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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的再思考
──以臺籍民選反對菁英為觀察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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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是戰後臺灣大規模組織反對黨運動
的濫觴，也是「五龍一鳳」等臺籍民選菁英與雷震等「外省」籍
知識菁英跨族群合作追求民主的典範。然過去探討組黨運動的相
關論著，多傾向以雷震等知識菁英作為觀察視角（側重由知識的



本文初稿曾以〈臺籍民選反對菁英視角下的「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
以省議會「五龍一鳳」為中心〉為題，宣讀於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
研究所主辦之「
『民主、文化與認同』暨李筱峰教授榮退學術研討會」
（2018 年 5 月 4 日）
，謹以本文向長期研究臺灣民主運動的李筱峰教
授致敬。會中承蒙主持人薛化元師、評論人余玲雅博士、在場鄭欽仁
教授等人的指正，日後投稿本刊時又獲兩位匿名審查人斧正，修改期
間亦向陳世宏先生等人請益，受益匪淺，謹致謝忱。另外必須說明，
本文乃透過新視角重新檢視組黨運動的論述型著作，而非側重基礎史
實的研究；因此，論述過程中基礎史實的陳述，部分將採自筆者相關
研究成果的內容，進一步改寫補充而成，本文在前言中已詳細說明。
最後必須指出，本文為筆者申請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戰後臺籍民選
菁英的政治反對與民主實踐：以省議會「五龍一鳳」為中心
（1945-1975）
」
〉
（計畫編號：MOST 107-2410-H-152-001）研究成果的
一部分。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

22 臺灣風物 68 卷 2 期
啟蒙來解釋組黨的動因）
，而較少以「五龍一鳳」等民選菁英作
為觀察視角（側重由選舉的需求來解釋組黨的動因）
，導致吾人
對該組黨運動的認識產生「知識盲區」
，而忽略了某些重點。本
文則透過臺籍民選反對菁英作為觀察視角來反思該組黨運動，並
由此看出一些過去較被忽略的組黨重點。
本文先針對「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研究史，進行深刻的回
顧與反思。再從「政治菁英的族群二重結構」與「二重侍從主義」
等多重排除的政治格局，解釋為何選舉不公會是民選菁英投入結
社組黨的關鍵因素。接著討論從新視角所能看到的重點，主要由
選舉動因、結社脈絡以及國家暴力等三個面向進行討論。
首先，透過民選菁英的選舉視角，筆者認為該組黨運動應始
於 1957 年的地方選舉及其後「中國地方自治研究會」的結社申
請、終於 1961 年並不理想的選舉結果，而非僅只 1960 年 4 月選
舉結束到 9 月雷案爆發之間短短的幾個月而已。
其次，觀察民選菁英結社行動的脈絡，筆者發現參與組黨的
臺籍菁英們，上承日治時期政治結社的傳統，下啟黨外階段朝向
組黨的民主運動，
「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正好扮演承先啟後的
角色，而非僅是一場孤立存在的民主運動。
再者，過去的研究者多視雷震案為組黨失敗的主因，本文則
兼以參與組黨的民選菁英及其他異議人士所遭受的國家暴力作
為觀察視角，從而看到造成組黨失敗更為多元複雜的國家暴力圖
像。在強調轉型正義的今天，也可提供吾人對 1950、1960 年代
的國家暴力型態更為多元的認識。

關鍵字：中國民主黨、反對黨、選舉、五龍一鳳、自由中國、雷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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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960 年 5 月 18 日下午，數十名在野黨及無黨無派人士，在
臺北民社黨總部召開「本屆地方選舉檢討會」
，針對剛落幕的地
方選舉提出檢討。在這場選後檢討會當中，與會者達成四項決
議，前三項與改進選舉有關，第四項則是決定籌組一個反對黨，
日後被命名為「中國民主黨」的組黨運動（按：以下常簡稱「組
黨運動」
）正式展開籌組行動。這是戰後臺灣大規模組織反對黨
運動的濫觴，也是戰後在野「外省」籍知識菁英與「本省」籍民
選菁英（按：以下常簡稱「臺籍菁英」
、
「本土菁英」或「民選菁
英」
）跨族群合作追求民主的典範，在臺灣民主運動史上具有重
大的歷史意義。1
《自由中國》半月刊（按：以下常簡稱「
《自由中國》
」或「
《自
由中國》社」
）的負責人雷震，5 月 18 日的日記裡記載了他所參
與的這次會議大致的內容。2 19 日下午他赴《自由中國》編委戴
杜衡處，與殷海光、夏道平等其他編委討論「本刊今後態度」
，
其間談到組黨問題，雷震當天的日記留下這段記載：
關於組黨問題，戴先生意見認為把臺灣人搞起來了，大陸人
將來要受其欺壓的，大陸來的人，百分之九十不贊成這種作
1

2

相關討論可參：蘇瑞鏘，
《戰後臺灣組黨運動的濫觴：
「中國民主黨」
組黨運動》
（臺北：稻鄉出版社，2005）
，頁 88-90、252。蘇瑞鏘，
《超
越黨籍、省籍與國籍：傅正與戰後臺灣民主運動》
（臺北：前衛出版
社，2008）
，頁 95-124。
雷震日記（1960.05.18）
，傅正主編，
《雷震全集（40）
》
（臺北：桂冠
圖書公司，1990）
，頁 309-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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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我說明這次會議，我非主動者，但是贊成人，我們不參
加，他們也要自動的出來組織，因選舉舞弊太甚。3
從這段日記可以看出，戰後臺灣民主陣營內部很早就存在
「省籍」的糾葛。4 此外，日記中也透露出一個重要訊息：在宣
布組黨的關鍵時刻，向來被視為組黨主角的雷震，態度似乎顯得
有些被動。而且，從日記當中的「我們」與「他們」可以看出該
組黨運動存在兩條「省籍」脈絡；而臺籍菁英之所以會「自動的
出來組織」反對黨，原因乃由於「選舉舞弊太甚」
。5
1990 年代前期，筆者就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
班時，畢業論文的研究主題即是「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6 當

3
4

5

6

雷震日記（1960.05.19）
，傅正主編，
《雷震全集（40）
》
，頁 310-311。
學者林淇瀁指出：當時雷震雖無法避免諸如戴杜衡這類省籍區別意識
施加於他的壓力，
「不過，雷震的可敬也在此。到了實際進入籌組新
黨的階段，雷震有了深刻的反省，……有此自省，雷震終究沒有受到
族群認同的蠱惑，他最後選擇了公民國家認同，堅持組黨。」
（林淇
瀁，
〈一步一步行入黑牢的所在〉
，收入：雷震，
《雷震回憶錄之新黨
運動黑皮書》
〔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3〕
，頁 41-42。）其實，正
因為遭遇「省籍」意識的糾葛，正好反襯出雷震等後來參與組黨的「外
省」知識菁英人格的超越性。戰後臺灣民主陣營內部「省籍」意識的
糾葛與超越，值得深入探討；筆者曾以實際參與組黨的《自由中國》
編輯傅正為例進行過相關研究，初步研究成果可參：蘇瑞鏘，
《超越
黨籍、省籍與國籍：傅正與戰後臺灣民主運動》
，頁 280-285。
蘇瑞鏘，
〈戰後臺灣歷史發展「動因」與「脈絡」的再思考：以「中
國民主黨」組黨運動為中心〉
，蘇瑞鏘，
《戰後臺灣組黨運動的濫觴：
「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
，頁 288-289。按：上引拙文原載於《現代
學術研究》
（13〔2004.12〕
，頁 95-96）
，經修改內容（題目不變）後
另收入拙著《戰後臺灣組黨運動的濫觴：
「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
的附錄中（頁 281-305）
。為求徵引的一致性，以下提到拙文皆是指收
錄在《戰後臺灣組黨運動的濫觴：
「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附錄一
文。
蘇瑞鏘，
〈
「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之研究〉
（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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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已讀過上述 1960 年 5 月 19 日雷震日記的內容，但並未意識到
它的重要性，除因學力所限，也是受到當時主流研究氛圍的影
響。因為長久以來論及該組黨運動的著作，似乎較側重「外省」
知識菁英的啟蒙角色，而較忽視臺籍民選菁英的選舉角色。也就
是說，論組黨「動因」
，較重視民主思想的啟發、而忽視團結勝
選的需求；論組黨「脈絡」
，較重視中國近代以降自由思想的傳
承（橫向移植的脈絡）
、而忽視臺灣日治以降結社經驗的延續（縱
向繼承的脈絡）
。7
例如，曾是《自由中國》編委、而後與雷震一起參加組黨運
動且一同入獄的傅正，1982 年談到「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時，
乃將組黨的背景溯至中國清末的康梁變法，接著說明 1949 年《自
由中國》的創刊與反對黨的鼓吹，其後才提到 1960 年地方民選
菁英在組黨中的角色，且組黨運動只寫到雷震案爆發就胎死腹
中。8 又如，曾是《自由中國》經理、而後也與雷震一起入獄的
馬之驌，1993 年在《雷震與蔣介石》一書中認為：
「臺灣反對黨
的萌芽，是從《自由中國》刊登蔣廷黻博士在美國宣佈組織『中
國自由黨』的『黨綱』
（按：1950 年）開始的。」而該書在探討
「雷震與反對黨」的主題時，則將組黨運動分為「啟蒙」
、
「鼓吹」
與「籌組」等階段，啟蒙與鼓吹階段皆以雷震及《自由中國》的
知識菁英為主體，直到 1960 年「籌組階段」地方民選菁英才登
場，而且認為組黨運動乃因雷震被捕群龍無首而胎死腹中。9 此
外，當時討論到組黨運動的學術論著甚少，且多是在討論《自由

