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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信介：店是我開的我隨時要收回來﹙葉柏祥，1994﹚

邱義仁：張俊宏先生將台灣喻為海龜，「進言」中國當局善用海龜以遨遊四海，不可殺

了進補。然而，提倡不談統、獨的作法，適足以讓所有台灣人民淪為中國當局的

「補品」將來又如何能奢望逃過被垂涎的命運呢？﹙新潮流評論，1989，第一期﹚

段宜康：新潮流系並非大派系，可能因為內聚力較強…引起外界的不滿。沒有人要自己

的人緣不好，希望未來能改善新系在民進黨內人緣，不要受排擠

﹙中國時報，2004/8/01﹚

第一章 緒 論

這一章一共分成兩節，主要目的是在整個研究的開端分別說明﹙一﹚研究動

機與目的﹙二﹚文獻回顧、理論建構、章節安排。於研究動機與目的這一節，主

要說明為何要進行此一研究，以及想要達到的目的。至於文獻的回顧是讓我們可

以了解，目前為止相關研究提出什麼樣的觀點，而本文所要作的研究又能與相關

研究有什麼樣的對話，或者是能夠彌補那些不足。當然，也要初步介紹整個研究

所預計要呈現的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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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論及地方派系沒有人會不想起國民黨，且絕大多數人會進一步聯想到黑金政

治，以及諸多地方的代表性政治人物。相較之下，談到民進黨也有異曲同工之妙，

美麗島、新潮流、正義連線、福利國，以及這些派系的代表性人物如黃信介、邱

義仁、吳乃仁、陳水扁、謝長廷，或者是重大派系的爭執等，皆是一般街頭巷議

者可以朗朗上口的。不論是在自由化、民主化過程中，或者是民進黨取得中央政

權之後，派系與民進黨可說是一體的兩面。

民進黨創黨之初，著名的黨主席之爭，如黃信介於一九八七年出獄後，與張

俊宏展開全台二十三場演講，串連各地美麗島政團時代老戰友﹙陳益倫 2000﹚。

這一波串連的效應，促成黃信介於一九八八年當選第三屆黨主席。不過隨之而來

的派系矛盾正式的枱面化，一九八九年為了雲林縣立委選舉提名爆發創黨以來最

嚴重的紛爭。一九八九年三月黃信介公開宣布心目中理想的十六位縣市長候選

人，且預告陸續公布省議員、立委候選人名單。此舉亦引發各地方黨部批評聲浪，

同時也造成新潮流系反彈。

雖然，黃信介不以為意，且認為已表明此舉是以個人身份所為，並非黨主席

身份或是代表黨中央的態度。不過新潮流系、部分地方有意參選者，對於具有泛

美麗島系身份的黨主席此一舉動，頗不能認同、更批評此舉無視於黨內提名制

度。而同年六月份，更因為雲林縣立委提名之爭，引爆更大規模、幾近全面性的

對立。新潮流系所支持的黃爾璇，透過黨員投票的方式取得雲林縣的提名，但卻

引發現任立委朱高正極度不滿，且公開批判新潮流。除了朱高正公開批判之外，

黨主席黃信介更聲援朱高正，進而引發美麗島系、新潮流系的全面對峙，且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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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系揚言準備採取開除新潮流核心幹部的「清黨」行動。1

