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國民黨組織運作發展之歷程

在本章中，本文將針對國民黨在台灣的三波主要政治發展階段，以概要性敘述將
焦點集中於探討國民黨政治菁英的互動與發展及結果。因此，本章將國民黨的整體發
展路線加以區隔，依序為：遷台後至蔣經國時期的國民黨（1972 年至 1987 年）
、民主
化後的國民黨（1988 年至 2000 年）
、以及政黨輪替後的國民黨（2000 年至 2008 年）。
在這三個時期中，首先，國民黨自 1969 年至 1972 年起，由蔣介石與蔣經國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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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菁英，可謂為國民黨第一波主要的菁英甄補。而在解嚴與民主轉型後，國民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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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 1995 年為止，在李登輝主政時期大量吸收、拔擢民選菁英進入國民黨權力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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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中央委員及中常委。形成第二波主要的菁英甄補。而在 2000 年政黨輪替後，國民
黨為因應失去政權所帶來的權力結構與黨政變革進行組織改造，而經選舉出身的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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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一概述性討論以釐清其背景與影響，茲依序分述於第一節至第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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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第一波菁英甄補：蔣經國時期的國民黨（1972 -1987）

中國國民黨（以下簡稱為「國民黨」）的前身係 1894 年由孫文於檀香山所創立的
秘密集會組織，目的係以推翻當時統治中國的清王朝為使命，經過十多年努力，於 1911
年的武漢起義後創建中華民國，然而當時中國因清王朝長期處於內外交困的局面，其
中央政府統治力大為減弱，遂形成各地軍閥擁兵割據的紛亂局面。同時，由於 1895 年
中日甲午戰爭後馬關條約割讓台灣及澎湖，以及先後與各國簽定不平等條約的治權混
亂局面。使得新成立的國民政府陸續經歷多次分裂與內戰、北伐後，於 1928 年由孫文

- 26 -

的接班人蔣介石藉軍權鞏固國民政府的政治實權，並與各地軍閥派系如閻錫山、李宗
仁等軍頭達成妥協。儘管此一時期曾因國民黨與新成立的共產黨間曾發生局部性武力
衝突，但中國的政治局面自清朝末期後至此暫告統一並趨於穩定。
然而國民政府的建設方興，一海之隔的日本則在軍國主義和軍部政府的策劃下加
速對外擴張奪取資源，並因此於 1937 年發動侵華戰爭，及至 1945 年二次大戰結束日
本戰敗後，國共因爭奪政治權力再度爆發內戰，後國民黨因戰局不利而於 1949 年遷
台，憑藉其重整的軍隊和尚稱完整的政府制度及大批外省籍公務人員重新建立政治與
社會秩序，並基於共產黨的外來武力威脅而宣布戒嚴，確立其黨國一體的威權體制，
國民黨遂持續統治臺灣至 2000 年總統大選敗於民進黨而失去政權為止。
一、遷台前後的國民黨
根據史料顯示，國民黨政府早於對日抗戰時期的 1944 年間，便已初步著手組織負
責戰後臺灣接收事宜的專則委員會，蔣介石並於 1945 年 8 月任命陳儀擔任此一委員會
主任承辦相關事宜。1945 年 8 月 29 日日本戰敗後，政府改調陳儀擔任臺灣省首任行
政長官，負責臺灣光復接收與各項事務總理，由於此時臺灣歷日本統治已經四十年之
久，而在中國長期戰亂下疲於應付的國民黨對臺灣之認識亦極為有限，因此，許多原
日治時期的台籍菁英在協助光復後的接收與重建過程上，在維護社會秩序中發揮極大
影響力。入台後的國民政府行政長官公署亦委任部份當時台籍在中國士紳如謝東閔、
林一鶴、郭國碁等人出任委員或黨政基層幹部。並進一步在臺設立省議會，然而由於
許多職務已為奉派駐台大員們出任，故僅有少部份台籍士紳如辜振甫、林獻堂、連震
東等人，得擔任參議員或省政府官員等要職。這一基於國民黨內政黨文化與戰後派系
鬥爭等因素所產生的現象，使光復初期的臺灣統治階層絕大多數職位仍由外省籍人士
出任，而在國民黨內貪污腐敗與派系鬥爭（例如軍統、三青團、孔宋家族企業集團）
成風影響公務員行政的惡習下，日治時期原有良好的法治基礎被新的執法者自身所打
破，使臺籍人士在日本結束統治後又對新統治者的作為感到不滿，而在社會現實上又
不如原本所預期，基於種種因素及文化、法制觀念上的衝突，遂因此爆發二二八事件。
二二八事件發生初期，許多台籍人士組成「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
，協助調查與
安撫各地衝突，並進一步協助、組織與提出台籍人民與團體之意見，到中後期亦漸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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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成提倡進行改革的政治性訴求。然而二二八事件後自中國增派來的軍警部隊在未經
詳細調查與明確責任的惡劣作為下對台籍人士進行相當嚴酷的掃蕩及拘禁，導致許多
台籍菁英因各種原因遭到逮捕、失蹤或遭處刑甚或秘密殺害。使得剩餘的台籍菁英在
生命威脅下噤若寒蟬而對政治參與日趨保守，尤其 1949 年國府撤退來台後採取的宵禁
與宣布戒嚴，在國民黨政府風聲鶴唳的反共大旗下，更使成因複雜的二二八事件成為
政治場域上的禁忌，更成為日後台籍人士對國民黨懷有仇恨與不平的重要因素。
（賴澤
涵，1994，頁 65 至 67）
而另一項在臺灣政治史上影響深遠的的重要政治事件，則為光復初期的各項公職
選舉，其中主要為 1946 年 4 月 15 日舉辦的臺灣第一屆省參議員選舉，以及 1948 年初
為行憲所選出的國大代表及立法委員，當時光復未久的臺灣由於行政長官公署在人事
任命上極度偏重外籍人士，因而引發台籍人士的諸多反彈。為試圖平息反對聲浪，陳
儀於 1945 年底公布「臺灣省各級民意機關成立方案」
，將臺灣的民意機觀大體區分為
中央與地方之兩層級民意機構，其依職權與選區規模由下而上依序為：
（地方級）鄉鎮
縣轄市民代表、縣市參議員、省參議員，
（中央級）國民大會代表、立法委員及監察委
員。根據吳濁流的研究指出，第一屆省參議員選舉共有 1180 位候選人競逐 30 席省議
員，當選率僅約 2.54%，可見當時競爭激烈與臺灣籍菁英參與政治的踴躍。可見即便
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後，也並未完全澆熄臺灣人對公共事務與台人自治的熱情。然而，
公職選舉舉備未幾，便在國府遷台宣布戒嚴後，將中央級民代如國大代表、監察委員
和立法委員選舉凍結長達四十餘年。僅餘地方基層民代選舉在整體統治策略的考量下
被准予持續推動，並成為國民黨政府運用「恩庇侍從主義」（Patriot and Client Theory）
策略扶持、培養地方派系的主要操作場域。也成為日後黨外菁英競逐政治權力的主要
管道。
事實上，儘管二二八事件的發生對於國民黨外省籍菁英與台籍本土菁英的衝突產
生諸多深遠的影響，如台籍人士對於政治熱忱逐漸消退，或因二二八與威權時期的白
色恐怖事件而對國民黨政權抱持著敵意。但吾人可由首屆省參議員選舉中明瞭台籍菁
英仍對政治事務有強烈的參與感，而國民黨政府亦未完全斷絕拔擢台籍菁英的構想，
尤其自內戰失敗遷台後，甫下野的蔣介石有感於國民黨在大陸時期因黨內成份複雜、
- 28 -

