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3

 

 

第五章 進軍中央（1973-1980） 

 

 

第一節 兩度參選立委 

 

 

1971年7月8日，臺灣省政府民政廳頒佈「民選縣市長、鄉鎮縣轄市長

當選人，應比照公務人員退休，不得超過六十一歲」之規定，惟此一地方首

長最高年齡之限制，並未使已屆齡的許世賢淡出政壇，1972 年 12 月的立委

選舉，反而讓其「由地方到中央」，創造政治生涯的另一高峰。值得一提的

是，許世賢原有意參與1969年之立委增補選，時任市長的許氏，並曾為辭職、

參選問題四處奔波，而未於市代會開議之初列席備詢，於是導致代表們的嚴

辭批評，例如蔡老首表示：「市長因要競選立法委員，置市政不顧，竟不列

席本會備詢，此次公出顯為私事，本會立場應休會抗議。」1陳盈志抗議道：

「依照臺灣省各鄉鎮縣轄市民代表會議事規則及組織規程之規定，代表會開

會期內市長及各課室主管應列席備詢，本次大會開始至今已進入第八天，前

七天會議中，均未見市長列席，非但蔑視本會之職權且對市政漠不關心。」2

面對代表們的質疑，許世賢除表達歉意外，亦據實以告： 

本人原想競選立委，所以這幾天前往民政廳及南區選舉事務所，請

示有關辭職參加立法委員選舉問題，基於上項理由公假外出，未能

列席貴會。⋯⋯本人參選縣長，或想競選立委，是為了本市恢復為

省轄市，因為要恢復為省轄市，必需經過縣長核准，以目前情況，

縣長不會同意本市恢復省轄市。如要恢復省轄市必須由本會通過

後，再送縣議會審議通過，然後經由縣長核准，送省議會審議通過

後送省政府，然後呈送內政部、行政院，而立法委員可以在立法院

                                                           
1 嘉義縣嘉義市市民代表會編：《嘉義縣嘉義市市民代表會第七屆第三次定期大會議事

錄》，1969年11月，頁35。 
2 同前註，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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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議調整全國行政區域。3 

 

然許世賢終因辭職、參選問題未能確定，且在不少友人勸其應任滿四年

的情形下，而決定由四女張博雅「代母出征」，據報載：「張博雅是嘉義市

長許世賢的女兒，因為許世賢辭職未准，才接替她母親的選壇關係出而競選，

事實上，張博雅的競選等於許世賢的競選，許世賢於嘉南地區外，早在半年

多以前，她就在高雄市及彰化雲林進行佈署，一直活動得非常積極。一般以

為，若許世賢自己出馬，當選當無問題，換了她的女兒，情形可能不同。……
二十七歲的張博雅，以過去多次為她母親助選，頗有競選經驗，發表政見時，

講得平實而有內容，風度極佳。」
4此次的選舉，張博雅為第二選區之候選人

（包括彰化縣、雲林縣、嘉義縣、臺南縣市、高雄縣市、屏東縣、臺東縣、

花蓮縣、澎湖縣），不但選區範圍廣，且在此區應選的四名當中，除國民黨

提名的三人以外，黨外人士有七人參選，競爭額外激烈。最後，張博雅雖未

當選，然年僅二十七歲，且首次參選的她，於落選者之得票數中，僅次於黃

順興、蔡李鴦兩位政壇老將，誠屬難得。5當然，許世賢的魅力是張博雅獲得

高票的主因，而由張博雅的參選，亦可感受到許氏從政之決心。 

 

1972 年底，許世賢親自投入立委之選戰，在競選過程中，不少媒體預測

許氏將當選，例如《中國時報》表示：「第四選區應選五人，國民黨提名四

人，餘留給黨外人士的一個名額有二人參選，其中以嘉義女市長許世賢，實

力較強，如無意外變化，當可當選。」6《自立晚報》載稱：「國民黨所『禮

讓』的對象，或係賢能才俊、或係溫和人士，或係特殊需要，或係與國民黨

                                                           
3 嘉義縣嘉義市市民代表會編：《嘉義縣嘉義市市民代表會第七屆第三次定期大會議事

錄》，1969年11月，同前註。 
4 《聯合報》，1969年 12月 15日，六版。 
5 「許世賢的女兒張博雅在此次選戰中，以初生之犢不畏虎的姿態初出茅廬，就能獲得九

萬一千多張票，比最後一名的當選人郭國基，只差兩萬五千票，已經是非常難得的事。……

許世賢是黨外首屈一指的女將，……這一次，雖然因為嘉義市長的身份不能公開為她女兒

助選，但是張博雅競選的全般戰略，都是出自許世賢親自擬定」，參見郭拔山編著：《郭

國基選壇馳騁錄》，高雄：大舞台書苑，1977，頁378。 
6 《中國時報》，1972年 12月 9日，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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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有淵源的人。……國民黨所禮讓並希望能夠當選的黨外人士，不外下列一
份名單，……第四選區，應選五名，黨提四名，禮讓許世賢。」7《聯合報》

認為：「如無奇蹟出現，雲林縣無黨籍候選人許哲男難望脫穎而出，而張文

獻、辛文炳、蕭天讚、陳水亮等四位國民黨提名候選人，及無黨籍的許世賢

等人，均握勝算，競爭只是聲勢問題，看誰的得票名次較高而已。」8由許世

賢在嘉義市造勢之盛況，可知其群眾基礎之深厚，《自立晚報》載道：「辛

文炳對於許世賢大捧特捧，如果說是標榜也不致過火。……他說許世賢一定
可以最高票當選，他只希望敬陪末座。……他也繫上了與許世賢外子張進通
的交情，這些話都是因地制宜，搔著嘉義市民的癢處，因之，也響起了春雷

