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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小黨興起的政治背景與其政治影響力 

 

在前一章研究設計的理論建構當中，筆者指出各種可能影響小黨在立法院行動

的可能原因，小黨的政黨行動與決策的影響因素主要來自三大方向，第一是小黨被

自身的政黨立場、政治背景與黨內權力特質所影響；其二是小黨的行動空間與決策

選擇受立法院的制度性規則所影響；第三，小黨在立法院的政黨行動及政黨對於政

策審議過程的各種立場，也受到外在政黨政治環境的牽連牽制。本章將陸續針對上

述影響小黨行動、小黨策略與政策立場的三大要素一一檢視分析。本章先由小黨自

身的政黨特質與小黨所處的政治環境說起，筆者將分別就各小黨身處的政治背景如

何成為新政黨出現的助力、各小黨的政黨立場、黨內決策特質與主要選民支持等歸

納隸屬於小黨自身的各項特徵，以及各小黨身處的政黨政治環境與政黨間的競爭立

場，辨別各小黨的政黨凝聚力，及其在立法院不同時期的政治實力 

 

第一節 第 3 屆至第 6 屆立法院內的政黨政治運作 

 

從 1995 到 2008 年間，立法院經歷多次正式和非正式的政治變革，正式的變革

有立委人數因廢省而擴張，因外界民意壓力而減半，併同憲改和選舉制度的調整，

立法院的職權及立委面臨的選區規模都因而有所變動。在非正式的層次，立法院內

的政黨勢力分佈、政黨間的競爭或合作，乃至黨內的政黨領導，在這段長達 12 年的

期間多有變化，在此將把研究分析的焦點集中在大黨與小黨在重要政策立場上的位

移及取代過程；例如每屆總統大選前後，各政黨常因選民選票的考慮，而有政黨政

策立場上的變動，在 1996、2000 與 2004 年總統選舉過程或結果所引發的政黨競爭，

也每每主宰了選舉前後立法院內的黨際關係，是立法院外對院內政黨政治最重要的

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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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 3 屆：國、民、新三黨的等距競爭 

第 3 屆立法院外重要的政治事件可分為兩階段，一是 1996 年的第一次民選總統

選舉及總統選後的人事任命爭議。二是以 1996 年底國家發展會議的共識為名，展

開的一連串省級政府組織的精簡改革。從第 2 屆新黨因國民黨內主流與非主流政治

菁英與政黨路線的不同立場而出走後，因 1996 年的總統大選，國民黨面臨到第二

波的政黨路線與主要立場的位移：在李登輝的領導下，國民黨進一步強調台灣化與

本土化特質，以期吸引更多的本土選票支持。總統選舉對於立院政黨政治最大的影

響是政黨的競爭強度被提升（Rigger, 1999: 174），政黨間的立場距離進一步地被凸

顯，包括議題立場、選民支持與政黨關係皆然：國民黨內代表台籍菁英的林洋港與

象徵軍方與外省勢力的郝柏村，以及時任監察院長的陳履安等人脫黨加入總統選

舉，讓國民黨內的分歧在新黨自立門戶後再一次明顯地浮上檯面，帶來國民黨內新

一波的黨內分裂與立場位移。國民黨與新黨因在統獨與兩岸發展議題存在歧見、加

上新黨內部的反李登輝情緒，兩黨的距離進一步地疏遠，但在選民的支持上仍有重

疊（Rigger, 1999: 167；吳宜蓁，2001：38-53）。 

 

民進黨與新黨在民主改革與反貪腐的議題上與國民黨處於一競爭態勢，但在民

主化的政策層面，由於李登輝採納了許多民進黨首先提議的點子，並且轉換為具體

的政策：包括政治、經濟及各項軍公教族群以外的社福措施，再加上李登輝情結，

使得國民黨可以吸納到許多民進黨支持者的選票，拉近與民進黨的相對距離。國民

黨與民進黨的關係可視為是在一種朝野的政黨關係框架下，不涉及否定國民黨執政

正當性的競爭（Fell, 2006; Rigger, 1999; 徐火炎，1999b；張慧英，2000；盛杏湲，1999；

郭正亮，1998：8）。同時期民進黨與新黨領導人曾陸續喝過幾次大和解咖啡，兩黨

間呈現一種和解休兵的緩和氣氛，同意先不強調兩黨在兩岸立場、國家認同的差

異，浮見兩黨在立法院合作的曙光（中國時報，1996 年 2 月 19 日，4 版；1996 年 6

月 25 日，4 版）。筆者視 1996 年的總統選舉對政黨政治最大影響，即是造就了三黨

等距的政黨政治局勢，立法院的三個主要政黨：國民黨、民進黨與新黨三黨除了朝、



 48

野政黨立場的差異之外，各黨間合作或對抗關係隨時可因議題、因選民支持、因民

意風向有不同的政黨結盟。新黨在期間最常扮演關鍵性少數的角色（pivotal role）(Fell, 

2006: 53；吳宜蓁，2001:131；黃秀端，2004)，以小黨的地位發揮左右成敗的關鍵影

響。  

 

1996 年底的國家發展會議到翌年 7 月的國民大會第 4 次修憲，為當時的政治氛

圍與政黨關係增添新的變數。張慧英（2000）認為 1996 年總統李登輝召開國家發展

會議的真正原因是李登輝沒有把握提名新的行政院長人選一定能跨過立法院的同

意門檻，所以藉由閣揆同意權的修改來確保自己的政治控制力，或有一說是國民黨

只佔脆弱多數且黨紀不彰的情況下，行政院長被提名人成為國民黨立委政治勒索的

目標，才是推動此次修憲的真正主因（訪談紀錄 A）。在國家發展會議與隨後召集

的國民大會，最重要政治議題一是行政院長任命方式的修改：取消立法院對於行政

院長任命案的同意權；二是關於省府組織的虛級化。由於省府組織調整需要有相關

的立法配套措施，因此立法院在省府組織調整的議題上較取消閣揆同意權、立法院

的解散與倒閣配套等有更大的運作空間，因此成為立法院在第 3 屆第二階段的政治

重心。在第 3 屆推動省級政府組織精簡之前，國民黨站在反對廢省的立場，民進黨

與新黨因不同的出發點，都主張簡化現有的政府組織層級；實際面對省府組織調整

時，各黨的基本立場是民進黨與國民黨贊同，新黨反對，各黨立場的分歧使得當時

期立法院內的政黨關係的氣氛和距離，又與前期有所不同。從第 3 屆第 3 會期後期

以來，立法院外的政黨政治關係進入國民黨與民進黨因精省議題的合作，兩黨的相

對位置更近一步；新黨與國、民兩黨的距離相對疏遠，國民黨內部隱現中央派與省

府派的拉距角力，這項政黨間立場的轉變在第 6 會期實際進行精省法案審議的階

段，更進一步被彰顯，此一國、民兩黨立場相近、低度競爭的情勢維持到第 4 屆以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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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 4 屆：政黨輪替前後的政治變化 

第 4 屆立法院從 1999 年 2 月至 2002 年 1 月底止，這段期間影響立法院政黨運

作甚深的政治變化是 2000 年的總統大選與同年 10 月行政院宣布核四停建。筆者將

這兩項重要的政治事件視為兩個政黨政治關係的轉折點，把第 4 屆立法院的政黨政

治區隔成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 1999 年 2 月起至 2000 年 3 月總統大選結果底定

後；第二階段是從總統大選到行政院宣布停建核四為止；第三階段是從行政院宣布

停建核四後直到第 4 屆立法院結束。 

 

