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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据时期朝鲜与台湾的无政府主义者交流
——以申采浩与林炳文的活动为中心

邱士杰

（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台湾台北）

摘要:在日本殯民統治下,殖民地台灣和朝鲜分别产生了近代的无政府主义运动e台湾的无 

政府主义运动始于1920年代,并先后经历了无政府主义与布尔什雉主义的合作与分裂两个阶段。 

此过程中,朝鲜无政府主义者申采浩是与台湾无政府主义者保持长期合作的代表性人物。申采浩 

与林炳文——台湾知名客籍女性作家林海音的战叔ーー在1928年以“东方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 

名义在东北和台湾分头展开秘密行动。虽然两人在两地先后被捕,但他们为了脱离日本殖民统治 

而付岀的努力以及为此形成的中韩两国革命者的合作却值得后人的记忆与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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ー、引言

日本殖民统治下的1920年代是台湾迄今为止唯一有显著的无政府主义活动之时代。虽然无政 
府主义本身所特有的反组织性格,使得研究者无法轻易经由任何定义来描述“运动”的质与量,但无政 
府主义者的产生与存在,却是1920年代台湾所拥有的、无法杳认的、空前绝后的一道独特风景。

从台湾籍的无政府主义者产生以来,他们便如同朝鲜、日本,乃至大陆上的“主义者”⑴们ー样,展 

开了跨地域的交流与活动。对台湾的“主义者”而言,由于台湾岛本身的狭小地域与严格的思想管制, 
致使台湾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不得不具有显著的跨地域性格,而其活动范围至少及于1920年代的东 
北亚◎某种意义上,如果舍弃了这样的蹲地域视角而抽象，孤立地谈论所谓的“台湾”无政府主义运 
动,运动本身的对象性⑵便没有得到发掘乃至彰显之可能“

其中,台湾、朝鲜两地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交流有一定的特殊性,因为两地的“主义者”几乎都得 
在两地之外的第三地才能实现交流。众所皆知,两地均因日本的侵略而沦为殖民地,台湾是作为中国 
的一部分而沦为殖民地、朝鲜则是举国成为殖民地a两地人民有敌府同仇之共同情感。嫩而两地“主 
义者”之间的连带与合作,基本上展开于社会主义思潮译介领先东変各国的殖民母国日本,以及革命 
运动迅猛发展的半殖民地中国⑶（也因此,他们的连带与合作往往也能看到大陆与日本之“主义者”的 

参与）。若先撇开此种现象的成因不提,这种现象几乎是任何研究者粗读相关原始史料之后所必能得 
到的基本印象。以台湾来说,最经典的史料自然是台湾总督府于1939年秘密编纂的《台湾总督府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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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沿革志第二篇・领台以后的治安状况（中卷）・台湾社会运动史》（以下简称《台湾社会运动史》）。

在两个殖民地的“主义者”主要在两地以外的第三地展开连带的前提下,任何迥异于此ー普遍现 
象的特殊历史事件显然特别值得瞩目。虽说现在尚未发现台湾无政府主义者前往殖民地朝鲜活动的 
记载,我们却能看到朝鲜无政府主义者前往殖民地台湾活动的纪录。这个纪录,就是由1928年被捕 

于台灣的朝鲜知名无政府主义革命家和历史学家——申采浩（丹斋,1880—1936）——所写下的。恰 

恰是这位冒险前往台湾开展革命与连带的革命家为1920年代的台湾无政府主义运动留下了浓墨重 
彩、无可抹灭的篇章。

以申采浩与台湾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交流为中心,本文将借此梳理台湾无政府主义运动史的某 
些侧面;并将以现知的1920年代台湾无政府主义运动发展史为线索,说明申采浩在该运动史上的特 

