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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解嚴三十年：自由化對中國

民主化的啟示 
 
●李酉潭／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 

 
 
 

壹、前言 

  2017年，乃是台灣解除戒嚴三十週年。在過去，台灣人民曾有長達三十八年又五十

六天的時間，過著所謂「有歌不能唱、有書不能讀、有話不能講、有厝不能返」的日常

生活。這段壓抑的日子是怎麼開始的呢？基於國共內戰的不利情勢，中國國民黨政府先

於1948年開始發布戒嚴令，當時範圍並未包括台灣；隨後在1949年5月19日，台灣省政府

主席兼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陳誠頒布台灣省戒嚴令，宣告自同年5月20日零時起在台灣省全

境實施戒嚴，自此開始這段讓台灣人民充滿沉重回憶的時光。直到1987年，蔣經國宣布

自7月15日零時起包括台灣本島和澎湖地區解除戒嚴，核心為解除黨禁、報禁，即正式承

認反對黨存在的合法性，正式承諾民間可以獨立創辦各類媒體，實現真正的新聞自由，

從而結束了中國國民黨赴台三十八年來對台灣一直實行戒嚴的歷史。這是台灣政治史上

劃時代的一步。從此，台灣的政治流程結束了威權時代，回歸1946年中華民國憲法，正

式跨入憲政軌道，1人民也迎來了自由生活的曙光。 

  從戒嚴到解嚴，如若進一步細談，可說它還具備一個相當重要的意義，也是台灣發

展轉向關鍵的轉捩點。在政治方面的學術研究中，包括台灣在內的新興民主國家動態被

統括在「第三波」的民主化浪潮研究內，明確指出民主化與自由化的概念有所不同，自

由化指的是威權體制下壓制的舒緩，而民主化則指涉的是從威權政體轉向民主政體，解

嚴正意味著自由化的開始、民主化的啟動。學者史迪潘（Aflred Stepan）與林茲（Juan J. 

Linz）曾針對自由化的概念做解釋，認為自由化是指非民主政體的機制之下可能伴隨一

些政策與社會變遷，例如比較少的媒體檢查、有時候給予自主性勞工運動較大的空間、

引介一些諸如人身保護令的個人防衛、釋放大多數的政治犯、讓被放逐者回來、改進所

得分配的措施，最重要的則是能夠容忍政治反對（聲音與勢力）的存在。2民主化理論大

師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也曾在其著作中提到，自由化只是威權政體的局部開

放，這種開放沒有經由自由競爭的選舉來選擇政府領導人，雖然正在展開自由化的威權

政體通常會釋放政治犯、開放某些論題給民眾辯論、放鬆新聞檢查、開放一些低層的公

職進行選舉、允許公民社會的某種復興，以及循著民主化的方向採取其他步驟，但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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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高層的決策交付給選舉來進行考驗。3 

  從學界的觀點來看，自由化與民主化乃相關卻顯著不同的概念，一國社會很可能出

現自由化、卻仍未迎來民主化，從台灣的解嚴的經驗來看就相當明顯了。1987年解嚴之

時，有典型的容許政治反對勢力與社會異議存在的做法（如解除黨禁、報禁），但國家

高層的決策權仍牢牢被把持在中國國民黨手上，依舊僅開放地方層級的有限度選舉。4然

而不能否定的是，隨著自由化的幅度逐漸擴大，成為台灣接下來民主化的鋪墊，以及台

灣民主轉型的動力之一。5 

  時至今日已解嚴三十年，除了回顧其歷史意義之外，它亦引發兩項值得吾人思索的

問題，分別是：（一）台灣的自由化階段隨著民主化的到來而完成了嗎？（二）對中國

而言，台灣經驗能否對其未來民主化形成借鑑？這將是本文接下來所要探究的。 

貳、解嚴對台灣的當代意義 

  雖然學界普遍認為自由化不見得會直接導致民主化的發生，但就台灣經驗來看，它

的確成為台灣民主化的前奏。解嚴在台灣不但是自由化開始的訊號，更成為民主轉型啟

動的象徵，尤其是報禁與黨禁的解除，這意味著專制政權宣告修改原有的政治法則，開

放更大的空間供給個人與團體來行使公民與政治的權利。台灣解嚴後到1996年實施總統

直接民選完成民主轉型之間，則透過幾項重要的事件來銜接，包括： 

1. 1989 年 4 月堅持主張台灣獨立者鄭南榕，為了爭取「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而

