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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文摘要： 

影響「政治發展」的因素甚多，尤其在開發中國家，當民智尚未完全開化，

現代化的制度和秩序尚未穩固之際，政治領袖的「人格特質」、知識和領導技巧，

往往對一國的「政治發展」產生鉅大而深遠的影響。蔣經國擔任國家領導人，他

的「人格特質」對於臺灣「政治發展」必然具有一定的影響力。 

本文首先探討蔣經國的「人格特質」，分別以「人格特質」之形成背景、「人

格特質」之內涵，以及「人格特質」之評價，一步一步切入蔣經國的「人格特質」

核心；第二部份則嚐試以蔣經國的「人格特質」來探討臺灣在 1970 及 1980 年代

的「政治發展」，內容包括：「政治本土化」、「政治自由化」、「政治參與」

及「兩岸關係」等 4 個面向。 

蔣經國推動「政治本土化」政策與其「務實」的「人格特質」有關，因為在

他的政治認知中，中國「必然統一於自由民主的三民主義制度之下」，臺灣與大

陸的競爭在於制度之爭，而制度推動的關鍵在於人才，他在 1970 年代末期大量

任用本省籍的政治菁英參與中央政府決策，有效疏導與整合本省人與外省人的政

治歧見，奠定政治安定的基礎。此外，他也希望任用的臺籍人士具有中華民族的

思想，「本土化」的長遠目標就是追求中國必將統一於三民主義之下。 

蔣經國在推動「政治自由化」的過程中，發揮「強烈的國家、民族及歷史使

命感」的「人格特質」。雖然政府已確定「解嚴」的大方向，但他認為國家安全

仍需獲得保障，因此他指示制定《動員戡亂時期國家安全法》，待國家安全有法

律保障後再宣佈解除戒嚴。即使「解嚴」前的國內、外情勢「暗潮洶湧」，不過

蔣經國發揮堅定的「決心」與「勇敢」面對挑戰的「人格特質」，毅然決然推動

「政治自由化」。 

蔣經國在擔任行政院院長時期，以發掘人才為目的，發揮「務實」的「人格

特質」，持續推行地方自治，並辦理有限制的中央民意代表增補選；而在擔任總

統時期，除進一步推動中央及地方選舉外，並著手改造中國國民黨為競爭性政

黨，為將來「解嚴」及「開放黨禁」預作準備。蔣經國準備以逐步鬆綁威權體制

的方式，達成臺灣民主和平轉型的目標。 

「兩岸關係」自 1949 年以來由武力對峙到 1987 年開放大陸探親，有其歷史

發展的自然演變。1979 年「中美斷交」，正當風雨飄搖之際，擔任國家領導人

的蔣經國，其個人的政治認知與「人格特質」，應是我國能由危轉安的重要因素。

1987 年政府開放大陸探親，雖然導因於許多國內、外的客觀環境，但蔣經國此

時所發揮的「人格特質」，對於政府決定開放大陸探親應具有關鍵性的影響。蔣

經國的兩岸政策，其終極目標是希望中國統一於三民主義的制度之下。 

總結本篇論文研究發現，蔣經國於 1972 年至 1988 年擔任行政院院長及總統

時期，臺灣的「政治發展」正處於由威權體制轉型為民主政治的關鍵時刻。蔣經

國推動的政治改革，包括：「政治本土化」、「政治自由化」、「政治參與」，

以及「兩岸關係」的開展，為臺灣此後的「政治發展」奠定基礎。 

關鍵詞：蔣經國、人格特質、政治發展、政治本土化、政治自由化、政治參與、

兩岸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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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Although there are countless factors affecting political development, especially 

in developing country.  When people’s wisdom in this country is not fully 

enlightened, modern political system and order are not stabilized,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knowledge and leadership skill of the political leader normally made 

massive and far-reaching impact on country’s political development. Chiang 

Ching-kuo played the role of nation’s leader, his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would 

definitely make impact on Taiw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starts with exploration of Chiang Ching-kuo’s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and step by step, to penetrate into the core of Chiang Ching-kuo’s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separately via the background formation, contents and 

appraisal of his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The second part tries to focus on the 

approach from Chiang Ching-kuo’s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and explore Taiwan 

political developments in the decades of 70’s and 80’s.  The contents include： Four 

aspects of political localization,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cross-Strait relation.   

Chiang Ching-kuo’s promotion of political localization policy was related to his 

practical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Since within his political acknowledgement, 

China “must be united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characterised by liberty and democracy”.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is basically a competition of systems, and the key for system 

promotion rests on talent. Therefore he started to appoint massive provincial political 

elit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policy decision-making at central government level, which 

effectively alleviated the grievance and consolidated political elites from either local 

province or other provinces. This laid the solid foundation for political stability. Other 

than this, he also hoped Taiwanese elites possessing the thoughts and inclinations of 

Chinese people as a whole.  The long range focus and target for political localization 

were to pursue the unification of China under the premise of guidance from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Chiang Ching-kuo exerted his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of “strong belief in his 

historical mission”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Although the 

government decided the direction of lifting the martial law, he recognized the need of 

protection for national security. Therefore he directed the prescrip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act for mobilization to defeat national chaos》and planned to officially declare 

the lift of martial law after national security was firmly under legal protection. E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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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 the situation of both foreign and domestic before the lifting of martial law was 

dangerous, it would not prohibit Chiang Ching-kuo who exerted his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of “determination” and “great bravery”, and he went ahead and decided 

to promote the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with no turning back.    

During his premiership, Chiang Ching-kuo aimed to look for the talent and 

exerted his “practical”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 He persisted on the promotion of 

local governance in addition to hold elections of addition and filling-the-seats for 

limited representatives at central government level.  During his presidency, he not 

only promote elections for both the central and local levels, but also proceeded to 

revamp K.M.T into a party of competitiveness. These would be viewed as 

preparations for lifting the martial law and forming new political parties.  Chiang 

Ching-kuo planned to terminate the authoritative system and reach the goal of 

peaceful transformation into democracy gradually.   

Cross-Strait relations changed from armed confrontation since 1949 into lifting 

the ban of mainland China relative visitation in 1987. This has the natural evolution 

aspect from historical perspective. 1979,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R.O.C and 

USA was severed.  Chiang Ching-kuo, under this swirling, unsteady and pivotal 

moment, he took the responsibility of national leadership. His personal political 

recognition and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should be one of the vital factors that our 

nation could experience this turnaround from danger and peril into peace and safety. 

In 1987, government lifted the ban of mainland China relative visitation, although this 

could be resulted from both foreign and domestic objective environmental factors, 

Chiang Ching-kuo exerted his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and would have key impact 

on lifting the ban of mainland China relative visitation.  Chiang Ching-kuo’s 

ultimate goal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was to pursue the unification of China under the 

premise of guidance from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In summarization, the findings of this thesis pointed out that, during the 

1972~1988 premiership and presidency of Chiang Ching-kuo, our nation’s political 

development was at the crossroads of key moments in transforming from an 

authoritarian system into a democracy one. Chiang Ching-kuo’s promotion for 

political reforms included the developments of political localization,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cross-Strait relation laid a foundation of  

Taiwan’s  democracy.    

 

Keywords: Chiang Ching-kuo,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Political Development,  

Political Localization,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cross-Strait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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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國先生在那樣的時代中，能跳脫自己的教育與養成背景，「以今日之我

向昨日之我宣戰」，推動社會需要的改革，這需要多少決心、遠見與睿智。 

～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 

 

 

研究蔣經國多年，我深信他的性格深具民主、平等與同情心。 

               ～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主任陶涵(Jay Taylor)～ 

 

 

本章第一節為研究動機與目的；第二節為研究範圍與限制；第三節為研究途

徑、方法與架構；第四節為相關概念分析；第五節為相關史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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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研究動機 

 

西諺：「性格決定命運。」國家元首的「人格特質」，在在與國運民脈息息相

關。錢賓四氏認為：「找問題要從現實裡去找，找答案要從歷史中去找。」學者

莊政教授曾經探討孫中山的「人格特質」，並引用吳稚暉對孫中山的評論：「品格

自然偉大，度量自然寬宏、精神自然專一，研究自然精博。」
1文中提出諸多具

體事實加以論述，認為「孫中山先生因飽受中西教育及苦學自修之所獲，對我國

政壇及學界的影響非常深遠。……國人尤其從政者實在應該向他學習看齊。」
2此

外，莊政教授也歸結孫中山與蔣經國共有的「人格特質」，包括：用人唯才、公

私分明、平易近人、以德服眾、生活簡樸等。3 

影響「政治發展」的因素甚多，其中政治領袖的影響力舉足輕重。4尤其在

開發中國家，當民智尚未完全開化，現代化的制度與秩序尚未穩固之際，國家領

                                                 
1 吳稚暉(1927)，〈總理行誼〉，《吳稚暉全集》(第 7卷)，上海：群眾圖書，頁 371。 
2 莊政(2005)，〈孫中山先生的人格特質〉，《近代中國》，第 160 期，頁 29-39。此外，莊政教授曾

列舉孫中山的「人格特質」如下：不畏強暴、用人唯才、仁民愛物、力疾謀國、死而不已、重

守信譽、以德服眾、天倫親情等。莊政教授為國內研究孫中山的著名學者，其論著包括《孫文

革命思想發展史論》、《孫文思想與政略》、《孫文革命建國思想闡微》、《孫中山的大學生涯—擁

抱祖國、愛情和書的偉人》、《莊政學術論文集存》、《孫中山家屬與民國關係》、《國父生活與風

範》《國父生平與志業》、《國父革命與洪門會黨》等專書，另有數十篇專文發表於國內、外報

紙及學術期刊。 
3 莊政(2003)，〈永懷  國父與經國先生〉，《勝利之光》(3 月號)，頁 54-55。 
4 美國耶魯大學教授林茲(Juan J. Linz)與哥倫比亞大學教授史泰本(Alfred Stepan)，曾將威權政體

轉型前的政權性質及領袖分為 4 類：一、階層化軍人政權領導(Hierarchical Military Regimes)，
皮諾契(Augusto Jose Ramon Pinochet Ugarte)領導下的智利即為此種政權的典型，在此種政權之

下，軍人領袖只要能確定在民主化後的特權地位，會有條件接受民主化的可能性，但由於軍人

政權在執政時期，侵犯人權的情形經常發生，也使得此類威權政體在民主轉型後，無法有效化

解軍人政權執政時期的歷史問題，民主鞏固並不容易；二、非階層化軍人政權領導

(Nonhierarchical Military Regimes)，由於此種軍人政權的控制力不足，通常面臨民主化的要求

時，往往會採取鞏固威權領導的手段，甚或採取鎮壓的方式，與階層化軍人政權相比，此種政

權的民主轉型較為不易；三、文人領袖領導(Civilian Leadership)，與前兩種軍人政權及最後一

種獨裁領袖領導的政權相比，通常文人領袖政權有較高的能力與容忍力推動政治改革，然而這

種文人領袖政權不包括東歐及蘇聯共產黨的文人領袖政權，因為東歐及前蘇聯的經驗顯示，共

黨政權的文人領袖不願推動民主化，放棄既有特權；四、獨裁領袖領導(Sultanistic Leadership)，
這是指權力高度集中化與個人化的政權，例如鄧小平統治時期的中國，齊奧塞斯古(Nicolae 
Ceausescu)統治下的羅馬尼亞、金正日統治下的北韓、海珊(Saddam Hussein)統治下的伊拉克，

這些獨裁政權走向民主的可能性極低，主動推動民主改革的可能性更是微乎其微。Juan J. Linz 
and Alfred Stepan (1996),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p.6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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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人的「人格特質」5、知識水平和領導技巧6，往往對當國的「政治發展」產生

鉅大而深遠的影響。
7 

Welsh 研究「政治變遷」與「政治領導」的關係指出，在公民政治影響力受

到限制的政治體系，政治領導的變遷(指領導人的更遷)對政治體系的變遷有決定

性的影響。
8就臺灣而言，「解嚴」前的中國國民黨，強人領袖傾向( Strong Leader  

Orientation)為其最大特色9，前有蔣介石，繼有蔣經國10。 

                                                 
5 「領導」是一種說服或示範的過程，一個人(或領導班底)可以藉由此過程，引發團體去追求領

導者所堅持、或上下一心所共持的目標。葛敦納(John W.Gardner)著，譚家瑜譯(1992)，《新領導

力》，臺北：天下文化，頁 2-3。 
6 (Richard Neustadt)認為總統的權力是一種「說服」的權力，要能說服別人，必須要有「溝通」的

能力，因此，操縱語言和演說的能力，甚至對別人心理的瞭解，都是具備「溝通」能力的要件。

Richard E. Neustadt(1980),Presidential Power:the Politics of Leadership from FDR to Carter, New 

York:Weiley. 
7 葛永光(1989)，《政治變遷與發展—臺灣經驗的探索》，臺北：幼獅，頁 211。 
8 William A. Welsh (1979), Leaders and Elite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p.34. 
9 Constance Sguires Meaney (1992), “Liberalization ,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Role of the KMT”, in 

Cheng. Tun-jen and Stephan Haggard ed, Political Change in Taiwan, London: Lynne Rinner, 
pp.95-120. 

10 根據聯合報系民意調查中心於 1998 年元月 13 日刊登的民意調查結果：高達 76%的民眾肯定蔣

經國對臺灣經濟發展與民主政治的貢獻。聯合報系民意調查中心，〈九成二民眾肯定蔣經國對

臺灣的貢獻〉，《聯合報》，1998.1.13，版 2。 

 

根據聯合報系民意調查中心於 2003 年元月 11 日刊登的民意調查結果：高達 86%的民眾肯定蔣

經國對臺灣的貢獻，其中 52%的民眾認為非常有貢獻，34%的民眾覺得還算有貢獻，只有 1%

的民眾認為沒有貢獻。交叉分析顯示，民眾對蔣經國的肯定是跨黨派的，且不分族群的。民調

中就歷任總統對臺灣經濟發展的貢獻比較，60%的民眾認為蔣經國貢獻最大，12%的民眾認為

李登輝居功最多，認為蔣介石或嚴家淦最有貢獻者都低於 5%。就對臺灣民主政治發展的貢獻，

35%的民眾認為蔣經國貢獻最大，31%的民眾認為李登輝功勞最大，認為蔣介石或嚴家淦有貢

獻者都低於 5%。至於歷任總統誰對臺灣社會的傷害最大？33%的民眾認為是李登輝，14%的民

眾認為是蔣介石，不到 2%的民眾認為是蔣經國或嚴家淦。至於蔣經國選擇李登輝擔任副總統，

有 38%的民眾認為是正確的，29%的民眾認為是錯誤的，其中民進黨支持者有 74%認為是正確

的，國親支持者則有超過 50%認為是錯誤的。《聯合報》，2003.1.11，頭版。 

 
根據聯合報系民意調查中心於 2007 年 12 月 11 日刊登的民意調查結果：以民眾對兩蔣的評價

而言，29%的調查民眾認為蔣介石對臺灣功大於過，30%的調查民眾認為蔣介石對臺灣功過相

當，9%的調查民眾認為蔣介石對臺灣過大於功，交叉分析發現，蔣介石的主政較獲外省族群

及泛藍支持者的好評，認為蔣介石對臺灣貢獻居多者超過 52%，而有 32%的閩南族群認為蔣

介石的功過相當；65%的調查民眾認為蔣經國對臺灣功大於過，12%的調查民眾認為蔣經國對

臺灣功過相當，3%的調查民眾認為蔣經國對臺灣過大於功，17%的調查民眾無意見，交叉分

析發現，調查民眾對於蔣經國的評價不分黨派族群，48%的泛綠支持者認為蔣經國對於臺灣功

大於過。以陳水扁的評價而言，5%的調查民眾認為陳水扁對臺灣功大於過，19%的調查民眾

認為陳水扁對臺灣功過相當，54%的調查民眾認為陳水扁對臺灣過大於功。比較歷任總統對臺

灣的貢獻，50%的調查民眾認為蔣經國對臺灣的貢獻最大，11%的調查民眾認為李登輝對臺灣

的貢獻最大，6%的調查民眾認為蔣介石對臺灣的貢獻最大，5%的調查民眾認為陳水扁對臺灣

的貢獻最大，1%的調查民眾認為嚴家淦對臺灣的貢獻最大。對於民主進步黨「去蔣化」的作

為，17%的調查民眾支持，60%的調查民眾反對。此次調查時間為 2007 年 12 月 9 日至 10 日

晚間進行，成功訪問的有效樣本為 869 位成年人，另 340 位成年人拒絕訪問，在 95%的信心水

準下，抽樣誤差在正負 3.3%以內，調查的樣本以臺灣地區住宅電話為母體作尾數兩位隨機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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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年來不論是大陸地區或臺灣地區的史學家，對蔣經國的研究大多以生平事

蹟的傳記為多，且著作本身的立場並非完全客觀，有些摻雜作者個人好惡，有些

因為和蔣經國個人親疏遠近的關係，或是因為不同的政治傾向而有所偏頗，因而

產生褒貶不一的現象；同時，即使有些著作探討其「人格特質」，數量亦甚少，

甚至可以說是「鳳毛麟角」，故本文的研究動機之一，即欲初探蔣經國的「人格

特質」。 

蔣經國在 1970 和 1980 年代，身為臺灣威權體制的長期領導者，集黨、政、

軍、特大權於一身，操控重大政策的最後決定權，他的「有所為與有所不為」相

信對臺灣的「政治發展」具有相當程度的影響，故本文的研究動機之二，即欲探

討蔣經國「人格特質」對臺灣「政治發展」的影響。 

 

貳、研究目的 

    

本論文希望達成以下 3 點研究目的： 

 

一、探討蔣經國的人格特質內涵及形成因素 

    蔣經國於 1988 年逝世，距今已有 20 多年的時間，此段期間學術界出版了不

少相關傳記及評論書籍，對蔣經國的褒貶不一。本文希望基於事實的角度，以理

性、客觀的態度來探討蔣經國的「人格特質」內涵及形成因素，此為本文研究目

的之一。  

                                                                                                                                            
樣。聯合報系民意調查中心，〈哪位總統對臺灣的貢獻最大〉，《聯合報》，2007.12.11，版 A1。 

 

蔣經國、李登輝及陳水扁擔任總統時期的經濟成長率分別為：蔣經國(1978-1987)的 8.7%、李登

輝(1988-1999)的 6.8%，陳水扁(2000-2007)的 4.1%；此外 3 人的最後一年失業率分別為：蔣經國

(1987)的 2%、李登輝(1999)的 2.9%、陳水扁(2007)的 3.9%。平均每年經濟成長率方面，在蔣經

國時代，臺灣的表現優於香港的 8.3%、南韓的 7.3%，以及新加坡的 6.9%，高居四小龍之首；

到李登輝時代，臺灣被新加坡的 8.1%超過，退至四小龍的第 2 位；到陳水扁時代，臺灣則低

於星、港、韓的 5.7%至 5.2%，敬陪末座。就出口方面來看，在蔣經國執政的最後一年(1987)，

臺灣出口金額不僅是亞洲四小龍之首，更高居全世界第 11 位出口大國；到李登輝時代(1999)，

臺灣出口倒退至世界第 14 名，亦被港、韓超過；到陳水扁時代(2006)，更被新加坡超越，淪為

四小龍之未，在世界出口的排名，再退到第 16 位。不論經濟成長率或出口，臺灣在蔣經國時

代皆為四小龍之首，蔣經國時代以經濟建設為施政首位，故獲得高經濟成長率，代表經濟發展

快速，人民所得與生活水準也快速向上提升；低失業率，代表有能力工作的人，大多能找到工

作，大家安居樂業；出口高居全球第 11 名，表示臺灣競爭力強，國力向上提升。葉萬安，〈蔣

經國到陳水扁，龍頭變龍尾〉，《聯合報》，2008.1.14，版 A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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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探討蔣經國的人格特質對臺灣政治發展的影響(1972-1988) 

《中華民國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明白揭示，身為國家元首至少需要具備

下列 3 項人格修養：(一)誠實、(二)正直、(三)忠誠，而且所作所為必須具備良善

基礎，以全民利益福祉為目標。蔣經國乃中華民國行憲後第 6 任及第 7 任總統，

也是中國國民黨繼孫中山、蔣介石兩位領袖之後的第三位領導人。探討蔣經國「人

格特質」對臺灣「政治發展」的影響(1972-1988)為本文研究目的之二。 

 

三、作為臺灣目前及將來主政者的參考 

「歷史之譽、榮於華袞；口碑之譭、嚴如斧鉞。」蔣經國擔任行政院院長及

總統期間，學者有各種不同的見解與評價，然而歷史必會留下客觀紀錄給全體國

人。蔣經國的主政經驗，對於臺灣目前及將來的國家領袖，應具有相當的參考價

值，正如唐太宗所言：「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

為鏡，可以明得失。」 

作為臺灣目前及將來主政者的參考，為本文研究目的之三。 

根據以上之研究目的，本文歸納出 3 點待答問題： 

    一、蔣經國的「人格特質」是什麼？ 

蔣經國的「人格特質」是如何形成的？ 

    二、蔣經國主政期間的政治環境為何？當時的政治環境又有何變化？  

    三、蔣經國主政期間，其「人格特質」對於臺灣「政治發展」(包括：「政

治本土化」、「政治自由化」、「政治參與」及「兩岸關係」)，具有

哪些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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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壹、研究範圍 

 

一、蔣經國的人格特質 

研究蔣經國的專書及論文甚多，本文研究的範圍針對蔣經國的「人格特質」，

探討其「人格特質」之形成背景、「人格特質」之內涵，以及「人格特質」之評

價。  

此外，一位政治人物的「人格特質」，在不同時空環境有不同面貌，年輕時

期和年長時期的「人格特質」亦有差異，故本文研究範圍著重蔣經國「人格特質」

較為成熟的時期，也就是主政時期(1972 年至 1988 年擔任行政院院長及總統)的

「人格特質」。 

 

二、臺灣政治發展(1972-1988) 

蔣經國對臺灣「政治發展」的影響甚鉅，一般學者認為「政治發展」的範圍

甚廣，例如：國家整合、法律層面、政黨政治、「政治參與」、「政治自由化」、「政

治民主化」、國際化與「政治本土化」等議題，本文針對蔣經國主政時期的重要

政策，歸納 4 項具有指標性的研究主題，分別為：(一)、「政治本土化」；(二)、「政

治自由化」；(三)、「政治參與」；(四)、「兩岸關係」。茲說明範圍及理由如下： 

(一)、政治本土化 

「本土化」是輿論界習用之名詞，國內、外學術期刊眾說紛紜，難有一確切

定義。學者李松林認為：就廣義言，「本土化」是指本土上自然融合的文化，含

有「改流歸土」之意；就狹義言，「本土化」是指以臺灣為發展中心的意識觀念

和做法，例如「臺灣優先」、「立足臺灣」的理念就是此種意識的發展。
11 

筆者認為蔣經國主政時期的「政治本土化」，包含廣義與狹義兩種：廣義的

意義是指相對於臺灣與中國大陸，加強對臺灣的認同與建設，以臺灣為生存發展

中心，有「政策臺灣化」的意義；狹義的意義是指黨政機關增加臺籍人士名額比

例。本文探討層面為狹義的「政治本土化」，即黨政機關增加臺籍人士的名額比

                                                 
11 李松林(1993)，《蔣經國的臺灣時代》，臺北：風雲論壇，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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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 

蔣經國推動「政治本土化」，就短期而言，使黨國體制的合法性及封閉形象

獲得紓解；就長期而言，則使黨國體制的權力結構產生質與量的變化。它是臺灣

「政治發展」的重要觀察現象與推動因素，也為往後臺灣「政治發展」的形式與

性質奠定基礎。 

(二)、政治自由化 

「政治自由化」是威權體制轉型的重要指標，基本上它是人民權利重新界定

和擴張的過程，「政治自由化」一旦開始，將帶來其它效應，並決定威權體制轉

型的範圍與深度。具體而言，「政治自由化」是指有效保護個人及社會團體免於

國家或其它第三者專制或非法的侵犯。就個人而言，包括人身自由、秘密通訊自

由、居住遷徙自由、言論出版自由等；就團體而言，包括集會結社的自由、集體

表達對政府決策的不滿等。在臺灣「政治發展」的過程中，「解除戒嚴」及「開

放黨禁」實為「政治自由化」最重要的條件，故本文選定蔣經國晚年推動的「解

除戒嚴」及「開放黨禁」為分析對象。 

(三)、政治參與 

    「政治參與」的定義眾說紛紜，學者常因不同研究旨趣而有不同定義。美國

學者魏納(Myron Wiener)認為非民主國家，以操縱控制方式發動支持性參與不是

真正的「政治參與」。
12 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則認為不必區分自願與否，

只要是對政治籠統發生影響的行動皆屬之。13 

    早期學者對「政治參與」的研究，大多從民主國家以及較易觀察的投票行為

入手。但晚近的研究則逐漸擴大範圍，採取多面向的研究，例如：投票、政黨及

競選工作者、社區活動者、接觸官員、抗議者、溝通者等面向。國內學者呂亞力

研究「政治參與」的範圍包括：選舉、參加政黨活動、參加利益團體活動、個人

的參政活動等 4 個面向來探討政治參與者。14 學者胡佛則從國家及政府體系、準

政府性的政治體系、具強制性的職業團體、自動社會組織等 4 個參與範圍，以及

用維持性、推動性、改革性、干預性、敦促性等 5 種參與程度來研究個人的「政

                                                 
12 Myron Weiner (1971),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Crises of the Political Process”, in Leonard Binder ed., 

Cruses and Sequence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臺北：虹橋。 
13 Samuel P. Huntington (1976), No Easy Choic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14 呂亞力(1985)，《臺灣地區社會變遷與文化發展》，臺北：中國論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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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參與」。15 

    本文認為「選舉」是臺灣「政治發展」的重要面向，故採取「選舉」作為臺

灣「政治發展」的研究議題。 

(四)、兩岸關係 

    「兩岸關係」是影響臺灣威權體制出現與持續的重要變項，對於臺灣「政治

發展」具有特殊地位。「兩岸關係」的變化，迫使臺灣政治領袖必須權衡國家安

全與政治自由的輕重緩急，其中「中美斷交」事件及「開放探親」政策，對於「兩

岸關係」的開展具有關鍵性的影響，故本文以「中美斷交」事件及「開放探親」

政策為研究主題。 

 

三、蔣經國人格特質對臺灣政治發展的影響 

1970 及 1980 年代是國際政經環境劇烈變動的時代，臺灣政局深受國際情勢

變動影響，自然難以置身事外；再加上本身特殊的歷史背景，例如曾納入清朝版

圖、中日「馬關條約」割讓日本、國民政府接收臺灣的矛盾與衝突、中共武力威

脅、國內反對勢力興起，以及族群多元性等因素，使得臺灣政局異常複雜。雖然

蔣經國主政時期臺灣「政治發展」，受制於國內、外眾多因素，本文研究範圍，

則針對蔣經國「人格特質」對臺灣「政治發展」(包括：「政治本土化」、「政

治自由化」、「政治參與」及「兩岸關係」)的影響。 

 

 

 

 

 

 

 

 

 

 

 

 

 

                                                 
15 胡佛(1998)，《政治變遷與民主化》，臺北：三民，頁 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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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論文的研究範圍圖，如圖 1-1 所示： 

 

 

 

A 

                          蔣經國 

                  

AB   ABC   AC 

                B                      C 

人格特質      BC     臺灣政治發展 

                           (1972-1988) 

 

 

 

圖 1-1：研究範圍圖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一、A 部份表示蔣經國個人之研究。 

二、B 部份表示「人格特質」之探討。 

三、C 部份表示臺灣「政治發展」(1972-1988)的情況。 

四、AB 部份表示蔣經國的「人格特質」。 

五、AC 部份表示蔣經國與臺灣「政治發展」(1972-1988)。 

六、BC 部份表示「人格特質」與臺灣「政治發展」(1972-1988)。 

七、ABC 部份表示蔣經國「人格特質」與臺灣「政治發展」(1972-1988)，此區域

為本文的研究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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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限制 

 

一、本文研究的稀少性 

過去研究蔣經國的文獻不算少(主要出現在「政治自由化」以後)，但真正針

對蔣經國本人研究的學位論文可說是「鳳毛麟角」；或者是說，很多人對蔣經國

有意見，但很少人真正去研究蔣經國本人。其中有以下幾點因素：(一)、在過去

威權領袖權位崇高的時代，研究領導者是個禁忌，「江南案」是此種氣氛的典型

實例；(二)、蔣經國的性格「為政不在多言」，有些事只做不說，予人「事事機密」

的印象，「要寫也不容易寫」
16；(三)、蔣經國歷練複雜，兼具保守(早年情治)與

改革(擔任行政院院長與總統)角色，加上不同成長年代對蔣經國的觀感差異極

大，難以一言論定，使研究者知難而退；(四)、投入「政治領導」研究的學者不

多，所建構的理論，質與量均不夠厚實。雖然近年來，由於「政治自由化」及社

會多元化等因素，使得研究蔣經國的專書與論文逐漸增加，然而之前的相關資料

甚少，此為本文研究限制之一。 

     

二、本文研究的獨特性 

    本文研究對象為蔣經國，目前國史館已開放「蔣經國總統檔案」
17，而在美

國史丹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典藏的兩蔣日記手稿，蔣介石日記的部份手稿已開始解

密，蔣經國日記則尚未解密；此外，蔣經國的身分特殊(為蔣介石的長子並曾任

國家元首)，有些資料可能涉及國家機密，取得更為不易，此為本文研究限制之

二。 

 

 

 

 

 

 

 

                                                 
16 李敖(1989)，《論定蔣經國》，臺北：李敖，頁 388。 
17 朱重聖(1988)，〈國史館現藏「蔣經國總統檔案」介紹〉，《近代中國》，第 123 期，頁 89-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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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途徑、方法與架構 

 

壹、研究途徑 

 

本文的研究途徑為歷史研究途徑。所謂歷史研究途徑是指：對歷史文獻的收

集與整理，進行外部考證及內部考證。外部考證決定文獻的真實性(Authenticity)，

主要是確認證據的可信度，特別重視原作者與產生的時間。內部考證決定文獻的

意義和價值，以及它的可信度(Credibility)，如文獻中是否有自相矛盾之處，或者

在情理上完全違背事實的陳述，以及文獻寫作的思想和結構，包括：一、作者報

導的能力；二、對事件的寫作時間和觀察時間之關聯性；三、記錄此事件之意圖。 

本文進行處理資料時，要求吾人能秉持史學家價值中立的原則，儘可能讓資

料自己說話，避免摻雜筆者先入為主的觀點。 

 

貳、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Method)是指蒐集與處理研究資料的方法與程式，本文採用的研究

方法為「文獻分析法」(Document Analysis)。 

「文獻分析法」又稱為「資料分析法」，是藉由文獻資料進行研究的方法，

為間接研究法的一種。學術界使用「文獻分析法」非常普遍，在某個範圍內可以

幫助我們了解與重建過去、解釋現在並推測未來，故適用於描述性研究。 

一、「文獻分析法」的特色為：(一)、研究過去的事件，超越時空侷限；(二)、

超越個人侷限，甚至超越前人研究的侷限性；(三)、避免調查者與被調查者互動

的不良影響。 

二、「文獻分析法」的優點為：(一)、節省研究經費；(二)、不必求取研究對

象的合作；(三)、有利於瞭解研究時間序列；(四)、有助於一般調查的準備與進

行；(五)、有效處理前人的研究成果。18 

三、「文獻分析法」的功能為：(一)、透過文獻瞭解前人的想法與動機；(二)、

                                                 
18 葉至誠、葉立誠(2002)，《研究方法與論文寫作》，臺北：商鼎，頁 138-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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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事件發生的過程與經歷的階段，同時認識歷史的發展具有偶然性。重視由某

一些當時發生的特定事件，及其所帶動的整個歷史發展進程；(三)、瞭解當時哪

些人物涉入事件過程，而這些人物各來自何種背景，抱持何種立場。
19 

本文相關文獻蒐集的對象包括：國內、外探討蔣經國的相關論文、1972 年至

1988 年臺灣「政治發展」(包括：「政治本土化」、「政治自由化」、「政治參與」、「兩

岸關係」)的專書、學術期刊論著、學位論文、座談會記錄、政府出版品，以及

大眾傳播媒體的報導資料(如報紙、網路、雜誌)等，加以分析、比較、歸納，除

建立基本理論模型之參考依據，並對蔣經國主政時期的講詞、著作，進行相互比

對與印證。 

 

參、研究架構 

     

本文試圖以歷史學的角度，探討蔣經國「人格特質」與臺灣「政治發展」

(1972-1988)的關係。在章節安排及資料運用的流程上，提出本文研究架構圖(如圖

1-2)及研究流程圖(如圖 1-3)： 

 

 

 

 

 

 

 

                                                 
19 石之瑜(2003)，《社會科學方法新論》，臺北：五南，頁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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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研究架構圖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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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研究流程圖 

資料來源： 

作者自繪 

問題探討與資料分析 

政治發展的概念分析 

蔣經國人格特質與政治本土化 

一、政治本土化的涵義與歷史背景 

二、政治本土化的推動過程 

三、蔣經國人格特質與政治本土化的檢討與評價 

蔣經國人格特質與政治自由化 

一、政治自由化的涵義與歷史背景 

二、政治自由化的推動過程 

三、蔣經國人格特質與政治自由化的檢討與評價 

蔣經國人格特質與政治參與 

一、政治參與的涵義與歷史背景 

二、政治參與的推動過程 

三、蔣經國人格特質與政治參與的檢討與評價 

蔣經國人格特質與兩岸關係 

一、兩岸關係的歷史回顧 

二、兩岸關係的互動過程 

三、蔣經國人格特質與兩岸關係的檢討與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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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經國人格特質之內涵 

一、蔣經國人格特質之形成背景 

二、蔣經國的政治認知與人格特質 

三、蔣經國人格特質之評價 

研究結果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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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相關概念分析 

 

壹、人格特質的定義 

 

一、「人格」的緣由 

「人格」一詞，在英文為 Personality，起源於拉丁文的 Persona。此字為

Per(=through) sonare(=speak)的名詞形，意即古代伶人所戴的面具。擴張其義，則

指人之外表；其次指劇中人或角色；也可指有個性的演員。後來，其意義逐漸變

化，到西些羅的時代，至少有 4 種意義：(1)實際上不是那樣，可是他人視為那樣

者；(2)個人在其人生中所扮演的角色；(3)個人所具有的性質之總體；(4)區別與

威嚴。今日英文 Personality 之內含，都是由這 4 種意義分出。 

     

二、「人格特質」的定義 

依據國語辭典，「性格」是指個人一定不變之特有品質。其中「一定不變」

與「特有品質」兩點，正符合「人格」界說之本意。 

學者馬起華認為：「一個人的人格實為其外顯行為與內隱行為，表我與真我，

身與心之綜合組織。
20……人格可說是，個人所以異於他人的所有相當持久的人

格特質(Personality Trait)的統一體。」21 

學者郭靜晃認為：「人格不僅僅只是外顯的行為，它應當還包含著許多內隱

的部分，一些我們無法看見、或是人們刻意對彼此隱藏的特質。」22 

學者張春興認為「人格」是個體在其生活歷程中對人、對事、對己以至對整

體環境適應時，所顯示的獨特個性。此一獨特個性，係由個體在其遺傳、環境、

成熟、學習等因素交互作用下，表現於需求、動機、興趣、能力、性向、態度、

氣質、價值觀念、生活習慣以至行動等身心多方面的特質所組成。此外「人格」

具有 4 種特點，分別是：統整性、持久性、複雜性與獨特性。23 

學者葉重新認為「人格」一詞，在心理學上有兩種含義：(一)、「人格」是指

                                                 
20 馬起華(1970)，《政治心理學》，臺北：臺灣商務，頁 40。 
21 馬起華(1984)，〈三民主義人物之人格心理研究—中山先生的範例〉，《三民主義方法研究會論

文集》，臺北：三民主義學術研究資料中心，頁 101。 
22 郭靜晃等人(2002)，《心理學概論》，臺北：揚智，頁 289。 
23 張春興(1991)，《現代心理學》，臺北：東華，頁 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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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在各種不同場合，表現出相當一致的行為特質；(二)、「人格」是指個人有自

己獨特的性格特質。個人即使在相同情境下的行為表現，有時也會有個別差異。

而「人格特質」是指個人在各種生活情境中，所表現的性情(Disposition)，例如：

友善的、焦慮的、誠實的、興奮的、依賴的、懷疑的、仁慈的、謙卑的、虛心的、

蠻橫的。俗語說：「江山易改，本性難移」、「一種米養百種人」，這些都是強調性

格上的特質。個人的「人格特質」可以持續數年，甚至一輩子也不會改變。
24 

 

貳、政治發展研究的起源 

 

「政治發展」(Political Development)的研究興起於二次大戰後行為主義

(Behavioralism)蓬勃發展時期，從 1950 至 1960 年代開始進行系統性的研究。在 1960

年代時，有關「政治發展」各種層面的研究非常盛行，主要受到兩種學術研究潮

流的結合所導致。 

一、在 1940 及 1950 年代，區域研究的學者非常多，因為在二次大戰前，美

國研究「比較政治」（Comparative Politics）的學者只注意西歐和北美地區；而在

二次大戰後，隨著對蘇聯冷戰，及美國勢力擴展至亞洲、中東、非洲及拉丁美洲，

開始迅速發展。除了蘇聯及中共，這些地區包括不屬於冷戰兩大對立集團的「第

三世界」，或是因其經濟貧困與工業落後，所以又稱為「未開發」、「開發中」或

「低度開發」的新興國家，雖然由不同民族組成，但卻具有共同特徵，例如：都

是農牧經濟、生產方式多利用人力與畜力、機械力的使用較少等。由於生產技術

落後，人民生活大都窮困，它們的社會結構，很少都市化與工業化的成份。這些

新興國家有一個共同發展願望，為它們的努力提供動力；另一方面，由於理想難

以實現，反帶來社會的動盪和不安，使得這些國家，甚至整個世界充滿不可預知

的危機。美國主要大學增開區域研究課程，期以增加對其他國家及各洲的瞭解；

同時許多大型基金會支助經費，使得區域研究發展日趨熱絡。 

二、受政治學「行為主義」的影響。「行為主義研究」(Behavioralism Approach)

是二次大戰後政治學界最顯著的研究趨勢，其企圖結合嚴謹的理論與經驗，透過

系統性對多個國家進行比較研究，以求得論證通則。由於理論要求嚴謹，使得政

                                                 
24 葉重新(2004)，《心理學》，臺北：心理，頁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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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學者的選擇具有社會學的分析概念，例如：結構、功能、投入，產出、反饋、

體系等。這些概念讓學者在比較不同國家的政治時，提供了有系統的分析架構。

依據柯克派屈克(Evron M. Kirkpatrick)的分析，「行為主義研究」的特徵有４點： 

(一)、它揚棄過去以政治制度為研究的基本單位，而代之以個人政治行為

的分析。 

      (二)、將政治行為的研究結合社會學、人類學、心理學等科際整合，並藉

助統一的標準與方法之助，做它們更趨向科學化。 

      (三)、主張利用及發展更精確的觀察，以及分類測量資料的技術，若有可

能，應使用統計或量化的方法。 

      (四)、強調政治行為的經驗理論能做有系統的發展。
25 

    1954 年，美國「社會科學研究會比較政治委員會」(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s Committee on Comparative Politics, SSRC)成立，在第一任主席艾爾蒙

(Gabriel A. Almond)的領導下，試圖扭轉「比較政治」研究的頹勢，除了擴大研究

非西方國家的政治體系，超越傳統的歷史和描述方法，同時採用動態分析方法進

行「比較政治」的研究。26 

    1960 年代中期以後，在「社會科學研究會比較政治委員會」中，最受矚目的

是艾爾蒙(Gabriel A. Almond)和柯爾曼(James C. Coleman)在該會和「普林斯頓國際

研究中心」(Princeto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支助下，於 1960 年出版《發

展後地區的政治》 (The Politics of the Developing Areas)一書，此書運用一般政治

系統的概念來研究非西方國家的政治。嚴格而言，該書是一部「比較政治」的著

作，而非「政治發展」的著作，它以行為和體系研究途徑比較分析各國的政治，

但沒有提出「政治發展」的概念或理論。事實上，書上也未曾提到「政治發展」

這個名詞。概言之，該書嘗試用體系、角色、文化、結構、功能、社會化等概念

來研究發展中(或現代化中)社會的政治體系，以及比較那些系統與假定存在於現

代社會的政治體系之間的差異，但未曾使用動態分析來討論政治體系的變遷與發

展。 

    「社會科學研究會比較政治委員會」在 1960 年代中期先後出版一系列「政

                                                 
25 Evron M. Kirkpatrick (1962), “The Impact of the Behavioral Approach on Tradi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in Austin Ranny ed., Essays on the Behavioral Study of Politics, Urbana: U. of 
Illinois:1-46.  

26 Robert T. Holt and Turner E. John (1975), “Crises and Sequence in Collective Theory Develop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LXIX (3):979-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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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發展」叢書，例如： 

      (一)、艾爾蒙(Gabriel A. Almond)和威巴(Sindney Verba)合著的《公民文化—

五國政治態度與民主之研究》(The Civic Culture, Political Attitude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1963)。 

      (二)、白魯恂(Pye W. Lucian)編的《溝通與政治發展》(Communication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1963)。 

      (三)、拉巴隆巴拉(Joseph Lapalombala)編的《官僚體制與政治發展》

(Bureaucracy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1963)。 

      (四)、羅伯．華德(Robert E. Ward)與盧斯陶(Dankwart A. Rustow)合編的《日

本與土耳其的政治現代化》(Political Modernization in Japan and Turkey,1964)。 

      (五)、柯爾曼(James C. Coleman)編的《教育與政治發展》(Education and 

Political,1965)。 

      (六)、白魯恂(Pye W. Lucian)與威巴(Sindney Verba)合編的《政治文化與政

治發展》(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1965)。 

      (七)、拉巴隆巴拉(Joseph Lapalombala)與魏納(Myron Wiener)合編的《政黨

與政治發展》(Political Partie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1966)。 

      (八)、賓德(Leonard Binder)、柯爾曼(James C. Coleman)、拉巴隆巴拉(Joseph 

Lapalombala)、白魯恂(Pye W. Lucian)、威巴(Sindney Verba)、魏納(Myron Wiener)

等人合編《政治發展的危機和序列》(Crises and Sequence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1971)。 

      (九)、白魯恂(Pye W. Lucian)的《政治發展觀點—分析研究》(Aspect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 Analytic Study,1966)。 

    (十)、艾爾蒙(Gabriel A. Almond)與鮑威爾(Bingham G. Powell)合著的《比較

政治—發展的途徑》(Comparative politics :A Developmental Approach,1966)。27 

  這些研究豐富了「政治發展」理論建構的材料來源，也反應出「政治發展」

理論研究已達到一定程度。 

 

 

                                                 
27 陳鴻瑜(1987)，《政治發展理論》，臺北：桂冠，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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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政治發展的定義 

     

「政治發展」(Political Development)為 1960 年代美國政治學界新創設的名詞。 

 

一、國外學者的定義 

學者白魯恂(Pye W. Lucian)曾列舉「政治發展」常見的 10 種定義
28： 

(一)、「政治發展」是民族國家的運作(Political Development as the Operation of 

a Nation-state)。 

(二)、「政治發展」是民主政治的建立(Political Development as the Building of 

Democracy)。 

(三)、「政治發展」是群眾動員和參與(Political Development as Mass 

Mobilization and Participation)。 

(四)、「政治發展」是經濟發展的政治先決條件(Political Development as the 

Political Prequisit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五)、「政治發展」是動員和權力((Political Development as Mobilization and 

Power)。 

(六)、「政治發展」是政治現代化(Political Development as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七)、「政治發展」是工業社會典型的政治型態(Political Development as the 

Politics Typical of Industrial Societies)。 

(八)、「政治發展」是穩定和有秩序地變遷(Political Development as Stability 

and Orderly Change)。 

(九)、「政治發展」是行政和法制之發展(Political Development as 

Administrative and Legal Development)。 

(十)、「政治發展」是社會變遷多元次過程中的一個面向(Political 

Development as One Aspect of a Multi-Dimensional Process of Social Change)。 

此外，白魯恂(Pye W. Lucian)又根據不同的界定，將「政治發展」歸納出 3

項要素： 

                                                 
28 Pye W. Lucian(1966), Aspect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inc.,3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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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口變化，從臣屬地位轉變到對社會有貢獻的公民。隨之而來的是

大眾參與的擴張，對平等原則的重視，以及對普遍法律的接受。 

(二)、政治體系能力的增強，政令產出(Output)的能力可貫徹並深入到地方

層級組織，不僅控制人民之間的爭執，同時應付及滿足人民的需求。 

(三)、政治組織結構的分化，使各種制度和組織之間的整合功能愈趨專業

化。而「平等」(Equality)、「能力」(Capability)、「分化」(Differentiation)這 3 個「政

治發展」的核心問題之間並不一定會配合得很好；相反的，歷史顯示出這 3 者之

間常有衝突，「平等」的壓力會威脅系統的「能力」，「分化」也會因強調品質與

專業知識而削弱其「平等」性。
29 

學者畢爾(Samuel H. Beer)認為：「政治發展」是指在歷史過程中的一種方向

或趨勢的觀念，該種方向的變遷，其過程是有階段性的。就因果關係而言，每個

階段是由前一階段所產生，每個接續的階段共同組成一個趨勢，形成政體在歷史

過程中的特殊模式。
30 

學者尼德勒(Martin C. Needler)認為：「政治發展」有兩個面向，其一是維持憲

政完整，其二是參與程度。一個國家的「政治發展」程度，在原則上可由憲政和

參與共同所得的單一分數來代表，而「政治發展」的分數，將是憲政分數和參與

分數之間的中項(Middle Term)。31 

學者尼托(J. P. Nettl)認為：「政治發展」的概念過去和現代不同，過去的「政

治發展」概念僅適用於某個社會所採取的特別行為過程，是社會過程中的一部

分，而現代「政治發展」概念已成為全球努力的目標，各國因自覺在國際體系內

地位不平等，而有「政治發展」的需求。尼托(J. P. Nettl)認為「政治發展」應包

含 4 種涵義： 

(一)、「政治發展」是一組確定的優先順序，它是一種過程，同時將國家分

成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的觀念。 

(二)、「政治發展」是在使發展成為需要的價值，並非因為命令的關係才需

要發展。 

(三)、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之間，應有密切聯結關係。 

                                                 
29 Pye W. Lucian (1965), “Introduction: Political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Pye W. Lucian and 

Sindney Verba eds.,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30 Samuel H. Beer (1974), Modern Political Development, Random House,Inc,59. 
31 Martin C. Needler (1968),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n, Random House,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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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治發展」有其優先順序，有學者主張以經濟為主，有學者主張以

社會或政治為主，但何者為先，何者為後，尚無定論。
32 

學者杜德(C. H. Dodd)認為「政治發展」包括下列 4 種觀念： 

(一)、政治變遷有一定的目標，如美國的自由民主制、前蘇聯的社會主義

制，或伊斯蘭國家。 

(二)、政治領域的一般變遷過程，與社會其他領域有相當密切的關係，這

種變遷關係包括政治功能和結構分化、專化與整合，政府權力的擴張與集中、「政

治參與」(Political Participation)的提高，對政治體系認同感的增強。 

(三)、政治體系增強解決發展及各種問題的能力，能創新政策，建立新的

結構或改革舊有結構，且提高行政能力。 

(四)、學習更好的行政能力與建立政治結構的能力。
33 

學者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從靜態的「政治制度化」(Political 

Institutionalization)和動態的「政治參與」(Political Participation)兩個層面來解釋政

治的穩定性。他認為「政治發展」是「政治組織與政治過程的制度化」(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Political Organization and Process)，而「制度化」的定義為「組

織與程序獲得價值與穩定的過程」(The Process by which Organizations and 

Procedures Acquire Values and Stability)。他認為一個發展的政治體系，其「政治參

與」和「政治制度化」的程度必高，且能達到平衡狀態；相反地，未發展的政治

體系，其「政治制度化」與「政治參與」的程度必低，結果將導致政治衰退。 

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並認為「政治發展」不等於「現代化」

(Modernization)，例如在發表〈政治發展與政治衰敗〉(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Decay)一文中，對一般學者將「政治發展」與「現代化」視為同義詞的看

法不以為然，他認為「現代化」一詞內容太過廣泛，例如：工業化、都市化、社

會流動等皆包含在內；同時「現代化」無法辨別各方面的正負關係，在開發中國

家，不只有正面的「政治發展」，更常見到政變、暴動等負面的「政治發展」；而

在「現代化」過程中，經濟社會變遷所形成的壓力，需要以制度化的政治體系來

處理，否則不是帶來發展，反而帶來「政治衰退」(Political Decay)。因此杭廷頓

                                                 
32 J.P. Nettl(1969) , “Strategies in the Study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Colin Leys ed,. Politics and 

Chang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Studies 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Develop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13-34. 

33 C. H. Dodd (1972), Political Development, London: The Macmillan, Ltd,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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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uel P. Huntington)認為應先把政治上的興衰與社會現代化的過程分開，以釐清

「政治發展」的主要意義在於「制度化」而非「現代化」。在開發中國家，「政治

制度化」應是最重要的事務，即使因此減緩「現代化」或限制「政治參與」也有

其價值。 

此外，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認為制度必須符合「正當性」(Legitimacy)

和「適應性」(Adaptability)原則，即一方面能應環境變遷的挑戰，另一方面也能

獲取人民的支持。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特別借重政黨組織，主張「政黨居

主」(Primacy of Party)政策，認為若是能達成政治體系穩定的目標，並不反對開發

中國家實施一黨專政。
34 

賈格瑞伯(Helio Jaguaribe)比較各家學說，提出 4 個「政治發展」的基本觀點： 

(一)、「政治發展」的變數，採取 8 個總體變數： 

1、運作變數：(1)、理性定向；(2)、結構分化；(3)、能力。 

2、參與變數：(4)、政治動員；(5)、政治整合；(6)、政治代表。 

3、方向變數：(7)、政治凌駕；(8)、發展定向。 

(二)、從政治的方向看「政治發展」：「政治發展」是發生在系統內的綜合

性結構分化過程，他認為「政治發展」的方向是必然的。並不是說方向不會改變，

而是說一旦方向改變(由分化到簡化)，過程也會改變(由發展到退化)。 

(三)、從過程看「政治發展」：「政治發展」的過程是「政治現代化」(Political 

Modernization)與「政治制度化」(Political Institutionalization)。他認為「政治現代化」

就是促使運作變數的結果變數(包括效能、世俗化、自主性、控制力、適應性、

複雜性、次級系統之自主性、整體社會之存續性)；增強過程中表現的成效在政

治系統控制環境的力量越來越大。「政治制度化」就是促使參與變數的結果變數

(包括參與、社會化、政治化、政治平等、社會整合、價值整合、權威當局的合

法性、群眾與知識份子的整合)增強之過程，其表現的成效在政治系統內之共識

遞增強與遞減。此外，即使「政治現代化」的程度高，「政治制度化」的程度未

必就高，而若想提高「政治制度化」的程度，則必須有「政治現代化」來支持。 

(四)、「政治發展」的 3 個面向： 

1、發展政治系統的能力(Capacity)：相當於發展政治體做為社會系統之

次級系統的效能(Effectiveness)。 

                                                 
34 Samuel P. Huntington (1965),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Decay”, World Politics:386-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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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發展政治系統對該社會全面發展的貢獻：相當於政治手段(Political 

Means)促進整個社會的發展。 

3、發展政治系統的回應力(Responsiveness)：可增加代表性、合法性和服

務性。相當於以政治方法發展政治共識(Political Consensus)與社會共識(Social 

Consensus)。 

賈格瑞伯(Helio Jaguaribe)認為「政治發展」若只達到前兩個面向，僅能稱為

特定的「政治發展」，必須達到共識的境界，才稱得上是全面的「政治發展」。
35 

 

二、國內學者的定義 

學者陳鴻瑜認為：「政治發展」的概念，乃是指一個政治系統在歷史演進的

過程中，其結構漸趨分化、組織漸趨制度化，人民的動員參與支持越來越強，社

會越來越平等，政治傳統的執行能力也越來越強，使政治系統之發展過程構成了

一種連續的現象。
36 

學者江炳倫將「政治發展」分為 3 大項討論： 

(一)、附隨著價值觀念的定義：「民主」是指法律之前人人平等、有參與政

權的機會、政府制度及措施合乎憲法、執政者對人民負責，以及由民意決定政權

的獲得與交替等；「政治發展」是以接近英美政治楷模的距離來作為衡量的準繩。

民主雖是珍貴的政治價值，「政治發展」最後也要把「民主」的某些理念包括在

內，但表達方式必須參照各地區的社會條件和其他的政治價值。所以會以社會動

員、國家強盛、經濟發展、現代化國家、掃除政治上積弊、加強法律秩序和行政

功能來衡量「政治發展」。總括而論，上述各種說法，都是先假定一個特殊的價

值理想，認定「政治發展」就是此價值理想的實現，或是輔助此價值理想的實現。 

(二)、以功能的遞增看發展：政治體系的基本功能(Minimal Functions)，依

帕森思(Talcot Parsons)的分析，政治體系是一個龐大的社會體系，必須具備 4 項

基本功能—模式維持(Pattern Maintenance)、適應(Adaptation)、整合(Integration)與實

現目的(Goals Attainment)。 

艾爾蒙(Gabriel A. Almond)認為政治功能包括： 

1、整合的能力：統一國家，建立中央行政。 

                                                 
35 Helio Jaguaribe (1973), Political Development: A General Theory and a Latin American Case Stud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 
36 陳鴻瑜(1992)，《政治發展理論》，臺北：桂冠，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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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國際間應對能力：在現代國際關係上，能與世界各國和平相處。 

3、參與能力：建立一個偏重公民義務的政治文化和民主的政治結構。 

4、福利或分配的能力：福利分配的平衡，政治與社會各方面協調。 

(三)、從結構的變化求定義：結構的變項甚多，如歷史的久暫、內權力分

配的情況、構成份子數目的多寡、組織規程的繁密程度，以及支持它價值的深淺

程度等，均可作為比較研究的對象。而究竟有沒有一個最主要的變項，可以當為

發展的準繩？帕森思(Talcot Parsons)認為「結構分化」(Structural Differentiation)就

是此中心變項，可作為發展的基準。 

此外，江炳倫對「政治發展」的研究工作，提出 4 項主要步驟： 

(一)、研究範圍的確定—其一是比較政治研究，應包括不同地區、不同國

家；其二是比較政治研究應特別注重哪些分析單元。 

(二)、相關性與重要性的標準— Macridis 提議採用下列 4 點作為政治分析

的基本範疇，來比較不同的政治體系： 

1、政策形成與議論過程：誰制定決策？決策者如何選出？政治領導份

子的組成如何？決策的內容、性質與分類，以及議論過程的步驟等問題。 

2、政權的外貌和運作：什麼人或團體能獲得政權？如何獲得？分配情

形如何？政權運作的工具是什麼？目的又是什麼？ 

3、政治理念：最主要的政治理念來源是什麼？本質是什麼？能否適應

社會的變化？誰全力支持它？誰在反對它？ 

4、政治制度：包括政治權威組織的形成、社會控制的形成，以及公民

的地位等問題。 

(三)、普遍性程度高低應如何取捨—就是所使用的變項抽象層次的高低，

也就是理論應用範圍的問題。 

(四)、根據既定的標準，把歷史上和現行的各種政治系統歸類，解釋它們

演變的經過，觀察它們目前活動的情況，並且預測它們將來繼續發展時，可能遭

遇且需克服的困難。
37  

綜合中外學者對「政治發展」的定義，可歸納下列幾點： 

(一)、「政治發展」是一個過程，有時也是「現代化」的過程，「現代化」

                                                 
37 江炳倫(1979)，《政治發展的理論》，臺北：臺灣商務，頁 1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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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過程並非直線前進，有時舊的秩序正在瓦解，而新的秩序尚未形成，可能造成

社會動亂。 

(二)、「政治發展」是一個政治體系在「政治現代化」與「政治制度化」的

過程中，探討執行能力的高下、對社會面發展的貢獻、大眾對政治事務參與的程

度，以及政治體系結構的分化與專化程度等。「政治發展」的目標在追求政治民

主與政治穩定。
38 

     

肆、政治發展的研究途徑 

   

「政治發展」的研究途徑，可歸結 3 大學派： 

 

一、「體系—功能研究途徑」(System-function Approach) 

以「結構功能論」為基礎，來研究「政治現代化」與「政治制度化」的問題，

此派學者包括：Marion Levy、Gabriel A. Almond、David Apter、David Easton、Fred 

Riggs、Bingham G. Powell、L. Binder 等人。此種研究途徑深受社會學者帕森斯(Talcot 

Parsons)的影響，帕森斯(Talcot Parsons)在 1960 年代對於社會演進，提出了著名的

「社會行動的一般理論」(General Theory Social Action)，他認為人類進化史包括 3

種類型的社會：初民社會(Primitive Society)、中等社會(Intermediate Society)與現代

社會(Modern Society)。而社會演進的過程，包含 4 個程序：分化(Differentiation)、

適應力提昇(Adaptive Upgrading)、容納(Inclusion)與價值通則化(Value 

Generalization)。39 

    阿爾蒙(Gabriel A. Almond)則以結構功能的觀點來分析政治，尤以「結構分化

與自主化」的程度，以及「政治文化世俗化」的指標，將政治體系分類為：(一)、

原始與傳統的政治形式；(二)、現代民主與專制的政治形式。40 

   

二、「社會過程研究途徑」(Social Process Approach) 

透過比較量化分析各國社會，來探討政治行為過程與工業化、都市化，以及

                                                 
38 齊光裕(1996)，《中華民國的政治發展—民國三十八年以來的變遷》，臺北：揚智，頁 44。 
39 蔡明哲(1987)，《社會發展理論—人性與鄉村發展取向》，臺北：巨流，頁 20-22。 
40 Gabriel A. Almond and Bingham G. Powell (1966), Comparative Politics : A Development Approach,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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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消費量等社會過程的關係，重要代表人物包括：Daniel Lerner、K. Deutsch、 

R. Tanter、Martin C. Needler、P. Cutright 等人。 

 

三、「比較歷史研究途徑」(Comparative History Approach) 

注意系統的嚴謹性，代表人物包括：C. Black、S. N. Eisenstadt、S. M. Lipset
41、 

D. Rustow、R. Bendix、Samuel P. Huntington 等人，此外還包括 Pye W. Lucian 及「社

會科學研究會比較政治委員會」的學者在內。 

然而前述 3 種研究途徑仍有若干盲點：一方面現代化理論忽略發展問題所應

包含的多學科性質，尤其有偏向無歷史論的傾向，以及忽略經濟此項重要變數；

另一方面世界體系財富分配極不平均，先進的西方工業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貧富

差距愈來愈大，現代化理論無法有效解釋。
42 

  從 1965 年至 1971 年階段，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

他對現代化理論中的直線發展觀點提出辯證，指出以往的研究忽略現代化過程中

所產生的紊亂(Dislocations)。他認為「政治發展」是一種制度的成長，足以應付

社會動員，以及「政治參與」所帶來的緊張。他在 1969 年出版的《轉變中社會

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y)一書中，強調發展中國家最重要

的目標是維持政治穩定，甚至為了維持政治穩定，即使實施一黨專政亦有其價

值。43 

此外，有一些學者從「方法論」(Methodoledgy)的觀點，對過去的研究提出強

烈批評，譬如亞力山大(Groth J. Alexander)在《結構功能主義與政治發展》(Structural 

Functionalism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一書中，批評結構功能研究途徑，不但使用

的名詞模稜兩可，事實與價值判斷亦混淆不清。44 

    因此有一種論述強調「理性抉擇模式」，檢討原有的論證，並以「公共政策」

做為分析主體的「新政治經濟學」(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便逐漸形成。其中

較著名的學者如沃爾夫(Warren Uphoff)與伊奇曼(Norman Ilchman)，他們合著《變

遷的政治經濟學》(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ange)，將經濟學作為「抉擇的科學」

                                                 
41 S. M. Lipset(1959), “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53(1):69-105. 
42 Richard A. Higgott (1983), Political Development Theory, London: Croom Helm Ltd.,20-21.                         
43 Samuel P. Huntington (1969),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chap.7. 
44 Groth J. Alexander (1970), “Structural Functionalism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Three Problems” ,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23(3):485-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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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of Choice)，政治經濟學是探討「政治抉擇對經濟影響的學問」，或是「經

濟抉擇對政治效果的學問」。
45希苟特(Richard A. Higgott)認為，美國政治理論逐步

走向「新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取向，並非表示要完全拋棄過去「政治發展」的理

論，而是在一種既有的基礎上繼續發展而已。46假如過去「政治發展」的研究面

臨「經驗性理論」與「規範性理論」建構的困難，例如：概念的界定、實証資料

的模式配合、實証理論與規範理論的劃分，以及理論建構的策略選擇等，若能逐

一克服，則「政治發展」與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將可共同促進第三世界國家「政

治發展」順利進行。 

    艾爾蒙(Gabriel A. Almond)與鮑威爾(Bingham G. Powell)於 1978 年合著《比較

政治—體系、過程與政策》(Comparative Politics System ,Process and Policy)，前言

寫到：「一種對政治現象解釋方式的成長回應，在第一版中，強調社會學、人類

學和心理學的分析方法……在第二版，著重於公共政策，由於討論到公共政策及

其結果，故最後導引著採用一種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途徑。」47以政治經濟學角度，

提出政治體系的發展是利用政治經濟與其他社會發展策略，來解決內在和外在的

緊張與衝突。這些策略包括：「政治參與」、經濟成長、政府的能力、經濟成長利

益平均分配等項目，彼此交互配合來進行比較政治的分類： 

(一)、民主的人民參與型(Democratic)。 

   (二)、威權—技術官僚型(Authoritarian-technocratic Pattern)。 

(三)、威權—技術官僚—平等主義型(Authoritarian-technocratic Equalitarian 

Pattern)。 

(四)、威權—技術官僚—動員型(Authoritarian-technocratic Mobilization)。 

(五)、新傳統型(Neo-traditional Pattern)。 

   

綜合而言，研究「政治發展」的理論相當困難，不僅範圍甚大，研究方法更

多樣，無論從「制度研究法」、「領導研究法」、「結構功能研究法」、「社會過程研

究法」、「政治文化研究法」、「比較歷史研究法」、「新政治經濟研究法」等途徑，

研究多元的「政治現代化」與「政治制度化」等問題，往往因取材標準與角度的

                                                 
45 陳鴻瑜(1987)，《政治發展理論》，臺北：桂冠，頁 11。 
46 Richard A. Higgott (1983), Political Development Theory: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London : 

Croom Helm Ltd.22-28. 
47 Gabriel A. Almond and Bingham G. Powell (1978), Comparative Politics : System, Process and 

Policy,2d ed,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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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異，而有不同的結論，再加上各國國情的複雜性，更難建立一致的通則理論。

所以若欲研究「政治發展」理論，如完成「理論建構」(Theory Construction)與「模

式建立」(Model Building)，必須克服的問題包括：概念的界定、實證資料及模式

的配合、理論建構策略的選擇，以及實證理論和規範理論的劃分等項目。
48 

 

 

 

 

 

 

 

 

 

 

 

 

 

 

 

 

 

 

 

 

 

 

 

 

 

 

 

 

 

 

                                                 
48 呂亞力(1979)，《政治發展與民主》，臺北：五南，頁 63。 

齊光裕(1996)，《中華民國的政治發展—民國三十八年以來的變遷》，臺北：揚智，頁 3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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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相關史料分析 

 

壹、針對蔣經國個人撰寫的專書 

 

一、著作類 

行政院新聞局(1991)出版《蔣經國先生全集》，一共 24 冊，包括蔣經國一生

的言論總集，著實為研究蔣經國最重要的資料之一，也是本文參考及引用最多的

史料依據。
49 

二、傳記類 

唐興漢(1978)主編《經國先生的故事》，描寫蔣經國日常生活的小故事，包括：

「在上海北平的少年時代」、「西伯利亞冰天雪地的處境」、「贛南的奮鬥歲月」、「接

收東北以及和史大林爭辯到面紅耳赤」、「大陳島軍民的撤退」、「在閩江口和大陸

漁民交談」、「開拓中橫公路」、「國家重大建設」、「婚禮上的第一位賀客」、「颱風

來臨的那一天」，「和青年在一起的生活」、「梅蘭竹菊的啟示」、「首次在行政院會

上的講話」、「爭千秋不爭一時」，「重道義不重近利的價值觀」等。
50 

李元平(1982)的著作《平凡平淡平實的蔣經國先生》，以正面觀點描寫蔣經國

的生平事蹟，較缺乏負面描述，但仍可作為研究蔣經國之參考。51 

彭哲愚、嚴農(1986)的著作《蔣經國在莫斯科》，由蔣經國留學蘇俄的同學—

徐君虎、雷通鼎、趙可夫，與蔣經國在江西贛縣共事的吳劍真，以及由蔣經國舉

辦的「中華兒童新村」和「虎崗夏令營」的學生李淑仙、羅人恆等人，共同回憶

蔣經國的趣聞軼事，可作為研究蔣經國之第一手史料。52 

李元平(1988)的著作《用血汗凝聚長城的蔣故總統經國先生》，全書共 10 章，

15 萬餘言，包含 1925 年至 1988 年的史事，例如：「去俄國 12 年」、「建設新贛南」、

「見危授命」、「危急存亡之秋」、「出生入死」、「團結青年反共救國」、「永恒的榮

                                                 
49 蔣經國(1992)，《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24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 
50 唐興漢主編(1978)，《經國先生的故事》，臺北：黎明。 
51 李元平(1982)，《平凡平淡平實的蔣經國先生》，臺北：青年戰士報。 
52 彭哲愚、嚴農(1986)，《蔣經國在莫斯科》，香港：中原。 



第一章  緒論 

 31

光」、「主持國防」、「再整軍」、「再建軍」、「從入閣到領導全國行政」、「開創『經

國之治』歷史新頁」等章節。
53 

寒山碧(1988)的著作《蔣經國評傳》，以客觀寫實的方式描寫蔣經國的人生歷

程。54 

羅旋(1989)的著作《蔣經國江西傳奇》，作者在贛南生活 30 多年，訪問蔣經

國當年的部屬和朋友。對於報紙書刊資料，進行調查訪問以瞭解時代背景及思想

脈絡，並大量採用蔣經國的言論、文章和日記佐證。作者以嚴謹的態度，實事求

是，力求如實反映特定歷史條件下的特殊人物，因此在選材時，對於缺乏根據的

情節不予採納。
55 

李敖的著作《論定蔣經國》(1989)及《蔣經國研究》(1991)，作者以特立獨行

的角度評論蔣經國，其中負面批評多於正面肯定，但仍可作為研究之參考。
56 

小谷豪冶郎著，陳鵬仁(1990)譯《蔣經國先生傳》，全書 19 萬字，此書最大

特點是：一位日本人在蔣經國的同意下，以平實態度刻劃他的生平事蹟，據實以

告，不矯柔造作、不歌功頌德。例如提到中共駐蘇代表陳紹禹(王明)的偽信事件，

根據波多野乾一的《中國共產黨史》，將替蔣經國杜撰的偽信，來龍去脈說明得

一清二楚。57 

李松林(1993)的著作《蔣經國的臺灣時代》，描寫蔣經國在臺灣的歷史紀實，

立場頗為客觀、公允，對其晚年推動的政治革新、「解除戒嚴」及開放大陸探親

政策，皆給予正面肯定，但對於經濟發展、文化傳統，以及蔣經國的心理分析則

較少。文中肯定蔣經國認清政治現實，採取「政治本土化」政策，有別於蔣介石

堅持「反攻大陸」信念，給予高度評價。58 

陽春(1993)的著作《蔣經國外傳—從溪口到贛南》，以兩冊《蔣專員談話錄》

手抄本為經(原件於新贛南圖書館尋獲，作者依形式研判，應為蔣經國講述，由

                                                 
53 李元平(1988)，《用血汗凝聚長城的蔣故總統經國先生》，臺灣省訓練團。 
54 寒山碧(1988)，《蔣經國評傳》，臺北：天元。 
55 羅旋(1989)，《蔣經國江西傳奇》，臺北：曉園。 
56 李敖(1989)，《論定蔣經國》，臺北：李敖；李敖(1991)，《蔣經國研究》，臺北：李敖。 
57 小谷豪冶郎著，陳鵬仁譯(1990)，《蔣經國先生傳》，臺北：中央日報社。 
58 李松林(1993)，《蔣經國的臺灣時代》，臺北：風雲論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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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屬記錄的文章)，以訪談在贛南與蔣經國共事的人物為緯，前後 10 年兩次探訪

撰寫的外傳，意圖呈現蔣經國的思想、生活內容和行事作風。雖然真實性有待商

榷，但仍可作為研究蔣經國之參考。
59 

徐浩然(1993)的著作《蔣經國在贛南》，作者在贛南時期跟隨蔣經國數年，認

為蔣經國政治生涯發軔於贛南，他在此時期的思想、作為和事業，理應成為研究

他生平最重要的史料之一。此外，作者以相關資料客觀評價蔣經國在贛南的作

為，反映他從蘇聯回國後的各種經歷，揭示 1940 年代，贛南人民遭受國內政局

不穩和日本軍閥侵略，處於極度貧困的悲慘環境，同時記錄蔣經國為改變贛南人

民生活所做的種種努力。
60 

李玉貞(1995)的著作《少年經國傳—一段生命中不能承受的異色歲月》，內容

描述蔣經國在蘇聯 12 年的生活，包括在西伯利亞冰天雪地培養吃苦耐勞的品

德；在工廠農村的勞動生活，體會老百姓生活的艱辛及社會底層人的甘苦，激發

他對弱勢者的同情心。這些「蘇聯經驗」影響他往後從政時親民愛民的作風，以

及生活儉樸、嚴懲貪污的個性。此外，作者談到蔣經國和蔣方良的愛情故事，與

鄧小平初識的傳奇過程，以及和蘇共與中共駐蘇聯代表陳紹禹(王明)之間的恩怨

情仇。61 

王舜祁、胡元福(1995)的著作《蔣介石蔣經國軼事》，本書收納 110 則軼事，

地點以發生在奉化溪口的事情為主，兼及外地；人物以蔣介石、蔣經國父子為主，

兼及其他家庭成員；時間以他們的青少年時期為主，兼及以後。作者長期生活於

奉化溪口，了解不少蔣氏父子的趣聞軼事，並訪問蔣氏族人和親友、溪口鎮的長

者，以及來自臺灣、港澳和國外知情人士，大量搜收兩蔣父子生活軼事，其中有

些故事鮮為人知，有些故事與外界傳聞大有出入。本書雖未必全為真實故事，但

以資料搜集的廣度言，仍具參考價值。62 

曹聚仁(1997)的著作《蔣經國論》，作者在 1938 年 8 月 16 日專訪蔣經國，此

後在贛南為蔣經國興辦《正氣日報》，兩人成為無話不談的莫逆之交，並在 1948

                                                 
59 陽春(1993)，《蔣經國外傳—從溪口到贛南》，臺北：新潮社。 
60 徐浩然(1993)，《蔣經國在贛南》，臺北：新潮社。 
61 李玉貞(1995)，《少年經國傳—一段生命中不能承受的異色歲月》，臺北：日臻。 
62 王舜祁、胡元福(1993)，《蔣介石蔣經國軼事》，北京：華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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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完成第一部《蔣經國論》(於上海出版)，1953 年重寫第二部《蔣經國論》(於香

港出版)，本書即是兩部合成的著作。作者多方面分析蔣經國的性格，客觀評價

功與過，對蔣經國有褒有貶。
63 

劉宜良(江南) (1997)的著作《蔣經國傳》，此書為作者的博士論文，大量搜集

相關史料，企圖呈現有血、有肉、有愛、有恨的蔣經國，對其正反性格的描寫多

所著墨。
64 

陶涵(Jay Taylor)原著，林添貴(2000)譯《臺灣現代化的推手—蔣經國傳》，透

過大量莫斯科及美國國家檔案局迄未公開的史料，發掘許多不為人知的祕辛。此

外，陶涵(Jay Taylor)運用《資訊自由法案》(FOIA)，要求美國中情局、國防部和

國務院等單位，提供涉及蔣經國尚未解密的文件，為了查證這些檔案，訪問在臺

灣、中國大陸和俄國仍在世的相關人物，是一部史料豐富的著作。
65 

漆高儒從贛南到臺灣長期追隨蔣經國，與蔣經國相處數十年，所以在觀察、

瞭解和評述上，能以所見所聞及親身經驗作為寫作資料來源。他撰寫 3 本蔣經國

傳記，分別是《蔣經國的一生》(1991)、《蔣經國評傳—我是臺灣人》(1997)，以

及《廣角鏡下的蔣經國》(2001)，提供許多第一手珍貴史料。雖然作者與蔣經國

情誼深厚，但尚能保持客觀立場，並未刻意歌頌或詆毀。66 

    大陸學者李松林、陳太先(2002)撰寫的《蔣經國大傳》，是一部旁徵博引份量

最大的蔣經國傳記，上下兩冊多達 64 萬字。該書以四分之三篇幅分析蔣經國在

臺灣的活動。67 

大陸學者茅家琦(2003)的著作《蔣經國的一生和他的思想演變》，本書包含 3

項特點：(一)、充分利用已出版的蔣經國言論和著作；(二)、歸納蔣經國的思想；

(三)、分析蔣經國的活動和思想對中國社會所產生的影響與作用。68 

 

                                                 
63 曹聚仁(1997)，《蔣經國論》，臺北：一僑。 
64 劉宜良(1997)，《蔣經國傳》，臺北：前衛。 
65 陶涵(Jay Taylor)著，林添貴譯(2000)，《臺灣現代化的推手—蔣經國傳》，臺北：時報。 
66 漆高儒(1991)，《蔣經國的一生》，臺北：傳記；漆高儒(1997)，《蔣經國評傳—我是臺灣人》，

臺北：正中；漆高儒(2001)，《廣角鏡下的蔣經國》，臺北：黎明。 
67 李松林、陳太先(2002)，《蔣經國大傳》(上、下冊)，北京：團結。 
68 茅家琦(2003)，《蔣經國的一生與他的思想演變》，臺北：臺灣商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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葉邦宗(2005)撰寫的《蔣經國一生》，以深入淺出方式描寫蔣經國一生，言詞

生動、內容寫實，是一部歷史紀實的傳記。
69 

 

貳、探討蔣經國及其親友的專書 

周玉蔻(1990)的著作《蔣經國與章亞若》，描寫蔣經國與章亞若在贛南的愛情

故事，兩人生下一對雙胞胎，就是孝嚴、孝慈兩兄弟，這段婚外情一直是蔣經國

不願讓外人知道的內心世界，對研究蔣經國具有特殊的參考價值。
70 

胡辛(1993)的著作《蔣經國與章亞若之戀》，描寫蔣經國與章亞若之戀情，是

一部歷史文學著作。
71 

周玉蔻(1993)的著作《蔣方良與蔣經國》，描寫蔣經國與蔣方良在蘇聯相識、

相知，進而相愛的過程，以及和三子(孝文、孝武、孝勇)、一女(孝章)的家庭生

活，對探討蔣經國和家人相處的模式，具有參考價值。72 

由朱秀娟(1995)訪談、陳秋美主編的《點滴在心頭—四十二位身邊人談二位

蔣總統》，內容包括：「開闢東西橫貫公路」、「紐約遇刺」、「平民領袖特質」、「律

己嚴而待人寬的性格」、「在復興崗的故事」、「官邸生活剪影」、「為國事奔忙」等。

73 

汪士淳(1996)的著作《千山獨行—蔣緯國的人生之旅》，是一部蔣緯國口述歷

史的人生傳記，當中除了描述蔣緯國的生平事蹟外，也談到哥哥蔣經國的片段往

事，書中比較兩人的異同處，以及蔣緯國對蔣經國的觀感。74 

王美玉(1997)的著作《蔣方良傳》，描寫蔣經國的元配蔣方良的傳奇一生，透

露蔣方良如何為愛遠走他鄉，從俄國到中國再到臺灣，相夫教子不問政治，以及

丈夫和 3 位兒子相繼過世的哀戚。文中提到蔣方良的個性是一位勤儉持家、關心

                                                 
69 葉邦宗(2005)，《蔣經國一生》，臺北：德威國際文化。 
70 周玉蔻(1990)，《蔣經國與章亞若》，臺北：聯經。 
71 胡辛(1993)，《蔣經國與章亞若之戀》，臺北：新潮社。 
72 周玉蔻(1993)，《蔣方良與蔣經國》，臺北：麥田。 
73 朱秀娟訪談、陳秋美主編(1995)，《點滴在心頭—四十二位身邊人談二位蔣總統》，臺北：天下

遠見。 
74 汪士淳(1996)，《千山獨行—蔣緯國的人生之旅》，臺北：天下遠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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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和子女生活的傳統婦女，個性開朗樂觀、活潑、熱情洋溢。75 

翁元(2002)口述、王丰記錄的《我在蔣介石父子身邊的日子》，描寫翁元在蔣

介石與蔣經國身邊服務 43 年，長期擔任兩位總統「貼身侍從副官」的特殊經歷，

以他在第一家庭的所見所聞，提供研究蔣經國的第一手資料。書中內容包括：與

蔣方良及 4 位子女相處的情形、透視蔣經國的內心世界(政治性格篇及生活親情

篇)，以及蔣經國最後幾年的病榻歲月等。
76 

 

參、社會大眾對蔣經國評價的專書 

由何瑞瑤、卜少夫…等人(1985)聯合撰寫的《蔣經國浮雕》，此書為綜合文集，

內容包括：何瑞瑤撰寫的〈蔣經國在蘇聯〉、卜少夫撰寫的〈蔣經國浮雕〉、楊旭

聲撰寫的〈蔣經國的領導風格〉、趙達中撰寫的〈蔣經國的用人牌理—天威難測

朝「秦」暮「楚」〉、孫揚撰寫的〈蔣經國早年的政治經歷〉、龍中天撰寫的〈蔣

經國來臺後的政治閱歷〉、狄揚撰寫的〈後蔣經國時代權力結構探析—沒有政治

強人的均衡局面〉、Durdin 撰寫，黃嘉瑜翻譯的〈蔣經國與臺灣未來—中國政壇

的傳奇人物〉等 8 位作者的文章。77 

張念鎮(1992)主編的《經國先生與中華民國復興基地》，是政治作戰學校為紀

念創校 40 週年，所舉辦的「經國先生與中華民國復興基地」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全書分為 4 個主題：一、經國先生與國防建設；二、經國先生與臺灣經驗；三、

經國先生與中國前途；四、經國先生的人格風範。其中王家驊撰寫的〈我所懷念

的經國先生〉，與張念鎮撰寫的〈經國先生的志業與風範〉，可作為研究蔣經國「人

格特質」之參考。78 

郝柏村(1996)的著作《郝總長日記中的經國先生晚年》，作者將擔任 6 年參謀

總長的日記公佈於世，企圖說明蔣經國當時對重大國策的思慮、對全民福祉的關

心，以及對部屬在工作表現與私人操守的嚴格要求。79 

                                                 
75 王美玉(1997)，《蔣方良傳》，臺北：時報。 
76 翁元(1994)，《我在蔣介石父子身邊的日子》，臺北：書華。 
77 風雲論壇編輯委員會主編(1985)，《蔣經國浮雕》，臺北：風雲論壇。 
78 張念鎮主編(1992)，《經國先生與中華民國復興基地》，臺北：黎明。 
79 郝柏村(1996)，《郝總長日記中的經國先生晚年》，臺北：天下遠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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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國出版社(1997)為紀念蔣經國逝世 10 週年，出版《蔣經國先生思想行

誼研究論集》，內容包含蔣經國思想行誼及學術研究等，例如：王曾才的著作〈民

主憲政的奠基者—敬悼經國先生〉、王壽南的著作〈國家、責任、奮鬥—蔣經國

先生的革命志業〉以及〈主導歷史變局的偉人—蔣經國先生對現代中國的貢獻〉、

孔秋泉的著作〈政治現代化的首章：「新贛南」的永恒價值—永懷經國先生的革

命創造精神〉以及〈經國先生創造性智慧與明智判斷力〉、閻沁恒的著作〈蔣故

總統經國先生的典範與智慧〉、廖光生的著作〈蔣故總統經國先生偉績〉、馮滬祥

的著作〈蔣經國先生的教育思想〉、李雲漢的著作〈創造歷史更重視歷史的政治

家—研讀經國先生著述的體察之一〉以及〈蔣經國先生在抗戰時期的奮鬥〉、秦

孝儀的著作〈蔣經國先生思想和行誼〉、葛永光的著作〈政治領導與政治發展—

紀念蔣故總統經國先生逝世四週年〉、李雲漢的著作〈經國先生與戰後中俄東北

交涉〉、小谷豪冶郎著，陳鵬仁譯〈蔣經國先生—中華民國民主政治的領導者〉、

馬英九的著作〈蔣經國先生與復興基地建設〉、呂實強的著作〈蔣經國先生的歷

史地位〉、陳三井的著作〈蔣經國先生與中國青年反共救國團〉、黃肇珩的著作〈一

位愛「人」的偉人〉、朱民威的著作〈蔣故總統經國先生的日常工作與生活—盧

茂吟憶述隨侍經過〉、謝東閔口述〈親民愛民、典範長存〉、宋時選口述〈為國家

而生、為同胞而生〉、張祖詒口述〈德澤遺愛、常留人間〉、瞿韶華口述〈重視基

層、關懷部屬〉、李煥的著作〈一本書的啟示—紀念蔣經國先生逝世五週年〉、高

稚偉的著作〈永遠懷念經國先生〉等文章，本書可說是認識蔣經國生平事蹟與思

想行誼的重要文集。
80 

李宜涯(1998)主編《記憶中的經國先生》，由 43 位作者聯合撰寫，為紀念蔣

經國逝世 10 週年的集體創作。全書共分為 4 部份，第一部份是以個人親身經歷，

描述當時與蔣經國相處的感受，此類文章最多，雖然每位作者的身分、背景不一，

但是情感卻十分真摰；第二部份則是從各個角度來探討蔣經國一生的功過是非，

並敘述自己記憶中的蔣經國形象，意圖呈現蔣經國的面貌與歷史定位；第三部份

是以詩的感性語言，簡潔有力的描寫蔣經國的形象；第四部份則是 6 位學者，分

別從政治、經濟、國防建設、文化教育、兩岸關係等層面，以嚴謹的學術角度，

                                                 
80 陳鵬仁主編(1997)，《蔣經國先生思想行誼研究論集》，臺北：近代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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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證蔣經國對臺灣的關懷與建樹。81 

若林正丈(1998)所寫的《蔣經國與李登輝》，本書企圖追溯蔣經國與李登輝這

兩位臺灣領導人的閱歷，藉以勾勒臺灣的「政治發展」歷程，釐清當今臺灣國家

認同的政治脈絡。蔣經國與李登輝在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際地位消長

時期，也就是臺灣國家認同出現分歧的時期，曾經擔任臺灣政治領袖，一位是在

中國現代史中權傾一時的蔣介石長子，一位是在日本殖民地孕育出來的高學歷知

識菁英，戰前戰後從未去過中國大陸的臺灣人。作者對照蔣經國與李登輝的成長

歷程與性格，比較他們的領導模式，相信更能以不同角度來探討臺灣的「政治發

展」。
82 

由政治作戰學校校友會(1998)出版的《感恩與薪傳》，全書由 55 位作者共同

完成，內容區分為 3 大類：一、描寫與蔣經國相處的生活回憶；二、對蔣經國的

思想與精神的體認；三、作者在基層軍旅、大眾傳播、政經文教、外交實務、創

業開發和社會服務等各方面的特殊經歷。其中包含許多與蔣經國相處的第一手資

料。
83 

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9)主編的《追思與懷念—紀念蔣經

國先生逝世十週年口述歷史座談會紀實》，包括多位人士發言及書面意見，例如：

蔣孝嚴、俞國華、馬英九、李煥、馬紀壯、許歷農、馬樹禮、汪道淵、王昇、孔

秋泉、孔令晟、徐耀庭、魏鏞、孫運璿、錢復、秦孝儀、潘振球、周仲南、池蘭

森、陳鵬仁、曹聖芬、嚴靈峰、楚崧秋、夏功權、李雲漢、孫義宣等。文章內容

包括蔣經國的為人處事及「人格特質」，頗多珍貴的第一手資料。84 

許薌君、許偉芳、羅曉威(2000)的著作《記憶也是歷史》，本書描述「七海警

衛組」的成員多年隨侍蔣經國生活的點點滴滴。文中每一位受訪者的記憶，都可

能是史學家重新界定蔣經國「人格特質」的註腳。85 

國史館李登輝口述歷史小組(2004)策劃出版的《見證臺灣—蔣經國總統與

                                                 
81 李宜涯主編(1998)，《記憶中的經國先生》，臺北：青年日報社。 
82 若林正丈(1998)，《蔣經國與李登輝》，臺北：遠流。 
83 林大椿等人(1998)，《感恩與薪傳》，臺北：福星。 
84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主編(1999)，《追思與懷念—紀念蔣經國先生逝世十週年口

述歷史座談會紀實》，臺北：近代中國。 
85 許薌君、許偉芳、羅曉威(2000)，《記憶也是歷史》，臺北：五四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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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詳述李登輝在擔任中華民國第 7 任副總統期間，每次與蔣經國談話的真實

紀錄，時間從 1984 年 5 月 20 日到 1988 年元月 13 日蔣經國逝世為止，內容包括

下列幾項：一、蔣經國交辦國務時的工作指示；二、回答蔣經國的徵詢；三、針

對特別問題提出研究報告的紀錄等。此外，本書並附錄李登輝當時的手稿影像，

是研究蔣經國擔任第 7 任總統時期的重要第一手資料。
86 

 

肆、相關學位論文方面 

 

蕭耀銘(1986)《蔣總統經國先生行政革新指示之研究》
87、曹祥炎(1990)《經

國先生主政期間的政治經濟分析(1972-1988)》88、吳宗明(1990)《蔣經國經濟學—

理念與政策》
89、卓文倩(1993)《蔣經國時代政治體系之分析—以布隆戴爾(Jean 

Blondel)對政治體系的分類為分析架構》90、歐陽國和(1993)《經國先生主政期間

中華民國政治發展之研究》、羅世宏(1994)《後蔣經國時代的國家主流報業與反對

運動—國家認同議題的媒介框架分析》91、陳世岳(1999)《政治領袖與政治轉型—

蔣經國與臺灣政治轉型》92、江雅貞(2002)《比較兩蔣時代一個中國政策之背景分

析》93、李柏儀(2002)《蔣經國主政時期臺灣財政政策之研究(1972-1988)》94、王

茂臻(2003)《蔣經國大陸政策轉折之研究》95、林柏州(2003)《國民黨政權的臺灣

化—國家體系轉換的內涵與起源之分析》96、楊福如(2004)《蔣經國先生改革開放

                                                 
86 李登輝(2004)，《見證臺灣—蔣經國總統與我》，臺北：允晨文化。 
87 蕭耀銘(1986)，《蔣總統經國先生行政革新指示之研究》，私立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

論文，未出版。 
88 曹祥炎(1990)，《經國先生主政期間的政治經濟分析(1972-1988)》，國立政治作戰學校政治學研

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 
89 吳宗明(1990)，《蔣經國經濟學—理念與政策》，國立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

版。 
90 卓文倩(1993)，《蔣經國時代政治體系之分析—以布隆戴爾(Jean Blondel)對政治體系的分類為

分析架構》，私立中國文化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 
91 羅世宏(1994)，《後蔣經國時代的國家主流報業與反對運動—國家認同議題的媒介框架分析》，

國立政治大學新聞學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 
92 陳世岳(1999)，《政治領袖與政治轉型—蔣經國與臺灣政治轉型》，國立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

所博士論文，未出版。 
93 江雅貞(2002)，《比較兩蔣時代一個中國政策之背景分析》，國立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碩士

論文，未出版。 
94 李柏儀(2002)，《蔣經國主政時期臺灣財政政策之研究(1972-1988)》，國立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

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 
95 王茂臻(2003)，《蔣經國大陸政策轉折之研究》，私立淡江大學大陸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 
96 林柏州(2003)，《國民黨政權的臺灣化—國家體系轉換的內涵與起源之分析》，私立東吳大學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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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與影響之研究(1972-1988)》97、鄭文勛(2007)《蔣經國與黨政高層人事本土化

(1970-1988)》
98、葉集凱(2007)《蔣經國晚年政治改革的背景(1975-1988)》99。 

 

伍、探討臺灣政治發展的相關史料 

 

一、專書及論文部份 

秦孝儀(1985)主編的《中華民國政治發展史》，以歷史學的角度闡述中華民國

的「政治發展」過程。100 

葛永光(1988)發表於《海華雜誌》的文章〈民主化與臺灣的政治發展〉，以

Rustow 的經濟發展階段論，將臺灣「政治發展」分成 3 階段，並說明每一階段的

發展特色。
101 

日本文摘編譯中心(1988)出版的專書《日本人看臺灣政治發展—從黨外到後

蔣經國時代》，本書以日本人的觀點探討臺灣「政治發展」。102 

朱諶(1988)的專書《當前我國政治發展的省思》，作者以 1980 年代的臺灣「政

治發展」為論述主軸。103 

田弘茂(1989)在〈威權黨國的轉型—臺灣發展經驗〉一文中，指出臺灣在 1970

年代開始的政治改革具有下列幾項因素：一、經濟繁榮與工業化的推動，為「政

治發展」提供進一步的社經條件；二、隨著經濟成長，使得中產階級逐漸壯大，

強烈要求「政治發展」與制度改革，也孕育出大量且積極的反對人士；三、私人

經濟部門的成長，創造豐厚的私人財富與獨立自主的收入來源，使得過去倚賴黨

團恩惠的人數逐漸減少；四、人民的普遍富裕、教育水準的提高與大眾傳播媒體

的普及，皆開啟政治改革的契機；五、在社會多元化下，黨團體制逐漸失去對民

                                                                                                                                            
治學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 

97 楊福如(2004)，《蔣經國先生改革開放思想與影響之研究(1972-1988)》，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政治

學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 
98 鄭文勛(2007)，《蔣經國與黨政高層人事本土化(1970-1988)》，國立中央大學歷史學研究所碩士

論文，未出版。 
99 葉集凱(2007)，《蔣經國晚年政治改革的背景(1975-1988)》，國立中央大學歷史學研究所碩士論

文，未出版。 
100 秦孝儀(1985)，《中華民國政治發展史》，臺北：近代中國。 
101 葛永光(1988)，〈民主化與臺灣的政治發展〉，《海華雜誌》( 1 月號)，頁 32-40。 
102 日本文摘編譯中心主編(1988)，《日本人看臺灣政治發展—從黨外到後蔣經國時代》，臺北：

故鄉。 
103 朱諶(1988)，《當前我國政治發展的省思》，臺北：臺灣省訓練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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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團體活動的控制力量；六、中國國民黨內以蔣經國為代表的革新派領導階層，

相信政治改革及民主化是臺灣必要走的道路。此 6 項因素影響臺灣的「政治發

展」。
104 

吳乃德(1989)在〈不確定的民主未來—解釋臺灣自由化現象〉一文中，認為

臺灣的民主化是當時執政的中國國民黨在感受到各方面(如反對菁英、黨內菁英

及外國政府)的壓力下，不得不做出的妥協。
105 

葛永光(1989)在《政治變遷與發展—臺灣經驗的探索》一書中，探討臺灣政

治變遷與發展的前因後果。
106 

吳釗燮(1989)研究臺灣政治變遷，質疑為何在經濟成長與社會轉型相當成功

時，臺灣仍不能充分完成民主轉型。他從國家政治菁英角度出發，認為國家政治

菁英居決策中樞，主導轉型課題，形塑社經發展，並某種程度地影響政治變遷。

換言之，是政治菁英最後決定要不要「民主化」，以及「民主化」的程度和範圍。

因此他提出修正社經決定論的新命題：社經發展使傳統社會轉型到現代社會，但

現代社會是否轉型為民主政治，則決定於政治菁英是否有能力與意願建立民主政

治體系。他以 1988 年臺灣政治轉型停滯現象的研究，指出國家菁英在重要政治

議題上有無共識，乃是決定「民主化」的重要因素。
107 

林嘉誠(1990)探討臺灣政治結構的轉型，指出臺灣經濟成長、個人所得增加、

中產階級興起、教育程度提高、與西方國家接觸、民主意識提昇、反對力量崛起，

以及國際人權現況(尤其是鄰國南韓、菲律賓的改革)，皆激勵臺灣威權體系轉型。

108 

徐火炎(1990)從宏觀及微觀(即結構與文化)角度，並綜合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 提出的 3 種研究「政治發展」理論途徑，來研究臺灣「政治發展」：(一)、

以「比較歷史研究途徑」(Comparative History Approach)觀照臺灣社會演變；(二)、

以「體系—功能研究途徑」(System-function Approach)解釋臺灣「政治發展」的路

                                                 
104 Tien, Hung-mao (田弘茂)(1989) , “The Transformations of an Authoritarian Party-state: Taiwan 

Developmental Experience”, Issues and Studies.July:105-133. 
105 吳乃德(1989)，〈不確定的民主未來—解釋臺灣政治自由化現象〉，發表於中國民主前途研究

會，臺北：時報文教基金會。 
106 葛永光(1989)，《政治變遷與發展—臺灣經驗的探索》，臺北：幼獅。 
107 Wu, Jau-shieh (吳釗燮)(1989) , Toward Another Miracle ?Impetus and Obstacles in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Doctoral Dissertation,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108 林嘉誠(1990)，《中華民國政黨政治發展之展望》，臺北：中國政治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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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Route)如何導致民主轉型；(三)、以「社會過程研究途徑」(Social Process Approach)

探討臺灣長期社經發展對民主運動的影響；(四)、指出社經發展是提供臺灣民主

轉型最重要的必要條件，而個人民主價值則為支持民主運動的因素。
109 

吳文程(1991)在《中華民國政治菁英結構的轉變》一書中，由「結構研究途

徑」探討臺灣「政治發展」，作者從技術官僚的面向探討臺灣「政治發展」與菁

英結構轉變的關係。
110 

陳其南(1992)在《公民國家意識與臺灣政治發展》一書中，以公民國家意識

的角度探討臺灣「政治發展」。
111  

游盈隆(1993)從統治菁英與反對菁英互動的角度指出：(一)、臺灣「政治自由

化」(1984-1987) 絕非為國民黨主導，而是由反對勢力長期努力推動，加上執政

當局在最後關頭讓步的結果；(二)、反對菁英在關鍵時刻表現傑出，例如：避談

臺獨、不挑戰蔣經國權威、公開支持回歸憲政等，以化解政治危機；(三)、蔣經

國扮演重要角色，採取雖不願意卻有必要的自由化措施。
112 

若林正丈(1994)在《臺灣—分裂國家與民主化》一書中，認為兩岸對立與國

際東西方冷戰導致臺灣「民主化」。113 

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1994)認為臺灣在 1960 至 1980 年代快速的經濟

成長，導致國家的社會與經濟急劇變遷，進而出現「民主化」的力量。114 

 尼威爾(Phillip Newell)(1994)採取「菁英選擇」(Elites Choice)的角度，來研究

蔣經國時代(1971-1986)的臺灣政治變遷。他認為國家與社會團體皆不能做具有意

識的行動，只有個人(而不是團體)在國家或社會團體的授權下，參與了各種政治

選擇，臺灣政治變遷就在不同情境的菁英選擇下進行。同時他將臺灣政治變遷的

進程劃分為 4 個時期：(一)、調適的硬式威權(Adaptive Hard Authoritarianism，

1971-1977)；(二)、分裂的威權(Divided Authoritarianism，1977-1979)；(三)、建立軟

                                                 
109 Shyu, Huo-yan (徐火炎)(1990) , Exploring Democratic Transition in Taiwan: An Analysis of 

Macro and Micro Political Changes. Dotoral Dissertation . The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110 吳文程(1991)，〈中華民國政治菁英結構的轉變〉，收於《中國的民主前途—臺灣地區政治民

主化的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論文集，臺北：民主基金會，頁 241-264。 
111 陳其南(1992)，《公民國家意識與臺灣政治發展》，臺北：允晨。 
112 You, Ying-lung (游盈隆)(1993) , “Elite Politics in the Process of Taiwan’s Regime 

Change(1984-1987)”, in《東吳政治學報》，第 2 期，頁 93-130. 
113 若林正丈(1994)，《臺灣—分裂國家與民主化》，臺北：月旦。 
114 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著，劉軍寧譯(1994)，《第三波—20 世紀民主化的浪潮》，(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st Twentieth Century)，臺北：五南，頁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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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威權(Constructing Soft Authoritarianism，1980-1983)；(四)、朝向多元威權(Toward 

Pluralistic Authoritarianism，1983-1986)。
115 

姜南揚(1995)在《臺灣大轉型》一書中，從政治體制和政治力量互動的角度，

探討臺灣為什麼會在 1987 年有「解除戒嚴」和「政治自由化」的轉變。作者認

為影響臺灣政治轉型有 3 大因素及其互動關係，此 3 大因素為：(一)、臺灣的階

級狀況(探討 30 年來階級結構的變化)和島內、島外各種政治力量及其互動關係。

簡言之，國民黨來臺後，在島內、島外各種政治力量的相互作用下，建立有別於

大陸時期的臺灣二元政治體制，由此構成臺灣政治轉型的起點和運行的框架；

(二)、在工業化下，階級結構發生重大變化，支持二元體制的階級消失或衰微，

推動轉型的階級出現並壯大；(三)、島內、島外各種政治力量激盪，例如：反對

運動、各種社會運動、美國的壓力、中共的「和平統一」與「一國兩制」方針、

大陸的改革開放、東亞民主化潮流，以及國民黨內部動向等因素，最終促使臺灣

政治轉型。
116 

倪炎元(1995)在《東亞威權政體之轉型—比較臺灣與南韓的民主化歷程》一

書中，比較臺灣與南韓的威權政體轉型，研究角度兼具結構與行動的國家概念作

為分析政權轉型的基礎。論文以「比較類型中的策略互動分析為主，而以歷史結

構分析為輔」。最後指出：(一)、比較南韓與臺灣政體轉型的經驗顯示，殖民的歷

史遺緒、分裂國家與內戰的歷史干擾、國際政經結構的侷限，都是影響威權政體

鞏固、危機與轉型的重要脈絡；(二)、威權政體邁入轉型的過程，則是政治行動

者在國家、政治社會與民間社會 3 個競技場彼此進行協商或對抗的策略互動過

程。
117 

陳明通(1995)在《政治派系與臺灣政治變遷》一書中，從派系政治角度，探

討國民黨統治下的臺灣政治變遷，指出在不同歷史階段國民黨威權統治的強度有

明顯差別，即派系結構穩定，威權統治能力就強，反之亦然。就派系角度言，他

認為臺灣的「民主化」，啟動於 1997 年派系替代政策的反彈。國民黨與地方派系

所構成的統治聯盟，在 1977 年的地方選舉發生分裂，地方派系暗中幫助反對人

                                                 
115 Phillip Newell (1994), The Transition to the Transition Toward Democracy in Taiwan: Political 

Change in the Chiang Ching-kuo Era(1971-1986).Doctoral Dissertation , Georgetown: Georgetown 
University. 

116 姜南揚(1995)，《臺灣大轉型》，臺北：克寧。 
117 倪炎元(1995)，《東亞威權政體之轉型—比較臺灣與南韓的民主化歷程》，臺北：月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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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壯大反對力量，提高鎮壓成本，為臺灣帶來「政治民主化」契機。118  

陳俊明(1995)在〈政黨與臺灣民主化進程初探—相關理論探討與分析架構芻

議〉一文中提出：臺灣「政治發展」不應只是某個政黨對「民主化」的影響，而

應注意到整個政黨體系的互動，包括了政黨與國家的互動、政黨間的互動、政黨

與社會的互動，都應該考慮進去。
119 

趙永茂(1995)在〈臺灣地方派系的發展與政治民主化的關係〉一文中，強調

地方派系對臺灣「政治發展」的重要性，地方派系是臺灣社會關係與政治利害的

結合，會隨著整體社會經濟環境的發展而變化。此外，地方派系不斷吸收政治菁

英，藉由這群地方菁英帶動臺灣的「政治發展」。
120 

蕭全政(1995)在《臺灣新思維—國民主義》一書中認為：國際政經環境影響

臺灣甚大，強調美國在 1970 年代中期以後對臺灣的影響，不論是經濟制度的改

革、政治民主化的經驗傳承，以及軍事上的支持，皆使得臺灣一步步走上「民主

化」歷程。
121 

齊光裕(1996)在《中華民國的政治發展—民國三十八年以來的變遷》一書中，

探討中華民國在 1949 年以來的「政治發展」，其中經歷戒嚴、頒行「臨時條款」，

以及中國國民黨的改造等，此種威權體制延續相當長的時間。直到 1986 年及 1987

年，「政治轉型」使國內政治產生關鍵性的變化，執政當局開始採取一連串的改

革措施，之後民主進步黨成立、「解除戒嚴」、開放黨禁與報禁等，於政黨體系正

在進行一場結構性的轉變，從一黨威權體制轉型為多黨競爭政黨制。此時雖然仍

是中國國民黨一黨優勢，但朝野政黨進行「和解式的轉型」(Transitions Through 

Transaction)，經過體制外的國是會議，開啟 1990 年代起終止戡亂時期、廢止「臨

時條款」、進行修憲工程等「政治民主化」的巨輪。作者選擇環境因素(內、外在

環境)、憲政體制、政黨政治與「政治參與」等面向作為指標，從理論、制度與

實際運作上，瞭解各時期「政治發展」的過程與得失。122  

莫大華(1996)在〈中華民國民主化之探討—菁英抉擇論觀點評析〉一文中認

                                                 
118 陳明通(1995)，《政治派系與臺灣政治變遷》，臺北：月旦。 
119 陳俊明(1995)，〈政黨與臺灣民主化進程初探—相關理論探討與分析架構芻議〉，《中山人文社

會科學期刊》，第 3 卷第 2 期，頁 201-212。 
120 趙永茂(1995)，〈臺灣地方派系的發展與政治民主化的關係〉，《政治科學論叢》，第 7 期，頁

39-55。 
121 蕭全政(1995)，《臺灣新思維—國民主義》，臺灣：時英。 
122 齊光裕(1996)，《中華民國的政治發展—民國三十八年以來的變遷》，臺北：揚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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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1987 年 7 月 15 日政府宣佈「解除戒嚴」，為臺灣「政治民主化」的分水嶺。

他並按時間次序探討臺灣的「民主化」過程，文中特別強調政治菁英的權力互動

關係對鞏固「民主化」的重要性，他認為「政治民主化」的成功關鍵，在於各方

菁英的智慧與能力彼此結合與妥協。
123 

朱雲漢(2001)在《國民黨與臺灣的民主轉型》一書中認為：國民黨內部改革

與權力轉移，對臺灣「政治發展」走向「民主化」具有相當程度的影響。
124 

黃嘉樹、程瑞(2001)合著的《臺灣政治與選舉文化》一書中，以選舉文化的

角度探討臺灣「政治發展」，內容包括臺灣選舉的發展脈絡、政黨運作、選舉與

地方派系、文宣造勢與選舉行銷、黑金政治與臺灣選舉，以及民調在臺灣選舉中

的地位與作用等。
125 

江宜樺(2001)在《自由民主的理路》一書中，從自由主義的角度探討臺灣自

由主義思想的發展與困境，內容包括臺灣自由主義運動的主要階段、臺灣民主意

識的變遷與挑戰，以及自由民主社會中的個人權利等。126 

萬高潮、魏明康(2004)在《從同質共同體到異質共同體—當代中國的政治發

展與政治穩定》一書中，探討「政治發展」與政治穩定。127 

黃炎東(2004)的著作《新世紀臺灣憲政體制與政黨政治發展趨勢》，探討臺灣

「政治自由化」後的政黨政治發展。128 

彭懷恩(2005)的著作《臺灣政治發展與民主化》129，以「民主化」的角度探討

臺灣「政治發展」的歷程。 

漆高儒(2006)在《老記者筆下的中華民國—從孫文、蔣中正、蔣經國到連戰》

一書中，以新聞記者的眼光及歷史的縱深度，試圖分析臺灣「政治發展」的變遷

過程，內容包括：蔣經國與鄧小平的比較、蔣經國的反共理論、蔣經國建設臺灣，

                                                 
123 莫大華(1996)，〈中華民國民主化之探討—菁英抉擇論觀點評析〉，收於《全國三民主義(中山

學術組)第九屆研究生學術研討會論文集》，頁 64-91。 
124 朱雲漢(2001)，〈國民黨與臺灣的民主轉型〉，《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第 65 期，頁 4-13。 
125 黃嘉樹、程瑞合著(2001)，《臺灣政治與選舉文化》，臺北：博揚文化。 
126 江宜樺(2001)，《自由民主的理路》，臺北：聯經。 
127 萬高潮、魏明康(2004)，《從同質共同體到異質共同體—當代中國的政治發展與政治穩定》，臺

北：華商國際。 
128 黃炎東(2004)，《新世紀臺灣憲政體制與政黨政治發展趨勢》，臺北：正中。 
129 彭懷恩(2005)，《臺灣政治發展與民主化》，臺北：風雲論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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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蔣經國的「人格特質」等。130 

大致而言，不同的學者採取不同的面向來研究臺灣「政治發展」：例如從教

育、制度化、「民主化」、「政治參與」、選舉文化、中產階級、派系政治、政黨體

系、技術官僚、菁英選擇、自由主義、國際局勢、公民國家意識、日本人的觀點、

「體系—功能研究途徑」、「社會過程研究途徑」、「比較歷史研究途徑」、國家政

治菁英在重要政治議題的態度、統治菁英與反對菁英的互動、兩岸對立與國際東

西方冷戰，以及國民黨內部改革與權力轉移等多種面向來探討臺灣「政治發展」。 

     

二、相關學位論文方面 

    

陳陽德(1978)《臺灣民選地方領導人物變動之分析》
131、李治國(1983)《海峽

兩岸政治發展的比較》132、許福明(1986)《中國國民黨的改造(1950-1952) —兼論

其對中華民國政治發展的影響》133、彭懷恩(1986)《中華民國的政治菁英—行政院

會議成員的分析(1950-1985)》134、顏志榮(1986)《中華民國的政治發展經驗

(1972-1983)》135、馬立引(1988)《國民黨政府與臺灣政治發展》136、楊慧君(1988)

《我國政黨政治發展之研究》137、駱翠英(1988)《政治文化對政治發展影響之研

究－中華民國個案分析》138、朱蓓蕾(1989)《中國國民黨與臺灣地區政治發展之

研究》139、梁欽堯(1990)《政治發展與政黨轉型—中國國民黨民主化之研究》140、

                                                 
130 漆高儒(2006)，《老記者筆下的中華民國—從孫文、蔣中正、蔣經國到連戰》，臺北：讀冊文化。 
131 陳陽德(1978)，《臺灣民選地方領導人物變動之分析》，國立政治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論文，

未出版。 
132 李治國(1983)，《海峽兩岸政治發展的比較》，國立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 
133 許福明(1986)《中國國民黨的改造(1950-1952) —兼論其對中華民國政治發展的影響》，國立臺

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 
134 彭懷恩(1986)，《中華民國的政治菁英—行政院會議成員的分析(1950-1985)》，國立臺灣大學政

治學研究所博士論文，未出版。 
135 顏志榮(1986)，《中華民國的政治發展經驗(1972-1983)》，國立政治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論

文，未出版。 
136 馬立引(1988)，《國民黨政府與臺灣政治發展》，國立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 
137 楊慧君(1988)，《我國政黨政治發展之研究》，國立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 
138 駱翠英(1988)《政治文化對政治發展影響之研究－中華民國個案分析》，國立政治大學三民主

義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 
139 朱蓓蕾(1989)，《中國國民黨與臺灣地區政治發展之研究》，國立中央警官學校警政研究所碩士

論文，未出版。 
140 梁欽堯(1990)，《政治發展與政黨轉型—中國國民黨民主化之研究》，國立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

所碩士論文，未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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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珮雲(1990)《美國對臺灣政治發展的看法》141、陳重生(1992)《「中國論壇」有

關臺灣政治發展的言論分析(1975-1990)》
142、程家玲(1992)《民主進步黨在臺灣地

區政黨政治發展中之角色分析》143、莊士勳(1993)《政治發展與經濟發展相互影

響的關係—戰後臺灣地區個案研究》144 、許禎元(1993)《增額立委質詢與臺灣地

區之政治發展—從甄補背景角度探討(1972-1991)》
145、倪炎元(1993)《南韓與臺灣

威權政權轉型之比較研究》146、邱閱南(1995)《臺灣地區解嚴前後政治文化變遷

之研究》
147、吳昭平(1995)《中華民國國軍與政治發展—一個分析架構之探討》148、

楊國祥(1995)《我國政治發展過程中警察行政中立之研究(1949-1995)》149、羅郁崑

(1995)《臺灣地方政治菁英之任期時間分析—以省議員為例》150、胡興梅(1996)《臺

灣地區的政治發展(1949-1993)》
151、劉金元(1996)《中華民國戒嚴時期之政治發展

(1949-1987)》152、魏玫娟(1997)《新聞傳播媒介在臺灣政治發展過程中的角色—解

嚴前後新聞傳播媒介角色之分析》153、邱延正(1999)《臺灣地區解嚴後之政治發

展—政治發展理論之檢證》154、陳曉慧(2000)《由上而下的革命—中國國民黨改

                                                 
141 張珮雲(1990)，《美國對臺灣政治發展的看法》，國立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 
142 陳重生(1992)，《「中國論壇」有關臺灣政治發展的言論分析(1975-1990)》，國立政治大學新聞

學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 
143 程家玲(1992)，《民主進步黨在臺灣地區政黨政治發展中之角色分析》，國立中央警官學校警政

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 
144 莊士勳(1993)，《政治發展與經濟發展相互影響的關係—戰後臺灣地區個案研究》，國立政治大

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 
145 許禎元(1993)，《增額立委質詢與臺灣地區之政治發展—從甄補背景角度探討(1972-1991)》，私

立中國文化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博士論文。 
146 倪炎元(1993)，《南韓與臺灣威權政權轉型之比較研究》，國立政治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論

文，未出版。 
147 邱閱南(1995)，《臺灣地區解嚴前後政治文化變遷之研究》，私立東海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論

文，未出版。 
148 吳昭平(1995)，《中華民國國軍與政治發展—一個分析架構之探討》，國立政治作戰學校政治學

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 
149 楊國祥(1995)，《我國政治發展過程中警察行政中立之研究(1949-1995)》，國立中央警官學校警

政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 
150 羅郁崑(1995)，《臺灣地方政治菁英之任期時間分析—以省議員為例》，國立政治大學社會學研

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 
151 胡興梅(1996)，《臺灣地區的政治發展(1949-1993)》，國立臺灣師範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博士論

文，未出版。 
152 劉金元(1996)，《中華民國戒嚴時期之政治發展(1949-1987)》，國立政治作戰學校政治學研究所

碩士論文，未出版。 
153 魏玫娟(1997)，《新聞傳播媒介在臺灣政治發展過程中的角色—解嚴前後新聞傳播媒介角色之

分析》，國立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 
154 邱延正(1999)，《臺灣地區解嚴後之政治發展—政治發展理論之檢證》，國立臺灣師範大學三民

主義研究所博士論文，未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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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之研究(1950-1952)》155、林長安(2001)《臺灣民主轉型與澎湖縣地方政治生態的

變遷》
156、謝順旭(2002)《從臺灣光復後之政治發展探討政府原住民政策之演變》

157、洪士程(2003)《臺灣地區解嚴後政治發展對自主性工會組織興起與影響之研

究》158、林柏州(2003)《國民黨政權的臺灣化—國家體系轉換的內涵與起源之分

析》
159、劉文澤(2003)《解嚴以來(1987~)臺灣政治發展與工會組織互動關係之研

究—以體制外工會組織為例 : With an Example of Exterior Labor Union》160、黃琛瑞

(2003)《權力菁英與臺灣的政治發展》
161、張家敏(2003)《民進黨對臺灣政治發展

之影響(1986-2000)》162、李柏泉(2003)《黃信介與臺灣民主運動之研究》163、曲孟

宣(2006)《臺灣政治發展與美中台互動研究—以臺灣第十一任總統大選及其影響

為例》
164。 

 

 

 

 

 

 

 

                                                 
155 陳曉慧(2000)，《由上而下的革命—中國國民黨改造之研究(1950-1952)》，國立政治大學歷史研

究所博士論文，未出版。 
156 林長安(2001)，《臺灣民主轉型與澎湖縣地方政治生態的變遷》，私立東海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

士論文，未出版。 
157 謝順旭(2002)，《從臺灣光復後之政治發展探討政府原住民政策之演變》，私立東海大學政治學

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 
158 洪士程(2003)，《臺灣地區解嚴後政治發展對自主性工會組織興起與影響之研究》，國立中山大

學中山學術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 
159 林柏州(2003)，《國民黨政權的臺灣化—國家體系轉換的內涵與起源之分析》，私立東吳大學政

治學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 
160 劉文澤(2003)，《解嚴以來(1987~)臺灣政治發展與工會組織互動關係之研究—以體制外工會組

織為例 : With an Example of Exterior Labor Union》，私立義守大學管理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

版。 
161 黃琛瑞(2003)，《權力菁英與臺灣的政治發展》，國立成功大學政治經濟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

版。 
162 張家敏(2003)，《民進黨對臺灣政治發展之影響(1986-2000)》，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碩士論文，未出版。 
163 李柏泉(2003)，《黃信介與臺灣民主運動之研究》，國立臺灣師範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論

文，未出版。 
164 曲孟宣(2006)，《臺灣政治發展與美中臺互動研究—以臺灣第十一任總統大選及其影響為例》，

私立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略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 
 
 



蔣經國人格特質與臺灣政治發展(1972-1988) 
 

 48

 



第二章  蔣經國人格特質之內涵 

 49

第二章  蔣經國人格特質之內涵 

 

 

 

 

經國先生了不起的地方，正在於他總是在關鍵的歷史時刻突破他家世、教

育與思想的侷限，作出正確而務實的決定。 

～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 

 

 

我要告訴你們什麼是領導：它是說服、安撫、訓練和堅忍。 

                     ～前美國總統艾森豪(Dwight David Ai SenHao)～ 

 

西諺：「性格決定命運。」一國元首的「人格特質」，在在與國運民脈息息相

關。錢賓四氏認為：「找問題要從現實裡去找，找答案要從歷史中去找。」影響

「政治發展」的因素甚多，其中政治領袖的影響力舉足輕重。尤其在開發中國家，

當民智尚未完全開化，現代化的制度和秩序尚未穩固建立之際，國家領導人的「人

格特質」、知識水平和領導技巧，往往對該國的「政治發展」產生鉅大而深遠的

影響。
1 

 

本章首先探討蔣經國的「人格特質」，分別以「人格特質」之形成背景、「人

格特質」之內涵，以及「人格特質」之評價，一步步切入蔣經國的「人格特質」

核心。 

 

 

 

 

 

                                                 
1 葛永光(1989)，《政治變遷與發展—臺灣經驗的探索》，臺北：幼獅，頁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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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蔣經國人格特質之形成背景 

 

與蔣經國公私交誼 30 年的克萊恩(Ray S. Cline)2認為：蔣經國雖然生活在一段

動亂頻仍的歷史時期中，仍企圖克服 20 世紀中國人的苦難，並以積極、具開創

性的熱誠來塑造一個新中國；此外，蔣經國期待在臺灣建立一個有效率、有能力

的中國，以及一個將中國人潛在生產力的成果歸於民有的廉潔政府，他念念不忘

的，就是人民的生計。 

  克萊恩(Ray S. Cline)指出蔣經國的使命是儘量往前走，儘量恢復中國應有的

地位，如果不是對日長期抗戰及內戰破壞了大陸的社會及政治安定，中國早已如

此。他認為蔣經國具有一種獨特的「人格特質」：企圖把積極、充滿希望的美國

生活內涵，融入中國傳統文化架構，也就是融合平等自由的美國代議制政府與中

國傳統威權取向的儒家政治文化。由於這項企圖，促使中華民國的「政治發展」

呈現獨特的新貌。蔣經國的政治理念，就是服務自己的同胞，並且創造一種中美

混合的生活方式。
3 

由於蔣經國早年留學蘇俄 12 年，曾著迷於社會主義理論，使其「人格特質」

時常被論者貼上「民粹主義者」(Populist)標籤。然而蔣經國身為國家領袖蔣介石

的長子，長期受父親家庭教育的陶冶，他也一直是位愛國主義者，不僅一心思索

要將中國帶出政治僵滯、經濟蕭條的困境，也關心著人民生活水準的提高。4 

  因此，本節有必要勾繪蔣經國「人格特質」的社會化背景，透過這些陳述，

進一步掌握其「人格特質」形塑之關鍵。 

 

壹、宗教信仰對蔣經國人格特質的影響 

 

1943 年復活節，蔣經國在重慶一家教堂，由畢范宇牧師施洗，正式成為美以

美教派信徒。有「蔣家牧師」稱號的周聯華牧師說：「他(蔣經國)讀《聖經》，也

                                                 
2 克萊恩(Ray S. Cline)曾於 1958 年至 1963 年擔任中情局臺北分處處長。蔣經國(1992)，〈我在蘇

聯的日子〉，《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90。 
3 克萊恩(Ray S. Cline)著，聯合報國際新聞中心編譯(1990)，《我所知道的蔣經國》(Chiang 

Ching-kuo Remembered:The Man and His Political Legacy.Washington,D.C.:United States Global 
Strategy Council)，臺北：聯經，頁 9。 

4 蔣經國(1992)，〈我的父親〉，《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248-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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讀《荒漠甘泉》5。在他的演講詞中常有《聖經》的引用。」6 

蔣經國自己也認為基督教信仰對他的思想及精神力量影響甚大，他說： 

 

《荒漠甘泉》是一本基督教的書籍，其中每一天有一篇短的文章，主要的

意思是勸人為善，不要灰心，要有奮鬥犧牲的精神和決心。我自從得到這

本書以後，無論走到那裏，都把這本書帶到那裏，五年半的時光裏，除了

三天忘讀以外，其餘每年每天，都是重複地溫讀這本書。《荒漠甘泉》，就

像它的書名一樣，已經給予我一種很大的精神力量來克服困難，它能使我

鼓足精神，不怕任何危險和阻礙，勇敢前進。……每天讀一篇《荒漠甘泉》，

使我深深地感到獲益匪淺，這也可以說是種人生的修養，一種生命力量的

鍛鍊。
7 

 

蔣經國曾經在「古寧頭戰役」後，於 1949 年 10 月 26 日寫日記向上帝禱告

說：「金門登陸匪軍之殲滅，為年來之第一次大勝利，此真轉敗為勝，反攻復國

之『轉捩點』也。甚願上帝佑我中華，使我政府從此重振旗鼓，得以轉危為安，

轉禍為福，幸甚，幸甚。」由此可見基督教信仰對他生命的影響。 

 

貳、家庭環境對蔣經國人格特質的影響 

 

蔣經國對勤儉的素養，一方面來自嚴格的庭訓，例如他的父親蔣介石和他的

母親毛福梅8，以及其他家族長輩9，皆以此家訓教導蔣經國從小養成勤儉的習性，

                                                 
5 《荒漠甘泉》是作者考門夫人在經歷生活磨難後，寫下對《聖經》之領悟，以及對人生之感觸。

宋美齡翻譯此書，供蔣介石靈修之用。此書勸勉讀者在遇到極端困難的環境時，應堅持信心、

不斷奮鬥，以取得勝利。考門夫人(1992)，《荒漠甘泉》，臺北：主力文物。 
6 周聯華(1994)，《周聯華回憶錄》，臺北：聯合文學，頁 222。 
7 蔣經國(1992)，〈勝利之路(上)〉，《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556-558。 
8 毛福梅，生於 1882 年，比蔣介石年長 4 歲，奉化縣岩頭村人，自幼生長在傳統中國禮教束縛

下，講究三從四德，對丈夫除了百依百順，就是孝敬婆婆。平常吃日夜齋，豐鎬房樓上經堂內

供奉觀音大士像，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江南(2006)，《蔣經國傳》，臺北：前衛，頁 6；漆高

儒(1997)，《蔣經國評傳—我是臺灣人》，臺北：正中，頁 4-5。 
9 蔣經國回憶 6 歲的時候，有關於伯父蔣錫侯的故事。一日蔣錫侯穿上母親(即蔣經國的祖母王

太夫人)為他做的短棉襖外出，天氣很冷，但他回來時卻沒穿那件棉襖。蔣錫侯對蔣經國說：「他

看到一個沒穿冬天衣服的可憐人，所以把棉襖送給他。」蔣經國以為祖母會罵伯父蔣錫侯，而

為伯父擔心，但那天晚上他的祖母卻只講了一句話：「你做了一件好事」。過幾天祖母又為伯父

做了一件新的棉襖，相信這件事情應該對蔣經國年幼的心靈烙下深深的印象，也影響他日後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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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圖物質享受。 

 

一、父親的影響
10 

古有明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與善人交，如入芝蘭之室，久而不聞

其香，與之俱化矣。與惡人交，如入鮑魚之肆，久而不聞其臭，亦與之俱化矣。」

孟母為了孟子的讀書環境曾經 3 次遷移，蔣經國的父親蔣介石對於子女的教育亦

甚為重視，他認為家鄉的風氣太閉塞，要蔣經國到上海去住，後來又覺得「上海

是繁華的世界，罪惡的淵藪」，對蔣經國恐有不良的影響，又送他到北平，即使

住在親戚家中，對親戚家庭生活或習氣，也十分注意。對於蔣經國擇師和交友更

是極端嚴格和審慎！
11 

在蔣經國成長的過程中，父親蔣介石給予他在寫字、讀書、做事，以及立身

處世等各方面的督責與指示，對其「人格特質」之形塑有重大的影響。 

蔣經國自己曾說：「我無時無地莫不以父親的訓誡作為自己的座右銘，隨時

隨地自加警惕。」12對於父親蔣介石的手諭，蔣經國不時展讀，因為他認為：「父

親過去的手諭，意義深長，不忍釋手。或摘錄警句，以作為個人修養的箴言，俾

能盡忠職守，無忝所生；期能報答父親教養之恩與黨國培育之德於萬一。」13 

蔣介石曾任黃埔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校長，雖然校務繁忙，仍舊經常寫信指示

蔣經國關於寫字的方法，他在 1924 年 5 月 1 日的手諭寫到：「寫字筆劃宜清楚，

且要字字分明，切不可潦草糊塗。寫信的字，亦要像我寫的一樣大，不可太小。」

14「無論寫字、作文、與做事，皆有始有終，不可先勤後怠，亦不可先正後草；

爾所來各稟，皆前正後草，即是有始無終之象，以後更要當心『精神始終貫注』，

不分先後，寫字尤要『平勻』。凡同行與同篇之字，不可有大小，亦不可有左右

                                                                                                                                            
人處事的態度和習慣。小谷豪冶郎著，陳鵬仁譯(1990)，《蔣經國先生傳》，臺北：中央日報社，

頁 16-17。 
10 「經國先生自幼得自父親特別嚴格的教訓。父親以中國古典與傳統倫理道德來教育他，視人

猶己，視國如家。從大陸動盪到建設臺灣的日子裏，經國先生與父親同甘共苦，相依為命，他

始終以『忠』、『孝』嚴格的要求自己。雖然律己甚嚴，基於同體大悲，經國先生對他人始終寬

厚。」朱秀娟訪談、陳秋美編輯(1995)，《點滴在心頭—四十二位身邊人談二位蔣總統》，臺北：

天下遠見，頁 181。 
11 同前註，頁 252-253。 
12 蔣經國(1992)，〈我的父親〉，《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256。 
13 同前註，頁 259。 
14 同前註，頁 246、265-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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歪斜，此乃學字初步之基本也。」15同年 5 月 26 日的手諭寫到：「你的字已稍有

進步，但用墨尚欠講究，時過濃過淡之病，筆力亦欠雄壯；須間日摹寫一次，要

在古帖中之橫、直、鉤、點、撇、捺處體會，注意提筆須高，手腕須懸也。」
16 

蔣經國從蘇聯回國後，父親蔣介石依然十分關心寫字一事，例如他在 1937

年 4 月 27 日的手諭寫到：「初學字體，應學習譚字為宜，最好學帖，蘇字或趙字

均可，以其易學也。」
17 

至於讀書的方法，蔣介石在 1924 年 5 月 30 日的手諭提到： 

 

凡抄東西須先讀一遍，將其意思領解，然後再著手抄寫，如有文意不通之

處，即當改正；倘有疑難而不能自決者，即須問人，則抄寫才有益處。如

慌急慌忙，不管正誤，祇要抄完就算，有何益處。凡事總要認真實在，不

可當作還債看待。曾文正公言：「辦事、讀書、寫字，皆要眼到、心到、

口到、手到、耳到。」此言做事時，眼、心、口、手、耳五者，皆要齊來，

專心壹志，方能做好；凡讀書寫字，皆應當作辦事看也。你須記之。
18 

 

1937 年 5 月 6 日，父親蔣介石再次教導蔣經國讀書的方法，他說： 

 

文字比較皆有進步，若能專心向學，則三個月後必能復舊或較前更有進步

也。現在要文章進步，第一還是要多讀古文，並須讀得爛熟，背之再背；

大約每篇古文至少讀一百遍以上，到月底並須將從前所讀書全部理習一

遍；如尚生疏，則再誦讀，必須再能以背誦，毫無阻格，然後方休。如此

則三個月之後，約可三十篇長文可以背誦，則文筆必暢通矣；若能有百篇

古文爛熟於胸中，則能成文豪矣。19 

 

至於讀書的內容，蔣介石認為「四書」最須熟讀，尤其是《孟子》。例如 1922

年 10 月 13 日，蔣介石要去福建的前一天，還寫信告訴蔣經國說：「孟子須熟理

                                                 
15 同前註，頁 269。 
16 同前註，頁 246、266。 
17 同前註，頁 246-247。 
18 同前註，頁 266-267。 
19 同前註，頁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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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讀，論語亦要請王先生講解一遍，你再自習，總要以徹底明白書中的意義為止。

你於中文如能懂得一部四書的意義，又能讀熟一冊左孟莊騷菁華，則以後作文就

能自在了。每篇總要讀三百遍，那就不會忘記了。」
20 

蔣介石不但要蔣經國學《孟子》的筆調，同時更教他從思想上注重《孟子》

當中的 3 段文字： 

 

(一)、「五畝之宅，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

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無奪其時，數口之家，

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不負載於道矣。七

十者衣帛食肉，黎民不饑不寒，然而不王者，未之有也。」 

(二)、「自暴者，不可與有言也，自棄者，不可與有為也。言非禮義，

謂之自暴也。吾身不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仁，人之安宅也，義，

人之正路也。曠安宅弗居，舍正路而不由；哀哉！」 

(三)、「天之將降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勞其筋骨，餓其體膚，

空乏其身，行拂亂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益其所不能。人恆過，然

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

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樂

也。」
21 

 

蔣經國在閱讀《孟子》之後，心中頗有感觸，他說： 

 

第一段意思是指出：一個革命救國的遠景和藍圖。也就是說，我們從事

革命工作的目的，一切要為著人民安樂和國家富強，力求達到老者衣帛

食肉，黎民不饑不寒的境地。第二段指出行己立身，不可自暴自棄，定

要居仁由義。第三段指出革命事業及人格的完成，並非一蹴而就；必須

經過許多艱難困苦的環境，和各種難堪和不可忍受的磨折；甚至遭人污

辱毀謗，亦當逆來順受，然後可以達到。……古人說：「能受天磨方鐵

                                                 
20 同前註，頁 247、260。 
21 同前註，頁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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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不遭人忌是庸才。」確為經驗有得之言。22 

 

由此可知，當時蔣經國對於國家、社會的使命感，和改善一般老百姓生活品

質的責任心，以及對個人修身養性的自我要求，已經有一定程度的認識。 

另外，蔣介石甚為重視英文和數學，例如 1922 年 8 月 4 日和 10 月 13 日，

寫給蔣經國的手諭強調：「現在時世，不懂英文，正如啞子一樣，將來什麼地方

都走不通，什麼事業都趕不上。你每星期有工夫時候，可到商務印書館去買些英

文小說雜誌看看。……須知目今的學問，以中文、英文、算學三者為最要，你祇

要能夠精通這三者，亦自易漸漸長進了。」
23 

同時，蔣介石也提到研讀英文和數學的方法，他說： 

 

每日學習英文與算學約占六小時之時間，……例如代數之方程式、幾何

之定理等，使研究各種學問時與應用數學時皆能了解其方式而已，不必

求其精進，亦不必牢記熟習；……至於英文，則每星期亦以六小時為限，

先注重文法與生字，然後再進一步，注重會話；總以先能看其文字為主，

再進一步則習會話。……外國語文之進步，祇要有恆無間，而不在貪多

務得耳。
24 

 

可見蔣介石特別看重英文和數學，希望長子蔣經國所學習的科目，能適用於

現代社會，成為真正經世致用的學問。 

此外，對於內容充滿人生哲學的《伊索寓言》，蔣介石也經常為蔣經國講解，

希望他在潛移默化中汲取人生智慧。例如講「龜兔賽跑」的故事，為什麼跑得慢

的烏龜會走到前頭，跑得快的兔子反而落後呢？告訴他做事要有恆心；又如講一

犬啣肉過橋，見水裏另有一犬啣肉，不曉得是自己的影子，想一併取得，終於把

原來所啣的一塊肉也丟下去了。這就是諷刺「得隴望蜀」，貪得無厭的人，結果

不但毫無所得，就連原本擁有的也失去了。《伊索寓言》雖然只是簡單的故事，

                                                 
22 同前註，頁 248-249。 
23 同前註，頁 260。 
24 同前註，頁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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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對於蔣經國「人格特質」的養成，應具有啟發價值。25 

1937 年蔣經國離開莫斯科，回到溪口老家，蔣介石為避免他國學日漸生疏，

特地聘請徐道鄰老師，督促他在家鄉潛心學習國學及國父遺教，以求更瞭解中國

固有道德哲學及建國精神。蔣經國回憶說：「父親因為我童年就已出國，而在外

國時間又太久，怕我對於固有的道德哲學與建國精神，沒有深切理解，所以又特

別指示我研讀國父遺教。……除了研究三民主義書籍以外，父親又要我廣泛的閱

讀經、史、子、集，使我瞭解中國的史地和哲學。」
26 

蔣介石在 1937 年 5 月 12 日的手諭談到： 

 

你以後看書，應多注重中國固有道德，建國精神與其哲學。孫文學說一書，

實為中國哲學之基礎；而三民主義則為中國哲學之具體表現。……民生主

義中，批評馬克思各節，尤為重要；應切實用客觀態度，悉心研究。看完

主義之後，再看軍人精神教育一書，亦在中山全書之中；如能了解以上各

書，則中國之政治、社會、經濟與哲學，皆可得其基礎矣。
27 

 

蔣介石一方面督導蔣經國研讀國父遺教，另一方面指示他廣泛閱讀經、史、

子、集，以及《曾文正公家書》、《王陽明全集》、《明儒學案》、《古文觀止》等國

學名著28，希望他瞭解中國歷史、地理、政治、社會、經濟、哲學與文學，除了

導正蔣經國在蘇俄 12 年受共產主義思想的影響外，也隱約可見對於蔣經國的將

來有所期待。例如他在同年 5 月 22 日來信說：「此時你應在家安心練習漢文，研

究歷史與哲學，為他日國家與社會服務，不愧為蔣氏之子，為最要。」
29 

蔣經國對於父親的指示，絲毫不敢懈怠。1937 年 6 月 14 日，蔣經國寫信給

父親，報告讀書的情況，他說： 

 

兒上周所規定之功課，已全作到。建國方略中之實業計劃，曾詳讀一遍。

兒擬購一中國地圖，依據總理計劃作成圖表，藉此更可詳知孫先生之建國

                                                 
25 同前註，頁 249。 
26 同前註，頁 249-250。 
27 同前註，頁 250、268。 
28 同前註，頁 250-252。 
29 同前註，頁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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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並能得吾國之地理知識。上周除讀曾文正公年譜外，並將其家訓中

之要言抄寫一遍，益覺其人格之高尚，學問之淵博，足為世人師式也。本

星期功課，規定讀完三民主義之哲學的基礎及軍人精神教育，對三民主義

之全部作一極詳細之札錄(本月中以研究三民主義為兒讀書之中心要

課)。今日開始看讀通鑒紀事本末，大字臨九成宮，此其大概也。
30 

 

    即使蔣經國在推行贛南新政時，父親蔣介石依然關心他的讀書情況。例如

1942 年元月 30 日，蔣經國向父親報告研讀張載《西銘》
31的心得。 

 

兒研讀張子西銘已數百遍，今將其大意譯成語體文如下：「天地是我們的

父母，我乃是一切人和物渾同共處於天地之間的一個，所以充塞於天地間

之正氣，就是我們的本性。同生於天地間之人類，都是我們的同胞，同生

於天地之間的生物都是我們的同類。領袖是天地的長子，輔助領袖成功立

業的先進，都是兄長；敬重老年，慈愛孤弱是本乎天地尊長育幼之意，能

合乎天地至德，順乎天地大道的是聖人。而所謂賢人，就是同胞中之優秀

者，凡天下之衰弱、孤兒、寡婦，皆同胞中困苦而無告的弱者，必須保育

之如愛子弟。我們存心仁愛，自然事事樂觀，否則必成不肖之子。所以我

們要做仰體天地仁愛之心，躬行天地好生之道，自踐言行者是天地之孝

子。能明白天地間之變化與原理，才能勝任大事，我們要堅定心志，修養

性格，來完成艱鉅之事業，做頂天立地之好男兒。……我們更要認清：所

謂富貴福澤，固是天地賦予之恩惠，而貧賤困苦亦是天地愛護我們、磨鍊

我們，使我們有所成。故在世一天，就應體順天地之心，努力工作，切不

怨尤，如此才能死而無愧，才算天地父母純孝之子。」此文意思極深，譯

文中錯誤之處定多，但心得甚大。32 

 

蔣經國時常研讀《王陽明全集》，對於推動贛南新政頗有幫助。例如他在離

                                                 
30 蔣經國(1992)，《蔣經國先生全集》(記事年表)(上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11-12。 
31 張子，即北宋理學家張載，字子厚，長安人，世稱橫渠先生，著有《正蒙》、《經學理窟》及

《易說》，其中以《正蒙》為最要，亦即其一生思想之結晶。《正蒙》即後人所稱之《西銘》。

蔣經國(1992)，〈為報告大庾幹部講習會及研讀張載《西銘》心得上父母親函〉，《蔣經國先生

全集》(第 15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283-284。 
32 同前註，頁 282-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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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贛南後，寫了一封長信致同仁說： 

 

我在贛州的時候，曾將陽明先生治理贛南的事蹟及其文選，時時向學生和

幹部們詳細講解，……為的是要大家不但不要忘記陽明先生的功績，而且

要向陽明先生學習做人做事的道理，依照陽明先生的精神和意志去管理眾

人之事。的確，我在治理贛南期間曾經想一心一意的來學習陽明先生精

神，並使其理想能在新的環境中來實施，……陽明先生的精神：第一在於

「誠」；第二在於「知行合一」。所謂「誠」，就是要有純潔的清白的和懇

切的念頭，一個人到了走不動路的時候，還可以勉強走上幾步；但是誠意，

則絕難勉強。誠意是一種自然的表現，這種力量，是在深刻的學問中，苦

難的經驗中，和血淚的生活中，逐漸形成的。陽明先生的偉大，是自然的

偉大，亦就是「誠」的偉大。其次，陽明先生的做事精神就是在於「知行

合一」，所以謂力行，就是一種創造力。人類歷史的進化，就是在於不斷

的創造。陽明先生不但有高深的學問，而且能將學問實用實行。知而不行，

是空談理論，行而不求知，是盲目亂動。理論祇有與行動配合起來，才能

發生力量。行動亦祇有受理論的指導，才不會走入迷途。……自己在贛南，

得到了許多做人做事的經驗。但是有許多經驗，就是一種人民受苦的代

價。今後我更將繼續研究陽明先生的學說，學習陽明先生的精神，以完成

我自己的使命。
33 

 

除了教導蔣經國寫字、讀書的方法與內容外，蔣介石亦要求蔣經國保持身體

健康，例如有一次蔣經國在請安信函中提到身體有病，蔣介石即責怪他沒有好好

讀通《曾文正公家書》，因為其中詳盡提到如何保持身體健康的方法。34 

至於做事的原則與步驟，蔣介石教導蔣經國應首重提綱挈領、理清頭緒與把

握要點。他說：「我們解下衣服，應當先把衣領提起，然後掛在架上，才能使全

件衣服安置妥當；否則漫無頭緒零亂放置，再穿起來，一定不會整齊。」35又有

一次指著凳子對蔣經國說：「一個人坐的時候，一定要坐在凳子的中間，不可偏

                                                 
33 漆高儒(1997)，《蔣經國評傳—我是臺灣人》，臺北：正中，頁 78-80。 
34 蔣經國(1992)，〈我的父親〉，《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249。 
35 同前註，頁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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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一端；因為重心在中間，偏坐就會翻倒。」36此外，蔣介石教導蔣經國做事要

有始有終，不可半途而廢，他說：「無論做什麼事，都要有始有終。……世上本

來有許多不容易的事情，需要有耐心和毅力的人，才能做成。如果不能夠貫徹始

終，排除萬難，是不會有結果的。」
37 

至於立身處世的道理，蔣介石經常提醒蔣經國「至誠」的重要。蔣經國回憶

說： 

 

要誠懇待人，要一生把「誠」字看得最重，當做立身處世的根本和秘訣，

永遠保持；縱使別人有錯誤，或對自己不起的地方，我也不必管他，還是

要盡到自己的誠心。父親說過：「能公必能『誠』」。又說：「求得人生最完

滿的境界，我的所作所為，皆要本乎『至誠』。」
38 

 

中國人最講究孝道，蔣介石教導蔣經國除了要孝敬親長、尊師重道外，更要

以謙虛的態度向他人學習。如告誡他：「汝在家，對親需要孝順，對長上需要恭

敬。」「對師長要敬重，對同學要和氣。」39「做人的態度要謙遜，對人家要客氣，

對自己要虛心。……要尊師重道，向長輩、老師、朋友學習，同時還要請教有學

問、有經驗、有專長的人；祇有謙虛的態度，才能得到人家的尊重和益處。」40 

蔣介石也要求蔣經國養成高尚的道德與互助的精神，不僅要有公德心，更要

發揮同情心。例如他在 1923 年 10 月來信說：「一個人第一要遵守規則，就是自

己『道德高尚』。這個道德，並不是拘謹束縛不動的，祇要守著一切規則，不去

侵犯人家的自由，如其可幫人家忙的時候，自然要盡力去幫，這就叫做 『互助』，

亦就叫做『公德』。」41 

蔣介石也教導蔣經國要自我「隱藏」。他說：「不可『出風頭』，不可妄自批

評別人。……少說別人閒話，以減少無謂的是非。……不要輕浮、誇張，假裝門

面，招搖撞騙。……要做實際工作，切忌虛偽浮躁，亦不要自我宣傳。」
42
又說：

                                                 
36 同前註，頁 257。 
37 同前註，頁 257。 
38 同前註，頁 254。 
39 同前註，頁 253。 
40 同前註，頁 255。 
41 同前註，頁 253。 
42 同前註，頁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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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事應注意當地實際工作，不必施以對外宣傳；以吾家子弟，愈能隱藏，則愈

