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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題精采保留與延伸論述

楊逵的政治理念與社會實踐

關鍵詞：楊逵、送報伕、一陽週報、和平宣言、臺灣自治

楊逵（1906-1985），本名楊貴。生於臺南新化。1924 年從

臺南州立第二中學校（今之「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輟學，

負笈東京，在半工半讀的艱苦生活中，深刻體驗到都市無產階級

的悲慘生活，又閱讀馬克思的《資本論》，嚮往無階級壓迫的理

想世界，從此信奉社會主義。1927 年 9 月，在島內的急切呼喚

之下，已累積豐富社會運動經驗的楊逵放棄學業，從東京返臺，

旋即加入臺灣文化協會的行列，並實地領導臺灣農民組合。1931

年，社會運動在日本當局的大力壓制之下趨於沉寂，楊逵轉而專

心於文學創作，以此持續推動社會改造的未竟工程。起初，嘗試

符合多數民眾口語的臺灣話文，無奈未曾進過私塾，漢文能力不

佳，假借字使用太多，重讀時連自己都看不懂，只得改以日文為

寫作工具。

1934 年 10 月，楊逵以日文小說〈送報伕〉（日文原題〈新

聞配達夫〉）榮獲東京《文學評論》第二獎（第一獎從缺），成

為第一位成功進入日本中央文壇的臺灣作家，並因胡風的中文翻

譯揚名於中國。這篇描寫臺灣青年楊君在東京當送報伕時，被派

報所老闆剝削，因而回憶起在日本政府扶植下，糖廠強迫家鄉的

農民出賣賴以為生的土地，導致楊君一家與許多村民悽慘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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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創作，藉由東京的送報伕們攜手罷工的成功為契機，將結局

指向全世界不分族群的團結反抗，可以拯救臺灣擺脫殖民主義

與資本主義的聯手壓迫。故事中所蘊含社會主義國際主義的精

神，充分展現楊逵從殖民地臺灣擴及到全世界被壓迫民眾的世

界性關懷。此後，楊逵不僅以現實主義的小說，暴露殖民統治

的殘酷與資本主義的弊病，並於 1935 年底創辦日文與漢文並刊

的《臺灣新文學》雜誌，引領臺灣新文學運動前進的方向。1937

年七七事變後不久，楊逵在支持殖民地文學的警察入田春彥慷

慨資助下，租地開闢「首陽農園」，以伯夷、叔齊餓死於首陽

山的典故，表明不認同日本

政府發動侵略戰爭之立場。

決戰時期當局強力動員知名

作家撰寫國策文學，在晦暗

的時局中楊逵仍堅持社會主

義的信念，等候掙脫殖民統

治那一天的來臨。

1945 年 8 月 15 日，第二

次世界大戰結束。最初，由

於不清楚國際局勢的走向，

絕大多數的臺灣菁英採取靜

觀其變的態度。面對這個政

治與文化雙重轉型期的關鍵
圖說：1945 年 11 月 17 日出刊的《一陽

週報》第九號「紀念孫總理誕辰特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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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刻，也是臺灣歷史上變動最為劇烈的一段歲月，行動派的楊逵

