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結 論 

本研究涉及之課題，包括國民黨黨國體制之建構，國民黨臺灣黨務之發

展，國民黨與地方派系的互動，國民黨與在野精英的互動等層面。本研究之

結論即從這四項層面進行陳述，勾勒出1950年代政治圖像。 

中國國民黨之黨國體制，是否能成功運作，與國家權力發展程度是有密

切關係的。如Michael Mann提到現代國家具有比較強力的基礎行政權力

（infrastructural power），物質基礎越強，國家社會實際穿透民間社會，有效執

行政策的能力就越高。日本殖民政府以臺灣作為前進南洋的基地，建立戶政、

地籍系統，在戰爭期間將農會等組織納入官方統制經濟系統，事實上可說是

發展出相當程度的管理能力，無形間成為殖民者留給臺灣的歷史遺緒之一，

也為日後接收的中華民國政府奠定基礎；日本殖民政府設立的相關公營產

業，在戰後為中華民國政府在臺所設立的長官公署接收沿用，形成在產業、

金融、貿易集中的國家資本，形成集中的國家資本，統轄臺灣產業、金融、

貿易，公權力經營支配之公業（包括國家財政與公營事業），廣泛支配臺灣經

濟各領域，形成一套自我完備的生產、流通體系，為1949年後中華民國政府

在臺灣的統治提供了重要的後援。 

中國國民黨在大陸的統治，在1928年北伐成功以後，在面臨國內地方實

力派軍人之對抗，及外敵日本之侵略步步進逼下，南京政府忙於因應，整個

政治體制從中央到地方是以軍治與黨治互為表裡，黨權低落，黨領袖權威是

不斷遭到質疑與挑戰，黨組織龐大，運作效率低落；國家的行政權力面臨幅

員廣大的領土，又因為官僚系統人力不足，僅發展至區級，無法深入基層鄉

村，導致以城市為基地的南京政府要動員鄉村力量是倍感困難。南京政府雖

以建設委員會推動經濟法制的現代化，以全國經濟委員會培訓技術人員，以

資源委員會作為發展國防事業與生產工業的重要單位，工業規劃以國有化為

目標，相對縮小了私營工業空間，但整體工礦產業結構到抗戰時期仍以私營

企業為主，國家資本並未取得主導作用。1在這樣的架構基礎中，國民黨的黨

                                                      
1 柯偉林(William C. Kirby)曾稱抗戰前的南京政府為「建國主義政府」，並提到國民黨在抗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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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也難以與地方行政系統密切結合，甚至根本不具備影響力，更無法作為引

導民眾擴大參政的核心。所以，國民黨在大陸時期並無法建立一個黨與國密

切聯繫的體制，甚至國家的力量本身都難以提供黨有力的後援，國民黨規劃

中「以黨治國」的政治體制便落入只能想，實際上卻難以作到的境地。 

但是，中國國民黨在國共鬥爭中的失敗，退到東南一隅的海島，卻正好

獲得了新生契機。蔣中正在臺灣推動黨的改造，與大陸時期國民黨追求改革

的呼聲有其歷史延續性，在反共的大目標下，以三民主義為基本理念，目的

就是要將黨權集中於黨領袖一人，黨成為領袖施展權力的工具之一，要使國

民黨變成有效率的「戰鬥體」。蔣中正強調黨要作為「戰鬥體」，既借鑑於蘇

共運用的辯證法與組織工作方法，又以講求集中與效率的軍隊成為黨的學習

目標。從改造委員人事結構顯示，原先主導黨務之CC派，已由團派取代，完

成「世代交替」；改造委員與黨總裁之間呈現不對等權力關係，黨最高權力已

歸於總裁一人，總裁在黨內的道德性姿態更得清楚呈現，七全代會維持改造

時期所建立的不對等權力關係，也正式標舉國民黨是「革命民主政黨」，國民

黨在理論上與政治現實上，成功減少過程中所可能發生之不穩定性，使國民

黨在實質上成為一個獨大性政黨。而中央政治環境既欠缺包容性的參與權，

與自由化的公開競爭權，使中央政權形成「封閉的霸道政權」（closed 

hegemony）。獨大性政黨與封閉的霸道政權相配合，黨國體系於焉成形。更

重要的是，中華民國政府承接並運用日本殖民政府遺留下來的政經系統，黨

與國的成功銜接，為國民黨在臺灣的發展與紮根提供了養分。 

中國國民黨在臺灣的黨務發展，向地方基層紮根是必需的工作。從1940

年中國國民黨成立臺灣黨部之初，尚無法在臺灣本地發展。1945年至1949年

間的中國國民黨始至臺灣本土發展黨務，仍處在根苗初生、適應風土階段，

成效不盡理想。1950年國民黨開始改造，對臺灣黨務多所注意，並以其作為

未來施展於全中國地方黨務的模範。省黨部主委與書記長之任免，均須經過

                                                                                                                                       
階段都無法在資委會內建立黨部，顯示黨尚不能控制該機構。William Kirby, "Engineering 
China: Birth of Developmental State, 1928-1937", in Wen-hsin Yeh ed., Becoming Chinese: 
Passage to Modernity and Beyon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p.137-160.[中譯：柯偉林，〈中國工程科技發展：建國主義政府（1928-1937）〉，《民
國研究》，第6輯，2001年8月，電子版：http://www.mgzx.com/research/sixth7.asp]；金觀

