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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派系於黨內競爭、地方首長競爭

在前兩章分別說明了為何要進行這個研究、預計如何進行這個研究，並提出

相關研究假說之後。第三章要討論的是民進黨一九八六年創黨以來，至兩千零四

年第六屆立委選舉，民進黨內各主要派系於黨中央﹙黨主席、秘書長、中常委﹚、

地方黨部、縣市首長的競爭。由此可以了解各別派系興起，以及隨後的勢力發展

呈現什麼樣的面貌。這一章一共分為﹙一﹚派系在黨中央﹙二﹚派系在地方黨部、

地方行政首長的競爭﹙三﹚小結，以下首先討論派系於黨中央的競爭。

第一節 派系在黨中央的競爭

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民進黨成立，是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唯一成功突

破政治禁忌的反對政黨。也因為民進黨的成立是七零年代起各種持續發展，且存

有路線爭議、分歧反對運動的結合，所以成立之初就存有相當的內部異質性，也

衍生出民進黨發展初期的諸多內部爭議。

以往，以民進黨內派系進行研究的相關文獻，對於民進黨成立時有那些派

系，大致上呈現兩種觀點﹙一﹚康系、新潮流、前進系、受難家屬派、辯護律師

派，以及高雄縣余家班、台南蔡介雄、屏東邱連輝等地方山頭﹙宋朝欽等 1993、

陳益倫 2000、鄭明德 2004﹚﹙二﹚泛新潮流、前進系、泛美麗島系、康系及超

派系﹙黃德福 1992、彭懷恩 1994、呂弦玲 2000﹚等兩大類說法。

這兩類關於民進黨成立之初派系界定的說法，兩者之間的差異為民進黨成立

之初是否有美麗島系存在，宋朝欽等﹙1993﹚是以美麗島事件後，扮演不同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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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難家屬、辯護律師﹚、原本的政治特質﹙地方山頭、派系﹚加以分類，並且

具體將這些具有類似特質的政治人物，以身份特質定義為不同的派系。

不過這樣的界定方式，存有的爭議較大，因為是否因身份特質，或者是美麗

島事件後扮演角色的相似，就會成為民進黨內的一個具有共同目標，進而凝聚的

次團體，還是僅有某些身份特質的相似。所以，運用報紙資料庫，分別針對相關

文獻所提出的派系名稱，進行查詢以及比對，將是一個有助於釐清是否曾經有使

用特定派系名稱進行動員的情況。

本文認為以第二類關於民進黨成立初期的派系生態觀點，是比較有實質的意

義的界定方式，而第一類觀點基本上是可以呈現，民進黨成立初期主要成員的身

份，或者是曾經扮演過的角色特質。且運用以上兩大類觀點所提供的派系名稱類

目，以聯合報的報紙資料庫查詢，可以發現的是在一九八六年一月一日～一九八

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聯合報所報導的訊息中，並沒有所謂的「受難家屬派」

「辯護律師派」這兩個關鍵詞，但可以查到「美麗島系」此一關鍵詞出現在相關

報導中。

依此本文採用第二種觀點，認為民進黨在成立初期分別有泛新潮流、前進

系、泛美麗島系、康系及超派系等黨內派系。1以下首先以表 3-1 呈現民進黨成

立以來，至兩千零五年為止，民進黨內各派系於黨中央的競爭情況。

1 運用報紙資料庫逐一查詢相關文獻所提供的派系類目，主要認為如果真的有這個派系存在，至
少應該會因為以此一派系名稱進行動員，並且集結政治資源等，那麼將會呈現在媒體的報導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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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民進黨中常委主要派系比例以及黨主席派系屬性，1986~2005