寧可引火自焚不願被逮捕。 

2. 1990 年 2 月，中國國民黨高層為總統選舉爆發｢ 主流」與「非主流」的鬥爭帶

給社會很大的衝擊。為此於同年 3 月數萬名學生群聚中正紀念堂抗議擴權謀私

利的「老賊」（萬年國代）並提出四項要求——（1）廢止臨時條款；（2）解散

國民大會；（3）召開國是會議；（4）提出政治改革時問表，除了第二項以

外，其餘皆為李登輝所採納。6 

3. 1990 年 6 月，大法官會議提出 261 號解釋，明確指出「中央民意代表之任期制

度為憲法所明定，第一屆中央民意代表當選就任後，國家遭遇重大變故，因未

能改選而繼續行使職權，乃為維繫憲政體制所必要。惟民意代表之定期改選，

為反映民意，貫徹民主憲政之途徑……為適應當前情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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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因此所有於 1947 年至 1948 年選出的資

深代表必須於 1991 年底以前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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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991 年 5 月，四名涉案者被控接受住在東京的台獨運動家史明創設的「獨立台

灣會」的資金及文獻，而以「懲治叛亂條例」及《刑法》第一百條（普通內亂

罪）被檢舉與起訴。此事件引來學生、教授、知識界的強烈反彈，進行示威、

抗議、遊行、罷課等活動，逼使立法院決議廢止「懲治叛亂條例」，後來

（1992 年 5 月）更修正《刑法》第一百條，終使得台灣人民享有百分之百言論

自由的最後障礙獲得解除。 

5. 1993 年 2 月，政府開始釋出一些電台頻道供民間申請使用，緊接著開放有線電

視網紛紛設立，並積極由反對黨人士籌辦第四家無線電視台。 

6. 1995 年 2 月，李登輝總統出席二二八紀念碑落成典禮，首度以國家元首身分致

歉，象徵著人民自由程度獲得政府的重視。 

  其實伴隨著解嚴而引發的事件相當多，本文列舉幾項筆者認為較具有觀察意義的，

從這幾點可以看出，台灣的確從解嚴開始陸陸續續對社會的控制進行鬆綁，並愈來愈重

視人民所應受到憲法保障的自由權利。緊接著在1996年3月舉行總統直接民選後，正式踏

入民主國家的行列。8 

  待台灣完成民主轉型之後，就一直被著名非政府組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評比為自由民主國家至今，且整體的自由度表現始終亮眼，即便在全球自由民主

面臨挑戰的情況下，連老牌民主國家的表現都有所倒退，唯有台灣卻是「逆勢成長」。9

自由之家民主研究項目研究員普丁頓（Arch Puddington）特別指出，2016年台灣儘管在

面臨北京壓力的情況下仍然成功舉行總統大選，實現權力的和平交接，此點令人興奮不

已。總統府也對此表示：「台灣今年再度名列『自由國家』，相關自由程度評比有所提

升，證明台灣長年努力追求民主、自由、人權的進步價值，國際上有目共睹。未來仍將

堅持這些價值，持續深化民主，為亞太地區的穩定與繁榮做出貢獻。」10 

  根據本文前述的定義來看，在台灣解嚴意味著自由化，也就是「威權體制下壓制的

舒緩」，回到開始的問題：「台灣的自由化階段隨著民主化的到來而完成了嗎？」以當

前台灣的情況而言，自由化的階段早已經結束，也為後來的民主化奠定了足夠好的基

礎，在它已經「完成任務」的當下，乍看之下除了作為歷史紀念的一部分，似乎已無繼

續關注的必要性。不過，筆者想從另外一個角度來進一步討論，那就是自由化的概念某

種程度上是呈現連續性的，並不會單純因為完成民主轉型而結束，此點可從自由之家的

資料來加以驗證。 

  自由之家的調查係以一國的「政治權利」（political rights）與「公民自由」（civil 

liberties）表現作為依據，台灣自由化的過程顯然包括了這兩者，11這點可以從自由之家

的資料來觀察，解嚴前後的評比有明顯的落差（請見下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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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台灣歷年的自由度變化 