濤、劉青峰，《開放中的變遷》，頁356-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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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中正面談後予以圈選，再提至中常會通過，地位相形重要。國民黨經過改

造後，由團派出任省市縣黨務主管趨勢明顯形成，其中蔣經國子弟兵在上官

業佑在任期間更明顯佔有主導地位。CC派在台黨務勢力是有系統的被削除，

地方負責幹部多非政治新人，以擁有青年團、軍隊實際組訓經驗者為不二要

件。其中地方黨務幹部中也出現部分台籍人士，他們已經受國民黨信賴並且

受到有意培植，與以往參與黨務之臺灣人清一色的半山有所差異。值得注意

的是，1950年代縣市黨部主委年齡多為40歲出頭，年富力強，擁有組訓經驗，

他們在彼時地方行政首長尚未建立與中央人際網絡時，藉由其掌握訊息管

道、人際關係多於地方行政首長，擁有制度外的影響力。國民黨透過政治綜

合小組的制度設計，與通過內規對地方政府重要職員有同意任用審核權，更

擴大了黨主委對地方行政首長的影響力，使縣市黨部主委也從承上啟下的角

色，成為地方政治權力的分配者。由於黨內地方派系之爭在委員會選舉中難

以避免，國民黨中央又不希望黨為地方派系壟斷，或忽略到其他社會階級之

利益，也不希望發生地方派系凌駕於黨，破壞黨的自主性現象，導致改造之

後地方黨部主委的人事調動頻繁，與委員會選舉之上級主導色彩日益濃厚現

象。不過，國民黨在大陸時期面臨到基層黨務幹部「光棍化」現象，在1950

年代的臺灣並未發生。 

從黨組織構造顯示，國民黨地方組織編制與預計目標，是由簡單逐漸趨

於複雜，黨內設立機構負責保防及心戰工作，既鞏固內部，也同時防範敵方

勢力之滲入；國民黨也進行社會服務與文教活動等事項，使其大不同於其他

已開發國家政黨的政黨組織功能。中央與地方黨務經費高度來自國家，突顯

了黨跟國在軍事目的下進行融合，受到領導者支配之意義。由政府預算支出

之「委辦」事項，如民眾服務站隨後即因涉及行政官員配合度、地方民意機

構能否監督問題，引發爭議。國民黨在國家情治系統之外，另外建立倚賴黨

員構成之訊息搜集與研判管道—社會調查，以幫助黨對臺灣地方社會進行調查

與瞭解，並建立起黨與民眾之聯繫，擴大了黨與社會關係，大不同於大陸時期

的國民黨。由於社會調查本身受到上層鼓勵與推動，即便社調系統在實際運作

上，受到經費、人力、從政黨員、提報黨員視為例行公事等因素，導致在質與

量上不盡然與國民黨之預設目標相符，但仍提高並型塑了黨員的政治意識，促

使黨員成為黨的耳目官能，探詢訊息，經由黨組織制度管道而上達，得以建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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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社會與黨之間的聯繫，構成黨國體系不可缺少的環節。 

