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時間：2021年7月29日
地點：國史館4樓大禮堂

報告人：陳儀深（國史館館長）

關鍵1991：
李登輝與台灣民主元年



開場白
理性分析VS.感性回顧



最近出版的河崎真澄《李登輝秘
錄》中譯本…

◦最近日本產經新聞的論說委員河崎真澄先生（曾在
2002-2006擔任台北支局長）出版《李登輝秘錄》，由
我們共同的朋友龔昭勳翻譯，對李登輝思想事功的討
論可謂深入而周詳。他從曾永賢擔任密使與緊張的兩
岸關係談起、也論及李登輝對蔣經國的評價、對日本
的情感等等，令人耳目一新。

◦但是，有關李登輝早年是否加入過共產黨、以及1988年
宋楚瑜是不是有發揮「臨門一腳」的功能，其實李登
輝有不同的說法。可見，李登輝研究還有很多可以努
力的空間。



先看幾張私房照片…

1991我參加舊金山的台灣人遊行
這個阿督仔就是荷蘭人「昆布
勞」，從1989開始擔任FAPA專職



在任、卸任兩樣情

1996年我擔任第三屆國大代表
2001桃園機場迎接李前總統從美國
回來，群眾稱他為正統獨派大老…



和李安妮是2005年任務型國代
「同學」

在群策會的募款餐會上面 2005國民大會會議實錄



我是李登輝學校的「講座」之一，
也參加撰寫教材

群策會募款餐會、蔡主席在焉



是有一些近身接觸的機會…

2014台教會募款餐會我唱台語老歌，他
曾經給我「紅包」

2018年陪同「美國在台協會
（AIT）」去翠山莊訪問李登輝



關於世界潮流
奇妙的1991…



「民主與獨立」的世界潮流

◦波羅的海之路（又稱自由之鏈或波羅的海之鏈），是
發生於1989年8月23日的一次大規模和平示威。大約有
200萬人加入這場活動，他們手牽手組成一個長度超過
675公里的人鏈，穿過波羅的海三國（愛沙尼亞、拉脫
維亞和立陶宛）；立陶宛最高議會於1990年宣布獨立、
1991年蘇聯軍隊進入鎮壓發生「一月事件」，2月9日舉
行獨立公投、93.24％贊成獨立；蘇聯發生八一九事件、
於9月6日承認立陶宛獨立。12月25日蘇聯總統戈巴契夫
辭職、蘇聯解體。



位於立陶宛維爾紐斯的
波羅的海之路紀念牆

立陶宛參與波羅的海之
路的示威人群



柏林圍牆倒塌

◦二次世界大戰後德國分裂期間，東德政府環繞西柏林
邊境修築的全封閉邊防系統，它最早建於1961年、全長
167.8公里，最初以鐵絲網和磚石為材料，後期加固為
由瞭望塔、混凝土牆、開放地帶以及反車輛壕溝組成
的邊防設施。東德政府建造柏林圍牆的目的在於阻止
東德居民通過西柏林前往西德，它是二戰後德國分裂
和冷戰的重要標誌性建築。1989年11月因東歐變局、人
民抗議的壓力使東德政府被迫宣布開放，欣喜的人群
紛紛鑿取圍牆磚石作為紀念（作為國史館收藏的總統
文物、此次二樓展場有之），1990年6月東德政府正式
拆除柏林圍牆，10月3日兩德統一。



柏林圍牆被推倒的幾天前，德國民眾站上
布蘭登堡門前的圍牆示威

〈德國柏林圍牆紀念石〉，《陳水扁總
統文物》，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
010000000496C



1991這一年你（我）幾歲？在哪裡？

◦ 1988年（34歲）進入中研院近
史所，三年之後這一年必須
準備續聘審查，但目睹1990野
百合學運、參加反軍人干政
遊行以後，1990年12月成立台
灣教授協會（以下簡稱台教
會）並擔任主要職務開始，
相當投入社會運動。



個人第一本政論集

◦ 個人的第一本政論集《在人間造政治淨
土》（台北縣：稻鄉出版社，1991年7
月），大部分的文章是1989至1991這兩三
年的作品。「這兩三年正是社運、學運
繼反對黨（及其前身）之後，頻頻衝擊
國民黨威權體制的時候……當某一次運
動或事件發生以後，只要自己有過心理
或行動的介入，往往覺得又話要說，就
忍不住下筆為文……文章竟也累積到足
以成書的地步了。」



