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碩士學位論文 

 

民進黨的國家主權論述： 

台灣政治發展為基礎的歷史考察(1986-2000) 

The DPP’s discourse on national sovereignty: a histo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aiwan’s political development (1986-2000) 

 

 

 

 

 

 

 

 

指導教授：陳儀深 博士 

研究生：陳觀佑 撰 

2018年 7月 

DOI:10.6814/THE.NCCU.GIDS.009.2018.F09 



 

 
 

謝辭 

    首先，我要懷著感恩的心，將這本論文獻給我的雙親陳鴻模與王碩瑱，謝

謝我的父母一路以來對我的栽培，在我求學路上不曾給我壓力，給予我最寬廣

的空間追尋自我價值，在研究所生涯提供我所有物質與精神上的支持與協助，

讓我毫無後顧之憂地拿取碩士學位。 

    得以順利完成論文寫作，最要感謝的當然是我的指導教授陳儀深老師，赴

台史所修習老師的課程，深深受老師的講學所吸引，儀深老師不僅在學術領域

治學嚴謹，且無怨無悔地致力於台灣歷史教育的扎根，喚起大眾對於台灣這塊

土地的認識與認同。在確定選擇以「民進黨的國家主權論述」為研究主題後，

老師常會娓娓道來民進黨的黨史讓我了解，並提供許多「眉眉角角」，深化我對

於過往歷史事件的認知，有助於我論文的充實與完整，在此，向老師表達誠摯

的謝意，有您的諄諄指教，學生才可以順利完成碩士論文。 

    我也要感謝兩位口試委員李酉潭老師與陳翠蓮老師，在繁忙之餘撥冗參與

學生的論文口試並給予指教。於政大國發所就讀期間，擔任酉潭老師通識課程

的教學助理達兩年，從老師身上習得非常寶貴的民主理念與進步價值，提點我

在此研究主題當中凸顯台灣政治發展與民主化歷程中的「另類經驗」，並開拓我

的研究視角，謝謝酉潭老師在我擔任助理以及論文寫作期間的鼓勵與照顧。翠

蓮老師是台灣歷史學界的頂尖學者，非常榮幸能夠邀請到老師擔任學生的口

委，並且相當仔細地閱讀我的論文，謝謝翠蓮老師提供我在研究方法與論文架

構完整性上的寶貴建議，讓我看到自己更多的不足與需要改進之處。 

    這一路上，我也要特別感謝我的女友品瑄，無怨無悔地陪著我一起蒐集論

文資料以及寫作，共享我研究所求學過程的喜怒哀樂，雖有時一個人在研究室

閱讀寫作，偶有「天階夜色涼如水，坐看牽牛織女星」之寂寥，但也因為有品

瑄的鼓勵與支持，給予我最安定的依靠，是我得以完成碩士論文的動力來源。 

    在國發所的求學期間，我要感謝目前在香港教育大學擔任博士後研究員的

明倫學長，除了給我很多鼓勵以外，從學長身上看到做學問應有的腳踏實地與

嚴謹態度，這都是我未來要繼續向明倫學長看齊之處。我也要感謝我的導師魏

玫娟老師、國發所的瑞宏學長、子超學長以及我的同學威皓、承憲、敬峯、逸

琪、霆妤、得祥、尚軒、翔宇等，在我撰寫論文以及口試上給予的經驗分享與

協助。 

    最後，也不忘要感謝國發所的兩位助教佩琦學姊與馬姊，替我解答在政大

的各種疑難雜症，並且在行政業務方面提供最大的協助，你們辛苦了! 

 

DOI:10.6814/THE.NCCU.GIDS.009.2018.F09 



 

 
 

民進黨的國家主權論述： 

台灣政治發展為基礎的歷史考察(1986-2000) 

摘要 

 

    1986 年民主進步黨(以下簡稱民進黨)正式成立，除了概括承受過去中華民

國(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爭奪「正統中國」代表權的過往歷史，同時肩負了

提出新國家主權論述的責任，在其擬定的「黨綱」草案當中指出，「台灣前途應

由台灣全體住民決定」，反對中國國民黨長期聲稱的「一個中國」論述。 

    本文假設，台灣的國家主權定位在政治發展的過程中呈現一動態性的變動

狀態，自由化與民主化的變革，漸次翻新了客觀環境上的國家主權樣貌，進而

影響主觀上民進黨國家主權論述之產出。 

    民進黨國家主權論述的組建過程，乃隨著解嚴後台灣政治發展與民主轉型

的歷史脈絡而行，本文將依照 1986 年至 2000 年台灣在歷經蔣經國與李登輝兩

位領導者統治下展開的「政治自由化」、「體制民主化」以及「中華民國台灣

化」三段政治發展歷程作為核心軸線，探討民進黨不同歷史階段國家主權論述

的產出背景以及與執政當局政治決策所產生的交互作用。 

    1986 年至 2000 年位居在野的這 15 年之間，民進黨內針對台灣、中華人民

共和國以及中華民國的主權定位關係，歷經討論、衝突、妥協、產出到定型。

本文認為民進黨的國家主權論述大抵呈現 1986-1991「住民自決」、1991-1999

「論述轉型」以及 1999 至今「務實獨立」三個階段的發展形貌。 

    從 2000 年民進黨首次取得中央執政權至今，國家主權的論述根基未再出現

大幅度地變動，「以主權獨立來鞏固民主、以民主體制彰顯主權獨立」成為民進

黨在台灣邁入民主鞏固的政治發展階段最重要的主權論述策略。大體而言，隨

1986 至 2000 年台灣政治發展與民主轉型的動態性變革中，民進黨已逐漸形成國

家主權論述的一套路徑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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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旨趣 

 

    1945 日本於二戰戰敗後，依據盟軍總部的第一號命令，中華民國來台進行

軍事占領，根據 2017 年國史館最新開放的一批「蔣中正總統文物」檔案指出，

1949 年國民黨於國共內戰中節節敗退，以美國為首的盟軍為了避免臺灣落入中

共手裡，有意鼓動台灣獨立，並且打算將臺灣交由聯合國託管1。蔣介石得知消

息後，極力阻止盟軍的行動，並且表示:「余必死守台灣，確保領土，盡我國民

天職，絕不能交與盟國，如其願助我力量，共同防衛，則不拒絕也。2」 

    同年的 12 月，國民政府全面撤退台來，並將首都遷於台北，在蔣介石的堅

持下台灣並未交由聯合國託管，而是成為了中華民國政府反共復國的基地，隨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且逐漸取得國際社會的承認，最終，蔣介石並未

完成「解放大陸，統一中國」的目標，而台灣則與中華民國的命運至此牽連在

一起，「台灣」、「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之間的關係，在戰後交織成

為錯綜複雜的國家定位問題。 

    兩蔣統治時期，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爭相競逐「正統中國」的代表

地位，然而在 1971 年中華民國遭驅逐出聯合國3之後，中華民國的國際地位便

如風中殘燭，也逐漸壓縮我國的國際參與空間。在面臨中華民國史上最大的外

                                                 

1「陳誠電俞濟時轉蔣中正」(1949 年 6 月 12 日)，〈對美關係（五）〉，特交文電─領袖事功─ 

 革命外交，《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90103-00006-149。 
2 「蔣中正電李宗仁」(1949 年 6 月 18 日)，〈事略稿本—民國三十八年六月〉，文物圖書─稿本 

 （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60100-00253-018。 
3  根據聯合國 2758 號決議文，蔣介石的代表是在聯合國組織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所非法佔據 

 的席位上遭驅逐出去的，在決議文當中，完全未提及「中華民國」，而是用「蔣介石的代 

 表」稱之，也就是在 1971 年的聯合國大會中，「中華民國」已經不被承認是一個合法取得聯 

 合國席位的主權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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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挫敗後，台灣內部也出現愈來愈多挑戰「一個中國論述」的主張，作為威權

時期最大的反對勢力，也就是民進黨的前身─「黨外」，也試圖透過各種體制外

的組織與動員行動，提出新的國家主權論述。最早出現在 1978 年發表的「黨外

人士國是聲明」，表達了由台灣人民自行決定國家前途的主權態度4。1986 年民

主進步黨正式成立，在其擬定的黨綱草案當中指出，「台灣前途應由台灣全體住

民決定」，對抗中國國民黨長期聲稱「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一個中國論述。 

    隨著民主進步黨的成立，除了概括承受過去中華民國(台灣)與中共爭奪一

個中國代表權的過往歷史，同時肩負了提出新的國家主權論述的責任。民進黨

於 1991 年修訂「台獨黨綱」，將獨立建國的主權理念納入黨綱條文中，之後於

1999 年通過「台灣前途決議文」，正式承認中華民國政權的統治合法性，作為

黨內日後處理國家主權問題的最高指導原則。 

    民進黨前後兩任總統陳水扁與蔡英文的就職演說，都不約而同地強調「中

華民國即台灣」的事實，並努力捍衛此現存狀態。2014 年，四十多位民進黨的

黨代表提案連署希望民進黨凍結「台獨黨綱」，主張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國號

為中華民國，「台獨黨綱」已經完成了階段性任務。5事實上從民進黨第一次取

得中央執政後，是否廢除台獨黨綱的聲浪在黨內從未間歇。 

    民進黨國家主權論述的組建過程，乃隨著解嚴後台灣政治發展與民主轉型

的歷史脈絡而行，從 1986 年民進黨建黨伊始至 2000 年位居在野的這 15 年之

間，針對台灣、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及中華民國的主權定位關係，黨內透過不同

的形式與多元的主張歷經討論、衝突、妥協、產出到定型，在短短十五年之

內，有堅持不變的大原則，亦有重大的論述轉變，從 2000 年民進黨首次取得中

央執政權至今，國家主權的論述根基未再出現大幅度地變動，大體而言，隨

1986 至 2000 年台灣政治發展的動態性變革中，民進黨逐漸形成國家主權論述的

                                                 

4  周琇環、陳世宏編註，2000，《戰後台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二)-組黨運動》。台北：國史館。 

 頁 166-169。 
5 〈台獨「騙選票」 前立委陳昭南：看不下去  〉。聯合報，2014 年 6 月 19 日，A1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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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路徑依賴。  

    因此本文希冀從 2000 年以前民進黨位處在野的這段期間，以台灣的政治發

展與民主轉型為核心背景，探討其國家主權論述的形成背景、論述過程、轉變

發展以及產出方式。 

 

第二節  文獻回顧 

 

一、 戰後的台灣地位論述 

    民進黨自 1986 年建黨迄今，對於台灣的國家定位最貫徹始終之立場，當屬

「台灣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非中國論述」，事實上在戰後中國國民黨威

權統治時期，台灣的學術界或是民間社會，出現愈來愈多挑戰國民黨當局「一

個中國論述」的主張，其中以國際法的角度作立論詮釋的研究最為多數。早期

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有彭明敏、黃昭堂合著的《台灣在國際法上的地位》，作者以

攸關台灣領土問題的歷史因素切入，並且考察大量的國際法律文件與聲明，如

日清合約、開羅宣言、波茨坦宣言、舊金山和平條約與對日和平條約等，主張

依據國際法理的解釋，中華民國無法透過「先佔」與「取得時效」之法律解釋

聲稱對於台灣擁有主權地位，另外，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完全不曾統治過台

灣，因此更無法主張台灣的主權隸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6。作者除了透過國際的

法理論述道出台灣國際地位的爭點，且在該書最後提出台灣領土問題的解決之

道，希冀在自由、民主和人權的時代潮流之下，考量台灣的地理、歷史與政經

因素交由台灣人民自決來解決領土問題7。 

    同樣嘗試以國際法的角度研究台灣國際地位問題的著作有戴天昭的《台灣 

法律地位的歷史考察》，作者將畢生對於台灣問題的研究寫成本書，於 2005 年

                                                 

6 彭明敏、黃昭堂，1995，《台灣在國際法上的地位》。台北：玉山社。頁 199-207。 
7 彭明敏、黃昭堂，1995，《台灣在國際法上的地位》。台北：玉山社。頁 223-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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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最大的貢獻是從古代台灣與澎湖存在住民開始，歷經荷蘭的「先佔」、鄭

氏政權移入、滿清的殖民統治、中國割讓與日本、中華民國占領一直到解嚴後

誕生民選的李登輝政府與陳水扁政府，所觸及的時空背景約略從西元六世紀末

的高砂族陸續渡台，至當今的二十一世紀初，以台灣跨時性的法律地位為歷史

考察，值得一提的是，本書除了聚焦過去糾結於台灣國際定位問題的台灣、中

華人民共和國以及中華民國之間的關係，同時也關注到戰後美國的對華態度與

遠東政策建構起的美、中、台三角關係，在此背景之下檢視美中三大歷史公報

對於台灣前途的影響，戴天昭認為當今對於台灣的國家地位問題，許多代表性

的國家如美國、日本、英國、法國、加拿大義大利與俄羅斯等皆採取「台灣法

律地位未定論」之見解，並且主張「依住民意思以住民投票決定台灣的法律地

位」8，作者以大量的法律文件以及國際政治的發展脈動，同樣試圖扭轉台灣是

中國的「固有領土」之印象。 

    台灣的國家主權主體為何?一直是探究台灣國家定位的一項核心命題，然而

雲程在《放眼國際:領土變遷與台灣(上)、(下)》9兩冊書當中，拋棄過去各界習

以為常地以「主權」概念探討台灣地位問題，取而代之以「領土地位」，作者使

用「領土地位」的概念試圖暫時拋開涉及主權概念的統獨、獨立建國等困擾台

灣前途的問題，來去檢視台灣在 1945 年由蔣介石接受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的

命令接受日本投降並「占領」台灣開始，對台灣的領土變遷帶來之影響。其中

作者列舉了在戰後關於台灣領土地位的各家說法，如竊占回復說、日本放棄

說、開羅宣言說、先佔原則說、民族自決說、信託統治說與已經獨立說等論

點，並且一一指出各家各派存在的問題10，最後作者重申台灣的領土地位夾雜

著「佔領」與「流亡」兩大主軸，依據歷史文件以及英美等國的發言，中華民

                                                 

8 戴天昭，2005，《台灣法律地位的歷史考察》。台北：前衛出版社。頁 690。 
9  雲程，2007，《放眼國際：領土變遷與台灣(上)、(下)》。汐止：憬藝企業。 
10 關於台灣領土地位的各種說法，詳細內容可見於雲程，2007，《放眼國際：領土變遷與台灣

(上)》。汐止：憬藝企業。頁 147-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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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或是台灣並非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現狀來自於「軍事占領」，是盟軍的一

項「暫時性安排」，依據〈舊金山和約〉，台灣領土地位的不確定性，仍停留在

戰後佔領區的地位， 這是清楚不過的事實11。 

台灣國家定位問題的複雜性，在於與中國之間的連帶關係，無論中國指的 

是中華民國，或是在 1971 年取代中華民國取得聯合國席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而黃昭堂在《台灣新生國家理論》一書中，主張台灣應跳脫繼承國家理論以及

分裂國家理論，由於 1971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在聯合國取得代表中國的正統

地位，台灣以中華民國的名義欲重返聯合國屢屢失敗，因此繼承國家理論只會

讓台灣陷入過去蔣介石時期與中共爭奪中國正統政府的泥淖，對台灣是有害的

12；至於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家規模、人口、面積上相去甚遠，且台灣

本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因此不適用類似於東西德、南北韓與南北越經

驗的分裂國家理論13；作者主張應擱置中華民國憲法，以台灣名義申請加入聯

合國等國際組織，宣布「新生國家台灣」的成立14。 

    陳隆志在 2016 年的新著「從國際法和政策的觀點論美國-台灣-中國的關

係」（The U.S.-Taiwan-China Relationship in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cy）一書

中，提到台灣國家地位經歷了四階段的變化：第一階段是 1895 到 1945 年，台

灣為日本的殖民地；第二階段是 1945 到 1952 年，在盟軍的同意下，蔣介石領

導的中華民國政府統治台灣，但是這段時間屬於暫時的軍事佔領，台灣在國際

法上的地位，依然處於不確定的狀態；一直到了第三階段，也就是 1952 年《舊

金山和約》生效開始，日本放棄台灣的主權歸屬，直至 1987 年，中華民國在台

灣的統治基礎都不具有合法性與正當性；1987 年解嚴後至今的第四階段，台灣

啟動了自由化與民主化，台灣人民對於政府權力擁有投票權以及自決權，成為

                                                 

11  雲程，2007，《放眼國際：領土變遷與台灣(上)》。汐止：憬藝企業。頁 170-171。 
12 黃昭堂，2003，《台灣新生國家理論》。台北：財團法人現代文化基金會。頁 13-14。 
13 黃昭堂，2003，《台灣新生國家理論》。台北：財團法人現代文化基金會。頁 25。 
14 黃昭堂，2003，《台灣新生國家理論》。台北：財團法人現代文化基金會。頁 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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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主權獨立的民主國家15。 

    除了從國際法與歷史的角度探討台灣的地位問題，台灣的法律學者亦嘗試

透過國內憲法的觀點做出分析，如許宗力在《兩國論與台灣國家定位》一書當

中指出，自 1991 年修憲以來，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殊國與國關係」即

是現今中華民國憲法對於兩岸關係的定位16。而黃昭元也在前揭書當中表示，

李登輝前總統在 1999 年接受德國之聲電台訪問時所提出的「兩國論」，除了在

政治效果上能夠現階段台灣與中國的現況以及反映國人的共識，同時在憲法解

釋上亦能成立的17。 

    陳儀深曾經將戰後關於台灣國家地位的「本土論述」區分為「已經獨立

說」以及「尚未獨立說」兩大類18，筆者將之整理成下表 1-1： 

  

                                                 

15 Lung-chu Chen, 2016, The U.S.-Taiwan-China Relationship in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cy.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6  許宗力認為 1991 年的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規定:「自由地區與大陸地區間人民權利義務關 

 係及其他事務之處理，得以法律為特別之規定」，該條文意味著中華民國憲法的地域效力不 

 及於對岸，只侷限於台灣；此外，憲法增修條文第一、二、四條之規定，中華民國的立法 

 院與國民大會等民意機關以及總統、副總統僅由台灣地區的人民選出，與中國大陸的人民 

 沒有關係，上述兩點可以作為詮釋兩岸之間屬於「特殊國與國關係」的法律依據。詳細主 

 張請見：許宗力，〈兩岸關係的法律定位-台灣的角度出發》，收於黃昭元主編，2000，《兩國

 論與台灣國家定位》。台北：學林文化。頁 147-157。 
17  黃昭元主張 1991 年的憲法修正，以及 1991 年後的修憲與民主化的啟動，使得兩國論具有 

 「外部意涵」與「內部意涵」兩層意義，在「外部意涵」上宣示了台灣海峽兩岸各自存在 

 有一個主權國家，一是代表台灣的中華民國，另一是代表中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此為地 

 理或空間意義上的兩個國家；在「內部意涵」上，代表的是 1912 年至 1949 年「在中國的 

 中華民國不同於 1949 年後「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此為歷史或時間意義上的兩國，黃昭元 

 從憲法上的觀點也等於解釋了台灣、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空間與時間上的關係， 

 詳細內容請見：黃昭元，〈兩國論的憲法分析--憲法解釋的挑戰與突破〉，收於黃昭元主編，

2000，《兩國論與台灣國家定位》。台北：學林文化。頁 3-37。 
18  陳儀深，2010，〈台獨主張的起源與流變〉。《台灣史研究》17(2)：158-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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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台灣地位論述眾說 

類

型 

代表 論說 論述主張 依據 

已 

經 

獨 

立 

說 

沈建德 當然獨立說 強調 1943 年的「開羅宣言」

無效，依照聯合國憲章第 77

條 b 款規定，自敵國分離的領

土適用國際託管制度，以及第

76 條 b 款規定，託管的目標在

使託管領土的自治或獨立，因

此 1952 年的「舊金山和約」

當中，日本放棄台灣與澎湖之

後，台灣自動成為獨立的國

家。 

沈建德，《台

灣法理獨

立》(屏東:沈

建德自印，

1998)。 

彭明敏 狀態獨立說 由於 1949 年之後兩岸分治至

今，台灣並未受到中華人民共

和國之統治，因此處於「事實

獨立」的狀態。 

彭明敏，〈什

麼是台獨?〉，

《自由時

報》(台北)，

2007 年 2 月

10 日，「自由

廣場」，A15

版。 

陳隆志 演進獨立說 1991 年至 1996 台灣起動的民

主化，代表台灣人民共同行使

「有效自決」的過程，由此可

見台灣已經是一個獨立的國

作者未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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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尚 

未 

獨 

立 

說 

林志昇、

何瑞元 

主權在美說 二次世界大戰由於美國在太平

洋戰區戰勝日本，而美國作為

台灣的主要佔領權國， 台灣

的地位至今仍是「美國軍事管

轄下的海外未合併領土」。 

林志昇、何

瑞元，《美國

軍事佔領下

的台灣》(台

北:林志昇發

行，農學社

總經銷，

2005)。 

黃居正、

許慶雄 

主權屬中說 1949 年至 1970 年之間台海兩

岸政府都宣示「統一中國」的

意願，然而英美兩國都已放棄

台灣地位未定論且與中國建

交，而台灣至今仍然未宣布獨

立，因此未成為一個獨立的國

家 

許慶雄，〈中

華民國之法

地位──兼論

台灣之統獨

爭議〉，收於

台灣教授協

會編著，《台

灣國家定位

論壇》(台北:

前衛出版

社，2009)，

頁 232。 

獨派社團 主權屬台灣

人民說 

台灣延續中華民國的不正常體

制，且在國際上的地位未定，

台灣的主權當屬於台灣人民，

必須透過正名與制憲，建立主

作者未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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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獨立的國家，並爭取國際承

認。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陳儀深，〈台獨主張的起源與流變〉，頁 158-159。 

     

    陳儀深指出，陳隆志的「演進獨立說」，強調台灣在解嚴之後的民主化成

就，可以區別兩蔣的威權統治時期，並且迴避統獨爭議以及中共威脅武力犯台

造成的選票壓力，此說也成為民進黨對於台灣地位的主流論述19。 

    當今研究台灣定位問題的眾多學者，也多從國際法、中華民國憲法與歷史

發展等面向切入，如台灣教授協會在 2009 年出版的《台灣國家定位論壇》20一

書，可以從中了解過去針對台灣國家定位問題著墨甚深的國內學者之研究成

果。 

 

二、 民進黨的國家主權論述 

    若是聚焦在民進黨的國家主權論述，學者們嘗試從各種角度切入來去探

討，綜覽過去二十多年的具體研究成果，筆者可以大致上將過去的研究區分為

四大面向的研究角度:政黨轉型、派系運作、意識形態與大陸政策。 

1. 政黨轉型 

    林德宇從 1987 年民進黨創黨，至 2006 年正值陳水扁執政的這 20 年，台灣

的時空環境以及政治局勢變遷的發展脈絡，探究民進黨的「台灣主權論」，林德

宇爬梳民進黨歷經創黨初期內部的路線之爭，到在野時期的務實轉型，後至取

得執政後的對於台灣的主權闡述形式，進而提出「一個不變、兩個堅持、三個

轉向」的論述演變，分別為台灣主體思想不變；堅持台灣是一獨立主權國家、

堅持台灣前途由台灣人民決定；反對中華民國憲政「轉向」捍衛中華民國主

權、談台灣時不提及中華民國「轉向」談台灣亦提及中華民國、建立台灣共和

                                                 

19  陳儀深，2010，〈台獨主張的起源與流變〉。《台灣史研究》17(2)：158。 
20 台灣教授協會主編，2009，《台灣國家定位論壇》。台北:前衛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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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唯一選項「轉向」兩岸未來不排除任何形式的關係。然而該研究主要視角

放在民進黨「執政時期」的主權論述主張以及實際政策作為，從「政黨理念」、

「執政機會」、「執政責任」、「國家前途」等變項切入探討影響民進黨在執政之

後在台灣主權論述方式的影響21。 

    郭正亮撰寫的《民進黨轉型之痛》一書，即是以「政黨轉型」的角度探討

民進黨在 1994 年至 1997 年展開的轉型之路，在施明德以及許信良兩位前主席

的帶領之下，民進黨分別在台獨論述、中國政策等方面作出重大調整，前者從

過去強調對抗、歷史、正統、悲情、民族的舊台獨運動，轉向強調團結、未

來、務實、希望、民主的新台獨運動；後者從無視兩岸經貿的三不政策，轉向

正面交往的強本西進。作者以一個參與者兼觀察者的雙重身分，描寫 1990 年代

台灣所面臨的外部以及內部局勢，是如何驅使民進黨進行轉型，同時也提出了

民進黨在轉型過程之中出現的危機，如民進黨內部權力結構的分散、派系政治

的相互猜忌、黨中央與立院黨團和縣市首長之間欠缺溝通等內部的問題22。該

書最大的貢獻之處在於除了擘劃出民進黨為期三年的轉型模式之外，更深入地

讓讀者一窺轉型背後民進黨內部不同的勢力與政治菁英之間進行的溝通、交

涉、爭論、妥協等一系列運籌帷幄的過程。 

    林濁水、梁文傑也指出，民進黨在 90 年代的政黨轉型，反映在 1994 年台

北市長選舉之後對於「台獨」論述的策略性調整，1999 年民進黨所通過的「台

灣前途決議文」為「台獨務實派」下了註腳，然而這並非表示民進黨根本意識

形態上發生改變，而是在「表達理念的方式」上做出策略性調整；然而為何會

有如此的變動，林濁水與梁文傑從 1990 年代台灣民眾的統獨意象變遷當中發

現，由於民眾在統獨問題的「策略選擇」方面多半數傾向於「維持現狀」，採取

較審慎的態度，此民意趨勢也驅使了民進黨在 90 年代的政黨轉型，作出在統獨

                                                 

21 林德宇，2007，《執政時期民進黨「台灣主權論」之分析》。台北：國立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 

 會科學研究所碩士論文。 
22 郭正亮，1998，《民進黨轉型之痛》。台北：天下遠見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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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上的策略性調整23。 

2. 派系運作 

    民進黨的派系結構，從建黨開始就存在至今，包括建黨初期的「泛美麗島

系」與「新潮流系」，到 90 年代發展為「美麗島系」、「正義連線」、「福利國連

線」、「新潮流系」與「台獨聯盟」等派系， 許多學者也針對民進黨內部派系的

組織結構、發展路線、黨內競合、政策論述、選舉行為等面向進行研究，目前

也累積不少成果，如黃德福在「民主進步黨與台灣地區政治民主化」一書當

中，完整地探討民進黨從黨外到建黨初期派系的發展歷程以及為台灣的民主化

歷程中帶來的影響24。 

    民進黨各派系的互動與消長對於黨在論述台灣國家主權定位的議題上，也

產生了直接的化學反應。相關的研究成果如陳益倫、黃香梅皆嘗試以民進黨派

系生態的角度探討大陸政策的擬定、提出以及發展走向，前者的研究時間聚焦

民進黨創黨至 1998 年的在野時期，陳益倫將民進黨的大陸政策走向區分為台灣

住民自決論時期、台獨言論自由論時期、台灣主權獨立論時期台灣獨立建國論

以及中華民國主權論五個時期25；後者的研究時間位在 2000 年至 2004 年民進

黨政府執政的第一個任期，以「政治系統論」的框架探討民進黨內部派系的形

成與消長對於民進黨大陸政策的決策機制帶來之影響26。兩篇研究都詳細爬梳

了民進黨從創黨到執政時期派系變遷對於政黨轉型、發展路線與主權論述的競

逐過程，但主要還是將焦點放置於影響兩岸關係的大陸政策，然而攸關於台灣

國家定位的主權論述，不僅反映在大陸政策的擬定，同時也含括了中華民國體

制、中華民國憲法問題以及台灣的國際參與等面向。 

                                                 

23 林濁水、梁文傑，1999，〈台灣政黨轉型與民眾統獨意向的的變遷〉。《中國大陸研究》 

 42(6)：59-76。 
24 黃德福，1992，《民主進步黨與台灣地區政治民主化》。台北：時英出版社。 
25 陳益倫，2000，《民進黨派系發展之研究》。台南：國立成功大學歷史學研究所碩士論文，。 
26 黃香梅，2004，《民進黨執政後派系政治與中國政策關係之研究(2000-2004)》。台北：國立政 

 治大學行政管理碩士學程碩士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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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敦仁與徐永明探討 80 至 90 年代，台灣內部的政治議題，尤其在統獨問

題上，是如何產生政黨重組的效應，其研究比較了國民黨以及民進黨，而一個

非常重要的因素，即是「政黨結構」的差異性，對於民進黨而言，「派系結構」

是掌握統獨議題論述重要的行動者，例如 1990 年代初期「新潮流」對於民進黨

在提出台灣獨立的相關論述上，扮演重要的引導角色27。 

    郭正亮在《民進黨轉型之痛》專書當中指出民進黨在進行路線轉型的過程

當中，面臨的其中一項困境就是「政黨整合」，在民進黨非正式的權力結構當

中，派系組織對於黨內的資源分派以及議題主導，扮演相當關鍵的角色，又因

為內部派系政治的互相猜忌與不信任，且泛政治化的派系鬥爭論，不只限於某

個派系特有，而是民進黨內極為普遍的思考模式，時常導致各種陰謀論在黨內

相互指控，派系政治的權力分化與各自結盟，也凸顯了民進黨在轉型過程中的

整合困境28。 

    從針對民進黨派系的種種研究當中也顯示，如要針對民進黨在台灣國家定

位論述的問題進行研究時，絕對不可忽略民進黨的各大派系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與論述主張，以及內部派系政治的權力互動過程所帶來之影響，換言之，民進

黨對於台灣國家主權論述的產出，某個程度上是黨內派系不同意見經過折衝與

妥協後的產物。 

3. 意識形態 

    民進黨從黨外時期到建黨後，在台灣的主權論述上與國民黨的「一個中國

論述」最明顯的差異在於「台獨論述」，部分研究依循著「統獨意識形態」的觀

點來去探討民進黨在台灣國家主權定位的論述與主張。 

    吳俊德從民進黨 1986 年通過的「自決黨綱」，到 1999 年制定的「台灣前途

                                                 

27 Tun-jen Cheng, and Yung-ming Hsu, 1996, "Issue structure, the DPP’s factionalism, and party  

 realignment." in Hung-mao Tien, ed., Taiwan’s electoral politics and democratic transition: Riding  

 the Third Wave . New York:M.E.Sharpe,. Pp. 137-172. 
28 郭正亮，1998，《民進黨轉型之痛》。台北：天下遠見出版。頁 165-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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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文」，從歷次黨所提出的決議當中分析民進黨的統獨論述，十幾年來呈現出

先趨向激進化再轉為溫和化的走勢，對於論述轉變的解釋，吳俊德認為關鍵因

素在於民進黨與國民黨之間既經爭又合作的「黨際互動」所造成29。 

    葉欣怡以政黨組織的角度為主軸，探討民進黨台獨論述的發展歷程，將民

進黨自黨外時期以來的台灣國家論述發展區分為三個時期：黨外時期的模糊

期、1986 年-1991 年的強化期，及 1992-2000 年的務實期，作者認為民進黨台

獨論述的轉變，除了因為情感認同的因素外，還包括環境因素、內部不同派系

偏好、組織邏輯與制度化效應30。 

    潘啟生與廖俊松認為，民進黨在台灣前途的主張演變當中，從早期的「住

民自決，獨立建國」，到 90 年代後期台獨立場的鬆動，至 2004 年再度提出「台

灣中國，一邊一國」的正名主張，這樣的論述轉變或許基於在國際現實與選舉

戰略的考量下，調整其對台灣前途的主張，但是從建黨至執政以降，民進黨對

於台灣主權獨立的堅持似乎沒有動搖過，儘管將台灣詮釋為「就是中華民國」，

但仍要加以界定，「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不隸屬」，追求建立一個主權獨立

的台灣共和國的「台灣意識」，依舊是民進黨的核心理念31。 

4. 大陸政策 

    綜覽過去對於民進黨在台灣國家主權論述上的探討，聚焦於「大陸政策」

的研究成果最為多數，這些研究又大多以 2000 年至 2008 年陳水扁執政時期作

為研究範圍，然而事實上在民進黨尚未執政之前，對於大陸政策就已經在黨內

經過多次討論與提出。 

    相關民進黨在野時期大陸政策的研究成果，以柳金財與顏萬進的研究最為

詳盡，前者認為民進黨在尚未取得執政以前，會持續在「一中一台」的架構底

下發展以「事務性、功能性」作為交流主張的大陸政策，此外黨內在發展大陸

                                                 

29 吳俊德，2001，《民進黨統獨論述之分析》。台北：東吳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30 葉欣怡，2001，《台獨論述與民進黨轉型》。台北：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31 潘啟生、廖俊松，2005，〈民進黨臺灣前途主張變貌的探討〉。《東亞論壇》(450)：8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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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路線論述上也出現「經略中國」之於「遠離中國」、「大膽西進」之於

「戒急用忍」、「橫渡黑水溝」之於「前進東南亞」等不同立場主張的爭論，其

中柳金財也點出了支持「大膽西進」的「泛美麗島系」與主張「戒急用忍」的

「泛新潮流系」兩大派系的競合過程以及其各自信仰的理論體系之不同，但是

不變的是大陸政策是奠定在「一中一台」的國與國關係之上32；後者收集了作

者在擔任民進黨中國事務部主任時期，自 1996 年至 2000 年之間所起草的民進

黨大陸政策之相關文件以及對於兩岸關係之論述，顏萬進指出民進黨的大陸政

策經歷了建黨初期的開放期，到台獨傾向日強的保守期，再到 1998 年 2 月「中

國政策大辯論」之後的開放期，1999 年李登輝前總統提出「兩國論」之後，民

進黨雖感受到來自國際與中共的壓力，然而陳水扁在日後的大陸政策也是在

「兩國論」的「立場」上堅持，「政策」上亦日趨開放，推展兩岸關係互動的正

常化33。 

    數篇碩士論文也嘗試從不同的研究途徑來研究民進黨在野時期的大陸政

策，如王志誠從「派系發展」的面向探討民進黨內部派系勢力的消長，對大陸

政策形成之影響，王志誠將民進黨大陸政策的演變分為四個時期：台灣住民自

決論時期、台灣主權獨立論時期、台灣獨立建國論時期以及中華民國主權獨立

論時期34。 

    王耀慶則是探究民進黨從 1986 年至 2001 年大陸政策的影響變數，包含了

民進黨內的決策機制、派系的結構、台獨論述、國內政黨競爭、選舉與執政考

量等等影響民進黨大陸政策決策機制運作的種種變因35。 

    黎寶文以 David Easton 系統論的分析架構，以「跨層分析」的方法將外交

                                                 

32 柳金財，1998，《大膽西進?戒急用忍?民進黨大陸政策剖析》。台北：時英出版社。 
33 顏萬進，2003，《在野時期民進黨大陸政策》。台北：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34 王志誠，2003，《民進黨大陸政策之研究-從派系發展面剖析》。台北：國立臺灣師範大學三民 

 主義研究所碩士論文。 
35 王耀慶，2001，《民進黨大陸政策演變之研究－政策影響變數之分析》。南投：國立暨南國際

 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研究所碩士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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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大陸政策與國內政策置入公共決策的運作系統裡作分析，探討民進黨從

1986 年到 2001 年大陸政策的產出過程以及動態演變36。 

    根據前人研究成果的考察，在「政黨轉型」、「派系運作」、「意識形態」以

及「大陸政策」四種面向切入探討民進黨台灣國家主權論述的文獻中，以「大

陸政策」最為多數，雖然近幾年來學術界對於「民進黨」的各類研究在數量上

有持續成長的趨勢，但是整體來說依然相當有限。 

 

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一、 研究途徑 

    本文將採用「轉型研究途徑」(transition approach)，以 1986 年至 2000 年台

灣的政治發展為核心背景，探討在政治發展與民主轉型的動態性變革中，民進

黨國家主權論述的產出背景與發展脈絡。 

    「轉型研究途徑」在傳統政治學領域大量運用於民主轉型的研究，解釋民

主化的啟動要素與發展路徑，又以學者 Dankwart A. Rustow 建構出的民主轉型

模型最為代表性。該模型指出，當一個國家在啟動民主轉型到民主鞏固的這段

歷程之前，有個背景條件(background condition)，就是「國家的統一性」

(national unity)，依照 Rustow 所述，所謂的「國家統一性」指的是該國絕大多

數的公民在心理上毫無疑問地認同受他們所歸屬的政治社群37。 

    有趣的是，戰後台灣國家主權定位的曖昧與不確定性，若依照 Rustow 的模

型分析，台灣在「國家統一性」這個背景條件尚未穩固與確立的前提下，然而

自由化與民主化的啟動卻先於「國家統一」的達成。 

                                                 

36 黎寶文，2002，《民進黨大陸政策之研究（1986-2001）：一個雙層賽局（two-levelgame）的觀

 點》。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37 Dankwart A. Rustow, 1970,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Toward a dynamic model”, Comparitive  

  Politics.2(3), Pp.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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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an J. Linz 以及 Alfred Stepan 兩位政治學者也曾指出，國家建構(state-

building)對於民主化而言是關鍵性因素，民主化的先決條件是國家地位

(stateness)的確立，換句話說，沒有主權國家，就不可能有民主政治38。 

    然而，上述這套民主轉型的預定路徑似乎無法完全套用於台灣政治發展的

經驗當中，究竟民主與主權獨立的關係為何?李永熾從不同國家的歷史經驗指

出，獨立運動與民主運動是可以互相結合，也可能互相排斥，在數量上，又以

互相排斥者較為多數39。 

    回顧台灣的民主化實踐歷程，學者李丁讚認為，台灣的民主進程與國族建

構是同時並進的，90 年代初期，有制衡意涵的國會出現，是台灣民主制度的啟

動，「新國家」論述也開始出現，建國的工程正式啟動，台灣的民主是在意識形

態與國族認同的分裂與對立中展開的40。 

    因此可以發現，台灣的國家主權與民主化是一體兩面的課題，本文假設，

台灣的國家定位與國家主權在政治發展的過程中呈現一動態性的變動狀態，自

由化與民主化的變革，漸次翻新了客觀環境上的國家主權樣貌，進而影響主觀

上民進黨國家主權論述之產出，如學者呂亞力就曾表示，在國民黨威權統治時

期，維持代表「全中國」合法政府的神話，延遲了台灣的自由化與民主化的進

程，也因此民進黨內部的部分人士積極發展一套支持台獨的理論，以擺脫國民

黨「一個中國」論述下造成國內的政局困難與在國際上的孤立41。 

                                                 

38 Juan J. Linz and Alfred Stepan, 1996,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Pp.16-20.  
39 李永熾以過往歷史發展的角度指出，獨立運動與民主運動相互結合者如美國的獨立運動；而 

 第三世界國家大多以脫離異民族的殖民統治而優先發展出獨立運動，尚無法同時獲得民主。 

 作者亦提醒，獨立運動與民主運動有著「脫離他人宰制、自主自立為要項」的共通點，應思 

 考兩者的相即關係來看待台灣的民主運動與獨立運動。全文可參考李永熾，1991，〈獨立運 

 動與民主運動的相即關係〉，收於陳儀深主編，《邁向民主獨立之路》。台北：前衛出版。頁 

 341-344。 
40 李丁讚，2009，〈民主社會如何可能？二十年台灣經驗的反省〉，收於思想編輯委員會主編， 

 《民主社會如何可能》。台北：聯經出版。頁 135-139。 
41 呂亞力，1992，〈台灣的反對黨：民進黨的發展〉，收於張京育主編，《中華民國民主化—制

 度與影響》。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頁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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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上假設，若台灣的國家條件(stateness)乃在政治發展與民主轉型的過程中

呈現結構性的動態變動，如何理解此政治歷程? 

