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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西元 2000 年陳水扁當選中華民國第十任總統，這是中華民國史上第一次政黨

輪替，在選前選情普遍不被看好的陳水扁，最後以些微的差距領先第二名的宋楚

瑜而當選，同時間謝長廷在高雄擔任高雄市長一職；之後在 2004 年陳水扁再度以

極小的勝幅連任，並且在 2005任命謝長廷為閣揆。這兩人過去在民進黨在野之時

以口才佳、問政能力強著稱，一時瑜亮、鋒頭極健，並稱「長扁」。 

如果回顧兩人的政治生涯，可以發現兩人有許多的共通點，碰巧都是台大法

律系畢業，也同為「美麗島事件」1的辯護律師團成員，當選過立委，而兩人初次

參與政治活動都同樣以台北市黨外2市議員為開端。世界上從沒有人能知道自己的

未來情況，當年他們兩人一同走進台北市議會之時，應該也無法設想 20幾年後會

在台灣的政壇產生重大的影響力。 

而林正杰──一位眷村出生的外省子弟，在八 0 年代的台北政壇崛起的原因，

卻是靠著批判國民黨，參與群眾運動帶頭抗爭而聞名，以他「政治大學公行所碩

士」的學歷，再加上外省籍軍人眷屬的身份，原本很有機會在國民黨內一展長才3，

但他卻自言寧可作一個黨外（林正杰，1998：1），他在解嚴前即帶起了街頭運動，

時常在街頭上帶領群眾狂飆，外號叫做「街頭小霸王」，所作所為令國民黨傷透腦

筋。 

林正杰與陳水扁、謝長廷三人在 1981 年一同進入台北市議會，三位新議員被

                                                 
1 「美麗島事件」係指 1979 年八月所創刊的政論性雜誌《美麗島》，黃信介為發行人，許信良任社

長，施明德為總經理，張俊宏為總編輯，網羅當時黨外反對運動之主要人物。當年十二月十日「世

界人權日」，《美麗島》成員在高雄市集會遊行，爆發警員與遊行群眾之流血衝突，數日後主要領

導人物被捕，並以涉嫌叛亂，由軍事法庭審判，黨外菁英多人被判罪下獄。  
2 黨外一詞的由來，一般皆採李筱峰之說：「『黨外』這一個名詞，原本只是對非國民黨的一個泛稱，

早期無黨籍的候選人多以『無黨無派』標榜，而少使用『黨外』一詞。自從黃信介、康寧祥崛起

後，『黨外』一詞大量使用，無形中『黨外』一詞便成為無黨籍中的政治異議份子所共同使用的

標誌。」（李筱峰，1987：122。） 
3 江春男說，在五、六 0 年代，正是國民黨吸收青年才俊的時候，當時「政治大學」是黨校，所以

很多研究生在畢業後、甚至畢業前，就直接就進入國民黨內部或是政府機關工作。（新台灣研究

文教基金會 美麗島事件口述歷史編輯小組，1999：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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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了個稱號「黨外三劍客」，當年的台北市議會仍是國民黨籍的議員佔極大多數，