最後雖然沒有因此而造成嚴重的政黨分裂，但這場爭議的導火線朱高正，於

一九九零年八月因為違紀參選遭到民進黨開除黨籍處分。由此不難發現，既使在

發生爭端當下，各派系相互叫囂、對峙，但事過境遷之後，還是有必要循黨內規

範進行懲處。2由民進黨創黨之初的黨主席之爭，以及後續的立委提名爭議，表

面上呈現的是一個紛亂、沒有紀律，甚至是無法整合的政黨形象。不過亦可以了

解到爭取黨內權力對於民進黨內各別派系，在黨內生存、競爭的重要性。

很明顯地，黃爾璇與朱高正在雲林縣的立委提名之爭，雙方是以各自所屬派

系的勢力相互對抗。雖然黃爾璇因為朱高正違紀參選，並沒有能夠成功取得雲林

縣的區域立委職位，但朱高正也在隨後付出違紀參選的代價，因而遭到開除黨

籍。除此之外，黃信介因為佔有民進黨主席的職位，進而能夠在縣市長、省議員、

立委黨內提名，發揮營造輿論的影響力。

但當時身為黨主席的黃信介，對於當時同為美麗島系違紀參選的朱高正，最

後依然要循黨內規範懲處，並沒有因為美麗島系有較大的勢力，且佔有黨主席職

位就可以完全不遵循黨內規範。所以由此可以初步得知，民進黨內派系勢力的運

作，除了有看似紛亂、沒以紀律，甚至是無法整合的表面形象之外，其實也是黨

內秩序維繫所不可或缺的力量。

似乎絕大多數人都知道民進黨內各派系，也多少耳聞各式各樣如上所提及派

系紛爭故事，且亦了解民進黨內絕大多數重要公職人員，如總統陳水扁、各縣市

1 關於黃信介公開提出其屬意縣市長名單，以及相關爭議，請參考 1989 年 3 月 13～19 日的新新
聞周刊。雲林縣立委提名之爭以及後續事件，請參考 1989 年 6 月 19～25 日、26 日～7 月 2 日新
新聞周刊。
2 關於朱高正被民進黨開除黨籍的報導，請參考聯合報 1990 / 8 / 4 焦點新聞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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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長、立法委員等，至少都有雙重身份，一方面具有民進黨黨籍，同時又隸屬於

其黨內的某一派系。但我們該如何看待這樣一個長期以來幾乎是由派系組成的政

黨，又要從哪一個角度切入，進而可以客觀的了解派系對於民進黨造成什麼樣的

影響。

除了個別派系間的你爭我奪、彼此在各種政策、政黨路線的爭議、各類黨職

的競爭，時常佔據新聞版面，成為習以為常不足以驚訝的舊聞之外，派系對於民

進黨是否有所貢獻呢？派系在各種重要黨職的競爭，對於派系又有什麼樣的挹注

呢？而且不同的黨職對於個別派系，各具有什麼樣的重要性呢？這些都是有待探

究的問題。

對此本文認為可以由立委選舉切入，透過立委選舉衡量派系的競爭，對於民

進黨造成什麼樣的影響，以及評估各種黨職所具有的影響力為何？由此即可得知

派系競爭對於民進黨的發展造成正面或是負面的影響，同時亦可證明派系為何爭

取各重要黨職，且比較各類黨職的影響力。而非僅如同佔據各新聞版面的舊聞一

般，不斷持續的描述一個劇情相似，但演員有所不同的故事，並隨著各人喜好隨

意揣測罷了。

然而之所以選擇以立委選舉為例深入研究，不外是因為在民主國家當中，政

黨如欲取得政治權力，無非是透過選舉，同時這也是組織政黨的主要目標之一。

一個沒有辦法在選舉賽局中生存的政黨，既使其政黨組織如何的龐大、有什麼經

天緯地的政治抱負或理想，均有如一個沒有市場佔有率的公司一般。同時面對不

同的選舉競爭規則、不同的發展階段，也將會考驗個別政黨的適應能力，而且亦

可以反映出此一政黨是否有所成長。

所以，本文的研究動機在於﹙一﹚相關研究或報導並沒有能夠明確的探究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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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競爭，對於民進黨的發展有什麼樣的影響，僅是流於主觀的臆測﹙二﹚對於派

系的報導評論甚多，但卻未曾適切的深入探討與評量，各類由派系極力爭取的黨

職，有什麼樣的影響力。相信以區域立委選舉為例，可以進一步探討民進黨內的

派系競爭對於民進黨在區域立委選舉的表現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而且探究各類黨職的爭取對於派系，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即可得知派系競爭

對於政黨發展是正面或者負面的效應，且適切評量各類黨職對派系造成的影響為

何？接下來進一步探討 SNTV 選制下，派系政治的相關研究，一方面說明本研

究在相關研究中，所欲填補的空缺，並簡要的討論相關研究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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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獻回顧、理論建構、章節安排

一九八零年代起台灣地區政治市場大幅開放，增額中央民代席次的大幅度擴

充、黨禁的解除，選舉逐漸成為政治權力取得的實質管道。「複數選區單記非讓

渡制（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under multi-member district system）」，簡稱 SNTV

選制的長期採用，使得選舉市場中，除了政黨之外，派系更是不可或缺的要角。

在國民黨﹙KMT﹚威權統治時期，地方派系扮演重要的選舉動員角色，成

為國民黨在基層選舉的代理人。而在民主化之後，地方派系勢力更成為國民黨中

央派系鬥爭過程中，維繫統治權力、鞏固至高領袖所不可或缺的一股勢力。

除了國民黨之外，八零年代中興起的民進黨﹙DPP﹚，相較於國民黨的二元

侍從派系結構，最明顯的差異在於公開化、制度化的派系運作，以及沒有中央與

地方的區隔。民進黨幾乎是一個完全由派系構成的政黨，新潮流、美麗島、正義

連線、福利國等派系廣為人知，而且備受各界關注。

不論是民進黨黨內權力核心改組、提名制度變遷、立法院黨團幹部的改選，

或是各種政治、政策論述的形成，派系均是各界分析民進黨所不可或缺。而且各

主要派系代表性人物的政治、政策立場，更被視為是民進黨各別派系所持的態度

與立場。除此之外，對於各派系代表性人物的出身背景、從政歷程、重大派系競

爭事例等，近似於戲劇性的描述，以及記錄更是不虞匱乏。3

但如民進黨這樣一個派系林立，且彼此間競爭激烈的政黨，派系的競爭對於

處於需要合理控制提名額度，並且進行選票配置的 SNTV 選制下的民進黨，將

3 關於民進黨各派系代表性人物出身背景、從政歷程等，可以參考李旺臺﹙1993﹚，宋朝欽等
﹙1993﹚，楊立傑、莊勝鴻﹙2001﹚等人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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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呢？這是一個尚未被探討，並且加以證實的問題。直觀而