不受世人忌嫉；亦即吾家愈能積德種福，亦即所以報答祖先之福澤，為後世子孫

多留餘蔭也。此乃壯年人，尤其汝等，不可不知也。」
43又告誡蔣經國不要貪慕

虛名，存心做官，如同孫中山所言：「要立志做大事，不可立志做大官」的道理。

做事最重「踐覆篤實」，不務空談，更應埋頭苦幹，使一點一滴的血汗，都成為

將來成功的果實。
44 

曾子「一日三省」，「自省」的功夫也是蔣介石所重視的，蔣經國也遵照父親

的指示做。例如他每天反省自己：「對得起自己的良心嗎？對得住父母嗎？對得

起國家民族嗎？」
45 蔣經國認為「自省」對他的行為改變，確實有很大的益處。 

總而言之，蔣介石期望長子蔣經國能於「日常生活之間潛移默化，以達到踐

履篤實的地步；亦即是於日常生活中，養成良好的習慣和能力。」
46並且希望蔣

經國在最困難和最惡劣的環境中，領略人生艱苦的滋味，體悟生命的意義和目

的。47蔣經國曾說：「有了父親不斷的薰陶，我的思想受了極大的影響；尤其是在

歸國以後，更認識了中國固有的道德、政治、文化、哲學思想之偉大；於是完全

接受了父親所信仰的革命人生觀和宇宙觀。」48 

 

二、母親的影響 

蔣經國在童年時，除了父親以書信往來指示他讀書、寫字外，大部分的時光，

都是和純良而篤信佛教的母親毛福梅相處，母親的身教培養了蔣經國重感情，以

及懂得感恩的「人格特質」。例如母親親手縫製的棉背心，蔣經國帶著它到寒冷

的蘇俄，視之為「無價之寶」。他說： 

 

當我離鄉出國的時候，母親曾經親手所製的棉背心，穿在我的身上。後來

自己所穿的衣服，都換上了「洋服」，而這件土布棉背心，雖然比不上「洋

服」的好看和舒適，可是我始終將其當作無價之寶，認為這件背心，不但

可以暖我身，而更可溫我的心。棉背心是一種「物質」，但是這件棉背心，

                                                 
43 同前註，頁 256。 
44 同前註，頁 257。  
45 同前註，頁 257。 
46 同前註，頁 247。 
47 同前註，頁 258。 
48 同前註，頁 258。 



第二章  蔣經國人格特質之內涵 

 61

是慈母親製，尤其穿到了遙遠的北國，所以這件衣服的價值，已經不在土

布和棉花，而是在人情和精神了。
49 

 

由此可知母親毛福梅對蔣經國的影響。孟郊曾寫過一首詩：「慈母手中線，

遊子身上衣。臨行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或許可以

說明毛福梅愛子心切的寫照。 

漆高儒說：「他母親一生禮佛，青燈下唸經，長期吃素，慈悲為懷，為族人

所稱道，蔣經國在母親的身教下，具有廣慈博愛的宏觀，影響於其一生的，是推

行仁政。」
50可見母教對於蔣經國「人格特質」的影響。51 

    蔣經國對母親非常孝順，兩人感情甚篤，然而毛福梅卻於 1939 年 12 月 12

日，在日本軍機轟炸下逝世
52，蔣經國在悲慟之餘，手書「以血洗血」刻於石碑

上，以告慰母親在天之靈。53 

 

 

 

 

                                                 
49 漆高儒(1991)，《蔣經國的一生》，臺北：傳記，頁 45。 
50 漆高儒(1997)，《蔣經國評傳—我是臺灣人》，臺北：正中，頁 15。 
51 漆高儒說：「蔣經國有一顆仁愛的心：一個從事政治工作者，懷著仁愛的心腸，就可以推行仁

政。他的慈悲為懷的心胸，得自他母親毛太夫人的身教，他的生母進了蔣家之後，沒有得到

丈夫的寵愛，於是把小我的私愛，化為大我的大愛，她愛大家庭裡的家人，和鄰里親戚相處

和好，其實她很窮，肯幫助比她更窮的人，她青燈為伴，一心禮佛，我佛慈悲，是她整個的

性格，因此得到村里家族的敬愛。做兒子的得到母教的耳濡目染，於是成為小康社會的推行

者。」漆高儒(1997)，《蔣經國評傳—我是臺灣人》，臺北：正中，頁 324。 
52「據說那天日本鬼子的飛機來投彈時，毛夫人跑出豐鎬房，沿著鄰人的屋牆準備到防空洞裡去

隱蔽。不料一顆炸彈正好把那扇高牆震坍了，她一時躲避不及，活活地被埋在地下。敵機飛走

後，誰也沒有去注意那扇倒坍的土牆，只是到處去尋找毛夫人。後來，有人發現坍倒的土牆底

下有一隻人的手臂伸在外面，挖出來一看，被埋的正是蔣先生的母親毛福梅老夫人。」陽春

(1993)，《蔣經國外傳—從溪口到贛南》，臺北：新潮社，頁 347。 
53「民國二十八年十二月十二日(亦為蔣公二十五年西安蒙難紀念日)下午二時左右，武嶺山巔警

報鐘大響，敵機十餘架迅速到達上空，然後投下大量炸彈，首遭轟炸之處即豐鎬房蔣公府邸，

然後是文昌閣等處，飛機盤旋甚久，至三時許離去。當時武嶺學校校務主任張君與全校師生及

全鎮鎮民到處尋找毛太夫人下落，有的說曾看到毛太夫人乘肩輿上山去了，有的說看到她老人

家坐車子離開溪口到附近小村躲避去了，種種傳說，莫衷一是，但是，始終找不到她老人家身

影，張校務主任憂急萬分，無法向遠在贛州的蔣專員拍發電報，直延至十三日早上，方在豐鎬

房後門外瓦礫堆中發現她老人家遺體，張主任急電經國先生報告太夫人遇難噩耗，專員於十三

日全家啟程返鄉奔喪，十六日抵溪口，傷心痛哭，哀毀逾恒。經國先生在溪口守靈一月，毛太

夫人遇難處建有血淚亭，經國先生手書『以血洗血』刻於石碑上，可見其母仇不共戴天，抗日

之決心，國仇之外，又兼家恨。」漆高儒(1991)，《蔣經國的一生》，臺北：傳記，頁 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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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學校教育及師長對蔣經國人格特質之影響 

     

一、學校教育 

蔣經國的求學過程，可分為國內及國外兩種環境。首先他在國內完成中、小

學課程，之後到蘇俄留學及工作 12 年。 

    (一)、國內的教育 

1916 年 3 月，蔣經國進入武山學校接受啟蒙教育。武山學校是辛亥革命以

後，蔣氏宗親會借當地寺廟開辦的學校，實際上是一所傳統的私塾。蔣經國在周

東(星垣)先生的指導下讀書，從學字塊開始，前後在這所學校修業兩學年。1917

年 12 月，蔣介石聘請顧清廉(葆生)先生授業，顧先生曾經是蔣介石的老師，水平

較周先生要高一些。「顧清廉是一位具有現代觀念的儒者，受託前往溪口，花時

間了解蔣經國的潛質，替他訂下研修課表。」
54他曾評論蔣經國說：「天資雖不甚

高，然頗好誦讀」，蔣介石自稱：「聞之略慰」。551920 年，蔣介石又聘請另一位教

師王歐聲先生，並親自規定閱讀的書目，以學習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知識。56 

1921 年，蔣經國轉學到奉化縣龍津學校，課餘仍從王歐聲先生學習古文。然

而蔣介石以農村風氣閉塞，不能提高見識，於是在 1922 年 3 月，帶蔣經國到上

海，考取萬竹小學四年級就讀。 

蔣經國於萬竹小學畢業後，進入上海浦東中學就讀。在上海讀書時期，蔣經

國的思想受到兩方面的影響：一方面熟讀四書，學習英文及算學；二方面，當時

上海的開放風氣帶給他另一種思想的啟發：例如「『五四』、『六三』運動、中國

共產黨在上海成立、孫中山在上海召開會議，研究中國國民黨改組問題，隨後國、

共實現第一次合作。蔣經國受到革命思潮和革命實踐的影響，愛國熱情高漲，並

同情貧苦大眾。」57 

  在浦東中學讀書時，蔣經國曾寫過一篇「天堂與地獄」的文章。他說：「我

不知道天堂是什麼樣子，也不知道地獄在那裡，不過我自己覺得，沒有偷懶騙人，

並且做一些好事，心就覺得舒服，那就好像生活在天堂裡，如果做了對不起別人

                                                 
54 陶涵(Jay Taylor)著，林添貴譯(2000)，《臺灣現代化的推手—蔣經國傳》，臺北：時報，頁 12。 
55 蔣介石在 1920 年 2 月 9 日寫給蔣經國的信。毛思誠(1965)，《民國十五年以前之蔣介石先生》，

香港：朗文，頁 105-106。轉引自陶涵(Jay Taylor)著，林添貴譯(2000)，《臺灣現代化的推手—
蔣經國傳》，臺北：時報，頁 12；江南(2006)，《蔣經國傳》，臺北：前衛，頁 22。 

56 漆高儒(1997)，《蔣經國評傳—我是臺灣人》，臺北：正中，頁 3-4。 
57 茅家琦(2003)，《蔣經國的一生與他的思想演變》，臺北：臺灣商務，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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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即使吃得好，穿得好，還是好像生活在地獄裡。」58由此可見，蔣經國年

少時對善、惡的分別，已有明確的價值觀。 

  蔣經國曾勉勵青年朋友說： 

 

回憶在自己過去快六十年的生活中，有過「天堂」生活，同時也有過更多

「地獄」的苦痛生活。青年朋友們；我知道自己的知識程度，一定不如你

們，並且相信如果要和你們一起考今天的大學，一定會考不贏你們的。但

是我所經歷的事比你們為多，我所看到的、聽到過的亦要比你們為多。根

據自己所體驗到的生活教訓，我想再告訴你們一段話，那就是每一個人都

是空著雙手來到人間，又空著雙手離開人間，正如吳稚暉先生所說；「我

離開人間的時候，不過多帶走了一條短褲。」人生的光陰原本就是短促的，

如果我們不能一天一天的，一月一月的，一年一年的來充實自己，來盡自

己的心力，多做些有利於國、有益於大眾的大事小事，那麼生命就如一片

雲霧，亦如一陣去而不返的飄風。只要大家能夠這樣體察憬悟，那就不會

再發生私心和貪慾，亦就不會再有煩惱的紛爭，人人都過著心安理得，力

爭上游的生活，社會上自然會充滿了和諧進步，國家亦自然是一片興盛的

景象了。
59 

 

蔣經國在 1978 年 8 月 30 日對青年朋友們講話時，曾談到在上海讀書的情形。

他說： 

 

我還記得自己在上海讀書的時候，內心裡最感到恥辱和憤恨的，就是當時

許多外國人對我們中國青年的譏諷和嘲笑。他們說：「中國青年只有三分

鐘的熱度。」就是說中國人沒有恆心和毅力。又說我們是「冷血動物」—

就是說中國人沒有勇氣和正義感；再說我們是「一盤散沙」—就是說中國

人不能團結；再說我們是「東亞病夫」—就是說中國人是衰弱的民族。今

天想起來，這些都是將近半個世紀以前的事了。但是如果我們反省檢討一

下，中國青年半世紀以來，究竟改變了多少呢？自然這一代中國青年確實

                                                 
58 漆高儒(1991)，《蔣經國的一生》，臺北：傳記，頁 3-4。 
59 同前註，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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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半世紀以前進步了很多，這是不爭的事實，可是也仍然有一部份青年

人，依舊沒有勇氣，缺乏毅力，不顧團體，不是一群雄赳赳氣昂昂、結結

實實的現代青年。難道我們就讓這種情形再延續下去嗎？不！我們絕不能

成為時代的落伍者，而應當成為時代的創造者。我們應當下最大的決心，

從自身開始作脫胎換骨的改變。每個人都要練成堅強的體魄，養成寬容的

氣度，從大處想，向遠處看，向下紮根，向上結果。
60 

 

從這裡可以看出蔣經國在年少時，即已展現愛國心和對國家的使命感。漆高

儒說：「少年時代的蔣經國生長在反帝國主義的環境，自然具有打脫門牙和血吞

的堅忍精神。」
61 

蔣經國在上海讀書時工人運動十分積極，工人夜校也有很大的發展。他在

1924 年 3 月 20 日，寫了一封信給他的父親，提議在溪口的武山小學設立平民夜

校。內容如下： 

 

我對武山學校有一項建議，不知您是否同意。我建議在武山學校成立平民

夜校。專收無力負擔上學念書的人。我的學校已成立夜間學校，非常成功。

這所夜校情況大約如下： 

1、校名：武山平民學校 

2、學費：免費，並供應文具 

3、上課時間：夜裡七點至九點 

4、年齡限制：十四歲以上 

5、授課期限：十六或二十週 

結業時，學員應能簡單寫字、計數；如果通過考試，則頒予證書。他們可

以採用商務印書館印行的《平民千字文》做課本。我不曉得您是否會接受

我的建議。如果在武山成立夜校，必能嘉惠地方人士。62
 

 

                                                 
60 漆高儒(1997)，《蔣經國評傳—我是臺灣人》，臺北：正中，頁 13；漆高儒(1991)，《蔣經國的

一生》，臺北：傳記，頁 4-5。 
61 漆高儒(1997)，《蔣經國評傳—我是臺灣人》，臺北：正中，頁 13。 
62 原件存放於南京中國第二歷史博物館。轉引自陶涵(Jay Taylor)著，林添貴譯(2000)，《臺灣現

代化的推手—蔣經國傳》，臺北：時報，頁 20；茅家琦(2003)，《蔣經國的一生與他的思想演變》，

臺北：臺灣商務，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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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蔣經國在年少時，已經注意到社會貧富不均的問題，並希望以教育

方式改善弱勢族群的困境，當自己有機會接受教育時，更希望別人也有受教育的

機會。 

1925 年，上海發生「五卅慘案」
63，慘案發生後，全國各大城市，如上海、

香港、廣州等地，紛紛罷工、罷市、罷課，經常遊行示威，抗議帝國主義暴行。

在這場抗議帝國主義暴行活動中，蔣經國是學生中的積極份子，他和許多青年學

生一起走上街頭，受到同學推舉，4 次成為浦東中學遊行隊伍的領隊。
64蔣經國

曾寫到：「一九二五年，上海發生五卅慘案，帝國主義者向示威學生開槍，民情

因此變得非常激憤。『 打倒帝國主義者』以及『收回租界』等口號傳遍了全國各

地。當時，我還是上海浦東中學的一個學生，參加四次示威活動。每逢示威，或

者進行抵制洋貨運動，我都被推為浦東中學的領隊。」
65 

    蔣經國由於積極參與學運，最後以「行為不軌」的名義，被上海浦東中學開

除學籍。在被開除學籍後，他的父親覺得「上海是繁華的世界，罪惡淵藪，少年

人住久了，將有不良的影響」66，決定送蔣經國到北京的南小街，就讀由好友吳

稚暉創立的「海外補習學校」，雖然在北平隨從吳稚暉讀書為時不長，但受其人

格感召，讓蔣經國受益良多。 

  在北京讀書時，蔣經國依然表現出學生愛國的熱情，參加當地學生發動的反

對北洋政府示威遊行，結果被北洋政府當局判處了兩個禮拜的監禁。67 

蔣經國原本希望在「海外補習學校」學習法文，然而留學法國的計劃，此時

發生了變化。因為中國國民黨籍的著名新聞工作者，上海大學前任副校長邵力

子，介紹他認識許多中國共產黨黨員，包括身兼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中央執

                                                 
63 「五卅慘案」：1925 年 5 月 7 日，上海日本紡織同業會決定拒絕承認工人的工會組織，並要求

租界當局及中國政府取締工會。14 日，內外棉第 7 廠的日本資本家藉口存紗不多，宣佈閉廠，

停發工人工資，不許工人上班。15 日，該廠夜班工人數百名與廠主交涉，要求發放工資，日

本大班竟率領打手開槍射擊，工人代表顧正紅等 10 餘人受傷。顧正紅傷重不治，17 日於醫院

逝世。上海工人、學生，以及市民紛紛上街頭抗議。5 月 30 日上午，上海大學生及中學生約

2000 餘人在公共租界散發傳單，並發表演說，又有數十人被公共租界當局拘捕，下午近萬名

學生和市民聚集在公共租界南京路老閘捕房要求釋放被捕學生。租界當局竟下令巡捕開槍驅

趕學生，學生及市民死 16 人，傷 20 人左右。6 月 1 日至 3 日，接續有槍殺事件發生，又死 8
人，傷者近 30 人。茅家琦(2003)，《蔣經國的一生與他的思想演變》，臺北：臺灣商務，頁 7。 

64 陶涵(Jay Taylor)著，林添貴譯(2000)，《臺灣現代化的推手—蔣經國傳》，臺北：時報，頁 22。 
65 蔣經國(1992)，〈我在蘇聯的日子〉，《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65。 
66 蔣經國(1992)，〈我的父親〉，《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252。 
67 茅家琦(2003)，《蔣經國的一生與他的思想演變》，臺北：臺灣商務，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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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委員李大釗。68蔣經國說： 

 

在北平時，經由邵力子的介紹，認識了中國共產黨黨員李大釗。李大釗當

時住在蘇聯大使館，透過他的引介，我認識了很多蘇聯人。有些朋友建議

我去蘇聯留學。他們的建議深得我心，因為我也想瞭解蘇聯的政治組織，

所以就決定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學(註：也作孫逸仙大學)就讀。為準備赴蘇

聯，我先到上海，然後搭船北上。離滬之前，我正式加入了國民黨，年方

十六的我就成了這個革命組織的一員。雖然我過去曾經參加學生運動，但

事實上，前此我與任何一種既定的政治主張都無涉。
69 

   

蔣介石對於蔣經國前往莫斯科求學的態度如何，依陳果夫在 1996 年接受陶

涵(Jay Taylor)的訪問時表示，蔣介石之所以允許蔣經國前往蘇聯，是因為「他當

時需要蘇聯的支援。」
70此外，大陸學者袁南生也有類似的看法。71 

當時蔣介石希望蔣經國在出國前，能先成為中國國民黨黨員。721925 年 10

月初，蔣經國經林煥庭介紹，在上海環龍路 44 號中國國民黨上海執行部宣誓加

入中國國民黨73，10 月 19 日從上海搭船北上。他自己曾寫下此段回憶： 

 

一九二五年十月，我告別了上海啟程前往莫斯科。此行搭的是一艘貨輪，

艙位原先是用來載運牲口的，氣味重人欲嘔，我差點給熏暈了。船在黃浦

                                                 
68 據蔣經國在 1960 年 10 月 5 日所寫的文章，他說：「當我在十六歲的那一年，本來想到北平去

學法文，準備留學法國，後來受了當時『北京政治環境』的影響，很快的從北平經上海到莫

斯科去了。」蔣經國(1992)，〈留俄回憶(一)〉，《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2 冊)，臺北：行政院新

聞局，頁 309。 
69 蔣經國(1992)，〈我在蘇聯的日子〉，《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66。 
70 陳立夫的那句話是 1996 年 5 月 29 日，在臺北接受陶涵(Jay Taylor)訪問時說的。陶涵(Jay Taylor)

著，林添貴譯(2000)，《臺灣現代化的推手—蔣經國傳》，臺北：時報，頁 10。 
71 袁南生認為：當時蔣介石送兒子到莫斯科學習有他自己的一番用意。因為蔣介石的羽翼尚未

完全豐滿，儘管已成為廣東軍事實力派人物，但還不是國民黨中央執行委員，在國民黨政府

中也沒有位置，他還需要蘇聯、共產國際的繼續扶持。如果鮑羅廷主動推薦他的兒子去，他

竟然不領鮑羅廷的情，這會引起蘇聯顧問和共產國際代表的懷疑；此外，曾經訪蘇的蔣介石，

雖然不贊成共產主義，但對蘇聯的集權制、軍隊與建黨的嚴格制度和組織卻有濃厚的興趣，

自己的兒子到蘇聯去，對此學習研究一番，不見得沒有一點好處。袁南生(1999)，《史達林、

毛澤東和蔣介石》，湖南：人民，頁 190-191。 
72 陶涵(Jay Taylor)著，林添貴譯(2000)，《臺灣現代化的推手—蔣經國傳》，臺北：時報，頁 26。 
73 茅家琦(2003)，《蔣經國的一生與他的思想演變》，臺北：臺灣商務，頁 11；蔣經國(1992)，〈我

在蘇聯的日子〉，《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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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下碇的五、六小時，我還打算上岸回家。但看到很多其他的同學留在他

們的艙位內，我不禁自問：「他們能忍受，我為什麼不能？」我想，身為

黃埔軍校校長之子，假如我中途開小差，一定會招來嚴苛的物議。於是，

我說服了自己，留在船上。貨輪出海後首天，船上大約九十位學生分成幾

個小組，一起開會、聊天、讀書、用餐，大家都覺得很愉快。這雖然是我

首次參加團體生活，但我發現這種生活有許多優點，非常有趣。當同學間

進行熱烈討論時，我甚至還可以忘掉艙房的異味。在船上我看了一些書，

包括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我還細看了布哈林的《共產主義 ABC》

(Nikolai Bukharin`s ABC of Communism)，這是我所看的第一部共產主

義思想書籍。我們在海參崴上岸後，改乘普通火車前往莫斯科。每到一站，

我們小組都派代表下車，宣講中山先生的遺教，以及國民革命的經過。……

在蘇聯，倒是有一件事與我的預期完全相反。當初，我以為所有蘇聯人都

生活得很好。不料我在西伯利亞所見到的，卻讓我大失所望。貧窮顯然是

西伯利亞非常普遍的現象。乞丐及小偷經常在火車站出沒。由於我生性好

奇，求知欲也很強，我經常留意陌生的事物。在整整二十五天的火車旅途

中，我並不感到孤單。一九二五年十一月底的一個傍晚，我終於抵達莫斯

科。
74 

 

      (二)國外的教育 

「蘇聯政府和共產國際決定在莫斯科創辦以孫中山命名的大學，全稱是孫中

山國際勞動者共產主義大學，通稱莫斯科中山大學。」這是為了特定目的而開辦

的共產黨幹部培養所，雖然掛著研究學問的招牌，但實際上卻是一所「會議第一，

授業第二」；「行動第一，理論第二」的學校。75蔣經國在校園裏，接受了以自我

批判、相互監視、行動公開，以及參加校內活動為宗旨的政治教育。在第 1 期的

學生中，蔣經國的年紀最輕。76
 

    根據白瑜的文章記載，孫中山大學的課程內容及教學方法如下： 

                                                 
74 蔣經國(1992)，〈我在蘇聯的日子〉，《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66-68。 
75 茅家琦(2003)，《蔣經國的一生與他的思想演變》，臺北：臺灣商務，頁 9。 
76 陶涵(Jay Taylor)著，林添貴譯(2000)，《臺灣現代化的推手—蔣經國傳》，臺北：時報，頁 32；

彭哲愚、嚴農等人(1986)，《蔣經國在莫斯科》，香港：中原，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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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課程內容：全部課程兩年修完，均為必修。第一年開設的是基礎方面

的課程，包括社會發展史和經濟地理。社會發展史從縱的方面分析原始社

會、奴隸社會、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斷定帝國主義必然滅亡。經典

教材是馬克思的《資本論》第一卷；基本教材則是列昂節夫的《政治經濟

學教程》。經濟地理則從橫的方面分別分析發達國家、落後國家和殖民地

的經濟。這一縱一橫的分析，目的在說明人類社會生活及其發展是以經濟

為基礎，其他政治、法律、文化皆是建立在這個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築。這

也就是培養學員的唯物史觀。第一年還學習歷史課，著重政治史。主講印

度史的教員是沙俄時代駐印度領事館官員，對印度歷史有二十多年的研

究。他先講印度的氣候、土壤，再講印度的宗教和民族，然後討論帝國主

義在印度搶奪資源的殖民活動。第二年，以講授俄國革命史為主，課程名

稱是《列寧主義》。這門課除將俄國革命的功績歸於布爾什維克黨、歸於

列寧，還特別強調學習列寧關於民族問題與殖民地問題的論文。史達林的

著作《列寧主義問題》是必讀的教材。這門課的內容也包括對布爾什維克

及其他流派思潮的批判。第二年還開設國際問題課程，具體分析各國在外

交方面的明爭暗鬥、奪取經濟資源與商品市場。此外，還有各種專題講座。

在兩年期間，布哈林、托洛斯基等知名人士還經常到學校特別講演，分析

國際形勢。二、教學方法：講課與討論結合是主要的教學方法。一個年級

的學生在一起聽大課。聽課以後，分班進行討論，每班學生不超過二十五

人。名人講演，或一個年級集中聽課，或兩個年級合在一起聽課，一般不

分組討論，有時由黨小組長召集黨員學生討論。教學比較活潑。即使大教

室講課，學生也可以當場提問。例如有一次校長芮德克(Karl Radek)在大

教室講中國歷史，他說：中國封建制度自西周到民國一直存在，農奴制一

直盛行。他所說的農奴泛指丫頭、佃戶等。聽課學生當場發問：丫頭出嫁，

主人賠妝奩、平時主人的孫子輩稱丫頭為某某姑姑，丫頭是否是奴隸？地

主家有喜事，佃戶自動出力幫忙，平時佃戶分有租稅，佃戶是否為奴隸？

芮德克不予回答，笑笑而已。此外，芮德克以自己的德文著作《中國新史》

為例，內文提到整個中國歷史是一部農民暴動史，他特別欣賞陳勝、吳廣

斬木揭竿而起的故事。有一次，他在課堂講「革命」的定義，他舉五千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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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埃及的一塊文為例。這塊碑文記載：「造反者殺人放火、十室九空；政

權轉移、暴民當道；財產重分、貧富互易。」他認為這就是「革命」的定

義。根據這個定義，他認為中國的「辛亥革命」除了推翻滿清這一點之外，

其他如統治階級並沒有發生變化，亦無多大戰火，民間財產並未重分，因

此，只能算是一次「政變」，不能稱之為「革命」。此時有一位中國同學反

駁，這位同學舉「湯武革命，順天應人」為例，說「順天」是明乎自然；

「應人」是合乎人民要求，這是最好的「革命」的定義。芮德克聽了亦笑

笑了事。
77 

 

由此可知，蔣經國就讀孫中山大學時，課程內容大致上偏重社會主義學說方

面的知識和批判，如《資本論》、《政治經濟學教程》、《列寧主義》等。教學方法

則為講課與討論，並不會禁止學生在課堂上發言，甚至學生提出和老師不同的見

解，也能受到老師的包容和尊重。 

蔣經國回憶在孫中山大學的學習情況，他說：「我苦修俄文，也對與西方革

命有關的科目與政治學及經濟學，下了一番苦功。我在學生刊物上發表了幾篇文

章，其中兩篇是『中國的展望』與『北伐一定成功』。我覺得這些文章都寫得不

錯，擲地有聲。」
78此外他也說： 

 

中國共產黨在莫斯科有個支部，其組織和訓練方法都相當健全有序。它的

黨員組織嚴密並受到嚴格監督，而且永遠遵照中央集權領導的指事行事。

他們生活簡樸，紀律嚴明。因此，我有一陣子對他們的活動產生了興趣，

而且在一九二五年十二月，也就是我們抵達蘇聯之後幾個星期，我加入了

所謂共產主義青年團。79 

 

蔣經國加入共青團之後，對革命思想也有興趣，「是一個非常活躍的份子」。

根據當時孫中山大學的同窗回憶： 

                                                 
77 白瑜等人(1988)，《六十年來中國留俄學生之風霜踔厲》，臺北：中華，頁 40-43。 
78 蔣經國(1992)，〈我在蘇聯的日子〉，《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69。 
79 蔣經國(1992)，〈我在蘇聯的日子〉，《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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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經國是學校壁報《紅牆》的編委，負責壁報稿件的收集、編輯和出版工

作，他自己也常寫稿。他在加入共青團以後，就曾在報上發表了一篇文章，

題目叫〈革命先革心〉。他說：「大家站在革命陣線上，鞏固中國及全世界

的無產階級組織，爭取中國的獨立，在中國建立起蘇維埃政權。」牆報還

就《中國革命與我們的任務》為題，發表了不少文章和材料。……蔣經國

雖然年紀小，但在全校同學中是一個非常活躍的份子。
80 

 

孫中山大學建校後，校內托洛斯基派的勢力很強，經常邀請同學加入，最後

蔣經國也加入托派組織，以下是他描述和托派的關係： 

 

中山大學校長芮德克(Karl Radek)，是我的中國史老師。他對中國問題很

有興趣，下了課常常找我私下談論。他是托洛斯基派的開山宗師之一，他

常跟我講托洛斯基是如何如何偉大的一位領袖。他老是對我說：「作為一

位年輕的革命志士，首先你得勇敢。其次你必須苦幹，積極進取。做人就

好像爬樓梯一樣，如果你辦得到，就一次跨兩三步。不要一步一步的來，

否則就表現不出革命志士所當有的朝氣。第三，你永遠不能屈服或退卻。

托洛斯基是位勇敢的模範革命志士。
81中山大學還有一位施凱德先生

(Mr.Sheked)，他教我們政治及經濟，也是托洛斯基的信徒之一。他每每

遊說我，企圖使我相信他認為是正確的政治學說。有一次他對我說：「年

輕人，你有光明的前途。不過你最好還是做一個進步的人，不要做保守派

或反動派。托洛斯基的學說是最進步的。」碰巧，我的觀點與托洛斯基的

政治思想不謀而合，許多人於是就覺得我是同情托洛斯基的人之一。而事

實上，他們的臆測也是正確的。我很專心地聽李普曼教授(Professor 

Lippman)的地緣經濟學的課，他常常向我灌輸托洛斯基的精闢主張。私底

下，我和幾個中國同學開始研讀托派的秘密文件。我對托洛斯基要「以革

                                                 
80 彭哲愚、嚴農等人(1986)，《蔣經國在莫斯科》，香港：中原。頁 12-13。 
81 托洛斯基與芮德克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著名人物。托洛斯基提倡世界革命理論，從他的永久

革命理論出發鼓吹無產階級革命，認為在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未取得徹底成功的國家，無

產階級必須永久性地持續堅持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革命。芮德克則是托洛斯基理論的積極宣

揚者。而所謂托派思想，一般而言被認為是共產主義思想中較民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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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火炬燒掉舊世界」一說，尤感興趣。我和托派關係日益密切，最後還

加入了托派的秘密組織。贊同我的人愈來愈多，並把我視作托派的領導

人。
82 

 

即使托派並非蘇聯當局的主流思想，但蔣經國依然堅持他的想法。例如他曾

經寫下一段話：「蘇聯當局及蘇共其實早已用嚴厲手段鎮壓托派。我的一些同學

亦橫遭拘捕。校方為平息學潮，就邀請了史達林來校演講『托派的錯誤』。那是

我首次看到史達林。不過，我並沒有覺得怎麼樣，我仍舊堅持我的觀點，並繼續

進行反史達林政權的活動。」
83 

蔣經國在完成 17 個月的學習之後，原本申請回國，但是共產國際派代表通

知他：孫中山大學規定要讀兩年才能畢業。於是允許他提早畢業，進入莫斯科一

所軍校進行士兵訓練，在這一年的課程中，蔣經國回憶當時的生活寫到： 

 

我熱切地希望回國。既然屢請不准，我在失望之餘申請加入紅軍。結果我

獲准加入紅軍第一師，駐地是莫斯科，而我的身分是學員。在軍中，我過

的是一個普通士兵的生活。我的軍旅生涯就這樣開始。操練、裝備、武器、

戰術、軍紀等等，對我來說，一向不外是紙上談兵。但當兵後，我每天穿

著整齊制服，全副武裝參加操練，並學習戰術。久而久之，我對我的新生

活又產生了興趣。在受訓一年期間，對每一門科目我都痛下苦功，而且還

學會野戰戰術及紮營。除了地形學外，我每一門課的成績都很好。
84 

 

此外，蔣經國不僅當過騎兵和陸軍，也學會駕駛飛機的技術。1944 年 4 月他

在中央幹部學校的講演中，曾對當年的士兵生活有以下的回憶： 

 

我在蘇聯學過飛機，但因駕駛設備，適於高大身材者，與我手腳不能配合，

祇勉強了一些時候。又當過騎兵，同樣因為身材較矮，排在最後。一次立

於馬頭下靜候檢閱，檢閱官遠遠的就說：「為什麼那匹馬沒有兵？」也學

                                                 
82 蔣經國(1992)，〈我在蘇聯的日子〉，《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69-70。 
83 同前註，頁 71。  
84 同前註，頁 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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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陸軍，一次在北冰洋，冰塊上宿營，睡到半晚暖流來了，把冰塊流走，

不知漂去何處，失去聯絡，絕食數日。
85 

 

經過近一年的士兵生活鍛鍊，蔣經國被選拔到列寧格勒托瑪契夫中央軍事及

政治學院深造。這所學校專門培訓紅軍幹部，蔣經國曾寫下此段記載： 

 

一九二八年，我以優異的成績，獲選為軍中最優秀的五名學員之一，並獲

蘇聯政府保送往列寧格勒的紅軍托瑪契夫中央軍事及政治學院校深造。學

院的課程為期三年。其間，學院發給書籍、日用品，以及每個月一百五十

盧布的生活費。頭一年的課程主要包括戰術、軍隊行政、運輸、地形學、

大炮原理，以及軍隊政工。第二年課程還加入了軍事戰略、俄國內戰史、

西方軍事史，以及蘇共黨史。第三年，課業重點為戰術及戰略，但我們仍

然要繼續學騎兵戰術原理以及大炮原理。我最喜歡的科目是戰術和戰略。

教我們戰術的是馬爾舍夫將軍(General Malshev)，他以前在沙皇軍中官

拜上將。而教我們戰略的則是一位元帥圖卡舍夫斯基元帥(Marshal 

Tukashevsky)。畢業前，我修完了團戰術以及野戰軍作戰計劃課，並按規

定每年參加一次為期兩月的大規模野戰實習。演習時，我分別擔任連長及

團長。最後一年的演習時，我還擔任了師參謀長。我在戰術、游擊戰以及

武裝顛覆方面—包括發動顛覆及反顛覆活動，下了很大功夫。我還小試牛

刀寫了一篇主題為「游擊戰術」的論文。除了軍事科目外，我也研習政治

學、經濟學以及哲學，特別是唯物辯證法。我還在一本史學雜誌上，發表

了若干篇哲學論文。
86 

 

蔣經國之後成為一名蘇共候補黨員，他在〈我在蘇聯的日子〉一文中說：「學

院所有學生均為共產黨員，我是唯一的例外。因此，每逢共產黨開會，我都被摒

諸門外。直到一九二九年，由於中共向蘇聯施壓力，我才成了蘇共候補黨員。這

                                                 
85 蔣經國(1992)，〈自我介紹〉，《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3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117-118。 
86 蔣經國(1992)，〈我在蘇聯的日子〉，《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73。蔣經國在中央軍事政治學院學習兩年，引文中說「學院的課程為期三年」，應是將前一年

軍校的士兵訓練計算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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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身分使我有機會一窺共產黨的內部組織，並給予身為學生的我相當保護。」87 

1930 年 5 月，蔣經國自托瑪契夫中央軍政學院畢業，學習成績全班第一，每

一科都是優等，畢業論文題目是《游擊戰的戰術》，在他的個人資料檔案上，記

載他「非常聰明……全班最優秀的學生」。畢業之後，蔣經國的第一志願是申請

回國，然而並沒有獲准；不過他的第二志願是申請加入紅軍擔任軍官，他申請留

在蘇聯，頗有在軍隊中求發展的期望
88，然而可能是因為中共的阻攔，他的第二

志願也沒有獲准
89。之後兩個多月的時間，他在報刊上發表 3 篇關於哲學，2 篇

關於國際事務的文章，賺取一點生活費，偶而也看些有關拿破崙的書。6 月底，

他被任命派往莫斯科列寧大學(前身是孫逸仙大學)中國學生訪問團擔任副指導

員，參觀外高加索地區和烏克蘭，並擔任翻譯。
90 

    綜觀蔣經國在蘇聯的學校經驗，除了學到一般的軍事技術外，同時也見識到

蘇俄共產黨如何領導及控制軍隊。蘇俄軍隊極其重視政治思想教育，在軍、師

(旅)，團都設有黨委會及政委制度，軍事指揮官的任何命令都須政委副署才生效，

營、連則設有教導員和政治指導員，親身體會到政治工作在軍隊中的重要性。91蔣

經國來臺後曾主持國軍政戰工作，在形式上類似俄軍之政治工作，應該和他早年

在蘇俄留學的經驗有關。 

 

二、師長 

吳稚暉92在北平創立「海外補習學校」，蔣經國曾受教其門下，雖為時不長，

但卻受益匪淺。他經常以身教及言教，教導蔣經國待人處事的道理93，例如蔣經

                                                 
87 同前註，頁 74。 
88 陶涵(Jay Taylor)著，林添貴譯(2000)，《臺灣現代化的推手—蔣經國傳》，臺北：時報，頁 58。

該書第 77 頁註 3 記載：資料來源是「余敏玲一九九八年六月二十六日發給本書作者的傳真」；

又說：「作者一九九五年九月二十六日在北京訪問楊天石、李玉貞，兩人也有同樣說法。」 
89 同前註，頁 75。根據蔣經國的說法：「我相信假如中共當時不插手的話，蘇聯當局也許會考慮

我的第二志願。」 
90 同前註，頁 75。 
91 寒山碧(1988)，《蔣經國評傳》，臺北：天元，頁 60。 
92 「吳稚暉(1865-1953)，原名朓，後改敬恒。江蘇武進人。清光緒舉人。1902 年加入上海愛國

學社，曾參與《蘇報》工作。1905 年在法國參加中國同盟會，出版《新世紀》報，鼓吹無政

府主義。1924 年起任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國民政府委員等職。1927 年支持蔣介石反共清黨

活動。1953 年卒於臺灣。」許鐘榮(1993)，《中國大百科全書》(哲學Ⅱ)，臺北：錦繡，頁 937。 
93 前行政院院長郝柏村於「蔣經國先生與臺灣民主發展—紀念經國先生逝世二十週年學術研討

會」開幕致詞：「其(蔣經國)親切自然作風，完全是受吳稚暉先生的影響。」葛永光主編(2008)，

《蔣經國先生與臺灣民主發展—紀念經國先生逝世二十週年學術研討論文集》，臺北：幼獅，

頁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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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曾寫過一篇文章說： 

 

老人家那種樂天、簡樸、幽默、謙虛以及愛好自由的精神和情態，仍然在

我的腦海裏，留著清晰難忘的印象和啟示。有一天，不知道是誰送了一輛

人力車給先生。他接受之後，等客人走完，立刻要我拿一把鋸子來，把這

輛車子前面的兩根拉槓鋸掉。……先生又說：「一個人有兩條腿，自己可

以走路，何必要別人拉？你坐在車上被人拉著走，豈不成了四條腿？」這

是一件小事，我當時也不感到什麼；但是今天想起來，確有其深長的含意。

又有次晚飯後，一班同學圍著先生閒談，他說了兩個故事給我們聽。第一

個故事是：一條輪船從美國開到上海來，不幸中途在日本附近沉沒；船上

的旅客大多都被救起，祇有十一個人沉到海底死掉了。先生講到這裏就問

我們：「你們知不知道這十一個人為什麼會死呢？」有些同學說是：「不會

游泳」；也有些說：「運氣不好」。先生搖搖頭說：「你們都說錯了！這十一

個人是從舊金山回來的，他們帶了很多黃金，都綁在身上，所以到了水裏，

就沉下去了。」第二個故事是：有一個小孩子在街上玩的時候，無意中撿

到一張鈔票。……從此以後，他覺得低著頭走路是有好處的，所以每次上

街都低著頭找鈔票。結果，就在他走過馬路的時候，被一輛馬車撞死了。

這是兩則勸人不可貪財的寓言。尤其當我的年紀漸漸地大起來的時候，更

體會到先生當年教誨後輩的用心。
94 

 

吳稚暉是位布衣書生，不嗜山珍海味，生活簡樸。蔣經國寫到：「抗戰勝利

以後，先生回到上海，又住在他抗戰以前住過的那幢老房子內。有一次，我從東

北到上海，帶了兩條松花江的白魚送給他。先生說：我吃一條魚已經太多了，另

外一條，你去送給別人吧！松花江的白魚，在上海是不容易吃到的；送給別人，

別人一定很高興。讓人家高興總是好事！」
95
 

雖然改革的道路荊棘密佈、崎嶇難行，但蔣經國堅信「路是人走出來的」，

這點頗受恩師吳稚暉的影響。例如蔣經國遇到工作瓶頸時，經常去請教吳稚暉，

                                                 
94 蔣經國(1992)，〈永遠與自然同在—追憶吳稚暉先生〉，《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 冊)，臺北：行

政院新聞局，頁 531-532。 
95 同前註，頁 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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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說： 

 

有一次，我因為心裏很憂煩，在一個星期日的下午，又跑到五條通去請教

先生。我先把目前的政治環境和個人處境詳細說了一遍，先生說：「我知

道有許多人想用各種手段反對你，也有人造謠中傷你；但是這些事，想明

白了，算不得什麼！為了你的父親，為了你的同事，你都必須好好的做。

一個沒有被人打擊過的人，是不會成人的。我覺得你所受到的打擊還是太

少了。你現在不但是為了自己的工作，要好好幹下去；即使為了你的各種

各樣敵人，更應該好好的幹，因為任何敵人所希望的，是你放手、讓步、

不幹！」停了一下，先生又繼續說：「榮華富貴都是空的，一個人能憑良

心做事，那就好了，至於其他一切，還是能夠想得開看得遠來得好，以免

自尋煩惱。」這一段話，是先生在他那間很小、很暗的客廳裏指示我的。

老人嚴肅而有力的語句，帶給我很大的勇氣和力量。
96 

 

吳稚暉的人生觀豁達，即使連個人身後事都主張從簡，這種人生哲學，對蔣

經國的「人格特質」有著深遠的影響。蔣經國說： 

 

十二月一日，遵照先生的遺囑，將他的靈骨送到金門；僱了一條漁船，舉

行海葬。那天正午，海面風高浪勁，我同其他同志，把先生的靈骨慢慢地

安放到面對廈門的南海裏去了。當繩子脫離我的手掌的時候，心裏真是有

無限感慨；翹首遠眺，海闊天空，一望無際，這正是先生一生寬闊的胸襟；

波濤洶湧，潮汐來回，正是先生一生的堅強與信守。先生的肉體來自自然，

又歸還了自然，但是他留下的精神，將永遠與自然同在。97 

 

從以上的故事可以知道，吳稚暉儉樸的生活、堅毅的性格、豁達的胸襟，以

及勸人不可貪財的智慧，皆潛移默化影響蔣經國的人生價值觀。 

 

 

                                                 
96 同前註，頁 535。 
97 同前註，頁 536-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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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生活與工作經驗對蔣經國人格特質之影響 

 

一、俄國時期的生活經驗 

1930 年 5 月，蔣經國自托瑪契夫中央軍政學院畢業後，6 月底被任命派往莫

斯科列寧大學(前身是孫逸仙大學)中國學生訪問團擔任副指導員，參觀外高加索

地區和烏克蘭，並擔任翻譯。之後回到莫斯科，就生了一場大病
98，「在病中更深

感痛苦，思鄉之情更切」。99 

此後蔣經國的日子，經歷了許多勞動而困苦的生活。1930 年 10 月，蔣經國

到狄拿馬電器廠(Tinama Electrical Plant)當學徒，工作非常辛苦，他說：「在痛苦與

疲乏中，我所持的信念是艱苦的工作是一種自我磨練。但我月薪祇有四十五盧

布，如何維生呢？特別是那時蘇聯食物短缺兼且價昂，麵包要配給，魚肉的供應

亦非常有限。我常常空著肚子工作。」
100 他又說：「以勞工的生活，作自己的鍛

鍊。沒有經過勞動生活，是很難了解社會的構造、勞動的價值，和人民的痛苦。」

101「一個人假如沒有幹過苦活，就沒法看透社會的本質，更無從了解老百姓的疾

苦和工作本身的內在價值。在我看來，這是顛撲不破的真理。那時我亦深信，我

那種生活經驗將來會對我有好處。」102 

  1931 年 11 月，蔣經國被送到石可夫農村(Shekov Village) 103，這是莫斯科地區

最落後的鄉村104，農民教育水準很低，態度也很惡劣。蔣經國第一天到達時，被

當作外人，連一張牀都找不到，還睡在教堂的車房裏。農民還笑他說：「瞧！這

                                                 
98 蔣經國住進醫院的頭 3 天，根本不省人事，體溫常在 38 度與 39.5 度間，直到第 19 日才開始

自己吃東西，第 20 日才開始自己洗臉。蔣經國(1992)，〈我在蘇聯的生活〉，《蔣經國先生全集》

(第 1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33。 
99 蔣經國(1992)，〈我在蘇聯的日子〉，《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75。 
100 同前註，頁 76。 
101 蔣經國(1992)，〈我在蘇聯的生活〉，《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41。 
102 蔣經國(1992)，〈我在蘇聯的日子〉，《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76-77。 
103 「由於早些年蘇聯當局在這裏強制實行糧食征集制度，給農民留下『搶糧』的惡劣印象，由

於農民對全盤集體化政策的不滿和不理解，由於長期階級鬥爭宣傳造成人與人之間的對立情

緒，村子裏對蔣經國這個外來客並不歡迎，不但不歡迎，而且抱著懷疑和敵視態度。」李松

林、陳太先(2002)，《蔣經國大傳》(上冊)，北京：團結，頁 76-77。 
104 這裏的人每天所吃的不過是洋芋艿、黑麵包、鹽 3 種食品。蔣經國睡的房間是由幾十塊木板

搭成的，在牛棚的旁邊，他的牀是由 4 塊板及兩張木櫈擱成的。蔣經國(1992)，〈我在蘇聯的

生活〉，《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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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祇會吃麵包，不會翻土！」但是蔣經國以辛勤的工作態度逐漸贏得農民的同

情，他說： 

 

頭一天，我沒有停下來吃午飯，而且還一直工作到日落。回到教堂車房

時，我遍體痠痛。吃了一點東西，倒頭便睡。……不到四小時，天就亮

了。雖然我覺得身體比前一天還要痛，我還是起來到田間去。……第三

天，在工作中，想到了我的前途，故鄉溪口的良田，我慈愛的祖母，以

及我父母的諄諄教誨，不禁潸然淚下。第四天，我如常工作。到了第五

天，我的舉動已經引起了農民的同情。第六天，他們請我去參加他們的

會議。
105 

 

之後蔣經國被農民選派，代表他們洽談許多關於土地借款、購置農具及捐稅

等事情，以對農民有利的方式，為他們解決問題，此後農民再也沒有要求他去做

犁田等吃力的工作。同時，蔣經國被選為行政委員會副主席，由於主席臥病在牀

5 個月，因此實際上擔任主席的職務。蔣經國說：「每逢有機會，我總會研究一

下農村的生活情況。我對事物的細心觀察以及和別人的密切接觸，讓我得到了不

少知識。我相信這些知識日後會很有價值。」106在這段期間，蔣經國開始瞭解真

正的社會主義集體化農村生活。 

蔣經國在石可夫農村(Shekov Village)一年的時間中，由一個不受歡迎的陌生

人，藉由辛勤工作與誠懇態度，逐漸獲得農民的信任，使他相信只要苦幹實幹持

續做下去，終究會贏得別人的接受與尊敬
107。此外，蔣經國也利用機會研究農村

生活情形，「這段時期中所得的組織經驗，耐勞習慣，不為不多。」108 

                                                 
105 蔣經國(1992)，〈我在蘇聯的日子〉，《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78-79。 
106 同前註，頁 80。 
107 蔣經國此時生了一場大病，住在蘇弗雅(又譯作沙弗牙)的家裏，受到這位奶奶的照顧。村子

裏的農民不斷來探望他，並帶給他各種食物。1932 年 10 月底，當他離開農村的時候，農民

都來送行，還帶了蘋果雞鴨送給他，蔣經國對送行的人鼓勵說：「能夠打破困難的人，才能

得到最後勝利。今天你們很苦，但是明天一定將過快樂的生活。希望各位前進！」 農民特

別準備由 3 匹馬拉的馬車，送他到車站，這是俄國農村最客氣的禮遇。蔣經國(1992)，〈我在

蘇聯的生活〉，《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45-46。 
108 蔣經國(1992)，〈我在蘇聯的日子〉，《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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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 年元月，蔣經國被派到西伯利亞的艾爾它(Altai)礦坑做苦工109，在冰天

雪地的艾爾它，蔣經國度過了飢寒交迫的歲月，他形容「像地獄般的礦坑」裏，

有教授、學生、貴族、工程師、富農，甚至強盜一起做著挖礦的工作。他身邊有

兩位工人，各有不同的人生觀，睡在他右側的工人，就寢前會對他說：「一天又

過去了。我又朝人生旅程的終點，走近了一步。」而睡在他左側的工人，就寢前

會對他說：「一天又過去了。我距離重獲自由歸家，又走近了一步了。」相信這

兩種人生態度都讓蔣經國留下深刻印象。
110 

在和這些工人共同生活的 9 個月中，蔣經國與他們培養了強烈的友誼，當他

離開礦坑時，對於留下來的工人感到依依不捨，甚至情緒激動得差一點不能跟他

們說再見。 

此段煎熬的日子，蔣經國在肉體上固然極其痛苦，但相反地，對於精神的鍛

鍊卻有相當的益處。他說：「以後我會有些什麼遭遇？將來會有什麼事發生？我

想不到有什麼可畏！我既然在西伯利亞安然度過種種危險，我現在還有什麼好害

怕的？我安慰自己說，情況還能更壞嗎？我亦慶幸已經習慣了痛苦和折磨。」
111

相信此段經歷，讓他養成「樂觀」面對人生的堅毅精神。 

1933 年 10 月，蔣經國進入烏拉重型機械廠當技術師，依然利用此段時間持

續進修。他說：「近來工廠中事情很忙，沒有時間溫讀夜校的功課，昨晚上數學

課的時候，有一個問題不能回答，自覺非常可恥。所以今天比往日早起一個半小

時，預備溫習數學。雖在房中，但非穿大衣戴皮帽不可，所以讀書甚不方便。」

112 

有一次，總工程師對他說：「近來天氣非常寒冷，有許多機器中的機油已經

成為冰，祇好暫時停工，所以你所拼造的機器之零件，恐怕最近不能領到。」蔣

經國回答說：「這都是客觀的困難，祇要有耐心、堅決心，這許多困難都可戰勝

的。」同時，工人的工作態度和效率很差，工廠的組織也不完備，蔣經國認為：

「規定有系統的生產組織，整頓工廠中的紀律，才是根本辦法。」又有一次，他

                                                 
109 當時中共在莫斯科的代表陳紹禹(又稱王明)在給蘇共總部的密函裏說：「最好把蔣經國調去西

伯利亞的雅古特(Yakute)或艾爾它地，讓他在離莫斯科幾千哩的金礦裏工作。但千萬不要讓

他到遠東去。」蔣經國(1992)，〈我在蘇聯的日子〉，《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 冊)，臺北：行

政院新聞局，頁 81。 
110 同前註，頁 82。 
111 同前註，頁 83。 
112 蔣經國(1992)，〈我在蘇聯的生活〉，《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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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改良工廠生產組織建議書」，並指示：「各工人、各工程師、各工頭遵守時

間」；「減少書面報告，多做實際工作」；「工作時間中謝絕參觀」；「工作時間中不

准吸烟」；「工作時間中不准閒談」等提昇工作效率的要求，同時改良工資制度，

提高技術工人工資，減少無技術工人工資，重視生產品的質與量；「將各車間的

飯堂，歸車間主任直接管理」，以提高工人的飯菜品質。由於蔣經國時時刻刻監

督工作績效，使得工廠業績大幅進步。
113此段經歷，不僅讓他學會管理技能，更

對他將來回國從事行政及建設工作，甚有幫助。 

在蘇俄 12 年的歲月，蔣經國親身體會下層平民生活的真實面，同時受到托

洛斯基派的影響
114，培養他「民粹派」作風，經常深入民間訪貧問苦，同情底層

老百姓。這種「人格特質」，激發他立志擔任公僕相當大的動力。 

雖然有人認為：蔣經國的蘇聯生活經驗，使他學會將共產黨的鬥爭方法，運

用在當時中國亂盪不安的亂局中，不但順利逼退政敵的威脅，同時一步步邁向權

力核心的顛峰；加上俄籍妻子蔣方良的出身背景，都讓人易於將他貼上「共黨同

情者」的標籤。但蔣經國對此種評價，提出他個人的看法： 

 

被折磨了十二年的我，對共產黨人摧殘年輕人的種種狡獪惡毒手段非常清

楚。他們首先巧言令色地欺騙年輕人，蠱惑他們，以及麻醉他們的思想，

然後就採取恐怖手段來擺佈及摧毀他們的人格。他們的最終目的，就是去

除個人的自由意志，使人變成帶上枷鎖俯首聽命的奴隸。這些仰仗暴力及

異端邪說的赤匪就如設置陷阱的人一樣。年輕人假如沒有相當勇氣、決

心、以及冒險犯難的精神，一旦失足其間，就難以自拔。
115 

 

此外，蔣經國對於俄國封閉社會深惡痛絕，對於開放社會則非常嚮往。他認

為打破封閉社會，邁向開放社會的歷程，就是「現代化」的表現，而其中的動力，

就得靠主政者的智慧與勇氣。蔣經國處在封閉及開放社會的轉型期，先後主持地

                                                 
113 同前註，頁 47-54。 
114 蔣經國(1992)，〈我在蘇聯的日子〉，《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69-70。 
115 蔣經國(1992)，〈我在蘇聯的生活〉，《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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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及中央政務，其智慧與勇氣，皆源自於他在蘇聯顛沛流離的生活經驗。116 

大致而言，蔣經國在 1925 年至 1937 年身處蘇俄，正是他形成世界觀的關鍵

時期，蘇聯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史達林模式，包括：計劃經濟、統制經濟、集

體農業、肅反擴大化、加強政治工作、控制意識形態、殘酷鎮壓敵對勢力等，必

然令他印象深刻。 

即使蔣經國曾是托派的支持者，多年來也是俄共的候補黨員，但他從未贊成

史達林的做法，也認清「共產主義的兇殘與醜陋的本質」，更預知「社會主義不

會在蘇俄成功」。經過 12 年的蘇俄經驗，他在日記寫到：「我在這段歲月中，雖

然身心均遭受創傷，但亦看清楚了共產國際的真正本質和蘇共及中共的本來面

目。這十二年給我的教訓深烙我心，永遠都不會淡忘。」
117 

總而言之，蔣經國在俄國的生活經驗，養成吃苦、耐勞及儉僕的習性118，對

農工小民深具同情心，皆影響其日後從政態度及施政理念。 

 

二、江西時期的工作經驗119     

蔣經國從蘇俄回國後，1938 年元月 4 日在贛南初試啼聲，開啟從政生涯的第

一步。120當時為中日戰爭初期，國軍從江西省省會南昌撤退，他說： 

                                                 
116 封閉社會具有 2 點特徵：(一)由一群相近似的有機體所組成的社會，諸如：共犯難、同甘苦、

血族關係、共同生活、分享共同的成果等；(二)由具體的個人所組成的團體，而不是純由分

工勞動、貨物交換等這些抽象的社會關係，將彼此連結在一起，例如：相互接觸、彼此聞問

等。 
開放社會具有 2 點特徵：(一)自由討論與理性批評：尤其是對政府的政策是否明智，自由討

論與合理批判，應為社會所容許，且對政治有實際影響；(二)社會制度的存在，應是為了保

護自由、窮人與弱者。 
117 蔣經國(1992)，〈我在蘇聯的生活〉，《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89。 
118 「蔣經國在俄羅斯生活十分艱困，……有一次搭火車到蔣方良的老家，漫長的火車之旅沒東

西可吃，當時蔣孝文還在襁褓中，三人輪流含一顆結晶鹽，蔣方良含過放入孝文的嘴，過不

久再嘔出來放入蔣經國的嘴。」陳靜宜，〈蔣經國飲食故事—那些有情有味的日子〉，《聯合

報》，2008.5. 1，版 D10。 
119 「贛州市政府各級中共官員對蔣經國都有不錯的評價，當地絕大多數民眾也稱許蔣經國是真

的為百姓做了許多好事，因此有關他的舊址和遺跡，目前都被妥善的保存下來。……當時蔣

經國剛從蘇聯回來，為老百姓做了一些實事，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中國時報》，2003. 9. 

29，版 A12。 
120 跟隨蔣經國建設新贛南的王昇將軍說：「經國先生在贛南擔任第四行政區的專員，是他對國家

奉獻的開始，也是他的才能、魄力、膽識一種最初的考驗。……當時的贛南是一個比較落後

的地區，交通非常不方便，物產也不豐富，可以說是民生疾苦，教育不普及，而盜匪十分猖

狂，地方上土豪劣紳比強盜土匪更是為害百姓，這樣一個貧窮落後，而又充滿危險的地方，

經國先生卻選擇作為他服務公職的第一步。」王昇，〈王昇上將談經國先生〉(上)，《青年日

報》，2005.1.13，版 10。 



第二章  蔣經國人格特質之內涵 

 81

 

淒風冷雨打在我的身上，襲到我的心頭，不禁又有國家動盪風雨飄搖之

感。深深的感覺到在此國家危急存亡之秋，正是我們青年報效國家的時

機，人人都應以全力來貢獻國家以盡國民的天職，於是不顧環境如何困

難，責任如何繁重，就下定了來贛南的決心，並且堅定了不怕一切困難

的意志。
121 

 

蔣經國初任省保安處副處長，並兼任江西省青年服務團總隊長、江西省保安

處新兵督練處處長，1939 年 6 月 11 日擔任江西省第 4 行政區督察專員
122，兼任

保安司令、贛縣縣長、贛州傷兵管理分處少將處長。
123蔣經國「沒有架子，平易

近人，和士兵生活在一起，同住宿、同起床，共同吃大鍋飯，官兵一體，親如家

人。」124生活起居，和老百姓打成一片。125 

行政督察專員本來是一個虛級單位的主管，一不徵稅，二沒有多少工作可

做，然而蔣經國卻把它當作一個行政區域主管的實缺來做。「他每天走八十公里，

不久就走遍一五○○公里，到處與農民、商人、公務員、藝文人士和難民交談。」

126蔣經國說： 

 

在贛南，我一共步行了二千八百五十里路，經過了九百七十四條橋，其中

有七百十四條需要修理的，八十四條是不能走的，祇有三、四十條是新修

理的，但是，也不十分堅固，其餘的橋都是用一根杉木搭成。我經過一百

八十九個茶亭，祇有二十一個是最近修理的，有四十二個已經簡直不能坐

人。至於在水利工程方面，我所看到的四十三個水利工程，已經有三十九

                                                 
121 漆高儒(1991)，《蔣經國的一生》，臺北：傳記，頁 27。 
122 第 4 行政區下轄 11 個縣，包含：贛縣、大庾、南康、信豐、贛南、定南、虔南、上猶、崇義、

安遠、尋鄔，面積約 2 萬 3000 平方公里。江南(2006)，《蔣經國傳》，臺北：前衛，頁 95。 
123 上述各種事件年月，均根據張瑞成編撰的《蔣經國先生記事年表》。蔣經國(1992)，記事年表

(上)，《蔣經國先生全集》，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65。 
124 江南(2006)，《蔣經國傳》，臺北：前衛，頁 95。 
125 前贛州女中學生葉菊貽說：「我們覺得專員公署的署長很年輕、又有活力。冬天很冷，新贛南

有個地方叫精神堡壘，路程差不多有十幾里的樣子，他帶著學生跑，自己也跑，所以在學生

的印象中，覺得這位領導者讓我們非常敬佩，他的生活起居，都是很普通、很平實，就跟普

通的老百姓一樣，他一點都沒有官架子。」紀錄片(2006)，臺北：東森新聞臺：「關鍵時代—

蔣經國的旅程」。 
126 陶涵(Jay Taylor)著，林添貴譯(2000)，《臺灣現代化的推手—蔣經國傳》，臺北：時報，頁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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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壞得要修理的。127 

 

可見蔣經國親自巡視地方基礎建設，並仔細記錄訪察過程作為施政依據。此

外，為了整頓當地不良的社會風氣，他下令禁賭
128、禁煙、禁娼129，令出必行，

禁得十分徹底。「除暴安良
130，掃蕩惡習的一系工作，贛南人十分感激，稱他為

『蔣青天』」131。然而蔣經國不願意被稱為「青天」，他說：「掃除政治上的黑暗，

沒有陰霾天，沒有烏雲蔽日，是公務員應盡的職責，我做的事太少了，『青天』

一詞不敢當。」
132 

1940 年元月 27 日，蔣經國提出「推行新政治，建設新贛南」主張，計劃在

3 年內達到「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飯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書讀

133」的「五有」目標。1341943 年 8 月，蔣經國提出 5 年建設計劃，在行政會議上，

通過「各縣各級學校普遍實施公費入學」、「成立新贛南國民經濟建設公司」、「推

行人民義務勞動力」及「耕者有其田」等方案。  

                                                 
127 蔣經國(1992)，〈吃苦冒險創造建設新贛南〉，《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3 冊)，臺北：行政院新

聞局，頁 25。 
128 一位贛州市信豐縣的官員回憶：「當時贛南賭風熾烈，賭場規模不輸給澳門，蔣經國雖然頒佈

了禁賭令，但場主與地方官員狼狽為奸，加上賭場都有警衛看哨，很難查獲。為了貫徹禁賭

令，蔣經國從當地最大的賭場開刀，他頭戴小帽，親身裝扮成賣清湯(即餛飩)的小販，利用

賭徒吃宵夜叫小販送清湯到賭場的機會，率領隨從一舉清剿了賭窟，這個故事在贛州市是家

喻戶曉的。」《中國時報》，2003. 9. 29，版 A12。 
129 「贛南禁娼也是蔣經國展現施政魄力的最好例子。贛州博物館即有資料文章指出，當時贛南

十一個縣共有妓女戶一百五十家，妓女近七百人，而禁娼比禁煙、禁賭難度更大，原因是當

時妓女戶都是向政府登記有牌照的，同時也是繳稅(當時稱「花捐」大戶)，要禁娼勢必會減

少大筆地方財政收入。一九三九年六月頒佈禁令後，地方士紳和南昌省政府官員聯手出來講

情，妓院老板也提出願意增加稅額，甚至有老鴇跑去官署鬧場，但蔣經國都不為所動，斷然

執行命令，關閉所有妓院，令各縣停收「花捐」，並且撥款建立婦女工廠，安排妓女到工廠

從良，學習生活技能，隔年底贛南娼妓幾近絕跡。」同前註。 
130 「贛州市章貢區一位九十來歲的老者，也述說了一則蔣經國打擊奸商囤積居奇的真實故事：

贛縣縣城內有個賣米的大商賈囤積大量白米，被蔣經國知道後，有天蔣經國手挑扁擔、肩背

麻袋，巧扮買米長工，當老板帶他到藏米地方取米時，蔣經國從容拿出名片，要求奸商立刻

到專署衙門來報到。」同前註。 
131 陶涵(Jay Taylor)著，林添貴譯(2000)，《臺灣現代化的推手—蔣經國傳》，臺北：時報，頁 80；

同註 115，頁 98。 
132 漆高儒(1991)，《蔣經國的一生》，臺北：傳記，頁 38。 
133 「任職贛州市博物館的劉長齡，對於蔣經國十分重視教育表示推崇。他指出，蔣經國在贛南

任內，重視教育，搞了中華兒童新村和很多保育院，收養孤兒和抗日陣亡將士的遺孤；同時

也辦了正氣中學，還準備辦正氣大學，可惜因日軍攻入贛南，沒辦法建。蔣經國當時的設想

是，從托兒所到大學，小孩一出世就進入社會，由社會來撫養和教育成人。」《中國時報》，

2003. 9. 29，版 A12。 
134 蔣經國(1992)，〈樂觀奮鬥赤手空拳打天下〉，《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3 冊)，臺北：行政院新

聞局，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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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多年的努力建設，《紐約時報》記者艾特金森，在 1943 年 11 月 5 日報

導：「經國的改革計劃使得贛南地區面貌一新。戰前只有三家工廠，現在已有四

十四家工廠，包括一家酒廠、一家麵粉廠、一家火柴廠，若干紡織廠。透過一年

兩作及新的農耕方法，贛南原本是糧食嚴重短缺的地區，現在的產量卻足可供應

十個月的消耗量，預期到了一九四四年就可完全自給自足。」
135 

由此篇報導可知，贛南的經濟建設已經達到一定水準。蔣經國曾檢討贛南的

行政措施，他說： 

 

經過四年的奮鬥，贛南的社會，總算是走上了新的光明的道路，建設新贛

南的三年計畫，亦已經得到了初步的成功，這是大家最大的功勞，亦是大

家光榮的名譽。……我們的確鋪了不少的路，修了不少的橋，造了很多的

學校，建築了很多的水利工程，造了許多的農林場，開墾了許多的荒……

這都是人民的血汗所造成功的建設事業，……但是今天不是說好話的時

候，而是應當多多檢討缺點和錯誤的時候。我們決不可以滿足於今天的成

就，而要爭取明天更大的成功。
136  

 

由此可見他對於基礎工程甚為重視，時時檢討工作缺點，並不滿足於現狀。 

此外，蔣經國行事力求平民化，他到各縣巡視時，不希望有上層指派的侍從

人員相隨，經常走訪基層民眾，自許為親民愛民的公僕，同時興辦公僕學校，訓

勉所屬公務人員。蔣經國說： 

 

我們是人民的公僕，就當以犧牲自己的代價來為人民造福，要認為祇有人

民獲得快樂享受，才是我們精神上的快樂享受，假使我們貪圖絲毫物質享

受的私慾，那就是破壞新贛南建設的阻力和危害人民福利的蟊賊。我們是

人民的公僕，就得接近廣大民眾，……體諒人民，誠心來對待他，這才能

發生親密濃厚的情感，大家協力互助，建設新贛南才有穩固的基礎。……

我們是人民的公僕，吃人家不能吃的苦，冒人家不敢冒的險，創造人家未

                                                 
135 陶涵(Jay Taylor)著，林添貴譯(2000)，《臺灣現代化的推手—蔣經國傳》，臺北：時報，頁 117。 
136 蔣經國(1992)，〈勇敢地來悔過來改過—克服贛南的政治危機爭取更大的事業勝利〉，《蔣經國

先生全集》(第 15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286-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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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創造的事業，這是我們正常責任，也是公務員應盡的義務。137 

 

蔣經國不喜歡別人歌功頌德，例如新贛南的涼亭有一標語寫「蔣經國是贛南

人民的救星」，他看到後，立即找人撕去，並查明何人所寫，予以警告。又有一

次，蔣經國看到司令部特務排營房內有「專員是我們的燈塔」標語，一樣立即找

人撕去，並由專員公署保安司令部通令各縣縣府、各學校及各部隊，今後嚴禁繕

寫此類標語，如有已寫者， 如「擁護蔣專員」等，應立即撕去抹掉。
138 

蔣經國在贛南的經歷，漆高儒曾寫過一段話總結： 

 

蔣經國建設新贛南最大的成就，是地方官都有走遍鄉村吃苦愛民的精神。

原來民國建成之後，地方官的縣長，還是保留帝制時代的規格，縣知事的

出巡鄉村，都是坐轎或騎馬，雖沒有「肅靜」、「迴避」的牌子，但是官與

民仍保有一定的距離，官和民是不會親熱握手的。百姓向官吏不是跪拜也

要鞠躬為禮。只有蔣經國是嶄新的作風，他以兩條腿為交通工具，走遍贛

南的窮鄉僻壤。他是專員，管十一個縣，面積等於臺灣。蔣經國在贛南五

年，差不多有一半的時間是在鄉村，他對農村了解的情況，非常清楚，所

以他所主持的建設計畫，不是閉門造車，而是針對實況來推行改進縣政的

工作。他到贛南時是三十歲不到的壯年，離開時也不過三十五歲，這是他

的黃金歲月，滿身幹勁的獻給贛南。這位背後被人稱「太子」的專員，遠

比任何一個官吏更親民，更平民化，這就是最可貴的政治品質，最令人敬

仰的地方。139 

 

建設「新贛南」是蔣經國政治生涯的起點，他對於贛南這塊土地想必投下相

當的心血，甚至在最後離開贛南時，還真情地流下男兒淚。140 

                                                 
137 蔣經國(1992)，〈我們是人民的公僕〉，《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

頁 95-96。 
138 漆高儒(1991)，《蔣經國的一生》，臺北：傳記，頁 38。 
139 漆高儒(1997)，《蔣經國評傳—我是臺灣人》，臺北：正中，頁 81-82。 
140 「抗戰的最後生死存亡之期，蔣公在這個重要關頭，號召全國青年從軍，就是大家所熟知的：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年十萬軍』，誰來擔負這個重任，於是想到了遠在贛南的大兒子，

要他離開地方，走向中央，而經國先生則以建設贛南有責，不願輕易離開，蔣公再三電召，

民國三十四年四月贛縣遭日軍攻擊，蔣公派了一架專機，在贛縣陷落的前一天揮淚離開辛苦

治理的贛南。經國先生流著淚上機的情景，是他的副司令劉上校，及幾位科秘親見的，他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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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擔任東北外交特派員的工作經驗 

日本投降後，國民政府派熊式輝為東北行轅主任，蔣經國擔任外交部特派

員，負責東北接收事務。
1411945 年 10 月，蔣經國自重慶前往東北，與蘇聯東北

總司令馬林諾夫斯基(Rodion Malinoujlsy)進行交涉。同年 10 月 26 日及 11 月 6 日，

蔣經國以書信向蔣介石報告交涉過程： 

 

蘇方態度自二十一日起突然惡變，昨今二日蘇軍並在長春城郊做大規模演

習，長春警察局長亦已改派共黨接任，本黨黨部已被封閉，日內恐將借執

行最高權力之名，限制行營活動及檢查郵電。
142……由於與馬林諾夫斯基

及其它人員之談話中，可知東北局勢之變化，係受美蘇關係及中央與共黨

衝突之影響，蘇方恐我國軍隊進入東三省後，將支持美國在東北之利益，

甚至未來戰爭中，我軍有被美國所用之可能，故不願我國大軍開入東北。

但根據條約，蘇方不得不撤兵，同時亦無法禁止我軍開入東北，故決定造

成混亂局面，使我中央一時不能順利接收東北，此乃蘇聯最近一切設施之

主要原則。馬氏曾屢次作對美國不滿之表示，並在語氣中常含有中國不應

過於依靠美國之意。
143 

 

由於蘇聯態度突變，蔣介石決定改派蔣經國為私人代表前往莫斯科，與史達

林討論中蘇外交問題。兩人分別於 1945 年 12 月 30 日及 1946 年元月 3 日舉行兩

次會談，會談內容以國共關係及中蘇關係為主。蔣經國事後回憶說： 

 

民國三十四年十二月，東北交涉發生最後一次困難的時候，父親為了要解

決東北和中、蘇有關的許多問題，派我以私人代表的資格再去訪問史達

林。當時史達曾經對我說：「你們中國人要明白：美國人想要利用中國作

為滿足他的利益的工具，他必要的時候，是會犧牲你們的！蘇聯願意把本

                                                                                                                                            
這個地方的人民，留有深厚的感情。」漆高儒(1991)，《蔣經國的一生》，臺北：傳記，頁 43-44。 

141 當時的東北情勢混亂，蘇聯在日軍投降後佔領東北地區，將工業資源及設備運回蘇聯，更將

沒收之日軍武器轉交中國共產黨，鼓勵中國共產黨佔領東北。原因在於蘇聯擔心國民政府接

受美國的大力支援後，美國將藉由國民政府的影響力深入中國，對蘇聯在遠東地區的勢力造

成挑戰。 
142 蔣經國(1992)，〈為報告蘇軍限制我行營活動上父親函〉，《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5 冊)，臺北：

行政院新聞局，頁 340。 
143 同前註，頁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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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生產機器、汽車以及中國所沒有的東西供給中國；同時，也希望中國

能把自己出產的礦物、農產品供給蘇聯。蘇聯又可以幫助中國在東北建立

重工業，並發展新疆的經濟；但是，我再三聲明，也是我最大的一個要求：

你們決不能讓美國有一個兵到中國來，只要美國有一個兵到中國來，東北

問題就很難解決了。」……「我的經濟顧問最近會到長春去的，我要他和

你見面；我並且告訴他：只要國民政府能保證今後美國不在東北得到利

益，我們蘇聯一定可以作必要的讓步。」……「蘇聯並不反對中國和美國

建立關係，因為美國也可能幫助中國作經濟上的建設；但是希望你們千萬

不要信賴他。」
144 

 

此外可見，蘇聯不斷以各種理由阻撓國軍與美軍接收東北行動，甚至希望完

全排除美國在東北的影響力，使得蔣經國與蘇聯的交涉過程更加不易。即使如

此，蔣經國對於東北問題依然抱持「強烈的國家、民族及歷史使命感」，他說：「總

之，今日東北情形，確已至無可再忍之地步，但為顧及接收東北之重要，非盡最

後之努力，決不可輕易放棄。」
145 

雖然東北外交問題，由於國內反蘇勢力逐漸擴大146，加上蘇聯在東北遲不撤

兵，以及國、共內戰等因素，最後國民政府在「政治協商會議」通過決議，結束

談判交涉「地方化」(也就是將中蘇談判的權力由東北長春交回中央外交部)，並

停止蔣經國的外交部東北特派員任務147，不過此次外交實戰歷練，對於蔣經國瞭

解國際事務甚有幫助，同時也加強其內心的反共思想。 

 

 

 

 

 

                                                 
144 蔣經國(1992)，〈我的父親〉，《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241-242。 
145 蔣經國(1992)，〈為報告東北局勢變化原因上父親函〉，《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5 冊)，臺北：

行政院新聞局，頁 349。 
146 「行政院長宋子文採取『置身局外，漠不關心』的態度。在 C.C.派的策劃與鼓動下，二月二

十二日在全國若干城市爆發了大規模的『反蘇』大遊行。遊行示威的群眾搗毀了重慶新華日

報社辦公室，衝進了蘇聯大使館。」陶涵(Jay Taylor)著，林添貴譯(2000)，《臺灣現代化的推

手—蔣經國傳》，臺北：時報，頁 149。 
147 同前註，頁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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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上海時期的工作經驗 

1948 年上半年，國民政府軍事失利，財經幾近崩潰
148，同年 8 月 19 日，行

政院頒佈「財政經濟緊急處分令」，凍結市場價格與法幣，改發金圓券。蔣經國

被任命為上海經濟督導員，派往上海管制經濟，當時很多人都認為這份工作棘手

而不願意做，漆高儒就認為是在「跳火坑」
149；前上海戡建大隊總隊長王昇也說：

「他明明知道是個火坑，他還是勇敢地跳下去，這是他的個性，只問是非，不問

成敗。」
150蔣經國回憶說： 

 

民國三十七年，我在上海擔任管制經濟工作，開始的時候，我就深深感到

責任的重大，曾經考慮過是不是應該去擔任這項工作。在「荒漠甘泉」九

月九日那天的記載裏，有一段說：「有一次，一位羅馬的兵士執意要向某

路前進，他的嚮導告訴他：『這條路是很危險的，一不當心，就會喪命。』

這位羅馬兵士回答說：『去是必須的，活不是必須的。』」這是一段多麼動

人的記載！我始終認為，革命幹部都應該抱著一種「去是必須的，活不是

必須的」精神，打破自私的小我觀念，為國家，為同胞，切實地負起責任

來，做完自己應做的工作。
151 

                                                 
148 財政赤字：1946 年，財政支出為 7 萬 5000 餘億元，赤字近 4 萬 7000 億元，超過全年財政收

入 1.6 倍，占整個支出的 62%。1947 年，財政赤字達 29 萬 3000 億元，赤字率達 67.6%。1948
年 7 月底，實際支出已達 655 萬億元，造成 434 萬餘億元的赤字。 
通貨膨脹：1946 年 6 月，法幣發行量達 2 萬 1170 億元，比上月增加 17.9%；12 月為 3 萬 7261
億元，比上半年前增加 78%。1947 年底為 33 萬 1886 億元，比上年底增加 7.9 倍。1948 年 8
月 19 日，為 604 萬 6428 億元，比上年底增加 17.2 倍。 
物價上漲：1947 年全國物價經歷了 4 次漲風，第 1 次為年初至 2 月底，物價總指數上昇 68%；

第 2 次為 4 月下旬至 7 月中旬，上昇 100%；第 3 次為 9 月中旬至 10 下旬，上昇 74%；第 4
次為 11 月中旬至年底，上昇 30%。 
美元對法幣的比價急速上昇：1946 年 2 月的官價，1 美元值法幣 2020 元。1947 年底，1 美

元值法幣 7 萬 7636 元，比 1946 年 2 月的官價增加 37.4 倍。1948 年 8 月，1 美元值法幣 709
萬 4625 元，比上年底增加 90.4 倍，也比 1946 年 2 月增加 3511 倍。 
黃金價格急速上漲：1947 年 2 月，每兩黃金的市價為 61 萬 6000 元，到年底已漲到 85 萬元，

上漲了 12 倍。1948 年 8 月，每兩黃金 5 億 3960 萬元，比上年底增漲 62 倍。以上統計數字

轉引自陸仰淵、方慶秋主編(1999)，《民國社會經濟史》，北京：中國經濟，頁 794-810。 
149 漆高儒(1991)，《蔣經國的一生》，臺北：傳記，頁 63。 
150 紀錄片(2006)，臺北：東森新聞臺：「關鍵時代—蔣經國的旅程」。 

王昇將軍說：「經國先生當年在上海實施經濟管制工作，實際上那是他所經歷的一次最慘烈的

戰鬥，他所面對的是來自各方面的敵人：首先他要面對的是中共利用鄉村包圍城市的經濟作

戰，使上海成為一個四面受敵的孤島；其次要面對的是上海惡勢力，包括當地政府與高級官

員、屯積居奇的商人、自私自利的特權份子。」王昇，〈王昇上將談經國先生〉(上)，《青年

日報》，2005.1.13，版 10。 
151 蔣經國(1992)，〈勝利之路(上)〉，《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557-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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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見當時他是以「赴湯蹈火」、「捨我其誰」的心態，來接受這份工作。然而

經歷了 70 多天的努力，管制經濟工作仍告失敗，蔣經國辭卸職務，於 1948 年 11

月 2 日，撰寫「別矣上海」表達心聲： 

 

在七十天的工作中，我深深感覺沒有盡到自己所應盡的責任，不但沒有完

成計劃和任務，而在若干地方，反而加重了上海市民在工作過程中所感受

的痛苦，我決不願將自己應負的責任，推到任何人身上去，同時也決不因

遇著挫折，而放棄自己的政治主張，我堅決相信，自己所指出的「上海往

何處去」道路，是絕對正確的，今天除了向政府自請處分以明責任外，並

向上海市民表示最大的歉意。這裡我非想要求得市民的原諒，而是表明自

己對市民應負的責任心，我懇切希望上海市民應用自己的力量不再讓投機

奸商、官僚政客和地痞流氓來控制上海，我始終認為上海的前途，一定是

光明的。
152 

 

同年 11 月 2 日，蔣經國在日記寫到： 

 

限價已經開放，七十天來的努力，已一筆勾消。回想起來，真是惶恐萬分，

今日發表告上海市民書，承認自己未能盡責完成任務，並且在若干地方，

在工作過程中，增加了人民的痛苦，所以應向政府自請處分，而同時向市

民表示最大的歉意。但是決不放棄自己既定的政治主張。這個文告，結束

了「上海工作」。下午召集重要幹部二千人說明自己的態度，並指出決不

掛白旗，而且要繼續努力。153 

 

    雖然上海管制經濟工作失敗，但蔣經國並不推卸責任，即使面對困難和挫

折，也不放棄自己的政治主張，並對於上海的未來，始終抱持「樂觀」的態度。 

蔣經國於此段時間學會了以「喜樂的心」代替「憂傷的靈」154，「樂觀」面

                                                 
152 陶涵(Jay Taylor)著，林添貴譯(2000)，《臺灣現代化的推手—蔣經國傳》，臺北：時報，頁

174-175；漆高儒(1991)，《蔣經國的一生》，臺北：傳記，頁 62。 
153 蔣經國(1992)，〈滬濱日記〉，《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361。 
154 「喜樂的心乃是良藥；憂傷的靈使骨枯乾。」《聖經》(新標點和合本)(1996)，香港：聖經公

會，頁 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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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現實環境，同時也可看出基督教信仰對他的影響。蔣經國說： 

 

後來，上海經管工作失敗了，自然我內心也感到非常痛苦煩悶。在「荒漠

甘泉」十月十六日的一段記載裏說：「喜樂能使工作順利，當我們帶上喜

樂的翅膀時，我們的工作也會做得快了。憂鬱是會減去這種翅膀的；換言

之，憂鬱能拿去我們工作的車輪，使我們的車輪像埃及人的車輪一樣，脫

落難行。」這一段話，就是告訴我們，愈是在痛苦困難的時候，愈是要樂

觀，絕不要存有絲毫憂鬱之感。因為憂鬱會使一切事物變得不可愛，會使

一切希望變成黑暗，而喜樂則是相反的。
155 

 

五、兩岸分裂初期的工作經驗 

 

(一)、擔任情報工作的經驗 

    國民政府遷臺後，總結大陸失守的教訓，情報工作失敗是一大主因。
1561949

年 8 月 20 日，「政治行動委員會」在臺北成立，隨後改為總統府機要室資料組，

由蔣經國擔任組長，開始在臺的情報工作。 

情報工作是一份吃力不討好的差事，然而蔣經國衡量國家處境後，毅然決然

接下這份工作。雖然友人曾規勸他，叫他不要擔任情報工作157，不過蔣經國認為

「他們都忽略時代的需要，也不瞭解現實的環境」158，「過去有許多人把情報工

作人員看做馬快、探子和包打聽。其實這正是一種最堅苦卓絕的革命的神聖工

                                                 
155 蔣經國(1992)，〈勝利之路(上)〉，《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558。

考門夫人(1992)，《荒漠甘泉》，臺北：主力文物，頁 347。 
156 蔣介石說：「過去情報機關一般的缺點，不是磨擦傾軋，爭功諉過；就是招搖撞騙，同流合污。」

蔣經國(1992)，〈論工作作風〉，《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4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21。 
157 作家柏楊回憶他在救國團擔任副組長時，曾經看過蔣經國致黨團高級幹部的簽名密函，大意

是：「有很多同志反對我接管情治機關，認為那是一種特務工作，不符合我的身分。……關

於情報治安工作的法律問題，我曾經和戴笠同志談過，他說：『革命就是法律，我們身負革

命重任，不能處處遵守法律。國家危急存亡之秋，以此與大家共勉。』」柏楊 (1996)，《柏楊

回憶錄》，臺北：遠流，頁 216。 
158 蔣經國說：「最近有幾位知己朋友向我坦率表示：他們說，不論為了工作也好，為了黨國設想

也好，希望我要丟開情報工作，因為這是一件吃力不討好，又沒有前途的工作。他們的話出

於好意，就個人言，固可感謝，然而，他們錯了，他們都忽略時代的需要，也不了解現實的

環境。……我們今天從事情報工作，倘使祇是顧慮個人的利害，拘泥歷史的陳跡，以成敗論

是非，以得失定善惡，簡直不配革命，所以我們對一切工作切勿為自己打算，祇要是對革命

有貢獻與需要的，那就不管成敗利鈍，不避勞怨艱苦，堅忍不拔，戮力以赴。這就是革命者

應取的態度。」蔣經國(1992)，〈要負責負全責負責到底〉，《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4 冊)，臺

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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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做情報工作的人員，應該要具有墨家的摩項放踵的精神，基督教的『背

十字架』的精神，和佛家的『我不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
159又說：「即

使跳火坑，也要硬著頭皮跳下去。」160由此可見蔣經國「強烈的國家、民族及歷

史使命感」的「人格特質」。 

 

(二)、擔任救國團主任的經驗 

    1952 年 10 月 31 日，中國青年反共救國團於臺北成立
161，蔣經國擔任創團主

任，規定以下幾點原則： 1、工作內容以服務、輔導青年為主，不參與實際政治

活動；2、不強調個人團員，以學校團體為團員，不發給團證；3、工作人員若有

意參選公職，選前 3 個月必須辭職，團組織也不能為任何人助選；4、不在海外

發展組織，以免鞭長莫及，徒增政治紛擾。
162 

    早期救國團成立時，青年活動以「反共愛國」及「精神武裝」為主調，例如：

金門馬祖戰鬥營、戰鬥文藝營、自行車長征隊等；到了 1960 及 1970 年代，由於

時局較穩定，經濟逐漸提昇，蔣經國提出「寓教於樂」方式，增加許多科學性及

教育性的活動，例如：農村調查、採集標本、生態研究、發掘文化遺址，以及科

學新知研習會等。163 

蔣經國對於救國團辦活動的安全性特別重視，早年屏東空軍機場舉辦跳傘活

動，他在觀看完畢後，立即指示：「這活動太危險了，明年停辦。」164此外，蔣

經國也告誡救國團人員不可對學生體罰165，並顧念青年的經濟狀況166，儘量以節

                                                 
159 蔣經國(1992)，〈論工作作風〉，《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4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32-33。 
160 漆高儒(1991)，《蔣經國的一生》，臺北：傳記，頁 81。 
161 「總團部設有若干組，最初以數字為順序，以後取消數字，直接標出工作的內容，像青年活

動組、青年服務組、文教組、婦女組……等，具有政黨組織的雛型，蔣經國是主任，胡軌是

副主任，李煥是主任秘書。」柏楊 (1996)，《柏楊回憶錄》，臺北：遠流，頁 146。 
162 蔣介石指出救國團的 3 點特質：教育性(給予青年正確的革命教育)、群眾性(團結青年參加反

共抗俄的戰鬥)、戰鬥性(提高青年戰鬥精神，提倡戰鬥生活)。林蔭庭(1998)，《追隨半世紀—

李煥與經國先生》，臺北：天下遠見，頁 63-65。 
163 茅家琦(2003)，《蔣經國的一生與他的思想演變》，臺北：臺灣商務，頁 217。 
164 林蔭庭(1998)，《追隨半世紀—李煥與經國先生》，臺北：天下遠見，頁 71。 
165 蔣經國說：「對學生一定要採用誘導勸勉的方法，絕對不能體罰。……你們處理學生問題時，

如有體罰的意念，就要想到，對面站的就是蔣經國。你要打，就是打蔣經國；要罵，就是罵

蔣經國。」同前註，頁 71-74。 
166 立法委員李慶華在中國國民黨紀念蔣經國百年誕辰座談會中說：「蔣經國希望救國團主動關切

工讀學生、殘障學生和僑生。在新聞剪報發現兩名小朋友救人殉身，也批示救國團對這兩名

小朋友家中經濟情形加以查告，足見蔣關懷弱勢用心。」《中國時報》，2009. 4. 11，版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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省為原則167。 

 

(三)、協助大陳島軍民撤退的經驗
168 

    1954 年元月，中共華東軍區提出攻取大陳島計劃，11 月 1 日開始攻擊大陳

地區，包括空軍轟炸及海軍襲擊。1955 年元月 18 日，中共進犯一江山島(面積 1.2

平方公里)，發生「一江山島戰役」，元月 20 日，一江山島淪陷，共軍傷亡 1400

餘人，國軍約有 700 人戰死、300 人受傷被俘。「一江山島戰役」期間，國民政府

於 2 月 5 日召開軍事會議，為顧及大陳島居民安全，決定執行「金剛計劃」，由

蔣經國負責軍民撤退事宜。在美國第 7 艦隊的掩護下，於 2 月 3 日至 25 日，自

大陳地區撤退完畢。
169總計撤出國軍 2 萬 5000 人、居民 1 萬 8000 人。170當時蔣經

                                                 
167 例如 1959 年 5 月，救國團軍訓組為提振學生軍訓精神，希望下個學期每名學生都能做雙皮鞋。

當時市面上皮鞋一雙 12 塊錢，軍訓組與某廠商議價後只需 8 塊錢，預定下個學期各高中開學

時，每個學生多繳 8 塊錢來購買皮鞋。當時軍訓組的調查發現，校長們都表示支持，此外有

72%的家長贊成，不過也有 28%的家長不贊成。蔣經國最後否決了這項提議，他認為軍訓的

精神在領導訓練，不在穿皮鞋。雖然校長們贊成，可能因為這是救國團的主張，他們即使反

對也不便明講。至於 72%的家長贊成，是因為這筆額外開銷對他們不成問題，但是有 28%的

家長不贊成，一定是家裡經濟情況比較困難，即使 8 塊錢也是很大的負擔，為了顧及弱勢家

庭的情況，蔣經國規定不必一定要穿皮鞋。 
此外，蔣經國建議救國團在各縣市興建游泳池，並規定門票價格減半，讓更多年輕人有機會

鍛鍊泳技。他對當時擔任秘書的李煥說：「救國團為青年而設立，我了解經費非常困難；但是，

儘管經費困難，千萬不能在青年身上打主意。你假如在青年身上打主意賺錢，會把國家賠下

去。」同前註，頁 75-77。 
168 「大陳島為臺州列島的主島，該列島於一九五○年五月舟山撤退時，有江浙反共游擊部隊二

萬三千人。是年六月韓戰爆發後，國府派胡宗南(化名秦東昌)為江浙反共游擊隊總指揮官，

將游擊隊改為江浙反共救國軍，與美國配合，曾先後突擊江浙沿海十餘次，以策應韓國盟軍

作戰。韓戰結束後，江浙反共救國軍總指揮部於一九五三年七月改為大陳防衛司令部，改任

六十七軍軍長劉廉一為司令官。此後由於共軍海、空軍南移，大陳對面共軍路橋機場完成，

國軍在大陳地區漸失制空、制海權。十一月十四日，國軍一千四百三十噸的太平號軍艦在大

陳地區被擊沉，表示國軍對該地區的制海、制空權已喪失(共軍在一九五三年底已擁有飛機三

千多架)。一九五五年一月十日共軍空、海軍來攻，擊沉國軍中權、靈江等艦。」張玉法(2001)，
《中華民國史稿》，臺北：聯經，頁 500。 

169 據當時國防部部長俞大維分析，國軍對大陳的防守失敗及撤守，主要是因為制空權不能掌握。

他說：「因為我們臺灣的桃園空軍基地距大陳遠達二二○浬，而共匪的路橋機場距大陳僅五

十五浬。我們用的飛機是次音速的 F-47，只能在大陳上空停留十五到二十分鐘，就必須返航，

否則油量不夠，而共匪用的是超音速的米格十五，一起飛就到達大陳，我們空軍當然無法有

效支援大陳。如我方一旦喪失空優，敵必開始炸我海軍，使我軍迅速陷於癱瘓狀態，果爾，

則大陳列島將為之窒息矣！」李元平(1992)，《俞大維傳》，臺北：臺灣日報社，頁 143。 
170 何迪(1988)，〈「臺海危機」和中國對金門、馬祖政策的形成〉，《美國研究》，第 3 期，頁 43；

王丰(1995)，《反攻大陸 Vs.解放臺灣》，臺北：希代，頁 144-147；徐焰(1992)，《臺海大戰》

(上編)，臺北：風雲論壇，頁 158-178；張昭然，〈大陸逆轉前後國軍在浙江沿海島嶼的經營〉，

《中華民國建國 80 年學術討論集》，臺北：近代中國，頁 568-574；賴暋(1992)，〈臺海戰爭

述略〉，《中華民國史專題論文集》，臺北：國史館，頁 864-865；三軍大學戰史編纂委員會編

纂(1989)，《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 5 部第 8 冊)，臺北：國防部史政編譯局，頁 73-92；國防

部史政編譯局編(1996)，《俞大維先生年譜資料初編》，臺北：國防部史政編譯局，頁 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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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進出大陳島 20 餘次，並且是最後一位降下國旗，離開大陳島的人。171 

 

(四)、金門「八二三砲戰」的經驗 

1958 年 8 月 23 日爆發「八二三砲戰」，至 10 月 6 日止，共軍發射 47 萬 5000

發砲彈，平均每平方公尺落地 10 餘發砲彈；國軍還擊近 7 萬 5000 發砲彈，官兵

陣亡及失蹤 439 人，負傷 1870 人，即使是戰地記者，也有 6 名不幸身亡，胡璉

時任金門防衛司令官。共軍於 10 月 6 日宣佈停火一週，13 日又宣佈停火 2 週。

10 月 20 日，美國國務卿杜勒斯(Dulles)訪問臺北，但共軍食言，於前一日向金門

發砲 8800 發，國軍以 8 吋榴砲反擊，重創廈門地區。10 月 25 日，彭德懷發表「再

告臺灣同胞書」，宣佈單日打、雙日不打，但由於返美的美國國務卿杜勒斯(Dulles)

聲稱金門砲戰已經「停火」，國民政府亦宣傳共軍已到「強弩之未」，11 月 3 日，

共軍又向金門射擊 3 萬發砲彈，於 11 月 1 日接任金防部的劉安祺司令官，則以 8

吋榴砲反擊。1959 年元月 9 日後，共軍在中央軍委指示下，只有單日零星射擊
172，

臺海局勢終告穩定。173蔣經國時任國防會議副秘書長，此段期間 5 度造訪金門174，

                                                                                                                                            
410-413、423、437-441、446-448。但各書所列共軍攻擊一江山島的兵力及國軍傷亡被俘人

數略有差異。 
171 大陳島撒退時蔣經國隨行的戰地攝影官華慧英回憶：「經國先生在客廳裏，拿出一把左輪手

槍，裝滿 6 發子彈，放在腰際裏。艦長也給了我一把 4D5 手槍，很大的一把，我自己背攝影

機和照相機，就跟艦長說我不會打，經國先生說：『你拿著吧！人家打你，你就會打了！』」

紀錄片(2009)，臺北：中天電視新聞臺：「七海寓所的主人—蔣經國的故事」。 
   大陳島居民回憶：「蔣經國穿的是簑衣，吃的是我們老百姓的飯，大陳島的餐廳是有啦！可是

並不高級，他從來沒有去吃過；天氣冷的時候睡在軍人招待所；有時候穿簑衣，看起來像漁

民一樣，差不多跟樵夫一樣，他非常隨和，與老百姓非常地親近。」紀錄片(2006)，臺北：

東森新聞臺：「關鍵時代—蔣經國的旅程」。 
172 徐焰(1992)，《臺海大戰》(上編)，臺北：風雲論壇，頁 265-274；李元平(1992)，《俞大維傳》，

臺北：臺灣日報社，頁 289、292-298；賴暋(1992)，〈臺海戰爭述略〉，《中華民國史專題論文

集》，臺北：國史館，頁 868。 
173 金門砲戰停火原因，大陸學者認為中華民國政府在美國壓力下，自金門、馬祖撤兵，將使國

共之間面對寬廣的臺灣海峽，不僅接觸困難，更有利於「臺獨」發展。此說法的論點是：美

國在 1950 年代初期，即提倡「臺灣地位未定論」，意指臺灣未必為中國的一部分。1954 年至

1955 年，金門發生砲戰，共軍逼取大陳，美國希望中華民國撤退金門、馬祖，專保臺灣、澎

湖。此事引起中華民國政府不滿，當時政府極力防止「臺獨」，如果自金門、馬祖撤退，國共

之間的地理距離將從不足 10 公里擴大到 100 餘公里，不僅使反攻復國益加困難，更有利於「臺

獨」發展。美國與中華民國於 1955 年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使中華民國對大陸的重大

軍事行動須事先徵得美國同意，減少了臺灣與大陸的糾葛。中共認為：國、共兩黨在金門、

馬祖的糾葛，符合「一個中國」政策。1958 年 9 月，美國與中共談判臺灣問題，美國勸告中

華民國減少金門、馬祖駐軍，以作逐步撤退之計，政府斷然拒絕。另一方面，中共為反對美

國「兩個中國」或「臺獨」政策，決定暫不攻取金門，使金門、馬祖繼續留在臺灣一方，作

為臺海兩岸的連繫媒介。據中華民國的資料顯示：金門砲戰趨緩，是因為砲戰期間，國民政

府在美軍援助下，運輸能力增強，使中共無法全面封鎖金門。國民政府加強陸、海、空軍實

力，重挫共軍的攻擊，迫使中共不得不改變以武力謀求統一的策略。何迪(1988)，〈「臺海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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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天天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175，當時在前線的將領，第 9 師(小金門)的師長郝

柏村回憶說
176：「他到小金門與我見面，是恢復砲擊以後，所以與我見面時，四

面的砲還在打177，這是一個實例，證明經國先生通過準備領導國家的一種自我歷

練。他與官民同在，這是很了不起的，所以後來沒有人懷疑他不能繼任老總統(蔣

介石)的位置，沒有人認為他是不夠格的。」
178此外，時任團長的許歷農也說： 

 

八二三砲戰時我在金門擔任團長，當時中共喊話說要封鎖金門，不讓一

隻鳥飛到金門來，不讓一滴水流到金門來，就在漫天砲火之下，我在陣

地看到經國先生頭戴鋼盔，身穿夾克，很輕鬆的走進來，和每位官兵握

手致意，大家都非常感念他在漫天砲火下到戰地看他們，後來知道他是

先坐海軍軍艦到外海，然後由兩棲偵搜部隊用橡皮艇接他，到近灘再涉

                                                                                                                                            
機」和中國對金門、馬祖政策的形成〉，《美國研究》，第 3 期，頁 51-54；徐焰(1992)，《臺海

大戰》(上編)，臺北：風雲論壇，頁 255-260；張玉法(2001)，《中華民國史稿》，臺北：聯經，

頁 509-510。 
174 前行政院院長郝柏村於蔣經國逝世 20 周年後，在中國國民黨舉行的口述歷史座談會說：「金

門砲戰時，他(蔣經國)都是以國防會議副秘書長身分親臨前線，但一宣佈停火他就不去了，

聽到中共恢復砲擊，他又去了。經國先生的貢獻，尤其是砲火連天的時候，他能做榜樣鼓舞

士氣，為了臺灣準備犧牲生命流血，這不就是真正的愛臺灣嗎？」《聯合報》，2008.1.9，版

A13；《中國時報》，2008.1.14，版 A7。 
175 前行政院院長郝柏村於 2007 年元月 8 日，在中國國民黨舉行的口述歷史座談會說：「金門砲

戰期間，經國先生多次前往金門，隨時準備流血、犧牲生命，就是愛臺灣。」同前註。 
176 前行政院院長郝柏村曾經撰文記載蔣經國親冒矢石的經過：「民國四十七年，個人奉命戍守小

金門烈嶼前線，八月二十三日，共匪隔岸挑釁，發生舉世震驚的『八二三砲戰』。小金門一夜

之間落彈無數，小金門面積只有十餘平方公里，一時承受數萬發砲火鐵流，對戍守小金門的

官兵而言，那是鐵與血的煎熬。每個人守在掩體裏，等待與敵人決一死戰。無奈敵人除了不

斷地以砲彈轟擊之外，並無其他登陸動作，官兵們熾熱如火般的求戰意願，在這樣長期承受

砲擊而無法奮起一戰的情形，由憤怒而焦躁。就在這時候，正是敵人砲彈在烈嶼上空不斷爆

出懾人心弦的火花時，消息傳來，經國先生已乘蛙人攻擊舟，前來小金門途中。深夜，敵人

砲彈如雨的深夜，海上波濤洶湧的深夜，經國先生竟然來了，而且是乘坐『一葉』蛙人攻擊

舟來了！誰能相信？但是以經國先生冒險犯難的個性，但見一義，不見生死的情操，誰又能

不相信？經國先生真的來了，九宮碼頭當時尚未修建，小舟真如漂流中的一葉，在暗流中，

幾經波折，經國先生始登上灘頭。吉普車戴著防空燈罩，全憑著駕駛的路熟，載著經國先生

奔馳在小金門，他無視於頭頂上不斷爆炸的火花，他無視於崎嶇不平，隨時都可翻車的彈坑

小徑；每到一處，用微笑與溫語，安慰著睡眠不足、眼帶血絲的官兵，告訴他們：『國家生死

存亡，在此一仗。要以沉著的耐心，迎接任何戰場上的變化，堅持到最後一刻，就是歷史的

勝利者。敵人沒有辦法封鎖大小金門，更沒有辦法限制我們主宰戰場的自由，我來了，就是

證明。』掩體裏黝暗燈影所映出的是激動的淚光，和那沸騰至極的戰志，戰士們並沒有說什

麼，可是他們的表情確確實實的告訴了經國先生：『我們一定打贏這一仗，我們用生命向您保

證』。」漆高儒(1991)，《蔣經國的一生》，臺北：傳記，頁 115-116。 
177 前行政院院長郝柏村說：「經國先生同王昇坐一條船，準時地到達後頭，一上岸我們馬上坐在

碉堡裏面，外面還是砲彈，但是我們在碉堡裏比較安全一點，我們一共 5 個人坐在碉堡裏，

談了一個鐘頭。」紀錄片(2009)，臺北：中天電視新聞臺：「七海寓所的主人—蔣經國的故事」。 
178 紀錄片(2006)，臺北：東森新聞臺：「關鍵時代—蔣經國的旅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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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岸，砲戰期間經國先生經常往返金門，這應該是經國先生一生中冒

險犯難的故事之一。
179 

 

(五)、開闢「東西橫貫公路」的經驗 

國民政府遷臺後，為保持國軍高度戰力，厲行精兵推行退除役制度，這些軍

人半生戎馬征塵，隨著歲月增長，一旦退伍後，如何安頓他們，成為國民政府的

一大難題。蔣經國當時負責退除役官兵輔導會，以美援經費
180，配合退除役官兵

的勞動力，開闢「東西橫貫公路」，既可以達到照顧退除役官兵，復兼顧國防與

經濟建設，同時也解決了社會壓力。181 

從勘測路線到完工通車，蔣經國都親自參加，他先後進出山區 21 次，2 次

踏勘路線，19 次慰問施工人員。在探勘途中，蔣經國並非走馬看花，「對沿路的

地質、地形都十分注意，特別是對預定架設橋樑或開挖隧道地區的各種狀況，都

非常詳盡的調查。」
182蔣經國於 1972 年 12 月，在《讀者文摘》撰寫文章，回憶

當時探勘情況。他說： 

 

進入山的深處，沒有人煙，祇有鳥啼獸跡。前人沒有給我們留下足印，祇

有對準方向，往高山爬，越過高山，又降到谷底，再爬高，再前進。我們

和刺骨的寒風搏鬥，無懼於毒蛇與蜂螫的困擾，披棘斬荊，都不怎麼困難。

最大的難處是通過懸崖峭壁，手攀著藤，腳踩著地，半步或一步的往前移，

一不小心，失手或失足，掉下去，粉身碎骨，決無生理。183須在邁開腳步

之前，先看準立足點，然後試著踏上去，也許土質鬆軟，也許踏上一枚要

滾落的石頭，必須踩在堅實的土地上，站穩住腳，才算跨進一步。就這樣，

我們終於順利的完成了勘測全線的工作，也終於勝利的征服了這條蠻橫的

山脈。從這次的旅程中，我悟出了一個道理：祇要腳踏實地，穩步邁進，

                                                 
179 《中國時報》，2008.1.14，版 A7。 
180 「當時美國政府支援蔣經國解決退除役官兵問題，同意一次贈予四千多萬美元，支付退除役

所需費用。」茅家琦(2003)，《蔣經國的一生與他的思想演變》，臺北：臺灣商務，頁 271。 
181 前總統府副秘書長張祖詒說：「當年他率領榮民健兒，翻山越嶺，冒險犯難，和弟兄們餐風宿

雨，同甘共苦，開鑿出臺灣第一條東西中橫公路。」張祖詒，〈教我如何不想他〉，《中國時報》，

2008.1.5，版 A10。 
182 漆高儒(1991)，《蔣經國的一生》，臺北：傳記，頁 111。 
183 筆者於 1998 年至 2002 年，曾任太魯閣國家公園義務解說師，親自到錐麓大斷崖調查，此斷

崖最高點距離立霧溪河床 600 公尺，東西寬 1200 公尺，垂直矗立，甚為壯觀，舉世罕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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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不能克服的困難；也沒有不能達到的目的地。……空想主義是荒謬

的。任何事情的成功，不能寄望於出現奇蹟；唯有腳踏實地，努力不懈，

不放棄任何進取的機會，才可以變不可能為可能。
184 

 

蔣經國探勘「東西橫貫公路」時，悟出「腳踏實地」的道理，相信對其「人

格特質」應有所影響。此外，修築公路的過程非常危險，至 1959 年底，因工程

事故導致榮民死亡人數高達 184 人。
185尤其是太魯閣到天祥這一段，榮民赤手空

拳，靠四方鎚打穿大理石，開鑿隧道，異常艱險。186蔣經國說：「在興建橫貫公

路之先，要興建一條補給路線，這一條路的工程比橫貫公路正線工程還要艱險得

多。有一條四百公尺的峭壁棧道，須在峭壁上釘上鐵釘，架上木架，才可以過去，

真是一個非常艱難危險的工程，試問有幾人知道？」
187           

由於意外災害頻傳，後來在太魯閣口附近修建「長春祠」，紀念因公殉職的

工程人員，使後人知道當年建造「東西橫貫公路」的艱辛。此外，蔣經國也體會

「犧牲享受，享受犧牲」的道理，他為因公殉職的工程師靳珩親撰紀念文：「人

類個別之生命必有限，惟社會公共之事業能無窮，而事業必創造於生命，故惟能

融鑄其生命於事業者，其生命亦無窮也。中國古人以立德立功立言為三不朽，其

意義即在此。」188 

 

 

                                                 
184 蔣經國(1992)，〈腳踏實地〉，《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2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372-374。 
185 蔣經國(1992)，〈了解生命的意義，認識人生的真諦〉，《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6 冊)，臺北：

行政院新聞局，頁 243。 
186 榮民厲景新回憶：「修建『東西橫貫公路』是危險的工作！山壁跟牆一樣，沒有路的！都靠兩

隻手剝出來的！怎麼做呢？一根鋼筋，一個四方鎚，慢慢一擊一擊地打，打到深 10 公分、20
公分，再把鋼筋插到洞裡，還要有人站著，上面套著繩子，在那裏打第 3 個眼，很危險的！」

紀錄片(2006)，臺北：東森新聞臺：「關鍵時代—蔣經國的旅程」。 

   榮民陳奎榮回憶：「那時候根本就沒有機械，就只有圓鍬、十字鎬、扁擔、繩子、籮筐這些東

西，還有兩隻手。他(蔣經國)來到洞口，看到我們吃飯，不管中午也好，晚上也好，早上都

好，他不擺架子，也沒有凳子坐，直接坐在石頭上，他自己拿了碗，盛了飯就吃，我們吃什

麼，他也吃什麼。」紀錄片(2009)，臺北：中天電視新聞臺：「七海寓所的主人—蔣經國的故

事」。 

   榮民羅少華回憶說：「中橫公路有座吊橋，大約有幾百公尺長，你也不敢走，我也不敢走，他

(蔣經國)敢走。」紀錄片(2009)，臺北：中天電視新聞臺：「七海寓所的主人—蔣經國的故事」。 
187 蔣經國(1992)，〈協調合作，求真求實〉，《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6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

頁 72。 
188 漆高儒(1991)，《蔣經國的一生》，臺北：傳記，頁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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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紐約遇刺案的經驗189 

蔣經國任職行政院副院長期間，應美國國務院邀請，於 1970 年 4 月訪問美

國
190，期間與美國總統尼克森(Richard Nixon)191、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Henry 

Kissinger)192、國務卿羅吉斯(William Rogers)、國防部部長賴德(Melvin Laird)等美方

高級官員會晤。之後按預訂計劃於 24 日抵達紐約，出席「美東工商協進會」(East 

Asian-American Council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發表演講。 

蔣經國被黃文雄
193及鄭自才194行刺的情況195，依照楊鎮的文章〈蔣經國遇刺目

                                                 
189 1960 年代國內白色恐怖時期，海內外想暗殺蔣經國的人不少，甚至海外有人倡議要雇用黑道

殺手行事。不過黃文雄與妹妹、妹婿等 4 人堅持認為「刺蔣」的政治意義應該優於一切，因

此他決定以一個臺灣青年的身分，殺掉蔣介石的接班人，讓臺灣的高壓政治氣氛出現鬆動空

間。刺蔣案發生後，黃文雄在臺的親朋好友全都遭到波及，包括當時在康乃爾大學讀書的前

總統李登輝，回國後也要接受調查。黃文雄說：「當時在海外的知識青年，誰不私下批評國民

黨？李登輝自然也不例外。」黃文雄說，今天有部分人懷念蔣經國的豐功偉業，但那是他的

後半生，他的前半生是個血腥獨裁者。為了在當年爭取臺灣合理的人權，黃文雄認為他必須

鋌而走險「剌蔣」。黃文雄認為，蔣經國落實「本土化」政策，主要因素是 1971 年臺灣退出

聯合國的時空背景，只是他剛好在前一年「刺蔣」，個人英雄事蹟被過度凸顯而已。32 年後

的今天，黃文雄說：「我唯一尊敬蔣經國的地方，是他把自由化帶進臺灣，是一個聰明的獨裁

者。」王志鈞(2002)，〈刺蔣後連李登輝也被調查〉，《商業周刊》，第 753 期，頁 34。 
190 負責接待蔣經國赴美訪問的陸以正說：「六○年代這十年來，美國人對蔣經國的認識是非常清

楚的，而且克萊恩(Ray S. Cline)與蔣經國的私交，也真是好的不得了！所以美國人當時可以

說完全把寶押在蔣一人身上，這是毫無疑問的事情。」紀錄片(2009)，臺北：中天電視新聞

臺：「七海寓所的主人—蔣經國的故事」。 
191 「身為行政院副院長的蔣經國，只是內閣的第二把手，被安置在通常接待行政首長或國家元

首的布萊爾賓館。東道主認為他們接待的是蔣介石總統的繼承人。……尼克森總統在橢圓形

辦公室和蔣經國晤談七十五分鐘—與一位副閣揆晤談這麼久，並不多見。」陶涵著(Jay Taylor)
著，林添貴譯(2000)，《臺灣現代化的推手—蔣經國傳》，臺北：時報，頁 325。 

192 「為了表示尊重蔣經國，四月二十二日，季辛吉跨過賓夕法尼亞大道親到布萊爾賓館與蔣經

國晤談。兩人闢室單獨會面，以英語交談了半個小時。據當時擔任季辛吉中國事務助理的何

志立(John Holdridge)說，這是非常罕有的安排—尤其是訪賓只是行政院副院長。」」陶涵(Jay 
Taylor)著，林添貴譯(2000)，《臺灣現代化的推手—蔣經國傳》，臺北：時報，頁 326。 

193 當時黃文雄正在康乃爾大學攻讀博士學位，是位臺籍學生。他說：「我們臺灣人不能接受國民

黨的少數統治，尤其不能接受蔣家父子以父傳子的接班設計，無論如何，中華民國還是『民

國』嘛！」紀錄片(2009)，臺北：中天電視新聞臺：「七海寓所的主人—蔣經國的故事」。 
194 鄭自才回憶：「暗殺事件是整個臺灣獨立運動的革命運動，不是針對蔣經國本人，因為我和蔣

經國也沒有冤仇啊！主要是針對背後的統治集團。我們如果瞭解二二八事件，剛過沒多久，

整個二二八事件，應該要負責的是蔣介石，要負責屠殺 2 萬臺灣人的責任，但是接下來的清

鄉活動，白色恐佈的統治，幕後的人就是蔣經國，所以說這是個獨裁者統治集團，我們的對

象，就是統治集團的頭，如果這個頭有辦法暗殺掉，當然有利於獨立運動，有利於革命運動，

在這種情形下，我才做這個決定，要來刺殺蔣經國。」紀錄片(2006)，臺北：東森新聞臺：「關

鍵時代—蔣經國的旅程」。 

   王志鈞於〈刺蔣後連李登輝也被調查〉一文中寫到黃文雄對於刺蔣案的感觸：「他針對的不是

蔣經國本人，而是國民黨政府政策和一黨獨大的政治型態，希望藉由刺殺蔣經國能夠替臺灣

人民發聲！」王志鈞(2002)，〈刺蔣後連李登輝也被調查〉，《商業周刊》，第 753 期，頁 34。 
195 依隨行記者歐陽諄的看法：「紐約刺蔣案」可能也是蔣經國在 1970 年代大量引用臺籍政治菁

英的原因之一。他說：我認為(「紐約刺蔣案」)對蔣經國產生很大的影響，他稍後擔任行政

院院長時，任命周書楷為政務委員，並喜歡邀周書楷巡察地方，應與他們曾共患難有關，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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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記〉的說法： 

 

當時十二時十五分抵達布拉薩門前時，即見約有二十五名學生(臺獨聯

盟)，站在對街手持標語向副院長座車狂喊亂叫，……蔣經國車抵門前，

即由國務院自華盛頓派遣隨同前來紐約的兩名安全官左右護送，以及紐約

市警察的兩名便衣警探殿後，步上臺階，正當副院長走完臺階將要進入正

門之際，突有兩名「臺獨份子」自正門兩側的大理石石柱後迅速閃出，……

黃文雄已舉起手槍，瞄向蔣副院長身後，……正當千鈞一髮之際，兩名警

探也已迅速撲到，……以擒拿手法擒向暴徒黃文雄引機待發的右腕，……

子彈遂偏高射出，…副院長化險為夷，未遭暴徒所逞。
196 

 

    此外，前中國國民黨黨史會主委陳鵬仁當時在現場，事後也有相似的說法。

197蔣經國之後進入大廳，坐電梯到餐會會場，並希望和企圖行兇的刺客談談，但

遭到警方勸阻。198隨即「泰然自若向來賓發表演講，隻字不提幾分鐘前他差點遭

謀殺」。199 

當時為蔣經國隨員的蔣彥士回憶：「(蔣經國)神色自若，未稍回顧地和大家一

同由大廳步上電梯，直至酒會場地，對美國一群工商領導人士談話並演講。在場

                                                                                                                                            
於以身相護的溫哈熊，蔣經國也都照顧到了(按：溫哈熊曾任國軍聯勤總司令等)。不過最有

意義的是：蔣經國很可能就是受此刺激，在性格及政治格局上都有明顯改觀，他在民國六○

年代大量引進臺籍優秀人士擔任要職，率皆緣於此。歐陽諄，〈蔣經國遇刺脫險，大量拔擢臺

籍菁英〉，《自由時報》，1991.6.24，版 2。 
196 轉引自漆高儒(1991)，《蔣經國的一生》，臺北：傳記，頁 173。 
   「就在蔣經國即將走完臺階步入大廳旋轉門之際，鄭自才突然從側旁石柱竄出，散發傳單，

很快被安全人員制止。這時，黃文雄突然自蔣經國左後側直衝上前，一邊快速地從風衣內亮

出手槍指著蔣經國，嘴裡大聲喊著：『殺！』並準備扣下板機。美方的便衣警察沙德一個箭步

衝向黃文雄，其他安全人員跟著擁上，『碰』的一聲，火星飛濺，子彈掠過蔣經國耳朵，射向

安全門。黃文雄和警察扭打在一起，鄭自才見狀立刻從右側衝上來，王廣生趕緊擋住將他推

開，現場一片慌亂，黃文雄、鄭自才兩人拳打腳踢仍試圖反抗，終不敵警方人多勢眾而被制

伏，被壓在地的黃文雄扭扎著，嘴裡高喊：『Let me stand up like Taiwanese！』」黃創夏採訪，

黃怡君整理(2002)，〈三十二年前一聲槍響—改變了臺灣〉，《商業周刊》，第 753 期，頁 30。 
197 陳鵬仁回憶：「那個時候我們從機場一路到廣場飯店歡迎他，因為他中午有一場演講，車子開

到大飯店門口，突然一聲槍響，蔣經國命很大，美國的 CIA，就是情報局的人，他們看到黃

文雄拿槍，打他的手肘，子彈就往上打偏了，蔣經國一轉，就轉進去了，如果沒有 CIA 的人

打他手肘，可能就打中了！因為只有離他 1、2 公尺，當我跑上去的時候，鄭自才因掩護黃文

雄，警察就抓他，就在旋轉門口，頭碰地上，碰到流血，我看到他流血。」紀錄片(2006)，臺

北：東森新聞臺：「關鍵時代—蔣經國的旅程」。 
198 陶涵(Jay Taylor)著，林添貴譯(2000)，《臺灣現代化的推手—蔣經國傳》，臺北：時報，頁 327；

紀錄片(2006)，臺北：東森新聞臺：「關鍵時代—蔣經國的旅程」。 
199 陶涵(Jay Taylor)著，林添貴譯(2000)，《臺灣現代化的推手—蔣經國傳》，臺北：時報，頁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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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員，莫不佩服其處變不驚的鎮定。」200 

原本晚上行程安排華僑團體盛大歡迎茶會，但助理和安全人員都勸他不要出

席，紐約警方也建議他立刻離開紐約市，但蔣經國卻說：「不用再說了，一切照

行程進行。」
201由此可見，蔣經國臨危不亂、無懼個人死生的勇氣。202 

 

 

 

 

 

 

 

 

 

 

 

 

 

 

 

                                                 
200 漆高儒(1991)，《蔣經國的一生》，臺北：傳記，頁 174。 
201 陶涵(Jay Taylor)著，林添貴譯(2000)，《臺灣現代化的推手—蔣經國傳》，臺北：時報，頁 327。 
202 然而「紐約刺蔣事件」，卻也讓蔣經國的內心受到不小的震撼與衝擊，使蔣經國意識到臺灣的

環境正隨著世界潮流改變，臺灣人民的意識逐漸高漲。美國國務院中華民國事務處處長舒史

密在 1970 年 5 月 6 日評論：這次行刺事件不但危及蔣副院長個人安全，而且也暫時顯現臺灣

政治體制脆弱的一面，對中華民國政府造成嚴重的震撼，但那並未使他對訪問的滿意受到分

心。相反的，駐臺北大使館報告：「中華民國政府技巧的處理行刺案件，使能增進蔣經國的個

人聲望，及強化而不是傷害臺灣人與外省人的關係。」王景弘(2000)，《採訪歷史—從華府檔

案看臺灣》，臺北：遠流，頁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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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蔣經國的政治認知與人格特質 

 

蔣經國的「人格特質」受到政治認知的影響，本節第一部份探討蔣經國的政

治認知，第二部份歸納蔣經國的「人格特質」。 

 

壹、蔣經國的政治認知 

 

蔣經國於 1987 年首次接受國內媒體《遠見》雜誌專訪
203，筆者以專訪內容，

參照蔣經國的重要言論，總結以下幾點政治認知： 

 

一、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蔣經國說： 

 

我最感到滿意的是政府推行的各項政策和許多措施，都能獲得絕大多數民

眾的支持。執政黨在去年(一九八六年)三中全會後積極推動六項政治革

新，到今天已完成解除戒嚴，開放組黨也將在《人民團體組織法》修正通

過後實施。其他幾項，諸如充實中央民意代表機構、加強地方自治、改良

社會風氣與治安等議題也在積極研訂中，今後我們將繼續循著政治民主

化、經濟自由化的既定方針，針對各個階段的進度與需要，衡酌輕重緩急，

為所當為。
204 

 

    在「政治民主化」方面，蔣經國認為： 

(一)、臺灣推行民主政治，實行憲政，是貫徹民主自由的根本。他說：「民

                                                 
203 蔣經國年輕時已非常重視新聞媒體，例如他在贛南時期開始辦報紙，宣揚新政理念。他聘請

曹聚仁為社長興辦《正氣日報》，是當時中國東南半壁三大報之一(分別是胡健中主持的《東

南日報》、馬樹禮主持的《前線日報》，以及蔣經國主持的《正氣日報》)。同時蔣經國領導三

民主義青年團，擔任江西支團幹事長，在贛南再辦《青年報》。來臺後，蔣經國擔任國防部總

政治部及中國青年反共救國團主任，創辦《青年戰士報》，主旨為宣傳國軍整建及青年反共救

國理念，之後該報成為單一任務的軍中報紙。此外，蔣經國知道宣傳的重要性，並與記者保

持良好關係，例如抗戰時期，《大公報》記者徐盈經常報導蔣經國的政績；蔣經國晚年擔任中

國國民黨主席，將《中國時報》與《聯合報》的創辦人余紀忠(曾任中國國民黨宣傳部特派員)
及王惕吾(曾任蔣介石警衛團團長)，由黨中央委員，遴選為常務委員。漆高儒(1997)，《蔣經

國評傳—我是臺灣人》，臺北：正中，頁 327-329。 
204 林蔭庭主編(2006)，〈一個決心積極革新的年代—歷史性專訪蔣經國總統〉，《動力 20—關鍵年

代的人與事》，臺北：天下遠見，頁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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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自由是中國政治的道路，憲政是貫徹民主自由的根本，中國軍民用血汗犧牲的

代價，創造了憲政光輝。這光輝絕不容許污損，這一根本絕不容許動搖。」 

      (二)、臺灣推行民主政治，必須訂立《選舉罷免法》，定期舉辦公平、公正、

公開的選舉。他說：「經國深知，選舉是用以衡量民主政治良窳的一種尺度，所

以政府一直都在致力辦好選舉，最近制定的《選舉罷免法》，相信將來舉辦的各

項選舉中，必能發揮良好作用。」 

      (三)、在民主政治下，應該包容不同意見，在「小異中求大同」。他說：「政

治乃管理眾人之事，而大眾的事也必有眾多不同的意見，於是整體與個體之間往

往並不一定都能協調一致，公私利之間也常常難免競合，從而影響到和諧與均

衡。因之，政府的任務，便是要在小異中求大同，執中持均，避免極端，防患於

未然，來保障大眾的利益，來維持社會的秩序。」 

      (四)、民主包容應以國家安定為底限，少數異議者濫用自由，採用暴力手

段，破壞社會安定，影響政府與人民團結，此種行為無法被容忍。蔣經國說：「如

有人因私利而妨害國家的整體利益，因濫用自由而破壞社會的安寧，甚至因不法

行為而危害到國家的安全，超越了情、理、法的範圍，那麼為了維護法律的尊嚴，

更為了保護復興基地一千七百萬全體同胞的安居樂業，政府如不負起責任採取適

當的措施，以防星火燎原，那就是政府對不起國民了。」 

      (五)、政府永遠和民眾在一起。蔣經國說：「祇要政府永遠和民眾在一起，

民眾便和政府在一起；祇要是為民眾著想、符合民眾利益的事，也就決無得不到

民眾贊同之理。」 

(六)、政府不僅有能，更要注重廉潔，以實現「廉能政治」。蔣經國說：「加

強社會教育，來改良社會習俗。以持續的行政革新，來激揚優良政風，使政治建

設的廉與能的功效，相輔相成，樹立一個誠摰純潔的開放性社會和典型的民主政

治。」 

      (七)、順應時代潮流。蔣經國說：「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流也在變，因

應這些變遷，執政黨必須以新的觀念、新的做法，在民主憲政體制的基礎上，推

動革新措施，唯有如此，才能與時代潮流相結合，才能與民眾永遠在一起。」 

(八)、總統必然依憲法產生，蔣家人不能也不會競逐下一任總統。他說：「因

為我們立國的基礎是以憲法為依據的，所以下一任總統，必然會依據憲法而產

生，……有人或許要問：經國的家人中有沒有人會競選下一任總統，我的答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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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能也不會。」205蔣經國在 1985 年 8 月 16 日接受美國《時代》雜誌香港分社主

任仙杜拉．波頓的採訪，再次強調總統職位繼承問題應依據《憲法》及《總統副

總統選舉罷免法》之規定，未曾考慮由蔣家人繼任國家元首。蔣經國說： 

 

我國是民主憲政國家，自民國三十六年行憲以來，中華民國總統、副總統

一直依據憲法及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之規定，由國民大會選舉產生，今

後亦當如此；所以總統職位之繼承，並無任何問題存在。同時，我身為總

統，保護憲法和維護民主法治，就是我的責任。至於將來國家元首一職，

由蔣家人士繼任一節，本人從未有此考慮。
206 

 

在「經濟自由化」方面，蔣經國認為： 

(一)、三民主義造就經濟奇蹟。蔣經國說：「經過三十多年的辛勤奮鬥，一

切依照三民主義的理想為最高的建設指導方針，終於造成了今日被國際上一般稱

譽的所謂『臺灣奇蹟』。」 

(二)、秉持自由企業與私人經濟活動，帶來臺灣經濟發展的蓬勃生氣。蔣

經國說：「秉持自由企業的理則，保障私有財產，維護就業自由和私人經濟活動，

使生產者享有經營的所得。」 

  (三)、人民財富的分配應均且富，以實現民生主義的均富理想。
207蔣經國

說：「我們復興基地的經濟發展，已經造成了國民所得的提高，財富差距的縮短，

就業機會的增加，這是民生主義的具體實踐。」208 

                                                 
205 蔣經國說：「有人要問經國的家人中間，有沒有人會競選下一任的總統，總統的答覆，我的答

覆—就是不能也不會。」紀錄片(2008)，臺北：中天電視新聞臺：「馬英九與蔣經國」。 
206 蔣經國(1992)，〈保護憲法維護民主法治〉，《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5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

局，頁 147。 
207 徐立德說：「經國先生主政時期對臺灣經濟的貢獻與影響，是至深且鉅的。總括來說，臺灣光

復後的經濟發展，有三次重大轉型，第一次是以農業為主的經濟，轉向以工業為主；第二次

是自勞力密集產業轉向重化工業為主；第三次是自重化工業轉向技術密集產業的發展。後面

這兩次的轉型，都是在經國先生主政時期所推動的，並有顯著的成果。經國先生在民國六十

一年擔任行政院長時，當時平均每人國民所得只有四八二美元，到了民國七十七年經國先生

逝世時，平均每人國民所得已高達五八二九美元，短短十六年間，成長了十一倍。而這樣的

成長，不獨厚財團或資本家，而是全民都能分享，經國先生主政時間，最高所得五分之一家

庭與最低所得五分之一家庭的收入差距，都低於他剛接任行政院長時的四點四九，簡單的

說，當時國民所得飆升十一倍的同時，貧富差距幾乎維持不動，這就是『均富』理念的徹底

實踐，讓全民共享臺灣經濟起飛的成果。」《中國時報》，2008.1.14，版 A7。 
208 以上轉引自游梓翔(2006)，《領袖的聲音—兩岸領導人政治語藝批評(1906-2006)》，臺北：五

南，頁 351-357。 



第二章  蔣經國人格特質之內涵 

 103

    蔣經國在 1985 年 11 月 11 日接受美國《讀者文摘》巡迴編輯芮德的訪問說： 

 

中華民國的經濟發展，一向是秉持「富國先富民，民富則國富」的理念。

國民經濟繁榮，國家自然富足。我們的經濟發展成功，正是此一理念最好

的驗證。在中華民國經濟發展的經驗中，我個人以為同等重要的，是提供

一個安定的政治環境，使人人均有發展的機會與創造的能力，同時在此一

穩定的基礎上，政府亦得以正確地選擇經濟發展策略。而在這方面，中華

民國成功的土地改革、以漸進方式推行民主政治的過程，普及而良好的教

育系統，以及採取尊重市場機能的計劃性自由經濟制度等，均可提供其他

開發中國家參考。
209 

 

二、穩健中求進步。蔣經國說：「我想說明最重要的一點，改革的步子一定

不斷前進，但為了確保改革的成果，也一定要走穩。」又說：「我們要有革新，

會有變動，但絕不能盲目亂動，更不能輕舉妄動，也就是一定要做到安定中求進

步。」210 

 

三、「現行的憲政體制不可變」、「推進民主憲政與維護國家安全必須受到同

等的重視」。蔣經國說： 

 

在多變的時代和多元的社會中，要求全國人民建立共識，本非易事。雖然

如此，以中華民國現階段的處境，在推進民主憲政一事上，我認為至少有

兩點我們的國民應有共同的認知：第一、我們現行的憲政體制不可變，因

為中華民國憲法是由國民大會受全體國民的付託所制定，遵守憲法所定的

現行憲政體制，是政府與全體國民不可辭卸的一項莊嚴責任。二、推進民

主憲政與維護國家安全必須受到同等的重視。兩者相輔相成，並且以厲行

法治為基礎。唯有尊重制度和法律，民主憲政才能歷久不渝，這也是政府

                                                 
209 蔣經國(1992)，〈祇要大陸實行三民主義必能達到臺灣經濟水準〉，《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5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158-159。 
210 林蔭庭主編(2006)，〈一個決心積極革新的年代—歷史性專訪蔣經國總統〉，《動力 20—關鍵年

代的人與事》，臺北：天下遠見，頁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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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國家安全法》的精神所在。211 

 

「解嚴」前幾天，蔣經國於 1987 年 7 月 8 日說出他對「解嚴」後民主憲政

的期待。他說：「在完成國安法及解嚴的法律程序後，我們的民主憲政將進入一

個嶄新的階段，展望未來發展，將在民主法治的基礎上繼續努力，開創國家光明

前途。」
212 

1987 年 7 月 15 日政府宣佈「解嚴」，蔣經國於國民黨中常會指示： 

 

解除戒嚴同時實施「動員戡亂時期國家安全法」，是一件具有劃時代歷史

性意義的大事，也是本黨過去數十年來不斷努力奮鬥所希望達到的目標。

大家要作更多更大的努力，為國民謀求更自由、更幸福的生活。今後我們

還要繼續努力，秉持  總理  總裁的思想與精神，向民主光明的大道邁

進。
213 

 

蔣經國在「解嚴」後，於 1987 年 7 月 27 日，邀請 12 位地方父老茶敘表示： 

 

政府必當竭心盡力朝力行民主憲政方向邁進；同時政府也必負起保障國家

安全和社會安定的責任。如今隔海敵人仍然時時刻刻對我們破壞顛覆，因

此我們務須警惕不懈，了解民主憲政必須植基於國家安全之上，精誠團

結，在邁進的過程中，踏穩腳步，落實建設，鞏固基礎。這是大家應有的

共識。
214 

 

四、「以不變應萬變」，主導大陸政策。蔣經國對於開放大陸探親，以及未來

的大陸政策，曾發表其看法。他說： 

 

                                                 
211 同前註，頁 125-126。 
212 蔣經國(1992)，〈推動民主法治的決心和誠意絕不改變〉，《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20 冊)，臺北：

行政院新聞局，頁 91。 
213 蔣經國(1992)，〈宣佈解嚴以貫徹民主憲政是打擊共產主義最佳利器〉，《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20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93。 
214 蔣經國(1992)，〈我們要開闊心胸，把眼光放到大陸〉，《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5 冊)，臺北：

行政院新聞局，頁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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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一貫的政策，是堅持反共立場，不與中共接觸、談判，決不妥協。因

為我們要為復興基地的安全負責，要對中國前途負責，要對歷史負責，這

個立場不會改變，未來也是如此。有些人士認為我們這個立場過於「僵」

化，不足以應變，其實是因為他們不瞭解中共陰謀本質所致。中共的企圖

是想運用談判策略來獲得無法以軍事達到侵吞臺澎金馬的目的，我們不與

接觸談判，使其計無可逞。如果我們踏出錯誤的一步，就給敵人製造可乘

之機。事實上，正因我們堅持這樣的不變立場才逼使中共不斷改變其表

態。所以與其說我們「以不變應萬變」，倒不如說中共以「萬變」應我們

的不變，其間主動與被動的態勢應該非常明顯。我們光復大陸的決心與信

心，從未動搖。我們希望達到的目標就是：以我們三十多年來積極建設的

成果，爭取大陸民心，擊敗共產極權，使全體中國同胞都能在三民主義的

制度下共享自由、民主、幸福的生活。
215 

 

五、對於兩岸統一的課題，蔣經國的認知是：中國「必然統一於自由民主的

三民主義的制度之下」。他說： 

 

中國必須統一，也必將統一，但決不是統一在馬列主義的共產極權制度之

下，而必然統一於自由民主的三民主義制度之下。這是全體中國人的強烈

願望，並且已經匯成巨大的力量，正在推動中國歷史的腳步朝此方向前

進。我們深具信心，只要我們復興基地在已往建設成功的基礎上，繼續加

強政治、經濟、社會、文教各方面的努力，大陸共產制度必為全體中國人

所唾棄，未來中國必有光明的前途。如果中共能為中國人民及中國未來著

想，就應該放棄其「四個堅持」，回歸三民主義，才能達到統一的目標。216 

 

蔣經國在 1983 年 9 月 13 日約見反共義士孫天勤發表談話： 

 

我臺澎金馬復興基地，三十多年來，從事三民主義的國家建設；其目的即

                                                 
215 林蔭庭主編(2006)，〈一個決心積極革新的年代—歷史性專訪蔣經國總統〉，《動力 20—關鍵年

代的人與事》，臺北：天下遠見，頁 127-128。 
216 同前註，頁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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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拯救大陸同胞，脫離其貧窮落後、水深火熱的處境。也由於我們長期的

不斷進步，已獲得大陸人心對三民主義的普遍認同，和對共產制度的普遍

唾棄。雖然共匪為挽救其敗亡命運，正不斷對我施其惡毒的統戰陰謀，相

信祇要我全國軍民同胞，精誠團結，協同努力，就必能早日完成以三民主

義統一中國的神聖任務。
217 

 

此外，蔣經國利用國際媒體採訪機會，於 1985 年 7 月 1 日回答法國《國際

政治》季刊發行人兼社長魏斯曼的問題說： 

 

我們奮鬥的目標是要以三民主義的理想建立一個自由、民主、繁榮的中

國，這與極權、奴役、貧困的中共統治是絕不相容的。……唯有在三民主

義統一下的中國才是可以為自由世界造福的，也才是可以與自由世界共存

共榮的。……吾人認為，祇有在中國大陸徹底剷除共產奴役制度並且實行  

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才是符合中國人願望的統一。我們奮鬥的終極目的

就在使中國統一在自由、民主、均富的基礎上。
218 

 

由此可見，蔣經國的終極目標是希望中國統一於自由、民主、均富的三民主

義制度之下。 

 

六、蔣經國認為「國防一向以自立自強為最高指導原則」。他說： 

 

中共從未放棄以武力侵臺的企圖，因此國軍多年來一向保持全天候戒

備，不論中共用何種方式進犯，國軍都有信心、有能力予以痛擊。我們

的國防一向以自立自強為最高指導原則，我們一直憑著堅強的反共意識

與旺盛的戰鬥精神及實力，以維護自身的安全，從未存有依賴外力的心

理。219 

                                                 
217 蔣經國(1992)，〈大陸人心已對三民主義普遍認同〉，《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5 冊)，臺北：行

政院新聞局，頁 72。  
218 蔣經國(1992)，〈唯有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才能造福世界共存共榮〉，《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5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134-135。 
219 林蔭庭主編(2006)，〈一個決心積極革新的年代—歷史性專訪蔣經國總統〉，《動力 20—關鍵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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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領導人才的條件首重「品德與才能」220 

蔣經國接受法國《國際政治》季刊發行人兼社長魏斯曼的採訪說：「我們對

於政治人才的選拔與推舉，考慮的是他的才識與品德，以及他是否得到人民的支

持。」
221 

蔣經國曾昭告國人「世事在變、局勢在變、潮流也在變」，他在接受國內媒

體《遠見》雜誌的專訪時，再次強調未來的國家領導人應具備下列條件：「變局

中領導人才最重要的條件就是有所為，有所不為；知所變，知所不變。我在遴選

人才
222時最主要考慮的是品德與才能。」223 

 

綜合上述幾項政治認知，蔣經國認為：臺灣的政治應走向「民主化」，必須

制定《選舉罷免法》，定期舉辦公平、公正、公開的選舉；而在民主政治下，應

該包容不同意見，在「小異中求大同」，並應以國家安全為底限，不容許少數異

議者濫用自由，採用暴力手段，破壞社會安定，影響政府與人民團結；其次，政

府應實現「廉能政治」，並順應時代潮流，推動革新措施，才能與民眾永遠在一

起；至於總統職位繼承問題，應依據《憲法》及《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之規

定，選出具有「品德與才能」並受人民支持的國家領導人，同時蔣經國也未曾考

慮由蔣家人繼任國家元首；最後，為求民主政治在穩健中求進步，政府必須在「解

嚴」前制定《動員戡亂時期國家安全法》，以維護國家安全。 

在「經濟自由化」方面，蔣經國認為三民主義造就經濟發展，政府應提供一

                                                                                                                                            
代的人與事》，臺北：天下遠見，頁 128。 

220 蔣經國用人的重要標準，前行政院院長郝柏村說：「第一個就是品德、能力。」郝柏村(1995)，
《郝總長日記中的經國先生晚年》，臺北：天下遠見，頁 12。 

 
   中外學者對「人才」或「菁英」一詞的內涵有不同的觀點與研究重心。在中國，「人才」一詞，

通常用來指個人，西方學者則多半把領袖人才看成是一個集體現象；其次，中國學者提及「人

才」一詞，除「才」之外，尚注重「德」，所謂「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誠。」

因此中國政治理論中的「人才」，除具備「才幹」的意義外，尚兼有「道德」的條件。西方學

者自馬克維里以降，多半著重領袖人才所具備的才能、社會背景、引用過程，以及與政治穩

定和發展之實際關係，而不深究領袖人才本身之道德素養及信條。魏鏞(1976)，〈領袖人才理

論〉，《雲五社會科學大辭典一政治學》(第 3 冊)，臺北：臺灣商務，頁 365。 
221 蔣經國(1992)，〈唯有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才能造福世界共存共榮〉，《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5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138。 
222 蔣經國說：「所謂『人才』必須要同時具備豐富的學識、卓越的才能和優良的品德。」蔣經國

(1992)，〈希各級領導人員經常注意培養儲備和拔擢人才〉，《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7 冊)，臺

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508。 
223 林蔭庭主編(2006)，〈一個決心積極革新的年代—歷史性專訪蔣經國總統〉，《動力 20—關鍵年

代的人與事》，臺北：天下遠見，頁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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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安定的政治環境，使人人均有發展的機會與創造的能力，同時在此一穩定的基

礎上，正確地選擇經濟發展策略，配合自由企業與私人經濟活動、漸進民主政治

的改革過程、普及而良好的教育系統，以及採取尊重市場機能的計劃性自由經濟

制度，才能使臺灣經濟發展更加蓬勃，成為國際上稱譽的「臺灣奇蹟」。此外，

政府應秉持「富國先富民，民富則國富」的理念—國民經濟繁榮，國家自然富足，

實現民生主義的均富理想。 

對於兩岸關係，蔣經國採取「三不政策」，即不與中共接觸、談判、妥協，「以

不變應萬變」，主導大陸政策，在「國防一向以自立自強為最高指導原則」下，

中國「必然統一於自由民主的三民主義的制度之下」。 

 

貳、蔣經國的人格特質 

 