而當時黨外市議員除了「黨外三劍客」外，還有其他五位黨外老將，時人稱之為

「五虎將」4，五虎將加上三劍客，面對著台北市議會內四十幾位的國民黨籍議員，

憑著對議會規則的嫻熟，以及便給的口才，卻在市議會颳起了一陣旋風。 

八 0 年代的台灣是一個變遷快速的地方，不管是在經濟或是社會上，以及政

治的發展上，處處都呈現多元發展的面貌。蔣經國總統的在六、七 0 年代的經濟

建設為台灣打下了良好的競爭基礎，而在八 0 年代台灣經濟上的明顯發展成果，

使人民在生活水平獲得普遍的富足。根據美國學者 Lerner 的說法，經濟發展將導

致的現代化過程，其中包含了三個連續性的階段：首先是經濟發展開始後，都市

化（urbanization）現象產生；接著在都市化的環境裡逐漸出現另外兩個現代化的

特徵：識字率（literacy）和傳播媒介（media）的成長；最後由於教育普及和大眾

媒介的迅速成長，加速了社會大眾的政治化過程，進而導致政治參與的提高（陳

鴻瑜，1982：120）。按照 Lerner的看法，對照台灣 1980 年代的政治發展，情況似

乎極為符合。 

自國民黨政府播遷來台後，台北市一直是台灣的政治中心，天子腳下總是金

錢匯集、人文薈萃之地，八 0 年代的台北市剛經歷現代化的過程，而出現了明顯

的都市化現象，人口由 1968 年改制時的 160 萬到了 1980 年已達 220 萬人（李登

輝，1987：268），而人口密度在 1968 年時平均全市每平方公里數為 5896 人，到

1987 年時人口密度已高達每平方公里數 9599 人（台北市新聞處，1988：58），經

濟上工商、服務業發達，台北市的非農業人口比例在 1985 年時，高達全市的 98.7

％5，而社會上民間社團、組織也多，台北市平均每戶所得在 1980 年為 25471元，

較 1971 年的 6159元相比，近十年的時間增加了有 4.1倍。（李登輝，1987：272）

在上述的情況下，台北市聚集了產生了大批的中產階級、與知識份子，這些知識

份子、中產階級的權利意識也逐漸抬頭，而面對此時台北市的環境、公害的惡化，

犯罪率的逐年增加，以及交通問題的迫切，衛生醫療設備的不足，及其他的慢慢

惡化的市政難題，中產階級開始對於政治有了許多的想法與不滿。 

                                                 
4 此五人是王昆和、林文郎、徐明德、康水木及陳勝宏。 
5 引自台北市政府新聞處著（1988），《台北市改制二十年》，張建邦先生序文。 



第一章  緒論 

 3

而中產階級不僅嚮往民主政治，也想改變台灣現況，但在不影響自己既得利

益的情況下，確有部分中產階級會在選舉中支持黨外，但黨外運動若是流於非理

性的激進狀態，而威脅到他們當前或未來的利益，中產階級不但可能撤回他們的

支持，而且可能成為黨外最強烈的反對力量，現在如果回顧「美麗島事件」時候

的報刊雜誌，會發現當時在報刊雜誌上對黨外大加抨擊的，除了國民黨的職業打

手外，更多的是一般的市井小民。而黨外新生代偏激的言論，更易令中產階層對

黨外裹足不前。（宋江村，1985：30）在八 0 年代初期「美麗島事件」剛落幕，美

麗島事件使黨外遭逢空前的政治挫敗，許多知名的黨外政治菁英被關入監獄，也

令當時的中產階級對黨外運動產生恐懼，因而也對當時政治抗爭運動態度有所保

留而顯得若即若離（彭懷恩，1997：42）6，黨外面對中產階級的這種態度如何自

處，如何從這個挫折中站起來，進而茁壯、發展，一步步擴張黨外的勢力，以至

最後的建黨。由觀察這時期的台北市黨外市議員的發展過程，或許可以獲得一些

線索， 

台灣是在 1987 年才解除長達 30 多年的戒嚴，開放黨禁、報禁，人民恢復了

集會遊行的權利，憲法所賦與人民的政治權利以然回到人民的身上， 這些都不是

憑空而來，孫中山先生說過「權利是掙來的」，在台灣的民主政治發展中，這個「掙

來」的過程為何？就是我所好奇的。或許台北市的黨外市議員在 1980 年代不算是

重要職位，在他們之上還有中央的民代：立法委員、國大代表，但是依照「蝴蝶

效應」（The Butterfly Effect）7的說法，或許他們當時的某個小小作為，在未來將興

起巨大的作用力，以現來的政治局勢來看這個說法似乎是有點道理。再者，他們

黨外當年特殊的政治時空背景，國民黨在市議會具有人數優勢、中產階級對黨外

                                                 
6 有學者對此有不同的看法，認為中產階級為一異質性高的層級，彼此間思想和見解，不一定易為 
人所知，所以不宜遽然認定中產階級是保守的、穩定的、或是激進的、動態的。（高承恕，1985： 
12） 

7 「蝴蝶效應」（The Butterfly Effect），1972 年由美國氣象學家 Lorenz所提出，意指一件表面上看
來非常微小而毫無關連的事情，在不可測的混沌中，將扮演深具影響的關鍵角色，而招引巨大的

改變。 例如在北非的一隻蝴蝶舞動翅膀，會輕微改變周圍的氣壓，而這些擾動又將改變附近地

區的氣壓，於是一傳十、十傳百，傳開一個月之後，位於大西洋對岸的密西西比河流域就會因為

氣壓被改變，而出現狂風暴雨，甚至龍捲風。或者中國北京的一隻蝴蝶振翅，輕微地改變了氣壓，

造成太平洋對岸的美國芝加哥下起雨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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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度上的欲拒還迎，以及面對龐大的國民黨官僚體系，這對他們而言是一種折磨