言，民進黨建黨以來未曾擁有龐大的黨機器，且派系之間因為發展路線、政策或

是政治論述紛爭不斷。

在這樣的情況下，勢必無法理性化控制提名額度，而跨越派系界線進行選票

配置的可能性亦不高。既使能夠於區域立委選舉，取得可觀的選票支持，卻未必

能夠克服 SNTV 選制的制度性限制。派系林立的民進黨，非但無法取得超額席

次獲利，更將是此一選舉制度下的相對被剝削者。

然而，事實上並非如同直觀的認知，民進黨於九零年代初，就已經擺脫八零

年代 SNTV 選制下相對被剝削者的角色，能夠逐漸理性化控制提名額度﹙徐永

明、陳鴻章 2002﹚，且發展出其他政黨相繼模仿，並被視為是能夠有效提名的提

名制度。此一反直觀的事實，挑戰的是長期以來潛藏於直觀認知背後，對於政黨

必然要有權力集中的領導核心所存有的偏好。

除此之外，由各類的報導或是著作中，均可以得知的是民進黨內個別派系幾

乎瓜分所有的重要黨職，但對於各類黨職到底有什麼樣的影響力，卻未曾被評估

與證實。所以往往造成以報導者、研究者的喜好，或者是主觀的認定加以評論，

常此以往所造成的問題是，無法適切的解讀民進黨的權力運作，以及為何各派系

極力爭取各種黨職。以下，以圖一呈現 SNTV 選制下，派系相關研究的文獻與

議題，並進行相關文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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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

選舉提名

黨中央權力

黨內派系

政治市場化

﹙民主化﹚ SNTV 選制 選舉結果
﹙國民黨﹚

中央/地方派系

﹙二元侍從結構﹚

中央威權

地方侍從

圖一 文獻與研究議題

如圖一所示 SNTV 選制下的派系政治研究，大致上有兩個發展脈絡。第一

個是在 Wu﹙1987﹚所提出的威權侍從架構下，探討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二元侍