似的掌聲。……許世賢政見說完，似乎高潮過去，宛如名角唱完了戲，觀眾
也似潮水退潮散去了一大半。」

9結果，許氏以領先國民黨提名者之票數當選，

並以十九萬零一票勇奪全國立委得票之冠。 

 

 在許世賢競選立選的同時，張文英亦投入嘉義縣長之選戰，與 1969 年

張博雅競選立委時相同，張文英此役亦仰賴其母之聲望及政績。例如《自立

晚報》報導：「女性候選人張文英的宣傳車上寫著『許世賢第三女』，可謂

最為別緻。她在發表政見中指出，其母許世賢在嘉義市的政績，就是她當選

縣長後的政績保證。也說，臺灣省還沒有產生過女縣長，不如由她嘗試看看。」
10《中國時報》亦載道：「張文英再次強調女性參政不會弱於男性。她說，嘉

義市長過去一直是男人擔任的，我們沒有看到市容的建設進步，等到我們選

出了許市長，中山路拓寬了，七彩噴泉也出現了。……嘉義人都知道張文英，
一個小兒科醫師不會有這樣多人的支持，將來如果能創造出這樣的紀錄來，

要靠她母親許世賢的造化。」11據目前已蒐集的資料顯示，「許家班」一詞此

時首次為媒體使用，《聯合報》報導：「許世賢除自己出馬逐鹿台省第四選

區立法委員外，另由三女張文英披掛上陣，參加嘉義縣長選舉，以『一介女

流』而有如此高的政治興趣，在臺灣的自治史上，尚屬罕見。……不過，她

                                                           
7 《自立晚報》，1972年 12月 12日，2版。 
8 《聯合報》，1972年 12月 20日，3版。 
9 《自立晚報》，1972年 12月 11日，6版。 
10 《自立晚報》，1972年 12月 16日，6版。 
11 《中國時報》，1972年 12月 19日，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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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女兒張文英競選嘉義縣長，可以說是聲望和基礎都差得遠，許世賢這一

安排，含有替女兒培養人望，安排自己接棒人的用意。最近三年間的二度母

女檔，張博雅也好，張文英也好，都不過是許世賢的化身。」12選舉結果，張

文英獲8萬餘票，與許世賢1968年參選縣長時之得票相去不遠，另一候選人

陳嘉雄則以17萬餘票當選。張博雅、張文英先後參選，以及長期以來為許世

賢助選的經驗，實奠定其日後參政之基。 

 

 1975年底，許世賢繼續爭取立委一職之連任，惟此次選舉，許氏僅以7

萬餘票當選，不但與同區當選人張文獻（25萬餘票）、陳水亮（24萬餘票）、

蕭添讚（23萬餘票）、辛文炳（18萬餘票）等之得票數有不小之差距，若與

其個人上屆之得票數相比，更有天壤之別。這樣的結果，或與國民黨當時「以

全部連任為目的」的輔選策略有關，許氏曾於連任後的首次質詢中直言道： 

世賢上次六十一年度參選增額立法委員，幸運以全省最高票當選。

三年任期屆滿，而受當局指示輔選現任委員六十四年度改選時全部

連任為目的而如願當選，但這次當選者除了大多數國民黨員以二十

萬餘票以上，並以１００％投票率之奇蹟到處出現，使當局自以為

民意而國際上有所交代，而黨外多為在六－七萬票以占末座，投票

率之高，而黨外得票率乃全世界罕見之現象，乃上為內政部長任選

舉主委其功不可沒，如此奇才其蹟可為觀止也！政治乃正治，政乃

正也，不正即歪，何以治國？行政乃行正也，選舉乃人民之意。13 

而費希平立委亦質詢道：「這次立法委員改選，執政黨認為辦得十分成功，

蔣院長並予以嘉獎，但一般社會及在野黨人士，則認為辦得非常失敗。青年

黨國大代表朱文伯說：『選舉結果，執政黨提名和支持的候選人全部當選，

不支持的全不當選，如果這一種選舉值得鼓勵，今後的選舉均援例辦理，民

主將變成黨主了』。」
14此外，若比較1972年、1975年議席數、得票率之統

計，亦可對應出上述之情形—— 

5-1 1975、1975年國民黨與非國民黨立委選舉議席數及得票率統計 

                                                           
12 ＜母女檔．許家班．嘉義選壇．娘子調兵＞，《聯合報》，1972年 12月 10日，3版。 
13 許世賢：＜五十七會期．1976年 3月 2日＞，《總質詢專輯．第二輯》，嘉義市：編者

自印。 
14 立法院秘書處編：《立法院公報》，65卷 17期，1976年 2月，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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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黨     國民黨 非國民黨 

議席與得票率 議席數 議席比例 得票率 議席數 議席比例 得票率 

1972年  22  78.6%  70.2%  6  21.4% 29.1% 

1975年  23  79.3%  78.7%  6  20.7% 21.3% 

資料來源：盛杏凌，《國民黨與黨外中央後援會選舉競爭之研究：民國七

十二年台灣地區增額區域立委選舉之分析與探討》，台北：桂冠，1986
年，頁 12。  

 

