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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孟餘（兆熊，1889-1972），曾赴德國留學，回國後任職於北京大學培

養人材，1924 年加入中國國民黨後，歷任國民黨黨報武漢《中央日報》社長，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鐵道部長等職務。這位國民黨員在日本恐怕無人知曉，甚至

如果遍詢日本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學者，可能多半都不會對他有印象。不僅如

此，對「兩岸三地」（中國、台灣、香港）的中國近代史學者來說，顧幾乎也

已經是一個被遺忘的人物（本書頁 1）。那麼，為何作為台灣中國近現代思想

史研究領軍人物的黃克武先生，偏偏選擇了顧孟餘作為研究對象呢？同時，以

作為實證主義思想史研究者而享有聲譽的他，為何特意選擇在 2020 年這一

年，在香港出版這本專著，這難道僅僅是偶然的重合嗎？對於顧孟餘的經歷和

政治思想多少有所了解的我來說，不禁還是會感到好奇，顧孟餘是如何吸引黃

先生的目光的？ 

顧孟餘活躍於中華民國大陸時代（1912-1949）的後半期，亦即國民政府

時期（1927-1949），以及實施憲政後的中華民國政府時期（1948- ）。他也

是一位歷經無數次政治打壓後，在政界和輿論界仍然得以生存下來的國民黨

員。國民黨黨內基本上分為蔣介石的「右派」和汪精衛的「左派」兩大勢力，

中日戰爭爆發前，顧孟餘從屬於由反蔣親共轉為反蔣反共的汪精衛勢力。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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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近年獲得顯著發展的國民黨史研究已經證明，機械性地將國民黨內部劃分

為「右派」或是「左派」並不妥當，而且明確劃分界線的同時，也會使得派系

集團的形象固化，所以這一做法基本上已經被完全否定了。儘管如此，如果日

本研究者還記得顧孟餘是以汪精衛為頭目的國民黨「左派」的兩大重鎮之一的

話（另一重要人物為陳公博），那應該歸功於為本書撰寫序言的山田辰雄先生

（慶應義塾大學名譽教授）在研究上莫大的影響力。如果以今日的研究狀況來

重新審視山田先生的貢獻，應該是從另一角度來觀察，那就是他很早就提出了

顧孟餘等人在國民黨內一直重視自由、人權、民主政治等普遍價值。1而本書

則是精心探究顧氏這一不屈信念的一部大作。 

本書最大的魅力和研究意義，在於從實證史學的角度對顧孟餘形象不遺餘

力地進行刻劃。作者將有些病弱而低調的顧孟餘在經過多次政治上的歷練之

後，仍堅持自己信念到底的形象展現給讀者。在汪精衛走上和日本合作的道路

後，汪和被認為屬於他一派的人都被看成是背叛民族的「漢奸」，而重視普遍

價值觀的顧孟餘則選擇到在重慶進行徹底抗戰的蔣介石旗下盡力，並得到蔣的

重用，被提拔為中央大學的校長。但是，重視學術自由的方針卻導致他和蔣介

石與黨內重要人物之間的隔閡越來越深，他對蔣介石也漸感失望，最終在 1943

年選擇遠渡美國。當他再次回到二戰戰勝國的母國時，已經是 1948 年，同年，

中華民國開始實施憲政，可以說是實現了他的政治信念。但是同時，他也認識

到在蔣介石主導下進行的憲政過渡，無法讓作為一個共和國的中華民國獲得重

生。於是，他斷然拒絕了行政院副院長的職位，放棄入閣，從此遠離權力中心。 

顧孟餘原本應該可以運用自身豐富的從政經驗繼續活躍於言論界，但他卻

逐漸失去自己的政治前途。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顧孟餘自身的足

跡，尤其可顯示其坎坷的晚年生涯。顧孟餘在堅持舊汪精衛派「批蔣反共」的

政治立場時（頁 2），對在台灣發動強權政治的蔣介石也越來越反感。因此，

如果一直堅持自己的信念，那麼無論是留在中國大陸還是前往台灣，都無法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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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他的選項。此時，他選擇了香港。雖然香港當時還是英國殖民地，卻可以在

