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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自由中國》的核心人物 

 

第一節 《自由中國》的精神象徵──胡適 

 

壹、胡適（1891-1962）生平 

  胡適，原名洪騂，字適之。世居安徽績溪。父親名傳，字守三， 

又字鐵花，清歲貢生。母親馮順弟。1891年12月17日，胡適誕生於 

上海大東門外，兩個月後，由於其父調往台灣任職，便與其母遷往川

沙，一年後才和家人一同前往台灣。1895年胡適驟然失怙，在寡母督

促下進私塾讀書。胡適的母親對他幼時的影響最大，在讀書和做人方

面都有重大的啟發。 

  1904年胡適到了上海，先後入學於梅溪學堂、澄衷學堂和中國公

學三所新式學堂，並開始接觸西方知識文明，其中大部分是來自嚴復

譯文與梁啟超有關政論。除了吸收新知之外，他也嘗試著寫文章和編

輯1，以刊佈意見和評論社會。1910年，他通過庚款留學考試，結束了

國內教育，為他人生的一大轉捩點。 

  胡適於1910年進入美國康乃爾大學農學院，在美國留學的七年

（1910-1917）是他一生思想和志業定型時期。1912年，胡適改入文學

院，1914年2月取得學士學位。1915年9月，進入哥倫比亞大學攻讀

哲學，並受業於實驗主義大師杜威（John Dewey）博士，在杜威的教

導下，胡適學會了思考的方法，隨時考慮當前的問題，將一切學說和

理想都看作待證的假設，並且處處兼顧思考的結果。1917年5月，胡

                                                 
1 此時胡適加入一個競業學會，並創辦一個白話的旬報，叫做《競業旬報》。《競業旬報》共出了三
十八期。從二十四期起，由胡適編輯。胡適後來說：「這幾十期的競業旬報，不但給了我一個發表

思想和整理思想的機會，還給了我一年多作白話文的訓練。我不知道我那幾十篇文字在當時有什麼

影響，但我知道這一年多的訓練給了我自己絕大的好處。白話文從此成了我的一種工具；七、八年

之後，這件工具使我能夠在中國文字學革命的運動裡做一個開路的工人。」（毛子水，1998：183）。 



《自由中國》與台灣黨外運動發展之研究（1949-1960） 

 42

適通過博士學位的最後考試。 

  1917年8月，胡適應北大校長蔡元培之邀，回國就任北京大學教

授，講授中國哲學史課程。1917年12月，胡適回績溪與江冬秀結婚。

一年後，胡母病逝，胡適奔喪回家，自感「深恩未報」十分哀傷。胡

適倡導的文學革命運動，為他一生中成績最著、影響最大的事業，早

在1917年《新青年》2發表〈文學改良芻議〉即初試啼聲，1918年12

月同陳獨秀等辦《每週評論》3雜誌，推動新文化運動，後因意見不合

而分道揚鑣。 

  1928年胡適就任上海中國公學校長，同時他繼續研究與著作，並

且也作文章批評執政的中國國民黨與中華民國政府。1930年北大蔣夢

麟校長聘請胡適擔任文學院長。1932年正值「九一八」和「一二八」

日軍侵華之後，國難當頭，胡適乃與當時在北京的教授們，如丁文江、

傅斯年、蔣廷黻等創辦《獨立評論》4週刊，暢談政治。 

  1937年中日談和希望破滅，結束了胡適在中年期所作引人注目的

社會與知識改革的奮鬥。1938年，他代王正廷為駐美大使，這是他第

一次為中華民國政府效命。1942年胡適離職，此後，他繼續留在美國，

然而仍與中華民國政府保持聯繫，並在1945年出任北大校長。1946

年後國內政局急轉直下，他逐漸地認同中華民國政府，並參加1946年

的立憲會議，此後，國內政治局勢的不樂觀，又使胡適恢復其超然與

冷靜的批評者角色。 

  1949年以後，由於中國大陸情勢驟變，以反共自由派人士著稱的

胡適，無法見容於海峽兩岸，只好過著半放逐似的學者生涯，遠赴美

國。1949年11月20日《自由中國》創刊，以胡適為發行人。1958年

蔣介石欲進一步尋求美援，便邀請胡適返回台灣，擔任中央研究院院
                                                 
2 《新青年》雜誌於1915年1月創刊，1922年7月停刊，最後一期為第9卷第6期。 
3 《每週評論》於1918年12月22日創刊，1919年8月31日停刊，共出版37期。 
4 《獨立評論》於1932年5月22日創刊，1937年7月25日停刊，一共發行了24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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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1962年，七十二歲的胡適在中央研究院內主持歡迎新院士的酒會

中，突然因心臟病病發猝逝。 

  簡而言之，胡適的一生，除了四年的駐美大使外，全都從事教育

學術文化方面的工作。思想獨立與坦白直爽是胡適一生的特色，他曾

獲庚子賠款獎學金，先後就學於美國康乃爾大學與哥倫比亞大學，受

教於實驗主義哲學家杜威，為杜威優秀門人之一。胡適曾經說：哲學

是他的職業，文學是他的娛樂，政治是他的義務（封德徐，2003：42）。 

  在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中，胡適是一個中心人物。從提倡白話文到

批判舊禮教，從「整理國故」到「全盤西化」，他不但是提倡者，也是

總結成果的人。就學術研究而言，胡適的影響及於中國哲學、史學、

文學各個層面。他是現代中國著名的學者、思想家、政論家、外交家、

自由民主和人權的鬥士。他幾乎成了二十世紀初期，中國新思潮的先

驅之一，他一生的終極關懷始終是中國文化的重建和再造。 

 

貳、胡適與《自由中國》 

  1949年春天，大陸危急之秋，胡適奉命到美國去5。他曾經和朋友

們談到辦一個刊物以振起輿論，並且定了「自由中國」這個名字，由

他負責寫一個簡單的宣言。在太平洋船上，胡適於4月14日寫成〈「自

由中國」的宗旨〉一文，寄回國內給王世杰、杭立武、雷震等人。隨

後《自由中國》半月刊於1949年11月20日創刊，以胡適為名義上的

發行人，並且每期刊登這四條宗旨6。 

  不過胡適與《自由中國》的關係相當特殊，從創刊號開始他就掛

名發行人，但是不論名義上或實質上，胡適都不願居於領導地位，一

                                                 
5 封德徐指出：1949年 4月，胡適奉國民黨委派赴美求援（封德徐，2003：176）。余英時亦指出：
胡適是受政府的託付，到美國來爭取支援的（余英時，2004：115）。由此可知，在國共內戰之時，
胡適奉中華民國政府之命，到美國尋求援助。 
6 《自由中國》的四條宗旨參見第二章第三節《自由中國》的創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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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當然和他身在國外有關，另一方面，胡適於1949年4月赴美，11

