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ၡāāࢋ
選舉中的婦女保障名額是中華民國橫跨海峽兩岸的歷史中，最具有
歷史延續性的體制之一。就體制設計的精神而言，婦女保障名額的設定，
和當代差異政治的觀點非常相符。然而，差異政治的相關理論，是 1960
年代西方第二波婦女運動與新社會運動發展後的產物。相比之下，中華
民國憲法本文中婦女保障名額的規定，就差異政治的實踐而言，有先驅
性的意義。過去的歷史研究，往往將憲法本文中婦女保障名額的制定，
視為婦女爭取參政權的一個連續過程，並未細究兩者之間的區別。然而，
女性爭取成為平等的公民，和女性爭取成為政治代表的機會，無論在概
念上或是實踐上，都並不完全相同。兩者之間，非但不見得同時出現，
也不存在必然的歷史連續性。
婦女保障名額的訴求為什麼會出現？在目前關於民國時期婦女參
政的研究中，學界並沒有清楚或一致的看法，但是多半認為差異政治的
思維是 1930 年代中期出現。本文重新檢視辛亥革命到制憲時期婦女參政
運動的歷史，並且主張 1920 年初期五四運動的影響及孫中山聯俄容共的
政策，使得政治代表應如何產生出現關鍵性的變化。1924 年孫中山呼籲
召開國民會議時，建議以 9 種社會團體產生代表，此一建議打破了辛亥
革命以來以地域為基礎產生政治代表的慣例，也使得社會身份與政治代
表之間產生聯結。這使得 1924 年到 1925 年間婦女爭取參與國民會議的
運動，促成了婦女應成為一個社會類別的思維，也因此開啟差異政治的
論述，最終形成對婦女保障名額的爭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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ಥă݈֏
中華民國憲法於 1946 年制定，1947 年施行，然而，1948 年這部憲法
就因為「動員勘亂時期臨時條款」而被凍結。1949 年當中華民國政府遷移
到台灣時，這部被凍結的憲法以及凍結它的臨時條款，也隨之而來。臨時
條款於 1991 年廢除，而中華民國憲法也出現增修條文。因此，1946 年制定
的中華民國憲法本文，對於今天的中華民國公民而言，其實是陌生的。憲
法本文過去因為威權體制而被凍結，在台灣民主化後因為國家認同的爭議
與國際政治的限制而無法輕易更動。1991 年民主化以來，朝野各政黨在憲
政層次上的許多角力，都表現在對於憲法增修條文的制定及修正中，1946
年所制定的憲法條文，則是一字未改。然而，看似與台灣人民不甚相關的
中華民國憲法本文，其實有一個條文，自 1946 年制定以來，就持續而且具
體的與台灣人民的政治生活發生關聯，那就是中華民國憲法本文第 134 條﹕
「各種選舉，應規定婦女當選名額，其辦法以法律定之」。威權體制之下
的台灣，雖然缺乏真正公平的選舉，但是自 1950 年以來實施的地方自治，
使得人民對於選舉並不陌生，也使得婦女保障名額成為中華民國橫跨海峽
兩岸的歷史中，最具有歷史延續性的體制之一。
就體制設計的精神而言，婦女保障名額的設定，和當代差異政治的觀
點非常相符。然而，差異政治的相關理論，是 1960 年代西方第二波婦女運
動與新社會運動發展後的產物。全球許多國家，在婦女參政上採納婦女保
障名額（reserved seats for women）或是性別比例原則（gender quotas）的
體制，更是 1970 年代以後才逐漸出現的現象，而且是到 1990 年代才成為
全球性的風潮。 1 相比之下，中華民國憲法本文中婦女保障名額的規定，
就差異政治的實踐而言，其實有先驅性的意義。過去的歷史研究，往往將
憲法本文中婦女保障名額的制定，視為婦女爭取參政權的一個連續過程，
並未細究兩者之間的區別。然而，女性「爭取成為平等的公民」，和女性

1

Krook (2009: 4) അགྷ，1930 ѐ ז1980 ѐม，БΪѣ 10 ઼࣎छѣ̃ܲᅪЩᗝٕ
ّҾּͧࣧ۞វטĄ1980 ѐᆧΐ 10 к࣎， זޢ1990 ѐͽޢԣిᆧΐĄ

政治科學論叢∕第五十二期∕民國 101 年 6 月

91

「爭取成為政治代表的機會」，無論在概念上或是實踐上，都並不相同。
兩者非但不見得同時出現，也不存在必然的歷史連續性。
以國際婦女運動的歷史脈絡而言，女性爭取公民權，是第一波國際婦
女運動的核心議題。它大約起源於 19 世紀中葉，在兩次世界大戰中到達高
峰，然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暫時告一段落。在這個歷史過程中，
許多國家的女性，得到了選舉及被選舉的權利，但是這些賦予女性平等公
民權的國家，並不見得會有保障女性成為政治代表的法律規範。然而，中
華民國的女性，在 1946 年新制定的憲法中，不但得到了平等參政權，還爭
取到保障當選的機會。換言之，在具體的實踐上，從 1911 年辛亥革命成功，
到 1946 年制定憲法的前後三十多年中，女性參政權在當時中華民國的發
展，不只是與世界潮流同步，甚至領先了世界趨勢。
婦女保障名額為什麼會出現？什麼樣的論述與實踐經驗，促使當時的
女性爭取婦女保障名額？在出席總數 1701 人的制憲國民大會代表中，僅佔
80 名的女性，又如何成功的使婦女保障名額成為憲法條文？這些問題，在
目前關於民國時期婦女參政的研究中，學界並沒有清楚或一致的看法。李
南海（1998）與梁惠錦（2000）的作品，對於婦女保障名額的入憲有相當
清楚的說明，但兩者的分析重點，都是針對 1930 年代以後，也就是中華民
國訓政時期之後的發展，而且特別著重制憲國民大會的會議過程，但是婦
女保障名額為什麼會在 1930 年代以後成為婦女爭取參政權的重要訴求，並
非這兩個作品討論的重點。張玉法（2003：64）對於民初婦女參政權的研
究中，提到 1935 到 1936 年間，「面對以男性為中心的中國社會，婦女受
教育者、就業者、有獨立財產權者，遠較男子為少，如何在劣勢中爭取更
多的參政機會，為婦女參政運動者的新課題」。然而，他也沒有說明這個
課題為什麼會是在那個時間點出現？是什麼因素促使這個課題出現？
Edwards 的作品，某個程度上回答了張玉法沒有處理的問題。她指出 1930
年代的中國女性已經有機會看到西方國家女性獲得參政權後的經驗，也因
此理解到即使已經贏得參政權，卻還是有可能缺乏參政機會。女性是在這
樣的因素下，開始倡議婦女保障名額（Edwards, 2008: 208）。Edwards 也指
出抗戰期間的國民參政會議，具備戰時國會的性質，女性代表的人數雖然
有限，但是政治實踐的經驗，使得女性更感受到婦女保障名額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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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wards, 2008: 214-215）。然而，如果西方國家的選舉結果會促使 1930
年代的中國婦女爭取保障名額，那麼令人感到困惑的是為什麼直接面對那
些選舉結果的西方婦女沒有在那個年代產生類似的行動？同樣的，並非完
全民選的國民參政會議的運作，如果能使得中國女性更感受到婦女參與政
治過程的重要，那麼為什麼完全民選的西方國家國會的運作，在當時無法
產生類似的效果？
本文的目的是要回答上述的問題。筆者將指出中華民國憲法中婦女保
障名額的制定，固然是從辛亥到制憲的三十多年中眾多女性持續奮鬥的結
果，但是這個體制的出現，其實也是近代中國在面對世界性的社會主義思
潮時，試圖實踐西方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的結果。如果回溯歷史，
就會發現中華民國建國以後，關於政治代表如何產生，自辛亥革命以後到
1920 年代中期的各種法律或規定，無論是草案或正式發佈的法律都是以地
域為基礎，和當時西方一般的民主選舉原則，並沒有太大差別。然而 1924
年孫中山以中國國民黨總理名義，發表對時局的宣言時，主張召開國民會
議，並且具體的建議國民會議的預備會議，應該由九種人民團體之代表組
成。這種以社會群體作為基礎來組成政治代表的方式，並非西方以自由主
義思維為基礎的民主體制所慣用的模式，但是這種組成方式，對於當時中
國的政治情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其中關於工會及農會代表的納入，
不但反映了那個年代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也可以被視為孫中山聯俄容共
的政策結果。
筆者將會在本文中指出，以社會身份作為基礎的政治代表組成方式，
對當時爭取參政權的女性創造了體制爭議的空間，也使得女性的政治動員
目標更為明確。換言之，是先有了關於為什麼需要有婦女團體代表的論述
與行動，才會有關於婦女代表名額應受保障的倡議。婦女保障名額的倡議，
雖然是 1930 年代的課題，也受到西方經驗的啟示，但是理解到政治上女性
與男性的差異，是從 1920 年代開始，因為主要的政治力量之一，也就是中
國國民黨，對於政治代表如何組成，產生了不同的、受到社會主義影響的
視野。筆者認為，這個關於體制圖像的變化，才是使得中華民國在婦女參
政部份，得以較其他國家更早實踐差異政治的關鍵。
本文共分為六部份，除本節前言外，第二部份說明差異政治（the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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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difference）的主要內涵及其與自由主義及民主體制的關聯。第三部份敘
述辛亥革命後到 1924 年孫中山發表時局宣言前，婦女爭取參政權的努力，
以及那個時期各種形式的議會的組成方式。第四部份說明 1924 年中國國民
黨的改組，其重要意義之一就是促使國民黨面對該黨的社會代表性不足。
而 1924 年底孫中山呼籲召開國民會議以後，婦女運動者為了爭取參與國民
會議的機會，而形成「婦女團體代表」的概念及差異政治的論述。第五部
份說明 1928 年以後，在女性確立必須有自己的代表的運動目標後，關於代
表額度的思考及爭取過程。第六部份總結全文，並說明從中華民國婦女保
障名額入憲的歷史經驗來看，差異政治的形成路徑雖然與西方不同，但兩
者的共同點是對公民的社會群體身份的重視。