    長期研究戰後台灣政治史的日本學者若林正丈在 1992 年出版並於 1994 年

翻譯為中文版的《台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一書中，將台灣的民主轉型歷

程，以「中華民國台灣化」的概念定義之，其中民主化的內涵包括了自由化、

脫內戰化、打破國民黨統治時期形成黨國精英與地方派系形成的「二重侍從結

構」，民主化的過程是中華民國與台灣社會相互磨合的歷史作用，中華民國威權

體制的修正與轉型，使中華民國以新的樣貌在台灣社會落地生根，並大幅消退

過往的外來特性，形成「台灣形體」的國家體制42。 

    由於此書的出版時間正值於李登輝執政的初期，尚未完整論及李登輝以國

家統治的力量推動政治改革，若林正丈在 2008 年完成的最新著作《戰後台灣政

治史─中華民國台灣化的歷程》43，從政治結構變動論的視角，對於戰後「中

華民國台灣化」的歷程有了更完整的描述。所謂「中華民國台灣化」的定義，

若林教授認為即是在 1949 年中國國民黨全面來台後建立「正統中國國家之政治

結構只統治台灣」的事實發生變化之過程，發生政治變動的結構內容包含四

項：政權菁英的台灣化、政治權力正統性的台灣化、國民統合意識形態的台灣

化以及國家體制的台灣化44。 

    若林認為「中華民國台灣化」的啟動最初起因於中華民國對外政策的僵化

與失當，加上 1970 年代開始美中關係的建立，使得治權僅於台灣地區卻以代表

正統中國之姿於台灣實施威權統治的中華民國面臨內、外的統治危機45。 

     

                                                 

42 詳細內容可參見若林正丈著、洪金珠、許佩賢譯，1994，《台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台

 北：月旦出版社。 
43 中譯本於 2014 年出版。 
44 若林正丈著、洪郁如、陳培豐等譯，2014，《戰後台灣政治史─中華民國台灣化的歷程》。台 

 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頁 15。 
45 若林正丈著、洪郁如、陳培豐等譯，2014，《戰後台灣政治史─中華民國台灣化的歷程》。台 

 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頁 137-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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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蔣經國統治時期，開始拔擢本省籍的菁英以及技術官僚進入權力體制，採

取有限度與漸進式的「台灣化」，為中華民國體制注入新的元素，至於「中華民

國台灣化」的開展，始於 1990 年代李登輝統治時期透過憲政改革完成民主體制

的設置，啟動一波波民主化46。 

    依照若林的觀點，「中華民國台灣化」的政治歷程包含自由化、脫內戰化、

民主化等內涵，「民主化」又是「台灣化」的重要作用力，然而兩者的關聯性何

在?若林正丈細緻地處理兩者所涉及的不同概念，他認為兩者雖然都是政治結構

變動的一環，然而「民主化」是屬於「政治體制」的層次，「台灣化」則是屬於

「政治共同體」的層次，政治體制的民主化，具有將住民塑造成國民(nation)的

意義，以中華民國政府實效統治區域內的單邊政治體實質統治區域中的住民形

成帶有主權性質的政治共同體，最終結果是讓中華民國過往的「正統中國政治

結構」進入到「台灣國民國家化」(Nation state)的層次47。 

    本文將參借若林教授的論點，然而筆者特別將「中華民國台灣化」歷程中

的「自由化」與「民主化」抽離出來，以「政治自由化」、「體制民主化」以及

「中華民國台灣化」三段政治發展歷程作為本文的背景軸線。第一階段「政治

自由化」為 1987 年解除戒嚴後，隨黨禁、報禁的解除帶來言論、集會、結社自

由等政治權利保障的轉變；第二階段的「體制民主化」，本文將採用「最低條

件」的民主化指標，也就是依照「主權在民」原則賦予政治體制內的公民依照

民主程序選舉出政治菁英的「選舉式民主」(electoral democracy)之確立，若林

正丈將之稱為「最小綱領式民主體制」，「體制民主化」的政治歷程，本文將聚

焦於李登輝執政時期展開的三次憲政民主改革，從「萬年國會」的終止、國會

全面改選、總統民選等選舉式民主體制的建置過程；第三階段「中華民國台灣

                                                 

46 若林正丈著、洪郁如、陳培豐等譯，2014，《戰後台灣政治史─中華民國台灣化的歷程》。台 

 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頁 158-260。 
47 若林正丈著、洪郁如、陳培豐等譯，2014，《戰後台灣政治史─中華民國台灣化的歷程》。台 

 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頁 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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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本文將採用「狹義的台灣化」之概念，在第三次修憲確立總統民選後，因

總統選舉而四年行使一次政治權利的中華民國政府實效統治區域的公民，賦予

一種位居台灣的主體性政治共同體意涵，也就是「台灣國民」之意義48。經歷

李登輝藉由憲政改革的民主化，在「政治體制」的層面建立主權在民的民主遊

戲規則後，同時進一步催生以「台灣民族主義」為認同基底的新的國民意識，

這樣的意識形態強調「台灣本位」、「台灣優先」、「台灣主體性」等價值，有別

於在中華民國威權統治時期具有官方中國民族主義強調的「正統中國」、「中國

至上」、「中華民族」等意識形態，此階段超越「體制民主化」的制度建置，是

「政治共同體」層次上中華民國邁向「台灣化」的進程。 

    又轉型研究途徑將政治菁英的行為、選擇與策略作為探討民主轉型的研究

焦點，因此綜合上述，本文將依照 1986 年至 2000 年台灣在歷經蔣經國與李登

輝兩位領導者統治下展開的「政治自由化」、「體制民主化」以及「中華民國台

灣化」三段政治發展歷程作為核心軸線，探討民進黨在不同歷史階段國家主權

論述的產出背景以及與執政當局政治決策所產生的交互作用。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將採用歷史研究方法的資料蒐集策略，廣泛蒐集相關的史料文件作

為研究的資料，主要區分為以下幾個部分： 

1.  政黨文件： 

    民進黨主要的政黨文件包含了黨綱與政綱、黨內最高決策核心中常會與中

執會做成的決議或聲明、競選綱領與政策白皮書等公開對外的宣達文件，除了

可在網路平台獲得民進黨中央所釋出的公開資訊之外，亦可透過中央黨部的出

                                                 

48 若林正丈著、洪郁如、陳培豐等譯，2014，《戰後台灣政治史─中華民國台灣化的歷程》。台 

 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頁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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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品獲悉，如《民主進步黨黨章、黨綱》49、《政策白皮書〈綱領篇〉》50、《民

主進步黨中國政策研討會會議實錄》51、《民主進步黨兩岸政策重要文件彙編》

52等。 

2.  政府出版品： 

    政府出版品的部分，有國史館出版的《台灣主權論述資料選編(上)、(下)》

53，以及《一個中國論述史料彙編史料文件(一)、(二)》54，國史館整理的這兩

套史料文件，前者蒐集了國內報社、期刊雜誌與學者專家對於台灣主權歸屬問

題提出的各式觀點；後者除了蒐集政府機關、各政黨、民間團體、我方與中華

人民共和國政府官員針對「一個中國論述」相關的闡述與施行的歷史演變，同

時也蒐集了「非一個中國論述」的各種主張，其中就包括了民進黨從黨外到建

黨以降的各式論述。除了國史館的史料文件，陸委會編撰的《台海兩岸關係說

明書》55以及國防部軍情局編印的《對「辜汪會談」綜合研究專輯》56，能夠探

討李登輝執政時期的兩岸互動往來以及雙方的主權論述。  

3.  回憶錄與口訪記錄： 

    回憶錄以及口述歷史等口傳記錄在近年來愈來愈受到歷史研究者的重視，

同時也能作為重要的史料依據。由於民進黨是相當晚近才成立的政黨，許多相

關人士至今也仍位居黨、政要職，目前有出版的回憶錄或是口述歷史非常的

少，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是《從建黨到執政》57，該書為陳儀深針對十五位參與

                                                 

49 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秘書處編印，1993，《民主進步黨黨章、黨綱。台北：民主進步黨中央 

   黨部。 
50 民主進步黨政策白皮書編纂工作小組編印，1993，《政策白皮書〈綱領篇〉》。台北：民主進

 步黨中央黨部。 
51 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編印，1998，《民主進步黨中國政策研討會會議實錄》。台北：民主進步

 黨中央黨部。 
52 民主進步黨中國事務部編印，2001，《民主進步黨兩岸政策重要文件彙編》。台北：民主進步 

 黨中央黨部。 
53 國史館印行，2001，《台灣主權論述資料選編(上)、(下)》。台北：國史館。 
54 國史館印行，2000，《一個中國論述史料彙編史料文件(一)、(二)》。台北:國史館。 
55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編，1994，《台海兩岸關係說明書》。台北：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56 國防部軍事情報局編印，1993，《對「辜汪會談」綜合研究專輯》。台北：國防部軍情局。 
57 陳儀深主訪，2013《從建黨到執政》。台北：玉山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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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從黨外、組黨到執政的關鍵人物所作的口述歷史，其中多位受訪者於訪

談中提及黨內同志在黨綱與決議文中關於台灣主權論述的處理過程、路線之爭

及其個人觀點，該口訪紀錄為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  

4.  報刊雜誌： 

    由於本文的研究時間距今不過數十年，許多的參考資料得以且必須透過報

紙新聞的報導了解特定歷史事件的發生背景與脈絡。除了主流的媒體報紙以

外，為了瞭解民進黨從黨外到建黨初期在台灣國家主權問題上的相關主張，亦

會將《民進報》、《自由時代》等具有代表性的黨外雜誌作為史料的一部分。 

    英國著名史學家卡爾(Edward H. Carr)曾說過:「歷史是歷史家與事實之間不

斷交互作用的過程，是『現在』和『過去』之間無止境的對話」58。本研究將

透過有系統的歷史資料之蒐集，了解民進黨過去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台灣國家主

權論述的產出，並且從台灣政治發展與轉型的架構下，探究其論述產出背後政

治菁英的決策作為、社會背景、國內、外情勢以及彼此之間的交互作用，利用

相關的資料呈現符合歷史意義的鋪陳、描述及解釋。  

 

第四節  研究範圍 

    由於國家定位的複雜性，使得台灣的主權問題充滿爭議性的討論空間，大

抵上又可分為外部性與內部性兩者，前者指涉國家的領土範圍或統治疆域；後

者包含國族認同、國族身分等面向。而本文所欲處理的國家主權，將聚焦於主

權的外部性，研究時間界定在 1986 年民進黨創黨開始，至 2000 年取得執政前

的 15 年的時間，民進黨如何針對國家主權所涉及的領土疆界、治權範圍以及主

權有效性等做出事實與法理論述。 

  再者，進一步針對台灣國家主權的「論述範圍」做出界定，筆者認為包含

了三項內涵： 

                                                 

58  Edward H. Carr, 1961, What Is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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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 

    台灣與中國的關係，自古以來就是爭論不休的議題，又 1949 年中華人民

共和國成立之後，對於台灣的主權進逼從未停止，如何界定台灣與中華人民共

和國之間的「兩岸關係」，是呈現當今台灣國家主權定位最重要的依據之一。 

2.台灣與中華民國的關係： 

    從戰後 1945 年中華民國接收台灣，到 1949 年中華民國政府撤退來台至

今，台灣與中華民國呈現如膠似漆的關係，而對於中華民國體制、實質與法理

的主權、中華民國憲法下的台灣主權定位，也是現階段各界探討台灣國家主權

問題主要的焦點。 

3.台灣的前途發展： 

    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之間的關係，以及在國際上的地位，乃 

是現階段影響台灣國家定位的關鍵因素，然而無論是基於現實主義或是理想主 

義的考量下，台灣未來的前途走向為何?決定台灣國家前途的主體以及決策過 

程與方式為何?相關的主張亦是台灣國家主權論述的一環。 

    要了解民進黨在上述三道核心問題的相關論述，筆者以四項民進黨的產出

標的作為研究依據： 

1. 黨的決議： 

    民進黨自創黨以降，對於台灣國家主權定位的重要論述與主張可見於中

央執行委員會(簡稱中執會)、中央常務執行委員會(簡稱中常會)、全國黨員代

表大會、國會黨團以及其他黨務組織所做以書面為主的決議文件中。 

2. 黨內菁英的談話： 

    黨內菁英除了位居中央黨部核心位置的黨主席、中央執行委員(簡稱中執

委)、中央常務執行委員(簡稱中常委)等幹部的談話，相當程度能夠代表政黨

的立場以外，尚包括民進黨立法院、國民大會的黨團幹部及代表、各派系的

指標性領袖以及曾經參與創黨或黨務運作的重要黨籍人士，在重要的黨務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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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研討會與其他公開場合，針對台灣國家主權定位發表的論點，均能一窺

黨中央在提出相關決議背後，不同主張論述經歷衝突與妥協的交互過程。 

3. 憲政改革的主張： 

    憲法作為國家根本大法，彰顯主權的獨立性與最高性，並規範國家的領

土疆界與主權歸屬，以及國家機關的權力授權來源，由於《中華民國憲法》

的制定背景與戰後的台灣社會存有極大落差，因此在台灣民主化的歷程中，

如何匡正因不合身的憲法所致國家主權的矛盾便成為民進黨重要的政治訴求

之一，在此過程中，民進黨內部出現體制內的「修憲」與體制外的「制憲」

兩種策略，從憲改版本的提出以及對於國民黨當局憲改內容的回應，亦可了

解民進黨在憲政層次上針對國家主權的論述主張。 

4. 大陸政策： 

    大陸政策涉及的範疇相當廣泛，包含兩岸之間各種社會、經濟、文化等

事務間的磋商以及交流活動，然而在交流互動的過程中如何界定兩岸的主權

定位，可以從擬訂大陸政策的政治背景以及原則方針來探究。民進黨雖然在

1986 至 2000 年尚未取得中央執政，然而對於大陸政策的研擬以及討論從建黨

開始便從未在黨內停歇，1987 的「現階段中國大陸政策」是民進黨首份發表

的大陸政策白皮書，往後隨政治發展的情勢演變隨之調整，因此大陸政策的

擬定與調整亦是了解民進黨如何聲稱兩岸主權定位的重要研究指標。 

    值得一提的是，無論是黨的決議、黨內菁英的主張或大陸政策的擬定，民

進黨台灣國家主權論述的產出同時受到李登輝的主政以及與中、美兩國互動的

影響與制約，因此，與李登輝政府的外交政策以及美、中、台三角關係等外部

因素對於民進黨國家主權論述之影響，亦是本研究需要考量進去的研究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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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限制 

    由於本文的研究時間相當近期，幾乎不可能有公開的官方檔案可供參考，

且建黨至今不過三十年的民進黨亦未成立負責蒐集與整理黨史的專責機構，加

上民間社會對於民進黨的研究數量尚屬稀少，這是本研究的限制之所在，因此

在資料蒐集上必須相當程度仰賴新聞媒體的報導，並且盡可能搭配政府出版

品、史料彙編與口述訪談以及不同新聞報導之間的交叉比對，進行資料的內部

與外部考察。 

 

第六節  章節配置 

 

本文共分為六章： 

第一章  緒論 

    包含本文的研究動機、文獻回顧、研究途徑與方法、研究範圍、研究限制

以及章節配置等。       

 

第二章  政治自由化與民進黨建黨初期的國家主權論述 

    民進黨國家主權論述的形成背景，根源於為了破除國民黨的威權統治與

「一個中國」法統論述的雙重壓迫結構，因此本章以民進黨的前身「黨外」時

期的國家主權論述出發，接著從民進黨黨綱的草擬、「四一七決議文」、「一 00

七決議文」到「台獨黨綱」的論述產出與演進，論及蔣經國總統於 1987 年宣布

解嚴後初期開啟有限度的自由化以及對於台獨言論的法律箝制，與民進黨內部

的台獨主張形成的衝突、矛盾以及政治勢力的結構性拉扯，背後反映出民進黨

如何在政治自由化的歷程中，從早期的「住民自決論」，到一步步追求「制

憲」、「建國」、「獨立」，同時，民進黨與台灣島內獨派團體在爭取台獨言論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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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合法化的運動過程，亦更臻完備了政治自由化的內涵。 

 

第三章  民主化啟動初期的兩岸關係與民進黨的國家主權論述 

    1987 年解除戒嚴令，國民黨政府開放國人至中國大陸探親，兩岸關係有了

破冰的契機，1988 年李登輝繼任總統後，拋去過去國民黨「漢賊不兩立」的外

交政策，採取「務實外交」手段，1991 年 4 月進一步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

條款》，不再將中共視為叛亂團體，至此兩岸關係有了嶄新的發展，國、共雙方

也展開更積極的交流與互動，包括歷史性的「辜汪會談」與事前的事物性磋

商。 

    然而，在 90 年代初期，台灣正值從威權體制邁向民主鞏固的過渡階段，李

登輝將執政主軸放置於推動台灣內部的民主化，也因此透過延續國民黨過往的

「一個中國」政策，試圖安撫黨內保守勢力與北京當局，同時，李登輝雖致力

於維持「一個中國」的主權基調，但「分裂國家說」、「兩個政治實體」的論述

卻也加深北京對於李登輝「獨台心向」的質疑，雙方並未在「一個中國」的主

權議題上達成共識。 

    民進黨在 1992 年通過「現階段兩岸關係與中國政策」，以「一中一台」定

調兩岸主權定位，本章擬從 90 年代台灣民主化啟動初期的兩岸關係與李登輝的

大陸政策為時間軸線，呈現民進黨如何在其標榜的「一中一台」主權架構下，

一方面回應北京的對台政策，一方面抨擊李登輝政府的大陸政策與其「一個中

國」論述。 

 

第四章  體制民主化與民進黨的國家主權論述 

    1990 年開始李登輝總統透過修憲的方式逐一推動台灣的民主改革，在這波

民主憲改中，民進黨的國家主權論述也拉進憲政體制的討論框架，於此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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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內部同時出現了體制內的「修憲」與體制外的「制憲」兩種路徑，在台

獨勢力高漲的 90 年代初期，民進黨選擇將制憲主張納入其黨綱，並與李登輝的

「修憲路線」展開權力競逐。 

    李登輝透過掌握的國家機器，主導了 90 年代的憲政民主改革，國會全面改

選與總統直選的確立，逐步消退了中華民國憲政體制原有的中國正統色彩，並

強化了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的主權定位。 

    本章將從國家主權的憲政意涵，分析李登輝推動的民主憲改對於台灣「國

家主權性」的轉變，進而因勢利導民進黨的民主改革勢力進入到憲改的場域，

從競爭邁向合作，共同強化與鞏固台灣的國家主權地位。 

 

第五章  「中華民國台灣化」與民進黨國家主權論述的轉型 

    國會全面改選以及總統民選制度的確立後，符合最低限度條件的「選舉式

民主」(electoral democracy)植入中華民國憲政體制當中，在李登輝的憲政民主

改革下，「民主化」為政治體制帶來之變革，進一步帶來了中華民國在主權意涵

上「去殖民化」與「本土化」的政治效果。歷經民主化與國家主權結構的轉

變，民進黨的國家主權論述出現大幅度的調整，包括「台獨主張」與「中華民

國論述」的轉型。 

    本章將探討「體制的民主化」作為中華民國在政治共同體層次上趨向「台

灣化」的驅動齒輪，在「中華民國台灣化」的歷程中，如何牽動民進黨國家主

權論述的調整。 

    李登輝總統在 90 年代初期試圖維持國民黨一貫的「一個中國」論述安撫黨

內保守勢力以創建一條「最小成本民主化路徑」，台灣在 1996 年順利舉辦首次

的總統民選，但在此同時也引來中共當局對李登輝政府「獨台傾向」的責難與

打壓，並且挑動敏感的台、美、中三角關係，這是「中華民國台灣化」招致的

外來風險。本章也將探討 1995 年到 2000 年之間的兩岸關係與國際局勢，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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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使民進黨全盤性地檢討與重擬大陸政策，牽動其兩岸主權論述的調整，並且

進一步為國、民兩黨在國家主權論述上帶來統合作用。 

 

第六章  結 論 

    將民進黨不同歷史階的國家主權論述之發展形貌，做一系統性的歸納與整

理，並且依據 1986 年至 2000 年之間台灣政治發展的歷程，探討政治自由化、

體制民主化與中華民國台灣化對於我國的國家主權結構帶來的變遷，藉此分析

民進黨不同歷史階段國家主權論述轉變的政治作用力。 

    本章最後，筆者亦針對 1986 至 2000 年民進黨國家主權論述的研究，向後

檢視定基於 1999 年「台灣前途決議文」的「中華民國即台灣」之主權立場在

2000 年之後的發展概況，並提出筆者個人的研究省思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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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政治自由化與民進黨建黨初期的國家主權論述  

前言 

    1949 年來台的中國國民黨當局，宣稱中華民國為其代表對岸各省的正統中

國，並且以「反攻大陸」作為最高的核心戰略目標下發展對外政策，最終在

1971 年失去聯合國席位，導致一連串的外交挫敗，加上國民黨以《動員戡亂時

期臨時條款》以及《戒嚴令》兩道枷鎖在台實施威權統治，1970 年代台灣內部

的反對勢力逐漸集結成一股龐大的勢力，試圖突破國民黨的統治結構與一個中

國的法統論述，最龐大的反對勢力莫過於民主進步黨的前身─「黨外」1，面對

國民黨僵化的外交政策以及對內的獨裁專制，在此背景下，「黨外」逐漸形成一

套有別於國民黨的國家主權論述，作為反對運動重要的訴求之一。  

 

第一節  「黨外」時期的國家主權論述到「黨綱」的起草 

 

   為因應 1978 年年底舉行的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黨外人士於同年 10 月組

成「台灣黨外人士助選團」，並且提出「台灣黨外人士共同政見」，施明德將共

同政見濃縮為「十二大政治建設」2，該政見的內容包含了解除戒嚴、開放黨

禁、司法獨立、言論自由、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等主張，主要訴求圍繞在民

主政治的建制以及人權的保障，是首次以「黨外」的名義公開發表的政治宣

言，然而這份政見對於台灣的國家主權問題並未提及。 

                                                 

1 學界對於「黨外」一詞是如何產生的尚無明確的定論，「黨外」一詞原本只是對非國民黨籍的 

 一個泛稱，早期無黨籍的候選人，多以「無黨無派標榜」，而少用「黨外」一詞。自從黃信 

 介、康寧祥崛起後，「黨外」一詞大量使用，無形中「黨外」一詞便成為無黨籍中的政治異 

 議分子所共同使用的號誌。請參見李筱峰，〈台灣在野改革運動的歷史回顧〉，收於彭懷恩發 

 行，1986，《透視黨外組黨》。台北:風雲論壇社。頁 69-70。  
2  十二大政治建設的內容，可參見陳世宏、張建隆等編註，2001，《戰後台灣民主運動史料彙 

 編(三)-從黨外助選團到黨外總部》。台北：國史館。頁 13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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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 年美國宣布與中華民國政府中斷正式的外交關係，並與中共建交，面

對中華民國遭逐出聯合國後，所遭遇最嚴重的外交挫敗，黨外人士積極籌備

「黨外人士國是會議」，除了大力批判國民黨政府錯誤的外交政策，且在 1978

年 12 月 25 日發表「黨外人士國是聲明」，聲明中提及：「反對任何強權支配其

他國家人民的命運，我們堅決主張台灣的命運應由一千七百萬人民來決定」3。       

    由於此段文字隱含了台獨的主張，曾引發黨外的統派人士質疑，最終在內

部的協調下，統派人士才於聲明中簽名4，此國是聲明是最早以「黨外」的名義

論及台灣國家前途的一份公開文件。 

    1979 年 4 月 10 日，美國總統卡特與中華民國政府簽署《台灣關係法》

(Taiwan Relations Act)，黨外人士認為該法確保了台灣在國際社會的新地位，同

時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亦確保中華民國的會籍身分，有必要進一步發起加入聯

合國的運動，因此黨外人士於該年的 4 月 12 日，由施明德、姚嘉文與許信良共

同擬訂，艾琳達譯成英文，發表「黨外國是聲明」，主張： 

我國憲法明文規定，尊重聯合國憲章是我國外交政策的一部

分，而且成為聯合國的會員國是我國不可剝奪的權利。相信全

世界各地支持我國的人，會與我們共同推動爭取加入聯合國的

運動5。 

    除了發表「黨外國是聲明」，黨外人士亦印製「我們支持加入聯合國運動」

的連署書，是中華民國自 1971 年遭逐出聯合國之後，首次出現以「黨外」名義

發起加入聯合國的聲明與行動，然而究竟是以什麼樣的名義加入聯合國?並沒有

                                                 

3  周琇環、陳世宏編註，2000，《戰後台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二)-組黨運動》。台北：國史館。 

 頁 166-169。 
4 陳世宏、張建隆等編註，2001，《戰後台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三)-從黨外助選團到黨外總 

 部》，頁 276。 
5 中、英文全文內容請參見陳世宏、張建隆等編註，2001，《戰後台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三)- 

 從黨外助選團到黨外總部》，頁 594-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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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黨外國是聲明」以及連署書中具體描述。 

    1982 年 9 月 28 日，美麗島事件的政治犯黃信介、張俊宏、姚嘉文與林弘

宣等人共同發表聲明，主張「台灣與中國大陸長期隔離，且中華民族在歷史上

曾經不只一次有過因為理想不同而分立建國的經驗，在台灣完成民主，遠比為

中國製造統一更為迫切、更為重要」6。 

    同年的 10 月 9 日，無黨籍的立委許榮淑在立法院表達了「台灣的前途應由

台灣一千八百萬人民自行決定」的人民自決原則，是「黨外」的公職人員首次

在國家機關當中針對台灣的主權問題發表聲明。 

    為因應 1985 年底舉辦的地方公職人員選舉，黨外人士成立「黨外選舉後援

會」，並於 9 月 28 日在中泰賓館舉辦候選人推薦大會，隨後提出了二十條的共

同政見，第一條便表明「台灣的前途，應由台灣全體住民共同決定」7。在該年

底的選舉當中，黨外人士於選舉公報上的黨籍欄位登記為「公政會」，等同於自

視為一個挑戰中國國民黨政權的政治團體，而共同政見的提出，也更加確立了

日後民主進步黨成立後，關於「住民自決」的國家主權立場。 

    隨著「黨外選舉後援會」的成立，「黨外」邁向一個有組織、有系統的政黨

雛形日漸完整，傅正、黃爾璇、費希平等人認為應當進一步採取更積極的秘密

行動，將這股力量組織化，進立新的政黨，黨外人士組成十人組黨小組8，召開

多次的秘密會議，終於在 1986 年 9 月 28 日，於圓山飯店宣布成立「民主進步

黨」，同時分別由傅正負責黨綱中的「宣言」，尤清負責「基本綱領」，黃爾璇負

責「行動綱領」的起草，在宣布新的政黨成立之後，民進黨組成十八位建黨工

                                                 

6  聲明全文可參考國史館印行，2000，《一個中國論述史料彙編史料文件(二)》。台北：國史 

 館。頁 454-456。 
7 周琇環、陳世宏編註，2000，《戰後台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二)-組黨運動》。台北：國史館。 

 頁 513-514。 
8  十人組黨小組的成員包含傅正、黃爾璇、費希平、尤清、江鵬堅、謝長廷、周清玉、張俊 

 雄、陳菊、游錫堃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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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委員9，從 9 月至 11 月召開了八次建黨工作委員會，在 11 月 10 日這天，召

開第一次全國黨員代表大會，正式通過黨章與黨綱，黨綱的基本綱領中，在國

防與外交的部分中提到: 

自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後，與台灣具有正式外交關係的

國家日漸減少，台灣在國際社會日趨孤立，使台灣人民喪失參

與國際社會活動的權益，造成國民出國旅遊和商貿活動之極大

不便，導致資金外流，更嚴重妨礙台灣對外發展。但是，國民

黨政府雖依然主張代表全中國，卻對中國大陸始終抱持「三

不」政策，而外交上僅賴民間關係苟延殘喘，顯已失去自主生

存的能力和發展的前瞻性。10
 

    民進黨的黨綱指出，台灣在國際地位上的孤立以及參與國際社會的空間壓

縮，根本因素來自於中共加入聯合國，同時，也大力批判過去中國國民黨政府

在堅持「全中國代表」之主張下外交政策的僵化與錯誤，雖然在黨綱中並未出

現任何關於「獨立」的字眼，然而民進黨明確地駁斥了國民黨長期聲稱「台灣

是中國的一部分」11。 

    至於台灣未來的國家定位與前途發展，民進黨在黨綱中並未宣示其特定立

場，而是在第三款中表示：「台灣的前途，應由台灣全體住民，以自由、自主、

普遍、公正，而平等的方式共同決定。任何政府或政府的聯合，都沒有決定台

灣政治歸屬的權利」。黨綱中所揭示的「人民自決權」，也成為民進黨建黨初期

在國家主權問題上的核心主張。 

                                                 

9  民進黨在 10 月 9 日召開的第三次建黨工作委員會，確定十八位的建黨工作委員，除了十人 

 組黨小組的成員外，加入了康寧祥、蘇貞昌、周滄淵、許榮淑、邱義仁、洪奇昌、郭吉仁以

 及顏錦福等人。可參見陳信傑，2000，《民主進步黨的創黨過程：外省菁英分子所扮演的角 

 色》。台北：文化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76。 
10 國史館印行，2000，《一個中國論述史料彙編史料文件(二)》。台北：國史館。頁 473。 
11 Yangsun Chou and Andrew J. Nathan ,1987, “Democratizing Transition in Taiwan.” Asian Survey  

 22(3):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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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民進黨的「台灣獨立」主張 

 

一、  民進黨台獨主張的演進與分歧 

    兩蔣統治時期，以「反攻大陸」做為最高指導原則所建構的中國法統論與

威權統治，加上兩岸分治後的軍事對峙，中共亦不放棄武統台灣，戰後「台灣

獨立」的意識與主張在這樣的背景下日漸興起。 

    而民進黨建黨初期的國家主權論述，延續著黨外時期「住民自決」的訴求

策略，然而，雖然於黨綱中明確揭示「台灣人民自決」的原則，但是在民進黨

內部對於此原則以及台灣主權的論述策略有著不同的詮釋，尤其在是否主打

「台灣獨立」的訴求，早在民進黨成立以前，兩大黨外組織-黨外編輯作家聯誼

會(簡稱編聯會)以及黨外公職人員公共政策研究會(簡稱公政會)對於台獨議題即

提出不同的看法，編聯會主張追求「台灣獨立」才是解決台灣前途的根本選

擇，沒有獨立即沒有民主；公政會則認為不應先提出台獨主張，應先落實台灣

的民主化12。 

    然而由於在建黨以前，黨外的最大目標是突破中國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並

且致力於黨外勢力的組織化、極大化，因而在 1985 年編聯會與公政會合作組成

「黨外選舉後援會」，並且提出「新黨新氣象，自決救台灣」的共同口號，希望

在地方選舉中得到更多的席次，結合地方勢力做為日後組織新政黨的政治籌

碼，一直到建黨那一年，黨綱揭示的「自決原則」，成為民進黨對於台灣前途論

述的最大共識，至於對「台灣獨立」議題的認知差異，從黨外時期至甫成立新

政黨之初，未形成激烈的爭論，「台灣獨立」也尚未成為明確的政治主張。 

    1987 年 7 月 14 日，蔣經國對外宣布自 7 月 15 日起解除戒嚴，解嚴後的一

個月，民進黨首任黨主席江鵬堅與《美麗島》雜誌的創辦人黃信介在受訪時針

                                                 

12  陳順珍，2007，〈民主進步黨創黨過程中首任黨主席江鵬堅的角色分析〉。《師大政治論叢》 

 (7/8)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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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台灣獨立」的問題，各自表達了不同的觀點。江鵬堅認為「自決」是將台

灣前途交由台灣全體住民共同決定的一種手段，「台灣獨立」只是自決投票的其

中一個選擇方案，且他認為自決的精神是「民主化」，且所涵蓋的意義要比「民

主化」更深刻；而黃信介認為，台灣三十多年來就已經是獨立的狀態，再喊獨

立，可能引起中共對台不利的行動，他主張，先改變政治體制比訴求獨立更重

要，如果政治體制不改，也無法感受到我們是一個獨立的國家13。 

    台灣島內台獨的主張，在解嚴之後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於公開場合，然而

在解嚴後不久，爆發蔡有全、許曹德主張「台灣應該獨立」的叛亂案14，除了

包括台灣人權促進會、基督教長老教會等團體發起救援運動外，民進黨黨主席

江鵬堅、副秘書長邱義仁也出席救援行動的記者會，聲援蔡有全與許曹德15，

民進黨更進一步在 11 月 9 日第二屆全國黨員代表大會的決議文當中，除了重申

「住民自決」的重要性，對於「自決」的闡述也延伸到必須確保人民提出各種

政治主張得自由與權利，包括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 

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為思想與言論的範圍，不應以之

做為刑事追訴的對象。為維護人民對台灣前途有提出主張之言

論自由……台灣獨立的主張有其悠久的歷史、社會、政治背

景，並且越來越在台灣社會產生強烈的迴響，不因政治鎮壓而

稍退縮。此項主張目的和其他主張一樣，是為解決台灣前途及

國際地位問題的一種想法……這正是本黨「住民自決」基本綱

                                                 

13 鄭南榕編輯，〈黃信介、江鵬堅談台灣獨立〉。自由時代周刊(185)，1987 年 8 月 15 日，

 頁 4-11。 
14 1987 年 8 月 30 日由一群政治受難者成立「台灣政治受難者聯誼會」，蔡有全擔任會議主持

 人，大會在討論組織章程時，許曹德站起來發言提案，要求大會把「臺灣應該獨立」列入組

 織章程裡。隨後蔡有全、許曹德兩人於 10 月 12 日被以「臺灣政治受難者聯誼會」的臺獨叛

 亂犯遭台灣高院傳喚，，隨即遭到收押。最終在 1988 年 1 月 16 日由高等法院判決確定：蔡

 蔡有全依「預備意圖竊據國土罪」判有期徒刑 11 年，許曹德依「共同陰謀竊據國土罪」判

 有期徒刑 10 年。〈血淚的民主運動，回看蔡有全台獨之路〉。新頭殼，2017 年 5 月 4 日，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7-05-04/85951 
15 鄭南榕編輯，〈願為台灣獨立受難〉。發揚時代周刊(192)，1987 年 10 月 3 日，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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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的精義所在16。 

    該決議文目的之一，也是為了聲援遭到國民黨收押的蔡有全與許曹德，然

而民進黨在二全會召開前，對於是否要將「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納入

黨綱一事經過一番激烈討論，因考量到避免與國民黨造成緊張的對立，同時亦

能讓台獨的訴求在社會上持續表達與傳遞，最終採取折衷的方案，以「決議

文」的形式公開聲明，並且將「主張台獨」視為是「住民自決」的一環，強調

與黨綱的核心價值並無違背。 

    除了捍衛台獨主張的言論自由應獲保障之外，該決議文同時也繼續批判國

民黨政府僵化的對外政策: 

自 1971年國民黨政府拒絕友好同盟國家認為最可能被當時國

際社會所接受的「中華民國名義台獨案」和「台灣名義台獨

案」而被逐出聯合國以來，國民黨僵化的大一統理論使其本

身及台灣在國際舞台幾無立錐之地，台灣前途亦因而蒙受嚴

重傷害。17 

    決議文中雖然未表態民進黨認為應用「中華民國」或「台灣」名稱加入國

際社會，但是明確表達了造成現今台灣在國際舞台逐漸喪失的最關鍵因素在於

國民黨政府的中國大一統論述。 

    1988 年民進黨在第二屆的第一次臨時大會發表著名的「四一七決議文」，

除了強調台灣的主權獨立，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之外，更進一步指

出在「四個如果」的前提之下，民進黨主張台灣應該要獨立: 

 

一、台灣國際主權獨立，不屬於以北京為首都之「中華人民共

                                                 

16 國史館印行，2000，《一個中國論述史料彙編史料文件(二)》。台北：國史館。頁 482-483。 
17 國史館印行，2000，《一個中國論述史料彙編史料文件(二)》。台北：國史館。頁 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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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國」，任何台灣國際地位之變更，必經台灣主體住民自決同