從結構中的中央、地方派系﹙陳明通 1995﹚。而第二個文獻的發展脈絡，是以一

九八零年代中期之後，崛起的民進黨作為研究客體，詳細記錄其黨內派系發展與

變遷為主。

一、國民黨內派系、地方派系研究

針對國民黨方面所進行的研究，議題較為廣泛，除了國民黨內的派系之外，

地方派系的政經變遷等可說是歷年來派系相關研究，投入龐大心力的一個主題。



9

陳明通﹙1995﹚以派系結構變遷理論，來解釋蔣中正如何建構一個以至高領袖為

中心的中央、地方派系二元統治結構，以及探討民主化後國民黨中央派系結構的

失衡，所牽動的政治鬥爭。而在民主化前後，新的至高領袖為了鞏固領導地位，

維繫國民黨的執政權力，地方派系取得更為重要的政治地位。

國民黨中央派系的失衡、權力鬥爭，所呈現的後果是九零年代後的政黨分

裂，而政黨分裂對於處在 SNTV 賽局當中的國民黨所造成的衝擊，除了得票、

當選席次的降低，不但失去大幅超額獲利，更讓民進黨間接獲利﹙徐永明、陳鴻

章 2004a﹚。除此之外，國民黨為了能鞏固新的至高領袖，同時維繫執政權力，

亦使得地方派系的侍從者角色轉變。

侍從關係的轉變，具體呈現出結盟關係的鬆動，地方派系結盟對象，由一黨

化轉變為多黨化﹙趙永茂、黃瓊文 2000，趙永茂 2001﹚。而且地方派系不再以

縣市為界，出現跨縣市的聯盟、全國性政商集團、結合黑道勢力，且更進一步透

過土地開發獲取暴利﹙陳明通 1995，陳東升 1995，王振寰 1996，趙永茂 1996，

王業立 1998﹚。這樣的發展，使得國民黨背負了黑金政治的包袱，但在選舉的壓

力下，地方派系勢力在議會，以及選舉中的地位更形重要﹙黃德福 1990、1994，

趙永茂 1996，王業立 1998﹚。

而地方派系對於國民黨的重要性，可由區域立委選舉國民黨籍候選人、當選

人，具有地方派系身份者所佔比例可以獲得了解。黃德福﹙1990、1994﹚，王振

寰﹙1996﹚，徐永明、陳鴻章﹙2004b﹚均指出，八零年代至九零年代初，區域立

委選舉中，國民黨籍候選人、當選人中，地方派系所佔比例有增無減，這可以說

明地方派系的影響力，以及國民黨對地方派系的依賴。

除此之外，徐永明、陳鴻章﹙2004b﹚更指出：地方派系與國民黨的關係，



10

於八零年代初至九零年代初，呈現「選舉效率增長」且「深化政黨」，而九零年

代之後呈現「深化政黨」但「選舉效率衰退」的型態。這樣的關係型態，解釋了

國民黨在區域立委選舉的成功與失敗，同時也點出國民黨所面臨的困境。

由以上第一類關於 SNTV 選制下派系研究回顧，可以了解於威權統治時期，

蔣氏父子所建構且運用的威權侍從體制，在民主化後持續出現中央派系的衝突，

以及無法完全掌控地方派系，進而對國民黨造成不利的影響。不過由於選舉所帶

來的壓力，使得國民黨不得不持續依賴衰退中的地方派系，對於國民黨無法再如

威權統治時期，由至高領袖完全操弄，並且有效控制中央與地方派系的情況，正

如同 Wang﹙2004﹚所指出：威權侍從體制，在民主化後已經呈現崩解。

然而，未來國民黨與地方派系的關係會有什麼樣的變化，以及如何進行調整

將是有待後續研究，並且是持續發展中的現象。而透過以上相關文獻的討論，可

以得知的是，若由功能的角度觀之，地方派系對於國民黨而言確實提供可觀的貢

獻，尤其是在選舉動員上，使國民黨在威權統治時期，可以開放地方層次選舉滿

足政治參與的需求，並且有效掌控，同時在民主化之後亦可持續維繫政治權力。

但來自黨中央的派系結構失衡，持續政黨分裂也造成國民黨嚴重的政黨分

裂。除此之外值得注意的是，既有的威權侍從架構﹙Wu 1987﹚，隨著政治大環

境的變遷，亦逐漸失去其在理論上的主宰性地位。不過可惜的是，九零年代之後

的相關研究，雖然持續記錄國民黨內派系、地方派系等的發展與變遷，但也未能

逐漸建構一個新的理論典範。

二、民進黨內派系研究

相較之下，第二類關於 SNTV 選制下的派系研究，並沒有如同第一類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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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同樣如圖一所示，民進黨與國民黨有相當大的差異性，民進黨自從創黨以

來，未曾有過具有絕對權威的至高領袖，既使是在取得中央政權之後，陳水扁總

統身兼黨主席的時期，也未必能夠完全消弭黨內的雜音。各派系在民進黨各種重

要黨職、政策路線等，更是幾近公開化、赤裸裸的進行競爭或是交易。

而針對民進黨的派系研究主要是描述、記錄其黨內各派系的發展與消長，以

及對於民進黨轉型所造成的困擾為主。例如，陳益倫﹙2001﹚詳細記錄了民進黨

創黨以來至兩千年初，各主要派系的變遷、政黨發展路線、台灣定位、中國政策

等的爭議過程。黃家興﹙1997﹚主要探討民進黨黨內派系競爭，對於提名制度變

遷的影響。亦有從心理學的研究途徑，探究各主要派系的組織變革與發展﹙呂弦

玲 2000﹚。

除此之外，對於民進黨的研究，或是台灣政黨政治的相關研究，民進黨的派

系是一個必然被提及，並且描述各派系在各重要黨職，所佔的比例以及消長﹙黃

德福 1992，彭懷恩 1994，鄭明德 2004﹚。黃德福﹙1992﹚回顧黨外時期的派系

演進以及發展，並且指出派系之間的對立、意識型態差異、公職掛帥以及山頭主

義，對民進黨至九零年代初，組織結構的制度化仍然遲滯不前，有相當大的影響，

且民進黨黨內的派系衝突，所引發的整合危機，更將抵銷與國民黨抗衡的能力。

郭正亮﹙1998﹚則是以深度參與者、觀察者的角色，探討派系對於民進黨轉

型所造成的困境。其指出民進黨面臨，﹙1﹚派系政治相互猜忌，習慣用派系的角

度思考，無法就事論事面對問題。﹙2﹚國會席次、縣市執政版圖擴增，造成權力

的更進一步分化，各行其事難以整合的局面。民進黨縣市長，透過行政資源切割

原有派系網絡，使得政治菁英更加個人化，跨派系結盟更加複雜化，對於民進黨

而言勢必面臨，因為派系政治、權力分化，形成整合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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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第二類研究的文獻回顧，可以了解國內對於民進黨的派系研究，停留在現