筆者以蔣經國的言行舉止，親朋好友和社會人士的觀感與評價，結合具體實

例，歸納蔣經國的 6 點「人格特質」。 

 

一、強烈的國家、民族及歷史使命感224 

蔣經國除了身為蔣介石的長子，父親給予他的家庭教育，並對他將來有所期

許外225，生活與工作經驗亦深遠影響蔣經國的「人格特質」。例如：蔣經國在上

海就讀浦東中學時，由於生處反帝國主義環境，曾經多次參加示威活動及抵制洋

貨運動，並被推舉為浦東中學領隊，此時他已展現強烈的愛國心和使命感；從蘇

聯返國後，在貧窮落後的江西省擔任公職，蔣經國提出「推行新政治，建設新贛

南」主張，經常走訪基層民眾，自許為「人民的公僕」，胼手胝足建設新家園；

之後在 1945 年 10 月，蔣經國擔任外交部東北特派員，負責東北接收事務，除了

                                                 
224 總統馬英九說：「國家領導人，我的感覺最重要的是，要對國家社會有強烈的責任感跟使命感、

良好的操守，以及足夠治國的能力，我想這是最主要的重點。」筆者於 2007 年 2 月 17 日 15
時 50 分至 16 時 20 分，電話專訪總統馬英九之內容。 

 
   前考試院院長邱創煥說：「他(蔣經國)對於選舉非常重視，民國 68 年立委及監察委員選舉，

本黨(國民黨)得票不是很理想，他找我及秘書長馬樹禮先生到辦公室詢問原因，我們報告之

後，他把手舉起來說：『我還要努力，我還要奮鬥』，他年紀這麼大還這麼說，可見愛黨愛國

的情緒溢於言表。」葛永光主編(2008)，《蔣經國先生與臺灣民主發展—紀念經國先生逝世二

十週年學術研討論文集》，臺北：幼獅，頁 231。 
225 蔣經國(1992)，〈我的父親〉，《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250。 



第二章  蔣經國人格特質之內涵 

 109

更瞭解國際事務外，同時更強化內心的反共思想；甚至在 1948 年下半年，蔣經

國被任命為上海經濟督導員，以「赴湯蹈火」、「捨我其誰」的心態，負責管制經

濟的工作；來臺後又以基督教「背十字架」的精神，接下吃力不討好的情報工作，

以及中國青年反共救國團主任的職務、協助大陳島軍民撤退、帶領國軍退除役官

兵闢建「東西橫貫公路」、「八二三砲戰」時親臨金門，鼓舞軍民士氣等，在在展

現「強烈的國家、民族及歷史使命感」之「人格特質」，矢勤矢忠，勠力以赴。 

蔣經國說：「服務公職以來，無時無刻不是以民族大義、革命責任和國家榮

譽，作為自己效命致力的目標和志事。」
226「我們中國人的政治道德標準是對政

治要有理想、有抱負，和『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感，也就是對國家負責，要對

選民有所交代，絕不是為個人謀求虛榮利祿。……一切要為國家的前途著想，一

切要為全民利益打算。」
227「我們必須平心靜氣，以『不爭個人一時之氣，而謀

萬民千秋之利』的態度處之。」228「倘使要事業成功，不但要有一往直前的勇氣，

而且更要有忍耐的決心，我們不要爭個人的意氣，不要爭一時小利，我們要為大

家爭幸福，要為民族爭生存！」「以勇於任事、敢於擔當的精神，對國家、民族，

負起歷史責任，做到一個積極行動的、始終負責的政府。」229「一切作為，要向

全民負責，要為國家的治亂負責，也就是要對歷史負責。凡已決定要做的以及肯

定對國家民眾有益而應做的，必須全力貫徹執行，以求對民眾有所交代。」230「今

天的革新措施，不是為了一黨之私，更不是為了個人利益，而是要以『向國家負

責，向歷史交待』的態度，要為全體人民的生活福祉，謀求更大的增進，為國家

民族的前途再創新機。」231「政府的施政，務必堅持民主憲政的信守，並厲行行

政革新，廣攬才俊新銳，全力推進為民服務的廉能政治，徹底改造政治風氣，真

                                                 
226 蔣經國(1992)，〈承受重責大任無負國民付託〉，《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1 冊)，臺北：行政院

新聞局，頁 557。 
227 蔣經國(1992)，〈公平守法辦好選舉強化民主政治基礎〉，《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3 冊)，臺北：

行政院新聞局，頁 298。 
228 蔣經國(1992)，〈光明磊落辦好選舉〉，《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9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

頁 552。 
229 蔣經國(1992)，〈開誠心佈公道同為國家開拓光明大道〉，《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2 冊)，臺北：

行政院新聞局，頁 479-480。 
230 蔣經國(1992)，〈誠心誠意與全民緊密團結實心實力為國家前途奮鬥〉，《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5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218。 
231 蔣經國(1992)，〈革新措施應尊重憲法及憲政體制〉，《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2 冊)，臺北：行

政院新聞局，頁 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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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做到人民有權、政府有能，以光大我們的憲政法統。」232「要從大處遠處著眼—

因為我們有歷史，我們有抱負，我們有三民主義的理想，所以我們今天不能單看

小的地方，不能光看局部，更不能祇顧眼前，尤其有著復國建國的任務等待我們

去完成，因之我們的一切政務，都要從大處遠處著眼，要顧到全局，顧到將來。」

233「應當把道義真理放在一切之上，應當把公眾的利益放在小我之前，應當有一

個共同的行動方向，把一切觀念和作為，建立在對國家、對民族、對同胞血肉相

連的責任感上面。」
234 

前總統李登輝認為蔣經國在「『作重大決策最基本的原則，是—一切作為要

向歷史交代。』也就是，『要對歷史負責，要有承先啟後、繼往開來的使命感。』」

235總統馬英九也說：「(蔣經國)在關鍵的時刻做關鍵的決定，才是一個政治人物對

歷史負責的重要表現。」236國立臺灣師範大學蕭行易教授說：「經國先生奉獻一

切，但求國家民族之復興。」237王昇將軍說：「他(蔣經國)這種不怕危險奉獻犧牲

的精神，就是一種『我不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情操，為他的一生定下了行事

的風格。」238 

蔣經國在 1981 年 10 月 24 日，臺灣光復 36 週年前夕發表電視談話： 

 

今後政府必將繼續根據主義，依「國家至上，民眾第一」的原則，制定政

策，切實履行我們的雙重責任：一方面擴大建設成果，確切保障臺澎金馬

一千八百萬同胞的生命財產與自由幸福；一方面以臺灣為民族復興基地，

把三民主義建設成果，積極向大陸推進，早日光復大陸，拯救苦難的同胞，

這也是當前我們每一個自由中國人的一項歷史使命。
239 

 

                                                 
232 蔣經國(1992)，〈共同背起救國救民的十字架〉，《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9 冊)，臺北：行政院

新聞局，頁 187。 
233 同前註，頁 188。 
234 蔣經國(1992)，〈承受重責大任無負國民付託〉，《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1 冊)，臺北：行政院

新聞局，頁 554。 
235 蔣彥士(1990)，〈蔣故總統經國先生精神風範的啟示〉，《近代中國》，第 75 期，頁 48。 
236 紀錄片(2008)，臺北：中天電視新聞臺：「馬英九與蔣經國」。 
237 蕭行易，〈蔣故總統經國先生的三平與三盡—平凡、平淡、平實與盡心、盡力、盡職〉，《青年

日報》，1988.4.22。 
238 王昇，〈王昇上將談經國先生〉(上)，《青年日報》，2005.1.13，版 10。 
239 蔣經國(1992)，〈雙重責任一項使命〉，《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4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

頁 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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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經國說：「中國國民黨是一個光明正大的政黨，我們一切的措施與作為，

都是本著大公無私的精神與光明磊落的胸懷；以前瞻性的眼光，求進步的做法；

並以向國家負責、向歷史交代的態度，往前邁進，來完成承先啟後，繼往開來的

使命。」
240又說：「儘管國際上對我國經濟發展多所讚譽，但我們不能以此自滿、

自傲，必須不斷研究問題，檢討得失，吸收人才，加強合作，才能加速把國家推

進到現代化的境界。」
241 

蔣經國於 1987 年 11 月 25 日，在中國國民黨中常會再次指示：「堅守『堅決

不和共匪接觸談判』及『堅決反對臺獨的分離意識』兩大政策。全體黨員要貫徹

到底，執政黨對這兩大政策的堅持，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來也是如此，而且

這也就是我們勝利成功的保證。」
242 

蔣經國除了展現「強烈的國家、民族及歷史使命感」，更將自己的性命看得

淡泊。中美斷交時，他說：「經國一定以個人自己所有的一切，和同胞們共患難、

同生死，來克服最後這個難關，來求得勝利，希望大家各本愛國良知熱忱，凡與

反共復國大業有益的，各盡所能，貢獻於國家，人人矢勤矢忠，群策群力，深信

眾志成城、大勇無畏，我們就一定可以克服一切困難，朝著既定目標勇往邁進！」

243又說：「個人的生死毀譽並不足惜，重要的是國家民族的命脈，有賴我們大家

繼續傳承。」244 

蔣經國在蘇俄 12 年，經歷多次生死關頭，最後都能化險為夷，此段極其煎

熬的日子，他在肉體上固然極其痛苦，但相反地，對於精神上的鍛鍊卻有相當大

的幫助。蔣經國說：「同志與同志之間，一定要能甘苦與共，從政者，應有為革

命而生，為革命而死的精神。古人說：『疾風知勁草，板蕩識忠臣。』在最艱難

顛危的關頭，能夠忠貞不拔，才是好漢。孔子說：『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

245 

                                                 
240 蔣經國(1992)，〈本開闊無私胸襟使憲政更臻完美〉，《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20 冊)，臺北：行

政院新聞局，頁 36。 
241 蔣經國(1992)，〈貫徹三民主義均富政策〉，《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20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

局，頁 31。 
242 蔣經國(1992)，〈堅決不和中共接觸反對臺灣分離意識〉，《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20 冊)，臺北：

行政院新聞局，頁 127。 
243 蔣經國(1992)，〈是中華兒女拿出最大決心與力量的時候〉，《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3 冊)，臺

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25-26。 
244 蔣經國(1992)，〈革新措施應尊重憲法及憲政體制〉，《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2 冊)，臺北：行

政院新聞局，頁 582。 
245 蔣經國(1992)，〈五年來從政的感想〉，《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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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經國在開闢「東西橫貫公路」時，曾經多次通過懸崖峭壁，先後進出山區

21 次，2 次踏勘路線，19 次慰問施工人員。他說：「最大的難處是通過懸崖峭壁，

手攀著藤，腳踩著地，半步或一步的往前移，一不小心，失手或失足，掉下去，

粉身碎骨，決無生理。」
246但他仍無懼生死，勇敢地走下去。「金門八二三砲戰

期間，他經常出現在最前線的戰壕坑道，撫慰傷患，為保衛臺灣的官兵們打氣。

最危險的地方，總是他必到的所在。」
247 

蔣經國在 34 歲時說：「在我半生的爭鬥中，已經認識了什麼是革命！在冰天

雪地中，深切的體驗到人生的甜苦，看清了死，不過是一件天下最平凡的事，更

在狂風暴雨的怒潮中，堅定了自己的意志。」
248他在 47 歲時又說：「一個人從誕

生下來，總是註定遲早不免一死。但是，一個人生命的價值，並不是決定在生的

時候，而是決定在死的時候。語云：『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我們

倘使不能把自己生命真諦看清的話，那是談不上革命的。……我們為什麼不把自

己的生命，看得淡泊一點。」
249由此可見蔣經國置個人死生於度外的精神。 

 

二、樂觀、信心、決心250、勇敢251 

影響蔣經國「樂觀」的態度，除了恩師吳稚暉豁達的人生觀，以及基督教信

仰的影響外252，在蘇聯煎熬的日子，對於蔣經國精神上的鍛鍊幫助甚大。例如在

冰天雪地的艾爾它(Altai)，蔣經國度過了飢寒交迫的歲月，在他形容「像地獄般

的礦坑」裏，和教授、學生、貴族、工程師、富農、強盜一起做著挖礦的工作。

他身邊有兩位工人，各有不同的人生觀，睡在他右側的工人，就寢前會對他說：

                                                                                                                                            
頁 300。 

246 蔣經國(1992)，〈腳踏實地〉，《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2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372-373。 
247 張祖詒，〈教我如何不想他〉，《中國時報》，2008.1.5，版 A10。 
248 蔣經國(1992)，〈夜宿虎崗有感〉，《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294。 
249 蔣經國(1992)，〈厲行心理建設與精神修養〉，《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5 冊)，臺北：行政院新

聞局，頁 244。 
250 總統馬英九認為蔣經國具有「政治改革的決心」。蔣經國解除戒嚴、開放組黨、開放兩岸探親、

解除報禁、推動國會改革，「每一樣都是讓臺灣能達到今天自由民主社會的重要基礎。」《中

國時報》，2009. 4. 12，版 A3。 
251 跟隨蔣經國建設「新贛南」的王昇將軍，回憶蔣經國在贛南的一段往事。他說：「建設『新贛

南』的第一年，訂名為『掃蕩年』，掃蕩的對象是土匪和土豪劣紳，經國先生曾經匹馬單槍一

個人冒險到大庾縣山區一個土匪所盤據的老巢，說服土匪頭子下山投案，解散他的從眾，就

這樣憑他一個人的力量，特別是憑他一個人的愛心和誠意，平息了方圓數十里的匪患。」王

昇，〈王昇上將談經國先生〉(上)，《青年日報》，2005.1.13，版 10。 
252 「喜樂的心乃是良藥；憂傷的靈使骨枯乾。」《聖經》(新標點和合本)(1996)，香港：聖經公

會，頁 695。 



第二章  蔣經國人格特質之內涵 

 113

「一天又過去了。我又朝人生旅程的終點，走近了一步。」而睡在他左側的工人，

就寢前會對他說：「一天又過去了。我距離重獲自由歸家，又走近了一步了。」

相信這兩種人生態度都讓蔣經國留下深刻印象。
253蔣經國說：「以後我會有些什

麼遭遇？將來會有什麼事發生？……我既然在西伯利亞安然度過種種危險，我現

在還有什麼好害怕的？我安慰自己說，情況還能更壞嗎？我亦慶幸已經習慣了痛

苦和折磨。」
254相信這段經歷，讓他養成「樂觀」面對人生的堅毅精神。此外，

蔣經國於 1948 年在上海管制經濟，雖然最後未能達成目標，然而卻也培養他積

極「樂觀」及「勇敢」的態度。
255 

蔣經國在面對重要關頭時，頗能發揮堅決的「信心」來推動改革，他於 1986

年 3 月 31 日，在中國國民黨第 12 屆三中全會第 7 次大會通過中央常務委員提名

後說：「這一次常務委員都要了解這一個責任的重大，來完成這次全會所決定的

許多決議，而能夠實實在在的做好我們自己『以黨的革新來帶動行政的革新』，『以

行政的革新來帶動全面的革新』，我們有堅決的信心來做好我們自己的工作。」
256 

蔣經國說：「凡是有利於大多數人的事，不管如何困難，都一定要做，並且

要做得實在，做得徹底，不達目的決不終止，對於違背大眾利益的事則應斷然拒

絕。……今後祇要我們堅持目標，努力奮鬥，真心誠意，切切實實的做好為民服

務的工作，我們是不怕任何競爭與挑戰，我們有絕對的信心，一定成功！」257 

蔣經國認為從政之人「要有先見之明，和做而必成的決心。……要有一定的

工作方向，統盤的工作計劃，並且明確的指示目的地。」258「今後祇要有堅強的

信心、剛毅的決心，我們就能克服一切困難險阻，達成我們的目標。」259例如我

                                                 
253 蔣經國(1992)，〈我在蘇聯的日子〉，《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82。 
254 同前註，頁 83。 
255 跟隨蔣經國在上海管制經濟的王昇將軍，曾回憶在上海工作時，蔣經國寫一封慰問信給工作

同仁說：「我記得很清楚，那年的中秋節，經國先生寫給我們工作同仁一封慰問信，信中有幾

句很感人肺腑的話，他說：『在月白風清的中秋之夜，燃起真理的火把，用我們熱烈的博愛精

神，和堅強的意志，勇敢地衝上前去。』」王昇，〈王昇上將談經國先生〉(上)，《青年日報》，

2005.1.13，版 10。 
256 蔣經國(1992)，〈以黨的革新帶動行政革新以行政革新帶動全面革新〉，《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5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164-165。 
257 蔣經國(1992)，〈切實做好為民服務的工作盡力推行有益民眾的政務〉，《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20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99。 
258 蔣經國(1992)，〈五年來從政的感想〉，《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

頁 301。 
259 蔣經國(1992)，〈國家和黨的成敗在於自己〉，《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1 冊)，臺北：行政院新

聞局，頁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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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退出聯合國與中日斷交之際，蔣經國展現「決心」與「勇敢」的「人格特質」，

毅然推行「十大建設」，當時若干經濟學者，認為最好是先推行其中幾項，待有

成效後，再漸次增加
260，然而蔣經國認為政府必須擔任引導及配合的角色，不能

全依賴一般西方國家靠民間企業累積資本模式，結果此舉讓臺灣經濟穩健發展。

261他在 1973 年 3 月 22 日主持行政院第 1317 次院會指示： 

 

我們正處在一個非常的時期，非常的時期需要有非常的做法才能打開困

境，創造光明的前途。所謂非常的作法，就是要拋棄墨守成規，故步自封

的落伍作風，不能因為過去是如何做法，現在一定也要同樣作法，也不能

事事都要有萬全之計才去實施，如果大家存有這種觀念，那麼今天我們一

事都不能做。其實祇要我們政策正確，如果是必須要冒風險，就應該拿出

勇氣，勇敢的承擔起來。
262 

 

又如 1970 年 4 月，蔣經國以行政院副院長的身分應美國總統尼克森(Richard 

Nixon)之邀請訪問美國，在 24 日 12 時 15 分(臺北時間 25 日 1 時 25 分)發生「刺

蔣事件」，行刺者鄭自才、黃文雄旋即被押走，但蔣經國並未驚慌，他關心的是

「有沒有人受傷？」之後仍從容地按照既定行程，向「美東工商協進會」(East 

Asian-American Council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的 400 多位來賓作了一場 20 分鐘

的演講，表現出處變不驚，無懼個人死生的勇氣。263，  

1978 年底中美斷交時，蔣經國展現堅忍圖成、不向逆境低頭的「決心」與「勇

氣」。他說：「經國受國人付託之重，面對國家危難，時刻戒慎恐懼，不敢稍存疏

懈之心。……決以個人所有的一切，和同胞同甘共苦，緊緊的結合在一起，為實

                                                 
260 前行政院院長李煥說：「當時的『十大建設』，也有政府的負責人反對，反對的理由是『十大

建設』的經濟負擔很重，恐怕政府沒有力量來承接，不過經國先生認為，他有一句名言：『今

天不做，明天就會後悔。』他說至於財務的問題，我來想辦法籌。」紀錄片(2009)，臺北：

中天電視新聞臺：「七海寓所的主人—蔣經國的故事」。 
261 蔣經國在擔任行政院院長時，正值世界性的能源危機，他在這樣的關鍵時刻，決定推動臺灣

的「十大建設」，這個決定招來許多嚴峻的批評，有些民意代表甚至惡言開罵，其中還有人痛

詆興建高速公路是專供有錢人飆車用的。但是蔣經國不為所動，在眾多批評與反對聲中，堅

持推動「十大建設」，這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決心和勇氣，就是來自他對國家、對人民、

對歷史負責的一種遠見。魯軍，〈遠見與清廉—懷念經國先生〉，《青年日報》，2005.1.15，版

10。 
262 蔣經國(1992)，〈非常時期需要有非常作法〉，《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7 冊)，臺北：行政院新

聞局，頁 541。 
263 歐陽諄，〈蔣經國遇刺脫險，大量拔擢臺籍菁英〉，《自由時報》，199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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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我們共同的理想和目標，勇往邁進，直到贏得最後勝利！」264「在如此艱難的

環境中，我們始終把握了反共復國的基本政策，勇往直前，犧牲奮鬥。」
265又說：

「憑藉決不動搖的信念，在此世局中保持勇氣，剛毅不屈，就必能克服一切困難，

達成我們的目標。……經國願再重申，當此非常時期，我們必須要以非常的決心

266，採取非常的行動，團結一致，來衝破目前的難關！」267 

    蔣經國曾說過一段話，最能表明他不向逆境低頭的「決心」與「勇氣」，他

說：「天下絕沒有打不敗的敵人，祇怕自己沒有志氣；絕沒有衝不破的難關，祇

怕自己沒有勇氣；絕沒有做不成的事業，祇怕自己沒有學問；亦絕沒有不能完成

的任務，祇怕自己沒有決心。」
268 

 

三、腳踏實地的務實取向 

總統馬英九說：「經國先生了不起的地方，正在於他總是在關鍵的歷史時刻

突破他家世、教育與思想的侷限，作出正確而務實的決定。」
269 

領導人物的主要職責，是在既有環境條件中獲得特定目標，他必須收集各種

訊息，對環境性質做出準確判斷，考慮全面的工作，發動群眾，組織力量以有效

執行實現決策目標。270基本上領袖人物大多是現實主義者271，重視權力與利益，

對政治現實有客觀的瞭解，注重政治的解決途徑。272  

蔣經國擔任贛南縣長的領導風格，已經具備「務實」的「人格特質」。他說： 

 

縣政的四個目標：(一)人人有飯吃；(二)人人有屋住；(三)人人有書讀；

                                                 
264 蔣經國(1992)，〈我們將以更積極更勇敢更堅定的作法執行國家政策〉，《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4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357。 
265 蔣經國(1992)，〈精誠團結肝膽相照一心一德共赴國難〉，《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1 冊)，臺北：

行政院新聞局，頁 641。 
266 蔣經國說：「什麼是決心？一切靠自己，為自由與生存與敵人奮戰到底，這就是我們最大的決

心。」蔣經國(1992)，〈是中華兒女拿出最大決心與力量的時候〉，《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3
冊)，臺北： 行政院新聞局，頁 24。 

267 蔣經國(1992)，〈以非常的決心採取非常的行動來衝破目前的難關〉，《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1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652。 

268 蔣經國(1992)，〈五年來從政的感想〉，《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

頁 298-301。 
269 馬英九，〈懷經國先生，思臺灣未來〉，《聯合報》，2003.1.14，版 13。 
270 陳鐵民(1991)，《領導行為心理分析》，臺北：遠博，頁 45。 
271 「所謂現實主義(Realistic)的政治領袖，他們清楚掌握國家的實際處境，重視以組織計劃的方

式，腳踏實地從事國家建設，強調政策與行政的功能。」風雲論壇編輯委員會編輯(1985)，《蔣

經國浮雕》，臺北：風雲論壇，頁 237。 
272 康中和(1985)，《國際政治的理想主義與現實主義》，臺北：臺灣商務，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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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人有工做。當時雖有人主張把人人有飯吃改為人人吃得好、住得好

等等，我認為那是不切實際的。當時的贛縣曾遭受共匪的洗劫，土匪很多，

所以我決定以「除暴安良」作為我的工作方針。我的工作方法是：(一)

簡單明瞭；(二)實幹快幹。
273 

 

又如蔣經國推動臺灣經濟建設，目的是希望「奠定我們陸運、海運及重工業

的基礎，使我國經濟有進一步的發展。」
274對於經濟發展，蔣經國以「務實」眼

光看待275，他說： 

 

就經濟發展的理論和史實來看，任何一個國家，如果本身沒有重工業和基

本建設的基礎，經濟發展一定會受到影響和滯礙，所以發展重工業是促使

經濟高度發展的基本條件。經國個人一向不願用「經濟起飛」這個字眼，

「經濟起飛」究竟飛到那裏去？飛不好會迷失道路，甚至會掉下來。因為

今天不重在經濟的起飛，而重在如何鞏固經濟的基礎，才是首要的問題。

276 

 

雖然蔣經國曾謙虛地說自己「未學過『經濟學』」277，但其「務實」的態度，

確實為臺灣經濟打下紮實的基礎。 

作家楊旭聲也認為蔣經國的「人格特質」具有「腳踏實地的務實取向」： 

 

蔣經國無疑是屬於現實主義型政治領袖中的佼佼者。早在贛南時期，他就

重視到實際基層工作的重要性，強調腳踏實地，實事求是的作風，厭惡阿

                                                 
273 蔣經國(1992)，〈做好地方行政工作〉，《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8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

頁 459-460。 
274 蔣經國(1992)，〈九項工程建設要靠全民支持才能完成〉，《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9 冊)，臺北：

行政院新聞局，頁 393。 
275 前監察院院長錢復，於 2009 年 4 月 11 日，在蔣經國學術交流基金會舉辦的座談會說：有一

次蔣經國聽到「十大建設」時相當生氣，曾發脾氣說：「什麼是大？」蔣經國認為，「十項建

設」就是要做好臺灣未來經濟發展的基礎，沒必要說成「十大建設」。《中國時報》，2009. 4. 12，

版 A3。 
276 蔣經國(1992)，〈衝破橫逆再開新局〉，《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9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

頁 541。 
277 蔣經國(1992)，〈風雨同舟甘苦與共〉，《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9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

頁 467。 



第二章  蔣經國人格特質之內涵 

 117

諛奉承的虛驕惡習，曾明令禁止張貼任何歌功頌德的標語文字。他這種關

注實際工作績效，強調行政管理的作風一直延續到他擔任行政院長任

內。……蔣經國先生在公開場合以官方立場發言時，頗能顧及到國家政治

傳統價值的維護，但私下談話卻顯示他對當前國家真實處境有相當明晰的

「認知地圖」，絕不同於官式場合中的政治宣言。
278 

 

此外，蔣經國擔任行政院院長時，勉勵各部會首長多與社會各階層接觸，少

在電視、報紙上出現，而要多在農村、漁村、工場、工廠和學校出現。他在 1971

年 6 月 1 日，主持行政院第 1275 次院會說： 

 

經國今天願意用「平凡」、「平淡」、「平實」三句話奉告各位先生，並共

同勉勵。「平凡」就是做人平凡，「平淡」就是對名利看得平淡，「平實」

就是做事要力求平實。……我們如果能徹底做好一件工作，所獲效益可

超過一百件有頭無尾的工作，所以寧可少做，但要做得實在。我們要深

入民間、深入問題，在問題上求得徹底的個別的解決。
279 

 

同年 6 月 8 日，蔣經國在行政院院會對各級公務人員提出「十大行政革新」

280，目標在促使各級行政機構，邁向有效率、負責任、明是非、辨善惡281，「要建

立一個廉能有為的政府」。2821973 年 3 月 7 日，提出「實踐政治社會革新」8 項要

點，呼籲社會各界人士共同配合「十大行政革新」的推行，以扭轉社會日益嚴重

的腐敗風氣。
283  

對於政治風氣問題，蔣經國認為「不要高高在上的做官，而要腳踏實地的做

                                                 
278 風雲論壇編輯委員會編輯(1985)，《蔣經國浮雕》，臺北：風雲論壇，頁 237-238。 
279 蔣經國(1992)，〈平凡平淡平實發揮團隊精神〉，《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7 冊)，臺北：行政院

新聞局，頁 357。 
280 蔣經國(1992)，〈刷新政風十項指示〉，《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7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

頁 360-361。 
281 總統馬英九認為蔣經國「建立正派清廉政府」。蔣經國第一次主持行政院院會，就通過公務員

十項革新，規範公務員的行為，結果發現實施下來真正能做到弊絕風清。《中國時報》，2009.   

4. 12，版 A3。 
282 蔣經國(1992)，〈要建立一個廉能有為的政府〉，《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7 冊)，臺北：行政院

新聞局，頁 483-486。 
283 《中央日報》，1973.3.7，頭版；蔣經國(1992)，〈唯有三民主義才能戰勝共產邪說〉，《蔣經國

先生全集》(第 13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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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他於 1976 年元月 5 日，在臺灣省各界聯合總理紀念週及新年團拜時呼應

孫中山的理念—「不要做大官，只要做大事」。他說： 

 

關於政治風氣問題，……那就是「不要高高在上的做官，而要腳踏實地的

做事。」如果高高在上做官的話，不但離開了群眾，也不知道群眾的痛苦。

所做的事情，必為老百姓所厭惡。……反之，腳踏實地做事的人，把自己

當做平凡的老百姓，當做窮苦的老百姓，當做在偏僻地區的老百姓，必能

處處為民眾著想。
284 

 

蔣經認為做事不該是「鄉愿式的作風」。他說： 

 

我們處理公務，祇要有目標、有原則，並且符合國家與人民的利益的政策，

一本至公，問心無愧，就不必畏首畏尾，瞻東顧西的考慮太多，儘可放開

手來有所作為；大家都知道，我們推動政務，是為多數人謀利益，不必要

「面面俱俱」的去滿足少數人的願望，倘如遇到一些阻力，收繮勒馬，遇

到關說，就有求必應，人家就會譏笑政府是在「人人做好人」、「事事做好

事」，這種鄉愿式的作風，是千萬要不得的。
285 

 

1986 年 10 月 24 日，蔣經國在臺灣光復 41 週年前夕說： 

 

一是「務本」，也就是要確立根本，鞏固根本，一切作為都要為根本著想。

我們要維護的根本是什麼？是國家安全、社會安寧、經濟繁榮、民生安定。

任何事情，如果捨本逐末，甚至忘了本源，我們便將失去所有。「本立而

道生」，才是我們生存發展的根本之道。一是「務實」，也就是要誠實平實，

實是求是，腳踏實地，一步一個腳印，絕不好高騖遠，不自欺，不張狂，

不打如意算盤。唯有實實在在，認清現實，把握實際，才能實現理想目標。

                                                 
284 蔣經國(1992)，〈不要高高在上的做官要腳踏實地的做事〉，《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0 冊)，臺

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549-550。 
285 蔣經國(1992)，〈有所為有所不為〉，《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9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276-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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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 

 

此外，蔣經國要把「文書的政治」，改革成為「行動的政治」；要把「文學的

政治」，改革成為「戰鬥的政治」。他說：「我們有了信心，不去實實在在的『做』，

信心還是空的。如何才能貫徹信心？最重要的是『做』！」
287 

晚年的蔣經國特別看重「務實」的政治改革，他於 1986 年 3 月 31 日，在中

國國民黨第 12 屆三中全會，談到對於政治改革的看法。他說：「全國國民對我們

的期望實在是太大了，怎麼樣能夠來完成他們的期望，這是一個很重很重的擔

子，但是我們身為一個黨員，我們必須要盡心盡力，一步一步，腳踏實地為老百

姓、為國民、為一般黨員做好我們應做的工作。」
288又說：「誠然目前仍有很多

困難，但我們要克服這些困難，就要竭盡一切的力量去做，我們決不因解除了戒

嚴而鬆懈，反而在處理各項問題時，要更加小心謹慎，一步一步紮紮實實地去

做 。」289 

蔣經國「務實」的「人格特質」，用他自己的話來說明：「空想主義是荒謬的，

任何事情的成功，不能寄望出現奇蹟，唯有腳踏實地，努力不懈才可變不可能為

可能。」290又說： 

 

政治有兩種，必須相輔相成的運用：一是政治的理想，一是政治的現實。

如果政治沒有理想，那是盲目的政治，到最後總是要失敗的；如果有了理

想而不顧到現實，這個理想也不能實現。……一方面要顧到政治的理想，

另一方面又要顧到當時政治的現實，如果不注意現實而祇注意理想，這個

理想也不可能實現。291 

                                                 
286 蔣經國(1992)，〈務本務實實現理想目標〉，《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5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

局，頁 183-184。 
287 蔣彥士(1990)，〈蔣故總統經國先生精神風範的啟示—在中樞舉行蔣故總統經國先生逝世兩週 

年紀念會講〉，《近代中國》，第 75 期，頁 52。 
288 蔣經國(1992)，〈以黨的革新帶動行政革新以行政革新帶動全面革新〉，《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5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164；紀錄片(2008)，臺北：中天電視新聞臺：「馬英九與蔣

經國」。 
289 蔣經國(1992)，〈靈活組織結合民意調適作法〉，《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20 冊)，臺北：行政院

新聞局，頁 89。 
290 蔣經國(1992)，〈腳踏實地〉，《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2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374。 
291 蔣經國(1992)，〈永不放棄我們實行民主政治的目標〉，《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4 冊)，臺北：

行政院新聞局，頁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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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生的最後一年，蔣經國於 1987 年 7 月 26 日接見 12 位民間友人
292，講出

他一生中從政的真正感言。他說：「希望大家能夠安居樂業，不要你爭我奪，我

能夠服務多少就服務多少，能夠給老百姓多少，就給老百姓多少，那老百姓就會

滿足了，我所希望給予臺灣的同胞是什麼呢？也就是大家安安心心的工作，安安

心心的生活，我們實實在在的來做事情，來做好我們自己應當做的工作。」
293之

後他於 7 月 29 日，在中國國民黨中常會談到： 

 

前幾天和幾位地方年長的朋友在總統府會晤茶敘，與他們談話之後，令人

感覺異常興奮。他們每個人的態度都很誠懇，既沒有客套，也沒有隱瞞，

對於黨和政府都有誠摰率直的建議和批評，而且所講的都很有道理，這是

本黨以及政府一種新興進步現象的具體反映。如果他們在我面前不敢講、

不肯講或是不願率直指出我們的缺點，那麼就是一種危險的訊息。可是，

今天我們卻有這許多真心誠意愛護我們的朋友，他們熱切期待我們把工作

做好，協助我們改正缺點，給予我們鼓勵和支持我們進步，這是非常可喜

的現象。
294 

 

前行政院院長郝柏村說：「他最後半年的生命，在他一生中是很重要的關鍵。

臺灣的民主改革實際上是由他開始的，當時只要是他感覺到的，就主動一點一滴

去進行，沒有經過任何流血。所謂民主的寧靜革命，經國先生早就開始了。」295

副總統蕭萬長認為：「他(蔣經國)需要做事情的人，而不是要做秀的人，因此他

培養的人對臺灣的政治是有些影響，他培養出的這些人繼續對臺灣的政治、經濟

和社會都有貢獻。」296 

此外，蔣經國要求自己「做任何事情，都做到『不欺騙，不隱瞞』。」297並

                                                 
292 這 12 位父老為：黃運金、陳啟清、林茂盛、陳章慶、黃崇西、魏火曜、許金德、陳望雄、蔡

鴻文、張文正、吳修齊、呂安德。蔣經國(1992)，〈我們要開闊心胸把眼光放到大陸〉，《蔣經

國先生全集》(第 14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221。 
293 紀錄片(2006)，臺北：東森新聞臺：「關鍵時代—蔣經國的旅程」。 
294 蔣經國(1992)，〈切實做好為民服務的工作盡力推行有益民眾的政務〉，《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20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99-100。 
295 郝柏村(1995)，《郝總長日記中的經國先生晚年》，臺北：天下遠見，頁 2-3。 
296 筆者於 2007 年 9 月 4 日 21 時 5 分至 15 分，面談專訪副總統蕭萬長之內容。 
297 蔣經國(1992)，〈正大光明理直氣壯〉，《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5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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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勵部屬講真話，例如他主持會議時，「總是靜靜地聽別人發言，而且會隨時記

下要點。」
298前總統府副秘書長張祖詒說：「他(蔣經國)在國會答覆質詢，要求委

員們對他多批評、少讚揚，給他改正錯失的機會。」299 

蔣經國喜讀《貞觀政要》300，經常每晚睡前翻看幾頁。他在 1964 年為《知人

善任》文集寫序： 

 

余反覆究讀《貞觀政要》有年，於思危育才之旨，若有所悟。對初唐盛業，

故多讚慕，而益我最深且大的，還是知人善任之道。深察當時主政者的知

人、用人、待人、培植人以及幫助人成功的氣度與方法，益見唐文治武功，

其來有自矣。近年來，我常在此處下工夫潛心探究，期能有所進益，更勉

以培植人才，幫助別人成功為職志。
301 

 

《貞觀政要》最重要的啟示之一，便是兼聽納諫，廣用人才。蔣經國知人善

任，一面鼓勵部屬講真話，踴躍建言302；一面提醒幹部們勇於聽真話，廣納建言。

                                                                                                                                            
頁 216。 

298 王昇，〈王昇上將談經國先生〉(下)，《青年日報》，2005.1.15，版 10。 
299 前總統府副秘書長張祖詒說：「一路走來，他(蔣經國)非聖人，豈能無過？但是他有認錯的謙

卑，有改過的勇氣。他從不諉過卸責，相反的，他在國會答覆質詢，要求委員們對他多批評、

少讚揚，給他改正錯失的機會。有次國會黨團建議修改刑法，增訂『詆毀元首』的治罪條文，

被他堅決反對，終未成案。他認為公職人員接受公評，理所當然。」張祖詒，〈教我如何不

想他〉，《中國時報》，2008.1.5，版 A10。 
300 「《貞觀政要》，唐吳兢撰。吳兢，唐汴州浚儀人。史稱他『少厲志，貫知經史，方直寡諧。』

後詔直史館修國史。神龍中，為右補闕，累遷衛尉少卿，兼脩文館學士；復脩史。開元中，

為太子左庶子。兢居官多忠諫，敘事簡核，有古良史之風，嘗撰『則天實錄』，直筆無諱，當

時稱之為『今董狐』。《貞觀政要》一書，係吳兢采摭太宗朝政之設施、君臣之問對、忠賢之

諍議，隨事載錄，以備勸誡，萃成十卷、四十篇。事覈辭質，易為讀者通曉。當時不僅唐世

子孫奉為祖訓，後世之君，也莫不列之講讀，形之論議。後元朝儒士臨川戈直，又加以考訂

注釋，附載諸儒論說；當時大儒吳澄又加以題辭，以為乃世所不可無。此書記載太宗一朝，

君臣勵治圖精之事，而終歸於修身之道；再加上戈直的注釋集論，不僅可當做一本極有價值

的政書來看，以為後代治世所效法；同時對個人修身養性之道，也有極大裨益。」吳兢(1990)，
《貞觀政要》，臺北：宏業，頁 1。 

301 林蔭庭(1998)，《追隨半世紀—李煥與經國先生》，臺北：天下遠見，頁 151-152。 
302 「在每逢重大決策實施前後，他總是透過身邊的幕僚，徵詢外界意見，了解各界反應。」王

麗美(1994)，《報人王惕吾—聯合報的故事》，臺北：天下遠見，頁 175。 
 
   前考試院院長邱創煥說：「經國先生不喜歡聽好聽的話，他喜歡聽真實的話。經國先生大力推

動『十項建設』，有一次他跟縣市長座談，問大家縣民對於『十項建設』有什麼意見，大家都

說這是很好的建設，都是為民謀福利，只有南投縣的劉裕猷縣長站起來說：『南投縣民的反應

壞透了』！經國先生聽了以後不生氣，他楞了一下說：『為什麼壞透了呢』？劉裕猷很坦白的

講：『十項建設中，南投縣一項也沒有』，經國先生瞭解了。後來經國先生開闢中潭公路，從

臺中到日月潭的公路原來是單線道，後來他開為四線道，以這個來作為對南投縣的報答。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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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他生平「最為惶恐與憂心」之事，便是「他人知我錯失，而不肯予我直言實說」。

304 

蔣經國經常透過部屬安排早餐會報，和學者、教授及各界人士聚餐，廣採建

言。他說：「經國處理問題也常常聽取各方面的意見，以盡量避免遺漏或錯誤發

生。」
305這種廣採建言的從政態度306，吳三連認為蔣經國具有「開闊的胸襟」與

「光明磊落的風範」；陶百川307認為他「求言若渴，從善如流。」308前《紐約時報》

                                                                                                                                            
見他喜歡聽不同的意見，不喜歡聽讚美的話。經國先生之後對劉裕猷的印象非常深刻，有什

麼重要的工作就想到劉裕猷，有一次中央黨部社工會的主任出缺，很多人推薦趙守博先生擔

任，但都沒決定。……我也跟大家一樣推薦趙守博，講了很多趙守博的好話，他都沒點頭，

後來他冒出一句話：『劉裕猷怎麼樣』？可見他心目中還是重視劉裕猷。劉裕猷是我的國防研

究院同期同學，我深知他的個性，我就向他報告說：『劉裕猷先生讓他做副秘書長比較合適，

做社工會主任較不合適』，他馬上點頭，之後馬上發表。這段故事只是想說，經國先生喜歡聽

民間真正的話，不喜歡歌功頌德的話。」葛永光主編(2008)，《蔣經國先生與臺灣民主發展—

紀念經國先生逝世二十週年學術研討論文集》，臺北：幼獅，頁 230-231。 
303 前中國廣播公司董事長趙守博說：「民國 62 年我剛回國不久寫了一篇文章，文章批評政府行

政觀念上的缺失，當時被刊在中央日報，謝東閔先生將文章推薦給經國先生。經國先生將文

章交給所有內閣閣員閱讀，由此可見他採納不同意見的風度。民國 68 年中美斷交，當時經國

先生成立幾個革新小組，專門針對黨政應興革之事，廣徵各方面的意見，由此可見經國先生

在面臨重大衝擊時，多麼希望民眾及各方面意見能夠反映到組織，更可見其重視改革之心。」

葛永光主編(2008)，《蔣經國先生與臺灣民主發展—紀念經國先生逝世二十週年學術研討論文

集》，臺北：幼獅，頁 240。 
304 蔣彥士(1990)，〈蔣故總統經國先生精神風範的啟示—在中樞舉行蔣故總統經國先生逝世兩週

年紀念會講〉，《近代中國》，第 75 期，頁 51。 
305 蔣經國(1992)，〈正大光明理直氣壯〉，《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5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

頁 216。 
306 前監察院院長錢復說：「蔣院長到任一週後舉行院會，提出對行政人員十項革新指示，這是他

考量很久才做的決定。一九七二年六月一日他召見我，就以初稿給我看，並問我的意見。我

看到這項文件主要是減少行政部門的鋪張和繁文褥節，對於公務人員希望生活簡單樸實。就

一個生活正常的公務員來說，真的不難遵循。我看了數遍，勉強向院長提出第七項限制公務

人員進出夜總會、舞廳、歌廳、酒吧、酒家等場所中，歌廳一項似不宜列入。因為當時的歌

廳消費不高，我知道有幾位非常潔身自好的前輩行政人員常前往。院長聽了就問我哪幾位常

去，我報告如錢昌祚、李榦先生等。院長立即說那就把歌廳刪掉。這是小事，但也可以看出

院長的虛懷若谷。」錢復(2005)，《錢復回憶錄—外交風雲動》(第 1 卷)，臺北：天下遠見，

頁 201-202。 
 
   蔣經國在擔任黨主席後，更加廣羅各方人才，以他領導召開的第 11 屆全會為例，除了在會前

廣求各方建言，歡迎輿論批評；在會議進行期間，採訪絕對公開，各國新聞記者皆可自由直

接進入會場採訪，透過各種傳播工具，立即向社會大眾報導會議內容；更採取新增中央委員、

增聘中央評議委員、廣聘黨務顧問等方式，來擴大對黨內人才的甄補。秦孝儀(1985)，《中華

民國政治發展史》(第 4 冊)，臺北：近代中國，頁 1677。 
307 1982 年間，「由於反對勢力活躍，警備總部對政論雜誌展開嚴厲搜檢，前監察委員陶百川認

為這種審檢工作已對言論自由構成壓制，曾加以批評。不料，執政黨內部為陶百川的批評所

激怒，竟透過警總文化工作單位舉辦座談會，公開圍剿他。陶百川為國建言而遭圍攻，備受

打擊，因而辭職離臺赴美。王惕吾對陶百川素來尊敬，認為他直言諍諫，出於一腔赤忱，與

沽名釣譽之徒絕不相同。為此，聯合報寫了一篇『陶百川胡不歸？』的社論，一方面呼籲陶

先生歸來，同時也為他的遭遇抱屈。王惕吾並特別晤見經國先生，建議他多聽聽不同的意見，

尤其像陶百川這樣的人已經很少了。經國先生立刻接受建議，告訴王惕吾：『你代表我去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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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通訊員趙達中說：「蔣經國喜歡用『講真話』的才俊，他厭惡官場上的虛偽，

反而喜歡坦率真誠的人，例如：魏景蒙在生前，一直是蔣經國的摰友，原因無他，

坦誠無心機而已。卜少夫在『蔣經國浮雕』中，對蔣經國先生頗有微詞，反而被

甄選為僑選立法委員。」
309 

蔣經國做事除了具備「務實」態度外，更重視做事方法。 

第一，蔣經國做事重視效率。例如他在立法院 79 會期結束後說：「現在會期

結束，中央黨部、立法院、行政院的同志，應當立即開會作一次檢討，看看我們

那些地方有缺點，什麼地方有錯誤要用什麼辦法來補救，務必逐項認真切實的加

以研究和改進。」
310又說： 

 

有了計劃要執行，執行之後要考核。事體無論是大、是小，件件都要認真

去做。……要能控制工作時間，使每個問題的解決，不失其時。要能控制

工作重心，每件事要提綱挈領、分別緩急，切實推行。……工作計劃確定

之後，還要規定實施步驟。注意到時間、人事，及經費之合理分配，使工

作要有條理不紊亂，如此方能收良好之工作成效。
311 

 

副總統蕭萬長認為蔣經國是一位做事講求效率的國家領袖，他說：「我個人

覺得經國先生的政治人格特質是他的操守，他非常清廉，做事情又講求效率，這

兩點都是臺灣目前的政治很需要的政治人格特質。」312徐立德也認為蔣經國做事

十分有效率，他說：「經國先生是一位果斷的決策者，或許有人會認為那是強人

政治。但是經國先生在行政院會或主持財經會報時，都是安靜聆聽意見，在聽過

眾人的討論後，他要言不繁的做成結論，令出必行，沒有煩瑣冗長的公文往返，

十分有效率。」313王昇將軍也說：「他(蔣經國)總是靜靜地聽別人發言，而且會隨

                                                                                                                                            
回來，一切由你擔保。』」王麗美(1994)，《報人王惕吾—聯合報的故事》，臺北：天下遠見，

頁 179-180。 
308 蔣彥士(1990)，〈蔣故總統經國先生精神風範的啟示—在中樞舉行蔣故總統經國先生逝世兩週

年紀念會講〉，《近代中國》，第 75 期，頁 51。 
309 風雲論壇編輯委員會編輯(1985)，《蔣經國浮雕》，臺北：風雲論壇，頁 253。 
310 蔣經國(1992)，〈榮辱與共努力奮鬥克服萬難〉，《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20 冊)，臺北：行政院

新聞局，頁 95-96。 
311 蔣經國(1992)，〈五年來從政的感想〉，《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

頁 301。 
312 筆者於 2007 年 9 月 4 日 21 時 5 分至 15 分，面談專訪副總統蕭萬長之內容。 
313 《中國時報》，2008.1.14，版 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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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記下要點。他在最後裁決的時候，會容納別人的意見，作成明快的決定，從不

會模稜兩可，充分表現他的果斷。」
314 

蔣經國在擔任行政院院長時，曾對各部會行政人員說： 

 

政府就好比是一部機器—一部為民眾服務的機器，不過，這部機器不同於

一般機械，它是有靈魂、有組織的一個有機體，這個有機體，不但要能運

轉正常，而且還要以最小的消耗，為民眾獲取最大的利益，這就牽出了一

個效率問題。……我們全體行政工作同仁，一方面要認清過去的病根，防

止再犯同樣的毛病；他方面更要多加努力，多方策進，人人能以新速實簡

的辦事方法，實事求是的辦事精神，來增進我們的行政效率。使我們的政

治，成為「效率政治」；使我們的政府，成為重實際、有效率的現代政府。

315 

 

蔣經國的名言：「今天應做的事，今天不做，明天才做，你會永遠後悔。」316 

第二，蔣經國做事重視分層負責。317他說：「組織分工，……當然是一種分

工專精的方法，而分工專精，又必須相互合作，分工要明確，合作要密切，否則

即形同散沙，不能發揮團隊精神，……一個健全的組織，先要培養一種團隊精神

來作表率、作模範。」318 

對於「解除戒嚴」和「開放黨禁」兩項憲政改革，在他確定原則後，再由其

他單位負責研擬，隨後指定國民黨 12 位中常委員負責研擬 6 項革新方案319，其中

特別指示對於「簡化國家安全法律」及「制定人民團體組織法」兩項，擬定更詳

                                                 
314 王昇，〈王昇上將談經國先生〉(下)，《青年日報》，2005.1.15，版 10。 
315 蔣經國(1992)，〈有所為有所不為〉，《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9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271-272。 
316 蔣彥士(1990)，〈蔣故總統經國先生精神風範的啟示—在中樞舉行蔣故總統經國先生逝世兩週

年紀念會講〉，《近代中國》，第 75 期，頁 52。 
317 前監察院院長王作榮說：「『十大建設』時，行政院的政務委員閒著沒有事做，他(蔣經國)就

說這個政務委員給我管三樣，那個政務委員給我管兩樣，專家估計三年完成，你就三年完成，

完不成就唯你是問。」紀錄片(2009)，臺北：中天電視新聞臺：「七海寓所的主人—蔣經國的

故事」。 
318 蔣經國(1992)，〈艱苦中的奮鬥—策定黨務工作的新觀念和新方向〉，《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0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244。 
319 政治革新 6 大議題包括：「解嚴」、開放黨禁、充實中央民意代表機構、地方自治法制化、社

會風氣與治安、黨的中心任務。蔣經國規劃的政治革新 6 大議題中本是以「解嚴」為首，當

時黨內改革小組是以比較含蓄的用語「國家安全法律之研究」在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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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的計劃。負責人為技術官僚出身的前總統嚴家淦、臺籍菁英輩份甚高的前副總

統謝東閔，以及黨內自由派和保守派多位極具影響力者，共 12 人組成「革新小

組」，籌劃推動三中全會中心議案。
320同時蔣經國也建議選派學有專長的學者到

國外考察，裨使將來我國政黨政治更快步上常軌。 

前行政院院長李煥說：「蔣經國主持一個機關時，除了『六大禁忌』屬下不

能觸犯之外，通常他『只管政策，不管瑣碎』，而且能夠尊重、接納各部門負責

人的意見。」
321 

前考試院院長邱創煥說：「經國先生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最能掌握事情

的本末和輕重緩急，他不管擔任行政院院長或是總統，他主持國政時，非常懂得

哪些是應該管，哪些是應該讓部下去努力的。」
322 

第三，蔣經國做事強調團隊合作的重要性。他在 1944 年 5 月 13 日，召集中

央幹部學校學生說：「要從大處看，集合是個秩序，是個禮節，力量的發揮，就

是在集合。如一個手指，力量很小，倘使五指屈而成拳，集合使用，力量就很大

了。」323可見他在年輕時，就知道團隊合作的價值與重要性。蔣經國初任行政院

院長鼓勵國人說： 

 

政治方面的事務，也跟工業生產線的情形一樣，分工得非常細密，個人

突出的時代既已過去，任何個人或少數人都不能單獨完成一項艱鉅的工

作。祇有整體的思考、整體的計劃、整體的努力、整體的創造，才能產

生光輝的成果，完成重大的任務。所以最近我在行政院主持會議和訪問

各部會的時候，就曾一再強調，我們推動國家建設，擔負革命大任，一

定要發揮團隊精神，運用團隊力量，才能開展我們的共同事業，達成我

們的共同目標。324 

 

1978 年 5 月 20 日，蔣經國在總統就職演說中強調：「現在的時代，不是個人

                                                 
320 伊原吉之助(1992)，《臺灣的政治改革年表‧覺書(1943-1987)》，奈良：帝塚山大學，頁 315；

許介鱗(2005)，《戰後臺灣史記》(第 3 卷)，臺北：文英堂，頁 72。 
321 林蔭庭(1998)，《追隨半世紀—李煥與經國先生》，臺北：天下遠見，頁 157。 
322 《中國時報》，2008.1.14，版 A7。 
323 蔣經國(1992)，〈清清白白的做人〉，《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3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443。 
324 蔣經國(1992)，〈有所為有所不為〉，《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9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274-275。 



蔣經國人格特質與臺灣政治發展(1972-1988) 

 126

主義的時代，而是要人人貢獻智慧能力，人人同享幸福成果的時代；革命救國的

壯舉，不是用鮮花紮成的牌樓，而是用血汗凝聚的長城。」
325同年 12 月 16 日美

國與中共建交後，蔣經國提醒國人更要團結共赴國難，他說：「此刻所需要的是

相互信賴，結集統合的力量；不要彼此指責、彼此隔閡，抵消革命的力量。質言

之，我們所需要的就是精誠團結，肝膽相照，一心一德，共赴國難。」
326又說：

「在臺澎金馬復興基地，我們要真心誠意，一心一德，團結奮鬥，和諧安定，繼

續推行民主政治，絕不放棄憲法，也不容許破壞團結，對於足以影響人心的言論

行動，不容許再行存在。」
327 

蔣經國說：「發揮團結奮鬥的精神，為共同的目標，達成共同的任務，……

所以要更加強團結，放棄個人利害的觀念，發揮合作的團隊精神。」
328「有紀律、

有秩序、團結奮發的精神，可以相信這種精神一定能夠克服一切的挑戰、一切的

困難、一切的橫逆而獲得最後的勝利。」329又說：「祇有精誠團結，一心一德，

才能維持自由和安定，祇有擴充理性、弘揚法治，才能確保自由和安定，也才能

使地方建設同受其益，臺澎復興基地一千七百萬同胞同蒙其利。」330 

    前《紐約時報》亞洲通訊員趙達中認為蔣經國用人重視團隊合作，他說： 

 

「趙孟能貴之，亦能賤之」用於蔣經國時代，最能貼切的說明他的用人政

策；一切的權力來源，事實上是他所主控的。無論你的出身是學富五車的

博士、或是能力超群的技術官僚，抑或群眾擁護的民選菁英，一旦進入高

層權力核心，立刻發現只不過是蔣經國所佈的棋盤中的棋子，他要你扮演

將士相、或是車馬砲，完全是在他深謀遠慮的佈局下，進行兵棋操演。從

                                                 
325 蔣經國(1992)，〈承受重責大任無負國民付託〉，《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1 冊)，臺北：行政院

新聞局，頁 554。 
326 蔣經國(1992)，〈精誠團結肝膽相照一心一德共赴國難〉，《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1 冊)，臺北：

行政院新聞局，頁 643。 
327 蔣經國(1992)，〈任何情況下絕不與共匪和談〉，《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1 冊)，臺北：行政院

新聞局，頁 647。 
328 蔣經國(1992)，〈國家和黨的成敗在於自己〉，《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1 冊)，臺北：行政院新

聞局，頁 299。 
329 蔣經國(1992)，〈團結奮發精神可以克服一切挑戰〉，《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4 冊)，臺北：行

政院新聞局，頁 525。 
330 蔣經國(1992)，〈更進一步貫徹民主憲政〉，《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2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

局，頁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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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觀之，這是團隊合作。331 

 

蔣經國認為「團結就是力量」、「團結就是成功」，「只要大家團結，任何困難

一定會迎刃而解」
332。他說：「我們由於有著基本國策的方向導引，……有著海

內外全體同胞的精誠團結、自立自強，終於能夠衝破橫逆，共濟艱難，這就是證

實了祇要我們團結，奮鬥再奮鬥，就能擋得住任何風浪，經得起任何考驗。」
333

「大家說團結就是力量，在今天的環境中，也可說團結就是成功，因為我們求內

部的團結，求全國的團結，是決定今後革命事業成功的重要關鍵。」334 

 

四、重視忍耐的功夫 

蔣經國曾說：「我是歷史上最苦的人。」
335《孟子》〈盡心篇〉有一段話，指

出心性上的「忍」是領袖人物的必備修養：「天將降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

志，勞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行拂亂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

不能。」336蔣經國說：「革命事業及人格的完成，並非一蹴而就；必須經過許多

艱難困苦的環境，和各種難堪和不可忍受的磨折；甚至遭人污辱毀謗，亦當逆來

順受，然後可以達到。……古人說：『能受天磨方鐵漢，不遭人忌是庸才。』確

為經驗有得之言。」337 

蔣經國在蘇俄 12 年，經歷了許多勞動而困苦的生活，受過人世間最難堪的

折磨，一方面身處危境，必須學習「以不變應萬變」；另一方面更不能自暴自棄，

反而要加倍努力工作，以爭取生存。他說：「以勞工的生活，作自己的鍛鍊。沒

                                                 
331 風雲論壇編輯委員會編輯(1985)，《蔣經國浮雕》，臺北：風雲論壇，頁 251。 
332 前行政院院長李煥於「蔣經國先生與臺灣民主發展—紀念經國先生逝世二十週年學術研討會」

開幕致詞：「經國先生在 1988 年元月 12 日中午曾經通知我到官邸會見，……最後他指示：『國

家處境非常困難，只要大家團結，任何困難一定會迎刃而解。』他的話我記憶很深。……他

生前對黨非常關心，而且對黨的團結奮鬥非常重視。」葛永光主編(2008)，《蔣經國先生與臺

灣民主發展—紀念經國先生逝世二十週年學術研討論文集》，臺北：幼獅，頁 222。 
333 蔣經國(1992)，〈承受重責大任無負國民付託〉，《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1 冊)，臺北：行政院

新聞局，頁 556。 
334 蔣經國(1992)，〈寬大容忍加強團結〉，《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3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

頁 304。 
335 王昇將軍回憶：蔣經國擔任國防部部長時，有一天召見我，見面之後，他只說了一句話：「我

是歷史上最苦的人。」然後他繼續處理公務，我則鞠躬而退。王昇，〈王昇上將談經國先生〉

(下)，《青年日報》，2005.1.15，版 10。 
336 漆高儒(1997)，《蔣經國評傳—我是臺灣人》，臺北：正中，頁 323。 
337 蔣經國(1992)，〈我的父親〉，《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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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經過勞動生活，是很難了解社會的構造、勞動的價值，和人民的痛苦。」338「一

個人假如沒有幹過苦活，就沒法看透社會的本質，更無從了解老百姓的疾苦和工

作本身的內在價值。在我看來，這是顛撲不破的真理。那時我亦深信，我那種生

活經驗將來會對我有好處。」
339 

蔣經國說：「大家都明白『忍』字是一切品德、事業成就的階梯，特別是對

國家、對同胞、對革命事業，要有貢獻，就尤其必須從堅忍作起。」
340他曾以海

獅脫殼強調「忍耐」的重要，海獅在脫殼的 30 年中朝著山洞，紋風不動，也要

忍受小動物欺凌，否則前功盡棄，直到脫殼成功，便能稱霸海上。
341 

1963 年 11 月 2 日，蔣經國「讀了英國作家葛禮賓的一首詩—如果—以後，

內心深受感動；月夜靜坐思維，似有所開悟，因師其意，寫成此篇，以為自勉箴

言。」
342詩名為〈在每一分鐘的時光中〉343，詩意是：當你遇到別人對你誣蔑、

懷疑、嫉忌、打擊、歪曲你的信仰、摧毀你的成就等不如意的時候，你還是要保

持冷靜、忍耐、務實、勿使鋒芒外露，並振作起精神。蔣經國以這首詩來鼓勵自

己學習「忍耐」的功夫。344  

他甚至在辦公室座右擺了一顆石頭345，上面有一個天然形成的「忍」字346，

                                                 
338 蔣經國(1992)，〈我在蘇聯的生活〉，《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41。 
339 蔣經國(1992)，〈我在蘇聯的日子〉，《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76-77。 
340 蔣經國(1992)，〈天下沒有衝不破的風浪〉，《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5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

局，頁 116。 
341 李元平(1988)，《用血汗凝長城的蔣故總統經國先生》，臺灣省訓練團，頁 130。 
342 蔣經國(1992)，〈在每一分鐘的時光中〉，《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24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

頁 321。 
343 〈在每一分鐘的時光中〉全文如下：「當環繞在你四周的人們，失去了他們的理性，並違背了

他們的良心；正將各種罪名加到你的頭上來的時候，必須格外地保持著你的頭腦的冷靜和清

醒。如果有許多人，都在懷疑你；就讓他們去懷疑吧；同時，更要相信你自己。不可因為來

不及等待而感到不耐煩，亦不可因為受了別人的誣蔑而憤激；如果困惱的心已到了崩裂的邊

緣，你還是耐心地去等待。萬一被人無緣無故的嫉忌，切莫因此而畏卻；更要小心翼翼地埋

頭工作，勿使鋒芒外露。假如你有一種理想，切不可將夢境當作現實來看；當你正在沈思些

什麼，也不可存非非之念。即使你所信仰的真理，被歪曲，成了哄騙他人的陷阱；也得平心

靜氣地保守著你的信仰。一旦眼見你的成就將要被摧毀，你還是要振作精神，拾起你的鋒銳

的利器；在痛苦中重建新的根基。不論是成功；不論是失敗；成功與失敗，都要加以冷靜的

看待。當你與俗人相處的時候，不可與人同流合污；當你同顯要者在一起的時候，不可失掉

你的平民的本色。倘若你在每一分鐘的時光中，都能夠為人盡了最大的力量，你自然會受到

別人的信任；再也不用擔心敵人的侵襲。」蔣經國(1992)，〈在每一分鐘的時光中〉，《蔣經國

先生全集》(第 24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321-325。 
344 蔣經國(1992)，〈在每一分鐘的時光中〉，《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24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

頁 321-325。 
345 「他(蔣經國)在總統辦公室內，擺了一個大理石天然形成的『忍』字，就是時時刻刻提醒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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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古人「坐右之器以攲」的精神，時時提醒自己保持冷靜的心。347 

蔣經國經常在文章中或演講時提到「忍耐」的重要。例如：「從政者不可因

人家的批評與攻擊，而發怒，而退讓，一定要有任勞任怨的精神，和寬宏大量的

態度。」
348、「充分表現大家相忍為國、任勞任怨的精神。……發揮這種『相忍

為國』的精神，同心協力來克服更多的困難，創造更大的進步。」
349、「經國一

定以個人自己所有的一切，和同胞們共患難、同生死，來克服最後這個難關，來

求得勝利，……朝著既定目標勇往邁進！」
350、「敵人的目的即是企圖激怒我們、

打擊我們，但是我們不能盲目衝動，意氣用事。因為意氣或衝動都極容易使得自

己失去理智而遭到挫敗。歷史上有很多此類的例子。小不忍則亂大謀，不可不慎。」

351、「人人堅此百忍，為完成中興復國大業，貢獻一切，奮鬥到底。」352、「或許

有人認為，政府在處理某些問題上顯得軟弱，但是為了達成國家更大目標，我們

不能輕重倒置，因小失大。」353、「國家愈在艱難環境，國民愈能精誠團結、堅

忍奮發。」354、「由於現實的需要，我們不得不以『打脫牙齒和血吞』的堅忍勇

毅，來處理當前變局，也正是我中華民族特性—堅苦卓絕百忍圖成的表現。」355、

                                                                                                                                            
己，要能容忍異己，胸襟恢宏，才能真正進行民主改革。」馮滬祥(2009)，〈經國先生在傳記

論著中的歷史評價〉，《傳記文學》，第 94 卷第 4 期，頁 63。 
346 「這個『忍』字，代表堅忍不拔，也代表容忍建言。」蔣彥士(1990)，〈蔣故總統經國先生精

神風範的啟示—在中樞舉行蔣故總統經國先生逝世兩週年紀念會講〉，《近代中國》，第 75 期，

頁 50-51。 
347 「在我上一次就任總統職位的時候，有一位花蓮民眾，送了我一塊近似天然的石頭，上面顯

現著一個『忍』字，也就是『心』字上加個『刀』字的『忍』字，這塊石頭現在還陳列在我

辦公室座右，讓我能時刻看到，發人深省。因為這裏不祇證明他了解一個作總統的人是要如

何地去堅忍，而我也了解這一位民眾對我的期望是如何深切。」蔣經國(1992)，〈天下沒有衝

不破的風浪〉，《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5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116。 
348 蔣經國(1992)，〈五年來從政的感想〉，《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

頁 299。 
349 蔣經國(1992)，〈相忍為國創造更大進步〉，《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20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

局，頁 23。 
350 蔣經國(1992)，〈是中華兒女拿出最大決心與力量的時候〉，《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3 冊)，臺

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25-26。 
351 蔣經國(1992)，〈堅忍圖成贏得最後勝利〉，《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5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

局，頁 181。 
352 蔣經國(1992)，〈人人堅此百忍完成復國大業〉，《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2 冊)，臺北：行政院

新聞局，頁 561。 
353 蔣經國(1992)，〈堅忍圖成贏得最後勝利〉，《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5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

局，頁 181。 
354 蔣經國(1992)，〈以非常的決心採取非常的行動來衝破目前的難關〉，《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1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651。 
355 蔣經國(1992)，〈我們將以更積極更勇敢更堅定的作法執行國家政策〉，《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4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356-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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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治最可貴處在於容忍」356、「黨與政府都不必怕批評，有批評才有進步，

所以，被批評者要有容忍的風度，而提出批評的，尤應訴諸理性與冷靜。」
357等，

可見蔣經國相當重視「忍耐」的功夫。 

即使他晚年糖尿病纏身358，依然發揮「忍耐」的「人格特質」。359例如：1986

年 9 月 28 日，民主進步黨在戒嚴狀態下宣佈成立，李登輝曾經在國民黨中常會

宣讀他向蔣經國報告此事的談話紀要：「我向蔣經國報告黨外公政會在圓山大飯

店宣佈組黨。蔣經國先生表示，此時此地，不能以憤怒的態度，輕率採取激烈的

行動，引起社會的不安。應採取溫和的態度，以人民、國家安定為念，處理事情。」

360又如他在過世前幾天都還強忍著病痛，於 1987 年 11 月 25 日，在中國國民黨中

常會堅定地宣佈：「中國國民黨將在明年舉行 13 次全國代表大會，以結合全黨同

志的智慧和意志，團結一致，為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大業而努力。」
361 

前經建會副主委葉萬安，回憶蔣經國在晚年忍受身體不適362，為國事辛勞的

情形363。他說： 

 

                                                 
356 蔣經國(1992)，〈民主政治的真義〉，《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1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623-624。 
357 蔣經國(1992)，〈勇於改革使黨永保進步〉，《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4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

局，頁 319。 
358 姜必寧醫師於 1996 年 6 月 5 日，在臺北接受陶涵(Jay Taylor)專訪時提到：「六十八歲的蔣經

國貴為總統，有一個專屬醫療小組照料他的健康和醫療需求。醫療小組召集人姜必寧醫師為

他做了第一次體格檢查，發現新元首相當健康。他多年來每天注射胰島素，可見這時候糖尿

病已獲得控制。他的心臟狀況良好。他不好運動，但是幾乎每周都下鄉視察，足跡踏遍山區

及不同的建設工地。可是蔣總統第一次體檢完不久，就開始抱怨腿、腳不舒服。」陶涵(Jay Taylor)
著，林添貴譯(2000)，《臺灣現代化的推手—蔣經國傳》，臺北：時報，頁 366-367。 

359 前中國廣播公司董事長趙守博說：「我在擔任社工會主任時，當時有個教派叫做西安教派。

到處示威抗議，以尖銳的用詞，針對經國先生的身體及病痛做攻擊，但經國先生卻採取包容

態度。」葛永光主編(2008)，《蔣經國先生與臺灣民主發展—紀念經國先生逝世二十週年學術

研討論文集》，臺北：幼獅，頁 239。 
360 《中央日報》，1993.12.2，版 2。 
361 蔣經國(1992)，〈決定召開十三全大會〉，《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5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

頁 237。 
362 前監察院院長錢復，於 2009 年 4 月 11 日，在蔣經國學術交流基金會所舉辦的座談會中說：

蔣經國十分西化，晚年身體不好，請他從美國回來，他曾多次苦勸蔣經國應像蔣介石一樣，

偶爾要休假，可以調養身體，但蔣經國就是不聽。蔣經國從頭到腳沒有一個地方不痛，他曾

勸蔣經國試試看中醫、吃中藥，對減輕病痛有幫助，但蔣經國就是不聽，還笑他說：「你這留

美學生，怎麼相信這種東西。」直到最後一次，蔣經國才請他轉達蔣孝武，幫他找一位好醫

生。《中國時報》，2009. 4. 12，版 A3。 
363 前「七海警衛組」貼身侍衛翁元說：「他(蔣經國)吃完早飯後，護士小姐給他打胰島素，中午

他回來吃飯，下午下了班，先到士林官邸報到，跟總統在病床旁邊聊聊，陪夫人吃完晚飯後

才回去，所以他每天是公私兩頭燒的。」紀錄片(2009)，臺北：中天電視新聞臺：「七海寓所

的主人—蔣經國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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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民國六十七年開始，我和財政部長、經濟部長、總統府秘書長常常一起

到他的辦公室去向他作有關經濟的報告，我們每次都會先進去再等他進

來。最後幾次，他都是坐著輪椅進來的。記得最後一次，民國七十三年十

一月，我們進去的時候，他站在那兒跟我們握手，會議結束時，他想站起

來跟我們道別，但怎麼用力就是站不起，最後是靠旁人的協助才站起來，

他生病到這種程度，還在為國事不眠不休的辛勞。
364 

 

前內政部部長吳伯雄說：「民國七十三年，我擔任內政部部長，當時經國先

生身體狀況沒有以前好，但他仍然奮力從公，大力推動民主化、改革開放，讓我

們在內政部工作的人感受很深。」
365 

蔣經國曾經解釋「堅忍」的定義，他說：「堅忍—要堅持既定之志，忍耐一

切痛苦。因為一個偉大的勝利，所需堅忍的長度與深度，常與所爭勝利的重要性

成為正比，而且愈是接近最後勝利的時刻，處境往往愈為險惡。我們唯有堅百忍

以圖成，邁向成功之路。」366由此可見蔣經國對於「堅忍」的價值已有一番深刻

的體悟。 

 

五、謙虛、隱藏自我 

蔣經國的父親蔣介石教導他應特別注重修身、齊家的道理，更要尊師重道，

以謙虛的態度向長輩、老師和朋友學習。蔣介石說：「汝在家，對親需要孝順，

對長上需要恭敬。」「對師長要敬重，對同學要和氣。」367又說：「做事應注意當

地實際工作，不必施以對外宣傳；以吾家子弟，愈能隱藏，則愈不受世人忌嫉；

亦即吾家愈能積德種福，亦即所以報答祖先之福澤，為後世子孫多留餘蔭也。此

乃壯年人，尤其汝等，不可不知也。」368 

蔣經國在 1956 年對剛從美國學成歸來，擔任救國團主任秘書的李煥說： 

 

「你要知道，西方社會與中國社會的價值觀念不同。西方社會崇拜『英

                                                 
364 葉萬安，〈還給他一個公道—從大歷史看老蔣總統座談會〉，《聯合報》，2007.3.27，版 A7。 
365 《中國時報》，2008.1.14，版 A7。 
366 蔣經國(1992)，〈做時勢與歷史的創造者〉，《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3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

局，頁 54。 
367 蔣經國(1992)，〈我的父親〉，《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2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253。 
368 同前註，頁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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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你一件事情做得成功，社會就會崇拜你；中國人則崇拜『聖人』，只

要你一件事情做得不對，你就會失敗。」蔣經國當時就寫了一張字條給李

煥，上面是「隱藏」兩個字，他告誡李煥，在中國社會絕不能自我宣傳、

自我膨脹，要謙虛、隱藏、埋頭工作，才能有所發展、有所貢獻。
369 

 

又有一次，李煥把蔣經國的照片轉印在救國團的「團務通訊」封面上，並且

登載他的 2 篇文章，蔣經國知道後，把李煥叫來痛罵一頓。由此可知，蔣經國深

知「謙虛」及「隱藏自我」的道理。
370 

蔣經國為人低調，甚至在擔任總統時，將政府新買的轎車，讓給副總統使用，

自己坐原來的舊車。
371在贛南時期擔任蔣經國機要祕書的漆高儒說： 

 

他不要侍衛保護，連蔣中正給他的汽車也不坐，他寧願走路。人家稱他為

「人上人」，他說不是：「我是人中人」。……他對他的父執輩，謙恭有禮，

例如做他老師的吳稚老(敬恆)在他所寫的〈永遠與自然同在〉，道出了他

對長者的敬禮有加。當年中央要員到贛南來的如朱家驊、陳立夫、李宗黃

等，蔣經國一律以地方官的謙卑，詳報內容，大家對蔣經國的風評都非常

良好。372 

 

前行政院院長李煥說：「蔣經國的作風，一向拒絕為人剪綵、破土或題字。」

373又說：「蔣經國最恨『自我宣傳』。外界若要為他樹立銅像或作壽，他一定嚴厲

制止。自從他膺任閣揆後，美國、日本與歐洲多國都有人主動為他撰寫傳記，他

一概拒絕。同樣地，他也以此要求屬下。」374 

即使就任總統後，蔣經國依舊維持「謙虛」的態度，例如當時他的糖尿病已

                                                 
369 林蔭庭(1998)，《追隨半世紀—李煥與經國先生》，臺北：天下遠見，頁 155。 
370 李煥提及蔣經國曾在 1958 年 8 月送他一本《富蘭克林自傳》，特別指示要詳讀第 7 章對修身

的 13 項美德，蔣經國認為其中的「謙卑」一項，應改譯為「謙虛」，可見他課讀之細心。 
371 「政府替國家元首購置一輛防彈凱迪拉克轎車，可是他把新車送給副總統謝東閔使用，自己

照樣坐用了多年的別克汽車，於是乎往往在公開場合出現一個有趣的景象：副總統坐著漂亮

的新轎車剛出現，後面來了一輛舊車，來人竟是總統！」陶涵(Jay Taylor)著，林添貴譯(2000)，
《臺灣現代化的推手—蔣經國傳》，臺北：時報，頁 367。 

372 漆高儒(1997)，《蔣經國評傳—我是臺灣人》，臺北：正中，頁 326-327。 
373 林蔭庭(1998)，《追隨半世紀—李煥與經國先生》，臺北：天下遠見，頁 150。 
374 同前註，頁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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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非常嚴重，儘管腿腳不方便，有部下或客人進入辦公室時，依舊起身招呼。375  

前國家安全局局長蔣緯國對於晚年的蔣經國十分敬佩，他說：「哥哥極講孝

道；並且在黨的中常會表示，近代中國只有兩位真正的領導人，一是國父孫中山

先生，一是總裁，而將自己排除在外。『這是謙恭的表現！』」
376 

前《紐約時報》亞洲通訊員趙達中認為蔣經國對於黨國大老，表現出「謙虛」

的態度。他說：「蔣經國的人情味，表現在年長的一輩身上，對於他父親時代的

黨國大老，他仍執後輩之禮，所以中央常會上，如：黃少谷、谷正綱、袁守謙等

大老，雖已耄耋仍保有中常委席次，張群、何應欽，雖年已近百，仍然受到尊重，

顯示他尊老敬賢的風範。」
377前行政院院長郝柏村說：「他對老一輩很尊重，對

黨國中元老級的包括嚴家淦先生都是非常尊重的。」
378 

蔣經國說：「經國個人能力有限、經驗尚有不足的地方，希望全黨同志多多

勉勵、指教！」379又說：「在任何情況之下，都要能不自傲、不自大、不自滿，

虛心誠意接受批評，盡心盡力為民造福。」380 

此外，蔣經國除了要求自己言行舉止表現低調外，也希望黨員「赤膽忠心為

國家」。他說： 

 

少數同志在發言的時候，祇顧到怎樣能夠表現自己也就是所謂的「打知名

度」，而不管對黨是否有傷害。也許他自以為參加選舉是靠自己的努力而

當選，覺得身為黨員，並沒有得到提名的利益，這種想法是最危險的。……

須知今天祇有赤膽忠心為國家，我們的黨才有前途。……千萬不要祇求個

人的表現，而做出對於黨國不利的事情。
381 

 

                                                 
375 陶涵(Jay Taylor)著，林添貴譯(2000)，《臺灣現代化的推手—蔣經國傳》，臺北：時報，頁 367。 
376 汪士淳(1996)，《千山獨行—蔣緯國的人生之旅》，臺北：天下遠見，頁 256。 
377 風雲論壇編輯委員會編輯(1985)，《蔣經國浮雕》，臺北：風雲論壇，頁 255。 
378 郝柏村(1995)，《郝總長日記中的經國先生晚年》，臺北：天下遠見，頁 5。 
379 蔣經國(1992)，〈任何情況下絕不與共匪和談〉，《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1 冊)，臺北：行政院

新聞局，頁 647。 
380 蔣經國(1992)，〈貫徹十二屆二中全會決議為全民造福〉，《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9 冊)，臺北：

行政院新聞局，頁 548；郝柏村(1995)，《郝總長日記中的經國先生晚年》，臺北：天下遠見，

頁 132。 
381 蔣經國(1992)，〈榮辱與共努力奮鬥克服萬難〉，《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20 冊)，臺北：行政院

新聞局，頁 9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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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行政院院長李煥說：「當他(蔣經國)的幹部382，必須無缺點、要付出、有禮

貌、不能招搖撞騙、不能接受回饋。他對外寬厚，對內嚴格。」
383學者高銘輝說：

「經國先生對跟他一起做事情，態度是行政上的過失可以原諒，財務上的過失則

不可原諒，凡是追隨他的人在財務的處理一定特別謹慎，行政院員工的自強活動

經費都是經國先生拿院長的特別費供大家使用的。他不喜歡個人作秀，太出風頭

他會不高興。」
384 

蔣經國一向嚴格要求部屬
385，無論做人做事都要非常平實，不能官僚，不能

招搖，替人民做事尤其不可跋扈。386曾做過蔣經國祕書的馮滬祥說：「經國先生

記取歷史教訓，宦官外戚最禍國殃民，因此他相當節制幕僚，他的祕書從不敢公

開照相。扮演蔣經國的祕書角色，都嚴守分寸，當時可以說：幕僚是沒有名字的

人。」
387總統馬英九曾擔任蔣經國的英文傳譯，馮滬祥對他說：「當時我還特別

跟他(馬英九)提，我說你到總統府之後，最好準備兩種名片，一種是在政大兼任

副教授的名片，一種才是總統府的名片，避免經國先生或別人會覺得太招搖。」

388 

即使嚴格要求部屬，蔣經國卻「賞罰分明」。前行政院院長李煥說：「他關心

部下，但是賞罰分明，絕不做『示惠』的濫好人。」389前內政部部長吳伯雄說：

「經國先生當時是行政院長，他跟當時二十一個縣市長的互動非常密切，把每個

縣市長當成自己的子弟一樣愛護，但同時也加以考核，因為經國先生對地方事務

瞭若指掌，每個縣市長既敬愛他，但也很緊張，因為不能瞞他，他比你還清楚地

方事務。」390前行政院院長郝柏村說：「他(蔣經國)對高級幹部、政務官的瞭解、

                                                 
382 「蔣經國的『自己人』都擺在要衝，但地位都不高，在外名聲並不響亮，不能公開出面。在

蔣經國外圍的人，有好處；內圍的人，累死了。」林蔭庭(1998)，《追隨半世紀—李煥與經國

先生》，臺北：天下遠見，頁 155。 
383 林蔭庭(1998)，《追隨半世紀—李煥與經國先生》，臺北：天下遠見，頁 155。 
384 《中國時報》，2008.1.14，版 A7。 
385 前總統府副秘書長張祖詒說：「倒是有一件事情，我現在不提他的名字，因為他跟黨外人士有

一個誹謗官司在法院訴訟，經國先生考慮他在總統府有名義，是否適當讓他進行訴訟，好像

總統府在背後支持他，或者替他背書怎麼的，會不會有這種事情？他有這樣考慮過，後來這

位告雜誌社的兼任祕書，在經國先生避嫌的堅持下離開總統府。」紀錄片(2008)，臺北：中天

電視新聞臺：「馬英九與蔣經國」。 
386 「他(蔣經國)對老先生(蔣介石)時代少數侍衛人員，假借官邸的招牌，在外面招搖撞騙、作威

作福，十分厭惡。」翁元(1994)，《我在蔣介石父子身邊的日子》，臺北：書華，頁 250。 
387 曾一豪(1994)，《馬英九前傳》，臺北：希代書版，頁 194。 
388 紀錄片(2008)，臺北：中天電視新聞臺：「馬英九與蔣經國」。 
389 林蔭庭(1998)，《追隨半世紀—李煥與經國先生》，臺北：天下遠見，頁 157。 
390 《中國時報》，2008.1.14，版 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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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非常確實。」391 

蔣經國說：「同幹部要能甘苦與共，賞罰要嚴明。」
392 例如：蔣經國擔任行

政院副院長時，高雄青果社會長主席吳振瑞，以真金果盤贈送來賓與內部人員，

作為該社成立 20 周年的紀念禮品，涉嫌賄賂與侵吞，同時外貿協會主委、中央

銀行總裁徐柏園亦涉及該案，最後被蔣經國撤消職務。
393此外，1986 年 10 月 16

日，蔣經國對國防科技展覽、三軍火力示範，以及各軍種戰力展示圓滿完成表示

欣慰，即囑咐郝柏村獎勵有功人員。
394 

除了對部屬「賞罰分明」外，蔣經國也希望高級幹部一定要守份，勿逾越權

責。395例如宋心濂當國家安全局局長時，蔣經國一再地強調，國安局只提供狀況

與情報，再由行政院的有關部會負責處理，例如：外交部、內政部、國防部等。

396至於親信，蔣經國一旦發現有問題，就毅然決然將他們調離職務，例如 1983

年，總政治部主任「王昇的『劉少康辦公室』權傾一時397，影響所及，黨政軍權

                                                 
391 同前註。 
392 蔣經國(1992)，〈五年來從政的感想〉，《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

頁 301。 
393 茅家琦(2003)，《蔣經國的一生與他的思想演變》，臺北：臺灣商務，頁 331；江南(2006)，《蔣

經國傳》，臺北：前衛，頁 447。 
394 郝柏村(1995)，《郝總長日記中的經國先生晚年》，臺北：天下遠見，頁 325。 
395 前行政院院長郝柏村說：「他(蔣經國)對他的幹部很嚴格。……他的用人，以高級幹部來說，

就是一定要守分；一方面做事要積極，一方面也要懂得守分。他對親信，一旦發現他們有問

題，就毅然地將他們調開。所以跟他做事情，如果矇蔽他，或超越分際，他的確會要求很高。

而且對於這樣的事也絕不感情用事，很理性。也許對別人而言是有點不近人情，但他自己是

律己很嚴的。」同前註，頁 12-13。 
396 同前註，頁 122。 
397 王昇將軍曾談到「劉少康辦公室」的成立由來，他說：「自從一九五八年，民國四十七年『八

二三』臺海戰役以後，海峽兩岸表面上看來，似乎是平靜的，實際上中共對我們所進行另一

種型態的戰爭，從來沒有停止過，其中又以『外部孤立、內部分化』的統戰，最讓我們感覺

到有沉重的壓力。為了對付這種統戰攻勢，我們成立了一個『固國小組』，這是從相關單位調

來幾個人所組成的臨時編組。從這個名稱也就可以看得出，這個小組的工作是防禦性的，是

被動的。顯然，經國先生對於『固國小組』的績效，有了意見，認為不足以對付海峽對岸愈

來愈多的統戰攻勢。於是，在一九八 0 年，民國六十九年召見我，要我負責全面展開對敵鬥

爭的工作。……這就是『劉少康辦公室』成立的由來。……至於為什麼取名叫『劉少康』？

那是希望能做到『少康中興』的效果。……『劉少康辦公室』在這三年之中是做了哪方面的

事？大概可以歸類為以下幾點：第一、加強國人的憂患意識；第二、努力闡揚中華文化；第

三、端正社會風氣；第四、推動肅清貪污與清除擾民的工作。」王昇，〈王昇上將談經國先生〉

(中)，《青年日報》，2005.1.14，版 10。 

 

  「1980 年 3 月間，中國國民黨為了反制中共統戰及島內臺獨份子搗亂，經國先生指示蔣彥士

秘書長將其小型幕僚組織『王復國辦公室』改編為『劉少康辦公室』，命令王昇將軍擔任辦公

室主任，專門從事對敵鬥爭工作，接受蔣彥士秘書長指揮督導。『劉少康辦公室』針對中共對

臺『三分島外，七分島內』統戰陰謀，確立強化自身，戰勝敵人行動主軸，並輔助成立『團

結自強協會』、『三民主義統一大同盟』等民間團體，以團結全體民間組織，加強全國軍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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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受到節制，豈知在王昇訪美之後，權力地位瞬間瓦解，朝野震動。」398之後蔣

經國將王昇外調任職巴拉圭大使，就是一例。
399 

 

六、無私、清廉 

蔣經國的三子蔣孝勇認為他的父親具有「無私」的「人格特質」，他說：「我

想是他的『無私』。他是幫商人賺錢，但他不往來。除了注重國家整體經濟的提

昇外，也非常能體恤一般民眾的需要。」
400前總統府副秘書長張祖詒說：「他(蔣

經國)真正的朋友，多在民間，全無政官關係或利益輸送。」401 

蔣經國在重慶主辦中央幹部學校時，曾在門口樹立兩句名言：「要做官的莫

進來，想發財的請出去！」說明自己不求做官、不求發財的人生價值觀。
402又在

初任行政院院長時說：「對國家來說，祇有責任，沒有權利，祇有犧牲，沒有享

受，尤其在面對當前敵人的時候。我們唯有建立這一基本的觀念，才能真正做到

誠實廉能的國家公僕。」403 

有次王昇在蔣經國擔任行政院院長時，因公事與蔣經國見面，在談完公事

後，王昇說：「報告教育長(在習慣上只要不是談公事，我都會稱他為教育長)你是

不是可以考慮參加競選(總統)，為國家負更大的責任。」他當時很生氣地對我說：

『你知道嗎？我是總統兒子，如果我這麼做，別人會怎麼說我！』」可見蔣經國

「無私」的「人格特質」。404 

                                                                                                                                            
理建設，粉碎中共對臺統戰技倆。」葛永光主編(2008)，《蔣經國先生與臺灣民主發展—紀念

經國先生逝世二十週年學術研討論文集》，臺北：幼獅，頁 227。 
398 風雲論壇編輯委員會編輯(1985)，《蔣經國浮雕》，臺北：風雲論壇，頁 247。 
399 「劉少康辦公室」是王昇辦公室的代號。蔣經國責成王昇掌管對大陸心戰工作，並負責各方

面的統籌配合。由於王昇大幅擴張政戰系統的勢力，外界開始評論「劉少康辦公室」，儼然成

為國民黨第二中央黨部。蔣經國一向重視黨內團結，不許有派系，因此取消「劉少康辦公室」，

同時將王昇調職，主要原因在於他逾越分際。前行政院院長郝柏村分析：王昇忠於國家、忠

於革命、忠於總統、無我無私，不搞個人突出，其操守品德無可非議，但做事太主動積極了，

有時也許逾份，而遭嫉忌。一直以來，軍中政治作戰工作皆由王昇負責，其屬下及門生不計

其數，為杜絕王昇在國內的影響力，因此蔣經國以外放為宜，決定讓王昇出使巴拉圭。郝柏

村(1995)，《郝總長日記中的經國先生晚年》，臺北：天下遠見，頁 108-116。 
400 朱秀娟訪談、陳秋美編輯(1995)，《點滴在心頭—四十二位身邊人談二位蔣總統》，臺北：天

下遠見，頁Ⅴ。 
401 張祖詒，〈教我如何不想他〉，《中國時報》，2008.1.5，版 A10。 
402 蔣彥士(1990)，〈蔣故總統經國先生精神風範的啟示—在中樞舉行蔣故總統經國先生逝世兩週

年紀念會講〉，《近代中國》，第 75 期，頁 51。 
403 蔣經國(1992)，〈寬大容忍加強團結〉，《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3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

頁 304。 
404 王昇，〈王昇上將談經國先生〉(下)，《青年日報》，2005.1.15，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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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經國於 1978 年初任總統時，在一個颱風夜，親筆寫下自己從政的心聲：「颱

風甫過，秋夜深思，計從政以來，已有四十年。從任縣長以至總統，從未計及個

人名位利害之私，但內心實無時不為國難民苦為憂，亦無時不以未能為國為民盡

心而慮。不論世變如何，報國赤忱，此心耿耿，永不稍渝！」
405 

蔣經國有一次勉勵青年朋友們說： 

 

人生的光陰原本就是短促的，如果我們不能一天一天的，一月一月的，一

年一年的來充實自己，來盡自己的心力，多做些有利於國、有益於大眾的

大事小事，那麼生命就如一片雲霧，亦如一陣去而不返的飄風。只要大家

能夠這樣體察憬悟，那就不會再發生私心和貪慾，亦就不會再有煩惱的紛

爭，人人都過著心安理得，力爭上游的生活，社會上自然會充滿了和諧進

步，國家亦自然是一片興盛的景象了。
406 

 

蔣經國除了表明自己從政的價值觀外，更希望所有從政人員皆為人民及國家

利益打算。407他說：「經國就任行政院長之初，曾以決心建立一個廉能政府，與

我全國行政工作同仁共策共勉。希望大家以志同道合、為國獻身的熱忱來推動行

政、革新行政，所作所為，必須處處是以民眾利益為先，國家利益為重。」408 

「很多錯誤的發生，就是錯在『自私』兩個字。我覺得，敵人不可怕，困難也不

可怕，可怕的就是同志沒有向上的心，沒有大公無私的心，祇要有向上的心，有

大公無私的心，成功就必然到來。」409「過去有人將民眾的利益，和政府的利益，

做有意的分開；實際上政府沒有自己的利益，政府只有國家的利益，只有民眾的

利益。」410又說：「大家真心誠意，每一黨工同志要把私心去掉，我們沒有私心，

                                                 
405 蔣彥士(1990)，〈蔣故總統經國先生精神風範的啟示—在中樞舉行蔣故總統經國先生逝世兩週

年紀念會講〉，《近代中國》，第 75 期，頁 51。 
406 漆高儒(1991)，《蔣經國的一生》，臺北：傳記，頁 4。 
407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政治所蕭行易教授說：「自其(蔣經國)『從政以來，從未計及個人名位利害

之私』，最厭惡謀取私利的人。」蕭行易，〈蔣故總統經國先生的三平與三盡—平凡、平淡、

平實與盡心、盡力、盡職〉，《青年日報》，1988.4.22。 
408 蔣經國(1992)，〈我們用鐵血精誠消滅共匪重光大陸〉，《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1 冊)，臺北：

行政院新聞局，頁 296。 
409 蔣經國(1992)，〈把個人生命融入黨的生命中〉，《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5 冊)，臺北：行政院

新聞局，頁 127。 
410 蔣經國(1981)，〈回顧苦難而充滿希望的五年〉，《蔣總統經國先生言論選集》(第 2 輯)，臺北：

中央日報社，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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祇有為公、為黨、為國家，無私才能發揮公忠體國、正大光明的精神。……一切

為國家、一切為民眾。我們一切為民眾，民眾的心才會歸向我們。」
411「要有清

白的人格，剛強的志氣，來完成艱難的革命事業，從事於革命政治者人人都應有

做無名英雄的精神。」412「在今天的社會中，錦上添花的人多，雪中送炭的人少。

革命是悠長的過程，艱苦的事業。從政者，應立志做一個雪中送炭的無名英雄。」

413 

蔣經國於 1986 年 10 月 15 日在中國國民黨中常會指示： 

 

關於社會上有少數人對若干問題持有不同的意見，經國以為，凡我同志，

應以本黨一向大公無私、為國為民的誠意，和開明豁達、積極求進的作為，

與所有愛國家、愛民族的人共同努力。希望全體同志要發揮群策群力的力

量，本著開闊、無私的胸襟，進一步努力協調，促進溝通，使我們國家的

政治更趨和諧，使我們國家的民主憲政更臻理想與完美。經國所以持如此

看法，是一心為國家的長遠利益打算，一心為全民的永遠幸福著想，一心

要為復國大業奠定成功的根基。
414 

 

蔣經國不喜歡身邊人與財團接近，他的朋友一旦和財團發生關係，就不再往

來，也許有點不近人情，但他律己甚嚴，相對地表現在用人方面，要求亦高，必

須具備「無我、無私、奉獻自己」的精神。415蔣經國主政期間的財經首長孫運璿、

李國鼎、俞國華等諸位的人品和能力是無庸置疑的416；而對於無家世背景，又能

                                                 
411 蔣經國(1992)，〈一致努力使黨成為堅強戰鬥體》，《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4 冊)，臺北：行政

院新聞局，頁 351-352。 
412 蔣經國(1992)，〈五年來從政的感想〉，《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

頁 299。 
413 同前註，頁 300-301。 
414 蔣經國(1992)，〈本開闊無私胸襟使憲政更臻完美〉，《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20 冊)，臺北：行

政院新聞局，頁 37-38。 
415 王昇將軍說：「經國先生執政的時候，他從來不與企業主有過密的來往。經國先生的朋友都是

販夫走卒小市民。」王昇，〈王昇上將談經國先生〉(中)，《青年日報》，2005.1.14，版 10。 

    

前監察院院長錢復，於 2009 年 4 月 11 日，在蔣經國學術交流基金會舉辦的座談會說：蔣經

國當行政院院長時，有一天突然向他說，不跟一個同赴蘇聯留學的好友往來，理由是「他現

在做生意了，有錢了，我不同他往來。」《中國時報》，2009. 4. 12，版 A3。 
416 前行政院院長郝柏村說：「操守他看的很重，所以你看他主政期間，在政府的幾位人士，在財

經方面來講，如孫運璿先生、李國鼎先生、俞國華先生，他們的個人操守都是沒有話說的，

他很重視這些。」郝柏村(1995)，《郝總長日記中的經國先生晚年》，臺北：天下遠見，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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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苦奮鬥有所成者，更是不次拔擢，如林洋港、許水德皆受蔣經國重用。前《紐

約時報》亞洲通訊員趙達中說： 

 

蔣經國效法他的父親，在生活方面十分儉樸，不喜奢華。他一方面身體力

行，同時提拔腳踏實地的部屬。例如孫運璿當年擔任經濟部長，座車仍是

裕隆舊車，也不染上打高爾夫球的貴族氣息，深獲蔣經國的欣賞；重用俞

國華擔任閣揆，也是看上他儉以養廉的個性。從這個角度來看，蔣經國用

人還是有他的標準的。
417……對政治人才，有其獨到的看法，他非常欣賞

「無欲」的人才，所謂「無欲」就是沒有權力慾，而「沒有權力慾」最好

在兩方面表現出來，一是不汲汲營營爭逐權力；一是不搞自己「班底」。

違反這兩個原則，遲早會喪失權力。以政壇「常青樹」黃少谷為例，他對

權力看得很淡，也從不推薦什麼人去擔任那個職務，所以蔣經國特別借重

他。再舉甄拔副總統的人選為例，蔣經國在臺籍菁英中考慮再三，拔擢沒

有派系、又不善攬權的李登輝。相對的謝東閔、林洋港都有自己的「班底」，

結果是全軍覆沒。孫運璿、俞國華無「班底」，都是在意料之外，甄拔為

閣揆。
418……蔣經國用人並不是沒有章法，而是不重視特定的個人。在他

的觀念中，任何團體中都有才俊之士，沒有什麼「不可或缺」的菁英，若

是有人恃寵而驕，或是恃權自傲，下場都不太好。……蔣經國先生用人，

固然考慮才德兼俱，但在道德方面，他並不斤斤計較部屬的私德，只要不

貪污枉法，……對於貪污問題，蔣經國先生是深惡痛絕。419 

 

副總統蕭萬長認為蔣經國具有「清廉」的「人格特質」，他說：「我個人覺得

經國先生的政治人格特質是他的操守，他非常清廉。」420 總統馬英九曾於 1982

年至 1988 年擔任蔣經國的英語傳譯，也認為蔣經國非常清廉。他說：  

 

我跟他工作了 6年，我覺得他的政治人格特質，……他非常清廉、關心基

層民眾及弱勢團體的生活，經常下鄉去探訪民眾，並且傾聽他們的意見，

                                                 
417 風雲論壇編輯委員會編輯(1985)，《蔣經國浮雕》，臺北：風雲論壇，頁 255。 
418 同前註，頁 247。 
419 同前註，頁 249-255。 
420 筆者於 2007 年 9 月 4 日 21 時 5 分至 15 分，面談專訪副總統蕭萬長之內容。 



蔣經國人格特質與臺灣政治發展(1972-1988) 

 140

這點是非常難得的421。所以經國先生在生前給臺灣政壇，帶來的是一股比

較純樸的風氣。他自己平常也不去跟財團發生任何的關係
422，同時也主張

簡樸的生活423，這是我跟他工作時，所學到的一些重要的習慣。424 

 

前行政院院長郝柏村認為蔣經國不僅生活儉樸，更為臺灣政治帶來廉潔風

氣。他說：「蔣(經國)從政講求廉潔，對於推動臺灣民主更有具體貢獻，沒有國民

黨，哪來臺灣的民主。」
425「他最重要的貢獻，是他對風氣的重視，社會風氣、

政治風氣特別地注重。例如應酬來說，他就反對應酬；……節儉、節約的風氣他

十分提倡。……他做了一些事通常是要導正風氣，看起來好像都是小事，但事實

上對社會整體的影響是大的。例如他做行政院長，就希望高級官員不要去剪綵、

婚喪喜慶不要鋪張。」
426又說： 

 

經國先生自己的生活非常儉樸，對他的高級幹部、重要政務官，他更要求

每個人要盡責，也要守份，不能自我膨脹逾越範圍管其他人的事情，可以

說在他主政之下，高級人員沒有一個貪瀆的可以生存下去的，也沒有一個

逾越本份的可以被容許的。由於他對高級幹部、政務官的瞭解、考核非常

                                                 
421 「蔣經國三餐都吃得很隨便，下鄉考察永遠穿那麼一件土黃色夾克，在民間也結交了不少老

朋友。」曾一豪(1994)，《馬英九前傳》，臺北：希代書版，頁 193。 
422 「蔣經國不與財團打交道，對外交往也極謹慎。……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研究員陳存恭舉了個

例子：早年裕隆汽車是國內少數幾個大財團之一，據他所知，有次裕隆負責人嚴慶齡請了經

國、緯國兄弟赴宴，結果蔣經國未到，蔣緯國到了。」汪士淳(1996)，《千山獨行—蔣緯國的

人生之旅》，臺北：天下遠見，頁 254。 
423 「蔣經國不重穿著、吃喝，他外出時，常常是夾克配西褲；飲食方面，外出時經常是路邊攤，

在家則是幾樣百吃不厭的家常菜，如果有剩，則下頓再吃。」同前註。 

   
王昇將軍說：「他(蔣經國)在衣著方面，非常的平民化，一切都是以簡單、樸素、舒適為主。

當年在江西時期是如此，後來在上海推行經濟管制時期，也是如此，到了臺灣以後，更是如

此。即使他後來擔任總統，除了主持國家大典，以及接見外賓的時候之外，絕大部份的時間，

他總是穿著一件舊夾克，戴一頂上面繡著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的便帽，走訪臺灣各地基層。

經國先生當年在江西，被老百姓尊稱為『蔣青天』，到了臺灣，被中外人士特別是臺灣老百姓

推崇為最平民化的總統，當然，這與他的行事風格有密切關係，但是，與他平民化的穿著也

有很大的關連。記得我擔任政工幹校校長時，藝術系有一位老師為經國先生畫了一幅油畫，

畫中經國先生穿著夾克，和一位老農夫坐在草地上，共話桑麻，畫面十分傳神，油畫的標題

是：『美麗的星期天』這幅畫在幹校師生畫展中，受到廣大觀眾的讚賞喜愛，最讓大家印象深

刻的，就是經國先生的那件舊夾克，大家看起來是那麼熟悉。」王昇，〈王昇上將談經國先生〉

(中)，《青年日報》，2005.1.14，版 10。 
424 筆者於 2007 年 2 月 17 日 15 時 50 分至 16 時 20 分，電話專訪總統馬英九之內容。 
425 《聯合報》，2008.1.9，版 A13。 
426 郝柏村(1995)，《郝總長日記中的經國先生晚年》，臺北：天下遠見，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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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所以他擔任行政院長後，臺灣的政治風氣是何等廉潔！427 

 

前退輔會主委許歷農說：「蔣(經國)的一生就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428前

總統府副秘書長張祖詒也說：「他為愛護美麗寶島，付出全部的心血和精力，最

後獻出了他的生命，卻沒有給自己留下寸土片瓦，誠可謂鞠躬盡瘁。」
429國立臺

灣師範大學政治所蕭行易教授更說：「經國先生深知榮華富貴都是空的，物質享

受會使人意志消沉，不義之財有害無益，既決心自我為國奉獻，所以能『犧牲享

受、享受犧牲』從不與人爭權奪利。無論在大陸時期或隨政府播遷來臺後，從不

為個人打算，對任何事情絕無私心。從未置私產，自謂『上無片瓦、下無寸土』，

國內外銀行絕無分文存款。」
430

 

蔣經國在 1943 年於重慶寫了一篇文章說：「從政者應盡最大的力量，來克制

不正當的慾望，而發揚人之本性。一個有志氣的人，應當永遠保持自己的貞潔。」

431他又在 1956 年於石牌訓練研究班第 5 期說：「把身外的名利，看得淡泊一點。……

將自己淡泊清明之身，投入社會裏面，面對現實去堅決奮鬥。……你要金銀珠寶，

                                                 
427 《中國時報》，2008.1.14，版 A7。 
428 《聯合報》，2008.1.9，版 A13。 
429 前總統府副秘書長張祖詒說：「他(蔣經國)主理國政，展現雄才大略的治國能力。他矢志要為

這塊土地樹立廉能清明的政治，營造安和樂利的社會。重要的不是在他說了什麼，而是在他

實際做了什麼。他說過『今天不做，明日就會後悔』。於是他排除萬難，全方位推動一系列國

計民生的計劃方案，包括眾所週知的『十大建設』，紮紮實實地為臺灣奠定了經濟起飛的基礎。

成果是十六年(民國六十一年至七十七年)之間，國民平均年所得增長了十二倍，平均年成長

率達到百分之十六點六。高低所得的貧富差距縮短為四點七一倍，以中產階級為中堅的小康

社會已然成型，創造了舉世矚目的『臺灣奇蹟』，且被譽為開發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典範。……

晚年，他更是勇往直前，解除將近四十年的戒嚴，並宣佈開放黨禁、報禁，為臺灣的自由民

主，向前邁開了大步。其實他執政的基本理念，只是兩句簡單的話：『非以役人，迺役於人』。

說白了，就是一切為民眾服務，而非使喚或駕馭民眾。……政海波濤洶湧，他的處境也不例

外，經歷無數的逆流巨浪，接連給他嚴酷的挑戰和衝擊，他都用咬緊牙來渡過難關。這股力

量來自他辦公桌上日日所見的那塊『忍』字座右銘。為了深愛臺灣，必須忍辱負重，必須堅

百忍以圖成。有些人說他是『威權統治』。不錯，他確實要為法治社會樹立法制威信，那是以

立信為本的『威』，不是用威嚴來威嚇人民的『威』。至於『權』呢？他說：『權柄，很容易去

用它，難的是，什麼時候不去用它。』可見他對權力的使用多麼慎重。有一天他在臺北街頭，

看到一家修改服裝的店鋪，掛著一幅市招，上有四個大字：『修理權威』，他大為讚賞，認為

應得最佳廣告獎。由此更可顯示，他對所謂『權威』的價值觀，何等開明，不但全無權力傲

慢，而且認同『權威』可以『修理』。……許多年來民調，始終指出他是最受民眾敬愛的領導

者。……他為愛護美麗寶島，付出全部的心血和精力，最後獻出了他的生命，卻沒有給自己

留下寸土片瓦，誠可謂鞠躬盡瘁。」張祖詒，〈教我如何不想他〉，《中國時報》，2008.1.5，版

A10。 
430 蕭行易，〈蔣故總統經國先生的三平與三盡—平凡、平淡、平實與盡心、盡力、盡職〉，《青年

日報》，1988.4.22。 
431 蔣經國(1992)，〈五年來從政的感想〉，《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

頁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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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什麼用處？因為你遲早難免一死，到那時縱使你有無數財產，也無用處。」

432 

1972 年蔣經國擔任行政院院長，於 6 月 8 日對全國各級公務員提出「刷新政

風十項指示」，內容都是要求公務員節儉的規定。同年 12 月 11 日，他對行政院

各部會同仁說： 

 

不要讓物慾吞沒，這尤其是今天我們立身行事所須遵行的守則。前些時

候，在我提出行政革新十項要求之後，曾經有很多同仁來信表示，行政院

對公務員的社交生活，似乎是管得太多太嚴，今天我要告訴各位，行政院

所以要這樣要求大家，不但是希望由此能使我們行政人員在民眾心目中建

立起新的觀念，同時也是希望大家能夠遠離物慾的陷阱，不為社會奢靡虛

浮習氣所感染，以保持清白的人格。
433 

 

  可見蔣經國非常重視「清廉」的人格434，不僅自我要求435，更希望全國的公

務員都能「遠離物慾的陷阱」。蔣經國曾舉《天地一沙鷗》這本書的例子，來說

明「清廉」的重要。他說：「最近本人提到《天地一沙鷗》一書，其中描寫海鷗

群在爭食的情況說：它們祇知道飛來飛去搶奪食物，這個時候，看不見天，也看

不見地，甚至連它們自己的翅膀也看不見了。這幾句話極其深刻，說明了人在物

                                                 
432 蔣經國(1992)，〈厲行心理建設與精神修養〉，《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5 冊)，臺北：行政院新

聞局，頁 244-246。 
433 蔣經國(1992)，〈有所為有所不為〉，《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9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277。 
434 蔣經國不要錢、不貪瀆的品格，可以從他的日常生活獲得明確的證實。他來臺後住在長安東

路的宿舍，之後住在大直七海寓所，都是十分平民化，可以說是非常簡陋。在蔣方良過世後，

媒體採訪七海寓所時，發現一榻一几近乎清寒的情形，令人鼻酸。魯軍，〈遠見與清廉—懷念

經國先生〉，《青年日報》，2005.1.15，版 10。 
435 「蔣經國一生為國為民，是一個大家都普遍認同的看法，但是，對他的廉潔自持，大概一般

人還很難去體會出來。在七海時代，行政院或是總統府都會派專員，每個月固定時候把他的

月俸、眷糧等等一些生活日用品和經費，送到官邸給蔣方良簽收，然而大家都知道，中國人

逢年過節都有送禮的習慣，在他主政時期，他一再強調，要革除送禮浪費的惡習，所以，他

是極力反對公務人員或是民間送禮的。……他卻做到了自己不收受任何禮品與餽贈的基本原

則。如果，他的辦公室收到了任何的禮品，諸如外國朋友送的高貴禮物、金門酒廠固定送給

總統或行政院長的高級金門高粱酒，全部都在年終舉辦一個全體員工(他自己除外)摸彩大

會，把所有的禮品提供大家摸彩同樂，……蔣經國自己到死為止，手上都還是戴著一只普通

的石英錶。一絲不苟，是蔣經國從贛南當專員以來，就養成的一種習慣，這方面是任何人都

不容置疑的。」翁元(1994)，《我在蔣介石父子身邊的日子》，臺北：書華，頁 261-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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慾的蒙蔽下往往不能保持理智的清明。」436 

除了「清廉」之外，蔣經國也強調「勤儉」的重要性。他說：「勤儉—所謂

『勤能補拙、儉能致富』，說明了開源節流之道，從個人家庭，以至國家民族，

無不因奢靡而衰敗，因勤儉而富強，所以勤儉為服務之本，也是建國之本。
437我

們必須克勤克儉，方能進國家於安和樂利。」
438 

至於下屬的貪污行為，蔣經國公私分明，一律採取嚴辦措施。439早年有位國

民黨高層幹部，主持要職長達 20 年，與聞機要。然而蔣經國聽說他生活奢侈，

某日趁他不在家時親自登門拜訪，演出一段「孔子訪陽貨」，果然發現這位幹部

                                                 
436 蔣經國(1992)，〈希各級領導人員經常注意培養儲備和拔擢人才〉，《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7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508。 
437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政治所蕭行易教授說：「經國先生自奉甚儉，飲食注重經濟實惠、清潔營養，

習慣飯食，但因患糖尿病，改為以麵食為主，平日標準菜餚不過四、五碟小菜加一個湯或小

火鍋。後來軍中盛行的『復興鍋』及民間推行的『梅花餐』即源於此。經國先生一向提倡節

約，招待賓客亦以『梅花餐』為主，以夠吃為原則，甚為反對飲食動輒十二道大菜等形式上

的浪費，自認國難當前，沒有貪圖享受的權利。」蕭行易，〈蔣故總統經國先生的三平與三盡—

平凡、平淡、平實與盡心、盡力、盡職〉，《青年日報》，1988.4.22。 
 
前行政院院長郝柏村說：「他家中有位老佣人叫做阿汪，是個鄉下人，非常的節省。過去我們

農業社會，吃不完的東西沒有倒掉的，都是早上吃不完的中午再吃，過去我們沒有冰箱，東

西是會餿掉的，現在的人吃不完的東西就擺在冰箱裡。但是由於節儉成了習慣，他們家就是

常吃剩菜；水果也是，這次吃了一半，另一半放到冰箱，就是這樣，老是在吃爛水果、剩菜。

他住的房子也很簡單，臥室就是一張床。」郝柏村(1995)，《郝總長日記中的經國先生晚年》，

臺北：天下遠見，頁 11。 
 
「他(蔣經國)要求家人不得浪費，隨便把剩菜倒掉，全家經常吃剩菜剩飯。他們全家還是住

在七海新村，只是做了總統，廚房由專業的西廚和中廚師傅接管，不過他家的伙食費與老蔣

先生來比，只是箋箋之數。」陶涵(Jay Taylor)著，林添貴譯(2000)，《臺灣現代化的推手—蔣

經國傳》，臺北：時報，頁 367。 
    

「蔣經國有時會讓飯店外燴，圓山老員工說，當時到蔣經國家，一開冰箱，裡面全是一包包

東西，原來是蔣經國家的女佣十分節儉，過餐的菜沒吃完，就會加熱隔餐再吃，蔣經國也不

以為意。……晚年的蔣經國行動不便，都是由圓山送一些減糖減鹽的餐點到府邸。」陳靜宜，

〈蔣經國飲食故事—那些有情有味的日子〉，《聯合報》，2008.5. 1，版 D10。 
 
時任蔣經國侍衛長的周仲南說：「我一直跟阿寶姐(寓所管家)講，譬如她節儉得有點過份，一

根香蕉很長很大，總統吃不下一根(剩半根)，她還收起來擺在冰箱，中午吃剩的，到了晚上

又拿給他吃，我說香蕉擺久了會爛掉不衛生，吃了會瀉肚子，這倒是確有其事。」紀錄片

(2009)，臺北：中天電視新聞臺：「七海寓所的主人—蔣經國的故事」。 
 
總統馬英九念念不忘蔣經國簡樸的生活，在官場樹立的清廉風氣。他說：「有一次，我發現蔣

方良女士站在陽臺上，問她為什麼站在那裡，夫人不好意思地說，屋裡太熱，但經國先生規

定 28 度以上才能開冷氣。」《聯合報》，2009.4.12，版 A4。 
438 蔣經國(1992)，〈做時勢與歷史的創造者〉，《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3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

局，頁 54。 
439 「青少時滯留蘇聯十二載，蔣經國對於共產主義的幻想固然破滅，生活習性卻頗受社會主義

普羅作風的薰染，特別憎惡貪腐行徑，這種觀念也深深影響了他對於僚屬的考評。」林蔭庭 
(1998)，《追隨半世紀—李煥與經國先生》，臺北：天下遠見，頁 152-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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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裡擺設豪華，用具名貴，在那物質普遍匱乏的時代，看來格外刺眼，蔣經國極

為不滿，回去後馬上決定予以撤職；另外，衣復恩因桃園空軍基地廠房工程出問

題，蔣經國也不顧深厚交情，並繩之以法。
440前行政院院長郝柏村說： 

 

那時候高階人員住的房子怎麼樣，他都很清楚。我還記得俞國華先生作行

政院長時，他覺得俞院長住的位置不方便，很多警衛，大概都不夠住。他

就告訴我看看圓山原來三軍大學後面的房子，是不是請人改了當俞院長房

舍。後來俞院長、俞夫人去看了之後，大概不願意搬，因為那是軍方的地

方。經國先生很注意這些，換句話說，一個高級幹部如果讓他覺得你是專

門為自己的生活打算的，他就很不高興。
441 

 

前行政院院長李煥說：「一位跟隨蔣經國二十幾年的黨政要員，原本雄心萬

丈，有意再上層樓，不料蔣經國從國安局負責人那裡得知他涉及弊案，官商勾結

情節嚴重，立即斷然降職處分。」442又如： 

 

一位從大陸時期即追隨蔣經國的親信僚屬，某次向李煥訴說：「經國先生

一年都沒有找我談話了，不知道對我有什麼誤會。」於是李煥找了個機會

向蔣經國進言：「老幹部了，是不是要找他談一下？」不料，蔣經國砰然

桌子一拍怒喝道：「我一生都不要見他，誤黨誤國就是這種人！」言罷站

起身來掉頭就走，李煥只好也跟著離去。後來李煥輾轉聽說，這位老幹部

辦理選舉提名作業私心自用，蔣經國對此極感憤怒。
443 

 

蔣經國對於親戚仍依法行政，例如他擔任行政院院長時，發現王正誼在士林

外雙溪中央社區工程中營私舞弊，即使他是蔣經國的祖母王太夫人的侄孫，算是

蔣經國的表兄弟(且擔任行政院人事局局長兼中央公務人員購置住宅輔助委員會

主委)，因貪污公款達美金 13.75 萬元，依然下令將王正誼收押，審訊後判處無期

                                                 
440 林蔭庭(1998)，《追隨半世紀—李煥與經國先生》，臺北：天下遠見，頁 153。 
441 郝柏村(1995)，《郝總長日記中的經國先生晚年》，臺北：天下遠見，頁 10。 
442 林蔭庭(1998)，《追隨半世紀—李煥與經國先生》，臺北：天下遠見，頁 153-154。 
443 同前註，頁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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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刑444；海關稅務司兼稽查主任白慶國因貪污鉅款，且手段惡劣，被判處死刑；

此外，高雄市市長楊金虎因貪污被判處徒刑 5 年，妻子則被判刑 10 年。由此可

見蔣經國令出法隨，雷厲風行掃蕩貪污的決心。
445 

李煥總結蔣經國品評人才的 6 項禁忌，他說：「蔣經國品評人才特重品德操

守
446，有六項絕對禁忌—貪污舞弊、官商勾結、搞小組織447、生活腐化、自我宣

傳、阿諛逢迎。一旦觸犯這些『天條』，即便是親信部屬，蔣經國也會立刻斷然

處置。」
448 

綜合而言，蔣經國認為國家領導人應具備「有所為，有所不為」的條件。449

例如他在 1972 年擔任行政院院長時強調：「我們政府工作同仁，都要抱持一種『有

所為，有所不為』的襟懷和態度。一切作為，其成效確能為民眾謀福利，而『為

民之所好』的，即毅然決然為之；如果不能有益於民眾，而且『為民所惡』的，

即斷然不為。」
450又如 1987 年 5 月 10 日接見立法委員說：「經國處理任何問題，

一向總把握一個原則，那就是『有所為，有所不為』。當有所為的時候而不為，

                                                 
444 維護蔣經國安全的「七海警衛組」貼身侍衛翁元說：「中國人是一個講究情面的民族，然而蔣

經國卻在許多方面絲毫不講情面，讓許多人對他含恨不已，這也多多少少透露出他的從政性

格。前行政院人事行政局局長王正誼的貪污案，就是一個十分典型的個案……對犯錯的人，

或是『不聽話』的人鐵面無情，對一些所謂的親朋故舊，有事情去向他求情關說，蔣經國還

是從不懂得什麼『網開一面』。」翁元(1994)，《我在蔣介石父子身邊的日子》，臺北：書華，

頁 257-258。 
 

前行政院院長郝柏村說：「經國先生在作行政院長時，就很注意政風，很注意高級人員的生活

與操守。所以王正誼雖然是他的親戚，等於是第二代的表兄弟，還是老總統的機要秘書，一

發現貪污，依然送法辦。……經國先生也不會因為一件事情將一個人完全否定掉，而是要他

為這件事情負起該負的責任。」郝柏村(1995)，《郝總長日記中的經國先生晚年》，臺北：天下

遠見，頁 123。 
445 茅家琦(2003)，《蔣經國的一生與他的思想演變》，臺北：臺灣商務，頁 331；翁元(1994)，《我

在蔣介石父子身邊的日子》，臺北：書華，頁 257-258。 
446 蔣經國在贛南時期，即嚴格要求部屬廉能。江西省贛州市「蔣經國舊居」的管理員劉長齡說：

「蔣經國要求部屬必須廉能，並且認為所有政府人員都是來抗日救亡的，不是來做官的，當

時行署官員可說是朝氣蓬勃，甚至有兩名縣長積勞成疾而病歿，兩人死後只留下一支爛皮箱

和蔣經國送的一件毛背心；劉長齡還回憶道，他的祖父當時是贛南商會會長，曾經對他說，

蔣經國似乎不太喜歡與有錢人交往，對他祖父雖然客氣，但保持距離並不熱絡。」《中國時報》，

2003. 9. 29，版 A12。 
447 「蔣經國特別忌諱幹部自營人馬、組織小圈圈。」林蔭庭(1998)，《追隨半世紀—李煥與經國

先生》，臺北：天下遠見，頁 154。 
448 同前註，頁 152。 
449 林蔭庭主編(2006)，〈一個決心積極革新的年代—歷史性專訪蔣經國總統〉，《動力 20—關鍵年

代的人與事》，臺北：天下遠見，頁 129。 
450 蔣經國(1992)，〈使責任道德良知熱誠結合成為『服務的行政』的新境界〉，《蔣經國先生全集》

(第 11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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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錯誤的、愚蠢的；當有所不為的時候而為之，則是盲動的、危險的。」451 

蔣經國解釋「有所為，有所不為」的涵意，他說：「『有所為』指的是積極的

作為，『有所不為』指的是消極的禁制。」
452並對「有所為」及「有所不為」提

出具體內容： 

 

在積極的「有所為」方面，我認為作為一個現代行政工作人員，必須具有

為民服務的高度熱忱與愛心，踐履篤實的效率觀念，強烈的榮譽心和責任

感，奮發向上的創新進取，以及我仍願再加強調的互助合作的團隊精

神。……「有所不為」方面，……不要受人情包圍，不要為是非困擾，不

要讓物慾吞沒！
453 

 

總結蔣經國的言行舉止、親朋好友及社會人士的觀感與評價，本文歸納蔣經

國的 6 點人格特質，包括： 

 

一、強烈的國家、民族及歷史使命感； 

二、樂觀、信心、決心、勇敢； 

三、腳踏實地的務實取向； 

四、重視忍耐的功夫； 

五、謙虛、隱藏自我； 

六、無私、清廉。 

 

 

 

 

 

                                                 
451 蔣經國(1992)，〈正大光明理直氣壯〉，《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5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

頁 215。 
452 蔣經國(1992)，〈有所為有所不為〉，《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9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269。 
453 同前註，頁 269-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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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蔣經國人格特質之評價 

 

《遠見》雜誌曾在 1987 年 10 月寄發推薦表給黨、政、軍、學術、財經等各

界意見領袖，請他們選出當年的「遠見人物」，結果回函 9 成都推薦蔣經國。總

結回函可以歸納 4 點共同評價： 

 

一、他高瞻遠矚、無私無我，為國家民主化佈展新局，贏得國際支持。 

二、他堅定反共意志，把臺灣建立成全中國同胞的希望。 

三、他深入基層、瞭解民意，掌握正確發展方向。 

四、他律己甚嚴，平實、平淡、平凡作風，深獲人民崇敬。
454 

 

學者葛永光認為蔣經國具有 4 種領導特質：一、公僕式的領導；二、改革

取向的領導；三、道德取向的領導；四、願景型的領導。455 

前監察院院長錢復說：「蔣經國言行一致、表裡如一，生前常對他說『我心

裏想的就是我要說的，我說的就是我要做的』，這是政治人物的榜樣。」456 

總統馬英九認為蔣經國在那樣的時代中，能跳脫自己的教育與養成背景，

「以今日之我向昨日之我宣戰」，推動社會需要的改革，這需要多少決心、遠見

與睿智。457 

然而一個人的「人格特質」不可能是完美無暇的，蔣經國是人，他的「人格

特質」亦有優缺點。本節歸納整理蔣經國的親朋好友、侍從、學者及一般社會人

士對其「人格特質」之評價。 

 

 

 

 

 

                                                 
454 林蔭行主編(2006)，《動力 20—關鍵年代的人與事》，臺北：天下遠見，頁 124。 
455 葛永光(2008)，〈蔣經國的轉化型領導—臺灣民主轉型的推手〉，發表於「蔣經國先生與臺灣民

主發展」學術研討會，臺北：中華民國團結自強協會，頁 4-6。 
456 《聯合報》，2008.1.9，版 A13。 
457 《中國時報》，2009. 4. 12，版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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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正面的評價 

 

一、掌握時代脈動 

吳三連認為蔣經國具有「開闊的胸襟」，以及「光明磊落的風範」。
458 

香港中文大學金耀基教授在「遠見人物推薦表」中，認為蔣經國是一位「極

具前瞻性與高度領航智慧與魄力，為當代難得的具有遠見的政治家。」
459 

余英時教授提出他對蔣經國的看法，他認為蔣經國是「一位十分成熟而有遠

見的政治領袖」，同時具有自我超越，不斷進步的高尚品質。460 

前監察院院長王作榮認為：「經國先生之智慧，在不同時代、不同環境，隨

機應變，迅速採取不同之手腕與策略。」
461 

《臺灣現代化的推手—蔣經國傳》的譯者林添貴認為：「蔣經國至少從 1970

年代初期起，就相信長期而言，臺灣盼望永續生存，就得在政治上、經濟上，做

為一個成功的典範。他曾經定下四個目標……回首而顧，我們不能不讚佩蔣經國

的高瞻遠矚。」
462 

前民進黨立委朱高正認為蔣經國「主動掌握時代潮流的作法」，是一位「難

能可貴的國家領導人」。463大陸作家葉永烈觀察說：「蔣經國雖說是子襲父位，如

                                                 
458 蔣彥士(1990)，〈蔣故總統經國先生精神風範的啟示—在中樞舉行蔣故總統經國先生逝世兩週

年紀念會講〉，《近代中國》，第 75 期，頁 51。 
459 林蔭行主編(2006)，《動力 20—關鍵年代的人與事》，臺北：天下遠見，頁 124。 
460 余英時教授說：「回顧經國先生在近四十年來所踏過的足跡，我們清楚地看到他的一生是不斷

自我超越，不斷進步的一生。遠在大陸的時代，經國先生已經在政治上初顯才能。抗戰初期

『新贛南』的建設和民國三十七年在上海經濟管制區的霹靂手段，在當時都是大家耳熟能詳

的。但是經國先生擔任全國性的領導工作，成為老總統的一位重要助手，則是民國三十八年

政府遷臺以後的事。在遷臺後的最初十幾年中，經國先生的工作偏重在黨務方面。當時老總

統總攬全局，而以陳辭修先生為輔弼；『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及財經事務的獨立決策，都在這

個時期實行的，為此後的經濟發展奠定了基礎。但從民國五十年代末期開始，經國先生便逐

步挑起了承先啟後的全國重任。民國六十一年接任行政院長的時候，他已是一位十分成熟而

有遠見的政治領袖了。最近二十年中，經濟奇蹟和政治奇蹟在臺灣相繼出現，是和他的領導

絕對分不開的。毫無可疑，他的領導曾為中華民國的經濟成功提供了最重要的主觀條件。但

在這一方面，他多少還上有所承。而晚年的民主改革則完全是他個人出自手眼的創舉，也是

民國史上值得大筆特書的頭等大事。我們特別可以從這件事上看到他自我超越，不斷進步的

高尚品質。」漆高儒(1991)，《蔣經國的一生》，臺北：傳記，頁 180-181。 
461 王作榮(1999)，《壯志未酬—王作榮自傳》，臺北：天下遠見，頁 364。 
462 這四個目標為：一、民主化；二、臺灣化；三、強化經濟建設，大幅提升國民所得和生活水

準；四、與中國發展工作關係。陶涵(Jay Taylor)著，林添貴譯(2000)，《臺灣現代化的推手—

蔣經國傳》，臺北：時報，頁 489-490。 
463 前民進黨立委朱高正說：「他(蔣經國先生)是一個值得尊重的國家元首，以他和蔣介石比較，

當時蔣介石到臺灣來，完全是一個典型的外來統治者的姿態，但蔣經國則完全不同，他樹立

了親民愛民的形象，並與臺灣人民結合在一起，這一點獲得了大家的認同，也同時讓國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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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封建王朝皇帝的世襲一般，但是我在臺灣採訪，方方面面的人士差不多都對蔣

經國表示稱讚，即便是民進黨人士也是如此。我發現，蔣經國在臺灣的威信，大

大高於其父蔣中正。」
464前總統府副秘書長張祖詒說：「外界批評他是威權、獨

裁人物，但就我個人在他身邊多年所見，他從來沒有用威權的姿態來治理國家。」

465 

總統馬英九回憶蔣經國在剛擔任行政院院長時，碰到第一次石油危機，油價

從 3 元漲到 13 元，漲了近 4 倍，但蔣經國調整物價一次到位，控制民生物資的

漲幅，使得基層民眾生活沒有受到太大影響。
466雖然當年物價上漲了 47%，但人

民所得也上升 36%；政府推動「十大建設」467，透過擴大內需，讓國家建設邁入

正軌。
468尤其在晚年掌握時代脈動，推動重大政治改革，例如：「1984 年開始推

動政治的民主化，透過解除戒嚴、開放組黨、開放報禁、地方自治的法治化，也

                                                                                                                                            
得到在臺灣生根的機會。其次，我覺得他是一個能自我節制的國家元首。說實在的，如果照

現在國家的非常體制，他有權為所欲為，即使依他事實上所掌握的權力，他也有能力為所欲

為，但他並沒有這麼做，這不是一個沒有眼光，沒有氣度的人所能做得到的。以中國現代史

來看，那一個人不爭權奪利，一旦等到爬上最高位時，那一個人不刻意鎮壓反轍？但蔣經國

先生卻得到大家的肯定，尤其他早期推動本土化政策，最近一、二年內對反對黨的寬容、尊

重，這一點就我們的立場，固然尚嫌不夠，但在蔣介石時代，那可能是這個樣子呢？從黨外

公政會時期，他就授意溝通，一直到民進黨成立至今，他依然如此，這都與他的寬容和自制

有密不可分的關係，這一點就值得大家欽佩。另外，他能不斷的求新求變，從推動十項建設

發展經濟，接著又從事政治建設，這都是難能可貴的成就。這種主動掌握時代潮流的作法，

表示他是個難能可貴的國家領導人。」廖福順(1988)，〈朱高正的眼淚〉，《新新聞週刊》，第

45 期，頁 52。 
464 葉永烈(2005)，《我的臺灣之旅》，廣州：廣東旅遊。 
465 《中國時報》，2008.1.14，版 A7。 
466 總統馬英九認為蔣經國具有「振興經濟雄心」。蔣經國上任行政院院長第二年就碰上第一次石

油危機，為因應當時物價飛漲，決定採取穩定經濟措施方案，這樣的方式，重點在照顧基層

民眾。總統馬英九回憶當時他正在海軍服兵役，一個老士官長跑到他房間借報紙看米酒漲了

多少錢，結果還好只漲 5 毛錢，顯見蔣經國當時照顧到低收入戶及弱勢國民。《中國時報》，

2009. 4. 12，版 A3。 
467 「他(蔣經國)從 1972 年就開始擔任行政院院長，任內最大的貢獻就是推動了國家的『十大建

設』，例如：中山高速公路、縱貫鐵路電氣化、桃園中正國際機場、臺中港、蘇澳港、北迴鐵

路、石油化學工業、大煉鋼廠、大造船廠、核能發電廠。這些重大的基礎建設，把臺灣經濟

發展的基礎又往前推進了一步。」筆者於 2007 年 2 月 17 日 15 時 50 分至 16 時 20 分，電話

專訪總統馬英九之內容。 
468 總統馬英九於「蔣經國先生與臺灣民主發展—紀念經國先生逝世二十週年學術研討會」開幕

致詞：「剛好這時碰上石油危機，油價由一桶 3 塊漲到 13 塊美金。在這樣的大變局下，一方

面臺灣的基礎建設十分老舊，需要更新，另一方面石油危機造成百物飛漲，民國 62 年 1 月政

府提出因應當前經濟措施方案，開始將所有的物價做抑價式調整；然後推動『十大建設』，推

動『十大建設』時反對的聲浪不小，幸好當時的政府是在一種超穩定的結構，執政黨在絕對

多數的情況下，一系列推動建設穩定經濟，當時的物價上升百分之四十幾，可是一般人的收

入也增加很多，所以大家並不擔心。」葛永光主編(2008)，《蔣經國先生與臺灣民主發展—紀

念經國先生逝世二十週年學術研討論文集》，臺北：幼獅，頁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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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北、高兩市開放市長民選、省長民選，最後推動國會的改革。」469 

高英茂教授認為蔣經國主政時期，正是中華民國政治制度從民主化的「量變」

進入「質變」的關鍵階段。
470前行政院院長郝柏村說：「主要是今天我們在臺灣

講民主改革，大家總以為民主改革是經國先生過世以後才有的，這是完全不符合

事實的。我特別要強調這一點，我們在臺灣的民主，是從經國先生開始的。」
471

前美國喬治城大學國際戰略研究中心研究員克萊恩(Ray S. Cline)認為：中華民國

在蔣經國的領導之下，定會「成為所有熱愛自由民主的中國人希望的燈塔」。
472 

蔣經國早在贛南時期便以改革者自許，從革新中求進步，他於 1986 年 10 月

15 日，在中國國民黨中常會說出他晚年政治改革的中心思想：「時代在變、環境

在變，潮流也在變；因應這些變遷，本黨必須以新的觀念、新的做法，在民主憲

政體制的基礎上，推動革新措施。唯有如此，才能與時代潮流相結合，才能與民

                                                 
469 同前註。 
470 高英茂教授說：「從民主憲政長期發展過程看，經國先生所領導的民主改革，激發了中華民國

政治制度從民主化的『量變』進入『質變』的階段，象徵中華民國『政治文化』與權力結構

根本轉型的另一轉捩點。這項歷史性的『轉型』有三個特別重要的特色。茲簡析如下：一、

從『一黨獨大』轉向『議會政黨競爭』政治模型。在政治文化上，政府及執政黨開始接受『政

治反對』(Political Opposition)及『反對黨』(Opposition Party)的合法性及其正面功能，放棄傳統

的舊觀念等。在政治結構上，政府開始承認反對黨有平等存在的權利及政治制衡的功能。在

選舉及議會立法活動裏，反對黨可享有對等合法的地位及法律的保障。二、從『強人政治』

過渡到『民主制衡』的新體制。由於各種歷史、制度及個人『魅力』(Charisma)的因素，多年

來經國先生扮演了『政治家長』的特殊角色。他變成了所有重要決策及領導的中心。甚至於

近年來民主改革的推動，都有賴於經國先生個人的毅力及威望。民國七十五年至七十六年，

他用心設計，明確指出，反對蔣家親人接班或軍人干政，其目的在於促進權力接班的憲政化

與制度化，杜絕『強人政治』的再次延續。如今『強人』別世，正如余英時教授所說，頗有

頓然陷入群龍無首之感。但群龍無首不等於天下大亂，其實它象徵民主秩序新階段的開始。

將來『群龍』應依民主的程序及制衡的原則進行政策的決定及權力的分配。三、從『單元權

威體制』轉而『多元政治結構』。四十年來，由於長期『戡亂』、『動員』及『戒嚴』的措施，

國民黨及其領導中心顯示了高度『軍政』及『訓政』的傳統及作風。但是，近年來由於臺灣

經濟、社會、教育各方面的急速發展，多元化的發展趨勢及社會結構逐漸削弱了權力集中的

單元領導。同時不同社群、階層、世代的多元要求與利益亦開始反應衝擊執政黨與政府的傳

統結構。為了適應新現實及新潮流，多元化的政治結構須用民主協商、整合的新領導方法去

鞏固維持其領導地位。」漆高儒(1991)，《蔣經國的一生》，臺北：傳記，頁 184-185。 
471 郝柏村(1995)，《郝總長日記中的經國先生晚年》，臺北：天下遠見，頁 3。 
472 克萊恩(Ray S. Cline)說：「蔣經國先生告訴我，中華民國在臺灣這個復興基地上，將以保存中

華固有傳統文化和孔子倫理學說為首要之務，並在經濟和政治上，朝一個持續發展和開放社

會的目標前進，使之成為一個和大陸共產馬列極權完全不同，並以反對其暴政的態度來拉遠

差距，成為所有熱愛自由民主的中國人希望的燈塔。……蔣經國先生的想法就是我對你們信

心堅持的根源，因為唯有以這種奮勵自強的決心，發揮無比的勇氣和精神力量，才能夠證明

一個自由、民主社會，是絕對經得起考驗的。」克萊恩(Ray S. Cline)，〈經國先生的遠見〉，《臺

灣日報》，1988.1.18，版 3；克萊恩(Ray S. Cline)(1988)，《蔣總統經國先生哀思錄》(第 2 編)，
臺北：蔣總統經國先生哀思錄編纂小組，頁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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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永遠在一起。」473他又於 1987 年 5 月 6 日，在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說：「我

們必須因應時間、空間的變化，以及主觀、客觀條件的變化而在工作方法上求新

求變。……有些在過去是對的做法，在今天可能不切實際，甚至還可能造成錯誤。」

474 

蔣經國也認為順應時代潮流，並非見異思遷，破壞原有的一切，而是在已有

的基礎上求進步。他說：「創新—不斷的創造，不斷的革新，乃是求取不斷進步

的不二途徑。但創新並非見異思遷，更非破壞原有的一切，而是運用智慧，投注

心力，要在已有的基礎上，開拓新的機會，壯大既獲成果，使我們的基礎更堅固、

更厚實。凡事祇要精益求精，定能日新又新。」
475 

 

二、為人民公僕
476，具有親民、愛民的風範477 

由於蔣經國在蘇俄 12 年的經驗，親身體會下層百姓生活的真實面，深入民

間訪貧問苦，激發他立志從政相當大的動力。478 

早在 1943 年 12 月 17 日，蔣經國於重慶寫下〈五年來從政的感想〉：「一般

從政者，往往不明白當公僕的道理，反而將自已當作主人，這是政治不上正軌的

主因。……今日之從政者，應確定以國民為主，自己為僕的地位。這樣做事才有

                                                 
473 蔣經國，〈蔣主席強調本黨大公無私，以開拓的胸襟推動革新，使民主憲政更和諧完美〉，《中

央日報》，1986.10.16，頭版頭條；蔣經國(1992)，〈本開闊無私胸襟使憲政更臻完美〉，《蔣經

國先生全集》(第 20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36-37。 
474 蔣經國(1992)，〈表現黨的氣節發揮工作熱忱〉，《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5 冊)，臺北：行政院

新聞局，頁 206。 
475 蔣經國(1992)，〈做時勢與歷史的創造者〉，《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3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

局，頁 54。 
476 耶穌說：「你們裏頭為大的，倒要像年幼的，為首領的，倒要像服事人的。」《聖經》(新標點

和合本)(1996)，香港：聖經公會，頁 95。 
 
   前中國廣播公司董事長趙守博說：「經國先生當行政院院長和總統的時候，把政府領袖跟人民

之間的距離拉近，讓民眾覺得政府領袖其實就是人民的公僕。我覺得這是經國先生在領導風

格上改變了人民的觀念，也改變了政府跟人民的關係。」葛永光主編(2008)，《蔣經國先生與

臺灣民主發展—紀念經國先生逝世二十週年學術研討論文集》，臺北：幼獅，頁 239。 
477 總統馬英九認為蔣經國具有「親民」、「愛民」的風範，經常穿著簡便、風塵僕僕下鄉探訪民

情。他說：「大家不要小看這點，這影響臺灣政治人物兩、三代之久，可說是轉變風氣很重要

的實例。」《中國時報》，2009. 4. 12，版 A3。 
478 「經國先生雖然處在一個威權的年代，但是他的人格特質卻是民主和平民化的，他認為政府

官員是人民的公僕，是為民服務的，不是高高在上，作威作福的。經國先生將追隨他的幹部

都轉化為公僕式的官員，清廉、儉樸，一心一意報效國家，犧牲奉獻，不以權謀私，因而造

就一批高素質、又能犧牲奉獻的幹部。」葛永光(2008)，〈蔣經國的轉化型領導—臺灣民主轉

型的推手〉，發表於「蔣經國先生與臺灣民主發展」學術研討會，臺北：中華民國團結自強協

會，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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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亦祇有如此，才能建立真正的民主政治。」479 

蔣經國在 1972 年擔任行政院院長時，再次強調「公僕心」的重要性。他說： 

 

過去我們中國老百姓習慣把地方官稱之為父母官，這個名詞，雖然帶有封

建時代的意味，但從另一方面來說，民眾視官吏為父母，實在也是表露他

們的願望，希望地方官員能以「天下父母心」的心情和熱誠，無條件的為

民眾犧牲貢獻。因為大家知道，天下父母對待自己的子女，都是揉合了慈

祥、關懷、勤儉、犧牲等種種美德，凝成無限的恩情，愛護得無微不至。

而且所有的父母，貫注在子女身上的一片摰愛，都是不求報償、沒有保留、

不計任何代價的。今天是民主時代，百姓是國家主人，當然不應再有「父

母官」這種名稱，但我們擔任公職的同仁，卻正要以父母對待子女的那種

慈愛心腸來對待百姓，更應以民眾的公僕自任，培養出一種「公僕心」來，

為民眾提供周密的服務，才能不負民眾對我們的期望。
480 

 

又說：「民主政治既是民意的政治，政府的措施，自應完全依據民意，與民

意的願望相結合，以民眾的利益為依歸，為民眾提供最好的服務。因之所有行政

部門，從觀念到作法，都須不離民眾，接近民眾，以親愛精誠的態度，確實做到

公僕的職責。」481 

在當上總統後，蔣經國於 1980 年 10 月 8 日，以中國國民黨黨主席身分發表

告全國同胞書，他說： 

 

總之，就是一切以大眾利益為中心，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惡惡之，人心

為中興復國的根本，民意為一切施政的依據，民眾和政府血肉相連，一團

和氣，共同奮鬥。……我們要在整體的建設中重視所有民眾的切身利益問

題，無論行政問題、治安問題、物價問題、交通問題、地方建設問題、住

宅問題、日常生活問題……都要克服困難，找出答案，合理解釋，合法解

                                                 
479 蔣經國(1992)，〈五年來從政的感想〉，《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

頁 298-299。 
480 蔣經國(1992)，〈有所為有所不為〉，《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9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270。 
481 中央日報社編(1988)，《歷史巨人的遺愛—蔣故總統經國先生紀念專輯》，臺北：中央日報社，

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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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我們要照顧都市、鄉村、山地、海濱的農民、勞工、婦女、青年和漁

民、鹽民、攤販、計程車駕駛以及低收入的民眾。
482……我們要深入各個

地區，切實明白地方上鄉鎮鄰里社區的各種狀況，要從地方行政、基層建

設上，事事落實於民眾，也就是要一切成果分享於民眾。483 

 

1987 年 5 月 6 日，蔣經國在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發表談話：「一定要把重

點放在一切的作為是否能適合於民眾的需要上。……『永遠和民眾在一起』，絕

不應是一句口號。也唯有在做一件事之前，先去了解民眾的想法是什麼？民眾的

需要是什麼？民眾的要求又是什麼？然後再根據民眾的願望切實去做，那麼『永

遠和民眾在一起』才不會落空。」
484同年 7 月 29 日，蔣經國在中國國民黨中常會

說：「黨的社會工作，在作法上一定要深入基層，面對群眾；幹部要為群眾服務。

要接納群眾的意見，要多向地方父老請教。凡是有利於大多數人的事，不管如何

困難，都一定要做，並且要做得實在，做得徹底，不達目的決不終止，對於違背

大眾利益的事則應斷然拒絕。」485 

蔣經國說：「走在形勢前面」、「主動解決問題」、「但求無過，更是大過。」

「沒有勇氣改進自己缺點和錯誤的人，是可恥的懦夫！」以及「平日要能夠時時

關心民眾，處處服務民眾，主動的發現問題，在民眾還沒有提出要求之前，我們

就已為他們解決。」486 

                                                 
482 前考試院院長邱創煥說：「你只要提到勞工或農民問題，經國先生馬上精神來了，說：『你再

說一遍、說清楚』，他非常重視農民與勞工問題。」葛永光主編(2008)，《蔣經國先生與臺灣民

主發展—紀念經國先生逝世二十週年學術研討論文集》，臺北：幼獅，頁 230。 

 

   前中國廣播公司董事長趙守博說：「我接社工會主任的時候，經國先生跟我談了很多問題，第

一談老兵，第二談社會工作、農民與勞工，然後就交代我多替這些底層的農工民眾反映他們

的心聲。第二件事情是他最後一次主持中常會時，當會議進行到一半的時候，他還是慢慢地

抬起頭來，然後指示臺灣省政府要怎麼推動，當然都是如何照顧人民的事項，這些都說明他

是非常愛護人民的。……再來是老兵，有一次抗議衝進中央黨部，李煥先生要我出去處理。

我立刻將這群人帶走。後來經國先生沒有追究這些人為什麼衝進來，反而交代說他們反映的

問題要趕快解決。」葛永光主編(2008)，《蔣經國先生與臺灣民主發展—紀念經國先生逝世二

十週年學術研討論文集》，臺北：幼獅，頁 239。 
483 蔣經國(1992)，〈中國國民黨永遠和民眾在一起〉，《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3 冊)，臺北：行政

院新聞局，頁 41-43。 
484 蔣經國(1992)，〈表現黨的氣節發揮工作熱忱〉，《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5 冊)，臺北：行政院

新聞局，頁 206-207。 
485 蔣經國(1992)，〈切實做好為民服務的工作盡力推行有益民眾的政務〉，《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20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99。 
486 蔣彥士(1990)，〈蔣故總統經國先生精神風範的啟示—在中樞舉行蔣故總統經國先生逝世兩週

年紀念會講〉，《近代中國》，第 75 期，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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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眾日常生活需求中，蔣經國似乎特別重視水源。無論到金門、馬祖或臺

北近郊，他總是問：「現在這裡的水怎麼樣？」他經常提醒行政首長，要特別照

顧大眾，尤其是低所得百姓的利益。
487一位經常隨他出巡的官邸秘書回憶：「他

很少做錦上添花的事，去的都是低收入、有問題的地方。」這位秘書舉例，有一

年，基隆的八斗子路爛如泥，需要一個港口，還需要一個給漁船加油的崗站。他

視察後設法籌錢，並且一直追蹤到竣工。 

此外，蔣經國特別重視教育
488，例如前教育部部長郭為藩提到蔣經國擔任行

政院院長時，看到鄉下很多的國民中、小學教室老舊，沒有廚房，甚至尚無夠水

準的廁所，照明及飲用水設備急待改善，因而通過「發展與改進國民教育五年計

劃」。全案包括：改進危險教室、更新課桌椅、加強學童衛生保健、改善教室照

明、改善飲用水、增改建學校廚房、增改建廁所、辦理學童午餐等。可見他是一

位以服務他人為職責的行政首長。
489 

前行政院院長郝柏村認為蔣經國雖然出生在權貴家庭，卻相當平民化，非常

親民，見到一般老百姓，就非常高興和親近。490前輔仁大學校長羅光總主教，認

為蔣經國是一位待人親切又真誠的人，沒有官架子，只是一位誠懇的長者。491 

                                                 
487 溫曼英(1987)，〈為中國佈新局—堅百忍而圖成的蔣經國先生〉，《遠見雜誌》，第 18 期，頁 25。 
488 1979 年 5 月，蔣經國公佈《國民教育法》，使國民教育法制化；1981 年，蔣經國公佈《幼稚

教育法》，用心呵護民族幼苗；蔣經國任內三度修改《大學法》，擴大並深化高等教育，同時

他認為正規大學教育尚不足達到普及高等教育，而於 1985 年 6 月，公佈《空中大學設置條例》。 
489 前教育部部長郭為藩說：「經國先生巡視各地時，經常到鄉下的國民中、小學巡視，發覺很多

學校逾齡教室普遍存在，沒有廚房，甚至尚無夠水準的廁所，照明與飲用水設備也待改善，

所以責成教育部通盤檢討改進，教育部於六十三年提出龐大而完整的計劃，行政院也在六十

四年十一月舉行一次『空前』的行政院教育會議，全面檢視提昇各類教育素質的策略，而為

後來國民中、小學教育紮根的「發展與改進國民教育五年計劃」(民國六十五年至七十年)，也

經蔣院長核定實施。全案包括改進危險教室計劃，更新課桌椅計劃，加強學童衛生保健計劃，

改善教室照明計劃，改善飲用水計劃，增改建學校廚房計劃，增改建廁所計劃，辦理學童午

餐計劃。全案經費預算新臺幣一百二十億元，在當時係一極可觀的數字，由此足見經國先生

重視國民教育的真情與魄力。」《中國時報》，2008.1.14，版 A7。 
490 前行政院院長郝柏村說：「他非常重視基層，所以部隊中的基層、社會的基層，他都相當關心。

因此每當他休假，總是往基層去，有什麼事情要矇蔽他是很難的，他是非常了解民情的。……

他沒有企業界私交，但是鄉下老百姓擺攤的、賣麵的朋友他有，像澎湖呂九屏、是開飯館、

做海鮮的、是經國先生很好的朋友。他非常重視社會的基層，特別是貧苦的、比較困難的。

他專做雪中送炭的事；錦上添花的事情，他不以為然。……雖然他出生於權勢家庭，但他沒

有一點權勢的味道，他是相當平民化的；我想一個平民化的政治人物，他的基本思想一定是

以照顧大眾為主，以大眾的利益為考量。……經國先生是非常平民化，非常親民的，這樣的

親民不是做出來給人家看，而是很自然的。……見到一般老百姓，就非常高興和親近。」郝

柏村(1995)，《郝總長日記中的經國先生晚年》，臺北：天下遠見，頁 5-12。 
491 前輔仁大學校長羅光總主教說：「依照孔子、孟子的思想，做官是為人民謀福利，不是為發號

施令。易經說：『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繫辭上第十一章)，蔣中正先

生也曾聘吳稚暉作蔣經國先生的教師，教授中國經書的傳道。蔣經國先生開始隨從蔣中正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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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經國力求平民化，在贛南從政時，如有人稱他「經公教育長」，他都覺得

好笑。
492在擔任行政院院長時，經常「下鄉突擊檢查、探求民隱」493，遍訪全臺

地區 161 個鄉鎮村落。在第一任總統任內，據統計共深入民間 197 次。494與民眾

在一起的日子多達 155 天。495他曾經訪問金門 123 次，在金門停留過 352 天。496他

對屬下的兩個要求是：第一、事先絕不可以告訴對方，使他能看到真實狀況；第

二、絕不接受招待，偶而自備便當，或者就和當地百姓「你吃什麼，我吃什麼」

打成一片。
497有時臨行前，連侍衛長都不知道他究竟要去哪裡。498雖然他對幹部

                                                                                                                                            
生在江西剿共，治理收復的縣鎮，親自和縣鎮人民共辛苦。後來到了臺灣，創立榮民輔導會，

建立青年救國團，和榮民，和青年『吉凶與民同患』。任行政院長，常到窮鄉僻壤訪問民間狀

況。曾有幸和蔣經國先生會面多次。頭一兩次，他見面就說：你在羅馬寫的書我都念了。他

還派人向我要陸徵祥傳。後來在總統任內，見面時，就問輔仁大學的情形，有時問得頗詳細。

另一樁事，蔣經國先生常問起我國和教廷的關係，並為此還特別召見我，表示非常關心。每

次和蔣經國先生見面時，常看見他的笑容，非常自然，非常天真，一點官僚架子都沒有。那

年德雷莎修女來臺北，一同晉謁蔣經國先生，他穿著便裝，向德蕾莎修女詢問所作慈善事業，

說話常是笑，辭別時，站起身，還請德蕾莎修女同他一起站著照相。蔣經國先生關心每個人

的事，他見面沒有虛套，沒有官僚，只是一位誠懇的長者。」羅光(1989)，〈關心每個人的事—
蔣總統待人親切，發自真誠〉，《永遠與國人同在》，臺北：中央日報社，頁 63。 

492 蔣經國(1992)，〈清清白白的做人〉，《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3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444。 
493 蔣經國的民間友人黃文彥說：「他來的時候是不通知的，因為他的車子臨時到我店裏，他拍拍

司機，就叫他停下來，到我店裏參觀，最讓我感動的是，他第一句話就是問令尊令堂好嗎？

他每次來就坐在家裏和我父親談話。」紀錄片(2009)，臺北：中天電視新聞臺：「七海寓所的

主人—蔣經國的故事」。 
494 郝柏村(1995)，《郝總長日記中的經國先生晚年》，臺北：天下遠見，頁 11。 
495 李松林、陳大先(2002)，《蔣經國大傳》(下冊)，北京：團結，頁 549。 
496 小谷豪冶郎著，陳鵬仁譯(1990)，《蔣經國先生傳》，臺北：中央日報社，頁 9。 
497 前考試院院長邱創煥說：「經國先生出去外面經常是一碗牛肉麵、一碗餛飩麵就這樣過一餐，

每個地方的小吃店他都清清楚楚。有一次到花蓮吃牛肉麵，結果筷子放外面，蒼蠅停得滿滿

的，隨扈看到蒼蠅停那麼多，怕中毒，就把筷子拿去用開水燙，他說：『不用、不用，老百姓

能夠吃的，我就能吃。』他是完全平民化的。他當總統、院長時每年都請我們吃一餐飯，請

什麼？請燒餅油條，每人一套燒餅、一碗豆漿，這就是經國先生請我們吃的。他就是這麼儉

樸。」《聯合報》，2008.1.9，版 13；《中國時報》，2008.1.14，版 A7。 
    

前行政院院長郝柏村說：「比如我記得他常到鄉間去，隨便到路邊的攤子上他就可以吃了。」

郝柏村(1995)，《郝總長日記中的經國先生晚年》，臺北：天下遠見，頁 11。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政治所蕭行易教授說：「經國先生沒有偏食習慣，若有人請他吃東西，都不

會拂逆別人的好意。他經常在小店、小攤進食；在部隊或團體中用餐，大家吃什麼，他也吃

什麼。」蕭行易，〈蔣故總統經國先生的三平與三盡—平凡、平淡、平實與盡心、盡力、盡職〉，

《青年日報》，1988.4.22。 

    

王昇將軍說：「他(蔣經國)是一位飲食非常隨和而且又儉樸的人。我曾經多次陪他到外島去看

官兵，在前線小島上，他遇到什麼吃什麼，和官兵一起用餐；他在擔任行政院院長時期，跑

遍了臺灣各鄉鎮，他吃路邊攤，喝溪邊水，一點也不挑食，所以他有許多民間小人物的朋友。」

王昇，〈王昇上將談經國先生〉(中)，《青年日報》，2005.1.14，版 10。 

    

蔣經國的民間友人戴榮光說：「經國先生到店裏來，來的時候心裏面是又驚又喜啦！以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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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嚴格，但見到一般老百姓，就非常高興和親近。499平常生活樸實，不喜應酬、

喜歡接近群眾
500，閒話家常，關切民間疾苦，都呈現「民粹派領袖」的特徵。501 

蔣經國當上總統後，更顯現獨特的「人格特質」。例如： 

(一)、他不要「官邸」的名稱：蔣經國擔任國防部部長時，住在臺北大直

七海招待所
502，有人稱為「官邸」503，他不同意，只稱為「寓所」，這是平民化的

                                                                                                                                            
說，像他們這樣大人物來，吃的東西一定要特別檢查，都沒有，事先也沒有預兆，他走了之

後，心裏才在怕，也不知道他回去以後胃腸會不會有事，經國先生很平易近人，他的胃腸跟

我們一樣，到那裏都能吃。」紀錄片(2009)，臺北：中天電視新聞臺：「七海寓所的主人—蔣

經國的故事」。 
    

在日月潭涵碧樓行館工作 20 年的東海(化名)，當時兼差擔任特約記者，至今仍保存一張蔣經

國吃檳榔的照片，有趣又珍貴。年近七旬的東海說，民國 60 年蔣經國到日月潭，看到一家小

店在賣檳榔，好奇問：「檳榔有什麼好？為什麼那麼多人愛吃？」他回答：「報告院長，勞動

基層、農民工作很累，吃檳榔可以提神。」蔣經國一聽，拿起檳榔往嘴裡塞，安全人員趕忙

制止，蔣經國咬了咬，皺眉說：「不好吃嘛！」旁人全笑翻了。《聯合報》，2009.4.12，版 A4。 
498 「蔣經國不重穿著、吃喝，他外出時，常常是夾克配西褲；飲食方面，外出時經常是路邊攤，

在家則是幾樣百吃不厭的家常菜，如果有剩，則下頓再吃。」汪士淳(1996)，《千山獨行—蔣

緯國的人生之旅》，臺北：天下遠見，頁 254。 
499 「他是一個從不戴手套和人握手的人，他以一雙粗厚的手掌，直接和人握手會使人覺得親切、

溫馨有力。」漆高儒(1997)，《蔣經國評傳—我是臺灣人》，臺北：正中，頁 326。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政治所蕭行易教授說：「經國先生對人對事都是誠懇謙虛，與他共事或接觸

過的人都會感覺他平易近人，從不疾言厲色。他的雙手厚重粗糙，與人握手，緊握有力。……

無論深山、海濱、田野、鄉村、漁村、礦場、工廠等地方，他都樂意前往，與民眾歡聚、談

話成為他追求的樂趣。」蕭行易，〈蔣故總統經國先生的三平與三盡—平凡、平淡、平實與盡

心、盡力、盡職〉，《青年日報》，1988.4.22。 
500 前桃園縣縣長吳伯雄說：「他(蔣經國)經常到慈湖，我們有很多的機會追隨他到基層走動，他

是那樣的自然隨和、隨遇而安，常常在路邊攤吃得津津有味。我記得有一次到觀音鄉的海邊，

看到農村裡有人在辦喜事，他說：『我們去看看』，就跑去祝賀新郎、新娘，……他是那麼自

然，感覺就像和家人在一起一樣。」《中國時報》，2008.1.14，版 A7。 
501 蔣經國說：「要深入群眾，徹底明瞭群眾的生活和心理。」蔣經國(1992)，〈五年來從政的感

想〉，《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301。 
502 「在建築風格上，七海和士林官邸是兩個完全截然不同的典型，士林的特色是氣勢恢宏，建

築氣派，而七海則全然是以實用樸素為原則，兩者的基調是大不相同的，所以，如果看過了

士林官邸，再將兩者做一比較，就會覺得蔣經國的節儉樸實。基本上，七海的建築體是呈一

個『L』型，為了讓蔣經國一家大小能夠共聚一堂，七海當然做了小範圍的改建，但基本格

局還是不變，內部家具和裝潢也都相當簡單，絕沒有一般巨商大賈或是政府高級官員那種豪

門大戶的闊氣。就以七海的客廳為例，牆壁上掛了一幅張大千晚年送給經國先生的水墨畫『鍾

馗捉妖』，還有一幅書法家趙恆惕的對聯，中間擺著由泰國華僑贈送的象牙，以及一些瓷器和

手工藝品，外表看起來和一般的臺灣家庭絕對沒有什麼兩樣。」翁元(1994)，《我在蔣介石父

子身邊的日子》，臺北：書華，頁 199-200。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政治所蕭行易教授說：「經國先生早期借住彰銀臺北長安東路招待所，民國

六十年始借住於海軍總部大直招待所，無論寢室或起居室之裝潢、布置有如普通中產家庭般

簡樸。」蕭行易，〈蔣故總統經國先生的三平與三盡—平凡、平淡、平實與盡心、盡力、盡職〉，

《青年日報》，1988.4.22。 
503 「官邸」原是政府配給官員的住宅，有別於私人住宅，又作「官第」。如「後漢書．匈奴傳」：

「諸王大人或前至，所在郡縣，為設『官邸』，賞賜待遇之。」也是官吏的住宅，即館舍，如



蔣經國人格特質與臺灣政治發展(1972-1988) 

 158

表示。504 

(二)、他不要別人向他高呼「萬歲」：蔣經國不過生日，不喜歡人家叫「蔣

總統萬歲」，自認為是孫中山的信徒，排斥反民主的言行，即使是無關宏旨，也

不願意。他不過生日，是不要他的部屬或是百姓群眾們替他過生日，可是他的家

人還是有為他慶生，而他本人則是照常上班，或是上前線、去農村。 

(三)、他不用說教的形式：蔣經國當上總統後，把對全國同胞的談話稱為

「祝詞」，如元旦及國慶日的「祝詞」
505；而對軍、政人員的訓話，多以「講詞」

稱之506，和蔣介石的「訓詞」大異其趣。有時他講的話很少，一方面是對父親的

尊重，另一方面也表示他的謙和，由此可見他擺脫了說教的形式。蔣經國於 1976

年 11 月 18 日，在中國國民黨第 11 次全國代表大會閉會典禮致詞：「以後對我個

人，不要再講什麼『英明』、『擁護』、『偉大』、『導師』之類的頌詞，在地方黨部

也不要講。」
507同一天，在第 11 屆一中全會口頭致詞時，又再次強調：「以後什

麼『偉大的』、『英明的』、『導師』、『訓』示、『恭聆』508、『擁護』這許多話不要

再講，不但在會場不要再講，在其他地方，在各級黨部也不要講。」509 

蔣經國說自己最喜歡和民眾在一起，經常上山下海、探訪民瘼。510他說： 

                                                                                                                                            
歐陽修「瀧岡阡表」：「太夫人以疾終於官舍」。 

504 曾一豪(1994)，《馬英九前傳》，臺北：希代書版，頁 193。 
505 如「民國六十八年一月一日元旦祝詞」。蔣經國(1992)，〈爭取必勝必成革命新機〉，《蔣經國

先生全集》(第 13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29。 
506 蔣經國甚至要求他身邊的幕僚人員要謙虛，對外發表言論，絕對不稱為「訓話」，而叫「講話」。

曾一豪(1994)，《馬英九前傳》，臺北：希代書版，頁 193。 
507 蔣經國(1992)，〈動員戰鬥式的黨務工作應迅速開始〉，《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1 冊)，臺北：

行政院新聞局，頁 170。 
508 立委李慶華在中國國民黨紀念蔣經國百年誕辰座談會說：「依據蔣經國與父親(李煥)的書信，

蔣經國在擔任救國團主任期間，發現開會議程中有『恭候主任蒞臨』的文字，主動寫信給李

煥，要求將『恭候』改成『等候』，字裡行間已展現蔣經國的平民作風。」《中國時報》，2009. 