 論者或謂：「龐大的選票雖然把許世賢送進立法院，卻沒有激起她太高

的問政興趣，在國會裡，她並不與無黨籍立委往來，與其說她喜歡獨來獨往，

不如說她志不在此，興趣缺缺。進入立法院後，她的表現並不像是女強人，

於是聲望開始沒落了，三年之後，她尋求連任，氣勢已大不如前，開票結果，

僅拿到七萬四千一百七十四票，敬陪末座。」15誠然，除總質詢外，許世賢甚

少於立院中發言。惟上述「志不在此，興趣缺缺」的評論或有待保留，尤其，

1978年，許氏再度登記為立委候選人，然在投票日的前一星期，中央發佈選

舉延期之命令16，也因此，許世賢的立委任期順延至 1980 年。是年，張文英

繼而參選國代，雖再度落選，然而其在嘉義市區之得票數，卻多於兩位國民

黨籍當選人之總合。其落敗應與其的資望尚淺及嘉義縣長期以來派系林立的

政治生態有關，且國民黨亦尋求與各派系合作。 

 

而1970年代以來，國際局勢丕變、臺灣外交受挫，使得輿論界重新反省

國內的種種問題，並試圖由結構性因素切入，以探討臺灣當前處境及前途等

議題。此外，執政黨亦開始採行「本土化」政策，起用臺籍人才。在上述的

                                                           
15 葛均炎：＜「媽祖婆」政壇長青樹－許世賢＞，《透視黨外勢力》，台北：風雲論壇社，

1987年，頁 133-134。 
16 「六十七年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原訂於十二月二十三日投票．．正當選舉活動進入高潮之

際，詎料美國卡特政府，罔顧國際慣例，片面宣佈與我國斷交，與匪建立外交關係，國家

面臨非常情況，奉總統六十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台統（一）義字第四九二三號處分令，正在

進行中之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延期舉行」，參見中央選舉委員會編印：《中華民國６７、

６９年增額立法委員選舉概況》，台北：編者，1981年，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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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下，許氏參選立委時提出如下之政見： 

表5-2           1972年、1975年許世賢立委選舉政見 

年別       政         見   備 註 
1972 １．加強外交，提高國際地位 

２．整理內政，改善立法精神，立法即行 

３．消除貧窮，提高全民生活，改善環境 

４．加強清廉吏治、肅清貪污、提高待遇 

５．確立教育政策，留學政策應符合潮流 

６．確立民主政治、確保自由制定觀光護照 

７．國家經濟政策配合多邊貿易政策 

８．中央地方財政劃分、課稅比率重新調整 

９．尊重憲法，勿以行政命令牴觸而改憲 

１０．確立省縣自治通則，並早日實施 

１１．民意機關通過之預算，勿以任意上級修改 

１２．政府任聘人才，勿以省籍黨派差別，使之野無

遺賢、增加國力、團結為內外政策 

１３．確立政黨政治，制立政黨法 

１４．降格之縣轄市應恢復為省轄市，加強建設美化 

１５．牴觸憲法之限制立即廢止，重建民意 

１６．兵役及土地重劃政策應全面重新調整 

除外交議題及政黨

法外，其餘有關政治

反對的主張大抵於

1969 年張博雅參選
立委時已提出17。 

 

1975 １．恢復聯合國會員籍，以確保國際地位及權益 

２．外交勿以國民外交代替，以確保國家安全 

外交、內政之訴求大

增，而於民生上則強

                                                           
17 1969年張博雅參選立委時所提出的政見有：擁護憲法、實施憲法、尊重憲法；實施省

長民選，早日通過省縣通則，調整行政區域，縣轄市應升格為省轄市，以利發展；提高

鄉鎮市長職權，以利地方建設；確立省縣市鄉鎮財政劃分，以利地方自治；確立留學政

策，提高科學水準；促進醫師法早日公佈實施，以護全民健康；全面調整公教人員待遇，

以利廉潔政治；實施失業保險，以利社會安寧；確立農工商均衡發展政策；促進婦幼福

利政策之立法；推行公共衛生，發展預防醫學；確立退休及起用新人制度，以革新政治。

參見選舉總事務所編：《動員勘亂時期自由地區中央公職人員增補選選舉實錄》，台北：

編者，1970年，頁1-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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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多起用台籍人才，以增強外交陣容 

４．打破特權實施民主政治，不偏不黨以重民意 

５．電視多用台語，時事台語廣播更要緊 

６．政黨法早日立法，或行政打開民主大門，使民得

依法組黨，以防外交之失並助內政改革 

７．省縣自治通則立法以符憲法 

８．大興土木普建萬里長路，而經濟未復甦，政府應

迅速實施失業保險，以謀勞工福利 

９．農會法、漁會法、對人民團體任用權有所剝奪應

改善重新立法以收攬人心 

１０．農產物包括穀果庶農利益，應全面實施保證價

格制度，以安農民並利外匯，可資國家經濟 

調農工階層的利

益。此外，早期著重

之婦女、教育、醫療

等問題已不在主要

政見中 

資料來源：選舉總事務所編印：《中華民國自由地區六十一年中央民意代表

增補選選舉實錄》，台北：編者，1973 年，頁 2-335。選舉總事務所編印：
《中華民國自由地區六十四年中央民意代表增補選選舉實錄》，台北：編者，

1976年，頁 2-109。 
 

比較許世賢立委與省議員時期之競選政見可知，此一時期，其外交、內

政改革的言論比例大幅增加，這樣的轉變，與其說是中央及省級民代於職權

上本有差異，主要還是其面臨國內外局勢變化，對國家政策所提出的建議、

反省。若進一步觀察，吾人便可知其政治理念之延續面，如：其於省議員任

內即再三要求「省縣自治通則」之立法，再者，「政黨法」一詞雖於此時首

度提出，然一九五０、六０年代，許氏即積極參與「中國民主黨」之籌組事

宜。此外，嘉義市升格問題，亦為其自省議員任內起一貫之主張。而「加強

外交」、「省籍間政治資源分配不公」則為其不同以往之訴求，也是當時黨

外人士共同之呼聲。茲進而討論許世賢立委任內之問政焦點，以便更清楚地

觀察其論政議題的變與常。 

 