月《自由中國》創刊，此期間的籌辦經過，胡適並未實際參與。發刊

後，雷震逕行以身居國外的胡適為發行人，胡適雖然草擬了宗旨，仍

希望王世杰、雷震與崔書琴、張佛泉、毛子水等人再商量，但《自由

中國》社中人士仍堅持胡適為發行人，雖然胡適最後勉強接受，但仍

耿耿於懷，直到1953年2月才得以辭卸該職，此後，《自由中國》乃

將發行人與主編改為「自由中國編輯委員會」7。不過，胡適仍一直是

《自由中國》編輯委員會的成員。 

  其實若沒有胡適這塊招牌，《自由中國》的起步勢必將更為艱辛，

無論是「發行人」或「編輯」，胡適對於《自由中國》或雷震，都是一

頂保護傘，故當刊物因為言論或雷震個人遭遇困難時，胡適往往是那

位幫忙出面協調的人，因此，胡適對《自由中國》的功用至少有兩方

面，一是作為精神領袖的導引作用，另一是作為「掩護作用」8。雖然

胡適並未實際擔任《自由中國》的編輯事務，但是對《自由中國》同

仁的精神領袖位置卻是不容置喙的權威。誠如胡適自己說的，他擔任

《自由中國》不負責任的發行人的虛名，是歷史上的關係（胡適，1952：

4），更是人心一致的推舉。 

    除了自由中國社同仁對胡適推崇9，在讀者方面亦以胡適為標的，

余光中、何凡、孟瑤、林海音、陳諧庭、夏菁、郭嗣汾、琦君、彭歌

等作家更聯名推薦胡適為諾貝爾文學奬候選人，因而《自由中國》也

需要刊登胡適的文章，以表示胡適支持之意，胡適的名聲，更影響雜

誌海外銷售宣傳（任育德，1999：88）。是以胡適在精神領導的作用，

                                                 
7 胡適辭掉發行人虛職之後的「自由中國編輯委員會」委員有毛子水、申思聰、杭立武、金承藝、
胡適、殷海光、夏道平、張佛泉、黃中、雷震、戴杜衡、聶華苓、瞿荊洲、羅鴻詔等。但此一委員

名單只掛出一期，次期又回復編委會名義。 
8 胡適指出：假如「發行人胡適」這五個字在創刊時為爭取言論自由有一點點掩護的作用，到現在
也用不著了（胡適，1958：9）。 
9 殷海光即大力推崇胡適是中國近五十年來思想上最具影響力的人物（殷海光，1959b：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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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自由與人權為不可或缺，肯定自由與人權為反共之根本動力，胡

適在傳承和未來方針的指導，對知識份子的影響力非常重要（徐筱薇，

2004：33）。 

  胡適之所以大力支持《自由中國》，除了它是一份提倡自由民主的

刊物，而他本人又是早期催生者之一外，國內朋友的關照、擔保，應

是一因。因而胡適為了雷震，為了《自由中國》，以及為了民主政治和

言論自由，和政府當局有過許多次據理力爭。1951年6月《自由中國》

因為社論〈政府不可誘民入罪〉引起政治風波，胡適便首先發難抗議：

「《自由中國》不能有言論自由，不能用負責態度批評實際政治，這是

台灣政治的最大恥辱。」因此他寫信給雷震，要求辭去《自由中國》

發行人的頭銜，一來表示他百分之一百贊成〈政府不可誘民入罪〉的

社論，二來表示他對「軍事機關」干涉言論自由的抗議（萬麗鵑，2001：

24）。 

  此外，《自由中國》因為言論一再觸犯禁忌，政府有關部門威迫印

刷廠拒絕承印，雷震到處奔走交涉，胡適也親自要求行政院秘書長黃

少谷負責解決。1956年10月蔣介石謙辭祝壽，要求大家提示問題，發

表意見，胡適為《自由中國》祝壽專號寫了一篇〈述艾森豪總統的兩

個故事給蔣總統祝壽〉，建議蔣介石以無智「御眾智」，以無能無為「乘

眾勢」，自己絕對節制自己，不輕易做一件好事，也不輕易做一件壞事，

這樣才是守法守憲的總統。 

  1959年3月《自由中國》第20卷第6期胡適發表〈容忍與自由〉

一文之後，有許多爭議出現，質疑胡適為何突然變更他爭取自由的態

度；旋即在《自由中國》第20卷第7期（1959年4月1日），毛子水

和殷海光分別發表文章替胡適申明與解釋10。1958至1959年間，出版

                                                 
10 毛子水在〈「容忍與自由」書後〉申明胡適的爭取態度不會因提倡容忍而罷休（毛子水，1959：
14）。殷海光在〈胡適論「容忍與自由」讀後〉，則進一步指出胡適所說的容忍態度，是解決中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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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修正和總統三連任的問題，先後引起海內外的反對抗議，胡適基

於言論自由和政治民主的立場，也公開發表反對的談話，措辭明白而

堅決。胡適發表於《自由中國》之重要論述，如表3-1所示。1960年

雷震被捕，大家責怪胡適未盡力營救，其實他面見總統，當面抗議軍

法局審判草率倉促，要求國防部的覆判有以補救。等到國防部覆判維

持原判，他又邀集學術界和社會清望人士聯名上書，要求特赦（張忠

棟，1990：10），但雷震仍被判處十年徒刑，胡適的挫折不言可喻。 

  在「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方面，雖然外界期望或要求胡適在政

治和文化活動上引領眾人，胡適個人的意願卻相當有限。以雷震來說，

他十分敬重胡適，並在信中頻頻向胡適邀稿，希望能借胡適之名強固

《自由中國》的地位與政論報國的可能。他也多次敦促胡適出來主持

和領導反對黨運動（楊貞徳，2002：411-412），但胡適對於組織反對

黨並無興趣，並表示「從來沒有夢想到自己出來組織任何政黨」，「絕

不敢妄想我有政治能力可以領導一個政黨」，胡適以年長、自知非領導

人才為由婉拒。但誠如張忠棟指出：胡適年齡已長，健康不佳；學術

界裡的人希望他多領導學術的正業，少管政治上的閒事；胡適和官方

的關係也是他的一層負擔，使他不便和權威正面翻臉，也可能使他一

廂情願的相信若干官方關係的維持，可以有助於朝野衝突的化解（張

忠棟，1990：9），諸多因素均使他一再婉拒出任新黨領導。 

   綜上所述，胡適因為身體健康，雖不能大量寫作，但多次寫稿交

付《自由中國》；回台灣也接受《自由中國》舉辦的座談邀請；他辭去

《自由中國》發行人職務後，也未曾中斷與雷震的聯繫與關心《自由

中國》所面臨的諸風波。故胡適直到《自由中國》停刊止，始終與《自

由中國》連在一起，成為《自由中國》的精神象徵（任育德，1999：

                                                                                                                                               
題在心理狀態方面的基本鑰匙，〈容忍與自由〉這篇文章是一位老成人物和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對

目前中國的動亂怎麼解決之一個總的啟示（殷海光，1959a：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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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更是《自由中國》人士心中的精神領袖。 

 