1950年代國民黨的黨員結構，儘管維持既有大陸籍、軍公教人士為主的

穩定結構，但臺籍黨員已於區域黨部中居多數地位，這些在總體比例中仍屬

有限的臺籍黨員，為國民黨注入新的元素，已造成整體結構的細微變動；新

徵黨員以30歲以下人士為主，也代表黨員徵集、吸收新血具有正面作用，顯

示國民黨的紮根工作確有成果。不過，國民黨運用國家行政資源作為輔助，

較易使受過一定正規教育程度、政治化較高者（公教、專技人員均包括在內）

加入國民黨，相對而言，民青兩黨即陷入弱勢，而兩黨之弱，更相對突顯了

國民黨之強。基層臺籍幹部的數量，在1950年代逐漸提高，不過中高階黨職

仍以黨齡資深之大陸籍人士為主。 

由於國民黨主張自己是「全民政黨」，吸收各級職業群體黨員，使黨員階

級屬性比例與地區人口職業分佈比例相符合，讓它正視農民黨員數量偏少的

現象，力圖改進，但成效有限。國民黨從定期進行黨籍總檢查時，發現到國

民黨在改進農會的過程中，吸收農民黨員，但如何使他們留在黨內則並不容

易。其中或因各級黨員為求業績與勝選需要拉人入黨，所導致之素質不齊；

訓練或因教材與講員缺乏、無法貼近農民需要而流於訓練形式化；及派系糾

紛，都可能使他們無法對國民黨產生向心力。另外，知識分子黨幹部之領導

技術、黨員宣傳教育未盡通俗，不能切合基層黨員的實際需要與理解程度，

也容易造成新徵黨員的流失，整體組織發展結構也呈現出「上重下輕」的特

性。國民黨也清楚知道自己的基層實力有待進一步加強，為求深入農村，在

原先所具有的行政力量基礎外，勢必透過國家力量，針對農村民眾最常接觸

到的生活事項著手，以求為國民黨建立更廣泛的動員機制，以應付戰爭動員

的需求，也可以觀察到國民黨向下紮根的進程。 

國民黨要建立黨動員機制，一方面是透過國家既有的功能性組織—農漁

水利會，政府實施具有自我節制的土地改革，讓國家、地主、農民三方大致

維持安定狀態，造成地主階級在社經變動下，於鄉村政治影響力相對淡出。

國民黨配合政府藉由全程指導監督功能性組織之改進，重新進行會員資格審

核，企圖排除非農民，增加政府與民眾直接接觸，及防杜民青兩黨與國民黨

競逐農村勢力。事實上，由於國民黨在該類組織內會員數量比例有限，無法

全然清除非農民及地方勢力，甚至地主在水利會代表及小組長中仍具有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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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量。黨及國家無法對具有自主性之地方勢力，其所擁有之關係網絡予以全

面性控制，當其他派系、勢力利益與黨不一致時，即以爭取利益為優先，與

黨抗衡。當國民黨面對地方勢力爭奪農會資源，所引發之糾紛，通常動用從政

黨員以公權力介入，迫使地方勢力自我節制，再由黨部出面召集參與各方協商

解決，也相對造成各團體內部權力關係競爭益趨複雜。國民黨與農會內地方勢

力間的關係，面臨兩派相爭時，國民黨偏重於擔任仲裁者角色，若是成功，自

可使地方勢力、派系在國民黨所限定之地域內競爭；若調解不成，則成為國民

黨與地方勢力、派系相爭之局，地方勢力、派系挾怨，在地方選舉時與國民黨

消極合作，以資報復者亦時有之。因此依歷史發展而言，則地方勢力握有農會

在先，與國民黨合作在後，因此，從歷史發展進程檢視所謂「區域性聯合獨佔

經濟」論，該論是有待斟酌的。 

黨的動員機制建立，在國家既有組織之外，就是依賴民眾服務站。此一

系統可追溯自國民黨在大陸時期社會服務處、民眾服務處，在臺灣成為區黨

部對外活動的機構。所謂「服務」，不僅止於消極面的協助民眾解決問題而已，

積極面更是要藉由服務主動展開黨的活動與工作。在具體層面上，就是使民

眾服務工作與黨部輔選工作相配合，並且有窺探敵對勢力之成分。部分服務

項目，特別是職業訓練，的確在臺灣南部達到了爭取選票的正面效果。經過

幾年發展下來，民眾服務站成為在既有組織團體外，真正為國民黨所創立且

主控之組織；確實與基層社會產生了一定的接觸與互動，從而補救了國民黨

基層組織在徵收農民黨員上成效有限之缺憾。發展健全之民眾服務站，代表

國民黨向下紮根的成果，的確對於國民黨在地方選舉中，動員及爭取既有組

織外的選票，有其正面作用，彼時其他陣營在這一點均難以企及。不過，將

服務與政治選舉動員連結，不免造成服務工作執行時難免流於急功近利與急

就章，而民眾服務處站與國民黨強烈的連結、地方政府補貼、部分幹部素質

不齊，作風官僚化，也不免限制了該機構對地方社會的進一步發展。 

臺籍地方精英的參政，可追溯至日治時期以地主階層為主在1920年代所

進行的文化與政治活動，日本殖民政府在1930年代為為建立戰時統制經濟，

將臺灣視為戰略補給地，對於臺灣精英要求設立殖民地議會、訴諸與日本內

地應對臺灣本島一視同仁時，即一方面採取對於激進份子採取壓制，迫使其

非入獄即出亡中國大陸；另一方面則以推動有限的地方自治，以使地主在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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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上依賴國家，在政治上沒有反抗空間，並得以將政治精英收編入國家體制

