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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題精采保留與延伸論述

曾經，有一個台灣女人尋求真理──
關於謝雪紅的生命故事 1

關鍵詞：謝雪紅，革命，台共，民主自治，二二八

一、引言

(一 )誰是「受難者」？

今年 (2017) 二月底，二二八事件屆滿七十週年。值轉型正

義為社會熱烈討論之際，我們不禁想問，歷經二二八與白色恐

怖後的台灣社會，誰是「受難者」？一般典型意義的政治受難

者，通常是指在政治災厄降臨的第一時間裡，為國民黨黨國暴

力體制所屠殺、監禁的受難者。然而在後續時間裡，雖自身倖

存，但目睹或聽聞親友、鄰里罹難或莫名失蹤的社會── 一個

歷經武裝屠殺、政治整肅過的社會，長期不再敢對公共事務的

是與非做出思辨，更談不上有衛護公義的行動力；在這樣歷經

卅八年戒嚴的集體餘生裡，承繼了上一代對政治歷史的無奈噤

聲，對強權統治者唯唯諾諾乃至全面服膺，乃至再無所謂對自

己出生之地的「歷史意識」，數個世代喪失了與前世代先人歷

史的連結，在被統治者清洗、篩選過的歷史範本中成長下來的

多數台灣人──誰，又不是「受難者」？

1. 本文轉寫自 2017 年 2 月 22 日 ( 二二八事件七十週年前夕 )於台中人權文
化協會「文青水曜日──島嶼文化講堂」系列之同題演講。



3

回望歷史
輯一 

(二 )「當我們談起謝雪紅…」的意義

在這樣的脈絡下，當我們在二二八事件七十週年紀念前夕，

重新談論一個被台灣社會遺忘良久的左翼人物，甚至紅色思想

曾長期成為禁忌，乃至已將今日的「中共」認知為共產主義和

中國形象的台灣後解嚴社會中，談起台灣第一位女革命者謝雪

紅，如何能撥雲揭霧地還給她以及她所屬的時代一個更趨近真

實的歷史面貌？我們又能在眼前屬於我們的時代中，如何從謝

雪紅的生命史中汲取值得反思的價值養分，並化為我們開創台

灣前景的進步力量？也許這便是所謂「面向過去而生」2 的艱辛

努力──彷如農民彎身插秧的「退後原來是向前」的意象，在

當下島嶼不確定的命運中，在台灣史猶待全民積極補課的此時，

當連續殖民史中的人民主動的面向過去、認識過去，其實也正

是撥霧前行的，歷史的與哲學的行動者：認識前人，認識歷史，

因而認識自己，故能面向過去，而生。

謝雪紅的生命史在階級、性別與國族認同上，留給今日台灣

豐富的啟發與省思。一方面猶如多數日治時期至戰後時代的台

灣歷史人物，多以黯然悲劇告終，但另方面因其牽涉觸動的歷

史、社會問題更形複雜；她的足跡曾遠至莫斯科，生命終點在

七十年代的北京。一生的革命歷程與「中國因素」息息相關，

返顧台灣現況，現實感也因而更強烈。尤其當中共欲以政治力

量操作「謝雪紅」為統戰符碼時，台灣以社會民間的自主方式

2.《面向過去而生》(台北：允晨，2009) 為台灣歷史學者周婉窈教授的散
文集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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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論這位台灣第一位女革命者的反抗與消亡，毋寧是還給一位

