17。 
198 黃得時，〈郁達夫來台灣〉，《聯合報．聯合副刊》(1984 年 6 月 30 日)：「第二天出席當時台灣

人所創辦唯一日晚報的報館「台灣新民報社」舉辦之座談會，談「中國之新文學運動」的問題，

參加座談的有：林呈祿、陳逢源、劉明朝、黃純青、葉榮鐘、黃得時等二十多人。」 
199 陳逸松口述，吳君瑩記錄，林忠勝撰述，〈七、風雅──我愛藝文〉，《陳逸松回憶錄：太陽旗

下風滿臺》(台北市：前衛，1994 年)，頁 261-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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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台灣作家筆下的郁達夫 

 

縱使郁達夫早期在中國現代新文學的自傳式書寫，當中所流露的情慾和種種

違拗社會道德觀的行為，可能令台灣文人對他的角色產生些許質疑。不過對於台

灣的新舊文人而言，中國五四之後的新文學發展以及社會運動的確有其影響所

在。由台灣知識分子閱讀到實際接觸的中國經驗過程，推想不單是中國新文學的

發展，中國的民族運動也是受之陶冶且關注。至於中國的民族性，郁達夫的〈懷

魯迅〉一文可謂相當透澈：「因魯迅的一死，使人們自覺出了民族的尚可以有為，

也因魯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了中國還是奴隸性很濃厚的半絕望的國家。」
200透

過魯迅的逝世郁達夫發想其影響並不僅於中國之內，更跨及到其他地區的人們對

中國的看法。因為魯迅的死，顯示出中國不珍惜愛戴偉大人物的民族頹敗性格；

但也正是魯迅之死，敲醒了一群沉睡中的人們。這樣設想下來魯迅的死正是建立

於中國落後的悲哀上而不得不死。這顯見出郁達夫對於魯迅逝世的思考是立基於

近代中國社會由傳統向現代民族國家轉型的必然歷史進程上201。 

郁達夫正式訪台之前，台灣報刊於半年前就已披露消息，台灣文化界的看法

也如黃得時〈達夫片片(十五)〉中所言：「郁先生，雖然是就任福建參議，但對文

學仍是很關心。我們亦不願他拋棄文學去從事政治。因為政治家還不如文學者之

可親也。」202從文學角度來看待此次郁達夫的訪台行。另外需注意的是，訪台期

間郁達夫的文學座談會講話「支那文學について」，一連在由總督府出資的《台灣

日日新報》刊載兩天，更顯示郁達夫在整個大東亞文化圈的地位。而仔細閱讀郁

的文學講話也可以發掘其欲開啟台灣、中國之間的文化交流，以及民族意識的強

調之意：「今天下午我會見了各種各樣的人，說中國文化將來當然要帶著社會主義

的色彩生長起來，但有國家主義的背景，絕不會失去民族的獨特的創造力。」203公

                                                 
200 郁達夫，〈懷魯迅〉，《回憶魯迅․郁達夫談魯迅全編》(上海：上海文化，2006 年)，頁 104。原

文載於《文學》第七卷第五號(1936 年 11 月 1 日)。 
201 轉引自林慶彰、陳仕華編，《近代中國知識分子在台灣》(台北市：萬卷樓，2002 年)，頁 126。

原始資料為李宗慈，〈訪黃得時․談郁達夫〉，當代文學雜誌社編，《當代文學史料研究叢刊》第 2
期(台北市：大呂，1987 年)，頁 275。 
202 李宗慈，〈訪黃得時․談郁達夫〉，當代文學雜誌社編，《當代文學史料研究叢刊》第 2 期，頁

275。原文出自黃得時，〈達夫片片〉(1936 年 12 月)，《台灣新民報》（十五—三十一）(東方文化

書局影印出版，1973 年)。(原文闕佚) 
203 日文原文為「今日の午後も色々な人に接して話しましたが、支那文化の将來は社会主義的色

彩は無論帯びつつ生長して行くが、併し又国家主義的背景があり民族的なオリヂナリテイ一を

決して失はないだらうと思ひます。」，出自郁達夫，〈支那文學の變遷──郁達夫氏の講演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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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空間實是充滿各種利害、權力與價值衝突的地方，而社會勢態正可縮影於某一

