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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目的
成立於 1986 年 9 月 28 日的「民主進步黨」（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以下簡稱民進黨），在短短十餘年的期間，已由早期的黨外勢力、最大反對黨而
逐步邁向執政之路。回顧臺灣自由化與民主化的發展過程，民進黨的地位與影響
力的確有目共睹；主要政治議題諸如組黨、解除戒嚴、言論自由、國會全面改選、
政治禁忌突破、歷次修憲、總統開放直接民選、住民自決與獨立建國等，民進黨
都是其中過程的主要推動力量。
2000 年 3 月，台灣地區透過制度化的總統、副總統選舉，進行了戰後五十
多年來第一次的政黨輪替。在這難得的政黨輪替經驗中，長期在野的民進黨正式
成為執政黨，並逐漸在總統與各個國家機關取得重要的權力地位。至此，台灣的
政黨政治，終於因民進黨執政，而走上一個新的里程碑。
這個新興的執政黨，不管將來能否繼續執政，其重要性已迫使我們必須深刻
地進行認識。不同於國內其他政黨，1 當我們在觀察民進黨的政治運作與權力結
構時，最常聚焦的著眼點就是其黨內長期制度化運作的派系政治。早在黨外時
期，其內部就有「黨外編聯會」與「黨外公政會」兩大勢力的存在；成為組織化
的反對黨後，隨著時空環境的改變與派系之間的分合，更衍生出包括「美麗島」、
「新潮流」
、
「正義連線」
、
「台灣福利國連線」
、
「台獨聯盟」
、
「新世紀」與「新動
力」等大派系。甚至目前成為執政黨，雖然派系之間實力互有消長，部分派系也
共同組成「主流聯盟」以尋求發展；但實際上派系仍是各自持續運作及互動，形
構出現階段民進黨真實的權力生態與結構。
雖然派系政治是任何政黨內難以避免的現象；但如同民進黨般，長期以來其
1

早期國民黨內部雖然也有 C. C 派、黃埔系、軍統、三青團、孔宋集團及政學系等派系之分；
惟遷台後，這些派系已逐漸衰微。戰後，國民黨的威權體質確立，內部僅開放地方選舉層次的派
系存在。參見郭緒印，國民黨派系鬥爭史（上）
、
（下）
（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初版，
1993 年 3 月）
；楊旭聲等著，剖析國民黨派系（台北：聯豐書報社，初版，1985 年 2 月）
；王良
卿，三民主義青年團與中國國民黨關係研究（ 1938-1949）
（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初版，1998
年 7 月）
；陳明通，派系政治與台灣政治變遷（台北：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修訂 1 版，1995
年 10 月 ）
；Tien Hung-mao,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Kuomintang 1927-1937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 45-72.
1

政黨事務、選舉事務與政府事務皆有黨內派系明顯介入運作，而其政治菁英則幾
乎都以隸屬各派系身分從事政治競爭，也是極為特殊的政黨特色。尤其，令人好
奇的是，當國內政黨均面臨同樣的政治環境與制度時，為何只有民進黨產生明顯
的派系政治現象？甚至，在近幾年，這種特色也逐漸引起國內其他政黨的重視。
例如國民黨內丁守中、陳鴻基（已退黨）、陳學聖、王作榮與各次級團體便主張
應參考民進黨或日本自民黨的派系共治及運作，以進行所謂「泛藍陣營」的團結，
並健全未來政黨路線的發展。2
根據上述發展背景，且在衡量國內目前的研究成果下，本論文擬以民進黨的
派系政治為研究主題。3 在研究規劃上，筆者以現有相關理論、重要文獻作為分
析基礎，輔以適當的研究方法，分別深入探究民進黨派系的整體發展、人事及組
織運作與其在政黨事務、選舉事務及政府事務的參與及影響，期望能就此對民進
黨派系政治的來龍去脈作一全盤、周延的認識及理解，並一窺該政黨權力結構的
形成與變遷。除此之外，筆者並嘗試提出民進黨派系政治的分析架構與實際運作
上的建議。
必須說明的是，民進黨內除了有上述政黨層次的派系外，也有地方層次的派
系存在。這是源自早期黨外時期的地方山頭勢力，例如高雄的余登發、新竹施性
忠、宜蘭陳定南及屏東邱連輝等人。黨外時期，這些山頭的實力相當可觀，不過
到目前，可能只剩下高雄余家班的「黑派」最具規模。在本論文的規劃中，此等
地方派系並不是主要的研究對象；不過，筆者在文中仍會論及其與黨內主要派系
的關聯。4

第二節 文獻回顧
就重要參考文獻而言，首先必須重視的便是民進黨本身的黨綱、黨章、決議
文、內規、辦法、黨團組織規程、各派系章程及內部出版資料等原始文獻。由於
這些文獻規定並制約了派系的組織及運作方式，也表達出派系的基本立場及論
2

丁守中，「中常會發言大要」
，未發表， 2001 年 8 月 29 日；尹乃菁，
「國民黨改革 拖拖拉拉」
，
中國時報，2002 年 3 月 3 日，第 2 版；陳志平，
「國民黨立院次團籌組競選連線」
，中時電子報，
2001 年 2 月 21 日，http://news.chinatimes.com；張麗伽、張寒青，
「派系共治 國民黨將組次團
聯合會」
，中時電子報，2000 年 4 月 13 日，http://news.chinatimes.com；王作榮，
「國新合納親民
黨為國民黨大派系」
，聯合報，2003 年 1 月 25 日，第 15 版。
3
所謂派系，論文第二章有詳細的定義介紹。在此，筆者所下的操作型定義為：派系係指在民進
黨內，由黨職及公職人員組成的政治團體，且這些團體通常具有名稱，主要功能是在黨內從事權
力、政策及選舉競爭。
4
例如高雄黑派的余政憲、余政道便是黨內正義連線中的重要成員。其中余政憲更擔任連線會長
之職務。
2

點，因此是認識與理解派系政治的最基本資料。
有感於派系並非是政黨內的正式團體，不僅在制度以外尚有寬廣的運作空
間，而且可能擁有極為重要的影響力。因此除了上述現存既定文獻、資料外，也
必須注意坊間政治評論書籍及平時散見於報章、雜誌的新聞報導文章。這些資料
或許反映出參與者或評論者的主觀偏好，或許流於捕風捉影，可能不夠完整、可
靠，但作為參考性質的資料以作為問題判斷，絕對有其必要性。
其次，有關政黨及民進黨派系的研究文獻，筆者則以下列兩方面作說明：
一、政黨派系研究之演進
有關政黨派系研究之演進，筆者在此主要引用 Beller 與 Belloni 所著“The
Study of Factions”一文作簡單回顧；5 至於詳細的定義與理論探討，可參見本文第
二章。
在過去的政治學研究中，相對於「政黨」
（political party）
、
「利益團體」
（interest
group）逐漸被視為具有正當性的功能與地位；「派系」（faction），雖然在許多國
家的政黨體系中擁有普遍的影響力，但此種非正式團體在政治過程中不僅容易被
忽視、略過，而且在知識、情緒的偏見下，數百年以來也始終被賦予負面與不名
譽的價值。6
就一般人民的感受而言，政黨派系之間永無止境的傾軋、鬥爭，的確讓人感
到厭煩，而此種派系之爭更會對國家政治產生不良的影響。不過，在厭煩之外，
我們仍舊不得不承認一個事實：即派系長久以來在政治權力與政黨體系的競爭中
扮演一定的角色。因此，若要對所有政黨體系作全面性的研究與理解，比較健康
的態度是，必須要放棄或儘早克服上述純粹的負面看法。
1930 年代，人類學者 Linton 最先在寫作時使用“faction”一詞。從此，開
始有一批社會人類學者（social anthropologists）對派系政治投入最早期的研究，
而這種研究趨勢並斷斷續續進行到 1970 年代末期。
1931 年，先驅政治學者 Lasswell 首度對派系作過初步定義與探討， 7 不過接
下來政治科學界並未對派系政治有進一步深入的研究，派系一詞也未再出現在相
關的政治研究成果中。1950 年代，Key 再度重視派系現象，他的派系概念主要
集中於美國各州一黨體系中，與初選有關之候選人的私人「小團體」（coterie）
5

Dennis C. Beller ＆ Frank P. Belloni, “The Study of Factions,” in Frank P. Belloni and Dennis C.
Beller, eds., Faction Politics: Political Parties and Fac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Santa
Barbara, California: ABC-Clio Press, 1978), pp. 4-9.
6
長期以來，思想家 Lord Bolinglroke, David Hume, Edmund Burke, James Madison 等均對派系抱
持不良的評價，詳細內容參見本文第二章第一節。
7
Harold D. Lasswell, “Factions,” in Edwin R. A. Seligman, ed., 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6 (New York: The Macmillian Company, 1931), pp. 4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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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8 另外，在美國以外的地區，雖然 Duverger 同樣在此時的政黨比較研究中
提到派系，9 但派系的重要性仍被政治學者所忽略。
1960 年 2 月，Zariski 發表研究專文，指出政黨派系的是政治現象中的必要
範疇，首次就比較的架構上提出概念性的假設以解釋派系政治，對於派系的比較
研究作出階段性的開創與貢獻。10 雖然此時期仍有人對派系存有偏見，但配合其
他人類學者的相關研究，派系逐漸成為政治研究中有關分析的主題。同時期，
Chamber 發展出派系的獨特概念，他使用此概念據以說明現代美國政黨如何誕
生？並指出派系的孕育、發展就是政黨成立之前的準備。11
1964 年 2 月，Rose 發表英國政黨研究專文，對於派系研究提出重要的補充；
不僅區分派系與「趨勢」（tendency）之不同，而且採用結構途徑據以研究政黨
派系。12 同樣類似的觀點，Nyomarkay 在研究德國納粹黨時，也將納粹黨內的派
系與較無良好組織基礎的「翼」（wings）作明確區分。13
新的派系人類學研究成果也在 1960 年代陸續發表，一些鄉村派系的概念開
始與政黨派系研究發生關聯。Nicholas 首先嘗試將人類學者與政治學者對派系的
看法做結合，並使用派系去解釋前現代社群中的非正式、私人侍從團體，同時拓
展此概念至現代組織。此外，他並承認派系研究為一學術工作，藉此擺脫過去對
派系的偏見。14 其次，另一個值得重視的看法則來自 Kothari 對印度政黨體系的
研究，他發現在一黨主導的政治體系中，派系可以是該政黨的反對壓力來源之
一；因此派系政治不僅可以作為政黨競爭的部份替代品，也可以平衡一黨政治所
帶來的負面表象。15
除了派系本身，有些著作也試圖分析「派系體系」
（ faction systems）
。Nicholson
特別將派系體系視為特殊的「政治風格」（style of politics），並提出派系體系的
8

V. O. Key, Jr., Southern Politics in State and Nation（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49）; V. O. Key,
Jr., American State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56).
9
Maurice Duverger, Political Parties: 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 Barbara
and Robert North trans., (London: Methuen ＆ Co., third edition, 1964).
10
Raphael Zariski, “Party Factions and the Comparative Politics: Some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Midwest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 No.1 (Feb. 1960), pp. 27-51.
11
William Nisbet Chambers, “Party Development and Party Action: The Americam Origins,” Journal
of History and Theory, Vol.3, No.1 (Feb. 1963), pp. 91-120.
12
Richard Rose, “Parties, Factions, and Tendency in Britain,” Political Studies, Vol.12, No.1 (Feb.
1964), pp. 33-46.
13
Joseph L. Nyomarkay, “Factionalism in the Northern Socialist German Workers’ Party, 1925-1926:
The Myth and Reality of the Northern Faction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LXXX, No.1 (Mar.
1965), pp. 22-47.
14
Ralph W. Nicholas, “Fac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in Michael Banton, ed., Political System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Power, Association of Social Anthropologists, Monograph No.2 (London:
Tavistock Publications, 1965), pp. 21-61.
15
Rajni Kothari, “The Congress Party System in India,” Asian Survey, Vo.4, No.12 (Dec. 1964), pp.
1161-1173.
4

基本三種類型，包括「傳統鄉村中的小規模、同質社區派系」
（factionalism in the
small, homogeneous community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
「全國性政治組織或政黨中
的多樣、自主派系」（poly-communal factionalism in national-wide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or political parties）與「高度集權結構中的階級派系」（hierarchical
factionalism in highly centralized power structures）。16 1970 年中期後，派系政治的
描述作品開始逐漸增加，主要集中在被承認有高度派系化政黨的國家，例如日
本、義大利等。其次，亞洲開發中國家的「傳統鄉村派系」
、
「現代城市的政黨派
系」
；
「一黨、一黨主導政治體系的派系」等，也都是研究者有興趣的主題。1978
年，Belloni 與 Beller 共同主編 Political Parties and Fac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一書，分別邀請學者討論「一黨獨大」（dominant-party）、「可更換」
（alternating-party）與「一黨」
（single-party）政黨體系下 16 個國家的派系政治，
堪稱是 1970 年代末期政黨派系研究的總結。17 1995 年初，著名期刊
Democratization 製作“Factional Politics and Democratization”專題，由 Gillespie,
Waller 與 Nieto 共同主編，主要探討派系在東歐（原為共黨政體）與南歐（原為
右翼獨裁政體）民主轉型國家中的角色與功能，18 最後並以同樣書名正式出版。
19

二、民進黨之相關研究成果
在民進黨研究成果方面，因應其政治地位與影響力日益增加，學術界對此已
有相當程度的研究累積，尤其在學位論文部份。本文以下，筆者分別從幾個層面
就此主要成果加以說明：
（一）民進黨與台灣政治發展：誠如 Dahl 所分析，威權轉型的主要內涵，
便是反對力量參與政治競爭的制度化過程。20 從 1980 年代中期開始，多數學者
都會特別強調民進黨在台灣民主轉型過程中的重要性，21 而這也進一步促成台灣
16

Norman K. Nicholson, “The Factional Model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5, No.3 (Oct. 1972), pp. 291-314.
17
Frank P. Belloni and Dennis C. Beller, eds., Faction Politics: Political Parties and Fac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Santa Barbara, California: ABC-Clio Press, 1978).
18
Richard Gillespie, Michael Waller and Lourdes L. Nieto, eds., “Factional Politics and
Democratization,” Democratization, Vol.2, No.1 (Spring. 1995).
19
Richard Gillespie, Michael Waller and Lourdes L. Nieto, eds., Factional Politics and
Democratization (London: Frank Cass ＆ Co, 1995).
20
Robert A. Dahl, Polyarchy：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 (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4-14.
21
參見李筱峰，台灣民主運動四十年（台北：自立晚報出版社，初版，1987 年 10 月）
；倪炎元，
東亞威權政體之轉型－比較台灣與南韓的民主化歷程（台北：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 版，
1995 年 11 月）
；王振寰，
「台灣的政治轉型與反對運動」
，資本、勞工與國家經濟：台灣的政治
與社會轉型，台灣社會研究叢刊-04（1993 年）
，頁 21-61；李晴輝、丁連財譯，田弘茂著，大轉
型－中華民國的政治和社會變遷（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初版，1989 年 11 月）
，
頁 87-132；Tien Hung-mao, “The Transformation of an Authoritarian Party-State: Taiw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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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政黨體制（party system）的明顯變遷。22
（ 二 ） 以 民 進 黨 為 研 究 主 題：就整體性的探討， Chao, Wu, Rigger 與林勁分
析民進黨執政後的表現；23 Rigger 發表第一本民進黨的英文專著，希望西方讀者
能藉此書認識台灣新執政黨的歷史、組織與意識型態；24 Lu, 徐博東闡明民進黨
在台灣政治發展－尤其是民主化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25 郭正亮以當事人參與觀
點，綜合學理分析、從政經驗、人物側寫、形勢推估等層面，描繪出民進黨轉型
的整體圖像。26 鄭聲（何榮幸）檢討民進黨建黨九年的表現，並指出其邁向執政
的種種關卡。27 黃德福企圖從組織結構、派系政治、反對策略與選舉競爭等四個
面向，分別深入剖析民進黨的過去與現況，並且評估其在台灣地區政治民主化過
程中的角色；28 李敖與孫慶餘從政治評論的角度研究早期的民進黨。29
此外，學位論文部份，古淑芳從言論角度分析早期黨外運動在內部組織化過

Development Experience,” Issues ＆ Studies, Vol.25, No.7(July. 1989), pp. 105-133; Cheng Tun-jen,
“Democratizing the Quasi-Leninist Regime in Taiwan,” World Politics, Vol.61, No.4 (July. 1989), pp.
471-499; Huang Teh-fu, “Electoral Competition and Democratic Transitio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Issues ＆ Studies, Vol.27, No.10 (Oct. 1991), pp. 97-123; Chu Yun-han, Crafting Democracy in
Taiwan (Taipei: Institute of National Policy Research, 1992), pp. 53-58; Cheng Tun-jen ＆ Stephan
Haggard, eds., Political Change in Taiwan (London: Lynne Rienner, 1992); You Ying-lung, “Elite
Politics in the Process of Taiwan’s Regime Change (1984-1987),” Soochow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No.2( 1993), pp. 93-130; Shelley Rigger, “Mobilisational Authoritarianism and Political
Opposition in Taiwan,” in Garry Rodan ed., Political Opposition in Industrialising Asia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pp. 300-322.
22
參見彭懷恩，台灣政黨體系的分析（1950-1986）
（台北：洞察出版社，初版， 1989 年 3 月）
；
吳文程，台灣的民主轉型：從權威型的黨國體系到競爭性的政黨體系（台北：時英出版社，初版，
1996 年 1 月）
；許介鱗，政黨政治的秩序與倫理，
（台北：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國家政策研究
資料中心，初版，1989 年 4 月 25 日）
。
23
Chao Chien-min, “The DPP in Powe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11, No.33 (Nov. 2002),
pp. 605-612; Wu Jau-shieh, “Political Earthquake and Aftershocks: The DPP after the 2000
Presidential Elec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11, No.33 (Nov. 2002), pp. 625-644;
Shelley Rigger, “The Ruling Party: Finding Effective Governance,” Taipei Review, Vol.53, No.2 (Feb.
2003), pp. 24-29; 林勁，
「民進黨執政之後的困境與走向」
，台灣研究季刊（2001 年第 3 期）
，頁
12-19。
24
Shelley Rigger, From Opposition to Power: Taiwan’s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Boulder,
Colorado: Lynne Rienner, 2001).
25
Lu Ya -li, “Political Opposition in Taiwa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in Cheng Tun-jen and Stephan Haggard, eds., Political Change in Taiwan (Boulder, Colorado: Lynne
Rienner, 1992), pp.121-146；呂亞力，
「台灣的反對黨：民進黨的發展」
，張京育主編，中華民國
的民主化：過程、制度與影響（台北：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初版，1992 年 3 月）
，頁 195-223；
徐博東，大陸學者眼中的民進黨（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3 年 5 月出版）
。
26
郭正亮，民進黨轉型之痛（台北：天下遠見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第 1 版，1998 年 5 月 20 日）
。
27
鄭聲，警告民進黨（台北：日臻出版社，初版，1995 年 11 月）
。
28
黃德福，民主進步黨與台灣地區政治民主化（台北：時英出版社，初版修正，1992 年 7 月）
；
「民進黨的組織體質與權力生態」
，政治學報，第 20 期（1992 年 12 月）
，頁 215-239；
「民進黨
與台灣地區的政治民主化」
，楊泰順編著，政黨政治與台灣民主化（台北：財團法人民主文教基
金會，1991 年 11 月出版）
，頁 149-174。
29
李敖， 民進黨研究（台北：李敖出版社，初版，1989 年 3 月 31 日）
；孫慶餘，民進黨現象（台
北：日知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初版，1992 年 6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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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所面臨的衝突與困境；30 陳孟元透過一手史料尋找出黨外運動發展之脈絡，
闡述台灣黨外運動如何在 1980 年代，凝聚為突破國民黨政治禁忌的反對黨力
量；31 林怡君探討黨外時期及民進黨時期的路線爭議，包括其始末、內涵、原因、
後續發展及影響；32 劉念夏主題為民進黨在威權轉型過程中的政治抗議行為與策
略；33 周慧君以比較的方法，探討反對黨在民主化的過程中，為何有些政黨（波
蘭團結工會）很快面臨分裂？而有些政黨（民進黨）卻仍可以保持團結？34 李博
榮與高銘聰則集中研究民進黨的政黨轉型。35
（ 三 ） 以 民 進 黨 派 系 為 研 究 主 題 ： 此部份成果不多，吳乃德根據政黨理論分
析從黨外到民進黨創黨初期的內部分歧；36 宋朝欽等人從新聞寫作的角度透視民
進黨派系；37 Cheng 與 Hsu 研究民進黨派系對台灣政治議題、政黨重組之影響；
38

大陸學者張鳳山、林勁、鞠海濤從政情角度研析民進黨派系；39 陳益倫探討民

進黨派系的發展演進，並分析其與相關政策的關聯；40 呂弦玲以派系互動為主要
變項，領導行為與關係主義為干涉變項，探討此變數對民進黨在組織變革過程中
的影響；41 陳華昇、楊鈞池、國民黨中央政策委員會站在政治評論的立場，分析
2000 年總統大選後民進黨的派系生態。42
（四）派系與選舉：黨內提名與選舉也是另一個觀察民進黨派系的重點。先
30

古淑芳，台灣黨外運動（1977-1986）－以黨外言論為中心之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
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 年。
31
陳孟元，台灣一九八○年代黨外運動之研究，國立中央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 年。
32
林怡君，民進黨反對運動路線爭議之研究，國立台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 年。
33
劉念夏，民主轉型期反對黨政治抗議行為之研究－以民進黨為例，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
碩士論文，1991 年。
34
周慧君，民主化過程中反對黨分裂或團結之比較分析－以波蘭團結工會與民進黨為例，國立
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 年。
35
李博榮，民主進步黨政黨轉型之研究，私立東吳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 年；高銘
聰，民主進步黨政黨轉型之分析，私立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 年。
36
吳乃德，
「反對事業的第二條陣線－從黨外到民進黨的內部分歧」
，澄社，台灣民主自由的曲
折歷程－紀念雷震案三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自立晚報設文化出版部，第 1 版，1992
年 11 月）
，頁 77-110。
37
宋朝欽、何榮幸、張瑞昌合著，民進黨執政之路（台北：風雲論壇出版社，初版，1993 年 8
月）
，頁 108-178。
38
Cheng Tun-jen and Hsu Yung-ming, “Issue Structure, the DPP’s Factionalism and Party
Realignment,” in Tien Hung-mao, ed., Taiwan’s Electoral Politics ＆ Democratic Transition: Riding
the Third Way (New York: M.E. Sharpe, 1996), pp. 137-173.
39
張鳳山，「民進黨的派系簡析」
，台灣研究（1994 年第 3 期）
，頁 53-59；林勁，
「民進黨的派系
鬥爭及其對三屆立委選舉的影響」
，台灣研究集刊（1996 年第 1 期）
，頁 47-57；鞠海濤，
「從派
系共治到以黨輔政－民進黨決策模式分析」
，台灣研究（2001 年第 4 期）
，頁 22-27。
40
陳益倫，民進黨派系發展之研究，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年。
41
呂弦玲，組織變革中派系互動的影響及其相關機制的探討－以民進黨為例，國立政治大學心
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年。
42
陳華昇、楊鈞池，
「民進黨派系政治與家族政治」
，國政研究報告（2001 年 5 月 14 日）
，
http://www.npf.org.tw；國民黨中央政策委員會，民主進步黨五大派系簡介（2002 年 3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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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黨內提名而言，雖然此種制度的演進常有黨內民主、權力下放等冠冕堂皇之理
由，但實際上其中主要涉及的是黨內派系競爭與實力結構等原因。43 以民進黨為
例，其內部提名制度不僅相當具有特色，自建黨以來也已屢屢變革，原因為何？
有必要加以探究。其次，我國特殊的選舉制度：「複數選區單記非讓渡投票制」
（multi-member district 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以下簡稱 SNTV），一般被認
為會造成政黨在選舉中的影響力降低，而使具有鮮明、極端立場或擁有資源動員
能力的派系候選人容易當選。44 此方面的相關研究，有廖益興、黃家興、楊圓娟
與李昆澤探討民進黨內派系在選舉與黨內提名制度中的參與及競逐。45
（ 五 ） 派 系 與 台 灣 獨 立 及 中 國 政 策 ： 台獨論述與中國政策，長久以來一直是
民進黨內爭論不休的議題，甚至還發生為尋求共識而舉辦研討會進行大辯論。46
值得注意的是，黨內各派系在其中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成為觀察各自立場的重
要參考點。相關的研究，葉欣怡、吳俊德、柳金財與林勁強調民進黨台獨論述之
形成與爭論；47 陳銘城與陳佳宏回顧民進黨與海外台獨運動及組織之關聯；48 另
外，柳金財、王耀慶、黎寶文、趙永茂、王志誠、Wang, Chao 等則著重中國政
策政策發展與轉型之探討。49
43

Anthony Downs,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cations,
1957), pp. 24-29.
44
王業立，比較選舉制度，
（台北：五南出版有限公司，第 2 版，2000 年 10 月）
，頁 134-135。
45
廖益興，
「民進黨的派系政治與提名制度」
，國家政策（動態分析）雙周刊，第 92 期（1994 年
8 月 9 日）
，頁 8-9；黃家興，民進黨提名制度與黨內派系，私立東海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1997 年；楊圓娟，民進黨提名制度的形成與演變，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年；李昆澤，民主進步黨初選制度的研究－初選制度的設計與演變，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在
職班碩士論文，2002 年
46
民進黨內曾於 1998 年 2 月 13 日至 15 日舉辦研討會進行中國政策辯論。
47
葉欣怡，台獨論述與民進黨轉型，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年；吳俊德，
民進黨統獨論述之分析，私立東吳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年；柳金財，
「國府遷台以
來反對勢力台獨論述的形成、理論建構與轉型」
，台灣史料研究，第 17 期（2001 年 5 月）
，頁 71-98；
「民進黨關於台灣前途主張的歷史發展演變」，中國事務，第 2 期（2000 年 10 月）
，頁 98-114；
「民進黨台獨論述轉型與大陸政策調整」
，共黨問題研究，第 26 卷第 6 期
（2000 年 6 月）
，頁 77-91；
「民進黨的台獨論述與大陸政策：過程、轉型與發展」
，東亞季刊，第 31 卷第 2 期（2000 年春
季）
，頁 101-130；林勁，
「台獨」研究論集（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台灣授權版，1993 年 12
月 1 日）
。
48
陳佳宏，海外台獨運動史－美國「台獨」團體之發展與挑戰（台北：前衛出版社，初版，1998
年 10 月）
；陳銘城，海外台獨運動四十年（台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第 1 版，1992 年 11
月）
。
49
柳金財，
「淺談民進黨內部的派系生態與大陸政策爭議」
，自由解放論壇（2001 年 5 月 10 日）
，
http://netcity5.web.hinet.net/UserData/lukacs/dpppolicy.htm；
「記民進黨中國政策研討會一周年－派
系政治與政策爭論抉擇」
，中國大陸研究教學通訊，第 31 期（1999 年 3 月）
，頁 11-14；大膽西
進？戒急用忍？民進黨大陸政策剖析（台北：時英出版社，初版， 1998 年 2 月）
；「『一中一台』
架構下民主進步黨大陸政策分析－『泛美麗島系』與『泛新潮流系』政策爭論與政策選擇」
，東
亞季刊，第 29 卷第 1 期（1998 年冬季）
，頁 180-208；黎寶文，民進黨大陸政策之研究 1986-2001：
一個雙層賽局的觀點，國立中正大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年；王耀慶，民進黨大陸政策演變
之研究－政策影響變數之分析，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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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派系與修憲：1990 年代期間，台灣朝野曾斷斷續續進行過多達 6 次的
修憲事宜；而這項國家根本大法的修改，牽動未來國家政局發展、朝野互動甚鉅。
為此，民進黨黨內派系曾爆發總統制、雙首長制、內閣制孰優孰劣的爭議，也曾
發生黨內竟有不同修憲版本的情況。對於這種特別的現象，周永鴻、陳儀深、李
炳南與曾建元曾就派系參與修憲之過程詳加分析。50
（ 七 ） 派 系 與 地 方 政 治 ：民進黨各派系為求壯大，也會在各自執政的地方縣
市與地方黨部尋求發展，而這也造成各派系之間實力的消長。對此問題，或許受
限於各自縣市的特殊性與缺乏田野調查，相關研究並不周全；范雲、吳瑞文、楊
靜華、唐賞蓉與陳璿仁的學位論文中有提及相關的問題；51 其次，他們的研究並
觸及民進黨的「人頭黨員」、基層經營等難題。
衡量目前有關民進黨派系的研究成果，有以下幾個重點尚待補充：
一、現有研究在時間點上多只論及黨外時期及反對黨時期，而並未論及執政
時期，這是一個重大的學術缺漏。因為在 2000 年 5 月後，無論在權力結構的移
轉及總統府、行政院、立法黨團及黨中央的互動上，民進黨本身都面臨了全新的
經驗，而這也導致了 2002 年 4 月的黨務改造進行，並牽動派系之間的互動與實
力消長。因此，補足這段執政期間的研究缺漏，將有助於深刻理解民進黨派系政
治的整體發展與最新演變。
二、或許受限於資料的缺乏，學術界對於民進黨各派系的組織運作及重要人

趙永茂主持，民進黨大陸政策之研究，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委託專案研究報告（ 1999 年 6 月）；王
志誠，民進黨大陸政策之研究－從派系發展面剖析，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論
文，2003 年； Wang Te-yu, “One China, One Taiwan: An Analysis of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s China Policy,” African and Asian Studies, Vol.35, No.1 (Feb. 2000), pp. 159-182; Chao
Chien-min, “One Step Forward, One Step Backward: Chen Shui-bian’s Mainland Polic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12, No.3 (Jan. 2002), pp. 125-143.
50
周永鴻，民進黨與第四次修憲－制度設計談判中的偏好形成與策略選擇，國立台灣大學政治
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年；陳儀深，
「偶然或必然？－1997 年台灣修憲過程中的政黨合作路線
檢討」
，中華民國行憲五十年學術研討會論文暨研討實錄（1998 年 4 月）
，頁 97-108；曾建元，「論
民進黨轉型及其憲改策略之轉變 1994-1996」
，中山人文社會科學期刊，第 6 卷第 2 期，（1998 年
12 月）
，頁 147-195；李炳南、曾建元，
「第四次修憲之研究－政黨過程與制度後果」
（上）
，立法
院院聞，第 26 卷第 6 期（1998 年 6 月）
，頁 30-49；
「第四次修憲之研究－政黨過程與制度後果」
（下），立法院院聞，第 26 卷第 7 期（1998 年 7 月），頁 16-34；
「第四次修憲重大議題的政治邏
輯與法理分析」
，憲政時代，第 24 卷第 2 期（1998 年 10 月）
，頁 1-45；
「第四次修憲之研究－政
黨政治過程與制度後果」
，中華民國行憲五十年學術研討會論文暨研討實錄（1998 年 4 月）
，頁
109-146。
51
范雲，民主進步黨地方黨部的組織與動員網絡的分析，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1994 年；吳瑞文，民進黨地方黨部組織運作之分析，私立中國文化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碩士論
文，1999 年；楊靜華，民進黨地方政治生態之研究－以南投縣為例，私立東海大學公共事務碩
士學程在職進修專班碩士論文，2002 年；唐賞蓉，地方派系與民進黨結盟互動之探討：以嘉義
縣九十年縣長與立委選舉為例，私立東海大學公共事務碩士學程在職進修專班碩士論文，2003
年；陳璿仁，民進黨與地方勢力變遷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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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大都未進行研究，這的確是一重大缺憾。有鑒於派系組織運作及重要人事的重
要性，此部份的探討必須即刻進行與補充。
三、就筆者的觀察，民進黨派系的實際影響是橫跨三個層面：即政黨、選舉
及政府事務；而政黨、選舉及政府制度也會影響派系政治之發展。現有研究成果
或者著重其一、其二，並未有整體層面的探討；因此若能全面探討派系與政黨事
務、選舉事務及政府事務的關聯，俾有助於理解民進黨派系政治的全貌。
四、目前政黨派系雖有眾多理論的累積；但不可否認的，這大部分都是學者
觀察西方政黨後的論點。這些理論是否能充分解釋民進黨派系？在筆者看來，不
無疑問。因此，有必要就民進黨的發展經驗，提出一套該黨派系政治的分析架構，
以全面說明其成因、實際運作方式及特點。
五、因應執政，民進黨的派系運作是否也面臨了轉變？有何最新發展現況？
該如何轉型？這些都是從事民進黨派系研究時，可以額外考量的重點。對此，筆
者在結論中也提出相關的發現與建議。

第三節

分析架構與章節安排

筆者在考量民進黨派系政治的發展背景、過程與實際內容後，為了分析上的
便利及周全，也提出適當的分析架構（圖 1-1）。茲說明如下：
A. 從黨外、反對黨到成為執政黨，民進黨的發展正值台灣政治變遷的關鍵
時期。確切掌握此外在發展脈絡，才能理解民進黨派系的形成背景與外部環境。
B. 在政黨發展過程中，民進黨不可避免地要跟其他政黨進行互動與競爭，
而該黨派系也進一步參與其中的合縱連橫，此現象必須特別留意。
C. 因應不同的時空階段，民進黨派系政治因此呈現出不同的發展軌跡，而
派系之間更有實力的消長。若能從歷史發展的角度對此進行回顧，將有助於全面
觀照派系發展的來龍去脈。
D. 派系作為黨內的權力集團，幾乎凝聚了民進黨內主要行動者的各自認同
與團結，而沒有派系歸屬的「黨內孤鳥」則幾乎少有發展空間。這種特殊的權力
集團分立及運作現象，有必要知悉其箇中組織運作及重要人事。其次，筆者在此
部份也將進一步總體比較各派系的組織運作與菁英類型。
E.

1940、1950 年代，Key 曾以「政黨組織」（party organization）、「政黨與

選民」（party and the electorate）、「政黨與政府」（party and the government）的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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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分析政黨，相當程度能涵蓋並說明其實際影響層面與功能。52 準此，筆者亦以
三個層次分析派系的運作與功能，包括政黨事務、選舉事務及政府事務。在政黨
事務方面，筆者所著重的是派系與黨務組織、人事、政策及發展策略的關聯。
F. 選舉事務方面，筆者則以制度及實際競爭的探討為主，包括現行選舉制
度、歷次提名制度與派系的關聯。其次，藉由分析派系的選舉競爭情形，也可一
窺派系的選舉能力與實力消長。
G. 政府事務方面，筆者著重派系與政府人事及政策的關聯，其中的分析重
點包括中央政府、立法院黨團的人事安排與政府定位及政策。
H. 透過前述各部分的探討，並配合一般的派系理論分析，筆者在此嘗試提
出民進黨派系政治的解釋架構。主題包括派系形成之原因；派系功能；派系結構、
體系與特徵；派系結構的穩定與變遷；派系之間的衝突與衝突化解機制及派系在
各階段的發展特色。
I. 此部份，筆者綜合說明當前民進黨派系政治的最新現況，並提出改進之
建議。
基於上述架構，本文的命題為：
一 、黨外勢力的延續、黨的組織結構特徵（諸如派系共治、合議制、權力分
散、黨職選舉）及黨內初選、公職選舉制度，是孕育民進黨派系的主要原因。
二、長期以來，派系在黨務、選務及政務的深刻參與，也使民進黨成為公開
的派系聯盟（coalition of factions）型態政黨。

52

V. O. Key, Politics, Parties, and Pressure Groups (New York: Thomas Y. Crowell, 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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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論文分析架構
外環境：A.政黨發展脈絡 （黨外時期、反對黨時期、執政黨時期）
B. 政黨政治脈絡 （與他黨競爭及互動）
C. 民進黨派系的發展軌跡

D. 民進黨
各派系的組織運作及重要人事
（美麗島、新世紀、新動力、新潮流、正義連線、福利國、台獨聯盟、主流聯盟）

E. 政黨事務
一、黨務人事及
政策
二、政黨發展策略

F. 選舉事務
一、黨內提名
二、選舉競爭

G. 政府事務
一、政府人事
二、政府定位
及政策

H. 民進黨派系政治的分析架構
一、派系形成之原因
二、派系功能
三、派系結構、體系與特徵
四、派系結構的穩定與變遷
五、派系間的衝突與衝突化解機制
Hhhhhii
g
六、派系在各階段的發展特色
I. 派系現況與建議

在論文章節方面，筆者規劃如下：
第 一 章 緒 論：首先說明本論文的研究動機與目的，並進行相關文獻回顧。其
次，則進一步提出所採用的分析架構與研究方法。
第二章政黨派系之理論探討及法律定位：筆者在此綜合政黨派系的整體理
論，以做為論文之參考及分析工具；內容主要包括派系之傳統偏見、現代定義、
12

組織及脈絡特徵、結構比較、形成原因、角色、功能與整體特徵。其次，筆者亦
從法律規範角度判斷派系之地位與政黨因應之道。
第 三 章 民 進 黨 派 系 的 發 展 軌 跡 ：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筆者在本章中勾勒與描
述民進黨不同時期（黨外、反對黨、執政黨）的派系發展軌跡。
第四章民進黨各主要派系的組織運作及重要人事：過去由於相關資料的缺
乏，我們對於民進黨各派系組織運作及重要人事的理解都流於片面。在本章中，
筆者主要以各派系組織章程為分析標的，並輔以訪談，嘗試探討派系整體組織運
作及重要人事。在安排順序上，首先是美麗島及其分裂後所衍生的新世紀與新動
力，其次是組織嚴密、凝聚力強的新潮流和由兩大政治明星陳水扁、謝長廷所創
立的正義連線與台灣福利國連線。最後則是從海外回國的台獨聯盟與四大派系：
正義連線、台灣福利國連線、台獨聯盟與新動力所組成的主流聯盟。
第 五 章 派 系 與 黨 務 人 事 及 政 策 ：在本章中，筆者探究派系與民進黨黨務人事
及政策的關聯。其中，黨務人事的重點包括組織特色、歷屆的黨主席、秘書長、
中執委、中常委、中評委及地方黨部主委；而政策部分則以台灣獨立、中國政策、
憲政體制及國會改造為主。
第 六 章 派 系 與 政 黨 發 展 策 略：從黨外到執政，民進黨為求發展，曾嘗試過眾
多的發展策略；而其中，派系也有深刻的參與及競爭。在本章中，筆者分別探討
不同時期（黨外、反對黨及執政黨）的眾多發展策略，其中包括派系在反對、執
政、執政鞏固等策略上的辯論、競爭及選擇。
第 七 章 派 系 與 選 舉：黨外時期，選舉便是反對人士重要的政治參與管道；隨
著國內日益民主、開放，1980 年代末期，民進黨已全然投入選舉的行列之中。
在本章中，筆者首先探討派系與選舉、黨內提名制度的關聯；其次，並提及派系
的輔選運作與選舉競爭（主要以 1995、1998、2001 年立委選舉為例）。
第 八 章 派 系 與 政 府 人 事 及 政 策 ：早在反對黨時期，民進黨便已陸續藉由選舉
勝選取得地方行政首長之職務；2000 年 5 月 20 日，民進黨更進一步開始駕馭龐
大的中央政府人事及政策。究竟派系在其中有何參與？筆者分別以中央政府、立
法院黨團、政府定位、產業、財政及金融政策等個案作探討。
第 九 章 結 論：透過前述章節的討論，筆者在本章中歸納出整體的研究發現，
以作為民進黨派系政治的整體分析架構。其次，並將說明派系發展的最新現況、
困境與改革建議。

第四節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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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當研究方法的選用，不僅有助於資料的搜集，也有助分析與逼近研究標
的。本文在考量研究主題與資料後，選擇了多種研究方法（research methods）。
首先採用「文獻研究法」（literature analysis method）。此方法可以避免重複
過去的研究，並瞭解前人研究成果之優缺點；此外，以此作為研究基礎，也可以
幫助研究者釐清研究方向、適度調整研究重點。在本論文中，筆者分別從圖書館、
民進黨、各派系辦公室及民間史料基金會蒐集到政黨派系及民進黨相關文獻，包
括：一、學術界目前的研究成果、理論；二、民進黨本身的黨綱、黨章、決議文、
辦法、黨團規程、各派系章程及內部出版資料；三、散見報章、書籍及雜誌等有
關民進黨派系之報導文章；四、相關主題的演講錄音。
其次，則採用「內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 method），此方法藉由系統、
量化及客觀的方式，以探討各項文獻資料；並據以瞭解其價值、意識型態及意涵，
作為論文觀點判斷、佐證之依據。另外，有鑑於派系屬於非正式的團體現象，因
此有很多運作情況並不能付諸於文字，甚至會有和文字描述發生不一致之情形。
為了能全盤瞭解其實際面貌，本文亦採用實地「訪談法」（interview surveys
method）與「觀察法」
（observation method），由筆者事先擬定問題，廣泛地針對
民進黨的各派系人士進行接觸、觀察及口頭當面訪談，並記錄其回答內容與反應
方式，以獲得靜態文獻以外的資料，作為論文研究的重要參考。
在訪談對象的設定方面，由於會直接影響到訪談內容的信度與效度，因此
筆者先請民進黨資深人士擬具各派系的代表名單，以供進行訪談。表 1-1 為筆者
訪談名單（依姓氏筆劃順序），其中主要對象皆為上述代表人士，年紀大多三、
四十歲、主要負責派系辦公室業務，樂於接受訪談並提供相關資料，對於瞭解派
系運作有莫大幫助。在人數分配上，由於公開型的派系資料較易取得，因此訪談
人數較少；而封閉型的派系，如新潮流，則訪談人數較多。此外，筆者原本也計
劃訪談部份公職及黨職人員，惟前者大都抱持主觀政治立場（例如前立委，匿
名）
，而後者多不方便接受訪談（例如現任中央黨部組織部副主任，匿名）
，因此
最後只選定一位立委、一位縣議員及市黨部幹部，針對筆者不明嘹的相關問題進
行請教。至於記者部份，接受訪談的三位記者都是國內最大報紙與周刊的資深記
者，多年來皆主要採訪民進黨新聞，對於該黨發展頗有心得。筆者請他們指正論
文章節大綱，希望借重其豐富採訪經驗彌補論文觀點的不足。
訪談內容方面，主要有以下重點：一、請受訪者描述所屬派系的運作情形：
包括該派系的發展歷史、主要理念、組織運作方式、重要成員、領導菁英、紀律
要求、人才甄補、選舉功能等。二、請受訪者回應外界對該派系的評價，包括正
面及負面，筆者亦提出相關問題。三、請受訪者說明民進黨執政後，派系整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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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況，並與過去經驗作比較。四、請受訪者主觀評價民進黨派系政治的優劣之
處，究竟對民進黨整體發展有利還是有弊。五、若所屬派系有組織章程，請受訪
者提供，而筆者並承諾在使用上會遵守相關學術倫理，以免造成當事人的困擾。
六、請受訪者代為確定有爭議的派系成員。此外，若受訪者有較特殊的背景，例
如立委邱太三為新潮流立院流團召集人，筆者還特別請教該團發展過程、角色定
位及黨團事務。而縣議員沈發惠與市黨部副執行長李元基，請教的重點則在於派
系的地方經營及派系與地方黨部的互動。
取得訪談內容後，筆者會特別徵求受訪者的同意後，才在論文中引用其發言
與姓名。
表 1-1

論文訪談名單

姓名

派系屬性及職稱

王志鈞
朱高正
何榮幸
吳芳銘
李元基
李世明
李憲榮
沈發惠
周威佑
林宜正
林美玲
林茗顯
邱太三
張維嘉
黃建興
劉坤鱧
劉貞祥
潘冠志
鄭淑心
黎威宏

前商業週刊政治組資深記者（主要採訪民進黨新聞）
派系：泛美麗島（前立法委員）
中國時報撰述委員（主要採訪民進黨新聞）
派系：美麗島（前美麗島、新動力國會辦公室主任）
派系：新潮流（民進黨台北市黨部副執行長）
派系：正義連線（正義連線辦公室主任）
派系：台獨聯盟（前獨盟台灣國會辦公室主任）
派系：新潮流（台北縣議員）
派系：新潮流（新潮流辦公室前副總幹事、台北市議員）
派系：新世紀（前新世紀辦公室執行長）
前聯合報政治組召集人（主要採訪民進黨新聞）
派系：台獨聯盟（獨盟秘書處主任）
派系：新潮流（立法委員）
派系：新潮流（新潮流辦公室總幹事）
派系：無（台南縣政府機要秘書）
派系：美麗島（前美麗島辦公室主任、許信良主席特別助理、台中縣議員）
派系：福利國（前福利國辦公室主任、總統府資深顧問）
派系：主流聯盟（立法委員蔡同榮國會辦公室副研究員）
派系：福利國（前福利國辦公室主任、民進黨副秘書長辦公室秘書）
派系：無（立法委員陳其邁國會辦公室前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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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政黨派系之理論探討及法律定位

西方十八世紀時，「派系」（faction）與「政黨」（party）曾長期被視為同一
名詞；不僅在定義上有所爭議與混亂，基本上也並不容易在實務上對兩者做區
別。而在學者的心目中，有關派系與政黨的理念演變，則是進行緩慢而曲折。1
就語源與語意上的說法，派系與政黨事實上傳達著不同的意義。派系一詞英
文 “faction”，是較古老並有既定涵義的名詞，它源自於拉丁文的動詞 “facere”，
指的是「動作」
（to do）
、
「行為」（to act）。接著“factio”一詞，在研究者的拉丁文
寫作上，則指傾向於從事分裂、有害行為的政治團體」；因此派系其拉丁字根所
傳達的原始意義，即具有「傲慢、極端、無情」的觀念，亦即是「有害的行為」。
至於政黨，其英文“party”，源自於拉丁文動詞 “partire”（divided, 分開之意），
後來則表示「部份」
（part）之意。十七世紀之前，“part”並非是重要的政治字彙；
接下來在 Burke 的寫作中，「部份」開始逐漸轉型為「政黨」
，不僅被理解成一種
「標的名詞」
（object term）
，也被指稱如同一種「具體的實體或代理機關」
（concrete
entity or agency）。2
同樣類似的情形，當前基於不同國情及語言；關於派系，我們也缺乏一個約
定俗成的名詞。例如日本人的派系是“habatsu”；希伯來人的派系是 “siya”；
法國人的派系是“tendance”；德國人的派系是“flugel, richtung, tendency”；義
大利人與西班牙人的派系是“correnti”；烏拉圭人的派系是 “sub-lema”；玻
利維亞人的派系是 “sector”；而智利人的派系則是“linea, corriente, ala,
tendencia”。3
綜觀目前政黨派系之研究成果，各種相關概念與理論雖逐漸有所累積，但也
反映出個別研究者對派系政治的興趣，而其中更有令人感到混淆的觀點。整體而
言，這些概念與理論中仍有少數的基本重點，進而成為派系研究中的知識議題，
包括派系如何組織、建構？派系的成因？派系所能發揮的功能？4
1

Giovanni Sartori,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Vol.1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3.
2
Ibid., pp. 3-6.
3
Dennis C. Beller and Frank P. Belloni, “Party and Factions: Modes of Political Competition,” in
Frank P. Belloni and Dennis C. Beller, eds., Faction Politics: Political Parties and Fac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Santa Barbara, California: ABC-Clio Press, 1978), p. 417.
4
Dennis C. Beller and Frank P. Belloni, “The Study of Factions,” in Frank P. Belloni and Dennis C.
Beller, eds., Faction Politics: Political Parties and Fac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San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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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在本章中主要進行政黨派系之理論探討，其次並從法學觀點分析派系的
法律定位。這些有關政黨派系的理論探討，主要反映出西方學者長期以來的研究
重點與途徑，相當具有參考價值。筆者在本文中將以綜合的角度援引此理論基礎
據以分析民進黨的派系政治。

第一節 傳統偏見與現代定義
從上古時期到十九世紀，西方政治思想對派系一詞通常帶有「厭惡」的意味。
例如在羅馬時期，派系被視為「可恥、不名譽的稱號」（opprobrious epithet）。
5

Hobbes 稱派系是議會統治國家中，由部份議員私自團結藉以操縱其餘之議員，

為非法的「陰謀派」（conspiracies）。6 Bolinglroke 將派系本質視為政黨的墮落，
是某些人為特定目標及特定利益所結合。 7 Hume 同樣對派系感到強烈的不滿，因
為派系會顛覆政府、破壞法律，更會讓國家內的人民互相憎恨。8
Burke 是第一個能明白區分派系與政黨的思想家。在他的論點中，政黨是人
們為通過共同努力以提高民族福利，並根據某種共同、認可的原則而結合的組
織；9 而派系則指的是那些為地位與薪俸進行利益鬥爭的「國王人馬」
（the king’s
men）
，10 這些人缺乏民眾的信任，沒有輿論的支持，也缺乏相互依賴，卻掌握著
政府的一切權力。其次，此派系受宮廷私意支配，不僅企圖破壞我們自由的一切
基礎，而且也同時削弱行政機構的一切權力，致使我們在國外遭受輕蔑，在國內
陷於分裂，是國家政治中的邪惡。若派系存在於議會，將會是使議會丟臉的非法
權力與奴役標誌，而議會最終應考慮將其唾棄。11
另一位對派系提出深刻評論的思想家則來自美國憲法之父 Madison；在 The
Federalist Papers 這本名著第十篇中，他對派系的性質、結果與原因提出權威性
的分析。12 在性質方面，Madison 認為派系是指一群基於某些共同情感或利益而

Barbara, California: ABC-Clio Press, 1978), pp. 9-10.
5
Ibid., p. 5.
6
朱敏章譯，Thomas Hobbes 原著，利維坦（台北：商務印書館，台 1 版，2002 年 9 月）
，頁 111。
7
轉引自 Giovanni Sartori,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p. 6.
8
Charles W. Hendel, ed. David Hume’s Political Essays (New York: The Liberal Arts Press, 1953), pp.
77-78.
9
蔣慶等譯，Edmund Burke 原著，，自由與傳統－柏克政治論文選（北京：商務印書館，第 1
版，2001 年 1 月）
，頁 148。
10
Sartori 認為此看法是對派系所做的極佳定義。轉引自 Giovanni Sartori,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p. 9.
11
蔣慶等譯，Edmund Burke 原著，自由與傳統－柏克政治論文選，頁 153-154。
12
James Madison, No. 10 The same subject continued, in Alexander Hamilton, James Madison and
John Jay, The Federalist Papers (Richmond, Vi rginia: Westvaco Corporation, 1995), pp. 10:55-1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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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在一起的公民，不管他們在全體公民中是居於多數或少數，都和其他公民權
利或社會永久、集體利益有所違背。必須指出的是，派系的害處主要不是出於派
系本身；而是發生在派系對政府的影響，因為派系將帶給公共議會動盪、不安與
混亂。
派系傾軋的結果，不可避免會造成政治上的不穩定和偏私的情形。若要消滅
它，一種方法是消滅自由，因為自由之於派系，正如空氣之於火，是它須臾不可
缺乏的養料；另一種方法則是使所有公民都有同樣的想法、情緒及利益。Madison
認為，前一種方法主張廢除自由，將會是非常愚蠢的做法；而後一種途徑更註定
不可能見效，因為想法、情緒及利益的差異乃是人性天生而成。換言之，派系的
潛在原因存在於人的本性之中；因此在任何文明社會裏，無論是宗教、政治與社
會等層面，到處都可以發現它的蹤跡。
除了上述幾位思想家的看法，在此也可以補充馬克思/列寧理論對政黨派系
的思考與定位。以中國共產黨觀點為例，其認為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進份子所組成
的統一戰鬥體，必須堅持黨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上的團結；而政黨派系係指
「政黨內以派系利益為出發點的思想和行為，和無產階級黨性根本不相容，是封
建階級和小生產者行幫思想在革命隊伍內的反映，是極端個人主義和無政府主義
的表現」
。在具體行為上，黨內派系主義對黨鬧「獨立性、任人唯親」
；把個人放
在第一位，把黨放在第二位，為了達到某種目的，拉拔一些人、排擠一些人、甚
至結成小幫派，進行無原則的派別鬥爭。13
上述種種對政黨派系的負面看法，Belloni 與 Beller 認為都是「傳統偏見」
（traditional bias），因為他們不願意承認派系可以在政治競爭中扮演一定的角
色，同時派系體系也可以在許多國家中長久維持，並擁有相當龐大影響力的事
實。同樣類似的觀點，Sartori 也認為傳統形式的派系，事實上並未被政黨所取代，
其意義也並未過時，即使在西方現代政黨政治中亦是如此。 14 Belloni 與 Beller 兩
人並進一步指出，若政黨研究是件重要的學術工作，那麼派系研究也需要受到同
樣的重視。15
在派系定義方面，1931 年，Lasswell 認為派系係指在較大的單位中，為增進
本身特殊或政策利益所組成的團體；它起源於權力鬥爭，代表成員利益，並附屬
於公共領域中藉以圖謀私利，運作毫無原則可言。16 1968 年，Huntington 對於派
13

景杉主編，中國共產黨大辭典（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第 1 版，1991 年 5 月）
，頁 247、
910。
14
Giovanni Sartori,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p. 73.
15
Dennis C. Beller and Frank P. Belloni, “The Study of Factions,” p. 6.
16
Harold D. Lasswell, “Factions,” in Edwin R. A. Seligman, ed., 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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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也提出重要的界定。他認為在政黨的發展過程中，「派系政治」（factionalism）
往往是其最初的階段；尤其在人民參政和政治制度化都尚屬低水平的情況下，政
治活動通常只涉及一大批鬆散、曇花一現的派系聯盟與組合。而這些派系聯盟或
組合既不能持久、也不定型，只是個人或家族競爭的野心投影，通常都缺乏持久
的組織及社會支持。17
很明顯的是，此時 Lasswell 與 Huntington 的看法仍與過去傳統偏見相當類
似。接下來的研究中，由於學者有不同文化脈絡（cultural contexts）的考量，派
系定義因此漸漸出現多樣的面貌，18 學者對此也並沒有很高的共識。
目前關於政黨派系的定義，就實証的角度，所使用到的相關名詞就包括「侍
從」
（clientele）
、
「趨勢」
（tendency）
、
「跨政黨趨勢」
（cross-party tendency）19、
「支
部」
（fraktion）與「原子化政黨」（atomized party）等。20 其中侍從指的是較高地
位領導者與較低依賴、追隨者之間，存在著相互的義務與服務的關係，而這種關
係主要存在於早期的鄉村與部落。趨勢指的是表達議題或代表廣泛態度的集合
體、21 或是政黨上層領導者的聚合； 22 跨政黨趨勢指「改革主義」
（reformism）者，
伴隨著非政黨贊助者而組成的壓力團體，可能打破政黨界限，同時參加左翼的勞
工黨與右翼的保守黨。支部指傳統議會中的政黨組織；原子化政黨則指政黨領導
階層四分五裂，而黨員各自圍繞著領導成員打轉之情形。
對於派系開始有較客觀的定義，可以 Zariski 為代表。他認為派系為「黨內
一種明確的組合或集團，其成員有共同的認同感和共同的目的，並且組織起來用
集體行動以實現自己的目標」。23 1978 年，Belloni 與 Beller 摘要各種定義，對政
黨派系做出一段較完整的意義界定，即「一群簇擁在一個偉大領導者人格周圍的
個人所組成的團體，無論站在何種地位或利益；或一群擁有某些意識型態、實用
的與經濟的價值，且不特別考量其領導人為何人的個人所結合成的有組織性團
Vol.6 (New York: The Macmillian Company, 1931), pp. 49-51.
17
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412-413.
18
Raphael Zariski, “Party Factions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 Some Empirical Findings,” in Frank P.
Belloni and Dennis C. Beller, eds., Faction Politics: Political Parties and Fac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Santa Barbara, California: ABC-Clio Press, 1978), p. 20.
19
Raphael Zariski, “Party Factions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 Some Empirical Findings,” pp.32-33.
20
Giovanni Sartori,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p. 75.
21
Rose 採用結構性觀點，並根據對英國國會的研究，首次對政黨內的「派系」與「趨勢」做區
分。其中趨勢如上定義，派系則是一有固定成員、自我意識與紀律的組織，根據政治活動影響廣
泛層面的政策。Richard Rose, “Parties, Factions, and Tendency in Britain,” Political Studies, Vol.12,
No.1 (Feb. 1964), pp. 37-38.
22
Angelo Panebianco, Marc Silver tran., Political Parties, Organization and Pow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38-39.
23
Raphael Zariski, “Party Factions and the Comparative Politics: Some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Midwest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 No.1 (Feb. 1960), p.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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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24 ；「派系如同在較大的團體內，對於政治優勢從事競爭、甚至敵對的有
組織性團體」。25
第二節

派系組織、脈絡特徵與結構之比較

首先，根據政黨派系行為者之間的組織、組合條件，可以將其區分為「政策
派系」與「人脈派系」。26 所謂政策派系係指彼此之間因政策理念相同而組成的
派系，因此其主要成員通常為年輕或是具有專業能力的黨員；而人脈派系則指因
選區相近、利益共生或家族世交因素而結合在一起的派系，其成員多為傳統老一
輩或具有共同利益的黨員。
其次，根據政黨派系的不同概念與形式；在組織特徵上，更可以將其區分為
三種類型，即「同好型派系或趨勢」
（factional cliques or tendency）
、
「私人侍從團
體派系」（personal, client-group factions）與「制度化或組織型派系」
（institutionalized or organizational factions），27 茲敘述如下：
一 、 同 好 型 派 系 或 趨 勢：指由一群在意識型態、政策、物質、個人或其他需
求上具有某些共同利益的人所組成的團體。但此團體缺乏正式的組織以追求上述
目標與利益，同時團體成員也未意識到組織的存在。在具體對象上，這種團體如
同政黨中的「翼」
（wings）
、
「趨勢」
（currents or tendency）或「非正式派系」
（informal
factions）。
二 、私人、侍從團體派系 ：此種派系係奠基於社會人類學者所提供的「恩庇
-侍從團體」
（patron-client groups）理論。28 根據 Nathan 的歸納，此種由所謂「侍
從結合關係」（clientelist tie）所形成的隱性人際網絡與政治動員結構，有七種純
粹的標記：
（一）這是兩個人之間的關係；
（二）這種關係由其整體社會網路的成
員所開發養成；
（三）這種關係的養成必須藉由「好處」
（gifts）或「服務」
（services）
的固定交換；
（四）此種交換包括成員之間的法律明文關係；而他們通常在地位、
財富或權力之間並非處於平等的狀態；（五）此種關係被成員充分理解；雖然有
24

Frank P. Belloni and Dennis C. Beller, “The Study of Party Factions as Competitive Political
Organization,”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Vol.29, No.4 (Dec. 1976), p. 544.
25
Dennis C. Beller and Frank P. Belloni, “Party and Faction: Modes of Political Competition,” p. 419.
26
這是依田 博研究日本自民黨派閥後所建構的概念。轉引自蔡增家，
「九○年代日本派閥政治
之分析」
，問題與研究，第 41 卷第 3 期（2002 年 5、6 月）
，頁 63。
27
Ibid., pp. 419-420.
28
恩庇-侍從團體與「二元契約」(dyadic contract)、
「二元聯盟」(dyadic alliance)、
「恩庇-侍從關
係」(patron-client tie)等概念相當類似。詳細討論參見 James C. Scott, “Parton-client Polit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Southeast Asi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LXVI, No.1(March.
1972), pp. 91-113. Carl H. Land’e, “Networks and Groups in Southeast Asia: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Group Theor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LXVII, No.1 (Mar. 1973), pp. 103-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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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彼此的權利、義務關係並不清楚明白；（六）成員擁有自由意志以取消此種關
係；
（七）此關係並非單一；其成員可以同時建立其他多種關係。29 此外，Dittmer
與 Wu 更進一步認為此種侍從結合關係至少具有三種面向：即「分享的屬性」
（shared attribute）、「階層性」
（hierarchy）與「互惠性」
（reciprocity）。其中互惠
性是這種關係的目標；階層性則是這種關係所建立的形式；30 而分享的屬性更是
這種關係的黏膠。換言之，這種侍從結合關係是一種領導者與追隨者、面對面、
上下垂直聯繫與利益結合的關係。
為了分析上的便利，Nathan 依據侍從結合關係，曾提出著名的「簡單派系」
（simple faction）（圖 2-1）與「複合派系」（complex faction）（圖 2-2）概念。簡
單派系指以單一領袖為最高核心，透過侍從結合關係與其他成員所組成的人際派
系；而複合派系則指透過單一領袖與一些次級簡單派系所組成的人際派系，且其
中簡單派系之間不必然有橫向的聯繫關係。31
圖 2-1

簡單派系

圖 2-2

複合派系

資料來源：Andrew J. Nathan, “A Factionalism Model for CCP Politics,” China Quarterly,
No.53 (Jan/March. 1973) p. 41.

侍從結合關係之所以存在，通常反映出既有體制功能上的不足。32 當既有體
制在指揮系統、行政效能、人才甄補或功績制度上發生失靈的狀態，使其中成員

29

Andrew J. Nathan, “A Factionalism Model for CCP Politics,” China Quarterly, No.53 (Jan/Mar.
1973), p. 37. Nathan 是研究派系的著名學者，成名著作為其博士論文：Peking Politics 1918-1923:
Factionalism and the Failure of Constitution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76).
30
Lowell Dittmer and Wu Yu -shan, “The Modernization of Factionalism in Chinese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47, No.4 (July. 1995), p. 472.
31
Andrew J. Nathan, “A Factionalism Model for CCP Politics,” pp. 39-40.
32
陳明通，派系政治與台灣政治變遷（台北：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修訂 1 版，1995 年 10
月）
，頁 14。
22

無法達成意志或滿足其利益追求時；侍從結合關係便可能應運而生，且成為非正
式的制度機制。尤其在政治領域，當政黨政治與利益團體政治不能充分發揮其作
用的地區或國家，此種私人、侍從團體派系便能擔負起部份的功能。33
私人、侍從團體派系與同好型派系的不同之處，在於前者有真實組織、獨特
形式、個人甄補及領導者與追隨者之間持續的約束。如果再進一步區分，可以分
為兩種形式：即一種為「傳統型、高度私人化的派系」，其甄補規模小，通常私
下進行；另一種為「大眾選舉機器」，也是私人派系；但其甄補規模大，且公開
進行。
三 、 制 度 化 或 組 織 型 派 系：不同於同好與私人侍從派系，此種派系被描述成
「正式化派系」
（formalized factions）或「已發展派系」
（developed factions）；不
僅擁有正式的幹部與規則，且有派系名稱或公開的符號，並根據規律的程序運
作。必須指出的是，這種派系的制度化與組織程度，有時甚至會超過原本政黨的
建制。
另一種辨別派系不同類型的方法來自其脈絡（contexts）因素。在政治研究
中，派系最突出的脈絡因素便是政黨本身，諸如「前政黨派系」（pre-party
faction）、「黨內派系」（intra-party faction）、「跨政黨派系」（cross-party factions）
與「後政黨派系」
（post-party factions）
，共同組成派系在政黨脈絡下的不同類型。
34

其次，政黨菁英、主要幹部與一般黨員；國會政黨、政黨官僚、地方分部與候

選人競選組織內的派系也有基本上的不同。35 例如以法國社會黨（ Socialist Party）
為例，其派系在政黨脈絡下，可區分為「組織性派系」
（organisation faction）
、
「對
等型派系」
（parallel faction）與「外在型派系」
（external faction）。組織性派系指
該派系係基於掌握黨組織某些方面的優勢；對等式派系則指該派系在黨的正式組
織之外，建立屬於本身的自主性力量；而外在型派系則指該派系依靠其黨外聲望
來彌補其黨內地位之不足，並藉此改變黨內權力之平衡。36
另外，就結構角度而言，政黨結構要點包括其內部的耐久持續、認知、分歧
與組織的許多因素：成員、領導、階層及溝通等。37 若內部成員對於其整體發展
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在黨內各自成立組織，也容易造成派系的形成。Panebianco

33

呂亞力，政治學（台北：三民書局，再修訂初版，1991 年 4 月）
，頁 281。
Thomas H. Roback and Judson L. James, “Party Fac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Frank P. Belloni
and Dennis C. Beller, eds., Faction Politics: Political Parties and Fac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Santa Barbara, California: ABC-Clio Press, 1978), pp. 330-337.
35
Dennis C. Beller and Frank P. Belloni, “Party and Faction: Modes of Political Competition,” p. 421.
36
Alistair M. Cole, “Factionalism, The French Socialist Party and the Fifth Republic: An Explanation
of Intra-party Divis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17, No.1 (Jan. 1989), p. 85.
37
Dennis C. Beller and Frank P. Belloni, “Party and Faction: Modes of Political Competition,” p. 422.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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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早期政黨的內部衝突時，曾說明其根源在於兩種不同的組織原則（團結系統
與利益系統）並存於同一運動中所造成的內部緊張。38 所謂「團結系統」
（system
of solidarity）與「利益系統」（system of interests），其實際分類如下表 2-1：
表 2-1

政黨兩種組織原則：團結系統與利益系統之比較
第一階段（初生期）
第二階段（成熟期）
團結系統
利益系統
組織目標
實現共同目標
維持、平衡特殊利益
意識型態
清楚、顯著
隱藏
參與誘因
集體性誘因
選擇性誘因
參與形式
社會運動參與
職業政客參與
領導者的選擇自由
廣泛
限制
策略運用
宰制環境
適應環境
資料來源：Angelo Panebianco, Marc Silver tran., Political Parties, Organization and Pow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20.

同時，若對派系結構進行比較，還可以區分為高程度結構（ highly structured）
的派系與結構缺乏（lack of structure）的派系。39 筆者依據上述三種派系類型，
分別簡述其結構程度：
一 、 同 好 性 派 系 或 趨 勢：此種派系缺乏結構，通常因單一議題或選舉競選而
被非正式地組織成立。不僅缺乏認同符號、運作總部、例行會議、政治甄補、內
部持續與規律的程序；成員對其團體的認知程度也較低。
二、私人或侍從團體派系：此種派系基於恩庇-侍從體制的運作，其結構、
制度化程度較前者為高。也由於其領導者與追隨者的緊密關係，其內部認同、政
治甄補、持續也較高，同時也存在著諸多的次級派系。
三 、 制 度 化 或 組 織 性 派 系：此種派系結構最大特色為其已發展、正式化的組
織，而其運作也強調公開並根據制度。其次，派系的組織名稱、成員、領導階層、
運作程序、內部持續等也都相當完備。
第三節

派系形成之原因

派系為何能夠生存？其形成原因又是如何？就目前研究文獻顯示，影響政黨
38

Angelo Panebianco, Marc Silver tran., Political Parties, Organization and Power, pp. 18-20.
Dennis C. Beller and Frank P. Belloni, “Party and Faction: Modes of Political Competition,” pp.
422-430.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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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派系形成的因素；一般而言，可區分為社會原因（societal causes）、政治原
因（political causes）及結構原因（structural causes）。40
一、社會原因：包括與生俱來的文化規範是否具有分裂、不合傾向？地理、
41

社會經濟結構（階級結構及流動、42 年齡結構與青年活躍分子、43 教育與經濟發

展層次44 ）是否明顯區分？傳統價值崩潰與現代化的社會變遷等，都是孕育派系
的社會原因。
就中國人此民族而言，文化原因就經常被論者加以強調。因為中國政治文化
雖向來強調和諧及共識，但也有一股強大的的力量使人們尋求各種「關係」
（guanxi）依賴、人情與個人效忠以得到安全感；45 而這就是政治人物之間合縱
連橫、明爭暗鬥，甚至組成色彩鮮明派系的根源。46
二、政治原因：來自派系之外的政治體系因素，主要包括「菁英主義」
（elitism）、「選舉制度」（electoral systems）與「政黨制度」（party system）。根
據實證研究，若政治體系長期由政治菁英所主導，將使人民的政治影響力降低，
而政治菁英也容易因此結合成派系。其次，選舉制度方面，有以下幾種情形：
（一）
為本文之前所提，美國政黨的「直接初選」（direct primary）制度，容易衍生出
派系政治；不過也有學者認為此初選會限制特定派系結構的形式與發展，反而會
使此選舉機器派系逐漸趨向衰弱。47 （二）目前已被廣為採用的政黨「比例代表
制」（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PR），由於容易使政黨領導人對提名的影響力大

40

Dennis C. Beller and Frank P. Belloni, “Party and Faction: Modes of Political Competition,” pp.
430-437.
41
陳水逢以日本自民黨為例，指出該國四大列島中的部落中心意識，是形成政黨派閥的主要原
因。陳水逢，戰後日本政黨政治（台北：財團法人中日文教基金會，再版，1985 年 10 月）
，頁
339-340。
42
Brass 以印度為例，便指出其社會的「種姓」
（caste）制度是造成派系衝突、派系領袖相互敵
意的主因。Paul R. Brass, Factional Politics in an Indian State: The Congress Party in Uttar Pradesh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5), p. 56.
43
例如中國共產黨當承認有派系鬥爭的時候，都幾乎毫無例外表示這是關於年齡的代溝之爭。
胡祖慶譯，Lucian W. Pye 原著，中國政治的變與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再版，1989 年
5 月）
，頁 124-129。
44
例如根據 Barnes 的研究顯示，義大利社會主義政黨的派系參與者多是教育程度較高與都市中
產階級出身。Samuel H. Barnes, Party Democracy: Politics in an Italian Socialist Federation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 107-108.
45
中國人的關係可分為以下幾類：「親屬關係、世誼（交）關係、同鄉關係、師生關係、長官部
屬關係、同學關係、同僚關係、姻親關係與結拜關係」
。參見 Andrew Nathan, Peking Politics
1918-1923: Factionalism and the Failure of Constitutionalism, pp. 50-58; 黃光國，中國人的權力遊
戲（台北：巨流圖書公司，第 1 版，1991 年 5 月）
，頁 11-19；Joseph Bosco, “Taiwan Factions: Guanxi,
Patronage, and the State in Local Politics,” Ethnology, Vol.31, No.2 (April. 1992), pp. 157-183.
46
詳細討論參見雷飛龍，
「朋黨與政黨的比較觀」
，思與言，第 12 卷第 6 期（1965 年 3 月 15 日）
，
頁 31-41；胡祖慶譯，Lucian W. Pye 原著，中國政治的變與常；朱子彥、陳生民，朋黨政治研究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第 1 版，1992 年 3 月）
。
47
Thomas H. Roback and Judson L. James, “Party Fac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pp. 332-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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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而且伴隨著「偏好投票」
（preference voting）
，選民不但要選擇政黨名單，還
要挑選名單上依序所排列的候選人，無形中都在助長黨內人士籌組派系以尋求發
展。48（三）採用 SNTV 制度的國家，由於政黨候選人不僅要跟其他政黨候選人
競爭，在既有選票基礎下，更要面對同黨同志的票源瓜分；因此在黨內為求累積
競爭實力（包括人脈與金脈等），彼此之間結合為派系的情形相當普遍。49
另一個政治原因則是政黨制度，有兩種問題被提及：（一）派系與政黨強弱
的關係。係指當政黨強化或弱化時，派系領袖均可能會喪失對派系成員的控制
力，而使派系走向分裂或衰弱。（二）政黨制度中參與者的數目，被認為與黨內
派系政治有密切關聯。一般而言，正常兩黨制的國家，若有良好的黨內民主傳統
與外部政治制度配合，同時外部壓力也讓不同意見者有必要去進行妥協，50 基本
上較不會產生派系政治。其次，在多黨制的國家中，由於提供政治行動者許多可
能的選擇，彼此之間意識型態通常也較分歧，因此有利於派系政治的形成。另外，
一黨獨大的政黨制度亦有助於派系政治的生成；這是因為黨內出現不同行為者的
現象難以避免，但個別行為者又缺乏離開政黨的動機與誘因，因此只能留在黨內
互組派系以尋求發展。
（三）Grimshaw 指政治菁英的自利動機與權力取得有時會
超越組織利益，造成派系組織的分裂與重組。51
三、結構原因：包括政黨的意識型態是否傾向折衷、容忍？凝聚力不高？52
起源於數個政黨的結合？或內部結構走向去中心化等，都是影響黨內形成派系政
治的重要因素。尤其是政黨結構；正如同 Duverger 所言，政黨的組織結構構成
黨員活動的一般範圍與內部團結的形式，並決定政黨領袖的選擇及權力，以及政
黨運作能力的強弱與效率，53 因此有其獨特的重要性。當其組織制度化程度不
高、54 制約力低、55 政治成員集中性低，56 並且能容納「非正式團體」（informal
48

此種選舉制度可以義大利為代表。謝復生，政黨比例代表制（台北：理論與政策雜誌社，初
版，1992 年 3 月）
，頁 81-83。
49
Gary W. Cox, Frances McCall Rosenbluth and Michael F. Thies, “Electoral Reform and the Fate of
Factions: The Case of Japan’s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29,
Part.1 (Jan. 1999), pp. 35-37.
50
Raphael Zariski, “Party Factions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 Some Empirical Findings,” p. 26.
51
吳重禮，
「台灣地區「派系政治」研究文獻的爭議：美國「機器政治」分析途徑的啟示」
，政
治科學論叢，第 17 期（2002 年 12 月）頁 96-97
52
凝聚力（cohesiveness）指的是團體成員彼此相互的吸引力，也是一個團體團結程度的反應。
宋鎮照，團體動力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初版，2000 年 11 月）
，頁 12。
53
Maurice Duverger, Barbara and Robert North, trans., Political Parties: 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 (London: Methuen ＆ Co., 1954). p. 4.
54
Panebianco 使用「制度化」
（institutionalization）的兩項指標衡量政黨組織能力強弱：一、組織
相對於外在環境的「自主性」
（autonomy ）程度；二、組織的「系統性」
（systemness）程度：指
組織內部不同部門（internal sectors）間相互依賴的程度。若前兩者程度皆高，代表該政黨組織
能力較強；反之則較弱。Angelo Panebianco, Marc Silver tran., Political Parties, Organization and
Power, pp. 5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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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s）57 、「次級團體」（subgroups）58 存在時，黨內便容易滋生派系政治。
另一個必須考量的組織結構因素則是黨內領導階層的控制力量。一般較常見
的政黨類型：
「幹部政黨」
（cadre party）
、
「群眾政黨」（mass party）、民主政黨與
威權政黨，由於黨內控制力量各有不同，因此也影響到其內部派系政治的形成。
基本而言，幹部型政黨中以少數領導人為中心，組織鬆散，權力結構傾向分權，
因此容易有個人為首的派系萌芽；而群眾政黨講究組織嚴密與嚴謹紀律，權力結
構傾向集權，通常都禁止內部有派系的存在。59 至於民主政黨，基於黨內民主的
理念，除非派系明顯危害到政黨本身的存續，否則其黨中央對於派系較少有所謂
控制的問題。而威權政黨對於派系的態度，雖然原則上仍禁止；60 但因應情勢的
轉變，該黨黨中央也會適時調整態度，改以恩庇、安撫或從中介入的態度促進其
內部勢力權力平衡、利益滿足，並容許其黨內出現制度化的派系。61
依據政黨組織的權力結構角度，其型態可以進一步區分為「集權型」
、
「分權
型」與「派系聯盟型」。所謂集權型政黨，指其決策權力集中於中央實際最高決
策機關或少數領導階層；而分權型政黨，則指其決策則由各地方或區域黨部所主
導。至於派系聯盟型政黨，指政黨公開接受或默認派系之存在，各派系並建立起
其活動與運作規範；而政黨政策的形成更來自派系間的討論、競爭、協商與妥協。
62

第四節

派系角色、功能與整體特徵

55

組織制約力（conformity）指的是組織迫使成員接受組織行為規範的限制力量，可以促使該組
織成員行為一致，進而協助組織達到目標。宋鎮照，團體動力學，頁 12。
56
Dahl 使用「集中性」
（concentration）概念分析反對勢力集中在單一組織的程度。若反對勢力
都集中在單一組織內，則其集中性最高；如果分散在許多彼此間都獨立運作的組織裡，則其集中
性較低。Robert A. Dahl, “Patterns of Oppositions,” in Robert A Dahl, ed., Political Oppositions in
Western Democracies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6), p. 332.
57
非正式團體主要是指人們基於社交接觸或是個人心理需求所結合而成的非正式組織結構，成
員關係非常密切，傾向於情感導向。宋鎮照，團體動力學，頁 13。
58
次級團體指團體成員間基於彼此的個別需要，且基於特別關係的強化所形成的各自、獨立小
團體，較傾向工具導向。李郁文，
「團體過程中『次團體』行為現象的探討」
，諮商與輔導，第
171 期（2003 年 3 月 1 日）
，頁 19。
59
蘇清貴，政黨內部派系政治競爭之研究－以日本為例，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
1988 年，頁 58-60。
60
威權政黨的控制力量雖不如集權政黨，但基本上仍不能接受黨內派系的存在。例如國民黨過
去的口號便一直標榜「黨外無黨、黨內無派」
。
61
徐瑞希，遷台後立法院內國民黨派系之研究（第五至第八十二會期）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研究
所碩士論文，1989 年，頁 44-45；60；倪炎元，東亞威權政體之轉型－比較台灣與南韓的民主化
歷程（台北：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 版，1995 年 11 月）
，頁 155。
62
張瑞猛、陳華昇，
「政黨決策過程」
，楊泰順編著，政黨政治與台灣民主化（台北：財團法人
民主文教基金會，1991 年 11 月出版）
，頁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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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系在黨內能扮演何種角色與功能？長久以來一直頗受矚目。基本而言，學
者都同意派系能影響黨內政治與決策的過程，並從事政黨權力、政策、領導者、
幹部、學說與財庫之間的競爭。63 而 Sartori 更將派系的角色與表現區分為「支援
團體」
（support groups）
、
「否決團體」
（veto groups）與「政策團體」
（policy groups）
三種。支援團體指支援勝利者，以獲得額外的報酬；否決團體指其主要目標與戰
略在於從事阻礙；而政策團體則指尋求統治與強制其政策。64
就派系競爭所形成的「派系體系」
（factional systems）而言，則可以區分為：
一、「 封 閉 、 菁 英 式 的 派 系 政 治 」（closed, elitist factionalism）：指派系之競爭
限於狹窄的少數菁英，類型多屬於同好或私人侍從團體。其次，派系參與者嘗試
把他們的競爭限於內部圈圈，其競爭可能是溫和或激烈，但都遵守遊戲規則或受
政黨控制，使黨內始終維持著權力平衡的狀態。
二、「 開 放 式 的 派 系 政 治 」
（open factionalism）
：指派系之競爭擴及整個政黨，
甚至黨外的利益團體或一般投票大眾都捲入其中，類型多屬於制度化派系或苦心
經營的侍從機器。
三、「中間層級及其以下層級的派系聯盟」（factional alliances）：起源於地方
同好、私人追隨者或私人機器、制度化的俱樂部或協會，最後才逐步轉型成省級、
中間層級的派系聯盟。而且此種派系之競爭多集中於中間層級及其以下層級之黨
員。65
在派系功能方面，傳統反對派系的論點多強調其負面功能。例如視其為政黨
內的暴力、自私、分裂成份或「暗礁」
（snag）
，而政黨內部也常常因派系玩弄「否
決遊戲」（veto game）而導致癱瘓。66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當代對派系功能的
討論已開始逐漸轉向，認為其可以代表黨內不同利益，並促進理念與領導者選擇
之競爭，使政黨內部走向「黨內民主」
（intra-party democracy）。尤其在一黨或一
黨獨大制的體系中，派系更可扮演類似黨內「忠誠反對」
（loyal opposition）的角
色，平衡一黨政治所帶來的負面印象。67 另外，在 1990 年代所逐漸興起的政治
63

Dennis C. Beller and Frank P. Belloni, “Party and Faction: Modes of Political Competition,” p. 437.
Giovanni Sartori,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p. 80.
65
Dennis C. Beller and Frank P. Belloni, “Party and Faction: Modes of Political Competition,” pp.
437-439.
66
李郁文，
「團體過程中『次團體』行為現象的探討」
，頁 19-22；Giovanni Sartori,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p. 106.
67
例如 Duverger 曾界定「一黨民主」
（one party democracy）的概念，意指單一政黨若能容許內
部出現派系，黨內便可能出現多元型態，而有朝向民主的可能。不過，Sartori 對此提出批評，認
為其預設了人性的「利他主義」
（altruism）
，很難與經驗民主政治相容。其次亦表示政黨內部的
派系鬥爭，和政黨之間的合法競爭，應該予以適當的區分，兩者絕對不可以相提並論。因為政黨
內部的派系鬥爭，只是內部權力的競逐而已，與民主政治的運作不一定有必然的關聯，而不同政
黨相互爭取選民的支持以掌握政權，才是真正民主政治關鍵之所在。Maurice Duverger, Barbara
and Robert North, trans., Political Parties: 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 pp.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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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化」
（democratization）研究中，學者也提到派系具有建立認同、利益與資
源聚合、組織運作及政治競爭之功能；因此在完善的政黨體系未形成前，派系可
以在其中扮演一定建構性的角色。68
最後，有關派系政治的整體特徵，Nathan 曾經以中國共產黨為例，提出以
下動態的分析，頗受學界所重視：69
一、派系之間的競爭，一方面由於個別權力的有限本質，另一方面受到「民
事法令」（civil code）的限制，因此任何一方均很難被堅決的壓制。其次，在派
系體系中，例行、友善的面對面接觸有助於彼此的相處，派系人士也很少會被其
對手殺害、拘禁、甚至沒收財產。
二、派系沒有充份的權力去推翻既有的政治體系，只有少數誘因會讓他們嘗
試去做。對於現有派系而言，最重要與立即的工作是保護自身權力的基礎；其次，
才是去擴張自身的權力與地位；就此觀點而言，防禦的政治戰略是重要的。
三、當某一派系想要展現其政治企圖，所依賴的是秘密的準備與令人吃驚的
攻擊。而且在其他派系進行抵制前，自身也必須事先有所防禦，並具備侵略的能
力。
四、當面對上述情況發生，體系中其它的派系會傾向結合以準備對抗，而此
時也容易誕生強人。不過，當此強人對其他派系產生威脅時，派系也會聯合共同
推翻他。
五、派系體系的政治生活包括各派系的政治企圖、防禦與之間的合縱連橫。
因此整體的派系聯盟不僅缺乏穩定性，今天的敵人更可能成為明天的盟友。
六、某一派系初期為了與其他派系結盟，可以彼此在意識型態上達成協議；
但不可否認的是，其中一些小差異仍然存留於其中，彼此為了官職與影響力的鬥
爭仍未見緩和，也不能被果斷地解決。為了同處於這權力遊戲之中，派系必須在
彼此之間的差異中嘗試合作。
七、當整體派系體系做出決策，意謂著之間有共識產生。不過，若不在此共
識基礎下，決策將不會被實施。甚且，決策的努力可能會急速的形成反對聯合，
而對統治團體產生威脅；另外，決策的優勢也可能被單一派系所擷取，因此整體

278-279; Giovanni Sartori,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p.47; pp. 70-73.
68
Richard Gillespie, Michael Waller and Lourdes L. Nieto, eds., Factional Politics and
Democratization (London: Frank Cass ＆ Co, 1995), pp. 185-188.
69
Andrew J. Nathan, “A Factionalism Model for CCP Politics,” pp. 45-51. 此外，陳明通歸納 Nathan
的理論特徵，將派系政治的特質歸類為「無毀滅、陰狠、防禦、平衡、妥協、唯利是圖、零和賽
局」
；而整體面貌則為「政治腐化、政府決策僵局、應付危機能力緩慢」
。陳明通，派系政治與台
灣政治變遷，頁 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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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不能被寄託於任何單一派系。
八、派系體系的共識形成與降低構成一個循環。此循環開始於政治危機，當
危機逐漸成熟時，原先共識會受到妨礙；不過，新的派系型態也在此時漸漸產生。
九、為削弱敵人的實力，派系不再信任反對派系的成員，不僅忌妒與報仇之
心自心中燃起，機會主義與腐敗也逐漸滋生。在關係上，各派系總是使用謠言、
賄賂與騙術打擊對方。
十、派系政治鬥爭的進一步特徵可以被稱為「基本教義」
（doctrinalism）
。因
為派系之間常為了抽象的意識型態、榮譽感與面子而爭鬥不停，也會誇大一些抽
象問題的不同來彰顯自身動機的純潔，並區分彼此之間的不同。
十一、為擁有眾多成員，派系都傾向尋求合併以擴張自身實力，並防禦其他
派系也有如此作為。
十二、當外在攻擊、內部叛亂及軍隊威脅到派系政權時，派系會聯合起來維
持既有體系；同樣的是，當一派系領導人嘗試破壞遊戲規則時，其他派系也會對
此進行防禦，並再度建立起體系的穩定。
十三、對於內部菁英而言，質疑派系在此社會的正當性角色將會是個禁忌。
十四、對於內部菁英而言，議題解決只有緩慢與困難；其次，共識對於派系
體系的行動雖有其必要，但卻難以追尋。
十五、若缺乏外在壓力，派系體系內部將沒有力量足夠推翻自身；在體系仍
舊處於派系化的情況下，派系政治將繼續存在。

第五節

派系之法律定位

從法律觀點探討政黨派系，主要涉及政黨的「內部秩序」
（inner order）問題。
在現代民主國家中，政黨內部秩序有何規範基礎及拘束力？若派系是組黨自由、
自主性的表現，與上述規範基礎又會有何衝突？此外，政黨內部是否適用「複數
政黨」（黨中有黨）原則？能否容忍黨員擁有「黨內結社權」？這些種種問題，
構成判斷政黨派系存在適當與否的基礎。
一、政黨的內部秩序及其規範基礎
政黨的內部秩序，係指政黨內部意思形成的組織化，特別是政黨機構運作上
編制也包含在內。整體而言，黨綱及黨章之制定、政黨組織的形成與活動、政黨
領導者的甄補、黨員實際行為與權利義務之確定、政黨政黨提名候選人參與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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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乃至於未組織化的政黨支持者之行為等，皆屬於政黨的內部秩序範疇。70
近代法律與政黨的關係，經過長時間的發展，目前一般法制上對政黨的態度
已由過去的放任、禁止、敵視走向承認並納入憲法的階段；71 這是對政黨共同致
力於人民政治意志形成功能的肯定，使政黨扮演著凝聚國民政治意志形成不可或
缺的角色。政黨在現代民主國家既然如此重要，而上述政黨內部秩序又明顯且深
刻地會影響一個政黨健全的功能運作；因此政黨的內部秩序通常都有其法制上的
規範基礎，具體表現在憲法、政黨法（我國為人民團體法，以下簡稱人團法）或
政黨的黨章規定中。
先就德國法制說明。德國基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段規定：政黨內部秩
序應符合「民主之原則」；政黨法第二章內部秩序之第六條至第十六條，分別就
章程與政綱、組織編制、機關、黨員大會及代表大會、黨員之權利、幹事會、一
般政黨委員會、代表大會之組成、政黨仲裁法庭、機關內部意志之形成及地區黨
部之處分做出規定。就此觀之，政黨的內部秩序之憲法要求，並非意謂政黨內部
可以自由、無限制的形成，而須受基本法所定「結構原則」
（structural principle）：
民主原則之拘束。而政黨法也將基本法的內部秩序民主要求予以具體化，成為法
律位階的規範基礎；72 並區分為基本秩序規定：包括第六條及第十條第三項的章
程規定、組織編制、機關、黨大會與黨員地位的細部規定及附屬秩序規定－包括
第九條第三項的繳費規則及第十條第四項的仲裁法庭規則等。
反觀我國法制現況，雖不似德國完備；但現行人團法第九章政治團體中對政
黨的內部秩序也有所規範。該法第四十五條規定中定義政黨為以推薦候選人參加
全國性政治團體，依法規定設立，並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案者；或已立案之全國
性政治團體，以推薦候選人參加公職人員選舉為目地者。第四十四條規定，政治
團體係以共同民主政治理念，協助形成國民政治意志，促進國民政治參與為目
的，由中華民國國民組成之團體；其次，第四十九條規定，上開政治團體應依據
民主原則組織與運作，其選任職員之職稱、名額、任期、選任、解任、會議及經
費等事項，於其章程中另定之。同樣的情況，我國各黨黨章中亦標榜民主原則：
例如民進黨黨章第八條規定：本黨之組織運作，採取民主方式；國民黨黨章第三
條規定：本黨之組織原則，貫徹民主精神，以實現有組織的民主，有紀律的自由；

70

陳耀祥，政黨法律地位之研究－以德國法為中心，私立輔仁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
年，頁 89-90。
71
雷飛龍，
「政黨在各國法律上地位之演變及其重要規定」
，文化大學中山學報，第 12 期（1994
年 5 月）
，頁 45-57；許志雄，
「立憲國家與政黨」
，林嘉誠等著，民主制度設計（台北：業強出
版社，初版，1992 年 9 月）
，頁 90-94。
72
陳耀祥，政黨法律地位之研究－以德國法為中心，頁 8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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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民黨黨章第七條規定：本黨之執行方式及組織運作，採取民主方式。
從德國與我國的法制進行比較，可知雙方對政黨內部秩序的規範位階有明顯
不同、對政黨的認定基礎也有所差異。德國將政黨內部秩序的位階提升至憲法層
次，我國則只就法律層次；德國有一部完整的政黨法，我國則傾向視政黨為人民
團體中的政治團體。不過，兩者相似的地方是，都要求政黨內部秩序應符合民主
原則，包括其理念、組織及運作。
民主原則既然作為政黨內部秩序之指導綱領與要求，73 若適用於黨內派系的
情況：第一個判斷基準便是派系的政治理念、菁英甄補、組織運作或決定若凌駕
於民主原則，將不會被允許。
二、民主原則與組黨自由、自主性該如何取捨？
民主原則之所以作為一種憲法或法律要求而適用於政黨的內部秩序，原因在
於政黨有其特殊的政治性格。如前所述，政黨共同致力於人民政治意志形成與參
與選舉；且贏得勝選後，得以在國會從事政治運作與組成「政府」（party
government）行使統治權；因此政黨的積極特徵明顯不同於一般社會團體所扮演
的中介或利益功能。甚至有論者認為應將政黨併入有組織的國家體中，並視其為
憲法上所規定之國家機關。74
民主原則適用於政黨，整體而言，即要求政黨內的意志形成必須公開、透明，
且讓黨員由下而上決定為之，才具有其正當性與合法性。
然而政黨的傳統特徵卻又給予政黨另一項權利之保障。從歷史的演進趨勢中
觀察，有為數眾多的案例證明，一個政黨的總體形成主要是由一個早已存在的團
體所創立；而此團體本身的活動又在選舉及議會範圍之外，可以稱為政黨的「外
力因素」起源。可以促使一個政黨出現的團體非常繁多，例如工會、農民組織、
思潮團體、教師及學生團體、宗教團體、退伍軍人團體、秘密會社、地下組織及
工商業團體等。75
這些由人民自由組織的團體，於法律地位上理應享有自治的權利，得以自由
且自主決定其政黨意志與組織形式。這是有鑑於國家職權在歷史演變上有日益擴
張、濫權的趨勢，希望藉由人民結社團體的功能發揮，使個人及所組成的群體能
自我決定、發展與管理；不僅藉此能確保基本權利不受國家侵害，而且在公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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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宗珍，
「政黨政治的迷思－從九七修憲的政黨運作論我國憲政體制下政黨的定位、發展及其
危機」
，國立台灣大學法學論叢，第 27 卷第 2 期（1998 年 1 月）
，頁 72。
74
陳慈陽，
「論政黨在憲法位階上之意義及地位」
，中興法學，第 37 期（1994 年 5 月）
，頁 69-73、
76。
75
雷競璇譯，Maurice Duverger 原著，政黨概論（香港：青文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 版，1991 年
10 月）
，頁 xiv-x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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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的推動上更有其實效性。76 德國基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段有政黨組黨自
由的規定；而我國雖未將組黨自由明定於憲法之中，但人團法中視政黨為人民團
體，因此組黨自由之保障可適用憲法第十四條結社自由之規定。
政黨既擁有上述雙重的團體性質，那麼其內部秩序究竟應強調民主原則？或
應享有自由及自主性的自治權利。有論者認為政黨內部民主原則涉及對組黨自由
的限制，以及對政黨的特殊要求，有其獨特的重要性；77 有論者則認為如果在憲
法或法律未有規範政黨權利部份，則保留其作為一個社會團體足夠的行為空間。
78

對此，筆者認為，仍以前項說法較為妥當。因為政黨的政治性格與功能在現代

民主國家已至為明顯；若政黨內部民主原則無法落實時，將會對國家的政治穩定
有明顯的威脅。因此當民主原則與組黨自由、自主性權利有價值選擇的競逐時，
仍應以前者為優先考量。
在此，派系政治在政黨內部秩序規範中的另一個判斷基準便是：派系組成不
能以政黨內部得以自由、自主性形成之權利為理由，而藉此逃避民主原則的拘束。
三、複數政黨與黨員的黨內結社權
政黨內若有即為明顯的派系組織及其制度化發展，就如同一個政黨內另有政
黨的存在（另稱複數政黨；黨中有黨）。79 而政黨內部是否適用複數政黨原則？
答案應該是否定。因為政黨內若有強烈分化、甚至敵對的不同的意見或組織形
成，恐怕就不能發揮其一致性的團結功能，進而在政黨競爭中贏得選民支持並獲
勝；而複數政黨原則若適用於政黨內部運作，其極端的發展更可能會毀掉政黨本
身。
其次，政黨內部能否容忍黨員擁有黨內結社權？也是政黨內部民主必須考量
的重點。反對者的論點如前所述，即當承認黨員有該項權利時，將助長黨內的意
見衝突、不利團結；但持贊成意見者則認為，80 黨內民主一定代表黨內可以存在
有不同的意見，為了溝通及茁長這些不同意見，自然可以集合黨內之志同道合人
士形成組織性的力量，在政黨決定政策時發揮作用。故為了黨內競爭及多元化發
展，且摒除黨內形成單一體制與一言堂，應許可黨員成立黨內之結社組織。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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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克昌，
「國家與社會二元論及其憲法意義」
，國家學與國家法－社會國、租稅國與法治國理
念（台北：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 版 2 刷，1997 年 9 月）
，頁 3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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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志宏，
「憲法與政黨關係的重新定位－未來政黨法制之展望」
，月旦法學雜誌，第 12 期（1996
年 4 月）
，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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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慈陽，
「論政黨內部秩序之規範－政黨國理念之具體化」
，憲法規範性與憲政現實性（台北：
翰蘆圖書公司，初版，1997 年 9 月）
，頁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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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耀祥，政黨法律地位之研究－以德國法為中心，頁 91。
80
陳新民，
「政黨的內部民主制度」
，憲法基本權利之基本理論（下冊）
（台北：三民書局，3 版，
1992 年 1 月）
，頁 235-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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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政黨既是全民政黨，就必須代表社會各不同階層的利益，因此亦有必要在黨
內形成黨內社團。只要這些黨內結社不是「不忠誠之結社」
，亦即並非專為分裂、
分化政黨、摧毀政黨生命為目的的結社，則可允許其存在。況且，由黨員自行結
社所組成的次級團體在每個政黨內部幾乎是不可避免，而且這種現象似乎無法明
文予以有效禁止，因此比較明智的做法是不必以法律予以規範，而政黨亦不必以
黨章制止之；81 不如聽其自然，若採激烈手段甚至可能會有「反效果」產生。82

81

Sartori 便認為若藉由黨章明文禁止派系的存在，則此項規定可能成為沒有結果的文字，因為
它會直接侵害到相關人士的利益適用。Giovanni Sartori,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pp. 95-96.
82
例如在 1963 年 12 月，日本自民黨內曾提出「有關黨近代化之組織委員會報告」，要求派系停
止其總部運作，但後來卻未見其真正進行。1993 年 9 月，自民黨總裁河野洋平表示：
「最遲再新
制度實施後的初次選舉前，努力提升黨的地位，實現派閥解體」
，但最後派閥仍以「沙龍」
、
「政
策研究團體」的形式發揮功能。同樣類似的是，若以政治理念作為訴求，嘗試以此抑制政黨派系
的生成與發展，恐怕也無法奏效。例如過去戴季陶雖宣稱國民黨「黨外無黨、黨內無派」
，但事
實上長期仍有派系的存在。而中國共產黨過去鑑於林彪、四人幫事件之經驗，因此認定在黨內組
織祕密集團是分裂黨和顛覆黨的犯罪行為，並特別要求處理黨內關係方面要實行「五湖四海」的
原則，共同團結一切忠實於黨利益的同志，並團結大多數；不過實際上，這種做法也無實際成效，
因為迄今在中國共產黨中，仍不時有眾多派系的傳聞。詳細情況參見李岳松，日本自由民主黨的
派閥研究，私立淡江大學日本研究所碩士論文，1987 年，頁 182-183；Hans H. Baerwald, “Factional
Politics in Japan,” Current History, Vol.46, No.272 (April.1964), p. 226; 秦俊鷹、潘邦順編譯，日本
政治體系（台北：風雲論壇出版社，初版，2001 年 5 月）
，頁 124-125；曹瑞泰譯，沖野安春原
著，現代日本政治（台北：國立編譯館，初版，2000 年 7 月）
，頁 120；謝相慶，
「日本眾議院議
員新選舉制度及其政治效應－以 1996 年選舉為例」，選舉研究，第 6 卷第 2 期（2000 年 7 月）
，
頁 72-73；陳曉慧，由上而下的革命：中國國民黨改造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
論文，2000 年，頁 20-74；中共中央組織部編，
「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中國共產黨組
織工作辭典（北京：黨建讀物出版社，第 1 版，2001 年 6 月）
，頁 549-550；看中國，
「中共政治
局內的幫派惡鬥」
，大紀元，2002 年 6 月 11 日，http://www.dajiyuan.com/gb/2/6/11/n19587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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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民進黨派系的發展軌跡

為尋求對台灣反對運動發展脈絡的全面性理解，本章先從戰後初期的政治環
境及早期反對運動談起。
1949 年底，國民政府正式由大陸遷台。為配合著當時政治情勢及所需，政
府立即著手建立一套緊急、非常態的統治體制，以維持國家之穩定。基於國共內
戰之延續，於 1940 代末期、1950 年代中曾陸續頒布、施行了「動員勘亂」體制
及「戒嚴」相關法令，包括 1948 年 5 月 10 日「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5 月
19 日「戒嚴法」、1949 年 6 月「懲治叛亂條例」
、1950 年 6 月「戡亂時期檢肅匪
諜條例」、1957 年 6 月「懲治盜匪條例」等。這些因應時空環境需要所制定的緊
急體制及法令，雖然為政府在風雨飄搖年代中提供了統治的規範基礎，並奠定統
治之權威；但不可否認的是，在強調國家權力擴張的同時，也長期限制並侵害了
人民的基本權利。1
不過，漫長緊急體制的的施行顯然無法阻擋人民表達政治理念、參與選舉與
組黨的意願，這其中斷斷續續有零星的民主運動正在進行。1949 年 11 月創刊的
自由中國雜誌（Free China Fortnightly），由大陸來台的學者、知識份子及政府官
員等所創辦，原本是一本高舉「民主反共、擁蔣」的言論刊物，初期與執政當局
亦保持良好的互動關係。2 但往後隨著主要負責人雷震陸續對國民黨的改造方
向、設置軍隊黨部、學校教授三民主義課程等政策提出批評時，雙方關係便開始
有所磨擦。3
同時，外在時空環境的改變，也更進一步造成雙方關係的惡化。1950 年 6

1

現今看來，這些體制、法令與條例之規定的確有凍結憲法、並剝奪人民自由、言論、思想、平
等、出版、集會、結社、選舉等權利之情形。近幾年，立法院三讀通過之「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
利回復條例」
、
「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
，已開始試圖對過去相關案件之人
民權益進行補償之工作。
2
例如 1949 年蔣介石總統面臨要求其下野的強大壓力時，該雜誌核心人士胡適、雷震、王士杰
等人即是少數堅定的支持者。其次，雜誌在台創辦時，其經費來自於教育部的補助；1950 年 3
月，雜誌實際負責人雷震獲聘為總統府國策顧問；隔年初，代表蔣總統赴香港慰問反共人士；8
月，又被任命為國民黨改造設計委員會委員。薛化元，
「從『反共擁蔣』掛帥到人權意識的抬頭
－自由中國與執政當局互動關係的一個歷史考察」
，法政學報，第 5 期（1996 年 1 月）
，頁 46-47。
3
薛化元，
「從『反共擁蔣』掛帥到人權意識的抬頭－自由中國與執政當局互動關係的一個歷史
考察」
，頁 50-55；陳儀深，
「中國自由主義在台灣的延續與沒落」
，游盈隆主編，民主鞏固或崩
潰－台灣二十一世紀的挑戰（台北：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初版，1997 年 10 月）
，頁 192-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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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韓戰爆發後，美國第七艦隊協防並維持台灣海峽的中立，遏止臺海兩岸可能的
相互武力攻擊。1951 年 5 月，當韓國戰場情勢轉趨對美軍有利時，美國總統杜
魯門（H. Truman）正式決定不在台海問題上對中共讓步。1954 年底，中美簽訂
「共同防禦條約」
，使當時台海安全的不安得以暫告穩定。這種國際局勢的和緩，
一方面造成自由中國對政府不當的政策與行動不再容忍，持續在刊物中進行批
判；另一方面，政府對有利於國際宣傳形象的自由中國的重視程度也逐漸降低，
並試圖打壓其發展，而雙方衝突終於導致無法避免。4
1959 年至 1960 年間，蔣介石尋求第三度連任總統，引起在野勢力的一致反
對。同時間，自由中國與民社黨、青年黨及地方選舉出身的台籍政治人士開始有
所接觸與結合，並嘗試籌組新政黨－「中國民主黨」
。5 其中自由中國在雜誌上鼓
吹「自由與反對集團是民主體制的關鍵」
、
「反對黨是解決一切問題關鍵之所在」
、
「我們為什麼迫切需要一個強有利的反對黨」
、
「組黨是任何洪流所無法阻擋」等
言論；6 台籍政治人士也藉由設立「中國地方自治研究會」、「地方選舉改進座談
會」進行組織工作。不過，這項新政黨的籌組工作，隨後因國民黨政府依匪諜與
叛亂罪嫌逮捕雷震、劉子英、馬之驌等人後宣告失敗，而自由中國亦隨後遭到停
刊。
雖然組黨功敗垂成，但自由中國雜誌所揭櫫的自由、民主思想及籌組反對黨
的立論，已被定位為戰後台灣最具代表性的「自由主義」刊物，7 並對後來黨外
運動發揮啟蒙的功能。8
1970 年代後，台灣的社會結構與國內、外政治情勢開始面臨重大的轉變；
一批本土出身的政治運動者逐漸崛起，並發展成為民進黨前身的「黨外」
（Tangwai;
Non-Kuomintang）勢力。而國民黨政府此時所面對的政治挑戰及壓力，在幾次重
大事件的因應後也逐漸加重。
從早期的黨外勢力，歷經反對黨時期、到成為現今的執政黨，民進黨內最為
人重視的就是其多年來始終存在並尋求發展的派系政治。雖然其中派系型態在各
階段容有不同，但已長期建構出該黨的權力結構。
本章探討民進黨派系的發展軌跡。筆者將從歷史及社會環境的變遷、黨內派
系及派系菁英的互動、政黨競爭的角度據以描述、分析。
4

