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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自覺運動」到「統中會事件」(1963-1970) 

 

施淳孝
＊ 

 

摘要 

 

  過去自覺運動的研究，聚焦於臺大校園刊物《新希望》，救國團輔導的自

覺運動推行會研究成果有限。本文探討自覺會之發展，以及衍生出的統中會事

件。 

以學生為主體的自覺會，在救國團協助之下，得以在戒嚴時期跨校串連，

推行各種社服活動，和響應愛國運動。隨著分支機構增設，中學生會員逐漸成

為多數。學生因擔憂國家當前困境，以致有激烈行動出現，引起當局警戒。於

是，救國團切斷自覺會的跨校連結，停止補助。缺乏政治、經濟實力的學生難

以為繼，自覺會從此式微。 

自覺會沒落之際，許席圖等人在澎湖組織統中會，企圖涉入政治，觸犯禁

忌。即使統中會人數不過數十人，也未有武裝叛亂意圖，政府依然雷厲風行地

鎮壓，成為白色恐怖下的犧牲者。 

 

關鍵詞：自覺會、救國團、白色恐怖、統中會、許席圖 

                                                       
＊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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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貳、自覺會的組成與式微 

參、統中會事件始末 

肆、結論 

 

 

壹、前言 

1990 年，臺大社會系教授陳光中發表一篇報告，指稱花蓮玉里養護

所收容 250 名政治犯，引起社會關切。養護所急忙澄清，該機構純為精

神病患養護機構，只有二個是政治犯，其中許席圖已入院 13 年。1翌年

高等法院審理叛亂案，涉及「統中會案」的許席圖再度受到媒體關注，2

再隔一年，許席圖被高院判決免訴後，媒體進一步發掘，他是當年自覺

運動的重要成員，曾任「中國青年自覺運動推行會」之秘書長、主席。3

著名作家柏楊，當年因翻譯漫畫「大力水手」而身陷囹圄，在景美軍法

處看守所曾聽聞許席圖被刑求經過，後來也前往玉里探視。4曾經在中國

青年自覺運動推行會（以下簡稱自覺會）與許席圖共事過的謝長廷也數

度到玉里探視，並同友人為他爭取白色恐怖賠償、平反。5當年風光一時

的學生領袖，後來卻捲入白色恐怖之中，人生從此變調，不禁讓人好奇

統中會事件的來龍去脈為何。 

要釐清統中會事件之脈絡，須從自覺運動談起。1963 年 5 月 18 日，

一位署名狄仁華的美籍留學生，在《中央日報》副刊發表〈人情味與公

德心〉，批評臺灣社會沒有秩序、缺乏公德心，大學生遲到、插隊、考試

                                                       
1 〈玉里養護所很困擾 要求陳光中教授澄清〉，《聯合報》，1990 年 11 月 29 日，

06 版。 
2 〈精神失常叛亂犯許席圖的過去 參與愛心活動 捲入叛亂案〉，《中國時報》，1991
年 7 月 9 日，06 版。 

3 〈許席圖的遭遇是時代悲劇？統中會事件始末〉，《中國時報》，1992 年 6 月 12
日，07 版。 

4 〈柏楊探視白色恐怖時期獄友 精神錯亂三十餘年〉，《中國時報》，1999 年 7 月 7
日，11 版。 

5 〈謝長廷將探視偶像許席圖〉，《聯合報》，2003 年 01 月.21 日，2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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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弊等現象。6文章見報後旋即引起震撼。於是，臺大學生發起「五二〇

青年自覺運動」，呼籲學生提高公德心，不要讓歷史評判為自私頹廢的一

代，並著手訂定各種生活公約。一時之間媒體大幅報導，各級學校紛紛

響應。 

自覺運動開展後，逐漸分為兩條路線，一為臺大的社團刊物，推廣

自覺運動的《新希望》，一則為救國團所支持輔導的自覺會。過去自覺運

動的研究，多聚焦於臺大的《新希望》，自覺會與統中會事件的論述有限。
7其中統中會的論述，多來自新聞報導，以及林樹枝所著《出土政治冤案

第一集增訂版》一書。林氏在〈統中會案始末〉一文指出，運動發起後，

各校學生串連組織自覺會，推廣自覺運動。後來自覺會因經費短缺而沒

落，許席圖便組織「統一事業基金會」，以入股方式向舊自覺會會員召募

資金，投資事業，維持自覺運動，引起當局忌諱，於是逮捕相關成員，

許席圖等人被起訴判刑，即為統中會事件。8然而此書並非專門學術論

著，部分記載與事實有出入，卻為後續研究者引用，故有再論證的必要。 

周馥儀的〈黨國動員下的青春變奏曲：五二〇青年自覺運動初探〉

一文，探討《新希望》與自覺會，和統中會事件之經緯。該文以黨國設

下的「個人道德」與「反共救國」兩個框架，探討自覺運動，指出不管

是《新希望》或自覺會，皆反映出官方民族精神教育結果，並未脫離黨

國設下的限制。9但文中統中會的論述亦引自林樹枝一書，統中會事件之

詳情原委，與自覺會有何關連？有待進一步釐清。 

有關自覺會與統中會的研究有限，相關檔案資料也不易取得，例如

自覺會方面，因救國團乃其輔導單位，據救國團出版的《綠旗飄揚三十

年》所引用的資料可知，救國團應有自覺運動的相關檔案，包括在團史

室、秘書室的「工作會報」，以及「青年自覺運動檔」，10可惜救國團的

史料並沒有開放，保存情形也未知。直到 2013 年，自覺會的成員運用當

                                                       
6 〈人情味與公德心〉，《中央日報》，1963 年 5 月 18 日，6 版。 
7 參見吳國棟，〈五‧二〇青年自覺運動〉，收錄於丘為君等編著，《臺灣學生運動

（1946-1979）（上冊）》（臺北：龍田出版社，1979 年。），頁 35-48；張鈞凱，〈世

代與時代：1970 年代臺大保釣與學生運動〉（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2011），頁 63-83。 
8 林樹枝，《出土政治冤案第一集增訂版》（作者出版，1992），頁 96-103。 
9 周馥儀，〈黨國動員下的青春變奏曲：五二〇青年自覺運動初探〉，收錄於川島真、

松永正義、陳翠蓮主編，《跨域青年學者臺灣史研究第四集》（臺北：國立政治大

學臺灣史研究所，2011 年），頁 353-387。 
10 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總團部編印，《綠旗飄揚三十年》（臺北：救國團，1982 年），

頁 156、409。 



118  臺灣學研究‧第二十五期    民國一○九年三月 
 

年留存的資料、報紙，加上成員的文章回憶，編成《自覺覺人 自強強國 

中華民國青年自覺運動實錄（1963-1970）》一書（以下簡稱《自覺運動

實錄》），對當年事蹟作全面性回顧，自覺會始有較完整的面貌。11在統

中會方面，因屬白色恐怖政治案件之故，官方檔案以自白書、調查筆錄、

判決書為主，屬機密案件「七一一專案」，收藏於檔案管理局，至 2003

年，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與檔管局偕同專家認定為重大政治案

件，經解密後移交檔管局典藏。12相關資料與檔案陸續問世、開放後，

有助吾人重新釐清統中會事件之原委。本文將聚焦於過去自覺運動中，

鮮少被探討的自覺會，與後來衍生的統中會事件。 

 

貳、自覺會的組成與式微 
狄仁華13的〈人情味與公德心〉引發「五二〇自覺運動」後，風潮

迅速擴及全臺，一時「自覺行動」的報導不斷，例如有人託學生購買學

生月票 2 張，經「自覺」後賠償公車管理處；成功中學應屆畢業生實施

榮譽考試，黑板貼著「榮譽至上」等紙條，最後果然沒有作弊情形等等。
14待熱潮過去，自覺運動並未戛然而止，係分為二條路線發展，一為臺

大的社團刊物《新希望》，一為救國團輔導的自覺會，脈絡如下圖所示：  

 

                                                       
11 中華民國青年自覺運動編輯委員會，《自覺覺人 自強強國 中華民國青年自覺運

動實錄（1963-1970）》（臺北：禾年實業，2013 年）。 
12 〈機密文書註銷卷〉，《81 上己 357 叛亂》，檔案管理局藏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檔

