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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登輝與總統直選： 

回顧四分之一世紀的成就

小笠原　欣幸 *

壹、前言

陳館長、各位先進、貴賓、大家早！我是東京外國語大學的小笠原欣幸。

這次接獲國史館的邀請，能夠參與今天的「李登輝與臺灣民主化學術討論會」，

我非常高興，也感到格外榮幸。李登輝總統去年逝世的時候，日本國內引發了很多

感想和討論，讓我們重新認知李總統留下的影響是如此深刻。

事隔一年，國史館舉辦「李登輝與臺灣民主化學術討論會」，對此我表達由衷

的祝福、敬佩。由於疫情的關係，雖然無法跟大家直接見個面，但是透過視訊方式，

我也能遠距參與，並交換臺灣和日本方面的觀點。

今天我想討論的題目就是「李登輝與總統直選：回顧四分之一世紀的成就」。

去年日本臺灣學會舉辦「臺灣總統選舉的四分之一世紀」研討會，以若林正丈教授

為首的幾位日本學者報告、討論。今天我想分享日本學術界對李總統以及臺灣總統

直選的評價。對於這場非常有意義的會議，如果我能做出些微的貢獻的話，會感到

很欣慰。

貳、總統直選的意義

1996年實現的總統直選，具有兩層意義，一是作為臺灣政治體制民主化的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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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二則是作為後民主化臺灣政治的起點。關於前者在日本學術界也累積了大量的

文獻，其評價已經形成共識。關於後者，則是歷經了四分之一世紀後，後來浮現的

新觀點。

一、民主化的里程碑

首先，我想從「民主化的里程碑」這個觀點進行整理分析。由每個選民親自投

票選出總統的總統直選制度，可說是證明臺灣已經從威權主義體制轉型為民主主義

體制的最佳證據，也是國際社會認定「臺灣擁有民主政治」、「臺灣是民主」的重

要理由。松田康博教授認為「1996年 3月實施的總統選舉，完成了臺灣的民主轉

型」，而這也是日本大多數學者的一致觀點。

從制度方面來看，臺灣不管是行政面的村里長、鄉鎮長、縣市長到總統，還是

議會面的鄉鎮民代表、縣市議員到立法委員，全部都是自由選舉加以選出。針對這

樣的政治體制，若林正丈教授作出如此評價：「就在中國大陸的東南方，日本南方

不遠處的海上，出現了一個擁有民主體制的島嶼國家。這些從鄉鎮層級到國家層級

的公職人員選舉，任何一個擁有投票權的民眾都曾參與，成為『選舉共同體』的一

分子」。

臺灣的民主化及自由化，是從蔣經國時代末期民進黨的成立和解除戒嚴令開

始。對於這個過程，若林教授認為：「以『中華民國』有效統治範圍內的公民為主

體的國民主權制度化已大致完成。『中華民國』作為戰後的臺灣國家，已經藉由民

主的方式更新了內部的正當性」。1996年的總統選舉，在民主化的政治過程中，可

說是形成「選舉共同體」的最後一步，同時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從此開始，臺灣的政治進入了後民主化的新階段。雖然社會評價對於臺灣的選

舉政治有褒有貶，但是，從這長時間的變化，我們也可看出臺灣朝向民主多元政黨

政治的軌跡。至於李總統如何發揮影響力，推動、制定總統直選的制度，臺灣的研

究文獻已經充分探討，我今天不需要對此闡述。我想進一步討論的是，關於總統選

舉所造成的深遠影響。

二、臺灣政治結構重新整編

我想很簡短的回顧總統直選實施後臺灣政治的變化，也就是臺灣政黨政治結構

的重新整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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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總統上臺後，成功了掌握臺灣政治厚實的中間區塊做為民意基礎，而把兩種