真實存在過的台灣女性有血有肉的歷史生命，也彰顯了台灣社

會的反思活力。    

二、從謝氏阿女到謝雪紅：血肉人生歷練出的女革

命者   

楊克煌在他為謝雪紅口述自傳做筆錄的《我的半生記》扉

頁，曾寫下：「謝！你在 1928 年回台後，就經常說：『人生應

是不斷探求真理的旅程。』」
3 這一年，謝雪紅剛從上海被日警

遣返，時年廿七歲。這句了解謝雪

紅生命史的金鑰，重點不僅在何謂

其認知的「真理」，更在她歷經三

個不同的國族體制的磨難中，如何

堅持「不斷探求」這四字的行動意

義。從她屢仆、屢起的動盪政治生

涯中，我們看到的謝雪紅，已超越

了政治現實中的成敗，而在人格審

美中真正見識了一位出身殖民地台

灣的底層女人，在時代流轉的一挫

再挫、三挫中，對「人應該如何活

著」這個理念的奮不顧身並堅持到

3. 謝雪紅口述，楊克煌筆錄，楊翠華編，《我的半生記》(台北：楊翠華自
費出版，2007)，頁 3 。

少女時代的謝雪紅 ( 圖片取

自網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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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的尊嚴與勇毅。

究竟在廿七歲前的謝雪紅，經歷了甚麼樣的人生，使她走向

一個不斷探求真理的革命者旅程？

謝雪紅在自述的傳記《我的半生記》開首， 說到自己出生

於「農曆辛丑年，陽曆 1901 年」，並在括號內補充是「光緒 27

年，明治 34 年」；相同的時間，       不同的體制，卻正是謝雪

紅切身經歷過的殖民歷史與國族經驗。也側面點出了臺灣島嶼

歷史的殖民特性。

在討論謝雪紅何以走向革命者道途的原因時，除了被日本殖

民的台灣當時正處較開放穩定的大正時期 (1912-1926)，台灣也

受到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外，她

早年飽嚐苦痛的女身人生經歷是

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

1901 年 10 月 17 日，誕生於

日治初期彰化市北門小西，原戶

籍名為「謝氏阿女」的謝雪紅，

是挑夫謝匏的么女。由於一家九

口，食指浩繁，謝雪紅十二歲時，

父親操勞過度而早逝，接下養家

重擔的母親不堪沉重憂勞，隔年

也病逝。家中債台高築，二姐和 少女時代的謝雪紅 ( 圖片取自網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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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雪紅前後被賣為養女。八歲便開始幫日本人背孩子、與母親

敲林投絲補貼家計的謝雪紅，直到十三歲賣身為洪家童養媳，

奴隸般日夜刻苦勞動，五年間陀螺般勞苦的陰暗養女生涯中，

烙印最深的是人稱「鬼婆」的養母無情的苛刻虐打。十八歲，

不堪養母一再毒打，人生中第一次失去生存意志的謝雪紅，臥

軌自殺未遂，逃回彰化大哥家。

 她在晚年的自傳裡回憶時說：「至目前為止，我一生的一

切擔憂、苦悶、悲傷、痛苦的情緒，都是由地主婆對我的態度

引起的。」

「我那裡知道世上將要實現一種沒有人壓迫人、人剝削人的幸

福社會，更不曉得自己應為爭取實現這種幸福社會而去進行鬥

爭。此時，我只知道自己沒有辦法來擺脫這個苦境，也沒有人

能把我從這個苦海中救出來。」

由於兄嫂也無力負擔死裡逃生的妹妹，經人介紹，謝雪紅嫁

給台中富戶人家張樹敏為妾 ( 一說謝雪紅在甘蔗糖廠時認識擔任

甘蔗委員的張某 )。這個轉折，雖謝氏稱是「剛跳出火海又被扔

進刀山」，因為張樹敏性好漁色，不務正業，但也是謝雪紅的

階級因而向上流動的一次生命轉折。

張樹敏隨即帶謝雪紅赴日本神戶，從事大甲帽生意。時值

1918 年，謝雪紅眼界大開，這段期間見識了日本全國性的大暴

動「米騷動」4；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糧商囤積米糧，以待

4. 謝雪紅在《我的半生記》自傳中，將大嫂帶她與張樹敏會面的時間錯記為
1919 年元月初──因據其回憶，和張樹敏見面後未久，即一起赴日並遇日本
「米騷動」；而日本「米騷動」乃發生於 1918 年八月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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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楊克煌遺稿，楊翠華整理，《我的回憶》，頁 21。

