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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小黨的目的與行動策略 

 

理性選擇論者認定政黨基本上的共同目的都是「尋求權力」和「尋求影響」

(Blondel and Coota, 1996: 18)：將權力與影響力的抽象目的具體化，可以將政黨的目

的具體地轉換成選票尋求(vote seeking)，政策影響力的尋求(policy influence 

seeking)(Epstein, 1980: 10-11; Smith, 2007: 25-26, 31-35)，與官職尋求(office 

seeking)(Strom, 1990；李致賢、何景榮譯，2004)。不論大小政黨對於政治的影響途徑

都是透過提名政黨候選人，爭取選票而後對於公共事務發揮影響力，也是政黨與一

般利益團體最大的區別(Heywood, 2002: 248)。在此要說明分辨的是，有關於以尋求

官職為政黨目的的部分，多是指政黨如何利用國會的席次與政治勢力轉換為內閣的

政治職位，且多以內閣制的歐陸國家為主要的研究解釋範圍。儘管在台灣的政府體

制中各政黨亦不排除政治職位的追求，但是在政府體制上的官職分配並非是一例

行、正式的政治過程，而是非常態、未制度化與制度化並行的特定政治過程，官職

分配的角力也不僅限於立法院。3因此，本文以為台灣的政黨，特別是小黨的首要政

治目的，主要是放在爭取選票以及爭取政策影響力兩層面，以下的推論也將重心放

在小黨對於這兩項政黨目的追求的探討。 

 

一般而論，民主政治之下政黨最主要的目的，是經由選舉取得政治職位，然後

進一步透過參與政治決策的過程取得對於政治政策的影響力。不論政黨規模大小或

                                                 
3 筆者所謂的非常態、非制度化與制度化政治職位分配是基於以下的幾點理由：第一、我國非採行

內閣制國家，一直以來也都是單一政黨政府，不曾出現如歐陸國家的聯合內閣經驗。第二、現階段

各政黨可以分配的政治職位多屬於邊際，且分配規則是非制度性與制度性並行，較不是政黨主要追

求的目標。例如有關於總統在監察委員、考試委員的提名上，一直都有政黨分配比例的考量，不過

卻沒有形諸於文字的規則，是非制度性的部分。至於晚近新設的機關人事的分配時有包含制度性的

政黨分配原則：例如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公投審議委員會等，曾明訂由立法院各政黨按比例推薦

人選，後有部分遭大法官會議解釋宣布此項規定侵犯行政部門的權限；中央選舉委員會組織法在第

6 屆立法院期間一度有將政黨比例納入的提案，但最後未通過，是制度性政黨官職分配。不過上述政

治職位都採任期保障制，不向立法院負責，也不與立法委員共進退，與內閣制的官職分配的政治原

理又有差異。所以筆者以為在台灣，有關於政黨對於政治職位的尋求屬非常態出現，非制度化與制

度化分配原則並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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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黨成立先後，只要是以議會路線作為參政管道的政黨，就會去爭取選票支持，透

過選舉獲得國會代表席位，並且藉此參與政治政策的制訂過程(Sartori, 1976)。選舉

與政策影響並且彼此互為因果：當政黨有好的立法成效可向選民宣稱政黨功績時，

就能夠吸引選民願意在下一次選舉中繼續支持該黨，使其又可以繼續發揮政策影響

力，參與政策制訂或資源分配過程，並繼續向選民宣稱新的功勞。在台灣政黨政治

體系下的幾個國會政黨亦皆如此，有過執政經驗的大黨如國民黨、民進黨，以及把

立法院視為主要運作舞台的小黨：新黨、親民黨和台聯，都會推派提名人選參與每

一次的選舉，也積極透過黨團或個別立委的管道，以各種方式發揮對於政黨關心的

政策、預算及法律的影響力：盡力促成偏好的法案或者是竭力阻止不樂見的結果。

雖然政黨的目的是一致的，不因政黨規模大小而異，不過在立法院內政黨的運作策

略，卻因各黨自處的地位條件而異，大黨或小黨基於本身的條件及所處的立場位置，

常選擇以不同的行動，大、小黨的長期目標相同但短期的策略有別。 

 

一、小黨首要目的是晉身為政治決策過程的成員 

在小黨追求政治影響力的目的之前，首要先成為立法院政治運作的一份子，這

需要有選舉制度與院內議事規則的雙重配合，從第 3 屆到第 6 屆的研究期間，在制

度層次的條件上給予小黨有成為立法院新成員的動機與機會。在選舉制度的層次，

第 3 屆到第 6 屆期間立法委員的選舉制度是採取 SNTV 加上政黨比例代表的混合

制，但在政黨提名與競選行為上受到 SNTV 選制影響甚深：在多席位的選區中，小

型政黨常採取少量提名的策略，小黨候選人所面臨到的黨內競爭較小，他們只要在

選區中獲得一定比例的選票就可以安全地進入國會(Taagepera and Shughart, 1989)，由

於選舉制度具有「半比例代表」特徵的席位分配結果，給予小黨在最初有成立的動

機與獲勝的可能性。另者小黨進入立法院後，是否得以透過議事規則的運作，有意

義的參與立法政治過程，則是小黨能否發揮政策影響力的另一門檻。陸續數次的立

法院內規調整，逐步確定立法院運作朝向以政黨為單元的運作特質，給予政黨各種

不同的提案及議程決策參與的保障，使得小黨進入立法院後，在制度性的層次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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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黨可以運作的空間。除了上述的制度條件之外，政黨政治的現實變化是影響小黨

