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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劇與政治：簡國賢的戲夢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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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戰後以來，臺灣在政治上長期處於戒嚴體制時期，言論思想受到箝制，民主無
法伸張，甚至爆發諸多政治案件，不但牽連甚廣，且對自由人權造成極大衝擊。其
中，簡國賢（1917-1955），桃園縣桃園鎮人，為臺灣近代新劇運動的代表性人物之
一，也是 1950 年代白色恐怖的受難者。其自臺灣商工學校畢業後，赴日本大學文科
藝術科肄業。返臺後，主要從事廣播劇本之創作，內容多為諷刺時局之作。1946 年，
與宋非我等人組成聖烽演劇研究會，公演《壁》一劇。該劇內容反應戰後臺灣社會
富者日富、貧者日貧之情形，藉以控訴執政者的腐敗失職，受到群眾的強烈共鳴，
旋遭到禁演。1947 年二二八事件後，簡國賢步上流亡生涯，繼於 1949 年先後加入
臺灣民主自治同盟、中共臺灣省工作委員會，轉入地下活動，輾轉逃亡於臺北、桃
園、苗栗、雲林、臺中，以及嘉義一帶，以勞動求生存，最終於 1953 年 12 月 17 日
晨在臺中大里被捕，旋被判處死刑，於 1955 年 4 月 16 日槍決，結束其璀燦而短暫
的一生。
本文擬以劇作家簡國賢為例，利用檔案管理局、國史館等機關典藏之政府公文
書、報章雜誌，以及相關人物之回憶性文字等文獻資料的爬梳，探究簡國賢如何掙
扎於理想與現實之間？如何投入劇本創作？其間有何行動？情治單位如何進行偵訊
調查，並將其緝捕到案？被捕後之處境如何？藉期對戰後共產黨分子在臺之組織、
活動及其影響等，得到較為適切而周延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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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1945 年 8 月日本戰敗投降後，國民政府旋成立特殊化的臺灣省行政長官公
署，負責臺灣之接收與重建事宜；惟不到一年半時間，即因查緝私煙事件而爆發
二二八事件。事件中，各地民眾積極投入各種抗爭行動，影響戰後歷史發展至深
且鉅。事件後，立即進入綏靖、清鄉，致使臺灣社會籠罩在恐怖、緊張的氣氛之
中。迨至 1949 年 1 月，陳誠出任臺灣省政府主席兼警備總司令，轉而以強勢領
導的方式整頓臺政，於同年 5 月 20 日頒布「戒嚴令」，實施全臺軍事戒嚴。6
；翌年 6 月 13 日復頒布「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
月 21 日頒布「懲治叛亂條例」
9 月行政院會議通過「戡亂時期檢肅匪諜聯保連坐辦法」；10 月省政府頒布「共
匪及附匪分子自首辦法」，賦予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國防
部保密局、內政部調查局等情治機關極大的權力， 1對涉有「匪諜」嫌疑、思想
左傾，甚至「知匪不報」者即逕予逮捕、拘押，以致於 1950、1960 年代爆發諸
多政治案件。
在 1950 年代的政治案件中，以臺灣民主自治同盟及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工作
委員會案最受到囑目，影響亦極為深遠，簡國賢可說是少數先後加入這兩個組織
之人。前者係二二八事件後謝雪紅等人在香港所成立者；後者則係中共在臺之重
要組織，自 1946 年成立以來即透過黨員積極發展組織，直至 1949 年 8 月秘密刊
行之地下油印刊物《光明報》及「基隆市工委會」被破獲後， 2省工委會相關組
織陸續被破獲瓦解，主要領導幹部陳澤民、張志忠、蔡孝乾、洪幼樵等亦先後被
1

2

薛化元等著，《戰後臺灣人權史》（臺北：國家人權紀念館籌備處，民國 92 年），頁 101-104。
薛月順等編，《戰後臺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一)：從戒嚴到解嚴》（臺北：國史館，民國 89 年），
頁 25-34。
國家安全局編，〈匪基隆市工作委員會鍾浩東等叛亂案〉《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
編》，第二輯（臺北：李敖出版社，1991 年），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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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再依據上述領導幹部之供詞，牽連出其下層組織、成員，一時之間，風聲鶴
唳，黨人紛紛作鳥獸散，或自首、自新，或重整組織，繼續抗爭，直至被捕為止。
其中，劇作家簡國賢不但是桃園地區主要殘餘「匪犯」之一，也是一位具理想性
與行動力之悲劇性人物，其自少年時期即抱定改造社會之理想，並透過所創作之
劇本《阿里山》、《壁》等，控訴執政當局的壓迫統治、腐敗失職，流露出對現
實政治、社會的不滿，因而成為政府的眼中釘，於 1947 年二二八事件後展開流
亡生涯。1949 年先後加入臺灣民主自治同盟、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等
地下組織，並從事發展組織、教育群眾等行動，為其所信仰之社會主義而抗爭不
懈；惟在「反共抗俄」的大時代背景下，實難有發展空間。期間，輾轉逃亡於臺
北、桃園十三份山區、苗栗縣苑裡、雲林、臺中大安溪兩岸，以及嘉義一帶，最
後於 1953 年 12 月 17 日晨在臺中大里被捕，旋被判處死刑，於 1955 年 4 月 16
日槍決，結束其璀燦而短暫的一生。
一般對簡國賢的認識，大多集中在其演劇活動及劇本創作，研究成果亦以是
類者居多； 3對其因劇本創作而受到當局注意，進而流亡、被捕，乃至槍決之歷
程，則所知不多。用是，本文擬以劇作家簡國賢為例，利用檔案管理局等機關
典藏之政府公文書、報章雜誌，以及相關人物之回憶性文字等文獻資料的爬梳，
探究其自日治時期以來如何透過劇作諷刺時局？其間有何行動？情治單位如何
進行偵訊調查，並將其緝捕到案？被捕後之處境如何等，藉期對戰後共產黨在臺
灣之組織、活動及其影響等，得到較為適切而周延的瞭解。

貳、簡國賢早年經歷
簡國賢，1917 年 2 月 20 日生，桃園縣桃園鎮人，原姓謝，生父為謝喜、生
母張得，在家中排行五男；自幼即為簡姓收養，養父簡觀雲為一漢學家、漢醫，
養母為簡林冰。桃園國民學校、臺灣商工學校（今開南商工的前身）畢業後，於
1941 年赴日本東京留學，日本大學文科藝術科肄業。期間，因其姐簡罔市也在
日本讀齒科，在東京租了一間房屋，簡國賢遂與其姐同住，簡母結拜姐妹之子陳
定坤也在日本就讀順天中學，亦曾來同住約 2、3 個月。在日期間，受日本淨土
真宗的開山初祖親鸞上人（1173-1262）和基督教社會主義者賀川豐彥（1888-1960）
的 影 響 ， 企圖 透 過宗 教 改 造社 會 ，曾 在 京 都一 町 圓 寺剃 髮 ，跟 隨 西 田天 香
3

鍾喬，《簡國賢》（臺北：文建會，2006 年）。吳佩娥，〈簡國賢及其作品《壁》之研究〉（臺
南：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碩士論文，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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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1968）和尚苦修 1 年，經常穿著袈裟沿街托缽，並到京都的妓女區為人
打掃廁所，然後再把世人的奉獻拿回廟裡，和所有的修行者一起享用。 4
實際上，簡國賢自少年時期即抱定思維人生與社會改造問題，初期擬由宗教
方面改造社會，當時痛恨日人的統治壓迫，反對奴隸教育，因言詞激烈，曾被日
本特務監視行動；且因其民族觀念濃厚，認為臺灣並非日本種族，亦非純粹的中
國種族，但對臺灣過去的處境感到非常自卑，對現實社會與政治問題皆有所不滿，
於是由宗教方面轉入哲學文學，企求以學問來瞭解人生真諦與社會問題。1937
年7月中日戰爭爆發後，臺灣總督府積極推動皇民化政策，對臺灣文化的管制日
趨嚴格，不但禁用漢語和地方語言，且全面禁演歌仔戲、布袋戲，臺灣傳統的戲
劇活動受到很大戕害，新劇運動也隨之銷聲匿跡；但青年劇活動——由青年自創
劇本、進行排練，並在各地公會堂上演——則積極展開。1941年4月，臺灣皇民
奉公會成立，在其中央本部之娛樂委員會之下，設置電影、演藝、音樂及其他等
4個分會，積極推動各地青年演劇活動，作為推動皇民化劇的主力。 5因此，桃園
街役場組織皇民奉公會時由桃園士紳簡長春等奉命組織雙葉會，作為演劇奉公團
體。簡國賢返臺後，即加入雙葉會，由於在日本求學時就對劇本有研究，且曾在
東京築地小劇場研習戲劇編導功課，於是開始編寫迂迴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劇本，
提供給宋非我在臺北放送局主持的廣播劇中播放。其後，曾與張文環、呂赫若、
吳新榮、楊逵、林摶秋等發行《臺灣文學》雜誌及出版事業，提出臺灣文學具有
不同於日本帝國的特殊性，藉以提高臺灣的文化水準。 6
1943 年 1 月 17 日，雙葉會在桃園演出《阿里山》一劇，全劇分為 3 幕 5 場，
係以吳鳳殺身成仁的故事作為主題，藉以控訴日本在臺統治及臺灣人之遭遇，這
是簡國賢的第一齣劇作。全劇以日語演出，由林摶秋導演，呂泉生負責舞臺音樂，
上演後大獲好評。作家兼聲樂家呂赫若在《興南新聞》上發表〈劇評 《阿里山》
雙葉會公演〉一文指出：該劇劇本「不僅臺詞技巧簡潔，使用語言優美，還能把
劇中人物性格描寫與心理狀態，確確實實地表現出來」，而「林摶秋的導演技術
相當巧妙，非常出色地醞釀出『戲劇的高潮』。」 72 月 12 日，該劇應邀到臺北
4