象的描述，以及主觀的臆測。例如郭正亮﹙1998﹚可說是直觀的推論，派系的競

爭必然對於民進黨造成負面的影響。同時這樣的觀點，多少有著對於政黨必然要

有權力集中的至高領袖的嚮往與憧憬。但是若對照國民黨在民主化後持續因為至

高領袖之爭，以及為了鞏固至高領袖所付出的政黨分裂代價，已經提醒研究者有

必要省思是否完全的權力集中就真的對政黨有利。

除此之外，接著以區域立委選舉為主題的研究，進一步說明為何以往的研究

有其不足。事實上，民進黨在區域立委選舉的競爭上，於九零年代初就已擺脫八

零年代 SNTV 選制下相對被剝削者的角色，已經能夠逐漸理性化控制提名額度

﹙徐永明、陳鴻章 2002﹚，且發展出其他政黨相繼模仿，並被視為是能夠有效提

名的提名制度。這樣的情況已經凸顯了相當的矛盾性，如果民進黨如郭正亮

﹙1998﹚等人所指出的：派系競爭對民進黨而言勢必面臨，因為派系政治、權力

分化，形成整合的困境，那麼民進黨如何可能有效控制提名額度呢？

徐永明、陳鴻章﹙2002﹚的研究，考量探討 SNTV 選制的多席次的特性，所

以將區域立委選舉單一席次選區排除於探討範圍之內，僅探討複數選區政黨的提

名、配票是否有所失誤。4在此一研究中徐永明、陳鴻章﹙2002﹚指出民進黨於

八零年代確實沒有能夠理性化控制提名額度，且亦曾經於一九八九年出現高達六

個選區配票失敗、一個選區低度提名，以及四個選區高額提名。進入九零年代後，

4 政黨提名失誤指標，主要包括超額、低度、配票失敗等三個重要失誤，此一變項是由政黨選區
提名額（包括正式提名、政黨推薦、報准參選）—（減）該政黨該選區預估正確提名數(政黨選
區得票除以選區安全票數)配合以下三個原則進行衡量。(1)超額提名：政黨選區提名額—（減）
政黨該選區預估正確提名數為正值且政黨當選數低於正確提名額，此視為該選區為超額提
名。(2)低度提名：政黨選區提名額—（減）政黨該選區預估正確提名數為負值時，此視為該選
區為低度提名。(3)配票失敗：政黨選區提名額—（減）政黨該選區預估正確提名數為零時且政
黨當選數低於正確提名額，此視為該選區為配票失敗。詳細的說明請參考 Gary Cox and Emerson
Niou . 1994. “Seat Bonuses under the Single Non- transferable Vote System: Evidence from Japan and
Taiwan.” Comparative Politics 26:221-236. 及 徐永明、陳鴻章，2002，「老狗學把戲：立委選舉政
黨提名的有效性」，東吳政治學報，第十五期，頁 87~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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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的各種提名失誤大幅降低，而且當選率均能維持在六成以上。

由此不難發現民進黨於九零年代後，提名額度亦有所節制，不再如八零年

代，且當選率亦在九零年代有所提升。透過這個研究已經可以粗略了解，民進黨

確實在經歷了兩屆立委選舉的挫敗之後，能夠理性化控制提名額度，降低 SNTV

選制所帶來的限制。且在九零年代後未曾出現負席次紅利的窘境，並可以獲得些

許的席次紅利。5

不過在多席次選舉賽局中，個別政黨的超額獲利，亦可能來自於其他政黨的

政黨分裂。所以為了解國民黨自九零年代以來的分裂，使民進黨有什麼樣的間接

獲利空間，徐永明、陳鴻章﹙2004a﹚進一步探討政黨分裂於 SNTV 選制下所造

成的損失為何？6雖然此一研究主要研究對象為國民黨，於九零年代後的分裂使

其在 SNTV 選制下造成什麼樣的不利。不過在這個研究的反事實模擬所呈現的

結果是，既使將泛藍視為是一個整體，且可以完全不發生提名失誤、配票失敗，

民進黨的席次不比例性同樣有所降低。

由以上徐永明、陳鴻章﹙2002、2004a﹚SNTV 選制下政黨選舉表現的研究，

已經可以明確地了解一個反直觀事實確實出現。因為如果如同郭正亮﹙1998﹚所

言：派系使得民進黨面臨諸多困境，那麼民進黨似乎不可能理性化控制提名額

5 席次紅利 ﹙政黨複數選區席次比例 –政黨複數選區得票比例﹚；得票率（政黨複數選區得票
/複數選區總有效票）；席次率（政黨複數席次選區當選數/複數選區總應選席次）；提名率（政黨
複數選區提名數/複數選區應選名額）；當選率（政黨複數選區當選數/政黨複數選區提名數）。詳
細的說明請參考 徐永明、陳鴻章，2002，「老狗學把戲：立委選舉政黨提名的有效性」，東吳政
治學報，第十五期，頁 87~121。

