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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胡適的政治評論及實際參與 

 

第一節  從每週評論到新月月刊 

「新月月刊」質疑孫中山先生的看法，胡適表示臨時約法的失敗

是「由於未經軍政訓政兩時期，而即入於憲政」，這是歷史的事實嗎？

他們認為民國成立以來，何嘗有「入於憲政」的時期？自從民國二年

以來，那一年不是在軍政的時期？臨時約法何嘗行過？天壇憲法草案

以至於曹錕時代的憲法，又何嘗實行過？十幾年來，人民選舉國會與

省議會，總共施行過幾次？故《新月月刊》以為「民國十幾年來的政

治失敗，不是驟行憲政之過，乃是始終不曾實行憲政之過，不是不經

軍政訓政兩時期而遽行憲政，乃是始終不曾脫離擾亂時期之過也。」

（胡適，1930：31-32） 

    ｜「新月月刊」十分強調基本法的重要性，胡適質疑一部「規定

人民之權利與義務，與革命政府之統治權」的約法或憲法何以不能和

訓政同時並存？約法、憲法的大功用不但是規定人民的權利，更重要

的是規定政府各機關的權限。立一個基本大法，使政府各機關不得逾

越他們的法定權限，使他們不的侵犯人民的權利，這才是民主政治的

訓練。程度幼稚的民族，人民固然需要訓練，政府也需要訓練。人民

需要的訓練是憲法之下的公民生活，黨政當局需要的訓練是憲法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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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治生活。「先知先覺」的黨政當局必須先用憲法來訓練自己，制

裁自己，然後可以希望訓練走上共和的大路。否則，口口聲聲說訓政，

而自己所作所為皆不足為訓(胡適，1930：29-31)。他一再強調「憲

法之下可以做些訓導人民的工作;沒有憲法或約法，則訓政只是專

制，絕不能訓練人民走上民主的路。」(胡適，1930：28-29) 另一方

面，國民黨一黨專政的目的，是在建立一個有秩序的合法政權，而事

實上，胡適當時就表示「統一的政權不一是要靠獨裁專制」來達成。

因此《新月月刊》除批評國民黨的黨治，是以「一班沒有現代學術訓

練的人，統治一個沒有現代物質基礎的大國」外，且以諷刺的口吻說，

「今日所謂黨治，說也可憐，哪裡是『黨治』？只是『軍人治黨』而

已。國民黨今日所爭的⋯是他們關起來的妯娌口角之爭，不關我們國

民的事，也休想得著我們國民的同情。」(胡適，1930：19) 

    《新月月刊》認為改制改革的第一步，要取消黨治，取消一黨專

政的黨治()，但取消一黨專政「並不是主張排擠國民黨在政治上的勢

力」()；而是要國民黨確實開放政權，容許並保障反對國民黨之政黨

的存在，這正是「改良國民黨自身最好的方法」－有了政敵的監督，

國民黨施政無法再持拖延或抗拒的態度了。 

   胡適並指出國民黨誤解非經訓政，則人民知識程度低落，將無以

施行民主制度，但實際上，民主政治是承認普通人民的知識是可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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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的，民主政治所需要的是「參政的經驗」，而不是「專門的知識」；

民主制度本身便是一種「教育」，民主制度本身便是「最好的政治訓

練」，也唯有施行民主制度，才能達到政治訓練的目的(胡適，1930：

27)。 

 《新月月刊》批評國民黨的訓政，希望人民懂得政治，卻不給人

民參政的機會，此種「陸地上教游泳的辦法，根本原因或許是教師本

身不懂游泳的道理，才不敢讓別人下水」(胡適，1930：29-31)。在

胡適看來「程度幼稚的民族，人民固然訓練，政府也要訓練，。人民

需要『入塾讀書』，然而蔣介石先生、馮玉祥先生，以至於許多長杉

同志和小同志，生平不曾夢見共和政體是神麼樣子的，也不可以不早

日『入塾讀書』。」這裡所謂的「游泳」、「入塾讀書」乃指憲政之下

的民主生活與政治訓練而言。《新月月刊》表示，正因為中國民族的

政治知識不夠，越需要接受民主的訓練，過民主的生活，而頒行憲法、

實施憲政就是最好的訓練辦法，因此「中國今日知當行憲政，猶如幼

童知當入塾讀書，中國的人民與政府都應早早」『入塾讀書』，早早制

定憲法，用憲政來訓練人民和政府自己。」(胡適，1930：32) 胡先

生認為，唯有制定憲法，實行憲政的保姆，首先用憲政來訓練自己，

然後才有資格來訓練人民。 

   《新月月刊》對於民主制度的基本主張是──立一個根本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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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人民的權利與政府機關的權限，使政府不得逾越法定權限，侵犯

人民的權利；但是，怎麼制定憲法呢？他們以為孫中山先生的遺囑，

在最短期間內召開「國民會議」，是制定憲法的源泉，而召開國民會

議之前，可以依孫中山先生所指示的，以「預備會議為國民會議」的

先前步驟。 

《新月月刊》提出「召開國民會議、制定憲法」的主張，曾引發

各方的探討，有認為「中國很需要這樣，並沒有其他可說」(張忠棟，

1987：31) 也有認為《新月月刊》所要的指示一份「形式意義的憲法」，

一份憲法決沒有解決中國問題的效力(方岳，1978：636)；也有人表

示如果《新月月刊》所要的只是「規定國家政體，人民權利與政府權

限的憲法」，那麼中國早有憲法了，「總理全部的遺著即是中國的不成

文憲法」(崔書琴，1985：129)；此外也有人批評的憲政構想，受梁

啟超憲法論的「傳染」：「這樣的憲法政治，恐怕不市政府人民之『入

塾讀書』的進補習班，乃是叫大家進『研究班』罷。」(楊幼炯，1966：

367-368) 