藍博洲，〈尋找劇作家簡國賢〉《幌馬車之歌》（臺北：時報出版社，2004 年），頁 294。親
鸞上人（1173-1262），是淨土真宗的開山初祖，著有《教行信證文類》，專修念佛，並帶妻弘
教，他這一宗在日本發展最盛，後分為大谷和本願寺兩大派乃至高田專修等派。
5
中山侑，〈青年演劇運動〉，收入濱田秀三郎編，《臺灣演劇の現狀》（東京：丹青書房，1943
年），頁 163-231。
6
〈簡國賢等叛亂案〉
《國防部軍法局檔案》
，檔案管理局藏，檔號：B3750347701/0043/3132396/396。
7
呂赫若，〈劇評 《阿里山》 雙葉會公演〉《興南新聞》， 1943 年 2 月 12 日，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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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會堂，在臺灣總督府舉辦的「臺灣文化獎之夜」演出，臺灣總督長谷川清亦親
臨觀賞。該次演出中，特別安排呂赫若穿著原住民服飾，於第一幕「祭神」開幕
前演唱臺灣作曲家江文也的作品，這種戲劇與管弦樂團、聲樂家的組織，是臺灣
新劇的一大創舉，因而使觀眾對新劇產生新的期許。由於該劇在編、導等方面的
成熟，使雙葉會成為當時備受矚目的青年劇團體。 8
1943 年 4 月 29 日，以《臺灣文學》雜誌成員為中心，集結了臺北文學、戲
劇、音樂、美術等各界菁英共同組織厚生演劇研究會，強調戲劇革新應以「臺灣」
為主體的立場，主張「戲劇取材應以本地人民的生活情感以及時勢為對象」，反
對戰時官方主導的戲劇改造方針。7 月 26 日，簡國賢在《興南新聞》發表〈牛
涎：猶如濡浸熱情之火炬〉一文，對臺灣總督府推廣「國民戲劇」及宣揚皇民化
政策的國民戲劇指導者松居桃樓提出批判，進而指出：
現在是「國民演劇」高唱入雲的時代。在特殊情況下的臺灣提倡
「國民演劇」，不用說，非得有特殊的方法不可。形成國民意識
的原理是不變的，但不是那種馬上能有具體掌握、直接就能出示
該如何之類的事情。臺灣的戲劇將被導引到什麼方向呢？這正是
我等肩負之責任。不用說，這絕非一朝一夕能完成之事，必須要
有恒心做下去才行。正如卡賓特所說：「讓熱情安靜地燃燒吧！
猶如濡浸的火炬。」這三個月來，我們一直默默地工作著，距離
發表的日子也近了。林摶秋說：「我們是一步步前進的牛。」一
步一步像牛般，我們踏實地走過來，行進中的牛會淌下口涎吧！
牛的口涎總是一派悠然自得，緩慢而下的樣子，因而想到「牛涎」
這句話，戲劇的道路也必須像牛涎一樣呀！ 9
然而，在皇民化政策甚囂塵上之際，7 月 31 日，簡國賢復在《臺灣文學》
雜誌第 3 卷第 3 號發表用日文寫作的六景戲曲《ひばり娘（雲雀姑娘）》，後因
「排練時間不足」而未曾公開上演。全劇以浪漫喜劇的手法，描述女主角真理子
不接受媒妁之言的婚姻，反而愛上一位即將上戰場的自願兵葉山正雄，明顯呼應
日本的「徵兵」、「動員」，且以一純潔女子情願「獻身」於自願兵制度，成就
8

9

石婉舜，《臺灣戲劇館：資深戲劇家叢書—林摶秋》（臺北：國立臺北藝術大學，2003 年），
頁 66-74。
鍾喬，《簡國賢》，頁 5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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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純情神性」婚姻的劇場，頗令人感到震驚，顯然是戰爭時局下不得不的「應
時之作」。
9 月 3 日起，一連 6 天，厚生演劇研究會假臺北市永樂座演出張文環原著，
林摶秋編劇，呂泉生負責音樂的舞臺劇《閹雞》、林摶秋編導的《高砂館》、《從
山上看街市的燈火》及《地熱》等 4 齣充滿民族意識的戲劇， 10以臺語演出，舞
臺設計和服裝也都符合臺灣的現實，受到臺、日人文化界高度矚目，獲評為「臺
灣新劇運動之黎明」。 11公演結束後，厚生演劇研究會原擬繼續活動，卻因戰局
激化而不得已中輟。《臺灣文學》雜誌也在同一年年底停刊。

參、戰後初期的演劇及其活動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戰敗投降，臺灣人無不感到歡欣鼓舞，簡國賢
自不例外。他在聽到日本戰敗、臺灣光復的消息時，興奮地跑到桃園街上大喊：
「中國萬歲！」顯見其對政府的接收充滿期待。然而，期望越高，失望越大；加
上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自接收以來一連串的失政，在在均引發臺人對政治、社
會問題的普遍不滿，簡國賢雖經研讀三民主義，但覺得政府只有主義、思想而
沒有實行，即使實行亦不澈底，可見其內容有了偏差，思想與實際有所落差，名
不符實，遂思考用文學來改變社會風氣，並重新關注及研讀共產主義，思想上因
而有所轉變。 12
期間，簡國賢仍持續與宋非我合作，從事劇本創作。此時宋非我在臺灣廣播
電臺任職，負責臺語播音，並自 1946 年 1 月起播放《土地公遊臺灣》，由簡國
賢編寫日文腳本，再由宋非我取材於當時的社會生活編作而成，開啟戰後以戲劇
批評時政的第一砲。該廣播連續劇係以詼諧而嘲諷的口吻講述土地公從北到南，
走遍全臺各大城小鎮，看到的盡是貪官污吏的惡形惡狀，以及民眾困苦度日、民
不聊生的慘狀，於是土地公每到一處，就把當地官員貪污、投機的勾當全部揭露
出來，獲得民眾的熱烈迴響。 135 月，簡國賢與宋非我，以及日治時期臺灣的劇
團成員、好友江金章、王井泉、張文環等共同組織聖烽演劇研究會，係以「在理
10