6 無失誤模擬首先要估算國民黨、泛藍於歷次選舉（1995~2001 年），失誤選區數目及失誤類型，
而選區失誤與否及失誤類型的估算，主要以選區為單位，配合其得票比率以Droop quota [V/（N+1）
+1]，進行最高可當選數估算。在最高可當選數估算完成後，再與實際當選情況、提名數，進行
失誤類型判斷，當失誤選區及類型判斷完成後，即可初步確定每一個年度失誤選區及失誤所造成
的席次損失。最後，初步完成每一個年度失誤選區，及失誤所造成的席次損失後，接下來，就可
以進行失誤選區錯誤更正，以求得無失誤情況下，確切的可增加席次數。詳細的說明請參考 徐
永明、陳鴻章，2004 「多席次選舉中政黨的分合：以台灣區域立委選舉為例」，選舉研究，11
﹙1﹚127-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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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進行選票配置。

但可惜的是，徐永明、陳鴻章﹙2002、2004a﹚的研究均未考量，或是探討

派系，這兩個研究均假設政黨是一個理性的單一行動者。雖然這兩個研究，已經

明確凸顯了一個反直觀的事實，但在解釋民進黨為何能夠在 SNTV 選舉賽局中，

能夠有所成長上，卻未能確切反映出民進黨內的權力特質，而僅僅是透過假設民

進黨為單一行動者的方式帶過。

這樣子的假設不但與事實有嚴重的出入，且只是留下更多的爭議，但卻未能

夠有效的釐清在民進黨內扮演重要角色的派系，在黨內的權力競爭，對於民進黨

造成什麼樣的影響。所以討論民進黨選舉表現時，勢必要將派系在黨內權力的競

爭加以考量，不然如同徐永明、陳鴻章 ﹙2002、2004a﹚僅僅是點出了一個反直

觀的現象，但卻未能提供更為深入、適切的理論架構，對於相關現象進行解釋。

三、日本自民黨的研究、文獻觀點檢討、理論建構

那麼如何解釋這個反直觀的事實，關於日本自民黨的派系研究，是比較值得

注意的，雖然日本是內閣制，且在一九九四年之後正式施行單一選區兩票並立

制。不過以下所提及關於自民黨的研究，皆是以 SNTV 選制時期為主的研究，

且自民黨內的派系林立、公開化的派系運作等特質，均和本文所欲探討民進黨的

派系相當類似。

Fukui﹙1978﹚詳細紀錄了自民黨內各派系所佔有的內閣席次，同時其指出

自民黨內的派系政治，幾乎取代了政黨競爭。而派系成為籌措政治獻金的管道，

使得派系有財閥化的趨勢。同時由於派系政治，造成內閣更替頻繁，也使得公共

政策決策無法理性化，但不可否認的是，自民黨的長期執政，也因為其黨內的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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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競爭，不過 Fukui﹙1978﹚對於日本自民黨的研究，主要是對於既存現象的描

述。

Cox and Rosenbluth﹙1993、1996﹚、Cox and Niou﹙1994﹚則是分別探討自

民黨內各主要派系黨內權力爭奪，對於派系成員獲取政黨提名；競選經費募集規

範的變革，對於各別派系選舉表現；自民黨於 SNTV 選制下的選舉表現等的影

響。Cox and Rosenbluth﹙1993、1996﹚以各別派系眾議員選舉得票率變動幅度，

間接證實了一九八零年代政治獻金法，將派系募款功能削弱後，自民黨內各派系

選舉表現差異大幅度縮減。除此之外，更分析各別派系是否取得政黨控制權，對

於各別派系候選人獲取自民黨提名的影響。這兩個實證研究，使得派系為何能夠

存續、爭奪政黨領導權，又存有什麼樣的利基獲得證實。

而 Cox and Niou﹙1994﹚則是進一步指出，自民黨能夠在 SNTV 選制下，享

有席次紅利的其中一個因素是黨內派系的高度制度化。所以同樣由功能的角度觀

之，日本自民黨內的派系，雖然造成了公共政策的不理性、閣揆更替頻繁，但自

民黨卻也得利於派系共治而能夠長期執政。

由以上相關文獻與研究議題的檢討，在國民黨方面所呈現的是，由至高領袖

所領導的二元派系結構，在政治市場全面開放後，受到嚴重的衝擊，持續出現政

黨分裂。政治市場的全面性開放，對於國民黨的二元派系結構，最大的衝擊是封

閉式的政治競爭模式，朝開放式選舉競爭模式轉型，尤其又採取能夠讓小黨有生

存空間的 SNTV 選制，對於國民黨而言更是一大衝擊。

在既有的黨國威權體制下，既使至高領袖在毫無接班安排的情況下死亡，進

而使得原先的派系平衡狀態失序，但只要經歷了黨內的派系鬥爭之後，新的至高

領袖取得黨領導權後，這樣一個黨國威權體系即可繼續運作。不過在選舉市場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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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之後，黨內派系鬥爭下的輸家，將不再如黨國威權體制的封閉競爭環境下，只