之內。日本殖民政府透過頒發紳章承認舊社會領導階層的社會地位與聲望，

並延攬他們出任基層行政機關職位，使既有社會領導階層結構得以維持；日

治時期之基層行政用人方式（一人一族久任之原則）與選舉制度，都為戰後

地方派系之產生植下根基。戰後以降陸續舉行之選舉成為變壓器，將日治時

期既存之地方勢力，將各種人際網絡與關係予以整合串連而成為地方派系，

地方派系即肩負了地方政治中競爭者角色。不過，地方派系的成員與領導者

均具有自主性，權力結盟關係處於變動及可替換性狀態，並非一成不變的。 

1949至50年間，在面臨外在危機與爭取內部支持之情勢考量下，加上省

府主席陳誠與吳國楨的主觀執行意願，政府領導者決定實行地方自治，對外

展示中華民國政府進行政治改革之決心，在凸顯與中共的不同之餘，也緩和

了臺籍地方精英的「參與危機」與「整合危機」。政府開放縣市級地方自治，

換取原有地方精英進入政治體制，與政府合作，大量名額吸引一批新的精英

進入體制，同時使地方精英在中央參政之路接近封閉的情況下，獲得新的出

路。至於在1940至50年代初期地方基層政治變動幅度，並不如中上層變動較

劇烈，甚至是相對穩定的。 

黨國體制下的地方自治，是行政法性質，臨時從權意味甚為濃厚，也因

為省境與國家有效統治地區高度重疊，中央重視軍備，地方財政已不易充裕，

造成地方財政權相對有限，更形依賴中央上級。中央在地治法規修改過程中，

也擔任強勢角色，使法制修改更趨向於由中央進行嚴密的控制。至於地方黨

政關係，由於在國民黨透過設立各級政治綜合小組，並且規定了縣市地方自

治事項及預算必須先由黨籍從政主管透過政治綜合小組報經縣市委員會核備

後，再交議會核議；國民黨明訂縣市政府主秘需具有黨書記以上兼具公務人

員任用資格者出任，明顯安排主秘作為地方縣市首長身邊的「監軍」等規定，

使地方上黨政體系雖各由不同人領導，但是地方行政體系必須正視黨的意旨

並予服從。碰到不服從的非黨籍首長，或由黨能掌握到的縣市議會以審預算，

或由省行政系統以上級監督方式施壓，以使其服從。 

若由地方選舉觀察國民黨與派系互動，則可發現在1950年代初期國民黨

社會基礎不夠深厚，以擴張社會基礎優先，與地方派系合作意願積極，而其

有無實力作後盾進行「派系平衡」，都有疑問，從對地方派系相爭現象，多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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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勸說即可見一斑。但部分黨工已發現與地方派系之合作，是如同「雙刃