7

8

9

蘇瑞鏘，
〈戰後臺灣歷史發展「動因」與「脈絡」的再思考：以「中
國民主黨」組黨運動為中心〉
，頁 284-286。
傅正主講，
〈
「自由中國」與中國民主黨（1949-1960）
〉
，
《八十年代》
4.1（1982.02）
，頁 23-24。
馬之驌，
《雷震與蔣介石》
（臺北：自立晚報社，1993）
，頁 2、347-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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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脈絡底下進行組黨分析，如魏誠的〈自由中國半月刊內
容演變與政治主張〉是將組黨放在「自由中國╱政治主張╱反對
黨問題」的章節脈絡來討論，10 顏淑芳的〈自由中國半月刊的政
黨思想〉則是將組黨置於「
『自由中國』政黨思想╱『自由中國』
政黨實踐」的章節脈絡來探討。11
當時在這樣的主流研究氛圍下，筆者也深信雷震等知識菁英
才是「中國民主黨」的主要籌組者，民選菁英的角色相對比較邊
緣，整篇碩士論文從資料到論述都是呈現這樣的「主流認知」。
即便讀到雷震日記當中自承在組黨時呈現被動的態度，12 乃至強
調應重視臺籍菁英組黨角色的著作，13 並未特別在意。加上當時
較明顯的組黨史料多為雷震與《自由中國》社等知識菁英所記
錄，民選菁英所留下的相關史料相對有限或較不集中。凡此種種

10

魏誠，
〈自由中國半月刊內容演變與政治主張〉
（臺北：國立政治大學
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1984）
。
11 顏淑芳，
〈自由中國半月刊的政黨思想〉
（臺北：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
研究所碩士論文，1989）
。
12 從 1960 年 5 月 18 日宣布籌組反對黨到同年 9 月 4 日雷案爆發這段期
間，雷震日記當中還有不少類似的記載，例如：
「我並說明此會非我
發起，我是贊成，來者之中除臺北外，只有楊金虎一人認識。」
（5
月 20 日）
、
「下午周棄子來，我和他談及此事，我說我過去提倡反對
黨，今天大家要組織，我又不出來參加，做人的道理，也是不應該的。」
（8 月 10 日）
、
「吳三連表示參加座談會至此為止，以後新黨不參加。
我問他為什麼對我講？也不是我要組黨。」
（8 月 12 日）
、
「他（按：
王師曾）怕新黨為地方性，怕把臺灣人搞起來而不得了。故有人說我
玩火。我說這個黨是五月十八日座談會的結果，我參加時並未說到新
黨，這是老百姓的呼聲。」
（9 月 1 日）
。分別參見：傅正主編，
《雷
震全集（40）
》
，頁 312、367、369、393-394。
13 例如，楊錦麟在 1993 年的著作中即提到：
「
『中國民主黨籌組事件』
，
後人皆以雷震及《自由中國》雜誌為發揮主要作用者，卻往往忽略了
臺灣省籍政治人士參與的意義及其功能。」參見：楊錦麟，
《李萬居
評傳》
（臺北：人間出版社，1993）
，頁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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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導致當時在解讀組黨運動時，會比較忽視民選菁英因選舉
不公而倡議組黨以及本土結社脈絡的傳承。這種受主流論述與史
料影響而形成「知識盲區」，讓筆者忽略了某些組黨運動的重點。
直到多年後，筆者對組黨動因與脈絡的認知才逐漸轉變。一
方面是有關組黨運動新觀點的啟發，一方面則是接觸更多本土民
選菁英的史料。就新觀點而言，學者薛化元在 1995、1996 年間
的論文最具代表性，他說：「雷震及《自由中國》並未主動促成
此一以地方選舉為核心的新黨運動」；14 「因為地方選舉不公進
而主張成立反對黨，在臺灣歷史的脈絡中則以實際參加選舉臺灣
本土政治人物為主導。」15 就史料而言，主要是日後有機會讀到
更多本土民選菁英參與組黨的史料。16 因此，對於該組黨運動的
動因與脈絡，才逐漸形成不同以往的思考。2004 年，筆者發表〈戰
後臺灣歷史發展「動因」與「脈絡」的再思考──以「中國民主
黨」組黨運動為中心〉一文即指出：論「中國民主黨」的籌組，
「就『動因』而言，選舉的考量似乎更甚於《自由中國》民主思
想的啟發；就『脈絡』而言，對實際組黨的影響，臺籍菁英似乎
更甚於大陸籍菁英。」17 隔年碩士論文修改後出版《戰後臺灣組
黨運動的濫觴──「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一書時，則將拙文
14

薛化元，
〈
《自由中國》
「反對黨」主張的歷史考察〉
，
《臺灣風物》45.4
（1995.12）
，頁 27。
15 薛化元，
〈臺灣自由主義思想發展的歷史考察（1949-60）
：以反對黨
問題為中心〉
，
《思與言》34.3（1996.09）
，頁 257。
16 其後筆者曾根據這些史料發表〈臺灣（臨時）省議會「五龍一鳳」對
結社權的態度：以「中國地方自治研究會」為中心〉
，臺灣省諮議會
編，
《
「深化臺灣民主、促進地方建設」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
（臺
中：臺灣省諮議會，2004）
，頁 51-58。
17 蘇瑞鏘，
〈戰後臺灣歷史發展「動因」與「脈絡」的再思考：以「中
國民主黨」組黨運動為中心〉
，頁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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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錄到拙著的附錄當中。
然而，這篇討論組黨「動因」與「脈絡」的論文破而不立，
因為主要是分析臺籍民選菁英在組黨過程中角色被低估的現
象，但並未進一步處理：若以臺籍民選菁英作為觀察視角，吾人
將看到哪些過去沒注意到的組黨重點？筆者滿心期待，有人能從
新的視角重新書寫該組黨運動。後來發現拙文啟發了香港中文大
學的研究生余祺爗，他在 2008 年完成〈1950 年代臺灣臺籍菁英
與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一文，直言「這個硏究計劃，便是受到
蘇氏的啓發」
，且稱該文「打算從臺灣籍菁英入手，硏究他們在
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透過他們的活動，他們與大陸籍自由主義
知識分子、國民黨政府之間的互動，從另一個角度去考察這個歷
史運動，從而加深我們對事件的認識，令我們更瞭解臺灣本土民
主運動發展的脈絡。」18 然而，該文雖做出相當程度的貢獻，但
文中討論臺籍菁英「在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的篇幅卻相當有
限；且未顯著呈現：若「從另一個角度去考察這個歷史運動」
，
吾人會看到哪些過去的研究者沒注意到的重點？
因此，本文將從上述研究意識變遷的反思出發，再以過去被
低估的臺籍民選反對菁英作為觀察視角，重新思考該組黨運動的
發展，尤其是聚焦在組黨動因、本土脈絡以及國家暴力等幾個面
向，希望能呈現舊視角難以注意到的重點，這是本文主要的學術
意義與可能的貢獻。
必須指出，討論該組黨運動並不意味只能從臺籍菁英的視角
出發，選擇新視角只是為了看清楚過去被忽略的重點。如同吾人
18

余祺爗，
〈1950 年代臺灣臺籍菁英與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課程哲學碩士論文，2008）
，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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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攝影器材，當聚焦在不同區塊時，將有助於清楚觀察到不同
焦點下的圖像，然不可諱言，其他區塊則會相對顯得模糊，這是選
擇新視角可能產生的侷限。無論如何，視角的轉換觀察，本身即具
備高度的學術意義。而且，本文雖以臺籍菁英作為主要的觀察視
角，並不意味他們對組黨運動的整體貢獻度或重要性一定明顯比
「外省」菁英來的高。19 當年共同籌組反對黨的民主人士們，不
論臺籍或「外省」菁英，他們都對臺灣的民主化做出令人動容的
貢獻，20 只是在不同階段與不同面相上的貢獻有所差異而已。21
還必須說明，由於實際參與籌組「中國民主黨」的臺籍菁英

