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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東歐國家公投對台灣的啟示 
 

●洪茂雄／南華大學歐洲研究所兼任教授、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國際關係委員會委員 

 
 
 

壹、前言 

  東歐前社會主義國家走向民主化，其進展過程與台灣有諸多雷同之處，謹舉其犖犖

大者，概述如下： 

  第一、推動民主化的動力，基本上是由下而上，東歐共黨國家和台灣之所以能夠突

破「政治禁區」，乃靠一批所謂「異議分子」同心協力，凝聚反對力量，鍥而不捨，終

於迫使當權者順應民主潮流，政權和平轉移； 

  第二、告別「一黨專政」體制。東歐鐵幕國家與台灣在長達近半個世紀一黨專政統

治之下，終因弊病橫生，沉疴難治，而喪失民心，百姓迫切希望改變現狀，遂轉而支持

反對勢力，匯成一股強大的洪流，奇蹟式告別一黨專政，實現夢寐以求的「和平革

命」； 

  第三、列寧式政黨蛻變成為中間偏左的政黨，宣佈與馬列主義決裂，承認過去所犯

的錯誤，並更新黨綱，認同多黨民主和市場經濟。國民黨相較於東歐前共黨，改變的幅

度大有遜色； 

  第四、政黨輪替是政黨政治運作正常化的指標。即使獨裁政黨長期壟斷政治資源，

但終難逃遭人民唾棄的命運，實現改朝換代，政黨輪替的新局面。觀察中東歐國家和台

灣的民主化進程，雖然民主化初期難免有政治人物荒腔走板的演出，但在開放社會輿

論、發揮守望「環境」的監督功能，政黨良性競爭，政黨政治有漸趨成熟的現象。不過

台灣的中國國民黨，因擁有龐大的黨產和優勢的媒體資源，仍然足以左右政局，政權雖

輪替，立法權、司法權、甚至行政權，還是有舊政權的幽靈，隱約可見，是中東歐國家

政黨所不能及的。 

  準此以觀，台灣和中東歐前共黨統治國家的民主化，有其共同特點，何以他們的公

投能夠舉行，而台灣卻有朝野南轅北轍，相互對峙的障礙呢?「他山之石，可以攻錯」，

研究中東歐國家的公民投票歷程，可使我們獲得更進一步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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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中東歐國家公投背景及其法源依據 

一、共黨政權崩潰的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東歐國家淪入鐵幕，各國政治制度均向蘇共如法炮製。但自

波蘭於1989年8月率先組成東歐第一個「非共化」的政府之後，短短數個月功夫，其它共

黨政權先後垮台，究其原因，可歸納為以下四方面： 

  其一，馬列主義意識形態的僵化，已無法適應客觀環境的變化，尤其政經發展受制

於意識形態，既不能與自由民主國家競爭，又不能改善人民生活水準，民怨已深，自難

獲得人民信賴。 

  其二，東歐各國民主化的激盪，致使「一黨專政」難以維繫，實行「多黨民主」，

乃民心歸向。 

  其三，戈巴契夫的「改造」（Perestroika）和「公開性」（Gloasnost）政策助長了東

歐民主化的發展。 

  其四，東西歐的互動關係，加速了東歐民主化的腳步。西方國家提供資訊和經援，

大大地削弱共黨的威權。 

二、東歐民主化浪潮的興起 

  大體說來，東歐前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之後，以下就幾個面向，對這些在歐洲地

理上屬中東歐的新興民主國家政治改革的穩定性做一綜合剖析： 

  （一）國會選舉：非共化後各國在新憲法內皆明文規定，國家體制為議會民主，而

議會民主則需透過自由選舉機制始得以運行，因此就各國國會選舉看來，一國是否如期

舉行國會大選，也反映出該國議會民主機制運作的成熟度。在經歷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大