薛化元，
「自由中國雜誌自由民主理念的考察－1950 年代台灣思想史研究之一」
，台灣史研究，
第 2 卷第 1 期（1995 年 6 月）
，頁 153-154。
5
蔡慧真、陳希林，「高玉樹透露組中國民主黨經過」
，中國時報，，2002 年 9 月 5 日，第 4 版。
6
薛化元，
「台灣自由主義思想發展的歷史考察（1949-60）
：以反對黨問題為中心」
，思與言，第
34 卷第 3 期（1996 年 9 月）
，頁 270-275。
7
薛化元，
「台灣自由主義思想發展的歷史考察（1949-60）
：以反對黨問題為中心」
，頁 241。
8
例如黨外重要代表雜誌八十年代便曾出版自由中國選集四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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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黨外時期
一、黨外群雄並起
1970 年代是台灣戰後發展的重要時期。對內隨著經濟起飛、受教育人口提
昇、中產階級逐漸興起，政治上也正面臨蔣經國的權力接班問題。其次，對外的
國際處境危機：高度依賴的經濟進入不穩定成長與衰退、釣魚台事件、美「中」
關係改善、退出聯合國、中美斷交等，都使得國內、外局勢處於不安的氣氛之中。
這種新的政治情勢，很明顯是國民黨政權的統治難題及危機；9 終於迫使其
採取「強化對內正當性」的策略，並開啟「台灣化」與「本土化」政策，積極尋
求社會更大的支持，以維繫其統治基礎。10
在此種政治環境下，新一波政治改革運動首先集中於兩方面發展。輿論界部
份，前後有文星雜誌（以文化思想問題為主）、大學雜誌（直接關切現實政治、
經濟、社會、教育、法治、外交及農業等問題）等出刊，呈現出戰後出生知識青
年、學者及企業家等對國家時事的批判精神；社會基層部份，則有草根性格的無
黨籍政治人物黃信介、康寧祥等人透過地方基層選舉，推動黨外政治運動。11
上述大學雜誌，於 1973 年 1 月經改組後，因內部成員複雜，觀點、立場並
不一致，平時也沒有進行緊密的連繫與溝通而導致式微。12 其中重要成員許信
良、張俊宏，則轉移參加實際的選舉運動，並選擇與地方無黨籍政治人物結盟。
1975 年 8 月，張俊宏與康寧祥、黃信介共同創辦台灣政論月刊，代表從 1969 年
後幾次選舉所逐漸形成的新生在野政治人物，與從大學雜誌改革運動中分化出來
的知識份子進行結合。這種類似當初中國民主黨的運作方式，使兩股以往不同型
態、不同行事風格與生活經歷的政治運動者得以進行合作，成為日後無黨籍異議
人士的共事範例。13
1977 年 11 月的五項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是台灣實施地方自治以來，規模最
大的一次選舉。黃信介（時任立法委員）、康寧祥（時任台北市議員）二人共同
推動全島黨外人士大串聯，並從南到北巡迴全島為黨外候選人助選，這是黨外運

9

洪金珠、許佩賢譯，若林正丈原著，台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台北：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
司，第 1 版，1996 年 1 月）
，頁 174-178。
10
王振寰，
「反對運動與台灣的政治轉型」
，資本，勞工與國家機器－台灣的政治與社會轉型（台
北：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社，1993 年）
，頁 41。
11
陳益倫，民進黨派系發展之研究，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年，頁 11。
12
李筱峰，台灣民主運動四十年（台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第 1 版，1993 年 1 月）
，頁
106-108。
13
陳益倫，民進黨派系發展之研究，頁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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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第一次跨區域的聯繫結合，14 而被視為形成類似「政團」的雛形。15 「黨外」
此一名詞，原本只是對非國民黨籍的一種泛稱，早期無黨籍的候選人多以「無黨
無派」標榜，而少用黨外一詞。但自從黃信介、康寧祥崛起後，「黨外」一詞便
被大量使用，無形中「黨外」一詞便成為無黨籍中的政治異議份子所共同使用的
標誌。16 其次，無黨籍的政治異議份子以「黨外」為名，是基於國民黨全面壟斷
了政黨部門，合法的反對黨根本不容許成立；而「黨外」一詞具有突破黨國體制
藩籬的修辭意涵，並有串連、整合所有反對勢力之功能。17
此次選舉結果，黨外人士的當選席次頗有斬獲。在縣市長方面，黨外有 4
人當選，而在省議員與北市議員方面，則分別取得 21 席與 6 席；這個豐碩的選
舉結果，逐漸激發更多人士紛紛投入黨外運動的行列。接下來 1978 年的增額中
央民代選舉、1979 年 1 月的高雄橋頭示威遊行、2 月聲援許信良遊行、5 月許信
良生日晚會、6 月八十年代雜誌創刊、8 月美麗島雜誌創刊到 12 月高雄事件爆發，
參與這波黨外運動的人士不僅成員眾多，而且其中更有不同的角色、出身、經歷、
理念及意識型態，呈現出比之前自由中國雜誌及中國民主黨更為多元的景象，堪
稱黨外「群雄並起」。
Domes 根據 1978 年到 1981 年台灣政治、社會結構的更動型態，將政治體系
中的反對勢力，區分為以下五大派：
（一）「行動派」（activist faction）：以美麗島雜誌社人員為代表，伴隨著動
員群眾的策略以對抗執政黨，他們主要著眼於台灣的民主化，而對視全中國為整
體的理念不感興趣。主要的代表人物有：黃信介、許信良、張俊宏、林義雄、黃
玉嬌、何春木、施明德、艾琳達、姚嘉文、呂秀蓮、陳菊、周平德、林弘宣等。
（二）
「孤星派」
（lone star faction）
：以美麗島核心份子家屬為主，主要代表
人物有黃天福、許榮淑、周清玉等。
（三）「國家、民族社會主義派」（national socialists）：指主張民主統一與全
中國信念的民族主義份子，且混合盧梭平等主義、馬克思主義、儒家倫理、無政
府工團主義等意識型態，是最具有意識型態意味的反對團體。主要代表如物有黃
順興、陳鼓應、王拓、張春男、陳映真、蘇慶黎、楊逵及楊青矗等人。
（四）
「基層地方派系」
（local factions）
：缺乏足夠辨識的政治主張，政治立

14

新台灣研究文教基金會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編輯小組，沒有黨名的黨－美麗島政團的發展（台
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初版，1999 年 11 月）
，頁 33。
15
陳益倫，民進黨派系發展之研究，頁 13。
16
李筱峰，台灣民主運動四十年，頁 122。
17
倪炎元，東亞威權政體之轉型－比較台灣與南韓的民主化歷程（台北：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
公司，第 1 版，1995 年 11 月）
，頁 163、171。
38

場上長期與國民黨相左，他們的群眾勢力多以地緣為依歸。以高雄縣余登發為首
的黑派及雲林蘇東啟所擁有的家族勢力為代表。
（五）「自由派」（liberals）：指一群圍繞在立法委員康寧祥四周的溫和改革
者。這個團體的目標是在體系內作徹底改革，致力於發展一個獨立但認同中國的
台灣，並要求政府領導結構加速「台灣化」，成立多元的議會政治體系和自由市
場經濟。18
其次，艾思明則將當時台灣黨外運動主體區分成：19
（一）「承繼傳統勢力的主流派」：承襲自自由中國與中國民主黨的發展脈
絡，至 70 年代則為黨外改革家和自由主義者的結合。他們標榜「民主、制衡、
忠誠反對」，強調議會路線、訴諸選民公意、從事體制內改革的反對勢力，方為
台灣民眾所認同，以及執政者所認知反對勢力的主流。這批主流派主要代表人物
有康寧祥、費希平、張德銘、黃煌雄等人，較吸引知識份子與中產階級之支持。。
（二）「群眾運動取向的行動派」：指 1977 年中壢事件後崛起的激烈反對勢
力，以美麗島家屬、部分辯護律師、政論雜誌編輯以及昔日捲入高雄事件者為主。
他們希望藉由群眾運動帶動議會鬥爭的實質運作，其政治訴求偏重於美麗島悲劇
之情節；意識型態強調台灣人意識，反對所謂的漢族沙文意識。
（三）
「以黑派為代表的地方派系」
：指分散於台灣全島的反對型地方政治人
物，大多以個人角色介入地方政治勢力或派系中，藉選舉表達其政治理念或動員
能力。全省各地都可見此類似的地方派系勢力存在，例如台南蔡介雄、屏東邱連
輝、彰化黃石城等，其中以高雄黑派余登發勢力最具代表性。
（四）「基督長老教會和宗教勢力」：1970 年代以後，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陸
續發表的重要政治主張：「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對國是的聲明與建議」、「我們的呼
籲」及「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人權宣言」，並涉入黨外選舉動員及助選，使這股宗
教勢力逐漸融入黨外運動中。
（五）
「民族社會主義」
：混合盧梭式平等觀、馬克思主義式價值觀、儒家倫
理、無政府主義和保守的生態學立場，代表人物包括黃順興、陳鼓應、王拓、蘇
慶黎及分散在學術、文化界的知識份子，代表刊物有夏潮、春風、鼓聲、生活與
環境及大地生活。
此外，彭懷恩也根據「中央與地方」、「核心與邊陲」及「意識型態」（中國

18

Jurgen Domes, “Political Differentiation in Taiwan: Group Formation Within the Ruling Party and
the Opposition Circles, 1979-80,” Asian Survey, Vol.XXI, No.10 (Oct. 1981), pp.1018-1019.
19
艾思明，
「台灣黨外運動的五大派」，風雲論壇 2，透視黨外勢力（台北：風雲論壇社，初版，
1983 年 12 月）
，頁 111-119。
39

結與台灣結、右派與左派）的觀點，將黨外勢力區分為以下幾類：20
（一）據中央與核心地位的「主流派」：此派人物信奉體制內的議會路線，
不僅擁有民意代表的公職地位，在黨外也是檯面上指揮、發號施令的權力菁英，
大多為黨外公共政策研究會的重要成員。
（二）據中央與邊陲地位的「遊說客派」：指沒有公職地位，但卻有發言地
位、經常表達意見的黨外人士。此派多為年輕一代的黨外知識分子，其代表團體
為黨外作家編輯聯誼會。
（三）據地方與核心地位的「地方政客派」：為黨外長期在地方具有基層實
力與群眾基礎的政治人物。
（四）據地方與邊陲地位的「抬轎派」：指的是在選舉時，為黨外領袖抬轎
的政治工作者；而一些支持黨外的社會團體也可算是此抬轎派。
（五）意識型態中的「台灣右派」：此派人士雖然堅持台灣意識，但基於政
治利害關係，在政治態度上傾向穩定的改革，並主張保持資本主義的開放競爭。
（六）意識型態中的「台灣左派」：不同於上述的的思想右派，有些黨外人
士在政治態度上則傾向社會主義，是權力結構中的邊緣人。
（七）意識型態中的「統一右派」
：此派本質上來自國民黨內部的反對人士，
費希平是最好例子。惟這派人士在數量上極少，常淪為黨外運動的「花瓶」，角
色扮演上甚為尷尬。
（八）意識型態中的「統一左派」：在黨外運動中，統一左派是最邊緣的少
數人。其政治認同可能來自對中國文化的情感，也可能來自現實政治的考量。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各種黨外勢力的區分，事實上即隱含著其中成員對於黨
外運動有不同的認知、態度及發展期望；並由此開始衍生出政治路線的選擇與權
力衝突。此時若就其組織結構而言，便如同 Rose 所稱的「趨勢」（tendency）：
即黨外內部具有不同意見與態度的各自集合體，構成往後民進黨內派系發展的雛
型。
二、康寧祥與黃信介等人的理念分歧
黨外運動內部首次出現路線分歧，源自於 1977 年舉辦五項地方選舉時，在
桃園所爆發的大規模群眾抗議事件－「中壢事件」。21 在該事件發生前，黨外運
動內部雖然各地方山頭林立，且彼此間多少也有所競爭；但在反對國民黨統治的

20

彭懷恩，
「台灣反對運動的派系及動向」
，台灣政黨體系的分析（1950-1986）
，
（台北：洞察出
版社，初版，1989 年 3 月）
，頁 90-100。
21
有關中壢事件的完整描述，參見林正杰、張富忠，選舉萬歲（出版資料不詳）
。
40

一致目標下，其意識型態與政治策略仍然沒有太大的分歧。22
中壢事件的發生，使部分黨外運動者察覺到群眾力量的存在，認為民心可
用；但卻也使部分黨外運動者意識到群眾行為所隱藏的內在危險性。值得注意的
是，這是以後黨外運動路線爭執的開端；尤其是台灣政論創辦後，由康寧祥和黃
信介所聯合形成的黨外運動領導主軸，經此事件後已逐漸出現鬆散的現象。23
事實上，由近年口述歷史與訪談資料得知，在當時桃園縣長選舉過程中，當
事人許信良及其助選員心中早已有動員群動的打算。對此，許信良表示：「我要
開創的是一場轟轟烈烈的新型選戰…發動一場以選戰方式表達的群眾運動」
、
「中
壢事件不是偶發的，因為我們整個努力的方向就是絕不容許做票；這很難，所以
衝突是可以預見的，甚至樂見的。」
、
「發生事件時，我知道預期的事情發生了，
中壢分局前已經形成群眾，我們需要這樣一個群眾運動來維持最後的勝利。」
；24
同樣的是，例如林正杰也說：「我們煽動群眾，就用大字報來搞，…我們一直鼓
吹做票就是共產黨！共產黨就可以打！整個選舉過程一直在醞釀。」25
這種動員群眾做法的結果，震撼了當時的國民黨政府。據說當時中央黨部曾
徹夜開會；蔣經國並在中央黨部親自坐鎮，希望避免事情越弄越大、和民眾有衝
突，且決定對此事件的處理將不採取鎮壓手段，而以疏導人民心中不滿為主。26
國民黨政府當時的容忍因應，使全省各地的黨外人士陸續當選。林正杰回想
說：「假使沒有那次暴動，許信良當選不了。…沒有中壢事件，其他黨外候選人
全部會被做票做掉。」陳菊也表示：「中壢事件的發生，對當時黨外的參選人有
很大的助力。如果我們的選票都這麼高，而沒有宣布當選，也可能會引發暴動。
我想中壢事件也振奮起各地參選人的對抗勇氣」。27
就是這種對抗的勇氣，加上當選席次頗有斬獲，逐漸使黨外勢力日亦激進
化，並開始不斷試探國民黨容忍的上限。28 尤其當黨外勢力逐漸壯大（例如當時
黨外已佔有省議會三分之一的席次），其影響力卻無從發揮時，這種強調群眾路

22

黃德福，民主進步黨與台灣地區政治民主化（台北：時英出版社，初版修正，1992 年 7 月）
，
頁 74。
23
李筱峰，台灣民主運動四十年，頁 125。
24
新台灣研究文教基金會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編輯小組，沒有黨名的黨－美麗島政團的發展，
頁 12、37、38。
25
新台灣研究文教基金會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編輯小組，沒有黨名的黨－美麗島政團的發展，
頁 37。
26
新台灣研究文教基金會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編輯小組，沒有黨名的黨－美麗島政團的發展，
頁 46。
27
新台灣研究文教基金會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編輯小組，沒有黨名的黨－美麗島政團的發展，
頁 41。
28
Thomas B. Gold, 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Taiwan Miracle (New York: M. E. Sharpe, 1986), p. 13.
41

線及街頭抗爭的激進力量便日益主導黨外的發展，29 特別是在 1979 年 8 月美麗
島雜誌創刊後達到最高峰。
1979 年 6 月創刊的八十年代雜誌與 8 月創刊的美麗島雜誌，分別由康寧祥
與黃信介擔任發行人，被視為代表當時黨外運動的兩條政治路線。康寧祥的八十
年代是「溫和、理性的論政路線」。而黃信介等人的美麗島，雖然本身是一本雜
誌，可是各地有分社，且透過分社在各地辦活動，因此成為群眾運動的一個管道，
被認為是「激烈的群眾路線」。30
八十年代雜誌的主要成員，是以康寧祥、司馬文武為主的一群知識份子；其
領導菁英康寧祥的政治性格，被外界認為是一向主張和平改革，即使在經過余登
發、許信良等案的衝擊，他仍能保持相當的冷靜和理智，對國民黨甚少做露骨的
批評。此外，康寧祥眼中的政治改革，是善用輿論的力量，以強大的社會壓力迫
使國民黨加速革新，而並非採取暴力邊緣政策，或藉故煽動群眾運動。。31
在美麗島雜誌社方面，若觀察其主要成員，則可說是當時黨外重要人士的大
結合。除了原有黃信介、張俊宏、許信良、姚嘉文、施明德及林義雄等人外，基
金管理委員會委員有 8 人，編輯有 12 人，社務委員則有 61 人。其中，為了顯示
美麗島雜誌的包容性格，該社務委員另外還包括和黃信介等人理念相左的康寧
祥、黃煌雄、張德銘、黃順興、陳鼓應、楊青矗、王拓、蘇慶黎、許世賢等人。
事實上，當時黃信介等人與康寧祥不僅在理念上有所分歧，也對康寧祥的實
際作為開始產生懷疑。由於在往後種種黨外發起的運動中（橋頭遊行、聲援許信
良遭彈劾等），康寧祥的思考與做法都顯得太消極，而且習慣用老大的姿態在支
配事情，因此不得不對其政治智慧以及做政治領袖的條件開始懷疑，而黨外陣營
也開始慢慢地走向分裂。32
黃德福認為，反對運動真正開始出現派系，乃由於 1979 年八十年代雜誌與
美麗島雜誌的競爭引起；前者代表溫和理性的論政路線，而後者代表較為激烈抗
爭的群眾路線。33 不過，筆者對此認為，當時的競爭實際上則仍屬於趨勢之爭，
而非派系起始。由於二雜誌的領導菁英仍形式上合流於美麗島的社務委員群，彼

29

鄭敦仁、海格德，
「台灣政權的轉變：理論與比較觀點」
，張京育主編，中華民國的民主化：
過程、制度與影響（台北：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初版，1992 年 3 月）
，頁 19-20。
30
新台灣研究文教基金會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編輯小組，沒有黨名的黨－美麗島政團的發展，
頁 237。
31
李筱峰，台灣民主運動四十年，頁 146。
32
新台灣研究文教基金會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編輯小組，沒有黨名的黨－美麗島政團的發展，
頁 139-145。
33
黃德福，民主進步黨與台灣地區政治民主化，
（台北：時英出版社，初版修正，1992 年 7 月）
，
頁 74。
42

此的自我意識、紀律並不高，且康寧祥與黃信介等人也並未視對方為競爭對手，
因此當時的路線之爭應視為黨外人士理念不同、無法互相配合的趨勢之爭，而不
是嚴格意義的派系之爭。
這個階段的黨外運動，被視為 1970 年代台灣中產階級的政治覺醒；特別是
上層知識份子要求政治改革的聲浪，已在社會上獲得激烈的迴響。34 若觀察當時
黨外主要政治菁英的省籍出身、學歷、社會地位及創辦雜誌作為，的確符合上述
中產階級中的知識份子角色。但此同時，也有人對此類似角色卻表現出不同的政
治行為感到疑問，例如原出身學院，而又問政廟堂（中央黨部）的知識份子張俊
宏、許信良等，當他們加入黨外運動後，便迅即以群眾為訴求對象，完全脫離昔
日以理論問政的態度；反之，擁有大學學歷，但出身草根的康寧祥，在與知識份
子結合後，反視問政廟堂為推動民主的重要課題，而日漸與基層民眾脫離。35 對
此現象，Huntington 的論點頗值得參考。首先，他指出在大多數進行現代化的國
家中，真正的革命階級是中產階級，而知識份子是中產階級內最積極的反對派團
體。其次，知識份子能否完成他們的革命作用，取決於他們與其他社會群體的關
係、能否喚起人口中其他成份的群眾性支持。36
由此觀點觀察，許信良及張俊宏似乎就是按照這種理論在進行，並成為當時
黨外運動的主流；但康寧祥卻不然，可能因其個人理念及政治經驗的考量，而另
循可行途徑。值得注意的是，此種理念的分歧，如同在政治轉型過程中，反對運
動陣營中所常會出現的「基本教義派」
（maximalists, principalists, moralists）與「溫
和派」（moderates）之爭，37 並仍舊在往後黨外反對運動及民進黨中形成不同路
線的選擇。
不過整體而言，當時黨外運動的領導菁英，雖然對於適當路線存有不同的見
解；但形式上仍處於相輔相成的地位，因此並未演變成派系傾軋、相互批鬥的態
勢。38
三、黨外主流派與黨外新生代

黨外編聯會與黨外公政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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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ng Mab, Intellectual Ferment for Political reforms in Taiwan, 1971-1973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76); 朱雲漢，
「中產階級與台灣政治民主化」
，蕭新煌主編，變
遷中台灣社會的中產階級（台北：巨流圖書公司，第 1 版，1989 年 9 月）
，頁 237-238。
35
李筱峰，
「台灣政治革新運動與知識份子」
，進出歷史（台北：稻鄉出版社，初版，1992 年 10
月）
，頁 210。
36
張岱云等譯，Samuel P. Huntington 原著，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
限公司，初版，1994 年 4 月）
，頁 297-299。
37
Adam Przeworski, “Some Problems in the Study of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in Guillermo
O’Donnell, Philippe C. Schmitter, and Laurence Whitehead, eds.,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p. 53.
38
李筱峰，台灣民主運動四十年，頁 147。
43

1979 年 12 月高雄事件爆發，大批黨外人士在事件後陸續被逮捕，並遭判刑
入獄，當時黨外運動頓時進入真空及重整時期。在此時空環境下，康寧祥的溫和
路線逐漸抬頭；39 但同時另有一批新生代：黨外助選員、黨外雜誌編輯及作家等
也因勢崛起，並展開新一波的路線爭議，而民進黨的派系規模也在此時正式形成。
1980 年 6 月，政府宣布將於年底（12 月 6 日）恢復 1978 年底因中、美斷交
而延期的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由於此次選舉席次大幅增加（立法委員 79 席、
國大代表 76 席）
，學者均給予極高評價，被認為是「向民主制度邁進」
（progress
towards a democratic system）
，顯示國民黨政府有誠意促進「民主的成長」
（growth
of democracy），40 並提供黨外勢力在高雄事件後重新整合的基礎。41
在該次選舉結果中，頗受矚目的是，高雄事件受刑人家屬周清玉及許榮淑分
別以高票當選國大代表與立法委員，被認為是人民對高雄事件的一次意見反應，
也是表達對黨外人士普遍的同情與欽佩。42 從此，政治案件受刑人家屬陸續參與
相關選舉，更進而成為日後黨外團體中的一股勢力。43
1982 年，台灣又接續進行省議員、縣市長與北、高市議員選舉。針對這次
選舉，以康寧祥為首的黨外中央民意代表決議組成「黨外推薦團」，提出一份類
似政黨提名的黨外推薦名單，並以「民主要制衡，制衡靠黨外」
、
「黨外、制衡、
進步」作為共同競選標語及口號：同時綠色系統也在此次選舉中成為黨外的象徵
色彩，因此被視為一個雛形政黨正逐漸形成。44 而領導此次推薦團的康寧祥，當
時被突顯為「黨外黨魁」的地位，45 開始與其他若干位中央級民意代表形成所謂
的「黨外主流派」。
一般所謂的「黨外主流派」，可以分為狹義、廣義兩種說法。狹義的黨外主
流派指的是黨外中央級民意代表、或擁有政治實力者為主，其中尤以康寧祥、張
德銘及黃煌雄為代表，又被稱為「康系」；而廣義的黨外主流派則尚包括高雄事
件受難者家屬與大審辯護律師群的成員。46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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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宗懋對此指出，候選人使用苦難命運製造濃烈的悲情感染力以取得高票當選，曾是台灣主
要反對黨民進黨的長期訴求。而值得注意的是，此種特殊的競選方式，正開始於此時期。徐宗懋，
台灣人論（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初版，1993 年 2 月）
，頁 46-48。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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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五千年出版社，初版，1983 年 1 月）
，頁 18。
46
古淑芳，台灣黨外運動（1977-1986）－以黨外言論為中心之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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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選舉結果，國民黨的提名當選率雖然優於黨外的推薦當選率，但在個別
重要地區的聲勢都遠低於黨外，例如黨外在台北地區獲得 89.9﹪的當選率，桃園
縣則獲得 100﹪的當選率，被視為已逐漸恢復高雄事件以前的聲勢。但在黨外運
動此日益恢復的同時，內部也開始有新一波的路線之爭，主要是由「黨外新生代」
在深耕雜誌所掀起，批判對象則指向康寧祥。
黨外新生代主要指黨外雜誌作家、編輯群，他們的形成開始於 1975 年的立
法委員增額補選。當時，透過陳菊的介紹，約有數十個大學生及研究生走出校園，
義務幫助郭雨新進行輔選及散發競選傳單，這些人包括：吳乃仁、吳乃德、謝明
達、蕭裕珍、田秋菫、林正杰、范巽綠、何展宗、邱義仁等人。47 當選舉結束，
這些人便加入黨外公職人員的麾下充當幕僚人員，從事相關的組織和宣傳活動。
這些新生代歷經幾次選舉的聚集與成長，逐漸形成黨外公職的「幕僚人員」
、
「黨工」。48 當時代表性的黨外新生代成員如表 3-1（年齡計算至 1981 年）。
表 3-1

黨外新生代的主要成員

姓名
林正杰

年齡
29

林世煜
林濁水
宋國誠
黃宗文
李筱峰
周渝
蘇治芬

28
34
24
24
29
34
27

蕭裕珍
謝明達
蘇慶黎
范巽綠
田秋堇
林進輝
魏廷昱
許榮和

25
25
34
28
26
32
28
24

籍貫
學歷
福建（出生於台灣雲林）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研究
所
台灣台南
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
台灣南投
政治大學東語系畢業
河南（出生於台灣新竹）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台灣屏東
東吳大學法律系
台灣台南
淡江大學歷史系畢業
湖南（出生於台北）
東海大學外文系畢業
台灣雲林
台北市立商業職業學校
畢業
台灣嘉義
台灣大學法律系畢業
台灣高雄
台灣大學經濟系畢業
台灣台南
台灣大學哲學系畢業
浙江（出生於台北）
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
台北
台灣大學哲學系畢業
台灣宜蘭
成功大學外文系畢業
台灣桃園
輔仁大學外文系畢業
台灣雲林
台灣大學哲學研究所

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 年，頁 87。
47
陳菊， 黑牢嫁妝：一個台灣女子的愛與戰鬥（台北：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第 1 版，1993
年 12 月）
，頁 28；林正杰，
「戰後新生代的養成期」
，楊澤主編，七○年代－理想繼續燃燒（台
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初版，1994 年 12 月）
，頁 85-91。
48
古淑芳，台灣黨外運動（1977-1986）－以黨外言論為中心之研究，頁 90。
45

洪金立
林進坤
余國平
張富忠
邱義仁
吳乃仁
吳乃德
曾心儀

25
28
26
29
31
34
30
33

台灣嘉義
台灣花蓮
台灣基隆
台灣桃園
台灣台南
台灣台中
台灣台中
江西（出生於台灣台南）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文化大學新聞系畢業
基隆中學畢業
國立藝專美工科
台灣大學政治研究所
東海大學經濟系畢業
台灣大學政治系畢業
文化大學大眾傳播系畢
業

資料來源：一、鄧維賢，
「民主－黨外新生代的事業」，林正杰，寧為黨外（台北：林正杰發行，
出版年月不詳）
，頁 55-56。
二、不足之處，由筆者整理。

對於他們的角色與從事黨外運動的心態，李旺臺描述他們是新生的一代，資
質甚佳，受過良好的教育後即走出校門，直奔黨外，開始闖蕩江湖。而黨外圈子
是一個競爭型態較原始、規範制約較少的社會，他們不必像在一般官僚系統或在
已有一定管理制度的企業體服務的青年那樣，要經過一段隱忍、沉潛、學習、適
應的階段。他們大可憑恃自己的才智和勇氣，快速出人頭地，獲得工作上的自信
與成就感；49 同為新生代的林世煜則認為這些青年學生，經過一次絢爛的選戰，
便割斷了他們的臍帶。他們退不能再適應單調呆板的學生生活，進不能有一技之
長以謀溫飽，於是挾一張利嘴和一支快筆，盼望在勝利的果實中分一席幕僚，作
一名文士；因為除此之外，他們一無所有。50
整體而言，若就角色特徵予以比較，黨外主流派主要偏向「個人公職與專業
政治人物」
，而黨外新生代則偏向「團體導向、年輕、激進改革的理想主義者」。
51

此外，陳芳明對此則直接劃分為「公職集團」與「黨工集團」。52
黨外新生代的進一步成長及發展，則與高雄事件受刑人家屬與辯護律師群創

辦黨外雜誌有密切關聯。後者之所以開始創辦雜誌，一方面是由於國民黨政府對
政治性集會結社及大眾傳播的嚴厲控制，使雜誌成為黨外人士宣傳政見、糾集民
意及組織動員的唯一工具；另一方面則是藉以取得發言地盤，並培養政治班底。

49

李旺臺，台灣反對勢力（1976-1986）
，頁 40-41。
林世煜，
「進步雜誌停刊一週年的感想－兼談黨外的新生黨工」
，深耕，第 8 期（1982 年 4 月
20 日）
，頁 66。
51
Lin Chia-lung, Path to democracy: Taiwa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Yale University, 1998, p. 226.
52
陳芳明，
「我看民進黨主席的選舉」
，台灣內部民主的觀察（台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
第 1 版，1990 年 10 月）
，頁 64。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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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代表性的雜誌例如有周清玉創辦的關懷、許榮淑創辦的深耕等；就大多數

黨外雜誌而言，雜誌的所有權常屬於黨外公職人員，經營權則託付在雜誌黨工（黨
外新生代）手中。而台灣此種反對運動與雜誌的密切關係，例如從最早期的自由
中國到黨外雜誌，論者更稱之為「雜誌政治化，政治雜誌化」。54
初期，黨外新生代與之前黨外人士的關係尚屬和諧。例如林正杰曾說：「我
們並不想自立門戶，我們將發展平均的關係」；55 林濁水也表示：「由於美麗島事
件以後黨外主流大遭損傷，…新生代被迫站到第一線。在那種情況下，『追隨前
輩腳步，延續黨外香火』就成為我們悲緬心情的自然流露」
。56 但後來的發展是，
雙方開始出現意見上的分歧（例如許榮淑不贊成新生代對黨外公職展開批評；也
反對他們推動社區自治及草根組織的構想），57 黨工紛紛自辦雜誌（例如新潮流
雜誌、前進雜誌等），並自黨外公職人員陰影中宣告獨立。58
如同歐洲早期群眾性政黨，其內部衝突主要圍繞於黨工和國會議員之間。
59

1982 年 6 月後，黨外新生代重新發動一波新的路線反省，而這段關係著議事、

議會功能、公職提名與公職角色的爭論，斷斷續續進行了將近兩年之久；不僅在
當時黨外引起不小的震憾，而且由於新生代批判的主要對象都指向康寧祥及相關
的公職人員，因此也掀起所謂的「批康、倒康浪潮」。60
黨外主流派與黨外新生代的理念及路線爭議，主要發生在以下事件的過程
中：61
1982 年 5 月 14 日，立法院院會討論國民黨籍立委黃正安等人所提邀請警備
總司令作專案報告並備質詢一案，但過程中卻發生國民黨發動多數委員表決以阻
止黨外委員繼續發言，雙方關係於是逐漸交惡，黨外委員乃蘊釀杯葛。不過到了
25 日杯葛當天，卻傳出部分成員早已決定讓步，並且無充份準備，因此無法進
行原杯葛的決議。此事件發生後，以深耕雜誌為主的黨外新生代大表不滿，認為

53

李旺臺，台灣反對勢力（1976-1986）
，頁 28、39。
李旺臺，台灣反對勢力（1976-1986）
，頁 28。
55
鄧維賢，
「民主－黨外新生代的事業」
，林正杰，寧為黨外（台北：林正杰發行，出版年月不
詳）
，頁 69。
56
馮子山訪問，
「台灣民主運動九問－黨外新生代的道路」
，林正杰，寧為黨外（台北：林正杰
發行，出版年月不詳）
，頁 120。
57
艾琳達，激盪！台灣反對運動總批判（台北：前衛出版社，初版，1998 年 1 月）
，頁 193-195。
58
李旺臺，台灣反對勢力（1976-1986）
，頁 39。
59
雷競璇譯，Maurice Duverger 原著，政黨概論（香港：青文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第 1 版，1991
年 10 月）
，頁 167-168。
60
楊祖珺，玫瑰盛開－楊祖珺十五年來時路（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初版，1992
年 11 月）
，頁 279-280；杭之，
「台灣黨外民主運動的初步考察－1975~1985」
，邁向後美麗島的
民間社會（上）
（台北：唐山出版社，1990 年 4 月 30 日出版）
，頁 45-46。
61
詳細分析參見本文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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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外杯葛事件的流產，是自失立場與原則。
繼杯葛風波後，6 月 29 日由康寧祥、黃煌雄、張德銘及尤清組成的黨外四
人訪美、日一事，又遭深耕雜誌點名批判。當時，黨外對此已有類似出國作秀、
挾洋自重、為國民黨做說客及與國民黨有暗盤交易等傳言，雖然當事人極力表示
國防外交的問題，不僅是國民黨的事，也是台灣一千八百多萬老百姓的事，黨外
自有一份責任。但對此聲明，深耕雜誌表示此想法充滿國民黨的憂患意識，而且
是在抨擊沒有出國的黨外人士。另外，四人訪美期間，國民黨不顧反對聲浪，強
行通過刑事訴訟法第八十八條之一有關警察緊急逮補之條文；而這種強勢作風，
也使黨外新生代對於黨外的美、日之行，從動機的懷疑擴大到對其效果的質疑。
繼杯葛事件與訪美四人行後，康寧祥在組黨問題上又表示，只有國民黨同意
並邀請他來組黨，他才會如此做。換句話說，康寧祥要等待國民黨接納他進入既
有的體制，並與該黨共同合作進行國民黨體制內的改革。此說法一出，又引爆了
黨外的「體制內改革」與「改革體制」之爭。
整體而言，當時新生代與主流派之間的思考差異點，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環
節：
（一）與國民黨的互動關係，應該強調「杯葛」
，或是「協商、妥協」？（二）
在政治理念上，應主張「改革體制」，或是「體制內改革」？其次，應維持「道
德形象」？或「不應以嚴格的道德來約束其成員」？（三）在有效的反對策略上，
應採用「群眾運動」，或是「投入選舉」？62 對於這三種思考上的差異，康寧祥
認為分別代表「議會政治手段」
、
「政治規範認同與政治參與」
、
「改革手段」的路
線之爭。63 杭之（陳忠信）則明白指出這種路線爭議在當時已使黨外民主運動走
向停滯不前的運動高峰期。64
1983 年 8 月 29 日，在立法院召開的黨外後援會討論事宜中，65 由於康寧祥
堅持將「保障現任立委」明文納入後援會草案，66 因此引起黨外新生代編輯作家
的極度不滿，認為這是「一個反動而封建的制度」
，雙方的對立逐漸達到頂峰，67
而新生代也開始有自組「黨外編輯作家聯誼會」
（以下簡稱編聯會）之構想。1983
62

呂亞力，
「台灣的反對黨：民進黨的發展」
，張京育主編，中華民國的民主化：過程、制度與
影響（台北：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初版，1992 年 3 月）
，頁 202-204；Lin Chia-lung, Path to democracy:
Taiwa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 230.
63
康寧祥，
「跨越『路線之爭』的迷巷」
，危機與希望（台北：八十年代出版社，初版，1983 年
11 月）
，頁 141。
64
杭之，
「台灣黨外民主運動的初步考察－1975~1985」
，頁 46。
65
此後援會是黨外人士為因應 1983 年年底的中央民意代表增額補選所成立，目的在於進行推薦
與輔選。參見楊月德，
「後援會話說從頭」，生根，第 16 期（1983 年 9 月 16 日），頁 4；
「黨外後
援座談會」
，生根，第 7 期（1983 年 4 月 25 日）
，頁 4-5。
66
草案第 4 章黨外候選人產生程序之第 2 條：現任黨外立法委員欲繼續連任者，應優先考慮。
67
資料室，
「一個反動而封建的制度 黨外人士競選立委後援會草案」
，生根，第 16 期（1983 年
9 月 16 日）
，頁 8。
48

年 9 月 3 日，林正杰召集民主人、夏潮、鐘鼓鑼、海潮、前進、博觀、縱橫、關
懷、生根、在野十家黨外雜誌代表及台北市議員謝長廷、陳水扁、美麗島辯護律
師江鵬堅在台北紫藤蘆召開黨外編輯作家籌備會；9 月 9 日，黨外編輯作家聯誼
會正式成立，並通過「黨外編輯作家聯誼會章程」。68 其中首任會長為博觀雜誌
社總編輯林濁水，副會長為生根雜誌社副社長邱義仁。
特別的是，林濁水在當時競選會長的政見與發言，曾明白標示編聯會未來的
定位與期許。首先，他認為在台灣民主運動史上，黨外雜誌社的編輯作家已經跟
黨外民代產生角色的分化，因此編聯會應該發展出黨外的「在野」功能；69 其次，
編聯會對外要集中力量推動黨外文宣工作，對內則要形成一個黨外內部的壓力團
體。70 至此，若從 Rose 所提的趨勢與派系的組織區分進行觀察，編聯會儼然已
有派系的雛形規模。71
另外，對於編聯會的成立，黨外新生代也另有其一番體認，認為應藉此走自
己的路。72 例如成員史非非（范巽綠）曾表示以前黨外沒有出現過這麼一大批受
過教育、專注思考的青年，願意生活在黨外運動裡，但當時黨外卻還沒有制度、
沒有整體計劃給他們適當的位置；如今編聯會成立的意義，就是新生代自己必須
謀求出路。而且，她並強調新生代至此對於公職人員已經沒有任何期待，未來將
以自己的能力做些事。73
編聯會成立後，其戰力果然不同凡響。在該會的強力運作下，9 月 10 日通
過的「72 年黨外人士競選立委後援會組織章程」中終於刪除保障現任立委之條
款。往後，幾乎所有黨外雜誌的新生代都自願放棄對後援會成員、資格的爭取，
顯示其爭的是黨外內部的制度與民主。74
1983 年的增額立委選舉，黨外人士只當選 6 席，成績並不理想，發展曾一
度遭到頓挫。尤其當時頗受矚目的康寧祥與主流派竟意外落選，更令人出乎意料
之外。對此，有論者便認為是新生代長期「批康」的結果。75 另外，在選後檢討
68

參見附錄 4。
楊月德，
「黨外編輯作家聯誼會花絮」
，生根雜誌，第 17 期（1983 年 9 月 25 日）
，頁 20。
70
古淑芳，台灣黨外運動（1977-1986）－以黨外言論為中心之研究，頁 104。
71
此時，編聯會也已符合筆者對派系的操作型定義：派系係指在民進黨內，由黨職及公職人員
組成的政治集團，且這些集團主要功能是在黨內從事權力、政策及選舉競爭。
72
連城璧，
「黨外編聯會的政治角色」
，風雲論壇 16，透視黨外組黨（台北：風雲論壇出版社，
初版，1986 年 12 月）
，頁 150-156。
73
曾心儀，
「建立反對黨的文化」
，周琇環、陳世宏主編，戰後台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二）組
黨運動（台北：國史館，初版，2000 年 12 月）
，頁 397。
74
古淑芳，台灣黨外運動（1977-1986）－以黨外言論為中心之研究，頁 104。
75
彭懷恩，
「四十年來曲折多變的台灣反對運動」
，台灣政黨體系的分析（ 1950-1986）
，頁 84-85；
張瑞昌，「新聞分析：
『康師傅』就位 班底重現江湖」，中國時報，2003 年 2 月 6 日，第 4 版；
Lin Chia-lung, Path to Democracy: Taiwa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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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中，黨外後援會也特別發表聲明；表示為推動民主政治，黨外現任及新當選之
公職人員將籌組「公共政策研究會」與「黨外後援會」，並推舉費希平、尤清、
周清玉為召集人。76
1984 年 1 月 8 日，費希平、尤清、周清玉召集黨外公職人員共 23 人，開會
討論成立常設組織的可行性，不僅通過「黨外後援會組織章程草案」，77 並決定
二月底再度集會，以便正式成立。不過，往後發展是黨外後援會的構想被擱置，
改為研擬公共政策研究會，公職人員的角色再度被突顯。78
「黨外公職人員公共政策研究會」（以下簡稱公政會）的籌組，象徵黨外公
職人員有意使黨外勢力成為組織化與常設機關。2 月 25 日，15 位黨外公職人員
共同集會通過「黨外公職人員公共政策研究會組織章程」草案； 79 5 月 11 日，公
政會召開第一次會員大會，會中推舉七名理事：費希平、周清玉、尤清、張俊雄、
黃玉嬌、蔡介雄、謝長廷及三名監事：陳金德、林文郎、高信雄，同時推舉費希
平為理事長。6 月 18 日，公政會召開成立後第一次理監事會，選出秘書長林正
杰與財務長林文郎，並推舉出六個委員會主任委員：國際事務委員會周清玉、人
權保障委員會江鵬堅、政治體制委員會尤清、社會經濟委員會謝長廷、協調發展
委員會蔡介雄及圖書資料委員會王昆和。若從出身觀察，公政會的主要成員以中
央民意代表、北市議員及省議員為核心，堪稱是當時黨外公職人員的大集合。80
當時黨外編聯會與黨外公政會的代表性人物，如表 3-2。
表 3-2

黨外編聯會與黨外公政會的代表性人物
黨外編聯會

代表性人物

黨外公政會

林正杰、林濁水、邱義仁、費希平、周清玉、尤清、
周伯倫、張富忠、洪奇昌、張俊雄、黃玉嬌、蔡介雄、
鄧維賢、劉守成、鄭南榕、謝長廷、陳金德、林文郎、
蘇慶黎、吳乃仁等。
康寧祥、江鵬堅、陳勝宏、
＊林正杰等。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其中＊林正杰雖為編聯會創始人之一。但在 1983 年 3 月，林正杰便離開
新生代大本營深耕雜誌，而另創前進周刊；81 往後，林正杰則逐漸轉往公政會尋求發

76

本社，
「黨外後援會檢討會」
，生根雜誌，第 7 期（1983 年 4 月 25 日）
，頁 4。
參見附錄 3。
78
楊圓娟，民進黨提名制度的形成與變遷，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57。
79
參見附錄 7。
80
王貞，
「黨外公職人員大集合－黨外公政會會館開張大吉」
，戰後台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二）
組黨運動（台北：國史館，初版，2000 年 12 月）
，頁 452。
81
張鳳山，
「民進黨的派系簡析」
，台灣研究（1994 年第 3 期）
，頁 53；「論台灣島內台獨勢力的
派系與路線之爭」
，台灣研究（1997 年第 4 期）
，頁 35。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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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對於這個以公職人員為主的組織，編聯會成員如何看待？1983 年 12 月底，
生根雜誌的社論就對此發表看法，表示公共政策研究會是「虛矯的黨外」－因為
該會凌亂散漫、思想混亂，居然企圖一步登天，奢言公共政策研究。其次該社論
並認為只有黨外能夠革除虛矯的心態，承認自己實力的不足，踏實地建立起動員
的管道，確定黨外訴求的對象，並且認真思索意識型態的問題，黨外才談得上有
組織，而以組織化的團體從事公共政策研究才有政治運動上的意義。82
其次，公政會為求合法之存在地位，曾嘗試與國民黨進行多次的接觸與溝
通，也遭致編聯會的批判。12 月 6 日，公政會理事長費希平致函國民黨秘書長
蔣彥士，表達溝通意願；對此，當時的編聯會長邱義仁便認為公政會再面對國民
黨壓力時，姿態上變化太大，亂無章法；其次，與國民黨進行溝通，依據過去經
驗，也是很明顯的行不通；而黨外發這封信函，有失一個反對派的立場。83
1984 年 6 月，編聯會中重要成員所創辦的新潮流叢刊正式問世，成員有吳
乃仁、邱義仁、林濁水、洪奇昌、吳乃德、賀端蕃、史非非、張溫鴻、尤宏、郭
吉仁、黃昭凱、劉守成、謝史朗、蘇治芬、田秋菫、魏廷昱、陳鴻誠及楊碧川。
在發刊詞中，他們希望藉此「重建新的反對事業」，84 並宣告永遠要為民主運動
服務；其次，並強調其本身的內規－「踏出民主的一小步」，85 以作為該雜誌的
組織原則。至此，黨外走向組織化、制度化的派系正式形成。
當時，雖然公政會與編聯會已逐漸有運動路線與權力之爭；但兩者在考量自
身的實力後，卻逐漸有合作的意願。例如編聯會便體認到沒有公政會的公職實力
為後盾，在本身有限資源和黨內、外夾攻的情況之下，將很難生存；而公政會亦
知道編聯會有強烈的批判性格，連資深元老康寧祥都可能會被鬥垮，因此雙方整
合有其必要。86 尤其為因應 1985 年底地方選舉的來臨，且目睹國民黨身陷江南
命案、十信金融弊案的困境，預期選情將對黨外有利，公政會與編聯會便在尤清
的協調下合組黨外選舉後援會。1996 年 9 月 28 日，民進黨匆促成立，此時期的
各項準備工作也由公政會與編聯會共同互動及合作完成。87
82

生根雜誌社論，
「虛矯的黨外－看『公共政策研究會』
」
，戰後台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二）組
黨運動（台北：國史館，初版，2000 年 12 月）
，頁 392-394。
83
李筱峰，台灣民主運動四十年，頁 203-204。
84
參見附錄 5。
85
參見附錄 6。
86
艾思明，
「組黨的關鍵人物－尤清」
，風雲論壇 16，透視黨外組黨（台北：風雲論壇出版社，
初版，1986 年 12 月）
，頁 33-34。
87
姚嘉文，民主．自決．救台灣（台北：生活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初版，1988 年 3 月），頁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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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成立後，編聯會與公政會相繼解散；但編聯會中的新潮流成員卻逐漸
發展成民進黨內組織嚴密、紀律嚴謹的「新潮流」派系，不僅在歷屆權力結構中
扮演重要的角色，迄今仍是黨內實力堅強的派系。

第二節 反對黨時期
一、泛新潮流系與泛美麗島系的對立與衝突
1986 年 9 月 28 日，由黨外人士所組成的民主進步黨宣布成立，台灣長久以
來的黨外運動正式進入「反對黨」（opposition party）的新階段。
民進黨成立之初，黨內部結構充其量只能算是一個鬆散的反對勢力聯盟，
內部主要派系主要延續黨外時期的架構：包括以公職人員背景為結合基礎的「康
系」
、黨外新生代的「新潮流系」與「前進系」
、因美麗島事件所產生的「受難家
屬派」與「辯護律師派」及諸如高雄余家、台南蔡介雄、屏東邱連輝等地方山頭
型政治人物。88 不過，隨著內部成員的分合與黨內權力的競逐，則逐漸演變成「泛
新潮流系」與「泛美麗島系」的對立與衝突。其中「泛」意謂著「集結」，89 指
除了原有派系的固定成員外，尚包括認同該派系政治主張、意識型態，或與該派
系有合作、結盟關係的個人或團體，例如謝長廷（謝系）、陳水扁、尤清等。90
整體而言，泛新潮流系與泛美麗島系的對立，發生在高雄事件受刑人陸續獲
釋出獄後；而衝突的問題主要圍繞在黨主席、重要黨職、公職選舉的競爭，且當
時激烈的程度幾乎使創黨初期的民進黨瀕臨分裂。
1987 年 5 月底，高雄事件受刑人黃信介、張俊宏出獄，憑藉著兩人的道德
受難光環，並透過全台巡迴演講及聯絡，原美麗島雜誌社勢力再度逐漸形成。黃、
張兩人除了全省進行串聯外，並積極介入 1987 年 11 月民進黨第二屆全國黨代表
大會的動員、選舉與配票，結果在黨內中執委及中常委選舉中皆取得較多數的席
次，而這對新潮流所掌控的黨中央（主席：姚嘉文；秘書長：黃爾璇、副秘書長：
邱義仁）而言，已是公開、明顯的挑戰。更直接的是，黃信介常在演講場合中說：
「這個店是我開的，我隨時要收回來」，91 配合其往在第三屆黨主席任內所表現
的強勢作風，更意謂著原本應超然、中立的黨主席強調其權威，並公然帶頭介入
派系之間爭執，92 使未來民進黨內的派系競爭更加白熱化。
88

宋朝欽、何榮幸、張瑞昌，民進黨執政之路（台北：風雲論壇出版社，初版，1993 年 8 月）
，
頁 109。
89
此概念的提醒，筆者感謝中國時報撰述委員何榮幸。
90
高銘聰，民主進步黨政黨轉型之分析，私立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所碩士論文，1999 年，頁 72。
91
葉柏祥，黃信介前傳－民進黨的永遠大老（台北：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第 1 版，1994
年 6 月）
，頁 151。
92
李逸洋，
「獨斷領導的迷思－民進黨體質與體制之析論」
，新潮流半月刊，試刊號（1989 年 1
52

當泛美麗島系與泛新潮流系的對立逐漸加劇時，中間派系成員的動向就極為
重要。此時，林正杰的前進系與康寧祥的康系因統獨理念與情感關係而逐漸接近
泛美麗島系，93 使該系實力大增，兩大派系的權力地位也開始有所轉變。尤其當
林正杰公開發表「給姚嘉文主席一封公開信」後，更使兩大派系的衝突走向激烈
化。
表 3-3，為當時泛美麗島系與泛新潮流系的主要成員。
表 3-3

泛美麗島系與泛新潮流系的主要成員：
泛美麗島系
泛新潮流系

重要成員

黃信介、張俊宏、許信良、余 江鵬堅、姚嘉文、黃爾璇、邱義
陳月瑛、許榮淑、朱高正、周 仁、吳乃仁、洪奇昌、林濁水、
伯倫、許國泰、陳水扁、王兆 謝長廷等。
釧等。
另有前進系與康系的加盟。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林正杰在公開信中對民進黨的黨員暴增、不良選舉文化、統獨符號之爭、主
席介入派系卻未達成政見等事大加抨擊，94 引發黨內再次對立。而此公開信所造
成的影響，直到陳芳明發表「民進黨沒有分裂的條件－論姚嘉文、張俊宏、林正
杰的路線問題」一文，95 明白指出分裂的代價是當前每位派系領導者所付不起，
並將對日後反對運動產生至大且鉅的影響後，才使得這項爭議暫告平歇。
1988 年 10 月 30 日，民進黨舉行第三屆黨主席改選，代表泛美麗島系出馬
角逐的黃信介獲得 123 票，而代表泛新潮流系的姚嘉文則獲得 97 票，這是該黨
建黨以來，第一次出現派系對決的局面。96 其次，在該項選舉中，由於派系競爭
過於激烈，黨內人士對此頗感憂心；因此黃信介當選主席後便對外宣稱選後是民
進黨的療傷止痛期，而未來黨內也沒有派系存在。若有，則只有一個「民進系」。
97

月 20 日）
，頁 24-29。
93
陳益倫，民進黨派系發展之研究，頁 30-31；張忠棟，
「民進黨的內爭與反對黨問題」
，中國論
壇，第 27 卷第 6 期（1988 年 12 月 25 日）
，頁 14。
94
林正杰，
「給姚嘉文主席的一封公開信」
，前進週刊，第 14 期（1988 年 9 月 3 日-9 月 9 日）
，
頁 4-11。
95
陳芳明，
「民進黨沒有分裂的條件－論姚嘉文、張俊宏、林正杰的路線問題」
，在美麗島的旗
幟下（台北：前衛出版社，初版，1991 年 12 月）
，頁 265-278。
96
陳芳明，
「成為台灣全體人民的政黨－寫在民進黨三全會之後」
，在美麗島的旗幟下（台北：
前衛出版社，初版，1991 年 12 月）
，頁 289。
97
陳芳明，
「成為台灣全體人民的政黨－寫在民進黨三全會之後」
，頁 291；
「台灣民主運動的觸
53

不過吊詭的是，往後助長派系衝突的因素卻緣自於黃信介主席的領導作風。
1989 年 1 月，黃信介向媒體公布其心目中理想的縣市長候選人名單（包括朱高
正選雲林縣長、蔡介雄選台南市長、許榮淑選台中市長、周滄淵選基隆市長、黃
煌雄選宜蘭縣長），立刻引起黨內的緊張與不滿。例如宜蘭縣黨部因屬意人選為
省議員游錫 ，與黃信介的支持人選有出入，因此該黨部立即發表聲明，指主席
的點將純屬個人意思；而泛新潮流系也認為黃信介此舉有意籠絡黨內民心、擴大
領導基礎及收編派系勢力的企圖。98 6 月，因朱高正與黃爾璇同時在雲林縣競選
立法委員，導致泛美麗島系與泛新潮流系又再度掀起嚴重的對立。
當時朱高正認為黃爾璇得到泛新潮流系支持，並考量到地方支持者可能趨於
少數，不易贏得勝利，因而開始大肆批判新潮流的作風；並揚言如在初選失利，
將退出民進黨。99 對此情形，泛美麗島系的黨主席、正、副秘書長表示支援之意，
不僅要求黨內人士應與新潮流劃清界限，甚至揚言清黨，要把二十五位新潮流核
心成員開除黨籍。100
這項源自選舉的紛爭，終於爆發泛美麗島系與泛新潮流系之間的嚴重衝突。
當時，泛新潮流系的中評委江鵬堅提出「黨主席發言不當案」，認為黃信介對外
發言常有不當，應該接受黨內的批判；101 6 月 17 日，新潮流則發表「誰都沒有
權利分裂民進黨」的聲明，對於「黨主席帶頭倡言分裂」
，感到「駭異不已」
；其
次並表示這次紛爭，主要實在是單打獨鬥慣了的派系山頭不能滿足於必須尊重組
織體制生活，不能滿足黨內民主的程序而引起的。所以美麗島系的當事人雖然強
調這是美麗島和新潮流的派系之爭，但本質上根本是山頭和黨的體制規章之爭。
102

21 日，新潮流更進一步提出「我們的呼籲」
，要求美麗島中止自林正杰的「給

姚嘉文的公開信」以來一直不斷的抹黑手法，並希望該派系此後在路線的選擇
上，尤其在黨內競爭方面多深思熟慮，不要一再反覆，甚至一再努力推翻自己原
先堅持的遊戲規則。103
同一天，立法委員朱高正發表「民進黨健全發展的危機－對『新潮流』路線
的初步批判」一文，對新潮流的角色與路線提出極為強烈的批判。104 內容指出內
鬚」
，在美麗島的旗幟下（台北：前衛出版社，初版，1991 年 12 月）
，頁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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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益倫，民進黨派系發展之研究，頁 34-35；葉柏祥，黃信介前傳－民進黨的永遠大老，頁
174-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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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柏祥，黃信介前傳－民進黨的永遠大老，頁 175-176。
100
陳益倫，民進黨派系發展之研究，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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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柏祥，黃信介前傳－民進黨的永遠大老，頁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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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都沒有權利分裂民進黨」
，新潮流論壇，第 8 期（1989 年 7 月 20 日）
，頁 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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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呼籲」
，新潮流論壇，第 8 期（1989 年 7 月 20 日）
，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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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高正，
「民進黨健全發展的危機－對『新潮流』路線的初步批判」
，朱高正論文集（和平革
命）4 雲飛揚（台北：朱高正發行，初版，1990 年 5 月）
，頁 7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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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派系鬥爭的惡化阻絕了民進黨健全發展的機會，而新潮流正是內部派系鬥爭惡
化的源頭。更惡質化的發展是，新潮流不僅無法替民進黨開拓資源、積累資源；
反而只能潛藏在民進黨內部瓜分資源、挾持黨機器，並藉此篡奪領導權，製造大
量的負債。105
這種幾近分裂的黨內衝突，迫使民進黨中常會通過姚嘉文與陳水扁的「增加
團結、避免分裂」案，決議請仲裁委員會委員陳繼盛出面協調雙方解決。同時，
桃園縣黨部主委邱垂貞也發起「不容黨內分裂」座談會，引起各縣市黨部的熱烈
反應；全省十八個縣市黨部主委當時立刻齊聚桃園，並討論如何化解派系惡性競
爭及促進黨內團結。最後，此兩大派系在黨內仲裁委員會協調下，表示願意暫時
「停戰」，此衝突才逐漸平息。106
如上所述，泛新潮流系與泛美麗島系的對立與衝突，正象徵民進黨成立後，
派系激烈競爭型態的形成。對此，黨內人士陳芳明便認為此時民進黨內部的鬥爭
往往強於對國民黨的鬥爭；107 而外國學者若林正丈更直接指出民進黨分裂的危機
並非出現於外，而是來自於內部。108
不過，隨著黃信介主席的下台，往後的發展是這兩大派系在第五屆許信良黨
主席任內，因許本人及新潮流各自的權力考量，雙方的激烈衝突終於有了和緩的
可能。許信良在第五屆黨主席選舉中，策略性支持台獨黨綱的通過，以拉攏部分
新潮流、台獨人士及中間派系黨代表的支持，而以些微票數擊敗另一候選人施明
德。選後，許信良更進一步聘請新潮流的邱義仁為副秘書長，開啟泛美麗島系與
泛新潮流共治的新局面。
對於這種派系發展的新情勢，有論者認為此時新潮流想重新掌握黨中央，因
此即使派系內有人反對、出走，仍選擇和許信良合作； 109 而在許信良的盤算上，
另有論者認為許信良之所以能擊敗施明德，就是他看大局、不理會枝節，並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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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類似的分析，十餘年後，朱高正仍向筆者表示，新潮流是一群政治動物，只能存活在民
進黨內，並無自主發展的能力。前立法委員朱高正訪談，2002 年 8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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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益倫，民進黨派系發展之研究，35；葉柏祥，黃信介前傳－民進黨的永遠大老，頁 176-177。
107
陳芳明，
「民進黨沒有犯錯的本錢－反對陣營內部的國是會議之爭」
，福爾摩莎情結（台北：
前衛出版社，初版，1991 年 11 月）
，頁 28。
108
簡正聰等譯，若林正丈原著，
「民進黨與台灣政治」
，日本人看台灣政治發展（台北：故鄉出
版有限公司，初版，1988 年 6 月）
，頁 16。
109
這是呂弦玲對某不具名學者進行訪談所得到的說法。呂弦玲，組織變革中派系互動的影響及
其相關機制的探討－以民進黨為例，國立政治大學心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年，頁 77。對
此問題，筆者在此另補充一個說法：即新潮流對美麗島人士或許都不具善意，但對許信良個人卻
情有獨鍾，因此有助於兩者合作的進行。這種說法的根據是出自 1989 年年底，新潮流早就許信
良的性格與能力作過評估，並認為他對群眾運動的興趣與擅長，是新潮流值得合作的對象。陳宜
農，
「十年風雨故人歸－從叱吒風雲到潛渡回台的許信良」，新潮流叢刊，第 9 期（1989 年 11 月
20 日）
，頁 6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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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實力原則，能精準的把實力發揮到極致；因此許信良此時選擇和新潮流結合，
除了表現出擅長處理派系矛盾的政治手腕外，也可能是出於現實的權力的考量。
110

二、獨盟遷台

正義連線、福利國的竄起

時序進入 1990 年代，隨著政治大環境的日益開放、民主，民進黨的派系結
構也開始邁向轉變。此時，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由海外遷台，並衍生成為黨內派系
之一員。其次，由黨內兩大政治明星陳水扁與謝長廷所籌組的正義連線、台灣福
利國連線，也試圖在兩大派系的夾縫中走出自己的路。
在歷史發展的不同階段中，「台灣獨立」一直是許多組織與人士所戮力追求
的理想與目標。現在回顧，首先曾提出「台灣必定要獨立，擁有自主權」
、
「台灣
人民獨立萬歲，建立台灣共和國」主張的是清季的台灣民主國（1895 年 5 月 25
日至 10 月 19 日）與日據時代的台灣共產黨（1928－1932）。不過，這些主張在
當時主要是反映部份台灣士紳的意見及配合中共、第三國際的台灣革命觀點與策
略，且沒有足夠的力量與條件進行推動，111因此並沒有很大的影響力。戰後初期，
除了辜振甫、林熊祥等人曾因獨立運動而遭逮捕外，112基本上台灣獨立仍未成為
當時政治人物的主要政治主張。即使到 1947 年 2 月「二二八事件」的爆發，雖
然出現眾多的政治改革主張，諸如「自治」
、
「改革」
、
「革新」及「復興」等，但
基本上仍代表「溫和、改良路線的自治主義」。113不過，歷經二二八事件的嚴重
衝擊，卻造成明顯的台獨意識與相關立論，並且迄今仍對當前台灣政治發展有深
刻的影響。
戰後，在許多活躍的台獨人士著作中，可以發現其強調二二八事件對本身台
獨意識形成的重要性；而這種台獨主張具體而言，正如同一種強化族群特徵、改
變自我概念且建立自主政治實體、國家的意識與努力。114例如廖文毅曾表示 1947
年二二八革命之後，台灣人聯邦自治的幻想逐漸消失，台灣是台灣的構想急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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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珍，許信良的政治世界（台北：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第 2 版，1999 年 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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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頁 49-60；盧修一，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台北：前衛出版社，前衛版，1990 年 5 月 ），
頁 61、160-161、196-199。
112
李翼中，
「帽簷述事」
，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
年 5 月）
，頁 399-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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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芳明，「戰後初期台灣自治運動與二二八事件」
，二二八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1）
（台北：
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第 1 版，1992 年 2 月）
，頁 157。
114
張茂桂，
「省籍問題與民族主義」
，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台北：國家政策研究中心，初版，
1996 年 5 月）
，頁 236-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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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形成台灣獨立的主張。115陳隆志亦認為，二二八革命是現代台灣獨立運動的
開端。當時蔣介石佔領軍在台灣的大屠殺，使台灣人體會到我們的生路是獨立在
中國之外，自成一個國家。116而即使到 1990 年代，二二八事件仍是台獨人士建
構其理念之基礎。例如李勝雄指出，二二八事件的導因，就是代表中國政權的統
治者及其隨從者，以君臨台灣、統治非我族類姿態所造成。只要台灣人民能從二
二八事件中得到教訓及啟示，建立自己的新而獨立國家，必能完全脫離外來政權
的侵害。117
主張台灣獨立，即意味著反對現行國家體制；長久以來，此激進主張一直都
是島內統治者所無法接受的政治禁忌。但相對於本島視台獨為敏感的政治禁忌，
部份在二二八事件後逃到海外的反對人士，以及 1960 年代前後出國的留學生，
紛紛在海外各地：日本、美國、加拿大、歐洲及中南美洲聚集成立組織並出版政
治刊物，進行台灣獨立運動的啟蒙與宣傳工作。118
最早期的台獨組織主要以日本為根據地。119 諸如廖文毅於 1950 年 2 月成立
的「台灣民主獨立黨」；1955 年 9 月、1956 年 2 月成立的「台灣臨時國民會議」
及「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
；1960 年 2 月以留學生王育德為中心的「台灣青年社」
、
1963 年 5 月由前項組織改名的「台灣青年會」
、1965 年再由前項組織改名的「台
灣青年獨立聯盟」等，都是當時日本著名的台獨運動組織。120
不過到 1960 年代末期，日本的台獨運動因反對人士與留學生居留不易、組
織衰弱、國民黨的勸降政策等因素而日漸衰微。此時，台灣赴美求學的留學生日
漸增多，因此台獨運動的主戰場也逐漸由日本轉移到美國。121 在美國，重要的台
獨團體雛型開始於 1956 年 1 月組成於費城的「台灣人的自由台灣」（The
Committee for Formosans’ Free Formosa, 簡稱 3F），宣稱透過精神結盟以期待台
灣獨立終極目標的來臨。往後，重要的台獨運動組織尚有 1958 年 1 月成立的「台
115

轉引自張炎憲，
「戰後初期台獨主張產生原因的探討－已廖家兄弟為例」
，陳芳明等，二二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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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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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重義、陳志清、李逢春、林泰源，風起雲湧（台北：自由時代週刊，初版，1988 年 10 月）
，
頁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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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企劃監製，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的故事（台北：前衛出版社，初版，2000 年
2 月）
，頁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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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獨」研究論集（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台灣授權版，1993 年 12 月 1 日）
，頁 96；
陳銘城，海外台獨運動四十年，頁 5；黃發典譯、 Claude Geoffroy 原著，台灣獨立運動（台北：
前衛出版社，初版，1997 年 5 月）
，頁 224-225；李慶四，美國國會與美國對華政策（北京：當
代世界出版社，第 1 版，2002 年 9 月）
，頁 151。
57

灣獨立聯盟」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 簡稱 UFI）
、1965 年 10 月在威
斯康辛大學召開的「麥迪遜會議」及 1966 年 6 月成立的「全美台灣獨立聯盟」
（The United Formosans in America for Independence, 簡稱 UFAI）等。122
1968 年 8 月起，日本台灣青年月刊更改為日本台灣青年獨立聯盟、加拿大
台灣人權委員會、全美台灣獨立聯盟及歐洲台灣獨立聯盟等四團體的共同機關
誌，正為日後整合性的世界性台獨聯盟進行鋪路。1969 年 9 月 20 日，全球性台
灣獨立聯盟籌備會議在紐約召開，加拿大人權委員會負責人林哲夫、歐洲台獨聯
盟負責人張宗鼎（化名簡世坤）、全美台獨聯盟幹部包括：蔡同榮、張燦鍙、陳
隆志、賴文雄、鄭自才及羅福全等人在紐約共同與會；而在日本的台灣青年獨立
聯盟幹部，因多數無護照不能出國，只派出醫師吳枝鐘與會。經過兩天的討論，
與會人士集體同意成立「台灣獨立聯盟」（World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簡稱 WUFI），並且決定於 1970 年 1 月 1 日正式宣布成立，第一
任總本部主席為蔡同榮、副主席為張燦鍙、執行秘書為鄭自財。同時，台灣獨立
聯盟決定設總本部於美國，並設台灣、日本、美國、加拿大及歐洲五本部，仍維
持其各自的自主性。123
早期台獨聯盟的宗旨明確要推翻國民黨政權並推動台灣獨立建國；加上
1979 年 12 月高雄事件後，美國台獨團體與台獨獨立聯盟陸續在美國各地進行各
種爆炸攻擊，因此該盟很容易便被外界視為是一相當敏感的革命、暴力團體。124
在國外，台灣獨立聯盟不僅受當地情治單位的嚴密監視，更被國民黨政府認定是
一海外「叛亂團體」
，其成員是所謂的叛亂份子、恐怖份子與「黑名單」
，必須長
期被拒絕在海外，不得返鄉。
不過，台灣獨立聯盟內部經常有遷台與否的爭議，特別是遷台的決心與時機
常常成為少壯派質疑舊領導者的重要問題；而這期間也有許多人像張維嘉、許瑞
峰等人就脫盟而自行回台。 125 尤其當高雄事件受難者逐漸出獄並抵美訪問時，台
灣獨立聯盟所面臨的壓力便更為沉重；因為若不回到台灣發揮影響力，不僅人民
會懷疑聯盟的功能，恐怕未來的獨盟也只會是個「圖騰」。126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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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代中期，隨著當時國內的解嚴氣氛與台獨主張的興起，配合其他海
外組織的返鄉行動，並透過民進黨主席姚嘉文的支持與新潮流成員、島內盟員與
友好人士的共同掩護，台獨獨立聯盟開始展開遷台的工作。1989 年 12 月底，台
獨獨立聯盟在美國洛杉磯召開中央委員會議，並通過決議：2 年內遷盟回台。127
而這波台獨聯盟遷台的返鄉運動，其目的與意義如同 1987 年台獨聯盟總本部新
任主席許世楷所提的工作重點：
「島內獨立運動公開化、海外返鄉運動普遍化」：
即「島內若是可以提昇公然的獨立運動或活動，海外的盟員、甚至黑名單人物的
盟員也相對地較容易回去；回去的盟員多起來，島內的獨立運動也就會提昇，到
後來獨立運動水平島內外一樣，島內外就可以來去自如了」。128 另外，值得注意
的是，早在 1987 年 5 月，該總本部中央委員會便曾決議，將台灣獨立聯盟改稱
為「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以便更突顯該聯盟的建國任務。129
1992 年 5 月，立法院三讀修正通過刑法第一○○條，明確定義所謂的「內
亂罪」之構成，以強暴或脅迫著手實行為要件，排除了運用公投或其他和平手段
推動政治變革而被定罪的可能性。同時，政府也逐漸打破返鄉黑名單的禁令，並
釋放台獨叛亂犯，承認台獨組織結社權。6 月，台獨聯盟台灣本部召開第二次盟
員大會，並進行中央委員改組，尚在獄中的張燦鍙連任主席；至此，台獨聯盟終
於完成遷盟回台和公開運作之任務。130
台獨聯盟雖然完成遷台任務，但接下來馬上就面臨其定位與發展問題，這可
從其群眾路線、選舉參與、與民進黨互動及「土獨、洋獨」之爭談起。
原本即具有革命理念的台獨聯盟，在評估民進黨於 1989 年三項公職大選取
得相當席次後（21 席），因黨內已朝選舉動員的方向逐漸邁進，因此強調該盟未
來的發展將採群眾路線，以補民進黨之不足；並自許做反對陣營的潤滑劑，以促
成反對運動的大團結。131
秉持此種理念，台獨聯盟陸續進行了反對無線電視壟斷、推動台灣名義加入
聯合國、制憲及二二八事件紀念遊行等群眾活動。不過，隨著反對黨在議會席次
的增加，也能順勢發揮影響力時，群眾路線在當時已是回收緩慢又吃力不討好的
路線。加上獨盟的強勢領導風格又容易引起其他社團的困擾及反感，132 因此該路
127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企劃監製，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的故事，頁 87。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企劃監製，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的故事，頁 8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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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銘城，海外台獨運動四十年，頁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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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的故事，頁 8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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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維菁，眾神歸鄉－台獨聯盟遷台後的發展與困境，頁 19-20；王美琇編，夢想台灣國：張
燦鍙三十年的台獨運動生涯（台北：前衛出版社，修訂版，1995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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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面臨著是否應繼續的困境。
其次，在選舉參與和與民進黨互動方面，1992 年台獨聯盟遷台後，作為一
反對運動團體，在面對長期隔離的環境和有限的政治資源情況下，若欲自立門
戶，而罔顧經過數年累積所形成的反對勢力主流－民進黨，則可能難以在台灣社
會中生存，因此台獨聯盟此時選擇進入民進黨體制內尋求發展的情況相當難以避
免。不過台獨聯盟是一龐大、發展長久的組織，是否願意成為民進黨轄下組織？
答案可能是否定的。依據台獨聯盟前任主席張燦鍙的說法，台獨聯盟與民進黨為
平行的團體，是彼此互助、互補關係，並不是民進黨的次級團體。其次，在運動
的定位上，聯盟不是當前體制下的政黨，也不是任何政黨中的派系；而是一個以
達成台灣獨立建國目標的全方位運動團體，以此來推動重建政治、文化、社會的
台灣建國運動。133
張燦鍙上述的說法雖然有其個人期望，但卻禁不起現實的考驗。而且更實際
的考量是獨盟盟員若有參選需要，就必須與民進黨或其派系結合；當加入民進黨
之獨聯盟成員具有一定人數或組織規模，不管其意願為何，這批人很自然就會被
視為民進黨內的派系。
最後是「土獨」與「洋獨」之爭。所謂土獨，指的是「島內台獨」，主要以
新潮流為代表；而洋獨則指「海外台獨」，其中台獨聯盟是最主要的代表團體。
台獨作為土獨與洋獨的共同政治意識型態，原本應有相容的空間；但是當兩團體
在黨內相處，不可避免的就會有相關的職務與權力競爭。
台獨聯盟徘徊於民進黨黨內、黨外的曖昧，對比於新潮流的嚴密組織運作與
動員能力，很明顯在黨內及公職競爭上就處於下風。例如民進黨第六屆全國黨代
表大會，台獨聯盟的領導菁英張燦鍙、蔡同榮參選黨內中執委卻意外落選，就被
視為洋獨勢力在黨內派系競爭中的重大挫折；134 往後台獨聯盟在民進黨黨內空間
逐漸日益狹窄，該聯盟的公職人員也通常必須兼具其他派系身份， 135 才能在黨內
生存。
除了台獨聯盟遷台，民進黨黨內當時也有新生派系－「正義連線」
、
「台灣福
利國連線」與「進步系」正逐漸萌芽。此背景是外在環境正逢立法院即將全面改
選，正提供較大量的政治參與空間；另外，主要成立動機則是其領導精英自認有
另立派系的空間，並試圖走出兩大派系對立的困境，一方面避免黨內提名遭到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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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美琇編，夢想台灣國：張燦鍙三十年的台獨運動生涯，頁 111。
張瑞昌，
「民進黨領導結構仍維持派系共治」
，中國時報，1994 年 5 月 1 日，第 4 版。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秘書處主任林茗顯訪談，2002 年 5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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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夾殺，另一方面則避免派系政治走向兩極化而導致黨的分裂。 136 若對其政治屬
性進行歸類，其中正義連線（強調形象牌）與進步系（以周伯倫為首，講究實際
政治運作）偏向美麗島，而台灣福利國連線則偏向新潮流。137 若就政治實力比較，
進步系並不像其他兩派系般堅強。
正義連線的雛形，源自於 1991 年底第二屆國大選舉前，陳水扁為輔選張晉
城、許陽明二人而形成的人脈結合。1992 年 1 月，陳水扁有感於美麗島派系社
會形象日益低落，並有人頭黨員問題，因此串聯黨內部份立法委員和國大代表，
逐漸促成正義連線的形成。138 1992 年立委選舉後，陳水扁進一步召集形象良好
之立委，成立正義連線辦公室，強調以公共政策作為問政首要取向，以拓展民進
黨的資源並落實民進黨的政策與主張，並標榜正義、認真及專業之原則。當年成
員另有邱連輝、葉菊蘭、沈富雄、陳婉真、陳文輝、許添財、彭百顯、陳永興、
葉耀鵬、呂秀蓮等人。139
其次，另一個受矚目的派系則是「台灣福利國連線」
（以下簡稱福利國）
。福
利國前身是「台灣福利國戰線」，1992 年 9 月 28 日，由張俊雄主導，聯合姚嘉
文、謝長廷、施明德、蘇嘉全、李慶雄、柯建銘、魏耀乾、蔡同榮、賴坤成及田
再庭等人組成，並設有幕僚單位，包括專職人員及各公職之助理，主要以福利國
政策為政治訴求；140 1993 年 1 月，該戰線轉型為「台灣福利國研究室」，主張致
力於社會福利法案的研究與福利國家體制的規劃，成員有施明德、姚嘉文、張俊
雄、謝長廷、李慶雄、魏耀乾、蔡同榮、蘇嘉全、劉文慶、柯建銘、尤宏、廖大
林、侯海雄、顏錦福及陳光復；其中施明德與姚嘉文為榮譽召集人，張俊雄為召
集人，執行長為謝長廷，國大代表劉貞祥為研究室主任。141 1995 年 1 月 21 日，
台灣福利國連線召開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並通過章程。值得注意的是，當初
成立福利國的主要訴求，原本是要打破黨內派系競爭的現象；謝長廷對此曾表
示：「為了要促使民進黨的派系競爭有良性的互動，因此和過去超派系，不願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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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惡質力量的人士共同組成派系」。142
正義連線與福利國兩派系不僅成立時間相近、成立動機類似，最重要的是其
政治明星也隨時處於競爭的局面。正義連線的陳水扁與福利國的謝長廷，兩人都
是台大法律系出身，不但雙雙取得全國律師考試第一名的成績，同時也是高雄事
件的辯護律師。在擔任台北市議員時期，兩人和林正杰因問政表現突出，而被稱
為「黨外三劍客」。1989 年，兩人同樣出身青商會、扶輪社會員，同時準備在台
北市北區競選立法委員，而當選後在立法院均問政表現傑出；1994 年，兩人同
時有意角逐黨內台北市市長提名，「長扁之爭」至此正式浮上檯面。143 由於相同
的出身、表現與經歷，又是民進黨內最受矚目的律師世代政治明星；不可否認的
是，謝長廷與陳水扁長久以來被外界視為有「瑜亮情結」。144
正義連線及福利國的成立，使民進黨的中間派系再度出現；且這些中間派系
因其領導精英的形象較受選民肯定，因此發展頗受外界矚目，而此時民進黨內的
派系結構也逐漸走向多元。
在新興的中間派系崛起後，傳統的美麗島卻逐漸開始失去其影響力與地位。
例如 1992 年 12 月的立法院全面改選，中間派系一舉取得 23 席，使美麗島（15
席）喪失黨內主流派系的領導地位。145 1994 年 7 月省長黨內初選，美麗島所推
出的張俊宏敗給無明顯派系色彩、黨齡甚淺的陳定南；1995 年 5 月總統黨內初
選，美麗島龍頭許信良也敗給無派系淵源的彭明敏。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張、許
兩人在初選過程中都獲得較多數的幹部票，而某些選舉方式並非是派系所能完全
掌握（例如總統初選中採用的第二階段公民投票），但美麗島兩大政治領袖雙雙
在黨內的重要初選中落選，正象徵原本具有重要地位的美麗島派系已逐漸沒落。
三、舊美麗島系的衰微

台獨基本教義派的出走

1996 年 3 月，主席施明德因民進黨參與總統選舉失敗辭職，由張俊宏代理
黨主席。據筆者訪談得知，此代理當初來自於許信良的強烈建議，黨內中常會也
通過此代理案；而在張俊宏的認知中，此續任不僅只有接續的三個月，也將包括
第七屆的黨主席的競選。但是，後來此構想的演變卻出乎意料之外：許信良在美
麗島內部會議中表達參選意願，兩人之間終於因黨主席之爭而產生嫌隙與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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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146

最後更導致「舊美麗島系」的分裂。 147 至此，張俊宏對外表示將和維繫三十年

友誼的許信良「割袍斷義」，兩人從此各分東西。148
舊美麗島系分裂後，形成「新世紀」與「新動力」二派系。新世紀以張俊宏
為首，在第四屆立法委員提名、選舉過程中因與數位候選人有良好互動，因此選
後與部份立法委員、縣市議員及黨職人員籌組新世紀辦公室，該辦公室下並設以
立法委員為主體的新世紀國會辦公室。 149 在新動力方面，成員主要為原美麗島系
中的「親」許信良人士；150 在許信良卸任第七任黨主席後，該辦公室成員於第四
屆立法委員就職後決定另起爐灶，成立新動力國會辦公室，並推出許榮淑擔任領
導人與新世紀的張俊宏分庭抗禮。151
新世紀國會辦公室成立後前二年，尚能保持其運作與影響力。但在第九屆黨
內中執委與中常委選舉中，因周伯倫、林忠正的退出，導致新世紀面臨分裂的局
面。第五屆立法委員選舉，該辦公室成員陳昭南、鍾金江、林文郎及巴燕達魯等
紛紛落選，也使新世紀實力大為削弱。整體而言，新世紀運作至第三年，已不算
是嚴格意義的派系，而目前也只能被視為以張俊宏為主的人脈關係組合。152
同樣的，新動力的發展也不太順遂。1999 年 5 月，許信良脫黨參選總統，
使新動力頓時失去重要的精神領袖；第九屆黨內選舉，同屬新動力的邱議瑩與陳
忠信、朱桐樹因選舉爆發嚴重的肢體衝突， 153 加上許榮淑在輩份上只能維持形式
上的領導，卻無力進行統馭，因此內部也是紛爭不斷。154 。
1990 年後期，美麗島世代開始逐漸凋零。伴隨著黃信介病逝、許信良脫黨、
施明德參選落敗、林義雄在總統勝選後無意續任黨主席，而選擇走一條人跡稀少
的路，這種種的一切正象徵著傳統美麗島世代在民進黨內即將走入歷史。
民進黨黨內除了舊美麗島系走向衰微外，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便是台獨基
本教派已有逐漸出走的趨勢。
除了原本的台獨聯盟，1980 年代末期，台灣本土也開始出現新型態的台獨
運動組織。一批以知識份子、宗教人士、社會運動人士及政治人物為主的運動團
體，諸如台灣教授協會、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灣醫界聯盟、獨立台灣會、外省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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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美麗島辦公室主任劉坤鱧訪談，2002 年 7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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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淑媛、鄭益浚，
「民進黨改選 美麗內鬨 氣走邱議瑩」
，中時電子報，2000 年 7 月 17 日，
http://news.chinatim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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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美麗島辦公室主任劉坤鱧訪談，2002 年 7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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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獨立台灣促進會及政治受難者聯誼總會等，成為新興的本土台獨勢力。這些獨
派團體，原本與民進黨均保持良好的互動關係；不過，往後的發展卻是，隨著雙
方理念與認知的不同，彼此之間也開始產生距離與鴻溝。例如 1994 年 6 月，上
述團體召開第二次「人民制憲會議」
，並制定「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
，民進黨沒
有以黨的名義參加與會，個別出席者則寥寥無幾。同年 8 月，大陸海協會副會長
唐樹備來台進行焦唐會談，上述團體紛紛展開抵制活動；對此，民進黨也沒有以
黨的名義參與其中。在此種情況下，原本的台獨勢力開始被區分成新的路線分
野：即上述社會團體被視為激進的「台獨基本教義派」，而此時的民進黨則被認
為是溫和的「務實台獨派」。155
1996 年 3 月，民進黨的彭明敏與謝長廷在第一屆總統、副總統直接民選中
落敗；在選後的檢討中，民進黨提出「突顯台獨主張」是彭、謝落敗的主因。 156
不過，這卻引起彭明敏等人與上述社會團體的強烈反彈，並展開對民進黨的一連
串批評，包括批判民進黨台獨立場模糊、人頭黨員問題嚴重、中國政策主張大膽
西進、許信良因鼓吹政黨合作而「夜奔敵營」等，均有違反對黨的台獨建國理想
與監督立場。4 月 9 日，彭明敏與台灣教授協會成員數十人組成「建國會」
；1996
年 10 月 6 日成立的「建國黨」
（Taiwan Independence Party，簡稱 TAIP）
，157 同樣
都帶走民進黨內的一些公職人員及原為民進黨的基本教義派群眾。至此，台獨基
本教義派與民進黨終於正式分道揚鑣，民進黨也面臨組織分裂的危機。

第三節 執政黨時期
一、正義連線異軍突起
2000 年 3 月，民進黨籍候選人陳水扁以將近四成的得票率（ 39.3﹪）當選中
華民國第十任總統，正式成為民進黨黨內最高實質政治領袖與派系共主；而正義
連線此時也因身為陳水扁嫡系而異軍突起，儼然成為黨內最具權力地位的執政派
系。158
事實上，在 1998 年 7 月 19 日的民進黨第八屆第一次全國黨代表大會中，正
義連線勢力已憑藉著首都市長陳水扁的地位、資源與超人氣，而在黨內迅速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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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台灣研究會編，台灣問題實錄（上）
（北京：九州出版社，第 1 版，2002 年 7 月）
，頁 55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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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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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研究（1998 年第 4 期）
，頁 59-65；徐博東，
「1996 年民進黨活動綜評」
，全國台灣研究會主編，台灣一九九六（北京：九州圖書出版社，第
1 版，1997 年 7 月）
，頁 58-61。
158
社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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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時報，2002 年 2 月 5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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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其中陳水扁、余政憲（高雄縣長）、陳哲男（市府秘書長）、劉世芳（市府環
保局長）當選中常委；沈富雄（立委）、游錫

（市府捷運局長）當選中執委；

陳菊（市府勞工局長）、高志鵬（前市黨部主委）當選中評會主委及委員；加上
兩個月前許木元當選市黨部主委，市府機要秘書王品當選市黨部執行委員，正義
連線在此次大會中堪稱是黨內的「大贏家」。159
民進黨執政後，正義連線實力的異軍突起，除了顯現於總統外，就是在第五
屆立法院中吸收到 10 席新科立委；加上原本連任的 23 席，總數 33 席使正義連
線成為黨內掌握最多立委席次的派系。 160 而這些立委在當時的集結，甚至因此被
外界認為是陳水扁總統執政後的「御林軍」或「御前帶刀侍衛」。161
不過，正義連線作為總統嫡系並不保證就能主導政治運作；在第五屆立法院
副院長與黨團三長選舉中，正義連線的權力地位就遭受到嚴厲的挑戰。首先，爭
取第五屆立法院的「副院長」職務，是民進黨在邁向國會最大黨後，判斷國會席
次（國、親兩黨仍居多數席次）與維持朝野和諧所做的政治考量， 162 當時表態參
與的有福利國的蔡同榮與柯建銘、新潮流的洪奇昌、新動力的許榮淑及正義連線
沈富雄。對此，身為執政派系的正義連線執委會曾做出決議挺沈，並表示這是層
峰的暗示。163
五位有意參選立法院副院長的立委經陳水扁總統約見後，基於派系共治、平
衡的考量，洪奇昌如同「欽定」人選般代表民進黨參選，而黨中央並由主席謝長
廷對此召開跨派系協調會。 164 但是另人意外的是，在黨團接下來進行的假投票結
果中，洪奇昌僅以一票險勝競爭對手福利國蔡同榮，原因是當天正義連線出席投
票的 30 人中約有 12 至 15 票跑票，未一致投給洪奇昌，正義連線首次出現整合
的危機。165
接下來民進黨團的三長（總召集人、幹事長及書記長）選舉，正義連線推出
陳其邁、王拓競逐總召與書記長職務，但選舉結果又大出外界意料。被視為正義
159

林淑玲，陳水扁武功心法（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初版，1999 年 6 月）
，
頁 136-137；董智森，綠扁帽執政團：陳水扁總統班底（台北：爾能出版有限公司，初版，1998
年 10 月）
，頁 146。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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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系搶人 正義連線大勝」
，聯合晚報，2002 年 1 月 20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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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報，2001 年 12 月 6 日，第 3 版；鄭益浚，
「正義搏虛名 主流非主流」
，中時晚報，2002 年 4 月 7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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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院副院長寶座 綠營競逐者眾」
，中國時報，2002 年 1 月 16 日，第 4
版；鍾年晃，
「立院龍頭選舉 民進黨可能主攻副院長」
，聯合報，2002 年年 1 月月 21 日，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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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勁報，2002 年 1 月 24 日，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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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系對決 洪奇昌一票險勝」
，中國時報，2002 年 1 月 28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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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線核心幹部、陳水扁總統嫡系的陳其邁居然落選， 166 而王拓若不是靠新潮流十
六票的支援，恐怕也保不住幹事長一職。經過此這兩次黨內投票，正義連線此時
如同面臨分裂危機，而被外界區分成「嫡系」與「非嫡系」
、
「保皇派」與「非保
皇派」、「扁系」與「非扁系」。167
洪奇昌的落選，固然與其新潮流不得眾望的背景有關； 168 但加上黨團三長失
利，普遍都認為主要原因是黨團成員對陳水扁總統的反彈。陳總統執政後，並未
對民進黨各派系進行資源分配，已有反彈之聲；169 現在雖然美其名「派系共治與
平衡」欽定洪奇昌，但又被視為陳水扁意志欲凌駕黨團自主，使民進黨內一股「與
扁系抗衡」的勢力正在蘊釀形成，有立委甚至要組「反正義連線聯盟」。170
面對正義連線內部鬆散，難以指揮的情況，陳水扁總統原本有意解散，並提
出三個選擇讓嫡系立委選擇：一是解散正義連線；二是嫡系立委離開正義連線，
讓正義連線與嫡系脫鉤；三則是清理連線門戶。最後，嫡系立委選擇清理門戶的
做法。171
正義連線進行所謂「清線」、「整頓」，就是往「剛性化」派系發展，並開始
重新確認成員，以凝聚連線的向心力。 172 透過清線、整頓後，正義連線對外表示
未來不再容許類似跑票的情況發生，派系成員若有意見可以內部討論，但如果連
總統的指令都不願服從，該離開的就要離開。173 而未來派系的任務，正義連線秘
書長蔡煌瑯更直接表示，讓正義連線成為民進黨黨團的穩定力量，捍衛貫徹陳水
扁總統施政意志，確立派系成員彼此的權利與義務關係，是正義連線的改革目標
及方向。174
二、四派系合組主流聯盟
2000 年 5 月，民進黨黨內四派系：正義連線、台灣福利國連線、新動力、
台獨聯盟合組主流聯盟，正式開啟該黨執政後派系之間的合縱連橫。值得重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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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典蓉，
「亂自立院起 痛在執政者」
，中國時報，2002 年 2 月 3 日，第 4 版；台南縣政府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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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時報，2002 年 2 月月 4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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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題雜誌，第 27 期（2002 年 5 月 5 日）
，頁 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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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此聯盟為具有剛性色彩之組織，訂定章程，並成立專屬辦公室；而經過此聯
盟整合，四派系未來將停止各自在立法院之運作，並以執行主流聯盟決議為主。
主流聯盟的成立朝「執政聯盟」、「影子內閣」方向努力，並希望能在 2001
年第五屆立法委員改選時，配合全黨攻下立院過半數席次。175 在內部領導人安排
上，主流聯盟亦落實派系共治原則：由福利國連線蔡同榮出任召集人、正義連線
沈富雄負責政策與發言、新動力許榮淑負責總務、台獨聯盟李應元負責選務；成
立過程中，該聯盟討論的重點包括國會改造、黨務改革、聯合輔選及派系整合等
議題。176
主流聯盟此組織成立後，在外界眼中，有幾點特殊與爭議之處：（一）是否
為對抗新潮流而成立？對此，主流聯盟工作人員向筆者表示，並無此特定意圖；
177

不過，筆者對此持保留態度。因為主流聯盟名為「主流」
，目的為「整合」
，成

員中卻沒有黨內歷史悠久、目前實力仍堅強的新潮流，原本就令人頗感到質疑。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民進黨執政後的首次黨主席選舉，主流聯盟領導人沈富雄
一度想支持新潮流領導人洪奇昌參選；但是當主流聯盟開會討論此議題時，竟演
變成為批新潮流大會，原因只因為其中許多人都曾在地方選舉和新潮流人馬交
惡，因此主流聯盟被外界視為唯一的共同點便是「和新潮流有仇」；178 （二）主
流聯盟大而不當：主流聯盟成員眾多，並無共同的派系理念，當初被外界認為是
為了抗衡新潮流而吸納幾個主要派系所組成，因此常被譏為「大而不當」
、
「大雜
燴」、「散兵游勇」、「聯誼性組織」。而且，該聯盟成員的原本隸屬派系仍各自運
作，因此主流聯盟在成立運作一年後即陷入困境。更有人認為，如果不是遇到對
抗外在更大矛盾，凝聚對抗新潮流的副院長人選洪奇昌，主流聯盟被認為早就煙
消雲散。179 關於此問題，據該聯盟工作人員對筆者表示，情況並非如此；因為主
流聯盟除了流失部分正義連線成員外，基本上福利國、新動力及獨盟的成員都仍
留在聯盟內，甚至在近期，該聯盟還多吸收原本在新世紀的周雅淑、徐志明、劉
俊雄及一些無派系色彩的立法委員。其次，主流聯盟平時的運作是針對有重大議
題才召開並尋求共識解決，無例行開會或少運作並不代表該聯盟無實力；而 2002
年民進黨的黨務改造、七月中執委、中常委選舉，主流聯盟都不會缺席。180（三）
募款爭議：為準備 2001 年 12 月進行之第五屆立委選舉，主流聯盟曾計劃於 9、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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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舉行目標高達二億元之募款餐會，而被外界視為「史上最大募款餐會」。不
過，接下來因爆發邀政府首長認購一張五萬元的餐券、蔡同榮被疑為藉此展現老
大氣勢以競逐未來國會正、副院長等情事，而使該餐會因此遭受到諸多的批評。
181

2002 年農曆年前，民進黨黨團三長曾一度難產，此時傳出由蔡同榮、許榮
淑等人試圖運作成立「新台灣」派系，可能加入的成員還包括尤清、梁牧養、張
清芳、邱彰、林重謨等人，並力挺許榮淑出任總召。182 對於此沸沸揚揚的傳聞，
蔡同榮對外立即發表聲明否認；並宣稱其身為主流聯盟召集人，便不可能再籌組
其他派系。183 2003 年 6 月，主流聯盟悄悄向內政部登記為「政治性社團」，成員
包括福利國、台獨聯盟、舊美麗島系與正義連線等部份立委。184 主流聯盟此種登
記動作，使該聯盟的屬性由原本的黨內派系走向具有法律地位的「政治團體」
（人
民團體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而是否會因此帶動聯盟的功能轉變？頗值得觀
察。
三、黨務改造前後的派系動向
2001 年 11 月，陳水扁總統在第五屆立法委員選舉過程中發表世紀首航一
書，明白指出民進黨執政後急須轉型，而其中一個重要環節就是黨內派系的問題。
陳水扁總統在書中表示：
「民進黨是一個具有派系共治傳統的合議制政黨，…
他自己過去屬於正義連線，但府院黨重要職務中，諸如行政院長張俊雄、黨主席
謝長廷是福利國連線，行政院秘書長邱義仁和黨秘書長吳乃仁都是新潮流領導
人。…除非故意不了解，否則福利國連線和新潮流等派系都應該很清楚政府施政
困難在哪裡，但不少民進黨人士的思惟，還是以派系利益為重。這是民進黨該深
思之處，畢竟派系利益不但可能與政黨利益發生衝突，更可能與國家利益發生衝
突」
。185 值得注意的是，陳總統此觀點一出，立刻引起黨內派系人士的各種評價。
186

181

郭瓊俐，
「募款餐會邀首長 主流聯盟被指施壓」
，聯合報，2001 年 9 月 23 日，第 2 版；顏振
凱，
「立委募款餐券一張五萬 邀首長認購」
，聯合晚報，2001 年 9 月 22 日，第 2 版。
182
郭瓊俐，
「蔡同榮、許榮淑 擬組政團」
，聯合報，2002 年 2 月 6 日，第 4 版。
183
陳嘉宏，
「籌組新派系？蔡同榮否認」
，中國時報，2002 年 2 月 10 日，第 3 版。
184
顏振凱，
「主流聯盟登記為社團 蔡同榮任召集人」
，聯合晚報，2003 年 6 月 10 日，第 2 版。
185
陳水扁，世紀首航（台北：圓神出版社有限公司，初版，2001 年 11 月）
，頁 192。
186
例如新潮流人士便認為陳總統大權在握，還指責黨內派系拖住他，實在毫無道理；而總統檢
討朝野人士，就是沒檢討到自己，這就是陳水扁執政一年，始終跌跌撞撞的主因。該派系立委李
文忠強調總統不能只感慨，而必須解決問題；林濁水更表示常反對行政院政策、與行政院唱反調
的全都是陳水扁總統正義連線的成員（例如林重謨、沈富雄）
，怪到新潮流頭上並不公平。在福
利國方面，其對陳總統的說法則較和緩。該派系立委卓榮泰表示沒有感受到黨內派系與總統之間
出了什麼問題，總統的談話應該不是指責，反倒像民進黨內部的「溝通方式」
；柯建銘指出，民
進黨內意見向來多元，有不同意見是正常的，部分人不舒服只是小事情；主席謝長廷則表示，這
68

在陳總統的理解中，府院黨重要職務既然落實派系共治，各派系就應共同推
動政府施政，不應有自身利益考量。不過，現實情況是陳總統就任後宣示退出政
黨活動，以全民總統自居；並且配合上其強勢、體制外領導，使黨內各派系在人
事與重大政策的決定上無置喙的空間，就算是政府、國會或黨的領導精英，也都
可能被排除在外。例如政府重要人事佈局、兩岸統合論的發表，派系高層都是未
被告知或最後才被告知；187 戒急用忍的調整、政府組織改造的決策，民進黨立委
也都是和國民黨立委同步知道此項訊息。188
陳總統與派系菁英認知不同，現實情況又是摩擦不斷，此時黨內已有組織改
造的呼籲。年底 12 月 25 日，民進黨黨務改造小組正式召開第一次會議，189 主席
謝長廷指出，民進黨一向主張總統制，因此黨務改造應在中央政府體制朝向總統
制方向修正的原則下進行。另外，秘書長吳乃仁也在會後進一步表示，黨的改造
與總統制搭配，主要即是考量總統對黨的影響力。在此原則下，黨內目前有「總
統兼黨主席」
、
「行政院長兼任黨主席」
、
「總統指派中常委參加黨決策機制」等各
種方案；其中「總統兼黨主席」方式最極端，是總統制；其次是由總統提名的「閣
揆兼黨主席」，最後才是「總統指派中常委」。190
2002 年 3 月，主席謝長廷倡議「黨政同步」（synchronization of party and
government ）191 與「總統兼任黨主席」的黨務改造方案，立即得到立法院黨團成
員的呼應。而這種情勢發展，也被視為在民進執政後，黨中央與黨團開始發出不
平之鳴。因為黨本身在決策機制中逐漸被邊緣化，黨團同樣淪為行政部門動員的
橡皮圖章，若藉由黨政改造之推動，黨中央與黨團可以重新在決策機制中分享更
多的權力。192

是陳水扁的自我反省，也是對民進黨的坦承檢討。陳嘉宏、蔡慧貞，
「民進黨內尷尬 怨在心 口
難開」
，中國時報，2001 年 11 月 2 日，第 3 版；顏振凱、陳素玲，
「總統點名 派系尷尬：真是
麻煩」
，聯合晚報，2001 年 11 月 1 日，第 2 版；陳嘉宏、殷道貞，
「總統兼黨魁：黨的轉型須修
改黨章」
，中時電子報，2001 年 11 月 3 日，http://news.chinatimes.com
187
張瑞昌，
「扁人事佈局親李 同志臉都綠了」
，中國時報，2002 年 2 月 28 日，第 2 版；吳典蓉，
「反傳統二粒土豆仁 打天下一本恩仇錄」
，中國時報，20011 月 29 日，第 9 版。
188
吳典蓉，
「府院黨溝通不良 才是癥結」
，中國時報，2001 年 11 月 2 日，第 3 版。
189
該小組於 12 月 5 日經黨內中常會決議成立，由主席謝長廷召集，小組成員包括總統府資政姚
嘉文、總統府秘書長游錫 、行政院秘書長邱義仁、前主席林義雄、中常委高志鵬、蘇貞昌、陳
昭南、柯建銘、劉世芳與秘書長吳乃仁共 11 人，基本上仍是一個派系共治的組織。高仰德，「黨
務改造 新系、正義連線意見分歧」
，勁報，2001 年 12 月 25 日，第 4 版。
190
邱燕玲，
「民進黨黨務改造將搭配總統制」
，自由時報，2001 年 12 月 26 日，第 2 頁；鍾年晃，
「民進黨朝總統制內造化」
，聯合報，2001 年 12 月 26 日，第 4 版。
191
此處「黨政同步」的英譯取自林奇伯，
「政黨同步，陳水扁兼任黨主席」
（DPP Aims for
“Synchronization” of Party and Government）
，光華雜誌（2002 年 8 月）
，頁 65-66。
192
社論，
「對執政黨啟動黨務改造辯論的幾點看法」
，中國時報，2002 年 3 月 4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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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筆者認為這種現象亦可用「派系反撲」的角度觀察。 193 因為民進黨
的決策核心：中執會與中常會與黨團三長，過去迄今都保持有派系介入乃至共治
的傳統；黨中央與黨團可以在決策機制中分享更多的權力，其實就意謂著派系可
以分享更多的權力。
這種涉及重大黨務與制度的變革當然必須透過黨內各派系進行協調。194 而各
派系對於黨務改造的意見大致可以區分為：（一）以郭正亮、沈富雄及洪奇昌為
主的正義連線與新潮流贊成黨中央「黨政同步」之設計，主要方案設計在於由總
統兼任黨主席、擴大中常會之組成，並讓中常會形成決策溝通之平台、政務爭端
協商之場合；
（二）以顏錦福、姚嘉文與蔡同榮為主的福利國則支持「黨政分工，
延續執政」方案，主張黨應該成為推動政治改革之組織，並建議可以全然仿效美
式政黨，使各級黨部均為純然的選舉機器。這種派系不同意見之區分，195 在 4
月 14 日由「六○社」196 所舉辦的「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民進黨？黨務改造大辯論」
中可以看出。197
延續第五屆立法院副院長及黨團三長的合作方式，4 月 20 日的臨時全國黨
代表大會、7 月 21 日第十屆全國黨代表大會中所進行的中執委、中常委及中評
委選舉，正義連線與新潮流再次聯手運作，不僅通過陳水扁總統兼任黨主席的黨
章修正案，兩派系所規劃之中執委、中常委，也幾乎全數當選，正義連線與新潮
流正式邁向合作與共治的體制。198 換句話說，在執政後的民進黨權力結構中，黨
內的執政派系是正義連線與新潮流，在野派系則是福利國、新世紀、新動力與台
獨聯盟。
事實上，正義連線與新潮流的共治，早有脈絡可循。陳水扁擔任台北市市長

