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麗島事件檔案導引 

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九十二年二月二十八日編印 



主任委員序 

為體現 陳總統於九十一年九月十七日「政府應該勇於

面對歷史事實，應該開誠佈公，以虔誠的心情檢討過去、反

省過去；以智慧和耐心面對當下的挑戰，用愛心編寫未來的

歷史」之提示，嘉誠於九十一年八月三十日舉行之檔案管理

策略研討會中指示，檔案管理局應以辦理二二八事件相關檔

案徵集與整理之成果及經驗，儘速成立國家安全、美麗島事

件及重大政治事件檔案小組，積極查訪相關檔案，並依法優

先辦理檔案移轉。 

一九七九年八月美麗島雜誌第一期創刊辭第一句話寫

著：「今年是決定我們未來道路和命運的歷史關鍵時刻，動

盪的世局和暗潮洶湧的台灣政治、社會變遷在在逼使我們在

一個新的世代來臨之前抉擇我們未來的道路。歷史在試煉著

我們！」，四個月後的十二月十日，黨外人士在高雄市舉行

聯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發表卅一週年紀念會，一場原為表

達言論的演講集會，卻演變成民眾與憲警衝突，事後當局並

陸續進行逮捕與審判相關人士，這就是震驚海內外的「美麗

島事件」，應驗了創刊辭的「暗潮洶湧的台灣政治」。 

無疑的，「美麗島事件」是台灣政治史的一個民主高峰，

也是生活在台灣所有人民的思想蛻變，更促使關心這塊土地

的人，不論身處島上與否，不論是先來後到，都重新尊重這

塊土地、重新反省思索彼此關係的調整、重新為台灣自己的

歷史尋求新的定位。美麗島事件發生後二十三年的今天，台

灣的政治確實也如同創刊辭最後一句話所預言的：「自由民

主的花朵開遍美麗島！」 

 



檔案管理局本著對檔案的忠實原則，由陳研究員儀深、

薛教授化元擔任召集人，及黃研究員富三、陳教授翠蓮、潘

教授光哲等帶領下，分析事件始末、選定查訪機關、擇選徵

集議題、並透過實地訪查、檢選相關檔案、依法辦理移轉，

續經整理、過濾、選讀、撰稿後，始能有今日的美麗島事件

檔案展。特藉本導引感謝以上學者、各檔案原典藏機關及其

檔案工作同仁的辛勞。也希望各界不吝指教，以求精益求

精，開創新局。 

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主任委員 

林嘉誠  謹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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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篇 美麗島事件概述 