案，檔號：0081/檔上/007627/1/006/0001。 
13 狄仁華為筆名，其本名為柏大恩（Donald W. Baron），美國紐約州人，原在波士

頓的神學院就讀，接著被派到香港實習二年，於珠海大學教授英文，並在信義

會佈道，返美後到耶魯大學攻讀中文，1961 年向教育部申請到二年獎學金後，

以特別生的名義進入臺大歷史研究所。參見〈狄仁華‧他是怎樣一個人？〉《聯

合報》，19635 月 23 日，02 版。 
14 殷穎，〈由美國留華學生所點燃的—中國青年自覺運動〉，收錄於丘為君等編著，

《臺灣學生運動（1946-1979）（中冊）》，頁 364-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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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自覺運動發展脈絡 

 

資料來源：筆者自繪。 

 

以下略述《新希望》之發展，談討重點將聚焦於自覺會。 

自覺運動展開後，臺大學生劉容生等人為了讓運動持續產生影響

力，決定辦理一份宣傳刊物，即為《新希望》，創刊於 6 月 6 日，總共發

行 8 期。《新希望》早期具有強烈的愛國色彩，呼籲青年必須自覺、政府

必須圖強等等。但隨著運動熱度減退，逐漸脫離激昂風格，改以知識啟

蒙為主軸，刊載學術討論文章，並鼓吹民主與科學。但《新希望》第 8

期在 1965 年 4 月出刊後，遭臺大校方停刊。據劉容生回憶，因該期不顧

校方禁止，刊載哲學家羅素的〈自由或死亡〉譯文。羅素堅決反對核子

戰爭，認為若只能在「核戰」與「赤化」二擇一的情況下，他寧可選擇

後者。5 月臺大訓導處以該刊不復受校方指導為由下令停刊，《新希望》

從此劃下休止符。15至於自覺會，則在救國團的輔導下持續運作，發展

茁壯，如下所述。 

                                                       
15 劉容生，〈《新希望》與自覺運動〉，收錄於謝小岑、劉容生、王智明主編，《啟

蒙‧狂飆‧反思—保釣運動四十年》（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 年），

頁 61-62。 

520 自覺運動 

(1963.05.20) 

自覺運動推行會 

（救國團輔導） 

(1963.10.27) 

統中會 

(1968.04) 

臺大《新希望》

(1963.06.06) 

停刊 

(1965.05.01) 

會務停滯 

(1970.06) 

壓制 

(196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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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覺會的組成 

自覺運動引發熱潮後，以臺大、師大為主的學生決定籌組「中國青

年自覺運動推行會」，1963 年 10 月 27 日於中央日報社大樓正式成立。16

接著，大會通過組織章程，選出常務委員，作為自覺會的最高執行機關，
17設立出版、演講、話劇、救濟勸募、秩序勸勉、病童教育和衛生工作、

社會調查等 8 個工作隊，推行各項社會服務。18 

自覺會的組織，主要有設於臺北的總會，位於中山北路的中國青年

服務社，其領導幹部多為臺北地區大學生。各地設有中學聯絡處，會員

數具一定規模的地區再設立分會，做為自覺會的分支機構，至於臺北地

區的中學聯絡處，則由總會直接領導。自覺會的分支機構如表格所示： 

 

表 1：自覺會分會、中學聯絡處 

                                                       
16  〈自覺推行會發表宣言  呼籲全國青年負起推展責任〉，《中央日報》

（1963.10.28），第 3 版。 
17 〈中國青年奮發淬勵 自覺推行會昨成立〉，《中央日報》（1963.10.28），第 3 版。 
18 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總團部編印，《綠旗飄揚三十年》，頁 394。 

總會、地方分會 所屬學校聯絡處 

總會 

建國中學    成功中學 

師大附中    臺北商職 

喬治中學    勵行中學 

復興中學    開平中學 

北市商職    德明行政專校 

強恕中學    苗栗中學（苗栗） 

新營中學（臺南） 

高雄分會 
  高雄中學    高雄工專 

  左營高中 

臺中分會 
  臺中一中    臺中女中 

  臺中二中    僑光商職 

新竹分會 
  新竹女中    新竹中學 

  新竹高商    新竹一中 

屏東分會 
  屏東女中    屏東中學 

  高雄水產    東大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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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華民國青年自覺運動編輯委員會，《自覺覺人 自強強國 中華民

國青年自覺運動實錄（1963-1970）》，頁 71-74。 

 

總會由主席領導，下設秘書處、組訓組、活動組、文書組、出版組、

公共關係組、總務組等。各小組之外，還有演講、話劇、救濟勸募、秩

序勸勉、病童教育和衛生工作等工作小隊。此外，自覺會有二個重要會

議組織，一為每年舉行一次的全體會員大會，是自覺會的最高權力機關，

主要任務是修訂會則章程，以及選出下年度的常務委員。另一個即為常

務委員會議，常委任期一年，原則上每個月召開一次常委會，是自覺會

最高決策機關，負責推選主席、議決各小組計畫推行之會務。19由此看

來，自覺會的組織完整，但在戒嚴時代能有如此規模之學生組織，實乃

有救國團輔導之故。 

 

二、救國團的角色 

（一）輔導單位 

在《自覺運動實錄》編輯成書之前，自覺會成員再度拜訪當年臺北

青年服務社總幹事楊尊嚴，他回憶道： 

由於自覺會是青年學生自發組成的愛國家、改善社會風氣的

運動，與救國團標榜的理念完全一致，所以服務社非常支持，

但只能給予一些行政支援，幫助實在有限得很。完全不介入

會務，也不敢以「輔導、指導」角色自居。20 

                                                       
19 中華民國青年自覺運動編輯委員會，《自覺覺人 自強強國 中華民國青年自覺運

動實錄（1963-1970）》，頁 67；施淳孝訪問、紀錄，〈蔣宗國先生訪問記錄〉，2016
年 1 月 7 日於臺北市青島西路 Ikari Coffie 公保店、2016 年 3 月 23 日於新北市

七張麥當勞。 
20 中華民國青年自覺運動編輯委員會，《自覺覺人 自強強國 中華民國青年自覺運

嘉義分會  

基隆分會 
  基隆中學    基隆女中 

  基隆水產 

宜蘭分會 

  宜蘭中學    宜蘭農校 

  蘭陽女中    頭城中學 

  羅東中學    蘇澳水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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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覺會總會就設在救國團的青年服務社，雙方經常有互動往來，成員對

楊總幹事的印象很好，不過雖說不敢以「輔導」角色自居，但實際上救

國團確實是自覺會的輔導單位。救國團正式成為輔導機構，應始於 1965

年 1 月的座談會，會中決議由國民黨中央黨部一、四、五組，教育部、

教育廳、警備總部、知青黨部、警務處、內政部、救國團等 8 大單位輔

導自覺會，並提供經費補助。21該年 10 月 9 日舉行第一次「自覺運動輔

導會議」，由救國團召集各輔導單位與自覺會成員在總團部召開。22隔年

11 月自覺會舉辦會員大會，8 大單位也都派員參加指導，亦有長官發表

專題演講。23 

    然而，有部分會員對救國團作為輔導單位一事有所疑慮，例如救國

團定期給予經費補助，有人怕拿了錢就要受其指揮。24此外在 1966 年暑

期，總會與宜蘭分會合辦「晨鐘暮鼓戰鬥營」，得到宜蘭團委會的支持，

但過程中發生一段插曲：營隊在早上升旗典禮時，部分學生會員對於按

慣例升救國團團旗有意見，他們認為戰鬥營是自覺會辦的，理應升國旗

跟營旗即可，為何要升團旗？據說事後讓宜蘭團委會頗為不快。25 

（二）協力者、贊助者 

自覺會創會之初，就得到救國團的大力支援。在場地方面，總會一

開始沒有固定的聯絡處，最後落腳救國團的青年服務社，地方分會也是

如此，例如宜蘭分會、高雄分會，皆座落於各地救國團辦公室。26自覺

會舉辦的活動，常常借用救國團的場地，像會員大會，演講、座談會，

                                                                                                                                            
動實錄（1963-1970）》，頁 29。 

21 〈本會舉行座談加強各方聯絡 限于預算本刊將改為雙月刊〉，《民族魂》第 4 期，

1965 年 3 月 1 日。 
22 〈各界贊助本會 輔導會即召開〉，《民族魂》第 5 期，1965 年 10 月 1 日，第 1

版。 
23 〈青年自覺會昨會員大會 張知本應邀作專題演講〉，《中央日報》，1966 年 11 月

12 日，第 4 版。 
24 陳翠蓮、施淳孝訪問，施淳孝紀錄，〈黃寬重先生訪問記錄〉，2015 年 8 月 18

日於中研院學術活動中心摩斯漢堡；施淳孝訪問、紀錄，〈蔣宗國先生訪問記

錄〉。 
25 溫文男，〈推行青年自覺運動：分會從宜蘭談起 聯絡處從北商提起〉，收錄於中

華民國青年自覺運動編輯委員會，《自覺覺人 自強強國 中華民國青年自覺運動

實錄（1963-1970）》，頁 161。 
26 陳翠蓮、施淳孝訪問，施淳孝紀錄，〈黃寬重先生訪問記錄〉；施淳孝訪問、紀

錄，〈呂昱先生訪問記錄〉，2016 年 3 月 30 日於臺南安平丹橘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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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就在青年服務社的鄒容堂27舉行；地方分會的活動，也會借用救國

