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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民主政治在現代世界政治思潮中，已被普遍地認為是一種有效的政治合

法性規範。儘管民主政治自古到今有各種不同的模式，例如從希臘城邦（city

-state ）到英國式的代議制度，從蘇維壤式的「人民民主」到美國式的「喜與

民主」，但是作為政治的規範性理念，民主顯然早已為世界各國所承認，不

僅人們堅定民主信仰，主張政治要民主，甚至更擴展至社會與經濟民主﹔不

過今日民主在內涵建制與權力運作層面上，則有顯著的不同。

中國實行民主政治，使民主成為立國之細推者，首推國父 孫中山先生

，其對民主理念之闡釋，見諸於「民權主義」理論體系中 c 民權主義乃是

中山先生書探西方民主政治理論與政治制度，加上他個人的獨見創撞內容，

為中國規劃設計的一華民主政治藍圖，此與古往奇來的民主制度不盡相同，

自成一種理論制度模式。有學者以為這套政治模式可說是中國式的民主政治

，它和西方的民主政治有具有同（註 1 ）。就事實內涵分析，中山先生提倡的

民權主義，是一套針對中國所處的政治社會環墟，指陳解釋中國政治發展的

取向，並提供解決各項政治問題，將民主的價值理愈落實於制度中的重要政

治意識型態。其理論內涵不僅建構出中國民主政治的費展方向，更為當代世

界政治面臨的「民主與效能」兩難問題，提供7有效的解決途怪，成為政治

發展的最佳娶考典範。

民權主義的民主政治，簡言之就是「民權政治」’這在中山先生的思想

著作中一再提到（註2）。自中山先生提倡民權主義迄今八十多年來，民權主

義在中國的實行有其特殊的軌跡發展，此和民權主義本來的設計與規劃有著

若干差距，然而就其落宜為中華民國憲法的政治意義而言，民權政治的實施

與推動，仍然具備外觀架構的形式，並含有民權主義的基本精神 。我國的民

權政治發展除了理論依據與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五權憲法主張有所出入外，

最重要的是自民國三十八大陸淪陷後迄今，民權政治的推行在「動員戰亂時

期」進行， 所產生的一連串憲政問題，皆為眾所關注的焦點，而近年來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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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化衍生的民主困境，亦為研究政治發展的重要課題。

吾人審視國內現行遭遇的一些政治問題，並不因此影響民權主義理論的

圓融與正確，因為民權主義的理論是否圓融與正確，，必2頁依據中山先生所

設計的那一套制度，按部就班地實施，才能有正確的槍證與評估（註3 ）。是

以，本文首先採取「意識型態理論」（The Theory of Ideology ）的研究途徑

，探討民權主義的主要意涵及其功能，以求民權主義理論之真正彰顯﹔其次

針對民權政治的確切意義及其特聽設計，加以深入分析討論﹔最佳則對我國

民權政治的實際發展運作，尤其是當前政治邁向轉型期面臨的一些重要問題

，予以詮釋闡述檢討評估之。

貳、民權主義的意涵與功能一由憲議型態理論分析

一套政治意識型態乃是一種信仰體系，其為社會所選擇的政治制度提供

意義內容，並辯護其合理性，同時亦為此制度的完店提供各種策略與計畫口

換言之，意識型態為過去提供解釋，為現在提供說明，為將來提供遠見，它

的原則乃是為政治生活與權力訂出目的，組織及範圍。（註4）據此定義界誼

民權主義，吾人可以肯定：民權主義就是一套政治意識型態，其是建構有關

民主政治制度的一種意識型態、原理與安排 G （註5 ）茲就中山先生創鑄提

倡之民權主義，透過意識型態理論之分析，探究其發展潰進意義，並就其結

構內容與主要功能詳加討論如后。

一＼民權主義的演進意義

就事實而言，一套意識型態的思考形定過程，並不是輯然發生的，而是

針對當時的政治社會蘊驗環墳及時空變化，逐漸進展以至屆形。中山先生民

權主義的萌芽 ，擴增內容架構，以至思想體系完備，正充分反映了近代中國

所面臨之政治危機，及各項政治問題亟待解決。以下就民權主義的讀進過程

，概分為三個時期說明如下：

←）萌芽時期 ：自乙茵年決志革命起，至民國成立止。中山先生曾說：「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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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乙百年中法戰敗之年，始決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註6 ）乙茵

年即公元一八八五年，當時中山先生二十歲，即孕育民權思想而有創建

民國之意。一八九四年，在興中會之創立誓詞中有「恢復中華，創立合

眾政府」之舉，此為民權主義之先聲。一九O五年，中山先生在日本東

京對留學生演講「中國應建設共和國」’提出中國未來之政禮應成立共

和國。（註7 ）一九O六年，在「中國同盟會革命方略」中，強調「驅逐

髓膺，恢值中華，建立民圖，平均地權」之宗旨，並擬定了革命建國的

三程序。同年，中山先生在讀講「三民主義與中國民接之前途」時，正

式宣布了「五權分立」的主張。－（註8 ) 

亡3擴展時期：辛亥革命成功，民國肇建，然而各地軍閥與官僚目無法紀，

因此中山先生在民初之際，除討論了許多與民權主義及政治制度有關的

問題外，更大聲疾呼：「共和與自由，專為人民說法，萬非為少數人之

軍人與官吏說法。倘軍人與官吏，借口於共和與自由，破壞紀律，則國

家機關，萬不能統一。」（註9 ）民國元年「國民黨」改組，對於政煎政

治理論倡導特多﹒另一方面亦提出發展地方自治之主張，並釐定中央與

地方的關係。

民國三年，中華革命黨成立，誓約內容：「再舉革命，務達民權民生兩主

義，並創制五權憲法。」（註10）民國五年七月，中山先生讀講「自治制度

為建國之礎石」’對地方自治理論有完整詳細的探討。（註11 ）在演講「中

華民國之意義」內容中，並首先提出「直接民權」之主張。（註12）民國六

年二月，完成「民權初步」一書，民國八年十月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國

國民黨」以鞏固共和，實行三民主義為宗旨﹔九年在「修改章程之說明」

潰講中，中山先生更明白指出：「民權主義即是掃除政治之不平，

．要以三民主義為宗旨，五權憲法為目的，合攏這兩樣來做革命。」（註

13) 

但）完成時期 ：自民國十年起，至民國十四年逝世上，在此期間民權主義理

論體系已發展完備。民國十年，中山先生演講「五權憲法 J ’將五權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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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之內涵道理完整地闡釋發佈，次年在「中華民國建設之基礎」乙文中

，並簡略地透露出權能區分的理論口（註14）民國十三年，中山先生讀

講「民權主義六講」’並盎表「建國大綱」’對於權能區分、均權制度

、五權憲法、以及革命程序等方面均有詳細的寶揮，至此民權主義的完

整內蝠，巴燥熱大備了。

綜合前面所述三階段讀進過程，黯然民權主義之創鑄韓展與形定，經歷

了不同歷史時間階段，而其主要意義乃在針對中國所處的政治社會環墟，企

圖解決面臨的政治危機與壓力，並指陳出中國政治聲展的方向，建構一種古

理的政治制度，將中國改造成一個「全民政治」的民圈，值得全國人民在政

治上的地位平等。簡言之，民權主義就是一套建立中國成為「民有、民泊、

民享」之民主政治的意識型態 c

三＼民權主義的結構內涵

依據意識型態基本結構內福，吾人可以區分成的評價（價值體系）、且認

知（分析體系）、臼遠景體系、制策略體系等四個層面加以揮討（註15 ）﹔就民

權主義的四項結構體系內涵，提綱幫頓分述如接：

村民權主義的價值體系

一套意識型態的價值體系，所表明的是一個社會團體積極創造存在的意

義、理由與目標。攝此而諦，中山先生民權主義的價值體系，就是謀求

建立、設計一套適合於中國的民主黨政制度，以求達居民主價值的普遍

性落實。換言之，也就是以「民主」為本質，以「憲政」為基蘊，達成

「全民政治」的一套民主價值體系。

中山先生談到「民主」的重要性，當明白表示：「余之民權主義，第一

決定者為民主。」（註16）他認為解訣中國的政治問題，必讀從「民主」著手

，方可達成最終目標。因此中山先生主張國家之主權在於人民， 由人民掌握

政權管理政事。他在「孫文學說」中說到：「夫中華民國者，人民之間也，

君政時代則大權獨攬於一人，奇則主權屬於國民之全體，是四萬萬人民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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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皇帝也。」（註 17）又說：「我們人民徒有政治上的主權，實在拿到人民手

裹，才可以治國，才叫做民泊。這個達到民治的道理，就叫做民權主義。」

（註 18）國家主權屬於國民全體，不屬於任何個人或任何少數人，這是民主政

治最基本的原則與觀念。

民主政治的基礎在於「憲政」之實施，而其主要價值內涵包括：憲政體

制之確立，自由權之保障以及平等權之重視。中山先生對於中國政體之確立

，根本上反對滿清王朝之君主立憲，積極認為必須「去君主而行共和」’「

去專制而行民主」，他曾說到：「滿洲之入據中國，使中國民旗處於被征服

之地位，國亡之痛，二百六十餘年如一日﹔故君主立憲在他國君民無甚深之

惡感者，猶或可安於一時，在中國則不能行。」（註19）是以，中山先生曾不

遺餘力地撰文駁斥君主立憲派人士之言論。（註20）對於自由權之主張，中山

先生認為自由有三種不同涵義：第一、強調國家（民接）自由，個人自由則不

可太過﹔第二、主張「為所應為」的自由，反對個人「為所欲為」放蕩不羈

的自由﹔第三、承認人民有政治自由，亦即人民有參政的權利，此種政治自

由包括選舉權、罷免權、創制權與複決權。談到平等權之道理，中山先生亦

非常重視，他認為平等的真義有四：第一、政治平等，亦即人民在政治上地

位一律平等﹔第二、機會平等，亦即人雖有天賦之「聖賢才智平庸愚劣」之

分，但發展造就之機會完全平等﹔第三、社會平等，人民在社會上不分男女

、宗教、種脹、黨派、彼此地位一律平等﹔第四、人人發攝服務的道德心，

聰明才力大者服干萬人之務，造千萬人之福，聰明才力略小者，當盡其能力

以服十百人之務，造十百人之福。

中山先生特別強調「全民政治」’認為全民政治與西方之「代議政治」

不同，其是民主政治「終極價值」（ consummatary value ）之彰顯，亦是民主

政治實行的最終目標。中山先生認為：「三民主義來改造中國， 所主張的民

權，是和歐美的民權不同。我們拿歐美已往的歷史來做材料，不是要學歐美

，步他們的後塵，是用我們的民權主義，把中國改造一個「全民政治』的民

國，要駕乎歐美之上。 J （註21 ）是以中山先生重視「全民政治」 ’主張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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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有四個民權，能夠直接管理政府，此誠可謂是民主政治價值的最高理念。