年代  政治權利  公民自由  狀態  

1972-76 6 5 不自由  

1976-77 5 5 部分自由  

1977-79 5 4 部分自由  

1979-80 5 5 部分自由  

1980-81 5 6 部分自由  

1981-87 5 5 部分自由  

1987-88 5 4 部分自由  

1988-89 5 3 部分自由  

1989-90 4 3 部分自由  

1990-91 3 3 部分自由  

1991-92 5 5 部分自由  

1992-93 3 3 部分自由  

1993-94 4 4 部分自由  

1994-96 3 3 部分自由  

1996-00 2 2 自由  

2000-02 1 2 自由  

2002-04 2 2 自由  

2004-05 2 1 自由  

2005-06 1 1 自由  

2006-09 2 1 自由  

2009-16 1 2 自由  

2017 1 1 自由  

資料來源：自由之家網站，<https://freedomhouse.org/>。 

 

  根據表1，可以很明顯看出台灣在自由化啟動，也就是解嚴（1987年）前後的變化。

在這之前，政治權利與公民自由的表現不佳，意味著中國國民黨政府對人民的高壓控

制，也符合我們對台灣戒嚴期間氛圍的印象；在這之後，公民自由有明顯的好轉，政治

權利部分在剛初期並未有變化，到了1990年前後，隨著政府對民意代表的代表性重新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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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並制定相對應的舉措，亦開始出現良性的轉變。從1996年台灣完成民主轉型之後，自

由度的表現可圈可點，始終維持在較高的分數，但這並不代表可以從此高枕無憂。例如

2005年的表現一度上升到最自由等級的（1－1），但隔年就有所下降，經過不斷的努力

直到2017年才又恢復。 

  整體來看，自由化作為民主化的前奏，但對自由（包含政治權利與公民自由）的重

視卻不能止於民主轉型的完成，一旦稍有鬆懈，就會面臨民主倒退的困境。12因此，筆

者所想要表達的是「解嚴意味著台灣自由化的啟動，但對自由的保障與追求是可以、也

必須要持續進行的，並不會因完成民主轉型而中止，甚至更需要關注以避免民主腐蝕或

崩潰，來達到民主鞏固的目標。」這就是解嚴對台灣的當代意義，提醒我們過去為了追

求更多人民自由權利奮鬥者們的奉獻，並時刻反省自己是否忽略了對自由的持續關注，

以免造成自由倒退的苦果。 

參、台灣解嚴對中國民主化的啟示 

  那麼台灣解嚴對於中國來說又具備何種意義？這段經驗能否對其啟動自由化的改革

與後續完成民主轉型帶來啟示？本文首先要談的是，中國是否已經有過自由化的舉措。

雖然可能會有人認為中國在推動自由改革方面已經行之有年，13但實際上從自由化的角

度來看，的確在1978年鄧小平就開始從事經濟改革，至今經濟總量方面已躍增至全球第

二位，可這僅停留在經濟市場的自由化層次，政治改革部分始終未聞樓梯響，當今的總

體自由程度甚至於被評比為比1989年前胡耀邦、趙紫陽統治時期還糟糕。最近，在中國

境內的街頭上甚至於還看到「聽黨話、感黨恩、跟黨走」、「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

風優良」、「當兵不怕苦、訓練不怕累、打仗不怕死」等黨國體制窮兵黷武等標語。事

實上，在中共一切維穩統治之下，整個國家控制得密不透風，例如所謂的「七不講」就

是一個例子，14其自由程度甚至於比蔣中正統治時期的戒嚴體制還不如；即便是在社會

主義核心價值觀「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

誠信、友善」中提及民主與自由等字眼，但卻缺乏了自由民主國家的核心價值「憲政、

人權」；15此外，針對網際網路空間的管控也不遺餘力，特別是2016年11月7日發布的

《網路安全法》，給予中國政府合法監管網路言論的權力，在必要時甚至能夠實施區域

的通信限制。總言之，中國不僅尚未啟動自由化，甚至於連公民社會運動的發展間隙都

付之闕如。16中國是否已經有過自由化的舉措？這個問題的答案很明顯是否定的。 

  那麼若以台灣經驗來看，中國是否已經具備啟動自由化的背景條件？有人以台灣三

十年前推動解嚴當時的情況與中國現今做對比，發現幾項異同之處（請見下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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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台灣三十年前與如今中國情況的異同 