民族主義往左右兩側擠壓，創造了「維持現狀」的空間。維持什麼「現狀」？這才

是非常重要的問題。李總統的意思是「民主化、臺灣化的中華民國體制」的現狀。

李總統創造的「中華民國在臺灣」這個概念，成為臺灣社會多數人會接受的概念。

蔡英文總統講的「中華民國臺灣」是繼承李總統的這個概念的。

1996年總統選舉中，李登輝總統靠著相對溫和和寬鬆的「臺灣認同」支持層，

擊敗了站在臺灣民族主義的民進黨候選人彭明敏，以及站在中國民族主義的無黨籍

候選人林洋港及陳履安，讓國民黨的聲勢達到巔峰。

但是，實際上，1996年選舉卻是國民黨衰退而民進黨崛起的起點。國民黨因為

意識形態和黨內結構的關係，內部一直隱含著路線的矛盾和分裂的種子。國民黨本

質上的矛盾就是一個抱持中國民族主義（Chinese nationalism）的政黨，卻要在臺灣

化的中華民國政治體制內參與總統選舉的，這個矛盾一直到現在都圍繞國民黨。李

總統設計的「臺灣認同」路線沒有被國民黨繼承，反而被連戰拋棄，加深了國民黨

的矛盾。

不僅如此，國民黨還有著另外幾個矛盾，其一是國民黨在體質上屬於中央集權

式的政黨。這種政黨體質與臺灣社會的多元化體質之間有落差。隨著時代的變化，

黨內也出現了許多不一樣的聲音，但國民黨集權式的組織，難以處理，常常導致內

訌。在 1996年選舉之前，就有一群人脫黨組成了新黨，到了選舉的時候，林洋港

及陳履安也脫黨了。2000年選舉之前，宋楚瑜也脫黨了。後來發生的馬王鬥爭讓人

記憶猶新。

其二，在威權主義體制時代所形成的黑金體質也成為受到批判的原因，仰賴地

方派系的支持結構也是造成國民黨的勢力弱化的原因。國民黨在選舉時不得不仰賴

地方派系，然而地方派系在本質上卻是追求個別地方利益的群體。1996年所舉行的

國大代表選舉，當時當選的國大代表們的各種行為在社會上遭到批判，也讓這個問

題浮上檯面。

另一方面，民進黨則是因為由個別黨外人士結合的一個政黨，所以除了反對國

民黨、追求民主以外，難以達成政治理念的共識。黨內普遍存在路線的矛盾，就是

要解體中華民國、建立新臺灣國家的臺灣民族主義（Taiwanese nationalism）的路線

與在中華民國體制內參與總統選舉的務實路線的矛盾。民進黨面臨首次總統直選的

時候，還是在臺灣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與現實政治的顧慮之間搖擺，陷入窒礙難行



4

「李登輝與臺灣民主化」學術討論會

的狀態，嘗到了挫敗的滋味。

但是，民進黨在首次直選受挫之後，轉而在地方政治上尋求活路，馬上就在

一九九七年的縣市長選舉中贏得勝利。民進黨對親國民黨的地方派系，有時表現出

對決的態度，有時又表現出拉攏及合作的態度。隨著在地方行政上逐漸累積治理的

經驗，民進黨逐漸成長為足以與國民黨抗衡的政黨。

自 1996年選舉之後，原本具有壓倒性優勢的國民黨逐漸走上衰退的道路。經

過 2000年選舉之後，臺灣的政治結構重新整編為藍綠兩大陣營對立。剛開始還是

藍營佔優勢，但是，民進黨在地方上逐漸累積實力，慢慢拉近與國民黨的差距。

陳水扁成功連任之後的 2005年，國民黨選擇了與中國共產黨合作，轉換了蔣

介石、蔣經國、李登輝三代領導維持的反共親美路線。這個矛盾在美中合作時代潛

伏，所以不影響到馬英九當選的 2008年以及 2012年選舉。但是，到了美中對立時

代，這個矛盾才浮現的。

2016年選舉，民進黨鎖定維持現狀的路線，不僅拿回政權，而且首次掌握立法

院的過半席次。2020年選舉，蔡英文總統以臺灣選舉史上最高票連任。以長期的現

象來看，做為核心支持組織的軍公教以及地方派系的凝聚力鬆動，國民黨失去了優

勢地位。歷經了四分之一世紀之後，臺灣政治局勢已經從國民黨的絕對優勢，轉變

為民進黨的相對優勢。

參、總統直選的三個層面的成就

