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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公視100行動聯盟紀錄片觀賞：紀錄觀點 100
 為何1991年是台灣人權保障關鍵的一年？

 我的覺醒：從忠黨愛國青年到台獨份子

 歷史背景：
– 台獨聯盟「遷盟回台」的策略

– 鄭南榕與島內台獨運動公開化

– 突破黑名單與遷盟回台：世台會在台召開、陳婉真回台與郭
倍宏的黑面具

 學術界的台獨組織：台灣教授協會

 獨立台灣會案：促成「懲治叛亂條例」廢除

 社運界的台獨組織：台灣建國運動組織

 100行動聯盟：促成「和平內亂罪」廢除

 1990年代台灣民主化的轉型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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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1991年是台灣人權保障關鍵的一年？

戒嚴時期中國國民黨的「三合一敵人」
：台獨份子、黨外人士、中國共產黨

對付「三合一敵人」的法律工具：

–母法：刑法第100條(1935年7月1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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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著手實行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
者，處無期徒刑。

•預備或陰謀犯前項之罪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
徒刑。

–特別法：懲治叛亂條例(1949/6/21施行)
• (第2條第一項，俗稱二條一)犯刑法第一百條第一項、第
一百零一條第一項、第一百零三條第一項、第一百零四
條第一項之罪者，處死刑。 5



為何1991年是台灣人權保障關鍵的一年？

 戒嚴與白色恐怖時期，「二條一」即是「死
刑」的代名詞，也是殺人無數的恐怖政治刑
法！

 1970年代與1980年代隨著黨外人士與台灣人
民爭取民主與獨立的聲音越來越大時，兩大
惡法轉而以對付台獨份子與黨外人士為主。

 懲治叛亂條例由於1991年5月9日「獨立台灣
會案」引發教授、學生、社運界抗爭，於1991
年5月17日立法院逕付三讀廢除。

 刑法第100條則因1991年9月21日成立的「100
行動聯盟」進行「反閱兵、廢惡法」運動，
而於1992年5月15日立法院三讀修改，廢除「
和平內亂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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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覺醒

 1971年7月，我考上建國中學。

 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2758號決議文
正式判定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繼承中
華民國政府，合法代表中國。

當時台灣社會濔漫亡國與移民的「牙刷
主義」。

我因看了胡秋原的「中華雜誌」與參加
建中的「三民主義研究社」，激發了「
蠢蠢的」愛國情懷，而於高二時加入中
國國民黨。 7



我的覺醒

大學時，由於對文史的喜好，看過雷震
的《自由中國》和徐復觀的《民主評論
》，因而發現歷史不像中國國民黨所教
的那樣！

服兵役期間，看黨外雜誌，受到美麗島
事件和林義雄家慘案很大的衝擊！

 1981年6月去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OSU)
留學，7月3日陳文成事件發生。

 1981年8月在OSU學生活動中心聆聽史
明的台灣民族主義演講，深受啟發！

 1982年我由張燦鍙監誓加入台獨聯盟。
8



台獨聯盟「遷盟回台」的策略

 1987年，對海外台獨運動而言，是一個重
要的轉捩點，許世楷接替已擔任「台灣獨
立聯盟」總本部主席14年（1973-1987）
的張燦鍙，擔任台獨聯盟總本部主席，而
美國本部主席則由郭倍宏擔任。

許世楷提出了「海外返鄉運動普遍化，島
內獨立運動公開化」的策略，啟動了海外
從事台獨運動而被列入黑名單的人士，一
波又一波的「鮭魚返鄉」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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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南榕與島內台獨運動公開化
 1984年3月12日鄭南榕創辦《自由時代週刊》，標榜「爭

取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

 1986年5月19日推動「519綠色行動」抗議台灣戒嚴37週年

 1987年2月4日成立「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推動平反二二
八事件

 1987年4月18日在金華國中大聲講出「我叫做鄭南榕，我
主張臺灣獨立！」

 1987年8月30日，「台灣政治受難者聯誼總會」成立，蔡
有全、許曹德因主張將「台灣應該獨立」列入章程，分別
被國民黨依「預備意圖竊據國土罪」、「共同陰謀竊據國
土罪」判處有期徒刑11年與10年。

