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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東帝汶和亞齊的獨立運動

看印尼政治民主化的隱憂
*

享Ⅱ  I  中 
小小

一 、前 言

二 、印尼獨立前後國內政治 、經濟 、社會發展概況分析

三 、東帝汶和亞齊獨立運動始末

四 、「亞洲式民主」的危機

五 、結 論

參考書日

一 、前
〦

口

印尼自二次戰後脫離荷南獨立 ,並於 1949年成立了印度尼西亞共和國 ,

迄今已邁入第 54個 年頭 ,共歷經過五位總統統治 :蘇卡諾 (Sukarn。 1,5U

∼ 1967)、 蘇哈托 (Suharto1968∼ 1998.U5.21)、 哈比比 (B.J.Habi-

㏑el998.U5.21∼ 1999.ll)、 瓦希德 (AbduraIllanWahidl999.ll∼

2UU1.7.23)梅嘉瓦蒂 (2UU1.7.23∼ P.)。 而隨著東西方冷戰的結束和近年

來東南亞地區經濟的快速發展 ,邁入新世紀的印尼和以前有了鉅大的改變 。

從印尼現代歷史發展看來 ,蘇卡諾和蘇哈托二人著實扮演了印尼現代化關

鍵的推手角色 ,卻也埋下日後國內政治局勢動盪不安的諸多炸彈因子 。自蘇卡

諾掌權以來 ,提出 「班查西拉 Pancasila,」 建國五項原則以緩和國內因地理

* 拙文原於 2UUU年 6月 完成 ,故內容敘述迄今於當時之情形 ,2UU1年 7月 23日 印尼日內

已再度變天 ,由現任純統梅嘉民蒂(Mcgaw● SukarnUpu㎡ )執宇政權 ,此一階段尚未述

及 ,日 後若有機會將再特修 。
** 國立士潛師戈大學歷史學系9U級畢紫 ,現烏高雄縣立風西國中代理教師



212 歷 文教育 算八期

區分裂導致多元族群 、多元宗教 、多元文化的混亂情勢 ,同時並結合軍方 、印

共終結議會民主政體 ,進行 「指導式民主 (guideddemUcracy(Dcm。 krasi

Terpimpin))」 的 「威權政治 (auth。ritarian politics)」 ;繼而蘇哈托於

1965年 「九
.三○」事件中推翻蘇卡諾奪權崛起 ,建 立 「新秩序」 (New

Urder)政 府 ,開啟軍人勢力深入政治且從而盤根錯節之大門 ,更加強化了政治

的畸形發展趨勢 ,不過傳統歷史的包袱卻仍深深困擾著這個國家 ,未嘗稍減 。

近些年來 ,更由於國際社會經濟環境的急遮變化 ,帶給本即存在許多隱憂

的印尼政局更多的衝擊 ,使得印尼政府不得不及時作一因應與調整 ,以緩和國

內日趨緊張的情勢 。本文即擬以印尼境內的東帝汶和亞齊的獨立運動為代表之

觀察切入點 ,對印尼政治民主化過程中的一些問題加以探討 。首先對印尼獨立

前後國內政治 、經濟 、社會作一概括分析 ,以了解在此歷史發展背景下的印尼

局勢 ;其次 ,對東帝汶 、亞齊的獨立運動始末作一介紹 ;再者 ,從印尼境內的

獨立運動分析其對印尼未來政治民主化可能帶來之影響 ;最後 ,作一總結並提

出一些個人淺見 。

二 、印尼獨立前後國內政治 、經濟 、社會發展
概況分析

f-9印尼的地理環境
、
居民與歷史發展背景簡介 8

印尼是位於亞洲東南方 ,印度洋與太平洋交界的一個由一萬三千多個大小

島嶼組成的國家 ,面積 19U餘萬平方公里 ,人口二億 14餘萬 ,是東南亞面積

最大 、人口最多的國家 。其地理區一般劃分為大 、小巽他 、摩鹿加 、西伊里安

四群島群 。境內自然資源豐富 ,盛產錫 、石油 ,更是熱帶經濟作物的大宗產

區 。

由於印尼地形破碎 ,隨著各地歷史發展演變不同 ,造成境內民族眾多 ,方

言也多 ,彼此間歧異性相當高 。早期印度 、中國 、回教文化相繼在此產生極大

影響力 ,直至十六世紀大航海時代來臨 ,葡萄牙人首先到達 ,西方文化也自此

源源不絕流入 ,而形成近代印尼多元族群 、多元宗教 、多元文化並存發展之複

雜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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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 印尼獨立前後 國內政治 、經濟 、社會發展概況