 

 

第二節 時代變遷與問政焦點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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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交議題的強化 

（一）再入聯合國 
1971年我國退出聯合國後，外交情勢益危，許世賢有感於此，乃提出再

入聯合國之議： 
凡國家友好關係，多建立外交，派遣大使，互相維持信譽及其權益，

一旦發生利害關係，不利於其國時，並無信義、誠意可言，我國未

能按時反攻，屈守臺、彭、金、馬，在國際上虧損日增，雖有新邦

交，但時聞斷交情事發生。⋯⋯我中國政府若視國際上發生外交斷

絕以為無關重要，只在經濟上貿易尚存，即視商業上可助經濟繁榮，

乃不知使國家地位置之何等地步？請問蔣院長有無再進入聯合國之

用意，或再進入聯合國以保護國家權益之必要？進入聯合國與保持

國際組織及增加邦交應為同一路線，未知蔣院長有何有效對策？18 

其強調自退出聯合國後，我國國際地位日益低落，執政當局應謀出路，不可

視而不見、自欺欺人。而在此之際，再入聯合國與內政民主化，實為當務之

急。191982 年許世賢接受訪問時仍表示：「離開聯合國，我們的國際活動幾

乎被冷凍了，奧林匹克運動會也不能參加，國際社會地位完全被忽視，好像

沒有人把我們當作有主權的國家。如果我們還是聯合國會員，我們就可以

爭，各種利益分配也有權利享受，所以我要政府盡力，設法回到聯合國。」20

足見許世賢視聯合國席位為我國國際地位之表徵，失之實難以立足，尤其，

                                                           
18 許世賢：＜五十四會期，１９７４年９月２０日＞，《總質詢專輯．第一輯》，頁19-20。 
19 許氏主張：「我國在國際上受委屈不少均在退出聯合國之後果至為明顯，乃不能不聞不

問。我國失了全世界半數以上之邦交，雖有小國友好之新邦交。⋯⋯但聯合國不能視為墓

碑而不再與之。⋯⋯我國在眾目所視，不能自欺欺人。國內建設，內政重整均為要務。反

攻政策為主，聯合國之席位，豈可不重？」同上註，＜五十六會期，１９７５年９月２３

日＞，頁 35-36。 
20 潘立夫：＜嘉義市長當選人許世賢訪問記＞，《政治家》，22期，1982年3月，頁17。

此外，許世賢亦曾於質詢時表示：「這次奧運，我國選手被拒遷入選手村，無法參加報到，

對國家之榮譽，何等損害．．．我國反攻大陸之後，奧運的邀請書想必不請自來，但就目

前的情形看來，無論如何努力，亦無結果，何必多此一舉？本席認為聯合國席位與奧運似

為同一路線」，參見《立法院公報》，69卷 18期，1980年 3月，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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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邦紛紛與我斷交，國際活動幾遭斷絕，國際組織亦將我除名。在此日漸孤

立的局勢下，許氏主張吾不應自絕於外，因此，力言應設法再入聯合國，並

有「辦理人民之『觀光護照』，以加強國民外交」之議。21 
 

  （二）檢討外交政策、主動出擊 
繼退出聯合國後，我國於外交上所面臨的最大危機，莫過於台美斷交一

事，在斷交事實尚未確定前，許世賢即針對此事提出質詢，要求政府表明態

度，其表示：「在外交方面，我們不能任意由美國牽制，任意由美國來決定

我們的前途。向來我們的外交政策是以不變應萬變，現在美國既然不顧國際

道義，離我們而去，我們為何還要硬梆梆的不變呢？光是不變，將會發生很

多問題。現在各方競相報導美國即將與中共建交的消息，白宮方面也有了若

干的證實。⋯⋯立法院雖屬國家最高議事團體，但至今尚未發表過具體立場，

政府亦未有任何聲明。本席認為，對於美國的決策，我們雖無法左右，但如

能表示我們的立場與看法，則可以穩固國家的地位，亦不負國民之所託。」
22清楚地表達出其對執政當局面臨外交頓挫、卻採取被動姿態的不滿。 

 
台美斷交後，許氏更質詢道： 
我國自退出聯合國後，與友好國家漸漸疏遠，而至斷交，初為惶恐，

為後平常，現為無所謂，乃見怪不怪，而養成自力更生，自強自恃

即無對策！前年所賴為最友善之美國，突然發生斷交之事實，而後

又來通知協防條約之廢止，如此險惡事件陸續出現，又再廢止航空

協定，新約尚未簽訂，而擬定為民間協約，無政府間之約定，繼而

剩下來五十多種協約問題，尚在玩弄中。⋯⋯我國正在如此險惡國

際上，有無重新檢討外交政策之必要？本來我國屹立在五強之間，

而今被人安排邦交或斷交，如此國際上未能自立，而只主張自強有

                                                           
21 「我國自前年退出聯合國後，各種措施至為緊張，並有加強之表現，因在聯合國有關我

國之各機構、組織損失會籍，而有迅補代其權益之需要，無不盡心神，又聞近對於世界性

之觀光組織，將發生問題，在此時機，我國應為防止計，卒先辦理國內准許人民「觀光護

照」之措施，以對抗並以重民主，又符合民義，以加強國民外交」，參見許世賢：＜五十

二會期，１９７３年１０月２日＞，《總質詢專輯．第一輯》，頁 7。 
22 立法院秘書處編：《立法院公報》，67卷 48期，1978年 6月，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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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用？23 