輯、之，民權主義的價值體系不僅指陳出民主價值之內涵，並確立了中國

民主政治鞋展的方向。我們就此價值體系創造存在之意義、理由與目標，歸

納說明如下：

吐）創造存在的意義一一建立一套適合中國的民主憲政制度。

＠創造存在的理由一一達成民主憲政價值的普遍性落實。

(3）創造存在的目標一一駕乎歐美之上，實行全民政治。

白民權主義的分析體系

意識型態分析體系之主要作用，在於針對現實社會環境，提出一套令人

信服的解釋分析，以供信仰者在汲取內容時，與其所處之外在環境間，

建立一種合理的認知。就中山先生民權主義的分析體系以觀，可從「觀

念的釐清」與「制度的建構」兩個層面探討之。

就觀念的釐清而言：首先申山先生認為申國的革命，必~實行民樺樹度

，他認為：「現在的世界潮流，由神權流到君權，由君權流到民權，現在流

到了民權，便沒有方法可以反抗。」（註22）是以中山先生提倡民權（民主）革

命，第一、為了順應世界潮流，中國要適存於今日世界，則不能逆抗此潮流

﹔第二、他認為中國實行民權，必須建立一個民主共和國，為的是縮短國內

戰爭，希望以四萬萬人做皇帝，免得六家爭戰，以求杜絕戰禍。其次，針對

中國的革命情費發展，中山先生提出「革命民權」的觀念，他主張人民的權

利是由「革命」爭取而來，「唯民國之國民乃能享受之，必不輕受此權於反

對民國之人，使得藉以破壞民圓。」（註2 3）革命民權觀念的釐定，除糾正了

「天賦人權」說的錯誤外，主要的是適應中國的國情，以應革命之需要，因

為當時部份國人尚存帝制思想，亟欲破壞民國之建立，是以倡導實行「革命

民權」’乃求保障「民主共和」的存在 c

就制度的建構而言：中山先生壘考歐美制度之規模，並針對中國政治情

境之所需，加以長期思考創獲之所見，歸納出中國政治制度建構之發展觀點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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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發明權能區分？中山先生認為人民與政府的力量要保持平衡，就

先要將政治中的J 「政權」與「治權」加以劃分，將政權（權）交給人民，治權

（能）交給政府，權能區分彼此平衡，互相調劑，不相衝突。（註24)

第二、創立五權憲法：將政府的治權劃分為行政、立法、司法、考試、

監察等五權，造成一個五權分立的政府﹔五權憲法一方面分立，一方面相成

，分立在防弊，避免專橫，相成在發揮力量，修明政治，這樣即分工又合作

，自然易於產生造福人民的政治。（註25)

第三、主張均權制度：中山先生認為中央興地方權限的劃分，易流於專

制或分裂，因此為調和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的均衡適當，乃採均權制度，按

事務之性質，將各種事務分別劃分之，凡事務有全國一致之性質者，劃歸中

央，有因地制宜之性質者，劃歸地方，不偏於任何一方。（註26)

第四、重視地方自治：中山先生認為「地方自治者，國家之礎石也，礎

不堅則國不固。」（註27）因此非常重視地方自治，他以為地方自治應以縣為

自治單位，將地方上的事務讓當地人民自己去治理，政府毫不干涉，經由地

方自治的實行，以建立于個富強康樂的國家。

第五、強調直接民權：直接民權即是人民除了實行直接選舉之外，並以

人民集會或總投票方式，直接行傳創制權、複訣權與罷免權等四種民權的政

治制度。是以，人民有了這四種權，才算是充分的民權，能夠實行這四個權

，才算是徹盾的直接民權。（註28)

第六、倡行政黨政治：政黨是民主國家不可缺少的政治團體，中山先生

積極主張中國應力行政黨政治，他說：「今日講到民權更不能不要政黨，無

政黨則政治必愈形退步，將呈江河日下之勢，流弊所及，恐不能保守共和制

度，將漸變而為專制。」（註29）是以，「政黨之基礎鞏固，則中華民國之基

礎自然鞏固 。 」（註30)

綜合以上各點，中山先生民權主義的分析體系內酒，正凸顯出中國當時

所處政治時空環境的發展面貌，本文勾玄提要將其英華內涵作了一番釐清建

構的分析， 不惟可供吾人正確瞭解民權主義的理論真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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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民權主義的遠景體系

意識型態的遠景體系，簡言之包含有一定的遠景（神話），而指向某種理

想美好的境界，其在某種程度的發展上，與烏托邦（Utopia）的酒義是一

樣的，均只在描繪出對未來前途之展望。中山先生民權主義的遠景體系

，即是其所憧憬理想的天下為公大同世界，他在「民權主義第一講」中

曾提到：「兩千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張民權 s 孔子說「大道之行也，天

下為公。』便是主張民權的大同世界 c 」（註31 ）又說：「應用民權主義

，提倡人民的權利。提倡人民的權利，便是公天下的道理。公天下和家

天下的道理是相反的。天下為公，人人的權利都是很平的。」（註32 ）大

同世界的政治理想藍圖即在主張人人有政治自由的權利，換言之，民權

主義的理想還景即是大同世界的實接。

中山先生在「軍人精神教育」一文中，對大同世界有極深刻的描述與嚮

往，他說：「吾人生在惡濁世界中，故打破此舊世界，創障一切煩惱，以求

新世界之出現，則必有高尚思想與強聲能力，以為之先。在吾國數干年前，

孔子有言曰：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如此，則人人不獨親其親，人人

不獨子其子，是為大同世界。大同世界即所謂 r天下為公』。要使老者有所

養，壯者有所營，幼者有所敦。孔子之理想世界真能實現，然後不見可欲，

則民不爭，甲兵亦可以不用矣。」（註33)

由於民權主義主張主權在民，人民有很大的權力，可以管理政府，而政

府有能，可以為人民謀幸福，便不會出現暴民政治或專制政府，人民自可享

受政治的自由與權利，這種由人民管理政治（民治）的方法，即是一種全民政

治的體現。是以，全民政治的實行乃是民權主義的近程完全目標，當全民政

治的目標達成時，則大同世界的最終政治嶄嚮才有可能達一實現 c

制民權主義的策略體系

一套意識型能基於特定的知識與價值系統，將發展一些明確的行動層面

之指導綱領與步驟，而這些綱領與步聽依據分析體系與遠景體系的內酒

，擬定長短不同的政治叢略與計章 ， 此計畫落實在政黨之中 ， 則發乎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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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綱與宣言，落實在政府之中，則衍生為政綱與政策。就民權主義的策

略體系分析句中山先生早於民前五年（一九O六）提出同盟會革命方略，

內中首次提到「建國三程序」的要目，亦即軍法之治、約法之治、憲法

之治三個時期的主張，目的在於「俾我國民循序以進，養成自由平等之

資格，中華民國之根本，胥於是乎在焉。」（註34 ）民國三年在中華革命

黨總章中，將革命方略改稱為軍政時期、訓政時期、憲政時期，兩者在

內容上大致相同，惟期限規定有所不一﹔民國十三年發表的「國民政府

建國大綱」’共計廿五條，對於建國程序三個時期及各期工作之劃分，

均詳細明白規定。

除了建國三程序的實施步聽規定外，中山先生民權主義之策略體系亦包

括了「民權初步」﹒民權初步是在民國六年發表，旨在訓練人民有集會結社

的知識與能力，以團結民心，糾合民力，蠶定民權政治的基礎。民國九年中

山先生發表的「地方自治開始質行法」’對於地方自治開始實行時應興辦之

事項有詳細規定，此為民權政治建設的重要參考依據。民國十三年中國國民

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夫會宣言，及歷次大會制度之政綱政策，均為民權主義策

略體系中的重要施政方針與落實步驟。

三、民權主義的主要功能

一般而言，意識型態所具有的重要功能包括：加強政治認知、提供規範

性定則、促進社群（國家）認同、整合解決紛爭、穩定政治系統及指導政治行

為等。（註35）就民權主義意識型態的主要功能仔細分析，亦具備上述功能運

作，民權主義不惟主張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更強調國民政治地位的平等，

亦即經由全民的政治參與，確實達到民主政治的實踐。

通常政治學者討論與評估民主政治的質行標準時， 主要著眼點在於：人

民權利的確切保障與政府行政效率之提高。人民權利的保障不僅是一個憲法

中必績明文規定外，在日常的政治活動中亦應體現落實，例如： 人民擁有自

由平等權利 ，人民有權監督政府，注重法治實行的程序，政治參與行為的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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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政府權力的分配與行使必績合法化，強調政治溝通以求政通人和等﹔而