因 2000 年總統大選的第一個分界點，這使得國民黨、民進黨的朝野地位互換

以及大選期間支持宋楚瑜的擁宋立委正式從國民黨分出獨立為親民黨，成為第 4 屆

後半的分立政府時期立法院的第三政黨。國民黨的執政與單獨過半的多數黨優勢因

選舉失利而瓦解：還要面臨著要讓出執政地位及黨內出走潮，黨內的領導階層也因

黨主席李登輝的去職需重新洗牌，面對三重轉變的國民黨在總統選舉結束後的這段

時期無心力再對新的黨際關係、政黨立場積極表態。民進黨成為執政黨後，陳水扁

任命有妥協共治色彩的唐飛擔任行政院長（經濟日報，2000 年 3 月 30 日，2 版；自

由時報，2000 年 3 月 30 日，2 版；陳水扁，2001：117-120），部分民進黨立委在總

統選後的一段時期內曾經以籌組「執政聯盟」為名，意圖取得立院議程的多數主導

（台灣日報，2000 年 4 月 20 日，4 版），並以「倒王」的立法院長改選作為執政聯

盟操兵的試金石（聯合報，2000 年 4 月 3 日，2 版；中國時報，2000 年 4 月 20 日，

2 版）。 

 

總統選後才成立的親民黨以獨立的第三勢力自許，挾著黨主席宋楚瑜甫於總統

大選中獲得 460 萬的選票支持，曾試圖尋找一條不藍不綠的中間路線，曾表示不排

除與民進黨合作的可能性，最後因民進黨內部意見分歧無疾而終，（訪談紀錄 C、D）

（聯合報， 2000 年 4 月 10 日，4 版；聯合晚報，2000 年 4 月 20 日，4 版）。新黨

從第 4 屆一開始就面臨席次大幅縮水，在政黨輪替前，新黨與立法院其他的政黨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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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大致延續自第 3 屆，視議題屬性決定政黨合作的對象，與國民黨、民進黨仍然保

持相當的互動。2000 年的總統大選後，因親民黨的成立，使得新黨面臨到黨內菁英

與外在支持選票的雙重流失（中國時報，2000 年 3 月 18 日，4 版）；政治屬性與票

源都相近的親民黨，大幅壓縮新黨在國會的運作空間。從親民黨的前身新台灣人服

務團隊開始，新黨與親民黨就處於「亦敵亦友」的關係（沈富雄，2000；中國時報，

2000 年 3 月 25 日，6 版），並曾有兩黨合併的傳聞。在新黨與親民黨確定不可能合

併後，新黨與親民黨間關係從合作支持宋楚瑜的關係轉變為敵對競爭關係直到第二

個轉折點（聯合報，2000 年 3 月 23 日，3 版；劉玉玲，2002 年：157-163）。 

 

三個泛藍政黨在核四宣布停建之前，面臨不同程度的競爭矛盾，民進黨台面上

在執政聯盟籌組失敗之後，不再以拉攏其他政黨支持在立法院形成多數聯合為主要

目標，改以政黨和解取代，如「謝連會」（黃德福，2000：16）、「扁宋會」，成立兩

岸政策的「跨黨派小組」等（中國時報，2000 年 8 月 1 日，1 版），但原本出現升

溫契機的藍綠政黨關係因核四議題又急遽降溫。核四停建是第 4 屆立法院第二個政

治轉折點，影響層面至少涉及三方：一是民眾對於民進黨的政黨支持度下滑到陳水

扁就職以來的低點 22%，親民黨成為當時民意支持度最高的政黨（25%）（民眾日

報，2000 年 10 月 9 日，4 版）；國民黨未因民進黨倉促宣布核四停建而獲益，支持

度繼續從 19%滑落到 13%，落後在親民黨、民進黨之後。11第二是政黨關係的轉變，

原本國、民、親、新四黨相對等距的政黨距離，因為民進黨宣布停建核四，將國、

親、新迅速的推向反對的一方，使得原本又競爭又疏離的三黨距離被推近，意外為

在野政黨合作製造空間契機，朝野政黨間對峙程度提升。第三是行政立法部門間關

係轉變為對立態勢，這種競爭形式一直持續到第 4 屆立委任期結束為止。（王業立，

2001：164-165；高朗，2001：263-264；張肇鏵，2006；盛杏湲，2007：6；陳鴻鈞，

2004：84；黃德福，2001：235-236；黃秀端，2004：13-15；劉玉玲，2001；陳宏銘，

                                                 
11 資料來源：TVBS 民調中心，調查的時間點為陳水扁就職滿五個月與宣布核四停建時，兩次民意調

查的資料。（www.tvb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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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歐陽晟，2008：46）。 

 

三、第 5 屆：藍、綠陣營成形與持續 

從 2002 年 2 月到 2005 年 1 月底止的第 5 屆立法院，政治生態大致維持藍、綠

政黨對峙的局面，立法院的各黨立場與政黨關係以初具條件式政黨政府的雛形，呈

現同質性的泛藍與泛綠的陣營內聯盟，聯合向外對抗政黨立場差異更大的敵對陣

營。筆者認為影響第 5 屆外在政治生態的變數來自三方面：首先是 2001 年 8 月成立

的台灣團結聯盟，它以民進黨支持性政黨的角色（陳宏銘，2004：150），形成泛藍

政黨群和泛綠政黨群的競爭，台聯的鮮明立場，也牽制了與其聯合的民進黨在政黨

立場上只能站在泛綠的一方，壓縮了該黨因執政地位，在政黨立場一度有意向中間

移動的可能性。其次是選前釋出的聯合政府風聲到選後跨黨聯合的破局，意味著執

政黨和在野黨間合作的企圖因民進黨選後躍升為國會第一大黨而暫時打住。第三是

2003 年初連戰與宋楚瑜從醞釀到正式宣佈以「連宋配」的方式角逐 2004 年總統選

舉，由於兩政黨領導人的合作參選，限制了國、親在立法院個別行事的可能性，最

後 2004 年總統選舉的政治紛擾，讓國親政黨的緊密連結未因選舉失敗中止，持續到

第 5 屆立法院結束。 

 

由於民進黨政府認為施政不力是因民進黨在第 4 屆立法院無法取得多數支持，

所以在選舉期間有關陳水扁要在選後將籌組跨黨派「聯合政府」的風聲就未曾停

歇，對照陳水扁自己在「世紀首航」一書的說法，也證明「聯合政府」在當時不只

是試探性質的政治風向球而已（陳水扁，2001：138-139）。聯合政府的風聲讓在野

黨面臨雙重的思考困境：一旦聯合內閣真的籌組，該黨是否願意加入？如果自己不

加入聯合政府，是否會讓在野聯盟的其他政黨因此得利？要如何防止執政黨拉攏在

野黨各黨人士以個人名義參與聯合政府，導致在野黨人力或戰力的耗損？在當時

「聯合政府」的風聲中，又有國民黨提出的護憲聯盟與民進黨主張的國安聯盟（聯

合報，2001 年 12 月 3 日，10 版）分庭抗禮。立場力圖模糊趨中的親民黨是兩方都



 52

想拉攏合作的對象，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在選前也曾經表示親民黨可作為「朝野平衡

的槓桿」，不明示選後的合作對象，暗示親民黨跟國、民兩黨都有合作的可能性（聯

合報，2001 年 11 月 29 日，4 版）。選舉期間，泛藍各黨候選人因選票競爭讓在野黨

之間的關係呈現緊張。 

 

選舉之後聯合政府的話題煙消雲散，朝小野大的分立局面仍未改變：國民黨的

連戰與親民黨宋楚瑜隨後宣佈繼續維持國親合作的路線。外界揣測是國民黨為了守

住立法院的主導權，用立法院副院長的人選交換到親民黨的合作。12台聯已在選前

表明將與民進黨同一陣線對抗在野黨之際，也阻斷民進黨與泛藍政黨合作的可能

性。由此，在第 5 屆期間國民黨、親民黨以及新黨的吳成典仍然站在相同的立場，

與執政的民進黨、新上場的台聯形成藍綠兩陣營。 

 