補充說明：左圖的國際書局是租屋太平町 ( 今南京西路上法主

公廟旁的建築，與延平北路二段交會處 )；右邊名片是 1930 年

六月中旬搬至京町 (今博愛路上 )後印製的。)

太平町時期國際書局舊址。位於今日南京西路法主公廟旁，與

延平北路交會處。(圖片來源：作者攝影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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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價。窮人買不到米，因而集結組織打開糧倉搶米，並發展為

政治鬥爭，衝擊日本全國。「這種窮人和富人鬥爭的事實，第

一次在我思想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謝雪紅在自傳中如此回

憶。

也因張樹敏決定轉往中國青島從事大甲帽批發生意，1919

年四月間，謝雪紅第一次踏上中國的土地。其時「五四運動」

正熱烈展開，謝不僅看到各地反日行動高漲，也因大學生介紹

的俄國「十月革命」而深深震撼。當她看到圖片中的工人、農

人及民兵團結起來攻打冬宮，前仆後繼，勇往直前，鮮血遍布

皚皚白雪中的畫面，熱血沸騰，心情久久無法平息。這個畫面

從此深植心中，她領悟了革命的真實：「革命就必定要流血，

要革命就會有人犧牲」。為了永誌不忘這個白雪大地中遍灑戰

士鮮紅熱血的景象，她不僅自我命名為「雪紅」，並在青島刻

了一枚同名私章，終身伴隨其革命生涯。

 然而已悄悄於心中朦朧生出對革命嚮往種子的「謝阿女」，

雖第一次有了自我命名的主張而改稱「謝雪紅」，但回台後，

耽於嫖賭的張樹敏變本加厲，在毫無出路的困境中，她的厭世

念頭又起。某日將一把尖刀藏於枕下，預備當晚自盡，未料張

樹敏竟返家，並發現了這把尖刀，誤以為謝要殺他，因而報警

處理。謝雪紅對前來的日本警察吐露自己的身世，解釋自己原

欲自盡的本意。日本警察聽後同情地勸勉她：「出去外面看看，

世間是廣闊的呵！」這句話彷彿是謝雪紅未來人生的一個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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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時生命中因貧窮女性身份的痛絕，兩度迴身死亡邊上的謝

雪紅，也正以反面的方式，積蓄著未來步上革命之路的能量。

暫時回到二姐家中的她，不久成為「勝家縫紉公司」的職

員，她努力學習，勤奮工作，成了她心中當時最嚮往的，不須

仰仗男人，經濟獨立自主的職業婦女。接著她開設「嫩葉屋」，

騎著腳踏車在台中各地穿梭，教授裁縫。這個進步女性的形象，

使林獻堂也曾特地拜訪她。與此同時，謝雪紅也參加台灣新文

化協會舉辦的各種講座，對婦女地位與處境的弱勢與不公，特

別有感受。從未受過任何正規教育的她，對自己不識字愈感開

始嚮往學習。

( 圖片來源：陳凱劭攝影提供。今日台中市公園路台中公園對面的建築，

即昔日「大華酒家」(也是「台灣人民協會」)所在地。)



