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運動的策略政治與憲政思辯：

80年代台灣反對運動路線辯論的

意義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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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路線辯論是80年代台灣民主運動史的重要篇章，但是它的意義與影響
為何，論者間的看法向來相當分歧。本文嘗試在當代台灣民主與台灣憲政主

義的歷史脈絡上，對於80年代台灣反對運動路線辯論的意義與影響，提出一
個初步的重估。本文首先概略爬梳了（一）劫後的黨外自省（1982-84）、
（二）黨工與公職的組黨論辯（1983-86）以及（三）反對黨內部的派系／
路線競爭（1986-91）這三波路線辯論，然後從「民主運動的策略政治」以
及「民主運動的憲政思辯」這兩重觀點，申論這場辯論的意義與影響。本文

指出，藉由促成溫和派與基進派反對運動者的競爭與結盟，並且引導反對運

動展開一定程度的再基進化，這場路線辯論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反對運動在

台灣民主轉型、憲政變遷過程中的力量與角色；作為一場民主運動的憲政思

辯，這場辯論則是開闊了台灣人對於憲政體制的理解，並且將承繼反對運動

的反對黨打造成為一個運動政黨。本文歸結認為，這場路線辯論可以被理解

為是形塑當代台灣憲政民主之實質憲法革命的一個開端。

關鍵詞： 黨外、反對運動、路線辯論、政黨、憲法變遷

* 本文初稿發表於「威權鬆動―解嚴前台灣重大政治案件與政治變遷（1977-
1987）」國際學術討論會（國史館主辦，2020年12月12-13日）。作者感謝吳親

恩、陳儀深、劉華真、吳乃德、黃丞儀、陳柏良等先進以及審查人的評論與建

議，另感謝謝孟庭女士協助本文研究資料的收集與整理。
** 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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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80年代的台灣政治反對運動，前後經歷了至少三波存在於主要的反
對運動者間、在觀念市場上公開進行、並從而累積有相當討論聲量的重

要政治爭論。這三波爭論分別是（一）1982-84年間的「批康」及其衍生
論爭，（二）1983-86年間黨工與公職在運動領導（「公職掛帥」與「山
頭主義」）、運動結盟（「雞兔問題」）與組黨等事情上的交鋒，以及

（三）1986-91年間有關民主進步黨的發展走向的論辯。1 這三波爭論各有
現實政治上的導火線或者背景，也各有獨特的議題焦點。不過，它們的參

與者有相當程度的重疊或者人際關聯；它們的論述文本，也有一定程度的

延續與共同關懷─特別反映在「議會 v. 街頭」、「議會路線 v. 群眾路
線」這些在歷次爭論中反覆出現的議題構框（issue frames）。不論是在
論辯的當下抑或事後的歷史回顧，我國論者大多將這幾波爭論，標誌為80
年代反對運動的「路線辯論」。本文則是嘗試在既有文獻基礎上進一步論

證，這幾波爭論可被理解、詮釋為一個連續體；它們共同構成了一場大辯

論（a grand debate），而論辯的主題，則是80年代台灣政治反對運動的
「路線問題」。

這場路線辯論，無疑是80年代台灣民主運動史的重要篇章，也主要
是以它在這段歷史中所扮演的角色，而被記述與討論。在這樣的分析視角

下，既有文獻已經仔細爬梳了這場辯論的經過，也對它的前因與後果，提

出了有力的分析與詮釋。
2 由於這場辯論呈顯於文字上的「路線」分歧，

1 雖然第三波爭論一直持續到了90年代初期才告落幕，基於討論聚焦的需要，本文

將歷史敘事的時間範圍限定在80年代。本文也不討論80年代台灣反對運動內部的

其他爭論，例如發生在「左統」派運動者與其他運動者間的爭論。
2 參見例如李筱峰，《台灣民主運動四十年》（台北：自立晚報，1987年）； Tun-

jen Cheng, “Democratizing the Quasi-Leninist Regime in Taiwan,＂ in Dafydd Fell 
ed., The Politics of Modern Taiwan. Volume II: Democratisation and Consolid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p. 3-29; 吳乃德，〈反對事業的第二條陣線―從

黨外到民進黨的內部分歧〉，收入澄社主編，《台灣民主自由的曲折歷程：紀念

雷震三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自立晚報，1992年），頁77-110；吳

介民，〈解除克勞塞維茲的魔咒：分析當前社會改革運動的困境〉，《台灣社會

學》，第4期（2002年12月），頁159-198；鄭明德，《一脈總相承：派系政治在

民進黨》（台北：時英，2004年）；胡慧玲，《百年追求：臺灣民主運動的故事

（卷三）－民主的浪潮》（新北：衛城，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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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無關統／獨認同，也沒有明顯的左／右意識形態之別，而比較事涉在政

治情勢評估、動員策略與結盟政治等實作（practical）議題上的不同政治
判斷，在許多人的印象或者記憶裡，這場路線辯論，基本上不過是存在

於反對運動內部的權力鬥爭的檯面化，而其最主要的政治遺產，則是民主

進步黨日後的派系政治（特別是90年代在新潮流系與美麗島系之間的競
爭）。

3 不論是在論辯的當代，抑或事過境遷多時以後，這場路線辯論所
獲得的歷史評價，一直是褒貶不一的。有些論者正面看待這場辯論，認為

它開創了新的民主討論文化，也促成了反對運動內部的自我批判與反省。
4 

在另外一些論者眼中，這場辯論則似乎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它

既未對反對運動的發展困境及其出路，提供正確的診斷，還徒然讓反對運

動，疲於無謂的內鬥。
5

在物換星移30餘年後，本文嘗試對於80年代台灣反對運動路線辯論的
意義與影響，提出一個初步的重估（reappraisal）。30餘年的時間間隔，
或許仍嫌短促，不過多少可以沉澱一些因這場辯論而生的恩怨情仇，也讓

我們得以在一個比較長的歷史尺度上，省思這場路線辯論的功過、得失與

侷限。更確切地說，本文嘗試探究的，不再只是這場辯論之於80年代台灣
反對運動的意義與影響，而是這場辯論，是否以及如何影響了台灣的民主

轉型，以及台灣民主／台灣憲政主義（Taiwan Constitutionalism）的實質
內涵。本文所關切與討論的憲法／憲政秩序，並不是可被界稱為「大寫C
的憲法」（“large-c constitution”）的那種形式意義的成文憲法，而是實
際上形構、決定一個憲政社群的政治生活究係如何組織與運作之功能意義

的憲政規範，也就是「小寫c的憲法」（“small-c constitution”）。6
本文

3 鄭明德，《一脈總相承：派系政治在民進黨》。
4 參見例如蕭新煌等，〈新生代眼中的反對運動（座談會）〉，《中國論壇》，第

28卷第11期（1989年9月），頁19。
5 參見例如邱垂亮，《民主台灣與中國－政治批判》（台北：敦理，1988年），

頁111-12；姚嘉文，《民主•自決•救台灣（台灣趨勢指標）》（台北：生

活文化，1988年）；杭之，〈台灣黨外民主運動的初步考察―  一九七五～

一九八五〉，收入《邁向後美麗島的民間社會（上）》（台北：唐山，1990
年），頁45-70。

6 關於大寫C的憲法與小寫c的憲法這組區分及其應用，see generally David S. Law, 
“Constitutions,＂ in Peter Cane and Herbert M. Kritzer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Empirical Legal Researc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37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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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自我定位為一項關於現代台灣民主史、憲法史的研究。在這樣的分析

視角下，本文所試圖釐清的，將不只是這場辯論如何形構、發展出吳乃德

所指稱的「反對事業的第二條陣線」─也就是民主運動從黨外到民主進

步黨的內部分歧。
7 這場辯論如何影響了「反對事業的第一條陣線」（也

就是民主運動與威權政權的交鋒）？而這兩條陣線之間又有何關聯？這也

會是本文試圖檢討的問題。相對於既有文獻之聚焦於這場辯論的核心參與

者間的分合互動，本文則更加關注他們在這場公開辯論中所提出或爭論的

各種觀念（ideas），並試圖估量這場辯論，留下了什麼樣的思想遺產，或
者鑄成了什麼樣的憲政制度。經由這樣的初步重估，我們一方面或許可以

對這場路線辯論，做出比較完整而且公允的歷史評價；另一方面，我們也

或許可以對台灣的民主化以及當代台灣的自由憲政民主，提出更進一步的

詮釋與反省。

本文認為，這場路線辯論，一來體現了「民主運動的策略政治」

（strategic politics of democratic movement），二來也是一種「民主運動
的憲政思辯」（constitutional deliberation of democratic movement）。本
文基本上便嘗試藉由申論這兩重意義，對這場路線辯論在現代台灣民主

史、憲法史上的定位，做出一個初步的詮釋與評價。在民主化的政治過程

中，民主運動者往往可以、也往往必須在達成民主化這個終極目標的多重

手段／方法／策略選項間，做出他們的選擇；不同的民主運動者，基於不

同的價值理念，或者對於現實政治情勢的不同預測判斷，往往還可能會

就此做出不同的策略選擇。我們可以將這樣的考量與決策，界稱為民主

運動的策略政治，而這也正是80年代台灣反對運動所在論辯的「路線問
題」。

8 本文的第一個論旨，就是去解讀這場路線辯論的策略政治意涵。
本文首先論證指出，80年代的台灣反對運動，確實存在一個跨越、串聯

7 吳乃德，〈反對事業的第二條陣線―從黨外到民進黨的內部分歧〉，收入

澄社主編，《台灣民主自由的曲折歷程：紀念雷震三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頁77。關於反對運動的內、外兩條陣線的區分，see also Adam Przeworski,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in Democracy and the Marke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s in East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66-67.

8 「民主運動的策略政治」，引申自筆者先前提出的「民主改革的策略政治」此項

概念，參見蘇彥圖，〈民主改革的政治：困難與策略〉，《政治與社會哲學評

論》，第60期（2017年3月），頁116、152-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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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階段之爭論的根本路線歧異，而這個路線歧異，主要是存在於反對運

動的「溫和派」（moderates）與「基進派」（radicals）之間─即使這

場辯論的許多參與者，並不喜歡這組標籤。本文推論認為，藉由促成溫和

派與基進派反對運動者的競爭與結盟，並且引導反對運動在美麗島事件

後展開一定程度的再基進化，這場路線辯論弱化了威權政權「收編（co-
opt）」反對勢力、主導民主轉型的能力，也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反對
運動在台灣民主轉型、憲政變遷過程中的力量與角色。

在台灣業已完成民主轉型的歷史大業之後，如果說，這場路線辯論對

於台灣的自由憲政民主，還持續有所影響，那毋寧是因為，它也是一場民

主運動的憲政思辯：除了論辯民主運動的策略取徑，這場辯論的眾多參與

者，也在審議他們所要追尋的，究竟是什麼樣的民主願景和政治制度。透

過觀念市場的運作，他們所發展或者傳揚的憲政觀念，不僅可能形塑了他

們所採取的政治行動，觸動或者啟發了那個年代的許多台灣人，還有可能

匯入成為台灣憲政文化傳統的一部分，而持續影響至今。本文就此論證主

張，這場路線辯論作為一種憲政思辯，相當程度上影響了當代的台灣人對

於憲政體制以及政黨的理解與想像。這是本文的第二個論旨。

本文的主要論述分成三個部分。本文首先概略爬梳這場路線辯論的經

過與梗概（第二節），然後依序析論它在策略政治與憲政思辯這兩個層面

上所分別具有的意義與影響（第三、四節）。透過這樣的分析與檢討，本

文歸結認為，這場路線辯論最主要的憲政遺產，就在於它形塑出了一個投

身民主選舉、但是懷抱基進變革理念、未被舊體制（ancien régime）給馴
化的運動政黨（movement party），也就是民主進步黨；隨著藍、綠兩大
陣營在選舉競爭中的勢力消長，民主化後的台灣，也經由一次又一次的選

舉，逐步成就了一個實質翻轉舊（中華民國）體制的小寫c的憲法革命。9 

9 小寫c的憲法革命這項看法，可被理解是對「中華民國的台灣化」此項由若林正

丈提出之戰後台灣政治史命題的一種補充與延伸。關於中華民國台灣化的歷史論

述，主要參見若林正丈著，洪金珠、許佩賢譯，《台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

（東亞國家與社會1）》（台北：月旦，1994年）；若林正丈著，洪郁如、陳培

豐等譯，《戰後臺灣政治史：中華民國臺灣化的歷程》（台北：臺大出版中心，

2014年）。關於戰後台灣選舉與國家認同變遷的關係，另參見薛化元，〈選舉與

國家認同〉，收入吳淑鳳等執行編輯，《臺灣歷史上的選舉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台北：國史館，2020年），頁429-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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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說經由選舉鍛造出來的「中華民國台灣」作為台灣社會的主流憲政認