政府行政效率提高的表現方式則是，政府職能日益分化和專化，各項分工應

加強協調配合，力行專家政治為民服務功能，以及採用科學方法制定與執行

各項政策等。由中山先生民權主義的重要內酒來看，正充分顯現出重視保障

人民權利，以及提高政府行政效能的功能，此項功能運作倘能發揮，則可解

決政治上「民主與效能」的兩難問題，誠可謂是一種卓越的、合乎時代思潮

的政治意識型態。

基於上述觀點，吾人歸納分析民權主義所具備之主要功能取向，說明如

下：
←）民權主義在建立一種優良的民主政治制度，並求全民政治目標的實踐，

以加強人民的政治認識。

。民權主義謀求全國人民的政治地位平等，促進全民的團結。

的民權主義積極擴大政治參與，教育人民成為有責任感的公民，以蠶定民

主政治的基礎。

個民權主義主張「權能區分」方法，可達成既民主又有效能的政治。

制民權主義與五權憲法的建制，揖供了國軍現範性的法則，解決國軍發展

中合法性危機（ legitimacy crisis ），促進政治安定。

村民權主義重視為民服務與法治建設，解決國家發展中的深入危機（Pen一

etration crisis ），穩定了政治秩序。

的民權主義主張國家主權在民，以全民意志為依歸，解決了國家內部整合

的危機（ integracion cr:sis ），加強了全民的認同感。

依據中山先生的全局性看法，實行民權主義必須結合民接主義與民生主

義，民族主義是解決中國自衛問題，民生主義是解決中國生活問題，解決此

二問題，都要由政治著手，就是要由政府負擔徹底解決，而解決政治問題就

屬於民權主義的範圈。（註36）是以，三者問題併重解決，才能建設中國成為

一個民有、 民治、民辜的三民主義新中國。中山先生曾說：「人民必要能夠

泊，才能夠享 ﹔不能夠泊，便不能夠享。如其不能夠事，就是空說民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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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假的。」（註37）這真特別強調民權主義（民治）的重要性，更說明了民權

主義的寶路乃是民族主義與民生主義的先決條件。胡漢民在「三民主義的連

環性」乙文中曾予分析：「民族主義和民生主義成為發展民權主義的必要工

具 0 . 民族主義有提高民權所舍的責任心作用，民生主義有充實民權主義

所含的可能性的作用。」（註38）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由此以觀，乃是將民族

、民權（政治）、民生（社會）三種革命，畢其功於一役，是以民權主義的另一

項主要功能不僅在解決政治上的諸多問題，連帶地將中國的民族、民生問題

亦一併解決。

總之，今天我們衡估一套政治意識型態要充分發揮其影響功能，必須具

備以下各項條件：（註39)

(1)內容的完整性及前後一貫性，沒有內在矛盾。

(2）對未來能提示光明燦爛的前景，給人以希望。

(3）具有一種訴諸情緒的力量，能挑動人們想像力及追求理想的熱情。

性）對是非善惡的判斷，有著普遍性的標準。

（日對現況及未來的變化，能提出令人心服的分析和判斷。

（＠具有足夠理論力量以打擊敵對意識型態。

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意識型態，就其結構內涵與主要功能加以分析，業

已具備了此六項條件。民權主義在中國民主政治發展的過程中，創獲解決各

項政治問題，指陳解釋中國政治發展取向，顯然已成為中國式民主政治落實

的一套最佳參考典範。

參、民權政治的特殊設計

依據前面的討論，吾人將民權主義視為一套重要的政治意識型態，以作

為中國政治問題分析解釋、指導運作的最高原則。民權主義自中山先生創鑄

發展迄今已有八十多年中，世界各國民主政治的讀展業已呈現新貌，這和八

十年前的民主政治已不盡相同，而民權主義在中國的落實，亦因種種特殊原

因而有不同的軌跡發展，這與中山先生民權主義原拍的構想與設計，有著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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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明顯的差距﹔不過中山先生壘拉西方民主政治理論及中西政治制度，而為

中國設計的一套民主政治藍圖，顯然仍為現今各國研究學習的優良制度，尤

其在比較西方民主政治理論不同穎型中，更能凸顯出其在制度設計上的特殊

之處。

一＼民權政治的確切意義

首先針對「民權主義」與「民主主義」’「民權政治」與「民主政治」

的意義與關係，分別加以麓清，這將有助於一些基本觀念的澄清與瞭解。

←）就民權主義與民主主義而言：

中山先生認為民權主義就是民主主義（Democracy），兩者可以互用﹔在「

民權主義六講」之中，中山先生是以「民權」一詞代替「民主」’以「

民權主義」代替「民主主義」。在民權主義第二講中他曾提到：「歐美

人民最初的戰爭是為自由，自由爭得之後，學者才稱這種結果為民權。

所謂「德謹克拉西』’此乃希臘之古名詞。」（註40 ）由此可知。中山先

生之原意並末將「民權」與「民主」劃分開來，只是翻譯上的不同而己

，在英文中皆為同義已

不過中山先生亦特別強調「民權」就是「人民的政治力量」’民權就是

人民的四種政權，這與「民主」之內涵又顯現出不同的面觀。就兩者實際內

涵分析，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有其特殊的價值與精神，因此民權主義只能說

是一套「中國式的民主主義」 c 是以，畢範宇（Frank W. Price ）將民權主義

譯為 ＂ The Pr incip l e of J凹的 crac y ..，而不直譯為 ” De三o c 了a c y ’， ’是有其道理

的 。 （註41)

已）就民權政治與民主政治而言：

主義（ ism）乃是一種政治思想、意識型態或觀念體系，主義必須落實於實

際政治制度與行為模式之中，才具有實踐運用的價值。攝此而論，中山

先生的民權主義落實於政治制度中，稱為「民權政治」，而西方民主主

義之制度落實則稱為「民主政治」 。 然探研中山先生的相關用語，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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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並不十分嚴謹，在中山先生的心目中，他將「民權主義」、「民主主

義」、「民權政治」、「民主政治」常常視為同義，或許在當時「民權

」二字不為人們所熟悉，因此在詮釋上就以西方常用的「民主」一詞作

為相互解釋印證的名詞。考諸中山先生民權政治的質際內酒，民權政治

應是一套適合於「中國式」的民主政治。國內學者在研究中山先生的民

權主義，就其落實為政治制度時，常以「民權主義的民主政治」或「改

良的民主政治」稱呼之，（註42）用語閻長且意義易於混淆，實應該使用

言簡意敗的「民權政治」一語，才合乎中山先生的本意與實際國情需要

二＼民主政治理論的特徵

中山先生「民權政治」與西方「民主政治」在理論內涵與制度設計上有

異有同，茲就當前西方民主政治理論的主要觀點簡述如下，以供比較分析參

考研究之。

西方的民主政治理論在歷史傳承與意義內涵上可區分成三種不同的理論

：叫是古典理論，已是修正理論，已是喜與理論。

古典理論乃是指西方十七世紀以來的一些理論家如：洛克、盧騷、麥迪

遜(J Madison ）、彌勒 (J.S. Mill ）、格林（ T.H. Green）、杜威（ J Dewey ）、

巴克（ E. Barker ）． ． ．等人，對民主政治的「規範性」看法。其理論的主要特

徵歸納有三點：（註43)

Cl)古典民主理論假定參與民主政治決策程序的主體為單獨的「個人」’所

謂被治者的同意乃是指這許多個個人給予的同意。

(2）認為個人積極參與政治不僅是可欲的，而且是可能的。其所以可欲，乃

是因為唯有積極娶政，個人的社會責任感才能強化，自我人格才能發展

﹔其所以可能，是因為每個人都是理性的，他們必能了解積極參政的義

務， 並且其政治行為會表現節制、冷靜與尊重別人、重視公益。

(3）認為健全的民主政治之運作，依賴人民的積極參與，以及人民的若干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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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美德及能力，諸如對公事的熱心，廣博的政治知識，理性討論國事的

態度，容忍異己﹔而且這些美德與能力可由民主的實踐來培養與增強。

修正的民主理論出現於廿世紀，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熊彼德（ J o seph

Schumpeter ）、道爾（ Robert Dahl ）、薩杜里（Giovanni Sartori ）以及拉斯威

爾（ H . Lasswell ）、李普塞（ S . M. Lipset ）等人。修正民主理論強調民主政治

質行的真實現象，且理論內酒基於經驗事實，故又稱為「經驗的民主理論」

(Empirical Democratic Theory）。其主要理論依據基於批評古典理論而生，

茲就其理論重點說明如下：（註44)

(1)修正理論批評古典理論缺乏質證基礎，其基本假說不符民主國家的實情

。古典理論假定民主公民為理性、政治知識充份、對政治具高度興趣。

修正理論指出根據民主國家公民政治行為的研究，許多公民的政治行為

並不理性，其政治知識相當貧乏，對政治事務的興趣並不高。而且，即

使教育程度甚高的公民，也大多如此 o

(2）古典理論假定倘公民對政治興趣低落，政治知議欠缺，則民主實踐無法

成功。修正主義者認為事質並非如此，若干民主質踐相當成功的國家，

多數公民並不符合古典理論假定的標準 c

(3）古典民主理論者主張人人參政，而且認為政治參與的內容應豐富﹔修正

主義者認為這是既不可能，也不必要的，在一個分工的社會，政治應由

專職的精英負擔重要責任，一位民眾的書政僅限於選擇頡導者，只要在

此過程中具有匡正的決定權，就可不必擔心無心控制精英的行為 。 對精

英政治行為過多的控制，會影響政治決策的品質與施政的效率 c

(4）古典民主理論者強調政治參與的道德目標，倍正論者認為政治活動不應

過份強調道德目標，人民道德的提昇為教育與宗教的功能，與政治無關

。政治活動固然要守法與公共道德規範’這僅是程序所需的 。政治目的

在於決定權力與社會價值之分配，個人道樁目標之提昇不是它的目的。

修正民主理論的提出，在一九六3年代甚為風行，但是也曾遭到激烈的

批評。（註45 ）批評修正民主理論的人，將修正理論稱作 「精英民主論」（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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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y of Democratic Elitism) ，他們認為精英民主論的出現與流行，只為一