1995-96年，
我助選彭明敏、批判李登輝

◦ 九0年代的選舉，教授助講仍有一定的
效用，台教會曾經幫民進黨的許多候選
人助講，所以有時被戲稱為「抬轎會」，
有機會唱KTV的時候會點唱「內山姑娘
要出嫁」。個人在1995年2/28與彭明敏
同時加入民進黨，面對首次民選總統民
進黨如何提名總統候選人？它採用空前
絕後的美國式的open primary，彭明敏打
敗許信良（以及前一階段黨內初選的尤
清、林義雄）。台教會出版的《會診李
登輝》一書，就是由陳儀深、張正修所
主編。



李登輝，不但依憲法「繼任」總
統，而且入主國民黨…



蔣宋美齡曾企圖介入…

◦ 1988年1月蔣經國去世，李登輝依憲法繼任
為總統，不久蔣夫人的信就來了，一封給
總統府秘書長沈昌煥、一封給黨秘書長李
煥，夫人的意思是不必急著產生代理主席，
黨以集體領導即可；事實上李煥的資望也
還不夠，難道夫人要當主席？好在中常會
很快通過李登輝代理主席。李登輝在訪問
紀錄中說，蔣夫人找他去談話，要讓郝柏
村繼續當參謀總長（1981至1989已經幹了
八年！）李登輝並沒有聽她的話，還是讓
郝去當國防部長（1989.12～1990.6），如眾
所周知，接著還「下猛藥」讓郝擔任行政
院長…

【其實在接班過程，夫人派的郝柏村和李煥
都是支持李登輝，「人的關係很微妙」…】



李登輝副總統宣誓繼任中華民國第7任總統與宣讀誓詞（國史館藏，
數位典藏號：007-050207-00019-023-001）



黨國餘緒、「外省」權貴集結頑抗

◦ 1990欲參選總統就是另一回事了；找
李元簇當副手，引起李、郝等人的反
對。蔣緯國說他擔心李登輝繼任總統
期間從沒說過反共、反台獨、求統一，
他說「我為了讓他從他嘴裡說出這三
件事情，所以答應國大代表的徵召。」
「我的目的是要冲掉李登輝台獨的思
想與行動。」

◦ 從蔣林配→ 林蔣配→林陳﹙履安﹚配
→林蔣配



1990年3月6日晚上在陳長文家的重要
聚會

◦蔣緯國不滿郝柏村大剌剌坐中間，不久還把「林蔣配」
改為「林陳（履安）配」……李登輝的對策：一方面
由蔣彥士發動「八大老」出面遊說（給台階下），一
方面勤跑每一位老代表的家中拜票，省議會議長蔡鴻
文主動找林洋港懇談… 3月9日下午林洋港終於在台北
賓館辭謝國代的推舉，3月10日蔣緯國也接著宣佈退選。



化阻力為助力

◦ 1990年3月在「野百合學運」的風暴中，李登輝當選中
華民國第八任總統，隨後在五二○的就職演說宣告：
「唯有憲政體制的正常發展，才是落實民主政治的坦
途。因此登輝希望，能於最短期間，依法宣告終止動
員戡亂時期。」1991年4月22日，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二
次臨時會三讀通過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並廢止動
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即所謂一機關兩階段。



在中正紀念堂靜坐抗議的學生，選擇以「野百合」作為該次運動的精神象
徵，因此這次學運又稱為「野百合學運」（邱萬興先生提供）



已經獨立說

◦憲法學者許宗力認為，1991年是經由憲改承認並昭示台
灣是一個法律上主權獨立國家的歷史性的一年，中華
民國相對於世界各國而言，「不僅僅是事實上的獨立
而已，而且是法律上的獨立。」

◦許宗力還說，中華民國憲法對兩岸關係的定位，已經
從原來的大一統轉變成兩個中國，主要也是1991年憲改
的結果。



九0年代，國、民兩黨都在轉型

◦ 個人認為，1991年不但是內部民主化關鍵
的「元年」，而且是海峽兩岸在憲法法
理上「一分為二」的開端，其實也是民
進黨從原來擁抱﹙體制外﹚台獨、然後
準備走向﹙體制內﹚選舉總路線的開始。