派系立場各異，加諸貪污腐化情形嚴重，軍隊士氣低落，而許多黨政高層或投奔中國
或滯留海外（如一度迫使蔣介石宣布下野的代總統李宗仁即因害怕來自軍情系統的政
治報復而滯留於香港不願赴台）致使黨內人心浮動不安，遂決定於 1950 年 1 月開始進
行大規模的黨政改造計劃，而其中也包括積極吸收台籍人士入黨以擴大政治基礎的規
劃。如鄭文勛便引述史料指出：
「蔣介石於任命陳誠擔任第二任臺灣省主席後便要求加
強對臺籍人士的任用與培植，以藉此消彌二二八事件中引發的省籍衝突。」
（鄭文勳，
2005）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在政府擘遷來台初期的本土化政策，主要吸收對象層級僅
限於基層黨員和工農階級為主。也顯示國民黨政府的外省菁英出於掌控權力核心的考
量，目的在於擴大國民黨在臺灣的社會網絡與政治基礎。6
整體而言，根據沈有忠（2000）的研究顯示，國民黨於 1950 年遷台後進行的大規
模政黨改造，其成果主要顯現於三個層面上。首先、國民黨藉由推動大規模黨務組織
與成員吸納的計劃，確立其「以黨領政」的權力結構，進而形成「黨國一家」的統治
體系。其最為重要的影響在於，藉由改造委員會所頒布的「黨政關係大綱」
，要求包括
民意機關乃至於政府決策均需經由黨內討論及通過方得實行。緣此，國民黨的黨務權
力核心遂凌駕於憲法五院體制上而掌握政治事務的決策實權。其次，由於國民黨在農
村政策上的失敗而致使內戰期間民心向背，國民黨開始積極強化對基層黨政組織的掌
控與運作，藉由在台灣各地方鄉鎮推動地方自治及農村改革，國民黨吸收了遍布基層
的大量新進台籍黨員，藉此不僅能有效掌握基層意見與動向。此一如鄭敦仁所指出的
「準列寧式共產黨組織架構」具高度中央集權色彩的權力集中與運作方式，亦有效的
達成其政黨改造的第三項目標：使國民黨（的組織及黨政機器）具備穿透市民社會的
影響力。
（沈有忠，2000）
因此，在國府遷台後數年內，國民黨政權即藉由包括持續推動地方基層自治選舉、
農業政策改革與吸納台灣省籍黨員，穩固其在臺灣的政治基礎，此外亦藉由憲法解釋
與戒嚴，分別賦予其在法律和政治地位上的合法性與正當性。遂逐漸建構其在臺灣的
穩定基礎並持續發展。

6

鄭文勛的研究指出，大約直到 1952 年為止，國民黨黨員已從七萬人增加到約十五萬人，其中從事工
農的台籍黨員所佔比率為 49.31%，一個幾近總黨員數半數的高比率，顯示國民黨在吸收台籍黨員方
面的工作確實十分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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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蔣經國與國民黨的本土化
國民政府遷移來台後，透過政黨改造與政策改革、實施戒嚴等重大政治措施，迅
速地在臺灣建立穩固的統治基礎，包括公務人員考試與地方基層選舉。然而進入 1960
年代後，這些原有的外省籍菁英在能力與體力上漸顯疲態，許多舊官僚已逐漸習於安
逸的生活，一方面對反攻中國的政治主張有所遲疑，更有甚者，蔣介石亦明瞭在準備
將政治權力交由蔣經國的過程中，必然會遭遇許多資深黨國元老的反對，而其影響力
又足以對蔣經國接班態勢形成某種程度的阻礙。因此；如何吸納新一代的政治菁英，
遂成為國民黨高層的當務之急。
就事實而言，蔣介石的擔憂並非沒有道理，以 1972 年蔣經國就任行政院長時的各
級民意機關中新進人數為例，國民大會的 1360 個席次中台籍僅僅增加 80 席，而立法
院的 428 席名額中則僅有 100 位台灣省籍人士，尤其應該指出，這些中央機構民代尚
未開放增補選前的台籍人士大多數係經國民黨政府任命或默許參選，而非經由公平選
舉機制脫穎而出，是以對許多資深黨國元老而言，這些台籍人士進入政府機關後毋寧
儼然形成一新派系勢力，有力於蔣經國擴充支持群體而取得超過半數的黨內支持度後
順利接班，不諦是權力結構中的一大變化。7
因此，基於上述種種因素考量，蔣介石於 1969 年初開始推動政府公家單位與黨政
體系的退休制度健全化。此一制度的設立，主要對象即在於許多年事已高的大陸時期
幹部和政府中階幹部，透過這些舊大陸時期幹部屆齡退休，一方面釋出政治空間吸納
新一代政治菁英，同時亦為蔣經國接班之路進行安排，以減少可能的反對勢力與聲浪。
（陳世岳，1999）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波退休潮後的新進人員甄補中，蔣介石
已逐漸留意讓台籍人士逐漸進入基層的必要性，唯整體而言，這波改革浪潮僅是兩蔣
世代交替的開端。由 1969 年開始推動公務人員退休制度為開端，蔣經國自 1972 年 5
月 27 日就任行政院長後，一直到於 1988 年 1 月 13 日因病於總統任內逝世為止，可說
是國民黨真正落實「本土化」的主要階段。
舉例而言，檢視臺灣政治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即 1986 年第一個反對黨－民主
7

舉例而言，蔣經國過去在大陸時期曾因有意執掌情治系統而與情治幹訓班負責人康澤有所衝突。而後
又與被視為蔣介石接班人的陳誠相處不睦，因此，蔣介石的顧慮並非無的放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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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步黨正式成立與 1987 年宣布解嚴，這兩件民主化的重要里程碑都發生於蔣經國任
內。因此，就國民黨內部的黨政運作發展觀之，蔣經國落實「本土化」政策的構想與
實際措施，在這一階段的發展可謂促成另一同樣關鍵的政治發展－民主化，並因而藉
由大批新拔擢的台籍技術菁英，逐漸催化國民黨政治菁英選擇民主轉型的政治路線轉
變。例如，學者陳明通（1995）即指出：
「蔣經國就任行政院長後，為推動並落實本土
化政策，拔擢大批非派系出身的縣市首長候選人，同時並針對黨工幹部進行甄補，藉
以取代既有的黨內派系勢力。」同時，王振寰則從臺灣反對運動的軌跡加以檢視，認
為國民黨最主要的一波政治轉型－本土化，係出現在 1972 年蔣經國擔任行政院長後，
而另一波轉型－民主化，則出現在 1986 年對反對運動勢力的容忍與吸納等政治發展浪
潮中。就其脈絡而言，在推動本土化後 14 年即在大致平和的轉型過程中完成民主體制
轉型與解嚴，開放黨禁、報禁與媒體管制。是故，本土化與民主化對菁英的影響與相
關性值得更近一步深究。（王振寰，1989）
因此，吾人宜首先探究，對國民黨而言，何謂「本土化」？而為什麼要推動「本
土化」？並就當時的整體環境加以檢視。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儘管蔣經國是本土化政策的主要執行者，但如其部屬，曾
任行政院長的李煥便指出「蔣經國本人從未明確提出『本土化』一詞與其意義。」因
此，吾人需針對蔣經國的部屬述及蔣經國時期本土化的概念加以分析。如林蔭庭在其
回憶錄中即支持李松林的論點，將蔣經國時期的本土化政策主要區分為「廣義」和「狹
義」兩種意涵，前者係建構以臺灣認同為主體的發展脈絡，而後者則是提昇台籍人才
進入國民黨黨政階層的人數與比例。
（林蔭庭，2004：112-114；李松林，1993：8）8此
外，例如高格孚（2004）指出，蔣經國任內所推動的本土化，主要可以分為幾個層面，
包括政治人物、政治象徵、政治機構與官方意識型態與本土認同的轉變，其它如屬於
非政治層面的社會化、語言政策與本土文化等，亦在這段期間逐漸從黨國機器的控制
下逐漸覺醒。皆可視為是具體的「本土化」政策之意涵。9而蔣經國之子蔣孝勇亦指出，
蔣經國執政時，受到外交領域上，退守聯合國與中美斷交所產生的政治正當性危機，
8

