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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日治時期台灣主要新文學刊物表 

刊物名稱 出刊日期 停刊日期 刊行地 創辦者 刊物型態 備註 

臺灣青年 1920.7.16 1922.2.15 東京 蔡培火 中日文月刊 

出刊 18 期，查禁

4期。 

臺灣 1922.4.10 1924.5.10 東京 林呈祿 中日文月刊 

出刊 18 期，查禁

4期。 

係由臺灣青年雜

誌易名者。 

臺灣民報 1923.4.15 1944.3.27 東京、後

移臺北 

林呈祿 白話文→中

日文半月刊

→旬刊→週

刊→日刊 

初 為 中 文 半 月

刊，1923 年 10 月

15 改中日文旬

刊，1925 年 7 月

5 改週刊，1927
年 8 月 1 遷台發

行，1930 年 3 月

29 易名台灣新民

報，1932 年 4 月

15 改為日刊，

1941 年 2 月 11 易

名興南新聞 
 

人   人 1925.3.11 1925.12.31 臺北 楊雲萍 中文不定期 出版兩期 

伍人報 1930.6.21 1930.12 臺北 王萬得  出版15期易名工

農先鋒 

臺灣戰線 1930.8 1930.12 臺北 楊克培  

出 刊 四 期 皆 被

禁，共產主義派

雜誌。 

洪水報 1930.8  臺北 黃白成枝  
出刊 10 期，民族

主義派雜誌。 

明日 1930.8.7  臺北 林斐芳 中文 

出刊 6期，查禁 3

期，無政府主義

派雜誌。 

現代生活 1930.10.15  彰化 許乃昌 中文 出刊 1期 

赤道 1930.10.31 1931.1.17 臺南 林秋梧 中日文旬刊 
出刊 6期，查禁 2

期。 

新台灣戰線 1930.12  臺北   
由伍人報與台灣

戰線合併者 

台灣文學 1931.9 1932.6.25 臺北 

台灣文藝

作家協會

別所孝二 

中日文 
出刊 6期，查禁 2

期。 

南音 1932.1.1 1932.118 
臺 北 後

移臺中 

黃春成（前

期）張星建

（後期） 

中文半月刊 
出刊 12 期，查禁

1期。 

福爾摩沙 1933.7.15 1934.6.15 東京 東京藝術 日文不定期 出刊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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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會、 

蘇維熊 

先發部隊 

第一線 
1934.7.15 1935.1.6 臺北 

臺灣文藝

協會、 

廖漢臣 

白話文→中

日文 

第 2 期易名第一

線，各出刊 1期。

臺灣文藝 1934.11.5 1936.8.28 臺中 

臺灣文藝

聯盟、 
張星建 

中日文月刊 出刊 15 期 

台灣新文學 1935.12.28 1937.6.15 臺中 楊逵 中日文月刊 

出刊 14 期，查禁

1期，另新文學月

報 2期。 

風月報 1935.5.9 1941.6.15 臺北 簡荷生 中文半月刊 出刊 132 期。 

南方 1941.7.1 1945.1 臺北 簡荷生 
中文半月刊 風月報自 133 期

易名為南方。 

華麗島 1939.12.1  臺北 

臺灣詩人

協會西川

滿 

日文 出刊 1期。 

文藝臺灣 1940.1.1 1944.1.1 臺北 

臺灣文藝

家協會 

西川滿 

日文 

雙月刊→月

刊 

出刊 38 期，出為

雙月刊，1941 年

2 月改組，由文藝

台灣社刊行，同

年 5 月（二卷二

號 ） 起 改 為 月

刊。 

臺灣文學 1941.5.27 1943.12.25 臺北 
啟文社 

張文環 
日文季刊 

出刊 10 期，查禁

1期。 

臺灣文藝 1944.5.1 1945.1.5 臺北 

台灣文學

奉工會、 
長崎浩 

日文季刊 出刊 8期。 

資料來源：梁明雄，《日治時期台灣新文學運動研究》（台北，文史哲出版社，

民國 85 年 2 月初版），頁 387-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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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臺灣共產黨重要黨員名單（1931 年） 

姓名 年

齡 

出生地 父 親 背

景 

教育程度 職業 曾加入

其他共

產黨 

加入臺共之前

在文協或農組

的職位 

在臺共的職位

詹以昌 25 台中 不明 台中師範學

校(被退學)

集美中學 

無 可能加

入中共

文協第四次會

員大會書記長 

負 責 地 方 組

織；赤色救援

會幹部 

張茂良 26 南投竹山 地主 嘉義農職；上

海某大學 

無 可能加

入中共

文 協 中 央 委

員，農組地方

支部幹部 

負 責 地 方 組

織；赤色救援

會幹部 

陳來旺 24 台中梧棲 富商 台中師範學

校(被退學)

東京某一中

學 

學生 日共 不明 民族支部東京

特別分部負責

陳德興 26 高雄 地主 台南師範學

校(被退學) 

東京某一中

學 

無 不明 農組中央常設

委員並負責農

組 

教育部 

台共中央委員

趙港 30 臺中大甲 地主 臺中夜補校 煤炭批發

商 

不明 農組中央常設

委員並負責農

組政治組織部 

台共中央常設

委員 

簡吉 29 鳳山 地主 台南師範學

校 

老 師

(1925 被

解聘) 

不明 農組書記長 赤色救援會幹

部 

簡 娥

(女) 

23 高市 旅 店 老

闆 

高雄女子中

學(被退學) 

無 沒有 農組高雄支部

中央委員 

台共候補中央

委員 

莊春火 25 基隆 地主 台北二中(被

退學) 

日本大學；集

美中學 上海

大學 

書店老闆 不明 農組活躍幹部 台灣民族支部

中央委員，負

責勞動部 

莊守 26 彰化 地主 台中補校；早

稻田大學 

碼頭工人

伐木工人

日共 文協候補中央

委員 

台共候補中央

委員 

謝雪紅

(女) 

31 彰化 散赤人 上海大學；史

達林東方勞

動大學 

國際書局 中共 不明 台灣民族支部

候 補 中 央 委

員，遷台重建

後實際負責人 

謝玉葉

(女) 

26 台北  台北二女中

(被退學)上

海某一大學 

無 中共 不明 台灣民族支部

被指定潛入台

灣活動 

洪朝宗 25 台北 富商 淡水中學(被

退學)集美中

學；上海大學

無 中共 農 組 中 央 委

員；文協重要

幹部 

台灣民族支部

中央委員會並

負責農民運動

郭德欽 28 南投草屯 地主 廣州中山大

學 

出版社 可能加

入中共

文協重要幹部 新台灣戰線負

責人 

林朝宗 26 台北新莊 地主 台北第二師

範(被退學) 

無 可能加

入中共

文協台北支部

中央委員 

台共礦工工會

組織煽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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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 並負責勞動運

動研習 

林日高 28 台北土城 地主 台北補校；集

美中學 

新高日報

記者 

中共 不明 台灣民族支部

中央常設委，

並負責婦女部

林木順 28 南投草屯 地主 台北師範學

校(被退學) 

上海大學，莫

斯科中山大

學，及史達林

東方勞動大

學 

無 中共 不明 台灣民族支部

書記長，並負

責組織部 

劉守鴻 24 屏東潮州 地主 潮 州 公 學

校，上海某校

研究 

農夫工人 中共 不明 台 共 中 央 委

員，負責地方

組織 

劉纉周 25 新竹 不明 新竹公學校 海員 蘇共 不明 曾參加第五屆

勞動大會為台

灣代表；台共

重組重要幹部

盧新發 24 南投民間 地主 民間公學校 夥計 沒 不明 台共地方幹部

潘欽信 26 台北 富商 台北公學校

上海某中學 

廈門老師 中共 文協活躍幹部 第 三 國 際 代

表，台共中央

委員會負責組

織部 

蕭來福 24 台南 富商 東京某中學 礦工 日共 文協活躍幹部 台共中央委員

負責勞動運動

蘇新 24 台南佳里 地主 台南師範(被

退學)東京某

中學 

礦工；文

協民眾時

報編輯 

日共 文協活躍幹部 台灣民族支部

勞 動 運 動 幹

部，台共中央

委員 

蔡孝乾 23 彰化 會計 上海大學 文協民眾

時報記者

中共 文協活躍幹部 台灣民族支部

中央委員會負

責宣傳部 

王萬得 29 台北 小商 台北補校 

上海某大學 

文協民眾

時報記者

中共 文協中央委員 台灣民族支部

勞動運動重要

幹部；台共書

記長 

翁澤生 25 台北 富商 太 平 公 學

校；集美中學

上海大學 

文協民眾

時報記者

中共 文協活躍幹部 民族支部候補

中央委員；台

共改組靈魂人

物 

吳拱照 26 新竹關西 地主 廣東及上海

某中學 

無 中共 文協中央常設

委員 

台共改組重要

幹部 

楊金泉 24 台北 富商 台北第一師

範(被退學) 

黃埔軍校；上

海某大學 

無 中共 農組活躍幹部 民族支部候補

中央委員 

楊春松 26 台北大溪 地主 廣東及上海

某中學 

無 不明 農組中央常設

委員 

台灣民族支部

農組負責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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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克培 34 彰化 地主 彰化職校(被

退學) 明治

大學；北京師

大 

國際書局 中共 文協中央常設

委員 

謝雪紅親信 

顏石吉 27 屏東 地主 屏東公學校 無 沒 農組中央委員 台共中央委員

 

資料來源： 

口述歷史訪問資料，簡炯仁(未出版)於 1974~77 年間，共訪問 43 名台灣反日老

前輩。 

黃師樵（2000），《台共祕史》，台北：海峽學術 

宮川次郎：《台灣農民運動》，（台北：1927）；《台灣社會運動》，（台北：

1929） 

Snow,Edger：Random notes on Red China,Co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P.103~104 

台灣總督府：《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志》，卷 2。 

山邊健太郎：《現代史資料》，卷 22，台灣（2），（東京，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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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一九二八年臺共政治大綱 

                              譯自《沿革誌》，頁 601-613 

 一、台灣民族的發展 

1.     台灣最早的住民是野蠻人，所謂的生蕃。在十六世紀的前半期，西方的

先進國家荷蘭開始佔領這個蕃島的南部，西班牙澤佔領北部。這就是台灣殖民

地歷史的序幕，一六六 0年代，被滿清擊敗的鄭成功率領士兵東渡台灣，把為

數甚少的荷蘭仁和西班牙人驅出島外。 

       其後，生蕃逐漸受到壓迫，土地漸次被剝奪，終於完全被漢人趕進深山。

再這段時期，土地大都爲鄭氏家族及其部屬分割佔領。此後，由中國南方移民

台灣的人增加了許多；所謂台灣民族就是由這些中國南方移民渡台後結合形成

的。當時鄭氏家族統治台灣，完全是建立在封建制度的基礎上。 

2.     隨後，清廷遣施琅征台，也同樣採用封建制度，派封建領主統治台灣，

但是那時的封建制度已有漸漸動搖的跡象。促使此一歷史變化的主要作用與社

會動因是：那時台灣人開始和西方個先進國家有了商業貿易關係，島內的商業

資本抬頭，使得封建制度一天天走向崩潰的道路。 

       台灣在十七世紀末期變成中國封建制度的隸屬地。而自十九世紀中業以

後，台灣與中、英、荷等國商業關係漸趨密切，於是進入封建制度崩潰時期、

初步的資本主義經濟變動時期。就在這個時期，爆發了日清戰爭（甲午戰爭）；

再封建制度下孕育成長的資本主義，必然會帶來社會、政治和經濟的動盪不安，

再加上日清戰爭的結果，原來以反抗滿清統治為目標的民族運動面臨突然而來

的危機。 

       因革命情勢大為高漲而感到恐慌的滿清，在日清戰爭戰敗後，把台灣作

為賠償物割讓給日本。在這種革命背景下一度建立起來的台灣民主國，主要任

務在於抵反日本的侵略。這個革命運動的主要動力來自資本主義化的中地主、

商人和激進的武人。他們是以一種全民的群眾運動以及國民革命的姿態出現。

但是，由於台灣資產階級尚未成熟，這個國民革命終於被橫暴的日本帝國主義

鎮壓下來。在島內資本主義成長的刺激下，以及日本帝國主義爲便於壓迫掠奪

而採取的新政策下，民主革命中最為主要的土地問題開始有了實際的大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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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點，可以說是這次革命僅有的一項成果。 