相異 相同 

地方選舉 

 台灣很早就有地方選舉，甚至後來

連縣市長跟增額立委都可以正常選

舉，通過選舉，政治上的反對派可

以逐步集結、組織。 

 中國迄今沒有真正的選舉，雖然部

分鄉村有進行幹部選舉，但都不符

合學界對自由選舉的定義。 

經濟發展 
兩岸的經濟都有了高速發

展。 

媒體 

 台灣在解嚴前已經有所謂的「黨

外」地下雜誌跟地下電台。 

 中國民間仍然沒有自己的媒體，所

有媒體都「姓黨」。 

國際接觸 

兩岸與主流國際社會都有

大規模的經濟與文化交

往。 

政權目標 
 台灣最終目標是實行憲政。17 

 中國最終目標是共產主義。 
民間態度 

兩岸民間的大部分，特別

是知識界對制度變革都有

強烈渴求。 

憲法 

 《中華民國憲法》具備正當性，符

合主權在民的原則。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不具有正

當性，明確寫出中共地位高於一

切、高於法律。 

國際態度 
國際主流社會對兩岸的變

革均樂觀其成。 

領導人 

 台灣選擇以專制手段結束專制。 

 中國誓言制度自信，抗拒民主，揚

言永遠執政，極權到底。 

 

政治體制 

 台灣國民黨屬於威權政體，僅強調

對人民政治生活的控管，且從「建

國三程序」的角度來看帶有某種程

度的任務性質。 

 中國共產黨更偏向於極權政體，除

了政治生活更要控制人民的日常生

活，且一開始就不打算走向民主

化。 

資料來源：部分作者自行整理，部分作者參考整理自封從德，〈台灣解嚴30周年：歷史對中

國的啟迪〉，《中國透視》，2017年7月28日，<http://www.rfa.org/mandarin/zhua 

nlan/zhongguotoushi/panel-07282017140448.html>（瀏覽日：2017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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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化的啟動乃至走向民主化，內生的動力遠比外來重要，因此本文將主要討論內

部條件。18從表2來看，兩岸除了都已經具備高度的經濟發展與民間共識之外，不論是在

社會的已開放程度或是政權的傾向上都有明顯的區別，後者——特別是在政治領導人的因

素上可說有決定性的差異。以台灣經驗來說，從自由化的啟動到民主化的完成，所依循

的路徑模式乃是杭廷頓理論框架中的「變革模式」（Transformation），19其特點在於由

執政菁英帶頭實現民主，下令解嚴的蔣經國與後續推動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接民選的