1.蘇卡諾 時代 :

印尼自二次戰後脫離荷蘭獨立 ,並於 1949年成立了印度尼西亞共和國 。

由於印尼是一個多元族群 、多元文化及多元宗教的群島國家 ,它在荷蘭殖民統

治之前並不是一個完整統一的國家 ,荷蘭統治印尼三百多年期間除建立了全國

行政體制 ,印尼原有的多元化社會 、文化與宗教生活方式並未產生鉅大變遷 。

事實上 ,荷蘭殖民統治者善用這種多元化以維續它 「分而治之」的殖民政策 。

然而 ,荷蘭殖民地政府結束 ,印尼獨立前夕 ,這種多元化的現象在權力頓時真

空的情況之下激化了內部政治鬥爭 ,進而加深了各個不同宗教固體和族群的衝

突 ,致使印尼在獨立前夕即已面臨分裂的危機 。
1

印尼和其他戰後第三世界新興獨立國家一樣 ,在擺脫殖民統治之後 ,立即

面臨了國家建設 、國家認同 、建立新秩序以及促進社會 、經濟發展等問題 。就

印尼而言 ,國家建設與國家認同的問題主要是如何處理獨立初期國家面臨分裂

的危機 。國家發展的問題主要是如何建立繁榮 、公正及現代化的社會 ,以促進

國民福祉 。換言之 ,印尼獨立初期所面臨的問題是如何維持國家民族多元的特

質而不妨礙國家進步與發展 ,以及在進步發展中不失去國家民族的本質 。然而

印尼多元族群與多元文化的社會愈使國家建設加倍困難 ,2當中尤其是代表回

教團體人士不滿的問題 。

因而蘇卡諾於 1945年 6月 1日 印尼獨立前夕提出了 「班查西拉」建國五

項原則 :包括 「信奉萬能之神 、人道主義 、民族主義 、民權主義及社會正義」 ,

以作為印尼立國的基本原則和方針 。因其強調普遍包容性 、互助合作 、和諧及

公平正義 ,不僅在關鍵性時刻使印尼避於分裂 ,同時成為憲法 、內政等的指導

綱領 ,及立國以來所採取的 「獨立自主 、積極 、不結盟 (Non-Al㎏nedM。ve-

ment)」 國際觀和外交政策基本原則 ,奠定了印尼共和國的憲法架構 、政治體

制以及國家建設發展的基本大方針 ,對印尼歷史的發展而言具有劃時代的意

義 。
s

區鉅龍 ,〈 印尼 「班查西拉」意識型態的理論與9踐 >,《 問題與研究》 ,39:3,政 大

國開中心 9民 國87年 3月 ,頁 5U。

同上 。

同上 ,頁 49-5U、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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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自獨立建國後政治上即處於極度紛亂的局面 ,各大小政黨間的捭闔縱

橫使聯合內閣不能長久而形成政治動亂的根由 ,造成民眾及軍方的不滿 。蘇卡

諾遂聯合軍方 ,在其支持下於 1957年初宣佈戒嚴法結束議會民主制度 ,實行

「領導式民主」 ,軍方的勢力也因此進入官僚體系以及經濟活動之中 ,自 此大

為擴張並逐漸成為政壇的一股大力量 ,種下未來四十年與日遠增的勢力 ,一直

持續至今 。而印尼獨立後面臨的最大問題如境內各種族之間 、各不同地域之間

以及不同宗教問之衝突 ,也在軍隊強行干預的情況下告終而成 「地下伏流」 ,

蘇卡諾因此成功地建立其威權統治的基礎 ,直至 19°5年政變為止 。

但另外一方面 ,蘇卡諾拉攏印尼共產黨抗衡日益膨脹的軍方勢力 ,形成蘇

卡諾 、印共 、軍方三股勢力角力之勢 。1965年 lU月 的政變 ,印共和軍方的

矛盾終於爆發 ,蘇卡諾下台 ,蘇哈托則在混亂中收拾殘局 ,並 自此掌權至

1998年 5月 21日 。
4

2.蘇哈托 時代 :

(1)冷戰時期的政治生態及軍方之角色 :