團的禮堂、會議室、康樂室等。 

為了維持會務的運行，自覺會需要一定的經費。經費來源除了向會

員收取有限的會費之外，主要還是要依賴救國團等 8 大單位的補助。8

大單位由救國團統籌，補助金額每月新臺幣 500 元，若要辦理特別活動，

須檢附計畫申請撥款，但時有拖延之情形。28。 

 

三、會務推行 

 自覺運動標榜「不讓歷史批判我們是自私、頹廢的一代」，自覺會成

立之後，成員們旋即投入社會服務和公益活動，並關切國家局勢發展，

響應各種愛國活動，分述於后。 

（一）社會服務與社會救濟 

自覺會成立之初就組織許多工作小隊，後來逐漸成為經常性事務，

例如交通秩序勸勉、病童教育、環境衛生服務等等。他們在街頭張貼標

語、規勸行人遵守交通規則，架設廣播器提醒路人注意；到各大醫院幫

因病失學的兒童做義務教學；清掃街道，衛生消毒，舉辦你丟我撿等活

動。 

 社會救濟也是工作重點，像到貧民區發放物資，或者響應政府的冬

令救濟。其中規模最大的一次，是 1966 年許席圖擔任主席期間，發起全

國「雪中送炭仁愛運動」，於該年 11 月間展開，救濟對象是區公所登記

的一級貧戶，由自覺會組成貧民調查隊，決定救濟對象，發放救濟品。

該活動共收到社會人士及各中等學校捐贈現金五千多元，以及許多衣

物、白米，和日常生活用品。29 

                                                       
27 鄒容堂位於救國團青年服務社舊址(臺北市中山北路一段 46 號)，自覺會辦公室

即於鄒容堂旁。 
28 中華民國青年自覺運動編輯委員會，《自覺覺人 自強強國 中華民國青年自覺運

動實錄（1963-1970）》，頁 28。 
29〈青年自覺會 救濟品發竣〉，《聯合報》，1966 年 12 月 12 日，0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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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響應愛國運動 

60 年代因兩岸局勢與國際外交問題，政府經常動員愛國活動以支援

外交，自覺會也常參與其中，像是 1963 年底之周鴻慶事件、301965 年建

艦復仇運動、311966 年抗議葡萄牙政府的澳門事件等，其中對自覺會發

展影響最大的，是 1966 年的澳門事件。 

 根據陳堅銘之研究，國共雙方長期以來在澳門競爭當地華人支持，

最後中共成功操作澳門事件，致使國府勢力退出澳門。其過程大致是：

1966 年 11 月葡澳當局鎮壓「氹仔事件」，挑起當地華人民族主義情緒，

12 月 3 日親共社團向當局抗議，與警察防暴隊發生衝突，即為「一二‧

三事件」。正值文革之際，中共打著對抗帝國主義的口號，動員紅衛兵逼

近澳門示威，逼迫葡澳當局妥協，在 12 月 20 日將 7 名「反共人士」移

送中國，並關閉中華民國在澳門的機構、團體。事實上，這 7 名「反共

人士」並非投奔自由的「義士」，而是以羅德光為首的臺灣地下工作人員，

於 1963 年潛入廣東水域被共軍發現後逃至澳門，而澳門當局既沒有將這

7 人移送給中國，也未遣返臺灣當局。32 

    政府雖在外交上挫敗，卻依然策動輿論，動員愛國活動。葡澳當局

關閉國府在澳門的機構團體，並將領導人驅逐出境後，臺灣各界組成「中

華民國各界支援澳門僑胞反迫害運動委員會」，自覺會亦為 37 個常務委

員單位之一。33隔年 1 月自覺會在鄒容堂舉辦座談會，會中決議發表支

                                                       
30 1963 年 9 月中國油壓化機械代表訪問團到日本考察，翻譯周鴻慶藉機逃亡，被

捕後即向日警表示逃亡目的為臺灣或日本，希望尋求政治庇護，然而周氏之意

向再三轉變，日本政府決定依其最終意願，將其遣返中華人民共和國。據劉冠

麟之研究，國府策動宣傳製造風潮，目的實在阻止日本與中國進行經濟交流。

周鴻慶一度表示欲往臺灣，被形成投奔自由之義士，日本政府遣返之舉，在臺

灣激起大規模反日風潮，日本大使館甚至遭到民眾攻擊。參見劉冠麟，〈1960
年代前期中華民國對日外交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

文，2010 年），頁 64-107。 
31 1965 年 8 月 6 日，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海軍在福建東山島海域發生衝突，

其中中華民國海軍之章江、劍門二軍艦遭擊沉，指揮官胡嘉恆少將陣亡，引發

國內熱議。自覺會為響應「八六海戰建艦復仇運動」，決議通過一人一元捐獻，

並至基隆港慰問官兵。參見中華民國青年自覺運動編輯委員會，《自覺覺人 自
強強國 中華民國青年自覺運動實錄（1963-1970）》，頁 42。 

32 陳堅銘，〈國共在澳門的競逐—以「一二‧三事件」(1966-67)為中心〉，《臺灣國

際研究季刊》，12 卷 1 期，（2015.12），頁 155-168。 
33 〈各界成立委員會 長期支援旅澳僑胞〉，《聯合報》，1967 年 1 月 12 日，0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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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澳門僑胞反迫害宣言，並張貼支援外交的相關標語。34 

    然而在仇外風潮之下，許多義憤填膺的高中會員主張上街示威遊

行，過程中有不明人士電話關切，表示願意提供協助。2 月 1 日常委會

召開就「部分學校聯絡處，擬於翌日上街遊行抗議葡萄牙政府事件」一

案進行討論，其中較資深的常委表示疑慮，而年輕常委則支持遊行，最

後投票結果，決議遊行，主席蔣宗國35當場表示辭職，反對到底。36遊行

一案雖然通過，結果當天晚上許多會員接到軍警單位電話、或到家裡「關

切」，最後遊行沒有成行。37在事件險些「失控」後，當局者對學生就更

加警惕。 

 

四、自覺會的改制與式微 

（一）成員結構變化 

自覺會初期以大學生為主，領導幹部多為大學生。隨著中學聯絡處、

地方分會成立，中學會員的比例漸增，成為會務活動主力。根據《中央

日報》採訪報導，1964 年五二〇自覺運動滿週年之際，自覺會有會員 1423

人，大專生占 45%。38 至 1965 年底為止，會員人數已達 3950 人，中學

生比例上升至將近七成。39在該年的 2 週年紀念座談會中，臺灣省警務

處代表馬盛斌到場指導，他表示自覺會高中生會員佔了 69%，初中、社

會人士，和大專學生都很少，這表示自覺運動的推行還不夠深入。40社

會青年代表祝福祥也表示：「自覺運動推行兩年下來，已經和發起運動時

                                                       
34 〈支援澳門僑胞反迫害 青年自覺推行會 昨集會發表宣言〉，《中央日報》，1967

年 1 月 23 日，第 4 版。 
35 蔣宗國為自覺會前期核心人物之一，多次擔任常務委員、秘書長、主席，後來

因服兵役而逐漸淡出自覺會。參見施淳孝訪問、紀錄，〈蔣宗國先生訪問記錄〉。 
36 吳泰成，〈那些年我們一起追尋的理想～回憶在自覺會的雪泥鴻爪〉，收錄於中

華民國青年自覺運動編輯委員會，《自覺覺人 自強強國 中華民國青年自覺運動

實錄（1963-1970）》，頁 188。 
37 施淳孝訪問、紀錄，〈周順吉先生訪問記錄〉，2016 年 3 月 2 日於臺北市民生西

路波麗露餐廳、2016 年 4 月 1 號於臺北市民生西路冰霖豆花專賣店；施淳孝訪

問、紀錄，〈溫文男先生訪問記錄〉2016 年 2 月 19 日、2016 年 2 月 26 日於臺

北市萬方棕櫚泉社區自宅。 
38 〈青年自覺運動 推行今屆週年〉，《中央日報》，1964 年 5 月 20 日，第 4 版。 
39 許鐸覺(許席圖)，〈奮鬥不懈〉，《中央日報》，1965 年 12 月 25 日，第 6 版。 
40 〈青年自覺推行會昨開座談會〉，《中央日報》，1965 年 5 月 20 日，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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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初衷有了差異。有些大學的自覺推行會只是少數幾人唱的獨角戲，大