◦ 郭正亮寫的《民進黨轉型之痛》，說出
1990年代許信良、施明德兩位主席的內心
話。不過施明德在1980年美麗島軍法大審
就已提出「已經獨立說」。

◦ 為此，本人在1990年代的政論集以《誰的
民進黨》作為書名，以示當時的感慨。



修憲論VS.制憲論



反對老賊修憲、
成立「台灣學生教授制憲聯盟」

◦民進黨主辦的417反對老賊修憲大遊行可以預料沒有結
果，台教會就連絡台大學生在當晚的台大校門口發起
「要求制憲」的絕食抗議。

◦訴求很簡單：台灣人民沒有權利去修改中國憲法，但
基於國民主權原理，台灣人民可以制定台灣新憲法。
反過來說，那一群坐輪椅甚至掛尿袋的中國老代表，
沒有權利為台灣人民決定憲法條文、憲政制度。



417反對老賊修憲（邱萬興先生提供）



廿八位學者集體公開退出中國國民黨
【二樓展場有圖片故事】

◦絕食抗議也是「可以預料沒有結果」，一週下來已經
開始有學生送去醫院急救，如何才是莊嚴收場的儀式？
我們找出還有KMT黨證的廿八位教授學者，那天晚上
在台大校門口舉行焚燒黨證儀式，然後遊行往萬華龍
山寺，把學生帶離開台大校門口，結束這一場制憲運
動。

◦結束的前一天晚上11點左右，陳儀深幫忙收拾場地準備
去附近巷內開車時，有五、六位勁裝打扮的年輕人從
後面攻擊……



〈廿八位教授學者退出國民黨〉，《中國時報》，1991年4月25日。



台教會
和「台灣憲政改造會」的小冊子



台教會出

版第2期

【教授論

壇】社論



1991的民進黨大致支持「制憲論」

◦雖然1986-87年民進黨成立之際是「雞兔同籠」、「統
獨一爐」亦即反國民黨的統一陣線（大雜燴），但歷
經1989年鄭南榕自焚，（同年底的增額立委選舉黨內獨
派佔上風）1990年野百合學運，黨內獨派與外界的獨派
社運團體互相呼應，除了通過比較溫和的《民主大憲
章》，1991年夏天更與社運界一起召開「台灣人民制憲
會議」，所通過的《台灣憲法草案》，否定中華民國
憲法體制，竟然可以被黨員代表大會通過、成為年底
二屆國代選舉民進黨的共同政見。



1991這一年的民進黨還有甚麼大事？

◦陳水扁在中常會提出黨綱修正案，
成為所謂台獨公投黨綱，這是把台
獨主張「制度化」，加入的內容是：

「基於國民主權原理，建立獨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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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年的兩黨競逐，品牌分明

◦ 1991年台灣政壇之所以熱鬧，就是以上「制憲
VS.修憲」兩套方案，分別由最重要的兩股政治
勢力即民進黨與國民黨所代表，以各種方式展
開論辯競逐，然後在年底的國民大會首次全面
改選，作為驗收。

◦四一七反對老賊修憲大遊行

◦五月反政治迫害大遊行

◦九月公投大遊行

◦十月反閱兵廢惡法行動



「萬年國會」先解決，立委陳水扁等
都有功勞

◦既然老立委老監委不用改選的「法源」來自1954年大法
官會議釋字第31號解釋（即第二屆委員未能依法選出集
會以前應由第一屆繼續行使職權），1990年能否透過新
的釋憲來解決？主推的陳水扁立委，由助手陳淞山、
柯承亨起草提案，當時民進黨立委21席、加上無黨籍的
張博雅、陳定南，23位還不夠，幸好有趙少康等三位國
民黨委員相助才達到法定提案人數26位。

◦ 1990年6月21日著名的釋字第261號出爐，確認老委員、
老代表必須在1991年12月31日以前全部退職。



從五月的「獨台會四青年案」
到十月的「100行動聯盟」



1991年五月，母親節那一天……

◦每個月開一次的台教會執委會開到一半，聽說陳正然
廖偉程等「獨台會四青年」被逮捕，台大經濟系陳師
孟教授等人已經在中正紀念堂前面廣場靜坐抗議，我
們立刻趕去、一起靜坐聲援。