同（constitutional identity），可能一直要到時序進入21世紀以後，才日趨
清晰、明朗，我們從80年代的這場盛大辯論中，已經可以看出這項憲政發
展的一些端倪了。

二、路線辯論

80年代台灣反對運動所在爭論的路線問題，其實在70年代末期，已
經隱然浮現。在那時候，不少政治觀察家已經察覺到，康寧祥及其所創辦

的《八十年代》，走的是一條溫和的理性論政路線，而在《美麗島》的旗

幟下、以黃信介等人為首的美麗島政團，則是在走（或者走向）一條激烈

反抗的群眾路線。
10 這個隱約、含蓄、被「存而不論」的初始路線差異，

之所以會在美麗島事件爆發不到兩年，就演變成為一種大開大闔的路線

辯論，相當程度上應可歸因於這個鎮壓事件對於反對運動所造成的巨大衝

擊：除了急遽改變了反對運動內部的社群生態與權力結構（特別是辯護律

師、受難家屬以及黨外雜誌編輯等新一代運動者的崛起），美麗島事件作

為一種威權政權所做的選擇性鎮壓，毋寧也更加強化了反對運動者的「路

線意識」，促使他們更認真地思考反對運動的未來應該何去何從，也更

加敏感於不同運動路線之間的分岐乃至衝突。
11 此外，黨外雜誌在80年代

前、中期的蓬勃發展，無疑也是促成這場路線辯論的一項重要因素：黨外

雜誌的編輯與發行，本身就是一種挑戰、反抗威權言論控制的政治實踐，

而且這樣的政治實踐，還撐開了台灣社會的言論空間／公共領域，進而讓

那些具有論述能力的反對運動者，得以在其間去創造、發揮與競逐實質的

政治影響力。
12 在80年代的台灣所提供的各種歷史條件底下，反對運動內

10 李筱峰，《台灣民主運動四十年》，頁146；若林正丈著，洪郁如、陳培豐等

譯，《戰後臺灣政治史：中華民國臺灣化的歷程》，頁178。
11 吳乃德，〈反對事業的第二條陣線―從黨外到民進黨的內部分歧〉，收入澄社

主編，《台灣民主自由的曲折歷程：紀念雷震三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85-86。
12 關於80年代台灣黨外雜誌的發展與影響，參見Daniel K. Berman, Words Like 

Colored Glass: The Role of the Press in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Proces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2); 彭琳淞，〈黨外雜誌與臺灣民主運動〉，收入胡健國編，

《二十世紀臺灣民主發展（第七屆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北縣新店：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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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路線競爭會以公開辯論的形式進行，似乎只是早晚的事。

從1982年春天的「批康」，一直到1989年6月後環繞著《到執政之
路》一書的論辯─這場跨越了黨外時期以及民主進步黨初創時期的路線

辯論，基本上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隨著時局的演變以及反對運動的

成長，這場辯論先後聚焦於不同的議題，也接連或分別援用了各種不同的

議題構框，來區辨、標定不同參與者的立場或主張。著眼於辯論的焦點、

重心隨著時間的推移，本文將這場路線辯論的經過，概略區分成三個階

段／時期討論：（一）劫後的黨外自省（1982-84），（二）黨工與公職
的組黨論辯（1983-86）以及（三）反對黨內部的派系／路線競爭（1986-
91）。作為80年代台灣反對運動史的一個重要部分，這三個階段路線辯論
的經過與梗概，多少已經透過既有的學術研究與公共書寫，刻入了我們的

民族記憶。
13 不過，這場辯論所留傳下來的豐富文本與史料，或許仍埋藏

有一些未被重視的重要線索，等待我們去發掘。

（一）劫後的黨外自省（1982-84）

1982年6月，由許榮淑擔任發行人、林正杰擔任社長、林世煜擔任
總編輯的《深耕》雜誌第11期，以4篇文章的篇幅還有挑戰意味濃厚的標
題，強力批判了稍早以前9位黨外立法委員決議採取議事杯葛、後來卻不
了了之的「杯葛事件」。

14 同年8月，《深耕》又將批判的矛頭指向了康
寧祥、張德銘、黃煌雄與尤清訪問美國與日本的「黨外四人行」，也一併

嘲諷了用社論為此行申辯與贊聲的《八十年代》。
15 《深耕》的這幾個大

動作，向來被認為是「批康」的序曲，而「批康」，根據康寧祥的估算，

則是一個延續了一年七個多月、累積了十幾萬字的政論風潮，其主要的

旗手除了有林世煜、邱義仁（筆名張明雄）等黨外新生代，還有李敖。
16

館，2004年），頁693-766。
13 關於民族記憶，參見吳乃德，《臺灣最好的時刻，1977-1987：民族記憶美麗島》

（台北：春山，2020年）。
14 參見蔡盛琦，〈《深耕雜誌》之研究（1981.6-1983.2）〉，《國史館學術集

刊》，第15期（2008年3月），頁179-81。
15 參見蔡盛琦，〈《深耕雜誌》之研究（1981.6-1983.2）〉，頁184-85。
16 陳政農編撰，康寧祥論述，《台灣，打拼：康寧祥回憶錄》（台北：允晨文化，

2013年），頁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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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康」的意義一直是眾說紛紜的。在康寧祥的認知裡，「批康」是衝著

他個人而來、意在遂行某種冤仇或者權謀的權力鬥爭。
17 《深耕》的批康

要角邱義仁，日後雖對拿康寧祥「祭旗」一事，表達愧欠之意，不過他也

強調，他們那時候所要批判的，並不是康寧祥個人，而是康寧祥所領導與

代表的「路線」。
18 或許是因為不想正當化、合理化「批康」，又或許是

希望以「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的方式，化解這場反對運動的內部紛爭，

許多論者似乎有意避免將「批康」與路線辯論畫上等號。不過，如果我們

認真看待「批康」風潮中的路線論述，也不對現實政治上的路線辯論，抱

持什麼純真無邪的懷想，那麼，所謂的「批康」，毋寧就是80年代台灣反
對運動第一波路線辯論的開端。

無論如何，參與「批康」的黨外新生代很早就明白表示，他們撰文公

開批判黨外前輩的目的，就是要去發動、開啟一場關於反對運動的路線辯

論。在1982年7月初刊載於《關懷》雜誌第7期的〈建立新的政治文化 這
就是我們要走的路〉一文中，周渝就高度期許黨外，應該藉由分歧的公開

化，進一步展開路線上的辯論：

過去，黨外習於拿理論、理想責難一切；少有對行動原則、方

式、路綫與策略作思考與檢討。⋯黨外開始檢討行動方式，環境

路綫與策略問題，代表黨外在趨向進步，在面對歷史，在真正面

對國民黨與共產黨。⋯分歧才能造成辯論、競爭、促進對事理的

認識與進步。⋯黨外陣營因分歧、競爭，才能獲得成長，才能恢

復黨外在民眾間的領導角色，突破困境。
19  

在1982年8月底之後，《深耕》的「批康」論述，也明顯轉向於檢討
反對運動的路線問題。在〈黨外應放棄冒進機會主義〉一文中，邱義仁直

接以「路線問題需要公開辯論」破題：

黨外運動的發展，在經歷「美麗島」事件的慘痛教訓之後，實在

17 參見陳政農編撰，康寧祥論述，《台灣，打拼：康寧祥回憶錄》，頁355-371。
18 陳世宏整理，張炎憲、陳世宏訪談，〈邱義仁先生訪談錄〉，收入張炎憲編，

《民主崛起：1980’s 臺灣民主化運動訪談錄（2）》（北縣新店：國史館，2008
年），頁197。

19 周渝，〈建立新的政治文化：這就是我們要走的路〉，《關懷雜誌》，第7期
（1982年7月），頁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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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必要深切地檢討運動發展的路綫問題。此一問題的檢討，也

不是可以關起門來私下溝通了事的。
20 

本於這樣的態度，《深耕》在同年9月間，除了接續刊出多篇討論路線
問題的文章，也以「黨外運動的目標與路線」為題，舉辦座談會，邀請多

位反對運動者與媒體記者，一同針砭黨外的路線問題與路線辯論。
21 除了

《深耕》，《關懷》、《政治家》、《新生代》與《縱橫》等多家黨外雜

誌，也在82年9月前後，相繼加入了這波路線辯論。22 在論辯初期，不少論
者是以挑戰者的姿態，對康寧祥所領導與代表的黨外「劫後主流派」，提

出他們的界定與批判。黨外劫後主流在立法院所採取的策略，根據周渝的

分析，是「以極理性的態度發言，對問題做深度的研究，提升黨外至『被

20 張明雄，〈黨外應放棄冒進機會主義〉，《深耕雜誌》，第16期（1982年8
月），頁6。

21 深耕雜誌社，〈黨外運動的目標與路線座談會〉，《深耕雜誌》，第18期（1982
年9月），頁4-16；蔡盛琦，〈《深耕雜誌》之研究（1981.6-1983.2）〉，《國史

館學術集刊》，第15期，頁159-208。
22 參見例如林大任，〈評「康寧祥模式」〉，《政治家》，第32期（1982年7

月），頁16-19；曾心儀，〈增加智慧，破除猜疑〉，《政治家》，第32期（1982
年7月），頁20-21；莊基裕，〈政治改革與政治革命：評「黨外與台獨劃清界

線」〉，《政治家》，第36期（1982年9月），頁15；楊憲村，〈台北市議員陳

水扁談黨外前途〉，《政治家》，第36期（1982年9月），頁16-19；廖志倫，

〈黨外在爭什麼？―黨外難道沒有理想嗎？〉，《關懷雜誌》，第9期（1982
年9月），頁5-6；張晉城，〈我理想中的黨外：論黨外相處之道〉，《關懷雜

誌》，第9期（1982年9月），頁7-9；顏尹謀，〈通過體制改革體制〉，《關懷

雜誌》，第9期（1982年9月），頁12；胡啓明，〈時時勤拂拭•不使蒙塵埃―

與林正杰談黨外必須自我反省〉，《關懷雜誌》，第9期（1982年9月），頁13-
15；楊憲村，〈林正杰暢談「改革體制」與「行動哲學」〉，《政治家》，第37
期（1982年9月），頁7-10；唐建國，〈給無黨籍朋友們的一些諍言―請以開

放、明朗、和諧的態度從事民主建設〉，《新生代》，第5期（1982年9月），頁

66-73；錢大宗，〈深耕的「幽闇」意識〉，《新生代》，第5期（1982年9月），

頁74-76；陳鼓應，〈黨外不可走政客路線―從康寧祥行為模式談起〉，《縱

橫》，第3卷第6期（1982年9月），頁11-16；李築城，〈康寧祥的政治危機〉，

《政治家》，第36期（1982年9月），頁6-9；唐建國，〈把「判斷自由」留給黨

外朋友〉，《政治家》，第38期（1982年10月），頁15-16；陳偉仁，〈憲政體制

內改革〉，《政治家》，第38期（1982年10月），頁16；林文郎，〈黨外要培養

共識和共信〉，《政治家》，第38期（1982年10月），頁17；陳國祥，〈給「深

耕」的諍言〉，《政治家》，第38期（1982年10月），頁18-19；曾心儀，〈黨外

的過去與現在〉，《新生代》，第7期（1982年11月），頁4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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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形象，改變黨外是街頭政治家的印象。23
」周渝對於這項策略的主

