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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 

    1949 年，內戰失利，國民黨政府播遷來台，長期實施軍事戒嚴威權統治，

「黨外」人士為推動「台灣民主化」而長期抗爭，最後在美國壓力下，蔣經國

總統在 1987 年 7 月 15 日宣布「解嚴」，解除黨禁、報禁，並開放大陸探親。 

    1988年 1月 13日，蔣經國總統過世，李登輝總統繼任，因為「萬年國

會」藉機修憲擴權，引發「野百合學運」抗爭，改變「台灣民主化」的「制度

選擇」方向。李登輝總統主政期間，先後召開了「國是會議」和「國家發展會

議」，邀請朝野領袖與會以凝聚改革共識，這種「體制外的政治協商」先行，再

進行「體制內的修憲修法」的作法，依序完成了「終止動員戡亂」、「制定增修

條文」、「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接民選」等民主化指標。 

    地方自治是組織地方政府的方式之一，實施地方自治必須具備「在憲法及

法律授權下，依法劃定國家領土的一部分，在上級政府的指揮監督下，依法選

舉地方公職人員，以地方的資源處理地方事務，並且受上級政府委託辦理委辦

事項」等條件，「台灣民主化」次第完成的過程中，「台灣地方自治民主化」亦

隨之落實，依序完成了「地方自治法制化」、「省(市)長民選」、「政府再造」的

「精省作業」、增訂「準直轄市」條款、增訂「行政區劃」條款，「縣市改制升

格直轄市」等目標。 

    因此，「台灣民主化」的「制度選擇」，決定「台灣地方自治民主化」的

「制度變遷」。本文擬從「歷史制度主義」觀點，分析《台灣民主化》對《台灣

地方自治民主化》的影響，並嘗試回答下列三個問題： 

一、「台灣民主化」動力和模式的內容為何？ 

二、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主要行動者的決策思維對制度選擇的影響。 

三、「台灣民主化」的「制度選擇」影響「台灣地方自治民主化」的「制度變

遷」的內容為何？ 

    研究發現，「台灣民主化」不是完成式，而是進行式；在「台灣民主化」過

程中，已建立「憲政民主」和「定期改選」的形式條件，朝向「善治」和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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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績效指標」方向努力。「台灣地方自治民主化」不是完成式，也是進行

式；在「台灣地方自治民主化」過程中，已建立「地方自治法制化」和「定期

改選、機關對立、分權制衡」的形式條件，朝向「跨域治理」和鼓勵「區域合

作」的方向努力。 

 

關鍵詞：台灣民主化、台灣地方自治民主化、歷史制度主義、制度選擇、制度

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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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being defeated in civil war, the KMT government retreated in 1949 to 

Taiwan, promulgated the "Order of Martial Law", and ruled by the law for more than 

38 years. At that time, non-Party democrat kept fighting for Taiwan democratization, 

the martial law was finally lifted by the President Chiang Ching-kuo on July 15, 1987 

under the pressure imposed by America, and the following were a series of 

deregulations which included lifting the ban on newspaper publications, political 

parties and allowing people to visit relatives on the mainland. 

On January 13, 1988, the President Chiang Ching-kuo died at the age of 78, Lee 

Teng-hui succeeded as president. Due to the non-reelection Congress intended to 

extend power by amending the constitution, students from universities gathered at 

Memorial Square to sought direct elections of president and vice president and new 

popular elections for all representatives in the National Assembly, which was called 

“Wild Lily student movement”. The demonstration altered the direction of “Taiwan 

democrat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 choice”. 

During the term of office, in order to condense the common sense of reform, Lee 

Teng-hui invited the ruling and opposition party leaders to participate the “National 

Affairs Conference”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Conference”. Through the approach 

from "political consultations outside the system," to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to 

amend the law in the system" , Lee sequentially completed some index of 

democratization, such as "termination of Communist Rebellion", "enactment of the 

Amendment of the Constitution ", " complete re-election of national legislature," " 

direct election of president and vice president, "and so on.   

Local self-government is one of the ways to organize local governments. To 

implement local self-government should mee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being 

authorized by constitution and law to delimit territory; electing the representatives in 

the National Assembly under the control and supervision from higher level of 

governments; using local resources to deal with local affairs; accepting the delegation 

coming from higher level of governments. “Taiwan local self-government 

democratization” was gradually carried out in the perfecting process of “Taiwa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hiang_Ching-kuo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hiang_Ching-kuo
https://en.wikipedia.org/wiki/Republic_of_China_Presiden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National_Assembly_of_the_Republic_of_China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650545/?index=1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650545/?index=1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666862/?index=1
https://en.wikipedia.org/wiki/Republic_of_China_Presiden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National_Assembly_of_the_Republic_of_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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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cratization”. Legalization on local self-government, popular election of province 

governor and mayor, streamlining the province to rebuild government, uploading of 

“quasi-direct-controlled municipality” clause, “administration division” clause, and 

“reorganization of counties upgraded as special municipalities” are the 

accomplishments. 

   Hence, the “institutional choice” about “Taiwan democratization” decided the 

“institution change” about “Taiwan local self-government democratization”. This 

thesis will use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to analyze the effects of 

the “Taiwan democratization” imposed to “Taiwan local self-government 

democratization”, and try to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1. What are the power and types of  “Taiwan democratization”？ 

2. To analyze the effects of thinking of the main decision makers in “Taiwan 

democratization” progress. 

3. What are the effects of the “Taiwan democratization” imposed to “Taiwan local 

self-government democratization”？ 

The answers of above questions through research are that the “Taiwan 

democratization” is not “perfect tense” but “perfect tense”. We had made the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and periodical re-election institutions. We effort to create 

“good governance” and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now. The “Taiwan local self-

government democratization” is not “perfect tense” but “perfect tense”, too. We had 

made the rule of law, institutionalized, periodical re-election, check and balance 

institutions. We effort to create “across boundary governance”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Keywords：Taiwan democratization, Taiwan local self-government democratization,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stitu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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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導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有別於君主專制傳統的統治方式，民主政治的雛型在台灣的出現，以日據時期的 1935

年舉行的「台灣市會街庄協議會員選舉」為開端，上述選舉在日本總督府規劃下，官派跟民

選席次各佔一半，而且對選舉人設有性別和財產的限制，規定年滿 25 歲的男性，年納稅額

五元以上者才有投票權，當時的 400 萬台灣民眾當中，符合資格的公民人數僅有 2 萬 8 千

人，上述選舉的制度內涵和實施方式跟今天的民主憲政水準差距甚遠，但此為台灣史上的選

舉濫觴。上述選舉在 1939 年續辦一次後，就因為二戰爆發而停辦1。 

    1945 年，二戰結束，台灣主權易手，國府成立「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並派兵接收台

灣。1945 年 12 月 26 日，「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公布〈台灣省各級民意機關成立方案〉，

規劃進行各級民意代表選舉。次年 2 月，在台灣舉行第一屆鄉鎮市區民代表選舉，約有 240

萬宣誓公民參與選舉，與日據時期相比，國府作法已有長足進步2。不幸的是，1947 年，台

灣發生「228 事件」，國防部長白崇禧奉命來台「宣慰」，並權宜處理各種事務，親自阻止軍

隊濫殺無辜，要求以公開審判為處理原則，拯救不少台灣仕紳，返回南京述職後，敦促蔣介

石總統在戒嚴體制下頒布「台灣省各縣市實施地方自治綱要」，於 1950 年在台灣舉行第一次

縣市長選舉，為民主政治在台灣的實踐奠定基礎。 

    1987 年 7 月 15 日零時，蔣經國總統宣布台澎金馬地區解除實施長達 38 年的「戒嚴」，

開啟「台灣民主化」。1988 年 1 月 13 日，蔣經國總統過世，李登輝總統繼任後，宣示繼續

推動台灣民主化。李登輝總統主政 12 年間，依序成立「國家統一委員會」、制定「國家統一

綱領」、制定「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宣告「終止動員戡亂」、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

條款」後，推動修憲工作，完成「台灣民主化」的基礎工程。 

    地方自治是組織地方政府的方式之一，實施地方自治必須具備「在憲法及法律授權下，

依法劃定國家領土的一部分，在上級政府的指揮監督下，依法選舉地方公職人員，以地方的

資源處理地方事務，並且受上級政府委託辦理委辦事項」等條件，在「台灣民主化」的基礎

工程分期完成的過程中，地方自治也亦步亦趨地隨之而民主化。換言之，「台灣民主化」是

自變項，「台灣地方自治民主化」是依變項；「台灣民主化」的「制度選擇」，決定「台灣地

方自治民主化」「制度變遷」的內容。 

                                                 
1 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zh-tw/ 1935 年台灣市會街庄協議會員選舉，查閱日期：2015 年 6 月 30 日。

陳翠蓮，2013，《百年追求：台灣民主運動的故事，卷一：自治的夢想》，台北：衛城，頁 182-188。 
2 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zh-tw/ 台灣選舉，查閱日期：2015 年 6 月 30 日。《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公

報》(1946)，卷 2 期 6，頁 7-8；轉引自：歐素瑛(2001)，《戰後台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五)：地方自治與選

舉》，台北：國史館，頁 17-19。 

 

http://zh.wikipedia.org/zh-tw/
http://zh.wikipedia.or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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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宗昊(2010)認為，「歷史制度主義」(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的最大特色，就是在出

自真實歷史的問題意識引導下，從事理論建構，並有伴隨而生的方法立論，這和量化研究與

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由特定的方法與理論立場出發明顯不同。歷史制度主義的問題意識、方法

立論和理論建構三者間嚴密結合成一整體，不僅可提供經驗研究充分的指引，而且透過理論

與方法間的相輔相成、互相啟發，更是歷史制度主義不斷地發展前進的內生動力來源。3 

「台灣民主化」過程的真實歷史以及它所影響的範圍、層面與內涵，是本研究的問題意

識來源所在。筆者受到人力、物力、財力和研究能力的限制，無法在問題意識引導下，透過

歷史研究途徑從事理論建構，藉由本研究描繪出「台灣民主化」過程的全貌及其影響範圍、

層面與內涵。但筆者嘗試由「台灣民主化」影響「台灣地方自治民主化」的角度切入，梳理

宏觀的結構對微觀的制度造成的影響，試圖證明兩者間的因果關係，比較「台灣民主化」過

程跟其他「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下的新興民主國家的異同。因此，本研究擬從新制度論的

「歷史制度主義」觀點，分析《台灣民主化的制度選擇》對《台灣地方自治的制度變遷》的

影響，並嘗試回答下列三個問題： 

一、推動「台灣民主化」的動力和模式為何？ 

二、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主要行動者的決策思維對制度選擇的影響。 

三、在「台灣民主化」的「制度選擇」下，「台灣地方自治」的「制度變遷」為何？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本研究的主題，適從蔣經國總統宣布解嚴，開啟「台灣民主化」後的台灣地方自治民主

化為範圍，其他受「台灣民主化」影響的議題，因不在本研究範圍內，故加以割捨，不予討

論。本研究的時間，從 1987 年 7 月 15 日零時，蔣經國總統宣布解嚴開始，持續到 2014

「九合一」選舉結束為止。但制度的形成與改變並非憑空創造，因此促使蔣經國總統宣布解

嚴，也就是制度的改變原因，也在本研究的追溯範圍內。 

「方法論」(methodology)是二次戰後，行為主義興起，為了建構正確、有用的知識而形

成，目的是讓學術社群用共同的方法、概念和價值來溝通，有助於知識的產出、交流和累

積，其內容大致分為「研究價值」(value)、「研究途徑」(approach)和「研究方法」(method)

等三個層次。 

關於「研究價值」，已在上述的研究目的和動機做了說明。 

關於「研究途徑」，本研究擬以「歷史研究途徑」(historical approach)進行，因為此一

                                                 
3 黃宗昊(2010)，〈歷史制度論的方法立場與理論建構〉，《問題與研究》，第 49 卷，第 3 期，臺北：政治大學國

際關係研究中心，頁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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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途徑」，重視長時間的、「縱向的」(vertical)「制度變遷」(instution change)；也重視階

段性的、「橫向的」(horizontal)「制度選擇」(instution choice)，有助於回答本研究上述的問

題假設。 

就時序而言，本研究的範圍自 1987年 7月 15日「解嚴」後，迄今近 40年的時間，必

須了解促使「台灣民主化」以及持續「制度變遷」的動力來源；就結構而言，必須掌握「台

灣民主化」不同階段的「制度選擇」內容，才能了解其對於「台灣地方自治」的「制度變

遷」的影響。因此，本「研究途徑」結合了「縱向的」「制度變遷」與「橫向的」「制度選

擇，將有助於回答，在動態的、持續進行的「台灣民主化」過程中，不同時期的改革，對

「台灣地方自治民主化」造成什麼影響。 

    關於「研究方法」，一般是指蒐集和處理資料的程序。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從研究設

計的性質和資料蒐集的程序來區分，可分為「非實驗性的方法」(non-experimental method)、 

「準實驗性的方法」(quasi-experimental method) 和「實驗性的方法」(experimental method)

等三種4。本研究針對「台灣民主化」對「台灣地方自治」的影響進行分析和討論，在研究

性質上屬於「質化研究」，因此在「研究方法」的選擇，以「非實驗性的方法」為主。換言

之，筆者在蒐集和處理資料時，對於研究對象，並未設定任何控制條件，而是以事實資料的

蒐集來進行研究，具體內容分別說明如下： 

一、歷史研究法： 

美國政治學者賽特(Edward M. Sait)在 1982 年曾說：「歷史研究法是不可缺少的，它是

辨別制度真正本質的唯一方法，也是瞭解制度形成的特定方式。」換言之，不瞭解一

件事情的來龍去脈，無法瞭解歷史，不明白現況，更無法預測將來。運用歷史研究法

回溯「台灣民主化」過程，有助於理解台灣地方自治的變遷內容。 

二、文獻分析法： 

筆者除了從報章、雜誌、論文、學術期刊、專門著作、國內外各大學圖書館等傳統管

道進行資料搜集整理外，也透過互聯網從各種百科全書、國內外智庫等電子管道進行

資料搜集的比對和更新，以具體掌握「台灣民主化」過程中，國內外媒體、學者和研

究單位的不同主張、分析和論述，以了解其對「地方自治民主化」的「制度變遷」的

影響，探討各種制度選擇的可能性。 

三、比較研究法： 

除了文獻的搜集、整理、分析外，筆者從「台灣民主化」過程中，不同階段的「制度

選擇」進行比較分析，試圖從個體的、微觀的參與者的決策，檢視其對於整體的、宏

觀的制度選擇的影響，進而掌握其對「地方自治民主化」的「制度變遷」的影響。進

                                                 
4 邱榮舉(2002)，《學術論文寫作研究》，台北：翰盧，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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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比較分析的目的，除了檢視理論的解釋功能，更希望能夠過理論和經驗的互動，累

積知識產出，對學術研究有所貢獻。 

四、調查訪談法： 

針對研究主題及時間範圍，筆者訪問了實際的參與者，包括施明德、許信良、朱高

正、林濁水、黃昆輝、宋楚瑜和廖了以等七位，分別從「台灣民主化」的不同階段，

以親身參與的經驗作現身說法，讓理論與實務結合，讓筆者得以更準確地掌握台灣地

方自治民主化的制度變遷，進行更深入的分析，對本土經驗研究貢獻綿薄心力。 

第三節 研究創新與限制 

「台灣民主化」的研究，不論在圖書館查找，或透過互聯網進行搜尋，累計資料總數超

過一百七十萬筆，讓人目不暇給，但因對象、研究者、立足點、研究方法、研究工具…等細

節不同，結論就會不同。但這些汗牛充棟的資料中，從「國際關係」或「比較政治」的知識

領域來分析「台灣民主化」，大多是以跨國研究做基礎，套用「大型理論」架構來做比較，

研究「第三波」民主化的趨勢和各國情形的差異，進而推論新興民主國家政治轉型的變化。

相反地，從「系統論」或「博弈論」來分析台灣「民主化」，則是套用「小型理論」架構來

研究「政治轉型」，研究執政者和在野者在「民主化」過程中的博弈、攻防和階段性成果，

套用其他國家的「民主化」經驗來推論新興民主國家政治轉型的結果。 

本研究的主題是《台灣民主化的「制度選擇」》對《台灣地方自治民主化的「制度變

遷」》的影響，本研究的創新在於：不是套用「大型理論」架構，從「國際關係」或「比較

政治」的角度，以跨國研究為基礎來分析「台灣民主化」；也不是套用「小型理論」架構，

從「系統論」或「博弈論」的角度，分析研究執政者和在野者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的博

弈結果對「台灣民主化」的影響。而是筆者嘗試以「中層理論」(middle-range theory)架構的

「新制度論」的「歷史制度主義」觀點為分析工具，從複雜的經驗現象做歸納，闡明「政治

鬥爭是如何受到它得以在其中展開的制度背景的調節和塑造」，闡明「同一主題下的變化(台

灣民主化)」，研究「創造歷史的人」和「歷史得以創造的環境」之間的互動，說明《台灣民

主化的「制度選擇」》對《台灣地方自治民主化的「制度變遷」》的影響。 

    本研究的主要限制有三，第一個是受到時間、空間與經費條件的限制，無法以量化的問

卷調查方式，對「台灣民主化」制度選擇進行擴大對象的研究，也無法以質化的深入訪談方

式，對「台灣民主化」過程的參與者進行詳盡的田野調查分析，因為這兩種方法都必須投入

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及時間來進行，其所衍生的成本，不是筆者所能獨力負擔來完成。

因此，本研究主要以文獻分析、比較分析和菁英訪談等方式來完成，受限於資源、工具和管

道的無法盡善盡美，導致文獻的搜集、整理、分析和訪談都無法完善，不能完全掌握研究主

題的廣度和深度，是本研究無法避免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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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是本研究關注《台灣民主化的「制度選擇」》對《台灣地方自治民主化的「制度

變遷」》的影響。其他受「台灣民主化」影響的議題，因不在本研究範圍內，故加以割捨不

予討論，以利聚焦進行研究，但這樣的處理方式受限於筆者的學養，難免會出現誤判、寬度

和深度不足等缺失情形，甚至會出現推論過度或論述不足的狀況，這是本研究無法避免的缺

陷，事先必須承認。 

    第三個是本研究從「新制度論」的「歷史制度主義」觀點進行分析，是以抽象的制度與

觀念、制度與行為的互動關係來考察實際的制度變遷過程，對於文獻資料的取捨和應用，將

因筆者個人研究角度的限制而趨於窄化，衍生陷入「瞎子摸象」處境的風險，如何避免研究

成果的推論與解釋過當，是本研究有所成果時必須注意的地方，畢竟學術研究不是夫子自道

的喃喃自語，知識產出是否對學術積累有所貢獻，還是必須跟學術社群進行對話才能了解，

進而確認努力方向是否正確，這是有待筆者進一步努力的地方。 

第四節 文獻回顧與內容分析 

    本研究涉及到台灣民主化、台灣地方自治民主化和歷史制度主義這三個概念，從「台灣

民主化」的不同階段來看，筆者依序從黨外到民進黨的施明德、朱高正和林濁水；從國是會

議到國發會議的許信良和黃昆輝；空前絕後的台灣省長宋楚瑜；主導縣市合併升格直轄市的

廖了以等七位，感謝他們的現身說法，提供第一手的實務經驗，讓筆者得以對照檢視文獻資

料的說法。關於文獻回顧的檢視過程如下：2014 年 4 月底，筆者在「台灣博碩士論文知識

加值系統」，以「民主化」為關鍵字進行搜尋，共有 6240 篇論文；以「台灣民主化」為關鍵

字進行搜尋，共有 1199 篇論文；以「台灣民主化，地方自治」為關鍵字進行搜尋，共有

710 篇論文；以「台灣民主化，地方自治，歷史制度主義」為關鍵字進行搜尋，共有 6 篇論

文；以「台灣民主化，地方自治，國是會議」為關鍵字進行搜尋，共有 31 篇論文；以「台

灣民主化，地方自治，國發會議」為關鍵字進行搜尋，共有 1 篇論文。 

    上述搜尋結果中，以「台灣民主化，地方自治，歷史制度主義」為關鍵字進行搜尋的 6

篇論文中，只有 2004 年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的博士論文《台灣政治反對運動：歷史

與組織分析(1946-1986)》5，與本研究的範圍與時間有所重疊，但主題關聯性小，因此本研

究主題的特殊性，應能對本土經驗性的政治發展研究有所貢獻。 

    2014 年 4 月底，筆者在「Google」以「台灣民主化，地方自治，歷史制度主義」為關

鍵字，對所有中文網頁進行搜尋，約有 463,000 個網頁，檢視前 100 個網頁，無一與本研究

主題有關。 

    同時，筆者在「Google」以「Taiwan Democratization, local self-government」為關鍵

                                                 
5 賴昭呈，2004，《台灣政治反對運動：歷史與組織分析(1946-1986)》，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論

文，未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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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對所有英文網頁進行搜尋，約有 1,780,000 個網頁，檢索前 100 個網頁，論文被引用的

前兩名分別是：“The First Chinese Democracy：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 1986-1994.”(被引用 80 次)6，論文重點是國民黨政府解嚴後到台灣地方自治法制

化的過程；“Democratiz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olitics in Taiwan”(被引用 51 次)7，論文重點

是台灣民主化對台灣環境政策的影響。再以「Taiwan Democratization, local self-government,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為關鍵字，對所有英文網頁進行搜尋，約有 10,500 個網頁，檢索

前 100 個網頁，論文被引用的前兩名分別是：“Confucianism with a liberal face: The meaning 

of Democratic Politics in Postcolonial Taiwan” (被引用 42 次)8，論文重點是儒家思想對 1996

年台灣總統直接民選後的民主政治發展的影響；“Taiwan’s Distorted Democrac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被引用 33 次)9，論文重點是日本、南韓和台灣的民主化經驗進行比

較研究。 

    上述搜尋結果，無一論文與本研究主題有關。因此本研究是在現有「台灣民主化，地方

自治」和「Taiwan Democratization, local self-government」的研究基礎上，在時間上說明

1994 年以後的變化，在範圍上說明地方自治的制度變遷，以「歷史制度主義」(the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觀點進行分析，這是本研究的創新和價值所在。以下是台灣民主化、台灣地

方自治、歷史制度主義這三個概念，從文獻回顧的檢視結果，分別說明如下。 

壹、台灣民主化(Taiwan Democratization) 

一、民主化 

「民主化」 (democratization)通常是指「極權主義」 (totalitarianism)或「威權主義」

(authoritarianism)等政治體制轉變為「民主體制」的過程；這個過程代表著打破政治壟斷，政

權定期改選；執政者的權力受限制，反對者的權力被保障；中央對地方「放權讓利」；以「憲

政主義」原則運作。學者吳乃德指出，反對黨的合法存在，透過公平競爭的選舉，可以跟執

政黨以和平方式競爭統治權力，是「民主化」最關鍵的核心價值。10 

    學者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在《第三波：20 世紀後期的民主化浪潮》(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一書中指出，所謂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是

                                                 
6 Linda Chao and Ramon H. Myers, 1994, “The First Chinese Democracy：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 Asian Survey, Vol. 34, No. 3, pp.213-230. 
7 Shui-Yan Tang and Ching-Ping Tang, 1997, “Democratiz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olitics in Taiwan”, Asian 

Survey, Vol. 37, No. 3, pp.281-294. 
8 L.H.M. Ling and Chih-Yu Shih, 1998, “Confucianism with a Liberal Face: The Meaning of Democratic Politics in 
Postcolonial Taiwan”,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 60, No. 1(Win. 1998), pp.55-82. 
9 Cheng-Tian Kuo(2000), “Taiwan’s Distorted Democrac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Vol. 35, No. 1, pp.85-111. 
10 吳乃德(2013)，《百年追求：台灣民主運動的故事，卷二：自由的挫敗》，台北：衛城，頁 305。 

 



 

                                                                                  第一章 導論 

7 

 

相對於發生在 19 世紀到 20 世紀初期，以美國大革命(A.D.1776)和法國大革命(A.D.1789)為代

表的「第一波」民主化浪潮，共有 30 多個國家建立了民主制度；以及發生在二次戰後的 1943-

1962 年之間的「第二波」民主化浪潮，亞非拉美地區有許多殖民地宣布獨立建國，共有 50 多

個國家建立了民主制度。「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以 1974 年的葡萄牙軍事政變，結束了獨裁政

權，民眾帶著康乃馨上街，被喻為「康乃馨革命」為開端；接下來是西班牙強人佛朗哥元帥

在次年離世後，回歸君主立憲，卡洛斯國王逐漸交出政治實權；緊接著在東亞的南韓、菲律

賓、台灣進行民主化；南美的巴拉圭、智利、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和南非緊接著民主

化；「第三波」民主化浪潮進入 21 世紀後，仍未消退。 

    杭亭頓表示，「民主化」的動力來源，主要來自被排斥在既有的政治體系外的社會新興力

量要求政治參與和保障政治權力，但這種要求一定會被壟斷政治權力的既得利益者所拒絕，

因此免不了會出現長時間的社會動盪或大規模的流血衝突。 

    杭亭頓指出，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下完成「民主化」過程的國家，不外乎三種模式，第

一種是「轉型」(transformation)，由執政者主導進行的，由上而下的「民主化」；第二種是「取

代」(replacement)，由反對者主導進行的，由下而上的「民主化」；第三種是「錯位」

(transplacement)，由執政者與反對者共同參與，合作妥協而進行的「民主化」。 

    杭亭頓強調，上述三種模式中的第一種「轉型」民主化，並不是執政者嚮往民主而推動

民主化，而是執政者面對不斷升高的民主化壓力，經過理性思考和決策後，採取對其最有利

的方式來主導民主化。因此，基於人性的自利傾向，任何壟斷政治權力的既得利益者，都不

會在毫無壓力的情形下進行民主化；只有在民主化壓力已經大到足以妨礙政權穩定，執政者

由上而下來主導民主化顯然比抗拒民主化更有利時，執政者才會主導推動民主化。11 

    「台灣民主化」經驗跟其他「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下的新興民主國家「民主化」經驗有

何不同？則是筆者要進一步探究的問題。 

二、台灣民主化 

    1987 年 7 月 15 日零時起，蔣經國總統宣布台澎金馬地區解除超過 38 年的戒嚴，開啟

「台灣民主化」。1988 年 1 月 13 日，蔣經國總統逝世，李登輝總統依法繼任後宣示，完成

蔣經國總統的遺訓，繼續推動台灣民主化工作。 

    歷經國民黨內的黨主席真除過程的權鬥，1989 年中國「六四」民運的衝擊後，1990 年

初，李登輝總統尋求「萬年國會」支持連任總統，國民黨內的外省籍權貴為保障既得利益，

串聯集結對李登輝總統發動鬥爭，一方面是國民大會利用選舉總統機會醞釀修憲擴權，另一

                                                 
11 Samuel P. Huntington(1991), “The Third Wave：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pp. 5-7, 16, 11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0%91%E4%B8%B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1%A1%E8%90%84%E7%89%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A%B7%E4%B9%83%E9%A6%A8%E9%9D%A9%E5%91%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7%8F%AD%E7%89%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D%9B%E6%9C%97%E5%93%A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0%9B%E4%B8%BB%E7%AB%8B%E6%86%B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A1%E6%B4%9B%E6%96%A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0%91%E4%B8%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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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是推出林洋港、蔣緯國搭檔，爭取國民黨內的正副總統提名，爭取「萬年國會」支持，

競選正、副總統，因而掀起國民黨內的「主流」與「非主流」的鬥爭。12 

    由於國民大會的修憲擴權主張，引起台大學生周克任等人的不滿，於 3 月 16 日到台北

中正紀念堂廣場靜坐抗議，進而引起來自全台灣超過 5 千名的大學生群聚聲援，因而爆發

「野百合學運」，然後民進黨也聚眾聲援，最後由抗議大學生組成的「校際會議」在 3 月

18 日發表了「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政經改革時間

表」等四大訴求，贏得台灣社會一致的支持。 

    在社會壓力之下，國民黨內的八大老出面勸退林洋港、蔣緯國，國民黨提名李登輝、李

元簇競選正副總統，在同額競選情形下，「萬年國會」在 3 月 21 日支持李登輝連任總統。

當天下午，李登輝總統在總統府接見 53 名學運代表進行座談，大學生們在座談會時，再次

重申四點要求。學生代表在與李登輝會面後回到廣場。廣場上的學生在看過雙方會面的錄影

帶後，進行分校討論，以決定是否要結束這次抗爭。最後，校際會議以 22：1 的壓倒性投票

數，決議於 22 日早上宣布撤離中正廟廣場。3 月 22 日早晨，指揮中心正式宣布撤退聲明

〈追求民主、永不懈怠〉，「校際會議」最後決定繼續「全國學生運動聯盟」（簡稱「全學

聯」）之組織工作，各地學生陸續撤出廣場，結束為期 6 天的「野百合學運」13 

    1990 年 5 月 20 日，李登輝總統宣誓就職後，回應「野百合學運」要求，於 6 月 28 日在

台北市圓山飯店召開「國是會議」，邀請國、民兩黨為主的朝野領袖與會協商以解決重大憲政

爭議。會中針對「國會改革」、「地方制度」、「中央政府體制」、「大陸政策與兩岸關係」、「憲

法與臨時條款修正方式」等五項議題進行分組討論，達成「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回歸憲法」、

「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以下簡稱《憲法臨時條款》)」、「修憲採取一機關兩階段方

式」、「修憲以《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以下簡稱《憲法增修條文》)名之」等共識，會後透

過法定體制逐一落實朝野共識，台灣民主化進入嶄新階段。14 

    1990 年 10 月 7 日，李登輝總統在總統府內成立「國家統一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統

會」)。1991 年 2 月 23 日，李登輝制定《國家統一綱領》(以下簡稱《國統綱領》)。1991 年

4 月，第一屆國民大會制定《第一次憲法增修條文》，主要內容為：第二屆中央民意代表產

生的法源、名額、選舉方式、選舉時間及任期；明定總統發布緊急命令的程序；以《台灣地

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規範兩岸人民的權利義務關係。同年 4 月 22 日，第一屆國民

大會廢除《憲法臨時條款》，李登輝總統公告自 1991 年 5 月 1 日零時起「終止動員戡亂」。 

    第二屆國大代表在 1991 年 12 月底選舉產生後，於 1992 年 5 月制定《第二次憲法增修

條文》，主要內容為：國民大會集會時，得聽取總統國情報告；自第三屆國民大會開始，國

大代表任期改為 4 年一任；規定總統、副總統選舉方式，改由中華民國自由地區全體人民選

                                                 
12 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 1990 年中華民國總統選舉，查閱日期：2015 年 6 月 30 日。 
13 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 野百合學運，查閱日期：2015 年 6 月 30 日。 
14 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 國是會議，查閱日期：2015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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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產生，任期改為 4 年一任，連選得連任一次；賦予地方自治法源依據，省市長直接民選產

生；監察委員產生方式，由原本的省市議會選舉產生，改為總統提名；司法院、考試院、監

察院的人事任命，均改為總統提名，經國民大會同意任命；規定司法院大法官組織憲法法

庭，審理政黨違憲的解散事項；充實基本國策，加強對文化、科技、環保和經濟等層面，以

及婦女、原住民、殘障、離島民眾的保障與照顧。15 

   1994 年 7 月，第二屆國民大會制定《第三次憲法增修條文》，主要內容為：自第三屆國

民大會開始，設議長、副議長各一人；得聽取總統國情報告；自第三屆國民大會開始，國大

代表任期改為 4 年一任；規定自 1996 年起，總統、副總統選舉方式，改由中華民國自由地

區全體人民「直接」選舉產生；總統、副總統罷免方式，由國民大會提出，經中華民國自由

地區全體人民「直接」罷免投票；總統發布經由國民大會或立法院同意任命人員的任免命

令，無須行政院長「副署」。16 

    1995 年 6 月 9 日，李登輝總統應邀訪美，在母校康乃爾大學發表「民之所欲，長在我

心」的演講後，招致中共政權的不滿，隨後發生第一次台海飛彈危機。 

    1996 年 3 月 23 日，台灣舉行第一次總統直接民選前，發生第二次台海飛彈危機，美國

總統柯林頓派遣兩個航空母艦戰鬥群巡弋台灣海峽，確保共軍演習情勢不至失控，李登輝總

統順利當選第一屆民選總統。17 

    1996 年 5 月 20 日，李登輝總統宣誓就職後，因台灣省長民選所產生的「葉爾欽效應」

(the Yeltsin’s effects)得以化解。18 

    為了回應台灣社會對於民主改革的要求，李登輝總統於 12 月 23 日在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召開「國家發展會議」，邀請國、民兩黨為主的朝野領袖與會協商以解決重大憲政爭議。會

中針對「健全憲政體制」、「加速經濟發展」及「增進兩岸關係」三大議題進行討論，並達成

多項共識，其中最受矚目的是「停止五項選舉」，訂定時間表，逐年停辦國大代表、台灣省

長、台灣省議員、鄉鎮市長、鄉鎮市民代表等五項選舉，台灣民主化就此翻開新頁。19 

    為落實「國家發展會議」共識，1997 年 7 月，第三屆國民大會制定《第四次憲法增修

條文》，主要內容為：行政院長由總統直接任免，無須立法院同意；立法院通過對行政院長

不信任案後 10 日內，總統諮詢立法院長後，得宣告解散立法院；總統犯內亂罪或外患罪，

由立法院行使彈劾權；行政院向立法院提請覆議的通過門檻降為二分之一；自第四屆立法院

開始，立法委員總額增加為 225 人；司法院設大法官 15 人，並以其中一人為院長，一人為

副院長，自民國 92 年起實施，司法院大法官任期 8 年，不分屆次，個別計算，並不得連

                                                 
15 全國法規資料庫，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 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 
16 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 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查閱日期：2015 年 6 月 30 日。 
17 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 台灣海峽飛彈危機，查閱日期：2015 年 6 月 30 日。 
18 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 葉爾欽效應，查閱日期：2015 年 6 月 30 日。 
19 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 國是會議，查閱日期：2015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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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增列司法獨立預算條款；停止台灣省自治，省設省政府、省諮議會，省主席、省府委

員、省諮議會議員，均由行政院長提請總統任命之；充實基本國策，增列扶植中小型經濟事

業條款；取消教科文預算下限。 

    1999 年 9 月，第三屆國民大會制定《第五次憲法增修條文》，修正《第四次憲法增修

條文》的第一、四、九、十條條文，擬將國民大會「常設化」，自第四屆國民大會開始，改

以立委選舉的第二張票的政黨比例方式產生；本次修憲因違背社會共識，經立委郝龍斌、鄭

寶清及洪昭男等人領銜，向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提出三份釋憲聲請書；2000 年 3 月 24 日，司

法院大法官會議做成《釋字第 499 解釋》，指出《第五次憲法增修條文》因違背修憲正當程

序，於解釋文公布當日起即時失效，退回到《第四次憲法增修條文》的規定。 

    2000 年 4 月，第三屆國民大會將《第五次憲法增修條文》以全文修正模式予以修正，

修正後全文共計 11 條，於 4 月 24 日議決通過，同年 4 月 25 日由總統公布，此為《第六次

憲法增修條文》，主要內容為：國民大會代表三百人，於立法院提出憲法修正案、領土變更

案，經公告半年，或提出總統、副總統彈劾案時，應於三個月內採比例代表制選出之。比例

代表制之選舉方式以法律定之；國民大會之職權為複決立法院所提之憲法修正案、領土變更

案；議決立法院提出之總統、副總統彈劾案；國民大會代表於選舉結果確認後十日內自行集

會，國民大會集會以一個月為限。國民大會代表任期與集會期間相同。第三屆國民大會代表

任期至 2000 年 5 月 19 日止；副總統缺位時，改由立法院補選；總統、副總統之罷免案，改

由立法院提出，經自由地區全體人民直接投票同意後通過；立法院提出之總統、副總統彈劾

案，刪除不限於犯內亂、外患罪；立法院於每年集會時，得聽取總統國情報告；增列中華民

國領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經全體立法委員依法決議，並提經國民大會依法複決同意，不

得變更之；司法院大法官除法官轉任者外，不適用憲法第八十一條及有關法官終身職待遇之

規定；總統對司法院、考試院、監察院等三院有關人事的提名，改由立法院行使同意權。20 

綜合上述，李登輝總統主政的 12 年間，台灣「民主化」過程大致完成，依序完成了國

會全面改選、總統直接民選、第一次政黨輪替、政權和平轉移等目標，完成了「中華民國四

階段論：中華民國在大陸、中華民國到台灣、中華民國在台灣、中華民國是台灣」。21 

相較於其他「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下的新興民主國家經常發生的長時間社會動盪或大規

模的流血衝突，「台灣民主化」過程顯得相對平穩。22 

陳陽德(1978)認為，「台灣民主化」過程之所以能比其他「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下的新興

民主國家來得平穩的原因，應歸功於自 1950 年以來在台灣地區實施的地方自治制度，它提供

了吸納社會新興勢力、滿足社會新興勢力參政要求、穩定社會秩序及培育人民民主文化等功

能，使政治鬥爭能在政治體系內以和平方式進行，有效地降低了執政者與反對者之間進行零

                                                 
20 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 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查閱日期：2015 年 6 月 30 日。 
21 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 中華民國四階段論，查閱日期：2015 年 6 月 30 日。 
22 彭懷恩(2005)，《台灣政治發展與民主化》，台北：風雲論壇，頁 22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AE%9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8%E6%B3%95%E9%99%A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0%83%E8%A9%A6%E9%99%A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B%A3%E5%AF%9F%E9%99%A2
http://zh.wikipedia.org/wi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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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遊戲式的毀滅性衝突的可能性。23 

貳、地方自治民主化 

一、地方自治 

    地方自治是組織地方政府的方式之一，薄慶玖說：「地方自治是指國家特定區域內的人民，

基於國家授權或依據國家法令，在國家監督之下，自組法人團體，以地方之人及地方之財，

自行處理各該區域內公共事務地一種政治制度。」24 

    張正修說：「地方自治，並非由國家處理事務，而是由國家設立法人(地方自治團體)，並

在國家監督下，由地方自治團體內之人民依法組織機關，行使職權，基於自己之意志以處理

其區域內之公共事務的一種政治制度。」25 

    董保城說：「地方自治行政可謂由人民自我負責之謂，其可從政治上與法律上說明其意義。

就政治上而言，地方自治團體是國家與民主生活之基石，地方事務由人民自行辦理，最符人

民願望。在傳統之三權分立與五權制度之外，尚可基於保障地方自治之觀念，而透過垂直式

權力分立(中央、省、縣)，以確保人民自由權，在地方自治下，選舉地方民意代表議決重要事

項。至於就法律上的意義而言，地方自治團體必須擁有自己選出的民意機關，自行制定地方

法規。地方自治團體，以自己名義獨立形成自己之意思，負責處理地方性事務，係具有權利

義務之主體，為公法人，而與同是公法人之國家相對應。」26 

    綜合上述，地方自治的實施，必須具備「在憲法及法律授權下，依法劃定國家領土的一

部分，在上級政府的指揮監督下，依法選舉地方公職人員，以地方的資源處理地方事務，並

且受上級政府委託辦理委辦事項」等條件，這些條件缺一不可，否則地方自治將無法實施。 

二、台灣地方自治民主化 

1935 年，日本總督府在台灣舉行第一次「台灣市會街庄協議會員選舉」，這是台灣地方

自治的濫觴；1939 年，上述選舉再次舉行後，就因二戰爆發而停辦。1945 年 8 月 15 日中午

                                                 
23 陳陽德(1978)，《台灣民選地方領導人物變動之分析》，博士論文，政治大學政治學研究所；轉引自：桂宏誠

(2006)，〈選舉與台灣的民主鞏固〉，《國政研究報告》，內政(研)095-008 號，網址：

http://www.npf.org.tw/PUBLICATION/IA/095/IA-R-095-008.htm。 
24 薄慶玖(2004)，《地方政府與自治》，台北：五南圖書公司，頁 5。 
25 張正修(2000)，《地方制度法理論與實用(一)地方自治概念：國外法制及都市篇》，台北：學林文化公司，頁

2-5。 
26 董保城(2003)，〈地方自治〉，董保城、法治斌合著，《憲法新論》，作者自刊，台北：三民書局總經銷，頁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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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點，日本裕仁天皇以廣播方式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同意無條件投降27。二戰結

束，台灣主權易手，國府準備接收台灣。 

    二戰結束，1944 年 4 月，國府在重慶設立「台灣調查委員會」，任命陳儀擔任主委。關

於接收台灣方式，國府內部有兩派意見，一派建議比照中華民國所轄 34 省體制設立「台灣

省政府」進行接收；另一派建議在台灣設立擁有軍警等特別公權力的「特別行政區」進行接

收。蔣介石委員長裁示，採納陳儀所提《台灣接管計劃綱要》的建議，設立「台灣省行政長

官公署」進行接收28。 

    1945 年 8 月 29 日，國府任命陳儀為「台灣省行政長官」。9 月 1 日，國府在重慶宣布

成立「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與「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由陳儀兼任「台灣省警備總司

令」。9 月 20 日，國府頒布「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組織條例」為授權法源。 

10 月 5 日，「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先遣人員一行共 71 人搭乘五架美國軍機抵達台北

松山機場，將前進指揮所設於台北。10 月 24 日，「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率領「行政長官

公署」及「警備總司令部」官員，搭乘軍機自上海抵達台北。10 月 25 日，上午 10 點由陳

儀代表盟軍太平洋戰區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委派的盟軍統帥蔣介石在台北公會堂(今中山堂)舉

行受降典禮；同日，「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正式運作，辦公地點設於台北市役所(今行政

院)，取代「台灣總督府」成為台灣最高行政機關29。 

在此同時，美軍戰略情報處人員經過幾個月的忙碌，已經完成台灣政治、經濟、社會各

方面情報收集的工作。他們透過通譯，與台灣總督府官員、台灣軍司令部軍官、在台日本人

接觸外，也對台灣主要仕紳、意見領袖進行了訪談。 

    1946 年 1 月，美軍戰略情報處在台小組完成了一份〈福爾摩沙報告書〉(A Report on 

Formosa〔Taiwan〕)，這份報告除了詳列 50 年來日本統治台灣情形、1920 年代以來台灣政

治社會運動過程、台灣人各種運動團體的成員、活動與訴求外，也密切掌握了戰後初期台灣

各地三民主義青年團組織及成員的相關情報。 

    這份報告書中，戰略情報處人員對於包括活躍於抗日運動的林獻堂、羅萬俥、陳炘、台

南高等工業學校教授林茂生、曾在中國浙江大學任教的廖文毅、台北富商許丙(新象文教基

金會創辦人許博允之祖父)、台南仕紳辛西淮(戰後台南市民選市長辛文炳之父)、新竹仕紳張

式穀等十幾位台灣各界菁英做了訪談，訪談重點之一，就是台灣歸屬問題。 

    「台灣人已經準備好，也願意與中國政府合作，希望在島上建立自由與民主的生

活。…」林獻堂說。「台灣與中國連結，必定能夠普遍繁榮，我們樂於成為中國的一部分，

但不是成為中國的『殖民地』。成為中國的一部分之後，本土台灣人將有機會在中國政府任

官，或進入世界版圖，會比局限在小小台灣更有成功的機會」許丙這樣說。「戰後現下的情

                                                 
27 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 終戰詔書，查閱日期：2015 年 6 月 30 日。陳翠蓮(2013)，《百年追

求：台灣民主運動的故事，卷一：自治的夢想》，台北：衛城，頁 206。 
28 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 陳儀，查閱日期：2015 年 6 月 30 日。 
29 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 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查閱日期：2015 年 6 月 30 日。陳翠蓮，

2013，同上註，頁 219-224。 

 

http://zh.wikipedia.org/wiki/
http://zh.wikipedia.org/wiki/
http://zh.wikipedia.org/wi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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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台灣人的種族意識高過獨立情感。…但是，受過教育的台灣人並不希望台灣成為中國的

『殖民地』，而是由台灣人掌控自己政府的一個省分，由本土台灣人組成政府，取代從中國

來的、對台灣缺乏真確認識的官員所統治。」羅萬俥(美國賓州大學政治系畢業)、林茂生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和廖文毅(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化工博士)三人一起受訪時說。

戰略情報處人員訪問了各方代表性人物，眾人看法大致相同。 

    於是〈福爾摩沙報告書〉中「台灣人對中國人的態度」一節，做了下列的重點摘要：

「…大多數被訪問的台灣人的反應是，島上的人民期望成為中國的一個獨立省分，但不是來

自中國大陸官員所統治的『殖民地』，而是由台灣人自己所統治。 

台灣人希望與中國聯盟(alliance)，主要是因為中國是『祖國』(mother country)，雙

方有著同樣的語言、文化與歷史。…台灣人只願與中國成為聯盟，因為有種族、習慣與宗教

等方面的自然關係。他們反對與美國、英國或其他盟國關聯，因為與這些國家缺乏共同性。

他們也理解到，台灣無法單獨成為一個小的獨立國家、而仍能在世界事務上發聲，所以希望

透過與中國聯盟，進而與國際接觸。…」 

戰略情報處所提出的這份報告可以說是台灣現代史上第一份民意調查報告，雖然訪談人

數不多，而且僅限於菁英階層。這些台灣人菁英的意見十分務實，台灣願意成為中國的一

省，除了情感因素外，最主要是理性盤算。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強調，不願成為中國的

「殖民地」，而是由台灣人自己統治。他們樂觀地認為，日本時代努力追求的目標─台灣自

治，即將實現，台灣人終於出頭天了！但是，後續的發展，完全出乎意料之外！30 

上述台籍菁英卻沒有想到，國府竟然設置「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方式，以他們反對的

「殖民地」方式接收台灣，好像已經預告「二二八事件」發生的必然。31 

    有別於上述台籍菁英在〈福爾摩沙報告書〉中，表達對於國府接收台灣方式的期待外，

日後台灣民主運動的參與者，因為經歷過「二二八事件」、「自由中國與雷震組黨事件」、「中

壢事件」、「余登發父子因『吳泰安匪諜案』被捕事件」、「高雄『美麗島事件』及軍法大

審」、「高雄『美麗島事件』受刑人家屬高票當選中央民代」、「江南案」、「民進黨成立」…等

一連串事件的洗禮，施明德32、許信良33、朱高正34和林濁水35等人在接受筆者訪問時，都不

約而同指出，反對外來政權的殖民統治，追求台灣人當家作主，是台灣民主運動一貫堅持的

價值，不論這個外來政權是日本政府或國民黨政府；至於「台灣民主化」後的「地方自治民

主化」內容，則是尚未被納入台灣民主運動的目標期程，因為「台灣民主化」尚未完成，討

                                                 
30 陳翠蓮(2013)，同上註，頁 224-227。 

31
 蘇瑤崇(2002)，《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與台灣總督府體制之比較研究》，台北：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

會委託研究案。 
32 訪問施明德，2013 年 12 月 30 日，詳附錄。 
33 訪問許信良，2014 年 2 月 13 日，詳附錄。 
34 訪問朱高正，2014 年 2 月 24 日，詳附錄。 
35 訪問林濁水，2014 年 2 月 14 日，詳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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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地方自治民主化」有如海市蜃樓。 

    1945 年 12 月 26 日，「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公布了「台灣省各級民意機關成立方

案」，做為各級民意機關成立的依據。又於 1946 年 1 月 12 日訂定「台灣省各縣市籌設各級

民意機關工作預定進度表」，規定上述工作必須在同年 3 月 31 日前，全部辦理完成。依此

規定，縣市依序成立村里民大會、鄉鎮縣轄市區民代表會、縣市參議會；再由各縣市參議會

選出省參議員，組成省參議會36。 

    上述方案規定，自 1946 年 1 月 25 日起一個月，於各鄉鎮縣轄市區公所辦理「公民宣誓

登記」，由各該鄉鎮縣轄市區長擔任主席，縣市政府派員監督，20 歲以上民眾完成宣誓

後，親自簽名、蓋章或按指印於誓詞及宣誓備查兩聯，即具備公民選舉權。 

「公民宣誓登記」時間截止後，全台總計約有 240 萬民眾取得投票權，各縣市自 2 月

22 日起至 3 月 10 日止，分別舉行第一屆鄉鎮縣轄市區民代表選舉，合計選出 7,771 鄉鎮市

區民代表，任期兩年37。 

    鄉鎮縣轄市區民代表會成立後，由鄉鎮縣轄市區民代表會及各職業團體，以間接選舉方

式選舉縣市參議員，分別成立 17 個縣市參議會。1946 年 4 月 15 日，各縣市參議會以間接

選舉方式選出省參議員 30 名；5 月 1 日，第一屆台灣省參議會正式成立，並選出黃朝琴、

李萬居為正、副議長。1947 年 12 月 18 日，國府遴選呂永凱等 6 人為省參議員。1948 年 3

月 30 日，奉行政院核准增選山地籍省參議員 1 名，由華清吉當選。連同前述選舉產生者，

合計法定省參議員名額共 37 名38。 

    因應我國制定憲法，台灣省參議會根據「國民大會組織法及代表選舉法」之規定39，於

1947 年 10 月 31 日，召開選舉台灣省制憲國大代表會議，就各縣市參議會提請「台灣省行

政長官公署」核定後的各縣市國大代表(制憲國代)候選人名單進行選舉，共選出 12 名區域

代表及 6 名職業團體代表，但最後只有 17 名制憲國代赴南京參與制定「中華民國憲法」40
 

    在此同時，行政長官陳儀指示民政處長周一鶚，草擬「三年自治計畫」，打算在 1950

年實施縣市長和省長民選…。周一鶚表示，陳長官經常說，台灣某些基礎比內地好，要建設

台灣，忽視扶持和培養本省的力量是不成的，我們應該在這方面加倍努力。「三年自治計

畫」草成後，有關部門正在研究時，本省參議員林獻堂、黃國書等聞訊，認為三年時間太

長，希望立即實行。他們為此在台北中山堂設宴招待陳長官和我，提出三項要求。陳長官坦

率對他們說，想把台灣的事辦好，我內心的著急絕不在大家之下，從過去看現在，三年的準

                                                 
36 董翔飛(1984b)，《中華民國選舉概況下篇》，台北：中央選舉委員會，頁 505。 
37
《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公報》(1946)，卷 2 期 6，頁 7-8；轉引自：歐素瑛(2001)，《戰後台灣民主運動史料彙

編(五)：地方自治與選舉》，台北：國史館，頁 17-19。 
38 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 台灣省參議會，查閱日期：2015 年 6 月 30 日。 
39 國民大會秘書處，1946，《國民大會實錄》，《制憲會議》，〈上編：第一章 國民大會之建制，第三節 國民大

會組織法及代表選舉法之制定〉，台北：國民大會秘書處，頁 18。網址：

http://lis.ly.gov.tw/lgcgi/ttsbookg?2:1365304673:1:/disk1/lg/ttsweb.ini:001:0009-0060:_self 
40 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 制憲國民大會代表，查閱日期：2015 年 6 月 30 日。 

 

http://zh.wikipedia.org/wiki/
http://lis.ly.gov.tw/lgcgi/ttsbookg?2:1365304673:1:/disk1/lg/ttsweb.ini:001:0009-0060:_sel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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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時間我們即使通力合作，積極努力，也是夠緊的了。等到將來回憶今日，絕不會嫌太長

的。41 

    以上所述是「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在台灣推行的地方制度，但因「台灣省行政長官公

署」所屬各級官員，九成以上是外省籍人士，他們在中日戰爭結束後來台任職，舉目皆是日

本殖民風格深感適應不良，進而產生排斥歧視心理，時常對台灣人民抱持著優越感，以征服

者、勝利者自居，以驕縱專橫態度對待而累積不少民怨；反觀台灣人民雖在日本殖民統治

下，卻對祖國光復台灣抱持高度期待，卻因「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所屬各級官員均來自於

相對落後的中國社會，無視於自身在教育程度、法治觀念、衛生條件、生活習慣…等條件的

相對落後事實，卻以官僚作風對台灣人民相頤指氣使，導致雙方歧見日深。由於「台灣省行

政長官公署」治台政策錯誤，官民關係惡劣，軍隊紀律敗壞，官員貪汙腐敗；再加上國共內

戰加劇，國府管制壟斷物資，濫印鈔票掏空經濟，導致惡性通貨膨脹，台灣經濟嚴重倒退，

民不聊生，民怨沸騰。針對此一亂象，除了新聞媒體呼籲國府儘速正視以對，美國駐台北領

事館也在情勢報告中預言，台灣隨時可能發生動亂。但上至南京國府，下至台北「台灣省行

政長官公署」，對此呼籲均置若罔聞，不幸於 1947 年 2 月 28 日，在台北市因查緝私菸而爆

發「二二八事件」，進而席捲全台，釀成大規模的民眾反抗政府事件。 

    隨後國府應陳儀所請，派軍隊來台鎮壓，大肆屠殺台灣人民，捕殺台籍仕紳菁英，造成

許多傷亡，但數字眾說紛紜，各方統計的死亡人數，由數百人、數千人、萬餘人到數萬人不

等。由於「二二八事件」發生原因極為錯綜複雜，事件發生後，情治單位得到行政長官陳儀

長官授權進行「反間工作」，組織「忠義服務隊」，利用黑道流氓在台灣各地製造混亂、燒

殺擄掠、毆打外省人以擴大事端，製造國府派兵平亂藉口。國府在事件和緩後，又藉「清

鄉」名義擴大鎮壓，屠殺許多知識菁英和平民百姓，長期拒絕面對真相即承認錯誤，使得

「二二八事件」影響台灣發展數十年42。 

    「二二八事件」發生時，擔任台灣高等法院院長的楊鵬說，他去陳儀辦公室，看到陳儀

還在批閱文件，見到他到來才擱筆。楊鵬問陳儀，這件事的善後措施是怎樣的情形？陳儀

說：「本省人提出了許多要求，我認為可行的，已電告蔣先生。」楊鵬說：「憲法不是已經

公布了嗎？省、縣、市長都由民選不也是在憲法中有明文規定嗎？雖然還未正式施行，但為

了應付台灣當前緊急事變，答應台灣本省人先行提前實施，這也不算標新立異，在法律上也

不能說毫無根據。」陳儀說：「人事問題都好商量，只要這次事件沒有其他政治背景就好

辦。」…3 月 5 日(應是 6 日)，陳儀向全台發表廣播講話，答應向南京政府建議把台灣省現

行的行政長官制改為省長制，縣市長將由民選。他講話內容，基本上是符合國民黨政府已公

布但尚未施行的憲法的。顯然，這雖是陳儀為緩和台灣緊張局勢採取的策略，但對於國民黨

政府決定取消台灣行政長官、改組省政府的措施，也產生了一種推動作用43。 

                                                 
41 周一鶚(1989)，〈陳儀在台灣〉，《二二八研究》第三集，李敖編著，台北：李敖出版社，頁 161-162。 
42 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 二二八事件，查閱日期：2015 年 6 月 30 日。陳翠蓮，2013，同上

註，頁 260-294。 
43 楊鵬(1989)，〈台灣受降與「二二八事件」〉，《二二八研究》第三集，李敖編著，台北：李敖出版社，頁 149-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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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八事件」發生後，行政長官陳儀兩次向全台發表廣播講話，宣布和平解決辦法。

1947 年 3 月 6 日下午 8 點 30 分，行政長官陳儀第三次向全台發表廣播講話，重點如下：

「不過各位所關心的，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如何改善政治的問題。但要改善政治，須先調整

人事。關於這一點，我也考慮到。此刻特將我的意思，和你們開誠布公的說一說。第一、省

級行政機關，我已考慮將行政長官公署改為省政府，向中央請示。一經中央核准，即可進行

改組。改組時，省政府的委員、各廳長或各處長應儘量任用本省人士。希望省參議會及其他

可以代表民意的合法團體，推舉人格高尚，思想正確，能力卓越的本省適當人選，以便向中

央推薦。第二、縣市級行政機關，我已預定在預備手續能完成的條件之下，縣市長於 7 月 1

日民選。在本年 6 月 30 日以前，須擬定選舉法，請中央核准，7 月 1 日開始舉行普遍直接

的選舉，選出各縣市長。至於縣市長未民選之前，現任縣市長之中，當地人民認為有不稱職

的，我可以將其免職。另由當地縣市參議會(各合法團體，要參加，亦可以，可由當地人士

協商決定。總之，希望能代表多數民意。)共同推舉三名人選，由我圈定一人，充任縣長市

長，並負責辦理民選縣市長的準備工作。人民認為稱職的現任縣市長，則繼續執行任務。至

於各種行政如何改革？在省一方面，俟政府改組以後，由其決定。在縣市方面，俟縣市長調

整後，由他們負責。…」44 

    事實上，陳儀在「二二八事件」後的三次廣播講話內容，都是玩弄兩面手法，誆騙台灣

人民的緩兵之計。因為國府設立「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以接收台灣的機制，源自陳儀擔任

國府「台灣調查委員會」主委時所提的《台灣接管計劃綱要》，陳儀若接受由台北市參議會

召集，官民共組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所提的《三十二條處理大綱》，無疑自毀其在

台統治基礎。因此，陳儀表面上公開承諾將進行民主化改革，實際上暗中向南京國府求援，

請求緊急派兵前來台灣鎮壓。蔣介石同意陳儀所請，派遣國軍 21 師為主力來台鎮壓，自基

隆登陸後隨即在全台進行血腥鎮壓，造成許多知識菁英和平民百姓，在台灣造成難以彌補的

歷史傷痛45。 

    「二二八事件」後，南京國府除派兵來台平亂外，並派閩台監察使楊亮功來台調查，國

防部長白崇禧來台宣慰，國府「剿撫並用」，以雙管齊下的作法，先穩定局勢，再恢復秩

序，繼而調查真相，希望圓滿善後。 

白崇禧在接受中研院訪問的「口述歷史」裡說：「奉令後我是 36 年 3 月 17 日上午 9 點

40 分由南京起飛，午間到松山機場，宣輔台灣的原則，奉主席指示： 

甲、政治制度，可以修改，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可改為省政府制度，看台灣的需要，可酌量

增設其他必要機構。 

乙、縣市長可定期民選。 

                                                 
44 陳儀(1989)，〈二二八事件，第三次廣播詞〉，《二二八研究》第三集，李敖編著，台北：李敖出版社，頁

202-203。 
45 賴澤涵(1994)，《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台北：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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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縣市政府首長以選用台灣之賢能人士為原則。 

丁、台籍與外籍公教人員，資學歷職務相同者待遇同等。 

戊、經濟政策，縮少公營範圍，發展國民經濟。 

己、凡不合法之組織，例如二二八事變處理委員會之類應立即取銷，參加事變人員除共黨份

子煽惑暴動者外，一律免究。 

    17 日晚上，我在台北將以上諸要旨廣播給全台灣同胞，一面將預先印就之佈告遍貼全

台，17 日下午到台不久即訪問陳儀長官及秘書長葛敬恩，我是禮貌性拜訪，他們稍做簡單

報告。奉主席指示來台宣輔，我自己的原則是中國有句俗話『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本來

是件小事，後來共黨及地方的野心家乘機推動。我下令通緝謝雪紅，她知道我是反共的，我

來她即跑了，其他盲從的人，我都一筆勾銷了，不予深究，這個原則當然也是合乎主席的指

示。… 

    我視察返回台北後，召開綏靖清鄉會議。警總參謀長柯遠芬說，警總已令各縣鄉地方實

行清鄉計劃，限期年底完成，有些地方上的暴民和土匪成群結黨，他說此等暴徒淆亂地方，

一定要懲處，寧可枉殺九十九個，只要殺死一個真的可以，柯還引用列寧說的話，對敵人寬

大，就是對同志殘酷。我糾正他，有罪者殺一懲百為適當，但古人說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

得天下不為，今後對於犯罪人民要公開逮捕，公開審訊，公開法辦，若暗中逮捕處置，即不

冤枉，也可被人民懷疑為冤枉。… 

    在台兩週餘，我事畢返南京，我建議將長官公署改為省政府，將台灣警備總司令部改為

警備司令部，調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為警備司令，陳儀及柯遠芬皆應懲罰，陳儀調離台

灣。」46 

    白崇禧於 1947 年 4 月 2 日上午 9 點 20 分由松山機場乘專機離台返南京覆命。關於白氏

返回南京覆命的情形，陳三井研究指出：「4 月 7 日上午 9 點，在南京中樞紀念週會上，報

告赴台宣慰經過，並提出 6 點善後建議，並於 4 月 14 日簽呈國府主席蔣介石，其重點摘要

如下： 

1) 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可即改組為省政府，並增加省委名額(由 11 人增為 15 人)；各廳

處可增設副主官，選用台省人士，培養其行政能力，各縣市亦可同樣辦理。 

2) 減少公營企業之範圍，輕工業儘量開放，獎勵民營，規定台人有優先承購或承租權，以

裕民生。 

3) 積極推進「台胞祖國化」教育，獎勵內地師資赴台任教，選派台灣高中畢業生到國內升

學，以吸收祖國文化。 

                                                 
46 賈廷詩、馬天綱、陳三井、陳存恭 b，1989，〈宣輔台灣〉，《白崇禧先生訪問紀錄》下冊，台北：中央研究

院近代史研究所，頁 552-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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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從速確定台灣軍民分治，樹立完整之國防軍事機構，以加強平時之控制及戰時之防衛。 

5) 為適應國防需要，台灣之鐵路、港灣及通信等，應即一律改為國營，並增加內地員工，

指揮運用庶可靈活。 

6) 獎勵台民與其他各省人民通婚，以融合民族之大一統，並隨時組織參觀團，互相觀摩，

以消釋一切隔閡。 

    上述白氏建言雖非獨創之首見，但其關於台灣地方制度改革之提議，呼應當時台灣省參

議會「實施地方自治」的要求，無疑上達天聽，發揮一言九鼎的功效。」47。 

    白崇禧部長的建言，促使蔣介石總統在戒嚴體制下頒布「台灣省各縣市實施地方自治綱

要」，於 1950 年辦理第一屆縣市長選舉，為民主政治在台灣的實踐奠定基礎。 

    台灣自 1950 年起，依據行政院頒布的「台灣省各縣市實施地方自治綱要」辦理第一屆

縣市長選舉，其執行方式與上述學理說法最大的不同在於法源是行政命令，而非憲法或法

律，這種特殊情形與國府宣布動員戡亂，宣布戒嚴，凍結憲法，代之以「動員勘亂時期臨時

條款」的運作方式有關，這是國府考慮在「戒嚴、動員戡亂及臨時條款」等體制下，實施地

方自治的變通辦法。 

    由於憲法第十章「中央與地方權限劃分」規定的實施地方自治程序，憲法第 108 條第 1

項第 1 款「省縣自治通則」沒有無法完成立法，連帶使得以此為法源的「省自治法」、「縣自

治法」也沒有完成立法；由於「動員勘亂時期臨時條款」已取代憲法規定的功能，因此國府

以行政命令為法源，在台灣省各縣市及各縣鄉鎮市實施地方自治，金馬地區及省市政府層

級，則因環境和地位特殊，暫緩實施地方自治。 

上述體制維持運作 40 年多後，隨著「台灣民主化」過程的完成，依序完成了國會全面改

選、總統直接民選、第一次政黨輪替、政權和平轉移等目標，透過修憲和修法等手段來落實

和保護「民主化」成果，台灣地方自治也隨之民主化。 

因此，本研究假設「台灣民主化」是自變項，「台灣地方自治民主化」是依變項；從「民

主化」過程代表的意義「打破政治壟斷，政權定期改選；執政者的權力受限制，反對者的權

力被保障；中央對地方『放權讓利』；以憲法做為國家政治運作的最高指導原則的結果」來看，

台灣地方自治依序完成了地方自治法制化、省(市)長民選、台灣省政府虛級化、以「地方制度

法」整合「省市雙軌制」、增訂「準直轄市」條款、增訂「行政區劃」條款、6 縣市升格改制

為 5 個直轄市、增設第 6 個直轄市等目標。換言之，上述力量促成台灣民主化，台灣民主化

的成果透過修憲、修法來落實，進而讓台灣地方自治民主化。因此，台灣民主化是自變項，

台灣地方自治民主化是依變項。 

                                                 
47 陳三井，1992，〈白崇禧與二二八事件〉，《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第一屆討論會》，台北：國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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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歷史制度主義 

一、新制度論的興起 

(一)對行為主義的批判 

    行為主義時期的研究典範可以視為對傳統主義時期的研究典範的革新。但行為主義的研

究方法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一味地強調價值中立和研究手段的科學化，使政治科學遠離了

現實政治生活；而從現實來看，行為主義學者已經無法應用行為主義的方法來解釋世界複雜

的變化。從 1970 年代末期開始，越戰失敗的經驗迫使各國學者反省民主政制的弊病以及

「價值中立」的困境。此時，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從南歐開始蔓延，造成全球性的政權轉移浪

潮，政治學界注意到各國的政治變遷遵循著多種路徑，成敗也各自不同。為了理解相同的社

會系統為何有不同的發展後果，主流政治學終於讓「政治」重新回到政治分析的舞臺。 

    「歷史制度主義」(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承接了馬克思主義對於社會經濟結構的解

釋，卻發現必須把「國家」(state)重新找回來才能完成對於革命的解釋。國際關係學者重新

認識到，在現實主義的框架裡，仍有建立「國際建制」(international regime)的需要和可能。

在政治哲學方面，羅斯(John Rawls)的《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主張，正義的社會根源

于正義的制度。「理性選擇理論」(rational choice theory)從個體主義的自利動機出發所做的演

繹，發現只有考慮制度條件，才能解決均衡選擇的難題，這個觀點甚至影響了其他的社會科

學對於實現公平正義的思考。 

    上述制度研究的復興，也包含了方法論的突破，制度不再被視為價值規範，更成為實證

研究的物件。學術研究重心從「何種制度最好」轉向「制度如何產生」以及「制度的後果為

何」，並以經驗研究結果來探討各種跟制度有關的課題。制度不再是既定的、不變的，而是

行為的產物。新制度論者認為，制度是變項，可以產生各種好或壞的後果。制度選擇取決於

行動者本身的價值偏好。新制度主義不作價值判斷，卻能提供行動指引，以探討行動和後果

之間的制度性關係。48 

「新制度論」(new institutionalism)此一新興研究途徑，最早由馬區和歐森（James G. 

March & Johan P. Olsen）這兩位學者在 1984 年美國的《美國政治科學評論》（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APSR）雜誌第 78 卷所發表的論文：「新制度論：政治生活中的組織

因素」（The New Institutionalism：Organizational Factors in Political Life）所提出。49 

                                                 
48 林繼文編(2000)，《政治制度》，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第 IV 頁。 

49 James G. March & Johan P. Olsen, “New Institutionalism: Organizational Factors in Political Lif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8, N0. 3(1984), pp. 734-749.；何俊志 d(2007)，〈導論：新制度主義政治學的流

派細分與整合潛力〉，何俊志、任軍鋒、朱德米編譯，《新制度主義政治學譯文精選》，天津：天津人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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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文針對 1950 年代以來西方政治學研究的主流思潮：「行為主義」理論模式，漠視傳統

政治與經濟制度的態度提出批判，強調「對制度關注的復興」是近年來政治學研究的新趨

勢，這個新趨勢就是「一種新的制度主義」。他們考察這個新趨勢，並從研究正式組織的視

角切入，把組織理論推進到從普遍的角度看待制度在政治學中的地位，以及建立一種以制度

為核心的政治理論的可能性。50 

    如果運用「社會科學引用文獻索引資料庫」(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SSCI)搜尋以

「新制度論」(new institutionalism(s) or neo-institutionalism(s))為題的研究論文，截至 2010 年

8 月 1 日會出現 126 篇，其中 13 篇出現在 1990 年以前，1991 年到 2000 年有 74 篇，2001

年後有 39 篇。其中被引用次數最高的，就是上述馬區和歐森（James G. March & Johan P. 

Olsen）的論文，共有 523 次。51 

(二)新制度論「新」在哪裡 

    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新制度論」已經出現了「泛學門發展」(pan-disciplinary) 的特

性(Ingram and Clay, 2000)，從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到行政學等相關領域，都可以看到它

的影響力。隨著新制度論的研究領域和分析途徑的不斷拓展，越來越多的學者投入到新制度

論的研究行列，越來越多的問題被納入新制度論的視野中，但新制度論研究陣營的擴大，並

沒有給新制度論帶來理論、方法和觀點的內在統一。這些從不同領域彙集而來的新制度論者

的主張，除了強調制度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外，幾乎沒有共同之處，以至於有人站出來

質疑：新制度論到底「新」在哪裡？。52 

    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新制度論是對「行為主義」批判的省思，例如馬區和歐森認為，

新制度論之所以「新」，是因為從 1960 年代以來，美國政治學界的兩大主流：「行為主義」

與「理性選擇理論」，過於執著對人類理性行為的狹隘定義，忽略了制度的重要性，讓我們

對於許多社會現象的瞭解，有走向「化約主義」（reductionism）的趨勢，新制度主義的興起

                                                 

社，頁 1。；陳敦源(2002)，《民主與官僚：新制度論的觀點》，臺北：韋伯文化，頁 33。；王業立、黃豪

聖(2000)，〈選舉制度與政黨轉型：一個新制度論的分析架構〉，林繼文編，《政治制度》，臺北：中央研究

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頁 404。 
50 朱德米譯(2007)，〈新制度主義：政治生活中的組織因素〉，何俊志、任軍鋒、朱德米編譯，《新制度主義政

治學譯文精選》，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頁 19-27。 

51
 黃宗昊(2010)，〈歷史制度論的方法立場與理論建構〉，《問題與研究》，第 49 卷，第 3 期，臺北：政治大學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頁 145。 

52 何俊志譯 b(2004)：〈新制度主義政治學的流派劃分與分析走向〉，《國外社會科學》，第 2 期，天津：天津人

民出版社，頁 8-15。；陳敦源(2002)，《民主與官僚：新制度論的觀點》，同前書，頁 25-30。； Thomas A. 

Koelble,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Political Science and Sociology”, Comparative Politics, 27(2), 1995: pp. 

231-233.；Kathleen Thelen and Sven Steinmo,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in Sven 

Steinmo, Kathleen Thelen and Frank Longstreth (eds.), Structuring Politics: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Analy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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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要改正這種偏差的努力。伊瑪格特(Ellen M. Immergut, 1998)呼應馬區和歐森的看法，進

一步指出，新制度主義之所以「新」，就是對行為主義在偏好定義的狹窄、偏好加總的矛

盾、與忽略規範性問題的研究之上，加以反省的結果。換言之，社會學陣營認為新制度主義

的興起，是對行為主義時期時論證的一種反省。53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新制度主義之所以「新」，在於「理性選擇理論」把研究的視

野，從對個人理性行為的關注放大到研究個人、研究一群人在經濟活動中的行為方式和規

則，並研究這種行為規則對人類社會的影響。例如柯斯(Ronald Coase, 1960)認為，新制度主

義經濟學應該「從人的實際出發來研究人，實際的人是在現實制度所賦予的制約條件中活動

的」；諾斯(Douglass North, 1973)認為，新制度主義經濟學應該「在研究制度演進的背景下，

人們如何在現實世界中作出決定，和這些決定如何改變世界」。54 

    諾斯(Douglass North, 1983)進一步指出，新制度主義經濟學研究的興起，改變了馬克斯

主義在解釋社會現象變遷時，對制度、產權、國家與意識形態等結構限制性概念的「獨佔」

地位，這種從經濟學的視野對傳統社會學核心議題「制度結構限制」提出完全不同的詮釋架

構與內容，正是新制度論之所以「新」的關鍵所在。55 

    從歷史發展過程來看，傳統的制度研究經歷了行為科學的洗禮，並受到實證主義所影

響，在分析架構、研究途徑與關注焦點等面向有了「新」的看法，在制度的分析上較具科學

精神，強調資料的收集與解析，以更宏觀的視野關注制度的應用層面，重視外在環境對制度

的制約和作用，而以動態視角捕捉制度的基本意涵，從社會互動過程瞭解其對個人或社群的

實質作用，企圖結合經濟學的「計算途徑」（calculus approach）與社會學的「文化途徑」

（culture approach）的理論架設，對制度形成、制度運作、制度變遷等制度建立過程提出

「新」的論述，例如「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就是一個具有代表性的看法。56 

(三)新制度論的流派劃分 

    「新制度論」興起後所帶來的「泛學門發展」的趨勢，讓它的影響力快速擴張，有越來

越多的學者投入到新制度論的研究行列，但新制度論研究陣營的擴大，並沒有給新制度論帶

來理論、方法和觀點的內在統一，由於新制度論本身仍在快速發展中，面對快速發展帶來的

混亂，要如何從方法論的角度釐清其範圍與方法，找出統一的、具有信度和效度的研究規

                                                 
53 Ellen M. Immergut, “The Theoretical Core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Politics & Society (London), vol. 26, no. 

1, 1998, pp. 15-17.；轉引自：陳敦源(2002)：《民主與官僚：新制度論的觀點》，同前書，第 36 頁。 

54 Ronald H. Coase,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 Oct.1960, pp.3.； North, Douglass 

C. and R. P. Thomas, “The Rise of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轉引自：王躍生(1997)：《新制度主義》，臺北：揚智文化，頁 1-7。 
55 Douglass C. North,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3. 轉引

自：陳敦源(2002)：《民主與官僚：新制度論的觀點》，同前書，頁 38。 

56 徐正戎、張峻豪(2004)：〈從新舊制度論看我國雙首長制〉，《政治科學論叢》，第 22 期，頁 145-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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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已有一些學者嘗試對新制度論進行流派的劃分，試圖通過梳理

過程，描繪出新制度論的可能面貌。但受到進行這項工作的學者本身就有流派出身的差異，

而且進行劃分的標準和結果又大相徑庭，也意外地引發流派劃分的爭議。 

    新制度論的流派劃分，大致有七分法、四分法、二分法(有兩種)和三分法等類型，目前

學界普遍接受學者豪爾和泰勒(Peter A. Hall & Rosemary C. R. Taylor)提出的「三分法」。57 

    豪爾和泰勒在 1996 年英國出版的《政治研究》(Political Studies)第四十四期(XLIV)發表

的「政治學與三個新制度論流派」(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s )一文

中指出，從所有文獻分析來看，新制度主義可劃分為「理性選擇制度主義」(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社會學制度主義」(Sociological Institutionalism)和「歷史制度主義」等三

個流派，因為這三個流派間鮮少有相互交流和影響的地方存在；而且這三個流派的理論假設

和分析路徑完全不同。58 

    伊瑪格特（Ellen M. Immergut）針對「新制度論」三大流派進行比較研究後，製表說明

如下：59 

表 1-1 新制度論三大流派的比較研究 

 理性選擇制度主義 社會學制度主義 歷史制度主義 

理論依據 源于自然權力理論

和新古典經濟

學，著重於微

觀層面，以用

演繹的方法進

行研究，目的

在於預測。 

源於現象學、認知

心理學和後結

構主義 

，兼具微觀及宏觀

層面，以歸納

法來理解事件

的發生。 

源於馬克斯和韋伯

的政治經濟學，

著重於中層關

係，以歸納法來

解釋事件的發

生。 

制度定義 制度是理性行動者

的利益極大

化；制度是理

性的，其架構

包含正式和非

正式的規則、

準則和程式 

強調制度的鑲嵌本

質與文化詮

釋；制度是文

化性的架構，

包括正式及非

正式的規則、

信仰、符號、

典範，以及不

制度常承襲先前的

架構，包括正式

及非正式的規

則、強制與順從

的程式，以及不

成文的規範、意

識型態的制度結

構 

                                                 
57 何俊志譯 e(2007)：〈政治科學與三個新制度主義流派〉，同前書，第 4 頁。 

58 Hall, Peter A. and Rosemary C. R. Taylor,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 Political Studies, 

XLIV, 1996: pp. 936-957. 
59 Ellen M. Immergut, “The Theoretical Core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Politics & Society (London), vol. 26, no. 1, 

1998, pp. 9-11.；轉引自：謝俊義(2000)：〈新制度主義的發展與展望〉，《中國行政》，第 8 期，臺北：中國

行政學會，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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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形式的規範 

運作機制 透過規則所建構而

成的選擇權 

透過程式、慣例來

建構選擇及計

算利益的能力 

由規則、結構、規

範及理念共同建

構對於利益選擇

及計算能力 

利益 策略性因素考慮使

理性行動者選

擇次佳的均衡

（例如囚犯困

境） 

行動者無法瞭解自

身利益、時間

及資訊不完

整，使其只能

依賴現有的法

規 

行動者自我利益的

表達，是由集體

性組織所加以形

塑的，制度於歷

史軌跡中仍有脈

絡可尋 

政治過程 如果缺乏規則的安

排就無法達成

公共利益 

視組織內部及外部

過程互動所形

成的結果（例

如垃圾桶理

論） 

政治過程是憲法、

政治制度、國家

機關的結構、國

家機關與利益團

體間的關係，以

及政策網路所共

同建構 

行動者的特徵 全然理性 有限的認知能力 具有自我反思的能

力 

權力 強調單方面的行動

能力 

視位於組織結構的

位置而定 

由國家機關、政策

制定管道、政治

代表建構所共同

認知的結果決定 

二、「歷史制度主義」的主張 

「歷史制度主義」(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一詞，首先出現於斯坦默(Sven Steinmo)、

西倫(Kathleen Thelen)和隆史崔(Frank Longstreth)等三人在 1992 年編撰的《建構政治：歷史

制度主義的比較分析》(Structuring Politics：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Analysis)這本書。這本書除了提出歷史制度主義的理論基礎，並且確定該學派的研究主題與

方向，內容包括「制度」的定義、新舊制度主義的區別、歷史制度主義與理性選擇制度主義

的區別、歷史制度主義的特性等重點，並針對「動態與變遷」(institutional dynamism and 

change)、「理想創新與制度限制的互動」(interaction of ideational innovation and institutional 

constrain)、「制度動態與變遷」(institutional dynamism and change)等議題做了深入說明。換

言之，制度創新與制度變遷的研究是歷史制度主義的核心價值。60 

豪爾和泰勒(Peter A. Hall & Rosemary C. R. Taylor，1996)指出，歷史制度主義的興起是

                                                 
60 Sven Steinmo, Kathleen Thelen and Frank Longstreth (eds.), “Structuring Politics：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Analysi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st ed.,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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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20 世紀 60 年代盛行的「集團理論」(groups theory)和「結構功能主義」(Structure-based)

的批判和反省的結果。此一流派的理論基礎源自於這兩個流派，卻又尋求超越這兩個流派。

此一流派認為，圍繞著稀缺資源展開競爭的各個集團之間的衝突，構成了政治過程的核心所

在。由於各國制度不同，導致有類似傾向和組織的各國內部的集團和個體之間的競爭，會在

不同的國家產生出差異性的政治後果。相對於其他兩個流派，此一流派的明顯特徵有四： 

(1) 從宏觀的視野來定義制度與行動者之間的關係。歷史制度主義者認為，行動者追求的是

利益分配的「帕雷托最適」(Pareto optimality)，不是理性選擇制度主義者主張的「利益

極大化」( benefit maximization)。 

(2) 在制度的產生和運作過程中，必然出現權利與權力的不對稱關係。歷史制度主義者認

為，制度的產生和運作過程中，強勢行動者會運用權力來保護既得利益，弱勢行動者會

為了爭取權利而伺機改變制度。 

(3) 「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與結果的不確定性。歷史制度主義者認為，路徑依賴現

象是因為行動者在特定的時空環境條件限制下採取的最適當模式的結果；但行動者也可

能受到非預期性因素的影響而改變想法，進而改變制度的路徑依賴與結果，對於非預期

性因素的不確定性的研究是歷史制度主義者非常重視的環節。 

(4) 制度的准決定論特性。歷史制度主義者認為，制度雖然限制了行動者的行為；但制度仍

有其限制性以及被破壞的可能性。因此，不同於理性選擇制度主義者強調行動者的策

略，以及社會學制度主義者強調制度的終極決定論，歷史制度主義者認為，制度不是政

治結果的全部，他們重視制度與其他因素相互調合的關係，特別是「理念」(idea)與思

考對制度的影響。61 

伊瑪格特（Ellen M. Immergut，1998）在英國的《政治與社會》(Politics & Society, London)

期刊發表了《新制度主義的理論核心》(The Theoretical Core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一

文，除了針對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社會學制度主義和歷史制度主義的區別進行討論外，他認

為歷史制度主義的研究，關注以下四個重點： 

(1) 人類具有「選擇性理性」(alternative rationality)。 

(2) 歷史的「因果關係」(causality)。 

(3) 「歷史的偶然性」(contingencies of history)。 

(4) 「歷史的不規則性」(irregularities of history)。 

    伊瑪格特認為，必須將制度變遷的時間序列拉長，才能觀察到制度是如何受到預期與非

                                                 
61 Hall, Peter A. and Rosemary C. R. Taylor,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s”, Political 

Studies, XLIV, 1996: pp. 938-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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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因素的影響而改變。62 

    皮爾遜(Paul Pierson，2000)指出，「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是歷史制度主義者解釋制

度變遷的可預測性的共識；「回報遞增」(positive feedback)則是「路徑依賴」得以自我強化

的解釋。但實際上，「回報遞增」的結果很複雜，預期結果和意外情況常常相伴而來，因此

無法從簡單的線性關係來解釋「路徑依賴」的結果。因此，要解釋制度變遷的原因，必須從

歷史脈絡和結構來理解行動者與制度之間的相互作用對制度變遷造成的影響，否則容易出現

斷章取義的結論。63 

1、制度的定義 

    藍恩(Jan- Erik Lane)和厄森(Svante Ersson)，對於「制度」的定義是：「經過制度化的洗

禮過程後，規則得以成為一種制度。制度化是一種過程，透過這種過程，規則(rules)得以被

眾人所接受，且一旦違反這些規則時，將會受到制裁；就某種意義而言，這也代表了這些規

則的正當性」。64 

    從方法論來看，個體主義和整體主義是對立的。鮑威爾和迪馬奇奧(Walter Powell and 

Paul Dimaggio, 1991)從「原子論研究途徑」(atomistic approaches) 提出「制度」的定義是：

「制度是一種制度化的規範，藉由制裁的方式來約束行為」，這種詮釋方式通常和「理性選

擇制度主義」連結在一起，這是從個體主義視角提出的觀點。奧斯特洛姆(Elinor Ostrom, 

1990)從「整體論研究途徑」(holistic approaches) 提出的「制度」的定義是：「制度不只是規

則和規範，還包括了慣例、歷史回憶和人格特質等因素在內，讓人們依此來預期自己的行為

準則」，這種詮釋方式通常和「社會學制度主義」連結在一起，這是從整體主義視角提出的

觀點。65 

從方法論的差異來看，原子論研究途徑和整體論研究途徑的立論基礎似乎處於對立面，

但從經驗現象來驗證兩者的關係，不僅看不到針鋒相對的畫面，實際上兩者是互為表裡且互

相支持的。因此，就方法論而言，新制度主義是一個介於總體與個體之間的「中層理論」

(The Middle Range Theory)，要理解個人的行為不能只從個人的動機、策略選擇和理性思考

來解釋，還要考慮會影響個人動機、策略和理性的「環境因素」(The Environmental 

                                                 
62 Ellen M. Immergut, “The Theoretical Core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Politics & Society (London), vol. 26, no. 

1, 1998, pp. 15-17. 
63 Paul Pierson, “Increasing Returns, Path Dependence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4, no. 2, 2000: pp. 251-267. 
64 藍恩、厄森(Jan-Erik Lane and Svante Ersson)，何景榮譯(2002)，《新制度主義政治學》，臺北：韋伯文化，頁 4-

5。 

65 Powell, Walter and Paul Dimagio, (1991), eds.,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s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Ostrom, Eli nor, (1990),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轉引自：藍恩、厄森(Jan-Erik Lane and Svante 

Ersson)，何景榮譯(2002)，《新制度主義政治學》，臺北：韋伯文化，頁 4-8。 

 



台灣地方自治民主化之研究：歷史制度主義觀點 

26 

 

Elements)，這些「環境因素」不是指國家整體的政治、經濟、社會等結構因素，而是指會

直接影響個人行為的「中層」制度環境。66 

    克勞福德和奧斯特洛姆(Sue E. S. Crawford and Eli nor Ostrom，1995)指出，制度的三個

基本內涵是： 

(1) 「制度是一種均衡」(institution-as-equilibrium approach)，制度是理性個人在相互理解偏

好和選擇行為的基礎上的一種結果，呈現出穩定狀態，穩定的行為方式就是制度。 

(2) 「制度是一種規範」(institution-as-norms approach)，在特定情勢下，行為互動是基於個

人在團體中的認知，要理解其規律的互動模式存在原因，必須了解團體的規範性義務。 

(3)  「制度是一種規則」(institution-as-rules approach)，規律性的互動行為受到規章的影

響，行動者必須解何種行為會被獎勵？何種行為會被處罰？綜合上述可知，制度可以形

塑，甚至決定人類的行為模式，因此必須把制度視為一個變數來觀察和研究。67 

    林毅夫(胡莊君譯，1994)認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的規則、守法程式和行為的道德

倫理規範，它的意旨是約束追求主體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個人行為。這種約束關係建構

了一個社會的經濟秩序和合作與競爭關係，例如約束婚姻的規則、政治權力配置規則、資源

與收入的分配規則，貨幣、公司、合作社、遺產法和學校等。68 

    諾斯(Douglass North, 劉瑞華譯 a，1994)認為，作為一種規則，制度通常被用於支配特

定的行為模式與相互關係，組織是受規則約束下的行動者，並且通過反向作用力，組織同時

又是規則的制定者。雖然制度的出現常常伴隨著組織的建立，但是離開組織，制度一樣可以

存在並發揮作用。他指出，制度還表現為一種資本形式。制度作為具備約束性的規範，減少

了人類互動行為中的不確定性，從而降低了交易成本。規範體現了一個密切聯繫的群體或共

同體中成員的興趣和偏好。規範作為資本，支援著人與人之間的信用和信任；一種基礎良好

的信仰，不會讓你在支持私人的短期收益中受損失。遵守社會群體的規範就是使規範成為一

種資本形式。69 

諾斯(Douglass North, 王躍生譯，1997)認為，當制度是一種或一整套行為規則時，這種

規則就有正式與非正式之分，正式的制度如家庭、企業、工會、醫院、大學、政府、貨幣、

期貨市場等等；非正式的制度如價值標準、意識形態和生活習慣等。諾斯則把制度分為正式

制度(有形制度，諾斯稱之為正式規則)、非正式制度(無形制度，諾斯稱之為非正式規則)和

                                                 
66 郭承天(2000)，〈新制度論與政治經濟學〉，《政治學報》(特輯—邁入 21 世紀的政治學)，第 31 卷，臺北：中

國政治學會，頁 173。 
67 Sue E. S. Crawford & Eli nor Ostrom, “A Grammar of Institution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Los 

Angeles), vol.89, no.3, (Sep., 1995), pp.582-583. 
68 林毅夫(英文原著)，胡莊君譯(1994)，〈關於制度變遷的經濟學理論：誘致性變遷與強制性變遷〉，《財產權利

與制度變遷—產權學派與新制度學派譯文集》，上海：三聯書店，頁 375-377。 
69 諾斯(Douglass C. North，劉瑞華譯，1994a)，《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成就》，臺北：時報，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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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實施機制這三種： 

(1) 正式制度。這是指由人們自覺地、有意識地，制定各種法律、法規、規則，這些制度多

以成文形式出現。舉例來說，憲法是一個社會最重要的正式制度，是其他制度的基礎。

除憲法外，其他成文法、不成文法、各種法規的施行細則、各種組織及個人之間簽訂的

正式交易契約，都是該社會的正式制度。由此可知，正式制度和國家權力或組織的關係

密不可分。 

(2) 非正式制度。這是與正式制度相對應，也是制度構成的一部分的另類制度。非正式制度

通常被理解為在社會發展和人際交往的長期歷史過程中所形成的、不受人們主觀意志所

左右的道德觀念和行為規範，主要包括社會的價值觀念、倫理規範、道德準則、風俗習

慣和意識形態。從經驗政治的事實可以證明，正式制度可以在一夜之間改變，但非正式

制度的改變卻非常緩慢；換言之，非正式制度對制度變遷的制約作用要遠遠大於正式制

度。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前蘇聯政經制度轉型的失敗得到證明，因為存在超過六十年的社

會主義的意識形態(非正式制度)，限制和牽制了由公有產權轉變為私有產權(正式制度的

變遷)的推動和運作的效率。 

(3) 制度的實施機制。不論是正式或非正式制度，在形成之後都面臨了實施的問題。制度的

實施機制，就是保證制度得以發揮作用的手段、工具、政策或措施；沒有制度的實施機

制，不論是正式或非正式制度，都沒有辦法發揮規範人們行為的作用，制度內容的形成

都將流於空談。70 

    柯武剛、史漫飛((Wolfgang Kasper & Manfred Streit，韓朝華譯，2001)認為，制度還體

現為某種結構性的安排，例如組織。在政治生活中，主導著人們政治生活的基本因素就是組

織。現代經濟和政治體系中的主要行為者是各種正式的組織，法律制度和官僚機構是當代生

活的支配性角色。國家、政黨、議會和官僚機構等都是社會生活中的制度安排，透過制度安

排，政治制度、政治組織在塑造個人行為動機和偏好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隨著全球化的影響，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複雜性的增強，社會科學領域各學科相互滲

透的密切，制度的內涵也開始逐漸擴展開來。觀念變成了制度的一種表現形式，它是影響政

策發展和制度選擇的決定性變數，觀念分析逐漸變成了制度發展經驗性工作的重要成分。觀

念是「政治合作的資源、政策行為合法化的手段、政策選擇結構的認知框架、政策工具和制

度變遷的催化劑」。71  

                                                 
70 Douglass C. North,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3. 轉引

自：王躍生(1997)，《新制度主義》，同前書，頁 42-56。 

71 柯武剛、史漫飛(Wolfgang Kasper & Manfred Streit)，韓朝華譯(2001)，《制度經濟學：社會秩序與公共政

策》，上海：商務印書館，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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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制度變遷的意涵與過程 

    歷史制度主義以動態觀點來分析制度變遷，排除了以往認為政治制度具有連續性、決定

性的看法，轉而追求制度變遷的原因及其結果。因此，歷史制度主義者認為，制度不是唯一

的因果力量，因果關係具有複雜性，社會經濟的環境條件和理念因素，都會影響因果關係的

產生。歷史制度主義採取的是「過程」(process)取向的研究法，特別強調結構與行動的交叉

關係，重視具體的時空脈絡，從時間序列的面向來分析事件的過程與結果。歷史制度主義者

重視特定社會結構與過程具有的獨特性與變異性，他們認為制度是由一連串的行動者的行為

與制度的交互作用所構成，剖析歷史過程找出影響行動者與制度變遷的原因是他們所關注的

核心價值。72 

柯斯勒(Stephen D. Kranser，1984 )認為，制度變遷就是新制度產生和舊制度崩潰的過

程；制度變遷的原因是制度面臨了某種危機。危機的產生來自於制度內部既存的矛盾衝突或

外在環境改變的壓力到達了臨界點的狀態，一旦遭遇特定的、突發狀況的刺激，就會讓制度

內部的控制能力或應付外在環境改變的能力降低，因此制度必須改變以因應內部衝突或外在

壓力的衝擊。為此，柯思樂提出「斷續均衡」(punctuated equilibrium)的概念來詮釋制度變

遷，他認為從長期來看，制度是不穩定的，制度會因為某些危機的影響，在「關鍵時刻」

(critical juncture)而發生突然的改變(或者是制度被「打斷」(punctuation)了)，經過一番調整

後再恢復均衡；換言之，在制度的穩定期，制度是引數，制度形塑了政策和政治結果；在制

度的毀壞期，制度是依變數，制度被政策和政治結果所改變。「斷續平衡」意味著制度會在

特定的均衡下維持一段時間，之後發生改變；改變後的制度重新形成另一個均衡，繼續運作

下去。換言之，制度變遷的方向不是追求一個終極的均衡狀態，而是從一個均衡被改變後，

再形成下一個均衡。73 

克勞福德和奧斯特洛姆(Sue E. S. Crawford and Eli nor Ostrom，王躍生譯，1997)認為，

制度是一種均衡、一種規範和一種規則，可以形塑和決定人類的行為模式，因此，必須把制

度視為一個變數來觀察和研究。那麼制度由誰「制定」呢？當一個社會需要制度時，制度要

如何產生、創立或供給呢？進而達到均衡呢？換言之，把「制度」視為一個變數(生產要素

或產品)來觀察和研究時，可以借用經濟學的供給、需求、均衡、失衡等概念來詮釋制度變

遷的動態過程。74 

3、制度創新與制度變遷 

王躍生(1997)指出：「制度創新與制度變遷是新制度主義各流派共同關注的理論重點，

兩者概念非常接近但又有所不同，因為制度創新才會產生制度變遷，人們必須先創造出來一

種效率更高的新制度，才能用新制度來取代舊制度；不過制度變遷不一定要有制度創新，因

為「套用」或「移植」別人成功的經驗，也會產生制度變遷。 

   歷史制度主義者認為，人是制度運作的核心，人在社會中生存，隨時隨地與其他人產生

                                                 
72 胡婉玲(2001)，〈論歷史制度主義的制度變遷理論〉，臺北：《新世紀智庫論壇》，第 16 期，頁 90。 
73 Stephen D. Krasner (1984), “Approaches to the State: Alternative Conceptions and Historical Dynamics”,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16, no.1, pp.223-234. 
74 王躍生(1997)，《新制度主義》，同前書，頁 5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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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人際關係是多元因素所構成，除了「利己動機」外，還有「利他動機」、「宗教救

贖」…等因素外，甚至會受到「意識型態」所左右，必須把這些因素考慮進去，才能更具體

掌握「制度創新」的內涵。 

    歷史制度主義者認為，行動者追求的是利益分配的「帕雷托最適」(Pareto optimality)，

不是 「利益極大化」( benefit maximization)。把「帕雷托最適」進一步引申，在制度創新過

程中，至少讓一個人受益，卻沒有一個人受損，這種情形稱為「帕雷托改進」(Pareto 

improvement)；相反地，在制度創新過程中，若有人受益，且有人受損，不管受益或受損的

大小，這種情形稱為「非帕雷托改進」(Non-Pareto improves)。在現實的政治經驗中，“帕雷

托改進”的制度創新要比「非帕雷托改進」的制度創新來得受人歡迎，因為在制度創新過程

中，只要有人受益，同時也有人受損，不論受益人數是否比受損人數還要多，只要有人受

損，就會增加交易成本，提高制度創新的困難度。 

    制度創新的主體可以是任何主體，物件可以分為個人、組織和國家的三個層次，制度安

排也因三者層次的不同而分為：個人創新然後大家仿效的制度，各種組織以自願協定方式建

立的制度，以及政府強制推動的制度。不同層次的制度安排，其制度創新的過程也不同：由

個人推動的制度創新，雖然沒有組織成本和強制執行成本，但收益增長的可能性有限，缺乏

規模效益。由組織推動的制度創新，以自願和一致同意的方式運作，由參與者共同分擔制度

創新的組織成本，但隨著組織規模的擴大，達成一致同意的組織成本會隨之增加，過大的組

織成本會讓制度創新成為不可能。由國家推動的制度創新，因為有公權力做後盾，不需要考

慮一致同意，組織成本比較小；但公權力帶有強制性，不管人民是否贊成都必須執行，因此

會產生“強制成本”。 

    綜合上述，由個人或組織推動的制度創新，大多以「帕雷托改進」方式來進行；由國家

推動的制度創新，則是以「帕雷托改進」方式來進行。但個人、組織和國家的利益不見得能

保持一致；當三者之間產生利益衝突時，多半是國家的利益壓倒個人和組織的利益，國家為

了自身的利益而強制實施某種制度的情形，這種情形就是國家的「異化」，這是以國家為主

體的制度創新所獨特的現象。」75 

    制度創新過程就是尋找一種成本最低，獲得外部利潤最大的制度安排的過程，這個過程

與一個社會固有習慣和傳統所呈現的方向一致，就是成本最低的方向，這一點可以由意識形

態等非正式約束能夠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得到證明。換言之，制度創新應該從現有制度與習

慣差異最大的地方開始，比較容易成功。 

4、制度變遷與「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 

    「路徑依賴」源自理性選擇制度主義，歷史制度主義者加以借用，強調制度變遷受到歷

史影響，進而產生歷史迴圈的因果關係，但是歷史制度主義者不僅以「路徑依賴」做出解

                                                 
75 王躍生(1997)，《新制度主義》，同前書，第 69-9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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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對於偶發性與非預期性因素所造成的影響也同樣重視。 

柯勒(Ruth B. Collier and David Collier, 1991)在一項有關拉丁美洲的政治變遷研究中指

出，制度形成時的「初始條件」決定了未來制度發展的方向，因為特定的「歷史遺緒」和

「關鍵時刻」這兩項因素制約了制度發展的可能性。76 

在制度形成後，當制度變遷走向某一個方向時，由於制度本身的自我強化機制和「回報

遞增」作用的影響，讓制度變遷沿著一個既定的方嚮往下走，這就是制度的「路徑依賴」。 

諾斯(Douglass North, 王躍生譯，1997)對「路徑依賴」的看法是：「人們過去做出的選

擇，決定了他們現在可能的選擇。」沿著既定的方嚮往下走，制度可能會進入良性迴圈，變

得更好；但制度也可能會進入惡性循環，變得更壞。「路徑依賴」有可能讓制度被「鎖定」

(lock in)在一種無效率的狀態；制度一旦進入「鎖定」狀態，想要擺脫這種狀態就會很困

難，往往要靠外在力量的作用才能打破「鎖定」的狀態。 

王躍生(1997)表示，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源自於制度本身的自我強化機制，而自我

強化機制的原因則是下列因素所決定： 

(1) 規模效應：制度變遷的初始成本會隨著制度實施規模的擴大而下降。 

(2) 學習效應：制度創造收益的能力引導人們互相效法和學習，加速制度發展和擴散。 

(3) 協調效應：制度主體為適應既定制度而採取的相互配合的行動會產生合作利益，與既定

制度相適應的非正式約束對正式的制度有補充和協調作用。 

(4) 適應性預期：隨著制度及與之相應的契約的建立，人們對於這一制度將實施下去的預期

會增強。 

    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類似物理學的「慣性」，一個國家選擇了某一種制度，不論制

度是好是壞，都會沿著這個制度一直走下去，產生對這種制度的「路徑依賴」。「路徑依賴」

的根本原因是利益因素，因為一種制度形成後，會產生一批既得利益者和既得利益團體，這

些人和團體反對偏離現況的制度變遷，對改革造成阻力。除非有重大的外在力量發生作用，

或是出現重大的突發事件，否則一個社會或國家要脫離現有制度是非常困難的。77 

綜合上述，「路徑依賴」反應了制度形成的脈絡及路徑，包含政治行為者之間的互動方

式以及社會結構的影響等面向；呈現了「動態」（dynamism）的制度變遷過程中，理念創新

與制度限制性的互動；從歷史發展的概念把制度觀察的面向拉長，從時間序列的角度分析制

                                                 
76 Ruth B. Collier and David Collier, “Shaping the political Area: Critical Junctures, the Labor Movement, and 

Regime Dynamics in Latin America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27. 轉引自曾建元(2001)，

〈歷史制度論探源〉，《世新大學學報》，第 11 期，頁 200。 
77 王躍生(1997)，《新制度主義》，同前書，頁 7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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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在具體時空脈絡下之發展，企圖對制度發展進行更全面的關照。 

「路徑依賴」對制度變遷的解釋是歷史決定論，後面的決策依循著先前決策過程而決定

的基礎以及依此基礎發展而生的制度運作與變遷脈絡。因此，要從歷史發展的脈絡來解釋制

度變遷，還不如去解釋現制何以能延續不墜，如何對後續的制度設計與政策選擇產生作用，

從「路徑依賴」的觀點來看，制度演進不可能出現激進的變革模式，因此制度設計不可能由

全新的制度面貌取代舊制度，制度的發展範圍會受到舊有制度遺產所限制。 

5、制度與國家 

    國家是甚麼？國家理論主要有兩種觀點，一是契約論的觀點，它認為國家是公民經過平

等談判和多次博奕，而達成的一種社會契約的組織，國家是為公民服務的，之所以有必要達

成這種契約，是因為這種社會契約提供的公民服務及保護其他個別契約的效率比較高，如果

沒有國家這一社會契約，整個社會的交易會因為費用過高而無法進行。二是暴力工具論或剝

削理論的觀點，它認為。國家隨著階級的起源而產生，國家是一個階級統治另一個階級的工

具，是階級壓迫階級的暴力機器。國家建立一套對統治階級有利的制度，以實現統治階級利

益最大化。 

    王躍生(1997)表示，以諾斯為代表的新制度主義學者把上述理論加以結合，對國家理論

提出新的詮釋，主張國家同時具有暴力性和契約性這兩種性質，這兩種性質的表現取決於國

家「暴力潛能」(violence potential)的配置狀況。國家的暴力獨佔性決定它有一種「暴力潛

能」，如果這種「暴力潛能」是在公民之間平等分配的，國家就是一種契約性組織；如果這

種「暴力潛能」的分配不平等，就會產生掠奪性(剝削性)國家，出現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剝

削者和被剝削者。78 

    王躍生(1997)進一步指出，上述觀點有別於以往國家理論的地方有四： 

(1) 把國家視為一種組織或制度的安排。諾斯指出，「國家可以視為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較優

勢的組織」。既然國家可以被視為一種組織或制度的安排，那麼用來分析市場、企業等

其他的組織或制度的理論就可以拿來分析國家行為。做為一種組織，國家和其他組織一

樣按照效用最大化原則來活動，它有自己的效用函數和效用成本，具有理性，同時理性

也是有限的。 

(2) 把國家做為一種經濟組織來分析。以往的國家理論側重於政治學、社會學和人類學等角

度的分析，但要深入理解國家行為，更應借重經濟學的分析。既然國家是一種經濟組

織，它在進行決策時也會按照經濟原則，國家在推行制度創新等活動時，其決策依據也

是經濟學的邊際原則。 

(3) 國家與公民的關係是一種交換關係。國家為取得收入，而以一組「保護、秩序與公正」

                                                 
78 王躍生(1997)，《新制度主義》，同前書，頁 9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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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服務做為交換。由於提供這些服務存在著經濟規模，因此，國家做為一個專門提供這

種服務的組織，它的總收益要高於每一個社會個體自己保護自己的收益。換言之，國家

為公民提供「保護、秩序與公正」的服務，公民繳稅以維持國家的正常運轉，在某種意

義上，這是一種交換關係。 

(4) 從起源上來說，國家是具有比較優勢的暴力組織。暴力也是一種資源，在國家產生前，

這種資源分散在各「社區」或「莊園」之類的組織手裡，它們分別建立各式各樣的暴力

機器，以保護本社區或莊園的「產權」(本社區或莊園的財產和各種權利)，但這種暴力

資源分散配置的形式肯定是效率低落的；換言之，產權保護的成本是昂貴的。如果各個

社區或莊園之間能夠形成一種契約關係，把它們的暴力資源集中，統一組織起來對所有

社區或莊園的產權進行保護；所有社區或莊園分別向這一個暴力組織支付一定的費用，

各個社區或莊園保護產權的成本就會大幅度地降低。因此，就產生了專門擁有和行使暴

力職能的組織－國家，各個社區或莊園繳納的費用就是稅收。 

    綜合言之，國家就是一個受各個社區或莊園委託行使暴力職能的組織，各個社區或莊園

之所以委託它的原因，是因為它比各個社區或莊園的組織具有「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優

勢。此刻，國家更像契約論者眼中的社會契約的載體，不過國家產生後就慢慢地「異化」為

一個異己的組織，具有和委託人利益不同的自身利益，並按照自身利益來建立產權制度，使

國家成為既具有平等契約性質，又具有掠奪性質的組織。79 

6、國家的制度功能 

    國家的主要功能是供給制度；沒有國家，制度不均衡的現象將無法消除。但是國家並非

在所有的制度供給都具有優勢。非正式制度的建立是一個緩慢積累的過程，受國家的影響較

小；某些正式制度的建立只能由與其相關的組織和個人來供給，即使能由國家供給但效率也

不高。國家的制度作用，在經濟方面，特別是體現在產權制度的供給上，國家具有明顯的優

勢。沒有國家，就不可能建立和維持一種有效的產權制度；沒有一種有效的產權制度，整個

經濟制度也無從建立。 

    王躍生(1997)強調，從產權的定義和起源來看，首先建立的是排他性。但是產權的建立

和維護都是有成本的，在經濟人的競爭中常常出現破壞現有產權的企圖。從規模經濟的原則

可知，如果讓每一個產權主體都去維護自身的權利，效率肯定不高；任何其他的集團和組織

也都有相同的問題。因此，建立和維護產權的最有效方法和形式，就是國家。國家憑藉著它

的暴力潛能和權威，可以比個人或組織用低廉許多的成本去建立和維護產權；換言之，沒有

國家權威，很難想像所有權會普遍實現。相對而言，只有在國家嚴格確立和維護產權的前提

下，個人和組織才願意拿出一部分的收入交給國家(納稅)。從這個意義來說，司法服務和對

財產權所有權的保護，是由政府生產，由公眾出資購買的公共產品。 

                                                 
79 王躍生(1997)，《新制度主義》，同前書，頁 98-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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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的存在不僅透過暴力潛能保證了有效產權制度的確立，而且藉由建立統一的度量衡

制度和統一的交易機構，保障產權的界定和交易可以用比私人供給這些制度的情況下更低的

成本得以實現。產權的界定和確立不僅需要暴力保護，而且需要統一的尺度對財產進行測

量、分割等等，一種測量或分割費用很高的財產最終可能無法形成私有產權，而只能保持公

共產權型態。這就需要統一的度量衡制度。度量衡制度適用的範圍越大，潛在的市場規模越

大，交易的機會也就越多，而能夠提供統一的度量衡制度的就是國家。此外由國家做為不同

於交易雙方的協力廠商當事人所建立的各種法律法規及保障其執行的機構，對於降低交易成

本也有著重要作用。 

    國家在產權形成中的作用，與國家權力介入產權安排的方法和程度有關。在現實世界

中，有的政府只為產權安排和產權變革提供“遊戲規則”；有的政府不僅提供「遊戲規則」，

而且還參與甚至干涉產權安排和產權變革。一般來說，國家在建立和維護產權方面的介入程

度有三種可能的情狀： 

(1) 產權安排完全是私人之間的合約，國家權力的介入僅僅在承認這種合約的合法性和有效

性，保護依據這種合約進行的產權交易。 

(2) 產權的變更和取得不是透過個人之間的交易，而是透過國家權力強制做出安排，這樣形

成的產權就是對另外一種產權進行剝奪的結果。例如，隨著政權更迭，把舊政權下的私

有產權剝奪而成為國有產權，或是把國有產權變為私有產權(私有化)等。 

(3) 國家的作用居於兩者之中，國家不強制剝奪產權但干涉產權的交易，例如限制產權交易

的範圍、價格，甚至是國家出面強買或強賣。一般來說，國家介入產權安排程度的深

淺，與產權的有效性並無直接關係。但是，經濟學原理表明，由國家強制做出的產權安

排必定是無效率的，因為它違背了權利的本性，違反了交易的一致同意原則，必然帶來

福利的損失。80 

    因此，儘管國家介入產權安排有時候會超過限度，但總體上，離開國家，現代意義的產

權制度將無法建立，也無法維持，這就是國家的制度作用所在。然而，就已確知的，國家的

介入有時會超過限度，這意味著它所建立和維持的產權安排可能並非有效安排。換言之，討

論「制度選擇」與「制度變遷」，必須在國家體制下進行，否則無從確認制度的約束效果。 

三、「新制度論」的應用架構 

皮爾遜和史卡波(Paul Pierson and Theda Skocpol, 2002)認為，「制度」是「宏觀的」權力

和文化結構影響「微觀的」行動者互動的鏈結和工具，為了有效解析「制度」在「動態的」

歷史過程中產生的作用，應從「中層理論」的角度出發，才能理解「制度」在特定時空條件

                                                 
80 王躍生(1997)，《新制度主義》，同前書，頁 10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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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跟「宏觀的」結構和「微觀的」行動者之間的互動影響。81 

以上述認知為基礎，歷史制度論者的理論建構努力在於系統性地發掘「制度」在「動態

的」歷史過程中發揮的作用。西倫( Kathleen Thelen, 1999 & 2003)認為，「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是歷史制度主義的核心機制，主要探討「制度」如何在歷史中延續的問題。但

「路徑依賴」涉及兩個不同層面的分析，一種是「關鍵時刻」(critical juncture)的分析，主要

探討「制度」如何在歷史中被創設的問題；另一種是「回報遞增」(positive feedback)的分

析，主要處理「制度」如何在歷史中被強化的問題。這兩種分析各有所長，但彼此互補，共

同構成歷史制度主義的一體兩面。82 

從「制度創設」和「制度延續」的觀點來建構理論，並藉此來探討歷史的分析方式，並

非歷史制度論者所獨享，理性選擇制度論者亦有類似的看法。薛斯勒(Kenneth Shepsle, 1986 

& 2006)將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的看法分為兩種，一種是「制度均衡」(institutional equilibrium)

的分析，關注的是「制度」的延續，認為「制度」產生後，可規範行動者之間的互動行為，

藉此產生較佳的社會結果；另一種是「均衡制度」(equilibrium institutions)的分析，關注的

是「制度」的創設，認為「制度」來自於行動者之間的互動，反映出行動者之間策略互動的

均衡，因為「制度」建立的基礎是被信賴的或者可被預測的。83 

以上述認知為基礎，理性選擇制度論者大多以「靜態比較」(comparative statics)方式來

分析歷史過程，習慣性以各種均衡狀態為核心，進而比較達成均衡狀態的條件有何改變。所

以在理性選擇制度論者的眼中，歷史過程就像一個接著一個出現的均衡，他們把均衡的達成

視為常態，而均衡之間如何隨時間演變的過程往往不是分析的重心，柯斯勒(Stephen D. 