 1987年10月推動「蔡有全、許曹德台獨案」全島聲援活動

 1988年11月16日與「台灣政治受難者聯誼總會」共同推動
「新國家運動」 10



鄭南榕與島內台獨運動公開化
 1988年7月，鄭南榕赴美國和日本，首度結識海外獨

立運動份子，取得許世楷的〈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

 鄭南榕這次國外之旅，會見了許世楷、張燦鍙、郭倍
宏、劉重義、史明等，並參加了當時台獨聯盟在紐約
召開的島內外建國會議

 此後，鄭南榕積極在「自由時代系列叢書」出版台獨
書籍，打通了海內外台獨運動匯流的障礙，突破了台
灣獨立思想在台灣內部傳播的禁忌。

 1988年12月10日自由時代週刊第254期刊登許
世楷教授的〈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被控涉
嫌叛亂遭法院強制拘提。

 1989年4月7日警方破門拘提時，鄭南榕自焚，
為他所追求的「100%言論自由」以身殉道！ 11



突破黑名單與遷盟回台

 1988年8月世界台灣同鄉會第15次年會在新店
舉行，陳翠玉、張丁蘭、毛清芬、葉明霞、
吳信志、莊秋雄等闖關成功回台。很不幸，
陳翠玉卻因此行而病逝於台大。

 1989年5月19日陳婉真闖關回台，參加鄭南榕
出殯。

 1989年8月世界台灣同鄉會第16次年會在高雄
舉行，李憲榮、蔡正隆、羅益世等闖關成功
回台。

 1989年11月郭倍宏潛回台灣，於11月22日現身
在中和體育場，發表演說，隨後在群眾與黑
面具的掩護下，成功離開，並返回美國。 12



突破黑名單與遷盟回台

 1989年12月台獨聯盟中央委員會決議
：二年內遷盟回台

 1990年3月底，我搭機回國途中，在洛
杉磯停留幾天，和郭倍宏、郭清江見
面，郭倍宏要我為遷盟回台創造有利
條件

我回中興大學任教後，隨即參加1990
年4月的學術界反軍人組閣運動，見到
了大學的好友陳儀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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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界的台獨組織：台灣教授協會

 我和陳儀深教授於1990年8月開始討論組織獨派的學
術界團體。

 經過幾次籌備會議，接受林玉体教授的建議，以「台
灣教授協會」(簡稱台教會)為名，以「認同台灣主權
獨立」為宗旨，於1990年12月9日成立，創會會員85
人(含潛藏台灣6個月的李應元)。

 第一屆的幹部(1990/12-1991/12)：
–會長：林玉体；副會長：張昭鼎；

–人文組：李永熾；法政組：許慶雄；

–社經組：林美容；科技組：林逢慶；環保組：朱義旭

–不分組：謝志偉、陳儀深、劉俊秀、林意楨

–秘書長：廖宜恩

–副秘書長：陳儀深、吳密察 14



台灣教授協會成立後第一年的抗爭活動

 台教會於成立當天晚上，在「耕莘文教院」
舉辦「台灣前途的探討」演講會，聲援第四
次被國民黨以叛亂罪判刑10年的黃華。

 1990年10月15日台教會去土城看守所探望黃
華，事後他寫了一封信給林玉体會長：

在牢中看到報載各位那麼勇敢冒險成立了「台灣教
授協會」，又那樣大膽地發表那種聲明，使我立即
又感激又感動得激出熱淚來，內心無比興奮地直喊
著：台灣的學識良知復活了！台灣人的尊嚴有救了
！台灣人的勇氣冒出來了！台灣人要建國，要獨立
，已經可以無懼任何威脅恐嚇了！台灣人民有福了
！我在牢中已經不知苦是什麼？請大家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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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教授協會成立後第一年的抗爭活動

 1991年2月，參與林雙不老師發起的「行出新
台灣，建立新國家」環島行軍，聲援黃華。

 1991 年4 月7日，結合野百合學運社團，組成
「台灣學生教授制憲聯盟」，提出「主權、
制憲、社會權」的主張，於4月8日至4月24日
期間在台大校門口絕食靜坐、到陽明山中山
樓抗議老賊修憲。

 1991年5月9日發生「獨立台灣會」案，台灣教
授協會全力動員和學生、社運團體組成「全
民反政治迫害運動聯盟」一起參與救援抗爭
，促成「懲治叛亂條例」於5月17日立法院逕
付三讀廢除。