意。 

二、如果國共片面和談、如果國民黨出賣台灣人民利益、如果

中共統一台灣、如果國民黨不實施真正的民主憲政，則民進黨

主張台灣獨立。18
 

   在這場臨時會中，是否將「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納入黨綱，再次成

為黨內針鋒相對的議題，最後仍選擇暫緩列入黨綱一事。根據時任黨主席姚嘉

文表示，「四個如果」是當年擔任台北市議員的陳水扁強迫將之加進決議文中，

但他認為這與決議文要強調「台灣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的主旨不合，

因此表達反對態度，甚至指出「四個如果」是不倫不類、邏輯矛盾的主張，然

而在陳水扁的堅持下，依然通過了這份四一七決議文19。 

    該決議文的內容雖然延續民進黨「住民自決」的立場，然而四個如果的提

出，也意味著民進黨對於台灣國家主權論述之重大突破，當國共片面和談、國

民黨出賣台灣人民利益、不實施真正的民主憲政、中共統一台灣等四個條件存

在時，民進黨認為應該主張台灣走向獨立一途，該聲稱等同於提出「有條件的

台獨論述」。 

    到了 1990 年 10 月，為了表達對於李登輝政府成立「國家統一委員會」的

反對立場20，民進黨在第四屆第二次全國黨員代表大會上，通過了「一 00 七決

議文」，重申了四一七決議文的「黨綱自決原則」以及「台灣主權獨立，不屬於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兩個重要精神: 

                                                 

18 民主進步黨中國事務部編印，2001，〈四一七決議文〉，《民主進步黨兩岸政策重要文件彙

 編》。台北：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頁 4。 
19 〈姚嘉文先生訪問記錄〉，收於陳儀深主訪，2013，《從建黨到執政》。台北：玉山社出版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頁 237-239。 
20 關於李登輝成立「國家統一委員會」與制定《國家統一綱領》的經過，以及民進黨的因應策

 略，於第三章第一節將進一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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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黨重申黨綱自決原則及台灣主權獨立，不屬於中華人民

共和國政府之「四一七」決議文，現進一步確認:我國事實主權

不及於中國大陸及外蒙古。我國未來憲政體制及內政、外交政

策，應建立在事實領土範圍之上。21
 

值得一提的是，該決議文雖未出現對於「中華民國」主權的立場表達，然

而用「事實主權」的概念將台灣的主權範圍排除於中國大陸與外蒙古，等於間

接否認中華民國憲法對於中華民國主權範圍的法理界定，一 00 七決議文是民進

黨首次否定中華民國法統的政治宣言
22
。一 00 七決議文的提出，也可以做為民

進黨 1986 年至 1990 年對於台灣國家主權論述之基調，也就是主權獨立於中華

人民共和國的前提下，台灣的前途應由人民自決。 

    從民進黨的黨綱、第二屆全代會的決議文、四一七決議文到一００七決議

文的內容來看，民進黨於建黨之初不變的一貫立場，即是「住民自決」原則的

捍衛與堅持，然而對於台灣獨立的認知以及國家前途的訴求，在建黨後，逐漸

出現論述主張的分歧，最明顯的例子是四一七決議文通過之後，第二任的黨主

席姚嘉文在第二屆臨全會致詞時指出：「台灣民主問題的解決，與台灣國際地位

問題的解決，無法分開處理，台灣的民主，不能侷限於國會及國內制度的決

定，應該提升至國際地位的決定，我們不能就民主要求自我設限」23。 

    另外是張俊宏於 1989 年出版《到執政之路》一書，在書中他提到：「民進

黨的反對運動，是從地方自治到住民自決，再從住民自決到主權獨立，其間必

然是一個水到渠成的實力累積過程」，且他認為自治與民主的內涵是優先於追求

主權獨立的，沒有民主內涵的獨立建國，並不是一個可欲的目標24。 

                                                 

21 民主進步黨中國事務部編印，2001，〈一 00 七決議文〉，《民主進步黨兩岸政策重要文件彙

 編》。台北：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頁 10。 
22  郭正亮，1998，《民進黨轉型之痛》。台北：天下遠見出版。頁 67。 
23  陳芳明，1989，《在美麗島的旗幟下》。台北：前衛出版社。頁 169-270。 
24 張俊宏，1989，《到執政之路》。台北：南方叢書出版社。頁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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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嘉文認為台灣主權獨立的問題不能落實，民主也難以實現，張俊宏則認

為台灣內部須先完成民主化，方能達到主權的獨立。兩種主張反映出了民進黨

在建黨之後日益形成的兩大派系－泛新潮流系(以下簡稱泛新系)以及泛美麗島

系(以下簡稱泛美系)對於國家主權以及台獨議題上面不同的訴求策略。泛新系

認為，「台灣住民自決」實際上就是「台灣獨立」，在台灣未獨立以前，必然不

會有民主政治的出現；而泛美系則認為，現階段反對運動的策略是政治民主化

為優先，缺乏民主內涵的獨立建國，反而會與反對運動追求民主政治的目標背

道而馳，成為崇拜國家至上的反民主政權25。 

 

二、 民進黨「台獨黨綱」之形成 

    1987 年發生許曹德與蔡有全的「台獨叛亂案」後，民進黨第二次全代會通

過「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的決議文，開啟了民進黨的「台灣獨立論時

期」，該時期主要的論述是：台灣事實主權獨立，或是台灣獨立26。 

    1988 年 4 月 17 日民進黨二全會的臨時大會中，黨主席姚嘉文表示：「當台

灣人民國家意識高漲，國家認同發生爭議時，作為領導台灣民主改革運動組織

的民主進步黨，無法規避國家主權、統一獨立這些敏感問題27。」 

    在建黨兩周年的致詞當中，姚嘉文也指出：「台灣一切政治困境追根究柢的

癥結，在於國家主權與國家認同。任何想忽視基本國家認同，而侷限於民主的

主張，只是規避敏感主題，惑人耳目，對台灣複雜政治問題，缺乏了解，或是

沒有解決的誠意罷了28。」 

    姚嘉文所要傳遞的訊息是，國家主權問題在民進黨推動民主化進程當中為

不可或缺與迴避的重要課題，在黨綱當中表明的「交由住民自決」，究竟能否處

                                                 

25 黃德福，1992，《民主進步黨與台灣地區政治民主化》。台北；時英出版社。頁 118-120。 
26 鍾年晃，2001，《失落的民進黨》。台北：商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頁 226。 
27 陳芳明，1989，《在美麗島的旗幟下》，台北：前衛出版社。頁 269。 
28  姚嘉文，〈鞏固組織，堅定立場-建黨兩周年感言〉。民進報，1988 年 9 月 23 日-10 月 6 日，

 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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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此敏感問題?這答案顯然對於民進黨內的泛新潮流系而言是不滿足的。從二全

會的「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二全臨時會的「四一七決議文」宣示四個

如果下有條件的台獨論，到四全會通過的「一 00 七」決議文強化「事實主權」

的宣示，明顯看出民進黨的台獨色彩日益加重，背後的關鍵推手莫過於泛新

系。 

    泛新系除了積極起草相關的決議文件外，其創立的《新潮流》雜誌於 1988

年正式宣布復刊，在復刊辭裡清楚表明，台灣面臨三大主要問題有「國家建

立」、「政治民主化」與「社會分配」，三者雖然層次不同但都無法切割與忽略

29。泛新系主張在過去國民黨威權控制下，即是因為訴求體制外的群眾抗爭路

線，致使民進黨能夠突破困局，日益茁壯，然而政府宣布解嚴之後，泛新系同

時也了解到進入體制內部改革的迫切性，因而於 1989 年結合黨內的獨派勢力組

成「新國家連線」，並且宣布參選該年底的立法委員增額選舉，標榜「新政府、

新憲法、新國會、新政府、新社會、新文化」來推動台灣的「新國家運動」

30。新國家連線在 1989 年的選舉當中推派 32 位候選人，最後有 21 位順利當

選，顯示出在當時以「台獨」作為選舉訴求成功地獲得選票的支持。 

    有台獨理論大師之稱的泛新系代表林濁水在 1990 年發表一篇長文〈新國家

的誕生—從國家形成、國際秩序及人民主權論台灣主權〉，提供了民進黨在 90

年代初期無論是從體制內的選舉路線、憲政改革或是體制外的運動路線推動台

灣建立獨立新國家的理論依據31。 

    泛新系在 1991 年進一步發行《到獨立之路》的文宣，在第二章「台灣獨立

的內涵」指出：「台灣獨立是為了破除國民黨的內部殖民體制及中國陰影，把中

                                                 

29 林濁水，1991，《路是這樣走出來的》。台北：前衛出版社。頁 144。 
30 關於新國家聯線的參選宣言，可參見國史館印行，2000，《一個中國論述史料彙編史料文件

 (二)》。台北：國史館。頁 488-491。 
31 林濁水在該文中，首先呼應彭明敏與黃昭堂教授從國際法的「先佔」、「時效」等概念說明台

 專自古不屬於中國，依照舊金山和約以及中日和約的內容肯定「台灣地位未定論」，並提出

 主權覺醒運動三部曲，從人民自決、強化主權獨立，最終目標是建立一個新國家。全文可參

 見林濁水，1991，《國家的構圖》。台北：前衛出版社。頁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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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民國體制改造為台灣體制，台灣獨立是為了建立一個澈底民主的新國家」

32。 

    1991 年 10 月 13 日，民進黨召開第五屆第一次全國黨代表大會，討論由林

濁水領銜起草的黨綱修正案，最重要的修正，是在「基本綱領」中增列了「建

立主權獨立自主的台灣共和國」的內容: 

國家領域主權和國民身份的確立是現代主權國家對內建立法

政秩序、對外發展國際外交的前提。台灣主權獨立，不屬於

中華人民共和國且台灣主權不及於中國大陸，既是歷史事實

又是現實狀態，同時也是國際社會之共識。台灣本應就此主

權獨立之事實制憲建國…..。但由於國民黨一意藉著「全中國

唯一合法政府」之虛構，維持大而無當的「中華民國五權憲

法體制」，並賴以長期維持反民主之統治與特權。國民黨這一

違背台灣主權現實的作法，不僅對內造成憲政改造的僵局，

對外引起中共之覬覦野心；在國際上也因違反國際法和國際

政治現實，以致於無法正常地參與國際社會；甚至造成台灣

人民國家意識的模糊，以及文化發展的障礙。因此我們主

張： 

一、 依照台灣主權現實獨立建國，制定新憲，使法政體系符合台灣社

會現實，並依據國際法之原則重返國際社會。 

二、  依照台灣主權現實重新界定台灣國家領域主權及對人主權之範

圍，使台海兩岸得以依國際法建立往來之法秩序，並保障雙方人

民往來時之權益。  

                                                 

32 新潮流，1991，〈台灣獨立的內涵〉。《到獨立之路》。 

 http://newcongress.yam.org.tw/way_to_ti/ch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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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以台灣社會共同體為基礎，依保障文化多元發展的原則重新調整

國民教育內容，使人民之國家、社會、文化認同自然發 展成

熟，而建立符合現實之國民意識。基於國民主權原理，建立主權

獨立自主的台灣共和國及制定新憲法的主張，應交由台灣全體住

民以公民投票方式選擇決定33。 

 

    此次的黨綱修正，被廣泛稱之為「台獨黨綱」，從增列的這一段文字當中，

對外傳達三項重要訊息: 

第一，民進黨一貫地批評國民黨政府爭奪「全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的荒謬，同

時也認為實行於台灣的「中華民國五權憲法體制」，都是脫離國際現實與

國際法的。 

第二，有別於 1991 年之前標榜的「住民自決說」，台獨黨綱的修正通過清楚宣

示了民進黨主張台灣應該制定新憲法來建立主權獨立的「台灣共和國」。 

第三，以建立台灣共和國作為終極目標，應透過台灣人民以公民投票的方式遂

行之，也因此台獨黨綱也被稱作是「公投台獨黨綱」34。 

    「台獨黨綱」與「一 00 七決議文」一樣，雖然行文當中並未直截了當地否

定中華民國的主權地位與統治正當性，然而，從一 00 七決議文的「事實主權」

到「台獨黨綱」對於中華民國憲法體制的質疑，都是間接否定了中華民國的法

統，尤其在「台獨黨綱」中大力彰顯台獨論述，不但清楚地提出台灣邁向獨立

建國的目標，也訴諸在國際法的架構底下，運用公民投票以及制訂新憲法來達

                                                 

33 民主進步黨中國事務部編印，2001，〈建立主權獨立自主的台灣共和國〉，《民主進步黨兩岸

 政策重要文件彙編》。台北：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 頁 11-12。 
34 林濁水在接受口述訪談時表示，「公投台獨黨綱」是陳水扁加上去的，採取「地位未定」立 

 場，主張透過公民投票決定台灣的建國獨立，然而林濁水指出該主張與新潮流原先的黨綱草 

 案，基於「主權已定」的立場是不一樣的，草案是希望基於國民主權，透過公民投票決定制 

 憲與否，不是來決定是否獨立建國，因為公民投票不是用來創造主權，而是用來保護主權 

 的。相關內容可參見〈林濁水先生訪問記錄〉，收於陳儀深主訪，2013，《從建黨到執政》。 

 台北：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頁 177-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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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台獨目標，將台獨論述從「被動手段」轉為「主動目標」，從「政治論述」轉

為「法律論述」35，台獨的法律論述也等於是推翻中華民國的法統論述。 

    台獨的「政治論述」轉為「法律論述」，意味著民進黨的台獨訴求不再僅限

於過去群眾運動、選舉過程中所呼喊的政治口號，希望透過公民投票的正當法

律程序來行使，也因此在五全大會通過黨綱修正案後，林濁水表示，台獨運動

的階段性任務已經結束，接下來的目標是在立法院催生「公民投票法」，付諸全

體住民複決以實踐台灣獨立建國的理想36。 

    1990 年至 1991 年，可謂民進黨內獨派勢力最為鼎盛的時期，為了整合這

股勢力，民進黨曾召開了三次的獨派溝通會議，期間歷經了五全大會通過的

「台獨黨綱」後，民進黨將下一步的政治野心鎖定 1991 年年底的國大代表選

舉，在第三次的獨派溝通會議上，民進黨成立「台灣建國研討會議」，並推薦黨

內多位挺獨的候選人，以「台灣共和國連線」的名義參選37，雖然獲得的票數

與席次依然與國民黨有懸殊的差距，且指標人物林濁水意外落選，黨主席黃信

介更表示此次選舉的失利可能是選民並未完全認同台獨38，但是從民進黨當選

的席次以及得票數來看，「台灣共和國連線」皆超過了民進黨總額的半數，顯示

出標榜「制憲建國」的獨派是當時主導民進黨內部國家主權論述最龐大的勢

力，在 1991 年通過「台獨黨綱」之際來到最高點。 

 

 

 

 

                                                 

35  郭正亮，《民進黨轉型之痛》，頁 69-70。 
36 〈台獨運動階段性任務已經結束，下一步怎麼走 林濁水:推動公民投票〉。聯合報，1991

 年，10 月 15 日，第 3 版。 
37 宋朝欽、何榮幸、張瑞昌，1993，《民進黨執政之路》。台北：風雲論壇出版社。頁 143-

 145。 
38 〈台獨黨網提案人林濁水落選〉。聯合報，1991 年，12 月 22 日，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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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政治自由化與民進黨國家主權論述之演進 

 

一、 解嚴後「自由」與「限制」下的國家主權論述 

    1987 年 7 月蔣經國總統宣布解除戒嚴，開啟台灣政治的「自由化」，也使

得民進黨擁有更大的發展空間，提出更多的政治改革訴求，其中，在攸關國家

主權的議題上，黨內也慢慢出現愈來愈多元的聲音。國家主權論述差異化、多

元化的出現，除了反映民進黨內部派系反對運動策略的異同之外，從台灣政治

轉型的置高點觀之，可以發現有幾項關鍵因素： 

(一) 民進黨在「黨外」時期最主要的改革目標，是突破國民黨的威權體制與黨

禁，在 1987 年 7 月 15 日解嚴後，象徵威權政體的終結，也帶動政治的自

由化以及言論管制的鬆綁，黨禁、自由化的開啟，對於民進黨而言下一步

的政治訴求乃是民主制度的建立，然而「獨立」先於「民主」抑或是「民

主」先於「獨立」，凸顯出政治自由化的出現後，進一步驅動民進黨內部不

同派系在國家主權議題路線上的爭論。 

(二) 1987 年民進黨的二全會將「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列入決議文中，

往後全代會中，是否將「台灣獨立」的訴求納入黨綱裡面一直是民進黨內

部爭論不休的課題。台獨訴求的升高，從台灣政治環境的開放與轉變來觀

察，可以發現解嚴後許多海外長期宣揚台灣獨立建國的運動團體與台派人

士不再背負「黑名單」的罪名，陸續返台，同時也刺激了台灣內部主張

「台灣獨立」的團體應運而生，這樣的背景下，更加鼓舞了民進黨內「泛

新潮流系」加重其台獨訴求的力道。 

    解嚴後的政治氛圍，確實給予了民進黨在標榜「住民自決」的核心理念

下，擁有更多的社會能量以「台灣獨立」的訴求挑戰國民黨的一個中國論述，

然而，解除戒嚴帶來的，僅僅是有限度的自由化，對於人民的限制並未完全鬆

綁，對反對運動而言最大的束縛，莫過於 1986 年 10 月 15 日中國國民黨中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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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通過並送交行政院研擬法案的兩項政治革新議題—「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

法令」以及「動員戡亂時期民間社團組織」，兩項提案分別在 1987 年 6 月通過

《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以下簡稱國安法)以及 1989 年 1 月 20 日修正通

過的《動員戡亂時期人民團體法》(以下簡稱人團法)予以落實。根據《國安

法》第二條規定：「人民集會、結社，不得違背憲法或主張共產主義，或主張分

裂國土」。而《人團法》第二條也規定：「人民團體之組織與活動，不得違背憲

法或主張共產主義，或主張分裂國土」39。兩項法案的通過，是為蔣經國解除

解嚴以及開放黨禁後的替代保護方案，以防止敵人濫用政治自由危害國家，作

為對抗共產黨和台獨分離主義的禁止令40。 

    除了《國安法》與《人團法》的通過，國民黨的新聞局長邵玉銘也在 1987

年 11 月 26 日宣布，政府對於出版品的管理，將遵循兩項原則：「堅決反對共產

主義及絕對反對台獨分離意識」41。當局的這些政策，很明顯的可以看出雖然

在 1987 年 7 月 15 日起解嚴令正式終止，然而政府依然將共產主義與台獨意識

視為洪水猛獸，而「台灣獨立」的訴求看在國民黨政府眼裡，即是脫離中華民

國主權的分裂國土主張，因此對於人民團體的一切組織活動、集會、結社乃至

於出版品，只要內含台獨意識，仍然受到當局嚴密的管控，加上原先即存在的

刑法 100 條對於「意圖破壞國體、竊據國土或以非法之方法變更國憲、顛覆政

府」處以內亂罪的規範，可以發現國民黨不僅僅對於著手進行所謂「台獨分裂

運動」嚴加禁止，只要是有動機、有意圖來去宣傳台獨主張，即有可能遭國民

                                                 

39 蔣經國在宣布解嚴前一年的 10 月 7 日接見美國《華盛頓郵報》董事長葛萊姆(Katharine 

 Graham)時，談論中華民國政府將宣布解除戒嚴令時，附加提及無論任何新政黨都必須遵

 守中華民國憲法、支持反共國策以及與台獨劃清界線這三個原則，也是後來國民黨推動解嚴

 時，對初步自由化改革的設限。薛化元編著，2006，《自由化 民主化—台灣通過民主憲政的

 道路》。台北：國立編譯館主編。頁 144。 

 另外關於蔣經國接見葛萊姆的完整談話，可參見薛月順、曾品滄、許瑞浩編註，2000，《戰

 後台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一)-從戒嚴到解嚴》。台北：國史館。頁 437-439。 
40 Denny Roy 著、何振盛、杜嘉芬譯，2004，《台灣政治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

 公司。頁 232。 
41 陳芳明，1989，《在時代分合的路口》。台北：前衛出版社。頁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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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當於以叛亂罪論處，此舉等於壓縮了言論自由的空間。從蔡有全與許曹德的

案件，是為解嚴後首起因台獨主張被處以叛亂罪的例子開始，國內宣揚台獨理

念的反對運動從未擺脫執政當局的政治壓迫，包括鄭南榕創辦「自由時代系列

雜誌」大力宣揚台獨主張，遭國民黨以叛亂罪嫌傳喚出庭，最後以自焚的方式

以表抗議，鄭南榕所欲捍衛的，是擁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他認為如果主張

台灣獨立的自由不被保障，便尚未享有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 

    從鄭南榕的事件亦可看出，台灣在解嚴初期享有的是有限度的自由，國民

黨政府對於表意自由所設下的紅線，對於民進黨在國家主權的訴求上也形成莫

大的壓力，解嚴後，蔣經國甚至命令組成專案小組，由李登輝主持，針對民進

黨成立以後提出的「自決論」演進為「台獨主張」的情勢提出專案報告且研擬

對策，在民間發起聲援蔡有全、許曹德案的群眾運動如火如荼展開時，蔣經國

更特別指定李登輝、林洋港、俞國華、宋心濂與沈昌煥組成專門針對台獨主張

日益發展速謀對策的「五人小組」42。 

    在蔣經國透過各種管道防堵國內台獨思想擴散的政治氛圍下，民進黨從黨

綱的「住民自決論」，到二全會將「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列入決議文

中，再到四一七決議文「有條件台獨論」的出現，都在在挑動國民黨當局的敏

感神經，也因此有學者認為解嚴後所帶來的自由化，是黨國逐漸減少對於人民

一般活動的干涉與限制，而尚未邁入自由民主的體制43，又如 Emerson 所言：

「在自由民主的體制中，政治歧異能在一個由基本共識所建構出來的情感架構

下能夠被容忍」44，然而在解嚴初期，「台獨主張」被視為是分裂國土的叛亂行

為，因此在意見表達這一塊，並未獲得全面的自由化，也使得民進黨在建黨初

期的國家主權論述上，仍然受制於體制上的壓迫。 

                                                 

42 鄭南榕編輯，〈以台制獨〉。民主時代周刊(197)， 1987 年 11 月 7 日，頁 4-5。 
43 Hung-mao Tien, 1989, " Transformation of an Authoritarian Party State: 

 Taiwan's Developmental Experience." Issues & Studies 25(7) : 105-133. 
44 Frederick Watkins, 1967, The Political Tradition of The West: A Study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Liberalis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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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自由化的邁進–台獨言論自由的合法性 

    1987 年雖然解除了戒嚴令，然而除了國民黨政府頒布的《國安法》以及

《人民團體法》之外，原有的《懲治叛亂條例》與〈刑法〉100 條「普通內亂

罪」的規範，無非是對台灣島內推動台灣獨立運動的有志之士而言，一道難纏

的緊箍咒，獨派人士以台獨叛亂罪嫌遭羅織入罪者時有所聞，反對運動人士口

中最懼怕的，莫過於《懲治叛亂條例》當中俗稱的「二條一」45條款，其中刑

法 100 條第一項「破壞國體、竊據國土或以非法之方法變更國憲、顛覆政府」

可能涉案的對象不僅僅是在「實際行動」上有著手實行的可能，即便在思想與

言論層次上主張「台獨分裂國土」等訴求，皆可能受到「二條一」的制裁，因

此在解嚴初期尚未全面自由化的同時，台灣內部依然存在許多主張台獨訴求的

「思想犯」與「良心犯」。 

    1991 年 5 月爆發的「獨立台灣會事件」46 (以下簡稱獨台會事件)，爆發一

連串要求廢除《懲治叛亂條例》的抗爭行動，民進黨也在這波運動當中極力支

持，最終於同年 5 月，立法院提案正式廢除《懲治叛亂條例》。儘管《懲治叛亂

條例》的廢止，民進黨對於廢除〈刑法〉100 條「普通內亂罪」的訴求始終未

得到國民黨當局的正面回應，促使學者李鎮源、林山田、陳傳岳、陳師孟等人

於 1991 年 9 月 21 日組成「一 00 行動聯盟」，並且向立法院提出請願書47，要

求廢除〈刑法〉100 條，還給台灣人民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民進黨對於一 00

行動聯盟也給予大力支持，在中常會上作出了堅持廢除〈刑法〉100 條、拒絕

                                                 

45 根據「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項規定 : 「凡觸犯刑法一百條(內亂罪)至一零四條罪者，

 處唯一死刑」，該條被稱之為「二條一」唯一死刑條款。 
46 1991 年 5 月，清華大學四位學生廖偉程、王秀惠、林銀福、陳正然等人因為閱讀「獨立台灣

 會」創辦人史明的著作，遭到政府當局以思想叛亂的罪嫌逮捕，引爆台灣社會一連串的抗爭

 行 動，要求廢除《懲治叛亂條例》以及釋放廖偉程等四名學生。 
47 請願書內容寫道：「刑法 100 條是違反憲法、傷害民主、劣跡斑斑、貽笑國際的惡法，四十

 年來台灣有 90%以上的冤獄冤魂，皆是由刑法 100 條提供入罪法源，可以說是最為嗜血的一

 條惡法。而使台灣蒙羞國際的黑名單、良心犯問題，又何嘗不是刑法第 100 條的陰狠傑

 作?」李瓊月，1995，《台灣醫界大師—李鎮源》。台北：玉山社。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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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雙十國慶閱兵典禮以及參加一 00 行動聯盟發起的「反閱兵、廢惡法」行動

三項回應48。 

    在尚未廢除《刑法》100 條的條件下，民進黨於 10 月通過的「台獨黨

綱」，等於正面挑戰國民黨當局對於台獨主張的底線，期間歷經了被政府列為

「黑名單」的台獨人士陸續闖關回台，相較於對民進黨修改黨綱採取觀望的態

度，解嚴後國民黨對於打壓與逮捕台獨「黑名單」的行動未曾間斷。在「一 00

行動聯盟」的努力以及民進黨於立法院持續施壓下，立法院終於在隔年的 5 月

15 日，通過《刑法》100 條修正案，雖然在國民黨堅持「只修不廢」的原則下

並未廢除，然而該法第一項有關於「破壞國體、竊據國土或以非法之方法變更

國憲、顛覆政府」的「著手實行者」，增添了「以強暴或脅迫著手實行者」的文

字，更具體的規範了著手執行犯罪行為的方式與範圍，此外，也將該法第二項

的「陰謀犯」給刪除。《刑法》100 條修正案通過後，除了先前遭逮捕的台獨政

治犯得以重獲自由外，更重要的意義，是百分之百思想與言論自由的實踐，台

獨主張不再因法律的箝制而羅織入罪，使得台灣自此不再有思想犯以及良心

犯。百分之百言論自由的確立，也讓民進黨在國家主權的論述上摘除了法律的

壓迫，台獨言論除罪化的政治效果亦在民進黨內部逐漸發酵，除了泛新潮流系

原有的運作下，海外台獨運動人士的歸國也瞬間在台灣島內集結成龐大的獨派

勢力，有的甚至於日後進入民進黨的體制當中，參與選舉與黨務運作49，90 年

代初期民進黨匯集了海外返台以及內部以新潮流為主的獨派勢力，主導民進黨

的國家主權論述。 

    《懲治叛亂條例》的廢止到《刑法》100 條的修正，台灣社會一步步衝破

了國民黨對於台獨言論設下的紅線，也意味著民進黨於 90 年代初期在推動台獨

                                                 

48 李瓊月，1995，《台灣醫界大師—李鎮源》。台北：玉山社。頁 53。 
49 如 1990 年甫返台的李應元表示，海外台獨聯盟的歸國雖不會參加國民黨體制內的公職選   

   舉，但是台獨聯盟希望與民進黨的新潮流合作，同時李應元也鬆口隨時想加入民進黨，共同 

   合作推動獨立建國運動。邱國禎、陳銘城，1990，《李應元的挑戰》。台北：前衛出版社。頁 

   8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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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程上擺脫了法規的束縛，對民進黨內以泛新系為主的獨派人士而言是莫大的

鼓舞，同時，台獨言論的除罪化，也是台灣民主政治發展重要的里程碑，台獨

言論自由的保障，可視為台灣百分之百言論自由的終極實踐，反過來說，百分

之百言論自由的確立，也讓民進黨的國家主權論述免於法律制裁，更讓台灣社

會不再因為特定的主權態度與主張成為政治犯與思想犯，如同新潮流發行的

《到獨立之路》裡面所寫到的一段話：「台獨運動在推翻國民黨獨裁政權的過程

中，必然地包含了民主化的內涵，刑法 100 條的廢止問題已充分證明承認台獨

的合法性是政治自由化的最後一道關卡，因此，台獨與民主化是一體兩面的運

動50」。 

 

本章小結 

    民進黨在「黨外」時期，自 1978 年發表「黨外人士國是聲明」開始，不論

是為了因應公職選舉，或是各種反對運動的運籌帷幄，對於台灣國家主權論述

的著墨日漸加深，皆不斷重申「台灣的前途應由台灣人民自決」，這樣的基本論

調也延續到建黨之後黨綱的起草，「住民自決」成為「黨外」時期到 1990 年代

以前民進黨建黨初期的核心主張，用以扭轉過往國民黨的一個中國論述51。 

    然而民進黨成立之後，進一步看其黨綱、二全會的決議文到四一七決議文

的發展，在不脫離「住民自決」的大框架底下，從「台灣前途應由台灣全體住

民決定」，到「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發展至「四個如果前提下民進黨

不排除主張台灣獨立」，民進黨對於「台灣不隸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

分」、「台灣未來應走向獨立」的立場漸趨明顯；至於「台灣」與「中華民國」

                                                 

50  新潮流，1991，〈獨台不是台獨〉。《到獨立之路》。 

 http://newcongress.yam.org.tw/way_to_ti/ch04.html 
51 在民進黨建黨初期，姚嘉文指出民進黨的重要使命就是「民主、自決、救台灣」，且特別強

 調「民主自決」並非如國民黨當局所抨擊的「將國民黨視為外來異族」的台獨分裂主張，他

 認為「民主自決」不等同於國民黨將之窄化成「民族自決」，因為民主自決的核心意涵就是

 落實「主權在民」的展現。姚嘉文，1988，《民主自決救台灣》。台北：生活文化事業 有限公

 司。頁 76-79。 

DOI:10.6814/THE.NCCU.GIDS.009.2018.F09 



 

48 

 

的關係，在 90 年代以前並未於黨的決議文與宣言當中做出明確的論述，僅能從

一 00 七決議文的「事實主權不及於中國大陸及外蒙古」的內容，彈性解釋其對

於中華民國法統的反對立場。 

    這樣的論述架構與演進，以台灣政治發展與政治轉型的脈絡切入，可以做

出幾點解釋： 

(一) 國民黨來台後的獨裁統治以及「一個中國」的法統論述，在中華民國

遭遇到一連串的外交挫敗後，為了達到反攻大陸之戰略，以不具備法

治基礎在台施行的強人統治模式失去正當性，因此從「黨外」到民進

黨成立初期，即以「住民自決」的概念來去突破國民黨威權統治以及

法統論述的雙面刃，「住民自決」是一種民主程序，用符合民主程序

的手段讓台灣人民決定國家的前途，這是「黨外」到民進黨甫成立

時，訴求自由化、民主化同時能導正台灣國家主權定位的論述策略

52。 

(二) 1987 年 7 月 15 日解嚴後，意見表達自由大幅增進，呂亞力認為台灣

內部公然主張台獨言論以及立即與大陸政權談判「統一」的主張都紛

紛出現，並未遭到查禁53，政治自由化的啟動，也使得新成立的民主

進步黨在推動反對運動與政治改革所面臨到的社會阻力大減，且國家

主權與國家前途的訴求策略，鑲嵌在民進黨的政治改革進程中，在突

破了黨禁以及國民黨的威權統治結構後，民進黨內部對於國家主權議

題的不同主張能夠更公開的在檯面上高談闊論，同時能夠作為社會動

                                                 

52 林佳龍從國民黨在台實施威權侍從體制分析台灣反對運動的社會基礎，他認為民進黨之所以 

 能發展為兼具反體制色彩與台灣意識的本省人政黨，是因為國民黨政權既以少數省籍統治菁

 英為主體，並以大中國意識型態作為戡亂體制的合法性基礎，民進黨訴諸台灣住民的本土認

 同，發動「兩千萬人對一千人的戰爭」，不但有反威權支配關係的動員效果，也可藉省籍分

 歧(本省人 vs.外省人)與認同衝突(台灣自決 vs.中國統一)孤立少數統治者，將民進黨與國民黨

 的權力矛盾轉化為台灣住民對外來政權的政治抗爭。林佳龍，1989，〈威權侍從政體下的台

 灣反對運動—民進黨社會基礎的政治解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1)：133。 
53 呂亞力，〈政治自由化及民主化發展〉，收於二十一世紀基金會主編，1998，《一九九八年台 

 灣經驗全紀錄》。台北:中華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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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的號召能量，以「台灣人民自決」的口號喚起台灣本土意識，對抗

國民黨的大一統中國意識，而「台灣獨立」的言論自由與主張即為

「自決」的具體展現，此權利應獲得保障。 

(三) 蔣經國宣布解嚴後，許多在戒嚴時期被列為黑名單的海外的獨派團體

以及獨派人士得以陸續返台，使得國內的台獨勢力日益擴大，這股勢

力也加速了民進黨日後提出台獨主張的政治議程。 

(四) 在台灣的政治轉型中，從菁英行動與決策的角度來看，蔣經國為考量

到宣布解嚴與開放黨禁可能導致部分保守人士深懼政治改革會影響既

有的權力結構，同時為了安撫反對解除戒嚴的勢力，因此以《國安

法》作為維護社會秩序、牽制反對運動勢力的配套措施54。或許如林

濁水所述，民進黨在一開始是要談論台獨或是言論自由，黨內便有不

同的意見，從剛建黨時的「自決」主張，有台獨傾向但是並非公開的

立場，到主張有台獨的言論自由，國民黨並未抓人，再到四一七決議

文有條件的台獨論，再到一 00 七決議文討論台灣主權獨立，對於國

民黨設的紅線再次闖關成功55。從中可以看出，在尚未達到百分之百

言論自由的 80 年代末期，民進黨的國家主權論述，對於「台獨」色

彩的加重，也是與國民黨政府在進行一場衝突與緊張的博奕遊戲，背

後呈現的是執政當局以及反對勢力相互對立的結構性力量拉扯，雖然

爆發蔡有全、許曹德案件以及鄭南榕自焚事件，但是大體而言國民黨

政府對於民進黨的黨綱或決議文的主張並未採取激烈的打擊手段，也

使得民進黨擁有更大的勇氣與能量從「自決」一步步凸顯出「台獨」

                                                 

54 彭懷恩認為，為了安撫反對解除戒嚴的勢力，國民黨採取妥協方式，提出了一套象徵意義大

 於實質意義的「國家安全法」，然而，民進黨堅決反對這妥協式的做法，也採取一連串的街

 頭抗爭。由於國民黨在重大問題上，做大幅度的讓步，使雙方擴大了迴旋的空間，在 1987

 年 6 月底立法院通過「國安法」，七月通過解嚴案。彭懷恩，2008，《台灣政治變遷史》。台

 北：風雲論壇有限公司。頁 145。 
55 〈林濁水先生訪問記錄〉，收於陳儀深主訪，2013，《從建黨到執政》。台北：玉山社出版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頁 168-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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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民主化啟動初期的兩岸關係與民進黨的國家主權  

      論述  

前言 

    民進黨的黨綱直指，台灣在國際上的孤立與主權喪失，罪魁禍首便是兩蔣

統治時期墨守成規的「一個中國」政策，民進黨的台獨論述之所以能夠迅速組

建且引起共鳴，泰半是建立在對於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對外政策的批判基礎之

上。 

    1987 年解除戒嚴，政府始開放國人至大陸探親，兩岸長期以來劍拔弩張的

對峙關係似乎有了破冰的契機，但是原則上雙方政府機關以及民間之間的交流

互動仍處於停滯狀態，隨著蔣經國逝世、李登輝繼任總統後，台海情勢以及中

華民國的對外政策有了突破性地開展，我國政府針對兩岸關係建構較為健全且

系統性的大陸政策1，如何與一個 1949 年成立、1971 年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

代表「中國」席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展開互動，大陸政策的決策與執行不僅僅

包含了複雜的事務性工作，兩岸關係的主權定位與立場更是剖析大陸政策的重

要一環。 

    然而在 90 年代初期，台灣正值從威權體制邁向民主鞏固的過渡階段，李登

輝將執政主軸放置於推動台灣內部的民主化，也因此透過延續國民黨過往的

「一個中國」政策，試圖安撫黨內保守勢力與北京當局。本章將探討台灣民主

化啟動初期，兩岸情勢的發展及李登輝政府的決策機制如何牽動著民進黨的大

陸政策以及兩岸主權定位的論述。 

                                                 

1 李登輝在接受國史館口述訪談時曾表示，蔣經國總統在任時，除了解嚴後做出了開放探親的 

 措施，其他並沒有更具體長遠的兩岸規劃。國史館李登輝口述歷史小組編註，2004，《見證 

 台灣—蔣經國總統與我》。台北：國史館。頁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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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李登輝執政初期的「一個中國」原則與民進黨的國家主權論述 

 

一、 民進黨對「亞銀事件」回應 

    李登輝 1988 年繼任總統後，決定拋棄過去國民黨「漢賊不兩立」的外交政

策，不走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爭奪正統中國代表權的外交老路，積極參與國際社

會以突破外交困境，這套以捍衛中華民國主權為底線，同時允許雙重承認的妥

協策略，即李登輝所謂「務實外交」。 

    最為代表性的實例，莫過於 1989 年 5 月派遣財政部長郭婉容前往中國北京

參與的亞洲銀行年會(以下簡稱亞銀年會)，我國不但以「中國台北」的名稱出

席，且在大會上郭婉容更直率地向中國的國旗、國歌行禮，突破性的外交舉動

亦引來國內的議論紛紛，李登輝隨即在 6 月國民黨第十三屆的二中全會上，指

出政府採行彈性的外交政策係出於「現階段中華民國無法在大陸地區行使治

權，為了不自我膨脹、自我拘泥，順應國際局勢的變化以開拓中華民國的外交

空間」所為，這段談話也為李登輝口中「不滿意但可以接受的務實外交」下了

註解2。     

    面對李登輝在「一個中國」政策上出現的重大轉折，民進黨也隨即發表

「亞銀會議聲明」表達其立場： 

國民黨政府以新而實際的行動，否定了四十年來視中共為「叛

亂集團」的荒謬政治圖騰，正式承認中共政權為一對等的合法

政權，並且揚棄了國民黨過去所主張的「一個中國」、「漢賊不

兩立」的僵硬立場。國民黨政府的這種轉變，不啻是破除了台

灣重返國際社會的一大障礙，本黨願意加以支持3。 

                                                 

