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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自由中國》的組黨運動 

 

第一節 中國民主黨的籌組 

 

  「中國民主黨」的組黨運動，主要是由兩股力量的結合形成。其

一是一九四九年以後大陸來台的部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另外是台灣

本地的政治人物和社會菁英。前者以《自由中國》雜誌為宣傳媒體，

再配合後者的地方選舉活動，而形成新黨的運動（李筱峰，1992：166）。

在整個組黨運動中，《自由中國》的知識份子基於民主制衡理念，而有

組織反對黨的構想，而本土政治菁英則具備了群眾基礎與從事實際的

選舉事務的經驗。《自由中國》所提倡的民主自由理念，以及敢於對時

政痛下針砭的言論，對於當時台灣的部分本土菁英而言，是相當具有

共鳴作用的，因此，《自由中國》的知識分子與台灣本土部分菁英分子

的結合，也就水到渠成。而他們的結合，是以台灣地方選舉為媒體。 

 

壹、組黨運動之發起 

  1957年4月台灣舉行第三屆縣市長及省議員的選舉。石錫勳（日

據時代台灣文化協會理事）、郭發（日據時代《台灣民報》老記者）和

王燈岸（日據時代文化抗日分子）三人計畫在選舉前夕籌組「黨外候

選人聯誼會」，研究選務，並仿日據時代的文化巡迴演講擧辦民眾座談

會。經郭發奔波聯絡結果，中部地區的候選人首先相會，共推彰化縣

長候選人石錫勳、台中縣長候選人楊基振、台中市長候選人何春木三

人為發起人。1957年4月11日，在台中召開第三屆臨時省議會及各縣

市長候選人關於選務改進的座談會，提出五項議案1。同時共推民社黨

                                                 
1 此次座談會的五項議案如下：一、關於現役軍人、警察人員，有關辦理選舉事務人員，各級公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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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青年黨為本建議案向政府交涉的代表。會中並決議，本屆選舉完後，

由李萬居負責盡速召集一個選舉檢討座談會。 

  該次選舉，台中市郭國基、台南縣吳三連、高雄市李源棧、宜蘭

縣郭雨新、雲林縣李萬居、嘉義縣許世賢當選省議員，被稱為「五龍

一鳯」，此乃日後「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的核心人物。選後，李萬居

即依之前的決議，奔走全省各地，終於在5月18日於台北蓬萊閣召開

一場選舉檢討會，參加者主要有無黨籍與民、青兩黨人士，與會者一

致抨擊此次選舉的諸多弊端（蔡憲崇，1983：23-24）。這次會議對日

後「中國民主黨」的籌組影響深遠。第一，這是無黨籍及民、青兩黨

政治菁英首次大規模的集結，雷震也參加了這次會議並發表演說。第

二，會中並通過要籌組「中國地方自治研究會」，顯示反對勢力已開始

有將組織「常設化」的企圖（蘇瑞鏘，2005：62）。不過，「中國地方

自治研究會」經過兩次的申請，統治當局皆不准其設立2。 

  從第三屆的地方選舉起，《自由中國》雜誌便開始對地方自治、地

方選舉的問題大加討論。當時《自由中國》在選前曾刊登朱伴耘的〈反

對黨！反對黨！反對黨！〉（第16卷第7期）等文章。而選舉期間，

適逢胡適返台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他在該年5月27日自由中國社的

歡迎餐會上，公開發表了一篇「從爭取言論自由談到反對黨」的演說，

公開主張由知識份子、教育界、青年出來組織一個在野黨。因此，「中

國地方自治研究會」的申請遭到批駁，或許是因為這種結社被認為是

在為組織新黨鋪路亦未可知。 

  事實上，從其後的歷史發展來看，組黨運動確實是循著選舉改進

                                                                                                                                               
人員，自治人員，教員不得協助候選人為競選活動；二、監察小組召集人不該由國民黨地方黨部主

任委員兼任；三、派駐各投票所，開票所監察員，擬可由各黨派（國民黨、民社黨、青年黨）共同

推薦，平均分配；四、關於廢票、無效票必須會同監察員，當眾唱票；五、現任縣市長參加下屆縣

市長及省議員競選者，不得利用公眾交通工具以供競選活動或作競選宣傳之用（李筱峰，1987：71）。 
2 「中國地方自治研究會」的宗旨是「響應政府建立並鞏固民主政治，以闡揚民主理論，研究自治
制度，以期促進完善之地方自治」，於 1958年 7月向台北市政府申請設立，但遭駁回。8月轉往省
政府登記，也是不准設立（文德，197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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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會而進行下去的。而《自由中國》雜誌則為這逐漸成形的組黨運

動提供相當的理論基礎。前述的「今日的問題」一系列的社論，便是

在「中國地方自治研究會」提出申請的期間（七月）開始陸續發表，

有系統地全面檢討當時所有政治、經濟、教育、軍事、新聞等問題，

而以「反對黨」問題作終結，認為「反對黨是解決一切問題關鍵之所

在」。自此，《自由中國》積極宣傳鼓吹新黨運動，並與青年黨的機關

報《民主潮》和李萬居主持的《公論報》互相呼應。由此亦可見外省

籍知識份子與台籍民選政治反對精英此時已緊密結合一起（顏志榮，

1993：255）。 

  「中國地方自治研究會」雖未能合法成立，但全省無黨派的人士

深覺其在野的力量有保持的必要，便以「民主人士聯誼會」的名稱相

聯繫，到了1960年的地方選舉來臨時，又改稱「選舉改進座談會」作

全省性大規模的整合。1960年地方選舉前夕，李萬居、郭雨新、高玉

樹、吳三連、許世賢、楊金虎等人，召開了一次選舉問題座談會。雷

震和青年黨領袖夏濤聲、民社黨主席蔣勻田都出席參加。地方選舉後，

5月18日無黨籍人士和雷震及民青兩黨人士共七十二人在台北市民社

黨總部召開「在野黨及無黨無派人士本屆地方選舉檢討會」。會中激烈

批評選舉舞弊，最後大家做成四點決議，包括即日起組織「地方選舉

改進座談會」（以下簡稱「選改會」），並在各地設立分會3。此後，「中

國民主黨」正式展開實際的籌組行動。 

 