表3-1 胡適發表於《自由中國》之重要論述表 

日期 卷期 篇    名 

1949.11.20 1:1 〈「自由中國」的宗旨〉 

1949.11.20 1:1 〈民主與極權的衝突〉 

1951.09.01 5:5 〈致本社的一封信〉 

1951.09.01 5:5 〈十年來中美關係急趨惡化的原委〉 

1952.12.16 7:12 〈「自由中國」雜誌三週年紀念會上致詞〉 

1952.12.16 7:12 〈國際形勢與中國前途〉 

1953.01.01 8:1 〈東亞的命運〉 

1953.02.01 8:3 〈三百年來世界文化的趨勢與中國應採取的方向〉 

1954.03.16 10:6 〈從「到奴役之路」說起〉 

1954.04.01 10:7 〈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的一個看法〉 

1955.04.01 12:7 〈「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1956.10.31 15:9 〈述艾森豪總統的兩個故事給蔣總統祝壽〉 

1959.03.16 20:6 〈容忍與自由〉 

1959.04.01 20:7 〈胡適之先生給本社編輯委員會一封信〉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繪 

 

 

第二節 《自由中國》的火車頭──雷震 

 

壹、雷震（1897-1979）生平 

  雷震，原名雷用龍，學名雷淵，赴日留學後始更名雷震，字儆寰。

1897年6月25日生於浙江省長興縣小溪口鎮。父雷天壽，母陳氏浙江

人。雷震於十二歲前接受傳統私塾教育，十二歲以後則為新式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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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雷震畢業於浙江省立第三中學，1916年10月赴日留學。1917

年5月7日在戴季陶與張繼的介紹下加入中華革命黨11。1923年雷震自

名古屋第八高等學校畢業，進入京都帝國大學法學部政治系。1926年

畢業，入該校研究所研究憲法，只攻讀一學期，即於冬季返國。 

  雷震返國後曾任浙江省立第三中學校長、國民政府法制局編審、

教育部總務司長，抗戰時期擔任國民參政會副秘書長，1946年出任政

治協商會議秘書長，負責同各黨派和無黨派社會賢達聯絡溝通。雷震

還是黨中央監察委員，並獲選為制憲國大代表，親身經歷了1946年中

華民國憲法制憲的過程。1949年雷震至上海擔任京滬警備司令部政

委，與谷正綱、方治協助湯恩伯防衛上海，三人獲得「三劍客」之稱。

上海撤退後，經廣州至台灣。 

  1949年底，中華民國政府敗退台灣後，11月20日《自由中國》

在台北創刊，胡適擔任名義上的發行人，雷震任社長，毛子水任編輯

部總編輯。刊物由雷震負責實際運作，主旨在傳播民主自由，未幾，

即成為銷售量最廣的政論雜誌。1950年雷震獲聘國策顧問、中央銀行

監事，此時雷震得意於政壇，且與蔣介石關係和諧親近。 

  1951年雷震與洪蘭友共赴香港，代表政府宣慰反共人士，並探聽

第三勢力在香港的發展情形。回台之後於改造會提出港澳之行報告，

報告內容提及在港之反共人士要求當局廢除學校三民主義課程以及軍

隊國家化，引起執政當局不快12，從此雷震與蔣介石漸行漸遠。 

1953年2月，胡適由於人在國外，堅請辭去《自由中國》發行人，

此後一切雜誌都由雷震負責，而雷震本人也全心投入。由於《自由中

國》言論特殊，他成為胡適讚譽中所謂「在台灣努力爭取言論自由的

                                                 
11有關雷震入黨記載參見傅正主編（1989-1990），《雷震全集》（第10冊），台北：桂冠，頁413-414。 
12 針對此事，蔣經國在忠烈祠公祭時，當面斥責雷震乃受共黨唆使，才建議廢除軍隊黨部（傅正
主編，1989-1990（33）：70）。蔣介石在軍隊黨部改造會就職會上亦指責雷震與洪蘭友在改造會上

的建議與匪諜、漢奸無異（傅正主編，1989-1990（3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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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中最有功勞的人」，他成為許多服膺民主自由痛惡極權奴役者心目

中的「民主鬪士」；另一方面，也使他成了當時官方心目中不受歡迎的

人物（風雲論壇編委會，1987：122）。 

1954年12月，雷震因為在《自由中國》刊登讀者投書〈搶救教育

危機〉，被註銷國民黨籍。1955年1月，美國國務院邀請雷震訪美並為

眼病赴美就醫，但未獲准出國，胡適願意作保亦無法挽回。1956年10

月《自由中國》出版「祝壽專號」，更引發黨、政、軍刊物的圍攻。1957

年7月起《自由中國》刊載一系列社論「今日的問題」，全面討論國事。

此後雷震除關切保障人權、改革地方政治等議題外，更用心於促進反

對黨成立，與大陸籍政治精英、台灣籍地方精英均保持密切聯繫。 

1960年雷震發起「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奔走各地召開組黨說

明會，以實際行動貫徹其政治理念。同年9月4日執政當局以「知匪

不報」、「為匪宣傳」兩項罪名起訴雷震，並處以十年徒刑，此即轟動

一時的「雷震案」。雷震於獄中撰寫回憶錄，批評執政當局，回憶錄於

刑滿出獄前遭扣留。 

1970年9月4日雷震刑期屆滿出獄。1971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

後，雷震憂心國事，撰寫〈救亡圖存獻議〉，提出政治十大建議13。1978

年雷震因腦瘤至榮總開刀，此時身體已十分虛弱。1979年3月7日，

病逝榮總，享年83歲，火化安葬於南港自由墓園。墓碑自題：「自由

中國半月刊發行人，中國民主黨籌備委員雷震之墓」。 

宏觀而言，台灣的民主之路，民間的政治力量，有兩條基本的成

長線索：「辦刊議政」與「參選組黨」。一條側重理念，另一條側重實

踐。一條走菁英化路線，以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為主；另一條則是走草

根路線，以有志實際從政者為主。不過，二者都對志同道合者起了精

                                                 
13 〈救亡圖存獻議〉是雷震呈現晚年政治思想、政治藍圖，與憂國憂時的結晶。同時，也顯示他
終生對民主制衡理念的堅持，與對現實政治的批判（任育德，1999：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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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和組織凝聚的作用，一為理念的凝聚，一為人員的凝聚。雷震，在

這一歷史進程中，可謂身兼二任。他先是辦《自由中國》，發揮言責；

1960年，又以行動籌組反對黨，以實力制衡。也就是說，中國士大夫

的「立功、立言」他都在身體力行。最後雷震身陷囹圄，以自己忠於

良知的堅毅信念和道義形象，昇華到了「立德」的境界。 

對台灣黨外運動發展來說，雷震是一位承先啟後的人物。他的一

生充滿波折，可謂生不逢時，早年奔波於戰禍，晚年為理想入獄，他

有生之年飽受橫逆與困頓，但無疑的，他是一位道德崇高的知識份子，

一位愛國之士，一位願意為理想犠牲的自由主義者。雖然他曾經歷了

十年牢獄的苦難，但他的剛毅精神，卻在今日留下永恆的典型。 

 