◦當局大概擔心重演一年前的三月學運，就很快速地動
員幾部警備車大巴士，把我們分別載到新店方向或淡
水方向的郊外「丟包」。



520知識界反政治迫害大遊行

◦ 延續前一年的三月學運、反軍人（郝柏村）干政大遊行，以及上
個月的反對老賊修憲，教授與大學生常常合作出擊，自由派學者
為主的「澄社」出來領導的活動，常掛上「知識界……」，當時
合作的社運團體其實還有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環保聯盟、（中小
學）教師聯盟、台灣人權促進會、228和平促進會等等。

◦ 此時雖已解除戒嚴，但警總、調查局的監控還在，懲治叛亂條例、
檢肅匪諜條例還在，長在日本的台獨運動者史明當然是黑名單，
與其「獨立台灣會」有關的四位青年（其中的廖偉程仍是清華大
學學生）以叛亂罪嫌被捕，群情譁然。



1991年5月20日，知識界、社運界與民進黨發動「520反政治迫害大遊行」，要求
「軍、警、特」退出校園（邱萬興先生提供）



全學聯學生佔領台北火車站

◦藉著聲援獨台會四青年，主張「反白色恐怖、廢除惡
法」的全國學生聯盟，先前已進入台北車站大廳聚集、
日以繼夜靜坐抗議，有時還「出擊」去行政院大門口
抗議，然後再回來車站大廳。我們另一掛的教授學生，
520大遊行之後也在監察院前面、中山南路與忠孝東路
口（馬路上）過夜。



惡法廢除的相關工程

◦ 1990年5月20日頒布特赦令

▲1990年6月28日召開國是會議

▲1991年5月1日宣布終止動員戡亂（廢除臨時條
款），並頒布憲法增修條文

◦ 1991年5月17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廢除《懲治叛亂
條例》、5月24日廢除《檢肅匪諜條例》

◦ 1992年7月31日裁撤台灣警備總司令部



九八公投大遊行

◦ 蔡同榮（蔡公投）返台之後的志業…

◦ 1991的公投大遊行訴求「公投入聯」、「廢止和平內亂罪」，比
較激進的「台建」組織亦參加此次遊行，這類行動若沒有一定的
成果 / 交代，是很難把遊行結束、很難把群眾解散的，主事的蔡
同榮、謝長廷去總統府與蔣彥士交涉沒有結果，群眾被淋雨與警
察對峙七八個鐘頭，又餓又冷，就推陳師孟教授上台宣布結束，
公開承諾下個月雙十節來一場「反閱兵、廢惡法」行動。

◦ 可見，1991年的這些街頭運動，是這樣互相連動、前後相關的。



「公民投票加入聯合國」遊行於各處遍地開花。高雄市議會期間，支持公民投票進入
聯合國者遊行至議會外（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156-030203-0007-024）



100行動聯盟「反閱兵、廢惡法」文宣
（邱萬興先生提供）

張炎憲、陳鳳華訪問，陳鳳
華整理，《100行動聯盟與言
論自由》（台北縣新店市：
國史館，2008）。



廢除和平內亂罪、解決黑名單問題

◦ 100行動聯盟的「成果」：10月初行政院成立刑法第100
條研修小組、立法院司法委員會舉辦公聽會；1992年2
月發起十萬人簽名運動、與受難家屬同赴立院請願；5
月立院三讀通過刑法第100條修正案，內亂罪的「預備
或陰謀」改為「強迫或威脅」。於是黃華、陳婉真、
李應元等陸續獲得釋放。

◦王康陸於1991年1月因老母病危申請回台被拒，隨後美
眾議員索拉茲舉辦黑名單公聽會、托里西里致函內政
部外交部不果、10月中乃由台南附近偷渡入境、現身後
被捕入獄，92年5月23日釋放。1991年12月7日，台獨聯
盟主席張燦鍙回台被捕，92年10月獲判無罪。



安頓北京與華府，才能展開
內部改革



密使及其他

◦李登輝主政的十二年中，或主動或被動，曾經
授權蘇志誠前往珠海、香港、澳門與對岸的
「對口」會面共達二十七次，前九次有香港學
者南懷瑾全程參與，其後十八次則是兩岸共同
排除第三者，直接對話。所以包括「九二年辜
汪會談」、「總統直接民選」、「江八點」、
「李六條」、「李登輝訪美」等，這幾件牽動
兩岸敏感神經的大事，這條秘密管道都曾試圖
進行相互溝通、降低誤解的努力。

