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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一生只能開花一次的青春

中以後之歷史﹐青春之歷史﹐活青年之歷史也｡青年乎﹗其以中
立不倚之精神﹐肩茲砥柱中流之責任﹐即由今年今春之今日今
刹那為時中之起點﹐取世界一切白首之歷史﹐一火而摧焚之﹐而
專以發揮青春中華之中﹐綴其一生之美於中以後歷史之首頁﹐為
其職志﹐而勿逡巡不前｡華者﹐文明開敷之謂也﹐華與實相為輪
迴﹐即開敷與廢落相為嬗代｡……願華常得青春﹐青春常在於華
也｡宜有即華不得青春﹐青春不在於華﹐亦必奮其回春再造之努
力﹐使廢落者復為開敷﹐開敷者終不廢落﹐使華不能不得青春﹐青
春不能不在於華之決心也｡
──李大釗﹐19161
整整二○年代的前一代﹐和四○年代後半以迄五○年代初的您
們一代﹐雖然有世代之別﹐但是您們都同樣地把一生只能開花
一次的青春﹐獻給了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的事業﹔您們都抱著
對於自由﹑光明和幸福的應許與憧憬﹐打碎了自己｡
──陳映真﹐19952

1
2

李大釗﹙1916: 抽印頁 7-8﹚｡
陳映真﹐
〈「五○年代政治案件受害者春季追悼大會」祭文〉﹙海峽評論編輯部,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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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余清芳與謝晉青

1.無政府主義者余清芳

1915 年﹐這是台灣進入二十世紀之後一個非常特別的年份｡
首先﹐台南西來庵爆發了由余清芳 ﹙ 1879-1915 ﹚﹑江定 ﹙ 1866-1915 ﹚﹑羅
俊﹙1854-1915﹚等人所領導的農民武裝起義｡現象上﹐這是日本殖民台灣期間規
模最大﹑宗 性格最強烈﹑同時也是具有結束意義的漢人武裝起義﹐史稱「噍
吧哖事件」｡其次﹐由日本伯爵板垣退助﹙1837-1919﹚赴台推動的「台灣同化會」
遭到總督府當局命令解散﹐此事乃是《台灣社會運動史》所認定的「台灣社會
運動史」開端｡其三﹐由島內知名士紳所出資﹑波折甚多﹑籌備也久的「台中
中學」正式招生開學﹐而「台中中學」設置運動正是經歷過那段時光的島內士
紳所追加認定的「台灣近代民族運動史的濫觴」｡3
這三個看似互不相關﹑沿革各異﹐卻又相互交錯於 1915 年的事件﹐使得
1915 年成為一塊界碑｡1915 年象徵著「前資本主義的／島內的／漢人武裝鬥
爭」向著異質性的「資本主義的／島內外並起的／社會運動」轉化的分水嶺｡然
而余清芳及其領導的武裝起義並不僅僅是前一階段反抗形式的代表而已｡曾親
歷那個時代的日本大阪無政府主義者──逸見吉三﹙1903-1981﹚──證言了余清
芳及其起義之意義實跨越了 1915 年所劃開的兩個階段｡因為領導暴動的余清
芳是個有著日本社會運動體驗的無政府主義者｡
逸見回憶﹕當年余清芳因向學心切而曾渡海赴日求學｡余清芳到橫濱
後﹐一方面以理髮討生活﹐另一方面孜孜不倦地自學｡當時橫濱有個直接行動
派﹙直接行動グループ﹚的祕密集會﹐這是由該派倖免於幸德秋水「大逆事件」的

3

蔡培火與陳逢源等﹙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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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田只次﹐田中佐市﹐村木源次郎和渡邊政太郎等人所組織｡當時﹐余清芳工
作的理髮店常常有位身材短小﹐舉止溫厚的日本人來理髮｡是個雖有學究氣但
與眾不同的工人｡當時謠傳他是牽連在大逆事件中的一個危險份子﹐常有人跟
蹤｡但透過理髮時點點滴滴的交談﹐似乎開啟了本來多少有點消沈的余清芳的
心扉｡而當余清芳受邀前往拜訪﹐才知此人乃是吉田只次｡此後余清芳開始參加
直接行動派的集會﹐而應與該派人其他人士交往｡他耽讀他們所提供的書籍﹐並
以幸德秋水為首的直接行動派無政府主義為他自己的思想｡4不久﹐日本官憲開
始注意余清芳及直接行動派在橫濱的活動﹐理髮店的台灣人同工怕被牽連﹐店
主亦怕麻煩﹐遂迫余清芳辭職｡此後他輾轉於西日本的神戶﹑大阪一帶﹐但不
久便音訊杳然｡5
「我們再度聽到余清芳的消息是來自同情左派的記者宗上先生所秘密傳
來有關台南大暴動的查禁新聞｡」6所謂台南大暴動﹐就是爆發在西來庵的「噍
吧哖事件」｡逸見認為﹕西來庵事件由於其深遠的政治意義﹐長年來其消息被
日本政府所封鎖﹐即便在解禁之後﹐亦僅允許官方見解的流傳﹐將余﹑羅等人
的行動曲解為迷信所驅使的反文明暴動｡事實上余清芳等人所謀求的是由台灣
人自身相互扶助的共同社會﹐為其大眾化﹐遂以所謂大明慈悲國調和入宗
性﹐實際卻是非常現實的大眾蜂起｡「就余清芳試圖將自己在日本所認知到的
思想帶回故土實踐來說﹐他比我們更是先行者﹐是不二的真正的無政府主義
者｡」7

4

幸德秋水﹙1997: 104﹚﹕「直接行動是英文 Direct Action 的譯語﹐是歐美工人運動常用的名詞……
並不是無政府主義者的專用名詞｡它只是意味著﹐為了增進工會全體的利益﹐依靠議會不能解決｡」
「但是﹐現在說贊成直接行動﹐也並不是說一切直接行動都贊成﹐不經過議會﹐什麼都可以幹｡說
不經過議會就是直接行動﹐那豈不是暴動﹑殺人﹑偷竊﹑欺騙都是直接行動嗎﹖用這種比法去推
論﹐當然是錯的｡」
5
逸見吉三﹙1976: 10-11﹚｡逸見這部份的回憶改寫自逸見吉三﹙1971﹚﹐並已有《台灣思潮》的
中譯﹙逸見吉三, 1982﹚
﹐但譯文為意譯﹐且文意略有不同｡
6
逸見吉三﹙1976: 11﹚｡
7
逸見吉三﹙1976: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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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無政府主義者謝晉青

雖然逸見看見了余清芳及其大革命實踐而出的無政府主義﹐但余清芳是否
真是一個有過日本社會運動體驗的無政府主義者﹖這是本研究尚無法證實的
問題｡但就算逸見的證言只是個故事﹐以無政府主義者為先驅的社會主義者卻
正如逸見的故事那般﹐在台灣社會運動誕生之初便介入運動｡當台灣議會設置
請願運動者在 1921 年的東京使 1915 年以來的台灣社會運動暗流正式浮上檯
面﹐社會主義者也將同時站上這段運動史的舞台﹑甚至更早｡而大陸留日學生
謝晉青﹙晉青﹑晉卿﹐?-1923﹚就是此時首先站上舞台的一個代表｡
謝晉青是誰﹖他是 1920 年前後赴日留學的中國無政府主義者﹐也是將日
本社會主義運動的消息及理論大量傳入中國的重要推手｡當時的謝晉青曾在東
京的中國基督

青年會中辦起一個販賣進步刊物的「東方書報販賣社」﹐一時

成為各國社會主義者的文化中心與藏匿處｡後來﹐謝晉青與羅任一﹙羅豁﹑羅志
道﹐1897-1965﹚﹑高一涵﹙1884-1968﹚殷汝耕﹙1885-1947﹚等旅日學生進一步組織了

