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一九八○年代消費社會下勞工文學的舊困局與新契機： 

兼論《人間》雜誌中的勞動者形象 

 

李亞橋 

 

  本文試圖從「勞工文學」的角度來看，探討台灣勞工文學發展和社會變遷的

交互影響，並透過《人間》報導文學中的勞工議題，思索勞工文學發展與討論的

可能途徑。一九八○年代《台灣文藝》舉辦「工人文學的回顧與前瞻」座談會，

除了思考「工人文學」的定義之外，也總結了一九七○年代以降台灣勞工文學的

發展。然而，除了過去「工人文學」定義問題仍然懸而未決，它也被放置在不同

的文類之中，無論是一九七○年代鄉土文學、寫實主義文學、民族文學，這些框

架實際上掩蓋了「工人文學」發展的可能性，「式微說」的論點也無助於思索台

灣勞工文學的未來發展；一九八○年代台灣逐漸進入消費社會，一方面引發左翼

知識分子的討論，另一方面也為台灣勞工文學打開新的書寫契機。消費社會產生

各行各業的勞動者，過去「工人文學」所限定的、特定的勞動者身分，恐怕也無

法涵蓋消費社會興起後的各種勞工樣貌，因此本文試圖探討消費社會下的台灣勞

工文學發展，思索此一文類未來發展的可能性。 

  一九八○年代台灣消費社會興起，可做為思索台灣勞工文學的舊困局，以及

展現新契機的起點。本文首先梳理台灣勞工文學發展的舊困局，包括「工人文學」

與「勞工文學」的定義問題、勞工文學被歸類在其它文類、以及「式微說」的誤

判。其次，本文透過一九八○年代「消費社會」的討論，打開勞工文學在台灣文

學發展過程中的可能途徑，並以陳映真「華盛頓大樓系列」作品為例。再次，以

《人間》的「勞動者」形象為討論焦點，藉由報導文學來思索未來台灣勞工的發

展可能。 

 

關鍵字：工人文學、勞工文學、消費社會、《人間》、報導文學 

  

                                                      
 現為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博士班四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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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台灣勞工文學具有特殊性，除了定義本身的問題之外，能稱之為勞工作家之

作者較少、勞工文學作品較為分散，導致勞工文學一直身分未明之狀況。郭誌光

在其碩士論文〈戰後台灣勞工題材小說的異化主題(1945-2005)〉的結論中，寫到

他曾請教呂正惠對戰後台灣勞工小說的看法，呂正惠曾表示「戰後台灣並沒有勞

工小說」，此看法較為傾向傳統狹義的工人、工人文學的定義，並且要具備盧卡

奇式的寫實主義精神，儘管此看法雖然仍有待釐清，「關鍵仍在對台灣勞工小說

的定義」1的問題上。而盧卡奇式的寫實主義包括敘述和描寫，此兩種手法側重人

在社會中的參與和實踐，並在其中「發現」而非「發明」出來的書寫方式，因而

具有普遍性2，這即是呂正惠對「勞工小說」的必備條件之一；但是如果換一個方

向思考，如果沒有明確的定義，就無法指認何者為「工人文學」或「勞工文學」

了嗎？正如同各種新的文類的誕生，必然要有諸多討論與釐清，盧卡奇就透過巴

爾札克、左拉等作家，討論資本主義下現實主義小說的誕生過程。同樣的，台灣

勞工文學也只有在反覆思索與討論的歷史過程中，才能逐漸勾勒出輪廓。 

  台灣勞工文學現今在創作與研究上，仍有極大的發展空間。過去「工人文學」

發展受到諸多限制，包括文學層面的定義上、創作上、被歸類為何種文類，以及

外部的台灣政治、社會條件的因素，使得「工人文學」被被縮限在較為狹小的範

疇。一九八五年葉石濤、彭瑞金等人舉辦的「工人文學的回顧與前瞻」座談會之

後，至今關於「工人文學」或「勞工文學」的討論與研究，在台灣文學領域也相

對缺乏。這其中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工人文學」或「勞工文學」看似缺乏、

實則分散的現象？這個現象也並非能以「工人文學」或「勞工文學」已然「式微」

來一筆帶過。如果「工人文學」或「勞工文學」沒有「式微」，它又是以何種樣

貌出現？這是本文展開討論的出發點。 

  戰後台灣勞工文學大量出現的時間點，和台灣逐漸邁入消費社會息息相關。

儘管從日據時期至一九七○年代之間，也不乏以勞工為題材的文學作品，但是一

九七○至八○年代，台灣勞工小說被各種文類的掩蓋、或是被放在較為狹小的「工

人文學」範疇裡，這些都是造成台灣勞工文學隱而未顯的原因。因此，本文試圖

釐清這個原因，包括過去「工人文學」定義的問題、勞工文學被置於其他文類、

「式微說」的誤判等部分，這些都是勞工文學被掩蓋的因素；本文並進一步試圖

透過消費社會的討論，探討一九八○年代台灣勞工文學的樣貌，陳映真「華盛頓

大樓系列」作品中的白領勞工即是個重要的例子；最後，透過《人間》雜誌如何

以報導文學的形式呈現勞工的樣貌，來說明勞工題材之作品在不同文類當中開展

的多元樣貌。 

 

                                                      
1 郭誌光，〈戰後臺灣勞工題材小說的異化主題(1945-2005)〉，新竹市：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

究所碩士論文，2006 年 8 月，頁 204。 
2 盧卡奇，陳文昌譯，〈敘述和描寫〉，《現實主義論》，台北市：雅典，1988 年 10 月，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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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勞工文學」發展的舊困局 

  戰後的台灣勞工文學自一九七○、八○年代的發展過程中，就面臨到諸多困

境。它一方面被置於「工人文學」的範疇當中，另一方面也被放置在不同的文類

裡，甚至研究者做出台灣勞工文學「式微」的結論。本文一開始先釐清過去探討

「工人文學」或「勞工文學」的定義問題，接著討論台灣勞工文學被放置在不同

文類裡，最後解釋「式微說」所衍生的問題。 

 

（一）定義：「工人文學」或「勞工文學」 

  一九八○年代台灣「工人文學」，在定義仍是狹義的「工人」為主，隨著台灣

邁向消費社會後，逐漸無法囊括在社會中複雜的「勞工」樣貌。首先，「工人文

學」或「勞工文學」是什麼？就必須回到關於工人或勞工的定義來看。在工人或

勞工的定義上，像是 Adam Smith 就曾經指出，「廣義的勞工包括一切以體力和心

力操作的人，狹義的勞工僅指在近代工廠、礦場、或交通運輸機構以體力換取工

資的工人」3。如果照此定義，「工人文學」或「勞工文學」分別意指書寫工人或

勞工的文學作品，但值得注意的是，「工人文學」本身傾向上述的狹義界定，這

些在台灣消費社會興起之後，逐漸無法滿足不同行業中付出體力、心力的勞工。

因此，本文傾向上述「勞工文學」的界定，或許更能夠因應當下社會變化的實況，

這當中包含不同產業中付出勞力、心力以換取工資者，也避免先入為主地將「工

人」視為只有在工廠、礦場等工作場所以體力換取工資的勞工。 

  本文傾向將「勞工文學」定義為描寫台灣勞工歷史、工作場所，以及勞工樣

貌與生命經驗的文學作品。在文學上，台灣的勞工文學一開始就被放在狹小的「工

人文學」範疇裡去界定，主要是以「體力勞動者」為書寫對象，比如一九八五年

「工人文學的回顧與前瞻」座談會中，各工人文學作家與台灣文學評論者，討論

戰後迄今為止的工人文學作品的樣貌，思索工人文學如何在文學的永恆性、藝術

性等面向，有突破性發展。葉石濤曾指出，「因為工人本身的問題尚多，只能限

制在很窄的範圍裡」4，此次座談會便是試圖打開「工人文學」的侷限。郭誌光曾

經整理出此次座談會的五點結論來改善此困境，包括一、「工人文學」定義放寬

範圍，不要只侷限在工廠裡面。二、寫作題材與手法上，取材與創作手法拓寬。

三、寫作風格不只直寫，側寫的控訴也很重要。四、表現形式如詩作篇幅所限，

可傾向小說形式。五、工人作家相對較少，作品質量仍嫌不足，「但至關重要的

『勞工』定義問題卻仍不明確」5。箇中原因在於座談會的討論被放在「工人文

學」的討論侷限之下，而未進一步思索「勞工」之意涵，如何藉此打開更為豐富

                                                      
3 陳國鈞，〈緒論〉，《勞工問題》，台北市：三民書局，1992 年版，頁 1-2；黃慧鳳，國立編譯館

主編，〈緒論〉，《台灣勞工文學》，台北市：稻鄉，2007 年，頁 3  
4 葉石濤等出席，李喬策畫，陌上塵整理，〈工人文學的回顧與前瞻〉，《台灣文藝》，第 92 期，

1985 年 1 月，頁 39-40。 
5 郭誌光，〈戰後臺灣勞工題材小說的異化主題(1945-2005)〉，新竹市：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

究所碩士論文，2006 年 8 月，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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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勞工文學」的可能。因此，「工人文學的回顧與前瞻」座談會一方面未能解