對於親民黨來說，與國民黨合作是為了增加總統大選的勝算，但親民黨在立

法院的運作空間被大大限縮；親民黨的政黨形象從「跟國民黨不同」變成「跟國民

黨沒什麼不同」（訪談記錄 C）。政黨在立法院外的合作關係影響國、親兩黨在立法

院黨團的運作，具體的例子是親民黨在關於國民黨黨產處理的相關法案，在連宋配

前，親民黨是與泛綠政黨共同站在國民黨產問題必須被處理的立場，親民黨並曾提

出親民黨版的黨產處理條例送審（中國時報，2002 年 10 月 15 日，4 版）。連宋配

後受限於與國民黨合作的關係，親民黨在許多議題上的立場從具體明確轉為曖昧不

明的被動態度，例如在同樣的黨產條例上，親民黨的作為就顯得更不積極（訪談記

錄 C、E）。 

 

四、第 6 屆：藍綠對立的持續與變遷 

從泛藍和泛綠陣營的席次數量和立法院內政黨競爭的聯合形式來看，可以把第

6 屆立法院的政黨政治運作看成是第 5 屆政黨形勢的延續，不過筆者以為，在觀察

                                                 
12據報載副院長候選人江丙坤是在宋楚瑜的推薦下出線，是國民黨要與親民黨合作釋出的籌碼之一。

（聯合報，2002 年 1 月 29 日，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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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屆立法院內政黨立場與政黨關係時，更重要的關注焦點應該要從藍、綠的政黨

陣營轉入各自陣營內的政黨關係：包含陣營內政黨行動的分合或衝突及陣營內的立

委流動和黨籍人數的變化，這些現象的背後原因都與即將在第 7 屆起開始實施的立

法院選舉制度與席次調整密切相關。所以影響第 6 屆立法院內政黨關係與小黨行動

的兩個重要因素，一是延續自第 5 屆的藍綠陣營對抗競爭，其二是個別立委與政黨

因制度調整隨之而來的行為轉變。整體來看，第 6 屆立法院的政黨關係是第 5 屆藍

綠陣營對立的延續，國民黨與民進黨在法案立場的對立程度甚至更為激烈，國、民

兩黨在記名表決的凝聚力以及法案的政黨對立程度都比第五屆還要更高（盛杏湲，

2008c）。與第 6 屆不同的是泛藍與泛綠陣營內的政黨合作都出現鬆動或歧見的情

況，現象之一是代表綠、橘政治勢力的陳水扁與宋楚瑜在第 6 屆立法院初期的扁宋

會面及會後協議，現象之二是兩個小黨在記名表決的凝聚力轉為不如國、民兩大

黨，現象之三是親民、台聯等小黨立委為爭取連任，在第 6 屆期間陸續轉換到同陣

營的大黨去，增加同陣營內大小政黨間的緊張關係。 

 

以上，筆者簡單地分析指出，在第 3 屆至第 6 屆立法院內外政黨政治運作情況，

在主要政黨不變的的前提下，政黨與政黨運作從第 3 屆到第 6 屆歷經多次變化，這

些變化也可從立法院的大致的議事特徵樣貌探知一二。概略歸納各屆的議事特徵

是：第 3 屆以記名表決作為政黨歧見的解決方式；第 4 屆因政黨協商制度擴張了各

黨對法案的議價空間，另一方面也由於第 4 屆前半期的國民黨有過半的優勢，所以

在野黨較偏好在政黨協商階段就把立場歧見解決，導致記名表決數大量減少；但也

帶來委員會審查空洞化，議事效率因政黨協商延宕的結果。第 5 屆各黨善以程序手

段作為阻擋敵對政營提案的工具，例如以黨團名義提復議案的方式來拖延立法產出

效能。至第六屆，藍綠間的政黨對立持續，但各別陣營內的政黨間多少都有合作鬆

動的跡象，跨藍綠界線的非正式互動較前兩屆頻繁密切（訪談紀錄 C），訴諸記名表

決及用程序手段阻擾立法的比例較第五屆明顯降低（參見表 4-1）。儘管無法精確辨

識單一政黨在其間的作為影響，不過從跨屆的資料對照比較，也是對於立法院各屆

政黨關係另一面的結果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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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立法院第 3-6 屆立法議事概況（1995-2008 年） 

屆別 記名表決數 總復議數 黨團復議數 三讀法案數 

三 575 60  293 

四 318 43 32 644 

五 363 305 295 611 

六 256 182 167 498 

資料來源：立法院國會圖書館「立法院議事系統」，筆者自行整理。 

1. 三讀法案數含臨時會期間通過的法案。 

2. 第3屆無黨團提案，故未計算。 

 

 

第二節 新黨、親民黨與台灣團結聯盟的成立、政黨立場及決策方式 

 

一、新黨 

新黨是一個政治權力源自於立法院，以立法院作為最主要的政治舞台的內造特

質政黨。溯自 1989 年 8 月出現的國民黨內派系「新國民黨連線」（中時晚報，1989

年 8 月 17 日，1 版；聯合晚報，1989 年 8 月 25 日，2 版）；被認為是國民黨內，對

抗以李登輝為首的主流派的非主流派系，至 1993 年 8 月 10 日新國民黨連線成員正

式脫離國民黨另外成立新黨，發起者多曾任或是現任立委（Fell, 2006: 49；郭正亮，

1998a：121-122；劉義周，2001：96-97；劉玉玲，2002：41）。 

 

新黨以「反台獨」作為主要政黨立場，13這與新黨的政治菁英及選民支持關係

密切，第 3 屆至第 5 屆期間，選民一直把新黨與「外省人的」、「傾向與中國統一」

等政黨形象(Lin, 2006: 33)劃上等號，調查研究資料也佐證該黨主要的支持選民多為

外省籍選民。在過去，外省籍的選民多認為國民黨最能代表他們的利益，在新黨出

現後，新黨取代國民黨在外省籍選民心目中的地位（王甫昌，1998：161-189）。不論

                                                 
13不論從新黨公開的黨綱文字或深入訪談等不同來源的資料，在提及新黨立場的時候，都首先會先提

到「反台獨」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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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立法委員或民選首長選舉，新黨的票源都有很高的比例是來自外省籍背景的選民

（王甫昌，1998：161-189；吳宜蓁，2001：45）。另一項新黨的選民支持是軍公教背

景（Fell, 2006: 56-57；訪談紀錄 A），在 1994 年的北高市長選舉以後，新黨將國民黨

與黑金形象作連結，吸引部分過去支持國民黨軍公教選民。因此在國家認同議題之

外，新黨在面臨與軍公教人員相關福利的法案時，選票支持動機使得新黨也願意在

這個議題上有積極的立場，以求獲得選民的認同，常與國民黨一起站在支持軍公教

福利的立場。由於新黨的主要支持群：外省籍與軍公教族群兩項特徵，分佈的居住

區域集中在北部或都市化程度較高的選區，農業選區對新黨支持較低，使得新黨對

於農業發展有關的議題最不積極，甚至常對於農業選區有關利益分配的法案站在反

對的立場。 

 

在政黨決策方式這部分，本研究的三個小黨中，新黨是內造特徵最強的政黨。

新黨一直以立法院為政黨最重要的參政與運作核心，在組織決策上雖分設有中央黨

部與立院黨團兩個決策中心，實際上兩者關係密不可分。從 1993 年新黨成立到 2002

年新黨黨部組織章程改組前，新黨全國競選暨組織發展委員會召集人與黨秘書長本

身時通常也是立委，或者身兼立法院黨團黨鞭。由於黨部與黨團成員的高度重疊以

及對外自許為柔性內造政黨（訪談紀錄 A），政黨的決策都是以該黨在立法院層面的

得失計算作決策行動評估，立法院外的政治效應就不是它政黨決策時的考慮重點。

由於新黨的黨內資源高度集中在黨內少數的政治菁英之手(Fell, 2006: 59-60)，掌握黨

職的幹部可決定整個政黨的立場與行動策略。制度規則上，新黨權力核心在全國委

員會，但又不是像國民黨或民進黨一般的全國黨員代表大會；全國競選暨發展委員

會是新黨最主要的決策核心：組成來源包括黨主席與秘書長、各縣市以上的政府首

長、立法院黨團的正副召集人、縣市議會黨團的正、副召集人與全代會委員等（新

黨黨章第 15 條），當上述各款人數不足 31 人時，可由黨主席依功能及需要指定黨員

擔任委員。在實際運作上，新黨的主導權力非常高度地集中在少數政黨幹部手上（劉

玉玲，2002：54-57），全國競選暨發展委員會召集人、黨秘書長等少數政治人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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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判斷或決策，就可以決定整個新黨當時期的政黨立場或行動與執行策略。舉例