能選擇退出政治舞台，或這是遭到無情的政治清算。相反地，這些黨內派系鬥爭

下的輸家，轉而直接成立新政黨投入政治市場，而所呈現的就是一次次的政黨分

裂。

而在選舉市場開放後，新的至高領袖一方面要面對接二連三的選舉考驗，而

且既使能夠贏得選舉，至高領袖的政治生命週期，也不得不受到公職任期的限制

而大幅縮短。所以至高領袖不可能如同威權統治時期，可以持續佔有政黨領導權

直到生命結束的那一刻，而至高領袖政治生命週期的縮短，也使得黨內權力鬥爭

週期，隨選舉週期所設下的限制，大幅度的縮減。

表面上看似毫無紛擾，且能夠齊一步伐的國民黨，事實上僅是處在一個沒有

黨內民主，以及缺乏自我調適能力，並且逐漸蓄積下一波政黨分裂能量的狀況。

只要面臨重大的選舉挫敗，或者是至高領袖政治生命週期即將結束，可以預見的

是，新一波的黨內派系鬥爭，以及隨之而來的黨內政敵肅清行動，且可能引發嚴

重的政黨分裂。

所以，國民黨所呈現高度權力的集中，由單一派系，或是各別領導者，完全

掌握黨內政治權力，雖然表面上呈現出穩定、毫無紛爭，且能服膺於至高領袖的

領導，似乎是一個頗令人稱羨的運作模式。但事實上這一個權力運作模式，卻為

政黨長期發展，種下致命的惡因，所以國民黨在政治民主化後，飽嚐政黨分裂的

苦果。

相較之下，又如何解釋自創黨以來即被認為是派系林立，且持續紛爭不斷的

民進黨，不但沒有大規模的政黨分裂，且又能在派系林立的情況下，能夠理性化

調節區域立委的提名額度。由 Fukui﹙1978﹚、Cox and Rosenbluth﹙1993、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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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x and Niou﹙1994﹚等人針對日本自民黨的研究，所凸顯的是派系共治的權力

運作邏輯，使得自民黨能夠長期的執政。而郭正亮﹙1998﹚雖然也同意民進黨呈

現派系共治的權力運作邏輯，但卻認為派系之間的競爭，必然不利於民進黨的發

展。

不過郭正亮﹙1998﹚所關注的僅是表面的派系紛爭，但卻沒有深刻的探討，

一個呈現派系共治的政黨，除了表面上的紛爭之外，派系是否可能在政黨發展上

扮演建設性的角色。不然僅強調由派系競爭所造成的紛爭，更進一步推斷必然不

利於政黨發展，但事實上在台灣政黨發展史上所呈現的卻是，權力完全集中、幾

乎是寡頭領導的國民黨不斷分裂。

所以，若是要討論民進黨內的派系競爭，對於民進黨造成什麼樣的影響，至

少在理論上需要思考﹙一﹚為何要組織派系，而派系在黨內權力的爭奪有什麼樣

的重要性﹙二﹚派系在政黨當中，可以扮演什麼樣的角色並發揮什麼樣的功能。

除此之外，則是要更進一步透過經驗資料加以驗證相關論點，而非僅是如街頭巷

議一般，由表面所呈現的紛爭，進而隨意論斷、臆測派系的競爭必然對於政黨的

發展有不利的影響。

首先，為何要組織派系、派系又能發揮什麼樣的功能，其運作的邏輯正如同

Aldrich﹙1995﹚在 Why Parties ? 一書中所提及的，政治人物之所以嘗試組織政

黨，不外是面臨﹙一﹚集體行動的難題﹙二﹚取得政治職位，或者是達成政治目

標的野心，而會形成什麼樣的政黨體系，則受到選舉制度影響。

Aldrich﹙1995﹚指出若是沒有如同政黨這樣的組織，那麼國會當中的每個議

員，會因為各有各的利益，進而呈現出無法達成任何決議的集體行動難題。相對

地，若是有政黨組織存在，那麼各種不同的利益，則會透過政黨加以匯集，進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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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原先面對的集體行動難題獲得解決。而政黨的形成除了因為面對集體行動難題