在戰爭甫終止之際即迅速反應，參與組織「台灣解放委員會」，

要求總督府停止其對臺統治權。由於未能獲得民間領導階層林獻

堂的支持，加以臺灣總督安藤利吉明確表示，將遵照日本天皇終

戰詔書中接受波茨坦宣言，亦即履行開羅宣言的承諾，將臺灣與

澎湖交由中國接收，楊逵自組政治團體的計畫遭受挫敗。9 月 10

日，「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在臺中正式成立，楊逵為 65 名籌

備委員之一，並以中西提倡為由，主導於 9 月 30 日創立「新生

活運動促進隊」，以自省與自治的理念出發，率領熱血青年清掃

臺中市區的垃圾，維持街道秩序。藉由這些行動，楊逵對新政府

釋出善意，迎接嶄新時代的到來。

雖然表面上配合中國接收的態勢，根據臺灣總督府終末資料

的記載，楊逵預料在接收後，重慶軍閥政權會專恣橫暴，為順利

進行牽制，在中國接收之前必須進行穩固同志思想的基礎工作，

因而採取了某些行動。從現存史料來看，在接收政府高喊「三民

主義建設新臺灣」口號下，首先必須讓臺灣民眾了解何謂三民主

義。1945 年 9 月 1 日，戰後臺灣的第一份雜誌《一陽週報》正

式創刊。在資源缺乏的克難情形下，一群從戰爭末期的首陽農園

時期即已追隨楊逵的年輕人，群聚於楊逵墾殖的一陽農園，以手

寫油印方式支持楊逵的政治理念。在國民政府接收臺灣之前，以

宣揚三民主義與孫文思想為中心，推動政治思想的啟蒙。這份包

含政治文獻、文學創作、時局報導與評論的綜合性刊物，亦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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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版面刊載有關重建臺灣社會的建言，作為擘畫臺灣前途的

理想藍圖。值得注意的是創刊號中楊逵坦承，獨立將會引起臺

灣局勢大混亂的憂慮。由此可見，戰後臺灣人未能擁有自決的

權利，所有關於臺灣未來的各種不同思考，最終只能順服於國

際強權的無奈。藉此，亦可窺見不信任蔣介石政府的楊逵，趕

在中國國民黨臺中市黨部成形之前率先加入，並公開呼籲臺灣

人踴躍加入籌備中的中國國民黨臺灣省黨部，以此寄望臺灣人

能成為主導國民黨建設戰後新臺灣的力量，在政治運動上既熱

情又天真的一面。

由於眾多朋友的陸續襄助，10 月 27 日出刊的《一陽週報》

第七期，改以鉛字印刷出版。12 月 9 日發行的第十二期，標題

為「地方自治機構」，將楊逵心目中的理想政治型態明確指向

臺灣人的自治。除了印行《一陽週報》，楊逵創立的「一陽週

報社」也發行《三民主義解說》、孫文《三民主義演講》、孫

文《民權初步》（附五權憲法、地方自治實行法）、《三民主

義是什麼？》等書，熱烈回應研讀三民主義的時代風潮。當時

的楊逵之所以熱衷於介紹三民主義，一方面是希望臺灣民眾了

解在三民主義建設之下，臺灣社會的可能趨向；另一方面則是

孫文有關「三民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就是共產主義」的詮釋，以

及孫文重視工農階級的態度，符合楊逵社會主義的理念。無奈

中國政府接收臺灣之後，國民黨的實際作為與三民主義背道而

馳，臺灣民眾的不滿逐漸累積擴大，三民主義被戲稱為「三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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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楊逵用以宣揚三民主義的書籍乏人問津，盡成廢紙。

1946 年初，昔日農民組合的同志劉啟光（本名侯朝宗）從

大陸衣錦還鄉，被派任新竹縣長後，曾欲延攬楊逵進入新竹縣

府服務。雖然楊逵以「要做事情不一定要做官，也不一定要上

台吆喝」為由予以婉拒，不過楊逵也積極響應劉啟光領導，於 4

月 21 日創立的「臺灣革命先烈遺族救援委員會」，並以該會常

務委員暨副總幹事的身分，

赴各地調查抗日志士及其遺

族的現況，致力於救援與撫

恤的相關工作。6 月 17 日，

抗日先烈奉安典禮在桃園的

忠烈祠隆重舉行，楊逵在《臺

灣新生報》連著兩日發表〈六

月十七日前後紀念忠烈

祠典禮〉（〈六月十七日の

前後忠烈祠典禮を紀念

して〉），從臺灣人民的立

場出發，為遭日本政府貶為

「土匪」的抗日烈士平反，

藉此主動展現「臺灣主體性」

與「去殖民地化」的意向。

由於戰爭結束之後，當時臺

圖說：楊逵臺灣話文歌謠〈不如猪〉，

收錄於 1948 年 12 月 15 日發行的《臺

灣文學叢刊》第三輯，作者名誤植為

「楊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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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唯一的報紙《臺灣新報》曾經介紹過黃花崗 72 烈士，入祀桃