接下來，我想從三個層面討論總統直選二十五年的成就：一、臺灣認同的擴大

和深化、二、兩岸關係新架構的形成，三、臺灣的國際能見度提高。

一、臺灣認同的擴大和深化

所謂的「臺灣總統選舉」，其實嚴格說來應該稱作「存在於臺灣的中華民國總

統選舉」。選民為中華民國的國民，舉行選舉的範圍為「中華民國自由地區」亦可

替換為「臺灣地區」。「臺灣地區」以《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規定為「臺灣、澎湖、

金門、馬祖及其他離島」。

透過總統的直接選舉，臺灣的選民逐漸理解到自己的一票能夠決定臺灣的未

來。由手中的選票選出最高領導人的行為，讓民眾自然而然地意識到「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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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為一個主權獨立國家」及「我們的主權範圍只在臺灣的地理範圍之內」這兩個

事實。因為選的是總統，而不是行政長官或自治區首長，所以被認為是主權獨立國

家。候選人的競選活動範圍及選民的資格範圍都在臺灣之內，所以被認為主權的範

圍也在臺灣之內。

雖然在法理上，應該稱作「中華民國總統選舉」，但是在現實上，卻是選出臺

灣領導人的選舉。這樣的選舉持續舉辦了二十五年，過程中逐漸出現「臺灣總統選

舉」的稱呼，如今很多臺灣民眾在提起總統選舉時，都稱之為「臺灣總統選舉」。

大部分的國際媒體都使用「臺灣總統選舉」（Taiwan’s presidential election）這

個的稱呼，少數使用「中華民國總統選舉」（ROC’s presidential election）。日本媒

體全部都使用「臺灣總統選舉」。但是中國不能使用這樣的稱呼。在中國，「正確」

的稱呼為「臺灣地區領導人選舉」。

臺灣沒有針對總統選舉的意義對民眾施行政治教育。但是臺灣社會對選舉的關

心程度非常高，不管是報章雜誌、電視媒體，還是網路上，關於總統選舉的資訊傳

遞及意見交換可說是相當頻繁。不論媒體還是網路，一年到頭都有人在討論關於總

統選舉的議題。對選舉的關心，能夠讓民眾意識到自己具有選民身分，可說是一種

最有效的自我政治教育。在這樣的社會之中，具有廣意的臺灣認同逐漸擴散。

所謂具有廣意的臺灣認同，包含了認定自己為臺灣人的自我意識、認為臺灣

與中國有所不同的想法。這是一種全面肯定臺灣，相信臺灣有著獨一無二的存在意

義，而且對於臺灣的生活型態抱持深厚感情的意識。認同意識的顯現，當然是因為

有了外力／外人的關係。這意味著臺灣人會對任何威脅臺灣，或是對臺灣表現出高

高在上態度的勢力抱持反感。對象可能是中國，可能是日本，也可能是美國。

臺灣認同能夠滲透到多數臺灣人的心中，是李登輝政府的本土化政策及民進黨

的訴求互相影響下的結果，但是，這個意識能夠在臺灣人的心中澈底扎根成長，卻

得歸功於多年來不斷舉行的總統選舉。總統選舉所代表的臺灣的公職人員選舉都成

為一種生活模式，更成為廣意的臺灣認同的一部分。而這一切的起點，就是 1996

年的總統選舉。臺灣的年輕人從一出生到懂人情世故的時候就知道大人都討論總統

選舉，成長在這樣的社會生活之中，大多數的年輕人抱持著臺灣認同，可說是水到

渠成，這就是所謂的「天然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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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兩岸關係新架構的形成