193

有媒體認為民進黨一向自傲的派系平衡、整合的機制，卻因為陳水扁總統坐擁行政資源，而
被破壞或侵蝕；除非陳總統能以一人之力重新改造民進黨，否則面對遭「相對剝奪感」的派系的
消極抵抗實屬必然。社論，
「阿扁的民進黨難題」
，聯合晚報，2002 年 2 月 3 日，第 2 版。
194
何榮幸，
「謝長廷：黨新制 下屆主席適用」
，中國時報，2002 年 3 月 3 日，第 2 版；林美玲，
聯合報，2002 年 4 月 8 日，第 4 版。
195
此處必須說明的是，主席謝長廷雖隸屬於福利國，但其個人意見當時與新潮流、正義連線較
為接近。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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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忠、卓榮泰、李俊毅、賴清德、張學舜、唐碧娥、蔡煌瑯、葉宜津、賴勁麟、余政道、王雪峰、
陳其邁、周雅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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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勁，「2001 年民進黨述評」
，全國台灣研究會主編，台灣二○○一（北京：九州出版社，第
1 版，2002 年 6 月）
，頁 76-77；林美玲，
「票選中常委 12 搶 10 領先群浮現」
，聯合報，2002
年 7 月 21 日，第 2 版；林美玲，
「扁 打破派系治黨傳統」
，聯合報，2002 年 7 月 21 日，第 2
版；邱燕玲，
「民進黨票選中常委 蘇貞昌謝長廷搶第一」
，自由時報，2002 年 6 月 24 日，第 3
版；顏振凱、王時齊、劉淑婉，
「封殺許榮淑 正義、新潮流聯手」
，聯合晚報，2002 年 7 月 21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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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曾延攬新潮流的陳菊、劉世芳擔任市府職務。其次，新潮流在 1999 年的
台灣前途決議文與 2000 年總統初選提名條例中支持陳水扁；199 邱義仁在總統大
選中擔任競選執行總幹事等，均象徵黨內最有人氣的政治明星與最有組織紀律的
派系，兩者之間已悄悄展開合作。
由總統嫡系正義連線和黨內實力派系新潮流所組成的共治體制，雖 然有人擔
心將使黨內變成「主流」與「非主流」，資源完全集中在前述兩派系。200 但不可
諱言的是，此體制相當程度能代表民進黨此階段的權力生態，因此對於黨、政運
作的穩定運作也應有一定的助益。
從黨外到執政，民進黨派系的發展演變可參見圖 3-1（見下頁）。

199
200

吳俊德，民進黨統獨論述之分析，私立東吳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年，頁 130。
陳嘉宏，
「派系大對決 已成過去」
，中國時報，2002 年 7 月 21 日，第 4 版。
71

圖 3-1

民進黨派系的發展演變圖
編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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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進系

康系及超派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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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獨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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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國

正義

美麗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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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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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潮流

台獨聯盟

福利國

正義

新世紀

新動力

連線
2000

新潮流

2002

新潮流

(

主流聯盟

福利國

主流聯盟

直接演變，

部分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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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紀

正義連線

新世紀

資料來源：一、黃德福，民主進步黨與台灣地區政治民主化（台北：時英出版社，初版修正，1992
年 7 月）
，頁 85；呂弦玲，組織變革中派系互動的影響及其相關機制的探討，國立政
治大學心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年，頁 21-22。
二、不足之處，由筆者補充。

小結
如同論文第二章中所提到，若政黨組織起源於數個政黨或勢力的結合，將有
利於黨內派系的形成。以日本自民黨為例，該黨是由三個不同政黨所組成，因此
在日後在黨內便形成鳩山一郎（民主黨系統）、吉田茂（自由黨系統）及三木武
夫（改進黨系統）等三個不同的派閥。同樣的情形，從歷史發展回顧，黨外時期
的派系雛形（黨外編聯會與黨外公政會）
、出身複雜的政治菁英，包括知識份子、
社會運動者、地方山頭勢力、公職人員、律師等，也容易使民進黨創黨後，內部
產生理念與發展路線的分岐，進而形成派系。創黨初期，泛新潮流系與泛美麗島
系是黨內兩大派系，其主要規模便延續自黨外時期的派系雛形。
反對黨時期，新生派系的形成是民進黨內部權力結構的主要特徵。此時，除
了台獨聯盟遷台外，如同 Grimshaw 所說的菁英自利動機與權力取得觀點，原本
隸屬於兩大派系的成員在自身利益與發展空間考量下，遂脫離原本組織另行成立
新派系。而原有派系如泛美麗島系，因領導菁英死亡或失去政治職務漸趨瓦解；
同時，台獨基本教義派也因不適應黨的務實路線而脫黨出走。
執政黨時期，民進黨的派系結構開始出現轉變。此時，國家元首成為派系間
的最高領袖，其所創立的派系則異軍突起，成為黨內最具實力的派系。其次，為
配合執政需要，並消弭派系間長期的對立，主要派系也開始籌組主流聯盟。另外，
如何處理派系與黨政互動，也是民進黨在執政後必須面對的新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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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民進黨各派系的組織運作及重要人事

派系的出現與存在，是任何政黨內難以避免的現實問題；民主、獨裁政黨皆
然。1 若政黨內無派系，毛澤東對此曾言：「黨內無派，千奇百怪」。2
黨內派系雖然難以避免，但外界卻難以一窺其實際運作情況。Sartori 在論及
「政黨次級層次」（sub-party level）運作時，曾以「看不見的政治」（invisible
politics）形容派系不公開、無須對選民負責及規章無法規範之特質。3 此外，他
更認為派系運作如同「政黨地下工作」（party underworld）般黑暗，外界很難一
窺其真實面貌；即使偶而能見到，派系政治也會如同「冰山」（icebergs）一樣看
不到全貌，因為其浮在水面上的表面通常只是整體中很小的一部份。4
類似的情形，過去我們對民進黨派系的理解，多流於片面的新聞描述或政情
分析，因此稱不上全面與客觀。在本章中，筆者嘗試以民進黨各主要派系的組織
章程作為主要研究焦點，5 藉以探討其組織運作與重要人事。若該派系本身並無
組織章程，或在組織章程外另有不成文的運作空間，筆者也將透過相關資料及派
系人士的訪談予以說明及補充，希望能藉此對民進黨派系進行深刻、完整的剖析。
為求分析完整與周全，筆者並透過以下的分析架構，6 據以分析民進黨各派
系的組織運作與重要人事。
一、形成背景。
二、組織結構 ：組織理念與重要主張、規範基礎、組織規模與特色、組織最
高權力、決策及幕僚機關、組織紀律與凝聚力、成員甄補、
1

呂亞力，政治學（台北：三民書局，再修訂初版，1991 年 4 月）
，頁 246-247。
此為毛澤東於 1956 年 8 月 1 日至 12 日中共第八屆第十一中全會所言，全文是：
「黨外無黨，
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初版，1994 年 10 月 17 日）
，頁 456。
3
Giovanni Sartori,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Vol.1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95-96
4
Ibid., p.106.
5
組織章程作為各派系運作的規範基礎，若參考一般行政組織法之架構，係指規範該派系組織之
結構、權限、分支單位、執掌分工、人員配置及內部紀律等事項之法規。理論上內容應指涉三層
次：一、該單位之型態及名稱；二、內部秩序：包括結構、分支組織及成員；三、運作關係：指
組成份子之動態關係，包括職權之劃分及行使。可參見吳庚， 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台北：三民
書局，增訂 2 版，1995 年 3 月）
，頁 146。
6
此分析架構，筆者主要取材自以下兩本重要教科書：李茂興譯，Stephen P. Robbins 原著，組織
行為（台北：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初版，2001 年 3 月）
；林萬億，團體工作（台北：三
民書局，第 6 版，1997 年 8 月）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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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圍組織。
三、重要人事：領導菁英的性格、領導模式及重要成員。
四、運作評估。

第一節

美麗島

新世紀

新動力

美麗島（Formosa）
一、形成背景
美麗島派系的名稱最早可追溯自 1979 年 8 月所創刊的美麗島雜誌。在雜誌
成立前三個月到創刊第一期之前，當時所謂的「五人小組」：許信良、施明德、
姚嘉文、張俊宏、林義雄是其中主要的領導核心；加上黃信介扮演其中共主、心
理上的共同領袖，共同構成了美麗島雜誌的領導班子。而在職務安排上，黃信介
是發行人，許信良是社長，總編輯是張俊宏，姚嘉文、林義雄當發行管理人，施
明德當總經理。7
領導班子規劃雜誌朝「組織化」的方向發展，不僅設置各委員會，也在各地
設有服務處，因此逐漸被視為有政黨雛形的「美麗島政團」
。8 不過情勢發展到年
底，上述組織化工作竟演變成嚴重衝突的高雄事件。事件爆發後，這批雜誌的領
導人物全部被捕入獄，但藉由此事件所凝聚的共同革命情感，加上受刑人家屬：
黃天福、藍美津、許榮淑、周清玉、方素敏等紛紛投入公職選舉，黨外人士中的
美麗島勢力已儼然形成。
美麗島勢力走向派系的規模，開始於 1987 年 5 月黃信介、張俊宏的出獄。
黃、張兩人在全省各地整合、串聯地方民意代表與過去美麗島雜誌分社成員，並
結合大學生及研究生成立思想庫：
「台灣政治經濟研究室」
，9 準備投入 1988 年 10
月的民進黨第三屆黨主席選舉。隔年，許信良由海外闖關偷渡回台，經過八個月
的拘禁，1990 年 5 月出獄後也開始籌備「許信良辦公室」。10 至此，由黃信介與
張俊宏起頭整合，並經許信良所組織、訓練的美麗島派系正式成形。11
7

新台灣研究文教基金會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編輯小組，沒有黨名的黨：美麗島政團的發展（台
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初版，1999 年 11 月）
，頁 191-193。
8
新台灣研究文教基金會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編輯小組，沒有黨名的黨：美麗島政團的發展，頁
211-212。
9
吳文成，
「霸權惡勢難屈書生風骨－民進黨張俊宏平穩掌舵」
，張俊宏，台灣的危機與轉機（台
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 版，1989 年 11 月）
，頁 127。
10
在籌組過程中，該辦公室屢被外界認為是為許信良個人競選總統鋪路，也傳出曾募得一億元
的政治獻金，而這可能是派系最早期募款的傳聞。孫慶餘，民進黨現象（台北：日知堂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初版，1992 年 6 月）
，頁 136。
11
呂弦玲，組織變革中派系互動的影響及其相關機制的探討－以民進黨為例，國立政治大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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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組織結構
組 織 理 念 與 重 要 主 張 ：美麗島本身並無強烈或明顯的組織理念與主張，若以
領導精英所曾提過的政治訴求觀察，例如許信良的「選舉總路線」、12 張俊宏的
「到執政之路」、13「執政大道」等；14 加上組織成員多為地方民意代表、山頭出
身，因此美麗島若有其本身的理念與主張，大概就是傾向務實政治，並從事體制
內的參與及改革。15
規 範 基 礎：不同於制度化的派系，著重革命情感與人際關係的美麗島，本身
並無相關組織章程作為派系運作的規範基礎。因此有關成員身份的認定、權利義
務與運作機制等，美麗島所憑藉的是傳統不成文的人情事理、關係與互動。
組 織 經 營 與 特 色：美麗島成員的政治經營方式，主要以特定公職人員或家族
為首，透過傳統地方政治的經營方式發展人脈與樁腳網絡，或與地方勢力進行結
合。16 必須強調的是，這種經營方式相當需要依賴此公職人員或家族的能量，而
最後整個派系再由各地山頭透過橫向聯繫或中央重要黨職、公職的串聯所組織形
成。17 對於這種極為傳統的組織經營型態，有論者引用社會學家費孝通的「差序
格局」概念作比喻，18 認為如同以個別公職或家族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
由一圈圈逐漸向外擴散的同心圓波紋和別人聯繫並發展社會關係。19
美麗島的組織特色，該派系成員表示如同像「變形蟲組織」。20 在學術分析
上，變形蟲組織比較常被應用在企業組織的研究；實務上，這也是台灣中小企業
行之已久的組織生存方式。它指的是各有專業的中小型廠商，透過信任、義氣或
經營已久的人際網絡，快速結合成有彈性、可塑性的組織或作戰網路，並組合各
自的資源，製造出最快、最有競爭力的產品。21 與此類似的是，美麗島像變形蟲
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年，頁 38。
12
夏珍，許信良的政治世界（台北：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第 2 版，1999 年 9 月）
，頁
159-196；
13
張俊宏主編，到執政之路－「地方包圍中央」的理論與實際（台北：南方叢書出版社，第 3
版，1989 年 6 月）
。
14
張俊宏，執政大道（台北：唐山出版社，初版，1991 年 11 月）
。
15
呂弦玲，組織變革中派系互動的影響及其相關機制的探討－以民進黨為例，頁 42；陳儀深，
誰的民進黨？－九○年代台灣反對運動的參與、觀察與批判（台北：前衛出版社，初版，1995
年 1 月）
，頁 168。
16
此種組織經營與傳統地方派系相當類似，即透過地方人脈的有效整合與團體動員，進而在選
舉中獲取生存發展的空間。陳介玄，
「派系網絡、樁腳網絡及俗民網絡－論台灣地方派系形成之
社會意義」
，台中：地方社會與地方政治專題研討會，1994 年 4 月 23 日，頁 5。
17
王振寰，誰統治台灣？轉型中的國家機器與權力結構（台北：巨流圖書公司，第 1 版，1998
年 7 月）
，頁 282。
18
呂弦玲，組織變革中派系互動的影響及其相關機制的探討－以民進黨為例，頁 40。
19
費孝通，鄉土中國與鄉土重建（台北：風雲出版社，初版，1993 年 11 月）
，頁 22-29。。
20
前美麗島辦公室主任劉坤鱧訪談，2002 年 7 月 29 日。
21
天下編輯，看不見的優勢：變形蟲組織（台北：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初版，199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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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分是組織發展隨細胞核（派系各領導精英）的需要而調整，形式上雖有細胞
壁（派系架構）存在，但必須靠內、外壓力平衡（利益分配）方式維持組織運作。
22

組 織 最 高 權 力 、 決 策 及 幕 僚 機 關：著重彼此信任、情感、人際網絡與家族關
係的美麗島派系，組織本身原本就是呈現鬆散的型態。這種組織型態的內部沒有
明顯分工或設置各種機關，平時由各公職與黨職人員擔任決策角色，並在一般聚
會或黨的正式會議中進行意見溝通與協調。其次，這些公職與黨職人員的助理、
親朋好友與各地樁腳等則充任幕僚，負責派系例行問政與選務工作。
組 織 紀 律 與 凝 聚 力：組織的「紀律管理」
（discipline management），基本上係
屬於一種人事獎懲制度，它依據組織的規章和準則而制定，目的在要求成員能遵
守紀律，以確保其維持良好的工作士氣與工作績效。23 美麗島本身無相關組織章
程，結構又鬆散，因此難以做到上述的紀律管理。該派系工作人員曾表示：「美
麗島都是這些老山頭在玩，沒有民主政治運作模式下的折衝過程，有的只是發洩
情緒的拍桌對罵；對罵完後也沒有結論，只有心結愈來愈深，因此談不上紀律維
持。如果還要講紀律，成員可能就被開除光了，辦公室也可以打烊了。」。24
紀律無法要求的另一個原因，在於地方山頭的當選與否，並非完全依靠美麗
島派系的力量與支持，而主要仍是以自身的人脈、群眾基礎、家族與地方派系勢
力為主，因此美麗島若真有其紀律要求，恐怕成效也令人懷疑。不過必須指出的
是，或許美麗島沒有明文的紀律要求，但其情感聯繫與背叛之後所可能遭受的譴
責，卻對成員有很大的影響。因為這是一種很古老的道德懲罰，不只在工作場合
如此，在私人生活圈亦是如此，而且通常會持續地對個人信用產生破壞。25
在凝聚力方面，不可否認的是，美麗島著重的信任、情感、人際網絡與家族
關係都是重要的凝聚力來源，尤其是在傳統的東方社會。除此之外，另一個重要
的凝聚力則是配票。因為當黨內提名制度為「限制連記法」時，美麗島就必須成
為一個選舉聯盟，共同集結進行配票或換票。而黨內很現實的情況是，沒有派系
的人就沒辦法生存下去。

26

成員甄補：「甄補」（recruitment）係指從政治活躍份子當中挑選某些人擔任

7 月）
，頁 4、14、33、34。
22
前美麗島辦公室主任劉坤鱧訪談，2002 年 7 月 29 日。
23
林欽榮，
「紀律管理的重要性」
，人事管理，第 32 卷第 4 卷（1998 年 4 月）
，頁 3504-4-3504-5。
24
前美麗島辦公室主任劉坤鱧訪談，2002 年 7 月 29 日。
25
呂弦玲，組織變革中派系互動的影響及其相關機制的探討－以民進黨為例，頁 41。
26
呂弦玲，組織變革中派系互動的影響及其相關機制的探討－以民進黨為例，頁 41。此外，相
關討論亦可參見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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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性公職的一種過程。27 美麗島的成員甄補可以分成「政治菁英」與「幕僚」
兩方面。就政治菁英而言，絕大部分的甄補仍以血親、第二代或舊有勢力為主，
這些所謂的接班人或繼承人和該菁英都會有密切的關係。28 其次，少部份為政治
菁英的加盟。即公職人員帶領其原本的人脈、樁腳、幹部等集體加入美麗島，而
全部成為該派系的成員。29 就幕僚而言，最好的甄補管道來自菁英的挑選；30 若
幕僚自行參選，而影響到菁英或及繼承者的利益，反而會受到排擠。31
外 圍 組 織：係指與派系維持互相支持、共生關係的組織。有關美麗島派系的
外圍組織，參見以下新世紀與新動力部分的介紹。
三、領導菁英的性格、領導模式及重要成員
政黨派系的領導菁英，為了維繫該派系的生存與壯大，通常都必須扮演重要
的角色。以日本自民黨的派系領袖：「派長」而例，其首要資格必須「資深」
（seniority），連任過多次國會議員；更須具備下列幾種能力：（一）募捐政治資
金的能力；（二）領導能力；（三）為派系成員爭取提名的能力；（四）為派系爭
取重要內閣職務、黨職務的能力。32 其次，對於派系的經營而言，成員的多寡相
當重要。因為「數字就是力量」，33 擁有最多成員的派系自然擁有更多的公職、
黨職及資源。
基本而言，每位派系領袖都具備上述資格與能力；但有時基於個性與領導模
式的不同，則對派系會產生不同的影響。「性格」（personality）與「領導」
（leadership），一直是學者研究政治菁英時的重點，尤其著重研究政治菁英對國
家政治生活有較大影響的個性差異和領導風格。34 根據村松歧夫等人對日本自民
黨派閥領袖性格與領導模式之研究，發現其可以區分為「目的志向型」與「組織
配慮型」。35 所謂目的志向型指在決策過程中以個人領導風格及意志為依歸，它
比較不重視其它黨內人士的意見；而組織配慮型則指在決策過程中著重黨內的融
27

朱志宏，立法論（台北：三民書局，初版，1995 年 3 月）
，頁 71。
呂弦玲，組織變革中派系互動的影響及其相關機制的探討－以民進黨為例，頁 45；前美麗島
辦公室主任劉坤鱧訪談，2002 年 7 月 29 日。
29
前美麗島辦公室主任劉坤鱧訪談，2003 年 4 月 23 日。
30
何榮幸，學運世代－眾聲喧嘩的十年（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初版，2001
年 10 月）
，頁 241-242。
31
呂弦玲，組織變革中派系互動的影響及其相關機制的探討－以民進黨為例，頁 43。
32
林金莖，
「從自民黨黨魁選舉看日本派閥政治」
，亞洲與世界月刊，第 87 期（1991 年 11 月）
，
頁 27；土屋 繁，自民黨派閥興亡史（東京：共榮書房，初版，2000 年 2 月）
，頁 39-42。
33
邱榮金，
「日本的國會與派閥政治」
，問題與研究，第 31 卷第 9 期（1992 年 9 月）
，頁 30。
34
嚴家其，首腦論－第一本研究首腦行為的規則性的專書（台北：遠流出版公司，初版，1989
年 9 月）
，頁 182、274；蔣雲根，政治人的心理世界（上海：學林出版社，第 1 版，2002 年 10
月）
，頁 4。
35
轉引自蔡增家，
「九○年代日本派閥政治之分析」
，問題與研究，第 41 卷，第 3 期（2002 年 5、
6 月）
，頁 63。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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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與各派系之間的妥協及溝通，而將個人意志壓制至最小。
在民進黨的派系運作中，同樣必須留意其領導菁英的行事作風，因為其中具
有指標性的參考價值，相當程度能代表該派系的組織性格與政治意向。對於美麗
島這種沒有正式架構的組織而言，領導菁英具有重要的地位，因為他不但對外代
表整個組織，對內也肩負整合、協調及贏得認同的任務。36 以筆者以下所列的美
麗島領導菁英為例，其性格與領導模式為：
黃信介：草根性強，平時作風海派、具有天生老大性格與精神領袖氣息。37
張俊宏：性格沈穩、謹慎、務實，思考具有理論基礎，是美麗島派系實質的
運籌帷幄角色。38
許信良：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擅長挑戰現狀與宏觀政治思考，並提出獨
到創見；但行事作風長期以來屢有爭議。39
這三位領導菁英同是美麗島世代出身，作為美麗島派系的招牌，可謂實至名
歸，正當性十足。在分工上，三位菁英也在派系中適時扮演領袖、理論建構與開
創領導的角色，使美麗島長期在民進黨內部成為規模龐大、實力雄厚與主導理念
的重要派系。黃信介，長久以來身為精神領袖，其早期的參政經歷與自身魅力足
以完成美麗島派系的整合與協調；其次，張俊宏擔任黨秘書長職務，長期運籌帷
幄，並提出派系論述，奠定與其他派系競爭時的理論基礎。最後，許信良政治動
作大開大闔，多次領導民進黨參與重大政治事件，是民進黨在 1990 年代最重要
的轉型推手。
表 4-1

美麗島領導菁英的出身、學經歷及重要成員一覽表

姓名
年齡 40 籍貫 學歷
社會經歷 政黨經歷
黃信介 逝世
台北市 台灣行政 從事黨外運 民進黨主席
專科學校 動

政府、議會經歷

現職

台北市議員、立法委

、民進黨顧問 員

畢業

張俊宏 65 歲

台灣省 台大政治 從事黨外運 曾任職國民黨 省議員、國大代表、 立法委員、
南投縣 研究所碩 動

中央黨部第四 立法委員、海基會副 民進黨指

36

呂弦玲，組織變革中派系互動的影響及其相關機制的探討－以民進黨為例，頁 44。
張俊宏等，民主老先覺 黃信介紀念文集（台北：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黃信介紀念文集小組，
初版，2000 年 8 月）
。
38
張俊宏，台灣的危機與轉機（台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第 1 版，1989 年 11 月）
，頁 121-124；
陳淞山主編，新世紀接班人－陳水扁新智囊（台北：新自然主義股份有限公司，初版，2001 年 5
月）
，頁 77-90。
39
郭正亮，民進黨轉型之痛（台北：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第 1 版，1998 年 5 月）
，頁
30-34；夏珍，許信良的政治世界，頁 228-231；陳宜農，
「十年風雨故人歸－從叱吒風雲到潛渡
回台的許信良」
，新潮流叢刊，第 9 期（1989 年 11 月 20 日）
，頁 60-63。
40
以下表之年齡均計算至 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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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組、民進黨秘 董事長

定中常委

書長、中常委
、代理黨主席

許信良 62 歲

台灣省 政大政治 從事黨外運 曾任職國民黨 省議員、桃園縣長、

新興民族

桃園縣 系畢業、 動

文教基金

中央黨部第一 總統府資政

英國愛丁

組、民進黨顧

會董事長、

堡大學研

問、民進黨主

山盟召集

究

席

人、中國台
商發展協
會榮譽理
事長

重要成員：
許榮淑、周伯倫、許國泰、陳水扁、陳忠信、范巽綠、余陳月瑛、陳文茜、林豐
喜、邱茂男、許鍾碧霞、王拓、張學舜等。
註：美麗島目前已結束運作。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四、運作評估：
在 Jacobs 的台灣鄉鎮政治研究中，曾發現日常人際關係和情感是傳統政治
結盟的基礎。41 同樣的，美麗島作為此類似的政治聯盟；42 這種獨有的情感、關
係凝聚也正是該派系賴以維繫的重要基礎。
相對於新潮流講究紀律的組織運作，美麗島這種組織屬性在傳統政治運作型
態中曾具有廣大的包容性與號召力。例如黃信介在第三、四屆黨主席任內，曾將
原美麗島勢力進行整合並擴大，使其在黨中央或地方的實力均盛極一時，堪稱黨
內的第一大派系。
不過，這種傳統的組織特色在 1990 年代中期後，顯然已漸漸無法通過時間
的考驗。美麗島派系長久以來沒有透過理念、紀律及溝通管道的強化以增進其內
部凝聚及運作機制，基層組織也缺乏制度化的經營，仍舊各地山頭林立；因此隨
著領導精英的老化、去世與分裂，其選舉能力、情感號召力的逐漸缺乏，加上內
部沒有進行完整、有計劃性的政治甄補，可以想見的是，美麗島終究會失去其派
系規模與影響力而漸趨瓦解。
新世紀（New Era Institute）
一、形成背景
41

詳細討論參見 Bruce J. Jacobs 原著，
「中國政治聯盟特殊關係的初步模式－台灣鄉鎮中的人情
和關係」
，黃國國編，中國人的權力遊戲（台北：巨流圖書公司，第 1 版，1989 年 11 月）
，頁 85-140。
42
宋朝欽、何榮幸、張瑞昌，民進黨執政之路（台北：風雲論壇出版社，初版，1993 年）
，頁
125。
81

先前本文第三章第二節曾提及，新世紀派系的形成背景即來自於民進黨第七
屆黨主席的競選中，許、張兩人之間的嫌隙與不合，而二人由原本長久的合作關
係走向「割袍斷義」，更使舊美麗島派系正式走向分裂。43
1998 年第四屆立委選舉，張俊宏與一些區域立委候選人合作搭配輔選、競
選，選後並獲得數席立委席次。在選後的內部討論中，上述人員覺得以立法院為
重心，藉由立委組合集體問政模式可行；因此以張俊宏為首、搭配部份立法委員、
縣市公職與黨務人員所組成的新世紀派系遂逐漸成形。
新世紀派系的形成，也被視為民進黨在第四屆立委選舉挫敗後，黨內派系的
重整，而成員正來自原本各派系的立委。44 1999 年 1 月 30 日，新世紀國會辦公
室正式成立，標榜是以「聯合問政」，「促進整合」為手段的集體問政辦公室；45
由於擁有近 20 席左右立委的實力，新世紀儼然成為黨內最大派系，並對其他派
系造成威脅。46
二、組織結構
新世紀派系在組織結構上雖然區分為「新世紀辦公室」（包括立委、縣市議
員、縣市長及黨務相關人員）與「新世紀國會辦公室」（以立委為限）；47 不過，
在實際運作上，新世紀派系仍以以後者為主。因此筆者在此以新世紀國會辦公室
作為探討中心。
組 織 理 念 與 重 要 主 張：如同新世紀國會辦公室組織章程中的宗旨所揭櫫，係
以「集體問政之手段，擴大本辦公室在政黨、國會與行政部門間之影響力，最終
目的在達成推動鞏固民主體制、建立廉能政府及追求優質生活的政治目標」。而
由此觀察，新世紀派系在政治路線上走的是體制內溫和、改革路線，不過其理念、
主張仍偏向模糊。
規 範 基 礎：1999 年 1 月 12 日，由新世紀國會辦公室委員會議通過的「新世
紀國會辦公室組織章程」，是該辦公室實際運作的規範基礎。不同於舊美麗島派
系的鬆散型態，新世紀選擇走向剛性與制度化的派系運作；內部成員身份、設置
機構、決策方式與紀律皆有明文的規定。
組 織 經 營 與 特 色：新世紀的組織經營，與美麗島成員的政治經營方式類似，
主要也是以特定公職人員為首，透過地方政治的經營方式發展人脈，或與地方勢
43

舊美麗島系在分裂之前，其整體組織型態可區分為負責組織、選舉的「美麗島辦公室」與負
責政策、立法院事務的「政治家工作室」
、
「跨世紀辦公室」
。前美麗島辦公室主任劉坤鱧訪談，
2003 年 1 月 16 日。
44
彭威晶、林美玲，
「民進黨將出現跨派系問政次團」
，聯合報，1998 年 12 月 20 日，第 4 版。
45
彭威晶，
「民進黨新世紀國會辦公室昨成立」
，聯合報，1999 年 1 月 31 日，第 4 版。
46
羅曉荷，
「新世紀成民進黨最大派系」
，聯合報，1999 年 1 月 7 日，第 4 版。
47
前新世紀辦公室執行長林宜正訪談，2002 年 5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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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結合，最後整個派系再由各地山頭透過橫向聯繫或中央重要黨職、公職的串
聯所組織形成。值得注意的是，串聯新世紀的主要核心人物就是張俊宏。
組織最高權力、決策及幕僚機關：「委員會議」是辦公室的最高權力機關，
採合議制，在立法院會議期間，以每週召開一次為原則；休會期間，
「總召集人」
得視情況臨時召集，而辦公室所擬定之法案、政策及活動皆須經由委員會議議決
通過始得為之（章程第五條）
。其次，辦公室亦設置幕僚機關：
「諮詢顧問會議」，
此會議由「諮詢總顧問」一名、「顧問」若干名組成，協助辦公室法案、政策之
推動及擬定，由辦公室總召集人聘任之。諮詢顧問會議於每一會期開議之前，由
總召集人召開；藉由各學者專家所提供之意見，作為辦公室每一會期運作方向之
參考依據（章程第四條第一項第四款、第六條）。
組 織 紀 律 與 凝 聚 力：辦公室為貫徹委員會議之決議，規定成員必須遵守相關
紀律規定（章程第八條），並原則上禁止成員跨派系。48 在凝聚力方面，原有美
麗島著重的信任、情感、人際網絡與配票都是重要的凝聚力來源。
成 員 甄 補：和美麗島的政治甄補類似，即政治菁英絕大部分仍以血親、第二
代或舊有勢力為主，而幕僚最好的甄補管道則來自菁英的挑選。
外 圍 組 織：新世紀主要有二個外圍組織，首先是「財團法人城鄉改造環境保
護基金會」，新世紀派系的網站：http://www.newera.org.tw 由此基金會代為申請
網址（目前已停止營運）。其次，「環球電視台」（張俊宏擔任董事長職務）亦與
新世紀關係密切。
三、領導菁英及重要成員
新世紀的領導菁英為該辦公室「總召集人」、「副總召集人」及「總幹事」。
其中總召集人 1 名，對外代表辦公室，並主導辦公室之事物及運作方向，由辦公
室委員以互選方式產生，任期 1 年，連選得連任。副總召集人 2 名，負責襄助總
召集人處理辦公室之事務，由辦公室委員以互選方式產生，任期 1 年，連選得連
任。總幹事 1 名，負責執行辦公室之決議，由辦公室委員以互選方式產生，任期
1 年，連選得連任（章程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
領 導 菁 英 的 個 性 與 領 導 風 格：新世紀的領導菁英以張俊宏為主要代表，個性
前已有提及。在派系領導風格上，張俊宏不採強人領導，並尊重成員各抒己見，
但最後決策仍需要由張本人整合、協調後拍板定案。49
表 4-2
48
49

新世紀領導菁英的出身、學經歷及重要成員一覽表

前新世紀辦公室執行長林宜正訪談，2002 年 5 月 22 日。
前美麗島辦公室主任劉坤鱧訪談，2002 年 7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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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年齡
張俊宏 65 歲

籍貫

學歷

社會經歷 政黨經歷

政府、議會經歷

現職

台灣省 台大政治 從事黨外運 曾任職國民黨 省議員、國大代表、 立法委員、
南投縣 研究所碩 動、環球電 中央黨部第四 立法委員、海基會副 民進黨指
士

視台董事

組、民進黨秘 董事長

定中常委

長、全民電 書長、中常委
通董事長

、代理黨主席

重要成員：
周伯倫、林忠正、林宗男、何嘉榮、林文朗、唐碧娥、周雅淑、湯金全、劉俊雄、
湯火聖、巴燕達魯、鍾金江、陳昭南、蔡仁堅等。
註：成員目前已有變動。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四、運作評估
新世紀雖然在組織上走剛性與制度化路線，並有相關的紀律要求，但在實際
運作過程中仍未見其成效。開始前兩年，新世紀尚能保持其派系影響力；但隨著
在黨內中常會、中執會選舉過程中，周伯倫、林忠正兩位立委宣布退出派系；第
五屆立委選舉，陳昭南、鍾金江、林文郎、林忠正及巴燕達魯等人紛紛落選，均
使得新世紀的派系影響力大不如從前。目前的新世紀已形同解散，成員大多流失
或跨其他派系尋求發展，組織只剩下以張俊宏本人為主的人脈關係組合，因此不
能算是嚴格意義的派系運作。50
2001 年 11 月 8 日，張俊宏與多位派系成員共同發起「新世紀台灣維新運動」
，
提出建設台灣為世界島的「新台灣世紀發展計劃」，並組成「新世紀.net」。
雖然張俊宏強調新世紀.net 並不是派系，是對未來的期許；51 但此舉卻被認為是
新世紀派系在黨內逐漸式微之際的重整旗鼓，也有重振派系的意涵。52 不過，這
個被張俊宏視為近年政治代表作的發展計劃，卻被黨內人事斥為空想，身邊幕僚
也因理念分歧而紛紛離去。53 整體而言，新世紀目前除了依靠張俊宏的大老資
歷，還能保住形式上的規模外，內部幾乎已經停止了相關的派系運作。
新動力（Action ＆ Vision）
一、形成背景
新動力同樣來自舊美麗島派系的分裂，成員主要是許信良及其相近的人際關

50

前新世紀國會辦公室執行長林宜正訪談，2002 年 5 月 22 日。
在張俊宏的認知中，民進黨政府執政後應努力於政績，不應再以過去派系利益與發展做考量。
前新世紀國會辦公室執行長林宜正訪談，2002.年 5 月 22 日。
52
郭瓊俐，
「張俊宏提新台灣世紀發展計劃」
，聯合報，2001 年 11 月 9 日，第 4 版。
53
資料室，
「張俊宏陷入單兵作戰 施明德變天涯淪落人」
，財訊，第 238 期（2002 年 1 月 1 日）
，
頁 40。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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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組合。許信良於 1999 年 5 月脫黨參選總統後，一些支持他的舊美麗島系成員，
於 6 月 7 日另外成立「美麗島辦公室」重振旗鼓。54 此辦公室以前省議員邱茂男
為總召集人，成員包括以許榮淑為主，由陳勝宏、范巽綠、林豐喜、王拓、許鍾
碧霞等立委所組成的「新動力國會辦公室」；與以黃慶三為主，由十七位美系國
代組成的「跨世紀辦公室」及部分黨職人員。55
在實際運作上，美麗島辦公室的整體成員與新動力國會辦公室的部分成員互
有重疊。56 前者負責組織經營工作，後者則負責立法院問政，對外有兩塊招牌，
但共用同一個辦公室。57 由於這兩個辦公室成員屬性接近，而外界又習慣稱之為
「新動力」，因此在本文中仍以新動力派系來看待由上述成員所形成的組織。
二、組織結構
組織結構方面，新動力除了在組織理念與重要主張有較清楚的意向外，其餘
和美麗島都相當類似，不過在派系規模上則明顯小了很多。
新動力本身並明顯的組織理念與主張，但卻特別標榜組織的英文名稱為
「Action ＆ Vision」，因此可視「行動與願景」為新動力自我期許的問政目標。
其次，該派系領導菁英主要關心的議題為資訊科技（IT）產業、兩岸關係與台商
權益，58 或許也可作為觀察該派系主張的重要參考。
外圍組織：「深耕文教基金會」、「陽信銀行」與「陽信文教基金會」分別為
新動力領導菁英許榮淑、陳勝宏所主持，可視為該派系之外圍組織。此外，由美
麗島幕僚所組成的「決策調查顧問公司」（網址：http://www.dmr.com.tw），是一
家從事民意調查、市場調查和網路調查的顧問公司，平時與新動力成員亦關係密
切。
三、領導菁英及重要成員
領導菁英的個性與領導風格：
許榮淑：早期以美麗島受刑人家屬出身，本身無堅定政治理念，行事長袖善
舞、妥協性強，長於人際關係與組織經營。目前為民進黨內資深立委，有「鐵娘
子」、「阿嬤」之稱號。59

54

羅曉荷，
「民進黨美系辦公室將重新掛牌」
，聯合報，1999 年 5 月 18 日，第 4 版。
羅曉何，
「陳水扁 再籲政黨輪替」
，聯合報，1999 年 6 月 7 日，第 4 版。
56
新動力國會辦公室總召為許榮淑，成員有范巽綠、王拓、林豐喜、陳忠信、陳勝宏與許鍾碧
霞；美麗島辦公室總召為邱茂男，成員有林豐喜、邱議瑩、許應深、黃光秀、黃正男、薛凌、林
純美、朱銅樹、徐正樹、許榮淑。前新動力國會辦公室主任吳芳銘訪談，2002 年 8 月 12 日。
57
前新動力國會辦公室主任吳芳銘訪談，2002 年 8 月 12 日。
58
前新動力國會辦公室主任吳芳銘訪談，2002 年 8 月 12 日。
59
莊慕塵，
「十八隻手的『鐵娘子』－嫻熟中國政治術的許榮淑」
，新潮流叢刊，第 2 期（1989
年 3 月 5 日）
，頁 12-15。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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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勝宏：台北市議員出身，並連任多次。其次，長期負責黨內財務工作，又
身兼陽信商業銀行董事長；60 因此雖然知名度不高，仍舊是黨內重要金主與有份
量的政治人物。
林豐喜：地方農民出身，學歷僅小學畢業，但卻已從基層縣議員歷練至立法
委員，更進一步擔任立法院黨團總召集人。平時為人草根性濃厚，基層實力亦相
當堅強。
陳忠信：具備高度理性思辯能力，早期長於編輯與文化評論，近年則專研兩
岸事務，態度實際、務實。61
邱茂男：出身基層民意代表，地方基層實力雄厚。不過目前其政治地位已由
女兒邱議瑩正式接班。
表 4-3

新動力領導菁英的出身、學經歷及重要成員一覽表

姓名
年齡
許榮淑 64 歲

籍貫

學歷

社會經歷 政黨經歷

政府、議會經歷

現職

台灣省 台灣師範 教師、創辦 民進黨中執委 國大代表、立法委員 立法委員、
屏東縣 大學畢業 黨外雜誌、 、中常委、中
深耕文教基 評會主委、顧
金會董事

民進黨中
常委

問

長、中華民
國保護智慧
財產權協會
理事

陳勝宏 59 歲

台北市 逢甲大學 陽信銀行董 民進黨中執委 台北市議員、立法委 立法委員、
國貿系畢 事長、俄羅 、中常委、中 員

民進黨中

業

常委

斯國際人文 央黨部財務長
合作協會理
事長

林豐喜 53 歲

台灣省 國小畢業 台灣農民聯 民進黨中執委 潭子鄉民代表、台中 立法委員
台中縣

盟主席

、中常委、台 縣議員、立法委員
中縣黨部主委

陳忠信 55 歲

台灣省 東海大學 黨外雜誌主 民進黨政策研 立法委員、陸委會諮 立法委
彰化縣 數學系畢 編、台灣社 究中心主任、 詢委員、海基會董
業

員、民進黨

會研究季刊 選舉對策委員 事、紀念殷海光先生 中國事務
總編輯兼社 會執行長、中 學術基金會董事

部主任

長、自立早 國事務委員會
報主筆

執行長、政策

60

王之杰，
「
『綠色銀行家』 陳勝宏漸成氣候」
，財訊，第 252 期（2003 年 3 月 1 日）
，頁 332-335。
楊開煌，
「扁大陸政策邁入試探和平階段」
，中國時報，2002 年 7 月 22 日，第 15 版；楊照，
「走
進陳忠信的認識中國之旅」
，新新聞，第 810 期（2002 年 9 月 12 日-9 月 18 日）
，頁 78-84。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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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執行長兼中
國事務部主
任、副秘書長

邱茂男 61 歲

台灣省 省立屏東 台灣人公共 民進黨代表

屏東縣議員、省議員 總統府國

屏東縣 工業職業 事務 FAPA

策顧問

學校畢業 會員

重要成員：
邱議瑩、王拓、許鍾碧霞、范巽綠、黃 秀、黃正男、朱銅樹、徐正樹、許應深、
林純美、洪耀福等。
註：領導菁英及成員目前已有變動。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四、運作評估
新動力屬於舊美麗島派系的一支，受限於其本身的條件與外在環境變遷，原
本派系實力已日趨下滑。不過新動力於 2000 年 5 月選擇與其他三個派系合組主
流聯盟，並透過其中成員的合縱連橫，新動力的許榮淑與陳勝宏尚能保持一定的
影響力，並取得黨團書記長與黨中常委等職務。
但是個別領導菁英的發展並不能保證派系實力的維持。新動力目前在黨內的
空間仍處於萎縮的情況，這是舊美麗島派系普遍均面臨的困境。

第二節 新潮流
新潮流（The Movement; New Tide） 62
一、 形成背景
1984 年 6 月創刊的新潮流叢刊，是當前民進黨新潮流派系的前身。當時主
要成員均為黨外雜誌作家及編輯出身，雜誌上列名的有吳乃仁、邱義仁、林濁水、
洪奇昌、吳乃德、賀端蕃、史非非（范巽綠）
、張溫鴻、尤宏、郭吉仁、黃昭凱、
劉守成、謝史朗、蘇治芬、田秋菫、魏廷昱、陳鴻誠及楊碧川。63
新潮流當年的創刊，有其背景與動機，在該叢刊的發刊詞：「重建新的反對
事業」中有清楚的呈現。它指出當時國民黨的統治性格，感受不到社會大眾普遍
要求變革的呼聲，唯一意識到的是則是內外危機四伏，然而它又沒有足夠的膽識

62

“The Movement”為新潮流叢刊的英文名稱；而“New Tide”則為學者研究時給予的英文名稱。
此 18 人為新潮流叢刊創刊時的發行人、編者、編委會、採訪組、編輯組、資料組名單，被外
界稱為「十八飛鷹」
，秘密結社的意味相當濃厚。張瑞昌，
「掌握時代潮汐 認識新潮流系」
，中
國時報，2001 年 1 月 29 日，第 9 版；國民黨中央政策委員會，民主進步黨五大派系簡介，2002
年 3 月 25 日，頁 4。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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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能力去面對、去解決。其次，長期以來以選舉與公職掛帥、以山頭主義主導的
黨外運動，近年來已暴露它的侷限與落伍。因此為了重建新的反對事業；新潮流
主張對內不再另立山頭，而在結合所有愛好民主自由的人士共同奮鬥；對外則主
張選舉只是民主運動的一個環節，此議會路線應與群眾路線相調和。64
民進黨成立後，以黨外新生代為主體的黨外編聯會解散，但其中的新潮流叢
刊卻發展成民進黨內組織嚴密、紀律嚴謹的派系。1988 年 5 月，以新潮流雜誌
為主體的黨內人士開始進行辦公室的設立、會訊發行及組織重組，並定期召開溝
通大會，因此逐漸使新潮流雜誌轉型為民進黨內正式、公開運作的派系。65 1989
年 12 月 21 日，新潮流的會員大會通過「組織暨運作章程」，該派系的組織結構
與運作規則正式成形。
二、組織結構
組織理念與重要主張：「組織暨運作章程」第一條，新潮流宣示其宗旨為以
人民的力量和平地建立「政治民主」
、
「社會民主」
、
「經濟民主」的主權獨立新國
家。在 1991 年出版的到獨立之路一書，新潮流更進一步提出明確的意識型態三
面大旗：「台灣獨立」、「走組織化的群眾路線」及「傾向中間偏左的社會民主主
義」，66 並表明這是新潮流在民進黨內的政治任務。
規範基礎：新潮流在雜誌階段，就制定內規：「踏出民主的一小步」作為刊
物內部的組織原則，其中提出成員的「權力分配和工作分配」
、
「齊一的立場和步
調」
、
「有意義的少數」與「為何沒有公職人員」等問題。67 正式成為黨內派系後，
「組織及運作章程」則成為新潮流整體組織及運作的規範基礎，此章程對於組織
宗旨、會員身份、會員代表大會、區域會議、政策協商會、考紀委員會、聯合辦
公室與顧問等均有相關的規定。不過，新潮流對這部章程極為保密，幾乎不對外
提供與透露。68 據該辦公室幹部表示，這是派系過去至今的處理方式。69
組 織 經 營 與 特 色：在民進黨內，新潮流的組織經營方式極為特殊，屢次被認

64

詳細內容請參見附錄 5。
陳敏鳳，
「新潮流要流向哪裡？」
，新新聞週刊，第 60 期（1998 年 5 月 2 日-5 月 8 日）
，頁 55-57。
66
「台灣獨立」指新潮流推動民進黨內歷次的台灣主權決議文，使民進黨由自決黨轉變成台獨
黨；
「走組織化的群眾路線」指新潮流反對民進黨只是一個山頭間的選舉聯盟，認為組織化的群
眾路線，才是從根挖掉國民黨的唯一方法，一個比較有紀律約束的剛性政黨是新潮流的選擇。最
後「傾向中間偏左的社會民主主義」則是新潮流希望廣泛地開發各種社會改革議題，並與社會運
動形成新的反對陣線。到獨立之路編輯小組，到獨立之路（台北：新潮流辦公室，1991 年）
，頁
13。
67
詳細內容參見附錄 6。
68
此部章程為筆者親赴新潮流辦公室拜訪，並經其總幹事惠賜後取得。不過，該總幹事仍希望
筆者盡量不要對外公布。
69
新潮流辦公室總幹事張維嘉訪談，2002 年 5 月 23 日。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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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是「黨中之黨」
、
「先鋒幹部組織」
、
「列寧職業革命家政黨」
、
「台灣左翼運動大
本營」。70 其中原因何在？可由以下幾個方面探討：
（ 一 ） 創 始 成 員 出 身 、 理 念 及 入 會 方 式：相對於民進黨內以公職人員或地方
山頭所形成的派系，新潮流的創始成員則大多為黨外雜誌作家與編輯，屬於知識
份子出身。其次，該成員認為在黨國體制的高壓統治下，為了展開普遍而深入的
群眾動員，就必須結合一群服從明確政治理念和講究組織紀律的真實信徒，形成
反對運動的先鋒組織。71 從比較的觀點，新潮流這種成員的出身與自我定位與列
寧先鋒政黨概念類似，即由少數以革命為終身職業的菁英知識份子所組成，並以
此號召及動員無產階級的群眾，進一步領導他們向資本主義政府奪取政權。72
在入會方式方面，新潮流簡稱「入流」。和列寧式政黨一樣，都強調透過黨
支部吸收，並且需要經過黨支部大會與上級黨組織的批準（章程第四條）。這種
特殊的入會（黨）方式，強調平時透過「區域會議」73 （黨支部）進行聯繫，而
70

艾琳達，激盪！台灣反對運動總批判（台北：前衛出版社，初版，1998 年 1 月）
，頁 193；張
俊宏，到執政之路－「地方包圍中央」的理論與實際（台北：南方叢書出版社，第 3 版，1989
年 6 月）
，頁 87；徐國淦，
「簡錫 ：早年曾想武裝革命」
，聯合報，2002 年 1 月 21 日，第 6 版。
71
張俊宏，到執政之路－「地方包圍中央」的理論與實際，頁 86。
72
郭仁孚，
「從馬克思到列寧的意識形態概念」
，東吳政治學報，第 12 期（2001 年 3 月）
，
http://www.scu.edu.tw/politics/journal/J12/j12kuo.htm
73
新潮流的「區域會議」相當隱密，外界通常不易得知。不過，該區域會議的雛形仍可以第三
屆立法院時期該派系的敬老年金行動聯盟各地分會作參考：
--------------------------------------------------------------------------台北市 新國會聯合研究室 聯絡人：林宜瑾。
李逸洋、林濁水聯合服務處 聯絡人：李建昌。
台北縣 盧修一、李文忠服務處 聯絡人：李文忠。
桃園縣 邱垂貞服務處 聯絡人：鄭文燦。
新竹市 吳秋穀競選總部 聯絡人：陳文治。
苗栗縣 蘇芳章服務處 聯絡人：蘇芳章。
台中市 洪奇昌服務處 聯絡人：王延鴻。
台中縣 廖永來服務處 聯絡人：方昇茂。
彰化縣 翁金珠服務處 聯絡人：邱創進。
雲林縣 聯絡人：鄭朝正。
嘉義縣 聯絡人：黃偉哲。
台南市 黃昭凱服務處 聯絡人：黃先柱。
台南縣 口埤教會 聯絡人：鄭國忠。
高雄市 黃昭輝服務處 聯絡人：林滴娟。
高雄縣 戴振耀服務處 聯絡人：陳啟昱。
屏東縣 曹啟鴻服務處 聯絡人：曹啟鴻。
宜蘭縣 聯絡人：林進財。
花蓮縣 盧博基服務處 聯絡人：黃春雄。
澎湖縣 聯絡人：段宜康。
89

黨員能夠且必須經常開會、共同行動、溝通思想、相互了解或監視，使每個黨員
都能參與到其他黨員的思想與價值追求，並維繫彼此的意識型態認同。74
除此之外，列寧式政黨對申請人進行嚴格審查、必須參加組織生活的要求，
75

也見諸於新潮流的相關規定。例如對台獨立場、群眾路線及社會民主主義的了

解，個人的操守、能力、專長及團體性，是加入新潮流者必須被審核的項目。76
其次，入會的新成員均應參加新會員「總研習會」乙次後，始可行使章程規定之
各項權利（章程第四條第二項）。
（二）隱密運作：列寧式政黨相信真實的權力肇始於隱密之所在；77 尤其在
專制的國家裏，對於堅強的革命組織而言，秘密性是其組織運作的必要條件。78
此外，該政黨維持隱密運作的目的是使成員心生崇敬心理，並堅定對黨的力量和
信心；另外也讓敵人和中立份子因此相信黨的力量強大，藉此避免組織遭受到搜
補與破壞。79
新潮流早期成立正值黨外時期，其運作方式與列寧式政黨上述特點相當接
近，因為其組織形成近乎秘密結社，外界因此很難了解其實際內部運作狀況。甚
至直到目前身為執政黨內的重要派系，新潮流仍不輕易對外公開其實際面貌，使
該派系始終保持著神祕的色彩。
（ 三 ） 決 策 及 資 源 分 配 模 式：新潮流重要成員李文忠認為，該派系是一個講
究「民主集中制」的團體，任何成員都可以就公共政策、政治議題向領導人提出
質疑；另一成員鍾佳濱也指出，派系的決策機制是「社會主義色彩濃厚的參與式
民主」，內部開會拍桌辯論的場景，司空見慣。80
李文忠與鍾佳濱所說的「民主集中制」或「參與民主」，事實上就是列寧式
政黨的根本組織與領導制度。81 其中的「民主」，如前述二成員所言，就是黨員
和黨組織意願、主張的充分表達和積極性、創造性的充分發揮；而「集中」，則

------------------------------------------------------------------------資料來源：http://newcongress.yam.org.tw/pension/manual/chapt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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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觀濤、劉青峰，開放中的變遷－再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台北：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初版，1994 年 4 月）
，頁 307-308。
75
例如中國共產黨章程第五條、第八條之規定。
76
張瑞昌，
「掌握時代潮汐 認識新潮流系」
。
77
蔡英文譯， Hannah Arendt 原著，極權主義（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初版，1992 年 6 月）
，
頁 172。
78
列寧，
「怎麼辦？ 我們運動中的迫切問題（ 1901 年秋－ 1902 年 2 月）
」
，列寧全集 第六卷（北
京：人民出版社，第 1 版，1959 年 1 月）
，頁 129。
79
郭冠英，論職業革命家黨，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論文，1973 年，頁 31。
80
張瑞昌，
「掌握時代潮汐 認識新潮流系」
。
81
中共中央組織部編，中國共產黨組織工作辭典（北京：黨建讀物出版社，第 1 版，2001 年 6
月）
，頁 107。
90

是全黨意志、智慧的凝聚和行動的一致，82 雖然未被提及，但事實上也是新潮流
的組織要求。
其次，就資源分配模式而言，該派系也具有列寧式政黨的「幫會」運作性格。
83

新潮流排斥個人英雄主義，講究「集體生產、資源共享」、「選舉募款、互相幫

忙」，84 使組織內部成員會有兄弟、同志或共同體的強烈感受，而資源分配也如
同「勝利果實，人人有份」。85
（ 四 ） 嚴 格 的 紀 律 約 束：如前所述，除了民主外，事實上「集中」也是新潮
流的組織要求。在最初的雜誌階段，新潮流就以類似的「齊一」概念作為內規，
表示一個政治團體應追求目標和步調上的一致，其目的在於集中力量，也為了形
成鮮明的性格，以對民眾產生號召。
新潮流的嚴格紀律要求，除了嚴禁成員跨派系外，還被形容成以下幾個鮮明
的形象：當民進黨召開全代會進行權力改組時，
「一個口令一個動作」的新潮流，
如同是「一支會踢正步到投票會場的鐵衛軍！」；86 內部計票精準，新潮流的黨
內不分區提名就等於開立統一發票的「三聯單」，保證進入安全名單；87 若有成
員違紀執意參選，即便是洪奇昌的兄長洪茂澤，也會被無情地開除，而且宣告此
開除決議的主席正是洪奇昌本人。88
此種嚴格的紀律要求，配合上前述的政治理念，新潮流的凝聚力的確在民進
黨內讓其他派系望塵莫及。
（五）保持組織繼承性：列寧式政黨為確保運動之持久，勢必先確立一個穩
固且能保持繼承的領導人組織，以避免運動的突然中斷。89 而新潮流的組織繼承
與人才甄補觀點亦是如此；不僅在民進黨內最具制度與規模，也確保其派系的持
續壯大。除了前述嚴格的成員入會方式外，組織亦會主動尋找適當人選入會，並
主動詢問接觸、徵詢意願。90 此外，新進成員必須接受入流、平時課程講訓，然
後依個性、專長派駐各地磨練，並進行工作輪調；91 甚至成員有意出國唸書，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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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定平，政黨與政府（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第 1 版，1998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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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譯，Hannah Arendt 原著，極權主義，頁 131-134。
84
張瑞昌，
「掌握時代潮汐 認識新潮流系」
；前新潮流副總幹事周威佑訪談，2002 年 5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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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正亮，民進黨轉型之痛（台北：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第 1 版，1998 年 5 月）
，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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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瑞昌，
「掌握時代潮汐 認識新潮流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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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俊宏，到執政之路－「地方包圍中央」的理論與實際，頁 9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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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新潮流副總幹事周威佑訪談，2002 年 5 月 9 日。
91
林瑩秋，
「新潮流『機要群』深藏不露」
，財訊，第 246 期（2002 年 9 月 1 日）
，頁 162-164。
83

91

系大老都會幫忙募款、贊助。92
目前新潮流的政治甄補規模遠遠凌駕於黨內各派系，不僅囊括逐漸崛起的
「學運世代」
；93 內部也有老（吳乃仁、洪奇昌、林濁水）
、中（邱太三）
、青（段
宜康）三代的接班梯隊佈局，94 並且積極把觸角深入校園，舉辦大專院校學生之
研習活動。95
（ 六 ） 利 用 外 圍 組 織：列寧式政黨除了在群眾中喚起不滿的憤怒以完成革命
運動外，更積極的做法是利用黨的外圍組織作為傳送帶，使黨進入到人民的一切
階級，把革命隊伍分派到各方面去，藉以貫徹黨的一切指導力量並隨時反應民意
以修正黨的政策，最終使黨成為人民的代言人。96
與上述做法類似，新潮流也曾提出「社會運動政治化、政治運動社會化」的
發展策略。97 其中的「社會運動政治化」，在理念層次，指社會運動必須提升至
政經體制重建的層次加以反省、定位，社會運動的目標才會實現；98 在運動層次，
則指先由滲透進某社會運動領域先鋒幹部曝露出利益剝削的問題，等到被壓迫者
基於抗拒而採取集體抗爭行動後，再試圖把受壓迫者轉為所屬群眾，並納入先鋒
組織的組織訓練。至於「政治運動社會化」，則指參與政治運動或選舉的目的，
旨在透過公職身分宣傳或推展運動，議會不過是一論壇，更大的舞台是在更廣大
的群眾中間。新潮流也將自己能決定的政黨比例名單分配給社會運動代言人，希
望這些公職能做為保護傘，促成社會運動的發展。99
透過此種運動策略的實踐，新潮流已與多樣的外圍組織建立良好關係。這些
組織有「台灣環境保護聯盟」
、
「台灣教授協會」
、
「台灣勞工陣線」
、
「外省人台灣
獨立促進會」
、
「台灣人權促進會」
、
「蕃薯藤」搜尋網站、
「開拓文教基金會」等。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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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瑞昌，
「掌握時代潮汐 認識新潮流系」
。
學運世代係指 1990 年 3 月，參與野百合學生運動的大學生；有人預測最遲再過十年，這批學
運世代就會在政壇及其他領域扮演接班與當家的角色。何榮幸，學運世代－眾聲喧嘩的十年（台
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初版，2001 年 10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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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室，
「新潮流老中青三代領導漸成形」
，財訊，第 247 期（2002 年 10 月 1 日）
，頁 42；林
修全、顏振凱，
「段宜康 接新潮流總召」
，聯合晚報，2003 年 9 月 10 日，第 9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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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342；唐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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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2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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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7 月 20 日）
，頁 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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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到獨立之路小組，頁 16。
100
這些外圍組織都有專屬網站可以進行查詢。台灣環境保護聯盟台北分會、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http://www.teputc.org.tw、台灣教授協會：http://taup.yam.org.tw、台灣勞工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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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除了上述的列寧式政黨特徵外，新潮流在立法院的組織運作亦有其規模，這
也是該派系的特色之一。最早期新潮流在國會的組織為「新國會聯合研究室」，
成立於 1990 年 2 月，由立法委員與研究員共同組成；當時成立宗旨標榜「由山
頭林立邁入群策群力

從弱勢聯合走向公義社會」
，並希望依據民主性、本土性、

運動性、政策性及草根性的原則推動國會的改造，且致力於法案的研究、政策的
擬定，以重新建構國會功能。101
為因應國會的新架構與功能，新國會聯合研究室於 1995 年 8 月以後更名為
「新國會政策研究中心」
（Institute of New Congress）
，惟此中心至 1997 年 7 月後
已因內部政策理念不同、工作分配不均與流於個人表現而停止運作， 102 當時其重
要成員有洪奇昌、蘇煥智、盧修一、翁金珠、林濁水、邱垂貞、彭紹瑾、簡錫 、
劉進興、林哲夫及蔡明憲等；歷屆主任則為林濁水、張維嘉、劉世芳、吳乃仁、
鍾佳濱、許傳盛、蔡淑芳及毛榮富。103
當新國會政策研究中心的功能趨向式微時，新潮流內部開始有「流團」的組
織出現。所謂「流團」，係指由新潮流所屬立法委員在國會中所組成的團體，可
以視為前述政策研究中心功能的延續。 104 在第四屆立法院開議之前，雖然新潮流
的立法委員會也就黨團人事與決議交換意見；惟流團的正式運作，則始自 1999
年的第四屆立法院。流團會議的召開，通常在黨團例行會議前一、二個小時前，
並針對當天黨團議題進行溝通與決定流團立場；其次，流團成員的辦公室主任每
個星期則另有固定會議。流團成員目前以新潮流派系立法委員為主，不過第四屆
另有王世勛、第五屆另有葉宜津、蕭美琴等非新潮流立委加入參與。105
在組織定位上，流團自我期許為新潮流的馬前卒；更有鑑於新潮流在行政部
門的參與空間並不多，因此希望藉由流團組織在民進黨立院黨團運作過程中扮演
積極、主導的角色；若無力達成此種任務，仍希望能表達流團本身立場（例如老
人津貼案、土徵稅減半徵收兩年案）。不過必須留意的是，新潮流此期許仍僅止
於表達，並不會因立場不同而違背黨團決議做「烏鴉」。106
組 織 最 高 權 力 機 關 、 決 策 及 幕 僚 機 關 ：新潮流的「會員代表大會」為最高權
http://labor.ngo.org.tw、外省人台灣獨立促進會：http://www.gati.org.tw、台灣人權促進會：
http://www.tahr.org.tw、蕃薯藤搜尋網站：http://www.yam.com.tw、開拓文教基金會：
http://www.frontier.org.tw
101
新國會聯合研究室，
「由山頭林立邁入群策群力 從弱勢聯合走向公義社會－談聯合研究室的
組成意義」
，新國會通訊（1990 年 8 月）
，頁 2-3。
102
立法委員邱太三訪談，2002 年 5 月 28 日。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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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新潮流辦公室總幹事張維嘉訪談，2002 年 5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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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委員邱太三訪談，2002 年 5 月 28 日。
106
立法委員邱太三訪談，2002 年 5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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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機關，由會員代表 40 人至 60 人及政策協商會、考紀委員會委員組成。其中的
會員代表由各區域會議會員互選產生之，任期 1 年，連選得連任（章程第六條、
第八條）。其次，「政策協商會」為最高決策機關，107 置委員 15 人，由會員代表
大會選出，任期 1 年，連選得連任，但連任者總數不得超過全部委員數之三分之
二。必須指出的是，新潮流為保障非公職人員之當選權益，並使派系領導階層的
甄補有更多元的管道，特別規定省市議員及縣市長以上公職人員不得超過政策協
商會委員總數之五分之三。政策協商會每星期開會一次為原則，政策協商會互推
1 人為「召集人」
，任期 1 年，連選得連任一次（章程第十三條、十四條）。最後，
「聯合辦公室」為派系幕僚機關，置「總幹事」1 人、「副總幹事」若干名與「財
務長」
。其中會務工作單位有「行政部」
、
「組訓部」
、
「文宣部」
、
「研究發展部」；
而聯合辦公室並得視會務需要，增設工作單位（章程第七章）。
較特殊的是，為貫徹派系紀律，新潮流特別設置「考紀委員會」為監察機關。
考紀委員置設委員 5 人，由會員代表大會選出，任期 1 年，連選得連任（章程第
十六條、第十七條）。
三、領導菁英與重要成員
新潮流的主要領導菁英以政策協商會委員為主，其個性與領導風格如下：
洪奇昌：個性兼具冷靜理性與激進熱情，108 先後參選轉戰全省各地，是新潮
流內最具代表性的公職，也最具政治明星架勢。109
吳乃仁：平時個性大而化之，但行事有所堅持。頭腦精明、政治計算務實，
且長於經營管理，長期擔任新潮流總管角色，負責組織、財務與輔選配票事宜。
110

邱義仁：個性冷靜沉著，決斷力強，長於折衝眾人意見。111 在政治領域，被
外界視為權力性格濃厚，政治計算精準。112 過去迄今曾歷任黨務要職，具有組織
能力，長期主導新潮流的發展走向1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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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把新潮流視為一個政黨，其政策協商會就如同一個政黨的黨中央般重要。有論者對此便稱
政策協商會為「流中央」
。劉一德，民進黨第三代（台北：劉一德出版，出版年不詳）
，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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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旦編譯中心，台灣政壇明日之星，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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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瑞昌，
「領導班子賽諸葛 互補互助成磐石」
，中國時報，2001 年 1 月 29 日，第 9 版。
110
羅曉荷，
「吳乃仁 民進黨的周恩來」
，聯合報，2001 年 2 月月 18 日，第 7 版。
111
張瑞昌，
「領導班子賽諸葛 互補互助成磐石」
，中國時報，2001 年 1 月，第 9 版。
112
陳文茜，文茜小妹大（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初版，2001 年 10 月 29 日）
，
頁 236-241；林淑玲，
「
『邱』快速歸位 自己也沒料到 『扁』左右手首選」，中國時報，2002 年
3 月 7 日，第 3 版。
113
邱義仁赴美國芝加哥大學攻讀政治學博士時，曾專研國共鬥爭與蘇共成長歷程。若此訓練應
用於實務，應對新潮流有所影響。月旦編譯中心，台灣政壇明日之星－影響台灣未來的 45 位菁
英（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初版，1993 年 10 月）
，頁 102-103、106-107。
94

林濁水：文采豐富洋溢，惟個性略孤傲、自我，是黨內的「台獨理論大師」。
114

陳菊：包容力強、著力於黨外運動串連，是早期新生代的帶領者，被視為民
主大姊頭與新潮流大老。115
段宜康：民進黨內的外省菁英代表，行事風格簡樸、嫉惡如仇，政治形象鮮
明。於 2003 年 9 月接任新潮流總召集人，被視為該派系內部的世代交替。
表 4-4

新潮流領導菁英的出身、學經歷及重要成員一覽表

姓名
年齡
邱義仁 53 歲

籍貫

學歷

社會經歷 政黨經歷

政府、議會經歷

現職

台灣省 美國芝加 大學講師、 民進黨創黨十 行政院秘書長、行政 總統府秘
台南縣 哥大學政 黨外雜誌作 八人小組、民 院政務委員、國家安 書長
治學碩士 家編輯

進黨副秘書

全會議副秘書長、秘

長、秘書長、 書長
駐美代表、中
執委、中常
委、中評委、
2000 年民進
黨陳水扁總統
競選指揮中心
執行總幹事

洪奇昌 52 歲

台灣省 台大公共 黨外雜誌作 民進黨中執

國大代表、立法委員 立法委

彰化縣 衛生研究 家編輯、精 委、中常委

員、民進黨

所碩士、 神科醫師、

中常委

加拿大多 台權會執
倫多社區 委、台灣醫
醫學研究 界聯盟副會
所碩士

林濁水 56 歲

長

台灣省 政治大學 黨外雜誌作 民進黨中評委 立法委員

立法委員、

南投縣 阿拉伯語 家編輯、教

民進黨政

文系畢業 師

策會執行
長

吳乃仁 56 歲

台灣省 哈佛大學 黨外雜誌作 民進黨中執

台糖公司

台中

董事長

公共行政 家編輯、電 委、中常委、
研究所碩 視台董事長 中評委、秘書
士

陳

菊 53 歲

長

台灣省 中山大學 台灣人權促 民進黨中評會 國大代表、台北市政 勞委會主
宜蘭縣 公共事務 進會長、秘 主委
研究所碩 書長、主任

114

府社會局長、高雄市 委、民進黨
政府社會局長

中常委

月旦編譯中心，台灣政壇明日之星，頁 44。
陳菊，黑牢嫁妝：一個台灣女子的愛與戰鬥（台北：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第 1 版，1993
年 12 月）
，頁頁 262-263；280-282。
115

95

士

段宜康 40 歲

外省

台灣大學 環保聯盟臺
政治系畢
南分會執
業
委、軍中法
制人權促進

立法委員盧修一、洪 立法委
員、新潮流
奇昌、葉菊蘭聯合研
總召集人
究室助理、台北市議
員

會執委、
外獨會創會
執委、

重要成員：
翁金珠、蘇煥智、楊秋興、李文忠、邱太三、曹啟鴻、陳景峻、賴勁麟、賴清德、
蔡明憲、劉世芳、林岱樺、林錫耀、鍾佳濱、陳素芬、顏萬進、陳俊麟等。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四、運作評估
新潮流派系本身有具體的政治理念，內部紀律、組織運作與成員甄補皆嚴密
完整，凝聚力又強，加上從過去至今所發揮的批判力，該派系一直是民進黨內最
堅實的鋼鐵勁旅，甚至被視為民進黨內的「黃復興黨部」。116
不過，實力堅強並不能保證就能成為黨內最大的派系。新潮流平時動輒以自
認為優秀的理念、信仰批判黨內同志，選舉時則習慣以自身派系候選人利益為
主，而枉顧全黨的整體利益，都使得新潮流和黨內派系產生不良的互動問題，因
此其派系作風長久以來不僅在黨內並不服眾望，甚至早已引起其他派系的嚴重反
感，對於派系的威望與成長都有一定程度的限制。117 其次，受限於政治明星的缺
乏與本身運作的低調，新潮流在外界的觀點中，通常也並不能如美麗島、正義連
線與福利國般，被視為民進黨內最強大的派系。
不過因應本身的組織特質，新潮流也已嘗試走出自己的發展策略，並仍舊扮
演民進黨內最重要的角色；即使黨內其他派系不喜歡其行事作風，但也不能忽視
其實際的影響力，更不能輕易失去其支持。在姿態、定位上，新潮流以黨內忠誠
派系、防腐劑及推進器自居，認為所曾發起、推動的批判，都是希望民進黨更好，

116

黃復興黨部原為國民黨內的榮民專屬黨部，於 1956 年 7 月 1 日正式成立。在歷次選舉中，黃
復興黨部均被視為凝聚力強，且高度支持國民黨的專業黨部。張瑞昌，
「掌握時代潮汐 認識新
潮流系」
；
「黃復興黨部」
，中國國民黨全球資訊網，
http://www.kmt.org.tw/PartyService/partyservice_6.html
117
前美麗島辦公室主任劉坤鱧訪談，2002 年 9 月 4 日。鄭益浚，
「洪奇昌：不要只看派系 張
俊宏：新系像癌細胞」
，中時電子報，2001 年 4 月 3 日，http://news.chinatimes.com
96

而不是否定民進黨。118 在實際發展規劃上，新潮流秉持「老二哲學」，119 不去盡
全力去搶奪龍頭位置，但卻又聰明地抓緊秘書長這個重要戰略位置，以發揮關鍵
性的影響力。例如邱義仁曾任黨秘書長、行政院秘書長、國安會秘書長及總統府
秘書長，吳乃仁曾任黨秘書長，劉世芳任行政院秘書長等，均使新潮流被外界視
為「秘書長俱樂部」。120 其次，憑藉本身在黨內的堅實基礎，新潮流在民進黨執
政後則慣用「杯葛、反對」
、
「以小搏大」策略，使陳水扁總統或民進黨政府在少
數執政的情況下必須顧忌到新潮流的反應，以避免失去基本黨意的支持或造成內
部不安；而新潮流若有所求，就可以在此「被需要」的情況下發揮影響力。陳水
扁總統停開國統會是一例，前述秘書長位置分配可以依此解讀，而吳乃仁批評全
民政府，最後導致行政院長唐飛下台也是相同的情形。121 換句話說，新潮流目前
可以說是陳水扁總統與民進黨政府「又愛又恨」的盟友，任何黨與政府內的領導
者就算對其派系作風再有不滿，也必須容忍其存在，因為他們付不起失去新潮流
支持的政治代價。
除了扮演黨內的批判角色，新潮流本身的組織經營仍時時刻刻在進行與加
強。2002 年 9 月 25 日，新潮流成立結合產官學的財經智庫：
「台灣產經建研社」
，
成為民進黨內第一個有智庫為問政後盾的派系。 122 10 月 31 日，新潮流辦公室網
站：http://www.movement.org.tw 正式開始營運，並運用網際網路的方式介紹該派
系的成員、理念、歷史、活動與相關政策主張。

第三節 正義連線

台灣福利國連線

正義連線（Justice Alliance）
一、形成背景
正義連線與台灣福利國連線，同樣是黨內新興政治菁英在 1990 年代初期所
創立的派系。當初的形成背景是正逢萬年國會即將全面改選，可以提供較大量的
政治參與空間；其次，主要原因則是其領導精英自認在黨內有另立派系的空間，
118

到獨立之路編輯小組，到獨立之路，頁 13。
楊舒媚，
「新潮流已成為台灣最大派系」
，新新聞，第 796A 期（2001 年 12 月 2 日至 12 月 6
日）
，頁 29。
120
羅曉荷，
「新潮流系 儼然成為『秘書長俱樂部』
」
，聯合報，2002 年 6 月 15 日，第 4 版。
121
郭崇倫，
「新潮流的大陸政策」
，中時電子報，2001 年 1 月 16 日，http://www.chinatimes.com；
王志鈞，「透視民進黨『新潮流系』的性格與戰略 阿扁掉進了『新潮流』的權力漩渦？」
，商業
周刊，第 691 期（2001 年 2 月 19 日-2 月 25 日）
，
http://www.pchome.com.tw/businessweekly/691/businessweekly_2-1.html
122
郭瓊俐，
「新潮流成立產經建研社 兩位前院長都來賀」
，聯合報，2002 年 9 月 26 日，第 6
版；資料室，
「新潮流秘密增強財經影響力」
，財訊，第 239 期（2002 年 2 月 1 日）
，頁 46。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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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試圖走出兩大派系對立的困境。
其中，正義連線一開始是陳水扁進行輔選的結合。根據羅文嘉表示，當時「正
義連線」此名稱的考量正是突顯陳水扁的問政標榜－「打擊不法、追求正義」
，123，
而正義連線至此便與陳水扁便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1992 年立法院首次全面改
選，陳水扁與其派系成員李進勇、余政憲、邱連輝、呂秀蓮、許添財、彭百顯等
人共同當選立委，使正義連線逐漸由隱然政治山頭轉變為黨內具實力的正式派
系。124 成立之初，正義連線的會長為邱連輝、副會長為張晉城、秘書長陳水扁、
副秘書長許陽明，連線下並設有組織宣傳組、國大連線組、立院連線組及秘書處
等部門。125
二、組織結構
組 織 理 念 與 重 要 主 張：正義連線的組織理念與重要主張可由其章程第二條中
觀察：（一）結合具有「正義、認真、專業」形象之民主進步黨黨員，建立台灣
成為民主、正義、進步的社會；（二）平時藉「高品質的問政、強有力的監督」
和正義形象拓展民主進步黨之社會資源，從而推動民主進步黨邁向執政之路；
（三）透過本會提升會員個人之問政能力；
（四）促進會員間之友誼及互利關係；
（五）以集體力量協助會員從事政治性選舉；（六）以集體力量協助會員個別之
選民服務。
比較較特殊的是，其總則中第三條規定：正義連線與任何民主進步黨之次級
團體應保持友好關係，並促進彼此間之友誼。而這項規定，為民進黨各派系組織
章程中所獨有。
規 範 基 礎：正義連線是一制度化運作的派系，本身有「正義連線章程」作為
組織的規範基礎。 126 有關派系的名稱、宗旨、會員身分、組織與職員、選舉與紀
律、會議、經費與會計等皆有詳細的明文規定。
組織 經 營 與 特 色：正義連線的會員主要來自民進黨黨員、民進黨黨團成員、
第一類公職（中央級民意代表）人員、第二類公職（縣市級民意代表）人員、民
進黨中執委、中常委以上之黨職人員及其他一般申請人。而此等會員之取得須經
推薦、申請、審核通過與繳納會費之程序（章程第五條）。
透過此正式程序所吸收的會員，正義連線主要成員在政治領域為選舉出身的
公職，在社會領域則為專業的中產階級，諸如律師、醫師與企業、財經人士等。

123
124
125
126

呂弦玲，組織變革中派系互動的影響及其相關機制的探討，頁 57。
董智森，綠扁帽執政團（台北：爾能出版有限公司，初版，1998 年 10 月）
，頁 149。
國民黨中央政策委員會，民主進步黨五大派系簡介（2002 年 3 月 25 日）
，頁 1。
本文以 2002 年 4 月 19 日會員大會第十次修訂之章程為分析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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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此種成員特質，該派系以「扶輪社」形容；128 期望正義連線將如同扶輪社的發

展宗旨，即是一個聚集社會菁英、行業領袖的力量，彼此照顧利益、相互提攜，
進而為社區服務的聯誼組織。129
組織最高權力、決策及幕僚機關：正義連線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關，
每六個月召開一次，由會長召集之；或經執行委員會決議及會員提出會員五人以
上書面連署召開臨時會員大會。其次，設「執行委員會」（數名）及「常務執行
委員會」（9 名）為執行、決策機關，並於會員大會閉會期間代行其職權；執行
委員會由會長召集開會，最少應每兩個月召開一次，常務執行委員會則每月最少
開會二次；最後另設監事會（5 名）為監察機關（章程第九條、第十一條、第十
二條、第二十八條及第二十九條）
。
「秘書長」為為執行委員會之最高幕僚長（章
程第十六條第二項）
。
「總幹事」則負責辦公室之內部管理事項，其下依工作分組
設若干主任，為正義連線的實際幕僚機關（章程第十六條第三項）。
組 織 紀 律 與 凝 聚 力：正義連線章程中有組織紀律的相關規定，即首先明白說
明會員享有會務表決權、參與權、擔任職務權、接受提名權及輔選參加權；但同
時也負有遵守連線章程及決議、繳納會費及維護本會名譽之義務。若會員有義務
違反知情事，會受到出會、停權及警告等處分；甚至有相關連帶處分，即會員因
違反章程而出會，該會員之入會推薦人應繳納二萬元之罰金（章程第五條至第八
之一條）。
在凝聚力方面，選舉是正義連線的主要凝聚力來源。章程中的相關規定對於
派系成員的提名、輔選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力；因此該派系的陳其邁表示，正義連
線基本上是選舉運作時的組合。130 在章程中，派系選舉功能的規定是：對各項公
職及黨職選舉，應舉辦提名代表連線參選，並對提名人選應全力輔選（章程第十
八條）
；同時執行委員會及常務執行委員會決定提名過程中的規劃、協調、擬定、
議決及處分（章程第二十二條至第二十四條）；另外執行委員會亦可透過決議與
民進黨其它次級團體結盟，會員應依決議支持其它次級團體之提名人選（章程第
二十六條）。
另一個重要凝聚力來源是陳水扁的個人魅力與資源。從擔任立法委員開始，
到 1994 年當選台北市長、2000 年 5 月就任總統，陳水扁已經成為民進黨最具實
力的政治領袖。而由此職務所伴隨的個人魅力與龐大資源，不僅讓其他黨內派系
127

王志鈞，
「脫韁野馬還是國王人馬？解構民進黨『正義連線』的性格與戰略」
，商業周刊，第
694 期（2001 年 3 月）
，http://magazine.sina.com.tw/businessweekly/contents/694/694-002_1.html
128
王志鈞，
「脫韁野馬還是國王人馬？解構民進黨『正義連線』的性格與戰略」
。
129
扶輪社的歷史與宗旨參見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網站：http://www.cref.org.tw
130
王志鈞，
「脫韁野馬還是國王人馬？解構民進黨『正義連線』的性格與戰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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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比擬；不可否認的是，這也是正義連線加強本身凝聚力的重要憑藉。
成 員 甄 補：正義連線的政治甄補有兩個管道，一個是來自該派系內部的提名，
如前所述；另一個則來自領導菁英的自行挑選，而這種甄補模式以陳水扁最具代
表性。陳水扁擔任立委、市長後所培養的年輕助理群，131 目前已有重要的政治影
響力，甚至被外界視為「童子軍」治國。132
外 圍 組 織：陳水扁的「福爾摩沙基金會」
、
「福爾摩沙聯誼會」是正義連線主
要的外圍組織。其中基金會是智庫與選舉中心；聯誼會則是企業界人士支持陳水
扁的組合，類似陳水扁之友會，而這兩個組織同時也具有與其他社會團體互動聯
繫、資金來往、掌握黨員票的功能。其次，陳水扁本身也是台北北門扶輪社的資
深會員，因此「扶輪社」系統也可視為與正義連線接近的外圍組織。133
另外，立委沈富雄為從事公共政策研究所籌設的「首都基金會」
、
「首都聯誼
會」；134 與陳水扁、陳其邁關係密切的台灣醫界聯盟等，135 也可視為正義連線廣
義的外圍組織。
三、領導菁英與重要成員
正義連線的領導菁英可以分為派系內與地方二層次。在派系內，正義連線的
「會長」
、
「副會長」
、
「秘書長」及「財務長」為實際領導菁英。其中會長 1 人、
副會長 2 人，由執行委員互選之。會長對外代表連線，對內綜理會務並擔任會員
大會、執行委員會及常務執行委員會之主席；副會長則扮演襄佐及代理會長之角
色（章程第十五條）。其次，執行委員會設秘書長 1 人，秘書長由會長就執行委
員中選任 1 名擔任，為執行委員會之最高幕僚長及發言人（章程第十六條第二
項）
；另外，設置財務長負責統籌財務委員會之相關事務（ 章程第十六條之二）。
在地方層次，正義連線為求在各縣市發展會務，得於縣市設發展委員會，設
召集人一人，負責該縣市之區域組織發展工作（章程第十六條之一）。
領 導 菁 英 的 性 格 與 領 導 風 格 ：在外界的觀察中，正義連線領導菁英以專業問
政形象見長，是政治明星的組合；而在運作策略上，則重視民調，擅長包裝、造
勢以爭取選票，因此正義連線的派系特質，很容易被視為充滿陳水扁的個人色彩
131

例如總統府幕僚馬永成、林錦昌、王啟煌、陳慧遊、林德訓、柳嘉峰、陳心怡；立法委員羅
文嘉、高志鵬；國安會諮詢委員柯承亨；考試院公務人員保訓委員會委員陳淞山等。
132
周玉蔻，權力遊戲荒謬劇 陳水扁混亂的 180 天（台北：商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第 1
版，2002 年 12 月）頁 49-51；高永光、劉佩怡，
「陳水扁政府決策模式之探討」
，國政研究報告 ，
2001 年 5 月 14 日，http:www.npf.org.tw
133
石中玉，
「馬永成閃亮人脈首度大曝光」
，財訊，第 247 期（2002 年 10 月 1 日）
，頁 73-79；
林淑玲，陳水扁武功心法，頁 99-100、104-110；鍾年晃，失落的民進黨（台北：商智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第 1 版，2001 年 5 月）
，頁 220。
134
參見立委沈富雄網站：http//www.drshen.org.tw
135
參見財團法人台灣醫界聯盟基金會網站：http://www.mpat.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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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性格。136
陳水扁：出身台南鄉下三級貧戶，從小到大都是第一名資優生。「做什麼像
什麼」為其人生座右銘，個性認真、積極，具有濃厚的律師務實性格，政治操作
認同「衝突、妥協、進步」。曾經歷立法委員、台北市長職務；2000 年 5 月就任
總統，目前是民進黨內最具群眾魅力、政治實力的明星。137
余政憲：出身高雄黑派傳統政治世家，精力旺盛、性格外露且大而化之， 138
地方基礎實力雄厚。憑藉此基礎，40 餘歲已經歷立法委員、高雄縣縣長與內政
部部長等重要職務，在黨內同輩中堪稱政治資歷最為完整。
陳其邁：憑藉父親陳哲男餘蔭，早期以台灣獨立為訴求在政壇崛起，第四屆
立委選舉以九萬多票成為全國最高票。在立院擔任黨團幹事長期間，善於朝野協
商，行事廣結善緣。目前陳其邁為正義連線內部最具實力派的領導菁英，與總統
府秘書馬永成關係極佳，所組成之人際網絡，甚至被視為「正義連線陳其邁小
組」。139
高志鵬：原為陳水扁國會助理，後來同時兼任執業律師。在黨內，因與沈富
雄競逐台北市黨部主委一職而成名，不僅身為正義連線主要負責人，與陳水扁也
互動密切，被視為總統的嫡系人馬。140
蔡煌瑯：基層出身，在黨內與陳其邁關係交好。於立法院第四屆第六會期擔
任黨團幹事長時，自稱是「史上最強幹事長」，目前是黨團資深成員。141
沈富雄：早期為著名腎臟科醫師，後來棄醫從政。平時問政專業但不失幽默
風趣，142 惟其直言批評的個性，較不見容於黨內。
表 4-5

正義連線領導菁英的出身、學經歷及重要成員一覽表

姓名
年齡
陳水扁 52 歲

籍貫

學歷

社會經歷 政黨經歷

台灣省 台大法律 律師、創辦 民進黨中執

136

政府、議會經歷

現職

台北市議員、立法委 總統、民進

王志鈞，
「脫韁野馬還是國王人馬？解構民進黨『正義連線』的性格與戰略」
。
月旦編輯小組，台灣政壇明日之星，頁 56-57；周玉蔻，權力遊戲荒謬劇 陳水扁混亂的 180
天，頁 147-147；陳水扁，台灣之子（台北：晨星出版有限公司，初版，1999 年 12 月）
。
138
石莎西，
「阿扁手下第一大將余政憲」
，財訊，第 247 期（2002 年 10 月 1 日）
，頁 163-167。
139
這種派系內的小團體，傳統被視為「派中有系」
；而外國學者則稱此為“fraction”。此外，系與
系的對立，如羅文嘉與林重謨的衝突，可以 Grimshaw 的菁英自利動機與權力取得觀點為參考，
因為兩人同一選區。陳再明，
「黨中有派派中有系的自民黨」
，日本論－解析日本強盛繁榮的秘密
（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 1993 年 4 月）
，頁 84；陳其邁國會辦公室前助理黎
威宏訪談，2002 年 9 月 19 日；Andrew Leigh, “Factions and Fractions: A Case Study of Power Politics
in the Australian Labor Party,”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35, No.3, pp. 427-448.
140
李濠仲，
「民進黨不分區立委高志鵬」
，新新聞，第 784 期（2002 年 3 月 14 日-3 月 20 日）
，
頁 100。
141
張琬琳，
「民進黨立院黨團幹事長蔡煌瑯」
，新新聞，第 773 期（2001 年 12 月 27 日-2002 年
1 月 2 日）
，頁 116。
142
陳淞山主編，新世紀接班人－陳水扁新智囊，頁 171-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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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縣 系畢業

黨外雜誌、 委、中常委、 員、台北市長

黨黨主席

福爾摩莎基 立法院黨團幹
金會董事

事長

長、中國童
子軍總會
長、中華文
化復興運動
總會長

余政憲 44 歲

台灣省 義守大學 高苑技術學 民進黨中執

立法委員、高雄縣長 內政部長

高雄縣 管理科學 院董事、高 委、中常委
研究所碩 苑高級工商
士

職業學校董
事長

陳其邁 38 歲

台灣省 台大公共 醫師、醫學 民進黨中執

立法委員

基隆市 衛生研究 院講師、台 委、立法院黨
所碩士

立法委員、
民進黨中

灣醫界聯盟 團幹事長

常委

執行委員

高志鵬 40 歲

台灣省 輔大法律 律師

民進黨台北市 國會助理、立法委員 立法委員、

基隆市 系畢業

黨部主委、中

民進黨中

執委、中常

常委

委、中評委

蔡煌瑯 43 歲

台灣省 政大行專

民進黨南投縣 埔里鎮民代表、南投 立法委員

南投縣

黨部主委、立 縣議員、立法委員
法院黨團幹事
長

沈富雄 64 歲

台灣省 美國加州 醫師、醫學 民進黨中執

立法委員

立法委員、

台南市 大學舊金 院副教授、 委、政策會執

民進黨中

山醫學中 台灣醫界聯 行長

評會主委

心藥理學 盟發起人兼
博士

執行委員、
消基會小組
召集人

重要成員：
羅文嘉、王雪峰、蔡啟芳、鄭貴蓮、張花冠、杜文卿、藍美津、郭正亮、余政道、
邱議瑩、王拓等。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四、運作評估
正義連線有完整的組織章程與基層組織作為運作基礎，又是民進黨內較多政
治明星的組合，因此成立後頗受矚目；而政治領袖陳水扁陸續擔任台北市長與總
統，更讓正義連線一躍成為總統嫡系，政治實力如日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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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在實際運作過程中，正義連線卻屢屢發生向心力薄弱的現象，因此有人
形容正義連線是個由「個體戶精神加盟的聯鎖店」
。143 例如 1996 年台北市黨部主
委改選時，曾出現沈富雄與高志鵬同門鬩牆的局面；1998 年立委選舉，正義連
線更有多人（如許添財、彭百顯、陳文輝、陳永興等）脫黨另組「新國家連線」
以尋求發展。144
在 2002 年的立法院副院長與黨團三長選舉中，正義連線也面臨內部跑票與
被區分為嫡系、非嫡系的爭議；使該派系不得不進行整頓工作，而這也象徵本身
組織運作的不健全。145 整體而言，正義連線除了有內部凝聚問題外，最大的潛在
隱憂就是組織過度依靠陳水扁個人。固然目前陳水扁總統有龐大的資源與光環可
以支撐正義連線，但是過於依賴個人，而不依靠制度的長久運作，對於一個組織
的經營而言，畢竟不是長久之計。
2003 年 5 月，正義連線亦成立網站：http://www.ja.org.tw，介紹該派系的歷
史、章程及所有成員。
台灣福利國連線（Alliance for Taiwan Welfare State）
一、形成背景
與正義連線相同。不過比較特別的是，當初台灣福利國連線成立（以下簡稱
福利國）時的主要訴求，原本是要超越黨內派系政治的惡質現象。例如早在台灣
福利國戰線時期，總召集人張俊雄曾強調該戰線不是次級團體；執行長謝長廷也
表示該戰線不排斥現有其他派系成員，且主要以選舉為主，選後就不存在。146 後
來，謝長廷在台灣福利國連線正式成立時更指出：「為了要促使民進黨的派系競
爭有良性的互動，因此和過去一超派系，不願淪為惡質力量的人士共同組成派
系」。147
但是隨著情勢發展，原本宣示中立、超派系的福利國本身也已成為民進黨內
的主要派系之一。畢竟，政黨派系的本質就是權力、資源的競逐，在民進黨內又
是成員從事政治競爭的主要依靠，因此前述美麗口號終究禁不起現實的考驗。

143

國民黨中央政策委員會，民主進步黨五大派系簡介，頁 2。
新國家連線的詳細簡介參見「新國家連線答客問」
，
http://freehomepage.taconet.com.tw/This/is/taconet/top_hosts/nbut/d4.htm
145
參見本文第三章第三節。此外，2003 年 6 月 6 日，規範黨、政、軍 退出媒體的「廣電三法」
無法如期在立法院第五屆第三會期三讀通過，黨內人士也把原因指向正義連線有人倒戈。正義連
線內部的糾紛再度燃起。林修全，
「正義連線有人倒戈 疑被蔡董『綁走』」，聯合晚報，2003 年
6 月 9 日，第 4 版。
146
彭威晶，「民進黨中間派系候選人 將組『台灣福利國戰線』」，聯合報，1992 年 9 月 10 日，
第 4 版；林美玲，
「
『台灣福利國戰線』昨成立」
，聯合報，1992 年 9 月 29 日，第 2 版。
147
謝長廷，「建立雙贏共生的政治競爭文化－超越派系追求『利他』的『利己』
」
，台灣福利國連
線通訊試刊號（1995 年 6 月 10 日）
。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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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組織結構
組織理念與重要主張：福利國的成立宗旨為：（一）支持民進黨黨中央，建
立現代化政黨組織，維護民進黨建黨精神。（二）研究福利國的理想與實踐，協
調成員制定福利國政策。
（三）透過本會提升會員個人之問政能力；
（四）促進會
員間之友誼及互利關係；
（五）以集體力量協助會員從事政治性選舉；
（六）以集
體力量協助會員個別之選民服務（章程第二條）。其中第三項、第四項、第五項
與第六項為新增，與正義連線的宗旨完全相同。另外，其領導菁英姚嘉文亦曾標
榜福利國的優良傳統為黨的利益高於派系利益，而且成員的形象也受到民眾的高
度肯定。148
規 範 基 礎：福利國有「台灣福利國連線章程」作為派系運作的規範基礎， 149
有關名稱、宗旨、成員身分、成員紀律、會員大會、組織、公務及黨務組織、決
策委員會、召集人、幹事長、連線辦公室、經費等，章程中皆有明文的規定。
組 織 經 營 與 特 色：福利國的成員入會方式，雖然有特殊情形得以例外適用，
但就資格與程序而言，算是嚴格的方式。其章程規定，新成員須具有全國黨代表
身分或民選公職人員身分，經由兩名連線成員推薦，經決策委員會以無記名投票
方式三分之二委員同意准予入會。但有特殊情形者，經全體決策委員同意例外。
其次，會員應填寫入會申請表並在宣誓書上簽名（章程第三條）。就組織特色方
面，福利國常被指出的就是「大老林立」，即該派系有一群資深經歷與聲望的重
要領導菁英，例如姚嘉文、張俊雄、蔡同榮、尤清、蘇貞昌、謝長廷等；而在此
情況下，該派系成員的彼此依存度並不高。150
其次，福利國特別設置公職及黨務組織，以貫徹、落實該派系的政策主張：
（一）具中常委、中執委及中評委身份之成員應以本會之決議積極參與黨務，並
有向本會報告之義務。（二）具縣市長以上行政首長身份之成員應實現連線的福
利政策主張，並有向連線報告之義務（章程第十七條）。
組織最高權力、決策及幕 僚 機 關：
「會員大會」為福利國最高權力機關，每
半年召開一次。必要時，經決策委員會決議或由大會會員三分之一以上連署提
請，應召開臨時會員大會（章程第十四條）
。其次，「決策委員會」為福利國的決
策機關，由決策委員 19 至 25 人組成，由會員大會推選產生之，決策委員任期一
年，連選得連任。決策委員會依據章程綜理連線會務，並執行會員大會決議（章

148

張育誠、朱蒲青，
「福利國連線募款餐會 派系大動員展現實力」，東森新聞報，2001 年 8 月
11 日，http://ettoday.com
149
本文以 2002 年 5 月 9 日第八屆第二次決策會議修訂之章程為分析重點。
150
國民黨中央政策委員會，民主進步黨五大派系簡介，頁 14。
104

程第十八條）。另設「連線辦公室」為幕僚暨執行單位，承召集人及幹事長之指
示負責研擬本會政策方向、發展計劃及工作計劃並執行決策委員會之決議事項
（章程第二十二條）。除了上述機關，福利國在全省各地還設有聯誼會進行地方
經營與動員。151
組 織 紀 律 與 凝 聚 力：福利國在其章程中對成員之權利、義務、資格之暫停、
喪失及恢復都有明文規定（章程第五條）。較特別的是，福利國近期在章程增列
第三章「成員紀律」，共有七條新規定，使派系對其成員參與黨、公職的提名、
次數、輔選、投票與協調等都有決定性的影響力（章程第七條至第十三條）；而
且規定參加派系之成員，都必須進行宣誓。152
成 員 甄 補：福利國的政治甄補與正義連線相同，共有兩個管道：一個是來自
該派系內部的提名；另一個則來自領導菁英的自行挑選。就後者而言，謝長廷與
陳水扁類似，會從其助理群中挑選適當人選參與實際的政治工作。153
外圍組織：謝長廷的「新文化基金會」，是福利國最明顯的外圍組織，過去
曾進行輔選、大專青年組訓、政治甄補等工作。不過，由基金會所訓練的人員是
否會因此加入福利國？仍有待觀察。154
三、領導菁英與重要成員
福利國的領導菁英也區分為中央與地方兩層級，在中央會務為「召集人」與
「幹事長」，地方會務為選區負責人。依據章程規定，連線設召集人 1 名，依決
策委員會之決議執行連線之政策，對外代表連線，由決策委員互推產生，任期一
年，連選得連任；另設幹事長 1 名，幹事長綜理辦公室經常事務，依召集人之指
示擬定各項計劃，執行決策委員會之決議事項；並綜理本會財務，製作財務報表
（章程第二十至第二十一條）。另外，連線在立法委員選區設置負責人發展該區
會務（章程第十六條）。
福利國領導菁英的整體特色是「大老林立」，因此被認為福利國內部還可細
分為姚嘉文、張俊雄、蔡同榮、尤清、蘇貞昌、謝長廷等幾個個小派系， 155 如同
「一盤料理，上面都是魚頭」。156 在實際運作上，這種特色也容易產生「誰也不

151

台灣福利國聯誼會組織章程參見黃家興，民進黨提名制度與黨內派系，私立東海大學政治學
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 年，頁 87-88。
152
宣誓書參見黃家興，民進黨提名制度與黨內派系，頁 89。
153
例如立委卓榮泰、民進黨前文宣部主任鄭運鵬、青年部主任王明源、阮昭雄、主席特別助理
（現為國際事務部副主任）陳建仲皆為謝長廷的助理出身。
154
呂弦玲，組織變革中派系互動的影響及其相關機制的探討－以民進黨為例，頁 69。
155
黃家興，民進黨提名制度與黨內派系，頁 20。
156
立法委員邱太三訪談，2002 年 5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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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誰、誰也不服誰」的不良情況，更被形容「老幹多於新枝，包袱沉重」。157
領導菁英的性格與領導風格：
謝長廷：與陳水扁並列為黨內兩大政治明星，但性格較柔軟、細膩，善協調，
歷任重要公職與黨職，惟政治前途曾有多次轉折。158
張俊雄：行事作風圓融、低調，個性理性、穩重及謹慎，民進黨執政後深受
倚重。159
蔡同榮：本土意識強烈，早期以大學教授身分在海外推動台灣獨立建國運
動，因此被列為無法返鄉的黑名單。回台後積極投入公職與黨職選舉，並大力推
動「公民投票」運動、經營媒體，而被稱為「蔡公投」、「蔡董」。
蘇貞昌：口才極佳、勤奮苦幹，行事擇善固執、一絲不苟。從政至今，黨政
經歷豐富，160 歷任省議員、屏東縣縣長、立法委員、黨秘書長與台北縣長等重要
職務。
柯建銘：牙醫出身；但因選區為新竹市，因此與財經、科技企業關係良好。
民進黨執政後，161 出任首任立院黨團總召，政商實力不容輕視、政治手腕亦相當
成熟，惟個人行事作風常引起爭議。162
李俊毅：個性權變靈活，地方黨部耕耘出身，163 是福利國的新生代領導菁英，
出任派系總召集人。
林育生：是福利國新生代領導菁英，出任派系幹事長。
表 4-6

福利國領導菁英的出身、學經歷及重要成員一覽表

姓名
年齡
謝長廷 57 歲

籍貫

學歷

社會經歷 政黨經歷

台北市 日本京都 律師、扶輪 民進黨中執

政府、議會經歷

現職

台北市議員、立法委 高雄市

大學法學 社社長、台 委、中常委、 員

長、民進黨

博士課程 權會執行理 中評會主委、

副主席

修畢

事、公民投 黨主席
票促進會副
會長

姚嘉文 64 歲

台灣省 台大法律 律師、大學 民進黨主席

157

立法委員、總統府資 考試院長

郭瓊俐、鍾年晃，
「什麼職務都想要 沈富雄砲轟福利國」，聯合報 ，2001 年 12 月 28 日，第
4 版。
158
陳淞山，新世紀接班人－陳水扁新智囊，頁 108-109。
159
陳淞山，新世紀接班人－陳水扁新智囊，頁 18。
160
月旦編譯中心，台灣政壇明日之星，頁 284-291。
161
楊立傑、莊勝鴻，認識民進黨萬用電話簿（台北：商周出版，初版，2001 年 8 月）
，頁 145-147。
162
「柯建銘搞反對運動搞到運動傷害」
，財訊，第 247 期（2002 年 10 月 1 日）
，頁 32；霍普，
「國
會新領袖 柯建銘對歷史負責」
，壹號人物，第 14 期（2003 年 3 月 10 日）
，頁 38-45。
163
月旦編譯中心，台灣政壇明日之星，頁 166-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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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 研究所碩 副教授