選的歷練後，政黨政治運作情形皆慢慢成熟穩健，國會改選皆得以如期進行，顯示各國

政治改革陣痛期已過，且正逐步進入正軌。 

  （二）政黨輪替：從各國最近幾次國會大選也可以發現，各國普遍都有政黨輪替的

現象。這除了反應選民對政府各項改革高成效的要求外，同時也反映出，在自由選舉的

機制下，任何政黨若想在國會大選中獲勝，掌握民眾脈動，是其必要條件。 

  （三）聯合內閣：聯合內閣的執政模式已是當下中東歐各國民主化的特色之一，由

各國「聯合內閣」的執政模式亦可看出，各黨派之間至少已有一定程度之相互認同，對

於國家當前之主要課題已有共識，同性質的政黨也有整合的趨勢。而透過自由選舉機制

所表現出的民意趨勢係政黨延續的主要取決，此亦是加速政黨共識的主要因素。由此看

來，各國政治民主化的進程又向前跨了一大步。 

三、中東歐國家公投的法源依據 

  中東歐國家公投的依據主要是憲法中的相關規範，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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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斯洛文尼亞、克羅埃西亞、馬其頓、塞爾維亞、蒙

特尼哥羅（或譯黑山）、羅馬尼亞、保加利亞、以及阿爾巴尼亞等國憲法對公投的議

題、範圍、屬性、舉行時間等，均有不一而足的規範。當中比較值得注意的是克羅埃西

亞，該國憲法禁止舉行重建南斯拉夫的公投。 

  唯一沒有在憲法中規範公投的中東歐國家只有波黑，因為以波黑同時存在著塞爾維

亞、穆斯林和波士尼亞三大族群，且均不過半的情況，公投反而易導致國家分裂的情勢

再現。到目前為止唯一的全國性公投是1992年的獨立公投。 

參、中東歐國家公投實例分析 

  中東歐國家自獨立以來所舉行的各項公民投票，具備的特徵包括下列幾點：公民投

票的議題類型多集中於「爭取主權獨立」、「憲政體制改革」、「加入歐盟或北約」三

大類型；「爭取主權獨立」類共有七次；「憲政體制改革」共有二十四次；「加入歐盟

或北約」則有十次。 

  第一、在「爭取主權獨立」類的公投中，最大的特色是多集中在1990到1993年間，

而且多在前蘇聯及南斯拉夫地區發生，顯示前蘇聯與南斯拉夫共產政權崩潰與瓦解的效

應。1 

  第二、在「憲政體制改革」類公投方面，中東歐國家共舉行二十四次，主要目的不

外乎取消共黨一黨專政的保障條款，推動政治改革，以民主的方式選舉國家領導人、針

對憲法草案進行表決或制訂新憲法、規範政黨的活動、國會改革等。 

  第三、以「加入歐盟或北約」所推動的公民投票，表現中東歐國家人民積極拓展與

西歐國家的政治、經濟與軍事安全等合作關係的渴望，因此對歐盟國家與北約提出的東

擴方案，均給予高度的支持。 

 

表一、公投加入北約 

國名 公投時間 投票率 備註 

匈牙利 1997年 49.25％ 贊成85％ 

斯洛文尼亞 2003年3月 60.4％ 贊成66.1％ 

斯洛伐克 2003年5月 10％ 公投結果無效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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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公投加入歐盟 

國名 公投時間 投票率 備註 

斯洛文尼亞 2003年3月 60.4％ 贊成89.61％ 

匈牙利 2003年4月 45.6％ 贊成83.76％ 

斯洛伐克 2003年5月 52.15％ 贊成92.46％ 

立陶宛 2003年5月 63.37％ 贊成89.95％ 

波蘭 2003年6月 58.85％ 贊成77.45％ 

捷克 2003年6月 55％ 贊成77.33％ 

愛沙尼亞 2003年9月 64％ 贊成66.83％ 

拉脫維亞 2003年9月 72.5％ 贊成67％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第四、從時間上來看，1990年代以後是中東歐國家推動民主化運動的高峰期。由此