෮ăमள߆ڼᄃϔ
差異政治（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的核心思維是人與人之間的差異，
往往具有政治性，也就是具有權力意涵－具備支配和壓迫的可能性－而不
僅僅是單純的不同（dissimilarity）。差異政治的崛起，是受到西方 1960 年
代以來新社會運動的影響。當婦女及其他弱勢群體在西方社會紛紛從性
別、族群、宗教或文化等不同面向，要求平等的地位時，強調群體差異以
及以群體權（group rights）為基礎的論述也就隨之展開。 2
西方自由主義傳統下的民主體制，是以個人權利與自由作為基礎，而
且強調公民經驗的普遍性。差異政治的相關論述與實踐則是對自由主義的
反省與批評。主要的批評在兩個軸線上展開：一是關於差異的看法，另一
則是關於群體的看法。在自由主義的思維下，人與人之間的差異，主要是
理念（idea）的差異，民主體制的運作，就是在解決各種理念上的差異。
因此，只要每一個人的基本權利受到保障，每一個人享有相同的自由，個
人與個人之間在理念上的差異，會在政治競爭的場域中，自然而合理的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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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解決。換言之，對自由主義而言，人與人之間的差異是社會的常態，人
們因為有階級、族群、宗教、性別……等等的差異，自然在政治場域中會
出現不同的想法，只要這些想法不受壓抑，也就是個人的言論及人身自由
得以保障，那麼在政治場域中，經由對這些想法的反覆說理或論辯，最終
人們在自由選擇的權利下所做的決定，就是民主政治的實踐。然而，對於
差異政治的理論家而言，人與人之間的許多差異，並不只是單純的，不帶
有權力關係的「不同」，而是具備權力意涵的。男性與女性的差異，少數
族群與主流族群的差異，都有權力的意涵，而且在特定的歷史文化及社會
規範的脈絡中，具備支配與壓迫的痕跡。因此，在這樣的情形下，人與人
之間的差異，就不再只是單純的不同，而是在人們心中會有位階性，譬如
認為男性比女性優秀，白人比黑人優秀。也因為如此，民主政治的實踐經
驗，也就不可能是像自由主義者所想像的，每個人可以平等參與，相互論
辯彼此的理念差異。相反的，在民主體制的運作中，往往會因為歷史性的
壓迫與支配的經驗，使得某些人的觀點（譬如主流族群的男性）比另外一
些人的觀點（譬如少數族群的女性）更容易受到關注和重視。具有位階性
的差異，往往是群體經驗的衍生：一個個別男性之所以會被認為比另一個
個別女性來得優秀，或是一個白人會被認為比另一個黑人優秀，反映的不
見得是社會對這兩個個人的看法與認知，而是對男性與女性或是白人與黑
人的認知。由於具有權力意涵的差異往往反映的是群體經驗，差異政治的
理論家也就因此強調群體經驗及群體權的重要。
就差異政治的觀點言，如果個別公民之間的差異，被認知為其所屬的
社會群體之間的差異，那麼自由主義的盲點就是假設人們一旦具有相同的
公民身份，就可以同等程度的行使公民權利。就自由主義的思維而言，個
別公民的社會群體身份（membership of a social group）非但是不重要的，甚
至是應該跨越的。從自由平等的理念出發，民主政治必須建立在人們有能
力超越自己的群體身份來達到共善，對於個別公民的社會群體身份的強
調，會妨礙民主政治的實踐。然而，對差異政治理論家而言，正因為社會
上不同群體之間所存在的權力與資源差距，個別公民的社會群體身份非但
不容易超越，甚至會影響他實踐公民權利的機會。因此，對於個別公民的
社會群體身份的忽視，而非重視，才是影響民主政治實踐的原因。政治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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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和政治競爭如果沒有考慮群體經驗的差異對個別公民的影響，就會失去
真正的公平性。因此，基於不同的社會處境、文化傳統和歷史經驗所形成
的差異，以及這些差異所隱涵的權力關係，不同群體的公民很難真正彼此
代言。群體代表權（group representation）的存在，因此對於弱勢群體的成
員而言非常重要，只有在不同的群體都在政治過程中被涵括進來時
（inclusion），民主體制的平等性才有具體的意義。在這樣的情形下，具備
弱勢群體身份的公民是否在政治過程中出現，是否在場（presence）就相當
關鍵。為了確保具備弱勢群體身份的公民也能實質的具備政治參與的機
會，相關的體制設計就成為重要的課題。換言之，在考慮群體經驗的差異
對 於 個 別 公 民 的 影 響 時 ， 傳 統 自 由 主 義 的 觀 點 認 為 相 同 對 待 （ equal
treatment）就等於是平等的想法，不再具有足夠說服力。相反的，如何使得
各種公民能夠被平等的對待（treated as equal），才是民主體制必須面對的
挑戰，以及必須實踐的精神。
差異政治對當代民主體制最大的影響，就是指出了個別公民的社會群
體身份的重要性。對大多數西方國家而言，理解到差異政治的意義，是已
經實踐了自由主義傳統下的民主政治後，才出現的結果，是在理解了普遍
公民權不足以使得所有公民都能有效參與民主體制後才出現的反省。這也
是為什麼對於女性或少數族群在參政、就學或就業等各方面的保障，在西
方多半是 1960 年代以後，當女性或少數族群的群體經驗成為政治爭議的焦
點後，相關的論述與政策才逐漸出現。相比之下，20 世紀前半期，中華民
國的經驗顯得非常特殊，當時的女性雖然也是從爭取成為平等的公民開
始，但是在民主政治尚未充分實踐的情形下，就出現了爭取群體代表性的
努力。這樣的情形，似乎顯示差異政治的實踐，可能有不同的路徑，而此
一路徑上的差別，必須回到具體的歷史經驗中討論。