雖然國民黨在訓政時期並沒有依胡先生的主張制定憲法，但是

1931年五月五日確有國民會的召開，該會議旨在通過訓政時期的約

法，不過，當時國民會議的組織並未納入其他政黨，他是由各省市按

照定額從農會，商會，實業團體，教育會，國立大學，教育部立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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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及自由職業團體，中國國民黨等五大團體中選舉出來的五百二十

名代表組織而成的(楊幼炯，1966：367-368)，這或許就是在《新月

月刊》諸子的壓力下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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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獨立評論與國民黨訓政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發生，時胡適已回北京大學任教，對

此空前國難，極為關注，國民政府懼於輿情的壓力，堅持不撒兵不交

涉之原則，致使問題愈陷僵化。惟此次國難發生後，使國民黨及國府

在黨治與訓政方面，也發生了重大的修正與調整。最顯著的則為過去

許多反政府而被視為「異己」的人士，多已紛紛加入政府和黨的領導

階層；與知識分子之間的關係，亦大有改進。此亦知識分子盡其言責

的有利時機。胡氏等所辦的《獨立評論》可為典型的代表。 

《獨立評論》中的民主思想，不是空泛地關於民主理論的探討，

而是一群1930年代的中國知識份子，在國民黨訓政統治之下，在日

本帝國主義侵略的危機之中，對國家民主化問題的一些爭論和建議。

《獨立評論》週刊在1922年五月二十二日創刊至1937年七月二十五

日出完最後一騎，合計二四四期。 

原來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後，偽「滿州國」不旋踵即告誕

生，充分暴露了日閥的侵略野心，使得中國朝野陷入「國難時期」的

悲憤情緒中。身處北方危誠的知識份子自是感受良深，胡適就說：「大

火已燒起來了，國難已臨頭了。……《獨立評論》是我們幾個朋友在

那個無可如何的局勢裡認為還可以為國家盡一點點力的一件工作。當

時北平城裡和清華園的一些朋友常常在我家裡或在歐美同學會裡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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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常常討論國家和世界的情勢。就有人發起要辦一個刊物來說說一

般人不肯說或不敢說的老實話，」《獨立評論》的經營方式，不但自

掏腰包，而且不支付稿費更是一大特色，這是因為他們社員「自己有

話要說」，而且外來的稿子也因為作著想姐藉此刊物發表意見，所以

都可以不取稿費。加上當時的印刷出版便宜，難怪胡適稱這時期為：

「小冊子的新聞事業的黃金時代」。在創刊號的引言曾說：我們都不

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張，只希望個人都能根據自己的知識，用公平的

態度，來研究中國當前的問題。…..我們現在發行的這份刊物，想把

我們幾個人的意見隨時公佈出來，做一種引子，引起社會上的注意和

討論。我們叫這刊物做《獨立評論》。因為我們都希望保持一點獨立

的精神。不倚旁任何黨派，不迷信任何成見，用負責的言論來發表我

們個人思考的結果。 

胡適等及其《獨立評論》的言論，對於當時的國民黨和政府當局

所發生的影響，是極為顯著的。例如一九三三年元月初，日軍進攻熱

河之際，胡適與丁文江、翁文灝三人於三日會商擬了一個電報給蔣中

正委員長，謂「熱河危急，決非漢卿（張學良，時負責華北軍政。）

所能支持。不戰再失一省，對內對外，中央必難逃責。非公（蔣）即

飛來挽救，政府將無自解於天下。」次日，蔣委員長復電，謂五日北

上。但五日晚上胡氏等即知熱河全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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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氏撰〈全國震驚以後〉，丁氏撰〈給張學良的公開信〉，發表於

《獨立評論》第四十一期，對張學良和中央都所責難。七日後，胡氏

把這兩篇原稿送給張學良，並附致張函。勸其「倘能毅然自責求

去，⋯⋯華北全部交中央負責，如此則尚有自贖之功，尚有可以自解

於國人世人之道。」十日夜，張約胡及丁文江、蔣夢麟、梅貽琦談話，

他說已見到蔣委員長，蔣先生要他辭職，他已辭職了，特邀彼等去告

別。十三日，胡氏和丁文江、翁文灝到保定看蔣委員，蔣亦坦誠表示：

實不料日本攻熱河能如此神速。他估計日本攻熱河須用六師團人，故

國內與台灣均須動員，而我們政府每日有情報，知道日本沒有動員。

萬不料日本人知道湯玉麟（熱河軍政負責人）、張學良的軍隊比我們

知道清楚的多多！(耿雲志，1989：1129) 

熱河失陷後，胡氏在《獨立評論》連續為文警告日本。在〈日本

人應該醒醒了〉一文指出：日本人決不能用暴力征服中國。在〈我們

可以等候五十年〉一文表示：我們要準備犧牲，要準備更大更慘的犧

牲。同時我們要保存一點信心。⋯⋯我們現在至少要有這樣的信心：

「現在全世界的正義的贊助是在我們的方面，全世界的道德的貶議是

在我們敵人的頭上，我們的最後的勝利是絲毫無可疑的！(耿雲志，

1989：1134) 