要批評，在於「宮幃式政治藝術」的運用，致使政治行為走入隱秘、不夠

開誠佈公。周渝的批評算是比較含蓄的。邱義仁、陳鼓應等人，則是使用

了「冒進機會主義」、「掛勾路線」與「政客路線」這類更加辛辣的非難

用詞，指摘黨外劫後主流試圖與威權政權「共舞」的不是。
24

在康寧祥尚未打破沉默、接下戰帖的當時，這波熱議之所以能夠展現

出某種辯論、交鋒的格局與態勢，相當程度上應該歸功於謝長廷的參與。

基於「黨外的民主運動應與海外的台灣獨立運動劃清界限」的想法，謝長

廷在當時，除了力倡黨外應繼續採行「體制內改革」／「制衡路線」─

也就是去著重1.議會的問政表現、2.選民服務以及3.改革理念的宣揚，也
對遊行、示威等「體制外手段」的運用及其後果，抱持比較戒慎恐懼的態

度。
25 或許便是受到了謝長廷這項「體制內改革」論的刺激與啟發，《深

耕》在當時轉而提出了「改革體制」這項運動訴求，也就是先去確立黨外

運動的意義與目的，是在「改革現行運作的體制，使其合乎民主憲政的精

神」，再根據這樣的目的，來檢討反對運動所應採取的路線與策略。
26 在

強力批判「體制內改革」是在自欺欺人或者緣木求魚之餘，「改革體制」

論者毋寧也更加看重群眾運動及其策略創新。「除了選舉、辦雜誌這兩個

方法之外、我們要想出更多的辦法」─林正杰如此呼籲。
27 

飽受黨外同志批判的康寧祥，直到1983年11月初，才以收錄在《危
機與希望》一書的〈跨越「路線之爭」的迷巷〉一文（以下簡稱〈迷巷〉

一文），比較完整地回應了這場已經進行年餘的路線辯論。〈迷巷〉一文

區分討論了1.「改革體制與體制內改革」、2.「群眾路線與議會路線」以
及3.「杯葛與妥協」這三種不同層次的路線之爭，但是析論到最後，則試

23 周渝，〈建立新的政治文化：這就是我們要走的路〉，《關懷雜誌》，第7期，

頁8。
24 張明雄，〈黨外應放棄冒進機會主義〉，《深耕雜誌》，第16期，頁6-8；陳鼓

應，〈黨外不可走政客路線―從康寧祥行為模式談起〉，《縱橫》，第3卷第6
期，頁11-16。

25 謝長廷，《黨外黨》（台北：自版，1983年）。
26 張明雄，〈黨外運動的目的與路線〉，《深耕雜誌》，第17期（1982年9月），

頁5。
27 林正杰，〈為什麼要「改革體制」？〉，《八十年代》，第5卷第2期（1982年9

月），頁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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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根本否定當時的黨外存有任何真正的或者重要的路線歧異：「今天黨外

要努力的是政治義理的討論與提昇，而不是在文字迷巷中遊戲周旋。」
28

值得推敲的是，〈迷巷〉一文並沒有正面回應部分論者對於黨外「劫後主

流派」所做的批評；運用巧妙的議題界定（例如將「杯葛與妥協」定位為

議會政治手段上的進退之爭）以及「分而治之、各個擊破」的論辯策略，

〈迷巷〉一文似乎也淡化或者含糊了「面對威權政權，反對運動究竟要和

（合作）還是要戰（對抗）」這個行動哲學層次上的大問題。不過，儘管

〈迷巷〉一文極力否認黨外存在真正的路線分歧，我們還是可以從它的字

裡行間，解讀出康寧祥系統與其批評者間在一些事情上的看法差異─特

別是關於群眾運動的風險、議會政治的功能、還有黨外公職與非公職菁英

間的互動分際。「……黨外不能永遠只是反對者，……不能永遠以反對者

自居。」
29
〈迷巷〉一文文末的這個呼籲，似乎也寓有深意。

在康寧祥、張德銘與黃煌雄這三位黨外「劫後主流派」的要角於1983
年底的增額立法委員選舉中落敗後，作為路線辯論的「批康」，並沒有嘎

然落幕，而是又持續了一段時間，才逐漸退潮。李同塵於1984年7月中發
表於《新潮流》週刊第6期的〈試論「康寧祥路線」〉一文，就嘗試重新
勾勒與詮釋康寧祥以其經驗與判斷所形成的一種「全面性的經營意識」

─特別是他如何透過拉攏國民黨開明派、親近中產階級與知識份子以及

串聯地方黨外實力人物，來達成厚植、壯大黨外實力的階段性發展目標。

在李同塵看來，既往的「批康」論述，還沒有發展出一個足以跟康寧祥路

線競爭的替代路線：

⋯⋯相對於〔康寧祥〕的現實主義，理想主義者究竟有何藍圖？

相對於他的議會路線，群眾路線到底是怎麼個走法？相對於他的

公職掛帥〔，〕共同參與究竟是否可行？這些都有待不滿意康寧

祥路線的人深入思考。
30 

細讀李同塵的這篇文章之後，我們將不難理解，何以「批康」及其衍

28 康寧祥，〈跨越「路線之爭」的迷巷〉，收入康寧祥，《危機與希望》（台北：

八十年代，1983年），頁150。
29 康寧祥，〈跨越「路線之爭」的迷巷〉，收入康寧祥，《危機與希望》，頁

151。
30 李同塵，〈試論〉，《新潮流週刊》，第6期（1984年7月），頁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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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論爭，只是80年代台灣反對運動路線辯論的第一章。

（二）黨工與公職的組黨論辯（1983-86）

民主進步黨於1986年9月底的成立，向來被認為是80年代台灣反對運
動史上最重要的一個里程碑。這項重大的歷史進展，確實得來不易：在當

時的黨外菁英已然發展出「黨工 v. 公職」這組競爭關係的情況下，組黨
一事，形同是要互有嫌隙或猜忌的這兩個群體，以「兩人三腳」的方式，

一齊衝破威權政權所設下的重重黨禁障礙。「黨工」是當時一群多半於黨

外雜誌擔任編輯的新生代反對運動者的自我角色認知；「公職」則是指涉

具有民選公職身分的黨外政治人物。在當時已分別串聯、組織起來的這兩

群反對運動菁英，都有完成組黨大業的壯志，也都有「要攜手合作，將黨

外組建成一個反對黨」的團結意識─不論是出於自願，或是迫於支持者

的壓力。
31 可是，在「如何組黨」以及「要組成一個什麼樣的政黨」等關

鍵議題上，他們之間的看法，毋寧存在相當分歧。於1983-86年間主要是
以「黨工 v. 公職」這個樣貌現身的第二波路線辯論，基本上便體現了這
樣的分歧。這是一波關於組黨問題的路線辯論，而且在某個意義上，它也

協調了當時「兩人三腳」的組黨運動，進而形塑了日後民主進步黨的性格

與型態。

「黨外編輯作家聯誼會」（簡稱「編聯會」）與「黨外公職人員公共

政策研究會」（簡稱「公政會」）於1983年9月與1984年5月的相繼成立，
無疑進一步檯面化了「黨工 v. 公職」這個在「批康」風潮中就已經隱約
浮現的黨外內部矛盾；在這段時間前後興起的第二波路線辯論，其焦點或

者重心，也從「黨外對外如何與威權交手」（也就是反對事業的第一條陣

線）這個第一波辯論的主題，明顯地轉移到了「黨外內部如何組織與運

31 當時的組黨運動者，多少似有認知並記取日治時期台灣文化協會與台灣民眾黨分

裂的歷史教訓，參見許芳庭整理，張炎憲等訪談，〈尤清先生訪談錄〉，收入

張炎憲編，《民主崛起：1980’s 臺灣民主化運動訪談錄（1）》（北縣新店：國

史館，2008年），頁138；嚴婉玲整理，陳儀深訪談，〈整合意見，深耕台灣：

尤清先生訪問紀錄〉，收入陳儀深，《從建黨到執政》（台北：玉山社，2013
年），頁48；簡佳慧整理，陳儀深訪問，〈民主的包容，進步的取向：謝長廷先

生訪問紀錄〉，收入陳儀深，《從建黨到執政》，頁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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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也就是反對事業的第二條陣線）這個取向的論題。然而，為什麼台

灣反對運動在80年代中期會出現這樣的轉折？而存在於黨工與公職之間的
矛盾，又在什麼意義上成為一種路線分歧？要回答這兩個問題，我們需要

進一步檢討當時已在積極進行中的組黨運動，並且將討論的起點，至少回

推到1982年─因為在那一年，針對其時台灣反對運動所要追求成立的反

對黨，謝長廷與尤清先後提出了兩個非常不同的想像：柔性政黨與綱領政

黨。

謝長廷所倡議的柔性政黨，具有1 .「黨綱或主義比較富彈性」、

2.「黨紀比較鬆弛」以及3.「組織較不嚴密」等特質；
32 而其發展路徑，

則是以化整為零的方式，先行發展後援會、作家聯誼會、聯合服務處、黨

外民意代表聯誼會等能夠分別執行政黨之各種主要功能的個別組織，然後

再尋求它們的整合：

〔⋯⋯〕等各個組織都能正常運作時，就可以重新組合，形成一

個有實無名的政黨，再繼續運作一段時間，只要掛上名字，就是

名符其實的政黨了。
33 

儘管強調候選人、助選員、編輯人／政論雜誌作者、政治受難者等

多類行動者，也會是其中的菁英份子或者核心成員，謝長廷所設想的柔性

政黨，某個意義上可說是由黨外的民選公職所主導，並以選舉與議會為其

運作重心，也就是比較接近「幹部型政黨」（cadre party）的組織與運作
模式。

34 謝長廷就此提出了一個將「黨外」組建成「黨外黨」的階段性目
標，以及「將〔黨外〕過去沿襲的作法加以制度化」的漸進發展策略，

35 
而這樣的構想，相當程度上可說是與當時康寧祥以「鴨子划水」的方式進

行的組織活動，若合符節。根據林世煜事後的口述歷史訪談，謝長廷那時

也曾主動到《深耕》雜誌社與吳乃仁、邱義仁及林世煜深談，希望尋求他

們的支持。
36

32 謝長廷，《黨外黨》，頁20。
33 謝長廷，《黨外黨》，頁24。
34 關於政黨的類型區分，主要參見吳重禮，《政黨與選舉：理論與實踐》（台北：

三民，2008年），頁27-33。
35 謝長廷，《黨外黨》，頁21。
36 參見蕭阿勤，〈世代，理想，衝撞－1980年代：林世煜先生訪談錄〉，《思

想》，第22期（2012年11月），頁144；嚴婉玲紀錄，陳儀深訪談，〈台灣寶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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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對於謝長廷的遠見與誠懇至為感佩的林世煜，毋寧已對反對黨

的組成，懷抱有更深的期許；在1982年初一場由康寧祥主持的座談會上，
林世煜就強調，黨外應該進一步發展、強化組織與紀律，而「[⋯…]組

織與紀律最重要的，就是必須使參加組織的人有一種對集體的認同，對組

織的認同。37
」在1982年9月間，林世煜、邱義仁、林濁水、陳楚人（陳

文茜）⋯等多位新生代反對運動者，還進一步找上了尤清，請其闡述他所

構想的另一種政黨模式：綱領政黨。在〈新黨的組織綱領和運作〉這篇於

1982年10月初發表於《博觀》第2期的文章中，尤清指出：

〔⋯⋯〕我國現況與美國不同，美國民主經由兩百年歷史的發展，

其兩大黨只是選舉的機器，而沒有所謂的「政黨綱領」，如果我們

走美式的柔性政黨，那麼新黨一定組不起來。所以我強調政黨綱領

的功能。尤其美國在開國時的開創者都有推行民主的誠意，而我們

現在面對的是一個龐大的執政黨，因此不得不採綱領政黨。
38 

在這兩種關於黨外如何發展成為一個政黨的不同想法的激盪之下，以

「理念推動者」自許的新生代黨工們，在1983年「黨外後援會」的籌備
過程中，與康寧祥等「講求實力」的部分黨外公職，展開了一連串的角

力。
39 於同年9月初成立的「編聯會」，先是把「以和平方式促進台灣之

民主政治，確保人權，台灣之前途應由台灣全體住民共同決定」這樣的政

治綱領，寫入了它的章程，緊接著又在「黨外中央後援會」的章程討論會

與成立大會上，成功阻擋了康寧祥等人所力推的「現任立委優先考慮」條

款。在當年黨外選舉失利後，黨外公職也嘗試進一步籌組常設組織，並

於1984年5月成立「公政會」，由資深立委費希平出任該會的第一屆理事
長。雖然這兩個團體的人事組成互有重疊，運作上也多有交流與合作，它

核心價值面臨威脅：林世煜先生訪問紀錄〉，收入陳儀深，《從建黨到執政》，

頁147-48。
37 江炳倫等，〈制衡與民主―民主憲政的理論與實踐（座談會）〉，《亞洲

人》，第2卷第4期（1982年3月），頁27。
38 尤清，〈新黨的組織綱領和運作―尤清論新黨〉，收入陳世宏、周琇環編，

《戰後臺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二）組黨運動》（北縣新店：國史館，2000
年），頁299-300。關於尤清對於政黨以及組黨的主張，另參見尤清，《新黨救台

灣》（新北：自版，1986年）。
39 關於區分「理念推動者」與「實力擁有者」的說法，參見林濁水，〈放棄理念，

必然喪失實力〉，《生根雜誌》，第17期（1983年9月），頁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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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分立與競爭，多少還是使得這段期間的路線辯論，多了些許集團對抗

的色彩。不過，「黨工 v. 公職」這組政治分歧，之所以會演變成為這波路
線論辯的熱議焦點，相當程度上還必須歸因於一個在1984年6月才創刊的
黨外雜誌：《新潮流》。

在〈重建新的反對事業〉這篇發刊詞中，《新潮流》以1.選舉與議會
路線的改革成效有限、2.公職菁英容易迷失、墮落以及3.山頭瓜分資源、
阻擾新人投身反對運動等理由，嚴詞批判了「長期以來以選舉與公職掛