邱坤良，《日治時期臺灣戲劇之研究（1895-1945）》（臺北：自立晚報出版社，1992 年），
頁 336-339。
11
石婉舜，〈「厚生演劇研究會」初探〉《臺灣史研究》，第 7 卷第 2 期（2000 年 12 月），頁
96。
12
〈簡國賢等叛亂案〉
《國防部軍法局檔案》
，檔案管理局藏，檔號：B3750347701/0043/3132396/396。
13
藍博洲，《幌馬車之歌》，頁 276-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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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喪失的時代，以藝術中最具理性傾向的演劇為立足點，不斷追究於此時代如何
向上，如何活下去」作為創會宗旨，由宋非我擔任會長，江金章為副會長，簡國
賢為文藝部代表，王井泉、張文環等為顧問，藉以延續日治時期演劇之抗拒精神。
5 月 26 日晚間，宋非我以臺語廣播簡國賢原作的獨幕劇《壁》，繼於 6 月 9 日
起，一連 5 天，在臺北市中山堂演出獨幕劇《壁》， 14係一諷刺臺灣光復後明、
暗兩種眾生相的社會劇，吸引滿座的觀眾。
《壁》一劇由簡國賢創作日、中文劇本，再由宋非我編譯、導演，並親自粉
墨登場，扮演許乞食一角。全劇共分為 6 場，主題是矗立在舞臺中間的一堵壁，
一邊住著靠囤積米糧發財的商人錢金利一家，另一邊住著貧病交迫的失業工人許
乞食一家，用對比的手法，交錯推展劇情。當牆壁這一邊正興高采烈舉辦舞會慶
祝發財時，牆壁另一邊卻貧病交迫；當牆壁這邊囤積糧食不虞匱乏時，牆壁那邊
卻沒米下鍋。由於許乞食之子因偷盜錢家養雞之米飯，被視為小偷，錢家趁機索
回破屋作為囤積米糧的倉庫。在走投無路之下，許乞食狠心毒死母親和孩子，最
後仰藥自殺。瀕死之際，聽到隔壁富豪人家還是一片人聲鼎沸、不時傳出歡樂的
喧囂聲，許乞食哭著搥牆吶喊，說出對社會不公的控訴：
「只有這一層壁的遮隔，
情形是這樣的不同。唔！壁是這麼厚，又這麼高——唔——想打破這層壁，可惜
我的拳頭太小，我的手太細。唔！壁呀！壁！為什麼這層壁不能打破呢？唔！壁
呀！壁！」15然後噴出一大口鮮血後倒了下來。簡國賢以暴發戶和失業者的對照，
精確地反應戰後初期臺灣通貨膨脹、貧富不均的情形，嚴厲批判社會弊病，藉以
控訴執政者的腐敗失職。
《壁》一劇生動地反映出戰後初期臺灣貧富懸殊的社會現實，可說是二二八
事件前最具社會批判與寫實主義戲劇的指標性劇作。戲劇舞臺猶如社會的縮影，
簡國賢透過戲劇來揭露社會的缺陷，並將劇場作為預演革命的場所，讓觀眾在深
刻地低頭沈思之後，走向革新的道路。公演結束後的第二天，簡國賢曾在報端刊
登〈見放された人々：『壁』の解決に就て〉一文，公開其創作的源由，指出：
由於現實的錯綜複雜，一個晚上能夠花費數萬，沈迷於花天酒地的
人卻冷漠地面對掙扎於飢餓邊緣的人。當酒家與舞會正謳歌著自由
與歡樂時，居住於低矮屋簷下的勞工正呻吟於生活的重壓下。被扭
曲的世態恰恰就在「桃花源」盡頭的隔壁。我的《壁》也就出自那
14
15

〈聖烽劇團發表會本日起在中山堂公演〉《民報》，1946 年 6 月 9 日。
簡國賢原作，藍博洲清校，《壁》，《聯合文學》，第 10 卷第 4 期（1993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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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
《壁》的最後場面是，善良的工廠勞工許乞食拼命地用自己的頭擊
壁，大聲吶喊：「壁啊！壁！為什麼這層壁不能打破？」關於這段
結尾，醞釀出各種議論，身為作者，我想稍微敘述《壁》之後的事。
許乞食一家自殺的場景，或許過於灰暗色彩。一般的觀眾都很同情
他們，有人責備作者為冷酷，這果真是我的罪過嗎？是誰殺了許乞
食？他不是死於作者的筆下，而是受到社會制度的傾軋，有人認為
《壁》沒有提出解決的方法而對我深感不滿，希望我能謀求解決之
道。可是，我只提示一個暗示與課題。只有現實的矛盾能解決，
《壁》
的問題始能解決吧。只要一直存續現在這種矛盾的社會制度，如許
乞食的犧牲者不能絕後，精力有限的他，雖然被強迫一天要工作12
小時以上，他依然默默承受，終因操勞過度，得了肺病，他不但沒
有拿到分毫的慰問金，反而被雇主像衛生紙一樣的丟棄，這就是臺
灣勞工的宿命。然而，有誰針對這個問題來討論呢？有誰考慮到他
們施行保護的法規呢？
……啊！這群被遺棄的人們要何去何從？他們只能拼死以頭撞壁
嗎？還是要背負現實的苦惱，堅信燦爛的陽光普照他們頭上之日會
到來？我也不知道如何解決《壁》的問題。我所知道的，只不過是
勞工過度營養不良，以及蒼白的失業者到處氾濫，被遺棄的人們一
天天地增加，絕望的深淵不斷地擴大，而握著權力、地位與黃金的
人們益加興榮。 16
文中直指問題的核心在於嚴重的社會矛盾問題，而導致這一問題者，顯然是
因為社會制度的傾軋所致。其後，作家王昶雄、吳濁流、邱媽寅、王白淵等人，
都在報章雜誌上發表文章，對《壁》一劇的演出給予好評。其中，作家王白淵認
為該劇之所以成功，有兩個重要原因：一是思想和言語的自由；一是內容帶著大
眾性和諷刺性，將民眾的苦悶、不滿、期待、失望和希望等盡量表現出來，因而
受到大眾的支持。 17吳濁流在《臺灣連翹》一書中也提到《壁》一劇在中山堂演
出「轟動一時」，而「此劇內容甚為簡單，是描寫一面牆的兩邊，一邊過的是奢
華的生活，另一邊卻是三餐不繼，與其說是因為對白有諷刺，演技上乘，倒不如
16
17

簡國賢，〈見放された人々：『壁』の解決に就て〉《臺灣新生報》，1946 年 6 月 13 日。
王白淵，〈一年來文化界的回顧〉《青年自由報》，1947 年 1 月 1 日，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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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是因為用的是臺語，人人可懂，因而博得大眾空前的歡迎。」18同樣指出思想、
語言的自由，以及切中社會問題的劇情，都是《壁》一劇成功的重要因素。當然，
也有劇評家認為《壁》一劇雖然敏銳地反映戰後臺灣物價上漲、貧富懸殊、階級
結構急速變化、工廠慢性停頓、失業大眾湧現、農村疲弊、知識青年失業等問題，
但對劇中角色許乞食的自殺卻提出逃避現實的批評， 19指《壁》表現的是「一種
絕望的人生觀」；然而，「這一堵壁是永遠無法超越的嗎？」「惟有超越壁，人
的犧牲才有意義。」 20也才能替許多和許乞食一樣命運的人，燃起正義的聖烽。
6 月 13 日，聖烽演劇研究會接著演出三幕諷刺喜劇《羅漢赴會》，由宋非
我編導，音樂製作王弘器，其餘幕後製作群與《壁》一劇相同，內容描寫一個救
濟團體邀請地方士紳名媛開會討論救濟事業，但有一群乞丐認為他們應該參與討
論，並說：「如果沒有被救濟的人們參加討論，救濟是不會公平的。」所以不請
自來，上演一群乞丐大鬧暴發戶宴客的鬧劇，劇中直接用當時的警察局長與議員
名字作為角色之姓名，表現滿口仁義道德、私底下則貪贓枉法的官僚行徑，觀眾
反應非常熱烈。聖烽演劇研究會於是決定自 7 月 2 日起舉辦第二回公演，再演 4
天；豈料再演的頭一天，7 月 2 日《臺灣新生報》即刊載一則聖烽演劇研究會宣
布停演的「緊要聲明」，以「查本劇社所籌演《壁》之劇目因一切籌備手續未十
分完善又奉令暫停演出，因此未能如期演出，特此敬告諸位觀者」， 21坊間盛傳
因《羅漢赴會》一劇嘲諷市長；而《壁》亦有不少諷刺之處，因而遭到禁演，簡
國賢和宋非我都受到情治單位的監視，聖烽演劇研究會形同解散。8 月 22 日，
行政長官公署頒訂「臺灣省劇團管理規則」，規定各劇團需向宣傳委員會申請登
記成立後才能演出，凡違反三民主義者、違反國民政府政令者、違背時代精神者、
妨害風化者，均不得上演， 22進一步管束全臺戲劇活動。
1947 年二二八事件爆發前夕，延平學院學生葉紀東與師範學院學生陳金木、
臺灣大學學生楊建基等所組織的讀書會取得簡國賢編寫的劇本《趙梯》
（臺語「該
打」的諧音），劇情主要反映當時社會上無法、無理的亂象，激勵人民起來抗爭，
打倒社會上種種不公不義。2 月 26 日晚上，簡國賢還特地由桃園北上，為大家
解說劇情，次日，即 2 月 27 日晚上，正要開始排練時，即傳出事件爆發的消息，