2 蔡政文、包宗和，1989，〈海峽兩岸關係的持續發展與法制化〉。收於二十一世紀基金會主

 編，《一九八九年台灣經驗全紀錄》。台北：中華徵信。頁 95。 
3  國史館印行，2000，《一個中國論述史料彙編史料文件(二)》。台北：國史館。頁 487-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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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進黨肯定國民黨政府為提升台灣在國際社會的能見度，而調整過去僵化

的「一個中國」原則，因此對於郭婉容出席亞銀會議的表現持正面態度，並且

以亞銀事件承認中共統治政權的事實要求國民黨盡速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回歸

台海兩岸正常化的定位關係。 

 

二、 民進黨對國統會與國統綱領的態度 

    1988 年蔣經國逝世後，李登輝以副總統的身分依法繼任總統，曾在記者會

上表示：「我們中華民國的國策，就是只有一個中國而沒有兩個中國的政策。只

有一個中國，我們必須要統一4。」 

    到 1990 年正式就職總統初期，李登輝延續這樣的立場，在就職典禮上宣示

「台灣與大陸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所有中國人同為血脈相連的同胞……，

中國的統一與富強是所有中國人共同的期望5。」 

    李登輝不僅僅在公開場合多次宣示對於「一個中國」原則的堅持，1990 年

下半年開始，針對兩岸問題李登輝政府陸續展開更具體的政策作為。首先是總

統府以任務型編組的方式於當年 10 月 7 日成立「國家統一委員會」(以下簡稱

國統會)，作為政府統籌與執行大陸政策的諮詢機關。李登輝總統在國統會成立

之日特別宣示「不放棄對全中國的主權，並要重建一個自由、民主、均富、統

一的新中國」6， 

    隔年 2 月 23 日國統會召開的第三次委員會進一步制定「國家統一綱領」

(以下簡稱國統綱領)，在前言的部分提到： 

中國的統一，在謀求國家的富強與民族長遠的發展，也是海內

外中國人共同的願望。海峽兩岸應在理性、和平、對等、互惠

                                                 

4 國史館印行，2000，《一個中國論述史料彙編史料文件(二)》。台北：國史館。頁 2。 
5 國史館印行，2000，《一個中國論述史料彙編史料文件(二)》。台北：國史館。頁 12-13。 
6 李福鐘，2010，《國統會與李登輝大陸政策研究》。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頁

 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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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提下，經過適當時期的坦誠交流、合作、協商，建立民

主、自由、均富的共識，共同重建一個統一的中國。基此認

識，特製訂本綱領，務期海內外全體中國人同心協力，共圖貫

徹7。 

    除了在前言部分，為李登輝口中所謂重建一個「統一新中國」擘劃出宏觀

的藍圖以外，在綱領當中也列舉出了階段性的進程，包含了近程的交流互惠階

段、中程的互信合作階段到遠程的協商統一階段。從三階段的綱領當中李登輝

政府所欲揭示的主權立場，就是延續國民黨的一個中國原則。 

    民進黨對於李登輝成立國統會以及國統綱領的作為相當感冒，事實上在國

統會的籌備之初，民進黨主席黃信介、祕書長張俊宏及顧問康寧祥三人皆曾列

入國統會委員的考慮人選，是否參加國統會的運作在民進黨內鬧得滿城風雨。

黨主席黃信介原先亦呼應李登輝的主張，認為在自由與民主的前提下，他並不

反對「中國的統一」8，然而在盧修一、林濁水等人公開表達強烈反對的態度

下，民進黨於 9 月 12 日的中常會做出「不參加國統會」的決議，並且祭出黨紀

處分，若違反黨的決議，移送黨中評會黨紀裁處9。 

    黃信介原先希望參與國統會的彈性立場，是希望國家統一委員會的名稱可

改為「自由民主統一委員會」或「國家發展委員會」10，然而國民黨堅持不妥

協的結果，黃信介甚至以「豬被殺死，如何救」表達對於國統會的失望，決定

遵循黨中央決議不參加「國統會」11。 

    參加與否的問題折騰許久，最終民進黨內唯獨「鶴立雞群」的康寧祥，公

                                                 

7 李福鐘，2010，《國統會與李登輝大陸政策研究》。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頁

 66-68。 
8 〈黃信介：民主統一前提下參與國統會〉。聯合報，1990 年，9 月 8 日，第 2 版。 
9 〈中常會中決議民進黨 不參加國統會〉。聯合報，1990 年，9 月 13 日，第 1 版。 
10 〈黃信介建議國統會易名〉。民生報，1990 年，9 月 11 日，第 13 版。 
11 〈民進黨不參加國統會〉。民生報，1990 年，9 月 13 日，第 1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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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表「我的決定」聲明，選擇以個人身份擔任國統會委員，因而遭民進黨撤

銷其顧問身分12。 

    除了發表「不參加國統會」的決議，民進黨為彰顯與國民黨政府不同的主

權態度，在李登輝宣布成立國統會的同一天召開的四全大會上通過「一 00 七決

議文」，與執政當局打對台的意味濃厚，該條文中關於「我國主權不及於中華人

民共和國和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字眼，清楚排斥國統會揭示「台海兩岸統一」

的主權立場。許信良認為國統會的內容與意涵是要與中共爭奪主權，然而「一

00 七決議文」強調台灣事實主權獨立，乃是對中共主權「不挑戰、不回應」的

態度13。 

    為彰顯「一 00 七決議文」的核心主張，民進黨在 11 月 14 日的中常會上成

立「台灣主權獨立運動委員會」，黨主席黃信介表示並非主張台獨等分裂國土的

行為， 而是希望國際認同台灣的主權獨立14，「國家統一委員會」與「台灣主

權獨立運動委員會」也成為 1990 年代，國、民兩黨針對兩岸主權問題上的兩個

對照組，至於 1991 年制定的「國統綱領」，民進黨在中常會上表示，這只是國

民黨片面通過的文件，民進黨不予承認15。 

 

三、 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後的兩岸定位與民進黨的主權立場 

    1947 年因國共內戰而制定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隨 1949 年國民黨

撤退來台全面移植到台灣，並且作為兩蔣統治時期對內強化中華民國在台統治

正當性、對外宣示代表「唯一中國」的統治基礎，雖然 1971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

正式取代中華民國在國際上代表「中國」的地位，然而直至 1990 年以前猶存的

「動員戡亂體制」，中華民國的對外政策仍延續「國共內戰」為因應中共叛亂之

                                                 

12 〈康寧祥 正式表明 願意參加國統會〉。聯合報，1990 年，10 月 18 日，第 1 版。 
13〈民進黨有關我國主權決議文提案 許信良:僅陳述現況 非主張台獨〉。聯合報，1990 年，9 月 

 28 日，第 2 版。 
14 〈民進黨決設「台灣主權獨立運委會」〉。聯合報，1990 年，11 月 15 日，第 2 版。 
15 〈國統綱領 民進黨:不承認〉。聯合報，1991 年，2 月 28 日，第 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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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態勢，除了阻礙台灣民主政治的發展，也壓縮了我國的國際空間。 

    1991 年 4 月 22 日，國民大會進行首次的修憲，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

條款》，同時制定《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臺海兩岸的主權定位有了重大性

的突破。動員戡亂時期的結束，意味著中國已經沒有內戰問題，中華民國在法

律位階上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合法的主權國家，不再將中共視為叛亂團

體。 

    但是在《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的前言部分，增添了「為因應國家統一

前之需要」等文字，顯示李登輝政府誓言捍衛「中國主權完整性」的企圖心並

未改變。李登輝在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不久召開記者會，表示「在

一個中國的原則下，海峽兩岸應在交流互惠中，不否定中共為政治實體，因此

將中共視為控制大陸地區的政治實體，將之稱為大陸當局或中共當局16。」 

    「一個中國，兩個政治實體」不僅僅當作口號宣示，從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的條文「自由地區與大陸大區間人民權利義務關係及其他事物之處理，得以

法律為特別之規定。」可以看出李登輝政府將「中華民國的領土範圍涵蓋台澎

金馬的「自由地區」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的「大陸地區」。看做兩個不同的

治權範圍，並以最高層次的憲法問題匡正其定位。李登輝在記者會上進一步提

到，中華民國跟中共的關係與南北韓一樣都是屬於「分裂國家」17。一言以蔽

之，李登輝在該階段的兩岸定位主張無論是政治上的宣示抑或憲法上的規範，

揭示的是「只有一個中國問題，但現階段處於尚未統一的分裂分治狀態」。  

    雖然政府在 1991 年終止「動員戡亂時期」，使兩岸之間從過去的敵對關係

邁向較為健全的互動，也符合民進黨在黨綱中，期望「終止台海兩岸對抗，以

平等互惠的解決台海問題、彰顯我國主權獨立」的主張，但是對於李登輝政府

最不滿的因素依然在於將兩岸關係奠基在「中國統一」的預設立場上。如林濁

                                                 

16 國史館印行，2000，《一個中國論述史料彙編史料文件(二)》。台北：國史館。頁 16。 
17 國史館印行，2000，《一個中國論述史料彙編史料文件(二)》。台北：國史館。頁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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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就批評，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在 1949 年之後，並未如韓國與德國在冷

戰體系未形成前便維持一個統一的國家，兩岸之間根本沒有所謂李登輝口中的

「分裂問題」18。 

    為區隔與李登輝政府不同的主權立場，民進黨在同年 10 月通過的台獨黨

綱，依照陳水扁提出的修正建議，將「中共」一詞全數修改為「中華人民共和

國」，不僅是延續「一 00 七決議文」中揭示「台灣事實主權不及於中國大陸及

外蒙古」的態度，同時以「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台灣共和國」並存的方式跳

脫「一個中國體制內擁有兩個對等實體」的論述框架19。 

    如何以當時的時代背景理解李登輝的作為以及民進黨的主權立場，陳儀深

認為，國統會以及國統綱領具有一石三鳥的作用，包括揭示統一目標以安頓北

京、安撫黨內保守派，以及將國統綱領的階段性設計為「國不統綱領」，可以給

民進黨與獨派有想像的空間20。依照國統綱領制定的目標來看，現階段的兩岸

關係確實是一個「不統一的分裂」狀態，到隔年正式宣布廢止《動員戡亂時期

臨時條款》，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性與正當性，雖然學者們對於兩岸的政

治定位，有所謂一般國與國、特殊國與國、一國兩制、一國兩府、一國兩區…

等不同主張，先姑且不論這些解釋模型，李登輝在 1990 年代初期的主權態度，

仍然努力捍衛「一個中國」的立場。 

    相較於李登輝的「中華民國治權不及於中國大陸，但主權涵蓋台灣與中國

大陸」的見解，顯然於民進黨 1991 年修正通過的黨綱精神相互對立，即便在憲

法上強調兩岸是各自的政治實體，然而憲法增修條文當中「自由地區與大陸地

區」以及選舉制度上設有「全國區與海外華僑」等規範字眼，都保有過去的法

統色彩，將兩岸問題「中國國內法化」21，民進黨強烈主張台灣的主權不及於

                                                 

18 林濁水，1991，《統治神話的終結》。台北：前衛出版社。頁 37-39。 
19 柳金財，2000，〈民進黨關於台灣前途主張的歷史發展演變〉。《中國事務》(2)：107。 
20 陳儀深，2012，〈關鍵的一九九一：論「中華民國在台灣」的誕生〉。《思與言》50(2)：52。 
21 若林正丈著、洪金珠、許佩賢譯，1994，《台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台北：月旦出版社。

 頁 240-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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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的歷史事實以及現實狀態，因此要依台灣主權現實建立台灣共和國。 

 

第二節  兩岸互動下的主權爭議與民進黨的國家主權論述 

 

一、 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前民進黨的兩岸主權論述 

    民進黨在建黨後，雖然尚未取得執政權，但是早在 1987 年 10 月 13 日，便

發表首份「現階段中國大陸政策」，雖然蔣經國已宣布解除戒嚴並且開放兩岸人

民之探親活動，然而由於兩岸之間仍處於動員戡亂時期的對峙狀態，因此民進

黨首次公告的大陸政策之核心主張，是呼籲國民黨政府「終止台海兩岸對抗，

基於台灣人民之整理利益，謀求合乎人道、平等、和平的解決途徑」，希望兩岸

的領導人都能「放棄以對岸為目標之攻擊性軍事措施、停止敵對政治宣傳，由

和平競進而和平談判22。」 

    到了李登輝繼任總統後，民進黨在 1989 年 4 月 24 日舉行的第三屆第十九

次中常會修正通過「現階段中國大陸政策」，除了重申應終止兩岸的敵對關係之

外，且清楚表明為了發展台海兩岸的和平關係，政府應盡快廢除《動員戡亂時

期臨時條款》，並同時呼籲國共雙方應放棄「一個中國」與「漢賊不兩立」的僵

硬立場23。 

    在動員戡亂時期終止以前，可以發現民進黨大陸政策的中心，是呼籲政府

開創兩岸正常化的定位關係，放棄過去的軍事對峙以及漢賊不兩立的僵硬思

維，除外並沒有針對兩岸之間的主權定位有細部的著墨。 

    直到 1990 年開始，李登輝有意啟動憲政改革，並且重整台海兩岸的關係，

民進黨於 1990 年 6 月 20 日的臨時中常會上公布「民主大憲章」，共十章節 104

條條文，在「台海兩岸關係」中寫道： 

                                                 

22 國史館印行，2000，《一個中國論述史料彙編史料文件(二)》。台北：國史館。頁 481-482。 
23 國史館印行，2000，《一個中國論述史料彙編史料文件(二)》。台北：國史館。頁 484-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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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台灣與中國大陸長期分離，且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未在台灣

行使有效主權，但台灣與中國大陸人民在血緣、文化與情感上

有特殊關係24。 

    這份可作為民進黨建黨之後首份對外公開的憲政藍圖，表明台灣與中國大

陸雖然在血緣與文化上具有特殊關係，然而在法律與政治上，中華人民共和國

不具有對台灣的主權控制，換言之，欲透過新憲法的制定，凸顯台灣的主權不

及於中國大陸的事實。 

    此外，在「民主大憲章」當中也指出，為促進台灣與中國大陸的良性關

係，「台灣與中國大陸應相互尊重雙方國民主權與各該轄區內統治權的完整；台

灣與中國大陸政府間，應依國際法及慣例處理一切事務。」愈彰顯的，是台灣

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兩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兩岸間的互動必須依照國際法的慣

例進行，不應有特殊例外，更不是「一個中國」架構下的國內關係，民進黨

「一中一台」的兩岸主權定位已出現輪廓。 

 

二、 辜汪會談的「一中爭議」 

    1990 年下半年開始，李登輝從制定國統會、頒布國統綱領到廢除《動員戡

亂時期臨時條款》等種種政策作為，一方面採取彈性且務實的行動彰顯中華民

國的主權定位，一方面對中共釋出善意，表達政府捍衛「一個中國主權完整

性」的決心，然而中共似乎不買單，質疑李登輝政府蓄意推動「一國兩府」、

「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等雙重承認的兩手策略25。隨著 1992 年開始，兩

岸之間的互動愈來愈頻繁，「一個中國」原則在兩岸之間的爭議和矛盾逐漸浮上

                                                 

24 施正鋒編，1995，《台灣憲政主義》。台北：前衛出版社。頁 352。 
25 1991 年 5 月 4 日行政院副院長兼陸委會主委施啟揚於國統會全體會議上，針對中共對「國統

 綱領」之反應提出報告，指出中共當局對於我方制定「國統綱領」持輕褒重貶的態度，將其

 綱領視為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政治宣言，並且試圖在國際上搞「兩個中國」、「一中一台」，

 堅持「一國兩制」的對台統戰方針不變。詳細內容可參見國史館印行，2000，《一個中國論

 述史料彙編史料文件(二)》。台北：國史館。頁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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檯面。 

    1992 年台北與中共當局各自透過半官方的機構–海峽交流基金會(以下簡稱

海基會)以及海峽兩岸關係協會(以下簡稱海峽會)的對口展開接觸，兩岸的互動

也步入了制度化的階段，但是主權的爭議並沒有隨之淡化。 

 1 月開始兩會之間便開始針對海峽會會長汪道涵與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的

會談(以下簡稱辜汪會談)進行事前的意見交換與預備性磋商26。首先在 1992 年 3

月 22 日至 3 月 27 日，兩會就「海峽兩岸公證書使用」和「開辦海峽兩岸掛號

函件查詢、補償」問題進行第一次工作性商談。海協會常務副會長唐樹備在事

務性商談中，表明雙方進行事務性協商應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但由於陸委會並

未授權海基會談「一個中國」問題，雙方雖進行了事務性的協商，但對於涉及

「一個中國」的主權認知沒有交集，會議提早結束27。 

    「一個中國」問題雖暫時擱置，但兩岸之間主權態度的不一致，已成為了

日後協商過程中的一塊燙手山芋，總統李登輝不得不出面處理。在 1992 年 8 月

1 日主持的國統會第八次全體委員會議上，做出了「一個中國」的涵義之決

議： 

一、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之原則，但雙方所賦予之涵

義有所不同。中共當局認為「一個中國」即為「中華人民共和

國」，將來統一以後，臺灣將成為其轄下的一個「特別行政

區」。臺灣方面則認為「一個中國」應指 1912 年成立迄今之

中華民國，其主權及於整個中國，但目前之治權，則僅及於臺

澎金馬。臺灣固為中國之一部分，但大陸亦為中國之一部分。 

                                                 

26 關於「辜汪會談」的事前籌備、會談過程、協議內容、兩岸談判策略等歷史文件以及相關評

 論，可以參考國防部軍事情報局編印，1993，《對「辜汪會談」綜合研究專輯》。台北：國防

 部軍情局。 
27 〈九二香港會談〉，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zh-

 tw/%E4%B9%9D%E4%BA%8C%E9%A6%99%E6%B8%AF%E6%9C%83%E8%AB%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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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國 38 年起，中國處於暫時分裂之狀態，由兩個政治實

體，分治海峽兩岸，乃為客觀之事實，任何謀求統一之主張，

不能忽視此一事實之存在28。 

    國統會的聲明承認，台海雙方對於「一個中國」原則的涵義確實有不同認

知，但是立場並未讓步，依然聲稱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都是中國的一部

分，只是現階段處於暫時分裂狀態。 

    針對半年多來我方與中共當局交涉過程中凸顯的主權爭議，民進黨首先透

過國民大會黨團在 8 月 22 日發表「確立一中一台，反對國共對談」的聲明，反

對國共雙方以「一個中國」原則當條件，片面啟動兩岸協商29。 

    黨中央接著在 1992 年 10 月 7 日召開的第五屆第 38 次中常會上，通過「現

階段兩岸關係與中國政策」，以「一中一台」定位兩岸的關係: 

在政治方面的政策主張: 

一、…….主張兩岸之關係應定位為:台灣主權獨立，不屬於中

華人民共和國，台灣之主權不及於中國大陸及外蒙古，中華

人民共和國為統治中國大陸之合法主權政府。 

二、反對國民黨蔑視「聯合國憲章」人民自決之原則，片面

制定「國家統一綱領」，預設「中國統一」之終極立場，違背

台灣兩千萬人民之利益與安全，造成國家人格認同錯亂。 

與兩岸關係有關之國防、外交方面的政策主張: 

…… 

五、反對國民黨政府「一個中國」的錯誤政策。在此政策

                                                 

28 國史館印行，2000，《一個中國論述史料彙編史料文件(二)》。台北：國史館。頁 34-35。 
29 國史館印行，2002，《台灣主權與一個中國論述大事記》。台北：國史館。頁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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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台灣在國際社會自我否定，自陷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一貫

宣示「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網羅，……，一個中國政策反

而成為自殺的政策。 

六、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處處圍堵台灣之國際生存空間的情況

下，應堅持現實主義的外交政策，以台灣現實之獨立主權地

位，並考慮以「一中一台」的國際策略，謀求國際生存空間

30。 

    有別於先前制定的「現階段中國大陸政策」，可以發現民進黨在名稱上，將

「大陸」兩字刪去，改為「現階段中國政策」。事實上在 1987 年 10 月 13 日中

常會上討論即將首次發表的「現階段中國大陸政策」時，泛新潮流系就曾主張

應拿掉「大陸」兩字，以凸顯中國與台灣是兩個不同的主權國家。 

    從黨外時期到建黨後，「台灣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就一直是民

進黨的態度，而「現階段中國政策」的公布，正式以明文化的方式確立「一中

一台」的兩岸主權架構。 

    另外針對中國政策的內容，由於動員戡亂時期的終止，兩岸之間制度化的

往來日益頻繁，民進黨不只如過往抨擊國民黨的「一個中國」論述，同時也具

體針對兩岸在政治、國防與外交、兩岸關係專責機構、經貿與投資、社會與文

化交流等方面提出政策主張。 

    關鍵的兩岸主權定位問題上，過去民進黨皆是從台灣本位之立場，提出

「台灣之主權不及於中國大陸」之論點，該文件也首次提出「中華人民共和國

為統治中國大陸之合法主權政府」的字眼，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中國大陸的

治權以及主權，定調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兩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台灣並非

中國之一部分，國民黨政府的「一個中國」政策是錯誤且脫離現實的，只會讓

                                                 

30 國史館印行，2000，《一個中國論述史料彙編史料文件(二)》。台北：國史館。頁 505-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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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陷於中共所設下的陷阱。 

    「現階段兩岸關係與中國政策」所定位的「一中一台」，是民進黨在 90 年

代面對兩岸主權定位最核心的架構，包括日後民進黨所提出的各項公開聲明或

文件當中，都不斷重申「一中一台」的兩國論，1992 年提出的「現階段兩岸關

係與中國政策」，可以看出民進黨針對台灣於國際法上的定位以及兩岸關係，已

有一套成熟且定型化的論述與框架，並且以此作為依據在國民大會以及立法院

等中央民意機關挑戰國民黨政府拿「一個中國」原則作為與中共協商與談判的

對話基礎。 

    到了 10 月 26 日至 10 月 30 日，雙方繼續就「公證書使用」及「掛號函

件」問題，在香港舉行第二次的會談，雙方依舊對於「一個中國」涵義持有不

同的認知31。 

    針對此問題一來一往，海協會於 11 月 16 日來函海基會，表示：「在事務性

商談中，只要表明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基本態度，可以不討論「一

個中國」的政治涵義。」且針對海基會在 11 月 3 日新聞稿中發布的「以口頭表

述的方式各自表達一個中國原則」表示同意32。 

    「一個中國，各自表述」作為兩會協商的政治基礎後，「辜汪會談」雖於隔

年 4 月 27、28 日在新加坡為兩岸開啟了破冰之旅，然而雙方始終沒有在主權問

題上獲致共識。民進黨在「辜汪會談」前夕也不斷祭出各種杯葛手段，試圖阻

礙「辜汪會談」的進行。 

    民進黨立法院黨團在 3 月 23 日成立「辜汪會談觀察團」，要求「以台灣優

先為原則」，希望進入會場，抗議國共的「黨對黨談判」，並拉高分貝「警告」

海基會董事長不要「賣台」33。 

                                                 

31 〈九二香港會談〉，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zh-

 tw/%E4%B9%9D%E4%BA%8C%E9%A6%99%E6%B8%AF%E6%9C%83%E8%AB%87 
32 國史館印行，2000，《一個中國論述史料彙編史料文件(二)》。台北：國史館。頁 226- 227。 
33 翟思嘉，2016，《兩岸最前線：從海陸大戰到海陸休兵》。台北：獨立作家。頁 4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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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黨中央在 8 月公布的「中國政策綱領」，亦針對兩會在協商過程中暴露「一

中原則」所產生的歧異，說明國民黨政府的「一個中國」論述之困境，在於一

方面主張兩岸自 1949 年後主權問題暫時虛懸，尋求中華民國獨立的政治實體地

位，一方面又追求一個「文化或民族上的統一中國」，卻無法認知到「一個中

國」問題根本就是政治問題，不切實際地限入大一統情節的「一個中國」泥淖

中無法自拔34。 

    基於上述，民進黨不反對兩岸之間進行談判，但是反對淪於黨對黨的片面

對話，且主張不應該在事務性協商當中設置「一個中國」的政治前提，自陷於

中共宣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之羅網35。 

 

三、 中共的對台白皮書與民進黨的「台灣主權宣達書」 

    兩岸因為「一個中國」涵義產生的爭議，除了在「辜汪會談」過程中赤裸

裸地掀開來，另外也隨著我國在國際外交行動的擴展，持續延續下去，尤其是

「參與聯合國的行動」。 

    自 1991 年，國民黨籍立委黃主文在立法院提出「以中華民國為名義申請重

返聯合國」之建議案開始，國內的政府、各政黨乃至民間，開始出現愈來愈多

加入聯合國的宣傳活動與策略，我國政府自 1993 年起，年年透過友邦向聯合國

秘書處的提案，可以發現，每一年的提案內容都提到了希望聯合國大會「審議

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在國際體系中的特殊情況」或是「撤銷第 2758 號決議中關於

將『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排除在聯合國之外的部份決定」，雖然在策略方面以

「參與」聯合國作為訴求，避免用「重返」或是「加入」，巧妙閃躲了敏感的

「一個中國代表權」的歷史糾葛，但是從提案內容來看，國民黨當局所欲向國

                                                 

34 民進黨政策白皮書編纂工作小組，1993，《政策白皮書(綱領篇)》。台北：民主進步黨中央黨    

   部。頁 217-228。 
35 民進黨政策白皮書編纂工作小組，1993，《政策白皮書(綱領篇)》。台北：民主進步黨中央黨    

   部。頁 231-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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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社會彰顯的，依然是「中華民國」在國際上的主權地位。 

    參與聯合國的行動使得兩岸之間的矛盾與心結不減反增，北京當局質疑李

登輝政府製造「兩個中國」的意圖已昭然若揭。在 1993 年的 8 月 31 日，中共

國務院對台辦公室(以下簡稱國台辦)針對台灣方面一連串挑戰「一個中國」原

則的行動，發表「台灣問題與中國的統一」白皮書，這是中共建國以來，針對

「台灣問題」提出最具針對性與系統性的對台論述，且翻譯成多國文字，欲向

國際社會清楚表達中共當局對於「一個中國」原則的底線，並以歷史發展的脈

絡定調「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白皮書當中不但抨擊台灣島內猖獗

的「台獨行動」，且批判李登輝政府當局口頭上雖聲稱「中國必須統一」，但行

動上卻背離一個中國的原則，繼續維持與大陸分離的局面，拒絕就和平統一問

題進行商談，在國際上推行「雙重承認」和「兩個中國」的政策，實際上為台

獨活動提供了條件36。 

    我方透過陸委會隨即在 9 月 16 日發表一篇名為「只有中國問題，沒有台灣

問題」之聲明予以回應，認為中共所謂「台灣問題」是對於「中國問題」的扭

曲，重申國統綱領的核心精神就是中國的統一，這是海內外中國人的共同願

景，但也希望對岸理解自從 1949 年中共成立、中華民國來台灣後，兩岸就處於

分裂、分治的狀態，這是真正的「中國問題」，壓根沒有所謂「台灣問題」37。 

    針對陸委會的聲明，立即引發民進黨立法院黨團的抨擊，黨團副召集人黃

昭輝認為陸委會所謂「只有中國問題，沒有台灣問題」的說法根本就是在呼應

中共的「一個中國」，並呼籲政府應立即放棄對中國的主權稱以及中華民國的名

稱使用38。 

    由於陸委會這篇回應，僅是以「聲明」方式予以駁斥中共白皮書的謬論，

                                                 

36〈《台灣問題與中國的統一》白皮書〉，人民網，2000 年 12 月 29 日。 

 http://people.com.cn/BIG5/channel1/14/20000522/72537.html 
37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編，1994，《台海兩岸關係說明書》。台北：行政院大陸委員會。頁 76-

 84。 
38〈陸委會聲明只能代表國民黨〉。民眾日報，1993 年 9 月 17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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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以「對等」的文件要等到隔年 7 月 5 日發表的「台海兩岸關係說明書」，系

統性地論述台海兩岸分裂分治的現狀所謂何來，在結論中更指出兩岸分裂分治

是整體中華民族之不幸，雙方都應該為「中國統一」盡一份心力，且不只是

「和平統一」，更要有「民主統一」39。 

    「辜汪會談」雖然稍稍減緩了兩岸之間的緊張局勢，但眼看北京當局以與

台北當局的關係因為「一個中國」原則的不同見解反而滋生更多矛盾與衝突，

針對國台辦與陸委會你來我往的論述爭戰，民進黨也在 1994 年 7 月正式發表一

篇「台灣主權宣達書」，抨擊國共雙方的「一個中國」論述。 

    首先針對中共發表的「台灣問題與中國的統一」白皮書，民進黨從國際法

的角度對「國家主權」的定義加以回擊： 

一個獨立國家必須管轄一定的土地與人民，並且必須擁有一個

有效管理內政和因應對外關係的政府。就此而言，台灣是一個

真真實實的獨立國家……。相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

來，從未有效管轄過台灣……，民主進步黨要嚴正聲明：台灣

自始就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共所言的台灣問題，乃是罔

顧國際規範、扭曲現實的霸道說詞40。 

    簡言之，民進黨認為「台灣問題」的本質是在二戰後，沒有一份國際文件

決定台灣的主權歸屬，所以民進黨過去才會強調「人民自決」以及「獨立建

國」，這才是以歷史事實去理解真正的「台灣問題」。 

    針對陸委會回應中共白皮書「只有中國問題，沒有台灣問題」之聲明，民

進黨在「台灣主權宣達書」當中亦逐一反駁其論述： 

對於國民黨所說的「只有中國問題，沒有台灣問題」，我們也

                                                 

39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編，1994，《台海兩岸關係說明書》。台北：行政院大陸委員會。頁 13-

 40。 
40 國史館印行，2000，《一個中國論述史料彙編史料文件(二)》。台北：國史館。頁 525- 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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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荒謬可笑。這是一個罔顧國際現實、充滿鴕鳥心態的說

詞。 

…… 

國民黨政府一方面堅持「一個中國原則」，認為「中國只有一

個」，但卻又不敢宣稱代表中國，且明白表示不再在國際上與

中共競爭「中國代表權」；但另一方面卻違反國際社會的一般

認知，主觀且無說服力地強調「中共不等於中國」、「台灣與大

陸都是中國的一部分41。 

    民進黨以戰後的國際局勢說之以理，道出 1971 年後不復存在國民黨口中的

「中國問題」，且批評國民黨愈是強調「一個中國、兩個對等實體」的一中原則

來定位兩岸關係，愈是將兩岸關係「一國內部化」，不利於台灣的國際生存空

間。 

    民進黨的「台灣主權宣達書」，左批共產黨對於「台灣問題」的扭曲，右打

國民黨對於「中國問題」的抱殘守缺，直指雙方的主權論述都受限於舊時代的

思維，希望能在「台灣是台灣、中國是中國」的現實基礎上重構兩岸秩序42。 

    1995 年兩岸的領導人先後發表所謂「江八點」43及「李六條」44聲明，雖然

                                                 

41 國史館印行，2000，《一個中國論述史料彙編史料文件(二)》。台北：國史館。頁 526-527。 
42 國史館印行，2000，《一個中國論述史料彙編史料文件(二)》。台北：國史館。頁 521-531。 
43 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在 1995 年 1 月 30 日發表「對台統一八點」主張，分別為：1.堅持一個 

 中國原則，是實現和平統一的基礎與前提。 2.對於台灣同外國發展民間性經濟文化關係，不 

 持異議。 3.進行海峽兩岸和平統一談判，是中共一貫主張。 4.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不承諾放 

 棄使用武力，絕不是針對台灣同胞，而是針對外國勢力干涉中國統一和搞「台灣獨立」的 

 謀。 5.大力發展兩岸經濟文化經濟交流與合作，主張不以政治分歧去影響、干擾兩岸經濟合 

 作。 6.五千年文化是維繫全體中國人的精神紐帶，也是實現和平統一的一個重要基礎。 7.充 

 分尊重台灣同胞的生活方式和當家做主的願望，保護台灣同胞一切正當權益。 8.歡迎台灣當 

 局的領導人以適當身分前住訪問。詳細談話可參見國史館印行，2000，《一個中國論述史料 

 彙編史料文件(二)》。台北：國史館。頁 232-237。 
44 李登輝總統於 1995 年 4 月 8 日的國統會上，針對「江八點」提出以下六點主張：1.在兩岸分 

 治的現實上追求中國統一。 2. 以中華文化為基礎，加強兩岸交流。 3. 增進兩岸經貿往來， 

 發展互利互補關係。 4. 兩岸平等參與國際組織，雙方領導人藉此自然見面。 5. 兩岸均應堅 

 持以和平方式解決一切爭端。 6. 兩岸共同維護港澳繁榮，促進港澳民主。 詳細談話可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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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都體認兩岸和平統一與增進雙方往來的重要性，然而詞彙上不約而同強調

「一個中國」原則，但是彼此的見解依然充滿歧見，各自堅守原先的底線與基

調，最後還是以各唱各的調收場。 

    民進黨也在 1995 年 2 月 8 日發表「對『江八點』聲明」，表示民進黨不反

對兩岸之間進行談判，但前提是，必須要經由民主程序產生的政府作為國與國

談判的代表，也因此須等到台灣產生民選總統後方能展開直接談判45。 

    1996 年總統直選前夕，民進黨公布「給台灣一個機會」之競選綱領，當中

針對兩岸關係的談話，除了延續「現階段兩岸關係與中國政策」以及「台灣主

權宣達書」中定位的「一中一台」框架外，也對李登輝從 1988 年至 1996 年當

選首任民選總統以前的大陸政策進行總檢討
46
。 

    李登輝執政初期從制定國統綱領到憲法增修條文預設「中國統一」，依然維

持國民黨一貫的「一個中國」政策，但是也預留了「一個中國」帶有策略性的

彈性與模糊空間，反映在李登輝不直接斷言一個中國即為中華民國，而是以

「完整的中國」做為全稱，包含了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個政治實體的

存在，然而即便將「一個中國」論述予以彈性化，跳脫過去兩蔣時期將之視為

與中共勢不兩立的外交零和遊戲，且 1995 年開始李登輝的「一個中國」論述相

較於甫繼任總統初期似有鬆動的跡象47，但是在民進黨的眼中，國民黨依然將台

灣困於「一個中國」論述之泥淖，1992 年至 1996 年總統大選以前，民進黨的主

權論述針對「兩岸的政治定位」佔據相當大的篇幅，總歸一句，民進黨堅持

「台灣是台灣、中國是中國」的立場相當堅定，在台灣內部既然已經沒有過去

國共歷史糾葛衍生出的「中國問題」，就不可能接受與認同李登輝政府的「一個

中國」政策。 

                                                 

 國史館印行，2000，《一個中國論述史料彙編史料文件(二)》。台北：國史館。頁 79-83。 
45 國史館印行，2000，《一個中國論述史料彙編史料文件(二)》。台北：國史館。頁 532。 
46 關於民進黨競選綱領的全文，可參見國史館印行，2000，《一個中國論述史料彙編史料文件 

 (二)》。台北：國史館。頁 536-545。 
47 有關李登輝「一中論述」的轉折，將在第五章進一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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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民進黨的兩岸主權論述：1986-1995 

論述依據 時間 背景 兩岸主權論述內容 

黨綱 1986.11.10 建黨的黨綱草案 終止台海對抗，兩岸問題不能

違背「人民自決」原則。 

現階段中國大

陸政策 

1987.10.13 蔣經國宣布解

嚴、開放兩岸探

親 

兩岸統治者放棄武力侵犯政

策，終止台海對抗，展開和平

談判。 

二全會決議文 1987.11.9 國內發生許曹

德、蔡有全之台

獨叛亂案 

台獨的主張，與德國模式、新

加坡模式、一國兩制、大中華

聯邦等不同主張一樣都享有言

論自由之保障。 

四一七決議文 1988.4.17 台獨主張列入黨

綱的替代案 

台灣國際主權獨立，不屬於北

京為首都之「中華人民共和

國」；如果國共片面和談、中

共統一台灣，則民進黨主張台

灣應該獨立。 

現階段中國大

陸政策 

1989.4.24 修正「現階段中

國大陸政策」 

台灣確立國際社會地位前，國

共兩黨應放棄原有之「一個中

國」及「漢賊不兩立」之僵硬

立場。 

亞銀會議聲明 1989.5.8 針對郭婉容出席

北京的亞銀會議

做出回應 

支持國民黨揚棄過去的「一個

中國」及「漢賊不兩立」之僵

硬立場，承認中共為一對等的

合法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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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00 七決議

文 

1990.10.7 抨擊李登輝成立

國家統一委員會 

台灣事實主權不及於中國大陸

及外蒙古，沒有中國統一的問

題。 

台獨黨綱 1991.10.13 民進黨內獨派勢

力集大成 

台灣主權不及於中華人民共和

國，應就此獨立之事實制憲建

國。 

現階段兩岸關

係與中國政策 

1992.10.7 兩岸透過海基會

與海協會展開協

商與交流 

台灣的主權不及於中國大陸及

外蒙古，中華人民共和國為統

治中國大陸之合法主權政府，

中國政策應建立在「一中一

台」的兩岸定位上。 

中國政策綱領 1993.8 「辜汪會談」結

束 

批評國共兩黨的「一個中國」

論述都是不切實際，應正視台

灣是獨立主權之政府。 

台灣主權宣達

書 

1994.7 針對中共發表的

「台灣問題與中

國統一」白皮書

以及陸委會「只

有中國問題，沒

有台灣問題」做

出回應 

中共對於「台灣問題」持有錯

誤認知，台灣自始不屬於中華

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台灣內

部也沒有國民黨政府所謂的

「中國問題」，因為 1971 年後

中共才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

政府。 

對江八點聲明 1995.2.8 回應江澤民的八

點聲明 

兩岸談判是國與國的對等談

判。 

「給台灣一個

機會」 

1995.11 1995 立委與 1996

總統、國大選舉

堅決主張「一中一台」，反對

國民黨與共產黨的「一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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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競選綱領 國」政策。 