來說：1995 年擔任新黨召集人的陳癸淼等接受民進黨主席施明德邀請共飲大和解咖

啡，開啟新黨與民進黨在第 3 屆與第 4 屆前半期的政黨議題合作。1999 年李慶華擔

任全國競選暨發展委員會召集人期間，新黨內部因朱高正提議新黨應該要開拓政治

中間立場的票源支持，引起政黨內部對於路線發展的爭論(Fell, 2006: 58-59)等，都是

個別政黨領導人，就決定政黨重要路線的例子，由此可見個別的政黨領導對新黨的

影響力。 

 

權力集中的組織決策特徵曾經讓新黨於第 3 屆立法院內左右逢源，成為國、民

兩大黨爭取合作的對象；權力的過渡集中是讓新黨逐步走入政治死胡同的原因之

一：Fell(2006)就認為新黨衰退的內部因素，是因陸續幾位立場極端的政黨領導人把

政黨立場導入一個單一議題政黨的死胡同，讓黨內面臨人才流失、黨外遭遇選民支

持退卻的窘境，並且在歷次選舉面對選票席次下降的結果。立場僵固的新黨不再發

揮如第三屆立法院期間時與國民黨合作、時而與又民進黨聯合的那種關鍵性的政黨

角色，是導致新黨在 2000 年之後政治勢力急速萎縮的因素之一。 

 

表 4-2 第 3-4 屆期間新黨全委會召集人（1995.2-2002.1） 

期間 全國競選暨發展委員會召集人 任職時身份 

1994.10-1995.8 王建煊 現任立委 

1995. 8-1997.9 陳癸淼 前立委 

1997. 9-1998.8 周陽山 現任立委 

1998. 8-1999.2 陳癸淼 前立委 

1999. 2-2000.2 李慶華 現任立委 

2000. 2-2001.2 郝龍斌 前立委 

2001.2-2001.12 謝啟大 現任立委 

   資料來源：筆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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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親民黨 

親民黨的成立背景溯自 1999 年總統大選前，一群為前台灣省長宋楚瑜助選，以

前省議員轉任到第 4 屆立委為主要構成份子的新台灣人服務團隊。當時立法院的一

個次級政團「超黨派問政聯盟」，就是由支持獨立總統候選人宋楚瑜的立委組成。當

宋楚瑜以 36.84%的得票率挑戰總統失敗後，同年的 3 月 31 日正式組成親民黨，成

員主要是選舉期間的挺宋立委及部分地方性的政治人物，親民黨成立後在當會期立

法院有 18 位立委的第三政黨已多於當時的新黨。14 

 

民主化後期以來，台灣民眾認知的政黨競爭主要是在以國家認同的根本是兩岸

關係與統獨意識（盛杏湲，2002；游清鑫，2002）。選民最能夠區分出各政黨的議題

立場，並且一旦認知立場後不容易改變。身為一個因凍省與選舉競爭因素脫離國民

黨的新生政黨，親民黨在國家認同這個主要議題上的立場，選擇採取與當時國民黨

的政治光譜接近，但略偏統的政治認同立場吸引選民：強調一中架構與 92 共識（訪

談紀錄 E），另一方面，親民黨還想凸顯比國民黨更積極的改革形象：與國民黨當時

與黑金、腐化印象牽扯不清的形象作區隔，企圖在國家認同以外的議題上，搶站在

民進黨與國民黨間的中間位置，因此，親民黨最初的政黨立場是同時強調該黨的國

家認同（一中架構）與政治改革立場。但實際的結果是，由於親民黨沒有持續地提

出有力的政治改革論述時，又在國家認同以外的議題持續未提出強有力的政黨立

場，親民黨在選民心目中的政黨形象就只剩下「一中架構」（Lin, 2006；游清鑫，2002；

訪談紀錄 C），其他部分都與國民黨的立場沒什麼不同，缺少與國民黨在議題立場上

區隔。 

 

 現有文獻對於親民黨選民支持的討論不多，根據訪談所得到的結果，親民黨內

部所認知的政黨主要支持來源來自於兩大部分(訪談紀錄 C、D)：其一是原屬於國民

                                                 
14 18 位立委的計算包含李慶華與馮定國等兩人在內，他們是在親民黨成立之後才正式加入親民黨

團，因計算時間點的不同，部分文獻將親民黨的人數計算為 17 位或略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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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黃復興黨部主控的軍眷選票，所以親民黨特別設立甘泉黨部來經營這一部分選

民，這部分的支持力量與國民黨軍系立委及新黨立委等既有支持的重疊度極高(徐火

炎，2002：24)。另外一塊票源支持來自於宋楚瑜擔任省長期間經營培養的南北地方

性支持選票，這兩股親民黨支持票源推選出不同特質的親民黨立委：具備正藍軍形

象與深富草根特質的地方及原住民立委；因此親民黨的政策既需回應軍眷選民的需

求，也要照顧到地方的各種利益及地方選民的偏好。支持選民屬性的差異，筆者以

為這在第 6 屆面臨國會選舉制度調整的制度變遷過程中，是導致親民黨政黨凝聚效

能下降、政黨立場分歧的重要原因；某些立委在第 6 屆一開始就陸續脫黨回歸國民

黨，卻也有某些立委選擇堅持到最後，才用與國民黨協同提名的方式參選連任的差

別因素。 

 

親民黨的黨內決策具備雙元決策的特質：在常態的情況下，黨主席在重大的政

治議題與黨際間的分合關係上有絕對地影響力，但對於細部法條內容、政府預算或

者是人事同意權等項目，親民黨團有相對的自主決定空間。Kovick(2003: 358-361)早

在 2002 年即曾指出，親民黨未來發展的最大關鍵是黨部結構的組織化與黨主席個人

對黨內政治決策權力的節制與否，若未能妥善處理上述兩個問題，親民黨的內部因

素可能成為阻礙親民黨政治發展的重要關鍵。親民黨雖然是一個以國會為政黨運作

中心的政黨，具群眾支持基礎、不需改選，但有最大決策權力的黨主席卻從來不是

立法院的一份子，政黨決策因此不僅以該黨在國會的最大獲益作為唯一考量，還有

在國會以外有所表現的政治企圖。黨主席宋楚瑜是親民黨最主要的政黨決策核心：

被他認為是重要的政治議題，都要經由他作最後的政治定奪；親民黨黨團只負責主

導親民黨在前述政治議題以外的政策法案與預算立場。按照親民黨黨章，黨內的全

國委員會是黨章內明定最高決策組織，另有由 21 名成員組成的中央執行委員會，每

週開會一次，討論政黨政策（親民黨黨章第 15 條）。不過如同許多的新生政黨，親

民黨在黨章上雖然規劃有民主政黨應具備的黨內決策機制（劉玉玲，2002：58；鄧

宇敦，2002：55），但是實際上親民黨始終未組建全國委員會；黨部方面決策行動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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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的決策機制是由黨主席主持的中央工作會報，對於重要的政治議題立場與他黨