個歷史轉提點的現象。（註46)

在一九七0年代，「參與的民主理論」（Participatory Democrac y ）的觀

念亦產生，其基本理想與古典理論並無二致，但是它更具有行動綱領的意味

。其主要觀點主張如下：（註47)

(1)民主參與的場合不限於政治組織如國會或政黨之類，應普及於其他一切

影響人民日常生活的建制中。

。）主張國家應以法律明定在各種建制內（工廠、公司、學校．．． ．等），使得

雇主、職員與學生都能學與決策。

(3）國家行政權力日益集中，使得行政機關與民眾愈來愈脫節，對民軍要求

之反應愈來愈遲鈍，欲達到真芷民主的社會，行政權力集中化的趨蟄必

須阻遇與逆轉。

參與民主理論雖無法回復古典理論的思維模式，但是其所冀望建立民主

政治的普通學與﹒迄今恐怕仍是難以實踐的「理想」﹔因為一般民眾對社會

事務並不熱心積極拳與，即使有意參與，然而面對日趨複雜的社會系統、龐

大的官僚系統與各式專門化組織，又能「如何」從事參與呢？這些存在的現

沮與問題，仍有待政治學者進一步冷靜思考與努力解決 。 目前的可能發展是

，人民參與民主政治，必須先由基層質施「直接民主」’落實於日常生活與

工作之所在，爾後形成運層節制的金字塔式政治體制，以求得人民普遍壘與

政治決策的過程。

三＼權能區分的政制設計

西方民主政治理論，長久以來一直針對人民是否擁有更多的政治參與，

以控制民主的過程，作為論爭之主要課題。究竟是「以更多的民主治療民主

的弊病」， 或是「以更少的民主治療民主的弊病」’已成為民主政治實踐過

程中難以抉擇的關鍵性問題。古典民主理論者常從理想層面思考 ﹒主張人民

應有安全力控制政府，積極參與政治，以健全民主政治的運作﹔而現代修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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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家則從實際層面思考，主張人民並無能力統治，應由精英代表書與政治，

以聲揮民主政治之效能。這種徘徊於「理想與實際」之間的攝桔問題，一直

困擾著西方政治理論學者，而無法拿出面全可行的辦法 c

中山先生對於西方民主政治理論之難題，有著深刻地認識與瞭解，因此

在書酌西方政治制度之優括得失後，經過韻密地思考，提出一套獨見創撞的

政治制度設計 權能區分理論，以供中國政治奉行陸作之依攏。

權能區分是民權主義最巧砂的制度安排，也是民權主義和西方民主政治

最不同的地方。（註4 8）它一方面強調人民的政治力量，改墮入民壘與政治的

態度，一方面又主張造成萬能政府為人民服務，增加民主政治的效能，而具

有「理想」與「實體」調和之功。中山先生曾明白具體地指出：『政治之中

，包含有兩個力量，一個是政權，一個是治權。」（註4日）所謂政權就是人民

管理政府的力量，而治權則是政府自身的力量。「國家的憲泊，根本上是要

人民有權，至於管理政府的人，便要付之於有能的專家們＝」（註50）將政治

中的兩個力量分間，則「政府的屁力旺可發展，人民的權力也可以擴充」

如此可以造成萬能政府為人民謀幸福，而又能聽人民的節制，這就稱為權能

區分 c

權能區分必讀保持以權制能、相互平衛、不相衝畏的關f系，中山先生說

「用人民的四個政權，來管理政府的五個治權，那才算是一個完全的民權

政治機關。有7這樣的政治權關，人民和政府的力量，才可以彼此平衡。」

（註51 ）為了做到權能區分而平衛，讀有一套政制設計配古實行，茲簡單歸納

四點說明如下：（註52)

（］）人民在地方以縣為自治單位，實行直接民權，人民對於地方公職人員有

直接選舉、罷亞之權，對於地方自治事項有直接創制、種訣之權。

也）在廣土眾民的國家，人民除選舉中央民意代表外，在中央不能行使直接

民權， 於是有國民大會之設置，國民大會是代表全國國民行使政權的機

關。依據建國大綱的規定：國民大會對於中央政府官員有選舉權、罷免

權，對於中央法律有創制權 、 種訣權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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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政府機關採五權分立，包括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考試權與監察權

，此五種（五院）皆對國民大會負責，可避免政府專制獨裁，侵害人民的

自由權利。

(4）五權分立係以建立萬能政府為人民服務為指標，故重視分工合作，而不

向相互制衡﹔又五權之間互動關係較複雜，不宜相互制衡，以影響行政

效率。

中山先生提出的「權能區分」政制設計，乃是針對西方民主政治的優缺

點，並觀察了民間初年國內實行的短暫共和時期（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三年）

的政治質驗，經過更加熟慮細密的思考，使他從一個充滿理想的民主共和支

持者，轉變成精英主義者。（註53）這樣的轉變並非表示中山先生放棄民主政

治的理想，而是以更深思的態度來面對民主政治的『理想」與「實際」問題

。吾人就權能區分的制度設計中分析：第一、人民享有四種政權，並積極參

與政治，不宮符合古典民主理論之理想，就中山先生當時的本意而言，民權

政治在地方上實行直接民權，在全國實行間接民權，正可補救間接民權（代議

制度）的缺點，亦顧到了實行直接民權的困難。第二、政府享有充分的治權，

此治權交由組織政府之專家（精英）來治理國家事務，這與西方修正民主理論

所追求的實際運作功能相翼合。

我國政治學者郭仁宇教授，對於中山先生獨創設計之民權主義的民主政

治（民權政治），與西方民主政治額型加以比較研究後，認為有下列四項特點

：（註54)

（］＿）民權主義民主政治非古代直接民主政治（希臘城邦政治）的復活。

(2）民權主義民主政治乃現代間接民主政治（西方代議政治）的改良。

(3）民權主義民主政治乃非西方非自由民主政治（亞非新興國家的政治）的指

南。

(4）民權主義民主政治乃西方自由民主政治（英美等國家的民主政治）的革新

。

這樣的比較分析更凸顯出民權政治的特殊設計與價值，是以中山先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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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能區分理論，可視為民權政治理論中超越時空的核心部份。（註55）這項權

能區分的精神特質果能成功的落實運作，則民權政治的特殊設計將成為全人

類共同追求的永值理想，並有實現的可能。（註56）總之，現代的中國理想政

治制度，是純以民權主義為神髓而建立的制度，從中山先生提出權能區分及

五權憲法以來，一直到現行憲法之施行，中間雖有研商更動與出入，但基本

精神及政權與治權的結構，仍屬一貫相績。今日我國實行民權政治倘能具備

「權能兼顧」的制度，對人民權益的伸張與政府效能的發揮，將有突破性的

設計與貢獻，並含有前瞻性發展的積極意義。

肆、槍視民權政治的發展運作

一＼政治發展的重要歷程

中華民國的政治發展乃是從革命建國初期歷經民主化的政治運作，邁向

民主憲政的落實目標，接言之即是民權政治的踐行發展過程。我國民權政治

的實行，基本上是依據中山先生「權能區分」的設計，與「五權憲法」的規

劃’逐一落實於政治制度中。從中山先生提出建國大綱，將軍政、訓政、憲

政三時期的做法詳加規定後，我國民權政治的發展過程即攝此建國三程序藍

圖而實踐運作。茲就訓政時期的民權政治及行憲時期的民權政治，針對其政

治發展過程割分成不同階段探討說明如後。

←）訓政時期的民權政治：

民國十四年國民政府於廣州農立，隨即展開了軍政與訓政的各項措施，

此時著重「以麓，建國」’亦即以中國國民黨為重心，積極掃時革命障礙，完

成國民革命目標，以求全國統一，至民國十七年東北易轍北伐完成，國民黨

決議頒佈「訓政綱領」’乃正式邁入訓政時期的民權政治階段。

此一階段為時計達二十年（民國十七年至三十六年底），訓政推行之情形

，概分四期述之。

1. 訓政確立期（民國十七年至二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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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十七年十月三日制定的「訓政綱頡」’主要規定在訓政時期，由中

國國民黨種導人民行使政權，國民政府總攬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

五項治權，至於重大國務之決策及國民政府組織法之修正與解釋，概由中央

執行委員會特誼之政治會議行之。民國十八年三月二十一日，國民黨第三次

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以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建國方略、建國大綱、地方自治

開始實行法為訓政時期中華民國最高根本法案，同時在「確定訓政時期黨、

政府、人民政權治權之合陣及其方略軍」中，規定黨與政府應積極訓練人民

行使四項政權，人民則擁讀中國國民黨，誓行三民主義，努力地方自治，使

憲法開始後，由中國國民黨最高權力機關召集國民大會決定憲法而個佈之。

（註57)

民國十八年六月，國民黨召開三屆三中全會，制定了「訓政時期國民政

府施政綱領」及「治權行使之規律草」’於是訓政之基本法規漸備。民國廿

年五月國民政府召開國民會議，制定「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共計八十

九條，並於六月一曰公佈，至此中國國民黨「以黨治國」的主張，抬得全國

人民代表的正式承認。（註58)

訓敢的意義在於由黨作民權的保姆，而最絡目的是要遭政於民並實施憲

政，所以訓故只是過噓，是有期限的。（註59）依揮國民黨三屆二中全會的規

定，訓政期限為六年，定民國二十四年完成。同時規定民國十九年完成縣組

織，二十一年底以前完成戶口調查與清丈土地，二十二年底各地籌設自治機

關，二十三年底以前完成縣自治。惟此時期因國內鹽酋L頓仍，訓政工作並未

能順利進行，然對訓政理論的闡揚，訓政實施之設計工作，則尤有可觀之處

。

2. 訓政推行期（民國二十一年至二十六年）

訓政時期約法頒佈以後，國民黨即努力於地方自治的推行與中央民意機

關的建立。 民國二十一年四月，由於九一八事變與一二八事變相繼發生，國

民政府在洛陽召開國難會議，會中曾快議雨點：＠切實辦理地方自治，去日期

結束訓政﹔（哥憲法末實施前 ， 應設立民意機闕 ， 定名為國民妻政宮，並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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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年十月十日以前成立。由於國民黨中央認為國民喜政會不合訓政時期

