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麗島事件又稱高雄事件，當時國民黨政府稱其為高雄暴力事件叛亂案。 

於 1979 年 12 月 10 日的國際人權日在台灣高雄市發生的一場重大官民衝突事件。 

 

以美麗島雜誌社成員為核心的黨外人士，組織群眾進行示威遊行，訴求民主與自由。 

其間發生一些小衝突，但在民眾長期積怨及國民黨政府的高壓姿態下卻越演越烈，竟演

變成官民暴力相對，最後以國民黨政府派遣軍警全面鎮壓收場。 

美麗島事件發生後，許多重要黨外人士遭到逮捕與審判，甚至一度以叛亂罪問死，史稱

「美麗島大審」。最後在各界壓力及美國關切下，終皆以徒刑論處。 

一、歷史背景 

美麗島之前的黨外運動 

在國民黨一黨獨大的統治時期，台灣社會沒有組黨的自由，所謂的「黨外」，指的就是

一群非屬國民黨、進行反獨裁統治、爭取民主、自由運動的政治組織或個人。在早期，

黨外人士主要是通過創辦雜誌來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如五零年代雷震的《自由中國》、

以及六零年代的《文星》、《大學》等）。到 1970 年代以後，開始透過選舉的機制，

進行進一步的串聯和組織工作。 

「黨外」的第一次組織化嘗試是在 1978 年中央民意代表增額選舉時期，當時非國民黨

的候選人康寧祥、張春男、黃天福、姚嘉文、以及呂秀蓮等人，在選舉期間以黃信介、

林義雄和施明德為中心，成立「台灣黨外人士助選團」。作為共同的選舉後援組織。他

們不但舉辦各種座談會、記者招待會等，也正式發表共同政見。 

 