是否成為政治運作一員的非正式條件門檻，綜合 Fisher(1974)與 Rosenstone 等人(1996)

對於小黨出現的看法：新生小黨的機會之窗最可能在大黨立場轉移，或者是社會出

現新議題的時候開啟；政治勢力最有機會趁此以政黨的形式力爭成為國會的一份子。 

 

    1980 年代中期以降，隨著政治民主化，立法院成為舉足輕重的政治決策場域，

與民主化之前做為橡皮圖章的地位不同。在 1986 年先有民進黨的成立，其後每當有

政治勢力從現有的兩大黨分裂出來，最常見的作法，就是以另組新政黨的方式成為

政治過程的新玩家。本研究所分析的三個政黨，新黨、親民黨以及台聯成立的政治

背景，基本上與取代說的觀點較接近，在不同時期的國民黨或民進黨，先有政黨立

場向中間位移的現象，而後分別有原屬國民黨的新黨、親民黨及有意搶攻深綠選民

的台灣團結聯盟出現。追溯幾個小黨成立的時間點，分別是在國民黨主流與非主流

之爭，凍省（擁李登輝）和反凍省（擁宋楚瑜）勢力的對立，以及首次執政的民進

黨有意改走新中間路線、調整該黨追求台灣獨立的政治排序時；新的政治勢力在現

實的政治條件上有大黨朝中間移動後留下的政治與選票空間，在制度條件上有選舉

與立法院議事規則的配合，都是幾個小黨為何能在很短的時間內晉身為立法院議事

決策的一份子，參與政治政策討論過程的主要原因，也是在之後章節首先要分析的

部分。 

 

由各小黨成為立法院一份子的過程來看，在第 2 屆成立的新黨，本來是國民黨

內的次級團體－新國民黨連線，從 1993 年中脫離國民黨自立為新黨之後，常以正統

國民黨或正藍軍等宣傳口號，以與當時在李登輝領導下、日益本土取向的國民黨區

隔，是促新黨生成的現實政治條件；在制度層次方面，新黨除了得利於 SNTV 選制，

吸納部分國民黨的軍系、外省籍選票之外；在議事規則上，在第 3 屆末的國會五法

修訂前，對於政黨地位雖尚未予以明文保障，不過以政黨為單元的非制度性朝野協

商已經開始運作，當時雖未能如第 4 屆後可以用政黨的名義執行黨團提案，但新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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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被納入為非正式政黨協商過程中的一份子。親民黨是在脫離國民黨獨立參選的

宋楚瑜競選總統失敗後成立，除了一貫不變的選制因素之外，當時的立法院已經給

予政黨更多的議事特權，新的政治勢力更有動機以政黨名義擠身立院；因此只間隔

一年的時間又隨即出現另一個小黨：台灣團結聯盟。雖則台聯成立的政治條件與親

民黨不同：台聯對外宣稱的政黨成立原因是要協助民進黨爭取過半的國會多數支持

（黃昭展，2004）。不過從其個別的政黨利益推論，台聯最主要還是想承繼民進黨趨

中移動後的深綠選票，且逕以「泛綠選票的五分之一」作為該黨內部的估票公式（訪

談紀錄 F）。總結而論，不論是新黨、親民黨或台聯的出現，都可視為想取代大黨轉

型後所遺留的政黨立場空間，再搭配著選制與議事規則等制度條件，完成其成為立

法院決策參與者的首要目標。 

 

二、以一致的集體行動展現政黨力量 

    在小黨完成第一階段政治目標，成為立法決策程序的一份子後，接下來小黨還

要在立法院的議事場域盡力表現，一方面要讓其他政黨重視其存在，另一方面也要

讓支持的選民知道小黨確實有努力行事。因此小黨會採取一些異曲同工的政黨行動

方式，對外展現政黨企圖，最終的目的仍然是政治政策影響力。 

 

（一）以團結的政黨行動促成政黨目的 

在前面文獻檢閱的部分，筆者曾引用了幾篇常在國會或政黨研究中，被提及的

政黨領導理論著作，分別是《立法巨靈》(Cox and McCubbins, 1993)、Sinclair 用當事

－代理人的觀念解釋國會領導與所屬議員間關係(Sinclair, 1999)以及《條件式政黨政

府理論》(Aldrich and Rhode, 2001)；三個政黨領導著作的一致觀點，都是肯定政黨在

國會中領導立法的角色。政黨可以同時調和政黨整體與國會議員的個別利益，達到

政黨與個別議員互蒙其利之效。盛杏湲（2008c: 14-18）認為在台灣立法院的情況也

與上述理論相似：同黨立委與所屬政黨首先是生命共同體，政黨政策是否通過，關

係到立委是否能夠有足夠的立法成就去說服選區選民，令其願意在下次選舉繼續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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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該名立委爭取連任。政黨也對於立委的政治生命有所影響，除了政黨聲望影響個