冷戰的背景下謳歌自由。於是他便以香港為根據地，聯合國民黨內的反蔣人

士，包括過去和汪精衛身邊人士也深有交情的軍人張發奎，以及曾經致力於制

定中華民國憲法的中國民主社會黨張君勱等人；在反蔣的李宗仁（廣西派）和

美國的援助下，積極集結國共兩黨黨外人士組成新的「第三勢力」，這既是「自

由民主大同盟」，也是「中國自由民主戰鬥同盟」（第六章）。 

這些政治運動的理念被歸納為「國家獨立」、「政治民主」、「經濟平等」、

「文化自由」等口號，在《大道》（1950 年創刊，第四期後停刊）以及《中

國之聲》（1951-1953）等刊物中得以具體呈現（頁 239、250）。除此以外，

更引人注目的是，該運動因為組織內部的分裂和來自蔣介石的壓力而無法在香

港立足之後，顧孟餘又從香港轉移到日本（1952-1955），在冷戰背景下的日

本也通過發行《民主勢力》（1951 年創刊）進行政治活動實踐（第七章）。

就這樣，他在對抗中台獨裁化的同時，在東亞冷戰背景下，致力結合香港和日

本，擴大自由主義的政治勢力，意在「兩岸三地」實現自由、人權、民主政治

這些普遍價值。 

顧孟餘就是在這樣動盪的時代中，憑藉自己冷靜沉著的態度和理性的力量

將自己的信念堅持到底，正如本書書名評價他為「清高」的政治家和思想家，

書中也曾用「太陽神」來形容他的人格魅力（作者〈自序〉，頁 xix）。此外，

「清高」一詞，是圍繞 1925 年善後會議問題上與顧孟餘對立的胡適，對堅持

不參加會議的顧的性格的評價。清高的顧孟餘確實不是具有「政治向心力」而

能號召、動員眾人之人，1955 年「第三勢力」運動失敗後，他也不時接受自

己曾經批判過的蔣介石的經濟援助，在美國和台灣度過了餘生。 

顧孟餘的一生，在本書中透過以下的章節得以呈現在讀者眼前。 

山田辰雄序∕自序 

第一章 導論 

第二章 早年生涯（1889-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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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左黨要人（1924-1931） 

第四章 汪蔣合作（1931-1938） 

第五章 豔電之後（1938-1949） 

第六章 第三勢力（1949-1952） 

第七章 步入尾聲（1952-1972） 

第八章 結論：從挺汪、擁蔣到支持第三勢力 

附錄：顧孟餘著作分類目錄∕參考書目∕圖片出處∕索引 

 

作為一種人物傳記，本書內容如上所概括，以下不再對各章節逐一摘述。

作者通過本書對中國近代史研究做出何種貢獻，以及還遺留什麼課題值得繼續

探究？在有限的篇幅內，對此多加思考和總結更為重要。 

本書對於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貢獻，至少有以下兩項。 

第一個貢獻和本書的結論息息相關。本書對一生「能仕能隱」的顧孟餘，

做出他「和胡適、雷震的《自由中國》一樣，共同推動了思想動員，促進台灣

的民主化」（頁 316）的評價；與此同時，也主張「在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上，

顧孟餘以及與他立場接近的汪派或改組派人士在反蔣、反共的努力之中，仍表

達出他們對中國所面臨之重大課題的敏銳觀察。」（頁 317）這個結論意在重

現那些被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史觀抹去的歷史，並為讀者具體呈現，戰後在「兩

岸三地」，特別是香港和台灣，中華民國史是如何延展和擴大的；筆者也對這

項課題的必要性和有用性做過論述，對此結論表示贊同。2 

本書第二個貢獻，是向世人證明，儘管有關顧孟餘言行的一手史料極為有

限，如果能將顧氏周邊人物所留下的二手史料和已刊的基礎史料進行總動員，

仍然可以有效確保研究的實證性。顧孟餘在北京大學執教時的學生、在他鐵道

部長時期擔任秘書的周德偉的《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台

北：遠流出版社，2011）、1937-1938 年間作為汪精衛秘書活躍於政壇的陳克文

                                                           
2  中村元哉，《中国、香港、台湾におけるリベラリズムの系譜》（東京：有志舎，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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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陳克文日記 1937-1952》（上、下冊，陳方正編輯，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