16



台灣教授協會成立後第一年的抗爭活動
 1991年8 月24、25 日，社運界、學界與民進黨合作召

開「人民制憲會議」，討論「台灣憲法草案」。台教
會會員積極參與各小組討論，並在總綱小組內促成「
台灣共和國」國名被通過。

 1991年8 月23 日，台灣教授協會結合學生、宗教與社
運團體成立「結社自由行動聯盟」，由我擔任召集人
，並於8 月30、31 日在「台灣建國運動組織」旁舉行
「三十小時禁食靜坐，捍衛台獨結社自由」，和平化
解可能的流血衝突。

 1991年9月8日公民投票促進會、民進黨、台灣教授協
會、基督教長老教會、全國學生聯合會等聯合舉辦「
公民投票加入聯合國」大遊行。

 1991年9月21日台灣教授協會參與籌組「100行動聯盟
」，進行「反閱兵、廢惡法」抗爭，促成刑法第100
條於1992年5月15日立法院三讀修改，廢除「和平內
亂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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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惡法運動：獨立台灣會案

 1991年5月1日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1991年5月9日「獨立台灣會」案：以叛亂罪嫌
逮捕陳正然、廖偉程、王秀惠、林銀福，其中
廖偉程是於深夜在清大研究生宿舍被逮捕

 5月11日我和林佳龍及幾位學生、教授，到土
城看守所探望被捕的四位人士。探監出來後，
林佳龍建議將靜坐場地從台大改去中正紀念堂

 5 月12 日(母親節)，我們先在台大集合，然後
搭乘計程車前往中正紀念堂，在國家劇院的階
梯靜坐，台大社會系葉啟政教授、經濟系陳師
孟教授也來參加靜坐。到了下午兩點，警察開
始採取逮捕與驅離行動 18



廢惡法運動：獨立台灣會案

 5月12日下午2點，警察開始採取逮捕與
驅離行動，其中有五位學生鍾佳濱、梁
至正、王思南、黃德輝、陳恭俊被捕。

被驅散後，我們就聯絡更多的教授與學
生來聲援，退守到中正紀念堂大門口牌
樓下繼續靜坐

 5月12日下午5點，第二波驅離行動展開
，全副武裝的鎮暴警察將手勾手的教授
學生，一個一個抬去鎮暴車，其中有多
位學生教授被打，而陳師孟被打得最嚴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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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台灣會案抵抗運動戰報(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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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台灣會案抵抗運動戰報(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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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台灣會案抵抗運動戰報(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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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2日晚上退守至國家圖書館前階梯
，抗爭延續至凌晨

 5月13日台大法學院發動罷課

 5月15日約有1000名學生教授與社運人
士佔領台北火車站

 1991年5月17日立法院逕付三讀通過廢
除「懲治叛亂條例」，釋放被捕四人

一個星期的抗爭可以把殺人無
數的「懲治叛亂條例」廢除，
堪稱奇蹟！ 23

廢惡法運動：獨立台灣會案



社運界的台獨組織：台灣建國運動組織
 1991年5 月16 日，陳婉真、林永生、王朝鑫、
賴貫一、鄒武鑑、林芳仲、林雀薇、卓榮德等
人，於台中市西屯路科博館附近成立台灣建國
運動組織。

 1991 年6 月8 日，陳婉真收到第一張內亂罪傳
票，6 月22 日台建組織在台中市忠明國小舉辦
叛亂餐會，鄭自才回台現身餐會。

 法院發出強制拘提令，要在8月31 日以前將陳
婉真拘提到案。

 台建組織準備汽油彈，決心抵抗警方的拘提

 8 月25 日，台建組織到國民黨省黨部抗議，發
生衝突。晚上警察就到台建組織抓人，雙方對
峙到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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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社自由行動聯盟
 結社自由行動聯

盟由我擔任召集
人，於警方拘提
陳婉真的最後30
小時(1991/8/30
下午6:00-8/31晚
上12:00)，在台
建組織旁舉行「
禁食靜坐30小時
、捍衛台獨結社
自由」，終能阻
止警方於8月31
日強制拘提陳婉
真。

取自陳婉真著「建國路上死與生」

廖宜恩演講



台獨聯盟盟員英勇抵抗
 1991/8/30晚上郭倍宏回台聲援陳婉真於機場
被捕

 1991/9/2李應元被捕(於1990年7月回台已14個
月)