約法，並不贊同立即成立。同年十三月十五日四屆三中全會法語三點：＠繼

續推展地方自治工作﹔＠定於二十四年三月召開制憲國民大會，議決憲法﹔

＠立法院從速起草憲法草案並發佈之，以備國民之研討。（註60)

在這段時期中，國家處於內憂外患的交相煎逼之下，訓政工作無法落實

，根本不能如期順利完成。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召開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對於訓政推行之困難有所說明：「吾國訓政工作，雖因連年多戰，未臻完

成，驟言憲泊，有越程序。．．．．本大會認為國民大會亟應限期召集，俾人民

成知肩負國事之重責，而同時必須修明內政，遵依建國大綱之規定，加緊督

促地方自治之早曰完成，培民權健貫之基寵。」（註61 ）而在五全大會通過之

「中央黨部應置地方自治促成計劃委員會案」中，更坦白承認：「迄今訓政

將告結束，而事質上全國一千九百餘縣中，欲求一達到建國大綱自治之程度

成為一完全自治之縣者，蓋苦不可得，更遑云完成自治之省？夫如是則訓政

如何能結束，憲政如何能開始耶！」（註62)

雖然訓政工作未能順利推行，不過政府制定憲法的決心仍按部就班的展

開，二十四年十二月四日五屆一中全會通過決議：＠二十五年五月五日宣布

憲法草案﹔＠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國民大會﹔＠國民大會之選舉應於

二十五年十月十日以前辦竣。（註63）圖後著名的「五五草草」如期公布，不

過由於國民大會各地代表選舉因中日關係緊張，未能按時選出如期依法辦竣

’爾後西安事變發生，遂將國民大會延至三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開，以制

定憲法。惟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國民大會的召開被迫延期

。

3. 訓政延長期（民國二十七年至三十五年）

國民大會的召開雖因抗日戰事延擱，但是政府於軍事惶悟之際，仍未忘

懷於推行地方自治，建立民意機關。民國二十七年三月，臨時全國代表大會

召開，通過「抗戰建國綱領」，在政治方面的兩項決定為：＠組織國民參政

機闕，團結全國力量 ， 集中全國之思慮與識見 ， 以利國策之決定與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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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行以縣為單位，改善並健全民眾之自衛組織，．．．．加速完成地方自治條件

。（註64)

第一屆國民警政會於民國二十七年七月在灑口召開，目的在團結全國力

量共同抗日，總計此時期十年之中，國民參政會共召開四屆十三次會議。國

民參政會的性質雖與國民大會不同，但對制憲國民大會的召開和憲法的制定

有促成作用。二十八年九月召開第一屆第四次大會中，國民參政會議決議政

府明令定期召集制憲國民大會，制定憲法，實行憲政，結束黨治，並由議長

指定參政員若干人組織「憲政期成會」’協助政府促成意政。其後民國二十

八年十一月國民黨五屆六中全會舉行，決定在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國

民大會，但是因戰時交通影響，無法召集必須延期。民國三十三年九月國民

黨五屆十一中全會決議：於戰爭結束後一年內召集國民大會，制定憲法而頒

布之。同年十一月十二日由閻民黨中央委員與國民警政會員合組「憲政實施

協進會」’自成立至三十五年三月結束共開全體會議五次，對修改憲草，促

成制憲國大的召開．．貢獻良多。

民國三十四年三月蔣主席宣布於是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制憲國大，是年

秋天目本投降，國民大會召集有望，惟因中共堅持反對，追三十五年一月政

治協商會議，國民大會與憲草問題始獲解決。政府再定三十五年五月五日召

開國大，然因各黨派意見紛歧，復行改期於同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開，結果中

共與民盟等拒絕壘加，爾後復延展三日，終於在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制憲

國民大會揭幕，十三月二十五日中華民國憲法制定完成，並於三十六年元旦

公布。從民國二十一年到三十五年，國民大會先後經五次籌備，七次延期，

歷時達十五年之久，終於完成了憲政的準備工作。（註65)

4. 過渡轉換期（民國三十六年）

制憲國民大會制定了中華民國憲法，並定於三十六年元旦公布，同年十

二月三十五日施行。除此之外，並通過「憲法實施準備程序」， 其工作為制

定行憲法規 ，籌備召開國民大會，及依憲法產生立法院與監察院 。國民黨於

三十六年三月十五日舉行六屆三中全會，通過「憲政實施準備案」’決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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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政府基礎」與「準備實施憲法」為中心工作 。 前後國民政府委員會與

國民政府組織法均予改制，國民政府府？廣大功能接即著手改組行政院，由國

民黨與各黨派人士參加。是年底，國民大會芷式選舉，次年初緊接著監察委

員與立法委員選舉，至此訓政時期工作終告結束，而邁入憲政發展的歷程。

且行憲時期的民權政治：

中華民國的憲法第一條規定：中華民間基於三民主義，為民有、民治、

民享之民主共和國。大體而言，我國憲法依擇中山先生遺歌，落實7三民主

義的精神內涵，但是在民權政治制度中，特別是中央政制都呀，此與中山先

生的基本政治理念以及民國二十五年公布的「五五憲草」有所出入 。 圍內政

治學者馬起華教授即認為：「五五憲草」的理想性大於現實性，而中華民國

憲法的現實性大於理想性。（註66)

民國三十七年憲政開始實行之初，即面臨中共擴大內戰，政府立即宣布

酷亂。為了適應非常時期之需要，第一屆行軍國民大會於三十七年四月十八

日通過「動員戳亂時期臨時條款」’擴大對政府授權，以便進行勘亂土作。

民國三十八年底大陸淪陷，政府播遲來台，使得憲法只能在台澎金馬復興基

地上質行。四十多年來，台灣民權政治發展的歷程在追求民主政治與鞏固國

家安全雙重目標上交織進行。就政府（國家機關）立場而言，一向以國家的生

存與政府的安定置於首要目標，因此在「動員戳亂臨時條款」的憲政推行及

戒嚴措施之下，使得台灣民權政治的發展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而此影響直

至民國八十年五月動亂勘亂時期終止，始告結束。就社會（民間 ）立場而言，

除了追求政治安定、經濟富裕之外，個人自由權利的保障以及政治參與的擴

大則成為社會中普遍的希求，此一希求目前正不斷的擴大，鹿為民主改草的

催化劑。

茲就台灣四十年來在憲政基礎上的民權政治演展情形，概分五個時期說

明如后。

1. 政治改革期（民國三十九年至五十年）

民國三十九年政府還台，先總統蔣公復行視事 ， 首要工作即以改革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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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鞏固安全為當務之急，無論在政府與黨務方面都有根本的變革，誠如美國

加州柏克萊大學教授高隸民（Thomas B. Gold ）所言：「只有徹底改造國民黨

才能獲得台灣人民的支持，也才有效抵擋中央的進犯，維持國民黨在台灣的

地位。」（註67)

首先就政府方面而言，台灣省政府先行改組，由吳國植出任省主席，吳

氏受美國教育，獲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博士，此舉意在爭取美國的支持﹔吳

氏擴大甄拔台籍人士，以爭取台籍精英的支持，五位廳長中台籍佔三位，廿

三位省政府委員中，台籍佔了十七位。（註68）除此之外，政府並公佈「台灣

省各縣市實施地方自治綱要」’致力地方自治的推行，這使得台籍政治精莫

能夠透過制度化的軌道，獲取政治權力地位，實現政治理想，對於台灣民權

政治發展具有特殊影響力量。

在黨務方面，於民國三十九年八月五日成立「中央改造委員會」’進行

黨員歸建與黨的改造工作，直至民國四十一年十月第七屆全會選出新的中央

委員會，才結束中央改造委員會的階陸性任務。在此時期中，執政的國長黨

一方面要維持圍內政治安定進步，一方面對外必須力抗中共的武力威脅，如

民國四十三年底的「大陳島之役」﹒民國四十七年的「八二三砲戰」

民國四十六年五月，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七十六號解釋：「國民大

會、立法院、監察院，共同相當於民主國家之國會」’此雖解映了三個機構

間的爭議，但是也使得我國民權政治中的政權與治權分隔精神更加混淆不清

。民國四十九年三月，臨時條款第一次修訂，其中規定總統、副總統得連選

連任，此強化了政治領導中心，但也使得台灣政治走向長期權威領導的體制

。

除了政治上的改革重組外，土地改革（耕者有其田）的成功，以及經濟上

謀取「進口替代」政策，促使國內社會經濟不斷成長，人民生活獲得改善，

此舉奠定經濟發展的良好基礎，並促使民權政治能夠安定發展。

2. 政治穩定期（民國五十一年至六十年）

經過前面十年的努力發展，中華民國政府己逐漸站穩腳步。一方面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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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上，國家機關（ the state）的權力已深入社會每一階層，每一角落，有效行