研究所，2012）、張發奎的口述紀錄《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鄭

義譯注，香港：香港文化藝術出版社，2008），以及總共 82 冊的《蔣介石總統檔

案：事略稿本》（台北：國史館，2003-2013）都在本書中得到有效的引用。這

些史料在本書中逐一得到細心的考究，這對海外研究者來說實難以做到，但卻

能夠經由閱讀本書而了解到不同史料的內容和特點。比如將回憶錄作為史料進

行利用時，常容易出現差錯，但是，以《落筆驚風雨》為例，作者使用時也能

加以嚴謹分析，辨別出史料的錯誤，此種研究姿態同樣值得高度評價。 

儘管如此，我對本書中的分析也並非完全滿意。比如說，雖然顧孟餘的相

關史料比較少，但是或許仍可更深層次地討論顧的政治思想，特別是 1920 年

代到 1930 年代中期的分析，本書著墨較為平淡。支持汪精衛的陳公博創辦《革

命評論》，顧孟餘則主宰《前進》雜誌，藉以展望中國的將來（頁 122）。那

麼，顧為何著重發揚民主政治？（頁 125）通過他的《前進》，或許可以更進

一步加以討論。在闡明顧氏信念的部分（頁 125-127、131、221 等），如果能

加重筆力更深入地剖析，或許也可更鮮明地呈現出其思想的一貫性。 

此外，書中談到顧孟餘與很多舊汪精衛派的人物，則他們在日本展開了什

麼樣的活動？而這些活動又具有何種意義？這些問題或許也可以再做進一步

的研究。面對「兩岸三地」呼籲建設「反獨裁反共產」的「民主國家」，在日

本發行的《民主勢力》確實也呈現了顧氏信念的一貫性（頁 279）。其次，包

括顧的人脈在內、欲求擴大的「第三勢力」的人際圈，和戰後在日本的「滿洲

國」、以及與汪精衛政權關係緊密的日本人際圈，是怎樣重合的？近年來汪精

衛研究已有所進展，汪精衛人脈在戰後的延續情況已趨向明朗。3關於「滿洲

國」、汪精衛政權的人際圈，以及國民黨內反蔣勢力的人際網絡在戰後的香港

和日本是如何擴大的，這些問題以往無論在中國大陸還是台灣，都很難進行討

                                                           
3  相原佳之、尾形洋一、平野健一郎編，《東洋文庫蔵汪精衛政権駐日大使館文書目録》（東京：

東洋文庫，2016）；関智英，《対日協力者の政治構想—日中戦争とその前後》（名古屋：

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9）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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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左黨要人（1924-1931） 

第四章 汪蔣合作（1931-1938） 

第五章 豔電之後（1938-1949） 

第六章 第三勢力（1949-1952） 

第七章 步入尾聲（1952-1972） 

第八章 結論：從挺汪、擁蔣到支持第三勢力 

附錄：顧孟餘著作分類目錄∕參考書目∕圖片出處∕索引 

 

作為一種人物傳記，本書內容如上所概括，以下不再對各章節逐一摘述。

作者通過本書對中國近代史研究做出何種貢獻，以及還遺留什麼課題值得繼續

探究？在有限的篇幅內，對此多加思考和總結更為重要。 

本書對於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貢獻，至少有以下兩項。 

第一個貢獻和本書的結論息息相關。本書對一生「能仕能隱」的顧孟餘，

做出他「和胡適、雷震的《自由中國》一樣，共同推動了思想動員，促進台灣

的民主化」（頁 316）的評價；與此同時，也主張「在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上，