Kranser，1988 )將這種歷史解釋的線性觀點稱為「斷續均衡」(punctuated equilibrium)，他進

一步指出，在歷史的「關鍵時刻」(critical juncture)，行動者之間的策略互動產生「制度」，

「制度」有助於達成均衡，或者「制度」就是均衡的結果，進而產生「自我強化」(self-

reinforcing)，發揮「路徑依賴」的效果，將特定狀態長期維持下去。當「制度」無法滿足行

動者的需求時，就出現「均衡危機」，「制度」勢必需要「調整」，歷史出現「關鍵時刻」，經

                                                 
81 Pierson, Paul and Theda Skocpol, (2002),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Science”, in Ira 

Katznelson and Helen Minler, eds., Political Science: 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New York: W.W. Norton and 

Company, p. 706. 轉引自：黃宗昊(2010)，〈歷史制度論的方法立場與理論建構〉，《問題與研究》，第 49

卷，第 3 期，臺北：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頁 158。 
82 Thelen, Kathleen, (1999),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 pp. 387-388. ; Thelen, Kathleen, (2003), “How Institutions Evolve: Insights from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in James Mahoney and Dietrich Rueschemeyer, eds.,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in the Social 

Scie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220-222. 轉引自：黃宗昊(2010)，〈歷史制度論的方法立場

與理論建構〉，《問題與研究》，第 49 卷，第 3 期，臺北：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頁 158。 
83 Shepsle, Kenneth A., (1986), “Institutional Equilibrium and Equilibrium Institutions,” in H. Weisberg, eds., Political 

Science: The Science of Politics, New York: Agathon Press, pp.56-66. ; Shepsle, Kenneth A., (2006), “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 in R. A. W. Rhodes et al.,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28-30. 轉引自：黃宗昊(2010)，〈歷史制度論的方法立場與理論建構〉，《問題與

研究》，第 49 卷，第 3 期，臺北：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頁 16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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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行動者之間的策略互動產生「新的」制度，解除危機並創造新的「均衡」，產生「新的」

自我強化，繼續發揮「路徑依賴」效果，將變動後的「均衡」狀態維持下去，直到打破「均

衡」的力量再度出現。84 

針對新制度論的「中層理論」與「泛學門發展」等多元特性，郭承天提出了新制度論的

應用架構，以分析各種政治經濟議題，其應用架構的內容如下：1、確定被解釋項。2、找出

主要的行動者。3、分析行動者的資源。4、探討行動者之間的制度性關係。5、評估這些制

度性關係對被解釋項的影響。85 

筆者擬套用上述應用架構對本研究的主題進行分析，說明如下： 

(一) 本研究的解釋項是「台灣民主化」的「制度選擇」，被解釋項是「台灣地方自治民主

化」的「制度變遷」。筆者主張：「台灣民主化」的「制度選擇」，對「台灣地方自治民

主化」的「制度變遷」造成影響。因此，首先要確定「台灣民主化」的定義、特徵、動

力和模式；其次檢視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對「台灣地方自治民主化」的影響；第

三，「台灣民主化」不同階段的「制度選擇」，對「台灣地方自治民主化」的「制度變

遷」造成什麼影響。 

(二) 本研究的主要行動者是指台灣的執政者及其盟友，還有反對者及其盟友。以 2000 年總

統大選的政黨輪替為分水嶺，還可以分為兩個階段來討論，在政黨輪替前，李登輝總統

召開過兩次體制外的政治性會議：「國是會議」和「國家發展會議」，邀請朝野領袖與

會，凝聚改革共識，再透過體制內的修憲和修法來落實改革共識。 

       在政黨輪替後，因為執政者和反對者的角色互換，所以施政的優先選項也不相同；

2008 年總統大選，台灣發生第二次政黨輪替，執政者和反對者的角色再度互換。因此

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不同時期的不同執政者，所做的「制度選擇」是什麼？對台

灣地方自治民主化的「制度變遷」是什麼？不同的政黨來執政，自然會有政治歧見，但

有沒有不受政黨輪替影響的共識存在？如果有，他們的共識是什麼？這是本研究想進一

步探究的問題。 

(三) 本研究的主要行動者的資源是什麼？由於「台灣民主化」過程比其他「第三波」民主

化浪潮下的新興民主國家來得穩定和迅速，台灣學術界大多同意，這是實施半世紀的地

方自治經驗所累積政治文化，讓反對者在抗爭時不會採取零和遊戲式的衝突性毀滅。再

加上「台灣民主化」後的總統大選，已經出現兩次政黨輪替，在野者只要贏得總統大

選，就能借助執政資源發動改革。因此，主要行動者的資源來自於掌握執政權後，調動

                                                 
84 Krasner, Stephen D., (1988), “Sovereignty: An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21, 

no.1, pp.77-85. 轉引自：黃宗昊(2010)，〈歷史制度論的方法立場與理論建構〉，《問題與研究》，第 49 卷，

第 3 期，臺北：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頁 161-162。 

85 郭承天(2000)，〈新制度論與政治經濟學〉，同前書，頁 186-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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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資源來落實政見以解決政治爭議。 

(四) 本研究的主要行動者之間的制度性關係是什麼？筆者認為，這可以分為兩個範疇來討

論。第一個範疇是國家內部憲法層次的統攝性制度安排，主要透過修憲方式來確保改革

成果。由於修憲的高門檻，因此朝野必須取得共識才有辦法提出修憲案，這是「台灣民

主化」的「制度選擇」結果。相反地，如果朝野無法取得共識，修憲案就無法成立，不

會把「台灣民主化」進程往前推，不會出現新的「制度選擇」結果，這個原則是「台灣

民主化」後所形成的社會共識，也是朝野必須遵守的遊戲規則。 

        第二個範疇是國家內部法律層次的垂直性權力安排，主要透過立法院進行修法以理

順修憲後的垂直性權力安排，調整中央與地方政府間，地方與地方政府之間的權限劃

分。這個制度性關係的安排是單向的、垂直的、不可逆的，不會發生推翻修憲結果的情

形；但有可能出現修法停滯的情形，例如國發會共識中，有關停止五項選舉的安排，迄

今只完成停止國大代表選舉，停止省長、省議員選舉這三件事，但有關停止鄉鎮市自治

的決議，已屆滿 20 年卻遲遲沒有進度，就是修法停滯的最佳例證。 

(五) 本研究的主題是：《台灣民主化的制度選擇》對《台灣地方自治民主化的制度變遷》的

影響。筆者認為，除非台灣發生主權改變的情形，造成「民主崩潰」或「民主倒退」，

否則「台灣民主化」過程將是不可逆的情形，有如離開月台的火車，會在軌道上繼續往

前開，只到下一個月台靠站為止。 

        因此，不論是新制度論的任何一種觀點來解析《台灣民主化的制度選擇》，以及

《地方自治民主化的制度變遷》，不管主要行動者的決策依據是歷史制度主義強調的

「路徑依賴」和「回報遞增」原則；或是理性制度主義強調的「理性思考」和「資訊不

對稱」原則；或是社會學制度主義強調的「文化因素」和「公平正義」原則，並不會改

變「民主化」過程，頂多是「民主低能」或「民主停滯」的情形，只要「定期改選」和

「政權和平轉移」的原則發揮功能，國家體制就會繼續保持運作。 

第五節 分析架構與圖示 

    本研究主張，台灣民主化的「制度選擇」，決定了台灣地方自治民主化的「制度變遷」，

針對研究主題分為八章，依序說明導論、「台灣民主化」促使「台灣地方自治民主化」、從

「解嚴」到召開「國是會議」、從國會全面改選到完成地方自治法制化、從「省(市)長民

選」到召開「國家發展會議」、從推動「精省作業」到制訂「準直轄市」條款、從增訂「行

政區劃」條款到縣市合併升格直轄市、結論等內容，並將分析架構圖示於後。 

 

 

 



 

                                                                                  第一章 導論 

37 

 

表 1-2 台灣民主化促使地方自治民主化 

 

 

 

 

 

 

 

 

 

 

 

 

 

 

 

台 

灣 

民 

主 

化 

1.1987 年 蔣經國總統解嚴 

2.1988 年 李登輝總統繼任 

3.1990 年 ·萬年國會修憲擴權 

         ·野百合學運 

         ·萬年國會支持李登輝    

          總統連任 

         ·李登輝總統召開國是 

          會議成立國統會 

4.1991 年 ·制定國統綱領 

         ·萬年國會制定第一次

憲法增修條文 

·萬年國會廢止憲法臨 

          時條款 

         ·李登輝總統宣佈終止 

          動員戡亂 

5.1992 年 ·第二次憲法增修條文 

         ·賦予地方自治法源 

         ·制定省縣自治法、直 

          轄市自治法 

6.1995 年 第三次憲法增修條文 

         規定 1996 年總統直接 

         民選產生，任期改為     

         四年 

7.1996 年 ·第一次總統直接民選 

         ·李登輝總統召開國家 

          發展會議 

8.1997 年 第四次憲法增修條文 

         停止台灣省自治 

9.2000 年 總統大選，第一次政 

         黨輪替，政權和平轉 

         移 

10.2007 年 地方制度法增訂準直 

          轄市條款 

11.2008 年 總統大選，第二次政 

          黨輪替，政權和平轉 

          移 

12.2009 年 ·地方制度法增訂第  

            7- 1、7-2、7-3 條 

            ，為行政區劃法源 

           ·內政部成立審查委 

            員會，受理縣市政 

            府申請升格直轄市 

 

 

 

 

 

 

 

 

 

 

 

 

 

 

地

方

自

治

民

主

化 

1950 年 行政院頒布台灣省各縣   

        市實施地方自治綱要， 

        舉行第一屆縣市長選舉 

 

 

1990 年 行政院修改台灣省各縣 

        市實施地方自治綱要， 

        賦予省議會行使省主席 

        任命同意權 

 

 

 

 

 

 

 

 

 

 

 

1994 年 省市長民選 

 

 

 

 

 

 

 

 

 

1998 年 台灣省政府虛級化 

 

2002 年 台北縣長蘇貞昌反對台 

        中縣市合併，陳水扁總 

        統增設第三個直轄市政 

        見跳票 

2007 年 台北縣適用準直轄市條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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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6 縣市合併，台灣設置 5 

        個直轄市 

       ·桃園縣適用準直轄市條 

        款 

2014 年 桃園市升格為第 6 個直 

        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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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台灣民主化」促使「台灣地方自治民主化」 

    二戰結束，國府以「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體制接收台灣後；1945 年 12 月 26 日，「台

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訂定「台灣省各級民意機關成立方案」，做為各級民意機關成立的依據。

舉行村里長及鄉鎮縣轄市區民代表選舉後，以間接選舉方式，依序成立鄉鎮縣轄市區民代表

會、縣市參議會、省參議會。「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以行政命令推動地方自治的成果，跟日

據時期在 1935 年和 1939 年的「台灣市會及街庄協議會員選舉」的規模與內涵相比已是空前

的突破。配合制憲需要，再由台灣省參議會選舉 18 名制憲國代，雖然最後只有 17 名制憲國

代赴南京參與「制憲」，完成中華民國的「民主化」進程，更是台灣民主政治發展的新頁。如

果不是國共內戰影響；如果不是「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施政偏差；如果不是「二二八事件」

影響，在中華民國「行憲」後，「台灣民主化」和「台灣地方自治民主化」，從「歷史制度主

義」觀點來看，應已循序完成，別無懸念。 

    因內戰失利，國府於 1949 年播遷來台，以軍事戒嚴體制進行統治；但行政院頒布「台灣

省各縣市實施地方自治綱要」，於 1950 年舉行第一屆縣市長選舉，其內涵雖與「地方自治」

理想目標有所差距，但當時推動「台灣民主化」的努力，重點在於「中華民國憲法」的「落

實」，也就是「中華民國憲法」的「行憲」，這是以外省籍人士為主的《自由中國》雜誌群賢

們奮鬥不懈的目標。但蔣介石在 1960年三連任總統後，以「叛亂」罪名將雷震等人羅織入獄

後，推動「台灣民主化」的努力，重點在於打破「戒嚴」、「黨禁」、「萬年國會」、「終身總統」

等政治禁錮，這是以本省籍人士為主的《美麗島》雜誌群賢們全力以赴的目標。 

    在蔣經國總統宣布解嚴前，台灣社會對「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仍一無所知，但反抗國府

軍事戒嚴獨裁統治的民意壓力卻點滴累積中，在「國際格局」架構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

下，受到「江南案」的影響，美國政府持續對國府施壓，為「台灣民主化」的推動增加助力，

這是「歷史制度主義」所指的「制度變遷」前的「初始條件」的形成。換言之，「初始條件」

跟推動「民主化」的努力有關，推動「民主化」的努力不夠，或者推動「民主化」的努力給

予統治者的壓力不夠大，「制度變遷」的需要就不會出現，沒有「制度變遷」的需要，就不會

出現「制度選擇」的可能性。以下是從「全局觀點」(the whole picture)出發所做的說明。 

第一節 推動「台灣民主化」的努力 

壹、中華民國「制憲」與「行憲」的努力 

    中華民國推翻滿清於 1912 年建國，脫離君主專制是「民主化」的第一步，接下來是

「民主化」如何落實的問題。落實「民主化」跟「民主化」模式有關；「民主化」模式決定

了「民主化」的「制度選擇」的內容。在「洪憲帝制」失敗，「二次革命」成功後，中華民

國的「民主化」模式都是杭廷頓講的「轉型」，也就由執政者(國民黨政府)主導進行的由上

 



台灣地方自治民主化之研究：歷史制度主義觀點 

40 

 

而下的民主化，但沒有例外的，統治者都要求反對者順從，反對者幾乎沒有人順從，於是雙

方兵戎相見，這種由執政者主導的，由上而下的民主化，始終停留在宣傳階段，並未真正的

落實。中華民國建國後，內有軍閥混戰，外有強權入侵，「民主化」進程無從展開。 

    中華民國的「制憲」與「行憲」工作是「民主化」進程的里程碑，這是二戰結束後，為

調停國共內戰，美國總統杜魯門派遣馬歇爾元帥為特使來華後所促成的，為日後中華民國

「民主化」進程的「制度選擇」到「制度變遷」決定了「路徑依賴」的框架。 

    以下關於「中華民國『制憲』與『行憲』的努力」的說明，資料來源主要根據《維基百

科》和郭廷以(1980)的著作，說明如下。 

    1941 年 12 月 7 日，日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國民黨政府接受美國政府的

援助，二戰形勢逐漸逆轉。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天皇「玉音放送」宣布投降；二戰結束，

美國決定繼續支持國民黨政府重建，這是中華民國推動「民主化」契機，但國共雙方為了受

降權和受降地區而發生軍事衝突，全面內戰爆發幾乎無法避免。86 

    1945 年 8 月，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Patrick Jay Hurley)為了避免中國發生內戰，因此向蔣

介石委員長建議，邀請中共領導人毛澤東赴重慶談判。8 月 25 日，中共代表團毛澤東、周恩

來和王若飛等人抵達重慶，就兩黨關係和和平建國進行初步會談；10 月 10 日，簽署《政府

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俗稱雙十協定)，但國共雙方的軍事衝突仍未平息。11 月初，赫爾利

向美國總統杜魯門提交報告指出，由於國共雙方的軍事衝突不斷且持續擴大，全面爆發內戰

的可能性迫在眉睫，和平幾乎確定無望；11 月 26 日，赫爾利向杜魯門提出辭呈。 

    如果中國爆發內戰，勢必影響美國在華利益，為此杜魯門總統緊急派遣馬歇爾(George 

Catlett Marshall, Jr.)元帥擔任特使訪華調停國共衝突。1945 年 12 月 20 日，馬帥抵達上海；21

日，馬帥與蔣委員長在南京見面；22 日，馬帥與周恩來、葉劍英、董必武等人在重慶見面。

馬歇爾元帥認為，國共雙方的矛盾在於歷史原因造成的不信任。在馬帥要求下，由馬帥、國

民黨代表張群和共產黨代表周恩來組成了三人小組，一方面做為國共雙方發生軍事衝突時的

溝通管道，另一方面做為國共雙方針對急需解決的爭議性問題的協商平台。 

    馬帥的努力，仍無法阻止國共爆發全面內戰，卻促使蔣委員長在 1946年 8 月 14日發表

聲明，表示國府計畫在當年的 11月 12日召開「制憲國民大會」，結束訓政時期，進入憲政階

段。1946 年 11 月 15 日，「制憲國大」在南京召開，由台灣省參議會選出的 17 名制憲國大代

表亦參與「制憲」工作，揭開中華民國「制憲」和「行憲」的序幕。由於中共和「民盟」拒

絕參加，而且拒絕承認「制憲國大」通過的「中華民國憲法」，使得馬帥使華的努力未能盡善

盡美。 

    「制憲國大」結束後，馬帥自覺任務已經完成，於是向杜魯門總統申請回國。1947 年 1

                                                 
86 郭廷以(1980)，〈第十九章：中國大陸政權的改變〉，《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頁 739-

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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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7 日，馬帥奉召離華返美就任國務卿前，發表對華局勢聲明指出：「和平最大之障礙，厥為

國共雙方彼此完全以猜疑相對。」並就國共雙方對其調停衝突的態度提出坦率批評87。 

    1948 年 11 月的美國總統大選，蔣介石總統資助共和黨候選人杜威對抗民主黨候選人杜

魯門，不料杜魯門順利連任，此事更加深杜魯門對蔣介石的反感。1949 年初，國共戰局逆

轉，1 月 21 日，蔣介石發表「引退謀和文告」宣布下野。杜魯門眼見自己的對華政策、軍

經援助和內戰調停等行動都失敗後，決定在國共分出勝負前，整理資料昭告天下，讓美國政

府得以脫身。1949 年 8 月 5 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Dean Gooderham Acheson)代表政府發表

內容超過一百萬字的《中美關係白皮書》(The China White Paper)，對國共內戰和中國問題

表達美國政府立場，嚴詞批判蔣介石，強調國民黨政府內戰失利，是領導人無能和貪汙腐敗

問題所致，美國在二次戰後全力支援國民黨政府，最後失敗應由國民黨政府負起全責，一切

與美國無關。今後美國政府將採取「袖手旁觀」(hands-off policy)政策，靜待「塵埃落定」

(the dust to settle)。1950 年 1 月 5 日，杜魯門發表「不介入台灣海峽爭端」聲明，重申美國

不介入中國事務，也不會介入台灣海峽爭端。 

    1950 年 6 月 25 日，「韓戰」爆發，杜魯門驚覺決策錯誤。6 月 27 日，杜魯門宣布台灣

海峽中立化，下令第七艦隊巡弋台灣海峽，重新考慮對華政策，決定把台灣納入西太平洋防

禦體系，並提供台灣軍經援助。1954 年 12 月 3 日，美國與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簽訂《中

美共同防禦條約》做為新的對華政策。88 

    馬帥使華促成中華民國延宕多年的制憲工作於 1946年 12月 25日順利完成；國府於 1947

年 1 月 1 日公布「中華民國憲法」全文，同年 12 月 25 日實施。國府在 1947 年 11 月 21 日

到 23日，在全國舉行國大代表選舉；1948年 3月 29日到 5月 1日，在南京召開行憲後第一

屆國民大會，於當年 4月 20 日選舉蔣介石為總統，李宗仁為副總統，中華民國「民主化」工

程已由「制憲」推進到「行憲」階段89。 

    台灣省制憲國大代表團返台後兩個多月，台灣就發生了「二二八事件」，制憲國代張七郎、

林連宗不幸死在「祖國」的槍下，制憲國代顏欽賢也名列「首謀叛亂」的通緝犯名單之一，

飽受牢獄之災，讓人情何以堪。「二二八事件」後的「綏靖」、「清鄉」活動，屠殺許多知識菁

英和平民百姓，不只造成台灣歷史上難以抹滅的傷痛，隨之而來的「白色恐怖」，更讓台灣「民

主化」的努力遭遇困難。但有識之士並未因此卻步，反而從台灣不同的角落發聲，鍥而不捨

的奮鬥，終於讓「台灣民主化」得以實現。 

                                                 
87 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 馬歇爾使華，查閱日期：2015 年 6 月 30 日。郭廷以(1980)，〈第十九

章：中國大陸政權的改變〉，《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頁 739-771。 
88 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 中美關係白皮書，查閱日期：2015 年 6 月 30 日。郭廷以(1980)，〈第

十九章：中國大陸政權的改變〉，《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頁 739-771。 
89 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 行憲，查閱日期：2015 年 6 月 30 日。郭廷以(1980)，〈第十九章：中

國大陸政權的改變〉，《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頁 739-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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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推動「台灣民主化」的努力 

    以下按照時間先後，依序說明《自由中國》與雷震組黨事件、中壢事件、中美斷交，蔣

經國總統宣布停止增額中央民代選舉、余登發父子因「吳泰安匪諜案」雙雙被捕、《美麗島》

雜誌社的籌組與運作、高雄「美麗島事件」與軍法大審、高雄「美麗島事件」受刑人家屬與

辯護律師團高票當選民意代表、「江南案」發生、「民進黨」成立等重大事件。 

一、《自由中國》與雷震組黨事件 

    以下關於《自由中國》與雷震組黨事件的說明，資料來源主要根據《維基百科》、薛化元

(1996)、吳乃德(2013)等人的著作，說明如下。 

    雷震(1897-1979)，字儆寰，浙江省湖州府長興縣人，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法學部畢業，大

學院研究。留學返國後歷任南京國民政府法制局編審、考試院編譯局編撰、銓敘部秘書、教

育部總務司長。抗日戰爭時期，獲得蔣委員長信任與拔擢後，出任國民參政會副秘書長。1946

年 1月，馬歇爾元帥使華期間，擔任政治協商會議秘書長，負責協調各黨派意見；同年 11月

「制憲國大」召開時，擔任制憲國代及國民大會副秘書長。1947年 4月底，張群出任國府行

政院長，邀其出任政務委員；同年 11月底，在原籍長興縣當選第一屆國大代表。1948年 3月

底，第一屆國民大會成立後任國民大會副秘書長，並續任行政院政務委員。 

    1949年二月，在共產黨的軍事進逼下，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許多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仍

然認為國民黨可以守住半壁江山。當時他們認為亟需迫切進行的是團結所有的民主力量，不

分黨派團結對付共同的敵人中國共產黨。胡適、雷震、王世杰、杭立武等人因此在上海構思

這個自由中國運動，計畫成立「自由中國大同盟」以團結所有的反共團體，準備發行一份《自

由中國》雜誌，但此事因共產黨已渡過長江進逼上海而未成。 

    同年 3月，雷震、許孝炎、王世杰、杭立武、俞大維等人又在台大校長傅斯年的台北寓

所聚會重提此事並決議，共同構築對抗共產黨的思想防線，決定組織「自由中國社」，出版刊

物和報紙；邀請胡適撰寫雜誌社宗旨並擔任發行人。當時胡適已經受蔣介石任命從上海搭船

到美國，代表國府從事對美遊說工作，因此胡適在橫渡太平洋的船上寫下「自由中國社」的

宗旨，途經夏威夷時就寄給雷震。同年 4月，雷震到浙江奉化溪口拜見已宣布下野的國民黨

總裁蔣介石，向他報告「自由中國社」的組織構想及出版計畫，此事得到蔣介石贊同並允諾

提供經費支援。 

    由於共產黨兵鋒逼近，雷震以行政院政務委員身分兼任京滬杭警備司令部顧問，協助湯

恩伯防守上海地區，並參與同年 7月 18日，蔣介石總裁交議之「中國國民黨改造案」。同年

10 月，國民黨軍事失利，雷震隨同湯恩伯部轉進廈門協助布置防務；10月下旬，廈門失守，

雷震搭船抵台和家人會合；次日，面見蔣介石總裁報告廈門失守經過。10 月 26 日，雷震抵

 



                   第二章 「台灣民主化」促使「台灣地方自治民主化」 

43 

 

台未滿一週時間，他立刻邀集傅斯年、陳雪屏、毛子水、張佛泉等人聚會，討論《自由中國》

雜誌的出版計畫，並決議於 11月 15日出刊；《自由中國》雜誌開辦費 5千元中，教育部分攤 

3 千元、空軍總部 1 千元、雷震自籌 1 千元；而教育部長杭立武在數天前，也曾當面答應雷

震補助美金 4百元。經過雷震的積極奔走，《自由中國》雜誌創刊號在 11月 20 日順利出刊，

創刊號的內容顯示，這是一份國府支持的反共抗俄宣傳刊物。 

    《自由中國》創刊號的首頁是由胡適執筆的〈自由中國的宗旨〉：「…共產黨武力踏到的

地方，立刻就罩下了一層十分嚴密的鐵幕。在那鐵幕底下，報紙完全沒有新聞，言論完全失

去自由…這是古代專制帝王不敢行的最徹底的愚民政治…我們的宗旨…第一要宣傳自由與民

主的真實價值，並且要督促政府…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會。第二，我們要支持並督促政府…

抵抗極權政治。我們最後的目標是要使整個中華民國成為自由的中國。」次頁的發刊詞，則

集中論述「反共抗俄」的重要性；創刊號所有的文章也都呼應反共抗俄的主題；《自由中國》

的反共抗俄的宣傳方向，此後一直沒有改變。 

    雷震在繁忙的政治工作中，也緊盯《自由中國》的運作和發行；經常利用其社會關係和

職務之便，到處推銷雜誌，並為雜誌募款。台灣防衛司令孫立人將軍，即通令所屬各單位必

須訂購；海軍自第二期開始也訂購 3百份。後來被雷震募款的對象，甚至包括避居香港的上

海黑道大亨杜月笙和台灣企業家許丙；被他募款的單位，則包括中央信託局、台糖、台銀和

鐵路局等。在雜誌出刊期間，雷震甚至幫忙校對、親自跑印刷廠；政府高官辦雜誌，自己親

自校對、跑印刷廠，在今天都是無法想像的事情。 

    雷震促成《自由中國》的發行，而且從政府部門、國營企業到軍隊的經費贊助和集體訂

閱，都顯示《自由中國》雖然不是官方媒體，卻是「體制內」的媒體，而且這本雜誌的推動

者和主事者都是國民黨政權炙手可熱的人物，理應循規蹈矩，不應脫軌失控。但歷史發展卻

充滿意外，令人意外的是，這本刊物日後竟然成為台灣民主運動的先驅。 

    由於蔣介石希望改善形象以爭取美援，再加上雷震長期為蔣介石工作，《自由中國》發行

初期與蔣介石關係良好；但隨著韓戰爆發，蔣介石重新獲得美國支持，任用自由派人士來改

善形象以爭取美援的必要性大減；再加上國民黨進行組織改造運動後，威權獨裁體制逐漸鞏

固。韓戰停火後，美國對中共敵對態度趨緩，國民黨內自由派人士由於不滿蔣氏父子的作風，

紛紛離開權力核心，在這種情形下，《自由中國》的風格逐漸改變，由「反共抗俄」逐漸轉變

為「民主反共」，從「行憲」角度談自由人權的保障，進而批評時政缺失與國府威權統治的流

弊，《自由中國》與國府關係逐漸惡化。 

    1951年 6月 1日，《自由中國》刊登，由夏道平執筆的社論〈政府不可誘民入罪〉一文，

則是雜誌社與國民黨關係緊張的開端，這篇文章批評了「保安司令部」(日後的警備總部前身)

「利用權勢」，「有計畫而大規模」偽裝成資金需求者，以高達 65%的破案獎金來誘捕地下錢

莊放高利貸業者行為的不當。文章刊出後，壓力排山倒海而來，許多黨政高層在雙方之間疏

通，也要求雷震善後。保安司令部開記者會澄清說明，彭孟緝司令不只親自打電話給雷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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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稱絕不和他善了，同時也派遣兩名特務在雜誌社門口站崗。美國大使館則託人傳話，希望

雜誌不要因此自動停刊。黨政高層跟雷震溝通後，最後決定由《自由中國》在次期刊出社論

「澄清」。文稿經由多位黨政高層如王世杰、陶希聖過目，並提供修改建議後，於次期社論〈再

論經濟管制的措施〉刊出，說明雜誌支持政府經濟管制政策的立場，承認「主管機關的認真

和執行人員的辛勤努力，確已收到相當的效果」。因此，雜誌只是在發揮監督政府功能，他們

的批評「並沒有推論到有關機關工作人員之操守，更沒有意識到對於執行機關的工作人員有

和侮辱之處」。至於前文提到的破案獎金，並非「對於任何人操守有所指摘」。 

    這個衝突事件就此落幕，但是風波並沒有平息，在美國的胡適看到先後兩期不同的社論，

因此寫信給雷震，並要求把來信公開登在雜誌上。胡適的來信表示：「我正式辭去『發行人』

的銜名，一來表示我一百分贊成『不可誘民入罪』的社論，二來表示我對於這種『軍事機關』

干涉言論自由的抗議」。胡適選擇和同志們割斷關係的獨特抗議方式，卻因為他的形象和地位，

引起了國內外很大的注意，也讓國民黨非常難堪。在號稱自由民主的中華民國，竟然連批評

次級行政單位的自由都沒有！這正是雷震刊出胡適來信的用意。胡適在信中明言，在國民黨

和蔣介石的統治下沒有言論自由。這對蔣介石自我標榜的「自由中國」、對國民黨刻意建構的

民主形象，都是一個嚴重的打擊。胡適的來信刊出後，蔣介石氣得要開除雷震黨籍。經陳誠

緩頰，改為警告。國民黨改造委員會(如今是國民黨的權力機構)也討論了開除雷震黨籍的提

案，但沒有進一步的結論。 

    1951年 10月 1日，《自由中國》的社論〈言論自由的認識及其基本條件〉一文，再次激

怒了蔣介石。這篇社論不慍不火，卻攻擊了國民黨正當化其威權統治的基本公式：獨裁是非

常時期的必要措施。國民黨官方意識形態「三民主義」是自由民主主義，《中華民國憲法》規

範的是多元民主的政治體制。不像共產黨有一套反民主的意識形態，國民黨的獨裁和反民主

只能用「非常時期」來正當化。後來蔣介石違反憲法連任總統，使用的也是這個「非常時期」

的公式。這篇社論主張，非常時期無法做為壓制言論自由的理由，反而只有民主才能克服非

常時期的挑戰。社論也暗示，獨裁者都是希特勒之流的人物。當時人在高雄的蔣介石，看了

這篇社論後「十分震怒」。立刻由高雄打電話到台北，要求將雷震開除黨籍。此後，雷震與蔣

介石的關係愈來愈惡劣。蔣介石主持的會議，雷震都避免參加。雷震從此不再參加國民黨的

改造會議，也託人設法取消他的「設計委員」資格。 

    從此，《自由中國》避免評論過於敏感的現實政治議題，除了繼續「反共抗俄」的路線外，

雜誌集中於民主理念的宣揚。但避免碰觸敏感議題近一年後，雷震再也忍不住了。因為國民

黨在 1952年 10月舉行七全大會，「為黨前途著想…到了今天應該不避斧鉞了。」為了國民黨

的前途，雷震決心不再避免言論可能帶來的災禍。 

    1952年 10月 1日，《自由中國》刊登，由毛子水執筆的社論〈對國民黨七全大會的期望〉

一文，國民黨在台灣獲得了穩定的局面，而其官方意識形態又是「三民主義」，因此已有充分

條件在台灣實行民主。為了實行民主，國民黨至少應該實現，第一是「法治」，可是現況卻是

政府要人民守法，自己卻不守法。第二是「給予友黨同等發展的機會」。第三是「黨內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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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點都跟蔣介石要建立的獨裁黨國體制的三個基本原則衝突：黨的決定高於法律，一黨

專政，領袖就是黨。文章刊出後，蔣介石和蔣經國的反應不得而知。 

    1952年 11月 1日，國民黨七全大會結束後，《自由中國》又刊登社論〈再期望於國民黨

者〉一文，這篇文章指出，國民黨七全大會宣言「決心貫徹民主憲政」，「經過了四十年的叫

喊，現在已成濫調。濫調之所以成為濫調，在於了無實際內容。無內容的濫調是討人厭的。

反對民主憲政者，內心中討厭這個名詞，服膺民主憲政者，聽到無內容的民主濫調，也感到

頭痛。」因此，社論期待國民黨「主政的政府，尊重自己所說過的話，嚴格遵循法治的軌道，

保障人民的自由，並以更大的決心擴大民主的基礎」。蔣介石看到這篇社論後，再一次「震怒

不已」，下令免除雷震的國策顧問職位。除了這個小風波外，雷震和《自由中國》雜誌在 1953

年一整年都在平靜中度過。 

    1954年 3月中旬，第一屆國民大會選舉蔣介石連任總統。國民大會開幕當天，胡適被選

為大會主席，他在致詞時表示，因為中國大陸地區無法選舉新的國大代表來選舉新的總統，

因此趕在第一屆國大代表的任期結束前，由其選舉第二任總統，這是在現實的困難下所做的

折衷作法。胡適的怪論顯得言不由衷，非常景仰胡適的雷震在日記中輕描淡寫地說，胡適「這

一種解釋十分勉強」。但《自由中國》雜誌對於這次的總統選舉沒有太多的著墨，對當選人蔣

介石也沒有太多的批評。 

    1954年 12月 1日，《自由中國》刊登讀者投書〈搶救教育危機〉一文，批評黨國機器(救

國團)干涉學校正常教育後。12月 28日舉行的國民黨「中央宣傳會報」上，陶希聖發言挑撥

說，當前局勢嚴重，黨講求統一意志，外面卻講分裂；有些雜誌反對研讀總統訓詞和總統文

告，就是一種分裂行為。蔣介石詢問是何種雜誌？新聞局長吳南如說，是《自由中國》。蔣介

石隨即怒罵雷震是「王八蛋、美國間諜、漢奸，必須開除黨籍！」但國民黨祕書長唐縱表示，

雷震到台灣後並沒有參加國民黨的歸隊登記(因此已經不是國民黨員了)，蔣介石說：「沒有黨

籍也要開除！」蔣介石有趣的邏輯終於讓國民黨正式跟雷震決裂。雷震也從此離開效命了一

輩子的國民黨，不得復返。消息傳開後，雷震接到很多人的道賀。 

    1956年 10月 31日，蔣介石七秩華誕，蔣介石別出心裁「下令」各界不得有祝壽活動，

而改以對國事及他個人平日生活言行與個性提出建言以作為賀禮，因為「壽人不如壽國」。《自

由中國》因此發行〈祝壽專號〉，收集了十五篇自由派人士對蔣介石政府的建言，這些文章其

實都非常溫和自制，可是因為他們言人所不敢言，提供了迥異於官方宣傳的視野，因此在民

間造成轟動，結果「祝壽專號」出版後大為暢銷，總共印了九版。蔣介石對「祝壽專號」並

沒有公開的反應，因為是他自己主動要求建言，若事後對建言者開罵，豈不是自我矛盾？但

蔣經國掌控的政工系統和救國團發行的各種刊物如《國魂》、《幼獅》、《軍友報》等，則發動

圍剿《自由中國》的聯合行動；黨報《中華日報》甚至鼓吹以暴力對付《自由中國》雜誌。

另一方面，國民黨政權也在黨和軍隊內部發動對《自由中國》雜誌的攻擊，蔣經國所控制的

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於 12 月向各級黨部和軍隊發出列為「極機密」的「特種指示：向毒素

思想總攻擊」，點名批判《自由中國》雜誌；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編寫的《向毒素思想總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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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冊子，於次年 1月全面發出，文中把《自由中國》雜誌定位為「匪諜」，教導讀者全面防禦

和攻擊思想毒素。國民黨不只對《自由中國》雜誌發動全面圍剿，同時也展開補給干擾戰術，

除了施壓印刷廠不得繼續為《自由中國》雜誌印刷外，也對銷售據點施壓，尤其是鄉村地區

的書店，要求他們不得銷售《自由中國》雜誌。在這樣的氣氛下，蔣經國的密友王新衡提醒

雷震注意人身安全。王對雷說，蔣經國當年在上海管制金元劵時，曾經想暗殺為孫中山二次

革命募款，也為蔣介石籌募軍餉的上海商業銀行創辦人陳光甫，此事因為俞鴻鈞向蔣介石報

告後而被制止。蔣經國連陳光甫這樣的人都敢企圖暗殺，王新衡提醒雷震小心提防，不是沒

有道理。但這樣的肅殺氣氛並沒有讓雷震和《自由中國》雜誌的編輯群退縮。 

    自 1957年 8月 1日起，《自由中國》以〈今日的問題〉為總標題，連續發表十五篇社論，

對蔣介石的黨國體制發動總攻擊，批判蔣介石政府一黨獨裁體制的為所欲為。首篇社論是殷

海光執筆的〈是什麼，就說什麼〉，毫不保留地批判國民黨的獨裁、統治正當性來源和政治神

話。第二篇社論是殷海光執筆的〈反攻大陸問題〉，直指「反攻大陸是政治神話」，該神話是

「構成自由中國政府的心理基礎，成為它存在的理由，和政治運用的資本」。該社論並未明說

國民黨已經不可能回到大陸，它只是從國際形勢、國共雙方戰爭實力的對比指出，「反攻大陸

的可能性在相當時期內並不太大」，因此建議國民黨政府在台灣「實事求是，持久健進，實質

反共」，因為我們爭的不是政權，而是從思想到生活方式的民主自由。〈今日的問題〉系列一

直到次年(1958年)2月 16日的社論〈反對黨問題〉才告結束，主張〈反對黨是解決一切問題

關鍵之所在」。這些文章都直接碰觸了當時台灣威權體制的核心問題，也毫不留情地攻擊蔣介

石父子的黨國體制，這些攻擊黨國威權體制的言論內容，其全面和深入的程度遠遠地超過日

後的黨外雜誌。 

    〈今日的問題〉系列文章結束不到一個月，美國國務院在台北舉行美國駐亞洲使節會議，

於是《自由中國》雜誌在 1958 年 3月 16日刊出宋文明執筆的社論〈中國人看美國的遠東政

策〉一文，這篇文章指出，美國在對共黨陣營的鬥爭中，其對亞洲的外交政策只注重提供經

濟和工業發展的協助，而忽略了一個美國最重要的資產：民主自由的立國精神傳統。「美國在

國內竭力宣傳兩黨政治，倡導黨派之間的公平競爭，可是在遠東，美國卻極力維護一黨專政。

美國在國內認為軍人不得干政是神聖不移的原則，可是在遠東，美國卻容忍或鼓勵各種各樣

的軍人獨裁政權。…美國在國內，認為政府隨便侵害人民基本權利與干涉司法獨立，是不可

想像的事情，可是在遠東，美國卻支持各地的政府對其人民實行專橫的、法外的特務統治。」

此項美國外交政策的錯誤，來自它所標榜的不干涉他國內政的態度。社論繼續指出，干涉內

政有許多層次，當影響到一個國家的存亡命運時，不加以干涉不但不切實際，也行不通。「未

了共同利益要求某一國家…必須堅持某項基本原則之類的干涉，實際上正是實踐美國這一地

區外交政策的必須步驟。」 

    將促成盟國民主化做為美國外交政策的重要目標之一，這樣的思維後來在 1970 年代末

期成為卡特總統「人權外交」的核心。這項政策延續到卡特總統任期之後的 1980 年代，對台

灣以及第三世界的民主化都產生重要的影響。如果不是美國國會將台灣及其他盟邦的人權表

現，列為出售武器的考核項目之一，蔣經國應該不會快速地對民主化的要求做出妥協。在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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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國接受民主改革之前不久，他還將民主運動所有的領導人和活躍份子全部逮捕關進監牢。

然而推動民主卻不是冷戰初期美國外交政策的目標。即使在蔣介石逮捕雷震之後，美國政府

也是無視於國會和媒體的關心，對之袖手旁觀，沒有給國民黨任何壓力。 

    1958年，《自由中國》刊登殷海光具名的〈我們的教育〉一文，他指出「在背後控制台灣

教育的原則有兩個：一是黨化教育；二是狹隘的民族主義。殷海光在〈學術教育應獨立於政

治〉這篇文章中，再次批判黨國體制對學校教育的戕害。 

 1959 年 3 月，《自由中國》刊登胡適具名的〈自由與容忍〉一文，表達「容忍比自由更

重要」，他甚至主張台灣必須出現一個反對黨，以適度地給予執政黨壓力和制衡。自 6月起，

《自由中國》連續發表多篇文章，反對蔣介石尋求總統三連任。 

    1960 年，雷震與港台在野人士共同連署，反對蔣介石總統三連任。5 月 4 日，《自由中

國》刊登雷震具名的〈我們為什麼迫切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反對黨〉一文，宣稱：「民主政治是

今天的普遍要求，但沒有健全的政黨政治就不會有健全的民主，沒有強大的反對黨也不會有

健全的政黨政治。」在這種情形下，雷震開始多方奔走，試圖結合台灣本土的政治人物，共

同組成一個反對黨，參與選舉以制衡執政黨。5月 18日，非國民黨籍人士舉行選舉改進檢討

會，主張成立新黨，要求公正選舉，實現真正的民主，決議自即日起組織「地方選舉改進座

談會」，隨即籌備組織「中國民主黨」，雷震擔任「地方選舉改進座談會」召集人，李萬居、

高玉樹、雷震三人為新黨發言人。6月 26日，雷震、李萬居、夏濤聲、吳三連、郭雨新、齊

世英、郭國基、黃玉嬌等 17 人為召集委員，內定由李萬居擔任新黨主席，雷震擔任新黨秘書

長。由於《自由中國》編輯群們籌組新黨的動作加大，已經直接挑戰國民黨當局的禁忌，國

民黨三大黨報《中央日報》、《中華日報》、《新生報》於是對雷震等人進行反制，宣稱組織新

黨是配合中共的「統戰政策」、「造成台灣混亂」、「企圖顛覆政府陰謀」…。《自由中國》在 7

至 8 月間，舉行了四次分區座談會，情治單位都進行嚴密監控。9 月 4 日，台灣警備總司令

部以《自由中國》第二十三卷第五期刊登殷海光寫的社論〈大江東流擋不住〉涉嫌叛亂為罪

名，將雷震、劉子英、馬之驌、傅正等人逮捕，由軍事法庭以「包庇匪諜、煽動叛亂」罪名

提起公訴。10月 8日宣判當天，蔣介石明確指示，雷震的「刑期不得少於十年」，「覆判不能

變更初審判決」，《自由中國》亦遭到停刊處分。 

    當時人在美國的胡適，聽到雷震被捕的消息後，返台找蔣介石求情，但蔣介石不予理睬。

1961 年 6月 25日，雷震 64 歲生日當天，胡適思念獄中的雷震，手書南宋詩人楊萬里的〈桂

源鋪〉餽贈：「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日夜喧，到得前頭山腳盡，堂堂溪水出前村。」學

者唐德剛說：「胡先生這個懦弱的本性在當年所謂『雷震案』中真畢露無遺。他老人家那一副

愁眉苦臉，似乎老了二十年的樣子，我前所未見，看起來著實可憐。後來，我拜讀了他那自

我解嘲的雷案日記，尤覺這位老秀才百無一用之可憐。『我雖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

胡適對這件事，始終內疚彌深，在蔣介石的威權下，甚至後來也不便探監90。 

                                                 
90 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 雷震、自由中國，查閱日期：2015 年 6 月 30 日。薛化元(1996)，《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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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淇瀁(2003)認為，《自由中國》雜誌從絢爛歸於平靜的過程，是少數自由派人士集結對

抗國民黨的軍事戒嚴威權獨裁體制，追求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的價值和理念，為日後的黨外

雜誌樹立典型與標竿；積極宣揚民主憲政理念，堅持憲法對基本人權的保障，對日後的黨外

雜誌進行思想啟蒙，這是《自由中國》在冷戰初期的 1950到 1960年代給予台灣人民最珍貴

的資產，也是《自由中國》對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民主化」運動留下不可磨滅的貢獻。即使

《自由中國》對日後的「民主化」運動貢獻良多，但仍有其明顯缺失，例如： 

一、著重理論層面的論述，缺發實際層面的思考。 

二、充斥中國格局的論述，少見台灣在地的觀點。 

三、外省籍人士的防衛意識強烈，擔心本省籍人士的「偏差」主張。 

    此外，亦有說法指出，因為「中國民主黨」吸收了大量的台籍菁英，造成了執政當局的

不滿，導致日後遭到國民黨的軍事戒嚴威權體制的迫害。雷震獄中手稿亦提到：「台灣人的心

目中，總覺得大陸人都是統治階級…而覺得自己吃了虧，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因而常有忿

忿不平之念。」《自由中國》編輯委員戴杜衡甚至說過：「把台灣人搞起來，大陸人將來是要

受其欺壓的。」《自由中國》雜誌初期以「反共抗俄」為立足點，後期以「民主反共」為張目，

鼓吹民主憲政和人權自由，在發行期間卻未注意到台灣最根本的、日後漸趨嚴重的省籍問題，

大多數文章仍以「外省菁英」的角度論述，雖然為德不卒，但瑕不掩瑜。 

    《自由中國》雜誌以政治論述起家，以政治實踐終結的過程，展現了「論述與實踐結合，

言論與行動並進」的特徵，「從坐而言，到起而行」，從政論雜誌到政黨組織的轉型發展，深

刻地啟發了日後黨外民主運動，把「思想者、言論者和行動者」結合的民主參與模式，更成

為日後黨外雜誌和國民黨的軍事戒嚴威權體制對抗的經典，1970年代末期，從《美麗島雜誌》、

《美麗島政團》到《沒有黨名的黨》的發展模式，可以說是《自由中國》雜誌被迫停刊十年

後的「復刻版」。91 

二、中壢事件 

    「二二八事件」發生後的三十年，1977 年發生的「中壢事件」，毫無疑問的是 1987 年台

灣解嚴前，反對者在民間突破戒嚴禁錮，挑戰統治者威權的里程碑事件。為什麼支持許信良

的群眾會以這種大無畏的堅定態度站出來呢？一方面當然跟許信良在省議會擔任 5 年省議員

的問政表現贏得農民、勞工和弱勢者的肯定和支持有關。許信良想競選桃園縣長，國民黨不

提名他也就算了，反而提名出身調查局的歐憲瑜，讓民間跟白色恐怖時期的印象產生連結。

許信良堅持參選，國民黨開除他的黨籍，開始進行一連串抹黑宣傳，完全推翻之前對許信良

的肯定。國民黨打壓許信良的作法如同公開造謠說謊，侮辱選民的智慧與認知，同時也跟國

                                                 
由中國與民主憲政─1950 年代台灣思想史的一個考察》，台北：稻鄉，頁 120、144。吳乃德(2013)，《百年

追求：台灣民主運動的故事，卷二：自由的挫敗》，台北：衛城，頁 14-205。 
91 林淇瀁(2003)，〈一步一步行入黑牢的所在：雷震回憶錄《新黨運動黑皮書》導論〉，《雷震回憶錄之新黨運

動黑皮書》，台北：遠流，頁 2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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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黨長期宣傳和肯定的價值牴觸，當許信良發表「此心長為中國國民黨黨員」這份公開聲明，

一開頭就以「吾黨無烈士久矣！」破題，有如以國民黨之茅攻國民黨之盾，立刻在民間引起

熱烈迴響，聲勢扶搖直上92。 

    另一方面，則是跟台灣社會的新一代年輕選民的成長有關，國民黨政府接受台灣主權後

的施政貪腐無能，讓台灣人民產生民不聊生的痛苦，最後在 1947 年因為查緝私菸事件，釀

成全島性的「二二八事件」，隨之而來的清鄉鎮壓和白色恐怖行為，不只屠殺了一代台灣菁

英，也讓台灣社會陷入明哲保身和集體禁語的氛圍數十年。1977 年舉行「五項公職人員選

舉」時，「二二八事件」後出生的新一代年輕選民的年齡也到了「而立之年」，經過國民黨超

過三十年的「反共抗俄」、「反攻大陸」、「解救苦難同胞」的反共洗腦教育後，當許信良不斷

地在選舉期間，向新一代的年輕選民宣傳，「做票的是共產黨」，「抓到做票怎麼辦？」，在國

民黨反共洗腦教育的基礎上，「抓到共產黨怎麼辦？」，當然只有「打死共產黨！」這個選項

而已，這是投票日前出現「山雨欲來風滿樓」的詭譎氣氛的主要原因。 

    以下關於「中壢事件」的說明，資料來源主要根據《維基百科》、財團法人施明德文化基

金會「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編輯小組」(2014)和胡慧玲(2013)等人的著作，說明如下。 

    1972 年 5 月底，蔣經國獲得立法院同意，擔任行政院長。1975 年 4 月，蔣介石總統過

世。1977 年底舉行的「五項公職人員選舉」，是蔣介石總統過世後，以及蔣經國擔任行政院

長後的第一次地方自治選舉。這次的選舉，許多國民黨栽培的本土精英，選擇跟國民黨分道

揚鑣，紛紛投入縣市長和省市議員的選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脫黨競選桃園縣長的許

信良，因為許信良擔任台灣省議員五年多的優異表現，吸引了大批青年和農民的支持，在選

舉期間以《風雨之聲》和《當仁不讓》等書中的新思維帶動了社會風潮。許信良不斷地向選

民訴求：「絕不容許舞弊！」、「做票就是共產黨！」；許信良努力喚起群眾保衛選舉成果的決

心，進而透過耳語在支持者之間形成默契：如果有人做票，就只有「打死共產黨」！ 

    隨著投票日的接近，支持者的情緒逼近實際行動的臨界點，在投票日當天因疑似做票而

發生「中壢事件」，最後許信良以 22 萬多票當選桃園縣長，對手歐憲瑜只得到 13 萬票。由於

許信良在桃園掀起的群眾自發性監票的影響，其他縣市在投票日當天因為群眾自發性監票的

影響，無黨籍的曾文坡當選台中市長，蘇南成當選台南市長，黃友仁當選高雄縣長；連帶著

也讓黨外省議員當選人數從上一屆 8 席達到 21 席，在總數 77 席的台灣省議會的比例將近

30%；黨外力量的大幅度躍升，不啻是對國民黨政府當局給予當頭棒喝。93 

「中壢事件」讓黨外陣營士氣大振，有心人士摩拳擦掌，積極準備投入次年 12 月底的增

                                                 
92 1992 年 9 月初，筆者由民進黨主席許信良指派到中壢為立委許國泰助選，由 1964 年「台灣自救運動宣言

案」受難者魏廷朝的屘弟、許信良競選縣長的助選員、後鄭南榕的《時代》雜誌總編輯魏廷昱所做的生動描

述。 
93 財團法人施明德文化基金會「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編輯小組」(2014)，《反抗的意志：1977-1979，美麗島民

主運動影像史》，台北：時報，頁 25-33。胡慧玲(2013)，《百年追求：台灣民主運動的故事，卷三：民主的浪

潮》，台北：衛城，頁 7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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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1978 年 5 月 20 日，蔣經國、謝東閔就任正副總統。同一天，美國總

統卡特派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訪問北京，向中共領導人鄧小平表示美國與中國建交的決

心。同年 12 月 16 日凌晨 2 點，當時的行政院新聞局副局長宋楚瑜叫醒在睡夢中的蔣經國總

統，告訴他華盛頓和北京在稍早的時間同時宣布，將於 1979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建交，同時與

中華民國斷交並廢止〈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當天早上，蔣經國總統發表正式談話，對美國承

認「匪偽政權」提出嚴正抗議，隨即發布緊急命令，並下令停止正在進行的增額中央民意代

表選舉。當天下午 3 點，美國大使安克志也代表美國政府正式轉達此一消息。94 

三、中美斷交，蔣經國總統宣布停止增額中央民代選舉 

以下關於「中美斷交，蔣經國總統宣布停止增額中央民代選舉」的說明，資料來源主要

根據《維基百科》、財團法人施明德文化基金會「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編輯小組」(2014)和胡

慧玲(2013)等人的著作，說明如下。 

原定在 1978 年 12 月底舉行投票的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在選戰氣氛熾熱時因蔣經國

總統一紙停選命令嘎然而止，在緊急命令的肅殺氣氛下，軍事單位全面戒備。雖然中美雙方

自 1971 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第 2758 號決議後就開始著手進行關係正常化，95中美雙方經過 7

年多的努力後，華盛頓和北京在 1978 年 12 月 16 日同時宣布將於 1979 年 1 月 1 日建交，不

過是瓜熟蒂落的必然。但此事對於台灣而言，卻像突如其來的變局，一方面造成整個社會人

心惶惶，開始一波波的移民潮；另一方面掀起高漲的愛國情緒，既痛斥美方背信毀約，又指

責黨外人士別有用心，破壞團結，意圖造成國家分裂。 

這樣的氛圍被國民黨政府善加利用，一方面發動全民研習〈南海血書〉，啟動黨、政、軍、

特所控制的宣傳工具以及所有的學校教育機構，將「今日不做為自由而奮戰的鬥士，明日將

淪為海上漂流的難民」的宣傳口號，灌輸到所有民眾的腦袋裡，有效地喚起民眾的恐共心理；

另一方面把「黨外人士、台獨份子、共產黨」畫等號，把他們稱為「三合一敵人」，「三合一

敵人」這個新名詞因而大行其道，為日後逮捕異議份子的合理性取得輿論基礎。 

黨外人士在選舉期間，曾被誣指擁有手槍及偽造警察制服，預備製造動亂，嫁禍政府。

在「中美斷交」後，又面對充滿敵意的氛圍，甚至在美國亞太助理國務卿克里斯多福來台談

判前夕，部分黨外人士就遭到密集跟監，被逮捕、被暗殺的風聲不時傳出。為了回應輿論的

負面報導，並凝聚力量對抗可能的危機，一次全島性的集結快速醞釀，黨外人士決定在 1978

年 12 月 25 日在台北市國賓飯店舉行「黨外人士國是會議」以茲對抗。不料活動當天，國賓

                                                 
94 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zh-tw/ 中華民國--美國關係，查閱日期：2015 年 6 月 30 日。胡慧玲

(2013)，同前註，頁 103-114。 
95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聯合國大會第 2758 號決議，1971 年 10 月 25 日，聯合國大會通過第

2758 號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承認她的政府的代表為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

並立即把蔣介石的代表從它在聯合國組織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所非法佔據的席位上驅逐出去。」，查閱日期：

2015 年 6 月 30 日。 

 

http://zh.wikipedia.org/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ki/聯合國大會第2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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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店受壓而無法租借場，並且受到特務秘密聚集監視，來自各地的黨外人士只好回到黨外助

選團總部開會。60 多人擠在侷促的空間裡開會，在余登發等 6 人陸續發言後，許信良進行專

題演說；會後發表〈黨外人士國是聲明〉，強調黨外人士擁護民主憲政與愛好和平的立場，並

主張台灣的命運應由 1,700 萬人民自行決定。但余登發、黃順興等統派人士則對此提出異議，

最後在施明德斡旋下，仍順利完成簽署。這個時期的黨外人士透過最大的公約數集結各方力

量，朝向吸納、擴大的方向努力。而這段期間黨外人士被逮捕的風聲四起，透過這次聚會，

才知道彼此仍然安全無恙。 

在此低迷的氣氛下，黨外陣營並未喪失凝聚共識和擴展組織的意志，原定的國是會議因

場地因素受阻而取消，但黨外人士仍設法予以突破繼續聚會。在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因故

停選後，前高雄縣長余登發表示，願意出面領導黨外陣營，以其財力協助黨外人士繼續活動，

遂決定在次年 2 月 1 日，於高雄舉辦 1,200 桌民主餐會，將黨外勢力往南部拓展，已完成之

前的黨外助選團時期已具雛形的組織化工程。96 

四、余登發父子因「吳泰安匪諜案」雙雙被捕 

以下關於「余登發父子因『吳泰安匪諜案』雙雙被捕」的說明，資料來源主要根據財團

法人施明德文化基金會「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編輯小組」(2014)和胡慧玲(2013)等人的著作，

說明如下。 

1979 年 1 月 19 日，執行高雄民主餐會的總幹事施明德前往高雄仁武八卦寮余登發家中

商談餐會事宜。不料在 21 日凌晨 5 點多，余登發竟以「涉嫌參與匪諜吳泰安叛亂」罪名遭到

警總逮捕，稍後，其子余瑞言也被捕。 

當天上午 7 點，省議員張俊宏接到省議會同仁余陳月瑛通知，得悉余登發父子被捕一事，

北部十幾位黨外人士緊急在張德銘律師事務所聚會，商討因應辦法。許信良研判，此乃國民

黨政府大舉逮捕黨外人士的開端，必須強力回應，他說：「像余氏父子這樣在高雄地區擁有勢

力的人物都捉，還有什麼人不敢捉？我們不能再坐待別人宰割了！」 

誰能免除這樣的恐懼？以為自己可以是這一波逮捕聲中的倖存者？正當開展的民主運動，

豈可再因抓人而萎縮！走上街頭成為命運交關的賭注！但在戒嚴令的壓迫下，這一步要踏出

去是何等沉重！ 

決議遊行後，先進行初步的工作分配，分頭展開聯繫，部分人士再到霧峰省議會聚集；

驚懼恐怖的年代，尚難直言走上街頭，只能以前往余家「慰問」的方式聚集大家，以免消息

走漏。會後眾人悄然離去，各自交代後事，分別於午夜時分抵達高雄。 

                                                 
96 財團法人施明德文化基金會「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編輯小組」(2014)，同前註，頁 108-112。胡慧玲，同前

註，頁 114-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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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2 日早上，二十幾位黨外人士披上名條，舉起〈堅決反對政治迫害〉、〈立即釋放余

登發父子〉的旗幟，在警調單位一波波干擾下，勇敢地走出台灣民主運動劃時代的一步─橋頭

遊行！97 

因選舉停辦而失去目標的黨外助選團，卻因余登發父子被捕而重新聚集，「橋頭遊行」結

束後，黨外人士隨即搭乘遊覽車北上，整台遊覽車的黨外人士直奔台北市立委康寧祥家中，

商議如何救援余登發父子。當天晚上即透過康寧祥與國民黨的關係，請老立委梁肅戎向國民

黨中央黨部祕書長張寶樹反應，要求不再擴大抓人；次日(1 月 23 日)再推派康寧祥、姚嘉文、

張俊宏、呂秀蓮、黃友仁前往警總交涉，但結果只是各自表述，氣氛僵硬對峙。同日上午，

反共義士沈光秀、勞政武、蕭玉井等三十餘人，宣布成立「反共愛國鋤奸行動委員會」，發表

〈聲討黑拳幫叛國罪行宣言〉，指責黨外人士發動非法遊行，呼籲政府予以制裁。 

因為談判沒有結果，黨外人士商議藉拜年名義，再回南部舉行遊街，準備散發〈請問：

憑什麼抓余登發父子？〉傳單。1 月 31 日，大年初三，黨外人士齊聚高雄鳳山黃友仁縣長公

館，省主席林洋港知悉他們「春節茶會」的目的，急忙來電阻止。當日黨外人士除了討論與

國民黨談判原則外，並決議「慰問」桃園縣長許信良，因為「橋頭遊行」後，媒體輿論對他

大加撻伐，台灣省政府更以「曠職」為由，將這位「中壢事件」的核心人士移送監察院議處；

老立委黃信介在會中宣布，把在康寧祥家中組成的「關心委員會」改組為「人權保護委員會」，

後來在施明德的運作下，該委員會擴大為六十人的團體，並邀請鄭兒玉、王憲治兩位牧師擔

任常委，正式納入基督教長老教會的力量。整個黨外陣營因為救援余登發父子又動了起來，

組織化工作因具體的目標而再度復甦；「中美斷交」後的黨外勢力就在救援余登發父子的過程

中，一次次地盤整、凝聚和擴大。 

為聲援許信良和揭露國民黨政府的政治迫害，2 月 4 日，黨外人士約三、四十人從桃園

火車站出發，在民俗樂隊伴奏下，手舉「恭賀新禧」的紅色布條和「人權萬歲」匾額遊行市

區。如「橋頭遊行」一般，先到當地的信仰中心景福宮上香祈福；之後黨外人士人手一支香，

沿途呼喊人權萬歲，到縣長公館致送聯名簽署的「人權萬歲」匾額給許信良。政治性遊行和

民俗結合，成為早期突破戒嚴封鎖的一項重要發明，也是民主運動的獨特運作形式。但是，

媒體和省政府的圍剿緊接而來，2 月 9 日，桃園縣議會以「縣政專題研究會」名義，邀請許

信良列席備詢並說明「特定事項」。縣議會 50 位議員出席 49 位，質詢重點圍繞在許信良為什

麼要「聲援」匪諜？為什麼許信良說「台灣」而不說「中華民國」？國民黨政府發動一波波

的壓制和圍剿行動，有愈演愈烈的趨勢。 

經過兩次遊行之後，黨外人士仍摸索著抗爭的路，2 月 24 日和 3 月 18 日，他們又分別

回到鳳山和橋頭聲援余登發父子；這兩次的集會，國民黨政府皆動員安全及蒐證人員監控，

現場還有右派人士貼出海報反駁，甚至撕毀黨外陣營向在地群眾訴求的大字報，空氣中瀰漫

著緊張的氣氛。在此期間，新店警總軍法處在重要關係人吳泰安的配合供詞下，於 3 月 9 日

                                                 
97 財團法人施明德文化基金會「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編輯小組」(2014)，同前註，頁 112-133。胡慧玲，同前

註，頁 12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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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庭審理余登發父子，黨外人士結合國際特赦組織日本特派員前往聲援。一連串的救援工作，

阻止不了軍事法庭在 4 月 16 日做出余登發判刑 8 年，余瑞言判刑 2 年、緩刑 1 年的宣判；

黨外人士雖由律師姚嘉文提出覆判，心中亦知救援行動只能暫時告一段落，最後由「台灣人

權委員會」發表〈我們願為台灣民主的前途坐牢〉聲明，暫時劃下余案的句點。 

值得一提的是，4 月 10 日，美國總統卡特簽署〈台灣關係法〉後，「中美斷交」後懸盪

未決的台灣安全問題有了新的局面；4 月 12 日，四十餘位黨外人士立刻在台北姚嘉文律師事

務所集會，發表〈黨外國是聲明〉，主張台灣應積極重返聯合國，尋求新的國際社會地位。陳

鼓應表示，因政治立場及見解不同，不願簽字。此時，黃信介、張俊宏、施明德等人研擬的

黨外機關報已經開動，一個隱形的決策核心「五人小組」逐漸成形；其他黨外人士集結的形

式也在多頭醞釀中。例如 4 月 24 日，陳菊、陳婉真以員工同樂會名義，在國賓飯店舉行聯合

生日宴，各地參與者雖然多少受到警察機關的詢問，但仍有兩百多人前來參加；餐會主要目

的在為黨外籌募基金，思考余案的後續救援行動。黨外人士蓄勢待發，因「中美斷交」停選

而懸垂的力量再次轉動，與救援工作纏絞著，進入另一波組織化的準備期。 

然而抗議政治迫害的行動並未換來正義，4 月 20 日，監察院通過彈劾許信良案，並將其

移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議處。黨外人士於是醞釀另一次大規模的集會活動，將結果訴諸民意；

5 月 26 日，以許信良 39 歲生日為由，在中壢舉行晚會。事前，各報即報導此次集會需加強

防範不軌份子，桃園縣議會並通過決議案，請警備總部加強注意；當天早上，黨外人士獲悉

國民黨四處散發傳單宣稱生日會已取消，黨部並下令工廠工人晚上加班，減少參與人數。 

當天下午 1 點，說明許信良政績的大字報在路邊排開，頻遭查禁的黨外書刊在附近販賣，

還有姚嘉文、陳菊剛剛編好的《黨外文選》也即時問世，都造成搶購爭睹的熱潮。各方人士

匯集在鳳仙食堂 2 樓，下午 5 點左右已經水洩不通。黨外人士將演講所需設備都裝在卡車上，

當晚餐會後群眾齊至戶外會場，卡車一到，演講台、喇叭、燈光皆已就位；他們再一次採出

戒嚴的框架，在非選舉期間首度舉辦大型戶外政治演講，此舉讓預先負責清場的治安單位措

手不及。這場生日宴會被情治單位稱為「第二次中壢事件」，事後蔣經國總統徵詢警備總部司

令汪敬煦，了解處理群眾運動的人物資源是否充分？還來明令擴充憲警人員，以處理日益加

劇的黨外集會。 

從室內集會到戶外演講、街頭遊行，黨外人士在空間上一次次突破戒嚴的禁忌，而常設

性的組織在這段期間也漸漸有了初步的成果。危機感促發了黨外的內聚力，政治迫害成為他

們組織化的發酵劑；余案覆判雖未更改，許案又送交懲處，但台灣民主運動的另一階段已朝

我們迎面走來。98 

                                                 
98 財團法人施明德文化基金會「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編輯小組」(2014)，頁 134-171。胡慧玲，同前註，頁

129-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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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美麗島》雜誌社的籌組與運作 

以下關於「《美麗島》雜誌社的籌組與運作」的說明，資料來源主要根據財團法人施明德

文化基金會「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編輯小組」(2014)和胡慧玲(2013)等人的著作，說明如下。 

歷經「中美斷交」、余登發父子被捕、桃園縣長許信良被監察院彈劾，一連串危機的衝擊，

讓黨外人士在逆境中有了更密切的聯繫。在「橋頭遊行」後，兩份重要的黨外雜誌《夏潮》

與《這一代》立刻被警總查禁，但 3 月 1 日「停止雜誌登記申請一年後」的行政命令解禁後，

黨外人士紛紛申請了許多雜誌；3 月 9 日，余登發在新店警總軍法處開庭，黨外人士在法庭

外聲援、抗議後，黃信介、施明德、張俊宏等人隨即展開討論如何籌設一份黨外機關報。 

不久之後，兩位離開大報社加入黨外運動的記者─吳哲朗和陳婉真，不經申請就創辦了

《潮流》雜誌，搶先在 4 月 27 日發刊，報導當時的政治新聞中心省議會和黨外活動的消息。

以立委黃信介為發行人申請的雜誌，經台北市政府一再要求說明創刊宗旨和不斷地更改名字

後，終於在 5 月中旬通過登記，《美麗島》的名稱是採用姚嘉文律師的太太周清玉女士的建議

而定。5 月底，立委康寧祥擔任發行人的《八十年代》雜誌創刊號已經問世；而施明德向作家

李昂等友人募款後，在台北市仁愛路三段 23 號百齡大廈的 9 樓，以每月 16,000 元的租金承

租，做為《美麗島》雜誌的籌備辦公室和日後編輯部之用。 

6 月 2 日，《美麗島》雜誌社正式掛牌成立，並舉行第一次編輯會議，在張俊宏主持下，

十幾位青、壯世代的黨外人士討論了雜誌的組織架構、言論方向、經費募集、如何和其他黨

外雜誌搭配等問題。這段期間，因為雜誌社將來的權責關係尚未確定，姚嘉文、陳菊主編的

《黨外文選》又忽略了黃信介的地位，導致《美麗島》雜誌的籌組出現停滯狀態；但是固定

的場所已經逐漸成為各地黨外人士交誼和聯絡的中心，多數人無形中也將此處視為「黨外總

部」。當監察院通過彈劾許信良後，6 月 29 日，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決議予以休職兩年的處分，

黨外人士立刻群集在此舉行第一次公開記者會，發表措辭嚴厲的抗議聲明。 

7 月 9 日，黃信介召集幾位核心人士在雜誌社總部開會，正式確定許信良擔任社長，呂

秀蓮、黃天福是副社長，張俊宏任總編輯，施明德任總經理，林義雄、姚嘉文擔任發行管理

人等高層人事案，雜誌社的上層組織架構已經就緒。7 月 30 日，雜誌社在發行人黃信介主持

下，舉行一次大型的編輯會議，由執行編輯魏廷朝、陳忠信報告；會後，自備自動相機的副

社長黃天福，請人在百齡大廈門口和仁愛路三段的安全島上，為雜誌社的成員留下合影。 

雜誌社的成立引起各方期盼和關注，「中美斷交」後因停止選舉而被凍結的民眾熱情也隨

之融化了，創刊號一發行就衝到五萬多本，幾個月內又不斷地加印，各縣市都有書商或黨外

人士爭相承銷。施明德在選舉停止後，就曾經以助選團總幹事身分到全省各地去聯絡、串連；

此時負責雜誌社的發行工作，就把原來「沒有黨名的黨」的構想加以運用，積極地在各縣市

籌設服務處和地區基金管理委員會，將過去散兵游勇式的黨外力量結合起來，造成空前的運

動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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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8 日，繼創刊號的風行後，雜誌社總部在台北市中泰賓館舉行黨外雜誌有史以來的

第一次創刊酒會，由負責台北市活動的副社長呂秀蓮籌劃，邀請黨政學各界人士參加。一個

月前，陳婉真在美國紐約絕食，抗議國民黨政府藉「潮流案」逮捕黨外人士，迫害新聞自由，

導致這次的酒會進行中，《疾風》雜誌的成員和所謂的「反共義士」，在會場大門外叫囂「聲

討叛國賊陳婉真」，辱罵前來參加盛會的黨外人士。被動員來的中學生甚至攻擊黨外省議員黃

玉嬌，最後還不讓散場的黨外人士從中泰賓館的正門離開。雖然會場外面發生預想不到的抗

議事件，但整個創刊酒會內部充滿了喜慶的氣氛，四百多名來賓盛裝出席，包含了政壇耆宿、

報界名人吳三連，國民黨中央黨部政策會副主任關中等溝通代表，和許多位扮演跟黨外溝通

中介者的學者們。 

《疾風》雜誌成員的鬧場招致報紙輿論的非議，「中泰賓館事件」也意外地助長了黨外陣

營的聲勢。10 月 30 日，雜誌社總部又在台北市「狀元樓」餐廳舉辦第一次社務委員大會，

此時社務委員名單已經由第一期的六十二人增加到八十多人，不僅包含各地的黨外菁英和反

對運動的老、中、青三代，甚至連海外台灣同鄉的領袖，如陳唐山等人，也正式列名在島內

黨外運動的陣容中。 

《美麗島》雜誌社的成立過程雖然有些曲折，但雜誌社成立後的黨外民主運動卻更為快

速地展開，包括《潮流》地下雜誌或是已經獲得雜誌登記的黨外人士，紛紛投入工作陣營，

與「黨外候選人聯誼會」等新成立的組織也融為一體。透過雜誌發行和各地服務處的活動，

讓支持群眾在非選舉期間持續去關懷政治等公共事務，突破了恐懼、禁忌和冷漠；也使得黨

外運動獲得群眾基礎，建立了組黨的條件，因而形成了「美麗島政團」。99 

「美麗島政團」形成後的訴求，繼續以民主運動、政治改革和人權議題為號召，但已經

不是單一的運動途徑；有的人像游擊隊藉機批評國民黨，後來陸續加入《美麗島》這個正規

軍；有的組織活動力很強，擴展了黨外運動的群眾基礎；有的則在環保、勞工、農業、婦女、

校園等各種領域發展出更多的運動內容，面對國民黨政府強大壓力，民主運動的大目標很一

致，彼此之間的同志感情很強烈，這個時期許多不同的反對國民黨力量，都可以化約稱為「泛

美麗島政團」。 

在《美麗島》雜誌社未成立前，黨外人士逐漸在台北集結，都希望以公職在身、有聲望

的人士，出面做為一個基地或聯絡中心；6 月 1 日，在雜誌社總部先成立了「黨外民意代表

聯合辦事處」，出借名義的成員包括立委黃信介、黃順興，國代黃天福，省議員林義雄、張俊

宏等人。聯合辦事處的組織虛擬，沒有發揮實質功能；成員之一的黃順興，由支持者陳國雄

捐助住宅，經原《夏潮》雜誌成員蘇慶黎等人的籌劃，在彰化市正式成立「民眾服務處」，創

立了黨外立委平時接觸民眾的正式管道。6 月 9 日成立時，各地黨外人士包括許信良、張俊

宏、陳鼓應，彰化出身的張春男、姚嘉文、劉峰松、陳婉真等人都前來祝賀。 

                                                 
99 財團法人施明德文化基金會「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編輯小組」(2014)，同前註，頁 172-199。胡慧玲，同前

註，頁 13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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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 日，因「中美斷交」而停止選舉的黨外陣營候選人，選擇在《美麗島》雜誌社總

部成立「黨外中央民意代表候選人聯誼會」，參加成員有張春男、呂秀蓮、劉峰松、何文振、

周平德等人。由於「黨外候選人聯誼會」組織率先於雜誌社完成，活動也較早展開，6 月 24

日從高雄澄清湖畔開始，「黨外候選人聯誼會」以定期的、分區輪流的室外聯誼活動，試圖敦

促國民黨政府儘速恢復選舉，回歸憲政體制運作；活動所到之處，帶動一波波的群眾運動，

延續了競選時期的熱潮，又以 7 月 28 日在台中市中山公園的聯誼活動，引起的政治效應最

大；安全單位首次出動配備盾牌和電棍的鎮暴部隊，夾雜著後備軍人團體和來路不明的流氓，

警方還假藉演習之名，用消防車噴水攻擊和平活動的黨外人士。隨後「黨外候選人聯誼會」

以法律訴訟進行對抗，繼續鼓動群眾，但其與日益開展的《美麗島》雜誌社活動已經合流，

成員也大多重疊，因此兩者界線日益模糊。 

國民黨政府除了公開壓制群眾運動外，也想藉由法律來牽制黨外活動，由內政部草擬的

「動員戡亂時期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即將出台；因此黨外律師林義雄、姚嘉文、張德銘也

提出民間版的「選罷法」來因應，黨外人士也在《美麗島》雜誌創刊酒會的次日(9 月 9 日)，

在雜誌社總部舉辦「選罷法座談會」，副社長呂秀蓮邀請國民黨組工會副主任朱堅章，以及多

位政治和法律學界的學者們參加。這次活動氣氛跟《美麗島》雜誌創刊酒會類似，國民黨都

派人與會，也出席了由吳三連出面邀集的四次的非正式溝通餐會，似乎營造了國民黨和黨外

的溝通氣氛。 

除了民主運動、政治改革和人權議題為號召外，《美麗島》雜誌也針對其他社會問題舉行

座談會，10 月 7 日，由社務委員何文振在雜誌社總部主持「中小企業座談會」，同樣邀請了

具有國民黨背景的企業經理人參加。由於中小企業在台灣經濟發展中的特殊地位，在「台灣

黨外人士助選團」時期，黨外候選人就在政見中主張「廢除保護資本家的假保護企業政策」，

此次座談會展現了黨外的經濟思想和主張，試圖拉近與產業界、中產階級的關係。10 月 31

日，《美麗島》雜誌社高雄市服務處因地制宜，舉行「勞工問題座談會」，落實關懷基層勞工

政策；座談會由社務委員兼編輯委員的蘇慶黎主持，邀請勞工法專家政大教授黃越欽參加。 

長期重視工商發展政策的背後，隱藏著農村發展落後跟生態汙染的問題，當時的《美麗

島》雜誌在這部分著墨的文章很少。但由編輯委員王拓創辦的《春風》雜誌在 9 月份開始籌

組後，總編輯蘇慶黎和汪立峽、王津平、張春華等人規劃了許多社會問題的報導，也從事許

多的實地調查。11 月 3 日，《美麗島》雜誌社台中市服務處舉辦「當前農業問題座談會」；11

月 7 日，《美麗島》雜誌社屏東服務處舉辦「農村毛豬問題座談會」，都可以看到雙方合作的

情形。 

同時，幾位向來關心台灣歷史問題和鄉土意識的人士，分別計畫展開新的文化工作。10

月 19 日，施明德和劉峰松拜訪剛剛獲得第三屆「吳濁流文學獎」的《台灣文藝》雜誌主筆鍾

肇政，準備以《美麗島》雜誌社盈餘的經費贊助文學獎的舉辦。雖然不斷地被查禁，呂秀蓮

繼續在她的「拓荒者出版社」出版台灣系列叢書；蘇慶黎接觸了李南衡和他的「明潭出版社」，

她和許多人讓楊逵慢慢走出「東海花園」，接近黨外民主運動；劉峰松、楊碧川和魏廷朝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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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邀請王詩琅、王燈岸為《美麗島》雜誌寫稿，並草擬了一份「台灣耆宿訪談計畫」。 

以上發展的情節缺乏影像紀錄，陳博文雖然都掛名擔任這些黨外雜誌的編輯委員，卻只

能在他的作品中看到那次「當前農業問題座談會」的活動。他的關心主要還是在政治事務，

包含政治犯的處境。 

當年 8 月底後，國民黨軍情單位陸續地逮捕一些與黨外人士有關的雜誌負責人、作家、

老政治犯，黨外陣營必須不時地展開救援行動，也感受到自身的危機。這時「吳泰安匪諜案」

真相未明，黨外前輩余登發仍在獄中，台東地區涉案人家屬的處境無人聞問，而綠島監獄又

在大興土木，擴建囚房，長期協助黨外從事人權、社福工作的天主教神父郭佳信又要被強制

出境，國民黨政府種種壓迫行動，使得為人權奮戰的目標，還是黨外陣營的優先要務。100 

六、高雄「美麗島事件」與軍法大審 

    以下關於「高雄『美麗島事件』與軍法大審」的說明，資料來源主要根據財團法人施明

德文化基金會「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編輯小組」(2014)的著作，說明如下。 

    長期以來，反對運動一直在「動員戡亂」的戒嚴體制下辛苦經營。國民黨政府以凍結國

會全面改選，切斷政權基礎跟本地民意的連結；以「黨禁」和「報禁」遏阻反對力量凝聚；

又在警總體系下成立「文化審檢小組」，會同各縣市警察局行政科，經常檢查印刷廠和出版商，

堵絕黨外陣營發聲的管道。黨外雜誌動輒得咎，難以藉言論自由推動政治改革，遑論企圖組

黨造勢。而「美麗島政團」形成後，鼓動社會大眾對公共事務前所未有的關注，撼動既有的

秩序與權威，當然更引起國民黨當局的擔心。 

    1979 年下半年，政治風波不斷。6 月初，《聯合報》刊登留美學人吳經國的文章指稱，海

外有自稱黨外總幹事者發表演講表示，黨外人士試圖在去年選舉時使「西部海岸中壢化」，利

用突發暴亂方式以贏得選舉勝利；這篇報導業經黨外總部去文反駁，作家陳若曦女士雖由海

外投書澄清，但黨外陣營已被蒙上暴力的形象。 

    6 月中旬，省議會總質詢時，竟然發生軍隊演習且擅闖議場事件，引起林義雄、張俊宏

在省議會質詢「大軍壓境」的風波。在此同時，立委黃順興在彰化成立民眾服務處，宜蘭黨

外歡送陳菊出國讀書，也發生軍警演習的巧合，拉出拒馬、警備車圍堵，也是另外一種形式

的「大軍壓境」；然而媒體藉機攻擊黨外人士不愛國，反對軍隊演習。 

    7 月中旬，施明德逃避全天候的監視，逃亡兩週。7 月 28 日，發生台中事件，警方又臨

時進行消防演習，引爆更大的警民糾紛。 

    8 月初，「蔣渭水先生逝世四十八週年紀念」活動時，北區警備司令部包圍蘭陽平原所有

                                                 
100 財團法人施明德文化基金會「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編輯小組」(2014)，同前註，頁 200-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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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通要道，宜蘭警方以追捕通緝犯為名，進入紀念活動主辦者黃煌雄、高鈴鴻等人家中，

沒收紀念活動宣傳品。8 月底，一些黨外陣營的外圍份子紛紛被逮捕。這些事件正好都在黨

外陣營集結壯大的開始。 

    《美麗島》雜誌社籌備時，《潮流》不斷地登載黨外活動內容和批評國民黨政府的言論，

引起國民黨台灣省黨部和行政院新聞局的關切。8 月 7 日，中區警備司令部終於採取行動，

逮捕印刷商楊裕榮，以及提供圖文資料的陳博文。次日，黨外人士立刻在雜誌社總部召開援

救會議，積極與關中等人談判，激動的聲音中包括了「國民黨若不放人，黨外就要宣布組黨！」。

這件事情在 16 天後，因為國民黨放人而落幕，但黨外陣營跟國民黨政府對峙的情勢並未趨

緩；尤其《潮流》雜誌創辦人之一的陳婉真在美國絕食抗議時，引起國際媒體對台灣政局的

批評，再加上發生炸彈攻擊政府駐外單位的事件，給予《疾風》雜誌等「愛國人士」一個藉

口，到《美麗島》雜誌社創刊酒會現場叫囂，引發了「中泰賓館事件」。 

    在創刊酒會和選罷法座談會的友善氣氛下，黨外陣營跟國民黨政府的互動情形，留下文

字紀錄的，還有吳三連從 9 月初發起的四次談話性會餐。國民黨的主談人士是中央黨部政策

會的兩位副秘書長梁肅戎和關中。黨外陣營的溝通代表除了許信良、黃信介、康寧祥，還有

林義雄、張俊宏、姚嘉文、施明德等實力型人物，其他出席者大多是禮貌性會面，而且對國

民黨的動機進行不同的解讀。一方面是因為國民黨中央黨部派出高層人士來溝通，另一方面

則是情治單位已經陸續逮捕黨外陣營的外圍份子，國民黨的決策模式和政治動機當然引起黨

外陣營的猜疑。 

    由於「許信良休職案」是延續著「余登發案」而來，這是當時影響黨外陣營跟國民黨政

府關係的一個重要話題；6 月 29 日，在雜誌社總部的記者會上，林義雄批評「國民黨是叛亂

團體」的發言，曾經造成難以想像的震撼。許信良的縣長職務被停止後，參與《美麗島》雜

誌社的籌備並擔任社長，是黨外陣營實質的領導人之一，加上早年在國民黨中央黨部工作過，

雙方咸認他是溝通的必然人選。但在《美麗島》雜誌發行後，許信良認為黨外陣營已成氣候，

自己卻還是黨外陣營跟國民黨政府衝突的原因，促使他決定暫時離開台灣以降低雙方對峙的

氣氛；9 月 30 日，許信良舉家出國「讀書」，許多桃園鄉親父老和黨外陣營的朋友都依依不

捨的到機場送行。 

    這段期間的溝通情形，大部分是小型的室內會談，有時加入中介的學者，如黃越欽教授；

也有媒體記者吳豐山、江春男(司馬文武)等人出席；其過程或許有文章報導，但都沒有留下影

像紀錄。擅長影像記錄的陳博文並沒有參加這些溝通會談，但他留下的影像紀錄中，最特別

的一場是《美麗島》雜誌社台中市服務處在文化中心為社務委員楊逵舉辦生日茶會。這次茶

會黨外陣營照例邀請關中、黃越欽出席，國民黨台中市黨部主委陳癸淼也蒞臨致詞，表面上

雙方交流管道還算暢通，實際上則是外弛內張的情形。 

    11 月起，政治情勢出現了詭異的現象。6 日午後，《美麗島》雜誌社高雄市服務處經營的

茶樓，突然遭到不明人士的攻擊，報警處理後，服務處內貼起抗議的海報。29 日，高雄市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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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處再度被攻擊，這次用更大的抗議布條從服務處的頂樓懸掛下來；同一時間，發行人黃信

介在台北市的住宅，平時已經受到情治人員的監控，竟然在光天化日下遭到斧頭攻擊，這些

情形更引起黨外人士普遍地不滿和疑慮。 

    雖然這種恐怖攻擊屢屢發生，但《美麗島》雜誌社卻蓬勃發展。11 月 12 日，南投縣服

務處成立茶會，會場內群眾爆滿，同一時間，軍隊卻在鎮街上演習，營造另外一波「大軍壓

境」的氣氛。20 日，台中市服務處舉辦「美麗島之夜─吳哲朗坐監惜別會」，大批憲警人員圍

堵會場太平國小附近的街道，不讓民眾進出，參與民眾發現四周教室的高樓上竟然進駐了武

裝部隊；隨後黨外群眾舉著象徵光明的火把準備遊行時，同樣也引起現場軍警人員的阻擋。 

    到了 12 月 6 日，在永和劉峰松住宅討論黨外運動發展的時刻，敏感的黨外人士發現情治

人員跟蹤的氣焰變本加厲。7 日，屏東服務處成立前夕，出現 6 名理著平頭的青年，手持利

斧搗毀桌椅，砍傷職員，甚至有人掏出短槍恐嚇。黨外陣營氣憤不已，造成翌日成立茶會後，

部分義工攻擊跟蹤黨外車隊的情治人員。 

    緊接著，為了 10 日的紀念世界人權日的宣傳活動，突如其來的「鼓山事件」埋下了「高

雄事件」的引信。101 

1948 年 12 月 10 日，聯合國大會通過了保障基本人權的〈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1979年 11月 14日，天主教聖馬利諾會與基督教長老教會在台中梧棲教會舉行人權聯合

祈禱會，美麗島雜誌社總經理施明德與「黨外總部」秘書張美貞受邀前往參加。由於人權一

直是美麗島政團民主運動的主題。因此，當與會神父與牧師建議黨外應該舉辦人權日紀念活

動時，施明德欣然答應，隨即展開各項籌備工作，最後決定由美麗島雜誌社高雄市服務處舉

辦一場演講大會。 

籌辦過程中，主辦單位所提出的申請屢遭駁回。但由國民黨當局認可的「中國人權協會」

卻堂而皇之在台北實踐堂舉辦紀念活動。戒嚴時期黨外人士對於申請活動未獲批准的情形早

已司空見慣，而且從幾次的經驗中也知道，只要堅持舉辦，最後都能在與警察機關的討價還

價中獲准。因此，為了打破「只准州官放火」的不合理情況，並突顯世界人權日的意義，美

麗島雜誌社決定如期舉辦紀念活動。 

就在世界人權日的前一天，兩名美麗島高雄服務處義工姚國建、邱勝雄，在開著宣傳車

宣傳翌日活動時，遭員警無理攔阻，並強押至鼓山分局毒打成傷。後雖經交涉而獲釋回，但

已造成群情激憤。這起「鼓山事件」的發生為「世界人權紀念日」大會的舉行投下了變數，

不少原本未計畫參加的黨外人士也決定前往聲援。 

翌日，國民黨一反慣例，提早宣布了以往都在農曆春節前實施的「春元演習」，高雄市區

                                                 
101 財團法人施明德文化基金會「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編輯小組」(2014)，同前註，頁 236-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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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如臨大敵般，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很難不令人聯想與人權日大會有關。前一晚，各地保

警與鎮暴憲警早已悄悄進駐高雄市，此時更將美麗島雜誌社計畫舉行演講大會的扶輪社公園

重重包圍，因此迫使他們將演講地點改在中山一路新興分局前的大圓環。 

傍晚，美麗島雜誌社發行人黃信介搭火車抵達高雄時，南警部司令常持琇與之交涉。常

持琇最後答應黃信介，可以演講但不要遊行。協議達成後，常送黃到美麗島高雄市服務處，

此時黃信介始知受騙，扶輪公園根本進出不得，而遊行隊伍已經出發，只得跟著人群前進。

人群手持象徵人權光輝的火把，身披名條與彩帶，緩緩步向大園環，而由憲兵與保警組成的

鎮暴部隊也開始部署在圓環四周。 

演講大會原本平和舉行，但在鎮暴部隊嚴密包圍且節節進逼下，一股不安的氣氛逐漸瀰

漫人群中，一觸即發。於是，姚嘉文與大會總指揮施明德前往新興分局交涉，希望開放一出

口讓民眾自由進出，減緩現場氣氛。交涉未果。此時，大圓環的群眾目睹中正三路鎮暴車集

結的地方冒出白煙，將被圍堵殲滅的恐慌使得人群開始往反方向的中正四路慌亂奔跑，守在

此處的憲兵於是受到衝撞而發生第一波衝突。 

衝過封鎖線後，有群眾鼓譟要直衝警察總局，美麗島人士不希望引發更大的衝突，便引

導群眾經由瑞源路回到美麗島服務處，並宣布活動到此結束。無奈群眾不肯離去，為了避免

失控，主辦單位只得繼續演講，帶動歌唱，安撫群眾情緒，希望活動能夠和平收場。然而事

與願違，鎮暴部隊開始對群眾進行強力驅散，不僅以催淚瓦斯攻擊，更將鎮暴車駛入人群，

衝散群眾。在驚慌與憤怒的壓迫下，衝突終於一發不可收拾。 

夜深了，人群散去，只剩鎮暴警察和鎮暴車留守在美麗島高雄服務處門前。一場「世界

人權紀念日」活動卻以「高雄事件」收場。 

高雄「世界人權紀念日」大會舉行時，國民黨高層正在台北陽明山上召開第十一屆四中

全會。接下來幾天，當局以「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口號強化憲警受害的印象，把衝突責

任完全歸咎於美麗島人士，並嚴厲譴責「陰謀份子的暴行」，同時發動各地方政府、學校與民

間團體進行「聲討」，而媒體也推波助瀾，掀起一面倒的撻伐之聲，「國人皆曰可殺」的社會

氣氛於焉完成。 

面對國民黨「欲加之罪」的戲碼，雖然美麗島雜誌社在 12月 12日立即召開記者會說明

事件經過，但已然百口莫辯。13日凌晨，國民黨即展開全台逮捕行動，並同時查封美麗島雜

誌社各地服務處。 

在 13日的第一波逮捕行動中，計有 14名「陰謀份子」被捕，施明德趁隙逃脫，展開為

期 28 天的逃亡。14 日，被捕者家屬前往位於新店的警總軍法處看守所，送衣服、食物給被

捕者，事後在軍法處外留下了合影。同時，立法院在主席倪文亞主持下舉行秘密會議，鼓掌

通過同意警總逮捕黃信介。立法院外，一群《疾風》雜誌成員手持標語，叫囂怒罵：「打倒黃

信介、康寧祥！把他們通通槍斃！」立院警衛人員則視若無睹。15日，施明德之妻艾琳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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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警總約談後驅逐出境，開始其海外奔走與救援。同日，10個海外台灣人團體在美國組成「台

灣建國聯合陣線」，抗議國民黨鎮壓反對運動。在接下來的逮捕行動中，又陸續有數十人被捕，

僅有少數在偵訊後飭回。到翌年(1980年)2月 20日軍法審判起訴前，總計有 45 人在押。 

雖然媒體一面倒地將「高雄事件」報導為美麗島人士的預謀，但坊間對於有關單位利用

黑道在「世界人權紀念日」大會中製造事端，藉機逮捕黨外人士的傳聞不脛而走；甚至有人

目睹一群手持棍棒的打手混入遊行隊伍，並率先對憲警動手。凡此關於事件的種種疑點，是

否有希望藉由審判過程來發現事實？ 

經過軍事檢察官第一次偵訊後，數十名被捕者被分送至調查局或警總保安處「查證」。查

證期間，他們所受的精神與肉體傷害不一而足；其中，根本未出席高雄「世界人權紀念日」

活動，卻遭逮捕的邱奕彬因受不了刑求而企圖咬舌自盡。以無所不用其極的手段，偵訊人員

取得了「與匪勾搭」、「暴力原則」、「長短程奪權計畫」等子虛烏有的自白，於是信心滿滿地

等著軍法大審的戲碼上演。 

就在「偵訊」與「逼供」、「蒐證」與「栽贓」進行時，被捕者家屬與未被逮捕的黨外人

士展開了救援工作，一方面透過各種管道將高雄事件真相傳達海外，以引起國際重視；同時

也積極尋覓適當的辯護律師。1980 年 1 月 6 日，知名作家陳若曦帶著由 27 名海外作家學者

連署的信函返國面見蔣經國總統，除了表達海外台灣人的關心，更直言鎮暴部隊「未暴先鎮，

鎮而後暴」的疑點。 

1980 年 2 月 20 日，警總以《懲治叛亂條例》二條一的叛亂罪起訴了黃信介、施明德、

張俊宏、姚嘉文、林義雄、呂秀蓮、陳菊、林弘宣等 8名被告，隨即召開秘密調查庭，並擅

自為被告選任徒為門面的公設辯護人。經律師團抗議後，警總才將秘密調查庭改為公開。隨

後律師團開始進行閱卷工作，由於軍法處拒不讓律師們影印，律師只得請助理與家屬協助手

抄龐大數量的卷宗。2月 27 日，8名被告首次與家屬會面。 

2月 28日，發生了林宅血案，林義雄的母親與兩名雙胞胎女兒在光天化日下慘遭殺害，

另一名女兒則身受重傷。消息傳至軍法處，正在開調查庭的律師和家屬們無不深受震撼，律

師隨即請求庭上暫停開庭，不料法官竟以「與本案無關」為由拒不受理。稍晚，軍法處接獲

上級命令，林義雄獲准交保。3月 8日，軍法處完成 8名被告的「調查程序」。 

3月 18日，為期 9天的軍法大審於警總軍法處第一法庭展開。國民黨史無前例地進行公

開審判，媒體也大幅報導被告與律師們在法庭上的辯護，結果不僅使被告們關於「戒嚴」、「黨

禁」、「萬年國會」等政治理念得以宣揚，同時透過辯護律師團對起訴書的質疑，也暴露了警

總執意構陷美麗島人士的拙劣劇本。公開審判的過程顛覆了先前的黨版宣傳，而國民黨當局

也嚐到了媒體「可載舟，可覆舟」的滋味。 

判決確定後，雖然泰半黨外菁英身陷囹圄，但民眾對於「高雄事件」與黨外人士奮鬥的

目標已更加了解；因此在接下來的幾次選舉中，他們以選票平反了「高雄事件」，使受難者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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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與辯護律師們紛紛當選，也延續了因「高雄事件」而中斷的反對運動，從而掀起日後改造

台灣政治的序幕。102 

七、高雄「美麗島事件」受刑人家屬與辯護律師團高票當選民意代表 

以下關於「高雄『美麗島事件』受刑人家屬與辯護律師團高票當選民意代表」的說明，

資料來源主要根據胡慧玲(2013)的著作，說明如下。 

1980 年底，國民黨政府決定恢復兩年前因為「中美斷交」而停止的中央民代選舉。「美

麗島事件」受刑人家屬決定投入選舉，以「延續黨外香火」為訴求。 

姚嘉文的妻子周清玉在台北市參選國大代表，找店面當競選總部，房東都說沒問題，免

租金，但次日就說不能租，因為警察來囉嗦。這樣的事情重複了三次，周清玉只好把競選總

部設在自己家，公寓五樓。哪有人把競選總部設在五樓？時勢迫人如此。 

姚家公寓的週圍滿布特務，隨時監視。不畏恐懼前來助陣的，是辯護律師謝長廷、江鵬

堅、張政雄，台大教授鄭欽仁、蔡墩銘，以及台北青商會的會員、教會人士和姚嘉文的彰化

鄉親。競選活動執行面，以年輕人為主，大家跪在地上寫白布條，累了就睡地板。蘇東啟的

女兒蘇治芬，就直接選了台語歌〈望你早歸〉當主題曲。政大政研所研究生林世煜當競選總

幹事，台大歷史所研究生周婉窈、陳弱水寫文宣傳單，標題是〈與我同行〉。簡單而直接的呼

喚，引發共鳴，捲起旋風。周清玉說，她不是政治中人，沒上過政見會，不知如何公開講話。

她一開口講到「姚嘉文」三個字，就哽咽落淚，台下民眾也跟著飲泣。政見會爆滿的程度，

有時候連周清玉自己都進不去，也出不來。民眾拼命把前往演講台和宣傳車上丟，沿途都有

人搶著和她握手，趁機把錢放到她手裡。在士林舉行的那一場政見會，有人注意到，群眾中

有個老人家「哭得很淒慘」，仔細端詳，原來是吳三連。 

12月 6日，周清玉以全國最高票，15萬票當選國大代表。立法委員部分，康寧祥在台北

市連任成功。黃信介的弟弟黃天福在台北市，黃煌雄在第一選區(台北縣、宜蘭縣、基隆市)，

張德銘在第二選區(桃園縣、新竹縣、苗栗縣)，張俊宏的妻子許榮淑在第三選區(台中縣市、

彰化縣、南投縣)，黃余綉鸞在第五選區(高雄縣、屏東縣、澎湖縣)，蘇秋鎮在(高雄市)都高

票當選。台灣人民用選票力挺黨外，判決美麗島人士無罪。這次選舉，辯護律師從法庭辯護

走向助選行列；黨外新生代勇於接棒，社會大眾熱情支持，確定了黨外香火未斷。 

21天後，1980年 12月 27日，舉行增額監察委員選舉。監委選舉採取間接選舉制，由台

灣省議會、台北市議會和高雄市議會投票選出。由於選民是省、市議員，選民特定，人數又

少，賄選行為是公開秘密，一張票的行情從數百萬到數千萬元都有，歷來當選監委者不乏爭

                                                 
102 財團法人施明德文化基金會「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編輯小組」(2014)，同前註，頁 258-275。胡慧玲，同前

註，頁 140-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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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人士。 

「美麗島事件」辯護律師尤清，挾著世紀大審的光環和民間社會的聲望，宣布參選監委，

挑戰不可能的任務。尤清參選監委一事，主要是省議員周滄淵起的頭，他建議尤清參選。尤

清當他在開玩笑，說：「郭雨新一生奉獻民主，監委選舉得零票，我何德何能？不要跟我講這

些。」 

周不死心，帶著尤清從南到北拜訪省議員邱連輝、余陳月瑛、蔡介雄、傅文政。傅文政

的父親傅添榮，曾在《自由中國》寫文章談組黨。尤清拿出舊雜誌給他看，才兩頁，傅添榮

就淚流滿面地說：「以前為了這個，差點被抓去打死。你們這些年輕人還敢為美麗島辯護，台

灣有希望了。」他對傅文政說：「你太太阿娃(省議員趙綉娃)那一票怎麼蓋，我沒權利管，你

這一票一定要蓋尤清。」何春木原本已經答應支持台中市籍的林茂盛律師，幾經考慮，為了

讓黨外順利產生第一位監委，允諾改投尤清。 

投票前一天，余登發交代女兒黃余綉鸞、媳婦余陳月瑛，務必把答應投票的省議員─周

滄淵、傅文政、何春木、邱連輝─帶去日月潭，租旅館藏身，投票前再帶出來。「不然，半夜

國民黨就抓光、買光了。」邱連輝反對，他說：「威脅利誘這一關都過不了，台灣人怎麼能出

頭天？各人回去會館睡。」 

果真，當夜就有警總的將軍帶著 007手提箱，到省議會會館拜訪邱連輝。尤清在走道看

到將軍怒氣沖沖離去，口中唸唸有詞：「他媽的，不要錢跟不要命的，我從來沒看過。」尤清

問邱：「你們吵架嗎？為什麼他說不要錢不要命？」邱連輝說，那將軍撂下狠話威脅他，說：

「你記住，美麗島還沒有結案！」 

尤清形容：「我感覺他們不要錢也不要命，威脅利用也沒路用。」尤清沒花半毛錢就當選

監委，震驚政壇，成為美談。38歲的尤清，進入監察院後，與平均 83歲的老監委，都是「第

一任」監察委員。後來，國民黨因不願讓尤清連任，以杜絕賄選為由，把監委選舉從「單記

法」改為「限制連記法」(可投票數為應選名額的二分之一)，大黨通吃，此次修法被稱為「尤

清條款」。 

1980年 12月的兩次勝選，對風雨飄搖的黨外運動鼓舞很大。1981年底的地方選舉，黨

外人士以黨外立委為主，輔以監委和國大代表，組成黨外推薦團，向各界推薦候選名單。共

同的主題是「制衡」，並提出「民主要制衡，制衡靠黨外」、「民主•進步•制衡」的口號。結

果，邱連輝、黃石城、陳定南分別當選屏東、彰化、宜蘭縣長。台北市議會當選 8名黨外市

議員，除了王昆和、林文郎、徐明德、陳勝宏和康水木等老將外，謝長廷、陳水扁、林正杰

以新人之姿高票當選，人稱「黨外三劍客」。省議會方面，6名黨外省議員周滄淵、陳金德、

黃玉嬌、傅文政、蘇洪月嬌、蔡介雄都連任成功，又多了簡錦益、林清松、廖枝源、謝三升、

余玲雅、陳啟吉、蘇貞昌、游錫堃等 14名生力軍，蘇貞昌、游錫堃、謝三升被稱為「黨外鐵

三角」。高雄市改制後的第一屆市議員選舉，黨外也有洪壽美、許昆龍、蘇玉柱、高信雄四人

當選市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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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底的增額立委選舉，黨外後援會的重要訴求是「住民自決」，推出共同口號是「民

主•自決•救台灣」。十大共同政見的第一條是「台灣的前途，應由台灣全體的住民共同決定。」

被國民黨政府認定是台獨意識，有「煽惑他人犯內亂或外患罪之嫌」，遭到中央選委會刪除。

這次選舉的指標性人物是林義雄的妻子方素敏。1980 年 2 月 28 日，發生林宅滅門血案，林

義雄交保，出獄處理後事。5 月 1 日，他在尋找墓地途中被捕，再度羈押移送軍法處，當局

的藉口是「林義雄到處遊山玩水」。林義雄萬念俱灰，在獄中絕食、絕語。江鵬堅苦苦相勸：

「活下去是你的義務！你失去自由，但背負最大苦難的是你的太太。她要照顧奐均和你。多

少人關心你的處境。假如你認為可以一了百了，這種不負責任的作法，也枉費你是林義雄。」

終究，林義雄接受「人不是為自己活下去」，但囑咐家人把全部法律書籍通通送人，從此不願

再談法學。方素敏隨後帶奐均赴美。 

1983年方素敏返台，參選第一選區立委。那次選舉是淚海似的選舉，無數人奔赴政見會，

聆聽、關切，為林家遭遇哭，也為台灣命運哭。方素敏以 12萬票的全國最高票當選立委。此

外許信良的弟弟許國泰在第二選區當選立委。高俊明牧師的妻子高李麗珍，也在第四選區(雲

林縣、嘉義縣、台南縣市)參選立委，國民黨傾全力做票，高李麗珍以 17票之差落選。 

美麗島辯護律師江鵬堅在台北市參選立法委員，自期「一屆立委，終身黨外」，他的理由

是：「在不合理的現況未改善前，黨外民意代表擔任同一種類公職，以一任為宜。選舉只是一

種幹部訓練，公職重在培養新人，為新人才尋找出路。」張俊雄也在高雄市參選，這是辯護

律師第一次參選立委，兩人雙雙當選，時稱「南張北江」。 

當年立委選舉，最受議論的是康寧祥的落選。除了關中提名 7名財閥和土豪背景的候選

人參選的「7 UP七喜計畫」大獲全勝外，一般認為，黨外新生代不滿康向國民黨妥協的參政

風格，黨外雜誌發動「批康事件」是其落選主因。 

「美麗島事件」後，幾乎年年有選舉，從縣市長、省市議員到增額立委選舉，從南到北

都飄揚著「番薯不怕落土爛，只求枝葉代代湠」、「延續黨外香火」的口號。即使國民黨鷹派

當道，然而在社會力的護持下，受刑人家屬、辯護律師和黨外新生代相互扶持，參選、助選，

辦刊物，辦活動，為劫後餘生的黨外勢力開疆闢土。但也因選舉恩怨，政治理念相異，領導

風格有別，世代之間的衝突，發言權、決策權的爭奪，漸漸有了康系、非康系、前進系和新

潮流系等派系之分。 

有別於上述情形，宜蘭縣長陳定南是特別的異數。陳定南，1943年生，出身宜蘭縣三星

鄉大洲村農家，台大法律系畢業後，進入企業界工作，後來自己創業。14年後，和許多人的

經驗相仿，受到「美麗島事件」和林宅血案的衝擊，人生出現了大轉折，他關切林義雄家人，

動幫台大同學姚嘉文的妻子周清玉助選，踏入了陌生的政治之路。1981年底，陳定南返回宜

蘭參選，由於黨外陣營對縣長選舉毫無勝算，沒人要選；菜鳥陳定南接受推薦參選縣長，出

來當犧牲打，牽制選情。沒想到 38歲的陳定南擊出漂亮的全壘打，當選第一位非國民黨籍的

宜蘭縣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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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定南帶著一名機要秘書，進入五百多名員工的宜蘭縣政府，用企業管理精神領導縣政，

用「魔鬼訓練營」原則改造員工。他的前瞻性規劃，為往後三十年的宜蘭縣發展奠定基礎。

他堅守「三不原則」：「不拿紅包、不炒地皮、不收回扣」，以完美主義的性格，使宜蘭縣的公

共工程品質成為台灣典範。 

陳定南眼中只有宜蘭縣政，不太參加黨外活動，也不介入派系紛爭；除非公務，否則很

少跨出縣境。兩任縣長任內，他整治冬山河，興建羅東、宜蘭兩大運動公園，在資源缺乏的

宜蘭，排除萬難興利除弊，政績耀眼。民調顯示，全國第一名的縣長，年年都是陳定南。他

說，要以「高品質的政治」，創造縣民的幸福。 

陳定南的「宜蘭經驗」展現黨外的執政能力，也建立人民的信心。往後多年的大型選舉，

全台各地的遊覽車一車車往宜蘭縣參觀，繼 1977年的「民主聖地桃園」，1981 年以後是「民

主聖地宜蘭」，從黨外到民進黨，連續執政 24年。103 

八、「江南案」發生 

以下關於「『江南案』發生」的說明，資料來源主要根據《維基百科》和胡慧玲(2013)等

人的著作，說明如下。 

1984年 10月 15日，住在美國加州的作家江南，被歹徒闖入自宅，槍殺於車庫。江南，

本名劉宜良，1932 年出生於中國江蘇，1949 年隨國府來台，就讀政戰學校，當記者多年。

1967 年江南赴美，擔任《台灣日報》駐美特派員，撰寫《蔣經國傳》於僑界報紙連載，並準

備撰寫《吳國楨傳》。國民黨屢屢派人對其威脅利誘，要他修改《蔣經國傳》，停寫《吳國楨

傳》。江南命案發生後，熟悉內情人士立刻聯想到政治謀殺。江南遺孀崔蓉芝堅稱：「劉宜良

因著《蔣經國傳》且即將動手寫《吳國楨傳》，而被蔣孝武指使情治單位派人所殺害。」 

11月 12日，國府國安局發動「一清專案」，全面逮捕黑道份子，直接押送綠島。落網的

竹聯幫幫主陳啟禮主動承認是江南命案的凶手。陳啟禮說，他受國府情報局長汪希苓任命，

率領竹聯幫手下董桂森、吳敦，越洋行刺江南。陳啟禮為了自保，事先錄下一卷保命錄音帶，

清楚交代奉命殺人的來龍去脈。 

情報局前身是保密局，屬於情報頭子戴笠創建的軍統，1950年代負責獵捕政治犯，是惡

名昭彰的特務機關。根據陳啟禮的保命錄音帶，情報局長汪希苓、副局長胡儀敏、第三處副

處長陳虎門安排陳啟禮等竹聯幫份子接受情報局特訓後，赴美暗殺美國公民劉宜良。 

1985 年 1 月 10 日，蔣經國下令逮捕汪希苓、胡儀敏、陳虎門等三人，下令徹查「江南

案」。1月 12日，蔣經國致函宋長志和郝柏村：「情報局局長汪希苓中將、副局長胡儀敏少將、

副處長陳虎門上校等人應予停職。汪員等是否涉及陳啟禮在美國謀殺劉宜良一案，交軍法局

                                                 
103 胡慧玲，同前註，頁 213-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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徹查嚴辦。情報局局長職務，暫由國家安全局局長汪敬煦上將兼代。 經國 民國七十四年元

月十二日」1 月 13 日，中央社發布消息，承認情報局官員涉入「江南案」，國府的官方說法

是：「此乃情報局長汪希苓個人行為，與政府無關。」江南遺孀崔蓉芝不接受這種說法，具狀

控告中華民國政府。 

繼 1981年 7月 3日，「陳文成命案」發生後，「江南案」讓國民黨政府的惡劣行徑，再度

喧騰國際。「江南案」是跨國政治謀殺案件，事涉蔣孝武、國府情治單位高層和台灣黑道幫派

份子，引來美國主流媒體如《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洛杉磯時報》等，不斷地報導分

析江南命案；《紐約時報》直指本案讓台灣蒙羞。美國三大電視網之一的 CBS，在高收視率的

新聞節目《六十分鐘》也針對「江南案」製作特別報導，數千萬名美國人都知道台灣的國民

黨政府跟這件跨國政治謀殺案脫離不了關係。 

蔣經國有嫡子孝文、孝武、孝勇三人，三兄弟充滿「家天下」的優越感，自幼慣於特權，

目無法紀，囂張跋扈，民間長期流傳三人惡行惡狀的故事。長子孝文，因生活荒唐無度，早

歲就得病臥床，形同廢人；幼子孝勇，蠻橫驕縱，惡行惡狀，倚靠國民黨黨營事業撈錢，不

容外人置喙。次子孝武，對政治最有企圖心，就讀陸軍官校期間，是校規如無物，視校長、

教官如家奴，既不受教，又生活糜爛，最後被蔣經國送往德國讀書。蔣經國接班後，孝武有

意循父親掌權之路爬升，緊抓特務系統。1982、83年間，因為蔣經國病重關係，蔣孝武和王

昇之間的權力鬥爭白熱化，常有公開衝突。王昇自以為接班在望，不讓蔣孝武兄弟進入劉少

康辦公室，王昇囂張的行徑令人側目。1983年 5月，蔣經國突然下令裁撤劉少康辦公室，把

王昇調離政工系統，改任國防部聯訓部主任；當年 9月，將王昇外放到南美洲巴拉圭當大使，

那裡是離中華民國最遠的地方。王昇以老病請辭，蔣經國說：「抬也給我抬上飛機去！」 

王昇外放一年多後，在美國發生了「江南案」，為了善後，1985年 1 月 20 日，蔣經國任

命沈昌煥(總統府秘書長)、汪道淵(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宋長志(國防部長)、郝柏村(參謀

總長)、汪敬煦(國家安全局長)組成五人小組，代表國府與美國調查小組會商。蔣經國在內部

會議中說：「中美斷交錯在美，吾人理直；而劉案理不直氣不壯，處理難上加難、痛上加痛、

苦上加苦…」7 月 1 日，蔣經國下令取消「國防部情報局」編制，將該局業務與「國防部特

種軍事情報室(1958 年由國防部二廳改組而成)」合併，另組「軍事情報局」，由參謀總長郝

柏村負責指揮。新任局長由原八軍團司令盧光義升任。此後，情治系統出身的情報人員不得

升任局長，情治首長出缺時，皆以軍事將領接任而不提拔情治系統人士。 

其實，如果不是因為江南是美國公民；如果不是因為國安局長汪敬煦和情報局長汪希苓

不和，前者意圖以「一清專案」為手段，以陳啟禮為餌，鬥垮汪希苓；如果不是因為種種戲

劇化的因素，兇手陳啟禮主動站出來說真話；如果不是這樣，「江南案」很有可能跟以前發生

的林宅血案、陳文成命案一樣，只有合理推論而沒有直接證據，永遠無法破案。 

1990年，中華民國政府賠償江南遺孀崔蓉芝 145萬美元後達成和解。這筆鉅款，跟國民

黨政府日後的「二二八事件」賠償金、「戒嚴時期不當審判案件」賠償金一樣，都是從國庫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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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換言之，國民黨政府教唆特務殺人，台灣納稅人負責買單。 

作家柏楊說，蔣氏家族的獨裁暴政一直到「江南案」才告終結。江南奉獻生命與鮮血，

「化作壓死暴政的最後一根稻草─證明蔣中正、蔣經國父子的政權，已墮落為赤裸裸的多行

不義的權力。…江南之死，引起整個政權潰散的骨牌效應。…江南是最後被害者，以後蔣氏

父子就再也不敢重犯，再也沒有機會重犯了。」 

《中國時報》的歷史評論員林博文說，歷史有明流暗流，暗流有時比明流影響都大，「江

南案」就是極大影響國府歷史發展的暗流。劉宜良是要寫博士論文，以《蔣經國傳》為題目，

後來報紙連載，蔣經國就派人勸阻，劉宜良接受老長官夏曉華的意思，把蔣傳的最後三章改

了，拿了改版費，也答應寫些美西見聞給夏，每月拿幾百美金。劉宜良與情報局的關係，最

多就是寫了些美西觀察給他的老長官夏曉華，他不是間諜，他之死，就是為了要寫《吳國楨

傳》，他也不知道這會遭殺身之禍，他連被警告都沒有。結果，他之被害，是毀了「一制」，

國府的威權體制遭到痛擊，使其無法順利轉型，弄到後來陣痛不止，一直到今天。104    

九、「民進黨」成立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從 1974 年的葡萄牙軍事政變開始，帶動了西班牙、拉丁美洲各