政

士

張俊雄 69 歲

高雄市 台大法律 律師、高雄 民進黨中執
系畢業

立法委員、總統府秘 民進黨秘

市基督教青 委、中常委、 書長、總統府資政、 書長、民進
年會理事長 立法院黨團總 行政院長
召、幹事長

蔡同榮 68 歲

台灣省 美國南加 台獨聯盟主 民進黨中執

黨指定中
常委

立法委員

嘉義縣 州大學政 席、台灣人 委、中常委

立法委
員、民進黨

治學博士 公共事務會

中常委

（FAPA）會
長、大學教
授、公民投
票促進會會
長、民視電
視台董事長

蘇貞昌 56 歲

台灣省 台大法律 律師、青商 民進黨中執
屏東市 系畢業

柯建銘 52 歲

總會會長

省議員、屏東縣縣

委、中常委、 長、立法委員

長、民進黨

秘書長

中常委

台灣省 中山醫學 醫師、中華 民進黨中執

立法委員

新竹市 專科學校 民國能源管 委、中常委、
牙科

李俊毅 44 歲

台北縣

立法委
員、民進黨

理學會理事 財委會主委

當然中常

長

委

台灣省 政大公共 記者

民進黨台南縣 立法委員

台南縣 行政研究

黨部執行長

立法委員

所碩士

林育生 47 歲

台灣省 台灣大學 台灣農業發

立委聯合辦公室主

嘉義縣 畢業

展促進會理

任、國大代表、行政

事長、環保

院顧問

立法委員

團體志工隊
大隊長

重要成員：
卓榮泰、周慧瑛、邱垂貞、張川田、周清玉、張秀珍、鄭朝明、陳茂男、尤清、
蘇嘉全、林永堅、尤宏、顏錦福等。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四、運作評估
民進黨於 2002 年 3 月後所推動的黨務改造，如前所述，因擬加重黨中央與
黨團在決策機制中的份量，因此為派系的再度參與、發展提供相當的誘因；加上
正義連線在同時間也開始進行整頓，因此福利國基於競爭需要，不可避免地也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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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剛性化的發展路線。164
首先，原本福利國與主流聯盟是共同使用同一辦公室；2002 年 6 月 1 日後，
福利國開始遷出原與主流聯盟共用的辦公室而單獨運作，內部並通過決議：當福
利國決議與主流聯盟共識有扞格時，將以福利國決議為優先考量， 165 以樹立該派
系的自主性。其次，福利國也展開一連串的內部改革，主要是從事組織體質的轉
型與重要人事的更換。包括一、決策內造化，以立法委員為主體；二、領導階層
年輕化；三、紀律剛性、加強凝聚力；166 四、組織設計著重選舉考量。整體而言，
這些改革在方向上相當符合福利國本身所需，但因施行時間尚短，因此其執行、
運作成效仍有待觀察。
2003 年 8 月 26 日，福利國傳出將裁撤辦公室並資遣助理。總召集人李俊毅
表示派系仍多由大老領導，如果大老（包括柯建銘與蔡同榮因立法院副院長之爭
而不合；謝長廷已不參與派系運作）不願在派系運作中發揮功能，派系就很難存
活。167 就此角度觀察，目前福利國內部的組織運作似乎仍是問題重重。

第四節

台獨聯盟

主流聯盟

台獨聯盟 （World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
一、形成背景
台獨聯盟是一歷史悠久的組織，成立至今已有三十餘年。不過，直到 1990
年代初期，隨著國內政治氣氛的緩和，台獨聯盟才得以由海外遷台。這段長久、
艱辛的遷台過程，被外界視為「鱒魚返鄉」。168
二、組織結構
組 織 理 念 與 重 要 主 張：台獨聯盟的宗旨與理念正如其政策綱領中所言：長期
為追求台灣獨立建國奮鬥，其終極目標乃在於建立一個不隸屬於中國，而是屬於
全體台灣人民的自由民主國家，且其主要精神是一個具有「政治公義」
（political
justice）、「社會公義」（social justice）與「經濟公義」（economical justice）的獨
立自主現代國家。此外，在策略上，為了完成獨立國的目標，台獨聯盟並配合以
下作法，以爭取支持：（一）純粹推動台灣獨立建國的綜合性運動團體，從事獨

164

郭瓊俐，
「福利國系 決朝剛性化發展」
，聯合報，2002 年 4 月 26 日，第 4 版。
福利國辦公室主任鄭淑心訪談，2002 年 6 月 24 日。
166
顏振凱，
「福利國轉型 青壯派當家」
，聯合晚報，2002 年 4 月 27 日，第 2 版。
167
郭瓊俐，
「福利國今討論辦公室存廢」
，聯合報，2003 年 8 月 26 日，第 4 版。
168
這是陳銘城在其海外台獨運動四十年一書中所用的章節名稱，引用自小說家李喬寒夜三部曲
序章「神秘的魚」
，以描述海外台灣人的鄉愁與還鄉夢。陳銘城，海外台獨運動四十年，頁 224。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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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建國運動；
（二）為了達成所揭櫫的目標，兼用議會路線與群眾路線交叉運用；
（三）將與堅持台灣獨立建國理念的任何政黨及個人協力奮鬥。169 由此觀察，台
獨聯盟的理念堪稱民進黨派系中最為激進，因為其運動目標直接指向反體制的台
灣獨立建國。
規 範 基 礎：台獨聯盟是世界性規模的龐大組織，有嚴謹的憲章與內規作為各
地組織運作的規範基礎，包括（一）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憲章」
；
（二）
「台灣獨立
建國聯盟直屬本部組織章程」；（三）「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中央盟部組織章程」；
（四）、「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直屬本部地方組織設立通則」。另外，對於盟員的入
盟辦法、盟費收繳辦法、組織財務管理辦法等，台獨聯盟的內規同樣有相關規定。
170

組織經營與特色：就組織經營而言，早在 1970 年代，台獨聯盟即建立完善
的內部建制、安全措施及工作目標。舉凡盟員訓練、島內工作、島內宣傳、秘密
盟員的吸收、募款等工作，都有一套可依循的制度。171
組 織 最 高 權 力 、 決 策 及 幕 僚 機 關 ：目前台獨聯盟的組織經營由下述四個層次
著手。第一層次：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憲章，此憲章是台獨聯盟的基本組織大法。
其中規定聯盟本部設在台灣，以台灣地區為直屬本部，另在國外設下列分部：
（一）
美國本部；
（二）日本本部；
（三）加拿大本部；
（四）歐洲本部；
（五）南美本部。
而經中央委員會過半數之同意，得增設新本部（第三條）。其中「中央委員會」
為聯盟最高決策機構，「盟務委員會」為執行機構，領導菁英為主席、副主席、
秘書長及副秘書長（憲章第三條、第十一條、第二十五條、第十八條、第二十二
條）。在成員方面，此層次的盟員分為普通盟員與特別盟員；其中普通盟員身分
公開，特別盟員則可保持其秘密身分（章程第六條）。
第二層次：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直屬本部組織章程：台獨聯盟總部設在台灣，
以台灣地區為「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直屬本部」。其中規定「盟員代表大會」為組
織最高代表機關，聯盟主席為負責人，成員身也分為普通盟員與特別盟員（章程
第六條、第十二條、第三條；直屬本部盟員入盟辦法第三條）。
第三層次：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中央盟部組織章程：此章程係依台灣獨立建國
聯盟憲章第五章訂定。其中主要規定中央盟部各機關：顧問、發言小組、秘書處、
組織運動部、宣傳部、國際關係部、財務委員會、資訊中心以及任務編組之執掌

169

參見台灣獨立建國聯盟，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憲章．內規，頁 2-5。
參見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憲章．內規。
171
陳銘城，海外台獨運動四十年（台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第 1 版，1992 年 11 月）
，頁
177。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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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程第四條至第十二條）。
第四層次：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直屬本部地方組織設立通則：此通則依直屬本
部組織章程第十四條規定制定。其中規定地方組織的行政規劃、運作方式、職權、
基層單位、召集人及業務等工作（通則第二條至第七條）。
本文第三章第二節已提過台獨聯盟作為民進黨內派系的情形。有關台獨聯盟
盟員加入其他政治團體之作法，規定於其政策綱領、憲章及其直屬本部組織章程
中，172 基本上都是採取寬容、允許的方式。而民進黨黨章第二條黨員應認同本黨
綱領；第四條本黨黨員不得參加其他政黨之規定，亦不妨礙台獨聯盟盟員成為民
進黨黨員。因為民進黨黨綱明文要建立主權獨立自主的台灣共和國，且台獨聯盟
是一政治團體，並非政黨。
在民進黨內，台獨聯盟雖然是人數最少的派系，但其所高舉的獨立建國理念
與主張同時也是民進黨的黨綱追求，因此其所擁的基本教義影響力仍不容忽視。
作為民進黨內的一個派系，台獨聯盟的實際運作可以「台灣國會辦公室」
（Taiwan
Congressional Office）為代表；此辦公室的設置緣起於 1992 年立法院全面改選，
係獨盟成員體認到首次經由全體台灣公民所投票選舉產生的國會新時代已來
臨，也是台灣人民自主建國的新契機，因此數位具有獨盟盟籍的立法委員遂有組
織聯合問政團體的共識，開始籌設成立台灣國會辦公室。173 台灣國會辦公室於
1993 年 3 月 19 日正式運作，當初成員有十餘人，歷任主任為黃華、李應元及李
憲榮。在功能上，辦公室除協助立委彼此間的合作問政，積極研擬新法案與修正
案外，同時並藉此培養專業國會助理，以作為台獨聯盟的年輕幹部。174
不過，由於台灣國會辦公室成員仍舊受限於民進黨黨內初選制度， 175 且必須
在派系和台獨聯盟之間作一選擇，因此其影響力一直相當有限，而此辦公室也正
只維持了 2、3 年便宣告結束。176 目前該辦公室在台獨聯盟的網站中雖仍舊存在，
且有成員包括立法委員陳唐山、王幸男、林國華、顏錦福及梁牧養等人；可是此
辦公室並無實際運作及功能，偶而只有部分成員會在立法院共同提出法律修正草
案，177 並進行零星的聯合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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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綱領：現階段本盟盟員經報備得加入與本盟宗旨相同之政黨，並尊重其所屬政黨合理的
黨規約束，本盟將督促各加入政黨的盟員，透過所屬的政黨，熱心推動台灣獨立建國運動。聯盟
憲章第七條第一項第四款：盟員入盟後，加入其它政治團體，須經所屬本部之認可。直屬本部組
織章程第四條第一項第四款：盟員入盟後，加入其它政治性團體，須經本部之認可。
173
參見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網站：http://www.wufi.org.tw
174
前台灣國會辦公室主任李憲榮訪談，2002 年 6 月 28 日。
175
例如民進黨內初選的幹部票。
176
前台灣國會辦公室主任李憲榮訪談，2002 年 6 月 28 日。
177
例如 2002 年 10 月 21 日，立法委員王幸男、陳唐山及林國華等人，為確保中華民國主權獨立
自主之存在，避免勾結外敵之野心份子危害國家安全，便擬具「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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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織 紀 律 與 凝 聚 力：台獨聯盟要求盟員必須遵守聯盟憲章，服從組織決議及
紀律守則；凡違反者，得經中央委員會例會決議，予以警告、停權或除名（直屬
本部組織章程）。從某種程度而言，這項條文雖看似平常，但在台獨聯盟這種極
為秘密的組織中，事實上是很嚴格的紀律規定。其次，台獨建國理念則是該盟最
重要的凝聚力來源，尤其長期推動過程所付出的被捕、黑名單代價，更加強盟員
對組織的認同。
外 圍 組 織：根據筆者整理，台獨聯盟的外圍組織包括「世界台灣人大會」
、
「現
代學術基金會」
、
「台灣安保協會」
、
「共和國雜誌社」等。而這些組織也同時讓台
獨聯盟具有學術研究、出版、宣傳與群眾動員的功能。
三、領導菁英與重要成員
領導菁英的個性與領導風格：
李應元：為人柔軟親和、廣結善緣、靈活有創意。178 擔任公職時，出入朝野，
擅長政治溝通、協調，絲毫沒有基本教義派的意識型態堅持，179 是台獨聯盟內最
具代表性的公職人員。
陳唐山：從海外台獨人士到台南縣長，陳唐山順利轉型，成為全國施政滿意
度極高的地方行政首長。惟與執政高層互信基礎薄弱，關係有待改善。180
表 4-7

台獨聯盟領導菁英的出身、學經歷及重要成員一覽表

姓名
年齡
李應元 50 歲

籍貫

學歷

社會經歷 政黨經歷

政府、議會經歷

現職

台灣省 美國北卡 大學副教

立法委員、駐美副代 民進黨副

雲林縣 羅萊納大 授、台獨聯

表、行政院秘書長

秘書長

學醫療經 盟美國本部
濟學博士 副主席、祕
書長

陳唐山 68 歲

台灣省 美國普渡 全美台灣同

立法委員、台南縣長 立法委員

台南縣 大學物理 鄉會會長、
學博士

世界台灣同
鄉會會長、
台灣人公共
事務會
（FAPA）會
長

重要成員：
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院總字第 246 號，委員提案第 3945 號。
178
陳淞山，新世紀接班人－陳水扁新智囊，頁 336-340。
179
李應元，人生的驚嘆號（台北：人物出版公司，初版，2002 年 9 月）
。
180
陳淞山，新世紀接班人－陳水扁新智囊，頁 238-244。
111

王幸男、林國華、顏錦福、梁牧養、邱連輝、許添財、廖大林、尤宏、李進勇、
黃爾璇等。
註：一、成員目前已有變動。二、不包括台獨聯盟本部之領導菁英與重要成員。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四、運作評估
台獨聯盟成立已有多年的歷史，在國內、外既有組織相當龐大，又有明確的
台獨建國理念，因此整體仍有相當大的影響力。不過在政治參與方面，由於其徘
徊於民進黨內、黨外的曖昧性格，也不承認自己是派系的態度，卻使台獨聯盟難
有進一步的發展。
2000 年 5 月，台獨聯盟以派系的姿態加入主流聯盟，但限於成員過少，因
此其影響力仍極為有限。而獨盟目前能憑藉的實力，恐怕就是其正宗「台獨基本
教義」的號召力。
主流聯盟（Mainstream Alliance）
一、形成背景
2000 年 3 月，陳水扁剛當選中華民國第十屆總統；5 月，民進黨正義連線、
台灣福利國連線、新動力與台獨聯盟四派系即共同召開整合會議，決議合組「主
流聯盟」。此聯盟以「執政聯盟」與「影子內閣」作自我期許，希望藉此改變原
本立法院黨團的在野屬性，學習並協助陳水扁總統及新政府進行執政工作。
二、組織結構
組 織 理 念 與 重 要 主 張：在該聯盟的運作準則中，主流聯盟的宗旨標榜為整合
立法院內部現有黨派間過份分歧之區隔，凝聚對法案、政策及立法過程之共識，
協力推動法制改革，以提升問政效能（準則第一條）。
規範基礎：主流聯盟是制度化的組織，有「立法院主流聯盟組織及運作準則」
作為規範基礎，相關成員的身分、內部機關職掌等，均有明文規定。
組 織 經 營 與 特 色：主流聯盟的組織形式是民進黨派系首度嘗試，以民進黨的
立法委員為主體構成（準則第二條）。另外，成員加入聯盟後應專心組織工作，
協助會員選區服務、舉辦公聽會、研擬法案、並停止其在立法院內以其他派系名
義之運作及活動（準則第十條）。
組織最高權力、決策及幕僚機關：每月第一周召開之例會為「會員會議」，
是聯盟最高決策會議；而會員會議之決議，不得違反民進黨立法院黨團之決議。
（準則第五條、第六條）
。其次，聯盟置辦公室為幕僚暨執行單位，置主任一人，
助理若干人，承召集人之指示，處理聯盟各項事務（準則第十一條）。
組 織 紀 律 與 凝 聚 力：主流聯盟強調共識與整合，因此組織紀律並不嚴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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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顯已違背聯盟宗旨及決議，經全體會員三分之二之決議，才視為退會（準則
第十二條第二項）。至於凝聚力來源，主要憑藉各別成員對組織宗旨的體認與共
識，因此其維持並不穩定。
外 圍 組 織：主流聯盟以蔡同榮為首，其「公民投票委員會」與「全民電視」
可視為主流聯盟的外圍組織。尤其是後者，因經營績效佳，收視率與廣告量均相
當不錯，因此被外界視為相當重要的媒體資源。
三、領導菁英與重要成員
主流聯盟的領導菁英為該盟「召集人」
、
「發言人」及各組負責人。其中召集
人綜理會務，由會員互推產生，任期 1 年，連選得連任（準則第七條）；發言人
對外代表聯盟發言，任期半年，由召集人提請會員會議同意後任命之（準則第九
條）；各組負責人分別掌理「總務組」、「政策組」、「選務組」、「協調組」、「財務
組」等業務（準則第八條）。
值得注意的是，聯盟內部領導人亦落實「派系共治」原則。在初期運作過程
中，曾由福利國連線蔡同榮出任召集人、正義連線沈富雄負責政策與發言、新動
力許榮淑負責總務、台獨聯盟李應元則負責選務。
表 4-8

主流聯盟領導菁英的出身、學經歷及重要成員一覽表

姓名
年齡
蔡同榮 68 歲

籍貫

學歷

社會經歷 政黨經歷

台灣省 美國南加 台獨聯盟主 民進黨中執
嘉義縣 州大學政 席、台灣人 委、中常委
治學博士 公共事務會

政府、議會經歷

現職

立法委員

立法委
員、民進黨
中常委

（FAPA）會
長、大學教
授、公民投
票促進會會
長、民視電
視台董事長

許榮淑 64 歲

台灣省 台灣師範 教師、創辦 民進黨中執委 國大代表、立法委員 立法委員、
屏東縣 大學畢業 黨外雜誌、 、中常委、中
深耕文教基 評會主委、顧

民進黨中
常委

金會董事長 問

重要成員：沈富雄、李應元、柯建銘、陳其邁、許添財、葉宜津、陳唐山、蔡啟
芳、尤清、林重謨等。
註：主流聯盟原由正義連線、福利國、新動力與台獨聯盟四派系組成，成員目前
已有變動。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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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運作評估
民進黨執政後，由各大派系所籌組而成的主流聯盟，是當時黨內政治勢力的
再度重組。由於欲藉此整合立法院黨團成員共識，並消弭過於派系化的傾向（三
長依派系席次分配），因此成立之初曾一度受到外界的矚目。
不過，主流聯盟接下來的表現顯然未能達到上述目標。首先，它未盡力容納
新潮流這股不可忽視的力量，尋求整合、共識的動機便大打折扣；其次，內部紀
律並不嚴格，各派系仍各自運作且互動只維持一年多，因此整體所能發揮的影響
力便有所侷限。歷經第五屆立法院副院長與黨團三長選舉，因正義連線已開始進
行整頓，走剛性化路線發展；而福利國為因應 2002 年 7 月黨內重要選舉，也決
定也採剛性化路線進行重整與操兵。因此主流聯盟未來若仍以鬆散、聯誼組織進
行運作，恐怕空間會極為有限，原本成立的宗旨亦無法落實達成。2003 年 6 月，
主流聯盟向內政部登記為「政治性社團」，而此種登記動作也使該聯盟的屬性由
原本的黨內派系走向具有法律地位的「政治團體」（人民團體法第四條第一項第
三款）。這是否代表主流聯盟的組織重整？而未來又會發揮何種功能？頗值得觀
察。
綜合上述各派系的組織運作特徵，筆者另爰用第二章的相關理論架構，對此
整理、分析如下（表 4-9）。
表 4-9
派系形成

民進黨各派系組織運作與菁英類型之總體比較
美麗島

新世紀

新動力

新潮流

正義連線

福利國連線

台獨聯盟

早期：

早期：

早期：

早期：

早期：

早期：

早期：

織轉型

1992 年 6

美麗島雜誌

成立：
黃信介、張
俊宏於 1987
年 5 月出獄
後的串聯

主流聯盟

成立：
1996 年 6 月 1996 年 6 月 新潮流叢刊 1990 年底， 台灣福利國 1970 年 1 2000 年 3
的黨主席之 的黨主席之 成立：
陳水扁主導 戰線、台灣 月，歐、美、月民進黨
爭
爭
1998 年 5 的輔選組合 福利國研究 加、日台獨 勝選後
成立：
成立：
月，新潮流 成立：
室
聯盟集體同
第四屆立委 第四屆立委 雜誌組織重 第二屆立委 成立：
意成立
選舉後
選舉後
組
選舉後
1995 年 1 在台成
月，由前組 立：
月，獨盟台
灣本部正式
召開大會

組織章程

無

有

無

有

有

有

有

有

重要理念

理念：

理念：

理念：

理念：

理念：

理念：

理念：

理念：

及主張

務實、體制 務實、體制 行動與願景 台灣獨立、 正義、認

落實福利國 台灣獨立建 執政聯盟、

內參與與改 內參與與改 主張：

群眾路線、 真、專業

理想

革

社會民主主

革

關心 IT 產

主張：

業、兩岸關 義

選舉總路

係與台商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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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影子內閣

線、到執政

益

之路、執政
大道

低

較高

較高

極高

較高

較高

極高

較高

未規定

有規定

未規定

有規定

有規定

有規定

有規定

有規定

團體規模

大

小

小

小

大

大

大

小

最高

決策機關

平時公
委員會議 平時公
會員代表 會員大會 會員大會 盟員代表 會員會議
職、黨職
職、黨職 大會
大會
的聚會
的聚會
平時公
委員會議 平時公
政策協商 常務執行 決策委員 中央委員 會員會議
職、黨職
職、黨職 會
委員會
會
會
人員的聚
人員的聚
會
會

內部甄補

傳統繼承、 傳統繼承、 傳統繼承、 高度制度化 內部提名、 內部提名、 內部培養

成員加入
門檻
成員權利
及義務

權力機關

無此功能

菁英挑選

菁英挑選

菁英挑選

菁英挑選

菁英挑選

紀律要求

低

高

低

極高

高

高

極高

高

內部凝聚力

低

高

低

極高

高

高

極高

低

凝聚憑藉
結構程度

情感、關係 情感、組織 情感、關係 理念、組織 個人、組織 寡頭、組織 理念、組織 共識、組織

組織自
由、自主
行程或符
合民主原
則

自由、自 符合民主 自由、自 符合民主 符合民主 符合民主 符合民主 符合民主
主形成
原則
主形成
原則
原則
原則
原則
原則

低

組織維持、停 結束

高

低

高

高

傾向停滯 傾向停滯 維持

維持

高

維持

高

高

傾向停滯 傾向維持

滯或結束

外圍組織

如同新世紀 環球電視、 深耕基金

環保聯盟、 福爾摩沙基 新文化基金 世台會、現 民視、公民

與新動力的 城鄉改造環 會、陽信基 台教會、勞 金會、福爾 會

代學術基金 投票委員會

外圍組織

境保護基金 金會、陽信 工陣線、外 摩沙聯誼

會、安保協

會

銀行、決策 獨會、台權 會、醫界聯

會、共和國

調查顧問公 會、開拓基 盟、首都基

雜誌社

司

金會、蕃薯 金會、首都
藤網站

聯誼會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小結
從理論層面觀察，一、組合條件方面，著重傳統人際關係網絡的美麗島、新
世紀與新動力屬於人脈派系，其餘就屬性而言則屬於政策派系。二、組織特徵方
面，美麗島與新動力屬於私人、侍從團體派系，其餘就屬性而言則屬於制度化、
組織型的派系。三、派系角色方面，美麗島、正義連線與福利國為政策及支援團
體，新世紀、新潮流扮演否決團體角色，新動力、台獨聯盟與主流聯盟屬於支援
團體。四、派系的脈絡特徵，各派系均是黨內派系，但美麗島與新潮流因在組黨
前便有其規模，因此可視為前政黨派系。此外，台獨聯盟在黨外有龐大的組織力
量，也可視為對等式派系與外在型派系。五、菁英類型，強調菁英形象的美麗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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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紀、新動力、正義連線與福利國屬於菁英目的志向型，而強調組織運作的新
潮流與台獨聯盟則是菁英組織配慮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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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派系與黨務人事及政策

筆者在先前第二章中曾提到政黨組織結構與派系的關聯。即政黨的意識型態
若傾向折衷及容忍、內部組織結構走向去中心化等，均使政黨內部容易孳生派系
政治。
民進黨的組織結構是否也是與上述因素類似，才導致其黨內派系叢生？答案
應該是肯定的。例如黨章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特別規定，黨員及各級組織在黨內對
黨之路線、策略、綱領、政策及主要幹部之言行均得自由討論及批判，希望藉此
避免黨內決策形成走向封閉與「一言堂」。此外，黨的權力機關區分行政（中執
會、中常會）、監察（中評會）、仲裁（仲裁委員會）三權制衡；1 黨內成文或不
成文的決策機制與職務安排，諸如「合議制」、「派系共治」，更刻意助長黨內派
系政治的實質運作。
政黨組織結構有利於派系的形成與運作，而迄今派系政治的發展也被認為已
主導了民進黨的人事及資源分配，2 究竟此相互影響的情況如何？有深入分析的
必要。此外，在歷年黨的重大政策上，包括台灣獨立、中國政策、憲政體制及國
會改革等方面，派系對此又有何種理念上的分歧與競逐？這些問題均是筆者在本
章探討的重點。

第一節

政黨人事：中央與地方

若探究民進黨的組織結構特徵，首先必須重視的便是其「合議制」與「派系
共治」的精神。3 此外，派系在此組織特徵中進行人事上的競逐，不僅能反映出
派系的基本實力，使民進黨內部權力結構趨向分散、多元，更形塑出黨內的實際
派系生態。
1

楊旭聲，
「透視民主進步黨的權力危機」
，風雲論壇 16，透視黨外組黨（台北：風雲論壇社，
初版，1986 年 12 月）
，頁 110。
2
郭正亮，民進黨轉型之痛（台北：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第 1 版，1998 年 5 月）
，頁 165。
3
林勁，
「民進黨的派系鬥爭及其對三屆立委選舉的影響」
，台灣研究集刊（1996 年第 1 期）
，頁
47；陳華昇、楊鈞池，
「民進黨派系政治與家族政治」
，國政研究報告，2001 年 5 月 14 日，
http://www.npf.org.tw。此外，Lin 在探討民進黨的組織本質（organizational nature）時，所給予的
類似名稱為「集體領導」
（collective leadership）
。Lin Chia-lung, Path to Democracy: Taiwa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Yale University, 1998, p.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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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政組織法的定義中，所謂「合議制」指的是決策階層由權限平等之成員
組成，通常以多數方式做成決定，並同負責任之行政機關。4 在運作過程中，此
制度的優點是能容納各方之意見，決策有較多的自主性與自由，並有助於成員相
互監督、制衡。5
民進黨之所以採用「多數決合議制」
（黨章第十八條第一款）
，張俊宏認為其
原因一方面是為了反應黨外長久以來的「山頭結盟」體制；二來是為了適應當時
的恐怖氣氛，避免突出個人而受到傷害。6李逸洋則表示，合議制是民進黨組織
設計上落實「黨內民主」的一項極為重要制度。7對此，筆者認為，民進黨採用
合議制的現實考量是，這種制度不僅較符合黨內政治菁英的期望；而且對比於國
民黨的權力封閉、集中性格，採取合議制對於民進黨而言，更有利於對選民進行
政治訴求。
至於「派系共治」，係奠基共同分享權力的原則上，亦即任何權力遊戲的參
與者或角逐者，只要具有一定程度的實力，無論實力大小，都可以成為權力結構
的一部份。在此體制中，雖然派系競爭依舊進行；但由於權力與利益的共同分享，
對於加強黨內的包容性、凝聚力頗有助益，便不易產生激烈對立的零和關係，同
時亦避免政黨內部因派系競爭而衍生分裂。8
派系共治有上述優點，自然成為許多政黨所共同採取的權力安排。9不過，
必須注意的是，有時因領導職務極為有限；或因為派系的選舉、政治操作失敗，
無法真實呈現其真正實力時，派系共治的理想便會因此遭受到嚴重的考驗。
透過上述組織特徵，筆者接下來分別探討民進黨內重要人事職務與派系的關
聯。
一、黨主席及秘書長
表 5-1、表 5-2 為派系在歷屆黨主席與秘書長職務之競爭情形。長期以來，
民進黨身處在野黨地位，此兩項職務幾乎等同於最高權力職務；因此各派系為掌
4

吳庚，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台北：三民書局，增訂第 2 版，1995 年 3 月）
，頁 169。
于安編著，德國行政法（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第 1 版，1999 年 10 月）
，頁 59。
6
張俊宏，台灣的危機與轉機（台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第 1 版，1989 年 11 月）
，頁 4；
反對黨的定位策略，社會大學系列講座 37。
7
李逸洋，
「獨斷領導的迷思－民進黨體質與體制之析論」
，新潮流半月刊，試刊號（1989 年 1
月 20 日）
，頁 26。
8
鞠海濤，
「從派系共治到以黨輔政－民進黨決策模式分析」
，台灣研究（2001 年第 4 期）
，頁
23-24；林勁，
「民進黨的派系鬥爭及其對三屆立委選舉的影響」
，台灣研究集刊（1996 年第 1 期）
，
頁 49；關中，日本政黨與政治模式（台北：財團法人民主文教基金會，初版，1992 年 2 月），頁
42-43。
9
除了日本自民黨，法國社會黨亦是採取派系共治的政黨，其地方與中央的重要政黨職務皆依派
系黨員多寡進行比例分配。張台麟，
「法國社會黨內部運作研究」
，世界各國主要政黨內部運作之
研究（第 1 輯）
（台北：正中書局，初版，1994 年 5 月）
，頁 131-13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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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黨中央（黨權），莫不全力以赴，而其中競爭激烈之情形也可想而知。
表 5-1 民進黨歷屆黨主席之爭（兼論參與者的派系屬性）
屆數
選舉時間
當選者
落選者
選票情形
第一屆
1986.11.10
江鵬堅
費希平
13：12
第二屆
第三屆
第四屆
第五屆
第六屆

1987.11.10
1988.10.30
1989.10.10
1991.10.28
1994.4.30

（泛新潮流）

（中間派系）

姚嘉文

許榮淑

（泛新潮流）

（美麗島）

黃信介

姚嘉文

（美麗島）

（泛新潮流）

黃信介

陳永興

（美麗島）

（泛新潮流）

許信良

施明德

（美麗島）

（泛新潮流）

施明德

余陳月瑛

選舉方式
中執委互選

17：13

中執委互選

123：97

黨代表投票

110：93

黨代表投票

180：163

黨代表投票

206：145

黨代表投票

284：172

黨代表投票

31,674：
14,923

黨員投票

無

16,139

黨員投票

無

無

總統兼任

（無，福利國、 （美麗島）
新潮流支持）

第七屆
第八屆

1996.6.16
1998.6.7

許信良

蔡同榮

（美麗島）

（台獨聯盟）

林義雄

張俊宏

（無，正義連線 （美麗島）
與新潮流支持）

第九屆

2000.6.25

謝長廷
（福利國）

第十屆

2002.7.21

陳水扁
（正義連線）

資料來源：一、陳益倫，民進黨派系發展之研究，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年，頁 69；另外，該文不足之處，則由筆者自行彙整。
二、人員派系屬性，由筆者判斷。

表 5-2 民進黨歷屆黨主席、秘書長名單（兼論派系屬性）
屆數
主席
秘書長
第一屆
江鵬堅（泛新潮流）
黃爾璇（泛新潮流）
第二屆
姚嘉文（泛新潮流）
黃爾璇（泛新潮流）
第三屆
黃信介（泛美麗島）
張俊宏（泛美麗島）
第四屆
黃信介（泛美麗島）
張俊宏（泛美麗島）
第五屆
許信良（泛美麗島）
張俊宏（泛美麗島）、陳師孟
（無）
、江鵬堅（無）、蘇貞
昌（福利國）
第六屆
施明德（福利國、新潮流支持）
蘇貞昌（福利國）
、邱義仁（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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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
第八屆

張俊宏代理（美麗島）
潮流）
許信良（美麗島）
邱義仁（新潮流）
林義雄（無，正義連線與新潮流支持） 邱義仁（新潮流）、游錫
（無，正義連線支持）

第九屆
第十屆

謝長廷（福利國）
陳水扁（正義連線）

吳乃仁（新潮流）
張俊雄（福利國）

資料來源：一、民進黨中央黨部組織部。
二、人員派系屬性，由筆者判斷。

必須注意的是，民進黨的黨主席及秘書長雖然名義上均為黨的重要領袖，且
是各派系都想獨占的職務；但長期在實際運作上，其權力不僅被刻意限縮，且在
合議制的決策要求下，其職權的發揮仍受限於整體的派系生態。
在權力基礎上，民進黨建黨初期，由於黨主席由中執委選舉產生，因此其權
力來源基礎稍嫌薄弱。在 1988 年召開的第三次全國黨代表大會中，黨主席改由
「黨代表直選」產生，代表性稍微加強。1997 年全國黨代表大會再次透過修改
黨章，規定自 1998 年後，黨主席由「黨員普選」產生，至此，黨主席的黨內民
意基礎才真正由下而上誕生，而這距離創黨已有十餘年的時間。此外，民進黨中
央的決策機制落實合議制與派系共治精神，黨主席除了擔任會議主席、任命中央
黨部秘書長和一級主管之外，其職權基本上與個別中常委完全相同；因此若碰上
與其不同派系的中常委多數，其權力運作通常會遇到相當大的阻礙。10 甚至使
黨的權力結構出現「二元領導」、「雙頭馬車」的現象。11
在此情況下，民進黨黨主席的角色最好應是協調與溝通談判者，而非領導
者；其工作便是為黨內派系之間尋求、製造共識。12 若有黨主席想違背此原則，
而在任內過分強勢運作（如黃信介、許信良）
，通常都不利於黨內的穩定與和諧。
2002 年 7 月陳水扁總統兼任黨主席之後，外界對此同樣有「強人領導」的疑慮，
而這也迫使黨中央重申合議制傳統將不會有所更動。13

10

張俊宏，
「論反對黨的組織與功能」
，台灣的危機與轉機（台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第 1
版 1 刷，1989 年 11 月）
，頁 97；黃德福，民主進步黨與台灣地區政治民主化（台北：時英出版
社，初版修正，1992 年 7 月）
，頁 51；社論，
「民進黨的主席格局」
，聯合晚報，2000 年 6 月 25
日，第 2 版；社論，
「民進黨式黨主席文化」
，聯合晚報，2000 年 12 月 16 日，第 2 版。
11
林勁，「民進黨的派系鬥爭及其對三屆立委選舉的影響」
，台灣研究集刊（1996 年第 1 期）
，頁
51；孫慶餘，民進黨現象（台北：日知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初版，1992 年 6 月）
，頁 210。
12
李祖琛、許漢、魏書娥、蔡詩萍，
「黃信介談民進黨」
，中國論壇，第 26 卷第 12 期（1988 年
9 月 25 日）
，頁 66；Shelley Rigger, From Opposition to Power: Taiwan’s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Boulder, Colorado: Lynne Rienner, 2001), p. 57.
13
社論，
「總統兼任黨主席不是萬靈丹」
，自由時報，2002 年 4 月 21 日，第 3 頁；何榮幸，
「總
統兼黨主席 合議制不變」
，中時電子報，2002 年 4 月 9 日，news.chinatim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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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黨主席與秘書長的搭配，筆者則發現必須落實派系共治的原則才可能促
成黨內運作的穩定。若主席與秘書長若同屬於一派系（例如第一、二屆由泛新潮
流主導；第三、四屆由美麗島主導），黨內通常爭端不停。14 許信良在第五屆主
席任內以新潮流的邱義仁為副秘書長、第七任主席任內更進一步聘請邱義仁為秘
書長，不僅正式開啟黨主席與秘書長兩大職務的派系共治，也使黨內的人事爭端
稍微平息，而往後相關人事任命則大致遵循此模式進行。
二、中執會、中常會及中評會
「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常務執行委員會」及「中央評議委員會」（以下
簡稱中執會、中常會及中評會），分別為民進黨內重要的決策及監督機關。長期
以來，三委員會成員：中執委、中常委及中評委均是黨內派系競逐的重要職務。
事實上，該等職務的選舉方式就是形塑黨內派系政治的重要因素。1986 年
11 月，民進黨召開第一屆全國黨員代表大會，會中決議黨內有關中執委、中常
委及中評委選舉採用「無記名限制連記法」（limited vote）。15 所謂限制連記法，
係指在複數選區中，選民可圈選的票數，少於應選的名額。在這種方式下，通常
容易造成大派系主導全局，16 因此民進黨創黨初期主要派系以泛美麗島系與泛新
潮流系為主。1991 年 10 月，民進黨第五屆全代會將黨職選舉方式修正為「單記
法」，17又可稱為「單記非讓渡投票」（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18係指在複
數選區中，不論應選名額為若干，每位選民只能投一票，而且候選人不論得到多
少選票，均不得將多餘選票移轉或讓渡給其他候選人。在這種方式下，小派系通
常較有生存空間，而民進黨第五屆全代會中之所以逐漸出現新生派系（正義連
線、福利國及台獨聯盟），並使黨內派系結構由原本二元走向多元，這種選舉方
式的變更便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執會
依據黨章第十五條第一項條規定，民進黨中執會共置執行委員 35 人（原本

14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自民黨的派閥運作則與民進黨不同。依據福岡政行的研究，認為自民黨
總裁與幹事長的關係區分為「騎馬戰型」與「兩人三腳型」
；所謂騎馬戰型指的是總裁與幹事長
隸屬同一派閥，兩人三腳型則指總裁與幹事長分屬不同派閥（或稱為「他派幹事長」
、
「總幹分
離」
）
。其中，前者有利於黨內決策的順利進行，後者則不利。參見李岳松，日本自由民主黨的派
閥研究，私立淡江大學日本研究所碩士論文，1987 年，頁 207-208；蔡增家，
「九○年代日本派
閥政治之研究」
，問題與研究，第 41 卷第 3 期（2001 年 5、6 月）
，頁 64-65。
15
陳信傑，民主進步黨的創黨過程：外省菁英份子所扮演的角色，私立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研
究所碩士論文，2000 年，頁 81。
16
王業立，比較選舉制度（台北：五南出版社，第 2 版，2000 年 10 月）
，頁 18-19。
17
謝長廷，謝長廷新文化教室（台北：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初版，1995 年 6 月）
，頁 124；
楊立傑、莊勝鴻，認識民進黨萬用手冊（台北：商周出版，初版，2001 年 8 月）
，頁 13。
18
王業立，比較選舉制度，頁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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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人），候補委員 5 人，任期 2 年，連選得連任。
該會至少每三個月開會一次，職權如下：(一) 執行全國黨員代表大會之決
議；(二) 制訂及執行黨政計劃；(三) 制訂本黨內規；(四) 編制預算及決算；(五)
議決重要人事案；(六) 審查獎懲之提案；(七) 督導地方黨部及直屬黨部之黨務
（黨章第十六條）。
中執會為黨內平時的重要決策機關之一，各派系在此職務改選中都有相當激
烈之競爭；尤其當派系共治與合議制落實為中執會的決策特徵時，該會議在運作
過程中更瀰漫著高度的派系色彩。
不過，受限於席次的有限性，各派系為求能擠身於決策核心，派系內的有效
配票與跨派系之間的換票已成為其中重要的決勝關鍵。換句話說，中執委職務早
已成為派系組織運作與集中分配後的產物；19 特別是當中執委面臨改選時，派系
之間為求配票、換票所引發的高度動員、賄選與暴力介入等情事，常為外界所嚴
重詬病。20
表 5-3 為派系在歷屆中執委職務中的參與及競爭。
表 5-3 民進黨歷屆中執委名單（兼論派系屬性）
第一屆全國黨代表大會
吳乃仁（泛新潮流）、洪奇昌（泛新潮流）、
席次分配：
江鵬堅（泛新潮流）、謝長廷（泛新潮流）、
潘立夫（泛新潮流）、黃爾璇（泛新潮流）、
泛美麗島：6
戴振耀（泛新潮流）、陳武進（泛新潮流）、
泛新潮流：13
楊雅雲（泛新潮流）、黃昭凱（泛新潮流）、
前進系：3
顏錦福（泛新潮流）、周清玉（泛新潮流）、
康系：2
何文杞（泛新潮流）
、康寧祥（康系）
、蘇貞
中間派系：7
昌（中間派系）、游錫 （中間派系）、周滄
淵（中間派系）、尤清（中間派系）、費希平
（中間派系）
、林文郎（泛美麗島）
、傅正（中
間派系）
、張德銘（康系）、蔡介雄（泛美麗
島系）
、張俊雄（中間派系）、張富忠（前進
系）
、蔡仁堅（前進系）
、楊祖珺（前進系）、
許榮淑（泛美麗島）、周伯倫（泛美麗島）、
余玲雅（泛美麗島）、施性平（泛美麗島）
第二屆全國黨代表大會
姚嘉文（泛新潮流）、周清玉（泛新潮流）、
席次分配：
黃爾璇（泛新潮流）、黃昭輝（泛新潮流）、
19

依據此觀點，立委沈富雄便稱民進黨派系在本質上是一個「換票聯盟」，而換票也是派系的最
主要功能。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中國事務部，民主進步黨中國政策研討會會議實錄（1998 年 3
月 10 日）
，頁 25。
20
何榮幸，
「民進黨高層今改組 氣氛詭譎」
，中時電子報，2000 年 7 月 16 日，
http://news.chinatimes.com
122

泛美麗島：13
泛新潮流：8
前進系：3
康系：2
中間派系：5

第三屆全國黨代表大會
席次分配：
泛美麗島：14
泛新潮流：17

第四屆全國黨代表大會
席次分配：
泛美麗島：17
泛新潮流：14

劉松峰（泛新潮流）、林國華（泛新潮流）、
謝長廷（泛新潮流）、康寧祥（康系）、
游錫 （中間派系）、尤清（中間派系）、
費希平（中間派系）、張德銘（康系）、
傅正（中間派系）、蘇貞昌（泛新潮流）、
邱連輝（泛美麗島）、周滄淵（中間派系）、
張俊雄（泛美麗島）、張富忠（前進系）、
蔡仁堅（前進系）、楊祖珺（前進系）、
許榮淑（泛美麗島）、陳水扁（泛美麗島）、
朱高正（泛美麗島）
、余陳月瑛（泛美麗島）
、
黃煌雄（泛美麗島）、許國泰（泛美麗島）、
藍美津（泛美麗島）、蔡介雄（泛美麗島）、
施性平（泛美麗島）、周伯倫（泛美麗島）、
余玲雅（泛美麗島）
姚嘉文（泛新潮流）、黃昭輝（泛新潮流）、
洪奇昌（泛新潮流）、黃爾璇（泛新潮流）、
邱義仁（泛新潮流）、黃昭凱（泛新潮流）、
張溫鷹（泛新潮流）、李逸洋（泛新潮流）、
吳秋榖（泛新潮流）、謝長廷（泛新潮流）、
張俊雄（泛美麗島）、游錫 （泛新潮流）、
顏錦福（泛新潮流）、蘇貞昌（泛新潮流）、
侯海雄（泛新潮流）、陳水扁（泛美麗島）、
黃信介（泛美麗島）、許榮淑（泛美麗島）、
林正杰（泛美麗島）
、余陳月瑛（泛美麗島）
、
蔡介雄（泛美麗島）、邱連輝（泛美麗島）、
傅文正（泛美麗島）、林宗男（泛美麗島）、
湯金全（泛美麗島）、王兆釧（泛美麗島）、
李文平（泛美麗島）、余政憲（泛美麗島）、
羅榮錚（泛新潮流）、周伯倫（泛美麗島）、
黎運意（泛新潮流）
姚嘉文（泛新潮流）、吳乃仁（泛新潮流）、
洪奇昌（泛新潮流）、黃昭輝（泛新潮流）、
蘇嘉全（泛新潮流）、李逸洋（泛新潮流）、
簡錫 （泛新潮流）、廖永來（泛新潮流）、
劉峰松（泛新潮流）、吳秋榖（泛新潮流）、
陳忠和（泛新潮流）、陳永興（泛新潮流）、
謝長廷（泛新潮流）、游錫 （泛新潮流）、
尤清（泛美麗島）、黃信介（泛美麗島）、
張俊宏（泛美麗島）、林文郎（泛美麗島）、
余陳月瑛（泛美麗島）
、林正杰（泛美麗島）
、
許國泰（泛美麗島）、王兆釧（泛美麗島）、
許榮淑（泛美麗島）、張德銘（泛美麗島）、
湯金全（泛美麗島）、徐明德（泛美麗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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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全國黨代表大會
席次分配：
泛美麗島：16
泛新潮流：15

第六屆全國黨代表大會
席次分配：
美麗島：4
新潮流：7
福利國：4
正義連線：6

第七屆全國黨代表大會
席次分配：
美麗島：12
新潮流：7
福利國：6
正義連線：5
無派系：1

吳哲朗（泛美麗島）、杜文卿（泛美麗島）、
陳光復（泛美麗島）、余玲雅（泛美麗島）、
康水木（泛美麗島）
施明德（泛新潮流）、姚嘉文（泛新潮流）、
洪奇昌（泛新潮流）、邱義仁（泛新潮流）、
劉守成（泛新潮流）、蘇嘉全（泛新潮流）、
蔡有全（泛新潮流）、方來進（泛新潮流）、
蕭裕珍（泛新潮流）、蕭裕正（泛新潮流）、
李茂全（泛新潮流）、謝長廷（泛新潮流）、
尤清（泛美麗島）、陳水扁（泛美麗島）、
顏錦福（泛新潮流）、江鵬堅（泛新潮流）、
許能通（泛美麗島）、張貴木（泛新潮流）、
許信良（泛美麗島）、林文郎（泛美麗島）、
朱星羽（泛美麗島）、余陳月瑛（泛美麗
島）
、杜文卿（泛美麗島）、林瑞卿（泛美麗
島）
、張國堂（泛美麗島）、蔡仁堅（泛美麗
島）
、張俊宏（泛美麗島）、徐明德（泛美麗
島）
、余玲雅（泛美麗島）、傅文正（泛美麗
島）
、許榮淑（泛美麗島）
傅文政（美麗島）、朱星羽（美麗島）
、張俊
宏（美麗島）、林純子（美麗島）
、洪平朗（美
麗島）
、林豐喜（美麗島）
、張國堂（美麗島）
、
陳文獻（美麗島）
、魏廷朝（正義）
、王龍基
（美麗島）
、黃天福（美麗島）、余陳月瑛（美
麗島）
、邱義仁（新潮流）
、黃先柱（新潮流）
、
黃昭輝（新潮流）、劉峰松（新潮流）
、田秋
菫（新潮流）、劉世芳（新潮流）
、謝長廷（福
利國）
、施明德（福利國）
、蘇貞昌（福利國）、
林義成（正義）
、尤清（福利國）
、陳水扁（正
義）
、彭百顯（正義）、邱連輝（正義）、黃
永聰（正義）
、張田黨（美麗島）
、周伯倫（美
麗島）
、李茂全（新潮流）、許龍俊（美麗島）
何嘉榮（美麗島）、朱星羽（美麗島）
、黃
秀（美麗島）、林瑞卿（美麗島）
、余玲雅（美
麗島）
、黃天福（美麗島）
、張國堂（美麗島）
、
陳昭南（美麗島）、許信良（美麗島）
、田明
昌（美麗島）、林安彬（新潮流）
、吳乃仁（新
潮流）
、廖永來（新潮流）
、黃炯明（新潮流）
、
戴振耀（新潮流）、劉世芳（新潮流）
、劉哲
榕（新潮流）、姚嘉文（福利國）
、張田黨（美
麗島）
、郭玟成（福利國）
、蔡同榮（福利國）
、
尤宏（福利國）、顏錦福（福利國）
、尤清（福
利國）
、陳水扁（正義）、彭百顯（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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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全國黨代表大會
席次分配：
無派系：3
新動力：6
新世紀：4
新潮流：4
福利國：5
正義連線：9

第九屆全國黨代表大會
席次分配：
新世紀：6
新動力：3
新潮流：5
正義連線：8
福利國：9

第十屆全國黨代表大會
席次分配：
新世紀：3
新動力：5
新潮流：5
正義連線：8
福利國：8
無派系：1

陳哲男（正義）
、洪茂坤（正義）
、張慶惠（正
義）
、黃憲東（無）、周伯倫（美麗島）
林義雄（無）
、蔡同榮（福利國）
、余政憲（正
義）
、張俊宏（新世紀）、朱星羽（無）、劉
俊雄（新世紀）
、林三郎（正義）
、洪茂坤（正
義）
、薛凌（新動力）、張俊雄（福利國）、
彭添富（正義）、陳美壽（新世紀）
、黃正男
（新動力）
、陳哲男（正義）
、陳水扁（正義）
、
王延鴻（新潮流）、黃 秀（新動力）
、林豐
喜（新動力）、許金鈍（福利國）
、謝長廷（福
利國）
、沈富雄（正義）、林宗男（新世紀）
劉世芳（新潮流）、管碧玲（福利國）
、藍美
津（正義）
、游錫 （無）
、張兆垣（新動力）
、
吳乃仁（新潮流）、洪瑞蓮（新潮流）
、蘇治
芬（正義）、邱議瑩（新動力）
謝長廷（福利國）、蘇貞昌（福利國）
、陳昭
南（新世紀）、蔡同榮（福利國）
、柯建銘（福
利國）
、林錫耀（新潮流）
、許應深（新動力）
、
余政憲（正義）
、高志鵬（正義）
、劉世芳（新
潮流）
、邱議瑩（正義）、陳其邁（正義）、
陳大鈞（新世紀）、林永堅（福利國）
、顏錦
福（福利國）、劉俊榮（新潮流）
、陳美壽（新
世紀）
、林宗男（新世紀）
、卓榮泰（福利國）
、
林三郎（正義）、楊福建（新潮流）
、黃 秀
（新動力）
、林純美（新動力）、劉俊雄（新
世紀）
、郭炳宏（新世紀）
、黃國照（福利國）
、
蔡啟芳（正義）、洪瑞蓮（新潮流）
、葉宜津
（正義）
、藍美津（正義）、周清玉（福利國）
陳其邁（正義）、謝長廷（福利國）
、蔡同榮
（福利國）
、陳勝宏（新動力）、蘇貞昌（福
利國）
、高志鵬（正義）
、洪奇昌（新潮流）、
許榮淑（新動力）、林錫耀（新潮流）
、陳菊
（新潮流）
、蔡天啟（福利國）
、邱永仁（無）
、
蘇嘉全（福利國）
、羅文嘉（正義）
、蔡啟芳
（正義）
、林國維（正義）
、蔡煌瑯（正義）、
陳昭南（新世紀）、劉俊雄（新世紀）
、黃
秀（新動力）、許金鈍（福利國）
、陳美壽（新
世紀）
、鄭貴蓮（正義）
、劉世芳（新潮流）、
林純美（新動力）、管碧玲（福利國）
、洪耀
福（新動力）、尤宏（福利國）、張花冠（正
義）
、林岱華（新潮流）

資料來源：一、黃家興，民進黨提名制度與黨內派系，私立東海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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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頁 46-47。另外，不足之處，由筆者自行彙整。
二、人員派系屬性，由筆者判斷。

中常會
依據黨章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之規定，中常會由黨主席、當然中
常委 4 人與執行委員中互選 10 人共同組成（原本 11 人），任期二年，連選得連
任。中執會休會期間，其職權由中常會行使，每星期至少開會一次。
中常會是黨內平時的最高決策機關，派系共治與合議制為其決策特徵，而各
派系對此職務之競爭則更為激烈。值得注意的是，過去由於中常委名額僅 11 席，
有論者便認為席次過少而不能讓全部派系代表均能擠身其中；因此提議應提高中
常會員額，使其經由擴大參與，進而整合黨內派系，並落實派系共治的精神。21
表 5-4 為派系在歷屆中常委職務中的參與及競爭。
表 5-4 民進黨歷屆中常委名單（兼論派系屬性）
第一屆全國黨代表大會
吳乃仁（泛新潮流）、洪奇昌（泛新潮流）、
泛新潮流：5
江鵬堅（泛新潮流）、謝長廷（泛新潮流）、
康系：1
潘立夫（泛新潮流）
、康寧祥（康系）
、蘇貞
中間派系：5
昌（中間派系）、游錫 （中間派系）、周
滄淵（中間派系）、尤清（中間派系）、費希
平（中間派系）
第二屆全國黨代表大會
姚嘉文（泛新潮流）、謝長廷（泛新潮流）、
泛新潮流：2
康寧祥（康系）
、游錫 （中間派系）
、尤清
泛美麗島：4
（中間派系）
、費希平（中間派系）、張富忠
前進系：1
（前進系）
、許榮淑（泛美麗島）
、陳水扁（泛
康系：1
美麗島）
、朱高正（泛美麗島）、余陳月瑛（泛
中間派系：3
美麗島）
第三屆全國黨代表大會
姚嘉文（泛新潮流）、洪奇昌（泛新潮流）、
泛新潮流：5
張俊雄（泛新潮流）、謝長廷（泛新潮流）、
泛美麗島：6
游錫 （泛新潮流）、陳水扁（泛美麗島）、
黃信介（泛美麗島）、許榮淑（泛美麗島）、
林正杰（泛美麗島）
、余陳月瑛（泛美麗島）
、
蔡介雄（泛美麗島）
第四屆全國黨代表大會
姚嘉文（泛新潮流）、吳乃仁 （新潮流）、洪
泛新潮流：5
奇昌（新潮流）
、陳永興（泛新潮流）、游錫
泛美麗島：6
（泛新潮流）
、尤清（泛美麗島）、黃信介
（美麗島）
、許國泰（美麗島）、林文郎（美
麗島）
、余陳月瑛（美麗島）
、張俊宏（美麗
21

郭正亮，民進黨轉型之痛，頁 238-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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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

第五屆全國黨代表大會
泛新潮流：6
泛美麗島：4
台獨聯盟：1

第六屆全國黨代表大會
美麗島：4
新潮流：2
福利國：3
正義連線：1
台獨聯盟：1
第七屆全國黨代表大會
美麗島：3
新潮流：3
福利國：3
正義連線：2
第八屆全國黨代表大會
新潮流：2
正義連線：3
福利國：2
新世紀：1
新動力：2
無：1
第九屆全國黨代表大會
新潮流：2
正義：3
福利國：4
新世紀：1
新動力：1
第十屆全國黨代表大會
新潮流：3
正義：4
福利國：5
新世紀：1
新動力：2

施明德（泛新潮流）、姚嘉文（泛新潮流）、
劉守成（泛新潮流）、邱義仁（泛新潮流）、
洪奇昌（泛新潮流）、謝長廷（泛新潮流）、
顏錦福（獨盟）
、許信良（泛美麗島）
、林文
郎（泛美麗島）、朱星羽（泛美麗島）、余陳
月瑛（泛美麗島）
朱星羽（美麗島）、張俊宏（美麗島）
、王隆
基（美麗島）、余陳月瑛（美麗島）
、謝長廷
（福利國）
、施明德（福利國）、蘇貞昌（福
利國）
、邱義仁（新潮流）
、黃昭輝（新潮流）
、
邱連輝（正義）、黃永聰（獨盟）
廖永來（新潮流）、吳乃仁（新潮流）
、劉世
芳（新潮流）、姚嘉文（福利國）
、蔡同榮（福
利國）
、尤清（福利國）
、朱星羽（美麗島）、
許信良（美麗島）
、陳水扁（正義）
、陳哲男
（正義）
、周伯倫（美麗島）
張俊宏（新世紀）、邱議瑩（新動力）
、林豐
喜（新動力）
、陳水扁（正義）、陳哲男 （正
義）
、余政憲 （正義）、林義雄 （無）、蔡同
榮（福利國）、張俊雄（福利國）
、吳乃仁（新
潮流）
、劉世芳（新潮流）

余政憲（正義）、林錫耀（新潮流）
、邱議瑩
（正義）
、柯建銘（福利國）
、高志鵬（正義）
、
陳昭南（新世紀）、許應深（新動力）
、劉世
芳（新潮流）、蔡同榮（福利國）
、謝長廷（福
利國）
、蘇貞昌（福利國）
陳水扁（正義）、柯建銘（福利國）
、游錫
（正義）
、張俊宏（新世紀）、張俊雄（福利
國）
、陳其邁（正義）、謝長廷（福利國）、
蔡同榮（福利國）、陳勝宏（新動力）
、蘇貞
昌（福利國）
、高志鵬（正義）、洪奇昌 （新
潮流）
、許榮淑（新動力）
、林錫耀（新潮流）
、
陳菊（新潮流）

資料來源：一、黃家興，民進黨提名制度與黨內派系，私立東海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
年，頁 46-47。另外，不足之處，由筆者自行彙整。
二、人員派系屬性，由筆者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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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會
依據黨章第十八條、第十九條之規定，中評會置委員 11 人，候補委員 3 人，
任期均為 2 年，連選得連任。其職權為(一) 監督中央執行委員會推行黨務工作；
(二) 本黨內規及預算之備查；(三) 審議本黨之決算；(四) 黨員及各級組織獎懲
之決定；(五) 對黨員及各級組織作獎懲之決定時得解釋黨章及相關規定。
中評會為黨內的監督機關，派系共治與合議制為其決策特徵，惟重要性則不
如中執會及中評會。
表 5-5 為派系在歷屆中評委職務中的參與及競爭。
表 5-5 民進黨歷屆中央評議會主委及委員名單（兼論派系屬性）
第一屆
主委：郭吉仁（泛新潮流）
席次分配：
委員：邱義仁（泛新潮流）、吳鍾靈（泛美麗島）、許國泰
（泛美麗島）
、王義雄（泛新潮流）、李茂全（泛新潮流）、
泛美麗島：4
廖學廣（泛美麗島）
、蔡式淵（泛美麗島）
、林濁水（泛新潮
泛新潮流：7
流）
、蔡龍居（泛新潮流）、陳菊（泛新潮流）
第二屆
主委：蔡式淵（泛美麗島）
席次分配：
委員：吳鍾靈（泛美麗島）、蔡有全（泛新潮流）、張貴木
（泛美麗島）
、紀萬生（泛新潮流）、范巽綠（泛美麗島）、
泛美麗島：6
游振亮（泛新潮流）、黃憲東（泛新潮流）、郭一成（泛新潮
泛新潮流：5
流）、吳文就（泛美麗島）、陳忠孝（泛美麗島）
第三屆
主委：費希平（泛美麗島）
席次分配：
委員：蔡憲崇（泛美麗島）、何春木（泛美麗島）、張貴木
（泛美麗島）
、戴振耀（泛新潮流）、江鵬堅（泛新潮流）、
泛美麗島：5
張甲長（泛新潮流）
、范巽綠（泛美麗島）
、林濁水（泛新潮
泛新潮流：6
流）
、顏貽敏（泛新潮流）、陳菊（泛新潮流）
第四屆
主委：何春木（泛美麗島）
席次分配：
委員：張川田（泛新潮流）、蔡憲崇（泛美麗島）、范巽綠
（泛美麗島）
、陳勝宏（泛美麗島）、龔博育（泛新潮流）、
泛美麗島：5
黃昭凱（泛新潮流）
、林濁水（泛新潮流）
、顏貽敏（泛新潮
泛新潮流：6
流）
、鄭新助（泛美麗島）、陳菊（泛新潮流）
第五屆
主委：湯金全（泛美麗島）
席次分配：
委員：鄭新助（泛美麗島）、吳乃仁（泛新潮流）、張維嘉
（泛新潮流）
、陳鴻榮（泛新潮流）、黃爾璇（獨盟）、陳永
泛美麗島：6
興（泛新潮流）
、黃玉嬌（泛美麗島）、周民進（泛美麗島）、
泛新潮流：4
康水木（泛美麗島）、陳採龍（泛美麗島）
獨盟：1
第六屆
主委：張晉城（正義）
席次分配：
委員：林光華（美麗島）、魏錦源（新潮流）、蘇嘉全（福
利國）、周慧瑛（福利國）
、鄭新助（美麗島）、周民進 （美
正義：1
麗島）、黃爾璇（獨盟）、許丕龍（美麗島）
、林樹山（新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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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島：4
新潮流：3
獨盟：1
福利國：2
第七屆
席次分配：
正義：1
美麗島：4
新潮流：4
福利國：2
第八屆
席次分配：
新潮流：2
正義：2
新動力：5
新世紀：1
獨盟：1
第九屆
席次分配：
新動力：2
福利國：2
正義：5
新潮流：2
第十屆
席次分配：
正義：5
福利國：3
新潮流：2
獨盟：1

流）
、陳化民（新潮流）

主委：謝長廷（福利國）
委員：許陽明（正義）、梁牧養（美麗島）、蘇嘉富（福利
國）
、黃國書（新潮流）
、蔡鴻章（新潮流）
、陳菊（新潮流）、
賴茂州（美麗島）、陳化民（新潮流）、許丕龍（美麗島）、
傅文政（美麗島）

主委：陳菊（新潮流）
委員：梁牧養（新世紀）、蔡鴻章（新潮流）、賴茂州（台
獨聯盟）
、黃炯明（新動力）、鄭貴蓮 （正義）、高志鵬 （正
義）
、周民進 （新動力）、朱銅樹（新動力）、宋添福（新動
力）
、徐正樹（新動力）

主委：許榮淑（新動力）
委員：蘇嘉富（福利國）、杜文卿（正義）、李明憲（新潮
流）
、李俊毅（福利國）
、洪茂坤（正義）
、鄭新助（正義）、
朱銅樹（新動力）
、陳朝龍（正義）
、陳菊（新潮流）
、張貴
木（正義）

主委：沈富雄（正義）
委員：杜文卿（正義）、林永堅（福利國）、鍾佳濱（新潮
流）
、吳秉叡（福利國）
、林進興（正義）
、陳素芬（新潮流）、
張貴木（正義）、林國華（獨盟）、藍美津（正義）、賴家
雄（福利國）

資料來源：一、民進黨中央黨部組織部。
二、人員派系屬性主要由前許信良特別助理劉坤鱧代為判斷。

三、縣市黨部主委
民進黨創黨初期，組織上還有一明顯的特徵，即「弱勢黨中央」
（weak party
center）。對此，Lin 曾引用 Panebianco 的理論，提出以下三種原因：22 （一）台

22

Lin Chia-lung, Path to democracy: Taiwa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p. 246-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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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頻繁舉行的選舉，使黨外與民進黨的組織結構趨向「選舉專家政黨」
（electoral-professional parties），而非「群眾官僚政黨」（mass-bureaucratic
parties），因此權力結構較為分散，垂直與水平的組織聯繫較弱，政黨屬性則是
弱勢政黨；23 （二）民進黨的形成主要由地方選舉菁英（山頭）領導，這些人多
傾向憑藉個人實力、地方資源單打獨鬥，對中央事務並不感興趣；（三）從影響
組織的歷史因素：組織「深入」（penetration）或「擴散」（diffusion）、外部是否
有「贊助者組織」
（sponsor organization）
、
「魅力領袖」
（charismatic leaders）觀察，
24

民進黨具備其中「組織擴散」
（即組黨過程中，由各地黨外公政會25 所轉型的地

方黨部先成立，再向上集結成黨中央）
、
「無贊助者組織」
、
「無魅力領袖」之特質，
而不具有「組織深入」的能力（即先成立中央層級黨部，再主導成立地方層級的
黨部），導致黨中央先天上便較趨於弱勢。
由此所衍生的中央與地方關係，黨中央在實際運作上的確很難進行強勢主
導。26 在創黨後所制定的黨章中，第二十五條亦特別規定各地方黨部對該地方之
黨務問題，在不違反黨章程及決策範圍內，享有自治、自主之決定權。
尤其因地方黨部是最基層的黨務組織，不僅直接面對廣大的基層黨員，27 且
23

Angelo Panebianco, Marc Silver tran., Political Parties, Organization and Pow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264-267.
24
Ibid., pp. 50-68.
25
黨外公政會會本部及各地分會成立日期：
--------------------------------------------------------------------------------------組織名稱
成立日期
備註
--------------------------------------------------------------------------------------黨外公政會會本部
1984.5.11
1986.12.31 解散
黨外公政會台北市分會 1986.5.10
民進黨成立後，
黨外公政會首都分會
1986.5.17
各分會逐漸轉型
黨外公政會打狗分會
1986.5.23
為各地地方黨部。
黨外公政會港都分會
1986.5.25
黨外公政會宜蘭分會
1986.5.25
黨外公政會台北縣分會 1986.5.26
黨外公政會台中分會
1986.6.6
黨外公政會桃園分會
1986.6.8
黨外公政會屏東分會
1986.6.22
黨外公政會新竹分會
1986.8.9
黨外公政會基隆分會
1986.8.10
黨外公政會台南縣分會 1986.8
黨外公政會台南市分會 1986.8.15
黨外公政會高雄縣分會 1986.8.15
-------------------------------------------------------------------------------------資料來源：黃德福，
「民進黨與台灣地區的政治民主化」
，楊泰順編著，政黨政治與台灣民主化
（台北：財團法人民主基金會，1991 年 11 月出版）
，頁 156。
26
郭正亮，民進黨轉型之痛，
（台北：天下遠見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第 1 版，1998 年 5 月 20
日）
，頁 162。
27
民進黨近幾年的黨員人數已呈倍數成長，頗值得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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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基層初選事務，因此黨內菁英都不敢輕忽其重要性。在民進黨內，最具代表
性的地方黨部為各縣市黨部。縣市黨部的最高決策機關為執行委員會；該會置執
行委員 9-17 人，其中 1 人為主任委員，均為黨員所直接選舉產生（黨章第二十
四條）。在實際的黨務運作中，主任委員主掌縣、市黨機器；雖然平時並無龐大
的資源可資運用，但其頭銜、知名度，卻是參選公職的極佳憑藉。長期以來，黨
內菁英均熱烈競逐縣市黨部主委一職，其人選的產生通常來自地方公職的培養或
支持，28 而主委本身亦有派系（黨內或地方層次）的認同與歸屬。29
民進黨中央黨部的派系對抗，也時常擴散到縣市黨部的主委競逐（參見表
5-6）
。早期泛美麗島系由於與傳統地方勢力關係密切，因此掌握較多的縣市黨部
職務。而泛新潮流系因注重抽象的意識形態，則較不容易獲得地方政治人物的青
睞。30 近幾年，雖然美麗島、新潮流人士仍能主導各縣市黨部，但正義連線、福
利國人士也紛紛開始擔任各縣市黨部主委一職。31
關於派系介入黨部主委職務的情況，黨內人士對此多頗感憂心。因為縣市黨
部的資源不僅容易被單一派系所瓜分，且不同派系之間的對立也相當嚴重；通常
地方活躍的黨員和公職當認定那一派主導主委職務時，另一派就對黨部事務採取
不參與的消極態度。32
表 5-6 民進黨歷屆各縣市黨部主委名單（兼論派系屬性）
宜蘭縣
一、劉守成（泛新潮流）、二、江仁壽（泛新潮流）、三、
李茂全（泛新潮流）、四、李茂全（泛新潮流）、五、藍偉
----------------------------------------------------年度
黨員人數
----------------------------------------------------1995
91,392
1996
120,912
1997
153,407
1998
180,838
1999
235,614
2000
421,144
2001
467,540
2002.6.30
470,794
----------------------------------------------------資料來源：民進黨中央黨部組織部。
28
民進黨台北市黨部副執行長（主管組織）李元基訪談，2003 年 1 月 28 日。
29
范雲曾指出，欲了解民進黨地方黨部的內部運作，必須要考量「正式組織」與「非正式網絡」
（黨內或地方派系）的互動關係。范雲，民主進步黨地方黨部的組織與動員網絡的分析，國立台
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 年，頁 19。
30
黃德福，民主進步黨與台灣地區政治民主化，
（台北：時英出版社，初版修正，1992 年 7 月）
，
頁 83。
31
民進黨台北市黨部副執行長李元基訪談，2003 年 1 月 28 日。
32
民進黨台北市黨部副執行長李元基訪談，2003 年 1 月 28 日；吳瑞文，民進黨地方黨部組織運
作之分析，私立中國文化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 年，頁 42；何來美，
「解構苗栗縣
民進黨政治生態」
，苗栗文獻，第 16 期（2001 年 6 月）
，頁 8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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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

台北縣

台北市

新（無）、六、藍偉新（無）、七、郭時南（無）、八、郭
時南（無）、九、陳歐珀（無）
一、楊家輝（泛美麗島）、二、王拓（泛美麗島）、三、李
進勇（泛美麗島）、四、李信志（無）、五、李信志 （無）、
六、施世明（無）、七、王東暉（無）、八、游祥耀 （ 無 ）
一、鄭余鎮（泛美麗島）、二、高烶區（泛美麗島）、三、
廖煌銓（泛美麗島）、四、徐阿樹（泛美麗島）、五、吳炎
成（無）、六、陳茂男（福利國）
、七、陳茂男（福利國）、
八、蔡憲浩（舊美麗島）、九、蔡憲浩（舊美麗島）
一、康水木（泛美麗島）、二、顏錦福（泛新潮流）、三、
林義成（泛美麗島）、四、林義成（泛美麗島）、五、周弘
憲（泛美麗島）/高志鵬（正義）
、六、高志鵬（正義）
、七、
許木元（正義）、八、藍世聰 （新世紀）、九、黃慶林（舊
美麗島）

桃園縣

新竹市

台中市

彰化縣

嘉義市

台南縣

台南市

高雄縣

一、邱垂貞（泛美麗島）、二、邱垂貞（泛美麗島）、三、
魏廷朝（泛美麗島）、四、魏廷朝（泛美麗島）、五、張貴
木（泛美麗島）、六、黃金春（美麗島）、七、卓慶東（舊
美麗島）
、八、彭紹瑾（新潮流）
一、施性融（泛美麗島）/林茂松（無）、二、朱華鏡（泛
美麗島）
、三、吳秋榖（新潮流）、四、林聖崇（新潮流）、
五、吳秋榖（新潮流）
、六、楊隆源（無）
、七、楊隆源（無）、
八、鄭宏輝（福利國）
一、陳博文（泛美麗島）、二、賴茂州（泛美麗島）、三、
吳哲朗（泛美麗島）、四、謝明源（新潮流）、五、陳大鈞
（泛美麗島）
、六、沈顯堂（美麗島）七、賴奇宏（美麗島）、
八、陳文憲（福利國）、九、陳大鈞（新世紀）
一、陳德政（泛美麗島）、二、陳德政（泛美麗島）、三、
黃文和（泛美麗島）、四、鄭銀添（泛美麗島）、五、賴儀
松（泛新潮流）、六、林進興（新潮流）、七、賴家雄（福
利國）
、八、賴家雄（福利國）、九、賴儀松（福利國）
一、陳英華（泛新潮流）、二、郭展義（中間）、三、郭展
義（中間）、四、蔡啟芳（泛美麗島）、五、黃永煌（泛新
潮流）
、六、黃正男（美麗島）
、七、黃正男（美麗島）
、八、
黃永煌（福利國）、九、黃正男（新動力）
一、林文定（泛美麗島）、二、林文定（泛美麗島）、三、
潘輝全（泛美麗島）、四、張田黨（獨盟）
、五、謝錦川（泛
美麗島）
、六、黃國照（美麗島）、七、黃國照（美麗島）
、八、
蔡爾翰（新潮流）、九、蔡爾翰（新潮流）
一、蔡介雄（泛美麗島）、二、張國堂（泛美麗島）、三、
張國堂（泛美麗島）、四、李金億（泛美麗島）、五、蔡文
斌（泛美麗島）
、六、唐瑞明（美麗島）
、七、葉水木（無）、
八、林國維（無）、九、李文正（無）
一、余玲雅（泛美麗島）、二、楊金海（泛新潮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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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

屏東縣

花蓮縣

王金雄（泛美麗島）、四、王金雄（泛美麗島）、五、朱銅
樹（泛美麗島）
、六、朱銅樹（美麗島）
、七、趙健在（無）、
八、趙健在（無）、九、李清福（無）
一、周平德（泛美麗島）、二、許昆龍（泛美麗島）、三、
黃昭輝（泛新潮流）、四、林永堅（泛新潮流）、五、劉貞
祥（福利國）、六、劉俊雄（美麗島）、七、許仁圖（福利
國）
、八、鄭光峰（無）、九、趙文男（無）
一、邱連輝（泛美麗島）、二、蘇嘉全（泛新潮流）、三、
吳應文（泛新潮流）、四、鐘文中（無）、五、徐炳豐（無）、
六、戴鳳烈（美麗島）、七、戴鳳烈 （美麗島）、八、潘孟
安（無）、九、潘孟安（無）
一、施金樹（泛美麗島）、二、施金樹（泛美麗島）、三、
盧博基（泛新潮流）、四、蘇聰祥（泛美麗島）、五、蘇聰
祥（泛美麗島）、六、陳榮財（美麗島）、七、蘇聰祥（美
麗島）

台東縣

新竹縣

一、龔博育（泛新潮流）、二、張勝次（泛新潮流）、三、
張甲長（泛新潮流）、四、余文儀（泛新潮流）、五、黃茂
祥（無）、六、李順福（無）/吳羅茂（無）、七、陳志榮
（無）
、八、張甲長（無）
一、楊清治（泛美麗島）、二、張學舜（泛美麗島）、三、
林祺田（泛美麗島）、四、劉國海（泛美麗島）、五、劉國
海（泛美麗島）、六、溫明星（美麗島）、七、林為洲（美
麗島）

苗栗縣

台中縣

南投縣

嘉義縣

一、劉建勳（泛美麗島）、二、杜文卿（泛美麗島）、三、
杜文卿（泛美麗島）、四、周玉滿（泛美麗島）、五、杜文
卿（泛美麗島）、六、徐進榮（美麗島）、七、杜文卿（正
義）
、八、張瑞源（正義）、九、鄭淑敏（正義）
一、田再庭（泛新潮流）、二、楊嘉猷（泛美麗島）、三、
林豐喜（泛美麗島）、四、蔡百修（泛美麗島）、五、方昇
茂（泛新潮流）、六、方昇茂（新潮流）、七、劉文欽（舊
美麗島）
、八、劉文欽（舊美麗島）
一、林宗男（泛美麗島）、二、黃億源（泛美麗島）、三、
陳成林（泛美麗島）、四、蔡煌瑯（泛美麗島）、五、田明
昌（泛美麗島）、六、李陽輔（美麗島）、七、黃義芳（美
麗島）
、八、湯火聖（新世紀）、九、林永鴻（舊美麗島）
一、侯海熊（泛新潮流）、二、蔡啟芳（泛美麗島）、三、
黃永聰（泛新潮流）、四、黃禎祥（泛美麗島）、五、蘇慶
華（泛美麗島）、六、何金松（美麗島）、七、侯慶昌（美
麗島）

雲林縣

一、張豐吉（泛美麗島）、二、李江海（泛美麗島）、三、
林瑞卿（泛美麗島）、四、張邦彥（無）、五、許龍俊（獨
盟）
、六、王麗萍（美麗島）、七、林樹山（新潮流）
、八、
林樹山（新潮流）、九、王高興（舊美麗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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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

一、陳宏俊（無）、二、許麗音（無）、三、謝明璋（泛
新潮流）
、四、高植澎（泛新潮流）、五、陳光復（台獨聯
盟）

金門縣

一、翁明志（正義）、二、翁明志（正義）

資料來源：一、民進黨中央黨部組織部；黃德福， 民主進步黨與台灣地區政治民主化（台北：時
英出版社，初版修正，1992 年 7 月）
，頁 86。
二、人員派系屬性主要由前許信良特別助理劉坤鱧代為判斷。

第二節

黨務政策

政黨的組織特徵強調合議制與派系共治，不僅會直接影響到重要職務的分
配，通常也會在黨內衍生政策的競逐。以民進黨為例，從過去迄今，主要派系在
重大的政策上均有其基本立場，也衍生出相關理念的分歧及競爭。對此，筆者接
下來分別以台獨理念、中國政策、憲政體制與國會改造四個案作探討，藉以說明
派系在此重要黨務政策中的參與及競逐。
一、台灣獨立
回顧民進黨的台獨理念形成，最早可追溯自黨外時期。1982 年 9 月 28 日，
黨外人士共同發表「民主、團結、救中國」的共同主張，其第一條聲明：「台灣
的前途，應由台灣的一千八百萬人民共同決定。」，被視為是當時黨外宣告「自
決」理念的先聲。 33 1983 年 9 月 9 日，黨外編聯會通過「黨外編輯作家聯誼會章
程」
，在總則中提出「台灣之前途應由台灣全體住民共同決定」
，被新潮流人士視
為「自決原則」的勝利。34 而有些溫和的黨外人士則表示，之所以呼應此自決主
張，其目的就在於反對國民黨的「統一至上主義」。35
成為反對黨後，民進黨作為一個本土生成的政黨，不僅認識到數百年來外來
統治者壓迫的現實，也深知人民有當家做主的渴望，因此逐漸對台灣主權及前途
的議題著墨甚深。例如前民進黨主席許信良曾表示，該黨對整體社會發展有切身
的利害與感受，因此「台灣獨立」絕對是民進黨最重要的精神與信仰之一，而民
進黨也將是一個「台灣民族」（nationalism）政黨。36 在政治結構方面，當 1980
年代末期台灣政治體制的不合理問題（黨禁、報禁、萬年國會、海外黑名單等）

33

古淑芳，台灣黨外運動（1977-1986）－以黨外言論為中心之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
究所碩士論文，1998 年，頁 89。
34
邱義仁，
「
『自決』原則的勝利」
，生根，17 期（1983 年 9 月 25 日）
，頁 9。
35
何義麟、陳添力譯、若林正丈原著，轉形期的台灣－「脫內戰化的政治」
（台北：故鄉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初版，1989 年 12 月）
，頁 63。
36
許信良，跨世紀的反對黨－我的抉擇我的夢，社會大學系列講座 C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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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解決後，民進黨政治菁英也進一步選擇「統獨之爭」作為其下一階段的反對
議題以尋求發展；從此，台獨議題在 1990 年代的台灣政治場域中逐漸扮演重要
的角色，並成為社會大眾所共同關切的課題。37 如同 Chu 指出，民進黨在 1990
年代後所要反抗與挑戰的，乃是舊中華民國黨國體制所象徵的外來/內部殖民統
治色彩。不僅包括國民黨的政權正當性，也包括中華民國本身的正當性；38 而且
其目標更直接指向建立一主權獨立的「台灣共和國」。
民進黨政治菁英對於台獨議題的思考，除了政黨競爭面的考量外；不可否認
的是，其中還涉及派系之間的競爭。1987 年 6 月底，立法院在國民黨主導下三
讀通過國家安全法，其中第二條規定人民集會、結社不得主張分裂國土；8 月 30
日，許曹德與蔡有全在台灣政治受難者聯誼總會成立大會中主張將「台灣應該獨
立」列入章程草案，遭檢察官認定兩人涉嫌叛亂，而提起公訴。當時這兩項極為
敏感的政治案件，在民進黨內開始引發台獨意識的抬頭；39 以新潮流為主的政治
勢力不僅利用台獨議題作為政黨抗爭的主軸，40 也在黨內逐漸掀起「主權、自決」
與「民主」何者應優先採用的爭議（參見本文第六章第二節）。
當此議題在黨內發展到極致，就如同徐宗懋所觀察：即建立一個「台獨精神
法統」，在政治上的確有其必要性。因為它帶來信仰的力量，成為政治動員的有
利武器；而且在民進黨內若具有神主牌的地位，也容易成為黨內鬥爭上的法寶。
41

根據柳金財的研究發現，民進黨歷次有關台獨黨綱與決議文的發展過程中，
黨內最初對於「台灣問題」的解決方式其實並沒有階段性的計畫；然而，隨著黨

37

詳細的討論參見王甫昌，
「台灣反對運動的共識動員：1979 至 1989 年兩次挑戰高峰的比較」
，
台灣政治學刊，第 1 期（1996 年 7 月），頁 129-209；徐火炎，
「台灣的選舉與政治分歧結構：政
黨與民主化」
，陳明通、鄭永年主編，兩岸基層選舉與政治社會變遷（台北：月旦出版社股份有
限公司，初版，1998 年 2 月）
，頁 127-168；盛杏湲，
「統獨議題與台灣選民的投票行為：1990
年代的分析」
，選舉研究，第 9 卷第 1 期（2002 年 5 月）
，頁 41-75；盛杏湲、陳義彥，
「政治分
歧與政黨競爭：2001 年立法委員選舉的分析」
，台北：2001 年選舉與民主化調查研究研究學術研
討會，2002 年 10 月 19 日，頁 5-6。
38
Chu Yun-han, “Taiwan’s Unique Challenges,” in Larry Diamond and Mare F. Plattner, eds.,
Democracy in East Asia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134.
39
張忠棟，
「民進黨的內爭與反對黨問題」
，中國論壇，第 27 卷第 6 期（1988 年 12 月 25 日）
，
頁 15；陳芳明，
「民進黨沒有分裂的條件－論姚嘉文、張俊宏、林正杰的路線問題」
，在美麗島
的旗幟下（台北：前衛出版社，台灣版，1989 年 7 月）
，頁 269。
40
Cheng Tun-jen and Hsu Yung-ming, “Issue Structure, the DPP’s Factionalism and Party
Realignment,” in Tien Hung-mao, ed., Taiwan’s Electoral Politics ＆ Democratic Transition: Riding
the Third Way (New York: M.E. Sharpe, 1996), pp. 143-150; 顏萬進，在野時期民進黨大陸政策（台
北；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初版，2003 年 4 月）
，頁 79-80。
41
徐宗懋，務實的台灣人（台北：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第 1 版，1995 年 5 月）
，頁 95。
對於民進黨把台獨視為鬥爭工具，孫慶餘便指出其台獨理念已逐漸有「法西斯化」的傾向。孫慶
餘，民進黨現象（台北：日知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初版，1992 年 6 月）
，頁 235-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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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派系權力的競逐與互動，「自決」的概念意義亦隨之轉換，並促使台獨主張逐
步升級、深化與轉型。42 究竟派系在各階段台獨理念上有何分歧與競爭？最後妥
協主張又是為何？筆者以表 5-7 作扼要說明：
表 5-7 派系與民進黨各階段的台獨主張
派系參與
各階段的台獨主張（妥協後）
（一）康系、前進系、泛美麗島系與中 （一）「台灣住民自決論時期」：
間派系傾向住民自決論，而台灣
1986 年 11 月的自決黨綱，明定台
獨立只是其中選項之一。
灣前途應由台灣全體住民決定。
（二）泛新潮流系明白主張台灣獨立。
四一七決議文：
（二）「台灣主權獨立論時期」：
（一）泛美麗島系提出「四個如果」
；康 1. 1988 年 4 月 17 日的「四一七決議
系與中間派系亦提出替代案。
文」
，決議（ 1）為穩定台灣人民信心，
（二）泛新潮流系明白主張台灣獨立。
澄清台灣國際地位，本黨重申「台灣
國際主權獨立」，不屬於北京為首都
一○○七決議文：
之中華人民共和國。任何台灣國際地
（一）前進系反對宣示主權不及於中華
位之變更，必經台灣全體住民自決同
人民共和國；泛美麗島系主張將
意。
（2）如果國共片面和談；如果國
「主權」改為「事實主權」。
民黨出賣台灣人民利益；如果中共統
（二）泛新潮流系明白主張台灣獨立。
一台灣；如果國民黨不實施真正的民
主憲政，則本黨主張台灣獨立。
1990 年 10 月 7 日的「一○○七決議
文」
，決議重申黨綱自決原則及台灣
主權獨立，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政府之四一七決議文，並進一步確
認：我國事實主權不及於中國大陸
及外蒙古。我國未來憲政體制及內
政、外交政策，應建立在事實領土
範圍之上。
（三）「台灣獨立建國論時期」：
1991 年 10 月 13 日的公投台獨黨
綱，主張建立主權獨立自主的台灣
共和國。不過，基於國民主權原理，
建立主權獨立自主的台灣共和國及
制定新憲法的主張，應交由台灣全
體住民以公民投票方式選擇決定。
（四）「革新保台論時期」：
2.

公投台獨黨綱
（一）泛美麗島系支持泛新系所提將台
獨條款列入黨綱，惟加入公民投
票程序。
（二）泛新潮流系明白主張台灣獨立。

（一）美麗島、福利國、正義連線傾向
42

柳金財，
「民進黨關於台灣前途主張的歷史發展演變」
，中國事務，第 2 期（2002 年 10 月）
，
頁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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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實的台灣主權獨立論；新潮流 1.
後期亦是如此。
（二）獨派主張台灣獨立。

1995 年 9 月 15 日，主席施明德在美
國華盛頓所舉辦的「台灣防禦與安
全」研討會上公開表示「民進黨如
果執政，不必也不會宣布台灣獨
立」。

2. 1998 年 7 月 1 日，中常會發表對柯
江會談之聲明，主張「台灣為一已經
獨立的主權國家，此項事實有利於台
灣的生存與發展，…任何改變台灣獨
立現狀的要求，都必須經由台灣全體
住民以公民投票的方式加以認可。」
3. 1999 年 5 月 9 日，全國黨代表大會
通過的「台 灣 前 途 決 議 文」表達「台
灣主權獨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
隸屬，既是歷史事實，也是現實狀
態。這不但是台灣生存條件，也是發
展民主政治與創造經濟奇蹟的依
憑。…台灣，固然依目前憲法稱為中
華民國，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
屬，任何有關獨立現狀的變動，都必
須由台灣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的方
式決定。」43
4. 2001 年 10 月 20 日，民進黨全代會
通過修改黨章，將台灣前途決議文之
效力等同於台獨黨綱。對此，主席謝
長廷表示，這是民進黨對台獨黨綱新
的詮釋。今後若台獨黨綱與台灣前途
決議文發生牴觸，則新法優於舊法，
亦即台灣前途決議文優先適用於台
獨黨綱。44
資料來源：筆者彙整自吳俊德，民進黨統獨論述分析，私立東吳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年；葉欣怡，台獨論述與民進黨轉型，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年；柳金財，
「民進黨關於台灣前途主張的歷史發展演變」
，中國事務，第 2 期（2000
年 10 月）
，頁 98-114；
「民進黨台獨論述轉型與大陸政策調整」
，共黨問題研究，第

43

上述重要決議與聲明的詳細內容參見民主進步黨中國事務部編印，民主進步黨兩岸政策重要
文件彙編，2000 年。
44
楊憲村、徐博東，世紀交鋒－民進黨如何與共產黨打交道？（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初版，2002 年 5 月）
，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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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卷第 6 期（2000 年 6 月）
，頁 77-91；
「民進黨的台獨論述與大陸政策：過程、轉
型與發展」
，東亞季刊，第 31 卷第 2 期（2000 年春季）
，頁 101-130。

二、中國政策
與台獨理念密切相關的中國政策，同樣是派系理念競逐的焦點。在名稱的使
用上，究竟採用「大陸政策」、「中國大陸政策」或「中國政策」，早期民進黨內
曾有相當大的分歧。1987 年 10 月 13 日，民進黨中常會曾就議定本黨大陸政策
原則案進行討論，此舉引來新潮流的質疑，認為應將「大陸政策」改為「中國大
陸政策」。往後，民進黨於 1987 年、1989 年所通過的大陸政策皆稱為民進黨現
階段「中國大陸政策」
。1988 年 10 月 13 日立法院第一屆八十二會期第七次會議
中，民進黨籍立委許榮淑首次提出「大陸政策就是中國政策」及「中國政策的最
終解決，還是在於台灣問題的解決」的觀點，並公開倡議以「 一中一台重新定位
中國政策」。1992 年 10 月，民進黨開始將原稱的「中國大陸政策」改稱為「中
國政策」綱領，並在黨的正式政策中公開宣示以「一中一台」建構「中國政策」。
45

雖然此時美麗島派系許榮淑的觀點似乎與新潮流頗為一致，並成為黨內的政
策說法。但事實上，主流的美麗島觀點（張俊宏）仍以「大陸政策」視之，並逐
步發展出一套自己的論述。
張俊宏是早期美麗島派系的理論健將。在著作中他首先認知到中共是影響台
灣前途安危最迫切的一個因素，並體認到如果沒有能力用戰爭去克服，就必須用
互惠互利的和平途徑去積極爭取。其次，他也認為台灣與大陸之間有相生相輔、
相輔相成的優勢，因此應著手與大陸關係正常化，並藉此為台海兩岸共同市場、
南海共同市場、亞洲共同市場與太平洋共同市場奠定鞏固的基礎。至於更進一步
對於解決中國統一問題，張俊宏則提出「避開痛點，肯定對方，捨異求同，先做
生意」等具體作法。46
在新潮流部份，早在 1989 年 4 月，由於認知到國民黨政府雖然拋出「一國
兩府」及考慮「結束動員戡亂時期」的政策宣示，但仍曖昧不明、宣示後又回收，
並意圖維持在台灣的的獨裁專斷統治；因此開始明文指出台灣與大陸是「兩個不
同的國家」，並認為國民黨維繫獨裁統治的國會法統工具及其所同意的總統及內
閣都必須徹底改換。47
45

柳金財，大膽西進？戒急用忍 民進黨大陸政策剖析（台北：時英出版社，初版，1998 年 2 月）
，
頁 19。
46
張俊宏，
「大陸政策綱要」
，台灣的危機與轉機（台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第 1 版，1989
年 11 月）
，頁 15-17。
47
本社，
「一國兩府為表 獨裁專斷依舊」
，新潮流叢刊，第 5 期（1989 年 4 月 26 日）
，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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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代末期，台商赴大陸投資數量開始逐漸增加，新潮流對此經貿交流
現象也開始進行反思。在之後所提出的公開的論述中，除了以聳動的文字：「中
國是資本家的鴉片」、48 「只要有奶吃，共產黨也是娘－資本家的『唯利是圖』
主義」49 批判台商出走外，也試圖對中台經貿交流加以定位，而這種說法的代表
性人物是吳乃仁。
吳乃仁的論點並不像美麗島般樂觀，他相當明確的指出，由於中國不肯放棄
對台灣領土與主權的野心，為了避免因經貿關係的過度依賴而導致政治行動的自
由空間縮減，並確保台灣整體利益與安全，對於中國市場不能以「那是個廣大的
市場！」視之；而中國提供優惠的措施給台商，其實只是一張吸引人的「美麗羊
皮」，其居心與目的就是為加速「祖國的統一」。50
1990 年代後，兩岸經貿互動日益頻繁，相關的主權、投資、產業外移、三
通及接觸談判等議題更迫使朝野政黨、政治菁英必須嚴肅面對。1990 年 7 月，
國民黨首先開始草擬「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草案」，以作為兩岸交
流的規範基礎；對此，民進黨為求因應，黨內也陸續出現各種版本的兩岸關係關
係法草案。其中包括新潮流的「中國大陸關係法」、泛美麗島系陳水扁的「中華
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基礎條約」與前進系林正杰的「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
關係條例修正草案」（表 5-8）。
新潮流的「中國大陸關係法」，由該派系幹部和新國會研究室成員所共同研
擬，最大特點在於把台灣與中國界定為兩個平等且主權獨立的政治實體。其次，
則明白指出中國對台灣有侵略的野心與敵意，台灣必須小心提防，並且主張保有
抵抗權。第三，該法案承認台灣與中國的歷史糾葛，因此基於人道立場，允許兩
岸探親、通婚、繼承等關係。51 另外，在該派系人士的思考中，該法案更證明台
灣獨立運動者具有政策制定能力，並將台獨理念注入目前的法政秩序。52
泛美麗島系陳水扁的「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基礎條約」，則在 11 月

林濁水，
「摘調那頂多餘的『一國』帽子吧！兩國兩府，才是台灣前途的合理之路」
，新潮流叢刊，
第 5 期（1989 年 4 月 26 日）
，頁 4-7。
48
邱潔芳，
「中國是資本家的鴉片－王永慶第三度逃亡真相」
，新潮流評論，第 10 期（1990 年 3
月 1 日）
，頁 4-10。
49
邱潔芳，
「只要有奶吃 共產黨也是娘－資本家的『唯利是圖』主義」
，新潮流評論，第 10 期
（1990 年 3 月 1 日）
，頁 16-17。
50
吳乃仁，
「搶搭巴士的旅客請注意 本車開往統戰的目的地－中台經貿交流政策的省思」
，新
潮流評論，第 10 期（1990 年 3 月 1 日）
，頁 11-14。
51
邱銘輝，
「這個法案要管兩個『國家』的人民 新潮流研擬『中國關係法』
」
， 新新聞週刊，第
185 期（1990 年 9 月 24 日-9 月 30 日）
，頁 34。
52
周威佑，
「追求兩岸新秩序 台獨運動政策化 『中國大陸關係法的時空定位』
」
，新潮流評論，
第 16 期，未標明出版日期，頁 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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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日正式提出。該草案模仿自德國模式的基礎條約，是在「一個中國可以有兩
個不同國家」想法下，迴避統獨，本著「和平共存」原則，不侵犯彼此事實主權
與領土，以平等基礎創造雙方共同合作條件。53 至於前進系林正杰的「台灣地區
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修正草案」，係依據行政院法務部「台灣地區與大陸地
區人民關係條例草案」所做的修正案。其中規劃兩岸分別為「台灣地區」與「大
陸地區」，明訂台灣地區為台澎金馬、釣魚台之中華民國領土；而大陸地區則指
台灣與外蒙古以外的中華民國領土。據林正杰本人表示，該草案是「未打破政府
立場的最低度修正案」。54
表 5-8

1990 年下半年民進黨內各派系的兩岸關係法草案
新潮流
泛美麗島系：陳水扁

前進系：林正杰

中國大陸關係法 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 台灣地區與大陸地
共和國基礎條約
區人民關係條例修
正草案
一中一台
一中兩國
一個中國
（兩國兩府）
偏向獨立
迴避統獨
偏向統一

法案名稱

兩岸定位
統獨立場
法案適用類型

涉外民事法律適 兩德基礎條約
用法

台灣地區與大陸地
區人民關係條例

資料來源：筆者修改自陳益倫，民進黨派系發展之研究，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0 年，頁 118。

當時民進黨團僅有 20 位成員，但在兩岸關係法草案上卻已有 3 種版本，因
此意見的整合成為黨團當務之急。在協商過程中，參與者先以新潮流與陳水扁兩
草案為協商版本，並首先確定將基礎條約的精神融入中國關係法的原則，並將草
案定名為「台灣與中國大陸關係法」。之後，再增列林正杰所提修正案的五項條
文；至此，「三合一」的黨團版本才正式出爐。55
同時期，在 10 月初，國民黨也曾於總統府內成立國統會，並開始著手研擬
「國家統一綱領」。對此，民進黨除了抨擊其預設國家統一的前提與立場外，內
部派系對於是否要參與國統會也曾產生嚴重的爭議。56 以黃信介、許信良及張俊

53

游其昌，
「陳水扁提出兩岸基礎條約草案」
，聯合報，1990 年 11 月 16 日，第 2 版。
游其昌，
「林正杰主導 明確宣示主權」
，聯合報，1990 年 11 月 20 日，第 4 版。
55
林家群，
「兩岸關係三案合一，黨團同志皆大歡喜 民進黨團擬定『台灣與中國大陸關係法』
」
，
新新聞週刊，第 195 期（1990 年 12 月 3 日-12 月 9 日）
，頁 66-68。
56
柳金財，大膽西進？戒急用忍？民進黨大陸政策剖析，頁 413。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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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為首的美麗島認為民進黨絕不可以自外於兩岸事務；為發揮民進黨的影響力，
並監督政府的兩岸政策，傾向於只要有足夠名額且能依政黨比例就應參加。57 至
於新潮流則認為台獨已是政治現實；而國統會不僅無法律依據，其召開也只象徵
「統一符咒再度降臨」；因此，民間必須公然鄙棄。58
90 年代中期，美麗島派系的理論旗幟改由許信良接手，開始嘗試思考出更
務實、清楚的大陸政策圖像，而此時「大陸政策」一詞也已改為「中國政策」。
在許信良的視野中，他前瞻地觀察到，台灣下一世紀的主要課題是兩岸關係，而
且其中最重要的癥結便是彼此的經濟利益。59 1996 年總統大選前夕，許信良發表
新興民族一書，書中第十一章「新興台灣的對外經略」，堪稱是美系大陸政策與
理念的總結。
在此書中，透過對大陸實力與兩岸經貿往來的評估，許信良認定中國是「世
界最後、最大的一個市場」；而台灣產業在中國市場的投資，所造成的經貿依存
度不僅沒有想像中那麼大，而且台灣還可借投資進行產業結構轉型與調整。其
次，他也認為雖然在政治上，台灣必須面對中國政府意欲掌控的野心；在經濟上，
台灣資金持續流向中國，台商也被法治不彰、紀律敗壞的中國社會所環伺；但哪
裏有危險，哪裏也有著希望，「大膽西進中國」已經是一條不歸路。
既然西進不可避免，因此更需「遠略鴻圖」以確保利益。許信良認為未來台
灣在處理與周遭世界之關係的問題上，最大的戰略方針是達成與周遭國家在政治
上和平共存，在經濟上競爭、合作與互利，因此建立穩定而長期的大量經濟合作
關係，是當前台灣與中國建立明確之相互關係的首要戰略目標。至於在具體關係
建構上，兩岸關係應朝相緩和，並設法建立一安定的關係架構，使兩岸以摩擦最
小的姿態處於應有的位置上，而這種方式就是「政治、主權放兩旁，經貿擺中間」
。
60

1996 年底，當朝野準備召開國家發展會議之際；民進黨正式提出兩岸關係
議題的立場說明，表達將以台灣優先，安全第一為原則，以 WTO 架構建立兩岸
經貿關係，並在凝聚朝野共識的情形下，準備重啟兩岸對話與協商。61 此時若配

57

柳金財，大膽西進？戒急用忍？民進黨大陸政策剖析，頁 215-216。
林濁水，
「統一符咒再度降臨 中國結套牢國統會」
，新潮流評論，第 16 期（1990 年 8 月）
，
頁 4-6；社論，
「荒謬的國家統一綱領 尊重即是輕蔑」
，新潮流評論，第 16 期，未標明出版日
期，頁 1。
59
夏珍，許信良的政治世界（台北：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第 2 版，1999 年 9 月 3 日）
，
頁 166-167、173-178。
60
許信良，新興民族（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初版，1995 年 3 月 16 日）
，第 1 章、
第 11 章。
61
民主進步黨中國事務部編印，民主進步黨兩岸政策重要文件彙編，頁 53-55。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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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上述曾提到的台獨論述與國家定位，當時民進黨中國政策的體系結構主要可分
為二個層面：母結構以「一中一台」定位兩岸關係為國與國關係，62 潛藏的是「台
獨」主張（住民自決、事實上主權獨立）；子結構則以「事務性、功能性」的交
流主張為主要政策內容。63
1998 年 2 月 13 日至 15 日，民進黨為求整合黨內的中國政策共識，並回應
社會對其準執政黨角色的期待（1997 年年底地方縣市長選舉大勝）
，特別於台北
舉辦中國政策研討會。這場極為特殊的研討會，該黨人士及外界都有良好的評
價，除了展示黨內自由、開放的討論氣氛，也向人民說明該黨對中國政策的思考、
用心與負責。64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會議之前，即 1997 年縣市長選舉進行時，
許信良的「大膽西進」、「兩岸三通」論，已開始在黨內掀起不小的爭議。65
研討會的進行，主要由黨內各派系組成辯論隊伍，並形成甲、乙兩方（名單
如表 5-9）
。而會議在此刻意安排下，整場研討會便很容易被視為是派系之間的「中
國政策大辯論」。66 不過，當時黨內最具執政實力的台北市長陳水扁卻拒絕參與
辯論。因為他認為這場辯論旨在陳述各自意見，並不會表決，因此結論將回到原
點：公投自決黨綱，而這正是他原本的中國政策主張，亦是黨內多數人的共識與
意見。67

表 5-9
甲方

民進黨中國政策研討會各派系人員名單

美麗島：許信良、張俊宏、陳忠信、郭正亮、余玲雅、朱銅樹

62

謝淑媛，
「民主進步黨如何管理中國事務」
，中國大陸研究教學通訊，第 14 期（1997 年 6 月）
，
頁 17-20；Wang Te-yu, “One China, One Taiwan: An Analysis of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s
China Policy,” African and Asian Studies, Vol.35, No.1 (Feb. 2000), pp. 159-182.
63
柳金財，
「序」
，大膽西進？戒急用忍？民進黨大陸政策剖析。
64
林瑩秋，「民進黨從此有了中國政策？」
，商業周刊（1998 年 2 月 23 日）
，頁 28-31；石齊平，
「這是令人尊敬的一步」，商業周刊（1998 年 2 月 23 日）
，頁 32-34；梁文傑，
「中國政策研討會
民進黨發展重大分水嶺」
，中國時報，1998 年 2 月 19 日，第 11 版；楊開煌，
「期望大陸政策與
中國政策的大辯論」
，聯合報，1998 年 2 月 16 日，第 11 版。
65
夏珍，許信良的政治世界，頁 262；彭威晶，
「重大政策立場不同 新系不再支持許信良選黨
主席」
，聯合報，1997 年 12 月 12 日，第 2 版。
66
吳昭燮，
「評民進黨中國政策大辯論」
，中國大陸研究，第 41 卷第 2 期（1998 年 2 月）
，頁 1-2；
「大辯論 樹立和平溝通機制」
，中國時報，1998 年 2 月 16 日，第 11 版。
67
董智森，
「陳水扁：主席何不出來選」
，聯合報，1998 年 2 月 13 日，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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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奕斌、邱議瑩。
-----------------------------------------------------------------------------------------------乙方 正義連線：沈富雄、許陽明、吳俊明、陳耀昌、莊勝榮。
新潮流：邱義仁、林濁水、吳乃仁、洪奇昌、劉進興、簡錫 、
蔡明憲、蘇煥智、林哲夫、賴勁麟、周威佑、鍾佳濱。
福利國：謝長廷、姚嘉文、蔡同榮、尤清、尤宏、張俊雄、顏錦福
、劉一德、邱國昌、王銘源。
台獨聯盟：李應元（個人）。

資料來源：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中國事務部，民主進步黨中國政策研討會會議實錄（1998 年 3
月 10 日）
，頁 V。

這場中國政策研討會，其三大主要議題分別為：（一）後冷戰時期國際政治
新秩序對台、中關係的影響；
（二）台、中雙邊諮商與互動關係的策略規劃；
（三）
兩岸經貿關係發展與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WTO）的挑戰與因應對策。 68 各派系對
此相關論點參見表 5-10。若以之前所提到的中國政策母、子結構觀察，各派系在
研討會中的辯論內容，並未爭論及原屬於母結構的一中一台、台灣主權獨立層
次，69 而多集中在子結構的事務性、功能性交流主張。
表 5-10

民進黨各派系中國政策之比較：以 1998 年中國政策研討會為主

中國政策
派系

美麗島

新潮流

正義連線

意識型態

對國際局勢的

經貿

兩岸

兩岸中介及專

判斷
發展策略
政治談判
責機關
貿易自由 冷戰結束，是和 大膽西進。 主張以經貿 可設置非政治
主義。
解重於一切的
談判代替政 性專責機構，處
國際新秩序。
治談判；三 理經貿往來後
通談判。 所衍生的事務
性問題。
經濟民族 冷戰結束，是和 強本漸進。 主張成立論 視專責機構為
主義。
解與衝突並存
壇，就主權 一中介機構，非
的渾沌狀態
問題展開對 屬政府機構，但
話，並先從 必須接受國會
不涉及主權 監督。
的事務談判
開始。
經濟民族 冷戰結束，美國 （一）戒急 先談事務性 未提及，但主張

68

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中國事務部，民主進步黨中國政策研討會會議實錄（1998 年 3 月 10 日）
。
徐博東，
「1998 年民進黨活動綜評」
，全國台灣研究會主編，台灣一九九八（北京：九州圖書
出版社，第 1 版，1999 年 6 月）
，頁 59。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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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

福利國

台獨聯盟

主導的亞太政 用忍；
（二）議題或進行 在 WTO 下進行
策對台有利。 進取圖強。 對話，而主 協商。
權問題不可
退讓。
經濟民族 冷戰結束，美國 （一）經貿 先談事務性 現階段海協、海
主義。
主導的亞太政 先行；
（二）議題，主權 基兩會的功能
策對台有利。 戒急用忍。 議題則意見 可加強。
不一。
經濟民族 冷戰結束，美國 （一）戒急 國對國談 各自為國家機
主義。
主導的亞太政 用忍；
（二）判。
構。
策為兩手策
尋找新戰
略。
場。

資料來源：筆者彙整自黎寶文，民進黨大陸政策之研究 1986-2001：一個雙層賽局的觀點，國
立中正大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年，頁 100-109；聯合報，1999 年 2 月 13 日，第
3 版；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中國事務部，民主進步黨中國政策研討會與會代表書面意
見彙編，1998 年 2 月 13 日-15 日；會議實錄，1998 年 2 月 13 日-15 日；柳金財，
「淺
談民進黨內部的派系生態與大陸政策爭議」
，2001 年 5 月 10 日，自由解放論壇，
http://netcity5.web.hinet.net/UserData/lukacs/dpppolicy.htm；趙永茂主持，民進黨大陸
政策之研究，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委託專案研究報告（ 1999 年 6 月）
，頁 61-103；Chao
Chien-min, “One Step Forward, One Step Backward: Chen Shui-bian’s Mainland Polic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12, No.3 (Jan. 2002), pp. 132-133.