李總統在 1999年發表的「兩國論」之中，提到了「總統、副總統由臺灣人民

直接選舉，使所建構出來的國家機關只代表臺灣人民，國家權力統治的正當性也只

來自臺灣人民的授權，與中國大陸人民完全無關」。雖然中華民國的國名沒有改變，

憲法體制沒有改變，國民黨掌握政權的現況也沒有改變，但是政治權力的根源卻正

在靜靜地臺灣化。這個過程，若林教授在《臺灣的政治》書裡充分探討。

自從臺灣政治建立僅限於臺灣這個地理範圍的體制之後，兩岸關係不再能夠以

單純的「國共內戰的延伸」來解釋。就算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雙方同意結束內

戰，如果無法透過臺灣的政治制度加以承認，也不具任何效力。

原本兩岸關係的架構是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之下，雙方各自主張其正當性，

而雙方目標都在於終極統一。但如今臺灣方面已發生了變化。對於兩岸統一，臺灣

的民意支持越來越少。對於能夠親自投票選出最高領導人的臺灣選民來說，中國提

出的「一國兩制」方案毫無吸引力。相較之下，中國則是依然堅持著這個架構，而

且加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邏輯，因此對統一臺灣的誘因攀升。

對臺灣選民而言，總統選舉是向國際社會展示「臺灣的自由和民主」的絕佳機

會。對於中國所推動的兩岸統一，臺灣人能夠以民主的方式對中國說「NO」。由

於臺灣與中國在政治、經濟及軍事上的實力都趨向於對中國有利，總統選舉成了臺

灣自我防衛的「武器」。

但是在總統直選議題剛浮現的 1990年代前期，很少有人意識到這樣的變化。

在 1990年代前期，臺灣人在議論總統選舉的時候，絕大多數的人若不是站在民主

化的觀點，就是站在臺灣內部權力鬥爭的觀點，很少有人把注意力放在總統選舉對

兩岸關係的影響上。直到 1996年總統直選及臺海危機同時發生，臺灣民眾及國際

社會才察覺「臺海局勢進入了全新的時代」。

從日本和美國的大部分的學者的觀點來說，兩岸的現況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統

治中國大陸，中華民國統治臺灣。就法理上而言，臺灣的總統選舉與中華人民共和

國毫無關係。但是自從 1996年總統選舉時，中國採取武力恫嚇的手段之後，中國

對臺灣總統選舉的干涉就成了常態。

從此之後，兩岸關係就多了四年一次的總統選舉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因素。不

過，由於決定權是由臺灣的民意所掌握，中國就算想要進行統戰，收買人心，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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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範圍太大而難以鎖定對象。從中國的立場來看，想要將臺灣的民意朝統一的方

向扭轉，是非常困難的事情。

綜合以上所述，以 1996年的總統選舉為起點，臺灣認同開始興盛，同時，兩

岸關係的新架構形成，兩岸關係的內涵變成為中國與臺灣的關係。中國對臺灣的干

涉也成為後民主化時代的臺灣政治的常態。

三、臺灣的國際能見度提高

民主化轉型後，自由、民主、公民社會的價值內在化，成為臺灣日常生活景象

的一部分，也會讓外國人進一步認識臺灣，逐漸提高了臺灣的國際能見度。

不管是臺灣民眾對臺灣各地鄉土歷史的關心、各種古蹟或日治時期建築的保存

運動，或者社區再造、環保運動，還是騎單車環島的風氣，其實都體現「重視臺灣」、

「珍惜這塊土地」的臺灣認同意識。以臺灣為主題的電影會賣座，也是基於相同的

道理。臺灣的主要大學大多設有關於「臺灣史」或「臺灣文學」的科系，許多大學

生及研究所學生都在進行關於臺灣的研究。原來這都是臺灣國內的風潮，卻成為海

外學者、學生、媒體人接觸臺灣、研究臺灣的新管道。

公民運動也逐漸發展成熟，諸如抗議陳水扁政府貪污、抗議馬英九政府的兩岸

政策等等，臺北市的街頭經常出現規模達十萬人的抗議活動或示威遊行。各種重視

公民價值的活動，都受到廣泛的支持，理由可能是同情在軍中遭虐待而死的年輕士

兵，可能是同情因為地方政府的蠻橫土地開發計畫而失去田地的農民，也可能是對

期盼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少數派抱持同理心。除此之外，臺灣民眾對於人道援助活動