貳、雷震與《自由中國》 

  《自由中國》創刊於1949年11月20日，參與《自由中國》創辦

者之一的雷震，本身是國民黨員，在大陸時期曾擔任政治協商會議的

秘書長，周旋於各黨各派人物之間，來台之後，仍高居總統府的國策

顧問，乃是充分受到蔣介石信賴的國民黨要角，同時也與當時在野政

黨領袖維持良好友善的關係，故《自由中國》創辦之初與執政當局基

本上相安無事。當時《自由中國》的發行人是胡適，而實際負責人是

雷震，自第8卷第3期（1953年2月1日）起改由自由中國編輯委員

會擔任發行人，其後台灣省新聞處函示需刊發行人姓名，又從第20卷

第5期（1959年3月1日）起，發行人由編輯委員會換為雷震，直到

最後一期為止。 

  1951年6月，《自由中國》因刊出夏道平執筆的社論〈政府不可誘

民入罪〉（第4卷第11期）一文，針對政府金融管制引起的一宗情治

人員貪污枉法情事加以抨擊，雜誌開始遭到黨政軍三方面的壓力。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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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遂與多位黨政要員商討，他們建議再刊一篇社論加以平衡，《自由中

國》便以〈再論經濟管制的措施〉（第4卷第12期）為題又刊載一篇

社論，其觀點基本又退回到金融管制的原點。但這時遠在美國的胡適

見到這兩期刊物後，大為不滿，1951年8月11日，他致函雷震表達抗

議，雷震本來就憤懣在心，胡適的來信正好成為反擊的利劍，他將信

的全文刊載在《自由中國》上。這再度引起了情治單位的不滿，自此

事件開始，《自由中國》與執政當局的關係開始連鎖演變，一發不可收

拾。 

  接踵而來的，是執政黨對教育界控制與反控制的衝突。當年在台

灣，執政當局不僅在校園內散發黨部宣傳讀物，還要求每個學生背誦

「三民主義讀本」、「總理遺訓」、「總統訓詞」，其強制灌輸的「黨化教

育」激起反彈，學生、家長無不怨聲載道。1954年12月一篇名為〈搶

救教育危機〉（第11卷第12期）的讀者投書，針對「黨化教育」嚴重

干擾學校的正常教育，提出激烈批評。此舉令執政當局勃然大怒，蔣

介石以「不守黨紀，影響國民黨名譽」為由，下令註銷雷震的黨籍，

雷震與執政當局終於分道揚鑣。 

  此後，《自由中國》的言論節節升高，1956年10月，《自由中國》

推出了由胡適、徐復觀、毛子水、夏道平、陳啟天、陶百川、王世杰、

雷震等人的十六篇文章組成的「祝壽專號」（第15卷第9期），對蔣介

石與執政黨提出建言，社論〈壽總統蔣公〉中建議選拔繼任人選、確

立國家內閣體制與實行軍隊國家化；胡適〈述艾森豪總統的兩個故事

給蔣總統祝壽〉建議蔣介石「無智、無能、無為」的六字訣，期盼蔣

介石將政權開放；徐復觀〈我所了解的蔣總統的一面〉以人格心理來

分析蔣介石的性格；雷震〈謹獻對於國防制度之意見〉強調軍隊應超

出黨派。如此祝壽，撼動人心，酣暢淋漓，連銷九版，一時洛陽紙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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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政界與學界轟動。自然，緊隨而來的，就是執政當局的經濟封鎖

和政治圍剿了。 

  從1957年8月開始，《自由中國》連續推出「今日的問題」14（第

17卷第3期至第18卷第4期）十五篇社論系列，針對短期內反攻大陸

問題、軍隊軍備消耗國家經費、經濟財政問題、美援運用問題、中央

地方權限問題、新聞自由問題、救國團問題、教育問題與反對黨問題

等提出反省，全面檢討了1950年代台灣「白色恐怖」時期各方面的問

題與癥結，並在最後直達問題的總關鍵──反對黨問題。 

〈反對黨問題〉的出刊，表明雷震不僅透過《自由中國》發揮知

識份子的言責，更企望以行動結合台灣的本土精英，他計劃於1960年

準備籌組一個反對黨──「中國民主黨」，以組黨的實踐活動召喚政黨

政治。於是，雷震從「坐而言」走向了「起而行」。這一行動，終於徹

底開罪了執政當局。1960年9月4日，國民黨當局以「知匪不報」、「為

匪宣傳」的罪名起訴雷震，並處以十年徒刑，《自由中國》編輯傅正、

經理馬之驌、會計劉子英等一同被捕。 

雷震案爆發後，胡適兩度在美打電報給陳誠副總統，主張司法審

判；張君勱致電蔣介石，要求釋放雷震；雷震長女雷德全在《紐約時

報》發表多篇投書，為父抗議；殷海光、夏道平、宋文明共同發表聲

明，願為所寫社論負起法律責任。但是這些舉動仍無濟於事。由於雷

震被捕，《自由中國》因而停止發刊。《自由中國》半月刊總共存活了

十年九個月又十天，前後共出刊260期，而出刊這十年，正好橫跨1950

年代，這也是國民黨自大陸退守台灣後，在政治上風聲鶴唳、危機四

伏的最初十年。 

                                                 
14 「今日的問題」系列社論總共刊出 15篇文章，依次為：〈是什麼，就說什麼（代緒論）〉、〈反攻
大陸問題〉、〈我們的軍事〉、〈我們的財政〉、〈我們的經濟〉、〈美援運用問題〉、〈小地盤、大機構〉、

〈我們的中央政制〉、〈我們的地方政制〉、〈今天的立法院〉、〈我們的新聞自由〉、〈青年反共救國團

問題〉、〈我們的教育〉、〈近年的政治心理與作風〉、〈反對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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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震在《自由中國》扮演重要角色。身兼社長、代理發行人、編

輯委員會的召集人、作者之一、向外邀稿、爭取經費、校對者之一，

多重角色的扮演，使他成為社務運作不可缺少的人物。當時與雷震共

事於《自由中國》的夏道平、傅正、馬之驌等人，日後為文追溯往事，

不僅強調雷震與《自由中國》關係密切，且多給予正面的評價。夏道

平在《我在《自由中國》》一書的序言中，曾把胡適比作一把「保護傘」，

把雷震比作一輛「火車頭」，意謂著雷震衝勁十足（夏道平，1989：5）。

傅正主編《雷震全集》（第19冊），《雷震與政治反攻》（一）有言：「離

開雷先生就無法瞭解《自由中國》，離開《自由中國》也同樣無法瞭解

雷先生（傅正主編，1989-1990（19）：6）。」馬之驌在《雷震與蔣介

石》一書中認為：「《自由中國》之所以有這麼長的壽命，雷震雖不能

居全功，但也該居首功（馬之驌，1993：145）。」 

雷震是實際帶動《自由中國》的火車頭，《自由中國》半月刊從創

辦開始到被迫停刊為止，都是由他掌舵，《自由中國》的論述內容和言

論方向是他在主導，其後也因為他與國民黨權力關係的改變而產生相

應的變化。雷震由國民黨員成為非國民黨員，由接近權力核心而遠離

權力核心，雷震政治生活中參政者的角色重要性逐漸減弱。這種轉折

也顯示他與威權化的統治當局的衝突（任育德，1999：93）。但雷震依

然以議政者角色呼籲政府實行自由民主，他主持的《自由中國》因此

成為台灣言論自由的指標15。 

 