帥、以山頭主義為主導的黨外運動」
40
。在「選舉只是民主運動的一個環

節，議會路線應與羣眾路線相調和」這項對應主張下，《新潮流》試圖推

展、重建的，是「一個沒有私人利益、只有民主理想，不受個人壟斷、只

受人民指引的民主運動」
41
。除了對於理念的執著以及對於選舉公職的不

信任，我們還可以從這篇檄文中，解讀出「黨工要與公職平起平坐」這樣

的政治企圖。

在反公職掛帥的大旗下，《新潮流》旋即掀起了一波關於「雞兔問

題」的熱議。「雞、兔」是由《新潮流》就黨外政治人物所提出的一種動

物學式的分類，前者指涉有堅定反抗威權當局之信念與立場的反對派人士

（the opposition），後者則是指稱重視個人經營、在反對意識與立場上
較不鮮明的獨立派人士（the independent）。「雞兔問題」基本上是在探
問，在黨外尋求組成政黨的運動過程中，這兩類人士究竟該合，還是該

分。
42 雖然一度有成員撰文表達不同意見，認為在組織還沒有發展起來以

前就強求紀律，是本末倒置的作法，
43 《新潮流》沒多久就確立了「雞兔

40 新潮流雜誌社，〈（發刊詞）重建新的反對事業〉，《新潮流叢刊》，第1期
（1984年6月），頁2。

41 新潮流雜誌社，〈（發刊詞）重建新的反對事業〉，《新潮流叢刊》，第1期，

頁3。
42 參見例如郭世雄，〈黨外運動的雞兔難題―陳水扁 VS. 王昆和〉，《新潮流叢

刊》，第2期（1984年6月），頁36-40；郭世雄，〈要英雄，還是要群眾？：支

持施性忠黨外得到什麼？〉，《新潮流週刊》，第3期（1984年6月），頁35-37；
劉陽，〈黨外運動雞兔問題總結：民主運動派系化？〉，《新潮流週刊》，第5
期（1984年7月），頁35-39；吳乃德，〈雞兔難題的難題― 一個臨時的討論架

構〉，《新潮流叢刊》，第17期（1984年10月），頁36-39。
43 莊慕德，〈黨外運動的雞兔難題之三：不要迷戀「黨外烏托邦」！〉，《新潮流

週刊》，第4期（1984年7月），頁3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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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籠」的基本立場，也就是要求反對運動提出可據以區辨「雞」、「兔」

的明確政治主張，並以「雞」作為組黨運動的基礎。
44 在「編聯會」的推

助下，關於「雞兔問題」的爭論，在1984年的下半年間，席捲了整個黨
外。除了多少又加深了黨工與公職之間的恩怨糾葛，這場爭論中正、反意

見的僵持不下，似乎也預告了在接下來「編聯會」與「公政會」的組黨競

賽中，這兩個群體會嘗試走不一樣的路。

《新潮流》的劉守成在〈現階段黨外運動的反省〉這篇發表於1984
年11月間的文章中，便將當時黨外運動所面臨到的困境，歸咎於「內造政

黨的定位錯誤」，甚至認為黨外因此罹患了「過度重視權力，過早牽就現

實」的早衰症，「只能成為國民黨操縱下的臺灣政治體制的因變素，無法

成為改革臺灣政治體制的自變數」
45
。劉守成認為，要達成改革體制的目

標，黨外必須採取外造政黨的組織模式：

外造政黨本質上是群眾政黨，它在政治主張方面，是以群體利益

為訴求內容，不是訴諸個人利益或私誼；在動員方式方面，它以

尋求群眾對其政治主張加以認同和支持，而不是對個人的感激與

崇拜；在內部組織方面，它以民主程序形成共同的決議與紀律，

公職人員與幹部地位立足點平等。外造政黨也重視選舉，但選舉

只是政黨運動的一環，外造政黨裏公職人員也可能是領導人，但

不是當然的領導成員。
46 

在當時黨外「成員複雜，意識紛歧」的狀態下，劉守成認為，外造政

黨的組建很難一步到位，所以黨外應先從形成「次級團體」做起─「先

訓練自己組織能力，培養自己組織性格」
47
。在1986年8月底發表的一篇文

章中，劉守成進一步說明了「編聯會」用以組建出一個群眾政黨的方法：

「以政治信念來吸收幹部，再透過幹部號召群眾，建立『政黨―幹部―

44 參見新潮流雜誌社，〈我們對雞兔問題的看法〉，《新潮流叢刊》，第16期
（1984年9月），頁6-7；新潮流雜誌社，〈我們對雞兔問題的立場與態度〉，

《新潮流叢刊》，第19期（1984年10月），頁24-29。
45 劉守成，〈現階段黨外運動的反省〉，收入陳世宏、周琇環編，《戰後臺灣民主

運動史料彙編（二）組黨運動》，頁483-84。
46 劉守成，〈現階段黨外運動的反省〉，收入陳世宏、周琇環編，《戰後臺灣民主

運動史料彙編（二）組黨運動》，頁484-85。
47 劉守成，〈現階段黨外運動的反省〉，收入陳世宏、周琇環編，《戰後臺灣民主

運動史料彙編（二）組黨運動》，頁48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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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眾』三者的緊密關係」；劉守成認為，這樣的組黨工程雖然比較費時

費力，但是如此組建出來的群眾政黨，將比謝長廷所倡議的柔性／精英政

黨，更具韌性。
48 不過，在「公政會」的組黨準備已經進入緊鑼密鼓的階

段、而許信良等海外人士又已宣布將於年底「遷黨回台」的當時，時間似

乎已經不在「編聯會」這邊了，所以劉守成也只能提醒同志：「組黨只是

戰鬥的開始」
49
。在諸多因素交錯影響以及眾多人士的奔走努力下，黨外

最後可以說是在謝長廷所構想、由公職主導的組黨路徑上，創出了一個尤

清向來所主張、也較為「編聯會」的黨工們所接受的綱領政黨。

（三）反對黨內部的派系／路線競爭（1986-91）

從民主進步黨於1986年9月底成立以後，一直到整個80年代結束以
前，路線辯論依然是台灣反對運動界的大事，其間的爭論過程，甚至還摩

擦、碰撞出了更多火花。
50 80年代後期的這波路線辯論，多少是會讓人感

到似曾相似的：在黨工與公職間的組黨論辯隨著民主進步黨的成立而暫告

一個段落之後，路線辯論的關懷重心，又擺回到了「反對運動該如何與威

權交鋒」這項課題，而「議會 v. 街頭」與「選舉路線 v. 群眾路線」這類
台灣社會早已耳熟能詳的議題構框，也再度獲得論者的重用，以之標定他

們當時所要論辯的主要路線分歧。
51 不過，由於台灣社會與反對運動在80

年代中、後期，經歷了極為快速而且巨大的轉變─特別是自力救濟與社

48 劉守成，〈組黨！只是戰鬥的開始〉，收入陳世宏、周琇環編，《戰後臺灣民主

運動史料彙編（二）組黨運動》，頁584。
49 劉守成，〈組黨！只是戰鬥的開始〉，收入陳世宏、周琇環編，《戰後臺灣民主

運動史料彙編（二）組黨運動》，頁585。
50 參見例如林濁水，〈誰都沒有權利分裂民進黨〉，收入林濁水，《路是這樣走出

來的》（台北：前衛，1991年），頁147-151；林正杰，〈給姚嘉文主席的一封公

開信〉，《前進週刊》，第14期（1988年9月），頁4-11；陳芳明，〈民進黨沒有

分裂的條件―論姚嘉文、張俊宏、林正杰的路線問題〉，收入陳芳明，《在美

麗島的旗幟下―反對運動與民主台灣》（台北：前衛，1989年），頁265-278；
朱高正，〈民進黨健全發展的危機―對「新潮流」路線的初步批判〉，收入朱

高正，《台灣民主化的經驗與教訓》（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96年），頁306-
317。

51 參見例如新新聞周刊編輯部，〈議會，或是街頭？政治路線大辯論〉，《新新聞

周刊》，第6期（1987年4月），頁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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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運動的蓬勃發展、戒嚴的解除、蔣經國的去世、李登輝的繼任乃至美麗

島系的崛興，這波路線辯論的內涵與發展，實與80年代初期的第一波路線
辯論，不可同日而語。在這段期間內，「街頭」與「議會」，似乎都分別

發展出了新的意義與可能：走上街頭已經成為反對運動的新常態；
52 國會

的全面改選已是大勢所趨、指日可期；「我是鄭南榕，我主張台灣獨立」

─這個鄭南榕在1987年間所發表的公開演說，更豪邁地衝破了威權政權
長年來對反對運動所設下的政治禁忌。隨著時代氛圍的轉變，「選舉／議

會路線 v. 群眾／街頭路線」這組分歧，似乎也愈趨相對與模糊：許多原本
不對議會路線懷抱希望的運動者，後來都投身選舉、進入國會；

53 為了推
動國會全面改選，向來對群眾運動有所保留的政治頭人，也轉而揚言要採

取「全民罷市、全民罷稅、百萬人上街頭」的激越抗爭。
54

雖然在「議會運動和群眾運動雙線並行」這個民主進步黨於1987年
間即已確立的運動路線底下，

55 許多反對運動菁英─不論身屬何種派系

─都可說是在議會與街頭這兩個場域間頻繁穿梭，不過，在民主進步黨

於這段期間所發展出來的（泛）新潮流與（泛）美麗島這兩大派系之間，

我們還是可以觀察到相對清晰的路線分歧。這兩大派系除了分別聚合了具

有不同特質的運動菁英，也各自發展出了不同的政治議程（也就是在當時

的時局下，他們所提出的選舉／運動訴求）和路線論述（也就是他們對於

訴求如何實現這件事所提出的說明與論證）。換句話說，這一波的路線辯

論，基本上是以派系競爭的形式出現，而「新潮流」與「美麗島」這樣的

派系標籤，也更貼切地標誌出了80年代末期台灣反對運動主要所在論辯的

52 參見王甫昌，〈台灣反對運動的共識動員：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九年兩次挑戰高峰

的比較〉，《台灣政治學刊》，第1期（1996年7月），頁129-209。
53 一個顯著的例子是新潮流的轉變。在成立之初，《新潮流》雜誌社有意識地不邀

請黨外公職人員參與；參見新潮流雜誌社，〈踏出民主的一小步―簡介新潮流

的內規〉，《新潮流叢刊》，第1期（1984年6月），頁8。不過到了1988年間，

新潮流系已招募了幾位具有公職身分的成員，並於同年底決議投入1989年的公職

選舉；參見廖權修，〈新潮流系與八○年代臺灣民主運動〉（台北：國立臺灣大

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6年），頁52-53。
54 〈黃信介等發起國會全面普選〉，《聯合晚報》，1988年3月5日，版2；林濁

水，〈從全面罷稅到全面罷選―拆穿「一招定天下」的白日夢運動〉，收入林

濁水，《路是這樣走出來的》，頁169-174。
55 林濁水，〈民進黨黨務評議報告（一九八七）〉，收入林濁水，《路是這樣走出

來的》，頁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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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分歧：「新潮流路線 v. 美麗島路線」。
作為一個由群集在《新潮流》的黨工緩步串連出來的派系，新潮流向

來是以組織嚴明、重視紀律、長於論述、批判性格強烈著稱。在〈強化群

眾路線運動，積極準備總體決戰〉這篇由林濁水執筆、於1989年1月間發
表的《新潮流》復刊辭中，我們就可以看到新潮流系當時就反對運動路線

所做的總體戰略思考：

整個台灣既然同時面臨國家建立、政治民主化、社會分配合理三

個層次既不同，卻又牽扯關聯、無法切割的問題，反對運動者就

一定要有總體戰的戰略，三個層次的運動都不能省略；整個國民

黨體制既然是用來操弄本土社會的，反對運動者就無法不在體制

外推動群眾運動，讓人民從舊體制、舊價值中解放出來，他們才

能成為新秩序的建造者；只有充份解放的人民才是有力的人民，

因此解放就不能只是片面的，侷限於政治生活的解放，所以我們

除了要政治民主外，還要經濟民主。
56 

除了接續、延伸「改革體制」與「群眾路線」這兩項他們的主要成員

在前兩波論辯中即已提出的主張，林濁水的這篇文章還強調，「國民黨和

反對運動的對抗，本質上是外來政權和台灣本土民間社會的鬥爭」，而且

這項鬥爭「必定愈加全面性、愈加激化」。
57 進一步的問題是，反對運動

要如何準備、發起這個反抗國民黨政權的「總體戰」呢？對此，〈新潮流

未來的工作〉進一步凸顯了「獨立建國」這項訴求／目的：

台灣獨立必須經由整體社會運動來完成，透過全民參與的獨立運

動，正是建國與民主化同時完成的方法。社會運動政治化，政治

運動社會化是新潮流未來的運動方向。
58 

「社會運動政治化」與「政治運動社會化」究竟是什麼意思，〈新潮

流未來的工作〉並沒有細說分明。不過，可以確定的是，在新潮流系的設

56 林濁水，〈強化群眾路線運動，積極準備總體決戰―「新潮流」復刊辭〉，收

入林濁水，《路是這樣走出來的》，頁144。
57 林濁水，〈強化群眾路線運動，積極準備總體決戰―「新潮流」復刊辭〉，收

入林濁水，《路是這樣走出來的》，頁144-45。
58 新潮流雜誌社，〈（復刊辭）強化群眾路線運動 積極準備總體決戰〉，《新潮

流》，試刊號（198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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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底下，不論他們從事的是社會運動抑或是選舉政治，他們都有一個共同