貳、組黨運動之進行 

  地方選舉改進座談會的成立，再配合《自由中國》雜誌對反對黨

                                                 
3 此次會議，做成四點決議，前三點皆是與改進選舉的要求有關，第四點則與組織反對黨有關：「即
日組織地方選舉改進座談會。在座出席人員為當然會員，各地得設分會。為了實行方便起見，由主

席團推出約略 30人，擔任促進選舉改進工作。至於另組新的強大反對黨問題，由座談會與民青兩
黨協商進行。」（自由中國編委會，1960e：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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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鼓吹與呼籲，使得新黨運動進入了緊鑼密鼓的新階段。一連串的活

動也因此密集展開，展現新黨運動的積極態勢： 

  6月15日，地方選舉改進座談會發表聲明，宣佈：第一，要成立

「選改會」；第二，要籌組新政黨。此後，「中國民主黨」的籌組，即

以「選改會」為主體而展開4。 

  6月19日，地方選舉改進座談會在《自由中國》社召開第三次主

席團會議，會中確定委員46人，召集人15人。雷震表示此次會議名

義上為座談會，實際上為新黨籌備會（傅正主編，1989-1990（40）：

332）。 

  6月25日，地方選舉改進座談會召開第一次委員會，推定李萬居、

雷震、高玉樹為新黨發言人，會中推出雷震、李萬居、高玉樹、夏濤

聲、吳三連、郭雨新、齊世英、楊毓滋、石錫勳、王地、楊金虎、許

世賢、黃玉嬌、郭國基、李源棧、謝漢儒等十六人為召集委員，準備

全省各地巡迴座談會。 

  7月19日，在台中市議員楊秋澤處舉行中部四縣市巡迴座談會。

大家公推王地、石錫勳與何春木三人為主席團主席。出席者有七、八

十人之多，其中包括省議員、縣市議員、農會、水利會及合作金融界

的民間領袖。石錫勳指出現在的「選改會」即在為未來的新政黨舖路，

此外他也表示「選改會」及未來的新政黨不會有地方色彩，雷震接著

也表示組黨分子並沒有偏狹的地區觀念5，並透露未來新政黨的兩大方

針為「反共」與「民主」（張健生，1960：2）。 

  7月23日，在嘉義市許竹模律師宅舉行雲嘉地區的巡迴座談會。

大家公推許世賢為主席，會議則由許世賢、許竹模和蘇東啟分別主持。

參加者除了「選改會」的領導人之外，尚包括雲嘉兩縣的省議員、縣
                                                 
4 當時「地方選舉改進座談會」的組織雖仍距實際的政黨尚遠，不過，它卻是為籌組反對黨做舖路
的工作（李萬居，1960：16）。 
5 從石錫勳與雷震的發言，可見此時外界對組黨運動內部的「省籍」問題，已有一定程度的議論。 



第五章 《自由中國》的組黨運動 

 113

議員、醫師、律師、金融界、農界等知名人士近百人。雷震在會中指

出，新政黨除為了改善選舉外，乃以建國救民為最終目標，而且又再

度強調新政黨係一全國性的組織，絕無偏狹的地域觀念以及重申「反

共」、「民主」兩大目標。會中最後並做成幾點結論：1.吸收黨員質量

並重。2.加強宣傳工作。3.早日完成組黨。4.建議以「中國民主黨」

為新政黨名稱。5.經費來源除徵收黨費及自由樂捐外，向海外僑胞及

各界捐募（張漢江，1960：2）。 

  7月31日，在高雄第一飯店，舉行高屏地區的巡迴座談會。李源

棧、楊金虎、林清景等人被推舉為主席，參與者共有七十多人。這些

人士的背景，主要為教育界、民意代表、醫師、律師、商人、鄉鎮長

等。當日的主要結論計有：1.地方人士決定新黨名稱。2.新黨組織具

體辦法之促進。3.新黨於九月底成立。4.因選舉毛病百出，想法改進

使其公平合理。5.新黨的成立是站在反共抗俄救國復國地位上（公論

報，1960/8/1，版2）。 

  8月13日，在中壢黃玉嬌處舉行桃竹苗三縣的巡迴座談會，由葉

炳煌和謝漢儒主持，參加者有二十多人。高玉樹指出，國內外人士頗

為重視新政黨的組織，此乃因為該黨的發起人含本省人及外省人，其

中本省人有群眾基礎與經濟力量；外省人有組織政黨的經驗。雷震則

再度強調新政黨是全國性而非地方性政黨，此外他表示組黨運動已到

成熟階段，將於九月底或十月初正式成立6（公論報，1960/8/14，版2）。 

  9月1日，地方選舉改進座談會發表緊急聲明，除了對新黨分子近

日內所受到干擾提出控訴外，並堅決聲稱：「由於組織新黨的運動已經

是海內外民主反共人士一致的願望，而在國內是由下起來的潮流。我

們現在對於新黨的政綱、政策、黨名及黨章等都已有了初步的定案，
                                                 
6 蘇瑞鏘也指出：「地方選舉改進座談會」從 7月 19日到 8月 13日，依序在台中、嘉義、高雄以
及中壢四地，召開分區的巡迴座談會，試圖深入群眾。中壢座談會後，原本已決議在台北召開基隆

分區座談會，但最後因雷震案的爆發而沒開成（蘇瑞鏘，2005：126-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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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定在九月底前即可宣告成立，我們敢斷定這不是任何干擾所能阻止

的（雷震、李萬居、高玉樹，1960：16）。」 

  組黨運動到此已呈勢不可止的地步。9月1日出刊的《自由中國》

也發表社論〈大江東流擋不住！〉（第23卷第5期），除反駁國民黨當

局的反對組黨的言論外，並聲稱組黨是任何洪流無法阻擋的。就在〈大

江東流擋不住！〉發表的三天後──9月4日──台灣警備總部以涉嫌

叛亂，拘捕新黨秘書長雷震，及《自由中國》編輯傅正等人，並查扣

所有關於新黨的政綱、政策及宣言等資料。中國民主黨的組黨運動因

此受到嚴重的打擊。 

 

 

第二節 組黨運動成員分析 

 