別立委的追求連任成功的機率之外，政黨對立委的提名或推薦其爭取更高的政治職

位與否，也是政黨得以操控個別立委行為的重要關鍵。儘管政黨與個別立委既是生

命共同體，政黨也對於黨籍立委有實質控制影響力；然而在多數情況下，政黨並不

會時時刻刻都對黨籍立委發出鉅細靡遺的立法指令，強迫立委遵守，反而會有所取

捨讓政黨的資源做最有效率的利用。例如，「把資源放在最具有政治重要性與影響力

的決策上，而對較不具政治重要性的法案與決策則給予立委較大的表現空間」；「將

資源集中在立法過程中最具關鍵性的階段，而在其它的階段給予立委較大的表現空

間」；利用溝通勸導的方式說服立委，把黨紀處分當作最後手段（盛杏湲，2008c: 

18-21）。盛杏湲研究的解釋對象雖然主要是以立法院國、民兩黨的情況為主，但其

實上述種種有關政黨與黨籍立委的動機和領導作用，可能不只適用在解釋大黨行動

及與大黨立委的關係上，在多數情況下也可適用於小黨行動及與所屬立委間的關

係；甚且，小黨立委更有按政黨指示行動的動機，否則可能一事無成。政黨的作為

與政黨對所屬立委的領導，不因所屬政黨的規模大小有別：政黨與同黨立委是生命

共同體，政黨聲勢好的時候個別立委可以和政黨共享政治上升氣旋，若因不團結導

致政黨聲勢不彰，就得與政黨共同承擔選票支持流失的後果，或者另謀出路、另有

打算。4綜合上述所言，我們可以預見，小黨必然在立法議事過程中的關鍵階段，傾

盡全黨之力、服從政黨的指示，並以團結一致的政黨行動展現政黨力量。 

 

團結的小黨，對於小黨追求政黨目的有加分作用，這不僅是理論上的推論，還

可從新黨、親民黨以及台聯立委的深入訪談當中，受訪者都不約而同地強調所屬政

黨如何的高度團結，以及個別立委與所屬政黨間的密切互動關係得證（訪談紀錄 A、

C、G、L）。更進一步剖析有關於小黨的立委們為何更願意按照政黨指示集體行動的

原因，第一是在立法院居於人數劣勢的小黨如果不團結，小黨將在立法院缺乏與其

                                                 
4 例如變更所屬黨籍，或不再爭取連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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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政黨談判、妥協或威脅的籌碼。從政黨角度來看，團結是小黨一定必須要具備的

特質，從小黨立委自身的觀點解釋，小黨對所屬立委更有影響力，且小黨比大黨行

動更團結的原因有以下幾項：首先，由於立委的意見在小黨內更有表達的管道，黨

內決策多經充分溝通的過程，所以不論最後的決策為何，小黨立委都更有意願按政

黨的指示行事（訪談紀錄 I）。第二個原因是小黨與所屬立委間的關係較大黨更為密

切，立委間隨時可以進行溝通，形成一致的立場見解（訪談紀錄 G、F）。第三個原

因，小黨的立委間已經形成一種情感上的生命共同體，即使與自己爭取連任或政治

利益無關，也會盡全力去聲援政黨或同黨立委（訪談紀錄 C）；最後一個原因是小黨

內的成員的背景或政治見解本身即具備高同質性，所以對於政策的見解、看法本來

就很容易形成一致的立場（訪談紀錄 A）；訪談過程中曾在不同時期轉換於大黨和小

黨間的立委及立委助理也都認為，小黨的決策過程較大黨更容易接納個別委員的意

見，使立委更有被尊重的感覺（訪談記錄 I、K）。所以，小黨除了與大黨一樣，基

於完成政黨與個別立委追求連任的目的及政治生命的考量，讓政黨得以在立法院扮

演領導立法的角色之外，上述的其他因素也使得小黨在立法院領導立法的基礎更加

地穩固。 

 

（二）以政策表現彌補選舉動員的不足 

     儘管長期的政黨目的一致，然而大黨和小黨實現目標的步驟仍有差異。首先，

再回到前面提到過選舉和政治政策影響力的政黨目的，大、小黨的追求方式就有所

不同。我們看到國民黨和民進黨等大黨，政黨爭取選票的手段一方面是在國會盡力

表現，制訂選民認可的政策；另一方面，地方黨部組織也擔負一定的作用：甄選菁

英、經營地方人脈、選舉動員以及在最後投票時刻催票入匭等，都是地方黨部對於

所屬政黨在選舉時的重要功能；歷來國、民兩黨中央對於地方黨部的人事安排，也

多有拉攏地方人脈或選舉動員的考量。然而，不同時期的新黨、親民黨與台聯三個

小黨，都沒有設立地方黨部組織去經營地方選票，頂多只在地方設立聯絡處，或委

請當地的黨籍民代負責地方聯繫服務。小黨寄望的是單獨仰賴該黨在立法院立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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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立法成效及個別立委的選區經營，以此直接轉換成選票支持的動能。由於缺