決「工人文學」定義本身的問題，另一方面在於專事工人文學創作的作家較少，

楊青矗、陌上塵、李昌憲成為主要討論對象。 

 

（二）不同文類中的勞工文學 

  勞工文學一方面縮限於「工人文學」範疇並思索拓展的可能，另一方面也被

放在其他文類。歸類過程則是決定文學作品位置的另一個重要因素，台灣文學史

上如何將工人或勞工題材的作品歸類，也決定了台灣勞工文學在時代中如何被呈

現、被討論的過程。而台灣勞工文學被放置在不同的文類當中，一方面模糊了勞

工文學本身的特殊樣貌，另一方面也就必須從不同文類當中指認出何者書寫勞工

題材、何者是勞工文學。 

  一九七○年代開始，「工人文學」就被放在鄉土文學的脈絡當中。首先要問

的是，「鄉土文學」的定義是什麼？其實「鄉土文學」的定義較為模糊，並且在

政治的影響之下受到相當大的箝制。比如王拓就將鄉土文學視為「現實主義文學」，

王拓指出： 

 

   台灣這個廣大的社會環境和這個環境下的人的生活現實；它包括了鄉村，

同時又不排斥都市。而由這種意義的『鄉土』所生長起來的『鄉土文學』，

就是根植在台灣這個現實社會的土地上來反映社會現實、反映人們生活的

和心理的願望的文學。6 

 

如果就王拓的定義而言，只要是反映台灣社會現實的就是「鄉土文學」或「現實

主義文學」，那麼「勞工文學」自然可以囊括在這個文類裡面；余光中在論戰期

間發表〈狼來了〉，則將鄉土文學視為「工農兵文藝」，認為毛澤東工農兵文藝配

合階級鬥爭，當中的觀點和鄉土文學暗合7，已然成為對鄉土文學的政治指控；而

鄉土論學論戰期間，陳映真也寫下〈建立民族文學的風格〉來批駁各種對鄉土文

學的指控。他指出，鄉土文學作家在「台灣的中國新文學上，高高地舉起了中國

的、民族主義的、自立自強的鮮明旗幟」8，等等。「勞工文學」被歸類在上述不

同的文類裡面，在政治的高壓氛圍下，鄉土文學已受到諸多詰難，而「勞工文學」

可能被視為工農兵文藝，更加不可能浮出檯面。因此，在此階段「勞工文學」被

放在鄉土文學等的不同文類中被討論，它的特殊性難以呈現，可說是此時期政治

因素與文學內容相互影響下導致的結果。 

  一直到一九八五年「工人文學的回顧與前瞻」座談會，勞工文學被放在「工

                                                      
6 王拓，〈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仙人掌雜誌》，第 1 卷第 2 號，1977 年 4

月 1 日，頁 72-73。 
7 余光中，〈狼來了〉，頁 264-267。收錄於尉天驄主編，《鄉土文學討論集》，台北市：遠景，1980

年 10 月三版。 
8 陳映真，〈建立民族文學的風格〉，頁 26。收錄於陳映真，《陳映真作品集 11：中國結[政論及批

判卷]》，台北市：人間出版社，1988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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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學」的框架中討論，是為了解決定義上的問題。此次座談會中，也有文學家

試圖透過其它文類來涵涉「工人文學」，比如黃樹根在座談會中也曾經將「工人

文學」置於「政治文學」的範疇，他認為「工人文學就是非常強烈的政治作品，

政治的範疇很廣，工人問題也屬於政治的一環」9。如果將「工人文學」放在「政

治文學」10的範疇當中，或許可以成立，但是從當時座談會想要強調「工人文學」

的獨特性、引發更多工人文學書寫的可能，這個目標實際上會將工人文學的特殊

性掩蓋，這也是一九七○年代以降，工人文學被上述各種文類掩蓋，無法順利發

展的原因之一。 

 

（三）「式微說」及其問題 

  「式微說」主要是在學術研究上產生，這種悲觀的說法無助於解決台灣勞工

文學發展的困境。王雅萍曾在〈誰來發聲？──1970 年代以後台灣勞工文學的興

起與式微〉當中指出： 

 

   遺憾地，在八○年代後期我們可以發現台灣的藍領階級比例已經逐漸遞減，

身為勞工出身的作家也不再多見。加上整個大環境開始充斥著消費形態的

文化走向，許多的文學作品都難有露臉的機會，相對的，一向處於弱勢邊

緣的勞工文學更是少見。11 

 

王雅萍將勞工文學「式微」的原因歸納為藍領階級與勞工出身的作家減少，以及

消費社會的到來，但是「藍領階級」也只是眾多「勞工」當中的一部分。一九八

○年代台灣消費社會的到來，也產生各種不同的「勞工文學」樣貌，此社會型態

未必能說是勞工文學「式微」的原因，本文之後討論陳映真「華盛頓大樓系列」

作品中的白領勞工，即可作為消費社會下台灣勞工文學發展的例證；此外，黃慧

鳳指出一九八○年代勞工文學「革命意義的消逝」，她認為「文學影響力雖大，仍

                                                      
9 葉石濤等出席，李喬策畫，陌上塵整理，〈工人文學的回顧與前瞻〉，《台灣文藝》，第 92 期，

1985 年 1 月，頁 44。 
10 對於林燿德而言，「政治文學」的範疇有廣義和狹義兩種，狹義的比如「那些以政治人物、活

動、事件為主的作品」，廣義者為「許多並非直接刻畫政治本身的作品，間接地展現出『指向政

治』的主題和作者的政治意識形態」。此外，林燿德也指出，政治文學也可能與歷史文學、鄉土

文學、城市文學等產生疊合的情況。林燿德，〈小說迷宮中的政治迴路──「八○年代台灣政治小

說」的內涵與相關課題〉，頁 138-139。收錄於鄭明娳主編，《當代台灣政治文學論》，台北市：時

報文化，1994 年；此外，《台灣文藝》也曾經刊載過〈從創痛的吶喊到深沉的暸望──對當前台灣

政治小說的診察與期待〉，以高天生、呂昱對談的形式討論「政治文學」。在對談中，希望打開過

去「政治文學」一元化的束縛，也就是一方面提倡某種類型的政治小說（比如反共文學、戰鬥文

藝），一方面又視「政治小說」為禁忌的矛盾現象，希望「政治小說」不要反過來變成「小說政

治」，流於教條或政治宣傳，也不應該只是創傷紀錄，希望能夠從世界文學的角度，給予「一個

地區紛亂、複雜的問題與人性糾結從而帶給全人類許多嶄新的啟示」。高天生、呂昱對談，莊生

整理，〈從創痛的吶喊到深沉的暸望──對當前台灣政治小說的診察與期待〉，《台灣文藝》，第 89

期，1984 年 7 月，頁 76-87。 
11 王雅萍，〈誰來發聲？──1970 年代以後台灣勞工文學的興起與式微〉，台南市：國立成功大學

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年 6 月，頁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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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社會運動與政治的改革力量」，勞工文學在一九八○年代的時代革命性被取

代，並將之視為一九九○年代作品數量逐漸減少的原因12。然而，如果用「革命

意義」的標準來看，究竟在資本主義社會下的勞工文學，能夠產生什麼具體影響？

比如一九七○、八○年代最具有影響力的「工人文學」作家楊青矗，他在《工廠

人》描寫出臨時工升不了正工的情況，並也影響了一些工廠的制度改善13，他在

《工廠女兒圈》當中也指出解決勞資爭議方面，「最主要的是促進勞資雙方合作，

溝通其利害一致的觀念」，並建立團體協約、工廠會議、工業民主制度來化解勞

資衝突14。楊青矗站在「勞資和諧」的角度創作「工人文學」，或許有改善工人困

境的願景，但是如果要論及「革命意義」，在文學與政治上，恐怕楊青矗的作品

都難以達到這種標準。就政治因素而言，如前所述，鄉土文學論戰期間可能被視

為「工農兵文藝」，政治因素無法容納真正具有「革命意義」的作品15。就文學本

身而言，「工人文學的回顧與前瞻」座談會中葉石濤等人認為「工人文學」文學

內部問題仍未解決，以文學為優先考量，更遑論文學作品的「革命意義」。因此，

如果用「革命意義的消逝」來解釋之後勞工文學減少，恐怕也難以成立。 

  最後，「式微說」無法成立的根本原因，在於不同時代、不同因素的影響之

下，無法預測未來勞工文學數量將會增加或減少。儘管勞工文學在文學市場的比

例上仍舊是少數，就算整理出台灣勞工題材小說的統計數據，未必能成為勞工文

學「式微」的衡量標準。比如郭誌光在碩士論文當中，提供一九四五至二○○五

年勞工小說的篇目與線索，一九七○年代有一百四十六篇，一九八○年代有兩百

二十五篇，一九九○年代有七十六篇，二○一○年代為止有十二篇16。台灣勞工題

材小說在一九九○年代或許有減少趨勢，郭誌光也並未做出「式微」之結論；而

郭誌光的取樣標準是以小說為主，如果擴大到其它文類，或許可以充實一九九○

年代後勞工題材小說較為稀少的情況。其次，二○○○年後逐漸興起的文類如移

工文學，也可充實勞工文學的內涵，但郭誌光並未列入研究的取樣清單當中。 

 