的目標─也就是台灣的獨立與建國。明白標舉台灣獨立這個在當時仍

屬異端、前衛的主張，以之作為反對運動的終極目標與核心訴求─這

無疑是新潮流路線在強調、重視群眾運動之餘的另一大特色。在1988-89
年間，新潮流系就以「新國家、新憲法、新國會」作為主要訴求，組成了

「新國家連線」，積極投入1989年底的增額立法委員選舉。59

另一方面，由黃信介與張俊宏於1987-88年間領導組成的美麗島系，
很快地就發展成為當時民主進步黨內部的最大派系；在1988年10月，黃
信介也贏過了新潮流系所支持的姚嘉文，獲選為民主進步黨的第三屆黨

主席。除了競逐黨機器的主導權，美麗島系也試圖在路線論述上，與新潮

流系一較高下；於1989年6月間出版、由張俊宏主編的《到執政之路》一
書，便是關於美麗島路線的一套完整論述。《到執政之路》對於新潮流路

線是很有意見的。它批評新潮流系所採取的先鋒幹部組織模式，容易造成

反對運動的內訌或分裂，而新潮流所力推的運動策略，也會減損社會運動

的自主性，有礙於反對黨與社運團體間的互信結盟。
60
《到執政之路》更

強烈批判了「獨立建國」這項新潮流路線所高舉的運動訴求，認為這種試

圖將台灣當時的反對運動目標，從追求民主推升上綱到追求獨立建國的作

法，流於唯心與泛道德，既不明智，更有悖於政治運動的責任倫理：

我們一貫主張：從住民自決到主權獨立，是一個水到渠成的實力

累積過程，任何實事求是的政治反對者，絕不能妄想一步登天，

而必須腳踏實地就現有實力和所處環境作出客觀的估計，才能期

有所成。
61 

我們之所以提出這些憂慮，是基於反對運動者的政治責任，當我們

試圖鼓動人民冒極大風險來決定自己的政治前途時，絕沒有任何理

由可以迴避問題或掩飾真相。如果〈新潮流〉因此就指控我們怕死

59 參見李逸洋，〈是誰在替「魔鬼」配樂？莫把群眾運動與流血革命劃等號〉，

《新潮流叢刊》，第4期（1989年4月），頁22-27；林濁水，〈新國家聯線參選宣

言〉，收入林濁水，《路是這樣走出來的》，頁95-97。
60 張俊宏主編，《到執政之路―「地方包圍中央」的理論與實際》（台北：南方

叢書，1989年），頁86-103。
61 張俊宏主編，《到執政之路―「地方包圍中央」的理論與實際》，頁8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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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投機，那麼，我們也不願和不負責任的唯意志論者為伍。
62 

⋯⋯波蘭工聯所處的處境（外有蘇聯，內有波共），和台灣頗為

相似（外有中共，內有國民黨），而台灣反對黨甚至還沒有發展

出類似工聯的全國性組織，就開始侈言全面對決和對外決戰，這

種自我膨脹的主觀信仰，事實上只會造成反對運動的早夭。
63 

《到執政之路》就此提出了一個在政治議程與實踐策略上均與新潮流

路線有著明顯差異的美麗島路線：相對於新潮流系之主張獨立建國，美麗

島系主張以「還政於民，還財於民」作為1989年底的選戰訴求；相對於新
潮流路線之強調、重視整體社會運動，美麗島路線則是提出了「地方包圍

中央」的戰略構想，要求民主進步黨除應強化地方黨部，還要積極爭取在

地方的縣市政府執政的機會。
64 在這樣的路線設想底下，由黃信介與張俊

宏所領導的民主進步黨，也格外重視1989年底的縣市長選舉，並以「奪取
十席縣市長」作為目標。

《到執政之路》一書的出版，除了激發出新潮流系的後續回應與反

擊，也讓當時台灣反對運動的路線分歧，受到了知識界的矚目與討論。
65 

這波路線辯論，就這麼一路延續到了90年代初期，並具體反映在這兩大
派系就是否參與國是會議乃至是否增列「台獨黨綱」等事情上的意見交鋒

與政治角力。
66 不過，隨著台灣的民主化進程，這波乃至整個80年代有關

「選舉／議會路線 v. 群眾／街頭路線」的辯論，沒多久就漸次消融於許信

62 張俊宏主編，《到執政之路―「地方包圍中央」的理論與實際》，頁108。
63 張俊宏主編，《到執政之路―「地方包圍中央」的理論與實際》，頁121。
64 張俊宏主編，《到執政之路―「地方包圍中央」的理論與實際》，頁124-146。
65 參見例如李逸洋，〈地方包圍中央 夢幻執政路線〉，《新潮流論壇》，第8期

（1989年7月），頁4-11；林錫耀，〈社運政治化 政運社會化：現階段群眾路線

的運動方向〉，《新潮流論壇》，第8期（1989年7月），頁28-29；蕭新煌等，

〈新生代眼中的反對運動（座談會）〉，《中國論壇》，第28卷第11期，頁

7-19。
66 關於民主進步黨應否參與國是會議的辯論，參見林濁水，〈我們對國是會議的

態度〉，收入《路是這樣走出來的》，頁181-189；張俊宏，《執政大道：中道

提昇》（台北：自版，1991年），頁66-85。關於新潮流系與美麗島系在增列台

獨黨綱一事上之爭執及其影響，see Cheng, Tun-jen and Yung-ming Hsu. “Issue 
Structure, the DPP’s Factionalism and Party Realignment,＂ in Dafydd Fell ed., The 
Politics of Modern Taiwan. Volume IV: Party and Local Politics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p. 2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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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所提出的「選舉總路線」了。
67

三、民主運動的策略政治

威權政權的反對者，往往會遭遇到協調難題（coordination problem; 
opposit ion coordination dilemma）：如果沒有獲得成功的協調與／或
整合，反對勢力往往極難擊敗、扳倒威權政權／霸權政黨（hegemonic 
party），可是不同的反對者間，時常會因為種種緣故而陷於分裂，無法
或者難以團結。

68 80年代台灣反對運動所經歷的路線辯論，基本上就可以
被理解為是將這項協調難題攤開來並尋求解決的一個過程。這個過程中雖

然屢有摩擦、衝突，甚至讓一些參與者受到了不小的「運動傷害」，不過

大體而言，台灣的反對運動，非但沒有因此而陷於嚴重的分裂，甚至還可

能因為這場辯論的進行，而變得更加茁壯。除了得助於「反對運動／反對

黨不容分裂」這樣的道德約束，台灣的反對運動之所以能夠順利解決這項

協調難題，多少也是因為觸發、推促這場論辯的，既不是難以調和的左／

右意識型態對立，也還不是日後那愈來愈難以跨越的統／獨認同鴻溝，而

是主要的反對運動菁英間關於運動策略的不同看法；這種二階（second-
order）、應用理論（applied theory）層次的看法分歧，本來就比較沒有絕
對的是非對錯可言，還容留有較多的餘地，可讓論者進行折衝妥協。

69 邱

67 參見郭正亮，〈選舉總路線下的民進黨〉，收入游盈隆編，《民主鞏固或崩潰：

臺灣二十一世紀的挑戰》（台北：月旦，1997年），頁204-222；鄭明德，《一脈

總相承：派系政治在民進黨》，頁304-06。
68 參見周慧君，〈民主化過程中反對黨分裂或團結之比較分析―以波蘭團結工會與

台灣民進黨為例〉（台北：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年）；

Beatriz Magaloni, Voting for Autocracy: Hegemonic Party Survival and Its Demise in 
Mexico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24-28; Kenneth F. Greene, 
Why Dominant Parties Los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62-63; 
Bruce Ackerman, Revolutionary Constitutions: Charismatic Leadership and the Rule of 
Law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2019), pp. 46, 224-25; but cf. 
Nicolas van de Walle, “Tipping Games: When Do Opposition Parties Coalesce?＂ in 
Andreas Schedler ed., 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 The Dynamics of Unfree Competition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6), pp. 77-92.

69 謝長廷也曾經提出類似的看法，參見蔡盛琦整理，張炎憲等訪談，〈謝長廷

先生訪談錄〉，收入張炎憲編，《民主崛起：1980’s 臺灣民主化運動訪談錄

（1）》，頁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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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仁將他所要檢討的「路線」問題，解釋為是在探問：反對運動要「聯合

誰，對抗誰」。
70 本文則是將這樣的問題意識，蓋稱為「民主運動的策略

政治」─也就是民主運動者關於如何推動、完成政治民主化之運動目的

的策略思考。我們可以如此理解80年代台灣反對運動的路線辯論：民主運
動的策略政治，正是這場辯論的主題，而公開的辯論本身，則是展開這項

策略政治的一種方法或者延伸。

民主運動的策略政治是一個值得認真討論的課題。畢竟，自由民主不

會從天上掉下來，而且民主運動者在反對事業的兩條陣線上所做的各種策

略選擇，相當程度上決定了反對力（opposition strength）的強弱及其消
長，進而還會影響到民主、憲政轉型所運用的變遷模式，乃至這項進程的

早晚與／或快慢。
71 80年代的台灣反對運動者，對於這項課題的重要性，

無疑已有相當清楚的認識。周渝在「批康」之初的1982年間已經倡言，
反對運動應該認真看待路線問題。

72 在1989年的一場座談會上，參與《到
執政之路》一書之寫作的郭正亮，則是對周渝的看法，做了進一步的補充

與呼應：

從前我們對反對運動的一些討論，往往僅限於對現狀的一些了解

和控訴，然後就直接跳到一個終極的目標。這種討論方式對台灣

的政治反對運動是不會有效的。政治運作有它本身的邏輯，唯有

指出這個抗爭的過程，才能夠讓政治參與者真正了解在反對運動

的過程中應該建立甚麼樣的組織、爭取那些資源，及採用甚麼樣

的策略，也要認識本身的社會基礎在那裡。
73 

當然，討論是一回事，辯論則是另一回事。80年代的台灣反對運動，
是否真的存在有需要進行辯論的路線分歧呢？包括康寧祥在內的一些反對

運動菁英，對此一向是有所質疑的。我們不難理解何以有些論者，並不願

70 張明雄，〈黨外運動的目的與路線〉，《深耕雜誌》，第17期，頁6。
71 關於反對運動的力量、聚合度（cohesion）以及策略選擇對於威權政權民主化的

影響，see, e.g., Steven Levitsky and Lucan A. Way,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Hybrid Regimes After the Cold Wa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68-70.