蘇卡諾舊秩序政府垮台並不意味著 「班查西拉」意識型態的結束或改變 。

事實上 ,蘇哈托新秩序政府繼續奉行 「班查西拉」做為推動國家建設發展及建

立國家共識的指導原則 。換言之 ,新秩序政府最主要的任務之一是要回歸到

「班查西拉」的基本原則和精神 ,在實踐上避免重蹈舊秩序政權的偏差和失

誤 。同時透過教育及傳播媒體來加強灌輸有關 「班查西拉」的價值觀 ,以爭取

民眾的支持 。
5蘇

哈托總統時代的最主要政策是 「新秩序 (Neworder)」 :經

濟發展重於政治 ←conoⅡ位csΠrst,politicslater)、 多元中取得團結 “nityin

diversity)、 和諧為上 。
6一

方面矯正蘇卡諾提倡 「指導式民主」的極端政

策 ,另方面實踐 「班查西拉」建國五項原則的理想 ,更進一步提倡了 「班查西

拉民主 (DemokrasiPancasila)」 的概念 ,強調 「班查西拉民主」是唯一基於

印尼文化價值體系且能動員全民力量 ,克服面臨因應國家發展 、國家安定 、以

及國家生存所面臨挑戰的各項問題的民主制度 。
’

4 金榮勇 ,<印尼的民主化運動>,《 問題與研究》,33:12,政大國關中心 9民日83年
12月 ,頁 62-° 3。

同註 l,頁 53。

同註 4,頁 64。

同註 l,頁 53巧4。

眻；

硈



波束希 汰和 亞齊的獨 立運動居 FP足政治良主●L的隱及 215

有鑑於以前多黨林立造成的政治混亂及不安 ,新政府在 1973年以強迫方

式將全國的諸多政黨重組成三個政黨 :執政的 「執政從業集團 (G°lkar,戈

爾卡 )」 、由各個回教黨派所合組成的 「團結 (聯合 )發 展黨 PⅢ缸 Persat-

uanParty,PPP)」 ,以及由包括蘇卡諾之國民黨等三政黨所合並而成的 「印

尼民主黨 P川㏕ Dem°krasiIndones㏑ ,PDI)」 。同時並頒佈各種限制政無

發展的法令 ,使後二者無法與之抗衡 ,而成為此後三十多年的 「唯一」優勢政

黨 。

此外 ,「 新秩序」能夠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印尼軍方的配合 。軍方自從

幫蘇哈托取得政權後 ,就成印尼能政治經濟體系中最重要的力量之一 。印尼軍

事將領及高中級軍官均充分在政治 、經濟 、社會各層面中佔據重要位置 ,並發

揮領導者的力量 。為了給予軍方參政的合法性 ,印尼政府武裝部隊參謀總長納

蘇 森 於 1958年 提 出具 「中庸 之 道 」的 「雙 重 功 能 ωualfunction,

”
dwitungsi” )」 理論 ,說明軍方 (ABRI)有兩種任務 :一是防衛國家的安全 ;

另一是積極參與國家社會的活動以保護 「立國五原則」之政策 ,以及盡力維護

全印尼人民的福利 。換句話說 ,軍方 「要持續在印尼社會各階層中 ,不論平時

或戰時 ,均 占有並扮演一個十分重要的角色 。」
8

然而由於新政府採取印尼傳統的集體協商以取得共識的決策模式 (人民協

商會議 (People’ sConsultativ● Assembly,MPR)).使 國內各種勢力或利益

團體可以得到一個大家均能接受的結果 。「新秩序」實施的結果使國內的戰亂

和混亂減少許多而有力來發展經濟 ,9三十多年來 ,印尼的經濟表現 ,不論由

什麼指標來看 ,都有極高的成績表現 。事實上 ,由於新政府在經濟上的表現 ,

已為蘇哈托贏得印尼 「發展之父」的美稱 :而 「經濟奇蹟」這樣的詞彙也常被

引用來形容印尼新秩序政府的經濟表現 ,1U更於九○年代初期被一些學者礜

為 「新東亞三小龍」之一 。
ll簡

言之 ,自 196U年代中期以來 ,蘇哈托領導印

尼由一個極度貧窮的國家 ,發展成為世界上經濟發展最快速且最成功的國家之

一 。不凡的經濟表現穩定了蘇哈托的新秩序政權 ,事實上 ,新秩序的合法性正

硒畤眹畤絇

同註 4,
同註 6。

李共呀 ,

研究》 ,

同註 6。

頁65。

〈「亞洲式民主」與政治危機 —— 印尼個案研究 ,1997∼ 1998〉 ,《問題與

38:8,政 大國關中心 9民國88年 8月 ,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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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建立在經濟成長的表現上 。
v從