名曰「東京通信社」﹙1920.7﹚的小媒體｡8假使翻開同時期的上海《民國日報》
及其副刊《覺悟》﹐就能看到許多由謝晉青及羅任一所譯撰的許多日本社會運
動消息與理論｡通信社成立後不久﹐謝晉青更迅速將報道的視線從日本「內地」
延伸到至日本的殖民地──台灣與朝鮮｡1920 年 9 月﹐謝晉青寫下一篇題為〈台
灣與朝鮮〉的文章｡此文專述朝鮮與台灣人民的共同苦痛﹐並以已經展開各種
激烈反抗運動的朝鮮為參照﹐而對尚未產生解放運動的台灣表示惋惜﹕9
我們很長久沒有聽說台灣人對日本有什麼動作的表示｡據我所看見的
台灣留學生和僑居日本的商人等﹐似乎都很恭順於日本的｡不過我沒有
親自到過台灣內地﹐不能說出他們內地人的真情實況｡……
我知道台灣人──有覺悟的──心中是非常痛苦的﹐有意思不能發
8
9

關於謝晉青﹑羅任一等人的組織活動﹐詳見本研究第三章的介紹｡
晉青﹝謝晉青﹞﹙192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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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若是一句話不對﹐立時就要吃瀰天的大禍﹗他們也想回到中國﹐但
又因為有財產的束縛──財產不得移出境外──況且中國又是終年戰
亂的黑暗地方﹐回來也是不能自由的﹗
零零丁丁的台灣人﹐在偌大一個世界裡﹐竟沒有一塊能容他的地方﹐更
沒有一點容他說話的空氣﹐真是苦的很呀﹗
雖然他的惋惜乃以「似乎都很恭順於日本」的台灣留學生及僑商為對象﹐然此
並不意味謝晉青的關懷及視角狹窄｡實際上﹐僅僅一個月之後﹐謝晉青便把視
角轉向了台灣原住民﹐發表了題為〈台灣生番的精神與道德〉﹙1920.10.18﹚的文
章｡他譴責日本人對於原住民的鎮壓﹐更歌頌原住民的反抗｡10
也許謝晉青並未將自己當成局外人吧﹐他對台灣的關心持續著｡當台灣議
會設置請願運動正式展開﹙1921 年 1 月 30 日在東京遞交請願書﹚﹐謝晉青的視角便又
轉回僑商士紳｡然而﹐此時的他已不是惋惜這些人沒能形成反抗運動﹐而是直
言譴責其運動所體現的性質｡他譴責領導議會請願運動的「紳士們」﹐只敢要求
台 灣 「自 治」 而不 敢 要求 從 日 本「 獨立 」 出 去｡ 他在 〈 台灣 人底 政治 運
動〉﹙1921.2.16﹚中寫道﹕11
現在的世界大局變了﹐台灣底紳士們﹐聽見愛爾蘭﹔菲律賓﹑印度等﹐都
有自治底聲浪﹐所以他們——台灣紳士——也就來向日本人要求自
治｡要求獨立底話﹐它們是不敢說的﹐並且也是不敢想的﹔所以只有要
求要求極小範圍的自治｡他們底目的﹐是想要日本政府撤廢或改訂這六
三法令﹐給予日本國民所守的同樣的法律與他們｡唉﹗要和日本人守同
樣的法律﹗其實﹐日本底國民現在是否能得自治﹖台灣底紳士們
呀﹗你們在奴隸地位上﹐不必向主子計較待遇底優劣｡你們果然想自
由﹐還須轉回頭來﹐向著三百萬同胞們要求｡不然﹐我就要說﹕你們運
動底目的﹐是為著當日本底議員﹐做日本底官吏｡
謝晉青的嚴厲批判引來了文學家劉大白﹙1880-1932﹚的反詰｡他在〈台灣底富翁

10

晉青﹝謝晉青﹞﹙1920d﹚｡意在言內地說﹐謝晉青是在歌頌台灣原住民的反日鬥爭﹔意在言外
地看﹐原住民乃是謝晉青歌頌無政府主義的自然生活的媒介﹐因為他眼中的原住民的原始生活不
需外來文明便能幸福｡
11
晉青﹝謝晉青﹞﹙192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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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紳和橫濱底僑商領袖〉
﹙1921.2.23﹚一文中指出﹕12
晉青君對於台灣底富翁巨紳底向日本政府要求及小範圍的自治﹐頗不
滿意﹔但是我覺得他們到底嚐過了亡國奴底滋味﹐不能不說他們多少
有一點覺悟﹗你看像橫濱底僑商領袖﹐還在那兒借﹝藉﹞著日本政府
底勢力﹐拼命地興文字獄﹐構煽黨禍﹐鍛鍊株連﹐陷害同胞﹐恨不得
早點作亡國奴才好哩﹗
雖然謝晉青與劉大白的討論並無後續史料可以說明﹐但謝晉青對於請願運
動的揭發卻是現知最早來自社會主義者的批評｡謝晉青心中大概有個「解放運
動」的藍圖吧﹗與請願運動相比﹐朝鮮或台灣原住民的反抗形式也許更符合他
的期待｡雖然謝晉青本人因病早逝﹙1923 年逝世﹚從而無從猜想其最終想法﹐然
而他在「東京通信社」的同志──羅任一──卻於 1924 年實現台灣社會主義
運動史上第一個成功組織化的團體﹐也就是「平社」﹙詳見本研究第四章﹚｡
從逸見吉三眼中的無政府主義者余清芳﹐到關心台灣的謝晉青﹔從謝晉青
批判請願運動﹐再到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實現組織化｡其間經過將近十年的時
間﹐也經歷了余清芳與謝晉青的先後謝世｡這些青年革命者的過早逝去似乎是
這個時期的普遍現象｡而早逝的女性社會主義者山口小靜﹙1900-1923﹚13就是又
一個過早耗盡她「一生只能開花一次的青春」的台灣社會主義青年｡

12
13

漢冑﹝劉大白﹞﹙1921﹚｡
近代日本社会運動史人物大事典編集委員会﹙1997: 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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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背叛保守家庭的造反少女﹕山口小靜
午後﹐又單獨到海邊﹐這次才看到蔚藍而燦然的海｡一個人真想
跳起舞來｡好多裸體的人在拖著翻覆的船隻上岸｡
躺在沙灘上讀《俊寬》｡
七點左右回到家裡﹐山口小姐已經早一步先走了｡
──永倉照子日記﹐1920 年 2 月 18 日14

1.皇國氛圍的台北與社會主義的東京

山口小靜生於一個全然與社會主義思想扞格不入的保守家庭﹐同時也生長
在日本殖民壓迫之下的台灣｡小靜的父親山口透﹙1856-1938﹚﹐曾在甲午戰爭之
際擔任近衛師團的從軍記者﹐隨著最終死於台灣的北白川宮能久親王行走各
地｡後來則擔任起供奉北白川宮之台灣神社的神官｡小靜的祖父﹑父親﹑母親﹐均
有深厚的漢學或國學背景﹐祖父並在台北各校

倫理｡小靜的大哥也是神官﹐二

哥則畢業於東大法學院﹐是右翼團體「興國同志會」的一員｡對於少女時代就
被視為才女的小靜﹐山口家也進行了有計畫的培養﹐1916 年畢業於台灣總督
府台北高等女學校﹙今北一女﹚之後﹐便送至東京就讀女子高等師範國文科｡15她
14