殊位置。其中本文将着重介绍两个方面的史实,ー是申采浩在台湾被捕的相关台湾史料纪录,另ー则 

是与申采浩同案被捕、却长期为其同胞所遗忘的台湾无政府主义者林炳文——台湾知名客籍女性作 
家林海音的叔叔一的短暂人生。

二,1920年代台湾无政府主义运动概述

关于无政府主义在台湾的萌芽,现知最早的证词来自日本大阪地区的无政府主义者逸见吉三 
（1903—1981） c,根据他的说法」915年发动“瞧吧昨起义”ー这是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时期最大、最后 
的ー次汉人抗日武装斗争一的余清芳（1879-1915）,就是无政府主义者。逸见指出,当年余清芳因向 

学心切而渡海前往日本横滨,结识了幸德秋水"大逆事件’‘幸存者所组织的“直接行动派”,并得其成员 
吉田只次（1877—1963）之指导。后来,余清芳将学到的无政府主义联系于台湾实际,发动起义。国

目前的史料尚无法说明1920年代台湾无政府主义运动是否从余清芳的行动中为自身的诞生汲 
取任何养分,甚至无法证明逸见所说情节属实,但运动确实是在差不多相同的时间点上、在殖民母国 
日本,为1920年代的运动形成了初步的人际关系网。

1920年代的台湾无政府主义运动是一个无法弧立叙述的对象,它是在台湾的民族解放运动这ー 

主要潮流之下,伴随着台籍马克思主义者的出现而产生的新生事物。根据目前发掘的史料与研究,有 
两组相互交缠而又彼此拒斥的人际圈,可以作为叙述当时“运动史”的主要线索O第ー组人际圈可称 
为“AB合作"圈0 “A”者,指无政府主义,汉语音译为“安那其主义”（皿rd&者,则指“布尔 

什维主义"（bclshMsm）,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布尔什维主义开始在世界范围里成为马克思主义Z共产 
主义的又一同义语。而当时汉语里所谓的“ AB合作”（或“安布合作”）,指的就是一种主张两种主义 

相互合作的路线。第二组人际圈所走的则是一条全然迴异于前者的无政府主义路线,这条路线反对 

与布尔什维主义合作。此处姑且将围绕着此一路线而形成的人际圈称为“纯粹A派”圈。
台湾“AB合作”圈的核心人物是来自四川的罗任一（罗豁,1897—1965）以及来自台湾的彭华英 

（1891-1968） 〇在台湾的社会运动中出现四川人,乍看可能令人意外，但他却是描述此段运动史最关 
键的人物线索——实际上,没有跨地域参与者的社会主义运动恐怕オ是难以想象的事情。⑸

1915—1916年,先后奔赴日本留学的罗任一与彭华英,在东京神田区的中国基督教青年会馆,参 
与发起了以黄介民（中）、金镶洙（朝）等人为中心的跨地域组织“新亚同盟党”ノ用1920年前后,这两 

人又共同在日本参与了李大钊（中）、权熙国（朝）、堺利彦、宫崎龙介、大杉荣（日）等人列名其中的“可 
思母俱乐部”（コスモ俱樂部」920-1923） .⑺后来,两人先后奔赴中国大陆° 1924年,他们在上海参 

与发起社会主义组织“平社”并发行机关刊物《平平旬刊》。在平社以及《平平旬刊》的基础上,台湾出 
现了最早的社会主义政党,那就是将“赤色”之“中华"写在自己旗帜上的“台湾赤华会”（或称“赤华 

党/Red China Party”）ロ⑻

台湾“纯粹A派”圈的核心人物则是来自台湾的范本梁（一洗」斯ー!945） 口前往日本留学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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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同样参加了可思母俱乐部,甚至曾当面得到大杉荣的指导° 192I年6月,可思母俱乐部在前述青年 
会馆举办“人类爱的结合讲演会”,这是可思母俱乐部留下最多记载的ー次事件.在这次聚会中,范本 
梁起而发言,却遭临场监视的警察终止,甚至遭到拘禁。此事件之后,范本梁便如同罗、彭二人一样离 

开了日本,但他转赴北京产1
可思母俱乐部是一个“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东亚诸民族知识人的交流机关”,也是一个隋主义的 