                                                  資料來源：筆者自製 

本章小結 

    曾任民進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的陳忠信認為，民進黨在兩岸關係逐漸解凍

後的大陸政策構想，是站在台灣本土社會的立場反抗國民黨大一統這種不切實

際的心態而來，同時也在跳脫不切實際的中國大情節中提出另類邏輯(alternative)

來思索一切歷史形成之糾結的解決之道。他認為民進黨在大陸政策中的主權論

述最大的貢獻，就是逐漸趨緩兩岸之間敵對的緊張態勢，使兩岸關係步入合理

化的發展48。何謂「合理化」的發展，筆者認為民進黨的終極目標是要將兩岸關

係導入國際社會當中一般「主權國家與主權國家」之間正常化的定位與互動模

式。 

    可以發現其論述的進程完全依循李登輝政府與中共當局互動關係的發展脈

絡而行，一方面針對北京的對台政策做出回應，一方面依據李登輝政府的兩岸

論述以及與中共的交涉過程，提出批判性的意見並且表達自身的主權立場，民

進黨發展的兩岸主權論述核心價值仍建構於對「一中政策」的強力批判，以凸

顯「一中一台」的政治定位，這樣的立場除了基於台灣主體性的思維出發，在

90 年代初期台灣尚未步入民主化的背景下，民進黨的兩岸論述中對於「一個中

國」論述之批判，相當程度仍是試圖解構過去國民黨威權體制下強調「中國大

一統」的舊有思維。 

    有趣的問題是，在李登輝心中所謂「一個中國，兩個政治實體」究竟是一

個尚未統一的中國內部的政治定位，還是兩個中國的關係?如李登輝總統所述，

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在制度、生活條件以及思想觀念上差異懸殊，因此

雖然「中國統一」是長遠之計，但是現階段並沒有統一的條件，對於台灣而

                                                 

48 陳忠信，1993，〈民進黨的大陸政策與兩岸關係發展〉。收於黃天中、張五岳主編，《兩岸關

 係與大陸政策》。台北：五南出版。頁 125-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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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最重要的不是統獨問題，而是促進內部的團結49。何謂促進內部團結?筆者

認為在李登輝在執政初期的首要之務並非在兩岸政策，而是推動台灣內部的

「民主化」。李登輝執政時期主導的憲政民主改革，將驅動李登輝兩岸主權論述

從「一個中國」逐漸向「兩個中國」方向調整，也直接牽動民進黨國家主權論

述的發展，促成國、民兩黨在主權立場上逐漸趨同的關鍵因素，將在下一章進

一步探究。 

                                                 

49 國史館印行，2002，《台灣主權與一個中國論述大事記》。台北：國史館。頁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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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體制民主化與民進黨的國家主權論述  

前言 

    1946 年於南京制定的《中華民國憲法》在隔年 1 月 1 日頒布、12 月 25 日正

式施行，期間歷經了國共內戰而頒布《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中華民國憲法》

遭架空，憲政主義所揭示的人民主權、有限政府等精神無法落實。 

    1949 年隨著中國國民黨撤退來台，這部未正常化與常態化的憲法一體適用

且僅用於台灣，又憲法作為國家根本大法，彰顯國家主權的最高性同時規範主權

範圍與歸屬，但是隨歷史發展，憲法制定的時空背景與台灣的現實狀況存有極大

落差，尤其 1971 年中華民國被逐出聯合國後，中華民國代表全中國的主權聲稱

以及作為主權國家的正當性逐漸失去國際社會的普遍承認，而中華民國憲法效力

所及的主權與治權不一致的矛盾也日益浮現，如何修補、銜接與匡正中華民國憲

政體制下的主權架構與規範，使憲政體制回歸台灣的現實發展與正常化，自然成

為了民進黨反對運動中的重要訴求之一1。 

    1988 年開始接任總統的李登輝也意識到中華民國憲法基於上述理由衍生的

矛盾，又逢野百合學生運動訴求政府推動民主改革的施壓，李登輝選擇透過國家

公權力的手段實施修憲，我國的國會與最高領導人的產生方式接續步入民主正軌，

不僅僅開啟中華民國憲政體制的民主化，民主化的憲政改革歷程中，亦逐步換新

了國家主權的樣貌，國、民兩黨在此議題之間碰撞出的競合關係且如何影響民進

黨的國家主權論述，是本章嘗試處理的課題。 

 

 

                                                 

1 1978 年由黨外人士起草的「台灣黨外人士共同政見」裡面的「十二大政治建設」 

 第一條便提出了「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的改革目標。程玉鳳、李福鐘編註，2002，《戰後 

 台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六)–國會改造》。台北：國史館。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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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國會全面改選到制憲—民進黨的憲改主張與國家主權論述 

 

一、國會全面改選 

    憲法揭示的「國民主權」原則包含了人民意志形成的參政權，以及落實主權

在民的制度設計與形成過程。由於國民黨戰敗來台以及《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的頒布，使得上述兩大問題在國民黨戒嚴統治時期，成為了我國憲政民主無法正

常化的關鍵因素，參政權的行使不僅僅涉及人民基本權利，同時衍生出另一到重

要問題，也就是我國國家機關的民意代表性來源，首屆於中國大陸全境選出的中

央民意代表，包括國大代表、立法委員以及監察委員等，在 1949 年全面來台至

90 年代以前，除了因資深民代的凋零與增補中華民國「自由地區」的民意代表

席次，透過中央民意代表的補選以及增額選舉外2，超過了四十年的時間國會並

未經過全面改選，被諷為「萬年國會」，除了任期因動員戡亂之必要規避了憲法

的規範外，首屆中央民意代表欠缺台灣地區的民意基礎，有違國民主權原則，被

視為是「法統」象徵，因此國會全面改選以符合台灣地區民意基礎的改革訴求，

成為了民進黨建黨初期在推動民主改革時的重要主張。 

    1987 年 12 月 25 日，民進黨發表「國會全面改選運動宣言」，表示未經過改

選的國會根本不具備代表性、合法性與正當性，更直言國會全面改選運動是讓「民

眾與法統對決」的時刻3！隔年的 1 月，民進黨擬定「國會全面改選」草案，要

求依照公平合理的原則訂定國大代表的代表名額，否則就應該取消「大陸代表制」

4。 

    1990 年 4 月 3 日民進黨立法委員陳水扁針對中央民意代表的任期有違憲法

                                                 

2 1972 年開始依照「臨時條款」規範舉辦的中央民意代表增額選舉，增加了由台灣地區選出的

 民意代表，曾建元認為這是中華民國統治正當性向台灣本土轉化的重要轉捩點。曾建元，

 2004，〈戰後台灣憲法變遷的歷史回顧：1945-2000〉。《中華行政學報》(1)：155。 
3 程玉鳳、李福鐘編註，2002，《戰後台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六)–國會改造》。台北：國史

 館。頁 298-301。 
4 程玉鳳、李福鐘編註，2002，《戰後台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六)–國會改造》。台北：國史

 館。頁 312-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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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聲請大法官解釋，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於 6 月 20日作成「釋字 261號解釋文」，

解釋文中表明了：「第一屆未定期改選之中央民意代表除事實上已不能行使職權

或經常不行使職權者，應即查明解職外，其餘應於中華民國八十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以前終止行使職權，並由中央政府依憲法之精神、本解釋之意旨及有關法規，

適時辦理全國性之次屆中央民意代表選舉，以確保憲政體制之運作5。」 

    提案人陳水扁對於釋憲內容，肯定大法官依照「國民主權」原則要求民意代

表定期改選，但是未作出立即強制退職的解釋，表示不滿但勉強接受6。民進黨

中央則針對釋字 261 號解釋預留了一年多的國會改選時間，以及保有「大陸代

表制」的解釋表達不滿7。站在民進黨的立場，國會的全面改選除了是民主化的

實踐，同時也是象徵台灣邁向主權國家的首要之務，釋字 261 號的公布，對於

民進黨而言是遲來的正義，同時也將壓力帶給國民黨執政當局，如何在捍衛中華

民國的法理主權同時兼顧在野黨的民主改革訴求當中取得平衡。 

 

二、民進黨修憲與制憲中的國家主權論述 

   「萬年國會」的現象凸顯了憲政改革的必要性與急迫性，因此除了訴求國會

全面改選以落實國民主權，民進黨也積極地研擬憲政改革的方案，試圖針對「動

員戡亂體制」將中國內戰問題延伸至台灣所帶來的主權困擾與憲政危機尋求解藥。

1990 年 6 月 20 日民進黨在臨時中常會上公布的「民主大憲章」，其中前言的部

分提到： 

鑑於現行中華民國憲法因時空演變，已不適用於此時此際之台

澎金馬地區；鑑於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破壞憲政體制，造

                                                 

5 程玉鳳、李福鐘編註，2002，《戰後台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六)–國會改造》。台北：國史 

 館。頁 602-605。 
6 程玉鳳、李福鐘編註，2002，《戰後台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六)–國會改造》。台北：國史

 館。頁 608-609。 
7 程玉鳳、李福鐘編註，2002，《戰後台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六)–國會改造》。台北：國史

 館。頁 609-611。 

DOI:10.6814/THE.NCCU.GIDS.009.2018.F09 



 

76 

 

成憲政危機；為解除憲政危機，建立民主法治，落實國民主權，

確保台澎金馬地區安全及人民福祉，玆制訂民主大憲章並廢除

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凍結現行中華民國憲法8。 

    從最後一段話可以看出，訂定「民主大憲章」的目的並非全盤推翻中華民國

憲法，而是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來恢復憲法，並且將之適用於中華民

國治權所及的「台澎金馬」地區。事實上，民進黨在「民主大憲章」中完全迴避

了敏感的統獨問題、國號、國旗、國歌等象徵國家認同的代表符號，在並未全盤

否定舊中華民國憲政體制的前提下，制訂這一套介於「基本法」與「新憲法」之

間的大憲章9，在中常會上，民進黨的主要派系也達成共識，希望以這套大憲章

為版本，參與月底李登輝總統召開的國是會議，作為該階段憲政改革的討論基礎

10。 

    雖然公布了「民主大憲章」，但是在研擬的過程當中，民進黨的泛新潮流系

表達了反對的態度，認為這部「民主大憲章」是中華民國現行憲法加上臨時條款

予以合法化的產物11，即使透過民主過程修改憲法，但是依然無法根除中華民國

憲政體制的外來殖民象徵，主張民進黨應當肩負起制定一部屬於台灣人民新憲法

的歷史責任，彰顯台灣的國家主權。在泛新系積極運作下，民進黨於 1991 年四

月發起「憲政改造巡迴列車」12，在全台各地舉辦「人民制憲」說明會，透過遊

行與宣講的方式向人民訴說制定新憲法的必要性，並且作為該年底國大代表選舉

的政見之一。 

                                                 

8 施正鋒編，1995，《台灣憲政主義》。台北：前衛出版社。頁 348。 
9 在「民主大憲章」的「基本立場」中，民進黨指出是基於宣告相對於中國大陸我們的政治主

 權、迴避現階段統獨之爭等的前提底下，先行制定介於「基本法」與「新憲法」的民主大憲

 章。施正鋒編，1995，《台灣憲政主義》。台北：前衛出版社。頁 347。 
10  〈民進黨提出「民主大憲章」草案〉。聯合報，1991 年，6 月 21 日，第 6 版。 
11 泛新系的代表林濁水認為，民進黨倉促擬出的「民主大憲章」，是來應付李登輝欲召開的國

 是會議，且迎合民進黨長期以來多所批判的中華民國憲政體制，更將「民主大憲章」稱為

 「李登輝強人憲法」或「國民黨派系法」。〈新潮流系擬推翻「民主大憲章」草案〉。聯合

 報，1991 年，6 月 8 日，第 2 版 
12 「憲政改造巡迴列車」之後更名為「人民制憲巡迴列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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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1 年 5 月 12 日民進黨四屆第三次全國黨代表大會發表發表「人民制憲、

創建國家宣言」，結論提到，民進黨應「加速憲政改造，徹底落實國民主權，才

能使台灣免於被出賣、被併吞，也才能使台灣成為一個新時代新憲法下的新國家」。

在三中全會的討論聲中，民進黨的國大代表翁金珠等人對原先的題目「再論改造

憲政、重建國家」提出質疑，認為「重建國家」容易讓外界誤解為納入國民黨的

憲改體制、重建中華民國，並且希望彰顯台灣人民的主體性，因而將題目改為「再

論人民制憲、創建國家」13。 

    這股強烈的制憲聲浪，延續到同年的 8 月 24、25 日，民進黨與民間獨派團

體召開「台灣人民制憲會議」，公布「台灣憲法草案」(以下簡稱「台灣憲草」)，

共九章節、111 條條文，第一章「總綱」的第一條寫明：「台灣為民有、民治、

民享之民主共和國」，另外第三條規範：「台灣之領土包括台灣本島、澎湖群島、

金門、馬祖、與附屬島嶼及國家權力所及之其他地區」14。換言之，「台灣憲草」

明訂了我國的國號即為「台灣共和國」，並且將台灣的事實主權範圍台澎金馬、

附屬島嶼等國家統治權力所及的所有地區透過入法化，建構出新的法理主權。民

進黨在 28 日的中常會上通過決議，將「台灣憲草」納為年底第二屆國大選舉的

共同政見，並且將考慮以該憲草做為隔年參與憲改的共同藍本15。 

    「台灣憲草」的公布不僅僅與現行的《中華民國憲法》打對台，同時與一年

前民進黨公布的「民主大憲章」所展現出來對於憲改的態度大相逕庭16，兩部憲

改版本最大的不同在於「國家定位」的問題，「台灣憲草」以建立「台灣共和國」

為名，「民主大憲章」則迴避相關問題17。「民主大憲章」強調的是延續中華民國

                                                 

13 〈大會宣言 人民制憲 創建國家〉。聯合報，1991 年，5 月 13 日，第 2 版。 
14  施正鋒編，1995，《台灣憲政主義》。台北：前衛出版社。頁 214-235。 
15 〈民進黨中常會確認「台灣憲草」為年底選舉共同政見〉。聯合報，1991 年，8 月 29 日，第 

 1 版。 
16 通過「民主大憲章」後，民進黨中央曾表示「舊憲法不見得不好，新憲法不見得好」、「誰主

 張新憲法，誰就要送中評會」等言論。引自林濁水，1991，《路是這樣走出來的》。台北：前

 衛出版社。頁 203。 
17 陳儀深，1991，〈「台灣憲法草案」與「民主大憲章」的比較—兼對人民制憲會議的期待〉，

 收於陳儀深主編，《邁向民主獨立之路》。台北：前衛出版社。頁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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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政體制而另做法律修補；「台灣憲草」彰顯的是民進黨反中華民國體制的制憲

勢力，郭正亮認為民進黨兩套鬧雙包的憲改版本，是建構在政治實力尚未充沛的

條件底下，保留「務實版」的「民主大憲章」，待時機成熟之時落實「理想版」

的「台灣憲草」的不得不然18。「台灣憲草」與「民主大憲章」的比較，如表 4-1： 

 

表 4-1 民主大憲章與台灣憲法草案之比較 

 民主大憲章 台灣憲法草案 

公布時間 1990 年 6 月 20 日 1991 年 8 月 25 日 

制定背景 因應國是會議的現階段憲

改主張 

退出議會、反對國大修憲

的憲改主張 

國名 未規範 台灣共和國 

國旗、國徽與國歌 未規範 以法律定之 

領土範圍 未規範 台澎金馬、附屬島嶼與國

家權力所及之其他地區 

兩岸關係 國與國關係 未規範 

憲政體制 雙首長制 總統制 

憲改路線 體制內修憲 體制外制憲 

資料來源：筆者自製 

     

    民進黨內兩種版本的憲改方案，呈現出修憲與制憲兩套路線，許多研究皆指

出，兩種不同的憲法變遷路徑最大的差異，在於國家定位屬性或主權界定。許多

國家在民主轉型階段採用「制憲」乃是嘗試透過建立新的政治秩序追求獨立建國

                                                 

18  郭正亮，1998，《民進黨轉型之痛》。台北：天下遠見出版。頁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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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許慶雄的研究指出，「制憲」的目的不一定是建立新國家，但是建立新國家

的方式必定是透過「制憲」的手段，因此他主張台灣若要向國際社會「宣布獨立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成為主權國家，必須使用「新國家制憲」的方式

建立憲法秩序以及新政府20。從學理的角度出發，可以發現到民進黨內以泛新系

為主的「制憲派」之主權論述，亦相呼應此類的憲法學理。 

    從 1991 年 10 月民進黨五全大會依照「台灣憲草」的精神，在「黨綱」當中

加入「依照台灣主權現實獨立建國，制定新憲」的主張，可以看出在 90 年代初

期獨派勢力最為鼎盛的時期，「制憲派」在民進黨內擁有較強的話語權與主導權，

「修憲派」與「制憲派」反映的是，以彰顯台灣作為主權國家的共同目標底下，

該為台灣披上哪套較為合身的「法理外衣」？這道難題也持續延續至往後與李登

輝領導的國民黨當局共商憲政改造的權力舞台。 

 

第二節  李登輝的憲政改革與民進黨國家主權論述轉化的開端 

 

    依照中華民國憲法第 4 條，中華民國之領土範圍依其「固有之疆域」，又根

據大法官釋字 328 號解釋，「固有疆域」指涉的領土範圍係政治問題，非法律問

題。如何透過憲法的規範對於我國的主權與治權範圍進行解釋，一直是國、民兩

黨在主權論述上競逐的政治問題。 

    中華民國憲法經過多次修正，憲法本文第四條「固有疆域」的條文未經過變

                                                 

19 葉俊榮與張文貞透過比較研究不同國家在民主轉型過程當中的憲法變遷模式，發現雖然有國

 家採取修改舊憲法的方式彰顯國家主權，然而從歷史經驗來解釋許多民主國家選擇採取「制

 憲」手段的關鍵因素便是「主權」的重構，如脫離前蘇聯而尋求獨立建國的國家即為顯著的

 例子。可參見葉俊榮、張文貞，2006，〈路徑依賴或制度選擇？論民主轉型與憲法變遷的模

 式〉。《問題與研究》45(6)：1-25。 
20 許慶雄將「制憲」更進一步區分為兩種型態：一種屬於制定新憲法組成新國家、新政府的

 「新國家制憲」型態；另一種是維持原有國家同一性、變動其憲法秩序的「舊國家制憲」型

 態。但是若採取「修憲」的方式，絕不可能涉及到新國家的建立。相關的理論可參見許慶

 雄，2012，〈憲法制定權力與制憲、修憲—兼論建立憲法新秩序〉，收於許志雄、李明駿主

 編，《台灣制憲之路—邁向正常國家》。台北：新台灣國策智庫。頁 7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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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與廢除，然而在李登輝總統主導的憲政改革過程中，中華民國主權的象徵意涵

與實質內容皆發生重大變革，主要反映在國會的全面改選與總統直選的改革上，

同時，民進黨的制憲與修憲路線以及在憲改場域和李登輝的互動關係，背後凸顯

的，是民進黨在中華民國憲政體制隱含的國家主權問題上的立場與態度。 

    1990 年歷經三月的野百合學運以及大法官釋字 261 號的公布，台灣社會對

於終止「萬年國會」的亂象、國會全面改選等憲改的呼聲水漲船高，迫使李登輝

總統於 6 月 28 日至 7 月 4 日召開國是會議，邀請朝野各方代表在圓山飯店商討

修憲方針，隨後由國民黨組成憲改小組確立「一機關兩階段」的程序，由資深國

大代表於隔年召開臨時會進行修憲，民進黨隨即表達了強烈的不滿，反對由欠缺

台灣普遍民意基礎的老國大進行任何程序或實質的修憲，並且在隔年四月第一屆

國民大會第二次臨時會召開時，宣布退出國大議場，並且發動四一七大遊行，以

「反對老賊修憲」為訴求，堅決表達反對老國大修憲的立場21。 

    李登輝擔任總統啟動的首次修憲，與民進黨的憲改立場呈現極為對立的關係，

從民進黨四一七遊行中的訴求可以看出，雖然資深國大的退職已獲得解決，然而

國家根本大法的修正應交由全面改選、具備台灣民意基礎的國大代表進行修改才

能真正落實主權在民的原則，民進黨不僅僅質疑自認代表「中國法統」的資深國

大代表進行修憲的正當性，並且主張國大臨時會應該決議以公民投票的方式決定

是否採行「制憲」22。 

    李登輝在 1991 年邀集朝野人士於官邸會談時曾指出，希望現階段國內各界

能夠放下無謂的統獨爭論，因為台灣已經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國名叫做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當前最重要的任務，是步上民主憲政常軌23。 

    但是同時李登輝也了解，1949 年全面移植來台的中華民國憲政體制欠缺了

                                                 

21 程玉鳳、李福鐘編註，2002，《戰後台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六)–國會改造》。台北：國史 

 館。頁 728-730。 
22 林水吉，1998，《憲政改革與民主化》。台北：揚智文化出版。頁 158。 
23 陳志奇主編，1998，《台海兩岸關係實錄(1979-1997)(下冊)。台北：國家建設文教基金會台海

 兩岸關係研究中心。頁 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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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正當性」，雖然在執政初期的兩岸政策維持「一個中國」論調，但是在內

部的制度改革方面，李登輝清楚意識到，唯有淡化中華民國憲法中代表「全中國」

的正統色彩，才能打造出一部符合台灣現實、落實主權在民的憲法。 

    對於李登輝而言，中華民國憲政體制是一套過去形成、現在存在、未來持續

的上位架構，因此，修改既存的憲法是匡正中華民國主權與治權以及民主化的唯

一路徑；相反的，對於民進黨而言，中華民國憲政體制是外來殖民、黨國威權、

中國大一統的象徵，質疑李登輝的修憲方式是無法解決「統治十億中國人，領土

包括中國和台灣」的「中華民國」主權問題24，因而在憲改策略上採取「制憲」

的路徑，透過制定新憲法，才能夠以兩千萬台灣人民為主權依歸。 

    1991 年歷經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到中華民國憲法的增修，民進

黨在同年 5 月 21 日針對李登輝總統就職一週年的施政進行檢討，其文宣部主任

蔡仁堅表示，李總統就職以來自憲政改革及兩岸關係兩項工作，憲改問題淪為「一

黨修憲」，兩岸關係亦淪為「一黨壟斷」，因此民進黨對李登輝一年來政績的評價

不高25。於此可見，在 1991 年第一階段的修憲，國民黨與民進黨形成兩派截然

不同的對立立場。 

    對於民進黨而言，即便首次的憲改由國民黨一黨主導，「制憲」的目標尚未

達成，但是透過憲法增修條文的訂定，讓我國中央民意機關的全面改選有了法律

依據，代表台灣人民首次對中央機關握有定期性與普遍性的權力授予權，意味著

中華民國主權者的主體變更，國家性的重建，是台灣民主轉型過程當中的重要突

破26，民進黨也提名了多位國大代表候選人參與年底的改選，進入首次憲改後的

中華民國體制內與國民黨進行全面性地競爭。 

    國會全面改選的目標達成後，民進黨下一波在憲改場域涉及到國家的主權論

述莫過「總統民選」的訴求，相較於民進黨在公布「民主大憲章」時便表明「總

                                                 

24 林濁水，1991，《統治神話的終結》。台北：前衛出版社。頁 165。 
25 〈李總統政績 民進黨評價不高〉。聯合報，1991 年，5 月 22 日，第 4 版。 
26 曾建元，2004，〈戰後台灣憲法變遷的歷史回顧：1945-2000〉。《中華行政學報》(1)：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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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民選」的立場，國民黨在第二次修憲以前對於總統選舉應採「公民直選」或「委

任直選」的選擇爭論不休，直到 1992 年李登輝支持總統民選的消息曝光後27，

國民黨內部更積極地研擬總統選制並且逐漸朝向支持民進黨推動的「總統民選」

之路線前進。最終在 1994 年 5 月至 9 月國民大會召開的第四次臨時會中，確立

了「總統、副總統由中華民國自由地區全體人民直接選舉」的民選制度。 

    作為國家元首的總統，具有代表國家整體性的主權象徵，中華民國總統透過

台澎金馬地區人民的直接選舉產生，對外宣示的是「台灣為一個主權獨立國家」

的實質意涵與象徵意義，民進黨透過黨綱、決議文、「大憲章」與「台灣憲草」

等文件、議會路線與街頭路線當中長期動員與形塑的台灣主體意識，歷經了國會

全面改選到總統直選，在體制內獲得了根本性的實踐，如民進黨主席施明德在

1995 年所述「總統直接民選後，確定了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的事實」28。 

    值得觀察的是，有別於前三次民進黨的國大黨團透過街頭運動以及各種程序

上的議事杯葛，反制國民黨的修憲路線，目的不外乎凸顯中華民國憲法體制的非

正當性，並積極蓄積能量以求「制憲」時刻的到來，亟欲從國民黨手中奪回主導

憲政改革的主動權，然而在第三次修憲確立了我國總統的民選制度後，除了民間

學界以外29，民進黨對於「制憲」、「台獨」、「建國」的聲音有明顯漸小的趨勢，

甚至到了 1997 年的第四次修憲，在國、民兩黨的聯手合作下確立了我國現行的

政府體制架構以及「省」虛級化。 

    曾建元指出，總統直選意味著對主權者–人民範圍的重新確認以及國民總意

志的集體運作，國家同時完成對於自身想像共同體的重新建構，總統直選作為李

登輝轉化國民黨統治正當性基礎的最後一項政治工程後，民進黨所面對的，便是

                                                 

27 李福鐘編撰，2008，《時代輪廓：嶄新與蛻變的歷程》：國民大會修憲。台北：檔案管理局。

 頁 46。 
28 〈施明德：民進黨一旦執政 不必也不會宣布台灣獨立〉。自由時報，1995 年，9 月 15 日，

 第 4 版。 
29 如台灣教授協會的許慶雄、李永熾等法律學者都否定中華民國憲法現行體制以及增修過程的

 正當性，多次呼籲重新制定一部符合台灣人民的憲法。李福鐘編撰，2008，《時代輪廓：嶄新 

 與蛻變的歷程》：國民大會修憲。台北：檔案管理局。頁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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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完成正當性基礎與本土化重建的國民黨，放棄「台灣憲草」的制憲主張而進

入體制內更務實的參與修憲行動，是中華民國憲政體制民主化與國民黨本土化後

民進黨對於主權論述不得不的調整與重構30。 

    回顧李登輝主導的憲政改革，不僅僅促使台灣政治民主化的逐步開展31，同

時也牽動日後民進黨主權論述的調整。中華民國憲法的修正，學界對於兩岸政治

定位的看法主要有兩種：一國兩區以及國與國關係，前者認為中華民國憲法的主

權範圍涵蓋「大陸地區」以及「自由地區」，而兩地區擁有各自的「治權」，呈現

的是兩岸分治的統治狀態；後者主張中華民國的主權已限縮至與領土範圍相契合

的「自由地區」，因此兩岸之間為各自獨立的主權國家32。從民進黨的「台灣憲

草」到 1992 年通過的「現階段兩岸關係與中國政策」所標誌的，都是「一個中

國，一個台灣」的國與國關係。 

    憲法學者許宗力認為，1991 年的修憲開始，台灣長期以來主權獨立的「事

實狀態」已經躍升到了「法律上的獨立狀態」，雖然修憲是經由多數不具有台灣

民意基礎的老國代之手，且不是透過重新制憲，然而已承認國土分裂分治的事實、

承認對岸統治權的合法性、限縮憲法效力範圍只及於台灣以及建構出的國家意思

機關來自台灣人民的授權，與中國大陸人民完全無關，在憲法上的意義就是彰顯

了「兩個中國」的關係，許宗力甚至認為，這種兩個中國的「國與國」關係就結

果來看，與民進黨主張「一中一台」的兩岸定位沒什麼兩樣，共同的意義都是承

認兩岸各自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差別僅在於李登輝政府強調的國號叫「中華

民國」，民進黨則為「台灣共和國」，但是國號的不同都不影響國家主權的同一性

                                                 

30 曾建元，1998，〈論民進黨轉型及其憲改策略之轉變：1994-1996〉。《中山人文社會科學期

 刊》(15)：166-190。 
31 林佳龍將 1990 年李登輝召開國是會議以前蔣經國主導的改革界定為「政治自由化」(political 

 liberalization)；國是會議後李登輝主導的改革界定為「政治民主化」(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1996 年總統直選之後的階段，屬於民主鞏固(consolidation of democracy)。

 林佳龍，1999，〈解釋台灣的民主化〉，收於林佳龍、邱澤奇主編，《兩岸黨國體制與民主發

 展：與哈佛大學東西方學者的對話》。台北：月旦出版社。頁 117。 
32 周鴻昌，2011，《從中華民國憲法論兩岸政治定位》。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

 士論文。頁 7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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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如果依照許宗力的分析，從 1991 年開始李登輝與民進黨的國家主權論述在

法律上的意義是「殊途同歸」，「殊途」指的是各自捍衛的國號不同、憲政改造採

取的手段不同，但是目的都指向「兩岸各自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然而，對

於民進黨而言，在 1991 年是否早已意識到這點?筆者認為民進黨內部對於李登輝

欲透過憲改手段彰顯中華民國主權獨立的野心與策略並非一概不知，雖然積極召

開「人民制憲會議」，但是從參與國是會議到第二屆國民大會啟動的修憲，民進

黨必先針對國民黨當局採取的各項行動以及李登輝的談話做過沙盤推演，因此我

們可以發現，1991 年到 1997 年的四次修憲當中，民進黨的主權態度並非鐵板一

塊，不變的立場是「一中一台」的兩岸定位，然而「台獨」、「制憲」、「建國」的

主張漸漸削弱，不僅僅反映在憲政改造的場域，在選舉策略上，或許是 1991 年

年底的國大選舉表現不佳，民進黨隨即在隔年立法委員選舉當中調整戰略，以「少

談統獨議題」的方式迴避敏感的主權問題，結果得票率首次超過三成，1993 的

縣市長選舉更攀升到四成一，制憲與修憲兩種勢力的權力競逐在民進黨內部從未

停歇，但是以結果來看，李登輝的體制改革路線確實將民進黨收編進去，1996

總統選舉，則是李登輝與民進黨首次正面對決，結果是李登輝路線獲得勝利。 

    如果用美國政治學者 Huntington 的民主轉型模式分析台灣的憲改過程，可以

發現在 1990 年後啟動的民主化，兼具了由政治領袖帶頭進行的「變革」以及與

反對派聯合推動的「移轉」兩轉模式34。民進黨對於李登輝主導的前三次修憲，

雖然透過議事干擾與街頭抗爭整體等方式採取較為消極、不信任的對抗策略，然

而從國是會議開始到國民大會的召開，民進黨擬定的憲改策略、國大代表黨團參

與的議事運作以及針對國民黨一黨修憲結果做出的回應，皆為權力運作場域中與

                                                 

33 許宗力，〈兩岸關係法律定位百年來的演變與最新發展—台灣的角度出發〉，收於國史館印

 行，2001，《台灣主權論述論文集(下)》。台北：國史館。頁 552-561。 
34 關於 Huntington 的民主轉型論，可參考 Samuel P. Huntington 著，劉軍寧譯，1994，《第三

 波：二十世紀末的民主化浪潮》。台北：五南出版》。頁 125-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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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登輝的談判與競合。依照 Huntington 的觀點，「要進行談判，每一方都必須承

認對方有某種的合法性35。」 

    曾建元認為，民進黨的制憲勢力尚未足以撼動從中國遷移至台灣的中華民國

憲政體制，掌握國家機器同時也是國民黨主席的李登輝，主導了中華民國憲政體

制的修正工程，透過制度化的修正，中華民國外部正當性日益消退，可以作為國

民黨在中國正統性與本土化之間維繫政權正當性的均衡點36，因此我們可以發現，

利用這樣的一個槓桿，李登輝經過審時度勢、因勢利導民進黨內部的改革勢力，

以推動民主改革為共同目標，李登輝與民進黨之間在承認雙方奠基於一定的合法

性基礎上，展現既競爭又合作的微妙關係，惟在國家主權的態度以及推動進程上，

略有差異。 

    對於李登輝而言，憲政改革的工程方能讓「中國」實現民主化的目標，對於

「一個中國」原則的捍衛與堅持，能夠作為安撫國民黨內對於民主改革持保留態

度的保守勢力以及穩定兩岸關係的鎮定劑，以便於加速推動台灣內部的政治改革，

因此對於李登輝而言，使台灣步入民主化的正軌乃是終極目標，在國家主權的議

題上打保守牌與安全牌，以鞏固憲政改革的順利進行，避免節外生枝。 

    而民進黨則是於 90 年代初期在體制內參與李登輝所推動的憲改，逐步去除

中華民國憲法以及體制當中的「中國法統」象徵，並強化一中一台的既定路線，

尤其從國會改選到總統直選，在主權意義上代表著國家主權正當性來源僅限於台

澎金馬，排除了「大陸地區」代表對內政的干涉，與民進黨長期堅守的主權主張

是不謀而合的，也方能更進一步促成國、民兩黨在日後攜手合作完成第四次的修

憲，印證了 Huntington 的觀點：「如果在政府內部有一些民主的改革人士，而且

這些民主派可能與反對派具有共同的目標，而反對派很容易與政府進行談判37。」

                                                 

35 Samuel P. Huntington 著，劉軍寧譯，1994，《第三波：二十世紀末的民主化浪潮》。台北：五

 南出版》。頁 170。 
36 曾建元，2004，〈戰後台灣憲法變遷的歷史回顧：1945-2000〉。《中華行政學報》(1)：184。 
37 Samuel P. Huntington 著，劉軍寧譯，1994，《第三波：二十世紀末的民主化浪潮》。台北：五

 南出版》。頁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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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家主權問題上，透過憲改方式共同強化與鞏固台灣的主權地位，似乎就是雙

方的共同目標。 

    日本政治學者若林正丈認為，由於《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當中的「因應

國家統一前之需要」以及「自由地區」、「大陸地區」等的文字規範，使得《中華

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無論如何大幅度的修改，都依然帶有「一個中國」的意涵，

不過若林教授認為，《憲法增修條文》可作為一種「民主的臨時條款」，憑藉「中

華民國」實際統治地區進行國民主權的制度化，包含了選舉制度以及政府組成，

台灣的政治體制將會因為民主化而獲得相應的「主權性」，在這樣的背景下，《憲

法增修條文》或許是李登輝用來說服舊有體制既得利益者一套「後退式的正當化」

之修辭38。 

    李福鐘認為，藉由國統會的場合，中華民國政府的大陸政策是在一種「宣示」

與「象徵」的層次上，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當局就各自的政策目標進行對話與折衝。

至於檯面下，「重返聯合國」、「擴展外交空間」、「鞏固主權國家地位」等目標，

才是李登輝大陸政策的核心所在39。      

    李登輝藉與民進黨策略性合作結盟採行的憲政改革，為擺脫國民黨內保守勢

力的束縛以及穩定兩岸關係，因而在兩岸政策方面透過國統會的政府機構，公開

宣示捍衛「一個中國」以及「中國統一」的原則，安撫黨內的保守派以及北京當

局，並且開拓出與對岸更寬廣的對話空間以及交流平台。李登輝總統於 2000 年

卸任後接受口述訪談時一語道破「1990 年國統會設置的目的，最迫待解的是求

取兩岸關係的穩定發展，減少兩岸猜忌，以及我方內部的歧見，以及爭取憲政改

革的時間，因此使用了「國家統一」的帽子」40。 

    民進黨與李登輝政府在民主憲改上的競合關係，也逐步凸顯出民進黨發展路

                                                 

38 若林正丈著、洪郁如、陳培豐等譯，2014，《戰後台灣政治史─中華民國台灣化的歷程》。台 

 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頁 280。 
39 李福鐘，2010，《國統會與李登輝大陸政策研究》。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頁

 162。 
40 李登輝受訪、鄒景雯紀錄，2001，《李登輝執政告白實錄》。台北：印刻出版。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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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的內部矛盾，從 1993 年開始國民黨的分裂而導致新黨的誕生，台灣的政黨體

系產生重組，1995 年 12 月 14 日民進黨時任主席施明德與新黨在立法院召開「大

和解」的咖啡會談，為共組「大聯合政府」一事遞出橄欖枝，主動為民進黨跨出

黨際合作的第一步。 

    跨黨合作的路線延續到許信良二度回鍋黨主席任內，轉移至與國民黨政府展

開修憲的合作，1997 年第四次修憲當中茲事體大的中央政府體制，國、民兩黨

依照 1996 年年底國發會議的共識，以仿效法國「混合制」為模組的「雙首長制」

為中央政府體制的憲政架構各自研擬憲改的方案，兩黨看似在修憲議程中獲致基

本共識，卻引爆了民進黨內部茶壺裡的風暴，民進黨的泛美麗島系與泛新潮流系

共同主張依照國發會的共識，以雙首長制的憲政架構為基礎，而正義連線與福利

國連線則力推「總統制」，並獲得民間社會發起的「民間監督憲改聯盟」支持，

在 1997 年 5 月 21 日成立「推動總統制聯盟」，除了採納憲法學者的建議，主張

總統制較能落實權責相符的理念外41，「推動總統制聯盟」更指出，總統制在 1991

年人民制憲會議制定的「台灣憲法草案」中早已擬定，依此方向推動台灣的總統

直選，並批評黨中央為與國民黨籌組聯合政府而推動合作修憲，拋棄民進黨的創

黨理念而迎合國民黨的雙首長制42。 

    主張力推總統制的國大代表陳儀深認為總統制的制度設計不僅僅符合行政

立法監督制衡、權力分立的理念，更直指總統制能彰顯台灣命運共同體的主權意

涵43。 

    兩派的政治角力於九七國大修憲的歷程中爆發嚴重對立與衝突，在黨主席的

主導之下，支持總統制的勢力逐漸瓦解，黨團依照國發會的決議採取雙首長制的

制度設計。對於「推動總統制聯盟」的成員而言，黨中央念茲在茲、意圖與國民

                                                 