維持政局安定以致力發展經濟的角度而

言 ,蘇哈托政府的努力是成功的 。
m

(2)後冷戰時期民主化的挑戰

印尼蘇哈托政府在 1%7年成立以來以來 ,一直與美國保持良好密切的關

係 ,可是進入 198U年代以後 ,基於國內政經秩序穩定 ,遂改展開 「雙軌」政

策 (dual-track)、 「平衡外交政策 °alancedfUreignpUlicy)」 等積極外交策

略 ,與東協其他各國採取一致態度對外拓展國際關係 ,而與美國關係漸趨疏

遠 。

冷戰時期結束後 ,印尼這個原本被軍方所掌控的半封閉社會 ,經過外在及

內在種種衝擊之下 ,也逐漸往政治民主化及經濟自由化 、社會多元化的方向發

展 。

由於國內整體政經社等各方面改變極為迅速 ,人民對以往 「協商式決策模

式」十分容易造成 「分贓式特權和貪污」 ,尤其是軍方人士和總統的子女更是

最大的既得利益者的情形深感不滿 ,政治民主化的要求呼聲日高 ;H加上由

於新秩序政府強調 「經濟掛帥」為施政的主軸 ,卻為了安全和安定而座制民主

多元政治的發展 ,使得政府不斷受到國際間的批評等因素影響 。
”

從 198U年

代下半期開始 ,人民對許多政治及經濟的控制方法即以愈來愈大的聲音和行動

表達不滿 ,各種學生運動 、工人運動常走上街頭舉行示威 ,再加上亞齊 (Aceh)、

西伊里安 σrianJaya,、 以及東帝汶 (Ⅲmor)等地的獨立運動 ,都使得印尼政

府萬分頭痛 ,並不得不逐漸放寬對社會 】政治和經濟的種種控制 。雖然這些放

寬措施離民主化 、多元化還有一大斷距離 ,不可否認的 ,印尼的政治民主化已

在政府自信中及內外座力之下逐漸起步 。
16然

而在 199B年亞洲爆發金融風

暴 ,印尼長久以來極為不健全的經濟發展策略及金融體系首當其衝 ,終於造成

印尼經濟全盤崩潰 ,引發反政府群眾暴動事件 ,若干大學生並在抗議示威中被

軍警治安人員槍殺身亡 ,更引發了蘇哈托執政三十年來前所未有的大規模反政

同註 lU。

同註 8。

同註 6。

區鉅龍 ,<後蘇哈托時期印尼年人
「
雙重角色」的持錢典演變〉,《 問題與研究》 ,38:

4,政大田關中心 ,民國 88年 4月 ,頁 26。

同註 4,頁 67。

12

13

14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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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暴動 ,最後導致蘇哈托被迫下台 ,為新秩序政權劃下了句點 ,也為印尼開啟

了邁向民主改革的新時期 。
中

毫無疑問的 ,在蘇哈托新秩序政府體制之下 ,「班查西拉」已經被提升為

唯一且神聖不可侵犯的國家意識型態 ,徹底箝制了其他不同政治主張及政治選

擇的空間 ,更剝奪了回教政黨利用伊斯蘭教作為主要政綱的權利 。顯示蘇哈托

新秩序政府在致力回歸到 「班查西拉」的原本理念過程中只強調 「班查西拉」

的 「一體性」而忽略了它的 「多元性」的原則 。其結果使得國家和人民的生活

僵化而剝奪了人民自主性 、創造性及活力 ,埋下了日後印尼建國以來內部不斷

紛爭及衝突的嚴重因素 。
1s    〡

然而 ,印尼獨立五十幾年來顯示 ,無論是在蘇卡諾時期或是在蘇哈托新秩

序政府時期 ,「 班查西拉」的實踐往往因政治環境的鉅變 、實際政治的需要 、

領導階層的權力及統治需要 、內部政治勢力的消長 、經濟問題的挑戰 、以及領

導菁英之間的權力鬥爭造成內部政治紛爭層出不窮 ,政治體制始終未能上軌

道 ,以及國家領導人偏極的領導作風等等因素 ,使得 「班查西拉」的理念與實

踐未能得以貫徹 ,甚至於產生了理念與實踐的不一致 ,而扭曲了 「班查西拉」

的基本精神 。
1g

3.從後蘇哈托時代到哈比比時代與瓦希德的出線 :