  《自由中國》的知識分子集團，在言論節節昇高後，逐漸與本地

的政治人物相匯合，而發展出1960年的組黨運動。組黨運動藉地方選

舉改進座談會而運作，參加幾次選舉改進座談會的各地方人員很多，

總計有數百人，但實際推動組黨運動的核心人物，約有二、三十人，

故組黨運動成員之分析將分別從核心人物以及其他相關人士（相對於

「核心人物」的次要人物）等兩方面來加以探討。 

 

壹、核心人物之分析 

  根據鄭牧心的分析，參與組黨活動的幕前幕後者，可概括成下列

四種類型：第一種是退黨的知識分子，即原為國民黨內開明進步的知

識分子，而當時已是黨外的領袖人物，可舉雷震、齊世英為代表。第

二種是在野黨人士，即民社、青年兩黨人士，可舉楊毓滋、蔣勻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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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憲、夏濤聲、朱文伯為代表。第三種是知識分子，即學者理論家

和政論家，可舉殷海光、戴杜衡、傅正等。第四種是地方政治人物：

如李萬居、高玉樹、吳三連、郭雨新、許世賢、郭國基、楊金虎以及

蘇東啟⋯⋯等數十人（鄭牧心，1991：184）。大致而言，即是由《自

由中國》為核心的知識分子提供思想、理論與文字的力量，而本土菁

英提供群眾的資源，二者相互為用。 

  根據李筱峰的分析，新黨運動的領導階層，大致可以歸納為四類：

1.自由主義學者型的理論家、政論家。2.從國民黨中脫離出來的菁英。

3.民社、青年兩黨的部分重要主幹。4.本土性政治人物。以上四類人

物角色是具有多重性的，如雷震，屬第二型人物，也屬第一型人物。

再如李萬居，第一、三、四型皆屬。在四個類型中，第一型人物學養

深厚，平日與世界思想經典與前端理論接觸，而一方面又能關心時政，

能將理論與實際銜接緊扣；而第二、三類型的人物，也是理想型的知

識分子，並富有政治的實際經驗；至於第四類型的本土政治人物，則

平日與民眾有所接觸，擁有民眾基礎（李筱峰，1992：193）。 

  6月25日「選改會」委員會議推出的16位召集人，更是籌組「中

國民主黨」的核心人物，而其中又以7名常委及3名發言人為領袖人

物。以下列表分析這16人（前7名為常委、前3名為發言人）的籍貫、

年齡、學歷、經歷與黨籍（如表5-1所示）。 

  在籍貫方面：16名召集人包括大陸籍5人、台灣籍11人，7名常

委包括大陸籍3人、台灣籍4人，3名發言人包括大陸籍1人、台灣籍

2人。由此可見，大陸人在「選改會」的領導階層中佔有相當的比重，

甚至居於主導地位。誠如李筱峰所說：「在二二八事件內外省人鬩牆內

鬥的13年後的此一時期，內外省的菁英分子能團結共同從事政治運

動，顯示此一時期領導分子的智慧（李筱峰，1992：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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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年齡方面（以1960年為準）：16名召集人平均55歲，7名常委

平均57.7歲，3位發言人平均56歲。就一般參與政治反對運動的年齡

層而言，誠如林濁水所言：「近代無論中外，激進的民主革新運動，全

都是充滿活力而又沒有社會包袱的青年知識份子所推動。但是激進的

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卻是個唯一的例外（林濁水，1982：69）。」接

近耳順之年還參與激烈的政治反對運動，實不多見。 

  在學歷方面：16名召集人全部都是大專畢業。若進一步就省籍來

交叉分析，其中大陸籍人士以修習法政學科為主；而台灣籍人士則以

修習醫藥學科為多，且多為留日出身。因此堪稱社會上的高級知識分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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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 「地方選舉改進座談會」召集人分析表 

姓名 籍貫 時年 學    歷 重要經歷或出身 政黨關係

雷 震 浙江 63 日本京都帝國
大學法學部畢
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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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遭國民黨
註銷黨籍

李萬居 台灣 58 法國巴黎大學
社會學系畢業 

軍委會粵港區少
將主任、省參議會
副議長、公論報社
長、省議員 

青年黨 

高玉樹 台灣 47 日本早稻田大
學工科畢業 

工程師、台北市長 民社黨 

夏濤聲 安徽 61 北京大學政治
系畢業 

立法委員 青年黨 

吳三連 台灣 61 日本東京一橋
商科大學畢業 

台灣新民報編輯
主任、國大代表、
台北市長、省議員 

無 

郭雨新 台灣 53 台北帝國大學
農經系畢業 

省茶葉聯營公司
董事長、省議員 

青年黨 

齊世英 遼寧 61 德國海台山大
學畢業 

國民黨中央委
員、國民參政員、
立法委員 

遭國民黨
開除黨籍

楊毓滋 江蘇 55 東吳大學法學
院畢業 

國民參政員、制憲
國代、總統府國策
顧問 

民社黨中
央委員 

石錫勳 台灣 69 台北醫學專門
學校畢業 

開業醫生、彰化市
參議員、日據時代
文協理事 

無 

王 地 台灣 42 日本興亞醫學
專門學校畢業 

開業醫生、台中縣
議會議長 

無 

楊金虎 台灣 62 日本醫科大學
畢業 

文協、民眾黨幹
部、開業醫生、國
大代表 

民社黨 

許世賢 台灣 52 日本九州帝國
大學醫學博士 

開業醫生、嘉義縣
參議員、省議員 

遭國民黨
開除黨籍

黃玉嬌 台灣 41 日本東京昭和
藥科大學畢業 

接收委員、縣議員 民社黨 

郭國基 台灣 60 明治大學法學
部 

曾參與文協及民
眾黨、高雄市參議
員、省議員 

退出國民
黨 

李源棧 台灣 51 日本岩手醫學
專門學校畢業 

開業醫生、高雄市
參議員、省議員 

無 

謝漢儒 福建 44 香港華南學院
政治系畢業 

經濟日報社長、省
議員 

民社黨 

資料來源：節錄自李筱峰（1992：190）的整理，研究者略作增損7。 

                                                 
7 李筱峰的研究範圍除了這些召集人之外，尚包含數名在召集人以外的實際參與者，如：朱文伯、
傅正、何春木、葉炳煌、蘇東啟、葉時修等 6人，為了統一起見，本研究僅節錄這 16名召集人來
加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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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經歷方面：大陸籍人士多數與統治當局頗有淵源，不是官員就