9

林蔭庭，
《追隨半世紀－李煥與經國先生》
（台北：天下文化出版社，2004 年）
，頁 112-114。另請參見：
李松林，《蔣經國的臺灣時代》(台北：風雲時代出版社，1993 年)，頁 8。
高格孚，《風和日暖-臺灣外省人與國家認同的轉變》(台北：允晨文化出版社，2004 年)，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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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使國民黨面臨的政治環境有所大幅改變，在此情形下，推動「吹台青」政策，盡速
培植臺籍的菁英，亦成為其尋求深化支持力量與政治基礎的合理措施。
（王力行，1995：
125-126）10
此外，鄭文勛在其學位論文中針對蔣經國與本土化的關聯性中，亦進一步將國民
黨在此一時期的本土化定義為：
「在意識型態和觀念認同臺灣本體下，啟用優秀的台籍
菁英和拔擢人才，達到本省與外省菁英的平衡。」他並指出，蔣經國時期主要的各種
國民黨內本土化政策，主要包括有：鼓勵報紙社論、由革命實踐研究院推動「國家建
設研究班」，以及更早之前即成立的救國團等管道多方拔擢、培訓眾多青年幹部。（李
偉松，2005）而在政府領域中，更透過行政人事的改組與部份中央民代增補選等措施，
加強吸納本省籍人士加入政府單位。可視為是最主要的政策措施。
（李偉松，2005；蔡
秀娟，2008，22-27）
其次，由當時的政治環境而言，必須特別指出，蔣經國推動本土化除前述內在政
治環境變遷外，亦有現實國際環境外來壓力的考量－退出聯合國與美國的外交政策轉
變。1971 年，臺灣在國際上逐漸喪失其原先所主張的中國正統代表性，稍後中華民國
在聯合國的席位更為中共所取代，許多邦交國亦紛紛斷交並轉而承認中共，更為嚴重
的是，尼克森的兩岸政策經歷越戰與中國交手的經驗後逐漸改弦易轍，不僅派出季辛
吉密訪中國，之後繼任的卡特總統更於 1978 年正式與中共建交，這也意味著美國長期
以來的支持中華民國對抗中共的形式性聯盟業已瓦解。在這種國際局勢的巨幅改變
下，頓國民黨主張的中國正統代表性毋寧構成極為嚴峻的挑戰，故而當國民黨政府面
臨外在環境急速變化構成挑戰時，藉由內部人事結構的調整與世代交替，來加速菁英
甄補的步伐以因應時局，同時另一方面也藉此完成蔣經國接班的權位布局。可見其考
量的合理性與轉變方向。有趣的是，若干年後，包括李登輝、連戰、馬英九等歷任黨
主席，均運用大幅拔擢新進菁英的方式來因應外在環境（民進黨）的挑戰，顯示這一
透過內部權位更迭以回應外來挑戰的操作策略，在 1990 年代民主化後國民黨內仍然是
重要的政治手段。