顧孟餘以及與他立場接近的汪派或改組派人士在反蔣、反共的努力之中，仍表

達出他們對中國所面臨之重大課題的敏銳觀察。」（頁 317）這個結論意在重

現那些被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史觀抹去的歷史，並為讀者具體呈現，戰後在「兩

岸三地」，特別是香港和台灣，中華民國史是如何延展和擴大的；筆者也對這

項課題的必要性和有用性做過論述，對此結論表示贊同。2 

本書第二個貢獻，是向世人證明，儘管有關顧孟餘言行的一手史料極為有

限，如果能將顧氏周邊人物所留下的二手史料和已刊的基礎史料進行總動員，

仍然可以有效確保研究的實證性。顧孟餘在北京大學執教時的學生、在他鐵道

部長時期擔任秘書的周德偉的《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台

北：遠流出版社，2011）、1937-1938 年間作為汪精衛秘書活躍於政壇的陳克文

                                                           
2  中村元哉，《中国、香港、台湾におけるリベラリズムの系譜》（東京：有志舎，2018）。 

書 評 

 -135- 

的《陳克文日記 1937-1952》（上、下冊，陳方正編輯，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

研究所，2012）、張發奎的口述紀錄《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鄭

義譯注，香港：香港文化藝術出版社，2008），以及總共 82 冊的《蔣介石總統檔

案：事略稿本》（台北：國史館，2003-2013）都在本書中得到有效的引用。這

些史料在本書中逐一得到細心的考究，這對海外研究者來說實難以做到，但卻

能夠經由閱讀本書而了解到不同史料的內容和特點。比如將回憶錄作為史料進

行利用時，常容易出現差錯，但是，以《落筆驚風雨》為例，作者使用時也能

加以嚴謹分析，辨別出史料的錯誤，此種研究姿態同樣值得高度評價。 

儘管如此，我對本書中的分析也並非完全滿意。比如說，雖然顧孟餘的相

關史料比較少，但是或許仍可更深層次地討論顧的政治思想，特別是 1920 年

代到 1930 年代中期的分析，本書著墨較為平淡。支持汪精衛的陳公博創辦《革

命評論》，顧孟餘則主宰《前進》雜誌，藉以展望中國的將來（頁 122）。那

麼，顧為何著重發揚民主政治？（頁 125）通過他的《前進》，或許可以更進

一步加以討論。在闡明顧氏信念的部分（頁 125-127、131、221 等），如果能

加重筆力更深入地剖析，或許也可更鮮明地呈現出其思想的一貫性。 

此外，書中談到顧孟餘與很多舊汪精衛派的人物，則他們在日本展開了什

麼樣的活動？而這些活動又具有何種意義？這些問題或許也可以再做進一步

的研究。面對「兩岸三地」呼籲建設「反獨裁反共產」的「民主國家」，在日

本發行的《民主勢力》確實也呈現了顧氏信念的一貫性（頁 279）。其次，包

括顧的人脈在內、欲求擴大的「第三勢力」的人際圈，和戰後在日本的「滿洲

國」、以及與汪精衛政權關係緊密的日本人際圈，是怎樣重合的？近年來汪精

衛研究已有所進展，汪精衛人脈在戰後的延續情況已趨向明朗。3關於「滿洲

國」、汪精衛政權的人際圈，以及國民黨內反蔣勢力的人際網絡在戰後的香港

和日本是如何擴大的，這些問題以往無論在中國大陸還是台灣，都很難進行討

                                                           
3  相原佳之、尾形洋一、平野健一郎編，《東洋文庫蔵汪精衛政権駐日大使館文書目録》（東京：

東洋文庫，2016）；関智英，《対日協力者の政治構想—日中戦争とその前後》（名古屋：

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9）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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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如今都應在謹慎去除欠缺可信度的日方回憶錄和證言紀錄的基礎上，4進