10

十萬

識臺灣
島文

輯一 

1924 年春天，謝雪紅終於第一次赴上海、杭州。5 在船行途

中，她認識了之後與她一同共創台灣共產黨的林木順，也是她

脫離為妾身份，第一次自主情感的對象。她在杭州拜訪了秋瑾

墓與岳飛墓，愛國之情被深深激發，並認為「為國殉難」的烈

士，是做人的最高境界。1925 年再度赴上海，為免遭日警注意

與張樹敏的追蹤，改名「謝飛英」，並轉往杭州，和當時在杭

州一中求學的林木順會合，並透過林的介紹，認識了當時是「國

民黨浙江省黨部」負責人，實為中共黨員的黃中美。

原來希望在中國求學的謝雪紅，因投入當時逢孫逸仙逝世而

興起的反帝愛國運動，改變早先的想法。她並首次被賦予「各

工團宣傳幹事」6 的職銜。尤其因在五卅運動熱情投入的表現，

七月間便與林木順、陳其昌 7同調往上海參加「五卅慘案救援會」

的工作。後透過黃中美的安排，謝雪紅和林木順、陳其昌進入

「上海大學」就讀，同時也投入中共組織的秘密偵測工作。

1925 年近歲暮，透過中共規劃，謝雪紅、林木順赴莫斯科

5. 在謝雪紅自傳《我的半生記》中，謝氏誤記赴滬時間為 1923 年 ( 頁
145)；她也將「治警事件」中的蔡惠如、林幼春被判入獄時間錯記為 1922
年，其實應為1923年。參謝雪紅口述，楊克煌筆錄，《我的半生記》(台北：
楊翠華自費出版，1997)，頁 142。；由於這個時間點的錯誤，以致後面提到
1924 年日本始政紀念會四十週年，謝氏自傳中也誤記為 1923 年。見前引書，
頁 149。

6.「各工團」乃「浙江省工、農、商、學各工團聯合會」的簡稱。
參《我的半生記》，頁 167。

7.陳其昌，1905年出生汐止。1922年赴中國就讀杭州中學，與林木順為同學。
1925 年和謝雪紅、林木順同進上海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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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大學」學習，以備來日返台幫助台灣的同志建黨。

在共產國際的安排下，近兩年東方大學課程中，謝雪紅除了

在理論知識方面的充實，國際視野的開展、同學之間相互批判

性的思想訓練，也接受軍事訓練，並與日共幹部建立起的密切

關係，可說是她建立起世界觀的重要開端，也是她個人正式成

為一名革命者之前的思想淬鍊期。

在日共與中共的協助下，1928 年春，謝雪紅在上海參與成

立「台灣共產黨」，旋即因掩護創黨的讀書會被日警破獲而被

捕。她巧妙瞞過日警，被逐返台灣。謝雪紅毫不氣餒，以弟弟

謝真南經營的台中「大華酒家」為基地，秘密重建台共。這段

時期的她，透過農民組合與台灣文化協會發展組織實力，隔年

於台北開設販賣社會主義書籍的「國際書局」。

然而謝雪紅努力發展出的台共組織，一方面因原來居指導角

色的日共，在 1929 年的「四一六事件」遭日本官方強力鎮壓而

自身難保後，開始產生內部傾軋。另方面，謝雪紅的組織運動

路線，本是遵從日共指示，從下而上發展組織，傾向聯合陣線

策略，與中產階級合作。謝雪紅認為這較符合台灣社會當時的

現實狀態，但在台共內部受到抵制。尤其中共接手台共指導權

後，台共內部屬於中共系統的成員，對謝雪紅的「不動主義」、

「閉門主義」非常不滿，並隱瞞謝氏，另成立「改革同盟」，

發展新中央決策圈，甚至在 1931 年五月，正式開除謝、楊的黨

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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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共的內鬥，透顯左翼台灣人當時對運動組織路線的歧異

外，也含帶「改革同盟」的男性成員，對一個非知識份子，且

出身微寒的女性領導人的不服。直到 1931 年三月，台共重要文

件被搜出，日警採取「芋蔓式」一個連結一個地陸續逮捕重要

幹部，台共以改革同盟成立的新中央成立不及四個月即被破獲。

六月廿六日，被開除黨籍的謝雪紅也在台北被捕，判刑十三年。

接著日警全島肅清，農民組合、文化協會皆被勒令解散，台灣

社會進入沉默的黑暗期。

 三、二二八事件中的武裝歐巴桑謝雪紅

1939 年四月七日，謝雪紅因嚴重肺疾病危被保釋出獄。在

家人悉心照料下，逐漸恢復元氣，並與被判刑期四年出獄，但

已結婚生女的楊克煌恢復原來的愛人同志關係。這段期間，謝、

楊合作經營百貨店「三美堂」，設立拖鞋加工廠。謝氏住在弟

弟謝真南經營的「大華酒家」樓上，也在這裡接待訪客，並做

為戰後重新觀察社會的窗口。

歷經多年獄中監禁和痛苦的刑求，乃至命在旦夕，重新活過

來的她並未「金盆洗手」。相反地，她恢復職業革命者的社會

敏銳覺察，與存活下來的昔日老台共同志秘密恢復聯繫。1945

年十月，並以在「大華酒家」的前身「巴酒家」( 謝雪紅弟弟謝

真南租屋 )，和楊克煌在台中成立左翼色彩鮮明的「台灣人民協

會」籌備會，主旨在實現台灣的民主政治，成員皆是過去的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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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老同志。當時謝氏曾希望從人民協會中挑選優秀份子，籌備