乏黨部地方組織的協助，小黨僅能利用國會的表現與個別立委在選區的經營做為吸

引選票的主要方式，所以小黨及其立委會比大黨立委更重視他們在立法院內的立法

成績和議事績效，主因是由於相較於資源豐富的大黨，小黨立委更需要以立法成就

來彌補其在地方組織上的不足，以政策影響力來完成小黨的選票目標（中央社，2004

年 1 月 25 日，國內國會）。5所以，我們一方面看到在選區經營的層次上，小黨立委

較大黨立委更重視來自選區選民的意見（陳蓉怡、蔡韻竹，2008），另一方面在立法

院的層次，也預見小黨立委會在政黨動員的記名表決中踴躍出席，支持所屬政黨的

立場。 

 

三、小黨的行動原則 

進入立法院與以團結一致的政黨行動參與國會運作，尚不足以為小黨謀得超席

次比的政治影響力，小黨還必須運用政黨策略，以求得到更大的政治影響力。儘管

小黨可以憑藉著自身的策略運用謀求一些政治影響力，不過實際上小黨的政黨策略

仍然與當時的政黨政治情勢緊密相連，也左右了小黨的策略選項。在這一段，筆者

將先敘明小黨在參與立法議事過程的行動原則：妥協與彈性。之後再解釋在不同的

政黨政治氣氛背景下小黨如何行動。 

 

（一）以妥協取代對立 

小黨在立法院的行動原則之一是需以妥協取代對立(Hsu, 2006)。由於小黨只在立

法院佔有少數席次，若無其他政黨的協助，小黨就無法獨力完成任何一個政策目標，

小黨需要在立法院尋求合作才可能產出政策，否則小黨提出的政綱政見將永遠如同

紙上談兵，無法被轉換成為實際的政策或法律結果。由此衍伸的意思是：彈性與妥

                                                 
5 「在群眾裡面，可能有八、九成是需要被照顧的，只有兩、三成是純粹理念的，其他都是要給好
處。新黨從頭到尾能夠打仗的人就是這些人，不像國民黨除了黨團幹部以外，其他還有許多人可以
輪番上陣，新黨卻必須全程在場，以致於沒有時間去作選民服務」（訪談紀錄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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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的政黨立場是小黨追求政策目標的必要條件，所以我們應可看到小黨常希望在協

商過程解決掉各黨歧見，或者盡可能地減少表決的範圍。除非另有盤算，否則小黨

在多數時候，也多選擇與大黨站在相同立場，擴大政黨意見被納為決策決果的可能

性；支持者的立場則是小黨在選擇哪些議題要合作或固守政黨立場時，要顧及考慮

的因素。因為 Sinclair(2000)從實證資料的分析後發現：政黨支持者通常只能容許自

己的政黨與立場相近的政黨合作，反對和立場相左的政黨結盟；當小黨為追逐政策

實踐的目標而跨越原有政黨立場的框架界線時，就可能在下次選舉中面臨選票流失

的風險，小黨必須謹慎找到兩者的平衡點。所以小黨在國會必須彈性，但彈性的範

圍是有限的：小黨的立場必須在顧及支持者可以接受的框架下，不能只求合作反而

喪失選民對其支持或信任，以免成為曇花一現的流星政黨（the flash parties）(Ersson and 

Lane, 1998: 34-35)。所以小黨需要以彈性、妥協的立場來增加與其他政黨合作的機

會，但又要謹慎選擇合作對象，以免遭致選民的不滿。身為小黨立委的受訪者，即

曾貼切地描述了小黨在記名表決立場的彈性與侷限：「當然可以利用少數的票去左右一些

事情，但是它有一個侷限在這邊，你不能跨越，一旦跨越這個黨就根本不值得去支持，這是要守的

一個份際」（訪談紀錄 B）。為此，小黨將樂見以協商而非留下公開紀錄的表決方式去

解決立法議事的立場歧見，政黨協商既是以妥協取代對立的具體形式，小黨又可透

過協商過程突破政黨人數上的劣勢，以五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的代表性，發揮政治

政策的影響力。唯記名表決仍是重大議事爭議的解決手段，小黨仍須面對、仍須有

所對策。 

 

（二）在主要政黨議題與立法階段展現政黨立場 

由於小黨既想兼顧鞏固選票支持和政黨合作，最好的辦法就是固守支持者最在

乎的議題立場，但在其餘議題上與其他政黨彈性妥協，爭取最大的政治影響力（或

效益），這也是新黨、親民黨與台聯在第 3 屆到第 6 屆這段期間一直持續的作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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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我國最重要的政治分歧是包含統獨、兩岸關係的國家認同議題差異；6統獨及兩