  上述是「工人文學」在發展過程中面臨的各種問題。這些問題包括「工人」

與「勞工」的定義本身、「工人文學」如何被歸類、勞工文學作家與作品數量相

對稀少而產生「式微說」的錯覺等，是台灣勞工文學面臨到的各種困局。如果從

勞工文學的角度來看，試圖重新打開台灣勞工文學的豐富性，又該從什麼角度進

                                                      
12 黃慧鳳，國立編譯館主編，〈台灣勞工文學發展的興衰起伏〉，《台灣勞工文學》，台北市：稻鄉，

2007 年，頁 41。 
13 楊青矗，〈序〉，《工廠人》，台北市：敦理，1984 年，頁 1-5。 
14 楊青矗，〈序〉，《工廠女兒圈》，台北市：敦理，1978 年，頁 14-15。 
15 王拓在歸納工人及其家庭生活被漠視的原因，包括輕視勞動者、讀書人對農工階層的無知、反

共之下的恐懼等三項。王拓，〈當代說所反映的台灣工人〉，《街巷鼓聲》，台北市：遠行，1977 年

9 月，頁 22-25；黃慧鳳曾經指出，在一九七○年代「描寫工人的事物，似乎就成為共產黨，『為

匪宣傳』。在這狀況下，楊青矗創作工人小說，變成了當時文壇的異軍。」黃慧鳳，國立編譯館

主編，〈台灣勞工文學發展的興衰起伏〉，《台灣勞工文學》，台北市：稻鄉，2007 年，頁 28。 
16 郭誌光，〈戰後臺灣勞工題材小說的異化主題(1945-2005)〉，新竹市：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

究所碩士論文，2006 年 8 月，頁 19。郭誌光所選出各年代以工人為書寫主題的小說，具體篇目

可見附錄四，頁 220-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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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討論？本文以下試圖考察台灣消費社會的發展與批評，並以陳映真「華盛頓大

樓」系列作品為例，藉由來打開勞工文學的可能性。 

 

三、消費社會與勞工文學 

  一九八○年代台灣逐漸進入消費社會，一方面引發左翼評論者對消費社會的

檢討，另一方面也為台灣勞工文學打開新的書寫契機。本文前面曾指出，消費社

會的發展，無法作為台灣勞工文學逐漸「式微」的原因，特別是一九七○、八○

年代消費社會興起，同時也是台灣勞工文學發展的重要時期。陳映真在鄉土文學

論戰期間指出： 

 

   黃春明、王禎和、王拓、楊青矗和其他許許多多優秀的作家們筆下的人物，

散落在廣泛的農村、漁村、學校、市鎮和工廠，勤勞地生活，殷勤地工作。

藉著這些作家的作品，我們看見了這些人們樸素、正直的面貌。17 

 

陳映真指出鄉土文學作家描寫的底層小人物，當中包含了各行各業的勞工。如前

所述，「工人文學」的定義本身就產生諸多侷限，如果將定義擴大為「勞工文學」，

就會包含不同工作場所的勞工，而非限定在工廠、礦場或運輸業等工作的「藍領

階級」而已，陳映真「華盛頓大樓系列」作品，即是書寫白領勞工的重要例證之

一。 

 

（一）探索台灣消費社會 

  在討論消費社會之前，首先要問的是何謂「消費」？在 Eobert Bocock《消

費》一書當中曾指出： 

 

   消費做為一組社會、文化與經濟的行動，及其消費主義的意識形態，無不

使得資本主義在數以萬計的老百姓看來深具合法性……在這種現代社會

中的一個核心環節，即消費，及其相關的消費主義意識形態中，符號與象

徵的角色非常顯著，這點在各種促銷商品的廣告類型中尤其明顯。18 

 

如引文中所言，「消費」在現代社會中，包括社會、文化、經濟和意識形態等層

面上發揮作用，上述也有不同研究領域的專門討論。那麼接著要問的是，台灣是

何時進入消費社會呢？首先，要從台灣經濟發展的物質條件談起。如果從台灣經

濟層面來看，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在《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台灣地區勞工統計年鑑》

的資料顯示，在一九八二至八七年之間，台灣農業人口比例下降，工業和商業逐

                                                      
17 陳映真，〈建立民族文學的風格〉，頁 27。收錄於陳映真，《陳映真作品集 11：中國結[政論及

批判卷]》，台北市：人間出版社，1988 年 5 月。 
18 Eobert Bocock，張君玫、黃鵬仁譯，〈導論〉，《消費》，台北市：巨流，1995 年，頁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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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發展，尤以從事工業人口數量最高，而服務業則是成長比例最快19。《台灣的工

業化》一書則指出，此時民間消費增長之外，耐久性消費品如彩色電視、冰箱、

摩托車等，大眾持有比例近乎百分之百，洗衣機、電話等持有比例則是達到百分

之八十的大眾化階段20；綜合上述兩例來看，可以見到台灣在一九八○年代雖然

仍是以工業為主，但是服務業已開始快速發展，社會大眾的消費能力不斷提高，

反應在消費的增長率、耐久性消費品的持有比例上。換句話說，一九八○年代台

灣勞工的數量是最多的，衍生而來的是賺取工資之外的物質生活消費層面。這是

台灣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形成消費社會的客觀物質基礎。 

  而消費在文化與意識形態層面的討論更早，特別是一九七○年代具有左翼色

彩的評論者，已然開始討論消費社會與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關係。比如唐文標

早在一九七三年〈死的與活的〉一文，思索整個中國民族的電影事業與流行文化、

美國財閥之間的關係，透過分析李小龍的電影，以及他在戰後電影事業發展當中

所扮演的角色，質問「一個電影工作者如何在他悠長的電影生涯中，保持他對國

家，對民族，對社會的信心和理想呢」21，可以見到唐文標對民族與社會發展的

憂心，以及他對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批評。他甚至思考戰後台灣的電影文化發

展，並質疑李小龍的電影是否成為一個「流行商品」，在同年寫的〈這樣電影，

那樣電影〉中也指出： 

 

   沒有選擇。我們沒有選擇片類的權利，所有這些財閥供應的貨色是一樣的，

且遙遙和腐敗的外國財閥相呼應。我們甚至連不看的權利也沒有，貧窮的

中國社會最大的娛樂除了看電影還有什麼？即使有了電視，裡面那一套又

有什麼分別？22 

 

唐文標討論當時台灣社會中的大眾娛樂，站在批評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的立場批

評電影文化，可說是台灣戰後較早討論消費社會中商品文化的文章。他思索電影

文化與財閥、帝國主義之間的關係，這當中有其社會關懷，以及對於民族文化未

來發展的期望；一九七六年他甚至在《夏潮》發表〈快樂就是文化〉一文，透過

戰後台灣物質文明的發展過程，探討台灣大眾文化的樣貌，並質問究竟「我們的

文化在哪裡」、「我們必然期待一種使人快樂的文化，但那又是怎樣的文化呢」？

                                                      
19 「就七十一年及七十六年五年間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勞工觀之，一級產業（農業）勞工七十六年

159千人，較七十一年大幅減少 42千人或 21.0%，二級（工業）及三級（服務業）產業 2881千

人及 428 千人則相對呈大幅增加，分別增加 438 千人及 84 千人或 17.9%及 24.2%。」文中年份

以民國記之。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編印，《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台灣地區勞工統計年鑑》，1988 年 12

月，台北縣永和市：元一印刷，1987 年，頁 2。 
20  「對生活服務業產業的需求是由國民總支出的民間消費和資本形成中的住宅部門所構成，兩

者合計相對於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一九八○年為五五‧六%，一九八六年降低到四九‧五%。民間

消費減少了四‧四點，住宅減少了二點。但從增長率看，民間消費年率為五‧七%，顯示出增長順

利的圖象。相反，住宅建設卻完全停滯下來。」谷蒲孝雄編著，雷慧英漢譯，〈市場結構的轉換〉，

《台灣的工業化：國際加工基地的形成》，台北市：人間，1992 年 6 月，頁 174-175。 
21 唐文標，〈死的與活的〉，《天國不是我們的》，台北市：聯經，1989 年 5 月，頁 106。 
22 唐文標，〈這樣電影，那樣電影〉，《天國不是我們的》，台北市：聯經，1989 年 5 月，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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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唐文標的文章較早透過左翼視角討論、批評消費社會中的大眾文化，一九八○

年代以後，以左翼視角批評消費社會的文章逐漸增加，陳映真也是其中一個重要

的評論者與創作者，除了左翼階級分析之外，更進一步直指出台灣消費社會的物

質基礎，以及和帝國主義之間的關係。 

 