ણăפۋјࠎ̳ϔ
1911 年辛亥革命到 1924 年孫中山發表時局宣言之前，這段時間婦女
對於參政權的爭取，主要和三個歷史情境有關：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以及
聯省自治運動。在這段時期中，爭取參政權的婦女，目標就是建立性別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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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公民權。以政治代表的組成而言，這兩個歷史情境中，對於政治代表
的產生，雖然在資格限制上有些許差異，但是產生方式基本上是相同的，
都是以地域為基礎產生代表。
武昌起義發生於辛亥年 8 月，同年 9 月江蘇、浙江、及上海都督，聯
電請各省公舉代表，集議上海。電文中表示「共和政治已為全國輿論所公
認」，並且提及美國建國之時的 13 州會議，而且表明「美利堅合眾國之制，
當為吾國他日之模範」（謝振民、張知本編，1937：45-46）。3 這個電文，
透露出當時人們對於民主共和的渴望，但是也預告了民國初年女性爭取參
政權的困難。1911 年辛亥革命成功時，不僅美國女性尚未取得參政權，當
時全球各國中，除了芬蘭在 1905 年賦予女性普遍參政權外，僅有澳洲部份
地區的女性享有普遍權。大部份國家的女性或是完全沒有取得參政權，或
是只取得部份的參政權，譬如可以有選舉權，但是不能有被選舉權，可以
參與地方選舉，但是不能參與全國選舉。 4
辛亥革命後，依據 1911 年 12 月武昌各省代表所議決的臨時政府組織
大綱，由各省自訂方法選派參議員 3 人，組織臨時參議院，並於次年 3 月
制定臨時約法（謝振民、張知本編，1937：48）。由於約法第五條的條文
未將性別平等納入而導致婦女團體在參議院中激烈抗議，抗議婦女甚至揚
言將以武力對抗（王家儉，1988：588-589）。 5 類似的激烈衝突也發生在
1912 年 8 月國民黨政綱的爭議上，由於國民黨為了遷就當時與它合併的其
他政黨，於是將先前同盟會對於男女平權的主張，在新的政綱中刪除，此
一做法引發唐群英、王昌國等女子參政同盟會會員，與擔任會議主席的宋

3

4

5

࣎͛˵ЕЧ࠷ܑ۞ะᛉ͞ ڱ4 ୧ē(1) Ч࠷ᖞݗᛉԊ，Чᓝܑ 1 ˠĒ(2) Ч࠷
னॡౌ༛ع，Чࠁܑ 1 ˠ，Ӯ૱ዸ˯ঔĒ(3) ͽѯᛂିֈᓁົࠎ٢ޞٙĒ(4) ˯ͽ࠷
ܑົז，ӈҖฟᛉ，ᜈז۰ᐌזᐌᄃᛉĞᔁॎϔ、ૺۢώበ，1937：46ğĄѩٙᏜ
۞Ч࠷ݗᛉԊ，ߏϐӖϲጳྻજ۞யۏĂкΗд 1909 ѐฟᛉĂѣᛉົّኳĞᖎ
ᖊበ，1992：26-27ğĄ
ᙯٺБЧ઼ّ̃פણ߆ᝋ۞ॡมĂͽ̈́࠹ᙯүྤ̈́ݡफ़ĂΞͽણ֍ّ̃ΫĞwomen’s
historyğშࢱĞLewis, 2011ğĄ
ྍ୧̰͛टࠎēĶ̚රϔ઼ˠϔ˘ޠπඈ，ăล৺ă̝ି؟ડҾķĄ༊ॡ̃
ဥវ۞෦Րߏдྍ୧͛̚ΐ˯Ķշ̃ķ，ٕߏĶăି؟ăล৺̝ડҾķӁੵ，
ͽϯ̳̯Ąᇹ۞෦Րᜈனдֽޢೀگ̃פۋણ߆ᝋ۞Җજ̚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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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仁之間兩度發生扭打（王家儉，1988：594-595）。
民初爭取參政權的許多女性都有參加辛亥革命的背景，她們認為中華
民國是她們與男性共同建立的，理應獲得參政權。這一點在萬國女子參政
同盟會（The International Woman Suffrage Associaton）會長嘉德夫人（Ms.
Carrie Chapman Catt）訪華時，所引發的婦女參政辯論中，可以明顯看出。
曾經參與女子參政同盟會國會請願活動的沈佩貞的觀點就很具代表性。她
曾表達：

Ν໐ࢭॡĂߊϏဘͽԧඈࠎ̃̄Ă҃⾆ୢࢭٺТԠ̝γĄ
̫͟ВӘјĂԧඈ̃̄ӈ̙ਕֳצВض̝ࡠ！（引自王家
儉，1988：597-598）。
當時婦女爭取參政權的行動雖然激烈，並未得到具體結果。1912 年 8
月所通過的國會組織法中，關於參眾兩院，無論是選舉權或被選舉權，女
性皆未獲得。 6 至於議員選出的方式，眾議員由人民經初選及複選選出，
參議員則由「有選舉權之各團體選出」然而，所謂的各團體，除了華僑團
體與中央學會外，主要是各省及蒙藏青海（謝振民、張知本編，1937：
68-69）。
民國初年兩院制的國會，在 1913 年制訂了憲法草案（天壇憲草），憲
法草案中，關於國民權利平等的條文，仍然承襲臨時約法的文字，並未賦
予女性平等的公民權。 7 國會於 1914 年被袁世凱解散，1916 年袁氏稱帝不
成過世後，國會復會。隨後張勳復辟失敗，段祺瑞主政下選出安福國會，
孫中山於 1917 年號召護法，在廣州召開國會非常會議，並建立軍政府，於
是南北正式分裂。然而孫中山雖能號召部份國會議員，卻無法得到西南軍
閥的奧援，於是在 1918 年辭去軍政府大元帥一職。 8 北方政府在這段時間

6

7

8

ѩ˘઼ົᖐ่̙ڱ՟ѣኬّ̟̃ણ߆ᝋĂᔘࣤဳ˞ᇃڌ̃д֙ϻࢭޢٙјϲ۞
ᇃ̚ع߆ڌĂൺᇶֳѣ۞πඈᝋӀĞEdwards, 2008: 87-89ğĄ
͇ጪጳڱਨ९ௐ 4 ୧۞୧͛ߏĶ̚රϔ઼઼ϔล৺̝̈́ି؟ҾĂ݈̝ޠڱٺĂӮ
ࠎπඈķĞࡧߋĂ1978Ĉ80ğĄ
ՂᆓྺĞ1957Ĉ471-475ğ၆ѩ˘ଐ๕۞ԛटߏĶ߆عѣ߆҃عĂᅧѣ҃
߆عķĄՂᆓྺ˵Ăग̋̚д᜕̚ع߆ڱᔵజ࢝ΝᖚĂҭߏдΝᖚޢĂᏖ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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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國會組織法及議員選舉法，提高選舉資格的財產門檻（謝振民、張知
本編，1937：164-167）。這個改變，從公民權的角度而言，對男性都是明
顯倒退，遑論對女性權益的考慮。1919 年秋天南方的護法國會準備制憲，
再度掀起婦女爭取參政權的風潮，婦女運動者不但在廣州曾召開千餘人的
女子國民大會，也通電各省上書國會要求女子參政權。然而，由於南方國
會受軍閥干擾，未能開議制憲，於是這波女性參政運動也隨之結束（張玉
法，2003：55）。因此，女性參政權無論是在北方或南方都依舊未能實現。
在南北分裂的情形下，1919 年發生五四運動，1920 年則出現聯省自治
運動，兩者都對婦女參政權的爭取有深刻影響。五四新文化運動造就了婦
女解放運動，除了出現女學生參與罷課，女工參與罷工的具體抗爭行為外，
也出現大量的女性刊物與婦女團體，主要報刊也開闢專版討論婦女議題。
女性的教育權、工作權、繼承權、婚姻自由、家庭負擔、勞動處境……等
等，無一不是當時熱烈討論的議題（顧秀蓮編，2008：146-186）。五四運
動使女性解放成為 1920 年代重要的社會論述，1921 至 1923 年間的聯省自
治運動，則使得辛亥革命時期爭取參政權的女性再度活躍。聯省自治運動
的主要表現之一就是省憲的制訂，於是爭取參政權的女性針對省憲制訂，
在各地進行動員。除了浙江、湖南、廣東三省議定的省憲賦予女性參政權，
四川、河南、湖北的相關草案或自治條例，也都在女性參政權上有所突破。
省憲運動最活躍的湖南，不但選出女性省議員，也選出女性縣議員（張玉
法，2003：55-59）。然而，省憲運動就婦女參政權而言，雖然有相當意義，
但是省憲運動本身的成果有限，連帶也使得婦女參政權並未因此落實。 9
辛亥革命之後到聯省自治運動為止，女性爭取參政權主要是針對憲法
或法律制訂來進行動員。從修改臨時約法的條文、抗議國民黨黨綱的改變、
上書準備制憲的南方國會、到參與各省省憲的制訂，一波又一波的婦女參
政運動，都是追求性別平等的公民權。在這個階段，女性動員、抗議、訴