“AB合作”团体。「ゆ虽然可思母俱乐部日后的发展倾向于“B派、但恰恰是这样ー个“东亚诸民族知 

识人的交流机关”,同时为台湾"AB合作”圈与“纯粹A派”圈的组织化培养了最初的“主义者"。【"コ

两个圈子的主要组织者共同离开日本并转赴中国大陆,反映当时的中国大陆逐渐成为东亚各地 
“主义者”们实践其理想之新根据地。范本粱前往大陆之际,正是中共即将在上海召开“一大”（1921 
年7月）之时。据当时的日本情报,一大代表陈公博（18%一1946）所借居的“大东旅社”正好也有一 

群东亚各弱小民族革命者召开着秘密集会,计划前往即将召开的华盛顿会议请愿O某种意义上,此时 
聚集了弱小民族分子与激进主义者的大东旅社正是东亚社会运动在上海的缩影』ユ［范本梁日后曾大 
カ赞扬的日本无政府主义者和田久太郎（1893—192わ当时也在上海』ヨコ据日本情报,蔡惠如（1品1 一 

1929,台湾抗日民族主义运动家）、彭华英等人曾作为“大阪一派的可思母俱乐部成员”而列席和田于 

上海举办的宴席』ガ

但当时的“主义者”们并不只聚集在各国势カ纵横交错的上海,还包括了范本梁所奔赴的首都北 

京。正是在这个积淀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古都,申采浩登上了台湾无政府主义运动的舞台。

三、申采浩与台湾无政府主义者范本梁的交会（1923—1924年）

范本梁抵京后,除了旁听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更在1922年11月至翌年1月间,与滞留于中国的日 

本无政府主义者山鹿泰治（1892—1970）共同出席了景梅九（1882—1961）所主持的“北京无政府主义 
者联盥（北京AF）”会议J田景氏是著名无政府主义者、老同盟会员。当时他所主办的《国风日报》副刊 

“学汇”乃全国最重要的无政府主义活动新闻纸,由此可以想见北京在当时无政府主义运动中的地位。
实际上,北京在当时运动中的地位,更直接地表现在东亚各地的、,主义者”以北京为中心的集结， 

特别是朝鲜的“主义者”们。诚如朝鲜共产主义者张志乐（金山」905—19ヨ8）所言,在1919-1923年, 
”北京有800名朝鲜民族主义者,其中包括300名学生、“在北京为数不多的朝鲜人竟然出版七份杂 
志,这在任何少数民族中可能都是前所未有的” J阂朝鲜独立运动者李又观（丁奎,1897—1984）［⑴的 

自作年谱以及朝鲜无政府主义革命家柳子明（1894—1985）的回忆录,更直接披露了一个同时包括朝 

解与台湾无政府主义者在内之跨国人际圈的形成。李又现指出:
1922年（26岁）,与友堂李金荥、丹斋中采浩、北京师大教粳鲁迅兄弟（周树人、周作人、周建 

人）、俄国賞诗人瓦西里・爱罗先珂、台湾革命同志篦本梁等郑［交］游J闻 

柳子明刖回忆:
在我被关在看守所的时候,義让戏烦恼的一件事,就是通过《朝鲜日报》而得知我最敬爱的丹 

斋申采浩先生,与李志永（自黑梢）、林扁文一同被日本警察所逮捕,关进了大连监狱。林炳文是台 
湾人无政府主义者,我是在1924年于北京结识了林炳文与范本梁。由于我们都是无政府主义 
者,所以交流比较密切。吉时林炳文供职于北平（父鹤）邮政局,寄宿于前门外泉州会馆ウ由于我 
的生活比较拮据,通过林炳文的介貂,而曾在泉州会馆工作过一段时间。丹斋先生亦透过我结识 

了林炳文0
当时,李志永从首尔（明・）到北平来,通过我而认识了丹斋先生与林炳文。他们之后前往え 

津治劫,被驻天津日本租界的日本领事馆警察所逮捕。移送大连日本监狱,我呑到我所敬爱的 

恩师开斋先生被日本A逮捕的消息,心底非常痛苦。丹斋先生,就这样在日本监狱里辞世アJ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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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他们的记载都不能说明范本梁是否认识申采浩,但范、申两人属于同一个人际圈,却可由此 