「前衛黨」。這個建黨的想法，可能是戰後台灣政治史上最早

的政黨組織設想。但因當時謝氏等左派們已有國共戰爭的訊息，

對國民黨的警覺較高，並傾向與中共合作。在得知中共將派人

來台後，才停止這個建黨計劃，而先著手群眾組織工作。

謝雪紅在 1945 年九月、十月間，除籌組人民協會外，以工

農為主體的成立「臺灣人民總工會籌備會」與「臺灣農民協會」。

另在台北舉行「臺灣學生聯合會」，促進全島各地中學以上的

學生，在各校組織學生會。隔年九月接辦台中「建國工業中學」。

但陳儀政府於 1946 年十一月十七日，公布「人民團體組織臨時

(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原文刊於《新台灣叢刊》第三輯《明天

的台灣》，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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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令所有民間團體停止一切活動。二二八事件爆發前一

個多月，更強令「臺灣人民協會」解散。

今日回顧二二八事件，「武裝的歐巴桑」謝雪紅留給台灣社

會最珍貴的歷史遺產，正是對強權者不屈的反抗精神。當時她

並未隨從台中多數仕紳們採談判路線，她認為談判是有資源、

有條件的情勢下才採取的策略。對弱勢者而言──對當時未擁

有正規軍隊、武器，且已遭到來自國家暴力強力攻擊的台灣人

民而言，在軍人抄起武器對人民進行一場又一場的殺戮之際，

唯有團結一致，徹底顯現人民不屈服、不畏死的反抗意志，則

還有可能使犧牲降到最低。

關於這點，她以法國「巴黎公社」的武裝反抗路線為歷史借

鏡：「臺灣人民的鬥爭也許會失敗，但可利用這機會磨練人民、

教育人民，為此即使在鬥爭中犧牲也值得。」這個「犧牲觀」，

可謂來自早年她對「革命便是要流血、犧牲」的覺悟，但也來

自她對捍衛台灣民主自治政治的強大信念；有意義的死亡，是

為了朝向人民精神的淬鍊與新生，則犧牲便不是無謂與徒然了。

走向武裝抗爭路線的謝雪紅，受到當時欲與國民黨一決死

戰的青年們的強力支持。由不願投降的青年們組成的「二七部

隊」，其實是一支沒有正式整編組織，參與者可自由來去的民

兵隊伍，它與歐巴桑謝雪紅在台中的創生與組合，為二二八事

件在台灣人精神史中留下這個島嶼人民關於尊嚴、志氣與反抗

意志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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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職業革命者的謝雪紅與左翼同志們，自日治時期就是