可見，蘇聯共黨垮台之後，中東歐國家為有效落實主權在民的理念，尋求徹底解決前共

黨體制所遺留的憲政運作與民族問題等，都是以舉行公民投票來解決。當中東歐國家獨

立或民主化後，為了因應國際化與區域化的發展，以及維護區域穩定與國家安全，總是

不遺餘力展開與歐盟國家進一步的政經互動，甚至與北約國家建立安全事務的聯繫管

道。最後，將這些涉及全體國民福祉重大事務的決定權，從1997年起開始採取這種直接

民主的方式，交由所有公民參與政治，直接表達意見。 

  若從公投種類來分，中東歐國家近年來的公投，計有下列三種形式，頗值國人借

鏡： 

  1、諮詢性公投：波共政權早在1987年因受「團結工會」的挑戰，為了挽回瀕臨瓦解

的危機，提出政經改革方案由選民公投決定，創共黨世界舉行公投的先例。 

  2、宣示性公投：蘇聯和南斯拉夫解體之前，境內各加盟共和國透過公投來決定國家

前途，以及於2004年5月加入歐盟的中東歐八國，也以舉行公投來顯示其想融入歐洲社會

的歷史性抉擇。 

  3、制憲公投：中東歐共黨政權和平演變之後，幾乎所有的國家都制定新憲法，在正

式頒布施行之前，也讓公民充分理解新憲內容，表達意見，再經公投定案，由國會批准

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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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中東歐國家舉行公投的意義 

  在共產黨長期統治近半個世紀的中東歐國家，人民既無言論自由，又無西方民主教

育的薰陶。在如此艱鉅的環境之下，中東歐國家民主化前後，卻能排除萬難，不屈不撓

舉行公投，其所顯示的意義，就更令人印象深刻，茲列述如下： 

  第一、共產黨向公投屈服，人民告別社會主義體制。二戰後，中東歐國家共黨政權

建立極權社會主義體制，政治實行「一黨專政」，經濟強制採行中央指令性計畫經濟。

1989年至1990年波海三國和前南斯拉夫境內四個加盟共和國和科索沃相繼舉行宣示獨立

自主的公投。當時，這些地區共產黨改革派深知民主化潮流時勢所趨，以公投來反映民

心歸向，足可贏得國際社會的尊重和肯定。中東歐國家公投，無異說明，即使共產黨蠻

橫霸道，最終也得接受人民求新求變的事實，人民有選擇國家定位和健全體制的權利。

告別極權的社會主義體制、告別不符合時宜的舊憲政制度，乃是歷史必然，絕非偶然。 

  第二、把握國內外有利情勢，發動公投，實現國家目標。最引人矚目的是波羅的海

三小國立陶宛、愛沙尼亞、拉脫維亞，以及前南斯拉夫加盟共和國的斯洛文尼亞、克羅

埃西亞、馬其頓和波黑，還有塞爾維亞境內的自治共和國科索沃，相當準確的把握國際

環境與國內政治的各項主客觀有利因素，毫不猶豫地舉行獨立公投，實現了國家走向主

權獨立的目標。再者波蘭、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愛沙尼亞、拉脫維

亞、立陶宛等中東歐八國，為了能夠順利加入歐盟，於2003年分別舉行公投，做為其加

入歐盟體現民心向背的重要手段，並藉此來達成這些中東歐國家融入歐洲社會的另一項

重要的國家目標。 

  第三，落實國民主權，向歐洲主流價值接軌。中東歐國家得以走向民主化，先後舉

行過宣示獨立、制憲和諮詢等不同形式的公投，究其原因：其一、行使國民主權式直接

民權這種概念，早已普遍深植人心，淪入鐵幕內的百姓僅因受限於共黨的高壓體制而敢

怒不敢言。惟「壓力愈強，反彈愈大」，一旦時機成熟，人民就順理成章，要求體現國

民主權；其二、共產黨實踐社會主義體制近半個世紀，證明是一無所成。因此，最終連

共黨內部的改革派也不得不改弦易轍，甚至更改黨名，向西歐「中間偏左」的政黨看

齊，把公投當做是實現改革的必要手段；其三、中東歐國家欲回歸歐洲社會，一來心態

上要認同歐洲主流價值；二來行動上得與西歐國家同步，實在體現民主的真諦。因此，

這些中東歐國家放棄史達林模式的憲法，仿效西歐三權分立的憲政體制，更以公投慎重

其事，來確認其具民意基礎。同時，為了加入歐盟，其司法也必須與歐盟的相關法律

「一體化」，來表現其融入歐洲社會的決心。 

  第四、可視為由民主轉型到民主鞏固的重要指標。中東歐國家的民主化進程，最引

人注目者：其一、朝野政黨對舉行公投，基本上都有共識，鮮少有南轅北轍的嚴重分

歧；其二、投票率，除極少數例外，大多可通過門檻，贊成比例也多在七成以上；其

三、各主要政黨當政期間，都舉行過公投；其四、公投時，歐洲安全暨合作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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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OSCE）都派一定數目的觀察員在場