10

所謂「吹台青」一詞，係以當時走紅的女歌星崔台菁姓名之諧音，來比喻拔擢本省籍青年人士進入黨
政單位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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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針對蔣介石國推動本土化策略的成效，吾人可由三個方面的發展加以檢
視：這包括：中央民代增補選、蔣經國內閣成員的省籍比例，以及蔣經國接班的過程。
首先，在中央民意代表增補選部份，自蔣介石於 1969 年開始為蔣經國接班規劃而提出
退休制度的同時，也終於開始推動自中國來台後延宕多年的民意代表選舉，但基於各
種政治因素與策略考量，蔣介石決定僅以局部性的改選作為權宜之計，以避免大規模
的改選對黨內生態產生太大的衝擊。此後台灣陸續在 1969 年、1972 年、1975 年及 1980
年分四次舉辦中央民代增額補選，在這四次選舉中有多位台籍人士在國民黨的支持下
順利當選，成為本土化政策裡首先進入中央民意機構的先驅，其中有部份留在國民黨
發展如鄭逢時（區域國大代表）
、劉松藩（區域立委）
、謝深山（職業類立法委員）
，也
有部份成為未來黨外勢力的領航者如康寧祥（區域立委）
。可見這波本土化對未來的臺
灣民主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鄭文勛，2005）
其次，蔣經國於 1972 年 8 月 17 日接任行政院長後，大力拔擢本土籍人士出任其
內閣部會重要成員，包括林洋港、邱創煥、許水德、李登輝、連戰、吳伯雄等人均於
此時期先後入閣。因此，台籍人士得以在過去由外省菁英所主導的高層核心中建構實
質影響力。如內閣成員中的台籍人士比例已由 1957 年時的 5%漸漸提升至 1979 年時的
21%。而中常委中具台籍背景者，更由 1952 年的兩位大幅提升至九位。同時值得注意
的是，蔣經國亦於 1975 年開始，委由兼任國民黨革命實踐研究院主任的李煥成立「國
家建設研究班」
，積極培訓許多新近提拔的台籍人士，這顯示蔣經國不僅有意培植台籍
幹部，更代表其對台籍人士的信任和整體政策推動的深層考量。
最後，透過這批中生代台籍菁英的的任事，在蔣介石逝世後由在權力位階上不具
挑戰性的嚴家淦接任總統，蔣經國遂得以持續鞏固蔣介石藉由改革與提拔本省菁英所
建構的接班時程，並在行政院長一職上實際掌握政軍經大權，持續推動、落實其國民
黨菁英的本土化政策，蔣經國並於 1978 年接任總統，在本土化政策順利推動的轉型路
徑上，讓國民黨以本土化菁英吸納後的新決策核心，審慎面對黨外勢力接踵而至的挑
戰。
應當指出的是，在經濟發展的背後，國民黨籍菁英所扮演的角色十分關鍵，尤其
須注意到，國民黨自 1972 年推動第一波本土化至民主轉型，其時序的演變可謂十分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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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究其原因，學者朱雲漢認為蔣經國時期一方面在國民黨意識型態與憲政制度運作
中蘊含著操作彈性，而國民黨對正當化危機的回應係透過吸納多數臺籍菁英，透過他
們進行較為溫和與漸進式的調適等，可說是最為關鍵的因素。若吾人回顧自 1972 年起
蔣經國任用許多「吹台青」政策下的政治菁英，例如：林洋港、李登輝、吳伯雄等人，
而在其內閣人事與中常委的省籍比例上，也由 1960 年代多為半山（跟隨國民政府自中
國大陸播遷來台的台籍人士）的情況逐漸轉變為由本土台籍人士為主，如在孫運璿及
俞國華任內的內閣本省籍閣員均達約三成比例，和蔣介石時代的閣員背景相較已可謂
實現相當幅度的本土化。進入 1970 年代後，國民黨內台籍菁英之比例更隨這批技術官
僚入主決策核心而大為增加，進一步形成一高度群體性的統治菁英集團。（彭懷恩，
1997）
三、臺灣解嚴與民主化
臺灣解嚴與民主化
國民黨政府在 1970 年代以前的正當性來源，主要受到三個因素的支持而能夠維
繫，這包括臺灣內部缺乏抗衡國民黨的力量、以及國民黨控制企業金融資本和運作體
制、最後，美國提供的大量援助，也鞏固了國民黨的統治基礎。然而進入 1980 年代後，
面對外交失利造成的正當性危機，國民黨不得不透過與地方派系、資本家以及軍情體
系強化關係來維繫隱然鬆動的統治基礎。（王振寰，1996：60-61）而其中地方派系尤
為十分重要的角色。如前文所述，國民黨遷台後雖凍結中央層級選舉，但對於地方自
治選舉則出於整體政治策略考量而持續推動。而國民黨政權高層亦曾默許、支持少數
無黨籍或本省籍人士擔任要職。舉例而言，其中最具代表性者可追溯至 1954 年以無黨
籍身份當選並連任台北市長的高玉樹，以及有「南霸天」稱號的高雄縣余登發家族。
日後國民黨更在不同區域和縣市，藉由侍從主義運作地方望族勢力的競合，逐漸形塑、
運作各地地方勢力輪流執政的政治派系。而除地方傳統勢力和家族人士外，亦有許多
或受過西方價值與教育薰陶的民間人士，對國民黨黨國威權體系下的政治秩序感到不
滿或失望，相對於受到國民黨重視、栽培的台籍菁英，這些人士不願加入國民黨或與
之合作，遂因此漸漸形成一股以非國民黨為主要共識的黨外勢力。而這些勢力遂成為
1970 至 1980 年代，對國民黨進行民主改革施加壓力的主要來源。
此外，若吾人回顧自蔣經國接任總統後，剛進入 1980 年代的臺灣，其時臺灣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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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多項大型經濟建設和投資案。蔣經國在行政院長任內所提拔的許多本省籍技術官
僚與政治菁英也在這些重大建設裡扮演重要的決策角色。然而這股力量也同時與在野
勢力的崛起、以及國民黨內部逐漸明顯的派系權力鬥爭構成 1980 年代的臺灣政治氛
圍。誠如學者王振寰指出：
「國家機器權力核心藉由強化侍從體制，建立政治經濟利益
聯盟關係以維繫統治基礎」（王振寰，1996）。因此，誠如學者針對臺灣自黨國威權體
制發展至民主轉型過程之因素，吾人宜分別從兩個新興勢力的發展深入探討，此即：
黨外勢力的發展，以及地方派系資本化趨勢等兩個因素。國民黨政權面對兩者共同構
成的挑戰，最後促使民主轉型，（彭懷恩，1997：150）並使國民黨菁英甄補機發展為
由民選菁英所主導的甄補路線。
首先，國民黨面對政權正當性危機的回應策略之一，即積極擴大深化與地方派系
的策略合作。（陳明通，1991；朱雲漢，1992；Wu,1987）有關於台灣地方派系形成的
起因，原係國民黨來台後，因無法在短時間內與台灣民眾建立起血緣、姻緣、地緣、
血緣等傳統中國儒家社會的互動關係，因此在缺乏草根基礎下，國民黨提供派系領袖
透過選舉當選公職及掌握資源分配的機會，培植地方派系來鞏固其基層實力，而地方
派系則藉由其動員能力來支持國民黨繼續支配政治體制。這樣的合作模式，被學界稱
為「恩庇侍從主義」（Patriot and Client Theory）。
在此一政治策略的運作下，國民黨支持地方派系經由選舉壯大，亦使選舉也成為
地方派系的主要目標，派系因選舉成敗而壯大、式微或重組。為避免自身派系勢力被
對手派系奪去政治資源，派系必須強力發展基層參與選舉。它們藉由國民黨在農業政
策上提供的利益寡佔和補貼，以及組織地方性團體如農漁工會、商會與合作金庫及郵
局等，一方面建立各個縣市內部的派系組織，另一方面更在其內組成各級黨支部來加
以控制、運作選舉和日常事務。如學者陳明通觀察地方派系參與選舉情形為「地方派
系因選舉投入無數的人力物力，平時勤於結交各方團體進行佈樁（結盟）
，而選戰時更
大舉以建設案、利益交換進行固樁，或向對手派系進行挖角」。（陳明通，）派系形成
的因素固然與國民黨威權統治之時代背景有關，但派系的發展及壯大，則藉由地方選
舉來鞏固其在地方上的政治勢力，並從選舉的過程中，建立恩庇侍從結構的實質交換
動作累積政治和經濟資本。如王振寰便指出，在都市化程度較低的地方，地方派系較
容易掌握地方政治，進而形成一個由上而下分配體系的侍從體制。（王振寰，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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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與地方派系的結盟外，另一個國民黨強化其統治正當性的策略，則是藉由政策
鬆榜與納入決策體系，進而強化與資本家間的合作關係。為有效募集資金、促進產業
升級，政府開始積極與許多民間企業進行溝通與合作，或將企業代表納入政府決策過
程與核心，使這些原本以接受政策補貼和國家指示發展方向的財團資本家，被邀請至
政府單位擔任顧問或會議代表，遂逐漸對政府政策方向具備影響力，提供政府關於經
濟政策和產業發展方向的決策建議。因此，企業財團對政府的政治影響力逐漸擴大，
例如日後更進一步改組產生的「產業咨詢委員會」主席便是時任工商協進會理事長的
台籍士紳辜振甫。這使得財團的發言權更加穩固，也更受到國民黨政府的重視與依賴，
辜振甫亦以此為契機，更獲選任第十三屆中常委而晉升國民黨的權力核心。
此外，原先由國民黨支持的地方派系由於承包工程、地方農漁會或信用金庫等方
式累積資金而逐漸資本化，不僅形成地方性的權力集團，更逐漸具備實質的政經影響
力。使國民黨在面對在野黨具有良好形象與改革訴求的候選人挑戰時，逐漸被害人倚
重這些具有綿密人脈與資源的派系領袖來鞏固政治權力。然而，這一趨勢性的策略合
作又由於不同地方派系的競爭和對立，而使國民黨的控制力逐漸減弱甚至完全無法掌
控。另一方面，在野黨的勢力亦見縫插針的向在選舉中認為受到不公待遇的派系提供
「跳槽」或是策略合作的機會。例如，在民進黨執政的高雄縣，余家班和國民黨地方
派系間，也有複雜的對立矛盾與同質性，形成民主運動的地方派系化的特別現象。在
民主化後新體制形成的國民黨黨內權力鬥爭中，
「本土勢力」與地方派系力量逐漸進入
中央民意機關－立法院，他們成為當權者新的權力結盟對象，一起用來排除舊政權的
殘餘菁英。因此，這一時期地方派系的壯大，也為 1993 年起，國民黨在李登輝時期吸
納地方派系進入決策核心的結盟作為埋下伏筆。
另一方面，除地方派系與金融資本體系的發展外，黨外勢力亦在國民黨所面臨正
當性危機中找到自身的立足點與訴求目標進而逐漸壯大，並在許多民間知識菁英的協
力、美國對政府施加的壓力和關切，以及蔣經國的政治決斷下逐漸壯大，最終成為臺
灣第一個正式的反對政黨－民主進步黨。有關於黨外勢力的發展，本文僅在此簡要述
及。首先，進入 1980 年代後，黨外勢力已從早期個別的無黨籍菁英漸漸凝聚成許多分
散海內外的小型政治團體。它們的成員多具有相當高的知識背景如律師、醫師的身份。
這一方面確立他們良好的社會形象與地位，同時也為對抗許多國民黨地方派系侍從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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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許多工程弊案或私相授受的特權象徵，進而確立其道德制高點，並形成另一個鮮明
的對照。因此，這些具有良好聲望的黨外人士逐漸與許多主張台灣獨立與重新制憲人
士結合，形成一股令國民黨統治政權十分忌憚的反對勢力。國民黨政府並以軍事和情
治系統在國內外嚴密監控黨外勢力的發展，並藉由報禁、黨禁與出版品審查等操作，
持續封殺黨外勢力的發聲。儘管如此，這些黨外人士仍持續努力以不同名目和方式，
繼續爭取言論和政治自由的空間。11並逐漸獲得來自校園內年輕一代知識份子的認同和
支持。
進入 1970 年代後，由於國民黨政府失去聯合國席次的政治失敗，促進黨外勢力在
海外的蓬勃發展，許多人士主張臺灣應當獨立並制新憲，以此挑戰國民黨政府的統治
基礎與正當性，而隨著許多人士的鼓吹和言論自由的日漸寬鬆。各地的政治示威和衝
突場面日漸擴大，最終於 1979 年 12 月 10 日，由黨外人士慶祝國際人權日並於高雄舉
辦的大規模遊行中，由於以遭查禁的《美麗島雜誌社》成員幹部及支持群眾，與管制
遊行的警察間爆發肢體衝突的重大事件，日後此一事件亦因此被稱之為「美麗島事件」
。
「美麗島事件」的影響，一方面在於透過被逮捕的黨外人士在受審時所表達的理
念和決心獲得來自民間的支持和迴響，並因獲得來自美國對國民黨當局的關切和壓力
而使黨外勢力獲得其理想上的正當性。尤其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者如林義雄家人於翌
年遭害而致使輿論嘩然，並因入獄服刑之舉被形塑為抗拒國民黨政治迫害之舉而獲得
更多的同情與政治聲望，而另一位組織美麗島受難家屬聯誼會的鄭南榕，為爭取言論
自由而於 1989 年 4 月 7 日在被政府以判亂罪逮捕前自焚。他們的主張與訴求儘管激
進，但卻成功的在正規選舉之外構成龐大的政治壓力。迫使國民黨政府面對這一來自
臺灣內部的政治挑戰，並作出相對應的改革。而在此之前，1986 年 9 月 28 日，黨外
人士群聚於台北市圓山飯店，並在當局宣稱違法卻未進行任何逮捕動作的「默許」下，
宣布成立臺灣第一個正式的反對黨－民主進步黨。
因此，在 1970 年代後期起，由黨外人士不惜代價發起一連串為爭取自由與民主的
激烈衝突，震撼了國民黨政府當局，而這些政治挑戰並促使國民黨由中常委組成工作
11