 

 

 

                                                 
15 朱文伯、魏誠亦持類似看法（朱文伯，1985：281）、（魏誠，198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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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 雷震發表於《自由中國》之重要論述表 

日期 卷期 篇    名 

1950.02.16 2:4 〈以暴易暴乎？〉 

1950.04.01 2:7 〈反對黨之自由及如何確保〉 

1950.08.01 3:3 〈為國民黨改造進一言〉 

1951.07.01 5:1 〈我們的立場〉 

1951.10.01 5:7 〈言論自由的認識及其基本條件〉 

1951.11.16 5:10 〈民主政治就是民意政治〉 

1951.12.16 5:12 〈民主政治就是輿論政治〉 

1952.10.01 7:7 〈對國民黨七全大會的期望〉 

19856.10.31 15:9 〈謹獻對於國防制度之意見〉 

1957.07.01 17:1 〈今日的司法！〉 

1957.12.01 17:11 〈「今日的問題」（十）：今天的立法院〉 

1958.02.16 18:4 〈「今日的問題」（十五）：反對黨問題〉 

1960.05.16 22:10 〈我們為什麼迫切需要一個強而有力的反對黨〉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繪 

 

 

第三節 《自由中國》的台柱──殷海光 

 

壹、殷海光（1919-1969）生平 

  殷海光本名殷福生，殷海光是在抗戰結束後踏入出版界時採用的

筆名，1919年12月5日誕生於湖北黃岡回龍鎮的一個傳教士家庭。1930

年隨伯父殷子衡到武昌讀書。初中時代，殷海光不是獨佔鰲頭的好學

生，桀驁不馴，個性倔強，喜歡的課程成績好，不喜歡的往往不及格。

1932年伯父和父親認為他不堪造就，便強迫他在二年級中輟，送到漢

口一家食品店當學徒。翌年，因生活格格不入，不辭而別，又重回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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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讀書。 

  1936年夏天高中畢業。寫信給仰慕的清華大學金岳霖教授16，表明

欲到北京求學，之後寄宿金岳霖家，並與哲學界人物熊十力、張東蓀、

沈有鼎等人接觸，眼界大開。思想傾向自由主義，對「左派」反感，

常與人辯論。1938年秋天，入西南聯大哲學系，期間常與「左派」學

生辯論，1942年考入清大哲學所當研究生，1944年肄業。1945年殷海

光投筆從戎，加入青年軍，但因為不適應軍隊生活回到了重慶。1946

年殷海光獲聘為《中央日報》主筆，並擔任金陵大學講師，講授「哲

學與邏輯」課程。 

1949年3月，隨《中央日報》來台，仍擔任主筆，並兼《民族報》

總主筆。8月，離開報界，到台大哲學系擔任講師，先後教授「邏輯」、

「羅素哲學」、「科學的哲學」、「現代符號邏輯」等課程。11月，任《自

由中國》編輯，並於創刊號發表〈思想自由與自由思想〉（第1卷第1

期）一文，此後活躍於《自由中國》，發表許多文章皆膾炙人口。 

1954年，殷海光以訪問學者名義赴哈佛大學研究講學一年。一年

後殷海光回到台灣，一方面在台大任教，另一方面為《自由中國》和

香港《祖國》週刊撰寫了大量的政論文章，他堅持以筆的力量來對抗

言論思想禁制。殷海光以科學方法、個人主義、民主啟蒙精神為準繩，

批判黨化教育、反攻大陸問題等時政，為台灣第一代自由主義代表之

一。1957年殷海光升為台大哲學系教授。1958年12月，在台大公開

演講〈胡適與國運〉。此後，台大不准社團再請殷海光演講。 

1960年9月，發表社論〈大江東流擋不住！〉（第23卷第5期），

支持雷震等人發起的組黨活動。雷震等四人被逮捕後，與夏道平、宋

文明三人一起撰文〈《自由中國》言論撰稿人共同聲明〉，表示願意為

                                                 
16 在高二那一年殷海光寫信給《邏輯》一書的作者，清華大學哲學教授金岳霖，並獲得金教授的
指導與鼓勵，這是他們師生關係的開始，這件事影響了他的一生（殷海光，1978：179）。 



《自由中國》與台灣黨外運動發展之研究（1949-1960） 

 56

所寫文字負全部責任。在雷震入獄與《自由中國》被查禁後，殷海光

的大部分作品也成為禁書。之後殷海光就不斷受到當局的壓力。 

1962年2月，殷海光的學生李敖在《文星》雜誌上發表文章，與

胡秋原等展開中西文化論戰。胡秋原認為是殷海光在背後策動，成為

被攻擊的箭靶。殷海光被指為「偽自由主義者」、「文字賣國者」、「知

識詐欺者」，甚至於指責他「從事煽動顛覆」。1964年執政當局停止殷

海光在國家長期發展科學補助金的補助，這筆補助佔他最低生活費用

的一半；接著，又查禁他交由文星書店出版的著作《中國文化的展望》，

版稅收入因而中斷。 

1966年7月，殷海光家宅開始受到監視。1967年4月，殷海光不

幸罹患胃癌，隨即赴台大醫院手術。5月，哈佛大學邀其前往研究中國

近代思想，執政當局不允許其出境，故未能成行。不久，海耶克教授

來台灣訪問，執政當局也禁止殷海光與之晤談。該年7月台大由於受

到當局壓力，不再續聘殷海光，失去教職後，生活更加困頓。1969年

9月16日，殷海光病逝於台大醫院。 

綜觀殷海光的一生，雖然政治理想屢遭挫折，但在職業方面，殷

海光在台大哲學系十七年（1949-1966）的教學生涯，極為風光。正因

為殷海光太受歡迎，影響台大哲學系一代的學風極深。不少崇拜他的

學生視他為思想導師，拾取他的牙慧自炫17。不僅如此，由於台大是全

島第一學府，殷海光在台大如此有名，他的著作也就成為許多學人的

研究材料，對知識青年有極大的影響力。 

1950年代的台灣，殷海光是自由派知識份子中鋒頭最健者。他一

生志業就是鼓吹政治民主與科學理性。當時他在台大哲學系授課，痛

快批判舊中國傳統的不合理，鞭辟入裡；又在《自由中國》寫社論和

                                                 
17 據陳鼓應回憶，台大有些學生只懂得邏輯經驗論的一點皮毛，便動不動説：「你這句話是情緒語

言，沒有意義！」（陳鼓應，199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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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評時政的專文，被當時台灣年輕一代文、法學生視為偶像。殷海光