]      在上述背景之下，台灣民主國企圖建立民主獨立的國家、開拓資本主義

的道路；而在此經濟政治動盪的過程中，由於日清戰爭的結果，台灣終爲日本

強奪，而淪為殖民地。 

       一方面由於民主革命的未能完成，一方面由於統治台灣的日本帝國主義

本身還保留著若干封建制度，加以當時台灣資本主義的發展大體還完全依靠著

日本資本主義，所以，當時的台灣仍舊保留著許多封建色彩。 

       台灣民族就是經過這種歷史階段，以及特殊的經濟發展過程而成形的。 

二、現在的政治經濟形勢 

1. 台灣的經濟情勢 

       台灣資本主義的進展，是依據日本資本主義在台的急速躍進而發展起來

的。換句話說，台灣工業的發展並不是靠台灣本身的力量，而是完全依賴日本

資本主義在台的投資經營。 

       讓我們看一看台灣工業的情形。主要產業部門如鐵路，一八九九年只有

六 0.五哩長度的鐵軌，在一九二五年九已經增加到二四四.四哩（內軋道六一

三.四哩）。都市方面各種產業部門也發展的非常迅速。例如：一九一二年各種

企業的數目一共一四七家，資本總額僅一二五、八九一、六五 0圓，到一九二

四年各種企業的數目則增加到六三四家，資本總額也躍進到六 00、000、000

圓。其中銀行資本的投資額，在一九 0九年只有二五四、七二四、九六一圓，

到一九一九年卻突然增加到四九八、一四五、一五圓。我們必須注意的事實是，

這一發展有項特徵：大部份金融資本為日本銀行資本家的投資，其中百分之八

十來自三井、三菱、大倉和總督府等級少數的獨佔資本。 

       根據上述重要事實，我們可以看出台灣的經濟情況發展到如何的程度，

現在整體的台灣經濟是如何處在日本帝國主義獨佔銀行資本的總支配之下。在

台灣，現在已有居於支配地位的高度資本集中，又有台灣本身的落後幼稚資本

及存留在農村中不算少數非資本主義經濟因素。這種高度資本集中的一面，以

及落後的幼稚資本和非資本主義經濟因素的另一面，彼此存在著一種根本不能

解決的矛盾。這種矛盾，也就是發展台灣革命的主要動因。 

2. 政治情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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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八九五年的台灣民主共和國（民主革命的具體表現），遭受到日本帝

國主義武力鎮壓。此一革命在推翻封建制度以前就被日本帝國主義所打倒。所

以目前在台灣還殘留著許多封建的遺物。到目前為止，高壓統治台灣的權力，

是封建地主和資產階級聯合的日本國家權力－台灣總督府。形同專制魔王的台

灣總督府給予民眾的自制度，事實上不過是藉「自治」知名來欺瞞群眾的工具

罷了。總督府評議會、州郡協議會等有名無實的自治機構雖遍設全島，但是其

選舉法卻是十分露骨的，由上及官員所指派的。議會成員以日本官吏和資本家

佔多數、台灣人能夠參與者只有那些完全被同化了的反動大地主和大資本家而

已（以評議會而言，二十七名成員中，日本人資本家佔九名、組督府的日本高

級官吏占九名、台灣的反動御用紳士占九名）。這就是所謂的自治制度？這部

是有名無實、欺瞞群眾的招牌嗎？由此看來，全民的政治自由完全被日本帝國

主義剝奪了，台灣的民眾一點也無法享受。 

3. 階級關係 

（1） 日本帝國主義的資本階級－－極少數的銀行資本家巨頭－他們擁有

全台灣資本的百分之八十。其中百分之四十二投資於農村工業企業（製糖業

等）。俄一類帝國主義寄生蟲就是台灣民眾的大敵。 

（2） 反動的資產階級－－屬於這一類者，一方面為資本家，另一方面為

地主；他主要的基礎為土地。封建成分相當濃厚的本島資本家，完全被日本金

融資本同化的本地資本家，都屬於這一類。他們是資本階級中最反動的部分。

他們對於革命勢力，已經和日本金融資本家及封建階級混為一體。 

（3） 進步的資產階級－－屬於這一類者，本來大部分是地主；他們的經

濟基礎部分建立在土地上，而大體上已成為資本化的都市工商資產階級。這是

一件非常重要、不可忽視的事情。因為，他們大部分的資本投資於商業、貿易、

銀行小型企業，所以他們的主要經濟基礎若不建築在資本主義剝削體制之上，

則無以維持生命。但日本帝國主義卻處處阻撓其自由發展，他們也就經常要設

法脫離日本帝國主義獨按資本的控制，企圖發展為大資本階級。就這一點來講，

他們也遭受著民族的壓迫，尚存有革命的傾向。 

（4） 小資產階級－－屬於這一類者，大多數為經營小本生意及各種小型

企業者。他們的經營地位非常不安定，加上政治上、經濟上遭受日本帝國主義

的高壓手段，以至日益破產。他們的革命性雖然還頗為動搖，但比資產階級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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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烈一層。其他教員和事務員等知識份子也屬於小資產階級。 

（5） 大地主－－這一類是完全同化於日本帝國主義的反動走狗。這些封

建地主是建立封建式掠奪關係上的寄生蟲，是最為反動的分子。 

（6） 中地主－－是由占土地總面積百分之二八.八、占農村人口百分之八

的社會層面所構成。他們當中有一部分是雇用農村工人而自己已參與經營耕

地，其中大多數卻是租給貧農瘠自耕農耕作，在封建的掠奪關係下榨取農民。

但是他們最近已逐漸傾向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和進步的資產階級頗有密切的

關係。 

（7） 自耕農－－屬於這一類者占農村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一，而占耕作地

的百分之二十三。最近因為農村工業的發展、土地的集中集日本帝國主義強制

沒收他們的土地，使得他們的經濟地位日漸衰微。他們現在想要維持一家的生

計，無論如何必須向地主借貸更多的土地。他們楚於日漸破產的恐慌之下，事

實上以加速分化成為農村工人或貧農。 

（8） 貧農及農村工人－－他們的土地大部分被日本資本家及台灣的封建

地主所強奪，已是一無所有。這些農村裏最貧苦的農民，卻占農村人口的百分

之七十左右，大部分的農村工人係在農村工廠工作的工人，一部分卻是在農場

或流動於農村的游離勞動者。自耕農、農村工人、貧農等早已結合在農民組合

的旗幟下，開始對日本帝國主義進行決死的鬥爭。 

（9） 工人階級－－占全人口的百分之三十。自從去年發生生產合理化問

題及資本主義大恐慌以來，急速地喚醒了他們在政治上、組織上的自覺。然而，

他們尚未結合成獨立的階級政治勢力，現在還處在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影響之

下。 

    三、民族獨立運動的形勢 

          台灣民眾反反日本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運動，有其必然產生的道理。讓

我們從歷史事實加以考察。 

         自從一八九五年國民革命運動所建立的台灣民主國，被日本帝國主義打倒

之後，民族革命運動還是繼續不斷地發展。至一九 0七年間，主要革命運動大部分

還是原始的、突發的暴動。但是一九一二年及一九一五年兩次連續暴動，參加人數

卻已達數萬人大暴動，係起因於反反日本帝國主義；但假如深入分析革命經過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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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則可探出其主因完全在於農民群駐爲了要求民主地解決土地問題而爆發的。我

們另從台灣的歷史事實來看，台灣民族傳統和獨立國家傳統的歷史一向薄弱，這一

事實反映在台灣的民族革命運動上，有著非常重大的意義。 

         自從一八九五年的民主革命中途遭受日本帝國主義打倒以來，台灣資本主

義的發展完全因為日本資產階級的經營而發展起來。因此，台灣資產階級的政治結

合一向極為幼稚，最近才有漸次結成一階級的跡象；但是，在這一階級政治結合的

過程中，他卻極易受日本帝國主義同化；而日本帝國主義同化政策也顯然很注重對

這一階級的吸收。這個事實就是過去台灣民主獨立運動之所以不能發展的強而有力

的重要原因。 

         由此可知，台灣民族運動之所以停留在僅知要求自治和文化的普及化等改

良運動並非偶然，而是有其歷史原因的。一九一九年，在資產階級的指導下文化協

會組成了。一九二三年，該協會提案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這是文化協會政治運

動的先驅。一九二六年春季，農工等無產階級發起了罷工運動，這一新興階級登上

政治舞台後，迫使文化協會的政治運動方針不得不轉變。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台

灣的資產階級還是傾向於民族革命，但其革命性頗為有限。 

1. 他們本身還待有許多封建的榨取關係。 

2. 與日本的資產階級相比較，則台灣的資產階級尚極幼稚、薄弱，不可同日而

語。他們缺乏政治性的結合。既使有之，在政治集合的過程中也受日本帝國主

義的同化。 

3. 最近無產階級和農民革命運動已經以銳不可擋的姿態迅速抬頭。這個階級勢

力根本上威脅著資產階級的經濟基礎，且其種種條件都必然限制著資產階級的

革命慾望。此外，台灣的資產階級在達成革命的政治結合以前，文化協會的內

部就分裂了。同時，在台灣革命運動中，逐漸產生一種以無產階級以及農民同

盟軍為主力的傾向。 

一九二七年文化協會的分裂，明確地昭示著這一歷史事實。這石油文化協會退

出的右派人士結合組成了台灣民眾黨，他們的運動的主要目的和課題就是要求

台灣文化的普及與自治。結果，他們仍然還停留在小資產階級改良運動的範疇

裏。由有甚者，他們在機關誌上更公然聲明反對共產黨，支持南京政府。但就

現階段革命而言，他們的活動還可以加以利用；只是－如上述的概略說明，其

作用已極受限制。另外，我們不難預測，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戰鬥力在不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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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將來會日漸擴大抬頭，必然對他們構成威脅。所以，在不久的將來他們必然

會如同中國資產階級，急速地傾向反革命的陣營裏。這一預測既確實且值得我

們的注意，當文協左派占領了文化協會後，既根本改組舊時的組織，從普及文

化和要求自治等口號，進而致力於農工革命運動，與工人、農民革命運動維持

密切關係。新文化協會的主要口號式：普及大化、打倒總督府暴政、要求政治

自由、反對土地的私有等等。這比舊文化協會更前進，而且已經有了革命的進

展。但是，以階級立場來看，當時文化協會主要構成分子及其階級基礎，仍然

是屬於工商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另外，革命的、年輕的馬克思主義者還組

織了台灣無產青年會和讀書會等團體。 

在革命主力軍的工人和農民裡頭，農民方面的組織以達成了全台的統一，數量

計三萬多人之眾。工人階級方面的組織，大小工會已有二十多個，會員約有一

萬多人，不過力量較分散。最近，資本的攻勢逐漸猛烈，工人階級為了對抗資

本家，必須把所有工人揪極的組織統一起來。這一呼聲，而現在已由機械公會

聯合會提出，其具體的表現既促進組織台灣總工會。 

四、無產階級成長的過程 

     台灣的勞動者（包括農村工人）占總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其中工會組織的

成員雖一萬多人，但力量分散；目前，統一的台灣總工會組織正面臨工人階級

鬥爭的重要問題。無產階級的戰鬥同盟軍－－農民（假如土地問題不能得到解

決，他們就會發起革命）戰全人口的百分之五十六，其中全農民人口的百分之

六九.九為貧農，占百分之三十.一為自耕農。目前已有三萬多的群眾可以組織

起來，而且在全台統一的農民組合本部指導之下，準備對日本帝國主義決死鬥

爭。 

     無論是農民運動或工人運動，現在都接受革命的小資產階級青年學生的指

導。然而在革命的知識指導分子中，有些傾向是很危險的（尤其是農民組合的

幼稚病公然拒絕民族革命）。一般來說，左派的錯誤在於一方面消極的否認民

族解放運動，而另一方面又主張直接進行社會革命。其原因在於他們忽視（或

不了解）下列兩件事實： 

1. 台灣是日本帝國主義國家的殖民地。 

2. 台灣本身還存在著很多封建制度殘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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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輕易的忽視這些缺點，只看到表面現象。也就是把台灣看作日本帝國