一步地探討。確實，闡明歷史中的這一頁並不能完全刷新目前對戰後中國、香

港、台灣以及中日關係的核心認識，但是當時的日本政府和有識之士為何對香

港的自由主義政治運動不甚感興趣？5難道是因為即便存在意識形態上的差

異，日本還是期待與蔣介石和毛澤東政權建立關係，故而極力抹去與那些「漢

奸」的關係？又或者是因為在戰前支持國民黨內反蔣勢力的日本力量並沒能充

分穩固，從而對戰後所展開的活動產生了消極的作用？而對《民主勢力》進行

財政支援的佐藤信夫（舊滿鐵相關人物）等人在當時是如何構築人際網，又是

以什麼樣的姿態面對「兩岸三地」？這些問題或許值得日本研究者加以關注。 

總而言之，本書作為一本優秀的學術專著是毋庸置疑的。面向以 2020 年

的香港為中心的「兩岸三地」讀者，這樣的好書必定能超越學術的格局，向讀

者訴說用歷史的視角進行思考的重要性。正如本書封面上的副標題所示，「中

國近代史的另一種不可能」的「不」字經故意刪除，正是高度評價顧孟餘一生

對於普遍價值的執著、追求中國近代史發展的另一個可能性。也或許是作為評

者的我的過度解讀，本書彷彿正是在訴說不論身在如何困難的境地，對普遍價

值觀的追求都不是不可能的。 

 

                                                           
4  因為版權問題，退伍軍人與相關親屬的證言無法正式出版。筆者手裡也有未刊登的相關人員的

證言紀錄（例如：逃到香港的龍雲一族，不僅在東京有人際關係，與日本的政治家與退伍軍人

也有聯繫），但是卻很難通過一手材料來證實。東洋文庫裡也有戰後《日本人中國旅行記》藏

品，但閱讀時需要去除裡面國共兩黨的政治宣傳內容，可參考：https://toyo-bunko.repo.nii.ac.jp/ 
?action=pages_view_main&active_action=repository_view_main_item_detail&item_id=7449&item_no 
=1&page_id=25&block_id=47。（2021 年 11 月 11 日檢索） 

5  1953 年 1 月 23 日，駐印度日本大使館向外務省匯報了顧孟餘等人在香港的活動。參見外務省

外交史料館藏，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JACAR），《中国内政並びに国情関係雑件・第１
巻》，檔號 B21010138200，「（1）一般政況∕分割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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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孝庭，《蔣經國的台灣時代：中華民國與冷戰下的台灣》 
新北市：遠足文化，2021。503 頁。  

黃克武
* 

本書是林孝庭先生繼《台海・冷戰・蔣介石：解密檔案中消失的台灣史

1949-1988》（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5）、《意外的國度：蔣介石、美國、

與近代台灣的形塑》（黃中憲譯，新北市：遠足文化，2017；英文版為 Accidental State: 

Chiang Kai-shek,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aking of Taiwa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兩書之後，另一本有關戰後台灣的重要著作。本

書不採編年式的歷史書寫，在導論中先簡要介紹蔣經國（1910-1988）的早年

經歷後，另分三篇：「軍事情報・敵後・政工」、「對外關係」、「本土化・

民主化・民生建設・兩岸關係」，其下再以不同主題安排各重要事件，分別敘

述「蔣經國的台灣時代」。 

此一架構以蔣經國為「情報頭子」的身分為底層，分析情治系統的建立、

中美情報合作、敵後工作與白色恐怖中蔣經國之角色、劉少康辦公室等來描述

時代背景，其次再以對外、對內的措施，描述蔣經國的經歷與各種作為。結論

則是對其台灣時期的功過做一評價。 

本書和作者以往的幾本著作類似，都是以中、英文檔案史料為基礎，包括

蔣中正、蔣經國總統文物、國民黨黨史資料、宋子文專檔，與美國國務院、中

央情報局、外交部等相關檔案，再配合大量的二手研究，嘗試描繪出蔣經國台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