72 周渝，〈建立新的政治文化：這就是我們要走的路〉，《關懷雜誌》，第7期，

頁4-10。
73 蕭新煌等，〈新生代眼中的反對運動（座談會）〉，《中國論壇》，第28卷第11

期，頁7。

213



威權鬆動 ─
解嚴前台灣重大政治案件與

政治變遷（1977-1987）

將反對運動內部的政治分歧，解讀為是一種「路線」層次上的政治分歧。

畢竟，面對爭議，許多人總是希望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不過，

在反對運動路線／策略政治這個討論層次上，我們確實可以套用一組在比

較政治上相當常見的基本區分，去理解與說明80年代台灣反對運動所經歷
的各波爭論：「溫和路線 v. 基進路線」。74 這組區分雖說是相對的、浮動
的，我們還是可以借助比較政治上所歸納出來的理念型，來識別台灣反對

運動中的這兩種路線。概略地說，溫和派的運動者，會試圖降低反對運動

被威權政權鎮壓的風險，也比較有跟威權政權中的改革者合作的意願；基

進派的運動者則會越挫越勇，也比較擔憂反對運動會被威權政權所收編。

此外，溫和派的運動者，往往比較重視兼容並蓄的政治結盟，也願意給予

運動領袖較大的揮灑空間；基進派的運動者，則對運動的理想有更多的堅

持，而且會試圖強化反對運動的凝聚力與行動紀律。我們並不難從80年代
台灣反對運動所經歷的三波爭論中，識別、區辨出主要是存在於這兩條路

線間的政治分歧；「溫和路線 v. 基進路線」這組分析架構，也讓我們可以
將這三波辯論串聯起來，將它們視為一個連續體，也就是一場關於反對運

動路線／策略政治的大辯論。

在比較政治的研究中，「她／他是怎麼看待群眾抗爭這件事情的」

這個提問，時常被拿來當作是檢驗一位民主運動者的立場究屬溫和抑或

基進的試紙：溫和派的民主運動者，對於群眾抗爭，是比較戒慎恐懼

的，因為他們憂慮，大規模的群眾動員，容易引發威權強硬派的鎮壓反

撲，也讓反對運動較難爭取到中產階級／一般公眾的同情與支持；他們

認同、也時常倡議Nancy Bermeo所界稱的「溫和論」（the moderation 
argument），也就是認為「過多的大眾動員以及過多來自基層的壓力，有

可能會搞砸民主的機會」
75
。基進派的民主運動者，則比較不排斥、甚至

74 關於溫和路線與基進路線的區分，see, e.g., Tun-jen Cheng, “Democratizing 
the Quasi-Leninist Regime in Taiwan,＂ in Dafydd Fell ed., The Politics of Modern 
Taiwan. Volume II: Democratisation and Consolidation, pp. 3-29; Adam Przeworski,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in Democracy and the Marke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s in East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pp. 66-99; John Fuh-sheng Hsieh, 
“Democracy in a Mildly Divided Society,＂ in Philip Paolino and James Meernik 
eds., Democratization in Taiwan: Challenges in Transformation (Burlington: Ashgate 
Publishing, 2008), pp. 16-20.

75 Nancy Bermeo, “Myths of Moderation: Confrontation and Conflict during Democr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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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積極推展群眾抗爭，因為他們認為，群眾動員的增加，不僅能夠淬鍊、

提升民主運動的抗爭意識，還會進一步提高威權政權的鎮壓成本（costs of 
suppression），而這項成本的提高，也勢必會改變威權政權的政治盤算，
進而提高了民主化的可能性。

76

雖然林正杰在1982年間曾經表示：「『激進』與『溫和』那裏算是路

綫之爭……此種分法沒有意義，路綫爭執應該是談一些更大的問題」
77
，

在美麗島事件才剛落幕的80年代初期，要發展溫和路線抑或基進路線，對
於台灣的反對運動者來說，毋寧是再實際不過、也再重要不過的策略抉擇

了。在那時候，包括康寧祥與謝長廷在內的許多黨外菁英，無疑都選擇了

溫和路線；有些論者甚至直言，反對運動應該避免重蹈《美麗島》基進路

線的覆轍。
78 另一方面，發動「批康」／第一波路線辯論的新生代黨工，

則是試圖藉此延續《美麗島》抗爭的香火，也就是去尋求反對運動的再基

進化（re-radicalization）。在2008年由國史館出版的訪談錄中，邱義仁提
到了他在美麗島事件後對於反對運動的路線問題所做的省思：

所以我整個思考就是，你要「按算」有幾波反對運動，準備讓國

民黨修理、要讓他逮捕、要讓他鎮壓。然後，整個反對運動要思

考的是，一旦被鎮壓的時候，有沒有辦法再起來，而不是思考怎

Transitions,＂ Comparative Politics, 29:3 (Apr. 1997), p. 305.
76 隨著鎮壓成本的提高，特別是當鎮壓成本高於容忍成本（costs of toleration）時，

威權政權就愈有可能選擇容忍而不是鎮壓反對運動；see Robert A. Daul, Polyarchy: 
Participation & Oppos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15-16; 
Nancy Bermeo, “Myths of Moderation: Confrontation and Conflict during Democratic 
Transitions,＂ Comparative Politics, 29:3, pp. 315; Staffan I. Lindberg, “A Theory 
of Elections as a Mode of Transition,＂ in Staffan I. Lindberg ed., Democratization 
by Elections: A New Mode of Transi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314-341; 吳乃德，《臺灣最好的時刻，1977-1987：民族記憶美麗

島》。
77 胡啓明，〈時時勤拂拭•不使蒙塵埃―與林正杰談黨外必須自我反省〉，《關

懷雜誌》，第9期，頁15。
78 參見例如何文振，《黨外民主運動》（台北：春風，1981年）；邱垂亮，

〈一九八三年黨外的路線之爭〉，收入《風雲論壇（2）透視黨外勢力》（台

北：風雲論壇社，1983年），頁188-201。鄭敦仁則是強調溫和派運動者在

美麗島事件後的貢獻；see Tun-jen Cheng, “Democratizing the Quasi-Leninist 
Regime in Taiwan,＂ in Dafydd Fell ed., The Politics of Modern Taiwan. Volume II: 
Democratisation and Consolidation, pp. 16-17,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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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樣不被鎮壓。我的思考是這樣，所以「路線」變得很重要，既

然一定會被鎮壓，就要擋得住被打，要結合的就是擋得住被打的

那種人；若經不起被打壓，好角色都被抓完，壞角色跑光光，去

結合那些人有什麼用﹗台灣人這一百年就都是這樣嘛。⋯⋯這大

概是我在高雄事件後的反省。路線上，不是要去避免怎麼不被打

壓，你絕不比統治者還行，你一定被打壓；所以第二，反對運動

要處理的，是你要怎樣去聚集一些可以承受打壓的人，而且一而

再、再而三的，我不相信統治者不會倒。
79 

邱義仁的這席話，直白地表達了一位基進運動者對於反對運動所做的

策略思考；這樣的策略思考，也催生、形塑了80年代的前兩波路線辯論。
在第一波辯論的時候，基進的新生代黨工挑戰了溫和的劫後主流，要求後

者不要只想著「怎麼樣不被鎮壓」，更莫與威權政權妥協、合作。在第二

波辯論的時候，這兩派運動者則是在組黨的方式與步調上，出現分歧：溫

和派冀圖經由政治結盟擴大反對運動的勢力版圖，並且認為反對運動的組

黨時機已然成熟、事不宜遲；基進派在想的，則是如何結合「一些可以承

受打壓的人」，所以對於組黨一事，反而主張要穩紮穩打、寧缺勿濫。到

了民主進步黨成立之後，由美麗島系所代表的溫和路線與由新潮流系所代

表的基進路線，又在運動目標／訴求的層次上，發展出了比先前有關「體

制內改革 v. 改革體制」的論爭更為明確、清晰的理念區隔：「民主執政 v. 
獨立建國」。溫和派反對在此時此刻倡議台灣獨立，認為此舉徒然減損了

反對黨的選舉競爭力／可選舉性（electability）。基進派則是試圖藉由標
舉這項訴求，讓反對運動─特別是在選舉成為它的最主要路線之後─

能與國民黨及其所控制的體制，保持批判的距離。這項運動訴求上的差

異，除了反映了這兩派運動者的不同政治性格（「務實 v. 理想」），也可
能緣於他們對於政治局勢及其發展的不同判斷：溫和派對於民主進步黨在

台灣民主化以後的執政前景，似乎是比較樂觀的；基進派則可能預想，民

主進步黨日後還要在野好一陣子，也因此毋須斤斤計較一時／短期的選舉

利益。

每一個追尋政治民主的反對運動，或許都有它的溫和派與基進派。

79 張炎憲、陳世宏訪談，陳世宏整理，〈邱義仁先生訪談錄〉，收入張炎憲編，

《民主崛起：1980’s 臺灣民主化運動訪談錄（2）》，頁19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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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用公開辯論的方式來處理這兩派運動者間的路線分歧，或許是80
年代台灣反對運動的一項特色。本文認為，這樣的公開辯論，對於處

理、解決反對運動勢必會遭遇到的協調難題，至少發揮了以下三點重要

作用：（一）公開辯論在一定程度上公平化了民主運動的策略政治的競

爭場域（leveling the playing field of the strategic politics of democratic 
movment），讓一開始在政治實力與政治資源上都處於劣勢的基進派運動
者，能與溫和派運動者平起平坐、共議反對運動的何去何從。我們因此不

難理解何以這場辯論是由基進派運動者所發起的，而這場辯論的結果，也

使得80年代的台灣反對運動，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溫和轉趨基進。（二）
相對於檯面下的政治角力，公開辯論讓這兩派運動者間的分歧與爭執，能

夠受到更多的公評，而來自一般支持者的關心，還讓這兩派運動者不能輕

言決裂，必須積極尋求妥協與合作。（三）藉由強化論述的重要性，公開

辯論一來降低了魅力領袖對於反對運動的影響力，二來深化了反對運動的

集體認同，而這也都有助於避免反對運動因為政治頭人的恩怨而陷於分

裂。這場路線辯論對於80年代台灣反對運動的發展而言，從而具有積極意
義：它不僅成功解決了反對運動的協調難題，還讓反對運動因為溫和與基

進路線的競爭與合作，而更加茁壯。

整體而言，我們或許可以同意，這場路線辯論，促使反對運動在選舉

／議會路線的溫和基調上，展開了一定程度的再基進化：除了衝破了威權

政權所設下的組黨禁令，80年代的台灣反對運動，不論是在街頭或者議
會，也都升高了對於威權政權的抗爭；更重要的是，溫和派的運動者始終

選擇了跟他們的基進派同志站在一起，而沒有跟威權政權中的改革者，發

展出進一步的結盟關係。
80 進一步的問題是，這場路線辯論，又是如何透

過其所形塑出來的民主運動的策略政治，而影響到了台灣的民主轉型以及

憲政變遷呢？從既有文獻中，我們大致可以析離出兩種看法；這兩種看法

未必互斥，但是對於上述這種反對運動的再基進化發展，做出了相當不同

的歷史評價。第一種看法認為，這種再基進化的發展，提高了威權政權的

80 何以當時的溫和派運動者會與基進派運動者而不是威權政權中的改革派結盟，誠

然是一個值得並有待進一步研究的問題。除了歸因於人際關係、革命情感、公開

路線辯論等有助於凝聚、團結反對運動的諸多因素外，這項溫和派反對運動者的

策略政治選擇，毋寧也與其時威權政權內部的權力生態（特別是改革派與強硬派

之間的互動與消長），有著一定的連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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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壓成本，迫使威權政權必須選擇成本較低的容忍，進而對民主運動做出

快速而且重大的讓步。
81 第二種看法則是認為，在李登輝所領導的國民黨

於90年代初期主導完成台灣民主化的基本進程後，脫胎自80年代的派系
政治與基進訴求（獨立建國），轉而讓民主進步黨在選舉競爭中處於劣

勢，也從而助長了國民黨在台灣民主化後的繼續執政。
82 這兩種看法間的

分歧顯示，在「基進路線 v. 溫和路線」這個軸線上進行的民主運動的策
略政治，不僅在事前（ex ante）容有爭議，在事後（ex post）也往往難有
定論。

本文認為，藉由促成溫和派運動者與基進派運動者（而不是與威權政

權中的改革派）結盟合作，並且形塑出「議會運動和群眾運動雙線並行」

以及「以運動政黨的型態參與選舉競爭」這樣的運動策略，這場路線辯論

在推升民主運動的抗爭強度之餘，也弱化了國民黨政權對於台灣民主轉型

與憲政變遷的掌控能力。
83 我們有理由認為，持續積累到1990年野百合學

運爆發的抗爭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能量，確實可能迫使國民黨政權
必須加快國會全面改選的民主化進程，不再坐等「資深中央民意代表」／

「老賊」的自願退職。而在主要的反對運動菁英得以凝聚、團結成一個兼

具溫和與基進色彩的反對黨的情況下，在蔣經國去世後由李登輝所領導與

代表的威權政權改革派，終究無法運用「裂解溫和派與基進派的反對者、

將溫和派反對者收編入政治建制（political establishment）」的收編策
略，來因應、調控台灣的民主轉型。

84 運用賽局理論分析，林繼文解開了
（一）為什麼國民黨政權會願意啟動台灣的民主化進程以及（二）為什麼

81 參見吳乃德，《臺灣最好的時刻，1977-1987：民族記憶美麗島》。
82 See Yun-han Chu, “The Legacy of One-Party Hegemony in Taiwan,＂ in Larry 

Diamond and Richard Gunther eds., Political Parties and Democrac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286-96; Shelley Rigger,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in 2000: Obstacles and Opportunities,＂ in Dafydd Fell ed., The 
Politics of Modern Taiwan. Volume IV: Party and Local Politics, pp. 246-250.

83 Levitsky and Way也將台灣與墨西哥同列為反對運動在民主化過程中扮演了重要

角色的案例；see Steven Levitsky and Lucan A. Way,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Hybrid Regimes After the Cold War, p. 69.