這「最後的勝利」，不僅成為後來對日抗戰時期的口號，也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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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結果的事實。胡氏這個信心，不是沒有事實根據的。進一步的說

明，可以參閱他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在《獨立評論》第七十八號

發表的〈世界新形勢裡的中國外交方針〉一文指出：「我們不能斷言

太平洋上的戰爭可以完全避免，但我們可以預料今後的國際外交必將

有重大的發展。」其發展的結果，必經過一次大犧牲才可實現一種有

利國際和平的主義，也就是十五六年前的哲人夢想的「用戰爭來消滅

戰爭」的境界。(耿雲志，1989：1175) 

這一天，胡氏也將該期《獨立評論》寄給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汪

精衛，並向汪氏提出一個嚴肅的問題：「世界大戰如果在不久即爆發，

我們應該如何？大戰如能展緩兩三年，我們又應如何？」汪氏的看

法，較為悲觀。認為世界大戰爆發之前，日本必先打中國；最後則與

蘇俄、美、英開戰。後者幸而戰勝，中國「已成一團糟，除了化做蘇

維埃，便是瓜分或共管。」(胡適，1927：220) 

胡氏則持以樂觀的看法，認為「這三十年來，世界的國際關係，

確有趨向理想主義的事實。」至於「日本的暴行，只是一種倒行逆施，

其反響不是令歐美蘇俄『尤而效之』，恰是令歐美蘇俄以及無數弱小

國家更感覺那理想主義的趨勢是不錯的，是應該培養的。兩年來世界

人士，歐美國家，對我們的同情，都是這個理想主義受威脅危害的喊

聲，我們不可認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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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氏認為國際大戰的發生，只有兩個可能：一是日本先發難，一

是中國先發難。但是「日本早已發難了，因為我國不抵抗，故日本雖

發難了四五次，而至今不曾引起國際大波瀾。欲使日本的發難變成國

際大劫，非有中國下絕大犧牲決心不可。」其「絕大犧牲」的限度，

先作三年或四年混戰、苦戰、失地、毀滅的決心。認定在這三、四年

之中我們不能期望他國加入戰爭，我們只能期望在我們打得稀爛而敵

人也打得疲於奔命的時候，才可以有國際的參加與援助。這是破釜沈

舟的故智，除此之外，別無他法可以促進那不易發動的世界二次大

戰。(耿雲志，1989：1387) 

胡氏上述「畫策」，正是對日抗戰發生後，蔣委員長所採取的「持

久消耗戰略」以促國際形勢變化的策略。例如蔣委員長在一九三七年

十一月十九日上海已陷決定遷都重慶以示長期抗戰，特在國防最高會

議中解釋其持久抵抗的計畫說：「這一次戰鬥，決不是半載一年可了。

一經開戰，最後必分勝敗。」又云：「以四川為國民政府之基礎。敵

如入川，至少須三年時間。此為敵人的時間所不許可。」因為「敵人

驕橫暴戾，到處樹敵，在二、三年以內，即難持久下去。」(蔣中正，

1984：654-655) 

一九三九年一月，蔣委員長在國民黨的中全會上的報告中也曾說

到：「我外交方針的憑藉，一是九國公約，二是國聯盟約。兩者亦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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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外交上的武器。」又云：「如何促成兩約之聯合使用？必須持久抗

戰。⋯⋯國際形勢一定依著我們抗戰與否而轉變。促進英、美一致，

俄、美一致，是我們外交上重要的目標。」一九四一年二月，蔣委員

長與美總統特使居里(Laughlin Currie)晤談時仍然表示：「中、英、

美、蘇四國之密切合作，為余一貫之主張。倘四國聯合抗日，擁護九

國公約之政策能貫徹到底，則太平洋之永久和平從而樹不拔之基矣。」

(耿雲志，1989：1391) 

由中國之單獨對日抗戰而至太平洋國際大戰的發生，終及日本的

敗降，其過程均不出胡氏一九三五年六月的「為國畫策」。其時蔣委

員長是否見到此項「畫策」？胡氏當時是將這一「畫策」以長函向國

民政府教育部長王世杰表達。據王復稱，在南京的幾位院長戴季陶（考

試）、居正（司法）、孫科（立院）等人之見解，均與胡氏意見「略同」。

汪因病，惟「前途動向仍視蔣先生決心如何」。(耿雲志，1989：1391)。

但蔣委員長則在這年十一月國民黨五全會的「最後關頭」演說，表示

有不惜犧牲的決心。   

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訓政時期當然也順延，對政治抱有不感興

趣，同時又不願加入政府，只想給當局做諍友的胡適，在民族蒙難，

國將不保的緊要關頭，毅然拋開書本，當了駐外使節。他「受任於敗

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衝破了「弱國無外交」的精神枷鎖，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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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了超常的外交能力，為戰時中國盡了最大的努力。 