李登輝正是扮演著這樣的角色。 

  只可惜現在的中國對於杭廷頓所謂「變革模式」的民主化，即由執政者所主動發動

的民主轉型模式，根本尚未有任何進展。在中國，一來自始就不存在走向自由民主憲政

的政治傳統，台灣中國國民黨政權所依循的是孫中山提出的「建國三程序」，但中國共

產黨一直高揭無產階級專政，並鄙視西方的自由主義民主政治為資產階級式民主，其極

權政體的意識形態中沒有一定非民主不可的要素，反而在其憲法中明白規定以黨領政的

正當性；二來歷任領導人的決策心態也與台灣大相逕庭，例如當面臨統治權威衰落、受

人民質疑或政績出現困局時，中國國民黨選擇納入台籍菁英的一系列改革，共產黨則拒

絕承認他們合法性受到削弱，並對內外採取一貫的殘酷高壓與強制服從手段，來解決日

益低落的威信（例如1989年發生的六四天安門民主運動），就算願意做出改革，也有不

可逾越的「紅線區」，20至今更每年投入大筆預算在所謂的「維穩」上，以高壓方式來

維持他們的統治正當性。雖然這兩者的差異造成「變革模式」在中國實現的機率小之又

小，使得任何人也無法預料中國會不會發生類似於革命的「替換模式」民主化，然而這

樣一來，未經自由化的中國民主化不大可能一步到位，且過程必然不平和，這並非是關

心中國民主化者所樂見的。 

  因此台灣經驗，特別是其平穩的過渡方式特別值得中國借鑑。仔細觀察，從台灣的

民主轉型過程來看，「經濟發展」及「領導人決策」乃是兩項至關重要的變項，經濟條

件避免了快速民主發展可能導致的大幅度經濟成長衰退與社會動亂，領導人的作法則化

解嚴重的政治傾軋，相輔相成之下讓台灣發生的是一場由威權體制走向自由民主國家轉

型的「寧靜革命」。如今中國同樣也具備高度的經濟發展條件，所欠缺的就是領導人決

策的轉變，這正是台灣解嚴對中國最大的象徵意義——解嚴意味著領導人願意以專制手段

來結束專制統治，而這也是最關鍵性的一步——台灣民主化經驗對中國的啟示就是期待蔣

經國式的人物出現，意即在一黨專制之下從事自由化的鬆綁；若能再加上同時實施地方

性的自由選舉，或許才是中國民主化的坦途。就像是杭廷頓所指出：「經濟發展使得民

主成為可能；政治領導使得民主成為真實。」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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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台灣解嚴至今的三十年，同時也是兩岸交流的三十年。綜觀下來，兩岸仍有相當多

的差別之處，而最根本的區別來自於政治體制的不同，這是當前兩岸情勢不甚樂觀、彼

此漸行漸遠的主因，也造成兩岸發展歷程的迥異。22在台灣，隨著1987年的解嚴啟動自

由化，再到1991、1992年國會全面改選、1996年總統直接民選，以及2000年、2008年、

2016年的三次政黨輪替，台灣穩健地邁向自由民主國家的行列。在中國，儘管1978年開

始進行改革開放，並在胡趙統治時期短暫地鬆綁，但1989年天安門事件爆發後政治改革

之路被澈底封閉，直到如今雖然經濟成長一枝獨秀，政治改革卻依舊完全停滯，中國仍

然被列為不自由、不民主的國家。 

  值此台灣解嚴三十年之際，除了持續推動民主鞏固與民主深化之外，更希望能提供

台灣經驗予中國，助其能夠順利啟動自由化，並最終完成民主轉型。一方面，無論是從

歷史、文化或地緣關係來說，中國未來的政局動盪和民主轉型與否，台灣終究無法避免

其影響；另方面，即便是從國際社會的角度來說，亦須對於中國的政局變遷持續給予關

注與幫助，特別是從民主和平論的角度來看，唯有中國成為自由民主國家，才能有助於

東亞區域與世界的安全；也唯有民主化的順利推展，才能確保台海兩岸未來情勢的永久

穩定與和平。23 

【註釋】 

1. 封從德，〈台灣解嚴30周年：歷史對中國的啟迪〉，《中國透視》，2017年7月28

日 ， <http://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zhongguotoushi/panel-07282017140448.html>

（瀏覽日：2017年9月0日）。 

2. Aflred Stepan, Rethinking Military Politics: Brazil and the Southern Con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6; Juan J. Linz and Aflred Stepan, Problem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

Communist Europe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3. 

3.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1, p. 9. 

4. 其實在戒嚴時期仍有中央層級的立法委員增額選舉（從1972年開始），但在這個制度

中大部分仍是由中國國民黨在中國大陸選出的不改選委員來行使職權，換言之，不論

選舉結果如何都不會實質影響到國民黨在國會中的地位及政策。 

5. 學者王天成也曾對自由化、民主化之間的關連性做過爬梳，大抵同意民主轉型始於自

由化，將逐漸營造出幾個對民主轉型而言相當關鍵的條件（例如公民社會的甦醒與獨

立政黨的出現），對於完成民主化階段，也就是轉型成為民主國家有重要的作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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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討論請參見王天成，《大轉型：中國民主化戰略研究框架》（香港：晨鐘書局，

2012年），頁21-29。 

6. 尤其是舉行國是會議這部分，透過溝通與協商的過程，國民黨與民進黨雖對於一些憲

政體制仍有許多不同的意見，但大體上同意民主化的全部程序，有益於台灣漸進民主

化的過程。 

7. 〈釋字第261號〉，《司法院大法官網站》，<http://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 

court/p03_01.asp?expno=261>（瀏覽日：2017年9月10日）。 

8. 正如杭廷頓在《第三波》乙書中指出：「民主化過程的關鍵就是用自由、公開、和公

平的選舉中產生的政府來取代那些不是以這種方法產生的政府。自由化只是威權政體

的局部開放。這種開放沒有經由自由競爭的選舉來選擇政府領導人。」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1), p. 9. 因此，民主政治的精髓在於人民有