41 顏厥安，1997〈建立權責相符的總統制〉。收於顧忠華、金恆煒主編，《憲改大對決：九七修 

 憲的教訓》。台北：桂冠圖書。頁 160-161。 
42 陳滄海，1999，《憲政改革與政治權力─九七憲改的例證》。台北：五南出版。頁 153。 
43 陳儀深，1997，〈為總統制辯護〉。收於顧忠華、金恆煒主編，《憲改大對決：九七修 

 憲的教訓》。台北：桂冠圖書。頁 162-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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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政府共享權力合組聯合政府的利益算計，不僅為台灣套上不合身的政府體制架

構，並以國家主權的角度指出，雙首長制的制度設計違背「台灣憲草」的根本價

值，不利於彰顯台灣的主權獨立。 

    而九七修憲當中民進黨內部的派系角力，也日益暴露出政黨發展路線的矛盾

糾葛，兩黨採取合作修憲的關鍵推手，莫過於時任的黨主席許信良，從 96 年的

國發會到 97 年的修憲，許信良貫徹其政治意志與李登輝從競爭走向合作關係，

似乎也呼應了 1996 年在他就職黨主席的演說中所稱「未來的政黨關係應該是「既

競爭，又合作」的民主常態，對國內其他政黨，民進黨應該在競爭中不排拒合作」

44。 

    九 0 年代憲政改革的啟動，不但推動台灣政治民主化的進程，同時也巧妙地

重整國、民兩黨的政黨競合關係。曾建元認為，由於民進黨尚無能力單獨完成制

憲建國的目標，而否定既有體制的立場又無從逆轉，因此藉由與國民黨的鬥爭與

合作，來鞏固民主制度、追求憲政體制的合理化並創造執政條件45。台灣在經歷

民主轉型後，民進黨的政治角色從體制的反抗者，轉為體制的維護者，在台灣民

主轉型的洪流當中重新盤整一套利基於政治現實、擴大社會基礎、回應主流民意、

鞏固民主體制並且彰顯台灣主體性的國家主權論述。 

 

本章小結 

 

    台灣的民主化強化了國家的主權特性，直接反映於民進黨透過與李登輝共同

聯手在憲政層次的建制與改造，並藉總統民選的全國性政治動員建構國家認同的

象徵46，當確立了總統直選的民主遊戲規則之後，民進黨內部「透過制憲手段推

                                                 

44 郭正亮，1998，《民進黨轉型之痛》。台北：天下遠見出版。頁 305。 
45 曾建元，2004，〈戰後台灣憲法變遷的歷史回顧：1945-2000〉。《中華行政學報》(1)：189。 
46 姚文成，2007，《我國政黨修憲協商策略研究》。台北：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論

 文。頁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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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台獨」的立場出現了鬆動，黨內過去積極推動台灣獨立建國的姚嘉文以及林濁

水，甚至在 1998 年新潮流系主辦的「台獨實踐的回顧與前瞻」座談會中，分別

提到「一再要求對外宣告台獨，不但是錯誤而且是危險的做法、『主權已經獨立，

建國尚未成功』」等說法47，很顯然地，關鍵的轉捩點在於 1996 年首次舉辦的總

統民選，為台灣主權「事實獨立」立下重要的里程碑，也促使民進黨在李登輝執

政後期，對於台灣獨立等國家主權論述不得不做出調整。 

    綜觀 90 年代的政治發展來看，李登輝運用細緻且純熟的政治手腕，在 90

年代初期以趨向保守的「國家主權論述」，制定彈性化的「大陸政策」，為台灣創

造一條阻力較小、空間較廣的民主化路徑，從 1991 年首次修憲確立我國國會全

面改選，中華民國的「法統高牆」逐漸破除，到 1996 年首次民選總統，符合最

低限度條件的「選舉式民主」植入中華民國憲政體制當中，李登輝的憲政民主改

革打造出「民主的中華民國」，成為民進黨調整政黨發展路線以及國家主權論述

的開端。 

    大環境上政治體制的民主化將進一步催化中華民國朝向以台灣優先、台灣主

體、台灣經驗的「台灣化」歷程，民進黨在黨主席許信良的領導下，不僅僅選擇

於體制內與李登輝採取合作修憲，同時亦逐步將民進黨帶往所謂的「選舉總路線」，

在既有的意識形態光譜位置上慢慢向中間靠攏，包括了國家主權論述的調整，在

1995 年之後全面開啟民進黨內部針對台獨論述、中華民國論的大轉型，將在第

五章進一步探討。 

 

                                                 

47 〈如何台獨？民進黨各派不同解讀〉。聯合報，1998 年，2 月 8 日，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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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中華民國台灣化」與民進黨國家主權  

論述的轉型  

前言 

    李登輝總統試圖維持國民黨一貫的「一個中國」論述安撫黨內保守勢力以

創建一條「最小成本民主化路徑」，在其主導之下，台灣歷經了中華民國體制的

去殖民化、去威權化、民主化與本土化的工程，也開始侵蝕了民進黨在 90 年代

初期以「制憲」、「獨立」、「建國」為主軸的主權論述。 

    從 1995 年開始，民進黨內部對於台灣的主權論出現了質變，黨內人士陸續

對於傳統的台獨論述提出「挑戰」並提出新見解，此動向也陸續帶動民進黨內

「中華民國論」的轉型。 

 

第一節  民進黨「台獨論述」的轉型 

 

    1991 年國大全面改選民進黨得票率的不如預期，隔年第二屆的立委選舉

中，民進黨隨即調整路線，大幅減少對於統獨議題的著墨。然而許信良在甫接

任主席時曾表示，「台獨黨綱」屬於民進黨的政治信仰，民進黨絕對不會因而修

改「台獨黨綱」1。加上 1992 年的立委選舉、1993 年的縣市長選舉與 1994 年台

北市長選舉，民進黨的得票率節節上升，因此面對台獨論述轉型的議題，尚未

進入全面性的轉型階段。 

    但是 1993 年黨主席許信良接受雜誌專訪時指出，雖然公投獨立是台獨黨綱

的內容，但是民進黨如有機會執政，應該要優先考慮台灣兩千萬人的安全，不

                                                 

1 〈許信良：決不改台獨綱〉。經濟日報，1992 年 2 月 1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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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片面宣布台灣獨立2。由此可看出，1991 年至 1994 年民進黨在許信良的帶

領下，調整黨內台獨論述與否的議題已經逐步發酵。   

    從 1995 年開始，民進黨內部對於台灣的國家主權論述出現了明顯的質變，

以時任的黨主席施明德為首，在當年 9 月 15 日至美國參加喬治華盛頓大學東亞

研究中心舉辦的「台灣國家安全會議」研討會中公開表示：「民進黨若執政，

『不必也不會宣布台獨』」3，此說法明顯與民進黨 1991 年通過的「台獨黨綱」

之內容出現出入，當然也掀起了民進黨內部台獨論述的論戰。 

    為因應 1995 年年底的立法委員選舉以及隔年的國大及總統大選，民進黨公

布「給台灣一個機會」競選綱領，其中在「確保主權」之章節中，主要的訴求

包括： 

(一) 確立我國領土及於台澎金馬地區及其附屬島嶼，不包括整個中國大陸 

(二) 反對國民黨與共產黨的「一個中國」政策，堅決主張「一中一台」的兩岸

政治定位 

(三) 基於「主權在民」的原則推動公民投票立法，且透過公投制定新憲法 

(四) 基於台灣主權獨立事實，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確保「國家承認」4 

 

    根據民進黨的此份競選綱領，除了如本文前一章所言，在兩岸政策方面延續    

1992 年公布的「現階段兩岸關係與中國政策」，並無太大變動以外，最值得注意

的是，民進黨的「台獨」立場在此時已經出現大幅度的鬆動，不再宣示依照台灣

主權獨立現實建立台灣共和國，轉而強調台灣主權獨立的「事實狀態」，現階段

的重要任務，是透過爭取加入聯合國的行動，有助於我國在國際法上取得國際承

認台灣為主權獨立國家的事實。 

                                                 

2 〈許信良:如果執政 民進黨不可能片面宣布台獨〉。聯合報，1993 年 11 月 3 日，第 2 版。 

3 〈施明德：民進黨一旦執政 不必也不會宣布台灣獨立〉。自由時報，1995 年，9 月 15 日，

 第 4 版。 
4  民進黨中央黨部選舉對策委員會，1995，《給台灣一個機會》。台北：前衛出版社。頁 32-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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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給台灣一個機會」之競選綱領中，並無「台灣獨立」等較激進的訴

求，但是在總統大選前，民進黨的總統候選人彭明敏陣營與黨中央曾傳出對於

競選主軸不同調的爭議，擔任彭明敏競選總部的總指揮許信良主張應該以政策

區隔彭明敏和李登輝，然而總幹事葉菊蘭主張應凸顯其台獨立場，最後雙方採

取折衷的方案，以「和平、尊嚴、台灣總統」較為溫和的意識形態作為選戰訴

求5，但也反映了民進黨在備戰首次總統民選過程中，的確出現了台獨轉型的路

線之爭。 

    民進黨在總統大選的黨內初選階段，彭明敏與許信良兩位候選人就屢次針

對台獨議題展開交鋒，彭明敏強烈的台獨色彩黨內、外皆知，大選前他特別強

調，在他當選總統當天，就將代表台、澎、金、馬向世界宣示「台灣的獨立不

是創造新的狀態，而是已經存在的事實；同時以這個既存事實引起世界各國注

意，讓各國確認這個事實」6。 

    此外，彭明敏還特別解釋，「宣示」與「宣布」在法律上的意義截然不同，

「宣布台獨」是表示以前台灣並未獨立，因而需要「宣布」；但是事實上台灣早

就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所以是要向全世界「宣示」這個事實7。 

    仔細檢視彭明敏的談話內容，強調台灣自 1949 後即不曾接受中華人民共和

國統治，因此早已是主權獨立國家，這樣的論述即學者陳儀深所謂「狀態獨立

說」8，且與許信良與施明德所謂「台灣已事實獨立，不需要再宣布台獨」的立

場亦無二致。 

    只不過，由於「宣示台獨」的口號太過震天價響，同時也不諱言台灣獨立

建國的手段即是公民投票9，因此彭明敏始終未擺脫濃厚的台獨色彩。尤其 1996

                                                 

5  郭正亮，1998，《民進黨轉型之痛》。台北：天下遠見出版。頁 87-88。 
6 〈彭明敏:不是創造新的狀態 而是已存在的事實〉。聯合報，1995 年 12 月 12 日，第 2 版。 
7 〈宣布或是宣示 台獨話題 許彭針鋒相對〉。聯合報，1993 年 8 月 28 日，第 4 版。 
8  陳儀深，2010，〈台獨主張的起源與流變〉。《台灣史研究》17(2)：158。 
9 潘啟生、廖俊松，2005，〈民進黨台灣前途主張變貌的探討〉。《東亞論壇季刊》(450)：85-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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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總統大選的結果，民進黨僅獲得 21.1%的選票，反觀代表國民黨參選的李登

輝獲得將近 54%過半的選票，民進黨在選後召開的「總統大選選後檢討會」

中，出現所謂「台獨唯心論」是民進黨敗選主因的檢討聲浪，泛美麗島系並將

責任歸咎於彭明敏陣營的激進台獨訴求10。 

    眼看與民進黨的主流立場漸行漸遠，彭明敏最終退出民進黨，與獨派勢力

在 1996 年 4 月 9 日籌組「建國會」，並於同年 10 月正式組成「建國黨」，建國

黨的成立，也意味著民進黨內獨派勢力的出走，民進黨內的台獨路線轉型才正

要開始。     

    總統大選完不久的 5 月 7 日，民進黨文宣部副主任周奕成為主的新生代，

發表一篇「台灣獨立運動的新世代綱領」，挑戰民進黨內舊有的台獨論述，並羅

列了 10 項條文： 

舊世代為了過去而主張台獨，新世代為了未來而主張台獨。 

舊世代為了悲情而主張台獨，新世代為了希望而主張台獨。 

舊世代為了民族而主張台獨，新世代為了民主而主張台獨。 

1.台灣獨立不是什麼神聖的使命，而是務實的政治主張。 

2.台灣獨立不是因為台灣人四百年來受到外來政權的壓迫。也

不是基於台灣人對中國的仇恨恐懼；台獨不是對過去的反彈，

而是對未來的展望。 

3.台灣獨立不是唯一的政治目標，而是為了實現社會改革理想

的途徑。 

4.台灣獨立運動不能統攝一切政治社會改革運動。 

                                                 

10  〈民進黨選後檢討:敗選主因與發展瓶頸〉。聯合報，1996 年 4 月 26 日，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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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台灣獨立不一定以「台灣」為國家的名稱，國號、國旗、國

歌的變更，不是台獨運動的主要目的。 

6.台灣獨立運動可能將不再只是反對運動，而是國家的整體目

標。 

7.台灣獨立可以不在民主進步黨或台獨運動團體的手中達成。

台獨運動的成功與否，與民主進步黨的執政與否，沒有必然的

關連。 

8.台灣獨立運動以凝聚兩千多萬人民的國民意識與認同，為基

礎與優先目標。因此應該推行社會的大和解。沒有大和解，就

沒有台獨運動。 

9.台獨運動是一個團結的運動，不是分化、打擊的工具。台獨

運動沒有正統性之爭。 

10.台獨不是民主進步黨或任何團體黨派的私產，而是台灣人民

的公共財11。 

    從綱領的內容可以了解，民進黨新生代的訴求，並不是要揚棄台獨的主

張，而是區隔出新舊世代對於追求台獨目標之差異，有別於過去以悲情、民族

主義為號召的台獨，新世代所要追求的是以未來、希望為導向且追求民主價值

的台獨。 

    郭正亮認為，「台灣獨立運動的新世代綱領」意味著「不必也不會宣布台

獨」、「台灣主權已經獨立」等新台獨論述的延伸，目的不在於打倒國民黨，而

                                                 

11 〈台灣獨立運動的新世代綱領〉，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7%8D%A8%E7%AB%8B%E9%81%

 8B%E5%8B%95%E7%9A%84%E6%96%B0%E4%B8%96%E4%BB%A3%E7%B6%B1%E9%A

 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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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團結台灣人民，展開政治改革以及保衛台灣12。 

    1997 年 1 月 7 日，民進黨在「九七年度展望記者會」上發表「開啟全面品

質競爭的新時代」聲明，指出 1996 年總統大選的失敗，是民進黨建黨以來面臨

最大的危機，但同時也是催生轉型的契機，對於未來的展望，民進黨將不再拘

泥於意識形態的競爭，將展開全面的品質競爭13。 

    1996 總統直選，是民進黨台獨論述轉型相當重要的歷史分水嶺，學者陳佳

宏以台灣政治史的發展脈絡指出，在解除戒嚴之後，民進黨提出「國會全面改

選」、「總統直選」等訴求，即建立在「事實領土」以及「事實主權」的基礎

上，陳佳宏認為這是民進黨內部「台獨論述」邁入新的階段，將之稱為叫「實

質台獨」的進程14。 

    首次總統民選過後，民進黨的統獨定位已有了新的輪廓(如表 5-1)。在許信

良二度回鍋黨主席的任內，民進黨已逐漸朝淡化統獨意識形態、邁向務實的議

會路線前進，台獨論述的轉型，也將同時驅動民進黨兩岸政策論述以及中華民

國論述的調整，匯集三條路徑而成的國家主權論述之轉型也將持續延續至 2000

年總統大選。 

 

 

 

 

 

 

 

 

                                                 

12 郭正亮，1998，《民進黨轉型之痛》。台北：天下遠見出版。頁 78。 
13 郭正亮，1998，《民進黨轉型之痛》。台北：天下遠見出版。頁 308-310。 
14 陳佳宏，2006，《台灣獨立運動史》。台北：玉山出版社。頁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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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1  1996 年總統大選後朝野四黨的統獨定位 

 國民黨 民進黨 新黨 建國黨 

政黨定位 革新保台 革新保台 中國民族主義 台灣民族主義 

國家定位 中華民國在台

灣 

中華民國即台

灣 

中華民國 台灣 

台灣/中國 台灣屬於中國 台灣不屬於中

國 

台灣屬於中國 台灣不屬於中

國 

一個中國 文化/歷史中

國 

中華人民共和

國 

中華民國 中華人民共和

國 

兩岸定位 兩個分治實體 兩個主權國家 一個分裂國家 一台一中 

資料來源：郭正亮，《民進黨轉型之痛》，頁 100。 

 

第二節  民主恫嚇下民進黨的兩岸主權論述 

 

一、 李登輝訪美與台海飛彈危機 

    1995 年 6 月 7 日，李登輝以校友的身分訪問位於美國的母校康乃爾大學，

雖然此行是以私人名義，但是實質意義上卻也創下了我國首位元首訪美的先

例。李登輝不但成功踏上美國領土，更於美國時間 6 月 9 日在康乃爾大學發表

一篇題為「民之所欲，長在我心」的公開演講，演說內容提及「在台灣的中華

民國，歷經了二階段的憲政改革，使得中華民國的民主制度已具宏觀，人權受

到高度的保障與尊重，臺灣的成就亦能夠幫助中國大陸經濟自由化和政治民主

化」，李登輝也呼籲在民主政治與和平競爭的基礎上，兩岸共同為中國的統一開

創新時代15」。   

                                                 

15〈Taiwan President Lee Teng-hui to Give Olin lecture at Cornell University, USA June 9, 1995〉，台 

 灣總統網站(Taiwan President)，http://tp.50webs.com/page17d.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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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當局不但對於華府發給李登輝簽證的做法表達抗議16，同時也大力批

判李登輝在美國的公開演說企圖破壞「一個中國」原則。1995 年李登輝的訪美

行以及隔年台灣舉行的首次總統直選，更觸發了中共當局在 7 月以及隔年的 3

月在台灣外海進行飛彈試射，美國也在 3 月派遣尼米茲號(USS Nimtz)以及獨立

號(USS Independence)兩艘航空母艦至台灣外海協防，使得台海的局勢劍拔弩

張，雖然日後雙方的軍事行動並未擴大，然而中共於 6 月 16 中共推延了原訂七

月中旬舉辦的二次「辜汪會談」，並片面中斷了兩岸之間的協商與交流，雙方關

係降至冰點17。 

    中共對台的軍事恫嚇行為，當然與李登輝的訪美行動有高度關聯，但是仔

細就李登輝於康乃爾大學的演講內容觀察，事實上對於國民黨政府的「一個中

國」原則尚未有太離譜的「脫稿演出」，「中華民國在台灣」的說法，早於 1990

年代初期各種公開場合，李登輝就不斷以此概念證成「一個中國，兩個分裂實

體」的論點，最大的差異在於李登輝於美國特別強調中華民國的「台灣經驗」，

何謂台灣經驗？一言以蔽之，就是「民主生活方式」的建立，無論是在經濟層

面或政治制度，李登輝將此「台灣經驗」作為突出「中華民國」主權獨立的事

實基礎。 

    針對李登輝的演講，民進黨大體而言給予肯定的態度，甚至拿出民調數據

指出，在李登輝總統赴美後，民眾對於李登輝個人的政治聲望有明顯上升的趨

勢18，認為總統此次赴美的演說，能夠適時向國際宣傳並彰顯我國的主權價

值，擴大台灣的國際能見度。 

                                                 

16 李登輝訪美的簽證核發事件在美國白宮、國務院以及國會之間一波三折，透過國民黨當局雇 

 用卡西迪公關公司為此案遊說、美國參、眾兩院要求國務院同意台灣總統訪美以及民間人士 

 從中斡旋之下，柯林頓政府才於 1995 年 5 月 22 日正式同意核發給李登輝總統簽證並至康乃 

 爾大學進行訪問。有關李登輝訪美行程的個案研究，可參考郭壽旺，2006，《華府智庫對美 

 國台海兩岸政策制定之影響─對李登輝總統九五年訪美案例之研究。台北：秀威資訊科技。 
17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編，2001，《辜汪會談與辜汪會晤》。台北：海基會。頁 64。 
18 〈李總統對台灣貢獻 民進黨民意調查 上升 8 個百分點〉。聯合報，1995 年 6 月 19 日，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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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對於北京當於而言，一系列的導彈試射行動是否與李登輝於美國的談

話內容有直接相關聯？在台海危機爆發後美國的國安與外交部門針對相關的研

究成果可謂汗牛充棟，有的學者認為美國對中國的外交政策與對台政策是關鍵

19，也有的學者認為台灣內部的「民主化」對於國家主權象徵的凸顯，致使

「台海問題」複雜化20。但是對於中共當於而言最在意的，顯然是李登輝當局

對「一個中國」原則的挑釁。 

    中國學者南史筆就曾為文指出，台海危機的導火線即是李登輝的訪美之

旅，他表示北京的領導人認為李登輝訪美前「明統暗獨」的做法上有模糊空

間，但是在康乃爾大學的「中華民國在台灣」說，儼然直接攤牌，用「中華民

國」來掩飾「台灣獨立」以及「一中一台」，因此南史筆認為北京藉由軍事嚇阻

行動同時讓美國理解中國在台灣獨立問題上是在「沙上畫了一條線」(Draw a 

line in the sand)，逾越獨立，就是戰爭21。 

    面對中共當局在 1995 年七月發布飛彈試射之聲明，民進黨於 7 月 19 日第

六屆的中常會上發表「關於中共試射飛彈聲明」，抨擊中國武力擴張的霸權行

為，同時也向對岸喊話，面對中國利用軍事武力的威脅對台灣主權的步步進

逼，武力犯台的舉措只會引發台灣民眾反感，讓台灣人民更加堅定追求獨立自

主的意志22。 

    在這篇聲明當中，民進黨不僅向中共表示台灣不向武力屈服的態度，同時

也指出台海危機的出現，只是再次凸顯國民黨執政當局錯誤的「一個中國」政

策： 

                                                 

19 David S. Chou, 1997, "US Roles in the 1995–96 Taiwan Strait Crisis." in The Security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S and Taiwan: After the 1996 Mini-Crisis, edit by Wan-Chin Tai. Taipei: Tamkang 

 University. Pp. 23-40. 
20 John W. Garver, 1997, Face Off: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1 南史筆，1996，〈中國主權不容分割–當前台海危機之由來及其走向〉。《海峽評論》(65)： 

 48-52。 
22 國史館印行，2000，《一個中國論述史料彙編史料文件(二)》。台北：國史館。頁 532- 

 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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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執政黨所以維持「一個中國」或《國統綱領》的模糊

政策，無非是想藉此交換台灣的外交空間。但彭佳嶼演習事件

再次暴露，即使在「一個中國」政策的前提下，李登輝總統以

私人身分訪美和行政院長連戰訪匈、捷二國，均為中國政府所

不容。執政黨如果再遷就或顧忌於「兩岸緊張關係」的外交策

略思考，台灣不可能有任何重返國際社會的外交空間23。 

    面對中共的文攻無嚇，台灣仍順利在 1996 年完成首次的總統直選，李登輝

更以 54%的得票率獲得多數台灣民眾的支持連任總統，在 520 的就職演說當

中，李登輝依然沒有改變其「一個中國」政策，仍重申中國現階段的分裂分治

狀態，海峽兩岸都以追求國家統一為目標而努力。 

    但我們可以發現，李登輝總統針對中共對於中華民國打壓的行動，措辭相

當強烈，一改 1995 年以前針對「一個中國」論述較為溫和善意的態度。李登輝

指出中共懷疑其大搞台獨的作法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汙衊，兩岸關係

的僵局來自於中共未正視中華民國在台澎金馬存在的事實，也暗示了中共反民

主的軍事行動以及兩岸不同的制度與生活方式是走向統一之路的絆腳石24。 

    中共從 1995 年 7 月開始對台的武力威脅，也讓台灣民眾對於中共當局的

「敵意感」居高不下(如圖 5-1)，雖然民進黨對於李登輝於美國的演說內容持正

面態度，但是批判「一個中國」政策的主權論述當中，加進了一項重要的元素

–國家安全的保障，呼籲李登輝政府勿一意孤行藉「一個中國」政策安撫北京

當局，最後換來的不僅僅是台灣在國際社會的主權地位無法提升，也得不到北

京當局的善意回應，尤其台灣面臨的主權危機，不僅僅來自中共的軍事威脅，

還包括了美國的態度。 

 

                                                 

23  國史館印行，2000，《一個中國論述史料彙編史料文件(二)》。台北：國史館。頁 533。 
24  國史館印行，2000，《一個中國論述史料彙編史料文件(二)》。台北：國史館。頁 8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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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台灣民眾認知中共當局對我國敵意態度的看法            資料來源：行政院陸委會 

 

二、 1998 柯江會談 

    1997 年 10 月底，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到美國進行國是訪問，隔年的 6

月，美國總統柯林頓(Bill Clinton)也至中國進行訪問，雙方召開中美高峰會(以

下稱為柯江會談)，建立了「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

(construct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的協定25，在歷經李登輝訪美事件以及台海飛彈

危機後，可以看出華府當局亟欲修補美國對台政策所造成美中兩國的裂痕，其

中在 6 月 30 日柯林頓於上海參加「建設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圓桌論壇時，發表

對台灣主權地位影響甚深的「三不政策」(Three No’s Policy)，包含 

(一) 美國不支持台灣獨立 

(二) 美國不支持試圖製造「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任何方案 

(三) 不支持台灣以「國家」的會員資格加入如聯合國的國際組織26 

    美國白宮以及國務院方面一再澄清「三不政策」是依據 1972 年《上海公

                                                 

25 Sean Kay, 2000, "What is a strategic partnership?"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47(3): 21. 
26 Jim Mann, 1998, "Clinton 1st to OK China, Taiwan '3 No's'." Los Angeles Times, July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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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1979 年《中美建交公報》以及 1982 年《八一七公報》中美方對於「一個

中國」政策的堅持，也未違反過去美國對台的「六項保證」27。雖然「三不政

策」的談話內容並非正式的公報，但柯林頓總統的此番談話讓台灣方面普遍擔

憂美國的兩岸政策快速傾向北京，並讓中共可以藉由「三不政策」定調為美方

對「一個中國」政策的背書，使得中共凌駕於美國之上對於「台灣問題」擁有

更大的外交影響力與談判籌碼，美國根據 1979 年訂定的《台灣關係法》維護台

灣的人權、國家安全以及提升國際參與的保障亦可能遭到犧牲28。 

    曾任副總統錢尼(Richard B.Cheney)的副國家安全顧問葉望輝(Stephen J. 

Yates )曾多次表示，柯林頓總統將中國視為戰略夥伴的外交做法，除了讓台灣

參與國際組織的空間遭到嚴重壓縮，北京運用武力侵蝕台灣主權的野心將持續

擴大，因此呼籲華府重新省思《台灣關係法》中對台灣的安全防禦、和平維護

與民主自由保障的重要性29。他也認為，柯林頓宣布「三不政策」對於台灣方

面不僅僅是造成國際地位 以及主權獨立之危害，這同時也是美國對於「自由民

主」與「武力威權」的價值選擇30。 

    針對柯林頓的「三不政策」，李登輝總統原先表示沒有傷害台灣利益，然而

又透過外交部與陸委會向美方表達抗議，「三不政策」中第三項不支持台灣以主

權國家的形式加入國際組織，也等於否定了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國家的事實，

對於李登輝極力推動的「務實外交」，無疑是重大的打擊31。 

                                                 

27 1982 年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簽署「八一七公報」，承諾逐步減少對台灣的武器出售，為了 

 減緩對於台灣的衝擊，美國總統雷根也向中華民國政府提出「六項保證」，分別為 1.美國不 

 會對台設定停止軍販售武器的限期；2.美國不會與中共做出關於對台軍售的事前磋商﹔3.美 

 國不會作為中共與台灣的調停人； 4.美國不會修改台灣關係法； 5.美國不會改變對台灣主 

 權的立場； 6.美國不會壓迫中共與台灣進行談判。Harvey Feldman, 2007, "President Reagan's  

 six assurances to Taiwan and their meaning today."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1653):2. 
28 Michael Y.M. Kau, 1999, "Clinton's" three no's" policy: a critical assessment." The Brown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 6(2): 15-22. 
29 Stephen J. Yates, 1999,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after 20 years: keys to past and future  

 success. "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Backgrounder (1272): 1-8. 
30 Stephen J. Yates, 1998, "Clinton Statement Undermine Taiwan."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Executive 

 Memorandum (538). 
31 蔡瑋，1999，〈由九八年柯江會談看兩岸關係之發展〉。《中國大陸研究》42(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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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進黨立委黃爾璇認為「柯江會談」不一定代表美國對台政策的改變，面

對中國在亞洲的崛起，美國必然會考慮其自身利益制定其外交政策，不無意

外，但是對於台灣的國家利益而言確實造成相當大的衝擊。他也用柯林頓「三

不政策」的談話批判國民黨的兩岸政策，長期以來都主張台灣是中國的一部

份、反對台灣獨立，並以「中華民國在台灣」的論述方式參與國際社會，無意

以台灣為名，他希望台灣內部不僅應該擔心美國的對台政策是否失衡，更應該

先行檢討國民黨政府錯誤的「一個中國」政策，這才是操之在我的部分32。 

    「柯江會談」對台灣國家的主權利益造成之影響，除了引發民進黨立法委

員在立法院針對執政黨的窮追猛打之外，民進黨也深刻了解到中美「建設性戰

略夥伴關係」在未來可能朝向常態化與制度化的發展，台灣必須要在新的國際

局勢下面對更極具挑戰的兩岸關係，因此黨中央在 1998 年 7 月日發表對「柯江

會談」的聲明稿，提出了幾點主張： 

一、台灣為一已經獨立的主權國家，此項事實有利於台灣的生

存與發展，國人必須迅速建立共識，並努力維持台灣的主權獨

立。 

二、基於同樣的理由，任何改變台灣獨立現狀的要求，都必須

由台灣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的方式加以認可。 

…… 

七、全方位與中國展開對話，建立平等的互動關係。…民主進

步黨在過去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中，曾經有過重大貢獻，也累積

                                                 

32 黃爾璇，1998，〈從柯江會談看國民黨的誤台政策〉，台灣獨立建國聯盟，

 http://www.wufi.org.tw/%E5%BE%9E%E6%9F%AF%E6%B1%9F%E6%9C%83%E8%AB%87%

 E7%9C%8B%E5%9C%8B%E6%B0%91%E9%BB%A8%E7%9A%84%E8%AA%A4%E5%8F%

 B0%E6%94%BF%E7%AD%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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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豐富精驗。我們願意就此經驗，與中國人民分享33。 

    民進黨的這篇聲明稿，除了重申對於國家主權的立場以外，也向李登輝執

政當局喊話，雖然雙方對兩岸政治定位的看法尚有分歧，但是在國際局勢險峻

的條件下，台灣內部朝野雙方應該在對外政策上建立共識，尋求一致的國家利

益為基礎，共同對抗中共對我們帶來的威脅，也希望可以向國際社會表明，台

灣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的民主國家，向世界證明破壞台海穩定局勢的問題製造

者是中華人民共和國34。 

    1997 年開始中美關係的「重修舊好」，北京當局也開始重啟雙方中斷了約

兩年的交流與政治談判，並在 1998 年的 10 月 14 日順利於上海舉行第二度的

「辜汪會談」，不變的是，北京當局對於「一個中國」原則的底線死守，然而不

斷變動的是國際因素下的美中台三角關係，尤其是美國的對台政策，大體來講

在兩岸關係上呈現槓桿的作用，當美方較為支持台灣在國際地位上的主權彰

顯，中共方面的對台政策也會較為強硬，反之，當美方堅守「一中原則」，反對

台灣內部的台獨行動(包含一中一台或兩個中國)，中共對台灣的態度便較為友

善35。 

    在這樣的背景下，無論是李登輝政府的「一個分裂中國」說，或是民進黨

的「一中一台」論，都很明顯的看出針對中共對台主權進逼的種種作為在論述

上愈趨強硬，民進黨更利用中共的武力威脅以及柯林頓「對台政策」轉變的事

由回擊李登輝政府過去一意孤行的「一個中國」論述不但沒有獲得中、美兩國

的善意回應，中共對台的文攻武嚇更是「軟土深掘」。  

    國民黨當局或是民進黨對於國家的主權論述，一方面回應北京當局的對台

政策，而背後華府在兩岸關係中扮演的角色更是關鍵。對美國而言，維持「一

                                                 

33 國史館印行，2000，《一個中國論述史料彙編史料文件(二)》。台北：國史館。頁 550- 

 552。 
34 國史館印行，2000，《一個中國論述史料彙編史料文件(二)》。台北：國史館。頁 552。 
35 童振源，2011，《台灣的中國戰略—從扈從到平衡》。台北：新銳文創。頁 3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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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中國」政策的基調但也不明確承諾「台灣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一部分」，一

方面不挑釁中共政權，一方面依據《台灣關係法》，將台灣視為「準主權國家」

的形式促進雙邊往來36，這也許是華府維護台海局勢穩地的最佳策略，但是對

我國而言，美國在兩岸關係的政策與立場可謂牽一髮而動全身，在柯林頓領導

的華府當局有意與中國交好的外交政策下，使得台灣的主權問題增加了更多的

變數，民進黨也不得不重新因應新的美中台三角關係，並重整一套大陸政策。 

 

三、 鞏固民主、維護國安的國家主權論述 

    由於中共對台的文攻武嚇以及主權進逼不但未減且變本加厲，迫使李登輝

於 1996 年 9 月 14 日提出「戒急用忍」37的主張以因應兩岸局勢，使得我國的

大陸政策開始趨於保守，反觀，1996 年當選黨主席的許信良拋出「大膽西進」

的大陸政策，希望秉持「政經分離」的原則，與中國展開更密切的經貿往來。

針對「大膽西進」與「戒急用忍」的兩種政策路線，民進黨不得不重新檢討如

何面對總統大選過後，美中台三角關係下所建構起的新兩岸秩序。 

    在此背景下，民進黨於 1998 年 2 月 13 日到 15 日舉辦「中國政策研討

會」，重新全盤檢視冷戰後新的國際局勢下台灣在全球的定位，並且擬定更加具

體與務實的大陸政策。 

    在中國政策研討會上，形成兩派截然不同的政策主張，一派以泛美麗島系

主導的「大膽西進」路線，另一派以泛新潮流系主導的「強本漸進」路線，兩

種政策基於對國際局勢以及兩岸關係的差異評估，反映在中國政策中的經貿策

略、戰略考量、國家安全保障、談判方式等內容的不同38(如表 5-2)。主張「大

                                                 

36 李銘義，2006，〈美中台三邊關係與台海安全〉。《東亞論壇季刊》(452)：21。 
37 李登輝總統在 1996 年 9 月 14 日參加「全國經營者大會」時表示，由於中共對台展開「以民 

 逼官」、「以商圍政」的手段，因此希望台灣投資中國大陸的投資人要秉持「戒急、用忍」大 

 原則，也就是不要太急切，要忍耐，來因應兩岸關係。陳志奇主編，1998，《台海兩岸關係 

 實錄(1979-1997)(下冊)。台北：國家建設文教基金會台海 兩岸關係研究中心。頁 197-198。 
38 關於泛美麗島系與泛新潮流系在大陸政策的爭論與思維差異的理論，可參考柳金財，1998， 

 《大膽西進？戒急用忍？民進黨大陸政策剖析》。台北：時英出版社。頁 193-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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膽西進」者以市場至上主義、政經分離、經略中國、西進政策等思維出發，希

望台灣跟上美國的腳步擴大與中國的全面交往，使台灣在新的亞太秩序結構中

找到自我定位；主張「強本漸進」者以國家相對主義、政經一體、遠離中國、

南向政策等思路為考量，認為美國對於中國的態度是「既交往又圍堵」，在美中

關係尚未明朗化的態勢下，作為小國的台灣應該以國家為本位的謹慎態度因

應，不應訂定躁進的大陸政策以防中國對台的逐步滲透39。 

 

表 5-2  「大膽西進」與「強本漸進」路線之比較 

 大膽西進 強本漸進 

歷史觀 歷史終極論 歷史未定論 

國際形勢 冷戰結束，和解重於一切的國

際新秩序 

冷戰結束，和解與衝突並存的

秩序渾沌狀態 

安全保障 理想主義的集體安全體系 現實主義的權力平衡或霸權主

導體系 

國際經濟 經濟自由主義的國際主義 經濟國家主義的國際主義 

台灣危機 國際孤立、台海衝突 國民意識的消蝕、國際地位的

矮化 

促談壓力 存在、對台灣不利 存在、並無特別不利 

對國際社

會與中國

的態度 

順應國際主流，不淪為國際異

端，不挑戰國際現狀，不刺激

中國、不談台獨 

持續凝聚國民意識、突破外交

封鎖 

經濟戰略 以投資中國市場為主軸，帶動

台灣產業升級的邊緣效果 

以國內投資環境的改善、研發

及教育經費的投入為主軸來創

                                                 

39 柳金財，2000，〈民進黨台獨論述轉型與大陸政策調整—兼論總統選舉中政策辯論與兩岸關 

 係發展〉。《共黨問題研究》26(2)：8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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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產業升級，強化國民經濟的

自主性 

自保方案 以經濟整合、經貿互賴來牽制

中國，降低中國對台灣的敵

意。並暗圖在中國製造利益團

體(如解放軍)，「和平演變」中

國 

與中國保持距離，避免被中國

「經濟吸納」 

談判主軸 以三通議題取代事務性議題，

並迴避政治議題 

從具體、不具敏感性的議題展

開，強化對話及溝通機制 

資料來源：民進黨中央黨部，《民主進步黨中國政策研討會》，頁 1540。 

     