時間與空間建構的範疇內，又文化是一生產與接受的辯證過程。因此，在《台灣

日日新報》這個公共空間上郁達夫文化訪台的文字報導，可說是一種另類的權力

抗爭的精神伸張。 

在台演講的〈支那文學の變遷〉中郁達夫一再強調中國民族擁有獨特的創造

力，因此暗示連結中國與台灣之間的文化傳統是不會消逝的，亦投射出些許個人

的民族情緒。難怪劉心皇《現代中國文學史話》曾云：「郁達夫的台灣之行，日本

人惟恐有抗日的運動在台灣展開，暗地裡的防備是很嚴的。」
204綜上看來，自然

我們對郁達夫的看法並不能限於其情慾書寫所呈現的部分。觀察黃得時〈郁達夫

先生評傳(二)〉中一段文字： 

 

由來郁先生是個浪漫性很濃厚，個性很鮮明的人，雖然如後文所說，也曾

到廣州去參加革命，或與日本的無產文壇提攜，或立在國際聯合戰線提倡

農民文學……至於郁先生自身，是一個憂鬱者、頹廢者。可是在畢業東京

帝大的直前，他也不得不振作了。205 

 

閱讀郁達夫的作品，黃得時認為帶有軟派文學的浪漫特點，又有新舊協調的特殊

格調：「他的作品很特別，或許正因為他的個性使然，……由於他的詩風沒有受到

封建制度的影響，又能以新思想來充實詩的內容，所以能在新與舊的思潮中，寫

著他一己特有的舊詩格調。」206對於郁達夫《沉淪》更曾在〈達夫片片〉以三天

篇幅寫下內容大意、社會影響與真價來介紹。從黃得時種種的文章敘述可見出郁

達夫為新文學發展和民族解放方面的貢獻，致其生命中自身的理想與現實社會不

斷衝突。因此早期作品反映了留日學生身在異鄉的生活、回國後所遭到的社會歧

視，以及個人身心備受折磨的境遇等等，且深刻描寫了當時青年於黑暗現實中無

所出路的苦悶心理，都可引起當時台灣知識分子的共鳴與迴響。 
                                                                                                                                               
（1937 年 1 月 16 日），台灣日日新報編輯部，《台灣日日新報》（縮影資料）(台北市：五南複刊

出版，1994 年)。中譯文字參見《郁達夫文論集》(浙江：浙江文藝，1985 年)，頁 721。 
204 劉心皇，附錄三〈郁達夫的台灣之行及其它〉，《現代中國文學史話》(台北市：正中，1971 年)，
頁 353。 
205 黃得時，〈郁達夫先生評傳（二）〉（1947 年 10 月 1 日），《台灣文化》第二卷第七期(台北市：

傳文復刻出版(台灣文化協進會，1946 年 9 月－1950 年 12 月))，頁 23。 
206 李宗慈，〈訪黃得時․談郁達夫〉，當代文學雜誌社編，《當代文學史料研究叢刊》第 2 期(台北

市：大呂，1987 年)，頁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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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讀作品除了滲透字裡行間的作家意識外，亦可嘗試放眼於作品中的跨地域

性與跨文化性。面對東亞文學中的郁達夫研究則更是如此，自一○年代留學日本、

二○年代中國文壇活動、三○年代訪台一行以來，郁達夫可謂是兼具多重文化與

生活特色的文人。其文學發展是與地域性息息相關的，以中國空間的身體容納日

本文化的內在，發展出與台灣文學共鳴的文學代辯者共相。正因為如此的時空與

文學背景，台灣知識分子觀看郁達夫的眼光是傾向於正面的。戰前《吳新榮日記》

提及：「午後乘尾班車去台南，目的為要面會中國文壇的重鎮郁達夫氏。至台南不

得其機會……。」
207這裡表現了當時台灣知識分子對於郁達夫在中國文壇地位之

看重，以及與中國作家談話機會之困難。隔日，吳新榮又記道： 

 

晚上郭水潭、徐清吉兩君來招要去台南訪郁達夫氏，所以我也參加。至臺 

南即先去訪問王先生，後即和趙啟明、莊松林兩君去鐵道ホテル訪問郁氏。 

郁氏是魯迅死於中國後，和郭沫若並為中國文壇的重鎮。我們和他談論文 

學不止有益。談一小時即拜託他題詩於我的藏書。208
 

 

郭水潭、徐清吉與吳新榮是台灣文藝聯盟佳里支部的活躍人物；莊松林、趙啟明

曾共同創刊旬刊《赤道報》，積極參與抗日的社會運動。從吳新榮的日記可以推敲

出不論是活躍於文學或是社會運動的台灣知識分子，皆對郁達夫充滿仰慕之情，

也擁有想與之進行談話、交流中國資訊的急切態度。其實不僅是對郁達夫，台灣

知識分子對當時中國新文學作家都擁著一股欽慕之意，《吳新榮日記》就提及對郭

沫若、林語堂等作家著作的閱讀經驗
209。 

    然而，岀發角度不同，對郁達夫的解讀自會不同，皆端看評判者從什麼角度

來看待。日治時期台灣作家也有另一番對郁達夫不同的評價，這方面可就《楊守

愚日記》中所記來一窺究竟： 

 
                                                 