（二）陳映真：消費社會與勞工文學 

  一九八○年代陳映真透過馬克思主義理論批評消費社會，同時消費社會中的

勞工樣貌也豐富了勞工文學的創作題材。首先，陳映真在〈消費社會‧第三世界‧

文學〉一文中指出「消費文化」的特性，以及它和當下台灣文學發展之間的關係，

延續一九七○年代對於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批評。陳映真透過馬克思主義分析

消費的特性，第一是它具有商品性格，所謂的商品性格即是可以透過金錢來交易、

因利潤或市場而流行、具有行銷性等部分。第二個部分則是庸俗性，消費文化作

為利潤掛帥的文化、享樂主義的文化、世俗的文化等三個不同面向，它在跨國企

業的影響之下，對第三世界的文化、文學造成深遠影響，甚至因此棄絕自己的傳

統24。如果從「消費社會」下的勞工處境與勞工文學發展來看，台灣作為追隨美

國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後進國家，也產生各種不同的勞工樣貌，這些勞工也就

不單只是侷限在工廠裡工作的工人而已；而陳映真將「消費社會」視為戰後以降

第三世界國家受到進步國家的影響，具有反帝、反殖民的意味。他這個階段寫出

「華盛頓大樓系列」小說，也就展現出台灣在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統治下白領勞

工的現實狀態。 

  陳映真「華盛頓大樓系列」作品，描寫台灣經濟起飛的年代中的白領勞工樣

貌，以及跨國公司內部上司與職員之間的矛盾。首先，〈夜行貨車〉突顯出馬拉

穆公司當中的人性問題。外國上司與台灣員工的矛盾，也影響到林榮平、詹益宏、

劉小玲之間的關係。摩索根先生曾經在聚餐中說，「我們外國公司就是不會讓台

灣從地圖上抹除」、「我們美國商人認為台北比紐約好上千萬倍，而你們ＸＸ的中

國人卻認為美國是ＸＸ的天堂」25，詹益宏在眾人酒醉之餘試圖反駁，最後帶著

劉小玲離開公司，遠離資本主義跨國企業對人性的摧殘；〈上班族的一日〉描寫

上班族拋棄過去理想、追求地位攀升的過程，小說聚焦在黃靜雄面對公司人事、

家庭、愛情等不同面向的態度與心境變化。報表組主任黃靜雄是楊柏良的手下，

希望能升上會計部副經理之職，在老董榮將軍的姪兒愛德華‧趙將要接任的訊息

下萌生離職之意，「沒有楊伯良、榮將軍，沒有腐敗的陰謀、沒有對於副經理的

那黑色的假皮的坐椅的貪慾，生活會有多麼的不同啊」26，之後因為愛德華‧趙為

了拿到綠卡而不來台灣上任，黃靜雄旋即拋棄離職的念頭而回公司上班；〈雲〉

                                                      
23 唐文標，〈快樂就是文化──草論台灣的大眾文明〉，《夏潮》，第 1 卷第 5 期，1976 年 8 月，

頁 25-29；後收錄唐文標，《快樂就是文化》，台北市：遠行，1977 年 3 月。 
24 陳映真，〈消費文化‧第三世界‧文學〉，《益世》，第 2 卷第 6 期，1982 年 3 月，頁 66-72。 
25 陳映真，〈夜行貨車〉，《陳映真小說集３：上班族的一日》，台北市：洪範，2001 年，頁 181。 
26 陳映真，〈上班族的一日〉，《陳映真小說集３：上班族的一日》，台北市：洪範，2001 年，頁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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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圍繞在麥迪遜公司組織新工會的議題上。張維傑奉艾森斯坦之命組織新工會，

但宋老闆向東京的上司麥伯里告狀、抵制，最後面臨失敗的命運，並透過工會運

動老將林仔欽指出，「美國仔的工作，你以前又不是沒做過。做頭家的人，全世

界都一樣」、「公司要真支持你們，解散一個裝在他們口袋裡的工會，還不容易」
27，將矛頭指向跨國企業在勞工議題上的欺罔性；〈萬商帝君〉指出跨國企業內部

主管之間的競爭關係，最後在促進資本發展、反對民族主義的理念上達成一致。

林德旺在莫非穆公司工作期間渴望獲得升遷為「馬內夾」(manager)，最後卻在公

司內部的人事鬥爭中離職、瘋狂。而本省籍的劉福金與外省籍的陳家齊兩人平日

競爭，在有關行銷計畫的國際會議中合作策畫、執行，並在反對民族主義的理念

上達成一致，在「『台灣』步向『國際』的視野」28的思維之下，除了服務跨國公

司，同時也扭曲了人性。 

  上述「華盛頓大樓系列」作品描寫的正是一九八○年代消費社會之下，資本

主義下跨國公司與白領勞工之間的矛盾。小說連結了跨國公司內部人物的貪慾，

和台灣消費社會興起後對物質的需求，是左翼知識分子展現批評資本主義、帝國

主義的重要著力點。筆者曾經於碩士論文中指出，陳映真此系列作品是在「反帝

民族意識」下促成「第三世界民族團結」，藉此來「對抗跨國資本主義與帝國主

義」29，儘管陳映真不一定同意將「華盛頓大樓系列」視為勞工文學，但如本文

前面所述，勞工文學一方面被放置在文類，另一方面也必須從不同文類中指認出

來，特別是後者的工作，才能增加勞工文學的豐富性。而陳映真此系列作品，無

疑是台灣消費社會下的勞工文學，小說描寫人物對物質生活、愛情或地位的追求，

跨國公司的人事鬥爭與剝削等不同面向，在台灣勞工文學發展中，留下一個重要

的範例。 

 

  過去「工人文學」在舊困局之下無法伸展，而陳映真書寫一九八○年代消費

社會中的跨國企業與白領勞工，可說是打開台灣勞工文學的新途徑。過去勞工文

學被限縮在「工人文學」的定義、被放置在其它文類，透過左翼知識分子展開消

費社會與跨國企業之間關係的思索，或許能為台灣勞工文學打開新的討論面向。

本文以下進一步從《人間》雜誌為例，探討報導文學與報導攝影中的勞工形象，

做為打開過去工人文學、勞工文學侷限的另一可能。 

 

四、《人間》雜誌中勞工形象的展現 

  上述討論過程中，工人文學或勞工文學已展現出它本身的侷限，而一九八○

年代《人間》以報導文學的形式，為「勞工議題」、「勞工形象」的書寫，打開另

                                                      
27 陳映真，〈雲〉，《陳映真小說集４：萬商帝君》，台北市：洪範，2001 年，頁 93-94。 
28 陳映真，〈萬商帝君〉，《陳映真小說集４：萬商帝君》，台北市：洪範，2001 年，頁 244。 
29 李亞橋，〈「民族主義」、「左翼」孰輕孰重？──陳映真左翼中國民族主義的形成與開展〉，台

南市：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碩士論文，2013 年，頁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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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重要窗口。《人間》以報導文學、報導攝影為基礎，雖然無法將之歸類為「勞

工文學」的一部分，只能說是台灣報導文學當中的「勞工議題」，但無疑地，《人

間》呈現了一九八○年代諸多勞動者的樣貌。 

  首先，何謂報導文學？林淇瀁曾經討論報導文學的三個源頭，包括社會主義

國家為了推動、服膺社會主義的目的而書寫，楊逵強調「社會真相的呈現、書寫

結構的鋪排」，以及美國「新新聞」寫作方式下強調寫實主義美學30，並依此作出

報導文學之定義： 

 

   報導文學應以事件、人物、議題的事實報導為根據，在報導事實的基礎上，

容許寫作者運用文學寫作技巧、發揮想像，藉此突出報導意義，提供讀者

了解真相。它的報導原則與倫理，應根據新文學的嚴謹要求，以接近事實

為宗；它的寫作方法與技巧，應本於文學的美學要求，並容許無損於事實

的虛構以及作者個人風格的凸顯與強調。31 

 

從上述可以得知，報導文學既要有報導的「事實」和「真相」，又必須本於文學

上的「美學」要求，方可稱之為報導文學。而《人間》以雜誌的形式，更為強調

社會的關懷、揭發並深入探討社會中各種事件、描繪地方人物的樣貌等，也具有

社會主義的傾向。除了事實報導之外，《人間》也塑造出自身的寫實主義美學風

格，是台灣一九八○年代最重要的雜誌之一。 

  《人間》雜誌發行共四十七期，關懷不同的社會事件與人物，當中不乏底層

勞工被剝削、面臨不平等的處境。只不過它並非以工人文學或勞工文學為主軸，

工人文學或勞工文學只是此雜誌中的一個重要面向，其他包括政治、經濟、社會、

文化性別、環境、族群、宗教等，都有深入的專題報導。陳映真在《人間》創刊

號〈發刊詞：因為我們相信，我們希望，我們愛……〉一文當中就指出： 

 

   二十多年來，由於整個社會的勤勉工作，我們已經在台灣創造出一個中國

歷史上前未曾有的、富裕、飽食的社會。這一個值得我們驕傲的成就，也

使我們付出了一些代價。那就是因為社會高度的分工組織化，造成一個人

和另一個人之間、一個生產部門與另一個生產部門之間、一個市場和另一

個市場之間的陌生與隔閡。人與人之間失去了往日深切的、休戚相關的連

帶感，和相互間血肉相連的熱情與關懷。此外，在一個大眾消費社會的時

代裡，人，僅僅成為琳瑯滿目之商品的消費工具。於是生活失去了意義，

生命喪失了目標。32 

                                                      
30 林淇瀁，〈序言〉，《照見人間不平──台灣報導文學史論》，台南市：台灣文學館，2013 年 11

月，頁 16-19。 
31 林淇瀁，〈序言〉，《照見人間不平──台灣報導文學史論》，台南市：台灣文學館，2013 年 11

月，頁 19。 
32 陳映真，〈發刊詞：因為我們相信，我們希望，我們愛……〉，《人間》創刊號，1985 年 11 月

2 日，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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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映真在文中指出一九八○年代的消費社會特性，除了社會高度發展之外，也造