體上中學生還是很起勁。」41 

即使運動歷經 2 年，高中生依然熱情不減，逐漸成為自覺會的主力。

然而，這些純真的年輕人可能不知政治氛圍的凶險，漸漸踩到黨國所能

容忍的邊界。1967 年 11 月的第 4 屆會員大會上，選出的新任常委已跟

往昔大為不同，曾任自覺會秘書長的吳泰成如此回憶： 

由於高中高職及地區分會已紛紛成立，所以 15 位常委中新人

輩出，與前三屆由大學生占絕多數頗不相同。……會員的想

法建議甚多每難綜整，更年輕的入會者，似已不能安於既有

的推行模式，對社會現象及國家處境，漸有更強烈參與的渴

望。42 

吳泰成認為自己無力扭轉改變，最後辭去秘書長一職。 

再者，前文提及自覺會曾發生到兩個衝突事件，一個是 1966 年暑

假，總會與宜蘭分會舉辦的「晨鐘暮鼓戰鬥營」，在升旗典禮時因為會員

對升團旗有意見，據聞造成宜蘭團委會的不快；其二，1967 年 1 月抗議

澳門事件時，中學聯絡處與年輕常委毅然要上街遊行抗議，在場的輔導

單位勸阻不成，最後在當局的「介入」下遊行才沒成行。當自覺會的分

支機構益增，會員日眾，這些「失控」情形或許讓救國團認為，再讓年

輕人自行發展下去，可能會拉不住。 

（二）會務改制與式微 

1967 年 11 月，救國團等輔導單位建議自覺會改制，希望各中學聯

絡處改由各校自行辦理，總會的會務重點置於大專學生與社會青年。此

舉引起部分會員反彈，於是召開臨時常委會檢討自覺會未來方向，最後

在第 5 次臨時常委會通過改制方案。改制之後，總會與各地分會、中學

聯絡處之連結被切斷，自覺會規模大幅縮減，再也不能到中學舉辦活動。

過往每年召開的全國性會員大會無法再舉行，總會遂於 1968 年 1 月 14

日成立「臨時常務委員會」，由原本登記參選第 5 屆的常委候選人中選出

組成，等待將來會員大會召開後再行追認，但實際上已無再開之可能。43 

                                                       
41 〈今日專訪：我看自覺運動〉，《中央日報》，1965 年 5 月 20 日，第 4 版。 
42 吳泰成，〈那些年我們一起追尋的理想～回憶在自覺會的雪泥鴻爪〉，收錄於中

華民國青年自覺運動編輯委員會，《自覺覺人 自強強國 中華民國青年自覺運動

實錄（1963-1970）》，頁 187-188。 
43 中華民國青年自覺運動編輯委員會，《自覺覺人 自強強國 中華民國青年自覺運

動實錄（1963-1970）》，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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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制不久，救國團又有動作。第 5 屆臨時常委會選出劉水池擔任主

任委員（原主席之職稱已改為主任委員），據劉水池回憶，他在卸任前的

1、2 個月（任期至 1968 年 7 月 7 日），救國團的組長吳挽瀾曾找他到總

團部開會。當時救國團正準備推動「張老師專線」，協助青少年進行心理

諮商。吳挽瀾希望自覺會轉型，專門協助此一工作，但劉水池認為自覺

會是獨立自主的組織，不願受其指揮，因而拒絕，最後雙方不歡而散。44  

自覺會與救國團過往關係不再，規模大幅縮減，已是江河日下，再

加上統中會事件，因有部分會員涉入，一時人人自危。據劉禮信回憶，

事件過後無人願意接任主任委員一職，最後他在 1969 年 4 月就任，係自

覺會最後一任主任委員。接手會務後，他發現不僅經費短缺，負債更是

不少，以前救國團的定期補助，上任後才知悉已停止一陣子。為了解決

財務困難，劉禮信與救國團接洽，救國團同意協助自覺會清償債務，但

以後不會再有任何經費補助。後期的自覺會，只能辦理勵志座談、貧童

教育等活動。1970 年 6 月，救國團青年服務社以辦理才藝教學教室為由，

收回自覺會的辦公室，自覺會失去了固定的會址，無形中等於是解散了，

只剩個人之間的聯繫而已。45 

參、統中會事件始末 

一、許席圖與統中會的成立 

許席圖，1945 年生，籍貫雲林，在自覺會時期就讀於政大企管系，

獲准修讀法律系學分，學期成績都在 80 分以上，合乎學校轉系規定，學

校當局卻因為他不入黨，不准轉系，於是在 1965 年 9 月休學，專注於自

覺會會務，先後擔任活動組長、秘書長、主席等職位，但最後因本系學

分不足被退學，1966 年底離開自覺會，入伍服役於澎湖陸軍第 9 師。46 

    原在左營海軍陸戰隊服役、擔任排附的劉秀明，此時也調任至澎湖。

許席圖與劉秀明是成功中學初中部同窗，異地相逢之二人，在聚會時經

                                                       
44 施淳孝訪問、紀錄，〈劉水池先生訪問記錄〉，2016 年 6 月 15 日於臺北市新生南

路一段老樹咖啡。 
45 劉禮信，〈首部曲落幕篇〉，收錄於中華民國青年自覺運動編輯委員會，《自覺覺

人 自強強國 中華民國青年自覺運動實錄（1963-1970）》，頁 151-153。 
46  《許席圖等叛亂》，檔案管理局藏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案，檔號：

0058/1571/096/003/003/0007、0058/1571/096/004/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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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談論國家社會問題，一方面對現狀不滿，另一方面許席圖說，自覺會

成員以高中生為主，但是當時救國團已切斷高中自覺會跟臺北總會的聯

繫，雖然由教官繼續輔導，但不能跟總會聯絡。47  

    幾經研議後，二人決定從澎湖開始，成立新的青年組織。當時馬公

中學的自覺會剛成立不久，劉、許二人先後以來自臺北總會的身份（劉

秀明並未參加過自覺會）與馬中自覺會接觸。透過會務交流，他們從自

覺會的理想、組織、活動，一直討論到國家前途問題，而自覺會又被救

國團限制，年輕人沒有機會，於是決定組織一個團體介入政治，就是統

中會，但沒有主張要用武力。48 

1968 年 4 月 7 日，許席圖、郭長江、郭天佑、林長興、翁文杏、余

光宏（余光弘）、莊信男、吳妙等人（許席圖、莊信男、吳妙時為軍人，

劉秀明已退伍返臺，其餘為馬公中學自覺會成員）在澎湖縣湖西鄉林投

公園成立統中會，進行宣誓儀式、通過章程草案，推選許席圖擔任統帥，

郭長江為參謀長，下設秘書、組織、總務、政治、宣傳、聯戰、行動、

情報 8 個部，並陸續成立各個戰鬥團。統中會成立不久，許席圖、莊信

男陸續退伍返臺。許席圖返臺後一度開設華南打字行，後因經營不順而

結束營業，在光復書局擔任助理編輯，49另一方面持續發展統中會，招

募周順吉、呂建興、吳水池、周國良、高全益，蔡富山、梁明賢、鍾承

業、賴延齡、林志珍等人加入。然而，此時統中會的秘密活動，已受到

調查單位注意，被列為「七一一專案」追蹤。 

 

二、調查單位的天羅地網：七一一專案 

七一一專案的成立，起因於 1968 年 7 月 5 日高雄正修工專學生○○

○（檔案遮掩）密報，鄰居左營中學王鴻軒說有左中同學呂建興曾欲吸

收同學參加一非法團體，被其拒絕，另有同學陳╳╳，對呂建興虛與委

蛇，暗中調查真相，高雄警局於是向王、陳 2 人秘密查證，獲悉該組織

為「統中會」，目的是以和平手段奪取政權，推翻政府，統一中華。接著，

                                                       
47 施淳孝訪問、紀錄，〈劉秀明先生訪問記錄〉，2016 年 6 月 26 日於延平北路 5

段 OK 超商。 
48 許雪姬訪問，王美雪、張慧貞紀錄，〈余光弘先生訪問記錄〉，收錄於賴澤涵主

持，吳文星、許雪姬採編，《戒嚴時期臺灣政治事件口述歷史》，頁 119。 
49 施淳孝訪問、紀錄，〈周順吉先生訪問記錄〉；《許席圖等叛亂》，檔案管理局藏

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案，檔號：0058/1571/096/003/003/0007。 