    美麗島事件是近代臺灣民主運動史上的重大政治事件

之一，以下謹就事件背景、事件經過及政府因應措施等三個

面向加以說明。 

一、事件背景 

美麗島事件的發生，與「黨外」運動的發展、中美斷交

對政治局勢的衝擊，以及美麗島雜誌社的成立與發展等息息

相關，茲概述如下： 

(一)「黨外」運動的發展 

民國三十八年(一九四九)，中央政府撤退來臺，為確保

政權穩定，乃於五月二十日宣布戒嚴。五十八年(一九六九)，
經修改「動員戡亂時期臨時條款」後，國會得以增補選，提

供在野人士體制內參政的機會，於是逐漸形成所謂的「黨外

民主運動」。 

六十六年(一九七七)底五項地方公職選舉，「黨外」獲得
四席縣市長、二十一席省議員、八席臺北市議員、一百四十

六席縣市議員、二十一席鄉鎮市長，乃「黨外」人士爭取政

治參與的重大突破，對在野勢力的成長有很大的影響。 

六十七年(一九七八)底辦理中央民意代表增額補選，「黨

外」人士欲藉此次補選擴大爭取參政機會，於是積極展開全

省部署，營造聲勢，十月六日黃信介宣布「黨外」人士決定

組成「台灣黨外人士助選團」，其後並由康寧祥擔任主席，

黃信介、余登發為總聯絡人，施明德為總幹事，預備進行全

省各地助選活動，頗有將反對勢力組織化的趨勢，引起政府

的高度重視。 



(二)中美斷交對政治局勢的衝擊 

六十七年十二月十六日，美國宣布自翌年一月一日起與

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建交，並同時廢止四十三年﹙一九五四﹚

與中華民國簽訂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面對此一外交局

勢的衝擊，蔣總統經國先生隨即根據「動員戡亂時期臨時條

款」第一條規定，發布緊急處分令，正在進行中之增額中央

民意代表選舉宣告延期舉行，並停止一切的競選活動。十二

月二十二日，警備總部汪敬煦總司令依據緊急處分令中「軍

事單位採取全面加強戒備之必要措施」，進一步宣布對於非

法集會、遊行、請願等活動，政府依法採取必要措施；違背

憲法、國策、為匪宣傳、煽動犯罪的書刊，必依有關法令處

理。 

由於選舉的停止，「黨外」人士參政的管道受阻，乃轉

向街頭群眾運動發展。六十七年十二月二十五日，黨外人士

發表「國是聲明」，要求全面改選國會、解除戒嚴等。六十

八年(一九七九)一月二十一日，警備總部為防範黨外人士藉

口為余登發慶生舉辦集會，遂以「涉嫌參與匪諜吳泰安叛亂」

為由，逮捕余登發、余瑞言父子。次日，林義雄、張俊宏、

姚嘉文、許信良等人齊集高雄縣橋頭鄉舉行示威遊行。四月

二十日監察院通過對桃園縣長許信良的彈劾案，六月二十九

日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並予以休職兩年的處分，引起「黨外」

人士騷然。其後「黨外」人士持續藉由政治活動與政論刊物，

爭取政治參政權與言論自由，國內政治局勢逐漸形成高度對

立的緊張狀態。 



(三)美麗島雜誌的成立與發展 

六十八年(一九七九)三月間，黃信介提議創辦一份「黨
外」機關報的構想，至八月十六日，美麗島雜誌正式創刊，

由黃信介任發行人，許信良為社長，呂秀蓮、黃天福為副社

長，張俊宏為總編輯，該社幾乎網羅當時「黨外」的主要代

表人物。九月八日，美麗島雜誌在中泰賓館舉辦創刊酒會，

同時間，疾風雜誌社成員聚眾於賓館外舉行「聲討叛國賊陳

婉真」行動大會，雙方幾乎釀成嚴重衝突，通稱「中泰賓館

事件」。其後，美麗島雜誌社於全省各地設立分社及服務處，

並舉辦各種活動，聲勢日益高漲，加以右翼保守人士的敵對

反制，導致衝突事件頻起，如十一月二十日在臺中市太平國