主義的延長，認為台灣已經完成了資本主義式的經濟、政治及階級分化。這種

膚淺的看法也就是台灣左派不免會犯的一種錯誤。如果從客觀條件加以觀察，

則整個運動的指導地位已由資產階級手中漸次地轉移到無產階級。但是，我們

不能忘記台灣無產階級還沒有成政治的結合，而且大眾的經濟鬥爭也僅止於初

步組織的階段而已。所以，在這種客觀的情形下，組織整個革命運動的先鋒隊

－－台灣共產黨，確實是最為迫切的任務。假如勞動階級的先鋒分子（無產階

級的前衛）不能結集起來的話，則在目前的革命條件下，無產階級就絕對無法

成為革命鬥爭的基本階級。 

     目前，應該組織台灣共產黨，成為隸屬於日本共產黨的民族支部。特別是

台灣過去尚無共產動的經驗，所以，將其組織成日本的一支部格外重要。台灣

共產黨的當前急務，即在於把散佈在台灣各地參與實際運動的共產主義者，迅

速的糾集起來，以這些革命的先進知識份子作中心，著手從事組織的準備。在

準備會議之後，努力吸收戰鬥的工人和農民為黨員；然後，才能以工人階級和

貧農為基礎，建立嚴密而堅固的共產黨。 

五、革命的展望 

    現在台灣還殘留不少封建的遺物。例如經濟方面，大部分農民還遭受封建

式榨取關係的掠奪。在政治方面，如同專制魔王的獨裁政治的型態，也是封建

殘存的表現。再加上支配台灣的政治權力－日本帝國主義國家機關，雖以金融

資本占優勢，但就整體而言，仍然是封建地主和資本家的混合政權。基於這個

事實，台灣的獨立運動就不能僅僅是單純的民族解放運動而已，在社會內容裡

還要是民主主義的革命。也就是說，獨立運動在進行資產階級革命的同時，還

要努力推翻日本帝國主義。而獨立運動的發展必然要動搖日本帝國主義的根

基。依據歷史以及目前的複雜情勢來看，邀推翻日本帝國主義非僅是一種觀念

上的見解。日本帝國主義的金融資產階級狂熱地要把全台灣工業化起來。不用

贅言，因為工業化而將強化起來的封建關係，我們必須加以阻擋；因此帶給台

灣全體民眾的強暴無恥壓迫，我們要加以粉碎。最近日本帝國主義國內的「生

產合理化」運動所加諸於民眾的，令群眾無可忍受的罪狀中，在農村表現的最

為顯明的是：沒收農民的土地，農村破產迫使農民大眾游離失所，瀕臨於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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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緣的苦境。這種事實終於逼迫農民展開運動，以決死的革命鬥爭來對反日本

帝國主義。 

     日本帝國主義無法完全廢除封建的殘物，卻要自上而下以強迫的手段來發

展資本主義（其中包含著不少非資本主義因素）。這種歷史的事實，隱藏在台

灣不能解決的社會根本矛盾，而這一矛盾就不得不造成革命危機。台灣經濟的

封建殘存生產關係並不是由歷史發展的順序變化而來的，而是由於金融資產階

級的國家強加干涉才存在的。這一事實必然會促使農民大眾動員起來，展開革

命鬥爭，反對土地集中工業化，要求自由擁有土地，這是現在台灣全體農民的

願望，也就是革命的主要動因。農民革命運動不僅要反抗帝國主義資產階級掠

奪土地，更進而要從封建地主的壓迫下求取解放，要求沒收土地分配給農民。

前者和後者之間有很密切的連帶關係。這情形之下，台灣農村革命急速地發展

起來；但是台灣共產黨解決土地問題的方案，不僅要沒收土地分配給農民，最

後還要把土地國有化（土地歸屬農村蘇維埃），取消土地所有權，使之臻於土

地的社會化。目前「土地歸與農民」的提出，只是革命發展到一定階段必要而

正確的口號。在反日本帝國主義壓迫的革命運動過程中，台灣工人群眾已經覺

悟到結合自己階級的必要性了。農工階級的勢力一但發展成為一股新興的革命

力量時，現在具有革命性的自由主義的商工資產階級將會放棄其革命戰線，投

入妥協的隊伍中。由此看來，毫無疑問的一定是由無產階級擔當起台灣民族革

命的主力軍和領導階級。實際上，無產階級本身已經漸漸的結合成為一個革命

階級，一個全民運動的基本階級。不過這件事在主觀上還需加倍努力，以促其

進展。而且台灣無產階級還必須與他的同盟軍－貧農－嚴密的聯結起來，完成

台灣的民主革命－民族獨立運動的歷史使命。台灣的資產階級還很幼稚，革命

的作用又頗為薄弱，所以民族獨立的偉業已經落在無產階級的雙肩上。台灣革

命要成功，必須把日本帝國主義根本打倒才有可能，所以台灣民族革命富有社

會革命的展望，這是具有雙方面客觀條件為根據的。首先，以台灣內部的社會

條件為革命的原動力，無疑的要以工人階級為革命的領導者，如此革命運動就

很容易朝向社會革命的道路上發展。其次，就國際條件而言，中國革命和日本

革命都已經明顯地朝向社會革命的道路上發展。如上所述，歷史的和現實的雙

重條件，已很明確肯定台灣民族革命要朝向社會革命的路線發展。所以台灣民

族革命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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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黨的當前任務 

1. 統一全台的大小工會，將從未依地區、產業歸類的台灣工會，依產業類別重

新組織，盡全力把所有的工人吸收進工會。 

2. 吸收農民的革命勢力，聯合工人階級與農民，使之結成戰鬥的同盟軍。 

3. 竭盡權力吸收所有反反日本帝國主義的革命勢力，建立一個以工農民眾為中

心的反帝國主義大同盟。工人、農民各階級的聯合體－大眾黨－的組織是不可

缺的。現在就必須暫時利用文化協會為中心，作為擴大共產黨活動的舞台，即

一方面先克制它的幼稚病，吸收工農先進分子以及青年加入文化協會，令一方

面則極力暴露民眾黨的欺瞞政策，將受其領導的群眾引向左方，漸次以文化協

會作為革命統一戰線的中心，而到一定時機後在改造文化協會，組織大眾黨。 

4. 台灣革命運動和日本無產階級的運動，尚無緊密的聯合。我們應努力促使彼

此堅固團結起來。 

5. 擁護中國革命。這是極為重要的工作。所以我黨的主要任務是要盡力介紹中

國革命的性質及各種事件，而在可能的時期動員群眾，利用示威運動等方法和

中國的革命相呼應，共同反抗世界性的帝國主義。 

6. 爲反對新帝國主義，我黨必須詳細分析帝國主義戰爭的性質及與其弱小民族

的利害關係，特別是工農群眾的利害關係，以便對這些問題提出正確的解釋。

同時，我黨必須暴露個帝國主義備戰的陰謀，提出世界被壓迫弱小民族及國際

無產階級團結起來、共同打倒帝國主義等口號。在某些時期必須動員群眾、運

用示威運動等方法進行反對。 

7. 擁護蘇維埃－聯合工人的國家，其理由也頗為重要。台灣共產黨應該在能力

所及的範圍內，介紹十月革命的勝利歷史、社會主義建設的現狀、辜人階級與

共產黨之間的密切關係等，使台灣的革命群眾了解工人的國家，然後以實際的

行動去擁護蘇維埃聯邦。尤其目前應特別注意的是，世界帝國主義無處不在醞

釀著對蘇維埃聯邦進行進攻的陰謀（有的已經開始進攻了），並且蓄意破壞中

國的國民革命。這種帝國主義的陰謀其實是與新帝國主義的戰爭連在一起的。

我們必須藉由國際團結的口號，促使台灣無產階級去深刻認識國際問題。 

8. 凡有助於爭取政治自由的一切運動，我黨非努力動員群眾不可。 

台灣共產黨當前的口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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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打倒總督專制政治－－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2. 台灣人民獨立萬歲。 

3. 建立台灣共和國。 

4. 廢除壓制工農的惡法。 

5. 勞動七小時－不勞動者不得食。 

6. 爭取罷工、集會、結社、言論、出版等自由。 

7. 土地歸與貧農。 

8. 打倒封建殘餘勢力。 

9. 制定失業保險法。 

10.反對壓制日、鮮無產階級的惡法。 

11.擁護蘇維埃聯邦。 

12.擁護中國革命。 

13.反對新帝國主義戰爭。 

上述口號與「工農政府」、「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有極密切的關係。我黨應

依客觀條件，於一定時機提出「工農政府」、「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 

七、台灣共產黨與民族獨立運動 

      資產階級及其走狗雖然到處宣傳民族平等或民族自決權，其實不過是徹

頭徹尾的弱小民族的口頭禪而已。共產黨必須揭破這個假面具。無論如何，民

族獨立的要求只有在廢除階級的要求中才有意義。從歷史發展的情勢來看，民

族獨立運動－也就是台灣獨立運動－是絕對不可能藉由和平手段或由漸進改良

的途徑來達成的。特別明顯的是，想要依賴資產階級的領導是全然不可能的。

過去與目前全世界革命運動的豐富經驗與教訓都證明，如果沒有先進資本主義

國家的工人階級和蘇聯的積極援助，如果沒有殖民地工人、農民革命的反抗和

共產黨的領導，民族革命是不可成功的。台灣共產黨是以無產階級為基礎建立

起來的，可以說是屬於無產階級的革命政黨。共產黨目前的任務與工作，在於

激發階級鬥爭，發展工農的革命勢力。工農群眾的革命理論就是以階級鬥爭推

動工農階級，使之參與革命的陣營，成為民族革命的主要利器。階級鬥爭不僅

和民族革命絲毫沒有矛盾，更有助於民族革命，所以反對階級鬥爭者，也就是

反革命者。因為反對階級鬥爭，就是反對具有革命性的最大多數工農群眾知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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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參與革命的行為。台灣民族革命，如無工農的參加、工人階級的領導，就不