207 吳新榮，《吳新榮日記》(1936 年 12 月 27 日)(台北市：遠景，1981 年)，頁 40。 
208 吳新榮，《吳新榮日記》(1936 年 12 月 28 日)，頁 40。 
209 張良澤編，《吳新榮日記全集》(台南市：國立台灣文學館，2007 年)，頁 221(1938 年 3 月 24
日)：「我因這陣雨得到很多思考的時間，幾天來把積存的雜誌看完畢，文書也處理完畢。今天開

始認真地讀《支那古代社會史論》，由神秘解放出來的我，只能驚訝於作者郭沫若的偉大。」；頁

287(1938 年 8 月 12 日)：「這次可繼續讀以前尚未讀完的郭沫若的《支那古代社會史論》。目前訂

購了林語堂著的《吾土吾民》，期待能一睹為快。又日前在藤川書店發現的《台灣全誌》已預約了，

該讀的書愈來愈多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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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日日新聞載著郁達夫先生廿二日來台的消息。郁先生雖然不是怎麼值 

      得崇拜的作家，但，也還算是出了名的作家，尤其是創造社成立當時底他 

      那勇往直前，更是垂範。由於郁先生的來台，予與一點新的鼓勵，注入一 

      點新的活氣，那麼，奄奄一息的台灣文學界底漢文陣，或將藉此稍微振作 

      一下吧？
210 

 

楊守愚所秉持的立場可從其身兼新文學作家與漢詩人雙重身份來說，世代差異下

的學養過程包含儒學漢學基礎，與日本引進的新式教育系統，故他不僅能以白話

文創作，也能吟咏舊體詩詞；實際上郁達夫對台灣漢文被壓制的現象多有同情：「台

灣滅亡之初，其兒童尚許讀《三字經》、《千字文》等，及余至台灣時，已禁令兒

童讀漢文矣，可不悲哉！」
211因此，除了台灣新文學的發展，郁達夫對漢文的支

持態度，也令參與日治時期新文學運動與出身傳統漢學的楊守愚，肯定郁對創造

社文學團體成立的推動及傳統舊體詩創作。其實，楊守愚 1924 年學習創作新小說

之前就曾閱讀過魯迅212，與中國白話文學作品的接觸除了受亦師亦友的賴和影響

外，也是因為民族意識強烈、思想新穎之故。然而「郁先生雖然不是怎麼值得崇

拜的作家」此句卻令人玩味，此言投射出基於社會寫實傳統的楊守愚並不欣賞當

時中國新文學作家，如郁達夫文學那般傾於書寫自我內在意識的風格；隨著殖民

教育的開展，漢文持續地被邊緣化，漢學失去以往的重要性。處身這樣特殊的世

代語境，楊守愚反而提出郁達夫來台或許可以提振台灣文學「漢文陣」的看法。

由這樣的論調可推敲出楊守愚對於郁達夫文學的正面評價，主要是承其漢學學養

背景的文化脈絡影響，予以郁的舊文學創作肯定。 

    台灣在日本統治之前，已經接受中國政府(清朝)達兩百多年(1683-1895 年)的

統治，並且形成一個以漢人為主的社會文化結構。在這種民族血緣與文化結構的

傳承下，台灣人當然不能認同「異族」的日本之統治，而以民族主義來對抗日本

的殖民宰制。郁達夫的創作雖然充滿感傷情調和詭辯的心理描寫，但其舊體詩作

之於時事多針砭入裡，〈二七年黃花崗烈士紀念節有感〉：「年年風雨黃花節，熱血

                                                 
210 許俊雅、楊洽人編，《楊守愚日記》(1936 年 12 月 5 日)(彰化市：彰化縣立文化中心，1998 年)，
頁 100。 
211 陳松溪，〈郁達夫的台灣之行〉，當代文學雜誌社編，《當代文學史料研究叢刊》第 2 期(台北市：

大呂，1987 年)，頁 270。 
212 許俊雅、楊洽人編，《楊守愚日記》(1936 年 10 月 20 日)，頁 81：「我於十八九歲就讀到先生

（魯迅）作品。」；《楊守愚日記》(1936 年 12 月 7 日)，頁 100，記道：「廿歲就學寫起小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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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傾烈士墳。今日不彈閑涕淚，揮戈先草冊倭文。」213詩後註鄭子瑜寫道：「抗戰