岸立場的政治認同議題在政黨政治最主要的競爭面向，也是選民決定投票對象的重

要依據（Rigger, 1999: 190-193; Sheng, 2007; Shih, 2007; 徐火炎，1998；盛杏湲，2002）。

由於與統獨及兩岸關係相關的政治認同議題是台灣主要的政治競爭議題，三個小黨

因固守票基支持的考慮，對此議題的政黨立場將持續穩定，不輕言妥協。其它的政

治議題對於政黨立場的影響則不若國家認同下的相關議題。因為，從黨內與黨外兩

個角度去解釋，都可以推得類似的結論：第一是從選民的角度去看小黨在政治認同

議題以外的政黨立場，盛杏湲根據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及 TEDS 歷次的調查資料

分析 1996-2004 這段期間，選民心中各主要政黨的政黨議題立場（Sheng, 2007: 27-30；

盛杏湲，2009）；結果顯示，新黨、親民黨及台聯三個政黨除了在統獨的立場上，可

以被選民辨識是位處在比大黨偏左（更傾向獨立）或比大黨偏右（更傾向統一）的

立場之外(Cheng, 2006: 367-394)；在關於「改革或穩定」、「社會福利」、「經濟或環保」

等議題的立場上，選民多認為檯面上的各黨在該議題立場差異有限（盛杏湲，2009），

或者受訪者認知小黨是處在一個中間的立場，深究而論，所謂的中間立場其實也可

能意味著模糊。再從與三黨立委或黨部領導的深入訪談結果，來自新黨、親民黨與

台聯等三個政黨的受訪者都認為（訪談紀錄，B、D、G），所屬政黨最主要的政治立

場都是偏向在統獨、國家定位或兩岸關係的層次；至於其他議題的政黨立場，則是

「聽民意而行」，三黨都沒有一套如國家認同議題的特定論述或立場，政黨立場隨民

意風向擺盪。所以在選民的認知中，小黨在其他政治議題的立場上與大黨差不多，

或者是佔據一個居中的位置，為小黨預留了國會運作和政黨合作的空間。這可以進

一步解釋選民認知的由來：選民認為小黨在統獨議題之外採取「中間立場」，說穿了

根本就是小黨在這些議題上「沒立場」或「模糊立場」。 

 

從第 3 屆到第 6 屆立法院，我們看到陸續嶄露頭角的新黨、親民黨與台灣團結

                                                 
6 在此的兩岸關係，不僅指兩岸間的政治關係，還包括兩岸人民及商業活動的互動；在未特別註明

的情況下，文中的兩岸關係都以上述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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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盟三個小黨的共同特徵，都是在政治認同議題上，給予選民清晰的政黨形象與立

場定位。三小黨在政治認同議題以外的政黨訴求或定位，則遠遠不及三黨在政治認

同議題立場上的明顯差異；包括接受訪問的政黨立委或黨部領導，在實際訪談的過

程中也都不太能夠具體指明新黨、親民黨或台聯在社會福利、經濟發展或環保以及

改革或安定議題上的明確立場或具體主張（訪談紀錄 A、B、D、E、F）。總而言之，

小黨的政黨目標是它要在立法院追求政策影響力，所以必須要有其他政黨的支持，

小黨也必須要在其它的政策上去支持他黨，以妥協、合作的方式來達成目標。同時，

政黨立場採清晰與模糊的兩手策略，也有利於小黨切割政策影響力與選票目標間彼

此的牽連性。與大黨相較，小黨在追求政黨目標實現的過程當中，必須要比大黨更

靈活、更有彈性才可能達成上述種種政黨目的。 

 

    政黨對於不同立法階段的關注程度有所差異，越接近議案三讀結果的最後關

頭，政黨投注的行動心力越多，政黨間的競爭也越高張。小黨在立法院的行動與其

他大黨相較，更具妥協與靈活彈性的特質，觀察者則可由小黨在立法院各種政黨政

治運作關係的合作與不合作，積極或不積極參與的外顯行為去解釋小黨在各種行動

背後的政治動機。小黨由於人力與法案研究的資源不若大黨充裕，又有力求立法參

與表現的動機，更會選擇把最多的政黨心力挹注在最關鍵的立法過程，冀求政治影

響與立法表現的政黨目標。至於其他在審議過程前端的提案、委員會討論階段，則

給予個別委員自由表現、自由回應選區需求的空間（盛杏湲，2008c），政黨間的關

係在前面立法階段的競爭程度低於後面的協商審議，部分立委還以「掛號說」解釋

各黨立委之間相互幫忙連署提案的心態。7 

 

    當議案審議程序越接近三讀完成的階段，由於事關政策或法律最後三讀結果，

                                                 
7立委對於提案多是用先協助其跨過連署門檻的心態參與連署，讓各種意見可以成案進入討論程序；

除了政治性質較高的提案可能在程序委員會被擋下以外，政黨間立場的差異和政黨競爭在議事審查

的前期，整體來說其實並不顯著（訪談紀錄 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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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黨都會將關注的焦點放在最能影響議案三讀結果的階段，政黨協商或二讀院會的