還是一種歷練，對於他們自身的發展是利是弊，其中有幾位黨外市議員在往後的

政治之路還走得很遠，鑑古能知今，由觀察他們或許能替某些事件作解釋，雖然

以今窺古，有些事後諸葛的味道，但是有些事還是必須有人來作。 

 

第二節  研究架構與方法 

壹、研究架構 

   本文的研究架構如圖 1-1所示，架構說明如下。而台灣的民主轉型有學者認為

是因為反對勢力的不斷挑戰國民黨，迫使執政黨不得不做出讓步，朝著開放民主

而前進（吳釗燮，1998：1-21），也有學者從經濟發展來探討，認為台灣的經濟發

展，帶動了新興的中產階級對政治參與、政治權利的渴望，而這些中產階級也實

際的參與了社會運動，造成對國民黨政府的壓力，進而促進了台灣的民主化。（田

弘茂，1989）當然台灣的政治發展也受制於美國對台灣政府的態度，形成一種依

賴情境，當美國對於台灣政府表現支持時，國民對反對勢力及採取強烈鎮壓的態

度，而當 1970 年開始美國轉向與中共建交後，國民黨政府對反對勢力的態度，就

慢慢走向寬鬆的政策，很明顯的台灣的政府受限於國際外交情勢的現實，而這種

現實直接反映在國內的政治局勢中。 

    台灣反對勢力的發展，是具有歷史沿革的，從國民黨政府遷台之後，甚至在

國民黨尚未來台前，台灣在日本的統治之下，就已有用選舉選出的各地的政治菁

英。但迫於篇幅，本文不擬將國民黨來台前的台灣反對勢力納入討論，而直接由

1949 年後的反對勢力開始。台灣的反對勢力的開始由 1949 年的《自由中國》作代

表，《自由中國》由一批隨著國民黨來台的外省籍知識菁英所主導，在國民黨來台

的初期，對國民黨政權做出政治批判，甚至一度還聯合台灣在地的政治菁英，而

有組黨之勢，雖然後來組黨這件事被國民黨以強硬的手段終止，但由《自由中國》

開始，台灣的反對勢力在國民黨的威權統治下不斷的匍匐前進，一代接著一代，

在《自由中國》後有《大學雜誌》，《大學雜誌》後《台灣政論》接棒，並引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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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研究架構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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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出自台灣本土，且更富行動力的政治菁英，《台灣政論》後台灣本土政論性的 

雜誌卓然紛出，首先出現的是《美麗島》雜誌，《美麗島》雜誌匯聚了當時台灣反

對勢力的菁英，並在台灣各地成立了《美麗島》雜誌社的分社，一時之間反對勢

力看似大有可為，但在 1979 年隨即爆發《美麗島》事件，當時反對勢力的菁英幾

乎被抓一空，使得台灣的反對勢力出現人才斷層，在此情況下，逼使參與《美麗

島》事件審判的律師團成員們加入反對勢力陣營，參與地方選舉。而這正是本文

所要討論的起點。 

這批新加入的《美麗島》事件辯護律師們，以及其他的在台北市議會的黨外

市議員，在市議會內部藉著犀利的議會問政替市議會帶來新的面貌，而且也透過

各種不同的型式，參與了當時反對勢力的各項大小活動，並影響了反對勢力的發

展，而本文將當時反對勢力中的重要事項，如路線之爭、組黨運動，以及群眾運

動抽出，並找出黨外市議員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分析彼此間互動的關係。另外

在黨外市議員在當時的議會問政也同等重要，市議員的職責之一就是要為民喉

舌，在議會內部審議時政，黨外市議員在議會問政方面也十分有所作為，對反對

勢力的發展是否有所幫助，這是本文的重點。最後再綜合黨外市議員在議會內、

外部的作為，分析其與台灣的反對勢力的發展並做出結論。 

 

贰、研究途徑 

依據方法論上的界說，研究途徑與研究方法有其根本上的差異，研究者必須

先確定所要採取的研究途徑，才能選擇所要使用的研究方法。誠如 Dyke（1960：

22-23）所說，研究途徑是指用來選擇問題與運用相關資料的標準（criteria for 

selecting and utilizing data），而研究方法則是指資料蒐集的方法（means of gathering 

data）。 

    所謂研究途徑乃是指研究者對於研究對象（譬如政治現象）的研究，到底是

從哪一層次為出發點、著眼點、入手點，去進行觀察、歸納、分類與分析。由於

著眼點的不同（即研究途徑的不同），就各有一組與之相配合的概念，作為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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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架構。（陳德禹，1999：182） 