成社會之間的各種隔閡，使人和生命失去意義和目標。陳映真也曾經在〈洩忿的

口香糖〉一文中指出，在「大眾消費社會」的時代裡，「儉約被豪奢取代，慾望

獲得徹底的解放；享樂主義和官能主義不再是必需加以制約的羞恥，而是炫人的

成就象徵」33，對陳映真而言，商品廣告與它的意識形態即是影響這個時代的重

要部分。那麼要如何避免「大眾消費時代」所產生的問題呢？也就是重新建立起

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的連帶關係，並且正視不同的人物在社會中的樣貌、面臨

的處境，這也是《人間》在左翼視角下，它的社會關懷的基礎。 

  《人間》具有左翼階級分析之視角，也就建立在「大眾消費社會」的批判基

礎上，重新建立和地方人物與社會之間的連帶關係。「勞工議題」是《人間》報

導的一部分，主要可以分成勞動者的身分、社會中的勞工生活與勞動情況、歷史

脈絡中的勞工形象、勞工運動等四種描寫方式34，但此四種方式也常交互使用，

構成《人間》報導文學豐富的內涵： 

 

（一）勞動者的身分 

  首先，就勞動者的身分與職業而言，《人間》展現出一九八○年代台灣社會

發展過程中，各行各業的人物或群體，他們在勞動與生活中的樣貌。比如收舊貨

的工人、原住民勞工、拾荒者、醫師與護理人員、傳統戲劇師傅與成員、工廠工

人、神職人員、礦工、漁工、捆工、卡拉ＯＫ餐廳工作者、街頭工、製琴師、計

程車司機、攝影家、教育工作者與研究者、拆船業工人、養豬業者、打鐵業者、

動物園工人、移民工與其他在台工作的外國人、台電員工、倉庫管理員、媒體工

作者、農民與農業專家、性工作者、藝人、作家、攤商、水產養殖業專家、流浪

動物照顧者、工會成員與運動者、速食店打工族、音樂工作者、社工人員、家務

勞動者、美髮師與剃頭師、戲劇工作者、記者、按摩業工作者、音樂家等不同階

級、身分與職業類別。但值得注意的是，許多地方底層小人物並未從事單一職業，

他們在社會底層掙扎，常因為無法滿足生活基本需求而更換職業，比如〈蔡清柏

無味的半生〉中的蔡清柏，他是福建莆田人，一九四五年開始在福建和台灣之間

從事商船貿易，之後因為國共戰爭而留在台灣。他經在台北開了雜貨店，在高雄

開麵店，在楊梅窯場搬磚，之後因為年老力衰，又輾轉於台北各餐廳、公司當倒

開水工友35。這些底層小人物儘管生活困頓，但也展現出豐沛的生命力，而《人

間》在報導過程當中，結合蔡清柏的勞動歷程和戰後台灣歷史發展脈絡，讓他的

勞動形象清晰地呈現出來。 

 

                                                      
33 陳映真撰文，蔡明德攝影，〈洩忿的口香糖〉，《人間》，第 33 期，1988 年 7 月 1 日，頁 45。 
34 《人間》當中的勞動或工作相關議題之篇章，可見本文附錄整理。 
35 林柏樑攝影，曾淑美撰文，〈蔡清柏無味的半生〉，《人間》，第 27 期，1988 年 1 月 5 日，頁 96-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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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中的勞工生活與勞動情況 

  其次，除了上述特定職業、人物與群體之外，《人間》探討地方人物的勞動

與生活情況，並擴大到其它社會議題的討論。比如原住民在都市工作、台北三重

聚落發展、大同農場的勞動與生活樣貌、南投縣仁愛鄉親愛村歷史與居民生活、

台南縣佳里鎮塭子內的變遷、垃圾山上的拾荒者、灣裡的廢五金問題等等，有些

甚至成為系列報導，陸續刊登在《人間》各期當中；比如關曉榮「八尺門系列」

報導，呈現出從部落到都市工作的原住民勞工的身影。他曾經指出，原住民「在

自給自足的社會解體後，離開原居的山地，向平地進行大規模的、持續的、靜默

的遷徙」，而這場遷徙過程中，也產生各種漢人對原住民的偏見和歧視，如何重

新理解原住民到都市工作的生活樣貌，並以此自省，對他而言是十分重要的36。

因此他寫下「八尺門系列」。像是〈船東‧海蟑螂和八尺門打魚的漢子們〉當中

就指出基隆漁港的作業區，是以「船公司、海員、魚販、碼頭工人、修造船業等

角色，組成了一個取得海洋資源供應市場需求的操作團體」，甚至還有寄生漁港

的遊民被稱為「海蟑螂」，形成剝削八尺門工作的原住民的結構37；〈老邱想哭的

時候〉則是描繪八尺門老邱一家人的生活樣貌，老邱曾經在國小帶過課、當過郵

佐、貨車司機，後來又到八尺門討海捕魚38，描繪他在生活困頓中，仍靠漁業工

作，支撐一家人的經濟來源與生活；〈失去了中指的阿春〉一文，報導側重於中

指被繩索絞斷的阿春，除了描繪工作的過程，作者透過自己「好命的手」與阿春

「斷指」的對比，反思自身在採訪報導中面臨的衝擊與痛苦39；〈都是人間的面貌〉

進一步藉由八尺門議題，反思在現代社會中如何尊重一個人、一種生活方式、一

個處於崩解與調適的文化群體，並藉此參考、學習和認識40；上述《人間》刊登

的關曉榮「八尺門系列」報導，可以見到台灣原住民族在八尺門的生活樣貌，具

體而微地展現出台灣經濟變遷、資本主義的剝削、漁業發展、族群之間的不平等

關係等部分，形塑出一九八○年代台灣底層人物的樣貌與時代縮影。 

 

（三）歷史脈絡中的勞工形象 

  勞動歷史的回顧與脈絡化，也是《人間》所關注的部分。比如日本殖民與奴

工歷史、菲律賓製糖業歷史、香蕉種植歷史、苗栗製磚歷史、客家移民與客家聚

落的發展等，都是以勞動的歷史發展脈絡為主題。以日本殖民與奴工歷史的系列

報導為例，〈花崗恨：中國奴工抗暴事件策動人耿諄的回憶〉一文，透過策動人

的回憶文字，描述抗日戰爭期間爆發「花岡事件」的歷史脈絡，以及被運往日本

秋田縣花崗町的中國奴工的不人道待遇41；〈歷史斷層裡的哭聲：我參加了「花岡

                                                      
36 關曉榮，〈紀錄一個大規模的、靜默的、持續的民族大遷徙〉，《人間》，創刊號，1985 年 11 月，

頁 29。 
37 關曉榮攝影、撰文，〈船東‧海蟑螂和八尺門打漁的漢子們〉，《人間》，第 2 期，1985 年 12 月

2 日，頁 88。 
38 關曉榮攝影、撰文，〈老邱想哭的時候〉，《人間》，第 3 期，1986 年 1 月 2 日，頁 70。 
39 關曉榮攝影、撰文，〈失去了中指的阿春〉，《人間》，第 4 期，1986 年 2 月 2 日，頁 59。 
40 關曉榮攝影、撰文，〈都是人間的面貌〉，《人間》，第 5 期，1986 年 3 月 2 日，頁 114。 
41 耿諄撰文，新居廣治、瀧平二郎、牧大介木刻，〈花岡恨：中國奴工抗暴事件策動人耿諄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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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報告劇的現場演出〉一文，則是王墨林前往東京觀看石飛仁的報告劇，此

報告劇以「花岡事件」為題材，呈現出中國奴工被虐待的場景42；〈人性大寒下的

虐殺史：日本「奴工狩獵」的台前與幕後〉則是擴大到日本侵略中國期間，剝削、

虐待、殺害中國奴工的歷史脈絡，特別是一九四二年「華人勞務者移入內地案」

通過後，被強押至日本的奴工高達五萬人，其中七千人被虐待、殺害致死43；最

後，〈血腥的建設：附生於日本擴張主義而肥大的鹿島建設公司〉一文，則是聚

焦在「鹿島建設公司」的歷史脈絡，以及此企業和日本帝國主義結合，戰後此公

司逃脫戰犯審判、繼續發展事業，是本文亟欲控訴的部分44；上述《人間》報導，

側重於勞工歷史發展脈絡以及帝國主義擴張之間的關係，透過報導文學與報導劇

的形式，將歷史上勞工面臨的剝削與苦難呈現出來。 

 

