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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曾實現的改革

一　前 言

背負#台灣各界改革期望的陳水扁總統，自去年5月20日就職迄今已經一周

年了。對於過去的這一年有太多可以評論1，但是本文將僅針對一個特殊的現象

提出討論，亦即頭戴#自由派改革光環就任的陳水扁總統，一年下來竟然交出

一張疏遠背離自由派重要主張的成績單。我認為這與阿扁／民進黨的長期發展

策略，以及李登輝路線的興起等因素有密切關係。而阿扁的執政，反而為台灣

自由派帶來更大的危機。

二　分析範疇

如果要以某種簡化的方式來掌握過去一年台灣的政局變化意義，我認為可

以以自由（派）／保守（派），本土（派）／親華（派）的兩組區分來加以分析觀察。

這兩組區分也許簡化了不少問題或複雜性，因此難免有點扭曲，但是捨棄了概

念化約，就僅剩混沌的複雜，也就沒有辦法進行任何的認知。

首先當然要說明一下這兩組區分的基本涵義。所謂的自由派，其基本的意

含來自於美國的liberals，這一支政治力量或立場的古典主張是傾向於重視民主、

人權、社會正義，同情弱者，尤其是勞工，對大資本家甚至資本主義抱持#比

較敵對懷疑的態度。他們的「先進」主張，則傾向於結合各種新社會運動的關

懷，例如婦女、同性戀、少數族群、環保等，來對抗「主流支配結構」。因此整

體而言，可以稱之為「自由左派」。保守派的基本性質也可說來自於美國，其形

式制度的基本主張與自由派相同，也肯定民主、法治與人權，但是對於人權的

內涵，社會正義以及新社會運動議題，則與自由派有相當不一樣的看法。保守

派重視傳統的家庭倫理與道德規範，重視經濟發展更甚於對勞工的保障，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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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會運動的要求則多半比較懷疑。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國保守派通常都

強烈反共，因此過去對蘇聯，近來對中國大陸，大致上都抱持#比較敵對的態

度。

至於本土派與親華派的區分，初步看來當然隱隱地與獨派以及統派的區分

相一致。但是我在這p之所以不使用統獨區分，主要是因為本土派更接近於過

去國民黨曾經主張過的「台灣優先」，也就是包括了並不希望明顯而積極地主張

台灣獨立，甚至也並不反對與中國形成某種政治統合，但是卻希望台灣的利益

應該要優先加以保障的政治態度。至於親華派則除了包括以中國統一為絕對誡

命的統派外，更包括了想藉拉攏中國大陸來鞏固其在島內政治地位的陣營。

有了這兩組區分之後，更重要的是將兩者結合而形成的四組立場（參見下

表），我們可以利用這四組範疇對台灣政局做一分析了解：

三　民進黨的社會力凝聚策略

我們可以說，民主進步黨在台灣的崛起，是以本土派為基礎，結合了本土

自由派與本土保守派的力量而起。關於這一點，也許可以由民進黨的黨綱中「基

本綱領——我們的基本主張」p面的六大基本主張看出2：

（1）建立主權獨立自主的台灣共和國

（2）民主自由的法政秩序

（3）成長均衡的經濟財政

（4）公平開放的福利社會

（5）創新進步的教育文化

（6）和平獨立的國防外交

這六大主張一方面含括了激進本土派（獨派）的主要主張，另一方面又充分滿足

了島內自由派知識份子、學生，以及各主要社會運動的訴求。尤其在第四點

「公平開放的社會福利」之下，竟然還包括了即使是西方自由派或社會民主人士

都不一定必然要求的產業民主等政策。

本土／親華

本土派

親華派

自由／保守

自由派

保守派

保守派

自由派

主要政治力代表

民進黨部分人士

民進黨；國民黨李登輝

力量

國民黨反李登輝力量；

新黨；親民黨

無

主要社會力代表

知識份子、社運團體

具有本土意識之企業；

統獨意識不強烈之本省

籍民眾

親華之知識份子、眷

村、榮民；相當數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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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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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任何政黨都不會真心誠意地追求實現其黨綱目標，黨綱往往也僅是