並多次強調外交處境至此，我國應一面檢討外交失敗之因，一面思量如何再

與他國建立邦交。24許氏雖譴責美國重利輕義的外交手段，然斷交既已成事

實，其更冀政府能有應對之策，因此，除強烈質疑政府以「不變應萬變」的

消極作風外，更進而主張「應研討是否有再建交的可能」。許氏的理念與同

為黨外立委的費希平頗有契合之處，費氏亦質詢：「在美匪建交後，似乎應

該檢討檢討我們的外交政策了。我們外交的失敗，不是執行的不利，而是決

策的錯誤，一般人往往把我們外交的失敗，歸咎於執行的人，那是不公平的。

本席在立法院中一再指出：國與國間的交往，各以本國利益為前提，談不上

道義二字，我們應該面對現實，採取彈性外交政策，可是行政當局卻充耳不

聞，依然強調其閉門造車、固步自封的外交政策，終於形成今日之局面。今

後共匪必然以其優越的形勢，進而孤立我國，我們如何衝破難關，與無邦交

國家建立實質的外交關係，實為當務之急」25。 

 
此外，許氏亦質疑台美斷交後，雙方互動不對等之狀：「中美各設立協

會或委員會，來處理其後兩方貿易、文化交流問題，其用意良好。但在美國

所謂『在台協會』自稱為民間代表，非國家、政府之機構，而我國所設『北

美事務協調委員會』，我國主張為政府之代表機構。……如是一為民間組織，
一為官方組織。處理事務上有無矛盾或不尋常之後果？既然所謂協會是民間

組織，我國相對改為民間代表，是否不妥？或有何困難？兩國間處理斷交後

事情，應為同等。不應一官、一民相互處理。名不正、言不順。」26足見其

對我國外交定位之關注與在乎。 

                                                           
23 許世賢：＜六十五會期，1980年 2月 22日＞，《總質詢專輯．第三輯》，頁14-15。 
24 我國自立自強，一切靠自己，如此始有前途，莫再依賴美國保護，應脫離其保障，自立

自強，隨時反攻，言行一致，完成復國基業，以符民望為妥。⋯⋯我國未能防止斷交在先，

何來官方機構？我國應自我檢討，如何改善過去之外交失敗？應該重新審求有日再與美國

或其它國家復交之計劃或鋪路，不可意氣用事。立法院秘書處編：《立法院公報》，68卷

15期，1979年 2月，頁 61。 
25 立法院秘書處編：《立法院公報》，68卷 15期，1979年 2月，頁 44。 

 
26 許世賢：＜六十四會期，１９８０年９月２５日＞，《總質詢專輯．第三輯》，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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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堅持國家立場，不容矮化 

我國外交局勢日益困窘之際，許世賢雖力主再入聯合國、恢復邦交，並

要求政府應積極以對，然在國際間相繼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權之時，許氏

仍堅持「中華民國主權」及「反攻復國」之策，表示： 
反攻復國的問題，我們在臺灣已等了二十多年，現在大陸上因為毛酋

斃命，無人領導，已呈現出一片混亂的景象，我們應趁此大好時機，

反攻復國。⋯⋯本席最近曾赴美國訪問，⋯⋯美國人表示雖與大陸共

匪關係正常化，卻不會損及中華民國的利益，仍然會在經濟方面協助

中華民國。本席表示美國的這種做法，將帶給中華民國人民一種永遠

無法彌補的損失。⋯⋯我們反攻必需要有一個姿態，必需堅持毫不妥

協。……現在國際間的一種普遍趨勢，是認為中國只有一個，臺灣是
中國的一部分，他們認為中國就是共匪偽政權，這種看法對我們極為

不利，蔣院長應對持有這種看法的國家表示，中華民國的臺灣省不是

隨便可由外國決定它的前途的，任何國家不能將我們拱手讓人。臺灣

光復至今二十多年，力行民主政治，現在若謂臺灣是中共的一部份，

要實行共產主義，這是違背全體人民的意願的，我們絕對不允許這種

情形發生。⋯⋯為了提高我國的地位，並改變世人不正確的看法，我

們應實際以行動表示反攻復國的決心，絕不宜失去先機。27 

其明言「臺灣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並指出「反攻復國」為恢復我

國際地位之道。再者，其於 1982年時仍表示：「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是很好的
理想。共產黨因為沒有實行三民主義弄得很落伍。而國民黨也未能全部依照

國父的主張，充分實行民主政治。現在國民黨提出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口號，

我認為國民黨必須先努力實行三民主義。」28 
 
相對於此，黃信介雖也持「反共」之立場，然卻質疑「反攻」之可能性，

其質詢道：「我政府當局一再強調反攻時機成熟，號角一響，便是匪共葬身

之日。本席深為疑惑者，號角何時要響？將響自何處？深為擔憂者，政府是

否錯過了敲響共匪喪鐘的時機？政府是否要徵得友邦同意，才可大舉義

                                                           
27 立法院秘書處編：《立法院公報》，65卷 76期，1976年 9月，頁 62。 
28 潘立夫：＜嘉義市長當選人許世賢訪問記＞，《政治家》，22 期，1982年3月，頁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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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毛匪偽政權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名義混入聯合國，成為其會員國，

並為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獲得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承認其為合法政權。

我們宣討匪偽政權為叛亂集團，我們宣稱反攻大陸為內政問題，將來反攻號

角一響，共匪若以會員國身份求救，聯合國為盡其對會員國之義務，對我國

採取集體行動時，政府將如何對付？是否有力量抵抗聯合國的集體行動？假

使聯合國採取談判、調停等手段，政府是否還堅持『漢賊不兩立』的原則，

不顧其它國家視為『侵略者』，而反共到底，一直到光復大陸為止？」29由

上可知黃氏認為在中共已獲得國際友邦的奧援下，反攻一事恐難如願，據此

乃進而要求政府審度「漢賊不兩立」政策的可行性。 

 