廣泛和逐條討論，乃至於動用表決方式決定最後結果，都是政黨密切注意的焦點，

對於需要有效分配資源的小黨來說更是如此。所以，在越接近三讀完成的立法階段，

政黨間的競爭程度越高，研究者越可透過可觀察到的每一個小黨行動，追溯其當時

不同的策略動機。前面曾經論述小黨會採取一致集體行動強化他在立法院的議事影

響力，但由於小黨代表人數少難以自行其是，所以常需妥協與彈性的並用，在議事

過程中運用策略手段，才能為小黨帶來更多的政治利益。筆者以為，小黨常會在不

同的立法階段採取不同的手段，在黨對黨的提案審議或協商議價過程中，靈活地交

替運用合作、威脅或拖延方式，換取大黨對其立場的重視、讓步；小黨也常經此取

得可觀的政治利益或者達到回應選民的目的。並且，小黨可用與實際採用的手段，

幾可視為是當時議事規則、政黨體系與政黨競爭關係，以及小黨本身規模、決策權

力與政黨屬性等多重因素交織下的產物；不過在院會的記名表決階段，則又有不同

的行動樣貌。 

 

記名表決與其他立法程序不同的地方是，它具體且客觀的呈現政黨間的分、

合，對立與合作的各種關係，也是各黨最重視的關鍵立法階段（盛杏湲，2008c）。

各黨容會因個別議題的重要性排序，對於某些議案在前期的議事討論過程，採取放

任個別委員自由表現的處置方式，但對於被送入院會並以記名表決處理的案子，各

黨大多會形成一政黨立場，以便指示所屬黨員按照政黨的立場進行表決，讓研究者

可以很容易地從各黨在記名表決的贊否位置上，判斷政黨對於特定議題的立場。其

次，除了目前的立法紀錄已有完整記載的研究考量以外，記名表決的紀錄，也可以

看到政黨間合作、對立或各有主張等各個面向。記名表決除是議事程序的一環以外，

究竟是哪些案子會在協商、審查階段無法達成共識，以致於需送交記名表決做最後

處置，其實也是當時期主要爭議焦點的一種具體表徵。這可從各屆記名表決的數量、

表決內容的主題分佈，以及政黨對於記名表決的不同動員程度作為判斷線索，也可

進一步與當時期的政黨政治生態結合，作全盤性地解讀。當政黨競爭激烈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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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決的內容將可能集中在政治競爭議題，各政黨也會強力的動員所屬立委到場投

票，集全黨之力對抗相反立場的他黨，每一次記名表決都如同一場小型的政黨戰役。

相反的，在政黨對立程度較低時，記名表決的內容分佈就會從政治競爭性的內容轉

移到其他方面，就像是與特殊利益分配有關的區域與財經社福政策；政黨對於所屬

黨員的動員強度，以及判斷黨員表決立場一致性程度的政黨凝聚力，也會因政黨對

立的程度和緩而下降。考量到第 3 屆至第 6 屆政黨競爭程度的高低，筆者假定在政

黨對立程度較高的第 5 屆、第 6 屆期間的記名表決裡頭，政治競爭類的表決比例應

會較政黨競爭程度最低的第 4 屆來得高；同時，在政黨競爭程度最低的第 4 屆記名

表決中，涉及特殊利益分配的表決所佔的比例可能較其他各屆更多。至於各黨表決

凝聚力隨政黨對立程度變動的論點，則已在盛杏湲（2008c）的研究中獲得證實：在

政黨對立程度越高的時候，各黨表決的政黨凝聚力指數也會越高。 

 

（三）外在的政黨政治情勢對小黨的機會與限制 

若小黨做為思考核心是「以妥協代替對立」，並且「將政黨力量集中在關鍵性的

議題與立法階段」，以最大的政黨利益作為小黨行為的首要考量時，小黨要獲取最大

利益的方式，應是透過彈性靈活的妥協合作來達成；然而小黨行動往往也深受當時

外在政治情勢的影響，在不同的政黨體系與政黨競爭情勢之下，主導了小黨在當時

期立法院行動的機會與限制。簡單地說，小黨是否站在可扭轉表決結果的關鍵性地

位，因當時不同的政黨體系與各黨的席次規模而異，也與當時的政黨對立情勢、大

黨本身的領導動員有關；至於小黨決定與固定政黨結盟合作與否，也和當時政黨對

立和選民容忍程度密切關連。 

 

小黨在立法院的可行策略因政黨競爭的情勢變化而有不同，以具體的情況加以

說明：當朝、野兩大黨有對立，但對立程度不高的情況下，由於兩大黨（或單一大

黨）可能只低度動員所屬立委到院參與立法，這時候一個穩定團結的小黨，就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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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當次的立法競爭過程中，取得足以扭轉議事結果的關鍵性地位，8此時小黨即類