監督，公平和可信度高。 

  總而言之，中東歐國家在共產黨掌控國家資源近半個世紀的情況下，在民主化之

前，也敢面對公投的訴求；一旦民主轉型，和平演變，向來堅持意識形態的共產黨，也

敢於面對現實，轉型為現代化的民主政黨。 

伍、中東歐國家公投對台灣的啟示 

  究竟中東歐國家的公投經驗，對台灣有哪些值得借鏡的啟示？謹扼要歸納下列數

點： 

  第一、中東歐各國如何選擇公投時機。從各國舉行公投時的內外在環境觀之，以波

海三國和前南斯拉夫聯邦內成員為例，他們在蘇聯和南斯拉夫出現解體危機之際，適時

掌握良機，由當時還「一黨專政」的共黨改革派政府發動，隨即舉行國家定位公投，來

決定其國家前途，是否繼續留在聯盟體制內，或宣佈獨立。他們舉辦公投時，全民均有

明確共識，國家利益優先，「主權在民」就是公投的法源，根本沒有事先進行公投立法

的必要性；再者，當時的共產黨也自以為在國家面臨危機時刻，通過公投的倡議，足以

舒緩內部的矛盾和緊張。台灣與新獨立的中東歐諸國不同者，即自始是一個主權獨立國

家，而後者則隸屬於蘇聯和南斯拉夫的聯盟體制內。因此，台灣根本不必舉行宣示獨立

的公投。不過台灣可藉舉辦加入世衛組織的公投，以及加入聯合國的公投的行動，一來

凸顯台灣主權獨立的地位；二來展示台灣人民加入國際組織的強烈意願；三來提升台灣

在國際社會的能見度，喚醒國際社會對台灣生存權和發展權應有的尊重。 

  第二、經由公投實現國家目標。中東歐國家邁向民主化和回歸歐洲社會，都以公投

做為政治手段，來實現其國家目標。前蘇聯和南斯拉夫聯邦各加盟共和國的獨立公投，

以及某些國家為了加入歐盟與北約而舉行的公投。類似採取公投手段來決定其國家是否

加入區域性國際組織、或歐元，在歐洲國家履見不鮮。因此，台灣運用公投做為政治手

段，來實現國家的中短程目標，是具有正當性且符合普世價值。 

  第三、朝野政黨尊重民心歸向。波海三國和南斯拉夫多數加盟共和國在舉行獨立公

投時，均由當時一黨專政的共產黨發動，根本無公投法可言，但卻尊重民意歸向。當中

東歐國家走向民主化之後，大多數國家也沒有為了加入北約組織和歐盟，而量身訂作公

投法，政府照樣可以訴諸公投，做為決策依據。雖然中東歐國家民主化後，反對加入北

約和歐盟的政黨可以反映部分民意，然一旦公投結果顯示大多數民意的歸向，朝野政黨

都能尊重人民的決定。 

  第四、告別舊思維，國家認同清楚。東歐共產黨政權在戈巴契夫新思維的洗禮下，

決定走自己的道路，告別舊思維，擺脫「蘇維埃化」，告別「社會主義陣營」，回歸歐

洲社會，告別共產主義「一言堂」的意識形態，推進「非共化」，落實民主的生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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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長期被共黨壟斷的政治資源隨之瓦解，真正反映民間的聲音得以伸張。波海三國和

南斯拉夫聯邦成員，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得以選擇自己的國家定位。這些國家人民對國