權利透過定期、公開、公平與自由的全國性大選選擇統治者，所以中華民國在台灣所完

成的總統直選，可說不但是民主化的關鍵，也是民主政治最重要的里程碑。總的來說，

台灣一系列的自由化舉措源自於蔣經國的解嚴，而其繼任者李登輝於任內推動1991、

1992年的國會全面改選，以及1996年的總統直選，則完成台灣最終的民主轉型。 

9. 根據2017年自由之家所公布的調查報告顯示，與2016年相比，在整體自由度的表現上

美國由90分降為89分、法國由91分降為90分。但台灣的評分加總為91分卻是有所增

加，究其原因，主要包括第三次政黨輪替且國會全面翻轉，以及媒體、學術自由的持

續保障，在新聞自由方面甚至在亞洲獨占鰲頭。請參見〈世界自由度調查台灣檔案

2017〉，《自由之家》，<https://freedomhouse.org/report/freedom-world/2017/taiwan>

（瀏覽日：2017年9月10日）。 

10. 陳正健編譯，呂伊萱、蘇永耀綜合報導，〈超越美國台灣列「最自由」國家〉，《自

由時報電子報》，2017年2月2日，<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paper/10749 

68>（瀏覽日：2017年9月10日）。 

11. 例如容許政治反對勢力的存在（像是解除黨禁）即屬於政治權利的一環，而開始注重

並保障人民的言論表達自由，則屬於公民自由的範疇。詳細的調查指標測量標準與評

等等級可參見附錄一、附錄二。 

12. 更嚴重的情況下甚至可能發生民主崩潰，例如俄羅斯的情況殷鑑不遠。從1996年至

2008年間，俄羅斯恰巧與台灣一樣也舉辦過數次總統大選，不同的是台灣藉由政黨輪

替向民主鞏固更進一步，而俄羅斯的政治發展卻面臨到嚴肅的民主崩潰問題。依據自

由之家所發表的年度報告，俄羅斯的自由民主從蘇聯解體、葉爾欽（Boris Yeltsin）

執政開始有好轉的跡象，自由程度逐漸提升；但隨著葉爾欽下台，他所選定的繼任者

普欽上台後，俄羅斯的自由程度反而開始下降，其原因主要是普丁（Vladimir Pu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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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任內採取了一連串打壓新聞自由與反對派人士等作為所造成的，而這樣的發展趨

勢進一步造成了俄羅斯民主持續倒退的情形。更多討論請參見李酉潭，〈民主鞏固或

崩潰：台灣與俄羅斯之觀察（1995-2005年）〉，收錄於《自由人權與民主和平：台

灣民主化的核心價值》（台北：五南出版社，2011年），頁139-182。 

13. 退役上將、前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主任許歷農發表公開信，認為中國「改革開放」卅

多年以來，已不再是貧窮、落後的共產國家，而是世界經濟大國之一，現今中國的思

想和作為，完全符合正常國家發展的原則。林良昇報導，〈許歷農︰反共理由不復存 

現在要促統〉，《自由時報電子報》，2017年9月4日，<http://news.ltn.com.tw/news/ 

politics/paper/1132401>（瀏覽日：2017年9月10日）。 

14. 即「普世價值不要講」、「新聞自由不要講」、「公民社會不要講」、「公民權利不

要講」、「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錯誤不要講」、「權貴資產階級不要講」以及「司法獨