園忠烈祠的抗日先烈總計 72 名，兩者在數字上的雷同應該不是

巧合。其中所突顯臺灣有別於中國的歷史經驗，不言可喻。

1946 年 8 月 1 日，面對陳儀政府種種背離民意的作為，楊

逵發表〈傾聽人民的聲音〉（〈人民の聲を聽け〉），從行政

長官陳儀所言「健全的政治建立在健全的輿論上」談起，委婉

勸說陳儀政府莫成為傲慢的獨裁專制，必須從茶餘飯後、路邊

田裡和街頭巷尾中細心找尋，才能聽到人民的心聲。8月 15日，

戰爭結束滿一週年之際，楊逵發表〈此一年哭〉，直言批判陳

儀政府的施政。楊逵說：

很多的青年在叫失業苦，很多的老百姓在吃「猪母乳」草菜補，

死不死生無路，貪官污吏拉不盡，奸商倚勢欺良民，是非都顛

倒，惡毒在橫行，這成一個什麼世界呢？

說幾句老實話，寫幾個正經字却要受種々的威脅，打碎了舊枷

鎖，又有了新鉄鍊。結局時間是白過了，但是回顧這一年間的

無爲坐食，總要覺着慚愧，不覺的哭起來，哭民國不民主，哭

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未得到保障。哭寶貴的一年白費了。

字裡行間洋溢著終於擺脫日本政權的枷鎖，不料又被中國新

政府的鐵鍊給套住，以及期待的民主、自由未能伴隨新時代來

臨的悲憤之情。文章結尾，楊逵也明確宣示爭取民主的決心。

1947 年 1 月，楊逵策劃的中日文對照《阿 Q 正傳》出版，

列為六冊「中國文藝叢書」第一輯。這套叢書篩選出的中國文

學作家與作品，以具有左翼批判精神者為中心，明顯可見在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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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意圖將臺灣「全盤中國化」的時代，楊逵有所選擇的堅定立

場。例如在《阿Q正傳》書前〈魯迅先生〉的介紹詞中，楊逵說：

一直到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上午五時二十五分，結束五十六

年的生涯為止，他經常作為受害者與被壓迫階級的朋友，重複

血淋淋的戰鬥生活，固然忙於用手筆耕，有時更是忙於用腳逃

命。說是逃命，也許會令人覺得卑怯，但是，筆與鐵砲戰鬥，

作家與軍警戰鬥，最後，大部份還是不得不採取逃命的游擊戰

法。如此，先生通過這種不屈不撓的戰鬥生涯，戰鬥意志更加

強韌，戰鬥組織也更加團結鞏固。

（原文為日文，引文出自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由黃英哲教授翻譯）

這段文字以魯迅身為受害者與被壓迫階級之友，挺身對抗統

治階級的形象，投射出楊逵自己與臺灣人民同在的身影，並隱

約透露效法魯迅精神，用作家之筆與軍警的鐵砲對抗的戰鬥意

志。

1947 年二二八事件爆發後，一向堅持合法抗爭的楊逵在忍

無可忍情形下，毅然決然投身武裝抗暴的行列，為二七部隊下

鄉開拓兵員。3 月 9 日，楊逵發表〈從速編成下鄉工作隊〉，主

張必須下鄉從事宣傳、組織與訓練工作，才能保持無盡的預備

軍，並呼籲在爭取以自由無制限普選，而產生自治政權的這一

階段，除貪官污吏奸獰惡霸之反對派外，須包容各界與各黨派，

擴大民主統一戰線，才能爭取並確保勝利。豈料南京政府從大

陸派來軍隊，民兵大勢已去，楊逵夫婦乃逃亡於昔日農民運動

時期活躍的鄉間，四處躲藏。4月 20日，兩人筋疲力竭地返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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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總計被懸賞十萬元的利益引誘下，鄰人立即通報，夫婦同遭