的互動分合，都是由主席個人作最後的決斷。在立法院黨團這邊，它實際處理各黨

政策立場的交鋒與回應政治事件的立場，根據深入訪談所得的資訊：親民黨部的決

策程序是在每週召開的中央工作會報中討論決定，會議參與成員有黨團幹部、黨部

副秘書長以上的人員及各地服務處處長，並由黨主席擔任會報主持人，討論親民黨

對於當時重要的法案或政策立場，對於爭議性較大、正反意見分歧不決的案子，則

由黨主席在聽取會中正反立場意見之後作最後決策。如有重大事件突然發生，黨主

席會隨時與黨團幹部或相關委員會的委員直接溝通，給予指示（訪談紀錄 D）。因此，

親民黨的決策特質是：在常態情況下，黨主席在重大的政治議題與黨際間的分合關

係上有絕對地影響力，在細部法條內容、政府預算或其他次要項目，親民黨團才享

有相對的自主決定空間。 

 

由於在立法院外的黨主席宋楚瑜對親民黨立委有至高的影響力，黨主席個人關

於其他政治資源或職位的企圖，將使得黨中央的政治決斷不單純從親民黨在立法院

的最佳策略作為唯一考量，還須顧慮到國會以外的政治資源分配。從事後來看親民

黨主席對於黨內的絕對影響力，可能是讓 2000 年後一度連續遭逢選舉失敗的國民

黨，得以重新再起的重要原因之一(Cheng, 2006: 375)，親民黨與選民、政黨立場與

政治形象皆相近的國民黨在立法院的密切合作，使得選民對於親民黨和國民黨感到

無所區別，根據 Cheng(2006)所引用的民調資料顯示，親民黨成立後的政黨聲望曾經

大幅領先國民黨，一度還超越執政的民進黨，成為聲望最高的政黨；從第 4 屆在野

聯盟成立後到 2001 年底立委選後國親兩黨再次宣布在第 5 屆立法院密切合作為止，

親民黨與國民黨的政黨聲望，就持續呈現國民黨緩步上揚、親民黨緩慢流失的走

勢；並且從 2001 年底兩黨再次宣布合作時，親民黨的政黨聲望開始低於國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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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第 4-6 屆親民黨中央黨部組織（2000-2008） 

職稱 姓名 任職前主要經歷 

主 席 宋楚瑜 前台灣省長 

副 主 席 張昭雄 前長庚醫院院長 

秘 書 長 秦金生 前省府團隊 

副 秘 書 長 馬傑明 前省府團隊 

副 秘 書 長 蔡中涵 第 4-5 屆立委 

政 策 中 心 主 任 張顯耀 前國安會諮詢委員 

              資料來源：親民黨全球資訊網，檢索日期 2008 年 1 月 23 日。  

 

三、台灣團結聯盟 

台聯成立的目的本來是要扮演支持民進黨的角色，要協助執政黨穩定政局，前

總統李登輝並在其間佔有非常關鍵的主導地位。從 2001 年 8 月正式成立以來，台聯

對外宣稱的政黨立場是「穩定政局、振興經濟、鞏固民主、壯大台灣」（中華日報，

2001 年 8 月 15 日，4 版；黃昭展，2005：37）。在台聯組建的過程中李登輝看似居

於被動、第二線、或稱為是台聯精神領袖的第二線角色；但是即使李登輝沒有實際

擔任台聯的任何職務，多數政治人物都是認同所謂的李登輝路線才會決定加入台

聯，是非常肯定的事實（訪談紀錄：F、G、H）。 

 

台聯從一開始就明白展現其本土主張與支持民進黨執政的立場，曾任台聯秘書

長的黃昭展說明台聯的政黨策略是：「以本土化來訴求與其他政黨的區隔，藉由突

顯出台灣主體性來轉移民進黨執政不利的效果，補救民進黨不強調台灣獨立的新中

間路線，動員本土性選票；整體而言對民進黨是有助攻的效果」（黃昭展，2005：

43-44）。台灣團結聯盟最主要政黨立場是強調台灣獨立、15台聯制憲建國，訴求台灣

正名、制憲、建國，採取比民進黨更積極推動台灣正名行動爭取深綠支持者，這是

台聯黨給予外界最鮮明的政黨形象。 

 

                                                 
15 「台聯的基本立場是政治議題不讓步，但是民生議題可以談」（訪談紀錄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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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探究台聯在第 5 屆、第 6 屆立委選舉提名的候選人背景後卻可推測台聯

的選票支持不僅只想爭取主張台灣獨立的深綠選民群，除了深綠的支持群以外，台

聯還想吸收部分原屬於國民黨的地方選票。這可從它在多個選區提名前國民黨籍的

區域型政治人物代表台聯參選：台北市的陳建銘、高雄市羅志明、台北縣的許登宮、

廖本煙等人在代表台聯參選以前，都是屬於國民黨籍的地方政治人物。因此民進黨

在第一次看到第 5 屆台聯的參選名單後，就評估台聯對國民黨與民進黨選情造成的

衝擊約為 6：4，對國民黨選票的瓜分效果更高於民進黨（台灣時報，2001 年 9 月

25 日，2 版），所以台聯的選民支持主要來自於強烈主張台灣獨立，以及一部分國

民黨的傳統支持者：包括農業選區的農民和傳統產業的藍領勞工等。再從台聯宣稱

的政黨立場來剖析，在統獨、兩岸議題的主要政黨立場之外，台聯對外宣示的政黨

立場還包括在經濟政策上要延續李登輝主政時期「戒急用忍」的大陸政策，反對台

灣資金與製造技術西移，也主張對於兩岸各層面的交流進一步增加管制與加強保護

台灣產品（訪談紀錄 H）。根據民意調查的結果，外界對台聯最深刻的印象都是在

「主張台灣獨立」與「愛台灣的」等國家認同議題層面(Lin, 2006: 37)；調查中幾乎

都沒有認知到台聯也曾主張要照顧弱勢與勞工階層，民眾對於台聯的政黨形象還是

只集中在國家認同議題這一部分。 

 

台灣團結聯盟的政黨決策中心有二：一是黨部的中央執行委員會，另一是台聯

的立法院黨團。在制度上台聯黨具備外造的特徵，因為政黨的最高領導人未曾由黨

籍立委出任；但進一步細究黨部中執會的參與成員，立院黨團成員都是中央執行委

員會的當然代表。根據台聯黨章第 21-23 條有關於中央執行委員會的組成與職權規

定，簡稱為中執會的中央執行委員會成員除了黨主席、重要黨職幹部（秘書長、副

秘書長）以及其他民選議會的台聯黨團代表以外，在實際運作上，全部黨籍立委都

是中執會的當然代表，共同參與每週固定召開的中執會，參與政黨的各項討論決議

過程。立法院的台聯黨團每週舉行黨團大會，討論當週重要的議題、法案和預算事

項，每一位台聯黨立委都要出席黨團會議，共同商議形成黨團決策。黨部的中執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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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立法院內的台聯黨團，於是形成一雙軌、但高度重疊的政黨決策形式。 

 

與新黨和親民黨不同的政黨決策特徵是：新黨的全委會召集人多兼有立委身

份，在思考新黨決策時，黨的領導人自然是從立法院的運作為考量重點；親民黨則

是有一個至高權威的黨主席，黨主席的權威凌駕在立院黨團之上，在重要政治議題

上可以完全主導親民黨的決策。台聯與親民黨一樣，多數時候黨主席都不在立法

院，但台聯黨主席對黨內的權威地位卻遠不如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只有台聯黨精神

領袖李登輝，才是黨內最有影響力的人。但由於李登輝本身並不參與台聯例行性的

開會運作，只偶爾針對少數的政治議題指示方向，因此，多數時間都由台聯黨團與

中執會自行決策（訪談紀錄 F、H）。因此台聯黨籍立委在黨部中執會的討論過程更

有影響力，具立委身份的中執會成員佔全部 25 位中執會成員一半以上，立院黨團

的決策充分被尊重，黨團與黨部中執會結論不一致的情況幾乎不曾發生（訪談紀錄

H）。所以，台灣團結聯盟政黨決策機制，在形式上雖然是分成黨部的中央執行委員

會與立法院的台聯黨團兩部分，實際運作上，除了少數高度政治性的政治決策以

外，絕大多數的立院議題、預算與法案決策，都是按照立院黨團的決定去做。 

 