透過此研討會，各派系除了各自表達其中國政策外，也達成多項共識：
（一）
認同兩岸應談判，但不接受「一個中國」
；
（二）認為主權問題不應作為談判的標
的物，兩岸談判應是「政府對政府談判」；（三）談判議題應是「全方位」；（四）
兩岸經貿往來融合「強本漸進」與「大膽西進」主張，並進一步成為「強本西進」。
70

有學者認為這四項共識反映出濃厚的美麗島系色彩；而就某種程度上而言，美

麗島的觀點基本上也主導了此次民進黨的中國政策走向。71
雖然這四項共識最後並未成為民進黨的政策綱領，而僅定位為「參考文件」
、
不具拘束力的「共識」、「參考資料」；72 但卻也對其他政黨造成一定的壓力。部

70

徐博東，
「1998 年民進黨活動綜述」
，台灣 1998（北京：九州圖書出版社，第 1 版，1999 年 6
月），頁 58；柳金財，
「記民進黨中國政策研討會一周年－派系政治與政策爭論抉擇」，中國大陸
研究教學通訊，第 31 期（1999 年 3 月）
，頁 11-14。
71
孫升亮，
「民進黨大陸政策調整評析」
，台灣研究（1999 年第 3 期）
，頁 28。
72
柳金財，「記民進黨中國政策研討會一周年－派系政治與政策爭論抉擇」
，頁 11；朱天順，「民
進黨中國政策研討會評析」
，台灣研究集刊（1998 年第 3 期）
，頁 57；許鍾萍，
「1998 年台灣民
進黨主要活動述評」
，台灣研究（1999 年第 1 期）
，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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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新黨立法委員提出「一中兩國」的概念作為解決兩岸關係的架構，並醞釀舉行
內部辯論，但隨即內部卻陷入極大的紛爭之中。而國民黨內也有成員質疑現行兩
岸政策的決策方式，並要求舉行黨內大陸政策辯論；甚至該黨秘書長章孝嚴也被
迫表示民進黨所達成的政策共識，其實就是國民黨正在執行的政策。73
三、憲政體制
黨外時期，反對人士與學者對於憲政發展的思考主要分為兩派，即「體制內
改革」與「改革體制」。在具體主張上，體制內改革者主張「回歸憲政體制」，74
而改革體制者則認為應「改革現行臨時條款體制」
，使其合乎民主憲政的精神。75
必須指出的是，這兩派論點只是手段上的不同，因為這兩者的目的都指向徹底回
歸現行憲法，對於國家名稱與定位則尚無嚴重的分歧。76
民進黨成立後，隨著資深中央民代與臨時條款議題逐漸成為社會矚目的焦
點，其內部對於憲政發展也開始出現應進行「實質制憲」或「制憲只是手段」的
分歧，前者看法主要為新潮流派系，後者看法則為美麗島派系。1989 年 11 月，
新潮流正式提出「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77 該憲法草案除了指出原憲法國家機
關的設計有機制性缺陷、基本人權與國策不符合現今生活的現實外；78 最重要的
特點就是增加了建立新國家與台灣主權獨立的政治意涵，指出現行憲法是妨礙憲
政正常發展的弊端，且無法相應台灣為一獨立國家而發生其統治機制的功能。79
在中央政治體制上，新潮流力主「內閣制」，除了認為這符合世界絕大數國家的
民主政治潮流，也認為這是反對運動長期要追求的制度目標。對於黨內有人主張
藉總統直選可以比較快取得執政權，新潮流認為此「比較」的機會仍是微乎其微，
並認定「總統制」常是獨裁者的溫床。80
相對於新潮流的體制外制憲主張，美麗島的憲政思考就顯得較為務實，並
且清楚表達對執政的渴求。1991 年 5 月，民進黨秘書長張俊宏就有關憲政改革
問題接受日本記者訪問，在訪談中，其發言完整呈現了美麗島的派系主張。81 首

73

吳釗燮，
「評民進黨中國政策大辯論」
，頁 2。
胡佛，
「未來的安定繫於憲政」
，中國論壇，第 16 卷第 5 期（1983 年 6 月 10 日）
，頁 19。
75
張明雄，
「黨外運動的目的與路線」
，深耕雜誌，第 17 期（1982 年 9 月 10 日）
，頁 5。
76
姚嘉文，民主•自決•救台灣，頁 139；
77
完整條文參見「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
，新潮流叢刊，第 9 期（1989 年 11 月 20 日）
，頁 20-31。
78
新潮流，
「一個虛妄的中國 一部破敗的憲法」
，新潮流叢刊，第 9 期（1989 年 11 月 20 日）
，
頁 6-8。
79
新潮流，
「一個虛妄的中國 一部破敗的憲法」
，頁 7。
80
邱義仁、張正修，
「你是我唯一的愛 我們為什麼主張內閣制」
，新潮流評論，第 14 期（1990
年 7 月）
，頁 27-29。
81
張俊宏，
「制憲、直選與中道提昇」
，執政大道（台北：唐山出版社，初版，1991 年 11 月）
，
頁 47-61。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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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他坦言「制憲」或「制憲」是否可行，端視選舉是否能成功？因為選舉失敗
當然就要乖乖修憲；選舉成功，當然就制憲。其次，「制憲」或「修憲」主張也
必須比較何者能造就出民主結果，若「制」出一部比中華民國憲法更反動的憲法，
憑什麼要去「制」？而「修憲」如果能修得到比「制憲」更民主的話，「修憲」
亦無不可，這些種種問題都是對「制憲」或「修憲」主張最現實的考驗。其次，
張俊宏亦強調，「修憲」或「制憲」只是手段與過程，目標都必須指向「總統直
選」。因為「總統直選」不僅較易在人民中獲得共識；而且在美麗島的政治盤算
中，採用總統直選較容易開拓政黨輪替的機會，若靠國會改選取得過半數席次執
政，這途徑會比較困難。
在具體修憲方面，整個 1990 年代，台灣朝野斷斷續續進行了多達六次的修
憲，相當程度改變了原有的憲法制度。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修憲過程中，由於朝
野實力的消長與修憲高門檻的要求，國民黨根本不可能進行一黨修憲，因此使民
進黨各派系可以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並有相當程度的參與空間。
1990 年 6 月 6 日，民進黨政策研究中心經過近三個月的研擬與討論，提出
了類似憲法草案的「民主大憲章」，82 並於 6 月 20 日經中常會通過，希望藉即將
召開的「國是會議」加以推動。民進黨中常會此時通過黨版憲法草案，雖然象徵
著黨對憲政改革有一致的意見；但面對是否要參加 6 月 28 日舉辦的國是會議，
黨內馬上又出現不同的聲音，其中美麗島派系力主應積極參與，而新潮流派系則
對國是會議持否定的態度。
1990 年 6 月 28 日，國是會議在社會的高度期待下召開，此會議一方面是李
登輝總統回應 3 月以來學運團體及反對黨的改革要求，另一方面也是李總統本人
在接受資深國大選出之後，急欲藉此具民意的會議強化自身權力正當性。83 在定
位上，國是會議是整個 1990 年代修憲運動的首次會議，是民進黨第一次可以政
黨的位階與國民黨平起平作討論憲政事宜，更是朝野互動關係從對抗進入協商的
重要轉捩點。84
對於這項李登輝主政以來的朝野盛事，民進黨內部對於參加與否各有不同的
評估。況且，在 5 月 2 日李登輝總統提名軍人背景出身的郝柏村出任行政院長後，
民進黨內部派系對國是會議的態度更是分歧：新潮流以「軍人干政為由」，要求
82

民進黨中央黨部編印，民主大憲章實錄（台北：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1991 年 11 月 10 日出
版）
。
83
李炳南，憲政改革與國是會議（台北：永然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2 年 4 月出版）
，頁
34。
84
倪炎元，東亞威權政體之轉型－比較台灣與南韓的民主化歷程（台北：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
公司，1 版，1995 年 11 月）
，頁 291；John Higley, Huang Tong-yi and Lin Tse-min, “Elite Settlements
in Taiwa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9, No.2 (Feb. 1998), pp. 151-154.
146

民進黨退出國是會議，而美麗島則仍主張應繼續參與。雖然民進黨最後仍以 17
名代表的規模與會，但此一議題在民進黨黨內已演變成意見的嚴重對立，甚至造
成分裂的危機。85
在美麗島的考量中，國是會議的召開正代表改革的收成，也是人民深切所期
待，而民進黨作為長期的耕耘與努力者，當然沒有理由缺席。其次，李登輝在黨
內的領導權仍未確立，反對黨若決心支持改革，就端視其是否參加國是會議，以
抗拒國民黨的保守勢力。對此，該派系領導菁英許信良更直接表示，「民進黨長
期以來要求的民主改革，到現在還未完成；為儘速完成此項大目標，民進黨不惜
與任何人合作，甚至和李登輝成為盟友。」86
新潮流方面，該派系對此朝野大戲的態度，就顯得戒慎恐懼與排斥。首先，
新潮流定位「國是會議」是國民黨主流派用以鏟除非主流派的屠刀，而且警惕到
當民進黨參與此國民黨鬥爭大會時，必須注意迎面而來的李登輝是另一個撒旦，
而非天使。87 其次，該派系也認為國是會議承載了社會對「憲政改革」的高度期
待；然而此會議的正當性不從人民中取得，卻由總統府出面召集，只彰顯國民黨
只想開一黨獨大與權力重分配的遊戲，然後把民進黨找來當廁所花瓶的「誠意」
。
88

1995 年 3 月，許信良出版新興民族一書。在憲政改革方面，基於總統直選
的現實需要與內閣制的運作習慣，他建議台灣應借鏡「法國第五共和」，儘可能
以現實主義的態度著手調整國會、行政院、總統之間不平衡的權力關係，以創造
「半總統制」這一可能的體制形態－即總統由人民普選產生，同時擁有一定的實
質權力，包括統帥權、公民複決提議權、一定條件下的國會解散權，可以不經國
會同意任命政府，使其決定並執行國家政策，並對國會負責。89 值得注意的是，
許信良這種半總統制的立論，已逐漸影響未來台灣的憲政體制選擇。
在接下來所進行的修憲個案中，最受矚目的一次可以 1997 年的第四次修憲
為代表，因為一方面此次修憲主要涉及取消立法院的閣揆同意權及凍省等重要事
宜，對我國憲法體制有根本性的影響；另一方面，此修憲過程為朝野政黨共同參

85

倪炎元，東亞威權政體之轉型－比較台灣與南韓的民主化歷程，頁 293。
夏珍，許信良的政治世界，頁 167-171。
87
邱義仁、林滴娟，
「統治者很誠意的召集了一場遊戲－反對者該怎麼定位國是會議」
，新潮流
評論，第 12 期（1990 年 5 月 1 日）
，頁 4-7；林濁水，
「天涯何處無戰場 何苦單戀國是會－我
們對國是會議的態度」
，新潮流評論，第 13 期（1990 年 6 月）
，頁 8-13。
88
林濁水，
「這樣的國是會議，非掀桌不可！」
，新潮流評論，第 11 期（1990 年 4 月 1 日）
，頁
16-19；林濁水，
「國是砲聲隆隆 制憲胎死腹中」
，新潮流評論，第 14 期（1990 年 7 月）
，頁 10-16。
89
許信良，新興民族，頁 268-280。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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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90 國民黨並無單獨主導能力（國民黨籍代表只有 183 席次，達不到修憲法定
人數 233 席）；而民進黨各派系在此修憲中也爆發應採納雙首長制或總統制之
爭。就後者而言，事實上若將此理念之爭放在現實的政治脈絡中觀察，即隱含著
在 1994 年北高市長選舉、1995 年立委選舉、1996 首任總統民選、1997 年香港
回歸的情況下，各派系對未來政治情勢的不同判斷，並反映出各自發展策略的考
量。
1996 年 12 月底召開的國家發展會議，是 1997 年第四次修憲的「會前會」。
在會中，國民黨與民進黨就未來憲政體制達成共識，包括（一）總統任命行政院
長，不需立法院同意；總統有權解散立法院並重新選舉；立法院有權對行政院長
提不信任案，行使倒閣權。（二）總統已由公民直選產生，且擁有一定實權；而
行政院長仍為國家最高行政首長，不是總統的幕僚長。（三）確立未來國會將以
立法院為中心，國民大會與監察院將隨著選舉方式或職權調整，而逐漸無形化，
因此被視為具有法國第五共和憲政制度的若干特質。91 不過，在民進黨方面，此
種由美麗島與新潮流偏好的雙首長制在黨內立刻引起不同的爭議，例如有人籌組
總統制聯盟，質疑與國民黨妥協的必要性。92 其次，正義連線沈富雄批判民進黨
失去反對黨的角色，自願拿「一套西裝」
（立法院的閣揆同意權）換「四條內褲」
（立法院的倒閣權、審計權、調閱及聽證四權）；93 陳水扁認為該憲政共識是妥
協下產物，所謂「改良混合制」，將成為「混亂制」。94 另外，福利國立委則指責
黨中央忽視黨籍民意代表的意見，而國發會的共識也將會使立法院成為總統的
「立法局」。95 至此，民進黨內的第四次修憲作業開始有了派系競爭的氣氛。
1997 年 5 月，各政黨開始就修憲草案進行協商。6 月初，民進黨內就修憲案
開始形成兩派意見，以黨中央許信良主席為首的雙首長制派持續與國民黨合作，
而主張總統制者，以黨內在野派陳水扁、謝長廷主張最力。96 另外，林義雄等人
則批判主張雙首長制者將使民進黨成為李登輝前鋒，因此將發動罷免黨主席；而
90

詳細討論參見李炳南、曾建元，
「第四次修憲之研究－政黨過程與制度後果」
（上）
，立法院院
聞，第 26 卷第 6 期（1998 年 6 月）
，頁 30-49；
「第四次修憲之研究－政黨過程與制度後果」
（下）
，
立法院院聞，第 26 卷第 7 期（1998 年 7 月）
，頁 16-34；
「第四次修憲重大議題的政治邏輯與法
理分析」
，憲政時代，第 24 卷第 2 期（1998 年 10 月）
，頁 1-45。
91
游盈隆，
「民主鞏固與台灣憲政體制的選擇」
，游盈隆主編，民主鞏固或崩潰－台灣二十一世
紀的挑戰（台北：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初版，1997 年 10 月）
，頁 69。
92
周永鴻，民進黨與第四次修憲－制度設計談判中的偏好形成與策略選擇，國立台灣大學政治
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年，頁 43-44。
93
張宗智，
「沈富雄：換掉同意權立院虧大了」
，聯合報，1996 年 12 月 29 日，第 2 版。
94
董智森，
「陳水扁：五權或三權體制」
，聯合報，1996 年 12 月 29 日，第 4 版。
95
張宗智，
「民進黨福利國立委轟中央」
，聯合報，1996 年 12 月 31 日，第 2 版。
96
陳新民主撰，1990 年-2000 年台灣修憲記實－十年憲政發展之見證（台北：學林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第 1 版，2002 年 2 月）
，頁 161-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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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菊蘭也同時揚言將「另立黨中央」。97
有關民進黨各派系在 1997 年修憲中的思考及參與，筆者以表 5-11 做具體說
明。其次，表 5-12 則為主張雙首長制與主張總統制的派系所提出之修憲版本，
分別為當時提案第一○七號與第一○八號。
如前所述，當民進黨集中全力在與其他政黨競逐修憲利益時，黨內卻已因派
系之爭而產生兩個修憲版本的奇特現象。因此，當時外界常質疑：「到底哪個版
本代表民進黨？」98 此外，若從 7 月 18 日修憲後的條文觀察，包括：總統任命
行政院長，不需經立法院同意；總統於必要時得解散立法院，而行政院長亦得咨
請總統解散立法院，但須有必要之規範與限制；立法院得對行政院提出不信任案
等，很明顯的其精神主要偏向美麗島及新潮流所主張的雙首長制，而這也意謂著
該派系在黨內修憲議題的主導占了上風。不過，弔詭的是，最後在此制度中獲得
最大利益者，竟是正義連線的陳水扁。
表 5-11 民進黨各派系對 1997 年修憲的思考及所採策略
派系
美麗島
（黨內執政派）

新潮流
（黨內執政派）

正義連線
（黨內在野派）

福利國
（黨內在野派）

97
98

對政治環境的認知及判斷
總統應有一定實權，惟民
進黨在總統選舉中較無勝
算。
李登輝無法整合國民黨，
進行立法院整合亦有困
難。
民進黨必須與國民黨聯
合。
民進黨在立法院取得過半
數席次有困難。
現實環境需要一個實權總
統。
依據台北市長勝選經驗判
斷可以贏得總統選舉。
許信良想完成個人功業。
李登輝有能力整合國民
黨。
依據第一次總統大選經
驗，反對聯合路線。
李登輝有能力整合國民

修憲方向的思考
所採策略
雙 首 長 制：總統可自 全力配合李登輝。
行任命行政院長，
無須立法院同意。

雙 首 長 制：提供兩次 部份配合李登輝。
取得挑戰的機會。

總統制與相對多數 與李登輝議價。
決制有利於一次執
政，贏者全拿。

採用總 總 制，一次執 與李登輝議價。
政。

陳新民主撰，1990 年-2000 年台灣修憲記實－十年憲政發展之見證，頁 149。
郭正亮，民進黨轉型之痛，頁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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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
資料來源：筆者修改自周永鴻，民進黨與第四次修憲－制度設計談判中的偏好形成與策略選擇，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年，頁 22。

表 5-12

民進黨內雙首長制與總統制修憲版本之差異

總統與行政院

立法院

雙首長制修憲版本

總統制修憲版本

（修憲提案第一○七號）

（修憲提案第一○八號）

主要差異

（ 美 麗 島 、 新 潮 流 ）（正義、福利國）
1. 總統任命行政 1. 總統為國家最 在總統制版本中，
院長，並依行政
高行政首長。 總統既是國家元
院長提出辭職 2. 總統任命各部 首，又是最高行政
而免除其職務。
會首長，立法院 首長。其次亦切割
2. 總統為決定國
得以出席委員 行政與立法權之間
防、外交及大陸
五分之三決
的連結，沒有相關
政策等有關國
議，否決總統之 倒閣與解散國會的
家安全大政方
任命。
制度設計。
針，得設國家安 3. 行政院設行政
全會議。
會議，由各部會
3. 立法院若通過
首長及總統指
對行政院長的
定人員組織
不信任案，總統
之，由總統主
經諮詢立法院
持。
長後，得宣告解
散立法院。
立法院可以對行政
總統制版本無此設
院長提出不信任
計。
案。

資料來源：筆者修改自周永鴻，民進黨與第四次修憲－制度設計談判中的偏好形成與策略選擇，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年，頁 79。

四、國會改造
從 1992 年立法院開始進行全面改選，迄今已有十餘年的時間。這期間，雖
然代議政治的功能得以藉由立法院運作加以發揮；但不可否認的是，國會選舉時
的黑金橫行，會期中議事的弊端與效率低落，也早已被人民所嚴重垢病。
1995 年 12 月初，當時行政院長連戰首度釋出「單一選舉制」及「兩票制」
的改革談話。對此，民進黨中常會表示歡迎的態度，並希望國民黨信守承諾，堅

150

持此一制度改革，使國會脫離黑金政治，走向正常民主體制。99 不過，個別立委
如周伯倫、顏錦福則擔心國民黨藉此壟斷選區的劃分權，並表示台灣現有選區若
再劃分為眾多小選區，反而容易助長黑金及地方派系運作。100
在 1996 年 12 月底召開的國家發展會議中，朝野政黨也曾達成中央民意代表
選舉制度採單一選區制與比例代表制二者混合的兩票制共識；但可惜的是，此共
識在最後修憲過程中未被落實。2001 年立法院大選前夕，民進黨特別提出「立
委席次合理減少」
、採「單一選區兩票制」等國會改造的選舉訴求。2002 年 5 月，
民進黨立法院黨團為精簡國會席次，健全國會選舉制度，並提升國會問政品質，
特以黨團三長的名義提出「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其中
明定國會改造方向應朝單一選區兩票制規劃，立法院立法委員自第六屆起為 150
人（直轄市、縣市 84 人，每縣市至少 1 人；原住民 6 人；全國不分區 60 人），
任期 4 年。101 8 月，民進黨中常會正式討論國會改造議題，主席陳水扁指示立法
院黨團成員從第二會期開始，以一年為期，應積極推動並完成相關的修憲和立法
工作。其次，為加強推動國會改造，中常會也決議成立「憲政改革推動小組」，
召集人為黨祕書長張俊雄，成員包括中常委蘇貞昌、柯建銘、立院黨團「國會改
革憲政推動」小組召集人尤清、立院黨團幹事長王拓、副秘書長游盈隆及李進勇、
政策會執行長林濁水、文宣部主任羅文嘉，並由政策會負責相關幕僚作業。102
雖然此時表面上民進黨的國會改造工程已準備妥當，正蓄勢待發；但事實
上，其背後卻是早已經歷過黨內派系的角力過程。2002 年 4 月，民進黨立法院
黨團及中央政策會特別於立法院召開「改造國會、推動憲政」公聽會，就各派系
領導菁英的國會改造版本進行討論（表 5-13）；會議過後，立法院黨團才由三長
領銜提出國會改造版本。
綜觀各版本，各派系在立委總數（各項席次）、任期、選舉制度上的確都有
不同的主張。不過，由於執政後派系之間的對立已轉趨和緩；因此在國會改造議
題上，各派系在決策過程中僅止於相關版本的表達，而並無嚴重的紛爭。

99

陳素玲，
「民進黨歡迎改革」
，聯合報，1995 年 12 月 7 日，第 3 版。
尹乃馨，
「單一選區怎麼分 立委表態論利弊」
，聯合報，1995 年 12 月 9 日，第 4 版。
101
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院總字第一六○七號 委員提案第四二八六號。
102
此小組成員的安排亦落實派系共治原則。民主進步黨第十屆第三次中常會新聞稿，2002 年 8
月 13 日，http://www.dpp.org.tw；何榮幸、陳嘉宏，「民進黨預定一年內通過國會改革修憲案」
，
中國時報，2002 年 8 月 14 日，第 4 版。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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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3
項目

民進黨各派系國會改造（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版本對照表
王幸男版 陳其邁版 高志鵬版 郭正亮版 陳忠信版 林豐喜版 趙永清版（ 中間派系 ）
(台獨聯盟 ) (正義連線 ） (正義連線 ） (正義連線 ） (新 動 力 ） (新動力)

立委總數
區域
原住民
僑居國外
不分區

120
60
4
4
52
4

120
68
4
0
48
4

149
86
4
0
59
4

第 五 屆 至 第六屆至 第五屆至

160
80
4
4
72

200
102
8
0
90

146
96
4
0
46

4

第六屆

第七屆

164
120
8
6
30

128
80
8
0
40

4

張學舜、卓榮泰 林濁水版
版（ 正 義 、 福 利 國 ）（ 新 潮 流 ）

113
85
4
4
20

200
102
8
0
90

4

任期（年）

93 年 5 月 97 年 5 月 93 年 5 月
19 日

31 日

區 域 ： 單 區域：單
一 選 區一 選 區

選舉制度

（60 個選 （ 68 個
區）

自由地區
原住民 4
名，另定
法律選舉
之

19 日
區域：維
持限制

選區）

平地與山
地原住民
各2名

區域：單 區域：單
一 選 區一 選 區
（80 個選 （102 個
區）

自由地區 平地及山
原住民 4 地原住民
名

各 2 名，
另定法律

區域：維 區域：維 區域：單一
持限制

持限制

個選區）

選區）

平地及山
地原住民
各4名

選 區 （80

自由地區
原住民 4
名

選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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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現制

區域：單
一選區
（102 個
選區）

平地及山 平 地 及 山

平地及山

地原住民 地 原 住 民

地原住民

各4名

各4名

各4名

政黨比例

政黨比例

代表：全

代表：全

國分五個

國分五個

選舉區，

選舉區，

每一選區

每一選區

選 出 18

選 出 18

人，採政

人，採政

僑居國外

僑 居 國 外 不分區：選 不分區： 僑居國外 黨比例代 不分區：選
不分區：依
及 不 分
及 不 分
維 持 現 及 不 分 表選出之
政黨得票
政黨，依比
政黨，依比 區：選政
區：選政
制，採政 區：採政 政黨得提
比例產生
例產生
例產生
黨或政治
黨，依比
黨比例方 黨比例方 名同一人
之，選舉人
團體，依
例產生
式選之
式選出
為政黨比
由政黨或
比例產生
例代表及
政治團體
之
單一選區
推薦名單

黨比例代
表選出之
政黨得提
名同一人
為政黨比
例代表及
單一選區

之候選人

中圈選一

之候選人

比例代表

至若干人

比例代表

名單應註

名單應註

明優先順

明優先順

位

位

資料來源：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中央政策會主辦，
『改造國會 推動憲政』公聽會會議資料（2002
年 4 月 22 日）
，立法院第 12 會議室；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院總字第 1607 號，委員提案第
4040 號。

小結
在高度的派系化政黨中，派系政治通常是分配高層黨職、政策的主要機制。透過
本章的探討得知，民進黨的高層黨職、政策也是派系之間高度競爭職務，沒有派系的
政治菁英在此根本沒有發展空間。值得注意的是，民進黨內意識型態容忍開放、權力
機構分立制衡、黨職選舉方式、成文或不成文的決策機制與職務安排，諸如「合議制」
、
「派系共治」，更刻意助長黨內派系政治的實質運作。相對於國內其它政黨的威權性
質（例如遷台後的國民黨），民進黨內部之所以產生派系政治，其組織結構特徵是主
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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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派系與政黨發展策略

歷經二十餘年的黨外、在野抗爭，民進黨終於在 2000 年 5 月正式成為執政
黨。回顧這二十餘年的風雨歲月，該黨菁英、群眾為推動台灣地區的政治民主化，
並尋求政黨適當的發展策略，不僅曾徘徊在街頭與議會之間，也時常掙扎於極端
與務實手段的選擇。而不可否認的是，民進黨人為此已付出可觀的政治代價。1
任何形式的政治體制，不可避免地都會面對反對運動的存在與挑戰，差異只
在於該體制所面對的態度。基本而言，以常見的極權、民主與威權政體為例，其
中獨裁政體為一高度權力集中的體制，並不允許反對勢力的存在；而民主政體視
多元政治為常態，因此其內部反對勢力多具有合法的地位與權利，被視為「忠誠
反對」或「憲法反對」（loyal or constitutional opposition）。至於威權政體，其對
反對勢力的態度則徘徊於集權與民主政體之間，有壓制也有容忍；而反對勢力在
此情境下通常有所謂「體制內反對」和「體制外反對」
（opponents within and outside
the system）兩種形式，其表現方式可能為政黨、宗教團體、雜誌、研究團體或
社會團體等。2
其次，反對運動為達成其目標，有何種具體類型的策略可資運用？另外，影
響反對運動策略選擇的因素又有哪些？也有必要先進行相關理論的檢視。
Dahl 在 1966 年發表的 “Patterns of Opposition”一文中，曾歸納出反對黨的六
種主要策略：一、在選舉中尋求足夠選票，並在議會中贏得多數席次以組成政府，
例如英國的兩黨制國家。二、當反對黨在選票與國會席次上仍不能獲得多數時，
將集中於進入聯合政府以獲得議價實力，例如比利時、法國、義大利與荷蘭等多
黨制（兩黨制以上）國家。三、除了上述聯合內閣，反對黨也會參與一些能從事
重要決策的「準官方協商的大型組織」（quasi-official bargaining among giant
associations）以追求其目標，此通常存在於多黨、「民主統合主義」（democratic
corporatism）的高度發展結構中，例如挪威、瑞典等國家。四、反對黨尋求公共
支持與贏得選舉固然重要；但此兩者有時並不充分，因為仍存在著其他重要的決
策場合。例如壓力團體活動、黨內協商、立法程序、司法決策、聯邦與地方層次

1

在極端手段方面，黨內曾有人為此受傷、流血、自焚及入獄服刑；在務實手段方面，黨內也為
此紛爭不斷，更有人因此出走或另組其他政黨。
2
趙建民，威權政治（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初版，1994 年 12 月）
，頁 136-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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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獲勝選舉、相關聯合等，此可以美國、西德為代表。五、當國家面臨內部
危機、顛覆、戰爭時，朝野將會視國家生存為首要之務，並組織更廣泛的聯合政
府以應付危機。此時，反對黨在社會共識的要求下，也會進入此聯合政府中，例
如兩次世界大戰中的英國政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瑞典政黨、戰後階段的義大
利政黨。六、有些政黨的目標是為摧毀政治體制與憲政制度，因此採取革命策略
以獲取政權，例如威瑪德國時期的納粹黨與世界各國的共產黨。3
至於影響反對運動策略選擇的因素，Dahl 更進一步提出以下較完整的論點。
Dahl 認為，反對策略之選擇，主要受到三項因素之影響（圖 6-1）。
圖 6-1

影響反對策略選擇之因素：Dahl 的觀點
目標

競爭場所之選擇：
選舉、議會、聯合
政府、官方與準官
系統特徵：
1.

集中性

2.

競爭性

3.

可辨識性

4.

競爭場所決定性

策略之選擇

方組織、街頭

資料來源：Robert A. Dahl, “Patterns of Oppositions,” in Robert A. Dahl ed., Political
Oppositions in Western Democrac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6), p.
347.

一、反對者「目標」（goals）：包括政府人事、政府特定政策、政治制度的
結構、社會經濟結構的改變。二、反對者「系統特徵」（system characteristics）：
包括其「集中性」（concentration）、「競爭性」（competitiveness）、「區別性」
（distinctiveness）與「競爭場所決定性」
（decisiveness of sites）
。所謂集中性，係
3

Robert A. Dahl, “Patterns of Oppositions,” in Robert A. Dahl ed., Political Oppositions in Western
Democrac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6), pp. 344-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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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反對運動集中於單一組織內的程度；競爭性指其在選舉與國會中與其他政黨的
競爭能力比較；區別性涉及其能否被明顯區分與認定；而競爭場所的決定性則是
指各種政治競爭場所之間的相對重要性。三、反對者「競爭場所之選擇」
（choice
of sites）：指介於反對者與政府之間的場合，包括選舉、議會、聯合政府、官方
與準官方組織、街頭等。4
1980 年代中期，源自於對「威權政體轉型」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的關注，學術界再度重視反對黨的策略運用。根據學者研究發現，在政治轉型的
過程中，朝野政治菁英的策略選擇與互動將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其重要性更甚
於傳統的歷史、社會經濟結構因素及政治文化基礎。5 1991 年，Huntington 發表
The Third Wave：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st twentieth Century 一書，在這本重要
的政治民主化研究著作中，他更強調民主化的進程來自於國內的反對團體與執政
團體的聯合行動、談判及妥協；尤其是民主化過程中的「移轉」
（transplacement）
類型，更是由反對派和政府採取聯合行動而實現。6
對於任何從事政治運動的政黨而言，適當的發展策略一直是其必須面對的重
要課題；因為適當的策略可以可以減少阻力，並結合或轉化各種可能的團體和資
源，使政黨獲得最大的發展。7 同樣的情況，民進黨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不僅
曾嘗試過上述多種策略類型，而派系也在相關策略選擇中競逐激烈。誠如 Linz
所指出，在威權體制下，反對勢力的內部派系對於發展策略通常會有菁英認同、
態度上的歧異與不同的政策偏好。8
本章探討各時期，派系與民進黨發展策略的關連。對此，筆者以下列各個主
題作探討，並特別偏重於理念之辯證與分析。
第一節

從黨外到組黨

一、群眾路線與議會路線

杯葛與協商

群眾路線與議會路線
4

Robert A. Dahl, “Patterns of Oppositions,” pp. 332-347.
Guillermo O’Donnell and Philippe C. Schmitter,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3-5.
6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st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1), pp. 151-161.此外，另兩種類型分別為執政菁英帶頭實現的民
主：
「變革」
（transformation）與反對菁英帶頭推動完成的民主：
「置換」
（replacement）
。
7
林怡君，民進黨反對運動路線爭議之研究，國立台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 年，
頁 1。
8
Juan J. Linz, “Opposition in and under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The Case of Spain,” in Robert A.
Dahl, ed., Regime and Oppos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 193-19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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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眾路線」與「議會路線」，堪稱是民進黨內爭議最久的路線之爭。從黨
外至反對黨初期，這兩條路線不僅是派系關切的核心議題，而且影響到相關反對
策略的思考與辯論。
之所以會有群眾路線與議會路線之爭，主要是涉及在不同時空環境下，各派
系領導菁英對黨自身實力與發展的評估。黨外時期，群眾路線與議會路線的主軸
首先環繞在美麗島雜誌與康寧祥的八十年代雜誌；接著 1979 年 12 月高雄事件爆
發後，這兩條路線就衍生成為編聯會與康寧祥之間的理念分歧。
黨外時期第一波的群眾路線與議會路線之爭，筆者在本文第三章第一節中已
有詳細說明，在此不再贅述。第二波路線之爭時期，雖然當時黨外經歷了高雄事
件的慘烈代價，溫和路線再度抬頭，實質領袖以康寧祥為首；但群眾路線的旗幟
也已由黨外新生代接手。尤其是編聯會與後來創刊的新潮流叢刊，又再度提及群
眾運動對黨外發展的重要性。
整體而言，康寧祥當時雖曾表示從事黨外民主運動，必須兼顧群眾路線與議
會政治；但是，他同時卻也對群眾運動的發展感到憂心。因為群眾運動具有高度
危險性；尤其在新興發展國家中，群眾運動經常一發不可收拾，最後演變為暴動，
從而出現軍事獨裁，使辛苦栽培的民主根苗被徹底摧毀。9
至於新潮流，其創刊時的發刊詞「重建新的反對事業」，則明白表達了黨外
新生代反對公職掛帥，主張掃除山頭主義的理念；並認為公職路線正是美麗島事
件之後，台灣民主運動發展的偏頗路線。在具體理由方面，他們認為（一）國民
黨是無所不在的政權，僅僅透過選舉活動，專走議會路線，勢必曠日持久，徒勞
無功；而且議會根本而言不是現今台灣政治運作的重心，在議會路線上也絕難觸
及政治問題的癥結，更會助長了國民黨萎異「法統」的合法性。（二）以選舉公
職為唯一主導力量的反對運動，頂多只是造就了一批極易妥協、軟化、放棄理想
的菁英分子，不僅容易誤導了整個運動的方向，這也是民主運動的墮落。（三）
唯恐山頭主義瓜分了黨外原本就極其有限的政治資源，更擔憂公職掛帥阻擾了眾
多仁人志士的獻身之路；如果不解決問題，黨外運動就無法拓展開放多元的途
徑，並進行深入普遍的社會動員工作。10
創黨後，兩種政治路線伴隨著領導權之爭，曾在黨內陸續引起激烈的對立。
對此，陳芳明認為民進黨原本就是一種「聯合陣線」的結合，其中美麗島路線（議
會路線）可以促進短期政治運動的衝力，而新潮流路線（群眾路線）則有助於長

9

康寧祥，
「跨越『路線之爭』的迷巷」
，危機與希望（台北：八十年代出版社，初版，1983 年
11 月）
，頁 146-148。
10
參見附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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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政治運動的發展，兩者均不可偏廢。不過，他站在健全民主運動與對抗統治者
的立場上，仍希望兩種路線能「少一點鬥爭，多一些團結」。11
除了上述說法，黨內也逐漸出現較為嶄新的論點。例如第二任黨主席姚嘉文
便表示，在考量該黨實力相對於國民黨而言仍處於微弱的情況下，民進黨的政治
路線必須以「一個黨為樞紐，並靈活地交叉選用議會鬥爭與街頭群運，才有利於
反對運動的發展」，12而新潮流也表示能接受此做法。13 至此，長久以來困擾民進
黨的群眾與議會路線之爭，此時才漸漸宣告平息。1989 年 11 月，黨內一向主張
群眾路線的新潮流發表「攜手共創新國家－新國家連線參選宣言」， 14 象徵議會
路線已成為黨內派系共同的發展選擇。
杯葛與協商
1982 年 5 月 14 日，立法院因邀請警總備詢所引發的「杯葛風波」，則是黨
外涉及「杯葛」與「協商」的反對策略之爭。這件因國民黨發動多數委員表決以
阻止黨外委員發言，而黨外委員又無力杯葛、甚至接受協議的爭議，使黨外新生
代開始思考一個無法逃避的問題，即一個微弱而堅決的反對者應該持何種立場？
若放棄杯葛，黨外還有什麼？15
6 月月 10 日出刊的第 11 期深耕雜誌，刊登了李敖「放火的，不要變成放水
的」、16 張明雄（邱義仁）「批評黨外、刻不容緩－抗議黨外杯葛立法院會的虎頭
蛇尾」、17 林世煜「第一碗圓子湯」18 等文章，均對此杯葛事件提出深刻的批評。
值得注意的是，深耕雜誌此一專題探討，不但開啟了黨外雜誌（以黨外新生代為
主）批判黨外公職（以黨外主流派為主）的先例，而且初露了日後黨外發展與路
線之爭的端倪。19
其中李敖指出黨外應認清本身並非弱者、認清不合作主義的重要、認清理想
主義的價值；張明雄則認為黨外的力量確實仍很微弱，弱小者所可能採取的策略

11

陳芳明，
「我看民進黨主席的選舉」
，台灣內部民主的觀察（台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
第 1 版，1990 年 10 月）
，頁 64-67。
12
姚嘉文，民主．自決．救台灣（台北：生活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初版，1988 年 3 月 10 日）頁
72-73。
13
林濁水，路是這樣走出來的（台北：前衛出版社，初版，1991 年 10 月）
，頁 18。
14
「攜手共創新國家－新國家連線參選宣言」
，新潮流叢刊，第 9 期（1989 年 11 月 20 日）
，頁
4-5。
15
「放棄杯葛，黨外還有什麼」
，深耕雜誌，第 11 期（1982 年 6 月 10 日）
，頁 4。
16
李敖，
「放火的，不要變成放水的」
，深耕雜誌，第 11 期（1982 年 6 月 10 日）
，頁 5-8。
17
張明雄，
「批評黨外，刻不容緩－抗議黨外杯葛立法院會的虎頭蛇尾」
，深耕雜誌，第 11 期（1982
年 6 月 10 日）
，頁 9。
18
林世煜，
「第一碗圓子湯」
，深耕雜誌，第 11 期（1982 年 6 月 10 日）
，頁 10-12。
19
康寧祥，
「跨越『路線之爭』的迷巷」
，危機與希望（台北：八十年代出版社，初版，1983 年
11 月）
，頁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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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其資源的限制，的確也很有限，但這並非意謂著弱小者可以不顧原則與立場，
任人以『多數暴力』來壓制，而沉默不語；也不是意謂弱小者可以隨意出賣自己，
甚至廉價出賣自己。而林世煜更直接諷刺黨外第一次得到國民黨的青睞，喝下這
老店家端出來給他的第一碗「圓子湯」。
對於這些批評，杯葛事件的主角康寧祥與張德銘則只低調地提出回應。20他
們表示為了團結，黨外人士應有一致的認知基礎與政治修養；也表示對於杯葛的
能力、準備與後果承擔，黨外人士仍應多加思考與檢討。21
二、體制內改革與改革體制

保障現任立委之爭

雞兔難題

體制內改革與改革體制
除了杯葛事件，康寧祥在組黨問題上又表示，只有國民黨邀請他來組黨，他
才會如此做。換句話說，康寧祥要靜待國民黨接納他進入他們的體制，與彼等合
作推動國民黨的「體制內改革」。在黨外新生代的理解中，康寧祥此說法的目標
就是在國民黨體制內改革，並設法介入國民黨內部的派系鬥爭，爭取國民黨開明
派並結合中間立場的社會人士，形成其溫和穩健的路線。22
其次，黨外市議員謝長廷在深耕雜誌主辦的座談會上，又主張台灣民主運動
應該與海外台獨劃清界限，並表示黨外人士的政治目標是進行「體制內的改革」
，
終於引爆了黨外一波規模更大的「體制內改革」與「改革體制」之爭。8 月 25
日出刊的第 16 期深耕雜誌，首度對此作出批判，刊載張明雄（邱義仁）
「黨外應
放棄冒進機會主義」23 與林正杰「體制內改革與改革體制」24 兩篇文章；9 月 10
日第 17 期深耕雜誌，又接著刊出張明雄「黨外運動的目的與路線」
、25 林世煜「再
就教於諸位黨外先進－反省幾個困擾黨外同仁的問題」、26 鐘進「激進的政治路
線與理性批判」
、27 黃怡「政治結社自由，體制內改革與正當民主」
、28 吳怡法「體
制與改革」29 及林亞卿「打破幻想與奢望」30 等文。至此，以深耕雜誌為據點的
20

林正杰，
「康寧祥、張德銘對杯葛事件的回答」，深耕雜誌，第 11 期（1982 年 6 月 10 日），頁
40。
21
康寧祥，
「立法院『杯葛』風波」
，危機與希望（台北：八十年代出版社，初版，1983 年 11 月）
，
頁 153-156。
22
林世煜，
「再度就教於諸位黨外先進－反省幾個困擾黨外同仁的問題」
，深耕雜誌，第 17 期（1982
年 9 月 10 日）
，頁 8；張明雄，
「黨外應放棄冒進機會主義」
，深耕雜誌，第 16 期（1982 年 8 月
25 日）
，頁 6。
23
張明雄，
「黨外應放棄冒進機會主義」
，頁 6。
24
林正杰，
「體制內改革與改革體制」
，深耕雜誌，第 16 期（1982 年 8 月 25 日）
，頁 7-8。
25
張明雄，
「黨外運動的目的與路線」
，深耕雜誌，第 17 期（1982 年 9 月 10 日）
，頁 5-6。
26
林世煜，
「再度就教於諸位黨外先進－反省幾個困擾黨外同仁的問題」
，頁 7-9。
27
鐘進，
「激進的政治路線與理性批判」
，深耕雜誌，第 17 期（1982 年 9 月 10 日）
，頁 10-12。
28
黃怡，
「政治結社自由、體制內改革與正當民主」，深耕雜誌，第 17 期（1982 年 9 月 10 日）
，
頁 13-16。
29
吳怡法，
「體制與改革」
，，深耕雜誌，第 17 期（1982 年 9 月 10 日）
，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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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可說是「萬劍齊發」，矛頭都指向謝長廷與康寧祥的「體制內改革」論。
在黨外新生代的理解中，所謂「體制」，指的就是臨時條款、戒嚴等體制。
由於這種體制本質上違反民主憲政的精神，因此若要在此體制中進行改革，豈非
緣木求魚？對此，新生代認為只有改革現行運作的體制，使其符合民主憲政的精
神，黨外運動才有意義。
同時間，謝長廷在第 18 期深耕雜誌也為文做出回應。31 謝長廷首先特別澄
清「改革體制」與「體制內的改革」不能用「大修」
、
「小修」做區分，因為這會
使外界先入為主的誤會「體制內改革」是小修、妥協及退卻，是不能徹底改革的
「懶人」。其次，他承認體制外的手段的確較有力量，也比傳統的制衡路線更有
衝擊力，理論上絕對沒問題，但必須考量現實上可行性的問題，例如「體制內的
改革」強調的是手段的合法性，「改革體制」強調的則是手段的和平性，但若有
一些和平的違法手段，是否可為黨外運動所採用？這是「體制內的改革」與「改
革體制」均將面臨的爭點關鍵。另外，黨外採用體制外的手段，不僅本身沒有沒
有強烈的主義或意識型態作基礎，對民眾號召力不夠；也容易被執政黨宣傳醜
化、增加中產階級和知識份子對黨外的疑懼不安，而且高雄事件後後，黨外菁英
盡失，這兩年好不容易從重大挫傷中逐漸復原茁壯，因此黨外對於體制外手段的
取捨，必須格外慎重。
更深刻的考量是，謝長廷認為黨外不是畏懼犧牲，但必須正確估計犧牲所能
換得的代價。在社會條件尚未成熟、可行性沒有十分把握時，最好沿續傳統的制
衡路線，不要輕言走體制外路線。尤其隨著黨外公職人員當選人數的增加、素質
的提昇及制衡功能的發揮，黨外要促成國內有形的政治改革，並非全然無望，因
此仍有必要再肯定原本的制衡路線。
對於謝長廷的回應，張明雄馬上在深耕雜誌第 19 期發表「改革體制與制衡
神話」敬答謝長廷議員。32 他認為謝長廷把「制衡」視為黨外的一項價值而加以
肯定，是在自我陶醉；因為只有當權力能夠為不同的政治團體所分享時，
「制衡」
此一觀念才有其意義。在國民黨一直執著於權力結構的獨占情況下，大談制衡，
就好像奴隸對其主人大談人權的價值。如果真要談制衡，黨外就應全力以赴去「改
革體制」，只有改變目前的權力結構，制衡才有其實質的意義。
從杯葛風波到體制內改革與改革體制之爭，此時黨外的內部衝突已日益嚴
30

林亞卿，
「打破幻想與奢望」
，深耕雜誌，第 17 期（1982 年 9 月 10 日）
，頁 18-19。
謝長廷，
「現階段黨外制衡路線的困境與突破」，深耕雜誌，第 18 期（1982 年 9 月 25 日）
，頁
17-20。
32
張明雄，
「改革體制與制衡神話 敬答謝長廷議員」
，深耕雜誌，第 19 期（1982 年 10 月 10 日）
，
頁 27-29。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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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9 月 5 日出刊的第 9 期關懷雜誌特別刊出胡佛、顏尹謨、廖志倫、張晉城及
林正杰等人的論術與文章，希望藉此呼籲所有黨外人士回返健康活潑，而又充滿
抗議精神的政治理想。33 其中胡佛、顏尹謨偏向從政治學與日本體制二個角度談
體制問題，34 認為黨外人士一方面進入體制參與選舉，另一方面又要求未實施的
憲政必須改革，因此很難做體制內改革和改革體制的二分；而從日本體制的角度
觀察，黨外不論是體制內改革或改革體制，都是在憲法基礎上通過體制改革體
制，目的是要修憲或恢復憲法的常態。
不同於胡佛、顏尹謨的學術和比較分析，廖志倫、張晉城與林正杰的意見則
傾向批判，並要求黨外應深自反省。廖志倫認為黨外中生代與新生代的爭執點，
乃因彼此擔任的角色不同，而對運動的方向與作法有不同的看法，這是自家人內
部對於「未來方向」技術級式的爭執。如果目前黨外在政治上有一點小基礎，就
值得打破頭爭到底，這是一種目光如豆的作法。35 其次，張晉城則談到黨外的相
處之道，首先應建立自己內部的多元文化，並以開闊的胸襟認識與肯定彼此的價
值及貢獻，不能因每一次的黨外失和傷害支持者的心。36 而林正杰更進一步表示
黨外運動路線的探討有其迫切性，把路線劃分清楚也一定有一些必然的陣痛；若
黨外刻意迴避，絕對會有墮性，並導致死亡。37
9 月 16 日，深耕雜誌也召開「黨外運動的目標與路線」座談會，特別針對
近期深耕雜誌所掀起的黨外爭議作一交流與討論，並探討黨外爭議處理方式、運
動目的、運動目標、運動路線、權力鬥爭、團結及分裂等問題，希望藉此形成黨
外共通的討論規範，建立真正健康的民主程序及民主倫理。 38 其次，在 1983 年 1
月 10 日出版的第 25 期深耕雜誌中，林正杰則發表「改革體制的人，為什麼要參
與選舉」一文，再次定義所謂的「體制內選舉」，只是國民黨飽餐之餘，順手丟
到桌下的「麵包屑和雞骨頭」。不過，他認為黨外在議會中努力增加席次，仍可
以藉此「量變」帶來未來的「質變」；因此，作為一名有理想的黨外，仍可進入
體制以診斷體制，並藉此作為改革體制的基礎。39 至此，黨外所謂的體制內改革

33

編輯部，
「給關懷的朋友」
，關懷雜誌，第 9 期（1982 年 9 月 5 日）
，頁 4。
翁平，「『體制內改革』
『改革體制』的理論探索－訪台大胡佛教授」
，關懷雜誌，第 9 期（1982
年 9 月 5 日）
，頁 9-11；顏尹謨，
「通過體制改革體制」
，關懷雜誌，第 9 期（1982 年 9 月 5 日），
頁 12。
35
廖志倫，
「黨外在爭什麼？－黨外難道沒有理想嗎？」
，關懷雜誌，第 9 期（1982 年 9 月 5 日）
，
頁 5-6。
36
張晉城，
「我理想的黨外 論黨外相處之道」
，關懷雜誌，第 9 期（1982 年 9 月 5 日）
，頁 7-9。
37
胡啟明，
「時時勤拂拭．不使蒙塵埃－與林正杰談黨外必須自我反省」
，關懷雜誌，第 9 期（1982
年 9 月 5 日）
，頁 13-15。
38
本社，
「黨外運動的目標與路線座談會」
，深耕雜誌，第 18 期（1982 年 9 月 25 日）
，頁 4-16。
39
林正杰，
「改革體制的人，為什麼要參與選舉」
，深耕雜誌，第 25 期（1983 年 1 月 10 日），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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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改革體制之爭，才逐漸平息。
保障現任立委之爭
1983 年 8 月底，因黨外後援會擬將「保障現任立委」之規定納入該會草案，
而導致新黨外生代對此提議極度不滿，是黨外又一波的重大爭議。在這場保障現
任立委的論爭中，康寧祥與黨外編輯作家群是其中主要的行動者，爭執的焦點主
要集中在黨外應「維持寡頭領導或實施內部民主」？應「抱定公職掛帥或鼓勵多
元參與」？40
1983 年 3 月，黨外內部為準備年底增額立委選舉，並回應日益增加的組織
化需求，開始有人提議應組成後援會。接下來在 4 月、6 月及 7 月間，黨外公職
與雜誌社代表曾陸陸續續進行多場相關座談會，討論後援會的相關籌組事宜。8
月下旬，由費希平與周清玉所召集、主持的後援會籌備會議中，黨外候選人產生
之爭議首度爆發。原擬的黨外候選人產生的程序第二款：現任黨外立法委員欲連
任者，為當然候選人之規定，經熱烈討論後增加但書為：後援會保障其名額，但
經後援會執行委員二人以上反對，並經成員過半數通過者，仍應與新人參與推選。
不過，在場的民主人雜誌代表鄭南榕表示反對，認為其違反了民主的基本原則。
41

8 月 29 日再度召開的後援會籌備會中，康寧祥全力主張必須尊重政治實力
者的利益和意願，42 將保障現任立委之規定明文納入草案，但卻遭到謝長廷、陳
水扁的反對。不過，該會議在康寧祥的主導下，仍透過決議修改上述提名規定，
將其修正為：現任黨外立法委員欲連任者，應優先考慮。
對於後援會此草案構想，黨外編輯作家除了以「美國『政客分贓』和國民黨
『集中民主』的私生子」、黨外公職的「自保同盟」定位外，43 也在生根雜誌第
16 期中發表幾篇批判性強烈的文章。林世煜認為後援會本是幫黨外打開政治參
與的大門，但是其保障現任立委條文卻如同建立「法統連任制度」、把「黨外戒
嚴起來，不讓民主大家來」；44 其次，鄭南榕則指出黨外公職人員應該有「任期

21-22。
40
林濁水，路是這樣走出來的，頁 8。
41
轉引自楊圓娟，民進黨提名制度的形成與變遷，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年，頁 48。
42
康寧祥曾表示：新生的一代，不能再時機沒有成熟的時候，想拆除那些在政治上有實際職位
的人。林世煜，
「進步雜誌停刊一週年的感想－兼談黨外新生黨工」
，深耕雜誌，第 8 期（1982
年 4 月 20 日）
，頁 66。
43
小黨外，
「黨外是什麼？對黨外後援會的感想」，生根雜誌，第 16 期（1983 年 9 月 16 日）
，頁
15；許信良，
「獨立爭取自己的群眾－論黨外的分合」
，許信良言論選集（台北：許信良總統選舉
後援會，1995 年 6 月 11 日）
，頁 74。
44
林世煜，
「這款黨外，怎樣交代」
，生根雜誌，第 16 期（1983 年 9 月 16 日）
，頁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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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
，並接受「黨外內部定期改選」
，如此才符合民主原則，且有資格接受後援
會的推薦與輔選。如果「黨外巨頭們辦個助選的小型組織，就守不住民主原則，
就訂不出一個像樣的民主程序」，則根本不配談推動台灣民主運動。45 最後，張
明雄更歸納保障現任立委條文有三大特色：
（一）無意擴大參與決策的基礎；
（二）
相信「選舉掛帥」的政治路線；
（三）企圖建立肯定「現任者」的政治「倫理」，
而這些規定都是缺乏自信與獨斷的表現；若黨外真是如此保障現任者，就沒有存
在的必要。46
經過黨外編輯作家的強烈抗議，9 月 10 所通過的「七十二年黨外人士競選
立委後援會組織章程」，終於刪除了保障現任立委之原有條文。
雞兔難題
反對運動在初生階段，為求團結一致，通常會容納不同利益與理念的勢力共
同結合在同一旗幟下；但隨著運動的逐漸成熟，此不同勢力終將產生矛盾與衝
突。若運動本身對此問題不願面對，而企圖創造團結的假象，反對運動將面臨嚴
重的損傷。47
1984 年 6 月，起因於黨外人士在台北市議會審查預算時的內鬨與合作上嫌
隙，黨外部分公職人員與新生代當時再度出現嚴重的理念衝突：「雞兔同籠難
題」。而掀起這場衝突、論戰的主要刊物便是甫創刊的新潮流叢刊。
此處所謂的「雞兔同籠難題」，指的就是具有不同利益與理念的勢力，其在
反對運動內部共同相處的難題。依據當時黨外雜誌的定義是：「在黨外運動中，
存在著兩種不同類型的人物。第一類人物傾向於訴求高層次的政治理念，以推展
民主運動、改革政治體制為主要目標。第二類人物則主要以分配個人性的利益來
動員政治支持。若站在民主運動的立場，這兩類人應該維持何種的關係，或者更
具體的說，前一類人應該如何看待後一類人，乃是目前黨外運動所面臨迫切問題
之一。」48 必須說明的是，之所以用「雞」與「兔」形容這兩類人，有論者指前
者如同「堅強的鬥雞」，而後者如同「溫馴的白兔」；49 另有論者則指為「堅強的
鬥雞」和「兔女郎」，50 皆是分別用動物的行為特性描繪當時黨外不同類型人物
及其作風。
45

鄭南榕，
「黨外還要民主嗎？」
，生根雜誌，第 16 期（1983 年 9 月 16 日）
，頁 13。
張明雄，
「這算是『黨外』後援會嗎？」
，生根雜誌，第 16 期（1983 年 9 月 16 日）
，頁 14。
47
郭世雄，「黨外運動的雞兔難題－陳水扁 V.S 王昆和」
，新潮流週刊，第 2 期，1984 年 6 月 25
日，頁 36。
48
編按，新潮流週刊，第 5 期（1984 年 7 月 9 日）
，頁 36。
49
此概念的澄清，筆者感謝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系黃德福教授。
50
吳乃德，
「雞兔難題的難題－一個臨時討論的架構」
，新潮流叢刊，第 17 期（1984 年 10 月 2
日）
，頁 36-39。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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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雞兔同籠難題，黨外剛開始主要有兩種看法。第一種看法代表新潮流的
論點，認為民主運動接納第二類人，所秉持的理由是「增進利益」和「有總比沒
有好」的哲學，除了壯聲勢外，根本對黨外沒有任何發展上的好處。而對於一個
草創的反對運動政治團體而言，成員必須講究團體紀律與高層次的理念，且「質」
的要求應重於「量」的要求。51
另一種看法則代表傳統公職人員，認為政治表現的客觀價值並不全部來自所
謂的理念或理想，因為新潮流理想中的黨外人士，其對於民眾的貢獻，恐怕還不
及於傳統地方政客型的黨外公職人員。其次，政治競爭的內涵，是整體力量的角
逐，不是品質純度的比較，新潮流忽略了政治團體中的成員可以互相觀摩、學習
與認同，共同提昇問政水平。甚且，黨外此時需要思考的是如何結合與發展成穩
定的政團，才能就此作紀律要求；而更大的錯誤是以個人或派系的紀律作為黨外
政團的紀律，可說是一種「不當的膨脹」、一種「消除異己」的方式。52
接下來的雞兔同籠難題集中發生在台北市議會，主要是部份黨外市議員涉及
市府建設工程、議價承包及公園維修預算等問題，因而衍生出黨外市議員之間的
的對立與分分合合，並有所謂「真黨外、假黨外」與「專業議員、兼業議員」之
爭。若以雞、兔架構作區分，當時的的雞指的就是「真黨外」與「專業議員」，
為林正杰、陳水扁、康水木與謝長廷；而兔是「假黨外」與「兼業議員」，為王
昆和、徐明德、陳勝宏與林文郎。53
進行至此，雞兔同籠難題在理論上已逐漸走向抽象化，甚至在相關問題的討
論會中，更呈現出黨外內部因此問題而產生私人恩怨、意識型態爭執與權力鬥
爭。54 對此，有論者認為雞兔都是純種黨外，硬要劃分根本沒有任何意義；況且，
雞與兔有不同的習性，相處本有困難；若互相攻擊，都會被國民黨吃掉，成為「國
民黨的雞兔大餐」。55 不過，也有論者認為反對運動不能不由內部批判中汲取養
分，由路線修正中成長。對此，吳乃德為釐清此問題，特別將過去的論點做整理，
並提出一個臨時性的討論架構與分析（表 6-1），供黨外人士做日後的討論。56

51

郭世雄，
「黨外運動的雞兔難題－陳水扁 V.S 王昆和」
，頁 36-40；劉陽，
「民主運動派系化？」
，
新潮流週刊，第 5 期（1984 年 7 月 9 日）
，頁 37-39。
52
莊慕德，
「不要迷戀『黨外烏托邦』
」
，新潮流週刊，第 4 期（1984 年 7 月 2 日）
，頁 39-43。
53
吳明山，
「雞兔問題又一章－台北市黨外市議員分分合合」
，新潮流叢刊，第 8 期（1984 年 7
月 30 日）
，頁 15-18；採訪組，
「黨外市議員談雞兔問題！」
，新潮流叢刊，第 14 期（1984 年 9
月 9 日）
，頁 43-46；徐明德，
「誰是雞？誰是兔？－不要作國民黨的分化工具」
，新潮流叢刊，
第 15 期（1984 年 9 月 17 日）
，頁 36-39。
54
熱門話題，
「雞飛兔躍 兵荒馬亂－編聯會雞兔問題討論會」
，前進週刊，第 29 期（1984 年
10 月 11 日）
，頁 34-35。
55
黃泥，
「國民黨的雞兔大餐」
，前進週刊，第 28 期（1984 年 10 月 4 日）
，頁 52-53。
56
吳乃德，
「雞兔難題的難題」
，新潮流叢刊，頁 3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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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吳乃德的「雞兔難題」討論架構
一、定義：
何謂雞？
何謂兔？
指政治行動的目標在於改革或反抗整個 指雖然不屬於國民黨權力系統的一份
體制的黨外。
子，可是其政治行動並不以改變或反抗
（反對派）
整個體制的黨外。
（獨立派或半反對派）
二、雞、兔在運動中各發揮何種功能？
應該共同發揮何種功能？
雞只談政治基本原則和理念，不一定能 共同發揮功能：提供理想，也必須提供
帶給民眾實質的利益。
群體利益。
兔少談原則，不和國民黨做正面抗爭，
但卻與群眾做緊密結合，給民眾帶來實
質利益。
三、雞兔之間的關係：
（一）分合的不同層次考慮：
（一）合成一個團體的可能性：
1、議會層次；2、政治團體層次：
1.悲觀：兔憑藉個人政治資源，
從運動角度而言，議會的分、合並
不可能接受團體的紀律，而且有
不重要；但在政治團體中，此分合
其利益糾葛問題，即使抗爭也不
卻很重要。
可能持續到底。
（二）分合對運動的利弊得失：
2.樂觀：雞兔雙方可以在組織中共
1.分開好，因為結合會模糊黨外形
同競爭、學習，互相提昇。
象、瓦解黨外紀律，對整個運動幾 （二）如果分開，應該如何相互對待：
乎沒有任何好處。
這問題很少有人談。
2.
2.結合好，因為融合可以擴大運動
＊筆者按：或許當時黨外實力仍
的社會資源，也可以狀大雞群的陣
弱，不僅沒有分裂的空間，也沒
營，並提昇兔的素質與角色。
有人會設想此問題。
3.分或合應視情況而定：如兔自己
資源是否豐富？雞的抗爭實力與
型態如何？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吳乃德，
「雞兔難題的難題－一個臨時討論的架構」
，新潮流叢刊，第 17
期（1984 年 10 月 2 日）
，頁 36-39。

眼看雞兔同籠難題有愈演愈烈之趨勢，同時也有黨外人士懷疑新潮流提出此
問題的動機，9 月 24 日出刊的第 16 期新潮流叢刊以社論的方式表達其基本看
法。57 社論中指出，黨外發展至今已到了必須釐清理念與角色的階段，才能擺脫
矇眛狀態，發展成為強勢競爭力的政治集團。因此新潮流提出雞兔同籠難題的用

57

本社，
「我們對雞兔問題的看法」
，新潮流叢刊，第 16 期（1984 年 9 月 24 日）
，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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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是呼籲大家釐清政治主張、建立責任政治與認清合作關係；至此，雞與兔兩類
黨外人士有清楚的定位及功能，也各自對所作所為負責，如此才能從中設法尋求
共識的範圍與合作關係。接著於 10 月 18 日，該叢刊再度以更直接方式表達「我
們對雞兔問題的立場與態度」，58 從此，新潮流對雞兔問題的立場已走向「旗幟
鮮明」的階段。它強調黨外建立組織必須以雞為基礎，並主張應以雞兔分籠來改
變黨外體質，其目地就是要突顯雞（反對派）與兔（獨立派或半反對派）在組織
性格的差異。在後來民進黨人的反省中，此雞兔難題曾受到相當程度的重視；因
為此涉及黨外如何組織化的議題，事實上就是黨內鬥的中心基本爭論點。往後到
執政一路一書所引起的爭議（見本章第二節），也可以從雞兔難題中找到類似的
線索。59
三、組黨
事實上，從美麗島雜誌創辦開始，黨外運動便已開始嚴肅思考走組織化的政
黨路線。當時主要負責組織工作的施明德認為所謂「黨」，就是把一群信仰類似
的人組織起來，共同追求或致力於某些理想的政治性組合，並把反對氣氛轉化成
反對勢力。而在推動的過程中，比較「成熟、穩重」的做法是讓「事實既成、國
民黨默默接受」
，而名稱並不重要，如果管這個組合叫「公司」
、
「社」乃至「店」，
又何妨。60 換句話說，在施明德的眼中，不強調名稱，而以務實做法推動黨外運
動組織化，並把創辦美麗島雜誌當成一個政黨來經營各縣市的服務處與基金會，
這就是在組織一個「沒有黨名的黨」。61
高雄事件發生後，大批黨外菁英被捕入獄，黨外運動頓時陷入空前低潮。不
過到了 80 年代初期，雖然國民黨政府仍然禁止組黨，但黨外又掀起另一波新的
組黨倡議，而其內部各種勢力也有不同的組黨立論。1984 年 10 月 20 日，當時
黨外的兩大組織公政會與編聯會聯合舉辦「現階段黨外運動之反省對談會」，就
黨外組織化的難題及如何突破組織化的困難進行對談。62 在組織議題方面，兩會
都贊成黨外應朝向組織化發展；不過公政會代表尤清與費希平認為，山頭主義、
地方派系或次級團體各自為政，對黨外而言並不是壞事，最重要的是如何將不同
的團體整合在一起，使黨外有容乃大，並形成力量。其次，另一代表林正杰則表
示要解決黨外問題，其內部就必須民主化，黨工與公職之間也應平等對待。
58

本社，
「我們對雞兔問題的立場與態度」
，新潮流叢刊，第 19 期（1984 年 10 月 18 日）
，頁 24-29。
杭之，「從結構性角度觀察民進黨的內鬥」
，邁向後美麗島的民間社會（上）
（台北：唐山出版
社，1990 年 4 月 30 日出版）
，頁 87-88。
60
施明德，施明德的政治遺囑（台北：前衛出版社，初版，1988 年 1 月）
，頁 42-43。
61
施明德，施明德的政治遺囑，頁 52-53。
62
沈襄，
「從『政論黨』到『政黨』
『現階段黨外運動之反省』對談會記要」
，前進週刊，第 31
期（1984 年 10 月 25 日）
，頁 48-51。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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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聯會代表邱義仁與劉守成的意見與林正杰較為接近，但是他們仍提出政治
主張應明確化和以群體利益作為動員方式的做法，對於黨外長期以個人感情、服
務、利益及領導的政治路線則大加抨擊，因此這時期公政會與編聯會對黨外未來
組織化的看法仍相當對立和分歧。當時，對談會主持人謝長廷曾期許黨外組織化
的構想應趕快落實到民眾，否則再優秀的的理論都會使黨外只成為「政論黨」，
而不是「政黨」。
接下來相關的組黨立論中，若詳細區分，在黨外公政會部分，主要有謝長廷
的「柔性政黨」論、尤清的「綱領政黨」論、陳水扁的「促進政黨」論及林正杰
的「西德綠黨」論等；在黨外編聯會部分，則有以新潮流雜誌為主的「群眾政黨」
論。
1982 年 8 月，謝長廷首次提出黨外應該朝柔性政黨發展的觀點。 63 他表示，
黨外光談理論或哲學是無法接近組黨的目標，因此希望提出一個構想和具體策
略：柔性政黨，作為討論和修正的基礎，而這種組黨模式與功能（一）符合黨外
多年來的因襲與傳統，允許各次團體的存在；（二）較強調制衡，不以輪替執政
為目的；（三）由於看不見、很分散，生存力和韌性極大，64 在國民黨強力打壓
之下比較容易生存。
根據謝長廷的理念，柔性政黨有三個特點：黨紀比較鬆弛、黨綱或主義較富
彈性及組織不嚴密，比較注重公共政策和現實問題的解決方案。主要的功能為
（一）推選公職人員候選人；（二）反映民意形成輿論；（三）提出公共政策供人
民選擇；（四）監督及批判政府的政策及執行；（五）教育民眾，普及民主法律的
觀念。
其次，黨外公政會另一個重要論點則來自尤清。尤清是當時提議組黨的主要
代表性人物；由於出身德國海德堡大學法學博士，加上擁有崇高的黨外監察委員
身分，因此尤清的組黨理論不僅最富學術思維，而且具有指標性意義。1982 年 9
月，尤清公開發表其「新黨組織綱領和運作」的專文，65 立刻受到社會各界的矚
目。
這篇專文，即使從現在的角度觀察，仍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尤其是民進黨
現今的黨綱形式就與尤清所提的論點相當類似。在此文中，尤清除了首先確認多
黨制是現代政黨政治的常軌外，並從新黨的形式及綱領、政黨的結構、政黨內部

63

謝長廷，
「黨外應該朝柔性政黨發展」
，政治家，第 35 期（1982 年 8 月 16 日）
，頁 30-31。
謝長廷，
「有關柔性政黨的補充說明」
，政治家，第 37 期（1982 年 9 月 16 日）
，頁 6。
65
尤清，
「新黨的組織綱領和運作－尤清論新黨」
，博觀，第 2 期（1982 年 10 月 1 日）
，頁 3-8；
尤清，
「新黨的組織綱領和運作」
，新黨救台灣（台北：曹子勤發行，1986 年）
，頁 45-62。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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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級組織、黨員入退黨自由、黨務推動、黨內民主化、政黨財務經費的來源及
分配、議會黨團、政黨在政治過程中的權利及地位、政黨與法律、其他政黨的關
係提出整體論述，內容堪稱深入且完備。而其中最令人重視的是，尤清認為新黨
應該是「綱領政黨」的觀點，而此政黨綱領擁有原則性、靈活性及公開性，更具
有實際政治、選舉競爭功能；甚至被其他黨外人士視為可以藉此進行「奪權與輪
替」。66
尤清認為，當時黨外面對的是一個龐大的執政黨，若新黨的籌組走美式的「柔
性政黨、選舉機器」路線，一定組不起來，因此不得不採用綱領政黨，並且希望
黨外能藉由一個政黨組織來調整自己的矛盾和衝突。67 在尤清的構想中，政黨的
綱領，可分為四種：第一種「基本綱領」
，是政黨的長期與最高原則；第二種「行
動綱領」，則是較短期的，主要是再野時對執政黨政策的批評以及以後執政時將
推動的政策，因此傾向於行動的態勢；第三種「競選綱領」，其特點則偏重於呼
應選區民眾的需求；第四種「施政綱領」，就是在執政時由從政黨員向議會提出
來的施政報告和施政方針，或者在野時質詢執政黨政府政策的指導原則。
1984 年 2 月，黨外另一位受矚目的政治人物陳水扁則提出組黨促進會的論
點。68 在陳水扁的構想中，此促進會的首要工作是宣揚黨外組黨的正當性和必要
性，並且研究各種理論，以形成日後的黨綱。不過，它真正目的是在創造有利於
組織的氣氛和輿論，因此只是黨外組黨行動的第一波與準備，尚不是真正的組
黨。最後，黨外公政會另一個組黨構想來自林正杰的西德綠黨論。他表示，新黨
是小黨，不應模仿目前規模龐大的執政黨，因此應以地方分權與草根民主的方式
來發展組織；他主張類似西德綠黨的政黨組織模式，以擁有自主權的基層分權單
位（地方社區、行政區）作為基礎，並透過全面的組織與協調以對抗強大的鎮壓
勢力。69
相對於黨外公政會的溫和主張，黨外編聯會則認為組黨只是戰鬥的開始，因
此主張組成剛性的群眾政黨，做長久的抗衡準備。70 以新潮流雜誌為主的黨外新
生代認為，黨外之所以要組黨，真正的目標是要改造政治體制，並且能夠在各縣
市、各階層發展，最後形成壓迫國民黨的全面改革力量。至於如何組黨，它們主
張以政治理念來吸收幹部，以紀律和思想約束內部成員，並透過幹部號召群眾，

66

「奪權與輪替－政黨綱領與選舉」
，生根，第 18 期（1983 年 10 月 10 日）
，頁 6-7。
曹子勤發行，尤清對話錄（台北：鹿橋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年月不詳）
，頁 26。
68
新潮流採訪組，
「陳水扁的『組黨促進會』構想」
，新潮流叢刊，第 10 期（1984 年 8 月 13 日）
，
頁 45。
69
林正杰譯，綠色烏托邦（台北：前進出版社，1988 年 4 月出版）
，頁 7-8。
70
劉守成，
「組黨！只是戰鬥的開始」
，新潮流月刊，第 4 期（1986 年 8 月 25 日）
，頁 10-15。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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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起「政黨/幹部/群眾」三者的緊密關係。而且這種群眾政黨的運作型態以團
體為主，不以個人為主，可以前仆後繼，遠較菁英政黨更具韌性。
1986 年 9 月 28 日，黨外人士終於創立了民主進步黨，多年來組黨的理想至
此實現；但值得注意的是，當時民進黨內部對於政黨屬性仍有不同的聲音。在政
黨定位上，黨外編聯會總幹事邱義仁指出，民進黨一開始是以黨外公政會及其分
會為骨幹所組織而成，並未脫離山頭主義的色彩，如果一旦發展成立一分贓的結
合時，將是台灣民主化的障礙，屆時黨外編聯會不排除另組新政黨的可能性。71
其次，在黨綱方面，內部則有兩套版本。尤清曾表示，黨外公政會和黨外編聯會
各有行憲組黨委員會和組黨工作小組，已分別研擬出一套黨綱，後來在建黨工作
委員會的研擬中，這兩套版本是主要的討論初稿。72
11 月 10 日，第一屆全國黨代表大會正式通過民主進步黨黨章黨綱，其中
的黨綱的基本綱領原則上採「秘密建黨十人小組」（主要為公政會）的版本，行
動綱領則將編聯會的版本修改後納入。73 對此新黨綱，邱義仁表示和當初編聯會
所提的草案有兩項明顯的差異，即「生產民主制的淡化」及「台灣意識的淡化」；
74

此外，黨外編聯會認為應該廢除死刑，但卻不為多數成員所贊同，因此這項主

張最後仍被刪除。75
第 二 節 從反對黨邁向執政黨
一、主權、自決與民主

公職角色再反省

主權、自決與民主
民進黨創立之後，黨內依舊紛擾不安；泛新潮流與泛美麗島兩大派系之間的
競爭有對立，也有衝突。在黨的理念發展層次，當時泛新潮流系與泛美麗島系的
爭執點首先出現在所謂「主權、自決」與「民主」何者優先的問題（又被成為民
族主義路線與民主主義路線之爭），76 而持這兩種理念的主要政治菁英分別是姚

71

開拓時代週刊，第 12 期（1986 年 10 月 6 日）
，頁 33。
陳信傑，民主進步黨的創黨過程：外省菁英份子所扮演的角色，私立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研
究所碩士論文，2000 年，頁 64、79；黨外公政會的版本目前並無任何書面文字留存，而黨外編
聯會的版本草案參見「編聯會的政綱草案」
，開拓時代週刊，第 11 期（1986 年 9 月 29 日）
，頁
32-39。
73
陳信傑，民主進步黨的創黨過程：外省菁英份子所扮演的角色，頁 80。
74
吳怡君，
「不與國民黨比無聊！－訪謝長廷、邱義仁談新黨特色」
，開拓時代週刊，第 18 期（1986
年 11 月 17 日）
，頁 23。
75
陳信傑，民主進步黨的創黨過程：外省菁英份子所扮演的角色，頁 80。
76
陳芳明，
「重整旗鼓，再造新局－選後對民進黨的期望」
，台灣內部民主的觀察（台北：自立
晚報社文化出版部，第 1 版，1990 年 10 月）
，頁 85。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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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文與張俊宏。1988 年 8 月 26 日，中國時報同時刊登姚嘉文「強調主權旨在反
映既存事實」與張俊宏「統獨之爭徒然耗費反對資源」兩篇文章，使兩者的理念
之爭首次浮上檯面。77
姚嘉文與張俊宏，原本是共同創辦美麗島雜誌的五人小組成員，78 政治輩分
上也都屬於傳統的美麗島世代。但是姚嘉文出獄後，之所以能擔任民進黨的第二
屆黨主席，主要來自於泛新潮流系的支持；79 加上其個人早有台獨意識的啟蒙，
80

因此後來逐漸與張俊宏產生理念上的分歧。
姚嘉文的主權及自決理論主要來自於對台灣國際地位的考察。從歷史發展的

角度，他發現台灣的政治前途，並非台灣人民可以自己決定，還必須考慮到外部
的國際環境；1952 年中日和平條約因未明言台灣歸屬何國所導致的「國際法律
地位未定論」
、1958 年八二三砲戰使國民黨政府放棄反攻大陸的構想、1971 年中
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及 1978 年 4 月的台灣關係法等，均清楚證明了此觀點。
不過，台灣的政治困境不僅於此，姚嘉文認為最大的危機是國民黨政府並不
認清此國際現實，仍想維持中國法統的延續，並追求動員戡亂與反攻大陸。在這
種思惟下，戒嚴、總動員等非常體制必須持續，「萬年國會」必須長年不改選，
因此台灣的民主政治便永遠裹足不前。當時黨外人士面對這種情勢近乎絕望，只
好全盤否定國民黨的全部體制，甚至主張用「分離主義」
、
「獨立思想」與之對抗，
這是國民黨錯誤思惟與統治下必須付出的代價。81
1987 年 11 月 2 日，民進黨召開第一屆七中全會，正式就「『人民有主張台
灣獨立之自由』列入民進黨黨綱」一案進行討論，當時擔任政策協調會主委的姚
嘉文對此擬具一份建議案，聲明「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之自由」
。1988 年 4 月 16
日、17 日，在民進黨第 2 屆全國黨代表大會第 1 次臨時會中，已升任為主席的
姚嘉文以「將台灣還給台灣人民」為題發表致詞，對於住民自決與主權的概念也

77

陳芳明，
「民進黨沒有分裂的條件－論姚嘉文、張俊宏、林正杰的路線問題」
，在美麗島的旗
幟下（台北：前衛出版社，初版，1991 年 12 月）
，頁 266。
78
「五人小組」是余登發案發生後，黨外新的領導核心，成員有許信良、張俊宏、姚嘉文、施
明德與林義雄五人。後來五人小組積極籌辦新雜誌，推黃信介為發行人，雜誌定名為美麗島。新
台灣研究文教基金會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編輯小組，沒有黨名的黨 美麗島政團的發展（台北：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初版 1 刷，1999 年 11 月 29 日）
，頁 189-197。
79
葉伯祥，民進黨的永遠大老－黃信介前傳（台北：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版，1994 年 6
月）
，頁 155。
80
1979 年 4 月 12 日，黨外發表「黨外國是聲明」
，提出台灣應重返聯合國的主張，企圖把黨外
目標提升到國家前途的層次；對此，姚嘉文便認為此主張可以突顯台灣獨立的精神，而黨外陣營
中統獨立場的分歧也首度浮現（例如陳鼓應就站在統一的立場）
。新台灣研究文教基金會美麗島
事件口述歷史編輯小組，沒有黨名的黨 美麗島政團的發展，頁 189。
81
姚嘉文，民主．自決．救台灣（台北：生活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初版，1988 年 3 月 10 日）
，
頁 152-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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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進一步的陳述，理念也已相當清楚的呈現。82 在致詞中，他特別指出台灣自
強人政治結束後，民主政治似乎顯出新的希望；然而，我們感到這種希望與期待，
都是虛幻，我們的目標仍很遙遠。其次，台灣民主問題的解決，與台灣國際地位
問題的解決，無法分開處理；台灣的民主，不能侷限於國會及國內制度的決定，
應該提升至國際地位的決定。而且最重要的是，當國際上認為台灣的「中國之國」
性格消失，而「台灣之國」性格顯露之時，在錯綜複雜的國際環境下，民進黨必
須為台灣人民指出前途。而且台灣獨立於中共是一項國際事實，無論台灣將來前
途如何決定，都必須建立在這項事實之上，任何台灣國際地位的改變，都必須取
得台灣人民的自決同意。
不同於姚嘉文的主權與自決觀，張俊宏則是主張「民主」應該優先的理論旗
手。首先他非常準確掌握到台獨呼聲所以高漲，是台灣民主制度、程序及國際人
格的無從落實；83 也能理解台獨是在後蔣經國時代危機不斷而黨國體制壟斷的時
局下，部分危機意識高漲的反對同志以此作為啟蒙群眾和開拓運動的最高訴求，
認為台獨應優先於民主，唯有全力發展台獨，迅速凝聚人民建國意志，才是對抗
國共兩黨的唯一憑藉。84
不過，在理解之外，張俊宏更考量到台獨可行與否的問題。因為「思考民族
運動的方向貴乎冷靜；喊獨立能使獨立確保，故難求之不得，如果喊獨立而使獨
立受損動搖，則可為乎不可為乎」？對此，他提出幾點對台獨的質疑：（一）高
喊台獨使追隨民主運動的人民愈來愈少；（二）高喊台獨會造成掌權者的壓制與
族群的緊張；
（三）高喊台獨使中共武力的恫嚇加劇；
（四）高喊台獨是否能爭取
國際社會的同情？或使外國勢力鑒於中共的壓力，使原本獨立的情勢受到影響。
85

張俊宏認為要建立實質的台獨（台灣人民政治的主體性及文化主體性），事
實上用「民主」一詞便可概括。因為只有實現「人民當家做主」的民主原意，才
能有效阻絕軍事特務統治的再現，才能防止少數決策官僚的濫權顢頇，才能在平
等溝通的制度上和平解決社會衝突，才能在面臨內外內外危機時凝聚社會公意，
使多數住民能夠為一個共同的理想勇毅奮鬥。86
主權、自決與民主究竟如何取捨？台獨的危害又要如何降低？在張俊宏的眼
82

姚嘉文，
「將台灣還給台灣人民 民進黨臨全會主席致詞」
，民進報，第 7 號，1988 年 4 月 23
日-4 月 29 日，頁 6-8。。
83
張俊宏，台灣的危機與轉機（台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第 1 版 1 刷，1989 年 11 月）
，
頁 21。
84
張俊宏，台灣的危機與轉機，頁 42。
85
張俊宏，台灣的危機與轉機，頁 27-28。
86
張俊宏，台灣的危機與轉機，頁 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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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簡單的說就是「如果民主超前，台獨遙遙落後；如果民主原地踏步，台獨絕
對超前」
。
「要消弭台獨的聲音，絕不是增強高壓，而是邁開步伐，步向民主」！
87

上述姚嘉文與張俊宏的不同理念，後來被黨內人士分別視為「台獨基本教義
派」與「台獨務實派」。88 在當時，由於此論戰伴隨著黨內領導權之爭，儼然對
剛成立的民進黨即將造成傷害；加上外界也把此論爭形容為「統獨之爭」，因此
黨內人士莫不希望兩方人士能就此暫時停止爭議。例如陳芳明便認為在民進黨內
部，主張台獨的路線與主張民主的路線事實上是密不可分的，因為台灣人追求獨
立，是為了獲得全民民主；而台灣人追求民主，則是為了使台灣獨立的基礎得到
鞏固。尤其姚嘉文與張俊宏更應該記取過去的苦難教訓，畢竟他們各自所代表的
政治路線「合之雙利，離之則兩傷」。89
公職角色再反省
1988 年 12 月 19 日，在台北市議會的總質詢過程中，市議員陳勝宏首度揭
發轟動社會各界的「榮星花園多目標使用開發弊案」
（以下簡稱榮星案）
，指稱多
位市府官員與市議員共同涉及高達 4600 萬元的政商貪瀆。時任台北市長的吳伯
雄一聽聞，當場指示市府人事處將此案移送台北市調查處偵辦。
榮星案一爆發，民進黨籍市議員周伯倫、徐明德、林文郎、康水木等人被媒
體指稱涉入，而其中康水木還身為民進黨台北市黨部的主任委員。90 隔年 1 月 20
日，台北地檢署經復訊後，承辦主任檢察官喻令將周伯倫、王昆和、康水木、陳
俊源、許文龍與周陳阿春 6 名市議員收押。由於當時正值國內剛解嚴，檢方一次
收押 6 名的直轄市民意代表，立刻造成社會一片譁然。91
2 月 20 日，再度出刊的第一期新潮流評論首次對此案提出批判，這是繼雞
兔難題後，新潮流派系對議會公職角色的再度反省。在這期的內容中，主要有林
濁水「撿到籃子的就是民進黨的菜？支持反對運動的民氣不堪再任意摧殘」
、92 劉
陽「清楚定位運動目標、明白確立政治路線」93 及李逸洋「公職，只是為運動服

87

張俊宏，台灣的危機與轉機，頁 21。
郭正亮，民進黨轉型之痛，頁 62-63。
89
陳芳明，
「獨立與民主是密切結合的－為『統獨』之爭重新定義」
，在時代分合的路口（台北：
前衛出版社，初版，1991 年 12 月）
，頁 63-71。
90
台北訊，聯合報，1989 年 1 月 19 日，第 1 版。
91
朱慶文，
「榮星案 高等法院更審 13 年沒定讞」
，聯合報，2002 年 8 月 21 日，第 9 版。
92
林濁水，
「撿到籃子的就是民進黨的菜？支持反對運動的民氣不堪再任意摧殘」
，新潮流評論，
第 1 期（1989 年 2 月 20 日）
，頁 12-15。
93
劉陽，
「清楚定位運動目標、明白確立政治路線」
，新潮流評論，第 1 期（1989 年 2 月 20 日）
，
頁 16-17。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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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的工具」94 等文章，重申新潮流派系對榮星案的看法與理想中的公職體質及結
構。
林濁水首先指出黨內包庇索賄的黨員，其理念就是不管好菜、爛菜，只要「撿
到藍子就是菜」；而縱使是壞菜，也是越多越好。如果此情況繼續下去，不僅糟
蹋了剛萌芽的民進黨，也會遭到人民的唾棄。其次，劉陽則認為要完成反對運動
的目標，應以「理念」訴求（團體利益）為主，而非「名位和物質利益」；並要
求反對黨應以「被糟蹋的民氣」、「不和稀泥的態度」來制裁索賄者。
事實上，在這一期評論中最受人矚目的還是李逸洋的公職分類論。他首先指
出公職只是為運動服務的工具，也把民進黨當時的公職人員分為三類：「運動型
公職」、「議事型公職」及「利益型公職」，並以「政治目標」、「動員方式」、「運
動參與」
、
「基層組訓」及「組織約束」五項指標驗證公職人員在運動中的功能，
如表 6-2：
表 6-2

李逸洋的公職分類論
運動型公職
重建新體制
群體利益

政治目標
動員方式
運動參與

社會運動及
政治運動參與

基層組訓
組織約束

參與及推動
紀律約束及
內部民主

議事型公職
改革體制
個人利益及群體利
益
社會運動絕少參
與；政治運動參與
部分
未參與未推動
欠缺

利益型公職
公共政策
個人利益
兩者參與皆少

未參與未推動
欠缺

資料來源：李逸洋，
「公職，只是為運動服務的工具」
，新潮流評論，第 1 期（1989 年 2 月 20 日）
，
頁 21。

在李逸洋的眼中，所謂利益型公職以照顧個人事業與利益為主，議事型公職
則僅以作為議會公職而滿足；而這兩者的共存，就是民進黨在榮星案中所呈現的
公職體質與結構。李逸洋認為，若要為台灣人民帶來希望，並達成反對運動的目
標，運動型公職是現階段民進黨最迫切需要的公職人員，雖然目前仍居少數。

94

李逸洋，
「公職，只是為運動服務的工具」
，新潮流評論，第 1 期（1989 年 2 月 20 日）
，頁 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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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到執政之路與到獨立之路

選舉總路線

到執政之路與到獨立之路
新潮流剛批判完黨內議會公職，接著與美麗島又因兩本書的出版而導致理念
產生衝突。1989 年 6 月，由張俊宏所主編的到執政之路－「地方包圍中央」的
理論與實際（以下簡稱到執政之路）一書出版，95 雖然此書被作者之一江迅（郭
正亮）定位成第一本較有系統討論民進黨轉型的專書，96 而且表示對兩大派系的
若干做法都不避諱提出針砭，也不願把自己框線於某個派系認同上；97 但由於以
張俊宏為首，因此很容易便被視為美麗島派系的重要理論作品。98
在內容上，這本到執政之路除了探討國民黨政權的統治基礎與內在矛盾（第
一章、第三章）
，也指出民進黨對國民黨政權的各種錯估（第二章）
，並批判傳統
黨外組織及運動策略（第四章）。其中，最受人囑目的是，它不僅全面反省新潮
流路線（第五章）；並希望鉤勒出一個有效反對國民黨政權的運動雛形。換句話
說，在台灣國家尚未正常化之前，這本書希望能為反對運動提供應採行的鬥爭策
略；99 而這策略就是「地方包圍中央」。
到執政之路一書反省新潮流路線，主要集中在「組織原則」
、
「運動策略」及
「運動目標」等三方面。 100 在組織原則部分，它特別指出新潮流具有如同「先鋒
幹部組織」的特性，並認為此組織成員的甄選以極嚴格的意識型態為標準，而且
視此意識型態為不可反駁的絕對真理，因此為了維持信仰的純度，不管對內或對
外，動輒展開劃清界限的批判，也不斷造成反對陣營的內鬨或分裂。其次，在運
動策略部分，對於新潮流以新鋒組織成員介入社運，並強調全民參與運動策略：
社會運動政治化與政治運動社會化，書中也指出其不當之處。它首先認為以社會
內部矛盾為基礎的社運，與針對黨國特權和法統體制的政運，二者之間並無必然
關聯，因此應尊重社運的自主性，而不是政治掛帥的從屬關係；而且而最令人憂
慮的是，政治介入社運的結果，將必然把統獨爭論和派系紛爭帶入社運領運，造
成社運內部的分裂。最後，書中也對新潮流的運動目標－台灣獨立建國提出質
疑。它認為新潮流所設定台獨不會引起中國攻擊的假設禁不起考驗，這不符合反

95

張俊宏主編，到執政之路－「地方包圍中央」的理論與實際（台北：南方叢書出版社，第 3
版，1989 年 6 月）
。
96
郭正亮，民進黨轉型之痛（台北：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第 1 版，1998 年 5 月 20 日）
，
頁 54-55。
97
張俊宏主編，到執政之路－「地方包圍中央」的理論與實際，頁 12。
98
杭之，
「民主抗爭的終點在那裡？－《到執政之路》讀後」
，邁向後美麗島的民間社會（上）
（台
北：唐山出版社，1990 年 4 月 30 日出版）
，頁 90。
99
張俊宏主編，到執政之路－「地方包圍中央」的理論與實際，頁 11。
100
張俊宏主編，到執政之路－「地方包圍中央」的理論與實際，頁 86-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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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運動者的政治責任；而且國民黨政權是否會土崩瓦解？也寄望於反對運動者的
客觀實力，而不是訴求「主觀、形式主義」的台灣獨立。
「地方包圍中央」，是本書所提出的鬥爭策略。在作者的分析中，黨中央為
外來少數政權，始終無法以黨組織取代地方派系；而地方派系的民選公職，在本
土化政策與經濟成長後，已逐漸掌握權力與經濟特權。在這兩者處於競爭的狀況
下，地方與中央有權力、利益的明顯糾紛及衝突，民進黨若趁此機會擴大二者之
間的矛盾，將是反對黨前所未有且絕無僅有的最佳機會。101 其次，地方政權可由
選舉途徑取得、攻擊地方特權有利於爭取民心、可策反地方政客投入反對陣營、
使用地方行政權杯葛中央或建立政績等，都是反對黨最有效的整體戰略。102
延續上述思維邏輯，因此民進黨要執政，最簡便、紮實的方法便是從地方政
權著手，這是邁向中央、根本改變政黨體質、改變整個政經結構，並藉以邁向民
主的唯一、最堅實可行的途徑。103 而這種執政戰略的具體操作做法是，以適當議
題（例如還政於民與還財於民）團結各地反對勢力、以縣市長和地方黨部的組織
基礎發動全國連線作戰，並以地方首長行政權與地方黨部發動群眾示威杯葛。 104
姑且不論從地方包圍中央的理論是否完美，且具有實踐的可能；出於本身路
線遭受到反省，或者基於派系鬥爭的需要，7 月 20 日出刊的第八期新潮流論壇、
1991 年出版的到獨立之路，馬上就對此書做出回應。首先，新潮流表示對路線、
理念的往返辯難，是建立健全的反對運動發展方向必經之路，絕不能與「內鬥」、
「奪權」劃上等號。唯有透過反省與認真思考，民進黨的紛紛擾擾才能找到真正
的解決之路。105
主要內容方面，李逸洋在「地方包圍中央、夢幻執政路線」一文中，106 認為
地方包圍中央的路線建基於兩個「唯心」的前提和一個「幼稚」的分析，是一廂
情願的想法。所謂唯心，指的是預設縣市長執政聯盟和地方黨部將結合各地反對
團體形成行動聯盟，但事實上民進黨在地方上卻是山頭林立，且整合不易；所謂
幼稚，則指誤判地方是整個國民黨政權的最脆弱環節，因為國民黨所統治的地方
早有堅實的組織和中央及地方派系結盟關係。其次，他認為張俊宏等人主張「地
方包圍中央」的結果便可以執政，也是患了「執政幼稚病」，因為影響政治穩定
最鉅的軍隊特務如果不納入監督，維 持國民黨專政統治最力的外來中國體制如果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張俊宏主編，到執政之路－「地方包圍中央」的理論與實際，頁 58-61。
張俊宏主編，到執政之路－「地方包圍中央」的理論與實際，頁 61-62、64-65。
張俊宏主編，到執政之路－「地方包圍中央」的理論與實際，頁 4。
張俊宏主編，到執政之路－「地方包圍中央」的理論與實際，頁 124。
「社論」
，新潮流論壇，第 8 期（1989 年 7 月 20 日）
。
李逸洋，
「地方包圍中央、夢幻執政路線」
，新潮流論壇，第 8 期，1989 年 7 月 20 日，頁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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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打破，民進黨縱使贏得選舉勢將仍無執政機會。另外，張立明在「透過草根民
主組織、進行人民和平革命－公開新潮流的組織型態與運作方式」一文中，107 則
針對到執政之路對新潮流組織型態及運作方式所做的批評提出反擊。他認為以
1920 年代過時的「列寧式先鋒幹部組織」作為模型，對新潮流做錯亂式的攻擊，
是為傳統地方山頭從事「理論式」的緩頰；而這不僅無助於理性的探討，也將繼
續惡化反對陣營的內鬨或分裂。至於陳鴻榮「美麗島幻境漫游、新潮流民間植根
－國家認同、政經體制、公共政策環環相扣的獨立建國理想」一文，108 則在反
駁到執政之路對台灣獨立主張的質疑，強調新潮流根值於這塊土地，主張台灣獨
立有其正當性、必要性、可行性與實質內涵，其主要目的便在批判國民黨因代表
全中國所造成人民參政權與憲政秩序的扭曲；而且台灣獨立的國家認同是骨架，
骨架必須先確立，才得以進行政經體制的調整與落實公共政策的。
1991 年，新潮流以派系名義出版到獨立之路：新潮流與台灣獨立（以下簡
稱到獨立之路）一書，109 並標榜此書是「現階段台灣獨立的運動綱領」。由於書
名與前述到執政之路類似，又是以派系名義發表，因此一方面令人聯想到此書與
到執政之路有互相抗衡的意味，另一方面也可以視為新潮流路線與理念的正式陳
述。
「描繪理想新藍圖、起造台灣共和國」，是新潮流撰寫到獨立之路一書的目
的。具體而言，它正在問一個問題：台獨運動所希望建立的是怎樣的國家？而此
答案在新潮流的理想中，目標是（一）制憲建國、總統直選；（二）從政治民主
到社會民主、經濟民主；（三）重建活潑的台灣文化新生命；（四）保障兩岸永久
和平。110
在新潮流的定義中，台灣獨立的內涵首先是去除中國的陰影，對外以一個主
權獨立的國家的身分地位處理外交關係；對內則是將中華民國體制改造成台灣體
制，並使其成為一個徹底民主的新國家。在參與方面，勞工、弱勢者、中產階級
及中小企業等被支配者均是台獨運動的主體；而在戰略上，長期必須採取「戰地
戰」原則，即以社會包圍國家機器，並建立影子政府，以便有能力轉移政權；短
期則採取「運動戰」，這是群眾運動的表現形式，可以打破國民黨的權威，並粉

107

張立明，
「透過草根民主組織、進行人民和平革命－公開新潮流的組織型態與運作方式」
，新
潮流論壇，第 8 期，1989 年 7 月 20 日，頁 16-21。
108
陳鴻榮「美麗島幻境漫游、新潮流民間植根－國家認同、政經體制、公共政策環環相扣的獨
立建國理想」
，新潮流論壇，第 8 期（1989 年 7 月 20 日）
，頁 22-27。
109
此書僅 16 頁，與政治、社會運動者所使用的宣傳小冊子相當類似。到獨立之路編輯小組，到
獨立之路 新潮流與台灣獨立（台北：新潮流辦公室，1991 年）
。
110
到獨立之路編輯小組，
「前言」
，到獨立之路 新潮流與台灣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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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原本白色恐怖所遺留的恐懼心理。111
特別的是，新潮流在此書中也論及本身派系的定位， 112 並談到健全地方政治
和派系與社會運動的關聯，113 而這些問題都曾是到執政之路一書所特別強調的重
點。在派系定位上，新潮流自稱尊重民進黨體制是其基本原則；雖然新潮流曾經
在民進黨落後於社會進步力量、陷入停滯的泥沼時發起多次黨內批判，但其目標
都是希望民進黨更好，而並不是要否定它，因此新潮流是一個忠誠的派系，不只
是「鬥魚」。和其他獨派團體的關係，新潮流雖然自認其「中間偏左的社會民主
主義」與其他獨派團體有所不同；但仍認同獨派整合的觀點，以協調各種獨派團
體在台灣獨立運動上的腳步，共同發揮更大的整體力量。
在地方政治發展方面，新潮流同樣認同要打破國民黨的統治，必須改造台灣
的地方政治。不過它認為美系的「地方包圍中央」模式、山頭間的選舉聯盟，還
只留在「打特權換特權」的階段，而這種龐大的利益分贓體系會因此消融反對黨
者的意志。對此，新潮流希望形成一個草根民主運動，建立起地方政治與地方社
會運動的良性互動模式，並促進地方政治權力與經濟資源的重新分配，打破地方
分贓政治。其次，地方政治的病因與中央的黨國體制密切相關，通常無法在地方
層次解決，因此主張地方政治的改造必須與中央雙管齊下。
最後就是新潮流與社會運動的關係。新潮流首先表明尊重社會運動的主體性
是其基本原則，並體認社會運動的發展是內在的，不是外力可以操縱。不過，仍
堅持認為台灣的社會運動必須政治化，社會運動必須提升至政經體制層次的反省
與定位，社會運動的目標才得以實現。整體而言，新潮流希望與社會運動平等結
盟，由工作中建立互信，由互信中邁向整合。
選舉總路線
民進黨內的群眾路線與議會路線之爭，事實上在 1990 年代已稍見平息。雖
然當時新潮流仍堅持「強化群眾路線運動、積極準備總體決戰」；114 但是隨著重
要選舉的頻繁舉行，政治菁英已逐漸體會到將面臨全新路線的選擇，而民進黨也
順勢採取「選舉總路線」作為往後發展的主流路線。
1989 年 12 月，因偷渡回台而遭到審判的許信良開始對選舉路線提出精闢的
論述，並認為選舉已經是台灣反對運動要完成其歷史使命最可行和有效的手段。
在許信良的觀點中，選舉之所以最可行，因為它最為人道；之所以最有效，因為