國「民主化」後，1986 年 2 月，柯拉蓉•艾奎諾夫人領導菲律賓的「人民力量」推翻了馬

可仕政權，當時的台灣跟菲律賓相比，也不惶多讓。 

    國府在 1980年 12月恢復舉行增額中央民代選舉，高雄「美麗島事件」受刑人家屬隨即

投入而高票當選，辯護律師團、黨外新生代和沒有趕上選舉的其他受刑人家屬在之後的地方

選舉和增額中央民代選舉也都高票當選後，黨外力量在風雨飄搖之際重新站穩。 

以下關於「『民進黨』成立」的說明，資料來源主要根據《維基百科》和胡慧玲(2013)的

著作，說明如下。 

    「江南案」發生後，美國政府持續對國府施壓，使得推動「台灣民主化」的力量更加壯

大，伴隨來的就是遍地蜂起的「自力救濟」行動。所謂「自力救濟」行動，是指民眾權益受

侵害、被剝奪，合法申訴管道無濟於事，改以集體抗爭方式，向政府相關部門抗議施壓以爭

取自身權利。自力救濟迅速成為一種模式，互相學習，互相鼓勵，從拆遷、環保、婦運、農

運、學運、工運、老兵、原住民、士農工商各界，爭相自力救濟。根據統計，1987年一

年，台灣大小群眾事件有一千六百多件。從 7月 15日解嚴起到 12月底為止，平均每天有六

次以上的抗爭事件，使用警力高達十六萬兩千多人次。在這個狂飆的年代，人民不是在街頭

抗爭，就是準備上街頭抗爭。 

                                                 
104 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 江南案、汪希苓，查閱日期：2015 年 6 月 30 日。胡慧玲，同前

註，頁 213-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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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zh.wikipedia.org/wi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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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的「自力救濟」行動，始於 1979年底的台北縣五股鄉洲後村居民抗議行動，1979

年「台北地區防洪計畫初期實施計畫」核定後，預定在 1982年到 84年間興建「二重疏洪

道」，建村已兩百五十年的洲後村被迫遷村，村民為了守護家園，出錢出力，在村長陳增領

導下，奔走於各級行政部門和民意機關請願無效。1984年 7月 6日，走投無路之餘，洲後

村兩百多位村民拉白布條先赴立法院，再闖行政院，和駐衛警力激烈對抗，震驚戒嚴時期的

朝野人士，但終究免不了被強制拆除的命運。 

    隨後，是 1985年的鹿港「反杜邦」運動，美國杜邦公司計畫投資 64億元，在彰濱工業

區設置二氧化鈦工廠。當年 7月送件，短短 18天就被國府批准，但製造二氧化鈦被經濟部

列為十四項高汙染工業項目之一，彰濱地區長達 64公里的海岸線，是重要漁場和養殖專業

區，兩萬多名漁民和相關產業人士，非常憂慮杜邦設廠將會汙染海域，破壞生計。1986年

初，縣議員李棟樑發起萬人簽名活動，聯名向各級行政機關和民意機關陳情，表示反對杜邦

設廠，並申請成立「彰化縣公害防治協會」，鹿港當地三十幾個社區組織總動員，短短六個

月就匯集成巨大的能量。12 月 13日，鹿港居民以參觀台北中正紀念堂為名，聲東擊西，讓

情治單位措手不及，阿公阿婆集體轉到總統府前，高舉「怨」字標語牌抗議。鹿港「反杜

邦」運動是一場「預防性」的環保運動，居民自動自發組織對抗財大氣粗的跨國集團和昏庸

無能的政府，結果是小蝦米戰勝大鯨魚。1987年杜邦公司宣布，暫停在鹿港的投資案，兩

年後移到桃園縣觀音工業區設廠。 

  1986年開春後，國民黨透過各種傳聲筒，公開的或暗地裡，不停地威脅黨外人士：若

敢組黨，「依法取締」，「絕不寬貸」。在民進黨成立前，台灣在二戰後唯一正式籌組的政黨，

是 1960年的「中國民主黨」，國民黨迅速鎮壓，將雷震等人逮捕入獄。從中國民主黨到民主

進步黨，只有一人，兩次組黨都全程參與，完成經驗傳承，他是傅正。 

    傅正，1927年生於江蘇，1945年響應「十萬青年十萬軍」號召加入青年軍。戰後復

員，被分發到上海大同大學經濟系，後轉學武漢大學政治系。國共內戰開打後，傅正隨華中

軍政長官公署白崇禧的部隊撤守廣東，目睹「白崇禧的所謂三十萬大軍，一夜之間，不戰而

潰。」後，輾轉來台。他之前曾在蔣經國主持的嘉興夏令營受訓，來台後以舊屬身分寫信給

蔣經國，1952年進入政工幹校就讀。1953年，傅正對國民黨徹底失望而離開政工幹校。 

    1955年，傅正插班進入台大政治系就讀，獲得彭明敏教授賞識，傅自謂和彭「在思想

方面志同道合，私人感情介乎師友之間」。另一方面，傅正與《自由中國》的關係，從讀者

變成作者，繼而變成編者兼雷震秘書，和國民黨的對抗節節升高。 

    1960年，傅正是雷震身邊最積極主張組黨的人。組黨事敗，傅正被判感訓三年。他在

獄中發表言論：「一個政府喪失了人民和土地，還要在國際上代表國家，是史無前例的。中

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地位不會維持很久了。」被獄方認為冥頑不靈，延長感訓時間，總共坐牢

6 年 3個月，於 1966年出獄。 

    出獄後的傅正，先後在世界新專、東吳大學任教。雷震出獄後，傅正協助他完成〈救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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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存獻議〉，主張從速宣布成立「中華台灣民主國」。1979年 3月，雷震去世；12月，「美麗

島事件」後的大逮捕。蟄伏多年的傅正，憂心民主傳承中斷，再度投入政治運動，為黨外雜

誌寫稿，為黨外候選人助選。 

    1986年，《自由時代》雜誌總編輯鄭南榕，發起「五一九綠色行動」要求「解除戒嚴」

號召群眾集合在台北龍山寺，遊行前往總統府抗議。他說：「1949年 5月 19日，國民黨發

出戒嚴令，宣布 5月 20日起全台戒嚴。讓我們以『五一九綠色行動』，『紀念』台灣戒嚴

日。」這是台灣第一次將「解除戒嚴」從口號提升為行動。5月 19日清晨，行動總指揮江

鵬堅，黨外公職和黨工兩百多人，頭綁綠色布條群聚龍山寺，手持「要求解除戒嚴」、「戒嚴

就是軍事統治」布條，準備進軍總統府。警方迅速鎖上龍山寺鐵門，千餘名員警層層包圍，

外面的人進不去，裡面的人出不來。白天艷陽高照，午後傾盆大雨。附近商家自動「空中補

給」，一箱箱飲料、包子肉粽，源源不斷地送進龍山寺內，直到夜幕低垂，長達 12小時的對

峙才告結束。這是民進黨建黨前，「街頭狂飆」的重要活動之一。 

    1986 年 7 月，60 歲的傅正密集和黨外人士聚會，加速討論組黨事宜。他的意志堅定，居

間協調折衝樽俎，勤做紀錄，鉅細靡遺地保存了組黨工作的完整會議經過，被稱為「民進黨

的太史公」。 

    流亡美國已六年多的許信良，宛如失去戰場的將軍，四望寂寥，但他受到 1986 年 2月，

菲律賓「人民力量革命」運動推翻馬可仕獨裁政權的啟示，決定在海外組黨後遷黨回台。1986

年 5月 1日，許信良等人在美國紐約舉行記者會，宣布成立「台灣民主黨建黨委員會」，高舉

五項運動目標：突破黨禁、廢除戒嚴、總統民選、國會全面改選、釋放政治犯，準備年底「遷

黨回台」。這場記者會，公布了 114 名建黨委員，由彭明敏擔任榮譽主席，許信良擔任臨時主

席，負責組黨工作。建黨委員會下設執行委員會，執行委員有許信良、謝聰敏、林水泉、賴

文雄、康泰山、許丕龍、蔡同榮、鍾金江和謝清志等 9 人。 

    「編聯會」大將邱義仁認為，許信良此舉，對島內的黨外人士，「有一些感情上，道義上

鼓舞的作用而已，因為主力一定在島內。」島內組黨，不成功便成仁。秘密組黨行動有如鴨

子划水，暗地裡多軌進行。隔洋呼應許信良的，只有《自由時代》總編輯鄭南榕和記者江蓋

世，兩人填寫申請書後傳真到美國，成為第一號、第二號「台灣民主黨」的準黨員。 

    從 1985年底到 86年初，傅正和費希平、江鵬堅、周清玉、尤清、謝長廷、張俊雄、黃

爾璇、康寧祥、李鴻禧之間，已有五次組黨討論，但因眾人意見不一，難以為繼。 

    傅正力主組黨，他說：「小蔣一如老蔣，利用戒嚴做法寶，繼續例行黨禁；而黨外菁英雖

然希望突破黨禁，卻總是常聽到要求國民黨制訂政黨法的論調。我始終不以為然，始終相信

人民有組黨的權利，不必等待什麼政黨法。」 

    組黨行動沒有進度，傅正並不灰心。他說：「綜觀這一階段的串聯，雖功敗垂成，但已

呈現出秘密組黨進行的分工、架構、策略方向與全盤構想的輪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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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6年 6月初，費希平約傅正討論組黨。當時，鄭南榕發起「五一九綠色行動」，提出

解嚴要求，兩星期後被捕；「蓬萊島案」判刑定讞，陳水扁、黃天福、李逸洋三人入獄在

即。傅正憂心忡忡地說：「黨外菁英單打獨鬥的下場，只是被各個擊破。面對年底的增額立

委與國大代表改選，正是必須組黨和促成組黨的好時機。」 

    7月 3日，傅正邀集可合作的人士，當場一個個詢問：「敢不敢加入組黨籌備會？」大

家都說：「敢！」在座有費希平、傅正、謝長廷、江鵬堅、周清玉、尤清、黃爾璇、陳菊；

大家仔細推敲後，又邀了張俊雄和游錫堃，總共 10人，成立工作小組。當晚，謝長廷提議

以「民主進步黨」為黨名，傅正和尤清、黃爾璇負責起草宣言、基本綱領、行動綱領。每星

期一次協商，不用電話通知，不得缺席，不得洩漏小組存在；所有創黨原始文件，都靠自己

寫，打字，剪刀膠水黏黏貼貼，不假手他人，極盡保密之能事。 

    在此之前，黨外雜誌已有一波波組黨議題，討論關於黨的性質、組織和政策取向；編聯

會也密設組黨小組。編聯會略傾向左派社會主義，主張社會正義；公政會則是自由民主黨色

彩。江鵬堅是唯一的，被兩個組黨秘密小組都徵召的成員。他謹守分寸，得到信任。 

    公政會和編聯會向來有扞格，彼此路線和意識型態不同，公政會認為編聯會是「猴囝

仔」，沒大沒小。但組黨終究必須把編聯會納入，因為有勇氣組黨的人已經是極少數，只能

合不能分，必須納入編聯會，形成大團結氣勢。另一方面，編聯會也有人執意組黨，不願合

流。最後，基於歷史使命感，咸認戰後台灣人第一個政黨，不能以分裂為開端，合優於分。

換言之，是國民黨的強力威嚇，和無形的社會期待，促成了公政會和編聯會兩個秘密組黨小

組，屏除前嫌，合組新黨。 

    從 7月 3日到 9月 12日，組黨小組總共開了 8次籌備會議，完成組黨的前期準備工

作。接著就進入預備會議階段。 

    8月 15日，公政會和編聯會在台北市中山國小操場合辦「行憲與組黨」說明會，在全

美台灣同鄉會副會長楊黃美幸的安排下，美國民主黨國際事務協會會長艾伍德(Brian 

Arwood)也到場致詞。數萬名支持者歡聲雷動，共同參與「升黨旗儀式」。黨外的「黨旗」設

計者是旅美的建築師歐秀雄，他也是 1980年代響徹街頭運動的進行曲〈勇敢的台灣人〉的

詞曲創作者。 

    9月初，林正杰因「誹謗案」被判刑，從 9月 3日到 27日，舉辦全台 12場「街頭狂

飆」運動，訴求「街頭就是民主！」「新黨救台灣！上街頭，救民主！」組黨呼聲，是 1986

年的沸點。在高昂的民氣護持下，黨外人士在 9月 19日、23日、27日召開三次預備會議，

邀請各團體負責人正式商討組黨事宜，廣泛徵求發起人。 

    9月 28日上午，「1986 年黨外中央選舉後援會」在台北市圓山大飯店舉行，名義上是向

社會推薦立委和國代候選人，實際上是賭命式的叫牌掀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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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高正受訪時表示，當時他提案要求立刻組黨，他說：「民主運動發展到這個階段，大

家還坐在這裡討論『組黨籌備委員會』。當年雷震還在籌備組黨階段，就已經被國民黨『雞

仔鳥仔抓到沒半隻』，還有什麼好討論的？組黨靠決心和勇氣，我正式建議：『今天，就宣布

組黨！』我話一說完，立刻就得到在場人士的熱烈響應，全場強烈要求『立刻組黨』！民主

進步黨就這樣正式成立。」105 

    胡慧玲則是說：閉門大會開始，謝長廷和尤清提出臨時動議，要求變更議程，討論組黨

事宜，主張立刻組黨。132名後援會代表震驚譁然，有人興奮期待，有人畏縮推託。經過激

辯後，全體代表簽名，成為第一批組黨發起人，公推費希平擔任「組黨發起人會議」召集

人。 

    當天下午討論黨名、黨章，有人繼續質疑是否應該立即組黨，但經過爭論，逐一定案，

大會結束。傍晚 6點 06分，費希平在記者會宣布：「民主進步黨正式成立！」 

    從 9月 28日創黨，到 11 月 10日召開第一次全國黨代表大會，是興奮高亢兼危疑震撼

的 44天。國民黨軟硬兼施，公開揚言「依法取締」；私底下則派人關說，希望民進黨停留在

籌備階段，若正式組黨就要動手抓人。 

    組黨次日，工作小組增加李邱義仁、洪奇昌、蘇貞昌、郭吉仁、周滄淵、康寧祥、顏錦

福、許榮淑等 8人，成員從 10人變成 18人，成為 18人工作委員會。除了組黨進程，最重

要的是，確定「牢可以坐，黨不能毀」的原則，並且排定三個梯次的「待捕名單」，前仆後

繼，非組不可。 

    傅正表示：「我一再透過中介學者讓國民黨了解我們的決心。」陳菊說，排定「待補名

單」梯次時，傅正、費希平、江鵬堅、謝長廷、邱義仁、尤清、黃爾璇等人，都自願列入第

一批名單。傅正和江鵬堅說，陳菊剛坐牢歸來，不宜列進第一梯次。她說：「這種寬容、愛

護和犧牲的同志愛，不僅令我感動，更是民進黨能在險惡的政治環境中創建的最大條件。」 

    國民黨照例恫嚇。早在組黨前 2天，9月 26日，法務部長施啟揚宣稱：「政府已一再重

申此時此地不宜組織新黨，如少數人不顧現實的情勢，貿然組黨，政府將依法處置。」民進

黨成立次日，施啟揚又重彈此調。 

    10月 1日，《中央日報》發表社論，批評組黨是：「極少數人無視國家前途與法律尊

嚴，置社會安危於不顧。不但不知和衷共濟之為貴，反而乘國家之危，來傷害國家的團結安

定。」 

    郝柏村時任參謀總長。組黨次日，蔣經國詢問他對此事的意見。他表示，組黨是無法避

免的，問題是在什麼前提下組黨。他認為應該基於：一、忠於中華民國；二、終於中華民國

憲法；三、堅決反共；四、支持一個中國的復國政策，反對分裂或台獨。郝柏村的結論是：

                                                 
105 訪問朱高正，2014 年 2 月 24 日，詳本論文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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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偏激份子揚言組黨，其主張實際為否定中華民國，或與中共統戰呼應，或為台獨，當

然不能容忍。」 

    蔣經國則指示：「對於偏激份子的行徑，目前仍以避免衝突、冷靜處理為要。」其實國

內外強大的壓力已經不允許他「不容忍」。 

    早在 3 月，蔣經國主持的國民黨十二屆三中全會，便決議「要以黨的革新帶動全面革

新」。4 月 9 日，蔣經國在國民黨中常會指示，由 12 名中常委組成「革新小組」，針對包括

解嚴、開放黨禁等問題進行研議。但經過 5 個月，「研議」尚無結果，黨外早已強渡關山，

打開政黨政治的新局面。 

    8 月 20 日，蔣經國會見來台訪問的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魯嘉(Dick Lugar)。魯嘉

向他建議，應准許反對黨成立，並及早解嚴。 

    10 月 7 日，在駐美代表錢復的建議和安排下，蔣經國會見來台訪問的《華盛頓郵報》

發行人葛蘭姆女士(Katharine Meyer Graham)時表示：「台灣將在近期內解除戒嚴、開放組

黨。…任何新黨必須遵守憲法、支持反共的基本國策，並與台獨運動劃清界線。」 

    10 月 8 日，蔣經國在國民黨中常會發表，「世事在變，局勢在變，潮流也在變」的談

話，對黨內鷹派、保守派釋出訊息。國民黨雖然對民進黨虎視眈眈，但是要像「美麗島事

件」一樣全面逮捕，已經不可能了。 

    由於國民黨的施壓，11 月 10 日，民進黨第一次全國黨代表大會，連開會場地也租不

到，最後以「淡江校友會」名義租到台北市環亞大飯店，在海內外注目下，創黨黨員當天兵

分五路，執行任務。 

    第一場在省議會台北會館，建黨 18 人工作委員會秘密召開第一屆黨員代表大會準備會

議。第二場在環亞大飯店舉行，正式召開黨代表大會，出席人數 155 人，逐條討論，通過黨

綱、黨章、紀律仲裁辦法等議案。 

    第三場在甲天下餐廳選出第一屆中評委，包括吳鐘靈、王義雄、陳菊、蔡龍居、蔡式

淵、郭吉仁等 11 人，郭吉仁當選中評會主委。第四場在金華國中舉辦「民主進步黨新黨晚

會」，向群眾說明組黨經過。當晚，小額募款就募集了 1 百多萬元的「開辦費」。 

    晚會後，移師蘇治芬開設的「元穠茶藝館」，投票選出第一屆中執委黃爾璇、江鵬堅、

許榮淑、尤清、費希平等 31 人。中執委再選出費希平、蘇貞昌、康寧祥、游錫堃等 11 明中

常委。黨主席選舉，13 比 12，江鵬堅以 1 票之差險勝費希平。 

    事後，邱義仁認為，江鵬堅當選黨主席是「天意」。公政會推派費希平參選黨主席，費

希平是外省人，主張台灣可與中國合組「大中國邦聯」，被獨派視為「統派」。秋說：「我們

不希望統派人士當台灣第一個本土政黨的主席，遂臨時起意，聯合邊緣人士，推出江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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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 

    邱義仁說，公政會的康系人馬認為勝劵在握，很多中執委當選後就回中南部了。31 名

中執委，只有投出 25 票，少的 6 票就是提早離席回家的。他說：「直到現在，我還是認為江

鵬堅當黨主席比較好。」 

    周清玉說：「創黨時，黨主席也沒有人爭，因為大家知道這是『赴死』的。」她承認，

畢竟費希平是外省人，她很自然希望台灣人當黨主席。 

    其實，江鵬堅也是所謂的外省人第二代。 

    江鵬堅，1940 年出生於台北市大稻埕。他的家世和鄭南榕相仿，父親江火財是日治時

期來台的福建惠安人。江火財在大稻埕開鞋鋪，育有 10 名子女。江鵬堅和許多同世代的人

一樣，沒有背景，沒有財富，只能靠自己的資質和努力，奮發向上。他讀建中、台大法律

系、碩士，考上律師。他的個性內向，兒時常一個人靜靜地和自家飼養的鵝說話。鄰居都驚

訝地說，那個啞巴，怎麼當律師呢？ 

    進大學前，江鵬堅就打算徹底改變木訥的個性和瘦弱的身體。他加入柔道社、辯論社，

由外而內鍛鍊自己。他喜歡閱讀，學習劍道，嚮往日本武士道精神。 

    江鵬堅外表灑脫，內心熱情澎湃。有政治潔癖，注重形象。重然諾，開會必到，到必準

時，做幾分事說幾分話。這一點，他和宜蘭縣長陳定南很像。 

    「美麗島事件」帶給江鵬堅很大的衝擊，林宅血案的震撼更大。從那時起，江鵬堅擔任

林義雄的辯護律師，1980 年幫周清玉助選，1983 年當選台北市立委，1984 年創辦台灣人權

促進會，1986 年信守「一屆立委，終身黨外」的承諾，沒有繼續參選立委，致力於民進黨

的組黨運動。 

    11 月 10 日，歷經中執委、中常委、黨主席三輪的馬拉松選舉，46 歲的江鵬堅當選民進

黨主席。會後他建議同志們，一起回到晚會現場的金華國中操場，撿垃圾整理環境，讓學生

們明天上課的校園環境恢復整潔。 

    組黨，是一場意志的對決。組黨核心人士，以決心、智慧和集體信任感，冒著生命危

險，衝決網羅。戰後 40 年屢試屢敗的組黨大業，終於在 1986 年開花結果。台灣人民付出無

比的努力和無數的犧牲，漫長的威權時代終於接近尾聲了，就要落幕了。 

    江鵬堅回憶，組黨完成已經接近子夜，站在秋風中，街燈下，孑然孤立，頗有風蕭蕭兮

易水寒的悲壯淒美。 

    一個大稻埕鞋鋪師傅之子，一個謙守自持的君子，身處政治高壓之下，社會狂飆之中，

他知道自己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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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韋伯在〈政治做為一種志業〉一文中的名言：「真正能讓人無限感動的，是一個成熟的

人(無論年紀大小)，真誠而全新地對後果感到責任，按照責任倫理行事，然後在某一個情況

來臨時說：『我再無旁顧，這就是我的立場！』」 

    江鵬堅和許許多多的人，當時站在歷史的轉折點上，沒有徬徨，沒有退卻。他們聽到，

並且回應了召喚。106 

第二節 台灣民主化「模式」與「制度選擇」 

    以下套用杭亭頓對「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下的「民主化」模式，來解析台灣民主化的「模

式」與「制度選擇」，說明如下： 

壹、由執政者主導，由上而下的「轉型」模式 

    從學理來看，以執政者主導，由上而下的「轉型」模式來落實「民主化」，執政者必須以

「理性決策模式」，在「化解革命壓力」和「鞏固既得利益」兩者間取得平衡，其「制度選擇」

的方向傾向「單一國」和「中央集權制」，以先進國家的經驗來看，比較接近法國第五共和憲

法的制度，進而影響了「地方自治民主化」的「制度變遷」。但以中華民國「民主化」的經驗

來看，似乎跟法國第五共和憲法的制度大相逕庭。 

    從中華民國建國後的立憲經驗來看，歷經「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天

壇憲草)」、「中華民國約法(袁氏約法)、「中華民國憲法草案(民國八年憲草)」、「中華民國憲

法草案(曹錕憲法)」、「中華民國憲法草案(民國十四年草案)」等階段，但始終都是「憲法草

案」，沒有進入「制憲」階段。 

    1928年，國民黨北伐成功，統一全國後，按照孫文《建國大綱》的程序，軍政時期結束，

進入訓政時期，準備憲政時期。國民黨政府公布《訓政綱領》，通過了《訓政時期約法》，隨

後公布了《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五五憲草)》，卻因抗戰軍興而延宕「制憲」工作。1938年，為

團結抗日，接納其他黨派意見，將《五五憲草》修改為《期成憲草》，憲政架構由五權往三權

方向修正。1945年，抗戰勝利，國共簽署《雙十協定》，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將《期成憲草》

修改為《政協憲草》，進一步商討「制憲」事宜，後因國共軍事衝突擴大，中共和「民盟」退

出政協會議，沒有參加「制憲」工作。107 

    中華民國「制憲」後的「行憲」工作，因國府播遷來台後，在台灣宣布「戒嚴」而無法

實施，在蔣氏父子的思維裡，國民黨比共產黨「民主」，建設復興基地，號召台灣同胞支援中

國大陸民眾反抗共產極權獨裁暴政才是首要目標。黨外人士為了爭取民主自由，從 1977 年的

                                                 
106 胡慧玲，同前註，頁 284-303。 
107 荊知仁(1984)，《中國立憲史》，台北：聯經，頁 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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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壢事件」到 1979 年底的「高雄美麗島事件」，對國民黨政權發動的抗爭，蔣經國視之為

中共政權在台灣潛伏的「第五縱隊」，因此才會對黨外陣營扣上「三合一敵人」的大帽子，欲

去之而後快。 

    歷經「中美斷交」、美國政府制定「台灣關係法」、「高雄美麗島事件」後的軍法大審等過

程，蔣經國認為，可以稍事喘息，所以才會在 1983 年底恢復停辦的增額中央民代選舉，布料

「高雄美麗島事件」受刑人家屬紛紛高票當選，這個結果讓蔣經國覺得苗頭不對。後來又發

生台灣軍情局指使黑道殺手，到美國謀殺作家江南的「江南案」，雖然無法證實蔣經國事先是

否知情，但事後在美國政府的壓力下，蔣經國棄車保帥，除了將一干人等投入大牢中，也公

開宣示，「蔣家第三代不會接班」，「他也是台灣人」。但國民黨上下並沒有體會到蔣經國所說

的：「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這是 1986 年 9 月底，黨外陣營在台北市圓山飯店

突然宣布成立「民主進步黨」，事後蔣經國沒有下令抓人的最主要原因。108 

    換言之，蔣經國宣布解嚴，推動台灣「民主化」，並不是因為執政者對民主的嚮往，而是

執政者面對不斷升高的民主化壓力，經過理性思考和決策後，採取對其最有利的方式來主導

民主化。因此，基於人性的自利傾向，任何壟斷政治權力的既得利益者，都不會在毫無壓力

的情形下進行民主化；只有在民主化壓力已經大到足以妨礙政權穩定，執政者由上而下來主

導民主化顯然比抗拒民主化更有利時，執政者才會主導推動民主化。施明德、許信良、朱高

正、林濁水在受訪時都指出，1984 年 10 月 15 日，發生在美國加州的「江南案」，除了阻斷

蔣家第三代接班希望外，黨外陣營持續不斷地抗爭，以及來自美國政府的巨大壓力都是促使

蔣經國推動台灣民主化的主要原因，這是蔣經國經過理性思考的決策。 

貳、由反對者主導，由下而上的「取代」模式 

    從學理來看，由反對者主導，由下而上的「取代」模式來落實「民主化」，反對者與執政

者之間是一種「零和模式」，雙方不見得一開始就是這種「水火不容」或「漢賊不兩立」的態

度，經過「折衝」和「妥協」仍無法「信守承諾」，證明「和平無望」和「苟且不能偷生」時，

勢必「魚死網破」，拚到「你死我活」為止，這種情形的「制度選擇」方向傾向「聯邦國」和

「地方分權制」，以先進國家的經驗來看，比較接近美國獨立戰爭和戰後聯邦憲法制定的過程，

進而影響了「地方自治民主化」的「制度變遷」。對比中華民國「民主化」的經驗來看，國共

內戰的失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國，國府播遷來台就是一個明顯的證明。1986 年 2月，菲

律賓「人民力量革命」運動，推翻馬可仕政權，也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二二八事件」後，台灣沒有再出現大規模的武裝反抗國民黨政府統治的事件。國府播

遷來台後，次第完成國民黨組織改造後，透過「軍事戒嚴」、「動員戡亂體制」和「臨時條款

體制」等工具，已經完成了軍事戒嚴威權統治的形式，在蔣氏父子的思維裡，任何挑戰國民

                                                 
108 1986 年 9 年 28 日晚上，蔣經國聽到民進黨組黨消息後，坐在輪椅上跟宋楚瑜說的話。詳：陶涵(Jay 

Taylor)著，林添貴譯(2009)，《台灣現代化的推手：蔣經國傳》，台北：時報，頁 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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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統治方式，甚至採取武裝革命對抗方式，就是共產黨的「同路人」。日後更把島內的「黨外

人士」和海外的「台獨份子」跟共產黨結合，視為「三合一」敵人。冷戰初期，美國視國民

黨政府為盟友，並不在乎國民黨在台灣迫害人權的獨裁暴政，在沒有辦法得到外援的情形下，

台灣內部雖有零星武裝抗暴事件發生，卻沒有對國民黨政權發生任何影響。因此，中華人民

共和國的建國，菲律賓「人民力量革命」運動，甚至是南韓發生的「光州事件」，並未在「台

灣民主化」過程中出現。 

參、由執政者與反對者共同參與，合作妥協的「錯位」模式 

    從學理來看，由執政者與反對者共同參與，合作妥協而進行的「錯位」模式來落實「民

主化」，這種模式並非一開始就能推動，反而是先經過執政者與反對者之間的「零和模式」鬥

爭過程，假以時日，執政者體認到無法以由上而下的「轉型」方式來達到目標；反對者體認

到無法以由下而上的「取代」方式來得到成功，雙方經過「折衝」達到「妥協」，進而完成「民

主化」，這種情形的「制度選擇」方向傾向「單一國和聯邦制的折衷作法」和「均權制」，進

而影響了「地方自治民主化」的「制度變遷」。從先進國家的經驗來看，似乎沒有類似的實例，

但同為「第三波」民主浪潮下的南非，由曼德拉領導的「民主化」；以及南韓，由盧泰愚推動

的「民主化」，反而比較接近中華民國「民主化」的經驗，這個情形以蔣經國總統的過世為分

水嶺來看就很清楚。 

    以杭亭頓提出的「民主化」「模式」套用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來看，在蔣經國總統過世

前，從他對黨外民主運動的打壓，到他決定解除戒嚴，然後說「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

也在變」，他採取的還是「轉型」方式，由他主導的由上而下的「民主化」；基於捍衛政權和

鞏固既得利益的「理性決策模式」，蔣經國對黨外人士採取政治迫害手段，則是為了防止出現

「取代」方式，由黨外人士主導的由下而上的民主化。 

    蔣經國總統過世，李登輝總統繼任，則是採取第三種「錯位」方式，由執政者與反對者

共同參與，合作妥協而進行的民主化。因為李登輝總統不具備蔣經國高壓統治的條件，再加

上 1990 年「萬年國會」修憲擴權，引發「野百合學運」，大學生們提出的四大訴求，贏得台

灣社會的一致支持；李登輝總統順勢而為，得到「萬年國會」支持連任總統後，接連召開體

制外的「國是會議」和「國發會議」，邀請朝野領袖與會，進行溝通對話以凝聚改革共識，再

透過體制內的修憲和修法程序，逐一落實會議共識以推動台灣「民主化」。這是台灣「民主化」

有別於其他新興民主國家「民主化」的差異所在，因為「台灣民主化」過程中，朝野政治領

袖很清楚手段和目的的不同，歷經從「轉型」到「錯位」的方式改變，「台灣民主化」才得以

有別於其他「第三波」民主浪潮下的國家，用較為平穩，代價較低的方式完成。 

第三節 「台灣地方自治民主化」的「制度變遷」 

    二戰結束，台灣主權改變，從國府接受台灣、播遷來台，「台灣地方自治民主化」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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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變遷」，依序經過「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時期、國府遷台後以行政命令規範時期、「省縣

自治法」和「直轄市自治法」時期、「地方制度法」時期、增訂「準直轄市」條款、增訂「行

政區劃」條款、縣市合併改制升格直轄市等時期，分別說明如下： 

壹、「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時期 

    1945 年 10 月 25 日上午 10 點，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代表盟軍在台北公會堂舉行受降典

禮，正式接收台灣後。12 月 6 日，「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訂定「台灣省各級民意機關成立

方案」，做為各級民意機關成立的依據，規定由台灣民眾直接選舉鄉鎮縣轄市區民代表，組

成鄉鎮縣轄市區民代表會後；由鄉鎮縣轄市區民代表會選舉各縣市參議員後，組成各縣市參

議會；由各縣市參議會選舉台灣省參議員後，組成台灣省參議會。1946 年 5 月 1 日，台灣

省參議會正式成立後，上述工作正式完成。因應「制憲」需要，台灣省參議會在 1947年 10

月 31日，選出 18名制憲國代，前往南京參加制定「中華民國憲法」 

    以上所述是「行憲」前，「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在台灣推行的地方制度。這種以人民直

選最基層的民意代表後，再以間接選舉方式，產生上一級民意機關的作法，跟日後的「中華

民國憲法」規定的監察委員產生方式相同，但 1992 年「修憲」時，在「憲法增修條文」已經

廢止上述規定。不過上述規定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現行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

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109內容相同。 

    上述「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在台灣推行的地方制度，隨著「二二八事件」發生，國防

部長白崇禧奉命來台「宣慰」，返回南京述職，建請蔣介石總統在台灣實施地方自治。隨著國

共內戰失利，國府播遷來台後，以行政命令為依據，在台灣推動地方自治而走入歷史，迄今

只有村里長和鄉鎮縣轄市民代表選舉繼續實施。 

貳、國府遷台後以行政命令規範時期 

一、時間：1947 到 1994 年。 

二、法令依據： 

(一)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二)省政府組織法 

                                                 
109 「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網址：

http://www.people.com.cn/GB/14576/28320/39838/39842/2947944.html。，查閱日期：2015 年 6 月 30 日。 

 

http://www.people.com.cn/GB/14576/28320/39838/39842/29479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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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台灣省政府委員會議事規則 

   2. 台灣省政府合署辦公施行細則110 

(三)台灣省臨時省議會組織規程 

(四)台灣省臨時省議會選舉罷免規程 

(五)台灣省議會暫行組織規程 

(六)台灣省各縣市實施地方自治綱要 

   1. 台灣省各縣市政府組織通則 

   2. 台灣省各縣市組織規程準則111 

(七)台北市各級組織及實施地方自治綱要 

(八)高雄市各級組織及實施地方自治綱要 

(九)戰地政務委員會條例 

     1. 金門戰地政務委員會 

     2. 馬祖戰地政務委員會 

三、制度特徵： 

(一)省(市)半自治，省(市)政府首長由行政院派任，省(市)議會直接民選組成。省(市)政府定

位為行政院派出機關，省(市)議會定位為省(市)政府施政的諮詢機關，兩者不是機關對

立的監督制衡關係。 

(二)縣(市)、鄉(鎮、市)自治，地方行政首長與地方民意機關以直接民選方式產生。地方民

意機關定期會開會時，地方行政首長須提出施政報告並率一級主管列席備詢。兩者以

機關對立的監督制衡關係運作。 

(三)金馬地區不自治，設戰地政務委員會為最高決策機構，實施軍民一元化領導。 

四、制度改變原因： 

                                                 
110 台灣省政府民政廳(1996)，《民政統計，第二十五期》。 
111 台灣省政府新聞處(1995)，《台灣光復五十年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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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蔣經國總統宣布，自 1987 年 7 月 15 日起解除戒嚴。李登輝總統連任後宣布，自 1991

年 5 月 1 日起終止「動員戡亂」，廢止「臨時條款」，實施「增修條文」，回歸憲政體制。

李登輝總統邀請朝野人士舉行「國是會議」尋求改革共識，透過「修憲」與「修法」，

落實「國是會議」共識，推動「地方自治民主化」。 

(二)立法院以「增修條文」第十七條為法源，依循「中華民國憲法」第十一章地方制度規

定，採省市雙軌制原則，制定「省縣自治法」和「直轄市自治法」，推動地方自治法制

化，金馬地區終止戰地政務。 

參、「省縣自治法」與「直轄市自治法」時期 

一、時間：1994 到 1998 年。 

二、法令依據： 

(一)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 

(二)省縣自治法 

     1. 台灣省政府組織規程 

     2. 台灣省議會組織規程 

     3. 縣市政府組織規程準則 

     4. 縣市議會組織規程準則 

     5. 鄉鎮市公所組織規程準則 

     6. 鄉鎮市民代表會組織規程準則 

(三)直轄市自治法 

     1. 台北市政府組織規程 

     2. 台北市議會組織規程 

     3. 高雄市政府組織規程 

     4. 高雄市議會組織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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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制度特徵： 

(一)省(市)、縣(市)、鄉(鎮、市)自治，地方行政首長與地方民意機關以直接民選方式產生。

地方民意機關定期會開會時，地方行政首長須提出施政報告並率一級主管列席備詢。

兩者以機關對立的監督制衡關係運作。 

四、制度改變原因： 

(一)李登輝總統當選第一屆民選總統後，邀請朝野人士舉行「國家發展會議」尋求改革共

識，透過「修憲」與「修法」，落實「國家發展會議」共識，繼續推動「地方自治民主

化」。 

(二)為落實「國家發展會議」共識，停止國大代表、台灣省長、台灣省議員、鄉鎮市長、鄉

鎮市民代表等五項選舉，國民大會「修憲」，保留省政府為行政院派出機關，停止台灣

省自治。 

(三)立法院以「增修條文」為法源，制定「地方制度法」，廢止「省縣自治法」和「直轄市

自治法」；制定「台灣省政府組織功能業務調整暫行條例」，推動「台灣省政府精簡作

業」，繼續推動「地方自治民主化」。 

肆、「地方制度法」時期 

一、時間：1998 到 2007 年。 

二、法令依據： 

(一)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 

(二)台灣省政府組織業務功能調整暫行條例 

(三)地方制度法 

  1. 台北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 

  2. 台北市議會組織自治條例 

  3. 高雄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 

  4. 高雄市議會組織自治條例 

  5. 縣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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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縣市議會組織自治條例準則 

7. 鄉鎮市公所組織自治條例準則 

8. 鄉鎮市民代表會組織自治條例 

三、制度特徵： 

(一)直轄市、縣(市)、鄉(鎮、市)自治，地方行政首長與地方民意機關以直接民選方式產生。

地方民意機關定期會開會時，地方行政首長須提出施政報告並率一級主管列席備詢。

兩者以機關對立的監督制衡關係運作。 

(二)行政院根據「地方制度法」和「台灣省政府組織功能業務調整暫行條例」，訂定「台灣

省政府組織規程」和「台灣省諮議會組織規程」，推動「台灣省政府精簡作業」。 

四、制度改變原因： 

(一)2000 年總統大選，第一次政黨輪替，陳水扁總統在中部地區設置「第三個直轄市」政

見，因台北縣長蘇貞昌反對，並以辭職相脅而胎死腹中。 

(二)2007 年 6 月，台北縣長周錫瑋成功遊說立法院修改「地方制度法」第 4 條和第 7 條，

增訂「準直轄市」條款，順利讓台北縣升格。 

伍、「地方制度法」增訂「準直轄市」條款 

一、時間：2007 到 2010 年。 

二、法令依據： 

(一)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 

(二)地方制度法 

  1. 第 4 條 

  2. 第 7 條 

三、制度特徵： 

(一)自 2007 年 10 月 1 日起，台北縣適用「地方制度法」的「準直轄市」條款後，年度總

預算規模由現行約新台幣 750 億元，倍增為新台幣 1,500 億元，財政規模僅遜於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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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台北縣基礎建設可望有效改善。 

四、制度改變原因： 

(一)2008 年總統大選，第二次政黨輪替，馬英九總統推動行政區域重新調整，內政部積極

推動「三都十五縣」政見的落實，有 6縣市自 2010年 12月 25日改制為 5直轄市。 

陸、「6縣市合併升格改制為 5直轄市」時期 

一、時間：2010 到 2014 年。 

二、法令依據： 

(一)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 

(二)地方制度法 

  1. 第 7-1、7-2、7-3 條 

  2. 第 24-1、24-2、24-3 條 

  3. 第 40-1 條 

  4. 第 58-1 條 

  5. 第 83-1 條 

三、制度特徵： 

(一)立法院於「地方制度法」增訂第 7-1、7-2、7-3 條，做為「行政區劃」依據，讓縣(市)

合併升格直轄市有法律程序可依循。 

(二)立法院於「地方制度法」增訂第 24-1、24-2、24-3 條，做為各級地方自治團體成立區

域合作組織，進行「府際合作」的法律依據。 

(三)立法院於「地方制度法」增訂第 40-1 條，做為縣(市)合併升格直轄市的總預算案處理

依據。 

(四)立法院於「地方制度法」增訂第 58-1 條，做為鄉(鎮、市)改制為區後，原鄉(鎮、市)

民代表由直轄市長聘任為區政諮詢委員的法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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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立法院於「地方制度法」增訂第 83-1 條，做為受到縣(市)合併升格為直轄市的民選地

方公職人員任期調整的法律依據。 

(六)桃園縣適用「準直轄市」條款 

四、制度改變原因： 

(一)2014 年 1 月 14 日，立法院於「地方制度法」增訂 83-2、83-3、83-4、83-5、83-6、

83-7條，賦予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實施自治之法源依據及權限。 

柒、「16縣市與 6直轄市」時期 

一、時間：2014 年以後。 

二、法令依據： 

(一)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 

(二)地方制度法 

  1.第 83-2、83-3、83-4、83-5、83-6、83-7條 

三、制度特徵： 

(一)桃園縣升格為第 6 個直轄市，台澎金馬地區的第一級地方政府為「16 縣市與 6 直轄

市」。 

(二)為保障原住民自治，立法院於「地方制度法」增訂 83-2、83-3、83-4、83-5、83-6、

83-7 條，賦予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實施自治之法源依據及權限，於 2014 年 11 月 29

日「九合一」選舉進行改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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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從「解嚴」到召開「國是會議」 

第一節 蔣經國總統過世前的「民主化」進程 

壹、宣布「解嚴」的原因 

    促使蔣經國總統宣布「解嚴」的原因，施明德112、許信良113、朱高正114、林濁水115受訪

時都表示，除了黨外人士前仆後繼的抗爭行動外，最重要的關鍵因素是美國對國民黨政府的

施壓有關。關於黨外陣營的抗爭，除了以上章節的內容說明外，從情治單位退休的前調查局

副局長高銘輝，1980 年時擔任調查局高雄市調處處長，多年後檢討表示：「…沒有吳泰安

事件，就沒有余登發案，也就不會有之後的橋頭鄉遊行、許信良桃園縣長被停職風波，美麗

島事件也不會提前來到。當然，接下來的軍法大審，也就不會發生。而當年為美麗島事件被

告辯護的律師由此結合，並成為現在反對勢力的中堅份子，這一切都應該可以說是受了余登

發案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許信良被裁定休職兩年，此事會有些什麼後遺症，使人憂心。因

為，對余登發判刑與對許信良的停職，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是一種政治上的報復。…我們

把一個七十多歲的老人，以很勉強的理由送進監獄，這是執事者錯估了形勢，幫了政府一個

倒忙。如果當時是以和緩的方式來處理，藉機化解恩怨，歷史可能會改寫，至少，反對運動

不可能一下子就提升到沸點。」116 

    高銘輝認為，若不是國民黨錯估形勢，激怒民心，「美麗島事件」不會發生，國民黨政

權不會一瀉千里。117 

至於美國施壓的情形，則是以「江南案」為分水嶺，在「江南案」前，是以軍售對國民

黨政府施壓；在「江南案」後，以人權要求國民黨政府「民主化」，這兩個階段的不同情形的

說明，資料來源主要根據《維基百科》和胡慧玲(2013)的著作，說明如下。 

一、 美國在「江南案」前的態度 

    「美麗島事件」發生後的大逮捕，一共有 45人被捕，其中有 8人被軍法審判，其餘 37

人移送司法審判。移送司法審判的被告中，有蘇慶黎、范巽綠等 4人獲不起訴處分，其餘

                                                 
112 訪問施明德，2013 年 12 月 30 日，詳本論文附錄。 
113 訪問許信良，2014 年 2 月 13 日，詳本論文附錄。 
114 訪問朱高正，2014 年 2 月 24 日，詳本論文附錄。 
115 訪問林濁水，2014 年 2 月 14 日，詳本論文附錄。 
116 高明輝(1995)，《情治檔案：一個老調查員的自述》，台北：商周，頁 59-63。 
117 胡慧玲(2013)，同前註，頁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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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人被起訴。 

    蘇慶黎被抓到景美軍法看守所後，調查局特務第一句話就說：「蘇小姐，現在是年終，

要算總帳了。我們根本不是因為美麗島事件把你們抓進來，妳的帳本已經夠大了，我們只是

藉這個機會把妳抓進來。」 

    蘇慶黎先後被送往三個地方疲勞審問。某日，偵訊突然中斷，她說，那天早上偵訊員進

來後，拿了一份報紙，也不問話，只破口大罵：「他媽的，若不是要買武器的話，甩你美國

人！」蘇慶黎知道，美國的壓力下來了。之後，偵訊開始放鬆。118 

    大逮捕之後，海外掀起大規模的救援行動。檯面上參與救援行動的，包括人權團體如

「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 A.I.)，個人如梅心怡119、三宅清子、艾琳達、安德

毅(Dennis Engbarth)，海外台灣人團體如世台會、台灣建國聯合陣線，海外華人如聶華苓、

余英時、陳若曦等。 

    這些救援團體與個人，大多在「美麗島事件」前就已長期關注和救援台灣政治犯；事件

發生後，當然繼續救援和關懷受難者家屬。「美麗島事件」是他們人權志業生涯的巨幅篇

章，他們對國民黨政府所起的最大作用，就是形成壓力。逼迫國民黨政府讓步，必須軟硬兼

施，除了抗議譴責，也要交易談判。檯面下的交易對口是華府；而華府肯不肯救援，又取決

於檯面上的救援力量大不大，能不能施壓。 

    目前所知，華府與國民黨政府的檯面下交易，可以確定包括軍售。「美麗島事件」後

30 年，高雄市長陳菊於 2009 年 2 月，出訪美國華府，出席一場座談會時，與她的老友、前

美國國務院中華民國科科長費浩偉見面。費浩偉證實，華府當年以對台軍售為籌碼，換取

「陳菊等人」免於死刑。所謂「陳菊等人」，就是遭到軍法審判的 8 名被告，當時以「懲治

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罪名起訴，刑度是唯一死刑。 

    「美麗島事件」發生後，美國國務院官員至少三次發表意見或評論。助理國務卿郝爾布

魯克(Richard Holbrooke)私下要求國府當局對本案公開審判，不要以叛亂罪審理，而參眾兩

院議員的反應強烈情形，更不在話下，但這一切，在台灣全部消音。120 

    許信良受訪時說：「美麗島事件發生之後我人在美國，那時候我們有向美國政府請願、

申訴，海外臺灣人也有運動，救援那些受難者，最具體的就是到華盛頓國會遊說、解釋美麗

島事件，那我在那時候為了救援那些受難者，我在外面住了兩個禮拜，去見美國AIT在華盛

                                                 
118 胡慧玲，同前註，頁 157-158。 
119 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 梅心怡，Lynn Miles，1943 年 6 月 15 日—2015 年 6 月 8 日，華文姓

名「梅心怡」，擁有美國國籍和台灣永久居留權，台灣輔仁大學教授、社會運動家，人權工作者。白色恐怖

時期，在台灣關注人權及民主化運動，從事國際性政治犯救援工作。為此被迫離開台灣，旅居日本，名列

不准入境的黑名單長達 25 年。1996 年，解禁後重回台灣。2006 年，陳水扁政府頒發在台永久居留權，查

閱日期：2015 年 6 月 30 日。 
120 胡慧玲，同前註，頁 171-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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頓的主席丁大衛(David Dean)，他主管這方面的事情。 

    斷交以後國民黨也有強烈反應，造成臺灣內部不穩、衝擊國民黨，但是美國那時候還是

希望臺灣政權不要受影響。斷交之後國民黨會覺得他們不論怎樣壓制黨外美國都不會介入，

有恃無恐、聚集鎮壓黨外，但是美國如果態度很強硬他們當然就不會做，所以我覺得美國有

間接的責任也間接鼓勵了他們。美國應該要清楚表明對這件事的態度，我當時建議他們要快

點表態，因為這些受難者也命在旦夕。對方有解釋，他一直認為在斷交之後美國對國民黨有

芥蒂，就沒有影響了，不是他不想介入，是真的沒有影響力。 

    後來他一個禮拜後決定要跟美國政府報告、到臺灣來，我建議他要見黨外的哪些人，包

含受難者家屬等等，當然我們要求他必須公開審判，不能像過去那樣秘密審判。所以那時候

他就開始對國民黨施壓了，用他的話講，他就慢慢開始影響。1983年，卡特政府的外交政策

是很清楚的，在美國總統中很奇怪，他的影響很難堅持，但是卡特政府對臺灣的民主政治還

是有影響。」121 

    林宅血案的傷痛猶在，一年半後又發生震驚海內外的「陳文成命案」，至今仍未破案。 

    陳文成，台灣台北人，1950年生於林口。從小家境清苦，從建中到台大數學系，學業優

異，個性爽朗，愛好運動，同學都暱稱他「大牌」。台大數學系教授楊維哲回憶說：「不熟悉

的人，覺得他隨便，吊兒啷噹；其實他只是豪爽、率直，絕不扭捏作態。」 

    陳文成於1957年赴美留學，1978年獲得密西根大學博士學位，發表裡幾篇頗受重視的論

文，獲聘為卡內基美隆大學統計系助理教授，遷居匹茲堡。 

    陳文成熱心公共事務，在密西根大學期間參與《安娜堡鄉訊》，時值台灣的鄉土文學論

戰，他每一期介紹一名台灣鄉土作家及其作品。他移居匹茲堡後，《美麗島》雜誌即將創

刊，他號召全美台灣同鄉會捐款，毫不畏懼的，以他個人名義匯款給施明德，並托人把雜誌

的文章翻成英文。四個月後，國民黨大逮捕，陳文成去紐約參加抗議遊行，並公開焚燒蔣經

國芻像。 

    陳文成個性磊落，凡事站在明處。這一切，都被國民黨的職業學生寫了報告上繳。1981

年5月20日，他偕同妻子陳素貞、未滿週歲的兒子翰傑返鄉。他和家人團聚、拜訪師長同

學、應邀學術演講、環島旅行，與舊識新友縱論時事。6月底，要返美參加學術研討會，但

出境證一直下不來。7月2日上午8點，三名警總人員手持約談傳票來到陳家，當著妻兒面，

帶走陳文成。陳素貞非常緊張，親友也協助尋找下落，毫無消息。 

    次日清晨，陳文成的屍體被人發現落置在台大研究生圖書館後側地面，皮帶繫在襯衫外

的胸前，身旁的鞋子裡塞了一張百元紙鈔，這是俗稱的「腳尾錢」─劊子手行刑後，把錢塞

                                                 
121 訪問許信良，2014 年 2 月 13 日，詳本論文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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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死者腳下，留給搬運屍體的人。 

    台北地檢署檢察官陳春男與法醫高坤玉到現場相驗，初步相驗結果是：陳文成右後背的

肋骨折斷，似乎生前「遭受重擊」。7月3日晚上，陳文成家人歷經刁難終於獲准認屍。父親

陳庭茂、妻子陳素貞趕到殯儀館領屍，看見陳文成的手肘、手指都是刺洞，大腿淤青，頭歪

一邊，眼睛睜得大大的。陳庭茂幫他闔眼，輕觸臉頰，陳文成的嘴角就流出血來。 

    警總發言人徐梅鄰對於「陳文成命案」的說法不一，先是說當晚就送陳文成到住家公寓

樓下，撇清警總跟「陳文成命案」的關係，接著又改口說他「畏罪自殺」。隨後，台北市警

察局長胡務熙也說，陳文成「幾乎可以肯定」係畏罪自殺。 

    「畏罪自殺」是特務的行話，在偵訊階段飽受刑求的林義雄，1980年2月25日(林宅血案

前三天)親筆寫下一份備忘錄：「…當時他們(警總偵訊人員)的話語當中，我印象深刻的還包

括：『如果你不說，拿出證據來，每一樣都幾個人痛打你一頓，打死了，就說你是畏罪自

殺。」 

    8月14日，陳素貞帶著兒子，在陳文成二姐陳寶月陪同下返美。來程是返鄉慶團圓，回

程是孤兒寡母，家破人亡。相對於台灣社會的沉默，7月中旬開始，海外台灣留學生們已經

發出一波波怒吼，尤其是在美國，留學生們在休士頓大學抬棺抗議；卡內基美隆大學舉行追

悼會並遊行示威；陳文成的母校密西根大學舉行追悼會，南加州台灣同鄉會一百多人在洛杉

磯北美辦事處前，戴面具遊行。… 

    美方也高度關切「陳文成命案」。7月30日，美國國會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亞太小組舉行第

一次聽證會，了解本案的經過和疑點；10月6日，舉行第二次聽證會，追究國民黨在美國從

事校園間諜活動。這是導致陳文成被警總約談的直接原因。 

    卡內基美隆大學校長賽爾特博士(Richard M. Cyert)要求警總公布約談經過。他出席眾議

院第一次聽證會時，發表聲明：「我強烈相信陳博士是因為他的政治觀點被謀殺的。」他親

自主持該校的陳文成追悼會，並宣布「在卡大從事密報活動是非法行為」。9月下旬，他促成

統計系主任狄格魯教授(Morris DeGroot)和法醫魏契(Cyril Wecht)來台調查。 

    狄格魯和魏契在台三天，國民黨政府全程派人跟監。日後，魏契在記者會上說：「陳文

成的死因，最可能是謀殺。」迪格魯和魏契寫了一份完整的報告〈台灣的謀殺案〉(A 

Murder in Taiwan)刊登在《美國法醫暨病理學期刊》，賽爾特校長將這份刊物寄給蔣經國，

並附上信件呼籲停止「對學生具威脅性的間諜活動」。 

    本案再度呈現戒嚴對台灣人權造成的重大迫害，在「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Formosa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 FAPA)遊說下，1982年5月20日，「陳文成命案」發生近一年

後，美國國會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亞太小組針對台灣戒嚴法舉行聽證會。9月16日，索拉茲議

員(Stephen J. Solarz)向眾議院提出〈第591號決議案〉，呼籲台灣當局解除戒嚴。此後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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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眾兩院的議員們多次在國會發表聲明，呼籲國民黨政府廢除戒嚴，進行民主改革，尊重人

權。122 

二、美國在「江南案」後的態度 

    「江南案」發生時，離美國總統大選時間不到一個月，競選連任的雷根總統，發現他的

盟友─台灣的國民黨政府，竟然給他捅了一個大簍子！雷根總統連任後，開始調整對台政策。

一個親美反共的民主政權，好過一個親美反共的獨裁政權，也更符合美國的利益，雷根政府

開始要求國民黨政府必須進行民主改革。 

    在「江南案」仍持續形成熱議時，台灣又發生了「李亞頻事件」，讓國民黨政府形象在

海內外又一次重創。 

    李亞頻，廣東梅縣人，1923 年生。早年留學日本明治大學，來台後曾任高雄市議員，

後來和丈夫陳韜在高雄市創辦「國際商工」。1981 年赴美創辦《國際日報》。 

    1985 年 9 月，李亞頻自美返台，警總以創辦《國際日報》言論，「迎合中共統戰陰謀，

連續以文字為有利叛徒之宣傳」罪名，也就是叛亂罪，拘捕李亞頻。 

    「江南案」的被害人有美國籍，因言論被害；「李亞頻事件」的當事人有美國籍，因言

論被捕。一案接一案爆發，證明國民黨政府是迫害人權的慣犯。 

    幾天後，美國國務院發表強硬聲明，要求台灣當局釋放李亞頻，「不宜多所延擱」。9 月

26 日，李亞頻獲釋。 

    「李亞頻事件」發生前後，在「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FAPA)遊說下，6月11日，美國

國會參議院通過「支持台灣民主決議案」，決議文表示：「戒嚴阻撓台灣民主進展，台灣和平

如要獲得保障，全民的政治參與是很重要的因素。」8月17日，該決議由美國總統雷根簽署

後成為美國法律，直接影響對台政策，以專節形式列入1986年度的外交關係授權法案。11月

18日，十多名眾議員也在美國國會眾議院提出文字相似的決議案。 

    在此之前，美國有眾議員索拉茲、參議員甘迺迪(Edward Moore “Ted” Kennedy)等國會

議員長期為台灣民主發聲，但都止於個人行為。當上述「支持台灣民主決議」成為法律後，

蔣經國總統和國民黨政府不得不嚴肅面對。 

    面對國內外接踵而來的龐大壓力，1985年8月16日，蔣經國接受美國《時代》雜誌專訪

時表示：「自己心在台灣，已是台灣人，總統依中華民國憲法選舉產生。」他強調：「從沒有

考慮過由蔣家成員繼任總統。」12月25日，他在行憲紀念大會講話，重申：「下任總統必依

                                                 
122 胡慧玲，同前註，頁 197-202。 

 



台灣地方自治民主化之研究：歷史制度主義觀點 

90 

 

憲法產生。蔣家人既不能、也不會競選總統，中華民國也不會實施軍事統治。」 

    1986年2月18日，長期部署、準備接班的蔣家第三代：蔣孝武，被派任駐新加坡商務副

代表，遠離權力核心。123 

貳、「解嚴」的影響 

在黨外人士前仆後繼的抗爭行動下，以及美國對國民黨政府施壓的影響，蔣經國總統準

備宣布「解嚴」。但他的思考是把「解嚴」、「動員戡亂體制」和「臨時條款體制」當作三件

事來處理，從「歷史制度主義」觀點來看，這是他以軍事戒嚴威權體制的餘威堅持「路徑依

賴」的運作方式，也就是可以「解嚴」，但「動員戡亂體制」和「臨時條款體制」必須維

持，這是他「想像的」「中華民國體制」，因為「反共復國大業未竟」，「凡我國人同胞必須堅

持到底」。因此，他的布局是：「解嚴」前須先制定「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否則無法

對抗「三合一敵人」；「解嚴」後的「民主化」必須在「臨時條款體制」下進行，否則會有

「亡黨亡國」的危險。但他的安排，隨著他的過世，整個走樣了；這個情形顯示，他自己講

的「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並未預期改變會這麼大，以下是「解嚴」對「台

灣民主化」影響的分析： 

一、 先制定「動員戡亂時期國安三法」再宣布「解嚴」 

1986 年 10 月 7 日，蔣經國總統接受美國《華盛頓郵報》發行人葛蘭姆夫人(Katharine 

Graham)和總主筆葛林菲德女士(Meg Greenfield)的專訪，在答覆她們所提的「何時有可能解

除被稱為戒嚴法的緊急令？」時，蔣經國總統脫離行政院新聞局事先準備好的制式答案，出

人意外地說：「我們會在制訂國家安全法之後，解除戒嚴，開放組黨。」隔天，這段訪問成

為《華盛頓郵報》10 月 8 日頭版頭條的大新聞，立即受到國際輿論及國內民意高度正面讚

揚，使得蔣經國在看見這顆「風向球」後，更有信心加速落實民主制度，隔年宣布台灣「解

嚴」。124 

馬英九總統曾公開描述這段往事，當時身為傳譯的他，在聽到蔣經國親口說出解嚴時，

「頭皮發麻、身上好像觸電一樣，因為我們正在改寫台灣的歷史」。125 

關於蔣經國總統接受《華盛頓郵報》專訪時說：「我們會在制訂國家安全法之後，解除

戒嚴，開放組黨。」當年民進黨立法院黨團幹事長朱高正，多年後受訪時說：「我進入“立法

院”以後，面對民進黨的成立，國民黨不得不想辦法解套，因此就有了“國安三法”的提出，

                                                 
123 胡慧玲，同前註，頁 207-211。 
124 錢復，2005，《錢復回憶錄》，〈卷二：華府崎嶇路〉，台北：天下，頁 362-3643。 
125 記者朱貞楷、仇佩芬台北報導，〈台灣解嚴消息 蔣經國先給華郵〉，《中國時報》，2013 年 8 月 7 日 05：

40，網址：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30807000402-26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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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解除戒嚴。所謂“國安三法”就是要制定《國家安全法》，明定各個政黨要遵守“憲法”，

不得主張共產主義，不得主張分裂國土，配合“國安法”修改《人民團體法》，以便讓民進黨

取得合法地位。另外，制定《集會遊行法》，以便規範解嚴後的新形勢。在“國安三法”的制

定過程中，我代表民進黨“立法院”黨團與國民黨展開了冗長而艱苦的談判。終於完成了“國

安三法”的制定與修正，也為解除戒嚴鋪平了坦途，同時也建立了國民黨、民進黨兩黨協商

模式。」126 

當時擔任立委的朱高正，事後以讀者投書方式在《聯合報》揭露的內容指出，「國安三

法」的立法過程並不平順，他說：「以下筆者將逐條加以說明：(一)死硬的零合鬥爭路線。

『新潮流』習慣藉由激烈抗爭的形式來突顯反對立場，只強調立場而從不考慮可行性，他們

要的是你死我活、全有或全無的鬥爭。這種鬥爭路線，在國民黨極端專制的條件下，往往可

以突顯極高的道德價值。然而若是政治環境有所變化，這種死硬的零合鬥爭路線，由於堵死

了人民從各個不同的階段中擴大其權益的可能，必將遭到中間選民的唾棄。例如一九八七年

三月十八日，邱義仁、鄭南榕、林濁水等人發動民眾前來立法院抗議國安法的制定，筆者原

以為他們是來聲援民進黨立委，孰知他們是來向民進黨團抗議，堅決主張罷審國安法。 

當時筆者懇切向渠等說明，黨團將一本反對黨的立場，抱持『寸土必爭、焦土抗戰』的

決心，逐條、逐句、甚至逐字審查國安法草案，卻不為渠等所接受。『新潮流』是根據過去

的經驗，認定國民黨只要動員表決部隊，可以一字不改地通過國民黨所提的任何法案；揆諸

過去所制定的政治性法案，例如選罷法制定案、刑事訴訟法修正案，當時黨外立委的意見，

確未受到應有的重視，只能以退席表示無言的抗議。 

可是自從民進黨成立以來，社會輿論均屏息凝視著新黨的表現。過去『黨外』是沒組織

的泛稱，如今黨團是國會裡最大的反對黨組織，有責任和國民黨從事激烈的議事鬥爭，藉著

政治性法案的審查來徹底暴露出國會結構的不合理。事實證明，國安法十個條文中，有七個

條文被改得面目全非，這是四十年來，政治性法案在立法院審查的一個劃時代的成就。 

由此可以反證『新潮流』根本無法體驗政治大環境的變遷，只知堅守不合時宜的立場，

卻不知如何與時推移，突破瓶頸，再造新猷。依據『新潮流』的零合鬥爭路線，民進黨勢將

成為不求長進、拘泥於抗爭形式的教條主義者，也是受制於歷史經驗的失敗主義者。 

(二)盲目的群眾運動路線。『新潮流』有感於反對勢力的壯大有賴於人民的支持，再加以其

成員多不具公職身分，因此選擇了群眾路線，以街頭做為政治舞台，這本無可厚非。但是

『新潮流』對於群眾運動的本質缺乏正確的了解，只知一味嚮往菲律賓艾奎諾夫人的『人民

的力量』，而未曾深究台灣的社會、經濟結構，也無法正確預估國民黨內部保守勢力的可能

                                                 
126 記者王雨雪、周雨曦北京報導，〈朱高正講述 台灣從戒嚴到解嚴的歷史轉折期〉，《中國評論新聞網》，2014

年 4 月 9 日 10：17，網址：

http://hk.crntt.com/doc/1031/1/8/9/103118912_4.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3118912&mdate=0409110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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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應。例如第一次全國臨代會中，『新潮流』策動通過『四一九包圍總統府』的決議案，以

抗議國民黨制定國安法乃意圖以『國安法之原則』來做為取締民進黨的依據。 

筆者當時即坦率指出，既懷疑國民黨制定國安法是為取締民進黨製造法律依據，則意味

著，我們已預設國民黨是不值得信賴的，那麼貿然去包圍總統府─國民黨最後的統治權威─

怎能排除國民黨不會利用『四一九』，安排特務製造事端，再來一次美麗島大整肅？「新潮

流」這種不評估情勢，不計較後果的群眾運動路線，只能以『盲目』稱之。盲目的群眾運動

容易造成群眾的疲乏，更可能讓反對黨數年的經營毀於一旦。 

一個正確的群眾運動路線，應該讓參與的群眾在活動過程中完成自我學習，自我改造，

從而變成一個運動的積極分子，去發動更多的人來參與。而絕不是像『新潮流』這樣，把群

眾越搞越少，規模越來越萎縮。 

(三)冒進的台獨建國路線。台灣獨立乃是任何用心思考台灣前途的人士所不可能迴避的一個

選項。可是，有關台灣政治前途的探討，很難跟中共政權的態度分開來考量。而『新潮流』

所主張的台獨理論可謂完全無視於國民黨及中共政權的反應，犯了典型的唯心論的錯誤。

『新潮流』冒進的台獨建國路線，認定台灣獨立是道德的最高標準也是政治的終極目標，這

麼激越的主張不僅偏離了社會現實，也大大地限制了民進黨的發展空間。『新潮流』有一份

傳單，以斗大的字寫著：『我們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這一種宣傳手法完全無視於國民

黨在各級學校所推行的民族精神教育，也無視於國民黨在基本上掌握了壓倒性的宣傳媒體，

只是授予國民黨醜化民進黨的把柄罷了。 

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新潮流』要求將黨綱第一條的『住民自決』原則，改為『台

灣應該獨立』。當時筆者沈痛地指出，台灣獨立與否應取決於國際關係的改善及中共態度的

軟化上，我們不應該不必要地刺激北京的領導人，授予他們『不排除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

的藉口。當時，『新潮流』系對筆者的看法，都不表苟同，可是此次天安門血腥鎮壓學生運

動的事件，更足以說明筆者的顧慮，並非杞人憂天。 

(四)激烈的革命傾向路線。在一個專制獨裁統治的國家，反對陣營中不可避免地會出現兩條

路線的鬥爭─即改革派(體制內改革)跟革命派(改革體制)的鬥爭。過去，由於國民黨長期的

專斷統治，鎮壓民主人士，因此在二二八以後逃亡國外的反對人士當中，一直以『革命派』

佔優勢；反觀島內直到七○年代中葉才出現全省聯線的黨外民主運動，將過去參加地方選舉

的檯面上反對人士，逐步整合成黨外公職人員聯盟，『改革派』的主流於焉形成，在美麗島

事件爆發之前，海外的革命派跟島內的改革派鮮少接觸，因為在國民黨的高壓、恐怖政策之

下，島內反對人士為了不讓國民黨有亂扣帽子的機會，對海外支持者始終敬而遠之。」127 

    由上述內容，可知「解嚴」當時，朝野劍拔弩張的對立氛圍，實非局外人所能理解。 

                                                 
127 朱高正，〈民進黨健全發展的危機：對「新潮流」路線的初步批判〉，《聯合報》，1989 年 6 月 17 日，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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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因「解嚴」而鬆綁的禁制項目 

立法院通過《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動員戡亂時期人民團體組織法》、《動員

戡亂時期集會遊行法》後，蔣經國總統「解嚴」的布局完成，隨之鬆綁的禁制項目和時程分

別是：1987 年 7 月 1 日，解除港澳觀光禁令；開放外匯管制措施；公布《動員戡亂時期國

家安全法》。7 月 15 日上午零時起，台澎金馬地區解除自 1949 年 5 月 20 日開始實施的

「台灣省戒嚴令」，依《戒嚴法》第 11 條規定，戒嚴地區之最高司令官有權「停止集會結

社及遊行請願活動」，台灣開始實施「黨禁」；宣布「解嚴」後，「黨禁」亦隨之解除。128 

林淇瀁(2015)指出，台澎金馬地區實施戒嚴後，除了集會、結社、遊行、請願活動被禁

止外，言論、出版自由也遭到剝奪，這也使得其後的「報禁」政策取得「法源」，而警備總

部則成為檢查、取締、箝制新聞自由的執行機關。這是其後「報禁」政策在其後的漫長時光

中得以嚴密落實的重要機制。不過，「報禁」政策取得真正的法源，應屬 1952 年 4 月 9 日

公布的《出版法》及同年 11 月 29 日內政部修正發布的《出版法施行細則》，細則第 27 條

規定：「戰時各省政府及直轄縣市政府為計劃供應出版品所需之紙張及其他印刷原料，應基

於節約原則及中央政府之命令，調節轄區內之新聞紙、雜誌之數量。」  

    此一法條，剛開始並未被注意到，直到 1955 年 3 月 16 日發行的《自由中國》12 卷 6 

期，刊出成舍我在立法院的質詢稿，針對此一條文提出質疑，指出「所謂不許新報紙、新雜

誌出版，是根據施行細則第 27 條」，結果是導致「新的報紙既不許出版，原有報紙也限定

篇幅，最多只許日出一張半」的現象。這篇報導，使得「報禁」政策的問題正式浮上檯面。

不過，成舍我看到的問題僅限於「限證」（限制新報登記）與「限張」（限制發行張數），

並未注意到尚有「限印」（限制印刷及發行所在地）的規範。 

    《出版法施行細則》第 6 條規定「…同一新聞紙或雜誌另在他地出版發行者，仍應依

照出版法第九條之規定辦理登記」；第 7 條規定「新聞紙或雜誌之國外航空版運至國內各

地發行者，視為獨立之新聞紙或雜誌，應依出版法之規定，向印刷所在地之地方主管官署登

記」。這兩條規範了從發行地到印刷所的限制登記，使得即使是已登記的新聞紙或雜誌，在

未經登記下也不許更換印刷地及發行地；「國外航空版」亦同。 

    「限印」既限制了已登記報業的擴張，也限制了「國外航空版」的在臺發行。「報禁」

政策因而更加密不透風。除此之外，1952 年的《出版法施行細則》第 19 條第 2 項還賦予行

政主管機關「得無限制延長禁止出版品發行之期限」，換言之，這法條賦予黨國機器在「限

證」、「限張」、「限印」之外，尚可逕行裁決「禁止發行」處分的權力，對於新聞自由之

斲傷尤大。 

                                                 
128 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 蔣經國，查閱日期：2015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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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禁」施行時期，報章雜誌違反黨國機器意識形態者，輕則當期查禁，重則無限期停

刊的事例所在皆有，著者如《自由中國》、《文星》雜誌的停刊均是。這才是「報禁」政策

對新聞自由、言論自由最致命的箝制與傷害。 

    國民黨黨國機器透過「報禁」政策， 以「三限一禁」（「限證」、「限張」、「限

印」與「禁止發行」）控制了 1950 年代及其後的臺灣報業（含報紙與雜誌）的出版自由，

從而得以有效箝制新聞自由的流通，以及人民言論的表達。 

    這個政策的展開，從 1952 年到 1988 年報禁解除，長達 36 年，其間全臺報社一直維持

31 家的規模；儘管有公營、黨營與民營報業之別，實則全部都在黨國機器的掌控之下，不

得 逾越黨國機器規範的言論尺度，也必須肩負「宣揚國策」的政治要求。 

    「報禁」政策，可以說是國民黨肅清反對言論、打壓新聞自由，藉以有效施行「白色恐

怖」統治，維持黨國體制於不墜的利器。「解除戒嚴」後，「報禁」在 1988 年 1 月 1 日起

亦隨之解除。129 

    1987 年 5 月初，1949 年隨國民黨軍隊來台，當時在黨外雜誌《前進》上班的老兵何文

德，找了幾位老兵一起穿著寫了「想家」字樣的衣服，高舉寫著「捉我來當兵，送我回家

去」、「白髮娘望兒歸，紅妝守空幃」等牌子，他們合唱著思鄉的歌曲「母親你在何方」，

白髮蒼蒼的老兵齊聚在立法院門口發傳單，呼籲國府讓他們返鄉探親。何文德的努力得到了

民進黨立院黨團的聲援，並協助他成立了「外省人返鄉探親促進會」，號召更多的老兵加入

這個團體，爭取返鄉探親的機會。 

    9 月 16 日，蔣經國在國民黨中常會提議，由五位中常委組成專案小組，就民眾前往大

陸探親問題的原則和意見進行審議，強調反共基本國策不變，光復大陸目標不變，確保國家

安全原則不變為基本前提。10 月 15 日，國府宣布開放老兵返鄉探親。11 月 2 日，「中華民

國紅十字會」開始受理台灣地區民眾前往中國大陸探親登記。12 月，第一批探親老兵踏上

期待已久的歸鄉路。 

    蔣經國總統開放老兵返鄉探親後，把兩岸隔絕四十多年的臍帶重新連結，增進兩岸民眾

互相了解，這是宣布「解嚴」後所鬆綁，最為人稱許的禁制項目。130 

    綜合上述，在蔣經國總統宣布「解嚴」後，隨之鬆綁的禁制項目有「港澳觀光禁令」、

「外匯管制禁令」、「黨禁」、「報禁」和「兩岸探親」等，意味著因「戒嚴」、「動員戡亂體

制」和「臨時條款」等規定而被禁制的《中華民國憲法》第二章「人民之權利義務」得以回

復，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居住、遷徙和私有財產處分」得到基本保障。但相關法令

並未重訂，而是便宜行事，由立法院摘除冠於法令之上的「動員戡亂時期」字樣後，所有法

令仍繼續沿用！只有解嚴「之名」，卻無解嚴「之實」！自「解嚴」迄今已逾25年，而且總

                                                 
129 林淇樣(2015)，〈戰後台灣報禁政策之形成〉，《台灣學通訊》第 85 期，台北：國立台灣圖書館，頁 20-21。 
130 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 蔣經國，查閱日期：2015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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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大選歷經兩次政黨輪替，仍未就憲法有關「人民之權利義務」的落實，對法律典章制度進

行全面檢視與翻修，這不僅是立法怠惰，而且是菁英輕視普羅的心態作祟！顯見「台灣民主

化」只完成形式條件，實質內容還有待急起直追。 

第二節 李登輝總統繼任後的「民主化」進程 

    1987 年 7 月 15 日零時起，蔣經國總統宣布台澎金馬地區解除超過 38 年的戒嚴，開啟

台灣「民主化」。1988 年 1 月 13 日，蔣經國總統逝世，李登輝總統依法繼任後宣示，完成

蔣故總統經國先生的遺訓，繼續推動台灣民主化工作。 

    壹、從「蔣規李隨」到「黨政軍合一」 

    李登輝總統的省籍、出身和經歷等條件，跟國民黨軍事戒嚴威權體制所培養的統治集團

菁英氣質格格不入，因此李登輝總統繼任後的政情發展高潮迭起，令人目不暇給，以下關於

「李登輝總統繼任後的『民主化』進程」的說明，資料來源主要根據《維基百科》、周玉蔻

(1993)、陳新民(2002)和《第一屆國民大會第八次會議實錄》(1991)而來，說明如下。 

    李登輝繼任總統是否能兼任國民黨主席？雖有來自蔣宋美齡夫人身邊人士主張仿效當年

孫文總理過世後的作法，這六個月以中常委集體領導方式來過渡，等到 1988 年 7 月 7 日，

國民黨十三全大會時，再來改選黨主席，力阻李登輝總統當下「黨政合一」的可能性。但在

當時黨政軍各界領袖如李煥、俞國華和郝柏村等人支持下，再加上列席國民黨中常會的副祕

書長宋楚瑜慷慨激昂的發言，產生「臨門一腳」的效果，終於在 1988 年 1 月 27 日的國民黨

中常會，順利通過由李登輝總統「代理」黨主席的提案。 

    李登輝總統歷經國民黨內的黨主席真除過程的權鬥後；當年 10 月 17 日，撤換總統府秘

書長沈昌煥，撤除國民黨內保守派的藩籬。1989 年 3 月 9 日，以「我不滿意，但能接受」

做為他出訪新加坡返國的感想；當年 5 月 1 日，由財政部長郭婉容率團赴北京出席亞洲開發

銀行年會，剛好遇上中國大陸的大學生們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聚集要求實施民主的運動，無人

預料到後來會變成「六四」民運事件；當年 5 月 17 日，行政院長俞國華的請辭，由國民黨

秘書長李煥繼任；當年 11 月 10 日發布人事命令，空軍總司令陳燊齡接任參謀總長，原總長

郝柏村接任國防部長。這些一連串由李登輝總統主導的人事、外交和大陸政策的強力作為，

累積了國民黨內不同人馬對他的不滿和疑慮，醞釀於 1990 年 2 月 11 日上午，在陽明山中山

樓舉行的國民黨臨中全會，有意問鼎副總統的李煥與蔣緯國兩派人馬，不滿李登輝總統執意

挑選總統府秘書長李元簇擔任副總統，準備以黨內民主化為訴求，先要求改變過去舉手或起

立的決議作法，改以秘密投票方式來決定總統提名人選；並準備在決議方式改變後，另推司

法院長林洋港和經濟部長陳履安搭檔為正副總統候選人，進而掀起黨內權力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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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登輝總統事先得知消息，指派國民黨秘書長宋楚瑜和國安局長宋心濂分頭處理，他在

震驚之中，已經沒有心思考慮當年力助他登上黨政權力顛峰的要員們，此時是如何？以及為

什麼會集結在一起來反對他？ 

    由李煥、郝柏村、林洋港、蔣緯國、許歷農、陳履安、關中、李慶華、王昇等人為主的

「票選派」由於消息事先走漏，而被李登輝、宋楚瑜、宋心濂等人為主的「起立派」進行疏

通化解，在行動事先外洩的弱勢下，李煥、林洋港雖然在陽明山中山樓舉行的臨中全會發表

了一場精闢動人的演說，卻未能成功地達成黨內民主化的訴求，改以秘密投票方式來產生正

副總統候選人的目標，國民黨臨中全會順利通過李登輝和李元簇為正副總統候選人的提名，

「票選派」和「起立派」後來被轉化為「非主流派」和「主流派」，進而被國內外媒體引用

和民間流傳，成為中華民國最新的政治性名詞，也引起外國媒體進行更深入的調查採訪，亞

洲華爾街日報甚至用「流產政變」來形容 1990年 2月 11日上午，在陽明山中山樓舉行的國

民黨臨中全會發生的事情。131 

國民黨臨中全會上的震撼，從黨內民主角度來看，不失為一次正面發展。事後以李登輝

總統為首的「主流派」都在公開場合發言嘗試化解抗爭，或私下請託軍系大老袁守謙居中協

調代為轉圜。但「非主流派」認為，既已宣戰，就無轉圜餘地；除非黨中央表現具體和解誠

意，並展現集體領導的民主行為，否則前途堪慮；「主流派」認定，這是一次有計劃的奪權

行動，「黨內民主」只是藉口，「非主流派」是在民主化的美麗外衣下，意圖滿足權力慾望

的一己之私行為而已，根本違反民主國家政黨政治運作的原則。「主流派」和「非主流派」

的互信互諒基礎完全不存在，戰線已經延長到國民大會。依據當時的《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

法》規定，要取得正副總統的法定候選人，必須取得一百位國大代表的簽名連署。因此，

「主流派」必須在 3月 21日，國民大會集會前，完成動員黨籍國代簽名連署李登輝和李元

簇為正副總統候選人的任務。這項工作就落在國民黨秘書長宋楚瑜的身上，陽明山上前一回

合驚心動魄的交鋒剛結束，他又要拖著心力交瘁的身子，指揮部署進行下一階段的工作。 

「非主流派」的布局，則是考慮到對資深國代的號召能力，改以林洋港搭配蔣緯國為正

副總統候選人，爭取資深國代的簽名連署。但是在若干次的內部會議中，林洋港感受到推舉

他出馬的李煥、郝柏村等盟友，似乎有心對未來總統的權力機制加以調整設計，他們所要

的，只是一位本省籍的虛位元首而已。根據核心人士透露，最讓林洋港感覺到心驚肉跳的，

是在某一次聚會時，討論到抗爭一旦成功後的權力布局時，一位主要成員，曾經認真嚴肅地

對林洋港說，將來如果如願做了總統，可要好好做，否則「我們是可以把你換掉的」。 

三月初，一份所謂非主流派的競選政綱出現在報紙上，林洋港閱讀後沒有多講話。政綱

之事，他事先毫不知情；這份政綱顯示，未來總統毫無實權。「虛位元首」這四個字再度浮

上心頭，林洋港明白，自己退場的時間已經到了。但對外，林洋港並未聲張，他決意等待適

當時機抽身，遠離這場紛亂。 

                                                 
131 周玉蔻(1993)，《李登輝的一千天》，台北：麥田，頁 21-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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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陽明山臨中全會的震撼，「主流派」對於爭取資深國代支持不敢掉以輕心，三月

初，所謂「八大老」出面整合前，「主流派」已經掌握了三百多資深國代的簽名連署；在

「林蔣配」搭檔對外放出風聲後，「主流派」再次針對傳聞進行查核後發現，承諾支持「林

蔣配」的資深國代中，已經有不少人已經簽名支持李登輝和李元簇，在重複簽名連署無效的

規定下，即使僵持下去，「林蔣配」也難以過關，「主流派」已經鬆了一口氣。因為各種謠

言滿天飛，情勢混亂，但「非主流派」經過仔細清查後發現，即使「林蔣配」連署過關，在

3 月 21 日的國民大會投票，依然難以取勝，萬一落敗，未來的善後將更加複雜，面對「林

蔣配」即將落敗的命運，「非主流派」的核心人士已有鳴金收兵的念頭出現。 

眼看著「非主流派」即將落敗，時任國民黨中常委的聯合報發行人王惕吾，向李煥和郝

柏村建議，請出一位德高望重的中間人，在雙方陣營中穿梭協調言歸於好，李郝兩人覺得言

之有理，同意王惕吾的安排。王惕吾經過深思熟慮後，決定敦請跟李登輝有深厚淵源的蔣彥

士出面說項。王約蔣到聯合報長談後，得到蔣的首肯後，蔣隨即前往總統府面見李登輝，轉

達「非主流派」求和的意思。 

李登輝雖然明白「林蔣配」在國民大會投票時不是對手，但考慮到「林蔣配」成局出馬

將影響其聲望時，事先已經進行疏通；蔣彥士的出面說項，真如大旱逢甘霖，因此李登輝也

向蔣彥士表達尋求和解的本意。蔣彥士向李登輝建議，敦請幾位雙方敬重的大老出面作和事

佬，此議原是「非主流派」擔心李登輝進行「秋後算帳」的提防；李登輝內心可能不認同

「敦請大老出面見證」的必要，但考慮到解決問題要給對方下台階，因此也就同意蔣彥士所

請，認真的跟蔣彥士討論大老名單。3月 3日，聯合報和聯合晚報相繼以迅速確實的權威報

導披露此事後，果然又引起輿論和民間一陣沸騰。 

這是國民黨史上，第一次將解決家醜式爭議的大老上陣一事公諸於世。從 3月 3日起，

連續一個星期，引來輿論和民間對於國民黨高層政爭如此戲劇化的發展給予熱切關注，「八

大老」名單包括黃少谷、袁守謙、陳立夫、辜振甫、李國鼎、倪文亞、謝東閔和蔣彥士，經

過協商後，得到當事人首肯，隨即成軍投入穿梭協調工作。但幾經波折，還是因為雙方互信

基礎薄弱而無法順勢收場。在一旁冷眼旁觀的李登輝，卻從八大老的穿梭協商過程，看出

「非主流派」內部的矛盾，他決定用自己的方法解決問題，轉而尋求與林洋港直接溝通。 

在八大老成軍前，李登輝已經請交通部長張建邦代為約請林洋港在總統府會談，毫無保

留地表達希望林洋港退出競爭的意願，但林洋港並沒有明確回應。而早在二月下旬，李登輝

也曾委託中間人跟林洋港溝通，並且約見蔣緯國和陳履安等關鍵人物，但都沒有具體成效。

3 月 8日上午，省議會前議長蔡鴻文與林洋港長談數小時後，林洋港知道是他採取主動的時

候了。3月 9日下午 2點半，林洋港在台北賓館舉行記者會，表明謝絕任何連署他出任總統

候選人的美意。第二天，蔣緯國也宣布退選。雨過天青，紛擾一個多月的「主流派」與「非

主流派」的鬥爭，在此劃下句點。132
 

                                                 
132 周玉蔻，同前註，頁 163-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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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野百合學運」的抗爭 

    「主流派」與「非主流派」的鬥爭告一段落後，因為同額競選，「主流派」以為就此風

平浪靜，不料部分資深國代認為，李登輝和李元簇能否擔任正副總統，取決「萬年國會」的

投票結果，因此藉機提案修憲擴權自肥，內容包括追加出席費至新台幣 22萬元，決議延長

任期為 9年，…等，消息曝光後，引來輿論和民間一片譁然。133 

    由於「萬年國會」的修憲擴權主張，引起台大學生周克任等人的不滿，於 3 月 16 日到

台北中正紀念堂廣場靜坐抗議，進而引起來自全台灣超過 5 千名的大學生群聚聲援，因而爆

發「野百合學運」，然後民進黨也聚眾聲援，最後由抗議大學生組成的「校際會議」在 3 月

18 日發表了「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政經改革時間

表」等四大訴求，贏得台灣社會一致的支持。 

    在社會壓力之下，「萬年國會」在 3 月 21 日支持李登輝連任總統。當天下午，李登輝

總統在總統府接見 53 名學運代表進行座談，大學生們在座談會時，再次重申四點要求。學

生代表在與李登輝會面後回到廣場。廣場上的學生在看過雙方會面的錄影帶後，進行分校討

論，以決定是否要結束這次抗爭。最後，校際會議以 22：1 的壓倒性投票數，決議於 22 日

早上宣布撤離中正廟廣場。3 月 22 日早晨，指揮中心正式宣布撤退聲明〈追求民主、永不

懈怠〉，「校際會議」最後決定繼續「全國學生運動聯盟」（簡稱「全學聯」）之組織工

作，各地學生陸續撤出廣場，結束為期 6 天的「野百合學運」134 

參、「台灣民主化」進程的重大轉折 

    事實上，蔣經國總統過世，李登輝繼任總統，是把蔣經國總統和國民黨政權的資產和負

債一起接收，包括「萬年國會」、「動員戡亂體制」、「臨時條款體制」在內，就算李登輝總統

要繼續推動「台灣民主化」，也要在這個設定好的框架下進行，這一點可以由李登輝總統在

1990 年 2 月 19 日在「第一屆國民大會第八次會議」開會典禮致詞時說「…修訂動員戡亂時

期臨時條款之規定，…謀求地方自治的正常發展。…」得到證明。如果沒有「萬年國會」藉

機修憲擴權，不會引發「野百合學運」的抗爭；沒有「野百合學運」的抗爭，就不會改變國

民黨政權，長期以來透過「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的規定，「合法化」其軍事戒嚴威權體制

統治「正當性」的邏輯，「台灣民主化」進程在此出現重大轉折，這是熱血青年對台灣民主發

展的重大貢獻。 

    1990 年初，李登輝總統尋求「萬年國會」支持連任總統，依「中華民國憲法」第二十九

條和第四十七條規定以及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二十一號解釋，於 1990 年 2 月 19 日上午 10 點，

                                                 
133 陳新民編(2002)，《1990-2000 年台灣修憲紀實：十年憲政發展之見證》，台北：學林，頁 1-2。 
134 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 野百合學運，查閱日期：2015 年 6 月 30 日。 

 

http://zh.wikipedia.org/wiki/3%E6%9C%8822%E6%97%A5
http://zh.wikipedia.org/wi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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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台北市陽明山中山樓中華文化堂，召集「第一屆國民大會第八次會議」。李總統在開會典禮

致詞時表示：「…然而，當前國人所一致關切，並寄望於國民大會第八次會議者，乃是如何斟

酌修訂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之規定，俾在確保憲法尊嚴與完整的前提下，得以適應當前政

治情勢需要，強化憲政運作功能，謀求地方自治的正常發展。此一攸關國家未來發展的大計，

相信全體代表先生，必能善體我國憲法精義，參照現代國家立憲的基本原則，以高度的政治

智慧，深切的謀國悃誠，集思廣益，做最明智的決定。…」原本要按照兩蔣時代的慣例，以

「修訂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方式來解決台灣「民主化」進程的問題。135 

    不料「萬年國會」藉機醞釀修憲擴權，因而引發「野百合學運」。在社會壓力下，「萬年

國會」在 3 月 21 日支持李登輝和李元簇當選正副總統後，「第一屆國民大會第八次會議」在

3 月 30 日閉幕時，發表大會宣言表示：「…本次會議的舉行，為國際人士、海內外及大陸同

胞一致關注；而各界碩彥及知識青年，對憲政制度的興革，更具熱望。會議進行期間，紛進

諍言，全體代表，深表關切。大會尊重民意，選舉李登輝先生為中華民國第八任總統、李元

簇先生為第八任副總統，深信以李總統登輝先生謀國之忠、任事之勇，必能信守其反共產、

反台獨、反分裂、反暴力的承諾，貫徹『遵守憲法，盡忠職務，增進人民福利，保衛國家，

無負國民付託』的誓言，領導我全體軍民同胞，為國家統一及民主憲政前途開創新機。…大

會對於李總統登輝先生親自接見青年代表的慈愛風範，接納民意籌開國是會議的民主情操，

深表讚佩。爰經大會決定，將本次會議有關修訂臨時條款各案，一律暫行緩議，留待國是會

議後召開國民大會臨時會再做適當處理，深盼參與國是會議的各界人士，體念憲法締造的艱

難，憲政革新在安定之中開展的重要，依據 國父孫中山先生創立中華民國的遺教，策定符合

全民意願的大政方針；勿曲解我國民主憲政體制的本質，勿全盤移植西方民主國家的政治制

度，開誠布公，共謀國家民族的重大利益。國民大會自當予以配合。…」先對「野百合學運」

的要求讓步，再說明尊重「國是會議」的共識，最後強調根據「中華民國憲法」體制，仍應

交由國民大會召開臨時會再來處理。136 

綜合上述，我們看到了「台灣民主化」進程的重大轉折，這是「進步力量」和「保守力

量」拉鋸的過程，從「第一屆國民大會第八次會議」閉幕時的大會宣言來看，好像「進步力

量」暫時取得領先，可是「萬年國會」也提醒大家，按照憲政體制，「萬年國會」具有最後的

決定權。換言之，如果「國是會議」沒有共識，「萬年國會」不必召開臨時會來「修憲」；如

果「國是會議」形成共識，「萬年國會」就要召開臨時會來「修憲」。那「萬年國會」會不會

跟「國是會議」的共識唱反調呢？按照常理判斷，「萬年國會」應該不會跟「國是會議」的共

識唱反調，如果真的要這樣做，這次大會就可以硬幹到底，何必發表上述的大會宣言呢？因

此，接下來的問題，就是怎麼開好「國是會議」？怎麼在「國是會議」形成改革共識了。 

                                                 
135 國民大會秘書處(1991)，《第一屆國民大會第八次會議實錄》，〈第二章 開會紀事，第一節 開會典禮及代表

宣誓〉，台北：國民大會秘書處，頁 24。網址：

http://lis.ly.gov.tw/lgcgi/ttsbookg?33:1818020814:11:/disk1/lg/ttsweb.ini:011:0017-0025:_self 
136 國民大會秘書處(1991)，《第一屆國民大會第八次會議實錄》，〈第二章 開會紀事，第一節 開會典禮及代表

宣誓〉，台北：國民大會秘書處，頁 179-180。網址：

http://lis.ly.gov.tw/lgcgi/ttsbookg?33:1818020814:11:/disk1/lg/ttsweb.ini:011:0174-0181:_self 

 

http://lis.ly.gov.tw/lgcgi/ttsbookg?33:1818020814:11:/disk1/lg/ttsweb.ini:011:0017-0025:_self
http://lis.ly.gov.tw/lgcgi/ttsbookg?33:1818020814:11:/disk1/lg/ttsweb.ini:011:0174-0181:_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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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召開「國是會議」凝聚改革共識 

    以下關於「召開『國是會議』凝聚改革共識」的說明，資料來源主要根據《維基百

科》、《國是會議會議實錄》(1990)和《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二次臨時會會議實錄》(1991)而

來，說明如下。 

第一屆國民大會第八次會議閉幕後，李登輝總統指派總統府秘書長蔣彥士為「國是會議

籌備委員會」召集人，於 1990 年 4 月 2 日成立籌備委員會秘書處，進行籌備工作。 

壹、「國是會議」的召開 

    1990 年 5 月 20 日，李登輝總統宣誓就職後，回應「野百合學運」要求，經過將近三個

月的籌備策劃，於 6 月 28 日在台北市圓山飯店召開「國是會議」，邀請國、民兩黨為主的朝

野領袖共 150 人與會，以解決重大憲政爭議，但實際簽到出席人數只有 142 人。 

    這次的「國是會議」，是以當前國人最關注的兩個問題─如何「健全憲政體制」與「謀求

國家統一」為研討範圍，同時分為「國會改革」、「地方制度」、「中央政府體制」、「憲法(含臨

時條款)修訂方式」、「大陸政策與兩岸關係」等五項相關的議題進行分組，以及六天會期的熱

烈討論，「國是會議」在 7 月 4 日順利結束閉幕。137 

    受邀出席人士分為五組，每一分組均針對以上五項議題進行討論，最後總結報告是：「終

止動員戡亂時期」、「回歸憲法」、「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以下簡稱《憲法臨時條款》)」、

「修憲採取一機關兩階段方式」、「修憲以《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以下簡稱《憲法增修條

文》)名之」等共識。138 

    跟本研究主題有關的「地方制度」，在《國是會議實錄》的分組會議紀錄中，可以看到分

散在五個分組當中的朝野人士，各有立場的激烈攻防，但根據「國是會議」的議事規則，各

分組經過熱烈發言與討論後，除了依據各出席代表的發言紀錄外，並且參考具名問卷意見統

計資料後，將各分組意見整理為會議記錄後，統一向全體會議報告後，再整理為總結報告，

以下是「地方制度問題」議題總結報告的內容：「 

    我國憲法第十章規定「中央與地方權限」，第十一章規定「地方制度」，對於中央與地方

之權限及地方自治體制都有明文的劃分與規定，並以制定「省縣自治通則」為地方自治的法

源，然後制定省、縣自治法，以實施地方自治。但行憲未久，政府即因中共叛亂而播遷來台，

至今尚未完全依憲法實施，卻以「台灣省各縣市實施地方自治綱要」等行政命令，實施地方

自治制度，與憲法有關規定頗有差距。社會各界對此多有批評與爭議，形成當前憲政改革之

                                                 
137 國是會議實錄編輯小組(1990)，《國是會議實錄》，〈蔣彥士：序言〉，台北：總統府。 
138 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 國是會議，查閱日期：2015 年 6 月 30 日。 

 

http://zh.wikipedia.org/wi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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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基本問題，因而本次國是會議將「地方制度問題」列為五大議題之一。 

    國是會議五個分組對「地方制度問題」的討論，大體上都針對地方自治體制、權限、組

織各方面的缺失，提出改革的主張。綜合五個分組及全體會議之出席人發言內容，主要可分

為(一)地方制度合憲化與法制化問題；(二)行政區域重劃問題；(三)地方首長民主化問題；

(四)地方自治權問題；(五)鄉鎮市自治問題。 

    對於此等問題的討論，與會出席人雖有重點與角度的不同，但對地方自治之法制化、民

主化、自主化，則獲有高度的共識。為改進地方制度問題理論與實際的空前大結合，且亦深

符民意，對將來地方自治的推展，具有積極意義。 

    現在將五個分組及全體會議中各出席人的意見，整理做總結報告如下： 

一、地方制度合憲化與法制化的問題 

    多數出席人在五個分組中，對目前中央、省、縣(市)、鄉鎮(市)四級制的疊床架屋，自

上而下的層層節制，中央政府以行政命令限制地方自治權的情況，都表示不滿。一致主張地

方制度應予合憲化與法制化，但對於實施的方式則有四種不同的主張： 

(一)主張凍結憲法中第十一章「地方制度」的若干條文規定，在修憲時另訂條文授權立法院

另訂「國家統一前(或自由地區)省縣地方制度條例」，逕行選舉省長籍省議員，組織省政府及

省議會。 

(二)主張回歸憲法，由立法院制定「省縣自治通則」，由省召開省民代表大會，制定省自治法，

選出省長及省議員，組織省政府及省議會。 

(三)主張修憲或以附加條款方式規定「省之內閣制」，或實施聯邦制。 

(四)主張不能回歸憲法，必須徹底修訂憲法，循制憲方法，以台灣本身發展為依據，實行地

方自治。 

    這四種不同主張所具有的共同點，是使地方自治從目前服膺於中央政府指令下的行政機

關轉為建立於法制的自治機關。 

二、行政區域重劃問題 

    五個分組的出席人多認為目前省與中央的單一關係應予改善，可以國土重劃的方法，將

行政區域變更，由此可擴大以省為最高自治單位的地方自治範疇，也可避免產生省長民選與

總統間的民意基礎爭議問題。 

    對於行政區域的重劃，多數出席人的意見主要的有「多省制」與「多市制」的分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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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增設省而維持目前兩直轄市者，有主張增設直轄市而維持目前台灣省一省者。而增設省

的多少，則有由二個省到六個省的不同，增設的省應怎樣命名，以及增設院轄市的數目，意

見也不盡一致。「多省制」的主張，所持理由是既可不違背憲法規定的原則與精神，且可解決

目前太過中央集權的弊病。但主張「多市制」的出席人則指出，多省制有諸多可顧慮的地方，

基本上台灣幅員不大，多設省將使資源分配扭曲，缺乏行政效率，增加支出，加重人民負擔，

更易引起統獨意識紛擾，導致海峽兩岸關係緊張。 

    也有出席人主張將台灣劃為多個行政區或地區建設委員會。但不論主張「多省制」或主

張「多市制」，出席人多認為台灣或台灣省的名稱，不宜廢除，台灣的發展，已在國際間建立

良好的「台灣模式」，對大陸同胞也有號召力，所以，應予以維護，不宜在地方制度改革中消

失。 

    在行政區域重劃的討論中，省應否虛級化的問題，也在多省或多市的不同意見中表現出

來，有些出席人認為如多設置省，則省的幅員縮小，省不必虛級化；主張「多市制」者則認

為大都會區全部規劃後，省可虛級化。 

三、 地方首長民主化問題 

    這是全體出席人共識性最高的問題，大家一致認為省市長民選是地方自治民主化的主要

內涵，唯有省市長民選，方能經由地方自治首長的民主化落實地方自治民主化。所以，省市

長民選為民意歸趨，不可抗拒，應經由法制化途徑，制定省自治法、直轄市自治法，實施民

選。 

    不過，也有出席人認為省長應由行政院長提名，經省議會同意後任命，省長並應具省議

員身分。因為如總統直選，則單一省長民選有可顧慮之處，應在採取「多省制」或「多市制」

後，使省之幅員縮小後，開放省長民選。 

四、 地方自治權問題 

    這問題所獲得全體出席人的共識性也很高，出席人們多強調當前地方制度問題的癥結，

即在於「地方無權無錢」，故應通過法制化，以確定地方自主權。 

    落實地方自主權的作法，出席人多認為應使地方政府享有更多的人事權、財政權、警察

權及教育權，俾使權力由中央推向地方。但亦有出席人認為警察權仍宜由省統一指派，以適

應全省連貫作業要求，教育權也應該全國統一。 

    財政權的劃分，尤受到出席人的重視。大多數出席人主張現行「財政收支劃分法」應予

檢討修正，將中央與地方政府財政收支重新合理分配，但亦有出席人認為修正「財政收支劃

分法」，仍無法解決問題，應利用行政區域的調整配合統籌的補助，由省補助財源困難的地區；

教育文化支出亦不必做成必須佔預算總額硬性比例的規定，由中央及省共同負擔，或授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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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調整稅率的權力。 

    地方自主權的確立，出席人強調應予法制化，以法律定之，不可以行政命令行之，在修

憲時授權立法院制定省縣制度條例，或設立憲法法院，解決中央權限與地方權限的衝突。 

五、 鄉鎮市自治問題 

    對於鄉鎮(市)的自治地位，大多數出席人認為依憲法精神而言，鄉鎮(市)並非地方自治

單位，尤其選舉弊端叢生，應予廢除，或將鄉鎮市長改為官派，不民選，村里長則予以取消。 

    此問題牽涉地方自治的層級，大部分出席人主張以省、縣(市)二級制為宜，廢止鄉鎮(市)

公法人地位，減少行政層級，緩和地方派系爭執，但也有維持現狀的主張。 

    廢除鄉鎮(市)級之主張，牽涉地方自治層級，如採省、縣二級制者，亦主張鄉鎮(市)長

改為官派，廢除鄉鎮(市)民代表會；另外，也有主張省府虛級化，廢省保留縣、鄉鎮(市)二

級的意見。 

    以上五項有關地方制度問題的討論，都發生法制化的時間問題，如制定「省縣自治通則」

或授權立法院制定有「省縣(市)自治條例」，實施省市長民選等等，或在八十年底前達成；有

的出席人則認為在八十一年底前辦理地方自治首長民選，以配合中央民意代表的選舉。 

    以上的報告，係就多數出席人在五個分組及在全體會議中發言的概要，作綜合性、歸納

性的總結，至於一、二位出席人較單獨的意見則未能涵蓋。 

    一般的說，全體出席人在地方制度的法制化、民主化、自主化的方向與原則上都有共識，

歧異的意見多屬執行的、技術性的、或作法上的。綜合或歸納多數出席人的意見，可以作成

如下的幾項共識： 

(一)省以下的各級機關形式上雖稱實施地方自治，實則中央政府統治權遠超過地方自治權，

即連憲法所規定的省、縣(市)教育、警衛、人事等事權，均未能充分實施，縣自治情形也是

如此。這種地方自治的現狀，應予改進，回歸憲法或授權立法院立法，甚至循制憲方法達成

改革均可。 

(二)地方自治應以民選、自主為基本要求，應依據台灣目前發展，兼顧憲法體制及實際情況，

將國家主權與國內行政的需求作合理的統合。 

(三)地方自治與制度的改革，應正視當前地方派系糾紛，選舉風氣敗壞的現象。 

(四)多數出席人都肯定台灣發展的成就，主張在改革地方制度時應保留台灣省的名稱，維護

台灣經驗的良好形象，表現了出席人高度的「立足台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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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意見 

林仁德提： 

    在分組會議及第二次全體會議時，對地方制度中行政區域重劃問題主張一省多市者占比

較多數。而且對於依據台灣區域計畫的精神，將台中縣、市升格為直轄市，可使北、中、南

三區的均衡發展付諸實現，也可避免台灣省與中央管轄區域重疊等問題獲得解決。」139 

貳、「國是會議」共識的落實 

一、第一屆國民大會先制定《增修條文》再廢止《臨時條款》 

    「國是會議」的共識是：「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回歸憲法」、「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

時條款》(以下簡稱《臨時條款》)」、「修憲以《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以下簡稱《增修條

文》)名之」。推動「台灣民主化」的程序以「一機關兩階段」的「修憲」方式進行，由「萬

年國會」先制定《增修條文》，再廢止《臨時條款》後，由李登總總統宣告「終止動員戡

亂」，廢止《臨時條款》，實施《增修條文》。 

    「國是會議」在 1990 年 7 月 4 日順利結束閉幕後；11 月 30 日，第一屆國民大會七十

九年度年會籌備委員會暨全國聯誼會幹事會決議通過「連署召開臨時會」提案，「請總統於

明年(八十年)五月二十日以前，召開第一屆國民大會，並立即展開連署。同時決議於明年一

月三十一日以前完成連署，請總統於明年適當時機，發布臨時會召集令。民國七十九年十二

月二十五日，李總統登輝先生主持慶祝中華民國行憲紀念大會、國民大會憲政研討委員會第

二十五次全體委員會議、暨第一屆國民大會七十九年度年會聯合開會典禮時，再度明確宣

告：『在明年五月前宣告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同時，亦將在後年年中，完成憲政的改革。』

且認定『修改憲法屬於國民大會的職權。』李總統同時對國民大會代表著手連署請求召開國

民大會臨時會，參與修憲大計的熱誠謀國態度，認為當為國人所樂見；相信藉由代表們經驗

與智慧的傳承，必可使修憲的程序與技術問題，得以達成事功。李總統這項致詞，實已表達

了推動憲政改革的決心，肯定國民大會修憲職權，以及臨時會召開主動權在國民大會等重大

意義。」140 

1991年 2月 1日，國民大會請求召開「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二次臨時會」的連署工作順

利完成並送交總統府；2 月 26 日，李登輝總統發布「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二次臨時會」召集

                                                 
139 國是會議實錄編輯小組(1990)，同前註，頁 1331-1335。 
140 國民大會秘書處(1991)，《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二次臨時會實錄》，〈第一章 第二次臨時會之召集，第一節 召

集第二次臨時會之依據〉，台北：國民大會秘書處，頁 1-2。網址：

http://lis.ly.gov.tw/lgcgi/ttsbookg?264:554258406:12:/disk1/lg/ttsweb.ini:012:0001-0004:_self 

 

http://lis.ly.gov.tw/lgcgi/ttsbookg?264:554258406:12:/disk1/lg/ttsweb.ini:012:0001-0004:_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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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並於同年 4 月 8 日集會。141 

1991 年 4 月 8 日上午 10 點，於台北市陽明山中山樓中華文化堂，召集「第一屆國民大

會第二次臨時會」。李總統在開會典禮致詞時表示：「…因此，就職伊始即毅然宣布，希望在

今年五月前終止動員戡亂時期，並以兩年為期，完成憲政改革工作。近一年來，經由各界廣

泛的討論，終於達成若干寶貴的共識，即在保留憲法原文，不變更五權體制的前提下，增修

條文，以促進民主憲政的新開展；藉由動員戡亂時期的終止，邁向國家統一的新階段。這些

劃時代的任務，均有賴各位代表女士先生在本次臨時會中，做深入的研討與明智的決定。…

本次臨時會的召開，正是我們高舉自由、民主、均富的旗幟，號召海內外中國人，共同邁向

國家統一目標的起點。如何掌握並善用此一關鍵時刻，就中華民國憲法做適時適當的增修，

並解決因終止動員戡亂時期所產生的若干問題，實為各位代表女士先生在本次承先啟後，繼

往開來的臨時會中，所肩負的歷史使命。」142 

但本次為修憲而召開的國大臨時會開會過程並沒有那麼平靜，會議首日，朝野即爆發衝

突，民進黨國大黨團在李總統致詞時，拉開白布條抗議，隨即被大批安全人員將其推趕出現

場。次日，國民大會和立法院均爆發嚴重的肢體衝突場面，民進黨團採取杯葛手段，干擾會

議進行。4月 15日，民進黨「憲政危機處理小組」擴大會議決議，國大黨團自即日起退出

國大臨時會，並決定在 4月 17日發動大規模群眾抗議活動，由中正紀念堂遊行至陽明山中

山樓，抗議「萬年國會」修憲。「全學聯」將聯合「台灣教授制憲聯盟」於 4月 17日前往國

民黨中央黨部抗議「一黨主導修憲」，並要求立刻停止國大臨時會。4月 16日，李登輝總統

表示，國大臨時會的主要任務在於增修憲法之必要條文，並制定二屆中央民意代表產生的法

源，目前討論的憲法增修條文中許多重要的問題並未提到，等到二屆國代產生後，在研擬修

憲條文時都可以討論。同時憲改不是革命，必須依循憲法規定程序辦理，才是追求民主之正

途。4月 17日，李登輝總統除了邀請黨政首長及三位媒體負責人就憲改問題交換意見，為

去除民進黨及部分人士之疑慮，並貫徹國民黨憲改之誠意，原則上決定將增修條文中有關國

安會、國安局及人事行政局續存之法源改為過渡性質，未來將由二屆國代決定三機構之存廢

及隸屬。4月 18日，國民黨與民進黨建立協商默契，執政黨動員國代連署提案並獲得國安

會等三機構法規適用期間至民國八十二年年底為止，使得朝野緊張對立情勢大幅緩解。經過

檯面下的折衝協調過程後，4月 24日，國大臨時會正式閉幕，完成第一階段的憲改任務，

李登輝總統親臨致詞表示，對於憲法增修條文授與總統緊急命令權的行使，他一定會審慎行

事，會後並設宴款待全體國大代表，感謝其完成修憲任務的辛勞。143 

1991年 4月 22日，由「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二次臨時會」第六次大會，三讀通過《中華

民國憲法增修條文》，咨請總統公布施行。144 

                                                 
141 國民大會秘書處(1991)，同前註，〈第一章 第二次臨時會之召集，第二節 第二次臨時會之召集〉，頁 3-4。 
142 國民大會秘書處(1991)，同前註，〈第二章 第二次臨時會開會紀事，第二節 開會典禮與代表宣誓〉，頁 27-

28。 
143 陳新民編(2002)，同前註，頁 37-41。 
144 國民大會秘書處(1991)，同前註，〈第三章 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之通過，第五節 咨請總統公布〉，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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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 4月 22日，由「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二次臨時會」第六次大會三讀通過廢止「動

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咨請總統明令廢止。1991年 4月 30日，李登輝總統依據動員戡亂

時期臨時條款第十項之規定，宣告自 5月 1日起終止動員戡亂，並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

款。隨後並將總統令之副本函復國民大會秘書處。145 

    綜合上述，因為「萬年國會」藉著選舉新任總統副總統的機會而修憲擴權，進而引發

「野百合學運」抗爭，改變了原先國民黨主導，由上而下的「轉型」模式。在「萬年國會」

懍於社會壓力而選舉李登輝總統連任後，先發表宣言宣布休會，一是對「野百合學運」的要

求讓步，二是說明靜待「體制外」的「國是會議」形成共識，三是強調根據「體制」，仍應

由「萬年國會」來做處理。朝野領袖透過「國是會議」的溝通對話形成改革共識，選擇朝野

共同參與，合作妥協的「錯位」模式。「體制內」的「萬年國會」按照劇本演出，落實「國

是會議」的共識，選擇「制定增修條文」方式來「回歸憲法」，在「增修條文」通過後，再

廢止「臨時條款」。上述程序根據「體制」，以「一機關兩階段」的「修憲」方式進行，這是

「第一次增修條文」內容最重要的功能。因為朝野領袖選擇「錯位」模式來推動「台灣民主

化」，「萬年國會」完成「台灣民主化」的準備工作後就順勢退職走入歷史。「台灣民主化」

「制度選擇」的角力，將在「二屆國大」順利選出後才正式拉開序幕。 

二、成立「國統會」制定「國統綱領」 

    1990 年 10 月 7 日，李登輝總統在總統府內成立「國家統一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統

會」。1991年 2月 23 日，李登輝總統主導制定《國家統一綱領》，以下簡稱《國統綱領》。

向台灣社會回應，其在就職演說中的承諾，因應動員戡亂時期結束，與大陸雙邊關係進展的

政策依據，以及政府在兩岸民間日益頻繁的往來中，掌穩主控地位的設計。 

三、立法院修改《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推動「國會全面改選」 

    配合「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的公布施行，「萬年國會」的立法院於 1991 年 7月 16

日三讀通過《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修正案，推動「國會全面改選」。8月 2日，總統令公

布修正名稱及條文。146 

    本次修法的主要重點如下： 

(一) 法令名稱去除「動員戡亂時期」字樣，改為《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131-135。網址：http://lis.ly.gov.tw/lgcgi/ttsbookg?279:1371725487:12:/disk1/lg/ttsweb.ini:012:0131-0135:_self 
145 國民大會秘書處(1991)，同前註，〈第四章 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之廢止，第五節 咨請總統公布〉，頁