表 4-4 第 5-6 屆台灣團結聯盟歷任黨主席（2001-2008） 

任職期間 姓名 任職時主要經歷 

2001. 8.12- 2004.12.25 黃主文 前內政部長 

2004.12.25- 2005. 1.10（代理） 黃宗源 第 5、6 屆立法委員 

2005. 1.10- 2006.12.15 蘇進強 前台灣時報社長 

2006.12.15- 2007. 1.26（代理） 林志嘉 前立委 

2007. 1.26- 2008. 1 黃昆輝 前總統府秘書長 

資料來源：筆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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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新黨、親民黨與台聯的政黨團結度 

 

團結合作是小黨得以在法院內發揮政治影響力的重要前提，前章理論建構的部

分曾表明，在以「數人頭」為決策原則的立法院，小黨勢必需以集中一致的政黨行

動顯示其政黨力量與政黨企圖，才可能獲得大黨的重視或禮讓。然而，多數立委都

需兼顧選區與立院的經營，不論是政黨或立委都不會在全部議案的審議過程中投注

相同的力量，而會視與政黨立場利益關係的密切程度，來決定該黨對該案的參與和

堅持的強度（訪談紀錄 C）。小黨對於議案立場的團結程度，除了視該案與政黨立場

的密切程度有別之外，也與黨內政黨領導對所屬委員的動員能力有關，由於小黨常

與大黨進行合作支持的交換，以支持大黨議案的方式交換讓小黨的案子也能順利進

行審議，且這些交換過程，多由政黨領導人或黨鞭主導，所屬黨籍立委多扮演聽命

行事的角色。筆者認為長期政黨團結表現的變化（非僅單一議題），可以看出政黨領

導的強弱趨勢：在強有力的政黨領導之下，小黨的團結度高；當政黨領導走向弱化，

或存在其他的黨內分歧時，小黨團結度降低即為具體表徵之一。此外，在理論建構

中曾提到，小黨的政黨行動與當時期的政黨政治、大黨的競爭情勢密切相連，這是

由於在國會主要政黨對立競爭的前提下，將會以近似條件式政黨政治的架構，呈現

兩極立場、相互競爭的政黨對決形勢。在這種情況下，不論是因與大黨間的政治交

換，或是為聲援相同陣營的大黨，小黨多會選擇採取政黨行動，表態主張特定立場。 

 

綜合上述，筆者再把影響小黨團結度的強弱表現的三項因素簡化成以下的陳

述：小黨的團結度因議案屬性與政黨立場的相關性而異，因政黨內部的動員能力而

異、因大黨的對立程度而異。在此，筆者用政黨凝聚力作為政黨團結度為分析依據，

本研究對於政黨凝聚力（party cohesion）的測量是採用盛杏湲（2008c：24）的標準：

以各個記名表決當作分析單位，將一黨的最多數立委站在相同立場的比例減去該黨

站在其它立場的立委比例。譬如若一黨立委在某次表決贊成者有 70%，反對者有

20%，棄權者有 1%，缺席者有 9%，則政黨團結度分數為 .40，在這裡必須說明的是



 64

若此一計算值小於 0，表示最多立委站的立場的比例仍小於其它立場的比例累加

和，則以 0 計算，事實上這種情況不多，國民黨在 1517 次記名投票中有 35 次，民

進黨有 16 次。政黨凝聚力指標最大值為 1，表同黨所有立委都站在同一個立場；最

小值為 0，表同黨立委並未有基本的共識，沒有任何一個立場可以成為主流立場。 

 

一、不同屆期的政黨凝聚力 

筆者想先從表 4-5 有關政黨凝聚力的數值中，證實有關於前面理論建構部分曾

提過：「小黨在立法院是以團結為行動基礎」的推論。其次，在團結的基礎下，小黨

的凝聚力也受到許多政治因素的影響：例如政黨本身的聲勢、政黨領導及未來的政

治前景，是否能夠維繫小黨與所屬立委間為一「生命共同體」的連結，使小黨的立

場能夠在其黨籍立委的表決立場上得到貫徹，也是在此要由政黨凝聚力變化中檢視

解讀的重點之一 。 

 

表 4-5 第 3-6 屆政黨記名表決的凝聚力指數 

屆期 新黨 親民黨 台聯 國民黨 民進黨 

第 3 屆 .68   .50 .76 

第 4 屆輪替前 .44   .32 .66 

第 4 屆輪替後 .47 .57  .32 .85 

第 5 屆  .86 .69 .68 .86 

第 6 屆  .74 .85 .90 .93 

資料來源：轉引自盛杏湲（2008c） 

 

盛杏湲（2008c）曾以不同屆期凝聚力的平均數解釋第 3 至 6 屆立法院各政黨的

凝聚力（詳見表 4-5），從表 4-5 的結果來看，顯示新黨、親民黨與台聯 3 個小黨雖

然比大黨之一的國民黨更團結，不過仍不及於民進黨的凝聚力。筆者接著進一步想

看各黨在各屆期不同凝聚力的分佈狀況、想比較各黨在不同時期的政黨凝聚力的表

現。在此，再把政黨凝聚力分成 3 個等級，分別是低度凝聚力、中度凝聚力與高度

凝聚力，各等級的判定標準分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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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度凝聚力：政黨凝聚力的數值在.4 以下(不含.4)。 

中度凝聚力：政黨凝聚力的數值在.4 以上(含)，至.7 以下(不含)。 

高度凝聚力：政黨凝聚力的數值在.7(含)以上。 

 

在表 4-6 是各屆各政黨各種凝聚力的分佈情況，格子內的數值為百分比，指各

黨在那一種程度的凝聚力，佔當屆全部記名表決的比例。例如，新黨在第 3 屆全部

575 次表決中，共有 56.7%的表決達到高凝聚力的標準。從表 4-6 中，除了要比較各

屆各黨凝聚力的變化，解釋小黨內在的政黨因素對於政黨凝聚力的影響之外，筆者

還想藉由小黨在各種凝聚程度的分佈狀況，驗證理論中有關於小黨常以持續團結的

政黨行動，為其謀得更多政治影響力的研究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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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第 3-6 屆各政黨凝聚力分佈 

屆期 政黨凝聚力 新黨 親民黨 台灣團結聯盟 國民黨 民進黨 

低凝聚力 16.5 ( 95) -- -- 40.6 (233)   7.4 ( 43)

中凝聚力 26.8 (154) -- -- 24.1 (139) 19.0 (109)

高凝聚力 56.7 (326) -- -- 35.3 (203) 73.6 (423)

第 3 屆 

屆期合計 100.0 (575) -- -- 100.0 (575) 100.0 (575)

低凝聚力 40.1 ( 90) -- --  61.6 (138) 20.5 ( 46)

中凝聚力  37.5 ( 84) -- --  31.3 ( 70)  23.2 ( 52)

高凝聚力 22.4 ( 50) -- --   7.1 ( 16) 56.3 (126)

第 4 屆 

輪替前 

屆期合計 100.0 (224) -- -- 100.0 (224) 100.0 (224)

低凝聚力 33.0 ( 31)  26.6 ( 25) --  66.0 ( 62)   6.4(  6)

中凝聚力  41.5 ( 39) 39.4 ( 37) --  19.1 ( 18)   3.2(  3)

高凝聚力 25.5 ( 24) 34.0 ( 32) --  14.9 ( 14)  90.4 ( 85)

第 4 屆 

輪替後 

屆期合計 100.0 ( 94) 100.0 ( 94) -- 100.0 ( 94) 100.0 ( 94)

低凝聚力 --   3.5 ( 13)  21.8 ( 80)   9.2 ( 34)   2.2(  8)

中凝聚力 --   4.6 ( 17)  14.4 ( 53)  42.4 (156)  10.3 ( 38)

高凝聚力 -- 91.8 (338)  63.9 (235)  48.4 (178)  87.5 (322)

第 5 屆 

 

屆期合計 -- 100.0 (368) 100.0 (368) 100.0 (368) 100.0 (368)