4. 11，版 A3。 
509 蔣經國(1992)，〈逆境堅定力風雨生信心〉，《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1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

局，頁 183。 
510 前總統府副秘書長張祖詒說：「在寶島的山巔海濱，處處有他(蔣經國)的腳印；在臺灣的城鎮

鄉村，也處處留有他的足跡。他幾乎走遍了臺灣的每個角落，踏遍了這島上的每塊土地，但

他不是去遊山玩水，而是因為他熱愛這塊土地，要為這塊土地上的人民尋找希望，謀求幸

福。……他會隨時出現在你我身旁。一個田野路邊的水果攤，他蹲在地上，一邊露著渾厚的

笑容啃著西瓜，一邊帶著濃重的鄉音跟歐巴桑聊天，他想要瞭解農村的光景。大街小巷，開

著許多店鋪，售豆乾的、賣小吃的、販零食的，他都會經常光顧，他不是貪嘴好吃，而是要

想熟悉一般大眾的實際生活。在臺南，他招呼一輛計程車，很有禮貌地問駕駛：『我有駕照，

可否讓我開你的車到安平港？』那位運將朋友，看了他一眼，覺得面熟，欣然照辦，一路上

有說有笑，談得十分投緣。他聽到了基層民生的很多故事。在屏東山地鄉育兒院裡，他看到

失去雙肢的孤兒，憐憫之心油然而起，抱著那僅兩歲的小女孩，對她說：『我會一直照顧妳』。

他實踐了他的承諾，但可惜沒有見到她自立長大，結婚生子。工廠、學校、軍營，更是他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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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內心無時無刻不在想念著漁港、農村、山上、海邊、鄉鎮、外島、部隊、

學校、工廠、商店、礦場、碼頭、菜市、廟宇，以及每個地方所有的朋友

們，想著你們經常親切的和我握手、拍肩、談天那種溫暖的友情。……我

所想念的每一個勤勞、樸實、笑嘻嘻的面孔，更是時時都在腦中出現。
511 

 

由於蔣經國經常接近老百姓，在民間的評價甚高
512，他的朋友們曾經聯合送

他一幅浮雕畫像，上面刻了 8 個字：「仁擁天下，德被萬民」。513 

蔣經國之所以為人民公僕，具有親民、愛民的風範514，是因其施政皆以民意

為依歸。他說： 

 

全民利益包括了國家的安全、秩序的安定、生活品質的改善、家庭幸福的

增進。……一切以大眾利益為中心，「民之所好而好之，民之所惡而惡之」，

人心為中興復國的根本，民意為一切施政的依據，民眾和政府血肉相連，

一團和氣，共同奮鬥。今天，我們的信念是「國家利益就是全民利益」，

民眾幸福了，國家民族必定有前途；「中國問題就是全民的問題」，全民都

                                                                                                                                            
去的地方，只要跟青年們在一起，看到一張張充滿朝氣的臉龐，他就精神煥發，熱情洋溢。

平時不善歌唱的他，就會興高彩烈，和著大家歡唱：『當我們同在一起，其快樂無比』！」張

祖詒，〈教我如何不想他〉，《中國時報》，2008.1.5，版 A10。 
511 蔣經國(1992)，〈願大陸同胞同享三民主義福祉〉，《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4 冊)，臺北：行政

院新聞局，頁 346。 
512 前監察院院長錢復，於 2009 年 4 月 11 日，在蔣經國學術交流基金會舉辦的座談會說：老百

姓會喜歡蔣經國，就是因為他是「老百姓中的一個」，不會高高在上。《中國時報》，2009. 4. 12，

版 A3。 
513 張祖詒，〈教我如何不想他〉，《中國時報》，2008.1.5，版 A10。 
514 「蔣經國很細心，從小事情就可以看出來。簡錦錐(蔣經國來臺後常去的俄羅斯料理明星西點

麵包廠老板)談到，一次經國夫婦帶了孝文、孝武、孝勇到店裡用餐，隔壁坐了一桌上海人，

不過他們不認識蔣經國，上海人用完餐要結帳，用上海話說了：『結帳。』服務生沒聽懂，也

沒注意到，過了十幾分鐘，上海人看沒動靜，就破口大罵。聽得懂上海話的蔣經國就站起來

說：「你要講普通話，他才聽得懂，你不要發脾氣，這位服務生很勤快的，你不要責備他。」

還有一次，蔣經國到圓山用完餐時候已晚，當時雷雨大作，侍衛趕緊來接蔣經國，他離去後，

員工們鬆口氣正準備收拾，沒想到蔣經國又匆忙折返，大家嚇一跳，以為發生了什麼事，沒

想到蔣經國說：「外面下雨，你們等下怎麼回家？」簡錦錐說蔣經國很慷慨，不僅會自己買單，

還會給小費。1953 年，有次蔣經國還沒開口，女店員就已貼心地幫他準備好每次必外帶的禮

盒，蔣經國問她：「小姐，妳月薪多少？」女店員回答：「180 元。」蔣經國改用俄語問喬治．

艾斯尼(明星麵包店合夥人)，「她薪水多少？」艾斯尼回答：「300 元。」蔣經國用俄語說，她

說 180 元，你說 300 元，你要對她好一點，她是好員工呀！」簡錦錐趕緊在旁解釋，「這位小

姐還是試用期，而且是 6 小時的月薪，不是 8 小時，等成為正式員工就會有 300 元了。」蔣

經國一聽，也就放心了。陳靜宜，〈蔣經國飲食故事—那些有情有味的日子〉，《聯合報》，2008.5. 

1，版 D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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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了，民主了，生活豐足，中國問題就解決了。515 

 

蔣經國的領導特質，美國《新聞周刊》形容為「民粹派領導作風」，並以俄

文名詞做標題。
516這個名詞的實質內涵是—生活樸實、喜歡接近群眾、閒話家常、

關心民間疾苦。由於他的生活樸實無華，又急切關心民間疾苦，更因上山下海，

使他所到之處，能廣結善緣，在擔任行政院院長時，已在民間交結了 12 位好友，

因而視聽管道不被侷限，是一位典型發揮政治藝術的領導人。
517總統馬英九說：

「這麼多年的總統，每次做民調經國先生名列第一，因為他把人民的生活水準提

高了。」518 

    蔣經國逝世的時候，美國與中華民國雖然無正式外交關係，不過仍派出陣容

堅強的團隊，參加在華盛頓「國家大教堂」舉辦的追思會。前外交部部長錢復回

憶說： 

 

經國先生逝世當年我奉派美國，外交部通知我們經國先生逝世的消息後，

我們布置了靈堂，當時美國國務卿是舒茲，他特地來行禮簽名，他在簽名

簿上寫「經國先生是長久可敬的友人，我對他永久懷念」，我當時去美國

已經五年多了，他看到我都像蛇蠍一樣避之不及，但他卻毫不避諱的來行

禮，並說「我來這裡是要表示對我最尊敬朋友的哀悼之意」。由於美國和

我們沒有邦交，因此我們並未通知美國政府官員，但美國政府卻主動通知

我，他們派司法部長和三位參議員、四位眾議員做特使參加公祭，陣容非

常堅強。我們在華盛頓「國家大教堂」舉辦的追思會，也有好幾位部長，

國務院、國家安全會議重要的官員，以及各國駐美的使節來參加，雷根總

                                                 
515 蔣經國(1992)，〈中國國民黨永遠和民眾在一起〉，《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3 冊)，臺北：行政

院新聞局，頁 40-41。 
516 美國史丹佛大學胡佛研究中心馬若孟教授，用「制約式政治核心」和「公僕式政治核心」兩

個概念來描述臺灣政治社會的轉型，他認為蔣經國成功的將臺灣轉型成「公僕式政治核心」

的民主體制，這個體制的特徵是—社會及人民的旨意，已經將該政治核心變成了順應其需要

而提供服務的公僕。馬若孟、蔡鈴(1998)，《中國第一個民主體系》，臺北：三民，第一章。 
517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政治所蕭行易教授說：「在行政院長任內，每逢周未假日，經國先生輕車簡

從，不辭辛苦，深入民間和各階層民眾閒話家常，發掘民瘼，紓解民困，足跡遍及全臺 161
個鄉鎮村落。」蕭行易，〈蔣故總統經國先生的三平與三盡—平凡、平淡、平實與盡心、盡力、

盡職〉，《青年日報》，1988.4.22。 
518 《聯合報》，2007.11.14，版 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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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也特地派他的女兒來致意，這些都可看出美方對經國先生的敬意。519 

 

前新聞局局長邵玉銘說：「經國先生在美國遇刺時，當時我在芝加哥大學唸

書，我的老師接到電話說經國先生遇刺，他的回答是真糟糕，他居然沒有被打中。

這是當時在美國教授中國問題學者的態度，……後來經國先生去世沒有多久，美

方許多研究中國問題的教授說，時間和歷史一定會對兩位蔣先生愈來愈仁慈，美

國學者終於接受兩蔣。」
520 

 

貳、反面的評價 

 

艾倫懷丁(Allen Whiting)教授認為在蘇聯和中國發生的混亂爭奪，形成蔣經國

今天的思想和行為。他說：「他(蔣經國)不信任別人，別人也不信任他。他的同僚

們說：『他太需要朋友了』。他不算不是個現代人，他需要教育和吸收新知，在他

周圍是個小集團，但包圍這位『王子』的人們常在改變。很少人和他永遠接近。……

他個人的遭遇經歷，幾十年的鬥爭，在蘇聯和中國發生的混亂爭奪，形成他今天

的思想和行為。」521 

作家汪士淳認為：「蔣經國卓越的領導及識人能力、深具正義感而嫉惡如仇，

固然早已受到外界肯定；然而內向、城府甚深、人格多重、多疑522，也是在他過

                                                 
519 《中國時報》，2008.1.14，版 A7。 
520 同前註。 
521 轉引自劉宜良(1997)，《蔣經國傳》，臺北：前衛，頁 502-503。 
522 作家柏楊回憶：「蔣經國接管情治系統後，有鑑於過去潛伏的共產地下黨的泛濫，更變得歇斯

底里。那時候有一部蘇菲亞羅蘭和馬龍白蘭度合演的電影，最後，男主角拿破崙退到一個島

上，蘇菲亞羅蘭給他送換洗的衣服，相當轟動。而在一次團務會報上，蔣經國嚴肅的詢問大

家看過沒有，大家說看過。『那麼』蔣經國問，『說說你們對這部片子的意見。』沒有一個人

敢開口，因為不知道他的意思何在。……逼到最後，大家只好講演技、景色、音效。蔣經國

臉上逐漸露出厭煩，他說：『你們完全沒有深度，沒有政治警覺。』在大家驚愕的眼神中，他

繼續說：『這明明是諷刺我們，諷刺我們退到一個小島上，孤立無援。只剩下一個女人給我們

送來破舊的衣服。』第二天，場場爆滿的電影就突然下片。……當時，我幾度想報告說：『這

部片子是我們退到臺灣以前拍的，與臺灣毫無關聯。』但我已感覺到，蔣經國對任何逆耳之

言，都聽不進去。」柏楊 (1996)，《柏楊回憶錄》，臺北：遠流，頁 220。 
    

「1951 年，簡錦錐(蔣經國來臺後常去的俄羅斯料理明星西點麵包廠老板)幫經國夫婦拍了一

幅照片：蔣方良坐在前方，蔣經國站在後方，他雙手勾住蔣方良的脖子，這張照片後來掛在

店內，不料被蔣經國看到卻說：『這張照片不妥。』簡錦錐吃驚：「有何不妥？」蔣經國說：「看

起來好像我掐住她脖子，別人會誤以為我要謀殺她！」簡錦錐大笑，允諾一定重拍一張，務

必要讓蔣經國滿意。」陳靜宜，〈蔣經國飲食故事—那些有情有味的日子〉，《聯合報》，2008.5. 

1，版 D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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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之後，從親近他的人士口中慢慢傳出來的。」523 

 

一、多元性格 

1948 年撰寫《蔣經國論》的作家曹聚仁，談到蔣經國年輕時的性格。他說： 

 

今日的蔣經國，至少有兩種不同的靈魂：他既年輕、又熱情，勇敢地對著

現實，氣吞河嶽；他又那麼坦白無城府，人人感其可親近。可是他又那麼

老成持重，不苟言笑。他冷冷地看著你，透過了肺腑，洞燭你的用意。他

決不會輕易入你鉤中。有時候，你覺得他不過二十多歲；有時候，你又覺

得他也已入了暮秋了；要了解他或許比讀一部書還難些。
524 

 

曾任新聞記者的卜少夫談到蔣經國的性格，他說： 

 

一般看到他壯碩的身軀，嚴肅的面部表情，凝重的動作，都以為他的性格

是非常理智，非常冷酷；正相反，他的外型與內心並不一致。儘管他二十

年來在中國政治圈翻騰打滾，學會了應對各階層人物，裝扮得頗符合其身

分地位那種儼然模樣，可是他卻是一個富於感情，非常熱烈，有時難免天

真衝動的人。525 

 

維護蔣經國安全的「七海警衛組」貼身侍衛翁元認為蔣經國不守信用，他舉

例說： 

 

大陸臨撤退前，蔣經國曾對老先生的警衛總隊第四隊的隊員講過，只要他

有一碗稀飯，就會讓全體隊員先吃。可是，撤退到臺灣以後，因為警衛總

隊縮小編制，第四隊因而被遣散掉了，有些隊員就對經國先生至表不滿，

認為他食言而肥，不守信用。當然，以當時國家的處境，政府不可能再像

過去大陸時期，容納那樣多的編制人員，可是，就因為蔣經國在上海講過

                                                 
523 汪士淳(1996)，《千山獨行—蔣緯國的人生之旅》，臺北：天下遠見，頁 253。 
524 曹聚仁(1997)，《蔣經國論》，臺北：一橋，頁 71。 
525 風雲論壇編輯委員會編輯(1985)，《蔣經國浮雕》，臺北：風雲論壇，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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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番話，不少第四隊的隊員對此耿耿於懷，而蔣經國卻事後不加兌現，難

免引起被遣散隊員間的尖銳反彈。
526 

 

二、神祕性格 

蔣經國不喜歡身邊有隨從人員，即使是因為安全因素，他還是喜歡獨來獨

往。
527「七海警衛組」貼身侍衛翁元說：「儘管蔣經國在名義上有了自己的隨從

副官，可是，由於他一向獨來獨往的性格，依舊不改，有時行蹤根本不讓部屬知

道，所以經常發生隨從被他蓄意擺脫的情形
528，而隨從又要肩負保護他的重責大

任，因而總是讓隨從忙得團團轉，追著他跑。」529例如：「在長安東路時代，蔣

經國經常是自己一個人帶了一個司機，開著車出去到處跑，也許是他的任務需

要，也許是他有另外的原因，他的司機經常抱怨『找』不到他，因為蔣經國如果

發現一個人比較方便，就隨時伺機把他的司機給擺脫掉，一個人再搭別人的車子

跑到別的地方去了，至於到什麼地方去了，沒有人知道。」
530又有一次，「他在

榮總住院，總統車隊還故意在他的座車上安排了一個假人，坐在主位，然後每天

夜晚時分，叫車隊開回七海官邸，第二天早上再開回榮總，用這樣的方式企圖去

掩人耳目，其實，比較細心的人民早就知道蔣經國是躺在醫院裡面，用不著這樣

掩耳盜鈴的方式去欺騙人民。」531 

「七海警衛組」貼身侍衛翁元說：「蔣經國的確予人一種諱莫如深和高不可

測的感覺，即使像我這樣一個熟手的工作人員，都時時有種如臨深淵、如履薄冰

的惶恐之感。」532 

 

                                                 
526 翁元(1994)，《我在蔣介石父子身邊的日子》，臺北：書華，頁 248。 
527 前「七海警衛組」主任李祖怡說：「經國先生對於他的警衛曾經反對過，但侍衛長郝柏村跟他

溝通過後，他同意了，但是我們那時候的長官，也交待我們不要跟的太近，跟隨他的時候，

應增加一部隨扈車輛，我們用其他顏色，或是改裝成計程車。」紀錄片(2009)，臺北：中天

電視新聞臺：「七海寓所的主人—蔣經國的故事」。 
528 前行政院院長郝柏村說：「1965 年一個禮拜天，他(蔣經國)一人到陽明山散散心，駕駛在車子

上等，等到天快黑了，應該回來了，他還沒有回來，駕駛著急了，打電話給我(時任蔣介石侍

衛長)，於是我們全部動員，將大屯山圍起來搜山，後來找到了，他第一句話問我總統知不知

道，我說總統還不知道，他說不要跟他講。」紀錄片(2009)，臺北：中天電視新聞臺：「七海

寓所的主人—蔣經國的故事」。 
529 翁元(1994)，《我在蔣介石父子身邊的日子》，臺北：書華，頁 203。 
530 同前註，頁 253。 
531 同前註，頁 248。 
532 同前註，頁 251；曾一豪(1994)，《馬英九前傳》，臺北：希代書版，頁 192-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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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威權性格 

蔣經國的弟弟蔣緯國說：「肯定哥哥不辭辛勞地為國家做出的貢獻；如果論

到哥哥的『缺點』……，哥哥的民主標準，尚待商榷。」
533 

「七海警衛組」貼身侍衛翁元認為蔣經國具有很強的威權性格，他說： 

 

蔣經國在相當程度上，還是有很強的威權性格，這也是中國的政治人物一

個很平常的通病。表面上，蔣經國時時刻刻一副親民愛民的形象，在外面

和人接觸，也一向是笑臉相迎，可是在家裡，他永逺是下人心目中的君王，

甚至到晚年，他的侍從醫官為他治病，都受到他的威權心態的影響，必須

隨時留心，深恐一時讓他不稱心而遭受調職處分。
534 

 

王昭明在回憶錄中談到：「蔣經國在用人上有一個特性，就是所謂的『見光

死』。不管是誰，就算蔣經國已經決定要用某人出任某個職位，只要事前消息走

漏，蔣經國多半會改變主意，臨時換人。」535  

此外，前《紐約時報》亞洲通訊員趙達中曾經談到蔣經國的用人牌理，他說： 

 

用「天威難測」來形容蔣經國先生的用人牌理，可謂一針見血。早在六○

年代末期，蔣經國先生開始接掌政治權力以來，他所採取的用人哲學，常

有出人意外的安排，令人難以捉摸。顯示出他和他的父親蔣中正，有不同

之處。先總統在發佈重要人事命令之前，往往經過與黨國元老磋商，觀察

各方反應之後，再行公佈。然而，蔣經國對於敏感政治職位的安排，一向

是在極隱密的作業下進行；一旦發表，造成朝野震驚的效果，益增主其事

者的權威性。536 

 

學者李松林在《蔣經國的臺灣時代》書中記載：「蔣經國在撤換人事時也常

流露不問當事人的威權心態，如蔣彥士的先被通知『辭職已被主席接受』後，再

                                                 
533 汪士淳(1996)，《千山獨行—蔣緯國的人生之旅》，臺北：天下遠見，頁 256。 
534 翁元(1994)，《我在蔣介石父子身邊的日子》，臺北：書華，頁 254-255。 
535 王昭明(1995)，《王昭明回憶錄》，臺北：時報，頁 109。 
536 風雲論壇編輯委員會編輯(1985)，《蔣經國浮雕》，臺北：風雲論壇，頁 243。 



第二章  蔣經國人格特質之內涵 

 165

匆忙撰擬辭呈。」537 

前財政部部長李國鼎指出，蔣經國開始主持財經決策(1969 年)，做法和蔣介

石不同，他對財經問題並不十分瞭解，卻很固執。……使得主管財經的官員吃了

不少苦頭。
538 

  

參、正反兩面的評價 

 

即使蔣經國的個性有時給人「難以捉摸」的觀感，「七海警衛組」貼身侍衛

翁元甚至認為是「伴君如伴虎」
539，但前行政院院長李煥卻持不同看法，他說：

「我跟隨很多人做過事，覺得追隨經國先生最容易540，因為只要原則不犯，其他

事情你大可以放手去做。」
541而且「身為蔣中正的長子，若不是以冷靜、甚至冷

酷的態度來觀賞周遭人士，很容易被趨炎附勢的小人所矇蔽，所以寧可用『伴君

如伴虎』的策略，一方面維持領袖的威儀，取得部屬的敬畏，另方面也可防止『瞞

上欺下』的小人當道。」542 

雖然蔣經國的領導風格有時給人感覺「天威難測」，但是他對於部屬的建議，

仍會理性判斷，並加以查證： 

 

作為蔣經國的幹部，時時都要接受他不著痕跡的觀察考驗。舉例來說，

李煥在蔣經國身邊四十四年，每回向他報告事情或發表意見，他都不做

任何反應，不做聲，不說「對」，也不說「不對」，很少當面告知他的決

定。然而，事後看得出，蔣經國絕對把他的話聽進去了，而且還會另外

                                                 
537 李松林(1993)，《蔣經國的臺灣時代》，臺北：風雲論壇，頁 124。 
538 康綠島(1993)，《李國鼎口述歷史》，臺北：卓越文化，頁 211。 
539 前「七海警衛組」貼身侍衛翁元說：「侍衛們慢慢了解蔣經國的個性，他和老先生(蔣介石)在

許多方面截然不同，老先生是一個愛憎分明的軍人，個性直率真誠，而蔣經國則是一個天生

的政治人物，在外人面前是一副面孔，在面對我們或是侍衛時，又是另一副面孔，有人認為，

他是一個人前笑臉可掬，稱兄道弟，而只要一分手，馬上會翻臉不認人的兩面人，在他的身

邊，讓侍衛們理解到什麼是所謂的伴君如伴虎。」翁元(1994)，《我在蔣介石父子身邊的日子》，

臺北：書華，頁 207。 
540 前監察院院長錢復，於 2009 年 4 月 11 日，在蔣經國學術交流基金會舉辦的座談會說：蔣經

國的用人哲學，在於他信任一個人時，就會一直把他留在身邊，不會在意他的職位高低，也

不會刻意去調升職位。《中國時報》，2009. 4. 12，版 A3。 
541 林蔭庭(1998)，《追隨半世紀—李煥與經國先生》，臺北：天下遠見，頁 157。 
542 風雲論壇編輯委員會編輯(1985)，《蔣經國浮雕》，臺北：風雲論壇，頁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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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查證他的意見、徵詢專家的看法，然後才會做出決定。543 

 

一般認為蔣經國用人常有「見光死」的情況發生，但前《紐約時報》亞洲通

訊員趙達中卻說： 

 

很多人都認為蔣經國在用人方面，很忌諱輿論的猜測，往往先行曝光的人

選，就「見光死」。的確，從領導權威而言，愈是神祕，愈能顯示權威的

魅力，但這「見光死」的觀點並不必然，因為七十三年組閣正在醞釀之際，

聯合報就已先行公佈名單，結果大致是相符，倒是來自高層人士的透露，

蔣經國在安排名單時，相當善變。政壇皆知「朝秦暮楚」，當年他決定文

工會主任人選時，早晨還是秦孝儀，晚上就變成楚崧秋；還有在上次孫內

閣小幅改組時，中午的消息是連戰被安排為臺北市長，到了晚上卻變成交

通部長。
544 

 

換句話說，蔣經國用人是以「不可預測性」去因應「不可控制」的情勢，他

不喜歡別人猜測他的政治安排，總是隱密地進行人事調整，造成「人人有希望，

個個沒把握」的情勢，進而防止部屬結黨結派。 

撰寫《蔣經國傳》的作家劉宜良(江南)對蔣經國的看法如下： 

 

一個人的思想與他所成長的環境、後天的訓練，是分不開的，蔣經國先是

狂熱的馬列主義信徒，後來蛻變為國民黨黨員，主義的內容迥異，統治方

法卻有很多共同點。如獨裁政治，一黨專政……等等，……他對美式民主

私下頗不以為然。無論外面如何批評，他仍是堅持他自己的思想模式，諸

如五十年代的「以思想對思想，以組織對組織」的觀念和行動。「政治部」、

「救國團」、「特務機構」是他三個寵兒，所招引的批評責難也最多，……

承認與否，在別人眼裏，經國是位獨裁者，那本從蘇聯攜回的筆記簿一直

使他受用不盡，但是，大家當同意，他是位「聰明的政治家」(哈里曼語)，

一位有良心的獨裁者，倒行逆施的事，雅不為也。他隨時在關心國計民生，

                                                 
543 林蔭庭(1998)，《追隨半世紀—李煥與經國先生》，臺北：天下遠見，頁 156。 
544 風雲論壇編輯委員會編輯(1985)，《蔣經國浮雕》，臺北：風雲論壇，頁 249-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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兢兢業業。蘇聯學回來的東西並非一無可取。以接近群眾而言，不僅別的

國民黨官員辦不到，即使處處打著「人民」招牌的蘇共，早成歷史的陳跡。

他比國府中的任何人懂得走群眾運動的道理，……親民動機，隨各人不同

的觀點，會做出種種不同的結論來，惡意的批評，說他搞愚民運動。善意

的讚揚，說他親民愛民，求治心切。照我們局外人看，經國願意和老百姓

接近，總難說是件壞事，既可開闢官民溝通意見的渠道，復可遏阻下級官

員貪贓枉法之風。再說，江西時代經國做專員的時候，已經建立此一風氣，

今天不過昨天的延續而已，並非突然心血來潮。群眾運動，得自蘇聯，他

的辯才無礙，未嘗不是「孫大」的培訓之功。……經國口若懸河，……經

國對人熱情親切，只是他冷酷的外型，容易製造別人的錯覺，……對長輩

的謙恭，對師友的尊敬，在他身上，處處找到中國傳統舊禮教的光輝，這

一點，應歸功於蔣先生庭訓的貢獻。和親屬相處，或朋友間的來往，一般

認為，北極熊的影響，對他的性格產生不少負面的作用，如多疑多變、反

覆無常等等。
545 

 

前監察院院長王作榮認為： 

 

經國先生一生之言行、思想轉折甚多，變化甚大。特別是遷臺早期，簡直

是恐怖統治，以後雖稍放鬆，仍是絕對威權統治，毫無民主氣息。而且為

求將來能繼承大位，不著痕跡地、但無情地、不擇手段地整肅對自己有妨

礙者，甚至一再用冤獄羅織入罪，所以我對他的印象不佳。但無論從追求

最高權力地位來說，及遷臺初期動盪的情形來說，這種統治都是可以原諒

的。換一個人，也可能採取同樣的手段與策略，甚至更為殘酷。其晚年採

取較開明政策，並自稱臺灣人，將政權逐漸移轉給臺籍人士，與早年作風

幾乎完全相反。這即顯示經國先生之智慧，在不同時代、不同環境，隨機

應變，迅速採取不同之手腕與策略，他的名言：「時代在變，環境在變，

潮流也在變。」一方面固在闡釋他的政策與態度轉變的原因；另一方面也

在明白勸告外省籍人士，要早作應變之心理準備，不可僵固。……語云：

                                                 
545 劉宜良(1997)，《蔣經國傳》，臺北：前衛，頁 497-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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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時務者為俊傑」，經國先生足以當之，此所以我要欽佩他的智慧了，

他夠得上是一代人才，其他外省籍人士相差太遠了。
546 

 

綜合而言，蔣經國的「人格特質」因角色及時空條件差異，有正反面的評價。

就一般民眾看法而言，蔣經國是一位親民愛民、關懷老百姓的國家領袖；就蔣經

國的幹部而言，他可能是一位關心部屬但考核嚴格的長官；就蔣經國的侍從而

言，他可能是一位性格多重，令人難以捉摸的權威者；對反對人士而言，蔣經國

可能是一位掌控黨、政、軍、特的獨裁者。由於各方人士採取的角度及標準不一，

自然對蔣經國的「人格特質」有不同的評價。 

 

                                                 
546 王作榮(1999)，《壯志未酬—王作榮自傳》，臺北：天下遠見，頁 363-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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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蔣經國人格特質與政治本土化 

 

 

 

 

一方面經國先生重用本地的人才，一步步地讓本省的政治人物，能夠逐漸

地擔任重要的職位，經國先生讓本土人才受到更大的重視。 

～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 

 

 

經國先生尊重臺灣本土，他希望多啟用臺灣本土優秀的菁英，同時加速本

土化的進展。 

～中華民國副總統蕭萬長～ 

 

 

蔣經國推動「政治本土化」，就短期而言，使黨國體制的合法性及封閉形象

獲得紓解；就長期而言，則使黨國體制的權力結構產生質與量的變化。它是臺灣

「政治發展」的重要觀察現象與推動因素，也為往後臺灣「政治發展」的形式與

性質奠定基礎。 

 

本章第一節探討「本土化」的涵義與歷史背景；第二節探討蔣經國推動「本

土化」的過程；第三節探討蔣經國「人格特質」與「政治本土化」的檢討與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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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政治本土化的涵義與歷史背景 

 

壹、政治本土化的涵義 

     

葛永光教授認為「政治本土化」的字面意義是：「政府施政目標應該落實在

統治權所及範圍的人、地、事、物。」1 

高格孚教授在《風和日暖—外省人與國家認同轉變》書中提到「本土化」現

象包括：一、政治人物、軍人與行政人員的族群交替；二、政治象徵的變化；三、

政治機構；四、有關臺灣認同與「兩岸關係」的官方言論；五、「政治社會化」，

包括教科書；六、語言政策與社會語言自然的變化；七、在社會中臺灣各地本土

文化的復甦；八、若干臺灣電影與電視節目的本土色彩等 8 項。
2 由於「本土化」

的涵義甚廣，本文整理以下幾種說法如下： 

 

一、李松林在《蔣經國的臺灣時代》書中認為： 

「本土化」一詞有兩層意義：(一)、增加臺籍菁英在政府機關人事的比例；

(二)、就臺灣與大陸關係而言，加強對臺灣的認識，以臺灣為發展中心。3 

 

二、蔣孝勇在王力行《寧靜中的風雨—蔣孝勇的真實聲音》書中說： 

「本土化」政策有個外號叫「崔苔菁」，先祖(蔣介石)和父親(蔣經國)用人

最大不同處，在於祖父時代用人對於省籍的考慮上，沒有父親來得迫切需要。當

時因為從大陸到臺灣的人才太多，所以選擇起來不難，而且絕大多數對政府的向

心力都很強，沒有什麼需要顧慮的；然而父親執政時，整個政治環境已有所改變，

所以也就有所謂的「崔苔菁」政策4，儘速培植臺籍菁英。5 

                                                 
1 葛永光主編(2008)，《蔣經國先生與臺灣民主發展—紀念經國先生逝世二十週年學術研討論文

集》，臺北：幼獅，頁 232。 
2 高格孚(2004)，《風和日暖—臺灣外省人與國家認同的轉變》，臺北：允晨文化，頁 76。 
3 李松林(1993)，《蔣經國的臺灣時代》，臺北：風雲論壇，頁 8。 
4 蔣經國實行政治體制內的革新，第一步就是重用臺籍青年才俊。當時社會輿論將這一政策戲稱

為「崔苔菁」。崔苔菁是華視一位歌唱節目女主持人、著名歌星，在臺灣曾出現過「崔苔菁熱」。

蔣經國重用有工作能力的臺籍青年，被概括成：吹—有能力、臺—臺籍、青—青年。吹、臺、

青與崔苔菁諧音，因此這一政策被戲稱為「崔苔菁」。茅家琦(2003)，《蔣經國的一生與他的思

想演變》，臺北：商務，頁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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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林蔭庭在《追隨半世紀—李煥與經國先生》書中談到： 

對本省籍人士而言，1960 及 1970 年代正是初春乍臨、冰雪消融的季節。在

此之前，大陸籍人士在黨政界居壓倒性優勢，本省籍人才猶屬少數；直到蔣經國

入主行政院與國民黨，循著救國團、行政、黨務與選舉系統，逐步甄拔培植臺籍

青年，「本土化」終於蔚為臺灣政壇沛然而下的大趨勢。「本土化」政策如今已成

為臺灣政治發展史上無數人引述與研究的名詞，但是親身參與其事的前行政院院

長李煥指出：「經國先生從未講過『本土化』這個名詞，但是他有這個心意，整

個發展過程是很自然、也是必然的。」就廣義而言，「本土化」意謂著認同臺灣

本體，以臺灣為發展中心；狹義而言，「本土化」是指提高本省人才在黨政機關

的比例。後者是前者具體的行動表現。
6 

 

四、若林正丈、松永正義在《中日會診臺灣—轉型期的政治》書中提到： 

「本土化」政策是甄選在臺灣成長的新一代菁英，匯集到國民黨的領導階

層。這批新一代菁英的共同特色是：年齡在 50 歲以下，具備研究所以上的學歷，

有專門知識或技術的學者專家。7由於他們求學及成長的歷程都是在臺灣，所以

他們對於臺灣這塊地方的情感高於上一代，對於建設臺灣充滿了使命感

(Commitment)。8 

 

五、陳世岳在《政治領袖與政治轉型—蔣經國與臺灣政治轉型》博士論文

中論述： 

「本土化」的涵義，可分為廣義與狹義兩種。廣義而言，包括以臺灣為中

心，在政治、經濟、社會諸方面皆以臺灣為發展核心，亦即「政策臺灣化」；狹

                                                                                                                                            
蔣經國推行「革新保臺」、任用「臺籍菁英」政策，但當時有另一種聲音出現，這些青年被稱

為「吹臺青」，意指「吹捧逢迎」的青年才俊，與當時一位節目女主持人崔苔菁諧音，藉此唱

衰蔣經國的政策。例如黃信介在立法院有 5、6 年的時間是在國防委員會，他認為：因為軍人

生活太苦，乏人照顧，在臺灣只有「崔苔菁」(吹牛的臺灣青年)才會成功，外省籍同胞一生辛

勞，卻因為是「白嘉莉」(擺在家裡)而無人照顧，外省籍子弟中只有高級官員的子女才有前途，

中下階層的子女根本無法獲得提拔，故他多次在國防委員會建言要用人唯才，誰優秀就用誰。

葉柏祥(1994)，《黃信介前傳—民進黨永遠的大老》，臺北，月旦，頁 66。 
5 王力行、汪士淳(1997)，《寧靜中的風雨—蔣孝勇的真實聲音》，臺北：天下遠見，頁 126。 
6 林蔭庭(1998)，《追隨半世紀—李煥與經國先生》，臺北，天下遠見，頁 111-113。 
7 一般而言，人才甄補的對象大都具備良好的學、經歷，同時對於建設臺灣充滿強烈使命感的青

年才俊；在從政態度上，多顯現出「現實主義」風格，而揚棄懸之過高的「理想主義」色彩。 
8 若林正丈、松永正義著，廖兆陽譯(1999)，《中日會診臺灣—轉型期的政治》，臺北：故鄉，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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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而言，則指重用臺籍人士，如重要黨、政人事逐漸增加臺籍人士比例，即「人

事臺籍化」。
9 

 

六、蕭萬長在《聯合報》的〈本土化、民主化與全球化—臺灣政策動向〉

社論中寫到： 

「1949 年，中國內戰讓國民政府從中國大陸遷到臺灣之後，在之後二十年，

不論是政府制度、政策思維以及人才晉用，大多是以中國中心的思維方式，但隨

著時間變化，中國大陸帶來的制度、政策已不適用臺灣，所以在 1960 年代末、

70 年代初，國民黨政府開始有意識的進行『本土化』、在地化的工作。蔣經國先

生擔任行政院長，其中一個重要影響就是本省籍人才的晉用。『本土化』的工程，

從蔣經國先生擔任行政院長開始，一直到李登輝先生擔任總統時，在政治層面

上，這個大方向已告確立。」
10 

 

七、茅家琦在《蔣經國的一生與他的思想演變》書中提到： 

如果「本土化」是指官員「本土化」，即任用本省人士擔任官員，並排斥外

省人士，這不是化解族群矛盾，而是從另一方面激化族群矛盾的政策；反之，「重

用臺籍青年才俊」，同時並不排斥重用非臺籍青年才俊，這才是化解族群矛盾的

政策。因此，針對少數臺籍人士擔任官員的現象，提出「重用臺籍青年才俊」，

是一個非常明白、非常正確的政策。11 

 

以上對「本土化」的觀點可以大致歸納為：認同臺灣主體性，並以臺灣的政

治、經濟、社會為發展中心，在時代的自然演變下，提高本省人才在黨政機關的

人事比例，以化解本省籍與外省籍菁英的族群矛盾。 

就蔣經國主政時期的「政治本土化」而言，主要包含狹義與廣義兩種涵義：

狹義的「政治本土化」是指黨政機關增加臺籍人士名額比例，即「人事臺籍化」；

廣義的「政治本土化」是指相對於臺灣與中國大陸，加強對臺灣的認同與建設，

                                                 
9 陳世岳(1999)，《政治領袖與政治轉型—蔣經國與臺灣政治轉型》，國立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      

所博士論文，未出版，頁 77。 
10 蕭萬長，〈本土化、民主化與全球化—臺灣政策動向、臺灣經濟發展一向以國際經貿為主軸應

從全球化架構思考兩岸關係客觀面對大陸〉，《聯合報》，2003.3.29，版 15。 
11 茅家琦(2003)，《蔣經國的一生與他的思想演變》，臺北：商務，頁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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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臺灣為生存發展中心，有「政策臺灣化」的涵義。本論文探討的層面為狹義的

「政治本土化」，即黨政機關增加臺籍人士名額比例。    

蔣經國推動「政治本土化」，就短期而言，使黨國體制的合法性及封閉形象

獲得紓解；就長期而言，則使黨國體制的權力結構產生質與量的變化。它是臺灣

「政治發展」的重要觀察現象及推動因素，也為往後臺灣「政治發展」的形式與

性質奠定基礎。本章內容探討蔣經國「人格特質」與「政治本土化」之關聯性。 

 

  貳、政治本土化的歷史背景 

 

國民黨領導階層的「菁英流轉」(Elite Circulation)在政府遷臺後，由 1950 年

代的「革命菁英」，到 1960 年代的「革命菁英」與「技術官僚」結合，最後是 1970

年代的「政治本土化」政策。
121950 年代由於中共的軍事威脅依然存在，領導階

層的主要構成份子，是以出身黨、政、軍的革命菁英為主。陳誠(陳辭修)於 1950

年 3 月擔任行政院院長，到了 1954 年 6 月雖由俞鴻鈞擔任行政院院長組成財經

內閣，然而這些財經部會首長等「技術官僚」在黨內地位偏低，並未進入中常會。

1958 年臺海危機時，陳誠以副總統兼任行政院院長，仍是以軍事菁英主導國政。

13 

1963 年陳誠因身體健康因素請辭行政院院長，嚴家淦以財經專家身分組閣，

自此財經官員地位正式提昇至領導階層，這批「技術官僚」包括李國鼎14、孫運

璿、俞國華、張繼正、徐柏園等人。由於臺灣經濟發展、政治體系日趨分化與專

業化，使得政治領導階層必需甄補一批技術專才，以有效應付日益複雜的公共政

策問題。在這批理工、財經專家「技術官僚」的領導下，終於創造 1960 年代的

高速經濟成長奇蹟。正如高棣民教授指出：「創造臺灣奇蹟的不是空喊口號的理

                                                 
12 彭懷恩(1994)，《臺灣發展的政治經濟分析》，臺北：風雲論壇，頁 160-167。 
13 同前註，頁 160-163。 
14 副總統蕭萬長在李國鼎逝世 7 周年追思紀念會表示，臺灣對智慧財產權的尊重、健保制度的

運作，以及行政院科技顧問小組的設置，必須歸功於李國鼎的貢獻。蕭萬長在國貿局局長任

內代表臺灣與美國進行貿易談判，總受制於美方以保護智慧財產權名義對我方施壓，心中有

苦難言。當時李國鼎身兼國民黨中常委，很能體諒蕭萬長在談判桌上面臨的困境，因此當蕭

萬長在中常會提案保障智慧財產權時，第一個站起來發言支持。此外，李國鼎早就指出健保

制度首重財務規劃，在蕭萬長擔任經建會副主委時協助規劃全民健保，李國鼎當時即說全民

健保一旦實施就不能停止。最後，蕭萬長以副總統身分，感念李國鼎奠定行政院科技顧問小

組的制度，並將人文科技納入國家整體科技發展計劃。《中國時報》，2008.5.31，版 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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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家，而是身體力行的實踐家。」15 

 

一、國民政府遷臺前的本土化政策 

在「二二八事件」後，蔣介石體認臺灣尚未受到國、共內戰波及，應該積極

建設，作為日後反攻大陸的復興基地。
161949 年元月 5 日，陳誠擔任第 2 任臺灣

省政府主席，統一指揮駐臺陸海空三軍及機關。17為了與臺籍人士建立實質的信

賴關係，陳誠計劃拔擢幾位學識豐富的臺籍菁英進入臺灣省政府，並訓練地方青

年才俊參與基層工作，為將來的地方自治奠定基礎。
18他在就任後召開兩次全省

行政會議，在議案中提出： 

 

政治方面必須改組民意機構，健全地方基層組織，訓練民眾行使四權，並

整飭官吏，發揮政治力量，達到推行國策政令，實施憲政，完成建設的目

的，其工作如下：(一)、推行地方自治政治革命的最高目的是實行民權主

義，我國自從國父  孫中山先生締造中華民國，三十八年以來，政府孜孜

以求的，即是如何還政於民，由人民自己管理地方政事，現在憲政已經開

始實施，本省自然要切切實實的準備起來，希望做到縣市長的民選。(二)、

確立人事制度，各級機關用人任事，應根據「賢者在位、能者在職」的原

則，使全省公務員的訓練、任用、管理、考核等，都有完整的計劃和系統，

                                                 
15 高隸民(T.B.Gold)著，胡煜嘉譯(1987)，《從國家與社會的角度觀察—臺灣奇蹟》，臺北：洞察，

頁 195-196。 
16 1948 年 12 月 29 日，行政院第 32 次政務會議通過陳誠出任臺灣省主席，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

委員會通過蔣經國為臺灣省黨部主任委員。董顯光認為：「他(蔣介石)已決意使臺灣得免受共

黨陰謀的威脅，俾中國大陸萬一發生意外，該省可為政府最後堅守力圖復興之地。」董顯光

(1952)，《蔣總統傳》(第 3 冊)，臺北：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頁 510。 
17 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文件》《事略稿本》，民國三十八年元月六日，第 247 卷，檔號：

002-060100-247-006-003x。 
18 陳誠在 1949 年 3 月 14 日公佈「臺灣省各縣市村里民大會進行辦法」，7 月 23 日公佈「臺灣省

各縣市村里民政治訓練辦法」，8 月 22 日公佈「臺灣省各縣市政府督導村里民大會成績考核獎

懲辦法」等，以上辦法公佈的目的，一是讓臺籍人士能夠了解地方自治的程序及辦法，藉以

提高臺籍人士的政治素養，二是藉此督導各縣市政府能夠徹底執行村里民大會。此外，為了

能夠讓臺灣的地方自治實施更完整，8 月 15 日設置地方自治研究會，其中包括各種重要法規

的實施，以及如何設置地方自治研究會，會議共召開 10 次，集合臺籍人士與學者專家的意見

後，完成的法規及方案包括：一、調整本省地方行政區域案；二、臺灣省縣市實施地方自治

綱要；三、臺灣省縣市議員選舉罷免規程草案；四、臺灣省縣市長選舉罷免規程草案(研討尚

未完成)等 4 項，一倂交給臺灣省政府參考，這些規章的草案也成為日後制定臺灣省地方自治

法規的依據。薛月順主編(2005)，《陳誠先生回憶錄—建設臺灣》(上冊)，臺北：國史館，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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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並必須剷除貪污，每個公務員都應奉公守法，養成良好的政治風氣。

19 

 

1949 年元月 11 日，蔣介石親筆撰寫拍發一則電報給當時的臺灣省主席陳

誠，內容特別強調要多方啟用臺籍人士。他指示
20： 

 

(一)、多方引用臺籍學識較優，資望素孚之人士參加政府工作。 

(二)、特別培植臺灣有為之青年與組訓。 

(三)、收攬人心、安定地方，以消彌二二八事變之裂痕。 

(四)、處事穩重，對下和藹，切不可躁急，毋求速功速效，亦不必多訂計

劃，總以腳踏實地，實心實力地做事，而不多發議論。 

(五)、每日特別注意各種制度之建立，注意治事方法與檢點用人標準，不

可專憑熱情與個人主觀。 

(六)、勤求己過，用人自輔，此為補救吾人過去躁急驕矜疏忽，以致今日

失敗之大過，望共勉之。
21 

 

這則電報是目前所知有關於「本土化」政策最早的文件。蔣介石當時已致電

陳誠，告知治臺方針應以「制度化」的培植方式，「多方引用臺籍學識較優、資

望素孚之人士」，參加省政府的工作，或許是因為 1947 年爆發的「二二八事件」

所導致的省籍衝突，藉此可為日後治臺營造較好的政治氣氛。 

即使如此，在當時兵馬倥傯之際，臺籍人士尚未擔任政府重要職務，大部分

都是居於決策的次要地位，仍然無法進入政府的決策核心。22一直到政府正式遷

                                                 
19 同前註，頁 29。 
20 1987 年 5 月 10 日蔣經國接見黨籍立法委員，曾提到國民黨政府在 1949 年元月 11 日，蔣介石

親筆撰寫拍發一則電報給當時的臺灣省主席陳誠(陳辭修)，其內容如下：一、多方引用臺灣學

識較優、資望素高之人士，參加政府；二、特別培植臺灣有為之青年；三、毋求速功速效，

總以腳踏實地，實心實地實力做事；四、特別注重各種制度之建立與治事之方法。蔣經國

(1992)，〈正大光明理直氣壯〉，《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5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210。 
21 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文件》《事略稿本》，民國三十八年元月十一日，第 247 卷，檔號：

002-060100-247-011-001x～002-060100-247-011-002x。 
22 國民政府實施地方自治，仍使一定數量之政治菁英留在現有體制內，不採取對立態度。所以，

地方自治下的選舉，對建構國府在民間社會的合法性，確有正面意義。地方選舉涉及公職分

配，吸引一批願意與國民黨合作之臺籍菁英加入政治體制，他們就成為國民黨要拉攏收編之

對象。任育德(2005)，《向下紮根—中國國民黨與臺灣地方政治的發展(1949-1960)》，國立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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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後，為求在臺站穩腳根，遂有逐步推動「本土化」的具體政策。23 

 

二、1950 年至 1952 年國民黨的「生根政策」 

國民黨來臺後進行的改造，除了領導核心的重組外，另一重要的決策是黨部

社會基礎的重新建立，此可視為「本土化」在黨部基層的開端。 

1950 年 7 月，蔣介石在臺北召開中國國民黨第 6 次中央常務委員會，檢討大

陸失敗的原因，並提出中國國民黨改造方案，他在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臨

時會議說：「本黨這次改造，在消極方面，對原有黨員有腐化貪污的事實，反動

投機的傾向，毀法亂紀自私自利者，要嚴厲整肅，以恢復本黨革命的精神。在積

極方面，對海內外仁人志士，愛國青年，要精誠號召，親密合作，以擴大革命的

陣容。」
248 月 5 日成立中央改造委員會，停止第 6 次中央委員會中執委和監委等

的職權。當時中央改造委員會 16 位委員中，其中一位是臺灣省籍的連震東。25 

當時國民黨的「本土化」主要表現在對臺籍黨員的吸收，1950 年「本黨改造

綱要」要求：「本黨以青年知識份子及農、工生產者等廣大勞動民眾為基礎，結

合其愛國革命份子為黨的構成份子。」同時，還規定以「深入民眾」為整頓作風

的重要原則，提出「在生活上與行動上與民眾打成一片，深入民眾，深入農村」

的工作方針26，強調黨的工作與黨員的吸收要以臺灣社會為立足點。其中在第 5

                                                                                                                                            
大學歷史研究所博士論文，未出版，頁 198。 

23 「本土化」並非是從蔣經國主政時期才推行的政策，在國民黨遷臺初期，為了穩定混亂政局

及平衡物價，曾延攬臺灣菁英參政。例如連震東曾任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委員，並出任陳

誠內閣。不過即使有臺籍人士進入政治核心，限制都是相當嚴格，參政人數也有限，其象徵

意義大過實質意義。 
24 秦孝儀主編(1984)，《先總統蔣公思想言論總集》，第 23 卷，臺北：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

史委員會，頁 329-336。 
25 實際上，中國國民黨此次的改造運動，發軔於 1949 年 7 月 18 日，蔣介石於廣州舉行的中國

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此次會議蔣介石提出改造決定，並獲通過。1949 年 9 月 20 日，蔣介

石發表《為本黨改造告全黨同志書》，另召全黨研討改造方案，提出徹底肅清失敗主義毒素、

痛除派系傾亂、剷除官僚主義作風問題，以確定此次改造的宗旨。蔣介石此時製造「改造」

聲勢實際上是一箭雙鵰，一方面可以利用改造機會，純化國民黨為其福物；另一方面他也可

以利用此次機會徹底擊垮黨內不同派系，特別是徹底擊敗桂系派。1950 年 7 月 2 日，蔣介石

在國民黨中常會發表《關於實施本黨改造之說明》，該會通過了「黨務改造案」，決定中央委

員會暫停行使職權，成立中央改造委員會；開除認為不合格的黨員，成立中央評議委員會；

提出在「反共救國」中吸收新黨員，在政治改革中提拔幹部。8 月 5 日，國民黨組成由陳誠、

張其昀、張道藩、谷正綱、蔣經國等 16 人的「中央改造委員會」，正式開始改造國民黨。何

虎生(2005)，《蔣介石傳》(下卷)，北京：華文，頁 1006-1007。 
26 國民黨在中常會臨時會議修正「本黨改造綱要」第 2 項「黨的構成份子及社會基礎」與第 6

項「黨的作風」，內容如下：一、本黨以青年知識份子及農、工生產者等廣大勞動民眾為基礎，

結合其愛國的革命份子，為黨的構成份子共同為國家民族及廣大勞動民眾的利益奮鬥；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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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黨的幹部」及第 7 項「黨的領導」的內容如下： 

 

一、接近青年及勞動民眾，並能為其利益而奮鬥者。 

二、民主領導： 

甲、下級意見反映上層，上層意見貫徹下級。 

乙、以討論統一意見，以說服打通思想。 

丙、以宣傳號召同情，以實踐取得信任。
27 

 

國民黨在臺灣社會吸收黨員，不但重新整頓政府組織、有計劃地訓練幹部，

同時擴大國民黨政府的社會基礎。因為國民黨政府在改造運動中吸收大批「愛國

的革命份子及優秀青年入黨」，又從臺灣社會中吸收新黨員，特別是知識份子黨

員的比例大幅增加，增加許多生力軍。例如：1951 年國民黨政府知識份子黨員占

61%，農民黨員占 37.7%，30 歲以下的青年黨員占 41%；全體黨員人數從 1950 年

的 7 萬 2400 餘人，到 1952 年增加為 14 萬 5600 餘人
28，其中臺籍工農成員在黨內

比例為 49.31%，25 歲以下青年為 35.29%。29 

雖然國民黨此時期推行「生根政策」，著重「青年知識份子及農、工生產者」

的吸收，初步實現黨員的知識化與年輕化，與 1970 年代啟用高學歷人才擔任黨

政機構中、上級幹部的決策，兩者差異甚大，不過這是國民黨遷臺初期的正常現

象，因為此時期的基層「本土化」，乃是後期中、高層「本土化」的發展基礎。 

蔣經國此時擔任黨幹部訓練的委員會主任，而臺灣各級黨部組織、黨員訓練

及活動指導的第一組副組長，又是蔣經國的親信。換句話說，國民黨來臺初期的

                                                                                                                                            
要深入民眾：每一位黨員應建立為民服務之觀念，在生活上與行動上與民眾打成一片，深入

民眾，深入農村，宣傳黨的政綱、政策。並將民眾之情緒與要求反映於黨內，使黨的政策能

代表民眾利益，黨員能為民眾利益奮鬥。蔣中正(1950)，〈本黨改造案〉，《革命文獻》，第 69
輯，頁 446-462。 

27 中央改造委員會更具體指示：「青年運動」、「勞工運動」、「婦女運動」、「農民運動」等 4 大運

動要在臺灣社會全面展開。例如：「勞工運動」指導方案要求，「進行組織工會時應先建立黨

核心組織，策動工人進行籌組。」；「農民運動」指導方案要求，「一切縣、市、區、鄉、鎮都

應成立農會或漁會，務使所有農民、漁民，均能分別的納入組織。」蔣中正(1950)，〈本黨改

造案〉，《革命文獻》，第 69 輯，頁 456、458。 
28 鄒魯(1977)，《中國國民黨概史》，臺北：正中，頁 98-99。 
29 張其盷(1953)，〈中國國民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黨務報告要略〉，《革命文獻》，第 77 輯，頁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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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根發展階段，蔣經國已透過職責業務，扮演國民黨「本土化」的角色。30 

 

三、1969 年中國國民黨的人事革新 

1969 年國民黨的「全面革新」運動，可以說是後來蔣經國主政初期諸多新政

的濫觴，其中包括「本土化」在內。要了解蔣經國在 1970 年代初期「本土化」

政策的意義，實有必要了解「全面革新」運動的背景。
31 

1950 年國民黨改造以來，雖然初期經過外省籍官員努力，臺灣在各方面逐漸

步上正軌，但是由於權力獨佔，偏安一隅，承平既久，革新氣象逐漸泯沒，黨國

出現危機，當初兢兢業業、按部就班管理臺灣的工作態度，逐漸走向消極散漫的

官僚習氣，如果這些問題再不解決的話，對外將失去國際援助，對內則會失去人

民的支持。蔣介石曾明言：「當前本黨最嚴重的問題，就是處處顯示出一種衰老

滯鈍的現象。……從人事上看，則是表現著管道壅塞，老大當退者不退，新生當

進者仍不得進的現象。」當時衰老滯鈍現象普遍存在於黨、政機關的人事及一般

行政風氣上，為了生存發展，蔣介石剴切提出：「要以一種革新的手段，來達到

革命的目的，要不斷強化其(國家有機體)新陳代謝的革新的機能，縮短革命的進

程。」隨後，國民黨第 10 屆全國代表大會通過提案，強調「繼續進行全面革新，

並以黨的革新帶動政治的革新和社會的革新，並將範圍擴大到黨務、教育、經濟、

行政、軍事、外交、人事…等方面。」
32 

在人事革新方面，鼓勵老人退休與啟用新人兩個方針，為蔣經國的「本土化」

政策預作醞釀。就在蔣經國出任行政院副院長前夕，蔣介石先行在黨內宣示改

                                                 
30 「經國先生的左右親信，傳說有留俄派、新贛南派，以後又有幹校派、青年軍、勘建大隊、

救國團等系統，最近流行的說法是四大(金剛)四小(金剛)。……到了臺灣之後，多少是有了一

些新的變化。」卜少夫(1979)，《我思我見》，臺北：遠景，頁 101。 
31 1969 年元月 8 日，蔣介石於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演講「全面革新的精神、行動和準據」。他

說：「目前黨政軍各部門，都感到落伍衰老，實在這個毛病，就出在缺乏人才，更缺乏新陳代

謝、鼓舞激盪的作用之所致。實在我對於人才的培養栽成，四十年來無日不念茲在茲；遠的

不說，當本黨改造委員會成立之始，我就要求過每一位改造委員，都要保舉人才，雖然，當

時也有同志依例向我保舉，其中也有不少的青年有為黨員，但過了一段時候，就漸漸少了，

而且其所保舉的，不是官僚政客，就是和他自己有關係而並非真才實學的人，因此，我對於

這樣的保舉，也就不去重視了。政治方面，於年內辦理中央公職人員之增選補選，培植新進

人才；同時也要確立為民服務的責任制度，滌除各級政治的積習舊染。古人說：『國不務失，

務得民心；佐不務多，務得賢俊。』民心為復國建國的根據，而人才教養與人事制度的建立，

則又為一切建設的先決條件。所以，我們今天不但要辦理中央公職人員增選補選，而尤當培

養新進，選用才俊，發揮為國建設為民服務的精神，滌除各級政治的積習舊染。」秦孝儀主

編(1984)，《先總統蔣公思想言論總集》，第 29 卷，臺北：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

頁 257、260、261。 
32 蔣中正(1969)，〈全面革新的關鍵〉，《總統蔣公思想言論總集》，第 29 卷，頁 398-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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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他說： 

 

退休制度至今未能貫徹實施，乃成為了整個人事組織問題窒礙的主因， 一

般老大當退不願依例退休，乃使新才當進者，而亦不得如斯升用，直接影

響的就是人事管道壅塞，無從發揮新陳代謝功能，間接影響的，就是不能

吸收新才新血，因之亦就不能吸收新學新知，希望老幹部交棒，以自己的

職責崗位，轉而付於年輕的一代。今天我要特別盼望高級幹部同志，從現

在起，就能樹之風氣，發為運動，由上而下，依例自退，換句話說，亦就

是希望大家一屆退休退役年齡，即主動請退，以退為榮，以退為樂，以退

為彩，而毋需人事部門被動催促。
33 

 

總而言之，要老人空出職位，讓蔣經國啟用新人預留人事空間，為此時人事

革新的目的之一。34 

至於啟用新人方面，除了行之多年的「中山獎學金」培養人才外，蔣介石在

中國國民黨第 9 屆五中全會及第 10 屆全國代表大會決議案第 8 項，更具體指示： 

 

今後黨從小組起，一直到中央委員、中央常務委員，以及中央各處、組、

會主管同志，就都要根據我以前所講的「考核人才的要領」，以及「怎樣

養成黨政軍各部門領袖人才」的講詞，隨時發現人才、考核人才、保舉人

才、培植人才，至少每年應薦舉一人。35加強考核並保舉人才，幹部以保

舉人才為第一義，特於黨章修正草案第三十八條明確規定，自中央以至小

組各級領導幹部，均負責考核並保舉人才，逐級儲備、培植與運用。對各

                                                 
33 秦孝儀主編(1984)，《先總統蔣公思想言論總集》，第 29 卷，臺北：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

史委員會，頁 405-407；蔣中正(1969)，〈全面革新的關鍵〉，《總統蔣公思想言論總集》，第 29
卷，頁 398-414。 

34 經過幾年努力，蔣經國的革新取得一些成效。這些成效使得蔣經國的施政與蔣介石有所不同，

人們根據這些新成果，把蔣經國的施政稱為「蔣經國新政」或全面革新，成為「蔣經國時代」

的旗幟。1967 年 11 月，蔣介石提出：凡年滿 65 歲(如有必要，最多不得超過 70 歲)之事務官，

應勒令退休。在他的督導下，行政院於 1968 年 8 月發出命令，嚴格執行「退休條例」，凡拒

不退休者停薪。然而此一規定直接影響各級掌權者，特別是高級幹部的利益，在執行過程中

大打折扣，並沒有達到多大的效果。陳冠任(2003)，《蔣介石玩權術》，北京：團結，頁 550-552。 
35 秦孝儀主編(1984)，《先總統蔣公思想言論總集》，第 29 卷，臺北：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

史委員會，頁 257、260、261；蔣中正(1967)，〈十九世紀以來亞洲的情勢與我們復國建國的

要道〉，《總統蔣公思想言論總集》，第 29 卷，頁 10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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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黨部之考成及對各級領導幹部之考核，並應以保舉人才績效為主要依

據。特別在區黨部對於其區內各小組基層黨員各種人才之選拔尤注重。
36 

 

此外，蔣介石在 1969 年中國國民黨第 10 屆全國代表大會第 15 次會議，提

出「黨要擴大青年知識份子的基礎」為中心議題。他在會議中提到幹部的培植與

作風的革新如下： 

 

(一)、有計劃的培養青年幹部針對革命建國的目標，在各業群眾中，積極

選拔優秀青年幹部，尤須注意專家學者科學技術人才，以及農工與婦女幹

部，通過組織作有計劃的訓練，培養其學識、能力、以及社會聲望，為黨

造就繼起人才。 

(二)、拔擢優秀工作幹部特別注意基層工作的優秀同志，以及在各種選舉

中產生之領導人才，對富有開創精神，勇於負責之幹部，尤應優先拔擢。

37 

 

之後中國國民黨中常會通過「擴大延攬人才方案」，放寬特任官的資格限制，

允許機關首長擁有更大的用人空間，為日後蔣經國提拔新人的正當性預立基礎。

38 

由上述回顧可以了解，基本上國民黨與任何組織一樣，為了新陳代謝持續發

展，必須進行人才甄補39，然而因為移入性政權關係，國民黨必須重視臺籍人士

                                                 
36 秦孝儀主編(1978)，《中國國民黨歷次全國代表大會重要決議案彙編》，第 77 輯，臺北：中國

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頁 274、275。 
37 同前註，頁 280、281。 
38 1969 年，中國國民黨舉行第 10 次全國代表大會後，蔣介石提出「依例自退」方針，鼓勵 70

歲以上的中央委員自動請退，強調新陳代謝的重要。直至 1976 年 11 月，中國國民黨第 11 屆

全國代表大會，由於蔣介石已去世，蔣經國正式掌舵，黨內人才新陳代謝的速度益增。……

蔣經國採取縣市長全部提名競選中央委員的策略，在國民黨十一全大會中，本省人才輩出。

中央委員由 99 人增為 130 人，候補中央委員由 51 人增為 65 人，增加出來的名額幾乎由臺籍

人士包辦。具有民意基礎的縣市長如黃鏡峰、林洋港、張豐緒、王玉雲、柯文福等人都躋身

中央委員之列。22 名中常委則有 5 名臺籍人士，增加 2 名，比例已達 33%。林蔭庭(1998)，《追

隨半世紀—李煥與經國先生》，臺北：天下遠見，頁 127、128。 
39 政治甄補(或政治引用 Political Recruitment)為政治體系重要功能之一，指政治體系將原來在「非

政治性角色」(Non-political Roles)中之成員(Member)，引用(Recruit)進入重要政治角色(Political 
Roles)之過程。也就是一個政治體系，從各種特定的「副文化」(次文化)(如宗教社團、階級和

種族集團)中，將部份成員引進各種專門的「政治角色」的過程。這種過程，包括訓練他們，

使其具備適當技能，並接受一定政治價值、期望和態度。不同的政治體系有不同的引用標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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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問題。同時，國民黨似乎沒有建立一套常態性人才甄補制度，經常以間歇性

政策來運作，而出現人才有一陣沒一陣的斷層現象。到了蔣經國主政前夕，碰巧

遭逢人才斷層期，因此國民黨再度強調人才甄補問題，並在黨內及輿論界製造啟

用新人氣氛，為蔣經國的人事政策創造有利條件，當然也為他的政策選擇設下一

定的範圍。 

 

 

 

 

 

 

 

 

                                                                                                                                            
程序。有的體系注重被引用人的關係和背景，可稱之為「特殊的標準」，有的體系注重表現和

成就，可稱之為「普遍的標準」。 
  魏鏞(1976)，〈政治引用〉，《雲五社會科學大辭典一政治學》(第 3 冊)，臺北：臺灣商務，頁

190。 
  魏鏞(1976)，〈結構功能分析〉，《雲五社會科學大辭典一政治學》(第 3 冊)，臺北：臺灣商務，

頁 316-317。 
   

Lester G . Seligman 在《菁英甄補與政治發展》(Elite Recruitment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一書

中指出：政治甄補是甄補一些特殊次文化份子，例如：宗教團體，或特殊身分、階級、種族等

其它團體，將他們引入政治體系的專門角色上。就被選拔者本身而言，甄補包括兩個過程：一、

從非政治的角色轉換到有資格成為有影響力的政治角色；二、對特定政治角色的人選所做的指

派與選擇。甄補是任何政治體系的中心功能，甄補的過程就是價值及政治影響力分配的一個良

好指標。轉引自葛永光譯(1979)，〈菁英甄補與政治發展〉，《憲政思潮》，第 48 期，頁 3。 
 
每一個政治系統都必須有一些方法來填補其政治系統中的角色。當專化的社會角色出現，即便

是在愛斯基摩人村莊的巫師和酋長的簡單角色，也都必須有一些方法來選擇特殊的個人擔任那

個位置，並促使他們以被期待的方式來表現。相同的甄補功能，同樣被實現在現代政治系統的

複雜角色中。現在最普遍的甄補管道是政黨、政府(和政黨管道可能重疊)、文官體系和軍隊。

至於甄補的形式，主要分成歸屬與成就取向兩種：歸屬取向是個人因其家世和社會地位而被選

任；成就取向則是依個人的技術和領導能力。甄補的功能是將不同政策帶進辦公室。 
Gabriel A. Almond and Bingham G. Powell (1978), Comparative Politics Today : A World View, 
New York : Happer Collins Publishers, Inc, p.108,125,133. 
Gabriel A. Almond and Bingham G. Powell (1992), Comparative Politics : System, Process, and 
Policy,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p.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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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政治本土化的推動過程 

 

蔣經國主政時期的「本土化」，廣義而言，包括以臺灣為中心，在政治、經

濟、社會諸方面皆以臺灣為發展核心，亦即「政策臺灣化」；狹義而言，則指重

用臺籍人士，如重要黨、政人事逐漸增加臺籍人士比例，即「人事臺籍化」。 

在人才選拔方面
40，放棄過去 20 年來採用的「中央—大陸人」與「地方—臺

灣人」二元化甄補政策，改採「本土化」政策，將成長於臺灣的新生代政治菁英

納入國民黨的領導階層。
41 

 

壹、行政院院長之前的政治本土化 

 

蔣經國推動「本土化」固然有上述黨國人事背景，但是檢視他過去的政治歷

練，培育人才一直是他在贛南從政以來的重要工作，而「用人要擴大範圍」42，

更是他時常強調的政治認知。43因此，從 1950 年代蔣經國擔任救國團主任開始，

即囑咐主任祕書李煥要「多多培植臺籍青年，發現優秀人才要勤於聯繫、派任工

作，讓他們有機會出頭。」44以加速臺灣本土菁英共同參與執政，並強化政府統

治的正當性。例如：1958 年 7 月 16 日，指派張旭成代表救國團出席在法國舉行

的國際青年大會；1963 年 12 月 18 日，接見曾參與設計中橫公路工程的陳廉泉(之

後他擔任臺灣省自來水公司總經理、臺北市公車處副處長)；1970 年 10 月 20 日，

                                                 
40 就現代民主國家體制而言，引用人才的途徑包括「人民選舉」、「政府任命」和「政黨汲取」

三種，而人才引用的標準包括「關係取向」和「成就取向」兩種基本類型。繆全吉、彭錦鵬、

顧慕晴、蔡良文(1989)，《人事行政》，臺北：國立空中大學，頁 205-206。 
 
  政治人才通常是藉由政黨來發掘，並在政黨有計劃的栽培下，透過提名參與選舉，進入政府組

織。由於大多數民主國家的選民只能選擇政黨提名的候選人，候選人的甄選遂成為國家政治菁

英甄補最為重要的因素，而政黨也因此成為民主政治運作的主要機制。周繼祥(2005)，《政治

學—21 世紀的觀點》，臺北：生智文化，頁 202。 
41 彭懷恩(1994)，《臺灣發展的政治經濟分析》，臺北：風雲論壇，頁 168。 
42 1949 年 3 月 10 日，蔣經國撰寫「組織意見書」呈閱蔣介石，其內容如下：準備召開黨中央全

會，我的「組織意見書」亦於下午奉父親批示，應該注意下列各點：一、應嚴謹而不狹小，應

切實而不求速效；二、組織應以幹部自動發起，不能由領袖命令行事；三、青年運動之起點，

在組織流亡學生。我即又草擬「重整革命之初步組織的意見書」呈送父親參考，父親認為可以

採用，但以各部主管人選不易物色為慮。薛月順編輯(2005)，《陳誠先生回憶錄—建設臺灣》(上
冊)，臺北：國史館，頁 70。 

43 蔣經國「從延攬天下英才，把圈子擴大，使人盡其能、尊重幹部、信賴幹部著手。」卜少夫(1979)，

《我思我見》，臺北：遠景，頁 103。 
44 林蔭庭(1998)，《追隨半世紀—李煥與經國先生》，臺北：天下遠見，頁 11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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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派任職於花蓮團委會，且年未 30 歲的林豐正代表救國團赴韓國訪問；聘請臺

大人類學系教授陳奇祿擔任救國團顧問(之後並擔任國民黨中央黨部副秘書長與

行政院政務委員)；謝東閔因觀念新穎、有創見，被蔣經國邀請擔任救國團副主

任；林挺生則負責臺北市的救國團團務(之後並當選臺北市市議員及連續三屆臺

北市市議會議長)。「救國團每年約有 15%的人員轉業，補實缺額時，以高學歷者

與本省籍青年優先。」
45不過由於職位權責關係，此時期大致侷限在團內人才的

發掘與培植。 

在蔣經國擔任行政院副院長前後，甄拔本省籍人士的趨勢益加明顯，據當時

擔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第一組主任及臺灣省黨部主委李煥的說法，蔣經國對於任用

臺籍青年才俊的心態，可以用「渴望」兩字來形容。
46 例如洪壽南、高育仁、吳

伯雄、趙守博、李模、施啟揚等人，皆是此時期蔣經國藉由李煥引薦、拔擢臺籍

人才的實例。47 

 

貳、行政院院長時期的政治本土化 

 

1969 年 7 月蔣經國擔任行政院副院長時，已開始推動「政治本土化」政策。

1972 年蔣經國以中華民國有史以來最高得票率擔任行政院院長48，為贏取臺灣人

民對於中國國民黨的認同，以及在「革新保臺」的理念下，蔣經國持續推動「政

治本土化」政策，將成長於臺灣的新生代政治菁英納入國民黨的領導階層49，此

批政治菁英的特色是：大都在 50 歲以下、具備研究所以上的學歷、有專業知識

技術的學者專家。50在他提出的內閣名單中，臺籍人士徐慶鐘出任副院長51，林金

                                                 
45 同前註，頁 115-116。 
46 同前註，頁 117。 
47 同前註，頁 117-120。 
48 1972 年 6 月 1 日，在總統府送請立法院行使行政院院長同意權的咨文中，蔣經國被形容是「堅

忍剛毅，有為有守，歷任軍政要職，於政治、軍事、財經各項設施，多所建樹，且於行政院

副院長任內，襄助院長處理院務，貢獻良多，以之任為行政院長，必能勝任愉快。」周繼祥

(2008)，〈經國先生與臺灣的人才甄補〉，發表於「蔣經國先生與臺灣民主發展」學術研討會，

臺北：中華民國團結自強協會，頁 5。 
49 蔣經國歷任行政院政務委員、國防部副部長、國防部部長、行政院副院長。在出掌行政院院

長時，首先大幅調整內閣人事，晉用不少新人；繼人事革新後，面對臺灣社會矛盾發展，以

及國民黨政治危機局面，推行「革新保臺」與「在臺生根」路線，調整權力結構，擴大國民

黨的統治基礎，並提出「年輕化」與「本土化」政策，大量拔擢臺籍青年才俊和有地方民意

基礎的臺籍官僚。李松林(1993)，《蔣經國的臺灣時代》，臺北：風雲論壇，頁 7。 
50 彭懷恩(1994)，《臺灣發展的政治經濟分析》，臺北：風雲論壇，頁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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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出任內政部部長，高玉樹出任交通部部長，連震東、邱創煥、李登輝、李連春

出任政務委員。 

謝東閔出任省主席(首次由外省籍軍職人士改由本省籍文職人士出任)
52，並依

蔣經國對臺北市市長的人選條件：「本省籍，中生代，擁有行政經驗，具備相當

的外文能力。」將原本任職屏東縣縣長的張豐緒調任臺北市市長。劉宜良認為：

「新閣不但陣容新，氣象新，活力也新，平均年齡六十一點八歲。」
53  

此外，蔣經國內閣臺籍人士共 8 名，比例為 30%，對照前一屆嚴家淦內閣，

臺籍人士只佔 10%，由此可見蔣經國重用臺籍青年才俊的「本土化」方向。
541972

年 5 月 30 日的《聯合報》社論如下： 

 

第一是如我們所期望的，這次的人事調整幅度較大，而同時及於臺灣省政

府及臺北市政府，有利的象徵了我們所說的「新階段的行政院」的意義。 

第二是進一步啟用與徵召了本省籍俊彥，擔任國家重要政務，如副院長、

內政部長、交通部長、臺灣省主席、臺北市政府，都是當前國家行政的重

要據點。現概由本省籍人士出任，固是恢宏地方志士之氣，共赴國難之道；

亦有力的顯示了臺灣復興基地的時代意義。正所謂地不分南北，人不分地

域的號召。而臺灣省政府由省籍人士首任「主席」，尤可激發本省同胞為

桑梓服務，提供貢獻。 

                                                                                                                                            
51 徐慶鐘出身臺北萬華地區，1931 年以大學畢業論文「黃麻硬實之研究」震動整個臺北帝國大

學，隨後於農業試驗所中，成功培育一種新麻品種，日本學界命名為「鐘麻」以紀念他的功

勞。他是本省農學家在日治時代唯一得到博士學位的學者，在內政部部長 6 年任內，研訂臺

灣地區社會建設 4 年計劃，訂定人口政策、制定勞工職業訓練、公佈《勞工職業金條例》、《醫

師法》及《藥商品管理法》等，將科學精神帶進內政部。此外，徐慶鐘也是政府遷臺後第一

位本省籍行政院副院長，不但是當局重視的農經專才，也扮演象徵本土菁英的角色。李功勤

(2000)，《蔣介石臺灣時代的政治菁英(1950-1975)—以中國國民黨中常委及內閣成員為例》，國

立中正大學歷史研究所博士論文，未出版，頁 210。 
52 1972 年 6 月 1 日行政院改組，蔣經國擔任院長，翌日即提名謝東閔為臺灣省省主席，不僅讓

政治觀察家看走了眼，國內外媒體亦大幅報導，也有政治評論家指出：「本土化」是政府既定

政策，謝東閔是民意代表出身，具有堅實的民意基礎，由其擔任臺灣省政府首位省主席，必

可配合蔣經國開創新局。謝東閔先生編輯委員會編輯(2004)，《謝東閔先生全集》，第 2 輯，臺

北：國史館，頁 220。 
53 劉宜良(2006)，《蔣經國傳》，臺北：前衛，頁 446。 
54 蔣經國內閣閣員連同蔣經國本人，以及兩名重要地方首長(即臺灣省省主席和臺北市市長)，一

共 24 人，其中臺籍人士 8 人，比例為 30%。這個比例和過去相比(1954-1958 年俞鴻鈞擔任行

政院院長，臺籍人士比例為 6%；1958-1963 年陳誠擔任行政院院長，臺籍人士比例為 8%；

1963-1972 年嚴家淦擔任行政院院長，臺籍人士比例為 10%)，更顯示出蔣經國重用臺籍青年

才俊的力度。茅家琦(2003)，《蔣經國的一生與他的思想演變》，臺北：臺灣商務，頁 319-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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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新閣人事的安排，或則見新人的延攬，或則表示人才的新發掘，或

則是人與事的新配合，又或則是對專家學者的重視，一開始便有一種新觀

感，一種新氣象的功效。 

第四是新閣人士不少為由地方出任中央要職者，如高玉樹、林金生、李登

輝、張豐緒氏，都是政府拔擢長才的行動。尤其張豐緒氏由一縣之長而躍

任特別市市長，更見政府破格啟用人才之至意，也反映了蔣院長的求新求

行決心與魄力。
55 

 

美國國務院認為蔣經國的內閣名單中，如行政院副院長徐慶鐘、內政部部長

林金生、交通部部長高玉樹、臺灣省省主席謝東閔、臺北市市長張豐緖，以及政

務委員李連春、連震東和李登輝等臺籍人士擔任要職，除了改變以往臺灣人民對

國民黨的印象外，更讓臺灣人民覺得自身地位受到重視。蔣經國的政治顧慮其來

有自，內閣成員增加多位臺籍人士，相信更能表達臺灣人民的心聲。
56 

 

 

 

 

 

 

 

 

 

 

 

 

 

 

                                                 
55 社論，〈蔣內閣的新陣容新氣象新活力〉，《聯合報》，1972.5.30，版 2。  
56 黃城、吳建忠(2008)，〈蔣經國先生的治臺經驗—本土化政策的探討〉，發表於「蔣經國先生與

臺灣民主發展」學術研討會，臺北：中華民國團結自強協會，頁 4。 



蔣經國人格特質與臺灣政治發展(1972-1988) 

 186

  

 表 3-1 蔣經國內閣人事表 

職          稱 姓  名 備       註 

副院長 徐慶鐘 臺籍 

政務委員 葉公超  

政務委員 連震東 臺籍 

政務委員 俞國華  

政務委員 李連春 臺籍 

政務委員 周書楷  

政務委員 郭澄  

政務委員 李登輝 臺籍 

內政部部長 林金生 臺籍 

外交部部長 沈昌煥  

國防部部長 陳大慶  

財部部部長 李國鼎  

教育部部長 蔣彥士  

法務部部長 王任遠  

經濟部部長 孫運璿  

交通部部長 高玉樹 臺籍 

蒙藏委員會委員長 崔垂言  

僑務委員會委員長 毛松年  

行政院秘書長 費驊  

行政院主計長 周宏濤  

行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 趙聚鈺  

臺灣省省主席 謝東閔 臺籍 

臺北市市長 張豐緒 臺籍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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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立法院與司法院副院長分別由臺籍人士劉闊才及戴炎輝出任，1973

年監察院副院長亦由臺籍人士周百鍊出任。雖然這些行政院外副院長級的人事權

不在蔣經國的權責範圍內，但以當時政治情勢判斷，這些人事應該也是蔣經國政

治影響力的結果。
57蔣經國在擔任行政院院長短短一年多的時間，政府部門「本

土化」幅度，行政院臺籍人士由之前的 3 位增加為 7 位，五院中也突然出現 4 位

臺籍副院長，省主席也改由臺籍人士出任。
58整體而言，政府部門的「本土化」

在蔣經國擔任行政院院長時已有極為明顯的變化。
59 

至於國民黨黨部方面，在「本土化」方針影響下，臺籍人士也逐漸進入黨務

主管職位。例如：邱創煥於 1972 年，由省政府社會處長破格提拔為相當於部長

級的中央黨部社會工作會主任；施啟揚於 1972 年出任青年工作會主任；林清江

於 1976 年出任海外工作會主任；陳水逢於 1976 年出任中央秘書處主任。這些人

事對「以黨領政」，一向由非臺籍人士掌管黨機器的國民黨而言，是前所未有的

突破。 

1973 年 11 月 15 日，中國國民黨舉行第 10 屆四中全會，當時 21 位中常委有

3 位臺籍人士，只佔全數的七分之一。1975 年 4 月 5 日蔣介石逝世，蔣經國接任

國民黨主席後，逐漸增加黨內臺籍人士，進一步推動「本土化」政策。1976 年

11 月，國民黨舉行第 11 屆全國代表大會，當時中央委員由 99 人增為 130 人，候

補中央委員由 51 人增為 65 人，增加出來的名額幾乎全由臺籍人士包辦。具有民

意基礎的縣市長如黃鏡峰、林洋港、張豐緒、王玉雲、柯文福等人都躋身中央委

員之列。
6022 名中常委有 5 名臺籍人士61，增加了 2 名，比例已達 33%。62 

                                                 
57 蔣介石在蔣經國擔任行政院院長時，已高齡 86 歲，且因 1972 年 3 月於陽明山發生車禍，健康

受損，已漸退隱幕後。蔣經國此時擔任行政院院長，應可視為正式接班，對行政院以外的人

事佈局，理應具有足夠影響力。 
58 宋春、俞文藻(1990)，《中國國民黨臺灣四十年史(1949-1989)》，長春：吉林文史，頁 225。 
59 學者李松林認為蔣經國的人事安排有兩個原因：一、化解省籍矛盾；二、上層官員老化現象

十分嚴重，進取精神太差，又以與他為首的革新保臺派矛盾重重，為了抗衡國民黨元老派，也

為了實現蔣介石反共復國大業，因此提出吸收臺籍菁英的口號，並在組閣時大膽地起用新人。

李松林(1993)，《蔣經國的臺灣時代》，臺北：風雲論壇，頁 7-12。 

 

  學者周道濟指出：自陳故副總統第一次組閣以來，我國的內閣閣員平均年齡迭有增加，自 1950

年之 50.6 歲，1954 年之 53.5 歲，1958 年之 60.4 歲，1963 年之 61.6 歲，1966 年之 61.2 歲，1969

年之 63.5 歲。此種增加伊於何底乎？實令人不無憂慮也。周道濟(1971)，《愛國憂時集》，臺北：

臺灣商務，頁 55-56。 
60 蔣孝勇曾提及蔣經國對臺籍菁英的接觸，主要在縣市長，從縣市長拔擢的也最多。王力行、

汪士淳(1997)，《寧靜中的風雨—蔣孝勇的真實聲音》，臺北：天下遠見，頁 146。 
61 這 5 位是謝東閔、林金生、林挺生、徐慶鐘、蔡鴻文，以及 1 位副祕書長陳奇祿。秦孝儀(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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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培植人才方面，蔣經國對於臺籍青年才俊，如吳伯雄、許信良、許水德、

邱創煥、吳豐山、涂德琦、張俊宏、陳嘉雄等人，無論其出身高低，皆經常注意

並加以栽培。
63例如：吳伯雄在 1972 年當選桃園縣縣長，日後被任命為臺灣省菸

酒公賣局局長；邱創煥於 1977 年縣市長選舉時，在國民黨社工會掌握了農民、

工人、社會團體、醫療團體等豐富的群眾資源，蔣經國指派他負責桃園縣縣長輔

選業務，結果國民黨不僅輸了選戰，甚至爆發了「中壢事件」，最後由國民黨組

工會主任李煥辭職負全責，邱創煥則繼續擔任公職，1978 年被任命為內政部部

長，1984 年擔任臺灣省政府主席。
64 

 

 

 

 

 

 

 

 

 

 

 

 

 

 

 

 

 

                                                                                                                                            
《中國國民黨九十年大事年表》，臺北：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頁 668。 

62 林蔭庭(1998)，《追隨半世紀—李煥與經國先生》，臺北：天下遠見，頁 127-128；陶涵(Jay Taylor)
著，林添貴譯(2000)，《臺灣現代化的推手—蔣經國傳》，臺北：時報，頁 358。 

63 蔣經國倡言拔擢青年才俊，推動人才「本土化」政策，反應在地方選舉上，提名非派系出身

的臺籍縣長候選人，並培植新一代的國民黨黨工幹部，以取代既有的地方派系勢力。龍中天

(1988)，《蔣經國的死後生前》，臺北：新梅，頁 167。 
64 林蔭庭(1998)，《追隨半世紀—李煥與經國先生》，臺北：天下遠見，頁 123-129。 



第三章  蔣經國人格特質與政治本土化 

 189

表 3-2：蔣經國主政期間內閣人事表 

時      間 1972.6.1-1978.5.31 1978.6.1-1984.5.31 1984.6.1-1989.5.31 

院      長 蔣  經  國 孫  運  璿 俞  國  華 

副  院  長 徐慶鐘(臺籍) 徐慶鐘(臺籍) 

邱創煥(臺籍)(1981) 

林洋港(臺籍)、 

連戰(臺籍)(1987)、 

施啟揚(臺籍)(1988) 

內政部部長 林金生(臺籍) 

張豐緒(臺籍)(1976) 

邱創煥(臺籍) 

林洋港(臺籍)(1981) 

吳伯雄(臺籍) 

許水德(臺籍)(1988) 

外交部部長 沈昌煥 沈昌煥、蔣彥士

(1978)、朱撫松(1979)

朱撫松、丁懋時

(1987)、連戰(1988) 

國防部部長 陳大慶、高魁元

(1973) 

高魁元、 

宋長志(1981) 

宋長志、汪道淵

(1986)、鄭為元(1987)

財政部部長 李國鼎、費驊(1976) 張繼正、 

徐立德(1981) 

陸潤康、錢純(1985)

郭婉容(臺籍) (1988)

教育部部長 蔣彥士、李元簇(1976) 朱匯森 李煥、毛高文(1987)

法務部部長 王任遠、 

汪道淵(1976) 

李元簇 施啟揚(臺籍) 

蕭天讚(臺籍)(1988) 

經濟部部長 孫運璿 張光世、 

趙耀東(1981) 

徐立德、李達海

(1985)、陳履安(1988)

交通部部長 高玉樹(臺籍) 

林金生(臺籍)(1976) 

林金生(臺籍) 

連戰(臺籍)(1981) 

連戰(臺籍) 

郭南宏(1987) 

蒙藏委員會委員長 崔垂言 崔垂言、薛人仰(1981) 董樹藩、吳化鵬(1986)

僑務委員會委員長 毛松年 毛松年 曾廣順 

不管部會政務委員 李登輝(臺籍)、 

連震東(臺籍) 

李連春(臺籍)、 

周書楷、 

俞國華、 

葉公超、 

郭澄、 

邱創煥(臺籍)(1976) 

高玉樹(臺籍)、 

張豐緒(臺籍)、 

陳奇祿(臺籍)、 

俞國華、 

李國鼎、 

費驊、 

周宏濤 

黃昆輝(臺籍)、王友

釗、高玉樹(臺籍)、

張豐緒(臺籍)、馬紀

壯、李國鼎、趙耀

東、郭為藩(1986)、

周宏濤(1988)、蕭天

讚、沈君山(1988) 

註：括號內之數字表示接任年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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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總統時期的政治本土化 

 

1978 年 3 月，國民大會以 1184 票選舉蔣經國為第 6 任中華民國總統。蔣經

國擔任總統時，已同時兼任國家元首及黨主席，在當時的體制中已是名實相副的

政治領袖，對於推動「本土化」有較大的自主空間。事實上，此一時期的「本土

化」確實有更大的進展，其中以蔣經國提名彰化縣籍政治菁英謝東閔為副總統，

所顯示的政治意義格外重大。 

在政府部門方面，1978 年 5 月 26 日，新任的行政院院長孫運璿宣誓就職，

29 日公佈內閣名單，連同副院長徐慶鐘及其他部長級者，共有 6 位臺籍閣員，

是 1972 年蔣經國組閣時的兩倍。此外臺灣省省主席林洋港和臺北市市長李登輝，

也是臺籍人士。
65  

孫運璿及俞國華擔任行政院院長時66，大致仍持續蔣經國定下的「本土化」

路線，原本是臺籍人士擔任的職位，仍舊由臺籍人士繼續擔任，只有輕微變動少

數臺籍政務委員。大體而言，行政院人事並沒有進一步突破。 

 

表 3-3：行政院內閣閣員臺籍政治菁英參與比例(1972 年-1988 年) 

時    間 院    長 內閣總人數  臺籍人數 所佔比例 

1972.6-1978.6 蔣 經 國 21 8 38% 

1978.6-1984.6 孫 運 璿     20     8     40% 

1984.6-1988.7 俞 國 華     20     8     40% 

資料來源：《自立早報》，1988.7.16，版 5。 

 

                                                 
65 時任中央黨部秘書長的張寶樹記得：孫運璿執意延攬一位臺籍女性擔任政務委員，因為他認

為臺灣婦女已逐漸在社會嶄露頭角，國家將來經建發展更需要另一半人口積極參與，選擇女

性入閣將帶給女性無比希望。為什麼要選擇本省籍女性呢？因為「蔣總統在院長時期曾提拔

本省籍人士從政，已有多位男性任要職，如李登輝、林洋港，我們需要一位本省籍女性。」

這兩位，一位是新任行政院院長孫運璿，一位是國民黨秘書長張寶樹，在濟南路孫家褪了色

的沙發上對坐良久，要選那位才適合？最後選定臺大中文系教授林文月，因為張寶樹曾經人

推薦林文月治學嚴謹，待人謙和。張寶樹託林文月的舅父連震東探詢其意向，但林文月考慮

後，覺得自己不適合從政，婉拒了這位行政首長的好意，內閣閣員清一色仍為男性。孫運璿

的願望直到 10 年後，郭婉容踏進財政部大門，成為第一位女性閣員，才實踐了。楊艾俐(1993)，
《孫運璿傳》，臺北，天下遠見，頁 181-182。 

66 孫運璿內閣自 1978 年 6 月 1 日至 1984 年 5 月 31 日，為期 6 年。俞國華內閣自 1984 年 6 月 1
日至 1989 年 5 月 30 日，為期 5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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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國會部門的「本土化」，3 個國會的開放使臺籍人士有機會與

聞中央政府的決策。同時，蔣經國也運用《動員戡亂時期臨時條款》的授權，在

1980 年選舉時大幅調高增額代表的名額。相對於資深代表的凋零，臺籍代表的比

例相對提高，國會部門的「本土化」是總統時期的重要進展，對臺灣政治轉型影

響極大。 

政黨部門方面，蔣經國在擔任院長前後培植的新人已逐漸向上流動到更高層

的職位，其中較常被分析的是中常會成員結構。雖然有人認為中常會不是權力中

心，實質上並沒有發揮多大作用，但由於在國民黨的權力系統及一般社會評價具

有象徵意義，因此，仍可作為權力分配的評量指標。就中常會成員的省籍結構分

析，中常會的「本土化」呈現逐漸提昇的趨勢。蔣經國對中常委的提名權，早在

1975 年擔任黨主席時即已具備，但一直到 1979 年第 11 屆四中全會時，他才較頻

繁的使用。在此之前歷經多次中全會，他只在 1976 年第 11 屆一中全會小幅更動，

當時中常委總人數 22 人，其中臺籍中常委人數 4 人，所佔比例為 18%，而在第

11 屆二中及三中全會皆未更動，到了 1979 年 12 月 14 日，第 11 屆四中全會後才

有較大調整，當時選出的中常委，首次使執政黨領導階層面臨政治轉捩點，中常

委總人數 27 人中，臺籍菁英大幅增加到 9 位，計有：謝東閔、林洋港、邱創煥、

林金生、林挺生、李登輝、徐慶鐘、蔡鴻文、洪壽南等人，所佔比例達 33.3%。

67 

此時領導階層已發生結構性改變，除臺籍菁英外，其餘出身背景為： 

一、技術官員的比例穩定增加，佔中央委員五分之一(部分與臺籍菁英重疊)，

分別是嚴家淦、孫運璿、李國鼎、邱創煥、李登輝、徐慶鐘、趙聚鈺、俞國華、

王任遠等人。 

二、軍事菁英仍享有重要決策地位，但比率開始下降。分別是王昇、黃杰、

馬紀壯、宋長志、高魁元、袁守謙等人。 

三、黨國元老地位從排名、數量來看，已有下降趨勢，但老成謀國的黃少谷、

谷正綱、袁守謙仍留任。 

四、大眾傳播媒體負責人，取代過去黨部文宣主管的政治地位，兩大報系負

                                                 
67 秦孝儀(1984)，《中國國民黨九十年大事年表》，臺北：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頁

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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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人王惕吾、余紀忠進入中常會。68 

此外，1980 年代以後，由於臺灣社會日趨多元化，參與中央領導階層的政治

甄補方式，已擴大到民意代表、新聞傳播、工商企業及學術界人士，不再侷限於

外省籍黨、政、軍 3 種人士。1981 年 4 月，中國國民黨召開第 12 屆一中全會，

中常委總人數 27 人，來自行政部門有 13 人，軍方有 5 人，民意代表有 4 人，黨

務系統有兩人，新聞界有兩人；若以省籍劃分，外省籍有 18 位，本省籍有 9 位
69，

比例同樣佔 33.3%。
701984 年 2 月，國民黨召開第 12 屆二中全會，中常委總人數

31 人，臺籍人士佔 12 位，比例上昇到 38.7%。71到了 1986 年蔣經國宣示要進行

政治改革的第 12 屆三中全會，中常委總人數 31 人，臺籍人士更增加到 14 位，

比例提昇到 45.1%，本土人士幾乎佔一半的席次，而且這些新進的中常委都是年

輕力壯的高級知識份子。相對而言，外省籍的中常委則都是年紀較長的政治人

士。由此觀之，國民黨中常會的權力結構逐漸由外省籍轉移到本省籍政治人士。 

1984 年 2 月，蔣經國提名臺籍學者李登輝競選副總統
72；1987 年支持臺籍人

                                                 
68 孫徹(1984)，〈多元化政治菁英的呈現—國民黨中常委組成的變遷〉，《聯合月刊》，第 31 期，

頁 13。 
69 9 位臺籍中常委包括：謝東閔、李登輝、林洋港、邱創煥、林金生、林挺生、蔡鴻文、洪壽南、

辜振甫等人。秦孝儀(1984)，《中國國民黨九十年大事年表》，臺北：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

史委員會，頁 900-901。 
70 彭懷恩(1985)，《中華民國政治體系的分析》，臺北：時報，頁 345-346。 
71 13 位臺籍中常委包括：謝東閔、李登輝、林洋港、邱創煥、林挺生、洪壽南、辜振甫、黃尊

秋、連戰、高育仁、張建邦、許水德等人。秦孝儀(1984)，《中國國民黨九十年大事年表》，臺

北：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頁 1005。 
72 趙自齊說：「我記得馬紀壯擔任總統府秘書長時曾經跟我說過，經國先生對接班人的看法是，

最好的接替人選是謝東閔，但被王幸男炸傷，健康情況不佳。因為栽培本省人才是必然趨勢，

因此考慮過林洋港、邱創煥，最後才想到李登輝。李登輝的特點是黨齡淺，比較沒有包袱，

早年在國外求學，擁有高學歷，所以，積極栽培提拔，從行政院政務委員、臺北市長、省主

席一直到副總統。」趙自齊口述，遲景德、吳淑鳳訪問，吳淑鳳整理(2000)，《趙自齊先生訪

談錄》，臺北：國史館，頁 309-310。 
 
蔣孝勇說：「那時候可以選擇的沒有幾人，檯面上就是李登輝、林洋港、邱創煥，謝東閔因為

年紀大了，必須考慮世界觀瞻。父親選擇了李先生，因為他是最沒有人事包袱、沒有派系色

彩的，而且，他還有美國的博士學歷，這是個綜合性的考慮。其他如林洋港先生、邱創煥先

生，他們的地方色彩滿重的，父親最不喜歡搞小圈圈，所以才做這樣的決定。那時也可以說，

不是父親一人的決定，而是所有的長輩、大老們如孫運璿先生、黃少谷先生的集思廣益，大

家都認為，李登輝先生是最好的選擇。……但我想李登輝先生自己也清楚。他在跟司馬遼太

郎談話的時候，提到我父親，他說：『蔣經國先生是否讓我當他的接班人，這一點並不明確。』

這句話是講得很有意思，很多事他心裡有數。……其實父親原先覺得適當的國家領導接棒人

選是當時的行政院長孫運璿。」王力行、汪士淳(1997)，《寧靜中的風雨—蔣孝勇的真實聲音》，

臺北：天下遠見，頁 127-130。 
 
前民主進步黨黨主席許信良說：「蔣經國在了解他的歷史地位在於臺灣的執政表現後，將自己

的角色轉型為與中國無關，同時落實國民黨臺灣化，並積極任用臺籍人士，晚年在爭議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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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黃尊秋出任監察院院長，林洋港出任司法院院長；到了 1986 年中國國民黨第

12 屆三中全會時，臺籍中常委比例為 45.1%；在蔣經國逝世前，行政院臺籍閣員

比例為 40%。雖然在比例上無法完全反應省籍的人口分配，但至少可看出蔣經國

推動「本土化」政策的發展方向。 

1988 年元月 13 日蔣經國逝世，中常委兼副總統李登輝繼任總統，中國國民

黨權力「本土化」走到最高峰。
73臺灣政治史上第一次由臺籍人士擔任國家最高

領導人，同時成為中國國民黨的代理主席。
741988 年 7 月，國民黨召開第 13 屆一

中全會，雖然蔣經國已逝世，但中常委總人數 31 人，臺籍人士佔 16 位，首度超

過外省籍人士 15 位，比例高達 51.6%，第一次超過半數，反應本土菁英已居於半

數以上的優勢。在這次大會中，以起立的方式推舉李登輝為國民黨主席，臺灣政

局正式由臺籍人士主政，「本土化」更進一步，中常委總人數 180 人，臺籍人士

比例由上屆不到 20%，提昇到 33.3%。
75 

長期而言，中國國民黨中常會結構在 1960 年代已開始「本土化」，但直到 1975

年 4 月 5 日蔣介石逝世，蔣經國擔任國民黨主席後，才大幅提昇黨內臺籍政治人

士的比例。 

 

                                                                                                                                            
提名臺籍李登輝為副總統，更是他為國民黨臺灣化所做的最後努力。如果不是李登輝擔任『兩

蔣』之後的臺灣領導人，臺灣可能無法如此平順且快速邁向民主。」轉引目李炳南(2008)，〈蔣

經國與臺灣的民主化—以本土化政策為例〉，發表於「蔣經國先生與臺灣民主發展」學術研討

會，臺北：中華民國團結自強協會，頁 9。 
73 總統馬英九說：「李前總統在 1988 年繼位之後，蔣故總統經國先生所推動的政策，他都在延

續，包括解除戒嚴、開放組黨、開放報禁，他任內最重要政績，就是國會全面改選，包括國

民大會和立法院。他的任內一共經歷過 6 次的修憲，把憲法當中所規定的條文，包括國民大

會逐漸虛級化，五院的功能也進行一些調整，例如監察院成為專業性的監察機構，而不再是

一個民意機關等。最後在九○年代初期，他又廢止了《動員戡亂時期臨時條款》，宣佈終止了

動員戡亂時期，讓臺灣的民主憲政恢復了常態，這都是非常重要的措施，讓臺灣的民主逐漸

被世界所肯定，李前總統在執政的 12 年當中，臺灣政治的民主化，經濟的快速發展，兩岸關

係的全面擴張，可以說是非常重要的成果。」筆者於 2007 年 2 月 17 日 15 時 50 分至 16 時 20
分，電話專訪總統馬英九之內容。 

74 前總統李登輝是土生土長的臺灣人中，在國民黨內獲得如此高位的第一人。他的教育、生活

和工作的背景，使他和其他國民黨內的臺籍政治人物大不相同，職業上他是農業經濟專家，

他缺少地方基層行政經驗的背景，對他的政治前途，是一項有利因素，也使他少掉複雜的社

會瓜藤，更使他的形象更單純，他的受到信任，與此有關。司馬文武(1986)，〈怎樣接蔣經國

的班？〉，《百姓半月刊》，第 121 期，頁 15。 
75 「這次革新的另外一個重要影響是，解除了外省籍壟斷的權力，加強了政權與臺灣社會的密

切關係，確保了蔣經國死後的社會穩定和權力的順利交接。1987 年中央政府中，五院院長的

兩個院長，行政院下屬 8 部會的 5 個部長，都由臺籍人士擔任。」陳延輝(2004)，〈從孫中山

政黨政治思想看中國國民黨的轉型〉，發表於第 7 屆孫中山與現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臺北：國

立國父紀念館，頁 420。 



蔣經國人格特質與臺灣政治發展(1972-1988) 

 194

 

 

表 3-4：中國國民黨中常委臺籍政治菁英參與比例(1973 年-1988 年) 

時  間 屆   別  中常委總人數 臺籍中常委人數 所佔比例 

1973 年 10 屆四中 21 3 14% 

1976 年   11 屆一中 22 4 18% 

1979 年 11 屆四中 27 9 33.3% 

1984 年 12 屆二中 31 12 38.7% 

1986 年 12 屆三中 31 14 45.1% 

1988 年 13 屆一中 31 16 51.6% 

資料來源：《自立早報》，1988.7.15，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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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蔣經國人格特質與政治本土化的檢討與評價 

 

本節首先探討蔣經國對於「政治本土化」所展現的「人格特質」為何？第二

部分則探討蔣經國「人格特質」與「政治本土化」的檢討與評價。 

 

壹、蔣經國對於政治本土化所展現的人格特質 

 

    一、強烈的國家、民族及歷史使命感 

    1975 年至 1976 年間，李煥擔任國民黨組工會主任，曾多次向黨主席蔣經國

建言：「國家人才有斷層的危機，老一輩的政治人才已日漸凋謝，新的人才仍難

接手，如不及早培植，將來會後繼無人。」
76蔣經國隨即指示當時兼任革命實踐

研究院77主任的李煥在院內開辦「國家建設研究班」78，培養優秀的中生代人才。

根據李煥的口述，「國家建設研究班」的宗旨為：「研究員與黨政要員共同研討，

使瞭解國家政策，研討政治建設方案，說明黨的基本政策，發揚三民主義精神，

構想未來國家的發展藍圖，開創國家未來願景。」79此外，從「國家建設研究班」

學員的背景資料，可知蔣經國爭取臺籍政治菁英，以及重視學界青年才俊的傾

                                                 
76 李煥口述，2006 年 3 月 28 日接受黃淑芳訪談之紀要。黃淑芳(2008)，〈經國先生與臺灣的人

才甄補—以革命實踐研究院為個案分析〉，發表於「蔣經國先生與臺灣民主發展」學術研討會，

臺北：中華民國團結自強協會，頁 8；林蔭庭(1998)，《追隨半世紀—李煥與經國先生》，臺北：

天下遠見，頁 136。 
77 「革命實踐研究院」由中國國民黨總裁蔣介石於 1949 年 10 月 16 日，創立於臺北市近郊「草

山」(1950 年 3 月 16 日，臺灣省政府正式改名為「陽明山」)。由於蔣介石深感國共戰爭失敗

的主要原因在「國民黨同志對主義喪失信仰，對革命喪失信心」、「黨政軍積重難返，零亂散

漫，麻木疲煩。」而重整局勢之計便是改造革命隊伍，自幹部的訓練與重建著手，因而於陽

明山創立「革命實踐研究院」，做為國民黨最高的訓練機構，培育黨政軍各部門的領袖人才，

力圖重整革命部隊，反攻大陸。「革命實踐研究院」早期由蔣介石親兼院長，直接領導，蔣經

國在位時雖將之納入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組織，但仍親兼主任，可見兩位蔣總統對「革命實踐

研究院」的重視。2000 年國民黨下野，「革命實踐研究院」於同年 10 月 25 日經國民黨第 15
屆中央委員會第 154 次中常會通過，改名為「國家發展研究院」，隨著政治環境及情勢的轉變，

以不同型態的訓練方式繼續執行國民黨人才訓練的任務。黃淑芳(2008)，〈經國先生與臺灣的

人才甄補—以革命實踐研究院為個案分析〉，發表於「蔣經國先生與臺灣民主發展」學術研討

會，臺北：中華民國團結自強協會，頁 2-7。 
78 施啟揚表示：「國家建設研究班」自 1976 年 2 月至 12 月，共辦理 3 期，其特點包括：一、李

煥擔任班主任；二、受訓時間較長，共 12 週；三、受訓人員較少，每期 28 人；四、學員年

齡相近，約 40 至 50 歲，例如學號 001 郭為藩(44 歲)、學號 002 黃昆輝(45 歲)、學號 003 施啟

揚(46 歲)，都只差 1 歲。施啟揚(2004)，《源—三十年公職回憶》，臺北：幼獅，頁 68-69。 
79 李煥兼主任口述，2006 年 3 月 28 日接受黃淑芳訪談之紀要。黃淑芳(2008)，〈經國先生與臺

灣的人才甄補—以革命實踐研究院為個案分析〉，發表於「蔣經國先生與臺灣民主發展」學術

研討會，臺北：中華民國團結自強協會，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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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80 

蔣經國於 1976 年 12 月 15 日，對「國家建設研究班」第 3 期研究人員演講

「我們今後應有的作法」： 

 

組織工作的重點，第一是傳達，就是由上面傳到下面；第二是下情上達，

由下級反映到上級；第三是在生活與工作上做到互相照顧；第四是經常的

注重通訊和聯繫；最後是紀錄，包括：人事的紀錄、黨部的工作紀錄，和

黨員從事各項工作的紀錄。各級黨部要注意發掘人才、運用人才，更要使

幹部發揮其所長。
81 

 

此外，蔣經國於 1983 年 2 月 12 日，在農曆新年發表電視談話：「我在臺灣

的所作所為，有兩件事略可安慰，一是和一般民眾建立了深厚、誠摯的感情，互

相理解，互相體會；二是培養了很多優秀青年。」
82可見其相當看重人才的培養，

具有「強烈的國家、民族及歷史使命感」。 

 

二、決心、勇敢 

雖然蔣經國在推動「政治本土化」的過程中遭到保守人士的質疑，依然展現

堅定的「決心」與「勇敢」面對挑戰的「人格特質」。 

例如在「美麗島事件」爆發後，黨外人士在地方上分為溫和派與激進派，蔣

經國一方面讓溫和的黨外人士繼續支持國民黨政府，另一方面則緩和激進的黨外

                                                 
80 「國家建設研究班」選訓人才在精不在多，每期只遴選黨、政、文教界菁英 28 名，受訓 3 個

月。學員的背景資料如下：一、省籍：「國家建設研究班」學員第 1、2 期，臺籍與大陸籍幾近

各半，第 3 期則大陸籍較多。總計 3 期 84 位中，臺籍研究員 36 人，佔 43%，雖然與人口比

例有差距，但在大陸籍人士占優勢的時代，已可看出刻意培植臺籍人才的趨勢；二、學歷：「國

家建設研究班」強調高學歷，除第 3 期外，第 1、2 期均以博士學歷居多，總計 3 期中，博士

佔 52%，碩士佔 29%，大學佔 17%，高考及格佔 2%，碩博士總計佔 81%；三、年齡：以年輕

化為原則：31 至 35 歲佔 6%，36 至 40 歲佔 30%，41 至 45 歲佔 30%，46 至 50 歲佔 24%，51
至 55 歲佔 10%，可見 45 歲以下是主幹，共佔 66%，尤以 36 至 45 歲居多，佔 60%；四、社

會背景：以學界人士最多，佔 45%，公務行政人員次之，佔 25%，民意代表及縣市長佔 14%，

黨務人員佔 8%，第 3 期開始有新聞媒體人士，佔 6%，產業社團幹部，佔 2%，雖是少數，仍

顯示國民黨取才逐漸多元化。黃淑芳(2008)，〈經國先生與臺灣的人才甄補—以革命實踐研究

院為個案分析〉，發表於「蔣經國先生與臺灣民主發展」學術研討會，臺北：中華民國團結自

強協會，頁 8-9。 
81 蔣經國(1992)，〈我們今後應有的作法〉，《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1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

頁 194。 
82 林蔭庭(1998)，《追隨半世紀—李煥與經國先生》，臺北：天下遠見，頁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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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對於國民黨政府的威脅。83蔣經國於 1980 年 6 月 5 日及 11 日，在國民黨中

常會表示：「今天衡量國內外形勢，雖則仍然有困難，也面對各種衝擊，但為表

示推行民主憲政的決心，行政院經過多方考慮，建議在今年之內定期辦理中央民

意代表選舉。
84……一方面考慮到法律的依據，一方面顧及國家的處境，為擴大

民主憲政的基礎。
85」同時他在國家安全會議特別會議說： 

 

本年內定期選舉中央民意代表，並予擴增名額，是我國政治上具有歷史意

義的一件大事，顯示政府一貫推行民主憲政的決心，並實踐在民主政治中

必須履行的一項莊嚴的責任。國家在此繼續遭受各種困難衝擊的時刻，作

此重要決定，不祇是為了完成一項選舉，而是為了國家長遠發展奠立更健

全的基礎，由此邁向民主憲政的新時代。
86 

 

又如蔣經國於 1987 年 5 月 10 日接見黨籍立法委員，曾提及國民政府於 1949

年元月 11 日，蔣介石親筆撰寫拍發電報給當時的臺灣省政府主席陳誠(陳辭修)，

內容特別強調應多方啟用臺籍人士，並重申政府今後仍執行此項政策，表明他培

植及晉用臺籍政治菁英的決心。他說： 

 

我們一般民眾和青年就可了解，政府與本黨在光復臺灣之後既定的基本建

設方針和方向。例如  總裁當年既要求要引用並培植臺灣學識較優、資望

素高的人加入政府；黨政人員處事要穩重，對下要和藹可親，凡事不可操

之過急。以上  總裁當年的提示，至今也還是我們努力執行的政策方向，

                                                 
83 高克仁認為：一方面要求改革，一方面拒絕改革，政府與民間、黨內與黨外、開明派與保守

派的矛盾便隱伏於此。而其出口便是最近黨外人士在開明派的容忍下漸次壯大，又在保守派

的猜忌恐懼下被撲滅。黨外人士所走的是美國黑人民權主義的道路，保守派則完全使用「赤

裸裸權力」和政治陰謀。黨外反對力量的徹底撲滅，同時象徵著自 1970 年以來，島內如火如

荼展開民主改革運動的失敗。在高雄事件軍法審判中被審判的，事實上不是黃信介幾個黨外

人士，而是臺灣所有的自由派、中產階級、勞工和新生代，審判的最終結果將證明蔣經國集

團準備選擇什麼路。高克任(1980)，〈「哀衿勿喜」還是「見獵心喜」？—臺北軍法大審幕前幕

後〉，《七十年代》，第 124 期，頁 38。 
84 蔣經國(1992)，〈決心貫徹民主憲政團結民心鞏固國力〉，《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4 冊)，臺北：

行政院新聞局，頁 500。 
85 蔣經國(1992)，〈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額以擴大民主憲政的基礎〉，《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4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502。 
86 蔣經國(1992)，〈邁向民主憲政的新時代〉，《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4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

局，頁 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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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來也不會改變，希望省籍青年和同胞，能真正了解我們的用心。87 

 

蔣經國對於地方政府的人事安排，也希望維持「省籍平衡」。前考試院院長

許水德說：「他(蔣經國)發表我擔任臺北市長時，議會和媒體都出現質疑的聲音，

他要我放心，有什麼困難儘管找他，他會幫我解決，不但如此，連局長、處長人

選他都堅持要省籍平衡。」
88可見蔣經國推動「政治本土化」的決心。 

曾經長期參與國民黨黨務工作的關中指出：「蔣經國以『本土化』為策略，

讓國民黨在臺灣生根；繼任的李登輝總統則以他『第一位本省籍總統』的個人光

環維持住國民黨的生存。回顧當年，蔣經國與李煥兩位外省籍人士，以『本土化』

的號召將本省人才引入執政黨和政府，宣示認同臺灣的決心，是臺灣政治穩定的

最主要原因。」
89 

蔣經國擔任行政院院長時，本省籍的內閣成員共 8 位，佔 38%的比例；而在

擔任總統後，本省籍的內閣成員比例更上昇到 40%，讓臺籍人士認為這是他們獲

得政治實權的開始，雖然蔣經國可藉此機會增加他在臺籍人士中的聲望，然而卻

也使得其他外省籍人士倍感壓力，尤其是元老派的保守勢力，例如：嚴家淦、張

群、何應欽、袁守謙、谷正綱、黃少谷、李國鼎、沈昌煥等人。1986 年 3 月 31

日，《聯合報》刊登黃少谷對於三中全會改革幅度之看法： 

 

中央常務委員黃少谷代表主要議題研究組召集人在會中提出口頭說明時

指出：「主要議題應避免陳義過高，因為我們是執政黨，提出的號召必須

能夠實踐。」他指出，主要議題提出的所有項目都屬原則性，還沒有實施

方案，因為實施方案不是短短三天會期所能處理，將來新組成的中央常會

可以依據主要議題提出的原則，視環境需要調整適應。90 

 

蔣經國於 1986 年 10 月 15 日，在國民黨中常會闡述晚年政治改革的中心思

想：「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流也在變；因應這些變遷，本黨必須以新的觀念、

                                                 
87 蔣經國(1992)，〈正大光明理直氣壯〉，《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5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

頁 214。 
88 《中國時報》，2008.1.14，版 A7。 
89 林蔭庭(1998)，《追隨半世紀—李煥與經國先生》，臺北：天下遠見，頁 130。 
90 《聯合報》，1986.3.31，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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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做法，在民主憲政體制的基礎上，推動革新措施。唯有如此，才能與時代潮

流相結合，才能與民眾永遠在一起。」
91他又於 1987 年 5 月 6 日，在中國國民黨

中央委員會說：「我們必須因應時間、空間的變化，以及主觀、客觀條件的變化

而在工作方法上求新求變。……有些在過去是對的做法，在今天可能不切實際，

甚至還可能造成錯誤。」
92由此可知，蔣經國明白國民黨要繼續贏得人民信任，

必須要順應社會變遷與人民期待，跟隨時代腳步，與時俱進推動全面革新措施。 

然而黨內同志對於政治改革仍有疑慮，蔣經國於 1987 年 7 月 8 日，在國民

黨中常會發表談話，鼓勵黨員「貫徹民主憲政」。他說： 

 

現在民眾的知識一天比一天高，要求也一天比一天多，因此我們的責任是

一天比一天重。我們必須竭盡一切努力去服務，克盡我們的責任，方能滿

足民眾的願望。對於黨和國家的前途，相信我們大家都有充分的信心。儘

管有人中傷誣衊我們，但是我們一心為國為民，問心無愧，坦坦蕩蕩。為

了實現革命理想，貫徹民主憲政，本黨不斷的改革發展，一直在主導著時

代的進步。
93 

 

蔣經國又說：「我們要致力於擴大憲政功能—民主自由是中國政治的道路，

憲政是貫徹民主自由的根本，中國軍民用血汗犧牲的代價，創造了憲政的光輝。

這一光輝絕不容許污損，這一根本絕不容許動搖。並且還要擴大政治參與，維護

自由人權，使民主自由的基礎，建築在全民意志、國家利益之上。」94 

 

三、腳踏實地的務實取向 

蔣經國於 1972 年 12 月 28 日主持行政院第 1305 次院會指示： 

 

                                                 
91 蔣經國，〈蔣主席強調本黨大公無私，以開拓的胸襟推動革新，使民主憲政更和諧完美〉，《中

央日報》，1986.10.16，頭版頭條；蔣經國(1992)，〈本開闊無私胸襟使憲政更臻完美〉，《蔣經

國先生全集》(第 20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36-37。 
92 蔣經國(1992)，〈表現黨的氣節發揮工作熱忱〉，《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5 冊)，臺北：行政院

新聞局，頁 206。 
93 蔣經國(1992)，〈靈活組織結合民意調適作法〉，《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20 冊)，臺北：行政院

新聞局，頁 88-89。 
94 蔣經國(1992)，〈承受重責大任無負國民付託〉，《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1 冊)，臺北：行政院

新聞局，頁 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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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為永保政府機關陣容的充實和精壯，使有能者都能擔當艱鉅，必須經常

注意發掘人才。所謂「人才」必須要同時具備豐富的學識、卓越的才能和

優良的品德，以我國人力素質的水準，絕對不患無才，祇要各級領導幹部

經常注意培養儲備和拔擢，必可使人才薈萃，蔚為國用，希望各級領導人

員對此有深切的體會，認真的去執行。
95 

 

此外，蔣經國於 1978 年 5 月 20 日，在第 6 任總統就職典禮談到：「參與國

事，人人有分，人人有責，但要使每一個人的智慧、能力、德性，都能貢獻於國

家社會，尤其要以公平公正的原則，多方面多目標的培植人才、獎進人才。」
96可

見蔣經國不僅注重「培植人才、獎進人才」，更希望每一位人才都能團結合作，

將「個人的智慧、能力、德性，都能貢獻於國家社會。」 

蔣經國對於「本土化」政策表現出「腳踏實地的務實取向」「人格特質」。
97他

固然必須採取開明措施以贏得臺灣社會支持，但也不能不考慮當時黨政軍的保守

力量。98蔣經國了解臺灣「政治發展」，絕不可能重返過去威權領導的政治體系，

然而面對日益高昇的政治參與熱潮，他在 1970 年代初期，即大量任用本省籍的

政治菁英參與中央決策階層99，有效疏導與整合本省籍與外省籍的政治菁英，奠

定政治安定的基礎。100蔣經國甚至在決定第 6 任及第 7 任副總統人選時，都刻意

選擇臺籍政治菁英。1984 年蔣經國向郝柏村提到副總統人選時說：「這是政治現

                                                 
95 蔣經國(1992)，〈希各級領導人員經常注意培養儲備和拔擢人才〉，《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7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508。 
96 蔣經國(1992)，〈承受重責大任無負國民付託〉，《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1 冊)，臺北：行政院

新聞局，頁 555。 
97 「老總統與經國先生早就知道反攻無望，及預料到日後局勢之發展，外省籍人士不可能長期

統治臺灣，中華民國及中國國民黨想要在臺灣生存下去，便必須本土化。1970 年代以後，更

大量起用本省籍菁英，經國先生於 1972 年 5 月出任行政院長後，培植本省籍人士出任要職，

更是不遺餘力。1984 年提名比他年輕甚多的李登輝為副總統，以他的健康與年齡，則接班之

意至為明顯。晚年甚至說出『我也是臺灣人』、『政權正在移轉中，本省人不必急』等語。」

王作榮(1999)，《壯志未酬—王作榮自傳》，臺北：天下遠見，頁 363。 
98 陳世岳(1999)，《政治領袖與政治轉型—蔣經國與臺灣政治轉型》，國立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

所博士論文，未出版，頁 47。 
99 總統馬英九說：「一方面他(蔣經國)也重用本地的人才，包括李前總統登輝先生，就是在 1972

年擔任政務委員，開始參與中央實際的政務。一步步地讓本省的政治人物，能夠逐漸地擔任

重要的職位。……經國先生讓臺灣經濟更自由、實力更雄厚、社會更民主、本土人才受到更

大的重視。」筆者於 2007 年 2 月 17 日 15 時 50 分至 16 時 20 分，電話專訪總統馬英九之內

容。 
100 風雲論壇編輯委員會編輯(1985)，《蔣經國浮雕》，臺北：風雲論壇，頁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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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必須由本省人來作。」101前考試院院長許水德說：「蔣(經國)推動本土化，用

行動愛臺灣。」
102反應出「腳踏實地的務實取向」「人格特質」。 

 

綜觀蔣經國對於「政治本土化」所展現的「人格特質」包括：一、「強烈的

國家、民族及歷史使命感」；二、「決心」與「勇敢」；三、「腳踏實地的務實取向」。 

 

貳、蔣經國人格特質與政治本土化的檢討與評價 

 

蔣經國推動「政治本土化」，表現出「強烈的國家、民族及歷史使命感」的

「人格特質」，為了解決國家人才斷層危機，他立即指示「革命實踐研究院」
103主

任李煥培養優秀的中生代人才。104 

蔣經國擔任國民黨主席時，1976 年至 1978 年 6 月「革命實踐研究院」主任

的職位，由中央組織工作會主任李煥兼任，除延續蔣介石時期的「黨政建設研究

班」2 期及「學生領導幹部講習會」7 期外，共辦理「國家建設研究班」3 期105、

「黨務工作研究班」14 期、「國家行政研究班」2 期及各類研討會 9 期。其中「國

家建設研究班」84 名結業研究員，依其專長分為行政、外交、文教、財經、法

律、農業、工業及新聞等 8 大類，當中先後被延攬入閣擔任部會首長及政務委員

                                                 
101 郝柏村(1995)，《郝總長日記中的經國先生晚年》，臺北：天下遠見，頁 317。 
102 《聯合報》，2008.1.9，版 A13。 
103 「革命實踐研究院」之創立宗旨：「在根據三民主義的決策，集中革命鬥士，共同檢討，共同

研究，灌輸以新的學術思想，傳授以新的時代任務，以重振革命精神，重整幹部陣容，重建

革命大業，務使研究所得，精實可行，並使率先實踐以完成反共抗俄救黨建國之歷史任務。」

黃淑芳(2008)，〈經國先生與臺灣的人才甄補—以革命實踐研究院為個案分析〉，發表於「蔣經

國先生與臺灣民主發展」學術研討會，臺北：中華民國團結自強協會，頁 12。  
104 前行政院院長李煥當時身兼國民黨組織工作會主任、「革命實踐研究院」主任及救國團主任 3

大要職，在蔣經國的授權下，執行甄拔臺籍政界菁英及啟用民選政治領袖的政策，並特別重視

學術界青年才俊的培育，爭取知識份子的參與。陳思澤(1985)，〈兩代蔣總統的班底—蔣中正與

蔣經國對政治班底的安排〉，《透視總統班底》，臺北：風雲，頁 57-58。 
105 前行政院院長李煥指出：「國家建設研究班」的研究員既接受訓練就要有實際工作的考驗，因

此將 3 期之結業研究員分類名冊呈送蔣經國，而在他謁見蔣經國時，常見其在此藍色的精裝名

冊內紅藍圈點，作為考慮用人時的參考資料，其中諸多後來獲重用為黨、政重要負責人，50
年來對國家貢獻很大。國家建設研究班開辦 3 期後，蔣經國深覺效果很好，希望繼續辦理，但

李煥認為如果班期太多，調訓人員會有素質每下愈況之虞，建議暫停辦理。李煥兼主任口述，

於 2006 年 3 月 28 日接受黃淑芳訪談之紀要。黃淑芳(2008)，〈經國先生與臺灣的人才甄補—

以革命實踐研究院為個案分析〉，發表於「蔣經國先生與臺灣民主發展」學術研討會，臺北：

中華民國團結自強協會，頁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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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有 16 人106，其餘多人亦經歷政府其他部門或黨組織的晉用及歷練。107 

1978 年 7 月，蔣經國為了栽培更多的青年才俊，親自兼任「革命實踐研究院」

主任，劃分教育訓練層次為「研究班」
108、「講習班」、「訓練班」及「研討會」4

大類，正式建立起「革命實踐研究院」的訓練制度109，以便循序漸進、按部就班

培養人才，而這個制度也一直延續至今。
110「研究班」培養高階領導人才、「講

                                                 
106 「國家建設研究班」第 1 期入閣人數最多，包括：徐立德(孫運璿、俞國華、連戰內閣)、張

劍寒(李煥、郝柏村內閣)、趙守博(連戰、蕭萬長內閣)、黃昆輝(李煥、郝柏村、連戰內閣)、
郭為藩(俞國華、連戰內閣)、孫震(連戰內閣)、施啟揚(俞國華、李煥、郝柏村內閣)、蕭天讚(俞
國華、李煥內閣)共 8 位；第 2 期入閣者為：許水德(李煥、郝柏村內閣)、吳伯雄(俞國華、郝

柏村內閣)、張京育(連戰內閣)、高銘輝(郝柏村內閣)、王友釗(李煥內閣)、夏漢民(連戰內閣)、
陳履安(李煥、郝柏村內閣)共 7 人；第 3 期入閣者，則僅有林清江(蕭萬長內閣)1 人。總計入

閣的 16 人中，臺籍人士就有 8 位，且入閣者多半經歷兩任內閣的歷練，對政策的延續及業務

的嫻熟均有助益，也是政治體系穩定的主因。同前註，頁 15。 
107 同前註，頁 7-15。 
108 「革命實踐研究班」開班目的在遴選國民黨學養與經驗俱優的各行業領導幹部，共同切磋領

導與統御方法，研究國家建設及發展方案，並藉以儲備黨政人才，充實復國建國力量。蔣經國

兼主任任內共辦理 26 期，含文職 11 期、軍職 15 期。文職研究班第 1 期，遴調大學院長、所

長、系主任、中央黨部副主任(含救國團組長 1 人)、新聞機構社長(或總經理)及曾在院受訓之

績優行政人員 26 人。遴調程序由青工會、文工會、組工會及「革命實踐研究院」依類別加倍

提名，報請蔣經國核定。第 2 期以後之文職班，協調各有關單位，遴調教育學術、大眾傳播、

科學技術、財政金融、工商企業等暨黨政界優秀且具有發展潛力之幹部參加。軍職研究班的開

辦，乃奉蔣經國的指示辦理，「革命實踐研究班」自第 3 期起，至第 8 期止，均為軍職班，每

期 27 人，由國防部作業遴調，選調陸海空現役上校及以上具發展潛力之優秀軍官。此後文職、

軍職輪流調訓，迄 1987 年第 26 期結訓後停辦。軍職班調訓條件嚴格，研究員名單由國防部報

請總長核定，「革命實踐研究院」依往例邀集有關單位召開審查會審定正選研究員 27 名及備選

研究員 13 名，並簽呈蔣經國核可。同前註，頁 9。 
109 「革命實踐研究院」之訓練內容：一、共識課程：包括精神教育、思想教育與政治認識，其

中「思想類」課程，目的在加強研究員對三民主義基本國策之認識，對理論體系與實際方法之

研究，使能「堅定主義信仰」成為三民主義的忠實信徒。「政情類」課程目的在使充分瞭解國

家處境之艱難，增進政治認識，「提高政治警覺」，並磨練在艱難中自立更生、奮鬥不懈的精神，

以建立對革命前途必勝必成的信念。「匪情與大陸工作類」在兩岸對峙的環境下是必修的課程，

目的在加強研究員對匪鬥爭的「戰鬥意志」；二、專業課程：包括「國家政策」及「領導技能」

之研究，其中「國家政策類」佔最大比重，「十大建設」的參觀亦是重點所在，目的在使研究

員對政府各項重大政策能夠全盤瞭解，在執行公務時能符合國家政策之需要。「領導技能類」

在強化領導能力，將國家帶入現代化、科學化的領域，以達成政治革新，進而帶動全面革新之

要求；三、專題研討：在講述課程之外，透過分組及集體討論，研擬具體方案，提供黨政相關

單位作為施政及策進黨的工作參考；四、精神教育：以「主義、領袖、國家、責任、榮譽」五

大信念為總目標。並實施政治教育、時事研究、匪情分析及推行生活自治制度等。同前註，頁

12-13。 
110 「革命實踐研究班」的開辦即在接續「國家建設研究班」作培養高階領導人才的準備，兩者

的區別在於：「國家建設研究班」培養中生代接班人才，而「革命實踐研究班」則廣泛遴選社

會各階層人士，以培養國民黨的多元領導幹部及選舉菁英。如以「革命實踐研究班」第 1 期

為例，入閣的除了趙守博同時亦是「國家建設研究班」第 1 期結業外，另有毛高文(俞國華、

李煥內閣)、王建煊(郝柏村內閣)、簡又新(郝柏村內閣)。此外，「革命實踐研究班」其他期別

結業的，例如：廖正豪(第 17 期)、王志剛(第 27 期)、蔡兆陽(第 29 期)、祝基瀅(第 15 期)、葉

金鳳(第 13 期)、胡志強(第 28 期)、楊朝祥(第 28 期)、焦仁和(第 9 期)、陳健民(第 31 期)、詹火

生(第 28 期)等亦被延攬入閣，其他獲甄補為政府部門之行政領導幹部、黨務部門主管、地方

黨部主委及提名參選縣市長、民意代表等選舉菁英則不計其數。同前註，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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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班」訓練中上級幹部、「訓練班」養成基層人員、「研討會」目的在工作任務交

付。1978 年 7 月至 1988 年元月止，共辦理「革命實踐研究班」26 期、「革命實

踐講習班」74 期、「革命實踐訓練班」3 期，以及其他各類研討會 81 期，總計訓

練 1 萬 4927 人次。
111 

 

表 3-5：蔣經國任內「革命實踐研究院」訓練績效統計表 (1975.04-1988.01) 

班         別 訓  期  起  訖 班期數 受訓人數 

黨政建設研究班 1975.04.21-1975.6.14 2 465 

學生領導幹部講習會 1975.08.01-1978.07.28 8 704 

黨務工作研究班 1976.02.23-1978.07.28 14 1159 

國家建設研究班 1976.02.23-1976.12.18 3 84 

國家行政研究班 1977.04.18-1977.09.09 2 106 

歷史教學研討會 1977.97.25-1977.08.08 3 148 

65-66 研討會 1976.07-1977.08 6 364 

革命實踐訓練班 1979.05.06-1979.11.23 3 180 

革命實踐講習班 1979.07.06-1987.07.06 74 4550 

革命實踐研究班 1980.09.28-1987.05.18 26 716 

69-76 各類研討會 1980.07-1988.01 81 6451 

總計  222 14927 

資料來源：黃淑芳(2008)，〈經國先生與臺灣的人才甄補—以革命實踐研究院為個案分析〉，發表

於「蔣經國先生與臺灣民主發展」學術研討會，臺北：中華民國團結自強協會，頁 22。 

 

蔣經國對於「本土化」政策，表現出「腳踏實地的務實取向」「人格特質」。

前行政院院長李煥指出：「經國先生從未講過『本土化』這個名詞，但是他有這

個心意，整個發展過程是很自然、也是必然的。」112此外，蔣經國深知反攻復國

大業顯然非短期畢竟其功，因此政治權力必須與臺灣出身的地方政治菁英結合，

透過黨、團系統的甄拔管道，重用本省籍的民選政治菁英。113 

                                                 
111 同前註，頁 7。 
112 林蔭庭(1998)，《追隨半世紀—李煥與經國先生》，臺北：天下遠見，頁 112。 
113 黃淑芳(2008)，〈經國先生與臺灣的人才甄補—以革命實踐研究院為個案分析〉，發表於「蔣

經國先生與臺灣民主發展」學術研討會，臺北：中華民國團結自強協會，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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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經國推動「本土化」政策，有客觀條件的制約，也有個人主觀的政治認知。

就客觀條件言，1971 年我國被迫退出聯合國，1972 年爭取釣魚臺主權失敗，之

後日本、美國及其他邦交國陸續與我國斷交，一連串的外交挫敗，使得國家主權

受到嚴厲的懷疑與挑戰。
114而在國內，由於經濟逐漸發達，農業經濟轉為出口導

向的工業經濟，地方財團興起與民間資本額的累積，加上戰後新生代要求政治資

源重新分配的呼聲四起，黨外反對勢力應運而生等各種因素，皆使得國民黨為了

尋求本土人民的認同與支持，必須鞏固在臺灣的執政地位。
115蔣經國推動「政治

本土化」，一方面希望美國改變對臺灣的觀點，降低中美斷交的衝擊；另一方面

掌握時機，順應時代潮流，由於臺籍人士要求更多的「政治參與」，臺灣人民的

主體意識逐漸高漲，因此任用臺籍菁英，實施「革新保臺」措施，除了提昇自己

的聲望，獲得民眾的愛戴與肯定，進而順利接班外，更可透過改革以團結民心，

共同面對國家危急存亡關頭。此外，對於減緩執政當局與臺灣本土人士的矛盾與

衝突，亦具有正面的影響力。
116 

就地方選舉而言，蔣經國拔擢「青年才俊」，推動「政治本土化」政策，提

名非派系出身的本省籍縣長候選人，並培植新一代的國民黨黨工幹部，來取代既

有的地方派系勢力。117 

即使蔣經國推動「政治本土化」的過程遭受保守人士的質疑，依然展現堅定

                                                 
114 胡佛認為：1972 年至 1979 年是臺灣威權體制的維繫與轉向時期，臺灣自 1971 年退出聯合國

後，國民黨威權統治的反攻復國總目標受到嚴重挫傷，為了維繫制度化及正當化的統治基礎，

必須從國家的統一(國家層次)轉至社會安定與經濟繁榮(政策的層次)，因此蔣經國在 1972 年

擔任行政院院長後，隨即提出「十項行政革新」與「十項建設」，這兩個「十項」號召，就是

要將過去威權體制進行反攻復國的目的與正當性，轉向行政革新及社會、經濟建設的制度化

與正當性。胡佛(1998)，〈現代威權體制的轉型與民主化〉，《政治學的科學探究(四)政治變遷

與民主化》，臺北：三民，頁 25-26。 
115 美國前職業外交官，也是中國問題專家 William 說：「許多人認為他(蔣經國)將會表現平庸，但

結果他卻是一個非常好的領袖；他理解到，無論官方口號喊了什麼，現實是這個在臺灣的政府

不太可能很快離開。」E. Pace (1988),“Chiang Ching-kuo dies at 77,ending a dynasty on Taiwan＂,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4:A1.  