19

例如，謝漢儒（曾參與「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在 2001 年的見解
仍是較看重《自由中國》的角色，他說：
「當時臺灣民主運動有三股
主流。一個是雷震的《自由中國》
。第二是民、青兩黨。第三個是本
土的民主人士。由這三個主流匯集成臺灣的民主運動，當然是以《自
由中國》為中心。」參見：臺灣省諮議會編，
《臺灣省參議會、臨時
省議會暨省議會時期口述歷史訪談計劃：謝漢儒先生訪談錄》
（臺中：
臺灣省諮議會，2001）
，頁 91。
20 筆者在撰寫〈戰後臺灣歷史發展「動因」與「脈絡」的再思考：以「中
國民主黨」組黨運動為中心〉一文時曾指出：
「本文對《自由中國》
等大陸籍自由主義者在『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當中的歷史評價，似
乎較過去的『主流詮釋』為低，然這絕不意味彼等對『中國民主黨』
組黨運動、乃至戰後臺灣的民主發展甚少貢獻。相反地，1950 年代
的《自由中國》
，
『放在戰後臺灣史的脈絡來考察，對於整個臺灣民主
運動的開展，有其不容忽視的關鍵地位。』筆者只是認為不宜過度放
大、乃至『單一化』其對『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甚至日後臺灣民
主運動）的影響，而相對忽視臺籍民主人士的角色。正如筆者曾指出：
『胡適、雷震、殷海光等自由主義者對戰後臺灣民主政治的發展有著
極其感人的貢獻，後人當感恩戴德，不應或忘』
。」參見：蘇瑞鏘，
〈戰
後臺灣歷史發展「動因」與「脈絡」的再思考：以「中國民主黨」組
黨運動為中心〉
，頁 302-303。
21 例如，在反對黨的鼓吹階段以及思想啟蒙面向，
《自由中國》
「外省」
知識菁英的貢獻少有人能及。相對而言，在反對黨的籌組階段與政治
動員面向，臺籍民選反對菁英的貢獻則相對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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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頗多，本文將側重省議會當中的「五龍一鳳」。「五龍一鳳」
指的是 1957 年地方選舉中當選的臺灣臨時省議會的議員，計有
五男一女，包括李萬居、郭國基、郭雨新、吳三連、李源棧以及
許世賢（女）。當時這幾位議員在省議會中常批評統治當局諸多
不當作為，也常提出自由民主等改革訴求，往往被視為當時臺籍
民選反對菁英的代表。在 1950、1960 年代，由於中央民意代表
無法定期改選，省議會是當時舉行定期改選的民意機構當中層級
最高者，「五龍一鳳」作為省議會裡主要的在野民主勢力，自然
有其相當的代表性。22 這是本文側重「五龍一鳳」的理由，但必
要時仍將旁及其他組黨菁英進行討論。
由於本文旨在透過新視角來重新檢視組黨運動，乃偏重論述
性質的著作，而非側重基礎史實的研究，兩者的研究取向與方法
顯然有別。亦即是說，本文將側重組黨運動的歷史脈絡及其重點
的釐清與論述。因此，本文論述過程中所需的基礎史實，部分將
採自筆者相關的研究成果，進一步改寫補充而成，23 除非必要，
以下不再逐一贅註這些研究成果的出處。

22

主要可參見：李筱峰，
《臺灣民主運動四十年》
（臺北：自立晚報社，
1987）
，頁 70-71。薛化元，
〈臺灣（臨時)省議會對地方自治改革的主
張：以五龍一鳳為中心的討論〉
，臺灣省諮議會編，
《
「深化臺灣民主、
促進地方建設」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
，頁 35-36；蘇瑞鏘，
〈臺灣
（臨時）省議會「五龍一鳳」對結社權的態度：以「中國地方自治研
究會」為中心〉
，頁 51；臺灣省諮議會編，
《臺灣省參議會、臨時省
議會暨省議會時期史料彙編計畫》
（臺中：臺灣省諮議會，2001）
。
23 主要是《戰後臺灣組黨運動的濫觴：
「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一書，
以及〈戰後臺灣歷史發展「動因」與「脈絡」的再思考：以「中國民
主黨」組黨運動為中心〉
、
〈臺灣（臨時）省議會「五龍一鳳」對結社
權的態度：以「中國地方自治研究會」為中心〉等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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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重排除下的政治選擇
以臺籍民選反對菁英作為觀察視角來看「中國民主黨」組黨
運動，選舉應該才是促成該運動的主要動因。由選舉切入組黨運
動，吾人將看到很不一樣的歷史圖像。本節將解釋選舉不公為何
是臺籍民選菁英投入結社組黨的關鍵因素，筆者將從「政治菁英
的族群二重結構」與「二重侍從主義」等多重排除的政治格局來
加以解釋。下一節將進一步說明，臺籍民選菁英經由 1957、1960、
1961 年的地方選舉發展成組黨運動的過程。24

（一）多重排除的格局
首先必須指出，這些臺籍菁英已排除革命的可能而選擇體制
內的改革路線，加上是在野身分而難被當局拔擢為政務官，可能
的選擇大概只剩透過選舉謀取公職一途。然而，選舉路線卻又受
到「政治菁英的族群二重結構」與「二重侍從主義」的雙重排
除，可能的參政空間更被限縮、勝選機率更為下降。
所謂「政治菁英的族群二重結構」
，指的是戰後臺灣的政治
體制，國政層次的統治菁英（national ruling elite）幾乎由「外省

24

法國著名政黨學專家迪韋爾熱（Maurice Duverger，或譯為杜佛傑）
曾指出，
「選舉及議會源起」是政黨的主要源起模式之一。
（參見：迪
韋爾熱著，雷競璇譯，
《政黨概論》
〔香港：青文文化公司，1991〕
，
頁 viii-xiv。）該模式主要以西方政治發展為討論對象所建構而成，
其具體發展程序未必完全適合用來說明戰後臺灣政黨的發展。但該模
式當中議會菁英、選舉活動與組黨運動之間的密切關聯，多少可以用
來解釋「中國民主黨」的籌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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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壟斷，地方公職的政治菁英（local elite）則幾乎是「本省人」
，
雙方很少流動。尤其在 1970 年代之前，後者很少能夠上昇為前者。25
至於「二重侍從主義」
，指的是統治菁英透過黨國體制的規
制力與獲票力，以及提供或剝奪資源作為控制地方菁英的手段。
地方菁英則以這些資源，藉由種種傳統社會的關係，架構起「恩
顧╱庇護關係（按：或稱「恩庇╱侍從關係」）」（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的關係網絡。且經由選舉動員將侍從關係的支持轉
換為民眾對國民黨政權的支持，形成「統治菁英──地方菁英─
─地方住民」三者間的「二重侍從主義」機制。26
在 1950、1960 年代，五龍一鳳等臺籍菁英選擇體制內的改
革，但因在野身分很難被拔擢為政務官，只剩選舉從政一途。然
又因為受到「政治菁英的族群二重結構」的影響，基本上已排除
臺籍菁英參與中央政治的可能性，只剩地方政治舞臺可供揮灑。
加上當局對「二重侍從主義」的操作，地方政治舞臺逐漸被另一
批與國民黨當局存在「恩庇╱侍從關係」的臺籍菁英所掌控，與
國民黨不存在「恩庇╱侍從關係」的在野臺籍菁英遂被排除在政
治資源分配之外。因此，凡是站在國民黨當局的對立面、同時較
具有民主意識的臺籍民選反對菁英（如五龍一鳳等）
，他們所能
立足的政治舞臺愈來愈小。

25

26

若林正丈著，洪金珠、許佩賢譯，
《臺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
（臺北：
月旦出版社，1994）
，頁 37、108。按：該書此一論說主要徵引自 Nai-the
Wu, “The Politics of Regime Patronage System: Mobilization and
Control Within an Authoritarian Regime”(Ph.D.Thesis, Dpt.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87), pp.2-3.
若林正丈著，洪金珠、許佩賢譯，
《臺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
，頁
40-43、108、125-146。按：該書此一論說曾參考吳乃德、朱雲漢以
及陳明通等人的著作，可詳參該書內容，茲不贅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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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選舉不公與組黨的必要
面對此一多重排除的政治格局，臺籍民選反對菁英一開始幾
乎就輸在起跑點上。而當愈來愈小的政治舞臺又有可能因選舉不
公而受到限縮之際，臺籍民選反對菁英欲透過政治結社（成立政
治社團乃至籌組反對黨）來團結在野民主勢力，解決選舉不公的
問題，以保有僅存的民主實踐場域（地方選舉）
，正是這些臺籍
民選反對菁英面對上述政治結構困境所採取的因應方式。
歷經戰後幾次選舉，不少民選菁英對選舉不公感到不滿。最
晚從 1957 年地方選舉開始，他們在選後即緊密合作，進而申請
成立「中國地方自治研究會」
（按：常簡稱「自治研究會」
）
，然
未獲國民黨當局同意。1960 年地方選舉，他們仍對選舉不公感到
不滿，選後更是加強合作，進而展開「中國民主黨」的籌組，然
卻遭到雷震案及其他各類國家暴力的壓制，而於 1961 年地方選
舉之後沉寂下來。1957-1961 年間，兩度出現「參與選舉」→「批
判選舉不公」→「欲藉政治結社來解決選舉不公」→「結社失敗」
的循環悲劇。

三、選舉動因下的組黨運動
筆者曾指出：就組黨「動因」而言，
「選舉的考量似乎更甚
於《自由中國》民主思想的啟發」
，前已述及。本節將更進一步
闡述，在選舉動因下如何發展出組黨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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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批判 1957 年選舉到籌設「中國地方自治研究會」
臺灣選舉史可溯自 1935 年，不少臺籍菁英在日治時期即有
參選經驗，有些人戰後繼續參選，甚至日後還參與組黨運動，余
登發、楊金虎等人即是顯例。27 戰後參與組黨的臺籍民選菁英對
日治時期的選舉活動並不陌生，他們對選舉的公平性應有所期
待。因此，戰後臺灣逐漸展開各級地方選舉，過程中卻常出現許
多選舉不公的事件，自然引起他們的不滿。28
1957 年 4 月 21 日舉行第三屆縣市長及臨時省議員選舉，4
月 11 日若干在野參選人召開選前座談會，主席李萬居在致詞中表
示：
「鑒及過去地方選舉流弊滋多，使人太傷心，也太不公平。
因而希望各位候選人儘量檢討。」之後多位在場人士輪番發表意
見，率多對過去選舉不公的情形表達不滿，最後通過六點要求政
府改善選舉的決議。29 六點要求的前四條主要在討論選舉監察的
議題，30 這是戰後不滿選風的在野民選菁英主要的改革要求之一。31