論者或謂：「從一九七０年代初期開始，美國與中國大陸再度進行官方

接觸，從而為臺灣帶來一連串的外交挫敗。儘管國民黨依舊宣稱只有中華民

國才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但是由於中共重返國際社會，導致臺灣

接連失去聯合國席位，以及所有重要組織中的會籍，並與重要友邦斷絕外交

關係，而嚴重地損及國民黨對主權宣示的基礎。由於國際社會仍然堅持一個

中國的原則，因此這些外交上的衝擊，令各界開始質疑：國民黨政府是否還

有能力保障臺灣現狀，並且維繫國家建制的正當性。」30惟由上述言論觀之，

許世賢雖對國際政治有所觀察、體會，並主張檢討外交政策、設法提高中華

民國國際地位，進而強調中華民國主權不容國際現實操弄，然在「反攻」的

思維下，其並未質疑中華民國主權之正當性，其曾表示：「在高雄事件發生，

本院黃信介委員被捕後，美國即有『臺灣建國聯合陣線聲明』，此事是否巧

合，或有無牽連，則不得而知，但是在此事發生之前，我們並不知道有如此

多臺獨的團體，現在這些團體發表此一『臺灣建國聯合陣線聲明』，對我國

來說甚為不利，我們不能視如不見，應當有一強硬的對策。我們的國家如能

獲得全民支持，而無人反對，才能有好的前途。」31 
 

二、內政民主化議題的承續與轉化 

                                                           
29 立法院秘書處編：《立法院公報》，62卷 77期，1973年 10月，頁 32-33。 
30 胡佛：＜臺灣與南韓民主化過程中的國際面向分析＞：《政治變遷與民主化》，台北：
三民，1998，頁183。 
31 立法院秘書處編：《立法院公報》，69卷 18期，1980年 3月，頁 25。 



 95

  「實施民主政治，有助於提升我國國際地位」為許世賢一貫之信念，其

於省議員任內即再三以憲法、人權、民意為本，針對相關議題提出質詢，而

在我國外交受挫、政治改革呼聲益急的 1970 年代，許氏對內政民主化的關切

自不待言，因此，其於立委任內首度質詢時即以「整修內政，採納民意」為

題，表示：「齊威公接納鄒忌之獻言，未及一年即果然『戰勝於朝廷』。……
內政之整修，乃對外之無言宣傳，敵友均視其內政廉能，即以其民心之愛戴

而不敢欺。」32以下試論述其問政理念之變與常。 
 

（一）促請「省縣自治通則」、「政黨法」之立法 

在兩度參選立委的過程中，許世賢均將「省縣自治通則」、「政黨法」

之立法列為政見，前者為許氏自省議員時期即一再提案、質詢者，而其對後

者的堅持，則可由許氏曾積極參與籌組「中國民主黨」得知。在其立委任內，

上述二項可謂黨外立委之共同訴求，所不同者，康寧祥、黃信介等出身於北

市之代表，於「省縣自治通則」外，亦要求「直轄市自治法」之立法33。 
在政黨法的部份，許世賢則強調政黨政治為民主之機制，力言：「合法

組黨比非法集團在管理上有法根據。在民主政治上制衡關係或外交，內政改

革必能發揮其作用，並對國家有利並無損失，對民主政治必有好處，對宣傳

上亦有利於國家地位。」34其論點與費希平之主張頗為契合，費氏指出：兩

大政黨輪替執政，民主政治才能順利運行。議會中若無制衡力量，此議會實

                                                           
32 許世賢：＜五十一會期，１９７３年２月２７日＞，《總質詢專輯．第一輯》，頁3。 
33 例如黃信介表示：「關於直轄市自治法問題，台北市於民國五十六年升格為直轄市，行

政院並公佈『台北市各級組織及實施地方自治綱要』為實施依據，台北市長由行政院任免

之。依憲法規定，凡屬地方行政首長（省縣市）均採直接民選。……依民權主義，地方自

治首長均需採民選制，並不採由上級任免制。」康寧祥亦言：「地方自治是民主憲政的基

礎，蔣內閣如確有誠意實行民主憲政，便該切實依照憲法的規定，把地方自治最根本的體

制，先在臺灣建立起來，以增進國民政府的政治力量，加強人民的向心力。⋯⋯對於建立

健全的地方政治體制，符合憲法規定的自治立法──『省縣自治通則』、『直轄市自治法』

的促其全面實施，以創立一個法律治理的民生憲政社會。」立法院秘書處編：《立法院公

報》，62卷 76期，1973年 10月，頁 50-51。 
34 許世賢：＜五十七會期，１９７６年３月２日＞，《總質詢專輯．第二輯》，頁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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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政治活力，而民主亦不過徒具形式而已35。惟儘管許氏對執政當局的反民

