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三連對戰後臺灣選制選風的檢討
與因應─以（臨時）省議會議員
時期為中心（1954-1960）
*

蘇瑞鏘**

一、前

言

吳三連，字江雨，號東湖，1899年出生，臺南縣學甲鎮人。早年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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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於總督府國語學校，其後畢業於東京商科大學。留日期間曾參加林獻堂
等人組織的「啟發會」與「新民會」，也曾參與「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
動」。日後任職大阪每日新聞社與臺灣新民報社，1939年因批評臺灣總督
府的「臺灣米榖輸出管理案」而遭臺灣新民報社撤職，之後前往中國天津
發展。戰後返臺，1947年當選第一屆國大代表，1950年擔任臺灣省政府
委員兼官派臺北市長，1951年當選第一屆民選臺北市長，1954、1957年
「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展開之際，亦為該運動的重要領袖。1969年與
員會」的委員，亦曾獲聘總統府國策顧問。此外，他在產業界也相當活躍
（曾任環球水泥與大臺北瓦斯等公司的董事長），也是重要媒體人（曾接
*

**

本文初稿曾宣讀於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主辦的「吳三連先生120年紀念學術研討會」
（2019年11月9日），修改增補後又宣讀於國史館主辦的「臺灣歷史上的選舉」學術討
論會（2019年12月21日），先後承蒙與談人李筱峰教授、何義麟教授以及在場先進提供
寶貴意見，並獲匿名審查人諸多寶貴修改建議。後本文通過《臺灣史料研究》審查，載
於該刊第55期（2020年6月），頁27-49，並獲該刊同意收錄於本論文集當中，在此一併
致上謝忱。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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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曾分別出任「中央公職人員增補選選舉委員會」與「中央選舉委

以︵臨時︶省議會議員時期為中心︵
─

分別當選第二、三屆民選臨時省議會議員，曾提出許多改革訴求。1960年

辦《自立晚報》、創辦《自立早報》），亦致力於推展教育（先後擔任天
仁工商、南臺工專、延平中學的董事長），1988年病逝。

1

由上述吳三連的簡歷可知，他的一生與選舉活動關係密切。他在戰
後初期曾擔任國大代表、臺北市長與臺灣省（臨時）省議會議員等民選公
職，擁有豐富的選舉與問政經驗，晚年還出任「增補選中央公職人員選舉
委員會」與「中央選舉委員會」的委員，在臺灣選舉史上扮演重要角色。
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2

特別是擔任（臨時）省議會議員期間（1954-1960年）， 曾留下大量關於
檢討選舉的質詢、提案與發言，是吾人觀察戰後臺灣選舉的珍貴史料。而
他不只坐而論、更是起而行，擔任省議員期間從批判選舉弊端進而參與籌
組反對黨（中國民主黨），在臺灣民主發展史上有其不可忽視的角色。因
此，本文將聚焦吳三連與戰後臺灣選舉進行討論。首先將透過他在省議會
當中的言論，分析他對1950年代中後期臺灣選舉的檢討，尤其在選舉制度
（如選舉監察制度的缺失、剝奪參選資格對參政權利的侵害、禁止「詆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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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對言論自由的戕害等現象）與選舉風氣（如作票弊端、公務人員違
法介入選舉、惡性讓賢下的一人競選等現象）等兩方面。其次，也將分析
他在1960年地方選舉之後，為因應選舉弊端而參與組織反對黨（中國民主
黨）的行動。
關於此一主題的前行研究，高淑媛的〈吳三連與臺灣光復初期政治發
3

展（1945-1954）〉主要討論吳三連在1954年以前的事蹟； 蔡金燕的《吳
1

2

3

吳三連的生平，參見吳三連口述，吳豐山撰，《吳三連回憶錄》（臺北：自立晚報，
1991年）；張炎憲，〈吳三連及其時代〉，收入張炎憲主編，《吳三連全集》，第1
冊「戰前政論」（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02年），頁25-43；謝國興，〈吳
三連〉，收入許雪姬總策劃，《臺灣歷史辭典》（臺北：文建會，2004年），頁343344；謝德錫，〈從政也從商的新聞文化人─吳三連（1899-1988）〉，收入張炎憲、
李筱峰、莊永明編，《臺灣近代名人誌》，第5冊（臺北：自立晚報，1990年），頁
137-155；不著撰人，〈吳三連先生小傳〉，收入臺灣省諮議會編，《臺灣省參議會、
臨時省議會暨省議會時期史料彙編計畫─吳三連先生史料彙編》（臺中：臺灣省諮
議會，2001年），頁7-9；蔡金燕，《吳三連傳》（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
年）。
吳三連於1954年當選臺灣省臨時省議會議員，1959年該會更名為臺灣省議會，他的臺灣
省省議會議員任期到1960年才結束，前後跨越「臨時省議會」與「省議會」兩個階段。
為行文方便，以下常會使用「（臨時）省議會」（議員）或略以「省議會」（議員）來
概括前後兩個階段。關於（臨時）省議會的發展，可參：鄭牧心，《臺灣議會政治四十
年》（臺北：自立晚報，1991年）。
高淑媛，〈吳三連與臺灣光復初期政治發展（1945-1954）〉（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
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年）。

4

三連傳》則為吳三連的全傳； 至於蘇瑞鏘的〈1950、60年代臺灣在野菁
5

英對地方選舉弊端的批評與因應〉、 陳致妤的〈臺灣地方選舉研究：以
6

《自由中國》的討論為中心（1950-1960）〉、 任育德的《向下紮根：中
7

國國民黨與臺灣地方政治的發展（1949-1960）》， 則都是涵蓋眾多在野
菁英的群體性研究，而非聚焦吳三連個人與選舉議題的探討。因此，本議
題仍有相當大的討論空間。
至於本文研究的核心史料，包括《臺灣省參議會、臨時省議會暨省
8