的文章分析力強，行文總是散播自由主義思想，持續地扮演了先進的

啟蒙者角色，這使他成為四十年來台灣民主運動的象徵人物之一（游

常山，1998：147）。 

殷海光是二十世紀中國卓越的自由主義思想家、政論家，台灣自

由主義的開山人物，台灣傑出的民主鬥士和啟蒙大師。作為台灣民主

運動的領航人，殷海光的思想可以說為台灣民主化奠定了思想基礎。

殷海光自詡為「五四之子」，他是二十世紀下半葉中國自由主義的中流

砥柱，一位特立獨行不見容於世的悲劇思想者。殷海光作為自由民主

理論家，在台灣不遺餘力地傳播、鼓吹和宣揚自由民主觀念，李敖稱

他為「偉大的先知」，他高舉抗爭旗幟，成為台灣自由民主運動的啟蒙

者，其對台灣民主化的貢獻是不言而喻的。 

 

貳、殷海光與《自由中國》 

  《自由中國》的作家群裡，殷海光無疑是一位特立獨行的人物。

他好惡分明，說話「語不驚人死不休」，吸收了「五四」許多觀念，畢

生以自由主義者自許，在民主與反共的道路上一路披荊斬棘（林惠萱，

2004：26）。他是黨外政論的先驅，也是《自由中國》的台柱，他以一

枝生龍活虎的利筆，為台灣政論界綻放了引人矚目的異采，影響力前

後長達二十年以上。 

  殷海光作為《自由中國》編輯委員，是由金承藝介紹進去的。殷

海光以他的獨特個性和與眾不同的交往方式，一開始給雜誌社人員留

下的印象是「不合群」，目中無人。當時《自由中國》雜誌社經理馬之

驌回憶道：「後來大家都覺得『殷海光不合群』，我也曾有過這樣的感

覺，每天見面時他都繃著臉，一本正經，顯得很嚴肅，有點傲不可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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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樣子。一看就知道他是一個『個性倔強』的人（馬之驌，1993：151）。」

夏道平也回憶說，當初，他與殷海光也有一種不和諧的感覺（夏道平，

1990：240）。在《自由中國》創刊以後的頭七年，特別是1949至1953

年間，殷海光在社中，實是處於相對邊緣的地位。他與社中朋友初期

雖然互有不滿，但他畢竟願意留在社中；慢慢地，其他同事開始瞭解

他的為人也有可親的一面，關係日趨好轉。 

  殷海光成為《自由中國》的台柱，是自1957年起的事情。從《自

由中國》出版「祝壽專號」後，殷海光為《自由中國》撰寫社論的數

目，開始大幅度飆昇。他反極權和反傳統的思想，成為代表《自由中

國》的旗幟。他的立言方向大多純從理論方面著手，涵蓋面較專題的

時事評論為大，也較能夠顯示敵我雙方對立的思想立場。再加上，他

的文章生動俏皮，筆鋒凌厲，持論尖銳，光芒四射，又有充足的西洋

術語潤飾，極具吸收力和震撼力，也極易引起爭論；既令《自由中國》

的聲譽蒸蒸日上，也為《自由中國》招來了不少敵人18。《自由中國》

作為一本反權威的刊物，在意識形態的鬥爭中，的確少他不得（黎漢

基，2000：25）。 

  查閱殷海光的論著，自從1949年11月20日他在《自由中國》創

刊號上發表第一篇文章〈思想自由與自由思想〉（第1卷第1期）開始，

到1960年9月，他在《自由中國》發表最後一篇文章〈大江東流擋不

住！〉（第23卷第5期）為止，殷海光在《自由中國》上發表的文字

顯然是大量的。包括：〈自由主義底蘊涵〉（第3卷第3期）（第3卷第

4期）、〈共黨語言可以襲用嗎？〉（第5卷第4期）、〈言論自由的認識

及其基本條件〉（第5卷第7期）、〈獨裁怕自由〉（第10卷第7期）、〈重

                                                 
18 夏道平指出：在《自由中國》生命史的十年當中，他寫的稿子（包括社論、專論、公開信、翻
譯），就篇數講，或許比我寫的少些。但在質的方面，比我的那些低調不知要高明響亮多少倍。他

的文章，在分析事理方面充分顯出科學家的嚴謹精神，而在措詞造句上，又顯出「語不驚人死不休」

的詩人氣派。當時《自由中國》的聲譽蒸蒸日上，我們可以說，得力於殷先生的文章者為最多；同

時為《自由中國》惹來麻煩的，殷先生的文章也真不少（夏道平，1990：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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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五四精神〉（第16卷第9期）、〈是什麼，就說什麼〉（第17卷第3

期）、〈反攻大陸問題〉（第17卷第3期）、〈我們的教育〉（第18卷第2

期）、〈創設講理俱樂部〉（第19卷第2期）、〈胡適與國運〉（第20卷

第9期）、〈我對在野黨的基本建議〉（第23卷第2期）等。殷海光發

表於《自由中國》之重要論述，如表3-3所示。由此可見，殷海光是 

《自由中國》的健筆，在《自由中國》與國民黨專制的對抗中，他扮

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 

  此時的殷海光在《自由中國》的舞台上發光發熱，可說是思想最

菁華的時期。殷海光每有文章，人皆矚目，他用言論、思想給《自由

中國》雜誌導航，使該雜誌聲望日隆。在這段時期，殷海光對於現實

政治極為不滿，不斷與國民黨威權政治發生激烈的言論衝突，他談〈反

攻大陸問題〉，談反對黨，寫下了〈大江東流擋不住〉這篇震撼人心的

社論，強調組織新黨的合理性，要求自由、民主、人權的實現。自命

為「五四之子」的殷海光，此時發出了他在政治思想與實踐上的光熱

和力量。 

  1960年9月4日，雷震因組黨被捕、《自由中國》被查封，為減輕

其發行人雷震的「罪嫌」，殷海光不顧個人之安危，與夏道平、宋文明

聯名，發表了〈《自由中國》言論撰稿人共同聲明〉，1960年10月1

日在《聯合報》登載，為《自由中國》的言論辯護，並勇敢地對他們

自己所撰寫的文字承擔負責，在黑雲壓城的危急時刻，凸顯了他的嶙

峋風骨與道德勇氣。結果，雷震仍然身陷囹圄，《自由中國》封館，殷

海光的論政生涯亦告終結。 

  雷震案發生後，殷海光受到極大的刺激，這時他的處境，正像李

白詩中所說的：「拔劍四顧心茫然」，其內心的痛苦，可以想像（傅樂

成，1990：99）。《自由中國》停刊之後，殷海光喪失了發言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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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逃過一劫沒有下獄，但他在台大的演講活動已屢受干擾；其後更