年度 美麗島 新潮流 正義連線 福利國 其他 Total 黨主席 秘書長

1986 0.00 0.45 ---- ---- 0.55 1.00 無 無

1987 0.25 0.17 ---- ---- 0.58 1.00 新 新

1988 0.55 0.45 ---- ---- 0.00 1.00 美 美

1989 0.55 0.45 ---- ---- 0.00 1.00 美 美

1991 0.36 0.55 ---- ---- 0.09 1.00 美 無

1992 0.36 0.27 0.00 0.27 0.09 1.00 美 福

1994 0.36 0.18 0.09 0.27 0.09 1.00 福 新

1996 0.18 0.27 0.18 0.27 0.09 1.00 美 新

1998 0.27 0.18 0.27 0.18 0.00 0.91 無 新

2000 ------- 0.20 0.18 0.36 0.27 1.00 福 新

2002 ------- 0.20 0.20 0.33 0.20 0.93 正 福

2004 ------- 0.14 0.21 0.36 0.14 0.85 正 福

2005 ------- 0.14 0.14 0.43 0.14 0.85 福 無

資料來源：民進黨中央黨部網站、鄭明德﹙2004﹚2

如表 3-1 所示，民進黨於一九八六年創黨之初，美麗島系並沒有在民進黨的

中常會佔有任何中常委席次。相對地，新潮流系一舉佔有百分之四十五的中常

委，而其餘百分之五十五的中常委席次則分別由康系、超派系、前進系等派系所

佔有。整體而言民進黨於創黨之初，黨中央即由派系完全瓜分，不過首任的黨主

席江鵬堅、秘書長黃爾璇，並沒有明顯的派系屬性。3

時序進入一九八七年，民進黨創黨之後的第二年，新潮流系雖然掌握了黨主

席、秘書長職位，不過僅佔有百分之十七的中常委。一九八六年完全沒有取得中

2 表 3～1 中所有民進黨中常委、黨主席、秘書長名單均來自民進黨網站 http://www.dpp.org.tw/，
以及鄭明德﹙2004﹚，而派系屬性則是透過聯合知識庫的網址 http://udndata.com/、中時新聞資料
庫 http://vip.tol.com.tw/CT_NS/CTSearch.aspx 等兩個報紙資料庫進行查核，並且進一步計算各派系
佔有中常委比例。
3 國內關於民進黨內派系的研究，在各別政治人物派系屬性的判斷上，皆是由作者自行判斷，不
過這樣的判斷方式，如鄭明德﹙2004﹚、宋朝欽等﹙1993﹚對於民進黨一九八六年創黨之初，首
任黨主席、秘書長的派系屬性就有不同的判斷。鄭明德﹙2004﹚認為江鵬堅、黃爾璇皆是泛新潮
流系，不過宋朝欽等﹙1993﹚認為江鵬堅是編聯會，而黃爾璇沒有派系屬性。對於這樣的爭議，
以聯合知識庫進行關鍵字的搜尋，發現在 1986 年～1987 年間的相關報導，完全沒有認定江鵬堅、
黃爾璇有任何的派系屬性，所以依照先前所提及的派系界定方式，本文將其二人界定為沒有派系
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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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委的美麗島系，在一九八七年佔有百分之二十五的中常委，而康系、超派系、

前進系等派系進一步佔有百分之五十八的中常委，不過整體而言派系依然完全瓜

分黨中央。

一九八八年民進黨內權力結構開始有新的變化，由於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的美

麗島事件，國民黨政府逮捕了黃信介、施明德、林義雄、姚嘉文、張俊宏等人，

且隨即將美麗島雜誌社相關人員一併逮捕。4一時之間逐漸成形的美麗島政團遭

到瓦解，而黃信介等人在隨後的反對運動也不得不缺席。

不過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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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美麗島系在黃信介等人的整合下，一舉佔有

百分之五十五的中常委，且佔有黨主席、秘書長的職位。而新潮流系雖然沒有能

夠佔有黨主席，或者是秘書長職位，但也攻佔了百分之四十五的中常委席次。

至一九八八年為止，民進黨中央的權力結構，呈現完全由美麗島系掌控的狀

態，美麗島系一舉握有過半的中常委席次，同時更佔有黨主席、秘書長的職位。

雖然新潮流系也佔有百分之四十五的中常委席次，不過一九八八年是民進黨創黨

以來首度出現單一派系完全掌握黨中央，更是歷年來唯一由單一派系完全掌握黨

中央。而值得注意的是，一九八八年也是民進黨內首度呈現，美麗島、新潮流兩

大派系對峙的兩極化權力結構型態，而此一兩極化權力結構，在一九八九年依然

維持，並沒有發生變化。

不過美麗島系完全掌握黨中央，美麗島系、新潮流系對峙的兩極化權力結

4 關於美麗島事件的始末，請參考新台灣文教基金會網站 http://www.newtaiwan.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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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在一九九一年有所轉變。美麗島系雖然由許信良取得黨主席職位，不過美麗