（四）勞工運動 

  最後是《人間》報導勞工抗爭運動的議題，揭發了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勞資不

平等，以及勞動過程中的工殤事件。比如南亞工人組織工會、遠東化纖罷工、苗

客罷工等議題等，這些都是一九八○年代資本主義社會發展中的重大議題。以南

亞工人抗爭為例，是在台塑仁武廠南亞總廠內發展的自主工會運動。〈邁向工運

之路：關於南亞工人顏坤泉事件〉一文，聚焦在南亞工人顏坤泉的抗爭歷程，由

於南亞公司升遷制度不合理、同工不同酬、強迫加班不準請病假、未依法休假等

問題，加上過去工會由資方把持，工人決意組織工會。在工會選舉理、監事過程

中，又受到社會局和公司的阻撓，顏坤泉雖然最後被公司開除，但之後工會選舉

成功，也為台灣工運發展史奠定重要的基礎45。而一九八八至一九八九年間，也

是台灣工運蓬勃發展的時期，《人間》探討資本主義下勞工抗爭與工會組織過程，

具有重大的意義。 

 

  透過上述四種勞動者與勞動議題相關篇章的描寫手法，可見到《人間》左翼

視野之下，描繪出不同階層、工作場所的勞動者的形象。儘管《人間》的報導文

學難以視為「勞工文學」的一部分，但它展現出一九八○年代台灣消費社會發展

過程中，形形色色的勞工群象。再回到本文一開始討論工人文學與勞工文學定義

的問題上，或許這兩者的定義一直妾身未明，在文學史發展過程中也被各種文類

所掩蓋，但勞工的身影在歷史中從未缺席，它更常以不同文類、不同媒介展現出

來，上述《人間》報導文學的內容，就是個很好的例子。 

                                                      
憶〉，《人間》，第 9 期，1986 年 7 月 2 日，頁 12-23。 
42 王墨林撰文，石飛仁照片提供，〈歷史斷層裡的哭聲：我參加了「花岡事件」報告劇的現場演

出〉，《人間》，第 9 期，1986 年 7 月 2 日，頁 24-33。 
43 鈴木邦宏攝影，石飛仁撰文，趙人傑譯寫，〈人性大寒下的虐殺史：日本「奴工狩獵」的台前

與幕後〉，《人間》，第 9 期，1986 年 7 月 2 日，頁 34-39。 
44 鈴木邦宏攝影，石飛仁撰文，陳映真譯寫，〈血腥的建設：附生於日本擴張主義而肥大的鹿島

建設公司〉，《人間》，第 9 期，1986 年 7 月 2 日，頁 40-47。 
45 蔡明德攝影，陳之峻撰文，〈邁向工運之路：關於南亞工人顏坤泉事件〉，《人間》，第 23 期，

1987 年 9 月 5 日，頁 6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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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導文學和也和勞工文學的處境類似，常被視為一九八○年代後逐漸「式微」

的文類。像是林淇瀁曾經在《照見人間不平──台灣報導文學史論》當中指出，

報導文學並未真正式微，用以反駁林燿德、張堂錡等人的「式微說」，雖然一九

八九年《人間》雜誌停辦，二○○○年聯合報文學獎、二○○一年時報文學獎放棄

報導文學的文類，但其中脫穎的報導文學作家仍創作不輟46。林淇瀁的說法一方

面適用於反駁勞工文學的「式微說」，另一方面也可以看見《人間》的報導文學

中大量的勞工身影，為台灣工人文學或勞動文學打開另一個重要的書寫窗口。 

 

四、結語 

  台灣勞工文學在發展過程中受到諸多侷限，但勞工的身影從未在各種文類、

媒介中缺席。從「工人文學」或「勞工文學」的定義問題、它如何被不同文類掩

蓋、「式微說」的誤判等，都是勞工文學在發展過程中面臨的問題。而本文透過

消費社會的討論，試圖打開勞工文學的可能性，並以陳映真「華盛頓大樓」系列

作品為例，來說明勞工文學的不同面向。最後，本文討論《人間》報導文學當中

的勞工議題與勞工形象，藉此說明勞動者從未在報導與文學創作中消失，只不過

它在一九八○年代後，呈現的方式、媒介也越來越多元，文學也只是其中一種再

現形式而已。 

  一九八○年代消費社會興起後，《人間》儘管以「報導文學」的形式呈現，但

也為台灣勞工文學提供新的書寫可能面向。在《人間》當中可以見到不同勞動者

的樣貌、生活與生命經歷，已不侷限在過去工人文學作家描繪的工廠工人，畢竟

消費社會興起後，也創造出各種新的身分、新的工作，以及更為多樣的勞動者。

而過去台灣勞工文學從未真正「興盛」，但也並未真正「衰微」，儘管它面臨困局，

也不意味日後就難以發展。黃慧鳳曾經憂心地指出： 

 

   勞工文學作品未敵後現代文學給人的震顫欲求，亦非文學書市的主流，亦

不符合速食時代人們的娛樂訴求，在出版商的商機考量下，出版的命運與

被購買的機率成正比，而現代人講求聲光刺激，喜好大眾文學，在最流行、

最 hot 的熱門商品中，勞工文學似乎是被打入冷宮的一支，若非政府或有

                                                      
46 林淇瀁，〈結論〉，《照見人間不平──台灣報導文學史論》，台南市：台灣文學館，2013 年 11

月，頁 149；林燿德曾經分析台灣和中國報導文學的發展脈絡，認為「報導文學一向是危機時代

的產物」，同時也「背負著自身的危機」，這個危機包括「過度的適用性」（工具色彩強烈）、「氾

濫的抒情性」、「浮誇的說教心態」、「因襲的舊觀念」（會喪失新鮮感）、「難產的新生代」（之後各

大媒體對報導文學冷淡）等部分。林燿德，〈台灣報導文學的成長與危機〉，《文訊》，第 29 期，

1987 年 4 月 10 日，頁 153-164；對於張堂琦而言，台灣報導文學曾經唯一興盛的時期是 1973-

1983 年，因高信彊的提倡，張堂琦更認為報導文學在太平盛世不容易興盛，相反地，要在局勢

動盪、有戰事時，才會興盛。張堂琦，〈從文類觀點看報導文學的幾個基本問題〉，《跨越邊界：

現代中文文學研究論叢》，台北市：文史哲，2002 年，頁 120；上述林燿德和張堂琦認為報導文

學在危機時代興盛的說法是雷同的，也是林淇瀁所批評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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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人的提倡，很容易成為冰山裡的一角，鮮少人觸及，甚至不為人知。47 

 

儘管勞工文學在文學市場上較不受重視，但也仍有異數，比如近年來《做工的人》

受到各界關注、在銷售市場上有亮眼成績，是值得肯定的部分，像是顧玉玲就曾

指出，「總算我們有了立青的工地速寫，破牆而出。……他的書寫位置擴寬了台

灣文學的向度，他的觀察視角折射出階級文化的厚度」48；此外，移工文學也是

值得關注的部分。黃慧鳳也曾經觀察到移工文學逐漸興起的現象，她指出二○○○

年後台北勞工局舉辦多次外勞詩文比賽，質疑移工文學在台灣文學當中扮演的角

色，她認為如果將移工文學納入台灣勞工文學的一部分，「也許體驗出文化雜交，

也許又是一次國際經建合作的狡詐」49。無論如何，移工文學在勞工文學當中，

也逐漸佔有一席之地，近年來移民工文學獎、新移民書寫也大放異彩，為台灣勞

工文學開展出新的道路，這些部分本文不再繼續討論，但無庸置疑地，《人間》

已透過報導文學的形式來呈現菲律賓移工議題，為移工議題與移工文學奠定重要

的發展基礎，具有重要的時代意義。 

  最後，在研究勞工文學的面向上，也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在研究過程中，

更重要的是掌握勞工文學在台灣不同時期的變化，才能見到台灣勞工文學與勞工

議題的豐富樣貌，並藉此思索如何打開勞工文學的限制、如何重新研究的可能性，

是台灣勞工文學未來仍需努力的課題。 

  

                                                      
47 黃慧鳳，國立編譯館主編，〈台灣勞工文學發展的興衰起伏〉，《台灣勞工文學》，台北市：稻鄉，

2007 年，頁 44。 
48 顧玉玲，〈推薦序──破牆而出〉，頁 10-11。收錄於林立青，《做工的人》，台北市：寶瓶文化，

2017 年 2 月。 
49 黃慧鳳，國立編譯館主編，〈台灣勞工文學各時期代表作品〉，《台灣勞工文學》，台北市：稻

鄉，2007 年，頁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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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人間》雜誌中與勞動、工作議題相關之篇章 