因在中西文化論戰中被指為「西化論」的「黑後台」，而失去任教多年

的台大教職。一生仗義直言的殷海光，晚年甚至落得飯碗不保，最後

不敵胃癌的侵襲，於1969年溘然長逝（林惠萱，2004：27）。他所散

發的銳氣與光彩，在動盪的時代裡，與他獨特的行止互相輝映著。 

  在《自由中國》雜誌上，殷海光勇敢直言，呼喚自由民主和理性，

同專制極權對決，激發和影響了整個台灣的社會和大眾。《自由中國》

因殷海光的雄文和勇氣而輝煌，殷海光也因《自由中國》而聲名大震

（王中江，1997：95）。殷海光的文字清新而犀利，虎虎有生氣，充滿

了積鬱的熱情與理想的色彩，在沉悶的時局中顯現一種懾人的力量，

與當時八股與教條充斥、諂諛與阿附盛行的言論氛圍相形之下，尤其

具有眾濁獨清的特色。他的文字魅力，確有不同凡響之處，在俗濫矯

揉的當年台灣政論界中，佔有不容搖撼的突出地位，絕非偶然（風雲

論壇編委會，1987：68-69），他所象徵的精神，迄今仍撼動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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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 殷海光發表於《自由中國》之重要論述表 

日期 卷期 篇    名 

1949.11.20 1:1 〈思想自由與自由思想〉 

1950.08.01 3:3 〈自由主義底蘊涵（上）〉 

1950.08.16 3:4 〈自由主義底蘊涵（下）〉 

1951.08.16 5:4 〈共黨語言可以襲用嗎？〉 

1951.09.01 5:5 〈極權對於民主自由的威脅〉 

1951.10.01 5:7 〈言論自由的認識及其基本條件〉 

1953.06.16 8:12 〈治亂底關鍵〉 

1954.01.16 10:2 〈政治組織與個人自由〉 

1954.01.01 10:7 〈獨裁怕自由〉 

1956.03.01 14:5 〈個人為國家之本〉 

1956.04.01 14:7 〈守護我們的保壘（上）〉 

1956.04.16 14:8 〈守護我們的保壘（下）〉 

1957.05.01 16:9 〈重整五四精神〉 

1957.08.01 17:3 〈「今日的問題」（一）：是什麼，就說什麼（代緒論）〉

1957.08.01 17:3 〈「今日的問題」（二）：反攻大陸問題〉 

1958.01.16 18:2 〈「今日的問題」（十三）：我們的教育〉 

1958.02.01 18:3 〈「今日的問題」（十四）：近年的政治心理與作風〉 

1958.07.16 19:2 〈創設講理俱樂部〉 

1959.05.01 20:9 〈胡適與國運〉 

1960.07.16 23:2 〈我對在野黨的基本建議〉 

1960.09.01 23:5 〈大江東流擋不住！〉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繪 

 

 

第四節 《自由中國》重要編輯委員比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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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自由中國》的編撰者 

  《自由中國》的編輯委員都是大陸籍的知識分子菁英，或曾參與

新文化運動者，或為接受其影響的年輕一代，或為民國以來自由主義

參與論政者，均以自由民主為共同信念19。《自由中國》不僅在人物組

成，同時在理念上也與新文化運動相關。故《自由中國》是中國自由

主義者在台灣重新集結之重鎮。如魏誠即認為《自由中國》，「以思想

史的角度，這是五四時代培育出來的自由主義者，流散到台灣的最後

一個據點（魏誠，1984：1-2）。」編輯委員的組成，與其立論，吸引

以知識分子為主的讀者20（任育德，1999：85-86）。 

  《自由中國》創刊初期，胡適任名義上的發行人，雷震任社長，

毛子水任編輯部總編輯，編輯委員會的成員包括毛子水、王聿修、申

思聰、李中直、杭立武、金承藝、胡適、夏道平、殷海光、許冠三、

崔書琴、張佛泉、黃中、雷震、戴杜衡、瞿荊洲和羅鴻詔等人，俱為

大陸來台學養豐富人士。有國民黨黨員，如雷震；也有學者，如北大

教授毛子水和張佛泉；有血氣方剛的理想者，如殷海光；也有思想清

明的文人，如戴杜衡、夏道平；也有國民黨官員，如教育部長杭立武、

台灣銀行總經理瞿荊洲。《自由中國》創刊之初的人事組織，對一份半

月刊而言，確實可觀，在當時幾乎是絕無僅有的（馬之驌，1993：103）。

尤其難得的是，撰稿實力強勁，堪稱一時之選。 

  除前述編輯委員之外，創刊以來，包括傅斯年、王世杰、蔣勻田、

陳啟天、張其昀、王雲五、左舜生、李璜、余家菊、羅家倫、陳紀瀅、

                                                 
19 胡適在新文化運動的號召力已眾所周知。毛子水是胡適在北京大學的學生，參與五四運動，係
《新潮》編輯群之一。胡適與張佛泉曾長期在《獨立評論》撰稿。殷海光更自認是「五四後期人物」。

王聿修、張佛泉並曾領導北平學生反共運動。黃中回憶，他與殷海光、許冠三、李中直、申思聰、

金承藝、聶華苓等人經王聿修介紹而參與《自由中國》（黃中，1996：11）。聶華苓回憶，她在李中

直介紹下進入《自由中國》，擔任文藝編輯（傅正主編，1989-1990（2）：307）。馬之驌則是王聿修

在華北大學的學生，經王介紹參與《自由中國》（馬之驌，1993：86-87）。 
20 雜誌的定位曾有數次討論，最後仍設定以知識份子為讀者，因知識份子關心政治，且他們方可
瞭解反共與自由民主之理念之重要性（傅正主編，1989-1990（34）：183、187、192）、（傅正主編，

1989-1990（35）：140、142）。 



第三章 《自由中國》的核心人物 

 63

吳廷以、錢穆、胡秋原、吳相湘、薩孟武、吳康、鄒文海等作者（李

鴻禧，1992：3）；嗣後加入一批生力軍，如徐道鄰、徐復觀、陶百川、

朱文伯、丘漢平、陳之藩、羅孟浩、程滄波、劉慶瑞、李聲庭、沈雲

龍、傅正、宋文明等人（李鴻禧，1992：8）。其中不少中途脫離編輯

陣容。後期社論，經濟方面由夏道平、戴杜衡撰寫，外交方面宋文明，

思想方面殷海光，政治方面主要為傅正。編者與撰者或專精國學、史

學，或擅長法、政、財、經等社會學科的理論新知，秉持著知識份子

憂國憂民的良知及自我期許，抒發所見，啟迪後學後進，無論當時或

日後，普受尊重與肯定，發揮相當程度的影響力（毛知礪，1996：125）。 

 

貳、《自由中國》的重要編輯委員 

  李筱峰分析《自由中國》雜誌編輯群呈現幾點特色：包括學者或

大學教授出身之高級知識份子的組合；延續五四運動與自由主義的精

神啟蒙；主要份子出任政治要職；全部來自中國大陸，沒有一位是台

籍人士（李筱峰，1992：187）。馬之驌認為，《自由中國》的初期編輯

委員，可分成三種思想路線：第一是以胡適為首的「自由主義」的思

路；第二是以雷震為首的「三民主義」的思路；第三是所謂少壯派的

「唯我主義」的思路（馬之驌，2002：93）。他特別說明持第三種路線

者，原本為國民黨少壯派的極右派，其思想邏輯是「二分法」的，換

言之，他們認為蔣介石以降的黨政大員均應為大陸淪陷負全責。而這

也說明了《自由中國》中有思想矛盾21。 

   初期的執行編輯黃中回憶：「以《自由中國》編輯委員會內部人事

來說，其成員原便是老、中、青三代的結合，代溝與意見的爭辯是在

所不免的（黃中，1996：11）。」年輕的編輯委員諸如殷海光、李中直、
                                                 
21 馬之驌指出自由主義學者王聿修是第一個辭職者，表面上的理由是到香港主編《前途》雜誌，
實際的理由是對於雷震忘了編輯職權與制度的問題而引發王的不悅。馬之驌特別強調雷震對於《自