9

Լࢭ઼ϔ͕நĂग͛ጯᄲயϠٺѩ˘ॡഇĂ˵јࠎ઼ϔᛨֽޢԼౄ۞ฟბĄ
അགྷਨസ࠷ݑጳ۞Ղᆓྺ，ಶдҋ̎ᇤᆷ۞Ķ઼̚ܕѺѐ߆ڼΫķ̚，ԛट
സ࠷ݑጳд߉Җ۞ˬѐ̚，Ķ˵่่˘ԛё，˷സ۞ڼ߆ݑ၁ᅫ，Ϗഅ൴ϠЇ
ң։ڍķ（Ղᆓྺ，1957：550）Ąౘਭϛ（1933：124）˵ܑϯĶ࠷ጳྻજ……јड़Ξ
Ꮬ࣌ඈٺķ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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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目標是各種形式的憲法中的無差別對待，以及與男性相同的權利。然
而，憲法或法律權利的爭取，無可避免的涉及國會的運作，在這個階段，
婦女參政運動所面臨的是體質非常脆弱的國會。短短十多年中，國會不但
被解散，也發生分裂，北方國會更於 1923 年在曹錕賄選的情形下匆促公佈
毫無正當性的憲法，南方政局也在護法戰爭的混亂中無法穩定。在混亂的
政局中，孫中山開始著手改組國民黨。1924 年初國民黨改組後在廣州舉行
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所發表的宣言中，不僅主張普選，廢除公民資格的
財產及教育程度的限制，也重新確認了男女平等的原則（李劍農，1957：
634-635）。同時，國民黨在改組過程中，成立了專責婦女事務的中央婦女
部，然而同年年底，當孫中山主張召開國民會議時，他所建議的參與團體，
並沒有包括婦女。爭取「婦女團體代表」於是成為婦女參政權運動的一部
分，也開啟了差異政治的論述與實踐。

དྷăĶ̃ဥវܑķ۞ன
1924 年 10 月孫中山在北方政府希望進行善後會議而電請北上的情形
下，發表時局宣言，呼籲召開國民會議，並且建議以人民團體為代表基礎，
先召開國民會議的預備會議。孫中山所建議的九種人民團體分別是現代實
業團體、商會、教育會、大學、各省學生聯合會、工會、農會、反對曹吳
各軍、以及政黨（李劍農，1957：659-660）。召開國民會議的建議，在意
義上其實和當代民主轉型過程中圓桌會談（RTT/Round Table Talks）的意義
非常接近。1980 年代末期到 1990 年代初期，第三波民主化的國家在民主轉
型的階段，因為威權政府已經失去統治正當性，而長期的威權統治，又沒
有發展出合理的政黨政治，因此民主轉型初期的重要政治協商，是由具備
社會基礎的政治及社會團體代表參與。 10
孫中山所建議的代表類別，反映了五四運動以來的社會變化，以及改
組後的國民黨所重視的社會代表性。舉例來說，各省學生聯合會是五四運

10

࣎ሀё࿆дڌለ઼छ൴Ϡ，ણ֍ Elster (1996)Ąέ៉дϔ̼ܐഇٙᓝҖ۞઼ߏົ
ᛉ˵ѣᙷҬຍཌྷ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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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產物，在那之前，學生的角色或影響力並不明顯，但是五四運動不但
促成了學生的動員，也使學生會的力量受到重視。11 至於 1924 年國民黨的
改組，則是深受蘇聯顧問鮑羅廷的影響，也是孫中山採取聯俄容共政策的
結果。過去關於國民黨的改組，多半被認為與五四運動的影響有關：新文
化運動所帶領的各種新思潮，使得社會產生對新的國民運動的需求，而五
四運動促成了中國共產黨的出現，以及知識界對西方的失望及對蘇聯的傾
斜（李劍農，1957：603-610）。然而，1990 年代蘇聯瓦解後，從蘇聯的歷
史檔案中，可以看出當時鮑羅廷認為國民黨人追求西方民主是脫離中國的
社會現實的，在一篇鮑羅廷的扎記和通報中（鮑羅廷，1996a：425），他
說：

઼ϔᛨˠд઼࡚ăࡻ઼ඈඈ઼छϠ߿ॡ，̙ਕ̙൴ன၁ᅫଐڶ
ј͛ጳ̝ڱม۞Ϭ࠼，ҭߏࣇ̙ߏϡۤົ̙πඈ҃ߏϡጳ̚ڱ
۞ౝֽྋᛖϬ࠼Č…ࣇॲώ̙நྋдۤົ˯ҫᐹ๕۞
˧ณ，كѩม۞ۤົགྷᑻᙯܼ，࠹ͅ，ޝݒಈᝌņАซϔ઼
छŇ，֭ͷͽࠎ઼ֱछ۞ޘטጳڱΞͽວ（。઼ֽ̚ז底線
為筆者所加）
在同一篇文章中，鮑羅廷（1996a：438）對於國民黨左派的看法則是
他們思想混亂，因為他們「正在重複威爾遜民主政治的所有胡言亂語」。
鮑羅廷對於國民黨改組的主要影響是促使國民黨建立黨綱，並且發展群眾
運動（蔣永敬，2003：114-130），他也在與國民黨員的互動中，不斷闡述
中國應該進行反帝鬥爭的理由及觀點。他在寫於 1923 年，關於華南形勢的
扎記中表示，他在廣州與國民黨員的宴會中，話題常與俄國革命成功的因
素、軍隊中的政治工作、帝國主義國家，殖民和半殖民地國家等議題有關。
他說「正是在這些宴會上，為國民黨改組的工作奠定了基礎」（鮑羅廷
1996b：372）。