卷期 標題 作者 報導對象 

第 1 期 〈李天和蔡美惠〉 李文吉攝影、撰文 到台北收舊貨的屏

東夫妻 

〈百分之二的希望和奮鬥〉 關曉榮攝影、撰文 原住民勞工 

〈內湖垃圾山上的小世界〉 蔡明德攝影，潘庭松撰文 拾荒者 

〈我不是小丑，我僅僅是一個

矮子！〉 

陳品君攝影、撰文 台北工作的侏儒 

第 2 期 〈楊醫師，謝謝您！〉 蔡明德攝影，潘庭松撰文 醫師 

〈逐廟會而居的歌仔戲班子〉 蔡明德攝影、撰文 歌仔戲團成員 

〈船東‧海蟑螂和八尺門打魚

的漢子們〉 

關曉榮攝影、撰文 原住民勞工 

〈我的朋友范澤開〉 李文吉攝影、撰文 退伍老兵、煉銅場工

人 

第 3 期 〈德蕾莎姆姆和她在台灣的修

士修女們〉 

李明撰文，余小民攝影 神職人員 

〈馬立德和林采洙修士〉 蔡明德攝影、撰文 神職人員 

〈親愛的修女〉 陳品君攝影、撰文 神職人員 

〈老邱想哭的時候〉 關曉榮攝影、撰文 到八尺門討海的、布

農族老邱夫妻  

〈望鄉的礦伕〉 潘庭松撰文，蔡明德攝影 基隆瑞芳的礦工 

〈出將入相‧掌中滄桑二十年：

王炎老師傅的布偶人生〉 

鍾俊陞採訪、攝影，孫化撰

文 

北管布袋戲班師傅 

第 4 期 〈平民學者曹永和〉 沈英攝影、撰文 歷史研究者 

〈失去了中指的阿春〉 關曉榮攝影、撰文 漁工 

〈捆工阿榮伯的故事〉 蔡明德攝影，官鴻志撰文 捆工 

〈鐺鋼鐺鋼上摩天〉 王雅倫攝影、撰文 布農族農業勞動者 

〈阿德，加油啊！〉 王思茗攝影、撰文 高雄塑膠玩具工廠

工人、流動菜商 

第 5 期 〈斷臂中升起的聖樂：要讓命

運低頭的蘇守千〉 

蔡明德攝影，王墨林撰文 大潭村的底層勞動

者 

〈漂泊者之歌：高雄式卡拉Ｏ

Ｋ餐廳筆記〉 

侯聰慧攝影、撰文，李明改

寫 

卡拉ＯＫ餐廳的工

人顧客與工作者 

〈都是人間的面貌〉 關曉榮攝影、撰文 八尺門的原住民勞

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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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期 〈焊槍‧電鑽‧腳踏車……小

小街頭工宋文章〉 

陳炳勳攝影，紀惠容、陳炳

勳撰文 

街頭工 

〈生與死的啟示：急診室筆記〉 鐘俊陞攝影，趙英撰文 急診室現場 

第 7 期 〈勞工默思錄〉 阮義忠攝影、撰文 礦工與災變（攝影） 

第 8 期 〈扣寂寞以求音：兩個造琴人

的兩極故事〉 

陳麟撰文，李文吉攝影 製琴師 

第 9 期 〈花岡恨：中國奴工抗暴事件

策動人耿諄的回憶〉 

耿諄撰文，新居廣治、瀧平

二郎、牧大介木刻 

中國奴工 

〈歷史斷層裡的哭聲：我參加

了「花岡事件」報告劇的現場

演出〉 

王墨林撰文，石飛仁照片提

供 

中國奴工 

〈人性大寒下的虐殺史：日本

「奴工狩獵」的台前與幕後〉 

鈴木邦宏攝影，石飛仁撰

文，趙人傑譯寫 

中國奴工 

〈血腥的建設：附生於日本擴

張主義而肥大的鹿島建設公

司〉 

鈴木邦宏攝影，石飛仁撰

文，陳映真譯寫 

中國奴工 

〈計程車上的藝術家〉 李文吉攝影，殷人珏撰文 計程車司機 

〈半個世紀以前的見證：訪問

一位上海老攝影人〉 

郭俊綸攝影，Jules Arséne 撰

文，胡詩中譯 

攝影家 

〈「不孝兒英伸」〉 王華攝影，官鴻志撰文 都市工作的原住民 

〈隱藏的陷阱：歧路上的職業

介紹所〉 

李文吉攝影，黃小農撰文 職業介紹所的問題 

〈冰凍的春天：悲劇前後的一

家人〉 

江上城撰文、攝影 都市工作的原住民 

第 10 期 〈最後一場馬戲〉 阮義忠攝影、撰文 馬戲班 

〈在黑暗中為別人點燈：第一

個大學英文系畢業的盲人陳國

詩〉 

鄭寶娟撰文，胡福財攝影 盲眼的教育工作者 

第 11 期 〈在鋼鐵的叢林中：我的《拆

船場採訪日記》〉 

關曉榮（彩色）、鍾俊陞（黑

白）攝影，楊渡撰文 

拆船業的工人 

〈沸騰的大海：拆船場爆炸前

後〉 

鍾俊陞攝影，楊合倫撰文 拆船業的工人 

〈斷鐵‧驚沙‧火燒埔：災後

廢墟行〉 

鍾俊陞攝影，李疾撰文 拆船業的工人 

〈「豬師父」阿旭〉 廖嘉展攝影、撰文 養豬業者阿旭 

〈日頭要下山，是誰也擋不住

的：一條日漸消失中的打鐵街〉 

蔡明德攝影、撰文 打鐵業 

第 12 期 〈幫你們蓋那個新動物園的時 鍾俊陞攝影，陳麟撰文 建造動物園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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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 

〈鄰人的女兒們：傾聽滯台菲

籍女傭的心聲〉 

鍾俊陞攝影，林育蓉撰文 菲律賓移工 

〈你們說做事要兼顧「情、理、

法」，這是有智慧的說法：訪問

菲律賓「亞洲交易中心」主任

羅賽斯〉 

鍾俊陞攝影，林育蓉撰文， 菲律賓移工 

〈失棲的漂鳥族：漂泊在香港

和新加坡的菲籍女傭〉 

周惠民攝影，邱延亮撰文 菲律賓移工 

〈苦澀的砂糖之島：充滿失業‧

飢餓‧死亡和憤怒的尼革洛斯

島〉 

高橋章三、Photobank, Phils

攝影，井三一九撰文 

菲律賓的製糖業 

〈三重？三重，好的很！〉 李文吉攝影、撰文 三重的移民與勞動 

第 13 期 〈2000 公噸腐壞中的玉米〉 廖嘉展、朱心嚴攝影，官鴻

志撰文 

鄉村的農業發展與

勞動 

〈美麗的稻穗‧不美麗的價格〉 李文吉攝影，李疾、許心怡

撰文 

鄉村的農業發展與

勞動 

〈吾鄉印象〉 林柏樑攝影，李疾撰文 鄉村的農業發展與

勞動 

〈流過多少五穀豐登，農村凋

敝的故事……〉 

廖嘉展攝影，王墨林撰文 鄉村的農業發展與

勞動 

〈等天一亮，太陽依舊會照耀

在這大同農場上〉 

李文吉攝影，陳婓雯撰文 大同農場的居民與

勞動樣貌 

〈死於惡病體質：前核電特約

工邱信肝癌病故的前後〉 

戴仁昭攝影，李文吉撰文 台電員工 

〈致癌前後：核電工人周楊霖

的賣命生涯〉 

鍾俊陞攝影，黃小農撰文 台電員工 

〈被埋葬在黑暗中的核電被曝

工人們〉 

樋口健二攝影，樋口健二、

久米三四郎撰文，周健子編

譯 

核電廠工人 

第 14 期 〈鄉村社建護士李碧珣〉 李文吉攝影、撰文 護士 

〈收集台灣史前史標誌的倉庫

管理員〉 

陳瑞麟撰文，廖嘉展攝影 倉庫管理員 

〈親愛村報告〉 蔡明德攝影，官鴻志撰文 親愛村居民的生活

與勞動歷程 

〈亞洲人民間的團結、交流與

共生：滯台菲律賓女傭問題座

談會記實〉 

鍾俊陞攝影，曾淑美撰文 菲律賓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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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期 〈石破天驚〉 李文吉攝影，陳映真撰文 媒體工作者 

〈要人民掌握他們的媒體…〉 蔡明德攝影，官鴻志撰文 媒體工作者 

〈媒體的反叛〉 杜繼平、王菲林整理，王杏

慶、李金銓、金惟純、胡晴

羽、陳國祥、楊憲宏、蕭孟

能發言 

媒體工作者 

〈劫後的口湖鄉〉 廖嘉展撰文、攝影 災後的漁民生活 

〈人與土地：我的攝影主題‧

我的成長背景〉 

阮義忠攝影、撰文 媒體工作者 

〈侯孝賢的選擇〉 侯聰慧攝影，朱天文撰文 導演 

第 16 期 〈祝福您，周楊霖〉 鍾俊陞攝影，黃小農撰文 核電工人 

〈邱信的工作資料〉 李文吉攝影、撰文 核電工人 

〈洋酒公賣局葡萄農〉 蔡明德攝影，官鴻志撰文 葡萄農 

〈褪色的金葉子〉 鍾俊陞攝影，李疾撰文 菸農 

第 17 期 〈雛妓奴隸籲天錄：台灣雛妓

的血淚證言〉 

鍾俊陞、李文吉、蔡明德、

林柏樑、謝又青攝影，曾淑

美、俊陞撰文，紀昆泉導言 

性工作者 

〈從亞洲進口的媳婦們〉 廖嘉展攝影、撰文 東南亞跨國婚姻與

工作 

〈四君子：先辦周刊，後辦報

紙！〉 

蔡明德攝影，陳仰浩撰文 媒體工作者 

第 18 期 〈《台語之妙，妙乎天下！》─

─為台灣話的漢語語源窮經皓

首，獨學有成的許成章教授〉 

洪惟仁撰文，廖嘉展攝影 教授 

〈失去生活意志的農民：彰雲

地區農民的高度自殺率和彰基

「毒物防治中心」〉 

廖嘉展攝影，陳水邊撰文 農民 

第 19 期 〈電視‧電視公司‧演藝勞工〉 蔡明德攝影，王菲林撰文 藝人 

〈塭子內，有沒有明天？〉 郭力昕攝影、撰文 塭子內的地方勞動

與生活變遷 

第 20 期 〈社會的火山：記馬尼拉的垃

圾山〉 

王菲林攝影、撰文 垃圾山的勞動者 

第 21 期 〈挺舉教師工會的火炬〉 李文吉、侯聰慧、蔡明德、

謝又青攝影，官鴻志撰文 

教師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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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 期 〈一隻牛能剝幾層皮啊！雲林