林てる子﹙1995: 273﹚｡
此處關於小靜生平的說明﹐俱來自山川菊栄﹙1972: 344﹚｡關於山川菊榮對小靜的回憶﹐多已
收入其文集《山川菊栄集》｡其中內容有不少重複﹐而平凡社版的《おんな二代の記》可同時覆蓋
散見於《山川菊栄集》各卷的大部分記載﹐故本研究將以平凡社版《おんな二代の記》作為研究
的底本｡《山川菊栄集》中涉及山口小靜的部份可見﹕山川菊栄﹙1982a: 14-20, 67-86; 1982b:
260-272, 290-293﹚｡關於小靜就學的詳細資料﹐則來自竹中信子的記載｡竹中信子﹙1996: 244﹚並
云之就讀「台灣總督府高等女學校」期間﹐屬於第十期生中組｡但當時校名應為「台灣總督府台北
高等女學校」｡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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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準備讓她在女高師畢業後當上女子學習院的

授﹐期待有朝一日能成為皇

16

族公主的恩師｡

小靜十歲時﹐發生以社會主義者幸德秋水 ﹙1871-1911﹚為主角的「大逆事
件」｡當局宣稱幸德等人意圖以炸彈暗殺當時的明治天皇｡在一次飯後聊天
裡﹐對著小靜及其母親﹐山口透以此事問她們兩人的感想｡小靜的母親贊同山
口透的判斷﹐認為這些社會主義者都是壞人｡然而小靜卻語出驚人表示不以為
然的看法｡其言一出﹐不但極大地激怒其父親﹐她母親也將小靜拉至另處﹐看
著她﹐悲憤欲絕流著眼淚說﹕17
生出會說這種大逆不道之言的女兒﹐是我的恥辱﹐我對不起妳父親﹑對
不起國家﹑也對不起供奉在神社的北白川宮｡我要把妳抓起來刺死﹐我
也要切腹謝罪｡
小靜幼年的這番經歷﹐彷若是種預示｡
小靜年長之後遂前往東京女高師學習｡1919 年前後﹐小靜結識了兩位成
為終生友人的女同學﹕永倉照子﹙永倉てる﹛子﹜﹑林てる﹛子﹜﹐1900-1923﹚與貝
原泰子﹙貝原たい﹛子﹜﹑西たい﹛子﹜﹐1894-1930﹚｡永倉照子曾在其日記中記下了
她與小靜當年的苦悶﹕18
﹛1920 年 2 月 17 日｡﹜終於下雪了﹐一天中翻翻雜誌﹐在床上翻來覆
去﹐吃著納豆﹐與山口小姐聊天﹐感覺到人類被安排的境遇是很重要
的﹐田園的土味﹐無論如何是拿不掉的﹐我們會反抗環境﹐最終還是
會被環境所征服｡
山口小姐是個懷疑家﹐因為動彈不得的處境而感到被囚錮｡但她卻是一
個不能不動的人｡
﹛1920 年 2 月 18 日｡﹜如雪國的陽光那般矇矓的太陽出現於松林之
間﹐仰首看了幾次﹐會是好天氣吧｡很想看藍色的海﹐真是不看就不想
回來﹐早餐後﹐兩人相伴到海邊﹐淺綠色的海﹐漆黑的天空﹐山口小
16

1916 年至 1917 年間﹐小靜及其家人曾在《台灣日日新報》上發表許多和歌﹐小靜自己創作的
有兩首﹙山口小静, 1916, 1917﹚﹐其中一首收錄在其父親為了恭賀裕仁立為儲君而安排的祝賀專
欄｡由此可見其家庭的皇國氣氛｡
17
河崎なつ﹙1923: 附錄頁 8﹚﹔山川菊栄﹙1972: 226﹚｡
18
林てる子﹙1995: 272-273﹚﹔林てる﹙1923: 附錄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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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在冷風中靜默地佇立著｡我將頭縮在風衣裡獨自走著﹐真受不了這麼
憂鬱的海﹐我滿心渴望著光明｡
被禁錮的﹑在冷風中凝望著海面的小靜﹐當時想到了什麼﹖
1919 年秋﹐作家有島武郎﹙1878-1923﹚在東京女子大學發表演講﹐小靜起
而提出挑戰性發言﹐在女學生中造成轟動｡19不久﹐小靜等三個女學生前往著
名的社會主義女性解放運動家山川菊榮﹙1890-1980﹚居所拜訪｡20山川菊榮的愛
人即山川均﹙1880-1958﹚﹐是日本社會主義運動的重要先驅及領導人﹐也是日本
共產黨創黨期的關鍵人物｡對於始終感到思想受到束縛的小靜來說﹐她與山川
夫婦的接觸是其急劇激進化的契機｡小靜自此開始參加山川均所主辦的社會主
義研究團體「水曜會」｡211920 年夏天﹐小靜並與永倉﹑貝原等女學生進一步
組織了社會主義研究團體﹐也集會於山川家中﹙東京府荏原郡大森新井宿六八二番地
22

﹚｡山川均回憶﹕23

好像是 1920 年的夏天﹐有五六位女性說要開研究會而來使用了我的住
家｡就在這研究會上﹐我首次認識了山口小靜氏｡
在這會上﹐我也講過一二次話﹐當時我就認為﹐這是位難得的﹑思路
明晰的人｡
山川菊榮則云﹕24
這一沒有正式名稱的女學生團體﹐每週或隔週到我在大森新井宿的家
裡集會﹐有時我作講話﹐山川先生也來講過｡記得當時是好像不以婦女
問題而以社會主義的原則論為主題｡因時際會﹐常提起俄國革命﹐剛好
羅素也到中國訪問﹐改造社的山本實彥就順便請他到日本﹐這位羅素
以純然英國式的自由主義立場對布爾什維克革命提出猛烈批判﹐當時
正值堺利彥與山川進行反擊的時候﹐當然這些也會被提出來討論｡
不久﹐與會同學希望能進一步與女性勞動者交流｡於是山川菊榮便至勞動
19

貝原たい﹙1923: 附錄頁 4﹚﹑山川菊栄﹙1972: 225-225, 343-344﹚｡
山川菊栄﹙1972: 224, 343﹚｡山川菊榮對於山口小靜等人初次拜訪的時間分別有 1919 年夏天與
1920 年初夏兩種記載｡
21
山川菊栄﹙1972: 346﹚｡
22
山川振作﹙1976: 449﹚｡
23
山川均﹙1923: 附錄頁 1﹚｡該文並收錄於山川均﹙1976b﹚｡
24
山川菊栄﹙1972: 34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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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同盟本部與鈴木文治﹙1885-1946﹚等人會面｡恰巧有一《日日新聞》記者在場﹐菊
榮本不欲明言｡但因鈴木與那位記者的保證﹐菊榮便將女學生們的希望說了出
來｡同年 5 月便與富士瓦斯紡織會社幾位熱心的女工在鈴木家進行了半天愉快
的座談｡本來還想每月進行一次﹐然而女工旋因罷工失

而被解雇﹐而且那名

記者竟將座談會寫成同月 28 日《日日新聞》的頭條﹐導致警察衝到東京女大
恐嚇校長安井哲子｡沒有面對過警察的校長便在驚慌中開除了永倉照子與貝原
泰子｡25

2.離開學校之後的生活鬥爭

由於小靜自十七﹑八歲便肺病纏身﹑又想專心於社會運動﹐早先即曾自請
退學｡但校方愛惜她的才華﹐便勸她保留學籍﹔只要接受形式上的考試﹐便能
於次年﹙1921﹚3 月畢業｡然而《日日新聞》的報導扭轉了一切｡女高師一反態度﹐
竟
將小靜無預警退學｡26
永倉與貝原﹐後來分別與新人會的指導者林要﹙1894-1991﹚以及《社會主義
研究》的編輯西雅雄﹙1896-1944﹚結婚｡隻身離家的小靜﹐則因愈發嚴重的肺病
而決定離京療養｡永倉照子寫給林要的信中提到﹕27
﹛1920 年 12 月 11 日｡關於結婚之事﹐﹜也有山口小姐的恭喜｡但她還
是要獨行﹐感覺路是要一個人獨行的｡山口小姐與菊榮夫人﹐可能對我
有所不滿｡但就積極面而言﹐大概也不至於放棄我｡山口小姐說﹕「我
將暫時對付病魔﹐等著您重新出發的日子｡」
小靜自 1920 年 9 月起﹐連續有 38﹑39 度的高燒﹐10 月 11 日更住進醫院｡28與
此同時﹐山川均也因重病而被醫師要求暫離東京去靜養﹐遂於 10 月轉移到茅
25