可能達成目的。所以反對積極鬥爭就是反革命。 

      目前台灣資產階級反對階級鬥爭，說階級鬥爭破壞全民運動的共同戰

線，對民族革命有很大的矛盾。這根本是欺騙台灣工農群眾的一種詭計，同時

也明顯地表現出台灣資產階級的妥協性。所以台灣共產黨必須根本打倒這種反

革命的卑劣理論，徹底實行階級鬥爭，推動工農群眾參加革命，特別是要由工

人階級站在前鋒領導民族革命。另一方面，台灣共產黨必須為民族獨立而戰鬥，

如此，才能成為革命群眾的領導者，更要注意資產階級（民眾黨）運用各種妥

協欺騙的方法攫取革命的領導權。我們不僅認為台灣資產階級根本不能領導台

灣民族革命，更認定其根本沒有足夠革命所需要的軍隊。我們一方面要根本將

資產階級的妥協性和卑劣的陰謀加予以打破，另一方面還必須和他們產生密切

的聯合戰線，使得資產階級接受工人階級的影響。在目前的政治條件下－也就

是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爭奪領導權的時期－台灣共產黨必須為工人階級徵得真

正的指導地位。以免指導權落入資產階級的手中，如此才能真正推動民族革命

前發展。在殖民地的環境下，對帝國主義統治感到十分不滿的，不僅是革命的

農民大眾，而且在一定的條件下還有頗多的群眾（小商人、小企業家資產階級、

中農等）。因此台灣共產黨必須根據革命的客觀條件，具體地決定利用他們的

戰術。 

      台灣無產階級的解放如果不語民族獨立鬥爭相結合，則階級獨自的鬥爭

就得不到發揮。所以共產黨有必要站在各種革命鬥爭的前線領導所有的革命力

量。 

「共產黨的所有宣傳及煽動工作－不論在議會內或議會外，不問民主主義的存

在，對於現在資本主義所重複製造出來的事務，或者對於破壞民族平等，侵害

少數民族權利等等事實，必須斷然加以暴露。而且還必須做到：第一，經常闡

釋，只有以蘇維埃制度結合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發起鬥爭，才能在實際上保

障各民族的平等；第二，帝國主義國家下被壓迫民族的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

各國共產黨必須直接加以幫助。」 

——第一次大會的提綱 

      根據政治大綱所指示的原則，我們目前必須迅速召開第一次大會，以便

討論、決定各種問題。台灣的革命無產階級與日本共產黨不能不緊密地結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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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台灣共產黨必須是極為正確、極勇敢地發展鬥爭，確定無產階級在民族

獨立運動中的領導地位，掌握這一運動的領導權，始之不致於落在資產階級的

手中。我們為達成革命、建立蘇維埃，就必須結合、啟蒙和訓練人民，並建立

共產主義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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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第三國際東方局“致台灣共產主義者書＂ 

(1931 年 3 月 10 日) 

             譯自《沿革誌》，頁 694-701 

親愛的同志諸君： 

    雖然許久未與各位在工作方面有所接觸，不久前所接到的第一次報告也不

完全，但是有關台灣的革命事件以及共產主義者活動之概況，卻也能清楚地知

道。 

    根據這個情況，不管日本帝國主義白色恐怖有多專橫，也不管縱使失去了

與國共產黨的聯繫，台灣的共產主義者反而英雄式的成為世界歷史上重要的主

義，持續革命的鬥爭，對於日本帝國主義以及台灣剝削階段，依然繼續的深刻

鬥爭之一事，是吾等深感滿足的地方。 

    然而，我們發現在台灣共產主義運動中仍然存在著些許的缺點和弱點，吾

等對此點確有指責諸君的必要，自以往吾等所獲得的資料中，並未對所有的問

題盡最大努力解決，因而所得到的指不過是初步的回音。如果能夠跟諸君保持

聯絡，進而獲得更多的報告的話，吾等對於諸君的任意甚至諸君不得不思考的

一切問題，或許就能獲得更具體的詳細說明。 

    關於此封信，如果首先要對諸君主要的缺點做指責的話，第一就是消極，

積極性不夠充分，對台灣的革命鬥爭不加領導與組織這件事。 

    如諸君所知，有些地方罷工的機運已成熟，也就是像去年十二月所發生的

礦坑工人罷工，原本是應該對工人的鬥爭加以指導的，而我們的同志竟然放棄

對其指導，而全權委任黃色工會。其結果，此次罷工終以失敗收場。有些同志

鑑於大局，主張若是沒有勝利的希望的話，就非得藉罷工的手段不可。照此路

線，同樣的，在農民運動中也彰顯出來。事實上，我們同志在團結的擴大上以

及對不平不滿的農民群眾的統制上，並沒有組織。甚至有的共產黨員也不管是

身為農民委員會的委員，不僅沒有指導個別的農民運動，反而麻痺集體鬥爭的

積極性。 

    我們之所以注意到這些事實的存在，對諸君而言，是要指示其重要性，是

爲了要迅速確定的獲得戰勝的果實。諸君這種消極的表現以及被機會主義的毒

素所限制住的心態，全是因為沒有清楚的意識到指導集體的革命鬥爭，擁有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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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力量的人只有共產主義者，指導台灣的士人階級和同民對抗帝國主義和台灣

的榨取階級，能夠獲得最後勝利的也只有共產主義者。所以，台灣的共產主義

者有可能在消極中開始被分化解放。若非因此，這項任務的解決不會成為不可

能，台灣的革命運動也不會延遲吧。特別是現在，上至國際情勢，下至台灣島

內的革命運動之條件看來，這種消極性是不會被允許的。就實際而言，現在國

際帝國主義一切的矛盾，因世界性的經濟危機而越來越惡化，一方面帝國主義

國家相互間的鬥爭，也變得越來越激烈。因此，對新帝國主義之戰的釀成爆發

是無可避免之事。 

    國際資產階級再遭遇此經濟危機時，變得更加殘暴，進行殘酷的鬥爭，圖

謀殖民地以及勢力範圍的奪取。照此事實進行，對全世界的政治環境帶來相當

大的影響，而在各國勞苦群眾的面前背負了新的重大任務。 

    再另一方面，國際資產階級為了要從此經濟危機中逃脫，對工人階級的生

活水準施加壓力，幾千萬的工人群眾背棄至於街頭，因流浪和飢餓而痛苦掙扎。

伴隨而來的，失業工人的人數最近空前的增加，勞資雙方之間的矛盾，在各方

面也顯得越來越複雜。 

    先進各國多是工業發達的國家，因此階級的鬥爭早已形成，而且呈現為普

遍的現象，工人群眾對資本主義的固執榨取正進行者反對鬥爭。 

    第三，資本主義世界和蘇維埃聯邦之間的隔閡，越來越深。蘇維埃聯邦的

社會主義建設的迅速化及其勝利是全世界勞苦群眾對其同情的強化，蘇維埃聯

邦也強化了對世界革命運動的影響。只不過同時的，為了要獲得社會主義建設

的勝利，國際資產階級不允許蘇維埃路西亞的存在。特別是，現在蘇維埃路西

亞爲了要獲得偉大的成功，而一切的資本主義國家正遭遇著非常的經濟危機，

於是在莫斯科宣布成立工業黨，更明白證實國際資產階級為了要干涉蘇維埃聯

邦而做武裝準備此一事情。這是因為蘇維埃露西亞依然是國際社會主義動的中

心，同時，露西亞的成功，對現在依然處於經濟危機中國際資產階級而言，給

他們市場帶來很大的威脅。 

    根據現在的國際情勢看來，在最後非加以批評不可的是帝國主義含殖民地

的矛盾擴大之一事。 

    經濟的危機使得資產階級到了對殖民地國家施加越來越猛烈的壓迫和榨

取。自然地，也由於此，各殖民地附屬國家的勞苦群眾的反抗和革命運動也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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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激烈，已到了反對一切的帝國主義的地步。 

    因此，最近數年來被壓迫的東方各國，發展了空前爲有的革命運動。比如

向中國印度的民族解放鬥爭的發展，以及黑人國家和東方阿拉伯的反帝國主義

革命鬥爭的進行等。其中，中國的革命運動更達到了特別的發展，在農民戰爭

中不只高舉蘇維埃的旗幟，為了無產階級所組織領導的勇敢的中國赤軍是要和

帝國主義者、中國資產階級等反革命聯合勢力和殘酷的戰爭持續對抗，要一步

一步解放在帝國主義軍閥地主的壓迫下的勞苦群眾。 

    諸君所處的國家也是殖民地國家，因此，不可自外於現正呈現高潮的革命

鬥爭。 

日本帝國主義在世界大戰中由於已相當強固了自己的地位，在現今和其他資本

主義國家同樣的遭遇了嚴重的經濟危機，不用說，日本和其他國家同樣的失業

工人增加，伴隨而來的是對其工人階級在經濟上、政治上的壓迫更益加激烈。

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和非獨立國的勢力範圍的武裝，加之以十倍的壓

迫和榨取。 

特別是在台灣，利用其統治上的地位，對於工人的生活予以組織性惡化，根據

課稅增加榨取，蠻橫地把耕作自己土地的島民趕走，使他們陷入飢餓狀態瀕臨

死亡邊緣。 

公然地強暴掠奪台灣農民的物品，對於他們的勞動所生產的物品，也脅迫其賣

給日本的資本家，付以連本錢也不足的代價。同時，身為農民者，也必須向日

本資本迦納付條件嚴科的租稅。 

日本帝國主義之所以日益強化向台灣的勞苦群眾榨取，是爲了要填補在經濟危

機中所受之損失。另一方面，從台灣獲取的大量資金，是為了新起的帝國主義

大戰做準備，而且是利用台灣作為軍事根據地。 

台灣的勞苦群眾受到日本帝國主義如強盜般的掠奪以及榨取之一事，必然地會

引發鬥爭，大革命的即將爆發也自是不用待言的。 

從國際的革命環境和台灣的狀況來看，應該對多數的台灣工農群眾加以組織領

導，這是對諸君的最低限度的積極行為之要求。 

諸君反對組織群眾，危害了世界的新世界大戰，應該爲反抗帝國主義的世界大

戰做準備，同時，當然得宣傳蘇維埃聯邦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組織台灣勞

苦群眾，反對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擁護中國的蘇維埃運動和印度的革命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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諸君要團結台灣的勞苦群眾，並爲排除島內的帝國主義的壓迫和剝削非鬥爭不

可。現在諸君處於非常狀態而且複雜緊張的國際環境下，因此諸君要特別持有

最大的耐力限度，非積極地完成眼前的一切任務不可。只有如此，開始加入世

界革命運動，也才能和國際無產階級殖民地的被壓迫群眾的鬥爭結合。蓋因，

奪取廣大群眾到自己的一方一事，是諸君的根本任務。把自己的影響，以最大

了力量傳播到台灣的勞苦群眾中，更要在組織上鞏固此等影響，配合組織，把

勞苦群眾團結在自己的周圍。 

要根據決定日本帝國主義的勝敗，完成戰爭準備的對策，始能好好領導反帝國

主義之戰，也才能改變土地所有制度的根底。這次的革命是無法避免的，只是

只有經過如此步驟，才能顛覆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只有經過此次的革命，台

灣始能達到完全的政治和經濟的獨立。只有革命始能和日本帝國主義緊密地聯

繫，把受其保護的土地所有制和一切的封建殘餘完全肅清。只有革命始能好好

地改善台灣工人和農民群眾的生活。在台灣進行反帝國主義、變更土地所有制，

只有施行革命，在勞苦群眾的面前，展開社會主義鬥爭，也即是，社會主義最

主要的最高形式鬥爭的前途才有可能。 

台灣革命的結果會是如何？諸君現時影響組織群眾會達到什麼程度呢？有客觀

的可能性嗎？具備有革命條件嗎？是否爭取群眾歸向共產黨呢？只是關於此

點，看一看現在台灣的一般勞苦群眾有著如何的不滿，即可充分證明。亦即在

各處的農民運動、最近的霧社暴動，尤其更重要的，在各種企業上經濟和政治

的罷工要充分加以證明。 

如此在存在這些革命條件之上，對於一切的問題，關係著諸君是否能利用良好

的環境這點，是相當重要的。 

在群眾鬥爭方面，恐怕諸君非採取最大的積極態度不可。對於日本帝國主義以

非常的強暴手段，諸君要利用此激發群眾的怨恨，擴大勞苦群眾的鬥爭，對此

帝國主義的壓迫，非家反對不可。諸君，要利用勞資間、兵士和長官間、農民

在土地上的一切衝突，組織群眾，非反對階級敵人不可。在日常的政治、經濟

鬥爭上，要勞苦群眾歸向自己，而且非把鬥爭往高層度的形式推進不可。 

諸君在農工群眾的鬥爭上，要服從各部分的要求，群眾是吾黨在目前的革命階

段上的基礎口號中所非指名不可的。這口號是－－ 

一、帝國主義統制的顛覆、日本帝國主義企業的沒收，台灣政治經濟的完全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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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 