從「自覺運動」到「統中會事件」(1963-1970)  129 
 

基隆港警察所也在 11 月初接獲基隆六中學生周╳╳密報，有許席圖、李

文清、周順吉等人利用「自覺會」名義，暗中組織「統中會」。於是，警

務處運用陳╳╳參加統中會，打入組織，並策動已參加統中會的蘇╳╳

辦理檢舉手續，並掌握周╳╳繼續擴大偵察，獲得統中會的活動資料。

接著警務處邀同調查局、警備總司令部、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六組，正

式在 1968 年 11 月 29 日成立專案小組，並由警務處安全室、臺北市警局、

高雄市警局、基隆港務警察所成立執行小組。50 

在經由內線蒐證後，1969 年 1 月 18 日警務處召開第二次小組會議，

會議一開始主席報告調查局提供的案情，誇大之程度令人匪夷所思： 

……並承司法行政部調查局提供該「統中會」不法組織領導

人「正反」者（按：應為「正寰」，即許席圖）在新竹方面掌

握我政府軍隊一支，在澎湖已有兩艘船以及刀槍武器等實

力，並在香港、馬來西亞亦已展開活動等情，至值重視。51 

接著會議討論行動方向：「一旦採取行動，牽涉人數眾多，請以『叛

亂』、『非法』兩種組織為假設，審定處理原則案」，然後決議以統中會「重

要份子」許席圖、周順吉、呂建興、莊信男、鍾承業、梁明賢、蔡富山

（王富山）為第一批行動對象，其餘李文清等 37 名則接洽有關單位秘密

監控。52 

    同日，召開執行小組第二次會議，決議分南北兩區行動，南區由高

雄市警局策動統中會成員○○○、○○○出面自首，53北區則由基隆港

務所取得周╳╳查證，最後於 1969 年 2 月 10 日開始採取行動，將相關

人等逮捕到案。54 

    第一批行動後，2 月 26 日召開小組第三次會議，會議中由警務處提

出第三次專案簡報資料，報告偵辦過程。接著，調查局表示許席圖尚未

                                                       
50 〈偵辦「七一一」專案檢討報告〉，《許席圖等叛亂》，檔案管理局藏國防部後備

司令部檔案，檔號：0058/1571/096/002/006/0007。 
51 〈七一一專案記錄〉，《許席圖等叛亂》，檔案管理局藏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案，

檔號：0058/1571/096/002/002/0015。 
52 〈七一一專案記錄〉，《許席圖等叛亂》，檔案管理局藏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案，

檔號：0058/1571/096/002/003/0001。 
53 根據軍法庭判決書，自首者為賴延齡、林志珍。參見〈臺灣警備總司令部判決

書〉，《周順吉、呂建興、莊信男、劉秀明、許席圖叛亂》，檔案管理局藏國防部

軍法局檔案，檔號：0058/1571/128/001/001/0070。因檔案遮掩，以上乃根據檔

案對照推論而來，未必與真實情形相符。 
54 〈七一一專案記錄〉，《許席圖等叛亂》，檔案管理局藏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案，

檔號：0058/1571/096/002/003/0010-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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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承案情，應集中力量，繼續追訊，向上發展；警總保安處認為統中會

實屬叛亂組織，且組織龐大，但參加者多為青少年，就政治立場而言，

應對為首及涉嫌重大者依法處理，次要份子予以政治處理，尤其是在學

學生更要妥慎處理。最後決議約談 69 名「次要份子」，在學學生則請國

民黨中央黨部第六組協調知識青年黨部辦理。55 

6 月 12 日召開第四次會議，警務處提出專案檢討報告，詳陳案情起

源、偵辦經過、處理情形，以及得失檢討。在偵辦過程中有提到，該案

自 1968 年 7 月佈線偵察以來，經 10 個月的搜查，涉嫌份子原為 44 人，

擴大偵查後增加為 100 人之多。處理的情形如下： 

 

表 3：七一一專案涉嫌人員處理情形 

身份 成員 
人

數 

負責單

位 

處理情

形 

為

首

份

子 

第一批

到案 

許席圖、劉秀明、莊信男、周順

吉、呂建興、吳水池、鍾承業、

梁明賢、蔡富山 

9 

臺灣省警

備總司令

部軍法處 

移送法辦 

第二批

到案 

郭長江、郭天佑、林長興、吳妙、

翁文杏、余光宏（檔案遮掩，據

余光弘本人口述訪問記錄可知）

6 

移 送 法

辦，暫予

交保，案

併軍法處

繼續偵察 

現役軍人 

溫文男、許目發、陳運春、吳登

通、吳國安、陳南雄、李金春、

陳一誠、蔡正雄等 

11 

國防部總

政治作戰

部 

移送軍中

偵辦 

附從份子 
林嘉明等（後增加吳妙，應為 69

人，合計 101 人） 
68 

高雄市警

局、臺北

市警局 

悔過自新 

內線人員 
陳╳╳、蘇╳╳、叢╳╳、周╳

╳、王╳╳ 
5  免予究辦 

駐外人員 李在方 1  不便約談 

資料來源：〈偵辦「七一一」專案檢討報告〉，《許席圖等叛亂》，檔案管理局藏

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案，檔號：0058/1571/096/002/006/0008-0009。 

                                                       
55 〈「七一一」專案小組會議記錄〉，《許席圖等叛亂》，檔案管理局藏國防部後備

司令部檔案，檔號：0058/1571/096/002/006/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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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七一一專案涉嫌人員職業統計 

職

業 

學

生 

軍

中

服

役 

農 工 商 漁
公

教

航

空 

文

化

事

業

無

業 
合計 

人

數 
37 11 4 23 11 1 3 1 1 8 100 

資料來源：〈偵辦「七一一」專案檢討報告〉，《許席圖等叛亂》，檔案管理局藏

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案，檔號：0058/1571/096/002/006/0011。 

 

    接著，決議對於悔過自新者，在學學生列冊送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

六組，在職者由調查局送有關單位考核；所有悔過自新者名冊抄送境管

處，申請出入境時需先送會警務處；參與專案各機關有功人員、警察機

關辦案人員予以獎勵，獎金由各警局核發。56會議最後，高雄市警局副

局長提議對專案運用人員給予獎金獎勵，主席裁示由警務處辦理。57 

在統中會事件的偵辦過程中，情治單位運用內線、策動自首的方式，

這是調查局常見的「偵破布建」手段，又稱「專案布建」，就已鎖定的團

體組織，以「打入」或「拉出」的方式布下眼線。所謂打入係指發現可

疑團體時，派人去接近他們，順勢被吸收成為內應，而「拉出」就是從

偵查的對象中選擇可利用的人，讓他們提供情報。58在七一一專案第二

次會議中，國民黨中央委員第六組的陳綏民便表示：「……本會經指導內

線○○○上爬（向高屋）探查，但此項工作必須長期培養，放長線釣大

魚……」59專案成立之初，就已設定「非法」、「叛亂」的偵辦方向，再

利用部分成員「打入」、「拉出」，加上刑求逼供，讓叛亂罪名成為事實。 

 

                                                       
56 〈「七一一」專案小組第四次會議紀錄〉，《許席圖等叛亂》，檔案管理局藏國防

部後備司令部檔案，檔號：0058/1571/096/002/006/0013-0014。 
57 〈「七一一」專案小組第四次會議紀錄〉，《許席圖等叛亂》，檔案管理局藏國防

部後備司令部檔案，檔號：0058/1571/096/002/006/0015。 
58 侯坤宏，〈戰後臺灣白色恐怖論析〉，收錄於《臺灣 1950～60 年代的歷史省思—

第八屆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臺北：國史館，2007 年），頁 182。 
59 〈「七一一」專案紀錄〉，《許席圖等叛亂》，檔案管理局藏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

案，檔號：0058/1571/096/002/002/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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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當訊問 