山川菊栄﹙1972: 344-345﹚
﹑山川菊栄﹙1995﹚﹑江刺昭子﹙1995﹚｡關於這一事件的詳細說明
還可見林てる子﹙1995: 372-373﹚｡
26
山川菊栄﹙1972: 346﹚｡
27
林てる子﹙1995: 422﹚｡
28
山川菊栄﹙1972: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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崎西海岸暫住｡29小靜拜託山川菊榮﹐在山川均居所附近找處套房給她｡被退學
的貝原泰子也受山川菊榮的拜託而至當地照顧山川均｡小靜於 12 月到茅崎海
岸｡30在茅崎的這段期間裡﹐山川均與小靜有了更多的往來﹐山川均回憶道﹕31
那年冬天﹐在我轉地療養的地方﹐有兩個月左右的時間﹐幾乎每天都
和山口氏有談話的機會｡同志山口小靜氏是我所認識的許多同志中﹐能
最切題提問的人｡而且對我前日所講過的話﹐還能在次日反覆思考的
人｡幾個月之後回來﹐她已成為了卓越的馬克思主義者﹐優秀的共產主
義者﹐並且是一位熱烈的革命家｡直到同志山口小靜氏死後﹐才聽到她
為決心投入實際運動而放棄與愛人結婚的悲壯傳言﹐當時我並不感到
意外｡她愛無產階級革命更甚於愛其愛人﹐ 32 我不僅以稱呼其同志為
榮﹐更以稱呼其勇敢的同志﹑尊敬的同志為榮｡
1920 年冬天到次年春天﹐我在茅崎海岸進行轉地療養﹐當時也正如現
在過著自炊自食的生活﹐不久﹐山口氏離開了大阪的醫院﹐搬到我居
處的附近來﹐其中幾乎有一半的時間在我住處生活｡午飯的時候﹐她就
提著加熱便可食用的牛肉鍋﹐到我這裡一起吃飯｡天氣好的時候﹐就扛
著那塊灰色的毛毯﹐邀我一起去海邊曬太陽﹐一起躺在那裡互相朗誦
著第三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宣言｡
在茅崎療養期間﹐小靜說要做點事情﹐所以山川均讓她研究匈牙利工農革命｡成
果則在 1921 年 9 月底的水曜會例會上發表｡33
1921 年春﹐小靜從茅琦轉到鵠沼的農民家庭療養｡因拒家中接濟﹐上京尋
職﹔但由於有病在身﹐無法找到適當的工作｡那年夏天只好暫時到大森海邊﹐找
個管家兼女傭的工作而住下｡然而﹕34
但是到底是從不知勞苦的學生生活過來的女學生﹐就算在自由自在的
人家裡面﹐要當女傭還是無法勝任｡有次主人要她烤麵包﹐她竟來信告
29

山川振作﹙1976: 449﹚｡
山川菊栄﹙1972: 347, 349﹚｡
31
山川均﹙1923: 附錄頁 1-2﹚｡
32
其愛人叫做溝口義男｡小靜認為﹐雖然溝口對社會主義思想能有共鳴﹐對於實際運動卻缺乏動
機｡兩人遂因此分手﹙山川菊栄, 1923: 附錄頁 21-22﹚｡
33
山川菊栄﹙1972: 349﹚｡
34
山川菊栄﹙1972: 347﹚｡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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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我﹛山川菊榮﹜﹐「這實在是一大侮辱｡」有天下雨﹐主人站在門口
不動﹐聞其所以﹐說是要她拿出他的雨鞋﹔取出之後﹐竟以不高興的
口氣要她擦乾淨｡這時她隱忍已久的滿腹怨氣爆發了﹐她舉出那男主人
的無理之後﹐還詰問為何他還扣留前任女傭的工資不發｡﹙前任女傭是她
的朋友﹐也是推薦她來工作的人﹚當天晚上主人就帶了一個繼任者回

來﹐說﹕如果還找不到地方去﹐暫時可以住到找到工作﹐但是立即宣
布解雇｡
離職之後﹐小靜母校的學姊﹑也是東京女大

師的河崎夏 ﹙河崎なつ﹐

1889-1966﹚ 暫時收留了她﹐給她零用錢﹐也勸她再就學｡小靜覺得語言學 ﹙語
學﹚很必要﹐便去拜訪留美歸國的語言學家山田嘉吉﹙1865-1934﹚｡山田的妻子

即是發表母性保護論於《青鞜》雜誌的山田若﹙山田わか﹐1879-1957﹚﹐夫妻均是
保守學者｡而小靜竟帶著社會主義書籍要學英語｡由於山田本就敵視社會主
義﹐又認為對方是個不懂事的小女子﹐便拋開語言學而大談其社會主義亡國
論｡初遇失望的小靜﹐到了第二次就爆起無名火﹐
「你就去為你的國家策劃永遠
的道路吧﹗」於是﹐學生開除了老師｡35

3.馬克思主義者小靜

1921 年 4 月﹐社會主義女性解放運動團體「赤瀾會」結成｡小靜也是創會
會員之一｡在赤瀾會的例會上﹐小靜不改其好問銳進的脾氣﹐與無政府主義女
性運動家伊藤野枝 ﹙1895-1923﹐大杉榮的愛人兼同志﹚ 發生爭論｡ 36 山川菊榮回憶
云﹕37
當聽說赤瀾會因不易請到演講者而有點意氣消沉之時﹐她﹛小靜﹜很

35

河崎なつ﹙1923: 附錄頁 9-11﹚﹑山川菊栄﹙1972: 347-348﹚｡
伊藤野枝即著名無政府主義者大杉榮﹙1885-1923﹚的妻子﹐經常發表文章於婦女解放運動刊物
《青鞜》｡後與大杉共同慘死於 1923 年關東震災的蓄意虐殺中｡
37
山川菊栄﹙1972: 350﹚｡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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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服氣的說﹕「一個月只兩次﹐我可以努力試試｡」可惜由於多病而無
法實現｡不過有一次出席例會﹐適逢伊藤野枝的演講﹐她笑著說﹕「我
提出問題時﹐野枝先生竟不應答而發脾氣﹗哈哈哈﹗」彷彿可以看到
始終貫徹熱情卻不談理論的野枝先生的真面目｡
據連溫卿﹙1895-1957﹚的回憶﹐小靜激怒伊藤野枝的爭論點﹐在於「政治機關」
﹙如
國家政權﹚除是社會運動的敵人之外﹑
是否也是社會運動應當奪取利用的對象｡對

於伊藤野枝這樣的無政府主義者來說﹐
「政治機關」全然不需要﹔與此相比﹐小
靜的「馬克思」丰采則格外顯著──社會主義運動須以奪取「政治機關」為目
標｡連溫卿憶云﹕38
社會上一切政治機關現在都被少數階級獨占﹐所以生出不平均的事
實﹐以此不平均的事實﹐來否認政治機關是無益於民眾﹐這個觀念明
白是不當的﹐現在日本的社會運動﹐皆由經濟上轉向政治上去爭鬥﹐就
是要用這機關去利用罷｡女史滯京時候﹐曾在水曜會例會聽了伊藤野枝
女史講演﹐因他的講演有誤解此點﹐向他質問﹐反被他怒罵﹐ｌ﹝Ｊ﹞女
史曾說過此事﹐這記憶此時也衝出來｡
1921 年 9 月底﹐為在水曜會例會發表她對匈牙利工農革命的研究﹐小靜
冒著漏夜大雨從千駄谷趕至大森｡山川菊榮評價道﹐
「雖然當時的水曜會可以看
到女性的面孔﹐但是男性仍為壓倒性多數﹐而且當時尚無男女同校制度｡所以
她在年長的男性中間發表報告和應答提問實是需要膽量的﹐山口小靜不但勇於
承擔﹑而且瀟灑地完成了｡」39不久﹐這篇文稿便以〈匈牙利的工農革命〉﹙匈
牙利の勞農革命﹚為題﹑並以吉田梅子為筆名﹐發表於《社會主義研究》﹔二年