議會時期史料彙編計畫─吳三連先生史料彙編》、 《吳三連全集》、

9

10

《吳三連回憶錄》等出版品， 以及若干實體與電子資料庫，如「吳三連
11

12

先生紀念室檔案」、 「臺灣省議會史料總庫」等。 本文將透過文獻分
析法，針對上述核心史料（以及其他重要史料）並援引相關學術研究成果
進行分析討論。

二、戰後選舉與民主發展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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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是民主政治的必要條件，探討民主發展必須觀察選舉活動，而選
舉制度（簡稱選制）與選舉風氣（簡稱選風）之良莠則是觀察選舉活動的
重點。在臺灣史上，直接民選始於日治時期（1935年），戰後1945-1949
年間則舉行過第一屆國大代表、立法委員，以及鄉鎮區民代表等幾次直
選。1950年開始實施「地方自治」選舉，陸續直選出第一屆縣市議員與縣

5

7

8

9
10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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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蔡金燕，《吳三連傳》。
蘇瑞鏘，〈1950、60年代臺灣在野菁英對地方選舉弊端的批評與因應〉，《文史臺灣學
報》，第13期（2019年10月），頁89-117。
陳致妤，〈臺灣地方選舉研究：以《自由中國》的討論為中心（1950-1960）〉（臺
北：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20年）。
任育德，《向下紮根：中國國民黨與臺灣地方政治的發展（1949-1960）》（臺北：稻
鄉出版社，2008年），頁349-434。
臺灣省諮議會編，《臺灣省參議會、臨時省議會暨省議會時期史料彙編計畫─吳三連
先生史料彙編》。
張炎憲主編，《吳三連全集》，1-6冊。
吳三連口述，吳豐山撰，《吳三連回憶錄》。
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臺灣史料中心，《吳三連先生紀念室檔案/政治類/省議員時
期》。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臺灣大學數位人文研究中心藏，《臺灣省議會史料總庫》（網址：
http://ndap.th.gov.tw/drtpa_now）。

以︵臨時︶省議會議員時期為中心︵
─

4

市長，1954年起臺灣省臨時省議會的議員也從間接改為直接選舉，但省與
（往後的）直轄市首長則維持官派，直到1994年才改為直選。就中央層級
而言，總統從第一屆（1948年）開始即為間接選舉，直到1996年才改為
直接選舉；至於國會議員，第一屆中央民意代表任期結束前（1950年代前
期），當局以大陸淪陷區無法改選為由，讓彼等長期延任，直到1969年
才有一次補選、1972年才有定期增額選舉，1991-1992年間才進行全面改
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選。

13

由上述簡要回顧可以看出，戰後臺灣有定期全面改選的直接選舉始於
1950年代（若不計最基層的鄉鎮區民代表），此一結構維持到1990年代
初期才開始有中央民意代表的定期全面改選；而往後許多選舉問題也多源
自1950年代，可說是戰後臺灣選舉活動與選舉爭議的「原型」階段，不論
就學術或現實而言都有高度的研究價值。而由上述回顧亦可看出，1950年
代完全不存在中央層級的公民直選，此時定期由直選產生的政治職位，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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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只到省議員與省轄縣市長。因此，1950年代省議員與省轄縣市長的地方
選舉就格外重要，而能夠在此一時期當選這兩個職位者則更是鳳毛麟角，
1950年代先後當選臺北市長與省議員的吳三連正是其中一位。
在他的參政過程中，1954-1960年間擔任兩屆省議員期間的問政活
動，以及1957年以後的政治結社活動，最能彰顯他做為一位在野民主先驅
的角色。其中，1957年與郭國基、李源棧、郭雨新、李萬居、許世賢等
無黨籍臺籍人士當選臨時省議會議員，往後他們在議會裡常批評統治當局
的諸多缺失，也常提出民主人權等改革訴求，被視為在野改革派的代表人
物，有「五龍一鳳」之稱。吳三連在省議會中的許多重要提案與質詢，乃
至1960年代參與組織反對黨，多是與「五龍一鳳」的其他幾位省議會在野
菁英的共同合作，有其重要意義。
13

14

14

有關戰後臺灣選舉發展的演變脈絡，可參：李筱峰，《臺灣戰後初期的民意代表》（臺
北：自立晚報，1993年）；江大樹、陳仁海，《臺灣全志．卷四．政治志．選舉罷免
篇》（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7年）；王御風，《臺灣選舉史》（臺中：好讀出
版公司，2016年）。
關於「五龍一鳳」的研究，可參：薛化元，〈臺灣省（臨時）省議會對地方自治改革的
主張─以五龍一鳳為中心的討論〉，收入臺灣省諮議會編，《「深化臺灣民主、促
進地方建設」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臺中：臺灣省諮議會，2004年），頁35-49；
蘇瑞鏘，〈臺灣（臨時）省議會「五龍一鳳」對結社權的態度─以「中國地方自治研
究會」為中心〉，收入臺灣省諮議會編，《「深化臺灣民主、促進地方建設」學術研討

省議員階段的問政，吳三連關心的議題頗多，舉凡財政、民政、衛
生、糧食、建設、教育、社會、警政、農林、交通等議題的質詢或提案，
15

皆著墨甚深。 其中，也可看出吳三連對民主人權議題的重視。以政治結
社（反對黨）為例，1956年李萬居在省議會中提案：「請政府轉請中央依
照憲法規定准許人民有組黨自由」。吳三連認為：「照憲法規定，是沒有
16

限制的」。 1957年吳三連在省議會中發言指出：「憲法第14條規定：人
民有集會、結社之自由。此為國家對人民之保障，如樣樣均須呈報核准，
是有違背憲法精神。我看報備就行」。

17

由此可見，在他追求自由民主的過程中，可以討論的面向甚多；在這
當中，由於他長期擔任民選公職，本身擁有豐富的選舉經驗，對選制與選
風有其獨到的觀察，更是認識其從政生涯不可忽視的部分

三、對選舉制度的檢討
175

吳三連擔任省議員期間，常有審查法規的機會，其中不乏與選舉有關
18

的法規。 吾人透過當時他對選舉法規所表達的意見，除可一窺其見解，
也可看到1950年代地方選舉相關法規所反映出的時代議題。其中，特別
表現在選舉監察（簡稱選監）制度的缺失、剝奪參選資格對參政權利的侵
害，以及禁止「詆譭政府」對言論自由的戕害等幾個面向的檢討。