立不要講」。 

15. 缺乏憲政與人權之下揭舉的自由、民主與法治皆是有形無實的。這也是為何會有劉曉

波等人發表《零八憲章》呼籲進行憲政改革的原因，正是因為他們早就瞭解中共的統

治本質其實從來不注重人民的各項權益，僅著眼於如何維持共產黨的政權存續。 

16. 如果從自由之家的調查數據來看就更明確了，自有紀錄以來中國的政治權利與公民自

由表現就一直不佳，始終維持在不自由的等級，相關評比請參見附錄三。 

17. 此處所指主要是「軍政－訓政－憲政」建國三程序的作用，其對台灣民主轉型的意義

可參見李酉潭，〈從民主化相關概念探討台灣民主轉型的歷程——兼論孫中山建國三

程序的意義與作用〉，收錄於《自由人權與民主和平：台灣民主化的核心價值》（台

北：五南出版社，2011年），頁31-60。 

18. 不容否認的是，有時外力的影響也並不小。像是台灣的民主化進程深深受到美國或中

國的影響，至今亦然。比如以當年的情況來說，如果沒有中國之威脅，美國在1980年

代對台灣的壓力，以及社會力量崛起對國家之挑戰等因素，決策者是否會妥協將是一

個大問號。本文基於聚焦對台灣解嚴所帶來的影響，因此主要的論述將集中在國家的

內部層面。 

19. 其他尚有「替換」（Replacement）以及「移轉」（Transplacement 或 Ruptforma）模

式。「替換」模式代表當反對派團體帶頭實現民主，而且威權政權垮台或被推翻；

「移轉」模式則出現在因為政府與反對派團體採取聯合行動，而造成民主化的實現

時。Samuel P. Huntington, op. cit., pp. 142-163. 

20. 在對所謂「中國式民主制度」改革的研究中發現，任何行為都必須遵守「維持黨中央權

力」、「全黨服從中央」等原則，在民主國家中強調透過體制來建立的「分權制衡」要

素從未出現。相關討論請參見李酉潭、張芳華，〈「中國式民主制度」的生成動力：內

生性制度變遷的解釋〉，《遠景基金會季刊》，第16卷第2期，2015年4月，頁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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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Samuel P. Huntington, op. cit., p. 316. 

22. 2017年9月7日政治大學校務會議通過修改校歌歌詞「實行三民主義」、「建設中華民

國」為「實踐民主法治」與「維護自由人權」。其實，「實踐民主法治」與「維護自

由人權」豈不就是捍衛中華民國最好的方式？若台灣像古巴一樣的專制，中華人民共

和國像美國一樣的民主，相信很多人都會選擇「投共」，或者說贊成「被統一」。 

23. 更多關於民主和平論與台海兩岸關係的討論，請參見李酉潭，〈民主化與台海和平之

分析〉，收錄於《自由人權與民主和平：台灣民主化的核心價值》（台北：五南出版

社，2011年），頁209-237。 

 

附錄一、自由之家關於政治權利與公民自由的測量標準 

政治權利 公民自由 

選舉過程 

政府首長或其他中央權威

是經由自由與公平的選舉

產生的嗎？ 

表達與信仰

自由 

是否有自由與獨立的媒體以及其

他形式的文化表達？（注意：如

果媒體是國家控制的但是提供多

元文化的觀點，本調查將會在此

問題上給分） 

國家的立法代表是經由自由

與公平的選舉所產生的嗎？ 

宗教自由與社群是否能實踐其信

仰與在公開及私人場合表達？ 

選舉法規與架構是公平的

嗎？ 

是否有學術自由，以及教育制度

是否能免於廣泛地政治教導？ 

政治多元主

義與參與 

人民有權利依其選擇組織

不同政黨或其他政治團

體，以及該社會對於這些

競爭性政黨或團體的起落

是開放的嗎？ 

政府（包括學校行政與其他官員）

是否壓迫學生或老師支持特定政

治人物與議程？ 

是否有重要的反對投票與

實際的可能性提供給反對

黨增加其支持度或透過選

舉獲得權力？ 

是否有開放與自由的私人討論？ 

人民的選擇是否不受軍事、

外國勢力、極權政黨、宗

教階層、經濟寡頭或其他

勢力團體影響？ 
集會與結社

的自由 

是否擁有集會、示威遊行以及公

開討論的自由？ 

文化、族群、宗教或其他

少數團體有足夠的政治權

利與選舉機會嗎？ 

是否有非政府組織的自由？（注

意：這包括公民組織、利益團體、

基金會等等） 

政府的功能 

是否由自由選出的政府首

長與國會議員決定政府的

政策？ 

法治 

是否擁有自由的工會及農民組織，

且能否進行有效的集體協商？專

業人員及其他私有組織是否擁有

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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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權利 公民自由 