島系僅佔有百分之三十六的中常委職位，相對地新潮流系卻握有百分之五十五的

中常委，而其他派系則握有百分之九的中常委席次。

在這樣的權力格局下，許信良不再以美麗島系的張俊宏續任秘書長，轉而尋

求沒有派系背景的江鵬堅出任秘書長，且進一步邀請新潮流系的邱義仁擔任副秘

書長﹙宋朝欽等 1993﹚。此舉亦開啟了美麗島系、新潮流系共同分享黨中央權力

的首例。至一九九一年為止，民進黨中央延續一九八八、一九八九兩個年度的情

況，單一派系可以握有過半的中常委席次，但這也是單一派系掌握過半中常委席

次的最後一個年度。

不過有趣的是一九九一年十月十三日，民進黨第五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通過了「公投台獨黨綱」。5此一「公投台獨」黨綱最重要內容有兩大項 ﹙1﹚依

照台灣主權現實獨立建國，制定新憲，使法政體系符合台灣社會現實，

並依據國際法之原則重返國際社會﹙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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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此一「公投台獨黨綱」兩大項主要內涵，台獨的部分就是新潮流

系的新國家運動訴求，而美麗島系張俊宏等人﹙1989﹚的地方包圍中央

理論中的住民自決，讓台灣人出頭天則是在此一黨綱最後強調的「交由台灣全

體住民以公民投票方式選擇決定」。所以，民進黨於一九九一年通過的「公

投台獨黨綱」，基本上就是新潮流系的政治目標與美麗島系部分政治藍圖的融

合。由此可以了解，在民進黨創黨之後的第五年，美麗島、新潮流等兩大派系，

5 民進黨詳細的黨綱內容請參考民進黨網站 http://www.dpp.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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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除了紛爭之外，也不是沒有相互合作、異中求同的可能性。

一九九二年民進黨內掀起另一波派系運動，原先隸屬於美麗島系的陳水扁、

新潮流系的謝長廷、美麗島系的周伯倫等人，分別籌組正義連線、福利國、進步

系等三個派系。除此之外台獨聯盟的返台，亦在民進黨內組成台獨聯盟﹙郭正亮

1997﹚。這一波新興派系的崛起，同時再一次促成黨中央權力結構的變化。

正義連線、福利國、進步系以及台獨聯盟的崛起，其中以福利國一舉佔有百

分之二十七的中常委席次，為各新興派系之最，但正義連線並沒有能夠佔有任何

中常委席次。除此之外，台獨聯盟、進步系則是在康系、前進系沒落之後，一共

佔有百分之九的中常委席次。在這一波新興派系崛起的過程中，以新潮流系受到

最大的影響，其所佔有的中常委席次，由一九九一年的百分之五十五，大幅降低

至百分之二十七。除此之外，值得注意的是一九九二年起，至兩千零五年間，沒

有任何一個派系佔有過半的中常委席次，同時民進黨中的權力結構，持續呈現多

極化。

從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八年間，民進黨內各別派系，僅有美麗島系曾經於一

九九二、一九九四年間，佔有百分之三十六的中常委席次，為各派系佔有最多的

中常委席次比例。隨著美麗島系在一九九八年後分裂為新世紀、新動力等兩個派

系之後，造成新潮流、正義連線、福利國等主要派系之外的派系，一舉佔有百分

之二十七的中常委席次。

而在兩千年至兩千零五年間，也僅有福利國系於兩千零四年、兩千零五年，

分別佔有百分之三十六、百分之四十三的中常委席次，為各派系佔有最高比例的

中常委。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自從陳水扁總統於兩千零二年兼任黨主席，並實行

黨政同步以來，陳水扁總統擁有指派四席中常委的權力，同時亦可以提出不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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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委的提名小組名單，進而提名半數的不分區立委。6在此之後，由派系完全瓜