得到证实。

在上述两位革命家的回忆中,柳子明的回忆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他所提到的台湾朋友林炳文, 

正是申采浩在下ー个历史阶段再次岀现于台湾无政府主义运动时的重要同志。然而申采浩与林炳文 

并非被捕于天津。下ー节将就此提出说明。

总之,范本梁与群集中国的东亚各地无政府主义者——特别是朝鲜无政府主义者——有很深的 

交往;正是在这样的交往中,我们得以首次看见申采浩的身影。虽辑这些记载首先只是范本梁之个人 

“活动”,但这些由范本梁、景梅九、林炳文、罗任ー、柳子明、李又观、山鹿泰治等东亚无政府主义者所 

形成的跨国籍、跨国界交往,也恰恰是东亚无政府主义“运动”的重要体现。

范本梁的活动在1924年间达到高潮。1923年,他以北京为基地,在知名台籍文学家许地山（赞 

剪,1893—1941）的帮助下组织起无政府主义色彩尚不鲜明的“新台湾社”（机关刊物《新台湾》）。 

1924年,当彭华英等人以上海为基地着手组织平社之时,范本梁ー度前往上海对抗平社。此时他继续 

发行《新台湾》,但将新台湾社改称为“新台湾安社”,并鲜明地举起无政府主义的旗帜。1926年,范本 

梁由于北京局势丕变而返回台湾,却旋即被捕。以范本梁为中心的“纯粹A派”圈就此正式湮灭」地

罗任一与彭华英的活动也在1924年走向高潮,但以他们为核心而逐步形成的“ AB合作”圈却在 

这ー年发生了巨变:首先是“AB合作”圈发生了向“纯粹B派”圈的转化;其次,伴随着这ー转化的过 

程,以台湾社会主义者为主体的组织真正得到了形成。

虽然《台湾社会运动史》将罗、彭两人组织的平社及其《平平旬刊》视为书写台湾共产主义史的起 

点,虽然包括景梅九之《学汇》在内的无政府主义刊物在当时曾将平社视为同志,虽然早期的《平平旬 

刊》确实登载过批判“B派”的文章,但平社及其《平平旬刊》其实是一个高度跨地域的“AB合作”团 

体。除了罗、彭二人,里面还包括了朝鲜共产主义者尹滋瑛（尹苏野,1894-1938）、日共领导人佐野学 

（1892-1953）、台湾最早的中共党员及留苏学生许乃昌（秀湖、沫云，1907-1975?）.中国基督教思想 

家谢扶雅（1892-1991）、知名无政府主义者“抱朴” （秦涤清,生卒年不详）、卢剑波（1904—1991）,以 

及为数甚多的、以上海大学学生为主的大陆各省左翼青年（这些青年后来大多加入中共）。田1

许乃昌递交给共产国际的报告指出,这样ー个“AB合作”的跨地域团体在无政府主义者的破坏下 

瓦解」划但与此同时,以台籍社会主义者为主体的“纯粹B派”团体却逐步形成。这就是几乎与平社 

同时发展起来的台湾赤华会/赤华党。但当历史的脚步从“ AB合作”的平社走向“纯粹B派”的台湾 

赤华会/赤华党之时,罗、彭两人也便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任务,逐渐离开了台湾社会主义运动史的舞 