刀」，因此，有部分黨工已主張必須對地方派系予以處分打擊，逐漸強烈的話

語顯示，在國民黨控制中央政治資源的大環境下，國民黨地方黨務幹部已擁

有一定生存空間與基礎，扮演仲裁者以制裁抗命者的成功性相對提高。而為

數不多的保障名額，也使地方派系感到國民黨另有用意，與國民黨之關係相

對不若以往密切；省議員與縣長聯合競選策略，在地方派系既有選舉恩怨與

自利因素下，也造成地方派系另推人選與黨進行微妙對抗的情況。國民黨黨

更防制地方派系成為黨的經理人，不過，在黨員結構與民眾結構有所差異的

大環境下，黨為運用地方派系的人脈關係，鞏固自身政治實力，阻絕其他政

治勢力之進入，以地方黨部委員之「名器」交換，給予有民意基礎者向黨上

層流動的機會。政治現實讓相對強固的國民黨，也不否認地方派系之影響力，

並引用其作為統治助力。不過，這並不代表國民黨對於地方派系是持全面妥

協或是退讓的態度，黨仍嘗試直接與民眾接觸，針對特定群體進行動員，以

求不受派系所制，推動民眾服務處站、開拓婦女選票都是例證。 

國民黨提名政策之制訂與調整，一方面顯示國民黨在臺灣根基逐漸強固

之事實，另一方面反映地方選舉在國民黨內之重要性有所升高，使得提名制

度必須調整，以因應現實狀況。國民黨中央掌握提名決定權，流露「民主集

權制」色彩，並以此作為避免現有地方派系勢力擴大，進而凌駕地方黨權的

手段，也很清楚呈現在1956年以後的縣市長選舉中。到1958年底至1959年初，

國民黨領袖更表明要打擊地方派系之決心。不過，在整頓地方派系之大方針

下，國民黨也從權行使提名權現象。國民黨在提名過程中，明顯要求臺籍精

英需具備忠誠度。在國民黨強勢進行提名之時，也有不滿的精英為了自身利

益，不惜違紀參選，如從縣市行政議會首長個案觀察，在彼時國民黨掌握國

家政經資源情況之下，地方精英、派系一旦與國民黨及其所控制之國家機器

全然對立，下場可說是慘重無比。也由於中央掌握最後的決定權，因此地方

精英爭相奔競建立與中央要員之人際關係，相對造成地方黨部主委在改造時

期的優勢不再。地方黨部主委作為中央黨政界聯繫中介，而享有權威之優勢

業已不再，黨部要支配地方派系之難度也相對增加，甚至必須以利益或職位

交換以為安撫；不過地方派系真要與其對立的話，亦須考慮後果；地方派系

接受地方黨部之利益與職位交換之安撫後，即獲納入國民黨「恩庇侍從」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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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之內，逐步加深其對黨部之依賴度。直至地方派系無利可圖或利益衝突，

或是國民黨改變提名政策時，兩者之互動關係再度改變。因此，地方精英與

地方派系之互動，便遊走在合作與競爭之間，因時因事而異。 

國民黨所組建的輔選機制，則是從1950年代初期的雛形到1954年左右以

黨為主建構漸趨完整。基本上，地方黨部在輔選機器中佔主要地位，職業特

種黨部則發揮臨門一腳功用。這一輔選動員配票網絡包括了地方派系、各級

人民團體、救國團、農漁水利會、情治機構、軍事單位之政治部，動用國家

權力與資源進行輔選亦為事實。其中，情治機構在未經整合前確曾非正式地

參與地方政治運作，而與國民黨部之間產生不協調。國民黨透過內規規範情

治人員不得直接參與選舉，但情治單位在動員體系之定位，即以搜集調查及

分析選舉相關情報動態；負責防止流氓騷擾選舉及協助政府取締非法活動；

甚至參與國民黨提名及輔選。有黨與情治機構之多線調查、互相交換情報，「相

互印證」（也是「相互監督」），則輔選單位要掌握訊息，實行機動作戰的成功

性就大為提高。情治機構搜集競選資料是不分陣營的，其所發揮之「監控」

作用也值得重視。如此動用國家資源與力量，都使得國民黨在訊息掌握與國

民黨權力行使，比起其他政黨是更具優勢。 

因此，研究者一旦要界定國民黨屬性，將會發現到，自組織形式言，國

民黨仿效共黨組織型式進行簡化，倡議「民主集權制」，與以黨小組作為各種

團體之間發動者之概念，要求個人融入組織生活等概念上確實脫胎自蘇聯；

但蔣中正個人理念與國民黨組織遺產、臺灣社會狀態對落實組織運作之影

響、政權對美援之倚賴度，均限制了國民黨在組織文化進一步走向列寧化政

黨之可能。從國民黨早期組織發展特性觀察，要求秘密性、訴諸領袖道德情

懷、個人生活儉樸，又使國民黨在某程度上夾雜傳統幫會特性，也是不爭事

實。兩者雜揉，因此形成了國民黨獨特的組織特性，說是蘇俄軀殼，中國頭

腦並不為過。至於實際運作，則由此看來，國民黨的中國頭腦—家長式領導、

講求表面和諧、訴諸道德的文化是甚為顯著。強調黨的組織、紀律至高的重

要性，由黨中央指揮各級單位「如臂使指」，的確都凸顯了地方對中央的從屬

關係，與服從的必要；對於脫離黨控制者要「共棄之」的想法；國民黨針對

農會等官方性質組織施行改組時，由國民黨協助政府進行監督指導；甚至在

黨內提名實行人才甄拔，雖有投票形式，實質由上級操控的作法，對於不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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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者以私下協調、財權酬庸等方式「勸退」「讓賢」，與英美民主強調由下到