但是在 1978 年 12 月 16 日，美國政府突然告知台北，即將終止與中華民國政府的外交

關係。這個事件在政壇引發強烈的反應。總統蔣經國在獲知消息後，行使憲法「臨時條

款」所賦予的緊急權力，宣佈即日起停止一切選舉活動。 

黨外人士反對暫時停止選舉的決定，許信良、余登發等人在 12月 25 日發表《黨外人士

國是聲明》，要求恢復選舉，並主張由台灣人民自己決定自己的前途和命運。 

1979 年 1 月 21 日，黨外運動的重要領袖余登發因叛亂罪遭逮捕。 

當時任桃園縣長的許信良於是在次日領導 20多名黨外人士發動要求釋放余登發的橋頭

遊行，這是國民黨在台灣執政以來民間所發起的第一次集會遊行事件。 

余登發被逮捕後，在施明德等人的努力下，黨外人士組成了一個 60人的「人權保護委

員會」，在 3 月 9 日開庭時，由姚嘉文擔任余登發的辯護律師，委員會也與國際特赦組

織合作為釋放余登發而努力。此時施明德等人就已經開始籌劃一份黨外雜誌。4 月 20

日，監察院通過了對許信良的彈劾案，委員會再度組織聲援。隨著事態的惡化，許信良

被迫在 1979 年的秋天前往美國。 

《美麗島》雜誌 

1979 年 5 月中，黃信介申請創辦一個新的雜誌，雜誌名稱之由來，為周清玉提議取李雙

澤編曲，楊祖珺演唱的歌曲－《美麗島》為名。 

6 月 2 日，《美麗島》雜誌社在台北正式掛牌成立。 

在 7月 9日的會議上，該社正式確定許信良為社長，呂秀蓮、黃天福擔任副社長，張俊

宏為總編輯，施明德為總經理。當時《美麗島》旗下網羅了各派的黨外人士，包括了當

時傾向統一的社會主義團體「夏潮」、以及以康寧祥為代表的穩健派，但是主要還是以

施明德等激進派為骨幹。 

9 月 8 日，《美麗島》雜誌在中泰賓館舉行創刊酒會時，以《疾風》雜誌社人員為首的

群眾，在館外聚眾抗議，並向館內正在進行酒會的人士投擲石塊、電池等危險物品，此

即所謂中泰賓館事件。 

施明德後來在監獄時表示，創辦《美麗島》的目的是「要形成沒有黨名的政黨，主張實

行國會全面改選與地方首長改選」。但是在同時，一批所謂的「反共義士」另外創辦了

《疾風》雜誌，與《美麗島》相抗衡，甚至不斷用暴力襲擊《美麗島》的辦公室。雖然

「反共義士」自稱為民間團體，但很有可能是受到當時執政的國民黨政府指使。 

11 月 14 日，施明德到梧棲參加一場聯合祈禱會，在該會中他聽從幾位長老教會牧師的

建議，決定在人權紀念日當天舉辦大規模紀念活動。而在紀念活動舉辦之前，施明德與

陳菊進一步籌組「人權紀念委員會」，打算在當天正式成立。 

《美麗島》的知名度不斷提高，到 1979 年 11 月發行量已經超過 8萬冊。 

11 月 20 日，「美麗島政團」在台中市太平國小舉辦「美麗島之夜」，會中開始籌劃在

世界人權日當天在高雄舉行遊行。 

但是在 11月及 12月初，《美麗島》雜誌在高雄的服務處兩次遭人砸毀，多處各地服務

社遭破壞。分別為 11 月 29 日，黃信介本人位於台北市的立委服務處和住宅遭到攻擊並

搗毀辦公室設備，同日《美麗島》雜誌高雄市服務處也遭人持刀械破壞。雖然報警處理，

治安當局一直未能查獲；而 12月 28 日，《美麗島》雜誌屏東服務處亦遭到襲擊。 

二、高雄事件 

1979 年 12 月 10 日是世界人權日，《美麗島》雜誌高雄市服務處正副主任以「人權紀念

委員會」名義，以此申請集會。11 月 30 日正式向高雄市第一分局提出申請，要求在 12

月 10日下午 6 點到晚上 11 點，在大統百貨公司對面的扶輪公園舉行遊行演講活動，主

旨為「慶祝世界人權日四十一週年」。但一直都未獲批准。在多次嘗試失敗後，黨外人

士決定依原定計畫在高雄舉行遊行。 

而在12 月 9 日，人權日的前一天，執政當局緊急透過電視宣布將於高雄舉行冬令宵禁

演習，以避免「妨礙交通與社會秩序」為由，將在次日禁止任何示威遊行活動，實為針



對《美麗島》可能舉辦的遊行活動進行監控，高雄市警察局並以優勢的警力包圍《美麗

島》雜誌高雄市服務處，阻擋其宣傳車宣傳遊行。 

當日，兩名《美麗島》的義工姚國建和邱勝雄突破包圍，駕駛兩輛由「發財車」改裝的

宣傳車行駛至高雄市街頭進行宣傳，在發傳單告示次日活動時於鼓山分局附近被警察攔

下，搶走擴音器、錄音帶等宣傳工具，並逮捕兩人施以毆打及刑求。《美麗島》雜誌工