27

余登發，
《余登發獄中自述：我的政治生涯》
（出版年不詳）
，頁 1。
楊金虎，
《七十回憶》上（臺北：龍文出版公司，1990）
，頁 75-80。
28 早在 1950 年代初期，在野菁英已在議會中針對選舉提過不少批評。
例如，1952 年李萬居在質詢省主席吳國楨時指出：
「一部份人，對於
選舉，任意加以干涉，但卻美其名曰：實行政黨政治。」參見：
〈臺
灣省臨時省議會第一屆第一次大會李萬居質詢省主席吳國楨〉
，臺灣
省臨時省議會秘書處編，
《臺灣省臨時省議會第一屆第一次大會專輯》
（1952）
，頁 596。
29 以上會議內容參考自：
〈民、青兩黨暨無黨派人士第三屆臺灣省議員、
縣市長候選人座談會記錄〉
，謝漢儒，
《早期臺灣民主運動與雷震紀
事：為歷史留見證》
（臺北：桂冠圖書公司，2002）
，頁 104-114。
30 不過，這些在野人士提出的要求並未獲得國民黨當局的善意回應。以
在野候選人要求共同推派監票員為例，當局的態度竟是「於法無據，
無法許可。」參見：黃英哲、許時嘉編譯，
《楊基振日記（附書簡‧
詩文）
》下（臺北：國史館，2007）
，頁 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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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後在野人士於 5 月 18 日召開「在野黨及無黨派第三屆縣
市長暨省議員競選人選舉檢討座談會」
，更聚焦在選舉不公的批
評。學者吳乃德認為這是歷史性的聚會，除象徵跨省籍合作共創
民主，也「宣告民主運動從言論進入行動階段」
。32 另外，在這
次的選後座談會中，也通過將籌組「臺灣地方自治選舉法規研究
會」
。
（按：日後改稱「中國地方自治研究會」
）
。33 雷震也參加了
這場由臺籍民選菁英主導的會議，他的日記也記載過幾位臺籍菁
英對該研究會的想法，如郭雨新表示：
「自治研究會將來就是反
對黨。」34 王地也說：
「中國地方自治研究會不是反對黨，將來
可能發展為反對黨。」35 由此可以看出，本土議壇菁英想要將該
會作為結合各地在野勢力的據點，36 顯示在野勢力想透過常設化
的政治結社，進而朝籌組反對黨發展的企圖。37 1960 年「中國民
主黨」組黨運動，實可追溯到 1957 年選後臺籍民選菁英主導的
結社行動。

31

32

33

34

35
36

37

選舉監察議題的研究可參：任育德，
《向下紮根：中國國民黨與臺灣
地方政治的發展（1949-1960）》（臺北：稻鄉出版社，2008），頁
379-404。
吳乃德，
《百年追求：臺灣民主運動的故事（卷二：自由的挫敗）
》
（臺
北：衛城出版社，2013）
，頁 168。
〈在野黨及無黨無派第三屆縣市長暨省議員競選人共同聲明〉
，
《民主
潮》7.12（1957.06.16）
，頁 19。謝漢儒，
《早期臺灣民主運動與雷震
紀事：為歷史留見證》
，頁 115-127。
雷震日記（1958.08.16）
，傅正編，
《雷震全集（39）
》
（臺北：桂冠出
版公司，1990）
，頁 352。
雷震日記（1959.02.24）
，傅正編，
《雷震全集（40）
》
，頁 34。
鄭牧心（鄭梓）
，
《臺灣議會政治 40 年》
（臺北：自立晚報社，1991）
，
頁 181。
約在地方民選菁英申請成立自治研究會的前後，參選第三屆臺中縣長
失利的楊基振，也傳出已在起草反對黨的章程，此亦為一例。參見：
雷震日記（1958.05.30）
，傅正編，
《雷震全集（39）
》
，頁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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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 年，在野人士兩度申請「中國地方自治研究會」卻都未
獲准成立，38 然推動組織反對黨的行動並未退卻。在 1959 年的
一次聚會中，李萬居談到自治研究會不被批准一事，與會者認為
「反對黨是幹的問題，不是政府批准的問題。」39 幾天後，在另
一場也是討論自治研究會的聚會中，王地主張派人繼續跟政府溝
通，說到該會將來可能發展成反對黨，楊金虎甚至主張應該成立
反對黨。40 另外，在這一階段，郭國基、李萬居、楊金虎等多位
民選菁英，也常透過議會質詢或提案鼓吹政黨政治，41 組黨氣氛
越來越濃厚。
由上述歷史的發展可以看出，在野菁英在 1957 年地方選舉
前聚會，對過去選舉的公平性提出質疑；選後更召開大型的座談
會，大力抨擊選舉不公，乃至提議申請具有反對黨意圖的「中國
地方自治研究會」
。也就是說，沿著上述的歷史脈絡發展，將結社（乃
至組黨）作為解決選舉不公的思考已逐漸成形。到了 1960 年的
地方選舉之後，上述發展模式幾乎再重複一次，終於促成「中國
民主黨」的籌組。

（二）從批判 1960 年選舉到籌組「中國民主黨」
1960 年 4 月 24 日第二屆省議員以及第四屆縣市長的選舉登

38
39
40

41

該研究會的申請與挫折，將在下一節詳述。
雷震日記（1959.02.05）
，傅正編，
《雷震全集（40）
》
，頁 21-22。
雷震日記（1959.02.24）
，傅正編，
《雷震全集（40）
》
，頁 34。另見：
謝漢儒，
《早期臺灣民主運動與雷震紀事：為歷史留見證》
，頁 128。
郭國基的質詢內容參見：
《臺灣省臨時省議會公報》10.14-15（1957.
10）
，頁 10-12。李萬居的質詢內容參見：
《臺灣省臨時省議會公報》
13.13（1959.02）
，頁 271；
《臺灣省議會公報》2.23（1960.04）
，頁 961。
楊金虎在國民大會提案呼籲政府協助組織反對黨的內容參見：楊金
虎，
《七十回憶》上，頁 197-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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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前夕，2 月底三十餘名在野人士舉行了一場選舉問題座談會。
座談會由李萬居主持，參加座談人士多是過去「中國地方自治研
究會」的發起人，且不少是準備參選縣市長或省議員的地方菁
英。他們認爲過去的選舉之所以弊端百出，乃因執政當局包辦操
縱所致。他們將討論結果整理為十五點，並向當局提出革新選舉
的要求。42 雷震、夏濤聲（青年黨的領袖，
《民主潮》的負責人）
以及蔣勻田（民社黨主席）等人也都出席該次會議。此後，
《自
由中國》也陸續刊登多篇要求公平選舉的文章。43 然選後這些在
野人士相當憤怒，因為他們認為政府主辦選舉有許多不公之處。
例如，第三度參選彰化縣長失利的石錫勳，公開撰文批判當局選
舉不公，並具體列出他所看到的現象。44 經過 4 月底到 5 月初的
幾次聚會，而有 5 月 18 日選後檢討會的召開。
5 月 18 日在臺北民社黨總部召開選後的「在野黨及無黨無派
人士本屆地方選舉檢討會」
，與會人數共計有 72 位，推出雷震、
吳三連、李萬居、楊金虎、許世賢、高玉樹、王地等 7 人為主席
團主席。大家接連抨擊選舉不公的現象，其中楊金虎發言指出：
「想將來臺灣的選舉能夠辦好，我們把希望寄託在執政黨，那是

42

43

44

〈在野黨及無黨無派人士對於本屆地方選舉向國民黨及政府提出的
十五點要求〉
，
《自由中國》22.7（1960.4.1）
，頁 234。
《自由中國》22.6-8（1960.3.16-1960.4.16）之間，曾刊出不少討論選
舉的文章。選前 22 卷 8 期，選舉相關文章更是占了一半以上的篇數。
其中，民選菁英李福春、李賜卿、楊基振、楊金虎、王地、何春木等
人的相關文章被大量刊載。
1960 年 6 月 1 日，他發表〈競選縣長三次落選感言〉
，具體列舉「國
民黨候選人非法競選活動」的類型及事例。參見：石錫勳，
〈競選縣
長三次落選感言〉
，
《自由中國》22.11（1960.6.1）
，頁 349-350。相關
討論可參：蘇瑞鏘，
〈石錫勳與戰後臺灣民主運動〉
，
《臺灣史料研究》
50（2017.12）
，頁 7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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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沒有希望的。除非各位先生，大家能聯合團結起來，組織一
個強有力的在野黨，來對抗國民黨。」從楊金虎的發言可以看出，
他是將「選舉能夠辦好」與「組織一個強有力的在野黨」給連結
在一起，可見選舉與組黨兩者間的緊密關係。接續楊金虎的發
言，諸寶恆、李順德、許竹模、郭國基、何春木、李甡源、李連
麗卿、王地、蘇東啟、黃振三、傅添榮、洪添祿、陸雲皆、李福
春等人皆贊成組織反對黨。最後做成四點決議，除要求改進選
舉，另外則是關於組織「地方選舉改進座談會」
（按：常簡稱「選
改會」
）以及「另組新的強大反對黨」
。45 由此可以看出，這些在
野人士憤於選舉不公，為圖「地方選舉改進」
，而以組織「新的
強大反對黨」作為解決之道的思維清晰可見，再再可見選舉與組
黨間的強烈因果關係。
6 月 15 日「選改會」發表一篇聲明，其中包括兩點重要決議：
為了澈底改革地方選舉已經成立「選改會」
，以及「立即籌組一
個新的政黨」
。46 此後，以「選改會」作為主體，以改進選舉作為驅
動力，在野民主人士開始展開日後被命名為「中國民主黨」的組黨行
動。