11

ՂᆓྺĞ1957：606-607ğ၆̣αྻٙ̚ன۞ጯϠᖐ۞ෞᆊߏĶ̏གྷѣ˞˳ܜ።Ϋ
۞઼ϔᛨ۞ᖐᛨࣶม۞ᓑඛ೭，ऻُᔘ̙т࣎າјϲ۞Б઼ጯϠᓑЪົᖐ
۞Ԇ，ྻϡ۞߿ሐីୂĄ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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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沒有證據顯示鮑羅廷對西方民主喫之以鼻的態度有直接對孫中山
或是國民黨的主要參與者表達，但是他對階級議題的重視，以及中國社會
底層人民與西方帝國主義的關聯，卻很有可能在與國民黨員的互動中呈
現。1924 年國民黨的改組，無論是在黨綱所表現的價值上，或是在組織工
作上，都著重強化黨的社會代表性，也因此改組後重新出發的國民黨，按
照李劍農（1957：620）的說法，「從此漸漸與國民發生關係了」。國民黨
在改組過程中，成立了農民、青年、工人、商民、以及婦女等部。然而，
孫中山所建議的國民會議代表類別中，其他四類皆有代表，獨缺婦女。國
民黨組織工作的對象既然包括了婦女，顯然表示婦女是國民革命動員的對
象，然而國民會議代表並不包括女性，這反映了女性雖然被期望參與國民
革命的大業，但是並不被承認具有共商國是的權利。
當孫中山呼籲召開國民會議後，各界支持者成立了「國民會議促成
會」，而婦女運動者也在各地組織「婦女國民會議促成會」，並且成立了
全國性的組織「女界國民會議促成會」（梁惠錦，2000：522）。相比於辛
亥革命之後，或是省憲運動之時的婦女參政運動，1924 年爭取參與國民會
議的運動中，由於國民黨聯俄容共的政策，有許多積極的參與者是共產黨
員。1924 年初國民黨改組後，同年 8 月，對共產黨態度友善的何香凝成為
國民黨中央婦女部長，何香凝擔任婦女部長後，中共黨員大量進入中央婦
女部，其中許多人都受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洗禮，譬如在上海執行部擔任
部長助理的向警予，以及協助她的楊之華，張琴秋，在北京執行部擔任秘
書長的繆伯英，以及擔任中央婦女部幹事的高恬波，都是跨黨參與國民黨
的共產黨員（洪宜媜，2010：29-31）。
在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中，共產黨向來對於具備資產階級色彩的議會民
主批判有加，然而中國共產黨在面對婦女參政運動時，很謹慎的避免讓女
權運動者感到疏離（Edwards, 2008: 146-147）。柯臨清（Christina Gilmartin）
也指出創立中國共產黨的陳獨秀與李大釗，不但沒有敵視婦女權利和婦女
參政團體，還將這些組織視為共產黨的同盟者，這個態度與同一時期歐洲
的男性共產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相較，是鮮明的對比（柯臨清，2007：93）。
在共產黨員大量加入國民黨之前，針對婦女參政運動，也曾經有過批判。
共產黨對於婦女參政運動缺乏階級意識的批判在 1922 年中共第一份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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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嚮導週報」發行後不久即已出現。中共早期黨員，在五四時期曾經擔
任北京大學學生會負責人的高君寧（1984：53）在「女權運動者應當知道
的」一文中表示「現在中國婦女要求參政的呼聲，是少數特權階級婦女與
官僚爭座位的活動，不能夠成功一種群眾的運動，與婦女解放四字絲毫不
發生關聯」。左翼刊物「婦女週報」的前身「婦女評論」在 1921 年的創刊
宣言，不但對男女平權喫之以鼻，也具備某些粗淺的差異觀點：

ԧࣇᛇ่่Ψனд۞ّ̃ઇјனд۞շّ˘ᇹ۞ˠĂ̙ߏ
ኢ̃યᗟ۞ॲώᏱڱẴّࢋغՐтפٺࢨ่่ڍշّТ
ᇹ۞னд̏ѣ۞Ϡ߿Ăѣ̦ᆃ̂ຍޥĉ၆ٺֽۤົ۞
ޙనѣ̦ᆃ̂Ӏৈĉٙͽԧࣇ၆ֱ֤ٺ৷ͼߏĶّ̃ཌྷ۰ķ
ٙ൴۞֏ኢ˘ໄࢋͅ၆Ąԧࣇ̙ٚᄮֱ֤Ķԯ ̃ ̄ ೩   זշ ˠ
˘ᇹ۞гҜķ۞ᖱኢĂԧࣇ̙ኘਣᖱΞ৯̦ᆃĶշ̃πᝋķĄ
ԧࣇߏૺྋ˞ٸ።ֽ߉ّ̟̃۞ՁᎨĂឰّ̃ҋϤ൴ण
Ͽࣇغਕ˧ֽĄ˲ޥຐăޘטĂਕјࠎາᗆ㑵۞Ăԧࣇౌࢋ̙ट
ଐ۞ԽᑝĄ12
儘管有這些對婦女參政運動的批評，1922 年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
表大會中關於婦女運動的決議並沒有否定女性參政權的意義，而是認為婦
女運動必須在結合勞動階級婦女的前提下進行。 13
由於孫中山所建議的國民會議是以人民團體，也就是社會群體身份為
基礎，因此政治代表的產生就和群體身份發生了聯結。這和辛亥革命以來，
政治代表向來是由各省推派或選舉的模式非常不同。既然國民會議的代表
是以群體身份為基礎，邏輯上來說，婦女的參與途徑只有兩種可能：在各
種團體中，爭取成為該團體的國民會議代表，或是爭取將婦女本身被列為
一種人民團體，然後選出自己的代表。以當時兩性之間的種種差距而言，
不難理解婦女團體所選擇的運動目標是後者，然而，選擇後者這個途徑，
12

13

ଂ֗Њ߆֏҃ޘ֎۞ڼ，߱͛ф̙ਕಏ৷۞జ࠻јߏ༊ॡ̃̏གྷன۞៍ᕇ，҃
ᑕྍజ࠻јߏ༊ॡٙன۞ّҾ៍ᕇ，Яࠎ̃ෞኢ۞ࢦࢋણᄃ۰ੵ˞Шᛋ̟γ，ౘ
୕、ՔอДߏౌ̄˧ܖշّĄ
઼̚Вயᛨ（1984：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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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必須說明說明為什麼婦女有必要自成一類，為什麼婦女不容易成為其他
類型團體的代表，以及為什麼男性代表無法真的代言女性的利益，這樣的
說明無可避免的必須凸顯男性與女性在權力、資源、經驗與需求等各方面
的差異，而這樣的說明也使得差異政治的論述在 1924 到 1925 年間針對國
民會議的參政權運動中開始出現。
在爭取成為國民會議的參與團體之一的過程中，婦女運動者公開提醒
孫中山，國民黨的黨綱中，關於男女平等的規範（Edwards, 2008: 155），
而具有共黨背景的女性領袖向警予則是在論述上清楚的表達了婦女作為一
種社會團體的集體性（collectivity）。向警予在 1923 年時，曾經撰文檢討
辛亥革命以來的婦女參政運動，她認為婦女參政運動主要的錯誤是「以為
幾十個人開開會，打打電報，上封書，便已盡了女權運動問題的能事……
沒有參加真正的國民革命運動……把大多數的勞工婦女除外了」（Edwards,
2008: 149-154）。認為向警予是中共早期的婦女運動中，最盡力兼顧調和勞
工運動與婦女運動的領導者。向警予雖然批評了婦女參政運動，但是在爭
取國民會議的婦女團體代表權中，向警予是重要的倡議者之一。她在倡議
過程中所呈現的觀點和當代差異政治的觀點，非常接近。1924 年底，向警
予（1984：210-212）在中共的主要婦女刊物「婦女週報」上所發表的「國
民會議與婦女」一文表示：

˘ਠ̃צ።Ϋ୧І۞ࢨטᔘ՟ѣซՎזдЧဥវ̚ጬ༊Ᏼ
۞ਕ˧，҃ͷְ၁˯Чဥវ̚۞̃Њ̄ώֽಶ͌ޝ，ࠤͷ՟ѣ
˘࣎̃д̰۞Ąт઼ڍϔົᛉ̃ဥវ̙ણΐ，̃ᖎۡ՟ѣ
፟ົд઼ϔົᛉ̚൴ܑ߆֍，઼҃ϔົᛉϺ࣎ߏٺΗࢬ۞ˠ
ϔဥវ۞઼ϔົᛉ，҃ܧБ࣎۞ˠϔဥវ۞઼ ϔ ົ ᛉ … Č ᓂ 
ѣ˘˟̃ਕдЧဥវ̚༊Ᏼࠎܑ̝˘，҃˘ဥវѣ
˘ဥវ۞ّኳ，˘ဥវܑѣ˘ဥវ۞ֹĄ̃ώ֗
۞ࢋՐ，тϓ᜕ّܲ、ඕᗓҋϤᝋ、ੑயᚶٚᝋ、ᖚຽπඈ
ᝋ、ିֈπඈᝋ、ણ߆ᝋͽ̈́ۤົ˘̷гҜ˯̝շ̃πඈ۞ᝋ
Ӏ，ΞͽͽጯϠົܑ、̍ົܑ、થົܑ…Čඈඈ۞Щ
ཌྷֽ೩？…Čдᇹॲώྋՙ઼ߏ۞઼ϔົᛉ྆，̃ဥ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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т̙Еय，ֽᙯٺ̃۞ώ֗ࢋՐ，ӈ΄ѣˠ೩，҃ळ̚
՟ѣࢋՐ۞វ，ӈߏ՟ѣԩ۞ۋ၁˧，̙ਕ፬̃ཏி۞ጾ
᜕ᄃጬ，Ҿˠᔵࠎ೩，˧ณऴ，˵υᕩٺχঐ…Č。
向警予的觀點中，觸及了男女兩性當選機會的差異、群體特性的意義、
以及「在場」（presence）的重要。這些觀點和當代差異政治的觀點，幾乎
如出一轍。除了凸顯差異以外，對於群體意義的強調，也表現在由鄧穎超
出任主席的，1924 年底成立的「天津婦女國民會議促成會」的成立宣言中：