    本研究所採用的研究途徑有二，主要是以「結構研究途徑」為主，「歷史研究

途徑為輔」。分別說明如下： 

  一、 

Talcott Parsons的「結構功能論」（structural-functionalism）主要關切的乃是大

規模的社會結構與制度、相互關係，以及其對行動者的約束與限制影響，傾向於

採取鉅觀的途徑來研究社會現象，專注於社會體系整體，以及社會結構和社會制

度對它的影響。結構功能論者認為，體系的組成成份對其續存的運作具有正向貢

獻，而且結構功能論關切體系之某一部份與其他部份之關係。體系的部份，以及

體系整體，被認為是以均衡的狀態存在，所以，某一部份的變化將會導致其他部

份的變遷。 

政治體制的轉變有許多的方式可以解釋，解釋的方法之一是從與政體相互依

存的結構條件來看待。任何政體的源起、變遷，都伴隨著經濟結構、社會結構，

甚至是國際政治、經濟結構的變動，一旦這些結構產生變化，政治體制也會產生

相對應的改變。 

    故在此將以結構功能的角度去看待八 0 年代的政治發展，而當時的黨外市議

員在這大環境的變化、改變中如何與環境因應，這些因應如何影響黨外勢力的發

展，這是本研究所要探討的。 

  二、 

    本研究所設定的時間範圍為一九八 0 年代，這個年代距今已有一、二十年，

要研究這段時期的事件，必須以一種歷史的態度來審視，而對於要重建這時期歷

史史實的可信度，用嚴肅的態度以及可靠的方法來執行是有必要的。不過因為八

十年代處於一個保守與開放的曖昧過渡期，在那個的時代中所遺留下來的文獻資

料，雖然數量豐碩，但如何在這龐大的資料中選擇相關並且信實的的文獻，以重

建當時的事件脈絡，並從而在這脈絡中尋找出有用的訊息，則有賴於正確的使用

「歷史研究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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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研究方法 

由於本研究所要研究的對象、事件，皆存在於過去的時空，而這些對象、事

件在當時的書報雜誌、政府出版資料中留有許多的紀錄，故在此使用的研究方法，

著重於蒐集相關資料文獻，並判讀其中的重要資訊。採取的方法如下： 

  一、文獻分析法 

    本研究主要採用的研究方法以文獻分析法為主，廣泛、仔細的蒐集相關的歷

史書報、當時的報紙、期刊，以及相關學者的論文、個人自傳，並佐以台北市市

議會的議事記錄，藉以了解市議員在當時的政治行為、發言狀況、參與過的活動

等等。並參照其他相關研究，以對照其行為對當時政治發展的影響。 

  二、個案研究法 

    歷史結果是經過長期的累積，但是在某些情形下，歷史發展亦出現重大且影

響未來深遠的事件，在台灣的政治發展史上，八 0 年代是一個浪漫的時代，因為

它仍處於戒嚴統治之下，情治機關對於社會的控制還是隨時可見；但它又是一個

威權統治時期的末期，民主憲政發展的開端，許多的反對運動份子在這時期發動

了許多的政治運動，而這些政治運動也對後來的台灣民主政治產生了明顯的影

響，在此，對於某些重大政治運動應要作瞭解，以分析當時的黨外市議員在這些

事件、運動的開始、過程及其後來影響的結果。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台灣的政治發展已有許多人從不同的角度去觀察、解釋，而本研究雖然也在

關心台灣的民主政治發展，但是重點著重於黨外市議員與當時黨外勢力發展之間

的關連，討論的時間範圍主要在 1980開始年至民進黨成立時的這段時間，研究對

象主要為 1981 年選出的第四屆市議員，稍為述及後來第五屆的台北市黨外市議

員，將他們當時在議會內部的問政內容，以及議會之外參與反對運動，所發表的

文章、談話、一舉一動作為分析重點，於其中提煉出與黨外勢力發展有關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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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於資料蒐集的不足，本文所蒐羅到的文獻資料，大多數都集中在少數幾位