（三）1961 年選舉在組黨運動中的意義
一般討論「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多將 1960 年 9 月 4 日
雷震案的爆發視為該運動的終止時間。然而，上述說法恐怕忽
略，直到 1961 年仍有一批民選菁英打著「中國民主黨」的名號

45

46

〈在野黨及無黨無派人士舉行本屆地方選舉檢討會紀錄摘要〉
，
《自由
中國》22.11（1960.6.1）
，頁 352-356。
〈選舉改進座談會的聲明〉
，
《自由中國》22.12（1960.6.16）
，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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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地方選舉。也就是說，即使雷震案確實重創組黨運動，但組
黨運動仍持續進行中。一直要到隔年地方選舉之後，這個運動才
真正走入歷史。
雷案發生後，李萬居等在野菁英們一方面處理雷案相關問
題，一方面繼續「中國民主黨」的籌組。9 月 11 日「選改會」舉
行召集人會議，會中決議撤銷「選改會」
、成立「中國民主黨籌
備委員會」
，由李萬居和高玉樹負責，並宣稱組黨工作不會因雷
案而退卻。47 10 月 17 日，籌備委員會又公開表示：
「新黨運動絕
不會因此停止」
、
「我們決定不久宣佈成立」
。48 由此可以看出，
雷案的爆發並不等同於組黨運動的結束，對組黨人士來說，隔年
年初第五屆縣市議員選舉的結果，或許才是評估新政黨能否繼續
籌組下去的關鍵。
為了準備即將到來的地方選舉，12 月底籌備委員會成立助選
團，成員包括李萬居、郭雨新、郭國基、許世賢，以及高玉樹、
李秋遠、李連麗卿、黃玉嬌、王地、楊金虎、許竹模等民選菁英
領袖，為各地在野人士助選。49 隔年 1 月 15 日舉行地方選舉，
在 929 位當選人之中，無黨籍人士當選 347 人，50 成績看似不
俗；但據高玉樹指稱「祇有 20 名左右的新黨人士當選了縣市議
員」
，51 換句話說，
「新黨人士」的當選率大約只有 2%左右，成

47

〈中國民主黨籌備委員會聲明〉
，
《民主潮》10.18（1960.9.16）
，頁 5。
〈中國民主黨籌備委員會聲明〉
，
《民主潮》10.21（1960.11.1）
，頁 20。
49 毛定元，
〈反對黨選戰敗北記〉
，
《政治評論》6.1（1961.3.10）
，頁 15；
〈高玉樹暢談議員選舉〉
，
《時與潮》57（1961.1.23）
，頁 3。
50 董翔飛編，
《中華民國選舉概況》下（臺北：中央選舉委員會，1984）
，
頁 251、266。
51 選後高玉樹樂觀地表示：
「全省祇有 20 名左右的新黨人士當選了縣市
議員，但在二百餘黨外人士當選者中，絕大多數的人與新黨政治立場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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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並不如理想。
不少人認為，1960 年「中國民主黨」組黨失敗是由於當局的
鎮壓（雷震案）所致，但要是在 1961 年這場選舉裡「新黨人士」
可以獲得較為理想的成果，組黨菁英即便遭遇雷案的壓力，或許
仍有可能持續籌組下去，因為這意味著鎮壓無效，當局選擇讓步
的可能性將會提高。然而，該次的選舉成績並不如理想，加上各
種國家暴力帶來的壓力（詳下）
，組黨運動已經走不下去。52
亦即是說，造成「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胎死腹中的原因，
除了 1960 年雷震案的因素，1961 年的選舉結果並不理想也是不
可忽視的原因。這是從選舉視角重新思考組黨運動失敗的原因所
觀察到的結果，也是過去傳統視角比較不易看見的面相。
本節透過選舉視角觀察「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筆者認為
這比較像是一場始於選舉、終於選舉的組黨運動。亦即是說，這
波組黨運動應始於 1957 年地方選舉之後「中國地方自治研究會」
的結社申請，終於 1961 年並不理想的地方選舉結果，而非只是
1960 年 4 月選舉結束到 9 月雷震案爆發之間實際展開組黨的短短
幾個月而已。

四、本土脈絡下的結社行動
筆者曾指出：就組黨「脈絡」而言，
「對實際組黨的影響，

52

相同，如果他們不受威脅，可以自由選擇，在新黨成立後，多數是會
參加新黨的。」
（參見：
〈高玉樹暢談議員選舉〉
，頁 4。）然而，畢
竟不能過度樂觀地將絕大多數的「黨外人士」等同於「新黨人士」
。
至於為何 1961 年「新黨人士」的選舉結果並不理想，原因須另文探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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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籍菁英似乎更甚於大陸籍菁英」
，前已述及。本節將更進一步
討論本土集會結社脈絡的傳承，重新認識這場組黨運動。

（一）從日治時期到戰後初期的結社活動
參與「中國民主黨」組黨的本土菁英，不少人在日治時期就
有參與政治性集會結社或加入政治團體進行抗爭的經驗。例如，
吳三連留日期間，曾參加林獻堂等人組織的「啟發會」與「新民
會」
，也曾參與「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53 郭國基留日期間，
曾加入新民會，並擔任《臺灣青年》雜誌的編輯，也曾加入「臺
灣議會期成同盟會」
。1942 年日本大舉搜捕有反日傾向的人士，
郭國基被捲入「東港事件」而遭判刑 6 個月。54 楊金虎在日治時
期曾加入臺灣民眾黨，並擔任該黨高雄支部的常務委員。55 石錫
勳為臺灣文化協會創會理事之一，1923 年擔任「臺灣議會期成同
盟會」理事兼高雄負責人，
「治警事件」發生時亦遭逮捕。56 由
此可見，這些本土菁英在日治時期政治結社的經驗，不可不謂豐
富。
到了戰後之初，隨著日本殖民統治的結束，政治結社活動蓬

53

謝國興，
〈吳三連〉
，許雪姬總策劃，
《臺灣歷史辭典》
（臺北：文建會，
2004）
，頁 343-344。謝德錫，
〈從政也從商的新聞文化人：吳三連
（1899-1988）
〉
，張炎憲、李筱峰、莊永明編，
《臺灣近代名人誌》5（臺
北：自立晚報社，1990）
，頁 137-155。
54 任育德，
〈郭國基〉
，許雪姬總策劃，
《臺灣歷史辭典》
，頁 819。謝德
錫，
〈議壇大砲：郭國基〉
，張炎憲、李筱峰、莊永明編，
《臺灣近代
名人誌》4（臺北：自立晚報社，1991）
，頁 171-189。
55 莊天賜，
〈楊金虎〉
，許雪姬總策劃，
《臺灣歷史辭典》頁 968-969。楊
金虎，
《七十回憶》上冊，頁 73-75。
56 蘇瑞鏘，
〈石錫勳與戰後臺灣民主運動〉
，頁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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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而生。57 然而，當國民黨政府接收臺灣以後，卻對人民的結社
活動採取壓抑手段。1947 年二二八事件爆發後，當局更是大力壓
制結社自由。58 同年 7 月全國進入動員戡亂時期，1949 年 5 月全
臺戒嚴，至此臺灣長期籠罩在非常體制之下。此後當局透過刑
法、戒嚴相關法令、國家總動員法、違警罰法等手段，民眾的集
會結社自由更是受到打壓。59 戰後初期政治結社風氣的轉變，應
是多數本土菁英共同的歷史記憶。
不過，畢竟曾經滄海難為水，對經歷過日治時期到戰後初期
一定程度結社自由的本土菁英而言，這樣的歷史記憶應還記憶猶
新，此時他們只是蟄伏待機。到了 1950 年代，幾次地方選舉發
生許多舞弊不公的情形，這些本土菁英延續日治以降追求結社的
經驗，從各次選舉座談（檢討）會的政治聚會到「中國地方自治
研究會」的申請，而「中國地方自治研究會」的申請成立日後又
延續而為「中國民主黨」的籌組。

（二）1958 年「中國地方自治研究會」的結社申請
1957 年 4 月 21 日舉行第三屆臨時省議會議員暨縣市長選
舉，多位在野黨以及無黨籍人士因憤於選舉不公，而於同年 5 月
18 日召開選後檢討座談會，會中多人對此次選舉所發生的種種不