18
19
20
21
22

吳濁流，《臺灣連翹》（臺北：臺灣文藝出版社，1987 年），頁 190。
林千達，〈觀劇小評〉《人民導報》，1946 年 6 月 16 日。
吳濁流，〈一つの現實逃避：聖烽演劇の發表會〉《中華日報》，1946 年 6 月 22 日。
〈緊要聲明〉《臺灣新生報》，1946 年 7 月 2 日。
〈臺灣省劇團管理規則〉《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公報》，民國 35 年秋字第 46 期，頁 724-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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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劇計畫及讀書會的活動因而被迫取消。23事件爆發後，當晚 8 時許即傳到桃園，
鎮上大廟前已是人山人海，許多青年激動地跳上戲臺，攻擊政府無能腐敗，並高
呼「打倒貪官污吏」，簡國賢也和妻子簡劉里參與抗爭行動，並應民眾之邀，在
桃園座（今新生戲院）的群眾大會上發表談話，除了批評政府、官員的腐敗外，
特別呼籲大家不要傷害無辜的外省同胞。3 月 8 日，國府軍隊來臺後，全臺各地
陸續傳來大逮捕和大屠殺的消息，人心惶惶，不可終日，宋非我被當局以公演《羅
漢赴會》、《壁》兩齣戲有「鼓動無產階級鬥爭，並以驅逐臺灣政府機關與建立
赤色政權為中心」的劇作為由逮捕入獄，後因查無犯罪事實，且在臺籍士紳許丙
作保下才得以保釋出獄，但因生活時受騷擾，1949 年乃以到日本作生意為由離
開臺灣。之後轉赴中國，迄 1987 年 10 月始返回臺灣。 24
而簡國賢早在二二八事件之前，即由時任臺灣省參議員的林日高處接獲警告。
戰後初期，簡國賢曾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因而與林日高認識。事件前的某夜，
林日高到桃園，在顏將興家見面，談及簡國賢和宋非我組織聖烽演劇研究會一事
時指出：「近接獲友人來信說當局嫌疑你的研究會有共產思想問題，我為你的背
景」等語，要簡國賢注意，所以簡在行事活動上轉趨低調。事件後，簡國賢遭情
治當局列為「桃園暴動主動份子之一」，並「飭搜集該簡國賢參加暴動之佐證並
查明該簡之下落。」251947 年 10 月 10 日，簡國賢以中文在《潮聲報》發表短文
〈由演劇的分析觀察猶太的悲劇〉，指耶穌、猶太分別代表為善者、作惡者，兩
者皆是按上帝的旨意而行，也因為兩者之反差、對立，因而成就精彩的戲劇效果。
其後，有鑑於宋非我的遭遇，簡國賢遂以經商為由，於 1948 年底赴香港，與廖
成福（又名廖萬得、簡萬得，桃園大溪人）、林清發、游好文等共同出資購買西
藥回臺販賣，行前簡國賢曾向臺灣省合作金庫研究室統計課長祝木華借得款項一
筆充作旅費，但於取得款項後遭人將款騙去，復向臺北市某茶葉公司老板借款，
始能成行， 26自此展開流亡生涯。

23

藍博洲，《幌馬車之歌》，頁 277-278。
藍博洲，《幌馬車之歌》，頁 278-280。
25
簡笙簧主編，《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一）：立法院、國家安全局檔案》（臺北：國史館，2002
年），頁 308。
26
〈簡國賢等叛亂案〉
《國防部軍法局檔案》
，檔案管理局藏，檔號：B3750347701/0043/3132396/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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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從臺灣民主自治同盟到中共省工委會
1947 年二二八事件後，臺灣民眾對政府的失望、對時局的苦悶，皆寄望於
社會主義中找出口，紅色勢力急速膨脹，左翼思想更加盛行。戰後臺灣的共產黨
勢力主要有二，分別是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及臺灣民主自治同盟。其中，
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以下簡稱省工委會）係 1945 年 8 月中共中央由
延安指派舊臺共蔡孝乾等數人返臺， 27開展工作。9 月，蔡孝乾由延安出發，經
陝、晉、豫、魯，於 12 月抵達江蘇淮安，向中共華中局（後改稱華東局）書記
張鼎丞、組織部長曾山洽調來臺幹部，並學習 1 個月。1946 年 2 月，蔡孝乾率
幹部張志忠、洪幼樵、林英傑等分批到滬，與華東局駐滬人員會商。4 月，張志
忠率領首批幹部，由滬搭船潛入基隆、臺北開始活動。未久，蔡孝乾亦返回臺灣，
與謝雪紅、簡吉、廖瑞發、林樑材等舊臺共幹部連絡， 28由其外圍組織中吸收多
人參加工作，進而於 1946 年 7 月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
主要任務為發展全臺各地區之組織、進行秘密之政治宣傳、蒐集軍事及政治情報、
策反軍政人員、準備建立臺灣之武裝、開展原住民族及外省同胞之工作等。 29不
過，因蔡孝乾等人離臺日久，對臺灣情形頗為隔閡，且缺乏社會關係和群眾基礎，
因此力量甚微。
其二是臺灣民主自治同盟，係二二八事件後潛逃至香港的謝雪紅、古瑞雲等
人於 1947 年 11 月成立者。籌備之初，行動頗為隱諱，迄 1948 年 7 月才在香港
宣布成立臺灣民主自治同盟總部及負責人名單，由謝雪紅為主席，成員有楊克煌、
蘇新等人。1949 年 1 月，謝雪紅離港轉赴北平。9 月，宣布臺灣民主自治同盟擁
護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謝雪紅並以臺灣民主自治同盟代表名義
參加中共政協首屆會議，並擔任該會全國委員會委員，臺灣民主自治同盟的發展
重心亦隨之轉至北平。10 月 1 日，臺灣民主自治同盟總部推選謝雪紅、楊克煌、
李偉光、王天強、田富遠、林鏗生為總部理事，謝雪紅為主席，楊克煌為秘書長，30
成為中共對臺統戰組織之一。

27

28
29
30

許雪姬撰，〈蔡孝乾〉，收入許雪姬總策畫，《臺灣歷史辭典》（臺北：文建會，2004 年），
頁 1231。
史明，《臺灣人四百年史》（臺北：蓬島文化公司，1980 年 9 月），頁 798-799。
法務部調查局編，《臺灣光復後之「臺共」活動》（臺北：編者，1977 年 3 月），頁 30。
仝祥順，〈臺灣民主自治同盟歷史〉《中國民主黨派史叢書：臺灣民主自治同盟卷》（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年），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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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國賢加入地下組織，始自與廖成福等人在桃園簡國賢家中成立的「臺灣民
主自治同盟」。早在日治時期，簡國賢和廖成福即因對戲劇的興趣相投，時常往
來，廖經常向簡國賢借閱相關書籍，後來又與運送店林某、合作社「詹仔」（即
徐木火）常在一起談論政治、學問、社會上等問題。1949 年 6 月，廖成福、徐
木火希望簡國賢發起組織一個團體，最初並無名稱，經過半個月後，徐木火才發
表該組織之名稱為「臺灣民主自治同盟」，由簡國賢擔任桃園地區負責人，工作
任務是發展關係、建立舊新竹縣組織。不過，當時簡國賢因家中經濟不佳，加上
父母於 1948 年先後過世，心情頗為沮喪，所以工作並不積極。期間，經常出入
簡家或較常接觸的青年有吳阿海、鍾水寶、陳長清、陳長鍾、林秋興等，大部分
是借看小說，有時也談論現實的政治、社會問題。嗣後，簡國賢又吸收魏德旺、
周龍潛、吳阿海、顏將興等人，直到將要離開桃園時，才將組織交給魏德旺，並
囑其有事與徐木火、廖成福聯絡。 31顯然的，簡國賢等人所成立的「臺灣民主自
治同盟」，與謝雪紅等人在香港所成立的「臺灣民主自治同盟」，雖然名稱、性
質類似，但實無從屬關係。尤其 1949 年之後，謝雪紅等轉往中國發展，與臺灣
地下黨人之關係漸行漸遠。其後，省工委會遂將臺灣民主自治同盟作為其外圍組
織，並藉以吸收黨徒。 32
1949 年 8 月，國防部保密局破獲中共在臺的地下報《光明報》及「基隆市
工委會」後，省工委會相關組織相繼被破獲瓦解，主要領導幹部陳澤民、張志忠、
蔡孝乾及洪幼樵等亦先後被捕，一時之間，風聲鶴唳，情勢頗為危險，廖成福乃
帶簡國賢到臺北市大世界戲院附近的林書亨家中住約 10 天。不久，廖成福又通
知簡國賢往臺北縣（今新北市） 33三峽鎮轉搭便車，並規定與接應者之聯絡暗號
是「起不起」，到了指定地點後，由黃培奕（今新北市人，曾任《公論報》會計，
省工委會海山區委書記，化名「老沈」）帶他到三峽謝錦珍（中共黨員，化名「阿
鉤」）家中住約 1 星期。9 月初，黃培奕要廖成福帶簡國賢到桃園大溪十三份山
地，大部分時間住在邱順興家。十三份地處偏僻，是一處產茶區，除了一家三井
製茶廠外，沒有其他的產業，田裡種的十分之九是地瓜，其餘十分之一才種米，
一般副食品則以薑、桂竹筍等山產為主，居民的物質生活非常困苦，在中共黨員
31