1998年 5月 21日蘇哈托總統在印尼經濟嚴重衰弱不振 ,民不聊生 ,以

及群眾要求改革的聲浪中宣布下台 ,並依憲法將總統職務移交給副總統哈比

比 。為順應民眾要求改革及實行民主的訴求 ,同時為了保護政權 、安定民心 ,

哈比比上台不久即採取了一連串的改革開放措施 ,其掌政半年多 ,尤其言論及

實政措施 ,不難看出他在政治上革新以往軍人干政 、一黨獨大 、強人專制種種

弊病的決心 。然而由於經濟仍未好轉 ,政局亦動盪不穩 ,引起了反對派人士 、

知識份子 、企業界 、民間團體 ,以及執政黨內部對於改革的緩慢及改革缺乏方

向的不滿 。究其原因 ,主要乃由於各個社會階層對於改革的認知 、理念 、方向

及最終目的意見紛歧 ,缺乏共識所致 。
四

直至 1999年 2月 ,經歷了繼承的變

17 同註 15。

18 同註 l,頁 54。

19 同l,頁 45、 54。

2U 區鉅龍 ,〈 後蘇哈托時期印尼民主化的發展與前素〉,《 問題與研究》,38:l,政大國

關中心 9民 國88年 1月 ,頁 35、 37、 4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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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 ,這個國家面臨了崩體解析的命運 ,社會動盪不斷一暴動 ,搶掠 ,攻擊警

局 ,敵對村落間相互攻擊 ,和族群衝突不斷 。這些動亂一再說明 ,蘇哈托下台

8個 月後 ,還沒有人能完全地掌控情勢 。
21最

終在 1999年 l1月 哈比比臨時

退選總統 ,結束其統治 。
”

1999年 l1月 ,印 尼 「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選出瓦希德 (AbduraInan

Wahid,即 GusDur)擔任總統 。
2s東

帚汶獨立運動業已如火如荼 ,獨立乃

成騎虎難下之勢 ,不可扼抑 。境內如亞齊 、西伊里安等地也正積極醞釀獨立 ,

時至今日 ,印尼政局仍動盪不堪 、不可聞問 。

三 、東帝汶和亞齊獨立運動始末

t-9東帝汶獨立運動

1.地理人文與歷史背景 :

東帚汶 (EastT㏑°r)位於南太平洋東南群島 (NusaTcnggara)的 最東

端 ,北面與印尼群島相對 ,南面隔海與澳洲遙遙相望。由帝汶島東部 、西部海

岸的歐庫西 (Uecussi)地區以及附近的亞道羅島 (Ataur。 Island)等組成 ,面

積一萬四千九百平方公里。人口約八十萬 ,主要為美拉尼西亞人、馬來人和巴

布亞人 ,席色較黑 ,頭髮捲曲。居民通用的語言是Temm語 ,大都信奉天主

教 。
盤印尼軍隊自1974年佔有東帝汶 ,第二年把它劃為印尼第 27個省 ,但

聯合國迄今仍不承認印尼擁有東帚汶的的主權 ,東帚汶爭取獨立的活動也從未

停息 。
%

十六世紀下半葉 ,葡萄牙人征服帝汶島的德那地蘇丹 (SultanBaabullah

Temate),1859年與荷蘭競爭結果簽訂條約 ,而領有 「葡屬帚汶」。1974

年 4月 25日 ,葡萄牙政府內部發生政變 ,採取反殖民化政策 ,允許人民組織

政黨 ,決定舉行人民會議選舉 ,以決定東帚汶的未來。1975年 l1月 28日 ,

同註 lU,頁 17。

郎瑞明 ,〈 從歷史角度看印尼亞齊獨立運動〉,《歷史月刊》 ,3月 號 ,2UUU年 ,頁 71.
同上 。

陳瀉瑜 ,ㄑ 東帝汶事件的回頹及前途展望>,《歷史月刊》 ,1U月 號 ,1998年 ,頁 41.
《亞洲週刊》 ,1995年 l1月 12日 ,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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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東帚汶革命陣線 lFrenteRevolucionariadeⅢ mor-LesteIndcpcndcnte,