 1991/10/18台建林永生、林雀薇、賴貫一被捕

 1991/10/19台建許龍俊、江蓋世、鄒武鑑被捕

 1991/10/20王康陸被捕

 1991/12/7張燦鍙於機場被捕

 1992/1/23陳榮芳被捕

 1992/2/8陳婉真被捕

26



刑法第100條
 原條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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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著手實行
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處無期
徒刑。

預備或陰謀犯前項之罪者，處六月以上、五
年以下有期徒刑。

 1992年5月15日修改後條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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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以強暴或脅迫著手實行者，處七年
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處無期徒刑。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
期徒刑。 27



向100行動聯盟的靈魂人物致敬

李鎮源院士(1915/12/4 -- 2001/11/2)：
「當我過75歲生日時，我發現自己已達到當
時的國民平均壽命，而頓悟再下去的生命是
多出來的，所以我告訴自己，從今以後，我
要做我過去因為怕死，不敢做但應該做的事
。」

林山田教授(1938/10/31-- 2007/11/5)：
戰鬥的法律人 行動的法學家

陳師孟教授(1948/8/4 -- )：
溫文儒雅 堅定勇敢的知識份子

28



「懲治叛亂條例」廢除後，其母法刑法
第100條仍在，依舊用它關押台獨份子

「100 行動聯盟」可以說是1991年9月8
日公民投票加入聯合國大遊行如何結束
問題的副產品

陳師孟提出以「10月10日前國民黨應釋
放黃華、郭倍宏、李應元，否則將進行
反閱兵抗爭」為訴求，請遊行決策小組
向群眾說明以結束遊行。陳師孟非決策
人員，但最後卻由他上指揮車說明，害
他被部分民眾噓！

29

廢惡法運動：100行動聯盟



 9 月15 日，我和陳師孟約了林逢慶、張維嘉
、簡錫堦、鍾佳濱、羅文嘉等人在紫藤廬討
論反閱兵的事情。

 我提出籌組「100行動聯盟」，以和平靜坐方
式，訴求「反閱兵、廢惡法」，理由有三：

– 首要目標是廢除刑法第100條
– 延續鄭南榕的精神，追求「百分之一百的言論自
由」

– 以100人為一連，每連有三排，每排分三班，仿軍
隊編制進行組織性動員，號召100位教授、100位
學生、100位婦女、100位宗教人士等參與和平靜
坐抗爭

30

廢惡法運動：100行動聯盟



 1991年9 月21 日「100行動聯盟」在台
大校友會館舉行成立大會，台大經濟系
教授陳師孟擔任召集人，其餘的發起人
有中研院院士李鎮源、台大歷史系教授
張忠棟、台大法律系教授林山田、台大
社會系教授及澄社社長瞿海源、台灣筆
會會長鍾肇政、關渡療養院院長陳永興
、比較法學會理事長陳傳岳、長老教會
總幹事楊啟壽、公投會會長蔡同榮、台
教會秘書長廖宜恩等十人

31

廢惡法運動：100行動聯盟



100行動聯盟成立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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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行動聯盟的抗爭行動

規劃先以宣傳與遊說活動為主，然後再
逐漸增加抗爭的強度。

 9 月23 日拜會民進黨立法院黨團，獲得
他們的支持。

 9 月24 日8 點，我們在台大法學院集合
，然後赴立法院請願，再去中國國民黨
中央黨部遞交訴求書。

 9月26日邀請法務部長呂有文、次長林
錫湖、陸委會副主委馬英九在台大綜合
禮堂辯論，他們都缺席。 33



100行動聯盟的抗爭行動

 9月28 日晚上7 點，我們在溫州公園旁
的長老教會舉行社團結盟大會，有很多
社團參加，林山田教授以他特有的魅力
，闡述聯盟的抗爭理論與方法，大家深
受感動，抗爭意志更加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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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惡法運動：100行動聯盟

35
前排中李鎮源、廖宜恩
取自邱萬興攝影集「台灣民主印象」



100行動聯盟非暴力演練

非暴力抗爭反閱兵是100行動聯盟的核
心理念。

簡錫堦、林宗正牧師負責愛與非暴力訓
練，也曾邀請林義雄擔任講師

訓練場地則有立法院前、萬佛會、孫文
紀念館，10月8日則去閱兵觀禮台演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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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行動聯盟與民進黨的互動