使統治權，並無強大的反對費力存在 c 另一方面，國家機關所推動的經濟發

展，已成功的萌芽，至少物價趨於種定，民生基本物質的供給相當的正常，

換言之，政治經濟結構都是在穩定中求發展，呈現向上爬昇的趨勢。（註的）

民間五十五年三月與三月，「臨時條款」經過第二次與第三次修訂，內

容主要規定：授權總統得設置動員截亂機構﹔得調整中央政府之行政機構及

人事機構﹔對於依選舉產生之中喪公職人員，因人口增加或因故出缺，而能

增選或補選之自由地區及光復地區，均得訂頒辦法實施之。民國五十八年政

府據此辦理中央民意代表增補選，強化民意機構的功能，促進政治之參與，

提昇民權政治的層次，政治意義十分重大。民國六十年秋天，中華民國退出

聯合圈，面臨了外交上新的挑戰，間接地影響了圍內政治發展。

3. 政治整合期（民國六十一年至六十七年）

經過了十年快速成長的年代，中華民國政府在台灣已具備了現代化國家

的雛型。惟在歐美學者的眼光中，中華民國充其量是一群技術官僚所控制的

權威統治政體，雖然締造了經濟發展的成績，但民主化步伐進展緩慢。（註7

0）在這段期間內，民國六十二年遭遇第一次石油危機，世界經濟景氣衰過，

使得台灣政經體系面臨嚴重地挑戰﹔民團六十四年四月，先總統 蔣公逝世

，亦使得政治上遭逢重大衝擊，而在對外關係上，中共不斷展開各項統戰攻

蟄’企圖外交上孤立我們，這種種不利因素的挑戰，政府當局皆能因應策略

，使得整體政經發展情勢轉危為安。

民國六十一年六月，政府行政臨長由蔣經國擔任，在「本土化」政策的

執行下，加速圍內政治精英的整合，以強化國家的正當性。蔣公逝世後由副

總統嚴家注繼任，但實際政治權力則轉移到蔣經國身上，他以中國國民黨主

席的地位， 發揮其決策的權力。民國六十五年蔣經國於國民黨的中央委員會

議中，大幅度增加台籍中央常委的比例，進一步落實本士化政策 。民國六十

七年三月， 蔣經國先生當選為第六任中華民國總統，同時選出台籍政治精英

謝東閔為副總統 ，顯示的政治意義引起國內外重視 。同年六月 由孫運璿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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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新內閣中，省籍比例亦持續上昇。（註71)

民國六十一年三月，「臨時條款」第四次修訂，主要現定：總統在動員

蛾亂時期，得訂頒辦法，充實中央民意代表機構，不受憲法第二十六條、第

六十四條、及第九十一條之限制。這使得台灣地區的政治參與更加擴大，並

使得政治體系增注了無比的活力。民國六十三年起，政府積極推動「十大建

設」’政治上並頒行十項行政革新措施，推動為民服務工作，這種種舉措終

能克服各種挑戰，使得政治發展在安定中進步，經濟亦保有持續的成長。

4. 政治轉型期（民國六十八年至七十五年）

民國六十七年底，美國宣佈與中共建交，接麗而來的第二次石油危機，

以及政治上反對勢力的興起，皆使得台灣在政經、社會發展層面上，再度面

臨嚴重挑戰，此亦顯示出台灣政經發展已到達轉型蛻化的階段。

就政治層面實際發展觀察，此時期政治反對運動的蓬勃發展，使得以往

政治上權戚主義統治模型遭受挑戰。民國六十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在地方縣

市長選舉中，爆發了「中壢事件」’這使得政治反對運動人士以為「群眾運

動」乃是對抗執政當局的有利手段，更誤認為是黨外民主運動的動力。中壢

事件後，黨外聲勢高漲，新的政論性雜誌紛紛出刊，成為黨外攻擊國民黨和

從事文宣的主要利器。在此時期戒嚴令雖然有效，但是言論自由的尺度卻大

為開放，集會遊行雖與法不合，但是事先報備與申請，都可得到允許與容忍

，新黨雖然不能成立，但是黨外政治團體組織亦一再為政府容忍存在。民國

六十八年八月廿四日，「美麗島」雜諒的創刊，代表反對費力運動的大團結

，然而由於缺乏眾望所歸的領袖、有紀律的組織，以及體察民意的運動路線

，於十三月十日在高雄舉行群眾大會時，釀成毆打憲誓的暴力事件，政府採

取法律行動，最後以悲劇收場。

高雄事件發生後，政府有鑒於今後宜避免政治衝寞的再發生 ，一方面加

速採取甄扭省籍精英人士參政，以求促進政治整合，另一方面提供在野人士

參政管道， 擴大各項選舉功能，以求改變政府形象，繼續朝民主化方向努力

。民國六十九年底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執政黨得到總選票的百分之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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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無黨籍人士則維持固有群眾基礎 c 且有多位黨外候選人（尤其是美麗島受

刑人家屬）在各選區最高票當選：經由這次選舉雙方皆對民主選舉產生信心，

使得經由選舉參與政治途徑的方式，成為黨外訴求的主要力量。爾後民國七

十年的地方選舉、七十二年底及七十五年底的中央民代選舉，黨外選票種定

緩慢成長，維持一定比例，此顯示台灣地區多元化政治已成為無法抵擋的歷

史潮流，美國學者溫克勒（E.A . Kinck ﹞ er ）認為台灣已朝多元化的政治方向發

展。（註72)

在政治反對運動興起的同時，政府部門除因應國內政治情勢發展外，亦

針對政經結構轉型期面臨的危機，主動出擊克服危機。民國七十年三月，執

政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政治號召，欲求

台灣發展經驗成為左右全中國前途的關鍵性力量。民國七十五年三月，執政

黨十二屆三中全會之後，成立十二人小組研討六大政治革新議題，包括：國

家安全體制的建立（解除戒巖）、傳訂人民團體組踏法（開放政治性團體）、充

實中央民意代表機構（修訂公職人員選罷法）、地方自治法制化、社會風氣之

改進、以及現階控黨的中心任務（黨務革新）等問題。在經濟推動上，政府亦

先後制定「復興基地重要建設方案」、「貫徹復興基地民生主義社會經濟建

設案」﹒及「台灣地區經濟建設十年計畫」等，並續十項建設後，塵繼推動

十三項及十四項重大經建計畫，使得中華民國在重重橫逆衝擊下，仍然吃立

不搖。（註73)

5. 政治成長期（民國七十五年秋迄今）

政治成長著重於政治系統體質的健實與自我適應力的擴大，中華民國的

政治系統需要政治成長，執政的國民黨本身的系統也需要政治成長。 （註74)

自民國七十五年十月十五日，執政黨宣佈「解除或嚴」與「聞放黨禁」兩萬

原則後，台灣的政治發展正式邁入政治成長期。

自政府宣佈解嚴後，在體察「時代在醬、環境在變、潮流在變」的現實

觀點，政府與執政國民黨舔取加速民主化的一連串措施，以因應環境變遷的

挑戰。茲就這段期間的重大政治變革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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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民國七十五年九月廿八日民主進步黨宣佈成立，十一月十日召開代表大

會通過黨綱，成為台灣地區解嚴前復第一個成立的在野政黨。

(2 ）民國七十六年六月立法院通過「國家安全法」’七月十五日正式頒佈施

行，政府正式宣佈解除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令。

(3 ）民國七十六年十一月，政府宣佈開放大陸探親政策，使得台海兩岸發展

呈現新的關係與秩序。

(4 ）民國七十七年元月一日，政府正式解除報禁（限證、限張、限印政策），

使得我國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能夠充份發揮。

(5）民國七十七年元月十三日，蔣經國總統逝世，由副總統繼任總統，政治

權力和平順利轉移，並能妥適因應解決國內外面臨的政治壓力與危機。

(6）民國七十八年元月，立法院通過人民團體組織法，意在求國內政黨的合

法化，對提昇圍內政黨政治發展助益甚大。

(7 ）民國七十九年七月，李登輝總總召開「國是會議」’邀請海內外代表一

百四十餘人（不分黨派）參加，共商國家未來民主憲政改革事宜，會後決

定「一機關、三階段」修憲原則，確立了未來政治改革的方向。

(8）民國七十九年九月政府宣佈於總統府設立「國家統一委員會」’作為總

統的國家統一諮詢機構。十二月正式成立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民國

八十年三月成立民間之「海峽交流基金會」’同月政府並通過「國家統

一綱領」’致使今後政府大陸工作有了具體決策、執行與推動的單位，

以及有了處理大陸事務之最高指導原則 。

(9 ）民國八十年四月，國民大會召開臨時會，進行第一階段修憲，通過「中

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J 共計十條，並正式廢止動員勘亂時臨時條款。五

月一日總統正式宣告動員戳亂時期終止，使得我國民主憲政邁入歷史新

里程 。

(1的民國八十年十月，民進黨「台獨條款」納入黨綱，造成國內政治不安，

並形成統獨意識型態之爭。十二月底第二屆國民大會代表正式選出，雖

然任務只是修憲，但是選舉結果說明了全民的希望。十二月卅一日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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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資深民代，依撮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二六一號解釋完全退職，使得國

會全面革斬，民主政治邁入新的局現。

(11）民國八十一年三月，第二屆國民大會召開臨時會，進行第二階段修憲工

作，四月底通過憲法增修條文八f暉，主要內容包括：國民大會擁有司法

、考試、監察三院人員之同意任命權，並有聽取總統國情報告，檢討園

是之權﹔監察委員改由總統提名，國民大會同意任命，己喪失國會性質

﹔總統未來將由公民投票選舉產生﹔地方自治完成法制化，省市長將由

人民選出。

(12）民國八十一年十二月底，第三屆立法院委員選舉，結果民進黨獲得三分

之一席位，成為具有影響力的反對黨。八十三年二月，行政院長郝柏村

為貫徹對立法院宣責態度，宣佈為建立憲政制度而辭職，二月底李總統

提名連戰出任行政院長，凸顯政治世代交替的意義。八十三年八月中旬

，國民黨召開十四全會，確立了國民黨的民主屬性，以及未來朝向民主

政黨發展的方向。

由上述時期內，由政治民主化的重大歷程與主要內容觀察，當前國內民

主化發展，己然邁向制度化的建構發展方向。圍內有些學者認為：台灣今日

政治發展已從過去的「局部民主」邁入了「完全民主 J 時期（註75 ），誠然說

明了政治民主發展成就非凡 s

二、民權政治運作的主要困境

的訓政時期民權政治的困境

檢視過去廿年來訓政時期的民權政治，以黨治國的政治成效，大致而言

有下列三項不可磨掘的功績，值得提出說明：（註76)