Fretilin)宣 佈成立東帚汶民主共和國 (DemocraticRepubl㏑ UfEastTimor),

與帚汶民主聯盟 (UniaUDemocraticaT㏑ orenae,UDT)展開路線的鬥爭 ,

後者與印尼軍方合謀而欲與印尼合併 ,12月 7日 ,印尼派遣 「自願軍」進攻

佔領帚力 。12月 17日 ,印尼安排由帚汶人民民主協會 (AssUciacaUPopular

DemocraticaTimorense,ApUdeti)和帚汶民主聯盟在帝力組織 「東帚汶臨時

政府」以及東帚汶人民議會 。1976年 5月 31日 ,民選的東帝汶人民議會議

決東帚汶正式併入印尼共和國 。7月 15日 ,印尼國會批准此一合併案 ,7月

17日 由印尼總統公布該一法案 ,東帚汶成為印尼第 27省 。
抑

1975年印尼軍隊進入東帚汶後至今 ,東帚汶與印尼的衝突至少造成二十

萬人由於印尼的高壓統治 ,以及伴隨而來的內戰 、屠殺 、飢荒 、疾病死 E二 。
”

東帝汶自印尼侵略後 ,即展開一連串的獨立反抗運動 。

2.經過
=

Γretilin遁 入鄉村及山地 ,並建立固定的游擊基地進行游準戰 。1978年

11月 Fretilin失敗後 ,1981年與其它反抗勢力共組 「東帚汶反抗國家委員會

(C。nselhoNationaldaResistencidMaubere,CNRM)」 追求獨立 ,1992

年 l1月 由於領導者古斯毛 σoseAlexandreGusmao)被 捕 ,以游擊戰的反抗

戰略逐漸失利 ,原先配合游擊戰的學生反抗運動轉而成為主要的戰略 。
田

印尼入侵東帚汶後 ,除進行軍事統治外 ,更在許多方面進行高座統治 ,以

消除當地的反抗 。早先對東帚汶 「省」也給予特別待遇籠絡 ,但 1988年印尼

全面取消各種俊待 ,改以和其他省相同的平等遭遇 ,使東帚汶 「省」的經濟發

展受到重大打璻 。然而隨著反抗的升高 ,印尼政府當局雖然逐步改進其統治方

法 ,但仍無法獲得東帚汶人的信任 ,而其影響最大的措施還是引進外來移民 ,

對當地社會造成極大的衝崒 ,更增強東帚汶人的反抗意志 。

同註24,頁 41“3;英大華 ,〈 東帝汶獨立運動的緣起與困境〉,《 問題與研究》,36:

2,政大田間中心 9民國86年 2月 ,頁 91-73。

梁求屏 ,〈 二千餘年抗爭 東帝汶的獨立 「大夢」〉,《 中時電子報》國際 ,民國88年 4月

2U日 。

英大華 ,<東帝汶獨立運動的緣起與困境〉,《問題與研究》,36:2,政大國關中心 9

民國86年 2月 ,頁 7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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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國際社會對此一事件由於意識型態與立場不同而有不同意見 ,但都不

願意積極干涉 ,直至 1991年的大屠殺事件才使國際社會對東帝汶問題再度重

視 ,開始由聯合國出面進行協商溝通干預 。
” 1998年 5月 蘇哈托下台 ,東帝

汶人民反政府活動日益頻繁 。受此壓力 ,哈比比一開始允東帚汶自治 ,但堅持

擁有主權 ,叩 然而 1999年 1月卻石破天驚地宣布 ,如果東帚汶人決定不接受

政府所提的自治方案 ,他就準備建議人民協商議會 「釋放」東帚汶 ,也使得東

帝汶的命運掀開了新的 、無法預知的 、也可能是充滿危險的一頁 。
Bl

3.結 果 :