是民代。至於台灣籍人士則多「曾經直接或間接受過日據時代台灣的

政治文化抗日運動之洗禮（包括：李萬居、吳三連、楊金虎、郭國基、

石錫勳8）（李筱峰，1992：192）」。 

  在黨籍方面：全為非國民黨人士，即民、青兩黨或無黨籍人士。

其中，民、青兩黨因力量衰微，而思運作新黨，以遂行政治理想。此

外，就無黨籍人士而言，許多人原屬國民黨，雷震、齊世英、許世賢

乃遭國民黨註銷或開除黨籍，而郭國基則是因故退出國民黨9。 

  從這份領導階層的名單中可知，不論就召集人、常委或是發言人

來看，台灣籍人士都較大陸籍人士為多。到了大陸籍組黨領袖雷震被

捕之後，台灣籍人士在組黨運動中的重要性也就更加突出。因此，以

下則特別就台灣籍組黨的核心人物進一步分析之。 

  顏志榮曾就先天條件、後天條件、社會階層、政治條件與其它特

殊事件等五個面向，分析12位台灣籍民選政治反對菁英的背景。其所

分析的12位菁英，包括吳三連、高玉樹、楊金虎、林番王、余登發、

葉廷珪、黃順興、郭雨新、李萬居、郭國基、李源棧、許世賢等人。

其中絕大部分參與過籌組「中國民主黨」的相關活動，更包括「選改

會」11位台灣籍召集人的大部分（8名）、4名常委的全部以及2名發

言人的全部。因此，這項分析極有助於深入了解「選改會」中參與組

黨運動的台灣籍領袖之背景，茲以表5-2歸納如下： 

 

 

                                                 
8 李萬居曾經參加台灣文化協會的巡迴演講；吳三連曾經是「台灣人民之喉舌」的《台灣民報》的
創始人之一；楊金虎是台灣民眾黨高雄支部的常委；郭國基曾積極參與台灣文化協會、台灣民眾黨

及「議會設置期成同盟會」多項活動，更因東港事件遭日人判刑入獄；石錫勳是台灣文化協會的專

務理事，在治警事件中曾被扣押。 
9 雷震、齊世英及許世賢分別因刊登〈搶救教育危機〉、反對電力加價及參加「中國地方自治研究
會」而遭國民黨註銷或開除黨籍。至於郭國基，則是因為在二二八事件中被捕下獄，出獄後即離開

國民黨（謝欣純，200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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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 台灣籍民選政治反對菁英背景分析表 

首次踏入政壇
年齡 

平均49.7歲，其分佈在41到50歲所佔的比例最高
（這些菁英皆經歷過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因此必然會
比較國民黨政府與日本殖民政府之優劣）。 

出生區域與成
長區域 

大都生長於抗日活動激烈之地區（有七成來自南部地
區）。 

先天條件 

結語 他們面對國民黨政府強大的國家機器會毫不畏縮。 

教育程度 八成大學畢業（為台灣人精英中的精英）。 

留學情況 七成畢業於日本大學（因求學時所受種種不公平待
遇，激起他們反抗日本殖民統治之義憤，此反日思想
與日後反國民黨有連帶關係）。 

後天條件 

政黨屬性 余登發、葉廷珪、郭國基、許世賢被國民黨開除黨籍
或退出國民黨（可尋出其之所以從事政治反對之些許
端倪）。 

就任前之經歷
（包括職業） 

均屬上層社會人士，且不少人已具有相當豐富之從政
經驗，具有相當之社會聲望（此可解釋國民黨對他們
壓抑有之，但未曾趕盡殺絕之因－－如雷震案爆發
時）。 

出生時家庭經
濟狀況 

出身貧困及小康家庭的比例較多。 

社會階層 

就任時家庭經
濟狀況 

均已相當富裕（因為奮鬥致富的人會比較圓熟且世
故，所以不會衝動到寧為玉碎，而會選擇瓦全。因此，
當雷震案發生時，這些台灣籍菁英卻能全部倖存）。 

體驗過日本殖
民政府之歧視
統治 

多有此經驗（由於這些人之成長時期，均感受到外來
政權之歧視，而追尋公平之待遇，應是其內心之當然
志向。因此一旦他們發現國民黨政府對台灣之統治仍
有相當之缺失時，自然會繼續其政治反對以追求合理
公平待遇之傳統）。 

參與日據時期
非暴力之政治
反抗活動 

有吳三連、郭國基、楊金虎、李萬居等人。 

政治條件 

對日本法治之
認識 

他們對日本之法治嚴明應留有深刻之印象（相較於爾
後他們目睹國民黨政府之統治方式，則日本殖民時期
嚴明之法治體制，必然會帶給他們一些比較與思考，
對其政治反對道路之選擇，或許有一些影響）。 

其它特殊
事件 

如1947年大慘
案（二二八事
件）之影響 

可能使其更堅定政治反對之態度，而不會與國民黨妥
協。 

結論 由於有以上的背景，使得這些台灣籍民選政治反對菁英，其政治反對
之信念愈強，但愈會傾向採取溫和政治反對之手段。 

資料來源：顏志榮（1993：26-27、80-131） 

 

 