84 關於收編作為一種憲政轉型模式，see generally Bruce Ackerman, Revolutionary 
Constitutions: Charismatic Leadership and the Rule of Law, pp.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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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政權沒有因民主化而垮台這兩重台灣民主轉型之謎。
85 對於80年代

台灣反對運動的觀照，則可以幫助我們解開台灣民主轉型的另一重謎題：

為什麼台灣在90年代的民主轉型與憲政改革，會採取朝野協商、合作的菁
英解決／建構（elite settlement; elite construction）模式，而不是那種國民
黨的主導性會更加鮮明、強烈的收編模式？

86

反對運動的再基進化與團結，除了會大幅降低反對運動被既有政權收

編、馴化的政治可能，還有可能促成其競爭對手（威權政權）乃至整體憲

政生態的轉變。根據鄭敦仁與徐永明的分析，美麗島系與新潮流系在90年
代初期的路線競爭及其結果，就推升了統獨議題的政治重要性，並進而促

使國民黨的主流派與非主流派，最後走向分裂。
87 不過，對於90年代台灣

憲政轉型之模式與路徑的影響，可能還只是這場路線辯論的其中一項短期

政治效應而已。如果借助歷史的後見之明，並且「小寫c化」衡量憲政變
遷的尺度（也就是不將關於憲政變遷的討論，侷限於成文憲法秩序的制式

變動），我們還會發現，台灣的憲政認同，自1990年代初期迄今的30年
來，已經有了革命性的巨大轉變：雖然就大寫C的成文憲法秩序而言，台
灣看似建制憲政主義（establishment constitutionalism）之漸進調適的一個
案例，可是究其實質而言，當代台灣的憲政經驗，毋寧更加趨近於Bruce 
Ackerman筆下的憲政革命。88

換句話說，從這場路線辯論中孕生出來的民主進步黨，雖然未能主導

台灣的民主轉型，甚至因其基進色彩而在90年代的民主選舉競爭中居於

85 See Jih-wen Lin, “Democratization under One-party Dominance: Explaining Taiwan’s 
Paradoxical Transition,＂ in Dafydd Fell ed., The Politics of Modern Taiwan. Volume II: 
Democratisation and Consolidation, pp. 91-112.

86 關於90年代台灣憲政轉型中的菁英協商與合作，see, e.g., John Higley, Tong-
yi Huang and Tse-min Lin, “Elite Settlements in Taiwan,＂ in Dafydd Fell ed., The 
Politics of Modern Taiwan. Volume II: Democratisation and Consolidation, pp. 113-
127; Jih-wen Lin, “Transition through Transaction: Taiwan’s Constitutional Reforms in 
the Lee Teng-hui era,＂ in Dafydd Fell ed., The Politics of Modern Taiwan. Volume II: 
Democratisation and Consolidation, pp. 128-151.

87 See Tun-jen Cheng and Yung-ming Hsu, “Issue Structure, the DPP’s Factionalism and 
Party Realignment,＂ in Dafydd Fell ed., The Politics of Modern Taiwan. Volume IV: 
Party and Local Politics, pp. 25-57.

88 關於建制型與革命型憲政變遷的比較，see  Bruce Ackerman, Revolutionary 
Constitutions: Charismatic Leadership and the Rule of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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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勢，卻在一個更長的時間跨度上，主要經由一次又一次的選舉，逐步推

動完成了一個翻轉舊體制、重新定義中華民國的實質憲法革命。在檢討這

場路線辯論在憲政思想上的意涵與影響後，我們對於這個小寫c的憲法革
命，以及這場路線辯論在其中所具有的承先啟後的歷史意義，也許還會有

更深一層的認識。

四、民主運動的憲政思辯

聚合在反抗威權統治、追尋自由民主的運動旗幟下的不同民主運動

者，往往擁抱了不太一樣的憲政願景，或者各有不同的憲政制度偏好。我

們可以將民主運動內部有關各種憲政議題的討論，稱為「民主運動的憲政

思辯」，而這無疑也是80年代台灣反對運動路線辯論在策略政治之外的另
一個重要面向。舉凡反對運動與「體制」的關係、民選公職作為政治代表

的責任、政黨的組成方式與型態、乃至台灣的主權與憲政認同─這場論

辯所觸及到的許多議題，顯然都具有高度的憲政意涵。在這場論辯中，不

少論者更經常運用某種憲政上的規範論理─也就是對於憲政民主之規範

理想所為演繹或詮釋─來證成或者反駁一項路線主張／策略選擇。康寧

祥、謝長廷、張俊宏、尤清、林正杰、邱義仁、林濁水、劉守成⋯許許多

多這場辯論的參與者，可以說都是戴著兩頂帽子的：他們既是從事民主運

動的策略行動者，也是在現實政治中修行的憲政思想家；他們不僅在意運

動路線的策略合理性，也設法要做出憲政義理上的適正抉擇。

除了影響到了當時民主運動的策略政治，這場辯論中的憲政思辯，還

有可能被載入台灣的憲政思想史，而以觀念的形式，持續影響至今。或許

是受到了成文憲法主義（written constitutionalism）的影響，既有關於台
灣現代憲法史的討論，大多是以90年代作為起點。89 那畢竟是一個確立了
現行中華民國憲法增修體制、而且整個台灣社會的憲政思辯也更加風起雲

湧的年代。不過，大寫C的中華民國憲法，毋寧只是小寫c的台灣憲法秩
序的一個部分，而且成文憲法在實際的憲政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還取決

89 參見例如葉俊榮，《民主轉型與憲法變遷》（台北：元照，2003年）；王泰升，

《臺灣法律現代化歷程：從「內地延長」到「自主繼受」》（台北：中央研究院

臺灣史研究所、臺大出版中心，2015年），頁123-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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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所屬憲政社群的憲政文化（constitutional culture），不是制／修憲者說
了算的。如果我們跳脫成文憲法（中心）主義、從一個更寬廣的視野觀察

當代台灣的憲政發展，我們將會發現，台灣業已經歷了一場漫長而且巨

大的小寫c的憲法革命─儘管這場憲法革命的成果，還沒有被完全寫入

成文憲法。
90 這場憲法革命，簡單地說，確立了一個以台灣的國民主權作

為基礎、而以中華民國憲法作為一種憲政暫時協議（constitutional modus 
vivendi）的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名字叫
中華民國」這個說法，便是在這個憲法變遷過程中，逐步成為台灣社會關

於台灣國家定位的主流論述。
91 雖然要到民主進步黨做成〈台灣前途決議

文〉以及李登輝總統提出「特殊兩國論」的1999年之後，這場憲法革命才
算有了比較清晰的輪廓，在此之前，它無疑已醞釀多時。

92 本文進一步認
為，80年代台灣民主運動的憲政思辯，至少在兩件事情上，為這場即將到
來的憲法革命，做了極其重要的思想準備：它一來開闊（enlarge）了我們
台灣人對於「體制」（憲政秩序）的理解，二來則是塑造出了一個試圖經

由民主選舉完成憲法革命的運動政黨。

反對運動究竟要如何定位自己與「體制」的關係？這個問題，無疑是

困擾著80年代台灣反對運動者的一項難題：他們一方面否定當時的威權政
治體制具有任何正當性，另一方面也不認為武力革命是可行的；他們沒有

拒絕參與威權體制下的有限選舉，但也不願就此被威權政權摸頭與收編；

90 關於憲法革命未必限於成文憲法之變革的一般理論反省，see  Gary Jeffrey 
Jacobsohn and Yaniv Roznai,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0). 關於未成文化之憲法革命的曖昧與糾葛，另參見黃丞儀，〈未完成的

革命：三一八運動迎接的公民共和曙光〉，收入林秀幸、吳叡人主編，《照破：

太陽花運動的振幅、縱深與視域》（新北：左岸，2016年），頁261-296；吳叡

人，《受困的思想：臺灣重返世界》（台北：衛城，2016年）。
91 台灣並無直接探問與追蹤台灣人之憲法認同的民意調查資料，不過我們可以從(1)

關於國族認同、(2)關於統獨議題（包括「維持現狀」之選項）與(3)關於政黨認

同的長期民調趨勢，以及(4)歷年總統與國會選舉之結果等資料，推論出當代台

灣社會的主流民意如何界定、看待台灣的憲法現狀。關於台灣認同的研究，see 
generally T. Y. Wang, “Changing Boundari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aiwan Voters’ 
Identity,＂ in Christopher H. Achen and T. Y. Wang eds., The Taiwan Voter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17), pp. 45-70.

92 相關歷史論述，參見若林正丈著，洪郁如、陳培豐等譯，《戰後臺灣政治史：中

華民國臺灣化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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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是，他們該怎麼做，才能在理想與現實間找到平衡，並且維持他們作

為反對運動者的風骨（integrity）呢？93 在80年代初期的第一波辯論中，
論者基本上便嘗試在「體制內改革 v. 改革體制」這組議題構框下，探尋反
對運動與「體制」之間的適當關係定位。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反對「體

制內改革」這項說法的基進派運動者，也並沒有將反對運動完全隔絕於

「體制外」。面對「要改革體制的人，為什麼要參加選舉」這項質問，林

正杰的回答是：以改革體制為職志的運動者，仍然可以經由選舉「進入體

制、診斷體制、改革體制」，但是不會將選舉／議會路線當作反對運動的

全部，更不會耽溺於爭搶威權政權吃剩的「麵包屑、雞骨頭」。
94 另一方

面，溫和派運動者顯然也不認為，在反對運動與體制的關係定位這件事情

上，他們與基進派同志間，有什麼實質差異可言：「『改革體制』是要改

革戡亂臨時體制。『體制內改革』是要在憲政體制之內從事改革」─康

寧祥在〈迷巷〉一文中，就這麼融合了這組爭論。
95

康寧祥的這個說法，確實保全了反對運動的一體性（unity），但是
它之所以能夠這麼做，相當程度上是因為，這個說法已經呼應了基進派運

動者的主張，將體制內改革論中的「體制」一詞，抽象地界稱為「憲政體

制」，而不是具體指涉那部在1947年於中國南京制定的中華民國憲法。換
句話說，反對運動者所需要認同與服膺的，是一般意義上的「憲法精神與

憲政原則」，
96 而不是法實證主義、成文憲法主義所設想的那種大寫C的

成文憲法。這是一個微妙但是重要的觀念轉變。除了讓80年代的台灣反對
運動者，得以超越往昔「回歸憲法論」的討論侷限，更開闊地思考台灣需

要的是什麼樣的憲政制度；這項憲政論述，更讓他們在進入既存憲政體制

所提供的制式政治程序後，仍然可以無罣礙地發展與追尋新的憲法認同、

國家認同。
97 在撐開了大寫C的中華民國憲法加諸在台灣人身上的認同枷

93 另一種關於反對運動與體制間之關係定位的常見討論，是環繞在「忠誠的反對

（黨）（loyal opposition）」這項概念，惟其在台灣民主史上所受到的議論及其影

響，還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94 林正杰，〈要改革體制的人，為什麼參加選舉？〉，《深耕雜誌》，第25期

（1983年1月），頁22。
95 康寧祥，〈跨越「路線之爭」的迷巷〉，收入《危機與希望》，頁145。
96 吳怡法，〈體制和改革〉，《深耕雜誌》，第17期（1982年9月），頁17。
97 在80年代以胡佛為代表的回歸憲法論者，雖然也時常使用「憲政體制」、「憲政

精神」等抽象概念，但是他們所懷想與希冀「回歸」的，毋寧是一種大寫C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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鎖之後，不過是幾年的光景，反對運動已經在論辯要不要以獨立建國作為

主要的選舉訴求，而向來倡議「恢復體制」、「回歸（中華民國）憲法」

的費希平，則在1988年底，成了第一位退出民主進步黨的反對菁英。
80年代的這場民主運動的憲政思辯，還影響到了另外一個同樣也是屬

於小寫c的憲政制度：政黨。作為構成一個憲政體制的重要環節，政黨體
系（party system）的重要性，並不亞於選舉制度（electoral system）與
政府制度（governmental system）。98 比較憲政的研究者向來聚焦於檢討
有效政黨的數目及其演變，因為光是這個簡單的數字，就決定了政黨競爭