57

58

59

戰後初期政治結社蓬勃發展，相關研究可參：陳翠蓮，
〈戰後初期臺
灣政治結社與政治生態〉，曹永和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編輯委員會
編，《曹永和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
（臺北：樂學書局，2001），頁
289-328。
薛化元、蘇瑞鏘、楊秀菁，
《戰後臺灣人權發展史（1945-2000）
》
（臺
北：財團法人自由思想學術基金會，2015）
，頁 131、159。
薛化元、陳翠蓮、吳鯤魯、李福鐘、楊秀菁，
《戰後臺灣人權史》
（臺
北：國家人權紀念館籌備處，2003）
，頁 15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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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的現象提出批評，並接納李萬居的建議，決議籌組「臺灣地
方自治選舉法規研究會」
，推舉李萬居、郭雨新、余登發、楊金
虎、諸寶恆、李茂松、楊基振等為籌備委員。隔年，他們決定將
該研究會改名為「中國地方自治研究會」
，並以此名稱向政府主
管機關提出設立的申請。60
自治研究會的發起人約 80 人，包含五龍一鳳在其中，多為
民選菁英，包括前任與現任的國大代表、省（參）議員、縣市議
員、鄉鎮區長、縣市長及競選人等。就「省籍」而言，臺籍人士
共有 72 人，占了九成之多。在這 80 位發起人當中，設有常務理
事 7 人，計有李萬居、吳三連、郭雨新、許世賢、李源棧、高玉
樹、王地等人。61 由此可以看出，籌組自治研究會的成員多為臺
籍民選政治菁英，且以「五龍一鳳」為其核心分子。62
1958 年 7 月，這些本土菁英向臺北市政府申請成立「中國地
方自治研究會」
，市府以無權辦理全國性團體為由退回申請。同
年 8 月，他們又向臺灣省政府社會處提出申請，然亦遭退回。63 當
局駁回的理由是不符「非常時期人民團體組織法」第八條的規

60

謝 漢 儒 ，《 早 期 臺 灣 民 主 運 動 與 雷 震 紀 事 ： 為 歷 史 留 見 證 》， 頁
118-133。
61 「臺灣省人民團體聯誼組合發起組織申請表（中國地方自治研究
會）
」
、
「中國地方自治研究會發起人略歷冊」
、
「發起人一覽表（中國
地方自治研究會）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個人檔案室藏，
「雷震．傅正檔案」
，檔號分別是：F02-48-001〈3〉、F02-47-003～005、
F02-47-006。
62 7 位常務理事當中，
「五龍一鳳」就占了 5 位。郭國基雖未被列名常
務理事，但也是該會主要發起人之一，列在名單首位的李萬居之後。
參見：
「發起人一覽表（中國地方自治研究會）
」
。
63 「臨時省議會第三屆第四次大會李萬居質詢省主席周至柔」
，臺灣省
臨時省議會秘書處編，
《臺灣省臨時省議會第三屆第四次大會專輯》
（1959）
，頁 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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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人民團體在同一地區域內，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其同性質
同級者以一個為限。」64 因當時已存在「臺灣省地方自治協會」
，
故不准設立「中國地方自治研究會」
。為此，許世賢質問省政府
社會處長：
「最近的中國地方自治研究會，為什麼不准成立？……
過去對於憲法的團體，可以成立三種之多，你以什麼偏見不准地
方自治團體的成立，用意何在？」65 由此可以看出，國民黨當局
雖稱依法可以結社，但卻利用一些行政手段讓結社申請無法如
願，達成實質上的結社禁止。
李萬居也憤憤不平地質問省主席周至柔：
「中國地方自治研
究會是陰謀造反的集團嗎？」他指出：
「歷屆選舉使人覺得不公
平不滿意的地方實在太多了，尤其是第三屆省議員及縣市長的選
舉」
，因此才會在選後申請成立該會。他甚至指出：
「彷彿在日據
時代，臺灣總督府還准許臺灣人組織五個政治性的團體活動，……
臺灣已經重歸祖國懷抱，難道這一點點的自由都沒有，請問主席，
這是不是民主法治的國家所應有的措施呢？」66 從李萬居的質詢
可以看出，選舉不公與政治結社之間有著強烈的關聯性；此外，
他還訴諸日治時期的結社經驗來跟國民黨時期進行比較。
無獨有偶，郭國基也向周至柔指出：
「日本人看臺灣人根本
無人格，不是人類，尚且准許臺灣人成立五個政黨，……今天我
們自己的國家，自己的兄弟，應該要使自己能夠富強，為什麼要

64
65

66

「非常時期人民團體組織法」
，
《國民政府公報》439（1942.2.11）
，頁 7。
「臨時省議會三屆四次大會許世賢質詢省府社會處」
，臺灣省臨時省
議會秘書處編，
《臺灣省臨時省議會三屆四次大會專輯》
（1959）
，頁
1125。
「臨時省議會第三屆第四次大會李萬居質詢省主席周至柔」，頁
1821-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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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一個不是政黨，都受阻礙？……這樣怎能進步呢？」67 在郭
國基看來，相較於「看臺灣人根本無人格，不是人類」的日本當
局，國民黨當局顯然更加輕蔑臺灣人民對政治結社的要求。在省
議會當中，李萬居與郭國基等本土民選菁英，他們以日治時期臺
人仍保有一定程度結社自由的經驗為據，強力抨擊國民黨當局不
許自治研究會的成立，饒富歷史意義，但當局仍不為所動。
不過，民主菁英的組黨行動並未退卻，1960 年地方選舉之
後，以本土菁英為主體的在野民主勢力，就順著此一脈絡展開另
一波政治結社行動：
「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從該會的 80 名成
員與日後組黨成員高度的重疊，68 即可看出這兩次結社行動高度
的延續性，這是從本土結社脈絡的視角所發現的重要關聯。甚至
可以說，過去較不被重視的「中國地方自治研究會」
，其結社申
請實為日後籌組「中國民主黨」的前奏曲。

（三）1960 年決議組黨與巡迴座談
1960 年 4 月地方選舉諸多不公的情形，讓許多在野民主人士
於 5 月 18 日的「本屆地方選舉檢討會」中決議成立「地方選舉
改進座談會」
，並推動成立日後被命名為「中國民主黨」的反對
黨，由此可以看出選舉與組黨之間的強烈關聯性，上一節已詳述。
在往後幾個月的組黨過程中，雖然雷震等知識菁英也積極參
與組黨運動，然就成員結構來看，實以「五龍一鳳」等民選菁英

67

68

「省議會第一屆第一次大會郭國基質詢省主席周至柔」
，臺灣省省議
會秘書處編，
《臺灣省議會第一屆第一次大會專輯》
（1959）
，頁 1967。
蘇瑞鏘，
〈臺灣（臨時）省議會「五龍一鳳」對結社權的態度：以「中
國地方自治研究會」為中心〉
，頁 54。蘇瑞鏘，
《戰後臺灣組黨運動
的濫觴：
「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
，頁 11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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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導力量。從 5 月 18 日的選後檢討會與往後幾場巡迴座談會
來看，此次組黨行動與日治時期的政治結社行動存在相當程度的
關聯性。一個相當明顯的例子，是仿日治時期臺灣文化協會的巡
迴座談會，其原始發想可追溯到 1957 年地方選舉前王燈岸向二
度投入彰化縣長選舉的石錫勳提出的建議，他說：
我們應該仿傚英國工黨發展之步驟，先將前參加第二屆的公
職人員無黨派候選人，民主社會人士，民青兩黨人士聯繫起
來籌組一個聯誼會，……一方面向政府提出建議，交涉及防
止選舉舞弊對策，另一方面，另籌組民主法治啟蒙團，仿傚
日據時期的文化協會的文化演講，赴全省各地舉開啟蒙演
講。69
該運動模式日後為「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所依循，即一方
面批評當局選舉不公，另一方面到臺灣各地舉辦巡迴座談會。從
1960 年 7 月 19 日到 8 月 13 日，
「選改會」依序在臺中、嘉義、
高雄以及中壢等地召開分區巡迴座談會。由於這些都是深入臺灣
社會基層的政治動員活動，臺籍民選菁英的角色更加明顯，因為
較之《自由中國》知識菁英反對黨理念的鼓吹，在地民選菁英更
能進行基層政治動員。
其後該組黨行動雖遇挫折，但這些民選菁英繼續將本土集會
結社的歷史經驗傳承下去，成為 1970 年代以後新一波黨外民主
運動的重要基礎。

69

王燈岸，
《磺溪一老人》
（彰化：作者自印，1980）
，頁 129。

「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的再思考

47

（四）結社經驗的傳承
一般對「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的認知，多認為雷震案爆發
後組黨運動就無以為繼。然而，若從民選菁英的視角來觀察，雷
震等人雖被逮捕，組黨與選舉依舊持續發展，如 1961 年的選舉
明顯由民選菁英所主導，前已述及。
更重要的是，即便 1961 年選舉之後組黨運動走入歷史，有
些民選菁英仍繼續在政壇活動，乃至開枝散葉，影響日後黨外
新生代的民主運動，而後有美麗島政團與民主進步黨等新一波
結社組黨行動。如郭雨新在宜蘭、70 許世賢在嘉義、71 余登發在
高雄、72 石錫勳在彰化、73 何春木在臺中，74 乃至吳三連的本
土報業在噤聲年代對自由民主的捍衛，75 都持續影響日後反對勢
力的發展，有些甚至開宗立派而成為反對勢力的一方領袖。另
外，何春木與黃玉嬌等人甚至還先後參與「中國民主黨」與「民
主進步黨」的籌組。76