家認同甚為清楚，反而在台灣還有少數人高喊「一中」，既不現實，也停留在舊思維的

窠臼之中，對台灣開拓自己生存發展道路毫無助益。 

  第五、教化和提升人民對公共事務的參與，並藉此凝聚憂患意識。波海三國和斯洛

文尼亞、克羅埃西亞、馬其頓以及波黑等國，儘管內外交逼，仍毫不猶豫，採取公投手

段決定國家前途。綜觀這七國舉行宣示性獨立公投的效應，有兩項頗具意義的正面發

現：其一、借助公投足以教化和提升人民對公共事務的參與；其二、透過公投的行使，

更可喚醒及凝聚人民的危機意識，強化命運共同的內聚力。 

  這七國的公投經驗，與公投學理所指出的觀點相互吻合，乃係歸因於舉辦公投發揮

了一定程度的社會教育功能。國內某些政治人物把公投視為洪水猛獸、並和北京共黨政

權起舞，誠是不智之舉，心態可議。殊不知公投一則具有政治教育功能，讓攸關公共事

務的重大議題，經由朝野公開辯論，和輿論交叉評論，進而使人民充分瞭解相關議題得

失，再由人民做最後裁定；二則重大公共事務議題孰是孰非，經由公開的討論，真理愈

辯愈明，可使政黨的發展愈趨成熟，政治人物更懂得知所進退；三則在公投議題的導引

下，人民對公共事務愈感興趣，也愈願參與，無形中得以集思廣益，政府的決策過程亦

就益臻完善，避免錯誤。 

  第六、公投議題的合憲性和正當性。公投屬直接民權的範疇，可補代議制的不足，

代議制更不可越俎代庖，凌駕直接民主，設立層層障礙限制公投的行使。中東歐國家對

公投的規定，大部分見諸於憲法條文中，若干國家另於憲法中列舉不得舉行公投的事

務。反觀我國的公投法，雖算是行憲以來第一部讓人民直接行使公投權利的法律，可是

該法設置重重關卡，形同國會獨裁，蔑視人民直接民權的真諦，誠是我國立法院對此項

具指標意義的人民行使創制複決權，蒙上難以磨滅的污點。準此，中東歐的公投立法更

值得國人借鏡。 

陸、結論 

  綜上所論，對中東歐國家公投經驗的觀察，及其對台灣的啟示，謹就建議事項分述

如后。 

  首先，在對外關係方面：其一、在我國新政府揭櫫「人權外交」、「民主外交」之

際，不妨將公投議題做為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台海兩岸政治體制截然不同的情況

下，我方所強調的公投，不僅推展人權外交和民主外交，會更活潑靈活，在國際社會有

廣結善緣的交集點，而且台灣有公投做後盾，又能突出北京共黨政權蠻橫無理，自暴其

短。其二、當我國朝野達成共識，舉行重要公投時，有必要邀請具有國際公信力的組織

或團體派員來實地觀察，如歐洲理事會（Council of Europe）、歐洲議會、歐洲安全暨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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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組織和其他重要人權團體等。同時，經由這種公投行動一來凸顯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

國家，二來運用公投當做有利籌碼，預防中國武力犯台。 

  其次，在內政方面： 

  其一、呼籲台灣各政黨捐棄一黨之私和意識形態的糾葛，同舟共濟，以公投來形塑

與強化台灣命運共同體意識。 

  其二、針對特定公投議題，各政黨和專家舉行全國性電視辯論，一方面建立共識、

求同存異；另一方面藉此類公開辯論良機，教化全國人民，廣化公民教育。 

  其三、出版特定議題的公投說帖，使百姓「知的權利」充分掌握到「公投議題通俗

化」、「公投決策透明化」、「公投目的和平化」，俾消除內部的矛盾或緊張，以全國

利益為依歸。 

  最後，在教育方面： 

  其一、在全國各縣市行政區舉辦研習營，以中小學教師為對象，使這些在教育第一

線的老師，正確認識公投的意涵，然後普及至中小學生，代代薰陶，養成健康的公投

觀，落實公民教育。 

  其二、中小學的公民教育課程增修公投議題的教材內容，或編寫有關公投的輔助教

材，藉以深化新一代對公投的深刻瞭解。 

  其三、鼓勵國內非政府團體深入鄉下，舉行公投說明會，「學術下鄉」，提升偏遠

鄉下地方百姓的政治參與感。 

  其四、由全國各級教育單位每年就不同議題舉辦公投徵文比賽，藉此來提高中小學

以上的學生有參與對公投的歸屬感。 

【註釋】 

1. 謝復生、張台麟、韋洪五等著，《公民投票（創制複決）制度比較研究》（台北：行

政院研考會出版，民國86年），頁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