二、一切的土地無條件的加以沒收，歸還給鄉村的貧農、中農使用。 

三、勢必消滅榨取階級及一切的封建殘餘。 

四、顛覆帝國主義土著地主、資本家的政權，建立農工蘇維埃。 

五、取消帝國主義一切的賦稅，一切的苛稅。 

六、實行八小時的勞動制、社會保險，極力改良工人階級的生活。 

七、階級職業工會的組織及行動完全自由。 

八、保護國際無產階級和壓迫勞動群眾的祖國－蘇維埃聯邦。 

九、結合國際無產階級的革命鬥爭和親愛同盟，特別是聯合日本無產階級，

反對共同敵人－日本帝國主義。 

十、擁護中國的蘇維埃運動、印度的革命，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各國的

勞苦群眾的鬥爭。 

一切的口號、或者在印刷的煽動和宣傳品中，諸君向群眾解釋此口號，把群眾

團結在此口號下，非發展他們的鬥爭不可。 

事實是極明顯的。諸君若是不把事實上是少數人的小組織的共產黨家以堅固統

一的話，要完成這次困難的建設任務、爭奪群眾往己方靠攏的方法是除此以外

無他途。諸君非進行真正的黨的建設不可。首先，產業工人、鄉村的貧農特別

重要的，亦即，在農民運動及工人的罷工中，要使那些最盡力的積極的組織者

及其參加者入黨、而且在每一企業中非組織黨支部不可。首先，在大企業中組

織黨的支部一事是必要的。這些黨的生產支部成為諸君的基礎，選拔同志成為

工作指導的基本泉源，同時，非組織鞏固的地方委員會不可。像這樣，在諸君

的國內各地區，就可以成功地領導廣大群眾的鬥爭。諸君要極力地以口號和文

字，煽動宣傳一切的主要的政治事件。爲群眾指出具體的明顯的口號，非真正

地把他們團結在革命鬥爭中不可。特別應該注意的是，要訓練黨的幹部及宣傳

工作之一事。 

我們的意見是，至少諸君應該發行機關報紙。雖是在困難的條件下，但這報紙

也應該每月出版二、三回。必須好像作黨的群眾日報般，宣傳吾等的基本口號，

非成為勞苦群眾的集成的組織者、領導者不可。保持組織上的秘密、發展黨內

的工作，這些揭示部用贅言的。 

遵從黨的建議，吾等的任務是發展職工運動，鞏固運動中的領導作用。依據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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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諸君近來，特別是破壞職工會後，削弱了職工運動中自己的地位。希望諸

君能夠好好的鞏固既存的赤色職工會，在尚未有組織的企業內，非組織新工會

不可。這個工作並非光靠上層機關，而是應由下層在企業中創造才是。非保障

職工會真正成為群眾的堡壘不可。另一方面，諸君應該派遣特別同志，在黃色

工會中工作，破壞他們、爭取他們的群眾。吾等對於職工運動的影響和指導，

必須組織共產黨團，並於以保障。該黨團必須遵從委員會的一切指示，並且非

切實施行不可。職工運動的基本方面以及吾等的基本任務是，作為罷工鬥爭的

先區和組織者及領導者之一事。這任務的完成，全靠吾等的工人階級和工人運

動翁的影響程度及力量而定。職工運動的任務事我們必須指出農村工人的組織

之必要。農村工人的鬥爭在諸君的國家內是具有特別意義的，且具特殊作用的。 

最後，依據諸君的資料，至今為止沒有任何活動，也未組織領導失業工人。這

個缺陷非儘快補救不可。也就是，組織特別的失業工人委員會，並依此在失業

工人之中開拓進行有系統的工作。吾等在今天並不向諸君一一提出團結失業工

人的口號。以特別通信方式向諸君告知。 

諸君在一切群眾工作中，利用一切公開可能的形式之一事，是非常具有意義的。 

各種各樣的晚會、職工學校（工人長期學校）、女工養成機關（女工養成的特

別班）、俱樂部、讀書室、遊戲運動的組織、飯檯、喫茶店等等，在各種各樣

的地點中發展，和群眾接近。像這樣，即使在有警察的恐怖條件下，也可以好

好地把為數眾多的工人群眾融合，並加以影響。 

另外，跟諸君說明一下關於農民運動中的任務。 

坦白的說，農民組織，在諸君的國家中已存在許久，並且已擁有相當的革命傳

統。這點，對諸君在農民運動中的任務，該是相當容易完成的。諸君必須把農

民組合遍佈於全國。必須把一切的農民群眾（貧農、中農）組織團結不可。在

這團體中，把各地的農民組合的零星的鬥爭統一，一切的農民運動的指導、部

分的鬥爭要求、賦稅的減少、地租的降低、拒絕納付屬於日本帝國主義的灌溉

稅等等，非加以集中不可。諸君要把為數眾多的勞苦農民群眾往共產黨的周圍

團結，把他們的鬥爭和工人階級相結合，在基本的革命口號下，漸次地往高度

政治鬥爭水平線上推進。同時，要制定特別的具體口號，派遣同志到部落中，

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反對鬥爭中，組織吾等的聯繫、堅固吾等的領導。 

在進一步說明反帝國主義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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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運動中，漸漸地，廣大的農工群眾、土著部落、城鄉貧民參加。 

爲了促進此運動的發展，諸君在反帝國主義大同盟的組織上非努力不可。文化

協會在過去反帝國主義鬥爭中，起了相當的革命作用。而且繼續地在台灣領導

日本帝國主義的反抗鬥爭。但是在此組織中，工人參加，甚至領導，事實上是

小資產階級的組織，並非有保障帝國主義確實的徹底的鬥爭。諸君要不論成敗，

遵從一切群眾的組織，首先要借助職工會農民組合之力，組織反帝國主義大同

盟之一事為要。非依據此同盟最近的開會決議案行動不可。若是文化協會未採

用反帝同盟的意見，諸君就在其會員之中進行分化，在諸君的組織下，有著先

進的革命情緒的會員，特別是工農分子，非將之轉入反帝大同盟不可。諸君要

在一切的企業內及各區、各域、各鄉村之中，根據黨團指示組織幾各反蒂同盟

支部，黨團非得保障自己的影響和領導不可。 

最後，在本信中，吾等希望諸君在農工群眾的組織上要多加注意。吾等非常清

楚在台灣過去曾有勞苦群眾的革命組織之存在。現在的工作，街根據此組織所

培養出來的。只是現在在台灣，青年團的情形如何？吾等完全不知曉，真是遺

憾。吾等所接獲的資料中一點也未曾言及。若是無此組織，就不要猶豫，非即

刻組織不可。若即使存在，但其力量薄弱的話，當然非得盡最大力量幫助其發

展不可。 

青年團是農工的先進份子，不光是得組織領導青年的政治經濟的鬥爭，同時，

非得清楚黨的後備軍之一事不可。因其在反帝國主義中、破壞日本帝國主義軍

隊的工作中，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與此相同的，諸君要組織勞動婦女（首先

是女工和貧窮的農婦），領導他們參與經濟的政治的鬥爭。吾等對諸君所提出

的有關各種問題，也期待諸位的意見。 

也請諸君對國內的經濟狀況、革命運動，作更詳細的說明。 

吾等向諸君提出了許多困難複雜的任務。吾等相信諸君已發動一切的力量，即

積極的活動，提高共產主義先鋒隊的戰鬥力。諸君的勝利就在於完成諸君本身

的任務，保障台灣革命運動的順利發展之一事。 

向共產主義敬禮！ 

共產國東方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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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台灣共產黨政治綱領(1933 年 6 月) 

一、 世界革命與台灣革命 

（一）世界革命的發展 

  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後，世界革命經過一連串的過程。而此一過程乃資本主

義的一般危機中的種種階級的表現，在危機中的種種階級表現了各個革命的時

期。 

  第一時期，為大戰發生至 1923 年。而再此時期中，由戰後至 1921 年為危機

最猛烈的時期。共產國際與俄國無產階級專政是此時期中被建立的。在此時期

中，唯有俄國無產階級革命獲致勝利，其他各國則因缺乏鞏固的無產階級政黨

－共產黨－的組織與指導而告失敗。此一時期於 1923 年以德意志革命的失敗而

終結。斯時統治階級開始其全盤的攻勢，而第二期乃隨著開始。 

   第二時期，此時期為資本主義實行生產合理化，積極地恢復遭受大戰打擊的

生產力，發展並擴大資本的攻擊，同時，慘敗的無產階級亦極力從事防禦鬥爭，

殖民的反抗運動亦繼續爆發的時期。另方面，此時為蘇維埃聯邦急速向上發展，

社會主義建設獲致極大的成功，共產黨的擴大增強了對無產階級大眾政治影響

的時期。 

   第三時期，此時期一方面資本主義已經實行生產合理化而增大了其生產力，

某些產業部門更超越戰前的水準，托辣斯組織日益發展，逐漸進入國家資本主

義階段。另方面，蘇維埃聯邦的社會主義建設急速地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基礎

變為強大的時期。同時，資本主義延續了戰後資本主義的一般性危機（市場狹

小、蘇維埃聯邦的存在、殖民地革命、帝國主義內部的矛盾），是世界經濟矛

盾發展至最高度的時期。 

   生產力的增大與市場狹小，帝國主義與蘇維埃聯邦的對立，帝國主義國家間

的矛盾，帝國主義與殖民地革命的矛盾，資本主義國家的內部的矛盾－工人大

眾與日俱增、階級鬥爭傾向革命化與白熱化－日益尖端化的此一時期，使資本

主義失去相對性安定，資本主義的危機極度的尖銳化，而陷入絕大的經濟恐慌

的資本主義第三期。而帝國主義為轉嫁第三期的經濟恐慌的負擔於國內無產階

級及殖民地工農身上，更瘋狂地壓迫國內革命及殖民地革命運動，並積極地準

備攻擊蘇維埃聯邦及第二次帝國主義大戰的陰謀。而各國無產階級運動與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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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革命運動澤急速地繼續發展。 

（二）台灣革命與世界革命的關係 

    各國無產階級與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解放運動的發展，尤其蘇維埃

聯邦社會主義建設的急速發展與無產階級專制的穩固，將可能對台灣革命的發

展與勝利提供援助與保障的作用。同時台灣革命現階段的反帝國主義社會，乃

係針對蘇維埃聯邦及中國革命的強敵，世界資本主義統治國中有力的－國際帝

國主義東方支柱－日本帝國主義之打擊，固具有很大的世界革命的意義。特別

是台灣再地理上已成為日本帝國主義對南洋、華南侵略的橋樑，對抗英美帝國

主億南方軍事根據地。這一點更使台灣革命的世界性意義提高。而當台灣無產

階級指導下的台灣革命進行到社會主義革命時，將更具有直接的世界革命的意

義。因為此種革命已成為世界革命的直接構成部分。 

二、 台灣革命現階段的性質與動力 

（三）台灣革命現階段的性質與任務 

    台灣革命現階段的性質為資產階級性的工農民主革命。若謂台灣革命現階

段的性質為社會主義革命（如連溫卿），那是錯誤的。同樣的，若謂台灣革命

現階段的性質為全民革命（如蔣渭水），也是錯誤。而這些錯誤觀點將對革命

帶來危險性。 

因為： 

1. 台灣在一方面資本主義頗為高度發展，然另方面農業生產技術卻極為落後，

尤處在自然經濟狀態下。且只有少許的小手工業尚存於各處。 

2. 此等達到高度資本主義悉在日本帝國主義大資本獨占之下。一切重要產業、

金融機關及半數以上的土地均在帝國主義的掌中。 

3. 政治上完全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而其統治係極端的總督專制。在如此的

專制統治下，台灣人毫無政治權利與政治自由。評議會、協議會俱為帝國主義

統治的後援機關。 

4. 農村內尚存在著地主的封建榨取。此等在農村內施行封建榨取領台後，不但

未能完全消滅封建關係，更利用它進行資本的原始蓄積，賦役、高利貸的榨取

亦繼續存在。在社會上封建性支配依然具有相當大的力量，大多數青年與婦女

的尚生活在這種封建社會關係的束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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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此過程中，逐漸抬頭的台灣商業資產階級級欲進入商工業的地主，由於日