在具體建設問題，胡適於《獨立評論》亦著墨不少。先談及孫中

山先生論革命之真諦，他曾說過「革命的目的是在建設，如果革命只

有破壞而沒有建設，就不能算是是革命。」、「我們革命不但用於破壞，

尤當用之於進設」。之類的話。而其手撰「建國大綱」，規定建國程序

為軍政、訓政即憲政三個階段，規定在訓政時期中，革命的最大目標

與責論，就是以黨的力樣。領導人民，危建設之工作()，可見建設才

是革命的至終目的。1926年十月，北伐軍事結束，隨即訓政開始，

國民政府頒布「訓政綱領」，確定訓政時期國家建設基本原則；務求

政治的建設與經濟的建設相輔並進。此後雖在內憂外患交相會相脅迫

情況下，政府仍致力於建設之健行，實際上並且獲致相當的成就。這

也牽涉到中國統一的另一問題。 

建設之意義很籠統，範圍很廣。獨立評論諸子所談論的之建設，

概指物質方面之建設，如造船、採礦、與水利、建工廠等等有異於經

濟發展的事業。顧毓琇所謂之建設，尚包括心理建設意義，即培養永

戶傳統一心理。人人以整個國家利益為前提，化除任何特殊化之利益

心理。自然有利於統一鞏固(顧毓秀，1937：7-6) 

《獨立評論》上有「無為」、「有為」爭論，較「建設求統一」說

起源較早。換言之，評論諸子討論應不應該鼓吹建設問題於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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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中由於時局變化，又生統一問題，於是建設問題和統一問題混

合，同時成為討論對象，簡單的定義，「無為」與「有為」乃對於建

設問題所採取之兩種極端觀點。前者是消極的，後者是積極的。「以

建設求統一」論著，自然歸屬於「有為」。1935年4月13日，行政

院國務會議決議設立「農村復興委員會，由行政院長汪精衛兼任委員

長，各部部長及工商業人士為委員，已增加農民生產減除農民疾苦為

目的」。(沈宗翰，1957：4)，胡適亦被聘為委員之一，但決定辭去1，

對於政府好意聘請，胡適發表一篇題為「從農村救濟談蕩無為的政

治」，提供自己看法做為委員會之參考，已表示謝意。 

胡適所要提供給委員會的是一種消極的救濟原則，並說明理由，

歸納起來不外兩項。其一：中國目前不適於採取積極的救濟原則，因

為中國上缺少辦理積極救濟事業的兩個先決條件──財力和人力。其

二，當前先務之急在於如何解決農民苦難，如何減輕人民負擔；積極

救濟足以更加重農民之苦難，負擔，故舊中國當前情況，捨消極救濟

之道，無以為功。胡適同時指出消極救濟途徑，依序為裁官，停止建

設、裁兵、減除稅捐，均為救濟農村的最先急務(胡適。1933b：2-3)，

又以前三項為特級之務。停止建設一項，胡適稱他為「省事主義」，

就是「無為」的具體表現；胡適提醒到：有為的建設必須有個有為的

                                                 
1 胡適辭去委員原因依其自稱乃由於對農村問題未曾研究過，且不久即要出國，不克參加再南京
召開的會億，顧決定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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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勢，無其時勢，無前又無人而高倡建設，正如叫化子沒飯吃時夢想

建造瓊樓玉宇，豈非絕倫的謬妄；今日之患正在不能估計記良自己的

財力人力，而妄想從窮苦百姓的骨髓炸出油水來建設一個大排場。骨

髓有限而白場無窮，所以越走越進全國破產的死路了。(胡適，1933b：

3) 

基於這個體認，胡適強調「此時需要的是一種提倡無為的政治哲

學」(胡適，1934b：2)，主張停止一切積極、有為的建設事業。縱括

胡適「無為」政治哲學旨趣，包含幾點意識。 

第一，時勢的重要意義。胡適一直強調時勢與無為的密切關係。

他指出「無為」並非人叫人一事不做，意思只是教人要

睜眼睛認清時勢，切不可盲目胡為。所謂時勢，他的解

釋是客觀的物質條件－及經濟能力和人才，在這兩種條

件為完備之前的建設，事盲目的建設。有害而無力，而

「盲目害民不如無為的休息」(胡適。1934c：2) 

第二，無為是有為政治的最有效準備，是大亂之後回復人明生

活力最有效方法(胡適，1934b：2)。亦正如常燕生「中

國今日欲談建設，必須先經過兩個預備時期」的主張：

一是休養時期；一是小規模培植時期(常燕生，1934：2)，

此二預備時期，即無為政治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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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盡量減低政府的干涉主義`，縮小政府權限達於警察權的

境界，只要政府盡力辦好維持治安工作，人民自然會用

其餘力展積極建設事業。(胡適，1934b：2) 

因此胡適批評「以建設求統一」論著，話是積極的，其實等於空

談。胡適自謂所以「由篤信建設以至於懷疑、反對」，只因當時

的建設，沒有一項能夠稱為「改良農藥」、「發展工業」；簡言之，

即皆非真正建設。(胡適，1934c：2) 再著，主張「無為」只是

把無為視作過渡階段，亦即特殊時期的一種可行方策，其目的還

在建設。胡適曾自謂：「等到民困稍蘇國力恢復的時候，等到專

門人才調查研究有結果的時候，方才可以有為。」(胡適，1934c：

4) 胡適無為主張，蓋只著眼與農民困苦一個層面上立論。就裁

兵、裁官、減稅方面的主張、確是救濟農村的要著。不容抹誜。

胡適自己亦明知，在那個時代高談無為的政治，顯的迂缶，但為

了避免盲目的行為，減輕人民苦痛，他不避迂腐之譏笑，(胡適，

1934d：2)立意非不良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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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五○年代台灣朝野互動 