黨外市議員，這使得在本文中作問題討論時，有時候不能含括到全部的黨外市議

員，對於研究學術時應保持全面性觀點這一點來看，本文在某些地方的論述十分

不足。 

另外在鋪陳整篇論文時，有時候為了保持敘事的流暢性，而不免對於當時的

某些大事件有所縮減、甚至會忽略，可能會令人覺得研究的角度不夠宏觀，也不

夠詳盡。例如本文在關於台灣反對勢力發展的敘述時，對於台灣在 1960 年以前，

地方上本土政治菁英的發展，基於敘述的連續性與重要性，這一部份沒有提及，

甚至到了 1980 年代之後，另一個台灣政壇上重要的政治機關─台灣省議會，也發

生過許多的重大的政治事件，如著名的「省議員辭職事件」，但本文因為敘述的主

體性所以都未述及，這的確是本文的不足之處。 

    儘管所研究的時間範圍距離現在不算太久遠、研究的主要對象也不算太多，

但是源於個人研究方法上的經驗不足，以及思慮不週，可能使得研究的力道看起

來顯得力有未逮，這些都是本研究極力想避免的，也是本文希望能獲得指教之處。 

 

第四節  名詞界定與文獻探討 

   壹、名詞界定 

一、民主 

「民主」一辭，此辭來自希臘，希臘文之意即為人民的治理。英文 democracy 

中字首 demo，即為人民，cracy 即為治理。然而實際上，所謂人民的治理非指人

民同時擔任同樣的治理工作，換言之，人民治理必須藉由某種方式、程序與制度

以達成。（呂亞力，1991：120）傳統上，許多把民主當作政治制度的人士認為該

制度具有人民主權、責任政治、多數治理、尊重少數與個人等特質。Ranney 亦曾

為民主制度下定義：「民主是一種政府組織型態，其據以建立的原則包括人民主

權、政治平等、大眾諮商與多數統治。」 (Ranney，1992：241)Riker 則認為民主

政治包含了參與、自由與平等等要素。（Riker，1982）在眾多民主的定義裡，Da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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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義最為政治學和社會學的主流派所接受。他認為民主的主要特徵，在於政府

對於公民意願的回應程度。他列出八個民主所必須的、制度化的條件來衡量這些

回應程度：（一）結社自由；（二）言論自由；（三）投票權；（四）有資格加

入公共機構；（五）政治領袖的選舉權及被選舉權；（六）各種獲得資訊的渠道；

（七）公平自由的選舉；（八）以投票及其他途徑表達意願決定政府政策的機制。

（Dahl，1999：41-50）另外，Huntington 曾以下列五點來界定民主： (一)根據選

舉來界定民主；（二）一個社會能夠透過民主的手段選擇其政治領袖，但是這些

政治領袖未必行使權力；（三）將穩定性、制度化的概念融入民主的定義之中；

（四）衡量民主與不民主應考慮選舉的公平、政黨的限制、新聞自由等等變項；

（五）不民主的國家沒有選舉上的競爭和普遍的投票權。（Huntington，1991：7-10） 

從古至今，我們可以知道民主體制並不一定是最完善的政府體制。然而，我

們應該知道，民主體制應優於非民主政體，我們可以從下列數點來瞭解為何需要

實行民主：（一）民主有助於避免獨裁者暴虐的統治；（二）民主保證它的公民

享有許多的基本權利，這是非民主制度所沒有的；（三）民主較之其他可行的選

擇，可以保證公民擁有更為廣泛的個人自由；（四）民主有助於人們維護自身的

根本利益；（五）只有民主政府才能夠為個人提供最大的機會，使他們能夠運用

自我決定的自由，也就是在自己選定的規則下生活；（六）只有民主的政府才為

履行道德責任提供了最大機會；（七）民主較之其他可能的選擇，能夠使人性獲

得更充分的發揮；只有民主政府才能造就相對較高的政治平等；（八）現代代議

制民主國家間彼此沒有戰爭；（九）擁有民主政府的國家，一般會比非民主政府

的國家更為繁榮。（Dahl，1999：51-69）因為如此，民主才廣為世界各國、以及

人民所接受。 

 

二、民主化 

民主化基本上是一種政治過程，因此必須有某政治領袖（Political leadership）

將民主視為目標。在某種意義上，民主化確實帶有目的性的政治過程，因此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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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最後產物必須是一個具備某些民主特質的政治體系。但是這並不代表所有民

主國家都是同一類型的。Huntington 將民主轉型的過程，依主導轉型力量的不同，

分為： 

1.「變革」（Transformation）：威權體制的改革。 

2.「置換」（Replacement）：威權政權的推翻。 

3.「移轉」（Transplacement）：就政權變遷進行談判。 

就台灣的民主轉型來看，應該非屬單純的變革、置換或移轉，雖然民進黨取

代了國民黨政權，但台灣並未發生激烈的「置換」，也並非是國、民兩黨經談判

而「移轉」政權，故而，台灣的民主轉型較近似「變革」。（Huntington，1991：

139-174） 

 