的基本局勢。不過，在黨際競爭的大局之外，政黨的組織型態、凝聚力與

紀律的強弱、乃至如何選任候選人等個別政黨的制度細節，無疑也是影響

政黨政治的重要因素。既然憲政工程（constitutional engineering）經常試
圖藉由選舉制度的設計或改變，來調控或影響政黨體系，在某個意義上，

我們毋寧也可以將80年代台灣的組黨運動，理解為是一種小寫c的憲政工
程：它為台灣的反對運動組建出了「一個」主要的反對黨─一個結合了

選舉公職與專業黨工的外造政黨。

或許是因為民主進步黨的中央組織架構及其黨務運作方式，與中國國

民黨高度雷同，一直有不少論者批評，在政黨組織這件事情上，組黨運動

者只是「抄襲」了他們的主要競爭對手，並沒有認真尋求制度創新。
99 尤

清日後對此回應，他們組黨當時，確實有意識地採用了與國民黨相同的組

織架構與幹部職銜，而這麼做的目的，是為了避免國民黨藉故主張，他

文憲法秩序（特別是《中華民國憲法》有關修正式內閣制的憲政設計）；參見胡

佛，〈回歸憲政―「一九八五台灣政治批判」序〉，收入胡佛、梁雙蓮編，

《一九八五台灣政治批判：信心危機》（台北：敦理，1986年），頁5-9；胡佛，

〈論回歸憲法與強人體制〉，收入中國比較法學會編，《戡亂終止後法制重建

與法治展望論文集》（台北：中國比較法學會，1991年），頁5-30。值得注意的

是，回歸憲法論者主要是以終結動員戡亂體制、恢復《中華民國憲法》所定憲政

秩序，來對台灣民主轉型的憲政變革需求，做出階段性的回應；關於統獨問題的

終極解決，許多回歸憲法論者則不排斥超越、改變既有的《中華民國憲法》。
98 參見例如林繼文，〈政府體制、選舉制度與政黨體系：一個配套論的分析〉，收

入冷則剛等編，《政治學的理性與感性―林繼文精選集》（台北：中央研究院

政治學研究所，2019年），頁213-238。
99 參見例如蘇明達、江學成訪談，〈當和平改革封閉時，我們還是走出來了！訪張

俊宏談民進黨為什麼戰場永遠在內部！〉，《民進年代叢書》，第2號（1987年7
月），頁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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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所成立的，不算是一個政黨。
100 說抄襲或許太沉重了，不過尤清的解

釋，似乎也沒有多大的說服力。本文認為，在組黨運動者決定要採取外造

政黨的組織模式之後，套用國民黨所提供的現成制度範本，就成了反對運

動減省研發與學習成本的合理策略。
101 比較重要的是，當時的組黨運動

者，確實是在經歷了相當時間的議論與思辯之後，才做出要組建一個外造

政黨這項憲政抉擇的；他們既沒有將這個政黨型式視為理所當然，也沒有

因為厭惡、反對國民黨，就特意排除這個模式。事後來看，我們並不難理

解何以組黨運動者會選擇了外造政黨的組織模式。比起由公職主導的內造

政黨模式，外造政黨的組織結構，無疑可以更緊密地把「編聯會」與「公

政會」這兩派運動者「箍」在一起，也更適合去發展議會運動和群眾運動

的雙線並行。這個在議會之外組建政黨的模式，還進一步凸顯了價值、理

念在組黨這個政治結盟過程中的重要性，並且讓新成立的反對黨，可以透

過它的黨綱，揭櫫並鎖定反對運動的政治信念。如果著眼於民主進步黨所

持政治信念的基進性（特別反映在其於1991年制定的台獨黨綱），我們
還可以認定，在外造政黨、綱領政黨的制度模組上，民主進步黨還進一步

發展成了一個以體制變革（regime change）─或者說，創建一個新的憲

政國度─為其終極使命、而以參與選舉競爭為其主要路線的運動政黨／

使命政黨。

試圖透過參與舊體制下的選舉競爭來尋求體制變革─這其實是在選

舉威權國家中相當常見的一種反對黨策略；對於選舉威權體制下以運動政

黨自期的反對黨來說，它們當然毋須放棄選舉競爭這項極其有力的政治宣

傳與動員策略，只是不會以追求選票的極大化作為唯一目標。
102 對於民主

進步黨作為一個運動政黨的屬性定位，林濁水在2013年間的一項口述歷史
訪談中，有相當清楚的論述：

100 參見許芳庭整理，張炎憲等訪談，〈尤清先生訪談錄〉，收入張炎憲編，《民主

崛起：1980’s 臺灣民主化運動訪談錄（1）》，頁132。
101 See also Tun-jen Cheng and Yung-ming Hsu, “Long in the Making: Taiwan’s 

Institutionalized Party System,＂ in Allen Hicken and Erik Martinez Kuhonta eds., 
Party System Institutionalization in Asia: Democracies, Autocracies, and the Shadows 
of the Pas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128.

102 See Steven Levitsky and Lucan A. Way,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Hybrid Regimes 
After the Cold War, pp. 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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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覺得民進黨注定要從無到有，創造新價值讓社會從拒絕到

接受，就是以「使命政黨」定位民進黨，你的主張在社會是少數

的，你是就要去改變社會價值的政黨，價值改變之前你當然就是

少數，價值改變了就可以坐享其成。使命政黨跟保守政黨的根本

差異，就是一個是維護既有價值，一個是改變既有價值，就是要

讓台獨從少數變多數。
103 

在同一項口述歷史研究中，謝長廷則是對於民主進步黨的屬性定位，

提出了以下看法：

民進黨在建黨的第一階段已經和革命團體做了劃分，明確定位我

們不是要革命；第二階段，我們給民進黨的定位為運動政黨，在

我們執政以後的第三階段，其實民進黨就是一個議會政黨。還沒

有執政之前，可以說是運動政黨，後來我認為民進黨就是追求執

政的議會政黨。
104 

民主進步黨是否確如謝長廷所言，在執政之後，就已從運動政黨轉型

成為選舉政黨？而如果確有這樣的轉型，其原因與理由又是如何？這些問

題，無疑還有待進一步的研究與討論。不過，這畢竟是2000年代以後的事
情了。我們在此可以確定的是，基進派的林濁水與溫和派的謝長廷，至少

在民主進步黨成立後的相當期間內，對於民主進步黨作為運動政黨的屬性

定位，有著相當程度的共識。

Bruce Ackerman告訴我們，運動政黨在革命型的憲法變遷模式與過程
中，扮演著非常關鍵的角色：運動政黨可以建立起革命領袖與草根行動者

之間的連結，也有助於解決革命運動中的協調難題；在舊體制解體之後，

革命領袖往往還需要透過運動政黨的政治動員，才有機會完成憲法革命

的歷史大業。
105 值得注意的是，制憲並不必然是憲法革命的終點；憲法

革命並不必然一定要是大寫C的。在修憲極其困難的美國，Ackerman早先
就已辨識出了「運動─政黨─總統」這項小寫c的憲法典範變遷模式（the 

103 嚴婉玲整理，陳儀深訪談，陳忠信與談，〈被一波狂飆的時代給席捲進去：林濁

水先生訪問紀錄〉，收入《從建黨到執政》，頁168-169。
104 簡佳慧整理，陳儀深訪問，〈民主的包容，進步的取向：謝長廷先生訪問紀

錄〉，收入陳儀深，《從建黨到執政》，頁454。
105 Bruce Ackerman, Revolutionary Constitutions: Charismatic Leadership and the Rule of 

Law, pp. 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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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vement-party-presidency pattern）：簡單地說，懷抱變革理想的運動者
可以提出並追求一項新的憲政議程；運動政黨可以將運動訴求轉化為選舉

訴求，進而動員、凝聚出變革所需要的政治能量；運動政黨所屬的總統，

最後則可透過推動劃時代的立法以及任命法官（據以掌控憲法詮釋權）等

方式，實現運動所訴求的憲政變革。
106

在台灣民主化後的近四十年來，我們也可以約略觀察到一個跟

Ackerman所描述的美國憲法革命相當接近的憲政動態：隨著民主進步黨
從在野到執政、從代表政治少數到代表政治多數的發展，台灣已經或者近

乎完成了一場翻轉舊體制的小寫c的憲法革命，也就是把中華民國等同於
台灣。這項憲法革命的經過與內涵，無疑仍有待更深入的分析與論證，不

過，我們應該已經可以在這樣的憲政歷史脈絡上，初步推論80年代這場路
線辯論的意義與影響了。

五、結論

80年代的台灣反對運動，是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路線辯論中成長
的；對於路線問題的重視與熱切議論，更是台灣反對運動在這個時期所發

展出來的一大特色。然而，不論在當時，抑或時隔多年之後，對於這幾波

路線辯論所具有的歷史意義與／或影響，論者間的看法，始終存在相當分

歧。80年代的台灣反對運動，是否真的存有需要辯論、值得辯論的路線差
異？如果有的話，我們又該如何理解與表述這樣的政治分歧？對於當時反

對運動的協調與整合，這種在觀念市場上公開進行的路線辯論，究竟是正

數，還是負數？路線辯論如何形塑、影響了當時的反對運動，又如何據此

影響了台灣的民主與憲政轉型？儘管80年代的這場路線辯論本身，早已成
為過去，關於這場辯論的辯論，或許才要開始。

本文嘗試在當代台灣民主與台灣憲政主義的歷史脈絡上，對於這場路

線辯論的意義與影響，提出一個初步的重估。本文首先概略爬梳了80年代
台灣反對運動前後所經歷的三波路線辯論。在1982-84年間，幾位新生代
黨工在反對事業的第一條陣線上，針對美麗島事件後的黨外發展走向，掀

106 Bruce Ackerman, We the People, Volume 3: The Civil Rights Revolution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2014), pp. 3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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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了第一波的路線辯論。或許是在〈迷巷〉一文的影響下，論者後來多半

將這波路線辯論拆分成「體制內改革 v. 改革體制」、「議會路線 v. 群眾
路線」以及「杯葛 v. 妥協」這三個層次進行檢討。不過，這波辯論從頭
到尾的主旋律，毋寧還是一般所習稱的「批康」，也就是對於康寧祥路線

的批判。在1983-86年間的第二波路線辯論，則是體現了當時「編聯會」
（黨工）與「公政會」（公職）在反對事業的第二條陣線上所進行的角力

與合作。根據本文的分析與詮釋，《新潮流》在這段期間針對公職掛帥、

山頭主義以及「雞兔問題」所做的批判，其實是當時反對運動就「如何組

黨」與「要組何種政黨」等問題所進行的組黨論辯的一部分，而這波辯

論，也在某個意義上，協調了「編聯會」與「公政會」所進行的「兩人三

腳」的組黨運動。到了1986-89年間，台灣反對運動路線辯論的重心，又
擺回到了反對事業的第一條陣線。雖然說「議會 v. 街頭」與「選舉路線 v. 
群眾路線」此等被回收再利用的議題構框，隨著台灣政治與社會的鉅變而

日趨相對與模糊，民主進步黨內部於這段期間所發展出來的兩大派系─

新潮流系與美麗島系，還是先後提出了明顯有別的政治議程與路線論述；

針對民主進步黨究竟要訴求獨立建國還是民主執政一事，二者尤其展開了

熱烈的辯論。

本文從「民主運動的策略政治」以及「民主運動的憲政思辯」這兩重

觀點，重估80年代台灣反對運動的這場大辯論的意義與影響。本文首先將
這場辯論的主題─也就是反對運動的「路線」問題─解讀為民主運動

的策略政治。80年代台灣反對運動基本上就是藉由公開辯論，來協調、解
決存在於溫和派與基進派運動者間的政治分歧。「溫和路線 v. 基進路線」
這組區分，已被不少政治學者用以標誌存在於80年代台灣反對運動內部
的主要政治分歧。本文則是進一步推論認為，這場公開的路線辯論，一來

促成了這兩派運動者間的競爭與合作，二來也促使反對運動在選舉／議會

路線的溫和基調上，展開了一定程度的再基進化─而這都使得反對運動

／民主進步黨在台灣民主轉型過程中，免於被威權政權的改革者所收編與

馴化。這場路線辯論也是一場民主運動的憲政思辯；參與這場辯論的許多

論者，不僅在議論運動策略的好壞，也在思辯憲政義理上的是非對錯。本

文就此推論指出，這場路線辯論在台灣的憲政思想史上，至少留下了兩項

重要的思想遺產：（一）它開闊了台灣人對於憲政體制的理解，從而讓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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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運動者在進入了大寫C的中華民國憲法體制之後，仍然可以去發展與追
尋小寫c的台灣憲法認同。（二）它協助反對運動，以外造政黨的組織模
式，組建出了一個既投身民主選舉又懷抱基進變革理念的運動政黨，而這

個運動政黨，日後也經由一次又一次的選舉，逐步引領台灣成就了一場小

寫c的憲法革命─將中華民國等同於台灣。

經由策略政治與憲政思辯，80年代台灣反對運動的路線辯論，不僅影
響了台灣民主化的進程與模式，也為台灣民主化之後所經歷的小寫c憲法
革命，奠下了重要的基礎。在重新回顧、反省這段歷史之後，我們對於當

代台灣的自由憲政民主，或許能獲得更深一層的理解與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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