（一）選舉監察制度的缺失

15
16

17

18

會會議論文集》，頁51-58；蘇瑞鏘，〈臺灣省級議會「五龍一鳳」等在野民主菁英對
人身自由的主張（1946-1972）〉，《東亞觀念史集刊》，第15期（2018年12月），頁
9-44；岸川毅，〈台湾省議会とオポジションの形成：党外議員の行動と戦略〉，《日
本臺灣學會報》，第18期（2016年8月），頁42-62。
內容詳參張炎憲主編，《吳三連全集》，第5冊「省議員時期」。
臺灣省臨時省議會秘書處編，《臺灣省臨時省議會第二屆第五次大會專輯》（臺北：臺
灣省臨時省議會秘書處，1956年），頁790。
相關公文檔案，典藏號：0020310047001，參見《臺灣省議會史料總庫》：http://ndap.
th.gov.tw/drtpa_now（2019/1/31點閱）。
相關選舉法規參見歐素瑛編，《地方自治與選舉─戰後臺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五）》
（臺北：國史館，2001年），頁408-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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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監察委員會組織規程」的頒布，建立了選舉監察制度。然而，選監制度

以︵臨時︶省議會議員時期為中心︵
─

1950年省政府透過「臺灣省妨害選舉取締辦法」與「臺灣省縣市選

的制度內涵與實際運作卻常遭受批評；如可以取消候選人的參選資格，而
被質疑有破壞司法獨立之虞。更嚴重的是，該制度常被質疑是國民黨打擊
對手以及幫助黨籍候選人的政治工具。早在1950年代，選監制度的問題
即引起各界的注意，在野菁英更直指該制度的諸多缺失，要求當局加以改
革。

19

1957年，在一場會議當中，吳三連對選監制度提出批評，他說：「關
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於選舉監察，一些效果都沒有，只有幾個人在那裡控制以外，還有什麼事
情好做，我看全然是沒有作用的意思，有和沒有都是一樣的」。

20

1958年吳三連與郭雨新在臨時省議會中曾提案：「投票所內管理員，
由選務所指派是可以的，但監察人應修改由候選人提出名單，由監察小
21

組分配於各投票所，以防投票所內外之不法活動。」 監察人由候選人提
出，不為當局所控制，才能讓候選人相信選舉監察是可能有效的，可見吳
三連的提議已觸及該制度能否有效運作的核心。
1959年，省政府提案將「臺灣省縣市選舉罷免監察委員會」增列「本

176

會受臺灣省政府之監督」，引起不少在野派議員質疑，擔心此後該會處理
選舉弊端將失去其獨立性。吳三連也在議會指出：「以往規定，並未隸屬
22

省府」，要求省府官員說明原因。 他說若選監機構為行政當局所控，很
難避免受其干預，如此將失去其應有之獨立性。又說當時省民政廳長已是
法定的選舉監督，何須另立選監委員會？此一質問亦是涉及選監委員會能
否有效運作的核心議題。

（二）剝奪參選資格對參政權利的侵害
1959年臨時省議會審查「臺灣省各縣市選舉罷免規程草案」時，第
十五條第一款內容為：
19

20

21

22

蘇瑞鏘，〈1950、60年代臺灣在野菁英對地方選舉弊端的批評與因應〉，頁104-105。
按：有關選舉監察制度的發展與問題相當複雜，可詳參郎裕憲，《臺灣地方選舉》（臺
北：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及企業管理中心，1964年），頁145-154。
臺灣省臨時省議會秘書處編，《臺灣省臨時省議會第三屆第一次定期大會專輯》，上冊
（臺北：臺灣省臨時省議會秘書處，1957年），頁1388。
臺灣省臨時省議會秘書處編，《臺灣省臨時省議會第三屆第三次定期大會專輯》，上冊
（臺中：臺灣省臨時省議會秘書處，1958年），頁111。
臺灣省臨時省議會秘書處編，《臺灣省臨時省議會第三屆第二次臨時大會特輯》（臺
中：臺灣省臨時省議會秘書處，1959年），頁715-717。

有左列情事之一者，不得申請登記為各種選舉之候選人：
一、曾犯內亂外患罪經判決確定者；
二、曾犯瀆職圖利罪經判決確定者；
三、曾犯第一、第二兩款以外之罪，經判處有期徒刑執行完畢未
逾三年者；
四、受 撤 職 之 懲 戒 處 分 未 逾 三 年 或 在 休 職 或 停 止 任 用 期 間
者；……

23

對此，吳三連表達公民權被剝奪的不滿，他說：
雖同為受刑人，但其中有如政治犯或其他罪犯等性質諸多不
一，……有關政治性之犯罪，並不是一種恥辱的事情。故這所謂
三年我認為並沒什麼根據。……
人權要保障，公民權也是很要緊的，我認為犯罪服刑期間，已經
完成一個人格，不可再褫奪其公權，……第四款更不應該，其犯
罪並未判決褫奪公權，何能在此法規上，輕率規定……

24

177

吳三連這段發言有兩個重點，首先，由上述發言（特別是對第四款的批
評）則可看出他對公民參政權的重視。其次，他認為政治犯不同於一般犯
罪，甚至在他看來並非恥辱，因此反對「經判處有期徒刑執行完畢未逾三
年者，不得申請登記為各種選舉之候選人」的限制，也可看出他對當時臺
灣政治犯這類「犯罪」樣態的深度理解。
此外，「臺灣省各縣市選舉罷免規程草案」第二十一條第二款內容
為：「左列人員停止其被選舉權：……二、現在學校肄業學生」，對此吳

25

習期間他算不算學生？」吳三連的態度是贊同學生參選， 此可看出吳三
連對公民選舉參政權利的重視。然而，當局並未開放學生參選公職，而被
質疑有違憲法平等原則。直到2004年底的立委選舉，列名台聯不分區的陳
23

24

25

臺灣省臨時省議會秘書處編，《臺灣省臨時省議會第三屆第二次臨時大會特輯》，頁
645。
臺灣省臨時省議會秘書處編，《臺灣省臨時省議會第三屆第二次臨時大會特輯》，頁
647、650。
臺灣省臨時省議會秘書處編，《臺灣省臨時省議會第三屆第二次臨時大會特輯》，頁
667-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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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連亦表達反對意見。他質問民政廳長連震東：「現在很多學生，畢業後