低凝聚力 --   3.9 ( 10)   7.8 ( 20) 0.4(  1)   1.6(  4)

中凝聚力 --  33.2 ( 85)  11.3 ( 29)   2.7(  7)   2.0(  5)

高凝聚力 --  62.9 (161)  80.9 (207) 96.9 (248)  96.5 (247)

第 6 屆 

 

屆期合計 -- 100.0 (256) 100.0 (256) 100.0 (256) 100.0 (256)

資料來源： 

盛杏湲 2007「政黨的國會領導」國科會委託計畫資料檔，筆者自行整理。 

說明:表中數字為百分比，（）內為表決次數。 

 

新黨在第 3 屆的凝聚力明顯優於當時立委席次最多的國民黨，並與民進黨互

有勝負，例如從高凝聚力的表決次數來看，新黨在第 3 屆的全部記名表決中，達

到高凝聚力水準的表決佔了一半以上（56.7%）；新黨在第 3 屆記名表決的政黨凝

聚力明顯地優於國民黨，但稍劣於在同時期被稱為「大黨」，但實質規模較接近

一中型政黨的民進黨。第 4 屆政黨輪替前新黨遭遇的內外政治變化，也在政黨凝

聚力變化上反應：其一是新黨低凝聚力的表決比例提高為 40.1%，其二是新黨高

凝聚力的比例從第 3 屆的過半以上，降低至 22.4%。同一時期，國、民兩黨的表

決凝聚力也都有下降，主要原因是當時期政黨對立程度的降低；不過，由於新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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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內部的政治因素干擾，使得新黨凝聚力的下降幅度更甚於另兩大黨。第 4

屆政黨輪替後，因外在政黨政治的競爭與政黨關係的變化，理應讓新黨在政黨輪

替後表現出較高的政黨凝聚力；不過實際的結果是，新黨在政黨輪替後的政黨凝

聚力僅呈現微幅上升；再次佐證新黨在第 4 屆期間的的政黨凝聚力呈現衰退的趨

勢，除了外在的政治變化以外，來自政黨內部因素的影響較外在的政治變化更大。 

 

親民黨在成立之初，黨內曾歷經政黨立場與路線策略的分歧（訪談紀錄 D、

E），因此在政黨輪替後的記名表決所顯現的政黨凝聚力並不是非常突出，不過親

民黨在這段時期仍然是泛藍政黨中表決凝聚力較高的政黨，主要的理由是挾其政

黨主席的威望，黨內成員的向心程度高，政黨正處於上升氣勢；在這段期間親民

黨的凝聚力，僅次於當時團結度最高的民進黨，是當時期政黨凝聚力次佳的政

黨。在第 5 屆親民黨的政黨凝聚力顯著提高，有高達 91.8%的表決都集中在高度

凝聚的範圍；親民黨的在第 5 屆政黨在表決上一致性，除遠勝於主要合作對象國

民黨之外，在高凝聚力的部分甚至勝過民進黨，也比同時期的另一個小黨—台聯

更加團結。主要是由於政黨內外因素的加乘結果：親民黨立委在當時一方面有高

度的團結與向心力，有強烈的動機想透過對政黨領導的服從，使得所屬政黨在政

治舞台上更有表現、更有政治議價能力；另一方面是與外在的藍綠政黨對峙的因

素有關，為其形塑一個「非它不可」（訪談紀錄 C）的政治運作空間。 

 

第 6 屆親民黨的凝聚力表現與第 5 屆的親民黨顯著不同：在第 5 屆具備高凝

聚力、黨內立場呈高度一致性的親民黨，至第 6 屆則開始落居於各黨之後，例如

政黨高凝聚力表決的比例從第 5 屆的 91.8%下降到第 6 屆 62.9%。在此要強調的

是，當其他各黨在同時期的記名表決仍持續維持高度的政黨一致立場時，親民黨

在記名表決中的政黨凝聚力，相較於其他各黨呈現明顯地下降趨勢；在政黨與政

黨間競爭仍然存在的外在政治氣氛下，親民黨黨內的決策領導與所屬立委共同命

運的聯繫關係，因第 6 屆以來歷經的扁宋會等政黨領導決策，及選制改革等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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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而裂解（訪談紀錄 D），16是凝聚度下降最主要的原因。多位親民黨立委在訪

談過程中也主動提及，因選制、政治氣氛及政黨資源等多重因素，使得親民黨立

委自己也感受到政黨凝聚力在第 6 屆期間較第 5 屆明顯消退，有一種「王小二過

年，一年不如一年」的感嘆（訪談紀錄 J） 

 

作為一個初試啼聲的小黨，台聯和親民黨第 4 屆初成立時的狀況相去不遠：

儘管台聯有相當明確的政黨立場與政黨主張，不過從表決凝聚力來看，同黨立委

在表決上的一致性程度不特別，高凝聚力的比例則為 63.9%，低於同時期民進黨

與親民黨高凝聚力的表決比例，不過高於國民黨，顯示在當時台聯黨內立場一致

性的程度較民、親等政黨低。到了第 6 屆台聯在高凝聚力的表決從第 5 屆的 63.9%

上升到 80.9%，整體來看台聯在第 6 屆表決立場的一致性程度，較第 5 屆有明顯

的提升。 

 

由各屆各黨的凝聚力變化分析，小黨的凝聚力確實因屆期而有變異，第 4

屆輪替前的新黨與第 6 屆的親民黨，都曾因所屬政黨未來發展前景的不明，而在

政黨凝聚力上呈現相當明顯的下滑趨勢。不過，以同一屆期內的跨黨比較來看，

在一般情況下，各小黨的政黨凝聚力確實經常性地維持在一較高的水準。 

 

二、不同議題的政黨凝聚力 

小黨一方面由於其資源有限，往往只能將政黨的心力集中在最重要的議題

或最關鍵的立法過程；小黨儘管多以團結的行動來取得國會內各政黨間的議價地

位，不過對於不同的表決議題，仍因個別政黨的重視程度而呈現不同的表決凝聚

力。本文認為，小黨會在其高度重視的議題上展現高度的政黨凝聚力，對於重視

程度不那麼高的議題上政黨凝聚力則相對較低。 

                                                 
16 「就像扁宋會，雖然事前已經跟黨籍立委溝通過好多次，但他們心裡頭還是在打鼓，因為這
直接地會影響他們在選區的選票，這些人差不多都在第一波（出走潮）就離開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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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第 3-6 屆各黨記名表決凝聚力(議題別) 

 

資料來源： 

盛杏湲 2007「政黨的國會領導」國科會委託計畫資料檔，筆者自行整理。 

說明：1.表格中的數值表平均數。數值越大表政黨在該類議題的凝聚力越高， 

數值越小表凝聚力越低。 

2.新黨表決凝聚力的計算範圍為第 3 屆到第 4 屆止；親民黨表決凝聚力的計

算範圍為第 4 屆政黨輪替後至第 6 屆止；台聯表決凝聚力的計算範圍為第

5 屆至第 6 屆止；國民黨及民進黨的表決凝聚力為第 3 屆至第 6 屆的全部

記名表決。 

 

表 4-7 是有關於各小黨在各議題的表決凝聚力分佈情況，總的來說小黨在政

治競爭性質的表決中較常採取高度凝聚力的政黨行動，新黨與親民黨都在政治競

爭類的議題上凝聚力最高，台聯則是在預算分配及特定利益等議題上，表現高度

凝聚的政黨行為。三小黨在社會財經類的表決上，政黨凝聚力的分數則相對較

低，然而國、民兩大黨則無明顯差異。筆者認為，這與在理論部分曾指陳過的說

法不謀而合：小黨會將政黨的主要心力，放在處理可以觸動選票支持的主要政黨

立場上，例如有關國家認同議題的統獨及兩岸關係的法案或政策；但對於其他的

社會經濟議題，則不是小黨特別在乎的部分，選民搞不清楚小黨對於多數社會經

濟政策的立場，小黨本身也較少將心力投注於這些議題。從該黨對於議題的政黨

凝聚力的高低，間接佐證小黨確實視不同的議題而有不同程度的政黨行動:在重

要的政黨議題上積極參與，在次要的議題上雖然參與（有政黨立場），但不積極

（政黨凝聚力相對較低）；在議題的屬性上，三小黨都有重政治、輕財經的情況，

議題類別 新黨 親民黨 台聯 國民黨 民進黨 

預算 .68 .78 .85 .63 .87 

程序 .67 .80 .51 .66 .83 

政治競爭 .73 .86 .78 .61 .84 

組織法制 .30 .72 .77 .76 .93 

特定利益 .45 .63 .85 .35 .58 

核四 .64 .79 .52 .88 

社會財經 .52 .74 .61 .47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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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三黨個別標榜的政綱政策也相當一致。 