《自由中國》與台灣黨外運動發展之研究（1949-1960） 

 120

貳、相關人士之分析 

  首先，1960年5月18日召開的「在野黨及無黨無派人士本屆地方

選舉檢討會」數十名的參與者中，除了少數後來有所變動外，大多屬

於組黨的參與者。其中有些人雖非召集人，但其參與組黨的熱忱卻不

下於召集人，如《自由中國》社的傅正即是一例。以下列出這七十多

位出席者的全部名單，包括幾位召集人也一併列出：吳三連、高玉樹、

李萬居、郭雨新、郭國基、郭發、謝漢儒、夏濤聲、朱文伯、楊基振、

李甡源、齊世英、雷震、蔣勻田、成舍我、沈雲龍、孫亞夫、萬鴻圖、

楊毓滋、王漢生、葉時修、劉永濟、王嵐僧、傅正、宋霖康、李福春、

李連麗卿、李賜卿、王子鵰、李秋遠、張高懷、林丕讓、諸寶恆、趙

和、葉炳煌、鄭宋柳、林維洲、黃千里、傅添榮、蔡坤山、洪添祿、

陳肯、洪錐、王地、蘇東啟、吳光遠、張火源、許竹模、許世賢、李

火煙、胡能晃、葉廷珪（林鶴壽代）、魏東安、陸雲皆、林清景、楊金

虎、李順德、黃振三、何春木、蔡德彬、蘇祖繼、翁道源等數十人（自

由中國編委會，1960e：20）。 

  其次，從7月19日開始，「選改會」在全台各地舉辦多次的分區

巡迴座談會，其中有各地的主持人及其它參與人士。每次皆有數十人

至百餘人不等，若不計出席每次會議的「選改會」召集人，目前可考

者大致上有以下數十人： 

  台中座談會──何春木、楊秋澤、李賜卿、傅正、郭發（張健生，

1960：2）。 

  嘉義座談會──許竹模、蘇東啟、詹振泰、蔡誅、蔡連德、黃國

魂、翁道源、戴桂生、萬壽康、林番婆、王鍾麟、李火煙、劉通響、

蔡光武、陳強、王吟貴、胡能晃（張漢江，1960：2）。 

  高雄座談會──林清景、莊三桂、葉福安、李阿賴、吳國卿、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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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皆、葉俊櫻、李順德、林傳藝、葉登祺（公論報，1960/8/1，版2）。 

  中壢座談會──葉炳煌、林維洲、鄭宋柳、趙和、陳全昌、胡森

海、邱瑞勳、范姜新鰲、田朝明（公論報，1960/8/14，版2）。 

    就職業而論，這些人士多為省議員、縣市議員、鄉鎮長、醫師、

律師，或出身教育界、商界、農田水利會與合作金融界的民間領袖；

就省籍而言，則多屬台灣籍。 

 

 

第三節 雷震案的爆發 

 

  就在組黨活動進入高潮而準備宣佈成立「中國民主黨」之際，台

灣警備總司令部於1960年9月4日逮捕了雷震、馬之驌、傅正、劉子

英等四人，史稱「雷震案」或稱「雷案」。 

  雷案的爆發不但造成《自由中國》就此停刊10，更重創正在籌組當

中的「中國民主黨」，該「黨」經此重擊而一蹶不振11。亦即是說，就

整個組黨運動的發展來看，雷案乃其由盛轉衰的主要關鍵（蘇瑞鏘，

2005：159）。這段戰後台灣政治史上最受矚目的案件，深刻影響了其

後台灣的政治變遷和民主發展。 

 

壹、逮捕行動 

  雷震是1960年9月4日被逮捕，但警總卻已經為此準備了近兩年

時間。警總早在1958年10月就已經完成逮捕雷震、停刊《自由中國》

                                                 
10 警總逮捕雷震等人之後，《自由中國》就辦不下去，這與雷案的壓力有密切的關係。因為，被捕
的四人全是《自由中國》社的成員，包括發行人雷震、經理馬之驌、編委傅正以及前會計劉子英。

其中，雷震的被捉，更使該社群龍無首。 
11 「中國民主黨」胎死腹中的原因頗多，非只雷案一端。然而，雷案卻是最直接且最具殺傷力的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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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計畫作業，但因行政院長陳誠未作批示，而未付諸執行，唯針對《自

由中國》言論進行的研究分析工作則持續進行（林淇瀁，2003a：

284-285）。1959年1月23日，警總軍法處正式以「田雨專案」進行「假

想作業」12；1960年5月16日，《自由中國》發表殷海光所撰〈給雷震

先生的一封公開信〉（第22卷第10期），軍法處認為「顯有觸犯懲治

叛亂條例第六條、第七條之罪嫌」13，警總於是開始了第二回的逮捕雷

震、停刊《自由中國》的計畫作業。 

  1960年5月21日，警備總部總司令黃杰指示部內各單位會同成立

「支流專案」14，表示「上級已有對策與處理辦法」，但「本總部以負

責治安立場，對此問題，必須深加研究擬定處理措施」，指定政治部、

保安處、特檢處、軍法處等單位組成專案小組15。6月2日，軍法處將

〈「田雨」專案起訴書假作業〉簽請黃杰核示16。由這些官方檔案顯示，

早在雷震遭實際逮捕三個月前，警總已經做好以「叛亂罪嫌」法辦雷

震的準備。 

  還不止如此，6月7日，逮捕雷震的作業隨即提高到涵納包括國民

黨中六組、王師凱先生辦公室17、國防部總政治部、情報局、調查局、

警備總部、國家安全局等單位在內的層級（陳世宏，2002：136）。而

具有如此巨大權力者，只有總統蔣介石與蔣經國及其領導的「政治行

                                                 
12 警總政軍法處以「機密」函第二處的公務處理通知單，字號為（48）偵判田字第 001號公文【發
文日期：民國四十八年一月廿三日】（陳世宏，2002：45）。 
13 軍法處檢審人員簽註殷海光之文「以虛誕之詞指摘具體之事實，其影響所及不僅於叛徒有利，
抑是搖動人心，顯有觸犯懲治叛亂條例第六條、第七條之罪嫌」（陳世宏，2002：106）。 
14 警總政治部函軍法處的（49）偵部字第 317號公文【發文日期：民國四十九年五月廿一日】，第
一條：「奉總司令黃上將諭：『對自由中國半月刊之處理，即由政治部會同本部有關單位組成專案小

組共同研處簽核。』」第二條即是列具「支流專案檢討建議」綱要，希望軍法處提供「卓見」（陳世

宏，2002：115）。 
15 這個專案小組的召集人為政治部主任王超凡（陳世宏，2002：119）。 
16 這份作業，根據簽呈顯示，係由政治部、保安處與軍法處分別作業之後，由保安處彙案整理（陳
世宏，2002：121-122）。 
17 關於「王師凱先生辦公室」這個機構，實際上就是國民黨軍隊黨部，該黨部原代號為「三０九」、
「黃復興」等，後改此名，寓意「王師凱旋」，權責極大，是國民黨以黨指揮軍的樞紐機構（陳世

宏，20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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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委員會」。就史料來看，雷震被捕下獄乃當局「製造雷案」，已可確