永興因尚具博士生身分而遭中選會撤銷資格，朝野各黨團因而在2005年通
過修法，造成學生長期不得參選的法規才被取消。

26

（三）禁止「詆毀政府」對言論自由的戕害
1959年臨時省議會審查「臺灣省妨害選舉罷免取締辦法草案」時，第
十六條第十二款內容為：「候選人不得有左列情事：……十二、發表政見
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違背國策或詆譭政府」，吳三連是首位提出異議的議員，他說：
「詆譭政府」四字千萬不可用，……以言論自由的立場而言，亦
不應該增訂。況且詆譭政府究以何程度為準繩……欲加之罪，
何患無詞？有了「詆譭政府」之規定，政府隨時可以故入人
罪。……比如有人指責政府為貪污無能，則即可以藉本款之規定
認為是在詆譭政府。所以本款的運用著實危險。我以誠懇的態度
希望這種規定應予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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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他的發言引來多位議員的論戰，其中在野議員如許世賢、李萬居、郭國基
等人也加入論戰，彼等基本上抱持反對立場，理由多強調言論自由的確保
以及政策批評對民主政治的重要性。
不過，吳三連雖主張刪除「詆譭政府」，但認為「如要規定，即列違
背國策就可以」，此一建議得到許世賢的認同。然而，李萬居的看法則有
落差，他認為不對的國策「當然可以提供意見」，「對於政府批評，既然
可以，就是違背國策者，我想亦可以考慮」，言下之意連批評國策都應該
受到保障。

28

四、對選舉風氣的檢討
1957年，吳三連在臨時省議會質詢民政廳長連震東時指出：「此次
26

27

28

根雨屋，〈當年不能做的事！學生不能參選〉（2019年9月9日），收入「想想論壇」：
https://www.thinkingtaiwan.com/content/7848（2019/11/2點閱）。
臺灣省臨時省議會秘書處編，《臺灣省臨時省議會第三屆第二次臨時大會特輯》，頁
748-755。
吳三連、許世賢、李萬居之間對取締「發表政見違背國策或詆毀政府」見解的異同，參
見臺灣省臨時省議會秘書處編，《臺灣省臨時省議會第三屆第二次臨時大會特輯》，頁
748-750。

選舉為第四次，第一次為國民大會代表選舉、第二次為臺北市長選舉，第
三次為第二屆省議員選舉，由第一次至第四次看來，很好變成很壞」；

29

該年他在質詢省主席周至柔時也說：「這幾年來幾次的選舉，一年不如一
30

年，越來越壞，如這次省議員及縣市長選舉，情況可說壞到極點」。 這
一年距離他參與戰後首屆公民直選的國大代表正好十年，這十年間他參與
並當選國大代表、臺北市長，以及兩屆省議員，幾乎見證戰後初期所舉辦
的各類選舉歷程，竟總結出這些年的選舉「一年不如一年，越來越壞」的
31

結論，有時甚至還會將選風敗壞的箭頭直接指向國民黨。 而選舉風氣逐
32

步變壞，也是他在兩任省議員任期結束後不再尋求連任的主因之一。 其
實，中國青年黨重要領導人、戰後初期曾擔任官派新竹縣長的朱文伯，他
33

與其主辦的《民主潮》也透露出對選風逐漸變壞的觀感。 此外，1950年
曾任臺灣省政府民政廳副廳長兼代理臺北市長的項昌權，日後在其討論選
34

舉的著作中也提到1950年代選風逐漸變壞的觀察。 由此可見，吳三連對
1950年代選風逐漸敗壞的認知並非孤例。

179

1950年代不少在野菁英曾對當時選風敗壞的現象（諸如買票、作票、
公務人員違法介入、一人競選、選監體制等諸多弊端）提出許多批評，並
35

透過議會、司法、媒體、集會、結社等途徑進行抗爭， 吳三連就是其中
代表人物之一。特別是透過議會途徑（經由在省議會中的質詢、提案與發
29

31

33

3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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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臺灣省臨時省議會秘書處編，《臺灣省臨時省議會第三屆第一次大會專輯》，下冊（臺
北：臺灣省臨時省議會秘書處，1957年），頁2538。
臺灣省臨時省議會秘書處編，《臺灣省臨時省議會第三屆第一次大會專輯》，下冊，頁
4534。
例如，1960年地方選舉結束後，雷震日記有載：「下午四時至吳三連公館，……對選舉
事談了甚久，吳說如國民黨不舞弊，葉廷珪與王地一定可以當選」。參見雷震日記，
1960年5月2日，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第40冊（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90
年），頁300。
吳三連口述，吳豐山撰，《吳三連回憶錄》，頁156。
1950年朱文伯在《民主潮》撰文表示對當時的選舉頗感滿意，認為「地方自治的前途光
明在望」。但是到了1954年，他所主辦的《民主潮》卻以社論對當局選舉不公表達反
感，指出該黨黨員在參選時「所受到的打擊與壓迫，實非一般人所能想像得到的」。分
別參見朱文伯，〈政黨組織與地方自治〉，《民主潮》，第1卷第5期（1950年12月10
日），頁5；社論，〈政黨合作之道〉，《民主潮》，第4卷第1期（1954年3月16日），
頁2。
項昌權，《臺灣地方選舉之分析與檢討》（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0年），頁125126。
蘇瑞鏘，〈1950、60年代臺灣在野菁英對地方選舉弊端的批評與因應〉，頁89-117。

言等方式）具體表達他對選舉風氣的觀察與檢討，議題遍及作票弊端、公
務人員違法介入選舉、惡性讓賢下的一人競選等面向。

（一）作票弊端
作票是指選舉投開票過程中舞弊現象的俗稱，主要是使用不法或不當
手段讓支持的候選人選票增加、或讓反對的候選人選票減少等行為。戰後
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臺灣選舉作票的情節早在民間社會廣為流傳，學者李筱峰回憶其母的經歷
可為一例。李母為小學教員，曾奉派參與選務工作，親眼看見有民眾服務
站背景的選務人員，用印泥塗汙黨外候選人的選票而成廢票。另外，李母
也親眼見到選務人員製造停電，將民眾未領之選票蓋給執政黨的候選人助
36