胡適作為五四元老，「民主」與「科學」兩名詞始終提起。後來

他更是站在自由主義的立場上為人為文，被擁戴為自由主義大師。《新

月》時期，他曾以「人權」、「法制」為籌碼與國民黨政府作鬥爭；到

了三○年代，在國民政府的高壓下，倒向並支持蔣介石政府，鼓吹「開

明專制」。四○年代末期，眼看著國民黨政府政體腐敗、獨裁專制，

他雖然有所不滿，但還是不忍心國民黨政府就這樣敗倒在共產黨手

下，因為反對共產黨義的極權政治，是他作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一

貫立場。及國共內戰起，時任南京政府行政院政務委員的雷震，聯合

了一批胡適的學生或朋友，以反共救國、督促國民黨政府政治改革為

目的，想辦一種刊物以振起輿論，開展自由中國運動。經過討論，大

家公推胡適為首，刊物定名為《自由中國》，並請胡適起草宣言。 

一九四九年四月，胡適奉國民黨委派赴美求援，在船上寫下了自

由中國的宗旨。胡適於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台北《自由中國》

半月刊三週年紀念會上曾自述：《自由中國》雜誌是用我的名字作發

行人的。剛才吳鐵城先生說：「今天歡迎發行人。」我說：「我是不發

行的發行人。」我很慚愧，這幾年擔任了一個發行人的虛名，事實上

我並沒有負責任。⋯⋯（雷震，2003：83） 

為甚麼我繼續讓朋友們把我這個不負責任的發行人的名字還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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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呢？這是因為歷史上的關係。當民國三十八年出，大陸危急的時

候，政府要我到外國去，在沒有啟程之前，許多朋友在南京在上海常

常談到國家的問題，想辦一種日報或雜誌以振起輿論。自那個時候，

大家就定了「自由中國」這個名字，當時有幾位朋友要我寫一個簡單

的宣言。因為那時大家的心裡都很亂。時間也匆促，沒有機會好好的

寫。到了三十八年四月六日，上了船以後，在船上才有時間想想這個

問題。諸位還記得，三十八年四月初，我們還有半個中國沒有被赤禍

蹂躪，自由中國還有半個大陸。現在每期在《自由中國》上印出來的

幾條宗旨，就是那時我在船上想的。文字也許不很適用。起初，我寫

的很長，後來把他簡單化。那幾篇宗旨是：（雷震，2003：84） 

第一、我們要向全國國民宣傳自由與民主的真實價值，並且要督

促政府(各級的政府)切實改革政治、經驗，努力建立一個自由民主的

社會。 

第二、我們要支持並督促政府用種種力量抵抗共產黨鐵幕之下剝

奪一切自由的急權政治，不讓它擴張它的勢力範圍。 

第三、我們要盡我們的努力，援助淪陷區域的同胞，幫助他們早

日恢復自由。 

第四、我們最後的目標是要使整個中華民國成為自由的中國。 

第三條所說援助淪陷區域的同胞，是說援助當時淪陷的半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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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胞；在現在來說，應該是打回大陸。 

傳道檀香山，我就把在船上所寫的這四條寄給雷先生、杭先生他

們幾位(按實際上世紀給我的，杭已擔任教育部長去了)；我希望他們

把這個很簡單的稿子來修改擴充。可是他們很客氣，沒有修改，就將

我在船上匆匆想成的文字作為《自由中國》雜誌的宣言，這實在令我

感到十分慚愧。後來這幾條宗旨不但刊載於《自由中國》的第一期，

並且每期都刊載，作為提醒我們國人努力的宗旨。到現在，我仍感到

慚愧，我之所以提到的這個簡單的宣言，是說明我繼續保持這個發行

人的虛名，實在是因為歷史上的關係。（雷震，2003：85） 

這幾年來，《自由中國》雜誌各位同人盡了很大的努力，至少替

自由中國(廣義的說，即我們的國家)建立了一個自由言論的機關。我

們那時是希望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自由民主的社會。而自由民主的

國家，最要緊的就是言論自由。我個人的看法，言論自由，只在憲法

上有那一條提到是不夠用的，言論自由同別的自由一樣，還是要靠我

們自己去爭取的；法律的賦予與憲法的保障是不夠的。人人應該把言

論自由看作最寶貴的東西，隨時隨地的努力爭取，隨時隨地的努力維

持。用個人的言論去維持它。爭取是一種習慣，要大家去爭取。⋯⋯

2 

                                                 
2 這篇演講搞其後以〈《自由中國》雜誌三週年紀念會上致詞〉為提，登載於《自由中國》第七
卷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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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代初，國民黨剛剛潰逃到台灣，世界局勢動盪不安，蔣介

石正仍極力想反攻大陸。在這種政治氣候下，台灣完全處於一種軍事

極權統治之下。因此，《自由中國》的創刊，不啻為沙漠綠洲、空谷

足音，成為台灣民主與自由呼聲的唯一出聲筒。一批道道地地的民主

個人主義者、自由主義者，積極反共，鼓吹民主政治、言論自由，反

對獨裁統治，督促政府改革，一時間引起了強烈的反響，也引起國民

黨當局的注意。 

《自由中國》的實際主持人雷震，早年留學日本京都帝國大學，

抗戰期間及抗戰勝利後，擔任國民參政會副秘書長、政協秘書長，並

參與國民黨敗退大陸前的上海、廈門的防衛，頗得蔣介石重用。國民

黨敗退台灣後，雷震對此進行了反省，主張改造國民黨，實行黨政分

家。他甚至主張國民黨銷軍中黨部，實行軍隊國家化。雷震的出發點

是希望國民黨重新振作強大，「反共復國」，進而促使民主政治的實

現。 

一九五一年六月，《自由中國》發表了一篇〈政府不可誘民入罪〉

的社論，對國民黨土地所有權和經濟金融管理問題提出質詞，對特務

政治亦有所批評。此文一出，立即在輿論界掀起了軒然大波。國民黨

「政府發言人」沈昌煥，於六月十一日邀請台灣銀行董事長徐伯園，

和保安司令部督察處長陳仙洲，向新聞界解釋金融管制措施。陳仙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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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了幾點說明後，特別要求新聞界合作，支持金融經濟措施的推