一種凝結政治力的宣傳訴求。但是也正是如此，對於民進黨這個由「基層」一路

透過選舉建築起來的政黨，其宣傳訴求的重點，也正顯示出該黨的社會力動員

策略：以獨派與自由派的聯合陣線，來打擊挑戰統派與保守派的總代表——國

民黨政權。此一獨派與自由派的聯合策略，也充分展現在陳水扁競選的白皮書

之中3。

四　李登輝路線的意義

然而民進黨的獨派與自由派的聯合陣線，卻從1990年代中葉之後遭到一個

強烈的挑戰：李登輝的國民黨本土化路線（簡稱為李登輝路線）。李登輝路線的

兩大支柱是：經濟繁榮與民主本土。其中經濟繁榮成長，其實是國民黨固有的

政策基石，甚至可以說是國民黨統治正當性的主要來源。而這種經濟繁榮，當

然是以保守派的經濟成長手段為主，亦即相當程度是以犧牲社會正義與環境來

換取的繁榮。因此李登輝路線的精髓當然不在於經濟繁榮，而在於透過國會全

面改選以及總統直接民選等手段，來實現台灣人民當家做主與建立台灣人民主

體性的「本土化」目標。而且其精妙之處更在於，以隱性不直接宣示的方式，逐

步醞釀台灣人民對於台灣為一主權獨立國家的「認知」與「認同」。其中1999年7月

無預警的「兩國論」宣言，只不過是此一過程的總收割而已。

面對李登輝路線的挑戰，民進黨的回應其實是相當富有策略的。這當中又

可粗分為兩大階段。第一階段是繼續以反對黨的角色延續推動其自1980年代以

來的主要政治主張：國會全面改選、省市長民選、總統直接民選、本土化、建

立台灣主體性等。此階段的李登輝被民進黨定位為本省籍的國民黨主席，一位

想要呼應時代潮流進行改革的總統，但是由於受到國民黨內親華保守派的掣

肘，因此改革的阻力重重，反而必須藉由民進黨在「黨外」的奧援，才有可能進

行改革。

第二階段則是李登輝於1996年當選第一屆民選總統，在其政治地位完全鞏

固之後，民進黨改採與李登輝「積極合作」的方式，希望能進一步深化推動台灣

的第二波改革，其中包括廢省、廢除國民大會等。不過真正關鍵的是，民進黨

在此一階段即已充分認知到「李登輝遺產」（Lee's Legacy）（也就是李登輝路線）終

將成為台灣政治正當性的主要來源，因此民進黨勢必要在李登輝執政的最後幾

年，透過精密的操作將自己塑造成李登輝遺產的真正繼承人。為此民進黨前主

席許信良喊出了要讓民進黨成為台灣的「主流力量」，而陳水扁則積極將自己塑

造成「台灣之子」，並在總統大選中提出所謂「新中間路線」。

如果以前面所提出的範疇來看，李登輝可以說成功地塑造出一股本土保守

派的政治力量，這支政治力量不但包括了國民黨內的本土派，更實質上成為民

進黨主要政治勢力，甚至是更激進的各種獨派力量的「立場認同」4，李登輝儼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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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本土派」的總代表。即使是自詡為自由派的本土知識份子與社運團體，也