例如 1974 年由黃信介擔任發行人的《臺灣政論》一書，曾在蔣介石過世時一度被國民黨政府以懷柔
因素而准予發行並廣受歡迎。唯在不久後又因國民黨政府指控內含台獨言論而遭查禁。在早期，黨外
人士主要藉由創辦雜誌來宣傳其政治主張，例如 1950 年代雷震的《自由中國》
、1960 年代《大學雜誌》
等。而到 1970 年代以後，黨外人士開始透過選舉進行更有組織的串連和政治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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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並提出改革方案。在實質上向解嚴與開放邁進一大步。1986 年 10 月 15 日在國
民黨中常會上更根據改革方案作成決議：以制定「國家安全法」取代戒嚴令，同時並
修改「人民團體組織法」中的黨禁規定。12在民心思變的壓力下，1987 年 7 月 25 日，
國民黨政府宣布解嚴，並同步開放包括報禁、和言論與集會結自由社。而黨禁於此時
已形同解除，使得臺灣正式跨入民主化時代。（戴寶村，2002：324-328）
整體而言，面對 1970 年代正當性危機的挑戰，國民黨的作為在 1980 年代後逐漸
提供地方派系與金融財團影響力的擴增。早期國民黨用以攏絡、支持地方派系發展的
寡佔性經濟利益和地方選舉，隨著民主化後地方派系結盟對象的多元化（朱雲漢：1989）
以及國民黨內部權力鬥爭的策略運用如李登輝拔擢大批地方菁英擔任黨代表及中央委
員的制度變革，最終在種種因素的影響下，逐漸形成國民黨內由具民意基礎的各級民
選菁英佔據主流的發展趨勢。

第二節 民主化後至政黨輪替前的國民黨（1988 -2000）

推動本土化改革的蔣經國於 1988 年 1 月 13 日逝世後，在競選連任時被提名為副
手的台籍農經專家、歷任台北市長與省主席的李登輝，根據憲法及前例宣誓接任總統。
蔣氏父子的統治時代於焉告終。然而，導因於自蔣經國晚年身體不佳掀起的接班人鬥
爭中，屬於傳統大陸時期國民黨、多為外省籍人士的一派對「大權旁落」的情勢感到
憂心。尤其李登輝為自 1970 年代起才快速擢升的台籍政治菁英，在國民黨內的政治地
位和實權實際上遠不如各方派系。例如，外省籍的李煥身為黨秘書長而掌握決策權力，
而同樣係外省籍的參謀總長郝柏村更擁有軍方的絕對支持。因此，在政治和軍事兩方
面均面臨權力挑戰的李登輝，其合理的政治結盟對象，便是尋求兩者以外的其它勢力，
而這一權力鬥爭也進而波及國民黨內部成員的大幅度質變，進而與外在的政治環境互
相影響進而產生變化。

12

這六項改革方案為：一、充實中央民意代表機構。二、地方自治法制化。三、簡化國家安全法律。
四、制定人民團體組織法。五、強化公共政策。六、強化黨務。其中第一項與第四項分別代表國會改
選和開放黨禁等重要政治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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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李登輝主政時期
李登輝主政時期國民黨
主政時期國民黨的分裂
國民黨的分裂
（一）主流派與非主流派的鬥爭
李登輝上任之初，面對的是一國民黨黨內以許多外省菁英為主的舊保守派掌握
黨、政、軍控制權的艱困情勢。因此，儘管大體上順利的在權力交接上仍能維持國家
與政府體系穩定，但李登輝仍需藉助李煥在黨務系統上的支持，而於 1988 年就任黨主
席。13直至 1990 年 3 月 21 日正式當選總統後，其權力基礎方逐漸穩固，李登輝並任命
蔣彥士籌劃舉辦國是會議，邀集包括在野的民進黨幹部在內各界成員，共同就包括國
會改革、地方制度與政府治等議題進行討論，此一會議並成為日後臺灣憲政改革的先
聲。同時，並為李登輝進行大規模的政黨改造奠定了正當性與民意支持的基礎。
（吳文
程:231）藉由國民大會通過的各項憲政改革，國民黨政府在李登輝主政下於 1992 年通
過實施國會改選及總統副總統直選辦法方案，這些方案也引起黨內保守派的疑慮和不
滿，他們擔心本省籍的李登輝試圖藉由改革對國民黨進行大幅度換血，進而動搖這些
外省權貴的優勢地位。因此，自李登輝於 1990 年正式當選總統後，隨著各項與民主化
相關的改革發展，內部亦隨之出現兩個對立的主要派系。其大致可區分為：李登輝派
與反李派，其中親李登輝一派的成員多係 1970 年代後進入國民黨的菁英（但在省籍上
無明顯區分，例如秘書長宋楚瑜即為外省籍）
，他們普遍較為年輕、較能理解當前台灣
社會的需求，並且較傾向於支持推動民主改革的李登輝。而反李派成員主要是擔任立
法委員、國大代表與部份黨職的外省菁英，他們多為跟隨國民黨來台，或是在 1950 年
代後陸續進入國民黨政府，對李登輝的改革有著高度疑慮的既得利益者。
然而，儘管獲得一定的支持，李登輝仍無法完全掌握國民黨內部的各派山頭與勢
力－例如軍隊。因此，李登輝一面延續蔣經國推動軍隊國家化的政策，更重要的是，
他任命軍系權勢最大的郝柏村擔任行政院長，從而在政治權力上取得一妥協局面。然
而此一權力均衡並未維持太久，即因外交和經濟政策方針上的衝突而使兩派矛盾逐漸
檯面化。這主要來自於三個因素的發展：首先，李登輝傾向在兩岸政策上採取務實而
彈性的政策，而這與國民黨內外省族群所堅持的大中國論述之間存在著國族認同的隱
13