行，防止「共諜」從中阻撓，破壞「政府」威信，打擊人心士氣。這

實際上是說《自由中國》的社論有礙「政府」的金融管制。 

可是，遠在美國的胡適讀到〈政府不可誘民入罪〉的社論後，感

到十分高興，認為這篇社論有事實，有勇氣，態度嚴肅，是《自由中

國》出版以來數一數二的好文章，搆得上《自由中國》的招牌。正當

他準備寫信祝賀時，又傳來了軍事機關對雜誌施壓的消息。接著讀到

了《自由中國》為道歉而寫的新社論。這使一向以「諍友」自居的胡

適十分不滿，認為這是受到了侮辱。 

八月十一日，胡適寫信給雷震，要求辭去發行人的頭銜。他在信

中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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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正式辭去「發行人」銜名，一來是表示

我一百分贊成〈政府不可誘民人罪〉的社評，二來是表示我對於這種

『軍事機關』干涉言論自由的抗議。」 

胡適最後再次要求《自由中國》社的同仁，允許他辭去發行人的

虛名，做一個比較有實際責任的撰稿人或海外通訊員。理由是他住在

國外，無法為《自由中國》負實際的責任。他說言論自由是要爭取的，

爭取自由應該負責任。由於胡適一再請辭，該刊編委會最終於一九五

三年二月同意了他的要求，改以《自由中國》編輯委員會的名義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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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反對黨理念早於一九四○年代、一九五○年代已為中國的自

由主義知識分子所注意。晚年的陳獨秀於一九四○年先後寫作〈給西

流的信〉、〈我的根本意見〉，表達其對大眾民主與反對黨派的自由之

信念。而胡適在一九四九年赴美途中，為「陳獨秀最後對於民主政治

的見解」寫序時特別強調，陳已體悟近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內容是反對

黨派的自由。由是而言，反對黨派的自由的重要性已為陳獨秀與胡適

為肯定。彼時蔣廷黻也在美國宣佈籌組「中國自由黨」，並計畫以胡

適為黨魁，雷震將組織綱要草案刊載於《自由中國》，並與國民黨內

外人士交換意見。 

雷震在〈反對黨對自由及如何確保〉中，除陳獨秀與胡適的觀點

外，也指出反對黨的存在，使執政黨免於腐化崩潰，反對黨的存在「仍

要靠政府黨的承認與容忍」，政府黨除顧慮少數黨之利益外，更需要

保護少數黨之權益。雷震除思想上承認反對黨對民主政治的重要性，

在推論時仍然是消極性的要求政府應當容忍反對黨的存在。在這種觀

點下，出現政府對於友黨「應給予鼓勵，予以扶持，亦即給予友黨同

等發展的機會」的文字，即為自然之事。對於反對黨，仍是屬於理念

上的說明。《自由中國》也處在相同的發展方向，即使到一九五四年

之社論〈行憲與民主〉已指出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在於野黨派的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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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仍然是屬於「理念靜態的描述」。3 

一九五四年底，雷震發表於香港《祖國》週刊的〈反對黨與民主

政治〉，指出民主政治就是政黨政治，因為現代政治，不論好壞，一

天也無法脫離政黨影響。他引用數位政治學者對政黨的定義，而後說

明政黨在民主政治中的作用： 

「民主政治不僅需要政黨來匯合人民的意見和團結人民的意

見，且要看那一方面的意見能獲得多數人民支持。因為在民主政治的

時代，政黨要攫取政權，非以暴力為依據，而係以政策與主義為基礎

的。因此，各方面必須努力宣傳政見，博取民眾的同情，使民眾了解

各方爭論之重點，然後依靠投票的方法，決定把握何種政見的人來組

織政府。換一句話說，誰的主張最能得到多數人的同意，誰便能夠由

於民眾的支持而取得政權。⋯⋯在民主國家，人民乃是根據自由意志

而定問題之取捨，不像共黨統治之下，人民只是一個應聲蟲罷了。」

4   雷震理念上的反對黨，在一九五七年底〈今日的問題系列〉之〈今

日的立法院〉提出立法院全面改選的訴求時，獲得存在的空間。一九

五八年二月十六日，雷震發表作為今日的問題系列結尾之〈反對黨問

題〉，指出成立強大的反對黨已不再為人所懷疑。過去的兩個在野黨

派，並無法擔負反對黨的任務。反對黨運動，必須以知識分子為領導

                                                 
3 薛必元()〈與民主憲政—1950年台灣思想史的一個考察〉，《自由中國》，p.53。 
4 雷震(1954)，〈反對黨與民主政治〉，《祖國週刊》8卷 10期，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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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反對黨的存在，不能出於任何方面的恩賜，必須經由獨立知識