ۡזனд，ԧࣇ̪̃ߏζᔴఱ࣎˘ߏ̙҃ݡĶˠķĄԧࣇ
ᛇु，̙֭ҋ̫ؕ͟，д֙ϻॡ，˘ਠ̃ࠧАᜭ̏࣍ጱ࿅շ̃
πᝋ，̃ણ߆˞Ą͍ߏдୁܕᄋྻજĶ̣αķ҃ޢ，ԧࣇ
അྏϡ࿅Հк۞͞ڱ，ۋބҋϤ，ۋགྷᑻϲ，ିۋֈᖚຽฟ
ٸĄԧࣇனд̏གྷᛇु，ྻજౌߏޙనд࣎ ˠ  ཌྷ ۞ ॲ ૄ
̝˯，҃Հߏ༤ྋՙ۞…ČगАϠ۞઼ϔົᛉߏۡତ߆ᝋϹ
ᔘϔிĄЧล৺ᑕ༊д઼࣎ϔົᛉ྆，ކϯࣇ۞൭ࡴĄٺշ
̄ٙဘ൭ࡴ̝γ，ԧࣇ̃ဘՀк۞ࡴ൭Č…。14（底線為筆
者所加）
婦女爭取參與國民會議的努力從 1924 年底一直持續到 1925 年初。
1925 年春天，段祺瑞雖然依照孫中山建議的團體類別，邀請各界參與善後
會議，但是由於各界代表不具備真正的決策權，與孫中山主張的國民會議
不符，因此國民黨反對善後會議，國共兩黨繼續鼓吹舉行國民會議。即使
如此，北方政府仍然制訂了國民代表會議條例，並且通電全國，請各省推
派國憲起草委員（李劍農，1957：658-661）。北方政府制訂的國民代表會
議條例，仍然排除婦女參政權，此舉引起婦女團體的抗議。上海女權運動
同盟會不但召開緊急會議討論對付方法，也通告各地婦女團體，並且召集
女國民大會，議決示威遊行（談社英，1936：155-156）。當時南京最高學

14

ώ͛ࣧࠎ 1924 ѐ 12 ͡ 31 ͟۞ϔ઼͟ಡ，ѩ͔ҋ̚රБ઼̃ᓑЪົ̃ྻજ።
ΫࡁտވበĞ1984：226ğ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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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東南大學的女學生，致電中國婦女協會，15 貢獻三點意見，其中第三點
為「申請國憲起草委員會中，至少須有女子二人。審查會至少須有三分之
一為女審查員。否則將來國憲，僅能代表男子，二萬萬女子將完全否認之」
（談社英，1936：156）。從現有的文獻中，無從得知東南大學這些女學
生的建議是否曾為中國婦女協會正式採納，並且公開鼓吹。但是這個意見
已經很清楚的呈現了婦女爭取參政權在思維上的變化：女性不只是爭取與
男性一樣的權利，也不只是爭取代表權，而是要爭取到一定數量的代表。
這樣的想法既然在 1925 年出現在大學女生的意見中，那麼到了 1930 年
代，成為婦女團體爭取參政權的主要目標，也就不足為奇。
1924 年底到 1925 年初婦女參與國民會議的運動，最終因為 1925 年春
天孫中山的逝世以及後來政局的變化，而逐漸消退，但是對於後來婦女保
障名額的爭取，有關鍵性的意義。 16 雖然孫中山所主張的國民會議和段祺
瑞所主張的國民代表會議都未能真正召開，中華民國的憲法也仍然未能制
定，但是這波歷時不長的婦女參與國民會議運動，開啟了婦女爭取參政權
的新思維。自此以降，婦女參政運動的目標已經不只是男女享有相同的權
利，而是也要確保女性有自己的代表。國民黨 1928 年完成北伐後，中華民
國政府也因此具備一定程度的穩定性，到了 1930 年代差異政治的觀點，就
成為婦女參政運動的主流論述。

Ёăࢋѣкܑ̖͌Ъநĉ
1928 年國民黨完成北伐後，結束了軍政時期，進入訓政階段。1928
年開始國民政府陸續公佈的各級政府的組織法及議會選舉辦法，都規定男
女選舉權平等（張玉法，2003：62）。由於訓政時期的法律已經賦予女性