後以水曜會小冊子的形式﹐附上其友人知己的悼文而出版｡
小靜也協助山川菊榮的翻譯工作｡正當山川菊榮拖著病體﹑抱著嬰兒一點
一點地翻譯倍倍爾﹙August Bebel, 1840-1913﹚的《婦人與社會主義》以及拉帕波﹙Philip

38

越無﹝連溫卿﹞﹙1924: 第九回﹚｡值得注意的是﹐連溫卿將小靜與伊藤野枝的爭論場合記為「水
曜會」
﹐而非「赤瀾會」｡孰者為是﹐尚待核實｡連溫卿曾將小靜稱為「J 女史」
﹙越無﹝連溫卿﹞,
1924﹚
﹐並在另一篇文章中將小靜稱為「K．J」
﹙連溫卿, 1926﹚
﹐亦有「J」 ｡故此處將「l 女史」
校訂為「J 女史」｡
39
山川菊栄﹙1972: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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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ppaport﹚的《社會進化與婦人的地位》40時﹐小靜與永倉照子自告奮勇去山川

家裡幫忙菊榮﹐並分別協助了後一本書的翻譯工作｡41
由於小靜的病﹐她的家庭始終要她回家療養﹔水曜會的同志為了珍惜人
才﹐也不得不讓她回去｡這次報告之後﹐小靜便返回台北﹐永遠地告別了東京｡42

第三節﹑山口小靜的生與死43

1.連溫卿與山口小靜的相遇

關於小靜的返台﹐《台灣社會運動史》有著如下的記載｡首先﹕44
台北市大宮町山口小靜﹙大正十二年三月死亡﹚於東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在
學中﹐和山川均夫妻接近﹐研究共產主義﹐大正十年﹛1921 年﹜十月
遭受勒令退學而回來台灣｡回台後和連溫卿等相識﹐盡力於主義的宣
傳﹐並介紹連溫卿予山川均｡
對於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史來說﹐小靜與連溫卿的相識﹐可謂島內社會主義運動
的一件大事｡如果不是小靜﹑如果不是連溫卿﹐在島內社會矛盾因著日本資本
主義的滲透而愈發尖銳的情況下﹐島外﹙大陸以及日本﹚社會主義思潮或遲或早
一樣會進入島內｡但就日本社會主義運動向島內的實際發展而言﹐當以小靜與
連溫卿的相遇為轉戾點｡以一轉戾點繫於二人之相遇﹐說來很具戲劇性﹔但也
恰恰是這般戲劇性的相遇﹐才使連溫卿進而尋得與殖民母國社會主義運動家相
聯繫的管道｡
40

Rappaport﹙1913﹚｡
小靜與永倉的協助可見山川菊栄﹙1929: 5; 1995﹚的記述｡《社會進化與婦人的地位》日後另以
節譯方式發表漢譯本於台灣民報﹙1924i﹚
﹐但未署名譯者｡
42
山川菊栄﹙1972: 350﹚｡
43
這個標題借自尾崎秀樹﹙1982﹚｡
44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89a: 24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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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山口小靜與連溫卿
左圖為山口小靜的獨照﹙水曜會出版
部, 1923﹚﹐右圖則為她與連溫卿﹑綠
星旗﹙世界語運動的象徵﹚的合照﹙山
川均, 1923﹚｡兩張照片的背景相同｡

《台灣社會運動史》又云﹕45
連氏早年研究 Esperanto 語﹛世界語﹜﹐經此逐漸傾向社會主義﹐並於
大正十年﹛一九二一年﹜歲末與山川均相識﹐受該氏的指導進行共產
主義研究｡
倘若上述二則《台灣社會運動史》的記載不誤﹐那末連溫卿幾乎是在小靜
返台之後不久﹐便在小靜的介紹下聯繫上山川均｡連溫卿本名連嘴﹐只有公學
校學歷﹐算是自學成才之人｡目前尚無史料或研究能說明連溫卿參與社會運動
之前的事蹟｡但在連溫卿參與創立台灣文化協會之前﹐便已參與由日人兒玉四
郎 引 入 台 灣 的 世 界 語 運 動 ｡ 並 在 兒 玉 離 開 之 後 將 日本 世 界 語 學 會 ﹙ Japana

45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89c: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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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peranto-Instituto﹚台灣支部改組為台灣

ESP 學會﹐擔任《綠蔭》
﹙La Verda Ombro﹚月

刊的主編﹐成為當時日本境內三大世界語刊物之一｡連溫卿認為﹐世界語運動
「恰好為從嫌惡政治逃避出來的台灣人準備了一條出路」｡但對連溫卿來說﹐即
便他已由參與文化協會的鬥爭而超越「完全與現實的政治游離」的世界語學
習﹐然與社會主義活動家山川均之間的聯繫﹐才是真正的超越｡46
連溫卿因為認識小靜而打開了一條聯繫殖民母國社會主義運動的道路﹐而
小靜也以其熱情與誠心而被毫無隔閡地接納於台灣人的運動陣營｡此時﹐她在
台北的靜修女學校﹙今靜修女中﹚覓得一個

職｡47

山川菊榮回憶﹕48
後來卻驚聞﹐才回去不到半年﹐她便於次年春天四月到當地的教會學
校任教﹐不得不使我們擔心﹐其本人與雙親也因沒有認清其患病的性
質而太過樂觀﹐尤其醫生也難免其責｡她不單單在女學校教書﹐還在台
灣青年中組織社會主義團體共同研究﹐並加入了進步的思想團體──
台灣文化協會──融入台灣人的社會之中｡當然﹐在當時的台灣社會
裡﹐日本人是被疑慮的眼光看待著的﹐絕對不會被當作同志朋友來對
待｡但只有她﹐以其純真誠實的為人﹐加上警察對她的監控﹐她便與一
般日本人不一樣地被接納為真實的台灣人的朋友與戰友｡這是文化協
會的連溫卿先生所說的｡
雖然小靜如此熱切地投入運動與生活﹐但其逐漸惡化的肺病﹐卻又迫使她
於同年夏天住院達兩個月｡ 49即便病情嚴重﹐小靜仍然為了響應日本內地由左
翼所推動的俄羅斯飢荒救濟募捐﹐與她的高中校友們於 9 月 22﹑23 日舉辦賑
災音樂會於台北鐵道旅館 ﹙原址即今日台北火車站對面﹚ ｡舉辦救濟外國的賑災活
動﹐於情未有不合｡但對日本當局而言﹐蘇維埃政權及其日本境內的同路人卻
是威脅其統治的危險
46