70

張文隆，《臺灣民主之父：郭雨新評傳》
（臺北：遠景出版社，2013）。
莊雅茹，〈戰後臺灣女性參政之先驅：許世賢(1908-1983)的政治生涯〉
（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盧文婷，
〈戰後臺灣婦女參政的個案研究：以許世賢為例〉（臺中：國立中興
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72 彭瑞金，
《臺灣野生的政治家：余登發》
（臺北：時報文化公司，1995）
，
頁 135-190。吳丞祐，
〈余登發與戰後臺灣民主運動〉
（臺北：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
73 蘇瑞鏘，
〈石錫勳與戰後臺灣民主運動〉
，頁 75。
74 林良哲，《何春木回憶錄》（臺北：前衛出版社，2004）。
75 例如，吳三連主持的《自立晚報》
，被譽為「噤聲年代自由民主的捍
衛者」
。張炎憲，
〈導讀：吳三連及其時代〉
，張炎憲編，
《吳三連全集
（一）戰前政論》
（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02）
，頁 37。
76 林良哲，
《何春木回憶錄》
，頁 334-335。按：由此也可看出，並非只
有傅正參與過這兩次組黨。傅正參與兩次組黨的研究，詳參：蘇瑞鏘，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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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從本土脈絡下結社行動的視角來觀察，參加「中
國民主黨」組黨運動的本土菁英們，上承日治時期政治結社的傳
統，下啟 1970、1980 年代黨外時期朝向結社組黨的民主運動，
扮演承先啟後的重要角色。

五、雷震案以外的國家暴力
1960 年爆發雷震案，國民黨當局以知匪不報及為匪宣傳的罪
名囚禁雷震等人，該手段比較屬於白色恐怖年代典型的國家暴
力。77 長久以來，人們多認為雷震等人被捕導致「中國民主黨」
胎死腹中，然而這樣的視角恐窄化吾人對組黨人士所遭遇的國家
暴力之認識。若能兼以同一時期參與組黨的民選菁英及其他異議
人士所遭受的非典型國家暴力作為觀察視角，應該可以看到重創
組黨運動更為多元複雜的國家暴力圖像。

（一）雷震案
關於雷震案，其案情發展如下：1960 年 9 月 4 日，警備總部
以「涉嫌叛亂」為由，拘捕《自由中國》社的社長雷震、編輯傅
正、經理馬之驌，以及離職職員劉子英等人。10 月 8 日下午警備

《超越黨籍、省籍與國籍：傅正與戰後臺灣民主運動》
，頁 95-124、
187-218。
77 此處所謂典型的國家暴力，是指 1949-1992 年間，當局以「刑法」內
亂罪、
「懲治叛亂條例」或「檢肅匪諜條例」將行為人判決有罪或交
付感化，而在逮捕、偵辦、起訴、審判、核覆、執行的過程中，存在
不當乃至不法的處置作為。關於白色恐怖年代典型國家暴力的處置型
態，可參：蘇瑞鏘，
《白色恐怖在臺灣：戰後臺灣政治案件之處置》
（臺北：稻鄉出版社，20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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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部軍事法庭宣判：雷震「明知為匪諜（指劉子英）而不告密檢
舉」以及「連續以文字（指《自由中國》言論）為有利於叛徒之
宣傳」
，處有期徒刑 10 年；劉子英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
處有期徒刑 12 年；馬之驌預備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處有期
徒刑 5 年（後經覆判，改為交付感化 3 年）
。傅正曾因發表兩篇
反對透過修憲讓總統三連任的文章，被控「與匪之統戰策略相呼
應，便利匪幫之叫囂」
，裁定感化 3 年。78
由上述當局控訴雷震等人所使用的罪名、處置手法及其對人
權的侵害觀之，雷震案較屬典型的國家暴力。79 然在雷震案以
外，吾人還可觀察到組黨過程中存在更多非典型的國家暴力。

78

蘇瑞鏘，
《白色恐怖在臺灣：戰後臺灣政治案件之處置》
，頁 413；
〈臺
灣警備總司令部判決：
（49）警審特字第 35 號〉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
案管理局藏，
《雷震等叛亂案》
，檔號：0044/1571/ 10601023/192/002。
〈國防部判決：49 年度覆高淦字第 68 號〉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
局藏，
《雷震等叛亂案》
，檔號：0044/1571/10601023/192/003。雷震案
相關研究可參：許瑞浩，
〈從官方檔案看統治當局處理「雷震案」的
態度與決策：以國防部檔案為中心〉
，胡健國主編，
《20 世紀臺灣民
主發展：第七屆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
（臺北：國史館，2004）
，頁
319-406。蘇瑞鏘，
〈從雷震案看戒嚴時期政治案件的法律處置對人權
的侵害〉
，
《國史館學術集刊》15（2008.03）
，頁 113-158。
79 被控知匪不報及為匪宣傳的雷震案，基本上屬白色恐怖時期典型的國
家暴力，然典型之中亦有非典型的樣態。例如，從目前已出土的檔案
資料來看，當時國民黨當局幾乎是傾黨政軍特的力量或明或暗來打擊
雷震等人，甚至在 10 月 8 日上午（當天下午宣判）
，蔣介石總統還召
集十幾名黨政軍特要員召開「商討雷（震）案」的極機密會議，蔣還
做出「雷之刑期不得少於 10 年」與「覆判不能變更初審判決」等指
示。陳世宏等編，
《雷震案史料彙編：國防部檔案選輯》
（臺北：國史
館，2002）
，頁 331-332。陳世宏等編，
《雷震案史料彙編：黃杰警總
日記選輯》
（臺北：國史館，2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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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雷震案以外
以下將從參與組黨的民選菁英及其他異議人士所遭受的非
典型國家暴力作為觀察視角，舉例說明之。
先舉吳三連為例。1960 年 8 月，就在組黨運動積極展開之際，
幾位組黨領導人聯名發出〈選舉改進座談會緊急聲明〉指出：
「吳
三連於國民黨當局向他的事業集團施用壓力之下，不得不暫時出
國六個月。」80 此外，吳三連的長子吳逸民於 1952 年牽涉政治
案件而下獄，81 據說被當局拿來當作恐嚇吳三連的政治籌碼，82
造成吳三連在組黨之際被迫出國。
次舉李萬居為例。上述緊急聲明指出，當局對李氏所主持的
《公論報》製造種種紛擾。83 1959 年李萬居在臨時省議會質詢省
主席周至柔時提出「我的呼籲和建議」
，具體指出當局對《公論
報》的迫害情形，他說：
這些年來，本報被迫害的情形，真是一言難盡。本報的副總
編輯李福祥以莫須有的罪名，被治安機關拘禁達三個多月，

80

81

82

83

雷震、李萬居、高玉樹，
〈選舉改進座談會緊急聲明〉
，
《自由中國》
23.5（1960.9.1）
，頁 144。數十年後，吳三連在回憶錄中也坦承：
「談
論組黨的聚會越來越多，而且要我參與領導。……在當時那般時空，
事業關係網路繁複的我，自恃沒有能耐抵擋來自掌權當局的高壓。權
勢者及親友多方交逼下，為免傷及無辜，不得已黯然出國長達半年之
久。」參見：吳三連口述，吳豐山，
《吳三連回憶錄》
（臺北：自立晚
報社，1992）
，頁 157。
該案判決內容可參：
〈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判決：
（41）安潔字第 2448
號〉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B3750347701=0041=
3132258=258=1=001=0005034770006。
謝聰敏，
《談景美軍法看守所》
（臺北：李敖出版社，1991）
，頁 162。
雷震日記（1960.7.9）
，傅正編，
《雷震全集（40）
》
，頁 345。
雷震、李萬居、高玉樹，
〈選舉改進座談會緊急聲明〉
，頁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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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阮景濤被禁錮一年一個月之久，總主筆倪師壇於四十六
年十一月六日被逮捕，至今仍未恢復自由，總編輯黃星照、
編輯陳秀夫和記者江涵被國防部控以妨害軍機的莫須有罪
名均各被判處徒刑，在各地的業務人員和記者也常被迫害，
如東勢營業主任兼記者劉枝屘以甲級流氓的罪名，被監禁於
屏東縣屬小琉球海島中，礁溪記者兼營業主任張光熾也曾被
拘禁過，嘉義辦事處副主任童金龍則被處以兩年半管訓。其
他業務人員被壓迫恫嚇到處皆是。特務警察、黨務人員、服
務站人員對於本報的業務和讀者可任意加以壓迫恫嚇到處
皆是。特務警察、黨務人員、服務站人員對於本報的業務和
讀者可任意加以壓迫和干擾，若干機關和學校無理地禁止訂
閱本報，真使人有人間何世之感！84
這是李萬居主持《公論報》之遭遇。85 當局雖然沒有逮捕李
萬居本人，但卻對他所經營的《公論報》及其內部職員進行打擊，
間接給李萬居帶來巨大的壓力。
再舉高玉樹為例。據上述聲明所指控：當局「對於本會發起
人之一的高玉樹更是利用法院，頻發傳票，其所據的事由無非都
是幾年前他在市長任內拆除違章建築（中央黨部旁邊的違建，層
峰命令拆除，被拆除人按吿高市長侵佔他的黃金美鈔，至今還在
傳訊）和計劃一條道路（像中山北路一樣沒有計劃成為直線）的
84