分黨中央的情況略有改變，以往由派系完全佔有所有中常委的情況，在兩千零四

年、兩千零五年，派系佔有中常委的比例降低為百分之八十五。

由以上針對民進黨歷年來黨中央權力結構的探討，可以發現﹙一 ﹚歷年來

僅一九八八、一九八九兩個年度，單一派系完全掌控黨主席、秘書長，且擁有過

半的中常委席次。﹙二﹚單一派系掌握過半的中常委席次，為一九八八、一九八

九、一九九一年等三個年度。﹙三﹚呈現兩極對峙的權力結構，為一九八八、一

九八九兩個年度，其餘年度均呈現多極化的權力結構。﹙四﹚在兩千零二年至兩

千零四年間，因為黨政同步，派系完全瓜分中常委的情況稍有降低。除了派系在

黨中央的競爭之外，接下來於第二節呈現民進黨歷年來各主要派系於地方黨部、

地方行政首長的競爭情況。

6 關於民進黨黨政同步之後，兼任黨主席的陳水扁總統可以提名四席當然中常委，以及所擁有影
響不分區立委提名的權力。請參考民進黨中央黨部網站 http://www.dpp.org.tw/，黨章以及公職人
員提名的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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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派系在地方黨部、地方行政首長的競爭

除了上一節討論民進黨內派系在黨中央的權力競爭之外，在這一節進一步將

觀察的重心轉移到地方黨部，以及縣市首長。地方黨部是民進黨經營、深入地方

的第一線，而縣市首長直接握有地方行政資源，所以對於黨內各派系而言，都是

相當有必要爭取的政治資源。以下以表 3-2 呈現歷年來，民進黨內各別派系在地

方黨部，所呈現的競爭情況。

表 3-2 民進黨歷年來各主要派系於地方黨部競爭，1986～2004

年度 美麗島 新潮流 正義連線 福利國 其他 total

1986 ----- ----- ----- ----- ----- -----

1989 0.65 0.30 ----- ----- 0.00 0.95

1992 0.62 0.24 0.00 0.00 0.05 0.90

1995 0.38 0.24 0.05 0.05 0.05 0.76

1998 0.57 0.13 0.04 0.04 0.00 0.78

2001 ----- 0.13 0.08 0.13 0.21 0.54

2004 ----- 0.08 0.08 0.08 0.29 0.54
資料來源：民進黨組織部、鄭明德﹙2004﹚7

如表 3-2 所示民進黨內歷年來，各派系於地方黨部主委競爭的情況，這一個

表是以區域立委選舉年度為主，然後計算這些選舉年度各別派系佔有多少比例的

地方黨部主委。一九八六年民進黨創黨之初，並沒有成立任何地方黨部，所以各

派系也沒有取得任何地方黨部主委，而在一九八九年時，民進黨於全台各縣市已

經成立了二十個地方黨部。其中美麗島系佔有百分之六十五的地方黨部主委，而

7 派 系 屬 性 是 透 過 聯 合 知 識 庫 的 網 址 http://udndata.com/ 、 中 時 新 聞 資 料 庫
http://vip.tol.com.tw/CT_NS/CTSearch.aspx 等兩個報紙資料庫進行查核，並且進一步計算各派系佔
有中常委比例。根據民進黨中央黨部組織部所提供的資料，至兩千零五年二月二十五日為止，民
進黨於台灣各縣市，以及金門縣均有成立地方黨部，目前僅連江縣未成立地方黨部，而一九八六
年創黨之初，並沒有成立任何一個地方黨部。所以，一九八六年並沒有任何派系會佔有任何的地
方黨部主委職位。表 3～2 當中的 ----- 表示，並未有任何地方黨部成立，或者是此一派系已經
解散或是尚未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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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潮流系佔有百分之三十的地方黨部主委職位，兩個派系一共佔有百分之九十五