也表現得相當積極。

發起「太陽花學運」的學生們佔據立法院的行為，明顯違反了臺灣的法律。雖

然在臺灣社會上引發兩極的看法，但是臺灣的警察單位並沒有強行驅離，事後對這

些學生的法律行動也相對輕微。倒扁運動人士佔據臺北車站旁邊場地也沒有被強行

驅離。臺灣政府不強行驅離的傳統，源自於 1990年野百合學運的時候，當時李總

統對內政部長許水德命令「不可以危害學生」。

臺灣有許多人願意上街頭主張其政治訴求，同時也許多人願意尊重別人的訴求

權利，理由就在於臺灣民眾是靠著自己的力量結束了長期的威權主義體制，這股概

念和自信在李登輝時代培養出來，並在臺灣社會上傳承了下來。

過去很多內外評論對臺灣政治進行批判，提出負面評價，認為藍綠兩大陣營的



8

「李登輝與臺灣民主化」學術討論會

對立損害了政治效率及民眾對政府的信賴，我自己也曾作出「臺灣的民主政治籠罩

在困頓感之中」這種評價。但即便如此，在實施總統選舉的這四分之一世紀裡，臺

灣的政治還是獲得了許多國際社會的正面評價。

重視自由、民主及人權，這類難能可貴的價值都在臺灣實踐。不同於緬甸，在

臺灣幾乎不用擔心政權會落入軍隊的掌控，不同於香港，群眾運動也不會遭受警察

或鎮暴部隊鎮壓。族群融合及尊重少數人的權利等多文化主義的思想也受到理解和

接納。這些現象所展現出來的具體成果，就是女性在社會上有充分表現的機會、同

性婚姻合法化、對外勞的接納度高、母語教育的擴大、人道救援活動等等。

對於這些廣泛的成果，海外學者、專家，國際媒體，人權團體等等逐漸開始關

注臺灣。他們不謀而合，主動拿來臺灣和中國的案例作出比較。很自然地對臺灣有

同感，對中國有警惕，這就是臺灣的軟實力。

今年 3月中國突然禁止進口臺灣鳳梨，意圖應該是打擊臺灣的農民以及蔡政

府。這則新聞在日本國內大量報導，而很多日本民眾到超商找臺灣鳳梨，結果今年

日本進口臺灣鳳梨是去年的七倍，真的驚人的成長率，雖然還沒辦法全面代替中國

大陸市場的銷量，還是能彌補相當程度。背後的動力，或許有人討厭中國的做法而

挺臺灣鳳梨，或許有人喜歡珍珠奶茶而對臺灣的食品有興趣才買臺灣鳳梨。不管怎

樣，這都是臺灣的綜合性軟實力發揮影響力的例子。

今年 5月臺灣突然發生疫情爆發，陷入疫苗缺乏的困境，當時日本和美國迅速

提供疫苗給臺灣。日本國內的民意大部分歡迎、支持日本政府的決策，這也是臺灣

的軟實力使然的。不只是日本和美國，歐洲的立陶宛、捷克、斯洛伐克都表態提供

疫苗給臺灣。去年捷克的國會議長訪問團訪問臺灣，並在立法院演講說「我也是臺

灣人」。立陶宛、捷克、斯洛伐克都在臺海沒有地緣政治的因素，而且他們明明知

道對臺灣友善的代價是中國的報復，他們還是挺臺灣的。

臺灣的軟實力的核心是民主政治。對此李總統推動民主轉型的貢獻當然非常

大。李總統除了實現總統直選以外，還推動務實外交，跟日本作者司馬遼太郎對談，

在美國康乃爾大學演講，臺海危機中不屈服中國的壓力，都是吸引海外媒體、海外

人士對民主臺灣的關注。李總統卸任前一年的 1999年出版《臺灣的主張》，也向

國際社會發送臺灣的聲音。

李總統一直努力提高臺灣的國際能見度，而且成功地比蔣經國時代高。不只

如此，李總統播下臺灣軟實力的種子。後來，臺灣政府、官員、民間團體、專家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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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努力，在各領域提高臺灣的國際能見度。現在臺灣的國際能見度比李登輝時代更