116 蔣經國最近幾年不斷「啟用」臺籍人士和所謂「青年才俊」。為什麼他會這麼做呢？這是有它

的原因，並不是偶然的現象，這是跟整個國際形勢及臺灣的政治社會有關。幾年來國際形勢

發生了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共進入聯合國，美國尼克森總統訪中，中美關係出現變化，中日

恢復邦交，世界各國紛紛與中共建立外交關係，臺灣在外交上越來越孤立；同時由於美國在

東南亞的勢力節節敗退，美國被迫修改亞洲政策，對於「臺灣問題」政策也有所改變；另一

方面是臺灣島內本身的變化，而國民黨當局也明白所謂「反攻大陸」只是個無法實現的夢想

而已，在目前的形勢下是無法達成的。因此蔣經國就喊出「起用臺籍人士，提拔青年才俊」

的口號，並利用這個口號來排擠元老派及國民黨內的其他派系勢力，將自己派系的人物安插

到每個角落去。林慧(1975)，〈蔣經國啟用的臺籍人士和「青年才俊」〉，《七十年代》，第 70 期，

頁 22-23。 
117 龍中天(1988)，《蔣經國的死後生前》，臺北：新梅，頁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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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決心」與「勇敢」面對挑戰的「人格特質」。他一方面考慮到法律依據，另

一方面則為國家奠立長遠發展的基礎，對於推動民主憲政的心意，決不改變。甚

至晚年利用接見立法委員及黨部同志時，提到一則蔣介石在 1949 年元月 11 日親

筆撰寫給臺灣省政府主席陳誠的電報，內容特別強調要多方啟用臺籍人士，以表

明他培植及晉用臺籍政治菁英的決心。
118蔣經國的用意就是在宣示認同臺灣本

土，以保持臺灣政局的長期穩定，最後達到國家統一的目標。119 

前行政院院長郝柏村認為蔣經國的「本土化」政策，短程目標是讓臺灣成為

一個復興基地，長程目標則是國家統一。他說：「他(蔣經國)那時本土化是起用本

省人，但本省人必須具有中國的思想，這是基本的。他認為我們在臺灣是一個復

興基地，不僅僅只是在護衛臺灣而已。早期他直接同本省人接觸，他很重視這件

事情，全省都跑。」
120此外，蔣經國也培植本省將領。郝柏村說：「他(蔣經國)

說要培植本省的將領，就是希望本省人要具有中華民族、中華民國立國以來一貫

的精神。而不是讓本土化把整個變成局限於臺灣了，因為他堅持國家的統一，長

遠的為國家統一來努力的意志是很清楚的。」121 

蔣經國在生命的最後幾年選對了制度，而此制度對臺灣未來「政治發展」具

有關鍵性的影響。如果有人問，假如蔣經國不那麼快去世，臺灣的「政治發展」

會不會走上另外一條路呢？答案應該很清楚，蔣經國在生命的最後兩年，路已經

                                                 
118 前總統李登輝認為：蔣經國雖然是獨裁者，卻也是一個人，對臺灣有特別的情感，也想照顧

臺灣老百姓。現在的國民黨是中國國民黨，其實蔣經國做出來的是臺灣國民黨。蔣經國當年

為維持自己的勢力，推動「吹臺青政策」，因為時代潮流，宣佈解除戒嚴，但是，當年如果沒

有蔣經國提起解除戒嚴，國民黨內也沒有人敢提議，如果沒有蔣經國晚年的政策，他主政 12
年的民主化工作也難以推動。《中國時報》，2008.5.15，版 A11。 

 

前民主進步黨黨主席許信良說：「蔣經國在了解他的歷史地位在於臺灣的執政表現後，將自己

的角色轉型為與中國無關，同時落實國民黨臺灣化，並積極任用臺籍人士，晚年在爭議中提

名臺籍李登輝為副總統，更是他為國民黨臺灣化所做的最後努力。如果不是李登輝擔任『兩

蔣』之後的臺灣領導人，臺灣可能無法如此平順且快速邁向民主。」李炳南(2008)，〈蔣經國

與臺灣的民主化—以本土化政策為例〉，發表於「蔣經國先生與臺灣民主發展」學術研討會，

臺北：中華民國團結自強協會，頁 9。 
119 前行政院院長李煥就任國民黨祕書長後第四天，蔣經國對他說：「我要你來，因為我心裡有三

個心願要實現，希望你能擔負一部分的工作。」蔣經國在病榻上念念不忘的是哪三個心願呢？

第一、國民黨要改革；第二、政治要民主；第三、國家要統一。兩岸分隔 40 多年了，現在臺

灣已有條件與力量促進國家統一。林蔭庭(1998)，《追隨半世紀—李煥與經國先生》，臺北：

天下遠見，頁 247。 
120 郝柏村(1995)，《郝總長日記中的經國先生晚年》，臺北：天下遠見，頁 317。  
121 前行政院院長郝柏村說：「省籍比例上，本省籍的軍官原來就比較少。不過，那個時候比方說

同樣有兩人可以升少將，但只有一個位置，也許我們考慮讓本省籍人士優先，因為本省籍人

士少嘛。事實上，在我任內，三軍將領的升遷，都有過這樣的例子。」郝柏村(1995)，《郝總

長日記中的經國先生晚年》，臺北：天下遠見，頁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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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定了，就是走現代民主國家之路，從軍事戒嚴走向正常民主國家。這是蔣經國

認清國、內外客觀環境和世界民主潮流之後做出的選擇，之後依《憲法》程序繼

任的國家領導人不過是沿著蔣經國選擇的道路繼續前進而已。對此前總統李登輝

曾說過一段生動的話：「經國先生如同舊約中的摩西，帶領族人要渡過約旦河，

不幸在摩押平原去世。但他的精神已灌注給繼承人約書亞，約書亞奮鬥不懈，終

帶領族人平安渡過約旦河，到迦南之地。」
122 

1987 年 7 月 27 日下午，蔣經國接見 12 位臺籍仕紳，如魏火曜、許金德、蔡

鴻文等人
123，在總統府茶敘時說：「我在臺灣住了將近四十年了，已經是臺灣人

了。」124蔣經國說出這句話，不僅因為他簡單地陳述事實，更表明了自己對臺灣

這塊土地的情感。
125 

    由於蔣經國親民、愛民的風範縮短本省人與外省人的鴻溝126，尤其當他自稱

                                                 
122 王作榮(1995)，《王作榮談李登輝》，臺北：稻田，頁 27。 
123 蔣經國說：「也可以講我也是臺灣人了，38 年，一樣嘛，我這個戶籍，這個戶口，一直都在

七海嘛。希望大家能夠安居樂業，不要你爭我奪，我能夠服務多少就服務多少，能夠給老百

姓多少，就給老百姓多少，那老百姓就會滿足了。我所希望給予臺灣的同胞是什麼呢？也就

是大家安安心心的工作，安安心心的生活，我們實實在在的來做事情，來做好我們自己應當

做的工作，所以今天我看到你們 12 位朋友，我非常興奮，講話也講得多了一點……照片洗好

以後會寄給你們。」紀錄片(2006)，臺北：東森新聞臺：「關鍵時代—蔣經國的旅程」。 
124 學者孫慶餘評論：「蔣經國承認他『已經是臺灣人』，這需要有絕大的勇氣及覺悟。因為『在

臺灣住了將近四十年』的國民黨當局，一直對『臺灣』兩字畏如蛇蠍，連談到地區(而非國號)

都必須代之以「中華民國」，更遑論自認是『臺灣人』。而在『臺灣恐懼症』及『大中國狂想』

的雙重作崇下，儘管全世界都以『臺灣問題』稱呼臺灣面臨的各種難局，國民黨當局卻堅認

『只有中國問題，沒有臺灣問題』。國民黨教科書中，也只有中國文化，沒有臺灣文化；只

有中國史，沒有臺灣史。國民黨的註解中，臺灣話就是河洛話。而所謂的「河洛話」，數十

年來又被廣泛禁止，臺灣人連隨意說母語的自由都沒有。臺灣雖有三百萬只說臺語的老人，

本地人口又佔百分之八十五，國民黨當局卻苛刻限制電視節目中的臺語時段，連演唱臺語歌

曲都有配額。瑞士人口只有六百萬，卻有四種(德、法、義、羅馬)官定語言，臺灣人口將近

二千萬，卻只准一種官定語言。臺灣各大學設有英語系、日語系、德語系等，獨獨沒有山地

語系、客語系、福佬語系。而長期消滅臺灣意識的政策執行下來，不但臺灣年輕一輩大多已

不會以臺語(正統中原音)朗讀中文，甚至許多來臺的外省人及其在臺誕生的第二代也不會說

臺語。」 孫慶餘(1992)，《兩個國民黨》，臺北：日知堂，頁 69-70。 
125 總統馬英九說：「以前李光耀先生常來臺灣，他非常喜歡臺灣，尤其非常喜歡日月潭，他每次

來，都會到日月潭住個一、兩晚，經國先生身體好的時候都會陪他。有時候他們會出來逛街，

日月潭涵碧樓附近，有一些賣土產的禮品店，李光耀先生其實是客家人，不過在新加坡他會

講閩南話，在新加坡閩南話叫福建話，他跟小販、店主用臺語交談，經國先生很羨慕他，說

你(李光耀)都可以，我都還不會講，他大概滿介意這一點，所以他交了很多民間友人，然後

在關鍵時刻，一方面宣佈他也是臺灣人。」紀錄片(2008)，臺北：中天電視新聞臺：「馬英九

與蔣經國」。 
126 退休駐華大使莊萊德(Everett Francis Drumright)接受陸鏗的訪問說：「蔣經國深入群眾之中，

對人很謙和，同時很有見識，比如他最近公開表示不傳子，就給我們美國人很好的印象。而

吸收臺灣人做官，最初也是他向他父親建議的。臺灣人普遍受很好的教育，經濟地位也日益

鞏固，臺灣不可避免地是要由臺灣人治理的，經過三十多年的變化，年輕一代的外省人與臺

灣人也就沒有什麼區別了。」陸鏗(1985)，〈一個最愛中國的美國人的觀察，美國堅定支持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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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臺灣人」127，並宣稱「蔣家人不會競選總統」時，更使得他所領導的政府，

不再被貼上「外來政權」的標籤。雖然在統治風格上，蔣經國受其父親影響頗深，

但他已巧妙地革新臺灣政治，同時展開新的發展趨勢。值得肯定的是，蔣經國提

拔許多臺籍菁英擔任政府重要職位，也努力使政府走向廉能，充份反映民眾需

求，提高人民對政府的影響力。
128 

總統馬英九說：「經國先生讓臺灣經濟更自由、實力更雄厚、社會更民主、

本土人才受到更大的重視。」129副總統蕭萬長說：「他(蔣經國)尊重臺灣本土，他

希望多啟用臺灣本土優秀的菁英，同時加速本土化的進展。」130雖然蔣經國於 1988

年病逝，世人褒貶不一，然而「他生前開啟的政治本土化工程，無論是順應時勢，

或是執意為國育才，對臺灣確實產生了決定性的影響。……蔣經國的『本土化』

政策緩和了臺灣的省籍矛盾，使島內的臺獨運動至少延緩了二十年發生。」
131  

綜觀蔣經國主政時期的人事現象，可以發現：其實「本土化」只是他政治甄

補的一環，在他啟用的政治人才中，非本省籍人士所佔的份量亦不少，蔣經國啟

用的新人大致可分為四類(如表 4-3)，第一類是黨、政、團系統基層出身，因工作

出色而受提拔；第二類是選舉出身，因有民意基礎而受提拔；第三類是因家世及

學歷出眾而受提拔；第四類是純學者型。其中除了第一、二類型性質特殊與臺灣

社會關係密切，較多為臺籍人士外，其他類型中則不乏非本省籍才俊。 

 

表 3-6：蔣經國啟用新人分類表 

第一類 李登輝、邱創煥、許水德、丁懋時、周應龍、錢  純、錢  復、 

章孝嚴、蔣孝武、王建煊 

第二類 林洋港、高育仁、吳伯雄、張建邦、張豐緒、蕭天讚、陳金讓 

第三類 陳履安、連  戰、宋楚瑜、關  中、鄭心雄、馬英九 

第四類 施啟揚、王唯農、林清江、陳水逢、李鍾桂、魏  鏞、張京育、孫  震

資料來源：黃嘉樹(1996)，《第三隻眼看灣—透視國民黨的臺灣經驗(1945-1988)》，臺北：大秦。 

頁 551-560。 

                                                                                                                                            
灣—訪退休駐華大使莊萊德(Everett Francis Drumright)〉，《百姓半月刊》，第 110 期，頁 19。 

127 前總統府副秘書長張祖詒說：「他(蔣經國)曾說過：『我也是臺灣人』。」張祖詒，〈教我如何

不想他〉，《中國時報》，2008.1.5，版 10。 
128 施為(Asian Surey)( 1986)，《抗拒改變的政權？外國人看臺灣政治》，臺北：洞察，頁 57。 
129 筆者於 2007 年 2 月 17 日 15 時 50 分至 16 時 20 分，電話專訪總統馬英九之內容。 
130 筆者於 2007 年 9 月 4 日 21 時 5 分至 15 分，面談專訪副總統蕭萬長之內容。 
131 林蔭庭(1998)，《追隨半世紀—李煥與經國先生》，臺北：天下遠見，頁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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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蔣經國甄補人才首重「品德與才能」，他認為「臺灣本地人事實上也

都是中國人」，省籍考量不是主要因素。蔣經國說：「我們對於政治人才的選拔與

推舉，考慮的是他的才識與品德，以及他是否得到人民支持，同時臺灣本地人事

實上也都是中國人，所以根本無所謂『臺灣化』問題。」
132此外，負責為蔣經國

推薦人才的李煥，主要從學識品格方向選才。李煥指出：「蔣經國品評人才特重

品德操守，有六項絕對禁忌—貪污舞弊、官商勾結、搞小組織、生活腐化、自我

宣傳、阿諛逢迎。一旦觸犯了這些『天條』，即便是親信部屬，蔣經國也會立刻

斷然處置。」
133前司法院院長林洋港認為：「經國先生在行政院長及總統任內，

為了國家建設，起用了很多年輕的幹部，本省籍和外省籍都有，……完全是為事

擇人，原無本土、非本土的區別。」
134 

蔣經國說：「人才以品德第一，其次為能力、經驗和學識。」135「進用人才

不講人情、地域或親屬的關係；祇要真正能對黨國有貢獻的人才，都要加以延攬。」

136他在 1987 年接受《遠見》雜誌專訪談到：「我在遴選人才時最主要考慮的是品

德與才能。」137由此可見蔣經國的用人哲學，主要著重在品德操守，籍貫所屬並

非重點。 

蔣經國認為應該「發現人才、培養人才與大公無私的運用人才」，因為「人

才」對於黨與政府及國家的成敗，具有舉足輕重的關鍵地位。他說：「中央、省、

縣市區各級黨部最重要工作之一，是發現人才、培養人才與大公無私的運用人

才，我們看中國歷史，凡國勢強大興盛的時候，也就是人才薈萃濟濟多士的時候，

所以我們可以說，黨與政府與國家的成敗，決定於能否發現人才、培養人才與運

用人才。」
138 

                                                 
132 蔣經國(1992)，〈唯有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才能造福世界共存共榮〉，《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5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138。 
133 林蔭庭(1998)，《追隨半世紀—李煥與經國先生》，臺北：天下遠見，頁 152。 
134 林洋港(1992)，〈蔣故總統經國先生遺愛長新〉，《近代中國》，第 87 期，頁 14。 
135 蔣經國(1992)，〈開創欣欣向榮新氣象〉，《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9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

頁 311。 
136 蔣經國(1992)，〈國家和黨的成敗在於自己〉，《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1 冊)，臺北：行政院新

聞局，頁 300。 
137 林蔭庭主編(2006)，〈一個決心積極革新的年代—歷史性專訪蔣經國總統〉，《動力 20—關鍵年

代的人與事》，臺北：天下遠見，頁 129。 
138 蔣經國(1992)，〈艱苦中的奮鬥—策定黨務工作的新觀念和新方向〉，《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0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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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經國喜讀《貞觀政要》139，他於 1964 年為《知人善任》文集寫序： 

 

余反覆究讀《貞觀政要》有年，於思危育才之旨，若有所悟。對初唐盛業，

故多讚慕，而益我最深且大的，還是知人善任之道。深察當時主政者的知

人、用人、待人、培植人以及幫助人成功的氣度與方法，益見唐文治武功，

其來有自矣。近年來，我常在此處下工夫潛心探究，期能有所進益，更勉

以培植人才，幫助別人成功為職志。
140 

 

蔣經國以「知人善任」為方法141，讚慕初唐盛世142，就是以政治家的角色，

為臺灣政局「培植人才、獎進人才」。
143並希望每一位人才團結合作，將「個人

的智慧、能力、德性，都能貢獻於國家社會」，使臺灣民主政治永續發展。 

 

 

 

 

                                                 
139 「《貞觀政要》，唐吳兢撰。吳兢，唐汴州浚儀人。史稱他『少厲志，貫知經史，方直寡諧。』

後詔直史館修國史。神龍中，為右補闕，累遷衛尉少卿，兼脩文館學士；復脩史。開元中，

為太子左庶子。兢居官多忠諫，敘事簡核，有古良史之風，嘗撰『則天實錄』，直筆無諱，當

時稱之為『今董狐』。《貞觀政要》一書，係吳兢采摭太宗朝政之設施、君臣之問對、忠賢之

諍議，隨事載錄，以備勸誡，萃成十卷、四十篇。事覈辭質，易為讀者通曉。當時不僅唐世

子孫奉為祖訓，後世之君，也莫不列之講讀，形之論議。後元朝儒士臨川戈直，又加以考訂

注釋，附載諸儒論說；當時大儒吳澄又加以題辭，以為乃世所不可無。此書記載太宗一朝，

君臣勵治圖精之事，而終歸於修身之道；再加上戈直的注釋集論，不僅可當做一本極有價值

的政書來看，以為後代治世所效法；同時對個人修身養性之道，也有極大裨益。」吳兢(1990)，
《貞觀政要》，臺北：宏業，頁 1。 

140 林蔭庭(1998)，《追隨半世紀—李煥與經國先生》，臺北：天下遠見，頁 151-152。 
141 魏徵〈諫太宗十思疏〉：「怨不在大，可謂稚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君人者，誠能見可

欲，則思知足以自戒；念高危，則思謙沖以自牧；慮庸蔽，則思虛心以納下。」皆提醒領導

者能關心民瘼，察納雅言，諮諏善道。 
142 蔣方智怡指出：經國先生知人善任之道來自初唐盛世的啟發，《貞觀政要》一書對他用人哲學

的啟迪尤多。任育德(2003)，〈「臺灣情本土心—蔣經國先生逝世十五週年紀念口述歷史座談

會」記錄〉，《近代中國》，第 153 期，頁 9。 
143 1971 年 12 月，時任國民黨省黨部主委的李煥提出一份「擴大延攬人才方案，」主張培養人

才必須依循三大步驟。第一、物色、發掘人才；第二、根據對方的專長、性向，把他擺在適

當的崗位上試驗，並對於他的表現、業績和對國家的忠誠要有考核；第三、不合標準的人員

要淘汰，優秀的人才則應該栽培，逐漸加重他的責任，讓他有機會出頭。李煥的三大步驟與

蔣經國的「發現人才、培養人才與運用人才」及國民黨的「選、訓、用」的人才培訓過程相

吻合。林蔭庭(1998)，《追隨半世紀—李煥與經國先生》，臺北：天下遠見，頁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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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致力於擴大憲政功能—民主自由是中國政治的道路，憲政是貫徹民

主自由的根本，中國軍民用血汗犧牲的代價，創造了憲政的光輝。這一光

輝絕不容許污損，這一根本絕不容許動搖。 

～蔣故總統經國先生～ 

 

 

經國先生對臺灣的前途有很清楚的看法，所以他要解嚴，他要讓政黨開

放，對於臺灣未來整個民主的轉型，因為他的遠見，才會有今天的臺灣民

主。 

～中華民國副總統蕭萬長～ 

 

 

「政治自由化」是威權體制開始轉型的重要指標，基本上它是人民權利重新

界定與擴張的過程，「政治自由化」一旦開始，將帶來其它效應，並決定威權體

制轉型的範圍與深度。具體而言，「政治自由化」是指有效保護個人及社會團體

免於國家或其它第三者專制或非法的侵犯。就個人而言，包括依法審判、人身自

由、秘密通訊自由、居住遷徙自由、言論出版自由；就團體而言，包括集體表達

對政府決策不滿的自由，以及集會結社的自由。臺灣「政治發展」過程中，「解

除戒嚴」及「開放黨禁」實為「政治自由化」最重要的條件，故本文選定蔣經國

晚年推動的「解除戒嚴」及「開放黨禁」為分析對象。 

 

本章第一節探討「政治自由化」的涵義與歷史背景；第二節探討「政治自由

化」的推動過程；第三節探討蔣經國「人格特質」與「政治自由化」的檢討與評

價。 



蔣經國人格特質與臺灣政治發展(1972-1988) 

 212

第一節  政治自由化的涵義與歷史背景 

 

壹、政治自由化的涵義 

 

「政治自由化」(Political Liberalization)與「政治民主化」(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是威權轉型的兩個重要概念。 

紐約大學教授普熱沃斯基(Adam Przeworski)認為：「政治自由化」是威權體制

的解體(the Disintegration of Authoritarian Regime)；而「政治民主化」則是民主制度

的出現(the Emergence of Democratic System)。
1 

美國聖母大學(University of Notre Dame)教授歐唐諾(Guillermo O’Donnel)與

義大利歐洲大學機構(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EUI)教授施密特(Philippe C. 

Schmitter)認為：「政治自由化」是指「保護古典自由主義者所主張的基本的個人

或社會權利，使其不受國家或第三者恣意或非法的侵犯」；而「政治民主化」則

是指「將公民權和民主程序原則取代先前運用的其他統治原則，或擴充人民參與

政策、體制的討論與決定」。2換言之，「政治自由化」是指「公民權」(Civil Rights)

的恢復，而「政治民主化」則是指「政治權」(Political Rights)的擴充。「政治自由

化」會先於「政治民主化」，而「政治自由化」未必帶來「政治民主化」，政治菁

英有可能利用「政治自由化」的策略，暫時緩和社會日益高昇的民主壓力，以換

取延後「政治民主化」的時間。 

學者 Meaney 認為：「政治自由化」是指出現使個人與團體得以行使其政治權

利的政治空間，但不含「執政黨轉讓其對成果的控制」之轉型。他並對「政治自

由化」與「政治民主化」提出簡潔的區隔標準：就具體觀察指標言，「政治民主

化」是指政黨輪替制度、黨政區分、軍隊國家化、民意的國會；「政治自由化」

是指言論、行動、結社自由的保障，例如：人身保護、釋放政治犯、媒體免於檢

查、社團有更大的組織空間，以及容許反對勢力參與政治活動的自由。其觀察指

標包括：一、新聞檢查鬆綁；二、允許集會抗議和示威；三、容忍來自人民及反

                                                 
1 Adam Przeworski (1986), “Some Problems in the Study of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in 

Guillermo O’Donnel, Philippe C. Schmitter, and Laurence Whitehead, eds., Transitions from the 
Authoritarian Rul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p.56. 

2 Guillermo O’Donnel and Philippe C. Schmitter (1986), “Defining some Concepts”, in Guillermo 
O’Donnel, Philippe C. Schmitter eds., Transition from the Authoritarian Rule: 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 Baltimore :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p.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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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勢力的批評；四、組織政治團體或政黨的自由。3 

學者呂亞力認為：所謂「政治自由化」是指解除種種限制人民行使自由與權

利之束縛，以及主觀意識的自我解放，尤其是從對權威的恐懼與敬畏中擺脫；「政

治自由化」為「政治民主化」之先決條件，但本身並不等於「政治民主化」；「政

治民主化」是指權力之重新分配、政治參與的擴充與落實、民意對政策影響的增

加，以及特權的消除等，「政治民主化」的獲致必然危及既得利益，因此比「政

治自由化」更易遭受保守勢力的阻撓。
4 

學者周陽山強調原有權利的開始運作，他認為：「政治自由化」是使原來旨

在保護個人與團體，使其免於國家非法或違憲侵害的種種權利，得以發揮實際效

能的一段歷程。這些權利包括：使傳播媒體免於檢查或免除查禁；使「自主性」

(Autonomous)的社會團體有更大的組織活動空間；使法律上保護個人的「人身保

護令」(Habeas Corpus)及相關的其他法令得以發揮效能；確保隱私權、言論自由、

通訊自由、請願自由、遷徙自由；法律之前人人平等及公平審判的權利；釋放政

治犯；容許反對勢力的出現。換言之，反對黨或反對勢力正式登上政治舞臺，並

得自由的參與政治活動，應被視為「政治自由化」的重要指標。而「政治民主化」

則專指公民權或公民地位的恢復與擴張的歷程，「政治民主化」一方面是指公民

權或公民地位的恢復(使原先因其他統治方式，如脅迫統治或軍事管制而失去的

公民參政權得以恢復)；另一方面，則係指將公民權擴張給原本未享有這些權利

的個人(如政治犯)或團體(如政黨及利益團體)。和「政治自由化」不同的是，「政

治民主化」不僅止於使權力發生效能或擴增其涵蓋對象，尚包括公開的選舉與競

爭，藉自由、公開、公正的選舉，決定政權由誰來掌握。換言之，「政治自由化」

是指個人與社會團體的權利擴張，使保護他們的種種法律生效；而「政治民主化」

卻是進一步要求全面開放參政管道，甚至包括完全開放的競爭選舉，其結果很可

能就是政權的合法轉移。5 

前述學界對「政治自由化」與「政治民主化」的涵義界定紛陳。然而，從《中

                                                 
3 C. S. Meaney (1992),”Liberalization,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Role of the KMT”, in Cheng Tun-jen 

& Stephan Haggard ed. Political Change in Taiwan. London: Lynne Rinner ,p.95-120. 
4 呂亞力(1990)，〈政治自由化及民主化發展〉，收於《臺灣經驗新階段—持續與創新》公共政策

研討會，臺北：二十一世紀文教基金會，頁 1。 
5 周陽山(1988)，〈民主化、自由化與威權轉型—國際經驗的比較〉，《中山學術論叢》，第 8期，

頁 80-81。 
周陽山(1995)，〈制度化與民主化概念的省思〉，發表於臺灣民主化學術研討會，高雄：國立中

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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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民國憲法》角度觀之，「政治自由化」乃是保障或恢復個人基本權利，即保障

或恢復《憲法》第 8 條至第 14 條所規定之「人身自由、居住遷徙自由、言論、

講學、著作及出版自由、秘密通訊自由、集會結社自由」等；而「政治民主化」

則是保障或恢復公民參政權利，即保障或恢復《憲法》第 17 條、第 18 條之四權

行使和應考試、服公職之權。由公民參政權向外延伸的法制化(含《憲法》、各種

選罷法規)、政黨競爭，以及和平轉移政權都屬於「政治民主化」的範疇。 

依據以上論述，蔣經國主政時期完成的政治轉型基本上屬於「政治自由化」

的層次。就臺灣的政治事實而言，學者齊光裕認為我國「政治自由化」包括：「解

除戒嚴」、「開放黨禁」、新聞及言論自由、刑法第 100 條修改、准許海外異議人

士返國、出版廣電法規修訂、准許集會遊行，以及開放大陸探親等。
6 

 

  貳、政治自由化的歷史背景 

 

蔣經國宣佈「解嚴」前，國內已出現許多要求「政治自由化」的聲音，試圖

衝撞國民政府的戒嚴體制。本文回顧幾個具代表性的歷史事件，例如：《自由中

國》雜誌的發行、〈臺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事件、《大學》雜誌的發行、「中壢

事件」及「美麗島事件」，來說明政府在「解嚴」前知識份子追求「政治自由化」

的過程。 

 

一、《自由中國》雜誌 

《自由中國》雜誌最早於 1949 年元月國軍與中共徐蚌會戰後即擬出版。7當

時主張自由主義的知識份子，準備在上海辦刊物，藉以影響社會風潮。雷震
8自

述：「我們經常見面，對於時局應該如何來盡國民一份子之力量來圖挽救，因為

中國還有半壁江山存在也。我們集談結果，主張辦個刊物，宣傳自由與民主，用

                                                 
6 齊光裕(1996)，《中華民國的政治發展—民國三十八年以來的變遷》，臺北：揚智。 
7 傅正(1989)，《為中國民主黨、民主進步黨戰鬥》，臺北：作者自行發行，頁 260。 
8 傅正對雷震的性格描述如下：「雷先生的性格有一個特徵，就是理想主義的色彩及浪漫主義的

情調。正因為這樣，他只要選定了一個目標，然後可為這個目標而犧牲奮鬥在所不惜，知其不

可為而為之，乃至於死而後已。他搞政治這麼久，我想他並不是不知道，在中國從事民主運動、

辦雜誌，甚至組黨，有極大困難，他還是這樣做，就是因為這種性格。」傅正(1989)，《為中國

民主黨、民主進步黨戰鬥》，臺北：作者自行發行，頁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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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對抗共產黨專政的極權政治，以之挽救人心。」9然而刊物尚未出版，共軍即

已佔領大陸地區，出版社因而遷移來臺。 

1949 年 11 月 20 日，《自由中國》於臺北首次發行半月刊，至 1960 年 9 月 1

日停刊。創刊之初，以支持中華民國政府對抗「叛亂」的中共政權為目的。社員

雷震、殷海光、夏道平、杭立武、王世杰、胡適等皆為自由主義者，堅持民主理

念。胡適時任刊物發行人，他說： 

 

我們實在不能坐視這種可怕的鐵幕普遍全中國。因此，我們發起這個結

合，作為《自由中國》運動的一個起點。……我們的宗旨，就是我們想要

做的工作，有這些：一、我們要向全國國民宣傳自由與民主的真實價值，

並且要督促政府(各級的政府)，切實改革政治經濟，努力建立自由民主的

社會。第二、我們要支持並督促政府用種種力量抵抗共產鐵幕之下剝奪一

切自由的極權政治，不讓他擴張他的勢力範圍。第三、我們要盡我們的努

力，援助淪陷區域的同胞，幫助他們早日恢復自由。第四、我們最後的目

標是使整個中華民國成為自由的中國。
10 

 

從《自由中國》的宗旨可見，其確為秉持自由主義以宣傳自由、民主的刊物。

「在《自由中國》半月刊的創辦初期，不僅與國民黨政權有密切關係，甚至可以

看成國民黨在危厄環境中，試圖以新形象來爭取海內外支持的宣傳刊物。」11當

時《自由中國》與國民政府的關係不差，例如： 

(一)、《自由中國》創辦人與發行人雷震，曾經在抗戰勝利後擔任「政治協

商會議」秘書處之秘書長(另有 3 位祕書是中共齊燕銘、民盟蔣勻田、青年黨蕭

智僧)，受到國民政府的信任，當然推動此刊物，有其特殊的意義。12 

(二)、教育部在刊物草創時，曾經每月由教育宣傳費項目中，撥付約合美

                                                 
9 雷震(1978)，《雷震回憶錄—我的母親續篇》，香港：七十年代社，頁 58。 
10 此宗旨刊登於每期之頁首。胡適(1949)，〈《自由中國》的宗旨〉，《自由中國》，第 1 卷第 1 期，

頁 2；澄社(1992)，《臺灣民主自由的曲折歷程—紀念雷震案三十週年學術研討會論文集》，臺

北：自立晚報社，頁 351。 
11 彭懷恩(1987)，《臺灣政治變遷四十年》，臺北：自立晚報社，頁 72-73；李筱峰(1987)，《臺灣

民主運動四十年》，臺北：自立晚報社，頁 58。 
12 李筱峰(1987)，《臺灣民主運動四十年》，臺北：自立晚報社，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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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 500 元的臺幣支助；此外臺灣省政府撥發公務員住宅一棟，供雜誌社使用。13 

(三)、早期國軍訂購《自由中國》供官兵閱讀，即使在越南西貢附近富國

島的黃杰部隊，也都會閱讀《自由中國》，黃杰曾寫信向雷震索閱，而雷震也每

期寄送 10 本，直到黃杰部隊轉進來臺為止。
14 

早期《自由中國》的存在，對於國民政府而言，可以彰顯某種政治風氣的開

放，且能改善國際形象，獲得美國等國際社會的支持。
15然而《自由中國》的言

論除了宣揚自由民主及批判共產政權外，也經常檢討臺灣政治現況，例如：1951

年 6 月(第 4 卷第 11 期)由夏道平執筆的社論〈政府不可誘民入罪〉，抨擊政府金

融管制引起情治人員貪污案；1955 年，雷震更因刊登文章討論國民黨黨紀，遭到

國民黨開除黨籍
16；1956 年 10 月 31 日的「祝壽專號」(第 15 卷第 9 期)17，為祝賀

蔣總統 70 大壽，多位學者如胡適、徐復觀、陳啟天、毛子水、陶百川、雷震、

徐道鄰、王師曾、夏道平、蔣勻田等，均分別撰文。其中社論〈壽總統蔣公〉更

提出 3 點建議—選拔繼任人才、確立內閣制，以及實行軍隊國家化。此外該期各

篇文章廣泛評論時政，甚至論及蔣總統性格並對其領導統御方式提出建議。18 

1957 年到 1958 年間，多達 15 篇的系列性社論〈今日的問題〉，篇名分別為：

〈是什麼，就說什麼〉、〈反攻大陸問題〉、〈我們的軍事〉、〈我們的財政〉、〈我們

的經濟〉、〈美援運用問題〉、〈小地盤、大機構〉、〈我們的中央政制〉、〈我們的地

方政制〉、〈今天的立法院〉、〈我們的新聞自由〉、〈青年反共救國團問題〉、〈我們

的教育問題〉、〈近年的政治理想與作風〉、〈反對黨問題〉等，皆刺中當局時弊，

直指國政核心。19 

1957 年起，《自由中國》注意到政治上的某些政策和措施所造成的省籍問題，

強調重視臺灣人的地位，為臺灣人的權益發言。1958 年 2 月 16 日，《自由中國》

                                                 
13 李子堅(1983)，〈我所認識的雷敬寰先生，訪前《自由中國》編輯黃中〉，《亞洲人》，第 4 卷第

4 期，頁 81。 
14 雷震，(1978)，《雷震回憶錄—我的母親續篇》，香港：七十年代社，頁 3-4。  
15 柏楊說：「《自由中國》是國民大會代表雷震先生創辦，受到胡適先生支持，它是傳播民主自

由思想，對社會弊端的直言不諱，在五 0 年代，成為臺灣社會唯一的一座燈塔。……呼籲希

望國人從腐敗、獨裁、封建中覺悟。」柏楊 (1996)，《柏楊回憶錄》，臺北：遠流，頁 216-217。 
16 雷震(1978)，《雷震回憶錄—我的母親續篇》，香港：七十年代社，頁 356。 
17 傅正(1989)，《為中國民主黨、民主進步黨戰鬥》，臺北，作者自行發行，頁 261。 
18 「胡適建議蔣中正應該總攬大局，不必在每一件小事上分心，也就是提議分層負責、信任專

家。國民黨抨擊胡適包藏禍心，目的在剝奪領袖的權柄，使領袖成為無權無能之輩。另一是

《自由中國》主張推行民主政治，建立法律尊嚴，要求給人民一個明確的言論軌道，國民黨

抨擊這是一種可怕的「思想走私」。」柏楊 (1996)，《柏楊回憶錄》，臺北：遠流，頁 219。 
19 夏道平(1998)，《我在自由中國》，臺北：遠流，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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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 卷第 4 期)刊出社論〈反對黨問題〉，以及朱伴耘的〈三論反對黨〉、梁叔文

的〈論政黨政治〉。之後胡適更公開主張：「讓教育界、青年、知識份子出來組織

一個不希望取得政權的『在野黨』」。
20此時《自由中國》認為成立反對黨是解決

所有政治問題的關鍵因素，乃與本土反對人士逐步取得共識，最後與臺灣的反對

勢力結合，朝向組織新政黨的方向發展，這是本土在野人士與外省籍知識份子的

初次結合。 

此外，《自由中國》於 1959 年到 1960 年間，更向上觸及「修憲」(蔣總統二

屆任滿之憲政問題)、「政黨」(組織新政黨之問題)等禁忌議題，引發保守勢力的

圍剿，雙方在文字戰場形成攻防戰。 

1960 年國民政府舉辦地方省議員選舉，同年 4 月，雷震在《自由中國》發表

〈反對黨的自由及如何確保〉一文。5 月 18 日民、青兩黨及無黨籍人士，在臺

北民社黨總部召開「在野黨及無黨派人士本屆地方選舉檢討會」，參加人士包括：

雷震、吳三連、李萬居、楊金虎、許世賢、高玉樹、王地、郭雨新、夏濤聲、成

舍我、傅正等 72 人。
21其中郭國基發言更直接促成組黨的行動，他說： 

 

今天民青兩黨的力量委實太小了。我也無意批評民青兩黨，我希望民青兩

黨自動解散，另外組織一個強有力的新黨。……現在國民黨一黨專政，也

是認為中華民國的創立，是國民黨一黨的貢獻，現在應該由他們一黨來享

受革命勝利的果實。……所以我希望把民青兩黨整個全部解散，和臺灣一

般民主人士共同來組織一個強有力的在野黨，發揮民主的力量。22 

 

當天會議即決定組織「地方選舉改進座談會」。6 月 26 日，召開第一次委員

會，李萬居表示：「我們所積極籌畫的工作雖是『地方選舉改進座談會』，實際上

是在替組織新的反對黨做鋪路的工作。」23此後兩個月間，分別於臺中、嘉義、

高雄、中壢等地召開選舉改進座談會，並聲稱將於 9 月底或 10 月初正式成立新

政黨。 

此時，一些地方民主人士如郭雨新、許世賢、高玉樹、蘇東啟等欲與雷震共

                                                 
20 胡適(1958)，《自由中國》，第 18 卷第 11 期，頁 9-10。 
21 李筱峰(1987)，《臺灣民主運動四十年》，臺北：自立晚報社，頁 74。 
22 郭國基(1960)，《自由中國》，第 22 卷第 11 期，頁 22。 
23 李萬居(1960)，《自由中國》，第 23 卷第 1 期，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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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中國民主黨」，秘密草擬〈中國民主黨創立宣言草案〉，宣言中表示「組成英

美式的和平政黨，以取代武力革命，避免國破家亡的慘境。……反共的真義在於

大家要作『人』，要作充分享有基本人權的『人』。」
24；「在政綱方面包含：爭取

國家的獨立與統一、維護國際的正義與和平、保障人民的權利與自由、維護司法

獨立、建立國家軍隊、建立文官體制等；在當前的政治主張方面包含：保障人權、

取消一黨專政等。」
259 月 1 日《自由中國》刊出殷海光的社論〈大江東流擋不

住〉，表示組黨的必然性。
269 月 4 日警備總部以涉嫌叛亂的罪名，拘捕雷震與編

輯傅正等人，《自由中國》被查封。9 月 10 日，組黨人士將「選舉改進座談會」

改為「中國民主黨籌備委員會」。10 月 8 日雷震以「知匪不報」(明知雜誌社的會

計劉子英是匪諜，而不告密檢舉)、「為匪宣傳」(曾於《自由中國》第 17 卷第 3

期散布「反攻無望論」，即「連續以文字為有利於叛徒之宣傳」)
27的罪名被判有

期徒刑 10 年。281961 年元月 23 日，「中國民主黨籌備會」在臺北舉行第 5 屆縣市

議員選舉檢討座談會，這也是最後一次活動，島內第一次民主運動尚未開始即告

終。 

「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失敗，一般認為有下列幾項因素： 

(一)、1958 年爆發「八二三砲戰」，外在「明顯而立即的危險」，促使民眾

認知局勢的不安定性，亦即「非常時期」是事實，而非口號，有助政府採取緊縮

政策。 

(二)、就內在環境言，當時臺灣仍屬典型農業社會，工業基礎薄弱，一般

國民生活水準仍偏低，追求生活安定與溫飽乃第一要務，無暇思及政治問題。 

                                                 
24 史明(1980 )，《臺灣人四百年史》，臺北：蓬島文化，頁 1127。 
25 阮銘等著(2000)，《民主在臺灣》，臺北：遠流，頁 77。 
26 殷海光(1960)，《自由中國》，第 23 卷第 5 期，頁 4-6。 
27 傅正認為雷震的罪名是蓄意製造出來的，他說：「就雷震的所謂罪名而言，主要是兩項，一是

所謂知匪不報，即所謂『明知』劉子英『為匪諜而不告密檢舉』；一是所謂為匪宣傳，即所謂

『連續以文字為有利於叛徒之宣傳』。前一部分的罪證，純粹是以劉子英的所謂自白書為憑；

後一部分的罪證，純粹是以《自由中國》半月刊三年來所發表的文章為憑。然而，這兩項所

謂罪證，不僅在當時就可看出是蓄意製造出來的，現在更可以看出是蓄意製造出來的。」傅

正(1989)，《為中國民主黨、民主進步黨戰鬥》，臺北：自者自行發行，頁 307。 
28 當時美國駐華大使莊萊德(Everett Francis Drumright)認為：「雷震是因為他在『組織一個國際性

的反對黨中的領導地位』而被逮捕及起訴。」；「蔣介石『不會容忍一個強有力、組織良好的

政治反對黨。蔣介石視雷震鍥而不捨的籌組反對黨，是對他及國民黨政治至上優勢的日益威

脅。』」；「此外蔣介石『準備拒絕美國的干預，並採取他認為必要的步驟，包括使用武力，以

壓制對其政權及反攻大陸之使命的威脅。』」；「如果有效的反對勢力獲容許成立，『那對國民

黨將構成威脅』。因為『如此反對黨勢將演變成臺灣人的組織，直接向臺灣人提出訴求。如果

這樣一個組織能成為國民黨的政權替代者，並在誠實的選舉中能自由的形成政策，那國民黨

幾乎註定要完蛋。』」王景弘(2000)，《採訪歷史—從華府檔案看臺灣》，臺北：遠流，頁 296-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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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產階級人數少，多為大陸遷臺公教人員組成，彼等深知中共本質，

懼怕大陸時期的學潮、工潮等民主運動，重視安定及團結的重要。彼等普遍認為，

當時除國民黨外，沒有一個力量足以抵擋中共；除臺澎金馬外，沒有可退守之地，

因而強調力量集中、意志集中。 

(四)、土地改革後，政府贏得農民支持，相對於早期本土反對勢力，多由

日益沒落的士紳階級組成，早已失去權力基礎，被社會潮流淘汰。
29 

綜觀 1950 及 1960 年代的臺灣，國民政府領導階層的意識型態，仍深受大陸

時期政治鬥爭影響，傾向維持安全甚於自由；此外，當時臺灣的社會環境仍屬農

業社會，追求物質滿足更甚於政治民主，對於高層次的政治批判缺乏認同感；同

時，政治自由運動的成員主要為大陸籍知識份子與本土日益沒落的士紳，欠缺支

撐民主自由的下層結構，註定其最終失敗的命運。
30雖然如此，籌組新政黨的反

對人士分別在地方發展勢力，如李萬居、黃玉嬌、許世賢等，對 1970 年代的黨

外運動，以及 1986 年民主進步黨的成立，均有間接的影響。 

     

二、〈臺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 

    在《自由中國》被禁的白色恐怖時期，1964 年時任臺灣大學的彭明敏教授，

與學生魏廷朝、謝聰敏聯合起草〈臺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彭明敏質疑蔣介石

政權的合法性：「3000 餘人的國大代表中，臺灣只有 10 餘席；473 人的立法院中，

臺灣的代表也不過 6 名，他們的任期已分別於 12 年和 15 年前屆滿，當然不能代

表現在的臺灣人民。」31他同時提出具體目標和原則： 

(一)、我們的目標 

1、確認「反攻大陸」絕無可能，推翻蔣政權，團結 1200 萬人的力量，

不分省籍，竭誠合作，建設新的國家，成立新的政府。 

2、重新頒佈《憲法》，保障基本人權，成立向國會負責且具有效能的政

府，實行真正的民主政治。 

3、以自由世界的一份子，重新加入聯合國與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建立

邦交，共同為世界和平努力。 

                                                 
29 齊光裕(1996)，《中華民國的政治發展—民國三十八年以來的變遷》，臺北：揚智，頁 270-271。 
30 彭懷恩(1990)，《臺灣發展的政治經濟分析》，臺北，風雲論壇，頁 213。 
31 彭明敏(1992)，《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錄》，臺北：前衛，頁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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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們的原則 

1、遵循民主常軌，由普選產生國家元首，他不是被萬人崇拜的偶像，

也不是無所不能的領袖，更沒有不容批評的教條，他只是受國會監督與控制，熱

心為民眾服務的公僕。 

2、保障集會、結社及言論自由，使反對黨獲得合法地位，實行政黨政

治。 

3、消滅特權，革除貪污，整飭政風，改善公教人員待遇。 

4、健全文官體制，實行科學管理，提高行政效能，建立廉潔公平的政

治環境。 

5、保障司法獨立，廢除侵犯人權的法規，嚴禁非法逮捕、審訊與刑罰。 

6、廢止特務制度，依民主國家常軌，規定警察的地位和職務，並樹立

人民的守法精神。 

7、確保人民國內外通信、遷徙與旅行自由，維護開放的社會。 

8、以自衛為原則，裁減軍隊，並保障退伍軍人的地位與生活。
32 

 

    「彭明敏、魏廷朝、謝聰敏的〈臺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在臺灣民主運動史

上的意義，是臺灣人第一次有系統地提出把臺灣建設成為一個現代民主國家的目

標，指出臺灣的民主化必須建立在明確的國家定位基礎上。」33然而彭明敏等師

生 3 人於 1964 年 9 月 20 日中秋節被捕，當時國民政府對於此案，認為是「政府

與臺灣人民的正面衝突，……在二二八事件陰影下，政府與臺灣知識份子間的衝

突不能再擴大了。」
34 

    之後，彭明敏的母親為他聘請梁肅戎為辯護律師35，然而在當時的戒嚴環境

體制下，彭明敏仍被控「以非法手段圖謀推翻政府」的罪名被判刑 8 年，最後蔣

介石給予特赦出獄。1970 年彭明敏在友人的幫助下，易裝流亡瑞典，開始長達

                                                 
32 同前註，頁 157-158。 
33 阮銘等著(2000)，《民主在臺灣》，臺北：遠流，頁 79。 
34 梁肅戎(1995)，《大是大非》，臺北：天下遠見，頁 168-169。 
35 「梁肅戎是國民黨黨員，屬於所謂『開明派』，東北人，於一九四七年在大陸被選為立法委員，

與我(彭明敏)差不多同齡，曾在日本留學，雄心勃勃，與國民黨內要員私交不錯。我的家人並

沒有什麼幻想，因為梁曾經也是《自由中國》雜誌社雷震的律師，而雷震終被判徒刑十年。」

彭明敏(1992)，《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錄》，臺北：前衛，頁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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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年的海外生涯。36 

     

三、《大學》雜誌 

    《大學》雜誌創刊於 1968 年元月，由臺大畢業青年鄧維楨獨資創辦，發行

人為林松祥。創刊號一文〈編者的信〉表示：「現在讓我們……共同從事一個實

驗，看一看知識份子經由正直及公正的態度而發出的言論是不是就不會贏得重

視？在這一個實驗裡，編輯們要到處努力尋找傑出的知識份子。」創刊號亦強調：

「我們都懂得用名畫來增輝家庭，用密絲佛陀來美化姿容，當然更懂得訂一份出

色的雜誌來高貴一個人的心靈。」
37可見《大學》雜誌草創初期的自我定位，是

一份「六○年代的知識份子刊物」。此外，根據總編輯楊國樞的說法，他認為： 

 

當初《大學》雜誌的創辦，有其時代的因素與背景。那時候有反共抗俄的

大陸政策問題、釣魚臺事件，臺灣地位岌岌可危，國際上經常受到挫折。

老的體制僵固不化，難以有效運作，新時代所產生的新問題，老體制也招

架乏力；因此，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之下，一群青年人就想辦一份雜誌，以

期督促政府，加速革新以保臺。
38 

 

「《大學》雜誌起初僅是一個小型的同仁雜誌，除了介紹一些文化、思想、

藝術等層面的內容之外，沒有較敏感或高層次的論政，因此還談不上形成政治革

新的氣候。」39前 3 年的《大學》雜誌，其內容大致可歸諸為「校園文化」、「純

知識份子型」的刊物。 

 

 

 

 

 

                                                 
36 同前註，頁 237-298。 
37 轉引自澄社(1992)，《臺灣民主自由的曲折歷程—紀念雷震案三十週年學術研討會論文集》，臺

北：自立晚報社，頁 381。 
38 同前註，頁 395。 
39 李筱峰(1987)，《臺灣民主運動四十年》，臺北：自立晚報社，頁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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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大學》雜誌第 1 年至第 3 年的內容分類表 

類別 

年別 

知識份子

泛    論

思想 

文化 

科學 心理 經濟 文藝 教育及

青年 

其他及不

易歸類者

第 1 年 19 42 10 9 1 56 32 53 

第 2 年 3 4 3 4 13 89 38 7 

第 3 年 12 81 9 2 6 60 24 5 

資料來源：澄社(1992)，《臺灣民主自由的曲折歷程—紀念雷震案三十週年學術研

討會論文集》，臺北：自立晚報社，頁 381。 
 

1971 年元月，《大學》雜誌改組並加速「政治化」。由丘宏達擔任名譽社長，

楊國樞擔任編輯召集人，社務委員網羅知識份子 50 多人後，才真正形成政治革

新運動，開始評論政治現況。 

    《大學》雜誌改組的因素，包括國際因素及國民黨因素40。就國際因素而言，

1970 年「釣魚臺事件」41，以及 1971 年「退出聯合國」等，皆刺激知識青年關心

國事的熱忱，紛紛投入評論時政與推動革新的活動42；就國民黨因素而言，當時

國民政府扮演「催化的作用」43，其改組與發展，受到政府的支持與關切，張俊

宏曾論及此種關係為「智者與權者的交流」44，甚至受到當時擔任行政院副院長

蔣經國的重視，不僅有閱讀《大學》雜誌的習慣，常用紅筆劃圈，並在官方會議

中提及相關內容。45或許因為長期以來執掌救國團，並且被塑造為「青年導師」

的蔣經國，需要開創一種改革的氣氛。黃默教授指出： 

 

                                                 
40 「而其關鍵則是一九七○年十月，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張寶樹與當時主要知識份子們的座

談。」澄社(1992)，《臺灣民主自由的曲折歷程—紀念雷震案三十週年學術研討會論文集》，臺

北：自立晚報社，頁 382。 
41 「一九七○年八月，日本外相愛知揆一在日本參院擅自主張釣魚臺列嶼應屬日本，引發了中

臺美日的釣魚臺主權問題，同年十二月，普林斯頓大學中國學生召開座談會，開始了海內外

的保釣運動。」同前註，頁 385。 
42 一九七○年十二月，「美國國務院發佈『臺灣地位未定論』，臺灣在聯合國的地位開始動搖。(一

九七一年)五月，臺灣發起『反對共匪進入聯合國運動』，七月，美國總統尼克森宣佈將訪問中

國大陸，十月，聯合國的中華民國代表團團長周書楷宣佈退出聯合國，十二月，臺北各大專

院校學生發出《我們的呼籲》，主張革新內政、強固外交等。」同前註。 
43 李筱峰(1987)，《臺灣民主運動四十年》，臺北：自立晚報社，頁 92。 
44 廖達琪、秦鳳英(1992)，〈知識菁英團體對威權體制民主化的影響—臺灣《大學雜誌社》個案

分析〉，《中山社會科學季刊》，第 7 卷第 4 期，頁 53。 
45 同前註。  



第四章  蔣經國人格特質與政治自由化 

 223

許多跡象顯示，蔣經國已準備接掌政府，雖則他及他四周的助手們對黨內

之老領導者的許多觀點並不同意，很明顯的，蔣經國已決定在所有國家基

本重要政治問題上依隨他父親，靜待自己時代的到來。一九七一年十月號

《大學》雜誌刊出〈國是諍言〉的同時，重刊了蔣經國在贛南時期所寫的

〈追念我的知友王繼春〉，這是篇充滿感情的文章，談到友情，亡友對自

己在贛南所推動的改革之獻身，以及對中國未來的希望。此文重刊，可能

是《大學》雜誌那些教授自勵的寓意，但更可能的是，他們欲藉此提醒蔣

經國，他作為改革的年輕時代，並用以象徵大家對他寄予無窮希望。此文

重刊，引起海內外許多猜測，最甚者是認為蔣經國與知識份子集團聯合，

以對抗黨內老一代的保守勢力。
46 

 

從 1971 年元月《大學》雜誌改組，至 1973 年元月趨於分裂為止，政論類文

章甚為豐富，內容包括： 

(一)、1971 年元月號，劉福增、陳鼓應、張紹文聯合發表〈給蔣經國的信〉，

提出 3 點建議：1、多接觸講真心話的人；2、提供一個說話的場所；3、若有青

年人被列入「安全紀錄」而影響到他的工作或出國時，請給予申辯和解釋的機會。

47 

(二)、1971 年 4 月號，由 93 位學者及中小企業家共同署名發表〈我們對

釣魚臺問題的看法〉，提出釣魚臺列嶼在歷史上、地理上與法律上為臺灣省不可

分割的領土，我們堅決反對任何外國以任何方式侵占我們的土地，並堅決支持我

國政府維護該列嶼主權的措施。此為保釣運動的先聲，開啟知識份子關心國事的

風氣。 

(三)、1971 年 5 月號，發行「保釣專號」，報導各大學校園與學術界的保

釣運動。 

      (四)、1971 年 7 至 9 月號，連載〈臺灣社會的分析〉，全文由張景涵(俊宏)、

張紹文、許仁真(信良)、包青天(奕洪)聯合撰寫，文中分別剖析財閥、勞工、公

務員、舊式地主、知識青年、企業幹部、中小企業者、農民及其子弟等階層的性

                                                 
46 澄社(1992)，《臺灣民主自由的曲折歷程—紀念雷震案三十週年學術研討會論文集》，臺北：自

立晚報社，頁 383。 
47 劉福增、陳鼓應、張紹文(1971)，〈給蔣經國的信〉，《大學》，第 37 期，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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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建議政府重視並運用這些最具潛力的人力資源，從事社會建設。48 

      (五)、1971 年 10 月號，發表〈國是諍言〉，由楊國樞、高準、許信良、吳

大中，金神保、陳少廷、張尚德、張紹文、蘇俊雄、陳鼓應，張俊宏、呂俊甫、

丘宏達、包奕洪、孫震等 15 位聯合署名，對當時政治局勢提出多項改革主張，

例如：統治階層必須革新—包括：國防軍事、外交經費、行政機構，以及公營事

業的節流等；法治政治的確立—包括：行政權的約制、制度的建立、司法的獨立、

立法的健全，以及監察制度的改革等；多元價值的開放社會—包括：思想統一不

是國家統一的先決條件、教育制度的改革、對安全機構的批評、學術自由的重要、

開放對大陸研究之必要，以及門戶開放之必要等；並對中央民意代表久未改選提

出批判，質疑其合法性的問題。
49 

    此外社長陳少廷發表〈中央民意代表的改選問題—兼評周道濟先生的方

案〉，提出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主張，他認為當時的中央民意代表已失去「代

表性」，籲請執政當局增訂憲法臨時條款，在自由地區及海外僑界，全面改選中

央民意代表，產生新的國會。50這些言論，顯然較《自由中國》時代，更進一步

觸及政府統治的合法性與代表性的問題。12 月 7 日，陳少廷更與周道濟在臺大

體育館，就「應否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的問題，舉行一場辯論。 

      (六)、國民政府退出聯合國，以及慶祝該社成立 4 週年，1972 年元月號，

發表「國是九論」。9 篇文章分別是：1、陳鼓應的〈論保障基本人權〉，包括區

分批評政治與顛覆政治，分別黨務工作與特務工作，案件偵察中得選任辯護人，

不以非法方式偵審、司法與審判獨立、公佈審判案件、工作權之保障、維護學生

說話的權利、輿論應盡喉舌之職責、律師公會組織人權小組研究有關保障人權

等；2、張俊宏、許信良的〈論人事與制度〉，認為解決不適任高層冗員、文官避

免安撫、酬庸，應建立獨立超然文官制度；3、張俊宏的〈論生存外交〉，對於國

家退出聯合國的外交困境，應明快採取的重點方向包括：爭取重點支持的外交、

發展經濟的外交，以及建立全球主要市場的調查中心；4、林鐘雄的〈論經濟發

展〉，認為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途徑，在於開發國內市場，尤應著重住宅產業、

耐久消費品產業，以及開發重化工業。國內市場開發可解決對外經濟的高依賴

                                                 
48 張俊宏、張紹文、許信良、包奕洪(1971)，〈臺灣社會的分析〉，《大學》，第 43、44、45 期。 
49 楊國樞等人(1971)，〈國是諍言〉，《大學》，第 46 期，頁 1-12。 
50 陳少廷(1971)，〈中央民意代表的改選問題—兼評周道濟先生的方案〉，《大學》，第 46 期，頁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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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同時可開發新產品出口；5、蔡宏進的〈論農業與農民〉，包括：強化農會之

間的合作運銷、提供農民正確的農情資料、重視農民福利事業，以及實施農民健

保；6、白秀雄、包奕洪的〈論社會福利〉，包括：社會福利基金須專款專用、規

劃失業保險、建立年金制度、積極性創造發展機會以消滅貧窮，以及發動社會力

量協助社會建設；7、呂俊甫的〈論教育革新〉，分別從行政、考試、教師、課程、

私校及評審等 6 方面檢討，培養為國家社會做事的第一流人才；8、陳德陽的〈論

地方自治〉，主張修正《財政收支劃分法》，賦予地方更多的權力；9、王漢興、

陳華強的〈論青年與政治〉，建議讓青年人與聞國是，從中產生認同感，如此才

能使國家結合青年發揮力量。此外陳鼓應發表〈開放學生運動〉，要求知識份子

積極參與，並建議校園內開闢「民主廣場」，讓學生自由發言
51，然而也引起反動

派的駁斥52，如孤影寫的〈一個小市民的心聲〉加以反對。 

    《大學》雜誌的知識份子經過兩年的集體論政，於 1973 年元月開始分裂，

一般認為包括以下幾點因素： 

(一)、張俊宏就時代背景，認為有兩個原因：其一為國民政府退出聯合國

後，經過一段時間沉澱，國人情緒漸趨於平靜；其二為執政黨內部已完成轉型，

蔣經國擔任行政院院長，帶來新氣象，知識份子論政的空間不大。53 

(二)、整合雜誌出力最多的張紹文認為：「《大學》雜誌改組後，成員相當

複雜。大家的觀點、立場並不一致，平常也沒有緊密的連繫和溝通，我想這是它

後來離散的重要原因之一。」54 

(三)、依據廖達琪、秦鳳英採用文獻資料和深度訪談的研究途徑，認為執

政當局與成員間時有互動，其過程約分 3 階段：1、收編—寄予厚望，約在 1960

年代末期，因為內外環境配合，《大學》雜誌在當局的鼓勵下，開始勇於建言，

對「革新」寄予厚望；2、大鳴大放—分化，約在 1971 年初至 1972 年，知識份

子積極表達意見，言論逐漸超過尺度(如主張學生運動等)，而在 1972 年 2 月，執

政當局對編輯政策表達關切，《大學》雜誌的領導群因而對編輯政策產生歧見，

甚至脫期出版；3、壓制—四處擴散，約在 1972 年，政府當局已採取具體行動，

鼓勵撰文駁斥《大學》雜誌的主張，例如 1972 年 4 月孤影的〈一個小市民的心

                                                 
51 陳鼓應等人(1972)，《大學》，第 49 期，頁 7-49。 
52 楊碧川(2007)，《臺灣歷史辭典》，臺北：前衛，頁 43。 
53 張俊宏(1977)，《我的沉思與奮鬥》，臺北：作者自行發行，第 1 章。 
54 張紹文(1982)，〈中國民主運動發展史(二)—臺灣部份〉，《八十年代》，第 4 卷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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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廣為發行，批駁「學生運動」。此外，1972 年 12 月在臺大舉辦「民族主義座

談會」後，警總約談陳鼓應、王曉波、錢永祥(當時為學生)等人(因有人密告彼等

要組織讀書會、閱讀中共文件及毛著作，搞學生運動，經警總傳訊拘留，後由臺

大校長閻振興保釋)，以及臺大哲學系李日章、趙天儀、王曉波等 14 位教師不續

聘案(即臺大哲學系事件)，大學校園再度歸於平靜。
551973 年元月，編輯與編委

終於在見解與立場互異下，遂告分裂。56 

(四)、王杏慶認為《大學》雜誌分裂的原因是「土洋系分化」與「省籍情

結」，他說： 

 

這個集團首度分化所造成的「洋系」退出乃是「省籍情結」所致。《大學》

雜誌所表面化的乃是臺灣未來困局之一的省籍矛盾。在長期以來的國民黨

省籍差別化政治待遇之下，許多臺灣知識份子出現了一種特殊的論述形

態：過去的臺灣社會乃是一種烏托邦式的存在，而以外省人為基本的國民

黨政權乃是此烏托邦消失的原因。此種形態的論述，《大學》雜誌的〈臺

灣社會力的分析〉乃是這種心態的典型代表。它認為「洋」系的學者，主

要乃是外省籍，乃是「投機」的，「義和團式的愛國者」，「對母社會缺乏

關懷」，「具有良好的家世」等，而對舊臺灣社會則認為「相當和諧」，而

臺灣中小企業階層是具有正義感的一群，是現代化的主力等。……由於臺

灣戰後的加速西化，留學外國已成為「知識正當性」的同義辭，因而一九

七三年的「土」洋分裂，留學外國這個範疇的知識份子大量退出，已屬這

個集團的「去合法化」。因而《大學》雜誌的主要成員在事後均承認，一

九七三年的分裂乃是最大的損失。57 

 

    此外，王杏慶認為國民黨的「壓力—拉力」關係亦為重要因素，他說：「柔

軟型強人統治的出現，乃是蔣經國總攬了要求改革聲浪的成果，知識份子運動的

正當性被吸納，除此之外，乃是 1970 年代初期開始的臺灣體制擴編、貿易擴大、

                                                 
55 楊碧川(2007)，《臺灣歷史辭典》，臺北：前衛，頁 43。 
56 廖達琪、秦鳳英(1992)，〈知識菁英團體對威權體制民主化的影響—臺灣《大學雜誌社》個案

分析〉，《中山社會科學季刊》，第 7 卷第 4 期，頁 48。 
57 澄社(1992)，《臺灣民主自由的曲折歷程—紀念雷震案三十週年學術研討會論文集》，臺北：自

立晚報社，頁 386-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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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及發展空間快速增加，發生了『海綿效果』。」58 

      (五)、曾任總編輯的楊國樞事後回憶說：「結束的主要原因是雜誌不能企業

化。當時想把雜誌企業化，讓大家來辦，但有一些人不贊成。我個人因不願與別

人有所衝突而辭去總編輯之職，編輯委員會解散。當時，確實有些內部問題及很

多外來壓力和利誘。」
59 

    大致而言，《大學》雜誌走上分裂的因素，主要在於：政治環境的改變、成

員彼此之間政治思想與政治路線的差異、平日較少聯繫與溝通，加上見解與立場

的不同、「土洋系分化」及「省籍情節」，以及雜誌無法企業化等因素，導致最後

分道揚鑣。 

綜合而論，《大學》雜誌所代表的意義是： 

(一)、一個以戰後「代間政治」為基地的「新世代政治」開始出現，挑戰

既有的老統治結構。 

(二)、它標誌著傳統型態純粹知識份子扮演政治及社會改革「先鋒隊」角

色的終結，自由知識份子的「先鋒隊」角色逐漸讓位給專業型態的政客與社會活

動家。 

(三)、1971 年至 1973 年的知識份子改革運動，預示了外省籍知識份子的

文化及政治權力的主導性地位逐漸隱退，「本土化」力量開始漸次浮現。
60 

就《自由中國》與《大學》雜誌的比較而言：《自由中國》標誌戰前世代自

由知識份子時代的結束，而《大學》雜誌是以 1971 年至 1973 年的新生代自由知

識份子為基底，象徵臺灣由農業社會走向工商業社會，知識份子改革運動的分水

嶺。 

 

四、中壢事件 

1977 年 11 月 19 日，臺灣舉行 5 項地方公職人員選舉。這 5 項選舉是：臺灣

省議員、臺北市議員、各縣市長、縣市議員及鄉鎮長。許信良
61
於 1977 年 5 項公

職人員選舉時，因國民黨拒絕提名他為桃園縣縣長候選人，遂發表「脫黨聲明」，

                                                 
58 同前註，頁 388。 
59 同前註，頁 396-397。 
60 同前註，頁 376。 
61 許信良為桃園縣中壢人，父親是一位農民，早年國民黨刻意栽培他，在國立政治大學政治學

研究所取得碩士學位後，赴英國留學，1972 年以中國國民黨組工會幹事身分被國民黨提名為

省議員，並以最高票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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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無黨籍身分參選，而國民黨則提名曾任司法行政部調查局職員歐憲瑜競選。 

李煥此時是救國團主任兼國民黨中央黨部組織工作會主任，負責甄選候選人

及國民黨全黨輔選工作。然而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不理睬李煥的意見，決定合

併辦理中央及地方選舉，同一天進行投開票作業，但李煥認為選舉應分開來辦，

如此一來，國民黨較易集中資源。此外，中央常務委員會亦不接受李煥的建議，

決定國民黨籍縣市長若有資格連任，則一律提名，不管他們在職期間的政績表現

及民意支持度高低。 

投票日之前，李煥向蔣經國報告，基於黨上述的決定，國民黨有可能失去幾

個重要席次。蔣經國表示，黨應該要好好運用自己的優勢，但不應允許有舞弊的

行為，他說：「我們只要掌握百分之五十一就可以。」
62 

11 月 18 日晚間，傳出支持歐憲瑜的流氓以暴力方式向許信良競選隊伍尋釁

的消息，逐漸有擦槍走火之勢。19 日上午 10 點半，213 號投票所發生選務糾紛。

63下午 4 點左右，群眾開始攻擊中壢分局大樓，用石塊襲擊警察局的門窗，放火

焚燒警車，到了晚上 7 點左右，人群衝進中壢警察分局的辦公大樓，放火焚燒警

察局。警方將面臨的困境向臺北警政署報告，警政署立即請示行政院院長蔣經國

該如何處理。蔣經國召集一批官員到院長室開會，有人建議派國軍部隊恢復秩

序，同時鎮暴警察已在現場，警備總部有個單位也在附近。蔣經國宣示：「我們

不用軍隊。」中壢分局長接到命令：任何情況都不得朝群眾開槍。在群眾打到二

樓時，他才命令部屬發射催淚瓦斯，但是情況仍難以控制，警察由樓上一個緊急

出口爬出去。後來火勢延燒到警察宿舍及附近民房，群眾才逐漸散去。據統計，

在整個事件中，共燒燬 8 輛警車及 60 輛摩托車。
64 

事後蔣經國召見李煥，對他說：「許多人批評你，我曉得敗是敗在黨的決策，

                                                 
62 班立德於 1996 年 12 月 14 日接受陶涵訪問時說。陶涵(Jay Taylor)著，林添貴譯(2000)，《臺灣

現代化的推手—蔣經國傳》，臺北：時報，頁 361、362、364。 
63 兩位教育程度不高的老人進入 213 號投票所投票，監選主任范姜新林走近圈票處說：「你們怎

麼用印章蓋啊？不懂怎麼投，為甚麼不問人？」他們回答說：「這裏又沒有人，要問鬼咧！」

於是監選主任手伸過去：「這個可以投，這個也可以投，還有這個也可以投……。」當場被支

持許信良的群眾抓獲，威脅這位選務人員，警察將他送往中壢警察分局保護。而類似的舞弊

消息也陸續傳來，於是人心忿忿不平，群眾包圍警局的消息不脛而走，人數越來越多，約有 1

萬多名群眾。林正杰呼籲群眾冷靜，答應到法院去申告選舉舞弊，然而群眾當中有人高喊：「法

律有什麼用？」「法院是他們開的，法律是他們的！」「沒法啦！到處在作票！」轉引自江南

(2006)，《蔣經國傳》，臺北：前衛，頁 473-474。 
64 「中壢事件」的始未參考：江南(2006)，《蔣經國傳》，臺北：前衛，頁 472-474；茅家琦(2003)，

《蔣經國的一生與他的思想演變》，臺北：商務，頁 344-345；陶涵(Jay Taylor)著，林添貴譯

(2000)，《臺灣現代化的推手—蔣經國傳》，臺北：時報，頁 361-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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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你最好還是辭職。」65於是李煥被調離國民黨中央黨部組織工作會主任，改

由王任遠出任，王曾任司法部部長，亦曾為 1975 年中央民意代表增補選的決策

者之一。並派曾在三民主義青年團的老幹部潘振球，代理臺灣省黨部主委。由此

可見國民黨內部的人事組織，在「中壢事件」後，有了新的調整。 

選舉結果許信良獲得 22 萬張選票，歐憲瑜獲得 13 萬張選票，許信良為了避

嫌，當晚發生暴動時，前往臺北。依許信良事後自己的說法是：「我們當時非常

了解，只有靠群眾，才有辦法阻止國民黨作票，所以我們整個選舉的努力，就是

讓群眾來保衛選票……那個選舉暴動是，我想對國民黨真的是個震撼，當然那個

選舉之後，國民黨中央致力改組，李煥下臺。」
66 

學者夏宗漢評論「中壢事件」認為： 

 

因為缺乏強而力的反對黨，所以國民黨不會遭受到有組織的挑戰；但是也

因為反對力量缺少組織，所以造成眾情激憤，不可控制的中壢暴動。而群

情之所以激憤，比以往之更不能容忍國民黨辦理選舉的偏私方式，主因在

選民已今非昔比，其主流是屬於新生代的青年們。…選民已經因量高而漸

漸產生質變。配合了經濟起飛、生活改善、都市人口遽增、九年國教、工

業取代了農業等因素，新生代本身具備了歐美國家群眾對民主的熱情，而

在外交挫敗、內部代溝日趨嚴重之時，新生代群眾把政治上要求改革的熱

情灌注於選舉之中。
67 

 

1977 年 5 項公職人員選舉，總共有 1318 個席次，國民黨獲得 76%的選票，

但失去了好幾個縣市長席次，黨外人士則獲得 24%的選票。此一結果鼓動了黨外

人士的政治熱情，全省地方勢力普遍上昇，一股新的參政熱潮蔚為風氣，由縣市

長到縣議會，很多新生代的人物投入選戰，一直到 1978 年底中央民意代表選舉

期間，黨外人士成立「臺灣黨外人士助選團」負責全省黨外候選人的助選活動。 

     

 

                                                 
65 陶涵(Jay Taylor)著，林添貴譯(2000)，《臺灣現代化的推手—蔣經國傳》，臺北：時報，頁 362。 
66 紀錄片(2006)，臺北：東森電視新聞臺：「關鍵時代—蔣經國的旅程」。 
67 江南(2006)，《蔣經國傳》，臺北：前衛，頁 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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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美麗島事件 

1979 年 12 月 10 日，也就是「美麗島事件」(又稱高雄事件)的上午，蔣經國

以中國國民黨主席身份，在第 11 屆四中全會開會典禮書面致詞，主題是「以三

民主義統一中國」，他昭告 780 位黨代表，1979 年是「本黨歷史上最艱險的一年，

對我們國家自立自強的意志，對我們全體國民團結奮鬥的毅力，對本黨貫徹革命

目標的信念，以及對我們今後在自由世界以反共前鋒為己任的決心，都是一段最

為嚴酷的考驗。」
68他說： 

 

確認厲行民主憲政是國家政治建設所應走的大道，必將繼續向前邁進，決

不容許後退，今後當更積極致力於健全民主政治的本質，從發揮公意政治

功能、加強法治政治基礎、提高責任政治觀念三方面同時並進，重視民權

自由的保障，更重視國家社會的安全，使自由不致流於放縱，民主不致流

於暴亂，以建立安定的民主政治。
69 

 

此外，蔣經國也表明對「臺灣獨立」的立場，他說：「『臺灣獨立』是背叛國

家民族的意識與行為，決不容許其滋長蔓延。臺灣命運與中華民族的復興是不可

分的。」70 

1979 年 6 月《美麗島》雜誌創刊發行，有系統地宣傳黨外人士的政見。社務

委員在創刊時有 61 人，3 個月後增加到 91 人，黃信介擔任發行人，社長為許信

良，呂秀蓮為副社長、總經理為施明德，張俊宏為總編輯，姚嘉文、林義雄為發

行管理人、林弘宣為高雄服務處總幹事、陳菊為高雄服務處副總幹事
71。發行第

4 期後，在全臺各地的辦事處，如高雄、臺中、南投、屏東等地已達 11 個，在

美國也有發行處，總發行量由第 1 期的 6 萬 3000 本到 30 萬本72，可見其受歡迎

的程度。此外《美麗島》雜誌社已初具政黨雛型，它關心的議題不僅在政治層面

上，還包含勞工問題、農民問題、財政問題，以及環保問題等；同時《美麗島》

                                                 
68 蔣經國(1992)，〈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2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

頁 120。 
69 同前註，頁 132。 
70 同前註，頁 133。 
71 呂秀蓮(1998)，《重審美麗島》，臺北：前衛，頁 95。 
72 根據的茅家琦說法，雜誌發行量在 10 萬到 30 萬本之間。茅家琦(2003)，《蔣經國的一生與他

的思想演變》，臺北：商務，頁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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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誌社的地方服務處吸引許多民眾前往，民眾可以在那裡談論政治，他們也常舉

辦座談會與「美麗島之夜」聯誼會等街頭活動，還替地方民眾解決問題，甚至陪

民眾向政府請願
73。 

    1979 年《美麗島》雜誌社以紀念世界人權日的名義，申請准予 12 月 10 日在

高雄舉辦夜間燭火遊行。警備總部以預計有 3 萬人參加遊行，會危及社會秩序為

由，駁回申請。康寧祥等溫和派反對進行非法集會，然而黃信介等激進派則決定

照樣辦理，不理禁令。 

王昇和其他情治官員把迫在眉睫的危機向蔣經國報告，蔣經國重申他的指

示：在民眾騷亂時，警察必須「打不還手、罵不還口」，此外派到現場的憲兵也

被要求不可攜帶武器。
74當日下午 6 點，群眾開始在《美麗島》雜誌社高雄辦事

處門前聚集，到了 8 點 40 分，演講者已把數千名民眾情緒煽動到高度激動的狀

態，《美麗島》雜誌社總經理施明德，爬上載著擴音器的卡車頂上，領導一群年

輕人開始移動，此時旁觀者參加進來，群眾越聚越多，奉令打不還手的憲兵，隔

街站成一線，遊行群眾擠過這道防線。部份群眾開始攻擊附近的安全部隊和警察

分局。直到半夜，鎮暴部隊才動用催淚瓦斯驅散民眾。據當時統計，共有 183 名

警員和 92 名示威群眾受傷。75 

此時蔣經國召集特別小組評估如何處理「美麗島事件」，考慮幾天之後，他

決定要展現強人領導者的形象，嚴懲有罪者，輕罰誤入歧途者，同時向民眾保證：

「不會影響我們推動民主法治的既定政策及決心」。 

1979 年 12 月 14 日，蔣經國主持中國國民黨第 11 屆四中全會第 9 次大會演

講時，為他的政策措施作了解釋。他說： 

 

當時我們聽到有一百多位憲警受了輕重傷，我們當然非常痛心，但請各位

想一想，如果受傷的是一般民眾，在那種情況下，憲警如果用武器反擊時

死了幾個人，將變成一個什麼局勢？為什麼政府要這樣容忍？就因為政府

絕對不願意騷亂的擴大，民眾更希望生活秩序的安定。而那一批人，就是

希望愈亂愈好，你今天毀了，他們更高興。因此我可以說，我們這樣做，

                                                 
73 呂秀蓮(1998)，《重審美麗島》，臺北：前衛，頁 94。 
74 宋楚瑜於 1995 年 9 月 13 日在臺北接受陶涵(Jay Taylor)訪問時所說。轉引自陶涵(Jay Taylor)

著，林添貴譯(2000)，《臺灣現代化的推手—蔣經國傳》，臺北：時報，頁 386。 
75 茅家琦(2003)，《蔣經國的一生與他的思想演變》，臺北：商務，頁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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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點就是要免除臺灣的騷亂，尤其是要保障我們一千七百萬善良人民的

生命和財產，這個苦心一時之間很多人不會了解，甚至也不會原諒，但是

我們這樣做了，卻問心無愧。
76 

 

之後蔣經國於 1980 年元月 3 日，作出下列指示：「高雄暴力案件的發生非常

不幸，這是一椿法律案件，對於涉嫌份子自應依法秉公處理，尤其對於首、從應

明確區分，毋枉毋縱。在高雄的暴力案件發生後，政府一定依法處理，今後，不

會影響我們推動民主法治的既定政策及決心。民主法治之路，是我們一定要走的

路。」
77 

首先蔣經國批准逮捕《美麗島》雜誌首要份子，同時將《美麗島》雜誌停刊。

情治單位逮捕 100 多名嫌疑犯，最後決定起訴 40 人，其中 32 名被告送交普通法

院，由檢察官依毆打員警及一般刑事犯罪起訴，8 名被告送軍事法庭以叛亂罪起

訴，1980 年 3 月 18 日，軍事法庭公開審判。國際特赦組織及其他人權組織都派

出觀察員，美國及其他非官方體系之外交官、外國新聞記者也紛紛申請旁聽。被

告姚嘉文(發行管理人)、施明德(總經理)、呂秀蓮(副社長)、林弘宣(高雄服務處

總幹事)、陳菊(高雄服務處副總幹事)、林義雄(發行管理人)、黃信介(發行人)、

張俊宏(總編輯)等 8 人在律師(陳水扁、張俊雄、蘇貞昌、江鵬堅等)的辯護之下，

於 4 月 18 日，軍事法庭裁定所有被告叛亂罪成立，軍事法庭原本打算將施明德

處以死刑，以收「殺雞儆猴」之效，可是蔣經國傳話，不得有任何人遭處死刑，

只要他擔任總統，「不允許臺灣島上有流血」
78。軍事法庭最後判決，施明德判處

無期徒刑
79，黃信介判處有期徒刑 14 年，其餘 6 名被告(姚嘉文、林義雄、張俊

宏、呂秀蓮、陳菊、林弘宣)全部判處有期徒刑 12 年。同年 6 月，軍事法庭以窩

                                                 
76 蔣經國(1992)，〈同志應以精神意志及感情的結合來為黨作長期的奮鬥〉，《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2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148。 
77 江南(2006)，《蔣經國傳》，臺北：前衛，頁 491。 
78 沈君山說：「我就跟他說，關於這次審判，到底該怎麼樣判？這是法律審判，不過當然也是政

治審判，要看它將來的影響如何如何，他問我該怎麼樣判呢？我說最好不要判處死刑，血流

入土地裡頭，就再收不回來了！我記得很清楚，那時這句話我想了很多，我說我們終究要在

這塊土地上長期生活下去，當血流入土地以後，就再收不回來了！蔣經國先生原來聽我講話

是笑瞇瞇的，聽我講這句話時，他兩個眼睛一瞪，看著我，你知道嗎？我心裡想，他大概在

想是誰來拜託我講話，他最不喜歡就是這類的事情，因為那時當然也有軍方的人主張，至少

要殺一個人，當然第一個就是施明德。」紀錄片(2006)，臺北：東森電視新聞臺：「關鍵時代—

蔣經國的旅程」。 
79 最後施明德被判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施明德於 1980 年元月入監服刑，1990 年 5 月撕毀

李登輝頒佈之特赦令，堅持無條件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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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施明德罪名，判處長老教會總幹事高俊明牧師等 9 人，最高 6 年的徒刑。80  

 

    綜合而言，雖然政府在「解嚴」前，國內發生多次追求「政治自由化」的事

件，例如：《自由中國》雜誌的發行、〈臺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事件、《大學》

雜誌的發行、「中壢事件」及「美麗島事件」等，雖曾鼓動社會風潮，然而在國

民政府戒嚴體制下，往往受到當權者的刻意壓制。不過歷史的潮流如同一點一滴

累積而成的滾滾江河，即使無法「立竿見影」，但至少已讓蔣經國體察到民眾要

求「政治自由化」的聲音。 

 

 

 

 

 

 

 

 

 

 

 

 

 

 

 

 

 

 

 

                                                 
80 有關「美麗島事件」的過程及結果，轉引自陶涵(Jay Taylor)著，林添貴譯(2000)，《臺灣現代

化的推手—蔣經國傳》，臺北：時報，頁 382-399；茅家琦(2003)，《蔣經國的一生與他的思想

演變》，臺北：商務，頁 344-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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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政治自由化的推動過程 

 

  欲探討「政治自由化」，其中「解嚴」及「開放黨禁」應是最具關鍵性的措

施，故本節以國民政府宣佈「解嚴」及「開放黨禁」為主要論述。 

 

壹、戒嚴的實施 

     

    一、戒嚴的定義 

「戒嚴」(Martial Law)依法理上的定義：是於對外戰爭，或國內發生叛亂，

有特別警戒之必要時，由國家元首宣告，以限制戒嚴地區人民之自由及其他權

利，並得由當地最高司令官，指揮或代替當地行政官或司法官，行使權力之制度。

此定義可知戒嚴要點如下： 

(一)、戒嚴係於對外戰爭，或國內發生叛亂，有特別警戒必要時為之。 

(二)、戒嚴原則上由國家元首宣佈。 

(三)、戒嚴實施之結果：一為限制戒嚴地區人民之自由及其他權利；二為

當地最高司令官，指揮或代替當地行政官或司法官行使權力。 

可見戒嚴是實施於非常時期的軍事統治狀態，戒嚴之結果，不僅人民平時所

享有之自由及其他權利，因軍事上之必要，往往大受限制，行政與司法機關，亦

置於當地軍事長官指揮監督之下。
81 

 

二、戒嚴的緣起及時間 

1945 年中華民國政府領導人民贏得艱辛的八年抗日戰爭，1946 年《中華民

國憲法》頒佈並實施，自此進入憲政時期。但是隨著國、共內戰惡化，金門、馬

祖、東沙群島與南沙群島等地區，早於 1948 年 12 月 10 日，即隨全國戒嚴令之

頒佈，進入戒嚴狀態。 

1947 年「二二八事件」發生時，當時臺灣省警備總司令部發佈臺北市區的臨

時戒嚴令，但隔天即由陳儀宣佈解除。之後國軍於 3 月 8 日登臺進行鎮壓，3 月

9 日臺北市區再度發佈戒嚴令，3 月 17 日擴及全省，3 月 22 日再補充規定戒嚴時

                                                 
81 林紀東(1980)，《比較憲法》，臺北：五南，頁 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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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為晚上 9 點到凌晨 5 點。5 月 16 日事件平息後，中央政府檢討事件始末，決定

廢除實施兩個多月的戒嚴令。18 日警備總司令部正式公佈「解嚴」。
82 

國民政府於 1948 年 12 月 10 日，因戡亂需要，由總統蔣介石依據憲法第 39

條前半段之規定：「總統依法宣佈戒嚴，但須經立法院之通過或追認。」發佈戒

嚴令，明令「全國各省市，除新疆、西康、青海、臺灣四省及西藏外，均宣告戒

嚴。」
83並劃分「警戒地域」及「接戰地域」。 

1949 年，大陸地區兵馬倥偬，臺灣地區亦難免於戰亂波及。5 月 19 日，臺

灣省政府與臺灣省警備總司令部(主席兼總司令陳誠)，以戒字第壹號「確保全省

治安」之名義發佈戒嚴令，並自次日(5 月 20 日)開始實施。
845 月 27 日，臺灣省

警備總司令部依據戒嚴法第 3 條所為臨時戒嚴之宣告，訂定「戒嚴期間防止非法

集會、結社、遊行、請願、罷課、罷市、罷業等規定實施辦法」及「戒嚴期間新

聞圖書管制辦法」，分別公佈實施。11 月 2 日國防部以「深藏隱憂，加強戰備，

用挽危局」之理由電請行政院通過，將臺灣劃定為「接戰地域」，並於 22 日咨立

法院查照。 

    1949 年 12 月 7 日，國民政府遷臺，立法院於 1950 年 3 月 14 日追認上述戒

嚴令。至於其中存在的臺灣省與全國戒嚴令程序及重疊問題，1953 年國防部解

釋：「三十八年五月臺灣省戒嚴令，係依戒嚴法第三條規定之程序，並經呈報在

案。三十九年一月頒行之全國戒嚴令，將臺灣劃分為接戰地區，並經立法院追認

有案，則臺灣省之戒嚴，自應溯及三十八年五月頒行戒嚴令之時，其所頒之戒嚴

令，自不應因全國戒嚴令之頒行而失效。」
85 

    由此可知，臺灣地區之戒嚴時期，是由當時的臺灣省主席兼警備總司令陳誠

於 1949 年 5 月 19 日發佈，並在 1949 年 5 月 20 日開始實施，至 1987 年 7 月 15

日由總統蔣經國，以「臺灣地區」名稱解除「臺灣省」之戒嚴為止。 

    

  三、戒嚴實施的範圍 

    依省政府戒字第壹號佈告戒嚴期間規定和禁止事項與 10 項死刑行為，以及

《戒嚴法》規定戒嚴期間對地方軍事司令官的授權而言，臺灣地區執行戒嚴並非

                                                 
82 薛化元主編(1993)，《臺灣歷史年表—終戰篇Ⅲ(1978-1988)》，臺北：業強。 
83 段紹禋(1983)，《最新六法判解彙編》(下冊)，臺北：三民，頁 1785-1787。 
84 《聯合報》，1987.7.15，頭版。 
85 馬起華(1980)，《民主與法治》，臺北：黎明，頁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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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性，其中對人民政治自由的限制主要包括下列幾項： 

      (一)、人身自由方面 

    人身自由方面最值得注意的是非軍人由軍事審判。《中華民國憲法》第 9 條

規定：「人民除現役軍人外，不受軍事審判。」然而《戒嚴法》第 8 條則規定《刑

法》上的 10 種罪—內亂罪、外患罪、妨害秩序罪、公共危險罪、偽造貨幣(有價

證券、文書及印文)各罪、殺人罪、妨害自由罪、搶奪強盜罪、恐嚇及擄人勒贖

罪，以及毀棄損壞罪等，軍事機關得自行審判或交由法院審判。此一範圍認定寬

鬆且具不確定性。1967 年 4 月 1 日修正「臺灣省戒嚴時期軍法機關自行審判及交

法院審判案件劃分辦法」，將軍事審判範圍縮小為 3 種： 

        1、軍人犯罪。 

        2、觸犯《戡亂時期檢肅匪諜條例》、《懲治叛亂條例》所定之罪。 

        3、觸犯《陸海空軍刑法》第 77 條、第 78 條之盜賣或買受軍油案件；《懲

治盜匪條例》第 1 條第 1 項第 3 款—盜取、毀損軍事交通或通訊器材；《戰時交

通電業設備及器材防護條例》第 14 條—竊盜或毀損交通電業設備及器材，或第

15 條—收受、搬運、寄藏、押保、熔毀被竊盜之交通電業設備及器材等罪。由

此可知，戒嚴時期一般民眾只限於上述幾點犯罪，才由軍事法庭審判，雖然非軍

人有受軍事審判之規定，但範圍不大。  

      (二)、遷徙自由方面 

    戒嚴時期對人民遷徙自由影響最大者為「三防」—國境防、海防、山防之管

制與檢查。 

    國境防的要旨是在防止危害國家安全、社會安定的人和物入境，並防止應受

法律制裁的要犯或出境後有害於國家利益的人出境。根據《戒嚴法》第 11 條及

依《戒嚴法》制頒的其他子法，規範人民之入出境，例如：「戒嚴時期入境出境

管理辦法」、「臺北國際機場安全秩序維護辦法」，以及「臺灣地區國際港口旅客

行李檢查室安全秩序維護辦法」等， 

    海防的要旨是在防止危害國家安全與社會不良份子偷渡進出、各種物資的走

私、武器彈藥及毒品的非法入境等。臺灣(含澎湖)的海岸線長達 1566.7 公里，海

岸線就是國防線，海防即國防。戒嚴時期管制人民進出海岸的子法規定，包括：

「戒嚴時期臺灣地區各機關及人民申請進出海岸及重要軍事設施地區辦法」、「臺

灣地區沿海海水浴場軍事管制辦法」、「戡亂時期臺灣地區各港區漁民進出港口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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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辦法」，以及「戒嚴時期臺灣地區國際港口登輪管制辦法」等。 

    山防的要旨是在保障國家安全、防止危害社會秩序的不良份子潛入山地。臺

灣本島面積為 3 萬 6000 平方公里，山地(含山坡地及高山林區)佔全臺面積

73.65%，其中高山林區佔全臺面積 46.6%，可見山防的重要性。戒嚴時期關於山

防的子法有「戒嚴時期臺灣省區山地管制辦法」。 

      (三)、言論自由方面 

    戒嚴期間對於言論自由爭議最多的部分，在於出版品的管理。依《出版法》

第 34 條規定：「戰時或遇有變亂，或依憲法為急速處分時，得依中央政府命令之

所定，禁止或限制出版品關於政治、軍事、外交之機密，或違反地方治安事項之

記載。」行政院於 1970 年 5 月 5 日核准修正「臺灣地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

法」，作為戒嚴時期檢查、取締、扣押出版物的主要依據。該法中最受到批評的

部分，是以「淆亂視聽、足以影響民心士氣」作為禁限出版品的依據，內容含糊，

給予查禁單位過大的行政裁量權以查禁出版品。此外，報館的家數及報紙的張數

亦受到限制。 

      (四)集會結社遊行方面 

    戒嚴期間的集會須事先由治安機關核准，不過實際上只有少數的集會是事先

報准，因此集會方面的限制較寬鬆。然而組黨則為戒嚴時期執行較嚴格的一項，

雷震於 1960 年籌組「中國民主黨」失敗，則為著名的實例
86；1979 年 12 月 10 日，

「美麗島事件」群眾與南區警備司令部爆發衝突，亦多少受此影響87。依《戒嚴

法》第 11 條規定：「軍事司令官認為與軍事有妨礙者，得停止或解散之。」在軍

警機關負責管理之下，一般性集會、結社受影響不大，但政治性集會、結社則深

受影響。此外，遊行也受到禁止。 

    根據以上所論，戒嚴的實施並非依照完整的《戒嚴法》執行，例如：第 6、

第 7 項的軍事管制並未實施；而基隆、高雄的宵禁只在戒嚴初期實施了極短時

間；罷工、罷課、罷市雖是禁止，但從未發生過。戒嚴影響人民較多的部分包括：

                                                 
86 任育德(1999)，《雷震與臺灣民主憲政的發展》，臺北：政大歷史系，頁 247-274。 
87 「一九七九年八月《美麗島》雜誌創刊，照施明德的說法，這雜誌是『沒有黨名的黨』。」它

不但是一本宣揚政治理念的刊物，而且透過期刊的名義進行民眾的組織動員。該雜誌分設若

干地方的『服務處』，總部設於高雄。『服務處』的組織功能在於建立與民眾的關係，進行『美

麗島之夜』等為當時的戒嚴法所禁忌的活動。引發政府與黨外最大的一次衝突是一九七九年

十二月十日(國際人權日)發生的『美麗島事件』。」阮銘等人(2000)，《民主在臺灣》，臺北：遠

流，頁 8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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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遊行、入出境的限制、出版品的管制、禁止組織政黨、限制報紙張數，以及

非軍人須受軍事審判等。 

戒嚴時期警備總部有權管轄人民的入出境及新聞工作，並由軍事法庭審理非

軍人犯罪案件；此外，基於政治安定的作用，禁止組成新政黨，造成政治反對力

量薄弱，同時報館的家數與報紙的張數亦受到限制。臺灣戒嚴體制對民眾權益的

限制，主要包括在《憲法》上明定的自由權，例如：言論、講學、出版、通訊、

集會及結社等權利。
88 

 

    四、戒嚴的影響 

實施戒嚴對民主憲政傷害最大的是《戒嚴法》第 6 條和第 7 條(破壞軍民分

治及司法獨立體制的條文)。雖然軍事管制在臺灣並未完全實施，但《戒嚴法》

的規定，使得人民在精神上及生活上或多或少受到壓力，也使得臺灣的形象在國

際上易遭受扭曲。尤其臺灣在數十年間並未發生戰爭的情況下，持續實施戒嚴，

亦成為國內、外民主人士攻擊政府及公權力之標的。 

 

貳、解除戒嚴 

     

由於國共戰爭方興未艾，為維護國家整體安全與保障臺灣地區的安定，國民

政府宣佈實施戒嚴。然而《戒嚴法》的執行並未徹底，絕大多數的一般民眾並沒

有感受到戒嚴對於生活造成的不便
89，因此有 3%的戒嚴之說。90但這 3%的部分：

黨禁、報禁、禁止罷工、罷課、罷市、出版物的管理，以及非軍人由軍事審判等，

則為影響「政治自由化」的關鍵所在，亦使得「政治民主化」無法順利推動，成

為反對人士政治活動所極力爭取者。 

                                                 
88 張劍寒(1976)，《戒嚴法研究》，臺北：漢苑，頁 108。 
89 總統馬英九說：「在臺灣的大多數人民，根本不知道有戒嚴法的存在，也可見它對人民日常生

活與基本權益的影響非常有限。」曾一豪(1994)，《馬英九前傳》，臺北：希代，頁 188。 
 
  總統馬英九於「蔣經國先生與臺灣民主發展—紀念經國先生逝世二十週年學術研討會」開幕致

詞：「其實在當時臺灣的戒嚴許多方面已逐漸的放寬，放寬的程度經中國時報的調查竟然有 68%
的人不知道臺灣戒嚴。這點我們當時都覺得奇怪，可能是因為當時大家都感覺不到，尤其是一

般的人民。」葛永光主編(2008)，《蔣經國先生與臺灣民主發展—紀念經國先生逝世二十週年學

術研討論文集》，臺北：幼獅，頁 217。 
90 耿雲卿，〈臺灣僅實施了百分之三點七的戒嚴〉，《中央日報》，1978. 12. 22，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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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解嚴的時代背景 

      (一)、國際關係的影響 

    國際關係的影響，包括美國、菲律賓、南韓等鄰國。由於我國對於美國政治、

經濟及軍事上的高度依賴，美國的自由民主觀念自然影響我國。
91《臺灣關係法》

(Taiwan Relation Act)第 2 條第 3 項的人權條款規定：「本法任何條文不得與美國對

人權之關切相牴觸，尤其是有關居住在臺灣的一千八百萬全體人民之人權。」此

外，美國自由派議員拉茲(C.Pell)、甘迺迪(E.Kennedy)等人在 1979 年以後，於國

會舉辦的聽證會中，均認為我國實施戒嚴會破壞中美關係。
92 

    菲律賓在 1946 年至 1972 年採行自由民主政體，被譽為「亞洲民主櫥窗」93，

不過由於官員貪污、共黨滲透、貧富差距擴大等因素，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

於 1972 年 9 月 21 日，以國家安全理由宣佈實施戒嚴，並聲稱此舉可以增加政府

技術官僚的權力，並壓制鄕村地區共黨叛軍的力量。
94但政局卻更變本加厲，造

成特權橫行、貪污腐化的家族政治。馬可仕的支持基礎來自其匿友(Cronies)、軍

隊及政府的技術官僚，在這些支持下，馬可仕不顧工會、農會、學生和知識份子

的反對，並全力壓制國內其他家族的寡頭勢力，以鞏固自己的權力，自 1972 年

至 1980 年期間，馬可仕將國家機關做為其維持恩寵侍從主義(Patron-clientism)的

資源，雖然維持統治權，但卻腐蝕了菲律賓資本累積的可能性。951983 年 8 月，

由於前參議員艾奎諾遇刺身亡，人民紛紛要求民主與人權，最後導致 1986 年的 2

月革命，馬可仕下臺，艾奎諾夫人接掌政權。96 

                                                 
91 若林正丈(1989)，《轉型的臺灣》，臺灣：故鄉，頁 43。 
92 林正義(1987)，〈斷交後美國政府對中華民國政治發展的影響〉，《美國月刊》，第 5 卷第 2 期，

頁 5-7。 
93 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於 1965 年經由民主程序當選總統時，菲律賓被視為亞洲除日本外最

有希望的國家。在馬可仕的統治下，菲律賓可說是沒有外在安全威脅。美國設於菲律賓的克

拉克空軍基地及蘇比克灣海軍基地，提供了安全的保障及持續不斷的資金來源。   
94 Robert Stauffer (1977), “Philippine Authoritarianism: Framework for Peripheral Development”, 

Pacific Affairs,50(3):365-386. 
95 Richard F. Doner (1991), Driving A Bargain: Automobile Industrialization and Japanese Firms in 

Southeast As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p.158.  
96 菲律賓是東亞國家中一個典型的「掠奪性國家」，在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的統治下，菲律

賓的政治與經濟資源遭到濫用，做為謀私的工具，使得菲律賓淪為一種統治者親族利用其身

分地位來貪污、競租的「暱友政治」(Crony Politics)與暱友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或譯為

裙帶資本主義)。 

Gabriella Montinola and Robert B. Stauffer(1986) , The Philippines under Marcos: Failure of 
Transnational Capitalism, Sydney: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Research Project. 
Gary Hawes (1987), The Philippine State and the Marcos Regime: the Politics of Expor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David Wufel (1988), Filipino Politics: Development and Deca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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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韓總統朴正熙在 1979 年 10 月 26 日遇刺身亡，全斗煥就任總統後，民間

提出修改《憲法》、保障基本人權，以及總統直選等要求。1987 年 6 月全國大示

威，百萬人上街頭，由於美國與日本等國強烈建議南韓政府勿採取戒嚴方式鎮

壓，使得盧泰愚最後發佈「民主化特別宣言」，進行修憲工作，有利於南韓的民

主政治發展。
97 

雖然我國與菲律賓及南韓的政情不同，甚至差異相當大，因為我國在「解嚴」

前，經濟持續繁榮、社會環境相對穩定，不過此一國際民主浪潮對臺灣執政當局

亦構成無形的壓力。
98 

(二)、中共對臺政策的影響 

    國民政府於 1949 年遷臺後，中共的武力犯臺意圖始終對我國家安全構成威

脅，因此乃有戒嚴的頒佈(Decree the Martial Law)。中共的對臺政策隨時空變化而

調整，1978 年底之前兩岸武力衝突不斷，直到 1979 年中共與美國建交後，始有

了改變。
99基本上，中共對臺政策由「解放臺灣」改為「和平統一」(但至今仍未

排除武力犯臺)，在「和平統一」的號召下，先後提出「三通四流」、「葉九條與

鄧五點」，以及「一國兩制」等口號。100 

    蔣經國在「挑戰—回應」(Challenge and Response)的模式上，基於過去的歷史

經驗，採取「不接觸、不談判、不妥協」的「三不政策」，不理會中共的和平統

戰論述。101直至 1986 年華航貨機飛往廣州事件後，我國政府乃改變過去的態度，

逐漸調整兩岸關係政策。 

      (三)、臺灣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的影響 

                                                                                                                                            
Raul P. Deguzman and Mila A. Reform (1988),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the Philippine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Robin Broad (1988), Unequal Alliance :the World Bank, the International Money Fund, and the 
Philippin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aul D. Hutchcroft (1991), “Oligarchs and Cronies in the Philippine State: the Politics of Patrimonial 
Plunder”, World Politics, 43(3):414-450. 

97 高崇雲(1987)，〈南韓政局峰迴路轉〉，《亞洲與世界文摘》，第 9 卷第 3 期，頁 52-53。 
98 張忠棟(1989)，〈國民黨臺灣執政四十年〉，《中國論壇》，第 319 期，頁 66。 
99 總統馬英九說：「面對來自海峽對岸的壓力，經國先生很早就意識到，只有持續發展經濟、落

實政治民主，建立更開放的社會，中華民國臺灣才能得到人民及國際社會的支持。」轉引自

葛永光(2008)，〈蔣經國的轉化型領導—臺灣民主轉型的推手〉，發表於「蔣經國先生與臺灣民

主發展」學術研討會，臺北：中華民國團結自強協會，頁 9。 
100 1980 年代中共開始採取改革開放措施，在「和平統一」的號召下，先後提出「三通四流」、「葉

九條與鄧五點」，以及「一國兩制」的口號。國民黨的做法是將臺灣建設為三民主義的模範省，

讓中共在「經濟上學臺灣」，更要在「政治上學臺灣」，「解嚴」及民主改革應有利於臺灣維持

在兩岸競爭上的優勢。 
101 彭懷恩(1985)，《中華民國政治體系的分析》，臺北：時報，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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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當局所締造的「經濟奇蹟」，使落後的農業社會，轉變為新興工業化社

會。例如：1、自惡性通貨膨脹，進步為快速穩定成長；2、自依賴美援，達到自

力成長；3、突破資源貧乏與國內市場狹小的限制，成為貿易大國；4、自財政收

支鉅額赤字，轉變為剩餘；5、自失業問題嚴重，進步到充分就業；6、自所得不

均，轉變為所得差距最小的國家之一。
102 

我國「解嚴」前發生的社會運動包括：1、1980 年的消費者運動；2、1980

年的反污染自力救濟運動；3、1981 年的生態保育運動；4、1982 年的婦女運動；

5、1983 年的原住民人權運動；6、1986 年的學生運動；7、1986 年的新約教會抗

議運動。
103學者蕭新煌認為社會運動發生的原因包括：1、民間社會不滿政府對

於新興社會問題的漠視；2、為對某些特定政策或措施的抗議；3、為有意識的向

國家機關長期對民間社會的支配進行挑戰；4、為有意突破某種敏感的政治約束。

104 

    臺灣的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對於「政治發展」具有正面的助益。105例如：

1、貧窮、混亂與文盲的社會較不利於民主政治，而臺灣經濟繁榮與穩定106，以

及教育程度提高等因素，較有利於透過理性的方式，促進良性的「政治發展」107；

2、在經濟公平競爭的環境下，容易產生民主信仰價值；3、中產階級提高社會及

政治意識，加快民主化腳步及「公民社會」的價值判斷。108  

                                                 
102 葉萬安(1987)，〈臺灣地區實踐民生主義的經驗成果與展望〉，《臺大中山學術論叢》，第 7 期，

頁 90-95。 
103 蕭新煌(1990)，〈多元化過程中社會與國家關係的重組〉，發表於臺灣經驗新階段：持續與創

新研討會，臺北：二十一世紀基金會與時報文化基金會合辦，頁 11。 
104 蕭新煌等人(1989)，〈臺灣新興社會運動的剖析—民主性與資源分配〉，《壟斷與剝削—威權主

義的政治經濟分析》，臺灣：臺灣研究基金會，頁 28-29。 
105 1987 年 7 月 4 日，李煥由教育部部長調任中國國民黨祕書長，他轉述蔣經國的話說：「他(蔣

經國)說現在臺灣，經濟政治的力量已經成長，不怕共產黨了，再戒嚴啊！對人民說不過去，

所以人民要反抗啊！所以他說我要取消戒嚴，恢復政治的常態。」紀錄片(2007)，臺北：東森

電視新聞臺：「解嚴 20—臺灣的民主之路」。    
106 1972 年蔣經國就任行政院院長時，中華民國臺灣地區的平均國民所得為 414 美元，到 1988

年蔣經國去世時，臺灣地區的平均國民所得已達 5829 美元。中央社主編(2004)，《2004 年世

界年鑑》，臺北，中央社，頁 283。 
107 經濟發展引發了工業化、都市化和教育的普及與提昇，培養龐大的中產階段，使得人民具備

參與政治事務的能力。1980 年代初期，臺灣已日益接近以中產階級為主的現代化社會。魏鏞

(1985)，《變遷臺灣社會中產階級》，臺北：巨流，頁 38。 
108  「1980 年代，研考會做的民調指出，66.7%的民眾自認為自己是中產階級以上的階層，而臺

灣的民意取向則是『中間溫和型』，中產階級的特性是既要求改革，更希望能維持穩定，這

樣的民意和人口結構，最後使決策者相信，實施民主不會造成大亂，可以安心的推動解嚴。」

葛永光(2008)，〈蔣經國的轉化型領導—臺灣民主轉型的推手〉，發表於「蔣經國先生與臺灣

民主發展」學術研討會，臺北：中華民國團結自強協會，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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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黨外反對運動的影響 

    黨外反對運動人士籍由參與選舉的方式，其當選率及得票率呈現緩慢而穩定

的成長。反對運動的成長過程，最早由單打獨鬥的獨立個體，逐漸整合為黨外政

團型態，最後成立政黨。 

    反對運動對於「解嚴」不無影響，若無政治上的反對勢力，執政的中國國民

黨或許不會在當時討論「解嚴」、「開放黨禁」等 6 項議題，可見反對運動已具有

相當程度的影響力。
109但中國國民黨在 1986 年的選舉中仍獲得 69%的得票率，顯

示其執政成果仍獲得多數選民的認同，此時黨外人士的實力，尚不足以構成對中

國國民黨的直接威脅。110 

(五)、蔣經國政治改革的影響 

    執政者對於政治改革的使命感，其本人的政治認知與「人格特質」，對「解

嚴」的推動不容被忽視，本章第三節即探討蔣經國「人格特質」對於「解嚴」及

「開放黨禁」的影響。 

 

參、開放黨禁 

 

    1988 年元月 27 日，政府公佈《動員勘亂時期人民團體法》，正式開放政黨之

申請，凡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案者，或以推薦候選人參加公職人員選舉為目的，

並已立案之全國性政治團體，均屬政黨。 

    戒嚴時期，執政黨限制人民成立新政黨，當時的臺灣政治團體只有中國國民

黨、中國青年黨、中國民主社會黨等少數合法政黨。中國國民黨掌握國家機器，

形成一黨獨大的威權體制，缺乏有力的反對黨與之從事政治競爭。以中國國民黨

長期在臺灣實施威權體制所形成的政治文化言，開放組黨的功能包括：以反對黨

                                                 
109 吳乃德認為蔣經國因迫於政治反對勢力而採取改革措施。吳乃德(2000)，〈人的精神理念在歷

史變革中的作用一美麗島事件和臺灣民主化〉，《臺灣政治學刊》，第 4 期，頁 57-103；吳乃德

(2003)，〈回憶蔣經國，懷念蔣經國〉，發表於「二十世紀臺灣民主發展」學術研討會，臺北：

中華民國國史館。 
110 「國內反對勢力的壓力，當然也是促成解嚴的原因。1980 年代，黨外和國民黨的競爭，已發

展成全國性的競爭，當時黨外在選舉中得票率已達 30%上下，國民黨再也不能忽視這股力量

及其訴求。藉由推動解嚴和民主改革，爭取更多支持，同時鼓勵新興的政治勢力在體制中競

爭，成為解嚴的考慮因素之一。」葛永光(2008)，〈蔣經國的轉化型領導—臺灣民主轉型的推

手〉，發表於「蔣經國先生與臺灣民主發展」學術研討會，臺北：中華民國團結自強協會，

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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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匯集不同政治意見」、「代表不同階級利益」、「提出不同候選人名單」，以

及「不滿現有體制」等意涵。 

1986 年底，黨外人士趁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召開後援會推薦大會時，於 9 月

28 日搶先宣佈成立民主進步黨，開始以政黨型態運作，各地的公政會分會則改

為民主進步黨的地方黨部。同年 11 月 10 日，民主進步黨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

會，通過黨章、黨綱，並選舉主席及重要幹部，首任主席為江鵬堅。此時，民主

進步黨已完成形式及實質的建黨工作。1989 年元月，立法院修正通過《人民團體

組織法》，民主進步黨於該年領取政黨證書，成為國內第一大反對黨。 

有關政府宣佈「開放黨禁」的歷史過程，請參考本文第五章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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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蔣經國人格特質與政治自由化的檢討與評價 

 

    「解嚴」111和推動全面性的改革，除了考量國內及國外的環境因素，蔣經國

的政治認知與「人格特質」應是最具決定性的關鍵因素112，他個人整合黨、政、

軍、特的權力，所發動的政治改革，對當時的國內政治環境影響甚鉅。Welsh 認

為：在公民政治影響力受到限制的政治系統，政治領導的變遷(指領導人的更遷)

對政治系統的變遷有決定性的影響。
113 

蔣經國最早有「解嚴」的念頭
114，根據前行政院院長李煥的說法，早在 1978

年就任總統時就已經開始了。李煥說：「經國先生六十七年就任總統後，基於國

                                                 
111 總統馬英九說：「他(蔣經國)平常找我都是為了翻譯嘛！結果那一天找我不是為了翻譯，他找

我到他的辦公室問我『戒嚴』這個字在英文裡叫作什麼？我說是 Martial Law，他問我是什麼

意思？我說是『軍法』的意思，之後我去查所有的字典對這個字怎麼解釋，包括：《韋氏大字

典》、《大英百科全書》、《大美百科全書》，還有美國最著名的《布萊克法律大字典》，統統搜

集起來的字義，然後寫了一個簽給他，再跟他報告。」紀錄片(2008)，臺北：中天電視新聞臺：

「馬英九與蔣經國」。 

   

總統馬英九說：「他(蔣經國)就要我去查『戒嚴』這個字在英文裡是什麼意思？我說是 Martial 
Law。我查了很多國外著名字典，還有百科全書，綜合告訴他是『軍事管制』的意思，同時《戒

嚴法》實際上就是沒有法律，換句話說完全軍事管制，他說我們臺灣不是這樣，因為我們實

施戒嚴，而背了一個不自由不民主的惡名，這個黑鍋實際上是有點划不來的。」紀錄片(2009)，
臺北：中天電視新聞臺：「七海寓所的主人—蔣經國的故事」。 
 
總統馬英九於「蔣經國先生與臺灣民主發展—紀念經國先生逝世二十週年學術研討會」開幕

致詞：「所以有一次他問我英文的『戒嚴』是什麼意思，我告知其為軍法的意思。又經我查過

幾本英文大字典後列舉五種解釋，根據這些字典的解釋就是軍法統治、軍事管制，也有些解

釋是命令管制。經國先生聽了之後皺了一下眉頭說，我們不是這樣啊！我們沒有軍事管

制。……所以當時就想到有無必要背負這個黑鍋？我想這個對他是一種衝擊。」葛永光主編

(2008)，《蔣經國先生與臺灣民主發展—紀念經國先生逝世二十週年學術研討論文集》，臺北：

幼獅，頁 218。 
112 「從 1953 年到 1970 年，他(蔣經國)先後五次訪美，民主政治給他深刻的印象。」茅家琦(2003)，

《蔣經國的一生與他的思想演變》，臺北：商務，頁 415。 
    

「蔣經國五次訪美，影響他民主思想的有些什麼？他究竟講過那些話？影響最大的，應該是美

國的民主制度，是三權分立的制度。國會監督政府，政府有能，國會有權。美國的新聞自由、

言論自由，確實受到憲法的保障。這些，都應該是蔣經國心嚮往之的事情。」漆高儒(1997)，

《蔣經國評傳—我是臺灣人》，臺北：正中，頁 294。 

   

「解嚴當然是經國先生個人的一個決定，這個決定，一方面與其個人的民主信念和民主性格

有關，另一方面也與經國先生體察國內外形勢後得到的結論有關。」葛永光(2008)，〈蔣經國

的轉化型領導—臺灣民主轉型的推手〉，發表於「蔣經國先生與臺灣民主發展」學術研討會，

臺北：中華民國團結自強協會，頁 8。 
113 William A. Welsh (1979), Leaders and Elite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p.34. 
114 根據前中國國民黨黨史會主委陳鵬仁的說法，蔣經國早有意「解嚴」，考慮的只是時間問題。

陳志平，〈國民黨—時代趨勢，讓蔣改革〉，《聯合報》，2003.9.25，版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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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穩定建設，已開始思考何時宣佈解嚴。」115此外，前行政院院長孫運璿指出：

「我擔任行政院長時，經國先生曾多次與我談及有關政治革新的問題，在他內心

有一個時間表，認為經濟建設成功，社會穩定，人民安和樂利了再尋求政治發展

建設。」
116 

   

壹、蔣經國對於政治自由化所展現的人格特質 

 

一、強烈的國家、民族及歷史使命感117 

蔣經國於 1986 年 3 月 31 日，主持中國國民黨第 12 屆三中全會暨中央評議

委員會第 3 次會議閉會典禮口頭致詞：「祇要大家為黨、為國家、為民族的前途

團結奮鬥，一定可以完成中興復國的神聖使命。今天，工作是完成了，但是我們

的工作尚未完成。我們要以今天做為我們繼續奮鬥新的開始，讓我們共同努力來

完成我們的任務。」
118 

蔣經國在同一日舉行的中國國民黨第 12 屆三中全會第 7 次大會通過中央常

務委員提名後，指明「以黨政革新帶動全面革新」的目標。119他說：「希望常務

委員能夠了解任務的重大，切實負起責任，貫徹全會的各項決議，實實在在做好

黨的工作，以黨的革新來帶動行政革新，以行政革新來帶動全面革新。」120 

此外，蔣經國說：「在這大轉變的時代，我們不必去計較那些小地方，要從

                                                 
115 《聯合報》，2007.7.11，版 A15。 
116 孫運璿(1988)，〈我失去一位敬重的長者〉，《蔣故總統經國先生追思錄》，臺北：黎明，頁 150。 
117 總統馬英九說：「1985 年發生了十信案，它是一個金融弊案，之後發生了江南案，兩個案件

接續在那一年發生，社會各界都有改革的期望。」紀錄片(2008)，臺北：中天電視新聞臺：「馬

英九與蔣經國」。 

    

   總統馬英九於「蔣經國先生與臺灣民主發展—紀念經國先生逝世二十週年學術研討會」開幕

致詞：「江南案使得中華民國的聲望受到打擊，那是在 1984 年 10 月，在美國發生作家劉宜良

被竹聯幫殺手殺害，後來發現這個案子跟我們情治單位有關係。而十信案則是一個金融風暴，

造成兩位部長下臺。而就在同一時期，1978 年鄧小平實施改革開放，而在到了劉案及十信案

時，美國時代雜誌兩度把鄧小平選作風雲人物。個人認為這對經國先生是有相當的刺激。」

葛永光主編(2008)，《蔣經國先生與臺灣民主發展—紀念經國先生逝世二十週年學術研討論文

集》，臺北：幼獅，頁 216。 
118 蔣經國(1992)，〈無偏心無私心不為自己著想〉，《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5 冊)，臺北：行政院

新聞局，頁 167。 
119 蔣經國(1992)，〈以黨政革新帶動全面革新〉，《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2 冊)，臺北：行政院新

聞局，頁 543。 
120 蔣經國(1992)，〈以黨的革新帶動行政革新，以行政革新帶動全面革新〉，《蔣經國先生全集》

(第 15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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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處和遠處看。」121他於 1986 年 10 月 15 日，在國民黨中常會聽取有關「動員戡

亂時期國家安全法令」及「動員戡亂時期民間社團組織」之研究結論報告後指示：

「中國國民黨是一個光明正大的政黨，我們一切的措施與作為，都是本著大公無

私的精神與光明磊落的胸懷；以前瞻性的眼光，求進步的做法；並以向國家負責、

向歷史交代的態度，往前邁進，來完成承先啟後，繼往開來的使命。」
122     

1987 年 6 月 23 日，立法院三讀通過《動員戡亂時期國家安全法》，7 月 15

日政府宣佈「解嚴」。在「解嚴」前幾天，蔣經國於 1987 年 7 月 8 日向國人闡明

對於「解嚴」後民主憲政的期待，他說：「在完成國安法及解嚴的法律程序後，

我們的民主憲政將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展望未來發展，將在民主法治的基礎上

繼續努力，開創國家光明前途。」
123 

 

二、決心、勇敢 

雖然蔣經國面對重要關頭時，曾遭受黨內保守力量基於國家安全考量，而持

反對意見，不過他頗能發揮堅定的「決心」來推動政治改革。蔣經國於 1986 年

3 月 31 日，在中國國民黨第 12 屆三中全會第 7 次大會通過中央常務委員提名後

說：「這一次常務委員都要了解這一個責任的重大，來完成這次全會所決定的許

多決議，而能夠實實在在的做好我們自己『以黨的革新來帶動行政的革新』，『以

行政的革新來帶動全面的革新』，我們有堅決的信心來做好我們自己的工作。」124 

蔣經國於 1986 年 10 月 15 日，在中國國民黨中常會聽取有關「動員戡亂時

期國家安全法令」及「動員戡亂時期民間社團組織」之研究結論報告後指示：「時

代在變、環境在變，潮流也在變；因應這些變遷，本黨必須以新的觀念、新的做

法，在民主憲政體制的基礎上，推動革新措施。唯有如此，才能與時代潮流相結

合，才能與民眾永遠在一起。」125他又於 1987 年 5 月 6 日，在中國國民黨中央委

                                                 
121 蔣經國(1992)，〈靈活組織結合民意調適作法〉，《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20 冊)，臺北：行政院

新聞局，頁 89。 
122 蔣經國，〈蔣主席強調本黨大公無私，以開拓的胸襟推動革新，使民主憲政更和諧完美〉，《中

央日報》，1986.10.16，頭版頭條；蔣經國(1992)，〈本開闊無私胸襟使憲政更臻完美〉，《蔣經

國先生全集》(第 20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36。 
123 蔣經國(1992)，〈推動民主法治的決心和誠意絕不改變〉，《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20 冊)，臺北：

行政院新聞局，頁 91。 
124 蔣經國(1992)，〈以黨的革新帶動行政革新，以行政革新帶動全面革新〉，《蔣經國先生全集》

(第 15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164-165。 
125 蔣經國，〈蔣主席強調本黨大公無私，以開拓的胸襟推動革新，使民主憲政更和諧完美〉，《中

央日報》，1986.10.16，頭版頭條；蔣經國(1992)，〈本開闊無私胸襟使憲政更臻完美〉，《蔣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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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談到：「我們必須因應時間、空間的變化，以及主觀、客觀條件的變化而在

工作方法上求新求變。……有些在過去是對的做法，在今天可能不切實際，甚至

還可能造成錯誤。」
126 

蔣經國希望建立國家長治久安的民主制度，他說： 

 

我們力行民主政治，不僅因為那是一種理性的合乎現代潮流的制度，更是

因為我們深信唯有以民意為依歸的民主政治才是最有力量也最鞏固的政

治，唯有合乎人類追求自由平等需要的民主政治才是最有前途的政治，所

以我們用最大的熱忱要來建立一個良好的民主制度，為中華民國的長治久

安厚植根基。
127 

 

在即將宣告「解嚴」前夕，蔣經國為了政局安定，並降低黨內保守勢力反彈，

他於 1987 年 7 月 8 日，在中國國民黨中常會指示：「立法院在七七抗戰五十週年

紀念日議決通過解嚴案，意義特別重大，未來執政黨繼續推動民主法治的決心和

誠意，絕不會改變。」在文中再次強調：「執政黨政府在極短時間內完成國安法

及解嚴的立法程序，足可證明執政黨推動民主法治的決心和誠意，這種決心和誠

意絕不改變。」128可見蔣經國推動政治改革堅定的「決心」。 

最後蔣經國以總統身分勉勵五院院長：「只要有決心和誠意，認清形勢，把

握原則，事事以國家整體利益和民眾福祉為先，走正確的道路，踏穩腳步，勇往

直前，自必克服一切困難。」129 

即使蔣經國決定「解嚴」，國民黨內部仍有阻力
130，甚至在中常會有超過三

分之二的資深委員反對他的改革，軍方(尤其是警備總部)對「解嚴」後大權旁落

                                                                                                                                            
國先生全集》(第 20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36-37。 

126 蔣經國(1992)，〈表現黨的氣節發揮工作熱忱〉，《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5 冊)，臺北：行政院

新聞局，頁 206。 
127 中國時報政經研究室，〈力行民主政治，信念堅定不移〉，《中國時報》，1988.1.14，版 2。 
128 蔣經國(1992)，〈推動民主法治的決心和誠意絕不改變〉，《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20 冊)，臺北：

行政院新聞局，頁 91。 
129 蔣經國(1988)，《蔣總統經國言論選集》(第 9 輯)，臺北：中央日報，頁 57。 
130 宋克寒在〈蔣經國改革的阻力〉一文中說：「當前臺灣仍面臨中共武力的威脅，中共一日不聲

言放棄武力解決臺灣問題，臺灣的威脅一日沒有解除，臺灣就仍然處於『非常時期』，不能放

鬆警惕，解除戒嚴等於自己解除思想武裝。」風雲論壇編輯委員會編輯(1985)，《蔣經國變法

維新》，臺北：風雲論壇，頁 32；蔣經國(1992)，〈本開闊無私胸襟使憲政更臻完美〉，《蔣經

國先生全集》(第 20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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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深感不悅。131 

蔣經國在面對保守派、軍方，以及資深國大和中央民意代表等反對勢力時，

除了堅定自己的改革決心外，親自向他們說明改革的意義與價值，更大力支持革

新派與 12 人政治改革小組，告誡他們千萬不能有猶豫不決及優柔寡斷的態度，

一定要以「勇氣」、「決心」和「魄力」來推動改革，以增進黨內團結。
132同時蔣

經國經常利用公開場合，宣示改革的「決心」和見解，以化解若干反對勢力。例

如蔣經國於 1986 年 3 月 31 日，主持中國國民黨第 12 屆三中全會暨中央評議委

員會第 3 次會議閉會典禮口頭致詞： 

 

經國想起當年受命擔任行政院院長的時候，  總裁寫了「逆水行舟」四

個字給經國。同時說：「我們所遭遇的敵人是頑強的、環境是險惡的、工

作是艱苦的。但是要完成任務，需要心平氣和，寬大為懷；要抱持這個

修養，才能克服工作上的壓力和困難。同時，還必須任勞任怨，不要怕

別人的誹謗和打擊。祇求自己所做的一切能對得起良心，對得起黨。」  總

裁又說：「你想要達成你的任務，必須要堅決、堅強、堅定。」
133 

 

蔣經國在 1986 年 10 月 15 日主持中國國民黨中常會時，以「為國家的長遠

利益打算」、「為全民的永遠幸福著想」，以及「為復國大業奠定成功的根基」等

目標，化解社會上反對改革的勢力。他說：  

 

關於社會上有少數人對若干問題持有不同的意見，經國以為，凡我同志，

應以本黨一向大公無私、為國為民的誠意，和開明豁達、積極求進的作為，

與所有愛國家、愛民族的人共同努力。希望全體同志要發揮群策群力的力

量，本著開闊、無私的胸襟，進一步努力協調，促進溝通，使我們國家的

政治更趨和諧，使我們國家的民主憲政更臻理想與完美。經國所以持如此

                                                 
131 費德曼(Harvey J.Feldman)著，劉宗賢譯(1988)，〈臺灣正向前大步邁進〉，《亞洲與世界文摘》，

第 8 卷第 1 期，頁 5-6。 
132 前行政院院長李煥說：「嚴前總統召集的 12 人小組，我也參加了，就是考慮這個問題，有人

贊成，有人反對，很多次向經國先生報告我們討論的結論，但是經國先生都是希望政治能夠

民主化，取消戒嚴。」紀錄片(2008)，臺北：中天電視新聞臺：「馬英九與蔣經國」。 
133 蔣經國(1992)，〈堅決堅強堅定〉，《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2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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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法，是一心為國家的長遠利益打算，一心為全民的永遠幸福著想，一心

要為復國大業奠定成功的根基。
134 

 

由於蔣經國堅定的「決心」，「勇敢」面對挑戰，逐漸化解了保守派與黨政軍

高層將領的疑慮，加速中常委會議「充實中央民意代表機關」、「地方自治法治

化」、「制定國家安全法令」、「民間團體組織許可制度」、「強化社會治安」，以及

「黨務革新」等 6 項改革議題的通過。
135 

此外，蔣經國認為「解嚴」是政府「決定的大方向」，同時也提醒國人「決

不因解除了戒嚴而鬆懈」，他說：「現在已經決定解嚴，解除戒嚴令是我們國家的

一件大事，這也是遵從  總理、  總裁一貫追求實行民主政治的理想，並且早已

決定的大方向，……誠然目前仍有很多困難，但我們要克服這些困難，就要竭盡

一切的力量去做，我們決不因解除了戒嚴而鬆懈。」
136 

 

三、腳踏實地的務實取向 

現實主義的政治領袖，重視權力與利益，對政治現實有客觀的瞭解，並尋求

合適的解決途徑。137蔣經國的「人格特質」之一就是注重現實，在現實條件上作

決策，運用他掌控的資源，追求可能的目標。蔣經國認為「解嚴」是恢復人民在

《憲法》上所賦予的權利，但他也認為臺灣地區並非「處於完全的平常時期」，「中

共仍然時時威脅著我們復興基地的安全，並且不斷揚言，企圖要以武力犯臺，因

之，我們必須充分提高警覺，加強戒備，不予敵人可乘之機。」138因此，他指示

制定《動員戡亂時期國家安全法》，在國家安全獲得保障後，再宣佈「解嚴」。他

在「解嚴」當天，即 1987 年 7 月 15 日，於中國國民黨中常會指示： 

 

解除戒嚴同時實施「動員戡亂時期國家安全法」，是一件具有劃時代歷史

                                                 
134 蔣經國(1992)，〈本開闊無私胸襟使憲政更臻完美〉，《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20 冊)，臺北：行

政院新聞局，頁 36-38。 
135 Chou,Yang-sun and Andrew J. Nathan (1987), “Democratizing Transition in Taiwan”, Asian Survey, 

March:11. 
136 蔣經國(1992)，〈靈活組織結合民意調適作法〉，《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20 冊)，臺北：行政院

新聞局，頁 89。 
137 康中和(1985)，《國際政治的理想主義與現實主義》，臺北：臺灣商務，頁 110。 
138 蔣經國(1992)，〈嚴正執行確保法治，照顧全民促進民主〉，《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20 冊)，臺

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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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意義的大事，也是本黨過去數十年來不斷努力奮鬥所希望達到的目標。

大家要作更多更大的努力，為國民謀求更自由、更幸福的生活。今後我們

還要繼續努力，秉持  總理  總裁的思想與精神，向民主光明的大道邁

進。
139 

 

蔣經國在 1987 年 7 月 27 日，邀請 12 位地方父老茶敘時表示： 

 

政府必當竭心盡力朝力行民主憲政方向邁進；同時政府也必負起保障國家

安全和社會安定的責任。如今隔海敵人仍然時時刻刻對我們破壞顛覆，因

此我們務須警惕不懈，了解民主憲政必須植基於國家安全之上，精誠團

結，在邁進的過程中，踏穩腳步，落實建設，鞏固基礎。這是大家應有的

共識。
140 

 

蔣經國於 1986 年 3 月 31 日，在中國國民黨第 12 屆三中全會，談到對於政

治改革的看法，他說：「這是一個很重很重的擔子，但是我們身為一個黨員，我

們須要盡心盡力，一步一步，腳踏實地為老百姓、為國民、為一般黨員做好我們

應做的工作。」141「誠然目前仍有很多困難，但我們要克服這些困難，就要竭盡

一切的力量去做，我們決不因解除了戒嚴而鬆懈，反而在處理各項問題時，要更

加小心謹慎，一步一步紮紮實實地去做。」142他又說：「今後中央常委的責任格

外重大，在全會閉會之後，所有的決議，都要中央常務委員來規劃、執行，這樣

才不會辜負大家的付託和期望。」
143 

蔣經國也認為「解嚴」的進程應越快越好，並不只是因為他的健康惡化144，

                                                 
139 蔣經國(1992)，〈宣布解嚴以貫徹民主憲政是打擊共產主義最佳利器〉，《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20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93。 
140 蔣經國(1992)，〈我們要開闊心胸，把眼光放到大陸〉，《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5 冊)，臺北：