由中國》雜誌的無私心及投入（馬之驌，200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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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冠三、黃中等人，初期雷震總是勸他們「和為貴、忍為安」，許冠三

也回憶：「若干批評政府的文稿，不是給改成溫吞水，就是整篇見不了

天。當爭到無詞以對時，他總是夥同毛子水勸我們年輕人莫動火氣，

須以大局為重（傅正主編：1989-1990（2）：252）。」聶華苓亦回憶編

輯委員會開會情景:「編輯委員會上，毛子水先生平和、克制，殷海光

潑辣鋒利。戴杜衡和夏道平明智冷靜，常在他們之間調和平衡（聶華

苓，1996：E7）。」由上述可知，雷震與毛子水、夏道平、戴杜衡、羅

鴻詔等幾位編輯委員較為接近，而毛子水平和，殷海光鋒利，夏道平

和戴杜衡穩健。 

  茲就《自由中國》較為重要的編輯委員，胡適、雷震、殷海光、

夏道平、毛子水、戴杜衡等，分別就其生卒年、籍貫、學歷、重要經

歷、重要言論加以比較分析，如表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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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 《自由中國》重要編輯委員資料表 

人物 生卒年 籍貫 學歷 重要經歷 重要著作 

胡適 1891 
∣ 
1962 

安徽
績溪 

美國哥
倫比亞
大學哲
學博士

駐美大使、北
京大學校
長、中央研究
院院長 

〈「自由中國」的宗旨〉（1:1）
〈致本社的一封信〉（5:5） 
〈「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12:7） 
〈述艾森豪總統的兩個故事給
蔣總統祝壽〉（15:9） 
〈容忍與自由〉（20:6） 

雷震 1897 
∣ 
1979 

浙江
長興 

日本京
都帝國
大學政
治研究
所肄業 

政治協商會
議秘書長、監
察委員、制憲
國大代表、總
統府國策顧
問 

〈以暴易暴乎？〉（2:4） 
〈反對黨之自由及如何確保〉
（2:7） 
〈民主政治就是民意政治〉
（5:10） 
〈民主政治就是輿論政治〉
（5:12） 
〈對國民黨七全大會的期望〉
（7:7） 
〈謹獻對於國防制度之意見〉
（15:9） 
〈今日的司法！〉（17:1） 
〈「今日的問題」（十）：今天的
立法院〉（17:11） 
〈「今日的問題」（十五）：反對
黨問題〉（18:4） 
〈我們為什麼迫切需要一個強
而有力的反對黨〉（22:10） 

殷海光 1919 

∣ 
1969 

湖北

黃岡 

國立清

華大學
哲學研
究所肄
業 

中央日報主

筆、民族晚報
總主筆、任教
台灣大學哲
學系 

〈思想自由與自由思想〉（1:1）

〈自由主義底蘊涵〉（3:3）
（3:4） 
〈共黨語言可以襲用嗎？〉
（5:4） 
〈獨裁怕自由〉（10:7） 
〈重整五四精神〉（16:9） 
〈「今日的問題」（一）：是什
麼，就說什麼（代緒論）〉（17:3）
〈「今日的問題」（二）：反攻大
陸問題〉（17:3） 
〈「今日的問題」（十三）：我們
的教育〉（18:2） 
〈創設講理俱樂部〉（19:2） 
〈胡適與國運〉（20:9） 
〈我對在野黨的基本建議〉
（23:2） 
〈大江東流擋不住！〉（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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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 《自由中國》重要編輯委員資料表（續） 

人物 生卒年 籍貫 學歷 重要經歷 重要著作 

夏道平 1907 
∣ 
1995 

湖北
大冶 

國立武
漢大學
經濟學
系畢業 

任教政治大
學、東海大
學、輔仁大
學、銘傳商
專、中華經
濟研究院特
約研究員 

〈政府不可誘民入罪〉（4:11） 
〈從孫元錦之死想到的幾個問
題〉（13:6） 
〈「今日的問題」（三）：我們的軍
事〉（17:4） 
〈「今日的問題」（七）：小地盤、
大機構〉（17:8） 
〈我們反對軍隊黨化〉（20:6） 
〈蔣總統不會作錯了決定吧？〉
（20:12） 
〈好一個舞文弄法的謬論──所
謂「修改臨時條款並不是修改憲
法本身」〉（21:2） 
〈蔣總統如何向歷史交待？〉
（22:7） 

毛子水 1893 
∣ 
1988 

浙江
江山 

德國柏
林大學
理科研
究所肄
業 

任教北京大
學史學系、
西南聯大史
學系、台灣
大學中文系

〈歷史的教訓和英國的國策〉
（3:12） 
〈日本人民目前的平正大道〉
（4:3） 
〈日本的和約問題和加入聯合國
問題〉（4:5） 
〈常識與政治〉（4:10） 
〈寬容和民主〉（4:12） 
〈試談文化的建設和反共理論以
壽蔣總統〉（15:9） 
〈「容忍與自由」書後〉（20:7）
〈「自由中國」十週年感言〉
（21:10） 

戴杜衡 1907 
∣ 
1964 

浙江
杭州 

上海復
旦大學
法科畢
業 

新生報、聯
合報、中國
時報、大華
晚報、民主
評論、中央
日報主筆 

〈世界霸權與軍國主義〉（2:4）
〈論經濟的國權主義〉（2:6） 
〈國家權力的界限〉（4:5） 
〈國民經濟論與戰爭〉（4:11）
（4:12） 
〈權力欲與民主政治〉（6:4） 
〈從間接民主到直接民主〉
（6:12）（7:1） 
〈從經濟平等說起〉（7:8） 
〈論信用政策〉（14:3）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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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自由中國》對於主張民主自由的意見傳播，有其正面

貢獻。由刊物編輯群與設定的讀者定位可知，《自由中國》具有相當的

菁英性，其訴求的反共、自由、民主、團結議題，是由菁英來倡導、

帶動、參與，故雜誌本身即為菁英間的對話22。這種刻意形塑與維持的

對話環境，使得《自由中國》既呈現了自由主義者對民主自由的意見；

也反應自由民主與反共情境相互交疊的特殊情境。質言之，崇自由、

尚民主、尊法治、重人權，這些是《自由中國》同仁追求的主要方向，

《自由中國》重要編輯委員之論述讓《自由中國》刊物在當時困頓的

環境中迸發出光與熱，更為台灣黨外運動的歷史寫下關鍵性的一頁。 

 

 

 

 

 

 

 

 

 

 

 

 

 

 

                                                 
22 顏淑芳亦持類似看法（顏淑芳，198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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