    兩種不同的政策主張在「中國政策研討會」進行激烈辯論，最終雙方形成

折衷的妥協方案—「強本西進」，並且公開宣布四項結論： 

一、 民進黨不反對且嚴肅面對兩岸談判 

二、 應堅持台灣主權獨立且兩岸談判不能將主權問題當作標的物 

三、 全方位議題的談判策略 

四、 強本與西進互動辯證關係41 

  民進黨用「強本西進」的政策主張取代李登輝的「戒急用忍」，頓時間，

國、民兩黨的兩岸政策論述似乎交錯重整，雙方攻守之勢有異於過往之跡象出

現，作為在野的民進黨此時展現更主動、積極、務實的態度面對兩岸問題，但

是回到主權論述本身，雖然 1998 年的「中國政策研討會」可以看出民進黨內部

有不同的政策評估，最大分歧反映在經貿往來的策略、國家利益的維護等對外

戰略上的不同，但是共同點都是奠基於「一中一台」的主權架構下與中共進行

                                                 

40 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1998，《民主進步黨中國政策研討會》。台北：民進黨。頁 15。 
41 國史館印行，2002，《台灣主權與一個中國論述大事記》。台北：國史館。頁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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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等的互動與談判，因此，郭正亮認為，民進黨的中國政策涉及「台灣主權」、

「安全」與「發展」三個層面，民進黨已經對台灣主權獨立達成共識，因此中

國政策的分歧並非國家主權和國家認同的分歧，而是國家利益和國家戰略的分

歧42。 

  民進黨過往的大陸政策，對內透過「民族國家化」凝聚台灣意識，對外透

過「主權國際化」爭取國際支持，凸顯出「一中一台」的兩岸政治定位，然而

這樣的策略必須奠基在以美國為主的國際列強敢勇於挑戰中國霸權的前提之

下，使台灣與中國處於衝突狀態達成相互承認，容易被國民黨攻擊為「台灣安

定」的破壞者43，而 1998 年民進黨擬定的大陸政策，試圖突破這樣的策略困

境，踩在美國的步伐之後，釋出正面、善意的態度與中國打交道，民進黨大膽

跨越傳統中國政策思維的下一步所要思索的課題，就是如何在與中國往來互動

中，強化台灣的國家安全、主權地位以及民主體制免於遭受侵蝕。 

    戰略思維的轉化，也擴充民進黨的主權論述內涵，在「一中一台」主權架

構下所進行的兩岸互動背後，大幅度增添了維護國家利益的「安全性評估」，即

便黨內派系對於安全保障的戰略選擇有所不同，然而都異口同聲的指出，彰顯

台灣作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不僅僅是要捍衛獨立國格，同時也必須藉由國

家的力量強化自身的國家安全，才能進一步鞏固台灣的民主自由與人權。 

  1992 年美國費城外交政策研究院亞洲研究部的主任門羅(Rose H. Munro)發

表一篇「正在覺醒的巨龍：亞洲真正的威脅來自中國」(Awaken Dragon-The 

Real Danger in Asia is from China)，將中國比喻為一條巨龍，並直指這條巨龍一

旦覺醒，將造成美國與亞洲的重大威脅，台灣也將是首當其衝的國家之一，這

也是為何美國售予台灣 F-16 戰機作為軍事防禦的理由44。 

                                                 

42 郭正亮，1998，《民進黨轉型之痛》。台北：天下遠見出版。頁 137。 
43 郭正亮，1997，〈選舉總路線下的民進黨〉。收於游盈隆主編，《民主鞏固或崩潰—台灣二 

 十一世紀的挑戰》。台北：月旦出版社。頁 217-218。 
44 Ross H. Munro, 1992, " Awakening dragon: the real danger in Asia is from China." Policy 

 Review (6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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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羅的這篇研究一發表，「中國威脅論」的說法在學界甚囂塵上，學者吳牧

民從國家安全理論的視角檢視台海兩岸的主權問題，他指出台灣的政治發展

中，「統獨問題」逐漸轉化為「中國市場」與「中國威脅」兩種論述，前者主張

台灣不應自外於中國市場之外，否則會加速台灣的邊緣化；後者將中國軍事擴

張視為重大危害，台灣因身處特殊的戰略位置，可能成為中國擴張的跳板，而

民進黨發展出來的國家主權論述，愈來愈趨向於抵抗中國威脅為目的的國家安

全論述45。 

    美國著名的政治評論員賀森松(Bruce Herschensohn)在其著作《台灣：恫嚇

下的民主進展》(Taiwan: The Threatened Democracy)中直指台灣的政治局勢屬於

「威脅恫嚇下的民主政治」，威脅的外部來源無他，即是中國因素，賀森松認為

對於台灣而言，主權獨立與民主政治是一體兩面的，台灣在歷經自由化與民主

化後，之所以要放棄中共宣稱擁有台灣主權的主張，不僅僅是統獨的選擇，更

是獨裁與民主的抉擇，台灣在恫嚇下的民主進展中，彰顯主權獨立的國格同

時，亦是要維護台灣的民主政治，維護民主政治的終極目的是要保住已經爭取

來的自由46。 

    1995 年到 1998 年間，台灣歷經首次總統民選、台海飛彈危機與美國對中

國「交往大於圍堵」的政策轉向，使得民進黨在大陸政策中的兩岸主權論述，

必須要在批判國民黨政府「一個中國論述」的架構之外，提出更清楚、務實且

具體的兩岸主權論述，民進黨了解到該階段國家主權遭受的首要威脅並非來自

於內部的國民黨政府，而是來自於外在的中國威脅，因此在大陸政策的戰略

上，試圖建立一套預防中國發動戰爭的機制，將台海問題國際化，使中國不敢

輕舉妄動47，兩岸政策的擬定整編至綜合性的國家安全防衛體系當中，形成一

                                                 

45 陳牧民，2009，《國際安全理論—權力、主權與威脅》。台北：五南出版。頁 147-164。 
46 Bruce Herschensohn 著，王泰澤、張喜久譯，2007，《台灣：恫嚇下的民主進展》。台北：前

 衛出版社。 
47 王耀慶，2001，《民進黨大陸政策演變之研究—政策影響變數之分析》。南投：國立暨南大學 

 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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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在中共的民主恫嚇下，強調安全保障、台灣主權獨立、民主鞏固「三位一

體」的主權論述(如圖 5-2)，核心主張即是以台灣為本位，強化軍事防衛、維護

國家安全，彰顯台灣主權獨立的事實，而主權獨立的最終目的，從 90 年代初期

的「建國」，轉為「民主鞏固」。 

 

 

圖 5-2  民主恫嚇下「三位一體」的國家主權論述                               筆者自製 

 

    李登輝的「戒急用忍」雖然使其兩岸政策趨於保守，但是也因為推動台灣

內部民主化的腳步並未停歇，也讓民進黨擁有更堅實的根基，向國際社會彰顯

「民主台灣」之於「專制中國」的差異，以「維護台灣國家安全、彰顯台灣主

權獨立即是捍衛民主價值」的論證關係，發展出一套「民主恫嚇下的國家主權

論述」。 

    「彰顯台灣的主權獨立，就是抵禦中共對台灣的民主侵蝕」之論述對國、

民黨而言都產生了極大的作用力，不僅僅讓李登輝執政的國民黨持續深化民主

改革，同時也加速了「中華民國台灣化」的歷程，並驅動李登輝的「一個中國

分裂說」以及民進黨的「中華民國否定說」展開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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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民進黨的「中華民國論」 

 

一、 中華民國否定論 

    民進黨從黨外時代開始，國家主權的論述當中偌大一塊建構於對國民黨

「一個中國」論述之批判上，批判的核心焦點在於 1971 年後世界上僅有一個中

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此國際局勢下，民進黨內的台獨論述以及「一中一

台」的兩岸政治定位迅速組建，但是關於「台灣與中華民國」的關係，在民進

黨建黨初期僅以旁敲側擊的方式表述對於「中華民國法統」象徵的否定。 

    如 1990 年所通過的「一 00 七」決議文「我國事實主權不及於中國大陸及

外蒙古」的文字描述，民進黨運用「事實主權」的概念推翻中華民國憲法所謂

「固有疆域」的主權範圍；而 1991 年陸續制定的「台灣憲法草案」與「台獨黨

綱」當中揭示的「制憲建國」，同樣亦為民進黨表達對於中華民國憲政體制的存

疑與不信任。 

  民進黨首次具體闡述與表達對於「中華民國主權」態度之文件，出現在 1994

年 7 月為回應中共對台白皮書所發表的「台灣主權宣達書」當中，內文提到了

一段： 

目前並不存在有所謂的中國問題。1949年中國共產黨以武裝

革命方式推翻了南京的「中華民國政府」，建立中華人民共和

國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即成為統治中國的唯一合法主權政

府。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並取代蔣介石政權

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只不過是將此一既定事實進一步在

國際間加以確立化。至此，所謂的「中國問題」已經完全解

決。….在蔣政權鬥爭失敗退到台灣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即在

國際法上繼承了中華民國，成為唯一代表中國的合法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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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項存在的現實48。 

    在過去的「一 00 七」決議文至台獨黨綱，可以看出民進黨反對的是中華民

國的法統論述，然而在「台灣主權宣達書」當中，以戰後的歷史發展闡述早在

1949 年中華民國政府就已經被中國共產黨推翻，且隨後蔣介石統治的中華民國

政府在 1971 年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取代，因此現階段根本就沒有所謂的「中國

問題」，換言之，1971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到聯合國安理會後，於法理與事

實上，「中國問題」就已經解決了。 

    事實上該論述也呼應了 1971 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的 2758 號決議文，「台灣主

權宣達書」不僅僅延續過去民進黨批評國民黨政府虛無的「一個中國」論述，

同時更明確地以聯合國 2758 號決議文的意旨作為論述基礎，藉此否定中華民國

政府的主權地位。 

    到了 1995 年 11 月，民進黨發表的競選綱領「給台灣一個機會」，除了於本

章第一節所羅列的四項主權論述外，民進黨也清楚地表述對於「中華民國政

府」以及「中華民國主權」的態度： 

1949年，中國共產黨獲得內戰勝利，成立新政府，建立中華人

民共和國。原有的中華民國政府遂逃亡到台灣，……儘管 1949

年之後，台灣為中華民國政府所統治，但此時的中華民國並不

能代表中國，它只不過是逃亡到台灣的落魄政權罷了49
! 

    這段文字，是民進黨建黨之後所有公開的聲明與文件中，對於「中華民

國」措辭作為強烈的闡述，基於中華民國代表「中國」的地位，已於國共內戰

時被共產黨取代，明確地表達了「中華民國是一個逃亡到台灣的政府」。也因此

雖然台灣被中華民國統治，但是不代表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台灣是一個主權

                                                 

48 國史館印行，2000，《一個中國論述史料彙編史料文件(二)》。台北：國史館。頁 526。 
49 國史館印行，2000，《一個中國論述史料彙編史料文件(二)》。台北：國史館。頁 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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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的國家。 

    該論述也等於是重新界定了 1949 年之後，台灣、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及中華

民國三者之間的關係：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代表中國的合法政府、中華民國是一

個在台灣借殼上市的流亡政權、台灣是一個獨立於中國的主權國家。 

    「中華民國流亡政權」的說法與台獨論述，皆建構於台灣民族主義為本位

的中心思維，也因此在 1996 年總統大選的落敗，類似的觀點都被黨內人士拿來

當作敗選檢討的標的之一，中華民國論述的檢討與轉型也在選後如火如荼展

開。 

 

二、 中華民國肯定論與台灣前途決議文 

    1996 年 7 月 1 號，許信良第二度就任民進黨主席，在其就職演說中提到：

「在民選總統以後，我們在國內所面對的，不再是『非法的外來政權』，而是擁

有民意支持的合法總統和執政黨50」。此話道出了總統大選對於我國主權定位的

根本性轉換，民進黨在面對台灣人民透過選票決定中華民國領導人的事實現況

時，不得不重新省思當前的中華民國以及國民黨政權，已經與建黨初期所處的

威權時代截然不同。 

    台灣社會歷經 1994 年台北市長選戰過程當中，擁李登輝與反李登輝、新黨

與民進黨的統獨與省籍爭辯等等訴諸意識形態的激烈對立與政治角力，1995 年

民進黨在黨主席施明德的領導下，決議與新黨進行「大和解」，並且在憲政改革

的議題上展開與李登輝政府的合作。啟動第四次的修憲前夕，李登輝於 1996 年

12 月先行召開「國家發展會議」(以下簡稱國發會)，與朝野領袖共商政改議

題。 

    於國發會的預備會議上，國民黨、新黨與民進黨在國家主權問題上獲致了

基本共識：1912 年後，中華民國即為一個主權國家，自 1949 年中共政權建立

                                                 

50 郭正亮，1998，《民進黨轉型之痛》。台北：天下遠見出版。頁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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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兩岸即成為兩個對等的政治實體51。該共識象徵了朝野各黨逐漸拋去統獨之

爭，以凸顯我國做為一個主權獨立國家的事實，這也是民進黨在國家主權論述

上的重大突破，不再將「中華民國外來政權說」作為反對運動的政治訴求。 

    到了 1999 年 4 月，以立委張俊宏為首的民進黨新世紀辦公室，草擬台獨黨

綱修正案，主張將「公投決定是否成立台灣共和國」條文刪除，改為「台灣已

經獨立，統一才須公投」，並主張「沿用」中華民國國號。 

    新世紀辦公室對於全面修改「台獨黨綱」的主張，在黨內正反兩派相當激

烈的爭論，一直延續到 5 月的中執會上，而黨內多數意見認為「追求台灣獨

立」是民進黨過去在反對運動當中重要的政治訴求，因此傾向保留原有的「台

獨黨綱」，另行擬定另外一份「台灣前途決議文草案」作為「台獨黨綱」的補充

條款52。 

    1999 年 5 月 8 日民進黨第八屆第二次全國黨員代表大會上，正式通過具有

跨時代意義的「台灣前途決議文」，重新建構了台灣的主權定位、與中華人民共

和國及中華民國的關係: 

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其主權領域僅及於台澎金馬與其附

屬島嶼，以及符合國際法規定之領海與鄰接水域。台灣，固然

依目前憲法稱為中華民國，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任

何有關獨立現狀的更動，都必須經由台灣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

方式決定53。 

    該決議文與過去民進黨的主張最大的不同，在於不但強調台灣是一個主權

獨立的國家，同時也承認了「中華民國」的國號。在這樣的現狀底下，民進黨

                                                 

51 國史館印行，2002，《台灣主權與一個中國論述大事記》。台北：國史館。頁 299。 
52 〈中執會通過台灣前途決議文草案中自然陳述中華民國國號〉。聯合報，1999 年 5 月 6 日， 

 第 2 版。 
53 國史館印行，2000，《一個中國論述史料彙編史料文件(二)》。台北：國史館。頁 554-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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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訴求必須透過制憲的程序制定台灣共和國的台獨進程，而是將「任何有關

獨立現狀的更動，都必須交由公民投票」作為現狀變動的必要條件，並且清楚

地向外界宣稱，在沒有經由公民投票改變此現狀之前，台灣就是一個不隸屬於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國家，它的名字叫做中華民國。  

    「台灣前途決議文」的通過，也同時引發黨內基本教義派的強烈抨擊，質

疑其內容與過往「台獨黨綱」的內容相違背，民進黨不應該為了贏得選舉而妥

協。然而贊成派認為，台灣前途決議文的核心價值主要是凸顯台灣主權獨立自

主，承認中華民國的字眼，是對於台灣主權獨立的現狀描述54。 

    綜上所述，民進黨從建黨以降對於中華民國的論述呈現三階段的轉變(如表

5-3)，  

表 5-3  民進黨「中華民國論」的三階段發展 

 階段 代表文件 核心論述 

漠視中華民國 1986-1991 黨綱(1987) 台灣前途應由台灣全體住民決

定，民進黨並未表達特定立

場。 

否定中華民國 1991-1996 1.「一 00 七」決

議文(1990) 

2.台獨黨綱(1991) 

3.台灣主權宣達

書(1994) 

4.「給台灣一個

機會」競選綱領

(1995) 

1.「一 00 七」決議文：我國

事實主權不及於中國大陸及外

蒙古，以「事實主權」藉此否

定中華民國的法統象徵。 

2.台獨黨綱：批判國民黨維持

大而不當的「中華民國五權憲

法體制」此一套違背台灣主權

現實的統治模式，主張台灣應

                                                 

54 〈承認中華民國民進黨全代會兩派激辯〉。聯合報，1999 年 5 月 9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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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制憲建國。 

3.台灣主權宣達書：中華民國

政府已經在 1949 年遭中國共

產黨武力推翻，且在 1971 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繼承中華

民國在國際法上的地位。 

4. 給台灣一個機會」競選綱

領：中華民國政府是 1949 年

逃亡到台灣的落魄政權，中華

民國不能代表主權獨立的台

灣。 

承認中華民國 1996 至今 1.「參加國家發

展會議」說帖

(1996) 

2.台灣前途決議

文(1999) 

1.「參加國家發展會議」說

帖：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

國是兩個對等的政治實體，中

華民國就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

家。 

2.台灣前途決議文：依照中華

民國憲法規範，台灣是一個主

權獨立的國家，名稱叫做中華

民國。 

資料來源：筆者自製 

    民進黨建黨初期標榜「住民自決」，批判國民黨的「一個中國」論述但也不

直接表述對中華民國的看法，呈現對於中華民國的漠視態度；到了第二階段台

獨主張最為鼎盛的時期，將中華民國政府視為「外來政權」，否定中華民國在台

統治的正當性；1996 總統大選過後，朝野各黨參與國發會議，並合作進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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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象徵民進黨全面進入中華民國憲政體制並參與改革；1999 年通過的「台灣

前途決議文」，是民進黨國家主權論述歷史性的重大翻轉，儘管依然保留「台獨

黨綱」的條文，但是「台灣前途決議文」中關於「固然依憲法稱為中華民國」

的敘述，微觀的主權意義上象徵了在台灣主權獨立的現狀下，允許「彈性調

整」國號的空間，因此依照當前憲法的規範消極性地接受「中華民國」作為台

灣現階段的國號；而在宏觀的主權意義上，代表民進黨不僅僅承認「中華民國

在台灣」的統治正當性，且基於憲法的層次框定「台灣就是中華民國」的主權

立場。 

    

第四節  「中華民國台灣化」的定型與民進黨的「維持現狀說」 

 

一、 李登輝的「兩國論」 

    台灣的民主化進展，不僅僅驅動民進黨國家主權論述的轉型，國民黨當局

的兩岸主權論述在 90 年代後期也發生重大轉折。 

    1995 年李登輝於康乃爾大學的演講論及「中華民國在台灣」，對於中共而

言幾乎坐實了長期以來對李登輝獨台心向和對台灣分離主義傾斜的國家定位之

指責55，然而在 1996 總統大選前，李登輝堅持捍衛的「一個中國」論述並未出

現大幅度地變動。 

    重大的轉捩點出現於 1997 年 11 月 8 日，李登輝在接受華盛頓郵報專訪

時，幾乎一改過去對於「一個中國」的基調，李登輝極力彰顯我國主權獨立的

事實，然而在通篇訪談內容中，幾乎隻字未提到「中華民國」，而是再三強調

「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Taiwan is "an independent, sovereign nation.")，更語

出驚人表示「台灣早就獨立」，因此沒有再宣布獨立的必要，台灣更不是中國的

                                                 

55 曾建元，1998，〈論民進黨轉型及其憲改策略之轉變：1994-1996〉。《中山人文社會科學期

 刊》(15)：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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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56。 

    1999 年 7 月 9 日李登輝總統接受「德國之聲」專訪，指出「中華民國從

1912 年建立以來，一直都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又在 1991 年的修憲後，兩岸關

係定位在特殊的國與國關係，所以並沒有再宣布台灣獨立的必要。57」 

    這段被外界定調為「兩國論」的談話內容為兩岸關係投下一顆震撼彈，向

國際社會傳達的訊息主要有兩項：第一，中華民國早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

家，沒有獨立與否的問題；第二，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兩個不同的國

家。 

    「兩國論」雖然僅透過口頭表述的方式定位兩岸關係，並未涉及憲法層次

的修正，但是李登輝的「兩國論」一改過去強調「一個中國兩個政治實體」的

一個中國主張，同時也推翻了《國統綱領》、1992 年國統會的「一個中國意

涵」、1994 年的「台海兩岸關係說明書」與 1997 年新聞局「一個分治的中國」

說帖等大陸政策，兩岸主權論述從「一個分裂的中國」轉向為「兩個中國」

58。 

    李登輝發表「兩國論」不久，民進黨也發布一篇聲明予以肯定其論述： 

民主進步黨認為「特殊國與國關係」既是符合現實的，也是富

有創造力的說法。在相近的歷史與文化脈絡下，「特殊國與國

關係」更是可以不斷加以豐富的開放性思考，作為建立雙邊和

平架構的基礎59。 

    民進黨認為李登輝將兩岸關係重新定位為「國與國關係」是跳脫於過往昧

於歷史事實、虛偽不實的「一個中國」論述框架，回歸國際現實，以務實的態

                                                 

56 Keith B. Richburg, 1997, "Leader asserts Taiwan is 'independent, sovereign." The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8. Pp.1.  
57 國史館印行，2000，《一個中國論述史料彙編史料文件(二)》。台北：國史館。頁 128。 
58  國史館印行，2001，《台灣主權論述資料選編(上)》。台北：國史館。頁 458。 
59 國史館印行，2000，《一個中國論述史料彙編史料文件(二)》。台北：國史館。頁 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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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處理台海兩岸關係。在 2000 年大選前夕，民進黨總統候選人陳水扁更表示，

李登輝的主張與民進黨「台灣前途決議文」的主張是一致的，這種說法符合時

代潮流與民意趨勢60。 

    綜觀民進黨國家主權論述的發展脈絡，在 1990 年代的論述主軸大多建立在

對國民黨「一個中國」論述的批評之上，隨著李登輝的兩岸主權論述由「一個

分裂分治的中國」逐漸向「兩個中國」的方向調整，到 1999 年「兩國論」的定

調，國、民兩黨在國家主權的論述上面已無明顯差異。 

 

二、 中華民國台灣化的作用 

    在國民黨統治時期，維護國家利益的最高指導原則是捍衛中華民國對內的

統治正當性以及對外的主權獨立性，從兩蔣時期到李登輝執政階段，國民黨對

於維繫「中華民國體制」代表的國家正統價值一脈相承，差別在於不同歷史階

段所形成新的國際局勢與兩岸秩序，使得國民黨在延續「中華民國體制」的手

段與目標上產生轉變。從蔣介石統治時期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競逐「中國代表

權」的「漢賊不兩立」，到 1970 年代中華民國失去聯合國的席位，以及失去以

美國為首的國家在外交上的承認，一連串外交崩盤的骨牌效應使得中華民國的

外部正統性逐漸遭架空，促使蔣經國在任總統時期陸續推動本土化與自由化等

政策，試圖強化中華民國在台灣內部的統治當性，但與此同時也暴露出二戰後

國民黨移植來台的「中華民國體制」所富含的外來殖民與威權色彩，「中華民國

體制」對台灣的民主政治與主權利益帶來的不正常結構，是民進黨能夠在國家

主權論述上快速組建的歷史背景，使民進黨從建黨到 1990 年代初期，以「台灣

共和國」的訴求，直接挑戰舊體制的合法性基礎—中華民國的符號、意義與邊

界，並動員了可觀的社會支持，成為強大的反體制力量61。 

                                                 

60 〈陳水扁:李主張與民進黨一致〉。聯合報，1999 年 7 月 1 日，第 2 版。 
61 吳叡人，1997，〈民主化的弔詭與兩難？對於台灣民族主義的再思考〉。收於游盈隆主編，

 《民主鞏固或崩潰—台灣二十一世紀的挑戰》。台北：月旦出版社。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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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登輝執政時期，延續著「中華民國體制」的統治特性，但透過「動員戡

亂體制」的廢除以及憲政改革的啟動，讓中華民國脫離昔日的「中國內戰」狀

態，李登輝屢次在公開場合以「中華民國在台灣」的論調，凸顯出兩岸處於分

裂國家的現存狀態，並且藉由修憲的方式強化中華民國的民主體質，逐步除去

中華民國舊有的法統與威權色彩，致力於「中華民國台灣化」的改造工程，讓

中華民國統治下的台灣在客觀的政治環境產生質變，並且連帶誘發了 1990 年代

民進黨在主觀的國家主權論述上出現重大轉折。 

    民主化催生新的以「台灣認同」為主的意識形態並進一步影響台灣內部政

黨的情感動員，李登輝不僅推動中華民國的台灣化，也驅動了國民黨的本土

化，因此以外省菁英為主體成立的新黨，承接過去國民黨內部以中國民族主義

的認同意識為政治動員的勢力，與本土出生的民進黨與正值本土化的國民黨之

競合關係，重組台灣內部政黨競爭的結構62。 

    民主體制的設立以及台灣本土化的認同思潮，形塑了新的中華民國自治主

體性的政治體制與國家型態，李登輝希冀透過民主化強化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內

部正當性，並且擴大國際社會對於「民主台灣」的認知，推動中華民國從過往

的「中國正統體制」邁向新的「台灣國民國家」(nation state)，這是「中華民國

台灣化」的終極目標63。 

    綜觀來看，「中華民國台灣化」歷經蔣經國與李登輝等政治菁英的統治領

導，讓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治體制與國家結構產生質變，但如果從中抽離出

「中華民國台灣化」的政治歷程導引民進黨國家主權論述轉型的二條路線脈

絡，關鍵的歷史時期集中於 1990 年代李登輝統治階段，「民主化」是「中華民

國台灣化」的驅進器，崩解中華民國的威權統治結構，「民主化」的結果也順勢

                                                 

62 若林正丈著、洪郁如、陳培豐等譯，2014，《戰後台灣政治史─中華民國台灣化的歷程》。台 

 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頁 329-342。 
63 若林正丈著、洪郁如、陳培豐等譯，2014，《戰後台灣政治史─中華民國台灣化的歷程》。台 

 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頁 48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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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來「本土化」與「台灣化」的政治效果，以民主政治與主權在民的原則，在

政治體制層面建構出以台灣社會經驗為真實依歸的國家主體性，在政治共同體

的認同層面有助於凝聚以台灣為本位的國民意識，「本土化」與「台灣化」退去

了中華民國的殖民與法統色彩，中華民國體制在對內呈現的國家意象，是依據

台澎金馬的地理疆界為治權範圍，並依主權在民的民主原則交由國民決定政府

權力組成與國家未來的主權主體，從 1991 年國會的全面改選到 1996 年總統的

民選，都在在強化了客觀上中華民國作為主權國家的政治現狀以及在主觀上凝

聚國民的國家認同。 

    根據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長期追蹤我國民眾的國家認同(如圖 5-3)，可以

發現在 1995 年以後自認為是「台灣人」的比例超過自認為是「中國人」，反映

的是「中華民國台灣化」逐漸淡化中華民國法統的中國國家色彩以及中國民族

主義為核心的中國認同意識。 

 

圖 5-3  台灣民眾台灣人／中國人的認同趨勢(1992-2017) 

資料來源：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DOI:10.6814/THE.NCCU.GIDS.009.2018.F09 



 

121 

 

 

    「中華民國台灣化」除了在台灣內部重構了國家主權結構，由於中華民國

憲法的修正與民主選舉制度的確立，中華民國在主權與治權行使上逐步切斷與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連帶，同時兩岸在政治體制上的差異性也日漸擴大，中

華民國雖未獲得多數國際社會的主權承認，但是在對外的國家意象之展現，已

經逐漸呈現出「中國特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及「台灣特色」的中華民國、

「威權統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及「自由民主的台灣」兩套截然不同的政治

體制。 

    李登輝總統曾指出，國民黨對於台灣國家定位的主張可區分為三個發展階

段： 

(一) 過去是外來統治階段，強調延續舊法統的「在台灣的中華民國」 

(二) 後來是民主轉型階段，改為尊重本土現實的「中華民國在台灣」 

(三) 現在是民主鞏固階段，應改為符合主權現狀的「中華民國台灣」64 

    李登輝總統的此番見解，簡要地描繪了中華民國政府來台灣的三階段發展

歷程，而「中華民國台灣化」對於民進黨國家主權論述轉型的導引作用，亦可

利用上述三階段的發展予以解釋： 

(一) 「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此階段正值兩蔣統治時期，台灣作為中華民國「反

攻大陸」奪回全中國主權的戰略位置，在此目標下對台灣內部實施戒嚴，

中華民國體制所帶來的威權結構、紊亂的主權特徵與僵化的外交政策，因

此脫離舊有中華民國代表的「中國體制」而發展出的「人民自決說」與

「台灣獨立論述」，是民進黨從「黨外」到建黨初期主要的反對運動策略與

主權論述。 

(二) 「中華民國在台灣」：1990 年代李登輝啟動的憲政改革，讓中華民國先行

脫除威權的外衣，但也由於李登輝執政初期的大陸政策堅守「一個中國」

                                                 

64 郭正亮，2001，《政治突圍》。台北：時報文化出版。頁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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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未放棄「中國統一」的理想，因此在 90 年代初期民進黨台獨主張最

為強盛的階段，民進黨極力挑戰的依然是「法統的中華民國」。雖然在兩岸

關係方面，李登輝用「分裂國家」的模式定位雙方為「對等的政治實體」，

對於台灣以「中華民國」的名稱保有主權獨立之立場並無妥協，不過正值

民主轉型階段下的政治改革，一個真正「民主化與台灣化的中華民國」尚

未在台灣落地生根，也因此民進黨將李登輝「中華民國主權獨立」的立場

稱為「獨台」，民進黨的「台灣主權獨立」的立場稱作「台獨」，「獨台」是

維持現狀，維持中華民國體制，維持統一的政策；「台獨」是要建立新國

家，以台灣體制取代中華民國體制，「獨台」和「台獨」的交集都反對中華

人民共和國對台灣的主權侵略，但長期而言是對立的關係65。 

(三) 「中華民國台灣」：郭正亮認為，無論是「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或「中華民

國在台灣」，都是將台灣視為地理名詞，並無主權國家的政治意涵，且把台

灣視為中華民國或中國的一部分，兩岸關係未獲得平行的對等關係66。在

經歷國會全面改選與總統直選等政治體制的民主化後，伴隨而來的國家主

權意象，是「以台灣為範圍」的國民主權之實踐，來凸顯國家主權獨立的

特性，政治體制上「民主的中華民國」之形成，也推動在政治共同體的認

同上以「台灣為本位」的「台灣化的中華民國」之確立。 

    「民主化」作為中華民國「本土化」的驅動齒輪，大幅地更動中華民

國體制的結構，「去威權化」與「去殖民化」的中華民國在台灣萌芽，客觀

環境上的改變也逐漸侵蝕民進黨過去以「否定中華民國體制」為根基的台

獨論述，轉而以更務實的態度接納歷經「民主化」與「台灣化」的中華民

國，「中華民國台灣」即為中華民國與台灣的統合性產物，強調「中華民國

即是台灣」的政治現狀，核心價值是「台灣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65 新潮流，1991，〈台灣獨立的內涵〉。《到獨立之路》。

 http://newcongress.yam.org.tw/way_to_ti/ch02.html 
66  郭正亮，2001，《政治突圍》。台北：時報文化出版。頁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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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叫做中華民國」，拋去獨立與否的主權問題，轉為如何以現行的中華民

國體制，鞏固台灣內部的自由民主體制、強化國家安全、彰顯主權獨立的

政治思考。 

    「中華民國台灣化」的歷程，不僅驅動民進黨國家主權論述的轉型，對於

國民黨而言帶來同樣的作用力，最主要反映在兩岸主權論述方面，使李登輝從

「一個中國，兩個對等實體」向「兩個中國」的方向移動，大陸政策轉向的過

程中，直接面臨中共對台灣的文攻武嚇，這是李登輝推動「中華民國台灣化」

的過程中必須承擔的外部風險，但是也可以發現，中共對台的武力威脅以及美

國總統柯林頓執政後期美中關係的靠攏，不但沒有迫使李登輝捍衛中華民國主

權獨立的立場往回走，反而加速了「中華民國台灣化」的進程，按照既有步調

建立「台灣價值」的中華民國，並多次在公開場合表達破壞兩岸和平的問題製

造者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尋求國際對台灣的支持。 

    中共對台灣的主權進逼與武力脅迫，是「中華民國台灣化」歷程中的最大

挑戰，但同時也對國民黨與民進黨在國家主權論述上帶來統合性的作用，拋去

台灣內部的統獨之爭，轉為思考如何在捍衛中華民國主權獨立、民主體制的現

實上，與中共進行對等的談判及互動，並且將國家安全防衛機制整編至兩岸主

權論述當中，形成一套「民主恫嚇下的主權論述」。 

    「中華民國台灣化」不僅僅是國民黨與民進黨互相衝撞、妥協、轉型之下

誕生的產物67，同時在 2000 年以前，對於國、民兩大黨的國家主權論述上產生

統合作用，使得雙方的主權立場逐漸趨近，民進黨的「台灣前途決議文」與國

民黨的「兩國論」可視為「中華民國台灣化」下的主權統合產物。陳佳宏認

為，台灣前途決議文正式標示台獨主力與中華民國相結合的時代開展，民進黨

了解到要從「實質」的台獨邁向「法理」的台獨建構在國際局勢之下必須承擔

風險，亦可能引發中國非理性的行動，因此在強化台灣「事實主權」並且承認

                                                 

67 陳儀深，2012，〈關鍵的一九九一：論「中華民國在台灣」的誕生〉。《思與言》50(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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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體制的基礎上落實「實質的台獨」，且在 90 年代與李登輝推動「實質

台獨」的路線相契合68。 

    李登輝領導下的國民黨從「一個中國」論述向「兩國論」的方向移動過程

中，亦可看出民進黨在兩岸主權論述，大幅減弱了對於國民黨對外政策的批

判，轉為以「強本西進」的路線，提出更具體且務實的大陸政策。 

    中華民國歷經民主化與台灣化之後，統獨之爭似乎不再是兩黨意識形態上

的主要分歧，但是郭正亮認為，這不表示兩黨的統獨之爭已經消失，在國家定

位上存在不同的「體用之分」：國民黨以「中華民國為體，台灣為用」；民進黨

以「台灣為體，中華民國為用」，差異在於「體」代表終極價值和運動基調，

「用」代表工具理性和運動形式69。從陳水扁總統的就職演說中，可以再次印

證，民進黨運用中華民國的體制外衣，彰顯台灣主權獨立的政治國格，中華民

國∕臺灣的合而為一，是中華民國台灣化的民主產物，對於民進黨而言，中華

民國不再是大一統的中國、外來殖民體制與威權政體的象徵，因此國家主權論

述的核心從擺脫大中國的「台灣獨立」，轉向鞏固自由民主體制的「民主獨

立」，如黨主席許信良在 1996 年就職時所述，民進黨應當以智慧確保獨立，以

體制鞏固民主70。 

 

本章小結 

 

    李登輝總統曾經表示：「中華民國民主化不只是理論的推演，而是實踐的結

晶」71，台灣社會在經歷了蔣經國自由化與李登輝的民主化，台灣威權政經體

制的瓦解、國內新政治秩序的重塑以及兩岸關係的全新發展，都在在使得國民

                                                 

68 陳佳宏，2006，《台灣獨立運動史》。台北：玉山出版社。頁 510-511。 
69 郭正亮，2001，《政治突圍》。台北：時報文化出版。頁 189。 
70 郭正亮，1998，《民進黨轉型之痛》。台北：天下遠見出版。頁 305。 
71 張京育主編，1992，《中華民國民主化—過程、制度與影響》。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

 研究中心。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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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一個中國」政策遭遇正當性危機，蕭全政認為一中原則形塑的政經權力

體系，勢必因台灣的政治民主化而鬆解且產生新社會勢力的權力分配72。 

    我們可以發現，國家主權的論述正是在民主化的過程中發生結構重整的一

股勢力，從李登輝總統就任初期，無論是務實外交、解除動員戡亂到憲法增

修，賦予「一個中國」新的樣貌，幫助兩岸在尊重、對等的前提下有健全的互

動關係，同時彰顯我國主權獨立的現實以突破外交困境，但也因為「一個中

國」的門面尚未汰舊換新，在李登輝執政初期招致了民進黨千夫所指，對準了

一中政策的攻擊靶心，民進黨也得以將台灣獨立、制憲建國為核心的論述充實

其能量，透過街頭運動、議事場合與選舉舞台宣揚其主權論述。 

    民主化是驅動「中華民國台灣化」的原始動能，所帶來的是中華民國「去

威權化」的改革效果，中華民國的民主化也一層層剝除中華民國舊有體制所代

表「全中國」的法統外衣，以台灣為範圍、主權在民的原則注入新的國家元

素，並以制度化的建立喚起民眾對於新的政治共同體的認同。 

    在歷經了中華民國體制的去殖民化、去威權化、民主化與本土化的工程，

開始侵蝕了民進黨這套主權論述的根基。從 1995 年開始，民進黨內部對於台灣

的主權論出現了質變，以時任的黨主席施明德為首，驅動黨內對於台灣主權論

述的大轉型，「不必也不會宣布台獨」的說法除了掀起了民進黨內部台獨論述的

論戰，也陸續帶動「中華民國論」的轉型。 

    李登輝執政時期，有意識地以其掌握的國家統治權力由上而下的推動「中

華民國的台灣化」，憲政民主改革是啟動「中華民國台灣化」的首要任務，民主

制度設置後所要追尋的下一步，是人民對於政治體制以及政治共同體支撐起的

國家主體性格的認同意識，因為民主化的主體，就是人民對於國家的認同與自

決權的行使，這也是為何民主化會進一步帶來本土化的關鍵。 

                                                 

72 蕭全政，1996，〈政治民主化與台灣的對外政策〉—「一個中國」原則的鬆解〉。《政治科學

 論叢》(7)：287-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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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華民國台灣化」的過程中，伴隨而來國際局勢的新挑戰，來自於美