行政院新聞局，頁 221。 
141 蔣經國(1992)，〈以黨的革新帶動行政革新，以行政革新帶動全面革新〉，《蔣經國先生全集》

(第 15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164。 
142 蔣經國(1992)，〈靈活組織結合民意調適作法〉，《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20 冊)，臺北：行政院

新聞局，頁 89。 
143 蔣經國(1992)，〈以黨政革新帶動全面革新〉，《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2 冊)，臺北：行政院新

聞局，頁 543。 
144 「1982 年 2 月 3 日，因糖尿病嚴重，蔣經國做了左眼視網膜手術，他意識到健康出了大問題，

隨後，軍事工作完全交給郝柏村負責。1985 年 12 月，他明確告訴郝柏村等人：『歲月不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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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儘快進行，同時更強調有效率的做事原則。145前行政院院長郝柏村說：「當

時他是在準備與決心要解除戒嚴，但是解除戒嚴的準備工作也是需要很長的時

間；我們感覺到的是有很多事情需要長時間處理，但是他認為不能等。」
146 

蔣經國於 1986 年 4 月 9 日147，在中國國民黨中常會指示：「今天推定十二位

常委負責三中全會各項決議案之研究規劃，分工策行，是非常迫切的工作。雖然

全會交下來的案子很多，但我們要先選擇最重要的來做，而且要快做，不要拖。」

148他又說：「希望能夠盡快研提法案，完成立法程序，早付實施。」149「一定要積

極推進，徹底執行，盡速完成。」150 

1986 年 10 月 15 日，國民黨中常會優先通過「解除戒嚴」和「開放黨禁」兩

項議題：(一)、廢止《戒嚴令》，代之以《國家安全法》；(二)、修改《人民團體

組織法》中禁止新黨之規定，但要求新登記的政黨須符合「反共」、「遵守憲法」、

「不得有分離意識」等 3 項原則。
151 

                                                                                                                                            
他的體力不能和以前比了。』1986 年 4 月，因心臟出問題裝上了心律調整器。」茅家琦(2003)，
《蔣經國的一生與他的思想演變》，臺北：商務，頁 416；郝柏村(1995)，《郝總長日記中的經

國先生晚年》，臺北：天下遠見，頁 276。 

 

   前行政院院長李煥於「蔣經國先生與臺灣民主發展—紀念經國先生逝世二十週年學術研討會」

開幕致詞：「經國先生在 1988 年 1 月 12 日曾經通知我到官邸會見，那時他躺在病床上，我向

他請示：『明天 1 月 13 日星期三是中央常會時間，您有何重要指示。』他說：『我準備自己主

持常會』。我說：『如你身體不便，可由常務委員代理主持。』經國先生說：『不要，我要親自

去。』……他要親自主持常會，可見他對健康還很有信心。」葛永光主編(2008)，《蔣經國先

生與臺灣民主發展—紀念經國先生逝世二十週年學術研討論文集》，臺北：幼獅，頁 222。 
145 前行政院院長李煥說：「(民國七十六年)七月四日我到總統府晉見經國先生時，他對我說他有

三個心願，希望我能幫助他完成：第一、增進臺灣人民對國民黨的信任；第二、解除戒嚴；

第三、開放兩岸交流，及臺灣民眾赴大陸探親。沒多久，經國先生就於七月十五日宣佈解除

戒嚴；十一月二日就開放臺灣民眾到大陸探親；七十七年元旦開放黨禁與報禁，經國先生對

推動政治民主化態度是非常積極的。」《中國時報》，2008.1.14，版 A7。 
146 郝柏村(1995)，《郝總長日記中的經國先生晚年》，臺北：天下遠見，頁 1。 
147 總統馬英九說：「當時解嚴已列為一個項目，但還不敢正式說要解嚴，只稱為有關國家安全法

令的研究，1986 年 4 月，這件事情已開始進行。」紀錄片(2008)，臺北：中天電視新聞臺：「馬

英九與蔣經國」。 
148 蔣經國(1992)，〈加強協調相互合作〉，《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20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

頁 15。 
149 蔣經國(1992)，〈吸取外國政黨運作經驗與優點〉，《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20 冊)，臺北：行政

院新聞局，頁 39。 
150 蔣經國(1992)，〈本開闊無私胸襟使憲政更臻完美〉，《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20 冊)，臺北：行

政院新聞局，頁 37。 
151 1986 年 10 月 7 日下午，蔣經國在總統府接受美國《華盛頓郵報》發行人凱撒琳葛蘭姆夫人

(Mrs.Katherine C.Graham)、主編葛林斐德，以及《新聞週刊》編輯簡浩賢訪問時，正式告知對

方「我們即將在制定國家安全法後終止戒嚴」、「開放政黨合法登記」，善用國際媒體的宣傳，

達到提昇國家形象的目標。蔣經國說：「我們必須作為十億中國人希望的燈塔，他們(指中共)

才會願意效法我們的政治制度。……我們向來都理解人民有集會及組織政治團體的權利。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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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經國對於上述兩項憲政改革，也曾建議選派學有專長的學者到國外進行考

察，裨使將來我國政黨政治更快步上常軌。
152他於 1986 年 10 月 29 日，在中國國

民黨中常會對前次通過兩項政策性結論指示： 

 

為了有參考各國實施憲政以及各國政黨運作的經驗，經國建議我們應派若

干學有專長、具有經驗的同志，到美國、日本、英國、西德等國去作一次

考察。這些國家實施民主憲政已經多年，各方面的成就很多，我們要吸取

國外的經驗和優點，以供擬案的參考。希即迅與有關單位接洽，做好這項

工作，愈快愈好。
153 

 

                                                                                                                                            
過，他們(指新政黨)必須承認憲法，並且認同根據憲法所制訂的國家體制。新政黨必須是反

共的。他們不得從事任何分離運動—我所指的是『臺獨』運動。如果他們符合這些要求，我

們將容許成立新黨。……我不認為它(指反對黨)是一種挑戰。它祇是政治過程中的一種現

象。……我們絕不會採取軍事統治。」蔣經國(1992)，〈希望儘早解除戒嚴令〉，《蔣經國先生

全集》(第 15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176-177。 
    

總統馬英九說：「1986 年 10 月 7 日下午 4 點鐘，在總統府的內會客室，經國先生接見了包括

凱撒琳葛蘭姆夫人(Mrs.Katherine C.Graham)在內的《華盛頓郵報》跟《新聞週刊》的記者，她

這次來就是要問經國先生，你們正在準備解除戒嚴、開放組黨，是不是這麼一回事，所以那

一天的會面，大概這個就是主題了，她這個問題一提出來，我也在等經國先生的答案嘛！我

知道，實際上已經差不多要煮熟了，就是看什麼時候掀鍋，結果經國先生很沉穩地答覆，他

說：『我們準備在完成國家安全法令的訂定之後，宣布解除臺灣地區的戒嚴。』我當時是一個

字一個字地翻譯，因為當時就感覺到歷史的一刻終於來臨了，所以我翻譯的時候，像有電流

通過的感覺，我們正在宣佈，或者創造一個歷史的事件。」紀錄片(2008)，臺北：中天電視新

聞臺：「馬英九與蔣經國」。 

    

總統馬英九在中國國民黨紀念蔣經國百年誕辰座談會中說：「蔣經國在總統府接見華盛頓郵報

發行人凱撒琳葛蘭姆夫人(Mrs.Katherine C.Graham) 時，宣佈解嚴，之後開放黨禁。坐在翻譯

席上的心情是波濤起伏，震撼不已。」《中國時報》，2009. 4. 11，版 A3。 

 

跟隨蔣經國多年的武官、前空軍副總司令葛光越在中國國民黨紀念蔣經國百年誕辰座談會

說：「蔣經國在接見葛蘭姆夫人(Mrs.Katherine C.Graham)前預習好幾次，還回頭問當時總統府

秘書長張祖詒：『我們要做什麼事？』張祖詒回答：『恢復憲法、不可實施共產主義。』蔣經

國追問：『還有呢？是否應該還有不可分裂國土。』」外界曾認為蔣經國當時是迫於外界壓力

才改革，但以葛光越的近身觀察，他認為是蔣經國自己要做的。《中國時報》，2009. 4. 11，版

A3。 
152 蔣經國說：「對『國家安全法』及『人民團體組織法』與『選舉罷免法』之研擬與修正草案，

應儘速進行，使早日完成立法程序，為我國實施民主憲政開創新局。為了使這些新的法規更

能符合時代的需求、社會的需要，除一方面在國內應積極研究草擬外，同時應該選派若干學

有專長而有經驗的從政同志，前往美國、英國、西德、日本等先進國家考察，以吸取這些國

家實施憲政與政黨運作的經驗，作為我們充實新法的參考，這項工作，愈快愈好。」蔣經國

(1992)，〈吸取外國政黨運作經驗與優點〉，《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20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

局，頁 40。 
153 蔣經國(1992)，〈吸取外國政黨運作經驗與優點〉，《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20 冊)，臺北：行政

院新聞局，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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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經國在文中使用「盡快研提法案」，以及「做好這項工作，愈快愈好」的

用語，可見他非常期待憲政改革早日推行。 

1987 年 7 月 2 日，行政院會並未馬上通過「解嚴案」及「國安法施行細則」，

當天早上蔣經國知道後，指示行政院院長在二次院會時立刻通過上述兩案，不准

延宕，終於在當天晚上 10 點完成行政部門程序。同年 7 月 7 日立法部門通過「解

嚴」案，總統於 7 月 14 日公佈，臺灣長達 38 年的戒嚴正式解除。 

此外，蔣經國重視團隊合作的做事方法，有關「解嚴」的討論會議和其他改

革方案一樣，經他確定原則後，再由其他單位負責研擬。其中「解嚴」的高層決

策會議是透過黨部召集，地點多在總統府或臺北賓館，主要成員為黨秘書長馬樹

禮、司法院院長黃少谷、行政院院長俞國華、中常委袁守謙、總統府秘書長沈昌

煥、國安會秘書長汪道淵等人。會議都是以「改革小組」(即前副總統、首席中

常委嚴家淦)的名義召集，偶而參謀總長郝柏村也出席。 

蔣經國於 1986 年 4 月 9 日指定國民黨 12 位中常委負責研擬 6 項革新方案
154，

其中特別指示對於「簡化國家安全法律」及「制定人民團體組織法」兩項，擬定

更詳細的計劃。負責人為技術官僚出身的前總統嚴家淦，以及臺籍菁英輩份甚高

的前副總統謝東閔，另外包括黨內自由派和保守派多位極具影響力者，如李登

輝、谷正綱、黃少谷、俞國華、倪文亞、袁守謙、沈昌煥、李煥、邱創煥、吳伯

雄等，這 12 人組成「革新小組」，籌劃推動三中全會中心議案。155  

在面對「解嚴」前後國內、外嚴峻環境的挑戰時，蔣經國認為國人此時更需

要團結，以「突破困難，再創新局」。他說：「經國自己深覺責任重大，相信每一

位同志對於自己的責任都有同感。但是，外來的壓力越大，我們內部越要團

結。……環顧今日國內外的環境，我們要求突破困難，再創新局，就必須在觀念

上及作法上作必要的檢討與研究。」156 

蔣經國於 1986 年 4 月 9 日，在中國國民黨中常會指示：「為使工作更為落實，

我們要加強彼此協調，相互合作，尤其要注意不可有本位主義、個人主義。不要

                                                 
154 6 項革新方案包括：「解嚴」、「開放黨禁」、「充實中央民意代表機構」、「地方自治法制化」、「社

會風氣與治安」、「黨的中心任務」。蔣經國規劃的政治革新 6 大議題，以「解嚴」最為重要，

當時黨內改革小組是以比較含蓄的用語「國家安全法律之研究」在進行。 
155 伊原吉之助(1992)，《臺灣的政治改革年表‧覺書(1943-1987)》，奈良：帝塚山大學，頁 315；

許介鱗(2005)，《戰後臺灣史記》(第 3 卷)，臺北：文英堂，頁 72。 
156 蔣經國(1987)，《蔣總統經國先生七十五年言論集》，臺北：正中，頁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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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自己著想，而要為民眾的福祉和國家利益著想。」157同年 10 月 15 日，蔣經國

在中國國民黨中常會聽取有關「動員戡亂時期國家安全法令」及「動員戡亂時期

民間社團組織」之研究結論說：「我們要讓大家忙碌起來，分門別類，分頭努力，

團結合作，更求精進，以切實達到改造的績效與成果。」
158 

 

四、重視忍耐的功夫 

蔣經國推動政治改革時，特別「重視忍耐的功夫」。
159例如國民黨決定研擬 6

項方案後，「公共政策研究會」接連在各地成立分會，引起保守派國民黨員不滿，

使得蔣經國的政治革新受到阻礙，然而蔣經國與「黨外」協商，雖然溝通的確達

不到預期效果，不過國民黨始終未對「公政會」分會採取強硬措施，也間接默許

「黨外」成立組織。
1601986 年 7 月，蔣經國接受媒體訪問表示，將在一年內解除

臺灣地區的戒嚴狀態，然而「黨外」卻在 9 月 28 日，於臺北圓山大飯店宣佈成

立「民主進步黨」，此時國民黨內部保守派多主張依法取締，但蔣經國不贊成採

取強勢鎮壓方式161，反而指示與「民主進步黨」溝通162，化解政治衝突。163蔣經

                                                 
157 蔣經國(1992)，〈加強協調相互合作〉，《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20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

頁 15。 
158 蔣經國(1992)，〈本開闊無私胸襟使憲政更臻完美〉，《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20 冊)，臺北：行

政院新聞局，頁 37。 
159 1989 年 5 月 20 日，曾任蔣經國中文秘書的王家驊在政治作戰學校演講一篇文章，他說：「解

嚴前後，坊間一些雜誌，對經國先生作人身攻擊，極盡誣衊不敬，甚為一些黨內人士所憤慨，

要求經國先生應予嚴懲。而經國先生只淡淡地說：『我都能忍，你們又為何不能呢？』」「每次

街頭民眾示威，經國先生一再要求施展公權力時，不准傷人，不准流血。」 
160 前總統府副秘書長張祖詒說：「我今天要講的是他(蔣經國)對權力的使用何等慎重，他說：『權

柄，要使用它很容易，難的是什麼時候不去用它』，這兩句話值得現在的政治人深思。事件當

時是蔣彥士向他報告民進黨建黨的事，當年黨內很多同志主張要採取必要的強烈手段，但經

國先生說，權力，使用它很容易，難的是什麼時候不去用它，可見他對權力的使用何等慎重。」

《聯合報》，2008.1.9，版 A13；《中國時報》，2008.1.14，版 A7。 
161 前總統府副秘書長張祖詒於蔣經國逝世 20 周年後，在中國國民黨舉行的口述歷史座談會說：

「民進黨當初組黨之際，國民黨內要求採強硬手段的聲浪不斷，蔣經國卻說『權力使用很容

易，拒絕很難』，最後決定採寬容政策，蔣(經國)念茲在茲就是民主憲政。」《聯合報》，2008.1.8，

版 A13。 
162 根據宋楚瑜的說法：「民主進步黨」在圓山大飯店正式成立，當時國民黨決策階層，普遍主張

抓人，只有蔣經國堅持包容。宋楚瑜，〈臺灣優先，經國先生的決策原則〉，《聯合報》，1998.1.13，

版 4。 

 

   總統馬英九於「蔣經國先生與臺灣民主發展—紀念經國先生逝世二十週年學術研討會」開幕

致詞：「當時的法務部長是施啟揚先生，對於組黨這件事曾經說過：『臺北市有許多違章建築，

但不可能每件都拆吧！』換句話說不見得每一種現象都得急著去做。這個建議讓經國先生也

就沒有再去碰這個問題。」葛永光主編(2008)，《蔣經國先生與臺灣民主發展—紀念經國先生

逝世二十週年學術研討論文集》，臺北：幼獅，頁 219。 
163 李東明(1988)，〈經國先生與臺灣地區的政治發展(1972-1988)〉，《憲政思潮》，第 81 期，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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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說：「我們尊重友黨，尊重反共人士，尊重海內外為復國建國奮鬥的每一個中

國人。」
164 

 

五、謙虛、隱藏自我 

前新聞局局長邵玉銘說
165：「關於經國先生處理解嚴一事。解嚴前夕，祖詒

兄在總統府打電話給我，要我第二天辦記者會宣佈解除戒嚴。我一聽狂喜，因為

這是多年來我跟許多海外學人都跟經國先生建議的事。我跟副秘書長報告，依照

美國的慣例，重要的政治記者會應由總統親自主持，請他跟總統報告，由我通知

國際媒體。結果總統說就由我主持，我請祖詒兄再次敦請，結果回報說還是由我

主持。此事讓我感受到一個成熟有信心的政治人物不喜歡作秀，他只做他該做的

事。但為了突顯這是經國先生的決定，我在記者會上的第一句話就是，『奉總統

令，中華民國自七月十五日凌晨零時解嚴。』」
166 

 

六、無私 

對於「政治自由化」，蔣經國發揮「無私」無我的奉獻精神，他說：「不要為

自己著想，而要為民眾的福祉和國家利益著想。」167又說：「全體執政黨黨員，

不要猜疑，要互相信任，才能作好政治革新工作。事實上，政治革新是為大家好。」

168蔣經國於 1986 年 3 月 31 日，在中國國民黨第 12 屆三中全會暨中央評議委員第

3 次會議閉會後餐會時說： 

 

經國想起三十四年在第六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一次當選為中央委員的那一

                                                 
164 蔣經國(1992)，〈中國國民黨永遠和民眾在一起〉，《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3 冊)，臺北：行政

院新聞局，頁 41。 
165 前新聞局局長邵玉銘說：「我突然接到電話，說明天你要宣佈解除戒嚴，我嚇一跳，當然很高

興，因為 38 年的戒嚴，一旦解除，這是一個中華民國政治史上破天荒的事情，我們要宣導我

們國家的進步，還是請總統考慮親自主持，我立刻約集國際媒體、電子媒體、文字媒體來辦

個盛大的記者會，結果沒幾分鐘，總統府就來電跟我說，總統說不必了，依照往例新聞局局

長是政府發言人，就由我來做，這件事給我很深的感受，就是他是不居功、不作秀，是一個

很有自信的國家領導人。」紀錄片(2009)，臺北：中天電視新聞臺：「七海寓所的主人—蔣經

國的故事」。 
166 《中國時報》，2008.1.14，版 A7。 
167 蔣經國(1992)，〈加強協調相互合作〉，《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20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

頁 15。 
168 蔣經國(1992)，〈推動民主法治的決心和誠意絕不改變〉，《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20 冊)，臺北：

行政院新聞局，頁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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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總裁在重慶曾家岩告訴經國幾句永遠不會忘記的話：「第一、不要

有偏心；第二、不要有私心；第三、不要為自己著想。」這三句話，始終

記在經國的心裏。經國常常自問：「是不是有偏心？是不是有私心？是不

是曾為自己著想？」今天特別提出與大家共勉，並以此作為我們做人、做

事，時時自省的指南針。……第一、不屈不撓的信心，有信心就有一切；

第二、大公無私的「公」字。……有了這種精神，今後無論遇到任何困難，

相信我們一定都能克服，獲得成功。
169 

 

蔣經國希望全體中國國民黨黨員，應具備「任勞任怨」的精神、「堅決、堅

強、堅定」的勇敢意志，以及「無私」的心胸，共同來完成當前政治改革的艱鉅

工程，甚至引用蔣介石的話，來勉勵全體同志。 

1986 年 10 月 15 日，國民黨主席蔣經國在中常會聽取有關「動員戡亂時期國

家安全法令」及「動員戡亂時期民間社團組織」之研究結論報告後指示： 

 

這次重大革新措施通過以後，本黨今後的工作，面臨了一個新的開始；而

我們的工作並不是為了一黨之私益，更不是為了個人的利益，而是要為全

體人民的生活福祉，謀求更大的增進；為國家民族的前途再創新機。……

凡我同志，應以本黨一向大公無私、為國為民的誠意，和開明豁達、積極

求進的作為，與所有愛國家、愛民族的人共同努力。希望全體同志要發揮

群力的力量，本著開闊、無私的胸襟，進一步努力協調，促進溝通，使我

們國家的政治更趨和諧，使我們國家的民主憲政更臻理想與完美。」
170 

 

綜合而言，蔣經國對於「政治自由化」所發揮的「人格特質」包括：一、強

烈的國家、民族及歷史使命感；二、決心、勇敢；三、腳踏實地的務實取向；四、

重視忍耐的功夫；五、謙虛、隱藏自我；六、無私。 

 

                                                 
169 蔣經國(1992)，〈無偏心無私心不為自己著想〉，《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5 冊)，臺北：行政院

新聞局，頁 166。 
170 蔣經國，〈蔣主席強調本黨大公無私，以開拓的胸襟推動革新，使民主憲政更和諧完美〉，《中

央日報》，1986.10.16，頭版頭條；蔣經國(1992)，〈本開闊無私胸襟使憲政更臻完美〉，《蔣經

國先生全集》(第 20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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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蔣經國人格特質與政治自由化的檢討與評價 

 

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認為，改革者道路之艱難來自 3 方面：一、改革

者面臨保守者、革命者兩面作戰；二、改革者必須比革命家更懂得掌握社會勢力

和社會變遷。三、改革者如何選擇改革途徑及其優先順序。因此，成功的革命家

不一定是一流的政治家，成功的改革者必然是出色的政治家。
171 

白魯恂(Pye W. Lucian)認為蔣經國有兩項主要成就，堪稱為世界級的國家領

袖：一、減少本省人與外省人的鴻溝，使臺灣地區的所有人民逐步走向和諧；二、

促使政治反對力量合法化，並設定了民主政治發展的各個階段。
172 

中國國民黨在戒嚴體制下，長期維持一黨優勢(Dominate One-party System)局

面，但國民黨並未放棄透過選舉所反映的民意，來作為其統治的基礎。此外，務

實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策略，促使經濟繁榮與社會安定，亦有助於「政治發展」的

穩健進行。無黨籍人士的反對運動，雖為「解嚴」的重要因素之一，但蔣經國個

人的「人格特質」，則為臺灣邁向「政治自由化」的關鍵。依照歇爾(Donald Share)

對威權體制民主轉型的分類法觀察，我國應屬「和解式的轉型」(Transition Through 

Transaction)，亦即轉型是由執政菁英所控制或接受，並在短時間內進行。173此外，

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也認為我國屬於「轉化型的轉型」(Transition Through 

Transformation)，這種民主轉型的模式，是由執政菁英帶頭實行民主。174 

蔣經國晚年所積極推動的政治改革，在反對勢力尚未強大到足以取代國民黨

政權時，就已經適度滿足來自四面八方的要求。
175副總統蕭萬長說：「他(蔣經國)

對臺灣的前途有很清楚的看法，所以他要解嚴，他要讓政黨開放，對於臺灣未來

                                                 
171 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著，江炳倫等譯(1988)，《轉變中社會的政治秩序》，臺北：黎明，

頁 354。 
172 白魯恂(Pye W. Lucian)著，吳瓊恩譯，〈後蔣經國時代可有良策〉，《聯合報》，1988.9.20，版 2。 
173 Donald Share (1987),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and Transition through Transactio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19(4):529. 
174 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歸納出 3 種民主轉型的模式：第一種是「轉化型的轉型」(Transition 

Through Transformation)；第二種是「置換型的轉型」(Transition Through Replacement)；第三種

是「移轉型的轉型」(Transition Through Transplacement)。 
Samuel P. Huntington(1991),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st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Chap.3. 
175 吳乃德(1989)，〈不確定的民主未來—解釋臺灣政治自由化現象〉，發表於中國民主前途研究

會，臺北：時報文教基金會，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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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民主的轉型，因為他的遠見，才會有今天的臺灣民主。」176黃越欽教授認為：

「他(蔣經國)不但掌握變局，帶動變局，在他心目中，對於民主化的新境界，早

已成竹在胸。」
177總統馬英九說： 

 

至於政治民主化方面，是在 1984 年開始推動政治的民主化，透過解除戒

嚴、開放組黨、開放報禁、地方自治的法治化，也就是北、高兩市開放市

長民選，以及省長民選，最後推動國會的改革，不過他過世的時候，國會

的改革還沒有完成，只是開始勸退執政中央民意代表，也就是說國會的全

面改選，是在李前總統接任之後開始實施的，但他在生前已經開始推動這

些政策，讓這些政策逐漸成為社會的主流價值，也使得許多人才，不論是

執政黨，或是反對黨，能透過這些改革，逐漸地浮上檯面，變成我們中華

民國臺灣政治運作的一個主體。
178
 

 

蔣經國在推動「政治自由化」的過程中，發揮「強烈的國家、民族及歷史使

命感」的「人格特質」，他在第 6 屆和第 7 屆總統就職談話中，均強調「決以至

誠，謹守誓言，恪遵憲法，盡忠職務，增進人民福利，保衛國家。」179 例如他

在第 6 屆總統就職典禮說：「我們要致力於擴大憲政功能—民主自由是中國政治

的道路，憲政是貫徹民主自由的根本，中國軍民用血汗犧牲的代價，創造了憲政

的光輝。這一光輝絕不容許污損，這一根本絕不容許動搖。」
180在第 7 屆總統就

職典禮說：「強化民主憲政功能，溝通民眾意願，結合全國才智，集思廣益、和

衷共濟，促進全民團結。」181可見蔣經國在就任總統時，即已認知實行民主憲政

為施政基礎方針。 

蔣經國有「解嚴」的念頭，國家形象的考量應是原因之一。在他擔任行政院

院長時，直到 1987 年宣佈「解嚴」前的期間，雖然臺灣沒有宵禁，街上也沒有

                                                 
176 筆者於 2007 年 9 月 4 日 21 時 5 分至 15 分，面談專訪副總統蕭萬長之內容。 
177 溫曼英(1987)，〈為中國佈新局—堅百忍而圖成的蔣經國總統〉，《遠見雜誌》，第 18 期，頁 20。 
178 筆者於 2007 年 2 月 17 日 15 時 50 分至 16 時 20 分，電話專訪總統馬英九之內容。 
179 蔣經國(1992)，〈開誠心佈公道同為國家開拓光明大道〉，《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2 冊)，臺北：

行政院新聞局，頁 478；蔣經國(1992)，〈承受重責大任無負國民所託〉，《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1 冊)，台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553。 
180 蔣經國(1992)，〈承受重責大任無負國民所託〉，《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1 冊)，臺北：行政院

新聞局，頁 555。 
181 蔣經國(1992)，〈開誠心佈公道同為國家開拓光明大道〉，《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2 冊)，臺北：

行政院新聞局，頁 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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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隊，也就是一般所稱的「百分之三的戒嚴」，但為避免外國人誤會182，並提昇

國家形象，遂開始於 1980 年代初期認真考慮「解嚴」議題。
183他曾交代錢復、馬

英九等人研究戒嚴的意義，以及國際社會對臺灣實施戒嚴的觀感。184 

雖然蔣經國已確定「解嚴」的大方向，但他認為臺灣地區仍處「非常時期」，

《憲法》所規定的人民權利應予恢復，但由於中共武力恫嚇並未解除，國家安全

仍需獲得保障。蔣經國在 1987 年接受《遠見》雜誌專訪說：「推進民主憲政與維

護國家安全必須受到同等的重視。兩者相輔相成，並且以厲行法治為基礎。唯有

尊重制度和法律，民主憲政才能歷久不渝，這也是政府制定《國家安全法》的精

神所在。」
185因此他指示制定《動員戡亂時期國家安全法》，待國家安全有法律

保障後再宣佈「解嚴」。
186蔣經國希望政治改革是在「穩健中求進步」，他說：「我

想說明最重要的一點，改革的步子一定不斷前進，但為了確保改革的成果，也一

定要走穩。」187 

1987 年 6 月 23 日立法院三讀通過《動員戡亂時期國家安全法》，7 月 15 日

                                                 
182 總統馬英九說：「戒嚴已成臺灣的包袱，經國先生對解嚴的堅持，來自美軍顧問團老團長齊格

列拉將軍的信。」戒嚴使臺灣的國際形象受損，也使臺灣背了黑鍋，因為對西方人而言，戒

嚴就是宵禁與軍事統治，就是對公民權的剝奪與限制，這與臺灣當時的實際情形有非常大的

落差。轉引自葛永光(2008)，〈蔣經國的轉化型領導—臺灣民主轉型的推手〉，發表於「蔣經國

先生與臺灣民主發展」學術研討會，臺北：中華民國團結自強協會，頁 8。 

    

   總統馬英九於「蔣經國先生與臺灣民主發展—紀念經國先生逝世二十週年學術研討會」開幕

致詞：「每一年眾議員索拉茲都會在國會舉辦臺灣戒嚴的聽證會，對臺灣社會有很多的批評。

所以契格列拉將軍就來信問說，你們還值不值得戒嚴？亦即臺灣就我而言並不像外界說的管

得那麼緊，那為什麼你們還要這麼做？」葛永光主編(2008)，《蔣經國先生與臺灣民主發展—

紀念經國先生逝世二十週年學術研討論文集》，臺北：幼獅，頁 217。 
183 1983 年 5 月 16 日，蔣經國接受西德《明鏡周刊》記者庫斯特(Wulf Kusta)訪問，當時記者提

問：「貴國自稱是唯一正統的、自由的中國，但卻實施戒嚴長達三十四年，近代史上未曾有國

家實施戒嚴的時間如此之久。貴國的戒嚴令將在何時方可解除？是否直到中國大陸收復之

日？」蔣經國回答：「這確是一個難以兩全的困擾。一方面我們面臨的威脅和憂患是事實，但

另方面我們又希望在臺灣的人民能過安和樂利的生活，和維持民主自由的正常政治運作。不

過，中華民國人民維護自由民主生活方式的決心並未改變，這一反共的心理基礎亦從未動

搖。……而世界近代史上也從未有一自由、民主的國家像中華民國一樣如此長期遭受共產極

權擴張的威脅。因之，中華民國為了防範共黨的滲透顛覆活動的陰謀，基於國家安全的需要，

依憲法及法律實施『戒嚴』(chieh-yen)，即您們說的戒嚴法(Kriegsrecht)。」蔣經國(1992)，〈共

產制度已為大多數中國人唾棄〉，《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5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63。 
184 蔣經國在 1983 年，即要求幕僚去收集資料，看看西方國家曾經實施戒嚴的情形；1984 年已

認真思考何時「解嚴」的問題；1986 年中國國民黨第 12 屆三中全會明確指示進行「解嚴」

工作。 
185 林蔭庭主編(2006)，〈一個決心積極革新的年代—歷史性專訪蔣經國總統〉，《動力 20—關鍵年

代的人與事》，臺北：天下遠見，頁 126。 
186 薛化元主編(1993)，《臺灣歷史年表—終戰篇Ⅲ(1978-1988)》，臺北：業強，頁 250。 
187 林蔭庭主編(2006)，〈一個決心積極革新的年代—歷史性專訪蔣經國總統〉，《動力 20—關鍵年

代的人與事》，臺北：天下遠見，頁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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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正式宣佈「解嚴」，同日《動員戡亂時期國家安全法》開始施行，臺灣、澎

湖地區正式解除長達 38 年的戒嚴，我國憲政發展自此進入嶄新階段。 

蔣經國雖然宣佈「解嚴」，然而他再度發揮「謙虛」及「隱藏自我」的「人

格特質」，婉拒新聞局由總統親自在總統府宣佈的建議，指示由新聞局代表政府

宣佈「解嚴」的政策。
188在「解嚴聲明」中，政府強調「解嚴」至少具有 3 個實

質意義：一、軍事管制範圍的縮減與普通行政及司法機關職權的擴張；二、人民

權利的大幅增進；三、行政必須依據法律。
189 

綜觀「解嚴」前的國內、外情勢，可用「暗潮洶湧」來形容其險阻路程，因

為中共的威脅始終存在，國內民眾對於民主、自由與權利的企求，又遠超過以往；

其次，「解嚴」時期各種條件相互催化與影響，例如：國際局勢、兩岸態勢、國

內經濟及社會變遷，以及反對運動的興起等因素，都對政府是否宣佈「解嚴」造

成影響。不過蔣經國發揮堅定的「決心」及「勇敢」面對挑戰的「人格特質」，

毅然決定推動「政治自由化」。
190 

此外，蔣經國也邀請蔣宋美齡自美國返臺，持續與黨政軍等高層人士溝通，

希望能改變這些保守派的觀念，在雙方之間取得平衡點，以減少改革阻力。191 

總而言之，我們可以發現就「解嚴」的決策面言，蔣經國以堅定的「決心」

建立國家長治久安的民主制度；就「解嚴」的技術面言，蔣經國一方面採取分工

合作方式，派學者專家赴國外先進國家考察相關經驗，另一方面重視團隊合作，

他要國人「加強彼此協調，相互合作，尤其要注意不可有本位主義、個人主義。

不要為自己著想，而要為民眾的福祉和國家利益著想。」192；在行政部門怠忽時，

他強調效率及團隊合作的做事原則，積極催促，不使既定政策延宕；在進行政治

革新時，他希望「做到安定中求進步」，仍不忘制定《動員戡亂時期國家安全法》，

                                                 
188 《中國時報》，2008.1.14，版 A7。 
189 謝瑞智(1991)，《憲法大辭典》，臺北：國家發展策進會，頁 162。 
190 前行政院院長郝柏村說：「我總覺得他(蔣經國)是受到黨外反對份子的要求，以及國際上的一

些壓力，不過基本上是他主動的。在解嚴之前，他也預想到解嚴之後，這種爭執及街頭活動

的情況會發生，所以他對當時的情治部隊(憲兵、警察)特別重視，但是他對問題的處理，絕

對不容許流血。民主的改革，在他的構想當中充分地表現出來。」郝柏村(1995)，《郝總長日

記中的經國先生晚年》，臺北：天下遠見，頁 1-2。 
191 羅浩分析如下：「面對元老派的阻力，蔣宋美齡的回國成為這關鍵時期的不可測變數。她支持

政治民主化路線，對於開放組黨及解除戒嚴等開放路線也不表反對，可知蔣宋美齡返國不僅

不是改革的阻力，反而是助力，對於國民黨領導階層的團結和諧，也產生了積極作用。」風

雲論壇編輯委員會編輯(1987)，《蔣夫人與元老派》，臺北：風雲論壇，頁 7-8。 
192 蔣經國(1992)，〈加強協調相互合作〉，《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20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

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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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兼顧「政治自由化」與國家安全；當民眾缺乏信心、疑慮後果時，蔣經國在關

鍵時刻展現堅定的「決心」及「勇敢」面對挑戰的「人格特質」；當民眾出現觀

望或保留態度時，他又即刻在速度和幅度上加速前進。最後，蔣經國再度發揮「謙

虛」及「隱藏自我」的「人格特質」，婉拒新聞局由總統親自在總統府宣佈的建

議，指示由新聞局代表政府宣佈「解嚴」的政策。
193中華民國政府能在 1987 年 7

月 15 日即宣佈「解嚴」，而未延宕至其後任何時期，蔣經國的「人格特質」因素，

應不容被忽視。
194 

 

 

 

 

 

 

 

 

 

 

 

 

 

 

 

 

 

 

 

                                                 
193 謝瑞智(1991)，《憲法大辭典》，臺北：國家發展策進會，頁 162。 
194 亞洲《華爾街日報》：「臺灣解除戒嚴，允許反對黨成立，應完全歸功於蔣總統。」陶百川認

為：「誠如《華爾街日報》所說，七月間臺灣解嚴和允許反對黨成立，都是他一人的功勞，我

是躬與其盛的一份子，可以為此作證。」林蔭行主編(2006)，〈一個決心積極革新的年代—歷

史性專訪蔣經國總統〉，《動力 20—關鍵年代的人與事》，臺北：天下遠見，頁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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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解嚴」前後人民權利義務狀態對照表 

項 目 解             嚴              前 解             嚴             後

入 

出 

境 

管 

理 

一、申請入出境需由各縣市警察局核准。

二、出境需覓保證。 

三、出入境證遺失，申請補發需繳遺失

保證書。 

四、申請入出境所繳戶籍謄本有效期限

為 3 個月。 

五、未經許可之入出境案件，未有審查

委員會複審。 

一、直接送境管局辦理，可節省民眾

申請時間 4 至 7 天。 

二、除其他法令規定需具保證人外，

其餘一律免保。 

三、遺失免繳保證書，免除人民找對

保的麻煩。 

四、有效期限延長為 6 個月。 

五、特設人民申請入出境未經許可案

件；審查委員會複審未經許可出

境案件。 

海岸

管制 

一、管制地區為各海岸距離高潮線 500 公

尺以內地區。 

二、經常管制區長度 1374 公里，面積 617

平方公里；特定管制區長度 37 公里，

面積 18.5 平方公里。 

一、管制地區為各海岸距離高潮線 300

公尺以內地區。 

二、經常管制區長度縮減為 33.5 公里，

面積 10.05 平方公里；特定管制區

長度 507.8 公里，面積為 152.3 平方

公里。 

山地

管制 

現有 30 個山地管制區(即山地鄉)，21 個

山地管制遊覽區，62 個山地開放區及 6

個平地行政管制區。 

簡化為 29 個山地經常管制區，以及 32

個山地特定管理區，其中山地開放

區、平地行政管制區均解除限制。 

犯罪

管轄

區 

一、非軍人犯匪諜叛亂案件、竊盜或損

毀戰時交通或通信器材罪，以及重

大殺人搶劫案，得經行政院核定由

軍法機關審判。 

二、軍人犯罪概由軍法機關自行審判。

一、非現役軍人不受軍事審判。 

二、軍人除犯《刑法》第 61 條輕微罪

移由普通法院審理外，其餘均交

軍事審判。 

人身

自由

權 

治安人員得於晚間實施臨檢及晚間查察

戶口。 

政府擬議警察人員如有必要於夜間查

察戶口時，得經警察首長核准、會同

村里長行之。 

集會

遊行 

權 

最高司令官得停止集會遊行，必要時得

解散之。 

將制定《集會遊行法》加以規範，依

法定程序申請許可，並獲保釋。 

結社

自由

權 

一、戒嚴地域最高司令官得禁止結社。

二、政府事實上禁止政治團體成立。 

政府將修正《非常時期人民團體組織

法》及《動員戡亂時期公職人員選舉

罷免法》，有條件開放政治團體的成

立。 

言論

自由

權 

軍事機關得取締言論、講學、新聞、雜

誌、圖書等出版物之認為與軍事有妨害

者。其審查權力相當廣泛。 

出版物審查均劃歸文職機關掌管。對

於違法出版品的認定有比較明確的標

準。 

通訊

自由

權 

軍事機關得拆閱郵信電報，必要時並得

扣留或沒收。 

依據戡亂時期及動員時期法令規定，

軍政機關仍具有電信及郵電抽查權。

勞資

自由

權 

軍事機關得禁止罷工。 依據法令規定，罷工仍受禁止，不過

政府已研擬有限度開放罷工權的行

使。 

資料來源：《聯合報》，1987.7.17，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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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公正、公平、公開的選舉，乃是走上現代民主政治大道必經之途。參

加競選時唯一目的，乃是為國為民服務來作奉獻；參加投票的唯一任務，

乃是為國選賢與能。唯有如此，才能符合民主政治的真義。 

～蔣故總統經國先生～ 

 

 

經國先生說：「只要按照《中華民國憲法》選出來的國會，就是代表全中

國，不需要另外再設大陸代表。」我覺得經國先生當時做了很睿智的決定。 

～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 

 

 

本文認為「選舉」是臺灣「政治發展」的重要面向，故採取「選舉」作為臺

灣「政治發展」的主要研究議題。本章第一節探討「政治參與」的涵義與歷史背

景；第二節探討「政治參與」的推動過程；第三節探討蔣經國「人格特質」與「政

治參與」的檢討與評價。 

 

 

 

 

 

 

 

 

 



蔣經國人格特質與臺灣政治發展(1972-1988) 

 264

第一節  政治參與的涵義與歷史背景 

 

  壹、政治參與的涵義 

     

「政治參與」(Political Participation)雖遠自古希臘城邦政治時期已有公民(自由

民)參與政治的事實，但其普遍的流行，卻是 18 世紀以來，許多政治理論家，如

盧梭(Jean Jacpues Rousseau)、彌爾(John Stuart Mill)等人的自由主義思想，特別強調

「政治參與」和普及化乃是政治進步的表徵。
1「政治參與」常被視為「政治發

展」的指標，一般而言，「政治參與」和民主政治關係相當密切。適當的「政治

參與」，是使「政治社會化」發揮效果與使政治具有意義的活動。「政治參與」可

以被視為「人民以各種途徑，努力影響政治的過程」。「任何的自願行為，包括成

功，不成功的；有組織，無組織的；連續性的，突發性的行為等，並且藉合法的

和非法的方法，以影響公共政策的決定，公共事務的行政，及地方和中央政治領

導者的選擇等，就是政治參與。」依據這個定義，「政治參與」是一種行動，用

以指涉公民的自願活動，並且假定公民有自由選擇的機會。
2 

    一般而言，在開發中國家，執政菁英多半不支持「政治參與」的擴大，以免

既存的權力與利益遭到侵犯。但在某些情況下則會鼓勵參與：一、如果執政菁英

試圖對現有社會的制度、價值、以及社會結構作根本性的改變，則必須急遽擴大

「政治參與」；二、動員新的團體參與政治，以鞏固既有的權力；三、執政菁英

願意鼓勵或動員公民參與「支持性」的政治活動，引導民眾投入建設與發展。3 

「政治參與」的涵義眾說紛紜，美國學者 Weiner 整理出 10 種不同的「政治

參與」概念： 

    一、「政治參與」是一般人民支持和要求「政府菁英」(Government Elite)的一

種行為，「政治參與」指「普遍的正當性」。在專制政體中，權威當局運用公民複

決或群眾大會，以展示其權力植基於人民的同意，但此種非民主國家以操縱控制

方法，所發動或強迫人民的作為不是「政治參與」行為。 

  二、「政治參與」乃是人民成功影響政府活動或成功選擇政府領袖的一種行

                                                 
1 呂亞力(1983)，《政治學》，臺北：五南，頁 62。 
2 彭懷恩，《政治學—比較的觀點》，頁 196。 
3 彭懷恩(1987)，《臺灣政治變遷四十年》，臺北：自立晚報社，頁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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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不能成功的一切努力，無論改變政策或更換領袖，都只是一種形式或無意義

的行為，並非真正的「政治參與」行為。 

  三、「政治參與」乃投票、示威、請願及遊說等法律認可的公民行為。依照

激進人士的用法，群眾抗議或公民不服從等違法行為，才是真正的「政治參與」。 

  四、「政治參與」乃是民選議員遵守選民付托，在議會內所發表的言論與所

作的表決，此為代議理論中的「委託說」。另就「代表說」言，「政治參與」乃是

民選議員本諸自由意志而在議會內所發表的言論和所作的表決。 

  五、「政治參與」乃是指一般人民體認其任何政治行動勢將毫無作用的一種

政治感覺。 

  六、「政治參與」乃是指政治活躍人士競爭公職、加入政黨、參與公共集會

與致力於公共事物等行為，亦包含投票、表達個人政治意見，接受大眾媒體的政

治訊息等行為。 

  七、「政治參與」乃是指一些制度化的公民活動，有時也包括暴動、暴民私

刑及政治暗殺等突發性的行動。 

  八、「政治參與」是指選擇領導人物和影響政策的行為，但有時也涵蓋農民

和商人等影響行政官僚的行為。 

  九、「政治參與」是指人民影響政治體系政策的種種活動，亦包括人民介入

地方性政治事物的行為。 

  十、「政治參與」是指人民影響政府施政的政治行為。然而「政治行為」的

認定頗不一致，不同的社會，可能有不同的答案，而在同一社會，也可能因為不

同的歷史時期，而有不一致的現象。
4 

我國學者陳義彥、盛杏湲將「政治參與」分為兩大類：第一類為狹義的範圍，

僅侷限於公民企圖影響政府的實際行動；第二類為廣義的範圍，並不單指影響政

府的實際行為，有關政治動機、觀念、態度等心理定向均屬於「政治參與」。5 

「政治參與」的範圍包括社會中一般公民乃至於人民團體、決策制定者，所

採取的各種方式。例如：四權行使、政黨活動、利益團體活動、大眾傳播、群眾

運動等，試圖透過選舉或罷免公職人員，以取得政治職位，或對政策、法令表示

                                                 
4 Myron Weiner (1971),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Crises of the Political Process”, in Leonard Binder ed., 

Cruses and Sequence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臺北：虹橋, pp.161-164.  
5 陳義彥、盛杏湲(1988)，〈臺灣地區民眾接觸政府參與行為的影響因素〉，《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

究所專刊》，乙種之二十，頁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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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反對，以提出政治要求，由直接或間接途徑影響政府機關的人事與政府決

策的各種行為。 

「政治參與」的主體包括一般社會成員的參與行為，以及人民團體、決策制

定、政黨幹部、利益團體領袖等，均屬「政治參與」的研究範圍。一方面，「政

治參與」是一種互動現象，抗議者(Protestors)與溝通者(Communicators)必須接觸官

員試圖影響法律、政策；另一方面，各個政黨希望在選舉中獲勝，以成為執政黨，

發揮執行政策的功能，而在野黨或各種利益團體則運用議會或群眾路線試圖抵制

或改變某些政策，這些「政治參與」不僅有一般公民，亦包括政黨幹部、利益團

體主導者的運作與反運作。 

總而言之，「政治參與」的方式很多，包括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權的

行使，政黨活動、利益團體活動、大眾傳播、群眾運動等，其目標在於選舉公職

人員或罷免公職人員，以取得政治職位。「政治參與」不僅包括自主性、合法性

的活動，亦包括動員性、非法性的「政治參與」。
6 

 

貳、政治參與的歷史背景 

     

就中國國民黨的建國三程序(軍政時期、訓政時期及憲政時期)言，它的目標

明確主張逐漸開放「政治參與」。其方式為在地方由人民直接參與，中央則間接

參與，前兩時期分別以軍事力量及政黨力量協助人民參與政治，但在最後的憲政

時期，則主張「還政於民」。 

我國《憲法》於 1947 年 12 月 25 日施行，不過卻於 1948 年 4 月 18 日制定《動

員戡亂時期臨時條款》。7 之後經過 1960 年的第一次修正、1966 年的第二次及第

                                                 
6 齊光裕(1996)，《中華民國的政治發展—民國三十八年以來的變遷》，臺北：揚智，頁 103-107。 
7 之所以制定《動員戡亂時期臨時條款》，除國家進入動員戡亂時期，為應付緊急狀況外，乃因

《憲法》施行未滿半年就修改，嚴重影響《憲法》的尊嚴，因此國民大會體認非常時期的需要，

不得已才制定此條款。1948 年莫德惠首先提議制定《動員戡亂時期臨時條款》，連署人包括社

會賢達胡適、王雲五、張伯芩、民社黨徐傅霖、孫亞夫，青年黨左舜生，國民黨谷正綱、王世

杰等 721 人；提案原意乃將《動員戡亂時期臨時條款》視為《憲法》修正案，原提案人王世杰

曾對大會提出：「我以提案人身分，向大會鄭重聲明：這是屬於修改憲法的案。凡是變更或是

廢止與補充憲法條文的提案，都是修改憲法。這個案對於憲法帶有補充性質，是一個修改憲法

的案。惟其如此，所以我們提案人要請大會依照憲法修改程序通過本案。第二、審查會許多代

表問：為什麼不直接修改憲法本文？要用臨時條款？理由很簡單，因為我們這個案，有效時間

是有限的，與《憲法》其他條文不同；而憲法本身條文，只要不經過國民大會的修改，永遠有

效。這個臨時條款時效有限制，不須經過修改程序，俟戡亂終了，自然消滅，所以應該用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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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修正、1972 年的第四次修正。其中與國會結構有關者，乃於 1966 年的修正

中，決議在自由地區增補中央公職人員，因此才有 1967 年的增補選；其次是 1972

年的第四次修正中，決議授權總統訂定辦法，遴選僑居國外的國民為立法委員及

監察委員，並在自由地區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額。此一修正加上我國《憲法》第

28 條第 2 款之規定，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31 號、第 117 號之解釋，以及內

政部對國民大會代表限期聲報之公告，構成我國國會結構的法律基礎，但也產生

了「資深代表」及「萬年國會」的爭議。
8 

此外，在國民政府遷臺後，由於領導階層並未經過臺灣社會選舉產生，所以

就政權的認同而言，逐漸開放「政治參與」，就成為政府延續合法政權的重要政

策。 

1950 年代到 1970 年代，臺灣的政權可以說是國民黨一黨獨大的時代。它具

有 4 種特徵：一、權力由一個統治的團體或政黨所壟斷，但並沒有企圖約制社會

及個人生活的每一個層面；二、此種政治壟斷是基於建立一個發展的工業化社會

原則，並不試圖保存傳統的社會結構，如同拉丁美洲國家保存取向的權威體系一

般；三、多元化因素的產生，是由於許多的功能團體基於政治及行政次級體系上

的不同利益所致；四、當社會分化的因素增多時，政治上的競爭才緩慢地逐漸增

加。
9 

    就地方選舉而言，中國國民黨此一時期的選舉結果，大致上皆維持在七成以

上的勝率，其中候選人在地方上的名望及影響力，配合政權與地方派系共生關係

的作用，經常使國民黨在選戰中獲勝。10 

    然而國民政府對於「政治參與」也有一些限制，例如：一、認同或合法性問

題不容挑戰；二、安全與秩序要維護；三、對於批評國民黨的候選人加以牽制。

國民黨一方面相信「政治參與」的最終目標應是「還政於民」，符合孫文遺教，

在臺灣已為時勢所趨，且有助於提昇國際形象及反共的號召，但另一方面又認為

                                                                                                                                            
條款。」之後三讀表決時，在場代表 2045 人，贊成者 1624 人，符合憲法第 174 條第 1 項修憲

程序：「由國民大會代表總額三分之二之出席，及出席代表四分之三之決議，得修改之」的原

則。國民大會秘書處編輯(1961)，《第一屆國民大會實錄》，臺北：國民大會秘書處，頁 219-220。 
8 《憲法》第 28 條第 2 款：「每屆國民大會代表之任期至次屆國民大會開會之日為止。」大法官

會議釋字第 31 號解釋(行政院會議第 327 次會議決議)，規定立法委員及監察委員不受任期結束

之限制；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117 號解釋(第 1 屆國民大會代表出缺遞補補充條例)，賦予國民大

會代表出缺遞補不用改選的權利。 
9 Jurgen Domes (1981),“Political Differentiation in Taiwan: Group Formation Within the Ruling Party 

and the Opposition Circles (1979-1980)”Asia Survey,21(10):1011. 
10 若林正丈(1994)，《臺灣—分裂國家與民主化》，臺北，月旦，頁 145。 



蔣經國人格特質與臺灣政治發展(1972-1988) 

 268

國人的民主素養不足，若「政治參與」過分激烈，易受中共利用，危害國家安全，

因此往往在規範選舉參與的法令上，做出種種限制。 

國民政府對於「政治參與」的態度，總結其立場如下： 

一、從民權主義理論出發，「還政於民」是政治建設的終極目標，但是必須

加以適當的訓練、正確的指導，一般民眾才能妥善運用參政權利。 

二、參與的本質是負擔責任而不是爭權奪利，是盡義務而不是享權利，所以

個人參與政權的目標，應該是增進公共的利益而非私人的利益。 

三、從政治現實出發，「政治參與」活動必須在有組織、有紀律的情況下進

行，才能真正促進國家目標。因此，應該避免「政治參與」導致社會對立、不團

結或是社會秩序的破壞。 

四、擴大「政治參與」是一個長期的發展目標，但如果與當前的基本目標(如

國家安全或政治穩定)相牴觸時，仍以達成基本目標為優先。
11 

 

 

 

 

 

 

 

 

 

 

 

 

 

 

 
                                                 
11 彭懷恩(1985)，《中華民國政治體系的分析》，臺北：時報，頁 161-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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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政治參與的推動過程 

 

國民政府來臺後舉辦的各項地方公職人員選舉12、中央民意代表選舉，除彰

顯《憲法》所標榜的「主權在民」精神外，對於執政的中國國民黨而言，透過選

舉，得以繼續取得統治權的合法性；對於「黨外」人士而言，則獲得與執政黨公

開競爭的機會。從「美麗島事件」發生後至開放黨禁為止，「黨外」的活動力隨

著歷次選舉而增強，同時更促進「黨外」人士的對外宣傳與組織化。 

臺灣「政治發展」發生變化的分水嶺是在 1970 年代初期，也就是蔣經國開

始主政之時。
131969 年14、1972 年15、1975 年16、1977 年舉行的中央與地方公職人

                                                 
12 臺灣光復後，最早推行地方自治選舉之處，即為筆者的家鄉—花蓮縣。花蓮縣官派縣長第一

任是張文成，任期自 1946 年元月 11 日至民國 1948 年元月 26 日；第二任是曹匯川，任期自

民國 1948 年元月 26 日至 1950 年 11 月 26 日。國民政府遷臺後，雖然面臨風雨飄搖之際，共

軍準備武力解放臺灣，但是蔣介石堅持實施地方選舉，前監察院副院長鄭水枝時任省府科長，

建議選擇花蓮縣來試辦，首先舉行縣議員選舉，結果非常成功，緊接著舉辦縣長選舉。花蓮

縣第 1 屆民選縣長為楊仲鯨，任期自 1950 年 11 月 26 日至 1954 年 6 月 2 日。 
  
  總統馬英九於「蔣經國先生與臺灣民主發展—紀念經國先生逝世二十週年學術研討會」開幕致

詞：「重要的一點是 1950 年在老蔣總統時代開始辦理選舉，同一年底各地開始辦理縣議員的

選舉，然後開始辦理縣市長的選舉。在中華民族歷史上第一次辦理民選，雖然只是地方性選

舉，但首長或議員由人民一票一票的選舉出來，其重要性是非常大。」葛永光主編(2008)，《蔣

經國先生與臺灣民主發展—紀念經國先生逝世二十週年學術研討論文集》，臺北：幼獅，頁 215。 

 
13 在 1970 年代初期以前，雖有《自由中國》半月刊在 1950 年代崛起，代表異議勢力，但僅止

於書生論政，缺乏群眾基礎。 
14 此次選舉，稱「動員戡亂時期自由地區中央公職人員增選補選」，係依照 1969 年 3 月 27 日總

統令公佈之「動員戡亂時期自由地區中央公職人員增選補選辦法」及其施行細則辦理。而所

謂增選補選，係指國民大會代表之增選補選、立法委員與監察委員之增選。投票日期：1969
年 12 月 20 日(國民大會代表與立法委員選舉)；1969 年 12 月 29 日(監察委員選舉)。選出名額：

共選出 3 種中央民意代表 28 名，其中國民大會代表 15 名，立法委員 11 名，監察委員兩名。

教育部主編(1991)，《中華民國建國史》(第 5 篇第 2 卷)，臺北：國立編譯館，頁 774。 
15 1972 年及 1973 年的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由於 1971 年 10 月 25 日我國退出聯合國後，國

人將注意力集中於革新內政，因此強化國會功能為改革的重點之一。此次中央民意代表選舉，

稱「動員戡亂時期自由地區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額選舉」，係依照 1972 年 6 月 29 日總統令公

佈之「動員戡亂時期自由地區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額選舉辦法」及其施行細則，與同年 7 月

27 日總統令公佈之「動員戡亂時期僑選增額立法委員及監察委員遴選辦法」辦理。此次選舉，

包括國民大會代表、立法委員與監察委員之選舉。除臺灣地區增選此 3 種民意代表外，亦新

增從海外華僑中遴選之立法委員及監察委員，以充實中央民意機構，加強其代表人民監督政

府之功能。投票日期：1972 年 12 月 23 日舉行增額國民大會代表與立法委員之選舉；1973 年

2 月 15 日舉行監察委員之選舉；1972 年 12 月完成海外遴選立法委員及監察委員工作。選出

名額：總共選出 3 種民意代表 119 名，其中國民大會代表 53 名，立法委員 51 名(包括海外遴

選之 15 名)，監察委員 15 名(包括海外遴選之 5 名)。教育部主編(1991)，《中華民國建國史》(第
5 篇第 2 卷)，臺北：國立編譯館，頁 785-786。 

16 此次選舉，稱「動員戡亂時期自由地區增額立法委員選舉」。辦理此次選舉所依據之基本法規

為「動員戡亂時期自由地區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額選舉辦法」及其施行細則，與「動員戡亂

時期僑選增額立法委員及監察委員遴選辦法」。投票日期：1975 年 12 月 20 日。選出名額：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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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選舉，以及 1978 年因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國宣佈建交，而中斷的中央民意代

表選舉，因故改於 1980 年舉行
17；加上此段時期發生的「中壢事件」、「余登發案」、

「許信良案」、「中泰賓館事件」與「美麗島事件」等國、內外因素的衝擊下，促

發反對黨的成長，亦為我國此時政治體制調整的重要項目之一。 

「黨外」名稱的廣泛使用，是在 1977 年 11 月 5 項公職人員選舉時，該次中

國國民黨成績欠佳，「黨外」人士以全島串聯方式，贏得 5 席縣市長、21 席省議

員、6 席臺北市議員。1978 年的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期間，反對人士組成「臺

灣黨外人士助選團」全省巡迴助講，並提出共同政見和選舉主題，「黨外」一詞

遂成為無黨籍人士中政治異議份子共同使用的符號。其實「黨外」的最初意義，

是以當時執政黨的立場為主體，中國國民黨自稱為「本黨」，稱非中國國民黨籍

者為「黨外」，其後為無黨籍反對人士使用，亦自稱為「黨外」。 

1979 年 12 月 10 日高雄「美麗島事件」發生後，「黨外」力量經過此事件衝

擊，暫時遭受壓制，並在當時國內政治氣氛緊張的狀況下，「黨外」人士活動，

亦暫告沉寂，如此低壓狀態持續將近一年，一直到 1980 年 12 月 6 日恢復舉辦中

央民意代表選舉，才使得「黨外」活力再現。此次中央民意代表選舉是「美麗島

事件」發生後的第一次選舉，當中有多位美麗島受刑人的家屬參選，使得這次選

                                                                                                                                            
法委員 52 名(包括海外遴選之 15 名)。此次舉行增額立法委員選舉之原因，係因 1972 年選出

之立法委員 51 名(臺灣省 21 名，臺北市 5 名，自由地區山胞及福建省各 1 名，職業團體 8 名，

海外遴選 15 名)之任期將於 1976 年元月 31 日屆滿，依法應於該日前 3 個月內改選完成；復因

人口增加之故，臺灣省選舉之應選名額較 1972 年增加 1 名，合計為 22 名。故此次增額立法

委員選舉總額為 52 名。教育部主編(1991)，《中華民國建國史》(第 5 篇第 2 卷)，臺北：國立

編譯館，頁 800-801。 
17 1972 年選出之 3 種中央民意代表(國民大會代表、立法委員及監察委員)119 人中，因依據《動

員戡亂時期臨時條款》第 6 款第 3 項：增加名額選出之國民大會代表，每 6 年改選，立法委

員每 3 年改選，監察委員每 6 年改選之規定。其中立法委員 51 名於 1975 年應改選，故政府

即依法於該年 12 月 20 日完成改選。1978 年，因 1972 年選出之國民大會代表及監察委員已屆

改選，且 1975 年已改選過之立法委員又需改選，故政府即適時修訂規章，並成立各級選舉事

務所，正式辦理此 3 種中央民意代表選舉。但是，該次選舉投票的前一週，突然發生中、美

斷交事件。因此，奉總統緊急命令，選舉延期舉行。1980 年 5 月 14 日《動員戡亂時期公職人

員選舉罷免法》公佈後，總統乃以 1980 年 6 月 11 日之命令，規定 1978 年延期辦理之中央民

意代表選舉應於 1980 年內定期舉行。定期選舉所選出之增額中央民意代表，依總統令規定，

應自 1981 年 2 月 1 日起依法行使職權。中央選舉委員會乃於投票日期、應選名額及選舉區之

劃分確定後，依《選舉罷免法》第 43 條第 1 款與其施行細則第 40 條第 1 款，以及選務工作

進行程序之規定，於 1980 年 10 月 2 日發佈選舉公告，規定下列事項：一、選舉種類：包括

增額國民大會代表、立法委員、監察委員，3 種民意代表總計 205 名；二、應選名額：增額國

民大會代表 76 名，增額立法委員 97 名(包括僑選)，增額監察委員 32 名(包括僑選)；三、選

區劃分：增額國民大會代表選舉採單、複兩種選舉區制，增額立法委員採複選舉區制，增額

監察委員採間接選舉之複選舉區制；四、投票日期：增額國民大會代表及立法委員之選舉為

1980 年 12 月 6 日，增額監察委員之選舉為 1980 年 12 月 27 日。教育部主編(1991)，《中華民

國建國史》(第 5 篇第 2 卷)，臺北：國立編譯館，頁 806-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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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似乎成為對「美麗島事件」的民意反應，因此也備受國內、外各方人士矚目。 

    然而「黨外」因受「美麗島事件」打擊，整體運作未能充份發揮，因此仍以

候選人的個人形象，及受難家屬身分，博取選民的同情與認同。經過激烈的選戰

後，結果如下：選舉投票率為 68%，立委當選人計 70 人，國民黨籍 57 人，佔 81.4%，

無黨籍(黨外)13 人，佔 18.6%；國大代表當選人計 76 人，國民黨籍 63 人，佔 82.8%，

無黨籍(黨外)12 人，佔 15.7%，其中民社黨 1 人，佔 1.3%。
18美麗島受刑人家屬

周清玉、許榮淑雙雙高票當選國大代表及立法委員。此次選舉所顯示的現象，是

以美麗島受刑人家屬身分參選，並以感性訴求博取選民同情的候選人，獲得高票

當選，從此打開以政治事件受刑人家屬參選的風氣，更顯明「黨外」勢力仍有一

定的民意支持度。 

1980 年 12 月 27 日，由臺灣省議會、臺北市議會及高雄市議會投票選出 22

位監察委員，結果如下：國民黨籍 16 人，佔 72.7%，無黨籍(黨外)5 人，佔 22.7%，

青年黨籍 1 人，佔 4.5%。
19當中為「美麗島事件」受刑人辯護之律師尤清，在康

寧祥等人的奔走協調下，也獲得「黨外」省議員 5 票的支持，當選監察委員。 

此次中央民意代表選舉，「黨外」在中央三大民意機構—立法院、監察院及

國民大會，均有不少席次，「黨外」力量開始復甦，並意識到集體力量群體形象

的重要，已具備政黨雛形態勢。 

「黨外」在此次選舉後，更多受刑人的家屬及辯護律師投入「黨外」陣營，

參與公職選舉。1981 年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時，「黨外」為凝結本身力量，向選民

展現集體形象，逐漸醞釀以 1980 年當選的中央民意代表為骨幹，集體向選民推

薦「黨外」地方公職候選人。此時「黨外」對於推薦各地區候選人，商定 4 項原

則： 

一、對選情單純地區，聯合推薦以集中力量。 

二、對選情複雜地區，保持超然，不公開推薦，只側面重點支持。 

三、尊重當地協調安排。 

四、依現階段之實力來決定推薦人數。20 

這四種推薦方式，已具備初步政黨提名的形式與作用。1981 年 11 月 2 日由

                                                 
18 薛化元主編(1993)，《臺灣歷史年表—終戰篇Ⅱ(1966-1977)》，臺北：業強，頁 78。 
19 同前註。  
20 李筱峰(1991)，《臺灣民主運動四十年》，臺北：自立晚報社，頁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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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委員康寧祥主持記者會，公佈第一份選舉推薦名單，並聲明「黨外」候選人，

應遵守下列兩項原則： 

一、為端正選風，候選人絕不買票，讓選民作理智選擇。 

二、必須遵守《選舉罷免法》，不越軌行動，不人身攻擊。但批評政府施政，

乃民主國家所公認之正常現象，政府不應干涉。
21 

此次「黨外」推薦的 37 人名單如下： 

一、縣市長部分(7 人)：邱連輝(屏東縣)、余陳月瑛(高雄縣)、黃蔴(雲林縣)、

楊國平(南投縣)、黃石城(彰化縣)、呂傳勝(桃園縣)、陳定南(宜蘭縣)。 

二、省議員部分(15 人)：蘇貞昌(屏東縣)、蔡介雄(臺南市)、謝三升(臺南縣)、

官文雄(嘉義縣)、黃良平(雲林縣)、李三雲(雲林縣)、陳泰源(南投縣)、翁金珠(彰

化縣)、林水籐(臺中縣)、何春木(臺中市)、傅文政(苗栗縣)、林清松(桃園縣)、簡

錦益(桃園縣)、黃玉嬌(桃園縣)、周滄淵(基隆市)。 

三、臺北市議員部分(9 人)：謝長廷、林正杰、康水木、陳水扁、蘭妙齡、

林文郎、陳勝宏、王昆和、徐明德。 

四、高雄市議員：未推薦。 

五、6 名省議員候選人予以重點支持，名單是：林景元(高雄縣)、余玲雅(高

雄縣)、陳金德(臺北縣)、蔡憲崇(臺北縣)、游錫堃(宜蘭縣)、吳漢奇(新竹縣)。
22 

「黨外」提出這份推薦名單及重點支持名單，對此時期形成之政黨政治，以

及日後反對黨的逐步組織與壯大，都具有十足的代表意義。同時在此次選舉中，

「黨外」以「制衡」作為共同訴求的主題與口號，已顯現反對黨的基本雛形，並

不約而同以綠色作為文宣與競選旗幟的顏色，自此綠色逐漸成為「黨外」代表性

色彩。 

此次選舉結果如下： 

一、邱連輝當選屏東縣縣長、黃石城當選彰化縣縣長、陳定南當選宜蘭縣縣

長。 

二、省議員則有蘇貞昌、蔡介雄、傅文政等 8 位推薦人，以及重點支持之余

玲雅、游錫堃、陳金德等 3 位，與未被推薦的蘇洪月嬌等 3 位，合計 14 位當選。 

                                                 
21 《聯合報》，1981.11.3，版 2。 
22 《聯合報》，1981.11.3，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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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北市議員則有謝長廷、陳水扁、林正杰等 8 位當選。23 

其中「美麗島事件」辯護律師蘇貞昌、謝長廷、陳水扁及新生代的游錫堃、

林正杰當選，為「黨外」注入新血，成為日後在野黨發展的核心份子。經過這次

地方公職人員選舉試煉，已為「黨外」日後組黨奠定基礎，且「黨外」能在此次

選舉中發揮組織化與核心領導功能，亦已具備發展雛形政黨的條件。 

「黨外」於 1981 年地方公職人員選舉獲得相當成果後，主流領袖康寧祥結

合立委黃煌雄、張德銘及監委尤清，討論除了在國內參選以擴大「黨外」的民意

基礎外，更應拓展外交力量，爭取國際間對我國「黨外」勢力的認知與瞭解，對

象以美、日兩國為主，於是在 1982 年 6 月 29 日起程赴美，展開為期 40 天的訪

問行程，這對發展「黨外」勢力，又增加一次擴大視野與出路的機會。 

1983 年底舉行增額立委選舉，此時「黨外」又面臨一次關鍵性的挑戰。該年

的選舉，是早期「黨外」從單打獨鬥式，即 1978 年康寧祥及黃信介成立「巡迴

助選團」，到 1981 年的「推薦制度」後，極思擴大制度化與組織化的選舉，但同

樣也是「黨外」在權力結構上遭受衝突與改變的選舉。當「黨外」面對 1983 年

底增額立委選舉，為求未雨綢繆，乃先於該年 4 月籌組「黨外人士競選後援會」，

但這次「後援會」之籌組，所標榜的是民主化，希望改變以「巡迴助選團」及「推

薦制度」時代，從「黨外」領導人「由上而下」運作產生候選人的模式，改採「由

下而上」的民主方式推舉候選人，來達成動員目的。結果此一改變，自然對「黨

外」的主流力量(以當選中央公職人員為主)，遭受到來自新生代(以競選時擔任幕

後文宣工作及「黨外」雜誌編輯寫作群為主)的排擠與挑戰，由於權力結構產生

了裂痕，新生代於 9 月 9 日成立「黨外編輯作家聯誼會」(簡稱編聯會)，之後 9

月 18 日「黨外中央後援會」才正式成立，使得黨外新生代與主流公職人員之間(以

康寧祥為代表)，連表面的和諧亦無法維持，逐漸形成利益與路線之爭。因此，「黨

外」在 1983 年的選舉中，面臨參選爆炸、互不相讓的局面，後援會無法完全發

揮組織運作的功能。 

此次選舉中，「黨外」新生代全力支持「美麗島系統」候選人，形成「美麗

島系統連線」，對抗以康寧祥為首的「主流派」。結果，「美麗島系統」的候選人，

包括「林宅血案」當事人林義雄的妻子方素敏、許榮淑、黃天福、許國泰、江鵬

                                                 
23 《中國時報》，1981.11.15，頭版；《聯合報》，1981.11.15，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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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張俊雄、高李麗珍等 7 人當中，方素敏、許榮淑、江鵬堅、張俊雄等 4 人當

選，加上鄭余鎮、余陳月瑛「黨外中央後援會」推薦人選，一共 6 位當選，無黨

籍一共 9 位當選，較上屆立委無黨籍佔 13 位，席次明顯減少。
24且「黨外」主流

派候選人慘敗，包括康寧祥、張德銘及黃煌雄等人皆落選。其中尤以力持議會問

政路線，主張合法制衡執政黨的康寧祥落選，最讓人意外，甚至引起海內外朝野

的震撼，使得國民黨在此次立委選舉中，能在臺北市創下提名人全數上榜的佳

績，而「黨外」則相對慘敗，這對往後「黨外」是否能發展成一個合法制衡的反

對黨，產生若干影響和疑慮。 

1984 年初，「黨外」民意代表有感於「黨外」要進一步邁向組織化，為以後

組黨舖路，必須有一常設機構，乃於 5 月 11 日正式成立「黨外公職人員公共政

策研究會」(簡稱「公政會」)，並選舉林正杰為秘書長，林文郎為財務長，自此

「黨外」已具備「雛形政黨」型態。但執政當局認為該團體未依法登記，應予以

取締，而「黨外」對登記問題亦有兩派不同看法，一派以費希平、林正杰等人為

主，認為登記並無不可，另一派則以陳水扁及部分新生代為主，認為此舉無異是

向執政當局妥協。在此爭執的狀態中，「公政會」於 9 月起，在臺北市青島東路

找到會址，公開掛起招牌運作，不過此時政府重申該會為非法組織，希望他們能

自行拆下招牌解散，否則將依法處理。一時間，國內的政治氣氛益加緊張。 

1984 年 12 月 6 日，「公政會」以理事長費希平正式具名，主動致函給當時國

民黨秘書長蔣彥士，表明願意溝通的意願。
25此信函被新聞媒體披露後，立刻引

起「黨外」內部另一派陳水扁及部分新生代人士的猛烈抨擊，認為此種作為是在

討好和屈就執政當局。兩個多月後(1985 年 3 月 29 日)，費希平在備受責難下，

黯然宣佈退出「公政會」，辭掉理事長職務，於是「公政會」改組，新舊理監事

交接，選出尤清擔任理事長，謝長廷擔任秘書長，王兆川擔任財務長。自費希平

致函國民黨後，執政當局對「公政會」即未再提取締之事，使得該會在受執政當

局承認，亦未受取締的狀況下繼續存在。 

1985 年 11 月，舉辦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此時「黨外」兩個主要團體，以新

生代為主的「編聯會」，和以公職人員為主的「公政會」，雙方要以甚麼態度來共

                                                 
24 《聯合報》，1983.12.4，頭版；《中國時報》，1983.12.5，頭版。 
25 《自立晚報》，1984.12.7，版 2。據報導此函雖由費希平具名，實際是「黨外」部分公職人員

研商後撰寫而成，函長兩千字，信末特別指出：「如貴黨願就民主大業，及集會結社問題與本

會坦誠溝通，本會亦將秉誠以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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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面對即將來臨的選舉，這是「黨外」在面臨國內政治環境逐漸開放，且即將邁

進組黨之路的關鍵時刻，必須審慎因應的重大考驗。 

雖然「編聯會」與「公政會」之間不和由來已久，但在此關鍵時刻，「黨外」

雙方的核心人士，亦意識到此刻生存最重要，生存要靠力量，故此時雙方的整合

是有必要的，惟有保持實力，才能突破瓶頸，度過此次的地方選舉。而新當選的

「公政會」理事長尤清，充分掌握了此一機會，調和了「編聯會」與「公政會」，

使兩者取得平衡，順利完成整合工作，然而「黨外」仍係以「公政會」為主導力

量。兩會共同籌組「1985 年黨外選舉後援會」，作為該年地方選舉「黨外」組織

運作中心。9 月 28 日，假臺北市中泰賓館召開「黨外」候選人推薦大會，由立

委張俊雄主持，此次召開推薦會，在氣氛上已與過去顯著不同，不再有人滋擾，

也不再那麼緊張，次日國內各大新聞媒體均刊出「黨外後援會」推薦的候選人名

單，顯示此時國內的環境，已逐漸有利於「黨外」朝向組織化政黨發展的趨勢。

此次選舉，「黨外後援會」共計推薦 42 位候選人，較 1983 年的選舉，在人數及

範圍均有增加，印證「黨外」力量正不斷擴大中，但也因競爭激烈，而受到部分

未獲推薦人的抗議。此次選舉推薦名單如下：  

一、縣市長部分：尤清(臺北縣)、范振宗(新竹縣)、陳水扁(臺南縣)、施性融

(新竹市)、許榮淑(臺中市)、林清松(桃園縣)、余陳月英(高雄縣)。(未列名縣市保

留申請推薦，當時現任之「黨外」縣市長皆未登記申請推薦，但都獲得保留推薦。) 

二、省議員部分：林文正(山地山胞)、游錫堃(宜蘭縣)、周滄淵(基隆市)、王

兆釧(臺北縣)、陳金德(臺北縣)、黃玉嬌(桃園縣)、莊姬美(新竹市)、傅文正(苗栗

縣)、林水藤(臺中縣)、林文雄(臺中市)、何春木(臺中市)、翁金珠(彰化縣)、黃正

男(嘉義市)、蔡介雄(臺南市)、謝三升(臺南縣)、余玲雅(高雄縣)、尤宏(高雄縣)、

蘇貞昌(屏東縣)。而未列名縣市則開放競選。 

三、臺北市議員部分：林文郎(第一選區)、陳勝宏(第一選區)、王昆和(第二

選區)、周伯倫(第二選區)、徐明德(第三選區)、謝長廷(第三選區)、藍美津(第三

選區)、張德銘(第四選區)、林正杰(第四選區)、康水木(第五選區)、顏錦福(第五

選區)。 

四、高雄市議員部分：開放第一、二選區。陳武勳(第三選區)、洪壽美(第三

選區)、高信雄(第三選區)、林黎琤(第四選區)、陳光復(第五選區)、郭玟成(第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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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區)。26 

選舉結果，「黨外」成績又有進步，後援會推薦之縣市長部分，雖僅余陳月

英當選，但在省議員部分，則推薦的 18 人當中，有 11 人當選(周滄淵、黃玉嬌、

王兆釧、莊姬美、傅文正、何春木、余玲雅、游錫堃、陳金德、蘇貞昌、蔡介雄)；

臺北市方面，推薦的 11 位全數當選，對「黨外」來說此次選舉具有十足鼓舞作

用，也顯示出臺北市選民的投票結構與取向，和國內其他地區明顯不同。至於高

雄市議員方面，推薦 6 人，當選 3 人(陳武勳、陳光復、林黎琤)。如包括未受推

薦及自行參選之無黨籍人士，則縣市長當選 3 人，省議員當選 17 人，臺北市議

員當選 13 人，高雄市議員當選 10 人。
27 

在這次地方選舉中，「黨外」候選人當選率為 23.04%，超過五分之一，顯示

此時期「黨外」在臺灣地區的政治力量，已有相當基礎，不容執政黨予以輕視
28。 

「黨外」人士在勝選的鼓舞下，希望在 1986 年底中央公職選舉時擴展組織，

俾能以更嚴密的團體與國民黨競爭，於是研議在全國各地設立「公政會」分會，

並在 1985 年 12 月 26 日，由「公政會」通過分會設置辦法。「公政會」在各地成

立分會，無疑將使「黨外」組織邁向全國性集結，也是反對黨建立的前奏。此時

執政當局公開表示不合法的「公政會」，不應該在各地設立分會。 

在執政當局大力勸導下，此事暫告停頓，直到 1986 年 4 月 9 日，中國國民

黨主席蔣經國，於 12 屆三中全會後的第 1 次常會指示，由 12 位中常委著手研議

各項重要政治議題，其中包括政黨問題。此時「黨外」設置「公政會」分會又熱

絡起來，先是「公政會」於 1986 年 4 月 12 日，通過省議員游錫堃申請設置宜蘭

分會，並決定由尤清輔導成立宜蘭分會
29，接著數個地區亦相繼提出設置分會的

申請。而執政黨於 4 月 18 日開會決定，「黨外公政會若設置分會，決予以限制解

散；如不聽制止，不論總會分會將一併逕行取締。」30執政黨此時對公政總會的

存在雖予讓步，但對各地分會之成立則無法容忍。執政黨此舉，引發「黨外」人

士的質疑與抗爭，使國內政治情勢再度趨於緊張。執政黨主席蔣經國，於 5 月 7

日在國民黨中常會聽取考紀會所提「本黨七十六年度中心任務」草案後談到： 

                                                 
26 《中國時報》，1985.9.29，版 2；《聯合報》，1985.9.29，版 2。 
27 《中國時報》，1985.11.17，頭版；《聯合報》，1985.11.17，頭版。 
28 《中國時報》，1985.11.17，頭版。 
29 薛化元主編(1993)，《臺灣歷史年表—終戰篇Ⅲ(1978-1988)》，臺北：業強，頁 232。 
30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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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全會以後，在一切工作上，我們要有新的作法，更要有新的精神，現

在各方面都已在積極推動中。三中全會在本黨歷史上，是一個重要關鍵的

會議，除了我們已經決定要做的事情外，黨務發展的新方向，要以貫徹三

中全會的精神和決議為我們共同努力和奮鬥的目標。當前國家的處境艱

難，我們一定要以大公無私的精神去處理一切問題和貫徹我們黨的政

策。……中央政策委員會，應本著誠心誠意的態度，與社會各方面人士進

行意見溝通，以促進政治和諧與民眾福祉。……促進政治和諧、維護社會

安定、保障民眾福址、增進人民生活，以鞏固國家長遠發展的基礎，是國

家的基本政策，亦即我們多年來一直積極努力的目標。……我們厲行民主

憲政的決心絕不改變，但任何足以破壞團結和諧，危害國家安全以及影響

全民利益的行為，不僅是法律之所不許，根本與全體民眾的願望相違

背。……為了民主憲政的貫徹，我們一定要不斷追求進步，所謂追求進步，

不祇是著眼於近程的利益，更要從大處看、從遠處看。
31 

 

國民黨三中全會結束後不久，蔣經國於 4 月 9 日指定國民黨中常委嚴家淦、

謝東閔、李登輝、谷正綱、黃少谷、俞國華、倪文亞、袁守謙、沈昌煥、李煥、

邱創煥、吳伯雄等 12 人組成「革新小組」，籌劃推動三中全會中心議案32，蔣經

國說：「今天推定十二位常委負責三中全會各項決議案之研究規劃，分工策行，

是非常迫切的工作，……我們要先選擇最重要的來做，而且要快做，不要拖。……

為使工作更為落實，我們要加強彼此協調，相互合作，尤其要注意不可有本位主

義、個人主義、不要為自己著想，而要為民眾的福祉和國家利益著想。」33 

由此可見蔣經國十分看重「革新小組」的籌劃工作，希望能儘快做好，而且

注意到各部門分工合作的重要性，擺脫個人主義、本位主義，為國家長遠發展及

民眾福祉著想。此外，這 12 位中常委皆非現役軍人，更進一步指出蔣經國排除

                                                 
31 蔣經國(1992)，〈誠心誠意進行意見溝通促進政治和諧民眾福祉〉，《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20 冊)，

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19-20。 
32 伊原吉之助(1992)，《臺灣的政治改革年表‧覺書(1943-1987)》，奈良：帝塚山大學，頁 315；許

介鱗(2005)，《戰後臺灣史記》(第 3 卷)，臺北：文英堂，頁 72。 
33 蔣經國(1992)，〈加強協調相互合作〉，《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20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

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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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人干政的可能性。34 

蔣經國在 5 月 7 日邀見陶百川，希望他出面與「黨外公共政策研究會」人士

溝通。5 月 10 日，陶百川與胡佛、楊國樞、李鴻禧等中介學者，出面邀集黨內、

外雙方人士餐敘當面溝通。這是國民黨承認「黨外」勢力組織化的開始，顯示國

民黨對「黨外」的政策逐漸以溝通為主。參與此次溝通的雙方代表，國民黨方面

是中央政策會副秘書長梁肅戎、蕭天讚及黃光平；「黨外」方面的代表是尤清、

謝長廷、康寧祥、黃天福、費希平、張俊雄、江鵬堅、游錫堃等。餐敘當天除黃

天福外，雙方人員全數到齊，在歷經 5 個多小時的會議辯論後，與會人員終於對

雙方共同關切的問題，達成 3 項結論： 

一、參加人士對於實施中華民國憲法已達成共識，至於如何積極推動民主憲

政，仍有待繼續磋商。 

二、參加人士對公政會及其分會的成立都表示同意，至於對「登記」及「名

稱」問題，仍有不同意見，有待進一步討論。 

三、參加人士一致同意，在協商期間要共同為政治和諧努力。
35 

此次餐會所達成的 3 點共識，在當時曾受到新聞媒體的報導和稱許，也受到

學術界的評論肯定，甚至對中華民國民主憲政發展別具意義，開啟臺灣地區政黨

政治的發展契機。 

不過在此次溝通後，國內政治情勢並未因此趨於淡化，反而因此促使「黨外」

激進勢力，為爭取「黨外」主流地位，以標榜「不妥協」自居，將「黨外」參加

溝通，「說是向執政當局妥協、靠攏，失去『黨外』抗議精神，甚至是出賣群眾。」

36這些「黨外」激進分子，走的是群眾路線，對當時國內部分不滿現狀的群眾而

言，頗具吸引力，因而使得參與溝通的黨外人士，遭受到「黨外」內部權力爭執

的強大壓力，在此種狀況下，對正在進行中的黨內、外溝通，產生負面影響。並

導致 5 月 24 日由國民黨作東餐敘的第二次雙方溝通，了無進展，亦使應由「黨

外」代表作東之第三次溝通，暫告中輟。 

6 月 12 日，蔣經國指示「革新小組」研擬 4 大議題：結束戒嚴問題、解除黨

                                                 
34 前行政院院長郝柏村說：「他(蔣經國)說我們政治上是要走上民主政治，將來不會有軍事統治，

不會再戒嚴了，也不會軍人干政。」郝柏村(1995)，《郝總長日記中的經國先生晚年》，臺北：

天下遠見，頁 8。 
35 《中國時報》，1986.5.11，版 2。 
36 李筱峰(1991)，《臺灣民主運動四十年》，臺北：自立晚報社，頁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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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問題、地方自治問題，以及中央民意機構調整問題。37 

「黨外」在各地之「公政會」分會已陸續成立，並於 7 月初，由「公政會」

秘密組成「組黨行動規劃小組」，成員包括尤清、謝長廷、黃爾璇等 9 人，開始

具體籌劃組黨事宜。9 月 19 日，參與溝通的「黨外」代表費希平等 7 位，聯名邀

請「黨外」各團體代表，對是否恢復與執政黨溝通進行討論，然而會中卻決議由

尤清、謝長廷、江鵬堅、邱義仁、李勝雄等人組成小組，進一步研議黨名、黨綱

及黨章，使「黨外」預備籌組新黨的工作，進入緊鑼密鼓階段。9 月 27 日再度

召開溝通與組黨座談會，會中通過在「黨外」全國選舉後援中，提案發起籌組新

黨工作，使組黨與選舉後援會工作同步進行。9 月 28 日，召開「黨外」後援大

會，經大會秘密討論，最後決議通過，即日起組織新黨，組黨發起人趁空兩度會

商，並在推薦「黨外」年底選舉候選人大會會場—圓山飯店，召開記者會，對外

宣佈由 130 餘位「黨外」人士發起組織的「民主進步黨」正式成立，並且提出黨

綱草案及組織構想，推定 7 位組黨工作委員，即日起將進一步規劃具體黨務細

節，預備在年底以前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38這 7 位組黨工作委員分別是：

費希平、尤清、謝長廷、游錫堃、顏錦福、黃爾璇、傅正，並由費希平擔任召集

人，開始籌劃組黨細節，臨時總部設於「公政會」現址。 

據「民主進步黨」宣佈的黨綱草案，分為 3 個主要部分： 

一、基本綱領(包括 5 個部分，共 34 條)： 

(一)、民主自由的法政秩序； 

(二)、成長均衡的財經政策； 

(三)、公平開放的和諧社會； 

(四)、創新進步的教育文化； 

(五)、和平獨立的國防外交。 

二、行動綱領：包括外交、自由人權、政治經濟、社會、勞動、農業、教育、

文化等部分。 

三、競選綱領：與後援會通過的 12 項共同政見相似。39 

至於「民主進步黨」的組織，一般組織為三級體制，分全國中央、縣市及鄉

                                                 
37 許介鱗(2005)，《戰後臺灣史記》(第 3 卷)，臺北：文英堂，頁 73。 
38 《中國時報》，1986.9.29，版 2。 
39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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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並設知識青年、婦女、海外、產業等 4 種特種黨部。 

蔣經國於 9 月 29 日、30 日和 10 月 1 日，分批召見黨政、情治、軍事首腦，

警告各單位未奉命令不得輕舉妄動。
40 

當「黨外」宣佈組織新黨後，執政黨三人溝通小組，於 9 月 30 日發表共同

聲明指出：「執政黨與『黨外』人士進行溝通謀求共識的基本政策，迄今並無改

變。『黨外』人士宣佈成立『民主進步黨』，如只停留在籌備階段，執政黨將轉達

中介人士的建議給相關單位，一本和諧安定之旨，儘量進行溝通。」
41由此可見，

執政當局對「黨外」人士組黨一事，採取寬容溝通的方式處理，以免引起社會不

安。42 

1986 年 10 月 7 日下午，蔣經國在總統府接受美國《華盛頓郵報》發行人凱

撒琳葛蘭姆夫人(Mrs.Katherine C.Graham)、主編葛林斐德以及《新聞週刊》編輯

簡浩賢訪問時，正式告知對方：「我們即將在制定國家安全法後終止戒嚴」，「開

放政黨合法登記」，善用國際媒體的宣傳，達到提昇國家形象的目標。
43蔣經國說： 

 

我們必須作為十億中國人希望的燈塔，他們(指中共)才會願意效法我們的

政治制度。……我們向來都理解人民有集會及組織政治團體的權利。不

過，他們(指新政黨)必須承認憲法，並且認同根據憲法所制訂的國家體

制。新政黨必須是反共的。他們不得從事任何分離運動—我所指的是「臺

獨」運動。如果他們符合這些要求，我們將容許成立新黨。……我不認為

它(指反對黨)是一種挑戰。它祇是政治過程中的一種現象。……我們絕不

會採取軍事統治。
44 

 

                                                 
40 許介鱗(2005)，《戰後臺灣史記》(第 3 卷)，臺北：文英堂，頁 73。 
41 《中國時報》，1986.10.1，版 1。 
42 學者李炳南認為蔣經國先與「黨外」勢力進行溝通，之後默許民進黨成立的原因包括下列 3

點：一、如果要維持蔣經國所提倡的政治和諧局面，並且塑造蔣多年來經營的親民形象，就

必須要與「黨外」勢力進行溝通；二、那個時代對於民主的渴求與對共產黨的排斥，加上國

際輿論與美國的壓力，迫使蔣不得不對「黨外」勢力讓步；三、1970 及 1980 年代臺灣民眾對

於參政的要求愈發昇高，國民黨的統治權威一再受到挑戰。李炳南(2008)，〈蔣經國與臺灣的

民主化—以本土化政策為例〉，發表於「蔣經國先生與臺灣民主發展」學術研討會，臺北：中

華民國團結自強協會，頁 12。 
43 蔣經國(1992)，〈希望儘早解除戒嚴令〉，《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5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

頁 175-177。 
44 同前註，頁 176-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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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經國在 1986 年 10 月 10 日國慶日祝詞強調：「不論世變如何艱險，我們始

終堅守民主陣營，也始終堅信，祇要穩固自由民主的基礎，必能克服橫逆。……

盡管逆流險浪不斷衝擊，但我國人都能堅忍弘毅，迎接挑戰，以不屈不撓的意志、

不成不止的決心，面對困難，突破障礙。……一切以國民福祉為先，用理性、溫

和、漸進的改革，調和大眾利益。」
45 

此時執政黨並加快改革腳步，同年 10 月 15 日，中國國民黨主席蔣經國在中

常會聽取有關「動員戡亂時期國家安全法令」及「動員戡亂時期民間社團組織」

之研究結論報告後指示： 

  

中國國民黨是一個光明正大的政黨，我們一切的措施與作為，都是本著大

公無私的精神與光明磊落的胸懷；以前瞻性的眼光，求進步的做法；並以

向國家負責、向歷史交代的態度，往前邁進，來完成承先啟後，繼往開來

的使命。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流也在變；因應這些變遷，本黨必須以

新的觀念、新的做法，在民主憲政體制的基礎上，推動革新措施。唯有如

此，才能與時代潮流相結合，才能與民眾永遠在一起。
46這次重大革新措

施通過以後，本黨今後的工作，面臨了一個新的開始；而我們的工作並不

是為了一黨之私益，更不是為了個人的利益，而是要為全體人民的生活福

祉，謀求更大的增進；為國家民族的前途再創新機。……關於社會上有少

數人對若干問題持有不同的意見，經國以為，凡我同志，應以本黨一向大

公無私、為國為民的誠意，和開明豁達、積極求進的作為，與所有愛國家、

愛民族的人共同努力。希望全體同志要發揮群策群力的力量，本著開闊、

無私的胸襟，進一步努力協調，促進溝通，使我們國家的政治更趨和諧，

使我們國家的民主憲政更臻理想與完美。經國所以持如此看法，是一心為

國家的長遠利益打算，一心為全民的永遠幸福著想，一心要為復國大業奠

定成功的根基。47
 

 

                                                 
45 蔣經國(1992)，〈向國家敬禮為國家效忠〉，《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3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

局，頁 90-91。 
46 蔣經國，〈蔣主席強調本黨大公無私，以開拓的胸襟推動革新，使民主憲政更和諧完美〉，《中

央日報》，1986.10.16，頭版。 
47 蔣經國(1992)，〈本開闊無私胸襟使憲政更臻完美〉，《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20 冊)，臺北：行

政院新聞局，頁 3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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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在此次會議中，通過「動員戡亂時期國家安全法令」，為「解除戒嚴」

預作準備，並通過「動員戡亂時期民間社團組織法」，為開放合法組黨預訂法源

依據。 

但是「黨外」人士在面對選舉的壓力下，實無法等待《人民團體法》立法完

成，即依既訂時程，於 10 月 10 日召開民主進步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黨

章、黨綱，並選舉江鵬堅為該黨首任黨主席，黃爾璇為首任秘書長，「黨外」至

此完成形式與實質的組黨建黨工作，臺灣「政治發展」進入政黨政治萌芽的新階

段。 

1986 年 12 月 6 日，增額立法委員及國大代表選舉。民主進步黨在立法委員

方面推薦 19 人，當選 12 人，佔增額立法委員席次 16.44%；在國大代表方面，推

薦 25 人，當選 11 人，佔增額國大代表席次 13.1%。至於在得票率方面，民主進

步黨在立法委員之得票率為 24.78%，在國大代表之得票率為 22.21%，均超過五

分之一，而國民黨立法委員得票率為 69.87%，使民主進步黨名副其實成為當時

臺灣地區第一大反對黨。此次選舉為我國民主政治發展史的分水嶺，也可說是邁

向政黨化時代的開端，我國政黨體制由半競爭的一黨獨大體制轉變為多元競爭的

政黨體制。
48 

1987 年 2 月 5 日，行政院院長俞國華指示新聞局，重新研究報紙的登記與解

除張數限制問題，長久以來的報禁也準備解除。49 

    1987 年 5 月 30 日，國防部提前宣佈釋放黃信介、張俊宏、黃華、顏明聖、

周文龍、余素貞等 6 人。除施明德因無期徒刑尚在服刑外，其餘因「美麗島事件」

被捕下獄的政治犯均已出獄。 

1987 年 6 月 23 日，立法院首先通過《動員戡亂時期國家安全法》，7 月 1 日

由總統明令公佈，行政院令於 7 月 15 日開始實施。此期間政府積極展開各項「解

嚴」準備工作，7 月 14 日，由總統蔣經國正式宣告，自 7 月 15 日零時起，臺灣

地區「解除戒嚴」(指臺灣本島及澎湖地區，並不包括金門、馬祖、東沙、南沙

群島)，《動員戡亂時期國家安全法》同日施行。自此開啟臺灣地區「政治發展」

                                                 
48 此次選舉，民主進步黨同時囊括了幾個選區的最高票，而且攫取了向來屬於中國國民黨掌握

的工人團體名額。《聯合報》，1986.12.7，版 1。 
49 總統馬英九說：「雖然當時決定解嚴、開放報禁，但是國民黨政府官員對於言論該開放到什麼

尺度，無法拿捏。因而趁蔣經國有一次問我：『英九，你那裡有什麼事情』時候，提出言論尺

度的問題。蔣經國回答：『既然解嚴，就不要換湯不換藥。』我聽了很感動，他是玩真的。」

《聯合報》，2009. 4.11，版 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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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歷史新頁。 

    1987 年 12 月 5 日，修正後的《人民團體組織法》在立法院三讀通過，其中

包括政黨登記方式。 

    1988 年 1 月 1 日，開放報禁，准許新報紙登記。 

 

 

 

 

 

 

 

 

 

 

 

 

 

 

 

 

 

 

 

 

 

 

 

 

 



第五章  蔣經國人格特質與政治參與 

 285

 

 

 

 

 

 

 

 

 

 

 

 

 

 

 

 

 

 

 

 

 

 



蔣經國人格特質與臺灣政治發展(1972-1988) 

 286

第三節  蔣經國人格特質與政治參與之檢討與評價 

 

本節首先探討蔣經國對於「政治參與」所展現的「人格特質」為何？第二部

分則探討蔣經國「人格特質」與「政治參與」的檢討與評價。 

 

壹、蔣經國對於政治參與所展現的人格特質 

 

一、強烈的國家、民族及歷史使命感 

蔣經國說：「以前瞻性的眼光，求進步的做法；並以向國家負責、向歷史交

代的態度，往前邁進，來完成承先啟後，繼往開來的使命。」
50他認為：「充實中

央民意代表機構」不僅符合《憲法》及「臨時條款」的精神51，且有助於以「三

民主義統一中國」的目標。他說：「反共復國是一項長期的、持久的奮鬥，三民

主義統一中國是全民努力的千秋大業，中央民意代表機構在此大業之中擔負主導

的重任，所以充實方案，必須著眼於全中國，前瞻未來，使能順應時勢的推移，

維護憲政體制的傳承，為全體中國人奠定民主的不拔根基。」52又說：「革新祇是

過程，是來達到復國建國目標的手段，所以革新的行動必須是整體的、一貫的。」

53「實行這一部憲法，使我們中國成為三民主義民有民治民享的新中國。」54 

1987 年蔣經國接受《遠見》雜誌的專訪強調： 

 

中國必須統一，也必將統一，但決不是統一在馬列主義的共產極權制度之

下，而必然統一於自由民主的三民主義制度之下。這是全體中國人的強烈

願望，並且已經匯成巨大的力量，正在推動中國歷史的腳步朝此方向前

進。我們深具信心，只要我們復興基地在已往建設成功的基礎上，繼續加

                                                 
50 蔣經國(1992)，〈本開闊無私胸襟使憲政更臻完美〉，《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20 冊)，臺北：行

政院新聞局，頁 36。 
51 時任中國國民黨副祕書長的馬英九，於 1988 年 3 月 5 日說：「充實方案必須前瞻未來，能夠顧

及到憲政體制的傳承。」紀錄片(2008)，臺北：中天電視新聞臺：「馬英九與蔣經國」。 
52 蔣經國(1992)，〈憲法就是我們的法統〉，《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2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  

頁 606。 
53 蔣經國(1992)，〈革新措施應尊重憲法及憲政體制〉，《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2 冊)，臺北：行

政院新聞局，頁 583。 
54 蔣經國(1992)，〈把憲法推展實行於全中國大陸〉，《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2 冊)，臺北：行政

院新聞局，頁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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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政治、經濟、社會、文教各方面的努力，大陸共產制度必為全體中國人

所唾棄，未來中國必有光明的前途。如果中共能為中國人民及中國未來著

想，就應該放棄其「四個堅持」，回歸三民主義，才能達到統一的目標。
55 

 

蔣經國於 1986 年 10 月 15 日，在中國國民黨中常會聽取有關「動員戡亂時

期國家安全法令」及「動員戡亂時期民間社團組織」之研究結論報告後指示：「時

代在變、環境在變，潮流也在變；因應這些變遷，本黨必須以新的觀念、新的做

法，在民主憲政體制的基礎上，推動革新措施。唯有如此，才能與時代潮流相結

合，才能與民眾永遠在一起。」
56他又於 1987 年 5 月 6 日，在中國國民黨中央委

員會強調：「我們必須因應時間、空間的變化，以及主觀、客觀條件的變化而在

工作方法上求新求變。……有些在過去是對的做法，在今天可能不切實際，甚至

還可能造成錯誤。」
57 

此外，蔣經國對於「政治參與」，不僅展現「強烈的國家、民族及歷史使命

感」「人格特質」，其最後目標是希望為國家建立長治久安的民主制度，他說： 

 

我們力行民主政治，不僅因為那是一種理性的合乎現代潮流的制度，更是

因為我們深信唯有以民意為依歸的民主政治才是最有力量也最鞏固的政

治，唯有合乎人類追求自由平等需要的民主政治才是最有前途的政治，所

以我們用最大的熱忱要來建立一個良好的民主制度，為中華民國的長治久

安厚植根基。58  

 

 

                                                 
55 林蔭庭主編(2006)，〈一個決心積極革新的年代—歷史性專訪蔣經國總統〉，《動力 20—關鍵年

代的人與事》，臺北：天下遠見，頁 128。 
56 蔣經國，〈蔣主席強調本黨大公無私，以開拓的胸襟推動革新，使民主憲政更和諧完美〉，《中

央日報》，1986.10.16，頭版；蔣經國(1992)，〈本開闊無私胸襟使憲政更臻完美〉，《蔣經國先生

全集》(第 20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36-37。 

   

前總統府副秘書長張祖詒說：「經國先生講潮流在變、時代在變，這個潮流擋不住的，中央民

意機關必須要改革，必須要充實，這個是潮流所趨，擋不住的。」紀錄片(2008)，臺北：中天

電視新聞臺：「馬英九與蔣經國」。 
57 蔣經國(1992)，〈表現黨的氣節發揮工作熱忱〉，《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5 冊)，臺北：行政院

新聞局，頁 206。 
58 中國時報政經研究室，〈力行民主政治，信念堅定不移〉，《中國時報》，1988.1.14，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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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樂觀、信心、決心、勇敢 

在退出聯合國之際，蔣經國展現堅定的「決心」與「勇敢」面對挑戰的「人

格特質」，依然堅持繼續辦理選舉，他在 1972 年 12 月 6 日，對中央民意代表增

額選舉總事務所工作人員說：「尤其當茲國際局勢動盪不寧，國家處境面臨艱難

的今天，來辦理這次選舉，不但顯示了國家堅毅強固的意志和政府銳意革新的決

心，同時也符合了海內外同胞一致的願望。」
59又說：「政府在此時此地辦理選舉，

為的是要促進全民團結，鞏固社會安定，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能在選舉中發揮同

舟一命、肝膽相照的精神，不用意氣，不動火氣，就事論事，不向選民作任何做

不到的承諾，不為爭取選票顛倒是非，一切要為國家的前途著想，一切要為全民

利益打算。」
60 

對於改造中國國民黨為競爭性政黨，蔣經國展現「樂觀」的態度與堅決的「信

心」，他於 1987 年 7 月 29 日，在中國國民黨中常會聽取社會工作會報告後說： 

 

黨的社會工作，在作法上一定要深入基層，面對群眾；幹部要為黨員服務，

黨員要為群眾服務。要接納群眾的意見，要多向地方父老請教。凡是有利

於大多數人的事，不管如何困難，都一定要做得實在，做得徹底，不達目

的決不終止，對於違背大眾利益的事則應斷然拒絕。這樣廣大的民眾才會

和我們在一起，我們也才能真正代表民眾的利益。……民眾是站在我們這

一邊。今後祇要我們堅持目標，努力奮鬥，真心誠意，切切實實的做好為

民服務的工作，我們是不怕任何競爭與挑戰，我們有絕對的信心，一定成

功！
61 

 

此外，對於「解嚴」的問題，蔣經國展現改革的「決心」與「勇敢」面對挑

戰的「人格特質」，1986 年 10 月 15 日，他在中國國民黨中常會聽取有關「動員

戡亂時期國家安全法令」及「動員戡亂時期民間社團組織」之研究結論報告後說：

「在力求進步與發展的過程中，我們也要不斷自我檢討，發掘缺點，並以魄力、

                                                 
59 蔣經國(1992)，〈公平守法辦好選舉強化民主政治基礎〉，《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3 冊)，臺北：

行政院新聞局，頁 297。 
60 同前註，頁 298。 
61 蔣經國(1992)，〈切實做好為民服務的工作盡力推行有益民眾的政務〉，《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20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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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當和勇氣，面對事實，作必要的改革。……過去我們有很多進步和優點，但不

可因此諱言自己的缺點，更不可因此鬆懈而拖延了該做的工作。」
62 

而在「解嚴」之後「是否設置大陸代表」的議題，中國國民黨內部分人士對

此甚為堅持，專案小組因此甚感困擾。63蔣經國此時督促國民黨秘書長李煥和副

秘書長馬英九擬定第 1 屆中央民意代表退職辦法和第 2 屆選舉事宜
64，並囑咐馬

英九查考《中華民國憲法》是否明文規定中央民意代表選舉應設大陸代表。馬英

九查考後報告蔣經國《中華民國憲法》無此規定，同時政府播遷來臺時，也沒宣

佈過我們還是代表全中國的政府。此時蔣經國對馬英九說：「只要按照《中華民

國憲法》選出來的國會，就是代表全中國，不需要另外再設大陸代表。」
65蔣經

國認為「憲法就是我們的法統」
66，只要依中華民國憲政體制產生的政府，中華

民國的代表性就存在，不需要拘泥於人為法統。67 

                                                 
62 蔣經國(1992)，〈本開闊無私胸襟使憲政更臻完美〉，《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20 冊)，臺北：行

政院新聞局，頁 37。 
63 總統馬英九說：「關於國會改革，坦白的說，確實有一些阻力，不可諱言的，當時的國會，包

括立法院、國民大會以及監察院都有很多的人對於國會改革抱著比較保留的態度。」中國國

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9)，《追思與懷念—紀念蔣經國先生逝世十週年口述歷史座談

會》，臺北：近代中國，頁 13。 

   

總統馬英九說：「那個時候，李秘書長帶著我去跟國民大會黨團溝通的時候，就有很多的砲火

啦！我也被認為是個小紅衛兵，怎麼會提這樣的方案，後來我們解釋清楚之後，社會大眾都

可以接受。我記得有一次，我早上起來在公園裏跑步，有一位小姐叫她兒子遞給我一張紙條，

上面寫著，馬先生你做的事情，我們老百姓都支持，我看了很感動，也就堅定了我繼續努力

的決心，所以後來這個案子就通過了。」紀錄片(2008)，臺北：中天電視新聞臺：「馬英九與

蔣經國」。 
64 總統馬英九說：「我就負責國會改革、改選的問題，當時我特別跟李秘書長報告這個案子已經

有主管的單位，我來做是不是合適？他就笑了，他說我想你來做可能比較好啦！因為這個案

子目前還沒有做出來，否則我怎麼會找你呢！之後我跟李副總統報告，李副總統也說：『這個

案子已經一年多了，還沒有結果。』我就知道這個案子任重道遠，所以當年的 7 月，我們接

了這個案子，15 日就解嚴了，我就開始草擬，當時我們的方向，就是國民黨提出一個方案來

鼓勵資深代表、資深委員退職。」紀錄片(2008)，臺北：中天電視新聞臺：「馬英九與蔣經國」。 
65 王銘義(1998)，《該出馬時就出馬》，臺北：商周，頁 99；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

(1999)，《追思與懷念—紀念蔣經國先生逝世十週年口述歷史座談會》，臺北：近代中國，頁 15；

馬英九(1989)，〈最後的蔣經國〉，《新新聞週刊》，第 1 期，頁 2-8。 
66 蔣經國(1992)，〈憲法就是我們的法統〉，《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2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

頁 605。 
67 總統馬英九曾經到七海寓所請教蔣經國，是否要設大陸代表的問題。他說：「他(蔣經國)躺在

床上，我看到了夫人，我坐在床邊跟他談，他就問我有關國會改革的進度，我就告訴他有人

建議要設大陸代表，他說：『大陸代表是不需要設的，只要是根據憲法，在臺灣辦的選舉，我

們憲法代表全中國就沒有問題。』我記得那天晚上從七海寓所走出來，看到滿天的繁星，我

心裡很感慨，也很高興！因為這樣的領袖有這樣的格局，的確是讓我很欣慰，也很放心！為

什麼呢？因為如果他說要做的話，我不知道怎麼做的下去。這個方案到了他過世前一天，就

是民國 77 年 1 月 12 日下午，才由李副總統主持的專案小組通過，沒有想到第二天他就去世了。」

紀錄片(2008)，臺北：中天電視新聞臺：「馬英九與蔣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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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中央民意代表退職的問題，蔣經國於 1987 年 7 月 22 日，在中國國民黨

中常會聽取政策會報告「立法院審議重要議案」後指示： 

 

未來的困難可能還更多，今後的奮鬥也將更艱苦，但是我們也更充滿信

心，希望全體同志要切記經驗教訓，繼續努力，奮鬥圖強，大家榮辱與共，

團結一致，全力支持立法委員同志，貫徹中央決策，這是我們全黨每一位

同志共同的責任。……我們有這麼多的同志，有這樣大的組織，祇要我們

把握正確的方向，團結一致，努力奮鬥，任何困難必能克服，任何敵人最

後必會消滅。
68 

 

即使蔣經國展現堅定的「決心」與「勇敢」面對挑戰的「人格特質」，來改

革中央民意代表機構，擴大「政治參與」範圍，不過他也希望盡量減少對社會的

衝擊。他於 1987 年 8 月 7 日，在聽取中國國民黨政策會正、副秘書長報告後指

示：「未來將充實中央民意機構，充實的方案應於事先與社會各界多作協商，盡

量建立共識，避免方案提出後引起劇烈的批評。」
69 

 

三、腳踏實地的務實取向 

蔣經國認為「實行民主政治」，應兼顧「政治的理想」與「政治的現實」，他

說： 

 

我們永不放棄我們的目標—實行民主政治。政治有兩種，必須相輔相成的

運用：一是政治的理想，一是政治的現實。如果政治沒有理想，那是盲目

的政治，到最後總是要失敗的；如果有了理想而不顧到現實，這個理想也

不能實現。……一方面要顧到政治的理想，另一方面又要顧到當時政治的

現實，如果不注意現實而祇注意理想，這個理想也不可能實現。70
 

此外，蔣經國鼓勵他人講真話，展現「腳踏實地的務實取向」「人格特質」。

                                                 
68 蔣經國(1992)，〈榮辱與共努力奮鬥克服萬難〉，《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20 冊)，臺北：行政院

新聞局，頁 97。 
69 蔣經國(1992)，〈做好「集會遊行法」及「人民團體法」審議前溝通工作務期順利通過〉，《蔣

經國先生全集》(第 20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104。 
70 蔣經國(1992)，〈永不放棄我們實行民主政治的目標〉，《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4 冊)，臺北：

行政院新聞局，頁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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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發表一篇談話說：「黨員看到聽到來自黨內的讚譽和頌揚，應該保留一點。」

71「看到聽到來自黨內外的批評和缺陷，應該認真查證，勇於改革，使黨永保進

步。黨與政府都不必怕批評，有批評才有進步，所以，被批評者要有容忍的風度，

而提出批評的，尤應訴諸理性與冷靜。」72但是對於企圖破壞政府與影響國家利

益的言論，蔣經國強調以法治來規範。他在 1972 年 12 月 28 日主持行政院第 1305

次院會指示： 

 

在競選過程中各候選人所提出的政見，無論是對政府的批評或是建議，無

論提出政見的人是當選或是落選，都應該整理分析交各主管機關研究，凡

是能夠採納的盡量採納，能夠接受的盡量接受。至於若干候選人對政府有

所指責，在民主政治的體制下，政府自然必須有適當的容忍，但如有人別

具用心，企圖破壞政府，影響到國家的基本利益，則為法律所不容許。
73 

 

至於中央民意代表機構，蔣經國一方面顧及「政治的現實」狀況，另一方面

為使「結構能有實質的改善」，最後採取折衷方案—「充實中央民意代表機構」。

他於 1987 年 12 月 25 日主持行憲紀念大會強調： 

 

為使革新步步落實，政府定當以開闊的視野，本實事求是的負責態度，綜

合各方意見，在確保國家安全與進步的原則下，繼續推動政治與經濟的革

新。……方案必須針對現階段實際狀況的需要，灌注新的力量，擴大其代

表性能，強化其職權功能，使中央民意代表機構的結構能有實質的改善，

有效發揮民主憲政制度的作用，達到革新國會的目的。74 

 

最後，蔣經國在 1987 年首次接受國內媒體《遠見》雜誌的專訪，讓全體國

人瞭解他對政治革新的看法。他說： 

                                                 
71 蔣經國(1992)，〈勇於改革使黨永保進步〉，《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4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

局，頁 319。 
72 同前註。 
73 蔣經國(1992)，〈希各級領導人員經常注意培養儲備和拔擢人才〉，《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7 冊)，

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507。 
74 蔣經國(1992)，〈憲法就是我們的法統〉，《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2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

頁 605-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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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感到滿意的是政府推行的各項政策和許多措施，都能獲得絕大多數民

眾的支持。……執政黨在去年(一九八六年)三中全會後積極推動六項政治

革新，到今天已完成解除戒嚴，開放組黨也將在《人民團體組織法》修正

通過後實施。其他幾項，諸如充實中央民意代表機構、加強地方自治、改

良社會風氣與治安等議題也在積極研訂中，今後我們將繼續循著政治民主

化、經濟自由化的既定方針，針對各個階段的進度與需要，衡酌輕重緩急，

為所當為。我想說明最重要的一點，改革的步子一定不斷前進，但為了確

保改革的成果，也一定要走穩。
75 

 

四、重視忍耐的功夫 

蔣經國說：「堅持立場，艱苦奮鬥，高度表現忍辱負重精神，終能克服一切

困難，達成貫徹中央決策的任務。」
76他向資深中央民意代表解釋改革國會的理

由，試圖化解反彈力量，並希望黨籍資深中央民意代表調整原本的角色，迎接民

主選舉時代。蔣經國說：「我們的軍政時期、訓政時期早已過去，現已進入憲政

時期，許多適應於過去的作為，在今天已可能不再適應；有些在過去是對的做法，

在今天可能不切實際，甚至還可能造成錯誤。」77 

此外，蔣經國對於黨籍資深立法委員所受的委屈，「特別表示欣慰和嘉勉」，

同時也希望黨員同志「發揮堅忍圖強的精神」。他說： 

 

本黨在這一會期奮鬥的經過是艱苦的，但也是光榮的；是困難的，卻更是

成功的。因為本黨所決定的主要政策、方針和重要法案，都已獲得了通過，

這就是我們的成功。當然這種成功，我們也付出了相當的代價，而且這一

代價是痛苦的。在奮鬥過程中，本黨立法委員同志，愈戰愈勇，愈到後來，

愈能發揮堅忍圖強的精神。……經國深知立法委員同志，在這一期中受到

許多的委屈。當我們看到立法委員同志受到屈辱的時候，大家同感非常的

                                                 
75 林蔭庭主編(2006)，〈一個決心積極革新的年代—歷史性專訪蔣經國總統〉，《動力 20—關鍵年

代的人與事》，臺北：天下遠見，頁 125。 
76 蔣經國(1992)，〈榮辱與共努力奮鬥克服萬難〉，《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20 冊)，臺北：行政院

新聞局，頁 95。 
77 蔣經國(1992)，〈表現黨的氣節發揮工作熱忱〉，《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5 冊)，臺北：行政院

新聞局，頁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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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但想到他們已為國家、為黨盡到了責任，完成了重大任務的時候，

每一位同志又同感分享到一份莫大的榮耀。經國一向認定同志們的恥辱，

就是黨的恥辱；黨的恥辱，就是我的恥辱，也就是我們大家共同的恥

辱。……大家是真正歷盡艱難，盡到最大的責任，對此經國特別表示欣慰

和嘉勉！
78 

 

五、無私 

蔣經國曾說：「中國國民黨是一個光明正大的政黨，我們一切的措施與作為，

都是本著大公無私的精神與光明磊落的胸懷。」
79「容忍忠厚，不排擠打擊人家

的政黨，寬宏大量，容忍一切，以求取內部的團結，求得對國家的更大貢獻。」

80又說：「政府一向鼓勵有才幹、有作為的才俊之士，參與國家政事。因而我們辦

理選舉的基本態度，是不分黨派、地域、背景，對所有候選人都一視同仁，祇要

是中華民國守法的公民，從事合法的競選活動，一定會受到法律公平的保障。」

81 

蔣經國在 1972 年 9 月 9 日，對全國辦理選務人員指示：「全國辦理選務人員，

一定要配合全面政治革新，推行選舉事務，同時要透過這次選舉，進一步的促成

全民的團結和社會的安定。要以公正嚴明的態度，守法不阿的精神，辦好這次的

選舉，特別要以端正選風為中心，宣導和協助候選人及民眾，作共同的努力。」

82又在同年 12 月 6 日，對中央民意代表增額選舉總事務所工作人員說：「本諸『公

開、公平、公正』的原則，『嚴正、審慎、超然』的立場，確實辦好這次選舉，

使其成為民主政治示範，以鞏固和強化全民團結的基礎。」 

1973 年 11 月 16 日，蔣經國在中國國民黨討論臺北市第 2 屆市議員選舉問題

會議中，曾經談到對於選舉的看法。他說：「我以從政黨員的身分，希望大家不

                                                 
78 蔣經國(1992)，〈榮辱與共努力奮鬥克服萬難〉，《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20 冊)，臺北：行政院

新聞局，頁 95-96。 
79 蔣經國(1992)，〈本開闊無私胸襟使憲政更臻完美〉，《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20 冊)，臺北：行

政院新聞局，頁 36。 
80 蔣經國(1992)，〈寬大容忍加強團結〉，《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3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

頁 304。 
81 蔣經國(1992)，〈公平守法辦好選舉強化民主政治基礎〉，《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3 冊)，臺北：

行政院新聞局，頁 297-298。 
82 「端正選舉風氣，運用各種方法，促進候選人和選民都能自覺自律而絕對守法。各級選務機

構的人員編制、經費開支及工作效率，必須符合迅速、確實、精簡、節約的原則。」蔣經國(1992)，

〈配合政治革新辦好選舉事務〉，《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7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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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以患得患失的心理，衡量選舉的成敗，但必須全心全力來辦好選舉。而辦好選

舉，一方面是公公正正，盡量便民；一方面是要光明正大，在選舉工作中磊磊落

落。」
83又在 1978 年 12 月 8 日，對中國國民黨同志發表一篇談話：「這次增額中

央民意代表選舉，大家都很關心，黨一定要協助政府，辦理一次公公正正、乾乾

淨淨的選舉。」
84 

而在 1978 年 10 月 11 日，蔣經國談到對於民主政治的看法。他說： 

 

透過公平、公開、公正的選舉，乃是走上現代民主政治常軌的必經之途。

所以在選舉這件事上，尤其站在一個執政黨的立場，我們是本著至公、至

正的胸襟，開明、開放的心懷，來為良好的政黨政治邁開大步。……對本

黨各級黨部和同志而言，應當積極幫助受推薦的候選人作合法的競選活

動，以期他們能夠順利當選，但必須本著不偏不私、光明磊落的態度，而

不可存有患得患失的心情。……最重要的事，乃在如何高度發揮本黨為民

服務的熱忱，並使選民對我們這種熱忱具有充分的信賴。在做法上，尤應

坦誠檢討以往的缺失，要用「誠」與「信」和全體選民結合起來。
85 

 

兩個月後，也就是 1978 年 12 月 11 日，蔣經國對國民黨全黨同志談及「贏

得民心重於贏得選舉」的重要性，他說：「我們要有贏得民心重於贏得選舉的體

認，不必過分計較當選名額的多少，所計較的應該是貫徹公正、公平、公開三項

要求。必須在團結、和諧的氣氛下辦好這次選舉。」86 

1980 年 6 月 11 日，蔣經國在國家安全會議特別會議中，再次闡明民主政治

的真義，他說： 

 

一個公正、公平、公開的選舉，乃是走上現代民主政治大道必經之途。政

府對於選舉，自應堅守至公至正的立場來辦理選務，所有選民與候選人尤

                                                 
83 蔣經國(1992)，〈光明磊落辦好選舉〉，《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9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552。 
84 蔣經國(1992)，〈勇於改革使黨永保進步〉，《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4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

局，頁 319。 
85 蔣經國(1992)，〈民主政治的真義〉，《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1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623。 
86 蔣經國(1992)，〈虛心接納諍言率先守法重紀〉，《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9 冊)，臺北：行政院

新聞局，頁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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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守法守分，共同維護選舉的純潔性和神聖性。因之，希望全體國人，今

後任何選舉，大家要確切建立一個共同的觀念：參加競選時唯一目的，乃

是為國為民服務來作奉獻；參加投票的唯一任務，乃是為國選賢與能。唯

有如此，才能符合民主政治的真義。
87 

 

1986 年 10 月 15 日，國民黨主席蔣經國在中常會聽取有關「動員戡亂時期國

家安全法令」及「動員戡亂時期民間社團組織」之研究結論報告後指示： 

 

這次重大革新措施通過以後，本黨今後的工作，面臨了一個新的開始；而

我們的工作並不是為了一黨之私益，更不是為了個人的利益，而是要為

全體人民的生活福祉，謀求更大的增進；為國家民族的前途再創新

機。……經國以為，凡我同志，應以本黨一向大公無私、為國為民的誠

意，和開明豁達、積極求進的作為，與所有愛國家、愛民族的人共同努

力。希望全體同志要發揮群策群力的力量，本著開闊、無私的胸襟，進

一步努力協調，促進溝通，使我們國家的政治更趨和諧，使我們國家的

民主憲政更臻理想與完美。
88 

 

綜合以上言論可知，蔣經國希望黨員「不可存有患得患失的心情」，因為「贏

得民心重於贏得選舉」，不僅要舉辦「公平、公開、公正的選舉」，而且要「不分

黨派、地域、背景，對所有候選人都一視同仁」，希望樹立現代民主國家的典範。 

此外，對於國民黨同志違法亂紀的行為
89，蔣經國主張要「從嚴處分，絕不

稍示縱容。」他於 1978 年 12 月 11 日對國民黨全黨同志指示：「本黨同志必須率

先守法重紀，真正做到公公正正、清清白白的要求，倘有任何違法舞弊行為，均

                                                 
87 蔣經國(1992)，〈邁向民主憲政的新時代〉，《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4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

局，頁 503。 
88 蔣經國(1992)，〈本開闊無私胸襟使憲政更臻完美〉，《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20 冊)，臺北：行

政院新聞局，頁 37。 
89 一位從大陸時期即追隨蔣經國的親信僚屬，某次向前行政院院長李煥訴說：「經國先生一年都

沒有找我談話了，不知道對我有什麼誤會。」於是李煥找了個機會向蔣經國進言：「老幹部了，

是不是要找他談一下？」不料，蔣經國砰然桌子一拍怒喝道：「我一生都不要見他，誤黨誤國

就是這種人！」言罷站起身來掉頭就走，李煥只好也跟著離去。後來李煥輾轉聽說，這位老

幹部辦理選舉提名作業私心自用，蔣經國對此極感憤怒。林蔭庭(1998)，《追隨半世紀—李煥

與經國先生》，臺北：天下遠見，頁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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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從嚴處分，絕不稍示縱容。」90蔣經國對於國民黨內部的紀律相當看重，他說：

「我們內部的紀律一定要嚴明。……本黨的輔選工作人員和候選人，都必須絕對

的守法；任何競選活動和輔選事務，一律要在法律規定的範圍內進行，不得有絲

毫偏差，如有任何違背法令情事，除受國家法律制裁以外，並受本黨紀律的處分。」

91前行政院院長郝柏村也說：「經國先生對黨的風氣也是相當的重視。他如果知道

黨內有哪個人賄選，那絕不容許這樣的人在黨內占一席之位。」92 

蔣經國曾說過一段話，最能展現「無私」的「人格特質」。他說：「記得從前

有人問我：『當你遭遇困難的時候，你用什麼辦法來解決這個困難？』我說：『就

是朝著正確的方向，勇往直前，一切為黨，一切為國家，不為自己著想，這就是

我解決困難的要訣。』」
93 

 

綜合而論，蔣經國對於「政治參與」所展現的「人格特質」包括：一、強烈

的國家、民族及歷史使命感；二、樂觀、信心、決心、勇敢；三、腳踏實地的務

實取向；四、重視忍耐的功夫；五、無私。 

 

貳、蔣經國人格特質與政治參與的檢討與評價 

     

本文將蔣經國「人格特質」與「政治參與」的檢討與評價，分為擔任行政院

院長與總統兩個時期。 

     

一、擔任行政院院長時期 

蔣經國在擔任行政院院長時，對於「政治參與」採取兩大措施，分別是：繼

續推行地方自治與辦理中央民意代表增補選。 

 

(一)、繼續推行地方自治 

                                                 
90 蔣經國(1992)，〈虛心接納諍言率先守法重紀〉，《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9 冊)，臺北：行政院

新聞局，頁 231。 
91 蔣經國(1992)，〈團結和諧辦好選舉民眾守法政府守信選賢與能〉，《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9 冊)，

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378。 
92 郝柏村(1995)，《郝總長日記中的經國先生晚年》，臺北：天下遠見，頁 4。 
93 蔣經國(1992)，〈榮辱與共努力奮鬥克服萬難〉，《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20 冊)，臺北：行政院

新聞局，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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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選舉的施行使國民黨政權的合法性獲得補強，有利於蔣經國的政治領

導。早在 1957 年即有非國民黨籍 6 名省議員試圖成立正式組織，雖未獲同意，

但仍以非正式組織維持聯繫。
94 

蔣經國在擔任行政院院長時期推行的地方自治選舉，包括：1972 年的省議

員、縣市長；1973 年的縣市議員、臺北市議員；1977 年的省議員、臺北市議員、

縣市議員、縣市長等。此時反對力量大都處於單打獨鬥式狀態，較缺乏全面性的

組織活動，凝固力不夠堅實，對中國國民黨的政權維繫，一時之間尚未構成真正

威脅。不過由於持續舉辦選舉活動，反對力量也漸漸出現突破性的進展。 

1973 年底的臺北市議員選舉，在部分非國民黨人士的刻意運作下，已出現地

區性結合(如臺北市「黨外四人聯合陣線」)，初次以團體性形式參與競選。雖然

四人皆落選，但由於知識份子加入，引起部分知識份子及中產階級對政治的關

切。這是反對力量第一次團體化、組織化的行動，也是社會「自主性參與」

(Autonomous Participation)逐漸提昇的先兆。1975 年立法委員選舉，部分黨外人士

自認被作票舞弊而落選，在群起激憤下，藉謝票活動舉行抗議遊行，參加人數達

萬人。1977 年的縣市長選舉，因疑似選舉舞弊引發「中壢事件」，導致數萬名群

眾包圍、火燒警察局和警車的意外，此後反對人士更已發展出全島性的組織。
95綜

觀反對力量在蔣經國擔任院長任期結束之際，實質上已突破國民黨孤立化策略，

發展出全島聲氣相應的態勢。96 

反對人士此時已學習到對於政治情勢的不滿，可以直接向社會大眾尋求支

持，對於中國國民黨早期建立的統制力，似已有突破的徵兆。然而蔣經國在擔任

行政院院長時期，反對人士的力量頂多在地方選舉佔有一席之地，對於挑戰中央

執政權的威脅則尚未成熟。故此時蔣經國採取的策略只是採取小幅度的體制開

放，而不是大幅度的改革。  

「地方自治」的推展有助於中國國民黨鞏固在臺灣的政權，蔣經國對於行之

有年已獲社會普遍認同的「地方自治」，仍積極持續推行，並從中謀求改革。在

行政院院長期間持續推行的地方自治選舉包括：1972 年的省議員、縣市長的選

舉；1973 年的縣市議員、臺北市議員；1977 年的省議員、臺北市議員、縣市議

                                                 
94 倪炎元(1993)，《南韓與臺灣威權政權轉型之比較研究》，國立政治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論

文，未出版，頁 207。 
95 若林正丈(1994)，《臺灣—分裂國家與民主化》，臺北：月旦，頁 189。 
96 李筱峰(1987)，《臺灣民主運動四十年》，臺北，自立晚報社，頁 12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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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縣市長選舉等。蔣經國擔任行政院院長最後一次的選舉，即 1977 年 5 項地

方公職人員選舉，就省市議員得票率來看，國民黨的支持率從 1972 年的 69.1%

降為 64.2%，而黨外的支持率卻從 30.9%上昇到 35.8%，支持率的下降不僅表明個

別席次的喪失，更意味著整體政權的合法性鬆動。從歷史角度言，有特殊的時代

意義：1、新生代的崛起。包括候選人與選民，在現行教育體系下，具備現代知

識及自由意識的新生代佔人口比例愈來愈高，與傳統依靠組織、家世、經濟基礎

或私人關係的候選人氣象漸有區別。新生代的高票當選，政治力量的展現，表示

未來的政治場域將產生新的挑戰；2、國民黨支配式角色的變化。此次選舉國民

黨失去 4 個縣市及 21 個省議員席次，顯示以前國民黨主導的「提名即當選」已

產生變化；3、人民自主意識的覺醒。過去社會上都有一種競選成敗，完全看國

民黨態度的刻板印象，但這次選民們經過自己主動的動員，擊敗國民黨提名的候

選人，讓他們產生一種信心—選民才是選舉結果的最後主導者。 

由於地方選舉長期被「派系」把持，導致人才不易出頭的現象，蔣經國也有

心進行改革。例如 1972 年的縣市長選舉，蔣經國大量提名非派系出身的縣市長

候選人，以來臺後培植的新生代黨工幹部，取代既有的地方派系勢力，將過去高

達七成的派系比例降低為四成，此次選舉結果，提名者全部當選，包辦 20 名縣

市長。不過 1977 年蔣經國採用相同的做法，在 20 名候選人中，提名 17 名無派

系色彩人選，不過此舉引起地方人士反彈，在派系制肘下，國民黨在桃園縣、高

雄縣、臺中市、臺南市等 4 個縣市全面敗選，省議員也喪失 21 席。僅管如此，

蔣經國發揮堅定的「決心」與「勇敢」面對挑戰的「人格特質」，之後依然在黨

內初選制度採取此一策略。 

此外，國民黨的支持率從 1972 年的 69.1%降為 64.2%，而反對人士的支持率

卻從 30.9%提昇至 35.8%
97，這對希望依靠選舉取得人民認同的國民黨而言，支持

率的下降不只說明民意的改變，更表明國民黨政權的合法性鬆動；再加上 1977

年因部分選民懷疑選務公正性而爆發的「中壢事件」，導致民心沸騰、社會動盪，

皆使得蔣經國必須認真思考相關策略，以因應此一嶄新形勢。 

由於持續實施地方自治，加上蔣經國刻意不讓派系長期把持地方選舉，使得

地方政治權力不再為少數地主或大家族所壟斷，政治權力從上下統治關係，演變

                                                 
97 陳明通(1995)，《政治派系與臺灣政治變遷》，臺北：月旦，頁 184-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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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平行互利關係，權力關係趨於平等；同時地區權力分配透過定期選舉予以調

整，使得政權獲得合法性及自主性，且能有效制訂並推行政策，皆有助於政治安

定。
98 

      (二)、辦理中央民意代表增補選99 

中央民意代表選舉，係指國民大會代表選舉、立法院立法委員選舉及監察院

監察委員選舉。 

1954 年元月大法官會議第 31 號解釋，任期已滿但可以繼續行使職權的「萬

年國會」，最早在 1958 年《自由中國》雜誌時代即有改革之議，直到退出聯合國

後，1971 年 12 月的辯論會已有「國會全面改選」之爭論。 

全面改選的政治整合功能，在一般國家於理論上應沒有疑義，但對移入性政

權而言，則牽涉問題太多。因為全面改選對移入性政權而言，意味政治區域的重

新界定，可能導致舊問題尚未解決，新問題反倒更為嚴重。如果全面改選要以整

個中國大陸為選區，則大陸選民無法投票；若以當時來臺大陸人民投票，則正當

性及代表性更令人質疑，同時也違反「一人一票，票票等值」的民主真義。如果

以臺灣地區人民全面改選，則將完全改造國家與政權的性質，對國民黨政權合法

性衝擊極大。此外，從當時政權內部改革與保守力量的對比來看，也尚未到大幅

改革的時候。例如，以黨國菁英所集結的中央委員會成員的結構為例，代表保守

勢力(黨、軍、特)的比例在 1969 年佔 55%，但民意機關代表只有 7%。
100 

面對此種情形，蔣經國採取「務實」的態度，就是有限度的增額選舉。1972

年選出國大代表 53 名，立法委員 51 名101；1975 年，增額立委再改選一次，名額

為 52 名，較上次增加 1 名。
102增額選舉是各方利益調和的產物，增額選出的代表

                                                 
98 彭懷恩(1987)，《臺灣政治變遷四十年》，臺北：自立晚報社，頁 155。 
99 所謂中央民意代表之增選，係基於《中華民國憲法》第 26 條、64 條與 91 條因人口增加和新

設省、直轄市之規定，及《動員戡亂時期臨時條款》第 6 項對總統之授權；而所謂中央民意代

表之補選，則基於《中華民國憲法》第 28 條第 2 項對國民大會代表任期之彈性規定。教育部

主編(1991)，《中華民國建國史》(第 5 編第 2 卷)，臺北：國立編譯館，頁 770。 
100 若林正丈(1994)，《臺灣—分裂國家與民主化》，臺北，月旦，頁 130-132。 
101 1972 年 12 月 23 日選舉「動員戡亂時期自由地區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額選舉」。辦理此次選舉

所依據之基本法規為「動員戡亂時期自由地區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額選舉辦法」及其施行細

則，與「動員戡亂時期僑選增額立法委員及監察委員遴選辦法」辦理。國大代表及立法委員

增額結果如下：增額國大代表選舉，包括區域增選、山地同胞增選及職婦團體增選，應選出

之名額，共計 53 名；增額立法委員選舉，包括區域增選、山胞增選及職業團體增選，共計 51

名。教育部主編(1991)，《中華民國建國史》(第 5 編第 2 卷)，臺北：國立編譯館，頁 785-796。 
102 1975 年 12 月 20 日辦理「動員戡亂時期自由地區增額立法委員選舉」。辦理此次選舉所依據之

基本法規為「動員戡亂時期自由地區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額選舉辦法」及其施行細則，與「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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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義上不用第 2 屆名稱，人數也只佔資深代表的極小比例，對原本立法委員的任

期與議事主導權並不構成實質威脅，不過卻可以滿足一些「政治參與」的期望。 

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就民主政治而言，使得原本應代表人民意見的民意

機關，重新恢復監督政府的功能性；而就定期改選機制的效能而言，資深代表繼

續行使其職權的正當性，則必將越來越脆弱。 

就競爭的角度而言，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意味著競爭的層次已進入到足以

影響政權興替的中央級層次，這不僅是「二元體制」—中央獨佔封閉，地方競爭

開放—的突破，同時也是移入性政權鬆動的起點。
103 

對反對力量而言，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使得選舉區域由地方性層次進入到

全國性層次。過去只開放地方性選舉的時代，候選人的競選區域只限定於一地，

甚少出現跨縣市的結盟，但如今中央民意代表選舉，不同地區的候選人彼此互相

支援，甚至出現巡迴全島的助講行動。而在當選之後，各地代表群聚於立法院及

國民大會等國會殿堂，談論的政治議題也由地方層次，提昇到中央及全國層次，

對於發展全國性組織具有促進作用。 

其次，中央民意代表增額選舉的名額授權總統頒訂辦法決定，不受《憲法》

條文的約束。總統可以依據此權力，彈性調整選舉的名額以因應國內、外情勢變

遷，有助於「政治發展」的穩定性。
104 

再者，舉辦增額選舉對於促進團結，應付外在危機，亦有其「政治意義及其

重要性」。1972 年 9 月 9 日，蔣經國對全國辦理選務人員指示：「希望各級選務機

構及工作人員，體認國家此時辦理中央民意代表增額選舉的政治意義及其重要

                                                                                                                                            
員戡亂時期僑選增額立法委員及監察委員遴選辦法」辦理。此次舉行增額立法委員選舉之原

因，係因 1972 年選出之立法委員 51 名(臺灣省 21 名，臺北市 5 名，自由地區山胞及福建省各

1 名，職業團體 8 名，海外遴選 15 名)之任期將於 1976 年元月 31 日屆滿，依法應於該日前 3

個月內完成改選。復因人口增加之故，臺灣省選舉之應選名額較 1972 年增加 1 名，合計為 22

名。因此，此次增額立法委員選舉總額為 52 名。教育部主編(1991)，《中華民國建國史》(第 5

編第 2 卷)，臺北：國立編譯館，頁 800-806。 
103 姜南揚(1995)，《臺灣大轉型》，臺北：克寧，頁 75-120。 
104 中央民意代表選舉所根據之基本法規，除各該次選舉之前，總統基於《動員戡亂時期臨時條

款》之授權臨時頒佈之選舉辦法外，即為《中華民國憲法》(1947 年元旦國民政府公佈，同年

12 月 25 日施行)，及《動員戡亂時期臨時條款》(1948 年 5 月 10 日國民政府公佈，1972 年 3

月 23 日總統令第 4 次修正公佈)。由於自 1972 年起，立法委員及監察委員選舉增列海外僑選

名額，故動員戡亂時期僑選增額立法委員及監察委員遴選辦法(1972 年 7 月 27 日總統令公佈，

1975 年 7 月 10 日及 1980 年 6 月 11 日總統令修正公佈)亦為辦理選舉所依據基本法規之一。

自 1980 年 5 月 5 日立法院制定，同月 14 日總統令公佈《動員戡亂時期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以統一規定各種選舉之後，該法更成為以後辦理中央民意代表選舉之首要根據。教育部主編

(1991)，《中華民國建國史》(第 5 編第 2 卷)，臺北：國立編譯館，頁 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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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配合政治革新的要求，絕對辦好選舉。透過這次選舉，促進全國團結和社會

的安定。」
105 

總而言之，蔣經國在擔任行政院院長時，展現「腳踏實地的務實取向」「人

格特質」，不僅繼續推行地方自治，同時辦理有限制的中央民意代表增額補選，

而不是全面改選。就短期而言，有助於維持政權穩定；就長期而言，則導致威權

體制逐漸鬆綁，達成民主轉型的目標。 

 

二、擔任總統時期 

蔣經國擔任總統時，先後任命孫運璿及俞國華擔任行政院院長，自己則有較

多的時間從事國家發展更高層面的思考。在擔任第 6 屆總統時，他在 1978 年 5

月 20 日總統就職演說中，仍把「擴大政治參與」放在國防、經濟的後面，他說：

「第一是我們積極充實國家力量。…第二是我們要不斷增進國民生活。……在國

際經濟的競爭和衝擊之下，仍能繼續推進經濟建設，增加國民經濟福祉。第三是

我們要致力於擴大憲政功能。……並且還要擴大政治參與，維護自由人權。……

第四是我們要全面的確立廉能政治。」
106  

在擔任第 7 屆總統時，蔣經國在 1984 年 5 月 20 日總統就職演說中，則以政

治層面「強化民主憲政功能」為施政重點，並強調要「堅忍圖成」、「吸取新觀念

與新作法」、「勇於擔當，對國家、民族，負起歷史責任。」「建立更有秩序的法

治社會」。他說： 

 

今後施政，當在「國家利益第一、民眾福祉為先」的一貫方針下，更致力

發揮幾個中心指標：(一)強化民主憲政功能，溝通民眾意願，結合全國才

智集思廣益、和衷共濟，促進全民團結。(二)加深操危慮患的意識。……

(三)以確保安定為基礎。……(四)以勇於任事、敢於擔當的精神，對國家、

民族，負起歷史責任。……(五)以伸張倫理、維護紀律、提昇道德、改善

風氣，來建立更有秩序的法治社會。107 

                                                 
105 蔣經國(1992)，〈配合政治革新辦好選舉事務〉，《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7 冊)，臺北：行政院

新聞局，頁 402-403。 
106 蔣經國(1992)，〈承受重責大任無負國民付託〉，《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1 冊)，臺北：行政院

新聞局，頁 554-555。 
107 蔣經國(1992)，〈開誠心佈公道同為國家開拓光明大道〉，《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2 冊)，臺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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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見此時蔣經國決定以「強化民主憲政功能」，作為未來 6 年國家發展重心，

甚至應「結合全國才智集思廣益、和衷共濟、促進全民團結。」以突破政治發展

瓶頸。 

蔣經國在擔任總統時，推動「政治參與」的措施包括下列 3 種：(一)、繼續

辦理中央及地方選舉；(二)、改造中國國民黨為競爭性政黨；(三)、改革中央民

意代表機構。 

  (一)、繼續辦理中央及地方選舉 

蔣經國深信「力行民主政治是促進團結最短途徑」，而「選舉是用以衡量民

主政治良窳的一種尺度」。他曾對黨員表示，「一定要協助政府，辦理一次公公正

正、乾乾淨淨的選舉。」
108又說：「貫徹公正、公平、公開三項要求，必須在團

結、和諧的氣氛下辦好這次選舉。」109 

蔣經國於 1978 年 10 月 11 日，即「中美斷交」兩個多月前，對中國國民黨

中央常務委員說：「幾十年來，本黨基於實現三民主義的理想，為建立民治、民

有、民享的民主共和國一直繼續不斷的努力，以求確立一個健全的民主憲政基

礎。」110在「中美斷交」後，國家不斷遭受外交、經濟與政治衝擊，為了團結民

心士氣、強化認同與整合，並化解國會老化危機，皆有必要擴大「政治參與」。 

蔣經國在衡量國內、外局勢後，強調政府實施民主憲政的「決心」。例如他

在 1979 年元月 2 日，回答法國《快訊週刊》記者魏奈特的訪問說：「我們是一個

實施民主憲政的國家，我們一切的選舉均是依照憲法規定辦理。除了各級地方選

舉以外，也遵照憲法規定，辦理中央民意代表增選與補選。」
111 

在「中美斷交」約一年後，蔣經國於 1979 年 12 月 14 日，在中國國民黨第

11 屆四中全會閉幕典禮指示：「一定在適當時機恢復中央民意代表的選舉，並決

                                                                                                                                            
行政院新聞局，頁 479-480。 

108 蔣經國(1992)，〈勇於改革使黨永保進步〉，《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4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