三、威權轉型 

以研究威權政體著名於世的學者 Juan J. Linz 曾對威權政體提出定義，他指

出了它的屬性。威權政體是： 

「有限的多元政治，但非責任政治；政治體系有一套精密的意識型態作

為指導，但另有不同的心態（指封閉心理結構）；政治體系除在某一發展時

期外，並沒有廣泛而深入的政治動員；只有一人或一小群人運用政治體系的

統治權，其權力雖缺乏明確界線，但實際運用上卻可預測其範圍。」（Linz，

1974：175） 

威權體制是 Linz 在研究西班牙佛朗哥政權所提出的觀念。這種體制在結構上

最基本的特徵是「有限多元」（Limited pluralism）或「有限一元」（Limited monism）。

（Linz，1974：175-441）這是指國家或政府，在對待民間團體方面，凡符合威權

統治者的理念和利益，可允許生存與活動，否則會予以壓制或取締。相對於威權

體制的「有限多元」，民主體制呈現多元化社會結構，而極權體制則呈現一元化。

故而，威權體制是介於民主和極權之間，由軍政首腦或少數菁英主控實權；在對

待人民時，作非完全的掌握與控制。在「有限多元」的基礎上，威權政體是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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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統合主義」的原則，來提昇及整合社會的利益與力量。這是指它會抑制自主

性和自發性的社會利益結合，由統治者透過其設定的程序與管道，與黨政結合，

來整合各種社會利益與力量。（徐振國，1990：1-22）威權政體在統治社會時，有

時候也會採局部性的民主制度和程序，如議會政治與選舉。然而，由於選舉等類

的民主活動甚為狹窄，程序上常有瑕疵，這種局部的民主制度與程序，事實上是

一種凝聚社會利益的管道。威權體制的政黨和政治菁英之間，以及政黨和社會菁

英之間，常因利益與恩情相結合，以領袖為核心，形成一種主從關係，也就是「恩

庇— 依隨二元聯盟關係（ Patron-client alliance）」。因此統治者的個人特徵與領

導風格，以及政治與社會菁英的結合，會影響威權政體的性質與發展。（陳明通，

1998：7-8） 

 

四、黨外 

在台灣的政治發展過程中，早期的反對勢力發展時，尚無所謂「黨外」一詞，

「黨外」這一詞是在 1960、70 年代之後才漸漸為人熟悉，李筱峰曾說：「『黨外』

這一個名詞，原本只是對非國民黨的一個泛稱，早期無黨籍的候選人多以『無黨

無派』標榜，而少使用『黨外』一詞。自從黃信介、康寧祥崛起後，『黨外』一詞

大量使用，無形中『黨外』一詞便成為無黨籍中的政治異議份子所共同使用的標

誌。」（李筱峰，1987：122。）因此本書採李筱峰之說，如果文中使用「黨外」

一詞，即是用來代指 1970 年代以後的反對勢力。 

 

五、市議會 

    台北市議會從 1945 年開始，歷經市參議會，之後到了 1950 年又因台北市升

格為省轄市而成為省轄市議會；到了 1967 年，台北市又升格為直轄市，台北市議

會又一變成為直轄市議會，本文主要討論的時間範圍在 1980 年到 1986 年，當時

台北市已經是直轄市，所以本文中所稱的市議會，皆是指改制後直轄市的台北市

議會。如果有需要談到省轄市議會、或是 1945 年的市參議會，皆會在文中有所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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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貳、文獻探討 