◦曾永賢、張榮豐部分…



國統綱領：

◦1990年10月7日國統會首次會議，
1991年2月完成制訂的「國家統一綱
領」，其中所規劃的近、中、遠程
三階段，有條件、沒有時間表，且
以自由、民主、均富、平等作為統
一的前提，等於對統一設置了安全
閥。被蔣緯國稱作「國不統綱領」。



美台關係與務實外交

◦ 1991年7月布希政府在參眾兩院的壓力下，支持台
灣加入關貿總協定（1990年1月中華民國政府即以
「台澎金馬關稅領域」的名義申請加入），1991年
11月在韓國召開的第三屆亞太經合會，也是在美國
的支持下得以參加。

◦ 武器出售台灣，包括一百五十架F-16戰鬥機、四架
E-2T鷹眼式預警機；以及1995-1996年台海飛彈危機
的重要時刻，美國出動航空母艦戰鬥群前往台灣附
近，以具體的武力展示嚇阻中共。



尋找共存方案

◦李登輝主政時期推動的所謂「務實外
交」，就是中華民國不再進行「一個中
國」的競賽，要以分裂國家模式，解決
兩岸共處國際社會的問題。

◦建議中國擺脫大中華主義的七塊論：台
灣、西藏、新疆、內蒙、東北、華南、
華北，互相競爭追求進步。

◦李登輝不贊成把存在的問題簡化為獨立
問題。



結語
革命性的改革家



1991年底二屆國代選舉結果

◦如前所述1991年8月民進黨與社運團體召開人民制憲會
議，通過「臺灣憲法草案」，作為年底國代全面改選
的共同政見。

◦國民黨方面認為制憲將切斷中華民國的「法統」，演
變成「臺獨」，故主張保持憲法本文不動而以漸進的
修憲方式進行改革。於是，雙方關於憲改的主張，以
及其他有關公投入聯、修廢惡法等等攻防，皆成為影
響國代選舉結果的議題。

◦大選結果揭曉，國民黨得票率71.9%，當選254席；民主
進步黨得票率23.9%，獲得66席。席次方面國民黨已超
過四分之三。國民黨的大勝開啟了此後李登輝總統主
導的修憲路線。



決策方式：幕僚小組制度化

◦曾永賢先生說，1988年李登輝繼任總統後就
成立四個研究小組，政治、經濟、外交、大
陸，每個月開一次會、由二十幾位學者組成；
1990年曾永賢入府以後由秘書長成立領導小
組每周開一次會，並在原來的研究小組納入
次長級的行政主管及真正執行工作的人，人
數曾多達五、六十位。幕僚小組的制度一直
維持到李總統離開總統府為止。



研究台灣在國際法中的地位

◦李總統曾經邀請很多國際法學者來，
如開羅大學及梵諦岡等外交方面的
人，來研究台灣在國際法中的地位，
後來蔡英文回國後也參與此會議；
大家研究的結論是：台灣與中國的
關係是很特殊的國與國關係，是以
往未曾出現的特殊例子。



1999年「特殊兩國論」是怎麼說
的？

◦德國之聲要來訪問時，是蘇起安排的，
訪問時他不在台灣，我看他所擬的訪問
題綱很火大，就更改之後叫他們重改…

◦「1991年修憲以來，已將兩岸關係定位
在國家與國家，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關
係，而非一合法政府、一叛亂團體，或
一中央政府、一地方政府的『一個中國』
的內部關係。」



兩國論差一點入憲？

◦李登輝的口述：1999年7月9日我們五個人（我、
黃昆輝、蘇南成、陳金讓、章孝嚴）曾經擬一個
案，要在9月3日向國民大會提案：

◦（一）將憲法條文的「固有領土」範圍明確化，
包含台、澎、金、馬。

◦（二）增修條文序言中「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
要…」拿掉，不要有大陸地區、自由地區的語句。

◦不料卻跑出一個國大延任案，吵吵鬧鬧會期就結
束了。



謝謝聆聽
敬請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