111
112
113
114

到獨立之路編輯小組，到獨立之路 新潮流與台灣獨立，頁 4、8、9。
到獨立之路編輯小組，到獨立之路 新潮流與台灣獨立，頁 13-14。
到獨立之路編輯小組，到獨立之路 新潮流與台灣獨立，頁 15-16。
復刊詞，新潮流半月刊，試刊號（1990 年 1 月 20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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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最具動員潛能。在一個不斷舉行選舉的現代社會，選舉機制本身確立其成為改
變政權唯一手段的合法性和正當性，而在這個大歷史條件下，其他手段都很難被
接受，因此也就很難發展。台灣反對運動今後要努力的，正是如何使自己善於使
用選舉手段，贏得大選，準備執政。115
1990 年 5 月，許信良出獄，宣告自己接下來的使命是「全心全意幫助民進
黨三年執政！」而此話一出，立刻引起社會各界的囑目。依據他的說法，所謂「三
年執政」有其現實上的基礎，也有理想上的鼓勵作用。在現實面，台灣從 1991
年開始，將連續三年面臨三場重要選舉（1991 年國大代表、1992 年立法院全面
改選、1993 年縣、市長），如果民進黨能善用，其選票有可能會呈倍數成長；在
理想面，則是希望透過明確、馬上來臨的時間設定，以提醒民進黨對執政的現實
感，並使其揚棄不切實際的空洞口號，跟民意做更緊密的結合。116
許信良強調，民主的士氣需要不斷的砥礪，民主的發展更需要直接的方向及
目標，
「三年執政」正提供這樣一個方向與目標。 117 10 月底，許信良成立辦公室，
正式提出「選舉總路線」作為民進黨邁向執政目標的策略。118
1991 年 11 月 12 日，許信良就任民進黨第五屆黨主席，選舉總路線終於有
了實踐的可能；之後，他更進一步宣稱：「捨選舉路線，台灣的政治反對運動沒
有任何其他可以獲勝的路線」
。119 1991 年第二屆國大代表選舉，民進黨的得票率
為 23.3﹪，雖然被視為是一大挫敗；不過在隔年立法院首次全面改選的得票率則
一舉上升至 33.1﹪，獲得 50 席立委，占立法院總席次的 1/3。1993 年縣、市長
選舉，民進黨更得到 41.2﹪得票率，和當年國民黨的 47.3﹪得票率只差 6 個百分
點，這是國內解嚴後，兩黨得票率最接近的一次。接下來，許信良在兩年的黨主
席任期中，終於把民進黨的得票率整整向上再拉高近兩成。 120 在第二任黨主席任
內，許信良也領導民進黨在正式選舉中第一次打敗國民黨。121 1997 年底的縣市
長選舉，民進黨中獲得 43.3﹪得票率，首度超越國民黨的 42.1﹪得票率，並拿下
12 個縣、市長寶座。
除了選舉得票率的逐漸提升外，民進黨內公職出身的政治菁英也逐漸掌握黨
115

夏珍，許信良的政治世界（台北：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第 2 版，1999 年 9 月 30 日）
，
頁 163。
116
許信良，挑戰李登輝（台北：新新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初版，1995 年 7 月 1 日）
，頁
35-37。
117
許信良，挑戰李登輝，頁 37。
118
許信良，挑戰李登輝，頁 37。
119
許信良，「序：勿忘在洛」，在美麗島的旗幟下（台北：前衛出版社，初版， 1991 年 12 月）
，
頁 11。
120
夏珍，許信良的政治世界，頁 194-195。
121
夏珍，許信良的政治世界，頁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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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決策權力。依據郭正亮的分析，在民進黨的中常委權力結構中民選公職與非民
選公職的比例，從 1989 年的 6：5，1991 年的 7：4，到 1994 年的 8：3，其發展
趨勢呈現出非民選公職在黨內已經逐漸式微，而「政黨菁英公職化」的主要型態
則逐漸確立，並藉此衍生出三種政治後果：1.政黨菁英的甄補，將以選舉勝選的
公職人員為主；2.政黨決策的產出，將由民選公職的利益和理念所主導；3.政黨
資源的分配，將由勝選和執政的公職人員所掌握。122 至此，選舉總路線不僅成為
民進黨發展的主流路線；也正象徵美麗島派系與許信良對此階段民進黨發展策略
的深刻影響。
三、大和解

聯合政府與單獨執政

大和解
「族群」問題，長期以來不僅是台灣社會的深處隱痛，也是政治領域中的基
本矛盾。在國家走向未強調「本土化」潮流之前，族群矛盾堪稱是早期黨外運動
崛起的主因；不管是黨外或民進黨，都習慣以「台灣人出頭天」和「反對外來政
權」為運動訴求，以抗議外省族群對國家政權的集體壟斷。123
不過，隨著民進黨逐漸融入體制，前述的運動訴求早已不利於其政治版圖的
擴展；在族群政策上，民進黨開始強調必須承認各個族群的文化特殊性及不可取
代價值，並積極尋求建立一個「多元融合與平等」的社會。124 至此，民進黨的族
群政策在理論上已經有了明顯的變遷，在思考上也漸趨平和、理性。
有了平和、理性的族群政策，是否代表民進黨也會有平和、理性的政治實踐？
以促進台灣族群與政治的和諧。1995 年底，由民進黨黨中央所主導的「大和解」
運動，正提供一個審視的機會。事實上，外國觀察家也早已經注意到台灣歷史上
不同群體之間存在著大大小小衝突，因此如何面對衝突？並創造對話、和解與和
平價值，正是台灣遭遇的各種挑戰之一。125 但究竟何謂「和解」
（reconciliation）？
和解在台灣的意義又是為何？
根據政治上的定義，和解指的是過去敵對的雙方逐漸互相認可與接受，並在
互信和尊重對方利益的前提下有意識地發展和平夥伴關係； 126 而在台灣，其深刻
122

郭正亮，
「選舉總路線下的民進黨」
，游盈隆主編，民主鞏固或崩潰－台灣 21 世紀的挑戰（台
北：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初版，1997 年 10 月）
，頁 206。
123
郭正亮，民進黨轉型之痛（台北：天下遠見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第 1 版，1998 年 5 月 20
日）
，頁 80。
124
政策白皮書編纂工作小組，政策白皮書（綱領篇）
（台北：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1993 年 8
月）
，頁 281-286。
125
魏明德，衝突與和解：締造台灣和平文化（台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初版，2000 年 1
月）
，頁 164-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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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定義來自於第三屆斯德哥爾摩國際論壇－真相、正義與和解會議（ 2002 年 4 月 24 日）。參
見劉仲華，
「尋找人類和解途徑」
，人民日報，2002 年 5 月 3 日，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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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更指向消弭長久以來侵蝕社會情感的族群問題與相關政治矛盾。1995 年 12
月立委改選前，民進黨第一次提出「大和解時代、大聯合政府」的主張；不過在
當時，這只是臨時的選舉口號與策略，因此未受到太多的關注與思考。127 12 月 6
日選後，民進黨中常會為因應新的立法院政治生態，128 再度發表大和解聲明：
「迎
接大和解時代的來臨－我們對大聯合政府的基本立場」，表示國民黨一黨專政時
代已宣告結束，而為因應此情勢，此時台灣社會與人民必須建立「大和解」的共
識與共信，才能圓滿化解種種內、外隱憂與積弊，包括國家認同混淆、族群關係
緊張、黑金政治蔓延與外來中國威脅等，並進一步為台灣帶來新的發展契機。129
12 月 14 日，民、新兩黨領導人在立法院咖啡廳首次進行會談，正式開啟國
內政黨大和解的實驗。當天出席人士，民進黨方面有黨主席施明德、秘書長邱義
仁、立院黨團副總召集人林濁水、幹事長周伯倫，而許信良、黨團總召集人張俊
宏與施明德則是背後運作的「鐵三角」；130 在新黨方面，則有全委會召集人陳揆
淼、秘書長趙少康與立院黨團幹事長周荃。在這場會談中，雙方除了大致交換意
見外，並在「反黑金、反特權、反對中國威脅及共同推動民生法案」等議題上達
成初步共識。隔年 1 月 18 日，基於先前的和解默契，兩黨更聯手推動所謂「二
月政改」，共同支持民進黨主席施明德參選立法院院長。
若就當時兩黨領導人的份量觀察，應該已足以代表雙方政黨；尤其在民進黨
方面，由黨中央與立院黨團領導人出面，更象徵民進黨在此議題上擁有一致的立
場。不過令人出乎意料的是，此會談過後，民進黨內卻馬上引發空前的反彈與內
鬨，此時政黨大和解的實踐不僅面臨空前的危機，黨內派系的衝突也一觸即發。
首先，正義連線沈富雄認為大聯合陳義過高、天馬行空，為短期利益與新黨
聯合，會失去選民、有損黨格；而橫跨福利國與獨盟的顏錦福則表示政黨不可為
分一杯羹放棄黨魂，尤其民進黨身為本土化政黨，在台獨主張上絕不可模糊。131
接著，正義連線更發表嚴厲的聲明，表示該連線主張大和解；但若以此主張包裝
執政聯盟與政黨聯合共治，無異與新黨同流合污，甚至淪為新黨幫手。132
雖然黨內立委對大和解有所批判，且開始涉及到派系的動員；但黨中央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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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參見郭正亮，民進黨轉型之痛，頁 294-296。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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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報，1995
年 12 月 16 日，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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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威晶，
「民進黨團會議昨砲聲隆隆」
，聯合報，1995 年 12 月 20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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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勢下仍舊力排眾議，繼續鼓吹大和解理念。在接下來發表的新聞稿中，黨中央
提到台灣的族群陰影隨時都可能引爆，也可能成為政爭的工具；今天民、新兩黨
願意拋棄激情的對立，是凝聚「新台灣住民意識」的珍貴歷史開端。其次，未來
將運用以下方式：反省族群政策、重新詮釋二二八事件與從社會深層宣傳等努力
實踐大和解。133 此外，黨主席施明德對於外界的質疑，則表示台灣 2100 萬人民
應解開心結，用大是大非面對歷史，停止仇恨與報復，團結共同面對來自中國的
挑戰；134 至於在統獨主張上，他仍強調民進黨主張台獨的立場並未改變，雖然與
新黨的國家認同有所差異，但彼此尊重。135
黨中央的大和解主張在持續之時，隔年卻因面對總統第一次民選，而再度受
到黨內獨派的挑戰。1996 年 1 月，黨內召開總統擴大輔選會議，中央黨部代表
與競選總部代表因大和解主張爆發互相叫陣的緊張場面；其中前者極力推銷大和
解為競選主軸，而後者則傾向維持台獨訴求， 136 深怕大和解將造成「反統一」訴
求的弱化。137
由於尊重競選總部的意見考量，最後總統競選主軸決定揚棄大和解主張，改
以強調獨立自主意識的「和平、尊嚴、台灣總統」
、
「反統一、要獨立」與「終結
外來政權」。此種競選總部與黨中央的理念分手，被視為是「大和解」的重大挫
敗。138 除此之外，原本支持民進黨的獨派團體台灣教授協會也批判民進黨的大和
解是逃避統獨問題、傷害台灣人民與台灣前途，開始思考要與該黨分道揚鑣。139
綜觀民進黨大和解運動的發展過程，可以發現派系在其中仍扮演著重要的參
與角色。其中，掌控黨中央與立院黨團的施明德、新潮流與美麗島不遺餘力地推
動政黨及族群大和解，惟黨內其他派系：如正義連線與獨派團體，因基於本身意
識型態的堅持與選舉利弊考量，對於大和解主張及做法則大加抨擊，造成黨內敵
對意識再次高度瀰漫。
聯合政府與單獨執政
民進黨應走「聯合政府」路線？或是應追求本身「單獨執政」？是黨內繼大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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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解事件後，派系之間再次引發立場對立的重要議題。誠如 Laver 與 Schofield
對歐洲「聯合政治」（the politics of coalition）的研究，發現由「派系聯盟」所組
成的政黨（party as coalition of factions）
，其內部對於聯合政府的偏好通常會產生
極大的爭議；而且此時派系領袖不僅會在黨內進行彼此交易，同時也各自會與他
黨領袖進行相關協商。140
原本在第三屆立法院改選前，因預測國民黨席次可能無法過半，民進黨黨內
便有如何因應聯合政府的討論，結果中常會做出：「凡黨員出任由他黨主導之內
閣閣員，未經中常會同意與推薦者，視同違紀參選，依黨紀處理。」決議，可說
是該黨對可能出現的聯合政府先做相關預防措施。 141 選後，國民黨在立法院的席
次雖然過半，但只是勉強較半數多出 3 席，因此民進黨黨內仍充斥著朝野應組成
聯合政府的呼籲。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此時黨內所主張的聯合政府類型：「大
聯合政府」與大和解理念有互為因果的關係。所謂互為因果指的是透過具體可
行、可昭公信的大聯合政府制度，可以消除各黨菁英的猜忌心理，建立菁英間的
相互信任感與合作傳統。其次，大聯合政府的建立仍必須依賴各黨有大和解的誠
意與決心，人民有禍福相倚、休戚與共的感情。142
所謂「大聯合政府」
（grand coalition）
，在西方通常指由國會中贏得百分之七
十五以上席次的主要政黨所組成的聯合內閣。尤其當遇上某些特殊情境時，多數
主要政黨亦可能邀請一個或更多個少數黨共組廣泛分享權力的大聯合內閣。這種
大聯合政府出現的時機與背景有三：
（一）社會分歧結構的嚴重對立；
（二）戰爭
的威脅或爭取獨立之初；（三）民主政體遭到威脅或陷入內戰危機，143 目的都在
於透過大聯合政府的制度安排促進政黨菁英的團結，並化解社會可能的嚴重對
立。
第三屆立法院改選前後，此時台灣正面臨上述類似的政治情境：內部有族群
問題與國家認同之爭（新黨與民進黨各自開展政治動員，並有斷斷續續的衝突）
，
外有中共的文攻武嚇，又面臨首次立法院差一點三黨席次都不過半，因此民進黨
順勢提出大聯合政府的動機可以理解。同時，此主張也被外界視為符合其政黨利
益，因為黨內及社會的反彈和衝擊較小，而在三黨之間周旋，其獲利可能性也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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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144 值得注意的是，民進黨大聯合政府理念的催生者：選舉對策委員會執行長
游盈隆，本身是政治學者出身，不僅在平時教學中特別偏好相關理論，145 此時更
親自在政治參與中加以實踐。
民進黨中常會在立委選後所聲明的大聯合政府，原本立意應是上述西方的理
論內涵與背景，但最後卻因黨中央與新黨在立法院進行大和解，而被批判是為短
期利益與新黨聯合，因此大聯合政府的推動頓時受挫。不過，1996 年 3 月，總
統、副總統首次開放民選後，李登輝總統向國人宣布將廣徵各界人才，並納入政
府決策階層，而使得民進黨又開始重視聯合政府的議題。4 月 4 日，當時民進黨
代理主席張俊宏表示，在國民黨仍為相對多數的情況下，民進黨的發展策略，上
上策是三黨合組大聯合政府，中策是與國民黨聯合執政，下策是與新黨組成制衡
聯盟，下下策則是單獨執政；他並進一步露骨地指出，民進黨單獨壯大的機會幾
近於零，只會造成單獨凋蔽。4 月 6 日，已單獨在台北市執政的陳水扁市長則對
張俊宏的說法提出反駁，認為台灣總有一天會出現聯合內閣，不過目前民進黨並
無此條件。146 至此，民進黨內對於未來的發展策略究竟應走聯合政府，或應單獨
執政，開始出現派系競爭的色彩。
4 月 10 日，民進黨中常會中，福利國派系的中常委蘇貞昌提案表示國民黨
在立法院席次既已過半數，就可以單獨組閣，並負起全責；而今日在沒有聯合政
府的條件下，李登輝總統欲拉攏民進黨入閣，是要分化或要民進黨放鬆監督的手
段，因此「民進黨應堅守立場，個人不該入閣，政黨不該入閣」。最後，中常會
明確做出決議，表示除非是三黨形式的大聯合政府，否則不接受兩黨的聯合內
閣，也嚴禁個別黨員入閣。147 值得注意的是，蘇貞昌此時的提案與陳水扁上述看
法相當類似。
5 月 13 日，民進黨當天舉辦選務檢討座談會，主題是「民進黨的路線發展
問題」。會中，許信良首度提出「執政總路線」主張，認為當民進黨靠選舉已不
太可能取得勝選（指 1996 年總統首次民選）時，便應該嚴肅考慮如何取得執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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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勁，
「民進黨大和解、大聯合政府主張的推行與現階段台灣的政黨合作」
，頁 1。
根據筆者在大學的修課經驗，可以明確感受到游盈隆教授特別偏好 Arend Lijphart 的協合式
（consociational ）
、共識型（consensus）民主理論，尤其在政治學與比較政府的課堂中。 Lijphart
此種理論是對原本多數決民主（majority rule）的修正，希望促進民主政治能與社會分歧結構共
存，強調民主應追求共識而非對立，是包容而非排斥，以及嘗試擴大期統治多數的容量，而非僅
滿足一個單一的多數。參見陳坤森譯，Arend Lijphart 原著，當代民主類型與政治－二十一個國
家多數模型與共識模型政府（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再版，1995 年 10 月），頁 10- 13。
146
郭正亮，民進黨轉型之痛，頁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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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素玲、彭威晶，
「除非是三黨形式的大聯合政府 民進黨決議：不接受兩黨聯合政府」
，聯
合報，1996 年 4 月 11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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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中「聯合執政」是可行的途徑之一。148 6 月，許信良當選民進黨第七屆黨主
席，對於聯合政府再度提出新一波的論述，但卻也在黨內招致強烈的批判。在主
席就職演說中，許信良首次提到總統民選後，國民黨不再是「非法的外來政權」，
而是擁有民意支持的合法總統和執政黨，因此民進黨的政治態度必須調整。其
次，民進黨對台灣的生存與發展負有特殊歷史使命，將積極主動尋求與其他政黨
的合作。149 另外，延續這此種理念，許信良進一步表示民進黨當前單獨執政可能
性不高，若及早參加聯合政府，最大的優點就是可以取得「政策主導能力」
；150 並
且呼籲國民黨應盡速籌組聯合政府，設法建立國會可運作的多數。 151 必須注意的
是，此時許信良主張的聯合政府與先前的大和解在理念上已有實質的不同。因為
前者是反對黨與執政黨的聯合（韓國盧泰愚與金泳三模式），而後者則是反對黨
與反對黨的聯合（日本細川護熙模式）。152
為強化民進黨參與聯合政府的正當性，許信良還提出「台灣黨」與「危機社
會理論」
，頗值得參考。所謂「台灣黨」，指的是立法院中應組成穩定的結構以推
動政務，而這個結構是由具台灣意識的國民黨與民進黨所組成的聯盟。153 後者「危
機社會」，所指的就是此種社會中，人民最關切國家安全議題，而反對黨在此議
題上通常不容易獲得人民的全然信賴。對此困境，許信良認為，若民進黨要予以
克服與化解，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參與聯合政府，並藉此取得人民對該黨執政能力
的信賴。154
7 月 1 日，許信良在就任黨主席當晚，卻應邀赴總統官邸與李登輝密會，頓
時讓外界一片譁然。由於 2 日正是在野黨在立法院推動「六月政改」，155 準備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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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素玲，
「民進黨該往哪裡去？ 許信良提執政總路線」
，聯合報，1996 年 5 月 14 日，第 4
版。
149
全文參見郭正亮，民進黨轉型之痛，頁 304-307。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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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信良再倡聯合政府」
，聯合報，1996 年 6 月 25 日，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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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 月 29 日-1997 年 1 月 4 日）
，頁 14-17；曾建元，
「論民進黨轉型及其憲改策略之轉變
1994-1996」
，中山人文社會科學期刊，第 6 卷第 2 期（1998 年 12 月）
，頁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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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珍，許信良的政治世界，頁 219-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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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最主要的國家安全議題就是中共威脅。夏珍，許信良的政治世界，頁 223-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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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4 日，民進黨籍立法委員張俊宏、翁金珠、顏錦福等 53 人提出廢核案，此案經表決後
獲得通過；不過，隨後行政院依憲法提出覆議，再次否決上述廢核案。其次，6 月 6 日，李登輝
總統以「著無庸議」批示總辭的行政院長連戰繼續留任，且以新聞稿片面表示立法院咨請總統重
新提名行政院漲的決議無效，終於使民進黨立院黨團認為這一連串事件的根本原因在於立法院長
未能堅持國會決議尊嚴與效力，才遭致失敗，因此爰提案要求改選立法院長，此即所謂「六月政
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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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改選立法院院長；此時黨主席許信良與李登輝總統進行密會，因此被黨內認為
是「兩軍對山寺之間，主帥夜奔敵營」。156 尤其當六月政改失敗後，黨內人士都
把原因歸咎為黨主席許信良，不僅批判聲四起（例如同屬美麗島系的同志也對許
信良路線大肆批評。周伯倫、張俊宏、施明德等人認為許信良此作為是「被收編
及投降式的合作路線」
，因此擬成立「制衡聯盟」性質的組織，進行體制內制衡，
監督黨中央；而此舉，被外界視為是「美系內鬨」
）
，157 最後，更造成獨派出走另
組建國會與建國黨，民進黨也正式面對組織分裂的危機。
派系在聯合政府與單獨執政議題上的路線分歧可以表 6-3 作說明：
表 6-3

民進黨各派系在聯合政府/單獨執政議題上的路線分歧
對總統角色認知

對台灣危機的認知

聯合是否有利形象

聯合是否有利發展

總統超然於執
政黨。

危機已達緊急 彰顯執政理念
階段。
及能力。

取得更多行政
資源及政策主
導能力。

美麗島（張俊宏 總統等同於執
等人）、正義連 政黨。
線、福利國、獨
派

危機未達緊急 喪失反對理念
階段。
及立場。

恐被分化、收編
與瓦解。

美麗島（許信
良）、新潮流
（聯合政府派）
（政黨中的執政派）

（單獨執政派）
（政黨中的在野派）

資料來源：筆者修改自郭正亮，民進黨轉型之痛（台北：天下遠見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第 1
版，1998 年 5 月）
，頁 183。

上述聯合政府派，也是「政黨中的執政派」，以美麗島中的許信良為主。此
派通常區別李登輝總統與國民黨，認為應促使李曾輝總統扮演超然中立的全民領
袖；其次，該派認為台灣的內憂外患亟待解決，因此有必要透過聯合政府形成穩
定多數，以便因應與化解危機。另外，該派亦認為參與聯合政府有利於彰顯民進
黨的執政理念及能力，並有利於未來政黨的整體發展。158 值得注意的是，聯合政
府派理念的最後實踐，可以 1996 年底召開的國家發展會議為代表。
在單獨執政派方面，則是「政黨中的在野派」，以張俊宏等人的制衡聯盟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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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珍，許信良的政治世界，頁 228-230。
陳素玲、彭威晶，
「施明德等擬組制衡聯盟 監督黨中央」
，聯合報，1996 年 7 月 7 日，第 2
版；孫中英，
「周伯倫反對許信良投降式合作路線」
，聯合報，1996 年 7 月 5 日，第 4 版。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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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正亮，民進黨轉型之痛，頁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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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義連線、福利國、獨派為主。他們主張李登輝總統與國民黨無法二分，民進黨
既然身為反對黨，就不可對李登輝心存美好的期望，必須嚴厲予以監督、制衡。
其次，該派認為台灣的內憂外患未達緊急階段，因此朝野沒有合組聯合政府的必
要；最後，該派更主張參與聯合政府將使民進黨的主體性盡失，並恐將被分化、
收編與瓦解。159
過去都有自己獨特立場的新潮流，在此次聯合政府議題上則較少發言。由於
其領導菁英邱義仁此時正任職黨秘書長，因此該派系大都以黨中央立場出發，先
主張維持大聯合政府；後來則配合許信良主席，主張共組聯合政府。
上述派系的路線分歧，事實上正義連線的沈富雄便指出，未來民進黨的路線
之爭將是陳水扁的「單獨、主導執政」與許信良的「聯合執政」之爭。 160 對此競
爭，外界大都認為關鍵在於兩人已是黨內最具「總統相」的準候選人，因此彼此
之間的明爭暗鬥勢不可避免。 161 不過，由於此時陳水扁身為黨內地位最崇高的公
職（台北市長），其權力與資源早已讓其他黨內人士望塵莫及；而許信良在此競
爭過程中也注定居於下風。
此種爭議也可說是各國反對黨普遍都必須面臨的難題；而反對黨能否就此進
行內部整合與協調，顯然將影響到政黨未來的發展。162 在台灣，此種爭議的結果
甚至都與憲政體制的運作密切相關。1997 年，我國朝野進行第四次修憲，民進
黨各自派系上述的考量就明顯展現在其對憲政體制的選擇，並導致民進黨內竟有
兩個修憲版本的情況發生：其中美麗島、新潮流因主張聯合政府，因此較偏好權
力共享與共治的「雙首長制」；而正義連線與福利國基於單獨執政理念，則偏好
可以個別主導權力的「總統制」。
四、黨務改造
如同第三章第三節中所述，2002 年 3 月，黨務改造在民進黨的內部要求下
正式啟動。若就規模而言，此改造由於是民進黨執政後，涉及黨主席、中執會及
中常會等職務功能的重要修正，因此可視為該黨近幾年最大的組織變革。
如何深入看待此黨務黨造？筆者認為有必要先從相關理論著手。目前，學術
界若提及「政黨變革」（party change），都會以 Panebianco 的政黨「組織變革」
（organizational change）理論作為討論起點，茲簡述如下（表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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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正良，民進黨轉型之痛，頁 183。
轉引自林怡君，民進黨反對運動路線爭議之研究，頁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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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博東，
「1997 年民進黨活動綜述」
，全國台灣研究會，台灣一九九七（北京：九州圖書出版
社，第 1 版，1997 年 7 月）
，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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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正亮，民進黨轉型之痛，頁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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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

Panebianco 分析政黨組織變遷的架構
政黨變革方向 1
versus
政黨變革方向 2
演進（evolutionism）：
政治發展（political development）：
變革是由自然趨勢或生命周期所決定， 變革是組織行為者之間聯盟關係變化的
因此政黨組織會從一個階段演進到另一 結果，而不是組織的必然演進。
個階段。
有目的性（intentionality）：
無目的性（non-intentionality）：
變革是組織行為者精心選擇的結果。 變革是組織功能產生混亂，並出現嚴峻
的危機時才出現。
外生形成（exogenous ）：
內生形成（endogenous ）：
變革來自於外部環境變化所誘發。
變革主要來自組織內部權力分配的變
化。
資料來源：筆者彙整自 Angelo Panebianco, Marc Silver tran., Political Parties, Organization and
Pow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239-242.

必須指出的是，Panebianco 雖然以上述對比的方式列出政黨各種變革方向，
但是他仍舊偏愛以綜合的方式回答類似問題。例如當論及組織變革是否有無目的
性？他認為由於「行為者的有限理性」
、
「組織壓力的多樣性」與「不可預測的結
果」，因此組織變化是兩類選擇的結果。此外，若論及組織變革是外生或內生形
成？他也認為組織變化在大多數的情況下是「外部刺激」和「內部因素」共同作
用的結果。163
接下來有關政黨變革的研究，則以 Harmel 與 Janda 的理論最受重視，164 因
為他們不僅繼承了 Panebianco 的基礎（包括對內部權力結構與外部刺激的重
視），更對其「政黨目標」（party goals）觀點提出質疑，並另外補充其它值得重
視的政黨目標，豐富了 Panebianco 的理論內涵。
Panebianco 認為所有政黨的首要目標都是選舉勝利，當此目標受到外部刺激
形成衝擊（選舉失敗），並引起內部決策者的重視，政黨變革才會啟動。165 但是
Harmel 與 Janda 認為除此之外，尚包括「行政職位」
（取得最大量的行政資源）、
「政策與意識型態」
（堅持關鍵立場的正確性）與「黨內民主」
（重視黨員的代表
性與參與性）等目標；當這些目標遭受到外部刺激形成衝擊，配合內部決策者的
行動，政黨變革同樣會啟動。
有關 Harmel 與 Janda 的政黨變革理論，筆者整理如下（圖 6-2）：
163

Angelo Panebianco, Marc Silver tran. Political Parties, Organization and Pow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241-242.
164
Robert Harmel and Kenneth Janda, “An Integrated Theory of Party Goals and Party Change,”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Vol.6, No.3 (July. 1994), pp. 259-287.
165
Angelo Panebianco, Marc Silver tran., Political Parties, Organization and Power, p.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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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

政黨變革分析架構：Harmel 與 Janda 的觀點

選舉

領導人變化
＋

外部刺激

行政職位

主導集團
變化

政策與意識

政黨變革

型態

黨內民主

資料來源：筆者彙整自 Robert Harmel and Kenneth Janda, “An Integrated Theory of Party Goals and
Party Change,”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Vol.6, No.3 (July. 1994), pp. 259-287; 楊
雲東譯，Robert Harmel and Kenneth Janda 原著，
「一種政黨理論：政黨目標和政黨變
革的整合」
，高新軍、榮敬本，政黨比較研究資料（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第 1 版，
2002 年 5 月）
，頁 220-253。

民進黨的黨務改造究竟成因為何？筆者以下根據 Harmel 與 Janda 的理論架
構進行探討。其次，派系在改造過程中扮演何種角色？有何參與？筆者也會予以
綜合說明。
首先，民進黨執政後，在領導人與主導集團方面的確產生明顯的變化。此時
陳水扁總統是黨內最高領袖、政府實質最高領導人，相關的政務官員也大多和陳
水扁本人有密切的關聯。而這種新的權力生態和過去民進黨內派系共治、平衡的
體質有明顯的不同，象徵「一人領導」的時代已正式來臨。
一人領導，即由陳水扁總統獨攬決策大權，所直接造成的衝擊就是使黨中央
與立法院黨團逐漸被邊緣化；不僅黨無法在行政職務上佔有一定份量、在決策上
與陳水扁總統分享權力，原本民進黨最強調的黨內民主精神也日漸失去，這是民
進黨黨務改造的最重要背景。此外，從 2001 年底開始啟動的黨務改造觀察，我
們可以發現主要的呼籲者就是黨主席謝長廷與黨團成員，而這種呼籲事實上正代
表黨中央與黨團對「一人領導」（陳水扁總統獨攬決策大權）的不滿，並企圖分
享更多的決策權力。最後，很明顯的是，這種黨內壓力終於迫使陳水扁總統必須
轉向且嚴肅面對，而黨務改造工作也在黨內共識下正式展開。
在黨務改造的整體策略上，可以區分為以下理念及實際方案兩個層次，其
中，各派系都有其相關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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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層次：由於民進黨長期處於反對黨地位，本身黨章並無規定黨政互動關
係，而現行機制下又缺乏府、院、黨、團的制度化溝通平台，因此如何建構良好
的黨政關係，是黨內首先必須處理的課題。166 對此，主要意見可以區分為：
（一）「黨虛級化」與「以黨輔政、以黨強政」
黨虛級化的主張，最重要的代表就是陳總統就任後宣示完全退出政黨活動，
以全民總統自居。不過，當時新潮流的洪奇昌就認為這種捨棄政黨參與的想法極
為不智；因為在現實上，這將衍生出陳水扁總統為首的行政官員與民進黨中央、
黨團的溝通協調不足。 167 另外，黨主席謝長廷（福利國）也提出黨應扮演「以黨
強政、以黨輔政」的建議，認為行政院的政策形成過程中，黨及黨團都可參與意
見；如遇有重大爭議，也應交由中常會進行整合、討論。168
（二）「黨政合一」與「黨政分離」
在民進黨人的理解中，此處的黨政合一，並非是列寧式政黨的以黨領政，而
是讓黨有參與重大政策制定的功能，169 這是黨中央與黨團的主流意見。不過，由
於「黨政合一」一詞過去有「黨政不分、黨國一體」的不佳印象，因此黨中央特
別將其更名為「黨政同步」
，以強調黨、政追求重大政策上步調一致的意涵。170 至
於黨政分離，主要為福利國的姚嘉文、顏錦福、蔡同榮所主張，認為黨與總統各
有其功能與任務，應彼此分工，而黨甚至只要扮演選舉機器的角色即可。171
黨務改造的實際方案層次（表 6-5），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議題：
（ 一 ） 總統兼任黨主席、增設副主席
「總統兼任黨主席」案，是黨中央的版本，由主席謝長廷（福利國）主要倡
導。認為依照一般民主國家政黨的慣例，一旦執政，總統或首相便應成為執政黨
的領導人；因此在此次黨務改造方案中，提案要求黨主席的產生方式應採雙軌
制：執政時偏重「內造化」的精神，由總統兼任；非執政時期按「民主化」之原
則，依舊由全體黨員直接選舉產生。172
針對這項提案，一開始的反對聲音主要來自新潮流和其他福利國人士。新潮
166

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
「黨政同步 奮力向前 民主進步黨黨務改造說明書」
，2002 年，頁 1-2，
http://www.dpp.org.tw
167
洪奇昌，
「協助府院溝通 強化黨部協調功能」
，聯合報，2000 年 7 月 16 日，第 15 版。
168
林勁，「2000 年民進黨述評」
，全國台灣研究會主編，台灣二○○○（北京：九州出版社，第
1 版，2001 年 12 月）
，頁 97-99；羅曉荷，
「扁張政府確立黨政運作機制」
，聯合報，2000 年 10
月 12 日，第 2 版。
169
彭威晶，
「主張黨政合一 陳忠信：立法院黨團為運作核心」，聯合報，2002 年 3 月 3 日，第
3 版。
170
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
「黨政同步 奮力向前 民主進步黨黨務改造說明書」
，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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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威晶，
「主張黨政分離 顏錦福：黨扮演選舉機器即可」
，聯合報，2002 年 3 月 3 日，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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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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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的李文忠認為，總統兼任黨主席將是民進黨轉型的錯誤開始，因為一旦總統兼
任黨主席，就代表黨的地位邀提高，此一發展並不符合黨中央弱化的現狀和虛化
的趨勢，也不符合陳水扁總統過去一年半以來所展現的抑制和執政需要。173 其
次，同樣隸屬新潮流的林濁水則憂慮若由總統兼任黨魁並擁有黨政實際領導權的
同時，又要求國會黨團必須接受政黨決定的拘束，則將侵害憲法所強調的行政立
法權力的分立。174 另外，福利國的姚嘉文認為總統平時政務十分繁重，而黨務的
推動也不能被長期荒廢，因此總統實在不適合兼任黨主席。175
這項「總統兼任黨主席」案，曾是黨內爭論的焦點。2002 年 3 月 15 日，黨
團各派系成員：包括新潮流的林濁水、李文忠、賴勁麟；正義連線的沈富雄、陳
其邁、蔡煌瑯、郭正亮；福利國的蔡同榮、新動力的陳忠信等人，針對此案進行
討論，並達成與黨中央提案相同的共識。先前提出不同意見的林濁水、李文忠等
人，最後對此共識都表達勉強同意、接受的立場。176
「增設副主席」案，是黨中央另外一項提案，福利國的卓榮泰亦提出相同的
看法。在主席謝長廷的構想中，副主席（一至三席：分別負責黨務、政務及國會
事務）可以分擔陳水扁總統的黨務工作，也可以再陳總統不方便為黨代言時，擔
負起此一功能。不過，黨內人士對此擔心設置副主席將會讓黨內同儕有「指定接
班人」的疑慮；新潮流的林濁水亦表示，如果總統任命一未來自立法院的副主席，
豈非刻意將國會至於總統之下，177 因此並不主張增設副主席之職務。
（ 二 ） 中常會及中執會之組成
相關中常會、中執會組成的提案，各派系都強調公職人員在黨決策機關中應
佔有更高的份量；但在人數、增列成員上則有不同的主張。
（三）秘書長得兼任案
「秘書長得兼任」案，則是另一個爭議焦點。178 在正義連線、新潮流、六○
社的構想中，秘書長由立委兼任，不僅能落實黨內造化，也能擔負起黨中央及黨
團的橋樑。179 但是福利國蘇貞昌、姚嘉文卻認為黨主席已由總統兼任，加上規劃
中也有一席兼任的黨務副主席，因此秘書長一職應該由專職人員出任。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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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0 日，民進黨第九屆第二次臨時全國黨代表大會正式召開，主要議程
即為上述的黨務改造工程。會議經過數度表決，黨中央（謝長廷）版本成為最大
贏家，包括總統兼任黨主席案、增設副主席案、擴大中常會案均依照該版本過關；
至於頗受矚目的秘書長兼任案，由於福利國蘇貞昌、姚嘉文、顏錦福與新動力的
許榮淑等人並不支持，因此並未能過關。181
Harmel 與 Tan 在政黨變革的最新研究中，曾發現黨內的「主導派系與聯盟」
（dominant faction or coalition）通常能對政黨變革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 182 整體
而言，在民進黨此次的黨務改造中，由正義連線、新潮流與黨主席謝長廷所組成
的黨內主導派系與聯盟，也主導了黨務改造的議題發展與內容。而黨內的少數
派：諸如福利國其他人士、新動力與主流聯盟等，則較少有介入或主導的空間。
黨務改造後的黨政運作模式，如圖 6-3。
表 6-5

民進黨黨務改造方案比較表
不同時期

現制

謝長廷案
（黨中央）

主席

執政時期

黨員直選

非執政時期

跨黨派案
（六○社）

洪奇昌案

卓榮泰案

（新潮流）

（福利國）

總統兼

黨員直選

總統兼

總統兼

黨員直選

黨員直選，候 黨員直選
選人限黨籍
現任縣市長
或立委

副主席

執政時期

無

總統從中常

181

無

無

黨主席從中

林美玲，「秘書長兼任案失利 引爆派系爭執」
；吳典蓉、何榮幸、陳嘉宏，「改革提案 謝長
廷最風光」
，中國時報，2002 年 4 月 21 日，第 3 版。
182
Robert Harmel and Alexander C. Tan, “Party Actors and Party Change: Does Factional Dominance
Matter?”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42, No.3 (May. 2003), pp. 409-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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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執政時期

中常委

執政時期

總數十一

委中提名一

常委中提名

至三人，經中

一至三人，經

執會同意

中執會同意

總數十五

總數十九

總數十八

總數十五

人，除黨主席 人，除總統、 人，除總統、 人，除總統、 人，其中黨主
外，其餘十人 總統指定三

黨團三長，總 總統指定之

席、立院黨團

由中執委互

人及黨團總

統指定三

總召、幹事

選

召為當然中

人，一人縣市 中常委、黨團 長、書記長為

政務官三名

常委外，其餘 長互推，及秘 三長、縣市長 當然中常委
十人由中執

書長為中常

委互選

委外，其餘十 外，其餘十名 推一人，其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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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推一名

外，縣市長互

名由中執委

由中執委互

十人由中執

互推

推

委互選

非執政時期 總數十一

十五人，除黨 加入聯合內

總數十五

人，除黨主席 主席外，黨團 閣：中常委 18 人，除主席、
外，其餘十

三長、縣市長 人，指定中常 黨團三長、縣

人，由中執委 互選一人，四 委：政務官二 市長互推一
互選

人為當然中

人，黨團三

名外，其餘十

常委，其餘十 長、縣市長互 名由中執委
名由中執委

推一人、秘書 互推

互選

長一人。
未加入聯合
內閣：總數十
六人，除黨主
席、黨團三
長、縣市長互
推一人、秘書
長外，其餘十
名由中執委
互推

秘書長定位

專任

指定中常
委，得兼任

中執委組成

總數 31 人

人數增至 35

人數增至 39

人數增至 35

人數增至 35

人，票選中執 人

至 38 人，票 人，票選中執

委民選公職

選中執委民

委民選公職

不低於二分

選公職不低

不低於二分

之一

於二分之一

之一

資料來源：立法委員李文忠國會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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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

民進黨黨務改造後的黨政運作模式
總
統
參 與

決 定

互動

互動

黨中常會

黨(務一級主管列席

參 與

參 與

)

決 定

行政
院

立院

黨團

決 定

互動
資料來源：筆者修改自黃德福，
「少數政府與責任政治：台灣『半總統制』之下的政黨競爭」
，
憲政體制新走向（台北：財團法人新台灣人文教基金會，2001 年 8 月出版）
，頁
120。

小結
從 Dahl 的策略理論分析，整體而言，早在黨外時期，反對勢力便開始有了
鮮明形象；雖然當時其實力仍處於相對弱勢，但其競爭能力已不容忽視。此時，
派系對黨外發展的影響主要集中在體制內/外、議會/街頭的反對路線與策略選
擇，並觸及黨外提名、體質及組黨等問題，而競爭場所主要以雜誌、選舉、街頭
為主。反對黨時期，隨著政治環境日益自由化與民主化，民進黨已逐漸成為最大
反對黨；而派系當時雖然仍觸及前述等議題，但所關切的主題則逐漸轉向台獨、
務實執政路線及策略，同時與其他政黨也開始有所密集的互動，而競爭場所則主
要集中在黨內、選舉、議會及官方組織。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當民進黨致力於
政黨轉型時，該黨卻也正式面臨了黨內成員出走與組織分裂的危機。
成為執政黨後，民進黨在取得總統職務後，也逐漸成為立法院席次最多的政
黨。派系為了分享政治權力，並進一步持續政黨的執政地位，則開始探討黨政關
係與黨務改造等執政鞏固議題。可以斷定的是，從過去迄今，民進黨各派系均有
能力因應本身黨的地位改變，而做相當程度的議題與功能調整，並帶給黨尋求再
發展的原始動力。但不可否認的是，黨內也因此產生大大小小、持續不斷的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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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爭議，甚至衍生出派系之間的實力消長與恩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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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派系與選舉

早期民進黨內雖有「群眾」與「議會」路線之爭，但隨著國內政治空間的日
益開放與擴大；頻繁舉行的「選舉」
，1 不僅是民進黨在 80 年代末期與 90 年代中
最重要的政治參與管道，而且議會路線也已成為其邁向執政的唯一道路。諸如黨
內最堅持群眾路線的新潮流，在 1989 年底已決定以「新國家連線」名義投入體
制內的選舉。2 在派系領導菁英層次，除了新潮流的邱義仁、吳乃仁等極少數一、
二人外，絕無例外地都已悉數投入公職選舉；甚至連長期主張體制外獨立建國的
台獨聯盟，其重要成員李應元、張燦鍙、林國華及陳唐山等也早已紛紛投入選舉
的行列之中。3
選舉路線既然成為政黨發展的主流路線，而各派系為競逐其伴隨的權力與資
源，當然在此過程中會有極為深刻的參與及競爭，尤其在高度派系化的政黨中。
例如日本自民黨，從過去迄今，其黨內派系均會高度介入黨職、公職的提名與選
舉，以藉此取得雄厚的競爭優勢。4
筆者在本章所探討的重點為：國家選舉（民意代表選舉）制度與黨內提名條
例有何變革重點，如何有助於派系的運作？而派系在歷次提名制度的形成過程
中，曾有何種主要理念與參與，且在選舉過程（黨內初選提名、正式選舉）中又
是如何進行輔選、並從事實際競爭？

第一節 選舉制度與民進黨提名條例

1

台灣目前從最基層的鄉鎮市民代表到最高層的國家元首總統，都由人民直接選舉產生；而 1990
年代中差不多每一年都舉行重要選舉。對於這種獨特的選舉現象，有學者因此視台灣的民主化為
「選舉帶動的民主化」
（election-driven democratization）
。林佳龍，
「台灣民主化與政黨體系的變
遷：菁英與群眾的選舉連結」
，台灣政治學刊，第 4 期（2000 年 12 月）
，頁 4；Lin Chia-lung, Path
to Democracy: Taiwa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Yale University, 1998. p. 209.
2
本社，
「重新整裝 面對變局」
，新潮流評論，第 10 期（1990 年 3 月 1 日）
，頁 1。
3
鄭聲，警告民進黨（台北：日臻出版社，初版 1 刷，1995 年 11 月 5 日）
，頁 103。
4
詳細討論參見何思因，
「日本自民黨的候選人選拔制度及政黨凝聚力」
，問題與研究，第 31 卷
第 6 期（1992 年 6 月）
，頁 42-52；蔡啟清，
「日本派閥政治」
，日本學報，第 11 期（1991 年 5
月）
，頁 258-261；Rei Shiratori, “Japan: Localism, Factionalism and Personalism,” in Michael Gallagher
and Michael Marsh, eds., Candidate Selec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e Secret Garden of
Politics (London: SAGE, 1988), pp. 170-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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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選舉制度
早在日據時期（1935 年 11 月 22 日），台灣史上第一次自治團體選舉：市會
議員及街庄協議會員選舉，所採納的選舉制度便是「大選舉區（各選舉區應選名
額大多數皆在 5 名以上）單記非讓渡投票制」
（SNTV）
。5 戰後，依據相關法律規
定，我國各級民意代表的選舉仍舊採行此類選舉制度。迄今，在地方各級、中央
民代的區域選舉部分，也是採行大選舉區單記非讓渡投票制。
這種選舉制度運作至今，遭致批評的理由很多，大致可歸納為：（一）刺激
極端意識型態的發展；（二）裨益派系政治的運作；（三）弱化政黨競爭的分際；
（四）形成以候選人為中心的選戰型態；
（五）助長賄選風氣與黑金政治。6 有鑑
於此，曾經使用此制度的國家如韓國與日本，已分別於 1988 年和 1994 年放棄該
制度，而改採其他類型的選舉方式。目前全世界的民主國家中，仍繼續採用此選
舉制度者可能僅剩我中華民國。
二、提名條例及其修正重點
政黨「提名」（nomination），即是政黨「挑選候選人」（candidate selection）
參與選舉的過程。對於近代政黨而言，提名候選人參與選舉是其最重要的組織功
能，目的就在於協助形成國民政治意志，並促進國民政治參與。相對於其他政治、
社會團體無此法定功能，Schattschneider 便認為提名是政黨最重要活動與最顯著
的特徵；如果一個政黨不能從事提名活動，它就不再是一個政黨。7
提名一方面是政黨內部的決策，另一方面又是政黨從事外部選舉競爭的基
礎，因此其最大的特性就是擔負著雙重任務：即提名對內必須合乎公開、民主原
則，並建構出協調與整合的機制，藉以忠實反映出政黨內的主要理念與權力生
態。其次，對外則因應現行選舉制度的特性，嘗試使政黨能在選舉過程中具有競
爭優勢，並爭取選民的支持。
提名既然有其重要性；但通常其制度的形成過程卻極為複雜，內容也時常因
應內、外環境做改變，因此外界通常難以得知其真實的運作狀況。對此，Gallagher
與 Marsh 甚至更以「秘密花園」（secret garden）稱之。8 不過，政黨提名制度既
然對一個國家政治的影響既深且鉅，因此絕對不是政黨個別的家務事或隱私，社

5

王業立，比較選舉制度（台北：五南出版社，第 2 版，2000 年 10 月）
，頁 127-128。
吳重禮，
「SNTV 的省思：弊端肇因或是代罪羔羊？」
，問題與研究，第 41 卷第 2 期（2002 年
3、4 月）
，頁 46。
7
E. E. Schattschneider, Party Government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42), p. 64.
8
Gallagher 亦提到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提名通常被視為政黨曖昧、隱密工作中的一環，是後門房
間中的程序，只與涉入人士有關。Michael Gallagher and Michael Marsh, eds., Candidate Selec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e Secret Garden of Politics (London: SAGE, 1988), p.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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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各界仍有必要予以正視，並進一步思考以法律進行規範與監督。9
我國現行法令僅規定政黨得推薦候選人參加公職人員選舉（人民團體法第四
十八條）；經推薦之候選人應檢附政黨推薦書向選舉委員會登記、政黨得為其所
推薦之候選人助選（公職人民選舉罷免法第三十五條之一、第五十一條之一），
而並未對其內部提名有任何明文規範，因 此有關政黨的提名均任由各黨自行制定
內規決定。10
對政黨而言，提名規劃須謹慎為之，並綜合考量眾多因素，才能使政黨形象
得以提升，並促使政黨勝選或追求選票、席次極大化。若把政黨提名分為「提名
規定」與「提名策略、額度」兩部分，首先「提名規定」必須符合現行法令規定、
政黨一般及改革訴求、黨內倫理、黨內作業、人民所需與國家選舉制度特性等；
而在「提名策略、額度」部分，則依據該黨過去在該選區中性質類似選舉的得票
率、此次選舉的預估得票率、其他政黨的提名策略、政黨本身的配票能力、選區
的選民結構、黨內的派系生態平衡、在一票制下對全國不分區席次的影響及婦女
保障名額等方面做理性的評估。11 一般而言，提名規定相似於法律，比較著重安
定性，並且較少改變；而提名策略與額度則趨近於政治操作技術，趨向靈活、因
地制宜。在我國，必須強調的是，這兩者都任由個別政黨自行決定。
民進黨早在黨外時期，其內部提名就曾應採取「保障公職」或「公平參與」
而導致紛亂不安。成為反對黨後，黨內為因應選舉的實際需要，於第三屆第一次
臨時全代會正式制定「民主進步黨公職候選人提名辦法」，這是往後黨內「公職
候選人提名條例」的前身（以下簡稱提名條例）。12 截至目前為止，民進黨提名
條例已經歷過 12 次修正，主要可以區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989 年至 1993 年，黨員直選與政黨比例代表
此時民進黨的提名思考重心是藉由黨員直選強調本身的民主理念，一方面可
以提供內部成員的競爭，另一方面也可以與國民黨由上而下、封閉的提名特性做
區隔，以爭取選民的認同與支持。在政黨比例代表方面，民進黨則設計出保障學
者專家、弱勢團體及政治人物的提名制度，以表明該黨對社會專業、弱勢人士的

9

例如國內就有「公辦初選」的呼籲，即藉由立法規範，讓政府使用公費在固定時間統一辦理各
政黨的提名作業。
10
歐洲大多數的提名制度也是由政黨本身自行決定；惟較特殊的例子則是德國，其相關制度是
以法律形式做規定。德國聯邦選舉法第 21 條第一項規定：選舉提名中被推舉之政黨候選人，須
先經黨員全體大會或特別、普通代表大會推選。陳新民，憲法基本權利之基本理論（下）
（台北：
三民書局，第 3 版，1992 年 1 月）
，頁 246；董保城、周從郁譯，德國選舉法規彙編（台北：中
央選舉委員會，再版，1997 年 6 月）
，頁 19。
11
王業立，比較選舉制度，頁 177。
12
最新提名條例參見附錄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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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第二階段：1994 年至 1996 年，幹部評鑑與公民投票
雖然黨員直選是民主理念的實踐，但卻也衍生不良的「人頭黨員」問題，13
而受到相當大的詬病。14 有鑑於此，民進黨為降低黨員直選的比重，再度設計出
獨特的「幹部評鑑制度」
，所思考的理由是幹部的自主性高，也有較佳的判斷力。
15

此外，為因應省市長與總統的大規模選舉，民進黨也設計出「公民投票制度」，

期許以此種制度的動員效果增進選民對該政黨的支持。
第三階段：1997 年迄今，採納民意調查
為降低人頭黨員效應的幹部評鑑制度，在實務過程中也造成嚴重的弊病。即
因幹部幾乎都由派系掌握，因此導致派系運作主宰了黨內的提名結果，甚至屢屢
出現惡質的換票、賄選情事。為避免再次出現人頭黨員與幹部評鑑的弊端，民進
黨開始引進「民意調查」作為提名的新方式；這種方式不僅容易進行，相關的科
學技術也較容易受到信任。
民進黨歷年的公職候選人提名方式，參見表 7-1。
表 7-1
年次
1989

民進黨歷年的公職候選人提名方式
選舉種類
提名方式
摘要
增額立委、省市議員、 先以溝通協調產生提名 溝通協調
第十一屆縣市長選舉
人選，若無法達成協議，黨員直選
由黨員投票決定；被徵召
之候選人，須經投票黨員
1/2 以上的同意。

13

所謂人頭黨員指的是對黨務並不關心或不參與的黨員，由派系、人頭大戶、公職或欲爭取黨
內提名者憑藉人際關係引介或代繳黨費入黨。選舉時，人頭黨員聽從他人意見投票，甚至成為人
頭大戶或派系之間患票甚至買票的籌碼與工具。楊圓娟，民進黨提名制度的形成與變遷，國立台
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年 1 月，頁 8；許文媛，「綠營湧現人頭入黨潮」
，高市澎湖
新聞，中國時報，，2003 年 3 月 25 日，第 18 版；吳典蓉，
「拉伕入黨 民進黨變本加厲」
，中
國電子報，2003 年 4 月 6 日，http://news.chinatimes.com
14
民進黨的人頭黨員問題到底有多嚴重？根據該黨台北市黨部副執行長（主管組織）李元基表
示，目前整體黨員總數中的真正黨員可能不到百分之一，足見問題之嚴重性；而該黨部黨證前
10000 萬名尚可視為真正黨員，其他三萬多聯繫黨員可能都是人頭黨員，尤其是由他人代為集體
繳納黨費的黨員，基本上都是所謂的人頭黨員。民進黨台北市黨部副執行長李元基訪談，2003
年 1 月 28 日。
15
依據當時條例第九條規定，第三類以上公職（包括總統、副總統、省市長、縣市長、國代、
立委、省市議員）提名過程中的幹部投票，成員包括立法院黨團、國民大會黨團、台灣省議會黨
團、台北市議會黨團、高雄市議會黨團、縣市長以上行政首長與擔任中央執行委員之黨員。第四
類公職（縣市議員）提名過程中的幹部投票，成員包括該選區選出鄉鎮市區行政首長、縣市議員、
縣市黨部執行委員、評議委員之黨員。第五類公職（鄉鎮市民代表、村里長）提名過程中的幹部
投票，成員包括該選區選出村里長行政首長、鄉鎮市民代表、鄉鎮市黨部執行委員、評議委員之
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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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第二屆國代選舉

區域國大由中執會決定 溝通協調
各選區提名名額，各選區 區域：黨員直選
先以溝通協調產生提名 全國不分區、僑選：
人選，若無法達成協議，中執會投票
由黨員投票決定；全國不
分區提名人選由中執會
以單記投票產生，每次投
票產生 5 位排名順序。
第二屆立委選舉
先以溝通協調方式產生 溝通協調
提名人選，若無法達成協 區域、全國不分區、
議，由縣市黨部黨員投嫖 僑選：黨員直選
決定；不分區提名人選名
額由中執會決定，由全國
黨員投票決定提名順序。
每 4 位不分區立委提名人
選中保留 1 席給專家學
者，1 席給弱勢團體。
第十二屆縣市長選舉
先以溝通協調方式產生 溝通協調
提名人選，若無法達成協 黨員直選
議，由縣市黨部黨員投
票。
省市長、省市議員選舉 先以溝通協調方式產生 溝通協調
提名人選，若無法達成協 省長、北高市長：
議，省市長採用「黨員投 第 1 階段：黨員（ 25
票、幹部評鑑」及「公民 ﹪）＋幹部評鑑（ 25
投票」2 階段初選制；省 ﹪）
市議員由黨員投票、幹部 第 2 階段：公民投
評鑑決定，比重各為 50 票（50﹪）
﹪。
省議員、北高市議
第 2 階段「公民投票」部 員：黨員直選（50
份，由於候選人退出，因 ﹪）＋幹部評鑑（ 50
此並未真正實施。
﹪）
第三屆立委選舉
先以溝通協調方式產生 溝通協調
提名人選，若無達成協 區域、全國不分
議，區域立委由黨員投 區、僑選：黨員直
票、幹部評鑑決定，比重 選（50﹪）＋幹部
各佔 50﹪；各選區提名人 評鑑（50﹪）
選名額由中執會決定；不
分區提名人選採「33
制」，亦由黨員及幹部票
選產生。
所謂「33 制」及不分區名
單排名順序分為政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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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1997

1998

2000

2001

物、專家學者與弱勢團體
3 類，分組投票，依序循
環排名決定人選。
第九屆總統選舉
先以溝通協調方式產生 溝通協調
提名人選，若無達成協 第 1 階段：黨員直
議，採 2 階段初選制。第 選（25﹪）＋幹部
1 階段「黨員投票、幹部 評鑑（25﹪）
評鑑」與第 2 階段「公民 第 2 階段：公民投
投票」，比重各佔 50﹪。 票（50﹪）
第十三屆縣市長選舉
先以溝通協調方式產生 溝通協調
提名人選，若無達成協 第 1 階段：黨員直
議，採 2 階段初選制。第 選（50﹪），若協商
1 階段「黨員投票」所產 未有結果；
生之準候選人經協商未 第 2 階段：民意調
有結果，則舉行第 2 階段 查（50﹪）
「民意調查」，兩階段比 廢除公民投票與幹
重各為 50﹪。
部評鑑
廢除「公民投票」與「幹
部評鑑」
。
「民意調查」採
多家多次調查，並開放參
選人現場監督。
第四屆立委選舉、
先以溝通協調方式產生 溝通協調
直轄市長、市議員選舉 提名人選，若無達成協 區域：黨員直選（ 50
議，採「2 階段初選」，黨 ﹪）＋民意調查（ 50
員投票與民意調查各佔 ﹪）
50﹪；不分區提名人選採 全國不分區、僑
「33 制」，由黨員投票產 選：黨員直選
生。
增加報備參選制度，高雄
縣南區立委採開放競選。
第十屆總統選舉
先以溝通協調方式產生 溝通協調
提名人選。
現任及曾任黨主
制定 2000 年總統副總統 席、現任中評委、
特別提名條例，克服四年 立委、國代、直轄
條款限制。
市長、縣市長黨員
40 人以上推薦，經
全代會通過
第十四屆縣市長、
先以溝通協調方式產生 溝通協調
第五屆立委選舉
提名人選，若無達成協 區域：黨員直選（ 30
議，先舉行黨員投票佔 30 ﹪）＋民意調查（ 70
﹪，再舉行民意調查佔 70 ﹪）
﹪。
全國不分區、僑選：
台中縣立委競選者同意 黨員直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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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以民意調查作為初選結
果，不再進行黨員投票。
直轄市長、市議員選舉 先以溝通協調方式產生 北高市長候選人採
提名人選，若無達成協 協調方式產生，北
議，先舉行黨員投票佔 30 市為李應元、高市
﹪，再舉行民意調查佔 70 為謝長廷。
﹪。
適用於第六屆立委選舉 先以溝通協調方式產生 溝通協調
提名人選，若無達成協 區域：黨員直選（ 30
議，不分區提名人選改成 ﹪）＋民意調查（ 70
黨員投票佔 50﹪，民意調 ﹪）
查佔 50﹪。
全國不分區、僑選：
黨員直選（50﹪）
＋民意調查（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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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筆者彙整自王業立，比較選舉制度（台北：五南出版社，第 2 版，2000 年 10 月）
，
頁 205-206；楊瑞芬，民進黨立法委員提名制度：民意調查角色之探討，私立東海大
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1 年，頁 46-48；楊圓娟， 民進黨提名制度的形成與變
遷，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年，頁 11；李昆澤，民主進步黨初
選制度的研究－初選制度的設計與演變，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在職班碩士論文，
2002 年，頁 56-58。

上述看似紛亂、複雜的民進黨提名制度，究竟呈現出何種特色？筆者說明如
下：
（ 一 ） 制度變革頻繁
民進黨的提名條例，自 1989 年制定至今已修正過 12 次，修正頻率不可謂不
頻繁。事實上，早在 1997 年 2 月，民進黨前秘書長邱義仁便曾表示，該黨初選
制度是一個歷經不斷調整的制度，建黨 10 年來已經修正了 6、7 次之多，等於是
不到 2 年便修改一次。16
若從前述的提名規定與提名策略觀察，雖然民進黨的提名條例在形式上應歸
類為提名規定，但其修正之頻繁，則幾乎等同於靈活的提名策略。而這種提名制
度的一再演變，也充分反映出民進黨是一個十足的「選舉性政黨」，隨時希望藉
由嶄新的提名制度符合社會期待，並獲取極大化的選票與席次。
（ 二 ） 提名制度複雜，過程參與者少、權力集中與參與者多、權力開放皆有
之

16

轉引自楊泰順，
「政黨初選提名制與環境制度的影響」
，研考雙月刊，第 25 卷第 6 期（2001 年
12 月）
，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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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Gallagher 對九個國家（比利時、英國、法國、西德、愛爾蘭、義大利、
日本、荷蘭、挪威）政黨提名制度的研究，並以握有提名權力的參與者
（participation）多寡與集中性（centralization）作為分析指標，特別將其方式區
分為以下七種（圖 7-1）：17
1.「公民投票」
（party voters）決定：此種提名方式允許所有公民參與並選擇
候選人，只有少數政黨會採用。最著名的例子是美國政黨，且其提名程序依據各
州法律之規定。
2.「黨內初選」（party primaries）決定：此種方式指開放給予繳納黨費的黨
員在黨的提名過程中進行投票，並且黨員也只能在黨所提供的候選人名單中進行
選擇。採用此種方式的國家有英國自由黨、德國基民黨、紐西蘭社會信用黨、澳
洲勞工黨、丹麥社會民主黨、瑞典中產階級政黨等。
3.「選區政黨幹部投票」（subset of constituency party members）決定：指候
選人之提名由選區的黨代表會議或更小的選區委員會決定，是民主國家中較常見
的提名方式。例如英國保守黨、工黨；法國社會黨、日本社會黨、紐西蘭國家黨
等。
4.「黨中央」（national executive）決定：指黨中央可對於地方的決定人選進
行調整，並有最終的正式權力對提名人選作決定。例如法國右翼政黨、澳洲社會
黨、紐西蘭勞工黨等。
5.「利益團體」（interest groups）決定：係指由政黨正式組織以外之利益團
體勢力所決定，主要有比利時基民黨、日本民社黨等。
6.「全國派系領袖」（national faction leaders）決定：係指由政黨派系領袖所
決定、主要有日本自民黨、烏拉圭民主社會黨、義大利基民黨及社會黨等。
7.「黨魁」
（party leader）決定：這是最集中化的提名方式，指候選人的挑選
由黨魁一人所決定。例如希臘新民主黨與日本宗教政黨－公明黨。
圖 7-1

政黨的七種提名方式：Gallagher 的觀點

權力極度開放

權力極度集中

（參與者多）

公民
投票

（參與者少）

黨內
初選

選區
幹部投票

黨
中央

17

利益
團體

全國
派系領袖

黨
主席

Michael Gallagher, “Conclusion,” in Michael Gallagher and Michael Marsh, eds., Candidate
Selec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e Secret Garden of Politics (London: SAGE, 1988), pp.
236-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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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筆者修改自 Michael Gallagher, “Conclusion,” in Michael Gallagher and Michael Marsh,
eds., Candidate Selec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e Secret Garden of Politics
(London: SAGE, 1988), p. 237.

透過上述提名方式的回顧，我們要問的是，民進黨究竟屬於那一種？令人吃
驚的是，民進黨提名條例在歷年 12 次的修正中，竟已陸續經歷過權力集中、參
與者少（幹部評鑑、派系）與權力極開放、參與者多（黨內初選、公民投票）的
提名方式；而這種提名制度的複雜變更，若與其他國政黨比較，也的確顯得相當
獨特。對此，黃家興認為民進黨歷年的提名制度變更，堪稱是中外政治史上最複
雜的政黨初選方法。18
三、派系與提名制度
民進黨本質上是一高度派系化的政黨，而其提名制度又是如此獨特，彼此之
間是否存在著特別的關係？整體而言，透過以下回顧，我們可以發現在民進黨的
提名制度形成過程中，派系與提名制度之間的確存在著高度相關性。而這正意謂
著提名制度通常是各派系間理念、權力角逐的前哨站；而提名制度一旦確立後，
各派系在其中的實際運作，也會直接影響黨內的政治生態。19
依據目前資料顯示，派系對提名制度的影響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層面：20
（一）公職推薦與黨內初選
如同第六章中所提及，黨外新生代與主流派在 1980 年代初期就曾因保障現
任公職而引發對立，可說是早期派系在選舉提名制度上的爭議。民進黨成立後，
黨內這種爭議持續存在，例如 1989 年 1 月，黃信介向媒體公布其心目中理想的
縣市長候選人名單，便立刻引起黨內人士的緊張與不滿；而 1 月底由新潮流主導
通過的公職候選人提名辦法，則強調應建立「黨員直選」的初選制度，以彰顯政
黨的民主形象。值得注意的是，由於當時民進黨剛草創，政黨民主正是其競爭利
基所在，所以新潮流主張的黨內初選便逐漸成為該黨菁英的主流思考，並落實於
提名制度中。
（二）政黨比例代表人選的資格
1991 年，國民大會進行全面改選，國內首次採用政黨比例代表制度。當時，
民進黨內對於提名人選開始出現不同的聲音。其中新潮流主張該比例代表名單人
18

黃家興，民進黨提名制度與黨內派系，私立東海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 年，頁 1。
廖益興，
「民進黨的派系政治與提名制度」
，國家政策雙周刊，第 92 期（1994 年 8 月 9 日）
，
頁 8-9。
20
詳細的背景資料參見楊圓娟，民進黨提名制度的形成與變遷，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
士論文，2002 年。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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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應保障弱勢團體和學者專家。但是美麗島則認為要依對黨的貢獻原則來提名，
而這兩種主張正代表兩大派系在考量自身條件後，尋求有利於自身的制度設計。
隔年，因黨內立委初選爆發林文郎與徐明德賄選案，正義連線為了減少外界
對於民進黨賄選的疑惑，也開始主張政黨比例代表人選應全部由學者專家及弱勢
團體代表出任。此外，與民進黨親近的社會團體如「台灣教授協會」，也同時要
求該黨應注意人才的甄補政策。由於迫於黨內壓力，當年立委提名過程中，民進
黨終於確立該黨的比例代表人選資格，即每四位人選中應保留一席給學者專家，
一席分配給弱勢族群。而在 1995 年第三屆立委提名過程中，則更進一步確立政
黨比例代表人選應區分為「政治人物」、「專家學者」與「弱勢團體」三類。
不過必須注意的是，民進黨此種政黨比例代表制度雖已實施多年；卻始終沒
有擺脫派系與財團的幕後操縱。21尤其在該黨近期不分區的初選過程中，更陸續
爆發諸多嚴重的爭議，包括賄選傳聞、政治酬庸、弱勢名不符實、派系換票浮濫
等，均已嚴重折損民進黨的形象。22對此，黨內人士（以正義連線的高志鵬與陳
其邁為主）近期已開始規劃將不分區前 6 名，改為黨中央提名，以挽回其負面形
象。23不過，此舉預料會在黨內形成相當大的反彈；因為這將會使黨中央（黨主
席）的權力大增，而小派系或黨內在野派（例如福利國、新世紀及主流聯盟等）
也可能會失去參與公職的機會。
（三）參選機會的限制
參選機會是否應該「限制」？則是另一個派系爭論的焦點。由於在 1992 年
第二屆立委與 1993 年縣市長選舉中，民進黨內陸續發生現任公職在任期未滿前
就轉換參選其他公職；因此黨內便開始研擬提名條例修正案，即增列「現任公職
人選，任期未滿二分之一者，非經徵召或辭職，不得參與他類公職提名」，簡稱
「二分之一條款」。
對於這種黨內提議，新潮流首先表示支持。認為此規定可避免政治資源浪
費、履行與選民的契約，更可以藉此暢通黨內參政管道，讓新人有更多機會出頭。
不過，美麗島的許信良、余家班與正義連線陳水扁則持反對意見，因為他們認為
民進黨的最高原則就是要勝選；如果最佳人選的任期未滿二分之一，但有勝選機
會，則仍應開放讓其參與選舉。
1993 年 6 月 13 日，民進黨第五屆第三次全代會正式通過二分之一條款，新
21

民進黨內人士更戲稱「政治組是政客組、學術組是不無學術組、弱勢組是強勢組」。吳東野，
「我國立法院全國不分區委員制度之研究」
，選舉研究，第 6 卷第 1 期（1999 年 5 月）
，頁 157-158。
22
鄭冠緯，
「這樣的名單拿得出去嗎？」
，財訊，第 229 期（2001 年 4 月 1 日）
，頁 164-166。
23
陳宇萱，
「不分區立委 阿扁下一個掌握目標」
，商業周刊，第 808 期（2003 年 5 月 19 日-5
月 25 日）
，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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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流再次獲得此提名爭議的勝利，而此規定並一直沿用至今。
其次，提名制度對派系政治的影響，則有以下幾個層面：
（一）派系型態由雙元到多元
創黨之初，黨內的政治職務幾乎都由美麗島與新潮流兩大派系所主宰，小派
系比較少有發展空間。不過，隨著黨內提名方式的變更，新生派系在此情況下也
逐漸有了生存的空間。例如 1991 年第一次的政黨比例代表提名，黨內所確定的
方式便是由中執會一次提名 5 名，分列第一到第五名；第二次再提名五名，分列
第六到第十名，而這種方式正是避免大派系藉此壟斷全部人選，讓小派系也有參
與的空間。
此外，小派系得以繼續生存的關鍵，便是依據 1994 年 4 月第六屆第一次全
代會所通過的「幹部評鑑制度」。由於參與幹部評鑑制度（投幹部票）的成員主
要以黨內中執委、中評委集各級公職為主，容易被各派系所掌握和壟斷，因此派
系的重要性大幅度增加，彼此之間的換票交易也相當普遍。24 黨內人士認為，這
段期間是民進黨派系「垂直整合功能」最好的時候，也是各派系中央辦公室能夠
最風光「號令地方」的時候。25 在一般情況下，未獲派系支持的參選人、不從事
換票的派系（台獨聯盟）通常都難以在黨內生存；26 甚至，有時黨內政治明星的
「個人魅力」也不敵「派系換票」的效果。27
（二）幹部評鑑制度的廢除
1996 年第 7 屆全代會，幹部評鑑制度因被批評剝奪黨員及無派系人士之權
利、且造成派系之間可能的賄選、檯面下交易，因此被黨內人士要求廢除。過去，
幹部評鑑制度是派系用來拘束成員、吸收新成員的主要工具，如今遭到廢除，導
致派系無法再提供成員政治保護與服務的功能，並使派系的拘束力、凝聚力大大
降低。
此外，幹部評鑑制度的廢除也使派系面貌、經營方式必須因應改變。許多民
進黨人士都預測將來派系型態應是以有機會角逐總統寶座的人為核心，重新組合
而成的團隊。28

第二節 輔選與選舉競爭
24

林勁，「民進黨的派系鬥爭及其對三屆立委選舉的影響」
，台灣研究集刊（1996 年第 1 期）
，頁
55。
25
前許信良特別助理劉坤鱧訪談，2002 年 9 月 2 日。
26
彭威晶，
「獨盟不滿民進黨派系操控提名」
，聯合報，1995 年 3 月 12 日，第 4 版。
27
彭威晶、
「不敵派系人頭 現任立委成績難看」
，聯合報，1998 年 3 月 3 日，第 3 版。
28
黃家興，民進黨提名制度與黨內派系，私立東海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 年，頁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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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派系的輔選運作
由於各派系均是民進黨內自主運作的團體；因此在面對選舉進行時，通常都
有其特殊的輔選運作方式以增進本身或黨的競爭優勢。對此，筆者扼要說明如
下，29 其中包括各派系及跨派系的輔選運作方式。
（一）美麗島、新世紀、新動力的輔選運作
美麗島相關派系的經營方式，主要以特定公職人員或家族為首，透過地方傳
統政治的經營方式發展人脈，或與地方勢力進行結合。在此情況下，美麗島系統
派系的輔選運作方式除了傳統的人脈、樁腳動員外，30 其最大特色就是它本身是
可大可小的組織，會隨不同的選戰、不同的目標做不同的串聯。31 若就優劣而言，
該輔選的優點是每次選舉都有不一樣的方式，靈活度很高；但缺點則是慌亂，毫
無章法可言。
（二）新潮流的輔選運作
新潮流在其組織暨運作章程中雖然未提及相關規定，但其輔選運作在實務上
卻極為獨特。從過去經驗觀察，新潮流透過本身的嚴密組織及高度紀律，可以完
全介入該派系候選人的選務工作；並且具有精準及全國的輔選能力，視各候選人
的預期得票狀況，做最適當的配票，意圖使該派系提名候選人都能當選。32 例如
在 2001 年立委選舉的台中縣選區中，新潮流就直接把整體選舉區分成數個小選
區，並平均分配票源給派系所提名之候選人（即把台中縣選區分成山、海、屯區，
各區票源分配給邱太三、郭俊銘與簡肇棟）；結果此三位候選人均順利當選。
在現行 SNTV 制度下，同黨候選人之間的競爭有時比政黨之間的競爭更為
激烈；新潮流選擇上述極為精準的輔選方式，相當程度能保障該派系候選人的選
票利益。不過，新潮流內部此種強力的配票，也很容易被外界視為其派系利益高
於黨的利益；而新潮流之所以長期在黨內人緣不佳、遭受排擠，其原因也就在此。
33

29

必須聲明的是，派系輔選運作千變萬化，因時、因地、因人都可能有不同的方式；筆者在此
僅作基本勾勒與描述。
30
「樁腳」是台灣地方社會極為特殊的人際動員網絡，平時有服務選民、情感聯繫的功能，選
舉時則有固票、買票、聯繫的動員功能。詳細討論參見陳介玄，
「派系網絡、樁腳網絡及俗民網
絡－論台灣地方派系形成之社會意義」
，台中：地方社會與地方政治專題研討會，1994 年 4 月 23
日。
31
呂弦玲，組織變革中派系互動的影響及其相關機制的探討－以民進黨為例，國立政治大學心
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年，頁 41。
32
詳細情況參見尚道明，
「彰化能否四季紅 全看邱創進」
，新新聞，第 612 期（1998 年 11 月
25 日-12 月 1 日）
，http://www.new7.com.tw/weekly/old/612/612-104.html；何榮幸，
「新潮流點將 總
統故鄉陷苦戰」
，中國時報，2001 年 10 月 3 日，第 6 版；劉文俊，
「洪奇昌與林岱樺等人紛紛來
助陣希望鄉親全力支持他爭取黨內最後一席提名機會」
，民眾日報，2002 年 5 月 24 日，第 22 版。
33
前許信良特別助理劉坤鱧訪談，2002 年 9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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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正義連線的輔選運作
在章程中，派系的選舉功能是：對各項公職及黨職選舉，應舉辦提名代表連
線參選，並對提名人選應全力輔選（章程第十八條）；同時執行委員會及常務執
行委員會決定提名過程中的規劃、協調、擬定、議決及處分（章程第二十二條至
第二十四條）。此外，執行委員會亦可透過決議與民進黨其它次級團體結盟，會
員應依決議支持其它次級團體之提名人選（章程第二十六條）。
正義連線的輔選運作，所依靠的是既有組織與政治明星；即透過外圍組織進
行輔選動員，並依賴派系最佳輔選利器－黨內超級政治明星陳水扁。尤其是後
者，從 1994 年當選台北市長後，陳水扁在 1995 年的立委選舉、1996 年總統及
國大選舉、1997 年縣市長選舉等，均扮演著黨內超級助選員的角色。值得注意
的是，這種輔選方式除了對同黨候選人有協助的效果外，對於拉抬陳水扁與正義
連線的政治聲望都極有幫助。因此有論者認為，陳水扁的正義連線在黨內本來並
不是一個派系，人數與勢力均不能與美麗島、新潮流等派系相比，但這幾年來能
夠迅續在黨內擴大結盟，陳水扁的輔選是不可輕忽的利器。34
（四）福利國的輔選運作
與正義連線類似，派系的選舉功能為：決策委員會負責協調黨、公職候選人，
並對該候選人全力支持及輔選（章程第七條、第八條）。其次，決策委員會的處
分權力（章程第九條）
、輔選基金繳交（章程第十條）等，章程中均有相關規定。
此外，在實際運作層次，福利國的輔選運作所依靠的也是既有組織（立委各
選區有負責人發展該區會務）與政治明星。不過，福利國除了謝長廷、蘇貞昌等
政治明星外，其他高知名度的資深大老亦是重要的選舉助力。
（五）台獨聯盟的輔選運作
由於台獨聯盟自我定位為一個政治、社會團體，而非政黨，因此並無類似的
輔選相關規定。在實際輔選運作方面，該聯盟候選人大多依靠個人單獨經營；而
台獨聯盟則會給予人力、資源或站台的協助。35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台獨聯盟候
選人多具有基本教義的象徵，對固定支持群眾有一定的號召力，因此其輔選效果
仍不容低估。
除了上述各派系的輔選運作，另一個值得觀察的重點便是跨派系的輔選運
作。基本而言，這種跨派系的輔選運作，可以區分為以下兩種形式：
（ 一 ） 單一行政職務的跨派系輔選

34

林淑玲，陳水扁武功心法（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初版 4 刷，1999 年 6 月
20 日）
，頁 119。
35
台獨聯盟秘書處主任林茗顯訪談，2002 年 8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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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2000 年總統選舉為例，由於全黨各派系在 1998 年底陳水扁市長落選後有
了高度危機感，因此在準備隨之而來的總統選舉時，除了曾因是否要修改「四年
條款」為陳水扁解套而產生爭執外；36 往後所研擬、提出的「民主進步黨公元兩
千年總統副總統候選人提名條例」、37 選舉策略會議、指揮中心的人事安排，都
有黨內派系共同協調、運作的痕跡，以謀求黨內團結並尋求勝選。
在選舉策略會議、指揮中心的人事安排方面，依據目前的資料顯示：在 2000
年選戰正式開跑前夕，陳水扁的聲勢固然較好，但仍不叫座，因此陳水扁曾費了
相當大的功夫以爭取黨內派系領導人的支持。對此，由黨主席林義雄、總幹事張
俊雄協助安排，並由黨內各派系要角參與、新世紀張俊宏負責的策略會議逐漸成
形。其次，在指揮中心的重要幹部人選上，亦儘量落實派系共治的精神，使各派
系人士都有參與的空間。其中總幹事為福利國張俊雄、執行總幹事與動員群副總
幹事為新潮流邱義仁及簡錫 、候選人事務群副總幹事、行政群副總幹事及媒體
群副總幹事分別為正義連線李逸洋、林文淵及羅文嘉，至於組織群副總幹事則為
新動力王拓、研究群副總幹事為無派系游盈隆。38
（ 二 ） 政黨配票
所謂「配票」
（vote equalization）
，係指政黨依據歷年固定得票率，並視所提
名候選人的預期得票狀況，從中透過合法的政治操作策略做最適當的選票分配，
意圖使該政黨提名候選人都能當選或達到當選席次極大化。
之前曾提及，在 SNTV 制度下，一般而言，由於候選人無法單靠標榜政黨
提名而勝選，且人民也必須在同黨候選人中再進行選擇後投票，因此政黨弱化與
「選人不選黨」的情況相當普遍。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若政黨能透過協調或黨
紀要求，使候選人能互相合作、互不侵犯，並輔以適當的輔票，該政黨仍可獲取
其理想中的當選席次。39 換句話說，配票是 SNTV 制度下的產物，而且是同一政

36

所謂「四年條款」
，係指許信良在 1997 年黨主席任內，所通過的提名條例第七條，規定四年
內，民進黨員只能就總統、副總統、省長、直轄市長等職務擇一參選。在該次爭執中，美系（陳
忠信、王拓、林豐喜、許丕龍等）反對修改四年條款，以藉此為陳水扁量身訂做並解套；而正義
連線（鄭寶清等）
、新潮流（簡錫 等）基於勝選的考量，贊成修改四年條款。另外，新世紀張
俊宏及其他新潮流人士則主張黨內應透過整合、初選方式解決此問題。徐博東、楊毅周，
「1999
年民進黨述評」
，全國台灣研究會主編，台灣一九九九（北京：九州出版社，第 1 版，2000 年 9
月）
，頁 72；楊圓娟，民進黨提名制度的形成與變遷，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2
年，頁 145-150。
37
紐則勳，競選傳撥策略：理論與實務（台北：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2 年 10 月出版）
，
頁 102。
38
張俊雄、邱義仁、游盈隆策劃，張瑞昌等執筆，破曉－2000 陳水扁勝選大策略（台北：時報
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初版，2000 年 8 月）
，頁 102-105。
39
盛杏湲，
「政黨配票與候選人票員的集散度：1983 年到 1995 年台灣地區立法委員選舉的分析」
，
選舉研究，第 5 卷第 2 期（1999 年 7 月）
，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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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在同一選區有兩個候選人參選時，為了防止同室操戈，並進一步發會選票效果
時所採用的選舉策略。40
民進黨歷年中央民意代表（立法委員選舉）得票率大致維持在 3 成左右（1992
年為 33.1﹪、1995 年為 33.2﹪、1998 年為 29.6﹪、2001 年為 33.5﹪），象徵其
選票基礎尚稱穩定。41 而在此情況下，若能配合嫺熟的配票技術，便有機會能獲
取其選票實力下的理想席次。42
從過去經驗觀察，民進黨的配票進行大致先由該選區候選人共同採取聯合競
選方式，以刺激支持選票的集中；例如 1995 年立委選舉時，民進黨台北市南區
的候選人便主張「共同文宣、同台演講、平均配票、一齊當選」的選戰目標與策
略。43 其次，再由黨中央藉由文宣、媒體進行選民告知與動員（出生月分或身分
證字號）
，進一步達到原本欲完成的配票目標。例如 1995 年北市南區立委選舉，
黨內首創聯合配票方式，呼籲選民將選票依個人生日的所屬「季節」分配給四位
候選人：沈富雄、葉菊蘭、黃天福及顏錦福，終於締造四人全部選上的「四季紅」
佳績。2001 年北市北區立委選舉時再度喊出「give me five」
，以身分證字號為主，
呼籲選民將選票依個人身分證字號尾數 1 或 2 投藍世聰、3 或 4 投羅文嘉、5 或
6 投卓榮泰、7 或或 8 投王雪峰、9 或 0 投林重謨，也獲得四席的成績。除了這
些著名的配票個案；曾經設想的情況是，為拉抬整體當選席次，民進黨還曾打算
進行所謂的「全黨配票」；惟此舉顧慮到派系會因此產生誤解，才緊急喊停。44
民進黨這種嫺熟、靈活的配票技術，似乎如同 Cox 與 Niou 研究指出，即選
舉經驗日益豐富、成熟的政黨，對於其能夠獲取的選票、席次以及本身配票能力，
能有更精準的掌握。45 而派系在此輔選方式下，其運作便是以以共同服從與配合
政黨的配票要求為主。
不過，民進黨慣用的配票方式在近一、二年也逐漸受到質疑。例如在 2002

40

游清鑫，
「競選策略的個案研究：1998 年民進黨台北市南區立法委員選舉的探討」
，選舉研究，
第 6 卷第 2 期（2000 年 7 月）
，頁 167；林水波，棄保政治學（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初版，
2002 年 8 月）
，頁 284。
41
根據林繼文的計算，發現民進黨過去五次立法委員選舉的平均得票率是 31.5﹪，標準差只有
1.6﹪。林繼文，
「六分之一的政黨輪替」
，中國時報，2003 年 2 月 19 日，第 15 版。
42
謝相慶，
「選舉配票策略面面觀」
，中央月刊，第 34 卷第 12 期（2001 年 12 月）
，頁 29-31。
43
游清鑫，
「選舉制度、選舉競爭與選舉策略：八十四年北市南區立委選舉策略之個案研究」
，
選舉研究，第 13 卷第 1 期（1996 年 5 月）
，頁 151。
44
這是 1995 立委選舉時曾發生的情況。陳素玲，
「民進黨曾打算『全黨配票』
」
，聯合報，1995
年 12 月 4 日，第 3 版。
45
詳細討論參見 Gary W. Cox and Emerson Niou, “Seat Bonuses Under the 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System: Evidence from Japan and Taiwan,”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26, No.1 (Jan. 1994), pp.
221-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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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的台北市議員選舉過程中，便出現候選人顏聖冠未遵守「聯合競選公約」
，46
逕自以個人旗幟與背心進行拜票情形。對此，整合聯合參選的立委段宜康與其他
候選人公開要求顏聖冠自制，否則原本配票組合將會將她排除在外，而顏聖冠對
此則強調候選人闡述個人政見本來就很正常。47 選後，民進黨市議員候選人多人
落選，結果不如當初預期。
在事後眾多檢討中，立委沈富雄明白指出，聯合競選與配票絕非選舉萬靈
丹，因為就首創聯合競選的「模範區」：北市南區而言，民進黨立委選舉的整體
得票率已呈現逐次下滑的現象（分別是 1995 年的 36.2﹪、1998 年的 34.77﹪、
2001 年的 33.31﹪），顯示其選民基礎並無向外擴張，甚至已逐漸萎縮。對於這
種現象，沈富雄更進一步認為原因在於黨內慣用聯合競選已讓候選人有種想像的
安全感，不僅不鼓勵拓展選票，也形成在既有票源吃老本的危機。因此民進黨現
在的處境是「成也聯合，敗也聯合」
，而此一制度也到了該徹底檢討的時候。48 對
此，筆者認為，配票雖然是現行 SNTV 制度下，民進黨所慣用的政治操作方式，
但截至目前，該方式終究必須面臨檢討階段。整體而言，政黨配票違背直接投票
的民主原理，原本在價值上便不可取。近幾年，社會各界也有呼籲立法禁止的呼
聲，均說明長期以來的配票方式已有深刻檢討的必要。
二、派系之選舉競爭－以 1995、1998、2001 年立委選舉為例
在現行選舉制度及提名規定下，民進黨各派系實際的選舉競爭與表現為何？
筆者接下來採用 1995、1998、2001 年三次立委選舉為例作探討（總席次見表
7-2）
；重點在於分析各派系在黨內初選、全國不分區、僑選及區域席次的競爭表
現（包括獲勝率、當選率及佔各總席次比例；而全部的參選名單可參見本文附錄
10、11、12）。
表 7-2 1995、1998、2001 年立法委員選舉民進黨席次統計
時間
區域席次
全國不分區與僑選席次 總席次
1995 年
41
13
54
1998 年
52
18
70
2001 年
69
18
87

46

聯合競選公約的設計目的在於以「集體競選」方式取代「個人競選」方式，以保障聯合競選
與配票的成功。參見游清鑫，
「選舉制度、選舉競爭與選舉策略：八十四年北市南區立委選舉策
略之個案研究」
，頁 156。
47
台北訊，
「北市議員/段宜康下通牒 要求顏聖冠自制」
，東森新聞報，2002 年 11 月 20 日，
http://ettoday.com
48
沈富雄，
「成也聯合 敗也聯合」
，中國時報，2002 年 12 月 10 日，第 1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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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民進黨中央黨部組織部；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公職人員選舉資料庫，
http://vote.nccu.edu.tw

（一）1995 年立委選舉
各派系表現參見表 7-3、表 7-4、表 7-5。首先，在黨內初選方面，各派系初
選獲勝率分別為福利國（100﹪）
、台獨聯盟（100﹪）
、無派系（100﹪）
、正義連
線（77.77﹪）
、新潮流（75﹪）
、美麗島（61.54﹪）
；佔獲勝總人數比例分別為福
利國（24.93﹪）、新潮流（21.95﹪）、美麗島（19.51）、正義連線（17.07﹪）、無
派系（9.76﹪）、台獨聯盟（7.32﹪）。其次，在全國不分區與僑選席次方面，各
派系當選率分別為正義連線（100﹪）、福利國（100﹪）、美麗島（66.6﹪）、新
潮流（66.6﹪）、台獨聯盟（50﹪）、無派系（0）；佔全國不分區與僑選總席次比
例分別為美麗島（ 46.15﹪）
、新潮流（ 30.77﹪）
、正義連線（ 4.35﹪）
、福利國（ 4.35
﹪）、台獨聯盟（4.35﹪）、無派系（0）。另外，在區域席次方面，各派系當選率
分別為正義連線（ 100﹪）
、福利國（73.33﹪）、美麗島（61.53﹪）、新潮流（57.14
﹪）
、台獨聯盟（40﹪）
、無派系（18.18﹪）
；佔區域總席次比例分別為福利國（26.93
﹪）
、正義連線（ 24.39﹪）
、美麗島（19.51﹪）
、新潮流（ 19.51﹪）
、台獨聯盟（ 4.88
﹪）、無派系（4.88﹪）。
從上述分析得知，當時黨內新生派系：正義連線和福利國，不僅迅速在選舉
競爭中獲得極佳的表現，其席次實力也幾乎與傳統美麗島、新潮流並駕齊驅。至
於台獨聯盟與無派系人士，其整體表現則較為落後。

表 7-3

1995 年立委選舉各派系之初選競爭

（有舉辦初選之選區）
派系名稱
參與初選人數

初選獲勝人數

初選獲勝率﹪

佔初選獲勝總人
數（41 席） ﹪

美麗島
新潮流
正義連線
福利國
台獨聯盟
無派系

13
12
9
10
3
4

8
9
7
10
3
4

61.54﹪
75﹪
77.77﹪
100﹪
100﹪
100﹪

19.51﹪
21.95﹪
17.07﹪
24.39﹪
7.32﹪
9.76﹪

註：獲勝總人數中，陳定南、葉菊蘭、江鵬堅及楊澤泉無派系屬性。

表 7-4 1995 年立委選舉各派系在全國不分區與僑選席次之競爭
派系名稱
獲得提名人 占提名人數比 選舉當選席 當選率﹪
占全國不分區與
數
例
次
僑選總席次（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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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

美麗島
新潮流
正義連線
福利國
台獨聯盟

9
6
1
1
2

9/23
6/23
1/23
1/23
1/23

6
4
1
1
1

66.6﹪
66.6﹪
100﹪
100﹪
50﹪

表 7-5 1995 年立委選舉各派系在區域席次之競爭
派系名稱
提名人數
當選席次
當選率﹪
美麗島
新潮流
正義連線
福利國
台獨聯盟
無派系

13
14
10
15
5
11

8
8
10
11
2
2

61.53﹪
57.14﹪
100﹪
73.33﹪
40﹪
18.18﹪

46.15﹪
30.77﹪
4.35﹪
4.35﹪
4.35﹪

佔區域總席次
（41 席）比率
19.51﹪
19.51﹪
24.39﹪
26.83﹪
4.88﹪
4.88﹪

註：當選總席次中，陳定南與葉菊蘭無派系屬性。

（二）1998 年立委選舉
各派系表現參見表 7-6、表 7-7、表 7-8。在黨內初選方面，各派系初選獲勝
率分別為新潮流（100﹪）、新動力（85.71﹪）、福利國（80﹪）、正義連線（75
﹪）、新世紀（75﹪）、台獨聯盟（57.14﹪）、無派系（36.36﹪）；佔獲勝總人數
比例分別為新潮流（23.94﹪）、正義連線（21.13﹪）、福利國（16.9﹪）、新動力
（8.45﹪）、新世紀（8.45﹪）、台獨聯盟（5.63﹪）、無派系（5.63﹪）。在全國不
分區與僑選席次方面，各派系當選率分別為新世紀（100﹪）
、新動力（100﹪）、
台獨聯盟（100﹪）、福利國（75﹪）、正義連線（50﹪）
、新潮流（33.33﹪）、無
派系（0）
；佔全國不分區與僑選總席次比例分別為新世紀（38.89﹪）
、新動力（22.22
﹪）
、福利國（16.67﹪）
、正義連線（11.11﹪）、台獨聯盟（ 5.56﹪）、新潮流（5.56
﹪）、無派系（0）。在區域席次方面，各派系當選率分別為新世紀（100﹪）、台
獨聯盟（100﹪）
、新潮流（82.35﹪）
、福利國（69.23﹪）
、正義連線（64.71﹪）、
新動力（50﹪）
、無派系（30.8﹪）
；佔區域總席次比例分別為新潮流（ 26.92﹪）、
正義連線（21.15﹪）、福利國（17.31﹪）、新世紀（13.46﹪）、台獨聯盟（7.69
﹪）、無派系（7.69﹪）、新動力（5.77﹪）。
在此次選舉中，正義連線與福利國的整體表現仍舊較佳，新潮流的實力則相
當穩健。另外，由美麗島所分裂而成的新動力與新世紀，除了在全國不分區與僑
選方面仍取得較高當選率、席次外，其競爭能力已有下滑的趨勢。至於台獨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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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無派系人士，其整體表現則較為落後。
表 7-6

1998 年立委選舉各派系之初選競爭

（有舉辦初選之選區）
派系名稱
參與初選人數

初選獲勝人數

初選獲勝率﹪

佔初選獲勝總人
數（71 席） ﹪

新世紀
新動力
新潮流
正義連線
福利國
台獨聯盟
無派系

8
7
17
20
15
7
11

6
6
17
15
12
4
4

75﹪
85.71﹪
100﹪
75﹪
80﹪
57.14﹪
36.36﹪

8.45﹪
8.45﹪
23.94﹪
21.13﹪
16.9﹪
5.63﹪
5.63﹪

註：獲勝總人數中，陳定南、施明德、葉菊蘭、朱星羽、張慶惠、沈顯堂、邱文明、黃昭凱、邱
彰、徐宜生及蔡式淵無派系屬性。

表 7-7 1998 年立委選舉各派系在全國不分區與僑選席次之競爭
派系名稱
獲得提名人 占提名人數比 選舉當選席 當選率﹪
占全國不分區與
數
例
次
僑選總席次（18
席）﹪

新世紀
新動力
新潮流
正義連線
福利國
台獨聯盟

7
4
3
4
4
1

7/35
4/35
3/35
4/35
4/35
1/35

7
4
1
2
3
1

100﹪
100﹪
33.3﹪
50﹪
75﹪
100﹪

表 7-8 1998 年立委選舉各派系在區域席次之競爭
派系名稱
提名人數
當選席次
當選率﹪
新世紀
新動力
新潮流
正義連線
福利國
台獨聯盟
無派系

7
6
17
17
13
4
13

7
3
14
11
9
4
4

100﹪
50﹪
82.35﹪
64.71﹪
69.23﹪
100﹪
30.8﹪

註：當選總席次中，朱星羽、施明德、葉菊蘭與陳定南無派系屬性。

（三）2001 年立委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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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89﹪
22.22﹪
5.56﹪
11.11﹪
16.67﹪
5.56﹪

佔區域總席次
（52 席）比率
13.46﹪
5.77﹪
26.92﹪
21.15﹪
17.31﹪
7.69﹪
7.69﹪

各派系表現參見表 7-9、表 7-10、表 7-11。在黨內初選方面，各派系初選獲
勝率，分別為新世紀（100﹪）、正義連線（93.55﹪）、新潮流（72.73﹪）、福利
國（70.59﹪）、台獨聯盟（55.56﹪）、新動力（40﹪）、無派系（11.76﹪）；佔獲
勝總人數比例分別為正義連線（38.67﹪）
、新潮流（21.33﹪）
、福利國（16﹪）、
無派系（8﹪）、新世紀（6.67﹪）、台獨聯盟（6.67﹪）
、新世紀（2.67﹪）。在全
國不分區與僑選席次方面，各派系當選率分別為正義連線（ 100﹪）
、新潮流（ 100
﹪）、無派系（100﹪）、新動力（60﹪）、福利國（50﹪）
、新世紀（28.5﹪）、台
獨聯盟（0）；佔全國不分區與僑選總席次比例分別為正義連線（27.78﹪）、新潮
流（16.67﹪）、福利國（16.67﹪）、新動力（16.67﹪）、無派系（11.11﹪）、新世
紀（11.11﹪）
、台獨聯盟（ 0）
。在區域席次方面，各派系當選率分別為新潮流（ 100
﹪）、正義連線（96.67﹪）、福利國（85.71﹪）、台獨聯盟（80﹪）、新世紀（60
﹪）
、新動力（ 50﹪）
、無派系（ 50﹪）
；佔區域總席次比例分別為正義連線（ 42.03
﹪）、新潮流（23.19﹪）、福利國（17.39﹪）、台獨聯盟（5.8﹪）、無派系（5.8
﹪）、新世紀（4.35﹪）、新動力（1.45﹪）。
在此次選舉中，最重要的現象便是正義連線異軍突起。憑藉著陳總統的權力
光環，正義連線經過此選舉競爭後，已成為黨內最具實力的派系。其次，福利國
與新潮流的表現尚稱平穩；新動力與新世紀的競爭實力大不如從前；台獨聯盟與
無派系人士的整體表現仍較為落後。
表 7-9

2001 年立委選舉各派系之初選競爭

（有舉辦初選之選區）
派系名稱
參與初選人數

初選獲勝人數

初選獲勝率﹪

佔初選獲勝總人
數（75 席） ﹪

新世紀
新動力
新潮流
正義連線
福利國
台獨聯盟
無派系

5
5
22
31
17
9
51

5
2
16
29
12
5
6

100﹪
40﹪
72.73﹪
93.55﹪
70.59﹪
55.56﹪
11.76﹪

6.67﹪
2.67﹪
21.33﹪
38.67﹪
16﹪
6.67﹪
8﹪

註：獲勝總人數中，周伯倫、王淑慧、林進興、朱星羽、王金雄及陳歐珀無派系屬性。

表 7-10 2001 年立委選舉各派系在全國不分區與僑選席次之競爭
派系名稱
獲得提名人 占提名人數比 選舉當選席 當選率﹪
占全國不分區與
數
例
次
僑選總席次（18
席）﹪

新世紀

7

7/3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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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

11.11﹪

新動力
新潮流
正義連線
福利國
台獨聯盟
無派系

5
3
5
6
1
2

5/36
3/36
5/36
6/36
1/36
2/36

3
3
5
3
0
2

60﹪
100﹪
100﹪
50﹪
0
100﹪

16.67﹪
16.67﹪
27.78﹪
16.67﹪
0
11.11﹪

註：當選名單中，邱永仁與邱彰無派系屬性。

表 7-11 2001 年立委選舉各派系在區域席次之競爭
派系名稱
提名人數
當選席次
當選率﹪
新世紀
新動力
新潮流
正義連線
福利國
台獨聯盟
無派系

5
2
16
30
14
5
9

3
1
16
29
12
4
4

60﹪
50﹪
100﹪
96.67﹪
85.71﹪
80﹪
44.44﹪

佔區域總席次
（69 席）比例
4.35﹪
1.45﹪
23.19﹪
42.03﹪
17.39﹪
5.8﹪
5.8﹪

註：當選總席次中，林進興、朱星羽、王淑慧、周伯倫無派系屬性。

除了當年度的探討，筆著接著依照年次，分析各派系在上述選舉中的競爭走
勢（參見下頁）。
小結
整體而言，現行 SNTV 制度可說是助長政黨派系的主因之一。因為候選人
在此制度中必須與黨內同志競爭，因此在黨內各自「拉幫結派」、累積實力的情
況可說是相當普遍。此外，過去迄今的初選制度變革同樣與派系政治有密切關
連，派系在變革過程中不僅有深刻參與，而相關制度如幹部評鑑制度與提名方
式，則強化派系運作的正當性。
從幾次重要選舉觀察，可以一窺派系之間的實力消長，而無派系的政治菁英
則較少有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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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

1995、1998、2001 年立委選舉各派系初選獲勝率走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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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紀
60.00%

新動力

6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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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14%

新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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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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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

20.00%

1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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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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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 為 1995、1998、2001 年立委選舉各派系初選獲勝率走勢圖。其中正
義連線、新世紀呈現逐步上揚的走勢；新潮流、新動力的走勢有高有低；而福利
國、台獨聯盟與無派系的走勢則逐漸下滑。就三次選舉的平均獲勝率而言，各派
系高低依序為 1.新潮流（82.58﹪）2.福利國（82.53﹪）3.正義連線（82.11﹪）
4.新世紀（78.85﹪）5.獨盟（70.9）6.新動力（62.42﹪）7.無派系（4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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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3

1995、1998、2001 年立委選舉各派系佔初選獲勝總人數比率
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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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3 為 1995、1998、2001 年立委選舉各派系佔初選獲勝總人數比率之走
勢圖。其中最特別的是正義連線的人數比率逐漸上升，堪稱黨內發展最迅速的派
系。其次，新潮流、台獨聯盟、無派系的人數比率有高有低；而福利國、新動力、
新世紀的人數比率則逐漸下滑。就三次選舉的平均人數比率而言，各派系高低依
序為 1.正義連線（25.61﹪）2.新潮流（22.41﹪）3.福利國（19.28﹪）4.新世紀（11.54
﹪）5.新動力（10.21﹪）6.無派系（7.8﹪）7.獨盟（6.54﹪）。

219

圖 7-4

1995、1998、2001 年立委選舉各派系在全國不分區與僑選席次當選率走
勢圖
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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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4 為 1995、1998、2001 年立委選舉各派系在全國不分區與僑選席次當
選率走勢圖。其中派系走勢皆有高有低。就三次選舉的平均當選率而言，各派系
高低依序為 1.正義（83.33﹪）2.新動力（75.53﹪）3.福利國（75﹪）4.新潮流（66.63
﹪）5.新世紀（65.53﹪）6.獨盟（50﹪）7.無派系（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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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5

1995、1998、2001 年立委選舉各派系占黨內全國不分區與僑選總席次比
率
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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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5 為 1995、1998、2001 年立委選舉各派系占黨內全國不分區與僑選總
席次比率之走勢圖。其中正義連線、福利國的人數比率逐漸上揚，而其他派系的
人數比率則有高有低。就三次選舉的平均人數比率而言，各派系高低依序為 1.
新世紀（32.05﹪）2.新動力（28.35﹪）3.新潮流（17.67﹪）4.正義連線（14.41
﹪）5.福利國（12.56﹪）6.無派系（3.7﹪）7.獨盟（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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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6 1995、1998、2001 年立委選舉各派系在區域席次當選率走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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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6 為 1995、1998、2001 年立委選舉各派系在區域席次當選率走勢圖。
其中只有無派系的當選率逐漸上揚，而其他派系的當選率則有高有低。就三次選
舉的平均當選率而言，各派系高低依序為 1.正義連線（ 87.13﹪）2.新潮流（79.83
﹪）3.福利國（76.09﹪）4.新世紀（73.84﹪）5.獨盟（73.33﹪）6.新動力（53.84
﹪）7.無派系（31.35﹪）。

222

圖 7-7

1995、1998、2001 年立委選舉各派系佔黨內區域總席次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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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7 為 995、1998、2001 年立委選舉各派系佔黨內區域總席次比率之走勢圖。
其中新世紀與新動力的人數比率逐漸下滑，而其他派系的人數比率則有高有低。就
三次選舉的平均人數比率而言，各派系高低依序為 1.正義連線（29.19﹪）2.新潮
流（23.21﹪）3.福利國（20.51﹪）4.新世紀（12.44﹪）5.新動力（8.91﹪）6.獨盟
（6.12﹪）7.無派系（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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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派系與政府人事及政策