李登輝獲得 1176 票，由出席總人數 1184 人觀之，這麼高的得票率意味李登輝並未受到來自任何一
方的挑戰，這可視為李登輝獲得掌握黨機器的李煥支持的明顯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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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矛盾，是黨國大老們無法接受的。其次，郝柏村對經濟政策傾向於採取威權時期的
計劃經濟模式，引起企業家與財團對政策限制其發展的反彈，最後，國民黨在 1990 年
代起的民代選舉中亦發傾向與地方派系合作，但也使得這些地方派系獲得權位過程中
的黑金與賄選問題亦引起輿論關切，被反李派引以作為政治鬥爭的理由與策略，從而
使雙方爭端日益明顯，引發日後「二月政爭」及內閣人事不安定的分裂遠因。
整體來說，由於反對黨對推動民主改革的李登輝採取相對合作的策略，使得李登
輝能藉順利推動各項法案所建構的開明改革形象而掌握國民黨政府的主導權。而 1980
年代中期以後的企業財團，在面對 1990 年代初期全球局勢的改變以及金融開放的浪潮
下對政府施加諸多壓力，基於對舊國民黨勢力保守政策的失望，企業主們進而寄望具
有改革色彩的李登輝能提出各項具體改革方案。此外，修憲後的民代改選也吸引許多
地方派系菁英投入中央選舉以競逐更高的權位。故亦使推動修憲的李登輝成為地方菁
英所支持的對象。而這一時期李登輝政府在政治與經濟議題上的操作策略，被學者形
容成為一「新保守聯盟」－國家機器與資本主義間的緊密結合，已由過去威權時期的
領導關係，轉變成為夥伴關係。因此，在短短幾年內，李登輝便由一非主流派的台籍
菁英，藉由逐漸掌握地方派系與財團的支持，在在野黨的推波助瀾（例如野百合運動
帶來的壓力）下，漸居國民黨內的主導地位，一躍而成為國民黨內的主流派。
二、1992 至 1996 年的國民黨內派系鬥爭
事實上，在 1990 年李登輝爭取國民黨黨內提名時，便因其勢力日大，而遭外省籍
位居要津的多位重要人士所反對，例如李煥、林洋港、郝柏村等人，並一度因對選舉
方式應採取「起立」或「票選」而引起糾紛。最後以李登輝與宋楚瑜為主的「起立派」
獲得多數票通過總統提名，進而在黨政合一的國民黨內憑藉政治實權而掌握黨機器。
其後，國民黨內非主流派的抗爭更日趨檯面化，繼 1990 年總統提名過程的爭議後，李
登輝推動的外交政策引起國民黨內部份非主流派的反彈，其中最主要者即為立法院內
的「新國民黨連線」以趙少康為首的少數成員，對李登輝台籍背景以及採取彈性兩岸
政策基調的發言強烈反彈。1992 年三中全會上更由於修憲方向傾向改為總統直選，引
發國民黨內黨政菁英的激烈齟齬。而郝柏村內閣面對 1992 年底第二屆立委選舉國民黨
失利的政治責任，也進一步發酵成為權力鬥爭的議題。這一權力鬥爭更可由第二屆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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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正副院長選舉得見一斑：國民黨內分裂出兩組人馬競逐國會龍頭的角色，分別是
「主流派」的劉松藩與王金平，以及「非主流派」的高育仁與關中，而選舉結果在 1993
年 1 月 28 日經由國民黨立委的假投票由「主流派」的劉王配勝出，使「非主流派」的
影響力日益下滑，最終導致部份成員離開國民黨自立門戶，此即在 1993 年 8 月 13 日
由以國民黨內立院次團「新國民黨連線」成員宣布組成的「新黨」
，其主要成員包括趙
少康、郁慕明、陳葵淼、周荃、李勝峰及王建瑄等人，而新黨的出走不僅代表「主流
派」在黨內權力鬥爭中已然獲勝。更是國民黨自來台後的首次實質分裂。
有鑑於選舉過程中來自於非主流派勢力的挑戰，李登輝藉由擴大政治參與、落實
民主改革的訴求，先是將第十四屆全代會由 1992 年 8 月推遲一年舉辦，並在十四全代
會上提案修改黨章大幅增加黨代表人數，使黨代表總人數一舉增加 700 人，其中多為
來自各地方的台籍民選菁英。在十四全代會期間，非主流派對李登輝擴增黨代表這一
舉動表達強烈反對，其理由顯而易見：擴增黨代表之舉，不諦是為李登輝在黨內選舉
中藉由擴充的席次而能掌握多數優勢，更使得這些來自各地方層級的民選政治菁英一
躍成為對國民黨權力運作上舉足輕重的關鍵群體，從而改變國民黨內的權力結構天
平。例如，選舉後的非主流派的郝柏村及林洋港僅能擔任無實權的副主席，即說明李
登輝已在短短數年內以一不具權力基礎的接班人進而使主流派掌握黨政大權。並削弱
了以往居於優勢的外省菁英勢力。這一彼消此漲的權力天平之變化，最具體的證明，
即為 1996 年首屆民選總統的選舉結果。脫離國民黨自行參選的陳履安（正）及王清峰
（副）與林洋港（正）及郝柏村（副）兩組候選人，以及民進黨的彭（明敏）謝（長
廷）配，總和票數亦不及李登輝及連戰所獲得的 54%得票率。更證明李登輝及主流派
勢力在此時已掌握絕對優勢。
新黨人士出走，對國民黨而言最為嚴重的問題即在於傳統外省支持群眾的選票流
失效應，更促使李登輝主政下的國民黨為了擴大票源以贏得選舉，更加深與地方派系
的合作結盟。對此，沈有忠的研究指出，民主轉型所形成的新環境結構是影響國民黨
統治聯盟的變遷與鬥爭的基本原因，而其結果使得新統治聯盟與李登輝主導的政權得
以維持。他認為，國內的政治場域由威權轉向民主化發展，一方面使地方派系獲得成
長的機會；而經濟政策上由官僚資本向金融自由化的傾斜，使資本財團獲得進入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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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的契機；而李登輝彈性務實的意識型態操作，更使國民黨內的本土派凝聚而為黨
政核心。這三股新興勢力的聚合與互動，在 1990 年代的台灣形成一新的三角統治聯
盟。（沈有忠，2000）
值得注意的是，隨著此一三角聯盟的鞏固，國民黨早期藉以扶植地方派系的恩庇
侍從體系也在此時漸趨崩解，而對國民黨內以選舉為主的菁英甄補機制構成挑戰。對
於此一侍從體系瓦解的原因。根據吳乃德的研究顯示，包括反對黨的興起導致地方派
系倒戈、以及司法獨立改革浪潮對國民黨培植之地方菁英的起訴案，進而對舊有的賄
選買票動員機制發揮嚇阻功效、情治系統中立化導致國民黨的控制力減弱。最後，地
方派系在反對黨的推波助瀾等，這四個因素在 1990 年代初期的發展，改變了威權時期
國民黨所掌控的政治甄補模式與規則。14而學者王金壽（2006）亦指出，司法案件使許
多地方菁英的政治生涯中斷，造成原本穩定交替的地方派系組織漸趨混亂或瓦解，過
去以縣市為單位的運作機制亦逐漸崩壞，逐漸形成以鄉鎮為單位的系統，這樣零散的
組織與缺乏一呼百應的派系領袖或中堅份子，使得國民黨的選舉動員機制更趨混亂，
最終導致國民黨在地方動員上因缺乏「穩定的大樁腳」而欲振乏力，不僅造成選舉提
名機制和投票動員系統的混亂。更使其原有的菁英甄補機制呈現青黃不接的窘境，從
而讓民選菁英逐漸在黨內權力核心中打破原有生態，進一步取得多數席位而掌握主導
權。而這一生態劇烈改變所反映出的權力鬥爭之激烈，也導致日後宋楚瑜與親民黨的
出走所形成的國民黨第二次分裂。
1996 年繼李登輝與連戰搭擋順利當選首任民選正副總統後，環顧國民黨內，李登
輝已確立其主導地位，而隨著林、郝等人敗選而逐漸淡出黨政核心形成的新權力真空，
亦引發國民黨內中生代競逐接班大位的新一輪政治鬥爭。其中最主要的關鍵人物即為
連戰與宋楚瑜。時任副總統兼行政院長的連戰係連震東之子，作為台籍菁英中最早與
國民黨政權互動的望族之一，連戰具有留美博士學位及長期內閣實務歷練，以國民黨
講究家世背景及文憑資歷的政黨文化而言，可謂是相當適切的新生代政治人物指標。
而宋楚瑜則係外省軍人家世出身（其父宋達官至陸軍中將）亦同樣擁有留美博士學位，

14

吳乃德，《The politics of a Regime Patruonage System: Mobilization and control within an Authritarian
Regime.》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Chicago, Chicago.IL.頁 37 至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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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與李登輝關係在早期李登輝接任總統與國民黨主席時期可謂密不可分，宋楚瑜國民
黨副秘書長任內於 1990 年李登輝就任黨主席及 1992 年爭取總統提名時均曾大力支
持，以一「外省第二代」的背景積極支持台籍的李登輝，使宋楚瑜一方面確立其在李
登輝主政時期的政治地位，另一方面也使其與新黨及部分黨國大老關係不佳，因此，
連宋兩人便成為繼李登輝後最有可能接班的中生代政治人物，而兩人之間的權力鬥爭
更在凍省案前後達到高峰。
宋楚瑜於 1993 年底順利當選首任臺灣民選省主席後，藉由其職務範圍遍及全省
（除北高兩縣轄市以外）
，宋楚瑜亦充份利用其行政資源及其過往經歷，積極與地方派
系建立關係且勤於下鄉，在民眾之間建立相當程度的形象與支持度。相對於時任行政
院長的連戰，兩人間為爭取成為國民黨下屆接班人的地位而漸生矛盾。例如宋楚瑜曾
因省府統籌分配款事宜多次發表對行政院有所不滿的談話，而連戰兼任行政院長的內
閣人事案亦引起宋楚瑜的不滿，進而導致連、宋兩人逐漸交惡，並隨李登輝計劃進一
步精簡政府層級政策中的「省虛級化」而使權力衝突更形激烈。1996 年 12 月 18 日，
李登輝召開國家發展會議，在未公開協商內容的情況下與朝野達成「凍省」共識，將
臺灣省政府予以虛級化。這一舉動無疑是剝奪宋楚瑜的政治實權和行政資源，更使宋
楚瑜在日益接近的下屆總統大選中於國民黨內日趨下風，逐漸脫離黨政運作核心。
然而，宋楚瑜在省主席任內累積起高度的民意高支持率，在凍省案造成的複雜政
治氣氛下，亦使連宋兩人合作參選第十屆正副總統的可能性終告破局。宋楚瑜後於 1999
年 7 月 16 日宣布獨立參選總統並遭開除黨籍，並在 2000 年總統大選中獲得遠高於國
民黨所提名之連（戰）蕭（萬長）配的四百六十多萬票。儘管導因於黨內分裂而以些
微差距敗於民進黨的陳（水扁）呂（秀蓮）配的結果使國民黨失去數十年以來的執政
權。但高票數所反應的民意支持與選舉實力，仍促使宋楚瑜與部份國民黨籍人士另組
親民黨，以尋求建立不同於國民黨與民進黨、新黨的政治勢力，並獲得許多原國民黨
籍政治菁英的支持與加入。15也成為國民黨在繼新黨成立及林郝參選後的第三次分裂。