局，頁 319。 
109 蔣經國(1992)，〈虛心接納諍言率先守法重紀〉，《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9 冊)，臺北：行政院

新聞局，頁 231。 
110 蔣經國(1992)，〈民主政治的真義〉，《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1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623。 
111 蔣經國(1992)，〈匪偽赤化世界陰謀未變〉，《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4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

局，頁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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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增加名額，以擴大憲政功能，貫徹本黨實施民主憲政的決心。」112 

之後，蔣經國於 1980 年 6 月 5 日，宣示政府將恢復中央民意代表選舉。他

說： 

 

今天衡量國內外形勢，雖則仍然有困難，也面對各種衝擊，但為表示推行

民主憲政的決心，行政院經過多方考慮，建議在今年之內定期辦理中央民

意代表選舉。……這是黨和政府一項歷史性、政治性的重大措施，顯示我

們雖在艱難困苦之中，仍然貫徹民主憲政的主張，我們要透過民眾的參

與，來團結民心，鞏固國力，進入民主憲政的新時代。
113 

 

蔣經國不願藉「中美斷交」危機停止中央民意代表選舉，甚至主動恢復選舉，

因為他堅信孫中山《建國大綱》所言：「最後的目標，就是還政於民，實行憲政。」

他說：「在建國大綱這本書中，說明了軍政時期、訓政時期，和憲政時期的關聯，

最後的目標，就是還政於民，實行憲政。」
114 

「還政於民，實行憲政」是蔣經國推動「政治參與」的目標，為「確立一個

健全的民主憲政基礎」，他一步步進行憲政革新，發揮「腳踏實地的務實取向」

「人格特質」。蔣經國說：「一方面要顧到政治的理想，另一方面又要顧到當時政

治的現實，如果不注意現實而祇注意理想，這個理想也不可能實現。」115同時他

也認為「民主政治的推行是需要時間的」116， 例如在擔任行政院院長時，於 1978

年 2 月 28 日答覆立法委員康寧祥的質詢，表明不願放棄過去數十年來的民主成

果。蔣經國說：「過去三十年來，我們開始在臺灣省推行民主政治，一年一年有

不同的情況，一年比一年有進步，但民主政治的推行是需要時間的，祇要執政黨

有決心推行民主政治，我們就要在推行民主政治的過程中間不斷的來求改進。」

                                                 
112 蔣經國(1992)，〈我們的為政之道是公與仁〉，《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2 冊)，臺北：行政院新

聞局，頁 155。 
113 蔣經國(1992)，〈決心貫徹民主憲政團結民心鞏固國力〉，《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4 冊)，臺北：

行政院新聞局，頁 500。 
114 蔣經國(1992)，〈永不放棄我們實行民主政治的目標〉，《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4 冊)，臺北：

行政院新聞局，頁 257。 
115 同前註，頁 258。 
116 蔣經國在 1979 年 12 月 25 日行憲紀念大會說：「民主的漸進的，不是冒進的；是培育的，不

是移植的；必須適於國情，在自己的土壤生根成長。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而立國，因此我

們要貫徹三民主義的民主憲政。」蔣經國(1992)，〈道德理性法治並重〉，《蔣經國先生全集》

(第 12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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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至於選務工作方面，蔣經國強調務必本著「公正、公平、公開、守法、守信」

的原則，以及「不偏不私、光明磊落的態度」來辦理選舉，避免類似「中壢事件」

再次發生。
118蔣經國說：「由公正、公平、公開、守法、守信的選舉，貫徹全民

參與、政府負責的民主憲政，確實使得人民有權，政府有能。」
119又在 1978 年

10 月 11 日，對當年應舉行的增額選舉發表談話120： 

 

對於本黨各級黨部和同志，……必須本著不偏不私、光明磊落的態度，而

不可存有患得患失的心情。
121……本黨在這次選舉中，最重要的事，乃在

如何高度發揮本黨為民服務的熱忱，並使選民對我們這種熱忱具有充分的

信賴。在做法上，尤應坦誠檢討以往的缺失，要用「誠」與「信」和全體

選民結合起來，以新作風、新氣象來完成這一重大的任務。對所有候選人

而言，……應建立起一個共同的觀念，那就是參加競選的唯一目的，乃是

為國為民服務來作奉獻。……儘管個人所提出的政見或主張容有不

同，……彼此本著互信、互諒來從事競選活動，相爭而不敵對。……民主

政治最可貴處在於容忍。
122 

 

此外，蔣經國「決心」改革選舉競爭的程序正義，除了希望改變黨員的心態，

更在法律層面上於 1980 年 5 月制定《動員戡亂時期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以達

成選舉與罷免的法制化。 

總而言之，蔣經國認為：「國家建設包括了民主憲政、廉能政治的加強推展、

                                                 
117 蔣經國(1992)，〈永不放棄我們實行民主政治的目標〉，《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4 冊)，臺北：

行政院新聞局，頁 259。 
118 雖然蔣經國期待以「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嚴正、審慎、超然」的立場，來辦理選務

工作，但實際參與選舉的黨外候選人，對於選舉過程頗有怨言，認為在選舉法規、媒體報導、

政黨運作、選務單位及公務人員的立場等各方面，都有支持國民黨，不利黨外候選人的現象。

黃煌雄(1978)，《非暴力的鬥爭》，臺北：長橋，頁 51-74。 
119 蔣經國(1992)，〈中國國民黨永遠和民眾在一起〉，《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3 冊)，臺北：行政

院新聞局，頁 42。 
120 1978 年 12 月 23 日預定舉行之中央民意代表選舉投票，因同月 16 日「中美斷交」，國家處於

非常狀態，蔣經國以緊急命令停止舉行投票，導致正在熱烈進行之競選活動突然終止。教育

部主編(1991)，《中華民國建國史》(第 5 編第 2 卷)，臺北：國立編譯館，頁 771。 
121 蔣經國(1992)，〈民主政治的真義〉，《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1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623。 
122 同前註，頁 623-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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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的擴大參與—也就是人人對國家盡責任。」123「選舉是民主政治的重要運作

方式，而辦好選舉，更是促使民主政治成長進步的基本作為，這必須由政府、民

眾和各政黨同為民主法治精誠合作。」
124又說：「要學習民主政治，政府要學習，

民眾也要學習，民主政治就是民意政治，……大家共同要學習民主政治。」125 

(二)、改造中國國民黨為競爭性政黨 

學者在討論政黨制度時，對競爭性政黨制度與非競爭性政黨制度之區分是以

政黨數目及政黨競爭狀況為指標。一般而言，競爭性政黨制度是指不論為兩黨或

多黨，政府權力是由公平、公正的選舉來決定，政黨間的競爭是合法的、公開的、

公平的；而非競爭性政黨制度則無論政黨數目為何，其能真正從事政治活動的只

有一個黨，其它黨不是不能合法的存在，就是在極不公平的規則下競選，政權更

迭可能性並不存在。
126因此，競爭性政黨制度必須允許合法組織政黨，允許不同

政黨表達其不同政治主張；選民也必須在資訊接收，以及支持、參與政黨方面擁

有選擇權利。127 

隨著長期以來的地方選舉及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開放競選後，蔣經國對於中國

國民黨競爭性的角色，曾提出他的看法： 

 

首先，中央要有一個輔選的政治綱要，其中包括現階段的政治中心主張，

說明本黨的立場、態度，以及對推薦候選人的要求等等。地方黨部也要依

照中央的綱要，針對地方情況的需要，訂定地方的政治主張。本黨的候選

人就是依著綱要講話，表明態度和立場。所以中央各有關單位，包括組織

工作會、文化工作會、社會工作會、青年工作會、婦女工作會，以及其他

有關單位，……訂定一個輔選計畫，而彼此之間，並且要相互配合。128 

 

                                                 
123 蔣經國(1992)，〈中國國民黨永遠和民眾在一起〉，《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3 冊)，臺北：行政

院新聞局，頁 40。 
124 蔣經國(1992)，〈選舉一次比一次進步顯示全民團結安定氣象〉，《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9 冊)，

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539。 
125 蔣經國(1992)，〈永不放棄我們實行民主政治的目標〉，《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4 冊)，臺北：

行政院新聞局，頁 259。 
126 葛永光(2003)，《政黨政治與民主發展》，臺北：空中大學，頁 111-114。 
127 吳文程(1996)，《政黨與選舉概論》，臺北：五南，頁 147。 
128 蔣經國(1992)，〈團結和諧辦好選舉民眾守法政府守信選賢與能〉，《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9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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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經國也提出徹底改進競選文宣的辦法，表明他準備與「黨外」人士公平競

選的「決心」和「信心」。他說： 

 

當前本黨的重要工作之一，是辦好年底中央民意代表選舉的輔選。在文宣

方面，要具體地向民眾說明我們的政策，爭取民眾的支持。
129出版的書刊，

不要篇幅太多，太厚的書，就很少人看。文章要短，文字要淺，書要印得

薄，要抓住要領，把握民眾的心聲，作徹底的改進。至於此次選舉的文宣

工作，尤其要把握對象，在選民中，婦女所占的百分比很高，年輕的選民

則占百分之六十到百分之七十之間，所以對社會婦女、社會青年，更要注

意，至於學校的青年，亦要讓他們了解選舉的動態，並要特別加強青年教

育工作。
130  

 

此外，蔣經國認為黨部同志要深入鄉村，為民眾解決實際困難。他說： 

 

各級黨部都要動員起來，基層幹部同志更要深入鄉村鄰里，訪問民眾，了

解地方實際困難並設法解決，人人工作積極，士氣自然高昂。大家共同努

力貫徹本黨一切為國為民的主張，爭取全面勝利。131社會工作就是黨的服

務工作。……本黨同志服務的信條是「時時心存國家、處處心念民眾」；

服務的要領是要主動、要實在。……平日能夠時時關心民眾，處處服務民

眾，主動的發現問題，在民眾還沒有提出要求之前，我們就已為他解

決，……黨的社會工作，在作法上一定要深入基層，面對群眾；幹部要為

黨員服務，黨員要為群眾服務。要接納群眾的意見，要多向地方父老請教。

凡是有利於大多數人的事，不管如何困難，都一定要做得實在，做得徹底，

不達目的決不終止，對於違背大眾利益的事則應斷然拒絕。這樣廣大的民

眾才會和我們在一起，我們也才能真正代表民眾的利益。
132
 

                                                 
129 蔣經國(1992)，〈本開闊無私胸襟使憲政更臻完美〉，《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20 冊)，臺北：行

政院新聞局，頁 38。 
130 蔣經國(1992)，〈團結和諧辦好選舉民眾守法政府守信選賢與能〉，《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9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379。 
131 蔣經國(1992)，〈本開闊無私胸襟使憲政更臻完美〉，《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20 冊)，臺北：行

政院新聞局，頁 38。 
132 蔣經國(1992)，〈切實做好為民服務的工作盡力推行有益民眾的政務〉，《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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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蔣經國認為選舉工作的要領有 3 點：「注重基層、掌握群眾、知

己知彼。……所謂知己知彼，就是要了解反對者方面的意圖和各種動態，不必高

估他們，也不可低估他們，但一定要了解透徹，事事要求真實，然後針對選情，

靈活運用，發揮機動、主動的競選效果。」
133由此可知，蔣經國有意將中國國民

黨調整為競爭型政黨，展現堅定的「決心」與「勇敢」面對挑戰的「人格特質」，

準備與競爭者一決高下。 

(三)、改革中央民意代表機構 

依照 1957 年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76 號解釋，我國國會包含國民大會、立法院

及監察院 3 個中央民意代表機關。早期國會問題由於任期屆滿無法進行改選，而

產生合法性問題，晚期則因長期沒有改選、無法出缺遞補、增額代表比例不高，

以及老代表年紀漸長而產生的功能性與合法性的問題。 

然而 1980 年增選立委的年齡遠較 1948 年選出的資深立委年輕，且當中近九

成是臺灣籍，他們在議事上表現更為積極，在蔣經國擔任總統後期時，其表現愈

加熱烈，使立法院逐漸恢復民意制衡機制。
134 

1986 年 3 月蔣經國宣示改革中央民意代表機構後，一時之間報章雜誌出現頗

多國會改革的主張，在這些主張中，有些與 1979 年提出的方案相同。例如：設

定中央民意代表名額；廢除職團選舉；全面改選；設置大陸代表；退休制度；讓

資深代表辭職改聘任為大陸光復設計委員等。而有些則為新提出的主張，例如：

增加自由地區的增選名額；監察委員專任國策顧問；政黨比例代表制：資深代表

退休後為中央諮議委員會委員或中央民意機構顧問；以國民大會為民族院、立法

院為民主院；採雙選制(選舉候選人及政黨)；延聘年紀大的立法委員、監察委員

專任國策顧問；改造國會的 5 年計劃；召集政黨協商會議討論國會改選問題；擴

大遴選或補選，以補充國代缺額；三權分立制；立法院採雙投票制(資深立法委

員投一票，增額立法委員投兩票)；廢除遞補制度等。在各種主張中，有些爭論

較少，例如：廢除遞補制度，不由同鄉會選舉、維持職業團體選舉及僑選制度等，

主張共識較多，反對人士亦少；有些主張原則相同但技術相異，例如：同意設定

3 種中央民意代表名額，但人數設定多少卻無共識。此外，資深代表去職後的出

                                                                                                                                            
20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98-99。 

133 蔣經國(1992)，〈團結和諧辦好選舉民眾守法政府守信選賢與能〉，《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9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378。 

134 劉崇義(1988)，《就質詢權研究行政院與立法院的關係》，臺北：作者自行發行，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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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則有不同的主張。135 

改革中央民意代表機關有兩項主要的關鍵性議題，分別是「中央民意代表機

構是否全面改選」，以及「是否設置大陸代表」。 

就「中央民意代表機構是否全面改選」議題，當時有兩派主張。 

1、主張全面改選者認為： 

(1)、近 40 年不必全面改選的中央民意代表機構，不僅暴露民意缺乏

代表性與合法性，也是當前公權力喪失公信力的根本來源。這樣

的國會不僅已變成國家「政治發展」的主要負擔，且將成為國家

未來生存發展的沉重負擔。 

      (2)、既然全面改選為輿論大勢所趨，與其忍看一國哭，不如忍看一家

哭。何況首屆中央民意代表係代表大陸同胞，在過去 40 年位居

要津。如果是權利，應由臺灣民眾所共享；如果是義務，亦應由

臺灣民眾所承擔。 

      (3)、資深代表多年來與選區的選民脫節，已經沒有民意基礎。 

      (4)、資深代表，大部分垂垂老矣，對於行使職權，不免有所困難。 

      (5)、民意測驗顯示，多數民眾贊成全面改選。 

      (6)、當初在選出這些全國性的立委時，全中國有 4 億人口，現在增加

到 10 億，是否我們只代表 4 億的中國人民？這些年來多出的 6

億人口誰來代表？如果說大陸選出的代表足以代表全中國，衡量

現狀，這個觀點是說不過去的。 

      (7)、如果中央民意代表機構不全面改選，決策和民意脫節，將形成社

會亂源。
136 

2、反對全面改選者認為： 

      (1)、充實中央民意代表機構是《憲法》層面問題，此問題只能在中國

民主統一後解決。若要全面改選，一定要在全中國實施，不能只

有在臺灣，否則即是宣佈「臺灣國」，是向「臺獨」投降。 

      (2)、法統要有人代表，大陸地區選出的立法委員、監察委員及國民大

會代表，即構成中央政府雖已離開大陸領土，仍保有主權存在之

                                                 
135 馬起華(1992)，《民權主義與民主憲政》，臺北：正中，頁 548。 
136 同前註，頁 549-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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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由。 

      (3)、歷史上有不少老成謀國的事例，說明老委員對於國家的貢獻，不

會因年紀漸長而改變。 

      (4)、事實上大陸代表不能改選，能夠改選的只有臺灣省和臺北、高雄

兩市，就一省二市改選，不是全面改選，而是三地改選。 

      (5)、若是今天在臺灣全面改選，豈不成為「第二個省議會」？ 

      (6)、全面改選的作法，在法理上並不合法；並且有違反大法官會議解

釋令及相關法令之嫌；同時日後將因法統的中斷而影響國家的政

治體制。 

      (7)、資深代表有的雖已老化，有的仍然健康，而且學養經驗豐富，仍

能有效行使職權。而且若是全面改選，將使得中央民意代表機構

失去連續性。 

(8)、全面改選，等於拋棄大陸。 

      (9)、政府以及中央民意代表的組織，必須以《憲法》為依據。我國現

行《憲法》，包括依據《憲法》所制定的《動員戡亂時期臨時條

款》在內，現在的國會是依據《憲法》而建立，完全是合法的。

137 

就「是否設置大陸代表」議題，當時有兩派主張。 

1、贊成設置大陸代表的主張包括： 

(1)、3 個中央民意代表機構於建制之初，原係由各省所選舉之代表所

組成。現階段雖因大陸淪陷，不能辦理選舉，但只要政府和人民，

不放棄光復大陸與統一中國的目標和權利，即應設置大陸地區代

表。一則以示「臥薪嚐膽」，二則以示政治號召。只要我們不自

外於中國，即不應該完全忽視設置大陸地區代表在政治心理上的

需要。 

(2)、法定代表制係以全國完整的選區運作為基礎。然而我們現在的大

陸選區，在現階段已無法正常運作，與法定代表制的情形並不相

同。在不同的基礎上，如果以法定代表制來處理目前的問題，將

                                                 
137 同前註，頁 550-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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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異於心理上的自我催眠，實際上更會逐漸形成自外於中國的後

果。 

      (3)、如果將來的中央民意代表機構不再設大陸地區代表，到時的中央

民意代表機構在人們心目中，就會浮現出地方議會的形象，其代

表全中國的政治號召，不但會受到國際質疑及中共挑戰，甚至連

我們自己的同胞，也會心存懷疑。 

      (4)、人類社會自古至今，都受非象徵符號的支配。例如：圖騰之於部

族、國旗之於國民、十字架之於基督徒、佛像之於佛教徒等，都

具有神奇的凝合作用。所以在 3 個中央民意代表機構設置少數大

陸地區代表，主要是取其與神州永為一體的象徵意義，以及在政

治上所蘊含的號召作用 

2、反對設置大陸代表的主張認為： 

(1)、大陸選區既然淪陷，在國家統一之前，在臺的大陸各省人士，並

無權利代表大陸選區的人民行使選舉權。 

      (2)、大陸人民對中華民國政府既未納稅，亦未服兵役。依照無代議士

即無須納稅的原則，大陸地區並無權利在中央民意代表機構享有

代表名額。 

      (3)、在大陸光復之前設置大陸代表，不但會強化省籍觀念的心理鴻

溝，而且大陸代表以少數票當選，不同於自由地區代表必須以極

懸殊的多數票才能當選，不僅違背「一人一票、票票等值」的公

平正義原則，而且將使自由地區的落選人憤憤不平。 

      (4)、民意代表與選區不應脫節，大陸何時可以光復，由 30 多年來的

經驗說明，顯然並無具體可信的答案。如果要在臺灣地區選出大

陸地區代表，將來就會產生由第三代、第四代，以至更多代的大

陸省籍子弟來代表大陸地區，這種現象，將無異於安徒生筆下「國

王的新衣」，從而成為政治上的笑話。 

      (5)、主張設置大陸代表的基本理由，是說 3 個中央民意代表機構，乃

《中華民國憲法》法統之所繫，應具有代表整體中國的象徵意

義，所以雖然大陸仍未光復，仍應設置大陸代表名額，俾以發揮

政治上代表整體中國的號召作用。根據「自由代表說」或「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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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說」，臺灣地區選出的中央民意代表，即當然代表著整體中

國，實不需要再特別設置大陸代表。
138 

雖然「中央民意代表是否全面改選」及「是否設置大陸代表」的議題爭論性

較大，但其餘各項仍不乏具有共識者。例如：資深代表辭職自退給予禮遇、國大

代表遞補制度即行廢止，以及增加自由地區名額等項目，對於改革中央民意代表

機構均具有正面的功效。 

蔣經國面對「中央民意代表機構是否全面改選」及「是否設置大陸代表」的

議題，考量各方意見及臺灣「政治發展」現況，作出以下幾點原則性指示：1、

以「充實中央民意代表機構」取代「全面改選」；2、「中央民意代表不宜擴大遴

選範圍」；3、「充實中央民意代表機構」必須符合憲政體制；4、以「三民主義統

一中國」為目標；5、不設大陸代表；6、考量資深中央民意代表的感受。 

1、以「充實中央民意代表機構」取代「全面改選」 

蔣經國說：「方案必須針對現階段實際狀況的需要，灌注新的力量，擴大其

代表性能，強化其職權功能，使中央民意代表機構的結構能有實質的改善，有效

發揮民主憲政制度的作用，達到革新國會的目的。」
139 

由於民間要求改革壓力日增，過去的增補選舉已無法滿足現今情勢，所以進

一步充實國會乃勢在必行。然而蔣經國依照他的政治認知—「穩健中求進步」的

看法，在「中央民意代表是否全面改選」議題上，選擇「充實中央民意代表機構」

取代「全面改選」，因為他認為：「國人希望在安定中求進步之心，則顯然更為殷

切。」140 

此外，蔣經國展現「腳踏實地的務實取向」「人格特質」，一方面顧及政治實

際狀況，另一方面「使中央民意代表機構的結構能有實質的改善」，最後採取折

衷方案—「充實中央民意代表機構」。他於 1987 年 12 月 25 日主持行憲紀念大會

指示： 

 

為使革新步步落實，政府定當以開闊的視野，本實事求是的負責態度，綜

合各方意見，在確保國家安全與進步的原則下，繼續推動政治與經濟的革

                                                 
138 荊知仁(1987)，《憲法論衡》，臺北：東大，頁 159-162。 
139 蔣經國(1992)，〈憲法就是我們的法統〉，《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2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

頁 606。 
140 同前註，頁 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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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方案必須針對現階段實際狀況的需要，灌注新的力量，擴大其代

表性能，強化其職權功能，使中央民意代表機構的結構能有實質的改善，

有效發揮民主憲政制度的作用，達到革新國會的目的。
141 

 

2、「中央民意代表不宜擴大遴選範圍」 

蔣經國依據《動員戡亂時期臨時條款》第 6 條規定，認為「中央民意代表機

構不宜擴大遴選範圍」。他於 1973 年 10 月 19 日，在中國國民黨中常會指示：「此

次專案小組經過反覆審慎研究，認為充實中央民意代表機構，應仍依現行動員戡

亂時期臨時條款第六條規定辦理，有關擴大遴選範圍之意見，不宜考慮，這一研

究結論重要確當。」
142 

3、「充實中央民意代表機構」必須符合憲政體制143 

蔣經國認為：「現行的憲政體制不可變」、「推進民主憲政與維護國家安全必

須受到同等的重視」144；「在一切革新措施中，唯有把握住確保國家安全和憲政

體制的最高原則，才能在進步與發展的過程中，不致偏失，才能達到革新的效果。」

145他認為中華民國法統是建立在《憲法》和依《憲法》產生的政府之上，因此在

推動「充實中央民意代表機構」的政策時，特別重視要依照《憲法》及《動員戡

亂時期臨時條款》的精神及相關規定。蔣經國說：「充實中央民意代表機構勢在

必行。惟其實施必須確切符合憲法及動員戡亂時期臨時條款的精神和有關規定，

對於依據憲法及臨時條款構成的現行憲政體制必須絕對遵守與尊重。……『憲法

就是我們的法統』，……唯有合憲的充實方案，才是唯一可行的正確道路。」146蔣

經國於 1979 年 1 月 3 日，在回答法國《快訊週刊》記者魏奈特的訪問時，明確

                                                 
141 蔣經國(1992)，〈憲法就是我們的法統〉，《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2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

頁 605-606。 
142 蔣經國(1992)，〈中央民意代表不宜擴大遴選範圍〉，《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9 冊)，臺北：行

政院新聞局，頁 536。 
143 蔣經國於 1986 年 12 月 25 日，主持中華民國 75 年行憲紀念大會開會典禮說：「國民大會根據

憲法第一百七十四條所定程序，依照制憲方式，慎重制定和修正的動員戡亂時期臨時條款，

已屬憲法的一部分，與憲法具有同等的尊嚴、同等的效力。因之，憲法及其臨時條款構成的

現行憲政體制，自當絕對遵守與尊重。」蔣經國(1992)，〈革新措施應尊重憲法及憲政體制〉，

《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2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582。 
144 林蔭庭主編(2006)，〈一個決心積極革新的年代—歷史性專訪蔣經國總統〉，《動力 20—關鍵年

代的人與事》，臺北：天上遠見，頁 126。 
145 蔣經國(1992)，〈革新措施應尊重憲法及憲政體制〉，《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2 冊)，臺北：行

政院新聞局，頁 582。 
146 蔣經國(1992)，〈憲法就是我們的法統〉，《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2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

頁 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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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政府對於中央民意代表增補選的做法。他說：「我們是一個實施民主憲政的

國家，我們一切的選舉均是依照憲法規定辦理。除了各級地方選舉以外，也遵照

憲法規定，辦理中央民意代表增選與補選。」
147 

4、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為目標 

蔣經國發揮「強烈的國家、民族及歷史使命感」的「人格特質」，他認為「充

實中央民意代表機構」不僅符合《憲法》及「臨時條款」的精神，且有助於以「三

民主義統一中國」的目標。
148他說：「反共復國是一項長期的、持久的奮鬥，三

民主義統一中國是全民努力的千秋大業，中央民意代表機構在此大業之中擔負主

導的重任，所以充實方案，必須著眼於全中國，前瞻未來，使能順應時勢的推移，

維護憲政體制的傳承，為全體中國人奠定民主的不拔根基。」
149又說：「革新祇

是過程，是來達到復國建國目標的手段，所以革新的行動必須是整體的、一貫的。」

150「實行這一部憲法，使我們中國成為三民主義民有民治民享的新中國。」151 

    5、不設大陸代表 

對於「是否設置大陸代表」議題，中國國民黨部分人士對此甚為堅持，專案

小組因此甚感困擾。152此時蔣經國展現堅定的「決心」與「勇敢」面對挑戰的「人

格特質」，他督促國民黨秘書長李煥和副秘書長馬英九擬定第 1 屆中央民意代表

退職辦法和第 2 屆選舉事宜，並囑咐馬英九查考《中華民國憲法》是否明文規定

中央民意代表選舉應設大陸代表。馬英九查考後向蔣經國報告《中華民國憲法》

無此規定，同時政府播遷來臺時，也沒宣佈過我們還是代表全中國的政府。此時

蔣經國對馬英九說：「只要按照《中華民國憲法》選出來的國會，就是代表全中

                                                 
147 蔣經國(1992)，〈匪偽赤化世界陰謀未變〉，《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4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

局，頁 330。 
148 前行政院院長郝柏村說：「(蔣經國)一方面是繼承老總統的理念，要鞏固復興基地，及改革政

治社會風氣，發展經濟，帶領三軍光復大陸，所以他對共產制度的崩潰很有信心。他強調我

們只要在臺、澎、金、馬等到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郝柏村(1995)，《郝

總長日記中的經國先生晚年》，臺北：天下遠見，頁 5。 
149 蔣經國(1992)，〈憲法就是我們的法統〉，《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2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  

頁 606。 
150 蔣經國(1992)，〈革新措施應尊重憲法及憲政體制〉，《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2 冊)，臺北：行

政院新聞局，頁 583。 
151 蔣經國(1992)，〈把憲法推展實行於全中國大陸〉，《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2 冊)，臺北：行政

院新聞局，頁 371。 
152 總統馬英九說：「關於國會改革，坦白的說，確實有一些阻力，不可諱言的，當時的國會，包

括立法院、國民大會以及監察院都有很多的人對於國會改革抱著比較保留的態度。」中國國

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9)，《追思與懷念—紀念蔣經國先生逝世十週年口述歷史座談

會》，臺北：近代中國，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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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不需要另外再設大陸代表。」153蔣經國認為「憲法就是我們的法統」154，只

要依中華民國憲政體制產生的政府，中華民國的代表性就存在，不需要拘泥於人

為法統。
155 

此外，臨時條款第 6 項第 2 款規定：「大陸光復地區次第辦理中央民意代表

之選舉」，如果在自由地區辦理大陸地區代表選舉，似乎不符合「臨時條款」的

規定，甚至違背 1954 年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31 號停止選舉的解釋，使得幾十年來

的做法自相矛盾。
156 

    6、考量資深中央民意代表的感受 

蔣經國向資深中央民意代表解釋改革國會的理由，試圖化解反彈力量，並希

望黨籍資深中央民意代表調整原本角色，迎接民主選舉時代。蔣經國說：「我們

的軍政時期、訓政時期早已過去，現已進入憲政時期，許多適應於過去的作為，

在今天已可能不再適應；有些在過去是對的做法，在今天可能不切實際，甚至還

可能造成錯誤。」
157此外，蔣經國對於黨籍資深立法委員所受的委屈，「特別表

                                                 
153 王銘義(1998)，《該出馬時就出馬》，臺北：商周，頁 99；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

(1999)，《追思與懷念—紀念蔣經國先生逝世十週年口述歷史座談會》，臺北：近代中國，頁

15；馬英九(1989)，〈最後的蔣經國〉，《新新聞週刊》，第 1 期，頁 2-8。 
154 蔣經國(1992)，〈憲法就是我們的法統〉，《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2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

頁 605。 
155 對於國會的改造，蔣經國當持堅持不設大陸代表，他認為《憲法》是全中國人民所訂的《憲

法》，從「中華民國」的名稱即可看出。事後總統馬英九解釋蔣經國的話說：「今天，我們只

要根據《憲法》，選出來的代表就有代表性，不必特地去設什麼大陸代表。好比我是湖南人，

你能說我能代表湖南嗎？你這不是開玩笑？如果我們在臺灣選出所謂的大陸代表可以代表大

陸的某一省的話，那為什麼我們不在民國四十年就改選呢？這顯然是矛盾的！」曾一豪

(1994)，《馬英九前傳》，臺北：希代，頁 198。 
156 總統馬英九說：「經國先生非常有民主的素養。假如說我們在那個時候可以設大陸代表的話，

那民國四十三年大法官就不必做釋字第三十一號解釋停止選舉。基本上，這是法理上很大的

矛盾，那個時候不能辦選舉，現在可以用大陸代表的身分，辦理大陸地區的選舉(顯然這是在

法理上行不通)，真的要辦的話，為什麼以前不辦，現在才要辦，這是沒有辦法向外界解釋，

法理上、政治上都解釋不通的。我覺得經國先生當時做了很睿智的決定。」中國國民黨中央

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9)，《追思與懷念—紀念蔣經國先生逝世十週年口述歷史座談會》，臺

北：近代中國，頁 15-16。 
    
   總統馬英九於「蔣經國先生與臺灣民主發展—紀念經國先生逝世二十週年學術研討會」開幕

致詞：「經國先生問我說：『英九，我們政府遷臺的時候是什麼時候你知道嗎？』我說：『民國

38 年 12 月 7 日遷到臺灣的。』他又說：『遷臺的時候政府有沒有宣佈政府還是代表全中國的

政府？』我說：『政府的公報沒有正式的宣佈。』……而我又向他報告最近國會全面改選的過

程當中，有人提出設置大陸代表制的問題。經國先生笑說：『凡是由中華民國憲法所選舉出就

是代表全中國，不需要再設大陸代表。』我聽了之後真是非常感動。」葛永光主編(2008)，《蔣

經國先生與臺灣民主發展—紀念經國先生逝世二十週年學術研討論文集》，臺北：幼獅，頁

220。 
157 蔣經國(1992)，〈表現黨的氣節發揮工作熱忱〉，《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5 冊)，臺北：行政院

新聞局，頁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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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欣慰和嘉勉」，同時也希望黨員同志「發揮堅忍圖強的精神」。他說： 

 

本黨在這一會期奮鬥的經過是艱苦的，但也是光榮的；是困難的，卻更是

成功的。因為本黨所決定的主要政策、方針和重要法案，都已獲得了通過，

這就是我們的成功。當然這種成功，我們也付出了相當的代價，而且這一

代價是痛苦的。在奮鬥過程中，本黨立法委員同志，愈戰愈勇，愈到後來，

愈能發揮堅忍圖強的精神。……經國深知立法委員同志，在這一期中受到

許多的委屈。當我們看到立法委員同志受到屈辱的時候，大家同感非常的

痛苦，但想到他們已為國家、為黨盡到了責任，完成了重大任務的時候，

每一位同志又同感分享到一份莫大的榮耀。經國一向認定同志們的恥辱，

就是黨的恥辱；黨的恥辱，就是我的恥辱，也就是我們大家共同的恥

辱。……大家是真正歷盡艱難，盡到最大的責任，對此經國特別表示欣慰

和嘉勉！
158 

 

總而言之，蔣經國在擔任行政院院長時期，推動「政治參與」的措施包括：

一、繼續推行地方自治；二、辦理中央民意代表增補選。而在擔任總統時期，推

動「政治參與」的措施包括：一、繼續辦理中央及地方選舉；二、改造中國國民

黨為競爭性政黨；三、改革中央民意代表機構。可知蔣經國在擔任行政院院長時，

主要以推行地方自治，並辦理有限制的中央民意代表增補選。一方面滿足人民參

與地方自治的渴望，二方面開放部分的中央民意代表增補選，對於中國國民黨的

中央政府統治權並不構成嚴重威脅，就短期而言，有助於維持政權的穩定。到了

擔任總統時期，除進一步推動中央及地方選舉外，並著手改造中國國民黨為競爭

性政黨，為將來「解嚴」及「開放黨禁」預作準備。蔣經國準備以逐步鬆綁威權

體制的方式，來達成民主轉型目標。 

此外，由於中央民意代表逐漸老化，加上持續舉辦選舉使得民主政治發展漸

趨成熟，蔣經國決定改革中央民意代表機構，以擴大「政治參與」範圍。在「中

央民意代表機構是否全面改選」及「是否設置大陸代表」的議題上，蔣經國在考

量各方意見及臺灣「政治發展」現況後，明確指出改革中央民意代表機構的方向：

                                                 
158 蔣經國(1992)，〈榮辱與共努力奮鬥克服萬難〉，《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20 冊)，臺北：行政院

新聞局，頁 9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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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充實中央民意代表機構」取代「全面改選」；二、「中央民意代表不宜擴

大遴選範圍」；三、「充實中央民意代表機構」必須符合憲政體制；四、以「三民

主義統一中國」為目標；五、不設大陸代表；六、考量資深中央民意代表的感受。

以上這些改革方案，後來也成為政府推動國會改革的理論基礎。 

1988 年 2 月 3 日，中國國民黨通過「現階段充實中央民意機構改革方案」，

具體措施包括 4 點： 

一、擴充增額代表名額，以大幅增加自由地區選舉名額為唯一方法。呼應蔣

經國以「充實中央民意代表機構」取代「全面改選」，以及「中央民意代表不宜

擴大遴選範圍」的指示。 

二、建立資深代表強迫退休(適用於一定期間不能報到或行使職權者)及自願

退休制度(採取鼓勵自退，以加速代謝更新)。呼應蔣經國「革新國會」的做法：「針

對現階段實際狀況的需要，灌注新的力量，擴大其代表性能，強化其職權功能，

使中央民意代表機構的結構能有實質的改善，有效發揮民主憲政制度的作用，達

到革新國會的目的。」
159 

三、廢止第 1 屆國代遞補制度。再次呼應蔣經國「革新國會」的做法，既已

決定改革國會，鼓勵資深代表退休，自不應再繼續遞補。 

四、不設大陸代表名額。呼應蔣經國的說法：「只要按照《中華民國憲法》

選出來的國會，就是代表全中國，不需要另外再設大陸代表。」160 

由此可見，雖然蔣經國於 1988 年元月 13 日逝世，不過可以發現「現階段充

實中央民意機構改革方案」應是蔣經國政治理念具體落實的結果。 

 

 

 

 

 

 

                                                 
159 蔣經國(1992)，〈憲法就是我們的法統〉，《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2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

頁 606。 
160 王銘義(1998)，《該出馬時就出馬》，臺北：商周，頁 99；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

(1999)，《追思與懷念—紀念蔣經國先生逝世十週年口述歷史座談會》，臺北：近代中國，頁

15；馬英九(1989)，〈最後的蔣經國〉，《新新聞週刊》，第 1 期，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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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必須統一，也必將統一，但決不是統一在馬列主義的共產極權制度之

下，而必然統一於自由民主的三民主義制度之下。這是全體中國人的強烈

願望，並且已經匯成巨大的力量，正在推動中國歷史的腳步朝此方向前進。 

～蔣故總統經國先生～ 

 

 

經國先生改善兩岸關係，讓臺灣發展的空間做了很大的改變。兩岸關係進

入有史以來發展最快速的階段，這些都是經國先生任內都已經打下來的基

礎。 

～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 

 

 

「兩岸關係」對於臺灣「政治發展」而言，往往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力。由

於 1949 年以來，兩岸長期處於分治狀態，中共也始終不肯放棄武力「解放臺灣」，

臺灣「政治發展」在中共因素的制肘下，實比其他國家更具複雜性。此外，「兩

岸關係」是影響臺灣威權體制出現與持續的重要變項，在臺灣「政治發展」中具

有特殊的地位。 

 

「兩岸關係」的變化，迫使臺灣政治領袖必須權衡國家安全與政治自由的輕

重緩急，其中「中美斷交」事件及「開放探親」政策，對於「兩岸關係」的開展

具有關鍵性的影響，故本文以「中美斷交」事件及「開放探親」政策為研究主題。

本章第一節探討「兩岸關係」的歷史背景；第二節探討「兩岸關係」的互動過程；

第三節探討蔣經國「人格特質」與「兩岸關係」的檢討與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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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兩岸關係的歷史背景 

 

    影響「兩岸關係」發展的因素甚多，本節首先回顧「兩岸關係」的歷史演變，

包括從 1949 年至蔣經國逝世前，大陸對臺灣政策的演變，以及臺灣對大陸政策

的演變。 

 

壹、大陸對臺灣政策的演變 

 

中共取得大陸政權後，對於臺灣的政策，雖然因應不同情勢而有不同策略，

但「統一臺灣」的終極目標則未曾改變。 

 

一、武力解放臺灣時期(1949 年至 1958 年) 

解放時期可分成「武力解放」與「和平解放」時期，自 1949 年到 1958 年「八

二三砲戰」期間，中共係以「武力解放臺灣」為主要政策。如 1949 年 9 月「第

一屆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會議致解放軍通電」文中，要求「徹底消滅一切不投降

的人，解放臺灣、西藏和一切尚未解放的地方」，中共三野副司令員粟裕並認為

可在短時間內完成「解放臺灣」任務，司令員陳毅更威脅要「血洗臺灣」。
1此後

「解放臺灣」成為對臺政策的綱領性口號，直到 1979 年才不再使用。在「武力

解放」期間，共軍發動若干戰役，如 1949 年 10 月 25 日凌晨，中共憑藉在大陸

上的軍事勝利，氣焰囂張，大規模發動對金門2的登陸攻擊，激戰 3 日後，至 10

月 27 日下午止，國軍擊敗共軍，8000 名共軍死亡，6000 名共軍被俘，史稱「古

寧頭戰役」，中共遭遇到第一次渡海攻擊挫敗。11 月 3 日下午 4 時至 6 日上午 7

時，共軍進犯舟山的登步島，國軍自基隆馳援，共軍被殲 6000 人，是為「舟山

                                                 
1 姚競之(1987)，〈中共對臺策略之演變〉，《共黨問題研究》，第 13 卷第 11 期，頁 52。 
2 胡璉指出：「徵之歷史，鄭成功及施琅之攻取臺灣，都以金、廈為出發地，換言之，臺灣之危，

首在金、廈之失，以今日匪我對峙情形，共匪取臺灣，必須發兵百萬，戰備集運，若由金、廈，

朝發夕至，往返行船，節短勢險，事半功倍，反之，我以金門堵塞水深港闊，設備良好之廈門，

則匪之戰備集運港口，必須北由上海，南發廣州，航程迂遠，需船過多，而長途海運後之士兵，

登陸復又戰鬥，其戰力必受削弱，故金門之縱阻橫扼，實為強拳塞喉，使匪慾逞不得，正乃臺

澎海上長城，不獨反攻跳板，使匪如芒刺在背也。」胡璉(1977)，〈泛述古寧頭之戰〉，《傳記

文學》，第 31 卷第 6 期，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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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步戰役」。3此二大戰役，尤其是「古寧頭戰役」，對中華民國的生存發展，具

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因為此役是在大陸軍事逆轉節節敗退之後，國軍所打的第一

場勝仗
4，扭轉了國民政府在軍事上的頹勢5，使中共的氣焰稍戢。6 

1950 年因美國聲明不介入中國內戰，無意援臺，袖手政策明確，中共趁機攻

臺。上半年在東南沿海積極部署大量海、空兵力，準備一舉攻下臺灣，完成武力

統一；對臺灣內部，中共亦派遣大批間諜，發展共黨組織，企圖裏應外合，製造

動亂。
7同年 6 月韓戰爆發，共軍軍力移轉，同時美國第七艦隊協防臺灣海峽，

阻扼中共武力犯臺，也限制我國對大陸的軍事行動。 

中共於 1953 年 7 月 27 日，韓戰停火協定簽字，同年 7 月，中南半島戰爭結

束，乃集結兵力，重申「解放臺灣」。1954 年 8 月起，共軍在福建一帶集結約 28

萬兵力，9 月上旬，正當英、美、法、澳、紐、菲、泰及巴基斯坦等 8 國在馬尼

拉開會，簽訂「東亞集體防禦公約」時，共軍於 9 月 3 日，開始砲擊金門及小金

門，引發臺海危機，美國決策中心更重視外島問題，準備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

約」與「臺海決議案」。
81954 年 12 月 1 日，「中美共同防禦條約」9簽訂，然而條

                                                 
3 石覺(1972)，〈向登步大捷殉國將士敬禮〉，《瀛海同舟》，臺北：民主，頁 107。 
4 「共軍登陸部隊，計約 2 萬餘人，分乘各型船隻 200 餘艘，進犯金門本島。金門駐軍在海、空

軍配合作戰下與來犯共軍展開激戰，並阻斷其退路增援，敵軍傷亡慘重，終至彈盡糧絕投降。

這場彌足珍貴的殲滅戰是國軍的一次重大勝利，具有底定中興大局，開啟國運之重大意義。」

王央城主編(2007)，《前瞻兩岸關係發展的趨勢》，桃園：國防大學戰略研究所，頁 88。 
5 蔣經國說：「金門登陸匪軍之殲滅，為年來之第一次大勝利，此真轉敗為勝，反攻復國之『轉

捩點』也。」蔣經國(1992)，〈危急存亡之秋〉，《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 冊)，臺北：行政院新

聞局，頁 479。 
6 李守孔認為臺灣轉危為安的因素，除了美國第七艦隊協防臺灣海峽外，其真正關鍵乃在於「一、

古寧頭大戰的勝利。二、先總統  蔣公的復行視事。」李守孔(1979)，〈金門古寧頭奏捷三十周

年〉，《傳記文學》，第 35 卷第 4 期，頁 11。 
7 「中共攻臺準備，已於六月十五日完成，臺灣海峽對岸的共軍，已由四萬增至十五萬餘人，攻

臺戰事，可能於七月開始。」梁敬錞(1988)，《中美關係論文集》，臺北：聯經，頁 268。 
8 「臺海危機的肇因也可以說是中共對金、馬外島的覬覦，在九三砲戰之前，美國對金、馬外島

的戰略價值始終爭論不休。在美國，一提到金馬，即有兩種極端的反應。第一種反應是美國不

應放棄幾平方英里的自由土地而使它淪入共黨之手，另一種反應是美國被捲入任何有理智的人

所不會犯的錯誤；第一種反應的理由基礎是一旦外島失守，國軍士氣必定大大受損，臺灣內部

易受共黨威脅而產生不安，而臺灣地位一旦動搖，東亞如韓、日、越、菲、泰國等美國盟友亦

將被波及，這種看法即是典型的骨牌理論(Domino Theory)；第二種反應的理由是基於地理鄰近

的概念(Concept of Proximity)，誤認外島應屬於統治大陸的政權，若為防衛外島而戰，美國不

但捲入糾紛之中，更被捲入中國的內戰。」林正義(1985)，《一九五八年臺海危機期間美國對

華政策》，臺北：臺灣商務，頁 14-15。 
9 韓戰未期，中、美兩國研商共同防禦條約，經 9 次談判，終在 1954 年 12 月 1 日簽署。「中美

共同防禦條約」第 6 條：「為適用於第二條及第五條之目的，所有『領土』等辭，就中華民國

而言，應指臺灣與澎湖，就美國而言，應指西太平洋區域內在其管轄之下各島嶼領土。第二條

及第五條之規定，並將適用於共同協議所決議之其他領土。」陳志奇(1980)，《美國對華政策

三十年》，臺北：中華日報社，頁 9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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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中有關防禦範圍的第 6 條，並沒有明文規定是否包括外島在內。1955 年元月

19 日，中共發動陸海空部隊三面攻擊一江山島
10，並開始攻擊大陳列島，國軍 720

人全部成仁，元月 25 日美眾議院通過授權艾森豪總統使用美國武裝部隊保護

臺、澎及「有關地點及區域」之安全。中共表示攻擊一江山島是征服臺灣的前奏，

且堅決表明「解放臺灣」的企圖。
112 月 7 日在美國第七艦隊協防下，國軍撤防

大陳列島12。至此一江山島、大陳列島、南麂島、東山島先後陷落。 

此時國際間對金、馬外島的安危多採取消極態度，甚至有從金、馬撤退的建

議。而共軍對外島的軍事行動，並沒有因此而中止。
13 

就國際情勢而言，1958 年中東情勢緊張，2 月間，阿拉伯民族主義高漲，暴

動頻傳，且有共黨人士介入。7 月 14 日，伊拉克發生革命，英、美兩國受黎巴

嫰及約旦兩國求援，進兵中東，以保障中東安全及黎、約兩國獨立。8 月 21 日，

在蘇俄的讓步下，由聯合國通過「中東和平計劃」，蘇俄撤回要求英、美立即從

黎、約撤兵的提案，使共產主義的輸出受到打擊。但是美國軍方人士如海軍部長

蓋茲(Thomas S. Gates)認為共黨在中東受挫，必然會在遠東發起另一場戰役。
14 

1958 年 7 月 31 日，赫魯雪夫(Nikita S. Khrushchev)秘密抵達北平，中共報紙

一直到雙方發表聯合公報才加以透露。15蔣介石以為「八二三砲戰」的發生，乃

赫魯雪夫與毛澤東共同的決定。16 

1958 年 8 月 23 日下午 6 時 30 分，「八二三砲戰」爆發，掀起舉世矚目的臺

海危機。共軍以猛烈砲火攻擊金門，2 小時內落彈 4 萬餘發，防衛副司令趙家驤、

吉星文、章傑殉職。共軍之後發動海、空軍封鎖金門，切斷國軍運補，但在美國

                                                 
10 一江山島，位於今浙江省，分為南江、北江兩島，總面績 1.75 平方公里，西北距大陸 30 餘公

里，西南距大陸 17 公里。「一江山島戰役」是共軍首次陸、海、空三軍的協同作戰。 
11 陳志奇(1980)，《美國對華政策三十年》，臺北：中華日報社，頁 103。 
12 「由於一江山島是大陳島的屏障，在失去一江山島後，大陳島的防守也相對困難很多，加上

臺灣到大陳島的距離較中國大陸遠，在物資補給上相對不易，而我國與美國簽署的『中美共

同防禦條約』範圍僅限於臺灣與澎湖(金門、馬祖及大陳島都不在共同防禦的範圍之內)，政府

決定主動撤離大陳島全數遷移至臺灣，加強鞏固對臺灣本島的防守。」王央城主編(2007)，《前

瞻兩岸關係發展的趨勢》，桃園：國防大學戰略研究所，頁 88-89。 
13「自民國四十三年九月三日至四十七年八月二十三日止，共匪首先對金門諸島的砲擊記錄共五

○四次。」蔣中正(1968)，〈金門保衛戰的勝利〉，《蔣總統集》(第 2 冊)，臺北：國防研究院暨

中華大典編印會，頁 2504。 
14 林正義(1985)，《一九五八年臺海危機期間美國對華政策》，臺北：臺灣商務，頁 35。 
15 同前註。 
16 蔣介石於 1958 年 9 月 15 日回答紐約《美國人報》記者所提有關金門局勢之問題。《中央日報》，

1958. 9. 17，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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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艦隊護航下，國軍補給船赴金、馬補給物資。17 

9 月 2 日，由馬公啟航的國軍補給艦沱江號在料羅灣與解放軍發生遭遇戰，

我海軍南巡支隊擊沈中共魚雷快艇，國軍成功運補物資，即為「料羅灣海戰」。

當時，美國通過可能在保衛臺灣外島的戰役中使用戰術核武器，同時支援國軍重

型武器。之後，國軍砲擊威力提昇。空戰方面，我空軍先後與敵軍發生 12 次空

戰，擊落米格 17 型機 32 架，戰果至為豐碩。
18 

10 月 6 日中共「新華社」廣播，提出對金門從 10 月 6 日起(暫以 7 天為期)

停止砲擊的決定
19，為期 44 天的「八二三砲戰」，金門共落彈 47 萬 4910 餘發，

平均每日均在 1 萬發以上。20「八二三砲戰」是中共「武力解放臺灣」政策的高

峰，在中共自稱達成政治目的後，改成「單打雙不打」，以維持一種內戰持續狀

態。 

1959 年至 1967 年間，國、共雙方在軍事上仍有多次零星的海、空衝突。
21但

直到 1978 年止，中共未曾對臺有大規模的軍事行動，口號上也逐漸放棄「血洗

臺灣」字眼。1979 年，中共與美國正式建立外交關係，中共發表「停止砲擊大、

小金門等島嶼的聲明」，歷時 21 年的金門砲擊，正式劃上句點。 

此後由於美國力量介入、中蘇邊界衝突22、中印邊界衝突、「大躍進」政策失

敗，以及「文化大革命」等因素，雖使中共不利對臺用兵，但仍未放棄「武力解

放臺灣」政策。23在這內憂外患的情況下，中共只能高喊「和平解放臺灣」口號，

但並無實際政策與行動，直到 1970 年代，由於內外情勢稍穩，對臺政策又開始

積極進行。 

 

                                                 
17 美國雖公開警告中共，不得圖謀奪取金門、馬祖，但共軍並不理會，持續集中火力攻擊，企

圖封鎖金門。美國為了回應共軍對警告置之不理仍持續強烈攻擊，乃部署第七艦隊於臺灣海

峽，協助國軍補給金門；並與國軍部隊，舉行聯合作戰演習，甚至派駐新型戰鬥機及勝利女

神飛彈協防臺灣。國軍則反擊機場與碼頭的共軍砲兵陣地，致使共軍放棄砲擊封鎖，宣佈改

採「單打雙停(逢單日砲擊，雙日不砲擊)」的方針，逐漸減少攻勢。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1988)，
《八二三砲戰勝利三十周年紀念文集》，臺北：國防部史政編譯局，頁 3-44。 

18 王央城主編(2007)，《前瞻兩岸關係發展的趨勢》，桃園：國防大學戰略研究所，頁 89。 
19 毛澤東於 1958 年 10 月 6 日親自撰寫「告臺灣同胞書」，以中共國防部部長彭德懷的名義發表，

建議經由談判停止雙方戰火。 
20 傳記文學雜誌社編(1979)，〈八二三砲戰大事記〉，《傳記文學》，第 33 卷第 2 期，頁 22-24。 
21 上官戟等人(1994)，《臺海戰雲》，臺北：風雲論壇，頁 32-45。 
22 「一九六九年三月二日及十五日，中俄共邊防部隊之間，發生流血事件，而且造成雙方重大

傷亡，即為『珍寶島事件』。」章孝嚴(1978)，《珍寶島事件及匪俄關係—一九五六至一九六九》，

臺北：黎明，頁 82。 
23 蔡政文、林嘉誠(1990)，《臺海兩岸政治關係》，臺北：國家政策研究資料中心，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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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和平解放臺灣時期(1958 年至 1978 年) 

中共提出「和平解放臺灣」的說法，最早在 1955 年 7 月 30 日，周恩來於中

共全國人大第 1 屆第二次會議中即已提出
24，他表示：「中國政府願意同臺灣地方

負責當局協商和平解放臺灣的具體步驟」25，並且希望臺灣選定適當時機，派遣

代表到北京或者其它適當地點與中國商談。之後於 1957 年元月，中共向臺北提

出 10 項和談條件
26，這些都只是外交策略運用，並試探美國的反應，但本質上還

是以「武力解放臺灣」為主。 

自 1950 年元月起，蘇聯代表團屢次在聯合國安全理事會提議排擠中華民國

代表，而其附庸國則隨聲附和。阿爾巴尼亞每年都在聯大提出中共入會案，終因

美國及大多數的民主國家對我國表示支持，因而歷屆大會都以多數票予以否決。

一直到 1971 年 10 月 25 日，中共取代中華民國進入聯合國，向海外華人提出「認

同、回歸、統一」的口號，並對臺灣提出談判建議。
27 

中共在進入聯合國後，隨即要求聯合國相關的國際組織，例如：教科文組織、

世界衛生組織等排擠我國，讓其加入；而在民間組織中，中共態度亦然。均使我

國面臨日益孤立的國際環境。 

此外，中共更極力拉攏旅美高級知識份子前往大陸訪問，雖然一方面使海外

華人認清中共統治大陸的落後現象，但也吸收某些海外華人回歸中國大陸服務；

或導致部分華人回到美國後，對中共政權認識不清。但對臺灣而言，此舉並未能

引起甚麼作用。28 

整個 1970 年代，中共領導人、統戰官員及「民主黨派」領袖，一再利用各

                                                 
24 周恩來，〈目前國際形勢和我國外交政策〉，《人民日報》，1955.7.31，版 2。 
25 范小芳、毛磊(1996)，《國共談判史綱》，武漢：武漢，頁 335。 
26 蔡政文、林嘉誠(1990)，《臺海兩岸政治關係》，臺北：國家政策研究資料中心，頁 19-20。 
27 臺北市立圖書館於 2008 年 2 月 17 日舉辦「外交老兵談中華民國退出聯合國真相」座談會，

參加第 26 屆紐約聯合國大會的資深外交官錢復說：「有人說 1971 年我國退出聯合國是因政府

不夠彈性，事實上並非如此。在當年的國際局勢下，全球彌漫著姑息主義，另一關鍵因素是

美國外交政策改弦易轍。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於 1971 年 10 月到北京訪問，剛好是聯

合國大會討論時間，當時美國支持中共的立場相當明確，對我國極度不利。」對於有人批評

退出聯合國是因為當時蔣介石的「漢賊不兩立」政策所導致，錢復不以為然地說：「當年政府

決策過程非常彈性謹慎，從堅決反對雙重代表案，到雙重代表案可以忍受，到我方對雙重代

表案不會投票反對。蔣經國曾對聯合國的外交官說：『你們要奮鬥，絕不認輸，我們要堅決留

在聯合國裡面！』」錢復，〈公投若過，美反應將對我有害〉，《中國時報》，2008.2.18，版 A4。 
28 金達凱指出下列 3 點：「一、海外知識份子在政治觀念上，常隨美國走。美國反共時，他們也

反共；如今美國不反共，其也隨著美國去接近中共。二、若干海外知識份子，對中共本質無

真正認識，更無仇恨共黨的思想意識。三、他們有些家庭或親友在大陸，利用鐵幕半開機會，

去探望久別的親人。」金達凱(1985)，《中共統戰策略研究》，臺北：黎明，頁 163-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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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場合，不斷向臺北提出談判呼籲，逢特殊節日更重複強調。29例如 1978 年 11

月 28 日，鄧小平接受美國《華盛頓郵報》訪問時說：「和平統一實現後，臺灣可

以保持非共產主義的經濟、社會制度。」
30不過，在中共兩手策略運用下，一方

面宣稱「和平談判促進國家統一」，另一方面更恫嚇「武力解放臺灣」，要解放軍

作好充分準備。
31 

由上可知，在「武力解放臺灣」時期，中共希望以消滅國府來統一臺灣；而

在「和平解放臺灣」時期，中共則主張先完成政治統一，再漸進式的兼併臺灣。 

綜合而言，大陸在 1949 年至 1978 年間的對臺政策本質為： 

(一)、「武力解放臺灣」為一貫政策，其理由為臺灣是中國(共)的領土，不

容外力干預。 

(二)、「和平解放臺灣」為中共在外交有進展時提出，實乃具有「招降誘和」

之意。 

(三)、中共和平談判的基本立場，乃是其為中央政府，臺灣為地方政府，

故中共反對「兩個中國」、「一中一臺」，以及「臺獨」的主張。
32 

 

三、和平統一時期(1978 年至 1988 年) 

    此時期中共對臺政策本質上仍以「統一」為目標，在手段方法上，則由「解

放臺灣」改為「和平統一」，但始終不排除使用武力。33 

1978 年 11 月 27 日，中共第 10 屆三中全會正式釐定以和平途徑讓臺灣回歸

「祖國」的決議；同年 12 月 16 日，中共與美國宣佈建交，並於 12 月 31 日首次

在北京電視臺放映「臺灣風光」影片。
34 

 

                                                 
29 中共於 1970 年代為了對抗蘇聯的威脅而與美國改善關係，而且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於 1971 年

10 月 25 日取代中華民國在聯合國的席次，外交勝利讓中共自信時間因素對其有利，因此進一

步深化和平統戰的策略，淡化武力犯臺的聲調。林文程(2007)，〈二十年來兩岸協商與對話—

臺灣的策略〉，發表於「兩岸開放交流二十年」國際學術研討會，臺北：海峽交流基金會、交

流雜誌社，頁 3。 
30 中國國民黨大陸工作會編(1992)，《大陸情勢 ABC》，臺北：中國大陸問題研究所，頁 132。 
31 張五岳(1992)，《分裂國家互動模式與統一政策之比較研究》，臺北：業強，頁 232。 
32 上官戟等人(1994)，《臺海戰雲》，臺北：風雲論壇，頁 23-24。 
33 中共「不排除使用武力」的聲明，從 1979 年到 1990 年，共計 58 次。行政院新聞局編(1991)，

《對中共所謂「不排除使用武力犯臺」之研析》，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11-60。 
34 田弘茂認為：「這是鄧小平在獲得領導權的過程中，以其為首之改革派，為了配合大陸現代化

路線，迫於形勢所採取的一種策略轉變，目的未變，只是策略有所改變。」田弘茂(1986)，〈現

階段與臺灣未來的內外政局—一個海外學者的觀點〉，《中國論壇》，第 27 期，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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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通」、「四流」 

1979 年元月 1 日，「中共全國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發表「告臺灣同胞書」

指出：「解決統一問題時，將重視臺灣的現狀和臺灣各界人們的意向，採用實際

情形的合理方法，又不致予臺灣人民任何損失。」
35呼籲臺灣當局與臺灣人民為

祖國統一作出貢獻，倡議「三通」(通郵、通航、通商)及「四流」(學術交流、文

化交流、科技交流、體育交流)，以利海峽兩岸人民可以直接接觸、互通訊息、

探訪親友和旅遊參觀。
36此外，中共國防部長徐向前下令即日起停止砲擊大、小

金門及大、二擔島等我方前線島嶼之軍事行動，福州軍區也跟著裁撤，以營造和

平氣氛，促進兩岸交流。37 

1979 年元月 30 日鄧小平訪問美國，對各界發表談話，舉凡兩岸問題，皆強

調「告臺灣同胞書」的中共立場，並宣佈往後不再使用「解放臺灣」的說法。唯

鄧小平表示「兩岸關係」乃中國之內政問題，短期內不會對臺使用武力。即使如

此，鄧小平並未對卡特政府承諾放棄武力犯臺。
38 

此時鄧小平推動「四個現代化」，對外採取開放政策，逐漸緩和兩岸緊張關

係。1979 年 8、9 月間，中共前「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理兼「國家

計劃委員會」主任余秋里，首次提出「蔣經國使臺灣經濟迅速發展」、「五十年代

臺灣與大陸差距非常小，由於雙方採取的發展模式不同，結果臺灣慢慢前進，大

陸則一直倒退，雙方的差距愈來愈大」、「臺灣一般人民生活都比大陸各省人民生

活高幾倍」等說法。39之後鄧小平也在 1980 年元月 16 日，於中共黨內幹部會議

中表示：臺海兩岸的經濟差距很大，要想實現統一目標，大陸先要把經濟建設搞

好。
40 

(二)、「葉九條」與「鄧五點」 

1981 年 9 月 30 日，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葉劍英提出「關於臺灣回歸

祖國實現和平統一方針」，內容如下： 

 

                                                 
35 小谷豪冶郎著，陳鵬仁譯(1988)，《中華民國的遠景》，臺北：中央日報社，頁 114。 
36 《人民日報》，1979.1.1，頭版。 
37 《人民日報》，1979.1.1，頭版；薛化元主編(1993)，《臺灣歷史年表—終戰篇Ⅲ(1978-1988)》，

臺北：業強，頁 3。 
38 《人民日報》，1979.2.1，頭版。 
39 余秋里(1979)，〈關於政治與經濟關係〉，《學習資料》，北平：中共國務院辦公廳祕書處，頁

21。 
40 鄧小平(1984)，〈目前的形勢和任務〉，《鄧小平文選》，北平：外國語文，頁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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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為了盡早結束中華民族分裂的不幸局面，國共兩黨應舉行對等談判，

共同完成祖國統一大業，雙方可先派人接觸，充分交換意見。 

2、海峽兩岸共同為通郵、通商、通航、探親、旅遊以及展開學術、文化、

體育交流提供方便，達成有關協議。 

3、實現統一之後，臺灣可作為特別行政區，享有高度自治權，並可保留

軍隊，中央政府不干預臺灣地方事務。 

4、臺灣現行社會、經濟制度，生活方式不變，同外國的經濟文化關係不

變，私人財產、房屋、土地、企業所有權、合法繼承權和外國投資不

受侵犯。 

5、臺灣當局和各界人士，可擔任全國性政治機關的領導職務，參與國家

管理。 

6、臺灣地方財政遇有困難時，可由中央政府酌情補助。 

7、臺灣各族人民，各界人士願意回祖國大陸定居者，保證妥善安排，不

受歧視，來去自由。 

8、歡迎臺灣工商界人士到大陸投資，興辦各種經濟事業，保證其合法利

潤及權益。 

9、統一中國，人人有責，歡迎臺灣所有人民，通過各種渠道，採取各種

方式提供建議國是。
41 

 

中共「葉九條」發表後，普獲國際好評，此後「和平統一」、「祖國統一」等

統戰攻勢日趨積極，「一國兩制」政策逐漸成形。1982 年廖承志以私情致函蔣經

國，再次呼籲兩黨談判達成統一，同年 12 月中共修改《憲法》，將統一臺灣列為

神聖職責。 

1983 年 6 月 26 日，鄧小平在接見美國西東大學(Seaton University)楊力宇教授

時，提出 5 點意見： 

 

1、統一後，中共不派軍政人員到臺灣。 

2、臺灣維持獨立的立法權、現行法律及司法機構。 

                                                 
41 《人民日報》，1981.10.1，頭版；包宗和(1991)，《臺海兩岸互動的理論與政策面向》，臺北：

中國大陸研究學會，頁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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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臺灣維持自己的軍隊，但不能對大陸構成威脅。 

4、臺灣將可維持處理外事的若干權力。 

5、臺灣可使用特別旗幟及中國臺灣的稱呼。
42 

 

然而中共對我國的統戰，一向是採取兩手策略，即使一再發動和平攻勢，但

仍不放棄武力犯臺企圖。例如 1981 年 10 月 19 日，中共對香港統戰高層人士指

示兩點：1、「應視臺灣為第一號敵人，蘇俄是次要敵人，『臺灣問題』一日不解

決，始終是建設社會主義中國之障礙。」2、「最高決策人已表示，解決『臺灣問

題』最後手段還是非用武力解決不可。」又如 1983 年 11 月 7 日，中共「人大」

副委員長黃華在會見哥倫比亞國會議員代表團時表示「假如不能以和平談判方式

收復臺灣，則將使用武力。」
43 

(三)、一國兩制 

儘管中共有意以「和平統一」取代之前的「解放臺灣」，但對於「和平統一」

則未構思出具體辦法，經過了多年摸索(1979 年至 1983 年)，才終於提出「一國

兩制」方案。從 1979 年至今，中共的「一國兩制」就是對臺政策的根本內涵。 

中共提出「一國兩制」政策，不僅有內外環境條件的支持，也有歷史上的典

故。就歷史而言，「一國兩制」來自列寧的「和平共存」觀念，列寧於 1919 年宣

稱蘇俄期望與世界各國人民和平共存，以便能專心於國內建設。此理念隱含「一

球兩制」，即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能在世界上和平共存。鄧小平援用此理念，指

示「根據中國自己的實踐，我們提出『一個國家，兩種制度』的辦法來解決中國

的統一問題，這也是一種和平共處。」
44 

1979 年中共的國內、外政策已有重大轉變，對臺政策也出現前所未有的變

化。就內在環境言，中共第 11 屆三中全會確立了「改革、開放」方針，要在 21

世紀前致力發展經濟，因此需要一個和平的兩岸關係；就外在環境言，美國與臺

灣「斷交、廢約、撤軍」，並在「建交公報」中聲明：「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42 鄧小平提出中共與臺灣和平統一的幾點設想：一、臺灣可作為特別行政區，但不能完全自治；

二、可實行與中國大陸不同的制度；三、司法獨立；四、臺灣可以有自己的軍隊；五、臺灣

的黨、政、軍系統，都由臺灣當局來管，中國中央政府還要給臺灣留名額；六、達成和平統

一的方式是國共平等會談，實行第三次合作。《人民日報》，1983. 7. 30，頭版。 
43 行政院新聞局編(1991)，《對中共所謂「不排除使用武力犯臺」之研析》，臺北：行政院新聞局，

頁 13。 
44 包宗和(1991)，《臺海兩岸互動的理論與政策面向》，臺北：中國大陸研究學會，頁 8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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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美國政府認知中國的立場，即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

國的一部份」。中共認為臺灣在失去美國支持下，勢必無法長期抗拒中共的統一

壓力，因此願以和平的方式，以時間換取空間，勸服臺灣接受「和平統一」。 

中共高層最早提出「一國兩制」政策，始於 1984 年 2 月，鄧小平在北平會

晤美國喬治城大學戰略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高級顧問布里辛斯基(Zbigniew K. 

Brzezinski)時指出：「統一後，臺灣仍搞他的資本主義，大陸搞社會主義，但是，

一個統一的中國，一個國家，兩種制度。」
45同年 5 月，中共總理趙紫陽在第 6

屆人民大會中表示：「我們從國家和民族的根本利益出發，鑒於歷史的經驗和臺

灣的現實，提出祖國統一之後可以實行一個國家、兩種制度的設想。」46 

到了 1984 年 9 月，中共與英國簽定「香港問題協議」後，即一再宣揚「一

國兩制」，此後就正式定位「一個國家，兩種制度」的說法，「一國兩制」遂成為

中共對臺和平統戰策略的主要基調。 

即使「一國兩制」強調兩岸和平共存，卻仍曝露出對臺灣不利的一面。首先，

「一國」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兩制」也非對等，中共是「中央政府」，臺

灣將如香港一樣成為「地方政府」，都是地方性質的特別行政區，僅擁有「局部

治權」，且是由中共施惠；其次，中共「一國兩制」雖堅持和平統一，但仍不承

諾放棄武力犯臺，而武力使用的時機，其主動權又在中共手中；再者，「一國兩

制」係過渡性質，是基於現實為追求統一而提出的權宜之計，中共在社會主義的

主體性下，經過一段時間醞釀後，最終仍要走向一國一制，徹底完成實質性統一。 

中共提出「一國兩制」雖為「兩岸關係」帶來和平契機，然而並未提供確切

的和平保證，它所允諾的條件是以中華民國消失為前提，實難為國民政府接受。

因此，在和平的共同期望與刻意營造下，「兩岸關係」是具有解凍的條件，但若

要加溫熱絡，則仍險阻重重，它所架構的「一個中國」前提，將是未來「兩岸關

係」發展的變數。 

從兩岸政策的歷史演變而言，可以發現彼此都已調整出默認對方存在的「務

實」態度，不再以消滅對方為政策目標。在兩岸問題解決方式由軍事轉變為政治

之後，接觸談判勢不可免，然而臺灣一向堅持「三不政策」，中共欲與臺灣和談

始終不得其門而入，因此尋找適當時機為政策突破預做準備，便成為兩岸解凍的

                                                 
45《人民日報》，1984.2.23，版 1，北平。 
46《人民日報》，1984.5.16，版 4，北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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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一步，蔣經國最後決定以「開放探親」的人道理由打開兩岸接觸之門，不失

為極佳的政策選擇。 

 

  貳、臺灣對大陸政策的演變 

     

從國民政府撤退來臺，到蔣經國逝世為止，臺灣的大陸政策從蔣介石時期的

「軍事反攻」到蔣經國晚期的「政治統一」，口號雖迭有更易，面對中共的統戰，

對策也時有出新，但對「一個中國」的原則與追求統一的立場則未曾改變。 

 

一、1949 年至 1978 年的兩岸敵對時期 

此時期的特徵是強調中華民國的正統性，否認中共的政治地位，追求目標是

消滅中共政權，恢復中華民國在大陸的統治。此時期政府文告及領導人物，使用

的口號常常出現「反攻大陸」、「消滅共匪」、「反攻復國」、「革命復國」等。
47 

國民政府來臺初期，以「反共抗俄」為基本方針，視中共為俄國豢養的侵華

工具，因此，不時在大陸沿海地區對中共進行攻擊，伺機創造反攻條件。1950

年韓戰爆發後，美國第七艦隊協防臺灣海峽，臺灣在冷戰結構下獲得美國在軍

事、經濟、政治等各方面的支持。但因為美國的牽制，臺灣也失去了「反攻復國」

的軍事主動性。然而，基於下列幾項理由，國民政府依然高舉「反共復國」的大

旗：(一)、基於國、共兩黨數十年的鬥爭仇恨；(二)、基於政權在臺灣統治正當

性的需要；(三)、維持軍民士氣；(四)、共產政權在大陸地區破壞傳統中華文化。

皆促使國民黨必欲消滅中共政權，恢復中華民國在大陸地區的統治。 

此時期臺灣的大陸政策，可細分如下： 

(一)、1950 年至 1961 年：國民政府與中共新仇舊恨不共戴天，互相以消

滅對方為務，因此有多次戰役發生。兩岸因美國介入，熱戰變為冷戰，兩岸隔絕，

政府禁止官員民眾與中共接觸，禁止批判反共國策，透過政治社會化宣導「反攻

復國」，並以唯一合法中國代表自居。 

(二)、1961 年至 1971 年：對共產體制及「文化大革命」大力批判，由於

大環境不利軍事反攻，改強調政治反攻，呼籲大陸反共力量抗暴，臺灣自當與之

                                                 
47 蔡政文、林嘉誠(1990)，《臺海兩岸政治關係》，臺北：國家政策研究資料中心，頁 12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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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 

(三)、1971 年至 1978 年：國際環境大幅改變，外交失利，民間力量成長，

「革新保臺」聲音出現，政府提出「莊敬自強」、「處變不驚」的口號，不時勉勵

反共復國決心不可動搖。 

綜而言之，1949 年至 1978 年間，國民政府否定中共政權的基本態度未曾

改變。 

 

二、1979 年至 1988 年的和平統一時期 

1979 年元月 1 日，「中共全國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發表〈告臺灣同胞書〉，

元月 11 日行政院院長孫運璿在行政院會中發表一項「嚴正發明」，作為對〈告臺

灣同胞書〉之駁斥。他認為中共發表〈告臺灣同胞書〉以及中止砲擊金門、要求

通航、通商與談判等行動，都只是和平的謊言，目的在「迷惑美國人民，欺騙美

國國會和輿論界，企圖軟化他們支持中華民國的意願，破壞臺灣海峽和亞太地區

的安定與和平；特別是要鬆弛我們的戰志，影響我們的民心士氣，乃至於為它未

來的軍事行動創造有利的條件。」明白地對〈告臺灣同胞書〉的意圖採取全盤否

定態度。孫運璿又說：「和平、統一，確實是我們全中國人民的願望，但是我們

所需要統一的國家，必須是一個促進世界和平，增進人類福祉，實施民主憲政，

保障基本人權，鼓勵自由企業，尊重私有財產制度的國家。在這樣一個統一的國

家中，每一個人都有平等的權利、自由的權力、受益的權力，和參政的權利。」

48 

由於當時臺灣與美國剛剛斷交，臺灣朝野充斥著嚴重的危機意識，孫運璿在

聲明中也刻意強調：「歷史告訴我們，相信共產黨謊言的人，都只落得悲慘的下

場。波羅的海三國的被蘇俄併吞，大陸的淪陷，越南的淪亡，都是我們記憶猶新

慘痛的教訓。今天我們不能做一個為自由而奮鬥的鬥士，明天我們就會淪為漂流

海上的難民。」由於中國國民黨對中國統一的理想境界與中共有著極大的不同，

孫運璿乃具體地提出對中共的 3 點呼籲：「假如共匪敢於面對現實，它們就該立

即接受大陸人民已明白表示的願望：排除馬列思想，放棄世界革命；廢除共產獨

裁，保障民權自由；取消人民公社，發還人民財產。讓大陸苦難的中國人民，能

                                                 
48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大陸工作會編(1987)，《反擊共匪統戰參考資彙編》，臺北：中國國民黨

中央委員會大陸工作會，頁 118-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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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享受我們在臺灣所發展的自由富足生活方式。」49這是國民黨政府退守臺灣以

來，首度向中共提出的「間接對話」。就像〈告臺灣同胞書〉通篇不提「解放臺

灣」的字眼一樣，孫運璿在聲明中也是通篇未提「光復大陸」之類的字眼。因此，

我們有理由說，孫運璿的聲明是在當時敵對狀態下，所可能呈現最善意的回應。

也就是說，在中共改變對臺政策的進程中，國民政府實際上也在調整它的大陸政

策，雙方的互動作為此後兩岸交流以至統一的基礎。 

當時中共第 11 屆三中全會路線才剛剛開始，新路線的大方向仍未明朗化，

國民政府當然有理由懷疑中共的誠意。 

1979 年 4 月 4 日，蔣經國以中國國民黨主席身分在黨內指示：「我們黨根據

過去反共的經驗，採取不妥協、不接觸、不談判的立場，不唯是基於血的教訓，

是我們不變的政策，更是我們反制敵人最有利的武器。」
50這項指示確定了國民

黨的「三不政策」。51此外，蔣經國也以「仁政」和「暴政」來對比兩岸的政治，

他說：「我們絕不和共匪談判，絕不和共匪妥協，臺灣海峽的這一邊，我們行的

是仁政，臺灣海峽的那一邊，共匪行的是暴政，我們要大陸同胞都有自由，不被

奴役，都有和我們同樣同等自由、民主、豐足的生活方式。」52 

雖然「三不政策」是國民黨大陸政策的一環，但是「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卻

是蔣經國的最終目標。531980 年元月 9 日，蔣經國在中國國民黨中常會首度明確

提出「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完整概念，他說： 

                                                 
49《中央日報》，1979.1.12，頭版。 
50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大陸工作會編(1987)，《反擊共匪統戰參考資彙編》，臺北：中國國民黨

中央委員會大陸工作會，頁 123。 
51 畢竟中共在 1970 年代以前的政策主軸，基本上仍是以武力解放臺灣，和談只是一種宣傳或統

戰之應用。而且國民黨因在中國大陸與共產黨在戰場和談判桌上的較勁皆失利，對中共高度

不信任，認為中共的談判提議是統戰陰謀，不值一顧；加上臺灣在兩蔣的領導之下，仍然視

中共為叛亂團體，自認中華民國為代表中國之唯一合法政府，如果與中共談判會弱化國民黨

在臺灣實施戒嚴、拒絕全面改選中央民代，以及抗拒推動民主化的正當性，因此蔣經國在 1979
年 4 月 4 日提出對中共的「三不政策」，排除兩岸會談的可能性。林文程(2007)，〈二十年來兩

岸協商與對話—臺灣的策略〉，發表於「兩岸開放交流二十年」國際學術研討會，臺北：海峽

交流基金會、交流雜誌社，頁 4。 
52 蔣經國(1992)，〈中國國民黨永遠和民眾在一起〉，《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3 冊)，臺北：行政

院新聞局，頁 41。 
53 1976 年 11 月 13 日，蔣經國已有「實現三民主義於全國」的想法，他曾在中國國民黨第 11 次

全國代表大會提出施政報告。他說：「中共奸匪冥頑不靈，一心一意要以大陸同胞作為它試驗

馬列主義的奴隸牛馬。……我們的三民主義，卻正是人性的指標、二十世紀人類的共同歸向。

我們有了這樣廣大人心的憑藉，且『以有為之人，據有為之地，而遇有為之時』，我們可以堅

決的相信，一定能夠擊敗敵人，實現三民主義於全國。」這是蔣經國在擔任黨主席後首次主

持全代會，具有承先啟後的意義。蔣經國(1992)，〈三民主義是強國富民的唯一道路〉，《蔣經

國先生全集》(第 11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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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深深感到，共匪年復一年的鬥爭，我們年復一年的建設，要解救大陸

同胞的苦難，我們實在是責無旁貸。這一個歷史的使命—用三民主義來統

一中國—落在我們的身上，我們就當更加奮發，更加精進，勇敢地、莊嚴

地來達成這一神聖任務，不負所有中國人的期望。因之，今天我再要明白

而肯定的說，如果中共匪黨真為中國人民著想，就應該立即徹底拋棄馬列

思想和共產主義那些有毒有害的東西，完完全全接受三民主義，並且採取

臺澎金馬復興基地的政治、經濟、社會制度和建設的經驗，讓中國人久被

壓抑和埋沒的勤勞與智慧，都能發揮出來，那麼不出五年到十年，大陸的

貧窮必可消除，大陸人民的生活必可改善，而使所有中國人都能同享自由

幸福的日子！
54 

 

1981 年 4 月 2 日，中國國民黨十二全大會通過〈貫徹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案〉，聲稱：「三民主義救中國，共產主義禍中國，已由近半個多世紀中國歷史特

別是三十一年來海峽兩岸不同的制度與經驗所證明。因此，三民主義為全中國人

所擁護，共產主義為全中國人民所唾棄。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乃成為當前海內

外全體中國人一致的心聲；更是中國國民黨全體同志一貫追求的目標與應盡的職

責。」此外，這項文件提出 6 點「亟須團結海內外全體中國人共同努力之急務」，

包括： 

 

(一)、強化三民主義理論與實際相結合之研究，宣揚復興基地實踐三民主

義的成果，對共產主義思想制度作全盤深入的批判。 

(二)、響應海內外所發動的「勸告中共放棄共產主義運動」，喚醒中共黨

員，放棄共產主義思想及其制度，體認唯有走三民主義的道路，才

是中國現代化的光明大道。 

(三)、加強三民主義思想登陸，大量製作三民主義及其與共產主義比較的

各種書刊與文物輸往大陸。 

                                                 
54 蔣經國(1988)，《堅苦卓絕繼往開來—貫徹蔣故總統經國先生反共復國之訓示》，臺北：行政院

新聞局，頁 13；蔣經國(1992)，〈中共真為中國人民著想就應該完完全全接受三民主義〉，《蔣

經國先生全集》(第 14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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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鼓勵中共黨員、幹部、共軍官兵為救國救民起義立功，絕對保證不

究既往，並論功升用。 

(五)、支援大陸同胞爭自由、爭民主、爭人權、爭生存的反共革命運動，

期使與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行動相結合。 

(六)、團結海外僑胞、學人、留學生和所有到達海外的大陸人士，坦誠檢

討大陸慘狀之根源與中國應走的正確道路，起而聲討中共罪行，粉

碎中共統戰陰謀，鼓勵並支援其加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行列，共

同為解救大陸同胞而奮鬥。
55 

 

1987 年 8 月 10 日，新聞局局長邵玉銘宣佈將開放進口大陸出版品，並將有

限度開放進口介紹大陸風光文物錄影帶。同年 9 月 16 日，蔣經國主持國民黨中

常會，決議通過在短期內開放民眾赴中國大陸探親，並指定李登輝、俞國華、倪

文亞、吳伯雄、何宜武等 5 人組成專案小組，研擬具體原則。 

 

 

 

 

 

 

 

 

 

 

 

 

 

 

                                                 
55 「貫徹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案—由三民主義建設的成就和經驗，體認今日我們的出路，就祇

有貫徹三民主義光復大陸，才能救國，才能統一中國。」蔣經國(1992)，〈精誠團結奮發圖強〉，

《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2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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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兩岸關係的互動過程 

 

    由於「兩岸關係」不僅包括海峽兩岸政治實體的互動，美國的態度與立場亦

對「兩岸關係」深具影響。蔣經國主政期間，中美關係的變化影響我國生存發展

至深且鉅，故本節首先回顧「中美斷交」史；此外，「開放探親」政策使「兩岸

關係」發展步入新的里程碑，則為本節第二部份探討的重點。 

 

壹、中美斷交的歷史回顧 

     

無論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或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華民國與美國都屬於同一陣

營，自從 1945 年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來，美國也一直都是中華民國的盟邦。

不過，美國卻在 1978 年底與中華民國斷交，並在 1979 年元月 1 日與中華人民共

和國建交。 

1968 年 11 月尼克森(Richard Nixon)贏得美國總統選舉，隔年元月 20 日就任

美國第 37 任總統，他在就職演說中表示：「美國願意與所有國家發展關係」56，

這樣的聲明已直接表達美國願意與中共交往的信號。之前他在 1953 年至 1961 年

擔任副總統期間，政治立場極為反共，1960 年他與甘迺迪競選美國總統，曾在電

視上積極主張美國應協防金馬外島。然而他卻於 1967 年 10 月，在美國《外交季

刊》發表專文指出：「我們由長遠觀點來看，絕不能將中國永遠摒棄於國際社會

以外，而使其不斷自我幻想，培育仇恨並威脅鄰國。在我們所處的小地球中，不

能使具有深度潛在能力的十億人民生活於憤怒的孤立。」57 

尼克森總統強烈主張以「談判代替對抗」58，企求打開中共的大門，與其建

                                                 
56 Mahmud Ali (2005), U.S.-China Cold War Collaboration (1971-1989), New York: Routledge,p.5. 
57 錢復(2005)，《錢復回憶錄—外交風雲動》(第 1 卷)，臺北：天下遠見，頁 170。 
58 美國與中共之間自 1955 年起就有所謂的「日內瓦會談」，以後會談地點改在華沙，稱為「華

沙會談」。在 14 年間共舉行 134 次。美方在每次會談後，都會在華府向我國大使館做詳盡簡

報。會談頻率最初是相當密集，在艾森豪(Dwight David Ai SenHao)總統 4 年任內舉行了 102
次，而甘迺迪和詹森總統 8 年間僅有 32 次。尼克森就任總統後，下令國務院要求駐波蘭大使

史托賽爾(Walter Stoessel)設法恢復「華沙會談」。1970 年元月 20 日，美國大使應邀到華沙的

中共大使館舉行第 135 次會談，接著又在 2 月 24 日舉行第 136 次會談，並預定於 5 月再舉行

下次會談，後因美軍轟炸高棉，被中共片面取消。錢復(2005)，《錢復回憶錄—外交風雲動》(第
1 卷)，臺北：天下遠見，頁 179-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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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雙方具創造性的關係。59他與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Henry Kissinger)聲稱60：藉由

將冷戰兩個意識型態敵對之集團所形成的國際體系，改變成為大國外交政策以國

家利益(National Interest)及權力平衡(Balance of Power)為基礎的三角關係，美中友

好關係的建立將改變世界。假如全球人口最多的中共和國力最強的美國能夠和

                                                 
59 美國設法改善與中共關係有多種作法：一、放寬對大陸的貿易。自中共政權成立後 20 年間，

美國對其實施全面禁運。1969 年 7 月 21 日，美國大使館政治參事丁大衛來訪，說明美國政府

已修改「國外資產管理條例」(Foreign Assets Control Regulation)准許美國公民赴海外旅行，可

攜返價值不逾 100 美元的中共產品入境，不需提出產地證明。1969 年 12 月 19 日，美國政府

又宣佈美國公司的海外分公司可與中共從事非戰略性的物資貿易，以改善美國商人的貿易競

爭力；同時准許學校與博物館蒐集家進口大陸產品，不受 100 美元限制。1970 年 3 月 6 日，

美國政府再宣佈若干美國公司在海外所生產的物資，可自第三國輸往中國。同年 7 月，美國

政府內部經過激烈辯論，准許義大利公司將裝配美商通用動力公司生產的引擎之大型傾斜卡

車 80 輛輸往大陸。同年 8 月 29 日，美政府又准許美國各石油公司的海外分公司提供燃料油，

給載有非戰略物資開往大陸各港口的船隻使用。1971 年 4 月 15 日，香港的美僑商會初次獲准

至廣州參加年度商展。至此，尼克森政府在短短兩年的時間內，改變了過去對中共的全面禁

運政策，使中共對美貿易和蘇俄站在同一基礎上。二、准許美國人民前往大陸旅行。1969 年

7 月 21 日，美國政府宣佈於該月 24 日起，有限度放寬對中共的旅行限制，將准許國會議員、

記者、教師、獲有碩士學位或以上的學者與研究生、科學家、醫生、紅十字會人員自由前往

中國大陸。1970 年 3 月 16 日又進一步放寬，任何美國公民只要有合法原因或人道理由，都可

以前往中國大陸。三、降低與我國的軍事合作。1968 年底，美國國會討論援外授權法案，眾

議院通過增列 5400 萬美元供我國購買 F4C 戰鬥機一中隊，但此案到參議院時經美國行政部門

運作，引起爭議，最後未獲通過，稍後我國請求美售我潛艇，亦被拒絕。1969 年 11 月 9 日(週
末)，美方突然通知我政府：自 11 月 15 日起第七艦隊將停止巡弋臺灣海峽。我政府高層緊急

會商後，告知美方：中美依據共同防禦條約訂有「樂成計畫」(Rochester Plan)，規定第七艦隊

艦艇在海峽巡弋，美方不能未經諮商片面終止，此舉對我國在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均有

不利影響，盼美方能打消或另謀替代方案。一週後，蔣公親函尼克森要求勿終止巡弋，並對

F4C 戰機及潛艇提出需求。這封信過了 130 天，經蔣公向美方來訪高層官員多次催促，才獲

答覆。回信中，尼克森明白指出：「余瞭解閣下對中共之動機極不信任。余對中共之看法為：

余不忽視過去之事跡，亦不忽視中共政權將來可能構成之威脅。……如余不試圖發現減輕美

國與中共間發生衝突危險之基礎是否可能存在，以及美國與中共間之若干問題是否現在可能

以談判解決，則余將怠忽對美國人民之職守。」美國太平洋總司令馬侃上將(John McCain)訪
華，於 1970 年 5 月 21 日面告蔣公第七艦隊巡弋將恢復。但是 1970 年最後一季，美國又採取

了一連串降低軍事合作的措施。10 月 2 日美國大使館通知外交部，原駐清泉崗基地的美軍

KC-135 空中加油機將撤離。11 月 2 日，美方通知我國隔年的軍援額度將大量削減，特別是作

業維護費。不僅美國政府不斷採取措施傷害我們，試圖改善與中共的關係，美國國會特別是

參議院，也完全配合其政府。1969 年 11 月間，美國民主黨參議員馬賽伊斯為了收回國會的交

戰權，在參院提案廢止 1955 年國會通過賦予總統在外島發生軍事衝突時，授權總統使用武力

的「金馬決議案」、1957 年的「中東決議案」、1961 年的「古巴決議案」，以及 1964 年的「東

京灣決議案」。馬氏主要用意，是防止尼克森總統利用這些決議案在海外使用美國軍事力量，

避免美國陷入另一次越戰的泥淖。美國行政部門最初對馬氏此舉表示反對，但是到了 1970 年

3 月卻致函國會，表示對廢止 4 項授權決議案「無一定意見」。我國外交部於馬氏提案之初，

即向美方表示嚴重關切，認為此項提案一旦通過，等於邀請中共進襲金馬。美國馬康衛大使

則表示此一決議案縱使廢止，美國政府仍可依據共同防禦條約之規定，採取必要的協防措施。

該年 4 月 10 日，美參院外交委員會處理馬賽伊斯參議員的提案，通過了廢止「中東決議案」

及「東京灣決議案」，對「金馬決議案」及「古巴決議案」則未採取行動。錢復(2005)，《錢復

回憶錄—外交風雲動》(第 1 卷)，臺北：天下遠見，頁 174-177。 
60 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Henry Kissinger)透過巴基斯坦及羅馬尼亞試圖建立秘密溝通管道，季氏更

於中蘇邊界衝突後密訪中共，為美中關係的改善鋪路，美中友好關係的建立是冷戰結束前最

顯著的戰略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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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將比未來世代中的任何措施更具有意義。61 

在中共政權方面，經過「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政治動亂，至 1970 年代初期

已開始調整對美國的政策，加上與蘇聯關係惡化，北方軍事情勢緊張，中共也希

望打開外交僵局，透過改善與美國的關係，以減緩北方的壓力。於是中共與美國

打破長達 20 年的隔閡，開始進行接觸。
62 

1972 年 2 月 17 日，尼克森總統啟程訪問中共，象徵美中友好關係

(Rapprochement)的建立。2 月 22 日尼克森提出有關臺灣的 5 項立場：一、美國接

受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今後絕不再提臺灣地位未定論；二、美國以

往、現在和未來絕對不支持任何形式的臺灣獨立；三、未來美國對臺灣影響力逐

漸降低後，將設法使日本不至於取代此一影響力；四、美國支持以和平方式解決

臺灣問題，不支持任何臺灣使用武力重返大陸的舉動；五、美國將尋求與中共「關

係正常化」(Normalization of Relation)。
63 

1972 年 2 月 27 日，尼克森政府與中共政權在被稱為「外交曖昧詞令的傑作」—

「上海公報」中64，分別提出各自立場。65尼克森總統雖同意中共的某些原則，但

這份文件的主要目的卻在「展開一種過程，使雙方政府，能經過一段時間後建立

                                                 
61 Evelyn Goh (2005), Constructing the U.S. Rapprochement with China (1961-1974), United 

Kingdom: Cambridge University, pp.1-2. 
62 1950 年代末期蘇聯減少對中共的援助，1960 年代蘇聯開始於北越駐軍，1968 年蘇聯入侵捷克，

以及 1969 年中蘇珍寶島與新疆邊境的衝突等因素，均使得中共倍感蘇聯意圖包圍及孤立的壓

力。在蘇聯成功對中共形成南北夾擊的態勢後，中共深知必須與美國改善關係，方足以平衡蘇

聯對中共的圍堵。 

Evelyn Goh (2005), Constructing the U.S. Rapprochement with China (1961-1974), United 
Kingdom: Cambridge University, p.3.  

63 錢復(2005)，《錢復回憶錄—外交風雲動》(第 1 卷)，臺北：天下遠見，頁 185。 
64 Three Communiques includes the Shanghai Communique of 1972(ShanghaiⅠ), the Joint  

Communique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f January 1979, and the August Communique of 1982 or 
Shanghai Ⅲ. 

65 尼克森總統與中共總理周恩來就兩國關係正常化及有關兩國利益的事務，進行廣泛、熱誠與

坦率的討論。美中雙方也就區域局勢各自陳述己方對於各項問題的看法。中共重申臺灣問題是

阻礙美中兩國關係正常化的重要部分，強調中共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臺灣是歸還中國大陸的

一個省，解放臺灣是中國的內政，其他國家無權干預，以及美軍所有部隊及設施必須撤出臺灣。

此外，中共強烈反對任何製造「一中一臺」、「兩個政府」、「兩國中國」、「一個獨立的臺灣」或

「臺灣的狀態仍是要確定」的任何活動。美國方面則聲明，海峽兩岸的中國人同屬一個中國，

以及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不會挑戰這樣的立場，並重申由兩岸中國人和平解決臺灣

問題符合其利益。美國也表明在區域緊張情勢降低後，將會持續減少協防臺灣的部隊與軍事設

施，其最後目標是從臺灣撤離協防部隊與軍事設施。美中並同意擴大兩國人民的瞭解，為了達

到這樣的目的，雙方討論有利於兩國人民接觸與互訪的領域，如科學、技術、文化、體育與新

聞事業等，以及保證促進此類接觸與互訪的進一步發展。王央城主編(2007)，《前瞻兩岸關係發

展的趨勢》，桃園：國防大學戰略研究所，頁 260-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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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密切的關係。」公報中說明美國的立場是：「美國認知(Acknowledge)66在臺灣海

峽兩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份，美國對這一立

場不提出異議，但另一方面「美國重申它對由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關

心」，很明顯地美國接受「一個中國」原則，但卻反對「臺灣海峽兩邊的中國人」

用武力來求得統一。
67也就是說，美國在「上海公報」聲明放棄自第二次大戰以

來堅持的「兩個中國」構想，亦不贊成任何一方對另一方以武力尋求統一。68 

1973 年 2 月 22 日，美國與中共決定在華盛頓與北平分別設立「聯絡辦事處」。

1974 年 8 月 9 日，尼克森總統因「水門事件」辭職，副總統福特繼任總統，外交

政策延續尼克森政府，仍以季辛吉為國務卿，對中共方面，以「上海公報」所訂

之原則尋求「關係正常化」。1974 年 10 月 28 日，在美國國會的強大壓力下，廢

止艾森豪政府的「臺灣決議案」(Joint Resolution on the Defense of Formosa)。
69由於

福特總統的外交政策延續尼克森政府，加上中南半島戰爭的失敗70，使得美國國

內出現嚴重的「信心危機」。71 

1975 年 12 月 7 日，福特總統結束大陸訪問抵達檀香山時，對亞太局勢發表

「新太平洋主義」，內容包括 6 項要點：一、美國將繼續以實力，保持亞洲友人

和盟邦的主權和獨立；二、與日本保持夥伴關係，乃是美國的戰略支柱；三、重

申在「上海公報」的基礎上完成美國與中共「關係正常化」的決心，以及雙方「一

致反對在亞洲和世界任何其他地區的任何種類的霸權」；四、美國繼續保持東南

                                                 
66 對於臺灣問題，美國所用的言詞是「認知」(Acknowledge)，而不是更精準及法律術語「承認」

(Recognize)一詞。 
John Copper (1992), China Diplomacy: The Washington-Taipei-Beijing Triangle, Colorado: 
Westview, p.38. 

67 杜蘅之(1984)，《美國對中華民國安全承諾之分析》，臺北：臺灣商務，頁 33-34。 
68 尼克森總統在返國的評論說：「訪中最主要的目標是經美中二十餘年的敵意後，建立與中華人

民共和國的溝通，我的中國行已達成這樣的目標。……此行做了必要及重要的開始，對於擴大

兩國人民文化、教育與新聞的接觸達成協議，同時兩國也同意開始擴大彼此的貿易，此外，雙

方同意兩國政府所建立之溝通將會強化及擴大。……關於臺灣，我們陳述所建立的政策，當緊

張情勢緩和，我們海外部隊的人數將會逐漸減低，以及當和平解決已達成，我們最後的目標是

撤出我們的部隊。……我們不會背著其他國家，來談判他們的命運，同樣的我們也不會在北京

這麼做，此行並沒有任何形式的秘密交易，我們所做的並沒有放棄美國對於任何國家的承諾。」 

  James Hu (1987), The Crucial Decade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 Sino- American Publishing 
CO.LTD, pp.76-77. 

69 陳志奇(1980)，《美國對華政策三十年》，臺北：中華日報社，頁 352-354。 
70 1975 年 4 月 17 日高棉淪陷於共黨手中，兩週後越南共和國被北越支持的越共摧毀。寮國共產

黨亦在同一時間，掌握了該國的聯合政府。美國在越南作戰 9 年、出兵 50 餘萬人、死傷 30
餘萬、消耗戰費 1500 億美元，代價之高幾乎和二次大戰相若，結果越南、高棉、竂國逐一淪

入共黨魔掌。錢復(2005)，《錢復回憶錄—外交風雲動》(第 1 卷)，臺北：天下遠見，頁 300-301。 
71 陳志奇(1980)，《美國對華政策三十年》，臺北：中華，頁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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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穩定和安全的利害關係；五、重申支持南韓的政策；六、擴大美國對亞洲各國

的經濟合作和科技支援。
72當時《中央日報》曾有一篇評論：「此乃尼克森主義的

擴大與修正，有其積極性，但它未構成一項明確有力的，具有普遍性與一致性的

政略指導，尤其是對於中共敵友不分，對於盟邦而言，造成迷茫惶恐，無所適從。

對於美國國民共赴時艱之際則有目標、行動矛盾之嫌。」
73 

1976 年元月 8 日周恩來病逝北平74，同年 9 月 9 日毛澤東辭世。75中共兩大領

袖相繼過世，在權力鬥爭未結束前，一時之間對美國態度亦未明朗化；加上 1976

年美國總統大選，美國對華政策有兩派不同看法，但只限於政見發揮，並沒有具

體政策。 

之後中共新當權派，決心推動經濟與軍事結構現代化，並加緊與亞太國家建

立非正式的合作關係，以共同對抗蘇俄在亞太地區的勢力擴張，這兩項目標都需

要西方國家的合作與協助，尤其是美國。
76 

1976 年卡特總統在競選演說中，對於外交政策充滿崇高理想，聲言要把道德

注入外交之中，繼續維護人權，並信守美國與其他友邦盟國的承諾，對於中美關

係與「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無意予以重大破壞。77卡特政府懷著 3 種「迷思」(Myth)

與中共積極接觸：一、美國與中共建交將加強美國的戰略姿態及抵銷蘇聯在遠東

的擴張；二、中共是美國的一個聯盟友邦；三、鄧小平完全掌握中共政權，將是

帶領中國走上民主，遠離落後貧窮的領袖。如給予中共外交承認，將使美國與中

共建立政治與經濟關係的新世紀。78 

卡特總統為進行與中共「關係正常化」，派國務卿范錫(Cyrus Vance)於 1977

年 8 月訪問北京。美國在內政因素考量下，向中共表示美國政府雖已同意與中華

人民共和國「關係正常化」，但美國政府人員將在「非正式安排下」留在臺灣，

中共堅持美國必須乾脆的接受建交條件，即與中華民國斷交、廢除「中美共同防

                                                 
72 趙建中(1978)，《美國與中共關係》，臺北：黎明，頁 15。 
73 社論，〈對美總統宣示新太平洋主義的看法〉，《中央日報》，1975.12.9，版 2。 
74 匡道主編(1986)，《共匪禍國大事記》，臺北：共黨問題研究社，頁 354。 
75 同前註，頁 366。 
76 杜蘅之(1984)，《美國對中華民國安全承諾之分析》，臺北：臺灣商務，頁 10。 
77 1977 年元月 20 日，卡特宣誓就任美國總統後，仍尋求與中共「關係正常化」，此一政策深受

布里辛斯基(Zbigniew K. Brzezinski)的影響。布里辛斯基認為蘇聯將永遠是美國的敵人，而西方

國家卻可以與中共採取「妥協」。 
78 轉引自齊光裕(1996)，《中華民國的政治發展—民國三十八年以來的變遷》，臺北：揚智，頁

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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禦條約」，以及撤離美國在臺的部隊及顧問等。以致范錫雖帶有建交草案79，卻未

能與中共達成協議。
80卡特總統對中共的反應感到意外，甚至在公開場合表示「我

們不能再倉促行動」。81 

隨著國際局勢轉變，美國政府官員主張犧牲與臺北關係並與中共建交者日

增。
82美國一方面基於權力平衡(Balance of Power)，與中共「關係正常化」，並且

牽制蘇聯；另一方面認為欲影響中共，則必須接觸而非排斥。卡特總統就任後不

久即在白宮成立對中共政策的專案小組，建構與中共「關係正常化」的可能途徑。

並於 1978 年 5 月 20 日，派國家安全顧問布里辛斯基訪問北京，明確指示幾項任

務
83，包括：繼續「上海公報」的商談；接受中共建交 3 項原則：一、全面中止

美國和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二、廢除 1945 年「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三、從臺

灣撤除所有美國剩下的部隊；並重申尼克森時代的 5 項保證。
84 

同時卡特總統放棄前任尼克森總統、福特總統早先提出的兩項條件：一、循

「聯絡辦事處」的制度，美國與中華民國建立半官方的外交關係；二、取得北京

當局的保證，絕不以軍力與臺灣達成「統一」。85並且美國開始以間接方式秘密支

助中共軍力，一方面抗衡蘇聯；二方面使中共脫離第三世界反美國家，避免中共

提供該國武器。86美國此舉，對於臺灣的安全問題，構成嚴重威脅。 

1978 年 10 月以後，美國與中共來往更甚於前，對中美外交關係愈來愈不利，

美國駐華大使安克志(Leonard Unger)在華府私下告知沈劍虹大使，美方已體認要

求中共保證對臺不動武是沒有用的。根據美國大使的說法，對於中美邦交能否維

                                                 
79 「范錫的確曾經告訴鄧小平，美國預備中止共同防禦條約，由臺灣撤走全部美軍，並與中華

民國斷絕外交關係。」陶涵(Jay Taylor)著，林添貴譯(2000)，《臺灣現代化的推手—蔣經國傳》，

臺北：時報，頁 359。 
80 胡為真(2001)，《美國對華「一個中國」政策之演變》，臺北：臺灣商務，頁 82。 
81 沈劍虹(1986)，《使美八年紀要—沈劍虹回憶錄》，臺北：聯經，頁 184-185。。 
82 同前註，頁 187-197。 
83 卡特政府希望在美國的中國政策成功之舉(coup)有助其聲望及贏得 1980 年的總統選舉，所以

聲稱「關係正常化」僅是接續(follow-up)「上海公報」的一個必然結果(logical consequence)，
而這樣的結果即是美國接受北京所提的 3 個條件：與臺北斷絕外交關係、取消美國與中華民

國的防衛條約，以及撤離美國在臺的部隊及顧問。 
  John Copper (1992), China Diplomacy: The Washington-Taipei-Beijing Triangle, Colorado: 

Westview, pp.40-43. 
84 一、美國認定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其中一部分；二、美國將不支持臺灣獨立運動；三、美

國離開臺灣時將保證不讓日本進來代替美國；四、美國將支持任何和平解決臺灣情勢的方法，

並反對臺灣任何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軍事行動；五、美國將尋求「關係正常化」並設法達到

目的。胡為真(2001)，《美國對華「一個中國」政策之演變》，臺北：臺灣商務，頁 80。 
85 轉引自齊光裕(1996)，《中華民國的政治發展—民國三十八年以來的變遷》，臺北：揚智，頁

408。 
86 胡為真(2001)，《美國對華「一個中國」政策之演變》，臺北：臺灣商務，頁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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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應當是一項重要的警訊。87 

此外 1978 年間，國際局勢發展顯示蘇聯勢力與日俱增。
88中共與美國都感受

到必須加強兩國的戰略關係。同時鄧小平發出訊息，在中共與美國「關係正常化」

下可以對臺灣議題採取更多彈性，因此兩國的秘密談判更趨積極。12 月 13 日，

鄧小平親自與美國代表在北京就建交公報進行秘密談判，不過在美國對中華民國

的武器銷售議題無法達成協議，最後雙方決定此議題各退讓一步。
89卡特政府同

意停止對中華民國出售武器一年，聲稱對華軍售問題，留待以後解決。
90然而中

共則在紀錄上表示，強烈反對美國對臺灣的軍售行為。91 

1978 年 12 月 15 日，美國與中共發表建交公報92，宣佈： 

 

一、兩國同意在 1979 年 1 月 1 日建交；二、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

府為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在此範圍內，美國人民將同臺灣人民保持文

化、商務和其他非官方關係；三、美國政府「承認」(Acknowledge)(按，

臺灣版本譯作「認知」，公報則譯成「承認」)中國的立場，即中國僅有一

個，而臺灣是中國的一部份；四、雙方相信「中美關係正常化」，不僅符

合中國與美國人民的利益，而且亦有貢獻於亞洲和世界和平之大業。
93 

 

由於美國的種種讓步，卡特總統不顧參議院所通過的杜爾(Bob Dole, R-Kansas)

                                                 
87 沈劍虹(1986)，《使美八年紀要—沈劍虹回憶錄》，臺北：聯經，頁 193。 
88 親蘇派軍人在阿富汗和南葉門奪得政權，1977 年在衣索比亞政變成功的孟濟祖‧海勒‧馬里

安姆(Mengistu Haile Mariam)以及安哥拉、莫三鼻克共產政府也都明確投入蘇聯陣營。西半球

方面，親卡斯楚的勢力在尼加拉瓜和格瑞納達奪得政權，共產游擊隊在薩爾瓦多似乎也即將

全面得勝，都使得蘇聯勢力蒸蒸日上。陶涵(Jay Taylor)著，林添貴譯(2000)，《臺灣現代化的

推手—蔣經國傳》，臺北：時報，頁 368-369。  
89 中共讓步，願先建交，雙方先擱置售武問題，留待以後解決。同時，鄧小平亦接受卡特邀請

願意訪美，於是雙方達成協議。胡為真(2001)，《美國對華「一個中國」政策之演變》，臺北：

臺灣商務，頁 88。 
90 卡特政府也透露他在最後一分鐘對鄧小平的讓步—同意對臺灣停止軍售一年。陶涵(Jay Taylor)

著，林添貴譯(2000)，《臺灣現代化的推手—蔣經國傳》，臺北：時報，頁 373。 
91 同前註，頁 369。 
92 美中建交公報(或稱正常化協議 Normalization Agreement)在 1978 年 12 月 15 日於華盛頓及北京

兩地同時發出，其內容為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已同意承認彼此，並於 1979 年元月 1 日建立

正式外交關係。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脈絡下，美國人民將會

與臺灣人民維持文化、商務及其他非官方關係。王央城主編(2007)，《前瞻兩岸關係發展的趨

勢》，桃園：國防大學戰略研究所，頁 262。 
93 胡為真(2001)，《美國對華「一個中國」政策之演變》，臺北：臺灣商務，頁 88、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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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史東(Richard Stone, D -Fla.)修正案(即所謂「事先磋商」原則)94，竟在 1978 年 12

月 16 日宣佈
95，美國和中共自 1979 年元月 1 日起建立完全的「外交關係」，他說： 

 

在一九七九年一月一日，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政

府……同一天……美國將通知臺灣即將中止外交關係，美國與中華民國

之間的共同防禦條約也將遵照條約規定予以中止……未來，美國人民和

臺灣人民將在沒有官方政府代表、沒有外交關係之下，維持商業、文化

及其他關係。……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關係正常化，不會危及臺

灣人民
96的福祉。97 

 

同時宣佈在一年後廢止「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卡特總統此一行動，非但未

與我國協商，而僅在事前 6、7 個小時通知我國元首，實有失國際外交禮儀。
98 

                                                 
94 1978 年 7 月間，美國參議員杜爾(Bob Dole, R-Kansas)及史東(Richard Stone, D-Fla.)在參議院提

出修正案，聲明：「在任何擬議改變將影響到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效力的持續時，國會有獲得事

先諮商之權」；這修正案經兩院通過(參院投票結果是 94-0)，成為 1978 年國際安全援助法的一

部分，經卡特總統簽署後具有拘束力。在修正案討論過程中，杜爾參議員強調該項修正案有

兩個目的：一、美國政府三權分立的精神要維持；二、西太平洋未來的安全要確保，而「中

美共同防禦條約」是美國與日本及韓國間，在北亞洲安全中不可或缺的一部分。惟若干民主

黨重要參議員葛倫(John Dlenn, Dohio)、甘迺迪(Edward Kennedy, D-Mass.)等雖對我國持續而忠

實地履行條約義務加以讚許，卻也不願讓該條約無限期繼續下去。對於杜爾、史東等人之努

力及國會的友好動作，我國外交部發言人隨即表示肯定。儘管如此，卡特在後來與中共建交

前 3 小時，才召請數名參眾議員前往白宮，告知將採取行動，但這實在不能稱為事前磋商。

胡為真(2001)，《美國對華「一個中國」政策之演變》，臺北：臺灣商務，頁 86；沈劍虹(1986)，
《使美八年紀要—沈劍虹回憶錄》，臺北：聯經，頁 198-199；行政院外交部編(1979)，《外交

部聲明及公報彙編》(六十七年七月至六十八年六月)，臺北，行政院外交部，頁 10-11。 
95 1978 年 12 月 15 日，卡特總統出現在電視螢光幕宣讀中美建交聯合公報：中華人民共和國和

美利堅合眾國商定自 1979 年元月 1 日起互相承認並建立外交關係。美利堅合眾國承認中華人

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範圍內，美國人民將同臺灣人民保持文化、商務和其

他非官方關係。然後他宣讀美國政府的聲明：1979 年元月 1 日，美臺之間結束外交關係，1954
年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予以終止，美國將在 4 個月內從臺灣撤出美方餘留的軍事人員。

茅家琦(2003)，《蔣經國的一生與他的思想演變》，臺北：商務，頁 397。 
96 此處用「人民」(people)這一個詞彙隱含中華民國不再是一個民族國家(nation-state)，臺灣也沒

擁有政府及主權，換言之，其建議美國對於臺灣法定地位政策的改變。 
  John Copper (1992), China Diplomacy: The Washington-Taipei-Beijing Triangle, Colorado: 

Westview, p.40. 
97 陶涵(Jay Taylor)著，林添貴譯(2000)，《臺灣現代化的推手—蔣經國傳》，臺北：時報，頁

371-372。 
98 1978 年 12 月 15 日深夜，在卡特總統宣佈與中共建立全面外交關係之前 6 個小時，最後一任

駐華大使安克志(Leonard Unger)驅車前往大直總統官邸，將美國政府的決定告訴蔣經國總統，

中美斷交的消息稍後即將在美發表。只給我國總統 6 個小時的反應時間，是極端無禮的作法，

讓我方措手不及。王麗美(1994)，《報人王惕吾—聯合報的故事》，臺北：天下遠見，頁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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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政府打「中共牌」，主要基於「聯中共以制俄國」的戰略99，符合自尼克

森時代以來，美國外交政策指導原則—「三角平衡」，以迫使蘇俄與美國和解或

採取戰略守勢，此為國家安全顧問布里辛斯基所堅持，同時也成為日後卡特總統

與中共建交背棄中華民國的理論依據。
100此外，國務卿范錫在談話中，多次聲稱

對中共的關係，應以「上海公報」中所定的指導原則為基礎，目標在追求雙方「關

係正常化」
101，至於臺灣，必須考慮的因素是臺灣人民的安全。102與其說是考慮

臺灣人民的安全，不如說是考慮到臺灣戰略地位的重要性，對美國較為有利。沈

劍虹大使認為，美國總統卡特、副總統孟岱爾及國務卿范錫一再回絕他的晤見，

乃故意淡化中美關係
103，其積極與中共進行「關係正常化」政策已表露無遺。104 

 

貳、開放大陸探親的歷史回顧與原因 

    

 一、開放大陸探親的歷史回顧 

    1987 年 11 月 2 日，政府開放國人赴大陸探親，此政策不但是政府自「解嚴」

後的重要措施，也是自 1949 年以來「兩岸關係」的重大突破。由於海峽兩岸分

隔近 40 年，兩岸民眾彼此之間難免有排斥或漠視態度，從而加深雙方的緊張對

立局勢。因此，開放大陸探親政策，就降低敵意的角度而言，使「兩岸關係」由

敵視對立到溝通交流，基本上應具有正面效果；對一般民眾而言，臺灣民眾前往

大陸探親、觀光，或大陸民眾來臺探親、奔喪或依親等，均有助於兩岸民眾的相

互認識，進而減低彼此的猜疑與陌生感；就長遠眼光而言，對於兩岸經濟、文化、

科技、體育等各方面的互動，亦具有相當助益；此外，臺灣的政治民主化與經濟

                                                 
99 「美『中』關係正常化對蘇聯是一大衝擊，因此，當布里辛斯基召見蘇聯駐美大使杜布里寧，

告知美國與中共將於數小時後建交時，杜氏極為驚愕，臉色立刻發白，一時之間說不出話來。」

胡為真(2001)，《美國對華「一個中國」政策之演變》，臺北：臺灣商務，頁 89。 
100 李本京(1985)，《七十年中美關係評估—一九一三—一九八四》，臺北：黎明，頁 105-124。 
101 卡特政府此種「聯中制俄」的策略並沒有獲得國會及人民的高度支持，最後在白宮與眾議院

使用雙方可接受的用語，並讓行政部門有足夠彈性處理美中關係，雙方對於正常化協議始達

成共識。 
   Robert Ross (1995),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1969-1989),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143. 
102 沈劍虹(1986)，《使美八年紀要—沈劍虹回憶錄》，臺北：聯經，頁 180-181。 
103 同前註，頁 177-178。 
104 在此之前一年多，我國駐美大使沈劍虹多次求見新上任的卡特總統，一直遭到拒絕；要求晤

見副總統孟岱爾和國務卿范錫，也同樣遭到不斷推託。沈大使最急於了解的，就是中美兩國

關係的動向。王麗美(1994)，《報人王惕吾—聯合報的故事》，臺北：天下遠見，頁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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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化，對於大陸未來發展，應具有啟發作用，有助於縮短兩岸政治、經濟差距

與和平解決兩岸分治問題。 

1972 年蔣經國擔任行政院院長，至 1987 年 11 月開放大陸探親，期間中共不

斷對臺施展統戰策略
105，但我國始終堅持一貫的反共立場，採取的對策就是 1979

年 4 月 4 日提出的「三不政策」，以及 1980 年元月 9 日提出「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106的政治號召。1981 年 4 月 2 日，中國國民黨十二全大會通過〈貫徹以三民主義

統一中國案〉，這篇文案的最大特點是「勸告中共放棄共產主義」，可見此時國民

黨的大陸政策已經調整到「和平演變」中國大陸的方向來，希望經由中共本身的

質變，自動放棄共產主義。這可說是國民黨與中共的間接對話，也表示臺灣的大

陸政策已走向「務實」的方向。 

當臺灣提出「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政策時，中共的「葉九條」及「一國兩

制」尚未提出，可知國民黨此時的大陸政策應較為積極主動。雖然中共於 1981

年 9 月 30 日發表「葉九條」的國際反應不差，但此時國民黨並沒有接受，1982

年 6 月 10 日，行政院院長孫運璿於「中美中國大陸問題研討會」歡迎茶會致辭： 

 

中共的「和談」建議，引起了世界各國的注意。我們則始終認為，這是中

共製造的和平假象，只是欺騙世人的統戰伎倆。因為這些建議，還附帶了

兩種先決條件：第一個是要中華民國政府降為中共統治下的一個「地方政

府」；第二個是如果和談決裂，他們就不排除以武力侵犯臺澎金馬。所以，

中共所謂的「和談」建議，實際就是企圖併吞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根據慘

痛的歷史教訓，我們再不會，也決不上中共的當。……我們認為中國的統

一應該以全體中國人民的自由意願為基礎。我們希望中共不要只在一些枝

                                                 
105 1970 年代初期，尼克森總統訪問大陸與中共簽署《上海公報》後，中共曾經透過外圍份子從

事統戰活動，並於中共中央成立「中共對臺辦公室」，以及國務院的「對臺辦公室」。1978 年

底中共與美國正式宣佈建立外交關係後，中共更加強對我統戰。1979 年元月，中共「全國人

代常委會」發表「告臺灣同胞書」，宣稱欲與臺灣「三通」(通航、通商、通郵)，尊重臺灣現

狀與臺灣各界人士的意見，採取合情合理的政策與辦法，使臺灣早日回歸「祖國」。中共並表

示「為了方便臺、澎、金、馬的軍民同胞來往大陸省親會友，停止對大小金門、大擔、二擔

等島嶼砲擊」，除了高唱「三通」外，中共更進一步提出「四流」(經濟、體育、文化、科技交

流)，以及不使臺灣人民蒙受損失，不改變臺灣現有生活方式，不降低臺灣人民生活水平，不

更動現有軍隊，不更動現有法治制度及經濟制度等「六不」方針。 
106 1980 年元月 9 日，蔣經國在中國國民黨中常會首度明確提出「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完整概

念。1981 年 4 月 2 日，中國國民黨十二全大會通過〈貫徹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案〉，這項文件

提出 6 點「亟須團結海內外全體中國人共同努力之急務」，同時確定此後國民黨的「三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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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節節的問題上兜圈子、耍花招，也不要做些姿態來迷惑國際人士；而應

儘速放棄「四個堅持」，加緊改變生活方式。只要在大陸上的政治、經濟、

社會、文化等各方面與自由中國的差距不斷縮小，中國和平統一的條件就

自然會漸趨成熟，到那個時候，統一的障礙自然就會減少了。
107 

     

    雖然孫運璿沒有接受中共「和談」的建議，不過也沒有斷然拒絕和平統一的

可能性，也是中國國民黨高層首度明白表示「兩岸差距縮小，中國自然統一」的

概念。
108 

     由於國民政府將 1979 年中共的和平攻勢當作統戰陰謀，該年 5 月政府便禁

止國人以港、澳地區作為出國觀光的第一站，主要是不願臺灣民眾在港、澳與大

陸親人見面，將中共和平統一的訊息傳回臺灣，同時避免民眾經由港、澳潛回大

陸。但是實際上臺灣民眾仍可經由第三國轉往港、澳，並無法禁止赴大陸「冒險

探親」，而且返鄉探親的人在大陸備受禮遇，加上大陸物價便宜、親人生活困難

等多重因素的影響下，返鄉探親的人潮越來越多，造成守法者吃虧的現象。 

    中共自「葉九條」發表後，更多臺灣民眾到大陸旅遊，商人也開始到對岸做

生意，兩岸交流已漸呈無法逆轉的趨勢。
109 

    1979 年 7 月 19 日，時任外交部部長蔣彥士公開表示：「今後我留學生、民間

會議代表和出國觀光民眾等，在海外遇到大陸同胞或中共幹部，可以主動接觸。」

這是政府首長第一次公開表明民間可以和中共接觸的立場。同年 8 月 8 日，蔣經

國在中國國民黨中常會指出：「中共派到海外的留學生，都是我們的同胞」，對他

們「應採取不規避、不退讓的態度」，「以同胞的愛，誠懇對待他們」，為兩岸人

民在海外的接觸定下基調。110 

    中共於 1979 年改革開放後，大陸在海外的留學生日漸增加，大陸學者、記

者、商務人員、體育團隊、船員及其他各式各樣的工作人員，出國的機會也大量

                                                 
107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大陸工作會編(1987)，《反擊共匪統戰參考資料彙編》，臺北：中國國

民黨中央委員會大陸工作會，頁 138-143。  
108 前行政院院長郝柏村說：「自從十二屆全國代表大會，當時孫運璿當行政院長的時候，就提出

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思想，放棄了武力反攻，兩岸從接觸、交流中來突破。」郝柏村(1995)，

《郝總長日記中的經國先生晚年》，臺北：天下遠見，頁 3。 
109 楊開煌(1994)，《談判策略研究—與中共談判》，臺北：冠志，頁 36-37。 
110 王功安、毛磊主編(1991)，《國共兩黨關係通史》，武漢：武漢大學，頁 1099-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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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兩岸人民接觸乃極為自然之事。111 此外，由於中共對臺政策開始轉變，

同時封殺臺灣參與國際的過程屢遭挫折，因此對於臺灣參加民間的國際組織不再

採取封鎖策略。
112 

兩岸經貿交流實際上已秘密或半公開進行。1979 年以後，由於中共在東南沿

海地區開放一些對臺漁船的「小額貿易」口岸，乃有臺灣漁民不顧政府禁令，開

                                                 
111 在學術會議方面：1978 年 8 月第 19 屆國際高能物理研討會、1980 年紐約中國青銅器時代學

術研討會及美國麥迪遜國際《紅樓夢》研討會、1981 年日本京都國際自動控制聯合會第 8 次

世界代表大會、1982 年美國亞洲研究學會芝加哥年會和巴黎第 20 屆國際高能物理研討會、1983

年香港中文大學建校 20 週年研討會、新加坡第 1 屆亞洲太平洋地區物理學會，以及香港「國

際中國古文學研究會」等，都有兩岸學者同時參加，以後此種海外學術活動越來越多。在體

育團隊的接觸方面：自 1980 年到 1986 年，舉凡田徑、射箭、橋牌、體操、滑雪、飛碟、壘球、

網球、排球、籃球、棒球、乒乓球、羽毛球等各類國際性的體育比賽，海峽兩岸組隊或派遣

運動員同時參加就有近 50 次。1980 年 4 月在美國加州聖安東尼奧學院舉行的田徑邀請賽就是

兩岸同時組隊參加並進行相互比賽的開端。其他各式各樣民間自發性的海外交流活動則更加

頻繁。1980 年 3 月 26 日，一艘載有大陸 27 名船員的德國貨輪「約瑟夫.羅特號」停靠在基隆

港時，大陸船員應當地海員工會邀請上岸到基隆、臺北遊覽，這是大陸海員第一次應邀到臺

灣島上參觀。1983 年 12 月，大陸青年鋼琴家李堅和臺灣青年小提琴家林昭亮在日本東京昭和

大學攜手合作舉辦音樂演奏會，這是兩岸藝術交流的序幕。同前註，頁 1102-1103。 
112 1974 年中共透過聯合國教科文組織，企圖切斷臺灣與國際科學組織間的聯繫，但是國際科學

總會公開表示該組織為非政治性，不願新會員入會時犧牲原有會員權益，他們希望找出一個折

衷方案，讓雙方共存於組織內。中共基於國際輿論壓力，不得不調整政策，否則自己入會也會

發生困難。1982 年中共加入國際科學總會時，確立「中國」為唯一的國家會員，有兩個組織

代表：大陸方面稱為「The China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臺灣方面稱

為「The Academy located in Taipei, China」，國際科學總會並保證臺灣方面在該會的既有權益不

受影響。此後類似的組織都沿用此一方式，大致解決了兩岸科學機構與會的問題。至於國際奧

會，本來於 1954 年時，國際奧會已接受大陸方面入會，名稱為「Olympic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Republic」。臺灣方面的奧會會籍則一直獲得保留，名稱為「Chinese Olympic Committee」，這

就形成兩個中國奧會的局面，大陸方面對此提出抗議，並拒絕參加 1956 年墨爾本奧運。大陸

方面因抗議無效，1958 年索性退出國際奧會及其 9 項國際運動組織。中共於 1971 年進入聯合

國後，1975 年才又重新提出入會申請，並要求將臺灣方面驅逐出會，但未獲國際奧會同意。

國際奧會為解決兩岸與會問題，曾經費力斡旋。1979 年中共改變對臺政策，提出申請時沒有

再提排除臺灣方面的條件。同年 4 月，國際奧會於烏拉圭首府舉行第 81 屆全體委員會議，會

中曾決議同時承認北京的中國奧會與臺北的中國奧會，關於兩個奧會的名稱、會旗、會歌及會

章則留待研究解決。對這項決議，臺灣方面表示接受，大陸方面卻認為是搞「兩個中國」，拒

絕接受。兩個月後，國際奧會執行委員會在波多黎各召開，會中提出將大陸奧會稱為「Chinese 
Olympic Committee」，臺灣奧會的名稱則改為「Chinese Taipei Olympic Committee」，而且要求

臺灣方面參與奧會的會旗與會歌不得等同於中華民國的國旗與國歌。同年 10 月在名古屋再次

召開執委會時，正式通過這項決定，但並不為臺灣方面接受。國際奧會為了這個問題真是大費

苦心，1980 年國際奧會第 82 屆大會在美國靜湖召開，決定修改憲章，將國家範圍界定為領土

或領土的一部份，並將開幕、閉幕與頒獎典禮時使用的國旗、國歌改稱為隊旗、隊歌。關於國

家在奧會使用的旗幟與標幟，須得到國際奧會執委會的核准。這些修改內容都是針對兩岸中國

人參與奧會的問題而產生。1981 年臺灣方面與國際奧會達成協議，接受改名為「中華臺北奧

會」(Chinese Taipei Olympic Committee)，使用梅花圖案中有五連環作為隊旗與標誌。國際奧

會則保證臺灣方面享有與其他奧會成員同等的待遇與權益。1984 年洛杉磯奧運，兩岸奧運選

手終於可以同場競賽。往後兩岸都依循這種奧會模式在國際體壇共同參加各種單項運動組織及

比賽。高朗(1994)，《中華民國外交關係之演變(1972-1992)》，臺北：五南，頁 214-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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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與大陸進行走私貿易。113但是走私貿易的數量畢竟較少，最重要的還是經由香

港的轉口貿易。1979 年至 1984 年間，走私貿易幾乎都在隱蔽的狀態下進行，1979

年的轉口貿易為 7700 萬美元，至 1984 年增至 5.53 億美元，其中曾有大起大落的

現象，但就長期而言則是增加的。
1141985 年 7 月臺灣當局宣佈對臺灣貨品轉口輸

出採取「不接觸、不鼓勵、不干涉」原則，使得臺灣轉口輸往大陸的規模不斷擴

大。但因臺灣對大陸產品的轉口輸入仍未開放，臺灣輸入大陸產品仍然不多。概

括而言，從 1979 年到 1986 年，兩岸貿易由起步時期進入發展時期，但雙方貿易

的穩定成長，則要等到 1987 年以後。
115 

1983 年 6 月 13 日，金門軍方以海上接駁方式，從大陸方面接回兩具臺灣空

軍飛行員失事墜海的大體，可以說是兩岸第一次直接接觸。
116 

    1986 年 5 月 3 日，「華航王錫爵事件」117意外導致兩岸官方首度接觸，為往

後兩岸事務性談判開創先例。 

    臺灣對外經貿關係也有助於「兩岸關係」。作為臺灣最大出口市場的美國，

在 1980 年代貿易收支迅速惡化，貿易逆差在 1984 年已破千億美元大關，貿易保

護主義傾向日趨強烈。1986 年 8 月，美國首度引用 1974 年貿易法第 301 條款對

臺灣施加壓力，迫使臺灣在對美貿易政策上作出重大讓步。同時，美國也開始迫

使新臺幣升值，新臺幣升值與美國貿易保護主義，使得臺灣不得不尋求開發新市

場，而中國大陸自 1979 年改革開放形成的新市場，對於臺灣廠商而言極具吸引

力；加上新臺幣升值也使得臺灣勞力密集產業面臨工資提高壓力，不得不考慮將

資金外移，而中國大陸則是當時理想的資金外移地點。因此，在對外經貿環境變

動下，臺灣與中國大陸的經貿關係日益增長。
118 

                                                 
113 李達主編(1987)，《一國兩制與臺灣》，香港：廣角鏡，頁 165。 
114 張讚合(1996)，《兩岸關係變遷史》，臺北：周知文化，頁 375-410。 
115 黃天中、張五岳編(1993)，《兩岸關係與大陸政策》，臺北：五南，頁 278-279。 
116 李達主編(1987)，《一國兩制與臺灣》，香港：廣角鏡，頁 49-57。 
117 1986 年 5 月 3 日，華航一架波音 747 型貨機從新加坡飛往香港途中，被機長王錫爵強行開往

廣州白雲機場著陸事件。當時其他兩位機員希望返回臺灣，而且價值 6000 萬美元之客機及機

上貨物也需要索回，此一事件提供臺海兩岸協商契機。「中國民用航空局」利用此一事件致函

「中華航空公司」，要求派人至北京協商有關貨機、貨物及其他兩位機員交還事宜，稍後並拒

絕「中華航空公司」委託「國泰航空公司」代表商談。「中華航空公司」乃派員在香港與「中

國民用航空局」代表談判，5 月 19 日雙方達成協議，23 日兩位機員返臺，次日貨機亦飛返臺

灣，此例即為「兩航談判」。「中華航空公司」與「中國民用航空局」分屬兩岸的國營企業，

兩航談判的雙方人員都代表著雙方公權力的行使，在性質上當然算是官方談判，但是雙方都

技巧性地解釋為民間性質談判，認為這只是航空公司的談判，而不是政府對政府的談判。 
118 1986 年新臺幣在美國壓力下從 1 美元兌換新臺幣 39.80 元，上升為 1 美元兌換新臺幣 3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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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決定「開放探親」前，臺灣內部已有徵兆透露「兩岸關係」即將產生變

化。徵兆之一是在「解嚴」後隔天，政府立刻宣佈，將解除自 1979 年起臺灣地

區人民不得以港、澳地區為出境旅遊第一站的限制；徵兆之二是大陸書禁的解

除。1987 年 8 月，政府向學術教育機構通知，開始受理進口大陸出版品的申請。

新聞局局長邵玉銘在出版事業協會會員大會宣稱：將開放大陸出版品，對大陸作

家的作品，只要不替共產黨宣傳，可以個案考慮進口；大陸作家的作品如在臺出

版，版權、版稅也應受到保障；目前正邀集學者專家組成大陸作品審查委員會，

預計在月底可開始工作。此外，對於大陸風光文物錄影帶，也將於短期內有限度

開放進口。
119 

當時中國國民黨黨務系統的開明派主張「開放探親」作為「兩岸關係」調整

的第一步，繼而開放觀光、貿易、體育與文化的交流，使「兩岸關係」從緊張對

峙逐漸轉變為和平競爭。開明派認為「開放探親」不必對民眾身分作限制，不應

對探親者施加年齡、親等、籍貫、職業等方面的限制。因為限制措施從理論而言

違反平等原則，從實際而言也難以有效執行。他們的理由包括：(一)、可改善臺

灣人民長期以來對大陸的疏離感；(二)、打擊「臺獨」；(三)、對大陸民眾展示臺

灣經驗的優越性，逐步進行對大陸的「政治反攻」。前行政院院長李煥指出「政

治反攻」之目的：「我們的政治反攻，不是要取代中共政權，而是促進大陸的政

治民主、新聞自由、經濟開放，使中國解除共產主義的桎梏，成為民主自由的現

代化國家。」
120 

以軍、特系統為主的保守派卻從「反共情結」及國家安全角度，主張盡量減

少與大陸接觸，他們認為應以港、澳或他國為會親地點，而不開放民眾到大陸探

親，不過此項建議被蔣經國以妨礙民眾便利性為由駁回。此外，保守派又提出政

府不對探親正式表態，僅宣佈不允許現役軍人及公務人員赴大陸探親的禁令，以

此方式暗示允許一般民眾到大陸探親，此項有欠光明正大的政策亦被蔣經國駁

回。
121

 

在確定要由政府公開宣佈的前提下，保守派仍堅持：(一)、「開放探親」乃基

                                                                                                                                            
元。1987 年 5 月 2 日，臺灣宣佈解除外匯管制，新臺幣更是大幅升值，至 1987 年 12 月，已

升值至 1 美元兌換新臺幣 28.23 元。段承璞(1992)，《臺灣戰後經濟》，臺北：人間，頁 295-297。 
119 黃嘉樹(1996)，《第三隻眼看臺灣—透視國民黨的臺灣經驗(1945-1988)》，臺北：大秦，頁 752。 
120 李松林(1993)，《蔣經國的臺灣時代》，臺北：風雲論壇，頁 230。 
121 黃嘉樹(1996)，《第三隻眼看臺灣—透視國民黨的臺灣經驗(1945-1988)》，臺北：大秦，頁 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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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人道原則，但這僅僅是特殊的彈性措施，並不調整大陸政策。除探親外，其他

一切不變，例如：觀光、貿易、體育及文化交流等均不開放；(二)、對探親者應

加以限制，但只限大陸省籍，且在大陸有三等親以內的親屬才可探親，現役軍人

及公職人員，包括公立學校教師均不得去大陸；(三)、探親要嚴格限定在民間範

圍，政府「不協助、不禁止、不鼓勵」；(四)、只允許臺灣民眾到大陸探親，而不

接受大陸同胞來臺探親；(五)、探親者須經港、澳或他國轉往大陸，不得直接從

臺灣去大陸。
122 

最後開明派與保守派達成共識：(一)、由政府正式宣佈開放民眾赴大陸探親；

(二)、嚴格限定在民間範圍，政府對大陸的「三不政策」仍然不變。1987 年 9 月

16 日，中國國民黨中常會決議，將於短期內開放民眾赴大陸探親。會中蔣經國

指定李登輝、俞國華、倪文亞、吳伯雄、何宜武等 5 人組成專案小組，研擬具體

原則。蔣經國在會中說：「為順應民情，結合民意，政府有必要就人道立場研究

此一問題，但處理這一問題的基本前提是：反共基本國策不變；光復國土目標不

變；確保國家安全的原則不變。」
123 

經過專案小組研擬後，行政院於 1987 年 10 月 15 日宣佈〈赴大陸探親辦法〉：

除現行軍人及公職人員外(包括公立學校教師)，凡在大陸有三親等內血親、姻親

或配偶的民眾，均可於 11 月 2 日起向紅十字會總會登記赴大陸探親124，去者須經

港、澳或他國轉往，一切手續由探親者自行辦理，政府駐當地單位不予協助；探

親以每人每年一次為限，每次在大陸停留期間不得超過 3 個月，如逾期，回臺後

須詳細說明理由；凡未向紅十字會登記而擅自轉往大陸者，回臺後兩年內不允許

再出境；至於大陸同胞來臺問題，須在自由地區連續住滿 5 年並取得當地居留

權，且在臺灣地區有直系親屬者，才能入境。125 

此辦法引起多方批評，指出三親等規定沒有意義(事實上也無從查證)、訪友

應該也可以、防國人如敵人是不妥當的、公私立教師不應有差別待遇，以及大陸

同胞來臺限制過於嚴苛等。上述批評固然指出政府不通人情之處，但也意味著「開

放探親」此門一開，在人性作用下將如水之就下，只能進不能止的特性。因為既

                                                 
122 同前註，頁 753-754。 
123 蔣經國(1992)，〈處理國人赴大陸探親問題的基本前提〉，《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20 冊)，臺北：

行政院新聞局，頁 110。 
124 1991 年 7 月 1 日起由出入境管理局接辦。 
125《聯合報》，1987.10.16，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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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基於人道「開放探親」，就應允許大陸人士來臺，也應允許兩岸民眾通電話、

通信件，對軍公教的限制和三親等的規定遲早要取消。在親等無法查證下，一般

民眾都可以探親為名前往大陸，至於到大陸後是探親、訪友、觀光、經商或從事

其它活動，政府亦難以知曉。因此，政府在開放大陸探親後，其它各層面的交流

必將隨之而來，這是無法阻擋的趨勢。 

蔣經國的「開放探親」政策在兼顧正反意見後執兩用中，既不完全開放，也

不嚴苛限制。在內部，他仍不斷催促有關部門儘快研究與大陸進一步往來的可行

性，並制定若干腹案。1987 年 12 月，原則決定由臺灣紅十字會在香港設立信箱，

解決通信問題。對在大陸舉行的國際性文化、藝術、體育及學術交流等活動，只

要是民間性質，臺灣也可考慮派人參加。對赴大陸探親的三親等限制，也將逐步

放寬乃至取消。對大陸同胞來臺問題，也在審慎研究，遲早總要准許。
126 

 

二、開放大陸探親的原因 

政府決定「開放探親」，包括國際、國內和人道因素，以及蔣經國的「人格

特質」因素。 

(一)、國際因素 

就國際環境言，首先是國際局勢趨於緩和。兩岸數十年的對立深受戰後冷戰

結構的制約，1970 年代，自尼克森主義宣佈以來，和解政策緩和了冷戰對立氣氛。

之後「安哥拉事件」、「卡特人權外交」、「阿富汗事件」，以及雷根的公開抨擊共

產政權與推行共產國家民主運動，儼然有新冷戰態勢。127大體而言，整個國際情

勢朝向美、蘇兩極鬆解，多元集團出現，由對立到和解方向前進。蔣經國也在

1980 年元月 9 日提出「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政治號召，企圖以「政治反攻」取

代軍事方法，來達成「復國」的使命。 

其次是中共對臺政策的轉變。中共自第 11 屆三中全會提出以「經濟建設為

中心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號召後，極力推行改革開放政策。為求全國經濟產

值在 21 世紀快速發展，急須有安定的環境及外國資金、技術的支持。因此，必

須推出溫和政策以爭取國際好感。 

                                                 
126 黃嘉樹(1996)，《第三隻眼看臺灣—透視國民黨的臺灣經驗(1945-1988)》，臺北：大秦，頁

756-757。 
127 王萬里(1986)，《美蘇關係研究》，臺北：黎明，頁 228、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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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臺灣的經濟成就已使中共「解放臺灣」的口號失去意義，必須改弦更

張。在「和平統一」的目標下，採取「三通」、「四流」，鼓勵臺灣的資金、市場

向大陸移動應是極佳的政策選擇。事實上，兩岸經貿的實質往來的確呈現日益蓬

勃之象，例如：1979 年臺灣輸往大陸的金額是 1 億 650 萬港幣，到 1987 年則已

增加到 95 億多，8 年間成長 50 多倍；相對地，大陸輸往臺灣的產品金額，1979

年是 2 億 7000 多萬港幣，1987 年是 23 億 5000 多萬港幣，也有 8 倍的成長。
128 

  (二)、國內因素 

    1、國家安全的考量 

就國內環境言，國家安全考量為決策者的首要因素。一方面是美國與中共建

交，答應中共「斷交」、「廢約」、「撤軍」的 3 項要求，而提出的反制條件：「要

求中共承諾不對臺使用武力」、「維持美臺武器交易」、「維持對臺安全利益之聯繫」

等，皆因中共的堅拒及卡特總統的妥協而放棄，對臺灣安全的外在保障傷害極

大。之後雖有《臺灣關係法》對臺灣安全問題「寄予嚴重關切」、「將提供臺灣防

禦性武器」的補救，但此法憑藉的是大多數國會議員對臺灣的友好態度，終究仍

操控在美國政府的執法程度。
129事後證明卡特政府並無意對臺灣安全提供保證。

130因此，降低與中共的軍事緊張關係以維持臺海和平，是臺灣政治領袖應有的理

性考量。大陸探親的初始政策是「人緊物鬆」、「來緊去鬆」，並且限制在民間、

單向及非政治的原則，就短期而言，對臺灣的安全應不致構成威脅。 

2、臺灣經濟成就帶來信心 

1987 年臺灣的外匯存底是 765 億餘美元，國民所得是 4825 美元，其它的多

種社會福利指標也都遠比大陸優越。臺灣民眾回到大陸會有「衣錦還鄉」的榮譽

感。蔣經國說：「政府同意國人前往大陸探親，完全基於倫理親情的人道立場，

並無其他考慮。當然，訪親的國人因此能夠親自體驗海峽兩岸同胞生活的懸殊，

也可比較兩種不同制度的孰優孰劣，從而判斷中國的未來究應採行何種制度方能

符合國家利益與人民福祉。」
131

 