    白色恐怖時期，情治機關拘捕嫌犯後，往往以各種不正當的方式訊

問嫌犯。雖然處置政治犯的「軍事審判法」第 109 條規定：「訊問被告，

應初以懇切之態度，不得用強暴、脅迫、利誘、詐欺及其他不正之方法」，

即使如此，刑求逼供的事件卻屢有所聞。60因翻譯大力水手漫畫，被認

為影射蔣氏父子而入獄的柏楊，曾經傳神地敘述特務的刑求逼供： 

不是每個政治犯都跪過算盤，也不是每個政治犯都搖過電話

（把電話線的電流通到手指上，然後搖動手把，電流會使一

個人渾身發抖，屎尿齊出），但是，最後都會照著特務們的預

期，招出答案。只要你第一件事自誣，就一瀉千里，每件事

都會自誣，直到法律把你完全嚴密的綁住。如果只看筆錄，

只看口供，每句話都是囚犯說的，事實上，每句話都是特務

說的，真是：他白即自白，一一服上刑。61 

統中會成員遭遇到的情形又是如何呢？ 

在偵辦過程中，當事人經常遭到疲勞審訊。筆者訪問周順吉、呂建

興、劉秀明，三人都表示遭到疲勞審訊，特務不讓你睡覺，否則就用強

光照射。最後為求安穩一眠，辦案人員要你承認什麼你都會承認。然後

透過每個人的口供，串成「前後一致」的案情。  

    威脅和誘騙也是常見的手法。呂建興在覆判聲請書中就說明了被威

脅、誘騙的情形：「……警局人員便厲聲大罵被告說：『鍾承業、梁明賢、

賴延齡、林志珍他們也已經被捕了，現在都在樓下，你最好還是承認了

才能對你自己有利，否則你就永遠休想回家。』」等到要被押送臺北市警

局時，又一再叮嚀：「你們的事情沒什麼，有些人都已辦過手續回家了，

只要你們到臺北後能夠照著在高雄所說的回答，就可以馬上回家……62」

4 月 11 日，劉秀明等人被送至警總看守所，裡面的洪姓辦案人員對劉秀

明講說：「這是必要的程序，軍法處一開過庭，即可交保，但是要照警局

裡的話講，不可以有矛盾」，迨至開庭，檢察官偵訊時，即有林姓警員「呶

嘴示意，不准辯陳」63，沒想到乖乖配合之下，換來的卻是十年的牢獄

                                                       
60 蘇瑞鏘，《白色恐怖在臺灣—戰後臺灣政治案件之處置》，頁 189-193。 
61 柏楊口述，周碧瑟執筆，《柏楊回憶錄》（臺北：遠流出版社，1996 年），頁 305。 
62 《周順吉、呂建興、莊信男、劉秀明、許席圖叛亂》，檔案管理局藏國防部軍法

局檔案，檔號：0058/1571/128/001/001/0045。 
63 《周順吉、呂建興、莊信男、劉秀明、許席圖叛亂》，檔案管理局藏國防部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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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災。 

刑求當然也沒少過，當年同樣被囚於警總看守所的柏楊，每天都聽

到許席圖在堆滿屎尿的單獨房間裡不斷哀嚎：「我要出去！」監獄官在冬

天把他衣服剝光，教他手淫；一有大官來視察，就把他綁起來，用布條

塞住嘴巴，不到 3 個月內就精神錯亂。64被視為主犯的 5 人在 4 月 11 日

被送至警總看守所，至 8 月 11 日審理庭開庭時，許席圖是衣服破爛、嘴

角流血、狀態瘋癲，雙手被銬在法庭欄上；8 月 28 日辯論庭上，許席圖

指檢察官為「日本人，不愛國」，或要衝出法庭，或跪伏膜拜，母親當場

大哭說：「我一個好好的兒子，被抓來這兒，怎麼會變成這樣，請法官主

持正義……」。65 

    種種苦刑後，辦案人員取得自白，即便辯護律師認為自白出於警察

誘騙，依法不得採為論罪基礎，但法庭通常都很少採信，亦少見對被告

抗辯的內容詳加查證。尤英夫律師在覆判答辯書中寫道：「……周順吉且

具體指出：寫一份自白書，共寫十次，方符合警察之心意。惟原審不與

置理……」66最後 9 月 12 日的原審判決書上，當庭認為自首、證人、偵

審所供之情節相符，「……其犯罪事實昭然，警察人員無誘騙之必要，而

同案被告許席圖並未提出此項抗辯，則各被告之自白，係出於自由意志

更堪認定」。67白色恐怖對於人權的戕害，可見一斑。 

 

                                                                                                                                            
局檔案，檔號：0058/1571/128/001/001/0110。 

64 柏楊口述，周碧瑟執筆，《柏楊回憶錄》，頁 305-306。 
65 《周順吉、呂建興、莊信男、劉秀明、許席圖叛亂》，檔案管理局藏國防部軍法

局檔案，檔號：0058/1571/128/001/001/0096、0108-109。 
66 《周順吉、呂建興、莊信男、劉秀明、許席圖叛亂》，檔案管理局藏國防部軍法

局檔案，檔號：0058/1571/128/001/001/0155。 
67 〈臺灣警備總司令部判決書〉，《周順吉、呂建興、莊信男、劉秀明、許席圖叛

亂》，檔案管理局藏國防部軍法局檔案，檔號：0058/1571/128/001/001/0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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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對審判「統中會事件」相關問題之商榷 

根據軍法庭判決書所述，統中會為「中國統一事業基金會」之簡稱，

宗旨為「實行統一主義，摧毀共產暴政，反對臺灣獨立，推翻國民政府

統一中華」，以「仁愛互助金」為名收取會費（每月 10 元），由許席圖與

郭長江分別擔任主席、參謀長，郭天佑為總務部長，劉秀明為情報部長，

吳妙為聯戰部委員，莊信男為行動部委員兼虎風戰鬥團團長，翁文杏為

西瀛戰鬥團團長，林長興為政治部委員，並與余光宏同任西瀛戰鬥團副

團長。戰鬥團之下，設有大隊、中隊、小隊。681968 年 9 月 1 日許席圖

在臺北圓山臥龍崗成立龍雲戰鬥團，由周順吉擔任團長，呂建興、吳水

池為副團長，先後在南北召開多次會議，調查政府官員貪污腐化資料、

搜集政府軍事情報等等，並命高全益、周國良繪製「南港國軍彈藥庫分

佈圖」、「臺灣銀行疏散烏來龜山位置圖」、「基隆地區軍事要塞位置圖」。

接著許席圖指示虎風戰鬥團籌劃鬼湖探險，準備建立軍事基地。1969 年

1 月 1 日，呂建興等人在臺南虎頭埤舉行虎風戰鬥團第十四大隊「虎頭

埤講習會」，講解「組織行動」、「統一主義」，並由莊信男檢閱頒獎。69 

    大致而言，被視為叛亂的癥結點，有「推翻國民政府」之宗旨、「繪

製軍事地圖」、「組織戰鬥團」作為軍事武力、「準備建立鬼湖秘密武裝基

地」、「虎頭埤講習統一主義」等。但根據相關檔案、口述回憶，與判決

書中情狀比較，統中會是否如前述「七一一專案」所示，係一企圖武力

叛亂的危險組織？以下就問題點分述之。 

（一）推翻國民政府？ 

統中會被視為叛亂組織，是因為當局認定其宗旨有「推翻國民政府」

的字眼。就統中會章程而言，七一一專案報告中已確認原始章程已被許

席圖燒毀。70又據覆判聲請判決書，案內所有章程共有 8 份，包括郭長

江追記的「統中會章程」、「統中會組織章程」、「中國統一事業基金會章

程草案」，許席圖追記之「統中會組織章程」，郭長江、郭天佑、林長興、

                                                       
68 〈臺灣警備總司令部判決書〉，《周順吉、呂建興、莊信男、劉秀明、許席圖叛

亂》，檔案管理局藏國防部軍法局檔案，檔號：0058/1571/128/001/001/0066-0071。 
69 〈臺灣警備總司令部判決書〉，《周順吉、呂建興、莊信男、劉秀明、許席圖叛

亂》，檔案管理局藏國防部軍法局檔案，檔號：0058/1571/128/001/001/0066-0071。 
70 〈偵辦「七一一」專案檢討報告〉，《許席圖等叛亂》，檔案管理局藏國防部後備

司令部檔案，檔號：0058/1571/096/002/006/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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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文杏於自白書所追記各一份。71周順吉之辯護律師尤英夫，在覆判答