政府的功能 

政府能免於普遍的腐敗

嗎？ 

法治 

是否有獨立的司法制度？ 

政府在選間期（between 

elections）是否對選民

負責，並且公開與透明

的運作？ 

法治能否戰勝犯罪事件？警察是否

直接由文官控制？ 

任何團體不論支持或反對，是否能夠免

於政治恐嚇、非法拘禁、放逐、刑求

的威脅？以及能否免於戰亂的自由？ 

法律之前是否人人一律平等？ 

個人自主性

與個人權利 

國家是否控制旅遊與居住的自由、

就業或高等教育機構？ 

公民是否有權擁有財產及建立私人企

業？政府官員、安全制度、組織性犯

罪是否過度影響了私人商業行為？ 

是否擁有個人的社會自由，包括了

性別平等、選擇婚姻伴侶以及組織

家庭規模的自由？ 

是否擁有經濟平等且免於經濟剝削

的自由？ 

資料來源：自由之家網站，<https://freedomhouse.org/>。 

 

附錄二、自由之家關於政治權利與公民自由的評等等級 

政治權利評等等級 

評等一 

國家與領地得到評等一者代表清單問題上的人權與自由大致能確保，清單問

題是從基本權利自由與公平選舉開始評量。選舉中有競爭性的政黨或其他政

治團體，以及少數黨扮演著重要角色與有實際權力。少數團體有合理的自治

權或是透過非正式的共識參與政府。 

評等二 

國家與領地得到評等二者代表人權自由程度遜於評等一。有些因素像是政治

腐敗、對於少數族群的政治歧視、外國或軍方對於政治的影響等等出現導致

人權保障不足或自由程度的減弱。 

評等三、

四、五 

評等二的判斷因素像是政治腐敗、對於少數族群的政治歧視、外國或軍方對

於政治的影響等等也出現在評等三、四、五。其他破壞的元素包括內戰、軍

方嚴重涉入政治、逗留不去的皇室權力、不公平的選舉與一黨支配。然而，

國家與領地在這些範疇仍享有某些政治權利的元素，像是組織準政治團體的

自由、合理地自由公民複決或其他人民能對政府產生重要影響的手段。 

評等六 

然而，國家與領地被評為評等六代表處於軍事統治團、一黨獨裁、宗教層級

或獨裁統治之下。這些政權也許允許政治權利最小程度的展現，像是少數族

群的自治權等。有一些國家像是傳統君主國透過與其人民的諮商、對政治討

論的寬容與對政治請願的接受來緩和其相對缺乏政治權利的情形。 

評等七 

國家與領地被評為評等七的情形，政治權利在極端壓迫為本質的政權或是伴

隨著內戰的嚴重壓迫情形下是不存在的。這個分類下的國家與領地也被認為

是處在極端的暴力或軍事統治之下，缺乏有權威的、正常運作的中央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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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自由評等等級 

評等一 

國家與領地得到評等一者代表幾乎確保公民自由清單上的表達自由、集會、

結社、教育與宗教自由等。這些國家或領地被認為具有成熟的、公正的法

治。評等一的國家與領地享受自由的經濟活動與為了機會平等而努力。 

評等二 
國家與領地得到評等二者代表缺乏公民自由的一些層面，但是還是相對自由

的。 

評等三、 

四、五 

那些得到評等三、四、五者的國家與領地代表在清單上這些國家或領地某些

問題得到高分或中度的分數，某些問題得到非常低的分數。壓迫的程度在每

個地方都增加，包括檢查制度、政治恐怖與自由結社的預防。這些國家與領

地也發生一些政府對反對團體施以政治恐怖以破壞其他自由的案例。 

評等六 

國家與領地得到評等六者代表表達與結社自由的嚴重限制。此外，大量的政

治犯與政治恐怖的出現。這些國家的人民仍享有一些部分的人權，像是宗教

與社會自由，一些高度受限的私人經商活動自由與相對自由的私人討論。 

評等七 
國家與領地得到評等七者代表完全沒有人權與自由。壓倒性的或正當性的恐

懼籠罩在這些社會之上。 

資料來源：同附錄一。 

 

附錄三、中國歷年的自由度變化 

年代  政治權利  公民自由  狀態  

1972-76 7 7 不自由  

1976-89 6 6 不自由  

1989-98 7 7 不自由  

1998-17 7 6 不自由  

資料來源：同附錄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