社會主義的信仰者，在反日本殖民的運動中付出不小代價。

這些在前一個殖民政權中存活下來的老左派們，在戰後未久

即爆發二二八事件的時局中，為了有效推翻國民黨政權，他

們和認同左翼路線的台灣青年們，認為中共是當時應該合作

的對象，因為只有正規、有組織的軍隊武力，且已與國民

黨已有奮戰多時經驗的中共，才有最大機會推翻國民黨。                                                                                                                                               

在如此認知下，身為中共地下黨在台成員的謝雪紅，於「二七部

隊」最後一場烏牛欄戰役開打前的當天下午，接到前來的地下黨

員謝富傳遞中共的指令，自埔里武德殿離開這場戰役。

無論如何，謝雪紅從原來鼓舞青年士氣、分析軍事地形，為

部隊找出路，讓青年們深刻信賴的歐巴桑革命者，到因聽從中共

指示，做出離棄正出生入死中的戰友們的這個政治抉擇，究竟是

一個職業革命者須遵從黨的指令的紀律表現？或對故鄉青年民兵

們的背叛？從幾年後在中國的三反五反運動中，謝氏因此被冠上

「二二八逃兵」這個政治羅織的罪名，背叛與被背叛的主體與對

象，因此可以有多重意涵的解讀。8

若立於為人民尊嚴戰到最後一兵一卒的部份台灣戰士的立場

8. 在謝雪紅自傳《我的半生記》中，謝氏誤記赴滬時間為 1923 年 ( 頁
145)；她也將「治警事件」中的蔡惠如、林幼春被判入獄時間錯記為 1922
年，其實應為 1923年。參謝雪紅口述，楊克煌筆錄，《我的半生記》(台北：
楊翠華自費出版，1997)，頁 142。；由於這個時間點的錯誤，以致後面提到
1924年日本始政紀念會四十週年，謝氏自傳中也誤記為 1923年。見前引書，
頁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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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謝雪紅確實是背棄士兵的將領；站在集體作戰政策中的

秘密地下黨一員的立場，忠於黨的指令的謝雪紅，則又無疑是

被中共背叛的。

她流亡中國的下半生，在有關台灣人是否能實現民主自治，

真正自己來管理台灣的政治理想，是謝雪紅以自己的生命為試

金石，留給故鄉台灣最後的一扇歷史之窗。

四、關於謝雪紅的理想國家

從革命政治生涯而言，一個誕生於 1901 年日本殖民時代的

台灣，啟蒙、成長並鍛鍊於二十至三十年代左翼國際思潮中，

堅持台灣應徹底實現民主、自治的社會主義者謝雪紅，至其無

聲地病逝於 1970 年的北京之前，無疑是個現實的失敗者；她並

沒有親見自己的政治主張終於在故鄉的實現。而上個世紀她所

秉持的政治理想，從廿一世紀的台灣今日看來，依舊有其進步

價值。她所嚮往的理想國家，除卻與中國共建的「民主聯合政

府」、「民主的新中國」等確實完全落空外，檢視自二二八事

件之後，謝雪紅逃亡香港期間所創立的「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簡

稱「台盟」) 的綱領草案，我們可以從中看見，遠在七十年前，

她一心嚮往落實建設的台灣社會，是什麼樣的面貌：                                            

〈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綱領草案〉9

9. 原文刊於《新台灣叢刊》第三輯《明天的台灣》，頁 36。條文底線為作
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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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設立民主聯合政府，建設獨立、和平、民主、富強與康樂的新