148-152。 
146 維基百科，http://zh.wikisource.org/wiki/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_(民國 80 年) ，查閱日期：2015 年 6 月 30

日。 

 

http://lis.ly.gov.tw/lgcgi/ttsbookg?279:1371725487:12:/disk1/lg/ttsweb.ini:012:0131-0135:_self
http://zh.wikisource.org/wi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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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增列辦理第二屆國民大會代表、立法委員及監察委員之選舉相關規定。 

(三) 增列以政黨比例方式選出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之二屆國民大會代表、立法委員及

監察委員之規定，採一票制方式，以所有政黨提名的區域候選人得票數加總為分母，個

別政黨提名的區域候選人得票數加總為分子，做為政黨得票比例，計算到小數點以下第

四位，第五位四捨五入，決定各政黨應分配之當選名額，政黨得票比例門檻為 5%。 

(四) 增列個人對候選人捐贈競選經費總額不得超過新台幣兩萬元，對政黨捐贈總額不得超過

新台幣二十萬元，前兩項之捐贈，個人於申報所得稅時，得做為當年度列舉扣除額。 

(五) 增列營利事業對候選人捐贈競選經費總額不得超過新台幣三十萬元，對政黨捐贈總額不

得超過新台幣三百萬元，前兩項之捐贈，營利事業於申報綜所稅時，得列入當年度之費

用或損失。 

(六) 增列區域候選人得票數達到各該選舉區當選票數四分之三者，補貼其競選費用每票新台

幣三十元。 

(七) 允許政黨使用電視及其他大眾傳播工具從事競選活動宣傳，其管理辦法由選委會訂定

之。 

    「國會全面改選」不只是「台灣民主化」的里程碑，對於本土經驗政治研究還有一個重

大突破，就是過去長期用「恩庇侍從理論」(Parton-Client Theory)來解釋「國民黨軍事戒嚴

威權體制給予地方派系特許利益，交換地方派系效忠鞏固統治權力」的模型，今後將走入歷

史，無法繼續套用解釋台灣的中央政權與地方派系的政治合作關係，因為「國會全面改選」

給予地方派系進軍中央政權的機會，過去仰人鼻息，今後自己作主，甚至透過在立法院的合

縱連橫，地方派系有可能掌握中央政權，進而呼風喚雨，這也是「台灣地方自治民主化」的

另一個層面的突破，對於長期以來解析台灣經驗政治現象的知識建構和學術典範的建構，所

做的具體修正和改進，值得稱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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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從國會全面改選到完成地方自治法制化 

第一節 第二屆國民大會完成第二階段「修憲」 

壹、國民黨掌握「二屆國大」的四分之三席次可以主導修憲 

    「國是會議」推動「台灣民主化」的共識，以「一機關兩階段」的「修憲」方式來進

行。配合《增修條文》的公布施行，立法院修正通過《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推動「國會

全面改選」。1991 年 12 月 21 日，第二屆國民大會代表順利選出，明年(1992 年)國大臨時會

總席次為 403 席；二屆國代選舉，國民黨的區域國代當選 197 席，加上不分區國代和增額國

代後，總席次為 318 席，比例超過四分之三。換言之，國民黨可以完全主導修憲方向，貫徹

其修憲而不制憲的政治立場。147 

    以下關於「第二屆國民大會完成第二階段『修憲』」的說明，資料來源主要根據《維基

百科》、周玉蔻(1993)、陳新民(2002)和《第二屆國民大會臨時會會議實錄》(1992)而來，說

明如下。 

    「二屆國大」選舉，民進黨在黨主席許信良領軍下，以全代會通過的黨綱「台獨條款」

作為選舉訴求；國民黨在李登輝總統主導下，矢志以統一國策對抗。這場選舉是「國會全面

改選」第一仗，在制度設計和功能定位上，原本是結合台灣民意以取代「萬年國會」，為推

動「台灣民主化」奠定基礎工程，不料變成統獨票決大戰，兩黨領導人都面臨空前壓力，都

有輸不得的心理負擔。 

    李登輝總統深知自己贏取台灣民心的魅力，他在選舉期間，別開生面地設計了一次乘坐

火車環遊寶島的旅行，不著痕跡地為國民黨候選人造勢。事後還發表了一篇旅行感言，表現

了他這位台灣人總統人性化的一面。之後，他又頻頻曝光，積極走訪中南部與地方意見領袖

會面晤談，被媒體公認為國民黨的超級助選員。 

    高舉統一旗幟的行政院長郝柏村，則是以逛菜市場，與小攤販握手聊天，關心平民百姓

的「蔣經國」式的作法，努力發揮助選威力，全力為國民黨候選人抬轎。 

    在民眾一片恐懼台獨的排斥心理下，民進黨遭受到極大的落敗挫折，當選席次不到「二

屆國大」應選總額的四分之一，黨主席許信良顯得落寞無比。 

    翻騰中華民國政壇多年的統獨之爭，終於有了一次直接的民意回應。困擾糾纏李登輝總

統近兩年的「台獨」指控，也得到煙消雲散的機會。李登輝和郝柏村的府院搭檔，歷經波折

                                                 
147 陳新民編(2002)，同前註，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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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走回平靜。他們與他們兩人的支持者也都明確地領悟到，李郝合作，方是上策。令人玩味

的是，「相忍為國」仍然是各自陣營對內自勉自勵的經典名言。148
 

    1992 年 2 月 9 日，李登輝總統依據「憲法增修條文」第六條規定，於 3 月 20 日上午 10

點於台北市陽明山中山樓中華文化堂召集「第二屆國民大會臨時會」。李總統在開會典禮致

詞時表示：「…然而，隨著國內外情勢的演變，與國人對民主法治要求的日益提升，如何在

維護中華民國憲法的精神與完整，不變更五權架構的原則下，將憲法作必要的增修，以強化

其功能，符合國家統一前的情勢需要，乃成為全體國人一致關切的首要課題。第一屆國民大

會代表順應民意，連署請求召集第二次臨時會，決議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制定憲法

增修條文，全體資深國大代表並於完成第一階段的修憲工作後，一致依法退職。此一公忠坦

蕩的胸懷與作為，令人深感敬佩。民國八十年十二月，第二屆國民大會代表依據憲法增修條

文的規定，順利選出，使我國的憲政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我們相信，各位在這次會

期中，必能秉持謀國之忠，不負國人付託之重，竭智盡力，賡續完成憲政改革的大任。」149 

修憲工作，第一階段由「萬年國會」完成「制定增修條文」和「廢除臨時條款」的任務

後已經功成身退，「二屆國大」民選產生後，將由其進行第二階段的修憲工作。國民黨修憲

小組經過黨內多次協商討論，也和社會各界溝通意見，對於「主流派」與「非主流派」鬥爭

期間引起激烈爭辯的中央政府體制屬於內閣制或總統制的問題仍然莫衷一是，最後只形成臨

時條款賦予總統的特權應予廢除，維持五權分立，回歸憲法等原則。至於「國是會議」期間

引發國民黨和民進黨人士爭論不休，而且多次出現協商僵局的總統選舉方式，最後並沒有形

成共識，但在這次國民黨修憲小組進行內部溝通時，由修憲小組領導人施啟揚和馬英九所設

計提出的「委任直選」方案，並沒有聽到明顯異議聲音，因此修憲小組巡迴各地舉辦座談會

時，就直接把「委任直選」方案當成是國民黨提案修憲的總統選舉方式廣為宣傳。 

所謂「委任直選」，是由選民投票選出一位國大代表，再由這位國大代表代表選民去選

舉總統，至於這位國大代表要按照大多數選民的意見投票或是按照國大代表本人的意思投

票，則莫衷一是沒有定論。 

贊成「委任直選」者認為，這種方式投一票有兩種意義，既選國代又選總統，有直選總

統之益，卻無直選總統之弊。所謂弊端，除了選舉期間可能產生的社會紛擾外，最主要還是

政治考量，因為直選總統的選民僅限於台澎金馬地區，容易被影射為「台灣總統」，無法代

表國民黨所宣稱中華民國主權及於中國大陸的政治意義。支持「委任直選」者，主要是

1949 年跟隨蔣介石撤退到台灣的黨內外省籍人士，以及他們的下一代。 

「委任直選」方案出爐時，台灣還處於民進黨「台獨黨綱」衝擊之際，而且總統選舉是

五年以後的事情，一般民眾對此認知非常遙遠，社會上對總統選舉方式也漠不關心。但是國

                                                 
148 周玉蔻(1993)，《李登輝的一千天》，台北：麥田，頁 271-272。 
149 國民大會秘書處(1992)，《第二屆國民大會臨時會實錄》，〈第三章 臨時會開會紀事，第一節 開會典禮〉，

台北：國民大會秘書處，頁 79-80。網址：

http://lis.ly.gov.tw/lgcgi/ttsbookg?87:1758409389:13:/disk1/lg/ttsweb.ini:013:0077:_self 

 

http://lis.ly.gov.tw/lgcgi/ttsbookg?87:1758409389:13:/disk1/lg/ttsweb.ini:013:0077:_self


 

                                              第四章 從國會全面改選到完成地方自治法制化 

111 

 

民黨為了這次修憲召開的第二屆國民大會臨時會卻非常重視，特別安排在 3月 14日召開的

國民黨十三屆三中全會，凝聚修憲共識。 

三中全會召開前夕，國民黨的總統選舉方式要拍板定案，引來新聞媒體的熱烈報導，民

間也開始注意這項與自己的政治參與有關的政治話題。此時，眾多國民黨人士才赫然發現，

大部分的民眾根本不能理解什麼是「委任直選」？更不能理解為什麼要用「委任直選」方式

來選舉下一任總統？ 

相對而言，堅持「公民直選」的民進黨則是大力鼓吹「一人一票，直選總統」。民進黨

的宣傳簡單易懂，國民黨的說明又臭又長。民進黨告訴老百姓，在公民直選制度下，選民可

以直接用手中的選票，選擇一位候選人來擔任台灣總統，選總統就像選立委一樣簡單。民進

黨的宣傳輕易地打動一般民眾的心，對於渴望當家作主的台灣民眾而言，直選總統是一種以

前無法想像的新鮮權利，很快就贏得大部分民眾的認同。 

三中全會召開前夕，李登輝總統並未公開表明他對總統選舉方式的立場，他只是一再表

示，這件事情要以民意為依歸。但李總統身邊的親朋好友都明白，「公民直選」比較符合李

總統的政治理念。在「國是會議」閉幕後，國民黨內為了修憲主張進行討論時，除了中央政

府體制屬於內閣制或總統制的爭論仍然喋喋不休外，統獨之爭仍然火熱。李總統了解在這種

氛圍下，「公民直選」的意見很容易被扭曲為提倡總統制，要為台獨主張鋪路，因此不能輕

易對外表態。 

1991年 12月底的「二屆國大」選舉結果揭曉，高舉「台獨黨綱」的民進黨遭到前所未

有的挫敗。政壇公認，統獨爭議在這次選舉中已經獲得階段性的結論。此時此刻，急統和急

獨都沒有民意市場，力求國內政治革新才是大多數人民的心聲。 

三中全會召開前夕，聯合報和台視公司分別進行了民調，結果顯示有八成左右的民眾不

了解「委任直選」的意思，更不知道「委任直選」要怎麼選總統。李登輝總統注意到這樣的

民意反應了，他認為既然如此，黨內對總統選舉方式就仍然有討論空間。他相信比較有利於

台灣長遠發展的「公民直選」制，沒有必要立即排除。 

2月 17日，李登輝總統開始密集的意見徵詢。許多平常李總統認為談得來且有學養的

學者們，也同意「公民直選」制，並非一無是處。李總統大受鼓舞，幕僚們進一步反應，民

間支持「公民直選」的聲音不低，經過徵詢多方意見後，「公民直選」制仍不應完全封殺。 

李登輝總統要求幕僚們設法了解台北以外的中南部地區的民情。幕僚們跟國民黨 21縣

市的主要地方幹部聯繫後，其中有三分之二回答，「公民直選」制比較受民意支持，這又是

一項正面的訊息。 

李登輝總統總結這些訊息後，決定採取更積極的行動。他知道，這個問題，黨內重量級

人士的看法不能忽略，其中又以郝柏村的意見最重要。「公民直選」如果能夠得到郝柏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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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就是成功的開始。李總統請秘書長蔣彥士代為徵詢行政院長郝柏村的看法，蔣彥士傳

話回來說，郝柏村並不反對「公民直選」制，這個消息讓李總統更受鼓勵。 

下一步，就是輿論界這一關了。李登輝總統交代幕僚分別聯絡聯合報負責人王惕吾和中

國時報負責人余紀忠到總統府當面會談。李總統與余紀忠相談甚歡，余紀忠發現，李總統的

大陸政策布局開放程度，遠遠超過他的想像，政治民主化的構想也超脫個人的名利得失。因

此，余紀忠認為，「公民直選」制，值得一試。3月 4日，《中國時報》一版頭條，報導了這

個修憲的新方向。 

3月 5日，李登輝總統在總統府跟聯合報系負責人王惕吾晤談。王惕吾已有李登輝試圖

說服他支持「公民直選」制的心理準備。因此，他對於李總統討論政治議題的興致，始終沒

有熱烈回應。兩人見面的氣氛僵持，很有話不投機半句多的味道。 

3月 6日，《聯合報》有報導指出，「公民直選」制「疑似」李登輝總統幕後「操盤」，

想到主導國民黨的修憲方向。一場「委任直選」和「公民直選」的戰爭，透過媒體報導即將

點燃，李總統的領導風格再次遭到部分政界人士的猛烈抨擊。 

對於《聯合報》的報導，李登輝不敢掉以輕心，3月 8日，他邀請林洋港等黨政要員在

總統府內開會，共同商討總統選舉方式要如何處理的問題。林洋港和內政部長吳伯雄，全力

維護「公民直選」制的立場深受矚目。 

另一方面，執政黨修憲小組中，一直未對外公開的「九人核心小組」也密集開會。他們

大多對於「公民直選」制被迅速搬上檯面討論感到一頭霧水。消息公開以後，反對「公民直

選」者更是憤慨；他們認定這是李登輝又一次目中無人、霸道專橫、一廂情願推動「公民直

選」，企圖將總統任期由 6年縮短為 4年，並且在修憲案過關後，提早在 1994 年參加總統直

接民選。 

國民黨內對於李登輝的領導風格存有高度反感者，立刻聚集在一起，為「委任直選」案

做最後的保衛戰。其中，以李煥、關中和立法院「新國民黨連線」成員外，最受矚目的，是

平常沉默寡言，很少在公開場合跟記者打交道的退輔會主委許歷農。 

3月 9日，國民黨舉行臨時中常會，主席李登輝主持討論總統選舉方式提交三中全會定

案的執政黨中央初步方案。開會前，許歷農堅定地對著電視記者的鏡頭說，他當然支持「委

任直選」制。中常會中，李主席點名到大部分中常委發言表示意見。支持「委任直選」制的

中常委不想放棄他們的堅持。會議經過長達七個小時的討論後沒有共識，主席李登輝做成

「委任直選」和「公民直選」兩案一併送交三中全會討論的決議後，三中全會眼看著已經是

「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態勢了。150 

3月 14日，三中全會在台北市陽明山的中山樓召開，果然無外界預期，支持「委任直

                                                 
150 周玉蔻(1993)，同前註，頁 287-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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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者，在會議上慷慨陳詞，以露骨和毫不留情的字眼批判支持「公民直選」者。他們不僅

詳述「公民直選」制的弊端，也對黨主席李登輝主導「公民直選」案的決策過程公開質疑。 

支持「委任直選」者，透過管道得知，行政院長郝柏村並不堅持「委任直選」制的立場

後，心急如焚，因為郝柏村是「委任直選」派的最後希望。「委任直選」派陣營中雖然有李

煥、邱創煥和許歷農等人，但這幾位中常委都不是擁有強大的政治舞台，有氣勢而無實權，

難以抵擋黨中央銅牆鐵壁之功。反觀「公民直選」派，除了李登輝外，台灣各地，尤其中南

部的本省籍人士，大多支持「公民直選」。再加上在中南部深得民心的老牌政治人物林洋

港，這一次跟李登輝站在一起，而且很早就公開表態力挺「公民直選」派，再加上中南部黨

務系統的支持表態，黨中央似乎已經勝劵在握了。 

分析雙方實力後，「委任直選」派認為，除了在三中全會集中力量硬拚外，還要有哀兵

之計才能奏效。因此，他們請出退輔會主委許歷農去跟行政院長郝柏村溝通。 

然而郝柏村對總統選舉方式採取開放態度的原因，也是從追求民主發展的角度來考量。

他相信，符合民主化、反應民意又能具體實現的制度，就是好的制度。「台灣總統」或「中

國總統」的爭辯，有過度政治化的危險，凡事就事論事方為上策。基於上述想法，郝柏村才

會不公開明確表示己見，這也是他向蔣彥士表明，不反對「公民直選」制的原因。 

然而，三中全會的發展，情緒化的氛圍越來越強烈，15日下午，不少具有群眾演講能

力的資深黨代表，在議程進入討論總統選舉方式時，紛紛以感性又有煽動性的演說，條理分

明地，面對李登輝主席，在演講台上侃侃而談「公民直選」制的弊害，時時引起台下的掌聲

雷動。中山樓裡，反對「公民直選」制的聲浪，遠遠超過贊成「公民直選」的黨意。 

    李登輝主席最後衡量三中全會黨內討論「委任直選」和「公民直選」這兩案的情勢，已

經有了斟酌協調黨員極端意見相左的腹案。經過宋楚瑜、林洋港等人在檯面下的溝通折衝

後，黨中央做成總統選舉產生方案至 1996年第八屆總統任期屆滿前在行討論定案的折衷意

見後，做成決議送國大黨團參酌，才平息一場紛爭。 

針對總統選舉方式，國民黨三中全會並沒有具體答案，只留下一個模糊的「下屆總統由

自由地區選民選舉之」文字；再加上國民黨席次超過四分之三，完全可以主導修憲方向，因

此這次臨時會一開議，會場氣氛就呈現外弛內張的氣氛。3月 24日，媒體報導，公民直選

總統案，執政黨傾向不在這次國大臨時會處理。民進黨主席許信良和國大黨團總召黃信介隨

即表示，已經透過正式管道向執政黨主席李登輝總統轉達，如果執政黨在這次國大臨時會擱

置總統公民直選案，民進黨將退出國大臨時會。151 

3月 25日，李登輝總統正式對外回應指出，關於「公民直選」或「委任直選」的主

張，都不是忽然從天上掉下來的。執政黨的修憲策劃小組成立後，對於下屆總統的選舉方式

                                                 
151 周玉蔻(1993)，同前註，頁 295-297。 

 



台灣地方自治民主化之研究：歷史制度主義觀點 

114 

 

經過反覆地研究，最後只剩下這兩個方案，雖然社會上很多人主張「公民直選」，但不管是

哪一案，都是直選，因為這是民主的潮流，不是哪一黨的專利。至於有些同志擔心公民直選

出來的就是台灣總統，有台獨嫌疑。他認為這種顧慮是不必要的，因為依據中華民國憲法選

出來的總統，當然就是中華民國總統，這是無庸置疑的。 

3月 26日，媒體報導，國民黨祕書長宋楚瑜在三中全會閉幕後，持續在「公民直選

派」和「委任直選派」兩大陣營間奔走協商，終於在 23日達成共識，並且得到李登輝總統

和全體中常委的認同後，近日內也得到執政黨國大黨團的全力支持，國民黨有信心迎接民進

黨國大黨團的挑戰。宋楚瑜受訪時表示，本次修憲將分三大部分，一是沒有爭議的條文，將

綜合國民黨三中全會共識，交由執政黨國大黨團執行。二是引發重大爭議的總統選舉方式；

三是海外僑民參政權的問題，將由國民黨中常會形成決策後，交付執政黨國大黨團納入修憲

內容。宋楚瑜強調，總統選舉方式在民國八十四年五月二十日前定案即可，本次國大臨時會

將把原則性共識納入憲法增修條文，「總統、副總統由中華民國自由地區全體選民選舉之，

自中華民國八十五年第九任總統、副總統選舉時實施；總統、副總統選舉方式，由總統於民

國八十四年五月二十日前，召集國民大會臨時會，以憲法增修條文定之。」 

同時，國大秘書長陳金讓，執政黨國大黨團書記長謝隆盛、副書記長王應傑受訪時，不

約而同地表示，事緩則圓，在民國八十四年五月二十日以前，執政黨內部會有充分時間來凝

聚共識，關於總統選舉方式，本次國大臨時會將通過原則性共識，不會急於將細節定案。 

面對國民黨掌握四分之三席次的強勢作風，民進黨宣布將在 4月 19日發起「推動總統

直選」遊行活動，爭取民意支持在本次國大臨時會把總統選舉方式納入增修條文。在民進黨

宣布 419遊行活動後，意外引起社運團體和學運團體的強烈反彈，醞釀以缺席方式杯葛 419

遊行活動。社運團體和學運團體對於民進黨只重視政治利益，忽視社會弱勢團體感到心灰意

冷，因此發表聲明，醞釀以缺席方式抵制 419遊行活動。 

活力充沛的二屆國代，自本次臨時會開幕以來，除了武打場面不斷外，文場亦毫不遜

色，除了提案要求行政院長做施政報告和列席備詢外，也連署提案要替立法院審議法案和條

約案，其他五花八門的修憲提案，隨著朝野協商修改議事規則，修憲提案人數門檻仍維持總

額五分之一，但連署人數門檻則降為六分之一後，4月 11日，國民大會秘書處截止收件

時，共收到朝野國代修憲提案 155件，以往「萬年國會」暮氣沉沉的景象為之丕變。 

4月 19日下午，民進黨發起「推動總統直選」遊行活動，在雨中照常舉行，氣氛略顯

冷清，遊行隊伍在雨中拉得老長，遊行活動均按警方核准路線進行，活動歷時 3個多小時後

結束。在民進黨國大黨團缺席的情形下，本次國大臨時會快馬加鞭審查朝野國代的修憲提

案，民進黨籍國代的修憲提案在缺席情形下，全部遭到封殺。5月 26日，民進黨國大黨團

重返陽明山中山樓會場，持標語喊口號向國大臨時會告別，並發表聲明指出，國大臨時會二

 



 

                                              第四章 從國會全面改選到完成地方自治法制化 

115 

 

讀修憲提案，平均五分鐘消化一個提案，效率之高已創憲政史上紀錄。152 

貳、「二屆國大」對「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次修訂 

1992年 5月 27日，由「第二屆國民大會臨時會」第二十七次大會三讀通過《中華民國

憲法增修條文》第十一條至第十八條，咨請總統公布施行。153 

筆者認為，由「二屆國大」增訂《憲法增修條文》第十一條至第十八條，對《憲法增修

條文》做第二次修改，在「台灣民主化」進程具有下列意義。首先，在制度設計和功能定位

上，「第二屆國民大會」是「國會全面改選」的第一仗，以台灣民意取代「萬年國會」，為推

動「台灣民主化」奠定基礎工程，由於國民黨掌握總額四分之三席次，可以單獨主導修憲，

因此「二屆國大」的修憲原則，在「路徑依賴」的原則下，除了延續「萬年國會」的「體

制」和「程序」，也以朝野共同參與，合作妥協的「錯位」模式，繼續推動「台灣民主化」，

並落實「國是會議」共識，這個方向可以由「二屆國大」的修憲方式得到證明，也就是不更

動「萬年國會」制定的《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到第十條；但配合「國會全面改選」後的政

治新局，把「縮減國大代表任期(六年改為四年)，適度增加國民大會職權(包括自行集會、

聽取總統國情報告、提供總統國是建言、對司法院、考試院和監察院行使人事同意權等)」、

「縮減總統副總統任期(六年改為四年)，改變總統副總統的選舉(由中華民國自由地區人民

選舉之)和罷免(由國民大會行使)方式」、「改變司法院、考試院、監察院產生方式(總統提名

經國民大會同意任命)及其職權」、「推動地方自治法制化」和「增列基本國策項目」等項目

做配套處理，以增列方式納入《憲法增修條文》，這是「二屆國大」制定《憲法增修條文》

第十一條到第十八條的原因。 

    其次，備受各界注目的下屆總統副總統選舉方式，在國民黨內部沒有對「直接民選」或

「委任直選」方式形成共識前，國民黨對於《憲法增修條文》雖以「由中華民國自由地區人

民選舉之」規定，但於第二項條文明定「前項選舉之方式，由總統於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五月

二十日前召集國民大會臨時會，以憲法增修條文定之。」，爭取到三年的緩衝時間，這種以

「時間換取空間」的作法非常具有政治智慧，一方面避免造成國民黨的內部分裂；另一方面

是擺脫民進黨針對總統副總統選舉方式的糾纏，穩定朝向「一機關兩階段」的「修憲」方式

前進。這種情形恰好驗證了「歷史制度主義」觀點，在歷史的「關鍵時刻」，主要行動者之

間的策略互動產生「制度」，「制度」有助於達成均衡，或者「制度」就是均衡的結果，進而

產生「自我強化」，發揮「路徑依賴」的效果，將特定狀態長期維持下去。 

    最後，「解嚴」、「終止動員戡亂」、「回歸憲政體制」、「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接民

選」…等訴求，不僅是推動「台灣民主化」的努力目標，也是民進黨的長期主張和政治訴

                                                 
152 陳新民編(2002)，同前註，頁 48-78。 
153 國民大會秘書處(1992)，《第二屆國民大會臨時會實錄》，〈第四章 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之增訂，第六節 

咨請總統公布〉，台北：國民大會秘書處，頁 464-469。網址：

http://lis.ly.gov.tw/lgcgi/ttsbookg?10:1143177227:13:/disk1/lg/ttsweb.ini:013:0464-0470:_self 

 

http://lis.ly.gov.tw/lgcgi/ttsbookg?10:1143177227:13:/disk1/lg/ttsweb.ini:013:0464-0470:_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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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在民進黨參與「國是會議」，接受以朝野共同參與，合作妥協的「錯位」模式，繼續推

動「台灣民主化」，並落實「國是會議」共識後，代表民進黨放棄，由反對者主導進行的，

由下而上的「取代」模式。再加上民進黨在「二屆國大」選舉慘敗，總席次不到四分之一，

連提案杯葛議事的資格都沒有時，民進黨只能放棄「修憲議場」，以「總統直接民選」為訴

求，重回街頭號召群眾，以「非暴力」、「非武裝革命」的「社會運動方式」表達訴求，爭取

群眾支持，為「國會全面改選」的第二仗：「第二屆立法院」的選舉做準備，因為「二屆國

大」制訂「第二次增修條文」後的六個月，就是「第二屆立法院」改選的投票日，因此民進

黨把注意力放在隨之而來的「二屆立委」的選舉。 

第二節 第二屆立法院完成「地方自治法制化」 

根據《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和第五條第三項規定，1991年 7月 16日，「萬年國會」

的立法院三讀通過；8月 2日，總統令公布，去除「動員戡亂時期」字樣，並修正後的《公

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條文規定，中央選舉委員會應在 1992年 12月 19日，舉行「第二屆立

法委員」選舉，完成國會全面改選。 

「第二屆立法委員」選舉的應選名額為 161席，分為 119席區域，6席原住民，30席全

國不分區，6席僑居國外國民，選舉人總數為 13,421,170人。選舉結果共有 9,666,020 名

選舉人出席投票，投票率為 72.02%。 

壹、民進黨在立法院席次第一次突破三成 

「第二屆立法委員」選舉，雖由國民黨贏得過半數的 102 席，但民進黨在黨主席許信良

領軍下，贏得 51 席，席次比 31.68%，總得票數為 2,944,195，得票率為 31.03%。「二屆立

委」選舉結果，讓民進黨揮別前一年二屆國代選舉因為「台獨黨綱」因素，導致當選席次不

到總名額四分之一的窘境，這次選舉民進黨的得票率和總席次第一次突破三成，在立法院

「制衡」國民黨的正當性和合法性提升，從學理以及其他同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後進

國家經驗來看，台灣已經具備日後出現政黨輪替的可能性。 

這次選舉，前民進黨主席黃信介以「元帥東征」為口號，投入花蓮縣區域立委選舉，開

票後竟以區區 63 票落選。由於投票日當天爆發作票傳聞，再加上民眾對選舉舞弊指證歷

歷，民進黨主席許信良趕赴現場後，號召群眾前往聲援，民眾群聚在花蓮縣政府抗議，黃信

介除了向花蓮地方法院提出選舉訴訟外，也前往地檢署控告選舉舞弊，要求驗票。檢察官受

理後，在驗票時發現花蓮市有十二個投票所出現 738 張「幽靈選票」，出現開出票數比投票

人數還要多的情形。本案查察終結，起訴立委參選人兼花蓮市長魏木村，事後由中央選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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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黃信介當選。154 

1993年 2月 1日，「第二屆立法委員」宣誓就職後，開啟中華民國憲政發展史的新頁。

根據第二屆國民大會三讀通過的「憲法增修條文」第十七條規定，於 1994年 7 月 7日，三

讀通過「省縣自治法」與「直轄市自治法」全文，完成「地方自治法制化」工作，但美中不

足之處在於「二屆立委」制定「省縣自治法」與「直轄市自治法」時，並未完全按照「國是

會議」結論去做，已先為日後的台灣省政府「凍省」爭議埋下伏筆。 

1993年 7月 29日，總統令公布施行「省縣自治法」與「直轄市自治法」。自 1945年以

來，以行政命令做為台灣地區實施地方自治，金馬地區實施戰地政務的「一國三制」情形，

終於正式走入歷史。155 

貳、「地方自治法制化」與「國是會議」共識的比較 

把上述立法院三讀通過的「省縣自治法」與「直轄市自治法」全文拿來跟「國是會議」

的「地方制度」議題總結報告中的五項重點做比較對照，結果說明分析如下： 

一、地方制度合憲化與法制化的問題 

    「國是會議」的多數出席人都主張地方制度應予合憲化與法制化，對於實施方式雖有四

種不同的主張，但這四種不同主張所具有的共同點，是使地方自治從目前服膺於中央政府指

令下的行政機關轉為建立於法制的自治機關。從立法院三讀通過的「省縣自治法」與「直轄

市自治法」全文內容來看，確實落實了「國是會議」的共識。 

二、行政區域重劃問題 

    「國是會議」的多數出席人都認為目前地方與中央的單一關係應予改善，可以用國土重

劃的方法，將行政區域重劃，縮小台灣省幅員，作法雖有「多省制」與「多市制」的不同，

但皆能擴大地方自治範疇，避免「民選省長」與「非民選總統」的民意基礎爭議問題。 

    從立法院三讀通過的「省縣自治法」與「直轄市自治法」全文內容來看，沒有看到「國

是會議」「先調整行政區域，再省市長民選」的共識被落實，卻只看到「儘速舉行省市長民

選」的政治考慮，雖然在「省縣自治法」第六十六條以及「直轄市自治法」第五十六條「本

法自公布日施行，至行政區域及行政層級重新調整劃分後一年內完成本法之修正，逾期本法

失效。」的規定，但已為日後「精省作業」的政治紛爭留下伏筆。 

                                                 
154 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 1992 年中華民國立法委員選舉，查閱日期：2015 年 6 月 30 日。 
155 一國三制是指省(市)半自治，行政首長官派，立法機關民選。縣(市)、鄉鎮(市)自治，行政首長與立法機關

均以民選產生。金馬地區不自治，設戰地政務委員會，實施軍政一元化。 

 

http://zh.wikipedia.org/wi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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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方首長民主化問題 

    這是「國是會議」的全體出席人共識性最高的問題，大家一致認為省市長民選是地方自

治民主化的主要內涵，唯有省市長民選，方能經由地方自治首長的民主化落實地方自治民主

化。從立法院三讀通過的「省縣自治法」與「直轄市自治法」全文內容來看，確實落實了「國

是會議」的共識。省市長民選雖是民意所趨，不可抗拒，但美中不足之處在於，並未依據「國

是會議」共識，將中華民國治權所及範圍進行「多省制」或「多市制」的行政區域重劃，將

台灣省幅員縮小，逕行對單一省長進行民選，仍然無法避免產生「省長民選」與「總統非民

選」的民意基礎爭議問題，正是「欲速則不達」的最佳寫照。 

四、地方自治權問題 

    「國是會議」的全體出席人對這個問題的共識性也很高，大家都強調當前地方制度問題

的癥結，即在於「地方無權無錢」，故應通過法制化，以確定地方自主權，讓地方政府享有

更多的人事權、財政權、警察權及教育權，俾使權力由中央推向地方。但從立法院三讀通過

的「省縣自治法」與「直轄市自治法」全文內容來看，「地方自治法制化」前後，地方政府

的人事權、財政權、警察權和教育權雖有顯著改善，但還有很大的努力空間。 

    對於「府際關係」事項爭議的處理，立法院三讀通過的「省縣自治法」只從「自治監

督」的角度來看，在「省縣自治法」第五十四條規定「省政府辦理委辦事項違背中央法令、

逾越權限者，由中央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予以撤銷、變更、廢止或停止其執行；省政府辦理

自治事項違背法律者，由中央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予以撤銷、變更、廢止或停止其執行。縣

(市)政府辦理委辦事項違背中央或省法令、逾越權限者，由省政府予以撤銷、變更、廢止或

停止其執行；縣(市)政府辦理自治事項違背中央或省法規者，由省政府予以撤銷、變更、廢

止或停止其執行。鄉(鎮、市)公所辦理委辦事項違背中央、省或縣法令、逾越權限者，由縣

政府予以撤銷、變更、廢止或停止其執行；鄉(鎮、市)公所辦理自治事項違背中央或省法

規、縣規章者，由縣政府予以撤銷、變更、廢止或停止其執行。」 

    對於「省、縣(市)、鄉(鎮、市)自治事項有無違背中央或地方法令發生疑義時」，則規

定「由司法院解釋之」；並強調「前項情形，在司法院解釋前，中央主管機關或自治監督機

關，予以撤銷、變更、廢止或停止其執行」。 

    上述規定並未正視「地方自治法制化」後，「省、縣(市)、鄉(鎮、市)」取得的公法人

地位，給予「行政訴訟」的救濟途徑，這是美中不足之處。上述作法在「直轄市自治法」第

四十五條也有相同的規定。 

五、鄉鎮市自治問題 

    「國是會議」的多數出席人都認為，依據中華民國憲法關於「地方制度」的規定，鄉(鎮、

市)並非地方自治單位，再加上「台灣省各縣市實施地方自治綱要」實施以來，鄉(鎮、市)選

舉的弊端叢生，暴力與賄選情形難以根除；再加上鄉(鎮、市)自有財源比例不足，多半仰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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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級補助而勉強維持鄉(鎮、市)公所與鄉(鎮、市)民代表會之運作，鄉(鎮、市)實施地方自

治多年的成效不彰，應予廢除以減輕財政負擔；或將鄉鎮市長改為官派，不民選，村里長則

予以取消，雖然多數出席人都主張「地方制度」以省、縣(市)二級制為宜，但也有維持現狀

的主張。但從立法院三讀通過的「省縣自治法」全文內容來看，依然賦予鄉(鎮、市)自治地

位，以維持現狀的方式處理，也給「地方制度」的改革，留下一個尾大不掉的問題。 

第三節 舉行省(市)長民選 

壹、「重省(市)、輕縣(市)、無視鄉(鎮、市)」的「地方自治法制化」特徵 

立法院三讀通過「省縣自治法」與「直轄市自治法」後，台灣地區各級地方政府在 1994

年 12月改選後，地方行政機關與地方立法機關分別取得「公法人」地位。但上述兩自治法的

立法重點是：完成「地方自治法制化」以及舉行省(市)長民選。至於縣(市)和鄉(鎮、市)這

兩個行政層級在「地方自治法制化」前後的「授權」內容差別不大，紀俊臣對此現象的解讀

是「重省(市)、輕縣(市)、無視鄉(鎮、市)」。156以下是筆者的進一步分析說明： 

    「省縣自治法」第三十五條規定，民選省長一人，可任用兩位副省長襄助處理省政，一

人職務比照簡任第十四職等(政務官)，另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四職等(事務官)；省政府一級

機關首長職務均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政務官)，除副省長一人、主計、人事、警政及政風主

管由省長依法任免外，餘由省長任免之。「直轄市自治法」第三十條規定，民選市長一人，

可任用兩位副市長襄助處理市政，一人職務比照簡任第十四職等(政務官)，另一人職務列簡

任第十四職等(事務官)；市政府一級機關首長職務均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政務官)，除副市

長一人、主計、人事、警政及政風主管由市長依法任免外，餘由市長任免之。 

    由於台北市升格改制直轄市(1967 年)和高雄市升格改制直轄市(1979 年)時，行政院分

別頒布了「台北市(高雄市)各級組織及實施地方自治綱要」，其治理模式在「直轄市自治法」

實施後，主要是改變市長產生方式，其他部分變化不大，沒有其他政治效應。相對而言，台

灣省的政治效應就明顯不同了。 

    1944 年 4 月，國府公布「省政府組織法」，1947 年 5 月，國府根據「省政府組織法」成

立台灣省政府，省府委員名額為 7 至 11 人。1949 年 12 月 2 日，行政院以「亥歌蓉人電令」

核准省府委員增加為 23 人。在台灣省主席官派階段，行政院再派任「省府委員」23 人，以

合議制運作，從省主席到省府委員都是政務官，但法規明定是 7 至 11 人，以一紙電文增加為

23 人，多年來未曾修法，在省議會審查預算時多次發生爭議。157 

                                                 
156 紀俊臣(1999)，〈捌、精省與新地方制度〉，《精省與新地方制度—始末、設計、發展系論》，台北：時英，

頁 171。 
157 鄧憲卿(2007)，〈台灣省政府組織沿革〉，《台灣月刊，雙月電子報，省政園地》，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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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 1984 年 6 月，台灣省政府預算在省議會審查時發生爭議；1985 年 5 月，「黨外」省議

員游錫堃、謝三升、蘇貞昌，以台灣省政府編列超額預算違憲為由，發動「黨外」16位省議

員宣布集體辭職，此事被稱為省議會「霧峰事件」，引起輿論熱烈討論，一個月後只有游、謝、

蘇三人堅持辭職，但台灣省政府的適法性問題遭到突顯，為日後「地方自治法制化」的推動

產生了關鍵性作用。158 

    台灣省長民選產生後，省府定位由以往的合議制改為首長制，組織規程隨之調整，過去

的「省府委員」改稱「省政委員」，但是否仍舊以政務官職等任用？引發爭議的主戰場已由過

去的省議會，轉移到考試院和行政院之間。 

    夏珍(1998)指出，當時的銓敘部長關中依據「省縣自治法」第三十五條規定指出，「省政

委員」並非省政府一級機關首長，不能以「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方式任用，但「台灣省政

府組織規程」卻將其列為「比照簡任第十四職等」，不僅不妥當，而且有名額超編之虞，因此

考試院可能難以備查「台灣省政府」組織規程。此事還被省議員引喻為宋、關之間的「瑜亮

情結」再現。關中本人不承認有這樣的問題，他強調，只是就法論法提出他的「見解」。但宋

楚瑜本人則不接受關中的「見解」，他向省議員表示，一、省政府組織規程已送行政院備查通

過，甚至連省政委員比照簡任第十四職等的薪水都發了，省政府絕對沒有違法之虞；二、銓

敘部長的意見不代表考試院的意見，備查省政府組織規程的是考試院，而非銓敘部；三、省

府委員過去的貢獻有目共睹，應該受到應有的尊重。「省政委員」職等認定的爭議，經過多次

來回拉鋸角力後，最後照案通過，爭議暫時平息。159 

    上述「省縣自治法」第三十五條以及「直轄市自治法」第三十條規定，省(市)政府設置

副首長的規定，並沒有在縣(市)政府和鄉(鎮、市)公所層級一體適用。換言之，自 1950年舉

行第一屆縣市長選舉以來，縣(市)長只能帶一名機要秘書上任的情形，在「地方自治法制化」

後，仍然沒有改善。俗話說：「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官兵」，縣(市)長有任期限制，上任後

必須兢兢業業尋求表現，才有可能得到選民青睞，得以競選連任成功，但只能連任一次，不

能久居其位；反觀縣(市)政府的公務人員，除了約聘僱人員外，都受到國家法令保障，不能

無故開革或調動。相形之下，縣(市)長只能帶一名機要秘書上任，在將帥不相識的情形下，

有如盲人騎瞎馬，縣(市)政府的公務人員是否願意聽從縣(市)長指揮辦事？不無疑問。遑論

推動政務，為民服務？縣(市)長已經如此，鄉(鎮、市)長就更別提了，難怪台灣地方自治實

施五十年來，除了選舉普及和教化民眾的功能外，很難看到具體成效。為什麼立法院制定「省

縣自治法」時，對於縣(市)政府和鄉(鎮、市)公所，不能比照省(市)政府編制，給予設置副

首長的空間，實在令筆者百思不解。這也正是紀俊臣對此現象的解讀，用「一針見血」的方

式形容，這是「重省(市)、輕縣(市)、無視鄉(鎮、市)」的原因所在。 

                                                 
http://subtpg.tpg.gov.tw/web-life/taiwan/9608/9608-05.htm 

158 台中縣立港區藝術中心(2008)，《台灣省議會檔案史料展文案》，網址：

http://web.tcsac.gov.tw/ArtFormFile/file/台灣省議會檔案史料展文案.pdf 
159 夏珍(1998)，《宋楚瑜中興紀事》，台北：時報，頁 122-123。 

 

http://subtpg.tpg.gov.tw/web-life/taiwan/9608/9608-05.htm
http://web.tcsac.gov.tw/ArtFormFile/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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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未先行政區域重劃，就現狀進行省(市)長民選」的原因 

    由於台灣省政府的存廢爭議在「國是會議」後餘波盪漾，當時國民黨的政策傾向是保留

省政府，在行政區域重劃後，進行省(市)長民選以落實地方自治精神。再加上第二屆國民大

會代表選舉結果，國民黨掌握四分之三以上席次，要落實上述政策主掌顯然是輕而易舉，當

時內政部早已規劃了一省三市或多省多市的行政區域重新劃分方案，為什麼沒有先推動行政

區域重劃，就直接進行了「省(市)長民選」的原因何在呢？筆者認為，事實上，跟國民黨內

中生代的權力競逐有直接的關係。 

    夏珍(1998)表示，根據宋楚瑜的說法，當時他並不想參選省長，他認為，既然即將總統

直接民選，行政區域重劃又在討論中，基於台灣省跟中華民國有效管轄範圍的領土和人口重

疊性太高的事實，如果總統要開放民選，是不是省長就不必選了？畢竟蔣經國總統在世時，

從來沒有想過總統選舉會改為直接民選，當時最大的政治改革就是省市長民選，但政治形勢

改變後，改革進程當然要隨之調整，就像本來只要整修客廳，後來計畫改變，準備拆掉房子

重建，「難道還要把客廳整修好了再拆房子嗎？」 

    但當時行政院方面的考慮是，如果立法院多數意見是省(市)長民選應如期舉行，但行政

區域重劃又曠日廢時，如何重劃又很難在短時間內形成共識。再加上當時北、高兩縣都是民

進黨執政的第一個任期，時任內政部長的吳伯雄認為，合併大台北和大高雄的最佳時機，應

該是北高縣市的執政黨同為國民黨時，這個政治現實不能不考慮，把這些因素綜合來考量，

等到行政區域重劃後再來舉行省(市)長民選，恐怕遙遙無期，因此是否就現狀來舉行選舉，

就成為不得不然的選項。只是國民黨高層首長沒有料到，不但北高兩縣都無法在 1997年底收

復，連 1994年底的省(市)長選舉，連台北市都丟了。 

    上述這些政治利害的盤算和考慮，還是不能迴避當事人自己的意圖。時任內政部長的吳

伯雄積極透過主管民間團體的機會，全方位跟民間社團互動，從餐會、大會、剪綵到活動的

積極參與，已經讓社會各界矚目，到底是吳伯雄或宋楚瑜代表國民黨競選省長？吳伯雄心中

雖然有警覺，但他還是在理性邏輯的推演下，相信宋楚瑜應該不至於投入台灣省長的選舉，

宋楚瑜應該只是把省主席應該做的事情做好而已。 

    由於行政院在 1993年 4 月 29日的院會，通過「省縣自治法」和「直轄市自治法」草案，

省主席宋楚瑜向省議會提出的施政報告也說：「眾所矚目的省長民選問題，中央已初步決定於

八十三年(1994年)底辦理，俟省縣自治法草案完成立法程序，並配合修正相關法規後，省府

即據以規劃辦理各項選務，以迎接省長民選時代的到來。此一新情勢的發展，關係未來省政

及地方自治甚鉅，省府一定密切注意，隨時提供中央參考的意見。」 

同一時間，曾經說過：「台灣只剩下阿里山，我也要參選省長」的內政部長吳伯雄，儘管

當初未能爭取到省主席一職，其動向在立法院還是備受矚目。對比吳伯雄的公開表白心意，

以及前任省主席連戰在省議會的婉轉答覆「一切要看中央和黨的指示」，宋楚瑜面對外界的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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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簡直無處可逃，再加上省議員們反覆在「末代」上做文章，讓他苦不堪言。 

此刻的宋楚瑜，和過去的連戰一樣，除了靜待中央和黨的安排之外，別無他途。但「末

代」的急迫感，彷彿壓在他心頭的一塊搬不走的大石頭；對於當初請纓南下省府的決定，他

從不後悔。據宋楚瑜回憶，其實早在他還是黨副秘書長時，有一次跟李登輝在官邸的私下談

話，討論到若干地方問題時，剛接任總統的李登輝就和他提起：「其實你也可以去當省主席。」

這句話讓宋楚瑜當場有點錯愕，也沒有想到自己可能走上這條路，當時他只向李登輝表示：

「做省主席，我一點經驗也沒有。」李登輝聽了沒說什麼，只是笑笑地告訴宋楚瑜：「你不要

以為這個職務不重要，有過地方的歷練，以後思考問題會更周延。」揆諸李登輝主政時代拉

拔連戰的模式，確實也透露出李登輝對人事布局的若干脈絡。160關於李登輝總統的人事布局，

黃昆輝在受訪時，也有類似的看法。161 

夏珍(1998)強調，宋楚瑜回憶他在 1992年底立委選後提出黨秘書長辭呈後，李登輝在官

邸約見他，當時再度確認要他接掌省政府的態度，而且要求他必須全心全力去做，必要時也

要有參選省長的打算。宋楚瑜則十分彈性的回答：「我一定全力以赴，如果能得到民眾的認同

和支持，我願意接受指示投入選舉，但是如果總統有其他更適當的安排，我完全聽從。」這

段對話也成為日後促成宋楚瑜邁向民選省長之路的依據。 

就在宋楚瑜全力投入省政工作時，吳伯雄角逐省長民選的準備工作也沒有停下來。1994

年的農曆春節前，2月 8日，李登輝總統前往東南亞訪問前，跟宋楚瑜進行一場高爾夫球敘，

兩人一邊打球，一邊暢談省政，李登輝自許是省政工作，特別是農經問題專家，亦對宋楚瑜

的「婆婆媽媽經」相當肯定，李登輝隨口一問：「你去參選省長好不好？」宋楚瑜依舊維持一

貫的立場，有更好的人選，總統可以請他去選，如果一定要他參選，他全力以赴接受挑戰。

就在宋楚瑜密集的基層訪視行程中，吳伯雄也開始「下鄉」行程，並透過以往的基層人脈逐

一拜會地方意見領袖，宋、吳兩雄相爭的態勢愈演愈烈。 

7 月 6 日，國民黨中常會通過省長提名辦法，由全體黨代表(包括當然黨代表)共兩千八

百人投票選出國民黨的省長候選人，黨內競爭就由鴨子划水階段進入正式鳴槍起跑。 

7 月 8 日，國民黨省黨部在台北木柵中興山莊舉行三天的黨代表大會，李、宋兩人在會

場的互動，透過媒體報導被詮釋為李登輝「牽成」宋楚瑜，讓吳伯雄明白「大勢已去」。7月

11 日，吳伯雄正式宣布退出黨內初選，同時辭去內政部長和中選會主委等職務，吳伯雄突如

其來的大動作，震撼台北政壇。 

宋、吳之爭落幕後，7月 14日，李登輝總統延攬吳伯雄出任總統府秘書長一職，和李登

輝的距離終於有真正拉近的機會，甚至在 1996年李登輝參加總統直接民選時，扮演李登輝代

言人角色，不斷地出面宣揚「李登輝的政治理念」。 

                                                 
160 夏珍(1998)，同前註，頁 64-73。 
161 訪問黃昆輝，2014 年 2 月 21 日，詳本論文附錄。夏珍(1998)，同前註，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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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化弄人，當時落寞的吳伯雄怎麼也沒有想到，會在 1997年 12月 31日，宋楚瑜省長

宣布「請辭待命」後，以國民黨秘書長身分，出面扮演慰留宋楚瑜的角色。吳伯雄自我調

侃：「當不成省長的人卻去勸把省長職務辭掉的人。」但是他表示，對於宋楚瑜的心境，能

充分體會。同樣的，當時意氣風發的宋楚瑜也不會想到，即使他奮力擺脫「末代」省主席陰

影，歷史留名成為第一任民選省長後，卻還是變成「末代省長」的命運。 

宋楚瑜更加積極地投入選舉布署，吳伯雄的退選，無異宣布他的對手只有民進黨。當時

農委會主委孫明賢出人意表的主動找到組工會主任涂德錡，表示他覺得黨內初選辦法很公

平，也想參加初選。和孫明賢早為舊識的涂德錡為之一愣，隨即笑嘻嘻地鼓勵孫明賢參選。

因為孫明賢的參選將是讓國民黨組織系統還有辦理初選的必要理由，也因為孫明賢的投入，

使這場初選頗有民主喜感。儘管李登輝一度擔心孫不諳政治和選舉，可能因此受傷，但在當

時的總統府秘書長蔣彥士的穿梭下，李登輝也覺得孫的想法不壞。 

國民黨為宋楚瑜提前造勢的動作沒有停止，吳伯雄退選後的中常會即安排宋楚瑜提出

「台灣省政工作的實踐」專題報告。從報告開始到七位中常委發言肯定，歷時一個小時又三

十分鐘，堪稱中常會空前絕後的一場報告。 

當時，除了李登輝嘉勉外，省議會議長簡明景還領銜肯定宋楚瑜，簡明景還用台語說了

一段：「有人在問我，宋仔到底怎麼樣？我講，宋仔是在拼命，一天當作兩天用。」簡明景

也是李登輝曾經想到參選省長的可能人選。簡明景事後回溯那段歷程表示，他完全被宋楚瑜

拼命的精神感動，願意出來幫他，他相信宋楚瑜當省長一定比自己更強。 

省長提名黨內初選依計畫分北中南三區辦了三場說明會，宋楚瑜九人座巴士的「競選旗

艦」所到之處，無不是簇擁著人潮，彷彿是三場提前造勢大會；孫明賢卻一派陪公子讀書的

從容悠閒，他一個人跟著黨部準備的國光號專車參加說明會，也不拿宋楚瑜當箭靶，頂多只

是一口流利而親切的台語演講，襯托宋楚瑜蹩腳的台語，宋楚瑜則好整以暇地在這場沒有競

爭壓力的選局中，勤練群眾演講的精髓。期待支持吳伯雄的基本票源流向孫明賢的人都莫名

所以，搞不清楚孫明賢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8月 14日初選投票，宋楚瑜方面早已掌握黨代表的動向，到最後宋楚瑜方面甚至不得

不打電話拜託─不是動員投票給宋楚瑜，而是拜託留一點票給孫明賢。當天正是提姆颱風過

境，宋楚瑜到地方巡視之後，才趕回省黨部投票。開票結果宋楚瑜以 82.25%的得票率，取

得國民黨提名候選人資格。他不諱言說：「以前都是幫別人抬轎，現在自己跳出來參選，心

裡是有點緊張。」他又用台語說：「明知競選真艱苦，偏偏走入競選的路。」 

 



台灣地方自治民主化之研究：歷史制度主義觀點 

124 

 

此時的宋楚瑜已經快要走完 309個鄉鎮市，他詳細列管了基層鄉鎮市提出的建設需求，

21 縣市有因應個別選區需求的政見目標，縣市內又依鄉鎮市之別，提出細部計畫。面對民

進黨提名，出身宜蘭縣長的省長候選人陳定南，宋楚瑜自信他的施政成績不會輸。162 

                                                 
162 夏珍(1998)，同前註，頁 7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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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從「省(市)長民選」到召開「國家發展會議」 

    雖然「國是會議」的多數出席人都認為，應先將行政區域重劃，縮小台灣省幅員後，再

推動「省(市)長民選」，避免「民選省長」與「非民選總統」的民意基礎爭議問題。但因國

民黨的意識形態包袱，傾向保留省政府，而不是把省做為虛級化的行政區域；再加上第二屆

國民大會代表選舉，國民黨取得四分之三的多數席次，可以完全主導修憲方向；而且國民黨

內中生代的權力競逐為己謀劃的偏私，坐視「國是會議」後到省(市)長民選前，三年多時間

的流逝，讓「行政區域重劃」進度停滯不前；以上眾多因素的交互作用，讓立法院三讀通過

的「省縣自治法」與「直轄市自治法」，沒有看到「國是會議」「先調整行政區域，再舉行

省(市)長民選」的共識被落實，卻只看到「儘速舉行省(市)長民選」的政治考慮。1994年

12 月底，完成「省(市)長民選」後，「民選省長」與「非民選總統」的民意基礎爭議問

題，已經悄悄浮上檯面。 

第一節 「葉爾辛效應」 

壹、何謂「葉爾辛效應」 

    什麼是「葉爾辛效應」(The Yeltsin’s Effects)？「葉爾辛效應」是指「直接民選的俄羅斯

總統葉爾辛」比「國會間接選出的蘇聯總統戈巴契夫(Gorbachev)」擁有更高的民意基礎，

當雙方出現政見分歧時，究竟應該以誰的意見為主？就憲政體制而言，葉爾辛應該接受戈巴

契夫指揮；就民意基礎而言，葉爾辛顯然比戈巴契夫直接而且授權大；這就是所謂的「葉爾

辛效應」。若把「葉爾辛效應」套用在台灣，是指「直接民選的台灣省長宋楚瑜」比「萬年

國會選出的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擁有更高的民意基礎。 

    1985年，戈巴契夫接任蘇聯共產黨總書記後，致力於經濟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改革。蘇

聯體制由一黨專政的最高蘇維埃主席制，逐漸往多黨制和總統制轉變。1990年3月15日，蘇

聯國家元首由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轉變為蘇聯總統，戈巴契夫被蘇聯最高蘇維埃推選為第

一任總統。 

    隨著共產主義制度的崩潰，蘇聯各加盟共和國紛紛宣布獨立，戈巴契夫對蘇聯國政的控

制力不斷地減弱。1991年8月19日，戈巴契夫被保守派的副總統亞納耶夫軟禁，亞納耶夫自

任代理總統號令全國；俄羅斯聯邦總統葉爾辛面對突發的政變，宣布接管俄羅斯境內的全部

蘇軍，下令軍隊返回駐地，呼籲軍民共同抵制這場政變，政變在三天後宣告失敗，戈巴契夫

回任總統後，但葉爾辛宣布解散蘇聯共產黨，戈巴契夫被迫辭去蘇聯共產黨中央總書記一

職，擁有兩千萬黨員的蘇聯共產黨就此消失，實權落入俄羅斯總統葉爾辛之手；同年8年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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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葉爾辛宣布俄羅斯聯邦脫離蘇聯獨立。163 

    1985年，葉爾辛擔任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書記時，被總書記戈巴契夫調往莫斯科市政

府任第一書記；葉爾辛在莫斯科主政期間，以靈活大膽的作風著稱，挑戰當時僵化保守的黨

政機構，因而激怒保守派，也受到戈巴契夫的譴責。1987年11月11日，葉爾辛被免除莫斯科

市府職務；1988年2月17日被免除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職務；當年5月失去部長級職銜。 

    葉爾辛雖然與蘇聯共產黨關係陷入谷底，卻無損於他的仕途。1989年3月，葉爾辛以

89.4%的得票率當選蘇聯國會議員，並成為黨內反對勢力的主要領導人。1990年5月，俄羅

斯聯邦舉行第一次人民代表大會，葉爾辛當選為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主席；當年7月，蘇

共二十八大，葉爾辛代表黨內反對勢力提出改造蘇聯社會的一連串提案，未獲大會通過，會

議結束後他宣布退出蘇聯共產黨。1991年6月12日，葉爾辛以57.4%得票率當選俄羅斯聯邦

總統，這是一千多年來，俄羅斯第一位由人民直選產生的國家元首。 

1991年12月，葉爾辛與白俄羅斯和烏克蘭總統在白俄羅斯首府明斯克簽約，準備成立

「獨立國協」，建立一個類似「大英國協」的架構來取代蘇聯；蘇聯其他加盟共和國紛紛響

應，蘇聯已經名存實亡。1991年12月25日傍晚，蘇聯總統戈巴契夫被迫宣布辭職，將國家權

力移交給俄羅斯總統；葉爾辛為了取得蘇聯各加盟共和國的支持，不惜讓轉型中的蘇聯解

體，最後葉爾辛順利取代戈巴契夫在頂著四百七十多萬票當選的台灣省長出爐後，成為俄羅

斯聯邦首任總統。164 

貳、「葉爾辛效應」在台灣 

    「省(市)長民選」似乎只是「台灣民主化」進程的必經之路，但台灣省長民選效應遠遠

超過北高兩市市長民選效應。「國是會議」的多數出席人主張，應先行政區域重劃，縮小台

灣省幅員後，再推動「省(市)長民選」，避免發生「民選省長」與「非民選總統」的民意基

礎爭議問題的提醒。 

    資深記者夏珍(1998)指出，在宋楚瑜頂著四百七十多萬票當選台灣省長後，已經浮上檯

面，宋楚瑜本人已有自知之明，提前表態「宣誓效忠」。1994 年 12 月 20 日，第一屆民選

省長宣誓就職典禮，宋楚瑜從行政院長連戰手中接過「印信」，他在致詞時，一連串的感

謝，再三感謝李登輝的提攜，連戰的提名，更祝福連戰「政躬康泰」，並且再一次公開宣

示，他絕對不會挾民意自重而為所欲為，「一定會尊重中央、尊重省議會，在我當省長任

內，絕對不會有所謂的『葉爾辛效應』。」 

    宋楚瑜進一步說明，省主席和省長，不論從責任或目標來看，沒有什麼不同，不同的是

事情處理的態度和程序。以前省政府的考評在中央；省長民選之後，考評在選民，所以除了

                                                 
163 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 戈巴契夫，查閱日期：2015 年 6 月 30 日。 
164 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 葉爾辛，查閱日期：2015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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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計畫為民眾做什麼」？更重要的是「聽聽民眾希望政府做什麼？」這是省政府要調整

心態的地方。 

    宋楚瑜提前表態「宣誓效忠」，並未化解政壇疑慮，尤其是來自國民黨內的質疑。就職

三星期後，宋楚瑜在中興新村主持第二次省政會議，國民黨中央在台北召開總理紀念月會，

考試院長邱創煥發表專題演講，大談落實省長民選後的政治生態。邱創煥直言：「宋派已經

成型。」他又說：「民選省長是距離總統最近的路，如果民選省長要和中共談判，連中央政

府都擋不住。」 

    邱創煥的特殊、堪稱見解「精到」的報告，立刻引起震動。宋楚瑜本人則對邱創煥的

「剖析」感到詫異和不解，他反問：「誰是宋派？是不是省府三十四萬員工都要被歸類到宋

派？還是省府這麼多員工中，有哪一個可以被歸類為宋系人馬的？」 

宋楚瑜接著說，他已經當選第一屆民選省長，目前的發展看不出他會違背中央的政策。

至於「和中共談判」，第一，他毫無這個想法；第二，他不可能自己去和中共談判；第三，

除非中央有政策性的指示和要求，需要他出面，否則，他不會違背中央的政策，他做任何

事，「一定在中央體制和框架之下。」 

    然而「葉爾辛效應」如影隨形，對宋楚瑜造成嚴重困擾；講到激動時，宋楚瑜甚至指責

那些說他可能會造成「葉爾辛效應」的人：「邏輯都沒有讀通。」他認為，這樣的推論，不

論從理論面或政治現實面來看，都不具備合理解釋的基礎。 

    宋楚瑜說，第一，他和李總統都是國民黨籍，以中華民國的選民結構來看，台灣省佔了

百分之九十的人口，即使是北高兩市都換成民進黨執政，只要台灣省是國民黨執政，「選出

民進黨總統的機率幾乎是零。」換言之，台灣省是國民黨維繫政權穩定不可或缺的一環，絕

對不是動盪的潛在危機。第二，以他和李總統一起走過來的革命情感，以他對國家、對長官

的絕對忠誠，也不可能有所謂的葉爾辛效應。 

    他也向中央說明，省縣自治法通過後，省政府的定位和省議會的角色，都有所轉變，不

應再從「葉爾辛效應」的角度觀察，如果要給予地方政府自治權責，就要給他自治的條件，

否則乾脆取消自治法，恢復舊制。 

    宋楚瑜的分析大致符合政治情勢的發展，然而，政治畢竟不是這麼簡單就可以將選票量

化，尤其人心和民意，要如何測量呢？一旦心生防衛或懷疑，又缺乏有效溝通，嫌隙既生，

齟齬即起，政局發展，歷史演變，往往就是因為當事人的一念之間，或分或合。而中央政府

果然「恢復舊制」，甚至比舊制更徹底，兩年後的國發會共識，不只是停止台灣省長選舉，

連歷史悠久的台灣省議會也轉型為不具民意基礎的諮議會。165 

                                                 
165 夏珍(1998)，同前註，頁 99-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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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總統直接民選 

壹、「省(市)長民選」前已修憲決定「總統直接民選」 

    從相關法令的修訂時間來看，台灣省長民選產生的「葉爾辛效應」是一個假議題，而且

是朝野政治人物都知道答案的假議題。因為早在台灣省長民選的五個多月前，第二屆國民大

會第四次臨時會已經完成修憲。換言之，在省(市)長民選後，即將舉行總統直接民選，只要

「民選總統」比「民選省長」的民意基礎大，「葉爾辛效應」就沒有發揮空間。為什麼「葉

爾辛效應」還有操作空間呢？ 

    事實上，這個原因跟國民黨中生代的接班競爭有關，因為沒有人敢去問李登輝總統：

「接班人到底是誰？」但是台灣省長是跟總統寶座最近的位子，「得隴望蜀」，當國民黨掌握

「二屆國大」席次的四分之三，可以主導修憲，誰去當省主席？誰去選省長？不就是國民黨

內自己人說了算？筆者認為，這是以現狀進行省(市)民選的主因。但國民黨中生代們萬萬沒

有想到的是，官派省主席宋楚瑜竟然變成國民黨提名的省長候選人，而且以472萬多票的超

人氣當選，這個結果讓「葉爾辛效應」有了操作空間，也促使李登輝總統親自參加1996年的

總統直接民選，否則還真的沒有人能夠跟「民選省長」抗衡。 

    既然如此，到底「葉爾辛效應」會不會發生？宋楚瑜保證不會發生的理由有兩個，一個

是他和李總統同一黨，只要台灣省還是國民黨執政，就算是北高兩市都是民進黨執政，「選

出民進黨總統的機率幾乎是零」。換言之，就是宋楚瑜不會造反啦！另一個是他和李總統有

革命情感，他絕對永遠忠誠，不可能發生「葉爾辛效應」。 

    筆者認為，只要有接班競爭問題，就會有各種假設情形被提出來，因此，如果不調整行

政區域，以台灣省跟中華民國治權有效管轄範圍重疊超過 90%情形來看，萬一日後發生

「民選省長」的得票數比「民選總統」還要多，「民選總統」指揮得動「民選省長」嗎？另

外，如果「民選省長」跟「民選總統」如果不同黨，而且人口數跟管轄範圍相差無幾時，會

不會又槓上呢？所謂「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萬一天上出現兩個太陽該怎麼辦？到底誰該

聽誰的？這兩種「說不出口，無法形諸於文字」的情形，才是先「民選省長」(1994 年)，再

「民選總統」(1996 年)；「民選總統」再回頭讓「民選省長」走入歷史的真正原因。 

    事實上，以上的制度調整思考未必是針對宋楚瑜而來，宋楚瑜只是「匹夫無罪，懷璧其

罪」，突然變成箭靶和漩渦中心而已，並非為了「滅宋」而「廢省」。資深記者夏珍(1998)

指出，1996 年初，由民進黨和新黨聯手推動「二月政改」和「六月政改」相繼失敗後，這

種分屬於統獨光譜兩端的反對黨竟然可以為了拉下執政黨而建立合作模式，因此也讓李登輝

總統萌生進一步進行憲政體制改革的想法。當年 6 月，行政院人事大幅改組時，原本省府首

長被看好入閣的人選，多人與預期職務失之交臂，這段過程被台北政壇指為「中生代圍堵宋

楚瑜」，甚至有所謂「防宋聯盟」出現之說，讓宋楚瑜非常不以為然。他認為，組閣本來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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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閣揆的權責，連戰身為行政院長有絕對的自主權，做為省長，最多不過是提出建議名單，

採納與否，外人實無置喙的餘地。166 

    「國會全面改選」後的第二屆立法院，根據第二屆國民大會「第一次臨時會」三讀通過

的「憲法增修條文」第十七條規定，於1994年7月7日，三讀通過「省縣自治法」與「直轄市

自治法」，完成「地方自治法制化」。 

    1994年7月28日，第二屆國民大會」舉行「第四次臨時會」三讀通過「中華民國憲法增

修條文」第十二條修正案，規定：「總統、副總統由中華民國自由地區全體人民直接選舉

之，自中華民國八十五年第九任總統、副總統選舉實施。…」。因此，省(市)長民選和總統

直接民選的安排是「國是會議」共識的落實，縱使總統選舉方式曾有「直接民選」和「委任

直選」的爭議，卻未違背民意潮流的依歸，這是筆者主張，台灣省長民選後的「葉爾辛效

應」根本是一個假議題的原因。 

貳、「二屆國大」第三次修訂「憲法增修條文」 

    1994年 7月 28日，「第二屆國民大會第四次臨時會」第三十二次大會三讀通過，將原

「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至第十八條，修訂為第一條至第十條。8月 1日，總統令

公布施行。167 

    筆者認為，「二屆國大」對《增修條文》進行第三次修訂，把原《增修條文》第一條至

第十八條整併為第一條至第十條，在「台灣民主化」進程具有下列意義。首先，確認總統副

總統選舉方式改為「由中華民國自由地區全體人民『直接』選舉產生，自 1996 年第九任總

統副總統選舉適用，平息自 1991年「國會全面改選」後的爭議。從歷史制度主義觀點來

看，這是國民黨內的「直接民選」派排除「委任直選」派的干擾，直接和民進黨結盟所創造

的「制度均衡」，一方面解決「葉爾辛效應」，另一方面發揮「均衡制度」功能以推進「台灣

民主化」，再一次在歷史的「關鍵時刻」，經由主要行動者之間的策略互動產生「制度」，進

而產生「自我強化」，發揮「路徑依賴」的效果，將特定狀態長期維持下去。 

    其次，在「路徑依賴」原則下，朝野領袖也接受國民大會的適度擴權，同意自1996年的

第三屆國民大會開始，設議長、副議長各一人；得聽取總統國情報告，並提出國是建言；自

第三屆國民大會開始，國大代表任期改為4年一任；規定自1996年起，總統、副總統選舉方

式，改由中華民國自由地區全體人民「直接」選舉產生；總統、副總統罷免方式，由國民大

會提出，經中華民國自由地區全體人民「直接」罷免投票；上述規定都朝向國民大會「常設

化」，甚至提供「國會兩院制」的想像。換言之，國民大會的擴權趨勢可說是國民黨高層對

                                                 
166 夏珍(1998)，同前註，頁 247-249。 
167 國民大會秘書處(1994)，《第二屆國民大會第四次臨時會實錄》，〈第四章 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之修訂，

第六節 咨請總統公布〉，台北：國民大會秘書處，頁 476-482。網址：

http://lis.ly.gov.tw/lgcgi/ttsbookg?2:287619360:16:/disk1/lg/ttsweb.ini:016:0476-0482:_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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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屆國大」配合政策指示的「論功行賞」或「投桃報李」；這種「回報遞增」的結果所

創造的氛圍，逐漸內化為國民大會的組織文化，似乎為日後「三屆國大」第五次修訂《增修

條文》時的「自肥條款」被大法官會議釋字第499號解釋宣告無效埋下伏筆。 

    最後，「二屆國大」把「總統發布經由國民大會或立法院同意任命人員的任免命令，無

須行政院長『副署』」的規定，載明於《增修條文》第二條，一方面是司法院、考試院和監

察院等三院的組織方式有所變動，基於「權能區分」原則，必須進行配套安排，這是《增修

條文》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修訂時沒有處理的問題，在這次修憲時加以處理，這是正確的作

法；另一方面也是基於「權能區分」原則，必須考量五權憲法的院際平衡關係，以及總統調

處五院的院際事務權力機制，必須明訂司法院、考試院和監察院等三院的組織方式變動後，

有關上述三院的人事任免命令，不在「行政院長『副署』」範圍內，這也是值得稱許的正確

作法。 

參、五千年來第一次 1996年3月23日 總統直接民選 

    1995年6月9日，李登輝總統應邀訪美，在母校康乃爾大學發表「民之所欲，長在我心」

的演講後，招致中共政權的不滿，隨後發生第一次台海飛彈危機。 

    1996 年 3 月 23 日，台灣舉行第一次總統直接民選前，發生第二次台海飛彈危機，美國

總統柯林頓派遣兩個航空母艦戰鬥群巡弋台灣海峽，確保共軍演習情勢不至失控，李登輝總

統順利當選第一屆民選總統。168 

    1996 年 5 月 20 日，李登輝總統宣誓就職後，台灣省長民選的「葉爾欽效應」得以消弭

於無形。他在就職演說指出：「…今天，兩千一百三十萬同胞，正式邁進“主權在民”的新時

代。今天，中華民族進入一個充滿希望的新境界。 

    今天，在臺灣的我們，以無比的驕傲與自信，堅定地告訴全世界：我們已經成功地站上

民主興革的高峰，且將屹立不搖！ 我們已經清楚地證明中國人有能力施行民主制度，運用

民主政治！我們已經有效地擴大了國際民主陣營的力量，對全人類的自由民主，做出了積極

的貢獻！ 

    所以，今天的這個慶典，不是為了慶祝任何一個候選人的勝利，不是為了慶祝任何一個

政黨的勝利，而是為了慶祝我們兩千一百三十萬同胞追求民主的共同勝利！是為了人類最基

本的價值――自由與尊嚴，在臺澎金馬獲得肯定而歡呼！… 

                                                 
168 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 台灣海峽飛彈危機，查閱日期：2015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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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此，統治國家的權力屬於人民全體，不是個人丶不是政黨。這是『自由意志』的充分

發揮，是『主權在民』的完全落實，是真正的『順乎天，應乎人』，真正的革故鼎新。一切

的榮耀，歸於所有的人民。 

    各位親愛的父老兄弟姊妹：在這個歷史的新起點，我們要以新的決心丶新的作為，開展

新的時代。這裡是我們共同的家園，是我們生存奮鬥的根本憑藉。五十年來的禍福相共，已

經讓我們成為密不可分的生命共同體；而第一次由人民直選總統，更讓我們確立了以臺灣為

主體的奮鬥意識。」169 

    李登輝總統就職演說的開端，把「總統直接民選」、「華人世界第一個民主體制」和

「面對強權威脅，毫不屈服，捍衛民主，發揮自由意志，落實主權在民」等概念精確表達，

堪稱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典範代表。 

第三節 召開「國家發展會議」 

    李登輝總統在就職演說進一步強調：「…『民之所欲，長在我心』，登輝對全國同胞的

需求，有充分的領會，也一定會全力以赴，達成付託。然而，影響國家發展深遠的重大政

策，不是由一個人或一個政黨就可以決定。因此，登輝將盡快責成政府，針對國家未來發展

的重要課題，廣邀各界意見領袖與代表，共商大計，建立共識，開創國家新局。… 

    為追求政局的安定與國力的壯大，登輝認為，政府決策階層的工作，也要不分黨派，不

分族群，延攬各界品德良好，能力卓越，見識宏遠，經驗豐富的人才，來擴大參與。… 

    我們所追求的民主政治理想，除了有效的監督制衡之外，也要力求不同黨派能夠為了民

眾福祉，共同攜手奮進。… 

    首先，我們要提升民主運作的廣度與深度。以廣度而言，我們要與海內外所有的中國人

及國際人士，分享民主經驗。以深度而言，我們必須推動第二階段的憲政改革，澄清選舉文

化，強化廉能政府，改善社會治安，調整政治生態，落實政黨政治，以確保民主政治的穩定

與發展。經濟發展與政治民主，同等重要。沒有成功的經濟發展，我們會失去一切。 

    為了厚植國家實力，讓中華民國能在國際社會，以至未來國家統一的過程中，扮演舉足

輕重的角色，我們必須依據既定時程，如期發展臺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並且同步規劃

推動跨世紀的國家建設，盡速營造自由化與國際化的經濟體系，建設低稅負、無障礙的企業

投資環境，改革土地制度，壯大中小企業，提升國家競爭力，以迎向互利共榮的亞太新世

                                                 
169 中華民國第九任總統李登輝先生就職演說，網址：http://www.wenku1.com/view/6D8F409BAF9DE738.html。 

 

http://www.wenku1.com/view/6D8F409BAF9DE73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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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成為國際繁榮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夥伴。為求均衡發展，我們也將致力內政的革新，並

以司法、教育、文化與社會重建為重點，同步並進。」170 

    為了回應台灣社會對於民主改革的要求，並落實李登輝總統在就職演說提出的「對國家

未來發展的重要課題，廣邀各界意見領袖與代表，共商大計，建立共識，開創國家新局。」

的宣示，因此召開「國家發展會議」，就成為下一階段推動「台灣民主化」的重要課題。 

壹、「國家發展會議」的召開 

    1996 年 12 月 23 日到 28 日，李總統在台北國際會議中心召開「國家發展會議」，邀請

170 位朝野政黨領袖與會，以政治協商方式解決重大憲政爭議，就「經濟發展議題」、「兩岸

關係議題」及「憲政體制與政黨政治議題」等三大議題進行討論，共獲得 192 項結論。 

    170 位出席人士分別代表不同政黨、機關或領域，亦各有不同的理念與立場，卻能建立

「協商機制」，以不表決方式，理性協商，凝聚共識，為國人樹立民主協商的良好模式。 

    大會議程雖僅 5 天，但籌備期間長達四個多月，除了大會籌備工作，還舉辦了 27 場省

市、縣市「分區座談」，14 場學者專家「專題座談」，11 場「專題綜合研討會」(會前會)；

同時，進行各議題「專題研究」，設置國是信箱、熱線，以廣徵民意，籌備工作頗為龐雜，

籌備工作備極辛勞。171 

貳、「台灣省的存廢問題」是「國家發展會議」的焦點 

    「國家發展會議」跟 1990 年舉行的「國是會議」性質相同，都是李登輝總統邀請朝野

政黨領袖與會，以體制外的政治協商方式凝聚改革共識，做為體制內解決重大憲政爭議的修

法依據。這次會議雖然分為「經濟發展議題」、「兩岸關係議題」及「憲政體制與政黨政治議

題」等三大議題進行討論，但最受各界矚目的是「憲政體制與政黨政治議題」分組，重點是

台灣省政府的存廢問題，與會人士爭相發言，各抒己見，所占篇幅也最多。 

    從《國家發展會議實錄，上輯》的〈第三篇 分組會議〉的內容來看，在〈壹、分組會

議記錄〉中，「經濟發展議題第一次至第四次分組會議紀錄」有 142 頁，「兩岸關係議題第一

次至第四次分組會議紀錄」有 108 頁，但「憲政體制與政黨政治議題第一次至第四次分組會

議紀錄」卻有 208 頁。在〈貳、分組會議結論報告〉中，「經濟發展議題分組會議結論報

告」有 12 頁，「兩岸關係議題分組會議結論報告」有 7 頁，但「憲政體制與政黨政治議題分

組會議結論報告」卻有 94 頁。在〈第四篇 全體會議〉的內容來看，在「第一次全體會議紀

錄─經濟發展議題」有 36 頁，在「第二次全體會議紀錄─兩岸關係議題」有 48 頁，但在

                                                 
170 中華民國第九任總統李登輝先生就職演說，同前註。 
171 國家發展會議實錄編輯委員會(1997)，《國家發展會議實錄，上輯》，〈黃昆輝：序言〉，台北：總統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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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全體會議紀錄─憲政體制與政黨政治議題」卻有 56 頁。由此可見，台灣省政府的

存廢問題，才是「國家發展會議」目的焦點。172 

    「台灣省的存廢問題」在 1990 年的「國是會議」已經討論過了，當時大多數出席人都

主張「先行政區域重劃，縮小台灣省幅員，再舉行省(市)長民選」，但此議並未成為日後立

法院三讀通過「省縣自治法」與「直轄市自治法」的參考依據，以現狀進行省(市)長民選是

我們看到的結果。為什麼「台灣省存廢問題」會成為「國家發展會議」的焦點呢？ 

    1996 年 3 月 23 日，舉行總統直接民選，在此之前，民進黨和新黨聯手發動「二月政

改」；5 月 20 日，李登輝總統就職後，民進黨和新黨又發動「六月政改」，這兩次事件讓李

登輝總統深惡痛絕，他氣的不是民進黨和新黨，而是不爭氣的國民黨，包括少數藉反對黨之

勢裹脅金錢和法律豁免權的黨籍立委。李登輝總統下定決心，要進行政治生態的調整，他要

拉回選民投給他當選總統的 54%選票結構中，可能支持民進黨的那一塊政治力量。 

    李登輝總統約見民進黨主席許信良。173夏珍(1998)指出，李登輝總統跟民進黨主席許信

良見面時，他毫不避諱地告訴許信良，民進黨做了一件對不起台灣的事情，「二月政改，六

月政改，一票要到一億多，這是什麼政改？」李許兩人的會面，為國民黨和民進黨的合作打

開了空間，也為台灣歷史的走向，寫下一個關鍵的轉折。174
 

    在「國家發展會議」長達四個多月的籌備期間，「簡化政府層級」的聲浪已經逐漸浮出

檯面，不論是在各縣市舉辦「分區座談」，學者專家參與的「專題座談」，以及在各地舉行的

「專題綜合研討會」和各項議題的「專題研究」，都已逐漸醞釀「廢省」、「虛省」或「精

省」的聲音。 

    夏珍(1998)表示，12月 16日，距離「國家發展會議」開幕時間不到一個星期，省議會

召開第四次定期大會，進行省政總質詢。宋楚瑜反覆說明，包括總統、行政院長或其他直屬

                                                 
172 國家發展會議實錄編輯委員會(1997)，同前註，〈第三篇 分組會議〉，〈第四篇 全體會議〉，頁 110-740。 
173 筆者當年擔任許信良主席的特別助理，某個週三的上午 9 點多，有陌生人打主席室專線電話進來，自稱姓

廖，在總統府第一局服務，事後我才知他是吳伯雄秘書長辦公室主任廖鯉先生，他表示吳秘書長要見許主

席。筆者要對方留下電話號碼後，等我請示許主席後再回覆。沒想到對方堅持不肯，非要許主席來聽電話

不可。筆者明確地告訴對方，您現在打的電話是台灣最大在野黨主席辦公室內的專線電話，然後您告訴

我，要我去請我的老闆來聽電話，卻不肯留下電話讓我查證，這樣子對嗎？我沒想到，對方竟然說，我這

裡真的是總統府第一局，你不相信的話，就告訴你的老闆，吳秘書長要跟他講話。我忍不住回嗆他，如果

你是總統府第一局，那我就是國民大會秘書處！對方隨即把電話掛斷。我就把此事寫進電話紀錄，放在請

許主席批示的公文夾中。等到許主席進辦公室後，看到電話紀錄，就問我是怎麼一回事？我把過程重複了

一遍，他點點頭，不發一語就出去了。隔一會兒，中央黨部政策中心主任陳忠信就跑到我的小辦公室問

我，剛才吳伯雄叫人打電話來，你怎麼回答他的？我就把過程又重複了一遍。陳主任點頭稱是，沒錯，沒

錯，你這樣做沒有錯。又隔一會兒，中央黨部副秘書長邱義仁就跑到我的小辦公室問我，剛才吳伯雄叫人

打電話來，你怎麼回答他的？我就把過程再重複了一遍。邱副秘書長也點頭稱是，沒錯，沒錯，你這樣做

沒有錯。又隔了一會兒，中常委兼高雄縣長余陳月瑛也打主席室專線電話進來詢問，剛才接到中央黨部秘

書處通知，原定下午三點舉行的中常會要提早到 12 點舉行，因為許主席要去總統府見李登輝總統，有這件

事嗎？我說，我去詢問秘書處後再回您消息。隨後，我詢問中央黨部秘書處主任鄭寶清此事是否屬實？得

到鄭主任證實後，回電給余陳縣長，請她提早搭飛機到台北來參加中常會。 
174 夏珍(1998)，同前註，頁 253-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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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官，都沒有任何人表示有「廢省」的計畫或想法，「對這種虛無飄渺的事，很難表示意

見。」他還請民進黨不要挑起其他政黨的內部矛盾，遂行政治鬥爭。 

    宋楚瑜也清楚表達自己的立場，第一，虛級化的具體目標到底是什麼？不能用空泛的名

詞和概念，要求民眾做選擇；第二，政府各級單位權責重疊者，應整體檢討，諸如省政府早

有原住民行政局，中央實在不必要再成立原住民委員會，簡化層級，為什麼一定要虛省？為

何不虛中央？第三，中央和省，權責其實劃分得非常清楚，沒有重疊的問題，國防、外交就

是中央的權責，造橋鋪路設路燈，就是省政府的責任，總不能這些事都讓行政院和立法院管

吧？第四，省政府的存在有其意義和功能，不能單純從花費的角度去衡量，選舉很花錢，能

不辦選舉嗎？那台北市花費更多，為什麼不是取消台北市呢？175 

從《國家發展會議實錄，上輯》的〈第三篇 分組會議〉和〈第四篇 全體會議〉的內容

來看，民進黨人士出席「國家發展會議」的發言，事先經過策略性安排，民進黨代表在每一

個分組會議、全體會議和總結報告，都不斷地強調「廢省」、「行政層級簡化」、「二級制政

府」、「廢除鄉鎮市自治」等主張，理由是：「消除葉爾辛效應」、「提升行政效率」、「節省人

事費用」、「改善財政惡化」等主張。 

相對於民進黨人士的意見一致，國民黨人士則是「反對廢省」、「支持廢省」兩案併陳，

有更多人把注意力放在「縣市增設副縣市長」、「強化縣市政府權限」、「修改地方稅法通

則」、「修改財政收支劃分法」等主張。 

新黨人士則是提出「反對廢省」、「應以多省制或多市制進行行政區域重劃，縮小台灣省

轄區幅員」、「都市發展歸直轄市管理，鄉村建設歸省政府管理」等主張後，最後以「反對黑

箱作業，拒絕政治背書」為由，在「國家發展會議」閉幕前夕宣布退出。 

無黨籍人士則是意見分歧，民進黨、國民黨和新黨的主張，都有人支持，並沒有形成強

有力的一致意見。176 

    「國家發展會議」期間，筆者因為擔任許信良主席特別助理身份，多次陪同許主席和文

宣部主任陳文茜小姐跟國民黨人士見面，在此補述親身經歷以供佐證。 

    1996 年 12 月 24 日，「國家發展會議」會期第二天晚上，許主席新竹中學的同學葉榮嘉

建築師出面，在北投葉宅宴請國民黨立委蕭萬長先生跟許主席餐敘，蕭萬長委員由辦公室主

任胡富雄陪同出席，許主席由陳文茜主任和筆者陪同赴宴。 

    席間，蕭萬長委員大談「政府再造」理念，表示國民黨要分兩階段來推動改革，第一階

段是行政層級簡化(精省和廢除鄉鎮市自治)，第二階段是行政區域重新調整。許主席則是大

談如果國、民兩黨攜手合作，有助於台灣出現類似日本在 1955 年形成的「55年體制」的超

                                                 
175 夏珍(1998)，同前註，頁 254-258。 
176 國家發展會議實錄編輯委員會(1997)，同前註，〈第三篇 分組會議〉，〈第四篇 全體會議〉，頁 110-740。 

 



                   第五章 從「省(市)長民選」到召開「國家發展會議」 

135 

 

穩定政治結構。 

    蕭萬長委員席間談話讓筆者印象深刻的原因有三個，第一是蕭萬長委員講話時，輔以豐

富的手勢，在明亮的燈光下，筆者看到他的雙手掌紋都是斷掌，因為民間流傳男性雙手的掌

紋都斷掌，會貴不可言的說法，所以晚宴結束陪同許主席離開後，許主席在車上詢問筆者的

感想，筆者不假思索就把這件事說出來，許主席聽了以後大笑不已，沒想到 9 個月後，蕭萬

長委員被李登輝總統任命為行政院長，因此讓筆者記憶猶新。 

    第二是蕭萬長出任行政院長，向立法院提出的施政報告重點也是「政府再造」，這也是

之後公務人員考試的出題重點，他的閣員研考會主委魏啟林為了行銷這個觀點，還出了一本

「政府再造」的專書。 

    第三是 1999年 12月初，行政院長蕭萬長親赴南投中興新村主持「精省作業一週年檢討

會」，筆者當時擔任台中縣議員，由議長顏清標指派為台中縣議會代表前往出席，沒想到蕭

萬長院長致詞時，再次把「政府再造」觀點再講了一次，而且重申第一階段的行政層級簡化

工作，在精省作業告一段落後，要繼續推動停止鄉鎮市自治，並著手規劃第二階段的行政區

域重新調整工作；在 2000年 3月，總統大選結束後，就要開始推動「政府再造」第二階段

的工作。令人意外的是，蕭萬長院長當時意氣風發的發言，卻隨著總統大選第一次政黨輪替

的結果而煙消雲散。 

    1996 年 12 月 26 日，「國家發展會議」會期第四天晚上，總統府秘書長兼「國家發展會

議」秘書長黃昆輝，在台北市西華飯店設宴款待許主席。黃秘書長一人與會，許主席由陳文

茜主任和筆者陪同赴宴。席間，並未對白天的會議情形進行深入意見交換，也沒有像跟蕭萬

長吃飯時，有很多旅外見聞和趣事可以分享，這頓飯比較像行禮如儀的官式晚宴。 

    1996年 12月 27日深夜，許主席和陳主任帶著豐盛的宵夜，來到民進黨中央黨部為了

「國家發展會議」而在鄰近的凱悅酒店承租的行政套房慰勞所有還在努力工作的中央黨部黨

工和幕僚小組成員，許主席非常高興地宣布，不必再做什麼沙盤推演和假設演練了，把我們

要的主張通通拿出去，李登輝需要我們跟他合作，如果兩黨不合作，不要說什麼「國家發展

會議」，接下來的修憲工作，連談都不用談！ 

    1996年 12月 28日下午三點，當蕭萬長和邱義仁從台北世貿中心 33樓的協調會場一起

走出來，蕭萬長從口袋裡面拿出一張會議記錄，向在場記者們逐條宣布協商結果，前一天深

夜，許主席告訴大家的事情全部成真，這是筆者親身見證歷史的一刻。 

    1996年 3月 23日，總統、副總統大選和第三屆國民大會代表選舉同時投票，總共選出

國大代表 334席，選舉人總數為 14,130,084人，投票人總數為 10,769,224人，投票率為

76.21%。國民黨共當選 183 席，跟上屆席次相比，減少 71席，但仍取得過半數席次；民進

黨共當選 99席，跟上屆席次相比，增加 33席；新黨第一次參選，共當選 46席；無黨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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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當選 5席，綠色本土清新黨當選 1席。177 

    把上述「三屆國大」的選舉結果跟《中華民國憲法》的「修憲」程序做對照178，可以發

現，「三屆國大」總數為 334 席，「修憲門檻」是出席代表四分之三之決議，這個門檻人數

是國大代表 251席。「三屆國大」中，國民黨當選 183席，新黨當選 46席，兩者合計為

229 席，無法達到「修憲門檻」所需的 251席。但民進黨當選 99席，國民黨跟民進黨席次

合計為 282席，超過「修憲門檻」所需的 251席。 

    因此，國民黨必須跟民進黨合作，才能順利跨越「修憲門檻」。這是 1996 年民進黨和

新黨合作推動「六月政改」失敗後，李總統在總統府約見許主席的原因；這也是同年 12月

27 日深夜在凱悅酒店的行政套房，許主席非常高興地宣布：「把我們要的主張通通拿出

去，李登輝需要我們跟他合作，如果兩黨不合作，不要說什麼「國家發展會議」，接下來的

修憲工作，連談都不用談！」的原因。 

    究竟是什麼原因？讓國民黨跟民進黨合作進行「修憲」呢？首先，筆者認為，從正面表

列的角度來看，李登輝總統跟許信良主席都有自我期許的強烈使命感，希望對台灣政治發展

有所作為，這是促成雙方合作的主因。 

    其次，從歷史制度主義觀點來看，李登輝總統和許信良主席若想有所作為，在「路徑依

賴」原則下，必須根據「修憲」程序來推動，在歷史發展的「關鍵時刻」，為了消除「葉爾

辛效應」，經由主要行動者之間的策略互動產生「制度」，促使「斷續均衡」的出現，進而

產生「自我強化」，發揮「路徑依賴」的效果，將特定狀態長期維持下去。 

    最後，從負面表列的角度來看，主要行動者之間的策略互動，不外乎政治利害得失的理

性決策結果，不考慮「資訊不對稱」(information asymmetry)情況，在「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原則下決策，李登輝總統和許信良主席在「各取所需」的原則下，進行「利益交

換」的合作「修憲」，經由主要行動者之間的策略互動產生「制度」，促使「斷續均衡」出

現的目的，是國、民兩黨主流派的政治利益的「自我強化」，「路徑依賴」只是李登輝總統

和許信良主席的工具而已。抱持上述觀點人士，以呂學樟(2003)為代表。179 

                                                 
177 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 1996 年中華民國國民大會代表選舉，查閱日期：2015 年 6 月 30

日。 

178 中華民國憲法第一百七十四條第一款規定：「憲法之修改，應依左列程序之一為之： 

一、由國民大會代表總額五分之一之提議，三分之二之出席，及出席代表四分之三之決議，得修改之。 

二、由立法院立法委員四分之一之提議，四分之三之出席，及出席委員四分之三之決議，擬定憲法修正

案，提請國民大會複決。 

此項憲法修正案，應於國民大會開會前半年公告之。」 
179 呂學樟(2003)，〈第四章：修憲凍省的秘辛〉，《修憲風雲錄：凍省秘辛》，台北：五南，頁 103-136。 

 

http://zh.wikipedia.org/wi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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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通過「憲政體制與政黨政治議題總結報告」 

    《國家發展會議實錄，上輯》的〈第五篇 總結報告及閉幕典禮〉記載，本次「國家發

展會議」共達成 192項結論，在「經濟發展」議題提出「三大總體發展策略」分為 134 項具

體策略與措施；「兩岸關係」議題提出 36項共識；在「憲政體制與政黨政治」議題提出 22

項「共同意見」。「台灣民主化」再往前進，「地方自治民主化」亦因此進入嶄新階段。 

    上述「憲政體制與政黨政治」議題的 22項「共同意見」與本研究有關，說明如下：

「四、憲政體制與政黨政治議題總結報告 

二、共同意見 

(一)釐清中央政府體制 

1. 總統、行政院、立法院之關係 

(1)總統任命行政院長，不需經立法院同意。 

(2)總統於必要時得解散立法院，而行政院長亦得咨請總統解散立法院，但需有必要之

規範或限制。 

(3)立法院得對行政院長提出不信任案。 

(4)審計權改隸立法院。 

(5)對總統、副總統之彈劾權需符合憲法嚴格程序，並改由立法院行使。 

(6)立法院各委員會建立聽證制度及調閱權之法制化。 

2. 國民大會與創制、複決權之行使 

 凍結國民大會之創制、複決權，人民得就全國性事務行使創制、複決權。 

(二)合理化分中央與地方權限、健全地方自治 

1. 調整精簡省府之功能業務與組織，並成立委員會完成規劃及執行，同時自下屆起凍

結省自治選舉。 

2. 取消鄉鎮市級之自治選舉，鄉鎮市長改為依法派任。 

3. 縣市增設副縣市長，縣市政府職權應予增強。 

4. 地方稅法通則、財政收支劃分法應速完成立法或修正，以健全地方財政。 

(三)改進選舉制度、淨化選舉風氣 

1. 中央民意代表總額與任期 

(1)主張國民大會代表的總額適度減半，改由政黨比例代表制產生，並自下屆起停止選

舉。任期維持現制四年。 

(2)立法委員之總額要視國民大會與省議會名額的調整情形，於必要時得增加至兩百至

兩百五十名為原則，任期應改為四年。 

2. 中央及地方民意代表選舉制度暨選區劃分 

(1)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制度採單一選區制與比例代表制二者混合的兩票制，並成立跨黨

派的小組研議。方才邱義仁先生建議改為「成立跨黨派的小組，研議針對中央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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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選舉制度採單一選區制與比例代表制二者混合之兩票制」。 

(2)選區的劃分則希望成立超然中立的超黨派選區劃分審議委員會。 

3. 淨化選風、修改選罷法、改善選舉制度。 

(四)落實政黨政治、促進政黨良性互動與發展 

1. 有關政黨財務、補助及政治獻金法之擬定 

(1)黨營事業不得從事壟斷性事業之經營，不得承接公共工程，不得參與政府採購之招

標，不得赴大陸投資。 

(2)國家對於政黨之補助應以協助政黨從事政策研究及人才培養為主。現階段可以在選

罷法中，酌予提高補助額度。 

2. 政黨不得干預司法，司法人員應退出政黨活動。 

3. 公務人員應保持政治(行政)中立。 

4. 立法院協商機制應予法制化、制度化。 

5. 政黨組織及運作應受法律規範。」180 

                                                 
180 國家發展會議實錄編輯委員會(1997)，同前註，〈第五篇 總結報告及閉幕典禮〉，頁 741-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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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從推動「精省作業」到增訂「準直轄市」條款 

    「國家發展會議」閉幕後，所達成的 192 項結論要如何落實？這是朝野領袖要分頭督促

所屬從政同志的工作。 

    第一步是國民黨和民進黨合作，在「三屆國大」再次進行「修憲」。 

    第二步是立法院根據「三屆國大」的「修憲」結果，制定「台灣省政府組織功能業務調

整暫行條例」，廢止「省縣自治法」和「地方自治法」，另訂「地方制度法」規範地方自治。 

    第三步是行政院根據上述法令推動「精省作業」，開啟「政府再造」第一階段「政府層

級簡化」的工作目標，保留憲法第十一章「地方制度」的「省(市)雙軌制」，停止「省」自

治，地方自治團體為直轄市、縣(市)、鄉(鎮、市)，開啟「地方自治民主化」的新階段。 

    1999 年 12 月初，行政院長蕭萬長赴南投中興新村主持「精省」作業一週年檢討會在致

詞時強調，除了「精省作業」外，將繼續推動「停止鄉鎮市自治」，貫徹「政府層級簡化」

工作；並開始規劃「政府再造」第二階段「行政區域重新調整」的工作目標，促進台灣整體

均衡發展。但 2000 年總統大選結果，出現第一次政黨輪替執政，原本國民黨政府推動的

「政府再造」政策煙消雲散，民進黨代之以「三個第三」政策，但因台北縣長蘇貞昌的強力

反對，最後功虧一簣；立法院在 2007 年 5 月 4 日修改「地方制度法」，增訂「準直轄市」條

款，讓台北縣未升格卻能享有「直轄市」的待遇，「地方自治民主化」賡立新頁，以下是進

一步的說明。 

第一節 推動「精省作業」 

壹、國民黨和民進黨合作，第四次修訂「憲法增修條文」 

    為落實「國家發展會議」的共識，國民黨和民進黨合作，「三屆國大」對《憲法增修條

文》進行第四次修訂。 

    1997年 7月 18日，「第三屆國民大會第二次會議」第三十二次大會三讀通過，《中華民

國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至第十一條。7月 21日，總統令公布施行。
181

 

    筆者認為，為落實「國家發展會議」共識，「三屆國大」對《憲法增修條文》進行第四

次修訂，在「台灣民主化」進程具有下列意義。首先，配合總統直接民選，保留五權憲法架

                                                 
181 國民大會秘書處(1998)，《第三屆國民大會第二次會議實錄，上册》，〈第三章 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之修

訂，第六節 咨請總統公布〉，台北：國民大會秘書處，頁 608-616。網址：

http://lis.ly.gov.tw/lgcgi/ttsbookg?49:1570257703:19:/disk1/lg/ttsweb.ini:019:0608-0616:_self 

 

http://lis.ly.gov.tw/lgcgi/ttsbookg?49:1570257703:19:/disk1/lg/ttsweb.ini:019:0608-0616:_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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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參酌法國第五共和憲法「雙首長制」精神，基於「權能區分」原則，賦予總統相應的權

力以推動施政，包括行政院長由總統直接任免，無須立法院同意；行政院長向立法院提出覆

議，必須經過總統「核可」；行政院向立法院提請覆議的通過門檻降為二分之一；立法院通

過對行政院長不信任案後 10 日內，總統諮詢立法院長後，得宣告解散立法院…等規定，都

是符合民意期待的作法。從歷史制度主義觀點來看，這是國民黨堅持「五權憲法」架構，和

民進黨堅持「總統直接民選」主張的妥協，這是主要行動者之間的策略互動，所創造的「制

度均衡」，就是參酌法國第五共和憲法「雙首長制」精神進行「修憲」的結果，進而產生

「自我強化」，將特定狀態長期維持下去。 

    其次，在「路徑依賴」原則下，參酌法國第五共和憲法「雙首長制」精神進行「修

憲」，配合總統直接民選，保留五權憲法架構，賦予總統相應的權力以推動施政，也要配套

監督制衡總統的機制，總統犯內亂罪或外患罪，由立法院行使彈劾權，以發揮「制度均衡」

的功能。 

    再者，規定「停止台灣省自治，省設省政府、省諮議會，省主席、省府委員、省諮議會

議員，均由行政院長提請總統任命之」，配合「精省作業」的推動，明定「台灣省政府之功

能、業務與組織之調整，得以法律為特別之規定」，為了替眾多省議員找尋政治出路，規定

「自第四屆立法院開始，立法委員總額增加為 225 人」。 

    最後，配合總統直接民選，保留五權憲法架構，參酌法國第五共和憲法「雙首長制」精

神，基於「權能區分」原則，對院際關係進行調整，司法院設大法官15人，並以其中一人為

院長，一人為副院長，自民國92年起實施，司法院大法官任期8年，不分屆次，個別計算，

並不得連任；增列司法獨立預算條款。充實基本國策，增列扶植中小型經濟事業條款，取消

教科文預算下限，增列肯定多元文化，並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之規定。 

貳、根據第四次「修憲」結果，立法院進行「修法」 

一、立法院制定《台灣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行條例》 

    根據「三屆國大」的「修憲」結果，並落實「國家發展會議」共識，1998 年 10月 9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台灣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行條例》；10月 28日，總統令公

布施行。「精省作業」是我國行憲以來最大規模的行政機關精簡案，由於無前例或類似經驗

可循，以下是本條例推動「精省作業」的說明，重點在於業務轉移、資產負債承接、人員安

置、退休撫卹等層面，細節說明如下。 

(一)說明「精省作業」的法源依據，今後台灣省政府的功能定位、組織方式、組織規程制

定、日出條款和日落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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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灣省政府及其所屬機關(構)或學校原執行之職權業務，根據業務性質、地域範圍及興

辦能力，除由行政院核定，交由省政府辦理外，分別調整移轉中央相關機關或本省各縣

市政府辦理。 

(三)台灣省政府及其所屬機關(構)或學校，依其職權業務調整情形，予以精簡、整併、改

隸、改制、裁撤或移轉民營。 

(四)台灣省省營事業或投資事業，改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管理，各該事業移轉民營前，

其員工仍適用原省營事業之人事法令。 

(五)原省政府所屬機關主管之水資源業務，基於整體考量不宜分隸者，在行政院組織法及相

關法律完成修正前，應由行政院指定部會統籌承辦其水資源之相關業務，不受其他相關

法令之限制。 

(六)根據業務性質、地域範圍及興辦能力，除由行政院核定，交由省政府辦理外，分別調整

移轉中央相關機關或本省各縣市政府辦理。 

(七)省政府與其所屬機關（構）或學校人員，隨同業務移撥至中央機關者，不受中央政府機

關總員額之限制；隨同業務移撥至本省各縣（市）政府者，不受縣（市）政府員額設置

基準之限制。 

(八)省法規規定之業務事項，調整劃歸中央或縣（市）辦理者，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縣

（市）政府應配合修正或訂定相關法規。其業務事項仍由省政府辦理，無須修正之省法

規，報經行政院核定者，亦同。 

(九)臺灣省省有資產及負債，由國家概括承受。臺灣省有財產移轉為國有，依國有財產法保

管、使用、收益及處分。臺灣省有財產所有權移轉國有及管理機關變更登記之作業辦

法，由財政部擬訂，報行政院核定。本條例公布施行後，財政收支劃分法配合省政府功

能業務與組織調整修正施行前，臺灣省財政收支劃分事項，除臺灣省八十八年度及其以

前年度各項預算之執行，應依第十條規定辦理外，依中央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辦理。本

省之負債於國家承受時，公共債務法第四條第一項有關省政府之債務比例，併入中央政

府計算之。 

(十)省政府與其所屬機關（構）或學校的人員，因業務調整而精簡、整併、改隸、改制或裁

撤，須移撥安置人員時的處理方式，各業務承受機關的原有員額無法全部安置時，應報

經權責機關另定暫行組織規程或編制表妥善安置，除業務必須留任之人員外，採出缺不

補之方式處理。不願依第一項規定隨業務與組織調整移撥安置之省級公務人員，得由原

機關指派工作繼續留用，原機關整併、裁撤者，得由省政府於本機關或所屬機關，以原

任或相當職務之職稱及官等職等指派工作繼續留用，最長以一年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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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省級公務人員因機關（構）或學校業務調整而精簡、整併、改隸、改制或裁撤，須移

撥安置至業務承受機關時，其職系不符者，得先予派職，並由調任機關施以專長轉換訓

練，不受公務人員任用法第十八條及第二十四條規定之限制。 

(十二)本條例施行期間，下列事項得由行政院會同考試院另定處理辦法，不受現行法令之限

制： 

  一、關於在省級公務人員原服務地區設辦事處所之相關事項。 

  二、省級員工合法續（借）住宿舍事項。 

  三、省級公務人員考績年資升任職等事項。 

  四、公務人員保險或勞工保險已投保年資損失之補償事項。 

  五、退休及撫卹給與之支給機關事項。 

  六、退休人員及公務人員遺族照護之權責機關事項。 

  七、原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或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聘僱人員之權益保障

事項。 

  八、技工、工友之權益保障事項。 

  九、休職、停職及留職停薪人員之權益保障事項。 

(十三)本條例有關省級公務人員各項優惠措施，不適用於下列人員： 

一、機關（構）或學校整併、改隸無須移撥安置者。 

二、中央或地方機關承接移撥之省級公務人員，安置在其原服務地區三十公里以內之相

關單位者。 

三、省營事業或兼具事業性質之省屬機關（構）精簡（含專案裁減）、改隸、改制或移

轉民營者。 

四、於中華民國八十七年七月十六日以後調任至省政府與其所屬機關（構）或學校服務

者。 

(十四)省級公務人員因機關（構）或學校業務調整而精簡、整併、改隸、改制或裁撤，除符

合公務人員退休法規定之退休條件者外，任職滿二十年者，應准其辦理退休，不受公務

人員退休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之限制。前項退休人員除依公務人員退休法規定支

給退休金外，並適用下列規定： 

  一、自願退休者，得一次加發十二個月之俸給總額。但已屆命令退休年齡前一年者，加

發之俸給總額依提前退休之月數發給。 

  二、依第十二條第三項規定留用，並於留用期間自願退休者，亦得一次加發十二個月之

俸給總額。但每留用一個月，減發一個月之俸給總額，已屆命令退休年齡前一年

者，除每留用滿一個月，減發一個月之俸給總額外，另再依其命令退休生效日距留

用一年期滿，每滿一個月減發一個月之俸給總額。 

(十五)省級公務人員，於移撥安置後一年內，符合第一項條件者，得比照前項第二款規定辦

理退休。依本條例退休者，於退休生效日起一年內，按比例繳回扣除退休月數之俸給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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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後，得再任臺灣省諮議會、臺灣省政府與其所屬機關（構）、學校或業務承受機關之

職務。 

(十六)省級公務人員因機關（構）或學校業務調整而精簡、整併、改隸、改制或裁撤，不願

移撥安置又不合前條退休條件者，得依公務人員資遣給與辦法辦理資遣，並適用下列規

定： 

  一、辦理資遣者，一次加發十二個月之俸給總額。 

  二、依第十二條第三項規定留用，並於留用期間辦理資遣者，一次加發十二個月之俸給

總額。但每留用一個月，減發一個月之俸給總額。 

(十七)省級公務人員，於移撥安置後二年內不合前條規定之退休條件者，仍得辦理資遣，並

一次加發十二個月之俸給總額。但任新職每滿一個月，減發零點五個月之俸給總額。依

本條例資遣者，於資遣生效日起一年內，按比例繳回扣除資遣月數之俸給總額後，得再

任臺灣省諮議會、臺灣省政府與其所屬機關（構）、學校或業務承受機關之職務。 

二、行政院頒布《台灣省政府組織規程》及《台灣省諮議會組織規程》 

    配合立法院制定《台灣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行條例》推動「精省作業」，行政

院隨後頒布了《台灣省政府組織規程》和《台灣省諮議會組織規程》做為停止「省自治」

後，「台灣省政府」和「台灣省諮議會」運作的依據。 

    學者丘昌泰指出，「精省」後的省府業務，不是由中央政府收回，就是歸於縣市政府，

到底哪些業務會歸於縣市政府？他表示，根據時任台灣省政府人事處長吳堯峰先生本人的說

法，省府已就各廳處局會團之業務重新予以彙整釐清後，總計檢討六百七十二項業務，其中

授權縣市政府辦理者約 17%；其中 11.9%歸屬中央政府；仍歸省府掌理者佔 66.7%。182他判

斷，推動「精省」作業後，移交給縣市政府的業務量應該會超過吳堯峰處長的推估，因此縣

市政府組織架構和規模將會擴大。但是在行政院「推動精省作業委員會」沒有具體方案提出

前，還是無法推估具體細節。183 

三、行政院修改《財政收支劃分法》提高地方政府自有財源比例 

    為落實「國家發展會議」共識，1998 年 3 月 27 日，行政院院會通過《財政收支劃分

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後送立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積極回應地方政府要求提高自有財源比例

的強烈呼籲，上述條文修正草案將地方政府自有財源比例，由修法前的 53.44%提高到

62.06%，這是前所未有的作法，可說是決定「精省」後的政治效應。184 

                                                 
182 吳堯峰(1997)，〈從組織重組觀點論台灣省政府革新動態〉，國立政治大學主辦「行政革新：理論與實務整

合」學術研討會，6 月 14 日。 
183 丘昌泰(1998)，《台灣省各縣市政府組織架構調整之研究》，台北：內政部八十七年度研究報告，頁 10-11。 
184 丘昌泰(1998)，同前註，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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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立法院制定《地方制度法》，廢止《省縣自治法》及《直轄市自治法》 

    配合「修憲」結果，停止「省自治」，並落實「國家發展會議」共識，1999 年 1月 13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地方制度法》；1月 25日，總統令公布施行。1853月 30 日，立法院

決議廢止《省縣自治法》及《直轄市自治法》；4月 14日，總統令公布廢止。186 

    立法院制定《地方制度法》，決議廢止《省縣自治法》及《直轄市自治法》，整個修法的

重點如下： 

(一)規定本法相關用詞「地方自治團體、自治事項、委辦事項、核定、備查、去職」等之定

義，中央對地方的自治授權與監督範圍的界定得以明確化。 

(二)明定地方劃為省、直轄市；省劃分為縣(市)；縣劃分為鄉(鎮、市)。直轄市及市均劃分

為區。鄉以內之編組為村；鎮、縣轄市及區以內之編組為里；村、里以內之編組為鄰。 

(三)提高設置直轄市、市、縣轄市之人口數標準以及相關規定。 

(四)本法第二章為省政府和省諮議會的專章，明定兩者的定位、職權和組織方式，其組織規

程均由行政院定之。 

(五)新增本法第三章第三節「自治法規」之規定，賦予地方政府訂定單行法規的法源，並規

定自治法規的名稱、立法範圍、立法程序、罰則、核定或備查規定等，強化地方政府職

權，這是「地方自治民主化」的重要里程碑。 

(六)把台灣過去實施地方自治的經驗，轉化為本次修法的規定，以人口數為標準，明定地方

民意代表的選舉名額、組織方式，以及地方立法機關的會期名稱、職權、首長選舉罷免

規定，地方行政機關對地方立法機關之決議延不執行或執行不當時的處理方式，自治監

督機關的代執行和代處理程序，覆議規定預算審查，決算審核報告之審議，監督地方行

政機關方式，地方民意代表的言論免責、人身自由、酬勞支給、不得兼職，以及地方立

法機關組織規程訂定方式等。 

(七)增設副縣(市)長，並賦予縣(市)長以機要人員方式進用三位一級單位主管的人事權。 

(八)增設人口數超過三十萬人的縣轄市，賦予市長任命一位副市長的人事權。 

(九)新增本法第四章「中央與地方及地方間之關係」之規定，乃過去「自治監督」概念的健

全化，明定中央與地方及地方間，遇有事權、自治事項爭議的處理程序與處理方式。 

(十)規定各級地方行政首長適用公務員服務法，其行為有違法、廢弛職務或其他失職情事

者，準用政務人員之懲戒規定。 

(十一) 規定省政府、省諮議會及各級地方立法機關員工給與事項，應依公務人員俸給法及

相關中央法令辦理。 

(十二) 增設村(里)承受日據時期之財產，或人民捐助之財產，得以成立財團法人方式處理

之。 

                                                 
185 維基百科，http://zh.wikisource.org/wiki/ 地方制度法，查閱日期：2015 年 6 月 30 日。 
186 維基百科，http://zh.wikisource.org/wiki/ 省縣自治法、直轄市自治法，查閱日期：2015 年 6 月 30 日。 

 

http://zh.wikisource.org/wiki/
http://zh.wikisource.org/wi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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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者紀俊臣指出，「精省」後，省固然仍為地方制度之一層級，但省已非地方自治團