認。 

  逮捕雷震的作業接下來愈趨緊湊、細密。7月2日，國安局主持的

聯席會議又將專案化名為「七二專案」，其下細分「思想戰鬥」、「聯戰

運用」、「法律研究」及「安全調查」四小組，分別以代號賦予七二０

一、七二０二、七二０三、七二０四等四個化名，警總負責「法律研

究」，化名為「七二０三」（陳世宏，2002：141-142）。一個月後，「七

二０三」工作報告出爐，擬議使用「觸犯懲治叛亂條例第六條、第七

條」罪名逮捕雷震，「具體事實」都與「有利於叛徒宣傳」有關，換言

之，這就是所謂「為匪宣傳罪」，而源頭則是〈「今日的問題」（二）：

反攻大陸問題〉及其引發的「反攻無望論」問題（陳世宏，2002：

147-152），這份報告就是針對《自由中國》各期違法言論所作出的總

結。 

  在黨國機器緊鑼密鼓準備逮捕雷震的這個階段，同時正是雷震投

入選改會，與台籍政治精英結合，準備組黨的階段：5月18日雷震參

加選舉檢討會，傳出組黨呼聲，並開始組織選改會之後；26日黃杰根

據上級指示在警總內部組成「支流專案」。其後雷震南北奔波，進行地

方串聯；對照的則是國安局指揮黨政軍（外加黨報、官報、軍報）各

機構的聯席會議、分組作業。一前一後，都與雷震組黨的行程環環相

扣。雷震的組黨行動，乃是雷案終於發生的促因。 

  此外，就國民黨的政治策略來看，逮捕雷震也具有殺雞儆猴、嚇

阻台灣政治精英繼續籌組新黨工作的效益。反對黨，不為國民黨所喜；

雷震聯結台灣人組織反對黨，更難為國民黨所容──逮捕雷震，因此

具有兩個指標性的作用：一是殺雞效果，摘除了領導台灣人籌組反對

黨的領導人物，則反對黨即失去組織動力，參與組黨籌備工作的台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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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精英除非抱定決心，必難成事，則不必逮捕亦可化解反對黨危機；

二是儆猴效果，雷案的發生，實則不僅意在警告已經參與的台籍政治

精英，兼有警告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作用。由雷案發生後，整個六０

年代政治運動／反對運動的陷入沈寂來看，可見儆猴效果確已發揮作

用。 

  因此，我們說，雷震案起因於《自由中國》的言論，犯忌於組黨

運動的進行18。簡言之，《自由中國》多年的自由主義論述／雷震短短

四個月的組織新黨實踐，共同成為雷震繫獄的兩大原因：前者是遠因，

後者則是近因（林淇瀁，2003b：50-55）。1960年9月4日上午9時

29分，雷震在木柵寓所被捕了，《自由中國》編輯傅正、經理馬之驌、

曾任該刊會計而時為國史館秘書的劉子英也於同一時間分別被捕。 

 

貳、偵審與定罪 

  雷震等人在警總偵訊後，即由軍事檢察官於9月26日提起公訴，

28日補起訴書，認定雷震「散播無稽謠言，打擊國軍士氣，煽惑流血

暴動，蓄意製造變亂，勾通匪諜份子，從事於有利於叛徒之宣傳」19；

10月8日，審判庭作出「雷震明知劉子英為匪諜而不告密舉發，處有

期徒刑七年」以及「連續以文字為有利於叛徒之宣傳，處有期徒刑七

年」，「執行有期徒刑十年，褫奪公權七年」的判決20。其餘被告部分，

劉子英「意圖以非法方式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處有期徒刑十二年，

褫奪公權八年，全部財產除酌留其家屬必須生活費外沒收之」；馬之驌

「預備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處有期徒刑五年，褫奪公權四年」；傅

                                                 
18 任育德亦指出：反對黨問題、反對修憲以三連任問題、反攻大陸問題等點，均與《自由中國》
的言論有關。而被指責為涉嫌「為匪宣傳」者，亦為刊物的文字，足見刊物的文字與立場，令當局

相當不滿。而雷震持續進行組黨活動，則是造成當局以雷案同時壓制反對黨與刊物的導火線（任育

德，1999：290）。 
19 起訴書全文參見傅正主編（1989-1990），《雷震全集》（第3冊），頁241-250。 
20 雷震等三人判決書、傅正感化裁定書，全文參見傅正主編（1989-1990），《雷震全集》（第4冊），
頁441-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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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則裁定「交付感化，期間三年」。 

  其後雷震、劉子英、馬之驌均表示不服，聲請覆判，傅正提出抗

告，11月23日，國防部軍法覆判局高等覆判庭作出「原判決關於雷震

部分核准／馬之驌罪刑部分撤銷／馬之驌交付感化三年／其他聲請駁

回」的判決，傅正之抗告亦遭駁回21。也就是說，除了馬之驌改判感化

三年之外，其餘被告均維持原判。雷震次日即由警總移送安坑軍人監

獄受刑。十二月雷震妻宋英代雷震聲請非常審判，次年一月遭國防部

駁回。 

  就在雷案初審判決之後，監察院也成立一個由陶百川、黃寶實、

金越光、陳慶華、劉永濟等人組成的雷案調查小組，在覆判之後開始

展開調查。然該調查小組「深知政府制裁雷震決心如鐵，自非監察院

能挽回」（陶百川，1984：220），最後雖然寫了調查報告，指出雷案偵

審過程中的若干缺失，並通過糾正案，但仍無法改變雷案的判決（蘇

瑞鏘，2005：162-163）。此後雖不斷有政壇人士，各界名流聯合上書

為雷震求情，請求統治當局予以特赦或減刑，但都被拒絕。雷震整整

服滿十年刑期才出獄。 

  究竟是誰做出逮捕雷震等人的決策？向來眾說紛云。不過，根據

新近出版的《雷震案史料彙編》以及其它相關史料，整個輪廓已逐漸

清晰。檔案資料顯示，蔣介石在審判前至少有六次直接指示處置雷震

案，尤其最後一次裁示雷震刑期不得少於十年、《自由中國》撤銷其登

記、覆判不能變更初審判決，成為雷案十年冤獄結局。茲將蔣介石六

次親自出席開會指示辦理雷案要點擷要如次（吳銘能，2003：134、

136）： 

第一次  9月16日上午11時在總統府開會商討雷案，「副總統說    

                                                 
21 國防部判決書全文、傅正裁定書，全文參見傅正主編（1989-1990），《雷震全集》（第5冊），頁
670-692；692-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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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與匪統戰有關，你們要注意，而且要辦得迅速」，「劉