上、基層自主、尊重公平競爭的特性是大相逕庭的。 

1950年代的臺灣，無論在政治、經濟、社會與已開發國家均有相當的距

離，處於發展中階段，面臨中共的威脅，為國民黨在臺灣實行黨國體制取得

了正當性，國民黨取得中央執政權，並且予以壟斷，國民黨在地方縣市層級

所舉行的各級選舉，就成為在野人士能夠活動的少數空間。在野民青兩黨，

在足以服眾的領導人不在臺灣之際，內部既有派系恩怨亦逐漸表面化，陷入

分裂，而無法扮演反對黨角色。兩黨黨員數量在內部多事之秋，黨中央自顧

不暇，各地黨務各自為政；與國民黨壓制雙重因素影響下，黨員數量明顯無

所成長，甚至面臨衰減。當1950年代末期，反對勢力醞釀集結時，國民黨即

利用金錢與地位，極盡拉攏之能事。而在政黨之外，在基層政治中有為數不

少之無黨籍人士參選，無黨籍人士中疏離政黨，堅持表達個人理念者；地方

派系在爭取國民黨部提名不成後，推出他人以無黨籍身分參選，與地方黨部

支持者分庭抗禮者；再加上部分民社青年兩黨黨員以個人身分登記參選，在

這些因素交織下，無黨籍人士成分趨於複雜。由於「贏者全拿」，競爭程度相

形激烈，一二屆縣市長選舉中，無黨籍人士之當選，也確實對國民黨來說，

在最高領袖口口聲聲「警惕」之外，事實上也亟欲扳回一城，以挽回顏面。

在政治大環境上自由民主派人士逐漸退出政治核心之際，對於非國民黨人士

之「包容性」亦愈趨降低，排他性則趨於加強。無黨籍人士遭逢國民黨地方

黨部及政府之壓力，特別是在無黨籍人士具有一定的勝選可能時，施壓情況

是更為明顯。施壓來源由於涵括政府情治安全系統在內，在戒嚴環境下自令

候選人倍感壓力，並引發無黨籍人士與出身民青兩黨者合流之副作用。 

國民黨外的地方精英於選舉監察，與反對一人參選兩項問題上，訴求選

舉公平競爭的意義，確實獲得自由輿論界之相當迴響。由於國民黨在維持形

式民主之外，最重要者仍是維持政權統治態勢與合法性，實行地方自治雖為

爭取臺灣民心之方法，既被國民黨被賦予統治正當性之意義（「生死存亡之關

鍵」），地方選舉成敗之重要性即相對被放大，從中央至地方黨部各級「經理

人」為求勝選，得失心也因而加重，運用所掌握之縣市行政資源助選即非罕

見之事。但國民黨強力介入地方選政的態度，即引發對選舉程序有概念、政

治意識業已在日治時期型塑完成之本地精英不滿，他們即從親身經歷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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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評選舉監察、一人競選之缺失，在議壇與輿論聯合施壓之下，暢言民主選

舉程序之公平性意義，終於迫使掌握絕對多數優勢之執政當局進行被動改

革，亦非易事。 

湧入臺灣的大陸籍人士與本地人之互動關係，及對政治之影響是備受各

方關注。1950年代中期的英美外交官均觀察，到自從二二八事變後，臺灣內

部所形成的鴻溝絕非短時間內所能撫平，確實存在社會分歧。因此，政府及

情治單位對於大陸籍、社經階級處於中下層者，是多所注意，並極力防範其

成為反政府人士。對於臺籍知識分子之不滿，國民黨領導的政府無法予以有

效抒解。國民黨為求勝選，在爭取本地民眾選票有所限度時，除依賴地方派

系勢力所提供之動員力量，就依靠動員公教人員與大陸籍人士選票，並以行

政方式便利公教人員投票，此舉對黨外候選人從1954年即出現呼籲地方民眾

抗拒「官選」，應該「本省人選本省人」競選策略，並無消解效果，只是延續

了對抗態勢，對於既有之社會隔閡，無形中更為之推波助瀾。部分對此社會

分歧表示憂心的在野人士，即主張政府開放地方政權之競爭，使在野人士與

執政黨人公平競爭，使大家理性行事，不走偏鋒，以化除社會分歧。在野人

士在要求選舉公平的最大公約數下，獲得了共同關注的焦點與合作的機會，

缺乏地方基礎之大陸人與缺乏中央勢力之臺灣人，共同合作組成跨省籍反對

集團時，對於統治當局所建立之既有政治秩序，無疑構成相當威脅，可說是

國民黨與黨國體系在臺灣發展十年以來，首度面臨之重大挑戰，令統治當局

無法坐視。 

國民黨特別針對所謂「分歧言論根源」的《自由中國》，由中六組部組織

跨單位小組逐期審查刊物言論與處理意見，警備總部亦成立專案小組研辦，

不過從最高領導者到執行機構，清楚知道單從言論處分《自由中國》使之停

刊，甚屬不易，特別是美方在財務上所給予之支持，更令政府有所忌憚，直

到1960年亞洲協會解除與《自由中國》合約關係，仍未袪除。由於南韓、土

耳其相繼發生政潮，政府內部確有不安，特別是對臺灣人運動所可能形成的

政治後果密切注意，並根據既往歷史經驗積極防制美方從中煽動；即便彼時

中美兩國情治機構合作對中共從事心戰，我情治機構對中情局在臺活動卻也

抱持疑忌不信任的微妙心理，甚至在選改會籌備組黨之際，擔憂美方在政治

上予以支持。情治單位從1960年6月起陸續傳達籲請上級儘速處理反對黨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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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見，上級也予以回應。繼陳誠6月發言不贊成失意政客與流氓集團組織政