小舉行的「吳哲朗坐監惜別會」、十二月八日在屏東縣舉行

的「美麗島屏東服務處成立酒會」等，政治局勢有日益激化

的趨勢。 

二、事件經過 

(一)國際人權日活動之申辦與鼓山事件 

六十八年十二月一日，美麗島雜誌社高雄服務處向警備

總部提出十二月十日在高雄市扶輪公園舉辦國際人權日紀

念大會的申請，未獲批准。十二月九日南區警備司令部宣布

次日起舉行冬防演習，嚴禁一切集會。美麗島雜誌社宣傳車

於九日外出宣傳紀念會將依原定計畫舉行之消息時，與警察

發生衝突，姚國建、邱勝雄被捕，其後蘇秋鎮、施明德、周

平德等人聚眾前往鼓山分局抗議，透過黃信介與警備總部的

交涉，南警部始同意放人，是為「鼓山事件」。 



(二)美麗島事件的爆發 

由於鼓山事件的發生，「黨外」人士群情激昂，並決定

十二月十日的紀念大會如期舉行。當晚六時許，黃信介與南

警部司令常持琇協議，人權大會演講可於扶輪公園舉行，但

不可遊行，且不得使用火把、木棍及汽油瓶等。六時三十分

左右，姚嘉文等人得知公園已被封鎖，因此由施明德、姚嘉

文等人引導，群眾隊伍分持火把、標語牌、身披彩帶等，前

往中山路與中正路交會的大圓環演講。至大圓環後，由黃信

介、姚嘉文等人輪流上台對民眾進行演講，四周則被憲警等

單位封鎖，其間黃、姚等人數度與憲警方交涉，要求開放群

眾進入參加聽講未果，現場籠罩緊張氣氛。至晚上十點多，

鎮暴部隊開始強制驅散，造成群眾與憲警對打的衝突，其中

以大圓環、瑞源路與大同路轉角及高雄服務處門口等三處發

生的衝突較為嚴重，此即「美麗島事件」，或稱「高雄事件」。 

三、政府因應措施 

(一)逮捕 

    事件發生後，傳播媒體共同譴責「黨外」人士為攻擊憲

警人員的暴徒。六十八年十二月十三日，警備總部查封美麗

島雜誌社及各地服務處，並逮捕美麗島事件關係人林義雄、

張俊宏、姚嘉文、呂秀蓮、陳菊、王拓、楊青矗、周平德、

紀萬生、陳忠信、魏廷朝、張富忠、邱奕彬、蘇秋鎮等十四

人，並通緝在逃的施明德。次日，經立法院同意，逮捕立委

黃信介。其後並陸續逮捕相關人員數十人。翌年一月八日，

施明德於臺北市被捕，協助施明德藏匿的台灣基督長老教會

高俊明牧師及林文珍、張溫鷹、施瑞雲等人亦同時投案或被

捕。 



(二)起訴與審判 

    美麗島事件的爆發，引起國際輿論與國際人權組織的重

視與關切，六十九年二月二十日，參與美麗島事件的在押人

犯四十五人，經軍事檢查官偵察完畢，黃信介、林義雄、張

俊宏、姚嘉文、呂秀蓮、陳菊、施明德、林弘宣等八人為首

者以叛亂罪由軍事法庭提起公訴，周平德等三十七人移送司

法機關偵辦。 

    此次軍事審判的過程，除開放中外媒體、各界代表採訪

及旁聽外，被告及律師亦均能暢所欲言。四月十八日，警備

總部軍事法庭判決施明德無期徒刑，黃信介十四年徒刑，林

義雄等六人各處有期徒刑十二年，無人判處死刑。五月三十

日，由國防部組成高等覆判庭覆判定讞。 
    美麗島事件的發生，有其複雜的政治、外交等背景，

影響日後國內政治發展亦頗顯著。然隨著台灣政治環境的

改變，七十五年(一九八六)九月二十八日民主進步黨宣布成
立。七十六年(一九八七)七月十五日，台澎地區終止戒嚴，
台灣民主運動史也進入一個新的里程碑。美麗島事件真相

的釐清與探討，實具有重要的歷史意義，值得各界加以重

視。 
 

﹙本文參考黃富三《美麗島事件》、新台灣研究文教基金會

《珍藏美麗島－台灣民主歷程真紀錄》、呂秀蓮《重審美麗

島》、李筱峰〈美麗島事件的回顧與省思〉等資料﹚ 



第貳篇 美麗島事件檔案徵集始末 

一、徵集緣起 

二二八事件及美麗島事件，為台灣政治發展史上，備受

各界關注及影響最為深遠之兩大事件，檔案管理局(下稱本局)