辯書中認為「中國統一事業基金會章程草案」才是沒被動手腳的原始文

件，其內文不僅沒有推翻國民政府之字眼，更有「聯合青年創造事業達

成中華統一建設……為宗旨」、「旨在促進國家民族富強謀求全體同胞幸

福……」等字句，豈可視為叛亂組織？尤英夫律師更指出，在許席圖追

記的章程中，「驅除腐化政權」被改為「驅逐現在腐化國民黨及政府」，

郭長江追記的宗旨為「本會以剷除暴政，驅除腐化，奉行統一事業，建

立富強康樂新中國為宗旨」，暴政兩字斜下處被加上「現政府」，很明顯

是被動過手腳。72 

實際上，就連七一一專案的檢討報告中，也白紙黑字寫著高雄警局

透過線民調查，發現統中會目的是要以「和平手段」奪取政權，統一中

華，73但最後卻變成武裝叛亂團體。據劉秀明回憶，他在看守所其間被

分到與調查局第三處長，因內鬥而入獄的蔣海溶同房。蔣告訴他，根據

懲治叛亂條例，反國民黨是不可以入罪的，因為國民黨只是人民團體。74

因此，辦案人員非要加個「政府」上去，叛亂罪才會成立。 

（二）戰鬥團、鬼湖探險、新化虎頭埤講習會 

據當事人回憶，統中會確實有組織系統，成立戰鬥團，但是不一定

每個人都會編組到戰鬥團裡。「戰鬥團」其實是模仿救國團的「戰鬥營」，

平時實施軍事訓練，奠定青年戰時的心理準備。因此，戰鬥團很多活動

是登山、露營，康樂活動、畫地圖、講課，模仿救國團的訓練。75此外，

統中會的組織鬆散，實際執行力有限，但在調查筆錄和判決書中，戰鬥

團就變成武裝軍隊，鬼湖探險計畫，變成要建立軍事基地。然而，從鬼

湖探險計畫的證物來看，僅只是一露營計畫，準備攜帶長筒靴、醫藥、

獵槍、砍刀等野營用具。76劉秀明表示，當時屏東鬼湖交通比現在更不

                                                       
71 〈臺灣警備總司令部判決書〉，《周順吉、呂建興、莊信男、劉秀明、許席圖叛

亂》，檔案管理局藏國防部軍法局檔案，檔號：0058/1571/128/001/001/0207。 
72 《周順吉、呂建興、莊信男、劉秀明、許席圖叛亂》，檔案管理局藏國防部軍法

局檔案，檔號：0058/1571/128/001/001/01558-160。 
73 〈偵辦「七一一」專案檢討報告〉，《許席圖等叛亂》，檔案管理局藏國防部後備

司令部檔案，檔號：0058/1571/096/002/006/0007。 
74 施淳孝訪問、紀錄，〈劉秀明先生訪問記錄〉。 
75許雪姬訪問，王美雪、張慧貞紀錄，〈余光弘先生訪問記錄〉，收錄於賴澤涵主持，

吳文星、許雪姬採編，《戒嚴時期臺灣政治事件口述歷史》，頁 120；施淳孝訪問、

紀錄，〈劉秀明先生訪問記錄〉。 
76 〈偵辦「統中會」叛亂組織證物(三)〉，《許席圖等叛亂》，檔案管理局藏國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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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因為莊信男是在地的排灣族人，地理較熟，負責探路，但最後沒

有成行。77一個沒有成行的露營探險計畫，最後竟被法庭視為意圖建立

武裝叛亂基地。 

    至於新化虎頭埤講習，就判決書所示，呂建興、蔡富山等人於 1969

年 1 月 1 日舉辦講習會，講解「組織行動」、「統一主義」，就證物檔案來

看，其講習內容重點有：一、政治上成立黨派革新委員會，參與各級選

舉，並出版雜誌、報紙，收輿論之效；二、軍事上平日施以訓練，做好

反攻大陸的心理準備；三、進入商界、青年社團，經營事業，健壯組織，

發揮影響力；四、在理想上要喚醒頹廢自私的青年，繼承國民革命精神，

反對共產暴政、反國民黨貪污腐化、反臺獨。整體而言，該計畫看不出

武裝叛亂意圖，甚至符合國家當前目標，但反對貪污腐化的國民黨應該

是致命傷。78 

    再從講習會的照片證物來看（照片檔案僅能閱覽，不得複製），79參

加講習的人數約十人左右，主講者穿著卡其服，還有敬禮動作、頒獎、

唱會歌，頗有「童子軍」的味道，但未見任何武器。然而當時人在軍中

的溫文男，當長官來問統中會的事情時，長官居然稱統中會在新化虎頭

埤進行閱兵典禮。80實際上，這次講習會已被調查單位監控，在七一一

專案小組第四次會議時，北市警局主任盧金波表示：「……又該組織在臺

南虎頭埤舉行講習會，專案運用內線人員當場拍取照片，而參加講習人

員竟亦全無警覺，均見其仍極幼稚，據以研判，倘其幕後有人主使，當

不致如此冒失……」。81警察都如此證言，叛亂罪名仍然成立，可謂欲加

之罪，何患無詞。 

 

                                                                                                                                            
後備司令部檔案，檔號：0058/1571/096/003/022/0012-0013。 

77 施淳孝訪問、紀錄，〈劉秀明先生訪問記錄〉。 
78 〈偵辦「統中會」叛亂組織證物(三)〉，《許席圖等叛亂》，檔案管理局藏國防部

後備司令部檔案，檔號：0058/1571/096/003/021/0014-0017。 
79  《許席圖等叛亂》，檔案管理局藏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案，檔號：

0058/1571/096/003/025/0016-0017；0058/1571/096/003/026/0001-0015。 
80 施淳孝訪問、紀錄，〈溫文男先生訪問記錄〉。 
81 〈「七一一」專案小組第四次會議紀錄〉，《許席圖等叛亂》，檔案管理局藏國防

部後備司令部檔案，檔號：0058/1571/096/002/006/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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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後續的審判 

    戒嚴時期，只要涉及叛亂或匪諜等罪名，都是交付軍事審判審理，

軍事審判沒有三級三審制，判決後只能聲請書面覆判，人權缺乏保障。

而懲治叛亂條例，更是白色恐怖時期造成許多冤、錯、假案的關鍵法律。
82  

    統中會事最後被判刑的，是被視為主犯的許席圖、周順吉、呂建興、

莊信男、劉秀明，根據七一一專案的檢討報告，對於涉案份子的處理，

是遵照上級指示：「本案如經追訊，確無幕後指使人，同意僅法辦少數為

首份子，附從份子可分別約談警告後准其悔過自新，並避免羈押」之原

則。83此外，這 5 人當時也已不具學生身份，劉秀明回憶他在看守所時，

聽難友蔣海溶說，蔣經國批示案子要「重輕辦」，學生統統輕辦，保護管

束就好，84為首的處以重刑。確實，整個案件只有少數人被起訴，卻量

以重刑，落差甚大。 

1969 年 9 月 12 日，警總審判庭依懲治叛亂條例，許席圖（當時已

精神失常）、周順吉、呂建興、莊信男以非法方式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

判處各有期徒刑 15 年，褫奪公權 10 年；劉秀明參加叛亂組織，處有期

徒刑 10 年，褫奪公權 6 年。85後 4 人不服聲請覆判，許席圖則由原審指

定公設辯護人方正彬提出覆判聲請。861970 年 3 月 19 日，審判庭撤銷原

判，發回更審。87 

然而，更審卻是換來更重的刑責，似因 1970 年發生刺蔣案和退出聯

合國的緣故，所以更審都從重處理。881971 年 4 月 13 日覆判，周順吉、

呂建興、莊信男判處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劉秀明處有期徒刑 15

                                                       
82 薛化元、蘇瑞鏘、楊秀菁，《戰後臺灣人權發展史(1945-2000)》（新北：稻鄉，

2015 年），頁 108。 
83 〈偵辦「七一一」專案檢討報告〉，《許席圖等叛亂》，檔案管理局藏國防部後備

司令部檔案，檔號：0058/1571/096/002/006/0008。 
84 施淳孝訪問、紀錄，〈劉秀明先生訪問記錄〉。 
85 〈臺灣警備總司令部判決書〉，《周順吉、呂建興、莊信男、劉秀明、許席圖叛

亂》，檔案管理局藏國防部軍法局檔案，檔號：0058/1571/128/001/001/0066-0071。 
86 《周順吉、呂建興、莊信男、劉秀明、許席圖叛亂》，檔案管理局藏國防部軍法