本領台後的帝國主義政策的打擊與日本大資本的壓迫，遂使民族資本獨自的發

展之途完全被切斷，其資本大部分投入於日本大資本中，跟著日本資本的發展

而發展，不然便成為販賣帝國主義商引的進口商或為帝國主義收集原料品的出

口商的貿易資本。現在的民族企業的規模極為微小，依賴國主義的金融勢力的

維持，完全生存在日本金融資本的羽翼下。同時，此等資產階級幾乎都身兼進

行封建榨取的地主。 

6. 大多數的勞工皆在惡劣的勞動條件下承受帝國主義的剝削，一般農民日復一

日失去土地，貧農則在帝國主義與土著地主的殘酷封建榨取下過著非人生活。 

小資產階級亦在帝國主義的政治壓迫下逐漸走上沒落之途。是故台灣革命現

階段的任務，當然必須集中一切革命的力量，實行下列兩項目標。 

a. 顛覆帝國主義的統治使台灣獨立。 

b. 實行土地改革，消滅封建殘餘勢力。 

然此任務唯有無產階級指導農民小資本階級及一般勞動大眾，排除民族資產階

級的政策－民族改良主義，在農村及工場內實行猛烈的階級鬥爭及武裝暴動，

顛覆帝國主義統治，建立工農民主獨裁的蘇維埃政權，始克完成。故革命現階

段的第三任務為建立工農民民主獨裁的蘇維埃政權。 

然而此一革命的結果，絕非使社會脫離資本主義生產力的範圍。台灣現階段革

命的性質頗為明顯，時為資產階級性的工農民主革命。此乃社會的客觀性要求，

是進入社會主義革命之前的必經之過程。 

（四）台灣革命現階段的政綱 

    爲徹底完成台灣革命現階段的任務，務必執行下列的政綱。 

1. 顛覆帝國主義的統治，此台灣獨立。 

2. 沒收帝國主義一切的企業及銀行。 

3. 沒收地主的土地，分與貧農、中農使用。 

4. 實行八小時勞動制，實行失業的國家救濟，實施社會保險。 

5. 廢除一切苛捐雜稅，實行統一累進稅。 

6. 革命的集會、結社、言論、出版、罷工的絕對自由。 

7. 建立工農民主獨裁的蘇維埃政權。 

8. 國內民族的一律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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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與日、華、印、韓的工農聯絡。 

10.與蘇維埃聯邦及世界無產階級聯絡。 

此乃革命現階段的根本要求。故必須集中全力圖其實現。 

   （五）台灣革命現階段的動力 

       台灣革命現階段的性質雖為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為資產階級早已不克

負單此種革命的任務。因為台灣資產階級的資本不是融合於日本大資本內，即為輸

入商、輸出商的貿易資本。至於民族企業其規模極為微小，且依存於日本金融勢力

的維持。台灣的資產階級大都身兼地主，於農村實行封建榨取。因此，以反帝主義

與掃除封建殘餘勢力為任務的革命，對於台灣資產階級植基會間接構成打擊。故台

灣資產階級不欲離開帝國主義，唯圖在帝國主義下要求地位的改良與榨取機會的平

等，冀望隱匿在帝國主義權力下，為帝國主義的發展而發展。而實際上，台灣資產

階級自始即標榜議會請願運動等的民族改良主義。尤其在 1926 年受到工農勢力的

抬頭的威脅後，更覺悟到如帝國主義被顛覆後，本身將無力發展台灣產業實行資本

的統治，必須跟隨帝國主義之後而被打倒，故明顯地背叛民族利益公然與帝國主義

妥協。如今，台灣資產階級非但不屬於革命的力量，相反更成為革命的阻礙物。 

       當前唯有無產階級能指導農民與一般勤勞大眾予以完成。故當前唯有無產

階級指導農民、小資產階級及一般勤勞大眾組織形成的勢力，才是推進革命的唯一

動力。因為，在生產上佔有的重要地位、數量上的浩大及生活上的痛苦，是決定性

地使無產階級及農民變為最堅實最偉大的革命勢力的現實因素。 

   （六）台灣革命發展的前途 

       此一革命已經在封建榨取的指導之下，工農的革命政權亦是在無產階級的

主導地位之下。又客觀條件（資本的集中與托辣斯化－以國家資本進行交通、產

業、專賣事業、土地經營及大資本與國家機關的掛勾）的相當程度的具備，。使

革命得以加速的轉入社會主義階段。因為無產階級亦必將社會導向非資本主義－社

會主義－途徑上發展。而自帝國主義手中沒收的企業，以及由地主手中沒收的土

地，將悉數在無產階級指導下的工農政府手裏，此等企業與農業生產的改革，將悉

數成為邁入社會主義階段的計畫。而無產階級指導下的工農民主獨裁的蘇維埃政

權，又將轉入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型態。由以蘇維埃聯邦的存在及其社會主義建設

之急速發展，以及日本無產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指導下的各國的工農革命，將大大

地對台灣革命提供援助與保障，必將加速發展至社會主義的階段。故毫無疑問，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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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革命發展的前途即是社會主義的前途。 

三、 黨的過去的經驗與教訓 

（七）黨的成立 

    黨因應於下述客觀情勢而產生。及資本主義生產合理化的攻擊與中國大革

命的刺激，激發了 1926 年以後台灣無產階級猛烈而勇敢的防禦鬥爭。此次鬥爭

乃台灣無產階級初次的進出。此次進出同時要求共產黨的指導，而黨於焉產生。

然而，黨的建立離開實際的鬥爭地，黨員的成分以小資產階級分子占絕大多數，

黨員的政治水準與工作經驗又非常低度且薄弱，因此，黨在建立之時便深植了

機會主義的根源，。而在實際上更犯了重大的機會主義謬誤。 

（八）黨與革命的低落 

    台灣無產階級開始進出的 1926 年以後的防禦鬥爭，特別的猛烈而勇敢。大

小不一的鬥爭繼續爆發，工會組織如雨後春筍般建立於各地，而農民的減租與

抗租鬥爭亦甚為猛烈。然不巧遇上資本主義第二期的日本資本主義，由於金融

救濟的效果以及中國大革命的挫折，擺脫了中國大革命的牽制，在相對安定中

尚保有相當大的力量破壞革命運動。一方面民族改良主義在大眾中使用欺瞞手

段不無收穫，牽引了若干大眾，分散鬥爭的力量。為此，台灣革命的鬥爭，一

方面由於統治階級強大的彈壓力量及民族改良主義的欺瞞效果，另方面因工農

組織的不鞏固及重要產業工人的末組織，工會戰線的不統一，農民團體缺乏貧

農基礎及工農缺乏革命經驗，革命的力量比起反革命力量顯得極端微弱，因而

各種運動經常遭遇挫折。到二一事件的打擊，革命運動遂暫告一段落。但在此

革命運動低落的原因中，必須指摘出黨與革命運動低落的關係。黨由於組織上

缺乏無產階級的基礎及組織數量的微小，又因黨員的政治水準及革命經驗的偏

低薄弱，而犯了重大的機會主義錯誤，致無法勇敢而正確地指導革命鬥爭。這

也是革命低落的一項非常住要的原因。因此，此種革命的低落導致黨內出現不

少小資產階級的動搖分子。 

（九）機會主義的錯誤 

    黨在過去犯了重大的機會主義的錯誤。過去黨所走的錯誤悉為機會主義之

途。此種機會主義之道路乃存在於黨在政治上所採之不動主義、在組織上所陷

入的閉門主義的極端錯誤之中。首先，我們可以指出，我們的黨對台灣資產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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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的分析，及對革命性的評估，全站在機會技術的立場，且在政治上陷於盲目，

致演變成重大的錯誤。 

1. 認為台灣資產階級可分為二部分。一部分是帶有民主傾向的、具有革命性

的、擁有獨立的民族資本的資產階級左派；另一部分為其資本已融合於日本金

融資本，且已地主身分實行封建榨取的反動的資產階級右派。 

2. 是故，對所謂資產階級左派懷有幻想，認為所謂的左派上具有革命的可能

性。 

3. 結果對左派妥席協或採取讓步的態度。雖然指謫了資產階級將來的反動必然

性，但無法指摘出資產階級及民族改良主義的危險，以及對此應有的反對任務。 

這樣的分析與評估完全錯誤。事實上，所謂獨立的民族資本極為微弱。他們和

其他的台灣資產階級一樣，依存日本金融勢力的維持，一概兼有地主身分（在

台灣，一搬上層小資產階級亦兼備地主身分），在農村實行著封建榨取。正確

地說，台灣並沒有帶有民主成分與革命性－擁有獨立民族資本－的資產階級。

誠然，在資產階級中帶有要求稍高的左派與要求稍低的右派。但兩派俱不脫離

與帝國主義及民族改良主義的範圍。離開文協另組民眾黨、工友總聯盟、農民

協會而與左翼工農團體對抗的事實，很明顯地表示著無權走向反動的路上。由

於黨對政治盲目且站在機會主義的立場，故無法認識此點，致放棄了反對民族

改良主義的任務，使民族改良主義在大眾中的欺瞞獲致若干的效果，阻礙了黨

的發展與大住的革命化。終於 1930 年動員了農組、文協、及一、二地方的工會，

進行對民眾黨、自治聯盟等民族改良主義的反對工作。但此種反對工作只是觀

念的，且是講演會式的方法，並非任何侵入工場農村內的東西；不是在鬥爭中

帶給群眾影響，使大眾從實際上體驗出民族改良主義的反革命行為，並獲得認

識；更無法使處在民族改良主義影響下的大眾，脫離民族主義去反對它。 

其次，我們可以指出，黨放棄了對社會民主主義的鬥爭。對社會民主主義鬥爭

之放棄，證明黨沒有認識到社會民主主義的危險性，更證明了黨的機會主義的

立場。黨將社會民主主義看作為革命的左翼，始終未曾暴露過社會民主主義的

反革命欺瞞性，在客觀上援助社會民主主義的反革命工作，將左翼工會大眾至

於民主主義的欺瞞與操縱下，阻礙了黨與革命的發展。 

第三，我們可以指出，在工會運動中，在統一戰術方面運用了機會主義。黨昧

於統一戰術係獲得廣大群眾的戰術，而將統一戰術作為工會統一的戰術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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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工會的戰術分為左右兩翼，在左翼工會的大眾比較左傾且急進，社會民主