體，僅是「行政區域」(administrative area or region)的一種，因此，中央與地方的府際關係

將會有顯著的調整；尤其縣(市)的政治地位，勢必因應政府再造，而為必要之組織擴充和功

能強化，關於新地方政府的機制設計，有謂： 

(一)效能政府，而非萬能政府。 

(二)領航政府，而非操槳政府。 

(三)服務政府，而非管制政府。 

唯如何達成此種政府再造的「願景」(vision)？實應掌握政府再造的每一環節，新地方

制度即肩負此一再造組織的使命，了解公部門的現代化課題，並且因應「全球化」

(globalization)和「分權化」(decentralization)對於中央與地方府際間之衝擊，參酌施行《省縣

自治法》和《直轄市自治法》四年來的政治經驗，擬定《地方制度法》草案，經二十餘次之

修正，始完成起草，經蕭萬長院長逐條裁示後，為 1998 年 12 月 3 日行政院第 2606 次院會

通過後，函請立法院審議，立法院三讀通過後施行的新地方制度，具有下列特徵： 

(一)直轄市、縣(市)、鄉(鎮、市)為地方自治團體之公法人。 

(二)省政府承行政院之命監督縣(市)自治。 

(三)直轄市自主性完全確立。 

(四)縣(市)以「直轄市化」提升法律地位。 

(五)縣(市)長具有較完整的行政權。 

(六)縣(市)議會具有較豐富的立法權。 

(七)鄉(鎮、市)法律地位儘量維持現制。187 

參、國民黨和民進黨合作，第五次修訂「憲法增修條文」，卻被宣告無效 

    1999年 9月 3日，「第三屆國民大會第四次會議」第十八次大會三讀通過，修訂《憲法

增修條文》第一、四、九、十條內容。9月 15日，總統令公布施行。188 

                                                 
187 紀俊臣，1999，〈捌、精省與新地方制度〉，《精省與新地方制度—始末、設計、發展系論》，台北：時英，

頁 187-191。 
188國民大會秘書處(2000)，《第三屆國民大會第四次會議實錄》，〈第五章 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之修訂，第八

節 咨請總統公布〉，台北：國民大會秘書處，頁 765-772。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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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認為，「三屆國大」對《憲法增修條文》進行第五次修訂，雖然只有更動第一、

四、九、十條的內容，但引起爭議的重點在於第一條和第四條，也就是擬將國民大會「常設

化」，規定自第四屆國民大會起，改以立委選舉的第二張票的政黨比例方式產生；第九條和

第十條的內容爭議不大，只是「掩耳盜鈴」的陪襯而已。 

    本次「修憲」內容因違背「國家發展會議」共識與社會期待，經立委郝龍斌、鄭寶清及

洪昭男等人領銜，向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提出三份釋憲聲請書，請求解釋處理。 

    2000 年 3 月 24 日，司法院大法官會議做成《釋字第 499 解釋》，指出《第五次憲法增

修條文》因違背修憲正當程序，於解釋文公布當日起即時失效，退回到《第四次憲法增修條

文》的規定。 

    《第五次憲法增修條文》被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499解釋》宣告無效，在「台灣

民主化」進程具有下列意義。首先，「三屆國大」是在國、民兩黨的合作下，得以跨越「修

憲門檻」，按照「路徑依賴」原則，完成「修憲」法定程序，這是主要行動者之間的策略互

動，所創造的「制度均衡」，但其違背政治意義象徵更高的「國家發展會議」共識，雖有

「自我強化」的功能，卻無法形成「制度均衡」，在違背社會期待的情形下，司法院大法官

會議以「釋憲」方式宣告無效，是社會成本最低的作法，創造了「斷續均衡」。 

    其次，從歷史制度主義觀點來看，憲政民主制度的核心價值是「rule of law」，不是

「rule by law」。換言之，在「路徑依賴」原則下，國民黨和民進黨合作，第五次修訂《憲法

增修條文》，不僅要符合「修憲」的形式條件，更不能違背「修憲」的基本原則，那就是

「人民之權利義務」是否因「修憲」而得到更大的保障？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這樣的「修

憲」是沒有正當性，也不具備合法性。司法院大法官會議以「釋憲」方式宣告《第五次憲法

增修條文》無效的作法，是恰如其分的表現，應該給予正面的肯定。 

肆、國民黨和民進黨合作，第六次修訂「憲法增修條文」，把國民大會無形化 

    2000年 4月 24日，「第三屆國民大會第五次會議」第五大會三讀通過，《憲法增修條

文》第六次修訂。4月 25日，總統令公布施行。189 

    筆者認為，「三屆國大」以「全文修正」方式對《憲法增修條文》進行第六次修訂，在

「台灣民主化」進程具有下列意義。首先，「三屆國大」這次的「修憲」過程，還是在國、

民兩黨的合作下，得以跨越「修憲門檻」，按照「路徑依賴」原則，完成「修憲」法定程

序，這是主要行動者之間的策略互動，所創造的「制度均衡」。這次「修憲」通過的第九條

和第十條內容，跟被宣告無效的《第五次憲法增修條文》的第九條和第十條內容一模一樣，

                                                 
http://lis.ly.gov.tw/lgcgi/ttsbookg?11:761543204:23:/disk1/lg/ttsweb.ini:023:0765-0772:_self 

189 國民大會秘書處(2000)，《第三屆國民大會第五次會議實錄》，〈第三章 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之修訂，第

八節 咨請總統公布〉，台北：國民大會秘書處，頁 207-215。網址：

http://lis.ly.gov.tw/lgcgi/ttsbookg?3:103636222:24:/disk1/lg/ttsweb.ini:024:0207-0215:_self 

 

http://lis.ly.gov.tw/lgcgi/ttsbookg?11:761543204:23:/disk1/lg/ttsweb.ini:023:0765-0772:_self
http://lis.ly.gov.tw/lgcgi/ttsbookg?3:103636222:24:/disk1/lg/ttsweb.ini:024:0207-0215:_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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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第五次憲法增修條文》被司法院大法官會議以《釋字第 499號解釋》宣告的原因在於

第一條和第四條的條文內容，違背「國家發展會議」共識和社會期待。反觀這次的「修憲」

過程，一方面落實「國家發展會議」共識，另一方面符合社會期待，發揮「自我強化」的功

能，進而形成「制度均衡」，在「路徑依賴」原則下，特定狀態得以維持下去，創造了「斷

續均衡」。 

    其次，《第六次憲法增修條文》落實「國家發展會議」共識，把「國民大會無形化」

目標往前推了一大步，明文規定「國民大會代表三百人，於立法院提出憲法修正案、領土

變更案，經公告半年，或提出總統、副總統彈劾案時，應於三個月內採比例代表制選出

之。比例代表制之選舉方式以法律定之；國民大會之職權為複決立法院所提之憲法修正

案、領土變更案；議決立法院提出之總統、副總統彈劾案；國民大會代表於選舉結果確認

後十日內自行集會，國民大會集會以一個月為限；國民大會代表任期與集會期間相同。」 

    再者，配合「國民大會無形化」目標的完成，明文規定「第三屆國民大會代表任期至

2000 年 5月 19日止」，並且把國民大會職權轉移到立法院，因此規定「副總統缺位時，改

由立法院補選；總統、副總統之罷免案，改由立法院提出，經自由地區全體人民直接投票

同意後通過；立法院提出之總統、副總統彈劾案，刪除不限於犯內亂、外患罪；立法院於

每年集會時，得聽取總統國情報告；增列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經全體立法

委員依法決議，並提經國民大會依法複決同意，不得變更之；司法院大法官除法官轉任者

外，不適用憲法第八十一條及有關法官終身職待遇之規定；總統對司法院、考試院、監察

院等三院有關人事的提名，改由立法院行使同意權。」 

    最後，從歷史制度主義觀點來看，這次的「修憲」過程，遵循憲政民主制度的核心價

值是「rule of law」來做，「修憲」不僅要符合形式條件，更不能違背基本原則。換言之，

「人民之權利義務」如果無法因為「修憲」而得到更大的保障，這樣的「修憲」是沒有正

當性，也不具備合法性。綜合上述，李登輝總統主政的 12 年間，台灣「民主化」過程大致

完成，依序完成了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接民選、第一次政黨輪替、政權和平轉移等目

標，完成了「中華民國四階段論：中華民國在大陸、中華民國到台灣、中華民國在台灣、

中華民國是台灣」。 

第二節 陳水扁總統「三個第三」政見的落實 

    2000 年 3 月 18 日，中華民國第二次總統直接民選，雖然有連戰、蕭萬長，宋楚瑜、張

昭雄，陳水扁、呂秀蓮，許信良、朱惠良，李敖、馮滬祥等五組候選人角逐，但是在連蕭

配、宋張配和陳呂配等三強鼎立的情形下，陳呂配以 4,977,737 票，39.3%的得票率勝出，

台灣總統大選出現第一次政黨輪替。190 

    總統選舉結果揭曉後，政權和平轉移，中華民國台灣寫下「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典

                                                 
190 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 2000 年中華民國總統選舉。查閱日期：2015 年 6 月 30 日。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AE%9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8%E6%B3%95%E9%99%A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0%83%E8%A9%A6%E9%99%A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B%A3%E5%AF%9F%E9%99%A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B%A3%E5%AF%9F%E9%99%A2
http://zh.wikipedia.org/wi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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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台灣民主化」寫下歷史新頁，但「地方自治民主化」方向卻面臨修正。 

    政黨輪替前，為落實「國家發展會議」共識，行政院長蕭萬長推動「政府再造」第一階

段工作「政府層級簡化」，在「精省作業」告一段落後，後續的「停止鄉鎮市自治」將無法

貫徹；原本規劃的「政府再造」第二階段「行政區域重新調整」，準備在 2000 年總統大選

後推動的想法，因為國民黨敗選而走入歷史，蕭萬長院長的「政府再造」政策煙消雲散。 

    在政黨輪替後，民進黨政府提出「三個第三」政策，但因台北縣長蘇貞昌的強力反對，

最後功虧一簣。但令人錯愕的是，在蘇貞昌擔任行政院長(2006 年 1 月 25 日到 2007 年 5 月

21 日)的尾聲，立法院竟然在 2007 年 5 月 4 日修改「地方制度法」，增訂「準直轄市」條

款，讓台北縣未升格卻能享有「直轄市」的待遇，在「台灣地方自治民主化」寫下新頁，以

下是進一步的說明。 

壹、落實「三個第三」政見的規劃 

陳水扁總統為了爭取中台灣民眾的支持，繼 1999 年陪同張景森就任台中市副市長時，

首次提出「三個第三」的主張後191；在 2000 年總統大選期間，再次推出「三個第三」的競

選政見，主張在中部地區設置第三個國際機場、第三個科學園區和第三個直轄市。陳總統的

競選政見，在 2002 年初由行政院著手進行規劃並實施。192 

2002年 12月 13日，《自由時報》記者曾德峰台北報導，12月 10日，行政院秘書長劉

世芳在民進黨中常會提出「台中縣市合併升格改制直轄市專案報告」，不料當場引起中常委

兼台北縣長蘇貞昌和中常委兼台北縣副縣長林錫耀先後發言反對，並表達台北縣多年來對升

格改制直轄市的期待，並強調應從全國觀點整體布局考量來處理此事。由於本案為報告案，

並未列入議程，在劉、蘇、林相繼發言後，身兼黨主席的陳水扁總統不置可否，本案並未決

議，但已引起外界矚目。 

事後，內政部長余政憲出面緩頰表示，為落實陳水扁總統「三個第三」的競選政見，在

中部地區推動設置第三個直轄市的計畫，經過政府高層與台中縣市的立委與地方首長積極溝

通後，台中縣市議會分別於十二月初的定期大會通過合併升格的決議後，即將付諸實現。蘇

貞昌對余部長的說法表示不解。蘇貞昌說，他曾當面向余部長提過台北縣議會十多年來不曾

中斷推動改制，余部長可能貴人多忘事。 

                                                 
191 台中市政府人事處，〈市政新聞 四、市府召開 歡迎副市長記者會〉，發布單位：台中市政府新聞局，1999

年 4 月 17 日，網址：

http://www.personnel.taichung.gov.tw/fp.asp?fpage=cp&xItem=26060&ctNode=6566&mp=114010&Captcha.ImageValid

ation=wjtPV。 
192 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2002 年初，行政院核定在台中市西屯區和台中

縣大雅鄉交接的大肚山台地上設置中部科學園區。2003 年 9 月 4 日，開始在清泉崗機場興建民用航空站，

2004 年 3 月 5 日，清泉崗機場民用航空站啟用，台中水湳機場停用，查閱日期：2015 年 6 月 30 日。 

 

http://www.personnel.taichung.gov.tw/fp.asp?fpage=cp&xItem=26060&ctNode=6566&mp=114010&Captcha.ImageValidation=wjtPV
http://www.personnel.taichung.gov.tw/fp.asp?fpage=cp&xItem=26060&ctNode=6566&mp=114010&Captcha.ImageValidation=wjtPV
http://zh.wikipedia.org/wi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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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貞昌強調，他不反對台中縣市改制，也樂見有條件的縣市改制為直轄市，但不能刻意

忽略最有條件改制的台北縣，改制必須通盤考量，政院應謀定而後動，研擬相關配套措施，

千萬不能拿石頭砸自己的腳，重蹈農業金融改革覆轍，再度衝擊執政黨形象。 

    蘇貞昌表示，台北縣議會十幾年前就曾議決推動改制，還和縣政府共同成立促進委員會

等組織，陳水扁競選總統時也予以背書，蘇貞昌因而曾在議會備詢時承諾，其他縣市如果比

台北縣早一天改制直轄市，他當天就辭掉縣長職務。 

    內政部昨天(11日)也表示，縣市不論是單獨升格或是合併升格為直轄市，都應該從長

遠的角度思考，並非單一縣市是否升格的問題，應就全國來通盤考量，而且目前也沒有既定

的時程表。不過，官員私下表示，雖然陳水扁總統除了台中升格直轄市，也承諾要讓台北

縣、桃園縣升格，但在北、中、南三大區域均衡發展考量下，台中縣、市透過合併升格，的

確可以達到此一目標，再加上台中縣、市政府與議會、地方民意代表都有高度共識，經建會

也願意支持，因此台中升格直轄市遠比其他縣市更有條件。 

    台中縣市合併升格直轄市案引發外界關注，內政部次長許應深昨天在立院內政委員會答

詢說，此事尚未定案，目前僅止於研擬階段，因為還涉及地方制度法及行政區劃法的配套修

法，距離定案時程還有一段時間。193 

貳、台北縣長蘇貞昌以辭職相脅，落實「三個第三」政見的行動功虧一簣 

2002年 12月 10日，《自由時報》記者蘇永耀、石秀娟、施曉光、黃維助台北報導，在

12 月初台中縣市合併升格直轄市的消息曝光後，隨即引起台北縣長蘇貞昌的強烈反彈，因

此在 12 日上午召開記者會掠下重話表示：「如果有其他縣市比台北縣早一步升格，他無顏以

見鄉親父老，一定會辭去縣長一職以示負責！」蘇貞昌指出，阿扁總統競選時承諾要升格的

縣市不只台中縣市，還包括台北縣在內的其他縣市。他表示，台北縣並不反對台中縣市升

格，只是他主張中央應從行政區劃角度，整體考量縣市升格問題，提出完整配套措施，解決

組織架構、員額編制與財政劃分等問題，因此行政院對升格案應通盤考量，不應顧此失彼。

蘇貞昌強調，他呼籲行政院對縣市升格問題應該謀定而後動，並且抱怨行政院秘書長劉世芳

於 11 日來電表示，她並不清楚阿扁總統對縣市升格問題有承諾，而行政院高層官員又在 12

日上午亂放話，他覺得這是各彈各的調，令人十分困擾。 

蘇貞昌的高分貝喊話隨即在政壇掀起波濤。內政部長余政憲於 12 日下午在立法院答詢

時也證實，行政院和內政部已經成立工作小組，就台中縣市合併升格進行規劃。為什麼要讓

台中縣市先合併升格？余政憲強調，就是考量台灣區域平衡發展的需要，讓「北、中、南都

有直轄市」。至於一再要求升格的台北縣，不是不考慮他們的需要，也不是他們無此需要，

                                                 
193 記者曾德峰台北報導，〈蘇貞昌：北縣未改制就辭職〉，《自由時報》，2002 年 12 月 13 日，網址：

http://old.ltn.com.tw/2002/new/dec/13/today-p1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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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要從台灣整體行政區劃的角度進一步考量，如果其他縣市提出升格申請，相信行政院會

進行進一步評估。 

緊接著桃園縣市、台南縣市選出的立委，以及高雄縣長楊秋興相繼加入戰局，紛紛召開

記者會呼籲中央，處理縣市升格問題時，應該把其他縣市列入考慮。當縣市升格問題逐漸成

為立法院朝野角力的焦點時，內政部長余政憲於 16 日在立法院答詢時，開始對此降溫，強

調必須等到立法院完成行政區劃法、地方制度法和財政收支劃分法等立法與修法工作後，才

有處理縣市升格的法律依據，因此他拜託立法院儘速完成上述法案的審查工作。 

余政憲表示，根據地方制度法第四條規定，直轄市之設置必須達到人口數 125 萬人的標

準，且在政治、經濟、文化及都會區域發展上有特殊需要之地區；同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

有關直轄市、縣（市）、鄉（鎮、市）之設置、廢止及該行政區域之劃分調整，須依照法律

規定行之；此外縣（市）升格又涉及鄉（鎮、市）的廢止並改設為區等調整，因此必須在立

法院完成行政區劃法的立法，以及地方制度法和財政收支劃分法的修法後，行政部門才能依

法進行後續的工作，落實陳水扁總統所提出的全國行政區域重新劃分的主張。194 

為什麼台中縣市合併升格的議題，會引起其他縣市的立委與地方首長這麼強烈的反彈

呢？由於憲法規定的地方制度採行「省」與「直轄市」雙軌制，連帶也影響地方自治監督與

財政收支劃分的法令規定，這套制度在台灣實施五十年後，造成台灣南北兩大直轄市與其他

縣市的發展差距擴大，造成區域發展的嚴重不平衡。 

以 2002 年度的中央統籌分配稅款為例，民進黨執政的九個縣市共管轄有人口一千零五

十萬人，分配到新台幣三百八十一億元，平均每個人分配到 3629 元；而台北市有二百六十

四萬人，分配到新台幣四百八十四億元，平均每個人分配到 18333 元；高雄市有一百五十一

萬人，分配到新台幣一百九十億元，平均每個人分配到 12583 元。195這種「直轄市」與「非

直轄市」之間存在的巨大發展鴻溝，可以說是台灣獨特的「一國兩制」現象，這種現象已經

存在了五十年，根本不應該讓這種城鄉差距現象繼續惡化下去，正如同台灣人民不接受中共

「一國兩制」的統戰訴求一樣，這種人為造成的巨大扭曲現象必須加以修正。正因為「升格

直轄市」是現行地方制度下，各縣市政府解決財政問題的唯一方法，因此爭先恐後要求升格

為直轄市的現象也就不足為奇了。 

參、「行政區域重新調整」的其他可能性 

事實上，陳水扁總統競選時提出的「綠色矽島」計畫，就是配合台灣現行的「北、中、

南、東部區域計畫」，將台灣國土重新規劃，建設為四個具有獨立的空港和海港，可以自給

                                                 
194 記者蘇永耀、石秀娟、施曉光、黃維助台北報導，〈行政院：行政區劃 無時間表〉，《自由時報》，2002 年

12 月 13 日，網址：http://old.ltn.com.tw/2002/new/dec/13/today-p14.htm。 
195 財政部國庫署_主題專區_財政業務統計_財務規劃管理_中央特別統籌分配稅款支出明細，網址：

http://www.nta.gov.tw/web/AnnC/uptAnnC.aspx?c0=87&p0=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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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足面向世界競爭的四個區塊。而他對中部民眾所承諾的「三個第三」政見就是在這樣的背

景思考下所提出來的。這是否意味著陳水扁總統重新調整行政區域的腹案就是要把台灣分為

四個地方政府呢？這未必真的是陳水扁總統所推行的方案，因為要考慮到實際推行可能遇到

的阻力，這樣的想法可能只是方案選擇之一，而不是唯一。 

究竟「行政區域重新調整」的可能性方案有那些呢？從 1993 年規劃省(市)長民選開始

迄今，從學界、政界、內政部到經建會所提出的方案，已經超過十種以上的版本，從一省二

市、一省三市、一省五市、五省三市到三市十五縣，琳琅滿目，不勝枚舉。雖然各家說法都

有所本，但是這些方案都有一個共通處，就是著眼於如何消除過去地方制度所造成的城鄉差

距與發展不均衡的現象，也就是去除「直轄市化」所造成的巨大的人為扭曲現象，這是行政

區域重新調整的重要思考。 

翻開台灣四百年的歷史，行政區域的調整隨著移民人口數量增加而由少而多，從荷蘭、

明鄭、滿清、日據時期到國民黨政府來台迄今，截至 2010 年為止，台澎金馬地區的地方政

府數目共有三百四十四個，包括二個直轄市、二十三縣市和三百一十九個鄉鎮市，兩千三百

萬人口負擔這麼龐大的政府體系和人事費用，在世界各國實在罕見。有識之士呼籲政府組織

減肥、瘦身的呼聲不斷，但是地方政府首長喊窮，哭訴沒錢、沒人的聲音卻從來也沒有停

過。台灣沒有能力維持數量龐大、層級疊床架屋的地方政府，那麼減少地方政府數目，推動

行政層級簡化以減少納稅人的負擔，應是政府改革的方向。 

如何有效地「減少」地方政府的數目呢？葉俊榮(2005)指出，檢討政府核心與非核心業

務數目以推動政府再造，引進民間企業的成本與效率觀念以提升政府施政效能，將會改變地

方政府的角色功能，推動「電子化政府」更能提升政府管理的技術，今年(2005)九月由美國

布朗大學針對世界各國推動「政府Ｅ化」程度進行評比，台灣排名世界第一，更證明我國推

動政府再造工作的成效，更可預期台灣地方政府數目將因地方政府角色定位功能改變與管理

技術進步而由多變少。196 

在陳水扁總統任期過半之際，自然有兌現「三個第三」競選支票的壓力，所以台中縣市

合併升格直轄市的政策被端上台面，也是不得不然的趨勢。雖然各縣市的地方首長，不管藍

軍或綠營，在「升格直轄市」以解決縣市政府財政問題的思考下，當然要爭取升格的機會，

如果條件相同，別人可以升格，我卻沒有機會升格，自然要高分貝表示抗議。內政部長余政

憲眼見縣市升格的議題升溫，為了避免擦槍走火，而以必須等待立法院將相管配套法令修改

完成後，才能繼續規劃處理縣市升格問題的四兩撥千斤態度來降溫，也是無可厚非。但是這

種現象是否意味著地方制度的改革工作要胎死腹中呢？ 

    台中縣市合併升格直轄是衍生的行政區域重新劃分的問題，是重新考驗陳水扁總統推動

改革的試金石。正因為各路地方諸侯唯恐沒有機會升格而雜音四起時，正好可以利用「大家

                                                 
196 葉俊榮 (2005)，《93-94 年度，電子化政府報告書，序》，台北：行政院研究考核發展委員會。網址：

http://www8.www.gov.tw/about/files/939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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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行政區域調整都有意見」的機會進行意見統合，因為這個看似混亂，各吹各的調的情況，

看似沒有共識，事實上卻有共識。這個共識就是：大家對現在的地方制度所造成的城鄉差距

現象，都有非進行行政區域調整，否則無法改善發展不均衡問題的共識；意見分歧的部份是

要如何進行改革而已。因此，陳水扁總統應該把握改革契機，進行行政區域重新調整，以提

高台灣國家競爭力，切莫因為推動改革可能遭遇的阻力，而放棄改革的契機。此刻陳水扁總

統若是畏懼阻力，害怕壓力，沒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勇氣，將地方自治的改革推動到

底，以喚醒人民支持的熱情，將會錯失在台灣歷史留名的關鍵契機。 

第三節 增訂「準直轄市」條款 

壹、台北縣長周錫瑋遊說立法院修正《地方制度法》增訂「準直轄市」條款 

2007年 5月 4日，立法院三讀通過，修正《地方制度法》第四條和第七條內容；5月

23 日，總統令公布施行。《地方制度法》第四條第二項修正後的規定是：「縣人口聚居達二

百萬人以上，未改制為直轄市前，於第三十四條、第五十四條、第五十五條、第六十二條、

第六十六條、第六十七條及其他法律關於直轄市之規定，準用之。」同法第七條第二項修正

後的規定是：「縣（市）改制為直轄市，如不涉及行政區域之劃分、調整者，經縣（市）政

府提請縣（市）議會通過後，由內政部轉報行政院核定之，不適用前項規定。」這就是俗稱

的「準直轄市」條款。 

為什麼立法院會三讀通過上述條文的修正案呢？事實上，這是台北縣長周錫瑋在幕後

奔走運作的結果。那什麼是「準直轄市」呢？「準直轄市」並不是新的行政區域或政府層

級，「準直轄市」是為了人口數超過兩百萬人的「縣」，在未改制直轄市前，關於第三十四

條、第五十四條、第五十五條、第六十二條、第六十六條、第六十七條及其他法律關於直轄

市之規定，給予「直轄市」的待遇。第三十四條和第五十四條的規定，是指台北縣議會的會

期、編制、預算和組織法規，比照「直轄市」標準；第五十五條和第六十二條的規定，是指

台北縣長任命政務官的人事權、縣政府的編制、預算和組織法規，比照「直轄市」標準；第

六十六條和第六十七條的規定，是指依《財政收支劃分法》規定，分配國稅、直轄市稅和縣

(市)稅時，台北縣比照「直轄市」分配。關於財政規模的收入和支出，適用《地方制度

法》、《財政收支劃分法》、《地方稅法通則》和《規費法》的「直轄市」標準，對於未經法律

規定的地方稅源開徵，比照「直轄市議會」標準來議決。 

換言之，台北縣議會和台北縣政府今後在組織運作、員額編制、預算規模和組織法規

適用都比照「直轄市」規定辦理。以上這種情形的優點和缺點是什麼呢？優點是在法律的立

足點上跟北高兩市平起平坐，預算、職等、員額都增加；缺點是法定支出增加、行政成本提

高、預算補助減少。 

但筆者認為，風險最大的是，日後台北縣政府跟所轄的鄉(鎮、市)公所的府際關係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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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處理？因為現行的地方制度就是兩個體系，一種是直轄市體系，直轄市所轄的區公所是派

出機關，不自治，沒有公法人地位，兩者是上對下的指揮監督關係；另一種是縣(市)體系，

市所轄的區公所是派出機關，定位和功能跟直轄市以下的區公所類似，問題不大。但縣所轄

的鄉(鎮、市)實施自治，有公法人地位，兩者以對等的府際關係互動。那「準直轄市」是哪

一種體系呢？是「直轄市」或「市」的定位？還是「縣」的定位？現行的《地方制度法》和

其他相關法令並沒有這種模式和經驗可以套用，台北縣上下在立法院三讀通過「準直轄市」

條款後，當然歡欣鼓舞，是不是有後遺症？老實說，沒有人知道。 

貳、「準直轄市」條款通過後，台北縣的府會菁英對未來發展充滿信心 

    2007年 5月 4日，《大紀元時報》綜合報導，「台灣立法院昨日三讀通過「地方制度

法」部分條文修正案，未來只要縣人口超過 200萬人，即使還沒有升格為直轄市，也可以準

用直轄市的相關規定，對於財源分配將有重大影響。首當其衝受惠的就是人口達 370萬的台

北縣，預料台北縣的稅收將因此增加一倍。據了解，目前設籍人口超過 191萬的桃園縣縣長

朱立倫也預計在兩年內達到升格的目標。而台中縣市也有意合併爭取升格。 

    在朝野立委同聲支持下，立法院院會昨天上午變更議案，三讀通過地方制度法第 4、7

條增訂「準直轄市條款」。修法後，只要縣轄市人口達 200萬，在未改制為直轄市前，不論

預算編列額度、公務員人員編列等，均比照直轄市規定辦理。 

    立院三讀一過，使得台灣第一大縣台北縣，名稱雖然沒變，但形同「準直轄市」。因

此，立法院也通過附帶決議，台北縣准用直轄市規定後，是否影響北高及其他縣市統籌分配

稅款，行政院重新分配後需向立法院說明。 

    修法也通過，縣轄市要升格改制為直轄市，只要符合標準，在不涉及行政區域劃分、調

整的情況下，縣市政府可以提請縣市議會通過後，由內政部轉報行政院核定，排除直轄市設

置應依法律規定的限制。 

    換言之，變成「準直轄市」的台北縣，只要台北縣議會通過提案，中央就必須把台北縣

升格為真正的直轄市。 

    身為準直轄市首長的台北縣長周錫瑋表示，升格之後，台北縣過去屬省轄縣，預算規模

從 750億元以下約可增加至 1,400億元；過去一年的統籌分配款，比照台北市，可望從 92

億元增加到 500億元以上，這些增加的經費，未來可以用來進行各項建設，包括教育經費，

補助學生的營養午餐；交通經費，建設捷運路網；治水經費，改善台北縣河川污染情況等，

而最快下半年，就可以向中央爭取預算。 

    至於另一項台北縣利多，就是人事配置，升格直轄市，台北縣可以從原來的 4,000多

位公務人員編制，增加到 15,000 人，縣府可以有更多人力服務民眾。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6%BA%96%E7%94%A8%E7%9B%B4%E8%BD%84%E5%B8%82.html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6%BA%96%E7%94%A8%E7%9B%B4%E8%BD%84%E5%B8%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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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錫瑋表示，人事方面，台北市長是特任官，不過縣長還是十四職等，而縣府局處首長

也會從現在的十到十一職等，提高到十三職等，至於機關編制，台北縣也會增加主計單位及

政風人員。 

    據了解，目前設籍人口超過 191萬的桃園縣縣長朱立倫也預計在兩年內達到升格的目

標。而台中縣市也有意合併爭取升格。」197 

2007年 5月 5日，《聯合報》記者尚毅夫台北報導，「與台北市一水之隔的台北縣，人

口多達三百七十七萬人，公共建設及社會福利卻遠不如台北市。立法院昨天三讀通過地方制

度法修正案，人口超過兩百萬的縣市可升格為「準直轄市」。人口三百七十七萬的台北縣，

確定將升格；桃園縣人口一百八十萬多人，預料會是第二個準直轄市。台北縣升格為準直轄

市後，預算規模、統籌分配款比率、人員編制、職等、舉債限制等，都將比照直轄市。 

台北縣長周錫瑋初估，北縣預算規模將從七百億元增為約一千五百億元。這將是台北

縣民的大利多，擺脫以往不如台北市、「次等公民」的感受。立法院昨天在地方制度法修正

案中增訂「準直轄市」的定義：縣市人口聚居達兩百萬人以上，在沒有改制為直轄市之前，

準用相關直轄市的規定。 

此外為使升格直轄市成為地方權力，避免中央干預，增訂第七條第二項：只要不涉及

行政區域劃分、調整，「經縣（市）政府提請縣（市）議會通過後，由內政部轉報行政院核

定，」即可升格。由於「準直轄市」比照直轄市標準，台北縣法定員額將由現行四千多人增

加為一萬六千多人，每年增加人事費近六十九億元；台北縣副縣長將由十三職等升為十四職

等。而台北縣長若發生免職或代理問題時，未來接任人選的任免，由內政部提高到行政

院。」198 

    2007年 5月 22日，《聯合報》記者李光儀台北報導，「台北縣政府和縣議會人員昨天

(21 日)前往內政部，商討北縣升格準直轄市後的人事、組織編制調整問題。縣議會要求組

織與縣議員待遇，都比照台北市目前的標準。如果通過，每位縣議員加薪幅度每年可達 240

萬元。 

    縣議員一年約可增加 240 萬元，但並非縣議員自己增加那麼多薪水，主要是議員助理費

用，縣市議員每名助理編列月薪均為 4萬元，但目前每位台北縣議員每 1人僅能編列 2名助

理，合計每月 8萬元；但直轄市議員每 1人可編列 6名助理，合計每月 24萬元，光是助理

費用 1年就差 192萬元。 

                                                 
197 〈台北縣升格準直轄市〉，《大紀元時報》，2007 年 5 月 4 日 13：13，網址：

http://www.epochtimes.com/b5/7/5/4/n1699869.htm#sthash.KW5XDUdW.dpuf。 

198 記者尚毅夫報導，〈地制法三讀 北縣升準直轄市〉，《聯合報》，2007 年 5 月 5 日 03：47，網址：

http://city.udn.com/54543/2196960。 

 

http://www.epochtimes.com/b5/7/5/4/n1699869.htm#sthash.KW5XDUdW.dpuf
http://city.udn.com/54543/2196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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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縣議員是比照公務員 11職等、月薪 7萬多元，台北市議員比照 13 職等，月薪約

12 萬元，因此北市議員比北縣議員月薪多 4萬餘元，加上北市議員其他福利比北縣來得好

些，不少縣議員都盼趕快比照市議員的待遇。 

    不過，依照地方制度法，縣議會和直轄市議會的員額上限不一，假如完全比照直轄市辦

理，台北縣議員人數將由目前 65人減少為 52人，對此台北縣議會秘書室表示北縣尚未「正

式升格」，員額應還是比照縣議會的上限，不會減少。 

    縣議會法制室主任陳幼維表示，目前縣議會人事編制 40多人，台北市議會是 82人，昨

天內政部會議裡，縣議會要求編制和層級都比照台北市，但內政部無法做決定，必須由考試

院同意後才能施行，不過內政部已經同意縣議員人數仍維持現狀，不會減少。 

    有台北市議員私下表示，這種做法形同「選擇性適法」，如果薪水、補助比照台北市，

但議員人數卻還是比照縣議會層級，怎麼解釋台北縣都是「穩賺不賠」，這樣台北市乾脆也

不要當「直轄市」，比照北縣一樣當「準直轄市」還比較划得來。」199 

參、「準直轄市的創設，是解決問題還是製造難題？」 

    當台北縣的府會菁英對未來發展充滿信心時，學術界並沒有那麼樂觀；而且台北縣取得

「準直轄市」身分後的處境，在理論與實務的相互印證下，證明急就章式的修法，缺乏整體

考量和相關配套的思考，很有可能讓「準直轄市」身分變得美好卻一點也不實際。 

    2007年10月，曲兆祥接受「國家政策網路智庫」委託，以「準直轄市的創設，是解決問

題還是製造難題？」為題，對「準直轄市」問題進行深入探討，其結論和建議如下：「 

一、「縣市升格直轄市」的訴求在選舉時讓人心生嚮往 

每到選舉許多候選人都會開出縣市升格直轄市的支票，可是全都無法兌現。今(96)

年 5月，《地方制度法》修正後，台北縣獲得「準直轄市」地位，其他縣(市)紛紛起而效

尤，或者像台中縣市主張合併升格，一時之間縣市升格的問題再度成為引人矚目的政策

議題。可是 8月中旬，行政院表示，台北縣成為「準直轄市」後，將與北高兩市共同分

配 43%的統籌分配稅款，並且減少台北縣的一般補助款，這個消息一下子就讓台北縣從歡

愉的雲端跌落谷底，因為「得不償失」這句成語完全應驗在台北縣身上，讓縣民發出

「吃雞蛋沒，放雞屎有」的慨嘆。另外，本（10）月中旬台北縣長突然發佈一百多名台

北縣官警的升官令，這本來應該是台北縣升格為準直轄市之後很正常也是很值得為這些

官警們高興的事，但卻引發了警政署、內政部的不滿，警政署長侯友宜甚至發佈命令不

承認台北縣長周錫偉發佈的官警升官令，形成我國行憲後的一項新紀錄。按台北縣升格

                                                 
199 〈北縣升格 議員薪情好 助理變三倍〉，《聯合報》，記者李光儀報導，2007 年 5 月 22 日 04：04，網址：

http://city.udn.com/54543/2196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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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所謂準直轄市之後，縣府各級公務員可以獲得職級的提升機會，這是很正常的事，但

此事放在警察的身上就立刻發生難題。這裡面固然存有警政的傳統與體制的問題，但也

同時凸顯出中央與地方職權劃分與準直轄市設置的荒誕問題。 

二、「準直轄市」條款只有虛榮的頭銜沒有實惠的配套 

因為一句「準用直轄市之規定」並不能解決準直轄市制度運作上的需要，尤其吾人

無法確定所謂「準用」的範圍到底有多大？如果說台北縣政府各局局長可以坐升官等，

那為什麼警察局就不可以？這個問題無法合理做出解釋，那就難怪周縣長與李部長、侯

署長會吵成ㄧ團而且根本找不到解決之道了。總之，準直轄市的創設固然是一項創舉，

但它到底是解決了問題還是製造更多的問題呢？ 

民國56年7月台北市升格為直轄市之後，我國地方行政層級劃分即形成省、直轄

市，縣和省轄市以及鄉鎮市等三級地方政府，從此居於第二級的縣市政府和居於第三級

的鄉鎮市政府紛紛群起爭取升格，於是高雄市於民國68年也步台北市之後成功升格為直

轄市，新竹、嘉義等縣轄市也陸續成功升格為省轄市，因此繼續爭取升格遂成為評量各

級政府施政績效的一項重大指標，當然也是爭取擔任地方首長或民意代表的重要政見。

可是多年來這項政見一直無法獲得實現，這實在是因為這裡面所牽涉的問題太廣，根本

無法單獨就這項問題進行個別性的解決，於是乎就一直延宕至今。 

三、「準直轄市」條款讓台北縣「有了面子，沒了裏子」 

今（96）年5 月立法院通過地方制度法修正案，同意人口數達200萬以上的縣市在

正式升格為直轄市之前，可以比照直轄市的組織員額和預算規模，這等於是對前述的老

問題給了一個不算答案的答案，也就是說，做了一個政治解決。可是這個方法真的是利

在各方的好辦法嗎？它到底是解決了問題還是製造了問題？ 

或許讓台北縣政府自己回答這個問題會比較貼切些。他們說：「牛肉不見了」，又

說：「中央不給錢，北縣升格倒賠530億」（台北縣準用直轄市依法應有之財源說帖，台

北縣政府，2007：8）。顯然升格讓台北縣得了面子卻失了裡子。 

成為準直轄市之後台北縣到底得了什麼面子？一、可以跟北高兩市平起平坐，至少

在表面上他們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二、增加組織規模；三、提升組織位階，現職公務

員的職等獲得了調升，抒解升遷管道；四、擴大預算規模。然而丟失了哪些裡子呢？

一、增加縣府法定支出，如勞健保負擔；二、行政支出因規模擴大而相應增加；三、整

體預算補助不增反減，縣府赤字恐大量增加；四、準用直轄市的法規不明確導致配套制

度不完整反而拖累了縣政，如縣轄之鄉鎮市並未改成區，以致行政法規之適用產生極大

之疑義，對行政績效必然產生負面影響。 

由此可知，地制法修正案通過設置所謂的準直轄市之後，其實並未解決我國行政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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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過多以致行政效率不彰的老問題，相反的可能還製造出了一些新問題。歸納來說至少

有下列兩個問題是很嚴重的： 

一、 準直轄市的法律位階模糊不清，導致該政府的權責劃分模糊不清。也就是說，所謂

在改制成直轄市之前比照直轄市云云，這表示準直轄市尚非直轄市，既然不是直轄市當

然也就不具備直轄市的地位，那麼該給直轄市的待遇也就不一定非給「準」直轄市不

可，最多只是「比照」而已，這就會給了上級行政機關自我裁量的空間了，難怪台北縣

政府會發現「準」升格後反而沒得到該有的公平對待。 

二、 財政收支劃分法的不合理情形益加明顯，特別是統籌分配款的問題尤其嚴重。依照

行政院專案小組之決議像台北縣這樣的準直轄市要加入北高兩市的圈圈裡分配那一塊已

經捉襟見肘的餅，除了北、高兩市會跳腳之外，台北縣也多不了多少，再加上北縣因為

多得統籌款而損失掉的一般補助款和增加的法定支出，根本還是虧本的。但其他縣市依

然繼續叫窮，繼續抱怨中央集權、集錢，原有的問題絲毫未見改善。 

四、解決「縣市發展問題」的正確作法 

因此，以「準直轄市」的模式試圖解決地方政府亟欲爭取升格的問題老實說根本是

緣木求魚的作法，如果真想解決此一問題吾人以為只有下列兩個途徑： 

第一、 乾脆取消直轄市。直轄市原意是比照省一級的政府，這是以全中國境域作為統治

區域下的行政劃分，所以當初我國政府在大陸統治時期設計採用此方法，中華人民共和

國成立後依然保留此法，所以現在的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重慶市都是大陸的特別

市也就是直轄市。而如今我國基本上已經實質廢掉了台灣省，既無省，哪來的直轄市？

難道現在的縣市政府仍統轄於省？所以很明顯的，我國當前仍保留直轄市這是政治怠惰

的表現，釜底抽薪之計就是也如同廢省一般直接廢了直轄市，可以考慮依日本之例在有

需要的地區設置都道府縣等同一級的地方政府，亦即即使名稱不同但都是地方一級政

府，其下再依需要設置市等二級地方政府。 

第二、 就依照地制法原有的規定凡人口面積達到標準的縣市就讓他們升格，必要時還可

以再降低標準，當大家都是直轄市時那直轄市也就不再是直轄市了。不過採此法時也必

須同步讓一些規模較大的鄉鎮市升格為省轄市或縣，也必須廢除鄉鎮的自治地位，如此

一段時間之後自然也就形成地方二級政府（直轄市—區、縣）的模式了。不過此法較前

法需時較久，但也緩和得多，所謂事緩則圓，或許比較容易被各方接受。 

曲兆祥強調，總而言之目前這種準直轄市的作法頗不恰當，它很可能解決不了問題

還製造問題。200
 

                                                 
200 曲兆祥(2007)，〈準直轄市的創設，是解決問題還是製造難題？〉，台北：國家政策網路智庫委託研究案，

網址：http://thinktank.nat.gov.tw/public/data/015/712111847527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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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台北縣政府提出《新北市【願景規劃報告】》 

    為了因應「準直轄市」條款的實施，台北縣長周錫瑋責成縣府研考會主委王振軒，邀請

學者專家擔任顧問，指導縣府各單位主管，歷經上百次的會議集思廣益後，編纂了台北縣未

來十年願景方向：《新北市【願景規劃報告】》，於 2010年 6月出版後，正式送交總統馬英九

及行政院長吳敦義，說明台北縣政府適用《地方制度法》「準直轄市」條款以來的進步和改

變，以此遊說中央政府支持台北縣「升格」改制為「直轄市」。 

    林祐賢(2010)指出，台北縣政府的預算規模，在「直轄市」條款通過後，財政狀況從

2008 年開始明顯改善，主要來自於中央統籌分配稅款的挹注。 

表 6-1 93-99 年度 台北縣一般性補助款暨中央統籌分配稅款核定情形表 單位：億元 

  項目 

年度 

中央統籌分配

稅款 

金融營業稅調

降專案補助 

一般補助款 專案補助 合計 

93 76.68 5.77 134.50 0 216.95 
94 84.82 5.92 118.67 0 209.41 
95 85.77 4.72 116.79 0 207.28 
96 92.99 5.26 117.3 0 215.55 
97 301.18 16.96 0 0 318.14 
98 326.22 16.80 0 100 443.02 
99 269.43 17.53 0 100 386.96 

  表 6-2 台北縣 90-99 年度預算編列情形表                          單位：億元 

     項目 

 

年度 

 

歲入 

 

歲出 

 

歲入歲出餘

絀(差短) 

 

債務之償

還 

融資調度數 備註 

移用以年度歲

計賸餘 

賖借收入 

90 730 727 3 7 4   

91 689 681 8 8    

92 789 897 (108) 15  123  

93 750 880 (130) 15 145   

94 812 786 25 25    

95 735 753 (18) 24  42  

96 823 786 37 228  228  

97 1,026 1,026  346  346  

98 977 1,067 (90) 343  433  

99 953 1,064 (111) 355  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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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除 99外其餘年度均含追(加、減)預算數 

台北縣政府預算適用「直轄市」條款前，因為人口數和轄區規模都居於全台各縣市的首

位，因此財政負擔比例也冠於全台。 

  表 6-3 直轄市、省轄市及台北縣 96年度享有基本支出比較表            單位：元 

    直、省轄市 

項目 

台北市 高雄市 台北縣 

(不含鄉鎮) 

省轄市平均 

平均每人享有歲出預算 53,513 44,589 20,296 35,110 
平均每人享有警政支出 4,372 3,959 2,370 4,215 
平均每人享有消防支出 918 631 449 855 
平均每人享有衛生支出 1,632 855 234 381 
平均每學生享有教育支出 148,118 108,920 81,278 76,751 
平均每人享有環保支出 2,339 4,318 1,294 1,763 

        註：教育支出內含教育人員退休撫卹支出 

台北縣政府預算適用「直轄市」條款後，因為人口數和轄區規模都居於全台各縣市的首

位，因此財政負擔比例也冠於全台。這是台北市、高雄市和台北縣，96-99年度法定預算數

字的比較。 

表 6-4 台北市、高雄市、台北縣，96-99年度法定預算比較表 

年度 99 98 97 96 

      地

方別 

項目 

台北市 高雄市 台北縣

(含鄉鎮

市) 

台北市 高雄市 台北縣

(含鄉鎮

市) 

台北市 高雄市 台北縣

(含鄉鎮

市) 

台北市 高雄市 台北縣

(含鄉鎮

市) 

歲入
(億元) 

1,446 644 1,147 1,412 734 1,153 1,361 623 1,030 1,458 609 1,020 

歲出

(億元) 

1,653 737 1,322 1,536 846 1,258 1,454 713 1,129 1,407 678 1,103 

歲入出

餘絀
(億元) 

-207 -93 -175 -124 -112 -105   -93 -90 -99 51 -69 -83 

債務還

本(億
元) 

66 68 357 66 64 345 66 64 13 137 61 17 

賖借收
入(億
元) 

 203 161 502 - 167 430 100 623 34 - 130 36 

移用以
前年度
賸餘

(億元) 

70 - 30 189 9 20 57 - 83 86 - 69 

人口數

*(萬
人) 

261  153 387 261 153 387 262 153 383 263 152 380 

總預算

平均每
人歲出
(元) 

63,396 48,236 34,132 58,909 55,370 32,476 55,434 46,734 29,449 53,513 44,589 29,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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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年人口以 98年 12月底代替 

若以人口數和轄區規模來推估，對比台北市和高雄市的財政規模，台北縣升格後的「新

北市」，應有的預算規模如下。201 

  表 6-5 比照北、高兩市之新北市應有的預算規模 

 

 

    上述《新北市願景規劃報告【主計篇】》提出的五個表格的觀點，符合《財政收支劃分

法》和《地方稅法通則》的邏輯，以「中央」、「直轄市」、「縣市」、「鄉鎮市」的等級來適用

統籌分配稅款的分配，台北縣適用「準直轄市」條款後，屬於「直轄市」等級，按照齊頭式

平等原則，把台北縣的人口數換算成台北市和高雄市的標準，台北縣的歲出預算規模應該可

以再增加 80%，這種思維和分配方式在台灣行之有年，筆者不忍苛責。 

筆者主張，現行的統籌分配稅款分配方式應該變革，引進「善治」(good governance)

和「關鍵績效指標」(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為評估標準，考核地方政府的施政表

現，做為統籌分配稅款的部分分配標準，而非絕對標準；取代現行以「行政層級」劃分的

「齊頭式平等」分配標準，導入「正向循環」，進行整體國家資源的合理分配。至於「善

治」和「關鍵績效指標」的內容，是否要學習中國作法，以機械的、客觀的「城市 GDP」

為考核標準？或是台灣作法，以彈性的、主觀的「城市居民幸福感」民調數字為考核標準？

中央主管機關可以延攬學者專家進行研究評估後再做決定。 

筆者認為，現行以「行政層級」劃分的「齊頭式平等」分配標準，無法擺脫人謀不臧的

弊端，理應進行改革以提升中央主管機關對地方自治的監督、考核和管理標準。

                                                 

201林祐賢(2000)，《新北市願景規劃報告【主計篇】》，台北：台北縣政府，頁 8-16。 

比照高雄市應有的歲出規模(億元) 

2,144.84 

比照台北市應有的歲出規模(億元) 

2,281.93 

      項目 

年度 
北縣人口 98
年底(人) 

台北縣人
均歲出
(千元/
人) 

台北市人
均歲出
(千元/
人) 

高雄市人
均歲出
(千元/
人) 

98年 3,873,653 32.48 58.91 5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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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從制定「行政區劃」條款到縣市合併升格直轄市 

    從「台灣民主化」過程來看，打破政治壟斷，政權定期改選，統治者的權力受限制，反

對者的權力被保障等概念，分別通過「解除戒嚴」、「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接民選」、「廢

除臨時條款」、「制定增修條文」等目標達成而實現。在「台灣民主化」後的「台灣地方自治

民主化」，則是以「地方自治法制化」、「省(市)長民選」、「精省作業」、「準直轄市」、「縣市

改制升格直轄市」、「推動成立區域合作組織」、「直轄市的『區』自治以『保障原住民自治』

方式實現」、「中央持續對地方放權讓利、「中央持續對地方放權讓利」等目標達成來落實。 

    從「台灣地方自治民主化」進程來看，在不同政黨主政階段，有不同主張和作法，但把

視野放大，把時間拉長來看，以李登輝總統在 1990 年召開「國是會議」時的「政府層級簡

化」和「行政區域重新調整」的共識程度最高，只是國、民兩黨的作法不同而已，這兩項主

張是「國是會議」後的二十年「地方自治民主化」的重頭戲；一樣是「行政區域重新調

整」，但作法完全不一樣。 

    1996 年底的「國家發展會議」結束後，國民黨行政院長蕭萬長力推的「政府再造」政

策，先推動「政府層級簡化」的「精省作業」，打算總統大選後再來做「行政區域重新調

整」，卻沒想到 2000年總統大選發生第一次政黨輪替，讓「政府再造」走入歷史。接下

來，民進黨總統陳水扁力推的「三個第三」，不談選舉時贊成的「廢除鄉鎮市自治」，直接

談台中縣市合併升格直轄市，沒想到黨內最大諸侯台北縣長蘇貞昌以「如果有其他縣市比台

北縣早一步升格，他無顏以見鄉親父老，一定會辭去縣長一職以示負責！」相脅，讓「三個

第三」功虧一簣；但令人意外的是，台北縣長周錫瑋在蘇貞昌卸任行政院長前十幾天，成功

遊說立委修正《地方制度法》增訂「準直轄市」條款，讓行政院長蘇貞昌異常尷尬。2008

年總統大選出現第二次政黨輪替，馬英九當選總統後的作法跟前朝完全不同。 

第一節 馬英九總統「三都十五縣」政見的落實 

  因應全球化快速發展與區域經濟整合，基於「提升國家競爭力」及「區域均衡發展」的

意旨，2002年馬英九擔任台北市長時提出「三都十五縣」的國土改造芻議，2005 年擔任國

民黨主席時提出「三都十五縣」的政策構想，2007年競選總統期間做為政見之一，以此做

為行政區劃改造工程的基礎，成為 1948 年後，台灣最重大的國土及行政區域調整計畫。202 

    2009 年 4 月 4 日，《自由時報》記者王寓中台北報導，所謂「三都十五縣」的主張，

是依據國土規畫、整併行政區域提出的政策構想，提出縮減縣市政府的概略數字。針對縣市

合併升格問題，國民黨執政後將優先推動台中縣市合併升格成為直轄市，朝「三都十五縣」

                                                 
202 行政院，網址：

http://www.ey.gov.tw/News_Content4.aspx?n=3D06E532B0D8316C&sms=4ACFA38B877F185F&s=E7A7A809630

AF5B4。 

 

http://www.ey.gov.tw/News_Content4.aspx?n=3D06E532B0D8316C&sms=4ACFA38B877F185F&s=E7A7A809630AF5B4
http://www.ey.gov.tw/News_Content4.aspx?n=3D06E532B0D8316C&sms=4ACFA38B877F185F&s=E7A7A809630AF5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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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政區畫方向邁進。 

    根據國民黨的規劃，「三都」是指台北直轄都會區、台中直轄都會區、高雄直轄都會

區。其中，台北直轄都會區是由台北市、台北縣、基隆市合併，簡稱台北都，預計在 2014

年 12月 25日合併；台中直轄都會區是由台中市、台中縣合併，簡稱台中都，預計在 2010

年 12月 25日合併；高雄直轄都會區是由高雄市、高雄縣合併，簡稱高雄都，同樣預計在

2010 年 12月 25日合併。「十五縣」是指桃園縣、新竹縣、苗栗縣、南投縣、彰化縣、雲林

縣、嘉義縣、台南縣、屏東縣、宜蘭縣、花蓮縣、台東縣、澎湖縣、金門縣、連江縣，其

中，原本的新竹縣與新竹市合併成新竹縣，原本的嘉義縣與嘉義市合併成嘉義縣，原本的台

南縣與台南市合併成台南縣。203 

    行政院表示，「三都十五縣」的策略，是以漸進方式推動台灣北、中、南三大生活圈的

整體發展，並以政策工具鼓勵地方政府發展特色、進行跨縣市的區域治理。整體說來，這樣

的國土規劃是以建構「北台灣」、「中台灣」、「南台灣」三大生活圈為目標；而在區域發展

上，則以縣市改制為契機，朝向「北北基宜」、「桃竹苗」、「中彰投」、「雲嘉南」、「高屏」、

「花東」、「澎金馬」等七個區域的均衡發展。204 

壹、馬英九總統就職  「三都十五縣」政見的落實正式啟動 

  2008 年 10 月 30 日，《自由時報》記者邱燕玲台北報導，2008年 5月 20 日，第二次政

黨輪替，馬英九總統就職，為了履行競選政見，內政部長廖了以研究落實。當年 10月底，

內政部提報「三都十五縣」規劃案，馬英九總統裁示，分階段進行，而中部地區設直轄市是

其競選政見，因此希望在第一屆總統任內完成台中縣市合併升格，以利中部地區發展，並要

求行政院儘速修正相關法案。205 

    2008 年 10 月 30 日，《聯合報》記者李順德台北報導，廖了以部長向馬總統簡報規劃

中的「三都十五縣」內容，這也是馬蕭競選總統的政見。內政部擬將現行全國廿五縣市，改

為北北基、台中縣市、高雄縣市等「三都」，加上其他縣市規模的擴大，十五縣市是指合併

新竹縣、市，嘉義縣、市及台南縣、市，再加上現有的桃園、苗栗、南投、彰化、雲林、屏

東、宜蘭、花蓮、台東及離島的澎湖、金門、連江，成為「十五縣」。206 

    2008 年 10 月 31 日，《聯合報》記者孟祥傑台北縣；記者鄭文正台中市報導，馬英九

                                                 
203 記者王寓中台北報導，〈三都十五縣 馬大選政見〉，《自由時報》， 2009 年 4 月 4 日，網址：

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292902/print。 
204 行政院，網址：

http://www.ey.gov.tw/News_Content4.aspx?n=3D06E532B0D8316C&sms=4ACFA38B877F185F&s=E7。 
205 記者邱燕玲台北報導，〈三都十五縣 中縣市後年底合併升格〉，《自由時報》， 2008 年 10 月 30 日，網址：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paper/254485。 
206 記者李順德台北報導，〈三都十五縣 馬堅定推動 指示速修相關法規 中縣市合併 確定 99 年底完成〉，《聯

合報》，2008 年 10 月 30 日，版 A9。 

 

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292902/print
http://www.ey.gov.tw/News_Content4.aspx?n=3D06E532B0D8316C&sms=4ACFA38B877F185F&s=E7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paper/254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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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裁示將於九十九年底完成台中縣市合併升格為直轄市，內政部也宣布台中縣市長選舉延

到後年舉行，消息曝光後，隨即引起台北縣長周錫瑋和民進黨籍台中市長候選人林佳龍的不

滿，紛紛召開記者會炮打中央，他們的反應如下：「 

    台北縣長周錫瑋昨天大表不滿，說到激動處甚至落淚表示，如果台中縣市確定比台北縣

早一步升格，將辭去縣長職務並「退出政治」。 

    北縣藍綠議員昨天同聲大罵馬英九利用台北縣民，在台北縣比對手多拿五十萬票後，就

把台北縣民踢一邊，擺明騙選票，揚言動員縣民近日到總統府、行政院前陳情抗議。 

    周錫瑋說，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規定，縣市議員明年底選舉結束後，於後年三月宣誓

就職，因此最慢明年三月就必須公告縣市議員席次、選區畫分；若屆時台北縣議員席次、選

區畫分仍比照省轄縣市規格，台中縣市卻比照直轄市規格，等於確定台中縣市將比台北縣早

升格，屆時就是他辭去縣長之時。周錫瑋強調，台北縣人口數達三百八十二萬，台中縣市人

口合計才兩百五十八萬，且目前都還不是準直轄市，「我不懂為何中央急著先處理還沒有法

源依據的台中縣市合併升格案，卻把已經是準直轄市的台北縣擺在一邊？」 

    國民黨籍縣議員金介壽直批是內政部長廖了以一手主導。他說，廖一個多月前就宣布要

參選台中縣市合併後的第一任市長，現在又馬上宣布「三都十五縣」及台中縣市合併升格

案，「根本就是球員兼裁判」、「明目張膽、公器私用」。民進黨團總召張瑞山表示，台北縣升

格是全體縣民的期待，民進黨團全體廿二名縣議員，將力挺周錫瑋向中央「嗆聲」討公道。 

    民進黨籍布局參選台中市長的候選人林佳龍，昨天召開記者會抨擊馬英九總統，不能因

「六三三政見」跳票，為面子問題，在沒有配套措施下，就貿然實施台中縣市合併升格，這

根本是為胡志強量身打造，是政治考量！ 

    胡志強昨晚說，別人的政治語言，他不想回應，況且行政院會與立法院都還沒通過，大

家不用急。至於未來是否參選升格後的台中市長，胡志強也以「我傾向不選，但現在談這個

太早」一語帶過。」207 

貳、內政部提案修正《地方制度法》推動「三都十五縣」政見的落實 

一、府、院(部)、黨共同推動「三都十五縣」政見的落實 

     2008 年 10 月 31 日，《聯合報》記者何明國台北報導，府院拍板定案台中縣市將在九

十九年十二月廿五日合併升格為直轄市。內政部今天將提出地方制度法修正草案，為台中縣

                                                 
207 記者孟祥傑台北縣報導，記者鄭文正台中市報導，〈升格若拚輸 周錫瑋辭縣長 泣訴中央獨厚中縣市 冷落

北縣 揚言若法規確定將「退出政治」 北縣議員嗆馬誓討公道〉，《聯合報》，2008 年 10 月 31 日，版 A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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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合併升格訂定法源，同時也為馬政見「三都十五縣」中的「三都」揭開序幕。 

    內政部修正草案的內容將增訂三項立法重點： 

一、縣市可以合併改制為直轄市，直轄市也可以合併周邊縣市。前項是為這次台中縣市合併

升格為直轄市提供法源，後項是為以後台北縣、市和基隆市（北北基），以及高雄縣、市合

併預留法源。縣市合併改制為直轄市或直轄市合併周邊縣市，依草案可由地方議會通過提報

計畫報行政院核定，也可由中央發動擬訂計畫執行。換言之，最後的核定權都在中央，讓中

央可以掌控推動「三都」計畫，使「三都」都各自擁有港口和機場，形成北中南三大生活

圈。至於無涉直轄市的合併和行政區域調整，地方制度法修正草案將明定另以法律（行政區

劃法）定之。 

二、地制法修正草案將增訂，縣市合併改制為直轄市或直轄市合併周邊縣市，縣市長、縣市

議員及鄉鎮市長、鄉鎮市民代的任期都延長至與直轄市長及市議員任期屆滿日一致，改制或

合併當天起鄉鎮市改制為區，區長官派。 

三、合併後的債務，修正草案將增訂所有資產和債務由合併後的直轄市概括承受。 

    「三都十五縣」涉及地方制度法、財政收支劃分法及行政區劃法等三法的修正和立法，

工程浩大複雜，府院已決定分階段執行，第一階段「三都」先行，下階段再推十五縣。因此

行政院決定自立法院撤回行政區畫法草案，等下一階段要推動「十五縣」再配套立法，目前

由內政部和財政部分別提出地方制度法和財政收支劃分法的修正草案，列為立院本會期優先

法案，開始落實推動「三都」政見。208 

     2008 年 12 月 17 日，《聯合報》記者范凌嘉台北報導，馬英九總統昨天(12/16)上午

再度召集行政院長劉兆玄與相關部會，敲定我國將走向「三都十五縣」，並確認台中縣市後

年合併的時程。馬總統指示，內政部與經建會進行細部規畫，一個月內再向總統府簡報。 

    「三都十五縣」的三都是：台北都會區（台北市、縣、基隆市，民國 103 年合併）、台

中都會區（台中市、縣，99 年合併）、高雄都會區（高雄市、縣，南部縣市長爭取 100年合

併）。十五縣是：桃園、新竹（新竹市、縣）、苗栗、彰化、南投、雲林、嘉義（嘉義市、

縣）、台南（台南市、縣）、屏東、宜蘭、花蓮、台東、澎湖、金門、連江。 

    劉兆玄院長昨天(12/16)上午率內政部、財政部、經建會、研考會與交通部等首長入

府，正式提報「三都十五縣」規畫案，府方也邀請國民黨秘書長吳敦義、政策會執行長林益

世聽取報告。馬總統指示，應考量經濟、交通等因素，「重視民意，循序漸進，持續推

動。」核心人士指出，整個行政區劃的問題，涉及更「上位」的國土規劃，包括人口分布、

                                                 
208 記者何明國台北報導，〈核定權歸中央 三都生活圈 各有港口、機場〉，《聯合報》，2008 年 10 月 31 日，版

A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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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產業、區域特性、水資源保護、山坡地、海岸線等，這些都有待馬總統定奪。 

    據了解，馬總統昨天馬不停蹄，下午又聽取學者專家的國土規畫報告，「上位」概念已

漸趨完整；馬總統認為，台灣要提高國際競爭力，「三都十五縣」推行刻不容緩。 

「三都十五縣」涉及多項修法，包括「地方制度法」、「財政收支劃分法」等，其中地方

公職人員任期、改制日期、縣及鄉鎮市自治法規、組織員額、都內區劃設、區的地方自治事

項、財政劃分比例與分配公式等配套，都待確認。內政部表示，將儘速提出「地方制度法部

分條文修正草案」，送立院審議。209 

二、台北縣、台中縣市、台南縣市、高雄縣市的看法跟中央的主張不同調 

1.台北縣的看法 

     2008 年 11 月 3 日，《聯合報》記者黃福其板橋報導，外傳台中縣市將於 99年底合併

升格為直轄市，台北縣長周錫瑋昨天批評中央未依法行政，說北縣依法早應拿掉「準」，升

格成直轄市，實際上卻連「準用」都未獲得中央認同法律地位，因此他打算聲請釋憲；如果

中央不讓北縣升格直轄市，「時間到了，我就向縣民請辭謝罪」。 

    國民黨台北縣黨部也決定發起「北縣完全升格直轄市促進會」，縣黨部主委蔡家福今天

將率同北縣公職人員，敦促縣議長陳幸進出任召集人，廣邀包括民進黨在內各界人士參與，

向中央力爭北縣須比照台中縣市同步升格為直轄市。 

    蔡家福強調，周錫瑋若請辭退選，對於明年底國民黨台北縣長選情影響很大，北縣目前

已是準直轄市，至少不能比台中縣、市升格還慢，他上周四即向中央強烈反映，並與北縣黨

公職人員會談，大家都力挺周縣長，「現在還有幾個月，黨部仍以周錫瑋參選連任為目標，

未考慮找備胎人選」。 

    台中縣市合併升格消息，上周四披露後，周錫瑋不顧幕僚「不要把話說絕」的建議，在

縣議會答詢時激動落淚說，北縣在明年 2月底公告縣市議員席次、選區公告時若仍未升格，

他將辭去縣長、退出政治，以示對縣民負責。 

    台北縣民代不分黨派的聲援周錫瑋，認為台中縣市合併後的人口，還比北縣少約一百廿

萬，北縣不升格沒道理。 

    上周四晚間縣議長陳幸進、議會秘書長林新欽恰正巧與總統府秘書長詹春柏、內政部長

廖了以有一場事先排定的餐會，席間廖了以強調 3都 15縣，與台中縣市合併是馬總統競選

                                                 
209 記者范凌嘉台北報導，〈重畫台灣地圖 敲定三都十五縣 提高國際競爭力 推行刻不容緩 台北、台中、高雄 

將成三大都會區 相關部會月內再提簡報〉，《聯合報》，2008 年 12 月 17 日，版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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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諾，他也不會參選升格後的台中市長，至於北縣何時升格？「要看上面，不是內政部能決

定」，詹春柏則應允向馬總統報告北縣民意。 

    周錫瑋說，去年立法院修法後，北縣依法即可升格，如果中央只獨厚台中縣市、跳過法

律上早該升格的北縣，令人如何忍受？他說中央如果不依法行政，他打算聲請釋憲，即使釋

憲下來時，他可能不在縣長的位子，也要爭出是非。 

    他說，法律上北縣早該升格，但中央各部會至今仍視北縣為省轄縣，他的主張是為北縣

不是為個人，而且北縣正式升格，也無礙於將來北北基合併成一區。210 

2.台中縣市的看法 

    2008 年 11 月 3 日，《聯合報》記者柯永輝台中報導，多年來「只聞樓梯響」的台中

縣、市升格案，終在總統馬英九「三都十五縣」政見下拍板，不過中央這份大禮，地方仍有

雜音和疑慮，帶頭爭取升格的兩縣市首長，更應在任期內設法化解各方歧見、凝聚共識，才

能讓大台中兩年後的合併水到渠成。 

    台中縣、市合併案，將創下我國地方自治史上，由兩個自治實體合併先例，政治工程浩

大，除了涉及修法，兩縣市長期以來不同的地方派系、政治風格、都市規劃，甚至民風，都

面臨劇烈變動，絕非光靠政治力量可以解決。 

    從宏觀角度觀察，台中市工商發達但土地有限，台中縣的土地約是中市 12 倍，更有國

際港、機場等，加上中部科學園區，未來的「中都」勢必比兩縣市各自為政，更具競爭力。 

    不過，兩縣市雖對升格有期待，但先前也為了如何升格，爭論不休，因此不少人對中央

此次迅速定案，都有「怎麼這麼快」的疑惑。 

    台中市長胡志強這幾年在治安考量下，以監視系統沿中市外圍構築一道「電子圍牆」，

如今看來，反成縣、市本位主義的表徵，因此，胡市長和縣長黃仲生的思維 ，恐怕是如何

「讓高牆倒下」，設法撤除兩縣市民眾心結，遠比倡議升格，更考驗政治人物的智慧。211 

3.台南縣市的看法 

    2008 年 12 月 28 日，《聯合報》記者吳明良台南報導，馬政府敲定「三都十五縣」走

向，台南市長許添財不滿台南縣市合併後被降格，昨天在台南大學校慶致詞時，批評馬英九

總統「侮辱文化古都」，並且向出席的立法院長王金平「請命」，請王金平在立法院「不要做

歷史罪人」。 

                                                 
210 記者黃福其板橋報導，〈沒有升格 就沒有周縣長 「時間到了，我就向縣民請辭謝罪」 周錫瑋擬聲請釋憲 

國民黨也成立「促進會」〉，《聯合報》， 2008 年 11 月 3 日，版 C1。 
211 記者柯永輝台中報導，〈撤除心結 讓高牆倒下吧〉，《聯合報》，2008 月 11 月 3 日，版 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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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在台下的王金平尷尬笑笑，會後表示，他知道台南市民希望升格的心聲，但台南縣市

距升格的標準還有一段距離，縣市合併為縣後遷涉財政收支問題，縣的分配款會變少，許添

財難免會著急，但是升格不成就說是「歷史罪人」，這話太嚴重了，將來送到立法院審查，

還有討論的空間。 

    許添財說，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國家對文化古都如此不重視，如果要侮辱一個民族，最簡

單的方法就是侮辱它的文化，台南市是文化古都，即使當不成「都」，至少也要是「府」。希

望馬政府崖勒馬，還有機會補救。 

    他說，沒機會到立法院拿白布條抗議，只好趁著王金平出席校慶的機會，「很不禮貌也

是不得已」代替市民請命，「我很不客氣講」不要把城市的地位愈弄愈低」，不要把台南市的

歷史地位、城市地位弄成像花蓮、台東一樣，「這是不可以的」。 

    台南大學昨天舉行 110 年校慶大會，邀請王金平、許添財及歷屆傑出校友前司法院長翁

岳生、前教育部長杜政勝出席，頒發特殊貢獻獎給前行政院副院長葉菊蘭、傑出校友獎給前

嘉義縣德錡、三立電視新聞主播陳雅琳等 7人。212 

4.高雄縣市的看法 

    2008 年 12 月 10 日，《聯合報》記者楊濡嘉高雄報導，高雄市長陳菊、高雄縣長楊秋

興昨天率縣市政府團隊發表聲明，要求行政院在 2010年合併台中縣市的同時，也規畫高雄

市、高雄縣合併，均衡北、中、南區域發展，否則南台灣將會被邊緣化。 

    陳菊、楊秋興強調，將把聯合聲明送給行政院長劉兆玄，並會擇期拜會立法院長王金

平、內政部長廖了以，表達兩縣市的心聲。 

    陳菊表示，地方制度法 11月間修正通過，行政院也宣布 2010年台中縣市合併，如果中

央未對國土做合理的規畫、重視區域均衡發展，2010年以後，會出現重中、北輕南的問

題。 

    陳菊、楊秋興向中央提出 3項聲明：一、高雄市、高雄縣合併要與台中縣市合併升格直

轄市同時在 2010年完成；二、行政區的調整攸關中央統籌分配稅款縣市分配比例，中央務

必同步修改地方制度法與財政收支劃分法；三、高雄縣、市將籌組縣市合併工作小組，並邀

集兩縣市議會、專家學者、在地民間團體共同參與，務實規畫縣市合併可行的配套措施。 

    昨天下午，高雄市學界、民間團體也在高雄市議會高風大樓舉辦公聽會，力促中央正視

高雄市、高雄縣合併之事。213 

                                                 
212 記者吳明良台南報導，〈南縣市合併降格 許添財批馬 台南大學校慶致詞 指「侮辱文化古都」 向王金平請

命 王指還有討論空間〉，《聯合報》，2008 年 12 月 28 日，版 C1。 
213 記者楊濡嘉高雄報導，〈陳菊、楊秋興高呼：市縣合併 恐南台灣邊緣化 要求政院與「2010 台中縣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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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台中市急了，台中縣也表態了 

    2009 年 3 月 18 日，《聯合報》記者李曜丞、柯永輝台中報導，也為升格案感到心急的

台中市長胡志強上午表示，下周二他也要北上拜會立法院長王金平與各黨團，表達台中市民

熱切希望合併案通過。 

    胡志強強調，台中縣市升格案不是馬總統一人意志問題而是政黨誠信問題，他身為馬總

統助選員，不希望走在台中市街頭，要跟市民一再解釋為何馬總統政見跳票，「解釋不如解

決問題。」 

    胡志強表示，為了縣市合併的議題，他曾多次北上拜訪相關單位，也早在八、九個月前

即向馬總統報告，他相信馬總統一定聽到了人民的聲音，而不少主管包括黨團幹部也都曾答

應會全力以赴，他對此抱著很大的期望，也依舊充滿了信心，但事情終究不是他能左右的。 

    他說，台中縣市在 99年合併升格為直轄市是馬總統的政見，而三都十五縣也是馬總統

對國土規劃的藍圖，他相信馬總統一定會兌現他的政見。目前只要把三都十五縣的規劃及發

展的時程講清楚，讓其他縣市的民眾能放心，他認為事情就可以順利的發展。 

    針對高雄等縣市也向中央爭取升格直轄市，台中縣長黃仲生說，台中縣市民眾努力那麼

久，總統也支持，依先後順序，台中縣市在升格上仍應優先，大家也應相互體諒，不要讓各

縣市因此事起爭執，發生不快，他呼籲大家和諧進行。 

    黃仲生為了地方制度法卡在立法院，11日曾說出「沒通過、我辭職」重話，引起行政

院長劉兆玄關切，13日致電黃仲生強調中央還在持續推動地制法過關，希望地方不要失去

信心，黃仲生不要提辭職。214 

6.高雄縣再追擊 

2009 年 3 月 18 日，《聯合晚報》記者王紀青鳳山報導，高雄縣長楊秋興指出，行政院

積極推動台中縣市合併案，卻對高雄縣市合併的訴求置之不理，他呼籲中央讓高雄縣市與台

中縣市同步合併升格，落實馬英九總統政見，不能跳票。 

高雄縣長楊秋興今天在立法院召開記者會，提出中央同步實現三都政見，不能只成就中

都，遺忘南都，重北輕南。 

    楊秋興表示，高雄縣市最早爭取合併，政府及民間已舉辦兩次公聽會，高雄縣府也曾多

次向內政部表達合併的急迫性及時效問題，但中央卻置之不理。他強調，「三都十五縣」是

馬英九總統的競選政見，馬政府不能只執行一半，成就「中都」，遺忘「南都」。高雄縣市合

                                                 
併」同步規畫 學界、民間團體也促中央正視〉，《聯合報》，2008 年 12 月 10 日，版 C2。 
214 記者李曜丞、柯永輝台中報導，〈胡志強也急了 下周二赴立院遊說〉，《聯合報》，2009 年 3 月 18 日，版

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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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喊了 20年，彼此互相依存、互補性大，其急迫性更甚。「基於國土合理規劃與區域均衡發

展，高雄縣市應與台中縣市同步於 2010年完成合併升格」，楊秋興說，否則不但會擴大南北

失衡差距，南台灣更加邊緣化。 

    依據高雄縣政府去年所作民意調查顯示，超過 7成以上縣民，贊成高雄縣市合併；高雄

市民也有近 6成表示贊成。楊秋興表示，這是南部的民意，也是人民的需求；縣市合併升格

案，中、南部應同步進行，甚至由中央與地方一起推動，不應任行政院單獨推動台中縣市合

併案。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上會期初審通過地方制度法修正草案，相關條文保留協商。國民黨立

院黨團日前公開表示，將會趕在 4月修法通過地方制度法修正草案，賦予台中縣市合併法

源。215 

7.台南縣市一起拜訪行政院 

    2009 年 4 月 2 日，《聯合報》記者劉金清台南縣報導，台南縣、市爭取合併升格直轄

市，兩縣市長昨天拜會行政院長劉兆玄，強調台南縣、市是台灣開發歷史的發源地，合併升

格具有重要歷史意義，與其他縣市爭取合併升格不同。 

    台南縣長蘇煥智表示，目前行政區劃分制度，地方對於公共工程的進行與管理各自為

政，造成都市整體規畫不便；若能推動台南縣市合併升格，有助於大台南都會圈重大建設整

合，例如柴頭港溪、鹽水溪等河川整治工程，在合作機制下更能順利進行。 

    台南市長許添財指出，推動縣市合併首重民意，既然大台南地區的民眾對此都有高度的

共識，政策就要順勢而為。日前管理大師大前研一來台時，就點出台南和日本京都的相似

性，雙方都具有歷史古都的特色，建議朝此特色行銷這個地區。 

    蘇煥智強調，如果馬英九總統「三都十五縣」政策難以改變，可採折衷「三都、一府、

十四縣」，台南縣、市合併升格為府，因為台南縣、市在台灣發展的文化、歷史層面是無法

抹滅的，與日本京都性質相近。 

    劉兆玄聽了後表示，他非常認同大台南地區對於台灣的重要歷史意義，台南縣市提出

「三都、一府、十四縣」訴求，爭取合併升格直轄市，他會慎重納入考量。他說，未來地方

制度法等相關法律的調整，不僅是中性的法律，也將秉持著「一體適用」的精神，對於各地

方人民心聲予以對等、絕對尊重。 

    內政部長廖了以也回應表示，將來縣市行政區域的整併，將朝「由下而上」的精神實

施，要地方人民、議會、公職人員都建立共識後，才能將相關計畫送至中央，希望行政區域

                                                 
215 記者王紀青鳳山報導，〈高縣市合併 楊秋興：三都同步 勿忘南都〉，《聯合晚報》，2009 年 3 月 18 日，版

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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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調整能發揮一加一大於二的功效。216 

三、鄉鎮市何去何從  台北縣首先發難 

    2008年 12月 3日，《聯合報》記者記者吳文良、黃福其、林昭彰連線報導，台北縣鄉

鎮市民代表會不滿台北縣升格準直轄市後，迄今政府仍未對鄉鎮市層級的存、廢表態，不知

道下屆還選不選？讓基層無所適從。 

    部分鄉鎮市民代表會目前正在審議的鄉鎮市公所總預算案，不是大幅刪減、再不就延遲

審議，並私底下進行串聯決定是否應升高為抗爭。 

    北縣目前正爭取從準直轄市，拿掉「準」升格成為直轄市，但如此可能就要比照北、高

兩市，鄉鎮市公所改成區公所，鄉鎮市長、代表可能也不選了，牽動選舉與本屆任期，衝擊

基層政治生態甚鉅，但目前下屆到底還選不選，政府遲未決定，因此傳出部分鄉鎮市民代表

會以杯葛公所明年度總預算，來反制縣府爭取升格直轄市。 

    淡水鎮代表會主席陳世儀表示，代表們已經達成共識要大砍鎮公所明年度預算，既然改

制以後將廢除鄉鎮市，預算也會重新支配，那現在公所去編這些預算有什麼用？ 

    樹林市代會主席連明智也表示，很多人還是不滿中央、縣府的冷漠，運作串連 29鄉鎮

市代會罷審總預算案、或大幅刪減預算抗爭，但實際行動要再會商才會明朗。 

    全縣 29鄉鎮市民代表會主席日前集會商議，決議要求中央與縣政府儘速提出明確政策

及配套措施，讓基層有所依循。部分鄉鎮市長最近聚會時交談，才得知不少公所總預算案幾

乎都遭代表會強力杯葛。三重市公所昨天表示，今年總預算案已遭大幅刪減 7 億元，很多是

中央、縣政府的補助款，「刪得都快哭出來了！」 

    縣府民政局長楊義德說，部分代表會確實不樂見升格，縣府必要時會協助溝通；其實縣

府及縣議會爭取升格，也顧及到鄉鎮市民代表的權益，升格是絕大多數縣民期盼，代表會應

團結為北縣貢獻。 

    據悉，台北縣長周錫瑋上周五已面見行政院長劉兆玄，就升格一事進行溝通，將等總統

馬英九拍板定案。由於部分代表會及村里長有意抵制升格，縣府也將代表會正、副主席聯誼

會延後召開。縣長周錫瑋日前表示，他了解的是全縣現任鄉鎮市長、縣議員和代表等都將延

任，以配合民國 99年底合併北、高兩市選舉，且再選一屆來配合 103年的「三都十五縣」

政策。217 

                                                 
216 記者劉金清台南縣報導，〈蘇煥智、許添財 赴政院爭取 南縣市升格 劉揆慎重考量〉，《聯合報》，2009 年 4

月 2 日，版 A4。 
217 記者吳文良、黃福其、林昭彰連線報導，〈下屆民代選不選 基層釀抗爭 鄉鎮市級存廢遲未定 代表會杯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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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增訂「行政區劃」條款做為縣市合併升格直轄市的依據 

    2009 年 4 月 3 日，《聯合報》記者邱珮瑜、蔡佩芳台北報導，馬英九政府極力推動地

方制度法部份條文修正草案，經立法院朝野黨團今天(4/3)中午協商後達成共識，未來符合

升格條件縣市提出申請後，行政院要在 6個月內核定同意與否，秉持公開公正原則處理，此

外，朝野也有共識，財政收支畫分法部份也應明定縣市升格後，統籌分配款不可減少。 

    朝野兩黨今天中午正在簽署協商結論共識，若民進黨立委沒有變卦，地制法修正草案下

午可望三讀通過。地制法在朝野共識下，今天可望三讀通過。朝野協商後新增附帶決議三

項，其中明訂，準備在民國 99年 12月 25日單獨或合併改制直轄市之縣市，應擬具改制計

畫，經議會同意後，限於民國 98年 5月 31日前送交內政部，內政部應本於一體適用原則，

不主動提出改制。 

    此外，地制法第 87條之 3亦於協商修正為，縣(市)改制或與其他直轄市、縣(市)合併

改制為直轄市時，其他直轄市、縣(市)所受統籌分配稅款及補助款的總額，不能少於該直轄

市改制前，以確保縣市權益。據了解，上午協商時，所有縣市都得提出升格要求的「一視同

仁」條款，很快達成共識，反而在財政劃分部分，因涉及政府財源，原本行政院僅由秘書長

薛香川與內政部長廖了以出席協商，經過緊急聯繫後，財政部長與主計長趕赴立法院溝通，

終於在中午拍版定案。218 

壹、立法院修正「地方制度法」  增訂「行政區劃」條款 

     2009年 4月 3日，《聯合報》記者李祖舜、李明賢、林政忠、鄭文正連線報導，攸關

縣市合併升格法源的「地方制度法修正案」今天(4/3)下午可望在立法院完成三讀，將新增

縣市合併升格法源及程序，增訂第七條之一「縣市改制或與其他縣市合併改制為直轄市者，

應擬定改制計劃、報請行政院核定」。 

    立法院會今天下午處理地方法制度修正案，但朝野歧見仍深。綠營主張縣市改制案，以

縣市長任期屆滿日為改制日，不必延任；縣市與直轄市合併改制案，則以直轄市長任期屆滿

日為改制日，縣市長須延任；但行政院版主張，原縣市改制日一律以當屆直轄市長任期屆滿

日為準，縣市長均可延長任期。 

    縣市想升格要快。內政部政務次長林中森昨天說，如果地制法修正草案通過，有意合併

改制的縣市希望在五月中前，將縣市議會通過的改制計畫送內政部審查，一旦確定，年底就

不再辦縣市長選舉。依地制法第四條規定，「人口聚居達一百廿五萬人以上，且在政治、經

                                                 
預算抵制升格 縣長：基層將延任至 99 年底〉，《聯合報》，2008 年 12 月 3 日，版 C1。 

218 記者邱珮瑜、蔡佩芳台北報導，〈地制法修正案 可望三讀 未來符合升格條件縣市提出申請後，行政院要在

6 個月內核定同意與否〉，《聯合報》，2009 年 4 月 3 日，版 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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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文化及都會區域發展上，有特殊需要之地區得設直轄市。」 

    依此，根據內政部統計，如果縣市合併，人口超過一百廿五萬的縣市有台中、高雄、台

南。此外，桃園縣的人口數已達一百九十萬，已經超過升格所需的人口門檻。但內政部官員

強調，一百廿五萬人口只是升格直轄市的消極資格，能不能升，還需報請行政院核定。219 

一、《地方制度法》修正通過  馬英九總統「三都 15縣」競選政見將落實 

     2009年 4月 4日，《經濟日報》記者陳亮諭台北報導，立法院昨日（4/3）院會三讀

通過《地方制度法》修正案，縣市單獨或合併升格有法源依據，馬英九總統的「三都 15

縣」競選政見可望落實，台中縣市合併升格更可望搶頭香。 

《地方制度法》增訂第 7條之 1「縣市改制或與其他縣市合併改制為直轄市者，應擬定

改制計畫、報請行政院核定」，有意合併升格的地方政府，提出改制計畫，送到該地縣市議

會審議同意後，再送到內政部、報請行政院六個月內定奪。 

    除了地方政府有發動權，內政部也可以基於國土合理規劃及區域發展需要，擬定改制計

畫。 

    立法院也通過多項附帶決議，要求行政院應於地制法修正通過後二個月內，提出《財政

收支劃分法》通盤修正案及《行政區域劃分法》草案，送立法院審議。 

    擬於民國 99年 12月 25 日單獨或合併改制直轄市的縣市，最遲在 98年 5 月 31日把計

畫送內政部，內政部應本著一體適用原則，不主動提出改制計畫。 

    縣市改制或與其他直轄市、縣市合併升格，應以當屆直轄市長任期屆滿日期為改制日，

準備升格縣市的議員、縣市長、鄉鎮市民代表、鄉鎮市長及村里長，任期都將調整到改制日

為止，不辦理改選。縣市改制或與其他直轄市、縣市合併改制為直轄市的財政收支劃分調整

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其統籌分配稅款及補助款的總額，不得少於該直轄市改制前。 

    內政部長廖了以提醒，中央選舉委員會預計 9月 4日公告年底三合一選舉，那些縣市能

合併升格要儘早決定，不要逼近選舉時間。國民黨立委盧秀燕說，未來北中南區域可以均衡

發展，不只中部地區有發展，台灣也有前途。220 

二、安排鄉鎮市長與鄉鎮市民代表出路  化解縣市合併升格直轄市的阻力 

                                                 
219 記者李祖舜、李明賢、林政忠、鄭文正連線報導，〈新版地制法 為中縣市量身打造？首任直轄市長誰會參

選…胡志強「還沒考慮」林佳龍「短跑變長跑」合併計畫五月要送審〉，《聯合報》，2009 月 4 月 3 日，版 A4。 
220 記者陳亮諭台北報導，〈台中縣市合併升格 可望搶先 地方制度法三讀 縣市升格有法源 馬總統「三都 15

縣」競選政見將落實〉，《經濟日報》，2009 年 4 月 4 日，版 A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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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 4月 3日，《聯合報》記者李志德、李明賢、賴昭穎台北報導，立法院三讀通

過地方制度法修正案，人口超過一百二十五萬的縣市升格有望。究竟那些縣市能夠升格為直

轄市，內政部官員表示，最遲將在八月底宣布。 

    總統府發言人王郁琦表示，此次修法是台灣重要里程碑，更有利於台灣整體和長遠發

展。地制法修正絕非為台中縣市合併升格量身訂做，而是一體適用所有縣市，其他縣市若符

合條件並達到組織精簡、效率提升，府方都會支持。 

    內政部長廖了以昨天下午舉行記者會，說明縣市合併升格的時程。廖了以建議，有意願

合併改制的縣市、直轄市要加緊努力，將經議會通過的改制計畫，在五月三十一日前送交內

政部；內政部會本於一體適用、一視同仁的立場，秉持公平、公正、公開的原則儘快審查，

送請行政院決定發布。 

    內政部官員表示，年底縣市長選舉是十二月五日投票，依法在九月初要發布選舉公告，

依此推算，至遲在八月底一定會公布升格名單。廖了以也表示，不論是縣市合併升格，或者

是併入現有直轄市，未來直轄市市議員依法就是五十二席，選區如何劃定，未來將由中選會

議決。 

    當縣市合併改制後，鄉鎮市也將改劃為區，在區長要不要改為民選的政策還沒決定前，

內政部會建議行政院，將績優鄉鎮市長優先派任區長。同時比照精省的前例，賦予鄉鎮市議

員「區諮議員」的地位，讓他們繼續有問政空間。 

    至於縣市改制升格後的財政收支劃分問題，廖了以表示，按目前規定，依法將和原本的

北、高兩市，在百分之四十三的統籌分配款中分配，但未來修正財政收支劃分法時，立法院

應該會有所調整。 

    財政部官員昨天表示，台中縣市如果合併升格直轄市，升格後分配到的統籌稅款估計達

到四百十三億多元，比目前的一百零四億元增加三百億餘元。 

    財政部官員表示，根據與各縣市政府對新版財劃法的共識，台中縣市升格後，原本分到

的補助款也會減少，因此統籌款淨增加的金額約兩百億元。另外，台中縣市升格後，支出也

會增加，像是勞健保負擔、高中職的教育行政開支、以及人事費用等。221 

三、立院修法決議「一體適用」  縣市升格需自行提案  送內政部審查 

    2009年 4月 4日，《聯合報》記者林新輝、李志德台北報導，立法院昨天三讀通過地

方制度法修正案，縣市合併升格取得法源，不僅兌現馬英九總統台中縣市合併升格的政見，

                                                 
221 記者李志德、李明賢、賴昭穎台北報導，〈績優鄉鎮市長 擬優先派任區長 內政部建議 縣市合併改制後 鄉

鎮市民代表將以無給職「區諮議員」身分繼續問政〉，《聯合報》，2009 年 4 月 4 日，版 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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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行政區劃和政治版圖也將出現重大變革。 

    為消弭「量身訂做」疑慮，立法院院會通過「一體適用」附帶決議，凡是計畫明年十二

月廿五日單獨或合併改制直轄市的縣市，應擬具改制計畫，經議會同意後，今年五月卅一日

前送內政部，內政部應本一體適用原則，不主動提出改制計畫。 

    內政部表示，今年底縣市長選舉是十二月五日投票，依法九月初要發布選舉公告，屆時

必須確定哪些縣市因升格而延後選舉，依此推算，至遲八月底一定會公布升格名單。 

    立法院三讀通過的重點包括，人口一百二十五萬以上，且政治經濟文化及都會區域發展

上有特殊需要的地區，得設置直轄市。 

    依地制法規定，升格改制除內政部外，縣市也有發動權。內政部可擬訂改制計畫，徵詢

相關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意見後，報請行政院核定。 

    至於縣市擬改制為直轄市或與其他直轄市、縣市合併改制，得擬訂改制計畫，經縣市議

會同意後，由內政部報請行政院核定。222 

貳、內政部根據「行政區劃」條款進行縣市升格改制作業 

一、內政部受理各縣市申請升格改制 

    2009年 6月 1日，《聯合晚報》記者唐孝民台北報導，內政部今天正式啟動縣市升格

改制審查作業，以一個月的時間，完成審查。台北縣能否單獨升格？台北縣長選舉是否可能

因此延至明年底與北高市長選舉同步舉行？答案最遲在 7月中旬見分曉。 

    內政部在收到各縣市提出申請升格改制計畫後，今天正式啟動審查作業程序，將各縣市

所提出的申請改制計畫，先送行政院相關部會表示意見，同時依據地制法第七條相關規定，

研擬審查重點，同步籌組審查委員會進行討論審議，過程中亦會邀請申請改制升格縣市親赴

審查會簡報說明。 

    內政部長廖了以表示，內政部將邀集專家學者與政府部門代表共組審查委員會，以一個

月的時間，完成縣市升格改制計畫的審查。其中政府代表人數不會超過半數，審查委員會將

秉一視同仁、一體適用原則，透過合議制方式，針對各縣市所提出的改制計畫進行審查。 

    提出改制升格申請的縣市多達 11個縣市，包括希望單獨升格改制的台北縣、桃園縣、

                                                 
222 記者林新輝、李志德台北報導，〈地制法三讀 合併升格 新直轄市明年出現 不只台中 立院通過「一體適

用」 誰能上榜 八月底公布 想爭取的縣市 五月底前提案送內政部〉，《聯合報》，2009 年 4 月 4 日，版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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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以及合併升格改制的台中縣市、雲、嘉縣、台南縣市與高雄縣市。最後經行政院核

定升格改制縣市，其縣市首長與縣市議員、鄉鎮市長任期順延至明年底，與北高市長選舉同

步進行改選，未獲核定升格改制縣市，則在今年底 12月 5日進行三合一選舉。223 

二、內政部公布「審查改制計畫作業要點」和「審查改制計畫之審查要項」 

    為了受理縣市申請升格改制直轄市的提案，2009年 6月 6日，內政部公布《審查改制

計畫作業要點》224 ，以及《審查改制計畫之審查要項》225，做為審查依據。 

    2009年 6月 6日，《大紀元時報》，中央社記者江今葉台北報導，地方制度法日前修正

通過，賦與縣市改制升格法源，內政部昨天公布縣市改制審查要點，將設改制計畫審查小

組，由內政部長廖了以擔任召集人，相關機關副首長與學者共 21到 25人組成，學者人數不

能少於一半。 

    內政部今天公布縣市改制審查要點，將設改制計畫審查小組，由內政部長擔任召集人，

相關機關副首長與學者共 21 到 25人組成。小組原則採取共識決，若無共識則採多數決。 

    內政部今天公布直轄市、縣市改制計畫作業要點。內政部下設改制審查小組，設置委員

21 到 25人，均為無給職。內政部長為當然委員並任召集人，其餘由相關中央主管機關副首

長，以及具有國土規劃、區域計畫、都市計畫、交通運輸、政治、財政、經濟、文化等專業

領域的專家學者，共同組成。要點並規定，專家學者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的 1/2。 

    要點規定，審查小組應該邀請提案改制的直轄市、縣市政府出席小組會議，並依照改制

計畫的收件順序，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簡報並接受詢答。在直轄市、縣市政府均簡報及詢

答完畢後，審查小組將進行總體討論，並以共識決提出審查結論；無法達成一致共識時，以

多數意見為審查結論。 

    內政部應將審查小組的審查結論，併同各改制計畫與相關主管機關初審意見及審查小組

的會議紀錄，報請行政院核定。 

    5月底前，內政部已收到台北縣、台中縣市、桃園縣、彰化縣、高雄縣市、台南縣市、

雲林縣嘉義縣所提改制計畫書。226 

    2009年 6月 7日，《聯合報》記者李志德台北報導，內政部次長林中森表示，攸關縣

                                                 
223 記者唐孝民台北報導，〈縣市升格改制啟動 審查結果 7 月中旬出爐〉，《聯合晚報》，2009 年 6 月 1 日，版

A6。 
224 內政部，網址：www.moi.gov.tw/files/civil_law.../0980103548 改制計畫作業要點.doc 
225 內政部網址：www.moi.gov.tw/files/civil.../980606 內政部審查改制計畫之審查要項.doc 

226 中央社記者江今葉台北報導，〈台內政部將設改制審查小組 將採共識決〉，《大紀元時報》，2009 年 6 月 6

日。網址：http://www.epochtimes.com/b5/9/6/6/n2549974.htm。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6%94%B9%E5%88%B6.html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6%94%B9%E5%88%B6.html
http://www.epochtimes.com/b5/9/6/6/n254997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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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升格的改制計畫審查小組預訂 6月 23日召開第一次審查會，由政府部會和民間專家共同

審查決定那些縣市能夠改制為直轄市。依據審查要點，小組議事原則採取共識決，若無共識

則採多數決。如果審查順利，不排除一次審完，一切尊重審查會決定。 

    地方制度法日前修正通過，賦與縣市改制升格法源，內政部昨天公布縣市改制審查要

點，將設改制計畫審查小組，由內政部長廖了以擔任召集人，相關機關副首長與學者共 21

到 25人組成，學者人數不能少於一半。 

    一旦台中縣市合併升格，廖了以競選市長的呼聲甚高，是否需要迴避審查？林中森表

示，這是假設性的問題，無法回答。 

    林中森表示，6月 23日召開第一次審查會，審查小組會邀請提案改制的政府出席、並

接受詢答，審查小組接著進行總體討論、議決。審查小組做成結論後，報請行政院核定。至

五月底，內政部已收到台北縣、台中縣市、桃園縣、彰化縣、高雄縣市、台南縣市、雲林縣

嘉義縣所提改制計畫書。227 

參、縣市升格改制審查結果公布 

一、內政部召開縣市升格改制審查會議 

    2009年 6月 23日，《聯合晚報》記者蔡佩芳、黃國樑台北報導，內政部今天(6/23)舉

行縣市升格改制審查會議，從早上 8時 30分展開 12小時馬拉松式審查，在今天內完成 11

縣市 7件改制案審查。審查小組委員今天也首度對外公布，共 25人，包括機關代表 10人、

各領域學者 15人。會議將採共識決方式，內政部長廖了以預計晚間 9時舉行記者會，說明

審查結果。 

內政部今在警政署會議室舉行改制計畫審查會議，1天之內要審完 7件改制案，上午排

定審查台中縣市、桃園縣、台北縣，下午審查彰化縣、高雄縣市、台南縣市、雲林縣嘉義

縣。每場審查時間 65分鐘，7場審查結束後，審查委員將進行綜合討論。 

儘管改制計畫 5月底截止收件後，相關資料都早已送相關部會與審查委員先行審查，審

查會場周邊仍舊堆滿各縣市一早送來的厚重書面報告，為了方便審查委員討論，會議室左右

兩面牆上更掛上各縣市、北中南各區的大型地圖。228 

2009年 6月 23日，《聯合晚報》記者蔡佩芳、黃國樑台北報導，台中縣市是上午第一

                                                 
227 記者李志德台北報導，〈縣市升格 23 日審查〉，《聯合報》，2009 年 6 月 7 日，版 A4。 
228 記者蔡佩芳、黃國樑台北報導，〈升格大會考 12 小時馬拉松式審查 內政部今將完成 11 縣市 7 改制案審

查，小組名單事前高度保密，25 機關代表、專家學者首度曝光〉，《聯合晚報》，2009 年 6 月 23 日，版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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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接受縣市改制審查會「口試」的縣市。對於外傳台中縣市已經內定升格，台中市長胡志強

說，這種說法不盡公平，三都十五縣本身就是北中南各有一都，如果朝此目標規畫就是內

定，好像不把馬總統政見，當做是對選民承諾的支票。至於有沒有上榜信心？胡志強說，考

後比考前更有信心。 

至於升格過關，是否考慮延任或再選？胡志強坦言有各方壓力，他還在思考。自己本來

計畫不再參與任何選舉，也認為延任違背選民付託，不想接受，所以還在考慮中。胡志強說

強調，自己絕非扭捏作態，「你若說我扭捏，我就說我不選」。 

為了審查會，胡志強特地染髮讓自己看來更精神，進場前受訪時不改幽默本色，笑說自

己來不及練肌肉很可惜，還反問記者，自己是不是應該帶假髮？ 

台北縣長周錫瑋上午出席內政部縣市合併升格審查會，對於如果北縣升格是否會競選直

轄市長，他表示，一切由民主決定，任何人要做縣長、直轄市市長，都要經過選舉，第二就

是遵照法律，法律怎規定就怎麼遵守。 

對於今天審查結果，周錫瑋認為，應算是及格，是否十拿九穩，他倒不敢講。對於台北

縣升格已內定，他僅感謝立法院修正地制法，如果升格，他是否參選直轄市長，他則表示，

一切由民主決定。 

周錫瑋表示，台北縣從民國 68年歷任縣長，爭升格 30年。他今天的心情非常緊張，好

像在大考，希望大考能順利。周錫瑋說，他今天穿得比較年輕，過去兩年都在鍛鍊身體，希

望外型也有說服力。229 

二、內政部公布第一批縣市改制升格審查結果 

    2009年 6月 24日，《聯合報》記者李志德、李順德、林新輝、李祖舜台北報導，內政

部縣市改制升格審查會昨天深夜放榜，經歷十五小時馬拉松式審查後，審查會一致同意台北

縣、台中市縣及高雄市縣升格為直轄市；台南縣市合併升格案，因審查會正、反意見相當，

無法形成共識，最後決議報請行政院決定。 

    內政部長廖了以昨晚(6/23)11 點 15分開記者會，公布審查結果：台北縣、台中市縣合

併案、高雄市縣合併案，獲審查會一致同意通過；桃園縣、彰化縣、雲林嘉義合併改制等三

案，審查會一致決議不同意。 

至於台南縣市合併案，廖了以宣讀結論：「台南縣市合併改制案，因審查委員無法形成

共識，經深入討論，最後內政部建議，基於考慮台灣文化的軟實力，為形塑台灣主體性，俾

                                                 
229 記者蔡佩芳、黃國樑台北報導，〈應試 台中有信心 北縣認及格〉，《聯合晚報》，2009 年 6 月 23 日，版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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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經濟發展，內政部將審查小組之正反意見，併陳行政院核採。」 

記者會比預定舉行時間，晚了兩個多小時。廖了以坦承，台南縣市合併升格案，審查委

員發言最多，正反意見差不多，花的時間最長。 

    改制升格審查會昨天上午在警政署大禮堂舉行，廖了以親自主持，審查委員共有二十五

人，包括十名官員和十五名學者。內政部官員透露，依照原本的規定，專家只要「過半」就

可以，但專家人數，卻比過半「多很多」，顯示內政部尊重專家意見，不會讓專業意見聊備

一格。 

八點十分，內政部長廖了以開場致詞強調，昨天是台灣政治發展史上重要的日子。上午

先審查台中市縣合併升格案，由台中市長胡志強和縣長黃仲生打頭陣，接著是桃園和台北

縣。 

依記者現場觀察，對照放榜結果，最後確定升格的台中縣市和台北縣，首長離場時態度

明顯輕鬆，笑容可掬。桃園縣長朱立倫走出會場時，神情嚴肅許多。下午接著審查彰化縣、

高雄縣市、台南縣市和雲林、嘉義。230 

三、縣市改制升格延選  民進黨批評是政治算計  要求公布審查過程 

    2009年 6月 24日，《聯合報》記者林修全、邱珮瑜台北報導，縣市改制升格結果出爐

後，民進黨文宣部主任鄭文燦上午舉行記者會表示，完全證明有內定名單，將台南縣市合併

升格送行政院核定，是政治算計，民進黨要求公布整個審查過程。民進黨主張提出釋憲案，

針對縣市升格與是否延選一年，交由大法官做出解釋。 

    民進黨立法院黨團上午表示，這是一個寫好結局的一日選秀，其中疑點重重，呼籲內政

部短時間內公布所有審查委員意見，使專業審查透明化，請中央下個會期重新規畫財政收支

畫分法，使地方資源分配重新洗牌。 

    民進黨今天公布「一個台灣不該分成兩個世界」的廣告，以諷刺手法，恭喜內定好升格

的台北縣、台中縣市和高雄縣市外，呼籲政府應該公平照顧每個人的故鄉。 

    鄭文燦說，針對昨天縣市升格的審查結果，民進黨認為內政部充滿政治決定、黑箱作

業，在一天、甚至一小時內決定好，三個升格、三個不升，一個台南縣市要補考，過程草

率，證明有內定名，外界疑慮有道理。 

    鄭文燦指出，台南縣市送行政院核定，也是政治算計，台南縣市完全符合升格的標準和

                                                 
230 記者李志德、李順德、林新輝、李祖舜台北報導，〈北縣台中高雄 升格過關 台南縣市 報院決定 桃彰雲嘉 

一致否決〉，《聯合報》，2009 年 6 月 24 日，版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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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不輸台中縣市，更定為位文化首都，有其特色；雲林縣和嘉義縣是農業首都，審查會

卻未考慮城鄉平衡；不僅如此，包括桃園縣和彰化縣都有特色，應該站出來一起抗議。 

    鄭文燦說，昨天的審查結果，不僅是讓台北縣長周錫瑋下車，更是防止前台北縣長蘇貞

昌做火車頭，帶起年底選舉的旋風，也是攔阻台中市長胡志強北上；且最後變成 4都 19 

縣，不是 3都 15縣，同樣是馬英九總統的競選承諾跳票。 

    黨團總召蔡同榮表示，內政部如果沒有要支持台南縣市合併升格就直接刷掉，何必再麻

煩行政院？很可能是審查小組有意支持，卻與馬英九總統意見不符，內政部長廖了以決定交

給馬英九做決定。231 

四、行政院會通過台南縣市合併升格直轄市 

    2009年 6月 25日，《聯合報》記者李順德、李祖舜台北報導，行政院長劉兆玄昨天

(6/24)約見內政部長廖了以，聽取縣市升格改制審查結論，對於未能達成共識的「台南縣市

合併升格案」，劉兆玄下周將邀集相關部會首長親自審查，拍板定案後，下周四送行政院會

核定。 

內政部官員說，台南縣市是否合併升格，與馬英九總統所提「三都十五縣」的政策理念

有出入，劉揆會在下周一「五人小組」會議和馬總統等人交換意見，最快下周二才可能有答

案。 

    廖了以表示，他在前晚審查會中，完全尊重審查委員的意見，「自己完全放空」。廖了以

表示，內政部處理縣市升格改制案，在地方自治史上頗具意義，是很艱鉅的任務，他最大的

感想是「值得推動」。 

    國民黨台南市長被提名人謝龍介，昨天在國民黨中常會中質疑內政部升格審查會，應對

台南縣市合併升格案明確決定，不該把決定權丟給行政院，「難道劉兆玄會比審查會委員更

清楚嗎？」他提出臨時動議，要求黨中央明確表態，支持台南縣市升格案。國民黨主席吳伯

雄裁示，把謝龍介的發言轉送行政院參考。秘書長吳敦義會後表示，能否通過的權限在行政

院，黨沒有立場，也不宜干涉。232 

第三節 三大生活圈、七大區域的地方新局 

                                                 
231 記者林修全、邱珮瑜台北報導，〈升格延選 民進黨主張提釋憲 縣市升格案，綠指是政治算計，要求公布審

查過程〉，《聯合晚報》，2009 年 6 月 24 日，版 A2。 
232 記者李順德、李祖舜台北報導，〈台南補考 最快下周二揭曉〉，《聯合報》，2009 年 6 月 25 日，版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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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從「三都十五縣」修正為「三大生活圈和七大區域」 

一、國土規劃將建構「三大生活圈和七大區域」均衡發展 

    2009年 6月 30日，《經濟日報》記者蘇秀慧、龍益雲台北桃園連線報導，行政院昨

（6/29）日審查通過台南縣市合併升格為「台南市」直轄市，桃園縣升格雖未過關，但行政

院長劉兆玄說，桃園縣改制為直轄市應屬可期。台灣的直轄市已是「坐五望六」。 

    在縣市改制拍板定案後，未來台灣國土規劃、區域發展的輪廓也已浮現，國土規劃將建

構北台灣、中台灣、南台灣三大生活圈；區域發展則朝「北北基宜」、「桃竹苗」、「中彰

投」、「雲嘉南」、「高屏」、「花東」、「澎金馬」等七個區域均衡發展。 

    劉兆玄說，未來各區域將成立規劃推動區域整體發展計畫的平台，例如區域發展委員

會，中央將提供資源挹注。行政院在核給地方補助時，也將優先考慮跨縣市聯合提出的計

畫，以促進縣市的合作或合併。 

    後天（7月 2日）行政院會將核定通過，明年 12月 25日台北縣、台中縣市、高雄縣

市、台南縣市升格為新北市、台中市、高雄市和台南市直轄市。 

    這是否違背馬英九總統的「三都 15縣」政見？研考會主委江宜樺表示，「三都」是指以

台北、台中和高雄三大都會區為核心，所形成三大生活圈。每個大生活圈內至少有一個直轄

市，也可能包含二到三個。「三都 15縣」的意義在於提升國家競爭力與區域均衡發展。 

    內政部長廖了以強調，通過台南縣市合併改制，主要是考量台南縣市為歷史文化重鎮，

南科外資投資已達一定規模，及希望台南市能夠帶動「雲嘉南」地區的整體發展。 

    在七個區域中，江宜樺說，「北北基宜」、「中彰投」、「高屏」人口稠密、都市化及現代

化程度較高，可以成為台灣與國際直接接軌的門戶。「桃竹苗」具備高科技產業發展能量及

客家文化傳統，「雲嘉南」具備精緻農業基礎及傳統文化特色。 

    至於「花東」及「澎金馬」，江宜樺說，雖然人口相對稀少，但有其他區域無法媲美的

自然景觀，將發展出具有高附加價值的觀光產業，成為國內外休閒遊憩的首選。 

    此外，桃園縣升格雖未通過，劉兆玄語露玄機說，桃園人口已達 196萬，不久應可符合

準用直轄市的條件，加以桃竹苗地區科技研發及產業的既有優勢，發揚地方文化的特色，改

制為直轄市應屬可期。 

    桃園縣爭取升格直轄市「落榜」，桃園縣長朱立倫昨（29）日表示遺憾，但勉勵自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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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加油，希望民國 99年底順利升格準直轄市。233 

二、內政部長廖了以讀者投書 為縣市改制升格的審查結果辯護 

    在行政院通過「台南縣市合併升格直轄市」決議後，坊間對這次內政部主導的縣市改制

升格的審查結果出現立場不同、意見各異的各種批評。內政部長廖了以竟然在 7月 3日以讀

者投書方式，為縣市升格改制的審查結果辯護，廖部長這種勇於任事的作法，確實讓人耳目

一新，筆者把廖部長的讀者投書內容，全文紀錄於下：「 

縣市合併→三都十五縣 北中南生活圈 平衡城鄉差距 【廖了以╱內政部長（台北市）】 

    六月廿三日是地方自治史上非常重要的日子，內政部辦理改制直轄市案的審查，通過台

中縣（市）與高雄市、縣合併改制及台北縣改制案；而台南縣（市）合併改制案，則將正反

意見併陳行政院核裁，行政院於六月廿九日進行審議後決議通過，昨天行政院院會正式核定

四個縣市升格改制案。 

    本次改制案的整個審查及核定過程花了將近一個月時間，沒有部分人士所謂的草率或其

他政治算計考量情事。更非如少數報導所說，是為了行政院劉院長六月卅日視察台南行程的

特殊考量。 

著眼區域均衡發展 

    馬英九總統提出「三都十五縣」概念，其精神正是著眼於「提升國家競爭力」及「區域

均衡發展」，而不是在縣市數目的多寡。行政院是要以漸進方式推動台灣北、中、南三大生

活圈的整體發展，並以政策工具鼓勵地方政府進行跨縣市的區域治理，以及彌平城鄉差距。

所謂政策工具，就是優先補助跨縣市提出的整合型的區域計畫，而不贊成地方政府各自為

政。 

不容出現二等公民 

    將來，台灣將逐漸形成北北基宜、桃竹苗、中彰投、雲嘉南、高屏、花東、澎金馬等七

個區域，如果區域中各縣市不願提出區域整合的計畫，行政院將不會挹注資源，甚至會主動

優先補助被忽略的地方縣市。在台灣這塊土地上，我們絕不容許出現二等公民。 

    此外，政府將主動規劃制定「東部地區發展條例」（名稱暫定），並落實既有的「離島建

設條例」，加強其醫療、教育、社會福利、偏遠地區交通等輔助體系。對於原住民同胞的特

                                                 
233 記者蘇秀慧、龍益雲台北桃園連線報導，〈台南縣市合併升格 過關 劉揆：桃縣改制直轄市可期；國土規劃

將建構北中南三大生活圈、七大區域均衡發展〉，《經濟日報》，2009 年 6 月 30 日，版 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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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處境與需要，我們除了既有的「原住民基本法」之外，還要制定其他子法來加以照顧。 