其當選， 此類民間回憶不勝枚舉。而早在1950、60年代，在野菁英就經
常對作票弊端發出不平之鳴，從省議會「五龍一鳳」的議會發言、雷震的
日記、在野菁英當時的投書乃至日後的回憶錄，多對當時的作票現象有所

180

指陳，乃至在省議會中就出現不少針對作票現象的質詢或提案。

37

1958年，吳三連與郭雨新在臨時省議會中提案，雖稱「為省地方自治
法規現正著手修改特提出幾點建議請政府採納修改案」，卻可看出彼等所
指陳的選舉作票弊端，包括：
三、各投票所投票前十分鐘，應當眾打開投票箱啟示公眾查
看，以示公正，如有違者，該投票所選票應全歸無效，該投票所
人員連帶負妨害投票罪之責。
四、投票所於投票時間截止，不得藉詞關閉投票所之門，應
當眾公開唱票，以示公正，違者該投票所選票應全歸無效，該所
人員應負妨礙投票之責。……
六、選民領取選票時不可以指模領票，應改以該選民之印章
為限，此點很重要，例如過去就有投票所候至投票時間截止半
小時，由管理員擅自以代補指模方式，冒領選票者，且有多領
一百五十票以上投入之事，如高雄縣、嘉義縣，以往均有此項情
形，致鬧出笑話來，選民前往領票時，始發覺已被人冒領。
36

37

李筱峰口述，於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主辦，「吳三連120年紀念學術研討會」（2019
年11月9日，國立臺南大學）。
蘇瑞鏘，〈1950、60年代臺灣在野菁英對地方選舉弊端的批評與因應〉，頁101-102。

七、每一投票所之選票數應由候選人派人前往共同核算，並
加蓋該核算人印章以妨多印之舞弊。

38

該提案針對投票前、中、後不同階段可能發生的作票弊端提出具體防制措
施，最後大會決議「送政府於修改自治法規時參考」。

39

此外，1959年吳三連在質詢省主席周至柔時也指出：
民間所傳以風琴音符1、2、3、4形容之譏諷，就是指責各地投票
所在投票快要結束之前，尚有甚多選民未到場投票，利用這個機
會，一人可用十個手指各捺指模領票，即可投下十張選票，來達
成預備支持某人的使命，誠有快捷之便，但是選舉的公平原則，
破壞無餘，欲求公正，豈非夢想。

40

對此，周至柔答曰：「所謂1、2、3、4的方式，用五個手指頭蓋印領票的
事情，這都是違法，假如有人檢舉，政府一定依法辦理，選舉時，有選舉
監察員，可以向他們提出正式的檢舉」。

41

不過，曾是國民黨黨工的詹碧霞曾在回憶錄當中自承1963年起參與選

181

舉作票，當中即包括「十個手指頭，都蓋上紅通通的印泥油，選務人員笑
42

我在彈鋼琴」的回憶。 甚至到了1992年，民進黨籍立委候選人黃信介赴
43

花蓮參選時仍發生被作票的弊案。 當年周至柔所謂「假如有人檢舉，政
府一定依法辦理」云云，恐怕只是流於口惠的政治辭令而已。

38

41
42

43

︶
1954-1960
吳三連對戰後臺灣選制選風的檢討與因應

40

以︵臨時︶省議會議員時期為中心︵
─

39

臺灣省臨時省議會秘書處編，《臺灣省臨時省議會第三屆第三次定期大會專輯》，上
冊，頁111-112。
臺灣省臨時省議會秘書處編，《臺灣省臨時省議會第三屆第三次定期大會專輯》，上
冊，頁111。
臺灣省議會秘書處編，《臺灣省議會第一屆第二次定期大會專輯》（臺中：臺灣省議會
秘書處，1959年），頁2007。
臺灣省議會秘書處編，《臺灣省議會第一屆第二次定期大會專輯》，頁2011。
據國民黨黨工詹碧霞指陳，1963年她14歲，就開始「參與業餘做票行列」。當時她應淡
水鎮水碓里投開票所朱姓主任監票員的指示，到領票處領取一疊選票（在選舉名冊沒蓋
印的地方簽名後領取），然後依朱某的指示蓋給指定候選人後整疊塞入票箱。到了1975
年立委補選，她自己則在臺北縣「實際參與做票」，目標是讓郭雨新的對手當選。方法
是收集選舉名冊中沒來投票者的身分證和印章然後換得選票，甚至林姓選務主任告訴她
簽名就給她選票。接著，她說：「十個手指頭，都蓋上紅通通的印泥油，選務人員笑我
在彈鋼琴」。參見詹碧霞，《買票懺悔錄》（臺北：商周出版公司，1999年），頁121128。
該案經緯詳參薛化元主編，《臺灣歷史年表V（1989-1994）》（臺北：業強出版社，
1998年），頁314-318、334。

（二）公務人員違法介入選舉
不論依據1950年制訂的「臺灣省妨害選舉取締辦法」第三條，抑或
1959年修正更名的「臺灣省妨害選舉罷免取締辦法」第十三條，皆有規
定：現役軍人、警察、辦理選舉事務人員、公教人員、自治人員等均不得
44

協助選舉活動。 然而，警察與公務人員違法介入選舉的情事，卻一再成
為省議會「五龍一鳳」等在野菁英指控的現象。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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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上述1958年吳三連與郭雨新在臨時省議會的提案當中即曾建
議：
雖選舉法規現已明文規定軍警公教人員不得助選活動，但惜無處
罰規定，所以過去有很多公開助選之事，修改法規時，故應增訂
如發現軍警公教人員助選情事時，該助選人員應以妨害投票罪論
處，尤其軍警公教人員如有利用職權恐嚇民眾更應嚴處，否則只

182

憑「不得」二字，徒具形式的。

46

1959年，吳三連在質詢省主席周至柔時更是指控：
依照臺灣省妨害選舉取締辦法第四條之規定：現役軍人及警察、
辦理選舉事務人員、各級公務人員及自治人員，不得協助競選，
明白規定嚴禁干預選舉，但是前年省議員、縣市長選舉時，曾親
眼看到身為公、教、警職之人員，為候選人拉票，此類助選人多
有明言是以黨員立場，受命支持某一候選人參加活動。