之幕啟，達夫由褔建到武漢，任政治部第三廳設計委員，並曾至前線勞軍，頗有

慷慨激昂之作。」另外在小說作品中郁達夫也會引用舊詩鋪陳作者本身深層的情

緒，這樣的作法不論是對楊守愚等具有傳統漢學知識背景的文人，或是台灣社會

漢文化與民族意識的需求皆能有所呼應。整體而論，郁達夫不論新、舊文學作品

都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時代色彩，反映了一定的歷史真實，視郁達夫的短篇小說《沉

淪》的末尾幾句，把自我的痛苦歸咎於中國的孱弱： 

 

他覺得四邊的景物，都模糊起來。把眼淚揩了一下，立住了腳，長嘆了一

聲，他便斷斷續續的說： 

「祖國呀祖國！我的死是你害我的！」 

「你快富起來，強起來吧！」 

「你還有許多兒女那裡受害呢！」
214 

 

這裡揭示了小說的中心意旨，表達盼望祖國早日富強的熱切心願。郁達夫的文本

透過肉體的經驗使青年的精神覺醒，也因為遭遇家國命運的苦痛，使之在思想上

成長，這種「成長」模式，在二、三○年代小說中可說是屢見不鮮215。而當台灣

知識分子接觸郁達夫的文本時，同時也發生著另一個詮釋過程。郁達夫與台灣讀

者在某種意義上皆為文本的運用者，而文本符碼被兩者所共同使用。又日治時期

的台灣文學受容媒介主要是由文學作品於報紙、文學雜誌上的刊載為重心，這樣

的文學傳播系統對於當時讀者群形成了某個階層的「文人圈」雛型。「文人圈」這

一文化群體正企圖透過當中的管道，彰顯郁達夫文學對「大眾圈」與社會變遷可

能發揮的作用216。知識分子身為一個「文人圈」的社會群體，其主要作用就在於

                                                 
213 劉心皇，《郁達夫詩詞彙編全集》(台北市：台灣商務印書館，1982 年)，頁 101-102。 
214 郁達夫，《沈淪：郁達夫短篇小說選集》(台北市：普天，2003 年)，頁 125。 
215「成長」模式的定義參見張堂錡，〈中國現代小說中的成長意識──以郁達夫、丁玲、巴金作品

為例〉，《幼獅文藝》第 558 期(2000 年 6 月)，頁 72：「『成長』模式是一複雜的概念，在本文中主

要是指一種心靈覺醒的狀態，思想啟蒙的精神，以及由此而生企圖改變或超越現況的突破與選擇。」 
216 羅․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著，羅美婷譯，《文藝社會學》(台北市：南方出版，1988 年 2
月)，頁 60-61。根據 Escarpit 對「文人圈」的定義，是指「這些人接受過智力培養，有相當高深

的美學造詣，因而有能力作出個人的文學評判，並有足夠的閒暇時間從事閱讀，有經濟條件經常

購買書籍。」所形成的群體。與此相對的「大眾圈」則是指為「所受教育只能使他們具備一種從

直覺出發得文學趣味，缺乏闡釋性的和理性的評判；這些讀者的工作條件和生存條件不利於他們

進行閱讀，或者沒有閱讀習慣。」這類讀者服務的發行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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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社會上的體制與社會關係整合，以利社會組織的運作。在面臨十九世紀日本殖

民擴張時期的景況之下，台灣知識分子社會、階級角色的內在皆產生了質變，許

多近現代課題在中國、台灣基本上是重合存在的： 

 

一般認為，近代課題是獲得了從封建性諸制度、習慣、思想中解放出來的 

個人的「自由」，而現代課題則是指這種近代尚未解決的或新產生的社會 

的不平等、以新的形式產生的自我煩惱等問題。與許多「後進國」一樣， 

在中國文學中，這兩個課題從一開始就是重合起來的。
217 

 

根源於此，台灣知識分子自然對郁達夫形成各種共同的身份自我詮釋與國族境遇

之心理投射。日本殖民的歷史不僅凝聚出台灣人的民族情感，也讓中國文化的脈

絡得以在台留下印記，「中國」形成台灣知識論述的一部分。如此一來，可以想見

當時台灣的知識分子像是黃得時、尚未央、郭水潭等人對郁達夫之所以敬重的文

化淵源了。 

 

 

 

 

 

 

 

 

 

 

 

 

 

 
                                                 
217 伊藤虎丸，〈亞洲的「近代」與「現代」)，《魯迅、創造社與日本文學：中日近現代比較文學

初探》(北京：北京大學出版，1995 年)，頁 6-7。原文出自丸山昇，《勒羅斯世界文學辭典》(東京

大學出版會，1975 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