似 Tsebelis(1995)文中所提到非制度性的政黨否決者(partisan veto-player)，小黨因此可

以掌握更大的影響力，小黨會選擇不與任何政黨維持常態的合作結盟，隨時與不同

的政黨合作，否決掉小黨不樂見的議案，或是通過小黨偏好的法律。在國、民兩黨

有對立，但對立程度較低的第 3 屆立法院，新黨就是採取不與任一政黨固定結盟，

完全視議題內容決定合作對象的策略：在面對民進黨要刪減軍公教族群既有利益的

提案上，新黨會與國民黨一起反對民進黨；新黨又與民進黨在陽光或反威權政治的

提案上，對抗國民黨的保守立場。到了第 4 屆政黨輪替前的時期，雖然立法院的主

要政黨與第 3 屆差異不大，但是由於當時國民黨在立法院佔有安全過半的多數，且

國民黨在李登輝的領導下與民進黨的立場相對接近，甚至時有合作的前提下，國、

民兩黨的對立程度較第 3 屆更低，致使新黨無法再如第 3 屆期間扮演關鍵性否決者

的角色，反而常常以自行其是的表決立場，凸顯與國、民兩黨不同調的立場，在有

特殊利益分配色彩的記名表決中，就常是國、民兩黨合作，新黨單獨站在反對的立

場，例如在對於「地方民意代表支給條例」條文的表決立場。 

 

與之相對應的是，在朝、野兩大黨高度對立且競爭激烈的情況下，各黨在立法

過程的每一個重要環節，不論是程序委員會、黨團協商或者是院會的二讀表決，都

會高度動員所屬立委出席支持政黨立場。此時小黨的政治運作空間就會從政黨否決

者轉變成為政黨聯合的一員：與政治立場或背景接近的政黨合作，聯合阻止那些由

對立政黨所提出的異質性主張內容的法案被通過。就類似 Aldrich 和 Rhode(2001)對

於條件式政黨政府(Conditional Party Government)的描述一般，只稍事將原有的以單一

政黨的分析單位修改成政黨聯合，也就是「政黨聯合內的政黨立場同質性高，政黨

                                                 
8 有關於小黨在表決中是否居於關鍵性地位的判斷標準是，以當次記名表決各黨有出席的委員人數

計算，小黨在當次表決中出席立委人數正、反立場的改變，是否足以翻轉當次表決的勝負（不管他

實際上的表決立場為何）。在其他政黨正反立場皆未改變的情況下，當單一小黨立場的轉變就可以翻

轉當次的表決結果時，就判定該黨居於當次表決的關鍵性地位。有關於小黨記名表決的關鍵性地位，

另可見第七章的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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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合外的政黨立場間異質性大」的特徵。這主要是由於高度的政黨對立，使得選民

或政治菁英更無法容許合作對象任何原因的叛離，對立的政黨也不會再為了拉攏小

黨的支持而轉變妥協。此時，小黨在立法院的政治角色就從相對自主獨立的否決

者，轉變成為與政黨立場相近的大黨建立穩定合作關係，共同對抗異質性立場的另

一政黨或政黨聯盟。小黨尋求政治影響力的方式除了是與特定大黨聯合，對抗相反

立場的其他政黨之外，另一方面也會與該黨進行政治籌碼的議價妥協；不再如政黨

對立程度低、小黨扮演關鍵性否決者的時期，周旋於各黨間尋求利益。替代出現的

是，大黨與合作的小黨間會進一步採取一種權力的相互授權，在不同的議題上彼此

代行如「當事—代理人」的關係：9以議案為單元，由個別政黨在各自重視的法案上

進行研究與議程推動，並且透過合作結合成更大的政治實力，讓彼此都可接受的法

案能順利通過，再共同分享立法結果（即便不成功也能向選民宣稱已盡力）。彼此

合作的政黨也會共同聯手阻擋立場相左的政黨所提的各種法案，例如國民黨在軍購

特別預算上與力主反對軍購的親民黨一同站在反對立場；台聯在多數立法過程會與

民進黨站在一起；而民意也以泛藍、泛綠歸咎其作為，難以區分藍軍內與綠軍內的

政黨立場差異。到了第 6 屆之後，雖然藍綠對峙仍在，但因制度變革在即，藍綠陣

營內政黨的利益不一致，政黨間的當事—代理關係較第 5 屆鬆動，兩個小黨與對立

立場的大黨互動較前一屆頻繁（訪談紀錄 C、G）。 

 

如上述的理論續推，筆者預期在第 5、6 屆的兩個小黨：親民黨與台聯在議事過

程中，將分別與不同的大黨建立穩定的合作關係，親民黨與國民黨聯合，台聯跟民

進黨合作。由於政黨對峙的情勢，使得小黨很難跨越政黨的分界線，去與其他政黨

尋求妥協合作。親民黨雖然可以其關鍵性地位，左右高達七成的表決勝負，隨時成

為多數決策、表決的否決者，或者視政治利益隨時轉換政黨立場。親民黨除了在少

                                                 
9 在此引用 Sinclair 用來解釋政黨領導與所屬黨員關係的「當事─代理人」的觀念來類推理解合作政

黨間的關係。大黨和小黨之間相互交付權力、相互代理，共享政治成敗。不同的是當事─代理的角

色會有動態的變化：有時是大黨擔任代理的角色，有時則是由小黨代理推動他所偏好的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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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的特殊情況之外，在大多數的立法審議過程中多與國民黨合作，較少挾該黨的關