在一般民主國家中，各政黨基本上都視「執政」為本身的最高行動目標。長
期以來，民進黨伴隨著頻繁的選舉，不僅成為國內最大的反對黨，也已逐漸取得
龐大的政治資源。1995 年春天，國內學者與觀察家開始對民進黨執政有樂觀的
期待。例如呂亞力曾預測：民進黨創黨 8 年迄今，不論從選票開拓與政黨體質改
變，其表現都可圈可點；假如其發展動力不減，在可預見的未來，將可望取得執
政的地位。1 類似的是，在楊憲村發表的民進黨執政一書中，也明白指出接下來
幾年，民進黨正面臨 5 個決勝點（即兩次立委選舉、兩次總統直選與一次省市長
選舉）
；而只要任何一次選舉結果出現結構性的變化，就是民進黨執政的時刻。2
1997 年底的縣市長選舉，民進黨一舉獲得 43.3﹪得票率，首度超越國民黨
的 42.1﹪得票率，並拿下 12 個縣、市長寶座。2000 年 3 月，該黨候選人陳水扁
及呂秀蓮以 39.3﹪的最高得票率當選總統；2001 年 12 月，民進黨也以 33.5﹪得
票率與 87 席成為立法院最多席次的政黨。至此，民進黨終於成為台灣新興的執
政黨，也同時在國家機關取得最重要的權力地位。
在這邁向執政的過程中，該黨派系在政府人事及政策上曾有何參與和影響？
是本章主要探討的重心。對此，筆者以執政後中央政府與立法院黨團人事；拜耳
案、核四案、土地增值稅、農漁會基層金融改革等個案作為分析重點。

第一節 政府人事
一、執政後的中央政府
政黨一旦取得執政權，最明顯的外在表現就是掌握政府的人事任命權。因為
此人事任命所伴隨的龐大行政資源與影響力，不僅是落實執政理念的根本，更是
實際的政治利益。
在高度派系化的政黨中，政府人事自然成為各派系所競逐的目標。2000 年 3
月 18 日後，陳水扁總統在決定內閣人事時，確實曾考量黨內派系平衡此重要因
1
2

轉引自楊憲村，民進黨執政（台北：商周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初版，1995 年 9 月）
，頁 69。
楊憲村，民進黨執政，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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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3 而最後所任命的內閣成員也有部分來自民進黨派系的推薦。4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截至 2003 年 7 月，在內閣歷次改組中，派系人士所占
部會首長職務的比例卻很低（表 8-1）
。換句話說，行政院重要部會首長仍為高級
文官升任或過去國民黨籍人士，派系在全體人事任命中的參與並不全面與深入。
目前，具明顯派系色彩的政務官有 7 人，僅占整體任命人數（75 人）中的 9.33
﹪。5
關於這種情況，陳水扁總統或許認為找派系人士入閣需考慮派系生態平衡，
6

在安排上相當困難，因此對於此人事任命持保留態度。不過，黨內派系人事在

面對此人事安排與異動時，卻普遍萌生不滿的聲音，即「天下是我們打下來的，
為何要分出去？」，7 並認為民進黨執政後不可能永遠向他黨「借將」，而最重要
的工作就是培養自己的行政人才。8 必須留意的是，陳水扁總統與派系人士在政
府人事上的認知不同，事實上就是民進黨執政後，派系與陳水扁總統產生衝突的
主要原因之一（見本文第九章第二節）。
表 8-1

政黨輪替後行政院所轄各部會首長職務異動情形

部會首長

姓名

內政部長：張博雅、＊余政憲
外交部長：田弘茂、簡又新
國防部長：伍世文、湯曜明
財政部長：許嘉棟、顏慶章、李庸三、林全
教育部長：曾志朗、黃榮村
法務部長：陳定南
經濟部長：林信義、宗才怡、林義夫
交通部長：葉菊蘭、林陵三
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徐正光、許志雄
僑務委員會委員長：張富美
3

彭威晶，
「民進黨內 誰的機會濃」
，聯合報，2000 年 4 月 3 日，第 3 版。
林淑玲，
「內閣重組 李登輝勢力舉足輕重」
，中國時報，2001 年 12 月 2 日，第 4 版。
5
此種情形與陳水扁當年的北市府人事安排相當類似。在當時由 31 人組成的北市小內閣中，其
中約有 20 人是國民黨籍的原任行政首長，而其他則多為大學院校所延攬的學者；民進黨籍人士
在此人事任命中所占比例極低。徐博東，
「1995 年民進黨述評」
，全國台灣研究會主編，台灣一
九九五（台北：九州圖書出版社，第 1 版，1996 年 6 月）
，頁 50。
6
羅如蘭，
「游內閣能不動如山多久？」
，中國時報，2003 年 1 月 23 日，第 4 版。
7
張麗娜，
「李俊毅：阿扁模式深化 黨漸失主導性」
，東森新聞報，2002 年 9 月 28 日，
http://ettoday.com
8
盧素梅，「鞋匠之子意外從政 李俊意願當民進黨的烏鴉」
，壹號人物，第 12 期（2003 年 1 月
10 日）
，頁 8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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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銀行總裁：彭淮南
主計處主計長：林全、劉三錡
人事行政局長：朱武獻、＊李逸洋
新聞局長：鍾琴、蘇正平、葉國興、黃輝珍
衛生署長：李明亮、涂醒哲（代理）、涂醒哲、陳建仁
環保署長：林俊義、郝龍斌、張祖恩（代理）、張祖恩
海巡署長：王郡
故宮博物院院長：杜正勝
陸委會主委：蔡英文
經建會主委：陳博志、林信義（兼）
退輔會主委：楊德智、鄧祖琳
青輔會主委：林芳玫
原能會主委：夏德鈺、胡錦標、歐陽敏盛
國科會主委：翁正義、魏哲和
研考會主委：林嘉誠
農委會主委：陳希煌、＊范振宗、李金龍
文建會主委：陳郁秀
勞委會主委：＊陳菊
公平會主委：趙揚清、黃宗樂
公程會主委：林能白（代理）、郭瑤琪
原民會主委：尤哈尼、伊斯卡卡夫特、陳建年
體委會主委：許義雄、林德福
客委會主委：范光群、葉菊蘭
中選會主委：黃石城
台灣省政府主席：張博雅（兼）、范光群、＊林光華
福建省政府主席：顏忠誠
臺灣省諮議會諮議長：＊彭添富、范振宗、＊余玲雅

資料來源：一、筆者整理。
二、有＊者代表具有明顯的派系屬性。

派系人士在內閣人事上的不滿如前所述。但事實上，他們則刻意遺忘了派系
領導菁英在民進黨政府高層職務的參與。2000 年 5 月 20 日後，包括總統府、行
政院、國家安全會議、考試院等重要職務，幾乎均為明顯派系人士所擔任（表
8-2）；而這些職務，都是政府運作中真正的樞紐，具有關鍵性的影響力。因此整
體而言，派系在民進黨執政後政府人事上的參與及影響仍不可小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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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2
機關名稱

政黨輪替後派系在民進黨政府高層職務的參與
職務及姓名

總統府：秘書長張俊雄（福利國）
、秘書長游錫 （泛正義連線）、秘書長邱義仁（新
潮流）
、副秘書長陳哲男（正義連線）
行政院：副院長張俊雄（福利國）、副院長游錫 （泛正義連線）
院長張俊雄（福利國）、院長游錫 （泛正義連線）
秘書長邱義仁（新潮流）、秘書長劉世芳（新潮流）
國安會：副秘書長邱義仁（新潮流）、秘書長邱義仁（新潮流）
考試院：院長姚嘉文（福利國）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二、立法院黨團
「黨團」（congressional party; party organization in the congress; parliamentary
party groups），係指在代議機關（國會）中，由同一政黨成員所組織而成的團體。
9

1992 年 1 月，隨著立法院在我國政治體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立法院組織法透

過修正後首次承認了黨團的法律地位；而目前在實際運作方面，各政黨在立法院
中也都有相關黨團的設置。
為何政黨團體要寄居於國會之中？又為何國會中必須要有政黨所組成的團
體？藉由解答這兩個問題，可以一窺國會黨團的基本組織性質與功能。
政黨是現代民主國家不可或缺的政治團體，其性質與功能正如我國人民團體
法（以下簡稱人團法）第四十四條、四十五條規定所言，「係以共同民主政治理
念，協助形成國民政治意志，促進國民政治參與」「以推薦候選人參加公職人員
選舉為目的」。不過必須注意的是，政黨除了此代表、形成與選舉的功能外，還
有其統治的功能，也就是政黨贏得勝選後在國會的政治運作與組成「政府」
（party
government），而這也解答了何以政黨團體要寄居於國會之中。
其次，國會中有眾多「次級問政團體」
（informal groups; caucuses）從事政治
上的參與及競爭，也設有各種不同的「委員會」
（committee system）制度進行專
業立法，為何還需要政黨在其中運作？透過仔細比較，可以發現這關鍵因素在於
政黨是一「制度化」
（institutionalization）極高的組織，有一定的常設組織型式、
運作規則與決策過程。而更重要的是，它有一套紀律規則，以貫徹其政黨意志；
且在一般情況下，紀律的懲處相當程度會影響一個國會議員的政治前途。對照於
9

Kunt Heidar and Rude Koole, “Approaches of the Study of Parliament Party Groups,” in Kunt
Heidar and Rude koole eds., Parliamentary Party Groups in European Democracies (London:
Routledge, 2000), 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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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是由法律地位皆平等的國會議員所組成，講究合議制作成決定，上述政黨的
兩大特點確定了其在國會議事運作過程中的重要性，也可以說國會的議事進行、
國會議員的立法行為都少不了要依靠政黨的介入。10
根據上述討論，在此可初步定位國會黨團的組織性質與功能，即一方面是「政
黨在國會的代理人」或「政黨在國會的發言人」；另一方面又是「國會運作的政
治橋樑」或「國會政治的統合機器」，11 因此其重要性不言可喻。
除此之外，為進一步理解國會黨團的實際運作，筆者認為仍有必要深入探究
其法律地位。以德國法制觀察，德國「聯邦眾議院」
（Bundestag）
「議事規則」
（rules
of procedure）第十條第一項規定：「黨團乃由屬於同一政黨，或數個基於相同政
治目標，且於各邦並非彼此競爭之政黨之聯邦眾議院議員，至少達到議員總額百
分之五組成之團體。聯邦眾議院議員，以與本項第一句不同之方式相結合，須經
聯邦眾議院同意，使得承認其為黨團」。12 此項規定，首先正表示黨團的地位與
權力來源為國會法規，13 而非一般人所認為的政黨內規，當然更不適用相關政黨
法之規定。
其次，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於 1966 年在「政黨財政補助案」的判決中，亦曾
提到黨團的組織隸屬於國會。其判決中表示：「黨團是聯邦眾議院之構成部分，
此為議事規則所承認，並賦予特殊之權力，其為憲法生活不可或缺之必要組織；
質言之，其為聯邦眾議院議事活動進行之必要設置，以之控制國會議事程序並使
之流暢。因此，其之所以獲得補助，乃因其屬聯邦眾議院之構成部分，而非屬政
黨之一部份。固然，黨團與政黨有密切之關聯，且政黨可透過黨團及其所屬之議
員，來影響國家之決定，包括最高國家機關之任命及國會、政府之議決，惟終究
不能改變黨團與政黨非屬同一之事實」。14
沿著此思考脈絡，德國學者更進一步建構黨團自外於政黨的獨立地位，認為
黨章中的組織型式僅適用政黨內部而不適用於黨團，而基本法及聯邦眾議院中都
未設有關於黨團組織的方針規定。換言之，黨團對其本身組織章程享有完全的形

10

鄭明德，
「論立法院黨團的法律意義與地位」
，律師雜誌，第 263 期（2001 年 8 月）
，頁 91；
王業立，
「國會中的政黨與黨團協商」
，當代，第 171 期（2001 年 11 月 1 日）
，頁 79。
11
陳淞山，國會制度解讀（台北：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第 1 版）
，頁 126。
12
德國聯邦眾議院議事規則的內容簡介參見姚立明，
「西德議會議事規則簡介」
，中山社會科學
譯粹，第 2 卷，第 4 期（1987 年 9 月）
，頁 64-76。
13
Thomas Saalfeld, “Bureaucratisation, Coordination and Competition: Parliamentary Party Groups in
the German Bundestag,” in Kunt Heidar and Rude koole eds., Parliamentary Party Groups in
European Democracies (London: Routledge, 2000), pp. 24-27.
14
BverfGE 20, 56。轉引自李建良譯，
「政黨財政補助案－政黨功用的定位與財務的法律問題」
，
基本人權與憲法裁判（台北：永然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2 年 11 月出版）
，頁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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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自由，而任何政黨也不得公然指揮其所屬黨團在國會裏之作為。15
由上述德國法制觀察，可知大致均認定德國國會黨團之組織法律定位乃是國
會組織，而不是政黨的分支機構。而這種組織之法律定位的判斷基準乃是德國政
黨的屬性是「內造政黨」（parties of parliamentary origin），即以國會議員為國家
決策核心；因此國會黨團相對於政黨的其他組織，享有更高的政治及法律地位。
在我國，如前所述，立法院黨團的規範基礎主要來自國會法規，因此應該據
以認定立法院黨團為國會組織，而不是政黨的分支機構。不過，必須注意的是，
過去長期的一段時間，我國各主要政黨或基於以黨領政的理念（國民黨）；或基
於判斷國會結構極端不正常，必須輔以議會外部的群眾運動與政黨領導（民進
黨）
；16 因此在實際運作上，其政黨屬性上並非如德國般是內造政黨。相反的是，
這兩個主要政黨都具有濃厚的「外造屬性」
（parties of extra-parliamentary origin）
，
而立法院的政黨組織也非原本政黨的最高決策機關。
惟經過近十餘年的政治發展，代表全國最高民意機關的立法院已逐漸受到人
民所矚目，該院的黨團終究擠身成為國家與政黨的決策中心。以民進黨為例，該
黨於 1987 年 2 月 2 日便已成立立法院黨團；而隨著席次的增加，該黨團的重要
性與自主性不僅日益增加，主要的政黨領導人、幹部也由立法委員擔任或兼任。
民進黨黨章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
「本黨於各級議會設議會黨團」
，但對於黨
中央和立法院黨團的關係則沒有明文的規定。1987 年 2 月黨團成立時，曾特別
標榜「國會自主」；可是當此黨團章程送至中央黨部備查時，卻遭黨中央「有所
質疑」而未予備查，以致迄今都仍未完成黨團與黨中央關係法制化的工作。不過，
黨團運作至今，大致與黨中央都維持平行關係；其中黨中央在法案、預算部分並
不干涉黨團運作，而黨團運作也不致違背原本黨綱、黨章的相關規定。17
若進一步觀察該黨中常會成員，也可以發現立法委員擔任中常委的比例通常
都不低，所以立法院黨團的自主性相對也不低。18 尤其是該黨團組織規程第二條
規定：
「黨團之最高意思形成權屬於黨團全體成員」
，更賦予黨團在進行法案、預
算與政策的朝野協商時，不需要請示黨中央的意見，本身就可以作成最後決定的
權力。19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黨團擁有這項權力，且必須時常行使，因此在決策
15

轉引自陳耀祥，政黨法律地位之研究－以德國法為中心，私立輔仁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
文，1991 年 6 月，頁 191。
16
姚嘉文，民主 自決 救台灣（台北：生活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初版，1988 年 3 月）
，頁 72-74。
17
宋朝欽、何榮幸、張瑞昌，民進黨執政之路（台北：風雲論壇出版社，初版，1993 年 8 月）
，
頁 166。
18
林嘉誠，
「國會黨團的定位」
，民主制度設計（台北：業強出版社，初版，1992 年 9 月）
，頁
215。
19
黃麗香，國會政黨的組織誘因與立法團結：以第二屆立法院為例的探討，私立東吳大學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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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階上，黨團已有漸漸凌駕於黨中央的趨勢。
黨團的決策位階日趨重要，其領導幹部更是檯面上重要的政治菁英。依據民
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組織規程中的規定，20 第二屆至第四屆的立法院黨團幹部分
別為「總召集人」、「副總召集人」及「幹事長」各一名，「副幹事長」四名，並
有立法院各委員會及黨團各政策小組「召集人」
（原組織規程第六章）。其中，以
前述「黨團三長」最為重要，為黨團實際的「負責人」
（party leaders）與「黨鞭」
（party whips）
，21 其權責分別為總召集人對外代表黨團；副總召集人扮演襄助總
召集人之角色；而幹事長為黨團發言人，執行黨團會議及黨團幹部會議之決議（原
組織規程第十五條、第十六條）。其次，當立法院各黨團進行朝野協商時，此三
長更是其中民進黨黨團的當然代表與靈魂人物。
面對黨團三長這種重要的職務，民進黨各派系如何在產生過程中進行競爭？
基本上而言，派系均視黨團幹部為重要的職務，不過為避免菁英對決，造成競爭
成本、風險過高，「派系共治」便逐漸成為彼此之間所能接受的政治共識。
1995 年立法委員選舉後，民進黨立法院黨團的幹部產生開始落實派系共治
及均霑原則；三年六個會期中所產生的 18 個黨團三長職務，均依據各派系實力
一次分配完成，並刻意由不同派系的立法委員擔任。22 且任期均為半年，不得連
任。
依據筆者訪談相關人士後，得知其分配及計算方式如下：23
（一）先確定各派系立委人數。
（ 二 ）計算方式：
（派系人數 / 黨團成員總數） ×（六個會期共 18 個三長）。
（三）各派系依據上述方式計算後求得分配到的名額。
（ 四 ）若分配名額在 3 席，則在 18 個三長中職務各取得 1 席（不得重複）；
若分配名額達不到 3 席，則依據分配到的席次取得黨團幹部席次。
（五）若分配席次超過 3 席，或分配席次未達 1 席，均以協調方式解決。
（ 六 ）分配到的黨團幹部席次，究竟應擔任哪一會期哪一種職務？也以協調
方式解決。不過，最高的分配原則是黨團三長必須由不同派系立委擔任。
以下表 8-3、8-4、8-5，分別為第二、三、四屆民進黨立法院黨團的幹部名
單，從中可以一窺派系在相關職務上的競逐。
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 年，頁 58。
20
此組織規程於 1993 年 1 月 17 日第二屆立法院黨團成立大會中制定。
21
「負責人」與「黨鞭」的名詞來自現行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九條第一項與立法院組織法
第三十三條第四項之規定。
22
郭正亮，民進黨轉型之痛（台北：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第 1 版，1998 年 4 月）
，頁
165。
23
立法委員邱太三訪談，2002 年 5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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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3 第二屆民進黨立法院黨團幹部名單
會期 第一會期 第二會期 第三會期
82/2/182/9/2483/2/22職稱
82/7/16
83/1/18
83/7/8
總召集人 施明德
黃信介
姚嘉文
副總召集
人
幹事長

第四會期
83/9/684/1/17
洪奇昌

第五會期
84/2/2284/7/20
葉菊蘭

第六會期
84/9/2685/1/18
許國泰

（無派系）

（美麗島）

（福利國）

（新潮流）

（無派系）

（美麗島）

張俊宏

黃昭輝

陳哲男

葉耀鵬

劉文慶

林濁水

（美麗島）

（新潮流）

（正義）

（正義）

（福利國）

（新潮流）

陳水扁

謝長廷

盧修一

彭百顯

李慶雄

周伯倫

（正義）

（福利國）

（新潮流）

（正義）

（福利國）

（美麗島：進
步系）

黨團行政
副幹事長
政黨協商
副幹事長
黨政協調
副幹事長
國會外交
副幹事長

蘇煥智

尤宏

柯建銘

廖永來

廖大林

陳昭南

（新潮流）

（福利國）

（福利國）

（新潮流）

（福利國）

（美麗島）

蘇嘉全

翁金珠

李進勇

侯海熊

林光華

顏錦福

（福利國）

（新潮流）

（正義）

（福利國）

（美麗島）

（福利國）

蔡式淵

黃爾璇

陳光復

余玲雅

邱垂貞

戴振耀

（美麗島）

（獨盟）

（獨盟）

（美麗島）

（福利國）

（新潮流）

蔡同榮

沈富雄

許添財

張旭成

謝聰敏

林瑞卿

（福利國）

（正義）

（正義）

（正義）

（正義）

（美麗島）

第四會期
86/9/987/1/9
謝聰敏

第五會期
87/2/2087/5/30
張俊雄

第六會期
87/9/1188/1/15
黃爾璇

資料來源：一、民進黨立法院黨團。
二、人員派系屬性為筆者判斷。

表 8-4 第三屆民進黨立法院黨團幹部名單
會期 第一會期 第二會期 第三會期
85/2/1185/9/186/12/18職稱
85/7/2
85/12/31 86/5/31
總召集人 張俊宏
盧修一
林光華
副總召集
人
幹事長
黨團行政
副幹事長
政黨協商
副幹事長
黨政協調
副幹事長
國會外交
副幹事長

（美麗島）

（新潮流）

（美麗島）

（正義）

（福利國）

（獨盟）

翁金珠

蔡式淵

蔡明憲

巴燕達魯

余玲雅

柯建銘

（新潮流）

（美麗島）

（新潮流）

（美麗島）

（美麗島）

（福利國）

顏錦福

沈富雄

李進勇

陳定南

蘇煥智

周伯倫

（福利國）

（正義）

（正義）

（無派系）

（新潮流）

（美麗島）

鄭朝明

李俊毅

蔡煌瑯

彭紹瑾

李應元

鄭寶清

（福利國）

（福利國）

（正義）

（新潮流）

（獨盟）

（正義）

林豐喜

王拓

陳其邁

黃天福

林忠正

林文朗

（美麗島）

（美麗島）

（正義）

（美麗島）

（無）

（美麗島）

陳文輝

范巽綠

劉進興

林豐喜

邱垂貞

簡錫

（新潮流）

（美麗島）

（新潮流）

（美麗島）

（福利國）

（新潮流）

蔡明憲

陳永興

林豐喜

李應元

林哲夫

張旭成

（新朝流）

（正義）

（美麗島）

（獨盟）

（新潮流）

（正義）

資料來源：一、民進黨立法院黨團。
二、人員派系屬性為筆者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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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5 第四屆民進黨立法院黨團幹部名單
會期 第一會期 第二會期 第三會期
88/2/1- 88/6/2389/1/15職稱
88/6/22 89/1/14
89/6/30
總召集人 張俊雄
李應元
鄭寶清
副總召集
人
幹事長
黨團行政
副幹事長
政黨協商
副幹事長
黨政協調
副幹事長
國會外交
副幹事長

第四會期
89/7/190/1/3
許添財

第五會期
90/1/1490/6/6
周伯倫

第六會期
90/9/2091/1/18
林豐喜

（福利國）

（獨盟）

（正義）

（無）

（新世紀）

（新動力）

范巽綠

陳昭南

李文忠

巴燕達魯

翁金珠

張川田

（新動力）

（新世紀）

（新潮流）

（新世紀）

（新潮流）

（福利國）

蔡明憲

陳其邁

林宗男

彭紹瑾

柯建銘

蔡煌瑯

（新潮流）

（正義）

（新世紀）

（新潮流）

（福利國）

（正義）

簡錫

卓榮泰

周雅淑

林豐喜

余政道

陳景峻

（新潮流）

（福利國）

（新世紀）

（新動力）

（正義）

（新潮流）

張川田
林重謨
（福利國）（正義）
余政道
邱太三

楊秋興
張學舜
（新潮流）（正義）
葉宜津
王麗萍

王幸男

周雅淑

（獨盟）

（新世紀）

陳景峻

梁牧養

（正義）

（新潮流）

（正義）

（新動力）

（新潮流）

（獨盟）

周清玉

鍾金江

張秀珍

湯金全

許榮淑

陳忠信

（福利國）

（新世紀）

（福利國）

（新世紀）

（新動力）

（新動力）

資料來源：一、民進黨立法院黨團。
二、人員派系屬性為筆者判斷。

2001 年 12 月立委選舉後，為因應成為國會最大黨的發展情勢，並提高黨團
三長的領袖資望，民進黨立法院黨團首度對幹部職務進行大幅度的變革。12 月
25 日，黨團會議決定將原本的黨團三長朝「資深倫理制」（seniority system）方
向修正，其中主要規定黨團三長為總召集人、幹事長及書記長，由續任立委達三
屆以上者擔任，24 任期一年，得連選得連任（新組織規程第十九條）。25 此外，新
黨團三長的權責也稍有變更：總召集人仍對外代表黨團；幹事長處理立法院院會
及委員會之議事事務，負責政黨協商；書記長則指揮黨團行政，負責黨政協調，
並辦理國會外交（新組織規程第二十條至二十二條）。
雖然黨團幹部職務進行調整，但派系在其中的競爭依舊激烈；原本由派系共
治的傳統在此時逐漸衰微，相關職務轉為由陳水扁總統、正義連線與其他主要派
系共同決定。在已進行的兩次選舉中，陳水扁總統曾是外在的介入力量；雖然面
臨黨團成員反彈，而正義連線亦曾內部跑票，但仍是其中最重要的主導力量。此
外，新潮流團結一致的投票實力，在兩次改選中，也扮演著決定勝負的關鍵性角

24
25

顏振凱、高凌雲，
「民進黨立院三長改資深制」
，聯合晚報，2001 年 12 月 25 日，第 7 版。
黨團新組織規程參見附錄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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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2002 年 2 月初，在立法院第五屆第一會期的黨團三長選舉中，選舉結果曾
讓外界一度「跌破眼鏡」。因正義連線成員跑票，加上反扁勢力集結；以新動力
與主流聯盟為主要據地的許榮淑獲得 25 票最高票，福利國柯建銘獲得 32 票，正
義連線王拓獲得 18 票（新潮流未推出候選人，將其票源分配給柯、王二人）
，同
屬正義連線的陳其邁則以 16 票落選。26 之後，因黨團三長必須由得票數最高的
前三人中協調產生（新組織規程第十九條第三項）；但三人卻協調不成，致使三
項職務一度難產。27 2 月 18 日，黨團特別以甲級動員方式召開大會，要求三人即
刻進行互選以產生三長。由於在會前，三人之一的王拓已代表正義連線嫡系態度
表態支持柯建銘，因此互選結果為柯建銘擔任總召、王拓任幹事長、許榮淑任書
記長。值得注意的是，在會中黨團成員曾形成兩派意見，分別代表主流聯盟與正
義連線、福利國、新潮流與無派系人士，各自支持許榮淑與柯建銘、王拓。不過，
也由於此派系的明顯介入，原先最高票的許榮淑便對選舉結果表示不滿，更缺席
隨後的三長記者會。28
2003 年 1 月，民進黨黨團三長面臨改選，計有正義連線陳其邁及沈富雄、
福利國邱垂貞及柯建銘、代表新動力與主流聯盟的許榮淑投入參選。其中陳其邁
身為總統核心嫡系，因上次失利而捲土重來；沈富雄為資深立委；邱垂貞與柯建
銘分別為福利國既定規劃及總統府屬意人選；29 許榮淑意圖連任；新潮流雖未推
出人選，但其實力足以決定整體選情。30
選舉過程中，福利國依既定規劃支持邱垂貞，具關鍵地位的新潮流除力挺柯
建銘外，並挹注陳其邁（正義連線亦主力支持），終於使三人順利當選；而其他
候選人在派系票源繃緊並集中運作後，根本沒有出線的空間。之後，三人經過協
調，由柯建銘續任總召、陳其邁擔任幹事長、邱垂貞為書記長。31
表 8-6 為第五屆民進黨立法院黨團的幹部名單。

26

郭瓊俐，
「許榮淑等將擔任民進黨團三長」
，聯合報，2002 年 2 月 2 日，第 4 版。
鄭益浚，
「內鬨！總召難產 王拓轟許榮淑」
，中時晚報，2002 年 2 月 5 日，第 2 版；陳嘉宏，
「協調不成 民進黨團總召難產」
，中國時報，2002 年 2 月 6 日，第 4 版。
28
劉添財、吳典蓉，
「黨團三長 三人互選 柯建銘任民進黨立院總召」
，中國時報，2002 年 2
月 19 日，第 6 版。
29
張麗娜，
「新聞幕後/民進黨團三長改選白熱化 各派系運作頻繁」
，東森新聞報，
http://ettoday.com，2002 年 12 月 23 日。
30
鄭益浚，
「民進黨黨團三長明投票 五雄爭霸」，中時晚報，2003 年 1 月 12 日，第 2 版；張麗
娜，
「新聞幕後/黨團三長選舉 總統態度未明 新潮流系成票倉」
，東森新聞報，
http://ettoday.com，2003 年 1 月 7 日。
31
郭瓊俐、許金龍，
「柯建銘 陳其邁 邱垂貞 當選立院民進黨團三長」
，聯合報，2003 年 1
月 14 日，第 6 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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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6 第五屆第一至四會期民進黨立法院黨團幹部名單
會期 第一、二 第三、四
會期
會期
職稱
91/2/1- 92/2
92/1/14
總召集人 柯建銘
柯建銘
幹事長
書記長

（福利國）

（福利國）

王拓

陳其邁

（正義）

（正義）

許榮淑

邱垂貞

（主流聯

（福利國）

盟；新動力）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執政後，雖然各派系仍在黨團職務上競爭激烈，但其整合性、穩定性的功能
也已逐漸發揮。為配合並協助執政，各派系除了強化問政能力外（例如新潮流的
產經建言社）
，也會適時對成員進行疏通與勸導，扮演諸如「小黨團」的角色。32

第二節 政府定位、政策觀點
除了政府人事，民進黨派系在政府政策中也有所參與，並產生若干觀點的岐
異。筆者在此舉出全民政府與少數政府、拜耳案、核四、土地增值稅及農漁會金
融改革等個案做探討。
一、全民政府與少數政府
對於民進黨而言，2000 年 5 月 20 日不僅是特別的一天，更是全新執政經驗
的開始。雖然在這之前，民進黨已在眾多地方政府執政多年；但贏得總統大選，
進而可以主導整個國家機器，其規模與影響力已遠非前者可以比擬。此時如何面
對執政？如何使此執政延續？可想而知，絕對是民進黨政治菁英心中最大的疑問
與負擔。
事實上，民進黨當時面對執政，還有兩個頗為棘手的難題必須處理。首先，
第一個難題就是如何因應少數政府下的新政治局勢。當陳水扁當選總統，也可以
單獨任命行政院院長時；卻面對不同政黨的立法院多數，事實上已使台灣進入「分
立政府」（divided government）的新階段。33 即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分別由不同
32

張銘坤、劉正慶，
「立法院次團林立朝野各扮小黨團與聯誼角色」
，中央社，2002 年 9 月 21 日，
http://www.can.com.tw
33
吳重禮、林長志，
「我國 2000 年總統選舉前後中央府會關係的政治影響：核四議題與府會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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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黨所掌握；而這對新政府施政而言，則明顯是個潛在的危機。34 其次，如何安
排新政府成立後的黨政關係，讓政黨與政府能和諧相處，則是民進黨第二個難
題。因為在政府的組織過程中，居於主導角色的政黨與政府應維持何種互動關
係？是促成政府有效運作的主要機制，也是民主政治與責任政治得以落實的關
鍵。35
對此，剛就任的陳水扁總統提出了「全民政府」的高道德訴求。
「全民總統」
或「全民政府」，原是陳水扁於第十屆總統競選過程中所提出的政見，當時主要
的考量是為了消除選民對於民進黨台獨主張的疑慮，因此陳水扁標榜其當選後將
辭去中常委、退出民進黨黨務活動，做一個超越黨派利益的全民總統。 36 2000 年
5 月 20 日，陳水扁總統在其就職演說「台灣站起來－迎接向上提升的新時代」
中，更進一步強調此理念，並開始把重點轉向全民政府的組成。在演說中，他不
僅標榜自己是「全民總統」，並表示「全民政府的精神在於『政府是為人民而存
在的』，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和股東，政府的施政必須以多數的民意為依歸。人民
的利益絕對高於政黨的利益和個人的利益」
。
「…全民新政府的組成，我們用人唯
才、不分族群、不分性別、不分黨派，未來的各項施政也都必須以全體的福址為
目標」。37
就任總統後，陳水扁任命前國防部長唐飛擔任行政院長。唐飛國民黨籍、外
省人、軍方出身的背景，雖讓外界頗感到意外，但卻也符合所謂全民政府的理念；
不僅讓在野黨難有拒絕的理由，國會少數席次的危機也暫告解除。而此時陳水扁
總統新的民意基礎、人民對政黨輪替的期待與憲法中總統單獨任命行政院院長的
實權，更確立了新政府的正當性基礎。38 值得注意的是，事後陳水扁總統曾表示
其推動全民政府的考量，是為「聯合政府」做準備。39 因為有鑑於當時民進黨在
國會是少數，沒有足夠的權力進行施政，因此有必要籌組聯合政府。
但這構想馬上面臨一個難題，因為台灣若要籌組像是內閣制國家的聯合政

動的評析」
，理論與政策，第 16 卷第 1 期（2002 年 3 月）
，頁 73-75。
34
在一般的學術研究中，分立政府被視為容易造成行政、立法兩機關的僵局，政策施行也會產
生停頓與缺乏效率。有關分立政府的理論參見吳重禮，「分立政府：肇因、影響、改革」
，中國行
政評論，第 10 卷第 4 期（2001 年 9 月）
，頁 1-22。
35
黃德福，
「少數政府與責任政治：台灣『半總統制』之下的政黨競爭」
，明居正與高朗主編，
憲政體制新走向（台北：財團法人新台灣人文教基金會，2001 年 8 月出版）
，頁 113。
36
張俊雄、邱義仁、游盈隆策劃，張瑞昌等執筆，破曉 2000 陳水扁勝選大策略（台北：時報
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初版，2000 年 8 月）
，頁 193。
37
參見民進黨中央黨部，
「台灣站起來－迎接向上提升的新時代/陳水扁總統就職演說」
，民主進
步黨簡介•與台灣土地人民的對話錄，2001 年，頁 5-11。
38
澄社，
「針砭新政府萬言書」
，2002 年 8 月 20 日，http://ts.yam.org.tw/document/docu1-8.htm
39
陳水扁，世紀首航（台北：圓神出版社，初版，2001 年 11 月）
，頁 117-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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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不要說憲政體制不容許，過去也從來沒有這種經驗（台灣過去數十年來都是
一黨執政，朝野政黨缺乏合作互信基礎）。若馬上要有黨對黨協商結果的聯合政
府，這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只能逐步漸進，從全民政府過渡到聯合政府。
外界原本頗為看好、支持的唐飛內閣，40 隨著情勢的發展，卻意外的只短短
地維持了 137 天。10 月 4 日，唐飛請辭獲准，民進黨籍的張俊雄接任行政院院
長，並進行內閣改組。而此更迭也宣告陳總統的全民政府理念正面臨失敗的命運。
唐飛的下台，有眾多原因。包括當時的「八掌溪事件」
、
「工時案」與「核四
案」、唐飛本人的健康狀態與立法院「朝小野大」的政治現實等，41 都使得新政
府在成立後慢慢面臨施政的困境。不過在這些原本就可以預料到的政治情勢外；
另人感到好奇的是，民進黨黨內卻也有批判全民政府的聲音，而這聲音主要來自
新潮流派系，使得民進黨的黨政關係開始出現惡化的傾向。
根據 Burns 對政黨衝突的研究，發現火藥味最濃的衝突並不是存在於敵對政
黨或黨內的不同派系之間；相反的，它存在於「政黨組織領導人」和「該政黨在
政府的領導人」之間。政黨組織的領導者之所以不信任該黨在政府中的領導者，
這是因為後者通常無視黨的綱領和需求、經常與無黨派或反對黨領導人勾勾搭
搭、有時還似乎攜手合作；而政府領導人不信任黨內領導人之處，主要在於後者
都在設法限制他們的獨立。因為政黨領導人常常要求政府領導人履行其義務與承
諾，也低估行使權力中所存在的實際問題（包括與反對黨領導人達成妥協的需
要），並且想分享執政的戰利品。42
民進黨新政府成立之初，似乎正面臨著 Burns 所提出的黨政難題（即政黨組
織領導者不信任該黨在政府中的領導者）。民進黨秘書長、新潮流領導菁英吳乃
仁在民進黨剛執政時雖表示：「未來黨中央將站在一個被動的立場，…除非府院
有需要或要求，否則黨中央將不會介入新政府的事務」，43 似乎表明執政黨對新
政府施政的高度配合。類似的情形，7 月 26 日，民進黨中常會也通過成立「黨
政協商會報」，由總統府秘書長、行政院副院長、立法院黨團三長定期與黨主席
及黨秘書長會面溝通協調，以協助新政府推動政務，並強化黨政互動關係。44 不

40

陳水扁總統雖然在選舉中只拿到 39.3﹪的選票，但其就職後兩岸談話與任命唐飛組閣的表現，
使他執政後第一個月民調支持率高達 77﹪。周玉蔻，權力遊戲荒謬劇 陳水扁混亂的 180 天（台
北：商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第 1 版，2000 年 12 月）
，頁 189。
41
民進黨在立法院第 4 屆第 3 會期（2000 年 9 月）時的國會席次為 67 席，約為當時總席次的
30.3﹪。
42
劉李勝等譯，James MacGregor Burns 原著, 領袖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第 1 版，
1996 年 7 月）
，頁 377-378。
43
轉引自黃德福，
「少數政府與責任政治：台灣『半總統制』之下的政黨競爭」
，頁 115。
44
郭瓊俐，
「民進黨主管 謝長廷今提名單」
，聯合報，2000 年 7 月 26 日，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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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到 8 月 7 日、8 日，吳乃仁開始對行政院長唐飛進行嚴詞批判，表示其主政兩
個多月缺乏魄力，連警政署長、消防署長是否應該為八掌溪事件下台都考慮過
久，且對諸多財經問題束手無策，都讓人失去信心與期待。而這種情勢若再發展
下去，對於該黨 2001 年底的立委選舉將會有不利的影響。45
9 月底，吳乃仁更進一步以「個人身份」強調，新政府用舊官僚無法解決問
題，包括行政院院長都應該由民進黨來主導，成敗由民進黨負全責。46 對於吳乃
仁此番談話，民進黨籍立法委員沈富雄形容唐飛離職前與民進黨中央的關係是：
唐飛做閣揆，行政院面對最大的反對黨不是國民黨的立委，也不是親民黨的立
委，而是我們同黨的黨秘書長。47 必須指出的是，附和吳乃仁說法的民進黨人士，
尚有同屬新潮流派系的立委李文忠和洪奇昌，同樣都建議陳水扁總統考慮組成少
數政府，由民進黨人出任閣揆。48 關於此情況，Wu 特別指出，民進黨派系此種
公開批判的方法，正象徵其過去的黨內文化並沒有因應執政而改變。49
10 月 4 日，張俊雄接任行政院院長，由民進黨組成的「一黨少數政府」
（single
party-minority government）正式成立，50 根據陳水扁總統的考量，這是「在野黨
對於全民政府沒有表現出任何起碼的善意與互信基礎，…因此決定換一種思維，
由民進黨人士出任閣揆，並且以變動最小、衝擊最小、影響最小為原則」。51 同
時，在接下來新內閣的人事安排中，行政院秘書長職務由新潮流重要領導菁英邱
義仁出任，其濃厚的派系色彩與長期擔任黨副秘書長及秘書長的經歷，正象徵派
系力量逐漸進入新政府的實際運作過程。
少數政府是當時陳水扁總統施政時所面臨的最大困境，其內涵有二：（一）
總統得票並未過半，支持基礎低於立法院多數黨，使後者得以挑戰總統的正當
性。（二）總統只能主導行政權，而其他政黨所擁有的立法權依據憲法仍隨時可
以制衡總統的決策。52 因此在民進黨未擁有或掌握立法院多數席次前，陳水扁總
45

郭瓊俐、林美玲，
「吳乃仁：對唐飛已無期待和信心」
，聯合報，2000 年 8 月 8 日，第 2 版；
王時齊，
「吳乃仁再開砲：唐飛再沒魄力 民進黨選舉就糟了」
，聯合晚報，2000 年 8 月 8 日，
第 2 版。
46
轉印自高朗，
「失焦的吳乃仁」
，國政評論，2000 年 9 月 28 日，http://www.npf.org.tw
47
周玉蔻、甯育華，唐飛－在關鍵年代裡（台北：英特發股份有限公司，第 1 版，2000 年 11 月）
，
頁 89。
48
周玉蔻、甯育華，唐飛－在關鍵年代裡，頁 89。
49
Wu Jau-shieh, “Political Earthquake and Aftershocks: The DPP after the 2000 Presidential
Elec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11, No.33 (Nov. 2002), p. 633.
50
「一黨少數政府」的概念參見黃德福，
「少數政府與責任政治：台灣「半總統制」之下的政黨
競爭」
，頁 118；高朗，
「評析我國少數政府與聯合政府出現的時機與條件」
，理論與政策，第 14
卷第 5 期（2001 年 3 月）
，頁 8-9；王業立，
「政黨政治的困境與出路」
，台北：再造公與義的社
會與理性空間研討會，2003 年 3 月 15 日，http://news.chinatimes.com
51
陳水扁，世紀首航，頁 122。
52
郭正亮，變天與挑戰（台北：天下遠見出版社，第 1 版，2000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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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永遠面臨著雖有新民意作為基礎的執政正當性，但實際上卻可能是「跛腳總統」
的角色。尤其當陳水扁總統有強勢作為或與在野黨有正面議題衝突時更是如此。
而陳水扁總統在就職時宣示退出政黨活動，以全民總統自居，或許是考量自身的
選票基礎薄弱，試圖以民粹口號號召全民認同與支持；53 也或許正如前述所言，
認為國內朝野政黨尚無合作、協商經驗，因此先以全民政府作為未來邁向聯合政
府的過度形式。但是，關鍵在於陳水扁總統先宣示退出政黨活動，而重要政策也
排除派系領袖的參與，事實上已造成黨內人士對陳水扁總統決策風格的不滿；尤
其是民進黨如今成為成為執政黨，而黨內領導菁英卻嚐不到執政的滋味，其心中
失落感可想而知。其次，民進黨內人士雖然能體認到陳水扁總統帶給民進黨執政
的重要性，現階段或許也沒有人能直接挑戰其權威地位，但是黨內原本就制度化
運作的派系力量卻可以與陳水扁總統進行黨內權力與支持的交易。當陳水扁總統
在施政或進行朝野議題競逐受挫，需要黨內同志的奧援時，這種派系與陳水扁總
統的交易就馬上啟動。若陳水扁總統不正視此問題，他將不得不面對外界對其施
政困境與黨內不同聲音的質疑，並可能進一步落得黨內、外都輸的窘境。必須注
意的是，這種派系與陳水扁總統的交易，逼迫陳水扁總統不得不面對黨與派系的
既有力量存在，因此讓黨或派系加入新政府的協商、決策機制是他不得不面對的
選擇。只要民進黨在立法院無法成為掌握過半數席次、無法主動解散立法院使其
重新改選，或者只要陳水扁總統施政成績不佳；作為一個只拿到 39.3﹪選票基礎
的總統，他永遠需要考量一個問題：即為維繫本身的權力，總統迫切需要黨或黨
內派系的支持。
透視當時民進黨少數政府的整體權力佈局：總統陳水扁、總統府副秘書長陳
哲男隸屬正義連線；行政院院長張俊雄、黨主席謝長廷為福利國領袖；新潮流的
邱義仁與吳乃仁則進佔行政院秘書長、黨秘書長兩項要職，整體新政府高層在權
力結構上已與黨機器的「派系共治」特色趨近相同。而民進黨自成一格的派系協
商文化，也勢必成為新政府運作的重要決策機制與責任政治內涵。54
果然，民進黨少數政府成立後，民進黨各派系便開始討論黨政決策機制的調
整。其中主流聯盟代表陳其邁提出「雙軌制」的決策概念：第一軌的決策以總統
為核心，融入黨主席意見，透過現有的黨政協調會報，對重大政策作決議；第二
軌以立法院黨團為決策發動單位，藉由黨團各政策小組與各部會進行對口溝通。
其次，新潮流的李文忠版本，則由府、院、黨、黨團各指派代表參與黨政協調會
報，形成黨政的決策機制；此機制的成員應包括總統府秘書長及總統指定代表、
53
54

李炳友，
「民粹主義與全民政府」
，政策月刊，第 62 期（2000 年 9 月）
，頁 48-51。
何榮幸，
「民進黨派系共主 陳水扁無可迴避」
，中國時報，2000 年 10 月 6 日，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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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長或政院秘書長、黨主席及秘書長、黨團四位派系領袖。代表福利國的卓
榮泰、李俊毅提出的是「強化現行機制」版本，籍維持現行協調機制，但在目前
府、院、黨協調會報中，增加立法院黨團三長的參與；而立法院每會期開議前，
應召開行政院、立法院及中央黨部的策略會議，對該會期的重大政策及預算案先
行討論，並凝聚共識。另外，民進黨中央的版本，則是府、院合一，以黨為中心，
黨團三長列席中常會，民進黨籍閣員必要時也得列席中常會，整體的黨政協商機
制回歸中常會。55
11 月中旬，陳水扁決定召開府、院、黨擴大的集體決策會議－總統府「九
人決策小組」（圖 8-1），成員包括總統、副總統、黨主席、總統府秘書長、行政
院秘書長、黨秘書長、立法院黨團總召集人與幹事長九人，被外界視為是核四停
建引發罷免案風波後，總統個人、單線操作模式的改變。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小
組的形成過程中，也有領導菁英認為此九人決策小組應將派系領袖納入決策範
圍。56
不過，此九人決策小組在往後的運作中，卻屢生爭議。例如陳水扁總統在
2001 年元旦祝詞中所提出的「兩岸統合論」，九人決策小組事前未曾與聞；其次
為行政院在 2 月初的續建核四案。當九人決策小組會議召開前的一個半小時，行
政院長張俊雄已與立法院長王金平簽署復工協議。57 對此，包括副總統呂秀蓮、
秘書長吳乃仁、黨團總召集人周伯倫相繼對該小組的功能提出質疑；認為小組運
作純屬告知，並非決策與協調。而外界更明白指出阿扁不容「他人與聞」的決策
風格豈是九人決策小組所能羈勒；因此呂秀蓮等人的微詞，其實都是期望過高的
必然反挫。58
2001 年 6、7 月，陳水扁承諾選後籌組黨對黨協商的聯合內閣，希望藉此穩
定政局，59 在當時並獲得黨內各派系的普遍共識；60 而這也象徵著陳水扁與各派
系已有感於黨內協商已不敷所須，也不足以進行少數政府執政，需要以政黨的力
量進行朝野協商。2001 年底立法委員改選後，民進黨成為國會席次最多的政黨，
61

其統治權力基礎獲得再度強化，因此有關聯合政府的問題便較少被重視，隨之

55

郭瓊俐，
「決策機制 民進黨團今討論」
，聯合報，2000 年 10 月 11 日，第 2 版。
羅曉荷、彭威晶，
「總統決建立集體決策機制」
，聯合報，2000 年 11 月 16 日，第 1 版。
57
鞠海濤，
「從派系共治到以黨輔政－民進黨決策模式分析」
，台灣研究（2001 年第 4 期）
，頁
26。
58
黑白集，
「協調不協調」
，聯合報，2001 年 3 月 8 日，第 2 版。
59
陳水扁，世紀首航，頁 127。
60
陳嘉宏、吳典蓉、許文媛，
「民進黨獲共識：選後黨對黨組聯合內閣」
，中國時報，2001 年 6
月 9 日，第 2 版。
61
第五屆立法委員選舉結果如下：民進黨 87 席；國民黨 68 席；親民黨 46 席；台聯黨 13 席；
無黨籍 9 席；新黨 1 席；台灣吾黨 1 席。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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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起的討論是如何促成國會「執政多數」的形成，62 而目前此問題仍有待解決。

圖 8-1

民進黨九人決策小組的黨政運作模式
行政院
決 定

參 與

互動

互動
總統府九人

決策小組

決 定

決 定

立院黨團

黨中央

參 與

參 與

互動
資料來源：筆者修改自黃德福，
「少數政府與責任政治：台灣『半總統制』之下的政黨
競爭」
，憲政體制新走向（台北：財團法人新台灣人文教基金會，2001 年 8 月出版）
，
頁 120。

二、拜耳案

核四

拜耳案
由德國「拜耳」
（Bayer）公司於台中港設立 TDI（化工原料：甲苯二異氰酸
酯）廠所引發的拜耳案，是當年極為著名的外資來台投資案。不過，在往後的發
展過程中，卻因種種的政治與社會因素而導致拜耳公司停止其投資案。其中令人
注意的是，在拜耳案的立場上，不僅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意見相左；而且在最大
反對黨（民進黨）內，主席、秘書長與各派系也各有不同主張。
90 年代開始，德國拜耳集團開始在台灣進行投資，其思考是有鑑於中國大
陸快速的經濟成長現況，並考量台灣作為前進大陸「跳板」的地理優越性，而本
地政府也將此計劃列入重大投資的獎勵項目。截至 1995 年 6 月，拜耳集團在台
62

例如陳水扁總統於 2001 年 11 月 24 日呼籲籌組「跨黨派國家安定聯盟」
；2002 年 8 月 25 日提
議組成「國會拼經濟多數聯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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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金額已高達 492 億元，這在當初政府擬推動「亞太營運中心計劃」
（1995 年
1 月行政院院會通過），可是又限於兩岸政策無法突破，使社會各界對該計劃抱
持不樂觀看法的情況下；該案無疑為中央政府的亞太營運中心計劃打了一劑強心
針。63
1997 年底縣市長大選，民進黨一舉贏得 12 個縣市長寶座，堪稱選舉大勝。
選後，新科台中縣長廖永來表示拜耳公司在台中港區的投資設廠應該交付公投，
因為此不僅符合民主的表現，也可打破中央部會專斷的決策模式，硬要地方政府
接受高危險、高污染的產業。64 不過，這項新的宣示馬上造成外界「反商」的質
疑，尤其民進黨才剛獲得選舉大勝，此種質疑對黨內人士無疑是項沉重的政治壓
力。
對於一個有很大機會在短期內取得執政權的政黨而言，企業界的支持與否，
其實和基層民意的支持同等重要。65 一向務實的許信良在與拜耳高級主管會面後
表示，民進黨對拜耳案沒有預設立場，但不鼓勵以公投解決，希望以公聽會的方
式進行協調。66 對此，新潮流的台中縣長廖永來、秘書長邱義仁與正義連線的陳
水扁均表示反對，強調重大事件透過公投解決，乃是民進黨黨綱中清楚規定。而
且根據民進黨傳統，黨中央對於縣市長施政及立法院黨團運作，一向只扮演平行
協調的角色，並不會干涉；如果黨中央真對縣市長施政有意見，應該透過協調、
溝通，如果涉及縣市長職權，最後決定權仍在縣市長。67
事實上，拜耳案的爭議絕不僅於應採納公投或公聽會的層次，因為其中還牽
涉到更具體的黨內派系分合、發言權與主席職務之爭。例如拜耳案進行過程中，
原與許信良合作多年的新潮流有感於雙方在兩岸發展主張、產業政策上的立場不
同，洪奇昌便表示不再支持許信良連任黨主席，連帶影響黨中央美、新兩系的派
系共治。68 其次，與許信良親近的文宣部主任陳文茜在過程中屢屢代表黨中央發
言，則被黨內人士認為嚴重不當；因為民進黨黨章中規定秘書長是黨發言人，並

63

施富盛，地方發展過程中民眾與政治勢力及跨國企業的關係－以德國拜耳公司台中港設廠案
為例，私立東吳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年，頁 33-36。
64
張柏福、柯永輝，
「廖永來：中港區不要污染」
，聯合報，1997 年 12 月 11 日，第 3 版。
65
夏珍，許信良的政治世界，頁 257。
66
邱沁宜、白富美，
「許信良：拜耳案 民進黨不鼓勵公投」
，經濟日報，1997 年 12 月 16 日，
第 3 版。
67
邱沁宜，
「拜耳案公投 民進黨有雜音」
，經濟日報，1997 年 12 月 9 日，第 2 版；林美玲，
「邱
義仁：民進黨中央不應干涉地方」
，聯合報，1997 年 12 月 9 日，第 4 版；林美玲、董智森，「邱
義仁不證實不否認遞辭呈」
，聯合報，1997 年 12 月 12 日，第 2 版。
68
徐博東，
「1997 年民進黨活動綜述」
，全國台灣研究會，台灣 1997（北京：九州圖書社，第 1
版，1997 年 7 月）
，頁 71；彭威晶，
「重大政策立場不同 新系不再支持許信良選主席」
，聯合報，
1997 年 12 月 12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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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文宣部主任，而陳文茜的作為已影響黨內團結。69 另外，隔年夏天的黨主席
改選，也因為拜耳案之爭而提前引爆。在新潮流表態不再支持許信良連任黨主席
後，正義連線、福利國也紛紛表示相同意見，並共同認為民進黨若需要全新且能
服眾的領導人，則非陳水扁莫屬。70
當時的首都市長陳水扁，憑藉其人氣與龐大資源，已成為黨內的新興政治明
星；尤其當許信良的發言頻頻受到黨內其他主要派系質疑時，陳水扁正是民進黨
人士急欲執政的唯一依靠。對此，美麗島除了認為其他派系在勝選後批判許信良
是無情無義的惡質鬥爭、「出草文化」外；更直接點名其拱出陳水扁，根本就是
「西瓜靠大邊」的派系文化。 71 這種情勢的接下發展是：1997 年底，陳水扁表態
認真考慮參選下任民進黨主席，並迫使許信良宣布在 1998 年將不參選任何黨職
及公職。72 至此，陳、許兩人的黨內競爭正式浮上檯面。
1998 年 3 月 18 日，德商拜耳公司宣布對於台灣的投資法定證照核發制度不
再具有信心，決定中止推動在台的投資案。由於此案係亞太營運中心計劃中的最
大製造業投資案，具有指標性意義；而最後卻在地方政府以公民投票方式抵制下
黯然收場，如此複雜的政治、經濟糾纏，曾特別受到外界的關切。73
4 月 24 日起三天，民進黨特別邀請企業界與學術界人士共同召開「產業政
策研討會議」，主要議題包括台灣在國際經貿新秩序下的定位、能源環保與產業
發展的關係以及如何尋求區域均衡發展等。不過，在外界眼中，這場會議的主要
目的卻是為了平息拜耳案所引發社會各界對民進黨反商情結的質疑。74 往後會議
進行的幾天過程中，由於黨內重量級人物大多缺席，而工商界的反應也相當冷
漠，因此整體會議被視為「大拜拜，有名無實」
、
「政治意義大於經濟利益，形式、
宣傳意義大於實質意義」。75
核四
長期以來，「反核」一直是民進黨的黨綱追求和運動目標。其基本綱領中規
定：「核電的投資等有關政策，均經先行嚴格評估」；行動綱領中規定：「反對新
設核能發電機組，積極開發替代能源，限期關閉現有核電廠」
、
「加強現有核電廠
69

林美玲、董智森，
「邱義仁不證實不否認遞辭呈」
，第 2 版。
彭威晶，
「非美系支持陳水扁當選黨主席」
，聯合報，1997 年 12 月 13 日，第 2 版。
71
梁欣怡，
「美麗島系開大會 籲各派系停止批評」
，民生報，1997 年 12 月 14 日，第 20 版；陳
素玲、彭威晶，
「倒許 暴露民進黨出草文化」
，聯合報，1997 年 12 月 14 日，第 2 版。
72
彭威晶，
「許信良：明年不參選黨職及公職」
，聯合報，1997 年 12 月 28 日，第 1 版；吳釗燮，
「由主席人選看民進黨體質與選戰架構」
，聯合報，1997 年 12 月 29 日，第 11 版。
73
社論，
「尋求拜耳案投資案夭折的亡羊補牢之計」
，經濟日報，1998 年 3 月 19 日，第 2 版。
74
本報訊，
「民進黨不可能留著反商刺青邁向執政之路」，聯合報，1998 年 4 月 24 日，第 2 版。
75
丁萬鳴，
「批評多於主張 包袱並未較少」
，聯合報，1998 年 4 月 26 日，第 4 版；邱沁宜，
「大
拜拜 有名無實」
，經濟日報，1998 年 4 月 24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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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與管理，提高核電工作人員的素養，核廢料撤出蘭嶼」
；加上自 1988 年後開
始逐漸與反核團體有密切的互動關係，1993 年後也開始對核四預算議題進行抗
爭，76 因此外界普遍認為「反核四」已如同民進黨的「神主牌位」。77
1994 年 7 月 13 日，立法院通過核四 1,125 億元預算，正式完成核四興建的
法定程序。1996 年 5 月 24 日，民進黨籍立法委員張俊宏、翁金珠、顏錦福等 53
人，認為行政院持續興建核能電廠，造成人民嚴重威脅，爰依據憲法第 57 條第
2 款：立法院對行政院之重要政策不贊同時，得以決議移請行政院變更之規定，
提案要求行政院立即廢止所有核能電廠之興建計劃，刻正進行之建廠工程應即停
工善後，並停止動支任何預算且繳回國庫；78 此案經表決後，1 票棄權、76 票贊
成、42 票反對，通過本提案。不過，行政院隨後研議認為正在進行的核四工程
要立刻廢除實有困難，而且多數工程、設備與機具皆已發標或進行，因此實難接
受立法院之決議，爰同樣依據憲法第五十七條第二款：行政院對於立法院之決
議，得經總統之核可規定，移請立法院覆議。79 10 月 18 日，出席的 114 位委員
全部通過行政院覆議案；至此，核四案的法定效力再度獲得確認。
第 10 屆總統競選期間，陳水扁曾表示台灣應積極研究開發太陽能、風能與
海洋能等無碳再生能源，而不是浪費財力與精力去推動阻力最大的核能發電。80
此外，更向環保團體、原住民及貢寮「核四所在地」鄉民做出當選後「撤銷核四」
的承諾。81
2000 年 5 月，民進黨政府成立，台灣完成首次的政黨輪替。主管核四業務
的經濟部，有鑒於「停建核四」是新政府在總統選舉期間的重要承諾之一；因此
立即邀集政府機關、民意代表及學者專家等 18 人組成「核四計畫再評估委員
會」，針對核四計畫繼續執行的必要性、停建之影響、可行之替代方案及相關配
套措施進行詳加討論與分析。82
自 6 月 16 日至 9 月 15 日，該委員會共計召開 13 次會議。不過，因黨派屬
性與所學專長不同，18 位委員在當時已形成兩派意見，如下表 8-7。
表 8-7 核四計畫再評估委員會中的兩派意見
兩派立場及成員
反核四派

76

擁核四派

許振華，核四爭議與核電政策，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年，頁 87、94。
陳水扁，世紀首航，頁 155。
78
立法院公報，第 85 卷，第 27 期（1996 年 5 月 29 日）
，頁 29-48。
79
立法院公報，第 85 卷，第 51 期（上）
（1996 年 10 月 23 日）
，頁 51-52。
80
陳水扁發行，新世紀 新出路－陳水扁國家藍圖 4 國家建設（台北：陳水扁總統競選指揮中
心國家藍圖委員會，2000 年 2 月出版）
，頁 143。
81
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環境政策小組，廢止核四評估（2000 年 6 月 12 日）
，頁 2。
82
經濟部核四計畫再評估委員會，核四計畫再評估總報告（2000 年 9 月）
，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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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
（依據總報告中所提順序）

成員：
成員：
王塗發、王榮德、林俊義、王鍾渝、吳再益、李敏、
施信民、高成炎、張國龍、夏德鈺、梁啟源、廖本達。
賴勁麟、謝啟大、蘇貞昌。
（一）興建核四違反國際 （一）現階段停建核四
能源發展趨勢；
（二）興建 廠，代價太高，且不利於
核四將使全國人民承擔更 國家安全及形象；
（二）整
高的重大核能災變風險； 體考量，核四並無適當替
（三）台灣地狹人稠、地 代方案；
（三）核四廠是平
震颱風頻繁，缺乏發展核 衡南北供需的重要方案；
電所需的安全條件；（四） （四）核廢料是可以解決
興建核四將使核廢料問題 的問題；
（五）核能發電是
更加嚴重；
（五）興建核四 安全成熟的技術，我國已
將因拆廠困難而增加另一 具有國際水準的營運能
個核電墳場；
（六）興建核 力；
（六）核四廠安全性更
四將破壞台灣東北角的生 高，已有日本同型機組織
態瑰寶，與設置「東北角 營運經驗可印證，並非「白
海岸國家風景區」及「海 老鼠」；（七）核能電廠除
域資源保護區」之目的相 役並無技術困難，廠址土
衝突；
（七）不建核四並無 地可再供開發利用；（八）
缺電之虞，亦不致影響經 核能電廠相較於其他發電
濟成長；
（八）台電低估核 方法，對環境的整體影響
電發電成本，高估其他發 較小；
（九）能源多元化及
電方式之成本；
（九）核四 充足與穩定的供電，攸關
之社會總成本高昂，台灣 國家安全及經濟發展；
人民難以承受；
（十）興建 （十）再生能源應積極推
核四以消減二氧化碳排放 動；惟囿於技術與成本，
是錯誤的做法；
（十一）興 僅可作為輔助性電力；
（十
建核四妨礙新政府能源政 一）推動節約能源及提高
策的落實，使得台灣無法 能源使用效率應持續加強
邁向綠色矽島的目標；
（十 管理，惟無法作為核四替
二）愈早廢止核四，國家 代方案；
（十二）發電總成
資源損失愈少，發電支出 本分析結果，以核四最為
節省愈多；
（十三）廢止核 有利；
（十三）適當比例之
四符合台灣人民的利益， 核電可抑制二氧化碳排放
並可促進台灣的永續發
量的增加；
（十四）核電發
展。
展的停滯，並非世界趨
勢；（十五）經濟、能源、
環保均衡發展，核四興建
不可或缺。

資料來源：筆者彙整自經濟部核四計畫再評估委員會，核四計畫再評估總報告，2000 年 9 月，
頁 3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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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5 日，行政院長唐飛在立法院表示，核四是經過法定、逐年編列預算
的計畫，行政院並無提出建與不建的權力，法律上也未賦予行政院有權力可以推
翻立法院的決議。但是同時間，副院長張俊雄則認為核四是否興建，是國民黨與
民進黨差異最大的法案，選舉時民進黨也以此做訴求；如今民進黨勝選，如果還
不能改變，那麼政黨輪替又有何意義？83 9 月 30 日，經濟部長林信義正式建議行
政院停建核四；對此，民進黨中央與立院黨團都表示肯定及歡迎。84 不過，行政
院長唐飛則公開表示經濟部的停建政策不代表行政院，行政院的決策有相當份量
由其個人作決定。85
10 月 27 日，民進黨政府突然宣布停建核四，引起外界一片譁然。當時，在
野黨的罷免、倒閣聲音四起，並要求行政部門對核四停建所衍生的合約賠償與機
組設備轉售辦理追加減預算。而陳水扁總統對此則表示核四案早晚要解決；民進
黨院、黨、黨團更規劃因應核四停建的責任分工，由行政院繼續推動停建核四，
立法案黨團負責化解朝野爭議，至於黨中央工作則以宣傳、說明為主。86 必須注
意的是，此時派系對核四處理的態度尚表現一致、同調。
2001 年 1 月 15 日，司法院大法官就有關核四停建爭議作出釋字第 520 號解
釋；不過，由於解釋文稍嫌模糊，而造成朝野「一個解釋，各自表述」的窘境。
其中總統府與行政院口徑一致，認為核四停建雖然有程序瑕疵，未事先向立法院
進行報告；但依釋憲文所言，只要補行報告程序即可，因此該停建並不違憲。87
至於在野黨方面，則強調依據大法官解釋，立法院對於國家重要事項有議決權，
而核四停建屬於重大事項，因此行政院逕行停建核四的命令無效。88
1 月 30 日，行政院院長張俊雄至立法院補行核四停建報告並備質詢，之後
朝野就核四爭議進行朝野協商。2 月初，行政院決定續建核四，此舉馬上引起黨
內派系的不同評價。其中由正義連線、福利國、獨盟及新動力組成的主流聯盟支
持行政院核四復工的決策，而新世紀與新潮流則依舊反對復工。新世紀領導菁英
張俊宏強調建立「非核家園」是民進黨與台灣人民的終身誓約；該誓約並明定於

83

張青、林美玲、凌珮君、郭瓊俐，
「核四如果不建 唐飛：政院無權推翻立院決議」，聯合報，
2000 年 9 月 16 日，第 2 版。
84
陳敏鳳，
「吳乃仁：反核 總統不會違反黨綱」
，聯合晚報，2000 年 9 月 30 日，第 2 版。
85
凌珮君、張青，
「停建核四報告今提出 唐飛：經部報告不代表政院」
，聯合報，第 3 版。
86
蔡佩恆，
「民進黨：見招拆招 化解反制」
，經濟日報，2000 年 10 月 29 日，第 2 版；林瑞陽、
夏淑賢，
「費核四政經衝擊 善後工程變數大」
，經濟日報，2000 年 10 月 29 日，第 1 版。
87
李順德，
「總統府：停建核四不違憲 內閣不會改組」
，經濟日報，2001 年 1 月 16 日，第 2 版；
88
蔡沛恆、林瑞陽，「王金平：核四應即復工 否則懲戒」
，經濟日報，2001 年 1 月 16 日，第 3
版。
246

黨綱上，任何公職人員都不應在短期政治利害或非政治壓力下，改變既有立場。
而新潮流對此也反彈聲不斷，更深入評估該派系兩大領導人－行政院秘書長邱義
仁和黨秘書長吳乃仁是否要辭職以表明自身立場。89
此外，在核四應「先協商，再談復工」或「先復工，再談協商」議題上，派
系之間也是爭論不休。一開始，行政院與民進黨立委的立場則是核四先協商，再
談復工，同時秘書長吳乃仁也強調對此立場將「戰至最後一兵一卒」。90 不過，
隨後陳水扁總統在宜蘭旅北同鄉會中表示有條件接受復工，並釋放出改變立場的
訊息後，前述主張人士皆感到錯愕與不解。在 2 月 5 日召開的立法院黨團大會中，
黨內許多立委紛紛表示不滿，強烈批評陳水扁總統與行政院「全面棄械投降」
、
「投
降者憑什麼當領航者」；同時間，在野聯盟（國、親兩黨立委組成）則要求行政
院對核四必須先復工，才願意進行立院朝野協商。91
眾多派系中，正義連線貫徹陳總統意志，表示從務實方向看，核四是否續建、
建後不用或運轉與否，決定全都在立法院，而目前立法院中國、親兩黨占多數。
福利國部分，少壯派卓榮泰迫於都會選民壓力，要求黨內接受立法院將來的決
議；黨主席謝長廷雖然仍主張先協商，再談復工，但身為主流聯盟的一員，則理
應配合陳總統的說法。至於新世紀與新潮流，仍堅持核四必須停建的原先立場，
甚至認為張俊雄院長應為核四政策的反覆負起責任。92
至此，不可否認的是，黨內的核四之爭，已使陳總統與各派系之間的關係產
生重大的裂痕。
三、土增稅

農漁會金融改革

土增稅
2001 年 8 月 24 日，由民進黨政府與國內其他黨派、企業、學者專家、勞工
等所共同籌組的「全國經濟發展諮詢委員會議」（以下簡稱經發會）在社會各界
的高度期待下正式召開。接下來的 3 天的會議過程中，經發會共通過 322 項共識
結論。
由於經發會的組成來自朝野各界；為避免可能的對立與議案交換，因此強調
以「共識決」尋求結論的獲致，並且共識決的結論才對行政機關有拘束力。93 但
89

郭淑媛、鄭益浚，
「邱義仁 吳乃仁雙仁辭職？新系恐與扁決裂」
，中時電子報，2001 年 2 月
5 日，http://news.chinatimes.com
90
彭威晶、鍾年晃、林美玲，羅曉荷，
「府院共識 核四暫不復工 續建可談」
，聯合報，2001
年 1 月 17 日，第 1 版。
91
劉聖鴻，
「政黨派系不同調 阿扁安內費周章」
，新台灣新聞週刊（2001 年 2 月 13 日）
http://www.newtaiwan.com.tw
92
劉聖鴻，
「政黨派系不同調 阿扁安內費周章」
。
93
陳水扁，世紀首航，頁 177-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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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發會落幕後，行政院於 8 月 29 日首先採用的政策，卻是經發會會議進行過
程中，由其中財經組以「多數意見」的方式所表決處理的土地增值稅減半徵收二
年，而當初這項議案是由工商團體所提出。94
行政院採用此政策的考量是為了活絡國內不動產市場，並刺激景氣復甦；若
造成地方稅收短少，中央將就其實質損失部份以發行公債彌補。95 不過，此看似
完備的方案一出，卻立刻飽受社會各界的質疑。包括違反預算法第二十三條的規
定：公債收入不得用於經常性支出；不符合財政收支劃分法的精神：土地增值稅
屬於地方縣市政府主要稅收來源，中央片面做此決定減半徵收，如同「中央請客、
地方買單」；因此除了可以滿足部分工商業界的需求外，對於社會公平與人民權
益的保障並無實質幫助，對於整個經濟景氣的提升之影響為何？所能引發的收益
或損失為何？亦無經過專業的評估。而決策者在企業團體的壓力下做了模糊的應
對，其結果可能使人民對政府的施政方式更加失去信心，使得土地增值稅減半的
經濟效果受到相對不利的衝擊。96
當行政院宣布將採用「土地增值稅減半徵收二年」政策時，民進黨內的新潮
流派系立即表示原則性的反對，並對此提出深刻的利弊分析。從政治操作角度而
言，該派系認為經發會圓滿結束，對總統府及行政院都是利多，而行政院現在卻
開始處理有爭議的減稅案，會讓經發會的成果打了折扣。其次，從稅制觀點，新
潮流領導菁英洪奇昌認為土地增值稅屬於直轄市及縣市稅，百分之八十歸當地縣
市所有，若減半徵收，估計一年將導致 400 億至 450 億的稅收損失，二年則會有
近千億元的地方稅損失，無疑將使地方財政發生困難。其次，土徵稅暫時減半徵
收，會導致二年內大量出現為求稅率減半優惠的「假交易」
，國家財政反而受損。
新潮流另一位中生代領導菁英邱太三亦認為，土地增值稅基本上還是「富人稅」
；
如果一味減低富人稅，對政府的財政困境未必有所幫助。97
不過，遺憾的是，新潮流對此僅能表達反對意見，因為該政策最後已透過立
法院立法修正完成，並從 2002 年 1 月 17 日起正式施行。從此角度觀察，民進黨
派系在執政後所呈現的弱化，已是普遍的現象，即便是黨內最有「戰力」的新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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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巨威，
「從減稅攻防看經發會的未來」
，國政評論，財金（評）090-168 號（2001 月 8 月 23
日）
，http://www.npf.org.tw
95
相關的完整政策主張與實際法律修正案參見行政院函請審議
「土地稅法第 33 條條文修正草案」
及「平均地權條例第 40 條條文修正草案」
，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字第 285 號 政府提案第
8099 號（2001 年 9 月 29 日）
，政 133-政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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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明瑞，
「經發會能落實嗎？」
，國家政策論壇，第 1 卷第 8 期（2001 年 10 月）
，
http://www.npf.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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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典蓉，
「新潮流反對土增稅減半 2 年」
，中國電子報，2001 年 8 月 29 日，
http://news.chinatim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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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亦是如此。
農漁會金融改革
2002 年 11 月中、下旬，因地方農漁會金融改革風暴所引發的十萬農、漁民
走上街頭事件，在當時不僅直接造成兩位政務官為此下臺（財政部長李庸三、農
委會主委范振宗），民進黨黨內也曾為此事件鬧得滿城風雨，派系之爭與對立再
度搬上檯面。
眾所皆知，長期以來台灣地方金融與地方政治的糾葛十分嚴重。根據研究資
料顯示：全台灣地區 89 個縣級派系共參與高達 57 個農漁會經營，百分比高達
63﹪，被視為是國民黨政府所特許的區域性獨占經濟特權。98 其次，農漁會因人
謀不贓（指圖利特定貸款對象與利益輸送）所引發的逾放比近年也逐漸升高：1996
年時，農漁會逾放比是 8.75﹪，逾放總金額約 723 億元；到了 2002 年，逾放比
增為 21.35﹪，逾放總金額暴增為 1310 億元。99
民進黨執政後，政府於 2002 年 8 月 22 日正式公布農漁會分級管理措施，藉
以整頓整體農漁會信用部的不良放款。值得注意的是，此管理措施不僅要求逾放
比超過 15﹪的農漁會信用部不得接受非會員存款、新增放款與內部融資，並指
示一般商業銀行進駐接管經營不善的農漁會信用部，而被外界懷疑政府將藉此
「打倒、消滅農漁會」。100
對此規模甚大的基層金融改革，農業經濟背景出身的李登輝前總統曾於 9
月底警告：「財政部以商業銀行接館農漁會信用部，是要消滅農漁會！農漁會政
策亂搞，小心丟了政權。」對此，陳水扁總統就此馬上做出回應，表示「怕失去
政權不敢改革才是懦夫」、「寧可失去政權也要改革」，以宣示政府執行的決心；
一時之間，黨內人士對陳總統的回應同感振奮。101
為抗議政府以商業銀行接管農漁會的做法不當，全國農漁會自救會則宣布將
於 11 月 23 日發起 10 萬全國農漁民團結自救大遊行。同時，民進黨黨中央特別
於 11 月 15 日發出說帖，直指此大遊行「從頭到尾都是國民黨和親民黨背後主
導」
、
「是一種舊時代抗拒改革者對新政府的一種反撲，是一種有預謀打擊執政者

98

這是國立台灣大學政治系胡佛教授領導之「台灣地區政治菁英的參選行為」專題研究小組所
分析資料，轉引自朱雲漢，「寡占經濟與威權政治體制」
，解剖台灣經濟（台北：前衛出版社，新
版，1992 年 8 月）
，頁 151-152；158。
99
陳嘉宏、劉添財，
「新系：支持改革就是支持農民」
，中國時報，2002 年 11 月 21 日，第 2 版。
100
林如森，
「農漁會：給我們存活空間」
，聯合報，2002 年 9 月 9 日，第 11 版；李樹人，
「李登
輝：財部向要消滅農漁會」
，聯合晚報，2002 年 9 月 12 日，第 2 版。
101
洪奇昌、段宜康，「我們還能不能看到真正的改革？」
，中國時報，2002 年 11 月 19 日，第 1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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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信的輸不起行為。」102
11 月 17 日，民進黨南部五位縣市長（嘉義縣長陳明文、台南縣長蘇煥智、
台南市長許添財、高雄縣長楊秋興、屏東縣長蘇嘉全）有感於農漁會大遊行的壓
力，遂連袂北上向陳總統陳情，要求中央暫緩實施農漁會信用部分級管理措施。
經行政院長游錫 、財政部長李庸三、農委會副主委李健全、行政院秘書長劉世
芳與五位縣市長進行磋商後，行政院於晚間緊急宣布農漁會新用分級管理措施即
刻起暫緩實施。至此，政府近 3 個月的整頓農漁會信用部行動，不僅出現政策大
轉彎，也終告難堪收場。
此時，原本對陳總統回應同感振奮的黨內人士開始出現強烈的不滿和批判聲
音，認為陳總統的意志無人可以理解。103 雖然隸屬正義連線的立委羅文嘉、陳其
邁與高志鵬為總統緩頰，認為此事件其實是執行面發生問題，行政機關錯估既得
利益反撲的力道；104 但同屬正義連線的黨團幹事長王拓就表示就算暫緩也要有時
間表，不能無限期拖延，否則就代表不改革；而福利國召集人李俊毅則表達極度
失望，指出政府政策若因大型遊行就急轉彎，將讓國家陷於混亂，所付出的社會
成本也將無法估計。105
向來最具有改革色彩的新潮流在此刻更以派系的規格表達自身的立場，並檢
討執政後該派系與陳總統的共治關係。如同早期黨外時期所慣用的文字批判，新
潮流資深領導菁英與新生代代表人物洪奇昌、段宜康紛紛在重要報紙發表長文：
「我們還能不能看見真正的改革？」
、106「說明清楚，改革何時再啟動」
、107「政
策搖擺，將失民心」。108 並放置於該派系網站上供人閱覽。在文中，他們除了指
出農漁會基層金融問題的嚴重性外，並認為改革不可能面面俱到，若讓所有人滿
意，就是鄉愿；而且以改革大其自居的政黨，宣稱「向上提昇、避免向下沉淪」
的實際作為卻是項背改革者妥協、屈服，勢將失去政權。
其次，在檢討與陳總統的共治關係上，新潮流也反省究竟應扮演「沉默的支
持者」、「政策的配合者」或「理想的推手」。不過，由於考慮到民進黨當前的執
政需要，不能凡事與陳總統站在對立面，且有「人質」劉世芳在行政院，因此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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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威晶，
「民進黨改革說帖：遊行是國親主導」
，聯合報，2002 年 11 月 19 日，第 2 版。
郭瓊俐，
「民進黨立委傻眼 口出三字經」
，聯合報，2002 年 11 月 18 日，第 3 版。
104
陳嘉宏、何榮幸，
「正義連線：執行面出問題」
，中國時報，2002 年 11 月 20 日。
105
郭瓊俐，
「自己好像是豬頭」
，聯合報，2002 年 11 月 18 日，第 3 版。
106
洪奇昌、段宜康，「我們還能不能看到真正的改革？」
，中國時報，2002 年 11 月 19 日，第 15
版。
107
洪奇昌，
「說明清楚 改革何時啟動？」
，聯合報，2002 年 11 月 20 日，第 15 版。
108
段宜康，
「政策搖擺 將失民心」
，中國時報，2002 年 11 月 20 日，第 15 版。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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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成員認為還是與陳總統保持一個「適當的改革距離」為宜。109
面對新潮流上述猛烈的炮火，其它派系領袖則頗有微詞，儼然派系的對立陣
仗再起。福利國召集人李俊毅意有所指地表示，黨內派系不要在此時趁火打劫、
傷口灑鹽；如果此事件真要有人負責，負責溝通協調的行政院秘書長劉世芳恐怕
必須第一個負起責任。110
小結
在高度的派系化政黨中，派系政治通常是分配政府公職、重要政策的主要機
制。在中央政府方面，或許受限於執政經驗的缺乏，派系在行政院所轄部會政務
官上的參與並不高。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諸如總統府、國安會、行政院、立法
院黨團及考試院的高層職務，仍為派系所全盤掌握。重要政策方面，該黨執政後
的重大政策如政府組成、核四、農漁會金融改革及土增稅等，也是派系主要競逐
的標的。

109

陳嘉宏，
「新潮流檢討與扁關係」
，中國時報，2002 年 11 月 19 日，第 2 版；郭瓊俐，
「民進
黨內把陳情縣市長罵得臭頭」
，聯合報，2002 年 11 月 19 日。
110
陳嘉宏、劉添財，
「新系：支持改革就是支持農民」
。另外，據筆者所知，黨內派系人士對劉
世芳的任職的確頗為不滿，因為其政治資歷（澎湖縣府機要秘書、北市府環保局長、資淺立委等）
尚不足以擔任行政院秘書長一職。台灣福利國連線辦公室鄭淑心訪談，2002 年 6 月 24 日；盧素
梅，
「北高選舉民進黨大輸 郭正亮矛頭指向行政團隊」
，壹號人物，第 12 期（2003 年 1 月）
，
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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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結論

在研究者的眼中，政黨的「派系競爭」通常被認為容易形成一種「幽微」而
又「顯著」的政治文化。幽微者係指一般升斗小民不易窺知其內幕情節，顯著者
則指其互動結果往往牽動政局甚大。1 同樣的觀點，我們若以此觀察民進黨派系，
大致也可以得到類似的答案。
從黨外到執政，派系一直是民進黨內重要的主導力量。如同立委蔡同榮所
言，民進黨人將派系「制度化」；派系除了透過設置辦公室、吸收成員、收取會
費等方式鞏固派系勢力，2 也充分在政黨、選舉及政府事務中參與競逐。不過，
或許受限於其非正式的組織特質，也或許對其認識一直流於浮面、片斷；長期以
來，外界對民進黨派系的理解並不全面，也不深入，而學術界更是忽略了這個重
要的研究主題。
回顧台灣的政治發展過程，民進黨派系政治的確有其重要性，其影響力是政
治觀察的焦點，其未來發展更值得社會各界重視。筆者在本文前幾章中，已詳細
探討民進黨派系的發展、組織運作及重要人事，並試圖從理論及實務的角度分析
其與黨務、選務及政務的互動關聯。在本章最後結論，筆者首先綜合上述研究發
現，嘗試提出一套民進黨派系的分析架構，藉此作為往後相關研究的參考。此外，
並簡述當前民進黨派系的最新發展現況與未來可改進之建議。
第一節

研究發現－民進黨派系政治的分析架構

依據筆者整理，民進黨派系的分析架構大致包括以下幾個重點：
一、派系形成之原因
（ 一 ） 黨外延續與不同菁英類型
如同第三章所分析，民進黨早在黨外時期，其內部便有不同趨勢、團體的存
在。當時，這些團體雖然有統一對抗國民黨的共識，但在背景、理念、意識形態、
路線選擇上卻有相當的歧異，在領導權力、選舉中也已開始從事競爭。組黨前夕，

1

王良卿，
「派系政治與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以第六屆中央執行、監察委員選舉為中心
的探討」
，國史館館刊，復刊第 21 期（1996 年 12 月）
，頁 137。
2
陳明旺，
「蔡同榮：派系難免 扁冤枉福利國」
，中央日報，2001 年 11 月 3 日，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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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大團體：編聯會與公政會陸續成立，構成黨外內部的兩種組織系統，3 而其代
表人物也是組黨後兩大派系的主要成員。甚至 1990 年代後所形成的新派系，如
正義連線、福利國等，其領導菁英的淵源也被認為和原本兩大派系密切相關。
此外，經歷特殊時空環境與政治事件的「黨內菁英」則強化了派系的凝聚。
目前民進黨內較具代表性的菁英，可以區分為「美麗島世代」
、
「新潮流」
、
「美麗
島辯護律師」
、
「海外台獨」四類。4 其所代表的政治理念、世代（political generation）
5

、關係網絡及權力基礎，正塑造出各個派系的類型與性格。
（ 二 ） 組織結構因素
為了適應原本黨外的山頭權力結構，且有利於選舉的競爭訴求，民進黨一開

始在組織結構上便刻意強調民主、分權，意識型態上也傾向容忍。而這種組織結
構因素所形成的成文或不成文的決策機制：諸如「合議制」、「派系共治」，自然
有利黨內派系的存在。同時，此種派系運作也使民進黨內部的權力結構更趨向分
散、多元，如同「黨中有黨」、黨內有「各自為政」的權力集團。
（ 三 ） 選舉因素
現行國家選舉、黨職選舉及過去曾施行的初選制度，同樣是促進民進黨派系
運作的主因之一。首先，在現行 SNTV 的制度下，由於候選人必須與黨內同志
競爭，因此在黨內各自「拉幫結派」、累積實力的情況可說是相當普遍的現象；
而無派系的候選人在歷次選舉中，均較無勝選的機會。其次，黨職選舉方式由原
先的「限制連記法」修改為「單記法」，因為不利於大派系在重要黨職選舉中進
行聯合壟斷，則讓小派系有生存的空間，而黨內派系型態也由雙元走向多元。另
外，黨內初選中所曾實施的「幹部評鑑制度」，更讓派系的運作有其正當性。由
3

吳乃德依據 Panebianco 的理論架構，將黨外內部的組織系統分類如下：
團結系統

利益系統

（黨外編聯會）

（黨外公政會）

目標

實現共同理念

在政治競賽中生存

意識型態

清楚、顯著

不顯著

參與誘因

共同利益

個人利益

成員關係

平等同志

領導階層獨霸

策略
改變現有秩序
適應現有秩序
吳乃德，
「反對事業的第二條陣線－從黨外到民進黨的內部分歧」
，台灣民主自由的曲折歷程－紀
念雷震案三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自立晚報設文化出版部，第 1 版，1992 年 11 月），
頁 87。
4
郭正亮，民進黨轉型之痛（台北：天下遠見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第 1 版，1998 年 5 月 20 日）
，
頁 166。
5
Shelley Rigger, From Opposition to Power: Taiwan’s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Boulder: Lynne
Rienner, 2001), pp. 72-74.
254

於重要幹部幾乎為派系所掌握，因此派系便成為初選過程中的主導者，其重要性
自然不言可喻。
二、派系功能
對於民進黨人而言，派系的主要功能就是為了實際的政治競爭。對內，政治
菁英在黨內初選中藉由派系力量自保、勝選，也從中區分彼此在政策理念、發展
路線上的不同。對外，早期黨外人士藉由派系結盟互相「取暖」
（強化革命情感）、
「奧援」，後來則強化個人實力以便與其他政黨、同黨其他派系候選人進行選舉
競爭。
在實際運作方面，如同第二章中所提，派系曾被認為有負面功能，也有正面
的功能，而民進黨亦是如此。從過去迄今，黨內人士對於派系運作屢有爭議；例
如葉菊蘭、王幸男、李應元、陳定南、張俊宏等人皆認為派系對於民進黨整體形
象與運作將造成不良影響，因此提議停止派系經營，並將其解散。6 不過，陳水
扁也曾對外表示，派系林立與意見多元是民進黨的傳統，黨內人士都是在這種環
境中「長大的」。7
具體而言，在負面功能方面，論者多強調民進黨派系競爭過於激烈，不僅造
成黨內同志彼此之間「敵我、互相猜忌」，明顯影響社會大眾的支持與認同；且
因為阻礙領導菁英的團結與穩定，而抵銷了應有的政治競爭能力。8 至於正面功
能，論者則認為民進黨的派系正代表不同的的社會力量，因此有利於黨內決策周
全。其次，派系型態的團隊運作，不僅能降低黨內決策成本，也有利於政治整合。
另外，激烈的派系競爭證明該黨有能力以最公開、民主、多元的方式協調、解決
內部最嚴重的紛爭，亦是政黨活力、進步的來源。9
6

彭威晶，
「政治家工作室解散，呼應民進黨團降低派系運作」
，聯合報，1992 年 12 月 30 日，
第 4 版；彭威晶、林美玲、陳素玲，
「葉菊蘭疾呼解散派系」
，聯合報，1997 年 9 月 29 日，第 6
版；楊圓娟，民進黨提名制度的形成與變遷，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年 1
月，頁 176；
「法務部：陳定南個人檔案」
，2002 年 8 月 15 日，http://www.moj.gov.tw/fl_4.asp；
何榮幸，
「張俊宏：當權者須停止以派系治國」
，2001 年 4 月 4 日，中時電子報，
http://news.chinatimes.com
7
陸鏗，
「我們就是這樣長大的」
，財訊，第 225 期（2000 年 12 月）
，頁 227。
8
黃德福，民主進步黨與台灣地區政治民主化，（台北：時英出版社，初版修正， 1992 年 7 月）
，
頁 177；曹郁芬，「派系鬥爭弱化民進黨競爭能力」
，中國時報，1992 年 9 月 7 日，第 6 版；郭正
亮，民進黨轉型之痛，
（台北：天下遠見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第 1 版，1998 年 5 月 20 日）
，頁
167-168；徐博東，
「論民進黨在台灣政壇中的作用、侷限性及未來走向」
，大陸學者眼中的民進
黨（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3 年 5 月出版）
，頁 14-15；Shelley Rigger, From Opposition to Power:
Taiwan’s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pp. 83-84.
9
彭懷恩，
「台灣地區政黨內部結構之分析－比較國民黨、民進黨、中華社民黨」
，楊泰順主編，
政黨政治與台灣民主化（台北：財團法人民主文教基金會，1991 年 11 月出版）
，頁 16；鄭聲，
警告民進黨（台北：日臻出版社，初版，1995 年 11 月）
，頁 75；陳益倫，民進黨派系發展之研
究，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0 年，頁 162；許信良、鍾碧霞，許信良言論選集
（台北：許信良總統選舉後援會，1995 年 6 月 11 日）
，頁 74；侯福義、易耀凱，
「新生代看民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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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功能，民進黨派系還有「跨黨派協調」的功能，頗值得注意。如同
本文之前所提到的大和解、修憲、聯合政府/單獨執政等議題，派系都是其中重
要的參與者；藉由與國內其他黨派的合縱連衡，民進黨派系政治在 1990 年代中
期後所發揮的影響力，可說是有目共睹。
三、派系結構、體系與特徵
就黨內派系競爭過程所形成的結構而言，毫無疑問的，長期以來的派系運作
已使民進黨成為「派系聯盟型」（coalition of factions）的政黨，即政黨公開接受
或默認派系之存在，而各派系也建立起其活動與運作規範，並進一步在政黨事
務、選舉事務、政府事務上從事競爭、協商。其次，民進黨的派系體系則屬於「開
放式」的派系政治。10從過去迄今，民進黨的派系之競爭已擴及整個政黨和立法
院，甚至連政黨之外的外圍團體或一般投票大眾（人頭黨員）都捲入其中，因此
其影響層面可說是公開且廣泛。
在特徵方面，依據筆者整理，有以下數點：
（ 一 ） 派系正當性極高
在傳統中國人的政治認知中，公開「拉幫結派」不僅是一大禁忌，派系動員
更是無法被容忍。11 不過，在民進黨的個案中，其派系雖然在黨章中未被承認，
但卻是長期、明顯公開且制度化的存在，迄今仍未消失。換句話說，民進黨派系
正當性極高，長期以來已為黨內政治菁英與黨員所依賴。其次，黨內不加入派系
運作的「孤鳥」
（無派系歸屬的政治菁英）
，除非本身具有高度的道德號召力（如
林義雄、葉菊蘭、施明德、陳定南等人）；否則不論是資深或資淺，在黨內與選
舉中通常都沒有發展的空間，也沒有集體的政治影響力。12 而這種情況更明顯強
化派系在政治競爭中的功能與正當性。
（ 二 ） 派系屬性紛雜，長期共處
民進黨內派系眾多，有結構鬆散、人際關係導向的派系（如美麗島系統的派
系）
，有高度制度化、紀律嚴明的派系（如新潮流、台獨聯盟）
，有以政治明星為
黨角色」
，中國論壇，第 32 卷第 11 期（1992 年 8 月）
，頁 53；郭正亮，民進黨轉型之痛，
（台北：
天下遠見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第 1 版，1998 年 5 月 20 日）
，頁 239；福利國辦公室主任鄭淑心
訪談，2002 年 6 月 24 日；Shelley Rigger, From Opposition to Power: Taiwan’s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pp. 74-76; “The Ruling Party: Finding Effective Governance,” Taipei Review, Vol.53, No.2 (Feb.
2003), pp. 27-28. 此外，吳重禮教授認為，這種功能即是外界所說的「衝突、妥協、進步」
。
10
趙永茂教授則認為，民進黨派系體系在性質上雖然屬於公開，但此公開只能算是選擇式開放
或只對成員開放。
11
胡祖慶譯，Lucian W. Pye 原著，中國政治的變與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再版，1989
年 5 月）
，頁 23。
12
劉寶傑，
「陳文茜第二 鄭麗文告別民進黨」
，中時晚報，2002 年 10 月 13 日，第 6 版；何榮
幸，學運世代－眾聲喧嘩的十年（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初版，2001 年 10 月），
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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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派系（如福利國、正義連線）
，更有派系組成的聯盟（主流聯盟）
。這些屬性
紛雜的派系有各自的政治理念、組織設計、路線偏好與政策主張，能長期共處於
一個政黨內，的確是相當特殊的政黨內部現象。
（ 三 ） 派系競爭確保民進黨是一「民主政黨」
極權、威權與民主政黨的內部皆可能出現派系，但其型態卻可能極為不同。
整體而言，前兩者的派系在黨中央禁止及政治菁英共識下大多在檯面下進行，而
後者派系則通常在黨內「習以為常」的認知下公開運作。就民進黨個案觀察，其
性質屬於後者。一方面由於該政黨成長於台灣民主轉型期，必須強調「黨內民主」
的理念；另一方面，該黨派系長期以來所形成的「高度衝撞」與競爭，13 也足以
避免民進黨內部走向封閉與權力集中，其政治文化成為「一言堂」。
（ 四 ） 派系競爭激烈，但不致於造成黨的分裂
民進黨派系之間的衝突如此公開、頻繁與激烈，那麼此派系衝突會不會導致
黨的分裂？依據過去迄今的發展情勢而言，筆者認為應該不至於如此。原因除了
民進黨內有極為特殊的在野情感、化解機制外（參見下文討論），主要是黨內制
度安排與選舉競爭結果都讓派系沒有出走的動機與報償。在制度安排方面，黨內
的派系共治精神讓各派系得以分享人事及資源。而從選舉競爭結果觀察，過去迄
今的退黨者既無法帶走原有選票，也無法吸引新增的支持，更容易在選舉中失利
（長期身處民進黨，而退黨後能繼續勝選者恐怕只有彭百顯、李慶雄等人）
，14 因
此派系之間即使衝突再如何激烈，恐怕都不致於造成脫黨出走，並導致黨的分裂。
（ 五 ） 派系性格靈活
從過去迄今，民進黨各派系均有能力因應本身黨的地位改變，而做相當程度
的路線與功能調整，並帶給黨尋求再發展的原始動力。例如 1980 年代末期的「台
獨路線」、1990 年代的「選舉路線」、「執政路線」等，其根本動力均來自黨內個
別派系的主導與動員。而這種順應政治情勢所提出的政治議題與路線，不僅象徵
派系的性格極為靈活；事後證明，也為民進黨帶來相當大的政治發展空間與成果。
（ 六 ） 與國民黨、共產黨派系進行比較
民進黨的派系政治若與國民黨、共產黨派系政治進行比較，在基本性質上，
前者是民主政黨派系，而後兩者則分別是威權和集權政黨派系；前者意識型態開
放多元、組織結構分散、初選制度有利派系形成，而後者基本上並無派系形成的

13

「衝撞」一詞的指點來自前美麗島、新動力辦公室主任吳芳銘。
詳細討論參見周慧君，民主化過程中反對黨分裂或團結之比較分析－以波蘭團結工會與民進
黨為例，頁 137-142；夏珍，許信良的政治世界（台北：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第 2 版，
1999 年 9 月 30 日）
，頁 14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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誘因。在影響層面，早期國民黨及共產黨均是長期統治的政黨，其派系通常已全
面滲入「黨、政、軍、經、特、警、文教、司法、外交」等領域。15 由於受限於
15

國民黨內的派系生態（1930 年代末期至戰後）

派系名稱

發 展 過 程

主要影響層面

中統

陳立夫、陳果 國民黨

國民黨

國民黨

黨務、教育、外交、政治、

C.C

夫為主

中央組織部

中央組織部

中央組織部

情報、實業、文化宣傳、

中央俱樂部

調查科

黨務調查處

調查統計局

司法

軍統

三民主義力

軍事、情報、特務、武裝

行社

行動、警務

革命軍人同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

志會
革命青年同
志會
復興社
藍衣社
黃埔系

黃埔軍校師生為主

軍事、情報

政學系

政府官員為主

政府部門、財政、金融

三民主義青

中統、軍統人士為主

青年、組織

孔祥熙、宋子文為主

財政、金融、英美外交

年團
孔宋集團

資料來源：筆者彙整自郭緒印，國民黨派系鬥爭史（上）
、
（下）
（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1993 年 3 月）；陳明通，派系政治與台灣政治變遷（台北：月旦出版社股份有
限公司，修訂 1 版，1995 年 10 月 ）
，頁 38-41；楊旭聲等著，剖析國民黨派系（台
北：聯豐書報社，初版，1985 年 2 月）
；陳曉慧，由上而下的革命：中國國民黨改造
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0 年，頁 18-19；王良卿，三民
主義青年團與中國國民黨關係研究（ 1938-1949）
（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初版，1998
年 7 月）
；陳翠蓮，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二二八悲劇的另一面相（台北：時報文化
出版企業有限公司，初版，1995 年 2 月）
，頁 211-219；干國勳等，藍衣社 復興社 力
行社（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初版，1984 年 10 月）
；Tien Hung-mao,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Kuomintang 1927-1937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
45-72.
中共黨內各派系的區別（從毛澤東時期到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時期）
區別標準

派系區別

實力領袖

華國鋒派、鄧小平派、劉少奇派等
鄧小平派、陳雲派、彭真派等

政策路線

開放改革份子、反開放改革份子

意識型態

左派、中間派、右派
死硬派、激進保守派、折衷現代派、西化派

地方區域

北方集團、上海集團、軍人集團

文化大革命

文革派、凡是派、元老派、復辟派

處世態度

溜派、震派、風派、捂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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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政期尚短，民進黨目前的影響力仍主要侷限於政黨內，其中尤以中央黨機器與
立法院黨團最為明顯。此外，若以 Nathan 所提的「簡單派系」與「複合派系」
作為分析架構，國民黨與共產黨在性質上屬於「複合派系」（圖 9-1），即透過單
一領袖與一些次級簡單派系所組成的人際派系。至於民進黨，其執政前較趨向「眾
多簡單派系的共生」（圖 9-2），即黨內存在著眾多以單一（或數位）領袖為最高
核心，透過侍從結合關係與其他成員所組成的人際派系。執政後，其型態則轉變
為複合派系，因為現實的黨內生態中出現了陳水扁總統此單一領袖。
圖 9-1

組織結構

國民黨及共產黨內的派系型態

圖 9-2

民進黨內的派系型態（執政前）

圖 9-3

民進黨內的派系型態（執政後）

紀檢系統、政法系統、共青團系統、國務院系統、
二野系統、四野系統

政策路線

修正主義者、開明史達林主義者、教義史達林主

意識型態

義者
激進派、頑固派、保守派、改革派
改革派、保守派、激進派、穩健派

實力領袖

以華國鋒為首的凡是派、以陳雲為首的保守派、

政策路線

以鄧小平為守的改革派等

意識型態
資料來源：筆者修改自陳德昇，中共政治、經濟改革互動關係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博士論文，1989 年，頁 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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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一、筆者參考自 Andrew J. Nathan, “A Factionalism Model for CCP Politics,”
China Quarterly, No.53 (Jan/Mar. 1973), p. 41.