歷來關於台灣政治變遷的研究有許多，但卻無一專書討論黨外市議員與黨外

政治發展的關係，故在此文獻探討將分兩方面來討論。 

  一、關於台灣的民主化 

黃光國在《儒家思想與東亞現代化》中探討了東亞國家的儒家思想與民主化

的關係，雖沒有直接點名到台灣，但他的意見仍有許多的洞見，他肯定儒家思想

的一部份對於民主政治的建立有幫助，但是仍必須藉助西方的民主思想來啟迪民

眾，教導民眾何為民主政治，但是要達到真正的民主，仍必須依靠經濟的發達，

人民思想上的自覺，以及體會到西方民主政治的真正意涵，才可能建立真正的民

主政治。（黃光國，1988）但是黃光國只說了現代化學者所預期的政治結果，即政

治的民主化，並未詳細說明現代化與政治民主化之間是經過如何的轉化。 

    羅俐雯以杭廷頓提出的三種不同的民主轉型過程，第一種是變革

（transformation），其次是置換（replacement），第三是移轉（transplacement）， 

用這三種類型來檢視台灣民主轉型屬於哪一類？所謂的變革是指一個國家走向民

主轉型乃是由執政黨所帶領，這種改革是一種由上而下的改革模式。置換是指民

主改革乃由反對黨所帶領，呈現出來的是一種由下而上的改革模式。至於移轉是

指民主化運動式在執政黨和反對黨以協調、溝通、聯合、和平的方式下所進行的

改革。而且羅俐雯用歸納、比較的方法，比較了自 1977—2000 年的執政黨和在野

勢力對台灣政治變遷的影響，並且認為台灣在 1987 年開始了由上到下、變革式的

民主轉型。（羅俐雯，2003）羅俐雯的研究側重於討論政治環境中的在野與當權者

之間的互動過程，對於民間社會運動對政治體系的影響則無著墨，而這正是本研

究欲探討的重點之一。 

    黃建勝分析立法院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的角色，他認為在威權政黨時期，立

法院指示扮演行政院的橡皮圖章，立法院所代表的民主政治功能完全沒有顯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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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到了兩黨競爭時期，由於兩黨實力差距過大，導致在民主的議會殿堂上甚至

會發生暴力、衝突的情形。到了多黨競爭時期，各黨的實力拉近，國民黨再也無

法以一黨之意，決定大小情事，在議會內開始有了合縱連橫，此時的立法院的角

色才恢復到民主國家國會運作的情形。（黃建勝，1998）黃建勝此篇研究的重點都

放在立法院內，並且其將政治發展的研究時間拉長，且並無將立法院外的政治狀

況與立法院內的政治情況作配合說明，這是其缺失之一。 

王振寰在其研究中將台灣民主轉型與反對運動的興起跟國民黨統治的「正當

性」一起討論。王振寰將台灣的民主轉型分為兩階段，第一階段是一九七二年，

美國在國際上對台灣的疏離，使國民黨必須向台灣內部找尋支持，這使得蔣經國

延攬大量的台籍人士進入政治權利核心。第二階段是一九七七年以後，黨外勢力

群眾勢力的興起，國民黨再度尋求強化本土的支持，但因未受到資本家的全力支

持，於是使國民黨有了政治自由化的轉型。（王振寰，1989） 

徐永明從戰後的國會改革來看台灣的民主發展，台灣在國民黨統治下有所謂

的萬年國會，國民黨為了堅持所謂的法統性而使得大陸籍的國會代表永不需要改

選，基於本土化理論的角度來看，這是一個外來的國會。戰後台灣的民主過程中，

可以從國會的改革窺見端倪，為了使統治達到正當性，國民黨開始改革國會，透

過「增額」、「改選」，一步步的吸引黨外或在野的本土力量加入，由這個過程達到

民主的發展。（徐永明，2003）但是徐永明指說明了國會改革與民主發展的關連，

對於民間社會與黨外對國會改革的看法沒做說明，這是本論文的關注點之一。 

胡佛認為選舉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是一極重要的政治機制。選舉本身的機能

會產生像濁流一樣的漩力，能不斷吸納社會、經濟及文化的新生力，使得執政黨

的政治操作愈來愈不易。經由此一機制，使得快速工業化引發的社會結構變遷， 轉

化為強大政治力，進而削弱了原本基礎穩固的威權統治。而選舉系統促成組織性

的反對勢力崛起，由選舉產生的政黨競爭，正是政治民主化的催化劑。（胡佛， 

1998：35-100） 

彭德富也是由台灣的地方選舉來看台灣的政治轉型，他認為選舉在台灣在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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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政體轉型民主化的過程中，是具有關鍵性策進作用的地方機制，地方選舉的舉