的地方黨部主委職位。

隨後，於一九九二年民進黨於各縣市一共有二十一個地方黨部，美麗島系佔

有百分之六十二的地方黨部主委，新潮流系則佔有百分之二十四。除此之外，於

一九九二年崛起的正義連線、福利國等兩個派系，並沒有佔有任何地方黨部主

委，而台獨聯盟則佔有百分之五的地方黨部主委。相較於一九八九年，派系勢力

佔有地方黨部主委的比例略為下降百分之五，不過依然高達百分之九十。

到了一九九五年情況有較大的變化，民進黨於各縣市同樣有二十一個地方黨

部，但美麗島系僅佔有百分之三十八的地方黨部主委，相較於一九九二年的佔有

比例，呈現大幅的下降。而在新潮流系方面，同樣維持佔有百分之二十四地方黨

部主委的水準。除此之外，正義連線、福利國，以及其他勢力較小的派系，分別

佔有百分之五的地方黨部主委職位。不過整體而言一九九五年，所有的派系僅佔

有百分之七十六的地方黨部主委，相較於一九九二年，下降了百分之二十四之多。

然而在一九九八年美麗島系再一次掌握了五成以上地方黨部主委，一舉佔有

民進黨二十三個地方黨部中的十三的地方黨部主委。相較之下，新潮流系僅佔有

百分之十三的地方黨部主委，而正義連線、福利國則分別佔有百分之四。所有派

系一共佔有百分之七十八的地方黨部主委，相較於一九九五年的地方黨部主委佔

有比例是有所提升。

不過在兩千零一年、兩千零四年，派系高度佔有地方黨部主委的情況有所改

變，這兩個區域立委的選舉年度，所有派系僅能佔有百分之五十四的民進黨地方

黨部主委。其中又以美麗島分裂後成立的新世紀、新動力、超派系等三個派系，

一共在兩千零一年取得百分之二十一，兩千零四年取得百分之二十九的地方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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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委。而新潮流、正義連線、福利國等三個派系，則分別在這兩個選舉年度，佔

有百分之八至百分之十三不等的地方黨部主委。

由以上針對民進黨內各派系在地方黨部主委的競爭情況，可以發現﹙一﹚歷

年來以美麗島系佔有最多的地方黨部主委，最高佔有率曾經高達百分之六十五。

﹙二﹚除了兩千零一、零四兩個年度，派系佔有地方黨部主委比例降至百分之五

十四之外，其餘年度派系高度佔有地方黨部主委的職位。除了討論地方黨部主委

之外，接下來以表 3-3 呈現歷年來民進黨內，各別派系佔有多少民進黨籍地方縣

市首長職位。

表 3-3 民進黨歷年來各主要派系於縣市首長競爭，1986～2004

年度 美麗島 新潮流 正義連線 福利國 其他 total

1986 1.00 0.00 0.00 0.00 0.00 1.00

1989 0.25 0.50 0.00 0.00 0.00 0.75

1992 0.00 0.00 0.25 0.25 0.25 0.75

1995 0.14 0.00 0.29 0.14 0.14 0.71

1998 0.15 0.23 0.31 0.15 0.15 1.00

2001 ----- 0.23 0.31 0.15 0.31 1.00

2004 ----- 0.40 0.10 0.30 0.10 0.90

資料來源：聯合知識庫、中時新聞資料庫

如同表 3-2 一般，表 3-3 的年度一樣是以區域立委選舉年度為主討論，民進

黨於一九八六年成立之初，僅擁有一個地方行政首長﹙高雄縣﹚，且是隸屬於美

麗島系。而在一九八九年，民進黨一共擁有四個縣市的執政權，其中新潮流系佔

有百分之五十，美麗島系佔有百分之二十五的民進黨籍縣市首長，整體而言由派

系所佔有的地方首長為百分之七十五。不過到了一九九二年情況有所改觀，美麗

島、新潮流兩大派系，完全沒有佔有任何民進黨籍地方首長。相較之下，正義連

線、福利國、台獨聯盟分別佔有百分之二十五的地方首長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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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五年民進黨擁有六席縣市首長，以及台北市長等地方行政首長職位。