85

「臨時省議會第三屆第四次大會李萬居質詢省主席周至柔」，頁
1825-1826。
統治當局對李萬居和《公論報》的諸多打壓，另可詳參：楊錦麟，
《李
萬居評傳》
，頁 345-366。呂婉如，
〈
《公論報》與戰後初期臺灣民主憲
政之發展（1947-1961）
〉
（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
論文，2001）
，頁 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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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要他擔負刑責，予以困擾。」86 高玉樹日後也指出：他在雷震
被捕後不久即接到地方法院的傳票，理由卻都是莫名其妙，
「祇
半月之中，接連四張傳票，一時未知如何應付。」87 不尋常的司
法動作，很難不讓人聯想到可能潛藏政治目的。
另舉李秋遠與王地為例。1960 年 6 月，參與組黨的省議員李
秋遠在組黨運動積極展開之際，竟然被調去當軍醫，他在日後
的口述當中仍憤憤不平指出：
「實在很可惡，簡直就是政治迫
害。」88 無獨有偶，另一位組黨要角王地，1956 年參選臺中縣長
時也被調去擔任軍醫，選務當局表示王地屬預備軍官，已接到徵
集令應視同現役軍人，依相關規定將喪失被選舉權。89 由此可
見，李秋遠的遭遇並非孤例。
此外，當局也被質疑曾以流氓為名對付政治異議分子。例
如，1958 年 10 月 27 日，
「中國地方自治研究會」發起人之一、
《自
治》雜誌的編輯孫秋源突然被警總逮捕，警總指控孫是惡性重大
的甲級流氓，孫妻認為實際上與孫曾參與發起「中國地方自治研
究會」以及擔任《自治》的編輯有關。90 然這並非孤例，如前引

86

雷震、李萬居、高玉樹，
〈選舉改進座談會緊急聲明〉
，頁 144。
高玉樹，
〈敬念雷震先生〉
，高玉樹，
《高玉樹論著選集（4）
：旅遊文
集》下（臺北：東方出版社，1991）
，頁 356。
88 臺灣省諮議會編，
《臺灣省參議會、臨時省議會暨省議會時期口述歷史
訪談計劃：李秋遠先生訪談錄》
（臺中：臺灣省諮議會，2001）
，頁 34。
89 〈中市明選區長 中區競選激烈 中縣長候選登記明截止 郭秋漢廖五
湖領申請表〉
，
《聯合報》
（1956.03.10）
。
〈中縣縣長候選人 王地應召
軍醫是實 已被停止被選權〉
，
《聯合報》
（1956.03.21）
。以上參考並轉
引自：李鎧揚，
〈臺灣史學訊：從兩個例子談威權體制下國民黨對臺
灣地方選舉的控制〉
，
《史原》論壇，網址：https://goo.gl/QhA1VQ，
擷取時間：2018.04.10。
90 社論，
〈從憲法保障人身體自由說到取締流氓辦法〉
，
《自由中國》19.12
（1958.12.16）
，頁 361。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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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論報》東勢營業主任劉枝屘被以甲級流氓罪名遭到監禁亦是
一例。91 這些舉動不免讓人懷疑，當局不無可能是藉流氓之名打
擊政治異議分子，同時將其汙名化。
再者，情治機關頻頻干預和調查組黨人士在各地巡迴座談會
的活動。例如，臺中和嘉義兩場巡迴座談會的主辦人楊秋澤和許
竹模表示，座談會後警備總部均有來函（電）調查該會議的活動
狀況。92 又如，在高雄座談會時，警總在會前即干預該會的活動。
再如，中壢座談會時，警總也是在事前就依戒嚴法為名干預座談
會的舉行。據當時的組黨召集人黃玉嬌指稱，中壢座談會後警總
曾捉她問話三天；甚至她稱原任武田藥廠的經理，卻因參加組黨
而被解聘。93
至於國民黨當局在 1958 年技術性地刁難「中國地方自治研
究會」的成立，乃至以「簽名為反對本黨之『中國地方自治研究
會』為發起人，不惜公開叛黨」為由將許世賢開除黨籍，94 看起
來或許微不足道，卻也不無政治威嚇的意味。
從上述多元的視角來觀察，當年統治當局為了摧毀組黨運
動，典型與非典型的國家暴力多管齊下，雷震與許多參與組黨的
民選菁英都是國家暴力下的受害者，只是受害的樣態有所差別。
91

92

93

94

李萬居並以劉枝屘與孫秋源的案件為例，質問省主席周至柔「流氓的
定義如何」
。參見：
「臨時省議會第三屆第四次大會李萬居質詢省主席
周至柔」
，頁 1823。
「楊秋澤致雷震」
（1960.07.21）
、
「不詳致許竹模」
（1960.07.24）
，中
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個人檔案室藏，
「雷震．傅正檔案」
（Ｈ
05：
「籌組新黨與雷案發生後之營救信函」
）
。
蘇瑞鏘訪談記錄，
〈黃玉嬌訪談紀錄〉
，1995 年 4 月 8 日於黃宅（未
刊稿）
。
李超群，
〈何必「逼上梁山」啊！──國民黨為何開除省議員許世賢
等黨籍〉
，
《自由中國》20.3（1959.2.1）
，頁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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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強調轉型正義的今天，分析當年組黨背後種種複雜的國家暴
力型態，也可豐富吾人對白色恐怖時代的認識。

六、結論
1987 年，學者李筱峰在《臺灣民主運動四十年》一書中討論
了「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清楚勾勒出「1957 年選舉不公→選
後檢討會→申請中國地方自治研究會→1960 年選舉不公→選後
檢討會→成立地方選舉改進座談會籌組反對黨」的組黨軌跡。書
中也指出：「《自由中國》的知識分子們，與臺灣本土的部分菁
英分子的結合，……是以臺灣地方選舉為媒體。」；「從其後的
歷史發展看，組黨運動確實是循著選舉改進座談會而進行下去
的。而《自由中國》雜誌，則為這個組黨運動，提供了理論後
盾。」95 這段言簡意賅的敘述，點出選舉在「中國民主黨」組黨
運動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另外，這段文字也說明了「五龍一鳳」
等臺籍民選菁英與《自由中國》雷震等「外省」知識菁英在組黨
過程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
事實上，這兩群民主菁英分別代表戰後臺灣民主發展的兩條
歷史脈絡：一是日治以來臺灣反抗運動的縱向繼承，一是「五四」
以降中國自由主義的橫向移植，
「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即是經
由上述兩條脈絡匯合發展而成。96 然過去探討組黨運動的相關論
著，多傾向以雷震等知識菁英作為觀察視角（側重由知識的啟蒙

95
96

李筱峰，
《臺灣民主運動四十年》
，頁 70-78。
蘇瑞鏘，
〈戰後臺灣歷史發展「動因」與「脈絡」的再思考：以「中
國民主黨」組黨運動為中心〉
，頁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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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解釋組黨的動因）
，而較少以「五龍一鳳」等民選菁英作為觀
察視角（側重由選舉的需求來解釋組黨的動因）
，導致吾人對該
組黨運動的認識產生「知識盲區」
，而忽略了某些重點。本文則
透過臺籍民選反對菁英作為觀察視角來反思該組黨運動，並由此
看出一些過去較被忽略的組黨重點。
本文先針對組黨運動研究史，進行深刻的回顧與反思。再從
「政治菁英的族群二重結構」與「二重侍從主義」等多重排除的
政治格局，解釋為何選舉不公會是臺籍民選菁英投入結社組黨的
關鍵因素。接著討論從新視角所能看到的重點，主要由選舉動
因、結社脈絡以及國家暴力等三個面向進行討論。
首先，透過民選菁英的選舉視角，筆者認為該組黨運動應始
於 1957 年的地方選舉及其後「中國地方自治研究會」的結社申
請，終於 1961 年並不理想的選舉結果，而非僅只 1960 年 4 月選
舉結束到 9 月雷案爆發之間短短的幾個月而已。
其次，觀察民選菁英結社行動的脈絡，筆者發現參與組黨的
臺籍菁英們，上承日治時期政治結社的傳統，下啟黨外階段的組
黨行動，
「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正好扮演承先啟後的角色，而
非僅是一場孤立存在的民主運動。
再者，過去的研究者多視雷震案為組黨失敗的主因，本文則
兼以參與組黨的民選菁英及其他異議人士所遭受的國家暴力作
為觀察視角，從而看到造成組黨失敗更為多元複雜的國家暴力圖
像。在強調轉型正義的今天，也可提供吾人對 1950、1960 年代
的國家暴力型態更為多元的認識。
筆者從 1990 年代前期開始研究「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
也出版了可能是目前唯一一本討論該組黨運動的專書。但筆者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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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認識歷史是動態的、持續性的過程，史學研究者必須保持自我
挑戰與自我調整的能動性。基於這樣的認知，筆者深信拙著只不
過是階段性的研究成果，而非最後的定論，仍有修正的可能性。
因此，在往後的四分之一個世紀中，筆者仍不斷掌握新的史料與
研究成果，持續對該運動進行反思，本文就是最新的研究成果。
當然，它仍是階段性的研究成果，未來還是有不斷反思的必要與
修正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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