〈簡國賢等叛亂案〉
《國防部軍法局檔案》
，檔案管理局藏，檔號：B3750347701/0043/3132396/396。
廖成福，桃園人，業農工，日本早稻田大學附設中學函授學校畢業，為中共省工委桃園區委會
區委及支部書記，化名「謝仔」、「阿順」。徐木火，桃園人，為中共省工委桃園區委書記，
化名「詹仔」。
32
陳英泰，《回憶：見證白色恐怖》（臺北：唐山出版社，2005 年），頁 173。
33
縣市之名稱，均按當時之行政區域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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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志忠的指導下，成為地下黨在桃園地區的重要基地，擔負起收容地下黨員的責
任，簡國賢是第一位流亡到十三份山地的地下黨員。不久，蘆竹鄉長林元枝也帶
領吳敦仁、呂喬木等桃園地區的流亡者投奔十三份。 34
1949 年 10 月，黃培奕來十三份要簡國賢寫自傳交給他，由他介紹加入中國
共產黨，同時結束與臺灣民主自治同盟的關係，黃並發給簡國賢日製手槍 1 支、
子彈，以及手榴彈 1 枚。11 月間，黃培奕帶「老洪」（即陳福星，臺南人，省
工委會新竹書記）、 35「老吳」（即張志忠，省工委會委員，武裝負責人） 36來
十三份住在另一戶農家。12 月初，在十三份的游好文家中舉辦學習會，參加者
有陳福星、張志忠、黃培奕、簡國賢、廖成福、「楊仔」、臺大工科「林某」、
林元枝（桃園人，桃園武裝組織負責人、省工委會桃園縣委書記，化名「老卓」）、
郭維芳（今新北市人，省工委會海山區會區委，化名「老陳」）、李詩漢（桃園
人，中共黨員、聯絡組組長，化名「孫悟空」）、謝錦清、王子英、李金吾、林
慶壽（今新北市人，省工委會海山區委兼鶯歌支部書記，化名「肥林」）、「老
傅」（即蕭道應，屏東人，省工委會直屬黨員）、「水來仔」（即呂喬木，桃園
人，武裝隊第四小組長，又化名「邱仔」）、吳敦仁（中共黨員，化名「阿成」、
「魏仔」）、「瘦仔」、周慎源（嘉義人，省工委會桃園縣委書記、師範學院學
生聯盟主席，化名「老楊」）等計約 20 人，由陳福星和張志忠兩人主持，前後
約 10 天，開會內容為研讀《新民主主義》、《七一文獻》、《新中國》等理論，
並在十三份成立武裝部隊，由林元枝負責統率「仁仔」（即游阿添，桃園人，武
工隊長兼第一組長）、「民仔」（即楊樹發，桃園人，武工隊員）、「阿共」（即
謝萬福，今新北市人，武裝隊員）、「阿加」、「阿谷」等 5 人準備開始武裝游
擊行動，簡國賢則參加他們研究文件。37迄同年年底，省工委會組織已遍及全臺，
34

藍博洲，《幌馬車之歌》，頁 283-284。
陳福星，臺南人，1933 年 3 月自州立臺南二中畢業，之後赴日本大學哲學系就讀，畢業後返臺。
1946 年擔任臺南鳳梨公司第三廠代廠長，因不滿政府官員的腐敗，常與同學李義成討論時政，
並由李介紹，認識李媽兜，再由李媽兜介紹給蔡孝乾。同年秋，由蔡孝乾吸收入黨，化名老洪。
〈陳福 星等叛亂案〉《 國防部軍務局檔 案》，檔案管理 局藏，檔號：
B3750187701/0049/1571/75293160。
36
張志忠本名張梗，嘉義新港人，學生時期即投入抗日活動，並加入王萬得、蔡孝乾組織的臺灣
無產青年會。1933 年遭日警逮捕，後逃獄前往中國大陸。1939 年春，張進入延安抗日大學，
畢業後被派為八路軍一二九師冀南軍區政治部敵工科幹事，直接投入戰場，因此累積了多年的
群眾組織、敵前宣傳與實際作戰的經驗。1946 年 3 月返臺，並擔任臺灣省工委委員兼武裝工作
部部長，化名「老鍾」、「老吳」、「楊春霖」等，從事秘密活動。1953 年 10 月被判處死刑，
翌年 3 月 16 日執行槍決。〈非法顛覆案〉《國防部軍務局檔案》，檔案管理局藏，檔號：
B3750187701/0042/1571.3/1111/47。
37
〈簡國賢等叛亂案〉
《國防部軍法局檔案》
，檔案管理局藏，檔號：B3750347701/0043/3132396/396。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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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有 17 個市（區）工委會、205 個支部，以及近 10 個武裝基地等，黨員約 1,300
名， 38可說是省工委會之全盛時期。
當時十三份基地的幹部每人均配有自衛武器，或是短槍，或是手榴彈，或兩
樣皆有，大約有手槍 10 餘桿、手榴彈 10 餘枚。簡國賢參加學習會之後，陳福星
就宣布他為正式共產黨員，分配他與廖成福、郭維芳等 3 人為一小組，並指派他
為小組長及十三份基地負責人，主要任務是發展群眾、建立掩蔽基地、教育幹部。
之後，在當地吸收了郭成、邱順興，並透過他們的關係吸收了約 9 名群眾關係。
在十三份時，簡國賢的物質生活並不成問題，全村共 100 多戶人家，只要一家輪
流吃一餐就可以解決溫飽的問題；加上簡國賢又是一位人道主義者，對人性理解
透徹，懂得如何安慰當地民眾的痛苦，因此時常有村民將自己捨不得吃的雞蛋送
給他吃。 39同時，簡國賢亦曾與南桃警察分駐所巡官李奎吾聯絡過 4、5 次，李
為簡國賢之舊識，曾於 1948 年間由周龍潛帶去角板山和李警員會面，又於 1948
年間在顏將興（龜山人）家中與李奎吾、周龍潛晤面，並一同共進晚餐，先是以
感情連絡，繼以金錢利用，曾送李警員數百元，最後拿共黨文件《新中國》給他
研讀，爭取其加入組織，同去的有廖成福、郭維芳等。在十三份工作至 1950 年
4、5 月間，因武裝部隊之草寮被當地警員發覺並前來檢查，當場檢出簡國賢的
身分證內有蘇俄國歌，簡國賢看情勢不對立即逃跑，警員開槍，簡亦還槍，身分
證在此時為警員取去。經過這次風波後，已無法在當地立足，乃於 1950 年 5、6
月間轉入臺北縣三峽圳仔頭。 40
之後，黃培奕通知林元枝派游阿添、楊樹發到十三份附近接簡國賢去圳仔頭
武裝基地。在圳仔頭期間，因係避難身分而未負擔工作任務，主要與其他人研究
理論及各種文件，如《向群眾學習》、《新民主主義》、《思想與工作》、《七
一文獻》、《新中國》、《思想與工作》等，完全依賴當地幹部生存。期間，王
子英曾帶來油印機及收音機，準備收聽共區廣播、印發共黨報刊，但因電力不足
而沒有收聽，也沒有印發資料。當時在圳仔頭基地者計有林元枝及其武裝部隊人
員游阿添、楊樹發、「阿谷」、謝萬福、「阿和」、「一個喜歡賭博者」及其妻，
另有「鬍鬚」（即呂華章，桃園人，共黨幹部）及其妻「要仔」（陳清要，今新
北市人，共黨幹部）、「標阿」（即蘇標，今新北市人，共黨幹部）、「阿斗」
（即龔阿斗，今新北市人，共黨幹部）、「彭仔」（即彭坤德，今新北市人，共
38

中共問題原始資料編委會編，《中共的特務活動》
（臺北：黎明文化事業，1983 年），頁 330-332。
藍博洲，《幌馬車之歌》，頁 284。
40
〈簡國賢等叛亂案〉
《國防部軍法局檔案》
，檔案管理局藏，檔號：B3750347701/0043/3132396/396。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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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幹部）、郭維芳、「林仔」、呂喬木、吳敦仁、廖成福、黃培奕等 10 餘人，
每位幹部都有武器，一切生活及住宿問題都由當地幹部彭坤德、龔阿斗、蘇標等
設法解決，簡國賢遂在這裡週旋約 2、3 個月。 41
1950 年 8 月間，武裝部隊駐地發生危險，黃培奕乃囑簡國賢帶領部分武裝
部隊游阿添、楊樹發、「阿加」、「阿谷」、謝萬福、龔阿斗等到十三份附近的
水流東，設法掩蔽。途中，遇到一位圳仔頭人，乃將此人綁押談話未久，就將此
人拖到路邊刺殺。據稱被殺的人是知道武裝基地情形要去報告政府，所以將他暗
殺，一行人續向水流東前進，並計畫襲擊搶劫茶廠，結果到十三份後，因當地群
眾關係「阿才」反對而中止，即刻返回圳仔頭基地，但是這時基地正發生經濟問
題，所以曾計劃由簡國賢出面向林摶秋預借鉅款來維持，但未實行。簡國賢亦曾
到陳定坤家找他，適陳不在家，由陳妻代為轉達，請他到簡家取款 50 元及皮衣
一件、詩集數本，但因月前已有人到陳所任教之鶯歌中學找他，查詢簡國賢行踪
並說簡為匪黨分子，故此次簡來託他拿錢、取衣一事，他不敢代其辦理。這時簡
國賢的日式手槍被王子英掉換一枝手槍，後來因圳仔龔阿斗岳母家被政府人員包
圍，情勢嚴重，簡國賢才於 1950 年 12 月間與黃培奕一起離開圳仔頭基地。 42
值得注意的是，蔡孝乾等共黨幹部於 1950 年初先後被捕後，省工委會的領
導機關幾乎全面覆滅，倖存的中共地下黨員乃重整組織後再出發。其中，桃、竹、
苗地區即以陳福星、黎明華、曾永賢等人為首，於 1950 年 5 月重整組織； 43且
鑑於過去因組織鬆懈、幹部教育不足等而遭到破壞，乃決定採取「退守保幹」策
略，暫停吸收新黨員、加強理論和實際統一的教育、加強群眾工作，組織發展則
由城市轉移至鄉村，由學校轉移至工廠，並選派幹員，滲透政府機關及公營事業
機構作長期潛伏。同時，利用當前形勢及合法活動發展組織、運用勞動方式創立
基地，在勞動中求生存、求生活、求安全、求工作；在勞動中團結群眾、教育群
眾、爭取群眾的同情，並利用行政薄弱的山鄉地區建立據點、創立基地等。至同
年年底，組織已再具規模。 44
簡國賢離開圳仔頭後，先到臺北縣鶯歌舊車路墘在一位群眾關係家裡住兩晚，
再由黃培奕帶他到臺北縣新莊鎮找王子英，在他的群眾關係家中住約兩星期，林
慶壽、郭維芳曾來會晤過。之後，轉到樹林王子英的群眾關係家中住一晚，就結
41