在﹐而且這一賑災活動還有為促使日本承認蘇聯一事營

關於連溫卿與台灣的世界語運動﹐史可乘﹝連溫卿﹞﹙1954: 91-93﹚與戴國煇﹙1975: 57-60﹚均
有概略說明｡另外﹐日本已有專題討論台灣世界語運動的論文﹙松田はるひ, 1977-1978﹚﹐但筆
者目前無法獲得｡
47
關於小靜進入靜修 書的資訊﹐來自於竹中信子﹙1996: 246﹚｡
48
山川菊栄﹙1972: 350-351﹚｡
49
山川菊栄﹙1972: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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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輿論的意味﹐因此日本當局不可能隨意放任其活動的進行｡就台灣而言﹐恰
巧此時大陸汕頭發生風災﹐總督府當局遂順水推舟﹐除在御用新聞《台灣日日
新報》大炒汕頭風災消息之外﹐50更要求小靜等主辦人應將汕頭風災納入音樂
會的主題﹐稀釋其本來訴求｡連溫卿回憶﹕51
自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七年之短促期間中﹐台灣社會之進步大有一日
千里之勢﹐這樣情勢必然的影響到各方面所發生之事件﹐在印刷工第
一次罷工52之翌年為募集救濟俄羅斯大饑餓之義捐﹐曾在鐵道旅館餘興
場舉辦音樂會﹐連續二日﹐該會之主辦人全部屬于第一高等女學校出
身之日人高級官吏及豪紳的子女﹐例如山口宮司﹑新元鐵道部長﹑田
傚吉之愛女｡唯警察方面則以為專為救濟俄羅斯饑餓﹐是不宜於國際情
勢﹐當時汕頭亦曾發生大水災﹐損害甚鉅﹐應兼行救濟﹐方能獲得社
會人士的讚譽的﹐其結果﹐反響果然不錯﹐出演者全部是日人業餘的
青年音樂家﹐入場者十之八九亦為日人﹐於此可見當時日人尚未離脫
自由主義之傳統｡
《台灣日日新報》曾有報導云﹕53
台北第一高等女學校同窗會｡此回為欲醵﹝聚﹞集汕頭災害及俄國救
飢義捐金｡訂來二十二｡二十三兩日｡會場假台北鐵道旅館｡開慈善音樂
會｡目下正稟請許可中｡據聞入場料學生券五十錢一千枚｡普通券一圓
者三百枚｡特別券二圓者百枚｡計欲得金千圓｡內四百金寄往汕頭｡四百
圓寄往俄國救飢｡其餘二百圓充慈善音樂會開催之一切費用云｡
山川菊榮則回憶﹕54
就在這年夏天﹐在日本本土的社會主義團體和工會組織聯手發起了俄
羅斯飢荒救濟運動﹐在婦女運動這方面﹐當時首次廣泛地得到活躍於
50

倘若翻開 9 月前後的《台灣日日新報》
﹐會發現汕頭風災的新聞遠遠多於俄國災情﹐甚至每日
都有為汕頭風災募捐的新聞｡
51
連溫卿﹙1954a: 41﹚｡
52
連溫卿此處回憶有誤｡連溫卿所謂的「印刷工第一次罷工」發生於 1923 年 8 月｡台灣印刷製本
業者同盟組合以戰後物價跌落為由﹐聯合降低旗下各工廠的工資﹐旋引起印刷工人罷工﹐直至 9
月才抗爭勝利｡除連溫卿在〈城內的政治發展〉的 述外﹐此事件還可另見台灣日日新報﹙1923h﹚｡
53
台灣日日新報﹙1922: 4﹚｡
54
山川菊栄﹙1972: 351﹚｡

86 /

一九二四年以前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

文化活動的與謝野晶子﹑深尾須磨子等知名女性的支持﹐以全國性的
音樂會﹑演講會﹐以及賣明信片等方式來募款送到蘇聯｡在台灣﹐因病
住院的山口小靜也動員同志朋友進行全島性的運動﹐募到相當於今天
幾十萬元的六﹑七百元捐款﹐送往蘇聯｡
為了協力此一運動﹐我曾到駿河台的文化學院拜訪與謝野晶子﹐當時
她很爽快地答應援助﹐但說﹕「我對事務一竅不通﹐這方面要請河崎
夏小姐幫忙﹐學校裡面的實務工作都是她在執行」﹐於是介紹了河崎小
姐和我見面｡還沒寒喧﹐她一見面就提到山口小靜的名字說﹕「十年來
教過各個學校﹐從沒教過這麼一個優秀的學生﹐她是你們的寶﹐要多
加照顧﹑珍惜｡」在小靜小姐歸鄉之前﹐能讓小靜以失業之身而無憂無
慮地度過一個夏天來靜養與研究﹐這都應該歸功於河崎小姐的善意｡但
也恰恰為了這樣的原因﹐使得河崎小姐受到警方的干涉而不得不搬家｡

2.白色恐怖下的島內秘密讀書會﹕馬克斯研究會

在島內推動與日本內地同步且具社會主義色彩的活動﹐在台灣史上大概也
屬先驅﹔但在先驅性之外﹐島內外社會主義所交織建立起的聯繫也許更值得注
意｡在聯繫漸次豐富起來的過程中﹐原來被連溫卿視為「完全與現實的政治游
離」的世界語﹐也成為這些聯繫的良好媒介｡除了連溫卿是島內世界語運動的
積極份子之外﹐原來在東京便開始學習世界語的小靜﹐也在返台之後展現出空
前的進步｡山川菊榮云﹕55
由於我的姊姊熱中於世界語﹐從而影響了河崎小姐也開始學習﹐由於
小靜從河崎這位宣傳高手那裡聽到了世界語的妙用﹐便以其本有之熱
心﹐深入研習﹐不久有空便能做翻譯﹐頗能在與外國同志的通信裡忙
中作樂﹐同時也進入英譯資本論的研習｡

55

山川菊栄﹙1972: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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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綠蔭》
﹙Verda Ombro﹚封面
「月刊 Verde[Verda] Ombro 是自一九一九年
起繼續到一九二四年﹐在這六年間每月頒與會
員及同好者外﹐又和外國交換﹐在一九三一年
第一回全島大會時所展覽的已有一百八十
種｡Vesda[Verda] Ombro 為日本全國三雜誌之
一﹐即與東京之 Revuo Orionta[Orienta]大阪之
Verda Utopis[Utopio]並立｡」
﹙史可乘[連溫卿],
1954: 92 ﹚ 雖 然 連 溫 卿 稱 《 綠 蔭 》 停 刊 於
1924﹐
但該刊實曾再刊於 1926 年｡左圖為 1926
年《綠蔭》第 7 卷第 1 號﹙高橋新太郎文庫﹚｡刊
頭註明了編者﹙Redaktoro﹚為「S. Ren」﹐即
連溫卿的世界語名字「Sonkio Ren」｡1924 與
1926 年之間﹐台灣世界語運動分裂｡連溫卿的
台灣 ESP 學會曾於 1925 年發行機關誌 La
Formoso｡﹙本刊資料室, 1991: 15-16﹚

但在總督府當局眼中﹐世界語卻是極其「不穩」的危險對象﹐當局的民族歧視
與差別統治甚也反映其中｡小靜曾被兼任警務局保安課勤務的「色魔的

育課

56

長」田代彥二叫去問話﹔在小靜寫給連溫卿的信中說﹕

我最近有機會和台灣當局的某一高等刑事就世界語的事情做了兩三次
問答｡他說﹕「通常日本人和台灣人所做的同樣的行為﹐必須以頗不相
同的解釋來區分｡例如在信函中的紀元寫為 1922 年的時候﹐寫的人如
果是日本人﹐我們會認為他不過是使用了世界通用的年號﹔但若同樣
的字眼出現在台灣人所寫的信函上﹐這就不得不認為他忽視甚至是敵
56