逮捕，並被判處死刑。隨後，由於臺灣的領導人由魏道明繼任，

非軍人以司法審判，改為坐牢 105 天。出獄後對國民黨灰心至

極的楊逵，以不繳黨費的方式自然退黨。二二八事件的清鄉行

動之後，眾多前輩作家噤聲不語。即使曾經有瀕臨死亡的恐怖

經驗，楊逵再接再厲，以實際行動支持學生運動，以及臺灣大

學學生社團「麥浪歌詠隊」的全省巡迴表演。

其次，由於二二八事件中以武力抵抗宣告失敗，楊逵更積極

致力於文化事業，包括指導本土青年文學社團「銀鈴會」，在

報刊轉載南京與香港的左翼文學，希望藉由文藝運動促成政治

的改革，間接推動民主自由的實現。同時，楊逵亦致力於提倡

反映社會現實的報告文學，用以針砭時局。例如楊逵主編的《臺

灣文學叢刊》說：

本刊歡迎反映臺灣現實的稿子，尤其歡迎，

表現臺灣人民的生活感情思想動向的創作，

報告文學，生活記錄等。

歌功頌德，無病呻吟，空洞夢幻的美文不用。

楊逵也以自身創作的臺灣話文歌謠，搭配表現民眾真實生活

或諷刺時局的木刻版畫，隱言批判中國政府的施政不當，導致

臺灣社會陷入民不聊生的困境。

另外，有鑑於二二八事件造成省籍隔閡，楊逵與外省來臺知

識分子共同組織「文化界聯誼會」，希望藉由彼此間的精誠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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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消除省籍間的歧見與對立，楊逵並負責起草〈和平宣言〉。

適值上海《大公報》新聞記者來訪，從《臺灣新生報》「橋」

副刊主編歌雷（本名史習枚）處看到，1949 年 1 月 21 日以新聞

稿方式刊出，標題為：「台灣人關心大局╱盼不受戰亂波及╱

台中部文化界聯誼會宣言」。這篇只有六百多字的宣言，正如

其名的「和平」，主要訴求國共內戰不要蔓延到臺灣來，並呼

籲政府由下而上實施地方自治，建設臺灣為三民主義的模範區，

不料竟因此觸怒即將就任臺灣省政府主席的陳誠。4 月 6 日，為

中華民國撤退來臺預作

準備，軍警在全島同時

出動，大肆逮捕包括記

者、編輯、公營事業職

員、農民、學生等各界

的異議人士，史稱「四六

事件」，就此揭開白色

恐怖之序幕。楊逵在事

件中再度遭到逮捕，審

判一年多後，〈和平宣

言〉成為叛亂罪證，以

「共匪」在北平（今之

「北京」）鼓吹和平時

撰擬該文，有利於叛徒

之宣傳為由，處 12 年徒

圖說 : 楊逵與賴守仁作送報伕像，1980 年

攝於東海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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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1951年移監綠島，直到刑期屆滿。

綜觀楊逵近 80 年的人生，日治時期十次進出監獄，儘管對

總刑期的計算有不同的說法，至多不及三個月。中華民國政府

時代的兩次入獄，僅四六事件一次，刑期就高達 12 年，文學事

業也為此中斷，對楊逵來說不啻為沉重的打擊。幽禁於綠島監

獄期間，楊逵以游泳、跑步鍛鍊體魄，並以隨身攜帶的國語字

典學習中文寫作，期待著東山再起的機會。1961 年回到本島之

後，輾轉落腳於臺中大肚山，在滿是礫石的紅土坡上開墾「東

海花園」。1970 年代的鄉土文學尋根之旅，終於造就楊逵重返

文壇的機會。1982 年參加愛荷華大學國際作家寫作工作坊，在

美國四處演講訪問期間，楊逵仔細思考臺灣與中國的關係，此

後不厭其煩地一再發表相關見解。例如訪美回程的 11 月 8 日，

於東京接受日本學者若林正丈與戴國煇的訪問時，楊逵說：

我表明反對把台灣和中國大陸的關係以「一統」的形式來統一

合併。因為，所謂的「一統」是小集團及個人把基於自己獨斷

的主張和主觀意志強加給一般民衆，用武力或別的什麼形式強

加給一般民衆，這完全是獨裁，所以我反對。而通過說服和了

解，大多數人自發地參加到一起的那種形式的統一，才是真正

的統一，才是通過民主的統一，我贊成。

在當局不斷以政治手段企圖改造楊逵的思想之後，有關「一

統」與「統一」的對照與說明，其中含有類似「住民自決」的

概念，這是楊逵以其人生經驗凝結而成的智慧結晶。從戰前的

日治時期到戰後的戒嚴時期，楊逵堅持追求民主、自由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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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終不變。透過楊逵的政治理念與社會實踐，正可窺見外來政

權壓迫下，臺灣知識菁英對於臺灣自治的追求與頓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