〈簡國賢等叛亂案〉
《國防部軍法局檔案》
，檔案管理局藏，檔號：B3750347701/0043/3132396/396。
〈簡國賢等叛亂案〉
《國防部軍法局檔案》
，檔案管理局藏，檔號：B3750347701/0043/3132396/396。
43
國家安全局編，〈匪重整後「臺灣省委」組織「老洪」等叛亂案〉《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
理匪案彙編》第二輯，頁 204-208。
44
法務部調查局編，《臺灣光復後之「臺共」活動》，頁 58-59。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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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海山地區活動而轉往苗栗後龍去。1950 年 12 月底，林慶壽帶簡國賢到臺中縣
大安溪山頂找「廖仔」（即廖學信，雲林人，共黨幹部）。由於大安溪中、上游
一帶有著複雜的山脈、多曲的支流，以及綿密的保安山林，在地理上自然形成一
個有利於掩蔽的山川地帶；加上農村副業發達，農民大多種植香茅，並從事燒炭
的生產，需要大量的勞動力，於是展開在大安溪流域以勞動求生存的生活。不過，
因當地群眾關係不穩固，所以在大安溪坡住兩天後，石聰金就來帶簡國賢到他親
戚家中住兩天，蕭道應來會，又帶他到苗栗縣後龍地方找「阿港」的親戚家住約
2 個月餘，這時與「阿港」、林元枝在一起，黃培奕、林慶壽也來過，曾在「阿
港」親戚後面山頂開會兩次，研究《青年修養》，由簡國賢主持，參加者有林慶
壽、「阿港」兩人。期間，石聰金曾帶簡國賢到群眾關係孫寬喜（化名「阿冬仔」）
處幫忙燒木炭，約半個月，簡國賢因過去沒有體力勞動的經驗，既不會燒炭，也
無法勝任其他體力勞動的工作，所以一直負責煮飯給所有的工人吃。 45但因後龍
地方只有群眾關係，沒有組織基地，時間太久，群眾起了動搖，不得不離開後龍。
簡國賢曾寫信託蕭道應設法交給其年少時之摯友、嘉義水上大崙國民學校教導主
任陳克誠，約他到三義車站附近會面，他來了之後，除了向他探問嘉義可否逃避
情況外，並給了簡國賢 20 元後就返回嘉義。當要離開後龍時，簡國賢在三義山
頂將短槍及子彈交給黃培奕，再由黃親手交給蕭道應，手榴彈仍舊隨身護衛。 46
1951 年 3 月，蕭道應和黃培奕帶簡國賢從南勢搭火車到南部，黃培奕在林
內附近先下車，簡國賢與蕭道應則到雲林虎尾轉車到崙背，在廖學信的群眾關係
家中會晤並住下來，之後又在附近找到另一關係輪流避宿，郭維芳已在那裡，以
後王子英也來了，3 人計畫搜集各種資料，整理後印發書刊，作為組織教育幹部
之材料。4 月間，簡國賢曾到嘉義找陳克誠 2、3 次，表示因經營地下錢莊欠債
17 萬餘元，恐被債主、流氓迫逼，正在跑路，要他設法幫忙找掩護住所，他雖
面有難色，但並未拒絕。5 月間，因王子英、廖學信等被捕而離開虎尾，並和郭
維芳到麥寮村王子英介紹的群眾關係匿避兩天，之後郭維芳北上，簡國賢則到嘉
義找陳克誠，在其對面鄰居蘇尚家中住兩晚後，到臺中縣大安溪找石聰金，由石
去通知林慶壽來接洽，再由林帶簡國賢去石聰金親戚家中找林元枝。6 月，由大
安轉到苑里找莊金明，與林元枝負責領導苑裡地區的工作，林元枝是總負責人，
簡國賢是副負責人，任務是組織整風問題及教育幹部、處理文件等，尤致力於鞏
固組織群眾基礎、建立掩蔽據點，成員計有廖成福、莊金明、吳敦仁、黃培奕、
45

藍博洲，《幌馬車之歌》，頁 287-288。
〈簡國賢等叛亂案〉
《國防部軍法局檔案》
，檔案管理局藏，檔號：B3750347701/0043/3132396/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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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仔」、呂喬木、彭坤德等。期間，簡國賢曾和石聰金到苗栗山地找孫寬喜，
在那裡燒木炭約 3 個月，以勞動來維持逃亡生活、掩蔽自己。從苗栗返回苑裡後，
感覺情勢嚴重，遂和林元枝分開，林元枝帶呂喬木、彭坤德、吳敦仁等人北上，
簡國賢則和廖成福、石聰金、莊金明留在苑裡，之後又和廖成福到通霄，利用吳
敦仁群眾關係在當地生活，迄 1952 年 5 月底才結束在苑裡地區的活動。47期間，
因奉有命令不再發展組織及吸收新黨員，因此在苑裡地區並沒有吸收新人加入組
織。
然而，共黨地下組織和主要幹部陸續被破獲、被捕後，尚有不少地下黨人在
桃、竹、苗地區活動，對政府而言，猶如芒刺在背，希望儘速偵查簡國賢等人之
確實行踪，將其逮捕歸案。因此，1952 年 1 月，臺灣省情報委員會開會提出「肅
清桃園縣匪諜四項辦法」，決定整合臺灣省警務處、憲兵司令部、保安司令部、
保密局、調查局等 5 個單位的人力，成立「北部地區肅殘聯合小組」，快馬加鞭，
限期破案。484 月，即捕獲重整後省工委會組織幹部蕭道應、陳福星、曾永賢等；49
簡國賢則與廖成福去找石聰金，3 人在大安溪一起生活了 3、4 個月。期間，簡
國賢克服他扁平足的先天困難，努力跟上其他人的步伐，也曾在夜裡由火炎山眺
望暗夜街市的燈火，不由說出：「北風你盡情地吹吧！地下人憤怒地看著繁華的
街燈。」 50喻指社會底層的弱勢者「地下人」正以憤怒的眼光凝視著繁華街燈背
後的不公不義，心中之憤憤不平實不難想見。6 月底，在臺中縣大甲日南地方陳
登權家附近甘蔗園被人誤為小偷，臂上被砍了一刀，經脫逃，即由陳登權帶到吳
敦仁群眾家中住兩晚，轉往通霄找吳敦仁群眾關係余海聲，住約 10 餘天，然後
轉竹東方面去找同學黃文魁，但黃文魁早已遷居桃園中壢，未遇。之後，轉到苗
栗深山找孫寬喜住約 4、5 天。 51
1952 年 7 月，因中部無法生活，簡國賢遂搭火車到嘉義水上大崙國校找陳
克誠，由陳克誠介紹到他弟弟陳克宏處住兩夜，接著再介紹去其對面鄰居蘇尚家
住兩夜，後轉介紹到其妹婿臺糖岸內糖廠農場技術員林炳煌家住，陳克誠向林介
紹簡國賢姓徐，是土城國民學校教員，因身體欠佳，故利用暑假到南部遊玩，所
47