主義操縱下的大眾則較右傾且保守，安全處在民族改良主義的操縱下。左翼工

會裏比較有近代的工人而右翼工會全是工業工人，重要的近代產業工人尚未被

組織。黨對於左翼工會大有活動的可能性與機會。在如此的狀態下。黨應該一

方面在大眾鬥爭中反對社會民主主義，排除社會民主主義的幹部，確立左翼工

會的全島性組織，並組織尚未組織的重要產業部內的工人。另方面應以左翼的

統一的革命行動影響右翼工會下的大眾，侵入右翼工人大眾中，激發右翼工人

大眾的鬥爭，在鬥爭中暴露民族改良主義幹部的反革命的欺瞞，排除民族改良

主義幹部，爭取右翼工會下的大眾，使左右翼工人全部在革命的工會組織下團

結。 

然而，當時對左翼的觀念僅只漠然地想到左翼兩字而已，境把社會民主主義也

看作是革命的左翼，沒有把左翼工會的社會民主主義幹部排除，未將左翼工會

加以全島性組織，尚未組織的重要產業部門的工人也未加以組織。因此，左翼

工會無法獲得革命的統一指導與堅固的革命的左翼陣營。又不曾攻擊右翼工

會，激發右翼工人的鬥爭，暴露右翼幹部的欺瞞，或以左翼的幹部行動影響右

翼大眾，爭取右翼下的大眾，排除右翼幹部。光提出「工人無左右翼」的口號，

欲由下而上實行統一戰線，而沒有排除社會民主主義與民族改良主義的幹部。

其結果僅止於觀念性運動，毫無可能實現統一。即使有了縱的統一，只不過攏

和社會民主主義與民族改良主義者的領導及其影響下的工會而外，不具任何意

義。。這樣對革命的意義及黨意圖吸收廣大群眾的工作方面並無意義，只能說

是證明了黨不明瞭工會統一戰述的意義以及黨吸收吸收廣大群眾的意義，且也

顯示了黨的機會主義的錯誤。此外，幾乎沒有發動失業工人、青年工人、女工

的鬥爭。尤以 1928 年後，黨完全地放棄了工會的工作，對工人的鬥爭幾乎停頓

下來。這些事實乃黨極端的機會主義的錯誤。 

後來，在赤色工會的建設運動中也犯了機會主義的錯誤。對赤色工會運動沒有

一定的正確方針。在鬥爭中沒有注意到建立赤色工會，遂以研究會吸收工會會

員，對工會會員的條件要求過份，使會員變成絕對少數；且了解「由下而上，

由上而下」的交互作用，並誤認為建立土一的指導部為時尚早。 

第四，我們還可以指出黨在農民運動中的錯誤。在黨成立的當時，農民正遭遇

帝國主義的土地強奪與地主的殘酷榨取，農民生活已非常痛苦，正痛感需要土



巨變與衝擊－論社會主義對台灣左翼運動的影響                                                            

 201

地，但黨不曉得適時提倡「土地給予農民」的口號，激發農民對土地問題的鬥

爭而吸收農民大眾。又未曾提倡應將農民團體的基礎建立在貧農上，鞏固農民

團體鬥爭的基礎。又未能排除小地主富農的指導作用。且又不層揭示僱農獨立

組織的必要性與在堅實的農民運動中的指導作用的任務。而農民團體幹部均為

富農、小地主的土地，曾誤悉由此等幹部把持，沒有拔擢地方的貧農為幹部，

無法激發農民的鬥爭，僅止於回應其鬥爭，對農村青年的訓練以及農村婦女的

動員亦不夠關注。 

第五，我們還必須指出，黨在其他各種工作中也陷入同樣的錯誤。青年運動、

婦女運動完全沒有推行。對教育會的工作亦不知建立自己的組織系統 

不設法吸收自己的大眾，不作革命的大宣傳，無法指導一般大眾去反對白色恐

怖並充分地進行犧牲者的救援運動，無法動員大眾去支援工農鬥爭，完全不了

解後備軍的意義。 

    黨對於各種國際的鬥爭日亦然，無法動員大眾去擁護蘇維埃聯邦及中國革

命，也無能完成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等任務。亦不曾掌握各種機會激發大眾的鬥

爭。霧社事件發生之際，黨始終未有任何行動。此乃證明黨再政治上已走上不

動主義的極端錯誤。 

    最後，我們要指出組織上所犯的錯誤。黨在組織上完全是閉門主義，無法

擴大黨的組織。尤其沒有集中力量吸收重要產業工人，建立產業支部，鞏固黨

的無產階級的基礎，使黨獨立在小資產階級基礎上而無法反映無產階級的意

識。由於黨的幹部均為小資產階級出身，故黨中充溢著動搖不定的小資產階級

意識，日復一日陷入了機會主義。支部生活與支部工作無法建立，在大眾內部

無法發揮核心作用，因此，黨無法理解大眾對革命的要求與情緒，以致逐漸脫

離大眾，趨向左傾右傾的危險。又黨員欠缺很好的規律，黨員的工作與行動沒

有正當的統治而專依幹部的個人獨裁，黨員不知黨的政治方針，無法討論政治

問題，因而黨的組織極為鬆弛，使黨的工作無法活潑起來。又黨團與支部的區

劃不明顯，黨團與支部的工作亦無法劃分清楚，指導機關經常不指導黨團的工

作，指導機關經常不正式開會，僅只委員個人的會話交談，各級機關間亦沒有

建立密切的聯繫，而實際上的指導機關因沒有建立，致使黨的工作非常混亂，

乃至於根本上失去了黨的常態。 

四、目前的革命客觀情勢與黨的總路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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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無可避免的革命的醞釀與革命的高潮已經來臨 

    資本主義的第三期業已使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急遽地趨向崩潰之途，。主

要的資本主義諸國家已陷入絕大的經濟恐慌下，失業者如洪水般澎湃，工農大

眾墜入困苦貧窮中，更將全世界捲入於世界革命第三期的怒潮中，資本主義諸

國家的無產階級運動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工農革命正急速地發展開來。 

     此種經濟恐慌已經牽動著日益發展中的政治性危機。而第三期危機之侵襲

對日本帝國主義國家而言也一樣非常危險。故欲將其負擔加重轉嫁於工農的身

上。作為日本資本主義體系一部分的台灣，其資本主義的經濟恐慌已走到盡頭，

由於其資本比日本本國微弱，台灣的經濟恐慌比本國的恐慌更為激烈。又此資

本主義恐慌與其他各國一樣波及到農業恐慌，致使帝國主義與土著資本家地主

對台灣工農的經濟榨取，與爲了維持經濟榨取所採行的政治壓迫，更加殘酷。

諸如封閉工廠，縮小生產，工人的裁撤，勞動時間的延長，工資的降低，租穀

的提高，增稅，實質物價的騰貴，農產物價格滑落，共產黨的檢舉，革命團體

的破壞，革命新聞的查禁，革命分子的逮捕、拷問、虐殺，以及對革命集會、

同盟罷工及一切的革命行為的彈壓等，不斷向工農大眾身上襲擊。另外帝國主

義戰爭的急迫，工農的痛苦與負擔笈速增加。 

     工人農民及一般民眾的生活於是陷入非常悲慘的狀態。此乃必然爆發巨大

革命鬥爭的條件，而實際上業已爆發出無數次大小不一的鬥爭。如霧社番的暴

動與東台灣番的騷動，基隆地方採煤礦工的同盟罷工，台北平板印刷工的同盟

罷工，台北菜農與蔬菜販賣人的鬥爭，台北生魚零售商的鬥爭，骯化小販對警

察的鬥爭，北港賣冰人的爭議，新竹電費降價運動，苑裡漁民的鬥爭，竹山市

民的藥價降低運動，高雄及東台灣的租屋人的問題的糾紛，宜蘭的有關目的使

用費的反對鬥爭，台北高等學校學生的同盟罷課，臺中一中的學生紛擾，台北

高等學校、淡水中學、宜蘭農林學校的反對奴隸教育的鬥爭，台北金銀紙工的

同盟罷工，台北印刷工的同盟罷工，石碇煤礦工的同盟罷工，基隆碼頭苦力的

同盟罷工，松山製瓦辜人的同盟罷工，新竹木工工人的同盟罷工，台北蓬萊鐵

工廠的同盟罷工，台中人力車伕同盟罷工，台中菸草組合使用人的鬥爭，台中

汽車從業員的爭議，台南印刷工的爭議，高雄碼頭苦力的爭議，高雄印刷工的

同盟罷工，高雄草包女工的同盟罷工，彰化道路問題的鬥爭，台北青年三．一

0 的反鬥爭，曾文蔗農反對蔗價下降的鬥爭，學甲、曾文、麻豆、下營水租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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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同盟的鬥爭，桃園農民對農作物扣押的反對鬥爭，屏東反對土地收回的鬥爭

等即是。上述情況雖僅不過是革命復興的徵兆，唯現在一般的工農及勞苦大眾

均抱著高度的不平不滿，尤其是第一其農作收穫其將屆，到時將爆發出全島農

民的鬥爭。 

     外國的革命發展的刺激，加上國內客觀情勢的逼迫，台灣革命運動即將繼

續地爆發與大發展。毫無疑問，革命的高潮將在無可避免的情勢下來臨。 

（十一）爭取廣大群眾的義務 

     客觀情勢日復一日的進展，革命高潮一天比一天逼近，但革命的主觀力量

上甚薄弱，黨的組織仍然極為幼稚。黨對群眾的政治影響還很薄弱，群眾至今

未完全了解黨的政治主張。加上大多數的群眾還不知道黨的存在。大多數的工

人迄未有組織。既已組織的工人都在民族改良主義者及社會民主主義者之操縱

下。而其組織也十分散漫、無力，且也不是重要產業工人的組織。，一般群眾

依然處在民族改良主義的影響下，赤色工會組織還是絕對的少數。農民團體的

組織上停留在富農中農（含小地主）為主的情況下，在二一二事件遭破壞的支

部幾乎全部未有再建。另外辜農運動的發展不均衡，大體上農民運動比工人運

動發展。而農民運動南部比較發展，北部、中部（中壢、大甲均為農民運動的

要區）則較為落後。工人運動方面北部比較發展，南部（高雄為工人運動要區）

不甚發展。希布的運動與督部的運動比較，更有天壤之別。 

     革命的主觀條件如上述非常貧乏，目前革命的力量與統治力量相比極端的

微弱，而反革命力量更為龐大。在這樣的客觀條件下，黨若能改革過去的錯誤

路線，採擇「布爾什維克」的正確路線，組織廣大群眾，堅定地領導群眾鬥爭，

則革命必然迅速地發展。 

     因此，目前黨的任務應該是把握各種機會，抓住工人與資本家、農民與地

主、士兵與長官的大小衝突，激發群眾的日常鬥爭，在鬥爭中反對民族改良主

義、社會民主主義、機會主義，擴大黨在群眾中的政治影響，吸收群眾集合在

黨的政治口號的周圍，領導工人農民在工場與農村實行猛力的階級鬥爭，建立

無產階級在奴民運動中的指導權，擴大並鞏固工農的革命組織，力求革命的均

衡發展，以武裝暴動顛覆帝國主義的統治，樹立工農民主政權。 

（十二）反對左右傾的態度 

     黨過去犯了太大的右傾機會主義謬誤。爲要把黨從右傾機會主義挽回，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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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努力除去右傾主義在組織工作基礎。當前的黨漂流在右傾機會主義的危險線

上。反對右傾機會主義乃黨目前的緊急任務。但要反對此種右傾機會主義，應

集中力量建立黨的無產階級的基礎，確立支部的生活與工作，除去機會主義的

組織基礎；另方面，經常注意日常生活工作中的右傾路線，排除右傾機會主義

在工作上的基礎，為此勢必斷然地要求永久性的鬥爭。若然則可掃除右傾機會

主義。然而在反對機會主義鬥爭中，若左傾機會主義已經在黨內抬頭，黨當然

必須注意防止左傾機會主義之發展。因為左傾機會主義如任其成長，亦必將使

黨在不正確路線上趨向危險。 

     黨唯有集中全力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與防範左傾機會主義的抬頭，並導入

「布爾什維克」的正軌，始能宏圖革命的發展。 

四、 黨在各種運動中心必須實行下列任務 

（十三）組織問題 

1. 特別留意吸收產業工人，建立工廠支部，強大黨的無產階級基礎。 

2. 儘速打破閉門主義，擴大黨的組織。 

3. 確立支部工作與支部生活，使它存在於群眾中發揮核心作用。 

4. 確立黨的規律。 

5. 確立黨團與黨部的關係，尤其需確定與支部的關係。 

6. 拔擢工人作為各級指導機關的幹部。 

7. 確立各階級的指導機關。 

8. 確立各級黨部的密切關係。 

9. 提高黨員的政治水準，強化黨員的政治生活。 

10. 確立黨的獨自活動。 

    （十四）在工農運動中的任務 

1. 激發工人的日常鬥爭，在黨內擴大對工人群眾的政治影響。 

2. 反對影響工人群眾的民族改良主義及社會民主主義。 

3. 實行下層戰線統一，確立黃色工會中的少數派活動，吸收工人階級中的

大多數，打碎民族改良主義及社會民主主義的工會組織。 

4. 建立赤色工會組織，特別集中力量組織主要產業工人。 

5. 組織產業別上，全島性赤色總工會，使全島總工會加入赤色工人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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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intern）。 