15

16

઼̃̚ߏົםϤকѯ̃ᝋྻજТ༖ົ˯ঔ̃ᝋྻજТ༖ ٺ1925 ѐд˯ঔЪ，
ࢋ۞ણᄃ۰Β߁ѦᇊăТᕸăૺᐵӖăՔᆇ૽ăͳᕸරăኘۤࡻ（ૺϜڱ，2003：
62）ĄኘۤࡻᄃૺᐵӖౌߏ઼ϔᛨ۞ྻᅳఞĄ
ଂ̃ྻજ۞֎֏҃ޘ，ੵ˞ग̋̚࿅͵，઼ϔົᛉ۞෦ՐЯѩҽݒγ，۞ࢋࢦޝត
̼ߏĶ̣ˬȈၝ९ķ۞൴ϠĄĶ̣ˬȈၝ९ķ͔ٙ൴۞ͅޓϯރ，ֹ̚Вّ̃ᛨࣶ
۞ᇴณ̂ᆧ（Gilmartin, 1995: 132-133，͔ҋ Edwards, 2008: 161）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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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權，因此婦女參政權的爭取已經從一般公民權再往前推進。1930 年代
國民黨在其統治區域，不但召開國民代表會議，也醞釀召開國民大會，而
這兩種會議的代表都採取區域代表及社會團體代表並存的性質。一方面這
顯示了前一階段對於政治代表組成在思維上的改變，另一方面也使得女性
必須有一定數量的代表成為 1930 年代國民黨統治區域中婦女爭取參政權的
焦點。
1931 年國民政府為了制訂訓政時期約法而召開國民會議，但是政府所
公佈的國民會議代表選舉法中，婦女團體仍然沒有被列為可以選出代表的
團體。選舉法公佈後，各地婦女團體紛紛向政府請願或抗議。當時各地的
抗議遊行與請願活動中，就已出現「明白規定婦女代表名額」的訴求（梁
惠錦，2000：526）。在一片抗議聲浪中，國民會議主席團允許婦女團體派
列席代表 10 人（張玉法，2003：62）。1931 年的抗議與請願，似乎並沒有
改變國民政府對於婦女的團體代表性的看法，因為 1936 年國民政府公佈了
國民大會組織法及國民大會代表選舉法，在選舉法中，區域與職業及特殊
代表並列，但是婦女仍未取得團體的代表性。當時婦女團體在南京組成「首
都婦女國民大會代表競選會」，不但要求政府將婦女列入團體代表的類別，
也公開指責國民大會代表選舉法中所謂的男女平等，就像美國白人與黑人
的紙上平等一樣虛假（梁惠錦，2000：522）。婦女團體反應如此強烈的原
因是，無論就職業團體代表的選舉或是區域代表的選舉而言，婦女都因為
男女就業比例的懸殊、職業團體推選代表的方式、政府關於團體註冊的規
定、以及社會文化中種種不利女性當選的因素等等，而幾乎不可能在職業
團體或區域選舉中當選代表（梁惠錦，2000：522-524）。
1936 年 5 月，南京婦女界繼「首都婦女國民大會代表競選會」後，又
邀請全國各地婦女團體推派代表齊集南京，成立「全國婦女國民大會代表
競選會」，共同向中央請願，並在其所提出的四點要求中，要求政府「明
令規定在各種選舉代表中，比例婦女人數至少須佔三分之一，並通令各地
選舉監督遵照辦理」（梁惠錦，2000：526）。由於 1937 年抗日戰爭爆發，
因此國民大會並未召開，但是選舉中必須有一定數額的婦女，在隨後關於
國民參政會及國民大會代表的組成方式的討論中，都是婦女團體訴求的重
點。1940 年「全國婦女國民大會代表競選會」甚至要求政府在未來國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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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由政府指派的代表中，指定 50% 的女性代表，用以彌補區域選舉中女性
無法當選的缺憾（梁惠錦，2000：527-528）。
以婦女團體對於代表額度的訴求而言，無論是選舉代表中須佔三分之
一或是指定代表中須佔 50%，對於額度多寡的設定，都沒有明確的理由。
直到 1945 年，在功能上類似戰時國會的國民參政會提出有關國民大會的建
議案時，唐國楨提出女性在受中等教育人數中已佔 20%，作為婦女代表名
額應佔 20% 的理由（梁惠錦，2000：529）。在制憲過程中，當男性代表挑
戰 20% 的額度，並且質疑既然要求保障，何不保障 50% 的時候，女性國代
呂雲章表示提案前已對婦女受教育的比例有過研究，並表示「如果我們受
教育和男子一樣多，當然就要爭百分之五十」（引自梁惠錦，2000：537）。
以教育程度作為參政資格的依據，其實是訓政時期通過普遍選舉權之前，
各種選舉法規中，經常設定的門檻。在那段時間中，女性雖然爭取與男性
平等的選舉與被選舉權，但是並未對於教育程度作為門檻一事，有非常強
烈的反對。換言之，至少在辛亥革命之後到 1924 年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
大會通過普遍公民權的決議之前，爭取參政權的女性嚴格來說，所爭取的
並非普遍公民權，以教育程度作為公民權的門檻是被默認的（Edwards, 2008:
23）。 17 就這個歷史脈絡而言，不難理解為何會出現以女性教育程度，作
為女性代表名額的論證依據。
唐國楨的建議案提出後，20%婦女保障名額隨後就在 1946 年的制憲國
民大會中，成為許多提案代表的提案內容。當時 11 項針對選舉應設婦女保
障名額的提案中，有的只要求設定婦女保障名額，有的則明確要求額度設
定為 20%，其中劉純一的提案則要求「婦女名額不得少於十分之三」（李
南海，1998：182-183）。以這 11 個提案而言，就提案文字可以看出，差
異論述成為主要的提案理由。當時提案中，連署人數最多的兩個提案，分
別是由蔣宋美齡及國民黨重要婦女領袖伍智梅領銜，兩案的連署人數都超
過 400 人，等於分別有近四分之一出席國代的連署。蔣宋美齡領銜的提案

17

˵Яࠎ༊ॡפۋણ߆ᝋ۞ّ̃ᐵᄮିֈޘΞͽүࠎણ߆ᝋ۞ܝᕣ，Яѩ˵ֹ࠹ͧ
ٺҘ͞，פۋ઼̚ܕણ߆ᝋ۞ّ̃，၆ٺଯજ̃̄ିֈܧ૱ࢦෛ（Edwards, 2008:
24）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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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提到「自由競選，婦女必無選出之機會」，並提到憲法不能只表現
政治理想，也必須兼顧現實，否則「或使一部份處於特殊環境之人民，不
能享受憲法所賦予之權利，致憲政徒具民主之名，而無民主之實」（國民
大會實錄，1946：1127-1128）。伍智梅領銜的提案文中，則表示憲法草案
中雖然已經表示人民無分男女，在法律上一律平等，但是「法律自法律，
事實自事實」，數千年重男輕女的文化，使得男女平等的憲法精神非一朝
一夕可以實現，因此憲法對於女性權利的保障有其必要（國民大會秘書處，
1946：1070）。
婦女保障名額的提案在制憲國民大會的分組審查會議中，引起許多男
性代表的反對，開會過程中，婦女代表對於反對保障名額的男性代表，在
其發言時，一律報以噓聲，雙方僵持多日後，婦女代表在得到蔣宋美齡的
支持後，揚言若是保障名額無法入憲，所有婦女代表都將退席，且女性不
會承認只有男性制定的憲法（李南海，1998：184）。在討論過程中，以自
由主義思維著稱的重要知識份子如胡適和傅思年都發言反對婦女保障名
額，民社黨代表蔣勻田也發言表示：

ጳ̚ڱЕˢܲᅪ̃Щᗝ۞ఢؠĂдᓝ͵ٙѣ۞ј͛ጳ̚ڱĂإ
ּ݈ΞೈČČ̙࿅ፂ૱ᙊҿᕝ̃۞շ۞ᑕߏ̣Ȉ၆̣ȈĂؕ
ࠎ̳Ă̙ᑕߏ˟Ȉ၆ˣȈĄᇹ͉ઐम۞ּͧٺؠځጳ̚ڱĂ
ඈٺШ͵ࠧᄲځԧࣇ઼ۤ̚ົշ̙̃πඈČČˠϔ၆జᏴ۰۞
၆෪Ăѣ၆۞ҋϤԸைᝋČČĞՂݑঔ，1998：184ğĄ
中華民國是否為世界上第一個在憲法中明訂婦女保障名額的國家，容
或還有爭議，但是蔣勻田認為將保障名額的額度入憲等於昭告世人當時的
中國男女不平等，卻是很精準的看法。 18 當代關於各國促進婦女參政體制
的研究就顯示，凡是採取保障名額的國家，通常女性都是處在極端不平等
的社會處境中，也因此目前全球在制度設計上是婦女保障名額，而非性別
18

ͽ͐ૄּࠎ，ྍ઼۞̃ܲᅪЩᗝ 1935 ѐಶࢎטĂ༊ॡ۞͐ૄߏ̪О˘۞ޘ
ొ̶，֭Тᛳࡻ઼തϔгĄ̃ܲᅪЩᗝ۞ఢؠனдĶОڱع߆ޘķ（Government of
India Act）̚（Krook, 2009: 59）Ąొޠڱᔵ՟ѣԆБ၁Җ，ҭߏјࠎֽޢОޘጳ
ڱ，ͽ̈́ଂО̶ޘᗓֽ۞͐ૄ۞ጳૄࢋࢦ۞ڱᖂ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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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例原則的國家，多半是在亞洲、非洲及中東地區（Krook, 2009: 6）。婦
女保障名額最終在得到蔣中正支持入憲，而婦女代表同意不在憲法中明訂
額度的情形下，成為憲法條文（梁惠錦，2000：539）。

ౙăඕኢĈमள߆ڼԛј۞̙Тྮशĉ
Krook (2009: 9-10) 曾經指出婦女保障名額或是性別比例原則的體制設
計，在當代的文獻中，通常被認為和四個主要因素有關：婦女團體的動員、
政黨精英的策略行動、代表性與平等價值的實踐、以及國際規範或趨勢的
影響。如果要以歷史經驗來逐一檢視這四個因素如何分別或共同影響婦女
保障名額入憲的過程，需要更為細緻的關於歷史經驗的研究。但是我們仍
然可以約略看出，以 1946 年制憲時納入婦女保障名額的背景而言，關鍵性
的因素是對於代表性以及平等價值的實踐。在那個年代，婦女保障名額的
制度設計，雖然也在中國共產黨統治的區域出現（顧秀蓮編，2008：502），
19

