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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近年來中國國民黨展開｢與台灣連結｣的歷史論述，自 2005 年起在中央
黨部掛起一幅幅巨幅人像，強調該黨與台灣歷史的關連。其中又以被稱為「台
灣的孫中山」的蔣渭水，是國民黨要連結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尤其是馬英
九先生擔任台北市長開始，透過台北市文局與二二八紀念館的策劃，先後舉
辦過｢自覺的年代—台灣民眾黨紀念特展自覺的年代—台灣民眾黨紀念特展
｣、｢台灣的孫中山—蔣渭水先生大眾葬紀錄影片發表｣等活動。
事實上，在一九八 O 年代戒嚴時的台灣，黨外人士就曾著力於日治時期抗
日運動史的闡述，尤其運動家蔣渭水是黨外人士的最愛。在黨外人士對抗國
民黨政府威權統治的年代裡，爭取自由、要求民主，標榜反抗精神所追隨的
人物首推蔣渭水。黨外人士為蔣渭水舉辦紀念會、黨外雜誌記述抗日運動事
蹟，一面藉古諷今延續先賢反抗壓迫的精神。而黃煌雄所提出的｢台灣孫中
山｣的論述，抵擋了當局的政治指控。
再往前推究，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所留下來有關一九二 O 年代政治社會
運動史料中，我們也發現總督府當局刻意凸顯蔣渭水的親中傾向，自始至終
稱他為｢民族主義派｣，將他與抗日陣營中林獻堂等地主士紳資產階級區隔開
來，並予特意防堵的情況。
三個不同時代的政治權力，基於各自的目的塑造蔣渭水的政治形象，並
且在時序的流轉中巧合地交會、放大了蔣渭水中國民族主義者影像。這樣的
現象十分值得注意，不同政治力量對蔣渭水歷史形象的塑造與運用，更值得
分析與討論。
二、研究目的
本計劃以日治時期社會運動中甚為活躍的要角蔣渭水為研究點，預定將
分為兩個部份，以兩年為執行期限。第一部份討論蔣渭水的政治理念與抵抗
論述，第二部份探討日本總督府當局、黨外人士與馬英九團隊三個不同時代
政治權力所塑造的｢蔣渭水形象｣，其形成過程、特定形象及背後所代表的意
義。
第一年計劃，筆者將追索蔣渭水抵抗論述的主要內涵及其轉折變化的軌
跡:從早先的文化運動主張、文明進步的追求、台灣在亞洲與世界的角色定
位；到治警事件法庭辯論中的民族想像、同化主義的論辯；到晚期對無產大
眾的悲憫與社會主義的感知。筆者將探討，接受殖民者新式教育的知識份子
蔣渭水，如何面對殖民者的文明進步論述、台灣文化狀態、殖民暴力壓迫與
國族定位想像等議題?在重重現象交錯糾葛下，他提出了哪些主張與策略?以
及在各個階段看似不同的主張之間有無某種關連、或是斷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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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計劃焦點集中在日治到戰後不同政權下對蔣渭水的看法與評價，及透
過哪些文字、儀式、紀念活動來呈現蔣渭水的歷史定位與特定形象。筆者要探討，
日本殖民者為何定義他是個民族主義者？又如何阻撓民眾蔣氏逝世後的紀念活
動。戰後國民黨戒嚴統治下，官方與反對運動者對蔣渭水的定位有何不同？蔣氏
如何成為黨外運動者「反抗精神」的代表？政治民主化以來，國民黨當局又如何
爭奪蔣渭水歷史定位的詮釋權？不同的政治力量爭奪歷史詮釋權的過程，鮮現出
出何種相同與相異的現象？
三、文獻探討
社會大眾似乎對蔣渭水耳熟能詳，但有關蔣渭水的研究，卻相當有限。
除了黃煌雄與丘秀芷分別撰寫專書、傳記之外，另有林瑞明教授之研究。此
些研究多強調蔣渭水的民族主義色彩與抗日精神。
其他單篇論文，包括台灣與日本之學界研究，多是討論蔣渭水與台灣民
眾黨等政治運動的關係。張炎憲所寫的<一九二 O 年代的蔣渭水>探所蔣氏晚
期的社會主義思想，可惜點到為止。近年來也有以蔣渭水為主題的碩士論文
，如高雄師範國文所林秀蓉與台北醫學大學醫學所張雅惠等兩篇論文，著眼
於蔣渭水的醫生角色，將他與日治時期另外幾位同樣具有醫生背景的文學家
或運動參與者並列論。靜宜大學中文所蕭欣慈的碩士論文遍覽蔣渭水十年間
的各種作品，重點較偏重在其書寫風格的討論。
簡而言之，早期的蔣渭水研究多受限於特定觀點為其塑像，或著重蔣氏
與二 O 年代台灣政治運動的關係。近年來新生代碩士生的研究漸能突破政治
意識形態的框限，展現多樣貌的蔣渭水，但對蔣渭水思想的探討與詮釋，仍
有極大的發展空間，這正是本計劃所欲努力從事的重點。
四、研究方法
早期的蔣渭水研究多執著於民族主義觀點，強調蔣氏對｢祖國｣的傾心與效