之外，也因為各別政治人物尋求取得政治職位，或者是達成政治目標的野心。同

時因為單一席次相對多數決的總統大選，促成長期以來的兩大黨競爭型態。

那麼在相同的邏輯下，若是把派系類比為政黨，亦即將派系視為是黨內之

黨。如民進黨這樣一個由各地方反對勢力所集結而成的政黨，在成立之初同樣面

臨集體行動的難題，若是完全沒有各別政治人物嘗試組織派系，進而將不同的意

見集結，那麼勢必不可能制訂任何的黨內規範，或者能夠形成特定的集體行動，

但不可否認的是，為了達成集體行動，派系之間勢必會所有紛爭。

除此之外，同樣將派系類比為政黨，外在的選舉制度勢必促成不同型態的派

系體系。在多席次的 SNTV 選制當中，於各別政黨除非刻意加以限制，不然組

織派系爭取黨內權力，嘗試擴張政治勢力，將會是各別政治人物爭取更多政治資

源，相當值得嘗試的管道。相對地，一個未能提供政治資源的派系，或者運作效

率不彰的派系，也勢必面臨走向衰敗的命運。

所以，可以預期的是在特定政黨內，如果沒有絕對的權威可以刻意壓抑派系

的形成，組織派系爭取黨內權力，進一步獲取政治資源，勢必會成為一個常態性

的行動。而派系之間為了黨內權力的爭奪，進而引發派系之間的紛爭，也會成為

一個不可或缺的戲碼。

不過除了表面的派系競爭、權力爭奪紛爭之外，也將因為常態化的派系競

爭，共同分享政黨領導權，進而避免採取分裂政黨的方式爭取生存空間。尤其當

多派系共治的權力結構形成之後，表面上看似權力分散，甚至毫無紀律可言。但

也因為多派系的共治結構，沒有任何派系可以完全壓迫其他派系，更有可能在紛

爭之餘，進而促成更能夠滿足多數派系的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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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更為重要的是在多派系共治的權力邏輯下，特定派系成為永遠輸

家的可能性相對降低，因為隨著議題的不同，將會形成不同的利益。這樣的情況

使得各別派系在不同的利益結構下，形成不同的結盟關係，進而使各派系能夠有

更大的運作空間，進行利益的交換，而非妳死我活的決鬥。

派系長期處於既競爭又合作的共治環境下，除了表面上因為競爭而呈現出各

種紛爭之外，派系也會成為政黨內，匯集各種不同利益，扮演相互折衝協調，進

而達成理性集體行動的重要關鍵性機制。所以，派系在政黨當中，除了會有利益

的競爭衝突之外，但也可以扮演不同利益、不同立場，或者是不同議題的代表，

同時也會成為相互折衝、協調，以及約束各別成員的機制。

基於以上針對國內兩大類派系研究發展脈絡，以及國外文獻關於日本自民黨

派系競爭與政黨選舉表現影響研究的討論並進行比較，且嘗試由 Aldrich﹙1995﹚

所提出的政黨形成、組織的觀點加以衍生解釋民進黨的派系運作邏輯。不難發現

目前在這一個研究領域中，針對於民進黨的派系所進行的研究，仍然有相當的不

足。且由現象描述所進行的直觀推論，或是臆測亦與實際呈現的現象有所脫節，

這非但無法有效了解民進黨的權力運作，反而造成更多的混淆。所以，本文認為

可以民進黨立委選舉為例加以深入探討，並驗證是否如以上所推論的派系的競爭

對政黨有正面的影響。

為了討論派系競爭對於民進黨造成什麼樣的影響，本文一共分為六章。第一

章 為此一研究的序論，預計說明研究動機、目的，進行相關文獻的回顧。並於

第二章提出研究架構、研究假說，並簡要說明整個研究所欲採用的方法、收集的

資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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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第三章 開始探討派系於黨中央、地方黨部等的權力競爭，以及佔有的地

方行政首長職位。這一章預期呈現歷年來民進黨中央，各別派系的消長，黨中央

權力結構、地方黨部競爭的情況，且各別派系各自又佔有多少地方行政首長職位。

在第三章討論了各別派系於歷年黨中央、地方黨部等的競爭之後。接著於第

四章討論歷年來區域立委選舉，民進黨內各別派系勢力的消長又是如何？當然除

了總體資料變化的詮釋之外，更進一步以派系為單位進行多元迴歸分析，了解黨

中央權力競爭對派系選舉表現的影響。

探討完派系之後，於第五章 進一步分析派系競爭，對於民進黨區域立委選

舉表現的影響。這一章將呈現民進黨，八零年代建黨以來，於區域選舉的表現為

何，當然除了民進黨之外，其他主要政黨表現也將一併探討。除了總體表現的討

論之外，最後以選區為單位透過多元迴歸分析，了解民進黨的派系競爭、其他政

黨的分裂，以及 SNTV 選制特性，對於民進黨選舉表現的影響。

最後，在分別回顧了民進黨各派系的發展與變遷、分析了派系於黨中央的權

力競爭，對於派系選舉表現的影響，以及派系競爭，對於民進黨區域立委選舉表

現的影響之後，於第六章 總結本文的研究發現，並提出後續的研究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