 

                                                 
128 周添城(1989)，《意見領袖的大陸經貿主張》，臺北：國家政策研究中心，頁 18-19。 
129 胡祖慶、金秀明(1991)，《臺灣關係法—蔣經國浮雕》，臺北：五南，頁 19、110。 
130 翟國瑾(1982)，《八○年代初期中美關係展望》，臺北：黎明，頁 105-106。 
131 林蔭行主編(2006)，〈一個決心積極革新的年代—歷史性專訪蔣經國總統〉，《動力 20—關鍵年

代的人與事》，臺北：天下遠見，頁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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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化被動為主動的大陸政策 

政府提出「三不政策」，被批評為被動因應的大陸政策
132，若能藉由提出大

陸探親政策，即能化被動為主動，以「官民分離」及「社會先行」的策略改變中

國大陸，爭取兩岸競爭的長期優勢，同時展開「政治反攻」，落實「三民主義統

一中國」的長遠目標。
133 

1974 年底，中國論壇雜誌社舉辦「國家未來十年發展之探討」學術會議中，

已有學者提出類似主張：「在臺灣兩岸關係上，應追求動態的穩定」、「在政策上

應更具彈性，採取較有超越性與突破性的作法」。
1341987 年 7 月至 10 月間，國內

輿論對大陸政策有極為熱烈的討論，例如：立法院院會、報章雜誌的報導，以及

民間各種座談會等，很多都圍繞在兩岸議題上。包括：主張放寬大陸同胞來臺限

制、設立專責機構、考慮改變不接觸政策、允許記者到大陸採訪、允許國人到大

陸探親等。 

4、化解國內「臺獨」分離意識的壓力 

開放大陸探親可化解國內「臺獨」分離意識的壓力，讓臺灣居民重新認識臺

灣與中國文化的連貫性。
135 

觀察歷屆增額中央民意代表的選舉結果，「臺灣人民自決」的言論有漸次昇

高的趨勢。蔣經國早在 1964 年，即已對此傾向表示憂心，他說：「大陸與臺灣原

是不可分割的整體，全國各省的同胞都是自己的一家人，情同骨肉，絕無彼此界

線的。」136他又在 1975 年發表談話： 

                                                 
132 張旭成指出「三不政策」的五大要素：一、政府自 1949 年遷臺以後，國民黨維持統治權的理

論根據是其仍然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堅持以「光復大陸」為目標，如與北京談判或談和，

不但承認中共政權的合法性，並且否定國民黨政權本身的正統與正當性；二、國民黨在臺灣

長期戒嚴，實行軍政與訓政統治，導致佔有 80%以上人口的臺灣省籍同胞不能充分參與統治

權的行使；且如果與中共和談，不但人民憂患意識會喪失，政府再也不能享有動員戡亂時期

的緊急權限；三、多年來，政府反共的教育與宣傳，使民眾對中共有莫名的恐懼，政府擔心

如與北京接觸，可能引起民眾的騷動與恐慌；四、某些決策人物，因為國民黨過去與中共談

判失利，而有嚴重的「恐共症候」，寧願高掛「免戰牌」；五、有人操心，如臺北與北京和談，

華府可能停止對臺軍售。張旭成，〈突破消極被動的大陸政策〉，《臺灣日報》，1988.4.26，版

2。 
133 丁樹範(1992)，〈民國七十六年以來大陸政策之回顧與評估〉，《大陸政策宣導與社會反應評估

研究報告》，臺北：二十一世紀基金會，頁 5-7。 
134 楊國樞(1986)，〈「國家未來十年發展之探討」研討會總結報告〉，《中國論壇》，第 247 期，頁

10-11。 
135 丁樹範(1992)，〈民國七十六年以來大陸政策之回顧與評估〉，《大陸政策宣導與社會反應評估

研究報告》，臺北：二十一世紀基金會，頁 5-7。 
136 蔣經國(1992)，〈永生不滅的榮光〉，《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5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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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住在臺灣的中國人劃分為本省人和外省人，這是錯誤的觀念；這正是

共匪分化我們的一種陰謀，國人不可不慎；我們在臺灣的同胞，情同手足，

親如兄弟，有血濃於水的民族感情，我們沒有本省人和外省人之分。……

今天在臺灣的中國人都是來自大陸的外省人。從大陸來的也都是本省人。

因為在臺灣居住滿六個月以上，依據我國法律的規定，就是臺灣人。……

臺灣和大陸隔有臺灣海峽，臺灣海峽卻隔離不了我們對同胞的感情！臺灣

和大陸的同胞都是一家人，大家有不可分離的兄弟之情。
137  

 

    蔣經國也曾於 1987 年 7 月 27 日，接見 12 位民間友人時，說出「我也是臺

灣人」，來表明自己對臺灣的認同。
138 

    海峽兩岸透過探親或訪問使得民眾接觸的機會增加，藉此阻止臺灣走向獨

立。一旦海峽兩岸人民接觸後，將會降低雙方對立的緊張關係，在大陸有親戚或

經濟利益的臺灣民眾，一定不希望「兩岸關係」惡化，若「臺灣獨立」會引來中

共干預或損失既有利益時，支持「臺灣獨立」的人將不會增加。學者瞿海源於

1989 年曾做過一項民意調查，其結果顯示：探親民眾贊成人民自決的為 7.7%，

比未去過大陸之本省籍一般民眾的 38.9%，以及外省籍一般民眾的 33.3%都要來

得低；探親民眾反對人民自決的為 63.8%，也都高於未去過大陸之本省籍一般民

眾的 25.5%，以及外省籍一般民眾的 48%。139 

(三)、人道因素 

1986 年 5 月 3 日的「華航王錫爵事件」，華航貨機機長因想念家人而飛往大

陸，對當時社會造成衝擊，一般社會大眾開始關心大陸來臺人士的思鄉之情。1987

年退伍老兵走上街頭，指控「國民黨當局」30 年來的大陸政策違反人性，不讓

大陸來臺人士與大陸親人有聯繫及探望的機會，使得老兵們「在深夜夢迴之時，

放枕痛哭，多少人等不及見到家人，客死臺灣，飲恨終身。」
140

 

                                                 
137 蔣經國(1992)，〈親如兄弟情同手足團結奮鬥安享民主〉，《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3 冊)，臺北：

行政院新聞局，頁 643-644。 
138 蔣經國說：「我也可以講我也是臺灣人了啊！來了 30 多年，一樣嘛！你吵吵鬧鬧，什麼遊行

啦！這有什麼結果呢？不會有結果的，得不到任何的好處，不能夠安居樂業。」紀錄片(2008)，

臺北：中天電視新聞臺：「馬英九與蔣經國」。 
139 瞿海源(1989)，《大陸探親及訪問的影響》，臺北：國家政策研究資料中心，頁 129。 
140 李松林(1993)，《蔣經國的臺灣時代》，臺北：風雲論壇，頁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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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經國於 1956 年至 1964 年擔任行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主任委

員，在長期與榮民相處 8 年多的時光中，培養出與榮民「情逾手足」的深厚情感。

蔣介石曾對蔣經國說：「你必須好好照顧退除役官兵，就像照顧自己的家人一

樣！」
141可見政府對榮民的關懷與照顧之情。但如今榮民走上街頭，希望政府開

放大陸探親，蔣經國基於昔日與榮民的情感，以及普世人道價值，最後提出開放

大陸探親政策。蔣經國在 1987 年接受《遠見》雜誌的專訪說：「政府同意國人前

往大陸探親，完全基於倫理親情的人道立場。」
142學者丁樹範也認為：蔣經國開

放大陸探親的其中一個因素，即是人道與內政的壓力。他說：「當時反對黨已動

員老兵爭取返鄉探親，使國民黨擔心喪失老兵的支持，開放探親乃具有化解社會

壓力，又能達到人道的目標。」
143在開放大陸探親後，基於人道立場144，對於三

親等的限制也將逐步放寬乃至取消，對於大陸同胞來臺的問題也將審慎研究。145 

(四)、蔣經國的人格特質因素 

蔣經國的「人格特質」，亦影響政府開放大陸探親政策，本章第三節即是探

討蔣經國的「人格特質」對於開放大陸探親的影響。 

 

 

 

 

 

 

                                                 
141 蔣經國(1992)，〈永生不滅的榮光〉，《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5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642。 
142 林蔭行主編(2006)，〈一個決心積極革新的年代—歷史性專訪蔣經國總統〉，《動力 20—關鍵年

代的人與事》，臺北：天下遠見，頁 127。 
143 丁樹範(1992)，〈民國七十六年以來大陸政策之回顧與評估〉，《大陸政策宣導與社會反應評估

研究報告》，臺北：二十一世紀基金會，頁 5-7。 
144 總統馬英九於「蔣經國先生與臺灣民主發展—紀念經國先生逝世二十週年學術研討會」開幕

致詞：「(大陸探親)最主要的原因是人道考量。……當年與大陸的關係是『三不政策』，但是

人道例外。」葛永光主編(2008)，《蔣經國先生與臺灣民主發展—紀念經國先生逝世二十週年

學術研討論文集》，臺北：幼獅，頁 221。 
145 黃嘉樹(1996)，《第三隻眼看臺灣—透視國民黨的臺灣經驗(1945-1988)》，臺北：大秦，頁

756-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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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蔣經國人格特質與兩岸關係的檢討與評價 

 

    「中美斷交」時期正是蔣經國擔任國家領導人的頭一年，雖然「中美斷交」

的原因甚多，但主政者所扮演的角色應具有重要的地位，本節首先探討蔣經國在

面對「中美斷交」事件所展現的「人格特質」為何？並探討蔣經國「人格特質」

對於「中美斷交」事件的影響；本節第二部分主要探討蔣經國在「開放探親」政

策所展現的「人格特質」為何？並探討蔣經國「人格特質」對於「開放探親」政

策的影響。 

 

壹、蔣經國面對中美斷交所展現的人格特質 

 

一、強烈的國家、民族及歷史使命感 

蔣經國在「中美斷交」後的半個月內，連續在公開場合重申「衝破當前的難

關，以完成我們在現階段歷史中艱鉅使命」。他說： 

 

我們所負的責任非常重大，我們決定不放棄對大陸的主權，誓必完成光復

大陸的使命。……經國願意堅定的說出內心的話，我將盡自己所有的一

切，來為同胞服務，為國家盡力，以消滅共匪，光復大陸，報答同胞！同

時希望我全黨同志，也共同團結努力，不辜負全國同胞的期望。
146我們深

知，國家的民主自由、社會的安定繁榮是用血汗建築而成的，所以當用全

力來加以維護。同時我們為了準備迎頭痛擊向我們前來侵犯的敵人，以及

防止各種顛覆、滲透活動，我們也必須要安定內部，加強防奸肅諜的重要

工作。作為一個有責任、有擔當、為國為民的政府，唯有肩負起這項艱鉅

的使命，才不辜負全民的付託。147面對今天國家民族艱難的非常處境，益

發加強了我們共同的歷史責任感。……結合我們全國的力量，來衝破當前

                                                 
146 蔣經國(1992)，〈任何情況下絕不與共匪談判〉，《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1 冊)，臺北：行政院

新聞局，頁 646。 
147 蔣經國(1992)，〈以非常的決心採取非常的行動來衝破目前的難關〉，《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1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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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難關，以完成我們在現階段歷史中艱鉅使命。148 

 

除了積極面對「中美斷交」事件，蔣經國對於中共、蘇俄及「臺灣獨立」問

題，已指出未來發展方向，並再一次確立「擴大憲政建設」、「反共」及「反臺獨」

為國家當前目標。他說： 

 

不論世局如何演變，以下三點立場絕不改變：第一、絕不與共匪談判。第

二、絕不與蘇俄來往。第三、所謂「臺灣獨立絕不可能。」希望大家記取

越南淪陷的慘痛教訓，時時警惕，千萬不要上共產黨的當。……我們還要

告訴和我們血肉相連、精誠交感的大陸同胞，不論世局如何變化，因為中

共偽政權是我們共同的敵人、唯一的敵人，所以我們始終堅持一貫的立場

和決策，我們和中共偽政權絕對沒有任何妥協談判的餘地，和任何共黨國

家，也都沒有來往接觸的可能，而我們復興基地尤其誠摰純潔、全面團結、

堅持光復大陸統一復興的奮鬥，絕無任何獨立自保觀念的偏差。
149 

 

 (一)、擴大憲政建設 

蔣經國認為「宏揚憲政」相當重要。他於 1978 年 12 月 25 日，在行憲三十

一週年紀念大會說： 

 

當此時局突變之際，更是迫切需要萬眾一心，以無比的毅力，果敢的行動，

來維護憲法的完整，保衛國家的安全。……中華民國憲法是全國國民選舉

的代表所制定的，憲法的尊嚴絕對不容損害。……進一步擴大憲政建設的

成果，一切措施都要以國家的安全和全民的利益為第一，也就是凡有益於

宏揚憲政反共復國的，必盡全力為之；凡有礙於宏揚憲政反共復國的，必

盡全力消除。150
  

 

                                                 
148 蔣經國(1992)，〈把我們的憲法完整的帶回大陸〉，《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1 冊)，臺北：行政

院新聞局，頁 653-654。 
149 蔣經國(1992)，〈今日急務在於爭取大陸同胞的自由生存〉，《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4 冊)，臺

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314-316。 
150 蔣經國(1992)，〈把我們的憲法完整的帶回大陸〉，《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1 冊)，臺北：行政

院新聞局，頁 653-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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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反共 

蔣經國對於和中共的談判問題，始終展現「堅定的原則和立場」。他說：「為

確保國家和人民的安全與利益，對於任何危害反共復國基本國策甚至足以動搖國

本的言論和行為，決不容許存在。……要為反共復國堅持到底，奮鬥到底！」
151

「我們堅持反共、自強、主權獨立、國家統一。」152「今天我們必須下大決心，

無論任何情況、任何變化，我們中國國民黨、中華民國政府，絕對不和共產黨和

談，這是我們堅定的原則和立場。」
153 

蔣經國在 1979 年元月 4 日，接受德國《明鏡週刊》駐香港特派員德薩尼的

訪問，再次分析不與中共談判的理由，他說： 

 

與共產黨談和，無異「與虎謀皮」。中南半島的赤化，即有力地證明了與

共產黨人談和之害。自由世界從此一血的教訓中，應認清共黨赤化世界的

目標從未改變，其所謂「和解」、「談判」，都祇是為了達到這個目標所使

用的不同手法，自無所愛於任何自由國家，更不會真正改變它們與自由世

界敵對的關係。中華民國政府從與中共半世紀的鬥爭經驗中，深深了解中

共隱藏在假面具之後的真正嘴臉，其利用各種技倆，企圖奪取臺灣的陰謀

從未曾間斷。為了保障臺灣的安全，為了恢復中國大陸八億人民的自由與

權益，我們決盡一切力量，反共到底，絕不與共匪談判。
154 

 

蔣經國曾說：「敵人想以『和談』來誘脅我們，我要再度斬釘斷鐵地忠告國

人：我們決不與共匪談判，否則就是自取滅亡。相反的，祇要反共到底，就能復

國。」155他又說： 

 

                                                 
151 蔣經國(1992)，〈把我們的憲法完整的帶回大陸〉，《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1 冊)，臺北：行政

院新聞局，頁 655。 
152 蔣經國(1992)，〈中國國民黨永遠和民眾在一起〉，《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3 冊)，臺北：行政

院新聞局，頁 41。 
153 蔣經國(1992)，〈任何情況下絕不與共匪和談〉，《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1 冊)，臺北：行政院

新聞局，頁 646-647。 
154 蔣經國(1992)，〈我們有信心面對挑戰克服困難〉，《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4 冊)，臺北：行政

院新聞局，頁 335。 
155 蔣經國(1992)，〈是中華兒女拿出最大決心與力量的時候〉，《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3 冊)，臺

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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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堅守民主陣容的立場，無論在任何情況、任何壓力、任何變化之

下，絕不與中國共產黨談判，也絕不考慮與任何共黨政權交往。……任何

危害反共復國基本國策，足以動搖本國的言論和行為，必須徹底予以遏止

消除，以確保國家和人民的安全與利益。……我們中華民國到今天所以能

生存，有前途、有希望、有信心，主要正因為中華民國政府在世界上是堅

決反共、不與任何共黨妥協的精神堡壘。因此我們在任何情況下，絕不與

匪和談，也絕不考慮與任何共黨政權來往。
156 

 

1979 年元月 1 日，中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發表《告臺灣同胞書》，提議兩岸

開放經貿、旅行和通訊。北京的「對臺辦」負責人廖承志也發表一封致蔣經國的

公開信，提議國、共第三次合作，完成中國統一大業。
157此外，鄧小平更認為美

國與中共建交，即使沒有達成美國停止對臺軍售的目標，但對於「兩岸關係」的

政治動態已經產生根本性的變化，臺灣當局有可能與中共談判，甚至和解。 

雖然蔣經國知道擴大兩岸經濟、社會、文化的交流，對臺灣長期而言應是利

大於弊(例如：提升臺灣在大陸地區的形象與影響力，有效促進大陸正在萌芽的

民主運動等)。158不過，他也認為兩岸正式交流的時間尚未成熟，此時臺灣內部的

團結與穩定應是最優先要務，即使中共不斷釋出善意，仍然宣佈「不談判、不接

觸、不妥協」的「三不政策」，以因應中共的統戰。蔣經國說：「我們絕不和共匪

談判，絕不和共匪妥協，臺灣海峽的這一邊，我們行的是仁政，臺灣海峽的那一

邊，共匪行的是暴政，我們要大陸同胞都有自由，不被奴役，都有和我們同樣同

等自由、民主、豐足的生活方式。」
159一直到 1980 年代，蔣經國才打算逐步修正

                                                 
156 蔣經國(1992)，〈任何情況下絕不與共匪和談〉，《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1 冊)，臺北：行政院

新聞局，頁 648-649。 
157 廖承志與蔣經國在 1920 年代曾經是上海同學，他所主持的「對臺辦」在中國各省遍設分支機

構，建制到達縣市級。各地「對臺辦」雇用至少 10 萬名幹部，大部分是舊國民黨員、國軍

軍官或他們的眷屬親友。「對臺辦」向臺灣、東南亞，以及全世界的華人親友發動信海攻勢，

呼籲兩岸修好。陶涵(Jay Taylor)著，林添貴譯(2000)，《臺灣現代化的推手—蔣經國傳》，臺

北：時報，頁 377-378。 
158 陶涵(Jay Taylor)於 1995 年至 1998 年間，訪談蔣經國在 1979 年至 1987 年若干親信部屬，這

些受訪人士包括：王昇、李煥、錢復、蔣彥士、馬英九、余紀忠、楚崧秋、馬樹禮、邵玉銘、

宋楚瑜等人。同前註，頁 380。 
159 蔣經國(1992)，〈中國國民黨永遠和民眾在一起〉，《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3 冊)，臺北：行政

院新聞局，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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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不政策」。160  

(三)、反臺獨 

蔣經國曾說明政府的目標：「大陸是我們的領土，主權屬於中華民國，臺灣

當然是中華民國的領土，凡是妄言臺灣獨立的，就是背叛與出賣自己國家和民

族，我們絕不容這種思想、組織和行動，絲毫存在於復興基地。」
161「我們反對

『臺獨』的意識，因為偏安不能自保，分裂必將滅亡，我們必須以臺灣地區為中

心，放射三民主義的光輝，要求全中國大陸國土自由化、民主化、中國化的獨立

和統一。」
162 

蔣經國除了確立國家當前的目標—「擴大憲政建設」、「反共」及「反臺獨」

外，更提出全面性的國家政策。他說：「中華民國反共復國的基本國策永遠不會

改變；眼前的艱困，不但不足以絲毫動搖我們的信念與決心，並且我們以後必將

要以更積極、更勇敢、更堅定的作法，來執行我們的國家政策。也就是在政治上

堅守民主陣容，保障人權；經濟上加強建設，保持穩定發展；軍事上充實國防，

確保國家安全。」
163 

由上述可見，蔣經國面對「中美斷交」事件，深謀遠慮地指出國家未來的發

展方向，發揮「強烈的國家、民族及歷史使命感」的「人格特質」。 

 

二、樂觀、信心、決心、勇敢 

即使「中美斷交」已成事實，但蔣經國對於兩國人民的關係，始終保持友好

及「樂觀」的態度。他說：「我們深感中華民國和美國多方利益相共，中美兩國

人民的密切關係永遠不能中斷。」
164「不要以為，美國與我斷交，就與自由世界

脫離了關係；相反的，我們更要加強與美國民間的關係，以及自由世界的實質關

                                                 
160 陳納德將軍的遺孀陳香梅說：「1981 年我到北京的時候，鄧小平對我說，妳有機會的話，希

望妳跟蔣經國先生講講，讓退役軍人能回到大陸去探親，經國先生他非常大量，他說這件事

情可以考慮。」紀錄片(2009)，臺北：中天電視新聞臺：「七海寓所的主人—蔣經國的故事」。 
161 蔣經國(1992)，〈任何情況下絕不與共匪和談〉，《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1 冊)，臺北：行政院

新聞局，頁 648。 
162 蔣經國(1992)，〈中國國民黨永遠和民眾在一起〉，《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3 冊)，臺北：行政

院新聞局，頁 41。 
163 蔣經國(1992)，〈我們將以更積極更勇敢更堅定的作法執行國家政策〉，《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4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357；蔣經國(1992)，〈是中華兒女拿出最大決心與力量的

時候〉，《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3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25。 
164 蔣經國(1992)，〈祇要堅強團結必能抵禦外來的衝擊〉，《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4 冊)，臺北：

行政院新聞局，頁 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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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這才能完成我們的使命。」165「我們堅守民主陣容，美國與我們斷交，造成

了歷史上的大錯，但是我們不要犯錯。我們不但永遠與自由站在一邊，而且更要

加強聯繫。我們今後要與愛好自由、反共和支持我們的美國友人和一般人民進一

步結合在一起，贏得他們的尊重、同情和支持，為共同理想而奮鬥。」
166「我們

重視國際間所有的友情和厚誼，我們要擴大和自由民主國家的一切關係，我們要

自助而人助，得道而多助。」
167蔣經國在 1979 年元月 12 日，接見美國眾議院議

員訪問團說：「中華民國與美國的關係，歷史悠久，兩國人民友誼摯厚，此種友

誼將永遠存在，因為中美之間有共同的理想、社會制度和生活方式，在共同利益

上發展兩國的關係。」
168 

蔣經國不僅希望與美國人民保持友好的關係，他更「希望美國人民喚醒美國

當局的良知」。1979 年元月 25 日，蔣經國回答美國《幸福》雜誌的編輯羅萬說： 

 

儘管今天美國政府已決定與中華民國斷交，本人仍然堅信，美國繼續與中

華民國保持各方面良好的關係，仍然是符合美國本身的利益。本人深信中

美兩國人民之間的友好關係是任何人所不能破壞的。……中美兩國不幸斷

交，但中美兩國人民一向友好，因為彼此間有共同的利益，同時中美兩國

追求民主自由的理想也完全一致，在這個基礎上，中美兩國人民應繼續加

強合作並增進友好關係。本人深知，這次美國政府宣佈與匪「建交」，乃

是卡特政府的一項錯誤決定
169，絕不代表美國民意。……希望美國人民喚

醒美國當局的良知，維護中美兩國人民的友誼。170 

                                                 
165 蔣經國(1992)，〈任何情況下絕不與共匪和談〉，《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1 冊)，臺北：行政院

新聞局，頁 647。 
166 同前註，頁 649。 
167 蔣經國(1992)，〈中國國民黨永遠和民眾在一起〉，《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3 冊)，臺北：行政

院新聞局，頁 41。 
168 蔣經國(1992)，〈中美兩國宜在共同利益上增進彼此關係〉，《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4 冊)，臺

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339。 
169 蔣經國曾理性分析世界局勢。1979 年元月 2 日，蔣經國回答《紐約時報》駐亞洲特派員卡姆

的訪問時，認為「中美斷交」將使美國在外交上遭到 3 項不利。他說：「第一、與北平接近

對於美國與蘇俄之間的和解將無助益。中共將使用一切手段，包括戰略及戰術的運用，以製

造、加強及擴大美國與蘇俄之間的衝突。第二、中共將破壞美國與東南亞、非洲及拉丁美洲

國家的關係，其目標在使全國孤立，與『第三世界』失去聯繫。第三、中共將利用與美國之

間的新地位，藉增加在美國社會中的接觸，進行滲透及顛覆。」蔣經國(1992)，〈美國誤把敵

人當朋友必受其害〉，《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4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332。 
170 蔣經國(1992)，〈希望美國人民喚醒美國決策當局良知〉，《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4 冊)，臺北：

行政院新聞局，頁 340-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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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年 2 月 15 日，當中美兩國決定設立新機構以維持雙方關係時，蔣經國說：

「美國國會和廣大的民眾之中，到處散發出正義之聲，給我們溫暖的同情和熱烈

的支持，顯示出中美兩國人民的深厚情誼，也指出了公理自在人心。……中美兩

國人民間悠久而緊密不可分的關係勢須繼續維繫。」
171 

蔣經國並以數據來證明多數美國國會議員、輿論界及民間反對「中美斷交」

的決定。他說：「美國卡特總統在宣佈和我們中華民國斷交之後，在美國國會、

輿論界、民間，引來很大的反應。白宮宣佈，這幾天來所收到的信件，反對和贊

成斷交的是四與一之比，由此可以充分顯示美國對我廣大的友誼。」
172 

「中美斷交」一年後，蔣經國於 1980 年元月 23 日，接受義大利《新紀事日

報》國際特派員泰隆費拉的訪問，說明兩國民間交流益加熱絡。他說：「中美兩

國曾有長期的合作關係，雖然卡特政府於六十七年十二月間片面宣佈與我國斷

交，但兩國人民仍存有深厚的友誼與交往，過去一年來的事實證明，在經濟、文

化等各方面的實質關係上，有增無減，今年兩國貿易更有顯著的增加。」
173 

蔣經國在回答美國《時代》雜誌駐東南亞地區辦事處主任克拉克的訪問時，

曾經回憶他在「中美斷交」期間的處世哲學。他說： 

 

我們始終是樂觀的。我個人的哲學是愈艱苦，愈要奮鬥。祇要我們能繼續

努力，必能克服所有艱阻。在最近一次演講中，個人曾強調面對新情勢的

三個要點。先求穩定以確保生存；再集全力於發展與開拓；最後必能勝利

與成功。……我在年輕時有位偉大的業師吳稚暉先生。有一次我向他抱怨

遭遇的困難時，他告訴我說：「如果沒有困難等你解決，要你幹什麼？」……

還有許多的問題等著。174 

 

此外，蔣經國在面對「中美斷交」危機時，對中國國民黨所領導的政府充滿

「信心」。他說： 

                                                 
171 蔣經國(1992)，〈我們將以更積極更勇敢更堅定的作法執行國家政策〉，《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4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356。 
172 蔣經國(1992)，〈匪偽赤化世界陰謀未變〉，《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4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

局，頁 327-328。 
173 蔣經國(1992)，〈我們有信心有能力粉碎中共顛覆陰謀〉，《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4 冊)，臺北：

行政院新聞局，頁 481。 
174 蔣經國(1992)，〈祇要堅強團結必能抵禦外來的衝擊〉，《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4 冊)，臺北：

行政院新聞局，頁 407-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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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非常時期，自美匪建交，美國與我終止外交關係後，已成為一個

新的局面與形勢。我們黨在過去八十多年中，遭遇這種危急存亡之秋的情

況，已經不知多少次，而黨仍然能夠生存，而且不斷的有發展，就是因為

有  總理手創的三民主義，有  總裁領導革命不屈不撓的歷史，現在又有

許多同志繼續不斷的奮鬥，所以我們對黨不但有信心，而且感覺未來責任

重大。我們不要只看到自身的困難，敵人的困難不知比我們多過多少倍，

我們勝利的機會遠超過敵人，因為我們所走的道路是正確的。
175 

 

對於政府打算在 1979 年元旦開始實施的觀光護照問題，原本中央銀行總裁

俞國華考量「中美斷交」後，黑市美元匯率高漲，不少資金可能外移，如果開放

出國觀光，將使得國家外匯存底造成重大衝擊，因此建議暫停開放。不過蔣經國

卻認為在此艱難時刻，人民對政府的信心比平日更殷切，如果開放出國觀光按期

實施，則民眾對政府將更有信心；同時，我國外匯存底禁得起出國觀光的需求，

甚至在短時間內增加外匯存底。最後蔣經國展現堅決的「信心」，按期開放出國

觀光，以安定民心。
176 

除了展現「樂觀」的態度與堅決的「信心」外，蔣經國特別重視國民精神建

設。他說： 

 

除了鞏固國防，發展經濟，加強各項有形的國家建設之外，今天最要緊

的應該是首先健全我們的心理建設，也就是國民精神建設，激奮每個人

的良知，痛下「革心」的功夫，以確立國民獨立自主的思想為基礎，來

強固我們在艱彌厲的定力。人人愛國，人人報國，人人救國，普遍激發

國民的愛國行動，蔚為巨大的救國力量，是國民精神運動的第一步。177 

 

蔣經國也鼓勵海外僑胞、留學生、學人及三軍將士，渡過「中美斷交」危機。

                                                 
175 蔣經國(1992)，〈一致努力使黨成為堅強戰鬥體》，《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4 冊)，臺北：行政

院新聞局，頁 350。 
176 錢復(2005)，《錢復回憶錄—外交風雲動》(第 1 卷)，臺北：天下遠見，頁 411。 
177 蔣經國(1992)，〈爭取必勝必成革命新機〉，《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3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

局，頁 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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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說： 

 

海外同胞、留學生、學人，他們對美匪建交也深感痛苦，但是他們卻不灰

心，他們高呼自己是中華民國的國民，是中華民國的僑胞。我們要設法安

慰他們、鼓勵他們，保持更密切的關係，激勵同仇敵愾的心理，作更大的

努力，來渡過今天的難關。我們的三軍將士，對於美匪建交，格外的感到

悲憤，他們在表現上，是對國家的忠貞、沈著，和團結、堅定，決心拿自

己的生命、武器，與敵人作戰，要在戰爭中獲勝。我們要慰勉他們，一致

努力，來加強軍事力量，鞏固我們的國防，俾在今後反共復國聖戰中，擔

當更重要的任務。
178 

 

對於大陸同胞，蔣經國鼓勵他們「不要灰心、不要失望、不要憂慮！」他說： 

 

大陸同胞在共匪三十年暴虐統治之下，受盡苦難，無時無刻不在爭取自

由，爭取生活的改善。現在美國與共匪建交，大陸同胞的心情一定非常沈

重，非常失望，非常悲憤，這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因此本黨和政府要向大

陸同胞說明：不要灰心，不要失望，不要憂慮！我們中國國民黨、中華民

國政府一定和他們一起，對共匪偽政權奮戰到底。179 

 

由此可見，蔣經國在面對「中美斷交」事件，不僅自身展現「樂觀」的態度

與堅決的「信心」，更重視國民精神建設，為海外僑胞、留學生、學人及三軍將

士打氣；甚至鼓勵大陸同胞「不要灰心、不要失望、不要憂慮！」以共同渡過國

家危急存亡之秋。 

此外，蔣經國展現堅定的「決心」與「勇敢」面對挑戰的「人格特質」180，

鼓勵國人「要以非常的決心，採取非常的行動，團結一致」，來面對「中美斷交」

事件，「衝破目前的難關」。他說： 

                                                 
178 蔣經國(1992)，〈任何情況下絕不與共匪和談〉，《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1 冊)，臺北：行政院

新聞局，頁 646。 
179 同前註，頁 645。 
180 「中美斷交的時候，總統府的深夜，燈火通明，蔣經國勇敢面對變局，運籌策劃渡過這個危

疑震撼的關頭，最後終於讓美國的國會影響當時的卡特政府，制訂了美國國內法《臺灣關係

法》。」漆高儒(1997)，《蔣經國評傳—我是臺灣人》，臺北：正中，頁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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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正是我中華兒女為了自身安全與幸福，為了國家前途與人類正義，拿出

最大決心與力量的時候。什麼是最大決心？一切靠自己，為自由與生存與

敵人共匪奮戰到底，這就是我們最大的決心；什麼是最大力量？人人堅定

沈著，發揚民族正氣，加強精神武裝，精誠團結，支持政府，奮鬥到底，

就是我們最大的力量。亦唯有憑藉這決心和力量，才能真正保障我們每個

人和國家的安全。
181祇要我們堅持反共復國的基本國策，以實踐三民主義

為不變方針，憑藉決不動搖的信念，在此世局洪流中保持勇氣，剛毅不屈，

就必能克服一切困難，達成我們的目標。182 

 

1978 年 12 月 18 日，蔣經國在中國國民黨第 11 屆中央委員會指示： 

 

我們要堅確體認，當前這個難關，是國民革命過程中最後的一個難關，祇

要衝破了這個難關，迎面而來的就是勝利，現在就是真心誠意為國效命、

為民服務的非常時刻，我們全黨同志都是屹立如山，絕不搖撼的強者，我

們要以非常的決心，非常的行動，來衝破這一難關，開創新的機勢，深信

我們必能在自己的手中，得到反攻復國最後的勝利成功！
183 

 

「中美斷交」一個多月後，蔣經國於 1979 年 2 月 10 日，在中國國民黨新舊

任正副主管工作會談說： 

 

我們黨國能長期奮鬥下去，有光明的前途，就因為我們黨的氣是長的，「我

們的氣是長的」這句話，意思包括：我們有勇氣、有決心、有毅力，有不

屈不撓的奮鬥精神。今天，我們祇要抱持決心，就必會獲得最後的成功。

我們現在可以說完全是靠自己，但我們絲毫不感到氣餒。……要靠自己的

                                                 
181 蔣經國(1992)，〈是中華兒女拿出最大決心與力量的時候〉，《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3 冊)，臺

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24。 
182 蔣經國(1992)，〈以非常的決心採取非常的行動來衝破目前的難關〉，《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1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650。 
183 蔣經國(1992)，〈精誠團結肝膽相照一心一德共赴國難〉，《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1 冊)，臺北：

行政院新聞局，頁 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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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氣。了解這一道理，來與共匪鬥爭，則勝利必屬於我們。184 

 

即使在「中美斷交」一年後，蔣經國於 1979 年 12 月 10 日，主持中國國民

黨第 11 屆中央委員會時，依舊鼓勵國人說： 

 

這一年是本黨歷史上最艱險的一年，對我們國家自立自強的意志，對我們

全體國民團結奮鬥的毅力，對本黨貫徹革命目標的信念，以及我們今後在

自由世界以及反共前鋒為己任的決心，都是一段最為嚴酷的考驗。……我

們始終深深自信，祇要我們莊敬自強，處變不驚，腳踏實地，堅守立場，

不虛矯，不倚賴，把國家的命運，牢牢掌握在國人自己手中，就必能得到

最後的成功。
185 

 

由上述可知，蔣經國在擔任總統時，雖然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局—「中美斷

交」，不僅沒有絲毫畏懼與退縮，更展現「樂觀」、「信心」、「決心」、「勇敢」的

「人格特質」，帶領國人「以非常的決心，非常的行動，來衝破這一難關，開創

新的機勢。」 

 

三、腳踏實地的務實取向 

面對「中美斷交」，蔣經國首先強調國人精誠團結的重要性。他在 1978 年 12

月 18 日，主持中國國民黨第 11 屆中央委員會說：「我們所需要的就是精誠團結，

肝膽相照，一心一德，共赴國難。……經國謹以赤誠的心意，號召大家團結奮鬥，

因為沒有一個團結的國家會被打倒，也沒有一個團結的黨，會招致失敗。」186此

時海內外同胞在蔣經國的號召下，立即發起愛國捐獻救國行動，金額達 20 餘億

元。政府將這筆捐款全數用來購買 F-5E 戰機，並成立自強中隊。187 

                                                 
184 蔣經國(1992)，〈一致努力使黨成為堅強戰鬥體》，《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4 冊)，臺北：行政

院新聞局，頁 350-351。 
185 蔣經國(1992)，〈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2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

頁 120-121。 
186 蔣經國(1992)，〈精誠團結肝膽相照一心一德共赴國難〉，《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1 冊)，臺北：

行政院新聞局，頁 643-644。 
187 自中(共)美建交後，我海內外同胞熱烈捐輸，捐助國防基金達 20 餘億元，政府為使全國同胞

所捐基金能作最有效用途，特由辜振甫等人擔任董事，組成「國防工業發展基金會」。胡為真

(2001)，《美國對華「一個中國」政策之演變》，臺北：臺灣商務，頁 90；《中央日報》，1979.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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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經國又於 1979 年 5 月 21 日，回答美國《時代》雜誌駐東南亞地區辦事處

主任克拉克的訪問說：「在過去幾個月內，我們一直運用各種可能方法，在經濟、

軍事、社會及政治方面鞏固我們的國家，並以各種可能步驟團結全國上下。我們

認為祇要內部能堅強團結，必能抵禦外來的衝擊。」
188 

雖然「中美斷交」已成定局，但蔣經國總能以「務實」而積極的態度，試圖

在「中美斷交」的逆境中，找出最有利的做法，將傷害減到最低。他說：「我們

曾以各種方法阻止其成為事實，但終於發生。我們的首要工作為面對這件事實，

處理其對我國所造成的危機，特別是對社會的不良影響。我們必須採取行動，使

不幸後果減至最低程度。」
189又說：「中美斷交雖已成為事實，但祇要我們能好

好的掌握運用，貫徹既定國策，同時從事新的發展，必能轉危為安。」
190 

蔣經國也告訴部屬不必擔心，只要站穩腳跟、加倍努力，並保持一貫的「務

實」作風，專注加強外人來華投資。191他說：「我們在萬分沉痛的心情下，操危

慮患，與美方折衝交涉，為的是要盡一切可能，來維護國家和人民的權益，以期

減少由這不幸悲劇所造成的損害。」192 

最後蔣經國確立繼續與美國維持長久而「務實」的關係193，他說：「美國片

                                                                                                                                            
版 10。 

188 蔣經國(1992)，〈祇要堅強團結必能抵禦外來的衝擊〉，《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4 冊)，臺北：

行政院新聞局，頁 401。 
189 同前註。 
190 蔣經國(1992)，〈要做長期的計畫長期的奮鬥〉，《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9 冊)，臺北：行政院

新聞局，頁 240。 
191 陶涵(Jay Taylor)著，林添貴譯(2000)，《臺灣現代化的推手—蔣經國傳》，臺北：時報，頁 372。 
192 蔣經國(1992)，〈我們將以更積極更勇敢更堅定的作法執行國家政策〉，《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4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356。 
193 原本楊西崑在與美方交涉時，堅持政府對政府的對等關係，但美國外交官則堅持「非官方」

關係的形式，同時國務院要脅，雙方若不能在 1979 年 3 月 1 日以前達成協議，美國政府將停

止在臺灣的一切作業，並關閉中華民國在美各地總領事館。此時蔣經國指示楊西崑以「務實」

的方式與美國進行談判，使中美關係不致中斷，他說：「現在談判仍在進行之中，雙方有許多

問題要談，而先決的是兩國互設機構的問題，因為有了機構才能處理兩國間其他的關係。談

判期間經過很多波折，彼此都不同意對方所提的辦法。到最近我們討論各方情形，才作了一

個決定，先決定互設機構使中美關係不致停頓。然後五十多種條約才能繼續下去。」最後蔣

經國授權楊西崑接受與美國非官方關係的架構—美方設立「美國在臺協會」(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簡稱 AIT)，臺灣駐華府辦事處則稱為「北美事務協調委員會」(Coordination Council 

for North American Affairs，簡稱 CCNAA)。在中美雙方達成互設「美國在臺協會」及「北美事

務協調委員會」之前，蔣宋美齡和她的外甥孔令侃在 1976 年 12 月 16 日起，即不斷透過電話，

鼓勵美國友人制止卡特的計劃。不過在楊西崑抵達華府後，似乎不被蔣宋美齡信任，她告訴

楊西崑說：「你最好別處理對美國人交涉」。但楊西崑則回答說：「他奉總統之命來美國交涉，

有責任做好工作。」最後中美雙方達成協議時，蔣宋美齡還責備楊西崑讓步太多。不過蔣經

國則在楊西崑返回臺北時，親自到機場迎接，表示他支持楊西崑的決心。陶涵(Jay Taylor)著，

林添貴譯(2000)，《臺灣現代化的推手—蔣經國傳》，臺北：時報，頁 375-376；蔣經國(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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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宣佈與我國終止外交關係，承認共匪偽政權，我們面對現實，為了繼續奮鬥，

求取最後的勝利成功，決定與美國繼續保持各種關係，同意與美國進行談判。」

194又說： 

 

中美兩國由於多年來的友好與同盟，早已發展多方面的密切關係，所以維

持文化、技術、經濟與貿易等關係符合雙方的利益。但是，我們不能以此

為滿足，就我們的立場而言，應該保持全面的關係。我們相信我們的立場

也符合美國國會、輿論界及廣大人民的利益。……基於中美兩國在傳統上

的友誼，我們希望美國國會和民間人士督促美國政府，繼續加強與中華民

國的文化、經濟、技術、科學及貿易等關係，售給我們更新更精密的武器，

進一步促進政治的關係，以維護我們國家的安全。
195 

 

蔣經國認為：「中美斷交一事，並非就此結束，兩國今後的關係，可能比前

更為頻繁、更加繁雜，我們必要處理得非常周密妥當，才能獲致實質的利益。……

今天我們所需要的，不是五分鐘的熱度，而是要作長期的計畫，本著死裏逃生的

精神，作長期的奮鬥。」196因此，蔣經國使用兩種方法，一方面與美國行政部門

談判，一方面向美國國會裡的臺灣友人申訴。卡特政府一開始向國會提出《臺灣

授權法》(Taiwan Enabling Act)，打算與臺灣協議非官方關係，這項草案訂定美國

與中華民國之間 60 多項條約及協定繼續有效，包括出售濃縮核子燃料給臺灣，

作為核能發電反應爐的原料，不過對於臺灣安全的保障則隻字未提。因此，共和

黨與民主黨的國會議員提議修改《臺灣授權法》，更名為《臺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 Act)197，此法提供類似「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對臺灣安全的承諾，其內容

                                                                                                                                            
〈與美互設機構以保持兩國各種關係是為了求取我國反共最後的勝利〉，《蔣經國先生全集》

(第 14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355。 
194 蔣經國(1992)，〈與美互設機構以保持兩國各種關係是為了求取我國反共最後的勝利〉，《蔣經

國先生全集》(第 14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355。 
195 蔣經國(1992)，〈匪偽赤化世界陰謀未變〉，《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4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

局，頁 327-328。 
196 蔣經國(1992)，〈要做長期的計畫長期的奮鬥〉，《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9 冊)，臺北：行政院

新聞局，頁 240-241。 
197 This Act shall be effective as of January 1, 1979, Approved April 10, 1979. 
   美國眾議院在 1979 年 3 月 28 日以 339 票比 5 票，參議院在 1979 年 3 月 29 日以 85 票比 4

票，通過國會版《臺灣關係法》，該法於 1979 年 4 月 10 日遞交卡特總統簽署，然生效日期仍

追溯至 1979 年元月 1 日。《臺灣關係法》中討論最重要的議題包括：臺灣的主權或民族國家

狀態、臺灣的安全、臺灣經濟的健康發展、臺灣的民主與人權，以及國會的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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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美國與北京建立外交關係，係奠立在期待臺灣的未來以和平方式決定的基

礎之上；任何試圖以非和平方式，包括杯葛或禁運，解決臺灣的未來之作

為，將被美國視為對西太平洋和平與安全的威脅，構成美國嚴重關切；美

國不會理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觀點，將繼續提供防衛武器給臺灣；美國將

抵抗針對臺灣的安全或社會經濟體制施加的任何形式之脅迫行徑。
198 

 

美國對臺灣安全的保障範圍涵蓋杯葛與禁運，超過原有「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的規定。同時，原本只允許我方在美國設置 4 個辦事處，最後則維持 8 個「非官

方」辦事處，即使雙方關係非官方機構，但美方默認臺北的公開聲明，使得「美

國在臺協會」(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簡稱 AIT)
199和「北美事務協調委員會」

(Coordination Council for North American Affairs，簡稱 CCNAA)200的運作具有官方性

質。201 

1978 年《時代周刊》選出鄧小平為年度風雲人物，同年元月 29 日，鄧小平

抵達美國訪問 6 天，「風靡了美國人民」，儘管他受到熱切歡迎，但美國保守派和

自由派參議員(包含打算在 1980 年向卡特挑戰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愛德華．甘迺

迪)決定聯手支持美國持續信守對臺灣的承諾。因為美國憲法明訂參議院對總統

                                                                                                                                            
   John Copper (1992), China Diplomacy: The Washington-Taipei-Beijing Triangle, Colorado: 

Westview, pp.16-17. 
198 陶涵(Jay Taylor)著，林添貴譯(2000)，《臺灣現代化的推手—蔣經國傳》，臺北：時報，頁 376。 
199 「關於在臺協會首任理事長人選，美方提名丁大衛(David Dean)，在徵求我方意見時，我國尊

重美國提議，立刻覆文歡迎丁大衛來臺履新。」王麗美(1994)，《報人王惕吾—聯合報的故事》，

臺北：天下遠見，頁 170。 
200 「北美事務協調委員會」駐華代表處首任代表夏功權，就是 1949 年國民政府撤退來臺時，陪

同蔣介石父子的飛行員、領航員。但依據王惕吾的說法，原本首任代表應是錢復，但是美方

派副國務卿克里斯多福率代表團來臺協商兩國斷交之後的關係事誼，我方由外交部常務次長

錢復在機場迎接，但松山機場聚集 3 萬多名憤怒的群眾，曾以石頭、雞蛋和蕃茄等向克里斯

多福的座車投擲攻擊。紛亂之中，曾使他遭受不小的驚嚇。此外在臺交涉的幾天中，代表中

華民國政府協商的正是外交部次長錢復。這段不愉快的經驗，克里斯多福牢記在心，當「北

美事務協調委員會」的人事案公文到了國務院，也許克里斯多福仍對錢復無法釋懷，因此以

消極的態度來處理這件人事案，文件因此被擱置。當時負責中美事務的國務院官員有心解

危，再度透過聯合報駐美特派員施克敏向王惕吾轉達事態緣由，並提供可資解決的建議：「錢

復目前是不被接受的人選，這一點已經非常明白。貴國最好另提其他人選，否則，此案恐怕

將長期擱置。」王惕吾因此將這則消息告訴新任外交部部長蔣彥士，蔣經國第二天即決定新

的人選，以夏功權代替錢復。王麗美(1994)，《報人王惕吾—聯合報的故事》，臺北：天下遠

見，頁 171-172。 
201 陶涵(Jay Taylor)著，林添貴譯(2000)，《臺灣現代化的推手—蔣經國傳》，臺北：時報，頁 377。 



蔣經國人格特質與臺灣政治發展(1972-1988) 

 368

執行外交政策有諮商及同意(Advise and Consent)的權力，然而行政部門在決定中

止「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之前，並沒有和他們諮商。此時高華德參議員私底下提

議國民政府發動全面遊說工作，爭取維繫共同防禦條約及政府對政府的關係；甚

至有某些國會議員趕往臺灣，表達對臺灣當局的支持。
202 

此外，蔣經國極力運用美國國會對卡特政府的反彈。首先他批准行政院院長

孫運璿公開促請美國國會議員保護臺灣利益，同意在美國展開另一波的公關活

動，並派外交部次長楊西崑抵達華府，指示他堅持某種程度的非外交官方關係，

即使是聯絡辦事處或總領事館都可以。蔣經國避免與卡特政府攤牌對決，美國參

議員杜爾(Robert Dole)主張「以實力爭取和平聯盟」，邀請蔣經國立即到美國與卡

特政府對抗，美國傳統基金會也主張把卡特總統與鄧小平的協議作廢，但皆受到

蔣經國的婉謝，不過這也使得他遭受國內及美國保守派人士的強烈抨擊。即使如

此，蔣經國仍展現「務實」且彈性的做法，他「理解與美國民主黨撕破臉決裂，

是大錯特錯。臺灣仍需要在美國爭取廣泛的同情。」
203 

 

四、重視忍耐的功夫204 

在「中美斷交」時，蔣經國於 1978 年 12 月 16 日凌晨冷靜聽取美國駐華大

使安克志的報告後205，「表現相當鎮靜」206，當即以堅定的口氣指責美方的背信行

為，「美國將會後悔這項決定」。207他告訴安克志：「美國此一決定，是一項錯誤，

等於出賣中華民國，是違約背信的行為。」208蔣經國隨即於當天，在中國國民黨

                                                 
202 同前註，頁 374-375。 
203 同前註，頁 375。  
204 蔣經國面對「中美斷交」，展現寬闊的胸襟與良好的風度。根據陶涵(Jay Taylor)的記載：「一

九七九年一月一日，美國與中國正式開啟外交關係新紀元。早先幾天，安克志大使晉見蔣經

國辭行，蔣表現良好風度，頗為和善。」陶涵(Jay Taylor)著，林添貴譯(2000)，《臺灣現代化

的推手—蔣經國傳》，臺北：時報，頁 373。 
205 「安克志轉述了美國關於美臺關係的立場：(一)、美臺斷交後，美將與臺灣保留實質與人民

之間的關係；(二)、美臺關係將以非官方的機構來協調；(三)、除『共同防禦條約』以外的現

有雙邊條約將繼續有效；(四)、美國政府將繼續選擇性地出售防禦性武器給臺灣；(五)、美國

將派代表團赴臺灣洽商雙方新關係的架構。」沈劍虹(1986)，《使美八年紀要—沈劍虹回憶

錄》，臺北：聯經，頁 187-188。 
206 「(胡為真)隨同沈昌煥部長赴七海官邸，在會議期間坐於附近聽到整個過程，同時在座者有

宋楚瑜和周應龍兩位先生，清晨會議結束後，見到蔣總統神態安靜，並無任何激動、憤怒、

緊張的表情。」胡為真(2001)，《美國對華「一個中國」政策之演變》，臺北：臺灣商務，頁

90。 
207 陶涵(Jay Taylor)著，林添貴譯(2000)，《臺灣現代化的推手—蔣經國傳》，臺北：時報，頁 371。 
208 蔣經國(1992)，〈團結一致堅定信心渡過難關扭轉局勢〉，《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9 冊)，臺北：

行政院新聞局，頁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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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屆中常會第 4 次臨時會議指示：「使民心安定、軍事安定、社會安定。……

祇要大家團結一致，堅定信心，保持毅力，一定可以渡過難關，扭轉局勢。……

危機即是轉機。……祇要堅持國策，苦撐待變，時機必會到。我們祇要保持鎮定，

力圖進展，本著  總裁『莊敬自強』的遺訓。」
209來勉勵國人「處變不驚」，並

在會中決議採取 3 項措施以穩定人心。
210 

同年 12 月 20 日，蔣經國在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工作會議指示：「昨天美

方徵求我方同意其派遣特使團前來商談，我們已予同意，雙方即開始談判各項相

關問題。談判的範圍，將包括加強中美人民的關係，乃至軍事方面的問題。我們

必須沈著、冷靜來談判，以期使談判獲致預期的效果，為國家獲致最高的利益。」

211 

蔣經國於 1979 年 5 月 21 日，回答美國《時代》雜誌駐東南亞地區辦事處主

任克拉克的訪問：「十二月十六日起，有兩個星期的情形最不穩定。但當政府宣

佈了應變的斷然措施後，這種情況已告穩定。在那兩週內，股票市場跌落，美金

黑市價格隨之上漲。許多國內及國外投資人好像在重新考慮是否繼續在中華民國

投資。……在處理此一危機時，美匪宣佈建交的頭兩個禮拜最為艱難。」212 

面對「中美斷交」，蔣經國雖然「重視忍耐的功夫」，不過他也在適當的時機

展現怒意，將「中美斷交」歸究於美國政府的錯誤決策。蔣經國在 1979 年元月 2

日回答法國《快訊週刊》記者魏奈特的問題時213，以嚴厲的口氣質問卡特政府： 

 

美國素有維護自由、保障人權的傳統，卡特卻為何要在世人一致指責中共

偽政權濫殺無辜、蔑視人權、剝奪人民自由之際，而決定與中共建交？又

為何要在大陸民眾以大字報公開要求「還我自由」之時，而與中共「關係

                                                 
209 蔣經國(1992)，〈團結一致堅定信心渡過難關扭轉局勢〉，《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9 冊)，臺北：

行政院新聞局，頁 235-236。 
210 「一、在經濟上，有關財經交通，採取緊急措施；二、在軍事上，採取全面加強戒備之必要

措施；三、正在進行之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延期舉行，即日起停止一切競選活動。」同

前註，頁 237。 
211 蔣經國(1992)，〈要做長期的計畫長期的奮鬥〉，《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9 冊)，臺北：行政院

新聞局，頁 240-241。 
212 蔣經國(1992)，〈祇要堅強團結必能抵禦外來的衝擊〉，《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4 冊)，臺北：

行政院新聞局，頁 402。 
213 「民國六十八年一月三日刊於『快訊週刊』，四日見國內中文報。按法國新聞雜誌『快訊週刊』

是法文產物，發行量達七十一萬份，魏奈特是法國名記者，巴黎大學的前中文教授，是自『美

匪建交』以後第一位在自由中國訪問蔣總統的外國記者。」蔣經國(1992)，〈匪偽赤化世界陰

謀未變〉，《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4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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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化」？美國實行民主政治，講求法治，卡特總統何以要在國會甫經通

過決議案重視中美防禦條約之後，而採取背信毀約的行動？美國一向期望

他的盟邦實行民主政治，美國為什麼在我國辦理中央民意代表增補選之

際，而宣佈此一斷交的決定？
214 

 

蔣經國在「中美斷交」之際，選擇法國媒體(而不是美國媒體)，以罕見的嚴

厲口氣，側面批評卡特總統宣佈「中美斷交」，一方面展現怒意，維持國家尊嚴；

另一方面則避免與美國政府正面衝突。 

 

綜觀蔣經國面對「中美斷交」所展現的「人格特質」包括：一、強烈的國家、

民族及歷史使命感；二、樂觀、信心、決心、勇敢；三、腳踏實地的務實取向；

四、重視忍耐的功夫等。 

 

貳、蔣經國人格特質與中美斷交的檢討與評價 

 

「中美斷交」前，蔣經國於 1976 年 11 月 13 日，在中國國民黨第 11 次全國

代表大會提出施政報告，當時他已經看出中共的外交策略。他說： 

 

共匪要利用這樣的一種態勢，來一方面投美國「聯匪制俄」之所好，一方

面又挾美國以自重，以恫嚇蘇聯。更深一層說，共匪玩弄這種手法，是想

借刀殺人，假手美國，以抵制蘇俄，讓共匪逞其和俄共在共產集團中糾纏

爭霸的大欲，讓它成為「第三世界」頭目的大慾。……在重要關頭，更可

能採取最惡毒的陰謀詭計來對付它所想埋葬的「美帝」。共匪另一個主要

著眼點，就是想借刀殺人，假美國之手，來削弱我們中華民國的力量，孤

立我們的國際關係。也就是要迫使美國自己去破壞其集體的安全體系，自

己去破壞其自由國家間對美國自由正義的信賴，自己去破壞美國最後的安

全保障，讓你自己搞得「天下大亂」。這就是共匪近程的「既聯合又鬥爭」

                                                 
214 同前註，頁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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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戰的手法和謀略。215 

 

1977 年 4 月 20 日，美國國務院新任東亞助理國務卿郝爾布魯克(Richard 

Holbrooke)告訴蔣經國，卡特政府意圖繼續推動與中共「關係正常化」，但是「會

影響到它的每件事」，都會跟中華民國政府諮商。同年 8 月，郝爾布魯克再次到

臺北，就國務卿范錫訪問北京的會談經過向蔣經國簡報，他說美國不會接受與中

共「關係正常化」，而「傷害到臺灣人民的安全與福祉」，但是他證實美國已與中

共討論到此條件，也就是暗示「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可能即將宣告中止。而范錫

此行也的確告知鄧小平，美國預備中止共同防禦條約，撤走在臺灣的全部美軍，

並與中華民國斷絕外交關係。由此可見，蔣經國此時可能已獲得中美即將斷交的

消息，但他仍重申「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中華民國代表這個國家概念」，是解

決臺灣與中共問題的唯一方法。
216 

蔣經國此時批准發動一人一信運動，號召臺灣居民發出 25 萬封信給卡特總

統，敦促美國不要拋棄老朋友。並在不同單位贊助邀請下，數百位美國意見領袖

來臺灣參訪，親眼目睹臺灣的繁榮和安定，有助提昇臺灣的國際形象。217 

1978 年 5 月 20 日(中華民國總統、副總統就職日)，卡特總統派來一個低階

特使團祝賀，而且他的國家安全顧問布里辛斯基還在蔣經國就職日當天到北京訪

問。國民黨當局要求美國改變日程，可是國務院官員遺憾地表示純屬巧合，並對

臺灣指責美國是「極不友善行動」一類的用語充耳不聞。218蔣經國立即指示錢復

起草一份備忘錄，縷析假如美國宣佈斷交，臺灣將會面臨哪些挑戰，並有哪些方

案因應。
219可見蔣經國此時已更明確預知中美關係生變的可能性，並且發揮「腳

踏實地的務實取向」「人格特質」，謹慎地處理中美關係的變化。 

此段期間中華民國對國際關係的認知漸趨彈性，例如 1978 年 4 月，中華民

國奧林匹克委員會宣稱只要臺北會籍不動，不反對中共加入國際奧林匹克委員

會。同年 5 月 29 日，蔣經國接見美國駐華大使安克志，重申中華民國政府「完

                                                 
215 蔣經國(1992)，〈三民主義是強國富民的唯一道路〉，《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1 冊)，臺北：行

政院新聞局，頁 104-105。 
216 陶涵(Jay Taylor)著，林添貴譯(2000)，《臺灣現代化的推手—蔣經國傳》，臺北：時報，頁

358-359。 
217 同前註，頁 359。 
218 茅家琦(2003)，《蔣經國的一生與他的思想演變》，臺北：商務，頁 397。 
219 陶涵(Jay Taylor)著，林添貴譯(2000)，《臺灣現代化的推手—蔣經國傳》，臺北：時報，頁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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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反對」美國與中共「關係正常化」，不過他也表示，如果美國仍然執意進行「關

係正常化」，則希望美國能保證中美兩國仍維持正式邦交關係。而就美國駐華大

使安克志呈報華府的電報來看，他對中美關係的結論是：不論美國是否與中共「關

係正常化」，包括美國與中華民國斷絕外交關係、軍事關係在內，蔣經國仍然希

望能與美國保持華府能接受的密切關係。
220 

1978 年 12 月 16 日凌晨，美國駐華大使安克志晉見蔣經國，要求中華民國政

府在上午 8 點以前不要對外洩漏他傳遞「中美斷交」的消息
221，然而蔣經國堅定

地回答他說：「我是中華民國的總統，對我國人民的安全負責，我會採取我認為

的必要行動。」222同時卡特總統並致信給蔣經國，提出：「今後美國對臺灣除外

交關係以外，繼續保持經濟、文化、貿易等各方面關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將於

明年一月一日起一年以後廢止。」
223並提到：「希望中國人的問題能夠和平解決」，

「美國為維持臺灣居民之和平、繁榮及福祉而建立一個新的安排，並隨時準備作

充分之合作。」224但蔣經國也明確告知安克志大使轉知美國政府，我們和共匪絕

無談判的餘地。225之後交代宋楚瑜通知幾位重要官員緊急開會，早上 7 點鐘在七

海新村開會時，外交部部長沈昌煥表示願意辭職負責226，但蔣經國以政局安定考

量，告訴他不必急於表態。隨即召集臨時中常會，當卡特總統在「上午九時宣佈：

從明年一月一日起開始與匪建『交』，同時與我國斷絕外交關係。」227中華民國

政府的聲明也透過電視、廣播傳送給全國人民，此舉有助於穩定人心。228 

                                                 
220 同前註。 
221 前監察院院長錢復說：「安克志大使有一點不識相，他在(凌晨)兩點一刻告訴經國先生，說美

國要跟我們斷交，接著下來就說，以後 7 個小時，這是最機密的消息，你們不可以對任何人

說，這句話惹得經國先生很氣，他說我跟你是多少年非常好的朋友，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兩國都是盟邦，你在要跟我們決裂的 7 個多小時之前告訴我，還不許我做

任何事，這個未免有一點太過份了。」紀錄片(2006)，臺北：東森新聞臺：「關鍵時代—蔣經

國的旅程」。 
222 陶涵(Jay Taylor)著，林添貴譯(2000)，《臺灣現代化的推手—蔣經國傳》，臺北：時報，頁 371。 
223 蔣經國(1992)，〈團結一致堅定信心渡過難關扭轉局勢〉，《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9 冊)，臺北：

行政院新聞局，頁 235。 
224 胡為真(2001)，《美國對華「一個中國」政策之演變》，臺北：臺灣商務，頁 89。 
225 蔣經國(1992)，〈團結一致堅定信心渡過難關扭轉局勢〉，《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9 冊)，臺北：

行政院新聞局，頁 235。 
226 外交部部長沈昌煥隨即辭職以示負責；行政院院長孫運璿亦激動地表示願意辭職，兩人皆為

蔣經國慰留。胡為真(2001)，《美國對華「一個中國」政策之演變》，臺北：臺灣商務，頁 90。 
227 蔣經國(1992)，〈團結一致堅定信心渡過難關扭轉局勢〉，《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9 冊)，臺北：

行政院新聞局，頁 235。 
228 1978 年 12 月 16 日清晨，蔣經國立即召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常委緊急會議，上午 10 點，發表

聲明稱：「數年來，美國政府曾一再重申其對中華民國維護外交關係，並信守條約承諾之保

證，而今竟背信毀約，此後自將難以取信於任何自由國家。」並呼籲臺灣應「通力合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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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經國於 12 月 16 日，在中國國民黨第 11 屆中常會第 4 次臨時會議指示： 

 

這是一件外交上的大事。年來我與美國外交關係，始終不穩定，現在美國

竟作了這樣的決定。……對於此一變化，我們應該採取很多必要的措施，

使民心安定、軍事安定、社會安定。我們的黨和國家以往遭遇過很多次的

困難，祇要大家團結一致，堅定信心，保持毅力，一定可以渡過難關，扭

轉局勢。……決心更積極的做好本身的工作。自從  總裁逝世以後，經國

即與全黨同志盡心竭力，繼續進行反共復國的革命任務，今後仍將本此精

神，努力奮鬥，相信必有成功的一天。危機即是轉機。現在世界變亂正在

進行，祇要堅持國策，苦撐待變，時機必會到。過去三十年來，我們已經

歷無數的衝擊，而以這次的衝擊為最大。我們祇要保持鎮定，力圖進展，

本著  總裁「莊敬自強」的遺訓，一心一德，絕對不放棄拯救大陸同胞的

責任，則必能達成光復大陸的使命！
229 

 

此次會議有 3 項重要決議如下： 

 

一、通過行政院孫院長建議採取三項措施：(一)、在經濟上，有關財經交

通，採取緊急措施；(二)、在軍事上，採取全面加強戒備之必要措施；(三)、

正在進行之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延期舉行，即日起停止一切競選活

動。均屬可行，希根據動員戡亂時期臨時條款第一條之規定，經行政院會

議之決議，呈請總統為緊急處分。二、立即召集三中全會，討論今後國際

情勢與努力方針。三、由主席以總統名義，發表文告，號召國人「莊敬自

強」之原則，堅忍沈著，團結奮鬥，共渡難關，以達成光復大陸，拯救大

陸同胞之責任。230 

 

此時蔣經國為了安定民心，立即向全國人民發表聲明：「美國背信毀約，決

                                                                                                                                            
心一德，團結奮鬥，共渡此一難關。」茅家琦(2003)，《蔣經國的一生與他的思想演變》，臺

北：商務，頁 398。 
229 蔣經國(1992)，〈團結一致堅定信心渡過難關扭轉局勢〉，《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9 冊)，臺北：

行政院新聞局，頁 235-236。 
230 同前註，頁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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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與中共建交，不僅損害臺灣民眾權益，且將對整個自由世界產生嚴重之影響。

其一切後果，均應由美國政府負完全責任。政府無論在任何情況下，絕不與共黨

談判，絕不與共產主義妥協，亦絕不放棄光復大陸拯救大陸同胞之神聖使命。」

231 

蔣經國也明確表示一切以安定、和諧、求生存為最高目標，並說：「鑒於當

前世局的突變，國家處於非常情況，政府有責任護衛國家，使免遭受緊急危難」

232，他於 12 月 16 日發佈命令，採取 3 項緊急處分： 

 

查當前國家面臨非常情況，為避免國家遭遇緊急危難，經行政院會議決

議，爰依照動員戡亂時期臨時條款第一項規定，發佈緊急處分事項如下： 

一、軍事單位採取全面加強戒備之必要措施。二、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會同財政部、經濟部、交通部，採取維持經濟穩定及持續發展之必要措施。

三、正在進行中之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延期舉行，即日起，停止一切

競選活動。
233 

 

蔣經國於 12 月 16 日晚上，透過電視轉播發表總統談話，說明政府的種種必

要措施，並號召全國軍民團結奮鬥，共渡難關。他說：「為了應付當前的變局，

政府已決定採取種種必要的措施。就是依據既定國策，政治上將繼續堅守民主陣

容，保障人權。經濟上繼續加強建設，保持穩定發展，使人人過更好的生活。軍

事上要加強戒備，充實國防，確保國家安全，敵人如敢來犯，必定立刻予以迎頭

痛擊。」
234 

為了落實安全措施、穩定物價及安定人心，蔣經國在 12 月 17 日親自主持財

經會談。他指示：一、各項經濟建設，均照預定計劃推行；二、目前物資充裕，

各種生產亦均甚正常，希望政府與民間通力合作，繼續穩定物價；三、新舊年關

將屆，工商業尤其中小企業年關所需資金，政府有關部門應盡力協助融通；四、

                                                 
231 蔣經國(1981)，《蔣總統經國先生言論著述彙編》(第 12 冊)，臺北：黎明，頁 251-252。 
232 蔣經國(1992)，〈以非常的決心採取非常的行動來衝破目前的難關〉，《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1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651。 
233 蔣經國(1992)，〈發佈緊急處分事項令〉，《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24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

頁 279；蔣經國(1992)，〈希望美國人民喚醒美國決策當局良知〉，《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4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341。 

234 蔣經國(1981)，《蔣總統經國先生言論著述彙編》(第 12 冊)，臺北：黎明，頁 247-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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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美國間之各項經濟活動仍照常進行。235 

此外為了穩定軍心，蔣經國在同一天主持軍事會談。他指示：「三軍保持沈

著、堅定，提高警覺，加強戰備。一方面要警惕共匪對於我們滲透分化的陰謀和

武力的蠢動，一方面要更進一步精純勁練，淬礪奮發，隨時動員，制敵機先。以

當前國軍精強堅實的基礎，祇要我們自立自強，精進不懈，一定能達成最後勝利。」

236 

蔣經國在 12 月 18 日，主持中國國民黨第 11 屆中央委員會第 3 次會議開會

典禮說： 

 

經國決不會因而稍挫銳志，絕不會因而搖撼此心，相反的，還要追隨各位

先進，相與同志同胞，更加惕厲奮發，來扭轉、來改變形勢，……中美兩

國人民的友好關係和感情，將更加密切、更加深摰，因為我們中華民國人

民和美國人民，有共同的理想、有共同的社會制度、有共同的民主自由的

信念。……我們大家必須虛心的檢討，冷靜的思考，沈著肆應困難，堅定

的操持目標和立場，此刻所需要的是相互鼓勵、相互信賴，結集統合的力

量；不要彼此指責、彼此隔閡，抵消革命的力量。質言之，我們所需要的

就是精誠團結，肝膽相照，一心一德，共赴國難。……經國謹以赤誠的心

意，號召大家團結奮鬥，因為沒有一個團結的國家會被打倒，也沒有一個

團結的黨，會招致失敗。
237 

 

12 月 18 日，蔣經國依據中國國民黨第 11 屆中常會第 4 次臨時會議之決議，

召開第 11 屆三中全會說： 

 

我們的基本國策。……今天我們必須下大決心，無論任何情況、任何變化，

我們中國國民黨、中華民國政府，絕對不和共產黨和談，這是我們堅定的

原則和立場。第二點，我們要堅守民主陣容：不要以為，美國與我斷交，

                                                 
235 蔣經國(1992)，〈通力合作穩定物價〉，《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9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

頁 238。 
236 蔣經國(1992)，〈沈著堅定精進不懈〉，《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9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

頁 239。 
237 蔣經國(1992)，〈精誠團結肝膽相照一心一德共赴國難〉，《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1 冊)，臺北：

行政院新聞局，頁 642-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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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與自由世界脫離了關係；相反的，我們更要加強與美國民間的關係，以

及自由世界的實質關係，這才能完成我們的使命。……我們不怕共產黨，

我們自許為世界反共的堡壘，希望全黨同志都深切的認識：在任何情況之

下，絕不與蘇俄來往！談到民主憲政，我們決不放棄大陸的領土，我們要

光復大陸，與民更始。在臺澎金馬復興基地，我們要真心誠意，一心一德，

團結奮鬥，和諧安定，繼續推行民主憲政，絕不放棄憲法，也不容許破壞

團結，對於足以影響人心的言論行動，不容許再行存在。
238 

 

為了降低「中美斷交」對國內政情的衝擊，蔣經國於 12 月 20 日，在中央委

員會工作會議發表談話，希望新聞界能夠冷靜報導「中美斷交」的新聞。他說： 

 

未來一個月，是非常重要的時刻，也是極為敏感的時刻，希望新聞界仍然

保持這種合作的態度，冷靜、慎重的處理新聞，對於若干敏感性的問題，

勿輕加猜測。政府在交涉過程中，必能根據正確的方針，導引國家走向自

立自強的道路。在此時特別希望報社與報社之間，避免為新聞競爭而對國

家利益有所妨礙。在報導和評論有關中美關係時，一字一句，都要加以斟

酌。黨部和政府方面保證及時將正確新聞供給新聞界，務希大家諒解，和

衷共濟，共渡難關，為國家的最高利益作最佳、最善的奮鬥。
239 

 

12 月 23 日，美國國務院向蔣經國作出 5 項保證：一、美國仍認為臺灣有國

際人格身分；二、美國沒有承認中共對臺灣擁有主權；三、美國繼續保持與臺灣

外交以外的全面關係；四、美國與臺灣的關係仍植基於原有的 58 項條約，美國

將就此另立新法；五、美國將以新的交流形式取代原有的外交代表機構。240 

「中美斷交」前夕，雙方曾就斷交事誼進行談判。24112 月 29 日，蔣經國向

                                                 
238 蔣經國(1992)，〈任何情況下絕不與共匪和談〉，《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1 冊)，臺北：行政院

新聞局，頁 646-647。 
239 蔣經國(1992)，〈冷靜慎重的處理新聞〉，《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4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

頁 320。 
240 資中筠(1994)，《戰後美國外交史—從杜魯門到雷根》，北京：世界知識，頁 871。 
241 克里斯多福提出中美未來關係的 4 點意見：一、除協防條約外，其他條約均仍有效，包括終

止規定亦同樣有效；二、雙方使館在 2 月底前仍繼續工作；三、在此期間，雙方均應根據國

內法規定成立非官方機構，以執行雙方各項合作事項；四、關於設立機構問題因停留時間短

暫無法多談，盼另成立工作小組繼續討論。錢復(2005)，《錢復回憶錄—外交風雲動》(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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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代表團克里斯多福、安克志等成員提出 5 項原則，包括持續不變、事實基礎、

安全保障、妥定法律及政府關係，並希望美國代表團能向美國人民和政府忠實轉

達立場，其內容如下
242： 

 

一、……鄭重指出由於美國此一行動而引起之一切後果，均應由美國政府

負完全責任。二、……中華民國政府是依據中華民國所產生的合法政府。

中華民國的存在一向是一個國際的事實。中華民國的國際地位及國際人

格，不因任何國家承認中共偽政權而有所變更。美國應當繼續承認並尊重

中華民國的法律地位和國際人格。三、……美國片面終止中美共同防禦條

約之舉，不但將增加此一地區之動盪不安，而且將引發新的戰爭危機，為

確保西太平洋地區，包括中華民國之和平及安全，美國亟需採取具體與有

效的措施，並對此一地區各國重申其保證。四、美國卡特總統表示，在中

美共同防禦條約終止以後，仍將關切此一地區的和平、安全與繁榮，並繼

續以防禦性武器提供中華民國，美國必須就此項承諾向我國提出法律上之

保證。五、美國已經聲明，今後仍將與中華民國保持所有文化、經濟、貿

易、科技、旅行等關係之意願。……今後中美兩國人民之切身利益，在在

需要法令規章的保障及政府政策性之指導。為了便利一切關係之保持與增

進，將來在臺北及華盛頓必須互設政府與政府間之代表機構，負責處理一

切業務。
243 

 

    其中第 5 項內容指出：「臺北及華盛頓必須互設政府與政府間之代表機構，

負責處理一切業務。」克里斯多福答覆：「這一點斷然辦不到。」會談可以說是

沒有結果，在極其冷淡的氣氛下結束。244 

1979 年元月 1 日，中共與美國建交後，美國與我國的外交關係亦隨之中斷。

卡特總統在以和中共「關係正常化」為施政目標時，同時必須考量如何保障臺灣

                                                                                                                                            
卷)，臺北：天下遠見，頁 412。 

242 據「總統府公報」第 3453 號(1978 年 12 月 29 日)。一般略稱 5 原則為：持續不變、事實基礎、

安全保障、妥定法律及政府關係。蔣經國(1992)，〈今後處理有關中美間問題的五項原則〉，《蔣

經國先生全集》(第 14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324；錢復(2005)，《錢復回憶錄—外交

風雲動》(第 1 卷)，臺北：天下遠見，頁 417。 
243 蔣經國(1992)，〈今後處理有關中美間問題的五項原則〉，《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4 冊)，臺北：

行政院新聞局，頁 322-324。 
244 陶涵(Jay Taylor)，林添貴譯(2000)，《臺灣現代化的推手—蔣經國傳》，臺北：時報，頁 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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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以應付當時美國國內，尤其是國會中支持臺灣的勢力。245因此美國並未採

用「日本模式」(Japan Formula)
246，而是自創新的「美國模式」(American Formula)，

此模式達成與中共建交的目的，同時透過國內立法—《臺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 Act)的方式，與中華民國繼續發展實質關係。247 

然而《臺灣關係法》畢竟是美國的國內法，中華民國政府處於被動地位。固

然在事實上美國總統不至於對中華民國所設立的機構有所挑剔，但在理論上美國

總統有權隨時否定中華民國機構之代表性，因此《臺灣關係法》的執行，完全視

美國政治立場之公正與否
248；其次，人權條款規定：「本法律的任何規定皆不得

違背美國在人權方面之利益」而「重申維護與提高在臺灣所有人民之人權，為美

國之目標」。此條款的意義十分含混，使得在臺灣的任何人權問題，都可以作為

美國不履行或延緩履行《臺灣關係法》各項責任的口實，甚至可能嚴重干預中華

民國內政。
249 

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雖然以《臺灣關係法》維持雙方關係，但對於剛當選

第 6 任總統的蔣經國而言，除了以積極態度及「務實」方式處理兩國的外交關係

外，他也深刻體認到，惟有強化經濟建設，並持續推行民主政治，方能使臺灣走

向長治久安之道。 

對於「中美斷交」後，「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將於一年後取消，蔣經國仍舊

希望美國提供我國「更新式和更精密的防衛武器」，以確保國家安全。他在 1979

年元月 2 日回答法國《快訊週刊》記者魏奈特的問題時，曾明確指出： 

                                                 
245 胡為真(2001)，《美國對華「一個中國」政策之演變》，臺北：臺灣商務，頁 5-7。 
246 1971 年 8 月 2 日，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表示即將訪問中共。1972 年 5 月 15 日，美日兩國政府

私相授受釣魚臺列嶼，中華民國政府抗議無效，釣魚臺斷送。1972 年 7 月 5 日，日本首相田

中角榮聲言將撕毀「中日和約」，努力「日、中(共)關係正常化」。丘宏達認為：當時田中內

閣及日本一般民眾均認為美國已決定捨棄中華民國，則日本應該搶先在美國之前承認中共，

才能獲得較大利益。不過此後，日本與中共簽署建交聯合聲明，內容包括 3 項原則：(一)、
日本承認中共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二)、承認臺灣是中共的一省(日本在聲明中僅表示充分

理解和尊重中國政府此一立場。並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 8 條的立場)；(三)、廢除中日和約。

結果使中日只能從非官方途徑，如成立交流協會，來維持雙方實質關係。這個方式，通常稱

為「日本模式」(Japan Formula)。丘宏達(1978)，《中日關係論集》，臺北：時報，頁 74-76。 

247 1979 年初，美國國會基於 3 項理由：(一)、卡特政府在與中共進行「關係正常化」，沒有充分

尊重國會；(二)、華盛頓與北平秘密談判結果，使長久以來美國對臺灣的原則，做出重大政

策讓步；(三)、卡特總統建議國會完成立法的一項不明條文，足以使臺灣的安全與繁榮，陷

於危機狀態。因而國會經過一系列的研究、辯論與修正，而有「臺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 
Act)的制定。它的目的，是對臺灣未來的安全與繁榮，給予更明確的支持。 

248 杜蘅之(1983)，《中美關係與國際法》，臺北：臺灣商務，頁 101。 
249 同前註，頁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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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面對中共的威脅，多年以來，我們對於國防建設始終列為最高優先。

對於武器裝備的更新也是在繼續不斷的進行之中。今後我們面對這個新的

形勢，我們自然要繼續加強武器的更新，我們需要更新更快的飛機船艦來

加強我們的海防與空防。過去我們一直是向美國採購最新式的武器，但是

並沒有完全能夠獲得。今後，為了防衛臺灣的安全，美國有責任售給我們

更新式和更精密的防禦武器。……多年來，由於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中華

民國與美國具有軍事同盟，所以我們很多的武器都是向美國採購。今後，

我們仍然將繼續努力向美國採購武器。
250 

 

蔣經國於同年元月 4 日，在接受德國《明鏡週刊》駐香港特派員德薩尼的訪

問時，再次表達希望美國政府出售國防武器的期待，他說： 

 

如果美國真有誠意關切中華民國的安全與福祉，則此時最重要的，是美國

政府應採取下列有效措施：一、美國國會應採取立法步驟，以確保臺海地

區和平及中華民國之安全。二、保證充分供應中華民國所需要之武器。三、

美國國會應立法保障維持並加強雙方實質關係所必須之所有安排與協

定。過去，我們一直是向美國採購新式的武器，但是並沒有完全能夠獲得。

今後，為了防衛臺灣的安全，美國有責任售給我們更新式和更精密的防衛

武器。並希望隨著武器之不斷進步而長期出售，以確保此一地區的安全與

和平。
251 

 

此外，蔣經國並在「中美斷交」後的一年當中，連續接受國外媒體專訪，藉

由國際媒體向全世界傳達中華民國的立場與做法。例如：1979 年元月 2 日接受《紐

約時報》駐亞洲特派員卡姆的訪問252
；元月 25 日接受美國《幸福》雜誌編輯羅

                                                 
250 蔣經國(1992)，〈匪偽赤化世界陰謀未變〉，《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4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

局，頁 326-327。 
251 蔣經國(1992)，〈我們有信心面對挑戰克服困難〉，《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4 冊)，臺北：行政

院新聞局，頁 336。 
252 蔣經國(1992)，〈美國誤把敵人當朋友必受其害〉，《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4 冊)，臺北：行政

院新聞局，頁 33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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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的訪問253；3 月 26 日接受西德《地理》雜誌編輯克羅爾的訪問254；4 月 15 日接

受美國「柯普萊通訊社」特派員凱瑞的訪問
255，以及接受西班牙《雅報》記者柯

洛的訪問256；4 月 19 日接受香港《工商日報》常務董事何鴻毅的訪問257；5 月 21

日接受美國《時代》雜誌駐東南亞地區辦事處主任克拉克的訪問258；6 月 22 日接

受日本《產經新聞》駐臺北特派員林慧兒的訪問
259；7 月 17 日接受《美國新聞與

世界報導》東京分社主任華萊士的訪問260；7 月 24 日接受《讀者文摘》美國版總

編輯湯普森的訪問
261；8 月 2 日接受南非《中肯週刊》駐臺北記者劉伯宏的訪問262。

甚至在「中美斷交」一年後，於 1980 年元月 23 日接受義大利《新紀事日報》國

際特派員泰隆費拉的訪問時，蔣經國依舊利用此機會說明「中美斷交」後，兩國

在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實質關係並未受到影響。
263 

 

參、蔣經國對於開放探親所展現的人格特質 

 

一、強烈的國家、民族及歷史使命感 

蔣經國「開放探親」的考量是「順應民情，結合民意」264，在衡量國家安全

                                                 
253 蔣經國(1992)，〈希望美國人民喚醒美國決策當局良知〉，《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4 冊)，臺北：

行政院新聞局，頁 340-344。 
254 蔣經國(1992)，〈國人同享自由平等應先消滅匪偽〉，《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4 冊)，臺北：行

政院新聞局，頁 360-362。 
255 蔣經國(1992)，〈我有能力也有信心贏得反共戰爭勝利〉，《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4 冊)，臺北：

行政院新聞局，頁 374-381。 
256 蔣經國(1992)，〈沒有原則的妥協會給世界帶來不可挽救的災難〉，《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4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382-384。 
257 蔣經國(1992)，〈我在國際間永不孤立〉，《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4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

頁 386-387。 
258 蔣經國(1992)，〈祇要堅強團結必能抵禦外來的衝擊〉，《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4 冊)，臺北：

行政院新聞局，頁 401-408。 
259 蔣經國(1992)，〈反共復國大業為世界爭自由反奴役運動之主流〉，《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4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426-437。 
260 蔣經國(1992)，〈我們基本的立場是堅守民主陣容〉，《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4 冊)，臺北：行

政院新聞局，頁 441-444。 
261 蔣經國(1992)，〈光復大陸是關係每一個中國人未來生存發展的問題〉，《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4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445-449。 
262 蔣經國(1992)，〈大陸民眾嚮往臺灣成就〉，《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4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

局，頁 450-452。 
263 蔣經國(1992)，〈我們有信心有能力粉碎中共顛覆陰謀〉，《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4 冊)，臺北：

行政院新聞局，頁 481-483。 
264 蔣經國(1992)，〈處理國人赴大陸探親問題的基本前提〉，《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20 冊)，臺北：

行政院新聞局，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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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老兵返鄉探親的需求後，最後決定開放大陸探親。265他說： 

 

全民利益包括了國家的安全、秩序的安定、生活品質的改善、家庭幸福的

增進。……一切以大眾利益為中心，「民之所好而好之，民之所惡而惡之」，

人心為中興復國的根本，民意為一切施政的依據，民眾和政府血肉相連，

一團和氣，共同奮鬥。今天，我們的信念是「國家利益就是全民利益」，

民眾幸福了，國家民族必定有前途；「中國問題就是全民的問題」，全民都

自由了，民主了，生活豐足，中國問題就解決了。
266 

 

蔣經國在 1987 年接受《遠見》雜誌專訪說：「我們要為復興基地的安全負責，

要對中國前途負責，要對歷史負責。」
267而在「開放探親」之後幾天，蔣經國於

1987 年 11 月 25 日，在中國國民黨中常會再次指示：「堅守『堅決不和共匪接觸

談判』及『堅決反對臺獨的分離意識』兩大政策。全體黨員要貫徹到底，執政黨

對這兩大政策的堅持，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來也是如此，而且這也就是我們

勝利成功的保證。」268表明雖然開放大陸探親，然而政府大陸政策的基本主張決

不改變。 

 

二、決心、勇敢 

當時對於是否開放大陸探親有兩派主張，一派是主張開放大陸探親的開明

派，另一派是主張限制開放大陸探親的保守派。269蔣經國在衡量兩派的意見後，

隨即提出做法。例如：當保守派以國家安全為由，提出以港、澳或他國為會親地

                                                 
265 前行政院院長郝柏村說：「就這個問題，黨內的研究很多，包括很多的法令規定，那時我是在

軍方。不過我的了解，當時開放探親是基於人道考量，讓老兵能回家。這也是現在兩岸關係

一個突破性的開始。以後的發展從老兵探親，到一般的探親，乃至於到投資，以及到現在高

階層的接觸，都是漸進的方式。」郝柏村(1995)，《郝總長日記中的經國先生晚年》，臺北：

天下遠見，頁 2。 
266 蔣經國(1992)，〈中國國民黨永遠和民眾在一起〉，《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3 冊)，臺北：行政

院新聞局，頁 40-41。 
267 林蔭行主編(2006)，〈一個決心積極革新的年代—歷史性專訪蔣經國總統〉，《動力 20—關鍵年

代的人與事》，臺北：天下遠見，頁 127。 
268 蔣經國(1992)，〈堅決不和中共接觸反對臺灣分離意識〉，《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20 冊)，臺北：

行政院新聞局，頁 127。 
269 前行政院院長李煥說：「經國先生主張兩岸交流，那大家認為兩岸絕對不能交流，要抵擋共產

黨，我們一交流的話，就會受共產黨影響，反對的人很多。」紀錄片(2008)，臺北：中天電

視新聞臺：「馬英九與蔣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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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而不開放民眾到大陸探親的建議時，蔣經國在考量之後，以妨礙民眾便利性

為由駁回；又如保守派建議政府不對大陸探親正式表態，僅宣佈不允許現役軍人

及公務人員赴大陸探親的禁令，蔣經國則以此項措施欠缺光明正大為由駁回。
270 

最後蔣經國裁定由政府宣佈開放民眾赴大陸探親，嚴格限定為民間交流範

圍，並且政府對大陸的「三不政策」仍然不變。蔣經國說：「處理這一問題的基

本前提是：反共基本國策不變；光復國土目標不變；確保國家安全的原則不變。」

271 

而在宣佈「開放探親」政策後，蔣經國仍不斷催促有關部門儘快研究與大陸

進一步往來的可行性，並制定若干腹案。1987 年 12 月，原則決定由臺灣紅十字

會在香港設立信箱，以解決通信問題。
272 

 

三、腳踏實地的務實取向 

蔣經國在衡量國內、外情勢變化後，希望藉由大陸探親，讓臺灣民眾以「務

實」角度來比較兩岸分治的現實狀況，再由國人自己選擇將來兩岸人民的生活方

式。他說：「訪親的國人因此能夠親自體驗海峽兩岸同胞生活的懸殊，也可比較

兩種不同制度的孰優孰劣，從而判斷中國的未來究應採行何種制度方能符合國家

利益與人民福祉。」273他也希望在「法統」與「現實」、「保守」與「激進」、「本

省」與「外省」、「中共」與「中國」之間取得平衡點，兼顧現實民意與國家安全。 

    此外蔣經國對於開放大陸探親，特別強調法律的重要性。前總統府副秘書長

張祖詒說：「他(蔣經國)說，第一要注意法律方面的事務，所以馬英九先生就研究

法律。
274他說：『許多榮民回去探親，一定發生許多家庭的事情、婚姻的事情、

                                                 
270 黃嘉樹(1996)，《第三隻眼看臺灣—透視國民黨的臺灣經驗(1945-1988)》，臺北：大秦，頁 753。 
271 蔣經國(1992)，〈處理國人赴大陸探親問題的基本前提〉，《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20 冊)，臺北：

行政院新聞局，頁 110。 
272 總統馬英九說：當時臺灣對大陸仍維持「不接觸、不談判、不妥協」的「三不政策」，老兵要

返鄉探親，只能透過兩岸紅十字會安排，於是兩岸也透過紅十字會開始間接通郵。《聯合報》，

2008. 11. 1，版 A14。 
273 林蔭行主編(2006)，〈一個決心積極革新的年代—歷史性專訪蔣經國總統〉，《動力 20—關鍵年

代的人與事》，臺北：天下遠見，頁 127。 
274 總統馬英九說：「當時的立法委員趙少康、洪昭南，好像還有李勝峰，他們呼籲政府要開放探

親，那個時候是 1987 年 3 月。有一天，也是接見外賓之後，經國先生照常問我：『英九，還

有沒有事情啊？』我就抓住這個機會，跟他建議現在很多老兵有這樣的需求，他笑著說：『我

跟張(祖詒)副秘書長已經交待過了，你去找他。』顯然他已經有這樣的構想，於是我依照這

個原則草擬，那時是 3 月份。草擬完後，還沒有打字，都是手寫的，因為要保密，然後交給

張副秘書長，他看了之後發回來，我再重新謄稿，最後一次定稿是 6 月 4 日，9 月 15 日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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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的事情，很多糾紛的問題，將來一定要用法律來處理，所以這個如何處理，

你們要準備這個方案。』」
275 

其實蔣經國自己也是「老兵」，他和其他榮民一樣，也會有返鄉探親的渴望。

蔣經國早年在俄國 12 年，被史達林扣留作為人質，深刻體會思鄉心切的痛苦。

此段長年流落異鄉的經歷，遠離故鄉親人，觸景傷情憶家園的愁苦，相信對於老

兵渴慕返鄉探親的心情，必具有深刻的同理心。
276自 1949 年來臺後，蔣經國經常

到金門、馬祖視察前線。一回他在日記中記載：「昨夜月色澄朗，在住宅前靜坐

觀賞。海天無際，白雲蒼狗，變幻無常，遙念故鄉，深感流亡之苦。夜中夢見溪

口住屋被匪所焚，而先祖母與先母墳墓，亦被匪掘毀，驚呼而醒，不知是何徵兆

也。」
277由此可見其思鄉心切之情。  

 

綜觀蔣經國在「開放探親」政策所展現的「人格特質」包括：一、強烈的國

家、民族及歷史使命感；二、決心、勇敢；三、腳踏實地的務實取向。 

                                                                                                                                            
常會提報，中常會通過，11 月 2 日正式實施，這段時間因為高度保密，我還特別取了一個名

稱叫作『潁考專案』。」紀錄片(2008)，臺北：中天電視新聞臺：「馬英九與蔣經國」。 

    

總統馬英九於 2008 年 10 月 31 日，在第 30 屆榮民節的大會上，主動說明 21 年前開放老兵回

大陸探親的秘辛。他說：當年是我主動大膽向蔣經國建議開放老兵回大陸探親，之後蔣經國

也同意，政策才底定。因為是高度機密，公文還是我親手寫的，不敢假手打字員。1987 年 3

月，那時我擔任蔣經國的英文傳譯，有一次在接見外賓行程後，蔣經國問我說：「英九，有沒

有什麼事？」我當場楞了一下，才說最近有很多榮民表示想返鄉探親，而當時的立委趙少康

等人也在立法院建議政府，應該開放老兵返鄉探親。我接著就向蔣經國建議，鑑於從外地觀

光偷偷跑回大陸的人數，可能就超過萬人以上，這個時候可以考慮開放，當時蔣經國跟我說：

「這事我知道」，然後要我去向當時的總統府副秘書長張祖詒報告，他會告訴我怎麼做。當時

臺灣對大陸仍維持「不接觸、不談判、不妥協」的「三不政策」，老兵要返鄉探親，只能透過

兩岸紅十字會安排，於是兩岸也透過紅十字會開始間接通郵。當時這些事情都是高度機密，

所以不敢請總統府裡的打字員打字，公文是我自己寫的。蔣經國核定後，就開始相關作業，

當年 11 月 2 日正式實施。從開放老兵返鄉探親到現在，已 21 年，往返大陸的人數，從當年

的一年 5000 人次，到現在一年約 500 萬人次，可說是有史以來最頻繁的交流，追根溯源，就

是從老兵返鄉探親開始。《聯合報》，2008. 11. 1，版 A14。 

   
總統馬英九說：「蔣經國晚年開放大陸探親，因為案子非常敏感，必須絕對保密，我把卷宗鎖

在個人專用的鐵櫃裏，親自處理，名為『潁考專案』，名稱出自《左傳》『鄭伯克段于鄢』，描

寫母子終於在地下隧道相見，和好如初，化解一場人倫悲劇。……開放大陸探親，讓兩岸的

關係開始解凍，這些重大決策的影響，直到今天都感覺得到。」《聯合報》，2009. 4. 11，版

A4。 
275 紀錄片(2008)，臺北：中天電視新聞臺：「馬英九與蔣經國」。 
276 年近 80 歲的湖北房縣人何文德，20 年前，在 1987 年 5 月母親節，穿著自己做的宣傳衣服，

前面寫著「想家」大字，在國父紀念館前展現要回家的心願。他說：「想家」兩字上達天聽，

連蔣經國都知道了。蔣經國政府在同年 11 月 2 日宣佈，基於人道立場開放探親。《聯合報》，

2007.10.29，版 A4。 
277 蔣經國(1992)，〈危急存亡之秋〉，《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頁 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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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蔣經國人格特質與開放探親的檢討與評價 

 

蔣經國開放大陸探親，基本上仍本於一貫的政治認知—「三不政策」與「三

民主義統一中國」原則。蔣經國說：「政府一貫的政策，是堅持反共立場，不與

中共接觸、談判，決不妥協。」他將大陸探親設定為兩岸民間交流，而不是政府

與政府的交流，因此與「三不政策」原則不相牴觸。此外，「開放探親」雖然可

讓榮民完成返鄉探親的心願，如蔣經國所言：「順應民情，結合民意，並基於倫

理親情的人道立場，並無其他考慮。」
278但就長遠而言，也是達成以「三民主義

統一中國」的最終目標，與蔣經國的政治認知一致。蔣經國說：「我們光復大陸

的決心與信心，從未動搖。我們希望達到的目標就是：以我們三十多年來積極建

設的成果，爭取大陸民心，擊敗共產極權，使全體中國同胞都能在三民主義的制

度下共享自由、民主、幸福的生活。」
279 

蔣經國衡量國內、外情勢後，展現「腳踏實地的務實取向」「人格特質」，希

望藉由大陸探親，讓臺灣民眾以「務實」的角度來比較兩岸分治的現實狀況，最

後由國人自己來選擇將來兩岸人民的生活方式，再次重申《憲法》所標榜的「主

權在民」原則，並兼顧現實民意與國家安全。蔣經國曾在 1985 年 8 月 16 日接受

美國《時代》雜誌香港分社主任仙杜拉．波頓的採訪說： 

 

中國人的早日統一是全體中國人的共同願望；但是我們絕不會為了統一而

剝奪中國大陸人民爭取自由民主生活的希望。我們的立場非常堅定，祇要

中共在大陸上實行共產制度，則雙方就絕無談判的可能。此一攸關中國前

途的重大問題，不應決定於任何個人在位之長短或一己之私見，而應以全

體中國人的自由意願為依歸。280 

此外，蔣經國展現「強烈的國家、民族及歷史使命感」的「人格特質」，他

在 1987 年接受《遠見》雜誌專訪說：「我們要為復興基地的安全負責，要對中國

                                                 
278 林蔭行主編(2006)，〈一個決心積極革新的年代—歷史性專訪蔣經國總統〉，《動力 20—關鍵年

代的人與事》，臺北：天下遠見，頁 127。 
279 同前註，頁 127-128。 
280 蔣經國(1992)，〈保護憲法維護民主法治〉，《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5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

局，頁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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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途負責，要對歷史負責。」281 雖然政府在「開放探親」前有兩派主張，但蔣

經國衡量兩派的意見後，隨即提出他的做法，展現堅定的「決心」與「勇敢」面

對挑戰的「人格特質」。 

政府開放大陸探親，確實有其大勢所趨的時代背景，因為自 1970 年代末期，

兩岸政治局勢發生大幅度的轉變。例如：國內出國民眾日增，直接或間接地與大

陸人民進行學術、體育、文化等交流活動；而中共對國人前往大陸也採取較為開

放乃至歡迎的立場，使不少臺灣居民暗自赴大陸探親，形成守法者吃虧，不守法

者占便宜的情形；加上民間輿論壓力與民意代表質詢，以及「臺獨」分離意識高

昇等因素，皆使得政府必須認真研究「開放探親」政策。 

雖然政府推動「開放探親」政策的原因甚多，然而蔣經國的「人格特質」，

對於「開放探親」的決策過程，應具有特殊的地位。前行政院院長郝柏村說：「談

兩岸關係，開放探親是一個突破，正因為他(蔣經國)開放探親，大家對兩岸關係

的觀念才從原來的所謂『反攻復國』、或是『漢賊不兩立』中轉變過來。」
282 

總統馬英九認為：「他(蔣經國)改善兩岸關係，讓臺灣發展的空間做了很大的

改變。」283又說：「他也開拓兩岸關係，在 1987 年的時候，開放臺灣人民到大陸

去探親，使得兩岸關係從軍事的衝突，到政治的對立，最後在 1987 年開始交流，

這一點使得兩岸關係緩和，開啟了往後差不多 20 年(到今天大約 20 年)，兩岸關

係進入有史以來發展最快速的階段，這些都是經國先生任內都已經打下來的基

礎。」284 

總而言之，兩岸關係自 1949 年以來由武力對峙到 1987 年開放大陸探親，有

其歷史發展的自然演變。就臺灣而言，臺灣的大陸政策由「漢賊不兩立」至「三

不政策」；就大陸而言，大陸的臺灣政策由「血洗臺灣」至「一國兩制」，並主張

以「三通」、「四流」等和平方式完成「祖國統一」，皆為兩岸解凍建立客觀條件。

1972 年蔣經國主政後，其「人格特質」亦為影響政府「開放探親」政策的重要因

素。 

                                                 
281 林蔭行主編(2006)，〈一個決心積極革新的年代—歷史性專訪蔣經國總統〉，《動力 20—關鍵年

代的人與事》，臺北：天下遠見，頁 127。 
282 郝柏村(1995)，《郝總長日記中的經國先生晚年》，臺北：天下遠見，頁 397。 
283 總統馬英九於「蔣經國先生與臺灣民主發展—紀念經國先生逝世二十週年學術研討會」開幕

致詞。葛永光主編(2008)，《蔣經國先生與臺灣民主發展—紀念經國先生逝世二十週年學術研

討論文集》，臺北：幼獅，頁 221。 
284 筆者於 2007 年 2 月 17 日 15 時 50 分至 16 時 20 分，電話專訪總統馬英九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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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經國認為「中國必須統一，也必將統一，但決不是統一在馬列主義的共產

極權制度之下，而必然統一於自由民主的三民主義制度之下。這是全體中國人的

強烈願望，並且已經匯成巨大的力量，正在推動中國歷史的腳步朝此方向前進。」

285綜觀蔣經國的兩岸政策，可以發現其「人格特質」中堅定的「決心」與「信心」，

常是穩定政局與指明國家方向的重要力量。 

最後，筆者以蔣經國的言論總結，他曾對政府的大陸政策，以堅定的口氣自

信滿滿地說： 

 

政府一貫的政策，是堅持反共立場，不與中共接觸、談判，決不妥協。因

為我們要為復興基地的安全負責，要對中國前途負責，要對歷史負責，這

個立場不會改變，未來也是如此。有些人士認為我們這個立場過於「僵」

化，不足以應變，其實是因為他們不瞭解中共陰謀本質所致。中共的企圖

是想運用談判策略來獲得無法以軍事達到侵吞臺澎金馬的目的，我們不與

接觸談判，使其計無可逞。如果我們踏出錯誤的一步，就給敵人製造可乘

之機。事實上，正因我們堅持這樣的不變立場，才逼使中共不斷改變其表

態。所以與其說我們「以不變應萬變」，倒不如說中共以「萬變」應我們

的不變，其間主動與被動的態勢應該非常明顯。
286 

 

 

 

 

 

 

 

                                                 
285 林蔭行主編(2006)，〈一個決心積極革新的年代—歷史性專訪蔣經國總統〉，《動力 20—關鍵年

代的人與事》，臺北：天下遠見，頁 128。 
286 同前註，頁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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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論 

 

     

 

 

一、他高瞻遠矚、無私無我，為國家民主化佈展新局，贏得國際支持。 

二、他堅定反共意志，把臺灣建立成全中國同胞的希望。 

三、他深入基層、瞭解民意，掌握正確發展方向。 

四、他律己甚嚴，平實、平淡、平凡作風，深獲人民崇敬。 

～《遠見》雜誌 1987 年 10 月～ 

 

 

蔣經國是臺灣黨國體制轉型前的國家領袖，他的「人格特質」對於臺灣「政

治發展」的影響力無庸置疑。本文首先探討蔣經國的「人格特質」，分別以「人

格特質」之形成背景、「人格特質」之內涵，以及「人格特質」之評價，一步步

切入蔣經國的「人格特質」核心；第二部份以蔣經國的「人格特質」來探討臺灣

在 1970 及 1980 年代的「政治發展」，內容包括：「政治本土化」、「政治自由化」、

「政治參與」及「兩岸關係」等 4 個面向。本章分為兩部份，第一節：研究發現；

第二節：研究檢討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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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發現 

 

  壹、蔣經國人格特質方面 

    

一、蔣經國「人格特質」受到宗教信仰的影響 

1943 年復活節，蔣經國在重慶一家教堂，由畢范宇牧師施洗，正式成為美以

美教派信徒。蔣經國認為基督教對他的思想及精神力量影響甚大。 

二、蔣經國「人格特質」受到家庭環境的影響 

包括：父親蔣介石、母親毛福梅等，尤其他的父親蔣介石在中國現代史具有

關鍵的影響地位，期許與栽培長子蔣經國之心自不再言下。 

    三、蔣經國「人格特質」受到學校教育及師長的影響 

蔣經國留學蘇俄前，於國內接受傳統的學校教育，不僅學習古文「頗好誦

讀」，在上海學習西方的英文及數學等科目，雖然學習的程度不深，但至少已具

備基礎。此外，上海及北京的開放風氣帶給他另一種思想啟發，在革命思潮及國

際局勢競爭的影響下，不僅激發愛國心，並同情貧苦的老百姓。  

    蔣經國在蘇俄孫中山大學的學習內容偏重社會主義學說的知識教導與批

判，上課方式活潑，不會禁止學生在課堂上發言，即使提出和老師不同的見解，

也能受到包容與尊重。此外，他還擔任學校壁報《紅牆》編委，訓練寫作及宣傳

能力，表現非常活躍，對他來臺後期改造中國國民黨為競爭性政黨不無影響。之

後蔣經國進入軍事學校進行士兵訓練，當過騎兵和陸軍，也學會駕駛飛機的技

術。由於在校學業成績優異，一年後被選拔到列寧格勒托瑪契夫中央軍事政治學

院深造，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績畢業，此段在蘇俄的留學經驗應有助於蔣經國回國

後的工作。例如：建設「新贛南」、處理東北外交事務、負責上海經濟管制工作、

來臺後擔任情報職務、主持國軍政戰工作、創辦中國青年反共救國團、協助大陳

島軍民撤退、「八二三砲戰」時探訪金門，以及開闢「東西橫貫公路」等。 

此外，師長吳稚暉影響蔣經國「人格特質」尤深，其儉樸的生活、堅毅的性

格、豁達的胸襟，以及勸人不可貪財的智慧，皆潛移默化影響蔣經國的人生價值

觀。 

    四、蔣經國「人格特質」受到生活及工作經驗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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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探討蔣經國擔任行政院院長之前的生活及工作經驗，包括：俄國時期的

生活經驗、江西時期的工作經驗、擔任東北外交特派員的工作經驗、上海時期的

工作經驗、兩岸分裂初期的工作經驗，以及紐約遇刺案等，分別探討這些事件對

於蔣經國「人格特質」所可能產生的影響。 

    五、蔣經國的政治認知包括以下幾點 

本文以他逝世前一年接受《遠見》雜誌專訪為內涵。包括：(一)、政治民主

化、經濟自由化；(二)、穩健中求進步；(三)、「現行的憲政體制不可變」、「推進

民主憲政與維護國家安全必須受到同等的重視」；(四)、「以不變應萬變」，主導大

陸政策；(五)、中國「必然統一於自由民主的三民主義的制度之下」；(六)、「國

防一向以自立自強為最高指導原則」；(七)、領導人才的條件首重「品德與才能」。 

    六、蔣經國「人格特質」包括以下幾點 

    本文以蔣經國受到宗教信仰、家庭環境、師長及學校教育、生活及工作經驗

等各方面的影響，歸納 6 點「人格特質」如下： 

(一)、強烈的國家、民族及歷史使命感； 

(二)、樂觀、信心、決心、勇敢； 

(三)、腳踏實地的務實取向； 

(四)、重視忍耐的功夫； 

(五)、謙虛、隱藏自我； 

(六)、無私、清廉。 

七、由於蔣經國特殊的人生經歷，例如：在蘇俄留學和工作的經驗；長期從

事黨團工作；到美國等民主國家訪問，並親身觀察民主制度；先後擔任地方與中

央政府的行政工作，包括內政、外交、軍事、情治、財經等。這些人生歷練，形

塑蔣經國特殊的「人格特質」，一般政治人物實難望其項背。 

   

貳、蔣經國人格特質與政治本土化方面 

     

一、蔣經國對於「政治本土化」所展現的「人格特質」包括：(一)、強烈的

國家、民族及歷史使命感；(二)、決心、勇敢；(三)、腳踏實地的務實取向。 

二、蔣經國「人格特質」與「政治本土化」的檢討與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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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經國擔任行政院院長及總統期間，表現出「強烈的國家、民族及歷史使命

感」，以及「腳踏實地的務實取向」「人格特質」，持續推動「政治本土化」政策。

擔任行政院院長時，在「革新保臺」的理念下，首先將成長於臺灣的新生代政治

菁英納入行政院內閣名單，臺籍人士由之前的 3 位增加為 7 位，五院中也包含 4

位臺籍副院長，而臺灣省省主席及臺北市市長亦由本省籍人士擔任。整體而言，

政府部門的「本土化」在蔣經國擔任行政院院長時已有極為明顯的改變。此外，

在中國國民黨黨務方面，1976 年第 11 屆全國代表大會，中央委員由 99 人增加到

130 人，候補中央委員由 51 人增加到 65 人，增加出來的名額幾乎全由臺籍人士

包辦，多位具民意基礎的縣市長也擠身中央委員之列，22 名中常委有 5 名臺籍

人士，增加 2 名，比例已達 33%。 

擔任總統時期，由於是國家元首兼任中國國民黨主席，蔣經國有更大的自主

性來推動「政治本土化」政策。其中 1978 年提名彰化縣籍政治菁英謝東閔擔任

副總統最具代表性，此時行政院由孫運璿組閣共有 6 位臺籍閣員，是 1972 年蔣

經國組閣的 2 倍，當然臺灣省省主席及臺北市市長也是臺籍人士，蔣經國逝世

前，行政院臺籍閣員比例提高到 40%。 

國會的「本土化」在此時期更加明顯，3 個國會(立法院、監察院、國民大會)

的開放選舉，使臺灣省籍人士更有機會到中央政府參與政務。蔣經國在 1980 年

大幅調高增額代表名額，相對於資深代表的新陳代謝，臺籍代表佔有的比例相對

提高，對臺灣「政治發展」的影響極大。在中國國民黨黨務方面，1979 年中常委

總人數 27 位中，臺籍人士大幅增加到 9 位，比例達 33.3%；1986 年中常委總人

數 31 位中，臺籍人士更增加到 14 位，比例提昇到 45.1%，本土人士幾乎占一半

的席次。此外，1984 年蔣經國提名臺北縣籍李登輝擔任副總統，1987 年支持臺

籍人士擔任監察院院長及司法院院長。 

    雖然蔣經國從未講過「本土化」這個名詞，不過蔣經國主政下的臺灣「政治

發展」卻朝此方向邁進。蔣經國推動「政治本土化」政策與其「腳踏實地的務實

取向」「人格特質」有關，因為在他的政治認知中，中國「必然統一於自由民主

的三民主義制度之下」，臺灣與大陸的競爭在於制度之爭，而制度推動的關鍵在

於人才，他在 1970 年代末期大量任用本省籍的知識份子參與中央決策階層，有

效疏導與整合本省與外省的政治菁英，奠定政治安定的基礎。此外，他也希望任

用的臺籍人士，具有中華民族的思想，「政治本土化」的長遠目標就是追求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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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將統一於三民主義之下。 

蔣經國喜讀《貞觀政要》，他說：「益我最深且大的，還是知人善任之道。深

察當時主政者的知人、用人、待人、培植人以及幫助人成功的氣度與方法，益見

唐文治武功，其來有自矣。近年來，我常在此處下工夫潛心探究，期能有所進益，

更勉以培植人才，幫助別人成功為職志。」
1蔣經國啟用人才的做法深受《貞觀

政要》的影響，然而他在啟用新人時，主要的考量是「品德」與「才能」，省籍

考量並非唯一因素。蔣經國在 1987 年接受《遠見》雜誌專訪談到：「我在遴選人

才時最主要考慮的是品德與才能。」
2 

 

  參、蔣經國人格特質與政治自由化方面 

 

    一、蔣經國對於「政治自由化」所展現的「人格特質」包括：(一)、強烈的

國家、民族及歷史使命感；(二)、決心、勇敢；(三)、腳踏實地的務實取向；(四)、

重視忍耐的功夫；(五)、謙虛、隱藏自我；(六)、無私。    

二、蔣經國「人格特質」與「政治自由化」的檢討與評價 

國民政府來臺初期，由於面臨中共武力威脅，對於「政治自由化」採取限制

措施，其中以政府宣佈戒嚴對於「政治自由化」的影響最大。蔣經國宣佈「解嚴」

前，國內已出現許多要求政治改革的聲音，試圖衝撞國民政府的戒嚴體制。例如：

《自由中國》雜誌的發行、〈臺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事件、《大學》雜誌的發行、

「中壢事件」及「美麗島事件」等，不過此時政府對於「政治自由化」並未立即

採取鬆綁策略。 

蔣經國認為推動民主政治應是循序漸進的，他在 1979 年 12 月 25 日行憲紀

念大會說：「民主是漸進的，不是冒進的；是培育的，不是移植的；必須適於國

情，在自己的土壤生根成長。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而立國，因此我們要貫徹三

民主義的民主憲政。」3 由此可知，蔣經國認為推行民主政治應是漸進的，長遠

目標是「貫徹三民主義的民主憲政」。 

                                                 
1 林蔭庭(1998)，《追隨半世紀—李煥與經國先生》，臺北：天下遠見，頁 151-152。 
2 林蔭庭主編(2006)，〈一個決心積極革新的年代—歷史性專訪蔣經國總統〉，《動力 20—關鍵年

代的人與事》，臺北：天下遠見，頁 129。 
3 蔣經國(1992)，〈道德理性法治並重〉，《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2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

頁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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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蔣經國推動「政治自由化」的過程中，展現「強烈的國家、民族及歷

史使命感」的「人格特質」。他有「解嚴」的念頭，國家形象的考量應是原因之

一，為避免外國人誤會，並提昇國際形象，蔣經國早在 1980 年代初期已認真考

慮「解嚴」的議題。
4 

其次，雖然蔣經國已確定「解嚴」的大方向，但他認為國家安全仍需獲得保

障。蔣經國說：「推進民主憲政與維護國家安全必須受到同等的重視。兩者相輔

相成，並且以厲行法治為基礎。唯有尊重制度和法律，民主憲政才能歷久不渝，

這也是政府制定《國家安全法》的精神所在。」
5因此他指示制定《動員戡亂時

期國家安全法》，待國家安全有法律保障後再宣佈「解嚴」。6 

再者，蔣經國推動「政治自由化」，不僅「是一種理性的合乎現代潮流的制

度」，更希望為「中華民國的長治久安厚植根基」。雖然「解嚴」前的國內、外情

勢「暗潮洶湧」，「解嚴」時期各種條件相互催化與影響，不過蔣經國展現堅定的

「決心」及「勇敢」面對挑戰的「人格特質」，堅持推動臺灣「政治自由化」。 

總而言之，我們可以發現就「解嚴」的決策面言，蔣經國毅然決然建立國家

長治久安的民主制度；就「解嚴」的技術面言，蔣經國一方面採取分工合作方式，

派學者專家赴國外先進國家考察相關經驗，另一方面重視團隊合作，他要國人「加

強彼此協調，相互合作，尤其要注意不可有本位主義、個人主義。不要為自己著

想，而要為民眾的福祉和國家利益著想。」
7當行政部門怠忽時，他強調效率及

團隊合作的做事原則，積極催促，不使既定政策延宕；在進行政治革新時，他希

望「做到安定中求進步」，仍不忘制定《動員戡亂時期國家安全法》，以兼顧「政

治自由化」與國家安全；當民眾缺乏信心、疑慮後果時，蔣經國在關鍵時刻展現

堅定的「決心」及「勇敢」面對挑戰的「人格特質」；在民眾出現觀望或保留態

度時，他又即刻在速度和幅度上加速前進。 

最後，蔣經國雖然宣佈「解嚴」，然而他發揮「謙虛」及「隱藏自我」的「人

格特質」，婉拒新聞局提出由總統親自在總統府宣佈的建議，指示由新聞局代表

                                                 
4 1983 年 5 月 16 日，蔣經國接受西德《明鏡周刊》訪問，當時記者提問：「貴國自稱是唯一正

統的、自由的中國，但卻實施戒嚴長達三十四年，近代史上未曾有國家實施戒嚴的時間如此之

久。貴國的戒嚴令將在何時方可解除？是否直到中國大陸收復之日？」 
5 林蔭庭主編(2006)，〈一個決心積極革新的年代—歷史性專訪蔣經國總統〉，《動力 20—關鍵年

代的人與事》，頁 126。 
6 薛化元主編(1993)，《臺灣歷史年表—終戰篇Ⅲ(1978-1988)》，臺北：業強，頁 250。 
7 蔣經國(1992)，〈加強協調相互合作〉，《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20 冊)，臺北：行政院新聞局，

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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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宣佈「解嚴」。8 

 

  肆、蔣經國人格特質與政治參與方面 

 

    一、蔣經國對於「政治參與」所展現的「人格特質」包括：(一)、強烈的國

家、民族及歷史使命感；(二)、樂觀、信心、決心、勇敢；(三)、腳踏實地的務

實取向；(四)、重視忍耐的功夫；(五)、無私。     

二、蔣經國「人格特質」與「政治參與」的檢討與評價 

蔣經國擔任行政院院長前，政府早在 1950 年即於臺灣推行地方自治選舉，

並在 1969 年舉辦中央民意代表增補選。蔣經國擔任行政院院長時，以「發掘人

才」為目的，發揮「腳踏實地的務實取向」「人格特質」，持續推行地方自治，並

辦理有限制的中央民意代表增補選，一方面滿足人民參與地方自治的渴望，二方

面開放部分的中央民意代表增補選，對於中國國民黨的中央政府統治權並不構成

嚴重威脅，就短期而言，有助於維持政權穩定；而在擔任總統時期，除進一步推

動中央及地方選舉外，並著手改造中國國民黨為競爭性政黨，鼓勵部屬講真話，

為將來「解嚴」及「開放黨禁」預作準備。蔣經國準備以逐步鬆綁威權體制方式，

來達成民主轉型目標，不過他對於黨員參與選舉的原則甚為看重，例如：要求黨

員「賞罰分明」、「避免結黨營私」、「重視黨內團結」等。此外，蔣經國重視選舉

制度的建立甚於選舉結果，他說：「我們要有贏得民心重於贏得選舉的體認，不

必過分計較當選名額的多少，所計較的應該是貫徹公正、公平、公開三項要求。

必須在團結、和諧的氣氛下辦好這次選舉。」
9  

最後，蔣經國決定改革中央民意代表機構，以擴大「政治參與」範圍，並指

出以「充實中央民意代表機構」取代「全面改選」、「不宜擴大遴選範圍」、必須

符合憲政體制、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為目標、不設大陸代表，以及考量資深

中央民意代表的感受等。 

蔣經國逝世後，中國國民黨於 1988 年 2 月 3 日通過「現階段充實中央民意

機構改革方案」，此方案與蔣經國的理念相合。例如：擴充增額代表名額、建立

                                                 
8 謝瑞智(1991)，《憲法大辭典》，臺北：國家發展策進會，頁 162。 
9 蔣經國(1992)，〈虛心接納諍言率先守法重紀〉，《蔣經國先生全集》(第 19 冊)，臺北：行政院

新聞局，頁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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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代表強迫退休及自願退休制度、廢止第 1 屆國代遞補制度，以及不設大陸代

表名額等，這些做法奠定政府進一步推動國會改革的基礎。 

 

  伍、蔣經國人格特質與兩岸關係 

 

    一、蔣經國面對「中美斷交」所展現的「人格特質」包括：(一)、強烈的國

家、民族及歷史使命感；(二)、樂觀、信心、決心、勇敢；(三)、腳踏實地的務

實取向；(四)、重視忍耐的功夫。 

    二、蔣經國在「開放探親」政策所展現的「人格特質」包括：(一)、強烈的

國家、民族及歷史使命感；(二)、決心、勇敢；(三)、腳踏實地的務實取向。 

三、蔣經國「人格特質」與兩岸關係的檢討與評價 

早在「中美斷交」前，蔣經國於 1976 年 11 月 13 日，在中國國民黨第 11 次

全國代表大會提出施政報告，當時他已經看出中共的外交策略。 

「中美斷交」時，蔣經國於 1978 年 12 月 16 日凌晨冷靜聽取美國駐華大使

安克志(Leonard Unger)的報告後，展現堅定的「決心」與「勇敢」面對挑戰的「人

格特質」，立即以堅定的口氣指責美方的背信行為，並勉勵國人「處變不驚」。而

在「中美斷交」後的半個月內，蔣經國連續在公開場合，重申政府「肩負起這項

艱鉅的使命」，展現「強烈的國家、民族及歷史使命感」的「人格特質」，鼓勵國

人「要以非常的決心，採取非常的行動，團結一致」，來面對「中美斷交」，「衝

破目前的難關」，「祇要衝破了這個難關，迎面而來的就是勝利。」他不僅展現「樂

觀」態度及堅決「信心」，更重視國民精神建設，為海外僑胞、留學生、學人及

三軍將士打氣；甚至鼓勵大陸同胞「不要灰心、不要失望、不要憂慮！」以共同

渡過國家危急存亡之秋。 

「中美斷交」後，蔣經國再一次確立「實行民主憲政」、「反共」、「反臺獨」

為國家當前目標，並展現「腳踏實地的務實取向」「人格特質」與積極態度，試

圖在「中美斷交」的逆境中，找出最有利的做法，將傷害減至最低，避免與美國

政府正面衝突。由於蔣經國「理解與美國民主黨撕破臉決裂，是大錯特錯。臺灣

仍需要在美國爭取廣泛的同情。」
10因此，他一方面與美國行政部門談判，另一

                                                 
10 陶涵(Jay Taylor)著，林添貴譯(2000)，，《臺灣現代化的推手—蔣經國傳》，臺北：時報，頁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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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向美國國會裡的臺灣友人申訴，最後共和黨與民主黨的國會議員提議修改

《臺灣授權法》(Taiwan Enabling Act)，更名為《臺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 Act)，

並設立「美國在臺協會」(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簡稱 AIT)和「北美事務協

調委員會」(Coordination Council for North American Affairs，簡稱 CCNAA)，推動雙

方「務實」交流。對於和美國人民的關係，蔣經國始終保持友好及「樂觀」態度，

並「希望美國人民喚醒美國當局的良知」。 

此外，政府開放大陸探親，確實有其大勢所趨的時代背景，因為自 1970 年

代末期，兩岸政治局勢發生大幅度的轉變。例如：國內出國民眾日增，直接或間

接與大陸人民進行學術、體育、文化等交流活動；而中共對國人前往大陸也採取

較為開放乃至歡迎的立場，使不少臺灣居民暗自赴大陸探親，形成守法者吃虧，

不守法者占便宜的情形；加上民間輿論壓力與民意代表質詢，以及「臺獨」分離

意識高昇等因素，皆使得政府必須認真研究「開放探親」政策。 

雖然政府推動「開放探親」政策原因甚多，然而蔣經國的「人格特質」，對

於「開放探親」的決策過程，應具有特殊的地位。當時對於開放大陸探親有兩派

主張，一派是主張開放大陸探親的開明派，另一派是主張限制開放大陸探親的保

守派。此時，蔣經國展現「強烈的國家、民族及歷史使命感」的「人格特質」，

對於「開放探親」的兩派主張，在衡量國家安全與老兵返鄉探親的需求後，隨即

提出做法，展現堅定的「決心」及「勇敢」面對挑戰的「人格特質」，裁定由政

府宣佈「開放探親」政策，並嚴格限定為民間交流範圍，對大陸的「三不政策」

決不改變。 

蔣經國開放大陸探親，基本上仍本於一貫的政治認知—「三不政策」與「三

民主義統一中國」原則，他將大陸探親設定為兩岸民間交流，而不是政府與政府

的交流，因此與「三不政策」原則不相牴觸；就長遠而言，開放大陸探親也是達

到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最終目標，與蔣經國的政治認知一致。 

最後，蔣經國展現「腳踏實地的務實取向」「人格特質」，希望藉由開放大陸

探親，讓臺灣民眾以「務實」角度比較兩岸分治的實際狀況，再由國人自己選擇

將來兩岸人民的生活方式，再次重申憲法所標榜的「主權在民」原則，並兼顧現

實民意與國家安全。 

在政府宣佈「開放探親」政策後，蔣經國不斷催促有關部門儘快研究與大陸

進一步往來的可行性，並制定若干腹案。1987 年 12 月，原則決定由臺灣紅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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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在香港設立信箱，以解決通信問題。 

其實蔣經國自己也是「老兵」，他和榮民一樣，也會有返鄉探親的渴望。蔣

經國早年在俄國 12 年，被史達林扣留作為人質，深刻體會思鄉心切的痛苦，相

信對於老兵渴慕返鄉探親的心情，必具有深刻的同理心。蔣經國開放老兵赴大陸

探親，展現為人民公僕，具有親民、愛民的風範。 

綜合而言，1979 年「中美斷交」使我國外交陷於逆境，在風雨飄搖之際，擔

任國家領導人的蔣經國，其個人的政治認知與「人格特質」，應是我國能由危轉

安的重要因素。1987 年政府開放大陸探親，雖然導因於許多國內、外的客觀環境

因素，然而蔣經國此時所展現的「人格特質」，對於政府決定開放大陸探親應具

有關鍵性的影響。 

蔣經國的兩岸政策，其終極目標是希望中國「統一於自由民主的三民主義制

度之下」，他說：「中國必須統一，也必將統一，但決不是統一在馬列主義的共產

極權制度之下，而必然統一於自由民主的三民主義制度之下。這是全體中國人的

強烈願望，並且已經匯成巨大的力量，正在推動中國歷史的腳步朝此方向前進。」

11綜觀蔣經國的兩岸政策，可以發現其「人格特質」中堅定的「決心」與「信心」，

常是穩定政局與指明國家發展方向的重要力量。 

 

 

 

 

 

 

 

 

 

 

 

                                                 
11 林蔭行主編(2006)，〈一個決心積極革新的年代—歷史性專訪蔣經國總統〉，《動力 20—關鍵年

代的人與事》，臺北：天下遠見，頁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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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檢討與建議 

  

    本文主要探討蔣經國主政期間(1972-1988)，其「人格特質」與臺灣「政治發

展」的關係。由於筆者才疏學淺，加上此議題研究範圍甚廣，如欲全面探討，絕

非筆者能力所及。同時筆者在探討過程中，發現許多地方值得深入思考及研究之

處，總結以下幾點檢討與建議： 

一、蔣經國的「人格特質」受到宗教信仰、家庭環境、師長及學校教育、生

活及工作經驗等因素的影響。本文嚐試歸納蔣經國的 6 點「人格特質」，然而政

治人物的「人格特質」經常隱而未顯，在一般情境中並不容易觀察，筆者也只能

以蔣經國的言論與行為，親朋好友和社會人士的觀感與評價，結合具體實例，間

接探討其「人格特質」，此為本文之侷限。 

  二、蔣經國主政時期，影響臺灣「政治發展」的因素甚多，學者已多所論述。

筆者初探蔣經國「人格特質」與臺灣「政治發展」(1972-1988)，深感資質駑鈍、

力有未逮，無法兼論其他影響因素，亦為本文之缺點。 

  三、「政治發展」的範疇相當廣泛，由於本文篇幅所限，只探討「政治本土

化」、「政治自由化」、「政治參與」及「兩岸關係」等 4 個層面，實難窺其全貌。 

  四、就文獻方面而言，雖然已有多位學者發表關於蔣經國的論著，然而專門

研究蔣經國「人格特質」的著作甚少，可說是「鳳毛麟角」。故本文只能以間接

資料，作為立論蔣經國「人格特質」之依據，雖然筆者已儘量收搜相關著作印證

及補強，但終究深感不足。期望將來有更多機會收集整理相關資料，如專書、影

片、報導、座談會及原始檔案等，進一步探討蔣經國的「人格特質」。 

  五、蔣經國處世謹慎，深知「喜怒不形於色」、「為政不在多言」的道理。許

多相關資料難以用文字保存下來。同時與其接近之人士，目前多已年長，或多為

政壇要人，若要與之訪談，恐難有其機會；即使有機會訪談，或因個性持重，語

多保留，或因議題敏感，多所顧忌，實難以盡其功效。筆者有幸訪談馬總統英九

先生及蕭副總統萬長先生，也只能獲得片面資訊。若將來有較寬裕的時間及人

力，進行多位相關人士訪談工作，留下詳細口述內容，作為學術研究史料，相信

對於研究蔣經國的「人格特質」，必有突破性的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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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就「政治本土化」而言，本文偏重中央黨政高層的人事本土化，不及探

討地方層級黨政人事部分；其次，蔣經國推動「政治本土化」也不侷限於人事方

面；再者，關於「政治本土化」的理論及思考模式的來龍去脈，亦為本文缺乏之

處；此外，在「政治本土化」政策下啟用的臺籍政治菁英，其在位後對於臺灣「政

治發展」的影響為何？應是筆者將來探討的方向。 

  七、就「政治自由化」及「政治參與」而言，兩者的政策有許多重疊處。例

如：「解除戒嚴」、「開放黨禁」與報禁，以及擴大選舉等，實難以完全區分；再

者，「政治自由化」及「政治參與」的內涵甚廣，本文只論述「解嚴」、「開放黨

禁」和選舉等層面，未能進行全面探討，此為本文應加強之處。 

  八、就「兩岸關係」而言，本文只探討「中美斷交」事件及「開放探親」政

策，未能擴及其他議題，亦為本文缺漏之處。 

 總結而言，蔣經國主政時期(1972- 1988)，臺灣「政治發展」正處於由威權統

治轉型為民主政治的關鍵時刻，其中影響「政治發展」的因素甚多，絕非單純探

討某一層面即可獲得全盤結論。本文以「人格特質」角度，初探蔣經國「人格特

質」與臺灣「政治發展」，希冀將來不斷自我檢討與督促，持續搜集相關資料，

在此議題略盡一分棉薄之心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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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臺北市市長馬英九先生接受博士論文訪談內容 

 

學校：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論文題目：蔣經國人格特質與臺灣政治發展(1972-1988) 

訪談對象：前臺北市市長馬英九先生 

指導教授：莊政博士 

學生：邱騰緯 

時間：2007 年 2 月 17 日 15 時 50 分至 16 時 20 分 

方式：電話專訪 

內容如下： 

 

一、請問您認為一位優秀的國家領導人應具備哪些政治人格特質？ 

 

答：國家領導人，我的感覺最重要的是，要對國家社會有強烈的責任感跟使命感、

良好的操守，以及足夠治國的能力，我想這是最主要的重點。 

 

二、請問您認為蔣故總統經國先生具備哪些政治人格特質？ 

 

答：我跟他工作了 6 年，我覺得他的政治人格特質，就是剛才我講的這幾點，除

此之外，他非常清廉、關心基層民眾及弱勢團體的生活，經常下鄉去探訪民

眾，並且傾聽他們的意見，這點是非常難得的，所以經國先生在生前給臺灣

政壇，帶來的是一股比較純樸的風氣。他自己平常也不去跟財團發生任何的

關係，同時也主張簡樸的生活，這是我跟他工作時，所學到的一些重要的習

慣。 

 

三、請問您認為蔣故總統經國先生主政期間(1972-1988)，其政治人格特

質對臺灣政治發展，例如「政治本土化」、「政治自由化」、「政治參與」，

以及「兩岸關係」，具有哪些影響？ 

 

答：我覺得他從 1972 年就開始擔任行政院院長，任內最大的貢獻就是推動了國

家的「十大建設」，例如：中山高速公路、縱貫鐵路電氣化、桃園中正國際

機場、臺中港、蘇澳港、北迴鐵路、石油化學工業、大煉鋼廠、大造船廠、

核能發電廠。這些重大的基礎建設，把臺灣經濟發展的基礎又往前推進了一

步。一方面他也重用本地的人才，包括李前總統登輝先生，就是在 1972 年

擔任政務委員，開始參與中央實際的政務。一步步地讓本省的政治人物，能

夠逐漸地擔任重要的職位。至於政治民主化方面，是在 1984 年開始推動政

治的民主化，透過解除戒嚴、開放組黨、開放報禁、地方自治的法治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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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北、高兩市開放市長民選，以及省長民選，最後推動國會的改革，不過

他過世的時候，國會的改革還沒有完成，只是開始勸退執政的中央民意代

表，也就是說國會的全面改選，是在李前總統接任之後開始實施的，但他在

生前已經開始推動這些政策，讓這些政策逐漸成為社會的主流價值，也使得

許多人才，不論是執政黨，或是反對黨，能透過這些改革，逐漸地浮上檯面，

變成我們中華民國臺灣政治運作的一個主體。經國先生讓臺灣經濟更自由、

實力更雄厚、社會更民主、本土人才受到更大的重視。然後他也開拓兩岸關

係，在 1987 年的時候，開放臺灣人民到大陸探親，使得兩岸關係從軍事的

衝突，到政治的對立，最後在 1987 年開始交流，這一點使得兩岸關係緩和，

開啟了往後差不多 20 年(到今天大約 20 年)，兩岸關係進入有史以來發展最

快速的階段，這些都是經國先生任內都已經打下來的基礎。 

 

四、假如您將來有機會成為國家領導人，請問您認為有哪些事情是必須要

做的？ 

 

答：我覺得目前臺灣面對最大的問題，就是社會兩極對立非常嚴重，如果我們國

民黨有執政的機會，一定要儘快地停止這種社會的對立，跟族群的撕裂，趕

快讓社會朝和諧的方向發展，這個不是光喊口號就可以做到，而是要採取實

際的行動，朝野的政黨、南北之間的差距，要設法來縮短和抒解。其次，我

覺得很重要的，就是要停止這些政黨的惡鬥，經濟必須要全面地鬆綁，讓臺

灣的經濟有再獲得發展的機會，否則的話，臺灣的經濟會逐漸地萎縮下去。

區域經濟的整合，臺灣不能參加，我相信將來臺灣一定會被邊緣化。第三個

我覺得很重要的是，兩岸之間要儘快地展開協商、開放「三通」，容許大陸

的企業來臺灣投資，讓臺灣跟大陸的經貿關係，能夠全面地正常化，使得臺

灣跟大陸經濟的依存度合理地成長，一方面可以使臺灣從大陸獲得發展所需

要的相對廉價的土地跟人力，二方面也使得雙方因為經濟依存度的增加，而

減少兵戎相見的可能。再來我覺得很重要的，就是要尊重「文官體系」，恢

復文官的尊嚴，不管是哪一個政黨執政，都不應該把「文官體系」當作是政

治的籌碼。同樣地，我覺得如果國民黨執政，應該善待反對黨，並且尊重傳

播媒體，不能像現在的民進黨，對反對黨動不動就展開割喉戰，同時對媒體

極盡地打壓，我覺得這是不正確的，所以我們對未來其實有一套很完整的願

景，不管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我們一方面認為臺灣要有它的

主體性，二方面也不能忽略國際化對臺灣未來發展的重要影響，在這過程當

中，最重要的一個原則，就是「以臺灣為主，對人民有利。」如果把這兩個

條件能夠充份地滿足，任何政策都是愛臺灣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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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您已經在2月13日辭去中國國民黨黨主席的職位，同時宣佈參選2008

年中華民國總統，請問您會以何種策略來從事競選活動？ 

 

答：我想主席的職位並不是成為總統候選人的必要條件，因為主席只有一個人，

能夠參選的人，可能不是只有一位，所以是否擔任主席的職位，本來就不是

必要的條件。我們國民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的辦法，它有一套制度，在今年的

4 月 2 號就開始公告登記，有意願並且有條件的人，就可以去領表，同時相

關的初選過程，都已經制度化了。 

 

六、李前總統是繼蔣故總統經國先生之後的臺灣領導人，請問您認為他在

臺灣的歷史地位上扮演何種角色？ 

 

答：李前總統在 1988 年繼位之後，蔣故總統經國先生所推動的政策，他都在延

續，包括解除戒嚴、開放組黨、開放報禁，他任內最重要政績，就是國會全

面改選，包括國民大會和立法院。他的任內一共經歷過 6 次修憲，把《憲法》

當中所規定的條文，包括國民大會逐漸虛級化，五院的功能也進行一些調

整，例如監察院成為專業性的監察機構，而不再是一個民意機關。最後在九

○年代初期，他又廢止了《動員勘亂時期臨時條款》，宣佈終止了動員勘亂

時期，讓臺灣的民主憲政恢復常態，這都是非常重要的措施，讓臺灣的民主

逐漸被世界所肯定，李前總統在執政的 12 年當中，臺灣政治的民主化，經

濟的快速發展，兩岸關係的全面擴張，可以說是非常重要的成果。 

 

七、陳總統執政至今已經 6年多了，請問您對他有何評價？ 

 

答：陳總統在 2000 年擔任總統，他在當選後，上任前的表現，獲得臺灣老百姓

許多的讚許，他在當選總統時，只獲得 39%的選票，可是等到他採取一系列

收攬人心的動作之後，上任一個月，他的民意滿意度，一度衝到 8 成，他任

命唐飛先生組閣，他又拜訪郝柏村先生、孫運璿先生…等這些黨國的大老，

並提出「四不一沒有」的兩岸政策，使得大陸及美國相對來講，都對他比較

放心，可是上任之後，就開始出現許多的問題，最大的一件事，就是發生核

四風暴，他宣佈停建核四，一方面使得行政院院長唐飛辭職，二方面使得臺

灣的經濟立刻發生非常嚴重的影響，股票市場狂跌，並且要求司法院大法官

會議解釋，最後大法官會議解釋說：「要停建核四，還是要經過立法院同意。」

當然立法院是不同意的，結果又恢復興建核四，本來核四預定在 93 年建好，

到現在為止都還沒有建好，現在已經 96 年了，浪費的錢已經超過 3000 億了，

這顯示出他們確實是治國無能，再加上在陳總統任內，包括第一家庭，以及

總統府的兩位副秘書長，內閣的許多官員，很多都因為貪污、圖利，或是其

他罪被起訴，甚至被收押，情節都很嚴重，在中華民國歷史上都是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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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這些問題都使得民進黨執政 7 年來給大家的感覺，就是貪污跟腐敗之

外，最重要的還是無能，沒有辦法把國家的經濟建設好。在民進黨開始執政

時，我們的鄰邦韓國，平均國民所得比我們還少 4000 美元，那個時候他們

還不到 1 萬美元，而在 6、7 年之後，他們已經成長到 1 萬 6000 美元，我們

才 1 萬 5000 美元，所以等於說 6 年之後，韓國的國民所得向前成長 1 萬多

美元，那我們才成長 1000 多美元，相形之下，顯示出我們政府的競爭力大

幅滑落，去年我們的經濟成長率在亞洲四小龍之末，跟我們 10 年前在亞洲

金融風暴之後，我們的經濟成長率是四小龍之首，可以說是完全不一樣，這

顯示出民進黨是「選舉有術，治國無方」，這一點是大家所公認的，陳總統

本身也是因為國務機要費案，尤其是他的夫人被起訴，再加上在訴訟時採取

很多拖延的策略，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所以我們對他的整體評價，從他的

民調一直都只有兩成左右，甚至一度還掉到只有 18%，跟他當年剛剛上任時

接近 80%，真是有天壤之別，所以我想人民對他的評價，應該是非常地清楚。 

 

八、您最近因為特別費的問題被檢察官起訴，請問您有何看法？ 

 

答：我們看了起訴書之後，覺得有點不可思議，因為特別費的制度行之 30 多年，

我們都是按照這個制度在運作，每個月會計室人員都通知我們去領特別費，

同時我的秘書同仁經過出納以領單請領之後，進入我指定的銀行帳戶，這都

是完全合乎我們現在的規定，可是在檢察官眼中，認為我是在「詐領」特別

費，而且使會計室人員陷於錯誤，等於說我一上任就開始「詐領」，「詐領」

了大約 7、8 年，我完全沒有辦法接受這樣的指控，因為這所有的過程都是

完全依照法律，並沒有做任何改變，而是完全依照法律在做，如果說這樣做

是不對的，這也不是說我們使它不對，因為它的制度本來就是這樣設計的，

所以這一點很多人說是「制度殺人」嘛！所以我感到非常地痛心疾首，我也

表示完全沒有辦法接受，將來在法院上我會全力爭取我自己的清白，從外界

來看，多數的民眾，超過六成的民眾也都認為我是清白的，一方面我長期以

來都是清廉自持，我非常重視這個價值，我自己當然不可能有貪污的念頭，

或者是貪污的行為，但是政府給我們首長特別費作相關公關交際之用，我們

一半是需要用單據核銷的，一半是需要用領據，就是用收據核銷的，核銷之

後就匯入我們的帳戶，有些首長是領現款，有些是匯入帳戶裡頭領支票，大

部份都是匯入帳戶裡，這些都是政府的規定，並不是我們自己主動去要求

的，申報財產也是法律上的規定，這是公法上的義務嘛！所以我感覺很冤

枉，就是這所有的程序都是政府所規定，我們都照辦，我們完全沒有作假，

也沒有掩飾，結果竟然認為我使用「詐術」來領取特別費，並且據為己有，

我看了起訴書之後，實在是不知道該怎麼說才好，覺得非常「匪夷所思」，

所以我會在審判時全力爭取我的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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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行政院院長蕭萬長先生接受博士論文訪談內容 

 

學校：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論文題目：蔣經國人格特質與臺灣政治發展(1972-1988) 

訪談對象：前行政院院長蕭萬長先生 

指導教授：莊政博士 

學生：邱騰緯 

時間：2007 年 9 月 4 日 21 時 5 分至 15 分 

地點：花蓮縣花蓮市國軍英雄館 

方式：面談專訪 

內容如下： 

 

一、請問您認為蔣故總統經國先生具備哪些政治人格特質？ 

 

答：經國先生的政治人格特質： 

第一，他需要做事情的人，而不是要做秀的人，因此他培養的人對臺灣的政

治是有些影響，他培養出的這些人繼續對臺灣的政治、經濟和社會都有貢獻。 

第二，他尊重臺灣本土，他希望多啟用臺灣本土優秀的菁英，同時加速本土

化的進展。 

第三，他對臺灣的前途有很清楚的看法，所以他要解嚴，他要讓政黨開放，

對於臺灣未來整個民主的轉型，因為他的遠見，才會有今天的臺灣民主。 

我個人覺得經國先生的政治人格特質是他的操守，他非常清廉，做事情又講

求效率，這兩點都是臺灣目前的政治很需要的政治人格特質。好，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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