人士與在野黨派，有決心與勇氣從事奮鬥而成。5就反對黨的存在而

言，雷震已脫離過去的期待理，轉而重視經由菁英主動領導成立政黨。 

這種思想的改變乃相應於其政治選擇與政治處境的變化。雷震另

認為，反對黨所謂「忠誠的反對」政黨，絕非革命政黨。反對黨不標

榜主義。反對時期可採政團同盟的方式，尋求較廣大的合作。它可包

含獨立分子在野政黨的黨員，也可包括執政黨黨員，參加者可保留其

黨籍。反對的迫切任務在於督促政府從事必要改革，但是反對黨必須

爭取參政權的可能性。6雷震的反對黨理念，至此已大致成形。 

朱伴耘所發表的〈四論反對黨〉亦提出新黨有五不：不標榜主義、

不採領袖、不設特務組織，不以革命口號號召黨員，不以殊遇為餌、

新黨組織體系不設黨階。7 

不論是雷震所提者，或是朱伴耘之五不，均與左舜生的主張大致

相同。左舜生指出： 

「我理想中的新政黨，應該是平淡無奇而富有自由平等的氣象

的；應該是人權的一種自由結合，約束不能不有，總以越少越好；黨

員有關心一切重大政治問題而加以研究的必要；黨內對政策及世界一

般情況的研究組合，愈多愈好，須讓他們自由發展，不要以黨的力量

                                                 
5 社論(1958)，〈反對黨問題〉，《自由中國》18 卷 9 期，p.78。 
6 同上註。 
7 詳見朱伴耘(1958)，〈四論反對黨〉，《自由中國》18卷 9期，p.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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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干涉，尤其不要去指導，凡自命能指導別人的人，都是世間第一等

不安分的人；黨員的行為，只受國家法律的限制，別無所謂黨紀。黨

員的進退，一以對政策的異同為準，不得夾雜其他的作用；黨不能課

黨員以無限的義務，黨員亦不能對黨存無限的倚賴；要讓黨內的人

才，有充分自由表現的機會；黨內也可能有派，但分派係由對一個或

若干個重大問題有了不同的看法，絕不是結合一群人來排斥異己，搶

飯碗；凡黨員均以參與政治而不拋棄本業為原則。8」 

反對黨若與選舉無關，則無法與民意產生關連，也無法獲得人民

支持，從而形成政黨輪替執政。即不在籍投票，使得反對黨得以經由

選舉產生，甚至有成為執政黨的可能。而離鄉投票，也非為少數人士

的想法。張佛泉與雷震書信往返討論時，即指出：「『法統』終不過是

象徵而已。今日自由中國所真正需要者為實際的政法治改革，既如

此，不如即從此方面（筆者按：以離鄉投票法選舉立監委）著想。」

9 

朱伴耘於一九五八年的〈五論反對黨〉，以改選為核心觀念，更

提出增加台籍代表比例佔國民大會、立監院總代表額至25%、35%；

海外代表佔15%、5%。大陸籍代表佔60%、60%，與改選中央民意機關

                                                 
8 左舜生()，〈中國未來的政黨〉，，收錄於 陳正茂編()，《左舜生晚期言論集》上，p.83。 
9〈張佛千致雷震函〉，收錄於(1957)《雷集》第 30冊，pp.35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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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的意見。10而離鄉投票方式，將造成選出代表的代表選民數額有

相當大的差距，與一般民主選舉中，注意代選民數額的均衡，有所差

距；此也與李萬居主張中央民代改選應注意代表選民比與台籍代表應

佔半數有所不同。 

中華民國政府自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共在大陸建立政權後而退守

台灣，亦常稱為「自由中國」，以別於大陸中共之「極權中國」。其宣

傳奮鬥目標，與《自由中國》的宗旨，並無區別。但政府當局卻在後

來說它「最近言論公然否認政府，煽動變亂」，而為「雷案」之藉口。 

「雷案」之發生，顯然是為「反對黨」的問題。該刊自第十七卷

三期（一九五七年八月一日）開始，就台灣的一些問題作一系列的討

論，計有十五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反攻大陸」，最後的一個問題

是「反對黨問題」。其他則有軍事、財政、經濟、美援運 

用、政府機構、中央政制、地方政制、司法、新聞自由、救國團、

教育、政治作風等問題。「反對黨問題」發表於該刊第十八卷四期（一

九五九年三月一日）。強調「反對黨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關鍵之所在」。 

五月二十七日，胡適在《自由中國》雜誌社的歡宴會上發表演講，

題為〈從爭取言論談到反對黨〉，對於《自由中國》爭取言論自由的

成就是完全肯定的。但認為在「技術上還要學習」。例如說「反攻大

                                                 
10 朱伴耘(1958)，〈五論反對黨〉，《自由中國》19卷五期，P.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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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這塊招牌，是不可以去碰的；而且也不應該去碰的；但《自由中

國》的社論卻認為「反攻大陸」之不可能，並提出三點理由：（１）

人民厭戰；（２）武器技術的進步；（３）國際第三勢力的囂張。 

胡氏對此三點理由不以為然，認為「對於幾萬人希望所寄託的象

徵──反攻大陸這個問題，我們不必去碰牠。」至於「反對黨」這個

名詞，胡氏也有他不同的看法。他認為《自由中國》發行的小冊子所

談的十幾個問題把「反對黨」作為最後的一篇文章，其中有一段大意

是說有了反對黨，前面所談十幾個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胡氏認為

「最好不要用『反對黨』這個名詞，一講『反對黨』就有人害怕了，

不明道理的人，以為有搗亂、有顛覆政府的意味。」不過他卻主張由

「教育界、青年、知識分子出來組織一個不希望取得政權的『在野

黨』。」 

無論胡氏贊同與否，雷震的組黨工作已在積極進行。其所結合的

成員，不乏本土政治精英或有政治抱負的人士。此對國民黨而言，顯

已構成嚴重的威脅。雷震聲明新黨要在一九六○年十月前成立。但在

九月四日，雷震和《自由中國》其他三名人士傅正（編輯兼新黨秘書）、

劉子英、馬之驌（會計）等被台灣警備總部逮捕了。 

此時胡適正在美國。副總統兼行政院長陳誠當日即有電報致胡，

說「《自由中國》雜誌最近言論公然否認政府，煽動變亂」，故將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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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訊」。胡氏對於政府此舉，頗不以為然。他復電陳誠說：「鄙意政