黨後，黨最高領袖蔣中正在7月中的中常會，指示黨與政府情治共同進行任務

配合壓制新政黨之態度，與政治學者Giovanni Satori所言黨國體系否定異議者

的有效性，並且阻礙反對力量形成之特性有所吻合，國民黨文宣機構的言論，

在醜化對手之餘，卻無形間顯示其內心之憂慮，擔憂民意支持「反對黨」的

成立。因此，情治機關一方面從外在環境對選改會之監視與壓力是強烈且不

斷絕；對於選改會內部成員矛盾，黨與情治機構並未視而不見，並予以利用

進行分化，國民黨文宣機構即配合施壓，藉選改會人事問題進行負面宣傳，

予以打擊。 

在雷震案發生後，儘管部分人士宣告將選改會即日起正式改為「中國民

主黨籌備會」，使民青兩黨部分友善人士礙於黨籍身分不能公開參與活動，彼

此繼續合作可能不復存在，大陸籍人士已不看好中國民主黨之後續發展。情

治機構依舊憂慮一旦發生黨外人士聚眾，與國民黨大規模對決，此事雖未成

真，但國民黨及警總不敢小覬在野人士的民間影響力，對組黨領袖「防微杜

漸」，壓制與容忍政策並用的行動手法，以阻撓反對勢力集結。這些方式在以

前國民黨統治大陸時期運用未盡妥當，但國民黨在臺灣經過十餘年發展，成

功整合黨政情治力量於統治者之手，地方精英尚未能發展至全國性聲望與實

力足以進行抗衡，均助長了國民黨容忍與壓制並用措施之成功可能。政府也

著力於選政配套措施上，如領取選票按捺指模時，需經管理監察簽名證明，

由候選人推薦投開票所監察員等措施，以消解在野人士之抨擊對民眾的說服

力。國民黨實際負責輔選的臺灣省黨部，更為侷限反對黨勢力在隨後進行的

縣市議員選舉多所努力，省黨部之工作計劃，也顯示國民黨要重施組織配票

故技，以及黨提名數量之減少，換取地方派系的合作，由地方派系對反對勢

力進行夾擊。更重要的是國民黨以承認地方派系內部競爭與分配，換取其對

國民黨之支持。相對的，整體之選舉風氣趨於金錢當道，從相關報導亦可窺

知，社會整體為之付出代價可謂不小。選舉結果，國民黨獲得大勝，證明臺

灣是亞洲反共陣營中政治秩序最安定的地區，與國民黨組織發展通過考驗。

第一波跨省籍在野人士集結行動也至此告終，在野勢力自此在威權政府社會

控制力升高，不能發展集體性組織的狀況下，便轉而以個別人物依賴其基層

實力，地方選舉中單打獨鬥，爭取有限的政治空間，求取生存，而反國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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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不滿情緒，同時在臺籍知識分子內蔓延。遲至1970年代末期，在野勢力始