法。事實上，長期以來日治時期台灣政治史的研究受限於靜態的、敵我的、二元
對立的研究模式，固著於民族主義式的忠奸論辯。此種研究模式具有高度的價值
判斷，而未能深入觀照殖民體制下台灣人民生活的特殊處境真實樣態。
本計劃在研究取向上將參考後殖民論述的觀點。後殖民研究反對過於簡化的
抵抗/壓迫、殖民/被殖、帝國/本土、中心/邊陲等二元對立圖式，借用法農(Frantz
Fanon)與傅柯(Michel Foucault)的理論，從心理層面與權力運作等角度著手，較能
細膩地處理、分析殖民情境下殖民者與被殖者的複雜關係。例如後殖民研究強調
殖民統治之下固然有「殖民化」
（colonization）的面向，引發被殖者「民族主義」
（nationalism）式的對抗之外，殖民主義也帶來「現代性」
（modernity）
，現代文
明改變了殖民地人民的價值觀與生活方式，
「殖民主義」
、
「民族主義」與「現代
性」三者之間發生多樣且交互關聯的作用，使得殖民統治具有多元面貌。後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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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擅長從心理與文化層面去剖析殖民者與被殖民者雙方相互滲透、互為改變的
「混雜」現象，彼此之間既恨又愛的「兩難」情結，並對於被殖民者在自我形象
認知與認同建構方面著力甚深。
其次，在研究方法上，本計劃同時採用了文獻探討法與內容分析法。文獻探
討主要用於整理學界對相關議題的研究成果，並探討後殖民論述的重要觀點，確
立本文之主要脈絡與目標。內容分析法則著重於質的分析，即對文本加以整理、
歸納，並予以詮釋。第一年的研究以蔣渭水自 1921-1931 年間所發表的文章為對
象，就此些文本解釋分析其意義，而與前法所述相互對照驗證。
五、研究進度與研究發現
計劃執行情形與主要發現如下：
(一) 整理蔣渭水作品
蔣渭水自 1921 年成立台灣文化協會到 1931 年 8 月逝世，曾發表之時論與各
種作品甚多，發表筆者與研究助理首先整理蔣氏發表在《台灣民報》與《台灣新
民報》上的文章，並依時期與內容加以分類。此工作已大致完成。
(二) 蒐集已出版之蔣渭水文集與紀念集
1931 年 8 月 5 日蔣渭水病逝，黃師樵、白成枝等台灣民眾黨幹部曾為其
編印《蔣渭水全集》，全書達二十餘萬字，但日本警察當局，搶先下令禁止
出版，並將印妥的書籍查封焚燬。直到 1950 年，為紀念蔣渭水逝世廿週年，
他的同志白成枝、陳其昌等為其編印出版了《蔣渭水遺集》，內容除第一編
是蔣氏因治警事件繫獄所寫的相關文章，第二編台灣眾黨綱領-政策-宣言與
第三編工農運動，都是與台灣民眾黨相關的文章，《遺集》的取捨，顯然較
偏重蔣渭水晚期的社會主義主張。1998 年，在蔣渭水同志陳其昌協助辨識
下，海峽出版社將蔣氏發表於《台灣民報》與《台灣新民報》的署名與未署
名文章集結，出版了《蔣渭水全集》上下二冊。2002 年蔣渭水嫡孫蔣朝根獲
得藏有 1931 年《蔣渭水全集》的戴國煇之夫人林彩美的協助，使得蔣氏文
章得到更進一步補遺的機會，而由海峽出版社於 2005 年出版了《蔣渭水全
集增訂版》
。
這些文集與紀念集均已收集齊全，筆者將與《台灣民報》與《台灣新民
報》所刊的文章比對，互為補充，以做為分析文本。
(三) 整理官方與反抗運動中的蔣渭水論述
主要包括：
1、
《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與台灣總督府警務局文件與報告中對蔣渭水的看法。
2、國民黨官方志書，包括《台灣省通志稿人物志》
、
《台灣省通志人物志》
、
《重
修台灣省通志人物志、人物傳篇》
、
《宜蘭縣志》
、
《宜蘭文獻》
、
《台北市志稿》
、
《台
北市志》等等，及 1947 到 1952 年官方對蔣氏的紀念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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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黨外運動時期的蔣渭水論述，包括黃煌雄的蔣渭水研究、
《八十年代》
、
《亞洲
人》
、
《暖流》
、
《關懷》等雜誌的書寫，與黨外人士的蔣渭水紀念活動。
4、馬英九擔任台北市長時台北市文化局的蔣渭水紀念活動，與中國國民黨對台
灣先賢的「連結」活動。
上述文本有陸續收集完成。
(四) 追索蔣渭水之思想淵源