《國防部軍法局檔案》
，檔案管理局藏，檔號：B3750347701/0043/3132396/396。
〈簡國賢等叛亂案〉
〈拂塵專案第十一卷附件〉《國家安全局檔案》，檔案管理局藏，檔號：
A803000000A/0041/340.2/5502.3/11/001。
49
曾永賢口述，張炎憲、許瑞浩訪問，許瑞浩、王峙萍記錄整理，《從左到右六十年：曾永賢先
生訪談錄》（臺北：國史館，2009 年），頁 102-104。
50
鍾喬，《簡國賢》，頁 12-13。
51
〈簡國賢等叛亂案〉
《國防部軍法局檔案》
，檔案管理局藏，檔號：B3750347701/0043/3132396/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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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借住其家，前後約 1 個月，也將手臂之傷醫好。期間，簡國賢要陳克誠趁赴臺
北參加彫塑講習班之便到桃園向林壽鎰借錢，但林因懼怕而不借，且囑陳克誠速
離去。9 月，陳克誠又設法介紹簡國賢到八掌溪糖廠旁的溪邊找「老苟」，在附
近溪邊草屋住約 2、3 個月，一切生活費及車費完全由陳克誠供給，約 5、6 百元；
也曾到東石初級農校找陳戊寅約 10 次。陳戊寅是時任宜蘭戲院總務陳定坤於
1947 年間介紹認識的。簡向他表示因與人合股經商失敗，負債 17 萬元，所以避
來南部，並向他借了 600 元，與親戚共營雜穀生意。12 月間，陳克誠又介紹簡
國賢到其親戚呂來（即呂石來）家耕作，住約 2、3 月，之後呂來等到臺中縣大
里鄉養鴨，簡國賢乃和他們一起去。簡國賢向呂來表示自己名叫阿基，原住在日
本，因媽媽生病而搭乘走私船偷渡來臺，被政府破獲，現正逃亡中，因此呂來也
未懷疑其身分。期間，簡國賢經常到街上購買鴨子的飼料，因怕警察盤查，所以
在呂來家櫃中衣袋內拿了他的身分證，以備必要時受檢。 52
1953 年 3 月，情治機關更利用陳福星、劉興炎等自首、自新分子 20 人，組
成肅殘工作隊，策動黃培奕等地下黨人自首。 535 月，簡國賢又到嘉義，仍住在
呂來家約 1 個月後，轉到臺中大里鄉內新村余水盛家中，住約 1 個月；7 月又到
嘉義，住林炳煌家約半個月，再由呂來帶他到臺中大里鄉余水盛家中住約 1個月，
又返嘉義林炳煌家中約月餘，然後再到臺中大里鄉養鴨，一直到 1953 年 12 月
17 日晨被捕為止。 54期間，情治機關追緝簡國賢到案的壓力越來越大，情治人員
除蒐羅簡國賢相關資料及照片、與簡妻同至簡國賢生母及其兄弟處策動簡國賢自
首，並於 8 月 4 日邀集桃園各治安情報機關召開偵緝簡國賢專案小組會議，決議
應多方運用地方關係注意偵查簡國賢行踪等， 55積極布署各項偵防事宜，果然於
1953 年 12 月緝獲簡國賢。不僅如此，同一時間，中北部肅殘聯合小組也先後在
臺中、嘉義等地捕獲通緝有案之廖成福、石聰金、莊金明、陳克誠、林炳煌、陳
戊寅、呂來、陳定坤、祝木華等 9 人，簡案至此大致告一段落。

52

〈簡國賢等叛亂案〉
《國防部軍法局檔案》
，檔案管理局藏，檔號：B3750347701/0043/3132396/396。
國家安全局編，〈策反臺共苗栗殘匪武裝組織劉雲輝等案〉《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
彙編》第二輯，頁 392-406
54
〈簡國賢等叛亂案〉
《國防部軍法局檔案》
，檔案管理局藏，檔號：B3750347701/0043/3132396/396。
55
〈人名案（簡國賢）〉《國防部軍事情報局檔案》，檔案管理局藏，檔號：
A305050000C/0037/0410.9/8000/3/100-1。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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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起訴與判決
1953 年 12 月 17 日上午 6 時，簡國賢在臺中大里被臺中刑警隊逮捕，56送到
臺中市警察局訊問，又轉送桃園縣警察局。12 月 30 日再由該局解送臺灣省保安
司令部保安處訊辦。經審訊後，移送該部軍法處依法審判。1954 年 4 月 17 日，
簡國賢、廖成福 2 人被以「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之罪名，按
「懲治叛亂條例」第 2 條第 1 項各處死刑，各褫奪公權終身，全部財產除各酌留
其家屬必需生活費外均沒收。陳克誠、陳戊寅、陳定坤、莊金明 4 人因叛亂罪證
不足，均判決無罪；林炳煌、祝木華 2 人因叛亂罪嫌不足，依法裁決不付軍法審
判。 571954 年 6 月 25 日國防部即將上述判決結果呈報總統蔣中正，稱被告等 9
人涉參加匪幫組織非法顛覆政府案，經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判處簡、廖 2 名死刑，
其餘判處無罪暨不付軍法審判，簽請總統鑒核；總統府於 1954 年 7 月 12 日以興
弘字第 0886 號覆文以簡國賢、廖成福 2 名各處死刑；陳克誠、呂來 2 名發還復
審；其餘 5 名均諭知無罪暨不付軍法審判，均准如擬辦理。經原審機關復審結果，
並不能證明陳、呂 2 人為明知簡國賢為匪諜及故意供給金錢或藏匿，仍分別諭知
無罪及裁決不付軍法審判，經核尚無不合，應諭知無罪；總統府覆文表示均准如
擬辦理。 58
事實上，在情治機關的追緝名單中，林元枝、簡國賢分別名列桃園地區殘餘
「匪犯」之第一、二名，且簡國賢因曾參與林元枝主持之武裝組織，因而被列為
「臺共武裝組織林元枝案之逃犯」，係因林案而受牽連的案件之一。林元枝
（1910-1982），桃園縣蘆竹鄉南崁人，臺北二中畢業。日治時期經營小型煤礦
生意，也是蘆竹地區有名的抗日分子，戰後任該鄉第一屆民選鄉長。二二八事件
時，曾率領鄉內青年包圍南崁派出所，要求警察交出武器，並進攻埔心機場，奪
取空軍武器。事件後，被政府通緝而長期逃亡。逃亡期間，加入中共地下黨，受
張志忠領導，與簡吉、陳福星合作發展組織，並協助張志忠發展武裝工作。其人
脈多，交遊廣，行動力強，從臺北到苗栗都是他的活動範圍。 591952 年 7 月，林
56

〈人名案（簡國賢）〉《國防部軍事情報局檔案》，檔案管理局藏，檔號：
A305050000C/0037/0410.9/8000/3/085-1。
57
〈非法顛覆案〉
《 國防部軍務局檔案》
，檔案管理局藏，檔號：B3750187701/0042/1571.3/1111/47/012、
B3750187701/0042/1571.3/1111/47/001。
58
〈簡國賢等叛亂案〉
《國防部軍法局檔案》
，檔案管理局藏，檔號：B3750347701/0043/3132396/396。
〈非法顛覆案〉
《國防部軍務局檔案》
，檔案管理局藏，檔號：B3750187701/0042/1571.3/1111/47。
59
〈流氓林元枝等不法〉
《內政部警政署檔案》
，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1010000C/0038/193.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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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枝出面投案，其雖然獲准自新，但被當局認為自首交代不誠，先送土城生教所
感化 5 年，再送綠島拘禁 11 年，直到 1970 年底才出獄。2002 年，臺北地方法
院判准對林元枝的長期冤獄，給予 2,472 萬元的賠償金，創下國內冤獄賠償的最
高紀錄。其他如王子英、郭維芳、蕭道應、黃培奕、吳敦仁、呂喬木、彭坤德、
李詩漢等，亦皆辦理自首或自新。 60不但性命得保，且獲得政府平反，遭遇明顯
較簡國賢為佳。原因在於 1953 年 12 月簡國賢被捕之時，簡之上、下層組織成員，
即桃園地區之共產黨人，幾乎皆已自新、自首，或落網，簡案屬共黨殘餘分子之
肅清，已無太大利用價值，遂被判處死刑。
再者，簡國賢為一人道主義者，為免其他人受到他的牽連，極力爭取公正裁
判。其在押期間，法官曾訊問他說：「陳克誠知道不知道你是共產黨員？」簡答
說：「不知道。」法官又說：「你不要胡說。」簡答說：「首先不知道，後來知
道，但他所知道的身分是我因劇本……。」要繼續說明時，法官即阻止說：「不
必說其他的事。」並要書記官記錄口供而強硬地拒絕簡的說明。之後，簡國賢特
別寫一份報告給看守所長及法官，說明其未說完的話，即所說：「他知道」是指
陳克誠曾聽簡說過：「我因為寫過文章流露出對現實不滿（例如《壁》的劇本），
被政府注意。」至於有關政治背景或其他非法身分等，陳克誠一概不知。當時簡
曾向法官要求看口供，但也遭拒絕，就叫蓋指印，為免陳克誠無辜受冤，特報陳
辯明。1954 年 4 月 16 日上午 8 時，在臺灣省保安司令部軍法處召開最後一次辯
論庭，法官問簡國賢有無答辯？簡答說：「我自己事做錯了，全部擔當，同案的
人請詳查，公平處置。陳克誠、陳戊寅、陳定坤、莊金明等均不知我的身分。」
一肩承擔起罪責。4 月 29 日，簡國賢再上一報告，指陳克誠曾替他調查祝木華
之經濟狀況並非事實；而陳克誠受託赴臺北時向林壽鎰借錢，係因陳克誠不知其
之非法身分所致。 61一再為陳克誠辯白，不願其因自己而受冤枉。翌日，臺灣省
保安司令部判決簡國賢、廖成福死刑；陳克誠、陳定坤等無罪。
繫獄期間，簡國賢和妻子間時有書信往來，前後共 19 封信。第一封信寫於
1954 年 2 月 15 日，除表達對妻子的歉意外，並提出為手續方便，請以中文覆信
之要求。之後數封信中，對妻子健康狀況不時表示關心，3 月 22 日第七封信中
聽到妻子已經治癒憂鬱症時，高興地「彷彿嘗到驟雨後清冷的空氣似地，5 年來
60