作人員在得知消息後立即前往警察局要求放人，聚集群眾於警局外，警察緊急封鎖陸

橋，避免更多民眾進入，一直到次日凌晨，兩人才被釋放。 

這次的「鼓山事件」引起公憤，《美麗島》雜誌高雄市服務處緊急動員各地黨外人士前

來聲援，並更堅定其舉辦活動的決心。也使得一些原本並未計畫參加 12月 10 日遊行的

黨外人士，如黃信介、呂秀蓮、陳忠信、黃順興等人，也立即前往高雄，準備參加遊行。 

12 月 10 日人權紀念日中午，檢、警、調單位以南部警備總部為指揮中心，高雄憲兵司

令部、高雄市警察局及岡山保安總隊也以冬令宵禁為由全面動員，鎮暴部隊紛紛占據高

雄市各主要幹道路口，開始進行交通管制，並封鎖舉辦集會的預定地扶輪公園。 

當日雖非假日，高雄市政府卻要求各學校提早放學、各銀行提早結束營業。傍晚時分，

來自美麗島雜誌社各地服務處的成員和支持者搭乘遊覽車相繼抵達高雄。正副總指揮施

明德和姚嘉文則在辦公室規劃遊行路線。下午 4點多，黃信介自台北搭火車南下，當火

車抵達高雄車站時，黃信介與南部警備司令常持琇交談，常持琇答應黃信介的請求，提

供演講場地，以避免衝突事件的發生。 

晚上6 點，遊行隊伍出發，現場開始分配布條及火把，常持琇與黃信介隨即抵達現場，

但同時常持琇卻被民眾攻擊，連帽子都打掉（此次攻擊可能不是有計畫或幕後有人指

使，也並非一定是民眾自發性行為），常持琇一怒之下改變方針，拒絕出借場地，並下

令出動鎮暴部隊。 

由於原定集會地點「扶輪公園」已經被封鎖，遊行隊伍只能臨時改變集會地點。施明德、

姚嘉文等人率領數百名民眾，從《美麗島》雜誌高雄市服務處出發，前往今新興分局前

中山一路與中正四路路口的大圓環，同時民眾多人手持「火把」，象徵普世人權的光環。

在抵達大圓環後，民眾熄滅火把、席地而坐，由黃信介於宣傳車上首先發表談話，但很

快整個大圓環就被鎮暴部隊、憲兵、警察包圍。演講完畢，黃信介同總指揮施明德與姚

嘉文出面與警方談判，要求警方允許他們在原定地點集會到晚上 11點，並要求撤回鎮

暴部隊、出讓一個進出口，條件為讓警察可以到現場維護秩序；但經副司令張墨林請示

的結果，談判要求全部被駁回。 

晚上8 點半，鎮暴車上冒出幾縷白煙，民眾以為鎮暴警察開始在遊行現場噴射催淚氣體，

現場民眾開始騷動，由大圓環移向中正四路，在南台路口的封鎖線前方與憲警爆發嚴重

衝突，雙方均受傷慘重。當時民眾衝破第一道封鎖線時，施明德要求群眾撤回服務處，

但現場已經完全失控，群眾繼續衝撞高雄市第一分局，當時人數粗估約 10萬人。後來

民眾退回服務處，張俊宏見現場氣氛稍息，站上宣傳車要求迅速解散，但眾人仍留在現

場傾聽呂秀蓮演講。黃越欽立即與常持琇交涉，要求先行撤離鎮暴部隊以勸退民眾解

散，但常持琇堅持先行驅離民眾，談判陷入僵局。 

晚間10 時左右，裝甲車及警隊聚集於中山一路，釋放催淚瓦斯，鎮暴部隊同時手持盾

牌配合鎮暴車逼近遊行隊伍，在場民眾還以石塊及棍棒攻擊，雙方更發生更大規模的衝

突，同時有不明人士攻擊民宅，直至半夜民眾才逐漸解散。事後官方統計軍警約有 183

人受傷，民眾無人受傷，但後來又聲稱有 50多人受傷。事件之後，新聞媒體一面倒地

指責參與活動的受害者，而憲警則成為受害者，使部分民眾對黨外運動大起反感。 

12 月 11 日，國安局和警備總司令召開會議，決議大舉逮捕黨外人士。 

12 月 12 日，警備總司令汪敬煦下令拘捕高雄事件的相關嫌犯及人士。 

12 月 13 日清晨六點，軍警懲治人員展開全島同步的大逮捕，政府陸續追捕黨外人士，

然而施明德逃過這次逮捕，成為當日晚間新聞的頭條，政府發布通緝令全面追捕，並開

出懸賞獎金 50 萬，12 月 22 日懸賞獎金提高為 250 萬。 

媒體及學校機關並配合政府，醜化施明德，說其為大狐狸、暴力份子。 1980 年 1月 7

日，施明德透過高俊明牧師、林文珍長老等友人的幫助下四處躲藏，並請牙醫師張溫鷹

為其整容。 

1 月 9 日遭通緝的施明德於台北市落網。隔天，警備總部公布「美麗島事件」涉案人數

共計152 人。 

2 月 20 日，警總軍法處以叛亂罪起訴黃信介、施明德、張俊宏、姚嘉文、林義雄、陳菊、

呂秀蓮、林弘宣等八人，其他30多人則在一般法庭遭到起訴，另有 91人被釋放。 

在張德銘、陳繼盛等人的協助下，被告聘請辯護律師，最後組成一個 15 人的律師團。

分別為江鵬堅、鄭慶隆、張政雄、鄭勝助、呂傳勝、尤清、鄭冠禮、高瑞錚、郭吉仁、