局檔案，檔號：0058/1571/128/001/001/0004。 
87 〈臺灣警備總司令部判決書〉，《周順吉、呂建興、莊信男、劉秀明、許席圖叛

亂》，檔案管理局藏國防部軍法局檔案，檔號：0058/1571/128/001/001/0203-0207。 
88 施淳孝訪問、紀錄，〈劉秀明先生訪問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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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褫奪公權 10 年。89至於許席圖，因為精神失常之故，依法停審，另

案處理。 

    審判過程也有總統介入司法之情形，根據 1956 年制訂的軍事審判法

規定：「最高軍事審判機關高等覆判庭之判決，呈請總統核定後宣示或送

達之」，賦予總統干涉軍事審判判決的法律基礎，但實際上總統干預判決

的程度，往往超出法律賦予的權限。901971 年統中會案呈送總統核覆，

擬甲、乙二案，甲案周順吉、呂建興、莊信男依原判處無期徒刑，乙案

姑念無知、獲案時尚知悔改，減處有期徒刑 15 年。蔣介石的批示如下： 

 

  
圖 2：蔣介石批示許席圖不得停審 應判處死刑 

說明：蔣介石之批示為「此等叛亂罪 不論年齡幼如何 凡其已至十八歲者應依

法懲治 至許席圖主犯 不論其是否精神分裂症 既係主犯 不得停審 應

判處死刑 餘照甲案辦理 勿延」，檔案遮掩部分為「精神分裂」四字，筆

者從周順吉先生提供之原件照片複製影本得知。 

資料來源：《周順吉等叛亂案》，檔案管理局藏國防部軍法局檔案，檔號：

0060/3132076/76/1/001/0005024230010-0005024230015。 

                                                       
89  《周順吉等叛亂案》，檔案管理局藏國防部軍法局檔案，檔號：

0060/3132076/76/1/001/0005024230018-0005024230019。 
90 薛化元，〈威權體制的建立〉，收錄於《戒嚴時期白色恐怖與轉型正義論文集》（臺

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09 年），頁 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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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乙兩案並沒有請總統核示許席圖之處置，蔣介石竟指示許席圖不得

停審，應判處死刑。因為依法心神喪失必須停止審判，據說後來為了遵

照總統指示，許席圖會被定期檢查精神狀態，若恢復即處以死刑。91白

色恐怖時期，司法不僅沒有獨立性，這種軍事審判制度的設計，更是戕

害人權的關鍵。 

    後來蔣介石過世，呂建興、周順吉、莊信男得以減刑為 15 年，劉秀

明減刑為 10 年，許席圖則在 1977 年由臺北療養院轉送花蓮玉里養護所。
92解嚴後隨著刑法一百條修正，非以強暴脅迫非法方法顛覆政府者不在

刑罰之列，1992 年 6 月 9 日，高等法院判許席圖免訴，判決理由係統中

會並未採用強暴脅迫之非法方法，且成員僅有 24 人，每人月繳會費 10

元，無力購置槍枝武器武裝極為明顯，何能建立軍事基地。93雖然國家

終於還了清白，但早就人事已非。 

 

肆、結論 

1963 年以來的自覺運動，係因狄仁華的〈人情味與公德心〉而起，

喧囂一時後，逐漸分為二條脈絡發展，一為臺大的《新希望》，一為救國

團輔導的自覺會。《新希望》前期聚焦於推廣自覺運動，後期鼓吹民主與

科學思想，但因刊載羅素的反戰思想文章，觸犯政治禁忌，1965 年 5 月

遭到停刊。 

自覺會成立於 1963 年 10 月，總會設於臺北青年服務社內，各地設

有分會和中學聯絡處。這種跨校的學生組織在戒嚴時期得以存續，係因

救國團之故。救國團一方面大力協助自覺會的活動，另一方面自代表 8

大黨政單位輔導自覺會，自 1965 年起正式有輔導會議之舉行，可見政府

對於學生組織活動始終謹慎。 

在標榜服務奉獻與愛國精神之下，自覺會積極地推動各種社服活

動，包括清潔衛生服務、交通秩序勸勉、冬令救濟、病童教育等。同時，

60 年代因國府在外交上與中共競爭之故，動員各種反共愛國運動，例如

                                                       
91 施淳孝訪問、紀錄，〈劉秀明先生訪問記錄〉。 
92 〈過去種種 隨風而逝〉，《中國時報》，1991 年 7 月 10 日，06 版。 
93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八一上己 357 叛亂》，檔案管理局藏臺灣高等法院

檢察署檔案，檔號：0081/檔上/007627/1/005/0045-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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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鴻慶事件、抗議葡萄牙的澳門事件等，自覺會也當仁不讓。然而愛國

運動也逐漸強化年輕人的自我意識與熱情，1967 年初因抗議澳門事件之

故，部分高中會員毅然要上街示威，引起當局警戒，加之以自覺會規模

日漸擴大，最終致使救國團出面收手。1967 年年底，救國團建議改制，

將中學的會員收歸各校自行辦理，斷其跨校連結，自覺會幾乎沒有轉圜

的餘地，從此式微。1970 年，救國團收回在青年服務社的辦公室，自覺

會從此劃下休止符。 

    在自覺會遭逢限縮之際，許席圖等人於 1968 年 4 月在澎湖籌組統中

會，藉由過去自覺會的經驗，與模仿救國團的方式發展組織，並意圖涉

入政治。雖然理想與行動不切實際，反國民黨與秘密組織的性質卻觸犯

政治禁忌，僅僅數十人的統中會，在初期發展的階段就被情治單位偵破。 

    1968 年 7 月開始，統中會即為警治單位所注意，11 月底警務處協同

各單位成立「七一一」專案小組，設定叛亂與非法的辦案方向後，開始

布建內線、調查蒐證、策動自首，最後在 1969 年 2 月正式行動，逮捕相

關人員，同案牽連近百人，包括部分自覺會的幹部、會員。過程中被視

為主犯的許席圖、劉秀明、莊信男、周順吉、呂建興遭受種種刑求、疲

勞問訊，或威脅誘騙，在壓迫下的自白，定案了統中會推翻「國民政府」

的宗旨，以及牽強附會的武裝叛亂證據，最後以懲治叛亂條例治罪。許

席圖因不堪刑求折磨而精神失常，人生從此變調，其餘 4 人被處以重刑，

賠上大好青春，成為白色恐怖的受難者。 

相較於 50、60 年代的白色恐怖政治案件，統中會事件顯得特殊，既

不是匪諜案，亦非臺獨案，甚至連政治異議都稱不太上。這些年輕人是

在愛國教育與反共宣傳的環境下成長，政治意識型態與國家目標頗為一

致。統中會未曾宣稱要建立新政體，取代中華民國，但即使滿懷愛「國」

熱誠，卻超出「黨國」的界線，終為當局所不容。 

 總體而言，從《新希望》、自覺會，到統中會，皆從五二〇青年自覺

運動的脈絡發展而來，在運動熱潮被激起後，青年學生開始將愛國熱誠

化做具體行動。《新希望》後來走上五四運動的道路，要以民主與科學救

國；自覺會走報國淑世之路，串連各校學生推動社會服務，並積極響應

愛國運動；統中會則嘗試體制外路線，私下發展組織，自行做反共復國

先鋒。但這些初出茅廬的愛國青年，在付諸實行的過程中逐漸超出黨國

設定的界線，最後因當局的壓制而頓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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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Youth Self Awareness Movement and China 

Unification Group Incident, 1963-1970 

 

Chun-siao Shih＊ 

 

Abstract 
 Most of the studies on Self Awareness Movement were focused on New Hope, 

which was a student publication in NTU. The Research on Self Awareness 

Movement Committee was scarce.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of Self 

Awareness Movement Committee and China Unification Group Incident. 

 With the help of China Youth Corps, the student-centered Self Awareness 

Movement Committee was able to establish an inter-school organiza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martial law. They implemented various social services and responded to 

patriotic movements. With the increase in branches, high school students gradually 

became the majority. Due to the worry about the plight of the country, some students 

committed fierce acts and alerted the authorities. China Youth Corps finally decided 

to cut off inter school contacts, and stop subsidies. Due to the lack of political and 

financial power, Self Awareness Movement Committee gradually declined. 

 When Self Awareness Movement Committee declined, Si-Tu Syu founded the 

China Unification Group in Penghu. They tried to engage in political affairs, but 

violated political taboos. Even if the members were no more than a hundred, and no 

armed rebellion attempt, the government still repressed them by severe ways. They 

finally became victims of the White Terror. 

 
Keywords: Self Awareness Movement Committee, China Youth Corps, white terror, 

China Unification Group, Si-Tu S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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