15

舉例來說，加入親民黨的原國民黨籍人士主要係以原宋楚瑜在省主席任內的省政府各級首長及省議
員，以及部份立法委員為主。例如：林郁方、
、邱毅、沈智慧、黃義交、李慶安、馮定國、劉憶如、林
惠官、以及周錫緯、
、鍾榮吉等人，自 2005 年起隨著兩黨實質合作的常態化，國親兩黨亦採取聯合提
名的機制，使許多親民黨籍民代為爭取連任提名而回到國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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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民黨的成立，不僅代表在選票結構上對國民黨的支持族群產生巨大的瓜分效果。更
使台灣的政治環境在首度政黨輪替後迅速由兩大黨對決轉變成為多黨制，亦迫使國民
黨開始加速推動黨務轉型的改革。
從上述這段國民黨內權力鬥爭史中，吾人可初步歸結出兩個重點：
首先、國民黨內的派系並沒有很明顯的色彩和定位，他們多是圍繞在對黨務（例
如提名與選舉方式的權力鬥爭）與政策（放寬金融法規限制與貸款）等議題上，形成
若干次級的鬆散團體。儘管吾人可從非主流派主要人物中發現其多為外省籍人士，然
而亦有部份重要外省籍政治菁英如宋楚瑜積極支持李登輝。而李登輝亦重用許多新進
台籍菁英如日後的黃主文等人，使得國民黨本土派的色彩日益明顯。也使得圍繞在李
登輝與非主流派如林洋港、郝柏村之間的對立更加激烈，最後造成新黨和部份外省籍
勢力的另立門戶，以及宋楚瑜與親民黨勢力的出走等兩次黨內分裂，而李登輝在國民
黨成為執政黨後亦受到黨內的壓力而與部份本土派出走，另行組成「台灣團結聯盟」
（台聯）成為另一股勢力。
其次，國民黨自蔣經國時期推動的本土化政策與有系統的菁英甄補於焉告終，李
登輝所拔擢的新進黨代表，多為具民選背景的各級地方政治菁英，他們有的屬於地方
派系，有的來自於財團勢力的支持。使得蔣經國大幅拔擢的技術官僚逐漸為民地方菁
英所取代。而成為新一代的國民黨政治菁英。因此，民主化帶來的反對黨競爭與司法
獨立、情治系統中立等因素，削弱了國民黨的掌控力，並導致國民黨自 1990 年代起，
在各級地方選舉上更加依賴地方派系的窘境。也使得民選菁英大幅攻佔黨中央權力核
心席次，晉升為日後在野黨時期的黨政決策高層。

第三節 在野時期的國民黨（2000 - 2008）

一、國親合作及
親合作及 2004 年總統大選
2000 年 3 月 20 日總統大選的結果，由民進黨籍候選人陳水扁一舉擊敗國民黨的
候選人連戰及脫黨參選的宋楚瑜。然而就總得票數來看。獲得第二高票的宋楚瑜無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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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具有極為雄厚的政治實力和民意支持率，因此，為繼續延續其政治生涯並取得各級
選舉席次以鞏固影響力，同時也為了與國民黨畫清界線。宋楚瑜遂於 2000 年 3 月 31
日宣布另組親民黨（People First Party）
，隨即有大批立委自國民黨脫黨跟進，並於翌年
的第五屆立委選舉中一舉拿下 46 席。這一政治版圖的變化不僅重創國民黨本已陷入衰
退的政治基礎，更成為國民黨的第三次分裂，使台灣政治場域形成一在民進黨、國民
黨、親民黨間同場較勁的複雜局面。
在此同時，在選舉末期即因在政治路線和派系成員內部岐異，而使李登輝及連戰
之間的矛盾逐漸檯面化，而總統大選慘敗引起許多國民黨支持者的震憾和不滿，遂於
當夜在國民黨中央黨部前聚集要求李登輝下台，而連系立委及競選總部發言人亦以應
付政治責任的訴求，發表希望李登輝辭去黨主席的言論。其後，針對選舉期間對宋楚
瑜的「興票案」的法律訴訟終止一事，更使李連關係因意見相左而迅速惡化。因此，
經歷數個月的內部緊張關係後，李登輝時期的前任內政部長、被視為李系人馬的黃主
文終於 2001 年 7 月 24 日宣布脫黨另行組織「台灣團結聯盟」
（Taiwan Solidarity Union，
台聯）並參與 2001 年底的第五屆立委選舉。隨後亦有部份親李人士分別自國民黨及民
進黨退黨加入台聯並奉李登輝為「精神領袖」，在此一發展下，國民黨後於 2001 年 9
月 21 日「撤銷」李登輝的黨籍，亦使李登輝與國民黨的關係正式劃下句點。此後由連
戰接任國民黨主席，率領國民黨以在野黨的姿態進行大規模的黨政改革。16
連戰任黨主席後，面對國民黨失去執政權與國會第一大黨的政治危機，他一方面
亦與原選舉對手－親民黨的宋楚瑜重啟對話與合作關係，另一方面開始推動黨政改革
與組織人事精簡，以針對國民黨在大選失利的各種原因進行檢討與改進，進而希望重
新贏回執政權。以此為契機，國民黨重新定位其政治訴求和理念，同時積極裁併、精
簡黨務部門及人事，並加強政治事務運作除成立國家政策智庫（國家政策研究基金
會）
、強化中央政策會功能，以及推動黨務年輕化與黨產與黨營事業的重新調整與法制
化，最後，為因應各項選舉的挑戰，積極落實黨籍候選人提名機制的民主化，將以往
受派系把持的提名權力逐漸收回黨中央，藉以降低派系衝突、候選人的政治基礎，以
及鞏固國民黨權力核心的主導權。（余佳珊，2006）
16