中國。

二、保障人民身體、行動、居住、遷徙、思想、信仰、言論、出版、

通訊、集會、結社之基本自由。

三、省為地方自治最高單位，省與中央政府權限之劃分，採取均權

主義，省得自制定省憲及選舉省長。

四、實行台灣省澈底的地方自治，省長、縣長、市長、區長、鎮長、

鄉長、一律由人民直接選舉。

五、省設省議會，縣設縣議會，市設市議會為代表人民行使政權之

機關。

六、實行普選制度，人民之選舉權不受財產、教育、信抑 (仰 )、

性別、種族之限制，廢除選舉人之公民宣誓登記及候選人之檢

覈制度。

七、司法絕對獨立不受行政軍事之干涉。撤銷政治警察，經濟警察，

秘密警察，及一切特務組織。

八、中國之領土及領海不許任何外國軍隊之駐紮。

九、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確立獨立自主之外交。

十、保障人民之生存權，勞働權及營業權。

十一、發展民族工商權，廢除一切經濟統制。

十二、實行八小時勞働制，制定保護工人應有團體交涉，及罷工，

怠工之權利。

十三、「耕者有其田」為土地改革之基本原則。

十四、廢除一切苛捐什稅，實行所得統一累進稅。

十五、高山族人民一律平等，並得組織自治單位。

十六、保障學術研究之絕對自由。實行免費之公民教育。

十七、保障婦女在經濟上、政治上、法律上、社會上之絕對平等。

十八、設立疾病、衰老、殘廢、失業、孤兒、貧民之救濟機關。



18

十萬

識臺灣
島文

輯一 

在政治上，這個謝雪紅心中「未來台灣」的理想形象，重視

人民直接普選權利、主張制定省憲法──在經歷日本、國民黨

政權的連續壓迫與摧殘下，真正不打折扣的自治權必須落實；

在勞動權上，倡議八小時勞動制，工人有怠工與罷工權，這都

還不是目前台灣社會普遍具有的勞權意識；性別上，主張應保

有婦女在各方面的絕對平等權；教育上除保障學術自由外，更

主張迄今台灣尚未能實現的，「免費的公民教育」；更值得注

意的，是提倡原住民的平等權，各族得以組織自治單位──在

七十年前，這是極富進步性的族群政治視野。再者，台灣的司

法獨立性，長期以來仍備受質疑；情治特務系統自戒嚴統治迄

今，進步改善多少？乃至台灣是否真具有外交上的獨立自主權，

也與台灣今日現實處境及國格身分息息相關。

上述台盟於 1947 年十一月提出的綱領草案，是身為統派的

謝雪紅對台灣人如何落實民主自治實踐的具體主張，也是她此

生最終與中共扞格不入，乃至被計劃性地汙衊、打擊，被迫卸

權及開除黨籍的關鍵。她所嚮往的理想國家，顯然與中共治理

的中國不同調。

五、結語

六十九年的人生，歷經日本、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三

個國族體制的台灣第一位女革命者，謝雪紅的生命史，猶如台

灣命運的縮影。掀開歷史舞台的帷幕，因為這位女性身影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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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我們看見島嶼進入國際政治運動的空間視域，遠遠地連結

至紅色莫斯科；時間上，當島鄉的白色恐怖降臨時，她輾轉流

亡中國，不僅提供當代反抗國民黨的台灣左翼政治人物，與中

共體制如何互動過程的歷史經驗，也牽動了台灣統獨的神經，

更引吾人深思一個畢生致力消弭階級界線，奮力維護台灣人管

理自身的權利的民主左翼女性，她所經歷的一場場戰役與失落，

背後所代表及堅持的價值理想是甚麼？

政治制度，彰顯在現實中，不外是人們對理想的生活方式的

追求和實踐。已逝的劇場導演田啟元，曾兩度以謝雪紅為創作

主題，並曾在演出前，寫下自己為何被這位女性觸動的原因：

「倒不是什麼右派、左派、勝利的台灣人使我刻骨銘心，而

是一個女人用一生去實踐自己的堅持與理想，不畏艱苦的自始

至終貫徹到底。」

而當我們看見謝雪紅與中共決裂的主要原因，正是她對台灣

人須擁有普選自治權、台灣必須實行民主政治的堅持之際，田

啟元的這段話也正可作為進一步的註腳：

「一生為同胞爭取自主的生活方式，( 創造 ) 一種生活方式

的可能，一種接納別人而自主的生活態度。」

當然，最終隱沒於「右派份子」、「二二八逃兵」與「地方

主義者」等種種大帽之下的謝雪紅，無能在時代的惡浪中為故

鄉實現出這樣的政治國度。但是她傾一生之力，屢仆屢起地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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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了她廿七歲那年，在莫斯科受訓後，積蓄了革命者的意志能

量，輾轉再度回到台灣後，常說起的那句話：「人生應是不斷

探求真理的旅行」。她行經的曲折坎坷，奮鬥的目標，不外乎

要為這世界打造一個更合理公平的政治尺度，從自己不斷被殖

民統治者掠奪自主尊嚴的故鄉，生根落實地起造一個因公民自

決的生活方式，而更能尊重與接納他人的理想國度。

謝雪紅如是向所有嚮往自由的心靈示現著，此生，她曾這樣

曲折探求，並充滿艱困地實踐她所認識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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