有相當高的比例認同了李登輝路線。能夠清醒地了解並指出李登輝路線中之保

守性格（犧牲社會正義與環境的經濟成長、輕視新社會運動、台灣民粹主義

等），與自由派立場的強烈衝突者已然稀少5。

因此在這種社會力凝聚的板塊移動過程中，民進黨要做的主要「轉型」有

二：第一，積極醞釀接收李登輝路線，包括其留下的政治勢力。第二，消極隱

性地「去激進化」（de-radicalization），其中又包括兩個「保持距離」的重點對象：

「激進台獨」與「自由派」。前者其實是最保守的本土派勢力，原本也是民進黨的

「精神重鎮」，因此無論如何保持距離，這股政治力終究會在關鍵時刻選擇支持

民進黨。

比較值得注意的是民進黨內自由派主張的退卻。自由派，原本就包含有古

典自由派與新社會運動兩大環節。前者主張的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等內

涵，對於多數民進黨人而言，到了90年代末期已經大致上都實現了。至於新社

會運動的諸多主張，尤其是環保、婦女、勞工、社福、族群等議題，原本就帶

有某種「理想主義」的色彩，因此它們並不如解除戒嚴、解除黨禁一般是非實現

不可的目標，而僅是必須與其他目標相互衡量的「選項」。而所謂的其他目標，

對於民進黨的「政治」菁英來說，當然不是甚麼經濟成長，而就是赤裸裸的「奪取

政權」。如果已經奪到了，那就是「維護政權」。

因此民進黨與自由派主張的漸行漸遠之所以具有特殊重要性，正在於民進

黨在此顯現了政治行動「為權力而權力」的「領域獨立性」，或者社會學一點說，

政治系統的功能自主性。亦即，並非民進黨漸漸放棄了自由派主張，而是政治

行動的邏輯使得自由派主張「政策工具化」。民進黨，或其他的政治力量，只要

當他們覺得有利於政治權力的獲取或維繫時，就會撿拾起自由派的主張，大大

強調一番。但是當不利於其政權或奪權時，民進黨也將「痛苦地」（真的痛苦嗎？）

放棄任何既有的「理念」。

五　陳水扁執政一年的軌L

運用前述的分析，我們其實可以清楚看到陳水扁就任總統一年以來的主要

運作軌¦，而這一軌¦甚至可以追溯到其勝選的最後策略。以下分幾個部分說

明。

（1）勝選最後策略：其實在從1999年到2000年的總統競選過程中，阿扁民調

支持基本上都是處於落後的局面（落後給宋楚瑜）。即使宋楚瑜發生了「中興票券」

醜聞案，其影響也僅不過縮小了宋對扁的領先差距，阿扁仍然是一個落後者。

真正的關鍵在於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出面支持阿扁，才使得阿扁獲得了反敗

為勝的關鍵選票。而李遠哲挺扁的主要象徵作用，正在於顯現「本土自由派」所

欲追求的社會改革，必須以支持陳水扁擔任總統始能實現。這可以說是民進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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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年營造醞釀的「本土派」＋「自由派」力量的總集結。因此，雖然有相當比例的