47

對此，周至柔坦承「警察或地方上公務人員活動助選，尚未能做到澈底的
防止」，並稱「目前對於選舉，當然不夠理想，我們要求進步」。

48

然而，當局「要求進步」的自我期許言猶在耳，隔年（1960年）地方
選舉結束後，李萬居仍具體舉出雲林縣的警察與公教人員挨家挨戶勸告選

44

45
46

47
48

「臺灣省妨害選舉取締辦法」，《臺灣省政府公報》，39年夏字第68期（1950年6月19
日），頁1003；「臺灣省妨害選舉罷免取締辦法」，《臺灣省政府公報》，48年冬字第
7期（1959年10月8日），頁95。
蘇瑞鏘，〈1950、60年代臺灣在野菁英對地方選舉弊端的批評與因應〉，頁103。
臺灣省臨時省議會秘書處編，《臺灣省臨時省議會第三屆第三次定期大會專輯》，上
冊，頁112。
臺灣省議會秘書處編，《臺灣省議會第一屆第二次定期大會專輯》，頁2007。
臺灣省議會秘書處編，《臺灣省議會第一屆第二次定期大會專輯》，頁2010。

49

民應圈選某人的違法情事， 公教人員干涉選舉的現象並未能杜絕。1963
年，吳三連在〈地方選舉之我見〉一文當中仍對此一現象表達相當的不
滿。

50

由此可以看出，不論是作票或是公務人員違法介入選舉活動的弊端，
國民黨當局「參考」完吳三連與郭雨新這份建議後，顯然未積極進行選
舉防弊的作為，較之此一時期國民黨當局懲治叛亂與檢肅匪諜之費盡心
51

思， 其懲治作票與檢肅公務人員介入選舉的用心則顯得虛弱無力。

（三）惡性讓賢下的一人競選
一人競選屬於「非競爭性選舉」，從1954年第二屆臨時省議員及縣市
長選舉開始，此一現象愈趨明顯，也開始招致越來越多參選者的質疑。不
只縣市長選舉出現不少一人競選，在基層選舉則更加嚴重。當時在野菁英
相當在意此一問題，吳三連等多位省議員即曾要求當局改善。

52

1956年，吳三連質詢省主席嚴家淦時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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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三百六十個鄉鎮，……沒有競選的一百六十八個，就是只有
一個候選人，無候選人競選鄉鎮多於競選，這事情關係本省建
立自由民主政治前途，未知主席對此無競選鄉鎮，為數至多，因
由何在，主席曾加以檢討否？……假使選舉事務所給要參加競選
的候選人感覺厭煩，……這對整個政治應加重視，又進而如何妥
協，為候選人的進退以商量條件解決者，並獲得補償等等情形發
生時，就更壞了，造成不良風氣，斷送本省民主自由政治前途，
53

49

50

51

52
53

〈在野黨及無黨無派人士舉行本屆地方選舉檢討會紀錄摘要〉，《自由中國》，第22卷
第11期（1960年6月1日），頁352。
吳三連，〈地方選舉之我見〉，收入張炎憲主編，《吳三連全集》，第6冊「戰後政治
運動及其他」，頁162。
詳參蘇瑞鏘，《白色恐怖在臺灣─戰後臺灣政治案件之處置》（臺北：稻鄉出版社，
2014年）。
蘇瑞鏘，〈1950、60年代臺灣在野菁英對地方選舉弊端的批評與因應〉，頁103-104。
臺灣省臨時省議會秘書處編，《臺灣省臨時省議會第二屆第五次定期大會專輯》（臺
北：臺灣省臨時省議會秘書處，1956年），頁2355-2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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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家淦答覆時坦承：「像吳議員提出候選人與候選人之間，預先有默契，

以︵臨時︶省議會議員時期為中心︵
─

這點最值注意。

就是說『你出來我就放棄』這種情形也可能有的。」

54

造成一人選舉的原因不一，有些是被國民黨人刻意勸退，如國民黨省
黨部曾坦承：「有部份單位求功心切，且恐懼黨外人士競選，因此只注意
55

勸導黨外人士放棄競選」。 另外，有些則是「用各種方法，包括威嚇與
56

利誘，阻止他人出來競選」，卻美其名為「讓賢」。 其中也包括透過利
益輸送而約對方棄選的「讓賢」現象，即是今日俗稱的「搓圓仔湯」。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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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了1977年，吳三連還公開撰文指出一人競選的現象仍然存在。 原來早在
開始實施「地方自治」選舉的1950年代，一人競選的現象就已出現；即使
經過戰後初期吳三連等在野派議員的抨擊，一人競選的現象卻長期存在臺
灣社會。可見過去並非無人指陳其弊，而是數十年來統治當局明知其弊，
卻未能積極杜絕此一政治歪風。

五、從檢討選舉到參與組黨
184

在1950、1960年代，臺籍在野民主菁英基本上選擇體制內的改革，
但因其在野身分而很難被當局拔擢為政務官，只能選舉從政一途。然由於
58

受到「政治菁英的族群二重結構」的限制， 臺籍菁英基本上已被排除參
與中央政治的可能性，大概只有地方政治舞臺可供其揮灑。然由於國民黨
59

當局對「二重侍從主義」的操作， 臺灣的地方政治舞臺逐漸被另一批與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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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57

58

59

臺灣省臨時省議會秘書處編，《臺灣省臨時省議會第二屆第五次定期大會專輯》，頁
2358。
柯斧，〈臺省第三屆鄉鎮區市長選舉的檢討〉，《臺灣黨務》，第136、137期合刊
（1956年9月16日），頁9；轉引自任育德，《向下紮根：中國國民黨與臺灣地方政治的
發展（1949-1960）》，頁373-374。
項昌權，《臺灣地方選舉之分析與檢討》，頁125-133。
吳三連，〈談選舉、憶往事〉，收入張炎憲主編，《吳三連全集》，第6冊「戰後政治
運動及其他」，頁175。
所謂「政治菁英的族群二重結構」，指的是戰後臺灣國政層次的統治菁英（national
ruling elite）幾乎由「外省人」壟斷，地方公職的政治菁英（local elite）則幾乎是「本
省人」，雙方很少流動。尤其在1970年代之前，後者很少能夠上昇為前者。參見若林
正丈著，洪金珠、許佩賢譯，《台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臺北：月旦出版社，1994
年），頁37、108；Nai-teh Wu, “The Politics of Regime Patronage System: Mobilization and
Control Within an Authoritarian Regime”(Ph. D. Thesis, Dpt.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87), pp. 2-3.
所謂「二重侍從主義」，指的是統治菁英透過黨國體制的規制力與獲票力，以及提供或
剝奪資源作為控制地方菁英的手段。地方菁英則以這些資源，藉由種種傳統社會的關