再度集結，對國民黨形成下一波的內部衝擊。 

作為掌握執政權的政黨，國民黨的作為明顯是以維繫自我執政地位不受

威脅為優先，大幅度的變動，由於有較高危及執政地位的風險，是不輕易進

行的；變或不變，變化的幅度大小都是要經過黨及領導人的理性評估，在風

險有限、不危及執政地位之下而有所為，推動並實行縣市地方自治；在野人

士在議壇與輿論聯合施壓批評國民黨在一人選舉、選舉監察問題上的缺失

後，國民黨才有所回應，都屬於理性評估之下的產物。國民黨的作為，顯示

國民黨對外界輿論與批評是多有注意，而非毫無所感。當然，這樣的改變出

自被迫的層面較多，國民黨主動進行的層面較少，但國民黨領導者若無一定

的主動意願，這些舉措仍不會發生；也正因為國民黨會針對外界輿論有一定

的回應，使得國民黨的政治及社會控制程度即使逐漸增高，在臺籍知識分子

間的反國民黨情緒累積，但這樣的不滿情緒在其他發展中國家可能引發的群

眾示威，甚至是遭到政變推翻，卻並未在臺灣發生。當然，國民黨成功地控

制了國家具有強制性力量的政、軍、情治系統，藉之肅清內部有親共傾向者，

壓制相對薄弱的在野勢力，對人權造成的侵害，確屬不可否認與漠視的事實。

不過，國民黨若未對外界壓力予以適度回應，它領導下的政府遭逢的社會內

部反彈，將會超出預期的激烈程度，甚至形成社會動亂，造成政治不穩定，

進而影響外商投資意願，損及臺灣經濟利益，應當是可以想見的。所以，國

民黨成功地藉由回應外界的壓力而延長了自我的生機，維持政治穩定，提供

經濟發展的基礎，進而推動延長義務教育，培養、提供在政治民主化時所不

可或缺的支持力量—中產階級，應當是評估臺灣政治發展歷程時，所必須承

認的。 

本研究所運用的國民黨檔案，多集中在中央層級，因此偏重於從中央對

地方發號施令，由上到下的過程，搜集到的省縣市級黨部的報告與內部檔案

數量有限，對於地方層級內部決策與實際運作過程中，對中央決策是否有所

調整，形成執行與規劃上的差異，較難以敘述與分析；因此只能進行原則性

敘述，無法進行微觀地域性或個案探討，特別是地方選舉提名時，地方黨部、

省黨部對於提出人選的選擇理由上更是明顯不足，地方黨部與地方派系之間

的合作及衝突亦然。因此，筆者希望在未來相關檔案資料出土面世時，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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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此一問題進行更進一步的分析，明瞭地方黨部的運作與地方黨政關係的

變化。至於對國民黨企圖透過本地士紳等中間人來整合民眾，但這些中間人

本身是否具有代表性？民眾是否願意被他們整合？以及將中國國民黨與中國

共產黨，及國民黨與民進黨的發展，進行比較，都是未來可以思考、進行的

方向。 

中國國民黨在大陸潰敗，在臺灣卻尋得新生，形成黨國體制，成功借用

國家基礎行政力量與資源，發展地方黨務，在臺灣政壇執政五十年，國民黨

在黨員與領導層結構上已經完成本土化，確已紮根生長於臺灣，參與臺灣重

大政經社會發展。成為臺灣政治與歷史的一部分。在政治解嚴後，國民黨所

型塑的黨國體制逐漸鬆動崩解。這種崩解與思想的自主性是密切相關。早在

1959年，國民黨設考會即提出一份針對知識分子思想取向之分析，其中指出

臺灣的知識分子一反大陸親共思想趨向，普遍鄙棄共黨之意識型態而以自由

主義為潮流。大陸時期，知識分子與國民黨之分化，主要為政治態度之分化；

彼時知識分子與國民黨之分化，主要則為精神狀態之分化。因此，彼時之知

識份子問題，可說是「黨對知識階層在領導、使用、安排、疏導等方面失調

失策之問題」。該報告即建議必須奪回黨在思想上之領導權，絕不可有意無意

中自陷於集體主義之窘境，恰入對方之陷阱；黨決不可將批評的權利讓予「反

黨報刊」，因此黨報雖要表達黨的意志，卻也不可自居為官報及傳聲筒。2由

這樣一份內部研究報告顯示，國民黨對於1940年代國共之爭中，在爭取知識

分子上處於劣勢之殷鑑，未敢遺忘，極力避免重蹈覆轍。不過，國民黨自1949

年中樞遷台之後，雖然在政治上具有執政黨的絕對優勢，成立以學校為單位

之知青黨部、課堂宣講三民主義，但也不諱言在校園內的影響力仍屬有限，

無法主導或支配學生及教師之思想發展方向。報告顯示，1950年代臺灣的知

識分子不分省籍，固然在思想上不可提倡與政治當局對立之紅色思想，但他

們腦袋內的思維與分析方式，非以現有的政治力量或意識型態就能輕易影

響，因此具有一定程度之自主性。這也顯示出國民黨政府雖然在政治運作上

塑造了黨國體制，黨國體制以反共作為優位目標宣揚三民主義，並運用官方

與黨大力宣傳，卻無法形成有力的論述，與在其他思想的競爭辯難中取得上

                                                      
2 〈中國國民黨第八屆142次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議紀錄〉，1959年6月15日，黨史館藏，
油印本，檔號：會8.3/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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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也顯示三民主義事實上面臨思想僵化的難題，卻無法脫困、發展思想新

路的現實。3甚至於在臺灣解嚴之後民主化進程中，三民主義在國民黨內是更

加淡化。由此來看，黨國體制所宣揚的意識型態，在實質上不具壟斷地位，

正好為黨國體制之消散埋下伏筆。 

                                                      
3 事實上，國民黨在孫中山逝世後，僅戴季陶曾有論述，與中共進行理論辯難，其他人在以

思想論述吸引青年人的工作，及對抗共產理論，是成就不彰。因此，三民主義所面臨的

論述難題，其實在大陸時期就已有根源。王奇生的一篇研究提到，北伐期間，國民黨雖

有廣州《民國日報》宣傳媒介，但甚至照抄了中共的《嚮導》週刊文字。國民黨人坦承，

幾無堪與中共的《嚮導》、青年黨的《醒獅》相匹敵的理論喉舌。三黨相比較，國民黨

實際上最不擅長理論宣傳。王奇生，〈「革命」與「反革命」：1920年代中國三大政黨
的黨際互動〉，《歷史研究》，2004年5期，2004年10月15日，頁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