改制配套陸續展開 

    有些人會憂慮地方政府變大變強，中央政府變小變弱，其實我們事先都有審慎的規劃。

一方面透過縣市改制讓地方治理的能力增強，另方面也沒有忽視中央政府應有的規劃、協調

及領導角色。這次改制之後，許多重要的配套措施，包括財劃法、行政區劃法、選舉罷免

法、公共債務法、地方制度法等相關法案的修正，及各個區域合作平台的成立等，都將在下

半年陸續展開。 

    此外，政府對於直轄市的組織員額，也會研擬配套措施務實檢討，避免不合理的擴張。

總之，我們已經在歷史的關鍵時刻，做出了關鍵的抉擇，期待全民能夠通力合作，讓這次改

制成為台灣蛻變成長的重要動力。」
234
 

貳、「三大生活圈和七大區域」地方新局的落實 

一、行政院落實「三大生活圈和七大區域」的構想 

2009年 7月 2日，《聯合晚報》記者林修全台北報導，行政院會今天(7/2)通過台北

縣、台中縣市、高雄縣市和台南縣市升格後，行政院長劉兆玄上午表示，縣市改制過程面臨

法規適用、行政區域調整、公務人力調整、財產移撥等行政準備工作，相關部會應即展開，

請相關縣市政府全力配合，務必於 99年 12月 25日如期完成改制。劉兆玄表示，為促進花

東地區及離島縣市發展，請經建會研議制定東部地區發展條例，並請相關部會落實離島建設

條例，以挹注經費協助地方，確保該地區發展不致邊緣化。 

    面對縣市升格直轄市後的鄉鎮市整併，內政部長廖了以表示，目前共有 368 個，但有些

鄉只有一萬人，可是像板橋市就有 55萬人，未來希望在兼顧人口數的情況下，進行整併，

讓數量維持在 100個到 150 個之間。廖了以說，明年縣市升格後，新選出的首長，就必須面

對鄉鎮市的整併問題，而未參與這次合併改制的縣市，若願意自動加入，樂見其成，地制法

可納入相關鼓勵機制。 

    由於縣市升格後，部分基層民代失去選舉舞台，廖了以也說，未來在地制修正時，將會

納入這些人的發言機制。縣市升格後，人事是否會再擴張，財政部長李述德指出，很多人會

從中央移撥直轄市，像原本署立醫院，就會變成市立醫院，而重點在於服務項目是否增加，

以及行政效率，目前在檢討合理員額編制， 

    至於縣市升格後的公債法修正上，財政部長李述德表示，新升格縣市適用直轄市舉債上

                                                 
234 廖了以，〈縣市合併→三都十五縣 北中南生活圈 平衡城鄉差距〉，《聯合報》，2009 年 7 月 3 日，版 A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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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改按歲出 250%計算，而公債法修正的研議案，目前行政院正討論中。235 

二、中央權力下放  鼓勵地方政府主動合併 

     2009年 6月 25日，《聯合報》記者李明賢、李志德台北報導，內政部次長林中森昨

天(6/24)舉行記者會表示，台北縣雖升格為「直轄市」，但未來還是會鼓勵台北市、縣和基

隆市合併。林中森表示，前天內政部的升格審查會有委員主張，同意台北縣升格的同時，也

「希望」未來仍能走向北北基合併，這項建議後來成為審查會的共同建議。不過，林中森強

調，這是沒有強制力的建議，不管未來是不是朝這方向走，台北縣升格的決定都不會撤銷。 

    總統府高層昨天表示，北北基合併升格的台北都，是馬總統三都十五縣的一貫主張，但

發動程序是「由下而上」；由於合併升格主動權操在地方政府，府方僅道德勸說，不會有具

體行動。總統府發言人王郁琦針對升格審查會鼓勵「北北基合併升格」說明府方態度，表示

最後若能促成北北基合併升格，總統府當然樂見。 

    內政部官員指出，台北縣、台中市縣和高雄市縣升格後，未來三個市議會席次將「適度

增加」，官員透露，新的議席上限，是依照「如果北北基合併後的近七百萬人口來計算」，官

員強調，規劃政策必須「想得更遠一點」。這樣的說法，間接透露政府仍朝北北基合併規

劃。 

    對於台南縣市合併升格案有待行政院決定，倘若行政院同意，恐將牴觸三都十五縣的政

策規畫，王郁琦說「尊重內政部審議結果，府方沒有意見。」 

    據指出，由於先前台北市已表示對合併升格持保留意見，讓北北基合併升格出現變數，

也與馬總統三都十五縣的架構有出入，但黨內評估，若府院強力運作，未來仍有一年時間促

成北北基合併。 

    不過，府方維持一貫低調，強調「不會介入、一切尊重民意與地方政府決定」。府方人

士解釋，縣市升格必須看民意是否支持，其次是地方政府是否願意發動提案，「總統有三都

十五縣的政策構想，能否落實仍得看地方意願。」236 

     2009年 6月 26日，《聯合報》記者李順德台北報導，內政部縣市升格改制審查會委

員透露，台北縣得以單獨升格，有一項關鍵因素是台北縣長周錫瑋承諾，台北縣希望先單獨

升格，103年再與北北基合併為「北都」，此一模式一旦成立，下周可能影響中央對台南縣

市合併升格的決定。 

                                                 
235 記者林修全台北報導，〈政院通過升格案 劉揆：99 年完成改制 將落實離島建設，確保發展不致邊緣化；

鄉鎮市整併，數量維持在 100 個到 150 個間〉，《聯合晚報》，2009 年 7 月 2 日，版 A10。 
236 記者李明賢、李志德台北報導，〈台北都！北北基將合併？ 「希望合併」審查會共同建議 府高層指發動合

併主動權在地方政府 不會強制〉，《聯合報》，2009 年 6 月 25 日，版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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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查委員說，周二審查台南縣市合併升格案時，委員夏鑄九等人曾表示，「一城市雙核

心」的發展，對一個大城市的發展最有力，如果高雄縣市合併升格，台南縣市也合併升格，

將發展成兩大城市的惡性競爭，互搶資源，不利發展。也有委員詢問台南縣市長，為何不考

慮和高雄縣市合併，成為「大南都」？ 

    官員表示，行政院長劉兆玄下周將親自主持「台南縣市」合併升格審查會，如果台南縣

市長列席，比照周錫瑋做出承諾，先合併升格，下一階段再考慮與高雄縣市合併為「大南

都」，可能對台南縣市合併升格有利。 

    官員指出，內政部長廖了以曾在 4月 15日備詢表示，台北縣單獨升格如果同意，到

103 年又得與北北基合併，縣民在 6年間，將經歷兩度行政改名的痛苦與負擔，包括身分證

件、戶籍資料等證照，都必須一改再改，政府也增加行政改名作業額外支出。顯見 4月中旬

中央還不同意北縣單獨升格，對照日前北縣得以單獨升格，顯見政策上作了很大轉彎，這與

周錫瑋的承諾大有相關。 

    廖了以昨天在行政院會後，再度與劉兆玄會面，說明內政部處理改制升格案的最新進

度，預定今天將改制審查結論、會議紀錄等送至行政院。行政院在改制案核定後，會對外說

明主要考量及審查委員的意見。237 

參、府際關係新局面的挑戰 

一、開啟中央與直轄市、縣市政府的府際關係新局面 

     2009年 6月 30日，《聯合報》記者李祖舜台北報導，1998年啟動「精省作業」後，

中央直接管轄所有的直轄市和縣市政府，差別只在於自治監督機關不同，能不能參加行政院

院會而已。2010年是縣市改制升格直轄市後與其他的縣市長一起改選的第一次選舉，開啟

我國行憲以來地方治理的新局面，中央要如何因應地方諸侯林立的新形勢，值得大家密切關

注。 

    行政院昨天(6/29)同意台南縣市合併升格，使得這波升格改制行動，出現藍綠平均分

配、統統有獎的結果。表面上來，馬政府打破原有「三都十五縣」的思維，改向「七大區

域」政策發展，頗有政治妥協的痕跡，而深究放榜結果，也代表台灣政經地圖將重新改版，

改寫中央與地方的互動關係。 

再加上劉揆暗示未來桃園縣可能接續升格，台灣從北到南四百公里路程，走一趟西海

岸，恐怕不到六、七十公里就會路過一個直轄市，這種政策決定，形同讓直轄市的獨特性遭

                                                 
237

 記者李順德台北報導，〈周錫瑋承諾併為「北都」北縣模式 台南升格機會〉，《聯合報》，2009 年 6 月 26

日，版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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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稀釋，未來的台灣新面貌，將不再是只看南北兩巨頭、而是被五大直轄市切割，自成相互

競爭的地方權力新中心。 

未來的中央政府，雖然不必面對過去台灣省長時代擔心「葉爾辛效應」，但顯然也難以

迴避土地、人口與資源都大幅提升的「戰國諸侯效應」，以這五個直轄市為中心產生的磁吸

效應，不但會讓周邊未能升格的縣市地位與競爭力更加邊緣化，也讓中央必須面臨這些逐步

擴大政經影響力的地方「藩鎮」政治壓力。 

    升格名單拍板，可說是中央與地方關係重新洗牌的起點，但也是政治角力的暖身戰。如

眾直轄市搶食財政分配大餅與地方政治菁英的權力歸屬問題，都將挑戰馬政府的智慧與決

心。廣開分封大門的結果，暫時解決朝野年底縣市長選戰僧多粥少的難題，但馬政府即將面

臨的，將是國土重畫後的新權力分配大戰。238 

二、推動直轄市與縣市的區域合作 馬總統提出「區域委員會」構想 

     2009年 7月 4日，《聯合報》記者李志德、李明賢、李順德連線報導，針對縣市改制

升格，馬英九總統昨天提出「區域委員會」構想，未來將利用這個委員會，協調鄰近縣市在

公共事務上達成一致做法。馬總統明確表示，北北基宜時機成熟可以合併；政府也不期待台

南縣市與高雄縣市合併，而是希望台南扮演雲嘉南主導的角色。 

    行政院長劉兆玄首度舉行跨部會會議，指示與改制有關的法案務必在下會期九月中旬前

送至立法院，改制後公務員的增額應有總量管制，不能無限擴張。為避免東部發展邊緣化，

經建會應提出「促進東部地區發展獎勵條例」。 

    經建會主委陳添枝表示將補助東部交通費、補助東部福利制度、加強東部公共建設及教

育設施等。 

    馬總統昨天在巴拿馬與記者茶敘，針對先前主張的「三都十五縣」，馬英九說，是三個

大都會區，北台、中台、南台是目前都市化程度最高、最有競爭力的地區，但因整合程度不

夠，尚未完全發揮。 

    馬總統表示，台北縣、台中縣市等改制案通過後，對其他縣市，劉兆玄採取的作法是避

免被邊緣化。政府原來構想要以區域委員會概念因應，過去他推動北台八縣市結盟就是這個

理念，區域與區域之間就某些項目採一致步調、具拘束力的作法。 

    馬總統強調，財政部將修正財政收支劃分法，改採公式入法，各縣市不論有無升格，會

                                                 
238 記者李祖舜台北報導，〈怪哉！60 公里 1 直轄市 諸侯分權戰 下齣戲碼〉，《聯合報》，2009 年 6 月 30 日，

版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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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比以前更多的補助，政府也會把餅做大。239 

    馬英九總統提出「區域委員會」構想的半年多以後，2010年 1月 18日，立法院修正

《地方制度法》增訂第 24-1、24-2、24-3條，賦予「區域合作組織」法源，馬英九總統的

構想終於得到實現。 

三、直轄市的「區」自治以「保障原住民自治」方式實現 

    2009年 7月 4日，《聯合報》記者唐孝民台北報導，隨著縣市升格改制案大勢底定

後，落實草根民主、實現「區」自治的呼聲日漸高漲。據了解，因應台北縣、台中縣市、台

南縣市與高雄縣市將於明年 12月 25日改制直轄市，行政院目前規畫提出地方制度法修正草

案，改制直轄市首屆區長，傾向由當選的直轄市長選擇績優的鄉鎮市長派任。 

    內政部長廖了以指出，落實區自治草根民主，是政府努力的理想目標，但目前沒有時間

表。他表示，要在明年底改制直轄市同時，進行區長民選，困難度相當高，主要原因就在於

目前北、高兩直轄市，並未實施區自治，北、高兩市區長皆由官派，若新的直轄市在明年底

同步進行直轄市長與區長直選，實施區自治，容易形成一國兩治的地方自治亂象。 

    四個將於明年底改制直轄市的首任民選直轄市長，99年至 103年第一屆 4 年任期內最

重要的工作，就是進行鄉鎮市(區)的整併工程，同時配合中選會進行選區重畫。廖了以說，

區自治是政府落實草根民主的重要方向與理想目標，但現階段因為北、高兩市的原因，全面

實施區自治確有難度，再加上鄉鎮市整併，屬於新任直轄市長的工作，不能不考量 4年過渡

期的可能，待台灣社會對區自治形成高度共識後，預期最快在 103年底的直轄市長選舉時，

即可同步進行區長民選，全面落實區自治的草根民主。 

    廖了以指出，內政部目前對於直轄市行政區規模，不存在主觀看法，目前鄉鎮市確有整

併必要，但要如何整併，必須尊重直轄市民以及交由社會形成最大共識。 

    廖了以強調，由於北、高兩市並未實施區自治，兩市區長皆由官派，若新的直轄市實施

區自治，容易形成一國兩治的地方自治亂象。240 

    上述直轄市的「區」自治問題，在四年多以後得到解決，2014年 1月 14日，立法院修

正《地方制度法》增訂第四章之一「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直轄市的「區」自治以「保障

原住民自治」方式實現。 

    2009年 8月，內政部長廖了以接受《遠見雜誌》專訪時指出，這次的縣市改制為台灣

                                                 
239 記者李志德、李明賢、李順德連線報導，〈協調縣市 馬提區委會構想〉，《聯合報》，2009 年 7 月 4 日，版

A4。 
240 記者唐孝民台北報導，〈廖了以 區自治沒時間表 區長民選難度高〉，《聯合報》，2009 年 7 月 4 日，版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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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勒出國土規劃和地方自治體制的新圖像，是為回應全球化的挑戰，也確定了國土空間的治

理架構，未來國土規劃將以三大生活圈為目標。政府也將因勢利導，建構七大區域治理平

台，促進區域均衡發展。241 

 

 

 

 

 

 

 

 

 

 

 

 

 

 

 

 

 

 

                                                 
241 記者林美姿台北報導，〈縣市升格 專訪 內政部長廖了以：台灣以後不會有二等公民〉，《遠見雜誌》278

期，2009 年 8 月，網址：http://www.gvm.com.tw/Boardcontent_152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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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結論 

    研究發現，「台灣民主化」不是完成式，而是進行式；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已建

立「憲政民主」和「定期改選」的形式條件，朝向「善治」和建立「關鍵績效指標」方向努

力。「台灣地方自治民主化」不是完成式，也是進行式；在「台灣地方自治民主化」過程

中，已建立「地方自治法制化」和「定期改選、機關對立、分權制衡」的形式條件，朝向

「跨域治理」和鼓勵「區域合作」的方向努力。 

    2009年 7月 2日，行政院院會通過，台北縣、台中縣市、高雄縣市、台南縣市自 2010

年 12年 25日升格為新北市、台中市、高雄市和台南市直轄市。在縣市改制升格直轄市政策

拍板定案後，未來台灣國土規劃、區域發展的輪廓也已浮現，國土規劃將建構北台灣、中台

灣、南台灣三大生活圈；區域發展則朝「北北基宜」、「桃竹苗」、「中彰投」、「雲嘉南」、「高

屏」、「花東」、「澎金馬」等七個區域均衡發展。這是二次戰後台灣行政區域更動幅度最大方

案，也是「地方自治民主化」的里程碑。 

    2009年 7月 3日，內政部長廖了以投書到《聯合報》民意論壇，為「地方自治新局」

做政策辯護。首先，他強調縣市改制升格直轄市的結果，並未違背馬英九總統「三都十五

縣」的競選政見，因為其精神正是著眼於「提升國家競爭力」及「區域均衡發展」，而不是

在縣市數目的多寡。行政院要以漸進方式推動台灣北、中、南三大生活圈的整體發展，並以

政策工具鼓勵地方政府進行跨縣市的區域治理，以及彌平城鄉差距。所謂政策工具，就是優

先補助跨縣市提出的整合型的區域計畫，而不贊成地方政府各自為政。 

    其次，台灣將逐漸形成北北基宜、桃竹苗、中彰投、雲嘉南、高屏、花東、澎金馬等七

個區域，如果區域中各縣市不願提出區域整合的計畫，行政院將不會挹注資源，甚至會主動

優先補助被忽略的地方縣市，因為台灣絕不容許出現二等公民。政府將主動規劃制定「東部

地區發展條例」（名稱暫定），並落實既有的「離島建設條例」，加強其醫療、教育、社會福

利、偏遠地區交通等輔助體系。對於原住民同胞的特殊處境與需要，除了既有的「原住民基

本法」之外，還要制定其他子法來加以照顧。 

    最後，在「均權制」原則下，中央與地方各司其職，經過事先審慎的規劃。一方面透

過縣市改制讓地方治理的能力增強，另一方面發揮中央政府應有的規劃、協調及領導角色。

這次改制後，許多重要的配套措施，包括財劃法、行政區劃法、選舉罷免法、公共債務法、

地方制度法等修正，及各個區域合作平台的成立等，都將在近期內陸續展開。政府對於直轄

市的組織員額，也會研擬配套措施務實檢討，避免不合理的擴張。再加上立法院修訂《地方

制度法》時，已經賦予「區域合作組織」法源，中央主管機關明確表示，將以政策工具，由

先補助跨縣市提出的整合型區域計畫，朝向「跨域治理」的方向努力，顯示台灣在歷史的關

鍵時刻，已經做出了關鍵性的抉擇，期待全民能夠通力合作，讓這次改制成為台灣蛻變成長

的重要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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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台灣民主化」對「台灣地方自治民主化」的影響 

    筆者認為，上述「地方自治新局」就是「台灣地方自治民主化」的里程碑，這是台灣憲

政革新和「台灣民主化」的結果，但「國際格局」對「台灣民主化」有影響。換言之，在

「國際格局」下的「台灣民主化」是自變項，民主化的「制度選擇」透過台灣憲政革新來實

現，進而決定「台灣地方自治民主化」(依變項)的內容；民主化「進程」的「制度選擇」形

成「制度變遷」(台灣憲政革新以修憲方式呈現)，「台灣地方自治民主化」(依變項)隨之

「制度變遷」(以修法方式呈現)。因此，筆者套用「同心圓」的概念，把「台灣地方自治民

主化」「鑲嵌」(embed)在「台灣憲政革新」、「台灣民主化」和「國際格局」的架構中，從

「全局圖像」(the whole picture)的角度俯瞰聚焦，以「歷史制度主義」觀點為工具，依

序說明「國際格局」、「台灣民主化」、「台灣憲政革新」和「台灣地方自治民主化」的從屬關

係，分析如下。 

壹、「國際格局」(international configuration) 

    「國際格局」是國際關係理論提出的概念，它是指「在一定的歷史發展週期內的國際關

係構成中，在國家利益和國家力量集合的基礎上，以主權國家和國家集團等戰略力量角色及

其組合形成相互聯繫、相互制約和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種結構狀態和局面」。 

    「國際格局」的演變規律有四個，分別是： 

一、一定歷史時期重要行為主體之間對比狀況及其變化，是國際格局形成變動的物質基礎。 

二、一定歷史時期重要行為主義對其利益的認識和考慮，不同利益的矛盾運動，是推動國際

格局演變的直接動因。 

三、國際格局的發展變化表現為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 

四、國際格局發展變化與一定的歷史發展階段相聯繫，表現為從低級走向高級，從不民主走

向民主的過程。「國際格局」的基本特徵是：相對的穩定性、角色的變動性、結構的層

次性。242 

    根據以上所述，「國際格局」指的是強權國家間的力量達到平衡，維持一段長時間的國

際秩序的穩定。「國際格局」的改變跟強權國家間的力量失衡有關，造成力量失衡的原因不

外乎外來的戰爭影響或自己國家的崩潰。 

    20世紀出現的第一次「國際格局」是一次戰後形成的，後來被二戰所改變；第二次

                                                 
242 互動百科，http://www.baike.com/wiki/國際格局，查閱日期：2015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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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格局」是二次戰後形成的，簡言之，就是美蘇為首的兩大集團對抗，隨後的「冷

戰」、「冷和」並沒有改變上述結構，上述結構後來被 1991年的蘇聯解體、1992 年的兩德統

一所改變；第三次「國際格局」是歐亞不同步，歐洲局勢以「歐盟」為核心繼續擴張，2005

年「歐盟」東擴後，只隔著白俄羅斯和烏克蘭，就要跟俄羅斯接壤，2014年 3 月克里米亞

舉行的「脫離烏克蘭加入俄羅斯」公投，就是俄羅斯總統普丁在背後大力支持的結果。 

    但亞洲局勢並未隨著 1991 年的蘇聯解體、1992年的兩德統一而改變，美國的國際戰略

方向調整為「重返亞太」後，跟中國出現微妙的緊張關係，在 2001年「911事件」後，中

美兩國在「聯合反恐」的共識下，形成共管亞洲的默契，「中華民國台灣」，或「台灣中華民

國」都沒有任何能力在東亞地區造成任何動盪與不安。 

    事實上，因為美蘇「冷戰」對抗緣故，美國在東亞的盟友，從南韓的朴正熙、台灣的蔣

介石到菲律賓的馬可仕，都是迫害人權、惡名昭彰的獨裁者，當時的美國政府眼中只有現實

利益，提供軍經援助給這些盟國領袖協助共同防禦共產集團的「擴張」行為，對於這些忠實

盟友對內的極權獨裁統治視若無睹，根本毫不在意。 

    1977年 1月 20日，美國總統卡特(Jimmy Carter)就職後，推動「人權外交」，美國政

府對這些堅實盟友的政策開始轉變，要求南韓、台灣和菲律賓當權者必須改善國內的人權條

件。卡特因為「伊朗人質危機」處理失當而連任失敗。1981年 1月 20日，美國總統雷根

(Ronald Reagan)就職後，對於「人權外交」政策雖未大幅更張，但其擴張軍備，強硬對抗

蘇聯，進而引發武器競賽的作法，被視為是日後拖垮蘇聯的關鍵因素。在雷根擴軍政策影響

下，國府對美軍備採購機會增加，因此國府被迫接受美國政府以「軍售換人權」的採購條

件，這一點可以由高雄「美麗島事件」後，受難人蘇慶黎被檢調人員偵訊時的放鬆，以及受

難人陳菊擔任高雄市長出訪美國時，美國國務院官員親口證實而得到佐證。 

    1984年 10月 15日，在美國加州發生「江南案」時，離總統大選投票日不到一個月，

競選連任的雷根總統發現他的堅實盟友給他捅了一個大婁子後，下定決心在選後必須加以整

頓。雷根總統連任成功後，開始大幅度調整對台政策。因為一個親美反共的民主政權，好過

一個親美反共的獨裁政權，也更符合美國政府的利益，雷根總統要求國民黨政府必須進行民

主改革，蔣經國總統除了被迫調整高層人事，指派專人組成五人小組跟美國政府調查小組會

商「江南案」如何善後外，也為日後「解除戒嚴」，開始「台灣民主化」工程埋下伏筆。 

貳、「台灣民主化」(Taiwan Democratization) 

促使蔣經國總統宣布「解嚴」的原因，施明德、許信良、朱高正、林濁水等人受訪時都

表示，最重要的關鍵因素就是上述美國政府對國民黨的施壓有關。此外，黨外人士前仆後繼

的抗爭行動，日積月累也產生了相當程度的影響。受訪人所指的黨外人士的抗爭，並不是武

裝起義或革命行動的作法，而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常見的示威遊行、參與選舉、議題抗

爭等社會動員方式，從 1979 年 1 月 22 日的「高雄橋頭示威事件」開始，這種街頭抗爭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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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一直是「台灣民主化」進程中，在野陣營的主流作法，甚至在 2000 年總統大選第一次

政黨輪替前，「議會路線」和「街頭路線」交互運用，甚至被在野陣營比喻為「剪刀理

論」，用以突破國民黨軍事戒嚴獨裁統治的思想指導綱領；2008年總統大選第二次政黨輪

替後，上述主張又悄悄地被在野陣營「資源回收再利用」，但因在野陣營曾經執政，卻不光

彩地下台，雖然老調重彈，卻很難死灰復燃。 

然而，就筆者的實務經驗來看，上述「剪刀理論」之所以能發揮「突破國民黨軍事戒嚴

獨裁統治的思想指導綱領」的威力，並不是主事者提出什麼高論或遠見，而是他們提出的議

題或主張能夠引起人民的共鳴，才能產生「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的大無畏勇氣，進而

發揮前仆後繼的影響；否則都只是曲高和寡的行為，頂多只是讓「同溫層」的夥伴互相取暖

而已。從情治單位退休的前調查局副局長高銘輝在退休後受訪指出，沒有吳泰安事件，就沒

有余登發案，也就不會有之後的橋頭鄉遊行、許信良桃園縣長被停職風波，美麗島事件也不

會提前來到。當然，接下來的軍法大審，也就不會發生。而當年為美麗島事件被告辯護的律

師由此結合，並成為現在反對勢力的中堅份子，這一切都應該可以說是受了余登發案直接或

間接地影響。…對余登發判刑與對許信良的停職，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是一種政治上的報

復。…我們把一個七十多歲的老人，以很勉強的理由送進監獄，這是執事者錯估了形勢，幫

了政府一個倒忙。如果當時是以和緩的方式來處理，藉機化解恩怨，歷史可能會改寫，至

少，反對運動不可能一下子就提升到沸點。」高銘輝認為，若不是國民黨錯估形勢，激怒民

心，「美麗島事件」不會發生，國民黨政權不會一瀉千里。 

    余登發父子被構陷、逮捕、判刑、坐牢的經過，對台灣社會民心造成很大的影響和衝

擊，究竟是什麼原因讓蔣介石父子在台灣以軍事戒嚴威權獨裁的統治方式恣意妄為呢？蔣氏

父子主政下的「自由中國」，有別於毛周領導下的「共產中國」，中華民國不是「行憲」了

嗎？中華民國憲法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到哪裡去了？知識分子更深層的省思，透過口，透過

筆，由「自由中國」雜誌投石問路，就像在深不可測的潭水中丟下一塊大石頭，它激盪起來

的水花和擴散開來的漣漪，填補了 1947年「二二八事件」後，一整個世代的台灣菁英被屠

殺後留下的缺憾，為日後「台灣民主化」進程做到了啟蒙、指引、打燈和照亮的作用。 

施明德、許信良、朱高正、林濁水等人受訪時都表示，1945 年台灣主權改變後，對土生

土長的台灣人而言，國民黨政府壟斷政治參與的說法是「中國史觀」或「殖民史觀」；反對者

與之對抗的信念是「台灣史觀」或「反殖民史觀」，但雙方的最大爭議點不是表面的史觀差異，

而是用史觀差異包裝的社會不公不義的情形。外來政權和本土菁英之間的對抗，形成「殖民

史觀」和「反殖民史觀」的歧見，進而形成「統、獨」這兩種國家認同想像的鬥爭。 

施明德進一步指出，蔣介石的「復行視事」根本是自立為王，國民黨軍事戒嚴體制在台

灣的統治就是「白色恐怖」下的黨國特權；林濁水表示，從公務員考選政策到國家資源分配，

都顯示蔣家政權搞族群政治的真面目。換言之，對抗獨裁統治下的社會不公不義，才是台灣

內部黨外陣營得以號召、廣納、團結所有反對力量，不論左右統獨的立場是否互斥都能冶於

一爐，因為「反對國民黨」是最大的社會公約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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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學者若林正丈指出，台灣人民跟國民黨政權的對抗，這是移民社會的多重族群，對

於「我群」和「他群」利益衝突時，心理層面的區別和思想武裝的內容，進而構成台灣「族

群政治」(ethno politics)的內涵。在 1945年以前的「族群政治」，是殖民者的日本帝國跟

被殖民者的漢族間的族群衝突；1945年以後的「族群政治」，是殖民者的國民黨政府跟被殖

民者的本省人族群間的族群衝突；台灣經過五十年的族群融合和發展認同，有可能出現想對

台灣殖民的中國政權跟反對中國殖民的台灣本土政權的族群衝突，這也許是台灣這個多重族

群的移民社會的歷史宿命。243 

    「自由中國」雜誌對「台灣民主化」進程產生的啟蒙、指引、打燈和照亮的作用，除了

「反攻無望論」外，更重要的是直指蔣氏父子軍事戒嚴威權統治的問題核心，那就是「動員

戡亂」不能做為「拒絕行憲」的藉口！既然中華民國已經完成「制憲」，也開始「行憲」，就

不能以「動員戡亂」為名，用一紙「戒嚴令」杜絕世人悠悠之口！「自由中國」雜誌編輯群

從自由主義出發，對蔣氏父子軍事戒嚴威權統治的批判，才是引起人民新的共鳴，產生新的

大無畏勇氣，發揮前仆後繼的精神，激發挑戰政治禁忌的勇氣，推動「台灣民主化」進程繼

續往前走的真正原因。 

    爭民主、爭自由、爭人權的精神火炬，就從「自由中國」接力往下傳，從「大學雜

誌」、「台灣政論」…等一路傳遞下去，除了辦雜誌宣揚理念，黨外陣營也積極投入各種大小

選舉，一直到施明德出獄後組織「全國黨外中央民意代表助選團總部」，「黨外」組織化雛形

才慢慢呈現。1978年 12月底，美國宣布將和北京建交，要與台北斷交，迫使蔣經國總統發

布緊急命令，中止即將投票的增額立委和國代選舉。在余登發父子冤案發生後，「黨外」陣

營重新集結，立委康寧祥籌備發行「八十年代」雜誌的同時，立委黃信介也籌備發行「美麗

島」雜誌，施明德擔任「美麗島」雜誌總經理後，構思透過「美麗島」雜誌社在全國各地的

分支機構，進行串連和發展組織工作，以「沒有黨名的黨」的形式運作，把「黨外」陣營的

組織檯面化運作，最後在國民黨政府「未暴先鎮，鎮而後暴」的策略下，釀成高雄「美麗

島」事件，隨之而來的「大逮捕」行動，引起來自海內外人權組織和個人的奔走串連和救

援，在蔣經國總統讓步的情形下，軍法審判得以公開進行，這是以美國為主的人權組織和個

人日後持續遊說美國國會與政府對國民黨政府施壓，協助推動「台灣民主化」的開始。 

    「美麗島事件」軍法大審得以公開進行，讓受難人抱持著赴義的心情，從容地當庭陳

述，他(她)們的主張透過媒體報導，宛如給台灣社會補上了一堂民主課。雖然在審判期間不

幸發生「林宅滅門血案」，但此事不但沒有達到統治者預期的「殺雞儆猴」的恫嚇效果，反

而激起台灣社會更大的民憤！1980年 12月，國民黨政府恢復兩年前因「中美斷交」而叫停

的增額中央民代選舉，台灣人民用選票平反「美麗島事件」，受刑人家屬周清玉、黃天福、

許榮淑、黃余綉鸞…等人紛紛高票當選！隨後的監委選舉，黨外省議員支持尤清當選第一席

                                                 
243 若林正丈著，洪郁如、陳培豐譯，薛化元審訂，2014，〈第一章 多重族群社會的台灣─歷史前提〉，《戰後

台灣政治史：中華民國台灣化的歷程》，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頁 3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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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外監委，打破賄選風氣，震驚政壇，成為美談！ 

    1981年 12月的地方議員選舉，黨外陣營以立委為主，輔以監委和國代，組成黨外助選

團，向社會各界共同推薦候選人，以「制衡」為訴求，強調「民主要制衡，制衡靠黨外」，

用「民主、進步、制衡」為共同訴求，在北高兩市議會和台灣省議會的當選席次大幅成長。

1983 年 12月增額立委選舉，林義雄的妻子方素敏、許信良的弟弟許國泰、張俊宏的妻子許

榮淑、余登發的媳婦余陳月瑛、「美麗島事件」辯護律師江鵬堅和張俊雄…等人也高票當

選，「黨外」陣營士氣大振。但這段期間，卻發生了「陳文成命案」、「王迎先命案」、「江南

案」，還是給社會和民心蒙上一層陰影，但「台灣民主化」進程並沒有因此而退卻或停滯。 

    智者的眼光是有穿透性的，歷史學者許冠三在 1951年 5月 1日出刊的《自由中國》雜

誌第四卷第九期發表的〈民主中國的障礙在哪裡？〉一文，質疑民主發展是否需要經濟發展

和教育普及做基礎，預告了後來歐美社會科學界對民主政治先決條件的爭論。美國政治社會

學大師李普塞(Seymour Martin Lipset)將經濟發展視為民主必要條件的經典論文〈民主的

社會條件〉(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大約十年後才出現；社會科學界對

這個理論的挑戰則是三十年之後，論點和許冠三類似。244 

    經過 1970到 1980年代的出口擴張和第二次進口替代，台灣從國家到民間已經累積了巨

大的財富，台灣的經濟發展已經成為「亞洲四小龍」之冠，上述許冠三先生的預言到了兌現

的時刻。在「黨外」陣營元氣逐漸恢復的同時，各種自力救濟的抗爭在台灣風起雲湧，從環

保、婦運、學運、老兵、原住民、士農工商各領域的抗爭層出不窮，不僅給予民眾自主學習

的機會，許多「黨外」雜誌有如雨後春筍般竄起，無人敢碰觸的政治禁忌開始面臨挑戰，當

中的佼佼者就是「自由時代」雜誌總編輯鄭南榕。 

    鄭南榕的外省二代身分和「思想行動家」的自許，讓他率先挑戰「解除戒嚴」、「二二

八」、「台灣獨立建國」、「組織台灣人的反對黨」等禁忌議題，並且結合群眾運動，一步步挑

戰言論禁忌，揭露蔣家內幕，揭發軍方弊端，甚至翻印導致「江南案」發生的「蔣經國

傳」，還有史上最嚴重的禁書─史明所寫的《台灣人四百年史》。不只是爭取百分之百的言論

自由，他還發起各種群眾運動打破政治禁忌。江鵬堅說：「鄭南榕這個人，從來不給我們好

日子過。」但江鵬堅也坦承，自己並不願意天天走鋼索、時時心驚膽戰；但是鄭南榕的目

標，卻又名正言順，他只好硬著頭皮上戰場。這種模式延續著，彼此相挺，是那個年代的生

命情調。鄭南榕為了追求「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最後以自焚方式殉道。245 

    當台灣島內持續不斷地打破政治禁忌的時候，「組黨」這個議題也悄悄地浮上檯面，經

過傅正的發動和串連，「黨外」組黨已經到了緊鑼密鼓的階段；流亡美國十年的許信良，在

望斷鄉關之際，也串連在美國的台灣同鄉，宣布組織「台灣民主黨」要遷黨回台，「自由時

代」雜誌的鄭南榕和江蓋世，是第一個和第二個傳真入黨申請書到美國的志願者。當台北市

                                                 
244 吳乃德，2013，《百年追求：台灣民主運動的故事，卷二：自由的挫敗》，台北：衛城，頁 29。 
245 吳乃德，2013，《百年追求：台灣民主運動的故事，卷二：自由的挫敗》，台北：衛城，頁 265-274。 

 



                                                                 第八章 結論 

195 

 

議員林正杰因為揭發國民黨籍市議員胡益壽違法向銀行超貸案件而被判刑，在入獄之前連續

十二天在台灣各地舉辦街頭狂飆活動，締造台灣解嚴前街頭運動的盛況，在他被捕入獄的第

二天，1986年 9月 28日，民主進步黨在蔣家統治圖騰的象徵「台北市圓山大飯店」宣布組

黨，從而醞釀另一波抗爭的開始。但蔣經國體察到「時代、環境、潮流」都已經改變的事

實，沒有下令動手抓人。隨後在接受美國華盛頓郵報專訪時，放出即將「解除戒嚴」的風聲

後，接下來通過立法院制定「國安三法」，做為「解除戒嚴」的前提，但一切還沒有就緒。 

    此時「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終於對台灣叩關了，1983年 8月 21日，菲律賓反對黨領袖

艾奎諾從美國搭機，經台灣轉機回馬尼拉，卻在機場遭人暗殺，事後還成為台北跟馬尼拉之

間航線中斷的理由；1986年 2月 16日，菲律賓總統大選，艾奎諾夫人指控馬可仕總統選舉

舞弊，「人民力量革命」運動迫使馬可仕總統下台流亡，2月 26日，艾奎諾夫人宣誓就職總

統，立即得到美國雷根政府的承認。1987年 6月 10日至 29日，韓國民眾抗議實施戒嚴的

軍政府獨裁者全斗煥的統治，在全國各地爆發大規模的抗爭行動，時稱「六月民主運動」，

這是繼 1960年「419革命」和 1980年「光州事件」兩次流血抗爭後，上百萬韓國民眾再度

在全國各地進行的示威抗議活動。 

學者吳乃德指出，反對黨的合法存在，透過公平競爭的選舉，可以跟執政黨以和平方式

競爭統治權力，是「民主化」最關鍵的核心價值。接下來要做的，就是恢復憲政功能，透過

「行憲」保障人民合法參政權利，進而透過定期改選，實踐「政黨輪替執政」的可能，在「第

三波」民主化浪潮下，有了「政黨輪替執政」還不夠，必須做到「政權和平轉移」，才符合「民

主鞏固」的原則，因為稚嫩的民主幼苗禁不起風雨的摧殘，隨時有可能早夭。 

學者陳陽德認為，「台灣民主化」過程之所以能比其他「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下的新興民

主國家來得平穩的原因，應歸功於自 1950 年以來在台灣地區實施的地方自治制度，它提供了

吸納社會新興勢力、滿足社會新興勢力參政要求、穩定社會秩序及培育人民民主文化等功能，

使政治鬥爭能在政治體系內以和平方式進行，有效地降低了執政者與反對者之間進行零和遊

戲式的毀滅性衝突的可能性。 

參、「台灣憲政革新」(Taiwan Constitutional Renovation) 

1987年 7月 15日零時起，蔣經國總統宣布解嚴，開啟「台灣民主化」進程。在蔣經國

總統過世後，李登輝總統繼任，繼續推動「台灣民主化」，這個過程並不是一氣呵成，也不

是一錘定音，而是幾經波折，有賴李登輝總統和許信良主席，分別以朝野領袖身分進行協商

和合作，經過 1990年的「國是會議」和 1996年的「國家發展會議」，這兩次體制外的、朝

野對話的、政黨協商的方式，形成改革共識，做成會議結論，由國民大會「修憲」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決定大方向，再由立法院「修法」落實後續工作。 

由於出席「國是會議」和「國家發展會議」的朝野領袖各有主張和立場的堅持，而且這

種體制外的、朝野對話的、政黨協商的政治性會議，不能用表決方式來做成決議，只能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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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異，不能堅持己見，因此沒有共識，就是寸步難行。在這樣的情形下，自 1991 年以來的

六次修憲軌跡，就是「台灣憲政革新」的艱辛歷程，它代表的就是「台灣民主化」的軌跡，

在改革成本和體制變動最小化的思考下，先由國民大會修憲，再由立法院修法，這個程序是

「台灣憲政革新」的「路徑依賴」，各階段的改革成果如下。 

一、「野百合學運」的抗爭，台灣「民主化」進程出現轉折 

    蔣經國總統過世，李登輝總統繼任，國民黨政權的資產和負債必須概括承受，李登輝總

統必須在這個既定框架下，繼續推行「台灣民主化」。如果沒有「萬年國會」藉機修憲擴權，

不會引發「野百合學運」的抗爭；沒有「野百合學運」的抗爭，「台灣民主化」進程就不會出

現轉折，這是熱血青年對台灣民主發展的重大貢獻。 

    1990 年 3 月 21 日，「萬年國會」支持李登輝和李元簇當選正副總統後；3 月 30日，「萬

年國會」的閉幕宣言表示，先擱置所有臨時條款修正案，等「國是會議」結束後，再召開臨

時會來處理。這份閉幕宣言顯得「棉裡藏針」，先對「野百合學運」的要求讓步，等「國是會

議」結束後，根據「中華民國憲法」體制，仍應交由國民大會召開臨時會再來處理。 

    「國是會議」凝聚的改革共識是「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回歸憲法」、「廢止《動員戡亂

時期臨時條款》(以下簡稱《憲法臨時條款》)」、「修憲以《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以下簡

稱《憲法增修條文》)名之」；程序以「一機關兩階段」的「修憲」方式進行。 

    「一機關兩階段」的「修憲」方式，是指由「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二次臨時會」先通過制

定「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再通過廢止「動員勘亂時期臨時條款」後，李登總總統公告

自 1991 年 5 月 1 日零時起「終止動員戡亂」。 

   配合「憲法增修條文」的公布施行，立法院於 1991 年 7 月 16 日三讀通過《公職人員選

舉罷免法》修正案，推動「國會全面改選」。8 月 2 日，總統(80)華總(一)義字第 3914 號

令，修正公布名稱及條文。 

二、「二屆國大」修憲，推動「地方自治法制化」 

    1991 年 12 月 21 日，第二屆國民大會代表順利選出，明年(1992 年)國大臨時會總席次

為 403 席；二屆國代選舉，國民黨的區域國代當選 197 席，加上不分區國代和增額國代後，

總席次為 318 席，比例超過四分之三。換言之，國民黨可以完全主導修憲方向，貫徹其修憲

而不制憲的政治立場。「二屆國大」對「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次修訂的重點，在於第十七條

「省縣地方制度」，也就是「地方自治法制化」的授權。 

根據「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和第五條第三項規定，以及立法院於 1991 年 7 月 16 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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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通過；8 月 2 日，總統(80)華總(一)義字第 3914 號令，修正公布 1992《公職人員選舉罷免

法》名稱及條文規定，中央選舉委員會在 1992 年 12 月 19 日，舉行第二屆立法委員選舉，

完成國會全面改選。這次立委選舉的應選名額為 161 席，分為 119 席區域，6 席原住民，30

席全國不分區，6 席僑居國外國民。 

1993 年 2 月 1 日，第二屆立法委員宣誓就職後，開啟中華民國憲政發展史的新頁。根

據第二屆國民大會三讀通過的「憲法增修條文」第十七條規定，於 1994年 7月 7日，三讀

通過「省縣自治法」與「直轄市自治法」全文，完成「地方自治法制化」工作。7 月 29

日，總統(83)華總(一)義字第 4395 號令公布施行。自 1945 年以來，以行政命令做為台灣地

區實施地方自治，金馬地區實施戰地政務的「一國三制」情形正式走入歷史。 

三、「二屆國大」修憲，推動總統直接民選 

    1994年7月28日，第二屆國民大會」舉行「第四次臨時會」三讀通過「中華民國憲法增

修條文」第十二條修正案，規定：「總統、副總統由中華民國自由地區全體人民直接選舉

之，自中華民國八十五年第九任總統、副總統選舉實施。…」。 

四、國、民兩黨在「三屆國大」合作修憲，落實「國家發展會議」共識 

    為落實「國家發展會議」的共識，國民黨和民進黨合作，「第三屆國民大會」對「憲法

增修條文」進行第四次修訂，其主要內容為：行政院長由總統直接任免，無須立法院同意；

立法院通過對行政院長不信任案後 10 日內，總統諮詢立法院長後，得宣告解散立法院；總

統犯內亂罪或外患罪，由立法院行使彈劾權；行政院向立法院提請覆議的通過門檻降為二分

之一；自第四屆立法院開始，立法委員總額增加為 225 人；司法院設大法官 15 人，並以其

中一人為院長，一人為副院長，自民國 92 年起實施，司法院大法官任期 8 年，不分屆次，

個別計算，並不得連任；增列司法獨立預算條款；停止台灣省自治，省設省政府、省諮議

會，省主席、省府委員、省諮議會議員，均由行政院長提請總統任命之；充實基本國策，增

列扶植中小型經濟事業條款，取消教科文預算下限，增列肯定多元文化，並積極維護發展原

住民族語言及文化之規定。 

肆、「台灣地方自治民主化」(Taiwan Local Self-Government Democratization) 

「台灣民主化」進程，決定了「地方自治民主化」的內容；透過「修憲」確認「台灣民

主化」的大原則，再經由「修法」落實「地方自治民主化」。1990年的「國是會議」和 1996

年的「國家發展會議」對於「地方自治民主化」的共識，在「修憲」後，由立法院「修法」

加以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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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完成「省縣自治法」的「直轄市自治法」的制定，並修改「公職選罷法」，於

1994 年完成省(市)長民選。 

其次，制定「台灣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行條例」，於 1998年推動「精省作

業」；廢止「省縣自治法」和「直轄市自治法」，改訂「地方制度法」做為地方自治的依據。 

第三，增訂「準直轄市」條款，賦予人口數超過兩百萬人的縣，在未完成升格直轄市

前，在府會編制、財政規模和財政收支劃分上，得以適用「直轄市」標準。台北縣在 2007

年開始適用，桃園縣在 2010 年開始適用。 

第四，增訂「行政區劃」條款，做為縣市改制升格直轄市的法源。2009年 7月 2日，

行政院院會通過台北縣、台中縣市、台南縣市、高雄縣市自 2010年 12月 25日改制升格為

直轄市。未來國土規劃將形成「三大生活圈、七大區域」的地方新局。 

第五，增訂「區域合作組織」條款，鼓勵跨縣市的區域合作，中央政府將優先補助跨縣

市提出的整合型的區域計畫，而不贊成地方政府各自為政。 

    第六，增訂「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條款，直轄市的「區」自治透過「保障原住民自

治」得以實現。 

伍、小結 

    筆者認為，從「國際格局」角度來看，美國一直是國民黨政府維繫政權的重要支柱，因

為「美援」，國民黨政府得以支撐到抗戰勝利；因為美國「袖手旁觀」，國民黨政府只能撤守

台灣；因為「國際格局」需要，美國重新「援華」，將台灣納入西太平洋防禦體系，更簽訂

《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做為新的對華政策；所以美國有能力，也有實力左右國民黨政府在台

內政。從國際關係理論的現實主義角度來看，只有永恆的利益，沒有永恆的朋友；由此可

知，至於美國政府要不要干預國民黨政府在台內政，關鍵是國民黨政府在台內政是否妨礙了

美國政府的利益？如果國民黨政府在台內政妨礙了美國政府的利益，例如「江南案」，因為

美國壓力夠大，所以蔣經國總統才會說：「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國民黨政府

因而讓「台灣民主化」進程啟動。 

蔣經國總統宣布「解嚴」是「台灣民主化」進程的開端，造成國民黨軍事戒嚴威權統治

的這座冰山崩解的原因，除了美國對國民黨的施壓有關外，施明德、許信良、朱高正、林濁

水等人受訪時都表示，黨外人士前仆後繼的抗爭行動，日積月累也產生了相當程度的影響。

受訪人所指的黨外人士的抗爭，並不是武裝起義或革命行動的作法，而是「第三波」民主化

浪潮常見的示威遊行、參與選舉、議題抗爭等社會動員方式。 

黨外人士的作法某種程度上得到美國的默許和支持，因為此舉並不妨礙美國的利益。施

明德在受訪時強調，「黨外」陣營的領導菁英，在戒嚴時期對國民黨政府的抗爭總是小心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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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地，因為不能造成失控，一方面是國民黨一直宣傳「共產黨、海外台獨、島內黨外」是

「三合一」敵人，不能讓國民黨用「第五縱隊」當藉口把「黨外」陣營連根拔起；另一方面

是 1945年台灣主權改變後，在「二二八事件」前夕，美國政府戰略服務處(OSS，美國 CIA

前身)曾建議美國政府應在兩週內撤離此地，否則應促使中方離開這裡，由我們佔領此

地，…。246因為「國際格局」需要，美國重新「援華」，將台灣納入西太平洋防禦體系，更

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做為新的對華政策，進而在台灣駐軍，「黨外」也不能讓台灣像

菲律賓一樣，由美國取代國民黨政府，繼續扮演外來政權殖民的角色。換言之，受到美國主

導的「國際格局」影響，國民黨政府「解除戒嚴」，啟動「台灣民主化」；但「台灣民主

化」的「制度選擇」並未受「國際格局」的影響而決定走向，這是筆者要加以說明的地方。 

    「台灣民主化」的「制度選擇」，在蔣經國總統過世，李登輝總統繼任後，原本在國民黨

政府的既定框架下來推行「台灣民主化」。但「萬年國會」藉機修憲擴權，引發「野百合學運」

的抗爭；「野百合學運」的抗爭，改變了「台灣民主化」進程方向，熱血青年對台灣民主發展

的重大貢獻，讓「制度選擇」方式有了改變。李登輝總統主政期間，分別召開了「國是會議」

和「國家發展會議」，邀請朝野領袖與會以凝聚改革共識，這種「體制外的政治協商」先行，

再「體制內的修憲修法」，則是「台灣民主化」的「制度選擇」新方向。「台灣民主化」的「制

度選擇」結果，則是透過國民大會「修憲」方式來進行「台灣憲政革新」。 

「萬年國會」選舉李登輝總統連任後，回應社會期待召開「國是會議」，「國是會議」

的大多數出席者對於「台灣地方自治民主化」的安排，依序是「地方自治法制化」、「行政

區域重新調整縮小台灣省幅員」、「省(市)長民選」等目標。由於「二屆國大」選舉結果，

國民黨控制四分之三以上席次可以主導修憲；「二屆立委」選舉結果，國民黨控制過半數席

次，國民黨內中生代接班競逐，把「台灣地方自治民主化」安排應符合其政治利益的想像，

視為理所當然，大家普遍認為，民選台灣省長是距離民選總統最近的位子，政治算計的過

程，蹉跎了「行政區域重新調整縮小台灣省幅員」的作業時間，最後以現狀進行省(市)長民

選。但國民大會同時修憲，決定總統直接民選，預先消除「葉爾辛效應」，接下來的問題就

是「台灣省要不要虛級化？」以及「台灣省幅員要不要縮小？」的問題了。 

1996年 3月，總統直接民選後，「台灣民主化」基礎工程大致已經完成，接下來的重

點就是「台灣地方自治民主化」。「國家發展會議」的大多數出席者對於「台灣地方自治民

主化」的主張，依序是「虛省、凍省或廢省」、「廢除鄉鎮市自治」、「行政區域重新調

整」、「增加縣(市)長人事權」、「修改財劃法、地方稅法通則、規費法等配套措施」和

「增加自治法規專章、強化縣(市)政府功能」等安排。由於「三屆國大」選舉結果，國、民

兩黨必須合作修憲，才能跨過國大代表總額四分之三的門檻，因此在「國家發展會議」召開

時，民進黨代表以「理性決策」為基礎，提出「提高行政效率、減少經費支出、降低財政負

擔」等理由，把「虛省、凍省或廢省」做為主訴求，貫穿三個會議分組的發言，對於「國家

發展會議」形成「停止五項選舉」的共識產生關鍵性的作用。可能是策略性思考的關係，除

                                                 
246 蔡丁貴譯，南西 許 佛列明著，2009，《豬去狗來：二二八前夕 美國情報檔案解密》，台北：前衛。 

 



台灣地方自治民主化之研究：歷史制度主義觀點 

200 

 

了「虛省、凍省或廢省」這個議題外，民進黨代表對「台灣地方自治民主化」其他議題的發

言不多，有關「廢除鄉鎮市自治」、「行政區域重新調整」、「增加縣(市)長人事權」、

「修改財劃法、地方稅法通則、規費法等配套措施」和「增加自治法規專章、強化縣(市)政

府功能」等主張，多半是其他黨派與會代表的意見。 

    2000年總統大選，第一次政黨輪替後，「台灣憲政革新」議題大致落實，但「台灣地方

自治民主化」還有努力空間，此刻重點是「行政區域重新劃分」。在第一次政黨輪替前，國

民黨推動「政府再造」政策，「先政府層級簡化」(「精省」和「廢止鄉鎮市自治」)，「再行

政區域重新劃分」，這個規劃因為總統大選失利而走入歷史。陳水扁總統就職後，民進黨政

府推動「三個第三」政見的落實，卻因黨內最大地方諸侯蘇貞昌爭取台北縣優先於台中縣市

改制升格直轄市，不惜以辭職相脅而停擺；但最令人意外的是，2007年 5月初，在行政院

長蘇貞昌即將卸任前，國民黨籍台北縣長周錫瑋成功遊說立法院修改「地方制度法」，增訂

「準直轄市」條款，讓台北縣率先適用，看似提升政府層級，擴大編制和預算規模，但缺乏

相關配套措施，中央政府回應牛步，實際上的「權、錢」增加程度並不如預期。 

    2008年總統大選，第二次政黨輪替，「台灣地方自治民主化」有待突破的「行政區域重

新劃分」正式啟動，雖然內政部最初是以馬英九總統競選政見的「三都十五縣」做為改革藍

圖，但因立法院修改「地方制度法」，增訂「行政區劃」條款，堅持各縣(市)一體適用，最

後內政部聘請專家學者組成審議委員會，受理各縣(市)改制升格直轄市的申請案件，2009

年 7月 2日，行政院院會通過台北縣、台中縣市、台南縣市和高雄縣市自 2010 年 12月 25

日改制升格直轄市的決議，未來國土規劃朝向「三大生活圈、七大區域」方向發展，推動區

域合作，重新定義中央與地方、地方間的府會關係，開創地方自治的新局面。 

第二節 歷史制度主義的分析 

筆者套用學者郭承天所提「新制度論的應用架構」對本研究主題進行分析，說明如下： 

(一) 本研究的解釋項是「台灣民主化」的「制度選擇」，被解釋項是「台灣地方自治民主

化」的「制度變遷」。筆者主張：「台灣民主化」的「制度選擇」，對「台灣地方自治民

主化」的「制度變遷」造成影響。因此，首先要確定「台灣民主化」的定義、特徵、

動力和模式；其次檢視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對「台灣地方自治民主化」的影

響；第三，「台灣民主化」不同階段的「制度選擇」，對「台灣地方自治民主化」的

「制度變遷」造成什麼影響。 

從「台灣民主化」進程發現，從蔣經國、李登輝、陳水扁到馬英九，因為政治理念、

宗教信仰或政治算計等原因的不同，這些領導人都想主導「台灣民主化」的方向，就

是杭廷頓說的「轉型」模式，由執政者主導進行的，由上而下的「民主化」。事實上，

「台灣民主化」卻是「錯位」模式，由執政者與反對者共同參與，合作妥協而進行的

「民主化」；但「台灣民主化」不是「取代」模式，由反對者主導進行的，由下而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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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化」。「錯位」模式代表「制度選擇」不是「一言堂」，透過民主協商機制，會有

各種可能性。 

蔣經國總統的思考，是把「解嚴」、「動員戡亂體制」和「臨時條款體制」當作三件事

來處理，從「歷史制度主義」觀點來看，這是他以軍事戒嚴威權體制的餘威堅持「路

徑依賴」的運作方式，也就是可以「解嚴」，但「動員戡亂體制」和「臨時條款體制」

必須維持，這是他「想像的」「中華民國體制」，因為「反共復國大業未竟」，「凡我國

人同胞必須堅持到底」。因此，他的布局是：「解嚴」前須先制定「動員戡亂時期國家

安全法」，否則無法對抗「三合一敵人」；「解嚴」後的「民主化」必須在「臨時條款體

制」下進行，否則會有「亡黨亡國」的危險。但他的安排，隨著他的過世，整個走樣

了。 

李登輝總統繼任後，原本在國民黨政府的既定框架下來推行「台灣民主化」。但「野百

合學運」的抗爭，改變了「萬年國會」主導的方向，讓「台灣民主化」的「制度選擇」

方式有了改變。李登輝總統主政期間，分別召開了「國是會議」和「國家發展會議」，

邀請朝野領袖與會以凝聚改革共識，這種「體制外的政治協商」先行，再「體制內的修

憲修法」，則是「台灣民主化」的「制度選擇」新方向。但沒有「行政區域重新調整縮

小台灣省幅員」，就現況進行「省(市)長民選」的現實，則是證明不同的「制度選擇」，

直接影響「台灣地方自治民主化」的「制度變遷」內容。 

陳水扁總統主政時，原本意氣風發地推動「三個第三」政見的落實，卻沒想到黨內最大

地方諸侯蘇貞昌為爭取台北縣改制升格直轄市，不惜以辭職相脅，導致「三個第三」的

落實功虧一簣。2007 年 5 月初，在行政院長蘇貞昌即將卸任前，國民黨籍台北縣長周

錫瑋成功遊說立法院修改「地方制度法」，增訂「準直轄市」條款讓台北縣率先適用的

作法，則是證明行動者(周錫瑋)對權力的敏感度(民進黨執政，但國民黨在立法院過半)，

在有限理性下，讓周錫瑋達成目標了，看似提升政府層級，擴大編制和預算規模，但缺

乏相關配套措施，中央政府回應牛步，實際上的「權、錢」增加程度並不如預期。這是

不同的「制度選擇」方式，改變了「台灣地方自治民主化」的方向。 

馬英九總統就職後，原本以「三都十五縣」的競選政見，做為「行政區域重新劃分」的

藍圖，但因立法院修改「地方制度法」，增訂「行政區劃」條款，堅持各縣(市)一體適

用，再加上「升格直轄市」是縣市政府擺脫治理窘境的捷徑，因此躍躍欲試者眾，最後

內政部只能以聘請專家學者組成審議委員會，受理各縣(市)改制升格直轄市申請案件的

方式來擺平地方諸侯，「三都十五縣」的構想後來變成「三大生活圈、七大區域」的結

果，再次證明不同的「制度選擇」方式，改變了「台灣地方自治民主化」的方向。 

(二) 本研究的主要行動者是指台灣的執政者及其盟友，還有反對者及其盟友。以 2000 年總

統大選的政黨輪替為分水嶺，還可以分為兩個階段來討論，在政黨輪替前，李登輝總

統召開過兩次體制外的政治性會議：「國是會議」和「國家發展會議」，邀請朝野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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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凝聚改革共識，再透過體制內的修憲和修法來落實改革共識。在政黨輪替後，

因為執政者和反對者的角色互換，所以施政的優先選項也不相同；2008 年總統大選，

台灣發生第二次政黨輪替，執政者和反對者的角色再度互換。因此在「台灣民主化」

過程中，不同時期的不同執政者，所做的「制度選擇」是什麼？對地方自治民主化的

「制度變遷」是什麼？不同的政黨來執政，自然會有政治歧見，但有沒有不受政黨輪

替影響的共識存在？如果有，他們的共識是什麼？這是本研究想進一步探究的問題。 

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下，杭亭頓所說的「取代」模式是台灣唯一沒有出現的「民

主化」方式。雖然 2000 年總統大選，出現第一次政黨輪替，但民進黨並未掌握立法院

的過半數席次，從而落實反對者主導的，由下而上的「民主化」；2004年總統大選，陳

水扁總統在「兩顆子彈」的爭議中連任，民進黨贏得立法院第一大黨地位，卻未能組

成國會多數聯盟，進而主導「台灣民主化」方向。因此，上述本研究的主要行動者，

台灣的執政者及其盟友，還有反對者及其盟友，在 2000 年總統大選後的分合，只能侷

限在個人政治利害算計的層面，跟「台灣民主化」的「制度選擇」，造成「地方自治民

主化」的「制度變遷」的大方向改變不一樣，因為「國是會議」共識的落實，在國民

黨掌握「二屆國大」四分之三多數席次時進行修憲，「以現狀進行省(市)長民選」，在

國民黨中生代接班競逐的算計中過關，並且完成了「總統直接民選」的修憲工作。這

個階段，因為勝劵在握，國民黨沒有分裂的問題；「總統直接民選」得以入憲，民進黨

別無所求。 

但「國家發展會議」共識的落實，因為「三屆國大」國民黨只有過半數席次，必須跟

民進黨合作才能跨越國大代表總額四分之三的修憲門檻，通過「虛省、凍省或廢省」

議題對國民黨人士而言沒有心理障礙的原因，一方面是落實尚未實現的「國是會議」

共識，二方面是「中生代聯合防宋」，三方面是「健全縣(市)政府功能」或「縣(市)升

格直轄市」比大家打破頭去爭一個「看得到卻吃不到」的台灣省長來得實惠。通過

「虛省、凍省或廢省」議題對民進黨人士而言沒有心理障礙的原因，一方面是落實尚

未實現的「國是會議」共識，二方面是自己長期的主張或政策，三方面是國民黨有求

於我，「要五毛，給一塊」何樂不為？這個階段，是國民黨內的「中生代聯合防宋」集

團跟民進黨人士的結盟跟挺宋集團的對抗，挺宋集團和新黨人士的力量加總，仍然無

法改變方向，這就是李登輝總統在 1996 年「六月政改」後約見民進黨主席許信良的原

因，他毫不避諱地告訴許信良，民進黨做了一件對不起台灣的事情，「二月政改，六月

政改，一票要到一億多，這是什麼政改？」李許兩人的會面，為國民黨和民進黨的合

作打開了空間，也為台灣歷史的走向，寫下一個關鍵的轉折。 

(三) 本研究的主要行動者的資源是什麼？由於「台灣民主化」過程比其他「第三波」民主

化浪潮下的新興民主國家來得穩定和迅速，台灣學界大多同意，這是實施半世紀的地

方自治經驗所累積政治文化，讓反對者在抗爭時不會採取零和遊戲式的衝突性毀滅。

再加上台灣「民主化」後的總統大選，已經出現兩次政黨輪替，在野者只要贏得總統

大選，就能借助執政資源發動改革。因此，主要行動者的資源來自於掌握執政權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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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動國家資源來落實政見以解決政治爭議。 

國民黨政府在台灣透過「軍事戒嚴」、「動員戡亂體制」和「臨時條款體制」，長期壟斷

政經資源，所以學術界研究台灣政治發展，長期套用「恩庇侍從理論」(the patron-

client theory)的模式來解釋國民黨政府跟台灣地方派系之間「垂直互惠」關係，國

民黨政府壟斷政治參與管道，並且以「胡蘿蔔」(給予特許利益)和「棒子」(軍警情特

機關偵伺)來支配政治地方派系，在 1991年「國會全面改選」前具有相當的解釋力。

1991年「國會全面改選」後，「恩庇侍從理論」逐漸失去解釋力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

政治參與管道壟斷情形被打破；二是地目變更和不動產的獲利情形遠遠超過以前國民

黨政府的「胡蘿蔔」(給予特許利益)，國民黨政府收買的吸引力降低；三是媒體開放

和司法獨立讓以前國民黨政府的「棒子」(軍警情特機關偵伺)失去威脅效果。 

上述情形是「台灣民主化」最關鍵的核心價值，因為反對黨的合法存在，透過公平競爭

的選舉，可以跟執政黨以和平方式競爭統治權力，透過定期改選，「政黨輪替執政」的

可能性就會出現，但是有了「政黨輪替執政」還不夠，必須做到「政權和平轉移」，才

能符合「民主鞏固」的要求，進而「深化民主」的可能。 

 (四) 本研究的主要行動者之間的制度性關係是什麼？筆者認為，這可以分為兩個範疇來討

論。第一個範疇是國家內部憲法層次的統攝性制度安排，主要透過修憲方式來確保改革

成果。由於修憲的高門檻，因此朝野必須取得共識才有辦法提出修憲案，這是「台灣民

主化」的「制度選擇」結果。相反地，如果朝野無法取得共識，修憲案就無法成立，不

會把「台灣民主化」進程往前推，不會出現新的「制度選擇」結果，這個原則是「台灣

民主化」後所形成的社會共識，也是朝野必須遵守的遊戲規則。 

    第二個範疇是國家內部法律層次的垂直性權力安排，主要透過立法院進行修法以理順修

憲後的垂直性權力安排，調整中央與地方，地方與地方間的權限劃分。這個制度性關係

的安排是單向的、垂直的、不可逆的，不會發生推翻修憲結果的情形；但有可能出現修

法停滯的情形，例如國發會共識中，有關停止五項選舉的安排，迄今只完成停止國大代

表選舉，停止省長、省議員選舉這三件事，但有關停止鄉鎮市自治的決議，已屆滿 20

年卻遲遲沒有進度，就是修法停滯的最佳例證。 

上述在「國際格局」的影響下，美國對國民黨的施壓；黨外人士前仆後繼的抗爭行動，

促使國民黨政府「解除戒嚴」，啟動「台灣民主化」。蔣經國總統過世，李登輝總統繼

任，歷經「終止動員戡亂」，「制定國統綱領」，「制定增修條文」等階段，恢復憲政功

能。李登輝總統主政期間，分別召開了「國是會議」和「國家發展會議」，邀請朝野領

袖與會以凝聚改革共識，這種「體制外的政治協商」先行，再「體制內的修憲修法」，

完成了上述第一個範疇，憲法層次的制度性安排，以修憲方式來確保改革成果。 

根據「修憲」結果，進行「國會全面改選」，「二屆立委」產生後，依序推動「地方自治

法制化」、「省(市)長民選」、制定「台灣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行條例」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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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省作業」、制定「地方制度法」取代「省縣自治法」與「直轄市自治法」、修改「地

方制度法」增訂「準直轄市」條款、修改「地方制度法」增訂「行政區劃」條款、縣市

改制升格直轄市、未來國土規劃朝向「三大生活圈、七大區域」方向發展、推動區域合

作等，完成了上述第二個範疇，法律層次的垂直性權力安排，以立法院修法方式來進

行。 

此外，根據民主憲政運作的原則，台灣現行的法律規範，給予主要行動者的制度性關係

還有公民投票制度，姑且不論其法律規定是否合理？至少公投結果對於行政和立法機關

的決策具有約束和矯正的效果。 

(五)本研究的主題是：《台灣民主化的制度選擇》對《台灣地方自治民主化的制度變遷》的

影響。筆者認為，除非台灣發生主權改變的情形，造成「民主崩潰」或「民主倒退」，

否則「台灣民主化」過程將是不可逆的情形，有如離開月台的火車，會在軌道上繼續往

前開，只到下一個月台靠站為止。因此，不論是新制度論的任何一種觀點來解析《台灣

民主化的制度選擇》以及《台灣地方自治民主化的制度變遷》，不管主要行動者的決策

依據是歷史制度主義強調的「路徑依賴」和「回報遞增」原則；或是理性制度主義強調

的「理性思考」和「資訊不對稱」原則；或是社會學制度主義強調的「文化因素」和

「公平正義」原則，並不會改變「民主化」過程，頂多是「民主低能」或「民主停滯」

的情形，只要「定期改選」和「政權和平轉移」的原則發揮功能，國家體制就會繼續保

持運作。 

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下，固然有許多新興民主國家完成「民主化」，但完成「民主

化」並不能保證「政黨輪替執政」和「政權和平轉移」。換言之，新興民主國家「民主

化」還有「民主鞏固」和「民主深化」的工作要落實，不然就會出現「民主倒退」或

「民主崩潰」的問題，這是不能忽略或視而不見的問題。 

學者陳陽德認為，「台灣民主化」過程比其他新興民主國家來得平穩的原因，應歸功於

自 1950 年以來在台灣地區實施的地方自治制度，提供台灣人民「實習」和「練習」民

主的經驗，但沒有人能回答或保證，過去民主實踐成功的經驗，就能保證台灣未來不會

出現「民主倒退」或「民主崩潰」的問題，這些問題要怎麼預防它發生呢？ 

學者吳乃德指出，台灣民主運動的故事，為何值得述說？為何值得記憶？它提供的最重

要啟示或許是：人的努力在歷史變革中、在成就合理的社會中的重要角色。…我們當然

不能、也不應否認外在結構和趨勢的重要性。都市化的確帶來運動所需要的「群眾」，教

育普及確實培養出能呼應民主訴求的公民，戰後新生代的出現確實生產了民主運動的支

持者，外國(特別是美國)的干預確實引導獨裁者對民主運動的收斂和節制。這些因素都讓

民主運動更容易。可是缺乏民主運動者的組織、領導、動員，這些因素都不可能自動產生

作用，而終於導致獨裁者對民主讓步、或被群眾推翻。台灣民主運動的故事，特別清楚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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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人的意志之重要性。247 

綜合上述，要防止台灣未來出現「民主倒退」或「民主崩潰」的問題，最重要的關鍵是

培養人的自由意志。外在結構和趨勢固然提供了孕育民主發展的土壤，但是如果沒有人

的自由意志，一切的可能性都不會發生。國家、政府、領導者信奉民主憲政的基本態

度，應該是維護人的尊嚴、價值和信念；民主憲政如果無法捍衛這些概念，就無異於君

主專制和獨裁暴政的體制，這就是台灣人民多年努力打拼的目的。哲學家漢娜•鄂蘭提

到少數人在納粹迫害猶太人浩劫中的勇敢表現時說：「政治上的教訓是：大多數人在恐

懼中會屈服，可是有些人不會。…人道上的教訓則是：我們無須要求更多，光是如此，

就足以讓地球適合人類居住。」248 

第三節 發現與展望 

    綜合學者薄慶玖、張正修和董保城等人關於「地方自治」的說明，地方自治的實施，必

須具備「在憲法及法律授權下，依法劃定國家領土的一部分，在上級政府的指揮監督下，依

法選舉地方公職人員，以地方的資源處理地方事務，並且受上級政府委託辦理委辦事項」等

條件，這些條件缺一不可，否則地方自治將無法實施。 

    以上所述，跟中華民國憲法第 108 條第 1 項第 1 款〈省縣自治通則〉跟同條同項第 2 款

〈行政區劃〉的規定相關，這是「台灣地方自治民主化」的核心價值，也是 1990 年「國是會

議」的共識，「國是會議」大多數出席者認為，應該「先行政區域重新調整，縮小台灣省幅員

後」，「再舉行省(市)長民選」，因此「多省制」也好，「多市制」也罷，都是「行政區域重新

調整」的方法而已；這也是 1996年「國家發展會議」的共識，「國家發展會議」大多數出席

者認為，「停止台灣省自治後」，接下來就是「行政區域重新調整」和「強化縣(市)功能」的

規劃。由此可知，「台灣地方自治民主化」多年來努力的方向和目標一直沒變，筆者從歷史制

度主義觀點來檢視上述主題的發現與展望如下： 

壹、「台灣民主化」的「路徑依賴」是中華民國憲政體制 

一、中華民國憲政體制是最大公約數 

    二戰結束，美國總統杜魯門派遣馬歇爾元帥來華調停國共內戰，馬歇爾元帥的努力雖未

成功，卻促使中華民國在 1946 年 12 月 25 日完成「制憲」，在 1947 年 1 月 1 日公布《中華

民國憲法》全文，於 1947 年 12 月 25 日正式「行憲」，這是中華民國「民主化」的里程碑。 

    1949 年，內戰失利，國府播遷來台，以「戒嚴」、「動員戡亂體制」、「臨時條款體制」維

                                                 
247 吳乃德，2013，《百年追求：台灣民主運動的故事，卷二：自由的挫敗》，台北：衛城，頁 307-308。 
248 吳乃德，2013，《百年追求：台灣民主運動的故事，卷二：自由的挫敗》，台北：衛城，頁 313-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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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軍事戒嚴威權獨裁的統治，從《自由中國》雜誌與雷震組黨事件、中壢事件、中美斷交，

蔣經國總統宣布停止增額中央民代選舉、余登發父子因「吳泰安匪諜案」雙雙被捕、《美麗島》

雜誌社的籌組與運作、高雄「美麗島事件」與軍法大審、高雄「美麗島事件」受刑人家屬與

辯護律師團高票當選民意代表、「江南案」發生、「民進黨」成立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反對者

的訴求都是要求「行憲」。 

    在美國政府壓力和「黨外」人士持續不斷的抗爭下，1987 年 7 月 15 日零時起，蔣經國

總統宣布「解除戒嚴」。1988 年 1 月 13 日，蔣經國總統過世，李登輝總統繼任，「動員戡亂

體制」和「臨時條款體制」仍是指導「台灣民主化」的方針。但因「萬年國會」擴權，引發

「野百合學運」抗爭，「台灣民主化」的「制度選擇」出現改變。李登輝總統主政期間，分

別召開了「國是會議」和「國家發展會議」，邀請朝野領袖與會以凝聚改革共識，這種「體

制外的政治協商」先行，再「體制內的修憲修法」，是「台灣民主化」的「制度選擇」新方

向，但中華民國憲政體制是最大的公約數。 

二、「初始條件」的訴求就是「恢復憲政體制運作」 

「自由中國」主張的「自由」、「民主」、「人權」，都是憲法保障的人民基本權利。反對

國民黨政府軍事戒嚴威權獨裁的統治，就是要求落實中華民國憲法對基本人權的保障，這是

推動「台灣民主化」的「初始條件」，它的內涵就是「恢復憲政體制運作」，不是「重新制

憲」，因為「制憲」完成，「行憲」開始，只是憲政體制被「戒嚴」、「動員戡亂體制」、「臨時

條款體制」等條件凍結了，從「自由中國」以來的訴求，就是「恢復憲政體制運作」。 

三、「恢復憲政體制運作」，朝野衝突降低，就是「回報遞增」的證明 

在「戒嚴」、「動員戡亂體制」、「臨時條款體制」等束縛未解除前，國民黨對「黨外」人

士的批評，集中在街頭抗爭和國會朝野衝突等事件；在「戒嚴」、「動員戡亂體制」、「臨時條

款體制」等束縛解除後，街頭抗爭和國會朝野衝突事件明顯減少，顯見「恢復憲政體制運

作」就是「回報遞增」，強化了朝野領袖維護憲政體制運作的信心。 

貳、「國是會議」和「國家發展會議」是「台灣民主化」的「斷續均衡」 

一、「歷史遺緒」(historical legacies)影響主要行動者的決策判斷 

    「修憲而不制憲」、「保留台灣省」、「反對台獨」、「中國非中共」、「三民主義統一中

國」、「國家統一綱領」…等主張，都是「台灣民主化」過程中，影響國民黨決策的「歷史遺

緒」，到底誰會在乎國民黨這些堅持？美國人？日本人？中共政權？台灣人民？筆者認為，

恐怕只有國民黨自己在乎這些東西，因為這些「歷史遺緒」只是「藉口」(excuse)，用來鞏

固既得利益的說法而已，就像蔣經國總統搶先向來訪的美國《華盛頓郵報》發行人葛蘭姆夫

人表示即將宣布「解嚴」一樣，但他的思考是把「解嚴」、「動員戡亂體制」和「臨時條款體

制」當作三件事來處理，這是蔣經國總統受到「歷史遺緒」影響，以軍事戒嚴威權統治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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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堅持「路徑依賴」的決策思考運作方式，也就是可以「解嚴」，但「動員戡亂體制」和

「臨時條款體制」必須維持，這是他「想像的」「中華民國體制」，因為「反共復國大業未

竟」，「凡我國人同胞必須堅持到底」。因此，他的布局是：「解嚴」前須先制定「動員戡亂時

期國家安全法」，否則無法對抗「三合一敵人」；「解嚴」後的「民主化」必須在「臨時條款

體制」下進行，否則會有「亡黨亡國」的危險。但他的安排，隨著他的過世，整個走樣了。 

    相對而言，李登輝總統就充滿彈性，沒有受到「歷史遺緒」的影響，因「萬年國會」擴

權，引發「野百合學運」抗爭，「台灣民主化」的「制度選擇」出現改變。李登輝總統主政

期間，分別召開了「國是會議」和「國家發展會議」，邀請朝野領袖與會以凝聚改革共識，

這種「體制外的政治協商」先行，再「體制內的修憲修法」，為「台灣民主化」創造新的

「制度選擇」方向，李登輝總統採取跟蔣經國總統不同的作法，但仍然沒有偏離中華民國憲

政體制，這是李登輝總統高明的作法。 

二、「關鍵時刻」(critical juncture)必須迅速決策，然後勇於負責 

蔣經國總統宣布「解嚴」是面臨內外交迫的強大壓力下的決定，因為時間、上帝都不站

在他那邊。李登輝總統推動「台灣民主化」，在「關鍵時刻」總是迅速決策，然後勇於負

責。從「國是會議」到「國家發展會議」的召開。從「地方自治法制化」、「省(市)長民

選」、「總統直接民選」、「精省作業」、「九二一地震頒布緊急命令」，都顯示了他在「關鍵時

刻」決策的勇氣與魄力，因為他知道時機稍縱即逝。「二屆國大」選舉結果揭曉，國民黨掌

握超過四分之三的多數席次，可以主導修憲，他就決定自己幹了；但「三屆國大」選舉結果

揭曉，國民黨只有過半數席次，無法主導修憲，他馬上向民進黨主席許信良伸出橄欖枝，尋

求國、民兩黨合作修憲，從「台灣民主化」到「台灣地方自治民主化」的制度變遷過程中，

李登輝總統的決策模式是掌握「關鍵時刻」最佳證明。 

三、正確決策並執行，「斷續均衡」得以「自我強化」(self-reinforcing) 

「治大國如烹小鮮」，憲政體制若能有效運作，不需要改弦更張，因為「一動不如一

靜」。為什麼要推動「台灣民主化」？因為沒有「自由」、「民主」和「人權」，日子很難過下

去。為什麼要推動「台灣地方自治民主化」？因為在這塊土地上，每個人的機會和立足點應

該平等，不能有人是「二等公民」。 

    因為沒有「自由」、「民主」和「人權」，所以要推動「台灣民主化」，這就讓憲政體制

出現了「斷續平衡」的可能性，但是「中斷」、「被挑戰」或「被打斷」，不見得能順利「重

新連結」、「被尊重」或「被復原」，這跟主要行動者能否在「關鍵時刻」發揮影響力，做出

正確決策，說服同儕加以執行，進而走出敗局，完成上述「迴圈」(loop)過程，就能對「斷

續平衡」產生「自我強化」效果，這個情形就像英國歷史學家湯恩比(Arnold Joseph 

Toynbee)在其巨著《歷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中所提出來的觀點：「文明得以崛起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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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在於，它在包含精英領袖的少數創造者的領導下成功地應對了環境的挑戰。」249 

參、「台灣民主化」和「台灣地方自治民主化」仍持續進行中 

    把「台灣民主化」經驗拿來跟民主先進國家相比，我們已經建立了「憲政民主制度」，

但「憲政民主經驗」的積累還不夠，導致我們的「憲政民主治理」距離「善治」(good 

governance)還有很大的努力空間。換言之，「台灣民主化」屬於「進行式」，不是「完成

式」，受到「台灣民主化」影響的「台灣地方自治民主化」，仍在持續進行中。 

    因此，「台灣民主化」下一階段的目標，是「深化民主」和「鞏固民主」，目的在於創造

「善治」，為「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的維持和運作奠定基礎。「台灣地方自治民主

化」下一階段的目標，則是落實「跨域治理」，由「中心城市」(直轄市)扮演「領頭羊」的

角色，帶動「次中心」和「區域」的整體發展，這是 2010年 1月 18日，立法院修正《地方

制度法》，增訂第 24-1、24-2、24-3條規定，賦予「區域合作組織」法源的原因；也是

2009 年 6月 23日，內政部審查通過「6縣市合併升格改制直轄市」後，內政部長廖了以以

讀者投書方式，向台灣社會宣告，行政院要以漸進方式推動台灣的北、中、南三大生活圈的

整體發展，並以政策工具鼓勵地方政府進行跨縣市的區域治理，以及弭平城鄉差距的原因。

所謂政策工具，就是優先補助跨縣市提出的整合型區域計畫，而不贊成地方政府各自為政。

由此可知，我們的「憲政民主制度」還有很大的努力空間。 

    筆者對本研究的假設是：「台灣民主化」的「制度選擇」，對「台灣地方自治民主化」的

「制度變遷」造成影響。但是筆者在研究過程中，證實了陳陽德的看法，「台灣民主化」過

程之所以能比其他「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下的新興民主國家來得平穩的原因，應該歸功於自

1950 年以來在台灣地區實施的地方自治制度，它提供了吸納社會新興勢力、滿足社會新興

勢力參政要求、穩定社會秩序、培育民主素養和民主實習等功能，使得政治鬥爭能在政治體

系內以和平方式進行，有效地降低了執政者與反對者之間進行「零和遊戲」式、互相毀滅的

衝突的可能性。因此，筆者的研究假設，應該修正為「台灣民主化」與「台灣地方自治民主

化」互相影響，呈現「螺旋前進的改革面貌」。換言之，沒有「台灣地方自治民主化」的長

期經驗在先，「台灣民主化」過程難以平和進行在後；沒有「台灣民主化」過程解除禁錮在

前，「台灣地方自治民主化」難以「輕舟已過萬重山」在後。這個情景正是南宋詩人楊萬里

的〈桂源鋪〉，這首七言絕句所說的「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日夜喧，到得前頭山腳

盡，堂堂溪水出前村。」 

 

                                                 
249 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 湯恩比 歷史研究，查閱日期：2015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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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第一次《憲法增修條文》    1991年 5 月 1日總統令公布施行 

為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依照憲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一百七十四條第一款

之規定，增修本憲法條文如左： 

第一條  國民大會依左列規定選出之，不受憲法第二十六條及第一百三十五條之限制： 

一、自由地區每直轄市、縣市各二人，但其人口逾十萬人者，每增加十萬人增一

人。 

二、自由地區平地山胞及山地山胞各三人。 

三、僑居國外國民二十人。 

四、全國不分區八十人。 

前項第一款每直轄市、縣市選出之名額及第三款、第四款各政黨當選之名額，在五

人以上十人以下者，應有婦女當選名額一人，超過十人者，每滿十人應增婦女當選

名額一人。 

第二條  立法院立法委員依左列規定選出之，不受憲法第六十四條之限制： 

一、自由地區每直轄市、縣市各二人，但其人口逾二十萬人者，每增加十萬人增

一人；逾一百萬人者，每增加二十萬人增一人。 

二、自由地區平地山胞及山地山胞各三人。 

三、僑居國外國民六人。 

四、全國不分區三十人。 

前項第一款每直轄市、縣市選出之名額及第三款、第四款各政黨當選之名額，在五

人以上十人以下者，應有婦女當選名額一人，超過十人者，每滿十人應增婦女當選

名額一人。 

第三條  監察院監察委員由省、市議會依左列規定選出之，不受憲法第九十一條之限制： 

一、自由地區台灣省二十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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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由地區每直轄市各十人。 

三、僑居國外國民二人。 

四、全國不分區五人。 

前項第一款台灣省、第二款每直轄市選出之名額及第四款各政黨當選之名額，在五

人以上十人以下者，應有婦女當選名額一人，超過十人者，每滿十人應增婦女當選

名額一人。 

省議員當選為監察委員者，以二人為限；市議員當選為監察委員者，各以一人為

限。 

第四條  國民大會代表、立法院立法委員、監察院監察委員之選舉罷免，依公職人員選舉罷

免法之規定辦理之。僑居國外國民及全國不分區名額，採政黨比例方式選出之。 

第五條  國民大會第二屆國民大會代表應於中華民國八十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選出，其任期

自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一月一日起至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國民大會第三屆於第八任總

統任滿前依憲法第二十九條規定集會之日止，不受憲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之限

制。 

依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增加名額選出之國民大會代表，於中華民國八十二年一月

三十一日前，與國民大會第二屆國大代表共同行使職權。 

立法院第二屆立法委員及監察院第二屆監察委員，應於中華民國八十二年一月三十

一日前選出，均自中華民國八十二年二月一日開始行使職權。 

第六條  國民大會為行使憲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三款之職權，應於第二屆國民大會代表選

出後三個月內由總統召集臨時會。 

第七條  總統為避免國家或人民遭遇緊急危難或應付財政經濟上重大變故，得經行政院會議

之決議發布緊急命令，為必要之處置，不受憲法第四十三條之限制。但須於發布

命令後十日內提交立法院追認，如立法院不同意時，該緊急命令立即失效。 

第八條  動員戡亂時期終止時，原僅適用於動員戡亂時期之法律，其修訂未完成程序者，得

繼續適用至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七月三十一日止。 

第九條  總統為決定國家安全有關大政方針，得設國家安全會議及所屬國家安全局。 

        行政院得設人事行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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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二項機關之組織均以法律定之，在未完成立法程序前，其原有組織法規得繼續適

用至中華民國八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十條  自由地區與大陸地區間人民權利義務關係及其他事務之處理，得以法律為特別之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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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第二次《憲法增修條文》    1991年 5 月 28日總統令公布施行 

第十一條  國民大會職權除依憲法第二十七條之規定外，並依增修條文第十三條第一項、第

十四條第二項及第十五條第二項之規定，對總統提名之人員行使同意權。 

前項同意權之行使，由總統召集國民大會臨時會為之，不受憲法第三十條之限

制。 

國民大會集會時，得聽取總統國情報告，並檢討國是，提供建言；如一年內未

集會，由總統召集臨時會為之，不受憲法第三十條之限制。 

國民大會代表自第三屆國民大會代表起，每四年改選一次，不適用憲法第二十

八  條第一項之規定。 

第十二條  總統、副總統由中華民國自由地區全體人民選舉之，自中華民國八十五年第九任

總統、副總統選舉實施。 

前項選舉之方式，由總統於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五月二十日前召集國民大會臨時

會，以憲法增修條文定之。 

總統、副總統之任期，自第九任總統、副總統起為四年，連選得連任一次，不適

用憲法第四十七條之規定。 

總統、副總統之罷免，依左列之規定： 

一、由國民大會代表提出之罷免案，經代表總額四分之一之提議，代表總額三分

之二之同意，即為通過。 

二、由監察院提出之彈劾案，國民大會為罷免之決議時，經代表總額三分之二之

同意，即為通過。 

副總統缺位時，由總統於三個月內提名候選人，召集國民大會臨時會補選，繼任

至原任期屆滿為止。 

總統、副總統均缺位時，由立法院院長於三個月內通告國民大會臨時會集會補選

總統、副總統，繼任至原任期屆滿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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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  司法院設院長、副院長各一人，大法官若干人，由總統提名經國民大會同意任命

之，不適用憲法第七十九條之有關規定。 

司法院大法官，除依憲法第七十八條之規定外，並組成憲法法庭審理政黨違憲之

解散事項。 

政黨之目的或其行為，危害中華民國之存在或自由民主之憲政秩序者為違憲。 

第十四條  考試院為國家最高考試機關，掌理左列事項，不適用憲法第八十三條之規定： 

一、考試。 

二、公務人員之銓敘、保障、撫卹、退休。 

三、公務人員任免、考績、級俸、陞遷、褒獎之法制事項。 

考試院設院長、副院長各一人，考試委員若干人，由總統提名經國民大會同意任

命之，不適用憲法第八十四條之規定。 

憲法第八十五條有關按省區分別規定名額，分區舉行考試之規定，停止適用。 

第十五條  監察院為國家最高監察機關，行使彈劾、糾舉及審計權，不適用憲法第九十條及

第九十四條有關同意權之規定。 

監察院設監察委員二十九人，並以其中一人為院長，一人為副院長，任期六年，

由總統提名經國民大會同意任命之。憲法第九十一條至九十三條，增修條文第三

條，及第四條、第五條第三項有關監察委員之規定，停止適用。 

監察院對於中央、地方公務人員及司法院、考試院人員之彈劾案，須經監察委員

二人以上之提議，九人以上之審查及決定，始得提出，不受憲法第九十八條之限

制。 

監察院對於監察院人員失職或違法之彈劾，適用憲法第九十五條、第九十七條第

二項及前項之規定。 

監察院對於總統、副總統之彈劾案，須經全體監察委員過半數之提議，全體監察

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決議，向國民大會提出，不受憲法第一百條之限制。 

監察委員須超出黨派以外，依據法律獨立行使職權。 

憲法第一百零一條及第一百零二條之規定，停止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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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條  增修條文第十五條第二項之規定，自提名第二屆監察委員時施行。 

第二屆監察委員於中華民國八十二年二月一日就職，增修條文第十五條第一項及

第三項至第七項之規定，亦自同日施行。 

增修條文第十三條第一項及第十四條第二項有關司法院、考試院人員任命之規

定，自中華民國八十二年二月一日施行。中華民國八十二年一月三十一日前之提

名，仍由監察院同意任命，但現任人員任期未屆滿前，無須重新提名任命。 

第十七條  省、縣地方制度，應包含左列各款，以法律定之，不受憲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一項

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二條至第一百一十五條及第一百二十二條之限制： 

一、省設省議會，縣設縣議會，省議會議員、縣議會議員分別由省民、縣民選舉

之。 

二、屬於省、縣之立法權，由省議會、縣議會分別行之。 

三、省設省政府，置省長一人，縣設縣政府，置縣長一人，省長、縣長分別由省

民、縣民選舉之。 

四、省與縣之關係。 

五、省自治之監督機關為行政院，縣自治之監督機關為省政府。 

第十八條  國家應獎勵科學技術發展及投資，促進產業升級，推動農漁業現代化，重視水資

源之開發利用，加強國際經濟合作。 

經濟及科學技術發展，應與環境及生態保護兼籌並顧。 

國家應推行全民健康保險，並促進現代和傳統醫藥之研究發展。 

國家應維護婦女之人格尊嚴，保障婦女之人身安全，消除性別歧視，促進兩性地

位之實質平等。 

國家對於殘障者之保險與就醫、教育訓練與就業輔導、生活維護與救濟，應予保

障，並扶助其自立與發展。 

國家對於自由地區山胞之地位及政治參與，應予保障；對其教育文化、社會福利

及經濟事業，應予扶助並促其發展。對於金門、馬祖地區人民亦同。 

國家對於僑居國外國民之政治參與，應予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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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第三次《憲法增修條文》    1994年 8 月 1日總統令公布施行 

為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依照憲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一百七十四條第一款

之規定，增修本憲法條文如左： 

第一條  國民大會依左列規定選出之，不受憲法第二十六條及第一百三十五條之限制： 

一、自由地區每直轄市、縣市各二人，但其人口逾十萬人者，每增加十萬人增一

人。 

二、自由地區平地山胞及山地山胞各三人。 

三、僑居國外國民二十人。 

四、全國不分區八十人。 

前項第三款及第四款之名額，採政黨比例方式選出之。第一款每直轄市、縣市選出

之名額及第三款、第四款各政黨當選之名額，在五人以上十人以下者，應有婦女當

選名額一人，超過十人者，每滿十人應增婦女當選名額一人。 

國民大會之職權如左，不適用憲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之規定： 

一、依增修條文第二條第七項之規定，補選副總統。 

二、依增修條文第二條第九項之規定，提出總統、副總統罷免案。 

三、依增修條文第二條第十項之規定，議決監察院提出之總統、副總統彈劾案。 

四、依照憲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一百七十四條第一款之規定，修改憲

法。 

五、依照憲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及第一百七十四條第二款之規定，複決立

法院所提之憲法修正案。 

六、依增修條文第四條第一項、第五條第二項、第六條第二項之規定，對總統提

名任命之人員，行使同意權。 

國民大會依前項第一款及第四款至第六款規定集會，或有國民大會代表五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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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請求召集會議時，由總統召集之；依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之規定集會時，由

國民大會議長通告集會，國民大會設議長前，由立法院院長通告集會，不適用憲

法第二十九條及第三十條之規定。 

國民大會集會時，得聽取總統國情報告，並檢討國是，提供建言；如一年內未集

會，由總統召集臨時會為之，不受憲法第三十條之限制。 

國民大會代表自第三屆國民大會代表起，每四年改選一次，不適用憲法第二十八

條第一項之規定。 

國民大會第二屆國民大會代表任期至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五月十九日止，第三屆國

民大會代表任期自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五月二十日開始，不適用憲法第二十八條第

二項之規定。 

國民大會自第三屆國民大會起設議長、副議長各一人，由國民大會代表互選之。

議長對外代表國民大會，並於開會時主持會議。 

國民大會行使職權之程序，由國民大會定之，不適用憲法第三十四條之規定。 

任期自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五月二十日開始，不適用憲法第二十八條第二項之規

定。 

第二條  總統、副總統由中華民國自由地區全體人民直接選舉之，自中華民國八十五年第九

任總統、副總統選舉實施。總統、副總統候選人應聯名登記，在選票上同列一組

圈選，以得票最多之一組為當選。在國外之中華民國自由地區人民返國行使選舉

權，以法律定之。 

總統發布依憲法經國民大會或立法院同意任命人員之任免命令，無須行政院院長

之副署，不適用憲法第三十七條之規定。 

總統為避免國家或人民遭遇緊急危難或應付財政經濟上重大變故，得經行政院會

議之決議發布緊急命令，為必要之處置，不受憲法第四十三條之限制。但須於發

布命令後十日內提交立法院追認，如立法院不同意時，該緊急命令立即失效。 

總統為決定國家安全有關大政方針，得設國家安全會議及所屬國家安全局，其組

織以法律定之。 

總統、副總統之任期，自第九任總統、副總統起為四年，連選得連任一次，不適

用憲法第四十七條之規定。 

副總統缺位時，由總統於三個月內提名候選人，召集國民大會補選，繼任至原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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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屆滿為止。 

總統、副總統均缺位時，由行政院長代行其職權，並依本條第一項補選總統、副

總統，繼任至原任期屆滿為止，不適用憲法第四十九條之有關規定。 

總統、副總統之罷免案，須經國民大會代表總額四分之一之提議，三分之二之同

意後提出，並經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總額過半數之投票，有效票過半數同意

罷免時，即為通過。 

監察院向國民大會提出之總統、副總統彈劾案，經國民大會代表總額三分之二同

意時，被彈劾人應即解職。 

第三條  立法院立法委員依左列規定選出之，不受憲法第六十四條之限制： 

一、自由地區每直轄市、縣市各二人，但其人口逾二十萬人者，每增加十萬人增

一  人；逾一百萬人者，每增加二十萬人增一人。 

二、自由地區平地山胞及山地山胞各三人。 

三、僑居國外國民六人。 

四、全國不分區三十人。 

前項第三款、第四款名額，採政黨比例方式選出之。第一款每省、直轄市選出之名

額及第三款、第四款各政黨當選之名額，在五人以上十人以下者，應有婦女當選名

額一人，超過十人者，每滿十人應增婦女當選名額一人。 

第四條  司法院設院長、副院長各一人，大法官若干人，由總統提名經國民大會同意任命

之，不適用憲法第七十九條之有關規定。 

司法院大法官，除依憲法第七十八條之規定外，並組成憲法法庭審理政黨違憲之

解散事項。 

政黨之目的或其行為，危害中華民國之存在或自由民主之憲政秩序者為違憲。 

第五條  考試院為國家最高考試機關，掌理左列事項，不適用憲法第八十三條之規定： 

一、考試。 

二、公務人員之銓敘、保障、撫卹、退休。 

三、公務人員任免、考績、級俸、陞遷、褒獎之法制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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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院設院長、副院長各一人，考試委員若干人，由總統提名經國民大會同意任

命之，不適用憲法第八十四條之規定。 

憲法第八十五條有關按省區分別規定名額，分區舉行考試之規定，停止適用。 

第六條  監察院為國家最高監察機關，行使彈劾、糾舉及審計權，不適用憲法第九十條及第

九十四條有關同意權之規定。 

監察院設監察委員二十九人，並以其中一人為院長，一人為副院長，任期六年，

由總統提名經國民大會同意任命之。憲法第九十一條至九十三條之規定，停止適

用。 

監察院對於中央、地方公務人員及司法院、考試院人員之彈劾案，須經監察委員

二人以上之提議，九人以上之審查及決定，始得提出，不受憲法第九十八條之限

制。 

監察院對於監察院人員失職或違法之彈劾，適用憲法第九十五條、第九十七條第

二項及前項之規定。 

監察院對於總統、副總統之彈劾案，須經全體監察委員過半數之提議，全體監察

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決議，向國民大會提出，不受憲法第一百條之限制。 

監察委員須超出黨派以外，依據法律獨立行使職權。 

憲法第一百零一條及第一百零二條之規定，停止適用。 

第七條  國民大會代表及立法委員之報酬或待遇，應以法律定之。除年度通案調整者外，單

獨增加報酬或待遇之規定，應自次屆起實施。 

第八條  省、縣地方制度，應包含左列各款，以法律定之，不受憲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一項第

一款、第一百一十二條至第一百一十五條及第一百二十二條之限制： 

一、省設省議會，縣設縣議會，省議會議員、縣議會議員分別由省民、縣民選舉

之。 

二、屬於省、縣之立法權，由省議會、縣議會分別行之。 

三、省設省政府，置省長一人，縣設縣政府，置縣長一人，省長、縣長分別由省

民、縣民選舉之。 

四、省與縣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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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省自治之監督機關為行政院，縣自治之監督機關為省政府。 

第九條  國家應獎勵科學技術發展及投資，促進產業升級，推動農漁業現代化，重視水資源

之開發利用，加強國際經濟合作。 

經濟及科學技術發展，應與環境及生態保護兼籌並顧。 

國家對於公營金融機構之管理，應本企業化經營之原則；其管理、人事、預算、

決算及審計，得以法律為特別之規定。 

國家應推行全民健康保險，並促進現代和傳統醫藥之研究發展。 

國家應維護婦女之人格尊嚴，保障婦女之人身安全，消除性別歧視，促進兩性地

位之實質平等。 

國家對於殘障者之保險與就醫、教育訓練與就業輔導、生活維護與救濟，應予保

障，並扶助其自立與發展。 

國家對於自由地區山胞之地位及政治參與，應予保障；對其教育文化、社會福利

及經濟事業，應予扶助並促其發展。對於金門、馬祖地區人民亦同。 

國家對於僑居國外國民之政治參與，應予保障。 

第十條  自由地區與大陸地區間人民權利義務關係及其他事務之處理，得以法律為特別之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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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第四次《憲法增修條文》    1997年 7 月 21日總統令公布施行 

為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依照憲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一百七十四條第一款

之規定，增修本憲法條文如左： 

第一條  國民大會依左列規定選出之，不受憲法第二十六條及第一百三十五條之限制： 

一、自由地區每直轄市、縣市各二人，但其人口逾十萬人者，每增加十萬人增一

人。 

二、自由地區平地山胞及山地山胞各三人。 

三、僑居國外國民二十人。 

四、全國不分區八十人。 

前項第三款及第四款之名額，採政黨比例方式選出之。第一款每直轄市、縣市選出

之名額及第三款、第四款各政黨當選之名額，在五人以上十人以下者，應有婦女當

選名額一人，超過十人者，每滿十人應增婦女當選名額一人。 

國民大會之職權如左，不適用憲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之規定： 

一、依增修條文第二條第七項之規定，補選副總統。 

二、依增修條文第二條第九項之規定，提出總統、副總統罷免案。 

三、依增修條文第二條第十項之規定，議決監察院提出之總統、副總統彈劾案。 

四、依照憲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一百七十四條第一款之規定，修改憲

法。 

五、依照憲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及第一百七十四條第二款之規定，複決立

法院所提之憲法修正案。 

六、依增修條文第四條第一項、第五條第二項、第六條第二項之規定，對總統提

名任命之人員，行使同意權。 

國民大會依前項第一款及第四款至第六款規定集會，或有國民大會代表五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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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請求召集會議時，由總統召集之；依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之規定集會時，由

國民大會議長通告集會，不適用憲法第二十九條及第三十條之規定。 

國民大會集會時，得聽取總統國情報告，並檢討國是，提供建言；如一年內未集

會，由總統召集臨時會為之，不受憲法第三十條之限制。 

國民大會代表自第三屆國民大會代表起，每四年改選一次，不適用憲法第二十八

條第一項之規定。 

國民大會設議長、副議長各一人，由國民大會代表互選之。議長對外代表國民大

會，並於開會時主持會議。 

國民大會行使職權之程序，由國民大會定之，不適用憲法第三十四條之規定。 

第二條  總統、副總統由中華民國自由地區全體人民直接選舉之，自中華民國八十五年第九

任總統、副總統選舉實施。總統、副總統候選人應聯名登記，在選票上同列一組

圈選，以得票最多之一組為當選。在國外之中華民國自由地區人民返國行使選舉

權，以法律定之。 

總統發布行政院院長與依憲法經國民大會或立法院同意任命人員之任免命令及解

散立法院命令，無須行政院院長之副署，不適用憲法第三十七條之規定。 

總統為避免國家或人民遭遇緊急危難或應付財政經濟上重大變故，得經行政院會

議之決議發布緊急命令，為必要之處置，不受憲法第四十三條之限制。但須於發

布命令後十日內提交立法院追認，如立法院不同意時，該緊急命令立即失效。 

總統為決定國家安全有關大政方針，得設國家安全會議及所屬國家安全局，其組

織以法律定之。 

總統於立法院通過對行政院院長之不信任案後十日內，經諮詢立法院院長後，得

宣告解散立法院。但總統於戒嚴或緊急命令生效期間，不得解散立法院。立法院

解散後，應於六十日內舉行立法委員選舉，並於選舉結果確認後十日內自行集

會，其任期重新起算。 

總統、副總統之任期，自第九任總統、副總統起為四年，連選得連任一次，不適

用憲法第四十七條之規定。 

副總統缺位時，由總統於三個月內提名候選人，召集國民大會補選，繼任至原任

期屆滿為止。 

總統、副總統均缺位時，由行政院長代行其職權，並依本條第一項補選總統、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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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繼任至原任期屆滿為止，不適用憲法第四十九條之有關規定。 

總統、副總統之罷免案，須經國民大會代表總額四分之一之提議，三分之二之同

意後提出，並經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總額過半數之投票，有效票過半數同意

罷免時，即為通過。 

立法院向國民大會提出之總統、副總統彈劾案，經國民大會代表總額三分之二同

意時，被彈劾人應即解職。 

第三條  行政院院長由總統任命之。行政院長辭職或出缺時，在總統未任命行政院院長前，

由行政院副院長暫行代理。憲法第五十五條之規定，停止適用。 

行政院依左列規定，對立法院負責，憲法第五十七條之規定，停止適用： 

一、行政院有向立法院提出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之責。立法委員在開會時，有向

行政院院長及行政院各部會首長質詢之權。 

二、行政院對於立法院決議之法律案、預算案、條約案，如認為有窒礙難行時，

得經總統之核可，於該決議案送達行政院十日內，移請立法院覆議。立法院對

於行政院移請覆議案，應於送達十五日內作成決議。如為休會期間，立法院應

於七日內自行集會，並於開議十五日內作成決議。覆議案逾期未決議者，原決

議失效。覆議時，如經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一以上決議維持原案，行政院長應

即接受該決議。 

三、立法院得經全體立法委員三分之一以上連署，對行政院院長提出不信任案。

不信任案提出七十二小時後，應於四十八小時內以記名投票表決之。如經全體

立法委員二分之一以上贊成，行政院院長應於十日內提出辭職，並得同時呈請

總統解散立法院；不信任案如未獲通過，一年內不得對同一行政院院長再提不

信任案。 

國家機關之職權、設立程序及總員額，得以法律為準則性之規定。 

各機關之組織、編制及員額，應依前項法律，基於政策或業務需要決定之。 

第四條  立法院立法委員自第四屆起二百二十五人，依左列規定選出之，不受憲法第六十四

條之限制： 

一、自由地區直轄市、縣市一百六十八人。每縣市至少一人。 

二、自由地區平地原住民及山地原住民各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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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僑居國外國民八人。 

四、全國不分區四十一人。 

前項第三款、第四款名額，採政黨比例方式選出之。第一款每省、直轄市選出之名

額及第三款、第四款各政黨當選之名額，在五人以上十人以下者，應有婦女當選名

額一人，超過十人者，每滿十人應增婦女當選名額一人。 

立法院經總統解散後，在新選出之立法委員就職前，視同休會。 

總統於立法院解散後發布緊急命令，立法院應於三日內自行集會，並於開議七日內

追認之。但於新任立法委員選舉投票日後發布者，應由新任立法委員於就職後追認

之。如立法院不同意時，該緊急命令立即失效。 

立法院對於總統、副總統犯內亂或外患罪之彈劾案，須經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一以

上之提議，全體立法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決議，向國民大會提出，不適用憲法第九

十條、第一百條及增修條文第七條第一項有關規定。 

立法委員除現行犯外，在會期中，非經立法院許可，不得逮捕或拘禁。憲法第七十

四條之規定，停止適用。 

第五條  司法院設大法官十五人，並以其中一人為院長、一人為副院長，由總統提名，經國

民大會同意任命之，自中華民國九十二年起實施，不適用憲法第七十九條之有關

規定。 

司法院大法官任期八年，不分屆次，個別計算，並不得連任。但並為院長、副院

長之大法官，不受任期之保障。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總統提名之大法官，其中八位大法官，含院長、副院長，任期

四年，其餘大法官任期為八年，不適用前項任期之規定。 

司法院大法官，除依憲法第七十八條之規定外，並組成憲法法庭審理政黨違憲之

解散事項。 

政黨之目的或其行為，危害中華民國之存在或自由民主之憲政秩序者為違憲。 

司法院所提出之年度司法概算，行政院不得刪減，但得加註意見，編入中央政府

總預算案，送立法院審議。 

第六條  考試院為國家最高考試機關，掌理左列事項，不適用憲法第八十三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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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試。 

二、公務人員之銓敘、保障、撫卹、退休。 

三、公務人員任免、考績、級俸、陞遷、褒獎之法制事項。 

考試院設院長、副院長各一人，考試委員若干人，由總統提名，經國民大會同意

任命之，不適用憲法第八十四條之規定。 

憲法第八十五條有關按省區分別規定名額，分區舉行考試之規定，停止適用。 

第七條  監察院為國家最高監察機關，行使彈劾、糾舉及審計權，不適用憲法第九十條及第

九十四條有關同意權之規定。 

監察院設監察委員二十九人，並以其中一人為院長，一人為副院長，任期六年，

由總統提名，經國民大會同意任命之。憲法第九十一條至九十三條之規定，停止

適用。 

監察院對於中央、地方公務人員及司法院、考試院人員之彈劾案，須經監察委員

二人以上之提議，九人以上之審查及決定，始得提出，不受憲法第九十八條之限

制。 

監察院對於監察院人員失職或違法之彈劾，適用憲法第九十五條、第九十七條第

二項及前項之規定。 

監察委員須超出黨派以外，依據法律獨立行使職權。 

憲法第一百零一條及第一百零二條之規定，停止適用。 

第八條  國民大會代表及立法委員之報酬或待遇，應以法律定之。除年度通案調整者外，單

獨增加報酬或待遇之規定，應自次屆起實施。 

第九條  省、縣地方制度，應包含左列各款，以法律定之，不受憲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一項第

一款、第一百零九條、第一百一十二條至第一百一十五條及第一百二十二條之限

制： 

一、省設省政府，置委員九人，其中一人為主席，均由行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

之。 

二、省設省諮議會，置省諮議會議員若干人，由行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之。 

三、縣設縣議會，縣議會議員由縣民選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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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屬於縣之立法權，由縣議會行之。 

五、縣設縣政府，置縣長一人，由縣民選舉之。 

六、中央與省、縣之關係。 

七、省承行政院之命，監督縣自治事項。 

第十屆台灣省議會議員及第一屆台灣省省長之任期至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十二月二

十日止，台灣省議會議員及台灣省省長之選舉自第十屆台灣省議會議員及第一屆

台灣省省長任期之屆滿日起停止辦理。 

台灣省議會議員及台灣省省長之選舉停止辦理後，台灣省政府之功能、業務與組

織之調整，得以法律為特別之規定。 

第十條  國家應獎勵科學技術發展及投資，促進產業升級，推動農漁業現代化，重視水資源

之開發利用，加強國際經濟合作。 

經濟及科學技術發展，應與環境及生態保護兼籌並顧。 

國家對於人民興辦之中小型經濟事業，應扶助並保護其生存與發展。 

國家對於公營金融機構之管理，應本企業化經營之原則；其管理、人事、預算、

決算及審計，得以法律為特別之規定。 

國家應推行全民健康保險，並促進現代和傳統醫藥之研究發展。 

國家應維護婦女之人格尊嚴，保障婦女之人身安全，消除性別歧視，促進兩性地

位之實質平等。 

國家對於殘障者之保險與就醫、無障礙環境之建構、教育訓練與就業輔導及生活

維護與救助，應予保障，並扶助其自立與發展。 

教育、科學、文化之經費，尤其國民教育之經費應優先編列，不受憲法第一百六

十四條規定之限制。 

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並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 

國家應依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與，並對其教育文化、交通水

利、衛生醫療、經濟土地及社會福利事業予以保障扶助並促其發展，其辦法另以

法律定之。對於金門、馬祖地區人民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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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對於僑居國外國民之政治參與，應予保障。 

第十一條  自由地區與大陸地區間人民權利義務關係及其他事務之處理，得以法律為特別之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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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第五次《憲法增修條文》    1999年 9 月 15日總統令公布施行 

第一條  國民大會代表第四屆為三百人，依左列規定以比例代表方式選出之。並以立法委員

選舉，各政黨所推薦及獨立參選之候選人得票數之比例分配當選名額，不受憲法

第二十六條及第一百三十五條之限制。比例代表之選舉方法以法律定之。 

一、自由地區直轄市、縣市一百九十四人，每縣市至少當選一人。 

二、自由地區原住民六人。 

三、僑居國外國民十八人。 

四、全國不分區八十二人。 

國民大會代表自第五屆起為一百五十人，依左列規定以比例代表方式選出之。並

以立法委員選舉，各政黨所推薦及獨立參選之候選人得票數之比例分配當選名

額，不受憲法第二十六條及第一百三十五條之限制。比例代表之選舉方法以法律

定之。 

一、自由地區直轄市、縣市一百人，每縣市至少當選一人。 

二、自由地區原住民四人。 

三、僑居國外國民六人。 

四、全國不分區四十人。 

國民大會代表之任期為四年，但於任期中遇立法委員改選時同時改選，連選得連

任。 

第三屆國民大會代表任期至第四屆立法委員任期屆滿之日止，不適用憲法第二十八

條第一款之規定。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第一款各政黨當選之名額，在五人以上十人以下者，應有婦女當

選名額一人。第三款及第四款各政黨當選之名額，每滿四人，應有婦女當選名額一

人。 

國民大會之職權如左，不適用憲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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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增修條文第二條第七項之規定，補選副總統。 

二、依增修條文第二條第九項之規定，提出總統、副總統罷免案。 

三、依增修條文第二條第十項之規定，議決立法院提出之總統、副總統彈劾案。 

四、依照憲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一百七十四條第一款之規定，修改憲

法。 

五、依照憲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及第一百七十四條第二款之規定，複決立

法院所提之憲法修正案。 

六、依增修條文第五條第一項、第六條第二項、第七條第二項之規定，對總統提

名任命之人員，行使同意權。 

國民大會依前項第一款及第四款至第六款規定集會，或有國民大會代表五分之二

以上請求召集會議時，由總統召集之；依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之規定集會時，由

國民大會議長通告集會，不適用憲法第二十九條及第三十條之規定。 

國民大會集會時，得聽取總統國情報告，並檢討國是，提供建言；如一年內未集

會，由總統召集臨時會為之，不受憲法第三十條之限制。 

國民大會設議長、副議長各一人，由國民大會代表互選之。議長對外代表國民大

會，並於開會時主持會議。 

國民大會行使職權之程序，由國民大會定之，不適用憲法第三十四條之規定。 

第四條  立法院立法委員自第四屆起二百二十五人，依左列規定選出之，不受憲法第六十四

條之限制： 

一、自由地區直轄市、縣市一百六十八人。每縣市至少一人。 

二、自由地區平地原住民及山地原住民各四人。 

三、僑居國外國民八人。 

四、全國不分區四十一人。 

前項第三款、第四款名額，採政黨比例方式選出之。第一款每直轄市、縣市選出之

名額及第三款、第四款各政黨當選之名額，在五人以上十人以下者，應有婦女當選

名額一人，超過十人者，每滿十人應增婦女當選名額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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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立法委員任期至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五屆立法委員任期自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七月一日起為四年，連選得連任，其選舉應於每屆任滿前或解

散後六十日內完成之，不適用憲法第六十五條之規定。 

立法院經總統解散後，在新選出之立法委員就職前，視同休會。 

總統於立法院解散後發布緊急命令，立法院應於三日內自行集會，並於開議七日內

追認之。但於新任立法委員選舉投票日後發布者，應由新任立法委員於就職後追認

之。如立法院不同意時，該緊急命令立即失效。 

立法院對於總統、副總統犯內亂或外患罪之彈劾案，須經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一以

上之提議，全體立法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決議，向國民大會提出，不適用憲法第九

十條、第一百條及增修條文第七條第一項有關規定。 

立法委員除現行犯外，在會期中，非經立法院許可，不得逮捕或拘禁。憲法第七十

四條之規定，停止適用。 

第九條  省、縣地方制度，應包含左列各款，以法律定之，不受憲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一項第