山口小静﹙1923: 32-34﹚﹑山川菊栄﹙1972: 249﹚｡連溫卿﹙1926﹚後來回憶起禁止台灣人使用
世界語之事例時指出﹐
「說日本人和台灣人學了世界語﹐然其意義總不能看做相同﹐因為怎麼呢﹖譬
如日本人讀了世界語用著西曆的年號﹐這是日本人不過以國際上的慣例用的年號而已｡但若是台灣
人用了西曆的年號﹐這可以看做一種的叛逆﹐因為日本國家有固有的年號『大正○○年』而不用
之﹐而卻用西曆﹐是一種排斥日本固有的年號的行為｡當局應難允容之﹐這是我的友人Ｋ．Ｊ．由
所謂『色魔的 育課長田代』聞及著﹐那時候他是兼任警務局保安課勤務的｡」關於田代彥二﹐可
見﹕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39a: 978-983﹚
﹑
﹙旧植民地人事総覧, 1997: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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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日本大正十一年這個年號｡同理﹐都是在學習世界語﹐對於日本人來
說﹐只是在學習全世界所共同使用的語言﹔然若是台灣人在學﹐那就
充分表示了他對日本語的排斥｡……日本的殖民政策﹐絕不會容許這種
叛逆行為……｡」……這就是在台灣的日本統治者的態度與心態｡……
聽到這裡﹐台灣人諸君又將作何感想﹖……諸君先為民族戰爭來戰鬥以
前﹐一定要先從不公平的迫害和壓迫中得到解放｡所有被迫害者奮起的
時機已經到了｡讓我們躍入澎湃的世界革命潮流｡時代的波瀾必將諸君
送往成功的彼岸｡
然而民族歧視並不止如此｡舉凡前面提到的音樂會﹐57乃至特殊的名詞用語﹐58
都能從中聞得總督府當局鮮明的差別態度﹐連溫卿曾有精采的說明｡但無論是
日本人或台灣人﹐只要涉及社會主義運動﹐同樣都會成為當局嚴密監控的對
象｡當連溫卿於 1924 年前往日本之時﹐他在船上回想起他與小靜之間的通
信﹕59
去到洗面室洗了臉後﹐又躺在吊床上﹐讀一本山川均氏著的書「由井
底所看見的日本」﹐60書後有一篇著者的感想﹐謂自東京至垂水﹐二日
間能得到的書信﹐因為是他的﹐經過一週間後﹐能得被配達著﹐要算
是很早的﹐我看了後﹐回憶我的經驗起來了｡
ｌ﹝Ｊ﹞女史和我是同住在一個市內﹐若是書信﹐朝發而夕可到的地
方﹐他寄給我的信﹐一週間才到﹐我寄給他的信﹐是要二週間後﹐纔
能得到｡

57

連溫卿﹙1954a: 41﹚云﹕「但是那﹝俄羅斯飢荒救濟募捐﹞音樂會是屬于日人對日人之對外的
行動﹐自然沒有直接的政治性﹐倘若是日人對台灣人﹐或台灣人對外的行動﹐那麼卻就不簡單｡」
58
連溫卿﹙1954d: 106﹚云﹕「記得世界第一次大戰後﹐日當局鑑於本省人之思想發達﹐不得不
築建一道防線﹐令全台的新聞雜誌切實遵守從來之內訓﹐把日本寫作內地﹐日本人寫作內地人﹐台
灣寫作本島﹐台灣人寫作本島人﹐其用心是不要使本省人感覺著﹐台灣之政治是與日本內地有差
別的﹐進一步﹐公開場所若說一句『社會主義』或『無產階級』
﹑
『無產大眾』﹑
『勞働階級』
﹑
『資
本主義』﹑
『搾取』等等﹐在講演會即被終止﹑注意﹐若在個人談話﹐任公職者會被撤職﹐或被訓
責﹐而到了世界第二次大戰前後﹐情勢就一變了｡這些視為危險的單語﹐就是不受 育的人也得衝
口而出﹐視為日常的常識了｡由此可以知道本省人受思想觀念的洗禮已有隔世之感｡」
59
越無﹝連溫卿﹞﹙1924: 第九回﹚｡
60
山川均﹙1924﹚｡這本書收錄了山川均自 1921 年 2 月至 1923 年 12 月間所發表的四十篇時評｡並
於 1924 年 2 月 27 日發行﹙山川均, 1976a: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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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連溫卿與小靜的努力下﹐他們秘密成立了「馬克斯研究會﹙マルクス研究
會﹚」﹐61以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為學習對象｡連溫卿首先取得漢譯本的《共產

黨宣言》﹐意欲以此為講義﹔但小靜卻需要日譯本﹐她便寫信向山川菊榮索
取﹕62
文化協會的連溫卿先生拿到漢譯本的共產黨宣言｡本想在成立馬克斯
研究會時以此為講義﹐但因會內有日本人﹐所以也有日譯本的需求｡於
是山口小姐便向我索取﹐可是明治時代的譯本已然絕版﹐無法入手﹐便
只好如此回信｡更糟糕的卻是﹐警察扣下了這封回信﹐以此恐嚇山口小
姐的父親﹐加上她近日在台北的活動﹐使她和她的家庭之關係更加惡
化｡
而且﹕

63

歸鄉後的小靜顧慮到警察﹐同時認為遲早要上京﹐所以暫時少作通
信｡但有關《共產黨宣言》的事情﹐雖然我在改名寄出的信件中連書名
也改變了﹐但落到警察手裡﹐事情還是會變大｡
最後﹕

64

……想不到我的回信和同時送給她的參考書小包裹﹐竟然被警察扣留
沒收﹐致使她遭到更加嚴密的監視｡到了大正十二年﹛1923 年﹜春
天﹐她的父親也不得不準備辭職﹐要把她送到東京來｡
雖然連溫卿曾先後在不同文章中或詳或略﹑或明或暗地提及「馬克斯研究
會」﹐但目前並不清楚該組織的詳細經緯｡但能確定﹐它是公開於島內成立之「社
會問題研究會」
﹙1923.7.23 成立﹚的母體﹐而「社會問題研究會」恰恰是《台灣社
會運動史》認定的島內共產主義運動之嚆矢｡由此來看﹐
「馬克斯研究會」的意
義實是空前的｡只是﹐小靜最終並無以親見「社會問題研究會」的誕生﹐便因
日趨惡化的肺病而謝世了｡
61

「『馬克斯』研究會」之名乃連溫卿﹙1927: 12﹚所明確提及者﹐故此處均不以目前的通用譯名
「馬克思」替代「馬克斯」｡
62
山川菊栄﹙1972: 352﹚｡山川菊榮並另於書中 248-249 頁提及此事｡此事可見 A 氏﹙1923b: 附錄
頁 15﹚｡
63
山川菊栄﹙1972: 353﹚｡
64
山川菊栄﹙1972: 248-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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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花蕾落地

小靜的病竟致於死﹐這是山川菊榮等人所原無預想的｡1923 年 2 月﹐貝原
泰子﹑永倉照子與山川菊榮再次相聚於大森的山川家﹕65
三個人圍著暖爐﹐做了一番四年來的話舊暢談｡當時山口小姐已回鄉里
養病﹐不過我們各自提起她在東京時的許多天真趣事而笑成一團﹐大
家並都熱切期待曾說三月必回的小靜返京｡
但小靜畢竟是死了﹐正是死於 3 月﹑死於母喪的打擊與裕仁皇太子訪台引起的
風潮之中｡山川菊榮回憶﹕66
最後﹐她父親決定要帶她到東京﹐但在啟程前的大正十一年﹛1922
年﹜底﹐臥病已久的母親就先逝世了｡
「昨﹛1922 年 12 月﹜二十六日下午四時﹐母親永眠｡在落寞的心情
裡﹐思念及我們許多同志的苦難｡現在只有暫時作為有生者的呻吟而繼
續下去｡」這是次日小靜小姐寫給連溫卿信中的話｡
大正十二年﹛1923 年﹜三月﹐台灣因那被稱為「攝政宮」的現任天皇
之渡台而全島沸騰﹐
「台灣各城市的警察拘留所已然滿員﹐台北甚至因
為無法再收容﹐就把人銬上手銬﹐幽禁於個人自宅｡各學校的入學考
試﹐奉命延期﹐困惑著數萬小學生｡」連溫卿給我的信中這樣說著｡
3 月 16 日﹐小靜再次住進了醫院｡在連溫卿給山川菊榮的信中寫道﹕67
三月十五日的信裡說﹐她吐了三次血﹐身體非常衰弱﹐雖不發燒﹐但
須絕對的安靜｡四月底應該可以治好﹐所以最近要住院﹐而入院是十六
日……
樂觀的預期四月底就能治癒的她﹐已作不歸之旅｡……但這並非無意義
65
66
67