高，更廣泛。對此臺灣社會的每一個人都有貢獻。

肆、結論：民主的燈塔

雖然臺灣還有許多待改善的問題，但是，這四分之一世紀以來，臺灣的政治、

經濟、社會都穩定發展。政治方面，民主化後已經歷了三次政黨輪替，同時推動了

各種改革。經濟方面，人均 GDP也超過兩萬八千美金，許多臺灣企業都已發展成

為國際企業。社會方面，臺灣有先進的醫療水準以及國民健保制度，生活雖然不至

於奢華，但相當穩定。中華民國雖然無法參與各種國際組織，但是許多臺灣人及非

政府組織在國際社會上相當活躍。

臺灣和中國在政治、經濟、軍事等各方面的實力差距年年擴大，局勢對臺灣

越來越不利，這的確是不爭的事實。中國媒體非常喜歡針對臺灣的民主政治以及選

舉作出負面的宣傳，在評論中夾帶批判和譏笑。中國為了不讓臺灣的真實的資訊進

入，把臺灣的新聞網站或其他相關網站在中國網路上阻斷，在中國國內無法瀏覽。

即便如此，兩岸之間的影響力作用方向絕對不會是單方面的。中國還是有國民會關

心臺灣的民主政治。

中國都是在國民看不到的地方決定最高領導人之後才對外公布，而臺灣的最高

領導人卻是由國民投票選出，過程完全透明公開，很多中國國民都很清楚這一點。

在中國，民眾不能公然批評領導人，但是在臺灣，電視上的談話節目每天都在罵總

統，街頭上經常有抗議政府的集會及遊行活動，知道這一點的中國國民也不在少

數。

對於中國來說，臺灣的民主政治將能夠發揮燈塔的作用。燈塔所釋放出的光芒

有兩個效果，其一是照亮中國政治體制的黑暗面，其二是對中國的政治改革發揮領

航的作用。從中國大陸的立場來看，臺灣社會的組成同樣是以中華民族為主，這樣

的臺灣卻實現了民主政治的這個事實，長期下來一定會以各種的方式對中國造成影

響。

中國為了促成兩岸統一，可說是無所不用其極，但如今的臺灣依然是以一個不

受中國共產黨統治的獨立國家來運作，連中國也無法改變這個事實。國際社會都在

看。臺灣的民眾雖然對臺灣式民主政治感到不滿，但是主張放棄民主主義的聲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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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可說是微乎其微。

幾乎沒有臺灣人會因為覺得民主政治太缺乏效率而憧憬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專制

政權。臺灣的選民抱持著「我最大」的想法，通常批評政府，因此很容易造成政治

搖擺。但是，他們心中的國家是中華民國，而非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樣的臺灣人絕

對不會放棄自己的權利。

這四分之一世紀以來，我作為一個日本學者見證了臺灣民主政治的起起伏伏。

臺灣認同在社會上扎根，因此臺灣人主動接受兩岸統一的可能性已經幾乎沒有了。

中國剩下的手段是武力、強制力、銳實力等等非和平手段。在未來的日子裡，臺灣

恐怕還會遭遇更多苦難。即使如此，臺灣的自由及民主政治想必還是會延續下去。

臺灣的民主政治與臺灣認同是一體兩面，臺灣人絕對不會放棄。李總統創立

的總統選舉的歷史也不會中斷。只要有總統選舉，臺灣的民主政治就會長久延續下

去。只要有總統選舉，燈塔就會持續釋放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