本土保守派在李登輝「支持」連戰的情況下投票給連戰，但是陳水扁仍然以獲得

接近40%的選票擊敗了宋楚瑜。

（2）為執政暖身：從三一八當選到五二○就職，阿扁運作的主要#力有二：

透過以李遠哲為首的國政顧問團，來標榜塑造自由派的社會改革主張即將實現

的想像。然而真正的重點卻在於，提名唐飛——一位國民黨籍外省將軍——出

任行政院長，這一方面是向北京以及台灣的親華保守派示好，另一方面等於宣

示要以「本土保守派」新龍頭的地位，來正式接收李登輝路線。

（3）放棄自由派主張的「痛苦」抉擇：當然，阿扁就任之初，也許仍想像#他

可以以緩進的方式來實現民進黨的自由派承諾，尤其是停止興建第四核能發電

廠。畢竟停建核四除了是自由派的主張外，更是民進黨的黨綱與支持群眾的信

仰。然而除了短暫的風光外，民進黨國會少數的事實，國際經濟景氣下滑，乃

至於政治溝通與運作技巧的拙劣，使得阿扁唯一想要兌現的自由派支票，竟然

成為阿扁執政的最長夢魘6。除了核四終究繼續興建外，阿扁政府至少在兩個地

方明顯地放棄了自由派的固有立場。一個是在去年9月16日記者會上明確表示

「暫緩社會福利的推動」7，另一個則是在勞工兩周工作84小時的爭議中，站在資

方的立場對抗勞工（亦即反對八四工時案）。

（4）重返安逸：經歷了與台獨保持適當距離，以及放棄自由派主張之痛苦抉

擇之後，在今年的3月24日，陳水扁在陽明山中山樓對台南鄉親表示，最壞的時

刻已經過去，「亂也亂得差不多了，再亂也亂不下去」。配合#4月下旬民進黨對

於年底國會大選後成為第一大黨的信心，民進黨頻頻釋放選後組成聯合政府訊

息，乃至於阿扁總統民調支持回升到57%8，我們可以看到陳水扁似乎已經慢慢

「重返安逸」，重新找回執政的信心。

然而，令人訝異的並不在於這一安逸是以與激進台獨保持「友善」距離，且

幾乎完全放棄自由派主張的情況下重返的；而在於面對景氣低迷、失業大軍節

節增加、兩岸關係持續谷底等不能說不「嚴峻」的情勢，真不知陳水扁如何可以

認定最壞的時刻已過，民進黨又如何可以對成為國會第一大黨「樂觀」呢？

六　結論與展望

阿扁上任一年以來，真正實質的成就乏善可陳，甚至可說一事無成。不過

倒是有一個重要的消極成就：讓台灣的本土自由派力量徹底瓦解，自由派希望

透過民進黨來實現其社會改革理想的願望，也可說徹底破滅。因此藉由經濟成

長與都市中產階級興起而初步萌芽的台灣公民社會與自由派理念，反而在原本

與之結合最深的民進黨／阿扁執政之後，遭受了最大破壞。

另一方面，由於自由派力量的迅速衰微，使得自由／保守的區分已然失去

意義，大家都成了保守派。因此伴隨#台灣社會運動力量的式微，台灣政治力

阿扁上任一年以來，

真正實質的成就乏善

可陳，倒是有一個重

要的消極成就：讓台

灣的本土自由派力量

徹底瓦解。藉由經濟

成長與都市中產階級

興起而初步萌芽的台

灣公民社會與自由派

理念，在原本與之結

合最深的民進黨／阿

扁執政之後，遭受了

最大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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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更為清晰地重回「本土」與「親華」的二元對抗。今年年底的立法院改選，勢

將成為這兩支力量的對抗角逐。自詡為中庸之道的國民黨，由於領導階層的衰

弱，將成為兩方力量亟欲分化撕裂的對象。

展望未來數年的台灣政壇與社會發展，「危機社會」的特性將更為明顯，主

要政治力將更專注於「利用」國家生存危機與經濟發展危機的注意焦點來發展自

己的力量。這給予了保守派——不論本土或親華——絕佳的壯大機會。值得注

意的是，台灣的保守派可不一定會反共。因為危機社會為求自保的保守派，往

往帶有投靠強勢者的投機性格。在中國日益富強的今天，這意味#親華的態度

會有日益擴大的市場。

至於自由派的社會改革理想，即使沒有被徹底拋棄，也注定繼續成為各種

白皮書、綱領、政策宣示網站p的「虛擬常客」9。政黨輪替一年，政治的更為政

治，媒體的更為媒體，社會的則更成為「問題」，而原本交付在阿扁手中的改

革，尚未閃亮就已如流星般地隕落。

註釋
1　其實筆者可能更關心一年來的憲政與法治發展，但是由於這牽涉到太多具體個

案，在小篇幅內不容易對不熟悉台灣的讀者說明清楚。

2　關於民進黨的黨綱相關資料，請參考民進黨之網站：http://www.dpp.org.tw/

home.asp (2001/4/28)。

3　關於陳水扁競選總統時的政策白皮書資料，請參考：http://www.elearn7.com/

abian/webook/ (2001/4/28)。

4　到兩國論提出之後，由民進黨以及獨派人士在媒體上全面為李登輝辯護，就可

看出民進黨其實已經幾乎全面「認同」了李登輝路線。

5　如果以論述力量最強的本土自由派學者團體「澄社」為例，到了李登輝執政晚

期，澄社幾乎已經不太批判李登輝。甚至到了國民黨敗選之後，群眾到中央黨部示

威，要求李登輝下台，澄社以及許多本土自由派社運團體，已經選擇了批判群眾，

保�李登輝的立場。

6　從2000年5月經濟部奉總統指示召集核四再評估委員會檢討，到2001年2月

13日行政院長張俊雄與立法院簽署核四復工協議，前後擾攘將近九個月。

7　陳水扁在該次記者會中表示：「所以個人認為，當務之急就是要發展台灣的經

濟，經濟的發展是我們的第一要務，否則甚麼都免談，經濟若不好或崩潰了，我

們還能享受甚麼社會福利？因此請大家稍微忍耐，原先要做的很多社會福利政

策，我們暫緩，我們可以暫緩社會福利的推動，但無法暫緩經濟的發展」。請參考：

http: //www.gio.gov.tw/info/2000html/0916.htm。

8　請參考4月29日山水民意調查發布的結果。

9　關於台灣的自由派力量到底要如何重新出發，這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問題，無法

在此短文中討論。

顏厥安　台灣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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