主政策有諸多批判，但對於國家領導人則給予肯定和推崇，其表示：「我們

知道先總統 蔣公是很了不起的政治家，他誠心誠意要中國民主化，我很尊

敬他。而我也是誠心要中國民主化，所以我堅持要組黨。」36 
 

（二）全面改選中央民代 

  許世賢於省議員任內，曾以臺灣人口增加為由，提案要求增選臺籍國代，

並於立法院通過自肥法案時，批判其未能代表民意，而主張應予改選。事隔

十餘年後，當許氏再次針對此議題發言時，其立論顯然較過去深刻，直指「以

臨時條款代替憲法」的不當，其指出： 
中央民意代表之改選在憲法之規定，既然被凍結不用。而以動員勘亂

時期臨時條款，而不受憲法之限制。我國是立憲民主國家，而憲法至

高條款，上由總統、立監委、國代之改選，未能依完整之憲法辦理而

以臨時法代替，至為可惜。⋯⋯光復三十年來，地方自治缺乏「省縣

自治通則」，中央民意代表永不改選，憲法條款以臨時法代替。使全

民不知其所為，中央民意代表與地方民意代表有新舊之感，有一朝天

子一朝臣，有如貴族院之永固，又如庶民之不可舉。37 

進而強調：在臺居住半年以上者，均為台地之選民並有被選舉權。永不改選，

似乎說不通38，然許氏雖要求改選，並未進一步闡述相關辦法如何擬定，如

是否仍依照省籍結構而明訂席次，或者以臺灣各行政區之人口現況為依據重

新調整代表名額。 
 
（三）呼籲解嚴 

在戒嚴體制下，執政當局屢以「非常時期」之名，行箝制自由之實，因

此，當政府以「政治革新」為號召時，許世賢亦提出解嚴之必要39。至 1982

                                                           
35 立法院秘書處：《立法院公報》，65 卷 17 期，1976 年 2 月，頁 17。 
36 潘立夫，＜嘉義市長當選人訪問記＞，頁 17。 
37 許世賢：＜五十五會期，１９７５年２月２１日＞，《總質詢專輯．第二輯》，頁26-27。 
38 許世賢：＜五十七會期，１９７６年３月２日＞，《總質詢專輯．第二輯》，頁5。 
39 許氏質詢道：「請問蔣院長有何困難而不早日解除戒嚴，使一般人民明瞭戒嚴之重大意

義及其措施之適當。政治改革，政府革新聲中，似有必要定時宣佈解除戒嚴。」許世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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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受訪時仍表示：「這件事（解嚴）我在立法委員任期內提出好多次，可是

行政院長總是答覆，中共飛機幾小時就能飛到我們上空，他從不說北韓飛機

幾分鐘就能飛到南韓上空，也不說阿拉伯回教國家飛機幾秒鐘就能飛到以色

列上空。其實，在戒嚴法下，政黨活動也該被禁止，可是國民黨隨時都在辦

自強活動。尤其時下社會各行各業，奢侈浪費，那有一點戒嚴的味道。」40除

指出解嚴與政治民主化間的關係外，許氏更以執政黨本身違反戒嚴法之行

為，提出解嚴才符合現況的想法，可謂「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此外，許氏對政府違背民主、限制人民自由之作為，亦明白批判，指出：

「我國實施民主政治，對政府之措施稍有批評，即視為分歧份子、思想有問

題、反政府等等。人民言論、出版自由頗受限制，即不能順潮流。反民主、

行逆流。……沉默民怨，後果不堪設想。」41其亦以我國為民主自由立憲國

家為由，力主放寬對人民出入境的限制42。 
  

（四）任用臺籍人才 

關於人員選用問題，過去許世賢僅於論及選舉公平時，要求「選舉監察

委員」應由各黨各派或無黨無派者任之，而「任用臺籍人才」之訴求，並不

見於其省議員時期之政見或問政言論中，然在立委任內卻多次抒發此一主

張，例如提出：「我國憲法第五條，中華民國各民族一律平等，第七條，中

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我

國在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施行本憲法，應無分省籍，一律起用人才。

但是政府較高地位，台籍人才微乎其微」43並向當局建議訓練、任用臺籍人才。
44此外，其亦呼籲：電台、電視應多用台語，使人民更能掌握相關訊息之全

                                                                                                                                                          

＜五十會期，１９７３年１０月２日＞，《總質詢專輯．第一輯》，頁11。 
40 潘立夫：＜嘉義市長當選人許世賢訪問記＞，頁 17。 
41 許世賢：＜六十五會期，１９８０年２月２２日＞，《總質詢專輯．第三輯》，頁19-20。 
42 我國為民主自由立憲國家，而管理出入境事，應對外國人入出境之管理為主。……對國

內自國之人民出入境應放寬以便加強國民外交，除了犯案之人民有所約束外，一般人民之

出入國境勿以提心吊膽，使其延緩或為難之能事？」同前註，頁 8。 
43 許世賢：＜五十七會期，１９７６年３月２日＞，《總質詢專輯．第二輯》，頁 4。 
44 我國外交失敗，敗在退出聯合國，重新建立良好外交，不能為無關重要。……最近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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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45 
 
總而言之，許世賢對於內政民主化的要求，主要是針對執政當局「違背

憲法」的作為而發，諸如：憲法中有關地方自治的條文被架空，而代以行政

命令；視憲法賦予人民的基本人權為具文，而在在有限制自由之策。上述理

念大多在其省議員任內已提出，此與我國 1950至 70年代政治民主化發展之
遲滯有關，在建議始終不被採納的情況下，許氏乃鍥而不捨地提出要求。另

一方面，其既秉持「反共、復國」的根本思維，因此，其對合理化各項政治

措施的法統結構，並未有進一步的審視。而除民主化的要求外，許世賢對於

內政的主張，亦擴及經濟、民生層面，例如當石油危機衝擊全球經濟時，其

力言政府應提出對策：「無論謂經濟恐慌不獨我國，而為世界性、國際性。

即可不負責任，但各國情形不同，必有各自研妥良策。」46此外，於我國進

行十大工程建設時，其亦憂心工程所使用的大量建材、油電，是否導致民間

相關物資因缺乏而抬價。 
 
 
三、婦女、教育、醫療議題的弱化 

在省議員任內，許世賢多次主張「增加婦女保障名額」，甚至提出「依

兩性人口數，計算應選名額」的主張，然其於近八年的立委任內，顯少觸及

此一議題，僅於一次質詢中提及婦女問題，其指出：「我國是自由平等之民

主國家，在憲法明文規定。但是民法『財產制』之法律條款，有性別不平等

之條文。如夫妻財產制即女性為奴婢不如，無視人權太甚！視妻為附屬物，

無物權，財產權可言。『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變為空言，有違立國精神，違

背憲法平等之原意，有悖民主自由平等之政策更甚！如此民法，即視女性為

無能，有如禁治產之不正常人。視女性為附屬物之原始時代之創法。如此不

                                                                                                                                                          