鍵性地位，靈活轉換政黨立場或與民進黨合作。10這是因為在高度政黨對立的情況

下，外在的政治氣氛不再容許小黨以其關鍵性地位中謀求政治影響力；小黨談判的

對象從任一的大黨限縮為合作的大黨，可談判的政治籌碼從「轉支持他黨」，到「不

支持你（不與你聯合）」，或者在其他的政治或議事上給予預警式的威脅，暗示大黨

讓步，但也很少因此去支持對立立場的他黨。 

 

在藍綠政黨分別結盟的這段期間，親民黨爭取政治利益的主要對象是國民黨，

向國民黨爭取在法案立場的相互支持，也向其爭取立法院以外的其他利益，如選舉

提名時的禮讓。同時期的台聯也是類似：與當時立法院最大黨民進黨維持穩定的聯

合立場，在大多數時候與國民黨、親民黨的組合站在對立的立場，不過由於台聯的

政黨規模較小，使得台聯的處境與親民黨相較遜色許多：因台聯對於幫助民進黨爭

取國會過半多數的效用有限，使得台聯因合作而從民進黨方面爭取到的政策與政治

利益不若親民黨，例如每屆選舉時台聯總期待能得到民進黨在某些選區提名上的禮

讓，好讓台聯候選人能夠順利當選，但不如願的次數遠高於如願的次數，民進黨通

常由於各種原因不願意在這方面作讓步：「民進黨在這方面幾乎都不讓我們呀，因為他們黨

中央對於個別選區內的政治勢力都擺不平了，怎麼還可能讓」（訪談紀錄 H）。相對來說，台

聯與民進黨在有關於法案或政策上的相互代理、相互支持部分，則有比較好的合作

默契（訪談紀錄 F），台聯與民進黨相互代理法案的推動、相互支持彼此的立場，共

同對抗競爭敵對陣營的國民黨與親民黨。但有時，台聯未能說服民進黨支持其積極

的台獨意識立法，例如在總統選舉罷免法的台生條款，在敏感科技基本法的禁止晶

圓廠登陸投資與兩岸人民關係條例中有關中國籍配偶的積極限制等，台聯就採取單

                                                 
10 吳玉山曾以國際關係中的戰略三角理論解釋這段期間立法院內各政黨的政治盤算與政黨關係（吳

玉山，2006），而筆者按照訪談所得的資訊與相關的二手資料，親民黨在第 6 屆第一會期初，曾一度

不排除與民進黨合作的可能，也舉行了媒體關注一時的二次扁宋會，之後不管是民進黨或親民黨內

都無法認同綠橘合作，隨即中止原有計畫。不同的親民黨受訪者也多主動提及當時親民黨內的選民

與政治菁英也對此舉表示不認同，親民黨的民意支持度也因此再次下跌（訪談紀錄 C、D）。關於親

民黨當時的政治企圖，不論是從理論推演或實際的訪談資料得到的答案都十分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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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行動的方式標揭政黨立場，也是向深綠的支持選民作交代，但仍無礙於台聯與民

進黨的聯合主軸，反倒是呼應了前述勾勒的小黨行動原則：在主要政黨立場上堅

持，在其他部分有所彈性；證明了議題性質也是小黨行動的主要影響變數之一。 

  

小黨的政黨目的與大黨一樣，希望透過所屬的黨籍立委為政黨爭取更大的政治

政策影響力，小黨的策略行動有其妥協彈性的一面，不過也面臨一些外在的限制。

從常理來想，小黨常能以其關鍵地位，以不合作為政治議價籌碼，威脅大黨讓步或

其他的政治交易。但是在實際的運作上，小黨外顯的政黨行動受到當時的政黨對立

程度與外在政治氣氛所左右，在兩大黨高度對立的條件下，民意與小黨內的菁英不

會容許小黨公開地依恃其關鍵性地位，頻繁地遊走藍綠間，扮演政黨否決者的角色。

在政黨高度對立的情勢下，小黨必須另有策略，或者是與立場相近的大黨結合成一

動態的「當事—代理」關係，相互代理，也相互支持；或者是將關鍵性的角色留在

非公開的審議過程中發揮，諸如在政黨協商與程序委員會等過程。關鍵性地位是小

黨用作與合作政黨政治談判的籌碼，但不能視為是無往不利的武器，否則可能招致

不利小黨的政治後果，例如政黨支持的流失；例外的情況確實也有，譬如台聯曾在

一些預算和區域利益分配的表決上與國親站在與民進黨對抗的立場。但放眼在長達

四屆之久的期間，小黨行動策略選擇，確實深受當時政治氣氛與政黨對立程度的左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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