蕭旭岑、單厚之，
「台聯成立 成員集體退出原政黨」
，聯合報，2001 年 8 月 13 日，2 版。
- 45 -

在這些黨務改革中，最重要的發展，即為黨務民主化的推動。國民黨一方面重新
進行黨籍檢查及黨員登記，藉此杜絕過去初選制導致地方候選人控制大批人頭黨員的
惡習，此外亦將黨內提名機制修改為包括「黨員初選」與「民意調查」各佔 50%比重
的制度調整，並擴大中央委員、中常委成員中青年、婦女和弱勢團體保障名額的規定。
整體來說，這些變革固然有其必要性與成果，然而其根本原因仍不脫為選舉失利與爭
取執政權所作的權宜之計。因此，國民黨並未能完全脫胎換骨，而仍保留許多威權時
期的遺風陋習如送禮、買票等仍屢見不鮮。
另一方面，由於李登輝的脫黨和民進黨在各方面所構成的挑戰，連戰與宋楚瑜逐
漸加強國親合作的面向與層級，並決定於 2004 年第十一任總統選舉時搭檔競選。然而
由選舉得票數觀之，2000 年大選時連戰與宋楚瑜的得票率總計達 60.7%，然而 2004
年時連宋配的選票則下降至 49.89%，反觀民進黨的陳呂配得票率則由 39.3%上升至
50.1%獲得連任。這一結果不僅重措國民黨及親民黨策略合作的結果。更開啟國民黨內
世代交替的聲浪。而親民黨自此後隨著政治版圖的變化，或基於選舉考量，其成員自
2005 年逐漸回歸國民黨，並於 2008 年第 12 屆總統選舉後在國民黨主席吳伯雄與宋楚
瑜的共識下宣布推動國親合併，從而使一度分裂的親民黨逐漸在政治路線與實務發展
上回歸國民黨。
二、2005 年黨主席選舉和 2008 年總統大選
再度敗選的連戰，隨著其黨主席任期即將於 2005 年 8 月屆滿，新任黨主席的選舉
亦成為國民黨內政治菁英關注的焦點。由於事關黨內世代交替與 2008 年總統候選人的
選舉事宜，作為即將首次開放全國黨員直選的黨主席一職遂更形重要。這一選舉制度
的變革使過去淪為高層權力分配結果的運作機制轉為公開競爭。無疑地勢將影響國民
黨的權力分配與政治生態。因此，兩位最負聲望的政治菁英便成為這次選舉的潛在候
選人，分別是時任台北市長的馬英九與立法院長的王金平。
就其特質觀之，馬英九作為黨內中生代，不僅擁有留美博士學歷，其父為曾任國
民黨副秘書長的馬鶴凌，亦使他具有一定的人脈網絡與政治實力。此外，馬英九在法
務部長任內推動掃黑獲得不錯的民意支持度，形象清新與態度嚴謹，亦使其與國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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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備受詬病的貪腐形象成為一鮮明對比，故亦獲得媒體在建構形象上的多方助益和
形塑。相對於外省籍的馬英九，本省籍南部出身的王金平，歷任立委多年，在國民黨
中央與地方均具有良好的組織動員能力和深厚人脈，其在國會議長任上政通人和，以
高明的政治手腕與溫和立場而被視為是連戰的接班人。尤其觀諸兩人競選政見內容顯
示，其對國民黨未來改革的政治主張差異十分有限，因此，兩人的特質形象可說形成
鮮明對比，更使黨主席選舉勝負關鍵聚焦於「人氣」與「組織」政治路線上的激烈競
爭。
肆後，2005 年國民黨黨主席的選舉結果由成功操作清廉形象與具備高人氣的馬英
九勝出。儘管選舉期間仍有少數議題如延選時程、人頭黨員及連戰改任黨主席等政治
操作引起爭議。
（余佳珊，2006）唯就整體而言，這次選舉有助於激勵國民黨黨員對政
黨的向心力，以及黨內政治生態的更迭與重組。尤其重要的是，基層黨員的實質影響
力隨著獲得直選資格而增加，非同額參選的競爭也有助於改善國民黨的民主形象與動
員能力，而許多外省籍黨國元老亦曾表態對本省籍候選人王金平的支持，以及馬英九
在許多本省籍黨員居多的縣市亦獲得較多選票，亦充份反應在國民黨內一度涇渭分明
的省籍議題已逐漸淡化，因此，馬英九挾黨主席勝舉帶來的氣勢，進而在 2008 年總統
候選人的提名作業中掌握先機。
另一方面，有鑒於選舉過程中來自黨內本土派的反彈，以及基層組織實力有限的
考量，為落實黨內改革，並瓦解黨內其它派系的反彈，並藉由直選增加民意基礎。馬
英九上任黨主席後，隨即修改黨章第 42 條，將第十七屆中常委的選舉機制由以往的
210 位中央委員互選，擴大至一千多位黨代表直選。這一方案被視為是馬英九欲瓦解
黨內權力核心由連、王系人馬掌握的不利態勢的策略運用。亦使王馬兩人的競爭自黨
主席一職轉移至中常委選舉席次競爭上。
不過，儘管馬英九在黨主席選舉中獲得極高比例的選票，但在中常委選的複雜權
力互動上顯然尚未能掌握主導權。在 2005 年 8 月 20 日進行的中央委員及中常委改選
中，由馬系人士主導提名的 60 位中央委員僅有 46 人當選，而首次經黨代表直選所選
出的 31 位中常委中，以立院系統為主的王系人馬計 11 席，高於馬系方面的 8 席。而
總計有 18 位立委當選中常委，顯示馬英九欲藉由改變選舉人來擴大中常委來源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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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未能奏效。也迫使馬英九必須與黨內既有勢力和運作文化作出更多妥協，以避免
在中常會上受到多數反對派的反彈。
然而，2006 年 11 月 4 日，馬英九因台北市長任內特別費案遭到民進黨立委的舉
發而遭到司法偵訊並起訴，馬英九遂於 2007 年 2 月 23 日宣布辭去黨主席一職並投入
總統大選，隨著民進黨陳水扁政府自 2004 年後多項弊案陸續遭揭發造成民意支持度的
下降，以及特別費案所塑造出的政治迫害形象，馬英九與蕭萬長搭檔競選的第十二任
總統大選結果最終由馬蕭配以七百多萬票勝選，並使國民黨重新取回睽違八年的中央
政府執政權。而稍早第七屆立委改採單選區兩票制的結果亦由國民黨取得超過總席次
四分之三的絕對優勢席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當選總統的馬英九於上任一週年後的
2009 年 6 月 18 日正式宣布參選國民黨黨主席，這一「回鍋」的舉動打破他以往在競
選總統時承諾的「黨政分離」
，並將對黨內權力平衡與政治生態產生何種衝擊？在同時
具有行政與立法多數的情況下，國民黨內是否又將開啟一波權力變革？這將是本文後
續觀察研究的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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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從前述自 1950 年代迄至 2008 年的國民黨黨政發展觀之，吾人可初步發現並歸結
國民黨內政治運作與權力菁英互動的三項最基本特性，其分別為：
一、重大變革多源於內部的政治危機：例如國民黨在 1972 年推動本土化的原因，一般
咸為係受外交失利而對國民黨政權正當性所構成的挑戰，使得國民黨必須藉由吸
納本土籍菁英，一方面擴大民意基礎，並藉「台人治台」政治策略在政權面臨危
機時，繼續維持臺灣人民的支持。同樣地，當李登輝於 1992 年起面臨黨內非主流
派的挑戰時，他亦大幅度吸納地方菁英進入黨中央，成為另一波新的菁英甄補。
而 2005 年的馬英九為克服來自黨內本土派勢力的挑戰，亦藉修改黨章將中常委改
為由黨代表直選，大幅度改變以往結構穩定的中常委選舉模式，使國民黨的權力
結構產生更為複雜的變化。由這三波主要的變化中，吾人注意到，菁英甄補的原
因並非來自於分裂，而主要是受到政黨領袖出於對自身權力地位的危機感而尋求
制度上的改革作為因應。
二、菁英甄補在不同時期呈現顯著差異的取向：首先是以政治菁英的省籍背景與個人
特質作為甄補主要考量的第一波甄補，形成以本省籍技術官僚為主的發展模式。
其次則是藉制度改革強化基層的影響力，如李登輝在十四全代會新增七百位黨代
表與馬英九在 2005 年修改黨章將中常委改為黨代表直選。這些制度改革的主要目
的，均在於打破對政黨領袖較為不利的現狀。因此，由菁英甄補的本質觀之，國
民黨的菁英甄補運作似未形成一規律的、制度化的運做機制（儘管蔣經國時期李
煥的「國政菁英培訓班」勉強符合制度性甄補概念，但僅限中央政府內閣新進成
員）
，反之，多為決策核心用以改變現狀的策略性作為。
三、最後，就前述國民黨黨政運作發展的特色，應當特別指出：國民黨黨政運作並未
具備一明確的、具有延續性或一制性的方向與基準，而更傾向於如學者 Harmel
和 Janda 指出：
「政黨策略的制定，係主要基於領導階層在受到外界壓力或影響下
所作的決定。」的理論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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