四、派系結構的變遷
在高度派系化的政黨中，派系之間的競爭、衝突與對立可說是屢見不鮮。不
過，在這種緊張的衝突背後，有時派系之間的互動也會趨向和緩。究竟何種派系
結構會衍生此不同情況？而在民進黨內，是否也有此派系結構的變遷？這個問題
有必要進一步探究。
對此問題，陳明通曾建構出派系結構的變遷理論，頗值得參考。16 在其分析
中，派系結構主要有三：（一）極不穩定型派系結構：指派系結構中僅有兩股派
系勢力，且此兩股勢力勢均力敵、無可能結盟，派系之間的交易常因缺乏互信而
頻頻衝突。（二）恐怖平衡型派系結構：指派系結構中除了勢均力敵的兩大派系
外，還有其他勢力較小的派系存在。在此情況下，兩大派系深怕小派系與對方結
盟不利於己，因此容忍其中立存在；此外，小派系亦希望與兩大派系保持等距的
情況，因為其本身勢力極小，深怕結盟一方打敗一方後，自己也難逃被消滅的命
運。（三）穩定型派系結構：指派系結構中有一獨斷力量或至高領袖，其勢力大
於其他派系的聯合；同時，該勢力亦可為其他派系之間的交易背書，使其他派系
願意追隨它。此外，這三種結構的轉換，也正顯示出派系結構的變遷。
透過上述理論，並佐以歷史回顧，創黨初期，民進黨內泛新潮流系與泛美麗
島系的兩極對立，即可被視為極不穩定型的派系結構，而且這是民進黨內衝突最
激烈的時刻。往後，配合其它中間派系：康系、前進系的存在，新生派系：台獨
聯盟、正義連線、福利國的萌芽；原本的極不穩定型派系結構開始轉換為恐怖平
衡型的派系結構，而民進黨內也可藉此達到一定程度的穩定。2000 年 5 月 20 日
後，民進黨不僅正式成為執政黨，其派系結構也轉變為穩定型的派系結構；此時
雖然黨內各派系仍有其自主運作能力，但最高領袖－陳水扁總統的個人權威，已

16

陳明通，派系政治與台灣政治變遷（台北：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修訂 1 版，1995 年 10
月 ）
，頁 2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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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程度成為黨內的獨斷力量，17並主導黨內的人事及資源。
五、派系之間的衝突與衝突化解機制
民進黨內存在已久的派系，平時表面上是和平相處（派系共治與平衡）；不
過，當遇到選舉及重大決策時，派系運作則是暗潮洶湧，甚至屢屢出現對立與衝
突的局面。
所謂「分歧」、「爭端」、「對立」與「衝突」，係指派系之間就黨內提名或某
種議題有相當程度的歧見，並進一步引發政治上的相互敵對。18 政黨內的派系或
政治菁英為何會出現此情形？Michels 指出，其中原因林林總總，包括年齡差別、
社會出身的差異、不同分支機構的現實需要、不同群體與種族差異、現實觀念與
一般觀念原則的紛歧、社會進化主張與應對策略的分歧等。此外，其中的衝突還
可能由於個人因素所致，例如冷漠、忌妒、猜忌、權力慾望以及嘩眾取寵等。19
如同 Michels 的論點，民進黨內部的派系之爭，也被視為是基於權力鬥爭、
意識形態對立、反對策略差異或源於個人恩怨的激化。20 除此之外，筆者在此就
歷史回顧與歸納的角度，嘗試指出更具體的衝突原因及衝突化解機制。
民進黨派系衝突的具體原因，大致有以下幾點：
（一）既有黨內提名及選舉，
是引發派系之間衝突的最根本原因。因為對於民進黨公職菁英而言，勝選或連任
都是最高的個人利益；不僅不能有所退讓，有時為了自保，更要視戰勝同黨的同
志為其最高目標。（二）派系共治或合議制傳統遭受破壞。例如創黨初期，黃信
介主席的權力過大，且過於偏袒泛美麗島系時，泛新潮流系便深感參與空間被剝
奪，而黨內衝突也屢屢發生。同樣的情況，民進黨執政後，因陳水扁總統幾乎能
主導政策與人事安排；對此，各派系也表現出抗拒的態度。雖然此時黨內衝突已
較為和緩，但派系對於陳水扁總統決策的批評也時有所聞。（三）涉及黨的核心
價值。如同本文曾提到的台灣獨立、中國政策、核四、拜耳環保案等議題，長期
以來不僅落實於民進黨的黨綱，同時也是該黨人士的所堅持的理念與擁抱的「神
主牌」。當各派系在這些議題有不同理念或策略思考時，派系之間的衝突通常都
難以避免。
（ 四 ）對 政 治 情 勢 有 明 顯 不 同 的 判 斷。本文之前所提及的到執政之路、
17

以最具批判能量的新潮流而言，該派系大老也被視為當起鞏固權位的「保皇黨」，而年輕一代
則汲汲於政治權位。涂國淦，
「對國民黨沒期待 對民進黨很失望」
，聯合報，2003 年 8 月 11 日，
第 2 版；郭瓊俐，
「有個最高領袖之後 扁意志決定一切 黨改造亦復如是」
，聯合報，2002 年 3
月 4 日，第 2 版。
18
此概念參考自吳釗燮，
「衝突解決的理論與分析模型」
，問題與研究，第 34 卷，第 10 期（1995
年 10 月）
，頁 67。
19
任軍鋒譯，Robert Michels 原著，寡頭統治鐵律－現代民主制度中的政黨社會學（天津：天津
人民出版社，第 1 版，2003 年 1 月）
，頁 142-143。
20
黃德福，民主進步黨與台灣地區政治民主化，
（台北：時英出版社，初版修正，1992 年 7 月）
，
頁 176；康寧祥，反對黨發展趨勢，社會大學系列講座 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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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總路線、大和解、聯合執政與單一執政、修憲等議題，都是民進黨在 1990
年代以後，對政治情勢發展所面臨的發展策略選擇。同樣的，當派系對這些對政
治情勢有明顯不同的判斷時，其策略選擇便有所不同，也衍生出派系之間的對立
與衝突，甚至造成民進黨的組織分裂。。（五）政黨面臨挫折。從黨外時期的高
雄事件爆發，到後來的選舉失利（例如 1996 年的總統直選）、執政成績不佳；各
派系在面臨這些政黨挫折時機，通常都會藉由選務、政務檢討以製造衝突。民進
黨前主席、高雄市長謝長廷在 2003 年 1 月的執政興革會議中曾表示，當政黨衰
敗時，黨內同志才會「同室操戈、互相攻擊」。21 而這種評論對於民進黨而言，
可說是一針見血的分析。
當然，民進黨內除了屢見不鮮的派系衝突外，也有其特殊的衝突化解機制。
在一般理論分析上，化解衝突的機制或策略可以分成以下幾類：（一）「迴避」
（avoidance）機制：指對衝突的原因大體上不予顧慮，以迴避方式來因應；
（二）
「緩和」（smoothing）及「妥協」（compromise）機制：前者指減少衝突雙方的
爭論而強調其相似點和共同利益，後者則是衝突雙方在議題上互相交換或讓步；
（三）
「面對」
（confrontation）機制：面對明確的衝突來源時，此種策略透過「面
對面」
（face to face）的方法討論共同利益，以解決問題；
（四）
「結構調整」
（structural
adjustment）機制：這是一種從根本解決衝突的方法。在衝突根源的基礎上，分
析組織內外環境因素的變化，進行必要的人事與結構調整，重新確立衝突雙方的
關係，使組織杜絕此類衝突的再次出現。22
以前述理論為參考，筆者並透過歷史回顧，嘗試歸納出民進黨以下幾種衝突
化解機制：23 （一）不予處理，因應時勢變遷而使該衝突逐漸淡化並消失：事實
上，民進黨派系之間很多衝突並無法化解。例如群眾/議會、體制內改革/改革體
制、雞兔難題、主權（自決）/民主、執政/獨立之爭等，皆非民進黨單獨能主導
並予以處理，因此只能因應政治情勢的變遷而使衝突逐漸淡化並消失。（二）動
用黨的決議將衝突解決： 這方面以台獨議題的處理最具代表性。民進黨在處理台
獨議題時，一方面為了表達自身的台獨理念，另一方面為了避免國民黨的壓制、
平息選民的疑慮，曾有相當細膩的論述及決議產生。這種「面面俱到」的決議，
在運作過程中不僅相當程度滿足了黨內派系的主觀期待，也順勢解決了其彼此之
21

當時謝長廷另身陷高雄玉皇宮的政治獻金風暴，這也是他面對黨內同志批評時的感想。羅曉
荷、王淑美、林新輝，
「謝長廷：衰敗政黨 才會同室操戈」
，聯合報，2003 年 1 月 12 日，第 4
版。
22
宋鎮照，團體動力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初版，2000 年 11 月）
，頁 170-172；于顯洋，
組織社會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第 1 版，2001 年 1 月）
，頁 239-240。
23
筆者在此同時參考周慧君的部分論點。周慧君，民主化過程中反對黨分裂或團結之比較分析
－以波蘭團結工會與民進黨為例，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 年，頁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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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曾經爆發的衝突。（三）透過協商、辯論解決衝突：首先，民進黨正式（中常
會、中執會）、非正式的的協商制度（例如黨外座談會、邱垂貞所發起的地方黨
部主委座談會等），均是平時、私下解決衝突的場域。其次，黨內特殊的建制：
仲裁委員會，總數 11 人，由學養俱佳、立場超然、處世公正之黨內外人士組成
（黨章第三十條），同樣為黨內提供一個重要的衝突化解機制。另外，民進黨也
相當特殊地運用「大鳴大放」的辯論方式解決內部衝突，例如中國政策、產業政
策研討會便是這種處理方式的典範。（四）訴諸草根民眾，到地方辦座談會：作
為一個本土生成的政黨，民進黨在解決黨內衝突時常有訴諸基層民意與群眾的習
慣。例如 1991 年第二屆國大代表選舉中的政黨比例代表之資格、2000 年總統初
選前的「四年條款」、24 2001 年 12 月的「黨務改造」等問題，民進黨內人士均希
望透過此方式解決派系之間的紛爭與衝突。25
六、派系在各階段的發展特色
在民進黨發展的不同階段中，派系亦有其不同的的形式與競爭特色（表
9-1）。黨外時期，派系開始逐漸形成，其外在形式屬於政治結社或趨勢，彼此的
競爭標的集中在理念、路線、運動策略及少量公職，競爭程度尚稱激烈。反對黨
時期，派系功能走向強化，不僅成為正式的政黨派系，其競爭標的也轉向黨資源、
人事、反對策略及日益增加的公職，而競爭程度更為激烈。成為執政黨後，派系
雖然仍繼續存在，但由於受限於總統權威及配合執政，其功能開始逐漸弱化，26
彼此之間的競爭也趨向和緩，形式上則開始出現配合執政的派系聯盟。
表 9-1

派系在民進黨各階段的發展特色

派系發展過程
派系形式
派系競爭標的

黨外

反對黨

執政黨

形成

強化

弱化

政治結社；趨勢

政黨派系

派系存在；聯盟

政治理念及路線；運動 黨資源及人事；反對策 黨務改造；執政資源及

派系衝突程度

策略；少量公職

略；公職

人事

激烈

更激烈

仍有，但較和緩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第二節

派系現況與建議

執政後，民進黨的派系政治的確出現了明顯的變遷。目前，其最新面貌尚有
24

楊圓娟，民進黨提名制度的形成與變遷，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年 1 月，
頁 78、146。
25
何榮幸，
「民進黨擬辦黨代表座談 凝聚共識」
，中國時報，2001 年 12 月 7 日，第 4 版。
26
李濠仲，
「解構執政後的民進黨派系生態」
，新新聞，第 785 期（2002 年 3 月 21 日-3 月 27 日）
，
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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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數點：
一、派系運作以立法院為重心
當前，立法院不僅是國內最重要的政治舞台，其立法作為也深刻影響人民的
生活。有鑒於其重要性，民進黨各派系目前均以立法院作為主要的參與及運作重
心。根據筆者觀察，派系近一、二年已紛紛將其辦公室遷移至立院旁；例如正義
連線與福利國位於濟南路一段；新潮流與主流聯盟位於青島東路；新世紀位於北
平東路；新動力位於鎮江街；台獨聯盟位於杭州南路一段，均距離立法院不遠。
此外，立法委員幾乎都有明確的派系屬性，也是各派系的主要領導菁英，相對於
其他黨職、中央及地方公職，立委可說是目前各派系的靈魂人物，立法院也是各
派系競逐最激烈的場所。
二、中央派系「地方化」？
民進黨執政後，配合原本執政的地方縣市；有論者指出在此政治情勢下，已
衍生成「中央派系地方化」的現象。例如在彰化縣，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後，目
前已形成以姚嘉文、周清玉為主福利國派系及以翁金珠為首新潮流派系的對立，
並表現在立法委員、縣議員、鄉鎮市長的選舉上，象徵民進黨的派系已地方化。
27

對此論點，容筆者有不同看法；因為這種以公職為首的人際結盟、互動關係
是否就能視為派系地方化？派系對立？不無疑問。畢竟地方的人際網絡與互動極
其複雜，非單純中央派系互動能解釋，28 而且中央派系與大部分地方政治人物的
互動關係並不穩定，是“case by case”，端視選舉時能否提供支援而定。29 因此
根據個別縣市狀況、且未確定其派系從屬關係（事實上，福利國成員名單並無彰
化縣議員）
，就認定上述情況為民進黨中央派系已逐漸「地方化」
，可能是較片面
的分析。
事實上，民進黨「地方化」與「收編地方派系」才是值得觀察的重點。執政
後，民進黨曾在嘉義縣舉辦「千人入黨」的活動，所增加的黨員絕大部分都是以
27

趙永茂，
「新政黨政治形勢對台灣地方派系的衝擊－彰化縣與高雄縣個案及一般變動趨勢分
析」
，政治科學論叢，第 14 期（2001 年 6 月）
，頁 165。
28
呂弦玲，組織變革中派系互動的影響及其相關機制的探討－以民進黨為例，國立政治大學心
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年，頁 85。此外，以彰化縣為例，最新的田野調察者就不全以派系
對立視之，而稱其為翁（翁金珠）派、姚（姚嘉文）派、江（江昭儀）派、邱（邱創進）派。杜
慶承，政權輪替對地方派系的影響－彰化縣個案研究，國立中正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年，頁 42-43。
29
台北縣議員沈發惠訪談，2002 年 6 月 27 日；前許信良特別助理劉坤鱧訪談，2002 年 9 月 2
日。此外，以基隆市為例，最新的田野調察者也認為在地方上或許可點名誰是那個派系的人，但
很難說民進黨中央的派系在地方也有這樣一個派系。郭中玲，民進黨中央派系地方化之研究－基
隆市的個案分析，2003 年台灣政治學會研討會論文，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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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長陳明文、立委張花冠為主的「嘉義林派」幹部、樁腳及支持者。對於這種現
象，外界認為民進黨想藉此擴充其原本缺乏的基層幹部實力，並進一步收編各縣
市的地方派系。30 而民進黨此種往地方「扎根」的做法，會有何種政治效應？是
否會衍生各派系在此議題上進行競逐？值得後續觀察。
三、「一人決策」與「派系集體決策」
如前所述，2002 年 4 月民進黨所進行的黨務改造，正是為建構適應執政時
期的黨政體制，也藉此讓派系分享陳水扁的執政權力。不過很可惜的是，這套以
中常會為主的「黨政同步」協調機制，31 並沒有良性發展成為府、院、立院黨團
的溝通平台；反而被形容成為聽訓、集體背書的國民黨式中常會，其原本政策辯
論的功能也遭到閹割。32 而且在黨內的權力結構中，原本由正義連線與新潮流所
形成的「主導聯盟」
（dominant coalition）
，也因農漁會金融改革議題而出現裂縫。
使黨政同步機制首度出現危機的議題便是 2002 年 10、11 月爆發的地方農漁
會金融改革風暴。在 12 萬農漁民的遊行壓力下，黨中央雖然廣發說帖力主改革，
但總統卻決定求和；當行政院宣布暫緩分級管理措施時，立法院黨團對此決定則
強力批判。接著，2003 年 3、4 月出現的南港科學園區展覽館、衛生署 SARS 防
治、新聞局媒體評鑑等議題，也出現府、院、黨與立院黨團立場不一的情況，具
體彰顯出民進黨在當前黨政協調機制上的錯亂。這些黨政不同步的情況，究竟出
了什麼問題？依黨內意見反映，主要就是集中在政策應由「一人決策」或「派系
集體決策」？33
雖然在執政後，派系在最高領袖主導及體認必須配合執政的情況下趨向弱
化；但必須注意的是，畢竟派系是民進黨權力結構的傳統，短期內仍不會因應執
政而消失。如前所述，新政府成立後很多部會首長非黨籍人士，已讓派系難以接
受，34 若此時藉由黨務改造仍未能分享陳水扁總統的權力（雖然黨章規定仍堅持
合議制的精神），而且政府政績仍未起色、陳水扁總統仍堅持「一人決策」時，

30

何榮幸，
「補強中層幹部 陳明文水漲船高」
，中國時報，2002 年 10 月 2 日，第 4 版。
目前民進黨的黨政協調機制，除了每週一次由總統親自主持的中常會外，尚有行政院、立法
院、中央黨部每週一次的黨政協調會報；總統和行政院長每週一次的政務會談；立法院黨團和行
政院各部會不定期召開的政策小組會議；行政院秘書長、各部會首長也常出席立法院黨團與立委
溝通政策意見。李心怡，
「黨政同步跌跌撞撞 決策機制仍須檢討」
，新台灣新聞週刊，第 356
期（2003 年 1 月 18 日-1 月 24 日）
，http://www.newtaiwan.com.tw
32
詹守忠，
「憂民進黨的人才反淘汰」
，中國時報，2002 年 10 月 11 日，第 15 版。施正鋒，
「不
『革心』
，談什麼興革！」
，聯合報，2003 年 1 月 12 日，第 15 版。
33
李心怡，
「黨政同步跌跌撞撞 決策機制仍須檢討」
；盧素梅，
「鞋匠之子意外從政 李俊意願
當民進黨的烏鴉」
，壹號人物，第 12 期（2003 年 1 月 10 日）
，頁 86。
34
張麗娜，
「李俊毅：阿扁模式深化 黨漸失主導性」
，東森新聞報，2002 年 9 月 28 日，
http://ettoday.com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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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系便不可避免會與陳水扁總統發生衝突，35 並要求政策的產出應透過派系的集
體協商。
2002 年 12 月，民進黨內傳出將強化現行黨政同步機制。由於黨籍立委對決
策普遍存有疏離感，因此該黨規劃將在黨政同步架構下成立新的黨政溝通機制；
不僅強化立委參與與溝通，並且提前評估重大政策效應，避免再度發生「政策急
轉彎」。36
2003 年 1 月 11 日、12 日，民進黨召開「執政興革座談會」，針對二年多來
的執政得失進行檢討。在該會議的進行過程中，立委砲聲隆隆，輪番指責行政院
未能有效施政，也沒有讓立委參與決策，徒讓立委成為表決、護航的工具。37 對
此，陳水扁總統坦言經過近半年的操作，目前黨內所實施的黨政同步只實現了「決
策程序」的黨政同步；如果要達到「政策內涵」的黨政同步，則還需要進一步的
深化，必須要讓整個執政團對對於施政重點與優先順序，有一致的認識。38 同樣
的是，張俊雄秘書長在總結論中也表示，民進黨執政後雖然嘗試過許多協調機
制，但因受限於該黨的民主傳統、相對弱勢的黨中央等結構性因素，因此迄今仍
無法盡人如意，也無法讓各大部門的步調一致。39 另外，行政院長游錫 則回應，
目前早已有行政院與立法院的協調機制，只是未被落實。40
在此同時，黨團三十幾位跨派系成員提出「對於執政興革座談會立法委員之
共同意見」，41 要求總統府應成立「政策政治評估小組」，針對每一施政做政策、
優先順序、政治利弊得失及操作的安排。42 主導的立委李文忠更強調，其實政策
評估小組只是包裝，真正重要的是政治評估工作，就像是擴大總統的幕僚群一
樣，可以讓總統學習與人分享權力。43 不過，這項提案被陳水扁總統認定是「恢

35

羅如蘭，
「執政黨決策機制出了什麼問題？」
，中國時報，2002 年 11 月 25 日，第 3 版。
何榮幸，
「黨政同步 將強化機制」
，中國時報，2002 年 12 月 11 日，第 2 版；何榮幸、陳嘉
宏，
「調整黨政同步 執政高層密商」
，中國時報，2002 年 12 月 19 日，第 4 版。
37
郭瓊俐，
「爭取參與決策 執政黨立委輪轟政院」
，聯合報，2003 年 1 月 13 日，第 2 版。
38
新聞中心，
「民主進步黨『執政興革座談會』開幕典禮主席致詞稿」
，2003 年 1 月 11 日，
http://www.dpp.org.tw
39
新聞中心，
「執政興革座談會綜合座談 張秘書長總結結論」
，2003 年 1 月 12 日，
http://www.dpp.org.tw
40
郭瓊俐，
「爭取參與決策 執政黨立委輪轟政院」
。
41
這分提案，主要由立委李文忠國會辦公室所研擬，最早可追溯自農漁會大遊行之後，一份名
為「強化黨政協調機制的幾點建議」
，文中指出像李庸三這樣的專業人才，並無法預先推演政治
智慧，所以提到設置評估小組的必要性。張楊乾，
「李文忠版『政策評估小組』 白忙一場」
，新
台灣新聞週刊，第 356 期（2003 年 1 月 18 日-1 月 24 日）
，http://www.newtaiwan.com.tw
42
此小組規劃由總統召集，組成成員亦由總統指派，包括一、具備職務代表性，例如府、院、
黨、黨團之代表；二、總統信任之人；三、視議題需要由總統指定之人。相關資料之提供：立法
委員李文忠國會辦公室。
43
張楊乾，
「李文忠版『政策評估小組』 白忙一場」
。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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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九人小組」，而其他立委成員則認為不足以代表黨團意見，且有疊床架屋之虞
（福利國立委之看法），44 因此經黨內中常會討論後，決議不再另立「政策政治
評估小組」。但值得注意的是，該次中常會為強化立委的參與空間，也作出以下
黨政互動的新安排：包括立院政策小組應定期開會；總統府代表可出席黨政協調
會報；立法院黨團會議由政院秘書長提升到副院長，必要時行政院長也需出席。
45

事實上，當執政興革座談會召開時，三十幾位立委除了提出政策政治評估小
組的建議外，也曾發表一段發人深省的言論：46
「從亞、拉、非等第三波民主國家之經驗顯示，威權或極權政黨被原先的在
野黨推翻後，這些甫上台的執政黨在 5 年到 10 年之中便交出執政權。其主要原
因在於即將降臨的民主並不能為這個國家所面臨的重大社經問題提供解決方
案，…因此革命政黨領導者的執政效能快速下降，常常反被視作狂妄、無能，甚
至是兩者兼而有之的政治生手。最後便會發生二次政黨輪替，原先的威權政黨再
度執政。」
民進黨的執政是否會走上這種發展循環？尚無法預測。不過，該黨人士都承
認到目前為止，政府的表現並不令人滿意。47 民進黨政府施政不佳的原因很多，
筆者無法一一細數，在此僅就其黨內派系問題提出檢討與建議。
執政後，民進黨內派系及其互動應如何定位？並有助於執政成果落實？是該
黨在處理黨政運作時最重要的課題。筆者認為，派系是民進黨內極為特殊、根深
蒂固的權力結構，雖然在執政後逐漸走向弱化，但事實上卻難以消失，甚至造成
黨內對立、衝突與分裂；因此與其提出提出道德指控，或者假裝不見，倒不如實
事求是面對問題。48 在此認知下，如何承認並接受派系的存在為其組織必然具有
的特性，並嘗試使派系活動遵循某種規範運作，且賦予派系彼此之間某種建制化
的關係，49 是該黨菁英不得不面對的課題。
換句話說，如何在黨章及黨團規程中作出必要的制度安排（公開、溝通、協
調、信任及共識形成的機制），使派系領導菁英藉由密切的互動與參與降低彼此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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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曉荷、郭瓊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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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報，2003 年 1 月 15 日，第 4 版。
45
張麗娜、吳育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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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日報，2003 年 1 月 22 日，第 1 版。
46
相關資料之提供：立法委員李文忠國會辦公室。
47
相關資料之提供：立法委員李文忠國會辦公室。
48
郭正亮亦有相同看法。郭正亮，民進黨轉型之痛（台北：天下遠見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第 1
版，1998 年 5 月 20 日）
，頁 239-240。
49
林勁，「民進黨的派系鬥爭及其對三屆立委選舉的影響」
，台灣研究集刊（1996 年第 1 期）
，頁
57；呂亞力，政治學（台北：三民書局，再修訂初版，1991 年 4 月）
，頁 247；鄭聲，警告民進
黨，頁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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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的相處成本，並促進派系之間的互動走向「例行性」（routine）的協商，筆
者認為這是處理派系問題時最好的思考途徑。而且最重要的是，地位最高的政治
菁英－總統必須有一深刻體認，即執政人事、權力必須與派系共享；否則在執政
過程中，不可避免地都會面臨派系的挑戰與抵制，而這對個人的黨內威信也絕對
是重大的損傷。
事實上，民進黨內除了例行的的中常會、中執會外，也屢屢出現過相關的派
系協調、決策機制以補強體制內運作的不足。例如第三屆立委選後，黨內為應付
國內政情可能發生的變局，曾組成類似黨內派系領袖會議的「新政局因應小組」
，
以派系協商性質的開會方式，研擬二月政改及六月政改的相關策略。由於該小組
功能為促進派系共識，中常會對其建議都能言聽計從。50 其次，在施明德擔任黨
主席時，也曾透過召開派系領導人會議以解決黨內紛爭。51
執政後，立委洪奇昌亦曾建議民進黨應建立「以陳水扁總統為中心的集體領
導」體制，即由陳總統或黨主席出面，邀請黨內領導人與各派系領袖，以總統連
任及民進黨長期發展為前提，整體協商黨政重要職務，以維繫民進黨執政，擴大
民主改革成果。對此，雖然黨內人士（福利國蘇貞昌、正義連線高志鵬、新世紀
陳昭男）表示這很容易被外界認為是「和稀泥、擺位置、政治分贓、違反黨內民
主精神」；52 但筆者則認為，洪奇昌這種看法正是尊重總統權威、又兼顧固有派
系共治傳統的適當提議，值得黨內人士謹慎考慮與採用。而往後民進黨如何在職
務及權力安排上考量派系的存在，並給予適當的參與空間，絕對是每個領導人都
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畢竟，派系政治是民進黨權力結構的本質，在可預見的未
來，它都不會消失。

50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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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威晶，
「未及『朝野共治』 黨內『派系共治』很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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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八十年代發刊詞

共同塑造我們的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就在眼前，我們要撥開雲霧，迎向前去，以我們的智慧共同來塑造
這個新年代。
過去的十年，世局有很大的變化。冷戰被和解所取代，越戰停止帶來越南淪
陷的慘劇，以埃由對立而簽署了合約，石油輸出國家不斷以石油為武器干預國際
經濟的正常運行。這些變化在在表現我們係處在一個動態的、變動的世局之中。
由於世局的變動，我們也面對著若干劇變，由退出聯合國、形式外交的減縮至中
美斷交，帶來許多不定的因素。
未來的十年，就我們現在知識所及的範圍，世局依然蘊藏著不斷變動的因
素。這些變動更可能加重我國國內不定因素的變化程度。面對這些不定的變化，
儘管少數人會失掉信心而思逃避，在過去、現在乃至於未來，遠走高飛。但是我
們深信，絕大多數人會如同我們一般，都會熱愛家國鄉土，發揮所有的智慧和意
志，為大家共同的幸福而奮鬥不懈。
我們深信，群眾的力量可以共同塑造未來。在變動的世局中出現的國內不定
因素，係源於全社會未能平衡發展的結果。在我們的生活體驗中，我們看到整體
經濟有長足的進步，諸如對外貿易的擴張、工業生產的增加；但是，我們也看到
各個部門間的不平衡進展，諸如都市和鄉村的發展差距、中央和地方的資源運用
權力差距、社會福利和社會安全的欠缺。更重要的是，政治、社會、教育、文化
等不能隨著經濟發展而調整，這種非經濟面的不平衡發展，才是不定因素的根
源。我們若要塑造一個可供生存的安定而和諧的未來，我們便必須指陳這些社會
不平衡的缺失，進行必要的調整行動。
我們深信，絕大多數人都希望過自由民主方式的生活。這種生活方式的根本
原則在於積極的參與、或是智慧的參與、或者是生產的參與、或者是享受的參與，
都是自由民主的表現。現在和未來，每個人由不同的領域參與社會發展，並享受
社會進步的果實。更重要的是，每個人都得由個別所處的角度觀看到社會的進步
及其不平衡，都能體味到進步中的缺憾。評估與讚揚進步，指陳缺憾和探討興革
是智慧的參與，是自由民主生活方式的一部份。
我們深信，這是一個集體參與的時代，是一個群眾智慧的時代，不是一個敲
鑼打鼓、捧拜英雄的時代。在變動的世局中，我們不願被任意擺佈，我們必須爭
取生存的權利。在不定因素加劇的時節，我們不能因驚慌而逃避，我們必須開創
安定生存的機會，這種權利和機會不屬個人，而是全體國民的。我們必須覺悟到，
只有透過參與才能把許多個人對權利和機會的主張，融合成整體的權利和機會的
主張。在這裡，我們提供了一個論壇，給每一位願意表達意見的個人，作為其智
慧參與的園地。我們希望，在自由討論中，塑造安定而和諧的生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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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深信，時間是一項重要因素。就我們的智識範圍，多年來，在各個不同
的時期，有許多人曾經一再指陳我們所生活的社會中的弊端，也曾經提出改革的
主張，但都隨時間而淹沒。現在，世局的變動正在加劇，時間或許仍會再度淹沒
改革主張，卻可能同時埋葬我們的生存機會。在這種決定性的時代，我們必須運
用集體的智慧，積極爭取決定我們自己命運的權利。所以在這裡我們提供了一個
公開的園地，歡迎大家共同用集體的智慧，來塑造我們共同的八十年代。
資料來源：八十年代，第 1 卷第 1 期（1979 年 6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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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美麗島發刊詞

共同來推動新生代政治運動
今年是決定我們未來道路和命運的歷史性關鍵時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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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來臨之前，抉擇我們未
來的道路。歷史在試煉著我們！
中美斷交宣告國民黨政府三十年來外交政策的全面破產，它使國民黨政府面
臨統治台灣三十年來最大的政治危機。
在這同時，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在台灣各地熱烈展開，這是三十年來台灣
地區人民大眾，高昂的參政意願與熱情熾熱燃燒的具體呈現。
國民黨政府面對這一熱烈的選舉運動，在其政治危機來臨時驚慌失措，急急
忙忙下令停止選舉，並施展一連串高壓手段，企圖摧毀這一股名主運動的洪流，
這造成半年來我們社會的緊張不安。
然而，民主不死，選舉萬歲！
我們勝人民大眾高昂的參政意願和熱情鼓舞，堅信民主是這個時代的潮流，
擋也擋不住！所以毅然創辦《美麗島》雜誌來推動新生代政治運動！
玉山蒼蒼，碧海茫茫，婆娑之洋，美麗之島是我們生長的家鄉。我們深愛這
片土地及啜飲其乳汁長大的子民，更關懷我們未來共同的命運。同時，我們相信，
決定我們未來道路和命運，不再是任何政權和這政權所豢養之文人的權利，而是
我們所有人民大眾的權利！
我們即將來臨的世代，生機盎然，波瀾壯闊，比以往任何時代都來得優秀，
但是，因為它的視野太過遼闊，使得傳統留給我們的軌道、原則、規範、理想都
顯得狹隘，不敷應用。從過去，我們無法找到引導的方向，我們必須獨自尋找、
創造我們未來的命運。
三十年來，國民黨以禁忌、神話隱蔽我們國家社會的許許多多的問題，扼殺
了我們政治的生機，阻礙了社會的進步。因此，我們認為在這個波瀾壯闊的新世
代到來之前，我們必須徹底從禁忌、神話中解脫出來，深入、廣泛地反省、挖掘、
思考我們國家社會的種種問題，有賴於一個新生代政治運動的蓬勃推展。
我們認為：在歷史轉捩點的今天，推動新生代政治運動，讓民主永遠成為我
們的政治制度，是台灣一千八百萬人對中華民族所能做的最大貢獻，更是我們新
生代追尋的方向。
俄羅斯大文豪托爾斯泰說：
「歷史事件中，所謂偉大人物應該是無關重要的。」
新生代政治運動追尋一個更合理的社會，這要由我們所有新生代一齊來奮鬥，來
共同衝破歷史積累下來的黑暗與腐敗。
《美麗島》雜誌的目標，就是要推動新政帶政治運動。我們將提供廣大的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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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給所有不願意讓禁忌、神話、權勢束縛，而願意站在土地上講話的同胞，共同
來耕耘這美麗之島。
讓我們共同來深深挖掘我們自己的土地，期待一個豐收的明天 — 自由民主的
花朵開遍美麗島！
資料來源：美麗島創刊號（1979 年 8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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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七十二年黨外人士競選立委後援會」組織章程
〈1983 年 9 月 10 日〉
(一) 後援會之組織
甲、中央後援會：大會—選執行委員九人—互選二人為召集人。
乙、地區後援會：大會—選執行委員七人—戶推二人為召集人。
丙、參加本屆選舉之候選人不得選為執行委員。
(二) 後援會之成員
甲、中央後援會
1. 現任黨外中央民意代表
2. 現任黨外省議員
3. 現任台北市及高雄市黨外市議員
乙、地區後援會
1. 黨外現任民選民意代表
2. 黨外民主運動有卓越貢獻者
3. 前二款細則由各地區籌備會自行擬定
(三) 後援會之任務
甲、中央後援會之任務
1. 決定各地區推薦候選人名額
2. 設計競選策略
3. 擬定共同政見
4. 協調分配助選員及文宣人員
5. 公佈推薦候選人名單
乙、地區後援會之任務
1. 辦理候選人登記
2. 召開協調會
3. 投票選拔候選人
4. 協助候選人聯繫地方支援
5. 協助候選人監督投開票工作
6. 協助候選人宣傳及其他行政工作
(四) 黨外候選人產生之程序
1. 由中央後援會決定推薦候選人名額
2. 地區後援會由各地區現任民意代表籌備、召集並辦理候選人登記
3. 由各地區後援會召開協調會
4. 協調無結果，遊地區後援會投票選出候選人
5. 投票方式以無記名單記法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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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後援會成員及黨外候選人應遵守之事項
1. 經協調或投票產生之候選人，由中央後援會推薦，後援會成員不得
提出異議，並予以全力支持。
2. 參加登記而未獲得推薦之黨外人士，為全民共同理想，應遵守協調
或投票之結果，放棄競選。
3. 未獲得推薦之黨外人士如堅持參加競選，後援會成員不得為其助選。
4. 黨外候選人不得賄選。
5. 黨外候選人不得相互攻擊。
(六) 中央後援會設顧問委員會，由專家學者和黨外雜誌代表推選一位代表組織
之。
資料來源：暖流，第 3 卷第 3 期（1983 年 9 月）
，頁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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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黨外編輯作家聯誼會章程
（1983 年 9 月 9 日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定名為黨外編輯作家聯誼會
第二條：本會為學術性、聯誼性、批評性之團體。
第三條：我們的基本共識：
以和平方式促進台灣之民主政治，確保人權，台灣之前途應由
台灣全體住民共同決定。本會會員應以文章或其他方式表達前
項共識。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凡認同本會基本共識之黨外編輯作家得加入本會為會員。
第五條：經會員二人推薦，並經大會出席二分之一以上通過者，得為本
會會員。
第六條：本會會員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喪失其會員資格：
1. 自願退出者。
2. 未繳會費者。
3. 違背本會基本共識，經紀律委員會提出，提大會出席二分
之一通過，開除其會籍者。
4. 凡黨外雜誌之社論違背本會基本共識，經紀律委員會提
出，提大會出席二分之一通過，開除其發行人、社長、總
編輯會籍者。
第三章
組織及職權
第七條：本會以大會為最高權力機關。
大會之職權如左：
1. 訂定及修改章程。
2. 議決重要會務。
3. 選舉會長、副會長及紀律委員。
4. 審查會員入會資格及財務支出預決算。
5. 議決開除會員資格事項。
6. 對黨外重要事項之建議與修正之決議，得發表共同聲明。
第八條：本會設會長、副會長各一人，紀律委員會委員五人，猶大會已
無記名投票產生。但現任公職人員不得擔任本會會長、副會長。
第九條：大會下設秘書處、學術組、財物組、康樂組、公共關係組。秘
書處設總幹事一人，各組設召集人一人，由會長指派，經紀律
委員會同意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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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任期集會期
第十條：會長、副會長、紀律委員會任期半年，不得連任。上述人員之
選舉，除首任外，於就任前三個月選出。
第十一條：大會於每月第一個星期日召開。
經會員三分之一以上提議，得召開臨時大會。
會長認為有必要時，亦得召開臨時大會。
第五章
權力與義務
第十二條：會員有參予會務，發言、表決之權。
會員有選舉、罷免之權。
第十三條：會員有繳納會費之義務：
1. 會員入會費每人新台幣五百元。
2. 會員常年費每年四百元，半年繳納一次。
3. 會員繳納會費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還。
第六章
財物及會章之修改
第十四條：本會財務如左：
1.會員繳納之入會費、常年費。
2.其他收入。
第十五條：會章之修改，需有大會二分之一以上出席，經三分之二通過。
資料來源：生根，第 17 期（1983 年 9 月 25 日）
，頁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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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
新潮流叢刊發刊詞

重建新的反對事業
這是渴望奇蹟的時代，也是極端幻滅的時代。
掙扎生存了三十多年的此時此地的人群，由於長期難以抒解的憂患與氣悶，
他們十分脆弱、他們也過分敏感，任何的風吹草動都足以牽動深沉的危機意識，
任何的小變小故，也總能掀起一番生死攸關的騷動。
一九八四年的五、六月之交，已是國民黨政權從中國大陸遷台的第三十五個
年頭。台灣島上第七任總統與副總統各就各位，而所謂的新內閣亦在一片諂媚和
奉承中粉末登場。黨營報紙帶頭歌頌：偉大的蔣經國時代就要來臨。御用學者也
跟著讚不絕口，說什麼掌握新機運、開創新局面……。
其實，這一切的一切都只顯示了渴望奇蹟的浮誇心態，以及相對於奇蹟趨向
幻滅的虛脫心理。
對於所有以全生命、全意志投身於台灣民主運動浪潮裡的真誠之士，英勇渝
掙扎上述奇蹟與幻滅、浮誇與虛脫的煙霧瀰漫陷阱，毫不容情地直指國民黨的統
治性格，痛切地澄清黨外政團的面貌，為現階段的民主運動進行歷史定位，以便
一步一腳印、一鋤一秧苗地江台灣人民的抗議運動、反對事業從頭做起。
我們要明白的指出：三十多年來，壟斷台灣政治權力的是一個封閉的小集
團。這個小集團的權力基礎是建立在個人權威的絕對效忠之上，是以家族和裙帶
關係作為瓜分權力的階梯，以陰謀推測的統治手腕，壓制異己，鞏固政權。
然而歲月不饒人，當這個權力核心集團的老大逐漸凋零，他們的第二代由於
長年的庇蔭攀援，卻隨之進入權力的核心。另外由於社會經濟結構的變遷，這個
原本極端封閉的小集團，難免亦摻入部分不甚重要的新成份，如：技術官僚、御
用學者以及本地官宦世家的後代等等。因此這個權力核心的外在表相，或許稍呈
變化，但是其權力本質與運作方式，卻始終如一。
國民黨的統治性格
我們細查：三十多年，這個小集團及其無數的附庸不斷擴張其權勢，滲透入
台灣社會的每一角落，控制著台灣社會的每一階層。它侵蝕了每一個行業 — 從行
政、司法、教育、文化、學術、醫療以致新聞界、演藝界等等，造成各行各業專
業水準的低落、職業道德的淪喪。它又縱容資本家破壞我們的生態環境，縱容官
僚摧殘我們古蹟文物，縱容色情、暴力泛濫。它的權力愈鞏固，我們的社會也趨
糜爛。
在看：三十多年來，這個統治集團，是如何爪牙漫深地控制著人民生活的每
一層面，監視住人民的一舉一動？ 它無恐不入，它肆意干涉，到處桎梏著人民
的智慧，到處挫折著人民的感情，到處壓抑著人民的心聲。它刻意造就一群自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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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利、畏縮、猜忌、享樂主義的順民。三十多年以來，統治集團就是這樣不斷地
塑造著人民，徹底摧毀了人民的尊嚴與信心。
概括國民黨統治台灣三十多年，由於這個小集團對內的封閉，對外的壓制，
它堵塞了一切意見表達的孔道。它感受不到社會大眾普遍要求變革的呼聲。它唯
一意識到的則是內外危機四伏，然而它又沒有足夠的膽識與能力去面對、去解
決。三十多年來，諸如：攸關全體人民命運前途的台灣國際地位問題，我們看不
到任何突破性的決策，看到的指示挫敗與欺瞞；對於攸關全體人民生活繁榮的經
濟轉型問題，我們也看不到任何富有想像力的作法，看到的指示口號與盲動；對
於攸關全體人民安全的福祉的社會資源公平分配的問題，我們更看不到所謂正義
仁愛的措施，看到的仍然是教條與推託。
當民主運動低吟不前
國民黨長期統治台灣的結局，既是政治權力壟斷、經濟發展退潮、社會生機
腐敗，統治當局又拒絕面對這重重的危機，我們廣大的台灣人民為了自身的命
運、福祉與尊嚴，不得不勇敢地逼視這接踵而至的一切挑戰。因此現階段台灣黨
外運動的首要課題，及是如何從根救起吾土吾民。
痛切反省長期以來以選舉與公職掛帥、以山頭主義為主導的黨外運動，投入
近年浪濤洶湧的時代裡翻滾、試煉，在在皆已暴露了它的侷限與落伍。所以我們
鄭重主張打破框框，豎立新規範，另起爐灶，從頭幹起。
我們之所以反對公職掛帥，主張掃除山頭主義，簡述理由如次：
其一，我們認為面對國民黨這樣無所不在的政權，僅僅透過選舉活動，專走
議會路線，勢必曠日持久，徒勞無功。因為議會根本就不是現今台灣政治運作的
重心，在議會路線上也絕難觸及政治問題的癥結。況且一個以選舉與議會活動為
唯一內涵的反對運動，更可能在無形之中助長了國民黨萎異「法統」的合法性。
其二，我們察覺在以往無數場的選舉中，提供了太多的妥協、軟化以及墮落
的誘因。一個以選舉公職為唯一主導力量的反對運動，頂多只是造就了一批菁英
分子。菁英在滿佈誘惑的途中，極易妥協、軟化、放棄理想，以致於少數喪失理
想的政客誤導了整個運動的方向，這是民主運動的墮落。
其三，我們唯恐山頭主義瓜分了黨外原本就極其有限的政治資源；我們更擔
憂公職掛帥阻擾了眾多仁人志士的獻身之路。不打破這些，我們的運動就無法拓
展開放多元的途徑，進行深入普遍的社會動員工作。
以上正是美麗島事件之後，台灣民主運動發展的偏頗路線。五年以來，我們
看到太多的黨外人士當選與落選，可是民主運動依然低吟不進；五年來，我們也
看到太多的黨外雜誌起滅，可是雜誌依然是個人手中的工具；五年來，我們更看
到黨外內部太多的爭議和衝突，可是卻一樣看不到任何有效推展運動的具體方
略。
三十多年來，國民黨仍然頑強地延續著它的封建本質，不肯悔改。而黨外的
反對運動也依然徘徊在歧路街頭，在選舉、山頭與雜誌三部曲間，輪迴不已。然
而正當黨裡黨外都在歷史循環的老路上載浮載沉、正當民主運動長期停滯不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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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台灣的內外危機並未停止，人民的期待、不安與煩躁也並未停息。審視世局，
台灣還能有多少時日開拓命運與前程？民主運動也還能有多少時日掙扎前進
呢？真是時不我予！
將反對事業從頭做起
為今之計，我們唯有以爭取時間來換取生存空間。基於台灣社會內外危機的
迫切，基於對台灣民主運動停滯不前的反省，更基於對運動中空洞議論的不耐，
我們一群以自由民主為目標、以社會正義為信念的年輕人，及時集合起來，以實
際行動創辦了這份雜誌。
這份雜誌的內部，一切遵循民主的程序，所有的立場、主張和重大決策皆經
研討與表決，然後加以推行。沒有任何個人可以控制這份雜誌，也沒有任何個別
的意見可議主導這份雜誌，除非它受到全體成員的議決同意。因此這份雜誌的目
的不在另立山頭，而在結合所有愛好民主自由的人士共同奮鬥。它絕不諂媚當權
者、不攻擊同志，而是要匯集一切有助於台灣民主、自由與繁榮的言論與智慧。
對外，我們主張：選舉只是民主運動的一個環節，議會路線應與群眾路線相
調和。亦即現階段的台灣民主運動必須和吾土吾民作持續不懈、緊密貼切的結
合。由此出發去建立更廣泛的社會基礎，去動員更深入多元的社會力量。
我們深信，唯有透過以上內外相互運作的方式，今日台灣的反對運動才不致
於墮落，不致於為個人所壟斷和誤導，民主運動也才有可能真正的成長。處於民
主運動尚待努力灌溉茁長的現階段，我們呼籲散居各個角落、愛好自由、崇尚民
主的朋友，大家一起共同推展一個沒有私人利益、只有民主理想，不受個人壟斷、
只受人民指引的民主運動。
在此，我們重申堅定不移的信念：台灣的民主運動必須和群眾運動相結合，
在運動中學習、在群眾中成長。
我們宣言：這份雜誌永願要為民主運動服務。
我們高舉：追求台灣人民的自由、平等、尊嚴和繁榮的崇高旗幟，前進、前
進、在前進！
資料來源：新潮流叢刊，第 1 期（1984 年 6 月 11 日）發刊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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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

踏出民主的一小步—簡介新潮流的內規
(1984 年 6 月 1 日)
任何政治團體，都必須面對組織的問題。組織的問題可以從兩方面來談：
(一) 組織內部的權力分配和工作分配；
(二) 組織內成員在看法和步調上的齊一。
本刊同仁對這兩個問題作深入的討論，達成了一些決定，作為本刊內部組織
的原則，在此向關心的讀者們作一些報告。
權能區分
在權力及工作的分配上，本刊希望能盡量做到權能區分的原則。權力問題牽
涉到的，主要是編輯方針及言論立場的問題，這些問題我們完全交付編輯會議討
論議決，由全體同仁參加，共同負起責任。各個同仁所負擔的不同工作，則是完
全是行政上執行性質的工作，不因職務不同而有較多或較少的權力。我們堅持在
刊物內部權力屬於全體同仁，按照一人一票的原則，在編輯會議中運用這項權
力，任何分工，都純屬技術上的分劃，和權力無關。
至於刊物內成員如何在看法和步調上取得一致，我們有下列的看法。
民主與齊一
一個政治團體追求目標和步調上的一致，其目的在於集中力量，也為了形成
鮮明的性格，以對全眾產生號召。但是一個團體中各個人的想法總有差異，要如
何才能取得這種一致呢？
在家長制和權威色彩較重的政治團體中，這種齊一性往往是由領袖或一小撮
核心份子自上而下強加到其成員身上的。在歷史中做常見到的便是這種型態的政
治團體，因為在短時間之內，它具有最高的效率。但是長期而言，它會癱瘓掉大
多數成員的自發性和參與感，它會為領袖的錯誤付出龐大的代價，最重要的是它
根本違反了民主的原則，把團體內多數人變成了少數領袖的工具。這種傾向在歷
史中一再釀成悲劇，不用我們在這裡多說。
在組織原則比較合理的政治團體中，顯然應該透過民主程序達成決議，以求
方向和步調的統一。成員們應該得到充分的訊息，經最大程度的討論，然後一多
數決的原則形成決議。但是不少這類的政治團體，即使在開始的時候採用了這種
民主的程序，但是因為太過追求統一性，逐漸形成「多數的暴力」，在團體內部
開始排斥持異議的少數，甚至視他們為內部的敵人，壓制他們的言論權甚至存在
權，最後形成「一言堂」，走回家長制或權威團體的老路。
有意義的少數
作為一個袖珍型ㄉ的政治團體，本刊體認到必須有齊一的立場和步調;不過
我們也決心在可能的範圍內，要有最高程度的內部民主。我們希望透過民主的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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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和票決程序，在每一項問題上盡量取得社內最大多數同仁的共同看法。但我們
認為這樣還不夠：民主是達成決議的最合理手段，而不是壓制多元主義的工具；
我們認為少數人應該服從多數人的決議，但我們不相信多數人因此便有權力壓制
少數人的不同意見。因此，我們提出了「有意義的少數」這個概念。
所謂「有意義的少數」是說在某一項問題上，即使透過民主程序取得了多數
的議決，但只要持異議的人數超過四分之一，這些人的意見便構成「有意義的少
數」。多數的決議當然成為本刊的正式意見，但「有意義的少數」有權利在本刊
篇幅中陳述他們的反面意見。在行動上少數派有義務接受多數決議的拘束，但他
們的意見在刊物中及社內有充分的存在權利。
這種安排也許瑣碎，但我們有幾個用意：
(一)

我們肯定民主的價值，但我們相信多數人也會犯錯。讓少數派的異
議有存在的權利，就是讓整個團體不斷有反省和改正錯誤的機會。

(二)

我們需要意志力和力量的集中，但我們深信，這種集中必須以容忍
和尊重為基礎。不同意見的存在，是促使一個團體進步的原動力；
肯定少數人持有不同意見的權利，不僅是尊重和容忍少數，也是讓
少數派在團體中發揮正面作用的契機。

我們相信意見的多元性和組織的開放性，是一個團體的生機所繫。
民主的效用非但不能妨礙到多元性的存在，反而應該助長這種多元
性的存在。唯有如此，民主才不會被誤用，才是我們整個黨外運動
所應該全力以赴的目標。
我們為什麼沒有公職人員
此外，我們並沒有邀請黨外公職人員參加，因為我們認為：
國民黨對權力結構的執著，以及他所擁有的強大壟斷力量，使得台灣的民主
化僅能依賴大規模的群眾運動。畢竟，目前唯一不受國民黨壟斷的社會資源，就
只剩廣大的民心。群眾運動意味運動的領導者願意為大多數民眾的利益，採取實
際的行動，與民眾一起奮鬥。而所採取的行動，依策略的需要，並不必然要走上
街頭。事實上，走上街頭也並不必然等同於群眾運動；領導者若無視民眾的利益，
只是企圖「利用」民眾的熱情，使民眾跟隨領導者走上街頭，為領導這追求私利
壯聲勢，那麼這種行動，仍然不脫「菁英統治」的活動範圍。
長期以來，不論是在議壇裡，或是在街頭上，「黨外」的公職人員已有太多
人表現出「精英政治」的特性，嚴重妨害群眾運動的推展與成形，間接使台灣的
民主化更加不易實現。少數有意從事群眾運動的黨外公職人員，或者礙於選舉的
限制，必須為照顧許多個人的毅力而受困擾；或者礙於本身的職責，必須為諸多
公事而奔波，無暇從事其他型態的群眾運動。對於第一類的「黨外」公職人員，
我們呼籲大家共同努力讓黨外陣營儘早將之淘汰。對於第二類的黨外公職人員，
我們希望大家除了要愛護他們之外，還能繼續鞭策他們，使他們不望投身運動的
初衷，並表現得更好。這是我們沒有邀請黨外公職人員加入行列的第一個理由。
此外，面對台灣社會的逐漸多元化，黨外在人力資源的分配上，也必須作相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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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的調整。黨外如果仍然無法分工，無法擺脫「唯公職人員馬首是瞻」的做法，
誤把公職人員等同於一切的「專家」，黨外江無法克服複雜社會的挑戰，也將無
法滿足民眾逐漸多樣的要求。讓黨外非公職人員獨立工作，視擴大黨外觸角，從
而擴大黨外民眾基礎的一個開始。這是我們沒有邀請黨外公職人員加入行列的第
二個理由。
第三，黨外人士間的「同志愛」，除了有賴黨外人士在主觀上的規範性要求
之外，主要的，必須從此彼此獨立、互相呼應的實際工作模式中培養出來。缺乏
此種工作模式，黨外最多只能培養出良好的「主從關係」。為了使運動幹部間平
等互重的倫理關係能夠落實，因此我們沒有邀請黨外公職人員加入行列。
基於上述三個理由，「新潮流雜誌社」裡沒有公職人員。但是這並非表示我
們與黨外公職人員為敵，我們只是想嘗試經由黨外公職與非公職人員之間的相互
督促、互相學習，使黨外能夠壯大，使台灣的民主化早日實現。
資料來源：新潮流叢刊，第 1 期（1984 年 6 月 11 日）
，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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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7

黨外公職人員公共政策研究會章程草案
(1984 年 3 月 11 日)
章程草案
第一條
第二條
第三條

黨外公職人員公共政策研究會(以下簡稱本會)，以研究公共政策及推
動民主政治為宗旨。
認同本會宗旨之歷任黨外公職人員得加入本會為會員。
本會會員之權力如左：

第四條

(一)發言權及表決權。
(二)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三)相受本會所提供之各種福利。
本會會員之義務為：

第五條

第六條
第七條
第八條

第九條

(一)遵守本會之章程。
(二)擔任本會所指派之工作。
(三)繳納本章程所定之各項費用。
(四)至少加入一委員會推動會務。
(五)參加本會各種例會及參會。
會員得隨時以書面向理事會聲明退費。
會員經通知繳納各項費用逾期而不繳納，或連續三次無正當理由未出
席大會者，理事會得決議將其停權，並提交會員大會予以除名，但在
會員大會為決議除名前，已繳清所欠費用者，准予復權。
會員之行為有損及本會會譽者，得由理事會提及會員大會決議後除
名。
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意思機關，理事會為執行機關，監視會為監察
機關。
會員大會由理事會每年召集一次，必要經理事會決議或會員五分之一
以上提議，理事會應召集臨時會員大會。
理事會設理事五至九名，由會員大會直接選出，任期二年，連選得
連任。
理事長任期二年，由理事互選之，連選得連任一次。
理事會執行本會各項會務，每二個月由理事長召集一次，必要時得召
集臨時理事會。
理事長依理事會決議綜理會務，並對外代表本會，理事長不能執行職
務時，由理事長指定一人代理之，如未指定代理人時，由理事會互推
一人代理之。理事無故連續二次不出席理事會者，視為當然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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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監視會設監視三人，由會員大會選舉之，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並
互選一人為常務監事。
監視會由常務監事召集之。
第十一條 本會設秘書長、財務長各一人，並得聘請專職秘書若干人，由理事長
提名經理事會通過聘任之。
秘書長受理指令處理本會各項事務性工作。
財務長受理事長指揮，負責財務事宜及編列本會全年度之預算及決
算。
第十二條 本會設國際事務委員會、人權保障委員會、政治體制委員會、社會經
濟委員會、協調發展委員會及圖書資料委員會。
前項委員會得經理事會出席理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增減之。
第一項各委員會應設主任委員一人，由理事會選任之。
第十三條 各主任委員應於年度開始前擬妥當年之工作計劃及預算彙集秘長、
財務長整理後，提交第一月份理事會通過後執行。
第十四條 本會得聘請專家學者為顧問。
第十五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左：

第十六條
第十七條

(一) 會員入會費。
(二) 會員年費。
(三) 自由捐贈。
(四) 其他收入。
本會會員應繳納入會費新台幣壹萬元，每年應繳納年費壹萬元。
本會章程經本會會員大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資料來源：臺灣年代，第 6 期（1984 年 3 月 11 日）
，頁 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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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8

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組織規程
一九九三年元月十七日第二屆立法院黨團成立大會制訂
一九九三年三月三十日第二屆第一會期第七次黨團會議修正第八條、十一條及十二條
一九九八年五月五日第三屆第五會期第六次黨團會議修正第六條、第九章章名、第廿三條；增訂
第廿三條之一、第廿三條之二
一九九八年五月十九日第三屆第五會期第七次黨團會議修正第四條、第六條、第十四條；增訂第
五條之一、第十條之一、第十八條之一、第廿一條之一、第廿四條之一
一九九八年九月十日第三屆第六會期第一次臨時黨團會議增訂第六條第一項第四款
一九九九年八月三十日第四屆第二會期第一次黨團會議修正第六條第一項第四款
二○○○年六月十三日第四屆第三會期第八次黨團會議修正第六條第二項與第三項、第十四條第
三項、第十八條之一
二○○一年六月一日第四屆第五會期第九次黨團會議增訂第廿三條第三項
二○○一年十二月廿五日第四屆第六會期第五次黨團會議修訂

第一條
第二條

第一章
總 則
本規程依據民主進步黨黨章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制定之。
黨團之最高意思形成權屬於黨團全體成員。
第二章

黨團成員

第三條

凡具有左列資格之一者，為黨團之成員：
一、民主進步黨黨籍之立法委員。
二、不具有民主進步黨黨籍之立法委員，經黨團會議議決同意其加入黨團者。
第四條
黨團成員一律平等，並依本規程享有下列權利：
一、出席黨團會議。
二、選舉黨團幹部。
三、被選舉為黨團幹部。
四、參加各政策小組。
五、被推舉為本黨團各委員會召集委員候選人。
六、其他應享之權利。
第五條
黨團成員之義務如下：
一、遵守黨團會議及黨團幹部會議之決議。
二、繳納成員分擔金。
三、其他應盡之義務。
第六條
本黨團對應立法院各委員會成立政策小組，其成員依年資高低次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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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同分者以參加對應委員會積分高者排序在前；委員會積分相同者，抽
籤決定之。但有特殊顯著之相關學經歷與專長，由三長共同決定指定排序
列為第七名至第九名。政策小組成員排序為本黨團登記立法院委員會之排
序。前項年資之計算如下：
一、立法委員任期，每一年為一個單位。
二、參加立法院各相關委員會，每一會期為一個單位。
第七條
政策小組年資排序前三名者，為政策小組召集人之當然候選人；政策
小組年資排序前八名者有選舉權。
政策小組召集人任期為一會期，如政策小組有選舉權者四分之一提
議，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得進行改選，連選得連任；無人提出異議，則繼續
擔任。
第八條
政策小組召集人為本黨團參加該委員會召集委員選舉之當然候選人，
如黨團推派一人以上參選，由政策小組召集人選舉得票高低依序參加。選
舉結果，如小組召集人落選，其他之當選人應聲明放棄，由小組召集人遞
補。
第九條
黨團成員經黨團會議議決與該委員會有利益衝突者，不得參加相關之
委員會。
第十條
黨團程序委員由各政策小組召集人指定各該委員會成為輪流擔任
之。黨團成員未曾出任程序委員者，不得出任各委員會之召集委員。
第一章
第十一條

第十二條

黨團組織

黨團由全體成員組成，設有黨團幹部下列機關：
一、黨團會議：由全體黨團成員組成，為黨團之最高決策機關。
二、黨團幹部會議：由黨團全體幹部組成，為黨團之執行機關。
三、黨團紀律會議：由黨團紀律委員組成，為黨團紀律維護機關。
四、黨團助理人士評審及管理小組（簡稱人評小組），處理本黨團
助理人事任用、升遷、敘薪、請假、休假、退職、資遣、獎懲
及黨團授權其他有關人事管理事項。人評小組設委員五人由黨
團三長兼任，其餘兩人授權總召集人提報黨團會議確認後通
過。總召集人擔任小組召集人。人評小組決定經黨團會議通過
後實施。人事評審及管理辦法另訂之。
黨團會議以對應立法院委員會為原則設置各政策小組，為黨團之政
策研議機關。包括：內政及民族、外交及僑務、科技及資訊、國防、
經濟及能源、財政、預算及決算、教育及文化、交通、司法、法制、
衛生環境及社會福利等十二個政策小組。
黨團組織之運作，採民主方式：
一、組織之決議，除本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在場成員多數決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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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否同數時，取決於會議主席。
二、黨團幹部由成員互選產生。
第四章
第十三條

第十四條
第十五條

黨團會議於立法院開會期間，每兩週定期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
黨團臨時會議；於力法院休會期間視需要召開之。
經黨團成員總額五分之一以上之提議，應召開黨團臨時會議。
黨團會議非經黨團成員總額三分之一以上之出席，不得開會。但重
大事項，應有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始得決議。
黨團會議以總召集人為主席。總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時，以幹事長
為主席。總召集人及幹事長軍不出席時，以書記長為主席。總召集
人、幹事長及書記長軍不能出席時，由出席成員互推一人為主席。
第五章

第十六條

第十七條
第十八條

第二十條
第廿一條

黨團幹部會議

黨團幹部會議處理黨團行政事務，並執行黨團會議之決議。
黨團幹部會議對黨團會議負責，黨團會議開會時，黨團幹部會議應
推派代表報告工作狀況。
黨團幹部會議於立法院開會期間，每週定期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
開黨團幹部臨時會議；於立法院休會期間視需要召開之。
第十二條及第十三條之規定，於黨團幹部會議準用之。
第六章

第十九條

黨團會議

黨團幹部

黨團設總召集人、幹事長及書記長各一名，執行幹事長及執行書記
長各一名。
總召集人、幹事長及書記長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黨團成員連續
任立法委員達三屆以上者，為當然候選人。
黨團成員應於每屆立法委員就職日起三日內，就前項候選人採單記
投票選舉；得票數最高之前三人經自行協商，分任總召集人、幹事
長及書記長。
總召集人、幹事長及書記長任一人出缺時，就該職缺進行改選。
執行幹事長及執行書計長任期半年，不得連任；團成員連續任立法
委員達兩屆以上者，為當然候選人。
總召集人對外代表黨團。
總召集人因故不能視事時，由幹事長代行其職權。
幹事長之權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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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二條

第廿三條
第廿四條

一、就其權責部分為黨團發言人。
二、處理立法院院會及委員會之議事事務。
三、負責政黨協商。
四、執行黨團會議及黨團幹部會議有關前三款之決議。
執行幹事長襄助幹事長處理前項事務。
書記長之權責如下：
一、就其權責部分為黨團發言人。
二、指揮黨團行政。
三、負責政黨協調。
四、辦理國會外交。
五、執行黨團會議及黨團幹部會議有關前三款之決議。
執行書記長襄助書記長處理前項事務。
各委員會召集人負責協調處理各該委員會之議事相關事項。
前項召集人，以各委員會之召集委員兼任為原則。
各政策小組召集人之權責與義務如下：
一、為黨團推舉之中央黨部政策委員會委員。
二、召開政策小組會議，彙整政策建議。
三、政策小組召集人得就重大政策之研議、預算編列等事宜，邀集
相關部會首長召開『政黨協調會報』。
四、政策小組召集人負責委員會之議案協商、動員、盯場輪值等委
員會相關事宜。
五、政策小組召集人與委員會召開時，應全程與會，以掌握議事之
進行語法案之進度。若因故無法與會，應指派代理人代理，惟
事前應向黨團總召集人報備。若政策小組召集人缺席兩次（含
兩次），喪失擔任政策小組召集人之資格。
第七章

第廿五條

黨團會議或黨團幹部會議得視需要，成立工作小組。
第八章

第廿六條

第廿七條

黨團工作小組

黨團辦公室及黨團顧問

黨團設黨團辦公室，辦理議程編擬、會議紀錄、立法資料蒐集、文
書收發、檔案管理及聯絡等黨團事務。
黨團辦公室之組織辦法及人員編制由黨團會議另訂之。
黨團得由黨團會議決議聘任顧問若干人。
第九章

黨團紀律與紀律會議
318

第廿八條

第廿九條

第三十條

第卅一條

黨團成員在黨團內對黨團之事務運作及幹部之言行軍得自由討論
及批判。
黨團成員不得以意見不同拒絕服從黨團決議。
黨團成員之言行有違背黨團規程、決議或破壞本黨名譽者，黨團得
依情節輕重與以警告、嚴重警告、暫停出席黨團會議或停權。
前項停權係停止黨團成員享有之權利，但不影響其對團應盡之義
務。
受停權處分者，黨團應一併移送中央黨部處理。
黨團成員因違反黨團紀律，經黨團決議處以罰款而未於各該會期前
繳清者，喪失爭取擔任黨團幹部、各委員會召集委員、各政策小組
召集人及程序委員之資格。
前項規定，於擔任立法委員期間無論屆別均連續通算適用之。
黨團成員應出席立法院委員會會議及院會。黨團應對外公佈成員
出、缺席紀錄。
黨團政黨比例代表之成員，每會期缺席達應出席會議次數五分之一
以上、重大表決兩次未到、或違反黨團決議情節重大者，於該屆任
期中、喪失擔任黨團幹部、各委員會召集委員及各政策小組召集人
之資格，並移送中央黨部處理，情節重大者，應開除黨籍。
黨團其餘成員，每會期缺席達出席會議次數四分之一以上者、重大
表決三次未到、或違反黨團決議情節重大者，於該屆任期中喪失擔
任黨團幹部、各委員會召集委員及各政策小組召集人之資格，並移
送中央黨部處理，建議列為公職候選人提名之參考；非本黨籍之成
員，違反前段規定者，撤銷其黨團成員資格。
紀律會議設紀律委員七人，由黨團成員互選產生，任期一年，連選
得連任。
紀律委員出缺或因故不能視事時，黨團應於兩週內補選之，任期至
原期屆滿止。
紀律會議主席由紀律委員互選之。
黨團紀律會議審議動員罰款案及黨團會議議決交付之紀律案；審議
辦法另定之。
黨團成員對紀律會議之決議得提出申訴，不服紀律會議對申訴案之
議決者，紀律會議逕提黨團會議以無記名表決處理之。
第九章

第卅二條

黨團經費

本黨團之經費來源如下：
一、黨團補助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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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卅三條

二、本黨團成員分擔金。
三、捐款。
四、其他收入。
本黨團不分區立法委員責任分擔金，全數供各政策委員會使用。
第十一章

第卅四條

第卅五條

黨團組織規程之施行及修改

黨團會議經黨團成員三分之二之出席，在場成員三分之二之同意，
得修改本規程。
依前項程序修改之條文自通過後施行。
本黨團組織規程經黨團會議通過後施行。

備註：每會期結束前最後一次黨團會議，宜就本黨團實際運作之需要檢討本規程。
資料來源：民進黨立法院黨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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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9
公職候選人提名條例
一九八九年元月二十二日第三屆第一次臨時全國黨員代表大會
制定
一九九○年十月七日第四屆第二次全國黨員代表大會修正
一九九二年五月十七日第五屆第二次全國黨員代表大會修正
一九九二年八月二日第五屆第一次臨時全國黨員代表大會修正
一九九三年六月十三日第五屆第三次全國黨員代表大會修正
一九九四年四月三十日第六屆第一次全國黨員代表大會修正
一九九四年七月十日第六屆第一次臨時全國黨員代表大會修正
一九九五年三月十九日第六屆第二次全國黨員代表大會修正
一九九六年六月十五日第七屆第一次全國黨員代表大會修正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一日第七屆第一次臨時全國黨員代表大會修
正
一九九八年七月十八、十九日第八屆第一次全國黨員代表大會
修正
二○○○年七月十五 、十六日第九屆第一次全國黨員代表大會
修正
二００一年五月六日第九屆第一次臨時國黨員代表大會修正
二００一年十月二十日第九屆第二次全國黨員代表大會修正

第一條

本黨為提名黨員參加公職人員競選，特制定本條例。

第二條

本黨所稱中央黨部為中央執行委員會，縣市黨部為縣市黨部執行
委員會，鄉鎮市區黨部為鄉鎮市區黨部執行委員會。未設立黨部
者，由黨部籌備委員會或入黨審查委員會辦理。

第三條

公職候選人分下列四類辦理提名：
第一類：總統、副總統。
第二類：立法委員、直轄市長、直轄市市議員、縣市長。
第三類：縣市議員、鄉鎮市長。
第四類：鄉鎮市民代表、村里長。
第一類提名投票採一票制，副總統之提名人選，由獲得提名之總
統候選人指定。

第四條

中央黨部辦理第一、二類公職候選人提名，縣市黨部辦理第三類
公職候選人提名，鄉鎮市區黨部辦理第四類公職候選人提名。但
直轄市市議員之提名名額，應經所屬市黨部之建議。中執會如不
接受其建議，須由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投票議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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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各級黨部辦理提名工作，得指揮下級黨部協辦。

第六條

凡本黨黨員除另有規定外，入黨連續滿二年者始得登記為本黨提
名之候選人。
凡本黨黨員入黨連續滿一年者得參與提名投票。
凡公職人員分擔金、提名公職人員競選補貼費用以及中央常務執
行委員會決議之應繳款項，未繳交者不得登記為提名之候選人以
及參與提名投票。
現任公職人員，任期未滿二分之一者，非經徵召或辭職，不得提
名參選他類公職。
前項所指「任期未滿二分之一」，係指現職就職日算起至新職就
職日止，未滿現職任期二分之一。
本黨黨員凡有下列情事之一，不得為本黨提名之候選人：

一、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曾犯內亂、外患罪，經判刑確定者。
二、曾犯貪污罪，經判刑確定者。
三、曾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章、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五章妨害
選舉罷免處罰之罪或刑法第六章妨害投票罪之罪，經判刑確定者。
四、曾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罪，經起訴者。
五、曾犯檢肅流氓條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槍炮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洗
錢防制法之罪，經起訴者。
六、犯前五款以外之罪，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尚未執行、執行未
畢者。
七、受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之判決尚未確定者。
八、受宣告強制工作之保安處分或流氓感訓處分之裁判確定，尚未執行、
執行未畢或執行完畢未滿十年者。
九、曾受其他保安處分之裁判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者。
十、受破產宣告確定，尚未復權者。
十一、依法停止任用或受休職處分，尚未期滿者。
十二、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
十三、受禁治產宣告，尚未撤銷者。
除另有規定外，本黨黨員凡具有雙重國籍或外國永久居留權者，
不得登記為本黨提名之候選人。
僑居國外之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三歲，未曾在國內設有戶籍或
已將戶籍遷出國外連續八年以上者，得登記為本黨之中央公職人
員僑居國外國民選舉候選人。但當選人應於中選會公告當選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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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前放棄外國國籍及辦理戶籍遷入登記；逾期未放棄及辦理者，
註銷黨籍，並由本黨檢附黨籍喪失證明書，向中選會備案。
第七條

本黨提名之第一及第二類之直轄市長等公職候選人，不得兼任中
央常務執行委員。

第八條

中央黨部、縣市黨部或鄉鎮市區黨部在接受登記前應決定各選區
之提名名額。
各類公職之各選區提名名額中，每四名至少應有一名女性。

第九條

各級黨部應採地方自主原則，先以溝通協調方式產生提名人選，
無法達成協議時，由各級黨部依前條規定名額辦理提名初選。第
三類及第四類公職候選人提名辦法由各縣市黨員（代表）大會訂
定，呈送中央黨部核備，中央執行委員會如不接受該提名辦法，
須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投票議決；第一類及第二類公職候選
人分黨員投票及民意調查兩部分，依下列方式產生：
一、

第一部分黨員投票由戶籍屬該選區之全體黨員參加，佔全
部提名份量百分之三十。

二、

第二部分民意調查結果，佔全部提名份量之百分之七十。

前項第二部分之民意調查部份，於第一部分黨員投票後，採多家
多次調查，並開放參選人或其指派之人現場監督，其相關辦法另
訂之。
原住民立法委員、直轄市市議員候選人由本黨主席推薦，經中央
執行委員會同意後提名之。
參加提名登記之候選人，應簽署切結書，選票未達公職人員選舉
罷免法各項規定補貼其競選費用標準者，自開票日起五年內，非
經徵召，不得參加任何公職提名。
凡黨員未獲提名者，即使申請退黨而逕行參選，將來如再申請入
黨，依照除名處分再申請入黨者之程序處理，始得辦理提名登記。
第十條

第一、二類候選人以初選產生者，經全國黨員代表總額五分之一
以上連署提案，全國黨員代表大會二分之一以上在場五分之三之
決議，得否決之。由中央執行委員會另行徵召適當人選參選。第
三、四類候選人以初選產生者，經該縣市黨員(黨員代表)總額五
分之一以上連署提案，該縣市黨員(黨員代表)大會二分之一以上
在場之五分之三以上之決議，得否決之。由中央執行委員會另行
徵召適當人選參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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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登記提名之候選人不足提名名額或與提名名額同額時，須分別經
投票黨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得為提名之公職候選人，但經執
行委員會決議同意者不受此限。
各選區未達第八條決定之提名名額，中央黨部於必要時得徵召
黨員為提名之第一、二類公職候選人，縣市黨部於必要時得徵
召黨員為提名之第三類公職候選人，鄉鎮市區黨部於必要時得
徵召黨員為提名之第四類公職候選人。
第一、二類公職候選人之提名，於必要時經全國黨員代表大會
之決議，得授權中央執行委員會徵召黨員參選，不受前項之限
制。
前二項黨員不受第六條第一項入黨期間之限制。

第十一條之一

各級黨部辦理提名作業，得設查察賄選小組。
為下列行為者，應予除名處分。
一、對選舉人行求期約、交付賄賂或交付其他不正當利益，而
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
二、黨部或個人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初選發生不正確
之結果或變造初選之結果者。
三、其他意圖使初選造成不公平或錯誤之結果者。
前項處分，於該次選舉任期內，仍得為之。

第十二條

黨員應盡全力為本黨提名之公職候選人助選，不得為違紀競選者
及非黨員助選。被提名之黨員不得放棄競選，未被提名之黨員不
得違紀競選。違紀參選者或不參選者，第三條第一、二類，逕由
中央評議委員會，同條第三類逕由縣市黨部評議委員會，同條第
四類逕由鄉鎮市區黨部評議委員會於候選登記截止後，十日內從
嚴議處。無縣市黨部或未設縣市黨部之黨員違紀案，逕由中央評
議委員會處理。
各選區如未達第八條決定之提名名額而遇有特殊情勢須支持非本
黨候選人，經縣市黨部執行委員會同意，並由中央常務執行委員
會核准者，不受前項限制。
經提名之黨員須限於法定登記日期截止前二日完成登記手續，逾
期未完成登記者視同放棄提名，由黨員投票未獲提名之得票順位
依序遞補。

第十三條

政黨比例代表(包括全國不分區代表及僑居代表)，依照下列程序
辦理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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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由中央黨部訂定期限，接受黨員參選登記。

二、

由中央執行委員會分別決定全國不分區代表及僑居代表之提名名
額。其中並應保障原住民名額一名。其人選產生辦法另訂之。

三、

比照第一、二類公職候選人之產生方式，分政治人物、專家學者、
弱勢團體三類，分組投票，分組比票，並依政治人物、專家學者、
弱勢團體之順序，依序循環排名決定提名人選。但黨員投票佔全
部提名份量之百分之五十；民意調查結果佔全部提名份量之百分
之五十。自第六屆立法委員起適用。

四、

專家學者及弱勢團體成員被提名名額，每三名應各有一名，並依
照得票數目決定順序，但原住民保障名額，排名於弱勢團體組第
一循環之第一名。有關專家學者及弱勢團體之定義，授權中央執
行委員會決定。

五、

於政黨比例代表參選登記截止後，中央執行委員會得就登記不足
額部份，推薦黨員參與黨內初選，不受第六條第一項入黨期間之
限制。

六、

連選得連任一次。自第四屆立法委員起算第一任。
經提名之本黨政黨比例代表候選人，應接受中央黨部指派，全力
為本黨候選人助選，並繳交一定款項，其辦法由中央執行委員會
決定之。

第十四條

特種黨部(除海外黨部外)之黨員，得以戶籍所在地之縣市黨部行
使提名投票權。
海外黨員對政黨比例代表中之僑居代表得與國內黨員共同行使提
名投票權。

第十五條

本條例經全國黨員代表大會通過後實施。
本條例之施行細則由中央執行委員會制定。

資料來源：民進黨全球資訊網

http://www.dpp.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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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0
1995 年、1998 年及 2001 年立法委員
民進黨黨內初選結果（限有辦理黨內初選之選區）
（號次為初選編號，☆號表示初選獲勝，☆（補提名）指初選失利，但政黨基於
有勝選的機會與席次可能增加的考量，仍補提名參與正式選舉）
民進黨 1995 年立法委員黨內初選結果
台北市第一選區
號次 參選人
派系屬性
1
陳志銘
無
2
蕭裕珍
福利國
3
林濁水
新潮流
4
王雪峰
正義連線
5
張晉城
正義連線
6
陳長榮
無
7
江鵬堅
無
台北市第二選區
號次 參選人
派系屬性
1
顏錦福
福利國
2
許丕龍
美麗島
3
沈富雄
正義連線
4
黃天福
正義連線
5
劉世芳
新潮流
6
葉菊蘭
無
高雄市第一選區
號次 參選人
派系屬性
1
葉耀鵬
正義連線
2
朱星羽
美麗島
3
陳其邁
正義連線
4
李慶雄
福利國
5
蘇盈貴
無
高雄市第二選區
號次 參選人
派系屬性
1
黃昭輝
新潮流
2
周平德
美麗島
3
梁牧養
美麗島
4
陳光復
台獨聯盟
5
張俊雄
福利國
宜蘭縣選區
號次 參選人
派系屬性
1
陳定南
無

初選獲勝
☆
☆
☆
☆
☆
初選獲勝
☆
☆
☆
☆
初選獲勝
☆
☆
☆

初選獲勝
☆
☆（補提名）
☆
☆
初選獲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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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郭時南
桃園縣選區
號次 參選人
1
鄭寶清
2
魏廷朝
3
彭紹瑾
4
張貴木
5
邱垂貞
6
翁仁彥
台中縣選區
號次 參選人
1
田再庭
2
林豐喜
3
廖永來
4
周家齊
苗栗縣選區
號次 參選人
1
徐進榮
2
陳文輝
雲林縣選區
號次 參選人
1
廖大林
2
林國華
台南縣選區
號次 參選人
1
謝錦川
2
楊澤泉
3
蘇煥智
4
李俊毅
高雄縣選區
號次 參選人
1
戴振耀
2
尤宏
3
余玲雅
4
陳三思
屏東縣選區
號次 參選人
1
邱子正
2
鄭朝明
3
蘇嘉全
4
楊四海
花蓮縣選區

新潮流
派系屬性
正義連線
美麗島
新潮流
美麗島
新潮流
無

初選獲勝
☆
☆
☆

派系屬性
福利國
美麗島
新潮流
美麗島

初選獲勝

派系屬性
無
新潮流

初選獲勝

派系屬性
福利國
台獨聯盟

初選獲勝
☆
☆（補提名）

派系屬性
美麗島
無
新潮流
福利國

初選獲勝
☆
☆（補提名）
☆
☆

派系屬性
新潮流
福利國
美麗島
新潮流

初選獲勝
☆
☆（補提名）
☆
☆

派系屬性
美麗島
福利國
福利國
無

初選獲勝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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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次 參選人
1
陳永興
2
盧博基
3
黃正二
台南市選區
號次 參選人
1
施明德
2
張財旺
3
陳昭南
4
張燦鍙
5
許添財

派系屬性
正義連線
新潮流
無

初選獲勝
☆

派系屬性
福利國
無
美麗島
台獨聯盟
正義連線

初選獲勝
☆

☆

民進黨 1998 年立法委員黨內初選結果
宜蘭縣選區
號次 參選人
派系屬性
1
張川田
福利國
2
吳正連
無
3
陳金德
新潮流
4
陳定南
無
5
黃玲娜
無
6
陳淑暖
福利國
基隆市選區
號次 參選人
派系屬性
1
王東暉
無
2
王拓
新動力
台北縣第一選區
號次 參選人
派系屬性
1
尤清
福利國
2
李文忠
新潮流
3
蕭貫譽
無
4
張清芳
正義連線
5
周伯倫
新世紀
台北縣第二選區
號次 參選人
派系屬性
1
劉一德
福利國
2
李應元
台獨聯盟
3
鄭余鎮
正義連線
4
陳景峻
新潮流
5
張倉顯
新動力
6
周慧瑛
福利國
台北縣第三選區
號次 參選人
派系屬性

初選獲勝
☆
☆
☆

初選獲勝
☆
初選獲勝
☆
☆
☆
☆
初選獲勝
☆
☆
☆
☆
初選獲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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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張國龍
2
周雅淑
3
王兆釧
4
黃煌雄
5
陳朝龍
6
賴勁麟
台北市第一選區
號次 參選人
1
施明德
2
卓榮泰
3
王雪峰
4
林濁水
5
許陽明
6
林重謨
台北市第二選區
號次 參選人
1
葉菊蘭
2
沈富雄
3
黃天福
4
鄭麗文
5
洪奇昌
6
王銘源
桃園縣選區
號次 參選人
1
彭添富
2
張慶惠
3
林熹模
4
鄭寶清
5
黃德隆
6
許鍾碧霞
7
彭紹瑾
8
邱垂貞
9
邱奕彬
台中市選區
號次 參選人
1
蔡明憲
2
王世勛
3
沈顯堂
4
曾坤炳
彰化縣選區

無
新世紀
正義連線
無
正義連線
新潮流

☆
☆

☆

派系屬性
無
福利國
正義連線
新潮流
正義連線
正義連線

初選獲勝
☆
☆
☆
☆

派系屬性
無
正義連線
正義連線
無
新潮流
福利國

初選獲勝
☆
☆
☆

派系屬性
正義連線
無
無
正義連線
無
新動力
新潮流
福利國
新動力

初選獲勝
☆
☆

派系屬性
新潮流
新潮流
無
無

初選獲勝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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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次
1
2
3
4
5
6

參選人
翁金珠
邱創進
謝聰敏
賴儀松
江昭儀
姚嘉文

派系屬性
新潮流
新潮流
正義連線
無
正義連線
福利國

初選獲勝
☆
☆
☆

嘉義市選區
號次 參選人
1
蔡啟芳
2
蔡同榮

派系屬性
正義連線
福利國

初選獲勝

台南縣選區
號次 參選人
1
蘇煥智
2
王幸男
3
謝錦川
4
李俊毅
5
葉宜津
6
陳進發
7
謝宗霖

派系屬性
新潮流
台獨聯盟
台獨聯盟
福利國
正義連線
無
新動力

初選獲勝
☆
☆

派系屬性
無
新潮流
無
無
新世紀
無
台獨聯盟

初選獲勝
☆
☆

派系屬性
新潮流
正義連線
無
新世紀
無
正義連線
福利國

初選獲勝
☆
☆

台南市選區
號次 參選人
1
邱文明
2
賴清德
3
曾信超
4
黃昭凱
5
唐碧娥
6
吳清遊
7
楊黃美幸
高雄縣選區
號次 參選人
1
楊秋興
2
余政道
3
林懋榮
4
徐志明
5
蘇培源
6
余玲雅
7
尤宏
高雄市第一選區

☆

☆

☆
☆
☆

☆
☆（補提名）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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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次 參選人
1
陳其邁
2
朱星羽
3
謝昭國
高雄市第二選區
號次 參選人
1
黃昭輝
2
湯金全
3
梁牧養
4
張俊雄
屏東縣選區
號次 參選人
1
鄭豐甫
2
張盛喜
3
邱茂男
4
鄭朝明
5
曹啟鴻
6
邱彰
台中縣選區
號次 參選人
1
林豐喜
2
許秋煌
3
郭俊銘
4
邱太三
5
徐宜生
南投縣選區
號次 參選人
1
湯火聖
2
王聰松
3
林宗男
4
蔡煌瑯
嘉義縣選區
號次 參選人
1
何嘉榮
2
黃永聰
3
蔡式淵
雲林縣選區
號次 參選人
1
廖大林
2
林樹山
3
林國華
4
蘇治洋

派系屬性
正義連線
無
無

初選獲勝
☆
☆

派系屬性
無
新世紀
台獨聯盟
福利國

初選獲勝

派系屬性
無
無
新動力
福利國
新潮流
無

初選獲勝

派系屬性
新動力
無
新潮流
新潮流
無

初選獲勝
☆

派系屬性
新世紀
無
新世紀
正義連線

初選獲勝

派系屬性
新世紀
台獨聯盟
無

初選獲勝
☆

派系屬性
福利國
無
台獨聯盟
正義連線

初選獲勝
☆

☆
☆
☆

☆
☆
☆
☆（補提名）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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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 2001 年立法委員黨內初選結果
宜蘭縣選區
號次 參選人
派系屬性
1
陳金德
新潮流
2
張川田
福利國
3
林逸民
無
4
陳歐珀
無
基隆市選區
號次 參選人
派系屬性
1
謝志成
無
2
王東暉
無
3
王拓
正義連線
4
陳志成
無
台北縣第一選區
號次 參選人
派系屬性
1
張清芳
正義連線
2
李文忠
新潮流
3
周伯倫
無
4
廖本煙
無
5
蔡濬宇
無
6
王淑慧
無
7
蕭貫譽
無
台北縣第二選區
號次 參選人
派系屬性
1
鄭余鎮
正義連線
2
張禎祥
台獨聯盟
3
劉一德
福利國
4
陳茂男
福利國
5
周慧瑛
福利國
6
陳景峻
新潮流
7
簡淑慧
無
台北縣第三選區
號次 參選人
派系屬性
1
陳永福
無
2
陳朝龍
正義連線
3
許秉賢
無
4
周雅淑
正義連線
5
賴勁麟
新潮流
台北市第一選區
號次 參選人
派系屬性
1
蔡有全
福利國
2
卓榮泰
福利國

初選獲勝
☆
☆
☆
初選獲勝

☆

初選獲勝
☆
☆
☆

☆

初選獲勝
☆

☆
☆
☆

初選獲勝
☆
☆
☆
初選獲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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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蔡鴻章
4
李建昌
5
羅文嘉
6
藍世聰
7
林重謨
8
王雪峰
台北市第二選區
號次 參選人
1
周柏雅
2
邱國昌
3
邱議瑩
4
郭正亮
5
段宜康
6
沈富雄
7
江蓋世
8
藍美津
9
莊勝榮
10
鄭麗文
桃園縣選區
號次 參選人
1
黃德隆
2
邱奕彬
3
黃秀勤
4
洪春建
5
李鎮楠
6
林模熹
7
張慶惠
8
邱垂貞
9
湯美娥
10
彭添富
11
梁新武
12
陳宗義
13
李月琴
14
許鍾碧霞
15
鄭文燦
16
郭榮宗
苗栗縣選區
號次 參選人
1
張喜慶
2
杜文卿
台中縣選區
號次 參選人

無
新潮流
正義連線
正義連線
正義連線
正義連線

☆
☆
☆
☆

派系屬性
台獨聯盟
無
正義連線
正義連線
新潮流
正義連線
新潮流
正義連線
無
無

初獲獲勝
☆

派系屬性
無
新動力
無
無
正義連線
無
無
福利國
新動力
正義連線
無
正義連線
無
新動力
新潮流
正義連線

初選獲勝

派系屬性
無
正義連線

初選獲勝

派系屬性

初選獲勝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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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林豐喜
2
邱太三
3
郭俊銘
4
劉坤鱧
5
劉錦和
6
簡肇棟
7
王麗萍
台中市選區
號次 參選人
1
陳大鈞
2
王世勛
3
劉文慶
4
何敏豪
5
謝明源
6
李明憲
彰化縣選區
號次 參選人
1
柯耀庭
2
許木元
3
陳中和
4
周清玉
5
賴儀松
6
魏明谷
7
江昭儀
8
洪茂澤
9
林奇昌
10
邱創進
南投縣選區
號次 參選人
1
蔡煌瑯
2
簡慈慧
3
湯火聖
雲林縣選區
號次 參選人
1
王麗萍
2
蘇治芬
3
廖大林
4
林樹山
5
林源泉
6
林國華
嘉義縣選區
號次 參選人

新動力
新潮流
新潮流
新動力
無
新潮流
新世紀

☆
☆
☆

派系屬性
新世紀
新潮流
福利國
無
正義連線
新潮流

初選獲勝
☆

派系屬性
無
無
無
福利國
無
新潮流
正義連線
新潮流（被開除）
正義連線
新潮流

初選獲勝

派系屬性
正義連線
新潮流
新世紀

初選獲勝
☆

派系屬性
新世紀
正義連線
福利國
無
福利國
台獨聯盟

初選獲勝

派系屬性

初選獲勝

☆
☆（補提名）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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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孫義村
2
蔡豐文
3
蔡啟芳
4
何慶昌
5
何金松
台南縣選區
號次 參選人
1
鄭國忠
2
葉宜津
3
謝欣霓
4
林文定
5
陳唐山
6
林逢春
7
李俊毅
8
侯水盛
9
謝清文
台南市選區
號次 參選人
1
涂韶芳
2
郭朝武
3
林俊憲
4
羅正方
5
唐碧娥
6
王幸男
7
賴清德
高雄縣選區
號次 參選人
1
尤宏
2
徐志明
3
吳大清
4
余政道
5
王金雄
6
林岱樺
7
楊金海
8
林邦勝
高雄市第一選區
號次 參選人
1
黃昭星
2
朱星羽
3
顏明聖
4
林進興
5
蕭裕正

無
無
正義連線
無
正義連線

☆
☆

派系屬性
新潮流
新潮流
無
台獨聯盟
台獨聯盟
無
福利國
正義連線
無

初選獲勝
☆
☆

派系屬性
福利國
無
無
台獨聯盟
正義連線
台獨聯盟
新潮流

初選獲勝

派系屬性
福利國
新世紀
無
正義連線
無
新潮流
台獨聯盟
無

初選獲勝
☆
☆

派系屬性
無
無
無
無
新潮流

初選獲勝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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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陳其邁
高雄市第二選區
號次 參選人
1
郭玟成
2
湯金全
3
梁牧養
4
周玲妏
5
黃昭輝
屏東縣選區
號次 參選人
1
王和平
2
林育生
3
邱茂男
4
曹啟鴻
5
鄭朝明
6
邱議瑩
花蓮縣選區
號次 參選人
1
游盈隆
2
盧博基

正義連線

☆

派系屬性
福利國
新世紀
台獨聯盟
無
無

初選獲勝
☆
☆
☆

派系屬性
無
福利國
正義連線
新潮流
福利國
正義連線

初選獲勝

派系屬性
無
正義連線

初選獲勝

☆
☆
☆
☆（補提名）

☆

資料來源：一、民進黨中央黨部組織部。
二、派系屬性為筆者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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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1

民進黨第三屆全國不分區、僑選立法委員提名名單
一、全國不分區
1.謝長廷（福利國）2.黃爾璇（台獨聯盟）3.巴燕達魯（美麗島）4.張俊宏（美
麗島）5.王拓（美麗島）6.簡錫 （新潮流）7.洪奇昌（新潮流）8.劉進興（新
潮流）9.林瑞卿（美麗島）10.林文郎（美麗島）11.林忠正（無）12.范巽綠
（美麗島）13.許陽明（正義連線）14.李瑞木（台獨聯盟）15.方來進（新潮
流）16.王隆基（美麗島）17.陳欣華（無）18.鄭余鎮（美麗島）19.林聖崇（新
潮流）
二、僑選
1.張旭成（正義連線）2.林哲夫（新潮流）3.鍾金江（美麗島）4.陳伸夫（台
獨聯盟）

民進黨第三屆全國不分區、僑選立法委員當選名單
一、全國不分區
1.謝長廷（福利國）2.黃爾璇（台獨聯盟）3.巴燕達魯（美麗島）4.張俊宏（美
麗島）5.王拓（美麗島）6.簡錫 （新潮流）7.洪奇昌（新潮流）8.劉進興（新
潮流）9.林瑞卿（美麗島）10.林文郎（美麗島）11..范巽綠（美麗島）
二、僑選
1.張旭成（正義連線）2.林哲夫（新潮流）

民進黨第四屆全國不分區、僑選立法委員提名名單
一、全國不分區
1.張俊宏（新世紀）2.陳昭南（新世紀）3.巴燕達魯（新世紀）4.周清玉（福
利國）5.顏錦福（福利國）6.林忠正（新世紀）7.陳勝宏（新動力）8.許榮淑
（新動力）9.黃爾璇（台獨聯盟）10.劉俊雄（新世紀）11.戴振耀（正義連
線）12.范巽綠（新動力）13.陳忠信（新動力）14.簡錫 （新潮流）15.林文
郎（新世紀）16.王麗萍（新動力）17 劉進興（新潮流）18.鄭國忠（新潮流）
19.楊四海（無）20.蘇治芬（無）21.高志鵬（正義連線）22.林哲夫（新潮流）
23.黃華（無）24.王明玉（福利國）25.陳耀昌（無）26.林瑞卿（新動力）27.
林逸民（無）28.蔡景相（無）29.蕭秋德（無）30.陳道明（正義連線）
二、僑選
1.張旭成（正義連線）2.鍾金江（新世紀）3.張秀珍（福利國）4.王萃堂（台
獨聯盟）5.胡維剛（無）

民進黨第四屆全國不分區、僑選立法委員當選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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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國不分區
1.張俊宏（新世紀）2.陳昭南（新世紀）3.巴燕達魯（新世紀）4.周清玉（福
利國）5.顏錦福（福利國）6.林忠正（新世紀）7.陳勝宏（新動力）8.許榮淑
（新動力）9.黃爾璇（台獨聯盟）10.劉俊雄（新世紀）11.戴振耀（正義連
線）12.范巽綠（新動力）13.陳忠信（新動力）14.簡錫 （新潮流）15.林文
郎（新世紀）
二、僑選
1.張旭成（正義連線）2. 鍾金江（新世紀）3.張秀珍（福利國）

民進黨第五屆全國不分區、僑選立法委員提名名單
一、全國不分區
1.洪奇昌（新潮流）2.尤清（福利國）3.陳道明（正義連線）4.劉世芳（新潮
流）5.張俊宏（新世紀）6.林濁水（新潮流）7.高志鵬（正義連線）8.許榮淑
（新動力）9.邱永仁（無）10.顏錦福（福利國）11.邱彰（無）12.鄭貴蓮（正
義連線）13.陳勝宏（新動力）14.陳忠信（新動力）15.劉俊雄（新世紀）16.
林文郎（新世紀）17.林忠正（新世紀）18.張兆路（新動力）19.戴振耀（正
義連線）20.陳淑暖（福利國）21.陳昭南（新世紀）22.蘇嘉富（福利國）23.
黃爾璇（台獨聯盟）24.黃國照（福利國）25.朱銅樹（新動力）26.蕭秋德（無）
27.廖茂勳（無）28.呂尚瑞（無）29.蔡宏展（無）30.賴家雄（福利國）31.
巴燕達魯（新世紀）。
二、僑選
1.蕭美琴（正義連線）2.張秀珍（福利國）3.張旭成（正義連線）4.鍾金江（新
世紀）5.康泰山（無）

民進黨第五屆全國不分區、僑選立法委員當選名單
一、全國不分區
1.洪奇昌（新潮流）2.尤清（福利國）3.陳道明（正義連線）4.劉世芳（新潮
流）5.張俊宏（新世紀）6.林濁水（新潮流）7.高志鵬（正義連線）8.許榮淑
（新動力）9.邱永仁（無）10.顏錦福（福利國）11.邱彰（無）12.鄭貴蓮（正
義連線）13.陳勝宏（新動力）14.陳忠信（新動力）15.劉俊雄（新世紀）
二、僑選
1.蕭美琴（正義連線）2.張秀珍（福利國）3.張旭成（正義連線）
資料來源：一、民進黨中央黨部組織部。
二、派系屬性為筆者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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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2
1995 年、1998 年及 2001 年民進黨立委區域選舉當選結果
1995 年
選區
高雄市第一選區
高雄市第一選區
高雄市第一選區
高雄市第二選區
高雄市第二選區
高雄市第二選區
高雄市第二選區
台北市第一選區
台北市第一選區
台北市第一選區
台北市第一選區
台北市第一選區
台北市第二選區
台北市第二選區
台北市第二選區
台北市第二選區
台北縣
台北縣
台北縣
台北縣
台北縣
台北縣
台北縣
台北縣
台北縣
台北縣
宜蘭縣
桃園縣
桃園縣
桃園縣
桃園縣
新竹縣
苗栗縣
台中縣
台中縣
台中縣

姓名
陳其邁
李慶雄
朱星羽
周平德
黃昭輝
張俊雄
陳光復
蕭裕珍
王雪峰
林濁水
江鵬堅
張晉城
顏錦福
沈富雄
黃天福
葉菊蘭
陳金德
陳婉真
黃煌雄
蔡有全
李應元
陳茂男
盧修一
蘇貞昌
陳正忠
周伯倫
陳定南
鄭寶清
魏廷朝
彭紹瑾
邱垂貞
林光華
陳文輝
林豐喜
周家齊
廖永來

派系屬性
正義連線
福利國
美麗島
美麗島
新潮流
福利國
台獨聯盟
新潮流
正義連線
新潮流
無
正義連線
福利國
正義連線
正義連線
無
新潮流
無
無
新潮流
台獨聯盟
福利國
新潮流
福利國
無
美麗島
無
正義連線
美麗島
新潮流
福利國
美麗島
新潮流
美麗島
無
新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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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選與否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彰化縣
彰化縣
彰化縣
南投縣
南投縣
雲林縣
雲林縣
嘉義縣
台南縣
台南縣
台南縣
台南縣
高雄縣
高雄縣
高雄縣
高雄縣
屏東縣
屏東縣
屏東縣
台東縣
花蓮縣
澎湖縣
基隆市
基隆市
新竹市
台中市
台中市
台中市
嘉義市
台南市
台南市
金門縣
連江縣

謝聰敏
翁金珠
姚嘉文
蔡煌瑯
彭百顯
廖大林
林國華
蔡式淵
蘇煥智
謝錦川
李俊毅
楊澤泉
余玲雅
尤宏
戴振耀
陳三思
蘇嘉全
鄭朝明
邱子正
賴坤成
陳永興
鄭紹良
李進勇
林建隆
柯建銘
蔡明憲
許世楷
劉文慶
蔡同榮
張燦鍙
施明德
張天欽
魏耀乾

正義連線
新潮流
福利國
美麗島
正義連線
福利國
台獨聯盟
美麗島
新潮流
美麗島
福利國
無
美麗島
福利國
新潮流
新潮流
福利國
福利國
美麗島
新潮流
正義連線
無
正義連線
無
福利國
新潮流
台獨聯盟
福利國
福利國
台獨聯盟
福利國
無
福利國

當選
當選

1998 年
選區
高雄市第一選區
高雄市第一選區
高雄市第二選區
高雄市第二選區
高雄市第二選區
台北市第一選區

姓名
陳其邁
朱星羽
張俊雄
湯金全
梁牧養
卓榮泰

派系屬性
正義連線
無
福利國
新世紀
台獨聯盟
福利國

當選與否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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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台北市第一選區
台北市第一選區
台北市第一選區
台北市第一選區
台北市第二選區
台北市第二選區
台北市第二選區
台北市第二選區
台北縣第一選區
台北縣第一選區
台北縣第一選區
台北縣第一選區
台北縣第二選區
台北縣第二選區
台北縣第二選區
台北縣第二選區
台北縣第三選區
台北縣第三選區
台北縣第三選區
宜蘭縣
宜蘭縣
宜蘭縣
桃園縣
桃園縣
桃園縣
桃園縣
桃園縣
桃園縣
新竹縣
苗栗縣
台中縣
台中縣
台中縣
台中縣
彰化縣
彰化縣
彰化縣
彰化縣
南投縣
南投縣
雲林縣
雲林縣

林重謨
施明德
王雪峰
林濁水
洪奇昌
沈富雄
黃天福
葉菊蘭
李文忠
周伯倫
張清芳
尤清
鄭余鎮
李應元
陳景峻
周慧瑛
周雅淑
王兆釧
賴勁麟
陳金德
張川田
陳定南
許鍾碧霞
鄭寶清
彭添富
張慶惠
彭紹瑾
邱垂貞
張學舜
杜文卿
邱太三
徐宜生
林豐喜
郭俊銘
邱創進
翁金珠
姚嘉文
謝聰敏
蔡煌瑯
林宗男
林國華
廖大林

正義連線
無
正義連線
新潮流
新潮流
正義連線
正義連線
無
新潮流
新世紀
正義連線
福利國
正義連線
台獨聯盟
新潮流
福利國
新世紀
正義連線
新潮流
新潮流
福利國
無
新動力
正義連線
正義連線
無
新潮流
福利國
正義連線
正義連線
新潮流
無
新動力
新潮流
新潮流
新潮流
福利國
正義連線
正義連線
新世紀
台獨聯盟
福利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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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嘉義縣
嘉義縣
台南縣
台南縣
台南縣
台南縣
台南縣
高雄縣
高雄縣
高雄縣
高雄縣
高雄縣
屏東縣
屏東縣
屏東縣
屏東縣
台東縣
花蓮縣
澎湖縣
基隆市
新竹市
台中市
台中市
台中市
嘉義市
台南市
台南市
台南市
台南市

何嘉榮
蔡式淵
王幸男
李俊毅
謝宗霖
蘇煥智
葉宜津
尤宏
楊秋興
余玲雅
徐志明
余政道
鄭朝明
邱彰
邱茂男
曹啟鴻
吳秉叡
游盈隆
許丕龍
王拓
柯建銘
蔡明憲
沈顯堂
王世勛
蔡同榮
邱文明
唐碧娥
黃昭凱
賴清德

新世紀
無
台獨聯盟
福利國
新動力
新潮流
正義連線
福利國
新潮流
正義連線
新世紀
正義連線
福利國
無
新動力
新潮流
無
無
新動力
新動力
福利國
新潮流
無
新潮流
福利國
無
新世紀
無
新潮流

當選

2001 年
選區
高雄市第一選區
高雄市第一選區
高雄市第一選區
高雄市第二選區
高雄市第二選區
高雄市第二選區
台北市第一選區
台北市第一選區
台北市第一選區
台北市第一選區

姓名
林進興
陳其邁
朱星羽
梁牧養
湯金全
郭玟成
藍世聰
羅文嘉
卓榮泰
王雪峰

派系屬性
無
正義連線
無
台獨聯盟
新世紀
福利國
正義連線
正義連線
福利國
正義連線

當選與否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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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台北市第一選區
台北市第二選區
台北市第二選區
台北市第二選區
台北市第二選區
台北市第二選區
台北縣第一選區
台北縣第一選區
台北縣第一選區
台北縣第一選區
台北縣第二選區
台北縣第二選區
台北縣第二選區
台北縣第二選區
台北縣第三選區
台北縣第三選區
台北縣第三選區
宜蘭縣
宜蘭縣
宜蘭縣
桃園縣
桃園縣
桃園縣
桃園縣
桃園縣
桃園縣
新竹縣
苗栗縣
台中縣
台中縣
台中縣
台中縣
台中縣
彰化縣
彰化縣
彰化縣
彰化縣
南投縣
南投縣
雲林縣
雲林縣
雲林縣

林重謨
周柏雅
段宜康
沈富雄
郭正亮
藍美津
張清芳
王淑慧
李文忠
周伯倫
鄭余鎮
陳景峻
周慧瑛
陳茂男
周雅淑
陳朝龍
賴勁麟
張川田
陳歐珀
陳金德
李鎮楠
陳宗義
彭添富
邱垂貞
許鍾碧霞
郭榮宗
張學舜
杜文卿
林豐喜
邱太三
簡肇棟
王麗萍
郭俊銘
魏明谷
江昭儀
邱創進
周清玉
蔡煌瑯
湯火聖
蘇治芬
林國華
廖大林

正義連線
台獨聯盟
新潮流
正義連線
正義連線
正義連線
正義連線
無
新潮流
無
正義連線
新潮流
福利國
福利國
正義連線
正義連線
新潮流
福利國
無
新潮流
正義連線
正義連線
正義連線
福利國
新動力
正義連線
正義連線
正義連線
新動力
新潮流
新潮流
新世紀
新潮流
新潮流
正義連線
新潮流
福利國
正義
新世紀
正義連線
台獨連盟
福利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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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嘉義縣
嘉義縣
台南縣
台南縣
台南縣
台南縣
台南縣
高雄縣
高雄縣
高雄縣
高雄縣
高雄縣
屏東縣
屏東縣
屏東縣
屏東縣
台東縣
花蓮縣
澎湖縣
基隆市
新竹市
台中市
台中市
台中市
嘉義市
台南市
台南市
台南市
金門縣

蔡啟芳
何金松
葉宜津
陳唐山
李俊毅
侯水盛
鄭國忠
林岱樺
余政道
尤宏
王金雄
徐志明
林育生
曹啟鴻
鄭朝明
邱議瑩
田永彥
盧博基
楊曜
王拓
柯建銘
李明憲
謝明源
陳大鈞
蔡同榮
唐碧娥
賴清德
王幸男
陳滄江

正義連線
正義連線
新潮流
台獨聯盟
福利國
正義連線
新潮流
新潮流
正義連線
福利國
無
新世紀
福利國
新潮流
福利國
正義連線
無
正義連線
無
正義連線
福利國
新潮流
正義連線
新世紀
福利國
正義連線
新潮流
台獨聯盟
無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資料來源：一、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公職人員選舉資料庫，http://vote.nccu.edu.tw
二、派系屬性為筆者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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