其中以正義連線佔有百分之二十九，為各派系之最，美麗島系、福利國，以及台

獨聯盟則分別佔有百分之十四的民進黨籍地方首長，而一九九五年所有派系一共

佔有，百分之七十一的民進黨籍地方首長職位。

一九九八年民進黨一舉擁有十二席地方縣市首長，以及台北市長等行政首長

職位。其中正義連線佔有百分之三十一，為各派系之最，其次則是新潮流系佔有

百分之二十三。除此之外，福利國、台獨聯盟、美麗島系，分別佔有百分之十五

的民進黨籍縣市首長。比較值得一提的是在一九九八年，所有民進黨籍縣市首

長，均由民進黨內各派系所佔有，也就是在這一個年度，所有民進黨籍縣市首長，

均具有黨內派系背景以及身份。

兩千零一年的情況與一九九八年有所不同的是，美麗島系的分裂，所以造成

正義連線、新潮流、福利國等主要派系之外的台獨聯盟、新動力、新世紀等幾個

派系，一共佔有百分之三十一的民進黨籍縣市首長。最後在兩千零四年，民進黨

一共擁有九席縣市長，以及高雄市長等地方行政首長職位。新潮流系佔有百分之

四十，為各派系之最，其次是福利國系所佔有的百分之三十，而正義連線以及新

世紀，則分別佔有百分之十的民進黨籍地方首長。整體而言民進黨內的派系，於

兩千零四年，一共佔有百分之九十的民進黨籍地方首長。

就各派系歷年來佔有地方行政首長的比例觀之，在這些主要派系中，美麗島

系在這方面的表現無法與其他派系相互較勁。而正義連線較為特殊的表現，是在

一九九二年至兩千零一年間，佔有地方行政首長的比例逐漸攀升，並於一九九

八、兩千零一兩個年度，均維持在百分之三十一。除此之外，福利國以及新潮流

系，也分別在兩千零四年佔有百分之三十、百分之四十民進黨籍地方首長，是這

兩個派系歷年來最高的地方行政首長佔有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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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小 結

由以上分別針對民進黨內各派系，在黨中央、地方黨部，以及縣市首長職位

的競爭情況討論之後。可以發現美麗島系在民進黨中央、地方黨部均有優於其他

派系的表現，不過在縣市首長佔有比例上，明顯不如新潮流、正義連線等派系。

而新潮流系雖然在地方黨部競爭上的表現，沒有如美麗島系強勢，但在黨中央的

競爭，以及縣市首長的競爭上，也有一定的實力。

至於正義連線、福利國這兩個派系，整體而言福利國在黨中央的競爭優於正

義連線，但在縣市首長的競爭上卻略遜正義連線一籌，而兩者在地方黨部的競爭

上，則沒有太大的差異。除此之外，把其他非主要派系加總為其他一起討論，可

以發現這些成立時間較短，或者是規模較小的派系，在各方面的競爭，往往呈現

大起大落的狀況。不過可以確定的是，民進黨內不論是中央或是地方，派系勢力

均扮演重要的角色，且瓜分絕大部分的權力以及職位。

除了各別派系之外，民進黨中央的權力結構，在一九九二年之前，分別呈

現單一派系獨大、兩極對立等權力格局。但一九九二年之後，並沒有任何一個派

系可以獨佔黨中央，而呈現的是一個多極化的權力型態。

且各別派系分別在，黨中央、地方黨部，或者是縣市首長，呈現不一的優勢

或者是弱勢。於是在這樣的權力格局下，表面上自然呈現的是如同郭正亮

﹙1998﹚、黃德福﹙1992﹚等人所指出的，似乎是一個由派系瓜分，沒有整合能

力可言的政黨。

不過若由另一個角度思考，民進黨各派系於黨中央、地方黨部，以及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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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長的競爭觀之，除了所謂的派系瓜分絕大多數重要黨職、地方首長公職之外。

更為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發展情況所呈現的是，沒有任何一個派系是絕對的輸

家，而是呈現出各有千秋，各派系均能佔有一席之地的權力分佈情況。在這樣的

權力結構下，各派系均能有生存空間，所以根本沒有必要採取分裂政黨的模式尋

求生存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