國民黨當局存在「恩庇╱侍從關係」的臺籍菁英所掌控，在野派臺籍菁英
遂被排除在政治資源分配之外，彼等所能立足的政治舞臺愈來愈小。而當
愈來愈小的政治舞臺又可能因選舉舞弊與不公而受到限縮之際，這些在野
菁英必須解決選舉舞弊不公的問題以保有僅存的民主實踐場域（地方選舉
舞臺）。於是他們透過議會、司法、媒體、集會、結社等途徑，試圖解決
60

此一政治困境。 其中，透過結社（成立政治社團乃至籌組反對黨）的抗
爭途徑來團結在野民主勢力影響最為深遠，1957年選後申請「中國地方自
治研究會」與1960年選舉後展開「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即是由此脈絡
發展而成。

61

1957年地方選舉之後，吳三連等許多在野菁英因不滿選風敗壞，其因
應方式之一是逐漸朝向政治結社、乃至籌組反對黨發展。1958年決定向政
府申請成立「中國地方自治研究會」，吳三連為核心發起人（常務理事）
62

63

之一， 並被推舉前往內政部與部長溝通組會事宜， 但遭到當局駁回。

64

1960年省議員暨縣市長選舉前夕，3月間吳三連與李萬居、郭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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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玉樹、許世賢、楊金虎等人召開一次選舉問題座談會，《自由中國》
的雷震、青年黨的領袖夏濤聲以及民社黨主席蔣勻田等人都出席這個會

61

63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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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以︵臨時︶省議會議員時期為中心︵
─

60

係，架構起「恩顧╱庇護（按：或稱「恩庇╱侍從」）」（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
的關係網絡。且經由選舉動員將侍從關係的支持轉換為民眾對國民黨政權的支持，形成
「統治菁英─地方菁英─地方住民」三者間的「二重侍從主義」機制。參見若林正丈
著，洪金珠、許佩賢譯，《台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頁40-43、108、125-146。
上述抗爭途徑的具體分析，詳參蘇瑞鏘，〈1950、60年代臺灣在野菁英對地方選舉弊端
的批評與因應〉，頁106-114。
本段關於臺籍在野菁英「多重排除的政治格局」的討論，詳參蘇瑞鏘，〈「中國民主
黨」組黨運動的再思考─以臺籍民選反對菁英為觀察視角〉，收入翁聖峰、蘇瑞鏘主
編，《民主、文化與認同：李筱峰教授榮退學術論文集》（臺北：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
灣文化研究所，2018年），頁180-229。
〈中國地方自治研究會發起人略歷冊〉，《雷震．傅正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所檔案館個人檔案室藏，檔號：F02-47-003∼005。按：籌組「中國地方自治研究會」
的民主人士被國民黨視為「反黨反政府份子」，受到敵視之深可見一斑。參見「中國國
民黨臺灣省委員會輔導臺灣省第四屆縣市長第二屆省議員選舉工作檢討報告」（1960年
5月11日），〈中國國民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二一五次會議紀錄〉，中國
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藏，館藏號：會8.3/497。
謝漢儒，《早期臺灣民主運動與雷震紀事─為歷史留見證》（臺北：桂冠圖書公司，
2002年），頁127-133。
該會申請成立以及遭到當局駁回的經緯，可參蘇瑞鏘，〈臺灣（臨時）省議會「五龍一
鳳」對結社權的態度─以「中國地方自治研究會」為中心〉，頁51-58。

65

議。 選後若干在野人士基於對該次選舉舞弊的不滿，而於5月18日召開
「在野黨及無黨無派人士本屆地方選舉檢討會」。會中推舉吳三連等7人
66

67

擔任主席團主席， 會中決議籌組「新的強大反對黨」。 其後，吳三連
名列16位組黨領袖之一，積極展開名為「中國民主黨」的組黨運動。

68

然而，1960年8月，就在組黨運動積極展開之際，吳三連表示：「參
69

加座談會至此為止，以後新黨不參加」。 幾位組黨領導人聯名發出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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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吳三連於國民黨當局向他的事業集團施用壓力之下，不得不暫時
70

