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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是探討在日本明治時代初、中期（1870∼1898），民間人士組織

政黨向專制的明治政府請願開設民選議院的成敗之經過，並對當時日本

國內所盛行的國權和民權探究其消長的關係。 是以，本論文實為政治史

的研究，大致按時間先後來做敘述。以民權人士對政府的請願、政府對

民權人士的鎮壓為重點加以描述，並不時針對特定事件作說明及評析，

外援其他說明以便更能全面分析事件。 在內容上，全文共有六章，除首

章緒論和末章結論外，中間四章分別為「自由民權運動的形成」、「國

會開設運動的發展」、「政黨的勃興、衝突及解散」以及「三大事件意

見書和大同團結運動」。 由以上各章的敘述，可以看出明治維新後的日



本所走的路線，一面是對外侵略擴張，一面是對內打壓民權。這兩條路

線的目標就是要鞏固皇權，極度地集中權力以建立「絕對主義天皇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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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東京都：早稲田大学出版部，1988 年 3 月。 19．木村毅監修，大

隈伯昔日譚。(大隈重信叢書第二卷)。東京都：早稲田大 学出版部，

1988 年 3 月。 20．木村毅監修，大隈侯昔日譚。(大隈重信叢書第三

卷)。東京都：早稲田大 学出版部，1988 年 3 月。 21．講談社編，福沢

諭吉?中江兆民?岡倉天心?徳富蘇峰?三宅雪嶺集。日本現代文学全集 2 

東京都：講談社，1969 年 10 月。 22．後藤靖，自由民権─明治の革命

と反革命。東京都：中央公論社，1993 年 9 月。 23．小葉田淳?時野谷

勝編，精說日本史。東京都：数研出版，1972 年 1 月。 24．坂野潤治，

近代日本の出発─大系日本の歴史 13。東京都：小学館，1989 年 4 月。 

25．佐々木克，日本近代の出発─日本の歴史 17。東京都：集英社，

1992 年 10 月。 26．佐々木隆，伊藤博文の情報戦略。東京都：中央公

論社，1999 年 7 月。 27．隅谷三喜男，大日本帝国の試煉─日本の歴史

22。東京都：中央公論社， 1975 年 10 月。 28．世界文化社主編，坂本

龍馬─動乱の時代を疾走した風雲児。東京都：世界文化社，1996 年 8

月。 29．春畝公追頌會，伊藤博文伝上、中、下卷。東京市：春畝公追

頌會，1940 年 10 月。 30．高橋昌郎，近代国家への道─日本歴史全集

15。東京都：講談社，1971 年 3 月。 31．多田好問編，岩倉公実記

(下)。東京都：原書房，1979 年 11 月。 32．田中彰，明治維新─日本

の歴史 7。東京都：岩波書店，2000 年 4 月。 33．寺崎修，自由党の研

究上巻。東京都：慶応通信株式会社，1987 年 4 月。 34．遠山茂樹，自

由民権と現代。東京都：筑摩書房，1985 年 9 月。 35．遠山茂樹編，近

代天皇制の成立─近代天皇制の研究 1。東京都：岩波書店，1989 年 4

月。 36．遠山茂樹，自由民権運動とその思想─遠山茂樹著作第三卷。

東京都：岩波書店，1991 年 12 月。 37．徳富蘇峰，木戶松菊先生。東



京市：民友社，1928 年 12 月。 38．徳富蘇峰，公爵山県有朋伝(中)、

(下)。東京都：原書房，1980 年 9 月。 39．鳥海靖，日本近代史講義─

明治立憲制の形成とその理念。東京都：東京大学出版会，1988 年 6

月。 40．鳥海靖，日本の近代─国民国家の形成?発展と挫折。東京

都：財団法人放送大学教育振興会，1999 年 2 月。 41．内藤正中，自由

民権運動の研究─国会開設運動を中心として─。東京都：青木書店，

1987 年 10 月。 42．永井秀夫，自由民権─日本の歴史 25。東京都：小

学館，1976 年 3 月。 43．萩原延寿，馬場辰猪。東京都：中央公論社，

1967 年 12 月。 44．服部之総?入交好修監修，近代日本人物政治史，上

巻。東京都：東洋経済新報社，1956 年 3 月。 45．服部之総，明治の政

治家たち─原敬につらなる人々─上、下卷。東京都：岩波書店，1977

年 3 月。 46．林茂，近代日本政党史研究。東京都：みすず書房，1996

年 1 月。 47．升味準之輔，日本政治史 1、2。東京都：東京大学出版

会，1991 年 6 月。 48．升味準之輔，日本政党史論第一、第二卷。東京

都：東京大学出版会，1983 年 4 月。 49．毛利敏彦，明治六年政変の研

究。東京都：有斐閣，1978 年 5 月。 50．柳田泉，明治文明史における

大隈重信。東京都：早稲田大学出版部，1962 年 10 月。 51．米原謙，

植木枝盛─民権青年の自我表現。東京都：中央公論社，1992 年 8 月。 

52．歴史学研究会?日本史研究会編集，講座日本歴史 7?近代 1。東京

都： 東京大学出版会，1998 年 3 月。 53．蝋山政道，現代日本文明史

(二)政治史。東京市：東洋経済新報社，1940 年 7 月。 54．渡辺幾治

郎，大隈重信。東京都：大隈重信刊行會，1952 年 10 月。 叁、期刊論

文 1．呂鳳愛。「明治維新時期的教育思想家」，日本研究(台北)，第

二百廿六期，民國七十二年十月。 2．李永熾。「評介(明治維新

史)」，中國論壇(台北)，第廿七卷十二期，民國七十八年三月。 3．李

永熾。「近代日本的自由主義者福澤諭吉」，當代(台北)，第一百廿七

期，民國八十七年三月。 4．林一介。「明治維新與伊藤憲法」，再生

(台北)，第十八期，民國六十二年一月。 5．林明德。「從民族性的差

異看中日近代化的進展」，歷史月刊(台北)，第 十一期，民國八十三年

十月。 6．林明德。「戊戌變法與明治維新的比較」，歷史月刊(台

北)，第一百廿五期，民國八十七年六月。 7．許介鱗。「板垣退助─日

本立憲政治的催生者」，憲政思潮(台北)，第三 十四期，民國六十五年

四月。 8．夏艷文。「福沢諭吉の思想転向─民権論から国権論へ」，

高雄工商專校 學報(高雄)，第廿六期，民國八十五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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