筆者發現，1923 年 12 月的治警事件及其後繫獄期間，蔣渭水的政治信念與
抵抗策略發生轉變。早年的蔣渭水，一方面以新文化運動為活動重新，對近代文
明的攝取有焦慮感，大力推動台灣人民之文化向上。一方面，對於日本與孫中山
所倡之「亞洲主義」頗為注意，對台灣所可以扮演的角色有一定期待。治警事件
繫獄期間，蔣渭水在獄中讀書自修，自稱像是「從早稻田大學畢了業」一般。早
稻田大學在大正民主時期是社會主義運動者活躍之處，如大山郁夫為其代表；又
該校的政治學研究師法美國芝加哥學派，在日本獨樹一幟。中國國民黨的容共政
策、大正民主、早稻田大學社會主義等等，對蔣渭水發生影響。926 年蔣渭水創
立文化書局，大量引進中國政治、社會相關書籍，也引進不少社會主義社思想論
著，1927 年台灣文化協會分裂、台灣民眾黨成立後，蔣渭水思想與行動日益左
傾化。治警事件入獄前，蔣渭水甚少在《台灣民報》上發表文章，文字也不甚精
湛；事件後，蔣渭水開始以筆為劍，並日益濤掏雄辯，其政治論述與思想變化展
現其間。
(五) 蔣渭水的形象變遷
筆者也發現，蔣渭水的形象與政權遞嬗與政治變遷有著密切的關係。1950
年代以前，國民黨當局曾表揚蔣渭水，1947 年頒給蔣氏家屬「志慮忠貞」的匾
額；1950 年入祀圓山忠烈祠；1951 年蔣渭水逝世二十週年紀念會上，以總統名
義頒給「民族正氣」匾額；1952 年蔣氏遺骨以抗日民族英雄之名千葬六張犁公
墓。官修志書中也多將蔣渭水事蹟，但多強調其心向祖國、民族意識的面向，卻
避談期所從事的工農運動，甚至刪改其遺囑，將社會主義、階級等字眼除去。亦
即，以蔣渭水做為台胞抗日、心繫祖國革命運動的典範，並且這個祖國是中國國
民黨所領導的祖國，抹除任何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祖國的訊息與聯想。1970 年
代黨外民主運動興起，1976 年黃煌雄出版《台灣的先知先覺者—蔣渭水先生》
一書，強調「蔣渭水精神」
。緊接著《八十年代》等黨外雜誌接續論述，都在強
調蔣氏反對壓迫的抵抗精神，並突顯其體制內改革的形象；僅有少數如如蕭欣義
對蔣渭水是否懷有祖國認同抱持懷疑，不希望日治時期反抗運動與復歸祖國扯上
關連。黨外人士並發起蔣氏紀念會、紀念日、紀念歌等活動，1979 年的蔣渭水
逝世四十八週年紀念活動，遭到國民黨政府當局的強力阻撓而取消。這時，蔣渭
水成了「台灣精神」的標幟，一言以敝之，即反抗殖民壓迫的精神，將國民黨統
治暗喻為如日本一樣的殖民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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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代台灣進入民主化，國民黨面對民進黨的競爭，必須強化與本土的
關連。1995 年馬英九當選台北市長起，透過台北市文化局舉辦了日治時期抗日
運動的展覽活動，尤其推崇蔣渭水，強調他心儀中國國民黨、效法孫中山的政策。
2005 年馬英九當選國民黨黨主席後，更主張要「與台灣連結」
，蔣渭水的巨幅照
片被掛在國民黨中央黨部牆上。透過蔣渭水大眾藏紀錄片的發行，蔣渭水公路的
命名，蔣渭水是中國民黨秘密黨員等新聞，蔣渭水成為國民黨的最愛。更有趣的
是，與民進黨漸疏離的黃煌雄，與馬英九日漸接近，屢屢一起出現在紀念蔣渭水
的活動中。2006 年，黃煌雄將他早年所撰寫的蔣渭水傳記出版第三版，書名改
為《蔣渭水傳—台灣的孫中山》(時報，2006)，蔣渭水的形象有了驚人的大翻轉。
2008 年 3 月，馬英九當選中華民國總統，7 月，黃煌雄獲得總統提名出任監
察委員。
政治勢力操作歷史人物形象，蔣渭水的例子是最佳的說明例證。
六、計畫成果自評
本計畫執行以來，在史料蒐集、研讀與耙梳方面，進行順利，筆者並將之
開展，擴及對孫文的「亞洲主義」
、中國國民黨的容共政策、大正民主、早稻田
大學社會主義等時代背景的探索，將蔣渭水的思想形成與變化，放在一九二 O
年代的時空脈絡中討論。其次，也將對不同政治勢力定位蔣渭水，使其形象多次
轉變的過程深入梳理。筆者認為正在進行的此計畫，跳脫民族主義之框架，使日
治時期政治史、台灣近現代史研究，能夠與東亞地區之近代文明研究及政治思想
研究關連對話，進一步深化並拓展出嶄新的研究視野。同時，理解蔣渭水形象的
變遷，有助於透視與拆解政治勢力如何操作歷史詮釋。筆者將以此研究計畫為基
礎，發表相關論文，提出具體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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