府此舉不甚明智，其不良影響，可預言：一則國內外輿論必認為雷等

被捕表示政府畏懼並摧殘反對黨運動。二則此次雷等四人被捕，《自

由中國雜誌》當就停刊，政府必將蒙摧殘言論之惡名。三則在西方人

士心目中，批評政府與謀成立反對黨與叛亂罪名絕對無關。雷儆寰

（震）愛國反共，適所深知，一旦加以叛亂罪名，恐將貽笑世界。」 

十月八日，雷震以「為匪宣傳」與「知匪不報」的兩項罪名被軍

事法庭判刑十年。劉子英被判十二年，馬之驌被判五年，傅正被判感

化三年。胡氏回到台灣後，於十一月十八日會見蔣總統，兩人對此頗

有辯論。為了留存歷史，在當年的日記他詳細的記載他和蔣總統談論

「雷案」的經過。其中有一段說道：「這樣重大的案子，只開了八個

半鐘頭的庭，就宣告終結了，這是什麼審判？我在國外，實在見不得

人，實在抬不起頭來。」 

《自由中國》發起人兼首任發行人胡適先生更於1960年十月二

十二日夜晚在南港中央研究院，對台北各報記者發表了談話，為雷震

辯護：（雷震，2003：235） 

一、相信雷震是一個愛國反共的人； 

二、願意出庭為雷振作一「人格、品行上的證人」； 

三、雷震一生為國家服務，十一年來主持《自由中國》，已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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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民國做了不少的面子，而且是光榮的面子； 

四、十一年來，雷震辦《自由中國》已經成為自由中國言論自由

的象徵，現在不料換來的是十年坐監，這是很不公平的！ 

五、曾經主張為雷震在自由中國豎立銅像11，已紀念此一為民主

自由奮鬥的鬥士，但是想不到，現在雷震的銅像還沒有發生，反而在

涉嫌叛亂的罪名下判了重刑，這是不幸的結局。（雷震，2003：235） 

從一九一○年代到一九六○年的五十年間，國民黨先後在孫中山

和蔣介石的領導下由反對軍閥割據而至統一國家；由抵抗日本侵略而

至對抗共產勢力的擴張；終至退處台灣，以自由民主與反對中共極權

為號召。在以上的過程中，胡適始終本其自由民主的信念與獨立的精

神，既難贊同軍閥的割據，更難容忍日本的侵略，對共產主義的極權

制度，亦難認同。在軍閥、日本、中共、國民黨四者之中，胡要選擇

他認為可以充當「諍友」的，除了國民黨之外，似也別無選擇。 

胡為發揮其「諍友」的影響力，先後以《每周評論》、《努力周報》、

《新月月刊》、《獨立評論》及《自由中國》作其表達的工具。在這五

個刊物中，就其對國民黨的正面影響而言，以《每周評論》和《獨立

                                                 
11  胡適多次在私下或公開場合贊揚雷震對台灣民主運動所做貢獻，並說台灣人民應為雷震豎立

銅像。雷震被逮補之後，胡適的難過由這則對話可知。 
    雷震逝世十年後，歷史學家唐德剛曾撰〈「銅像」遲早會出現〉一文（收入《雷震全集》第

二冊，頁 239–250），重提胡適的「銅像」說，並對雷震作為「胡適民主」傳人的入獄下場
有以下評述：「他（雷震）的後勁全靠一張銀樣蠟塗面的紙招牌胡適。胡適腦袋比他大，肩

膀比他軟。這一不相稱的搭檔，就注定了雷震寰做『民主烈士』，可敬可悲的下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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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最為成功。但《努力》、《新月》和《自由中國》三個刊物都曾

受國民黨方面不友好的回應。其有不同情況的原因，一方面由於國民

黨所處的環境不同，同時刊物本身言論的技術與尺度也有關係。最重

要者作為「諍友」的角色，「坐而言」則可，「起而行」則不可矣。此

為《自由中國》發生「雷案」的癥結所在。 

如今台灣政治人物互相製造族群議題，而在自由中國半月刊年

代，台籍政治人物與外省手攜手的奮力追求自由，以現在的眼光看來

似乎是烏扥邦，但是在如此完美的經驗中可以突顯，自由主義的強大

力量的確是可以突破語言或生命經驗的藩籬，在大家都希望的民主目

標下來追求政治的公平，是多麼可喜的事。隨著時代的轉移，台灣的

民主進展，國家主體性的需求發展，自由主義仍然可能在狂熱時刻成

為一股清醒的主要力量。 

但是比較深感遺憾的是，雷震的「當代」意義是否已成為過去，

不過令人慶幸的是，有心追求真正民主的「現代雷震們」已不必成為

階下囚而喪失自由。而在已有的基石上，自由主義的艱鉅歷史責任仍

是不宜鬆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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