一款、第一百零九條、第一百一十二條至第一百一十五條及第一百二十二條之限

制： 

一、省設省政府，置委員九人，其中一人為主席，均由行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

之。 

二、省設省諮議會，置省諮議會議員若干人，由行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之。 

三、縣設縣議會，縣議會議員由縣民選舉之。 

四、屬於縣之立法權，由縣議會行之。 

五、縣設縣政府，置縣長一人，由縣民選舉之。 

六、中央與省、縣之關係。 

七、省承行政院之命，監督縣自治事項。 

台灣省政府之功能、業務與組織之調整，得以法律為特別之規定。 

第十條  國家應獎勵科學技術發展及投資，促進產業升級，推動農漁業現代化，重視水資源

之開發利用，加強國際經濟合作。 

經濟及科學技術發展，應與環境及生態保護兼籌並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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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對於人民興辦之中小型經濟事業，應扶助並保護其生存與發展。 

國家對於公營金融機構之管理，應本企業化經營之原則；其管理、人事、預算、

決算及審計，得以法律為特別之規定。 

國家應推行全民健康保險，並促進現代和傳統醫藥之研究發展。 

國家應維護婦女之人格尊嚴，保障婦女之人身安全，消除性別歧視，促進兩性地

位之實質平等。 

國家對於身心障礙者之保險與就醫、無障礙環境之建構、教育訓練與就業輔導及

生活維護與救助，應予保障，並扶助其自立與發展。 

國家應重視社會救助、福利服務、國民就業、社會保險及醫療保健等社會福利工

作；對於社會救助和國民就業等救濟性支出應優先編列。 

國家應尊重軍人對社會之貢獻，並對其退役後之就學、就業、就醫、就養予以保

障。 

教育、科學、文化之經費，尤其國民教育之經費應優先編列，不受憲法第一百六

十四條規定之限制。 

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並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 

國家應依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與，並對其教育文化、交通水

利、衛生醫療、經濟土地及社會福利事業予以保障扶助並促其發展，其辦法另以

法律定之。對於澎湖、金門、馬祖地區人民亦同。 

國家對於僑居國外國民之政治參與，應予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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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第六次《憲法增修條文》    2000年 4 月 25日總統令公布施行 

    為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依照憲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一百七十四條第一款

之規定，增修本憲法條文如左： 

第一條  國民大會代表三百人，於立法院提出憲法修正案、領土變更案，經公告半年，或提

出總統、副總統彈劾案時，應於三個月內採比例代表制選出之，不受憲法第二十六

條、第二十八條及第一百三十五條之限制。比例代表制之選舉方式以法律定之。 

國民大會之職權如左，不適用憲法第四條、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及

第二項、第一百七十四條第一款之規定： 

一、依憲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及第一百七十四條第二款之規定，複決立法

院所提之憲法修正案。 

二、依增修條文第四條第五項之規定，複決立法院所提之領土變更案。 

三、依增修條文第二條第十項之規定，議決立法院提出之總統、副總統彈劾案。

國民大會代表於選舉結果確認後十日內自行集會，國民大會集會以一個月為

限，不適用憲法第二十九條及第三十條之規定。 

國民大會代表任期與集會期間相同，憲法第二十八條之規定停止適用。第三屆國

民大會代表任期至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十九日止。國民大會職權調整後，國民

大會組織法應於二年內配合修正。 

第二條  總統、副總統由中華民國自由地區全體人民直接選舉之，自中華民國八十五年第九

任總統、副總統選舉實施。總統、副總統候選人應聯名登記，在選票上同列一組

圈選，以得票最多之一組為當選。在國外之中華民國自由地區人民返國行使選舉

權，以法律定之。 

總統發布行政院院長與依憲法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人員之任免命令及解散立法院命

令，無須行政院院長之副署，不適用憲法第三十七條之規定。 

總統為避免國家或人民遭遇緊急危難或應付財政經濟上重大變故，得經行政院會

議之決議發布緊急命令，為必要之處置，不受憲法第四十三條之限制。但須於發

布命令後十日內提交立法院追認，如立法院不同意時，該緊急命令立即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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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為決定國家安全有關大政方針，得設國家安全會議及所屬國家安全局，其組

織以法律定之。 

總統於立法院通過對行政院院長之不信任案後十日內，經諮詢立法院院長後，得

宣告解散立法院。但總統於戒嚴或緊急命令生效期間，不得解散立法院。立法院

解散後，應於六十日內舉行立法委員選舉，並於選舉結果確認後十日內自行集

會，其任期重新起算。 

總統、副總統之任期，自第九任總統、副總統起為四年，連選得連任一次，不適

用憲法第四十七條之規定。 

副總統缺位時，由總統於三個月內提名候選人，召集國民大會補選，繼任至原任

期屆滿為止。 

總統、副總統均缺位時，由行政院長代行其職權，並依本條第一項補選總統、副

總統，繼任至原任期屆滿為止，不適用憲法第四十九條之有關規定。 

總統、副總統之罷免案，須經全體立法委員四分之一之提議，全體立法委員三分

之二之同意後提出，並經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總額過半數之投票，有效票過

半數同意罷免時，即為通過。 

立法院向國民大會提出之總統、副總統彈劾案，經國民大會代表總額三分之二同

意時，被彈劾人應即解職。 

第三條  行政院院長由總統任命之。行政院長辭職或出缺時，在總統未任命行政院院長前，

由行政院副院長暫行代理。憲法第五十五條之規定，停止適用。 

行政院依左列規定，對立法院負責，憲法第五十七條之規定，停止適用： 

一、行政院有向立法院提出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之責。立法委員在開會時，有向

行政院院長及行政院各部會首長質詢之權。 

二、行政院對於立法院決議之法律案、預算案、條約案，如認為有窒礙難行時，

得經總統之核可，於該決議案送達行政院十日內，移請立法院覆議。立法院對

於行政院移請覆議案，應於送達十五日內作成決議。如為休會期間，立法院應

於七日內自行集會，並於開議十五日內作成決議。覆議案逾期未決議者，原決

議失效。覆議時，如經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一以上決議維持原案，行政院長應

即接受該決議。 

三、立法院得經全體立法委員三分之一以上連署，對行政院院長提出不信任案。

不信任案提出七十二小時後，應於四十八小時內以記名投票表決之。如經全體

 



                                                                          附錄 

259 

 

立法委員二分之一以上贊成，行政院院長應於十日內提出辭職，並得同時呈請

總統解散立法院；不信任案如未獲通過，一年內不得對同一行政院院長再提不

信任案。 

國家機關之職權、設立程序及總員額，得以法律為準則性之規定。 

各機關之組織、編制及員額，應依前項法律，基於政策或業務需要決定之。 

第四條  立法院立法委員自第四屆起二百二十五人，依左列規定選出之，不受憲法第六十四

條之限制： 

一、自由地區直轄市、縣市一百六十八人。每縣市至少一人。 

二、自由地區平地原住民及山地原住民各四人。 

三、僑居國外國民八人。 

四、全國不分區四十一人。 

前項第三款、第四款名額，採政黨比例方式選出之。第一款每直轄市、縣市選出之

名額及第三款、第四款各政黨當選之名額，在五人以上十人以下者，應有婦女當選

名額一人，超過十人者，每滿十人應增婦女當選名額一人。 

立法院於每年集會時，得聽取總統國情報告。 

立法院經總統解散後，在新選出之立法委員就職前，視同休會。 

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經全體立法委員四分之一之提議，全體立法委

員四分之三之出席，及出席委員四分之三之決議，並提經國民大會代表總額三分之

二之出席，出席代表四分之三之複決同意，不得變更之。 

總統於立法院解散後發布緊急命令，立法院應於三日內自行集會，並於開議七日內

追認之。但於新任立法委員選舉投票日後發布者，應由新任立法委員於就職後追認

之。如立法院不同意時，該緊急命令立即失效。 

立法院對於總統、副總統之彈劾案，須經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提議，全體

立法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決議，向國民大會提出，不適用憲法第九十條、第一百條

及增修條文第七條第一項有關規定。 

立法委員除現行犯外，在會期中，非經立法院許可，不得逮捕或拘禁。憲法第七十

四條之規定，停止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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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司法院設大法官十五人，並以其中一人為院長、一人為副院長，由總統提名，經國

民大會同意任命之，自中華民國九十二年起實施，不適用憲法第七十九條之有關

規定。司法院大法官除法官轉任者外，不適用憲法第八十一條及有關法官終身職

待遇之規定。 

司法院大法官任期八年，不分屆次，個別計算，並不得連任。但並為院長、副院

長之大法官，不受任期之保障。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總統提名之大法官，其中八位大法官，含院長、副院長，任期

四年，其餘大法官任期為八年，不適用前項任期之規定。 

司法院大法官，除依憲法第七十八條之規定外，並組成憲法法庭審理政黨違憲之

解散事項。 

政黨之目的或其行為，危害中華民國之存在或自由民主之憲政秩序者為違憲。 

司法院所提出之年度司法概算，行政院不得刪減，但得加註意見，編入中央政府

總預算案，送立法院審議。 

第六條  考試院為國家最高考試機關，掌理左列事項，不適用憲法第八十三條之規定： 

一、考試。 

二、公務人員之銓敘、保障、撫卹、退休。 

三、公務人員任免、考績、級俸、陞遷、褒獎之法制事項。 

考試院設院長、副院長各一人，考試委員若干人，由總統提名，經國民大會同意

任命之，不適用憲法第八十四條之規定。 

憲法第八十五條有關按省區分別規定名額，分區舉行考試之規定，停止適用。 

第七條  監察院為國家最高監察機關，行使彈劾、糾舉及審計權，不適用憲法第九十條及第

九十四條有關同意權之規定。 

監察院設監察委員二十九人，並以其中一人為院長，一人為副院長，任期六年，

由總統提名，經國民大會同意任命之。憲法第九十一條至九十三條之規定，停止

適用。 

監察院對於中央、地方公務人員及司法院、考試院人員之彈劾案，須經監察委員

二人以上之提議，九人以上之審查及決定，始得提出，不受憲法第九十八條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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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監察院對於監察院人員失職或違法之彈劾，適用憲法第九十五條、第九十七條第

二項及前項之規定。 

監察委員須超出黨派以外，依據法律獨立行使職權。 

憲法第一百零一條及第一百零二條之規定，停止適用。 

第八條  立法委員之報酬或待遇，應以法律定之。除年度通案調整者外，單獨增加報酬或待

遇之規定，應自次屆起實施。國民大會代表集會期間之費用，以法律定之。 

第九條  省、縣地方制度，應包含左列各款，以法律定之，不受憲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一項第

一款、第一百零九條、第一百一十二條至第一百一十五條及第一百二十二條之限

制： 

一、省設省政府，置委員九人，其中一人為主席，均由行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

之。 

二、省設省諮議會，置省諮議會議員若干人，由行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之。 

三、縣設縣議會，縣議會議員由縣民選舉之。 

四、屬於縣之立法權，由縣議會行之。 

五、縣設縣政府，置縣長一人，由縣民選舉之。 

六、中央與省、縣之關係。 

七、省承行政院之命，監督縣自治事項。 

第十條  國家應獎勵科學技術發展及投資，促進產業升級，推動農漁業現代化，重視水資源

之開發利用，加強國際經濟合作。 

經濟及科學技術發展，應與環境及生態保護兼籌並顧。 

國家對於人民興辦之中小型經濟事業，應扶助並保護其生存與發展。 

國家對於公營金融機構之管理，應本企業化經營之原則；其管理、人事、預算、

決算及審計，得以法律為特別之規定。 

國家應推行全民健康保險，並促進現代和傳統醫藥之研究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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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應維護婦女之人格尊嚴，保障婦女之人身安全，消除性別歧視，促進兩性地

位之實質平等。 

國家對於身心障礙者之保險與就醫、無障礙環境之建構、教育訓練與就業輔導及

生活維護與救助，應予保障，並扶助其自立與發展。 

國家應重視社會救助、福利服務、國民就業、社會保險及醫療保健等社會福利工

作；對於社會救助和國民就業等救濟性支出應優先編列。 

國家應尊重軍人對社會之貢獻，並對其退役後之就學、就業、就醫、就養予以保

障。 

教育、科學、文化之經費，尤其國民教育之經費應優先編列，不受憲法第一百六

十四條規定之限制。 

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並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 

國家應依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與，並對其教育文化、交通水

利、衛生醫療、經濟土地及社會福利事業予以保障扶助並促其發展，其辦法另以

法律定之。對於澎湖、金門、馬祖地區人民亦同。 

國家對於僑居國外國民之政治參與，應予保障。 

第十一條  自由地區與大陸地區間人民權利義務關係及其他事務之處理，得以法律為特別之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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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訪問施明德  2013年12月30日 

談台灣民主化與制度化。有多少人在中國注意到這些民主運動？反抗者永遠是少數的。

我1962年被判刑，所謂台獨聯盟都還沒出現，只是一個名稱而已。我想，228事件不是偶發

的事件。228事件裡頭一定一直存在的，如果更久遠的話，台灣作為一個殖民地，當然反殖

民地的思潮一定會存在。所以在日據時代，有親日派，也有反日派。反日派也有在大中國史

觀裡面反日本，也有一個是反對殖民地歷史觀的。在反日派裡頭就一直有這兩種。那228事

件之後也有。 

在我們年輕的時候，我們在思考台灣前途的時候，我們為什麼是反抗者？在美麗島事件

有多少人是這種看法？沒有人去談，那時恐懼到什麼程度呢？台灣獨立必須在台灣公開談。

公開在談的，是在美麗島事件。翻了《台灣政論》,翻了《八十年代》，翻了《美麗島》，

沒有一篇主張台灣獨立的，都在心內說的。連這個議題都不敢討論的，那個討論出來是用民

主化，自由化，民權來包裝的。那時候泰源事件為什麼我們可以接受？我們是可以接受台灣

獨立，也可以接受兩個中國，只是不要接受蔣介石唯一代表中國的想法。因為我從這裡頭，

我們去找到了，在自由平等博愛的基礎上，獨立不是一個核心價值。獨立是一個國家建構選

項之一而已。如果說一個有自由的國家，就一定有獨立。但是有獨立的政權不一定有自由。

因為獨立的政權可能有獨裁,好比說北韓。反對運動一直是少數的。但是說國發會影響，可

能是誇張了自己的參與。 

今天在台灣為止，真正會影響政權去轉變的是228事件，外來力量高漲，本土力量下

滑。台灣進入了沉默的世代。一直到了被壓迫者，到了新的一代，語言可以和統治者對話，

文字的對抗統統興起時，黃信介就沒辦法了。因為他的中文程度不好，華語也不好。也一直

是為什麼到了那一年，我們的辯論都能贏。反對力量才是真的興起。第二個影響的就是美麗

島事件，外來勢力下滑，反抗力量高舉。國是會議跟國發會都因為達到這個戒嚴的解除，才

有這個東西。其實我認為，在整個來講，我們接不接受整個制度是中國帶來的這個現況。 

1991年國是會議沒有對憲法有多大的變動。只有把動員戡亂拿掉。它其實還是回歸到原

來的中華民國憲法。本來這種事情，就應該在解除戒嚴的時候就要做的。我都講說蔣家政

權，不用國民黨政權。因為蔣家父子在的一天，威權統治就一直存在。既使解除戒嚴之後，

威權依然存在。 

第三個影響台灣的，就是政治的選舉，讓整個貪腐的勢力受了重挫，某種程度就是馬英

九秋風掃落葉的當選。所以要說對憲政建立的起點是國發會，我是不能同意的。反而，解除

戒嚴才是一個重點。在台灣，就是一個外來殖民統治的一個暴政，所以我一直再說，228事

件其實是三部曲。暴政引起抗暴，抗暴遭致鎮暴。台灣人不崇拜英雄，只同情弱者。所以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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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人在說這段歷史時，都省略了抗暴的階段。結果這樣子扭曲了台灣整個發展史。完全忽略

了前面有暴政，卻只強調了鎮暴、清鄉的部份。在那之後，國民黨就開始進入到白色恐怖，

一個漫長的外來獨裁統治，直到解嚴結束。這段抗爭才確立了台灣走下來。因為中國來的這

個憲法，到今天他的骨架還是在，只是沒有恢復到原來憲法內閣制的精神。如果要討論民主

化與制度化，對制度化的部份，基本上還是沒超出中華民國憲法的範圍。國是會議拿掉行政

院長的閣揆同意權，是大有影響的。 

關於制度法與中華民國憲法的關係，是國家的亂源。那時我說，有幾個因素導致這樣的

治理方式。第一個要有協調的文化，要有妥協的精神，而且要懂得分享。但台灣的政治都沒

有，小魚大吃，大魚要通吃。我們為了台灣坐牢有那麼多人，我們思考的問題，都比較偏向

跟世界接軌的，像是自由平等博愛和民有民智民享，我們出獄後，為了美麗島出來繼續做。

美麗島重要的是，把反對力量組織化，變成沒有黨名的黨，然後在美麗島大審就帶出來。國

是會議我不認為有什麼大的意義。他那種新舊勢力的衝突。所以那一場是一個政治木頭大

會，把這些人找過來，坐在廟堂之上，讓人感覺好像有多重要似的。 

真正有實質影響的就是國發會的凍省，裡頭有高度的政治陰謀，1995年的立法院長選

舉，那次如果沒有跑票的話就是贏了。連戰接班也是碰觸到了閣揆同意權危機的問題。國民

黨是對他不仁啦，全力挺連，卻沒有處理好接班的問題。李登輝是要凍省，民進黨是要廢

省。我上次回去跟他們說，你們在美麗島時代說介入國民黨學，現在用國民黨學。所以他們

最後站上方，我說，這會有大問題存在。因為這裡面涉及到，為什麼總統的權利是這樣的。

手都可以伸到內閣來，行政院長還是內閣最高的首長。以黨領政。黨主席的權利竟然可以大

過總統。如果總統沒有黨主席，沒辦法領導這些人，那乾脆改成內閣制。回歸在以前還是有

內閣制精神時，黨主席一樣，可以黨政一體，列寧式的維持下來。 

我認為97年的問題才是大問題。憲政制度應該是一體的、完整的。結果處理單向，就導

致今天的狀況。我不同意如果改成內閣制，就沒有民選制度了。全世界總統權利的大小，不

是來自於他選票的多寡，而是在於憲法賦予的規定。別的國家也有內閣制，而總統是直選

的，好比說新加坡。有幾個國家是，總統民選，但沒有權限。我們都在想說因為是直選，而

權力要大。如果是我，我會尊重憲法。如果這樣說，39%選票當選的陳水扁，又怎麼可以通

吃這個行政權？權力跟選票無關。 

 台灣應該獨立，也獨立了30年，現在的名字叫中華民國。這是我美麗島大審時說過的

話。在那年重申加入聯合國聲明，我們對台灣的定位，這是我們有討論過的。統派的人蘇慶

黎、陳鼓應在反對我們的聲明。不一定是用中華民國的名義加入聯合國，經過幾十年後已經

台灣化，外來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人數跟時間給弱化了。我們就很懂得借殼上市。因為借殼

上有兩個很大的問題。早期我最反對獨立這個名詞，因為表示從美國脫離出來。所以國際社

會要徵求美國的同意，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事實上兩岸已經分立了，就多少年來，從我

坐牢，一直到美麗島，一直到今天，我都站在這個論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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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自由都是反抗者的戰利品。美麗島那個時候已經有新一代的，混合在一起。美麗

島大審影響之大，超過高雄事件。因為那時所有的語言，所有的思想都是封閉的。我們只能

辦一本雜誌，不然根本沒辦法說出口。要求台灣獨立，也根本沒辦法講。所以那段審判的時

候，是連續幾天我們說的話都刊在報紙上，送進了每個家庭裡。海內外的台灣人都共同上了

一個政治大課，什麼是民主？什麼是自由？甚麼是民選？台灣的前途才開始被討論。所以那

種影響之大，是現在所無法想像的。 

有三種史觀。共產黨史觀、國民黨史觀、反抗者的史觀。會不會反抗者的史觀與共產黨

史觀有聯手的可能性？張春男、黃順興都有受到共產黨影響，但他們都不是美麗島的決策核

心。在1945年之後，在228事件之前，台灣的反抗者，有一部分是跟中國有關係的，甚至必

須說，228事件主導的力量是跟中國有關的。而郝柏村認為，他的白色恐怖肅清了共產黨的

力量，所以說到了台灣人要起來反抗時，像我們是不跟中國往來的。我知道那會對我們受到

傷害，會讓國民黨找到理由來屠殺。當我作為一個台灣人，純粹來反控殖民統治時，是理直

氣壯的。但當我跟共產黨勾結時，我們會是有傷害的。因此我們很有意識的要跟他們切斷關

係。台灣的民主化是內部矛盾，不是敵我矛盾。我們那時寫的東西裡頭，都還是會寫共匪，

在美麗島文件裡頭也都是這樣寫，以防國民黨來嫁禍、找到藉口來傷害我們。因為國民黨反

共的宣傳是成功的，加上在全球化反共的浪潮裡面。中國在台灣的反對運動，在228事件之

後，就已經沒有角色和功能了。甚至還要去保護他們，像是陳映真。 

我也不同意，鄧小平對蔣經國的影響，這些在史料上看不出來，只是片面在說而已。蔣

經國說過，時代在變，而我們也要變。我想到了最後會有大影響的就是卡特的人權外交的時

候，在那以前，蔣介石以建國六十年為減刑理由都排除掉了政治犯。假如沒有卡特的人權外

交，1975年，我不可能，也出不來。如果我出不來，會不會有美麗島這個事件？我不知道。

但是我必須說，美國關切他集團的利益，大於對人權的實質關懷。因為有美國的撐腰，蔣經

國父子能夠在台灣大開殺戒多少年。美國對中南美洲的模式也都一樣。都可以把左派的政權

顛覆掉。開放政策也不是美國的多少壓力。美國會在意的是獨立，而不是民主化、自由化。

在美國觀點裡面，台灣獨立比台灣民主還要重要。 

    民進黨的成立其實多少有蔣經國安排的味道在，是一個轉換形式的控制，扶植一個可以

支配的反對黨。我第一次在選民進黨主席時，國民黨的人會支援許信良，因為我比許信良更

不會妥協。他們跟我沒有管道，知道我不能收買，就算在牢裡還是一直在對抗。所以他們寧

願找一個比較能溝通的人。 

對台灣民主化的定義，是誰規定的？是國民黨定義的嗎？我想應該要這樣說。反抗者有

他既定的方向，掌權者當然有他的利益，當碰撞時他才會去思考新的策略。我們那時候為什

麼會有戰爭邊緣論？我們有暴力邊緣論。不宜發生暴力，才會擴張，才有退縮。所以就會因

應出包括解除戒嚴等。當然解除戒嚴不是要把權利都交給別人，但至少換得一個民主的美

名，當然自己還是掌握權力。其中的手段，就是有人在反對黨裡面。包括從台灣民主黨，拿

掉敏感的「台灣」字眼，換成民主進步黨，這已經有所影響。而接下來的第一次民選，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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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選的候選人繼續延續他，這是很正常的。所有掌權者都是這個樣子。這是領導者對反對運

動的滲透。而反對運動者也怕中國得利，不敢用武力的方式來推翻舊政權。這種影響，最明

顯的時候就是到紅衫軍的時候，我一個人可以決定要不要進去。我都受制於這樣的信仰，不

願讓中國得到利益。那蔣經國的智慧，就是什麼都先準備好。等到解嚴後才讓人組黨，因為

百家爭鳴，還不如在組黨之前組一個他可以控制的黨。包括國安三法，他的所有對策都不是

在應付北京的，而是維持他內部的統治。 

台灣的民主化是台灣內部兩股力量的對抗，跟中國改革開放或是美國的全球戰略布局是

兩碼子的事。就我們來講，我們不願意牽扯到北京，也不願惹火美國。我們對國際社會的跟

蔣家的回應。我們排除掉中國因素，也選邊親美。因為中國對台灣這樣強烈因素，台灣被迫

只能抱美國大腿，連著日本一起。 

怎麼看待李登輝在民主化的角色？我來詮釋一下他這個人，1993年，我當民進黨立法

院總召時，帶著一批人到總統府見面的前一天，他接受訪問說，他為了台灣民主受了多少委

屈和痛苦。我說，他所受的苦不及於他人的千萬分之一，但他的尊榮卻超過千萬人的千萬

倍。他是一個最幸運的人。他那時有可能林洋港。如果是林洋港的話，本土化的色彩可能比

較不會那麼明顯，甚至會延續後面的碰撞。林洋港比較中國化，李登輝比較日本化，也可以

說比較台日化。因為他親日的立場其實是包涵反中的。中日在以前的對抗，他都是站在日本

那邊，所以很單純的親日。那也可能跟林洋港不是知識份子，是政客的性質比較有關係。也

可能因為林洋港不是皇民化的家庭。李登輝的走向本來是會反日的，但是因為國民黨來，讓

他更加失望。反而是親日，他無可遁形的唯一歸屬。 

他有沒有什麼偏好？是他的堅持？他是運氣很好，如果晚個兩年的話，副總統可能就不

是他了。蔣經國是用台灣人，最主要是來安定台灣的反抗運動。蔣經國集團的人有討論過，

認為李登輝是安全的，是不會掠奪外省集團的利益。而林洋港是比較有可能的。我沒有看到

李登輝在那之前有什麼主張，他甚至於在跟老軍頭對抗時，幾乎是以保護生命和權貴為主要

的目標。 

李登輝從來沒有走上賭桌。他在兩蔣時代，他就是亦步亦趨，做個副總統也是乖乖的。

對什麼當蔣經國死掉，他當了總統，叫侯友宜去抓鄭南榕。無視於反對力量，他只要一直站

在統治集團國民黨那邊。如果他有是非的話，但是他不敢。他競選連任成功，他才敢宣告美

麗島判決無效，才敢釋放政治犯。 

到底他的目標有改變過嗎？是不是要凍省、是不是要廢省，這些都不重要嗎？對他來講

都不重要。我們也必須了解，當一個總統不可能去注意到這些。大目標底下，相關的問題會

被討論到，但那已經不是掌權者的時刻。他為什麼要用直選？因為如果間接選舉的話，他會

被國民黨綁架。不是他愛好直選，而是這個方式有利於他。而且他也知道民進黨有多少李登

輝情結，所以他在直接選舉裡頭當然有把握。握有最大籌碼的人，決定了什麼時候拉反抗

者，什麼時候拉裡面打外面。拉攏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他為什麼要拿掉行政院長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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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因為他發現到失控的可能，也不願付出那個代價。他的目標可能是保護他自己。如果行

政院長不屬於他的人馬，那這邊會碰撞，也不願意交出權利。 

那時候我們覺得總統選舉是要絕對多數，但是陳水扁認為那樣不會當選，所以要相對多

數。這是利益取向，讓民主化的方向變了一邊。如果把民眾算進來，他們的選擇算不算理性

選擇？人民發展的角色，到今天也已經有別的因素在裡頭。權力的影響、媒體的影響，而媒

體影響了民調。如果每件事情都看民調的話，那根本就不用選總統，由民調中心主任來當總

統就好了。國家為什麼要有引領。很多正確的觀念都是少數，就是因為，領導者或是反抗者

有那個睿智，能夠看得比一般人還高。如果民主制度缺少領導的話，那是會很糟糕的。 

那如果說掌權者所做的一些改變，都是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那是一種理性下的決定。

而反抗者的理想是更高度的理性，是我們對生命的價值。我們都很清楚，作為一個殖民地的

後裔，我的基本信仰是什麼，在我年輕的歲月都很清楚。都知道做這些事情會被抓起來關，

被槍斃。如果我不是一個非常理性的去思考這些問題，如果是一個情緒的、一時的、熱情

的，經過那麼久都消失了。這當然是一種使命感，要怎麼改變歷史的意義，並且把自己的生

命給貢獻出來。信仰當然是重要的，建構起你的核心價值，讓你有濃烈的使命感，不惜拋頭

顱、灑熱血去追求這些東西的實踐。某種程度在追求信仰跟價值時，必須要跟現實找到一個

接合點。我認為什麼叫實踐，理想是要實踐的，現實是要屈服的。 

    接下來要走向哪裡？我們走過20世紀血腥對抗的歲月，但到了21世紀藍綠兩邊的領導者

都沒有定下台灣民主最好的方向。我們和解的問題沒有做。所以很多族群，中國史觀跟台灣

史觀、壓迫者跟被壓迫者之間的仇恨對立隱隱作痛。第一個議題對中國的政治態度，經過60

年，一邊一國步可能，一國兩制也不能接受，但現狀是什麼也說不清楚。在兩岸未來經濟越

來越頻繁互動時，有沒有去解決兩岸關係，這是第二個議題。第三個議題，關於總統的權限

兼黨主席，而破壞憲政體系的問題。唯一解決方式就是走向內閣制。第四個議題是食安的問

題，這都是需要跨黨派來處理的。 

在制度上的安排，有沒有可能比照法國第五共和憲法，在現在的制度下要不要定一個兩

岸專章？兩岸的狀況，在理想跟現實間找到合理的交會點，應該是在兩岸之間建構一個類似

像歐盟形式的，可以完整的做計畫。當如果這個事情可以被兩岸接受的時候，台灣才會有中

華人民共和國的友邦專章。民主化幾個議題會影響到民主化實際上的利害關係。內部需要和

解，因為如果一直在對抗，人民的利益真的會受到損傷，政策不能理性討論，國家中央政府

的體制用這種方式，小魚大吃，大魚通吃。這個已經政治不能穩定。市民的安全、官商勾

結，還有整個對被害者的賠償不足。食品安全的重要性比兩岸的關係還深度密切，他都是我

們在民主化時要解決的議題。如果要自由化，一定又會傷到那些弱勢的產業。被犧牲的部

份，我們應該運用國家的力量，那些得到利益的人應該要用稅收或其他方式，來保護這些弱

勢者。在自由、平等、博愛裡頭，我們必須要思考的。我們有些問題好像一直沒辦法去處

理，我們要的是一個真正的國是會議，不是那種機器式的，真的要有一個有志之士的國是會

議。因為掌權者要的國是會議是要政治背書。那只是掀起另外一個政治權鬥，或是搶奪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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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的地方，不是在討論政治這個議題。所以我希望，像這幾個大議題，能夠召開一個二十一

世紀台灣的國是會議，就可以訂出下一個方向。在那個有危險的時候，一直沒有局部突破。

局部的突破過去當然有一些厲害的政客可以奪取到政權，而他們施政的方式，好比說李登輝

執政方式，也只是考慮到他集團的利益和延續而已。包括兩國論，也只是在結束對抗的時

候，要怎麼樣維護中華民國。 

可以把兩國論、1972年兩德互相承認條約、跟中華民國就是台灣，三者可劃上等號嗎？

不是。我想我們現在的問題不能這樣看。兩德變得是兩個國家之間的關係。台灣等於中華民

國，這是我們在台灣說的。所以在兩岸之間，有一個中國各自表述，談到的主體性，沒有連

接點。討論一中框架這個問題，我是多少有參與一點，那我是加一個字，大一中框架。一中

共識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們台灣會有排斥。大一中框架就是有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

國。等於大一中是一個高度的政治名詞，未呈現的一個新的政治名詞。因為需要而被創造。

一中已經會有被窄化，或定位化。台灣人會覺得，講一中原則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講大一

中原則，就有中華民國。一個台灣，各自表述。台灣等於中華民國，這是解決我們內部的矛

盾，中國史觀、跟殖民地史觀跟反殖民地史觀。 

所有的人到台灣住久了，都會承襲殖民地的命運。我們現在很擔心的就是中國會再來殖

民我們。從1945 、1949年，今天變成台灣人，又怕中國來變成新的殖民者。所以住在這裡

久了，自然就會承受著這個命運。我認為如果把反殖地史觀說成台灣史觀，可能會有些人把

它窄化成獨立。獨立史是殖民地史觀裡頭一個不獨立、不自由的其中一項而已。我們社會不

是一個公平的社會、不是一個互相疼惜的社會，而是一個弱肉強食的社會。我認為用殖民地

史觀比較能夠涵蓋我們這些老的奮鬥者，我還沒有看到一個自由平等博愛的國度在台灣呈現

出來，不管藍綠政權如何更換。 

這個理念並沒有完全的實現，但在這過程中仍有幾個里程碑。那每個環節完成後，仍要

透過制度化，把自由平等博愛的理念補起來。那是一個檢驗的標準。比方說同志議題在自由

平等博愛的路上，應該要有的權力。像馬英九就不敢跟法國司法部長一樣，為了同志發聲。

他說：「我們剝奪了同志們的權利，是違反自由、平等、博愛的精神的。」千百年來文明社

會對同性戀者是排斥的，是歧視的，沒有給予應有平等的權利。如果心中有自由平等博愛的

信念時，碰到這個議題，結論就是應該幫忙。縱然社會多數人跟不上，作為領袖應有領導，

走向這個方向。民主時代更需要有智慧、有理想的領袖。 

凍省和六都的制度，是好還是不好？我想這些東西都是一個破碎的處理。而且摻雜了太

多利益上的考量，都扭曲了應該有的概念和方向。比方說，台北市和新北市應該要併起來，

才幾百萬人的都市。但為什麼是現在這個樣子？只是因為要維持這些政客的利益，才這樣處

理。我們沒有真正去處理到國土的，包括地方自治應該要有的合理安排，稅收、經濟發展和

整個人口的分佈的問題。那為什麼不行？因為一碰到這個問題就變成台獨化。那為什麼會這

樣？因為以前國民黨的態度。現在有中國的因素，來干擾我們內部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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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說兩岸的政策，必須提出一個中長的計畫，在未來三十年當中，兩岸關係要建構

在什麼樣的基礎上，這是很重要的。兩岸關係不能違背自由平等博愛的原則。這三個原則是

立國的基礎，也是我認為文明社會裡頭最理想的狀態。兩岸之間將來就像友邦一樣，統中有

獨，獨中有統。我們取得獨的實質的條件，而地方是大的是要一個虛名的，那就是邦聯、歐

盟的這些東西。不可能一邊倒，不可能一國兩制，不可能變成香港，一邊一國講起來很爽，

但是目前還做不到。這當然包括我們重新加入國際社會的這樣合法的機會，跟其他國家建交

的機會。得到這步只是虛名而已，他可以解決一個很重要的大議題，當美日聯手對抗中國

時，如果跟台灣有這個關係的話，就少掉一個壓力。中國也不是沒有得的，他也是有得到東

西的。所以這問題是整個民主化裡頭，二十世紀的階段我們結束了對抗，結束了獨裁統治，

坦白講民主的制度仍處於破碎的狀態之間。 

我不贊成恢復日治時代的五州三廳的規劃，我想這個已經太大了，講起來會太碎。花東

的經濟力量不足以跟其他的對抗，發展出來沒有辦法讓人民享有自由平等博愛的這個部份。

所以當要考慮這個問題，也要把自由平等博愛的部份拿出來想，當貧窮的花東跟富裕的台北

市，整個生產經濟都差很多。日本時代有他們自己的一個規劃，所以我們要精心地思考這個

問題。能夠受到我影響的人，我也一直努力把自由平等博愛的信仰說出去。為什麼我面對一

次死刑、兩次死刑的時候，都還敢去拼命，為什麼我敢起來去面對掌權者，年紀一大把了還

出來領導紅衫軍。都是基於我有這樣的信仰。 

自由平等博愛不是我發明的啦。我們不要去講探討，我們要找一個師父就要找一個最好

的師父。自由平等博愛就是一個最好的師父啊。坦白講，像我們黨外時代反對殖民地統治

的，其實我們胸懷就是這些信仰。考試都不會考這些了。那我們都是在這條道路上啊，會支

持同志婚姻也是基於自由平等博愛的態度。我沒有自己的一套關於民主化的。我只是把世界

文明搬到台灣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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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訪問朱高正  2014年 2月 24日 

我從小時候開始，我就是個比較有正義感的人。尤其從國中，我看到警察在那裡欺負小

老百姓，我都會替他們出來主持公道。到了高中時期，我在高三的時候組了一個讀書會，叫

做一興復華會，就是以振興所學以恢復中華為中心思想的讀書會。那時候濁水溪以南，總共

有五間高中的學生參加，包括嘉義中學、台南一中、台南二中、高雄中學、鳳山中學。結果

那次被國民黨弄得亂七八糟，最後是我的國文老師出面幫我擔保，不然我早就被抓去關了。

我那時候就有這樣寫過，「在一個不民主的國度裡，要從事政治改革，得要先有不怕坐牢的

決心與勇氣。但也不能太早坐牢，最理想的境界，是搞到快坐牢時候，突然不必坐牢，理由

有三：其一，由於改革力量的強大，讓當權者不敢小覷。其二，由於我們的犧牲奮鬥，使得

當權派內部發生分裂。其三，兩者兼而有之。」這是我高三日記裡面寫的，這是1971年12月

的事情。所以以後也應驗在我的從政之路。後來我上大學的暑假，我搞一個大專學生聯誼

會，結果被當局者認為以為是類似救國團，不允許我辦。 

這樣又把我取消掉。後來我考上東吳大學政治系，我在東吳大學的建言社，就是現在的

辯論社，其實就是我創辦的。那一年，因為增額立法委員的改選，這一次主要就是針對提名

的明星花露水的老闆女兒，叫做周文姬而舉行的。但是文化不同了，所以大家都覺得應該是

由蘇子寬來，但周文姬就是代表國民黨一個金權的習慣。我那時候就去幫蘇子寬，結果我最

後就被秋後算帳，只好休學回去北港。然後隔年5月初，幾個朋友來看我，鼓勵我去重考。

其實那時候我沒有考慮要重考，後來想說也只剩下六個禮拜，就拼拼看，最後就考上台大考

古系。那我在考古系成績其實都維持在第一名，所以那幾年對我來說很重要，因為有這個考

古人類學的背景，讓我對非西方文化的了解跟同情，像是原住民文化啊等等。而且那時候上

課也都用英文，為我之後的閱讀打下很好的基礎。 

結果唸完之後，當時那個考古人類學公費生就被取消了，那那時候就考慮到說在這樣念

下去也沒前途，但因為我成績好，所以有考慮到轉系，那時其實可以轉商學院，像是國貿，

但我其實不喜歡做生意，更想要去念哲學，結果我父親覺得哲學更沒有一技之長，妥協之

下，只好轉讀法律系法學理論組，但我同時就選了哲學系的西洋哲學組，我那時候就在台大

拿了雙學士。那在大二的那個暑假，一些高中時代的同學刺激我，說我都沒有在關心學生社

團的事情，我就說哪有多難，我三個月內把主要社團全部納入，結果最後那時候代聯會主

席，由我推薦出來的就當選。那個國民黨培養的，是栽培了好幾年的，結果我只用三篇文

章，就把對方打掉了。那六個學院的代表，也都是由我推薦。那法學院一定中，法研社當然

就是我們的，那像是大學論壇社、新聞社大家原本就是伙伴。台大有活力的社團，只有三個

我們沒辦法掌控，就大陸問題研究社、三民主義研究社還有國民黨的覺民學社。所以從那個

時候開始，我就已經成為國民黨的眼中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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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我大三上學期，又是增額立委改選，那我讀的那個系，有很多人去幫郭雨新助選，但

他在我心目中，也沒什麼讓我佩服的地方，所以我沒去。陳菊也透過關係也找了我幾次，那

我就覺得來找我們台大學生會不會太不自量力了，所以我就沒參與。後來有一個星期天，那

天天氣特別冷還下雨，那天他們活動少一個人，大家住一起就找我去。但在我來看，這只是

機械行為，我事前事後都沒參與，那是因為我目標太大。結果那次有五個人被秋後算帳，我

還是被國民黨排在第二名麻煩人物。那時候入學，有一個問卷還會問說是否入黨，其實我入

過黨，只是兩個禮拜後發現誤上賊船，我就把黨證給撕了，我就不曾再參加了。那陣子，感

覺他們想用這個來控制我，想要再叫我入黨，那我說可以啊，那要從我高二開始算起，而且

不能追究我為什麼不參加黨內活動。他們說好，結果就被訓導長抓去，那我去他的辦公室，

那我就問他說，他是以什麼身份，到底是以訓導長，還是國民黨的身份在跟我講話。他說沒

那麼嚴肅，我說有這麼嚴肅，校內只講校內的事情。結果他就說，他只是想看看我。結果他

身邊的人偷偷跟我說，訓導長也只是奉命行事，那只是上面交代的。他就跟我說，能幫我的

只有兩個人，只有考紀會主任鄧傳海，不然就是組工會主任李煥。那當然要找就找李煥啊，

李煥很厲害，他一聽我是台大學生朱高正，他就馬上推掉兩個行程跟我見面。那我跟李煥

說，這次選舉的時候，蔣經國先生特別說，要支持在野的賢達人士，那我怎麼會知道不是郭

雨新，而是蔡萬財。如果我有錯，你開除我黨籍，我了無遺憾，可是我沒錯，再怎麼樣的處

分，我都會跟國民黨說再見。那我知道李煥其實很用心，到最後，我是被處分停止黨權三個

月，而且是選在暑假。我那時候就說，即使是最輕，我也不服，所以我就離開國民黨了。 

到了我當兵的時候，在分科教育的時候，在政戰學校受訓，王昇主任來政戰學校親自主

持革命理論座談會，我們那個單位，是由我來提三個問題。那個革命理論座談會其實有兩千

多人，他就在那裡渲染所謂的南海血書來醜化自由主義跟個人主義，來強化政權。可是我一

看就知道是偽造的。那第一個小時講完，要休息的時候，我們部隊長問我，為什麼不問？那

我就說是我水平不夠。結果第二小時，還是跟革命理論沒什麼關係，我就決定要問問題了，

他好高興。我就說，請教王大將軍，結果第一個問題他就站不住了。我說，剛才王大將軍

說，自由主義跟個人主義是18世紀的產物，那共產主義是19世紀的，我們怎麼可以拿18世紀

去打敗19世紀的產物？學生非常擔心王大將軍所言如果被廣泛加以引述，將會對我們反攻復

國的前程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失。那今天我們在台灣高喊復興中華文化，人家共產黨在大陸講

說破四舊立四新。結果他就說好好好，第二個問題。結果三個問題，沒一個問題讓我問完。

他就說朱同學真是學術淵博，這樣答覆你滿意嗎？當然不滿意啊！那時候政戰學校校長朱志

源中將，他就說朱同學問題問的很好，只是太尖銳了一點。從那時候開始，王昇就不再出席

預備軍官座談會，改成他的執行長來。那是我跟王昇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到了1985年，我在德國讀書，國民黨有派人來看我，那那時候我已經有申請了到大學教

書了，結果他們就跟我說不要白費功夫了，你就留在德國吧。他們就說，那你有什麼條件你

開。我說，給我考慮一個月吧。我台語歌重頭唱到尾的只有一首歌，就是黃昏的故鄉。我那

時候就天天在萊因河旁天天想這個問題。那最後我就說，我想通了，要不要回台灣是我的問

題，你們國民黨歡不歡迎我回台灣，是國民黨的問題。但是我話講在前頭，如果你們敢對我

這麼無情，就休怪我對你們無義。我說我警告你們，朱高正回台灣如果沒有把國民黨政府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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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到天翻地覆，我就不姓朱。那我在德國唸完書，我當初申請獎學金的時候，我是寫四到六

學期，其實我不到五個學期就拿到博士了，這在德國是很困難的。那我在1984年的時候，很

多人到德國很容易有花粉熱，我那時候也中了，那醫生說這沒辦法，一直流鼻水也沒辦法，

就讓我到黑格蘭，叫我去那裡兩個禮拜，讓保險公司幫我付。那時候我就早早出門，去天體

營，到5點之後才回來。我就這樣弄一弄，結果博士論文底稿就寫了很多，大概三分之一。

但那時候我妻子就很捨不得我，但我讓他們先在11月回台灣，結果沒多久我論文就寫完了過

關了。 

那我原本就不希罕去美國，比較想去文明古國，像是希臘、埃及等去做研究。基金會就

跟我說，那旅程就實報實銷，包括未來三個月要給我的，就一次給我。那我希望在離開每個

國家，可以跟當地的學長聊一下，那他們也安排的很好。那我最後就是八月回到台灣。那剛

好那時候尤清要選台北縣縣長。那時候是蘇秋鎮挺鄭余鎮，還在台大開了一場座談會。我就

去聽，兩百多人，那我那時候就想說去聽聽看。那最後我就想問問題，結果他們不讓我問，

我就說座談會是讓人問問題的，贊成我問問題的拍個手，結果現場一半以上的人都拍手。我

就上台去講，說贊成我可以拿麥克風、可以開始說了嗎。贊成的的人拍個手，還是很多人拍

手。我才沒說五分鐘，他們就崩潰了，但我只是針對他們講的比較離譜的反駁而已。結果沒

兩天，尤清就打給我了，他聽人說，一聽就知道是我，就打電話給我，問我可不可以幫他參

選台北縣縣長。我就回他，這樣，你讓我考慮，我爸爸過世，你也讓我問一下我媽媽跟我太

太的意見。那尤清我原本就稍微認識，我在德國唸書時，有一次回台灣就跟他吃過飯。那剛

好那時候蔣經國做行政院長，還講說反對金權跟暴力介入選舉。那我就說立法委員都是失

職，他這樣講你們都沒一點意見喔。他就說這樣有錯嗎？我就說當然啊！如果是我，我就會

問蔣院長說，你是反對任何的金權與暴力介入選舉，還是只限定是非本黨所能掌控的金錢暴

力介入選舉？ 

那我後來就考慮24小時，還是跟尤清講說我還是不能幫你站台，但是我跟你保證，我絕

對會幫你，比起幫你站台有效。我就說我沒有知名度，幫你站台也沒用。那最後就講好，他

選縣長的時候，除了錢以外，大部分都是我在管的。到了開票那天，他五點半回到總部，我

們就回到後面小房間談，我就說，阿清啊，你絕對不會上了。只要你這次的票能夠拿三成以

上，就已經是空前勝利了，台北縣就可以告別黨外沙漠，你知道，那時候黨外能拿三成就已

經是一級戰區了。你只要繼續保持要服務台北縣的決心就好，成立尤清服務處，我就這樣跟

他說。到最後八點多票開了，拿到百分之32.68%，我記的很清楚。他就這樣宣布，所以當初

服務處其實算是我用的，在三重路那邊。老闆還問我說要幹嘛，我就說做社會服務的。那時

候警總還抓得很緊，黨外很容易被找麻煩，那時候還是用尤清太太的名字跟房東簽的。那時

候的主任副主任都還是我推薦的，主任是林弘智，副主任是蕭貫譽。所以從那個時候我就開

始投入政治，大概就是這樣子進入政界的。 

那自國民黨統治台灣，一直到美麗島事件，都有很多人投入推動民主行列。那我會這樣

看，國民黨來台灣之後犯的最大錯誤，就是沒有跟其他人取經。這樣看來國民黨會輸共產黨

不是沒有原因的。我們以歷史來看，其實就有點像是西晉。西晉在公元280年就滅東吳，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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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311年發生了永嘉之禍，你自己已經站不住了，還要借東吳來安頓。我跟你說，在八王之

亂戰到最後，八王只剩下兩個，東海王跟皇太弟成都王。那成都王就聯合匈奴，東海王則是

聯合鮮卑、烏桓，最後其實東海王就知道北方遲早會歸胡人。所以他那時候就安排吳馬渡

江，他要王導先過去安撫當地士族，先去講條件，像是第一，北方難民會從江浙這邊來，不

會影響到當地田產。 

第二個就是中央需要用人，一定會優先錄用本地人，最後就是如果可以回中原，會大大

答謝。就是這樣才有辦法維護王朝，最後開啟南朝。但國民黨不是，一來就的時候台灣人就

已經被日本人糟蹋五十一年了，結果國民黨一來也一樣，來了就用陸軍接管。所以在這個情

形之下，又發生228事件。套一句孟子的話啦，「無是非之心者非人也」，人都應該知道什

麼是是非。結果到韓戰之後還來個白色恐怖，所以雖然說台灣是世界歷史上戒嚴令最久的，

但是人性不明，一波又倒一波又起。包括你說美麗島，我跟你說，美麗島發生的時候，我人

還在岡山。1979年12月左右，那時候準備要去留學在念德文。直到12月12日我就來到美麗島

現場，我走到附近的新營市場，裡面有一間店就被砸，後來才發現是朱平他家，那我就跟他

們說，過了午夜12點警察就要抓人了。果不其然，12月13日就全面抓捕，但其實我4個月前

還在當兵就預料到了，那時候美麗島發展太快了。各縣市開始在成立服務處，我就說這已經

是組黨了，國民黨怎麼忍的住？！極右派一定反彈。那像是美麗島前兩天，姚國建被人推，

我就知道完了，要出事了，那是前奏，你知道嗎？所以美麗島事件，不管黨外再怎麼溫和，

這擺明就是要撕破臉，所以為什麼過去台灣民主起不來，就是書念不夠多、心胸不夠寬。我

就說為什麼民進黨今天會走到這裡，我那時候還有很多人真正在打拼，結果你看現在，從阿

扁以來，民主對他們而言不是信念了，只是拿來跟國民黨分杯羹的旗子。所以為什麼民進黨

遇到李登輝違憲，不能堅持原則，就是因為對外的整個氣氛早就淹滅了，沒有了對理念與憲

政的堅持，整個黨都被李登輝拉得團團轉。 

那有人會說到本土意識，其實比較像是族群分類。同樣是貪污，為什麼要讓外省人來

貪？但根本就忽略貪污本身就是錯誤的事情。不管是本省人外省人，貪污就是不行。同樣的

道理，做總統的人就要遵守憲法。所以李登輝當初修憲是要幹嘛？什麼是二階段修憲。早上

才講而已，下午就成立二十一世紀基金會，高育仁主持，我就說這絕對不是二階段，已經是

n+1階段了。我每次說出來，都會讓大家嚇到。看看德國，從1949年修憲，也修了不下一百

次，但每次都是朝野有共識，很和氣不會亂。所以你說修憲修到變成今天這樣，民進黨真的

對不起台灣人。台灣人對他們的寄望，民進黨沒有那個智慧回應台灣人對他們的期望。我的

第一個要求就是國會全面改選，但我跟你說，說到很難過，當初要推國會改選的時候，裡面

有多少人在阻止我，說什麼不要啦，不改選才有得賺。你這樣每天還要開會，何必做這麼

累。我就不說是誰說的了，好幾個。他們就只想享受立委的地位而已，他們沒有真的要拼。

所以真的要說，民進黨是罪人！你想一下阿扁下台的時候，民進黨的席次剩下不到1/4，你

說是不是歷史開了民進黨一個大玩笑？從1986年成立到2008年，22年都等於是白拼了，回到

原點了。到這個時候，用台獨來拐人，阿扁還去說台獨李登輝這麼多年做不到，他才做八年

怎麼做的到？李登輝說那本來就假議題，你看這就是政客。我當初說要離開民進黨，因為我

反對台獨，台灣就是這樣空轉二十幾年。從亞洲四小龍龍頭，現在連尾巴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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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推動民主化以外，除了本土意識，其實黨外體制跟戒嚴解嚴也滿有關係的。就只拿民

進黨來當例子好了，民進黨的勝利，我說我那一席是最關鍵的。民進黨如果沒有我說那句

話，怎麼會有民進黨。我跟你說，1986年9月28日，那天早上就是要確認黨外中央後援會各

縣市推薦的名單，下午本來是準備成立組黨委員會。當天早上開會時，我提案發言說：「民

主運動發展到這個階段，大家還坐在這裡討論『組黨籌備委員會』。當年雷震還在籌備組黨

階段，就已經被國民黨『雞仔鳥仔抓到沒半隻』，還有什麼好討論的？組黨靠決心和勇氣，

我正式建議：『今天，就宣布組黨！』我話一說完，立刻就得到在場人士的熱烈響應，全場

強烈要求『立刻組黨』！民主進步黨就這樣正式成立。」我當時說，7月的時候是最關鍵

的，我們反對運動發展到這個地步，還坐在這裡討論要怎麼組黨？這不是笑話嗎？組黨要決

心和勇氣，當年雷震組織中國民主黨的時候，被國民黨弄得多慘啊！所以我就建議，要參加

年底立委跟國代的41個候選人，要做新政黨的共同發起人。我們投票之前，如果國民黨有什

麼動作，候選人就宣布退出選舉，讓大家知道國民黨因為黨外來抓人，讓他變成一個國際政

治新聞，看他敢不敢，結果就全場歡聲雷動，就這樣通過組黨提案的。 

之後我就去廁所，郭吉仁律師跑來跟我說，你這樣是殺頭罪，我說要搞就搞大，頭斷了

也是要斷。郭律師是個好人，但缺點就是沒魄力，是這樣過的。那到了1990年5月2日，下午

郝柏村自行宣布李登輝總統要我組閣，那天宋心濂跑來跟我說，台灣有今天的政黨政治，你

功勞最大，但我也有功勞。我就說你這個特務頭子有啥功勞，他就說有的，28號那天晚上5

點多，總統要我到官邸報告，那我把你的發言聽了兩次，那時候我只寫了兩個案子，寫依法

辦理，但聽了你的話我就覺得毛毛的，除了甲案依法辦理，再寫個乙案寫暫緩處理。我就帶

這兩個方案去面見總統，總統就問，你覺得甲還是乙好。那我就跟他說乙比較好，比較溫

和。如果這次選舉之後，黨外的票數沒有增加，那代表老百姓不挺他們，那再下手。如果有

增加，那就在想辦法。那為何我那天會說到這，在9月之前我就說了，我們一定要在10月4日

之前在台灣成立新黨，為什麼我要講10月4日，因為許信良在5月1日在美國成立台灣民主

黨，他準備要在那天遷黨回台。我就說一定要在他之前，以我的推算，站在國民黨的立場，

許信良這樣弄，就把台灣的黨外政治弄得很廣，情治單位就會這樣想，你在美國，我也很麻

煩，你回台灣我還比較好對付，所以這次就給黨外一個很大的空間。所以在10月4日之前，

就只剩下9月28日，根本就是要跟國民黨的陷阱相拼，比美麗島還慘烈。所以那時候最支持

我的就是尤清，是真的支持要組黨。 

那當然我不認為這是巧合，還要各種事件的組合，而且機會來了也不見得能用，都還要

去衡量局勢。那考量到時代的背景，還有一些侷限性，我其他不講，光那時候立法院要作立

法委員，光要發言就有一堆老立委要阻止我，說我怎麼可以先發言，他們都還沒說。當然這

也不能怪他們啦，那時候只有黃信介，我進去的時候，根本就是給他們震撼教育，你知道有

多精彩。那時候是談話會，我就舉手發言，我就說各位老委員，我相信你們聽到這個稱謂，

心裡一定不太舒服，因為本席來報到的時候，很多人提醒我說不能稱呼你們叫老委員，要稱

你們叫資深委員，但是各位老委員，我沒辦法稱你們為資深，我只能說你們是老委員。為什

麼？因為你們是第一屆立法委員，我也是。同樣都是第一屆，何來資深之有。我知道你們心

裡一定這樣想，臭小子，我當你爺爺奶奶都當的過了。我說你們講對了，想當年，你們在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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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宣布就職的時候，本席都還沒投胎。怎麼現在我們變成同事了?我告訴你，這就是國民黨

政權反動之所在。台下馬上一片激動，我就說先不要急，各位老委員，我現在在講的每一句

話，都得到選民的授權喔。本席在雲嘉南選區是第一高票當選，我的政見只有一條，我現在

把他翻成國語給你們聽。我說，如果投給朱高正，你們正再將一個超級炸彈送到立法院，我

會在立法院裡面，一定會把國民黨弄到東倒西歪，國民黨如果不接受我國會全面改選，我一

定不會善罷干休。這就是我唯一的政見。所以各位老委員，我來的目的，就是要你們快回去

安享晚年，不要在這裡當國民黨打手，不要為虎作倀，你們養尊處優的日子已經不會再來

了。你們從現在開始，每天要到立法院來的時候，一定要有心理準備，不是來這裡看報紙聊

天，是要上戰場的。我就這樣講了一百一十分鐘，將近要兩小時。所以氣勢就不一樣了，那

些老的說他們文也不文，說武也不武。 

所以我老實跟你說，做不到的我不說，說了我就一定會做到。你知道教科文1987年5

月，那也是弄得亂七八糟，國民黨保留現場，全部當作現行犯。隔沒幾天，國民黨派秘書長

馬樹禮來找我談判，他說，昨天晚上總統聽你出事前，你有上去講了三次，一次十五分鐘，

總共四十五分鐘。尤清就說，你這個好像德國最高法院的判決書，有憑有據、旁徵博引。他

說他聽了錄影帶聽兩次，聽到半夜，結果只丟下一句話，說朱委員說的也不是沒道理。所以

總統要我來跟你講，你要求預算的編列，要合憲化，要民主化，要合理化。總統都答應，什

麼叫合憲化，就是教科文經費在中央政府的總數不得低於百分之十五。民主化就是不能黨庫

通國庫。合理化就是你不能只照顧軍公教，榮民勞工弱勢也要照顧，大大的轉變社福的分

配。那總統跟我講，都5月27日了，憲法規定預算要在30日之前審完，所以明年度的來不

及，但下一次編列一定按照這樣來。總統說，朱委員要刪預算，盡量按照朱委員的意思。我

說總統真的這樣講？這樣好，那我一毛都不刪，按照各委員會自己編列的去審就好，我不增

加其他意見。結果隔天老毛病又來了，送來的還是不到百分之十五，所以之後才會弄得那

樣，直到弄幾次之後才乖乖的，所以我說該堅持要堅持。我就說你以前的黨外政治被人家這

樣一呼籲，就沒有要堅持到底，這就是我跟他們最不一樣的地方。 

1988年4月4日，國民黨書記長周慕文說，我們這一次的總預算的確是違憲，我也承認，

拜託你再讓我們違憲一次。我就跟他說，你不要再騙我了，去年馬樹禮已經跟我講過是最後

一次了，你以為我這麼好騙。所以我就去上面發言，我就說，剛才執政黨的書記長親口跟我

講，他都承認他是違憲。你們自己都認為是違憲，這個預算案，你明明知道是違憲案，還能

投票表決他嗎？我朱高正命一條，你要就拿去，你要表決我就跟你沒完沒了，我就從主席台

跳下來，你知道那多高，後來趙少康也衝下來，我們就這樣一路打下去，那他怎麼會是我的

對手。所以他是國民黨的天之驕子，就去哭訴，還要扮什麼群眾說明會，要聲討朱高正，當

初弄得多大。還公然焚燒我的肖像，我真的是覺得受寵若驚。那我當然就去弄我的護憲說明

會啊，國民黨當初只辦了四場就辦不下去了。那原本就是要第五場要辦在南投，那時候是吳

敦義當縣長，他就跟李登輝說，報告總統，朱委員只是違反議事規則，本黨是違憲啊，這個

我辦不下去，建議總統之後也不要辦了。結果我反而辦了三十五場護憲說明會。 

後來在高雄，台獨的還要來給我金牌，上面寫護憲英雄。你這樣是要毀掉憲法，另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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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台灣憲法。我就說誰不對啊，講清楚一點。我那時候台下還有多少萬人在聽。反正後來發

生很多有趣的事情啦。那個時候我是要拉抬葉耀鵬，但是那次葉耀鵬還是沒上，是李慶雄上

的。所以我要跟你說，你有什麼主張也沒用，國會全面改選也不是我第一個提，但是你主張

可以五花八門，你有很多選擇，民主化的過程中，哪一點才是戰略之高點，突出問題，才能

取得勝利，這樣才有用。那民進黨後來就亂搞，我就懶得說了。 

那當初會解嚴，主要還是跟島內形勢有關，美國維護的是他的利益，所以他也不會再

這種事情跟我們影響。像是大陸那邊，當然他們會誇大大陸因素，但1986年那時候，就算改

革開放，大陸那邊還是很亂，根本不足夠對蔣經國造成壓力。所以最重要的，他可以不解除

戒嚴，我舉兩個例子給你聽。有一次我競選時，有一個活動叫做為民主而跑，就是在火車站

那附近集合，警總就來了，就說你這樣違反戒嚴法。我就問啊，我說這是路跑活動，去年那

個長跑小將蒲仲強回來的時候，為領袖的健康而跑，他也沒有申請啊。我說，到底是領袖健

康重要，還是民主重要？我就不管開始跑了。結果跑跑跑，到垂楊國小跑個幾圈，宣布完

成。那後來我就辦了演講，當然我也是沒在申請的，我都按照文明國家法令，我也不在交通

要道，我在公園、學校，誰說我要跟你申請。我辦那麼多場，要怎麼跟你申請？那時候黨外

就很慘，那時候黨外沒人像我這麼會舉辦演講啦。那時候要辦演講都還要請有名的人，還要

提早兩三個禮拜準備，一場就要好幾十萬。但我就不要，我才不要名人來演講，我一場就幾

千塊解決。這些名人肚子裡有多少墨水我會不知道？那如果像請黃信介來，人家也是來看黃

信介，不是看我。所以我都沒找半個人，我自己一個人還是弄得很好。說什麼要提早三個禮

拜申請，超過兩百人還要更早。我那時候辦了一百多場，那後來第一個就是簡立宏局長，他

就說拜託，你簽名就好。我就說你還要我偽造文書啊？到最後就都不用了。戒嚴令在我面前

根本就假的，我要遊行就遊行，要演講就演講。所以現在民進黨說什麼誰膽識有多好，不好

意思，我敢說沒人比我更好，半個都沒有。 

那講到地方自治的部分，我當時是覺得要回歸憲法，那就是鄉鎮長另外選、鄉鎮民代表

會另外選。所以那時候最重要的時候，就是按照憲法，直轄市市長等的直接民選。對這個議

題最有興趣的就是，像是阿扁、謝長廷，這些想來選台北市長的。所以到最後總統直選，就

全部都亂了套。其實理念上我就是反對總統直選，因為總統直選，我的經驗來看，如果你要

讓總統當虛位元首，那是違反人性的。所以說總統直選的國家，除了美國以外，很難維持十

五年以上的民主跟安定，當然一般來說民主跟安定很難並存，只有美國是唯一例外，那就不

提了。李登輝當初有講，總統沒有直選算什麼民主國家。枉費李登輝當過皇民，天皇有被選

過嗎？英國女王也從來沒有被選過，但會說他們不民主嗎？也不會，所以民主跟這個沒關

係。民主不是跟虛位元首有沒有被選沒關係。反過說，華沙公約之後的國家大部分都是總統

直選，你看一下烏克蘭，結果現在開始悲哀了。那拿德國來說，就是內閣制，這已經很成熟

了。所以政治體制的設計是很重要的，難道德國人沒有很驕傲？也都是從其他國家的內閣制

來找慣例啊。 

所以在台灣的民主化過程中，並沒有被清楚討論跟設計過。為什麼他們就是先開放鄉鎮

長直選，就是怕被你選一個全島性的政治領袖，危及他的統治的正當性，就是這樣。所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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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制度從來沒有被好好討論過。我說一個最簡單的例子，現在有制度化的補貼嗎？連中央

要怎麼流通，有沒有這個規矩都沒有。再來最嚴重的，台灣不應該被地方派系影響，這樣來

看應該鄉鎮市長官派，結果那時候被地方派系把持，當時鬥的多嚴重，都是要看面子來講

的。如果不同派系，連路燈、柏油路什麼都沒有。這樣有什麼意義？那時候剛好有一對年輕

人，本來要結婚，結果發現對方家中不同派系，不讓他們結婚，跑來台北找我，是因為剛好

兩邊都挺我，最後才讓他們結婚。所以這樣講，裡面很多原因都是情緒化的。那這樣講，我

那次選怎麼可能中。那我心中最重要的想法，就是怎麼讓新黨過去濁水溪。那那時候趙少康

有個理論，就要是我的票乘以二，才能當成濁水溪以南的候選人，最後就是姚立明去高雄縣

選。所以講認真的，地方制度，在台灣民主化裡面，不能算一個主要議題。當如果沒有合理

的地方制度的安排，台灣這種區域嚴重失衡狀態，是不可能被解決、沒救了。那時候有說要

補助，但那是要怎麼補助，但根本就沒有幫助，最後還是要靠立法委員，但就這樣亂七八

糟。 

那到了現在，鄉鎮之間還是失衡，我是真的覺得還是很難解決。你看這個六都，根本就

是莫名其妙，像是你台北縣升格，就把基隆市弄掉了。其實台北縣升格的問題就很大了，你

看板橋一區、烏來一區什麼的，比台南還嚴重，台南市吃掉台南縣，高雄市吃掉高雄縣，這

都是虛耗。以前人家是說升格預算比較多，但實際上根本就沒增加。換一個門牌，說自己住

在都市。結果你看嘉義縣、雲林縣，都很窮，我跟你說，這使得失衡狀態更嚴重。所以台灣

現在進入衰勢，這就是鄉愿當道啦，大道不明，沒有是非，無可無不可。有什麼事情，走著

瞧。只要等到大家不想再提，就解決了，這就是台灣的悲哀。其實你去看，台灣的鄉鎮市

長，有大學學歷的沒50%。反觀大陸，你看人家鄉鎮市長，90%以上都是中小學校長來出任。

你看我們的鄉鎮民代表，黑道一大票。縣市議會正副議長，八成以上是黑道，台灣就是從根

本就壞了。我眼睛很亮的，我從十幾年前要離開民進黨的時候就說了，怎麼可能台獨了。 

其實問題就在民進黨不能堅守，他作為一個監督者的立場，糊里糊塗介入國民黨的主流

非主流之爭。所以才會這樣講李登輝是1又1/2個黨主席，因為民進黨也轉去挺李登輝。所以

李登輝的胡作非為也沒人計較了。所以台灣的亂源，台灣的經濟會崩潰，是因為李登輝不願

意去作虛位元首。所以因為廢除動員戡亂時期動員條款之後，就要回歸憲法，回歸憲法他就

沒權力了，所以他透過七次修憲，就是要換湯不換藥。包括把行政院長的副署權拿掉，之後

又拿掉行政院長的同意權也拿掉。那就完全破壞掉原本行政院的概念，第一行政院對立法院

負責，而不是向總統負責。所以行政院長雖然是由元首提名，但立法院要同意。總統簽的所

有法律條例，都需要行政院長副署才能同意，所以這樣看來行政院長才會是全國最高的行政

首長，而不是總統。所以才說，民進黨不能堅持這點很不好。最丟臉就是李鴻禧，教了一輩

子，講到真的是要搖頭。你知道他怎麼講，他在揶揄國民黨，他說將中正在的時候就是總統

制，到嚴家淦當總統，蔣經國當行政院長就變成內閣制，現在蔣經國當總統，又變回總統

制。結果他要選的時候也是一樣，又說台灣不適合凸顯總統制。這就是台灣的人悲哀，你又

不能說李鴻禧沒唸書，但他等於在他身上打了自己一巴掌。他教了別人一輩子，什麼叫做內

閣制，結果自己講一套做一套。這只要牽扯到個人利害關係，就放棄理念的堅持，這樣真的

很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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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這樣台灣地方制度的設計，一開始在憲法設計上就有問題。像是德國地方制度，他們

沒在選市長，他們是議員哪黨比較多，就由那黨派人出來作市長，怎麼可能地方用首長制，

中央是內閣制，這一定要一致。所以其實我對香港的狀況也很遺憾，那時候柴契爾要把英國

還回去的時候，香港基本法制訂的時候，台灣那時候就要注意。那大陸基本上就是採取內閣

制，又叫做人大制，基本上大陸很多是我給他們建議的。那大陸那裡的人大很多其實都有兼

任地方首長啦，不過這另外在講。那時候我給他們的建議是，由他們現任的副總理升任總

理，朱鎔基就是這樣上去的，李克強也是這樣上去的，就這樣開始穩定。那台灣最大的毛病

就在這裡，中央用內閣制，地方用首長制，所以大家熟悉之後就亂七八糟。那中央用首長

是，地方要用內閣制，那我覺得是更不可能。而且，那整個制度的設定都錯了，所以就更加

不可能。那我就會這樣講，馬英九其實就是混蛋，在2008年的時候，國民黨團佔了立法院

3/4席次，那是個最好的機會，結果他沒修。你說阿扁還是因為少數黨作總統。可是你是壓

倒性多數，還做成這樣，真的就是丟臉。所以最後一步，可能就是中國大陸來解決了，其實

台灣人能不能再來弄都產生懷疑了。如果我跟你講說誰作總統比較好，你相信嗎？到最後都

是無可無不可。 

那離題一下，說美俄要重返亞太，我也不訝異。在1988年的時候，美國那方面發表一篇

重要的文章，在這邊寫的東西其實我們來看就會很清楚了。文章就是在講說未來二十年美國

總統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當美國國力下滑後，就算在當地發現軍事力量，還是能保持一定的

政治經濟影響力，這是26年前的事情。美國高調說要重返亞太，當然你可以說派一些軍艦

來，但你的國力正在下滑，你要給這些國家什麼好處，說你美國打仗也沒辦法多厲害了。那

說歐洲的國際法之父就講過，自然法就是國際交往的準則。但到了英國之後就變質了，變成

維護國家利益為對外的最高準則，但我跟你說這就是霸權主義。到最後就是中國吃掉其他國

的利益。但這樣講究應該是在不影響其他國家的情況下追求自身國家利益，而不是這麼野蠻

的追求國家利益，當作對外原則，你不能背義求利，但中國1949年之後基本上就是這樣了，

所以美國是等著。那對外援助，給你一千，跟你要五千，接受援助的最後都穩死的。 

所以說台灣真的是目光如豆，又愚民政策。什麼世界杯、奧運的，沒贏就不報了。那像

是亞洲運動會，人家澳門才多少人，任何一場決賽都是現場轉播，我就是要讓百姓看到什麼

是最高狀態，結果台灣都不給自己看，這就是台灣的問題。台灣什麼叫國際化，到第五大道

一下就叫國際化，笑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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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訪問林濁水  2014年 2月 14日 

我體會到，是一個基於族群邏輯的不正義體制，在推動臺灣的民主化。我講國民黨統治

至少是一個殖民統治，那準殖民統治的內容至少有幾個： 

第一個，國家的目標不是設定在它所統治的土地上面。它所統治的這塊土地的存在價值

是為了實踐反攻大陸，而非建設臺灣。當然後來到蔣經國十大建設以後，這個方向有所調

整，但是最終的目標並沒有被放棄，統治這個土地的目標並非在這塊土地上面，這符合殖民

統治的原則。 

第二個，殖民統治有個基本精神是「不能夠信賴當地的」，所以整個制度排除臺灣人對

中央政權的參與，這個總體系包括戒嚴，以及更具體的萬年國會。透過這 38年的戒嚴，這

個政權是站在對人民強烈防衛的立場上，它對人民是不信任的、是強烈防衛的，那只有殖民

統治才需要做這樣的防衛。萬年國會基本上對於臺灣人民直接參與中央政權是充滿防備心，

且加以排除在外，還有其他各種制度，比如說在美國的強烈壓力下不肯放棄那龐大的國營事

業，另外在不管是公務員、律師、醫師或是會計師的檢核和考試制度上，擺明了按照省籍錄

取。儘管中華民國憲法有明文規定（省籍錄取制度），但，是憲法為了人民而存在，還是人

民為憲法而存在？在人民無法接受體制的情況下，推動台灣民主化的運動的核心精神便是對

不義體制的反抗。 

很多人說不要談省籍問題，但對政府依據省籍邏輯來設置的不正義的統治機制的反抗，

其實就是臺灣民主運動的核心動力，也因此，統治者長期不斷把省籍問題當作洪水猛獸的狀

況，關鍵就在此。 

大規模的反抗與蔣介石的過世沒有關聯，因為蔣介石的特務體制就是蔣經國建立的。蔣

經國後來統治的手段開始趨於柔軟，是在 1971年退出聯合國以後，而且更重要的是與美國

斷交之後，在這樣的狀況下，政權的正當性才備受質疑。政權被質疑還有其他的原因，例如

蔣經國剛來到臺灣的時候，所有的軍隊都是外籍兵團，而外籍兵團可是一個有效的鎮壓工

具，但是他這個外籍兵團老化了、退伍了，必須要用充員兵來鎮壓本地，這則是大有問題

的，就像美麗島事件那時候就出現很多逃兵。 

我是認為這些原因，加上在 1970年之前冷戰架構的關係，美國將臺灣當作基地，所以

蔣介石有恃無恐。但是 1970 年代蔣經國接任之後，當時臺灣已經是美國基於聯中制蘇之下

的籌碼，與美國毫無討價還價的餘地和能量，或者是討價還價的能量極度萎縮，在那種情況

之下，蔣經國對抗美國的壓力下當然比起他父親大有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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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第三個關鍵因素是，我認為蔣家父子在來到臺灣以後，透過白色恐怖完全整肅了

228 事件當時年輕壯盛的一代，所以那一代人就已經沒有反抗的能量，留下來的鳳毛麟角

（如郭國基、五龍一鳳），相對來講很薄弱和零星的反抗。但是這被整肅後的一代 1970年左

右開始進入青壯期，下一代戰後嬰兒潮是一個斷代以後新的生力軍。 

新的時代的許多階段其實不太一樣，第一個階段就是郭國基的時代，那時候只有地方選

舉，他們透過地方選舉來保持些許所謂的民主命脈，方法上純粹依靠選舉、演講、當選和體

制內質詢。基本上他們那一代當然也有意圖要組黨，所以才有跟自由中國的結合，但是組黨

受到阻礙，從郭國基傳到康寧祥的組黨企圖和願望一直沒有消失。除了選舉、演講、宣傳和

組黨之外，還有臺獨的地下組織，人數非常稀少，不成氣候，而幾乎被抓光。但去到國外組

成的同鄉會，台獨卻是主流，而這些人想要長期維持和臺灣民主運動之間的關係。 

民主化之後，國是會議和國發會議的結論沒辦法落實，導致制度如果安排不合理，碰到

問題就無法運轉，那是馬政府自己在講的。陳水扁當選之後卡到許多事情而無法順利，他們

就覺得國會很麻煩，怎麼不能解散國會？所以陳隆志的基金會舉辦了一個憲政討論會，之後

才去找許志雄想辦法，結果許志雄就說這制度現在很麻煩，總統為何甚麼都不能做？他講完

後，我便說：「這不是你們要的嗎？」因為那時說要修憲改成雙首長，你們說不得了，這個

提出來的方案是袁世凱的制度，如果袁世凱的制度是現在的制度，這個制度是經過朝野協

商，是怎麼經過朝野妥協？噢你說總統權太大，不然就把主動解散國會改選權拿掉；噢你說

總統權還是太大，那法國總統主持部長會議的權力就拿掉，可以吧？ 

所以你看這兩項總統權力是關鍵，可是照你的話講現在這樣又不行，如果那時候這個制

度已經被你罵說是袁世凱制度；倒過來，把主動解散國會改選權恢復、把總統主持部長會議

權又恢復，這會不會被你們罵成袁世凱制，加希特勒制，再加上史達林制呢？當時就是李鴻

禧帶著他的學生許志雄等人在批判，被罵得體無完膚。 

所以修憲之後，我就說這個制度最終統總將會無權，是一個四不像，要是國會更強勢就

變成內閣制，那結果國會不敢解散。國會解散總統就變成假的了。國民黨就沒用、不敢解散

啊。所以變成陳水扁沒辦法、國會也沒辦法，連行政院也沒辦法，就造成國家體制整個癱

瘓，在那邊爛成一團。 

1991年的國是會議，只有國會全面改選和不分區代表的問題；留下的不合理問題是

說，到底你的制度是總統有權的制度還是總統沒有權的制度？如果你是總統有權的制度，就

不應該用不分區；那如果有不分區制度，那李登輝就要認份，自己的權就要交出來，給立法

院有一個運作的空間。結果都沒有、都不可能。 

第二是選舉的不平等，根本想都沒有去想。在制度化的安排中，選舉制度沒有去想要怎

麼改革，只講到一個表面的問題：國會要改選。至於總統要民選是後面的事情了。 

第一次國是會議並沒有提過，1991年的國是會議中只有提過省市長要民選。在我的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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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中，之前我連署一個修憲案，將「省」給凍結，如果省沒有民主化，也沒有直選，也就沒

有民主化。省長如果直選後，總統遲早也會直選。但那時候我騙國民黨的立委，最近那個三

個商業銀行，被省議員亂做，打消一大堆呆帳這樣不好。所以這個省要廢掉，讓我們自己管

比較保險。國民黨的立委就很高興，就開始連署簽到八十份。 

後來讓李登輝發現，李登輝要做民主先生，要來選台灣省長，現在你們要來廢省。就下

令，國民黨的立委不能簽。我那時候就嗆聲：「叫你省要凍結，然後廢除，你不肯，到時候

一定是死路一條。」然後，選舉完後真的是這樣子。選完真的是這樣後，我就趕快去連署，

這次超過一百個人連署。李登輝看到有一百份以上連署書。他就順勢把「省」廢掉。 

這就很清楚，你的體制對中央和地方的關係，以及對中央政府的關係，和政黨的體制，

不能夠這裡出了事情，就修改這裡。那裡出了事情，就修改那裡。不能如此，不然修改完以

後，就會天下大亂。 

我這兩次的提案，有兩個目的，一個是「葉爾辛效應」，這個葉爾辛效應和台灣很剛

好，剛好和獨立的問題結合在一起。如果台灣是一個國，就不應該是一個省。這個是台灣民

主化過程中，國民黨一直在閃避，越閃避就越變成災難的一個原因。台灣如果要民主化，就

是要獨立化。如果要民主化，不獨立化，問題就會一大堆。民主化之後，省長就要民選了

啊，這種沒有顧慮到台灣的現實，進行省長民選的民主化，就必然產生體質上的災難。好幾

次的修憲，都是局部修憲。局部修憲以後，就是災難了。 

台灣這個現實，民主化，就是要台獨化。台獨化，就必然民主化。你假如要維持全中國

的代表性。你的民主化就不能進行，就會產生問題。如果你要徹底民主化，簡單說有兩項：

總統直選、國會全民改選。你必然就要放棄對全中國的代表性，這是無可奈何的事情。要在

台灣民主化後，要去湊一些全中國猶原在台灣的體制存在，這絕對不好。這兩次的提案，我

們知道省廢掉了，凍結掉了。在我原始的想法中，沒有省政府的存在。這些縣市你要怎麼劃

分呢？我的看法是直轄市是一個錯誤的做法。在我的想法和規劃中，最理想的是直轄市不應

存在，但這牽涉到了重新分配的問題。如果要廢掉，抗爭起來就不得了了，但目標總是要

有，然後調整的時候，往目標走一近一步就算一步，不要做和目標相反的事情。現在變成六

個直轄市，就和這個目標完全相反，這真的很不幸。 

這個不幸是阿扁開頭。最早是國民黨開頭，去創造了一個台北市，然後再創造了高雄

市。阿扁又弄了一個台中市，接著是大台北合併。一句話就是台北縣變成市。國民黨開頭，

阿扁把它發揚光大。馬英九更加發揚光大，這是政治共同組成的災難。 

最近我在報紙上看到李鴻源他說一句話，和台灣人口數差不多的荷蘭，但荷蘭沒有一個

城市的人口數超過九十萬，因為台灣這種情形是不合理的。你要保持合併，這是照什麼都市

的競爭力，國家才能和人家競爭？這是胡說八道。我去過北歐幾個小國，他們人口才幾百萬

而已，首都幾十萬而已，這些北歐國家難道在競爭上，被世界上的其他國家甩得很後面嗎？

比如丹麥，還有美國的波士頓，他們都沒有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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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要奪走競爭力，要考慮到兩項。第一，你的國家有多大？第二，你這樣做，是不是

具有正當性？國家有多大的意思是，戰後的時候，全台灣六七百萬人口。本來六百萬，國民

黨帶一百多萬人來，變成七八百萬人口。七百萬和八百萬人口把台北市獨立起來，變成不一

樣的市。給台北市很多優待。這就是犧牲鄉村，來成就台北市。讓國家的都市化從台北市開

始，在那個時候，這樣是對鄉村不公平，但是一方面你這個訴求，不一定有價值存在，有可

能會成功。有可能會成功的理由，但是今天台北市有兩百六多萬人口。高雄是有一百多萬。

加起來四百萬。換一句話說，這樣子兩千萬的鄉村，要來養四百萬，一定會造成貧富懸殊被

拉大。而且犧牲了貧富懸殊，也不會提供台北市和高雄市多舒適。 

更何況，你說要把台北縣、台中市、台南市，都變成直轄市，為了養都市，農村的人口

比都市要更少，你要怎麼養得飽都市，一個一個人都變成乞丐，也不會飛起來。像是中國就

比較有才能，上海一千萬多人，差不多兩千萬人，合法人口還沒到一千萬的樣子。但長期的

居民超過兩千萬人。但是大長江三角洲，有好幾億人啊！好幾億人去養兩千萬人，這是有才

能的。大華北地區也是好幾億人，養天津，也當然養得起啊。 

所以，他有可能透過這樣子對鄉村的剝削，扶上海起來。台灣這麼小的一個地方，剩這

麼少的鄉村，要來養台北市，真是可笑。台北市可以去尋找腹地，你就不應該去往台灣去

找。你應該向國際，把國際當做你的腹地。其實，某一種程度，台灣也是把美國和中國當成

腹地。台灣的腹地的設計應該是這樣子，你沒有辦法在台灣的內部剝削，你要去賺錢，要往

外賺錢。這是第一個荒謬，你說台北到高雄，高速公路蓋起來後，東西的快速路，十二條弄

好。為了台灣的交通，比上海還要更方便。整個都市化的瓶頸度現在超過上海啊。所以，整

個要用整個台灣做一個大都會，來處理好事情，而不是用這樣子的方式處理。 

現在的台灣很難救，勉強有一個方式，嘉義、雲林，也要合在一起，很難處理的是南投

和彰化要合嗎？不正當的發展，直到現在已經畸形，現在要用不畸形時代的日本五洲三廳這

樣子也不行。比較有氣魄的做法是把台北市和新北市合併後再拆開。我比較完整的論點，發

表在台灣群格的電子報上。裡頭還有提到有一個蕭全政的論點。討論為什麼要升格，他說升

格後台北都，面對東北亞，而台中面對中國。高雄面對東南亞。這幼稚到極點。 

這個城鄉的問題一定要面對，古早的時候，用村莊來養都市，現在都市要回饋。結果升

格是反回饋，這是很不應該的，但是一個比較完整的，馬英九為升格的時候，才提出更完整

的論點。我的處理方式是以一日生活圈，以全台灣的角度來看，但是要分區，他的分區怎麼

分區？我認為要以日本時代的五州做雛型，然後要相當幅度的劃分。 

在現階段，我關心的焦點是中央政府體制。如果要推動一些改變，就要在升格以前進

行。那時候動不了，現在要改，難如登天。現在唯一想是先合併升格，大家都平等，再來

分。這個制度的死結，現在問題不是做不到。而是在財政法制度之下，所有的政治領袖，一

個一個都變成沒有眼光的政客。這些想要拿國家大權的人，如果認真去面對這個現實，就不

會貿然出來選。我的看法是這些政治領袖已經失去了氣魄、野心和志氣，這才是關鍵。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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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選總統的人，和現任的總統，如果都要來改，那就會一起來改。 

這是很悲慘的一個發展，竟然大家都把國家的希望放在他的身上，他卻變得那麼沒志

氣，那麼沒氣魄，連救自己都不敢。由於社會感到現在這樣，總統很無能，國會很亂來。啊

馬王鬥爭要怎麼收尾，日子越來越難過。這社會有感受啊，這一定要變。社會不一定知道要

怎麼變。這些既然要做領袖的人，就要面對政策以外，制度上一定要改，制度要怎麼改呢？

大家講好，要總統制也可以，以前民進黨就是這樣起來的，一路就在提訴求。這些訴求社會

都不接受啊，但也一項一項被民進黨碾過去。台獨社會接受嗎？以前是 5%，現在則是 70%。

台獨那時候會比現在修憲更禁忌嗎？當然台獨更加禁忌啊。但民進黨也有辦法輾過去啊。 

現在不應該放權給這些直轄市。要先把中央地方都弄好，要放權再來放。現在先放的話

一定放得零零落落，我會看到一些有的沒的都不被解決。你一定要先調整，要放再來放。如

果先放的話，你要調整的力量就沒有了。你一定要先調整，要放再來放。 

這些政治領袖要體會到的，不只是共赴國難，更是救自己。現在國際上沒有什麼壓力叫

你改體制。這不可能有任何外界壓力，這個壓力一定是來自於自己的自覺。 

凍省以後，完全沒有葉爾辛效應了。其他的問題，第一是李登輝沒那麼厲害，沒有能力

處理。第二是，省廢掉或凍結後，因為宋楚瑜結合了公務員的力量，阻擋你調整的力量實在

太大了，大到李登輝當年沒處理好。弄得零零落落，所以沒有能力做為一名理性。 

就是說在制度調整的同時，我們還是處在一個全盤改革力量不夠，對於全局沒有辦法掌

握的情勢下。九月修憲我參加不到，國是會議後，就是省縣自治法和直轄市自治法。國發會

後，才改為地方制度法。現在是要廢法，而不是立法。我沒有在國發會議中提出我自己的看

法，那時候只有廢省。重新劃分的論點，是因為台中、台北縣市的升格事件中，比較完整的

論點還是發在台灣新社會電子刊物中。 

我是覺得目前說這一些，和其他人的比起來相對最完整，包括對於各種升格的論點的批

判，重新劃分，再去提起了日本的五州。五州如何演變成二十一縣市，我都有將過程複習過

一次，其實每一次的變動，都不是地方自治的考量，其實都是上層權力運作的考量，包括台

北市升直轄市。 

改這麼多，有好幾重政治考量。第一個的考量是分而治之。第二個是人帶太多來台灣，

要要比較多人安插去處理。重新劃分日本時代以前的區域是很可惜的，大區域的發展都被破

壞了。每一些縣市既然是獨立的自治體，麻雀雖小但五臟俱全。這反而造成了每個縣市都有

一所大學，這是一件很夭壽的制度。這個過度零碎的情況，就很不利於區域的發展，一開始

如果就不是那樣處理，也沒有升直轄市的問題的話，就維持五州就可以了，但是分作二十一

縣市以後，又升格台北市。又財政劃分的不均等發展，變成人口的集中後，恢復成五州就無

法解決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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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民進黨有提出，一省多市或是多省，這過去很多人講。前者是呂秀蓮提案，後者是

張景森提案。張景森是大台北市，也就是北北基，甚至包括桃園在裡頭，這亂弄一場，坦白

說張景森亂弄的事情很多，也很亂。這些主張都沒有共識，沒有整個黨下去討論，沒有一次

的討論足夠深刻，意思是說「你怎麼想像台灣的城鄉發展」這是關鍵，但沒有人去討論過。

勉強說，輪廓比較清晰，台灣是一個一日生活圈的都會區，只有我這邊的說法算清楚，但沒

有申論。 

我說他是一日生活圈。第一是南到北高鐵蓋起來，一天可以來回。過去日本時代的公務

建設，所有的設施是由台北代表東京直接統治的必要，因此鐵路都是縱貫線。所以南北的來

回，比同一天的東西來回要更方便。大甲要去東勢，要很遠，但直線距離是沒很遠的，但開

車要開很久。那就是說，東西的交通並不方便，但是交通做為自治區做為生活共同體是有所

必要的，所以顯而易見，當時中央政府對於你是不是一個生活共同體，他並不在乎。 

當時國民黨的部份，也沒有深刻討論。有兩個關鍵。第一，他國家的目的不在本土。第

二，中央地方的設施只有考慮到中央如何控制地方，這延續自日本。清朝其實也是如此，我

的首府設在這裡，首府管到所有地方。而地方做為一個生活區，這樣自治概念是欠缺的，當

然幾十年來，也有一些學者討論到生活圈的問題。但是生活圈不曾真正變成中央政府在地方

的中央關係中，認真去討論而變成具體計畫的。 

民進黨沒有重要討論的原因是，那時我的看法是，要討論這個東西，基本要有一種洞

視，我覺得大多數的人在當時欠缺這個意識。當時都有零星談過，但沒有認真處理。阿扁做

總統的時候，做所謂的「台灣國土重劃開發計畫」的整體討論，是很差的。 

當時把台灣計畫分成四塊，那個是噱頭，他把噱頭當真。我覺得這主要其實是張景森、

陳忠信的看法。並沒有黨的集體討論。張景森有很多的點子，號稱點子王。他的點子就是為

陳水扁全力服務。接著四處蓋機場、蓋大學，都是選舉考量，胡作非為。 

阿扁那時候的內政部長叫做余政憲。為了阻擋升格，余政憲曾在立法院公開說，中央的

統籌分配款裡頭，高雄市和台北市占 35%。台灣省的部份，分了 51%，如果高雄縣市要合併

升格，台中縣市要合併升格。51%的部份就會下降。而 35%的部份會上升。算一算後，發現

沒有升格的優勢。余政憲這個講法在黨內沒有認真討論過。對於中央地方制度，廢省連寫三

篇評論，財政劃分我也寫了幾篇，大概只有我寫最多吧。 

我是覺得，在整個論點的架構上，論點最完整的就是我發表在台灣新社會的那一篇。在

國民黨來台灣這段時間，都沒有基礎調查。都是在五州三廳的架構下，再延伸，唯一的例外

是 1982年嘉義縣市分開和新竹縣市分開。直轄市升格後，我就很灰心，就比較少去關注到

整個編制上的問題。 

在國外，比較做得到去「精簡編制」。在台灣基本上做不到。像國外的公務員的精簡、

部會的精簡，還有日本的地方自治合併，他們都做得到，所以一國一國都有辦法做，但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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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做不到。我覺得基本上，台灣的政黨和政治人物，氣魄和眼光都不夠。再舉一個例子，

就好像「全球化」，要不要跟人家參與雙邊或多邊的經濟整合？但我來看，都無法動。 

經濟整合和新加坡簽得成，和紐西蘭簽得成。但更大的國家，我想就簽不成了，經濟整

合，基本上是產業結交的條件，那就是一個利益重新分配的問題，利益重分配在台灣就沒有

本錢，唯一的一次是 WTO那次是成功的，關鍵則是李登輝的氣魄。 

制度面，都沒有經過深入的討論，代表在台灣做制度選擇，基本上是政治考量的原因大

於理性討論的原因，在民主化後制度安排基本上都是這樣。在你的看法來說，在制度安排上

有一些問題需要突破，突破的可能性其實就是政治力量在決定或左右。 

我的看法，我提出的分期付款式的制憲說不定可以參考，分期付款式的制憲在過程之

中，中國因素不大，反而是國內利益的分佈是關鍵。國內的利益分佈，牽涉到意識形態的問

題。意識形態在政治上面正當性的來源。他這個政黨，有一個正當性的來源，多數的人的意

識形態符合我的意識形態的話，就有力量，所以為什麼改變如此困難就是這樣。如果大多數

的人都相信大中國的意識形態，那就會很難運作。我的看法為關鍵是國內利益分佈佔多數，

而中國的影響不大。 

將「省」廢掉的象徵性很大。在統獨的象徵性很大。但是廢掉以後，共產黨也沒打過來

啊。他的力量不是來自共產黨，而是來自於宋楚瑜。廢省對一般省務官員是有利的，對於省

務廳處長不利，對省議員當然不利。對政客不利，對公務員有利。有的有利有的不利的原因

是，有的人就要調去中央，很可能就可以升格。從省機構，變成中央機構，就升官了。多數

人是升官。那時候有人說，對於公務員是種傷害。我覺得哪有傷害，這對公務員是更大的利

益啊。所以那時候廢省的時候，我就辦了一個公聽會。我就把省機構的官員找來，問大家支

持要廢還是不廢。大家都支持要廢。就像是理事館，變成中央理事館。每一個人都升格，可

是廳處長的位子就沒有了。這是一個金字塔的結構，越往上面位子越少。所以常任文官都

升，政務官都沒有升。下面的就不一定。有的就會跑去縣。整體其實對公務員是有利的。 

國會全民改選，國家的代表性就會改變，美國當然會贊成。改選對於中國國會的象徵性

很大，不只是象徵性，而是實質的代表性，連主權內涵都改變了，當時也沒看到什麼外在的

反對力量，或者是內在的反對力量。 

在兩岸關係的處理上，基本上台灣的資料看來有三派。 

一、反攻大陸。這一派已經不見了。 

二、革新保台。 

三、促成中國內部的質變，緩和兩岸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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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來中，在台灣內部，主導兩岸關係的力量，維持現狀，穩固強化台灣的主權內涵，

一直是主力。要說影響中國的民主化，我不知道那是說真的還假的，我的看法是我剛好三不

五時會遇到一些人，他們的主張是用台灣的民主影響中國。但這個有影響幾分算幾分。不要

期待太高，這違背民主原則。 

在蔣介石的時代，美國是超級霸主，講求二元政治，他們兩個是平起平坐。但在蘇聯之

外，比現在強很多。那樣的一個超級霸主，對一個小小的台灣。美國要台灣要民主，但蔣介

石也沒有理他啊。當時大美國對小台灣效果是這樣，那現在小台灣對大中國，你可以試試

看，結果不言而喻。 

但是不可以放棄的理由就是說，那個像是美國對台灣的關切，是沒有推翻蔣介石的理

念。但如果當時沒有美國的牽制，至少多殺十個人。如果有美國在，可能少殺五個人。會有

一個程度上的差別，沒有本質上的差異。 

美國當然蔣介石專制，關鍵是要反共，縱使我支持你的政權，你要殺人不要殺太多，這

是事實，很多人的命就是這樣保住的，經過十年二十年都沒有改變蔣介石，可是保留下來的

東西，是八零年代民主化的火種。 

台灣對於中國，是讓中國的民運人士保留一個希望的火苗。因為在那個被破壞的中間，

有人管你心理，這是最大的安慰了。也就是他們追求的東西會感到有價值，有人在支持自

己，這樣的支持的力量跟統治者比起來非常微弱，但很多人就靠著活下去。他的價值就在這

裡。台灣對中國能夠達到這個價值就不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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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 

訪問許信良  2014年 2月 13日 

一、從民主化到制度化，以臺灣地方自治做為樣本，是什麼力量促使臺灣民主化？ 

許：臺灣民主化，第一個有歷史因素，不是忽然產生，是有其歷史脈絡的。日治時代就

有民主運動，我想你們都很清楚，從議會請願、獨立運動到組織政黨之類，所以70年代的民

主運動是有歷史傳承的。日治時期的民主運動對我們臺灣傳統的黨外有很深影響，像黃信

介、康寧祥等人，他們都很善於群眾演講、有演講才能，這是在日據時代的農民運動訴諸群

眾時出來的，這不是讀書就可以會的。你會覺得他們會演講，我們怎麼不會，康水木、李肇

基之類的沒有讀很多書，但是好會演講，那些演講的能力直接影響到我們。歷史傳承、庶民

語言等等，我們70年代參與的運動，一脈相承下來，那些都在啟發、幫助我們。我們這一代

加入以後再開始擴大。 

第二個，1970年代，228事件的陰影對我們這一代來說已經沒有很大的影響了，30年時

間過去了，這個時間其實很長，在我們之前，像是高玉樹選台北市長，楊金虎選高雄市長等

一些奮鬥者，為什麼不能成大氣候？因為對他們來講，228事件、白色恐怖的陰影還在，而

我們這一代初生之犢，228事件已經很遠，也沒有深受白色恐怖影響。 

第三個，我們這一代的黨外不一樣，最多的、最重要的是個人因素，例如我和張俊宏都

在國民黨中央黨部任職，我們就在敵人堡壘內部，我們比較不會有恐懼感。為什麼我們會很

快得到很多支持呢？社會恐懼感已經不強了，像我們這代跟我們同年紀的，中小企業家已經

很多了。經濟發展到一個階段，那一代的年輕人，做代工起家、中小企業家、貿易商等等，

從他們的利害出發，就需要法治，而希望改革政府那種封建、無效率、貪腐。運動方式靠地

方選舉，要對抗既有力量是需要這樣的社會力量支持的。這就會讓運動不只是主觀力量，而

是變成社會力量，要挑戰地方既有勢力。它不是反抗殖民統治這麼單純，而是因為新興產業

的需求，傳統的傳承不是只有精神，也可能是技術。 

二、要如何解釋，民主化力量從日治時期到70年代中間中美斷交之類的停頓呢？ 

許：那時候1978年的選舉更多人投入、社會支持力量更強，斷交那件事就是因為國際處

境。退出聯合國時那個國際因素的影響一直在臺灣社會激盪，尤其是臺灣有產階級都非常恐

懼，臺灣社會的感覺是國民黨的統治支持不下去了。那時候是有錢人就移民、能走就走，跑

不掉的人就覺得更要自救了，也是70年代支持我們的很大的力量。就是救亡圖存。過去冷戰

時代都是靠國際社會、美國支持，70年代美國拉攏中國大陸之後，社會的國民黨維持現狀能

力的信心就動搖、被衝擊了，所以造成社會不安。參與社會運動者本身的自覺也是70年代運

動很大的原因，就是水流的衝擊一樣，直接衝擊到國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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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整年幾乎是1978年的後遺症，整年是國民黨來臺灣以後對抗國民黨的政治力量最

激烈的時候，呂秀蓮、姚嘉文、王拓都是候選人。一直到美麗島事件等等，都沒有斷，斷交

造成民主運動更大活力、運動者更大集結，就變成更大的組織力量，集體抗議、社會運動更

強大。雖然到1979年主要活動者都被鎮壓，（但是）主要運動者被抓，次要運動者就跟著

來，同情美麗島事件，社會對這個運動的支持更凝聚、更強烈，像是公政會，當然運動者積

極宣傳（政府）貪汙之類也很強，以前運動的果實很快地就收割了。 

三、從1979-1983-1987年，這兩個年代從停止選舉、恢復選舉到解除戒嚴，如何看臺灣黨內

運動的現象？ 

許：那時候我在海外，他們那時候就是靠雜誌運動、思想來改變、鼓吹，透過宣傳抗議

組織，沒有讓運動結束，可以感覺到還有些人在努力。所以1983年開放選舉之後那個力量更

強，那時候一出來他們就得到社會運動支持，這些二線的都變成一線的運動領導者，像是那

些律師團。然後重新開放選舉之後到解除戒嚴那段時期，新的領導群在努力，他們要突破黨

的壓力。原本那些（一線的）人對新的領導群來說有很大的壓力，不是讓他們只當當立委或

議員，而且那個社會強大的支持力量也會給新的領導群壓力。 

四、1979-1983年中，美國是否對國民黨有造成壓力？ 

許：1979-1983年中我想美國是一定有給國民黨壓力、要開放選舉，那個年代美國總統

卡特有人權、民主訴求，做為總統他本身有強烈主觀願望，而在這之前的總統都是冷戰思

考，不管民主不民主，也不會鼓勵民主。那時候卡特當總統他其實就開始有呼籲、鼓吹民主

的想法，當然他也沒有太大的改變，但是有外交的努力、鼓勵走向民主。不過如果是共和黨

的話就會更支持冷戰那時候的策略。美麗島事件發生之後我人在美國，那時候我們有向美國

政府請願、申訴，海外臺灣人也有運動，救援那些受難者，最具體的就是到華盛頓國會遊

說、解釋美麗島事件，那我在那時候為了救援那些受難者，我在外面住了兩個禮拜，去見美

國AIT在華盛頓的主席丁大衛(David Dean)，他主管這方面的事情。 

    斷交以後國民黨也有強烈反應，造成臺灣內部不穩、衝擊國民黨，但是美國那時候還是

希望臺灣政權不要受影響。斷交之後國民黨會覺得他們不論怎樣壓制黨外美國都不會介入，

有恃無恐、聚集鎮壓黨外，但是美國如果態度很強硬他們當然就不會做，所以我覺得美國有

間接的責任也間接鼓勵了他們。美國應該要清楚表明對這件事的態度，我當時建議他們要快

點表態，因為這些受難者也命在旦夕。對方有解釋，他一直認為在斷交之後美國對國民黨有

芥蒂，就沒有影響了，不是他不想介入，是真的沒有影響力。 

    後來他一個禮拜後決定要跟美國政府報告、到臺灣來，我建議他要見黨外的哪些人，包

含受難者家屬等等，當然我們要求他必須公開審判，不能像過去那樣秘密審判。所以那時候

他就開始對國民黨施壓了，用他的話講，他就慢慢開始影響。1983年，卡特政府的外交政策

是很清楚的，在美國總統中很奇怪，他的影響很難堅持，但是卡特政府對臺灣的民主政治還

是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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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983年選舉之後反對力量持續要求二線的領導人要實現社會訴求，那促使臺灣解嚴的原

因是什麼？ 

1983選舉到1987解嚴，除了組黨的臺灣內部壓力以外，我從海外主導、在美國關切，對

蔣經國解嚴，我那時候組黨就是挑戰戒嚴，希望取消黑名單、有返鄉權，帶來了很強烈的迴

響。我在1980年的運動大概美國有幾十個報紙有登，幾個大報像是華盛頓郵報都有很大篇的

專訪，在美國社會引起相當程度的關懷，也給那時候的黨外很大的壓力，雙管齊下。卡特安

排好歡迎我們去，他在任內很關心返鄉還有組黨運動，所以給解嚴帶來壓力是毫無疑問的。 

在美國總統雷根時，其實又恢復到冷戰觀點，不特別關心民主，但是美國輿論還是支

持，包括臺灣人海外的組織一直給國會遊說，還有一些跟臺灣不錯的民主黨國會議員有推

動，也有捐款等等，這些臺灣人海外的組織也很有貢獻，這對國民黨都是有壓力的。當然，

不一定是美國政府，民間也對國民黨有很大壓力，當然還有江南案事件，對美國衝擊太大，

給美國直接介入的重大理由，再對臺灣造成很大的震撼、震撼了國民黨內部汪敬煦等人，引

起國民黨內部鬥爭。蔣經國他兒子跟江南案也有關係，所以對蔣經國也造成影響。美國的那

個時代雜誌發行人魯斯也來，蔣家承諾不會再有這樣的事情。蔣家不得不回應。蔣家不幹就

沒有私心了，對民主就沒有這麼大的抗拒了。他在那個壓抑之下不能蠻幹了，那時候媒體都

有很大的報導。 

我再說一件事，真假我不知道，有一個很早期留學美國的科學家劉秉玄(音譯)，他一直

是國民黨的貴賓。我那時候在選縣長，他還曾經提到他去見李煥，我才知道國民黨中央黨部

都搬到桃園中壢，他私下來跟我講。我們回來的時候還是在最熱的時候，他請我吃飯，他說

他在新加坡見李光耀，李光耀告訴他說現在被蔣經國搞得焦頭爛額、全國戒備。 

1986年5月世台會那時候在亞密斯各舉行，有四個人去，就是選舉之後的新的新貴，他

們還跟我辯論說不可能組黨，會上會下都在講，他們說還沒這麼成熟。像是美國、新加坡等

等的議論也對國民黨造成很大的壓力，對蔣經國來講，他知道自己時日無多，也不再有家族

的私心，這就是解嚴的關鍵。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是經濟，這個臺灣早就做了，對臺灣是沒有太大壓力或是關聯的，基

本上他們是學臺灣，所以我不認為中國大陸的例子對蔣經國有影響。臺灣內部形勢所迫，組

黨以後民主、對抗力量變強了，蔣經國那時候1988年就死掉了，就是解嚴半年後，他那時候

身體虛弱，但是意志的話國民黨是沒有人敢挑戰的，當然國民黨內部爭鬥也很厲害，對蔣經

國來講也是衝擊，斷絕了傳家的思念，而且他也知道內外的大勢很難阻擋。當時80年代的世

界潮流就是民主化，那個都是很具體的衝擊。 

六、那關於第二個環節，民主化之後怎樣制度化？還有關於李登輝的國是會議、國發會議？ 

    許：民主運動到80年代末就已經算是國民黨放棄抵抗，讓人組黨、解嚴等等，那時候民

主力量合法化，國民黨的體制非改不可。是如何改、怎麼安排的問題。那個還是經過了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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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的角力。李登輝那時候剛接任，非改不可是大勢所趨，如何改，在國民黨內部還有政治

角力的過程，所以他需要借體制改革來鞏固權力。 

  1990年的國是會議，李登輝還沒辦法完全掌控國民黨，他有強烈個人動機。那時候還有

臺灣社會對民主的共識，國民黨最保守的力量也知道這個擋不住了。第一個是臺灣要透過選

舉全面改選，第二個是總統直選。那時候國民黨內部主流力量是反對總統直選的，社會也沒

有共識。國是會議上總統怎麼選就變得很重要。在國是會議之前，其實民進黨內部是有爭論

的，爭論到底要怎麼樣的制度，也有討論、有表決，最後大家接受就是美國制的總統制。 

民進黨為什麼主張總統直選的理由是，第一個，1990年代海外臺灣人對民進黨影響很

大，本土的黨外運動者對任何問題都沒有真正研究或理解，只是參與選舉而已。海外運動者

就有要求總統制之類的。那時候決定還是美國式的總統直選，還有美國式的總統權力。海外

主導了民進黨的意識形態，包含體制的貢獻。多數人就傾向就像美國，因為看美國發展好。

像我那時候也是站在總統直選，是因為從臺灣民主運動發展的需要來看，臺灣傳統以來總統

的位置都太重要了。要民主化總統要直選，臺灣民主化才會完成。如果不是直選，有其他少

數人可以操縱，那就不會真正民主化，就是一種理性決策。要對抗權威的總統，需要總統直

選，才能對抗獨裁傳統。以前是「總統應由人民選舉產生」但是沒有強調「直接」，所以我

們要求總統直選，那時候國民黨是反對的。我們跟吳豐山合作。在那個會議中國民黨也沒有

強烈抵抗，如果那時候我們不用心或是國民黨很堅持的話，可能就不會過了。 

  省市長民選沒有談，但是也沒有太大爭議，因為是民選的地方政府。當時國民黨代表的

是馬英九、施啟揚憲政小組有參與，都主張先選出選舉人團再選總統，說是美國總統也是這

樣選，但是就是跟人大代表選沒什麼不同。國是會議之後國民黨的小組要修憲，最後還是人

民直接直選，李登輝敲定的。馬英九他們都很震驚。李登輝做這個決定違背了國民黨主流意

見，但是民進黨主導的力量是強力要求的。這些改變都合乎民主體制要求的安排，在國是會

議就完成了。 

  民主體制如果健全，嚴格來講，在國是會議以後的修憲還有很多需要改變的，所以才有

國發會議。民進黨當時在要不要參加國是會議這件事有強烈爭論。國發會議時，那時候民進

黨黨部中央有各派系，我們以黨中央的力量支持國發會議。那時候反對力量包括林義雄、施

明德、還有那時候還是台北市長的陳水扁。不是對體制改革的內容有爭議，是純粹民進黨內

部權力杯葛。那時候我們跟國民黨談的是廢省、廢國代，變成中央跟地方兩級，當然還有村

里縣這樣共三級，其他都不要，這個沒有爭論。那是很重要的行政體制的改革，更有效，也

沒有政治動機，純粹是理性決策。 

  國發會議那時候還有中央政府體制的問題。民進黨從第一次國是會議之前就有憲政研討

會議，民進黨大多數人都認為總統應該像美國，即使民選權力也不是完全總統制，當時還有

雙首長制跟內閣制爭論，行政院長、國會同意權的取消，接近法國雙首長制或是保持原本五

權憲法。民進黨那時候就是覺得美國的體制最好。當時很多人反對的是取消立法院的閣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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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權，我們當時贊成的就是法國式的雙首長制。那時候我就說如果要美國的總統制，就要廢

行政院長。我們修憲時總統權力更接近美國式的總統，我個人的主張是法國是雙首長制。這

方面我著力很深，從憲政研討會開始到主導修憲，我是一向都這樣主張的。國民黨找了留法

的蔡政文來跟我做對口單位，唯一的動機是，李登輝要是讓連戰當行政院長，民進黨會強烈

杯葛，國民黨內部也會分裂，所以李登輝擔心自己閣揆根本不會通過，這可能是他當時修憲

的動機。蔡政文跟連戰很好，所以連戰當然支持雙首長制。 

國發會議時我當主席，李登輝就弄了個蕭萬長帶隊的修憲小組，結果我們大吃一驚，蕭

萬長主動提出很多我們要的東西，像是廢省、廢國代、廢鄉鎮，我們都大喜過望，很多人開

始全力配合。宋楚瑜就大吵大鬧，他強烈反對，不管什麼原因都強烈反對凍省。民進黨很多

人根本對體制沒什麼興趣，只是反對我，就一片反對聲音，國民黨由宋楚瑜帶頭也是一片反

對聲音。結果李登輝到國民黨開會之前，就突然停止這個努力了。 

大概蕭萬長跟我經過好幾次開會，後來就合作修憲，國民黨那時候主流媒體就反對李登

輝，但是國民黨那些人不管怎麼反李登輝，都不像李登輝這麼有權力。不過國民黨內部，還

有新黨之類，李登輝也未必能控制國會。當時那個報老闆余紀忠、王惕吾都還在，就強烈反

對。後來我們跟國民黨合作修憲新聞出來之後，反對聲音很強，超過支持聲音。因為社會反

對，國民黨就開始不幹了，內容你可以看當時的報紙。 

  後來我們跟國民黨談話就不愉快，再來就停止了，那時候就是國發會議之後結論落實的

時候、討論實際改革的具體內容，國發會議之後就有修憲小組，國發會議則是修憲前的準

備。很多原來蕭萬長同意的，後來也打回票了，說廢國代、廢鄉鎮不行，那時候態度就完全

不一樣了。這段就是到體制改革的歷史。就這樣停了大概半個月到一個月，本來意氣飛揚的

蕭萬長都不見了，你就知道當時反對的，包含吳伯雄和連戰，後來大家就都消失無蹤了。那

時候聽說是連戰反對，當時他是副總統兼行政院長，所以蔡政文就對這個沒有興趣了。 

  以前很多修憲過程的時候，我們私下見蕭萬長都會跟他講起這件事。他有點心灰意冷，

第一個，因為在黨內大家都批評他，再來那個會議被國民黨中央開始主導，他認為這個沒有

辦法了、不可能開下去了，他整個人氣勢都變了，所以我才親自去見李登輝。更早的時候是

夜奔敵營，談一些修憲的觀念，讓體制更健全等等。李登輝一開始見到我就一直講講講不

停，我說：「我今天要跟你談這個事情很嚴肅，你現在任期已經一年半了，時間很快，如果

今天修憲不成，你四年過去就一事無成啊，總統你要看你未來的歷史定位。不管兩黨怎麼反

對，我敢跟你保證，民進黨到時候修憲投票，反對絕對不會超過五票，你就好好算國民黨你

能控制多少？」他就講我們共同努力。所以很快地蕭萬長重新得到授權就來找我了，我那時

候也知道自己不可能什麼都要，我就跟蕭萬長，大概知道了國民黨的內況。國代裡面都是宋

楚瑜的人嘛，鄉鎮又都是國民黨的人，所以一定會動搖。那時候比較重要的就是蕭萬長跟吳

伯雄。那時候就把權力限縮在閣揆同意權，就比較務實的提案。 

  凍省的事情，最後會成功，其實是動員社會力量殺雞儆猴，本來國民黨是有提出法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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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過半數，後來陳水扁強力反對，就妥協維持原來的。李登輝也發動很多社會力量，民進黨