繼九十年二月二十八日公布二二八事件檔案後，考量美麗島

事件雖有學術研究論述發表或文獻史料蒐整，卻仍未有官方

檔案公布，乃規劃優先徵集移轉美麗島事件檔案。 

自檔案法實施以來，徵集、管理及應用國家檔案，並建

立各項制度等事項為檔案中央主管機關重要職掌。爰此，為

傳承政府重要施政經驗，以及還原政治事件歷史真相，業於

九十一年八月三十日奉 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以下

簡稱本會)林主任委員嘉誠指示，由本局邀集相關學者專家組

成國家安全、美麗島事件及重大政治事件檔案專案小組，積

極查訪相關檔案，依法列為優先辦理移轉之國家檔案，且儘

速公開，以供各界使用。 

案經就國家安全議題所涉範圍與性質，以及美麗島事件

與重大政治事件等發生背景與經過等蒐整分析，擬具國家安

全、美麗島事件與重大政治事件檔案訪查徵集計畫(以下簡稱

本計畫，請參考附件一)，提列「美麗島事件大事紀」、「重大

政治事件一覽表」等事項表作為審選參考，並規劃美麗島事

件檔案徵集工作應優先辦理，於九十一年十二月三十一日完

成移轉。 



二、徵集過程 

(一)邀集學界座談，辦理機關協商 

為廣泛徵詢學者專家對本會辦理國家安全、美麗島事件

與重大政治事件檔案訪查徵集工作之意見，於九十一年十月

二十一日舉行學者專家座談會，集思廣益，並依學者專家於

座談會中建議，修正本計畫。另為促使本計畫受訪機關對本

案執行之協助與配合，復於九十一年十月三十一日召開機關

訪查協商會議，以達成共識。 

(二)成立專案小組，實地檢審檔案 

為有效蒐整相關檔案，按該計畫所列檔案主題或事件內

容，邀請具有歷史、政治與法律等背景之學者專家計二十三

位，與本局工作人員二十二位共同組成國家安全、美麗島事

件與重大政治事件檔案等專案小組執行；每專案小組再按機

關別分成數個分組執行。除由本會林主任委員嘉誠、蔡副主

任委員丁貴及本局陳局長士伯分別擔任總召集人、副總召集

人及執行秘書外，每一專案分組設置二位召集人，由學者專

家擔任。各分組由三位至四位不同背景之學者專家，並配屬

本局工作人員三位組成，分途至機關進行實地檔案訪查。其

中，美麗島事件檔案查訪工作，考量該事件之背景、發生至

平反過程等階段，擇選總統府、國家安全局、監察院、內政

部警政署、國防部軍法司、國防部後備司令部、國防部憲兵

司令部、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檢

察署、臺灣高雄地方法院、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法務

部調查局、臺北市政府警察局、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及桃園縣

警察局等十七個機關進行訪查。 



訪查時程安排，考量國家安全、美麗島事件與重大政治

事件三大類所涉檔案管有機關有所重複，兼採多分組同時並

行方式進行。另為順遂專案小組訪查作業之進行，於九十一

年十一月十一日辦理訪查勤前講習，於會中討論確定「國家

安全、美麗島事件與重大政治事件檔案訪查徵集工作手冊」。

整個訪查作業時間，自九十一年十一月十五日起至十二月十

七日止，共計辦理十八次之機關訪查，各機關訪查情形如附

件二。 

訪查之做法為請各機關先清查管有檔案中有無美麗島

事件，並藉由其已建置或提供之檔案目錄或案卷目次表，以

及法院系統相關資料等由訪查小組進行逐件、逐卷或人名等

地毯式搜尋後，再檢視檔案內容是否與該主題或事件相關；

經訪查小組審選後，予以註記或勾選，以作為後續該檔案移

轉之依據。 

三、徵集成果 

(一)完成檔案審選，加速編目整理 

本計畫美麗島事件專案訪查工作自九十一年十一月十

五日至十二月十七日止，除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檢察署、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臺北市政府

警察局查無相關檔案外，其餘總統府等十二個機關存有美麗

島事件檔案，共計四、七七四件(其中，包括待解密與未解

密之機密檔案一、○一六件，錄音帶二捲及照片約二七○張

等)(美麗島事件檔案審選移轉統計表，請參考附件三)；並

請受訪機關依規定完成檔案編目建檔作業，以及辦理檔案移

轉之前置作業，包括機密檔案解降密檢討事宜等。 



(二)辦理檔案移轉，提供檔案開放運用 

為加速檔案開放運用及有效蒐集該事件主題檔案，經與

各訪查機關連繫洽商，排定檔案移轉時程，於九十一年十二

月二十四日起至九十二年一月六日止，完成總統府等十二個

機關檔案移轉至本局。另建置「美麗島事件檔案資訊網」，

並進行檔案影像數位化工作，俾供民眾上網查檢利用，以瞭

解該事件發生始末。 

民主政體是世紀永不褪色的潮流，資訊公開更是不可拂

逆的趨勢，為體現 陳總統於九十一年九月十七日「全國檔

案目錄查詢網」啟用典禮呼籲「政府應該勇於面對歷史事

實，應該開誠佈公，以虔誠的心情檢討過去、反省過去；以

智慧和耐心面對當下的挑戰，用愛心編寫未來的歷史」之提

示，本局將分階段積極蒐整各類國家檔案，以開放各界應用。 



第參篇 美麗島事件檔案導引 

前言 

美麗島事件發生迄今已屆二十餘年，本次檔案徵集因政

治環境之改變及各原保存機關之積極配合，所獲得之檔案頗

為完整，感謝各檔案原保存機關在這二十年來為保存珍貴檔

案所付出之心血及努力，得以有現今成果公諸於世。 

由於時代環境之差異，檔案內所有用詞與觀點，或與當

今有所不同，本局為尊重歷史檔案及檔案來源原則，採以檔

案原用語原貌呈現；亦即當時之用語或觀點倘有不適當，並

非本局或該機關現有之意見。 

檔案固為事件經過說明之重要事證，但並非唯一、完整

或不可推翻的，有賴各類史料、當事人口述或其他證物，方

足以綜合說明事件之全貌。另外，為保持當事人隱私，本簡

介中所提及之姓名仍部分隱其名，本文所列名字之順序，除

依據檔案原順序或檔案整理之先後外，不代表任何涵義；且

倘原機關於檔案案名或案由對於姓名或部分登錄有錯誤

時，本局已盡力改正，並將已編定時程重新審視，倘仍有錯

誤，請各界予以指正，本局將隨時更正。 

美麗島事件發生於六十八年十二月十日，故軍警等單位

稱為「一二一○專案」，或稱「安和計畫」，搜捕施明德專案

稱為「獵明專案」，施明德於七十五年三月二十八日第二次

絕食時之處理專案稱為「○三二八」專案，當時將施明德由

綠島監獄移至三軍總醫院時稱「獵明二號」專案；蒐尋或查

閱軍事或調查機關機關倘有其他專案名稱，因原機關未解

密，暫無法說明其內容。 



因為美麗島事件發生時，依各政府單位之職掌不同及處

理介入階段之差異，各機關保存的相關檔案各有特性，例如

桃園縣警察局有中壢事件檔案、法務部調查局則保存甫入獄

時的自白書原卷、國防部後備司令部保有事件移送的證據與

照片、國防部軍法司留存軍法審判及軍法執行之檔案與照

片、國家安全局保存美麗島事件在押嫌犯之家屬安全維護執

行檔案、總統府保存的國內外各界函請釋放檔案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