61

李禎祥，〈成功人反抗體制，走出學術一片天〉《新臺灣新聞周刊》，第 534 期，網址：
http://www.newtaiwan.com.tw/bulletinview.jsp?bulletinid=80822，2013 年 8 月 16 日點閱。
〈簡國賢等叛亂案〉《國防部軍法局檔案》，檔案管理局藏，檔號：
B3750347701/0043/3132396/396/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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罩在我心上的陰雨一時散開了。」也多次要求妻子學習中文，應努力達到能聽、
能寫、能應用的程度，並自己設立一個科目去做生涯研究，「在學問的世界裡去
發現你的安慰的伴侶。假如你在追求學問的過程中能夠找到一個專攻科目來的話，
則你一定會得到一個精神的孩子了。」進而希望她「奮起你的精神來克服一切的
苦難，去實現你新的理想吧！在這種熱情燃燒的過程中，你的生命就能沸騰起來。
永遠的青春是屬於有理想、有熱情、有工作的人們的！」藉以鼓舞她的精神，轉
移她的生活目標。4 月 19 日，簡國賢寫給妻子的第十一封信中，提及「不必再
送東西來」、「去幫忙問候一些長輩」外，還要妻子讀《火燒罟竂》、《胎糕食
番鴨》兩本書，暗示自己已經被判死刑的訊息。 62
其後，保密局因另案需提簡國賢訊問，經送還後，於 1955 年 4 月 16 日將簡
國賢、廖成福 2 人發交臺北憲兵隊，於下午 2 時綁赴新店安坑刑場執行槍決。 63
簡妻及其養子簡太益一起到臺北收屍，好不容易辨認出簡國賢來，他上身僅穿著
一件汗衫。其家屬將屍體拖出來，請葬儀社的人來洗屍，換上屍衣，然後送去火
化。火化後，家屬捧著骨灰罐，即刻趕回桃園，沒有作任何儀式即送到龜山的公
墓安葬。那一天，只有少數的親戚敢來送葬，許多人都害怕受牽連而不敢前來，
顯得特別蒼涼、寂寞。 64

陸、結論
簡國賢為臺灣近代新劇運動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也是 1950 年代白色恐怖的
受難者。其自少年時期即抱定改造社會之理想，並透過創作劇本批判現實政治、
社會問題，企圖藉此達到改造社會的理想，自始至終未曾改變。尤其《壁》一劇
對執政當局的控訴，更引起社會極大的迴響，因而成為政府注意的對象。在以宗
教、文學改造社會的理想失敗後，最後只能付諸行動，於二二八事件時參與抗爭
行動，思想上亦開始轉向共產主義；繼於 1949 年先後加入臺灣民主自治同盟、
中共省工委會，投入地下黨活動。期間，輾轉逃亡於臺北、桃園十三份山區、苗
栗縣苑裡、雲林、臺中大安溪兩岸，以及嘉義一帶，或成立武裝組織，或教育群
眾，或以勞動求生存，為其所執著的理想和信仰而努力，可說是一位具理想性與
62

63

64

鍾喬，《簡國賢》，頁 129-133。《火燒罟竂》、《胎糕食番鴨》兩書，分別暗喻「全無希望」、
「很糟糕」的意思。
〈簡國賢等叛亂案〉《國防部軍法局檔案》，檔案管理局藏，檔號：
B3750347701/0043/3132396/396/1/003。
藍博洲，《幌馬車之歌》，頁 308-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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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力之悲劇性人物。
然而，1949 年底，中華民國政府撤遷來臺後，在塑造臺灣成為「反共復國」
基地的同時，也展開強烈的整肅異己行動，透過一連串的法律和行政命令，對涉
有「匪諜」嫌疑、思想左傾，甚至「知匪不報」者即逕予逮捕、拘押，導致許多
冤案、錯案、假案，實戕害人權之至。根據已知的政治案件統計顯示，1950 年
代的政治案件中，以 1949 年至 1954 年的 6 年間最多，共計 192 件，占 1950 年
代所有政治案件的 87%，幾乎每年都有百名以上的政治犯遭到處決，65簡國賢即
是其一。其為了達成改造社會之理想，遂加入共產黨，從事各項抗爭行動，因而
成為政府追緝、整肅的目標，情治機關則策反運用自首、自新分子作為線民，積
極布置各項偵防事宜，最後於 1953 年 12 月先後緝獲簡國賢、廖成福、石聰金、
莊金明、陳克誠、林炳煌等共黨殘餘分子，其中簡、廖 2 人各判處死刑，餘皆無
罪或不交付軍法審判。簡案 9 人之中，竟有 2 人遭判死刑，比率之高，實令人咋
舌。顯示在恐共、仇共的心理下，政府傾向以高壓手段對付異己，只要被列為判
亂犯，且無利用價值者，下場類皆如此，幾乎少有例外。

65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臺灣地區戒嚴時期五○年代政治案件史料彙編》（南投：編者，民國
87 年 6 月），頁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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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ma and Politics: Jian Guo-Xian's Puppetmaster
Ou, Su-ying *

Abstract
After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Taiwan had been under the martial law
politically, so that speech and though were subject to check, and democracy fell into
dormancy. There were even many political cases that had far-reaching effects and
dealt a great blow to freedom of human rights. Jian Guo-Xian (1917-1955), a resident
of Taoyuan town, Taoyuan County, wa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figures of the New
Drama Movement in contemporary Taiwan, and was also a victim to the White Terror
in the 1950s. After he graduated from Taiwan Vocational School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he went to pursue a degree in literary arts at Nippon University. Back to
Taiwan, he engaged mainly in the writing of radio dramas, which were largely satires
against the current affairs. In 1946, he, as well as Song Fei-Wo and some others,
organized Sheng-Feng Playact Research Institute, performing a play, “Wall.” The
play is a microcosm of the post-war Taiwan where the rich got richer, and the poor,
poorer, and was intended as an accusation of the ruler’s corruption and neglect of
duty, a sentiment shared by the public. Thus, the play was banned thereafter. After the
228 Incident in 1947, Jian Guo-Xian was forced into exile, joining the Taiwan
Democratic Self-Government League and later, the Working Committee of Taiwan
Province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retreating to underground operations, and
fleeing here and there among Taipei, Taoyuan, Miaoli, Yunlin, Taichung, and Chiayi.
He survived by labor, and was finally arrested on December 17th, 1953 in Dali,
Taichung. Before long, he was sentenced to death and shot on April 4th, 1955, his
brief life culminating in brilliance.
The article aims to take the playwright, Jian Guo-Xian, as an example, to inquire
into how he struggled between his ideal and reality, drawing on official documents,
magazines, and newspapers, as well as the words from memory of those involved,
from National Archives Administration and Academia Historica, and other authorities.
*

Researcher, Department of Historical Compilation and Research, Academia Histo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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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id Jian Guo-Xian dedicate himself to play writing? What operations were
involved? How did the Intelligence and Public Security Unit conduct inquiries and
investigation to put Jian Guo-Xian under arrest? How was he treated after his arrest?
These questions can be properly and better illuminated via the post-war organized
activities of the communists in Taiwan and their effects..
Keywords: white terror, Taiwan Democratic Self-Government League, Working
Committee of Taiwan Province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Jian
Guo-Xian

更正啟事
本刊第 15 期〈日治時期在臺日僧與臺籍弟子之關係初探：以新竹寺
佐久間尚孝和朱朝明為中心〉一文，作者誤植「朱朝明」先生之姓名，
特此更正。敬請朱朝明先生家屬與讀者見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