台」四起而代之的,则是此后直到1927年为止台湾最重要的“B派”理论家——许乃昌J如

四、申采浩与台湾无政府主义者林炳文的跨地域合作（1928年）

虽憊以范本梁为中心的“纯粹A派”圈因其返台被捕而瓦解,但台湾无政府主义运动不但开始在 

岛内生根发芽,留滞在中国大陆的台籍无政府主义者也继续活动着。正是在这样ー个特殊的发展阶段, 

申采浩再次登上了台湾无政府主义运动的舞台——虽然这次登场,竟标志着申采浩革命生涯的结束。

就在范本梁在台被捕的1926年,旅居中国的朝鲜无政府主义者柳树人（柳絮,1905-198。）提出 

了“组织东亚无政府主义者大联盟”的主张，希望各地的运动可以克服褊狭的民族革命而导向社会革  

命。柳树人估计“迟在二年以内,极力使他成立”。㈤韩国学者曹世铉指出,“东方无政府主义者联盟” 

乃是继承亚洲亲和会和社会主义讲习会之传统而于1928年组建起来的亚洲人无政府主义联合体。 

“据说,此团体中有中国、日本、韩国、台湾、越南、印度、菲律宾等七国（地区）代表200余名参加。他们 

团结了东亚各地的无政府主义者,在自由联合的组织原理下,强化了国际连带,确保了民族自主和个 

人自由。他们为了建设理想的社会迈进,还发行了名为《东方》杂志」“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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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采浩就是为了发展“东方无政府主义者联盟”而前往台湾,并因此被捕。