林てる﹙1923: 附錄頁 6﹚﹑山川菊栄﹙1995﹚｡
山川菊栄﹙1972: 352﹚｡山川菊榮所引史料原自 B 氏﹙1923: 附錄頁 16﹚｡
山川菊栄﹙1972: 353-354﹚｡山川菊榮所引史料原自 A 氏﹙1923a: 附錄頁 14; 1923b: 附錄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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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死｡這是深入戰場提供槍彈而殉職的﹐戰鬥正熾猛著﹐啊﹗何等悲
壯﹗聽說臨終之日的早晨﹐雖然拿起鋼筆﹐但因不能書寫﹐竟不出一
語而嘆息絕望……｡
……當地的人都悼念著山口小姐｡但運動還是照常進行｡甚至寄予重望
而努力著｡……比方昨天﹐聽說那個□□□□﹝攝政之宮﹞的□□﹝行
啟﹞要從我們的文化協會門口經過﹐一大早就來個家宅大搜索﹐出入
之人不問男女老幼全都先作身體檢查﹔加上憲兵﹑便衣警察約一百
五﹑六十人﹐在四周圍站崗﹑警戒﹑巡視﹐過路的人只要被認為可疑
就一個個攔下盤問……要之台灣的人民還是徘徊於民族範圍內的底
層﹐有時會打出超乎民族水平之上的旗幟﹐但其顏色仍是粉紅色﹝桃
色﹞的｡﹙連溫卿氏﹚
為了迎接裕仁到神社參拜﹑為了擔任先導的光榮任務﹐山口透拖延了帶小
靜上京的日期｡68正當他陶醉於即將到來的榮耀時﹐小靜走了﹐時間是 3 月 26
日晚上 9 點 40 分｡小靜以著自己的死﹐給予父親的皇國狂熱以最後的反叛｡此
時恰恰是母親逝世於同醫院的百日｡28 日﹐小靜於台北三枚﹝板﹞橋火葬場火
化｡為了「攝政宮」的渡臺﹐沒有公開的儀式﹐骨灰則暫

於斯｡69對於小靜的

死﹐山川均寫道﹕70
明年的勞動節一定要在東京舉行 ──山口氏留此一言便回去家鄉
了｡去年的勞動節有一千五百名工人參加﹐今年則有五千名工人階級的
先鋒參與｡在傾盆大雨中踢濺著泥濘而前進﹐這樣無產階級軍隊壯烈的
情境﹗紅色的工會旗幟之上﹐則滴著如血的雨水﹗「高高舉起啊﹐血
紅的旗﹔在這面旗幟之下發誓……我們堅決死守保衛紅旗﹗──」我
們無產階級先鋒隊更高唱著這首歌﹗ 71我真希望能讓山口氏看到今年
勞動節的場面﹐不過無產階級要得到勝利之前﹐我們必須付出很大的
犧牲﹐我們所尊敬的許多同志和我們敬愛的同僚將在我們前進的路上

68
69
70
71

A 氏﹙1923a: 附錄頁 13﹚｡
B 氏﹙1923: 附錄頁 16﹚｡
山川均﹙1923: 附錄頁 3﹚｡
此即改編自德國民謠的革命歌曲《赤旗》歌﹐此處中譯依據中文版歌詞再行改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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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左向右地倒下｡我不得不咬緊牙關﹐跨過我們同志﹑兄弟﹑戰友的屍
體前進﹐再前進﹗
堺利彥﹙1870-1933﹚賦悼詩云﹕72
又見一顆花蕾落地
停下來
回頭看
在我們前進的道路上
無暇惋惜
永倉照子則在日記中寫道﹕73
﹛1923 年 4 月 24 日｡﹜得知山口小姐於三月二十六日過世｡真是被奪去
應該珍惜的人｡再怎麼想﹐失去了她﹐對我們婦女是一件憾事｡縱使不
是從那麼廣泛的範圍來痛惜﹐對我而言也是失去了一位很有助力的朋
友﹐在我而言﹐這是最大的悲哀｡山口小姐是存在著﹐在某一個地方存
在著﹐平常這種念頭對我來說是多麼有力的慰勉﹐然而直到失去了
她﹐我才痛切地感受到｡
現在﹐沒有知心朋友這件事也是寂寞之一｡知心的朋友﹑同一思想的朋
友﹐能夠兼而有之自是很高興的事情﹐不然﹐我還是喜歡知心的朋友｡
……
我要使我的生命能完全燃燒的東西｡我好像希望要用我的全身去撲擊
某些東西｡我正衷心地祈求著緊張和燃燒｡
同年 7 月﹐照子拜訪了山川菊榮﹐並將小靜未能譯完的《社會進化與婦人的地
位》帶回翻譯｡然而同年年底﹐照子也病逝了｡74
小靜死後不久﹐山川菊榮在《前進》﹙進め﹚雜誌 6 月號發表了〈給將投
入社會運動的年輕女性〉一文｡山川菊榮將女性參與社會運動所必須面對的苦
痛﹑危險﹐以及各種最終退縮轉向的實例寫於文中﹐提醒必須要有充分的思想
準備與投入實踐的決心｡這封信﹐無論就過去或現在﹑無論是女性或男性﹐只
72
73
74

堺利彥﹙1923: 44﹚｡
林てる子﹙1995: 342-343﹚｡
山川菊栄﹙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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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願意投身社會運動﹐都是一篇非常值得參考與反思的學習文獻｡山川菊榮在
全文的最後寫道﹕75
在您心中是否燃燒著可以忍受任何艱苦﹑任何犧牲﹑對任何工作都可
以承擔而有準備奉獻此一生的強烈信念﹖您會拋棄一己的安息﹑平穩
的家庭生活﹑兄弟情誼﹐以及以前所受教育的價值觀﹐而自告奮勇的
投入慘烈的鬥爭中﹐並甘於一生當一名痛苦的無名小卒嗎﹖您能放棄
資產階級女兒的安穩地位與溫暖的臥榻﹐毫不後悔地中彈橫屍﹑餓倒
路旁﹑甚至刑死獄中﹐成為階級戰爭之中的一名戰鬥員嗎﹖在現在直
接刺激您﹑鼓舞您的事情與現象過去之後﹐您確定能以冷靜的理智與
堅定的意志﹐繼續在我們道路上邁進嗎﹖
社會運動不是玩遊戲﹐也不是戲劇﹐這是慘烈的戰爭｡此戰爭所要求的
是極大的犧牲﹐經得起考驗的堅定意志｡這是通向未來新社會的階梯與
基石｡您有這份充當階梯基石的覺悟嗎﹖
據《台灣社會運動史》記載﹐連溫卿於 1924 年聯繫上正在台灣當兵的《前進》
社同人奧野直義﹐從而將《前進》帶進島內﹐分送給連指導下的台灣無產青年
們購讀｡76倘若連溫卿在《前進》讀到這篇文章﹐會否想起小靜﹖
在通向 1924 年的道路上﹐小靜先著連溫卿而逝去﹐在同志們的心中留下
了純潔光輝的形象﹐但畢竟未能繼續接受時間的考驗﹔在通向 1924 年的道路
上﹐連溫卿承繼著小靜未酬的遺志而前進──既是 1923 年所成立的「社會問
題研究會」﹐也是 1924 年與山川夫婦的會面﹐甚至更是 1927 年文化協會的左
轉──這是連溫卿即將踏上的革命旅行｡
歷史對於連溫卿──乃至所有台灣社會主義者──的考驗﹑一場以集體力
量超克過早耗盡「一生只能開花一次的青春」之命運的試煉﹐即將來到｡

75
76

山川菊栄﹙1984: 70﹚｡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89a: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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