第一、 完成北伐掃蕩割劇的封建軍閥，使一個分崩離析的殘破局面，變

成一個統一的、完整的近代國家。

第二、 領導抗戰擊敗日本帝國主義，撕毀了束縛中華民族百年來的不平

等條約，使一個次殖民地的弱小國家，量於獨立自由世界強國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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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團結民主黨派召開國民大會，制定了中華民國憲法，使一個一黨

專政的政治轉變為多黨民主的政治。

由於訓政時期長年處於內憂外患戰爭頓伯之中，雖然抗戰之前，國家政

經、社會、文化各噴建設頗有一些建樹，魏德邁譽之為「黃金十年」（Go! d叩

Decade ）（註77），但是畢竟政府在有限的人力與財力之下，建設成效無法面

面俱到，尤其是在八年抗戰勝利後，人們眼看內亂再起盜匪樟行，政治腐化

貪污成風，且身受經濟恐慌物價高漲的壓迫，因此只見訓政之過，未見訓政

之功。深入歸納訓政時期面臨的主要困墳有以下三點：（註78)

第一、未能安定社會秩序：雖然政府在此時期一直以平亂、勘亂、除商L

為主要工作，但是結果導致財困民窮，生活貧乏，農村經濟完全破壞，社會

紊亂，問題造生。探究其病根之所在，乃因為在以黨治國（一黨專政）長期實

行之下，政權比較穩固，人民無權監督，造屁甜苦因循、遲鈍敷衍的習氣，

流弊所及引起上下欺瞞與貪污腐化，更助長社會頹敢不公，社會秩序還趨於

脫法失衡之現象。

第二、未能盡除革命障礙：雖然政府已完成北伐統一全國，但是各地（各

省）殘餘封建費力並未徹底肅清，共產黨的清剿功虧一簣亦未完成，加以常年

征戰國力耗損，尚需國際問i齊助，最佳卻因國際干蟬，胎誤軍棋反為共黨所

罪，導致河山沉淪生民倒懸。

第三、未能完成地方自治：訓政時期主要工作在於訓練人民養成自治的

能力，以求壘與國事，實現民權主義。聽度訓政時期地方自治的實行並未落

宜，諸如：自治人才不足、自治經費不足、戶口調查未靖、地方治安不寧，

加以縣政概由省派官吏治理，縣民多未吾與意見，縣市議會（壘議會）有名無

實很少女日期開會，使得人民四權使用訓練不佳。認真槍討訓政二十年，沒有

一縣達到「建國大綱」所規定的自治程度，而 「一省全數之縣皆達完成自治

」者，更是絕無僅有，因此也就沒有一官可達到憲政開始時期。

針對訓政時期民權政治發展困墳之問題癥結，仔細擇其原因 ，可分析如

下。依揮中山先生建國大綱的規定，實行憲政乃是由下而上，由縣而省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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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於中央，亦即是「先有基礎而後有大廈的，合於科學的道理與政治原理」

（註79 ），但是憲政的實行卻是由上而下，由中央而省最後才到縣，是「空中

樓閣沒有基礎的，是本末倒置有名無實」（註80) c 由訓政進入憲政的依據準

則究竟為何？顯然並非遵照中山先生建國大綱的規定，而有其他多重考量。

第一、國民黨實行訓政有不少人反對，諸如胡適在民國廿四年訓政預定結束

時，發表「政制改革的大路」一文中說到：「改革政制的基本前提是放棄黨

政，而放棄黨政的正當方法是提早頓布憲法，實行憲政。」（註81 ）抗戰勝利

後，當時黨外人士在訓政措施壓力下，均希望早日實行憲政。第二、國民黨

亦有心結束訓政，還政於民，制定憲法公平競爭，以求全民團結避免紛爭。

民主憲政發展最好的方式應是自然成長，但是在中國這樣一個保守與權

威主義根深蒂固的傳統基礎上，能夠奮鬥制定出一部憲法，總是中國政治上

劃時代的成就﹔然而由訓政過渡到憲政階段，卻全然是政治與人為因素安排

使然，在灌視當時的政治環境是否適當之下，經由「政治協商」制定的憲法

，顯然未能符合中山先生的政治理想，亦未能充份考量後代中國人實施時遭

遇的困境，其結果造成今日在憲政制度實行上的諸多爭辯與問題產生。

仁）行憲時期民權政治的困境

中華民國在台灣地區四十年來的憲政發展，在民主政治建構上較經濟上

輝煌的成就，固有不速，但近年來確有從「量」變到「質」變的趨勢，即使

對台灣政治多所批評的西方學者，如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白魯悄（Lucian Pye 

），亦認為台灣目前在政治與社會上的發展，與其在經濟發展上的成就是亦步

亦趨地相映成輝。（註82 ）另一位美國學者馬若孟（Ramon H. Myers ）對於台灣

的政經發展與制度，亦曾明白指出：「中華民國的領導者與執政的國民黨，

立志創建一個孫中山學說式的民主社會，以漸進的方式，創造了一個以大多

數民眾為主的政治制度。」進一步他說：「現存於台灣的這種新制度，是每

一個中國人都應該引以為做的。第三次世界大戰後，尚沒有任何一個閱讀中

國家，能與他們這種獨一無二的成就比擾，也沒有任何開發中國家，可以比

得上中華民國所經歷的和平 、 繁榮與驚人的改進。 」 （註83)



門
／J

Rd 
共同學科期刊第三期

誠然，今日台灣的民權政治發展與憲政改革十分耀眼，但是從政治層面

的顯示的發展困境與危機，經由政治學者不斷提出檢討，己成為當前大家關

切的課題。革歸納分析下列三項說明之：

第一、國家認同問題：

所謂國家認同乃指國民對國家（政治系統）的認同心理，此種認同心理詳

細分析，包括國民對歸屬一個國家的認識，對所歸屬國家的感情（愛國心），

以及對所屬國軍事物的支持或其他態度。（註84 ）以當前台灣的現況分析，大

多數民敢對國家均表支持與認同，但是潛在於政治意識上的分歧與危機仍然

存在，除了省籍問題可能引起政治認同的疏離感以外，最嚴重的則是分離意

識與運動的擴大。「台獨意識」的發展與影響，不僅削弱民眾對國家的認同

，更加深了台灣內部的對立與分歧，進而影響，國家的整合與安定。中共一再

警告，如果台灣走向獨立必然以武力進犯，因此，台獨分離運動將危害國家

的安全，更影響未來中國走向統一的道路。

第二、憲政發展問題：

任何一個民主國家都必須有一套為全國一致尊重的憲法實行規範，否則

無法達成社會成員共識， !0、導致國家內部的基本危機，這種危機稱之為「統

治正當性的危機」 。 當前台灣的民主憲政運作，因為對憲政發展上有不同的

、尖銳的政治論辯，引起人們普遍的關注。就目前憲政改革的主要內容觀察

，中央政制的調整，總統權力的擴增，政治權貴關係與制衡機制等問題，均

成為未來憲政發展爭議的焦點﹔而更有甚者，國內反對五權憲法與三民主義

的人士日增，憲政體制與運作規範在認知上產生衝突，長久發展下去，將影

響國家憲政的推行，更將影響民主改革的晶質與前途。另一值得注意的重點

是，憲政發展必須是逐步修正己促使其穩定成長，然而部份國人主張打破現

有憲政制度， 不顧憲政傳統與政治文化，此一激烈的主張訴求， 對於未來憲

政發展已形成嚴重挑戰與威脅。

第三、政治權威問題：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台灣問題的學者溫克勒（E . A . Wi nc kl er ）認為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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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一直是處於「權戚主義」（Author: ~c.::-ianisJJ）統治之下，所不同的是從

早期「硬性」的權威轉變成像期「軟性」的權威統治＝（註SS ）就過去四十年

來的實際現況分析，台灣始終維持著一強圍的領導中心，儘管政治權力結構

是以一黨獨大的「強人」為中心，有時不免充滿人治的色窮，但是由於頡導

者的歷史威望與有效施政，頗能受到大多數人民的支持擁戴，培成政治安定

的基礎 。 然而強人樹立的政治權威，比起制度化的權力繼承轉換仍較為脆弱

，在蔣總統經國先生逝世後，政治權力順利和平帶轉，不可不歸功於制度化

的建構。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當前政治環境已顯現出民主多元化的特徵’在強

人消失政治權威真空的狀態下，是否仍會出現政治權威主義的統治，尤其目

前憲政制度設計中，總統權力擴增導致「有權而無頁），均可能形成另一種

新權威主義的產生。由於國人普遍仍具有「權威性人格」模式，是否未來有

推波助瀾的功效，此一潛在性危機問題，必將造成政治發展上的重要變數。

（五、結語

一個國家民主政治的發展，均需要經過艱鉅、曲折且漫長的過程。台灣

四十年來的民權政治發展過程，一方面要面臨國際社會以及中共政權的外環

境衛擊，另一方面又要承受圍內政治結構與社會力量的內環境影響，未來發

展方向必續以更民主及更有效率的步仗，以因應危機與挑戰。社蘭（Wi 11 

Durant ）在其巨著「文明的歷史」中，曾對中國作過這樣的結語描述：「每一

次的動亂都是一個過渡＝混亂最後會自行治癒和得到平街，．．．．舊有的阻礙

大致消除，新的活力得以成長＝革命像死亡和時向一樣，是除舊佈新，．．．．

只有在許多事物即將死亡時才會發生。中國過去死亡了若干次，但每次她都

重生。」（註86 ） 目前中華民國的政治發展即在「重生」之中，政府必須在民

主化的方向下 ，大力推動各項政治改革，加強自我調適以求應變。

總之，當前政府施政要能滿足社會大眾的共同需求目標（安全、秩序、

公正、自由與福利）必然能獲得人民的支持與信賴。自由中國四十年來已建

立了一套中國式的民主制度，吾人店、~要繼續堅定民權信念，加強重視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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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更要靠「傳播」的力量與功能，使得政府的政策與革新措施得到社會

大軍支持，另一方面社會中民意的迅速反應，將可提供政府改革的書考，未

來在建立此種政治傳播與溝通交互作用之上，孕育出一套優良的政治典範，

才能真正盟創出中國民權政治的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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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註 1 ：馬起華著，「民權主義與民主政治」’政治文化第二期，台北：政治

文化出版委員會印行，民國七十四年九月，頁2 。

註 2 ：國父 孫中山先生在民權主義第五講中，一再提到中國革命以後，要

仿效歐美實行「民權政治」﹔按中山先生的本意認為「民權政治」就

是西方所實行的「民主政治」，只不過中山先生認為「民權」二字更

能凸顯與表達中國質行民主政治的精神與特色。

請審考：孫文，「民權主義」第五講與第六講，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

會黨史委員會編，國交全集第一冊，台北：中史文物供社應社，民國

六十三年六月，頁l 19～ 155 。

註 3 ：同註 1 ，前揭書，頁18 ° 

註 4 ：華爾徹（Herber Waltzer）著，徐精一譯：「政治意識型態：政治中的

信仰與行動」（Political Ideology: Belief and Action in Politi 

cs ），憲政思潮，第三十一期，臺北，民國六十四年七月，一三五頁。

原文出於Reo M. Christenson et. a 卜， I deology and Modern Poli 

tics, New York: Dodd, Mead & Company, 1975, Chap. 1. 