中台互動下建構的亞太新秩序，1997 年 10 月柯林頓與江澤民達成的「中美戰

略夥伴關係」協定，逐漸讓台灣方面感受到美中台三方關係出現了「失衡」現

象73，到隔年柯江會談中「三不政策」的出現，使國、民兩黨同時感受到美中

強權角力下「我國主權地位」遭受的壓縮與危機，加上經歷台海的飛彈危機，

兩岸局勢下的主權問題不單單僅是 1995 年以前「一個中國」原則如何表述其內

涵的問題，而是攸關於「國家安全」與「民主鞏固」的主權議題，這是「中華

民國台灣化」歷程所遭遇的「民主威脅」，在此背景下民進黨發展出民主恫嚇下

保衛國安、鞏固民主、彰顯主權三位一體的主權論述。 

    中共的文攻武嚇， 同時也為國、民兩黨在 2000 年以前的國家主權論述帶

來統合作用，李登輝領導的國民黨從「一個中國分裂說」逐步向「兩個中國」

的轉移；民進黨從「否定中華民國的獨立建國論」漸進至「承認中華民國的主

權獨立論」，國、民兩黨的主權論述逐漸出現黃金交叉，最後在 1999 年各自提

出「兩國論」與「台灣前途決議文」，作為「中華民國台灣化」下的主權統合產

物。 

 

                                                 

73 吳玲君，1991，〈從從柯江會談看國民黨的誤台政策〉。《問題與研究》3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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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第一節  民進黨國家主權論述的演變 

 

    戰後歷史的必然發展或偶然機遇，使國家主權定位的爭辯與釐清成為台灣

過去至今擺脫不了的政治課題，民進黨作為台灣最早發跡起家的本土政黨，從

黨外時期到建黨後無論在街頭倡議、議會場合、選舉訴求或法律擬定上，國家

主權定位成為不可迴避的重要議題，相較於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堅決捍衛的

「一個中國」論述主張，民進黨的國家主權論述試著突破具有「中國色彩」的

舊有框架，並建立「台灣主體性」的主權論，過程當中歷經蔣經國與李登輝兩

任領導者對台灣帶來的政治自由化與民主化發展，筆者認為民進黨的國家主權

論述呈現「一個架構、三個階段」的發展形貌(如表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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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民進黨國家主權論述「一個架構、三個階段」的發展形貌 

一個架構 「一中一台」的兩岸政治定位 

時間 1986-1991 1991-1999 1999 至今 

三個階段 住民自決階段 論述轉型階段 務實獨立階段 

前提 戰後台灣在國際

上的國家定位尚

未確定 

台灣主權獨立是一個

現實狀態 

台灣在國際上已經是

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策略 切割中國，住民

自決 

制憲建國→務實台獨 維持現狀，中華民國

即台灣 

內容 台灣不屬於中華

人民共和國的一

部分，台灣的前

途應交由全體住

民共同決定。 

從 90 年代初期基於

台灣主權獨立與切割

中華民國的現實狀

態，應透過制定新憲

法、建立台灣共和國

以實現主權獨立的

「制憲建國論」，漸

次邁向搓合台灣/中

華民國，以和解取代

對抗、希望取代悲情

的「務實台獨論」來

彰顯台灣主權獨立的

現實狀態。 

台灣已經是一個主權

獨立的國家，依照憲

法名為中華民國，主

權領域涵蓋台澎金馬

與其附屬島嶼，因此

沒有再宣布獨立的必

要。 

資料來源：筆者自製 

 

    自「黨外」時期發表的「黨外人士國是聲明」中提到「主張台灣的命運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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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一千七百萬人民來決定」至建黨黨綱中揭示的「住民自決權」，預設戰後台灣

在國際的定位上處於不確定的狀態，正由於「台灣地位未定」，因此定調了民進

黨建黨初期對於國家主權的議題傾向「由台灣人民自行決定國家前途」的大方

向，即使台獨主張的理論與政治倡議在黨內的影響力隨民進黨權力基礎的擴大

而逐漸增溫，然而大體上在 1991 年修訂黨綱以前，民進黨不斷對外表示所謂

「住民自決」不等同於「台灣獨立」，「自決」乃是一種「程序」，「台獨」僅是

決定台灣前途的其中一項「自決」路徑，民進黨在「住民自決階段」以「自決

權」的論述方式擊破威權統治時期國民黨當局在台灣以中國法統自居的「一個

中國」論述。 

    1991 年至 1999 年民進黨的國家主權論述進入轉型階段，1991 年正式通過

的「台獨黨綱」，主張依照台灣不及於中國大陸的主權獨立狀態，透過制定新憲

法且交由住民公投的手段，實現台灣獨立建國之目標，正式將「自決」的程序

與「台獨」的目標做連結，並且在「泛新潮流系」的推波助瀾下起草「台灣憲

法草案」，明確地以憲政層次的法理規範「台灣共和國」的主權範圍，表明民進

黨「制憲、建國、獨立」的主權立場，「台灣獨立」也從街頭上的倡議口號昇華

為法律文件。 

    透過制定新憲法來建立台灣共和國的台獨主張，在 1990 年代初期成為民進

黨的主流論述，然而至 1992 年第二屆立法委員選舉開始，民進黨調整公共議題

的論述策略，減少談論統獨議題，並且在許信良接任黨主席伊始，民進黨的

「制憲建國論」出現大幅度鬆動。1995 年時任主席施明德拋出的「不必也不會

宣布台獨」，黨內國家主權論述轉型與調整的論辯全面浮上檯面，民進黨在 90

年代的「論述轉型階段」，其論述前提為「台灣主權獨立是一個現實狀態」，至

於基於此狀態應透過什麼樣的手段以彰顯主權獨立的事實，是該階段黨內爭論

不修的課題，民進黨從初期切割中華民國，主張透過制定新憲法、建立台灣共

和國以實現主權獨立的「制憲建國論」，漸次邁向搓合台灣/中華民國，以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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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對抗、希望取代悲情的「務實台獨論」來去彰顯台灣主權獨立的現實狀

態，1996 年歷經總統民選的敗選過後，轉型的速度亦逐漸加快。 

    到了 1999 年公布的「台灣前途決議文」，正式宣告轉型的完成，進入第三

階段的「務實獨立」時期，定調台灣在歷經民主化的洗禮後，已經是一個主權

獨立的國家，依照憲法的規範以中華民國的名稱自居，因此沒有必要再行宣布

「台灣獨立」，維持台灣主權獨立的現狀是該階段的最佳策略，任何現狀的變動

都應交由全體住民公投決定。 

    三個階段呈現民進黨不同的國家主權論述樣貌，但都建立於不變的大框架

底下：台灣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中國與台灣是兩個主權獨立的國

家，這樣的立場反應在民進黨大力批判國民黨政府不願放棄以「中國統一」為

前提的大陸政策，且無論哪一個歷史階段，從民進黨最早於 1987 年公布立場較

為保守的「現階段中國大陸政策」，到 1998 年經過「中國政策研討會」激辯後

採取更務實與積極的「強本西進」路線，並未隨著兩岸互動的變化與民進黨自

身大陸政策的調整而撼動「一中一台」的論述基礎，這也是民進黨一貫以來堅

守的主權架構。 

 

第二節  政治發展與轉型下的國家主權論述 

 

    民進黨不同歷史階段主權論述的產出與調整，與台灣的政治轉型過程息息

相關，從建黨到公元 2000 年這段時間雖處在野，然而國民黨執政當局的決策與

政治局勢亦牽動民進黨國家主權論述的轉變。 

(一) 政治自由化： 

    民進黨在「黨外」時期反對運動的主要目標，即是瓦解中國國民黨的威權

統治結構，爭取政治的自由化與民主化，而「一個中國」論述作為國民黨對內

實施威權統治、對外堅守「漢賊不兩立」外交政策的根基，因此新國家主權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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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的產出有助於促使威權體制的解體與導正僵化的外交政策，成為「黨外」時

期反對運動重要的策略之一。在蔣經國總統宣布解嚴後，「一個中國」論述的根

基持續鬆動，然而解嚴初期台灣整體的政治結構並未迅速邁入民主化，起先是

政治自由化的啟動，在蔣經國透過《動員戡亂時期人民團體法》與《國安法》

來鞏固政權的同時，被視為分裂國土的台獨主張與行動深受法律箝制，加上解

嚴初期民進黨內部「泛新潮流系」與「泛美麗島系」對於「獨立」與「民主」

的路線爭論，因此在「住民自決」階段，提出「人民自決權」的概念對於民進

黨而言是一種相對「安全」的權宜性策略。 

    在「住民自決說」保有的彈性以及解嚴初期有限度的自由化，民進黨內部

的獨派勢力一步步挑戰蔣經國對於台獨言論設下的紅線，從主張有台獨的言論

自由，到「四一七決議文」有條件的台獨論、「一 00 七決議文」的事實獨立說

再到「台獨黨綱」的公布，除為了實踐台獨建國的理想，也透過破除台獨言論

的政治禁忌，換取台灣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住民自決」階段民進黨的主權論

述在圍繞「人民自決」核心策略的同時，對於台獨訴求的逐步加重，背後亦呈

現與國民黨執政當局的政治角力，隨《懲治叛亂條例》的廢除與《刑法》100

條的修正，除了是民進黨獨派勢力在推動台獨論述進程的重大勝利，同時也象

徵台灣不再有思想犯與良心犯，政治自由化的歷程蓄積了民進黨台獨論述的能

量，而台獨言論的合法性完備了政治自由化的內涵。 

 

(二) 體制民主化 

    1990 年開始李登輝總統開始推動台灣的民主化，首要的改革進程以「國會

全面改選」作為起手式，民進黨不僅將國會全面改選視為人民主權的價值實

踐，亦將國會改選前的「萬年國會」看為必須推倒的「法統高牆」，從國會全面

改選的運動當中，民進黨逐漸將國家主權論述的重心移至憲政體制的框架中加

以發揮，隨之而來的是代表「修憲路線」的「民主大憲章」與主張「制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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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的「台灣憲法草案」兩套憲改版本的出現，反映出民進黨內對於民主改革

路徑與追求台灣主權獨立的不同策略運用，在台獨勢力高漲的 90 年代初期，民

進黨選擇將制憲主張納入黨綱，以建立台灣共和國的主權國家。 

    民進黨這股支持「制憲」的勢力也開始與李登輝的「修憲」路線展開權力

競逐，前三次的修憲過程，民進黨透過各種方式反制國民黨的修憲路線，等待

時機以「制憲」手段打破具有中國法統象徵的中華民國憲法體制，然而在第三

次修憲確立了我國總統的民選制度後，民進黨在 90 年代初期操持「制憲」、「台

獨」、「建國」的主張逐漸消弱，可以發現關鍵的因素在於李登輝透過掌握國家

統治機器的優勢主導了憲政民主改革的進程，國會全面改選到總統直選不僅意

味中華民國憲政體制的民主化，同時也象徵國家主權正當性來源僅限台澎金馬

的主權意涵之轉換，中華民國憲法原有的中國正統色彩在歷經李登輝的修憲工

程後漸漸消退。 

    90 年代的憲政民主改革，尤其當總統民選制度的確立，台灣公民依照國民

主權的民主價值選舉出國家領袖，法理型的統治權威建構於擁有實質主權與治

權的地域範圍，在客觀政治環境上呈現新型態的國家主體樣貌，這樣的事實狀

態趨近於民進黨追求「台灣是一個不隸屬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國家」的核心

價值，因此民進黨在與李登輝的競合過程中，雖然仍大力批判李登輝維持一貫

較為保守、以「一個中國」論述為基礎的大陸政策，但民進黨內部對於民主改

革的諸多訴求確實也被李登輝所收編進去，一步步鬆動民進黨內「制憲」、「獨

立」、「建國」等立場，李登輝推動的「民主化」，在民進黨國家主權述的轉型階

段扮演關鍵性的結構作用，而「民主化」為台灣帶來的「主權性」，似乎也成為

90 年代後期民進黨大幅調整國家主權論述的開端。 

 

(三) 中華民國台灣化 

    李登輝總統在推動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中，對於我國國家主權定位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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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終維持中華民國體制代表台澎金馬的正統性，李登輝也從未在公開場合表達

對於民進黨「台獨主張」的支持與認同，然而「動員戡亂體制」的廢除以及憲

政改革的「民主化」為政治體制帶來的變革，進一步在國家主權意義上帶來

「去殖民化」與「本土化」的政治效果，在客觀環境以及主觀情感上一個新形

態的「中華民國主權體制」於焉誕生，其意義包含一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為

對等的政治實體、一個以台澎金馬為治權範圍的主權國家、一套以人民主權為

核心的民主體制、一套以台灣為本位的國民意識所形塑的政治共同體，中華民

國不再是過去代表正統中國與威權象徵的主權體，在經過與台灣社會的歷史磨

合過程中蛻變為強調「台灣本位」、「台灣優先」、「台灣主體性」等新的想像共

同體，這是政治體制的「民主化」帶來「本土化」與「台灣化」的歷史結果。    

    李登輝所主導的「中華民國台灣化」帶動中華民國主權體制的結構性轉

變，並順勢導引民進黨在國家主權論述上的換軌，對於以「台灣主體性」、「台

灣人出頭天」、「民主台灣」作為意識型態的認同與政治號召的民進黨而言，不

得不以更加務實的態度接納經歷「民主化」與「台灣化」過後的中華民國，民

進黨透過新的論述除了做為對國家主權定位的重新理解與認識，同時也避免在

國民黨歷經「本土化」、中華民國「民主化」與「台灣化」的歷史渦輪下遭受邊

緣化，「中華民國台灣化」對於 1991 年至 1999 年間民進黨國家主權論述之轉

變，分別反映在其「台獨主張」、「中華民國論述」以及「兩岸主權論述」： 

    關於「台獨主張」，從「論述轉型」階段初期提倡的「制憲建國」，轉變為

「務實獨立」階段主張依照中華民國憲法來維持台灣主權獨立的現狀；在「中

華民國論述」方面，民進黨從「住民自決」階段的「漠視中華民國」，到「論述

轉型」階段初期的「排斥中華民國」，歷經 1996 年總統直選後舉辦的「國家發

展會議」，接納「在台灣的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兩個對等實體的

現實，再到「務實獨立」階段正式「承認中華民國」；至於「兩岸主權論述」，

隨著台灣解嚴後與中共當局互動往來的頻率增加，民進黨兩岸主權論述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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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繞於對「一中政策」的強力批判，一方面回應中共對於「台灣問題」的看

法，另一方面抨擊李登輝執政當局制訂《國統綱領》、兩會交流過程當中抱殘守

缺、不切實際的「一個中國論述」，重大的轉捩點出現於台灣確立總統直選以及

李登輝訪美後，遭遇中共對台的文攻武嚇，而作為台灣過去抵禦其威脅的盟友-

美國，在 1997 年與中共建立戰略夥伴關係且隔年由柯林頓總統拋出「三不政

策」，一連串的外交危機是李登輝推動「中華民國民主化與台灣化」過程中所遭

遇的外在風險，來自中共的打壓不僅僅是對台的主權脅迫，同時也是對於民主

政治的威脅，這樣的外在局勢不但使李登輝對中共態度轉趨強硬，也驅使民進

黨的兩岸主權論述在批判國民黨政府「一個中國論述」的架構之外，進一步將

其整編至國家安全防衛體系的戰略思維當中，形成一套在中共的民主恫嚇下，

強調安全保障、台灣主權獨立、民主鞏固「三位一體」的國家主權論述，彰顯

主權獨立，同時保障國民安全與民主自由，便是民進黨主張「務實獨立」的重

要內涵。 

    政治自由化、體制民主化與中華民國台灣化帶來台灣政治結構與國家主權

體制的變遷，導引民進黨一步步調整國家主權論述作為對於政治現實的反饋機

制，民主體制的注入與中華民國主權獨立的意象強化，招致中共對台的主權進

逼與武力威脅，也加速了「中華民國台灣化」的腳步，李登輝不僅僅打造出

「民主的中華民國」，同時也是具有「台灣價值的中華民國」，在「中華民國台

灣化與民主化」的工程大體完成之際，宣告「中華民國台灣」新屋落成，順勢

接引民進黨在此安居共處，並且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形成兩套截然不同的門面，

民進黨的「台灣前途決議文」，等同作為入住新屋的合意契約，「中華民國在台

灣」成為了既定事實，民進黨的「一中一台」與李登輝的「兩國論」在實質意

義上已沒有太大差異。 

    李登輝採取的務實民主改革路徑，帶動台灣政治結構與國家主權意象的變

遷，並促使民進黨在彰顯台灣主權獨立的論述策略上產生轉變(如表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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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彰顯台灣主權獨立的論述策略之轉變 

主權彰顯方式 背景 台灣政治

發展階段 

論述策略 

人民自決 解嚴初期，國民黨威

權體制瓦解 

政治自由

化 

隨國民黨的威權體制與

「一個中國」論述喪失

正當性，應交由全體住

民決定台灣的國家前途 

建國式獨立 李登輝啟動憲政改

革，採取體制內修憲 

體制民主

化 

反對李登輝體制內的修

憲，主張體制外的制憲

建立台灣共和國，才能

達到主權獨立之目標 

民主式獨立 1996 首次總統直選，

中共對台文攻武嚇 

中華民國

台灣化、

民主鞏固 

經歷國會改選至總統直

選，台灣已是主權獨立

的民主國家，強化民主

體制有助於主權獨立的

彰顯 

                                                     資料來源：筆者自製 

    

    在經過自由化與民主化的政治發展，中華民國不再是過去大一統的中國、

外來殖民體制與威權政體的象徵，民進黨不必再透過體制外制憲的「建國式獨

立」來彰顯台灣的主權獨立。1999 年民進黨通過的台灣前途決議文，論及任何

現狀的變動，將交由人民透過公民投票決定，似乎與民進黨建黨初期揭示的

「人民自決」有異曲同工之妙，然而最大的不同，在於台灣政治結構的轉化，

帶動民進黨國家主權論述的轉變，從過去的「台灣地位未定論」到「台灣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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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說」，因此 1999 年後的「人民自決」，是建立於民主自由體制所維繫的主權

獨立現況為前提下，授予台灣全體住民擁有公民投票權決定台灣的前途未來。          

    在經歷台灣政治結構與國家主權意象的變遷後，民進黨體認到台灣下一步

的集體歷史使命，是鞏固現存的民主自由體制，彰顯主權獨立的策略從「建國

式獨立」轉為「民主式獨立」，對於民主自由的捍衛，能夠在國際上彰顯台灣不

隸屬於專制中共的主權獨立象徵，也是台灣在面臨中共對台灣主權脅迫之下最

有利的防衛武器，「以主權獨立來鞏固民主、以民主體制彰顯主權獨立」成為民

進黨在台灣邁入民主鞏固的政治發展階段最重要的主權論述策略。  

 

第三節  研究省思與展望 

 

    1999 年通過的「台灣前途決議文」成為了日後民進黨國家主權論述最主要

的依據文件，也就是將「台灣即中華民國」的論點定型化，這是民進黨歷經建

黨、在野到準備執政過程中，最大的論述轉變，民進黨往後國家主權論述的路

徑依賴，便根源於「台灣前途決議文」所揭示的「維持現狀」。 

    2000 年民進黨執政後，努力在「維護中華民國主權現狀」以及「彰顯台灣

主權獨立」的天平兩端維持穩定的平衡，從陳水扁總統在 2000 年就職演說中拋

出的「四不一沒有」開始，提到：「只要中共無意對台動武，本人保證在任期之

內，不會宣布獨立，不會更改國號，不會推動兩國論入憲，不會推動改變現狀

的統獨公投，也沒有廢除國統綱領與國統會的問題」1，清楚向外界傳遞的訊

息，乃是現階段台灣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依照中華民國憲法，國號叫作

「中華民國」，這樣的現狀民進黨政府並不會去改變，所以也不會主動宣布獨立、

推動統獨公投以及兩國論入憲，另外又主動提到沒有廢除李登輝主政時期成立的國

                                                 

1 〈總統五二 0 就職演說〉，2000，收於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編，《政府大陸政策重要文件》。台 

 北：行政院大陸委員會。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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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會與國統綱領的問題，與 1999 年之前民進黨大力批判國統會與國統綱領背後所

追求「中國統一」的思維，呈現大相逕庭的態度。 

    2000 年年底陳水扁總統發表「跨世紀談話」，提出兩岸的「政治統合論」，對

於「一個中國」以及「統獨」問題採取一模糊化的論述策略2，很明顯地，「政治統

合論」與「四不一沒有」是陳水扁上任後為化解北京對民進黨政府「台獨異心」的

疑慮所做的策略性論述，然而背後仍奠定於基本假設：台灣已經為一個主權獨立的

國家。 

    然而在面臨黨內基本教義派的壓力、對北京釋出的善意未獲正面回應以及

中共持續對台的文攻武嚇下，民進黨執政八年較大的轉變，在於陳水扁政府的

兩岸政策隨時間推移愈趨強硬，包括 2002 年陳水扁提出的「台灣中國，一邊一

國」、2006 年終止國統會與國統綱領、2007 年民進黨發表的「國家前途決議文」，

漸轉強硬的主權立場，目的在劃清兩岸互不隸屬的主權界線，並凸顯「台灣」在國

際社會的主權能見度。但大體而言，民進黨的八年執政，仍極力撮合「台灣」與

「中華民國」的統合，並且在延續 1999 年發表「台灣前途決議文」後定基的

「維持現狀」下，2003 年透過制定「公民投票法」，依「人民主權」、「直接民

主」的理念，開創台灣國家前途交由人民做主的法律途徑，同時深化台灣的民

主政治。 

    2000 年 4 月，時任的陸委會主委蘇起拋出「九二共識，一中各表」3的政治

                                                 

2  陳水扁在跨世紀談話中表示：「兩岸人民源自於相同的血緣、文化和歷史背景，我們相信雙 

 方的領導人一定有足夠的智慧和創意，秉持民主對等的原則，在既有的基礎之上，以善意營 

 造合作的條件，共同來處理未來「一個中國」的問題。……兩岸原是一家人，也有共存共榮 

 的相同目標，既然希望生活在同一個屋簷下，就更應該要相互體諒、相互提攜，彼此不應該 

 想要損害或者消滅對方。我們要呼籲對岸的政府與領導人，尊重中華民國生存的空間與國際 

 的尊嚴，公開放棄武力的威脅，以最大的氣度和前瞻的智慧，超越目前的爭執和僵局，從兩 

 岸經貿與文化的統合開始著手，逐步建立兩岸之間的信任，進而共同尋求兩岸永久和平、政 

 治統合的新架構。為二十一世紀兩岸人民最大的福祉，攜手開拓無限可能的空間。」完整內 

 容可參考〈總統跨世紀談話〉，2002，收於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編，《政府大陸政策重要文 

 件》。台北：行政院大陸委員會。頁 23-24。 
3  蘇起表示，台灣方面對於「九二共識」內容的詮釋，主要包括三點:1.對「一個中國」原則，         

   用口頭聲明方式各自表達，即「一個中國，各自表述」，這是由我方提出的構想。2.我方表 

   述「一個中國」的涵義，中共方面已表認知。3.海協會也在「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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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彙，將過去國民黨政府的「一個中國」論述以模糊化的策略重新包裝，在李

登輝離開國民黨之後，成為國民黨最核心的主權論述，同時「九二共識」也得

到北京的「肯認」，成為兩岸互動交流的政治基礎，國、共雙方針對兩岸主權定

位獲致的政治共識，在主權意涵上等同於變相逼迫民進黨承認精裝版的「一個

中國」原則，以此作為緊箍咒緊緊套牢於民進黨。 

    2008 年台灣完成二次政黨輪替，馬英九總統上任後以「不統、不獨、不

武」的方針維持台海現狀，並以「外交休兵」的外交政策、「九二共識」的政治

基礎與對岸展開活絡的交流協商，包括簽署 ECFA
4的經濟合作架構協議、兩岸

包機、兩岸食品安全協議、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等涉及經

濟、交通、司法、智慧財產、醫療衛生、投資等重要協議內容，馬政府將「九

二共識」視為推動兩岸發展的最高指導原則，然而民進黨始終不承認九二「共

識」的存在5，指出中共當局無論是在胡錦濤或是習近平主政下，皆定調「九二

共識」即是對於「一個中國」原則的共同信仰，堅持在「一中原則」的前提之

下與我國進行對話與交涉，換句話說，中共當局並無給予我方對於一個中國有

「各自表述」的空間，並大力抨擊馬政府的兩岸政策是犧牲台灣的主權地位所

換取的政治成果。  

    「九二共識，一中各表」對於國民黨而言，既保有維護「中華民國」正統

的表述空間，亦不違背北京當局的「一個中國」原則，然而從威權統治時期國

民黨與中共爭奪「正統中國」代表性的敵對關係，到李登輝時期中共對於「分

裂國家說」、「兩國論」的猜忌與不信任，到 2000 年以降雙方以「九二共識」的

默契捍衛「一個中國」的歷史跳躍，反而讓民進黨更加堅定扮演「中華民國主

權捍衛者」的角色，統合「中華民國」與「台灣」的命運共同體，適時填補國

                                                 

   原則下，提出他們的表述內容。〈蘇起坦承自創九二共識〉，2006 年 6 月 22 日，蘋果日報，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060222/2420410 
4  ECFA 全名為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5
 〈民進黨:從不承認有九二共識〉，2010 年 12 月 25 日，自由時報，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paper/454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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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黨在兩岸互動的舞台上失去「表述中華民國」的論述真空，以「台灣的主體

性為本、中華民國的名稱為用」的論述方式凸顯我國的主權地位，並且抵禦中

共對台的主權侵蝕。 

    馬英九執政時期，民進黨積極在國共互動之間發揮「傾中剎車版」的槓桿

作用，除了抨擊「九二共識」的主權論述違背民進黨「以台灣為本、中華民國

為用」捍衛台灣主權獨立的價值立場，並且從 2008 年中共海協會會長陳雲林來

台期間涉及警察執法過當、2014 年執政黨在立法院以違反程序正義的方式審查

《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引發「太陽花學運」等一波波的社會衝突事件，民

進黨結合台灣民間社會的反對勢力，將馬英九執政時期搭建起的國共互動平台

犧牲台灣主體性、規避國會實質監督、違反民主程序等情事視為對於台灣的主

權獨立以及民主自由的雙重威脅。在馬政府執政八年期間，民進黨的國家主權

論述主軸，不僅僅延續 1999 年「台灣前途決議文」定調「台灣為本，中華民國

為用」的維持現狀，且極力抗衡中共對台的主權脅迫與民主侵蝕，匡正「一中

一台」的兩岸主權定位，並強化「一中一台」是兩個主權國家，也是「民主體

制」與「獨裁體制」的差異性色彩。 

    2016 年，台灣完成第三次的政黨輪替，蔡英文總統在就職演說中強調，民

進黨政府會依照中華民國憲法，捍衛中華民國主權和領土6。民進黨在經歷了

「黨外」時期的反對運動、李登輝執政時期的民主化階段到兩次的執政，民進

黨已完全承接了「中華民國即台灣」的主權立場，並以此凸顯與中華人民共和

國為兩個互不隸屬的主權國家，捍衛台灣已經是主權獨立民主國家的現狀。 

    義大利哲學家克羅齊(Benedetto Croce)曾說過一句名言:「一切的歷史都是

當代史」，這句話的意思並非意指運用現在的觀點去詮釋過去，而是去賦予過往

歷史當代性的意義，幫助我們在透過在發掘、呈現、與詮釋過去的同時，能夠

                                                 

6 〈蔡英文就職演說全文〉，天下雜誌，2016 年 5 月 20 日， 

 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76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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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思考它對當前有什麼價值與意義? 

    而本文的學術關注即為相當近代的一段台灣政治史，且研究的對象正是當

今的執政黨，無論未來台灣是否再一次出現政黨輪替，如何面對與處理台灣複

雜的主權定位與前途走向，必定是民進黨不可迴避的重要課題，且台灣的國家

定位問題，從來就不是斷裂性、偶發性的，它是一個歷史性、連動性的政治議

題，也是歷史課題，因此透過對於民進黨從建黨到取得第一次中央執政前進行

的研究，除了幫助我們了解過去民進黨在台灣國家主權的論述如何形成與發

展，同時也得以讓我們具備歷史縱深，以更宏觀、全面地視野看待當今台灣最

大的本土政黨在現在甚至未來，是如何處理我國的國家主權問題。 

    2016 年年底，蔡英文總統與美國總統川普一通歷史性的通話，以及川普於

競選期間對於「一中政策」多次提出的質疑，除了讓台灣的主權問題躍上國際

舞台，同時也挑戰了中共當局一貫主張的「一中原則」。 

    民進黨執政的這兩年期間，美國國會相繼通過「國防授權法」與「台灣旅

行法」，外界認為此舉意味台美雙方在軍事交流、官員互訪等國防、外交層級上

的大躍進，台美關係的提升當然也挑動兩岸關係的敏感神經，挑戰北京當局不

可動搖的「一個中國」原則，中共對台灣在國際社會的打壓力道不斷增強，最

顯著的實例莫過於在蔡英文執政短短兩年間，我國陸續失去四個邦交國7，險峻

的國際現狀也凸顯民進黨國家主權論述在未來面臨的新挑戰，當台灣的民主政

治已逐漸步入常軌，「以主權獨立來鞏固民主、以民主體制彰顯主權獨立」是民

進黨在台灣邁入民主鞏固的政治發展階段最重要的主權論述策略。然而台灣作

為主權獨立國家的事實不受國際承認的現況，以學者 Linz 以及 Stepan 的研究觀

點而言，台灣是一個「國家條件尚未完整的民主國家」8，在新的美中台三角關

                                                 

7  分別為聖多美普林西比、巴拿馬、多明尼加與布吉納法索。 
8  Juan J. Linz and Alfred Stepan, 1996,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Pp.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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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建構的國際局勢下，民進黨是否調整從 1999 年至今主張「台灣已經是主權獨

立的國家，沒有再宣布獨立的必要」的「務實獨立論」，跳脫原有的一套路徑依

賴，以新的國家主權論述「突破現狀」，是筆者未來希望關注的課題，也待時間

慢慢去檢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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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民進黨大事記 

---------------------------------------------------------------------------------------------------------- 

時間 事記 

1978.10.6 黃信介成立「台灣黨外人士助選團」 

1978.10.31 黨外人士助選團提出「台灣黨外人士共同政見」 

1978.12.25 黨外人士發表「黨外人士國是聲明」 

1979.5.12 黨外人士發表「黨外國是聲明」 

1982..9.28 美麗島受難者發表共同聲明 

1982.10.9 立委許榮淑在立法院提出台灣的前途由人民自決 

1983.9 黨外人士成立黨外中央後援會 

1983.9.9 黨外人士成立黨外編輯作家聯誼會 

1984.5.11 黨外人士成立黨外公職人員公共政策研究會 

1985.9.28 黨外人士成立黨外選舉後援會，並發表共同政見 

1986.7.3 建黨十人秘密小組成立 

1986.9.28 民主進步黨於圓山飯店宣布成立 

1986.9.29- 

1986.11.10 

民進黨召開八次建黨工作委員會 

1986.10.15 中國國民黨中常會通過「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令」以及

「動員戡亂時期民間社團組織」兩項政治革新議題 

1986.11.10 民進黨第一屆全國黨員代表大會(一全會)通過黨章、黨綱 

1987.6 通過《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 

1987.7.14 蔣經國宣布自 7月 15日起解嚴 

1987.8.30 許曹德(提案)、蔡有全(主席)在臺灣政治受難者聯誼會總會上將

台灣應該獨立納入聯誼會的章程，10月 12日兩人遭收押 

1987.10.13 民進黨發表「現階段中國大陸政策」 

1987.11.9 姚嘉文當選黨主席 

1987.11.9 第二屆全國黨員代表大會通過決議文，指出人民有主張台灣獨

立的自由 

1987.11.26 國民黨新聞局長邵玉銘表示，對於出版品的管理遵循兩原則:堅

決反對共產主義及絕對反對台獨分離意識 

1987.12.25 民進黨發表「國會全面改選運動宣言」 

1988.1.13 蔣經國逝世，李登輝以副總統身份繼任總統 

1988.1.16 蔡有全案宣判 

1988.4.16、 第二屆第一次臨時全國黨員代表大會(二全會第一次臨時會)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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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正黨綱，通過四一七決議文 

1988.10.29 黃信介當選民進黨黨主席 

1988.12.16 費希平退出民進黨 

1989.1.20 立法院通過《動員戡亂時期人民團體法》 

1989.4.24 民進黨第三屆第十九次中常會修正通過「現階段中國大陸政

策」 

1989.7.29、

30 

第三屆第二次臨時全國黨員代表大會修正黨綱 

1989.11.6 民進黨內部組成「新國家聯線」，訴求「台灣獨立建國」，並且

參選年底的立法委員選舉 

1990.3.19 針對學生佔領中正紀念堂靜坐抗議，民進黨危機處理小組做出

決議，聲援學生與民間社團 

1990.4.2 李登輝於召開國是會議前夕接見民進黨主席黃信介與秘書長張

俊宏，針對憲改問題先行會談 

1990.6.28- 

1990.7.4 

李登輝召開「國是會議」 

1990.6.20 民進黨通過「民主大憲章」 

1990.10.7 總統府成立「國家統一委員會」 

1990.10.7 民進黨第四屆第二次全國黨員代表大會，通過一 00七決議文 

1990.10.17 民進黨顧問康寧祥發表「我的決定」聲明，表明願擔任國統會

委員 

1990.10.24 民進黨中常會做出決議，因康寧祥加入國統會，因此停止聘任

康寧祥為顧問 

1990.11.14 民進黨中常會決議成立「台灣主權獨立運動委員會」 

1990.11.21 我國成立「海峽交流基金會」 

1991.1.28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成立 

1991.2.23 國統會第三次委員會議通過「國家統一綱領」 

1991.4.17 民進黨發起四一七遊行，反對老國代進行修憲 

1991.4.22 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二次臨時會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

款」，並通過「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 

1991.5.12 民進黨第四屆第三次全國黨員代表大會發表「人民制憲、創建

國家宣言」 

1991.5.17 立法院三讀通過廢除《懲治叛亂條例》 

1991.8.25 由獨派人士召開第一次人民制憲會議，通過「台灣憲法草案」，

將國號訂為「台灣共和國」 

1991.8.28 民進黨中執會決議承認人民制憲會議通過的「台灣憲法草案」，

並將之作為二屆國大選舉的重要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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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9.21 李鎮源等人組成「一 00行動聯盟」，要求廢除《刑法》100條 

1991.10.13 民進黨第五屆第一次全國黨代表大會修正通過「台獨黨綱」 

1991.10.13 許信良當選民進黨黨主席 

1991.12.16 中共成立「海峽交流基金會」 

1992.5.15 立法院通過《刑法》100條修正案 

1992.8.1 國統會第八次全體委員會議通過對於「一個中國」的涵義 

1992.10.7 民進黨第五屆第三十八次中常會通過「現階段兩岸關係與對中

國政策」 

1992.11.16 海協會來函海基會，表示尊重並接受兩岸「以口頭方式各自表

述」一個中國 

1993.3.23 民進黨立法院黨團成立「辜汪會談觀察團」 

1993.4.27、

28 

首次「辜汪會談」於新加坡舉行 

1993.8.10 新黨宣布成立 

1993.8.31 中共發表「台灣問題與中國的統一」白皮書 

1993.9.16 陸委會針對中共的「台灣問題與中國的統一」白皮書，發表

「只有中國問題，沒有台灣問題」之聲明 

1994.5.2 施明德當選民進黨黨主席 

1994.6.25 第二次人民制憲會議通過「台灣憲法草案」，規範台灣共和國

的領土範圍包含台澎金馬、附屬群島與國家權力所及之其他地

區 

1994.7.5 陸委會發布「台海兩岸關係說明書」 

1994.7 民進黨發表「台灣主權宣達書」 

1995.1.30 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提出「江八點」 

1995.2.8 民進黨發表對「江八點」的聲明 

1995.4.8 李登輝在國統會上提出「李六條」 

1995.6.7-12 李登輝以私人名義訪問母校美國康乃爾大學 

1995.7.19 民進黨在第六屆中常會上發表「中共試射飛彈聲明」 

1995.7.21-28 中共於台灣外海進行第一次的飛彈試射 

1995.10.24 美國總統柯林頓與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首度於紐約會晤 

1995.12.14 民進黨主席施明德與新黨於立法院召開「大和解」咖啡會談 

1996.3.8-15 中共對台灣進行第二次的飛彈試射 

1996.3.23 台灣舉辦首次總統民選 

1996.5.7 民進黨新生代發表「台灣獨立運動的新世代綱領」 

1996.9.14 李登輝提出「戒急用忍」的大陸政策 

1996.6.20 許信良二度當選民進黨黨主席 

1996.10.6 建國黨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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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12.10 國民黨、民進黨、新黨在國發會議預備會上，針對國家定位問

題上獲致共識：中華民國為主權獨立國家，兩岸是兩個對等的

政治實體 

1996.12.23-

28 

李登輝召開「國家發展會議」，國、民兩黨達成第四次修憲的

共識 

1997.1.7 民進黨發表「開起全面品質競爭的新時代」聲明 

1997.6.25 國、民兩黨國大黨團針對第四次修憲協商內容達成「十日項共

識」 

1997.10.26-

11.3 

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至美國進行國是訪問 

1997.11.8 李登輝接受華盛頓郵報專訪時指出「台灣已經獨立」 

1998.2.13-15 民進黨舉辦「中國政策研討會」 

1998.6.30 美國總統柯林頓於上海發表對台的「三不政策」 

1998.7.1 民進黨發表「柯江會談」聲明 

1998.10.14-

18 

第二次「辜汪會談」於上海舉行 

1999.5.8 民進黨第八屆第二次全國黨表大會通過「台灣前途決議文」 

1999.7.9 李登輝接受德國之聲專訪，提出「兩國論」 

1999.7.14 民進黨發表聲明肯定李登輝的「兩國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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