6. 拔擢貧農作為農民團體的幹部。 

7. 在農民運動中排除小地主富農的指導作用。 

8. 使農民的團體生活無限擴大。 

9. 集中力量建設農民運動為主要區域的鬥爭組織。 

10. 使農民團體加入赤色農民團體（krestintern）（1923 年成立於莫斯科，

以工農聯盟、土地歸農民、反對戰爭、反法西斯、組織貧農等為政策。機關誌

「農民國際」）。 

11. 留意農村青年的鬥爭與訓練。 

12. 建立赤色農民自衛團。 

13. 打破黨內農民團體的不正確傾向。 

14. 確立婦女部，留意農村婦女的動員，促使參加革命鬥爭。 

15. 對業佃會、農民協會、興農倡和會等反動團體進行鬥爭。 

16. 對抗地主會，暴露地主的欺瞞與陰謀及農民與地主利益的衝突，即暴露

其分化作用，擴大農民群眾的爭奪。 

17. 打破農民團體幹部的無原則的觀念鬥爭。 

    （十五）在青年運動中的任務 

1. 留意青年的特殊利益，激發青年的日常鬥爭。 

2. 確立工農團體的青年部，指導青年的特殊鬥爭。 

3. 激發學生鬥爭，誘導廣大學生群眾趨向革命鬥爭。 

4. 幫助建設 C．Y（共產青年同盟）組織。 

5. 指導一般青年對抗封建束縛的反抗。 

6. 誘發青年團體及反動青年團體對關製的鬥爭，爭取廣大的青年群眾。 

    （十六）在婦女運動中的任務 

1. 在各項鬥爭中留意婦女的特殊要求，激發婦女參加鬥爭。 

2. 留意女工運動。 

3. 確立農民團體的婦女部，動員農村婦女，並留意促使其參加革命鬥爭。 

4. 組織工人與農民的家庭婦女，使其參加革命鬥爭。 

5. 留意女學生運動，進行對反動婦女團體的鬥爭。 

6. 指導婦女群眾，反抗封建關係的束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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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救濟會的工作 

1. 應建設救濟會的獨自的組織系統。 

2. 吸收救濟會自己的群眾，形成革命後備軍。 

3. 擴大革命的宣傳。 

4. 努力實行犧牲者的救濟工作。 

5. 支援工農革命鬥爭。 

6. 指導一般群眾的進行，使其參加白色恐怖的反抗鬥爭。 

7. 使全島救濟會的加入團體，加入於赤色救濟會。 

（十八）對少數民族的工作 

     日本人、中國人（日官憲所謂之中國人，乃指持有中國護照未入日本國籍

者（番人））等在台灣島內係少數民族。番人及中國人勞苦群眾在經濟上過著

非人的生活，在政治上全面地沒有權利。因此，這兩民族的勞苦群眾無疑地將

形成台灣的革命同盟軍。 

     日本人勞動群眾雖然在經濟上比其他人有優越權，唯在日本人相互間除高

級官吏外，在政治上沒有權利，且在經濟上一般亦沒有絲毫優越權。因而在第

三期的經濟危機中也漸次零落。日本人勞動群眾亦無疑地將形成台灣革命的同

盟軍。且因日本勞動群重在台灣各主企業的地位大都在重要的技術方面，由經

濟的全國性收奪與生產發展方面觀之，爭取日本人勞動群眾來參加台灣革命運

動是極為主要的。是故，少數民族群眾的工作必須保持慎重的注意，黨應設置

少數民族委員會，研究少數民族的工作。 

甲、對番人問題應留意下記數點 

1. 在番人群眾中宣傳黨的政治主張，其中應特別宣傳國內民族一律平等的

政綱。 

2. 應確立無產階級對番人運動的指導作用。 

3. 建立與番人之間的密切關係。 

4. 幫助番人建設人的革命團體。 

    乙、黨在日本人勞動群眾中的任務 

1. 打破民族的隔膜，打碎國粹主義。 

2. 極力反對影響日本人勞動群眾的社會民主主義。 

3. 使日本人勞動群眾明瞭，政府賦予他們少些的優越感，實乃支配階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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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裂政策所使然，以喚起他們的階級的覺悟，使他們與台灣工人共同戰線。 

4. 打破消防組、同鄉會、青年團體等的反動團體，爭取廣大的群眾。 

5. 應宣傳日本國內的革命運動情勢。 

6. 激發他們的日常鬥爭，爭取廣大的群眾。 

7. 打破民族的獨立組織。 

    丙、黨在中國人群眾運動中的任務 

1. 打破民族的隔閡。 

2. 打倒華僑團體，爭取群眾。 

3. 打破民族的獨立組織。 

4. 打破對中國國民黨的幻想。 

5. 宣傳中國革命的情勢。 

6. 激發他們的日常鬥爭。 

   （十九）黨在士兵運動中的任務 

        在帝國主義戰爭日益迫切且已進入革命第三期的現在，特別是由奪取政權

的決死鬥爭的準備觀點言，黨的士兵運動的工作至為重要。倘黨不能爭取廣大的士

兵群眾參加革命運動，則台灣革命運動將缺乏保障。但是士兵運動非常困難。唯日

本士兵大多數為勞動階級與農民出身者。因此黨的士兵運動工作，亦非絕對不可能。 

    黨在士兵運動中的任務： 

1. 爭取他們的特殊利益。 

2. 打破民族的隔膜。 

3. 打破忠君愛國的觀念。 

4. 把握他們的階級地位，喚起他們的階級覺醒。 

5. 暴露帝國主義戰爭的階級的本質，喚起他們對帝國主義戰爭的憎惡。 

6. 使他們明瞭壓迫殖民地群眾，即是壓迫本國的勞苦群眾。 

7. 宣傳日本國內的革命運動的情勢，並促使擁護「蘇維埃聯邦」及擁護中

國革命。 

8. 建設士兵的革命團體。 

9. 使他們同情或直接參與台灣的革命運動。 

10. 打倒在鄉軍人會，奪取群眾。 

11. 建設士兵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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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0）對小資產階級群眾的方針 

         世界經濟危機的深刻化，使帝國主義對台灣勞苦群眾榨取與壓迫更加劇

烈化，因而不但降低了工農生活水準，連大多數的小資產階級亦急遽地沒落轉入無

產階級的地位。在經濟的危機普遍化的情勢下，承受高價的電燈費、水費、租屋費、

苛重的稅金等，使一般小資產階級群眾亦與工農群眾一樣，生活陷入無法明狀的困

苦。因此，無疑地這種小資產階級群眾亦將是贊成台灣革命運動的同盟軍。只是小

資產階級的本質使他們經常動搖。所以，如不能爭取此等小資產階級群眾直接參與

革命或爭取他們對革命的同情，則他們將可形成反動資產階級的同盟軍。因此，黨

在小資產階級運動中應建設其指導權。 

1. 藉減免房租、反對押金問題，而形成小資產階級及一班小市民與工業的租屋

人同盟，進行共同鬥爭。 

2. 提倡稅金、電燈費、自來水費的減除問題，使其與工農建立一時性同盟。 

3. 爭取一般小資產階級群眾加入赤色救濟會。 

4. 爭取一般小資產階級加入反帝同盟。 

5. 指導一般小資產階級群眾，反對資產階級對生活必需品的價格壟斷。 

6. 提倡小資產階級爲其他各種日常利益進行鬥爭，在鬥爭中打破民族改良主義

及社會民主主義，在對小資產階級群眾的影響過程中，擴大黨的政治影響。 

7. 促進小資產階級的全島的組織。 

    資料來源：譯自《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卷 2，頁 719~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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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六 1920 年代農民運動的重要事件 

時間 事件 領導人 介入者 參與人數 議題 

1924.4 林本源製糖

會社 

林爐 許學  500 餘人 蔗農爭議 蔗

價補發金 

1924.8.16 甘蔗耕作組

合 

黃呈聰  線西保正 提高農民權

益 

1924.12 明治等四家

蔗糖會社 

   蔗價補發金

1925.1 籌設蔗農組

合 

許辛成  500 餘人 提高蔗價 

1925.1.20 陳中和收回

耕地 鳳山 

黃石順  53 佃農抗議起

佃 

1925.4.6 三菱竹林事

件 

張牛  400 土地承租爭

議 

1925.5.19 新興糖業耕

地收回 

 簡吉 黃石順 269 抗議還地 換

地 

1925.6.28 二林蔗農事

件 

李應章 林獻堂 會員 412 人 提高蔗價 

1925.10.22 二林事件 李應章 簡吉 黃石順 100 餘人 阻撓收割甘

蔗 

1925.11.15 鳳山農民組

合 

簡吉 黃石順  80 餘人 （佃農組合）

1926.6.6 大甲農民組

合 

趙港 簡吉  取消放領土

地於退官人

員 

1926.6.14 曾文農民組

合 

張行 楊順利    

1926.6.28 台灣農民組

合 

簡吉 趙港 簡吉 10  

1926.8.21 農組虎尾支

部 

陳故租   土地爭議 

1926.9.2 農組嘉義支

部（竹崎農

組） 

林巃 簡吉 70 餘人 共同保管竹

林土地爭議

1926.9.23 鳳山檢舉事

件 

 簡吉 趙港 7 人被檢舉  

1927.2.13 東京請願 簡吉 趙港   台灣土地放

領 

1927.3.16 農民中壢支

部 

 台灣農組 會員 700 人 減租 佃農爭

議 

1927.3.26 新高製糖所

有地爭議 

張火炭 大甲支部 95 人 佃耕契約爭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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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5 蕃路保守生

活同盟會 

潘成 嘉義支部 30 人 妨害鳳梨種

苗作業 

1927.6 農組二林支

部 

蔡阿煌 台灣農組 80 餘人 辜顯榮所有

地爭議 

1927.7 農組中寮支

部 

 台灣農組  山本農場爭

議 

1927.7.23 第一次中壢

事件 

 黃石順  減租 檢舉黃

石順等 83 人

1927.10.22 農組三叉支

部 
 台灣農組 111 台灣製茶公

司土地爭議

1927.12.4 農組第一次

全島大會 
 吉屋貞雄 山

上武 連溫卿

800  

1927.10.29 農組大湖 支

部 
 簡吉 王敏川 111 大湖莊土地

爭議 

1928.1.26 嘉義保管林

檢舉 
  26 人被檢舉 竹林爭議 

1928.4 山本農場爭

議 

何昆南  82 申請停止妨

害土地佔有

1928.8.9 第二次中壢

事件 

張道福 簡吉 趙港 200 辦理中壢之

部復活 

1928.12.30 農組第二次

全大會 
 林兌 謝雪紅 700 餘人  

1929.2.12 二一二檢舉

事件 
  59 人被檢舉  

1930.9.18 嘉南大圳巨

繳水租 
 曾文 下營支

部 

 拒繳水租 

整理自王乃信等譯，《台灣社會運動史（1919-1936），第四冊，農民運動》（台

北：創造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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