註 5 ：馬起華，三民主義的心埋研究，台北：育英出版社，民國七十四年九

月初版，頁的。

註 6 ：孫中山，「孫文學說」第八章，國父全集，第一冊，頁49 1 。

註 7 ：孫中山，「中國應建設共和國」’國父全集，第三冊，頁1 93～ 197 ° 

註 8 ：孫中山，「三民主義與中國民接之前途」’國文全集，第三冊，頁20

5 。

註 9 ：孫中山 ，「自由之真諦」’國父全集，第二冊，頁220～221 。

註10 ：孫中山 ，「中華革命黨總理誓約」’國艾全集，第二冊，頁938 。

註11 ：孫中山 ，「自治制度為建國之礎石」’國父全靠，第三冊， 頁353～3

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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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2 ：孫中山，「中華民國之意義」’國艾全集，第二冊，頁352 。

註13 ：孫中山，「倍己文章程之說明」’國艾全集，第二冊，頁396～397 ° 

註14 ：孫中山，「中華民國建設之基礎」’圖文全集，第一冊，頁177～ 180

。

註曰：壘見巨克數著，意識型態傳播與國家發展一三民主義意識型態傳播之

研究，台北：正中書局，民國七十六年五月，頁186 。

註16 ：孫中山，「中圓革命史」’國艾全集，第二冊，頁182 。

註17 ：孫中山，「碎、文學說」’國文全集，第一冊，頁470 。

註18 ：孫中山，「三民主義為造成新世界之工具」’國文全集，第二冊，頁

460~ 461 ° 

註19 ：孫中山，「中國革命史」’國艾全集，第二冊，頁182 。

註加：張朋園，梁啟超與清季革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五十三年五月，初服，頁208 ° 

註21 ：孫中山，「民權主義第四講」’國文全聾，第一冊，頁l 18 ° 

註22 ：孫中山，「民權主義第一講」’圖文主集，第一冊，頁76 。

註23 ：孫中山，「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國艾全集，第一

冊，頁882～883

註24 ：孫中山，「民權主義第六講」’國艾全集，第一冊，頁137～ 155 。

註站：同前註，頁152～ 154 。

註26 ：孫中山，「國民政府建國大綱」’國父全集，第一冊，頁752～753 。

註27 ：同註1 1 ，頁354 。

註28 ：同註24 。

註29 ：孫中山，「政黨之要義在為國家造幸福為人民諜罪利」’國父全集，

第二冊 ，頁334

註30 ：孫中山 ，「政黨宜重黨綱黨德」’國艾全集，第二冊，頁32 3 。

註31 ：釀中山 ，「民權主義第一講」’國艾全集，第一冊，頁72 。

註32 ：孫中山 ，「車間數民之責任在革命軍」 ’ 圓艾全集 ， 第三冊 ，頁6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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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33 ：孫中山，「軍人精神教育」’國父全集，第三冊，頁502 。

註34 ：孫中山，「同盟會革命方略」，國艾全集，第一冊，頁287 ° 

註35 ：同註15 ，前揭書，頁192 。

註品：傅啟學，中山思想體系，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七十五年十一

月，三版，頁16 1 ° 

註37 ：孫中山，「五權憲法」’國艾全集，第三冊，頁42 ﹞。

註38 ：胡連民，三民主義的連環性，台北：帕米爾書店，民國六十六年六月

，八版，頁24～鈞。

註39 ：宋明順編薯，現代社會與社會心理，台北：正中書局，民國六十四年

元月，頁73 。

註40 ：孫中山，「民權主義第三講」’國父全集，第一冊，頁泣。

註41 ：同註 1 ，前揭書，頁﹔7 0 

註也：有關民權主義落實為政治制度，郭仁宇教授常用「民權主義的民主政

治」說明，而周道清教授則主張用「改良的民主政治」代替「中國式

的民主政治」’並用以解釋民權主義。有關文獻請分別參閱：

郭仁芋，「民權主義民主政治類型的前言」’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

所編，民權主義的理論與質躍，台北：國立編譯館印行，民國七十一

年七月，頁1～3 。

孫中山先生與近代中國學衛討論集，第一冊，民國七十四年十二月，

頁244 。

註43 ：呂亞力，政治發展與民主，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民國六十八年

十月，頁24 1 ° 

註44 ：呂亞力，政治學，台北：三民書局印行，民國七十四年八月，頁140～

141 ° 

註45 ：同註43 ，前揖書，頁247～249 ° 

註46 ：同註抖 ，前揭書，頁143 。

註47 ：同前註 ， 頁 144 。 註48 ：同註 1 ，前揭書，頁10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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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49 ：孫中山，「民權主義第六講」’國艾全靠，第一冊，頁147 ° 

註5日：孫中山，「民權主義第五講」’國父全集，第一冊，頁136 。

註51 ：孫中山，「民權主義第六講」’國艾全集，第一冊，頁153 。

註曰：為求權能區分理論落實，必讀有一套政治盟計配合實行，馬起華教授

研究分析提出四點設計說明，筆者重新整理亦歸納四點說明。

有關內容可審閱：同註 1 ，前揭書，頁10～ 11 0 

註曰：書慎恩，權能區分理論與當代民主理論之比較，中華民國中山學術會

議論文研討集，台北：編輯委員會，民國七十三年七月出版，第三冊

，頁224 。

註54 ：審閱註42 ，郭仁芋，前揖書，頁35～肘。

註曰：同前註，頁100 。

註56 ：同前註，頁101 ° 

註57 ：張玉法，中國現代政治史論，台北：東華書局印行，民國七十七年九

月，頁183 ° 

註58 ：同前註，頁183 ° 

註曰：李時友，「中國國民黨訓敢的經過與轍討」’東方雜誌，第四十四卷

第三號，民國三十七年二月出版，頁8 。

註6日：同註57 ，前揭書，頁222 。

註61 ：馬起華，憲法論，台北：幫明文化事業公司，民國七十二年九月出版

’買237 ° 

註62 ：同註間，前揖書，頁9 0 

註63 ：同註凹，前揖書，頁237 ° 

註64 ：同註62 。

註65 ：同註57 ，前揭書，頁234 。

註66 ：馬起華 ，「我國民權政治的發展」’三民主義在台灣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國立政治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編印，民國七十三年五月出版，頁

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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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67 ：高棟民（Thomas B. Gold ）著，艾思明譯，台灣奇蹟一從國家與社會的

角度觀察，台北：洞察出版社，民國七十六年十一月，頁104 。

註68 ：彭懷恩，台灣政治變遷四十年，台北：自立晚報出版，民國七十六年

十月，頁70 。

註69 ：同前註’頁85 。

註70 ：同前註’頁101 ° 

註71 ：同前註’頁106 。

註72: Edwin A. Winckler, "Institut i onalizati on ar.. 已 Participation

on Taiwa曰： From Hard to Sof: -Au th or i tar i a立： sm?" China 

Quarter! y 凹，（ September, 1984) , pp.s81~ 499. 

註73 ：魏鋪，向制度化的民主政治邁進一中華民國政治發展的展望，行政院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印，民國七十六年六月，頁5 ; 

註74 ：金耀基，從政治安定到政治RX長，聯合報，民國七十七年三月廿九日

。

註75 ：葛永光，「民主化與台灣的政治發展」’詳見：現代化的困填與調適

（葛永光等著），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民國七十八年元月，頁﹞9

。

註76 ：同註凹，前揭書，頁﹔2～：3 。

註77 ：張主法，中國現代史（下冊），台北：東華書局出版，民國六十八年十

月，頁572 。

註78 ：同前的，前揭書，頁13～ 15 c 

註79 ：同前註，頁：5 。

註80 ：同前註 c

註81 ﹔「獨立評論」 163號，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一日 s 參見：註57 ，前揭書

’頁176 。

註82 ：自魯向 （ Lucian W. Pye ）著，但炎元譚，自由化多元化開明化一一正視

台灣政治發展的趨勢 ， 亞洲與世界文摘，第五卷第四期 ， 民國七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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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十月，頁5 。

註品：馬若孟（R~mon H. Myers ），「不同的意識型態，不同的制度一一中華

民國與中共」，聽中山思想與當代世界研討會論文，民國七十七年六

月，頁2～4 。

註84 ：華力謹，政治學，台北：經世書局印行，民國七十七年四月增訂二版

’頁161 ° 

註85: Winckler, op.cit., p.481 ~ 499. 

註86 ：壘見：顧貝克（Anthory Kubek），台灣的自由民主是中國的真正前途所

在，美國世界日報，民國七十六年元月十一日，第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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