子英通信方法決不如此簡單，要追問」，「傅正有匪黨嫌

疑，要好好追問」，「香港方面之證據要取來」，「告訴國

防部不許辦理新的律師登記」。 

第二次  9月20日上午11時在陽明山國防研究院後面辦公室，「傅  

正僅祇兩篇文章，以懲治叛亂條例第七條起訴，恐怕力

量不夠，不能使人心服」，「雷震、劉子英部份要平穩、

確實，法律上尤要站得住」，審判需要「一個月時間太長，

要儘速辦理」。 

  第三次 9月22日下午5時在陽明山官邸，「審判要多少時間，須

儘速進行」。 

  第四次 10月4日，「大家很辛苦，這件案子要很穩妥的完備的做

好，對社會對國家都有很好的貢獻，今後要繼續努力，

為軍法爭榮譽，好好的去做」。 

  第五次 10月6日下午8時30分在士林官邸，「初審與覆判必須

溝通意見，取得協調立場一致，希迅即另行再提一案以

備抉擇」。 

  第六次 10月8日上午11時在總統府，「雷之刑期不得少於十

年」、「《自由中國》半月刊一定要能撤銷其登記」、「覆判

不能變更初審判決」。 

看了這些原始檔案資料，我們終於恍然大悟：在蔣介石一人獨裁 

之下，至少六次親自主持雷案的會議，一切都在指示下辦理，可以說， 

蔣介石是雷案的審判官。在最高領袖「辦案猶如作戰」的耳提面命之 

下，國民黨黨國機器終究如願地以「匪諜」和「叛亂」兩項罪名「依 

法」懲治了雷震，一舉逹成關閉《自由中國》社，阻止新黨成立的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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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目的；予以政治異議人士和反對運動嚴重的打擊，並且造成往後很

長的一段時期，在野的政治運動與言論，一片沈寂。 

 

 

第四節 《自由中國》停刊與組黨中挫 

 

  雷震案爆發後，即令《自由中國》社與組黨運動陷入困境。逮捕

雷震，既可令《自由中國》無法運作，又可使組黨諸人有所忌憚。《自

由中國》於1960年12月20日宣布停刊（傅正主編，1989-1990（5）：

764-765）；「中國民主黨」最後在雷震入獄，群龍無首狀況下「胎死腹

中」22。《自由中國》的自由主義論述因此中輟，「中國民主黨」的籌組

到此被迫終止。 

 

壹、《自由中國》停刊 

  雷案爆發，統治當局一共逮捕了多位《自由中國》社的成員，其

中雷震和傅正還因《自由中國》的文章而賈禍。因此，雷案爆發後不

久，由殷海光執筆、並與夏道平和宋文明共三位該社的編委，聯名發

表了〈《自由中國》言論撰稿人共同聲明〉，表示願意分擔該刊言論的

法律責任，並批判起訴書和白皮書：「我們發現其中盡是斷章取義，東

拼西湊，張冠李戴，和改頭換面之詞。這一編織的結果，與我們的文

章原義完全不符」23。 

   此外，殷海光也以個人名義發表不少聲援雷震的文章。如他在〈我

看雷震與新黨〉一文中，就人的質素、社會基礎與國際背景加以分析，

                                                 
22 參見傅正主編（1989-1990），《雷震全集》（第5冊），頁745-746。這部分均為各報刊當時報導選
輯，標題「反對黨胎死腹中」應為傅正所下。 
23 該篇聲明全文參見馬之驌（1993），《雷震與蔣介石》，台北：自立晚報社，頁404-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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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即將成立的新政黨，絕不可能是革命政黨，而將會是一個民主政

黨24（殷海光，1960b：4-5），以此來為雷震的「叛亂」罪嫌辯解，但

是執政當局仍不為所動。 

  在《自由中國》雜誌方面，雷震、傅正、馬之驌被捕，社內稿件

與帳冊等文件被搜走，既對社內人員心中衝擊甚大，也造成刊物無法

運作，而暫時停刊。雷震被捕後，其他人無法承擔雷震的籌款重任，

社方籌款能力大受影響，彼時政治環境的緊張氣氛亦造成無人願意提

供財務支援，經濟因素使《自由中國》無法繼續辦下去。而停刊亦與

內部意見不一有關25。 

  找不到發行人，也是《自由中國》停刊因素之一。曾任發行人的

胡適，不願重作馮婦，他認為復刊與否，只有《自由中國》的發行人

和編委會才有權決定，他人都無權決定。若決定不再出刊，「一種雜誌

為了爭取言論自由而停刊，也不失為光榮的下場」（胡頌平，1984：

3343）。由胡適之言可知，胡適並不願出任發行人，也不反對《自由中

國》雜誌停刊26。 

  宋英則進一步指出發行人問題與政府機關的刻意壓制，迫使《自

由中國》最後不得不停刊：「我們曾有意繼續出刊，同時也想去變更登

記，夏道平先生亦願出任發行人，不料政府機關已將此事斷然處理，

不准再行發刊了」27。因此，經濟因素、內部意見不一、發行人問題、

政府的壓力，造成社方在喪失領導者、籌款者、編輯後，無力應付接

                                                 
24 此外，殷海光也寫了一篇〈法律不會說話──因雷案而想起的〉，感慨「自古以來，掌握國家武
力和法律以誣害異己的事例，真是代不絕書。」（殷海光，1960c：5-6）。 
25 據編輯之一的宋文明指出：「雷震被捕後，《自由中國》失去經濟來源，且因內部與國民黨糾葛
而意見不一，如出錢者台灣銀行總經理瞿荊州不再支持，而毛子水亦主張不辦，且幫當局作說客，

說服胡適不介入《自由中國》及雷案。」宋文明口述、簡明海訪問記錄（1997），〈宋文明先生訪問
記錄〉，載於簡明海著，《救亡與啟蒙的困境──殷海光思想轉變之研究》附錄，東海大學歷史研究