張火源、謝長廷、陳水扁、張俊雄、蘇貞昌、李勝雄，每名被告有兩名律師協助辯護。 

2 月 28 日，發生震驚社會的林宅血案，林義雄母親及雙胞胎女兒無端慘死。 

林宅血案，發生在 1980 年 2月 28 日美麗島事件大審時，受審人林義雄家宅中，林母及

雙生女兒林亮均、林亭均慘遭兇手殺害，獨留被殺成重傷的大女兒林奐均成唯一的活

口。歷經 30年餘政黨輪替執政後，此案至今仍未破。因當時海外台獨勢力仍是各自為

政，而統治集團因害怕二二八事件重演，在白色恐佈時期採取外殺內不殺的策略，以致

為何有人會選擇在二二八事件發生日屠殺林家一事成為懸案。 

3 月 18 日起9 天，軍事法庭開始審訊，受到以美國為首的國際壓力下，除國際知名媒體

報導外，政府「破天荒」允許國內報紙刊載審訊過程與被告陳辭。 



4 月 18 日，軍事法庭作出最後判決結果。黃信介、施明德、林義雄、呂秀蓮、張俊

宏、陳菊、姚嘉文、林弘宣等 8 人全部有罪，施明德被判無期徒刑，黃信介 14年有

期徒刑，其餘 6人 12 年有期徒刑，而幫助施明德逃亡者各判 2 到 7年。 

被捕人士列表 

叛亂罪 

被告 辯護律師 判決結果 

黃信介 鄭慶隆、陳水扁 有期徒刑 14年 

施明德 鄭勝助 無期徒刑 

林義雄 江鵬堅、張政雄 有期徒刑 12年 

呂秀蓮 呂傳勝、鄭冠禮 有期徒刑 12年 

張俊宏 郭吉仁、尤清 有期徒刑 12年 

陳菊 高瑞錚、張火源 有期徒刑 12年 

姚嘉文 謝長廷、蘇貞昌 有期徒刑 12年 

林弘宣 張俊雄、李勝雄 有期徒刑 12年 

其他罪刑 

共 37人，計有王拓、江金櫻、余阿興、吳文、吳文賢、李明憲、周平德、林文珍、林

樹枝、邱垂貞、邱奕彬、邱茂男、施瑞雲、紀萬生、范政祐、范巽綠、高俊明、張富忠、

張溫鷹、許天賢、許睛富、陳忠信、陳博文、黃昭輝、楊青矗、趙振貳、蔡有全、蔡垂

和、戴振耀、魏廷朝、蘇秋鎮等等。 

 

三、影響 

美麗島事件是台灣社會從封閉走向開放的一次歷史事件。此事件使得台灣社會在政治、

社會和文化上都產生劇烈的影響。 

首先在政治上的改變最為明顯，統治者蔣經國逐漸開放政治上的獨裁，台灣擺脫國民黨

的一黨獨大，解除黨禁、解嚴、言論自由、開放媒體以及國會全面改選。 

不過一直等到李登輝統治時，才開放總統直選，民主、人權、自由和主權的價值成為台

灣人民努力的目標。推動台灣社會從威權獨裁的白色恐怖時代，邁向民主化時代，在華

人社會中建立了第一個民主政體，也成就華人社會中第一次和平民主的政權轉移。 

昔日獄中的受難者，領導民進黨一步步邁向執政。然而卻是由辯護律師世代全面接班掌

握政權。民主進步黨在野時期中的多數領袖，幾乎都曾經不同程度地參與了美麗島事

件。曾任民進黨主席的施明德與許信良，因理念、政策路線與辯護律師世代不合紛紛被

迫離開執政後的民進黨，並常常批判民進黨的政策和路線。 

美麗島事件中的主要被告群中的一部份人在民進黨執政後，成為黨內有相當影響力的領

導人。 

美麗島事件成為民進黨的政治資本。雖然美麗島事件時民進黨尚未成立，民進黨內有許

多人都曾參與過這次政治事件。民進黨以此突顯自己在爭取民主、推動改革方面的功

績，反映出當時國民黨執政的專制統治。 

但是在民進黨內部，美麗島事件也會被利用來作為黨內奪權的政治資本。例如在 2004

年中華民國總統大選民進黨黨內的副手爭奪之中，呂秀蓮就曾利用此事件來批評 29名

「反呂」立委，而在「反呂」立委中，也有人批評呂秀蓮是在美麗島事件中供出最多同

志的人。以至今日，社會仍在討論所謂供出同志，因為參與、規劃美麗島事件的人，在

遊行前已被當時的執政當局掌握全部名單。 

其次，在社會上，許信良的中壢事件及隨後一連串的事件，讓自 228 事件以來，整個白

色恐怖世代沈默了20幾年的壓抑，開始有表達的勇氣，活絡追求民主自由的社會生命

力，從沈悶單一逐漸多元化、自由化。80年代蓬勃發展的各種社會運動即是最佳的表面

徵象。 

四、結論 

此事件對台灣之後的政局發展有著重要影響，使得國民黨不得不逐漸放棄遷台以來一黨

專政的路線以應時勢，乃至於解除38年的戒嚴、開放黨禁和報禁，台灣社會因而得以

實現更充足的民主、自由與人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