內起用台籍人才，可欣可賀，均為自由人士所欽佩，若在國外亦如此試用，國際上必有好

評，另眼相看。雖常言無分黨派省籍，但訓練較好臺籍、忠實端正超然人才，概不失我國

此時此地之需要。立法院秘書處編：《立法院公報》，65卷 76期，1976年 9月，頁 63。 
45 許世賢：＜五十七會期，１９７６年３月２日＞，《總質詢專輯．第二輯》，頁 5-6。 
46 許世賢：＜五十三會期，１９７４年９月２０日＞，《總質詢專輯．第一輯》，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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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之民法，有無早日廢止之必要？」47由上顯示許氏對兩性平權的想法，

已由爭取女性參政權，轉而從最根本的法律、生活面出發，然其並未持續提

出此一訴求。 
 
另外，在討論「墮胎合法化」議題時，除維續早期「保障母體健康」的

立場外，似乎更以「實施國家人口政策」為重點，其表示：「計劃家庭以兩

口孩子為目標，應迅速以國家計劃來指導，並立法使之能符合計劃，……如
日本以『厚生法』來辦理脫胎合法化，……如此不但合法履行國策又合法，
可保母身使之健康，不受非法手段脫胎。」48並進而強調墮胎若合法化，可

使人口壓力、教育及失業問題趨緩。49 
 
在教育問題方面，許世賢曾力主應充實地方教育經費，同樣的，此一訴

求於立委任內已不復見，惟有感於惡補之風盛行，乃於九年國教實施後，進

而提出高中亦應免試升學的想法，質詢道：「小學、初中免試入學，高中亦

應改為免試升學。以保青少年健康，初中就準備升高中，惡補由此發生。……
當局對惡性補習禁令，無法禁止其教師額外收入，提高師資及待遇外，並無

較好辦法，未知教育當局有何對策？」50同時，許氏也主張廣開留學之路，

一來讓學子進學有道，二來亦有助於國民外交。 
 
在醫療問題上，許氏雖曾言：「全民之健康有賴衛生行政之措施。…….

政府若要禁止業餘外診療，依法依理可謂正當辦法，但是密醫未禁絕，而禁

                                                           
47 許世賢，＜五十九會期，１９７７年９月２３日＞，《總質詢專輯．第二輯》，頁19-20。 
48 許世賢，＜五十九會期，１９７７年９月２３日＞，《總質詢專輯．第二輯》，頁17-18。 
49 許氏表示：「政府主張節育，家庭計劃大力推行，結果每年人口增加三、四十萬之多，

如此家庭計劃，效果不甚理想，此乃我國人口政策，並無正確之計劃所致。歐美多數國家，

早有墮胎合法化之政策，我國在這寶島上，雖然糧食尚有餘，衣、食、住、行、教育等不

無問題，尚且畢業與失業相比例。如此未反攻大陸以前，我國現時之人口密度，非文明國

家之榮譽。……此時此地墮胎以合法化處理，並無不妥，……若不准墮胎，一方面人口壓

力大，教育及失業問題更甚。」許世賢，＜六十四會期，１９７９年９月２５日＞，《總

質詢專輯．第三輯》，頁9。 
50 許世賢，＜五十五會期，１９７５年２月２１日＞，《總質詢專輯．第一輯》，頁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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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合法醫師之業餘行醫，有如加強密醫之行業。凡事應有始末，……密醫未
能禁止，合法醫師之業餘行醫，比密醫對國民健康上較好。」51然若以質詢

之次數計，此一時期許世賢對於醫療問題之討論，顯然弱化許多。 
 
  綜上可知，1970年代擔任立委的許世賢，在論政上偏重外交及內政民主
化議題，在外交上，極力主張應設法再入聯合國、提醒當局修正被動之對外

政策、強調中華民國主權及「反攻復國」大業。在內政上，則延續省議員時

期已提出的諸多議題，要求政府尊重憲法、落實民主、保障人權，而主張「起

用臺籍人士」一項則為不同於以往的訴求。此外，許氏於省議員任內曾力言：

「重新劃分中央及地方財政，以利地方建設」，然其立委任內卻罕言此事。52

而婦女、教育、醫療等許氏早年從政時期相當關切之議題，則明顯弱化。蓋

在危難之際，許世賢論政焦點已轉而以「國家當前處境及未來發展」為主。 

                                                           
51 同前註，頁 32。 
52 僅於一次質詢中言：「自來水廠統一經營與地方政府權益：年來地方政府所辦之事業中，
自來水廠為可為最出色，唯一有盈餘而可補貼地方財政，如是可靠財源，而今遽然即中統

一省府接辦，對地方政府而言，即損失才源又失去人事權乃可推想之。請當局要查過去地

方政府由自來水廠所得之盈餘，照原全數補貼各該地方政府，以免地方政府本涸渴財源更

無法維持才政困擾，再加嚴重」。許世賢：＜五十二會期，１９７３年１０月２日＞，《總

質詢專輯．第一輯》。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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