所碩士論文，頁24。 
26 胡適贊成停刊的態度，可由宋英所言「胡先生主張停辦，毛子水亦然，所以停辦了」確認（傅
正主編，1989-1990（36）：8）。 
27 宋英所述，除反應當局對於《自由中國》欲停刊以後快的心態，又顯示當局不欲採明顯壓制方
式，激起更大風波，故以間接方式施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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踵而至的問題，以停刊告終（任育德，1999：276-278）。 

 

貳、組黨運動之中挫 

  雷案爆發後，雖有許多組黨份子已經退卻，但仍有不少組黨人士

想力挽狂瀾，他們的目標是1961年初的地方選舉。於是，他們一方面

費心處理雷案審判的相關問題，另一方面也繼續「中國民主黨」的籌

組工作。此外，組黨人士更是積極為翌年1月的地方選舉做準備。 

  雷震被捕後，負責籌組新黨的「地方選舉改進座談會」於9月11

日在台北召開召集人會議。會中作成三項決議，於9月12日發表聲明：

1.撤銷「地方選舉改進座談會」，成立「中國民主黨籌備委員會」（以

下簡稱「籌委會」），由李萬居和高玉樹負責。2.對警總逮捕雷震、傅

正二人一事提出抗議。3.宣稱組黨工作不因雷案而退縮（中國民主黨

籌備委員會，1960a：5）。 

  9月25日「籌委會」在台北市郊召開第一次籌委會召集人會議，

由代理主席李萬居主持，參加者計有高玉樹、夏濤聲、王地、郭雨新、

許世賢、葉炳煌、蘇東啟、黃玉嬌等十餘人。席上並通過提案兩起：

1.公推該黨發言人李萬居、高玉樹兩人，去函警備總部索回有關該黨

宣言、政綱、政策暨黨章，以及其他一切有關新黨籌組文件等。2.關

於該黨發言人之一雷震，在被提起公訴之後的訴訟費，一切由該黨籌

備委員共同負責籌付（公論報，1960/9/26，版1）。 

  10月17日，中國民主黨發言人李萬居、高玉樹向新聞界就雷案再

次發表聲明，除了再度指出雷案是「政治事件」外，並表示：「新黨運

動絕不會因此停止，只不過稍延成立時間而已；⋯⋯『中國民主黨』

已領回組黨文件，我們決定不久宣佈成立」（中國民主黨籌備委員會，

1960b：20）。 



《自由中國》與台灣黨外運動發展之研究（1949-1960） 

 130

  就在這前後，組黨人士也積極準備翌年初的地方選舉，目標在爭

取全台各縣市議員名額的三分之一席次。此外，「籌委會」在12月底

成立了一個助選團，包括李萬居、高玉樹、郭雨新、郭國基、李秋遠、

李連麗卿、黃玉嬌、王地、楊金虎、許世賢、許竹模共11人（毛定元，

1961：15），在全省各地為新黨人士助選。 

  他們在全省的演講造成了台北、台中等地的選舉熱潮。在這次選

舉，一方面由於助選團造成的聲勢，一方面由於民眾對雷案的情緒性

發洩，使黨外在縣市議會的席次由1954年的29.2％大幅昇高到37.2

％。蘇東啟、王地、何春木等人紛紛以最高票當選，黃信介也以新人

姿態踏入議壇（林濁水，1982：80）。 

  選舉完後，中國民主黨籌備會於1961年1月23日在台北舉行第

五屆縣市議員選舉檢討座談會，表示新黨雖未獲成立，但此次選舉全

省有20％新黨人士當選28。但這次座談會後，中國民主黨籌備會沒有再

進行活動。新黨運動自此歸於沈寂（李筱峰，1987：82），使得這次的

選舉成了組黨人士的「最後一役」。 

  總論「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失敗的原因，雷震被捕使得組黨人

士失去因雷震所起「一定的組織、協調的『中心』作用」（楊錦麟，1993：

332），台籍人士因此被推到「中心」，但組黨已呈苦撐之局。吳三連因

被迫出國而退出，李萬居面臨《公論報》言論訴訟與交出發行權危機，

高玉樹亦官司纏身，李、高二人為應付司法程序已佔去大部分時間與

精力，對新黨的籌備工作自然力不從心（楊錦麟，1993：332-333）。

雷案爆發後也令組黨核心人物對組黨態度轉趨消極，新黨在1961年之

後即銷聲匿跡。 

                                                 
28 然而，因為「籌委會」並沒有正式提名，只是泛泛支持非國民黨人士競選，所以該會當選率的
計算就有了爭議。蘇瑞鏘即指出：「組黨人士並非真有百分之二十幾的當選率，否則，當時若真有

百分之二十幾的政治實力，則『籌委會』不致於會在選後決定『慢慢走』，整個組黨運動從此日趨

沈寂，乃至於胎死腹中」（蘇瑞鏘，2005：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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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蘇瑞鏘認為，從外部因素來看，當年台灣不論就政治環境、

社經環境抑或國際環境而言，均不利於反對運動的發展，相對則有利

於統治者採取高壓政策。從內部因素來看，一方面，組黨人士不是忽

略群眾資源的重要性就是無法吸收群眾資源；另一方面，在群眾資源

已嫌不足的情形下，組黨人士內部又有不少磨擦與猜疑，更是損耗集

體的力量，造成整體動員力量的削弱（蘇瑞鏘，2005：238）。 

  「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的失敗，在戰後台灣的政治發展史上，

具有里程碑及分水嶺的意義。一者，這代表台灣黨國威權體制最後的

確立，在許多方面，1960年代的政治氛圍甚至較1950年代來得肅殺；

二者，從此以後，台灣大規模的政治反對運動，消沈了近20年之久29，

並且要到26年後，台灣才出現第一個籌組成功的反對黨──民主進步

黨，這較之從「二二八事件」（1947年）到「中國民主黨」的籌組（1960

年）要付出雙倍的代價（鄭牧心，1991：187），由此可以看出「中國

民主黨」組黨運動在戰後台灣政治發展過程中的重大歷史意義。 

 

 

 

 

 

 

 

 

 

 
                                                 
29 誠如田弘茂所說：「回顧起來，中國民主黨事件實在是台灣政治反對運動史上的一個分水嶺，其
後島上政治反對運動幾乎銷聲匿跡；甚至具有自由主義知識啟蒙的活動亦沈寂了將近 20年。」（田
弘茂，1989：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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