為這個東西還發動罷免我，最後因為國民大會我們人很多，就叫他們跟國民黨黨團自己去

談，把責任交給國民大會，接下來投票的時候我每天到國民大會去跟他們談。基本上是黨中

央的力量去對抗民進黨的反對力量，後來投票就連一票反對都沒有。到廢國代是林義雄完成

的，就跟國民黨合作。凍省後的制度安排細節沒有討論到，細節是行政設計，包括後來地方

制度法修正就變成立法院的事情了，就沒有很大爭議了，因為反正憲法都決定如此了。 

七、從民主化到制度化的過程，不同階段影響制度改變的原因是？ 

    許：就是後來國會要求、李登輝的權力問題。國發會議的原則是民進黨繼續完成一貫的

主張，國民黨提出的修憲也符合我們的要求。那體制是不是民主化的必然結果呢？我認為是

不一定的。民主化之後民進黨就有力量、有發言權了，那為什麼李登輝要配合我們完成這個

問題呢？有可能他本身對體制改革的價值觀跟我們一致，在那個情況下可能他也有這樣的政

治需要。他必須符合民進黨的要求來交換，也要有些理論根據，取得民進黨支持他修憲，當

時的政治情勢他可能沒辦法取得國會支持。 

立法層次，不到憲政。行政權就是內閣制跟雙首長制的爭論還在，再來是羈押權要不要

取消的問題，羈押權從立法權脫離有沒有必要？這是在學界跟政界都還有爭論的題目。那臺

灣到底會不會變成兩院制？我覺得那是不可能的，因為從來沒有那樣的主張，提出來也不會

被接受。你要落實政治民主，國會權力是非常重要的。不論總統制、內閣制或是雙首長制，

都不能削減國會權力，所以羈押權應該回到立法院。我不認為這是需要改革的問題，這是選

制。以現代民主來講，是讓更多少數派的重要意見在民主體制裡能體現，我是贊成的。 

  現在區域選舉有些都變成鄉鎮長級的，我個人認為臺灣沒有必要，其實我覺得國會不應

該代表特殊的地方利益。鄉鎮級的影響力、傳統力量還在。應該讓區域選舉少一半、一半變

成不分區選舉，不分區的方式。政黨決定的話就會變成兩黨了，所以應該要降低政黨門檻。

一個總統沒有權力、對一個民選的總統是不符合歷史經驗、政治文化的。雙首長制今天之所

以不能在臺灣貫徹是因為我們有政黨問題，國會多數黨不可以是閣揆，這是政黨政治的實際

問題，多數黨在國會不敢倒閣是不可能的事，總統是有影響力的，總統不可以隨便提名。我

會覺得這個問題不會一直下去的。 

  六都問題，像是人口大量往都市集中，跟臺灣人口面積相當的荷蘭，全國沒有超過九十

萬人以上的城市。我覺得既然是中央一級地方一級，那地方不應該有層級的差別、不該有不

同的地方組織的差別，像都跟縣的不同。縣一定要重新合併，總之就把新的縣併為都。反正

中央地方兩級，要改要這樣改。怎麼整理那應該按照科學重新調整過，比如把雲嘉併入臺南

都之類的，總之地方這級不應該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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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一〉 

訪問黃昆輝  2014年 2月 21日 

    那是將近要十八年前的事情了，國發會的舉行是因為李總統當選連任。那是第一次民選

總統，那一年的五月二十一日的就職典禮，我記得就在講「國家發展」的重大議題。李總統

要邀請政黨領袖、國家代表，共同參詳，來凝聚共識，做未來推動國家共識的重要依據。他

的用意就是國家發展遭遇了很多瓶頸的問題，如果要突破。這就要朝野各界共同參與去形成

共識。 

於是李總統決定召開國家發展會議。當國家發展會議決定要開，就在總統府有成立一個

前置工作小組。我當時是總統府的秘書長。所以就由我來擔任這個一次的工作。 

那時候國發會的展開到開完會。差不多有四個月的時間。開會是十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

八日，這五天的時間。開了不能算是完美的會議。這一次的主題有三項： 

第一，現任體制和政黨政治。 

第二，經濟發展。 

第三，兩岸關係。 

這三個問題都有相當的敏感性，籌備的時候就擴大那種社會參與，很尊重政黨政治的體

制來開，我還記得這個開會最重要的是——協商機制的建立。 

這些議題都很敏感，與會的人都各有立場理念，各有觀察的角度，因此這開起會來要形

成意見也沒有很快。而且當時國民黨還是執政黨，要邀請在野黨參加。他們都會認為，是不

是被邀請被執政黨背書呢？起初要參加的時候，都抱著有一點猶豫、保守的態度。 

當時的在野最大黨，還是新黨的時期。在籌備的過程中，我們都知道，不是要用表決。

也不是用多數來壓制少數。任何的議題提出的時候，都要經過討論，充分和各界代表發表意

見後。大家有共識被稱做為共同意見。如果沒有共識，每一個人都有他們的意見，就會用個

別意見的部份寫清楚。 

開會之前，我事先去拜訪民進黨的主席許信良先生。和他提出誠意的邀請。意思就是我

們絕對不會是讓在野黨替政府背書，我們會完全尊重在野黨的意見。因此那時候要參加的代

表名單，共有一百七十人。政黨代表則有二十至三十位。民意代表有三十位。還有行政機

關、社會賢達、學者專家，以及總統指定的二十位。這分配都經過籌備會通過的，籌備會有

召集人和副召集人，召集人是連戰副總統。副召集人有民進黨張俊宏、新黨李慶華、無黨籍

賴浩敏、學者賴士葆共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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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黨裡頭有經過一次討論，就是這個所謂廢省、凍省這件事情。黨中認為，台灣省的

復原，以及台灣省做為整個「中國民國」的重疊度太高。第二則是行政層級，變成四級。從

中央、省、縣市、鄉鎮。很多事情都是中央提給省。大體上的主張意見，國民黨本身傾向是

「廢省」，但最後的結論是「凍省」。 

    廢省第一層功用是去除「葉爾辛效應」。第二層是減少行政層級，提高行政效率，讓政

府的運作效率更好，這某一種程度和民進黨的看法符合。但第三個問題就出來了，後來做的

制度的改變。我們回頭去檢查當時設定的目標。老實說，中央和省的政策，按照政策評估的

設計，在我的任內，我沒有印象有做出來，行政院的研考會應該有在做在執行成果和進度。

當時民進黨支持不要選鄉鎮長。但國民黨經過內部的討論後，還是保留這一塊。但是廢省長

久以來，對於省、中央的重疊度很高，這樣的層級和效率，理論上大家都有這個看法，老實

說，是不是葉爾辛效應，我自己並沒有考慮過。 

國發會的結論分為兩個部份。第一個部份是要修憲才能解決。另外一個層次是行政機關

體制運作，就行政院處理。那時候很多處於中央五院的中間憲政體制這方面的權力分配調

整，國民黨內部有「修憲研究小組」，把國發會相關的結論研議提出，經過國民黨的體制內

運作下，擬定修憲的具體程序、條文，再提交「國民大會」的黨團討論。國發會的結論並沒

有在國民大會修憲的時候，被充分地落實。只有通過一個「凍省條文」，其他並沒有處理。 

如果要詳細瞭解當年的事情，我可能還要比對一下。當然這個不是國發會的結論就有約

束力。國發會是我們凝聚共識，但國民大會會依照時空變化、政經情勢影響當時的代表和各

政黨黨團的看法，不是說照著國發會照單全收，所以並沒有針對停止五項選舉（省議員、省

長、國民大會代表、鄉鎮市長、鄉鎮市民代表）這個結論，原本是省要自治，就要選省長，

選省議員，最後結論是省不自治，但省政府保留，因此剩兩個省政府，一個是福建省，一個

是台灣省。最後五項結論中，兩項落實，三項沒有變成修憲的條文。在政治學中，改革不會

是一時一刻變成事實。 

修憲的原因，為何最後沒有變成結論呢？在修憲運作中，我並沒有參加。當時的國發會

秘書長是吳伯雄。我認為說，因為凍省，是凍結省政府的運作。沒有省政府，當然就沒有省

議會。所以省議員、省長不再選。原本的鄉鎮長繼續選，不是國發會的結論。最後是廢省這

件事情在國民黨內部有機列的辯論，兩邊意見都有。但是廢省還是國民黨多數的共識。到基

層的鄉鎮長選舉這件事情，牽涉到政黨的組織發展。也牽涉到兩黨在選舉考量上。 

那時候老實說國發會沒有討論在「直轄市和縣市不同的體制」，這是財政劃分的調整問

題，國發會沒有去處理關於資源分配的不平均的部份，過去高雄市一百五十萬人口，一年預

算一千億。台中縣也是一百五十萬人口，一年預算三百億，此為人為的不平等。是否要維持

直轄市和縣市的差別，這一件事情沒有討論到。 

在我的經驗中，台北市、高雄市的直轄市，是逐步形成的，這應該是李總統現在說的，

要再一次地重劃。國發會那時候並沒有將整個將來的政府的體制，將「中央」和「地方」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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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體制拿來討論。只有省這件子，因為經過省再到縣市，這是直接道直轄市，所以她沒有

這個層級中間的問題，層級縮小了。現在六都以後，台灣變成兩個台灣，住在都市得到的資

源，就比在鄉鎮得到的資源要更多。現在的政府如果要調整，應該要有更合理，更前瞻性的

規劃，這樣的事情很突然，也很便宜行事。因此現在調整成五都，一直到六都，並不是很好

的決定。 

    如果要讓大都市，支援鄉鎮的發展，其實沒有那麼簡單。這關乎納稅人的考慮，九二一

地震那時候，李總統有一個決定，他讓台北市去負責支援南投、台中縣的重建。高雄市則去

幫助彰化、雲林縣的重建。李總統有這個看法和決策，但這個劃分方式太便宜行事的情況

下，其實也無法形成法制。地震是一時救急，只是賑災。六都出現後，台灣變成兩部份，但

也無法讓六都支援其他縣市的發展。當時也是主要發動民間政府去救災，比較局部性。在我

的經驗中無法去套用。 

    當時有一種說法，「廢省」即是「廢宋」。我憑良心說，當時廢省，不是針對宋楚瑜。

我可以很確定說這句話，絕對不是針對宋楚瑜。這完全是政府體制的考量。宋楚瑜當時頗獲

肯定，但沒有發揮的空間。宋楚瑜對離開省府後的政治參與道路選擇的問題，造成宋楚瑜沒

有舞台。因為那個時候，總統、副總統的提名我略有所聞。當時提名是國民黨的副主席和副

總統。但當時宋楚瑜志在總統。 

    我記得有一次，李總統出國訪問。每週三國民黨的中常會由連戰主持。連戰旁邊就是徐

立德，就找宋楚瑜，也找我去他們家吃早餐。連戰是處於一種「我們兩個為什麼不可以合

作？」的態度。但我看宋楚瑜應對路數都是顧左右而言他。都沒有進入核心議題。一個小時

後，大家就去開中常會了。 

    宋楚瑜在離開省府的抉擇，李總統和我說，這總統直選後，宋楚瑜就很打拼啊。沒多

久，大概選後到上任的中間，319至 520這中間。宋楚瑜去看李總統，宋楚瑜表示說，他意

思不是說有大的目標和刺激，如果他能夠做一個行政院長，就能夠光大門楣了。不一定這麼

講，但意思大概是如此。意思就是宋先生看他自己能做行政院長。 

    再來，李先生就認為說連先生出道比較早，宋先生出道比較晚，不如就你們搭檔去選，

當時連先生是行政院長，當選副總統。他也是想要副總統繼續兼行政院長，但後來是不行

的，雖然違法，但不宜如此。李先生的意思是連宋搭檔，兩個人差六七歲。但宋先生聽到就

很不開心，這是抉擇的問題。 

去年（2012年），宋先生去看李先生，他們很久沒見面了。主要是宋楚瑜拜託王金

平，王金平拜託我去和李先生說：「宋楚瑜要去看，就讓他去看吧。」我和李先生說，李先

生就同意了。李先生見到宋先生說的第一句話是問說：「當時是哪一位幕僚，給你建議你要

那麼急啊？」不然今天總統就你了啊。這句話可以回應一下宋楚瑜身邊資深的立法委員問說

他們這樣優秀的團隊沒有發揮空間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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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宋楚瑜沒有什麼回答李先生這句話的樣子。一個人的抉擇，會影響整個團隊，如果

宋先生不離開國民黨，一切可能就不一樣了。連戰在做行政院長，宋楚瑜在做省長的時候。

每一週一定有一個「砲打中央」。省政府每一個星期有一個人都砲打行政院啊。那根本就是

他看不起連戰。 

    我說這句話，我比較主觀，不算數。當時很熱鬧呢，我想是旁邊的人，有人覺得宋楚瑜

比連戰更優秀，更適當做行政院長。有時候，我和你說，少年比較急，信心比較強。老實

說，李先生對於宋楚瑜滿有情義的，老實說他對宋楚瑜很不錯。 

現在六都這樣弄，其實比較便宜行事。站在我現在的位置，回頭來看制度化的安排，我

認為是地方在沒有那麼充分的條件，就來實施地方自治，因為地方自治其實很需要中央授

權。中央的權力如果沒有放下，地方便無法執行。現在各地方的財源都不足，薪水人事費用

就占七成左右了。所以地方自治，應該是地方要充分去發展自己的社區，要讓地方的人自己

建設自己的地方，才是真正落實「地方自治」。這個東西要有資源和條件。因此「錢」和

「權」是地方自治必要且充分的條件。 

李先生說：「中央要放權。」公有土地應該要授權給民間去經營。像是國營事業，南電

北送就流失三四成去了，如果現在有三到五個分公司來經營，共同競爭，那效率一定會變的

很高。這意思就是中央應該要選擇放權。而且他認為說國都也應該要遷，李先生沒有說是要

國都要在什麼地方，但我想是中部。因為這樣比較均衡，重北輕南這種情況得要被打破。推

動第二次的「民主改革」是李先生一直在思考得到的結論。李先生在這部份的看法，我大部

分都認同。 

    如果談到，制度改革下，要怎麼用當今的方式來處理呢？這其實涉及到整個國家的全面

超載，所以如果有國家發展的共同藍圖，可以經過「共審會議」來形成一個結論，將比較有

助於政黨推動整個國家的建設再造。 

你要提出最關鍵的規劃，提出最關鍵的問題。某一個縣市如果用地方主義下去考慮的

話，它一定有所得，但也一定有所失。這個東西要有比較高的價值和目標，和「國家遠景」

去規劃，來克服這個問題。以自己的現狀，看自己的問題。對於中央政府的需求等等，還是

各說各話。 

國家未來重點建設要怎麼做呢？大家其實得要形成共識。像自貿港區的問題，也不應該

由各縣市提出，應該要在整個國家需求的規劃下。現在的國家欠系統的規劃。舉個例子，我

簡單說一下，以前經建會有民意發展處，人口到第幾年有幾個人，照人口發展趨勢，台灣未

來十五年的人口，這數據都有啊。 

但是大學現在一直設，一直招生。現在卻沒有學校招不到學生的退場機制，這樣子教育

部應該負責任。少子化的情況下，學校卻越設越多，人口數字就在那裡，這樣子怎麼去辦教

育呢？我們的企業、產業發展的人才需求，都可以經由一些方法去處理。結果學校技術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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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來並沒有培養，企業界開始找不到技術人才，而畢業生也找不到工作。現在國家並沒有明

確的目標，就像過去李總統常說羅馬帝國興衰三大因素：國家沒有明確的目標、沒有強而有

力的領導力、沒有全面的團結和認同。國家的現況也是如此。 

    舉一個例子，你聽到會怕。現在二十五歲到二十九歲，三十五歲以下的青年有 57%是大

學生畢業，這些是想要做管理階層的人。管理階層在企業界的結構是 10%至 12％，最大飽和

就是 20%左右，現在有 57%的人要當管理階層，這就是結構性的失業。代表了有 40%以上的

大學生無法進入管理階層。他們將找不到工作。 

國會是大方向的取得共識，取得共識後，還要進入實施階段，現在是國家計畫沒有發展

計畫。自治港的做法無法改善目前的困境。現在的六都或之前的五都其實應該要配合各縣市

產業的特色來規劃。 

比如農業、觀光，應該要吻合地方發展的前瞻和文化的特色做一個規劃才對。像是台中

市、台中縣兩個合併，一個屬於是市區，一個在山區，山區注重農業。這兩個合併會有什麼

將來性呢？合併會讓地方更加有發展嗎？合併如果只為了中央分配款，這是不行的，升格只

能多要到一點錢而已，我認為這沒有積極性。 

你看花蓮、台東，都是觀光資源的地方。你要如何進行一個好的合併和地區提昇呢？像

是加州，就是以桃、李、蘋果為主題發展，就是很好的範例。而現在台灣的發展，可以說就

是沒特色。 

    現在檯面上的大黨人多，資源多，黨內的政策研究、規劃，就應該要更加強。對於「遠

景」的批判，是在野黨不可旁貸的責任，所以我在說，要認真去研究「遠景」，而不是等現

象發生，再來馬後砲。比如如果服務貿易協議不行，你也要有研究啊，你一直指責「黑箱作

業」，避而不談致命傷是哪裡？是第幾條不行？怎麼修正？這些東西都要提出來。我想立法

院各政黨裡頭的立委們，是要更加用心了。 

政策研究需要系統性、綜合性研究，要具有前瞻性、可行性、優先順序。國發會責任落

實，就應該是要政府要去落實。他要繼續和在野黨繼續協調，協調是一段沒有結束的過程。

尤其是憲政這方面，更得要由政黨們去協調了，才可能創造出有前瞻性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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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二〉 

訪問宋楚瑜  2014年 3月 11日 

我先一段開場，再把你所提到的問題和我的回憶整理回應給你。 

從蔣經國先生開始，我們的制度已經先發生問題了。我必須要用功能性的角度來講，我

們的政府制度開始出了一些問題。做為一個民主國家，號稱一個民主國家，我們是叫 FREE 

CHINA。我們叫做民主國家，自由中國，面對共產的中國。大家都認為選舉是產生首長重要

的一個手段。但是很顯然，我們的選舉制度先天上面有我們的顧忌，這是現實問題。以中央

政府來講，從中央的總統，（一開始）我們不是民選，到中央的民意代表，幾十年不能改

選，為什麼原因？不需要多講，大家都很清楚。所以到了經國先生晚年，國民黨大概是十一

全代大會(9:50)的時候，特別提出六個小組，其中必須承諾我，中央政府有兩個東西不能直

接改選或直接選舉：總統不能直選，全面的民意代表不能改選。 

那就是必須要讓市長，兩個最重要的——包括台北市、高雄市，和台灣省省長來讓民

選，多少符合當時民意的強烈要求；和國家意識形態的對外，（也）要有一個交代。 

這是國民黨經過反覆不斷的討論後，唯一可以解決的一個比較折衷的作法。也聽了一些

所謂自由選派的這些學者，包括你所提到的楊國樞也提供了一些建議，看是不是能夠做為一

個折衷的作法。這是第一個你剛提到中央法制化和地方法制化的問題。 

第二個，再跳到更開一點來講。中華民國政府從中國大陸遷到台灣來，這上面不只是法

治化的問題，也產生正當化和合法化的問題。先撇開台灣的歸屬問題，我們的中央政府從大

陸上來到台灣，我們也直接了當地放開來講，畢竟現在跟當時的時代背景不一樣，我們的蔣

介石先生已經在大陸下野。我也問過很多人，請問英文「下野」怎麼翻譯？下野直接講就是

辭職了，QUIT。既然我們的老總統已經辭職由李宗仁代理，到了台灣來之後，你是用什麼樣

合法的手段，現代的法律來講，你有什麼 DUEPROCESS你可以復行視事？ 

而當年的狀況坦白講，是政治問題，是政治選擇的問題。你不能講老總統不對，國民黨

不對，坦白講，那時兵敗如山倒，老總統復行視事。然後就想了一個辦法，由人來代替法

統，因為絕大多數民意代表都被老總統帶來了台灣。所以讓國民大會重新開了會，罷免掉由

副總統代理的情況，裏頭的法律你可以自己去看看。但是嚴謹的來講，用現在的法律來看，

這個 PROCESS不是非常完整，所以就產生了大法官的解釋，讓這些民意代表可以反覆地繼續

任職，用句後來人的專有名詞叫做「萬年國會」。因此這不要說是中央政府，地方法治，這

種的程序從今天來講是政治問題，從大陸來的人，國民黨也好，非國民黨也好——我希望你

有空可以看一下我那本新寫的書——在那個時代，它的正當性、合法性，我們必須用另外一

個方式去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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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老先生到台灣的人不全然百分之百都是國民黨，包括軍隊，包括文官，包括有很多自

由派的學者。從胡適之、傅斯年，他們不是國民黨，這是政治選擇，去創造一個空間把很多

法律的問題解決。這個背景我們先講，這個背景你了解之後，我們又延續了幾十年，又延續

幾十年後。產生了你不能讓萬年國會這樣繼續下去。所以才開放民選，從增額的民意代表滿

足一部份，甚至講早期的考試制度還是按照大陸的考試制度，還有省區的一定有的名額錄取

（註：各省有固定配額，由於台灣相較整個大陸 35省來說人口相當少，因此配額相當少，

形同對台灣人不利，對大陸來台者相對有利的情況），這我就不多講，因為這不是你的研究

主題。 

這個剛剛講的地方法治延續了三個問題：正當化、合法化、功能化。這個三個過節裡面

產生了後來地方自治的問題，嚴格講起來，中國自古以來都是用中央集權制，沒有地方的概

念，這是西方的東西。我在美國念美國政府，我也教過，美國政府從不管是亞歷山大或者是

傑佛遜這種聯邦任分權的地方，在中國歷史上沒有這樣的東西，他基本上就是中央集權的。 

另外剛剛講地方制度法制化，坦白講，以前沒有這個概念，地方、管轄，我們憲法裡面

講的什麼歸於中央的，什麼歸於地方的，從來就沒有講得很清楚。但是我現在講的話，第一

層次，從合法化到正當化到功能化，我後來發現先要從解決正當化的問題，先要從省長民

選，台北市、高雄市的民選問題，都是因為政治的考量才去解決的問題。中華民國憲法有所

謂院轄市，院轄市是指派的，不是民選，即使是在大陸上面我們也沒有聽到，早期在大陸縣

長也不是民選，那為什麼到台灣來我們改成民選？最一開始是花蓮推動民主，這就是去強化

政治的正當性，面對大陸的集權，我們強調自身是民主的，民主就是選舉，用這個當作一個

標竿，從這裡開始。所有縣市，包括台北市原來是省轄市，所以才有高玉樹當選，高雄市是

楊金虎。所以你把它升格之後，升格又是一個政治考量。為什麼？因為發現常常選舉並不能

夠掌控，所以又把它取消以後，萬年國會和總統不能。 

當時我看早報，李登輝先生說要進行第二次的民主改革，他已經講過不只一次。我要很

正式的講，台灣不只一次，是第三次民主改革。真正第一次是從蔣經國先生開始，真正做到

大帶動民主，雖然規模、方向、力道都不像現在這麼大開大豁。但是真正第一步是要從蔣先

生開始，第一步，回應民意的要求，關鍵依然是對比，我的自由民主對比大陸的集權，或者

是中央集權的制度，所以真正要開始推動地方的自治法治和所謂的民選，他的動機和剛剛的

背景是這樣。取得更大的正當性和合法性，然後再談到功能性。 

這是開場白。我再來講結論。幾次的調整，就你剛剛所說的並沒有大開大豁的，或從台

灣這個角度來處理事情。越改的結果，導致中央政府的組織越來越癱瘓，幾次的憲改和改組

幾乎癱瘓。我才跟地方的首長來講，中央和地方的權限現在全然癱瘓。把省廢掉之後，原來

省的功能既沒有被中央來吸收，也沒有被地方政府來承接。既不能夠承上又不能夠啟下，中

華民國政府的體制運作可以講越來越走向癱瘓。 

這個又回到剛剛講的本文的過程，幾次的修憲是為權宜的修憲。又回到原來最先的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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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我們的憲法和我們的法治是從整體上來考量。而現在我們修改的結果，又把這樣龐然的

架構運用到這個地方，常常不能顧慮到結果。就是把一個大的東西塞在一個小的裡面，才發

現根本沒有辦法運作。 

剛剛談到幾件很具體的實例來考量。蔣經國先生最後晚年的時候決定開放這兩個的時代

背景，我已經跟你談了。到了李登輝先生的時候，已經就全面中央民意代表進行改選。已經

改選了，用不分區的架構。我已經在書上講了，我一方面對國際，對於對岸，我說我是民主

改革，我不是在搞台獨。你已經在那邊某種程度做了配套，還在憲法增修條文加了幾個字，

「為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這很大功勞是李元簇先生，在修憲小組的時候他來講，又用

不分區這個制度去涵蓋，做完之後，你已經把合法性的問題告了一個段落。 

省長，台灣省的定位一直沒有講得很清楚，你不能說你整個中華民國本來是 35行省，

海南蒙古西藏三個地方。你原來有這樣的架構，但是你現在全部的東西就是一個台灣省。那

你既然台灣只有一個省，你還要不要直接民選，還要不要選省長。這沒有好好討論過，還沿

用前面的思維，因為蔣經國先生時代某種特殊的問題考量。包括那個時候蔣先生也不能直接

參加民選，政治上要號召代表全中國選舉代表什麼意義？沒有。但是大家已經能接受，包括

當時的反對黨，那時還不叫民進黨，把省長台北高雄改成可以直接選。這已經足夠安撫大家

的情緒。我把這一段我沒有談過的話，在這裡首次跟你提。 

我曾經直接地跟李先生談這個問題。我已經被任命為台灣省主席了，做不到一年多，我

是民國 82年，1993年 8月正式到省政府任職。5月多的時候，中央在連院長的時代，包括

吳伯雄當內政部長，他們兩位還繼續的題要把省長繼續推動為民選。我不是為我個人，我去

跟總統討論法理的問題。我舉了個例子，我說我們過去覺得這個房子太老舊，不太能用了。

資源有限，至少把客廳好好翻修一下，因為我沒有錢全盤改建這個房子。就像我們不能全面

改選，但是現在我們已經發現可以全面改選了，而且總統也要直接民選了。你去看看，在

82 年 5月的時候已經決定總統要直選了，因為我離開中央黨部的時候已經把那個問題解決

了，就是總統不管是委任也好，直選也好，我已經協調好了。先訂原則，後訂實施日期。也

就是先訂總統直選的原則，日期另訂，但日期其實已經定了。在民國 85年，1996 年在總統

的任期到了以後要直接直選。總統要直選，國會也全面要改選了，原來在蔣經國先生晚年時

顧忌的問題已經解決了，那全部重拆之後你是不是要花那麼多精神去把客廳翻修呢？修完以

後再把它撤掉重弄，不是浪費嗎？ 

我提過這個問題。但是這個只是我個人跟李總統之間的談話，但是這個時候的，為什麼

原因我不妄加揣測，就是內政部積極地想要推動這個。全然是為民主化？不一定。內政部是

如此說，行政院也在推動。但是我就特別提到，台灣省省長的情況和中央太接近，選了省長

以後還只是把它壓成一個省長的格局。不要用葉爾辛，如果我用葉爾辛的話根本修憲修不

成，我去動員十個國大代表，那時候有一大堆反廢省，國民黨裡能調動的就不只十位，我也

不去明確講，即使我都清楚。高過院長級的都說，只要我出來反對，就沒有人能夠擋住我。

但我說我只是要出來表達兩點意思：你要把省廢掉，你不把功能調整好會癱瘓整個政府。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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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現在五都，果不其然是行政災難的開始，我當時講的那兩句話全部應驗，但現在都沒有人

要負責任。我特別講了兩個問題，省政府的程序和接手如果沒有做好，就會造成政府癱瘓，

一定會有很大的問題。 

第二個就是對省的定位不清楚，你讓省長來把他捧起來。好在我承諾過不做葉爾辛，我

寧可辭職。我不幹這事，因為如果我知道做了這事，我要負責兩件大事。一個是善後，我做

還不到一伴你就把它廢掉，我還要去收拾後面的殘局。而這個是我在參選時和我政見完全相

反的，民進黨的陳定南參選時公開說要廢省，結果他輸了。就我贏了之後要去執行廢省的任

務，我情何以堪。叫我這些同事要到哪裡去，我也不能感情用事的去安撫他們，而這事實上

是不對的。 

第二個是待命，沒有所謂的宋楚瑜在省政府時代有葉爾辛效應，他沒有表達過意見，所

以我願意到國發會去表達意見，說不能這樣改，這樣改會導致非常嚴重的後果。所以為什麼

要待命？因為他們不讓我辭職。我只能待命，我辭職他不批，我也不能撂了就不管，這也不

行。拖了 20幾天再不回去也很麻煩，他們終於願意要好好談談時，我跟他們談，他們還是

一樣聽不進去。從頭到尾就跟你剛剛講的一樣，它不是一個有計畫的作為，是為了要交換閣

揆同意權，套一句新聞用語叫「夜奔敵營」。我今天可以跟你說，你是美麗島系的，許信良

親自帶著張學舜來看我。只要我不反對，他們可以民進黨提議支持我當行政院長。這邊也跟

我書要當行政院長，我兩方面都沒有跟他說。我可以同意，但我不是要那個職位，而是我眼

看政府做這麼輕率的變革，會導致多麼嚴重的後果。 

為什麼原因？你去我們省縣自治法裡面沒有裁員，根本沒有裁員。第二沒有編制，第三

法理上根本沒有給過這麼大的權限去做這件事情，包括跨縣市河川處理的問題，跨縣市交通

處理的問題。這些東西你根本沒有配套，他如何去執行這個任務。我後來又碰到幾位當選的

游錫堃帶著林義雄來看我。我當省長時一定會去各縣市，不像現在這麼不常見面，當時我一

定是和各個縣市長去看，雖然當時一半的縣市都是民進黨籍的。我就問游院長你做這個宜蘭

縣的縣長，不要說河川，就說路，有哪條雙向的路是宜蘭縣政府做的？都是省政府工務局去

幫你代修代管代保養，你根本就沒有這個能力財力機械裝備知識。沒有這個能力你怎麼去做

這事啊。 

你說的是嘉義縣，我最有印象的是台東。我做省長的時候，那時台東自有財源才 10幾

億，其他都要省政府幫忙。才 10幾億夠什麼？夠小學老師退休的月退俸而已，而當年的教

育經費要支撐學校的要 50幾億，結果你所有的錢只夠付退休老師的月退俸，還不要說老師

現在的薪水和整個教室學校的運作，都不夠錢。他哪有人力去擔負你所說的地方自治的項

目。幾乎每一個縣市，尤其是農業縣，他 80%的費用幾乎都用經常門的這些費用。八成九成

以上。資本門非常有限，根本都是零頭而已。再加上權限都不夠。 

我才遇到幾位大縣市的縣市長，我問他們你們天天去招商，到大陸到海外，但對不起，

你有權力給人家免稅嗎？你有權力給人家批地，給人家優惠嗎？你只要開了這個單子就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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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坐牢，叫圖利他人，你有這個能力嗎？你的權力還比不上大陸的一個區黨部的書記，他

要批地就批啊，他可以給你優惠啊。你要是從廣州移來山東我就給你什麼什麼樣的優惠，他

都可以開啊。他是什麼制度我不去多講，他的確就是用這樣的方式把經濟帶起來，也是築巢

引鳳。那我們呢？我們的縣市長完全沒有這個權限，法律訂得死死的，是首長誤蹈法網還是

在那裏瞎搞，我不予置評。但是很顯然的在法定上面根本沒有這個權限。 

我再歸納起來一次，歷史上三個大的問題：正當性、合法性、功能性還有再加上各種政

治上的考量。前半截李登輝先生在前面已經解決了兩個大問題，全面改選，第二個，總統直

選合法性的問題他已經把它解決了。後面要再去調整，本來只要調整省長民選的問題，暫緩

一下。我已經答應了總統可以直選了，還需要省長選嗎？我相信也不會有人來表達這麼強烈

的抗議，我要上街頭，我要抗議，總統都直選了。 

那時候應該做些調整，但沒有調整，這就要牽涉到那時的立法院的結構。那時立法院國

民黨已經不能完全掌控。我當秘書長時，他們說：「啊我們敗了！」但其實還是多數。還是

過半數的。而且因為在選舉期間主流和非主流的爭議當中，郝柏村先生為了繼續當行政院院

長，另組一個輔選小組，這個你們也清楚。然後就跟國民黨中央在配票時發生一些爭議。這

是最明顯的一個例子，我想也不必多講。就是陳哲男的問題。提出兩大將被開除，非要開

除，吳梓沒被開除，照樣讓他選。但為什麼陳哲男會被開除？這也是歷史，我想可以提提。 

陳哲男質詢的時候都會對著郝，這立院公報有，郝先生會把它放在西裝口袋裡。你看這

種人可以當國民黨，他就在裡面挑明著講，挑戰國民黨的正當性這個問題。所以當中央黨部

要讓他是現任的立委提名的時候，郝柏村先生強烈反對。說他是搞台獨，怎麼可以提這種

人。我當時是秘書長，找到楊亭雲去勸郝院長，你提名他，他不一定會當選。你不提名他，

就會闖出一堆麻煩。郝院長開來的條件，我們提名他之前，他已經文字上寫他支持一個中國

的政策。郝院長不同意，要他在國父遺像前跪下宣示。我跟楊亭雲說這個不夠，最好他到街

上去道歉。我說你不是去刺激人家，這種結果會產生很嚴重的對立情緒。你提名他，他不一

定會當選，但你用這樣方式去羞辱人家會闖禍。如果是這樣，他當選之後就跪在卡車上面遊

街啊。 

我是講反話嘛，但郝先生就聽進去了。我說這個不行要到大街上，結果他們真的搞成這

樣了，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我已經拿到了他簽署支持一個中國的政策。他聽進去了，提名

的時候決定要提陳哲男了，這時候考紀會很多事，考紀會的主委台南縣的李宗仁就把這半年

來發生的事又提了，這時蘇南成又出來打圓場。他很稱讚，郝院長以大局為重，就沒講話，

就提陳哲男了。套句國民黨的叫知所進退，就這樣稱讚一下。結果考紀會出來把陳哲男質詢

的稿唸出來，裏頭有兩句，為什麼會搞成今天台灣這樣？因為外交政策錯誤，什麼漢賊不兩

立怎樣怎樣。郝柏村不講話，結果把另一位大老惹毛了。這個人叫做沈昌煥（註：曾擔任駐

西班牙、教廷、泰國大使及外交部部長，當時被稱為「外交教父」）。沈常委就講話。他一聽

到漢賊不兩立批評的話，他就說如果這種人物還被提名的話，他就不幹了。這就是後來李宗

仁被外界說的「吳王斬愛妃」的故事。就是孫子兵法裡的。後來就不提名他，把他開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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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跟你提的，他很多東西沒有很斟酌，而是有它的歷史背景。我要提醒的是，我一

直以來沒有要去臧否人物，而是台灣一路走來的法制化歷經艱辛，有很多時代背景。我們根

本沒有想到會在台灣走那麼長時間。套一句我們簡明景省議會議長講的話：「是先有兒子後

有爸爸。」中央政府遷到台灣之後，所有資源都是省政府來的，國防預算、外交預算都是靠

省政府這些支援。但是你所維繫的還是中國 35行省的架構。那你在法理上是如此，實質上

的運作已是如此。從王建煊在當財政部長開始，要把國稅局強化。其實這又跟行政精簡背道

而馳。當年是台灣省稅捐稽處代徵國稅，後來就成立了，用原班人馬把職等加高，人員加

多。兩套人馬辦一樣事務。為什麼會這樣，就是我說的，大中央政府主義跟所謂的地方分權

制度根本是背道而馳。但是在很特殊的政治情況之下某些情形你必須有些權宜。當時要去地

方制度法制化的時候，就是某某人要在花蓮建海洋公園，說要批准建設蓋，要蓋一百多個

章。這個有點誇大其詞。他不一定所有事情都是四級政府，像中央政府、省政府，不是都是

四級政府。就像中央政府管外交，省政府管外交嗎？頂多是簽姊妹市而已。配合外交部去蓋

個印、簽個名而已。你要出國申請護照去縣政府、省政府，也不要。都是一級政府，編譯也

是一級政府。所以是看事情分幾級政府。雖然有時候是四級政府，但他有一個防火牆。 

就像現在的鐵路，最近鐵路局發生的事情要叫交通部長下台，以前鐵路局事省政府管

的。以前農民津貼、糧食都省政府管的啊。我的意思並沒有反對精簡。拉回來講就是那三個

問題。合法性的問題已經解決了。我既不是在鬧分離，還是在憲法基本的架構。第二個合理

性的問題也做了適當的安排，都是民選了。接著就是要注意功能性，尤其地方政府法制化以

後，包括現在的中國大陸，我很大膽的講，我們中國的中央體制包括台灣，我們沒有從功能

的這個角度去好好定過位。看到明朝，從海瑞罷官時代，一任清知縣，十萬雪花銀，知縣這

個定位他的薪水非常低，但他的權限卻非常大。他不但管行政還管司法。現在也一樣啊，區

書記一批的地可以造成億萬富翁，但他的薪水比你一個助理還不如。你不是在製造灰色收

入，造成貪瀆和政治上的問題？因為你全都是中央和地方在攪和的原因。 

我這邊必須在講一個制度的大問題。中國自古以來中央總是集權，地方的要員都是選派

的。一方面我要掌控，一方面又要攏絡。掌控是要他不會造反，籠絡是要強化我在中央的地

位。這是雙方的互動關係。但到民選之後他不是你派的，看美國就知道，他的州長有些都是

直接民選，他跟中央的權限憲法定得很清楚。我記得以前，包括商業、農業、銀行都不可以

過界。這是地方分權，你要從加州帶水果進內華達都可以不允許你帶進去。他有地方分權。

我們的政府組織有這樣的規定嗎？美國政府組織訂得很細，但我們沒有。所以現在的功能來

說，你講的法制化，幾次來的修憲、改組，為什麼越修越亂，因為他沒有進行通盤的功能性

的調整。我在這邊必須為歷史做下一個見證。 

後來他們又把我找回去，不讓我辭職，他們最怕的是，一旦要重新選舉，萬一這個人又

想不開跑去選，我還會當選。所以就不希望再搞。後來要調整任期就搞出一個花樣來說，不

到一年，原本說是兩年後來改成一年。現在是變成一年。因為我是當事人，當年我還有兩年

多，我辭職就必須要改選，因為我任期沒有完他就必須要改選。我說我辭職可以，但你強迫

我辭職，我不辭了，可以吧？我必須是人民選出來的，你不能強迫我辭職。但我曾經明確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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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說過，這樣處理的話一定會出事。果然現在就是這樣，精神不對什麼的，這當然是後話，

我們不要變成情緒化的問題。 

現在我們地方法制化的修憲就前面那個省市長民選開始不要去做那個事情，那去選了，

你要把它去掉、法制化可以。但我回來之後正式透過人家的安排見了蕭萬長院長，希望這個

事情可以去找新竹縣的陳進興縣長，那時他是民政廳廳長。整個提出來省政府精簡，實際上

就是廢省。後來還是搞廢省，他那時承諾過是精簡省。後來我們提出我們的版本，正式到行

政院院會提出來，概略的是說，某些單位包括物資局可以合併的，我們把它合併。但是某一

些東西是中央不會管，我在這邊要跳開另外一個層次來講。 

中華民國中央憲政體制一向認為中央政府管政策，地方政府管執行。這是一向的概念，

所以原本中央是很小的，後來大中央主義把它搞得越來越大。以前內政部不到 100人，現在

3 萬人。經濟部越來越大，交通部也是。他原本是只管政策，不管執行，所以省政府原本是

管實行監督協調聯繫，但是這個單位東西突然沒有往上移，但卻像省政府的時代繼續執行。

比如說，農委會現在糧食豬價的問題，原來國科會現在叫科技部，這有什麼不同呢？勞委會

跟勞動部有什麼不同？功能有什麼不同？所以功能的東西沒有調整。如果我對你的思維有貢

獻的話，我要從三個角度來想，合法性有時代背景，他有做調整。正當性也有做調整，但現

在越來越沒有正當性。你比如說，你告訴我為什麼台中縣和台中是要合併？高雄市和高雄縣

要合併？沒有正當性。你從國土規劃概略的講，把台南市和高雄市合併，沿海變成一個都會

區，這還會有一點道理。把高雄縣跟台南縣合在一起也還有道理。可是你把高雄縣也叫做

區？所以台中縣和平區在深山哩，害胡市長爬都爬不上去，好辛苦。兩個功能不一樣，荒郊

野外的地方，職等全部提高，你說他要怎麼管？所以越來越沒有正當性，但功能性更差勁。 

我舉兩個最新的例子。一個是警察權，一個是教育權。警察權，台北市政府跟中央為了

總統府前的事都在吵架，請問到底這是中央權還是地方權？這個什麼總統府要跟市政府去交

涉前面要不要管制，這是什麼權？不過就是交通嘛，權限都搞不清楚。郝龍斌說我絕對不讓

你封，總統府說我絕對要封，這個還要去立法院討論嗎？我們都沒有搞清楚，都沒講清楚。

再來，我從來都沒聽說過教育局長可以去跟教育部長吵課綱的問題。現在中央政府說我的警

察局局長必須要得到市長的允許協調，假如說市長說拒絕，法律上應該沒有訂定這條吧。我

們根本沒有這樣的東西。美國就有，難道紐約市警察局長要聽白宮的嗎？所以他本來就是兩

種不同的概念。美國為什麼是 13個州？這 13州為什麼會變成聯邦政府？在制憲的時候就有

大妥協和小妥協，所有權力部分保留在地方，除非中央拿走。像國防、外交，所以他叫國務

卿。這是國家館對外事務的時候交給這個人去統籌而已。所以以歷史的淵源上來講，他本來

就很重視地方上的分權。獨立的把它整合在一起，所以他們很尊重。但我們不是，這些都是

我們征服下來的。所以我通通可以管，所有的權力通通集中在中央。大陸法系我們常常講

的，每個人都是無罪除非被證明是有罪。我們的大陸法是我懷疑你有罪除非你能證明你無

罪。這是相反的概念。我們也是，所有全都保留在中央，除非中央說我把權給你。包括稅。

我現在才曉得，省政府時代的營業稅員還是我們的，連營業稅都被中央拿走了。以前一半是

省市稅，現在都算國稅了。你的這東西可以對大家有點啟發，最常舉的例子是內華達，他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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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賭，因為他有他特殊的情況。中國大陸也是這樣，尤其最近有少數民族的狀況。這個權力

都集中，所以因地制宜的權力太小。要怎麼樣維持穩定性又要發展功能性不要到太厲害變成

怪獸？這個當中本來就是值得討論的學理。 

當年我曾經提過，第一個省政府的存在，尤其功能就在這個地方。馬先生坐這裡，劉兆

玄先生坐那裏。08年他當選總統以後地方發生事情提過，救災，宋省長最有經驗，他來請

教，我又提到功能的問題，我沒有意思要建議恢復省的建置。但功能上中央不能夠全然取代

地方，比如說我們現在的國會會變成這樣的癱瘓？一樣的情況，他討論太多省議會該處理的

事情。那些資源分配，地方的小事是國家的大事。但是地方的小事都要國會來辦，那政府什

麼都不要辦了。所以你天天要討論服貿這種大議題也好，但你問立法委員，他們對這沒有興

趣，他們對選票才有興趣。修水溝、挖馬路？這以前是省議會，省長在管，但你卻去把它挖

過來。但你現在沒有管的話，縣市政府根本沒有能力去管。還會在修路裡塞保麗龍，以前是

省裡的工務局管，現在沒了，中央是違法主義，依法行政。依法行政就是老子說的，法律裡

沒有叫我辦的我不辦。 

這又是兩種不同的學派。羅斯福總統說，只有法律沒有禁止我辦的事我都可以辦。塔福

茲這些是小總統，他說法律要我辦的我才辦，杜魯門總統曾否決「Tafts-Hartley Act」法案。

兩個不同的思維。我們的制度上地方根本沒有這個能力。以教育權來講，現在我們把省立中

學改成五都是不是越來越糟糕？以前教育是佔最大咖，教育是個百年大計，短時間看不出成

效，所以沒有人願意花很多錢在老師和學生身上。願意修下水道，願意做表面功夫。 

你剛問到要怎麼調和？我認為省政府的建置應該還在，但某一些職務你想辦法用兼代的

方式，我曾經提過增設，因為副院長管理所有的地方事務，專們負責省市協調。他就是代理

省長，他不但是省長，還是市長的大頭。然後比如以財政部來講，增設一位財政部次長。負

責機財政廳廳長來做。你主要的目的用意是在做精簡，那人員上就不要增加。但是還是牽涉

一個法理的問題是，中華民國政府究竟是中央政府還是過渡時期一個不得以的狀況。這就不

是現在可以解決的，因為這會衝擊到基本的架構，究竟是在搞一邊一國呢，還是什麼？ 

行政院長本身就是沒有民意基礎的。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我當選省長之後非常誠懇

地去見連院長，提一個建議。以前沈主席跟台北市高雄市都是中央派的，所以邀我們三人列

席行政院院會還有道理。但是現在都市民選，阿扁、吳敦義當選以後我們還要不要列席？我

們既沒有投票權，我們的法理上面已經不是中央委派，你還要我們去將來會產生一些問題。

我把我的例子拿來講，我說我當省長以後，我已經取消省長每年對縣市長打考績。因為我已

經不能打他們考績。老百姓才能打他們考績，只有他們犯法我才能辦他。但是他做得好不

好，這種觀感上事情打考績分數，這沒有意義，所以我取消。第二個，我們以前是要做過縣

市長才會升府委員，廳處長是最優秀，或講比較不好聽是最巴結的才會升廳處長。他們到省

政府開會都坐下省，我很少找他們，我都是直接去看他們。我都幫他們放省長旁邊。民選的

就去尊重民主的機制。那省政府廢掉，行政院長更嚴重，通通都是院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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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縣人口比台北市人口還要多，為什麼台北市長可以列席行政院院會？沒升格前，縣

長不行？法理上說不通啊。這部憲政的運作不只法理上不通，運作上也是得過且過，沒有通

盤上的考量。每一次我看見馬總統在說幾十個部會，現在有三十幾個，所以我們有很大的進

步。那中華民國以前滿清政府只有六部，那應該是滿清政府推翻中華民國，怎麼會是中華民

國推翻滿清了？這種數字遊戲根本不通。又回到原來你的感言，拘限於政治現實根本沒有辦

法做一個整體上的考量。你如果全然把它定位在這個位置，會有政治上的困難。但是你至少

在運作上面不要再越改越亂，為什麼要設立五都？權限上根本不通啊。從財稅收支到行政權

力劃分，不是吏戶禮兵刑工，是民財教建農，地方政府和你之間劃分非常不清楚，從來沒有

從這角度去重新翻修。所以行政架構卡在中華民國針對兩岸的問題無法做出突破性的定位。 

你可以省市長不要直選，省長不要民選，但把它的地位高一些。他不能只管台灣省，他

也要管台北市高雄市的概念，來做一個協調。在十幾年以後，輕率的制度調整，看到了一個

問題。像這樣的情況，功能性的東西，這個功能性嚴格講起來，要從功能上面政府的組織架

構來思考。政府管什麼？地方要管什麼？為什麼訂這些部會，不是沒有道理的，所以六部

「吏戶禮兵刑工」以前，人類的生活範圍小，只有這幾個事情，就可以涵蓋了一切。中國的

中央政府以前，講不好聽，以前從來都不管事情。 

我常常提一個典故來說，孔老夫子很偉大，有教無類。但孔老夫子從來沒有說，教育是

政府的責任。三字經說「人不學，不知義。」從來中國政府裡面，沒有管教育。現在教育是

這麼重要的事情。你看日本人來台灣以後，日本從 1896年在台灣設立了「小學」。中國在大

陸上一百年以上的小學，一所都沒有。因此，地方政府真正最重要的是哪一些？教育不能缺

少，農也不能缺少。把地方政府真正應該要管得那些工作列出來：民、財、教、建、農。 

中央政府應該要管的是哪一些呢？是軍事、外交、國際貿易。這些職權列舉出來。鄉鎮

公所也有他的功能，先把這些功能搞清楚。怎麼去思維，很簡單，能夠去設立一個部、一個

廳、一個局。都不是輕率隨便，我們必須要講。你把這些單位都列出來，你就會發現有哪些

功能。然後再來做一些分工釐清。再將所有的階層銜接起來，用人的辦法去做潤滑，制度是

死的，人是活的。就像法條是死的，法官是執法、解釋，去實用的。 

如果我現在要去提出來，重新再造地方和政府這塊。把中央所有部會的職權列出來，他

不能夠單方面進行。中央組織再造不可以和地方脫節。我以前老師開玩笑說：「我們為什麼

不能學鐵路局分段，各管各的一段？政大的學生，都派到鐵路局，政治就上軌道了。」這是

開玩笑的講法，我們應該把這個東西釐清好以後，再來處理。到現在為止，幾十年來，沒有

好好的從這個角度來做。西方有個辦法叫做聽證，他有這樣子大家好好來談。但我們聽證的

制度非常不健全。是情緒性的發言，海闊天空的發言。剛剛講的，你要找這些真正有行政經

驗，或者是把這些歸納出來的話，可以找出一個比較合理的解決方法。 

現在剛上路的行政院組織法調整，並沒有發揮中央和地方坐下來把權限分清楚。我很質

疑，在討論組織法調整的時候，什麼時候找過地方政府了？中央想都沒有想到，中央的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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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還要跟地方政府去討論。他沒有想到，有很多職權需要分工，哪些事情中央要管，哪些

事情根本不需要管，是由地方管。 

全世界有哪一個國家，地方的水庫壞了，是要總統和總理來管？如果北海道一條路斷掉

了，總統要去看的嗎？加州橋斷了，州長就會去管了。如果工期是三個月，如果能夠提前，

每提前一天，就給予獎金多少。我們就沒有這個權限了。 

我們中央和地方的權限，完全不清楚，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事情。中華民國憲法第 111

條，從來就沒有被當真過，因為我們連行憲都沒有好好執行過，在大陸那邊只有兩年，非常

短。到台灣來實施地方自治，把基本的精神都放在我們有一個選舉。這一點做的還不錯。 

坦白講，不管選舉公不公平，確實執行了中華民國有史以來，是有民選的。對於它的權

限，以前的縣長的膽子也不夠大。第二，他也沒有那麼多的事情和中央去搶。比如警察權。

其中有一個過節，外界不太知道。 

我們過去警政的預算，以前是縣市政府的預算。在縣市議會討論警政預算的時候，因為

怕縣議員干涉，所以在蔣經國先生時代後，所有的警政預算，都由省政府直接來撥，不由縣

市議會來討論。自從廢省以後，現在又變成縣市政府在討論，又變成它的負擔。以前這些負

擔全部都是省政府，所以有一段時間民進黨找我抱怨，欠了很多債。說開玩笑，警政一年幾

百億，為什麼要省政府付啊。就是因為一紙命令，就要省政府付啊。 

嚴格講起來，地方自治的功能和權限，最大的地方有點改變的是警察權，警察權包括他

的預算，超勤津貼，包括這些人事的問題，這是和中央和省之間有一些變動，早期是由地方

自負，自己審，自己在管，那個局長都要聽命縣市長，到了後來變成是中央。變成其實是中

央，變成省的運作，現在又還給了地方。所以才有現在的局長，如果市長不挺他，根本做不

到。現在警政廳的權力，沒有以前那麼大，管不了那麼多。 

中華民國憲法第 111條，太原則性。實務上面沒有落實。行政院組織法的調整，連各部

會之間都沒有談過。否則不會把新聞局的撤掉以後，還有幾十個人上百個人不曉得做些什

麼，沒有好好仔細的溝通。 

我上次選舉的時候講了兩句話，就是五都的設立，是「行政災難」的開始。組織再造是

腦袋開花。當年魏啟林在主導，他因為是研考會主委。所有這些處理這些事情的人，從來沒

有在地方政府做過事情。我出自於基層，從來沒有在地方政府做過事情，其他歷任的省主

席，有沒有幾個人對實務上面分析那麼清楚。 

我講一個笑話給你聽。李先生一開始要我去當省主席的時候，很多外界的人不知道，我

沒有接受。我以前開始是學外交，跑去新聞局做局長，已經覺得，那有點國際宣傳。一開始

我對地方的人不認識，我對地方的事情也不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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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生把我訓了一句話：「你不要小看省主席。」他認為我看不起省主席，我不是看不

起省主席，而是修橋鋪路這些事情，我從來都沒接觸過。我那時候的副秘書長，叫做許立

德，他做過財政廳長。他舉了一個例子跟我說，他做省財政廳長的省主席叫做林洋港。林主

席有一次到花蓮去訪問。每一位省主席一年最多去每一個縣市一次。省主席要來視察，這是

大事。好多人歡迎省主席去視察，他算了一下車子有八十七輛。省主席是很風光的，以前的

省和縣市的聯繫，是一年一次。所以之間其實沒有那麼密切。 

我沒有批評的意思。省在運作上基本上大權在中央，在省。縣市政府很少去管。現在的

縣市長。真正被抬舉起來，是蔣經國先生開始，他從那邊去吸收人才，培養這些人。中國歷

史上，第一位這麼對地方的吏治和對地方官員那麼重視的，他是第一位。而且直接考察，對

他的權限真正能夠瞭解是他開始。但在制度層面沒有那麼強勢。以前縣市政府是非常弱的，

他只是中央省政府交辦的事情去推動執行。他沒有決策，也不要講參與決策。實務上面都管

不了。但是現在自從民選之後。尤其是把五都搞起來以後，每一個人都要比照五都，雖然他

現在不是五都。但事實上心態上是「我也要」，因此權限都在比照。因此獨立的王國越來越

多，他不是諸侯了，他是分割成不同的政治體系，其結果是越來越不能整合了，我為什麼說

這個國家越來越來脫軌，你弄你的，我搞我的，都脫節了。 

這不是合不合憲的問題，也不是違憲的問題。而是功能上面已經完全沒有辦法，我們一

件一件事情來分析。教育，越來越脫軌。一下子我是省立高中，變成國立高中，然後又變成

市立高中。他只管歸屬，但財源不管。他的資源不能分享，包括人事和實務上的資源。人事

資源更嚴重，以前你要做到台中一中的校長，他是要歷練好多其他的地方，歷練完以後才跑

到那邊去做一個校長，現在單一個一個縣市，能夠培養出這樣歷練的層次嗎？以前甄選，先

從教務主任，再從小的地方當校長，然後再慢慢地再到大學校去當教務主任。它有這樣的歷

練嗎？我先做了財政廳長，再跑到哪邊去做次長。現在這樣的功能幾乎完全沒有了，教育是

如此，我剛剛有講民、財、教、建、農，都沒有了。 

從功能性上面來講，中央很明確的有訂一個政策，哪一些是該（給）省管的，哪一些是

縣市管的。他有分工的比較明確，現在幾乎都沒有，都打亂了，當然和現在的政治氣氛很有

關係。我沒有批評的意思。現在在中央新的行政秘書長李四川，他很能幹。他是一個非常能

幹的公務基礎官僚，但行政院秘書長的職務，不是在管工程，是在管人與人之間的協調，和

機關與機關的協調，他都沒做過。現在不是批評這個問題，而是現在中央和地方的權限，完

全形同具文。 

中央的憲政架構解決了，地方並不會解決。從秦始皇開始，中國的官制就對地方的制度

不是那麼重視。他只要你做好法官的事情，幫我徵好糧稅，就足夠了。中國的地方政府從來

不扮演什麼重要的民生建設的角色，他什麼時候管過勞工？我把你抓來去做，我還要付你錢

啊，還要去管你退休？他什麼時候管你社會福利？修橋舖路他有做過嗎？我常在大陸上常

問，請問這條路是什麼時候造的，是滿清年？還是秦朝？從來政府沒有造過路。那是善人做

的事情。修橋舖路是善人的事情，私塾是員外辦的，是鄉紳辦的。窮人家的孩子就躲在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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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一聽，也學一點。 

民、財、教、建、農，這一些政府沒有管過，只有去徵糧。剛剛講的那個概念，中央政

府管好，地方就會好。我們從來對於地方自治，不要講自治，地方制度就不健全。我從到省

政府去接觸，我大為對於中國的政治，對於地方治理的事情，有不同的看法。我喜歡看連續

劇，你去看看我們地方政府到底管過什麼事情，他修過哪一條路，造過哪個學校。他蓋過哪

個醫院，你告訴我這些所有的，所以我們現在民、財、教、建、農，他只管兩個：「徵糧」、

「徵兵」。電視上面你看到中國有三千多個縣。現在縣政府，縣衙門還剩下幾個？也沒看

到，我們上次跑山西平遙，還有縣政府在那裡。他說在河南的信陽，還有一個。三千多個縣

政府都沒有衙門了。這叫做官不修衙。現在連衙門都找不到，但你去看看公民文化的羅馬，

到今天我們到了威尼斯，他的市政廳還在。在古蹟裡頭辦公，我對那時候一個導遊的講法印

象深刻。他說：「我們的市政建設，是加法，乘法。你們中國人是減法和除法。」我最近又

在看貞觀之治。李世民打下洛陽之後，他們就在討論要不要把洛陽燒掉。唐太宗一個很重要

的決定，是把你們的東西撤掉，但沒有燒掉。如果學項羽一樣一把火燒掉。這是隋朝非常奢

侈浪費的遺跡。我們的地方政府，什麼時候有什麼東西了呢？皇帝要做的，修過運河，修過

長城，還有大水災的時候要修過堤防，做義倉。 

中央政府是以「德政」的方法來補足。他沒有功能，所以因此傳統的中國地方制度非常

不健全。我以前看過傳統的，但不是像我這樣的角度。這些像蕭公權有名的學者專家，這一

些人寫中國的傳統的水利、制度。但是沒有從西方的民主發展去談。西方的民主發展是公民

文化。是每一個人，都有他的基本權利。去談每一個人的權利和義務。而慈禧太后，只看到

羅馬有好大的鬥獸場、音樂會。 

我們基本上沒有公民文化。沒有公民文化的地方？會有地方制度嗎？傳統的中央集權留

下的文化和西方引進的分權、民權的方式，產生了撞擊。應該有一個緩衝來做一個調和的功

能。我們現在很明顯的看到，地方首長全部民選，但中央對話的這個人，沒有民意基礎。 

有民意基礎的總統，要怎麼跟這些民選的首長溝通呢？是不是要更進一步的談，是不是

連中央制度也要翻修，才能處理中央集權的文化對上地方分權的衝擊呢？我常在講，我比較

具有中國特色的思維，我不認為太過走極端偏激的思維，能夠解決這個問題。我先把這個事

情稍微釐清一點。 

今天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調整，並不是全然是說，我們行政院長，部會首長都不是有

民意的，而你地方首長是有民意的。不是這個問題，我覺得真正的調和，還是要從功能來

講，為什麼要有政府？政府到底設置的目的是什麼？中央政府要管些什麼？功能是什麼？頭

有頭的功能，腳有腳的功能。你不能說頭在上面就是重要。腳在底下就不重要。不是這個意

思。但頭到腳，腳如果發冷，就代表這個血到不了腳。頭上面會中風、癱瘓，表示血到不了

頭。不能貫穿也不行，但頭有頭的功能，腳有腳的功能。為什麼美國政府，我好好曾經研究

過一點點。我必須要這樣說，他把他的功能講清楚。美國最了不起的是修憲時的這些一時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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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你看那些了不起的人。他們不同的派系，對於因為和英國之間的衝突後，發現中央政府

要管什麼，要有哪些權力。它曾經思考過，它絕對認為國防的事情，外交的事情應該要有所

統合，商務的話，內部的商務，州與州或國際，要有一些調整，我看過聯邦論那本的論戰。

我到今天還是提一件事情，不是民意不民意的問題，像是有一些重要的檢察官，都是民選的

啊。所以不會說今天「我有民選的基礎」、「你沒有民選的基礎」，他不是在吵這個問題，他

在用大法官，來做仲裁，哪一些權限是你的權，哪一些不是你的權，他基本上有在「不成文

法」變「成文法」。 

他雖然是「成文法」，他有「不成文法」基本的精神。他有好的東西列在「成文法」裡

面。我們太只講原則，我們的原則，原則到有說和沒說一樣，但人家的成文憲法，講得很清

楚，而且很細。以免引起爭議。我又回到剛剛講得一個基本觀念，我不太贊成去用「是否有

民意基礎」去一分為二。而是說功能上面，到底哪一些地方，要明確地講，屬於地方的憲法

條文，到底有哪一些是屬於地方，哪一些是屬於中央得搞清楚。 

你看看美國，包括警察。CIA管什麼？FBI管什麼？州縣政府管什麼。他都有很明顯的

分工。拿這個警察權、調查權，都有明確的分工。我們就連總統府都在吵架。比如撞總統府

的房子是安全局長要管呢？還是秘書長要管呢？還是侍衛長要管呢？我們都搞不清楚。 

我覺得「不成文法」法系的某一些長處，我們幾乎完全沒有學到，我們講的是大而化之

的一些原則，這些原則有些時候窒礙難行，有講等於沒有講。就像是我們以前對外交，「有

邦交的維護邦交，無邦交的，強化關係。」這樣講了，有講等於沒有講啊。我是從實務層面

來看。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都要調整。 

中央政府現在之所以定位不清，有政治上現實的考量，我必須要承認。這跟雙首長制、

總統制、議會內閣制的選擇沒有關係。但現在即使是雙首長制，也定得不清楚。你到底對於

行政院院長，放在什麼定位。現在行政院院長，做得好的留下來，做得爛的，趕不走。這完

全不是。我們在人的定位很不清楚，我們的法條非常非常的糟糕。這不是法律問題，這是政

治文化的問題。美國早期也不是很清楚，後來慢慢地把它做得還不錯。 

台灣地方自治的變遷，1994年至 1998年的省市長民選，是重要的里程碑。2010年的五

都升格，也是重要的里程碑。在媒體上看到的報導，都清楚點出五都以後，城鄉差距會更極

端地 M型化。 

我第一次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是廖了以當內政部長。他因為做過我的省府委員。那時

候還不是五都，那時候是三都十五縣。他在看我的時候，我就跟他說，對不起，我在臺灣省

政府服務過，這個概念其實是「三都十五鄉」。更何況後來變成五都，就更嚴重了，我說這

只會造成更大的城鄉差距，尤其是窮的鄉，農業縣市根本沒有辦法。不管是澎湖、台東、花

蓮、金門也好。 

我講具體的一件小事情，連先生在當行政院長的時候，討論到因為要選舉了，到底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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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發老農津貼，國民黨為了選舉，決定要發。當時決定要發老農津貼，開始發的時候，在行

政院討論。中央籌 70％，地方籌 30％。我舉手，我說：「報告院會，報告院長。有老農的地

方，都是農業縣，台北市很少有老農，高雄市很少有老農。這些窮的地方，他們自己活都活

不下去，他們哪有錢去付 30％」結果呢，院長講，有道理。這樣中央出 70％，省政府出 30

％，就變成我的了。現在則是省、市出 30％。因為我要負責所有的縣嘛，但台北市就是比

較高雄市，就是比照臺灣省政府，現在通通升格了。所以現在很慘的是台南、高雄、台中、

桃園、台北、新北市。都要付 30%。 

升格後，警政的預算越來越多，老農津貼全部由直轄市來做。這個過程中有很多決策，

是因為政治上面的權宜考量，他沒有從制度層面全部去考量這件事情。或說沒有從共同層面

去考量，所以從頭開始當廖了以跟我講城鄉差距的嚴重性，他完全沒有資源，既不能開稅，

也不能做什麼東西，你要曉得在一個民主的台灣的選舉制度底下，常常中央有一個非常主觀

的不合理，很霸道的想法。你可以開的稅，你從來不開。開了路以後，你可以收「工程收益

稅」，有哪一個縣市政府去開徵過？你敢開嗎？倒過來，財政部才會講，你有權限的，你從

來不做。這個東西都是一廂情願的霸道想法，你必須要瞭解政治文化，這個五都和這個改造

其結果所造成的城鄉差距越來越嚴重，台灣的人口老化的問題，少子化的問題。 

地方有權限把沒有學生的學校，改造成托兒所或者幼稚園嗎？他有那麼大的權限嗎？所

以我們的制度上面，又回到原來所講的，是中央集權。我們基本上是一條鞭法，是中央權限

定下來的東西，不管是桃園也好，澎湖也好，都一體比照。 

我做省長的時候，為什麼做一些調整。我跑到澎湖去，某一些土地的徵收和定稅，他有

等則，他的土地都是沒有水，無法插秧的水田。他沒有水，但是他的法令和台南、嘉義是一

樣的。你覺得合理嗎？我覺得不合理，所以有些東西我做一些行政上的權宜去調整，但這樣

的省長畢竟不是制度性的。所以我們訂的就是我剛剛講得還是「成文法」和「不成文法」，

就是思維還是中央集權跟地方分權。以及我剛剛講，因地制宜。這一些東西不太合理。所以

剛剛講得，現在的地方制度，會越造成越來越大的城鄉差距。大陸現在面臨相同的問題，上

海的法規和內蒙古的法規，你認為可以用同樣的一個玩意兒比照嗎？當然不行啊。我們就是

這樣的法規，在立法的時候，我們不要講我們這邊的立法院，他們的人民大會。也都一樣。

基本的思維就是「一體」。 

所以美國的制度，坦白講，最大的優勢，我今天講一個概念，你把我定成「外省人」，

你是「本省人」對不對，其實全台灣有哪一個人，不是「外省人」？全都是「外省人」。我

們的老祖先，全是後來才來台灣。包括原住民也都是外省人。這一塊地方，嚴格講起來。花

蓮的情況，和台南不太一樣。宜蘭為何有吳沙？那和台東又不一樣。但是，所有的法令，卻

要用卻要一樣。但是要各自為政嗎？又不行了。所以當中的地方自治的基本精神，要倒回來

講，我覺得所有的權力屬於地方。 

每一個人的家是最重要的，西方的思維是以「個人」先為主，才有一個大的。我們倒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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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是我有國，才有家。有家才有你。是倒回來的思維。很難解決，但是怎麼去調和，我不

能說哪個人一定對，哪個人一定不對。但從政治制度的角度來講，城鄉差距也好，地方分權

和中央集權，所有的制度。我感覺台灣現在需要靠人的協調。 

全世界開始的時候，你剛剛講中央集權，到後來發展成兩黨政治，兩黨政治變成兩極

化，也不對。從「中央集權」到「兩極化」，到現在來講的「多元社會」，這三個層次。全世

界是共產對民主。是納粹對同盟。這是一個多元化的社會，中央跟地方的權限，是不是可以

從多元當中，定一些大的方向以後，給與縣市和地方多元化的特色與尊重。不只是民族性的

問題，在處理上，應該要給他一點彈性。 

在嚴家淦擔任行政院院長的時代，就提出農業區、工業區，台灣不能不保留某些農業的

區域，為了糧食，台灣將來會缺糧。我們這樣子搞下去，全部都變成工業了，全世界都沒飯

吃的時候，還要把米運來你這邊，不太可能。所以因此，我們現在重新的區劃。現在的國土

規劃，應該從幾個不同的層次重新來組合，他不是單純的行政區畫。應該從生態，現在目前

實質上面的，不只是地理生態，我認為也要從社會、產業生態重新調整。我們現在太粗糙。

我剛剛提到，你怎麼會把高雄的茂林鄉，和高雄市變成同一個高雄市呢？所以我剛剛說，他

不只是從傳統來看，以前設置的比較大，比較粗糙，從荷蘭時代到明鄭時代，做一個調整。

我們現在分的太細，沒有必要。我們的阿港伯，之所以後來受到一些政治上的委屈，跟他單

獨擅自地主張，把嘉義市和新竹市分家有相當大的關係，他事前也沒有跟行政院長孫運璿商

量過。我們今天看來，完全沒有必要。還是那個原因，後來嘉義市和嘉義縣這兩個地方，資

源又那麼有限，他要設立一個文化館，所以嘉義市那個文化館從來沒有完工過。還是我到那

邊去把它完工。有這個必要，你做了一個大運動場，我也做大運動場，有這個必要嗎？根本

沒有這個必要。現在台灣需要蓋那麼多的大運動場嗎？有這個必要嗎？所以我總結剛剛講得

區劃，從不同的層面，還可以再細一點。 

初步，它不只是地理生態、產業生態，人口結構，和我們整體的國土規劃，把它重新考

量考量。再一次的行政區劃是手段。 

我們台灣再怎麼搞自由貿易，我們超越得了香港嗎？你說我們有哪一點可以跟香港比？

講這個話就是騙人嘛？台灣的長處是什麼？其實是地理位置。我半開玩笑的說，假如台灣的

產業工業發達到，可以裝一個大馬達。可以把台灣島開到世界別的地方去，如果我們可以開

到新加坡，我們就可以宣佈獨立。倒回來，你去問新加坡，假如你能夠發明一個大馬達，你

會開到哪裡？它會開到台灣這個地方。 

台灣最大的優勢是大陸的境外，未來可預見的，短期至少十年、二十年，大陸要現代

化，還有一段時間，但是台灣做他的境外，不是一點或單點的境外，我們沒有發揮這個長

處，原來是在規劃這個，這是另外一個政治的問題。但是現在我們因為行政區劃這個東西，

我們就會增加我們自由貿易港的這個條件，這是「緣木求魚」。我還是一個中央集權，我所

有這些自由貿易區，有哪一個人可以單獨可以跟中央法令抗衡呢？沒有辦法啊。 

 



台灣地方自治民主化之研究：歷史制度主義觀點 

316 

 

傳統的中央集權的文化和地方自治的撞擊，如果自貿港區，中央政府不讓權放利，他一

樣沒有空間。包括新竹，這些產業界的人，講過多少次，希望對於他所僱用的人放寬，不只

限制，不要講工資的問題，他的所有條件都需要受到中央法令的規定。 

新竹工業園區和台南工業園區。有哪一點不受中央的限制，他可以用啊。技術勞工的放

寬，到今天都還做不到。有一次劉憶如跑來跟我講，他跟中央在吵這個事情，他說想要把基

本工資調整掉，他都受到了政治上的干預啊。這和民進黨有很大的關係，但是民進黨在某種

程度上的所謂的民粹，也不是無的放矢，它一定也有社會基礎。但是制度層面的擬定中，它

還是中央集權，它是中央統一法規。 

台灣的地方自治制度，從民主化到制度化，跟中央的讓權放利程度有正相關。李總統的

時代，有放了一些。兩位蔣總統的時代，是非常嚴格的控制，但他們兩位，特別是經國先

生，我很尊敬。他們在操作層面。他給了相當大的寬容。但是法令上面沒有去撞擊。但現在

幾乎沒有去規範。只有人在當中協調，也沒有制度層面的放鬆。 

我們的很多東西，我沒有去研究過像馬來西亞、印尼、泰國這些新開發國家，他們都做

得很厲害，這一定是他們在制度上做了一些調整、一些放寬。在我的認知裡面，台灣的民主

化和制度化開始，蔣經國是第一波，李總統是第二波。蔣經國先生那時候做了重大的改革，

他開放解嚴、開放組黨，尤其是國會改造，他已經開始思考這個問題，但是那時候思考的方

式，是遇缺不補，就是讓它自然淘汰。如果當時沒有做，李先生根本做不出第二步，到了李

先生的時候，他做了制度上的全盤改造。但起步沒有去思考這個問題的話，在這個情況下，

蔣先生是第一步。 

我那時候是三階段，90 歲以上，第一波先退役。先退是立法委員，其次是國大代表。

國大代表暫時無法先退役的原因是當時還要選總統。第二階段是夫婦當中，其中一位是國大

代表，一位是立法委員的話，當中先退一個。第三階段是全部都退役。 

蔣經國先生的時候，開始有一個概念，真正的法統是中華民國憲法，而不是人。台灣還

要進行第三次的改革。我追隨蔣先生我學到了什麼，在我的書裡頭的第十四章，有談到改革

中我所遇到的困難。 

第三波的改革，如果要完善地方自治制度，不是單獨面向的行政區劃，也不是行政區域

調整。而是說從功能面上釐清中央和地方的權限。套用中華民國憲法的 111條的概念：「其

事務有全國一致之性質者屬於中央，有全省一致之性質者屬於省，有一縣之性質者屬於縣。

遇有爭議時，由立法院解決之。」做為進行第三波的改革。 

很遺憾的，我曾經在兩次公開的場合，當面跟江院長，他是負責執行馬先生的改革的推

手。一次是在施主席七十歲生日宴會上，我當著他的面很禮貌的時候提出來。那時候是陳沖

當院長，他一定要帶著江副院長一起來請教。我就特別談到組織結構的問題，我說這個組織

結構將來會很麻煩，我希望他們重新調整，在思維上能夠比較周延一點，而非倉促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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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概念上，不只是功能。現在可以看得出來，不只越改越亂，而且中央和地方的衝

突和脫節越來越明顯，該管的沒有人管，要管的人兩個人在衝突。因此我提出幾個方位。 

第一個，我們必須審慎思考中央和地方的權限。在這個再造中，不可以純粹用單一的層

面去考量，不能為地方制度在討論地方制度，地方制度不是活在地方的生態。他是活在整體

的台灣政治生態裡頭，他不是單一面向去討論，第一個你必須要去檢討。因為它已經發生了

嚴重的對撞、脫節、失能的一個現象。一定要從整體來考量。比較具體來說，第一個要從功

能層面去看，從中央到地方，到底哪一些是政府該替人民解決的問題，你要把他列出來。 

從所有政府的組織裡頭，再去討論中央要保留哪一些。地方要保留哪一些，如果有一些

重疊，去避免重疊和衝突。比如水利，台灣那麼小，這需要交給地方嗎？完全交給中央來

管，由單一機關來管。我先前到省政府的時候，第一次我看到苗栗大水，我遠遠聽到，水利

處的一個很重要的同事說：「這個是現有河川，我們怎麼管這件事情？」我就說：「如果再講

這個話，你以後就不要再到省政府做事了。」我們來勘災，但縣政府有這個能力來管嗎？法

律上面叫他管，但今天我們台灣，跨縣市的，包括濁水溪，它應該是彰化還是雲林管？這東

西沒有道理啊，全台灣有幾件事情，跟本地方政府沒有這個能力管，而且也不需要過細，甚

至包括教育，包括醫療，有幾件事情根本屬於一條中央來管。你看現在胡志強第一個開砲。

他拒絕接收國立高中，他曉得這不但是權利，也是責任和義務。他不但要去接收他的資源，

也要接收他的負債。負債是什麼呢？那些退休老師的錢，都要他付啊。他不是現在要付，連

退休的人的月退俸都是要他付。所以，我現在不要去說要訂哪一些，哪一些東西統一由一條

鞭的來管。我初步建議，水利、教育、警政、醫療。我們大家來討論，我們從功能上來講，

這個組織不能單純地方制度來討論，也從中央來討論。這個組織到底應該是由地方來管呢？

還是中央來管？在架構上面，如何分權，如何職掌，來統一，來管。 

我們最近對於食品安全的問題，坦白講。你說地方政府有這個能力去管嗎？到底什麼是

有毒？什麼是沒有毒。但是你把這些東西全部交給中央，好像也不太對。所以組織的結構是

從中央到地方。如果由我來管食品的問題，從檢察官要去抓，請問最先要抓的是海關。海關

是地方管得了的嗎？又比如瘦肉精進來，經濟部要不要管，是他訂啊，經濟部允許的，才用

瘦肉精。到時候才說我賣不實的東西，好像也不公平。有一些組織你看，從檢調去查是什麼

標準，到底是什麼標準才要去下架。花蓮一個標準、台北市一個標準，也不通啊。中央說，

這是屬於全國性的，要統一管。但是真的有統一管嗎？那為什麼花蓮說全部要下架，台北市

又不下架。這不通啊！又比如大統的油你把它禁掉以後，請問放到哪裡，你有沒有看它銷

毀？然後換一個招牌，又看到它繼續上市了。你有沒有好好管？到底誰要管？是中央還是地

方？沒有弄清楚啊。所以組織功能先訂好，這個訂法應該要具有社會生態。我嚴格講起來，

桃園的地，現在還要可以恢復農耕去做，太辛苦了。它已經被工業污染差不多，應該要把它

重新恢復。但是現在還好的地，你要好好保護。這些都還要跟社會、地理、人文……等等相

關做一些考量。每一個地區要怎麼去架構地方分權，訂出幾個比較具體的方向後，大家好好

溝通，把這些問題來處理。務實一點、細膩一點，現在太大而化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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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換了一個招牌，就叫做「勞動部」，明天又換了以後，又變成「科技部」。換了招牌

以後，功能並沒有強化，該做的事情依然沒有做好。這是我以前會半開玩笑說的話——「只

要升格成『部』，就表示我重視。」那下次行政院院會，在林口的體育場開，那台灣就全部

上軌道了。為什麼？因為全部都是「部」。各位啊，難道有一萬個「部」就解決了嗎？就像

現在十幾個國家都去搜救，你認為一定搜救得出來嗎？也不見得嘛，萬一大家都在那裡表現

表現，真正嚴格來講，有幾個最重要的好好去搜救，大概美國，馬來西亞，日本。大概就有

點希望，你說大家都來湊熱鬧。菲律賓、越南都去湊熱鬧了，最後反而要被搜救。對不起，

我講了太直率了。 

所以現在的地方分權，我還是覺得要有一個安定進步的大樓，才是台灣最好的保障。我

不是所謂的「統派」，我也不是「獨派」。我是台灣務實派。沒有台灣，台灣是大陸的借鏡。

台灣那麼小的地方，地方分權都搞不好了。你認為那個大的地方能夠搞的好嗎？大陸那邊最

嚴肅的問題，是地方的貪污腐化。 

為什麼？制度使然。我今天講了，我看到《海瑞罷官》裡面，海瑞當縣長，一個達官貴

人的兒子過境，他要孝敬上千兩的銀子，他自己一年的俸銀，也才一百兩，他不貪污，他要

怎麼活呢？這是制度在幫你貪污。就發明各種探金、兵金、養廉銀。你制度不解決，什麼原

因都出在一個概念上——「中央集權」。 

中央集權的結果，養成兩個概念。第一個，我派放出去的人要聽我的話。我要讓他聽我

的話，我就要籠絡他，我又必需要給他一些好處。這就是亂搞嘛，你是越搞越糟糕，這是我

佩服西方的地方。好的地方，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改革。我純然從中國政治的制度上面來

講，我今天看了台灣的發展他有正面的發展。但台灣今天在政治制度上面如果不能夠突破一

些瓶頸，會非常非常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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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三〉 

訪問廖了以  2014年 3月 30日 

問：能否請您談一下在內政部長任內推動縣市合併升格直轄市的過程？ 

答：民國八十六年，我和議長林敏霖先生極力促成台中縣市合併，成為中部地區較大規模的

城市，提升當地人民的地方建設，增加都市競爭力，經過多次大學民調，發現這是人民、學

術界及地方民意代表間很大的公約數，也是兩地住名所期盼的。在此之前多次重要中央與地

方選舉，縣市合併都是重要政見，代表地方多數人民的期待。2008年因緣際會，有機會到中

央任職，擔任內政部長，考量地方民意需求，開始進行縣市合併的工作，當時台北縣人口將

近377萬是第一大縣，很快逼近400萬。當時蘇貞昌、周錫瑋縣長，都有股強烈要求將台北縣

改制為直轄市；高雄縣市也有同樣的想法。 

我們本來打算先做個示範，先從台中縣市做起，一旦成功，即可推廣到全台各大縣市，可是

卻遭受南北縣市跨黨派地方民代、立委到辦公室強烈施壓，要求一併升格。在此特別要提的

是，我認為升格一事仍未臻完美，一個重大改變或許能為台灣帶來強有力的競爭力，由城市

來帶領國家是個理想，但在當時地方還有很多鄉鎮市民代表等會受到相當的衝擊，考量我們

比較敦厚的民情，應該要有一段時間的過渡期，設定四年的落日條款，讓這些代表長們擔任

諮詢委員，比照村里長，四年為限領車馬費，當時經過我一番努力，獲得中央長官與同僚們

的同意，不過送到立法院後遭到杯葛非相關縣市立委的杯葛後，就沒有人敢出聲，這也是未

來台灣立法院運作要特別注意的，很多事情的討論都要將心比心，容許多元看法，我要對沒

有為鄉鎮市民代表做些什麼表達遺憾。 

另外，針對大區域的升格，我們當初想或許要有配套的區自治，台灣鄉鎮市的規模非常不

同，有的像台北的三重、板橋，人口比嘉義縣、新竹市還多，可是其鄉鎮市長待遇居然和

一，兩萬人口的鄉鎮市長幾乎一樣多，不同工卻同酬，不僅不公平，也是行政資源的浪費，

因此我們當初的想法是要將區的規模調整為三十萬人上下，可由鄰近鄉鎮整併，再實施區自

治。鄉鎮市長為民選，有選民服務的壓力，且如果它是個法人，必須擁有自己的預算，可是

因為太複雜，所以當初這件事就往後放，不是不做，而是有機會來再做，因為從另方面來

講，台北市並沒有區自治，如果同時要做這麼大改變，一國又有兩個制度的話，會造成紊

亂，這件事因此被擱置，但是它仍然是一個未來需要努力的理想。 

當時因為縣市升格是個重大政策，為了快速而妥當地因應，內政部因此成立一個審議委員

會，由下而上，縣市要不要改制，需由地方議會通過，再由要合併的縣市一起到審議委員會

簡報未來相關的服務機制與願景，當時多數縣市都相當踴躍，2009年6月23日，在內政部警

政署會議市籌組審議委員會包括產官學、交通、財政、經濟、環保、文化、水利等各部會及

專家等，從早上開8點始開始審議，關於高雄縣市、台中縣市、台北縣升格達成較高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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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惟獨台南縣市合併正反意見勢钧力敵，身為會議主席，徵詢、整理各方意見後，送行政

院裁奪，終於在6月底完成行政院院會程序，同步公佈各合併縣市。 

我認為縣市的合併是增加城市的規模，以台中市來講，當時是105萬人口，面積為三百平方

公里，台中縣為2050平方公里，人口157萬人，有空港、海港、高鐵、高速公路，台中市沒

有空港與海港，兩縣市合併的規模和腹地才夠大，特別是我任內所規劃的台中環線能讓每個

鄉鎮市包括台中市的各區都能在三十分內到達，這個也能慢慢成形；而且台中自然屏障足夠

擋掉多數風災，整體來看相當有願景；但它畢竟是短空的，最困難的是各方要合作，各單位

團體的磨合需要智慧與耐力，到現在仍在短空之中，希望能趕快撥雲見日，儘快看到它的長

多。 

另外，對於台南縣市文化古都的誕生，我個人是樂見其成，但當時它是在正反兩極的意見下

產生的，我特別憂慮，希望它的短空期不要持續太長。 

問：您剛所提有兩個重要的關鍵，首先，依您過去任職台中縣長的經驗，您認為台中縣市要

先合併做個示範，這是一個正確的思考；另外，審議委員會成立，和馬總統所提三都十五縣

有沒有關聯？這是兩種不同的思考，為何後來由審議委員會一步到位？畢竟台灣過去也都是

由試驗性、過渡性慢慢調整，和您剛才所提的過渡性主張不謀而合。你剛才也提到區的自治

應依人口數而非依面積做調整，區自治就像日本時代的做法，因此就您剛才所提的兩個部

分，在政策選擇的方式不一樣，另外，大的結構調整後，底下的鄉鎮市民代表會與代表有否

要合併做大的區自治是一個重要的關鍵，是否能針對這些問題提出您的看法。 

答：沒錯，當初三都十五縣的政策看法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三都是台北市併台北縣也許涵基

隆、宜蘭，約7百多萬人口， 台中縣市、高雄縣市則比較沒有爭議， 當時之所以會有所改

變，第一、當時有考慮到大台北市如要成立，涉及縣市長任期的差距與是否得以連任，同時

7百萬人口也太大了，恐怕會產生葉爾辛效應等，跟當時凍省、廢省時的考慮相同，因此大

家對這麼大縣市的合併頗有警惕，與其如此，乾脆讓將近4百萬人口的台北縣升格，也促成

了三都十五縣政策的重新思考，但是未來台北地區成為一個大直轄市其實是還有機會，假以

時日也許會水到渠成。另外，桃竹苗地區，是否要處理，也許會由桃園先，竹苗接著水到渠

成，苗粟則分北苗、南苗，南苗併入台中，這個也都有討論；至於雲嘉南，包括了文化與農

業區塊，也許可另成一個區域；再來是高高屏。 

其中我們設定了一些機制，就是由領頭羊直轄市必須有責任帶動區域發展，台北、桃竹苗、

中中彰投，然後雲嘉南、高高屏五個，再加上東部地區的花東，共六個區域，當時行政院有

個機制可以讓地方的縣市申請補助。當然到今天，財政收支劃分法還沒有定案，還有個行政

區劃法沒有通過，將來鄉鎮市合併就卡在那邊。當時我擔任部長的過渡時期作法，就是在地

方制度法增訂第7-1、7-2、7-3條文，做為行政區劃，也是因應縣市合併升格的法定程序，

雖然沒有按照憲法規定，另外請立法院通過一個行政區劃法，導致當時的過渡到現在還在過

渡，因此我不好批判後來繼任者的作法，包括鄉鎮市自治的問題。如果我還在任的話，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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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讓它通過。 

後來是因為我到總統府擔任秘書長了，不方便再去處理這些事務，那時候已是江宜樺先生來

擔任行政院長了，當時在研考會他和我一起奮鬥，他應該有個想法要如何去說服，我們那時

候和民進黨的柯總召等人都有聯繫，大家說話算話，互相信任好做事。後來，我有跟總統報

告，行政區劃法沒有過，在年底選舉會是一個傷害跟話題，人家可以質疑你，連基本的第一

步都沒有踏出去，其他縣市就不說了，像我們台中縣的石崗、新社、東勢這三個鄉鎮，早就

需要合併了，要設自治區尊重原住民，對原住民我們是必須讓步的，現在讓步讓到學生在立

法院裡，今天如果不是那些學生，早就弄出去了。今天李鴻源來更動不了，他愛批判而已，

並不願真的去做，好逸惡勞，公子哥兒。 

問：我還是要針對剛才您講的這兩項不同的看法，先試看看，由公約數最大的先試才沒有阻

力，過去幾十年沒試過，而三都十五縣一下子就通過了。 

答：我給你答案，原因還是在台灣是個非常民主的地方，因此立法委員基於各地的立場與代

表性，我們見不到，如果那時真的講只有台中縣市的話，台北縣周錫瑋絕對扛不了這個責

任，他一定會強加地用很多肢體語言。 

問：您剛才又講到一個關鍵，因為升格基本上是要解決財政問題，當時如果先修改財政收支

劃分法，問題會不會解決？ 

答：也無法解決。財政收支劃分法只能變成分配比例的多少，這個餅怎麼做。事實上，在中

央已經有很多案了，雖然到現在還沒有通過，我知道是有釋出蠻多中央的權力了，比例是蠻

大的但是還滿足不了，到現在滿足了，我是感覺那是人為負責啦，應該是可以過得了。但是

如果沒有給它一個名份，它的警察局怎麼處理？編制怎麼處理？這些都是問題，所以要嘛就

過，要嘛就不過。但是我們考慮到新北市，台北縣有11位立委，還有高雄、台南等，他們如

果串連起來，差不多三分之一，立法院地制法根本就過不了，像台中縣市當時有8位，即便

全支持也是擋不住。 

問：在政策選擇面，您的解釋是民意的壓力，所以必須同步；其次，您剛才說的，直轄市之

後配套的財政收支劃分法沒有過、行政區劃法沒有過，內部無法調整，像區自治的問題；另

外，要放多少權力下去，仍然不夠，在直轄市的體制上，配合直轄市應有的權力也下放了，

但還是不夠，這部分可你請您再具體講嗎？就您自己來說，您曾任縣長，後來出任部長，您

在縣長任內的體會是中央給您的權限不夠，難以有所建設，直到您擔任部長，您看全台灣，

權限已經下放，錢也下去了，仍然不夠，差在那裡?一個是由下往上看，經過十年後您從上

往下看，這其間如您所說已經有調整，有放權和錢，卻仍然不夠，這差別在那裡？  

答：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情，這次地制法的修法，願意合併的是由下往上，由下往上的話，中

央的決策是比較強而有力的，因為是縣市自己願意的，將來中央給予多少的權限，財政、人

事權力，這在當時財政部也隱約讓它成型，所以地方一定要接受，中間有比較大的權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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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要反抗的道理是不存在的。 

問：我是否能這樣說，如果修法的結構沒有改變，但從縣變成直轄市原本就是增加權限了，

所以您說的地方一定要接受，是不是這個概念？ 

答：而且經過合併之後，將來人事編制有多少人、財務編制有多少比例，這些當時在做地制

法時，財政部跟人事行政局都已經有方案讓大家去研討了，大家心知肚明。而且這是由下而

上的，地方明知將來會這樣，而且也有權力，所以不能再哭爸哭母，不應該再爭辯了。（不

能用法令沒修，體制沒改做說法）但這兩個法沒有過是人為怠惰。當時是由下而上，而且這

兩個法當時已請相關的人員，像柯總召，我們有默契是這個過了，如果下個會期那個就要

過，因此這個是早就成型了，胡自強、黃仲生、台南等當時都很清楚餅是如何劃分的。然後

這中間對縣的部分應該再調整，沒有改變的彰化縣，要如何多給一點，桃園縣市等，這過渡

時期的做法是個很小的工程。（可否這樣說，大家都知道，所以別裝蒜）對，所以當時是拖

越久，說法、理由越多，情況越糟糕，人也變了。（之前講的，後來的人就不算數了）所

以，先前的時機沒有把握住，我真的要講非常遺憾，沒有同步讓它們修法成功，在我看起來

是非常遺憾。 

另外，區自治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台北市，沒有，會一個兩制，區自治還有第二個問題

是，鄉鎮市民代表會怎麼樣？ 

問：我記得當時討論時有一些學者是留日的，主張要比照東京都，就是北北基合併沒關係，

因為東京都也只有一個沒有第二個，所以北北基合併，下面再設個區代表會，區長民選，比

照日本，但這個案子並沒有被接受，因為您剛才有提到葉爾欽效應，但日本也只有一個東京

都，比照這樣的思考，一個國家還是會有個第一大的都市，如此北北基合併應該是可以做的

吧？ 

答：可以，所以我們沒有把它打死。我要特別強調的是，有一天會水到渠成。 

問：我們現在將時光倒推，您當時部長任內有否思考或內部提案、專家建議中，有否北北基

合併的時程？ 

答：我們是希望郝龍斌結束任期之後，也就是今年。這之前就可以做了，做了之後他還可以

再選，（跟胡自強一樣）。我們那時候希望這樣，不過還是回到遺憾兩個字。我們當初設

想，2010年6月底，行政院通過之後，緊接著下個會期，財政收支劃分法和行政區劃法都要

過，然後通過之後，在2013年9月分的會期裡面，就要提出大台北案。（現在一樣樣檢討，

當時的規劃已有未來進行的時程）沒有行諸文字，但討論的過程是都有了，所以將來有可能

像日本時代的五州三廳，我們會有六大區域，六大區域裡或許還會有縣的存在，但都會有直

轄市來當領頭羊帶領，像台南市帶領嘉義、雲林；台中市帶領彰化、南投。這裡像彰化、南

投等財稅方面，中央的支援，有個辦法讓它申請補助還不足，應該在財政部的財政收支劃分

法裡，其間的領頭羊應該要大方一點，可在財劃法中修正，直轄市還應該撥一些給這些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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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才能平衡。這是當初大家都有的共識，問題是沒有及時做，這些方案就模糊了。 

問：依照您所回想的當時有如此階段性的分配，更細緻來說，以中彰投來說，台中要帶動彰

化、南投的發展，那台中和彰化、南投是同一級的嗎？ 

答：他們要成立一個區域發展委員會。 

問：位階是一致的？中央管直轄市，中央管縣市，但彼此之間要有橫向的聯繫？但橫向的聯

繫如果沒有強制性，要如何運作？ 

答：這要大家想辦法來討論出一個方法。用道德勸說太薄弱了。 

問：根據資料，台灣有如此運作過的只有兩個團體，一個是民進黨執政的高高屏，他們有個

聯繫會報；另外的是台北縣市要整治淡水河，所以行政院撥錢針對淡水河整治有個淡水河流

域整治聯繫委員會。 

答：那時台中縣市也有聯繫會報，可是當時台中市的林柏榕不熱心，認為台中縣要佔他們便

宜，就不想做，這是有考慮到。我們那時候是有想到要成立區域發展委員會，透過它來申請

經費，行政院那個單位是應該要這樣子。 

問：我會針對這個部分是因為這是您的經驗給我的啟示，也就是說既然有協調性的委員會和

民選的體制，根據過去的經驗，協調性的體制並沒有產生效果，但您剛才也強調的是，在行

政體系裡面要名正言順才能往下推動，我現在推測如果協調委員會和行政體制兩個合在一

起，可能性會如何？ 

答：不可能。 

問：那這樣會變成有些地方共識較高，協調也會較好？ 

答：如果運作良好的，中央專案補助也會相對較多。 

問：這是否能說，您當時站在身為部長的角度來監督地方自治的規劃和想法？ 

答：我認為這是放諸四海皆準的方式，是有道理的。在縣長時期，為什麼我們當初能拿到中

央很多的補助？那是因為大家很合作，議會、縣府一片和諧，如此中央就會放心撥經費。這

就是中央有個機制讓地方申請，但是否核撥，就要看地方是否有能力自助而後人助、天助。

所以這個是可以成立，雖然沒有一定的約束力，但也會形成一種看不到的約束力，所以台中

縣市一定要很認真和彰化、南投合作，如果台中市走不出去帶動彰化、南投的發展，他們也

沒有能力來這裡消費。大家要有宏觀的想法，這是可行的。 

問：如果這是放諸四海皆準的道理，您認為換成別人當部長，也應該如此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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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對。（但事實上，這並沒有發生）所以後面的財政收支劃分法和區劃法沒有跟著在下個

會期出來，是一件很遺憾的事情。 

問：您剛才提到審議委員會，裡面有一位學者叫夏鑄九，他是三都十五縣的撰稿人，也是

2000年民進黨競選政綱綠色矽島的撰稿人，當時他為民進黨政府的規劃是，台灣凍省後行政

區域要調整，他認為應該將台灣按照區域計劃分成四塊，中央政府轄下有四塊，四塊分別北

部針對日本、韓國；中部對中國大陸；南部對東南亞；東部對太平洋，當時用的是內政部已

有的區域計劃法。想請教的是，因為政黨輪替，所以這個計畫就沒有繼續推動，但從政策選

擇的角度比較，三都十五縣、四個區域計畫、或您剛才提到的比照日本時代的作法或是日本

一都二府等不一樣的操作方式，你如何看四個區域這個計劃？ 

答：中央政府底下四個單元的地方政府這種看法我可以接受。這是理想上的接受，但與其操

作成四個，倒不如變成六個，這是我跟夏教授討論過得出來的，他到後來也願意接受這樣的

講法。 

問：您的意思是說，政策的理想和實際上的執行，時間點和合理性要考慮進去？ 

答：對，所以他一次要做四塊我也贊成，但那畢竟是理想，永遠達不到。那是理想，幾乎跟

日本的州廳一樣，但與其這樣，夏鑄九告訴我，一定要讓台北成為一個大的，我同意，所以

時間就設在郝龍斌到任這一年，我們是想這樣做，但我已經離開了，沒辦法推了。如果是時

候區劃法和財政收支法成功了，我才有力量推動一下步，可是連這個都不成，談何其他。 

問：以您考慮政策落實和實際效果，經驗變得很重要，要如何從現在縣轄下有鄉鎮市，縣升

格後如何再升為直轄市，甚至到直轄市要有領頭羊功能和協調機制，甚至進一步來說，不要

說三都十五縣、四大區域計劃或州廳，六個可能比較合適，但這個您有沒有提案？ 

答：我們討論過。所以我剛才有講出個輪廓，包括苗栗要分南苗和北苗。所以當時夏鑄九從

四變成六，多加兩個單元包括桃竹苗和雲嘉南，西部走廊的北中南變成五塊，加束部的一

塊，這個輪廓有出來，如果弄得好，搞不好雲嘉南第一個成立比台北市還大，這也不無可

能。我們都討論過，夏鑄九當時沒有意見，同意，但有個希望列入紀錄的一段話，我另外給

你，夏鑄九對我幫忙很大，這個內容就變成他幫我背書。當時我請他來時，很多人很怕。

（有，因為資料紀錄看起來就是這樣。2000年他推綠色矽島，台灣分四塊，2008年三都十五

縣)我要說的是，人和人之間的友情是很重要的。(信任和誠懸溝通) 

問：我再請教，四塊區域、三都十五縣都是決策之一，現在您又說變成六塊，但這些都不是

現況？ 

答：對啊，因為還在走，還在變化中。 

問：除了您剛才說的，因為民意壓力、民粹，所以無法照理想模式進行，從現在2014年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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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這方案還有救嗎？因為我還有訪問其他政壇前輩，包括不同的出身、背景，大部分都很

悲觀，認為沒有救了。 

答：最大原因可能是短空太明顯，短空如果過去，像胡自強如果能改，當然他也有點改變，

當他決定要參選後，態度上有點改變，但希望不是曇花一現，否則就算當選，也是會很慘。

另外，賴清德是比較聰明的，他看到這一塊整合好，將來可更上一層樓。陳菊已經是地方的

霸主，我看她也沒有太大的想法，所以人是由自己的理想和觀念帶著走。所以你說不樂觀，

我可以理解，但我不認為如此，我認為還是有機會改變。 

問：您的看法和態度是，要由下而上，地方的人要有那個知覺，自己去磨合、協調就有機

會？ 

答：事實上，如果地方能由下而上形成共識，既然地制法都改變了，中央不會阻擋，問題還

是要靠地方的政治參與者和管理者，要有智慧。只要有一個出來，第二個出來就不會難，不

然大台北先出來，也是個辦法，當然也或許會因為太大，而變成一個怠惰的理由。但我本來

以為，朱立倫和郝龍斌所形成的形勢在八個月前是個好時機，但沒有人去推。 

問：所以您認為使命感很重要，如果他們有，就會自己去推？ 

答：對，其實台灣變六塊並沒有被破壞掉，到現在還是可以啊。只是如果地方覺得難，忙不

過來，缺乏宏觀的視野。其實我那時候跟郝龍斌是很要好，當時我錯失時機，我應該和他談

談不要去想總統這一塊，乾脆就去把這一塊建立起來，和朱立倫一起建立起來，張通榮應該

會同意吧，宜蘭要不要，由他們自己決定，這樣做出成果來，繼續擔任霸主就有機會，朱立

倫要更上一層樓也有機會，它變成活棋，這一塊沒有綁住他。因為你來頂總比周錫瑋來頂

好，這不是陰謀論。這一塊建立起來，夏鑄九就ＯＫ了。 

問：從您身為縣長與部長兩個時期與身份來看，你認為台灣地方自治發生什麼改變？因為縣

長時期您只能帶機要秘書進去，沒有太大的人事權，而後擔任內政部長時，體制已有改變，

回過頭來看，這兩個角色的替換，在您的經驗中，有何顯著差異？ 

答：我覺得地方自治賦予地方更多的權限，這是主掌中央權限的人必須有的思考，活化地方

自治的管理能力是必要的；如同你剛才提到的，早期都是一條鞭，只能帶一個機要秘書，地

方首長用人的範疇真的比較狹隘，沒有辦法找到真正的人才；而我到部裡工作時，從中央看

地方，我對目前地方縣市有比較充分的權限，包括當時任內有將區域計劃法裡的地方的權

限，都市計劃變更程序三十公頃以下由地方處理，不用送到中央，區域計劃等授權地方自己

去做，不用全部塞到內政部的都市計畫委員會。這種更充分的授權，活化地方自治的管理能

力，是在中央的人必須有的宏觀，因為地方做好了，中央就好做事。我要說的是，每一個人

無論是在中央或地方工作，最重要的一點是，從事眾人事務管理和服務的人員，必須真正愛

這塊土地，如果每個人在教育中都能展現如此的宏觀能力，我認為制度不是最重要的事，人

的使命感比較重要。我非常沈痛的是，很多事本來可以做得好，我舉個例子，最近移民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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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境管理雖然有一兩個漏洞，但畢竟現在移民署的國境管理人員，如果你常常出入國境的

話，你會發現現在他們的態度是有改變的，我讓他們改變不是用我上面的理想硬逼他去做，

而是給個想法讓他們在喝酒、吃飯時大家閒聊，透過想法的傳遞，讓他們自己組成一個團體

去討論、修正，而且我們也給經費，讓他們去選拔優秀人員，畢竟我們是面對國境把關的第

一關，他們的笑容代表中華民國的笑容，友善代表中華民國的友善，特別是以前都是警總人

員，是管理者，我就要他們從管理者的心態調整為服務者，結果這個是成功的，現在旅客進

出就會有一些反應回來，說中華民國有全世界最好的境管人員。以前小孩出入境要家長抱起

來，現在境管人員會自己站起來看，甚至有人當天生日還會受到生日快樂的問候，旅客自己

都嚇一跳，為什麼境管人員會知道。這很簡單，只要電腦稍微設計一下，有一欄跟當天的日

期一樣的就會跳出來，境管人員不用知道當天是幾號，電腦拿告知當天是旅客生日或差一天

也會跑出來。所以我認為是從觀念去改變，然後自動去做的話，就會有成果。 

  我舉這個例子是很小的事情，我認為要自動自發，如果對地方和這塊土地有愛的話，人

們去做每件事情都可以很OK，不會像有些地方首長的胸襟不夠大，像劉政鴻的大埔案只是他

和康世儒兩個人的怨恨，他只是要漏康世儒的氣，如此一念之差，得意容易忘形，那現在

呢？將來他可能還會出事。我認為他就是觀念不對，他和我同齡，生日差個幾天，還搞那麼

幼稚的事。首長對事情要就事論事，要有是非對錯。 

問：半年前我擔任一個研究計畫的協同主持人，調閱了某個縣市的議事錄、預算書也做了些

比較，其中有些是無法更動的，像人事支出、社會福利、教育費用、警政等，實際上一位縣

長可運用的權限相當的小，在您職務轉換後，有那個部分讓您覺得有明顯的轉變？另外，您

提到以城市競爭帶動國家發展，現在有個很熱門的話題就是自由貿易區、航空城、台中喊台

中港，以你在部長任內的看法，像這樣的案子要如何和現在的行政體制配合？ 

答：現在的自由貿易區和以前的自由貿易區已大大不同，以前是高雄、台中、桃園航空城，

現在即使在豐原地區劃個三十公頃農地，經過規劃申請也可以變成自由貿易區，這裡生產的

東西就是外銷。這個法案是本來就有的，所以我最近要找農委會主委陳保基談談彼此的想

法，我們可以透過這個讓台灣農民升級，年輕人留在農村，只要土壤、氣溫合適，可以將日

本的栽培技術移到這裡，生產出來的東西再回銷日本或外銷，光是大陸市場就夠了，因為日

本很多水果不能到大陸去，台灣可以進去的品項比他們多得多，我們可以挑，農委會可以做

他們份內的，我則來做台日合作。所以現在只要任何地區，像彰化只要劃個任何一塊區域，

就可以做自由貿易，現在全國各地任何一個地方都可以變成自由貿易區，農地三十甲或其他

工業區、任何地區都可以。 

問：所有以前前店後廠的觀念都可以一體適用？ 

答：對。只要向相關單位申請都可以，這個很活化。話講回來，現在所謂自由貿易區，可以

跟服貿、貨貿一起，已經是台灣躲不掉，但不代表我們這個通過就一定能進去TPP，將來要

參加TPP，沒有人會反對，台灣一定要開放，不開放是行不通的。現在像韓國，我們不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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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嚇自己，這是事實，像彭淮南的懶人包，很簡單的道理是，不是只有TAKE，一定也要有

GIVE，兩個當中因為大陸會讓利，但像紐西蘭、新加坡對台灣是不會讓利的，開放程度更

大，為什麼從來沒有吵過？因為那不是大陸。就因為是大陸，大家才敏感，像親中賣台，其

實現在學生們的抗爭已經失焦了。台灣的未來只有走向開放，已經拉不回來了，不管那個政

黨執政，敢鎖國看看？結果一定是蕭條，出走潮一定更大，台灣沒辦法生存，一些有錢人、

企業乾脆收工不做了。台灣今天為什麼走到這個地步，實在令人費解。 

問：城市帶動國家發展，您特別提到自由經濟貿易區，在您的經驗裡面，台灣要開放，沒人

敢講鎖國，鎖國就是經濟蕭條，您的經驗裡面有更具體的作法嗎?如果這三十公頃可以這樣

處理，不管是農地或是工業用地，是不是要設統一的管理單位，否則就無法集體對外接洽? 

筨：所以我現在要和農委會講，將來要如何處理，有哪些種類的農產品可以做，它的管理未

來要如何做，到時候才知道。我們跟上海的自貿區非常像，有一次在市政會議裡聽詹啟賢

說，他們參觀了上海的自貿區後發現有點口號，和我們比起來差太多，我們要再和他們做個

區隔，重點是台灣一定要開放，既然大家都這樣宏觀，要如何發揮它的效益，是政府真正要

想辦法處理的。現在政府最大的兩個問題是，一、年輕人對他們的未來蠻疑惑的，觀感很負

面；二、所有的怨恨一定要找個渲洩口，反對當政者成為時髦、理所當然，例如郝龍斌，這

是台灣的悲哀，馬總統成為箭靶就要想如何改變它，事實上要想辦法把緩解年輕人的怨氣，

但因為他是個好人，人善被人欺。現在馬總統既然要開放就要很有魄力的講，要很有霸氣的

全面去做，去活化。 

問：學界中對地方制度的了解有議題叫如何管理城市和非城市，隨著人口成長，要如何解決

小區域這麼多人口生存的問題，城市有可能擴大或縮小，要如何建立維持的功能；另一部

分，城市如果擴張，鄉村就縮小，如何平衡雙方發展？請問從您的經驗判斷，台灣那些城市

有繼續發展的空間，那些會萎縮？不是每個城市都會愈來愈大，像嘉義、新竹，五十年來規

模都不變，但新竹有科學工業園區，整個都不一樣了，面對分別會擴張和萎縮的城市，對於

非都市部分我們很怕一旦擴大都市計劃規模，可能就收不回來了，要如何有調整機制？以您

在縣長或部長任內的經驗，問於城市管理您有沒有印象比較深刻的案例？ 

答：二十年前大陸鄧小平說：先讓一小部分人富起來，帶動地方政府努力招商，現在已經改

變了，考核地方政府不用招商了，現在包括環保都有考量在內了，已經有做調整了；在台灣

讓城市蓬勃發展要有競爭力，民選首長必須懂得用現今國際地球村的觀念，包括用服貿的觀

念，要如何有效率的招商、管理。 

問：可否這樣說，就是在全球化和國際化架構下找到城市的定位？ 

答：可以。在這種情況下，項目會很多，首長要就比較大的項目做個妥善規劃，利用中央政

府所給更多的權限、財務力量，不僅是硬體建設，還要有一套人才的培養方式，不能僅透過

經建會或國立大學，地方自己就要培養，如果要建造一個新都市，可能在營建業務會蓬勃發

展，但現今土木系畢業的學生到現場並沒有辦法做很好的監工，因此地方政府必須要有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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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必須想辦透過訓練班來負責培訓並安排就業，可解決年輕人就業的問題。 

問：地方制度最近一次改變是 2010年，主要是透過縣市升格來帶動國家發展，但四年來，

很多人都認為升格後不能解決先前的問題，甚至產生新的問題，包括前陣子聯合報就縣市升

格前後的問題，例如城鄉發展愈來愈不均衡等問題做專題報導，請問您從地方首長到部長，

甚至參與升格改制，至今經過四年，你認為要如何改善、調整當初政策未能達成的目標？ 

答：就從城市升格增加競爭力，帶動國家發展，但實施以來沒有達到效果，要如何補救一

事，這是好題目，有機會我會跟國發會管中閔講，我期待他能有一番作為，他是個想做事的

人，我也會想辦法跟他接觸一下，鼓勵他。經建會必須根據未來二十年台灣經濟可能會有的

轉變，防範未然，引導台灣的中小企業和產業的發展，像以前的紡織業、塑膠業、新竹科學

園區，帶動台灣經濟發展，這都是經建會應該做的，但現在都零零落落；地方選民也必須針

對這些情況給首長壓力。 

問：針對這個政策，經過四年，現在回頭檢討，可否請您就這個議題提出個案例，您認為那

一項改善後可以立即達成當初升格後，由城市帶動國家發展所要達成的效果？ 

答：舉例以台北市公園路燈管理處這樣一個單位，包括市府清潔隊人員等，以前在還未改制

之前的台中縣，是由鄉鎮市的清潔隊在做，這些清潔隊做的事務相當廣泛，所有事都包在裡

面；但是合併之後，把清潔隊的功能和角色壓縮到很低，令人覺得遺憾。但反過來講，應該

要把這種非常好的服務的功能，不是要把縣改變成像市一樣，是市要回到縣裡面，像這樣一

個想法，居然沒有人注意。過去清潔隊所奉獻出來給當地市民、鄉民、鎮民的服務績效，比

起路燈管理局還快速有效率，為什麼改制之後反而把這些好的績效消滅了？反而回歸到官僚

體系把所有的事情都分得很細，然後都統一發包，不會自己做，清潔隊員沒有減少，然後他

們現在沒有辦法去做這些動作，以豐原大道為例，過去颱風要來之前，清潔隊早就收好了、

溝渠也清好了，即便颱風過後一團零亂，第二天也可以馬上恢復原狀。但是現在一定放在那

裡一、兩個禮拜，然後再由路燈管理局、建設局等單位去發包，再由外包的單位配合他們有

限的人力分段去做，原本一天可以解決的事，現在要花半個月、一個月去做，效率變差了。

這是地方首長的權限，要從制度面去改變。從這個案例舉一反三，還有很多，更多服務項目

由市裡直接下達，鄉鎮市區長成為派駐單位，沒有什麼權限了，為什麼不給他們一些權限上

的調整？像資源回收，過去的經費裡是很活化的，可以留一些在地方上去培養一些環保志

工，現在這些全部回歸到市庫去了，沒有了。 

    從這些小例子可以看到，縣市升格直轄市後，還是有些事情沒有到位，這些情形的改善

需要時間，這也代表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但我認為，只要改革的大方向沒有錯，持之以

恆，假以時日，就會看到應有的成績，對於這一點，我還是充滿信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