但是在這個議題上政黨競爭的態勢並不明顯。這點可以從當時國民黨婦

女爭取婦女保障名額的論述中可以看出，因為相關論述並未涉及國共對抗
或競爭的議題。爭取婦女保障名額也與國際趨勢無關，因為 20 世紀前半期
中，爭取婦女參政權雖然是世界性的潮流，但是就婦女保障名額而言，當
時西方國家並沒有類似的制度。婦女團體的動員固然重要，但是如果對於
代表性及平等價值缺乏差異政治的思維，婦女團體的動員，仍然有可能是
爭取女性與男性個人權利的平等，而不涉及女性作為一個集體的代表性。
Krook (2009: 10) 指出對於代表性及平等價值的實踐，往往涉及對於男女差
異的認肯（recognition），也往往發生在政體轉型民主革新（democratic
innovation），以及政權希望增加正當性的時候。
回顧辛亥革命以後到制憲時期婦女爭取參政權的歷史，Krook 針對代
表性及平等價值的實踐，所指出的因素，都在婦女爭取參政權的過程中出
現。然而，筆者在本文中所要指出的是，如果不是受到社會主義思潮的影

19

༊ॡ઼̚Вயᛨٙ۞ڼЧॲፂг，ౌѣఢؠણᛉࣶ̃̚υืҫѣ˘ؠЩᗝ，ѣ۞
ߏα̶̝˘，ѣ۞ߏ̶̣̝˘（ᜪսቷበ，2008：502）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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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如果不是國民黨 1922 年以後的改組，將自己的任務從建立及鞏固中華
民國的政治與軍事鬥爭，轉變為結合社會各階層的國民革命運動，孫中山
在 1924 年建議召開國民會議時，很可能就不會是以社會群體類別作為產生
代表的基礎。孫中山的建議很清楚的打破辛亥革命以來產生政治代表的慣
例，也就是以地域為產生代表的基礎。以社會代表性作為政治代表的基礎，
等於是讓社會生活的現實與政治體制聯結，這使得當時尚未取得參政權的
女性，必須具體面對女性在任何團體都不可能成為代表的事實，也因此促
成「婦女團體代表」這個訴求的出現。從民國初年強調女性應有與男性相
同的權利，到 1920 年中期以後強調女性在資源、機會、與需求上與男性存
在的差異，婦女參政運動在論述上的轉向，使得 1930 年代以後，爭取婦女
參政權與爭取婦女保障名額成為同一件事。 20
當代的差異政治理論，在相當大的程度上是對於自由主義傳統下，西
方民主政治的反省。由於自由主義假設政治過程中的所有個人都是相同
的，因此個人所具備的社會群體身份（the membership of a social group），
對其公民權實踐的影響，在很長一段時間是被忽略的，也因此在體制上缺
乏突破。Krook (2009: 106) 比較巴基斯坦和印度的婦女保障名額發展歷程
時，發現民主政體有時對於採用婦女保障名額反而是障礙。相反的，威權
政體有時比民主政體更願意包括社會團體，以顯示政權的正當性。Krook 雖
然觀察到威權政體的正當性需求，但是忽略了大多數民主政體缺乏差異政
治思維的盲點。
中華民國憲法條文中的婦女保障名額，遠較西方國家實踐差異政治的
時間早，顯示差異政治形成的路徑，不一定是對自由主義傳統的民主政治
（liberal democracy）實踐經驗的反省。它也有可能是在民主政治尚未真正

20

ͽ።Ϋ൴ण۞གྷរ҃֏，ࣃޝଣವ۞˘࣎યᗟߏ，тڍдϔ઼ޙϲ̝ॡ，ّ̃ಶ̏
གྷึӀפણ߆ᝋ，֤ᆃ ˞ז1924 ѐ，ّ̃ߏӎ̪ົࢋՐޙϲҋ̎۞ဥវّܑ？
ඊ۰ܐՎ۞࠻ߏڱΞਕ̙ົĄన 1912 ѐ̚රϔ઼۞ّ̃̏གྷ˞פԆፋ۞̳ϔ
ᝋ，ੵ˞ᏴᓝᄃజᏴᓝᝋͽγ，˵פะົඕ̳ۤ̈́ڇᖚ۞ᝋӀ，֤ᆃགྷ࿅Ȉкѐ၁
ᅫ̳ϔᝋ۞གྷរ，ӈֹّ̃ᄃշّд၁ᅫ۞߆ڼણᄃ˯̪ѣλ̂۞म，ّ̃үࠎ
˘࣎ཏវ۞̙πඈဩ，ޝѣΞਕົЯࠎՏ˘࣎࣎Ҿّ̃дפ̏ౌ˯ޠڱԆፋ̳ϔ
ᝋ，҃ᇶॡజنෛᄃପᄏ，ЯࠎϒߏҘ઼͞छّ̃۞གྷរ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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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立，為了確保政治參與者有足夠的社會代表性，才出現的思維或體制。
也因此，有婦女保障名額的許多國家，在建立這個體制時，不只是如 Krook
所言，性別權力差距很大，他們也往往並非民主國家。差異政治的理論與
實踐在當代已經深刻的影響了承襲自由主義傳統的民主政治，然而尚屬威
權但是在政治代表上考量差異政治的國家，類似婦女保障名額的體制設
計，對其政治體制或是政治文化會有什麼影響，其實學界甚少研究。中華
民國憲法中的婦女保障名額，在戰後台灣的威權體制下也行之有年。民主
化初期，學界就有額度不足的批評（梁雙蓮、顧燕翎，1995），民主化以
後，婦女團體也在歷次修憲中持續爭取（黃長玲，2001）。但是鮮少為人
注意的是 1946 年以及在那之前曾經參與爭取婦女保障名額的許多女性，戰
後也隨著中華民國政府來台，並且持續擔任無須改選的民意代表或公職。21
20 世紀前半期曾經積極爭取或捍衛女性權益的這些女性，其從政經驗與戰
後台灣的婦女運動，似乎並未接軌，對於這些女性的從政經驗在理解或記
錄上的空白，形成了對憲法中婦女保障名額的實踐經驗，以及對差異政治
形成的另一路徑，在理解上的空白。如果回到歷史的視野中，中華民國與
西方差異政治實踐的差別，以及這樣的差別可能的影響，還有許多值得追
問而未被探究的問題。但是至少，我們已經知道，無論是哪一種形成路徑，
對於公民的社會群體身份的重視，是差異政治形成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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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rmation of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Reserved Seats for Women in the 1946 Constitution
Chang-ling Huang*

Abstract
Reserving seats for women in elections was stipulated i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1946, and this constitutional practice has enjoyed
historical continuities after the Republic of China government moved to Taiwan.
As an institutional design, the reserved seats stipulation fits the contemporary
discourse on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Theories of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however, are products of the new social movement of the 1960s in Western
countries. The reserved seats stipul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s constitution
therefore, comparatively speaking, was a pioneering practice of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Previous studies on how the reserved seats became a constitutional
stipulation tends to regard it as part of the struggle for women’s suffrage. However,
fighting for the rights to vote is different from fighting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be political representatives.
How did the idea of reserved seats emerge as a political appeal? The current
literature does not have a clear answer for this question, but most studies show the
emphasis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en and women emerged as a political
discourse in the mid-1930s. This paper traces the history of the women’s suffrage
movement since 1911, when the Republic of China was established, and argues
that the critical moment came in 1924. Influenced by the socialist thinking since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nd his policy on accommodati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the mid-1920s Sun Yat-sen came to a different view on how
political representatives should be elected. In 1924, when Sun called for a 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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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erence and suggested that the conference should have delegates from nine
different social groups, he made a major departure from the previous practice
whereby representatives were mainly elected on a regional basis. It was the linkage
between the social groups and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that prompted feminist
activists to campaign on recognizing women as a social group. The campaign led
to the emergence of the discourse on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and eventually to
the constitutional stipulation on reserved seats for women in elections.
Keywords: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Reserved Seats, Wom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Citizenship, Constitu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