关于申采浩在台湾基隆的被捕,当时台湾的报纸曾经绘声绘影地描述了此事。虽其记事内容未 

必比今日的研究成果——特别是韩国史学界的研究成果——更接近历史的真实,但其内容至少能够 

反映当时的台湾报纸如何披露这则消息。⑵1

1928年4月23日,台北的邮局发现从北京“华北物产公司”汇给中国人“刘文祥”的伪造邮政汇 

款2000元(5张,每张400元),立即回报台北警察署南署,引发日警重视。翌日,新竹邮局发现以“刘 

孟源”为收款人的伪造邮政汇款。此后,陆续在基隆、台中、台南,以及高雄各邮局发现以“华北物产公 

司”或“林炳文”为汇款人的伪造邮政汇款,金额总数高达1万元。日警封锁消息(直到全案破获后的 

5月9日オ使新闻解禁),展开了全面捜査。

同年5月8日，一名从日本门司搭船前往基隆的中国船客引起基隆日警的高度关注。据船客名 

册之登记及该船客的名片,该名中国船客自称“北京前门内安福刘文祥,号孟源”。于是,基隆水上派 

出所一名叫做‘‘世山”的刑事便跟踪这位恰巧与邮政汇款伪造事件之收款者同名同姓的“刘孟源'ー 

路到了基隆邮局的汇款窗口,就在“刘孟源”准备签名盖章领走现金之时,“世山”刑事就将他逮捕了。

“刘孟源”被捕之后,先后接受了基隆警察署的警部补“山元”与台北州保安课前来支援的警部 

“山下”之审讯。“刘孟源”自称为中国人,只懂北京话,不懂日语和朝鲜语。于是审问者便找来一名 

会说北京话的中国人与之对谈,“刘孟源”依旧缄ロ不语。即便采用笔谈,警方也一无所获。就在“山 

元"喝斥其”你就是鲜人申丹斋吧”(お前は鮮人申丹齋だらう!)并要将之带进留置场的时候,“刘孟 

源”忽然激烈反抗并痛殴“山元”。9日晚,“刘孟源”终于承认自b就是申采浩。

当时台湾的报纸是这样介绍申采浩的:申采浩,49岁，朝鲜忠清南道人,别名申寿千、申瑞、申丹 

斋。对于汉学深有素养,二十五六岁时,曾在京城的《皇城新闻》担任汉文论说记者。他接受无政府主 

义思想之后,便奔走于上海、北京、沿海洲间岛各地纠集同志、宣传主义。

但申采浩为何卷入邮政汇款伪造事件并为此前来台湾,当时台湾的报纸将之归因于台湾新竹头 

份人林炳文的“阴谋”。就在台湾各地陆续在4月份发现伪造的邮政汇款之后,同月25日,大陆东北 

的大连与旅顺邮局也发现2000至4000元的伪造汇款。由于其手段巧妙,大连警察署便判断为精通 

邮局事务者所为。26日晩,依据国际邮局的通缉电报,犯人似乎就是自称为中国富豪并留宿于大连 

“大和饭店”的一名青年。警方为此展开了警戒。28日,就在安东火车站的停靠列车上,潜伏在内的 

警方逮捕了这名青年,并押赴大连审讯。审问的结果,他就是来自台湾“新竹州竹南郡头份庄”的23 

岁青年一林炳文。

五、林炳文的抗日足迹

这位来自台湾新竹并在辽宁安东被捕的林炳文,正是台湾知名客籍女性作家林海音(1918— 

2001)的亲叔叔ノ球

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后,许多不愿接受日本统治的台湾人纷纷转居大陆。虽然多数离开的台湾 

人总会选择闽、粤等地作为落脚发展之所,但也有一部分人直接前往北京发展。如许地山、张我军 

(1902—1955)、范本梁(1897—1945)、社会主义者谢廉清(1903—1961)、稍晩ー点的宋斐如(1903— 

1947),都是这样的台湾人。

林海音的父亲林焕文(1889—1931)也是这样的台湾人。他带着妻子及年幼的林海音,在北京邮 

政总局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不久,林炳文一家也离台赴京。在林焕文的安排下,他也进了邮局エ 

作。此时是1920年代中期,林海音当时还不到10岁。

据报载,在北京的国际邮局汇兑科工作的林炳文于1927年9月,与台湾、朝鲜、安南、日本、印度, 

以及中国大陆等六地参与者,在大连共同组织了“无政府主义东方联盟”。为了获得宣传费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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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了以伪造邮政汇款向中国大陆、关东州、朝鲜、日本、台湾各地邮便局⑸诈取经费的大规模跨地 

域行动a

林炳文被林海音喚做“廐叔”（客家话“年纪最小的叔叔”）。林炳文是全家最疼林海音的人。照 

片中的林炳文就如林海音所说的那样“漂亮潇洒”。然而这样的长相却是看相者眼中“骨肉不连”、必 

然短命的面相.虽然这用能只是看相者随便乱说的瞎话,但死亡的噩运却真切地因为林炳文的抗日 

行动而降临。林海音回忆云:

他本是一个美满的小家庭,但这时卷叔暗地里和一些朝鲜人做抗日工作,朝鲜人的抗日,常 

以暴力方法",我听母亲说,他们的床下支藏置炸弹。抗日囤然很对,但是他イ门利用叔菽在邮局エ 

作,汇钱方便,叔叙为了逃避父亲的注意,就搬出虎坊桥的家.带了妻儿到外面去住。出事的那次 

是他们叫菽瓶带款乘南满铁路。他们不肯自己去,因为过了鸭绿江就是朝鲜,容易被发现。年轻 

不更事的敬叔,可说是有勇而无智,到大连祓日本人捉到,毒死在牢里,父亲去收尸,伤心生气,回 

来不久也吐血病倒……瓶取真是一个反日的无名英雄,……iM） 

林海音的女儿夏祖丽补充云:

心碎的慰婶,带着年幼的独子朝顿和年轻丈夫的骨灰回台湾。北平是她的伤心地,她自此再 

没回去过。息叔的死,在英子［林海音］无忧无虑的童年留下了阴影。考小学时,是愚叔牵着她的 

小手去的;第ー次临柳公权玄秘塔的字帖,是题叔买给她的;是尊叔抓着她握毛毯的小手,ー笔ー 

笔教她写。患叔是那么温和亲切,但他的照片叠•在日本报上，怎么完全变了呢?他瞪着眼,两子 

交胸,从没见过他这么凶的样子,非常可怕,煥文先生看了痛哭起来

“鼠叔”的死,让林焕文一病不起,死于北京。失去了父亲与“感叔”的林海音为此决意不回台湾 

念书。在她写给祖父的信中这样写道:

我们不愿意失学,但是我们不能半路福进读日本书的学校。而且,自从息叔在大连故日本人 

害死在监狱之后,我永远不能忘记,怀恨着害死亲爱的叔叔的那个国家。还有爸爸的病,也是自 

从到大连收拾慰叔的遗体回来以后,オ厉害起来的。……所以,我是不愿意回去读那种学校的, 

更不愿意弟弟妹妹从无知的幼年就受那种教育的。3）

林炳文死后,他的夫人——也就是林海音的“国婶”——带着失去了父亲的五岁孩子与丈夫的骨 

灰回到了台湾头份。光复之后,1949年前タ,林海音也伴着自己的夫婿举家回到台湾。苍老的“感 

婶”拉着她的手哭着说:“转来闻好,转来好,你的爸爸和恵叔怎么就没有转来的命呢!”ー时间,林海 

音也痛哭了起来J划

据ー份1930年9月之后出版的无政府主义刊物《黑色青年》所载,大连地方法院对申采浩判处 
“徒刑十年，，,林炳文则“尚在审训（讯）中”。的但实际上,无论是申采浩或林炳文,后来都惨遭日本人 

杀害。不同的是,申采浩成为韩国民族运动史上的著名革命家,林炳文迄今却未能广为其同胞所知。

六、结语

虽然申采浩与林炳文双双被捕，但海峡两岸之间的无政府主义交流却未曾因此中断。以台湾岛 

内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台湾劳动互助社”（1929年成立）为例,当他们遭到日本警特破获之时,曾发现 

他们从柳树人以汉语白话文在上海出版的《弱小民族的革命方略》中抄录了许多片段J网这种抄录现 

象不但反映出范本梁之后的岛内台湾无政府主义者基本上未能留下比范本梁更具体系的理论,更反  

映出台湾与朝鲜的无政府主义者即便相隔于海峡之两岸,也能有思想交流的存在 。

此外,众所周知,日本共产党领导人渡边政之辅也在1928年前往台湾,并在申采浩被捕的基隆拒 

捕身亡（1。月），一般认为,渡边正是为了联系同年4月オ建党于上海的台湾共产党而来。

与此同时,朝鲜民族革命家赵明河（王曾耕,1905—1928）也于同年企图在台行刺久迩宫邦彦王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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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果（5月）。可见1928年的台湾开始成为东亚各种“主义者”所欲发展的新目标。补充一点:在台湾 

共产党的建党大会上,除有化名为い彭荣”的中共中央代表任弼时亲至现场指导大会之外,朝鲜共产 
党也派遣了吕运亨（梦阳」圈6—1947）作为代表出席,并有多名朝共党员为大会做保卫工作』"从尹 

激瑛在1924年参与平社,到吕运亨在1928年参与台共建党,可以看到台湾与朝鲜革命者为了追求殖 
民地解放而绵延不断的战斗友谊P

及至目前,海峡两岸学界关于无政府主义的研究仍多限于汉语史料,而未能将史料收集延及韩语 
及日语材料。因此,本文关于申采浩和台湾无政府主义者之交流的介绍,必然只能是极为初步的梳 
理由若能在日后结合韩国、日本学界的研究成果,相信可以揭示出更为丰沛饱满的朝鲜/台湾无政府 
主义者交流的历史图像。对于关心此ー问题的研究者而言,这应该是值得努力的方向口

注释:
[1 ]在当时台湾的报纸中,各式的社会主义者,都被简称为“主义者、这可能是日本殖民统治下各地媒体的共同用 

语。
[2I此处所使用的“对象性” （Gegenstan血ehkeiD一词,引自马克思《资本给》关于“价值”如何成为"对象”的论述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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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或者说,只有在否定当时的运动可以被视为运动的时候,当时的运动才在被否定的意义上被视为ー个对 
象。其典型观点可參见若林正丈与吴密察关于“台湾共产党”与“台湾文化协会” （1920年代台湾岛内存在时间 

最久、规模最大的运动组织）缺乏研究之可能与条件的对话。关于第ー点原因的讨论与反驳可见:Arif Dirlik： 

《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O页。关于第二点原因,可参吴密察与若 
林正丈:《台湾对话录》,台北:自立晚报,1929年,第け2-15ア页。