辦有助於國民黨政權初期的威權鞏固，但隨著選舉的層次由地方擴大到中央、從

局部到全面，選舉不但培養了人民渴望民主改革的政治文化，同時也提供反對力

量成長與凝聚的場域。（彭德富，2001） 

林佳龍也認為台灣民主化是一種由選舉帶動的民主化。藉由選舉的開放，一

方面提供政治菁英一個體制內的管道來組織和動員群眾，另一方面，群眾的社會

屬性也透過選舉過程在形塑政治菁英的認知、計算和行動。換句話說，經由選舉

的作用，台灣的菁英政治與群眾政治連結起來，二者交互影響台灣的政黨體系變

遷與民主發展（林佳龍，2000：3-55）。 

田弘茂在其著作「大轉型：中華民國的政治和社會變遷」（1989）中，指出台

灣已具備民主的社會經濟及文化的必要條件。他透過一系列的經濟指標描述台灣

經濟從 1951 年至 1987 年的發展，及這些經濟發展對台灣社會階層與都市化造成

的改變，他認為這些發展有助於造成「一種社會經濟環境，使政治參與有廣大的

空間，而日益壯大的中產階級，提高社會及政治意識，使人們期待民主化的腳步

加快。中產階級推動了國民黨的改革、反對的政治運動及形形色色的社會運動。」 

有些學者從政治菁英結構的轉變、政治菁英策略性互動關係對台灣民主轉型

的推動（吳文程，1991：241-264；Cheng and Haggard,1992；游盈隆，1993： 93-130）；

吳釗燮（1998：1-21）認為台灣民主化的開始是始於反對勢力對威權體制的挑戰，

而蔣經國在不同因素的考慮之下，作成順應時勢的決定，上下雙方的互動展開民

主化。  

周陽山與 Nathan 認為國民黨在面對重大且迫切需要解決的問題時－繼承人

的選定、國內外重大事件的影響，如江南命案及十信案、國際社會對人權的重視，

民主改革是解決的根本方法，而蔣經國深知其道理，才會進行一連串的改革措施，

以增進政權的正當性基礎（Chou and Nathan,1987: 277-299）。 

吳乃德（1989）則認為台灣的政治改革是一種「和解式的轉型」（transition by 

transaction），並不是統治菁英在歷經長久的、激烈的對抗之後，被迫放棄權力，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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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是由執政菁英所控制或接受的。 

  二、關於黨外的研究 

    在陳孟元研究論文中，詳細的紀錄了一九八 0 年這個時期的黨外大事紀，對

於黨外運動每個階段的發展，以及它所產生的每個問題，例如路線之爭、公職掛

帥、黨外的運動過程皆有詳實的說明。（陳孟元，1996）但是可惜的是他對黨外運

動與民間社會的關連沒有做說明，對於黨外與政府體制之間的互動過程也沒有說

清楚。 

    古淑芳在其研究中發現了黨外運動的特點，一、是黨外的運動路線經歷了群

眾路線─議會路線─群眾路線的循環。二、是黨外的運動過程中，本土意識（或台

灣意識）有逐漸升高的發展。三、黨外的運動過程中，「資本主義路線」一直是居

於主流地位。四、黨外運動的過程，有著地域上的差異，越靠近中央對黨外運動

越熱衷。五、黨外的發展受到國際上大環境的影響，不管是在資本主義的堅持上、

或是對民主政治的要求，都與國際潮流的趨勢有極密切的關連。（古淑芳，1999）

不過古淑芳的論文重心放在整個黨外的發展，對於黨外公職市議員對黨外的影

響、作用性並無介紹，而此部分是本研究的焦點所在。 

    杭之從黨外運動在一九八三年與一九八四年兩次新生代黨公所引發的爭議做

切入，回溯黨外運動的發展過程，並發現黨外運動具有兩大本質。一、是黨外運

動的「派系性格」；二、是黨外運動成員具有新興中產階級的「進步性/曖昧性」、「前

瞻性/限制性」雙重性格。（杭之，1990，61）杭之在文內提出了黨外運動的特質，

但是對黨外運動與民間社會的關係，以及與政治體系的互動同樣缺乏說明。 

    林惠萱研究的黨外雜誌中的〈蓬萊島〉系列，她認為認為黨外透過雜誌的發

行，將黨外主張的「台灣意識」散播給讀者，並且對於喚起民眾參與政治，以及

批判國民黨的施政，介紹黨外政治活動的理念，在這幾方面黨外雜誌的確貢獻良

多。（林惠萱，2002） 

    彭琳淞同樣也是由黨外雜誌來看台灣的民主運動，她的研究發現黨外雜誌在

戒嚴與報禁的雙重禁制下為黨外提供了一個窗口，使黨外能在其中獲得生存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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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同時她也提出黨外雜誌在台灣的民主政治發展上有以下的功能：一、民主教

育。二、打破神或與禁忌。三、革命情誼的匯集。四、培養人才。五、反對運動

目標與策略的討論。（彭琳淞，2003）她的研究側重於說明黨外雜誌與台灣民主的

發展之間的關連性，並且提供了俯瞰整個黨外雜誌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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