印尼外交部長阿拉塔斯和葡萄牙外交部長賈瑪 1999年 5月 5日 在紐約市

聯合國總部簽署歷史性協定 ,允許東帚汶的八十萬人民投票決定是否繼續留在

印尼共和國內 ,或是最終走上獨立之路 。投票 日期訂於 8月 8日 。
s2此

期

間 ,東帝汶境內暴動頻傳 ,首批近三百多名聯合國警察抵達東帚汶 ,以 「顧

問」身分協助印尼警方維護東帚汶自決公投前的治安 ,8s但仍無法抑止動亂

的產生 。而 8月 3U日 在 78.5%的東帚汶人於前途自決公投選擇脫離印尼獨立

後 ,印尼軍方扶植的東帚汶親印尼民兵即在印尼軍警縱容下 ,肆無忌憚的訴諸

暴力殺戮手段抗拒公投的結果 ,甚至圖謀強制驅離支持獨立的東帝汶人 ,而將

印尼其他各地反對東帚汶獨立的人口大舉遷入東帚汶 。
肛

東帝汶的公民投票

結束後 ,暴力事件大幅增高 ,反對獨立的民兵佔據了許多城鎮和村莊 ,國際援

助機構表示 ,他們準備因應緊急狀況 。
s5要

求聯合國介入東帚汶的國際壓力

與 日俱增 ,印尼政府聽任東帝汶暴力橫行也面臨連串的批評譴責 。
s6之

後印

29 同上 ,頁 76、 78。

3U 同註 24,頁 48。

31 同註 27。

32 梁東屏 ,〈 東帝汶前途自決 印、萄簽署協定〉,《 中時電子報》國際 ,民 國88年 5月 7

日 。

33 楊麗貞,〈 聯合國苦察進駐前夕 東帝汶又暴亂),《中時電子報》國際 ,民 國88年 5月

lU日 。

劉鐵虎 ,〈 國際愛心東帝汶暴亂升高〉,《 中時電子報》國際 ,民國88年 9月 5日 。
陳文和 ,〈 制止東帝汶暴亂 威蘭托一度鬆口〉,《 中時電子報》國際 ,民國88年 9月 12

日。

新加坡六日路透電ㄑ東帝汶不時 國際關切〉,《 中時電子報》國際 ,民 國88年 9月 9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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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認可投票結果 ,聯合國通過由維和部隊進駐 ,東帝汶部分民政由聯合國暫時

託管 。

ω亞齊獨立運動

1.人文地理與歷 史背景 :

亞齊位於印尼西逸大島蘇門答臘的最西端 ,面像印度洋 ,扼麻六甲海峽入

口 ,印度文化便由此首先進入印尼 。七世紀以後回教文化相繼傳入成為回教化

國家 ,後荷蘭驅逐葡萄牙勢力 ,於 「亞齊戰爭」 (1873∼ 19U3)後正式佔

領亞齊 。二次戰後 ,荷南企圖重返 ,國內新舊兩派發生鬥爭而爆發 「達烏德準

波克事件」 (DaudCumbokEvent)成為 「印尼共和國」的一部份 。1949年

12月 ,荷蘭遵照 《圓桌會議協定》退出 ,東印度成立 「印尼聯邦共和國」 ,

亞齊以其中一邦的高度自治狀態加入聯邦 。不料在 195U年 8月 ,該聯邦共和

國在蘇卡諾主導下 ,竟然改組為 「印尼統一共和國」 ,即今日所俗稱的印尼 ,

採中央統一制 ,取消原有各邦 ,重新劃定省分 ,歸中央指揮 ,亞齊則被劃歸北

蘇門答臘省 ,完全失去原有的自治 。一場亞齊與印尼中央的紛爭於焉展開 。
s’

2.經過 :

當 「印尼統一共和國」成立 ,亞齊被併入印尼的一省後 ,強人達鳥德貝魯

相當不滿起而反抗 ,遂爆發 「達烏德貝魯事件」 (DuadBeureuehEvent),

亞齊軍以游擊式反抗印尼政府軍之鎮壓 ,然而毫無所獲 。1976年 哈山蒂羅

(HasanTiro)領導 「亞齊獨立運動」 ,爭取亞齊人民支持 ,同時標榜以軍事手

段爭取獨立 ,但皆遭失敗 。199U年印尼政府更將亞齊劃為 「軍事行動區」 ,

積極發動清剿反叛勢力 ,為所欲為 ,人民死傷無數 。1997年 7月 以後更因金

融風暴而導致的經濟恐慌 ,百姓的日常生活更陷於痛苦深淵 ,怨恨雅加達政府

無能之餘 ,益發激起各界對於 「亞齊獨立運動」的支持 。即便是翌年因五月風

暴而繼起的哈比比改採新措施 ,以 及鎮暴部隊實際指揮人國防部長韋蘭托

(Wiranto)的 公開道歉與取消 「軍事行動區」 ,仍於事無補 。

1999年元月 ,哈比比更出入意表地對外宣布 ,准許東帚汶人民投票選擇

是否接受所提 <廣泛自治方案>,如果不接受 ,他將進一步建議 「人民政治協

37 同註 22,頁 “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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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會議 」通過釋放東帝汶 ,更加促使 「亞齊獨立運動」的蓬勃發展 。哈比比面