農民抗繳水租的省思〉 

顏新珠攝影，廖嘉展撰文 農民抗爭 

第 23 期 〈邁向工運之路：關於南亞工

人顏坤泉事件〉 

蔡明德攝影，陳之峻撰文 南亞工人顏坤泉的

故事 

〈當工人「飆」上街頭：飆車

族的社會學根源〉 

鍾俊陞攝影，官鴻志撰文 工人的次文化 

第 24 期 〈教育之愛：李文淑奉獻的一

生〉 

趙鴻攝影，姜華撰文，蘇偉

琪採訪 

教育工作者 

〈寧死也要在劇毒中掙錢的村

莊〉 

賴春標攝影，吳小彥撰文 灣裡居民的勞動與

生活 

〈國際垃圾堆裡的煉金師〉 賴春標攝影，蕭曉撰文 廢五金工業處理與

提煉 

〈老阿伯，求求您，不要再燒

了……〉 

賴春標攝影，沈漁撰文 灣裡居民的勞動與

生活 

第 25 期 〈人間人回頭看──李天、葉

美惠分手了〉 

李文吉攝影、撰文 到台北收舊貨的屏

東夫妻 

〈人間人回頭看──老范的新

居〉 

李文吉攝影、撰文 退伍老兵范澤開 

〈人間人回頭看──殘而不

廢，一柱擎天〉 

顏新珠攝影，廖嘉展撰文 養豬業者 

〈人間人回頭看──「這些話，

不要寫哦！」〉 

李文吉攝影、撰文 媒體工作者 

〈盲詩人莫那能兄弟〉 鍾俊陞攝影，曾淑美撰文 作家 

〈毒氣島上的棄民〉 樋口健二攝影、撰文，荊果

翻譯 

工業與傷害 

〈變調的鄉愁〉（攝影） 林闊祿攝影、撰文 中華商場的攤商 

第 26 期 〈廖一久：一個奇人和他的道

路〉 

廖嘉展、顏新珠攝影，官鴻

志撰文 

水產養殖業專家 

〈高老太太和她的七十隻野

狗〉 

顏新珠攝影，廖嘉展撰文 流浪動物照顧者 

〈馬赫俊神父〉 廖嘉展攝影，曾淑美撰文 神職人員 

第 27 期 〈苗栗的巒泰磚窰史〉 顏新珠攝影，藍博洲撰文 製磚工作與歷史 

〈一個溫暖的家，一份安定的

工作〉 

林育德攝影，王墨林撰文 工會成員 

〈楊憲宏：一個不僅僅是記者

的記者〉 

郭力昕攝影、撰文 作家、媒體工作者 

〈蔡清柏無味的半生〉 林柏樑攝影，曾淑美撰文 從事多種工作的底

層勞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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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8 期 〈上學做詩人，放學做工人。〉 李文吉攝影，藍博洲撰文 苗栗縣後龍鎮居民

的生活與工作 

〈台灣果農的怒吼！您可想到

吃便宜的美國水果要付多少代

價？〉 

林育德攝影，王墨林撰文 果農抗爭事件 

第 29 期 〈天寶蕉農沈全木〉 鍾俊陞攝影、撰文 福建蕉農 

〈沈章髮的故事：六十年前，

把台灣香蕉引進漳洲生產的

人〉 

鍾俊陞攝影、撰文 蕉商 

第 30 期 〈台灣戰後最大的農民反美示

威〉 

陳映真撰文，蔡明德等攝影 農民運動 

〈被現代醫療福祉遺棄的蘭

嶼〉 

關曉榮攝影、撰文 田雅各醫師 

〈惠安女〉 鍾俊陞攝影、撰文 福建省惠安縣女性

勞工 

〈除了牛肉，漢堡裡還有什

麼？青年學生美式速食店打工

的反省〉 

蔡雅琴攝影，曾淑美撰文 速食店打工族 

第 31 期 〈油桐花似的一家〉 顏新珠攝影，曾淑美撰文 加灣村家庭的勞動

與生活 

〈羅美文和他的兄弟們〉 汪立峽撰文，蔡明德攝影 工會運動者 

第 32 期 〈D.J.流行尖塔上的行業〉 林育德攝影、撰文 音樂工作者 

〈搶救 20 萬個被虐待的兒童〉 李文吉撰文，蔡雅琴攝影 受虐兒童與社工人

員 

〈最後的童養媳〉 顏新珠攝影，廖嘉展撰文 童養媳與家務工作 

第 33 期 〈美髮師查理的傳奇〉 林育德撰文、攝影 美髮師 

〈國家劇院、野台戲兩頭跑的

明華園〉 

林柏樑攝影，王墨林撰文 歌仔戲演員 

〈流落都市的雅美勞工〉 關曉榮攝影、撰文 原住民勞工 

第 34 期 〈從民間來的，回到民間去〉 郭英慧攝影，曾淑美撰文 戲劇工作者、研究者 

〈中正機場大罷工？〉 劉傳勝攝影，梁春幼撰文 罷工運動 

〈江湖流落剃頭師〉 顏新珠攝影、撰文 剃頭師傅 

〈兩萬個在台洋人〉 戴蘊如、Fred Carruth 撰文，

林恩照、Fred Carruth 攝影 

在台工作的外國人 

第 35 期 〈善女人與惡男子？〉 郭英慧攝影，曾淑美撰文 求職者 

第 36 期 〈從惡海上歸來〉 吳仁麟攝影、楊麗玲撰文 漁工 

〈不開車，上街頭〉 方仰忠攝影、撰文 苗客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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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艋舺的新疆大漢〉 顏新珠攝影，簡慧蓉撰文 底層的勞動者 

第 38 期 〈先行代攝影家張才〉 鍾喬撰文，張才攝影 攝影家 

〈請安息，周楊霖…〉 陳映真撰文，鍾俊陞攝影 台電員工 

第 39 期 〈傭工佃丁出戰士──從移民

墾殖史看台灣客家系人民〉 

編輯部撰文 客家移民 

〈族譜‧菸田‧農業公社──

美濃行腳〉 

李英撰文 客家聚落與農業勞

動 

〈田底村的故事〉 簡慧蓉撰文，顏新珠攝影 客家聚落與農業勞

動 

〈客籍貧困傭工移民的史詩─

─「渡台悲歌」和客系台灣移

民社會〉 

陳映真撰文 客家移民 

第 40 期 〈「紅包場」的世界〉 簡慧蓉撰文，蔡雅琴攝影 歌廳歌手 

〈菲律賓來的南管老戲仔〉 林柏樑撰文，邱坤良撰文 南管戲藝人 

第 42 期 〈老師，您教我，教我！京劇

界奇葩羅妙蓮的故事〉 

林今開撰文，羅妙蓮照片提

供 

戲劇工作者 

〈梨山上的兩個奇人：梨山上

的土壤醫生〉 

蔡雅翠攝影，李翠瑩撰文 農業與土壤改良專

家 

第 45 期 〈罷工線上：「遠化」工潮隱伏

血腥暗影〉 

蔡明德、鍾宇攝影，鍾喬撰

文 

遠東化纖罷工 

〈背後那雙青獠的厲掌〉 蔡明德、鍾宇攝影，鍾喬撰

文 

遠東化纖罷工 

〈這一天，記者有話要說…〉 鍾喬撰文 遠東化纖罷工 

〈礦工的女兒〉 李翠瑩撰文，黃士庭攝影 礦工 

第 46 期 〈張友驊：一筆當關──一名

力戰將軍族的軍事記者〉 

楊憲宏撰文，張詠捷攝影 記者 

〈想像著彩虹的盲夫妻〉 張詠捷撰文、攝影 按摩業工作者 

〈妳倒是給我醉啊！梁秀娟戲

劇的手眼身法步〉 

陳雪峰撰文，張詠捷攝影 戲劇老師 

第 47 期 〈莊維仁：人民音樂家──台

灣土生土長的吉他金手指〉 

林育德撰文，張詠捷攝影 音樂家 

〈山頂囝仔〉 吳晟撰文，何叔娟攝影 地方生活與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