[3 ]"民众运动”与“武装斗争”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惯用的成对术语,这对术语反映ア中国革命本身的特色。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彊调中国革命必须逋过以军队为主体的武装斗争才能胜利,参见毛泽东:《战争与战略 

问题》,《毛泽东选集《ー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ア年,第5Q8-509页,托洛茨基反对派则认为暴动式 

的“民众运动”オ是中国革命之正途。察见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下卷,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248、 
282-283页や日本的国民革命研究先驱学者野泽丰首先从学术上将“国民革命”区分为“国民会议“运动以及 

“北伐"战争两个阶段,从而成功地将把运动内部的区分纳入学术研究。参见野沢豐:《序章・中国の国民革命 
についての序論的考察》,收录于野沢豐编:《中国国民革命史の硏究》,东京:青木书店,1974年“

[4 ]速见据此认为:瞧吧阵起义并不是日本官方所曲解的那种通过迷信而得到駆使的反文明暴动,因为余清芳等人 

所煤求的是由台湾人自身相互扶助的共同社会,只是为了使运动大众化,オ将带有宗教性的“大明慈悲国” 口号 

调和人他的武装起义之中。参见逸见吉三:《台湾独立運動に散った無名鬼》,《现代之眼》（东京）,第12卷第4 

期」971年;逸见吉三:《墓標なきアナキスト像》,东京;三一书房,1976年。
[5 ]此外,将特定的地域身份（比如彭华英的台湾人身份）同特定地域的运动的形成联系在一起（比如台湾社会主义 

运动的萌芽）,也是过分简单的判断,以彭华英这种依凭雄厚家世而在巴10年代前往日本留学的台湾青年为 

例,他成为社会主义者的出身背景,究竟有多少不同于同时代的日本青年?又有多少得益于他的殖民地背景? 

他究竟更像是个（日本）社会主义者,还是一个具有殖民地特色的台湾社会主义者?虽轉关于运动萌芽的研究 
不可能脱寓个别运动者而展开,但若不加判断地将某地域之个别运动者的活动等同于该地域运动整体的變展, 

运劭的诸面相实无法得到良好的揭示.
[6]萎见小野容照针对“新亚同盟党”内部的台湾一朝鲜连带而展开的讨论:小襄容照;《植民地期朝鲜•台湾民族 

運動の相互連帯に関するー試論ーその起源と初期変容過程を中心にー》,《史林》（京都）,第94卷第2号, 
2011 年,第 35-68 页。

[7 ]毒阅松尾尊先以“可思母俱乐部”为对象的册究,松尾尊充:《コスモ俱楽部小史》,《京都桥女子大学研究纪要》 
（京都）,第26号,2000年,第19-58页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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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运动的翦芽》,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12009年+第155-187页;Anna Belogurova, MThe Taiwanese Conunim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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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changes of Anarchists between North Korea and Taiwan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Based on the Activities of Shen Caihao and Lin Bingwen

Qiu Shijie

Abstract： The modem anarchist movements of Taiwan and Korea emerged under the Japanese colonial rule. The anarchist 

movement in Taiwan started in the 1920s, and has gone through successively the two stages of the cooperation and division be

tween the anarchism and Bolshevism, in the process of which the Korean anarchist Shin Chae Ho is the representative who has 

cooperated with Taiwanese anarchist for a long time. Shin and his Taiwanese anarchist, Lin Bingwen, the uncle of Un Haiyin, 

the well-known Taiwan woman writer, were engaged in covert operations separately in the northeast and Taiwan in 1928 in the 

name of the “ Oriental anarchist alliance". Although both of them were arrested tn two different places, the efforts they made to 

overthrow the Japanese colonial rule and the revolutionary cooperation they formed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Korea are worth re

membering and narrating.

Key Words；anarchism, East Asia, Shin Chae Ha, Lin Bingwen, Lin Haiy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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