 100行動聯盟的文宣與後勤基地設在民
進黨的新國會辦公室。

 1989年第一屆立法委員第六次增額立法
委員選舉，在130位增額立委席次中，
民進黨贏得21席立委席次。

 1991年9月23日100行動聯盟拜訪民進黨
立院黨團，獲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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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行動聯盟與國民黨的互動

 9 月24 日8 點，100行動聯盟赴立法院請願，
再去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遞交訴求書。

 「100 行動聯盟」成立初期，中國國民黨以為
我們是玩假的，因此態度高傲，理都不理我
們。

 9月28日陳師孟、林山田和總統府秘書長蔣彥
士會面，總統府方面提議成立「超黨派研修
小組」。

 9月30日聯盟代表李鎮源等與國民黨代表林棟
等見面溝通，沒有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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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行動聯盟與國民黨的互動

 10 月5日，李鎮源、陳師孟、林山田、張忠棟
和宋楚瑜於來來飯店談判，談判結論在隔天
遭郝柏村拒絕。

 10月7日立法院司法委員會一讀廢除刑法第
100條。(林山田教授與集思會黃主文見面後的
共識)

 100行動聯盟的反閱兵行動也牽扯李登輝與郝
柏村在當時的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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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8日原訂停止反閱兵的轉折

 10 月8 日上午，「100 行動聯盟」在立法院前演練抗
爭行動，之後就要將群眾帶到台大醫學院基礎醫學大
樓，準備宣布停止反閱兵。

 中午12 點多，有一隊伍到總統府前閱兵觀禮台演練愛
與非暴力的運作方式。

 憲兵先以水柱驅離，將群眾扛走，並加以毆打，有4 
人受傷，被送到台大醫院急救，其中有中興大學鄭偉
仁和台灣大學周克任兩位學生，以及兩位民眾，陳志
雄與71 歲的郭相英女士。

 由於憲兵打傷聯盟成員事件，導致原本要宣布停止反
閱兵的決策，出現大轉彎，決定繼續在台大醫學院基
礎醫學大樓靜坐，讓國民黨所謂的建國80年國慶是在
層層鐵絲網包圍中自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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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8日閱兵台非暴力演練受憲兵打傷名單

 10月8日羅文嘉
、簡錫堦帶領
群眾到總統府
閱兵觀禮台訓
練愛與非暴力
的運作，遭受
憲兵水柱驅趕
與毆打，有4人
受傷送台大醫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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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必然與偶然

 「壓迫vs.反抗」是必然發生，而抵抗運動最
後會成功也是歷史的必然

 但抵抗運動的轉捩點則常是偶然事件所觸發

 「100 行動聯盟」從9月21日正式成立，到10
月10日在台大基礎醫學大樓的「反閱兵、廢
惡法」靜坐行動結束為止，短短的二十天，
展現了台灣人民「沛然莫之能禦」的改革力
量，可以說是台灣人民抵抗運動中，和平抗
爭的成功典範。其發生，是歷史的偶然！其
成功，卻是歷史的必然！

 詳細的抗爭過程，請參閱張炎憲、陳鳳華，《100行
動聯盟與言論自由》，國史館，2008年5月。 42



1990年代台灣民主化的轉型

 1991年5月17日立法院逕付三讀廢除「懲治叛亂條
例」

 1991年12月國代全面改選

 1992年5月15日立法院三讀修改刑法第100條，廢
除「言論內亂罪」、釋放政治犯、解除黑名單

 1992年12月立委全面改選

 1993年開放無線廣播電台申請設立

 1994年開放無線電視台申請設立

 1994年省長直選

 1996年總統直選

 2000年民進黨的陳水扁當選總統，第一次和平政
黨輪替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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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抵抗不義政權是人類的天職，也因為抵抗
運動或革命前仆後繼地發生，才能寫下近
代史上追求人權保障的感人篇章，也確立
了抵抗權成為超越憲法的一種基本人權，
而歷史的必然性也一再驗證「獨裁政權必
會垮台」的定律。

 當年抗爭運動時，大家都會唱一首「人民
全勝利」的歌，這首歌只有兩句歌詞：台
灣人民團結起來，人民全勝利。當時，大
家以堅定的意志唱著這首歌，也這樣相信
著！最後，臺灣人民的確獲得勝利！



人民全勝利

 人民全勝利 人民全勝利 人民全勝利全勝利

 人民全勝利 人民全勝利 人民全勝利全勝利

 台灣人民團結起來 人民全勝利

 台灣人民團結起來 人民全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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