對如此強大的座力 ,於 1999年 3月 26日 訪問亞齊 .不僅對過去的軍事行動

受害者家屬及亞齊人民道歉 ,還承諾將制裁施行暴力及行動者 ,然卻仍派鎮壓

部隊前往 ,益使亞齊人民意志更為堅決 。1999年 l1月 瓦希德當選總統 ,對

亞齊仍不願鬆手 ,此間題迄今仍為難解之題 。
Bs

四 、「亞洲式民主」的危機

印尼境內的獨立運動不僅只於東帝汶 、亞齊 。伊里安查亞在歷經長達 37

年的印尼高壓統治之後 ,境內三千名獨立運動份子及部落領袖於 2UUU年 6月

4日不顧雅加達當局的嚴重警告 ,也公開宣佈獨立 。
∞

此外 ,最近接二連三也

發生馬魯古 、賓丹諸地的獨立運動 。
m

這些獨立運動的出現 ,在在顯示了印尼統治權威不穩的警訊 。由於印尼是

一個多元族群 、多元文化 、多元宗教的國家 ,先天上就潛藏著分離的危機 ;更

歷經蘇卡諾 、蘇哈托兩強人威權政治的洗禮 ,開啟軍人干預國政之途 ,軍人單

張跋扈 ,在國家政治 、經濟 、社會影響無遠弗屆 ,由獨立運動的強力軍事鎮壓

行動即可看出軍人干政的嚴重影響 。統治者為達成有效統治 ,卻意外地引狼入

室 ,飲鴆止渴 ,無法自拔 。

李美賢把蘇哈托建立 「新秩序」政府後的印尼政治稱之為 「亞洲式民主」 ,

認為 「亞洲式民主」為許多政治學者及大部分的亞洲領袖所推崇 。他們相信因

為 「亞洲式民主」標榜許多與群體價值優先相關的價值 ,使得一些亞洲國家免

於面對西方所面臨的許多困境 。他們同時堅信 ,人民內心深處渴望的是經濟生

活面的滿足 ,民主與否則非重要問題 。但 「亞洲式民主」事實上是不民主 ,也

因為它不民主 ,所以它即具有不穩定的本質 。當支持 「亞洲式民主」政體合法

穩定的經濟發展消失時 ,尤其又必須面對政治領導繼承問題時 ,以上所稱的不

穩定的本質往往就會轉變為政治危機 。
姐

所以在缺乏監督的體系下 ,整個政

同上 ,頁 68-71.

雅加達外雷報牛 〈伊里安加雅宣布自印尼獨立),《聯合報》 l1版 ,民 國 89年 6月 5

日 。

同註 22,頁 92。

同#二 1U,頁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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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體系長期掌握在一個超級統治者之下 ,貪污 、恩從主義 、裙帶關係逐漸形成

一種普遍的文化現象 。因此 ,近三十年的經濟成長合法化這樣的政權 ,但很快

地 ,一個經濟危機即完成非法化此一政權的合法性 ,進而逼迫蘇哈托辭職下

台 。
φ

雖然民主不僅僅是建構權力的工具 ,它也是一種限制權力的工具 ,但

顯然地 ,在印尼的 「亞洲式民主」底下 ,這個體系只不過是一種建構權力的工

具 ,卻不是限制權力的工具 ,政治自由被嚴格地限制著 。
們

五 、結 論

綜上所述 ,印尼政局至今仍動盪不安的因素 ,除 「先天」條件之不良 ,面

臨 199U年代以來 「後天」國內外情勢的急速轉變 ,強人威權體制 、軍人千政

的殘害 、金融風暴考驗的慘敗 、境內獨立運動如雨後春筍般崛起 ,都是導致動

亂愈加嚴重的主因 。

印尼三十年來辛勤地發展經濟 ,經濟發展也改善了部分人民的生活 ,然

而 ,印尼最終卻走到國家幾乎破產的境地 。發展動力被袓傳政治一貪污 、勾

結 、裙帶和濫權一所拖累 。可是 ,因為政府不願也無能滿足群眾強烈的改革要

求 ,所以造就了致命的因子 ,使錯誤愛成為無可挽救的政治危機 。
狂

印尼現代化的道路一路走來 ,始終跌跌撞撞 ,這或多或少受到早期被殖民

地經驗殘遼因子影響 ;如何建立 「多元並存」的 「容 (忍 )和 (平 )」 族群關

係 ,並抑制軍人勢力的再興 ,應是目前印尼當局所最急需解決之課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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