出國六個月」。 另外，吳三連的長子吳逸民在其臺北市長任內遭人檢舉
71

「思想有問題」而下獄， 當時仍在獄中，據說被當局拿來當作恐嚇吳三
72

連的政治籌碼。 凡此總總，皆可能是造成吳三連在組黨之際被迫出國的
原因。9月4日雷震案爆發，隔年1月的地方選舉又未能有重大斬獲，整個
73

組黨運動遂胎死腹中。 此後，吳三連淡出政治圈，不再競選公職，專心
其他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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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筱峰，《臺灣民主運動40年》（臺北：自立晚報，1987年），頁74。
〈在野黨及無黨無派人士舉行本屆地方選舉檢討會紀錄摘要〉，《自由中國》，第22卷
第11期（1960年6月1日），頁352。
〈在野黨及無黨無派人士舉行本屆地方選舉檢討會紀錄摘要〉，頁356。
面對選舉弊端叢生，在野菁英想透過政治結社尋求出路，而從申請「中國地方自治研究
會」到籌組「中國民主黨」的過程，詳參蘇瑞鏘，《戰後臺灣組黨運動的濫觴─「中
國民主黨」組黨運動》（臺北：稻鄉出版社，2005年），頁60-115。
雷震日記，1960年8月12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第40冊，頁369。
雷震、李萬居、高玉樹，〈選舉改進座談會緊急聲明〉，《自由中國》，第23卷第5期
（1960年9月1日），頁144。按：數十年後，吳三連在回憶錄中也坦承：「談論組黨的
聚會越來越多，而且要我參與領導。……在當時那般時空，事業關係網路繁複的我，自
恃沒有能耐抵擋來自掌權當局的高壓。權勢者及親友多方交逼下，為免傷及無辜，不
得已黯然出國長達半年之久。」參見吳三連口述，吳豐山撰，《吳三連回憶錄》，頁
157。
吳三連口述，吳豐山撰，《吳三連回憶錄》，頁183-186。該案判決內容可參見〈臺灣
省保安司令部判決：（41）安潔字第2448號〉，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
B3750347701=0041= 3132258=258=1=001=0005034770006。
謝聰敏指出：「當時吳逸民的父親吳三連參加『自由中國』半月刊發行人雷震所籌備
的反對黨，吳逸民的事件給與特務一個政治勒索的籌碼。吳三連出國旅行，也到美國
參加次子吳得民的婚禮，未參加反對黨」。參見謝聰敏，《談景美軍法看守所》（臺
北：李敖出版社，1991年），頁162。雷震在日記亦寫道：「晚上七時半在吳三連寓談
話，……據說吳太太去看她在獄中的兒子，告訴她說，獄吏說你老太爺很好，現在搞反
對黨。獄吏說這話是有恐嚇之意。」參見雷震日記，1960年7月9日，傅正主編，《雷震
全集》，第40冊，頁345。
蘇瑞鏘，《戰後臺灣組黨運動的濫觴─「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頁213-222。

六、結

論

戰後十幾年間吳三連當選多個民選公職，包括國大代表、臺北市長以
及省議員，擁有豐富的選舉經驗，對選舉有其獨到的觀察。特別在他擔任
省議員期間，留下大量關於檢討選舉的質詢、提案與發言，多是觀察臺灣
選舉史與民主發展史的珍貴史料。而此一時期吳三連也因不滿選舉弊端，
進而參與籌組反對黨的行動。本文即透過他在省議員時期的議會言論，分
析他對臺灣選舉（尤其是選舉制度與選舉風氣）的觀察與檢討，以及分析
他在組黨運動中的角色。對1950、60年代身處國民黨當局硬性威權（hard
74

authoritarian）統治時期的吳三連而言， 此時他對政局的批判性發言與反
抗性行動，格外具有歷史意義。
1957年，尋求競選連任省議員的吳三連出版了《我在省議會發言紀
錄》一書，總結1954至1957年間擔任省議員期間的問政成果。他在該書
自序中指出：「三年以來，在省議會發表言論，本諸四項目標」，第一
75

187

點即是「如何樹立民主自由政治之基礎」。 在下一任三年議員任職期間
（1957-1960年），同樣可以看出他對「樹立民主自由政治之基礎」的持
續重視，其中又以對選制與選風的檢討與批判尤為費心。
在選制的檢討方面，吳三連擔任（臨時）省議會議員期間，常有審查
法規的機會，其中不乏與選舉有關的法規。吾人透過當時他對選舉法規所
表達的見解，除可一窺其見解，也可看到1950年代地方選舉相關法規所反
映出的時代議題。其中，特別表現在選舉監察制度的缺失、剝奪參選資格
的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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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d w i n A . Wi n k l e r 曾 將 戰 後 臺 灣 威 權 統 治 的 歷 史 區 分 為 所 謂 硬 性 威 權 （ h a r d
authoritarian）與軟性威權（soft authoritarian）兩個階段，相關論說詳參Edwin
A. Winkler,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Participation on Taiwan: From Hard to Soft
Authoritarianism?,” The China Quarterly, no. 99(Sep. 1984), pp. 481-499.另參見徐暄景，
〈臺灣硬性威權時期的省議會黨外菁英〉，《育達人文社會學報》，第8期（2012年7
月），頁53-74。
吳三連，〈自序〉，收入吳三連編輯，《我在省議會發言紀錄》（臺北：作者，1957
年）；另收入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藏，吳三連先生紀念室檔案/政治類/省議員時期，
編號：A-03-0082。

︶
1954-1960
吳三連對戰後臺灣選制選風的檢討與因應

在選風的檢討方面，1950年代許多在野菁英曾對當時選風敗壞的現

以︵臨時︶省議會議員時期為中心︵
─

對參政權利的侵害，以及禁止「詆譭政府」對言論自由的戕害等幾個面向

象（諸如買票、作票、公務人員違法介入、一人競選、選監體制等諸多弊
端）提出許多批評，並透過議會、司法、媒體、集會、結社等途徑進行抗
爭，吳三連就是其中代表人物之一。特別是透過議會途徑（經由在省議會
中的質詢、提案與發言等方式）具體表達他對選舉風氣的觀察與檢討，議
題遍及選風漸趨敗壞、作票弊端、公務人員違法介入選舉、惡性讓賢下的
一人競選等諸多面向。
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吳三連（以及「五龍一鳳」等反對菁英）批評選舉的言論，尤其可
用來檢視1950年代蔣介石當局推動「地方自治」選舉的虛與實。例如，
2003年時任臺北市長的馬英九，認為蔣介石「在民國三十九年推動地方
自治，確實對臺灣民主發展貢獻良多」，推崇蔣介石是 臺灣 民主重要推
76

手。 然而，從法制形式來觀察，1950年當局推動的「地方自治」，是根
據「臺灣省各縣市實施地方自治綱要」（行政命令）、而非根據憲法所要
77

求制定的「省縣自治通則」（法律）， 並不符憲法規範。就實質內容來
188

觀察，透過吳三連等人在省議會當中對選制與選風的批評，則可看出此時
所謂「地方自治」的選舉活動，並不充分具備實質的民主內涵。至於吳三
連在1950年代後期擔任省議員期間，因不滿選舉弊端而參與籌組反對黨的
行動，可見他不但坐而論、更是起而行。而在組黨活動進入高潮之際，吳
三連被迫淡出組黨、雷震等人則遭逮捕等事件，除可看出蔣介石當局打壓
民主運動的斧鑿斑斑，也凸顯蔣政權對選舉弊端不願深刻反省的態度。所
謂蔣介石是「臺灣民主推手」云云，恐難禁得起歷史的檢驗。這些都是吳
三連在1950年代的改革言行與政治遭遇帶給我們的啟示，也是今日討論吳
三連歷史意義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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