 

三、不同大黨對立程度下的政黨凝聚力 

以下解釋小黨在不同的大黨對立之下的對應方式，可參見表 4-8。筆者認

為，由於小黨的政治空間與行動會受到外在政黨政治氣氛所影響，因此當大黨對

立程度越高時，則小黨也要展現越大的政黨凝聚力，一部分的原因是由於大黨更

需要小黨的傾力相助，一同對抗相反立場的力量；另外的原因是基於政治支持的

合作交換或其他因素，使得小黨也以積極的政黨行動力求表現。在表 4-8 內的數

字，是各小黨在不同大黨對立程度下政黨凝聚力的平均值，從第 3 屆到第 6 屆為

止，各小黨的政黨凝聚力都相當一致：也就是當兩大黨對立程度越高時，小黨的

凝聚力也隨之提高，換句話說，在同一時期內，大黨的動員、大黨間的對立程度

與小黨的動員三者間有密切的連動關係；驗證了本章前面所提過的假定，除了第

6 屆的親民黨以外，主要原因應與親民黨當時面臨該黨即將式微的政黨領導危機

有關，許多立委開始不聽從黨團指示的立場行動，或者乾脆轉換黨籍；親民黨的

黨內動員能力有限，無法再因應外在大黨對立強度的上升，動員更多的黨籍委員

遵從政黨指示行動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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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各屆小黨凝聚力（不同大黨對立程度） 

屆期 大黨對立程度 1 新黨凝聚力 親民黨凝聚力 台聯凝聚力 

一（最低） .783 -- -- 

二 .801 -- -- 

三 .821 -- -- 

四 .845 -- -- 

第 3 屆 

五（最高） .885 -- -- 

一（最低） .493 -- -- 

二 .486 -- -- 

三 .480 -- -- 

四 .522 -- -- 

第 4 屆 

輪替前 

五（最高） 1.000 -- -- 

一（最低） .542 .647 -- 

二 .547 .707 -- 

三 .561 .834 -- 

四 .689 .872 -- 

第 4 屆 

輪替後 

五（最高） .753 1.000 -- 

一（最低） -- .876 .753 

二 -- .882  .753 

三 -- .884 .748 

四 -- .914 .775 

第 5 屆 

 

五（最高） -- .948 .832 

一（最低） -- .744 .877 

二 -- .747 .876 

三 -- .752 .875 

四 -- .751 .874 

第 6 屆 

 

五（最高） -- .746 .905 

資料來源：盛杏湲 2007「政黨的國會領導」國科會委託計畫資料檔，筆者自行整理。 

 

以上，筆者由幾個方向求證，各小黨的政黨凝聚力會因議題、黨內因素以

及外在的大黨對立情勢而不同。結果顯示，各小黨凝聚力的變化方向都與本文預

設相近；除了少數受到個別的政黨內部因素所影響的個別狀況之外，基本上，由

政黨凝聚力的分析來看，本文對於小黨凝聚力的三大假定：小黨的凝聚力因議

題、黨內因素及大黨對立情勢所影響的假定，從以上各屆政黨表決的分析中都獲

得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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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第 3 至第 6 屆立法院的各黨實力 

 

政黨席次是構築政黨在立法院運作實力的要件，從規模原則來看，政黨的席

次規模越大，就越有機會取得立法議事的主導地位，以政黨之力達到影響立法議

事的結果，並且以此將政黨的目標轉換成具體的立法政策。然而，Smith(2007)認

為，政黨在國會的政治影響實力，不只受到政黨席次規模的影響，政黨凝聚力也

是評估政黨影響力時，不應被忽視的重要成分。基本上筆者認同 Smith 的觀點，

因由各屆實際的政黨運作經驗觀察，政黨規模的大小確實僅為政黨在立法院運作

實力的影響因素之一，依記名表決一致性計算所得的政黨凝聚力，也會對於政黨

在當時期的政治實力有所影響；例如因國民黨在第三屆期間的政黨動員能力不

彰，常是新黨或民進黨為何得以在國民黨一黨獨大、一黨過半的情況下，還屢次

能夠取得部分勝利的主要原因。因此，以下筆者將把政黨席次與政黨凝聚力兩要

素結合成政黨影響力的指標，以此來檢視研究期間各政黨在立法院的政治實力大

小。 

 

一、第 3 屆立法院的政黨影響力 

各屆的政黨席次可參考表 4-9，國民黨在第 3 屆立法院有 85 席，民進黨 54

席，新黨 21 席，國民黨雖掌握過半數席次，但因政黨凝聚力是三黨中最低（可

參見表 4-5 或盛杏湲，2008c），所以外界多認為國民黨的多數地位是脆弱且不穩

定的：國民黨單獨的席次雖然比民進黨與新黨的加總還多，但民、新兩在野黨

合作仍有可為（經濟日報，1995 年 12 月 4 日，2 版；中國時報，1995 年 12 月

17 日，11 版；李博榮，1997：54-55）。Smith(2007: 79)計算方式是： 

政黨凝聚力=政黨席次(表 4-9) × 該黨當屆凝聚力指數（表 4-5） 

 

例如新黨在第 3 屆的政黨凝聚力為 .68，乘上新黨在第 3 屆的 21 席後，新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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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黨影響力為 14.3（可參見表 4-10），民進黨在第 3 屆的政黨凝聚力為 .76，

乘上民進黨在第 3 屆的 54 席後，民進黨在這段期間的政黨影響力為 41.0。將政

黨席次和凝聚力計算成政黨影響力指數可更容易瞭解，在當時席次多、但政黨

凝聚力低的國民黨，與席次少但凝聚力較高的民進黨，在全屆平均的政黨影響

力指數相近（參見表 4-10），民進黨固然需要有新黨的奧援才可能在表決中獲勝，

但國民黨若無法動員足夠的黨內委員出席支持政黨立場，就非常可能輸掉表

決。所以，國民黨輸贏的關鍵因素是在國民黨鞭是否能夠有效動員黨內委員出

席，如果國民黨鞭黨內動員不力，國民黨就會有轉向拉攏新黨合作，藉以解決

黨籍委員出席不足的動機。因此新黨常常扮演國、民兩黨爭相拉攏的對象。 

 

表：4-9 第 3-6 屆各政黨平均議席數（1995-2008 年） 

屆別 新黨 親民黨 台聯 無黨籍 

及其他 

國民黨 民進黨 總席次 

第 3 屆 21(12.8)  16( 9.9) 85(51.8) 54(32.9) 164 

第 4 屆 

(1998.2) 

11( 4.9)  21( 9.3) 124(54.7) 70(31.1) 225 

第 4 屆 

(2000.4) 

9 (4.0) 18(0.08) 18(8.0) 114(50.6) 66(29.3) 225 

第 5 屆 1( 0.4) 46(20.4) 13(5.7) 10(4.4) 68(30.2) 87(38.7) 225 

第 6 屆 

(2004.2) 

1( 0.4) 34(15.1) 12(5.3) 10(4.4) 79(35.1) 89(39.6) 225 

第 6 屆 

(2007.10) 

 11(5.4) 7(3.4) 10(4.8) 90(43.9) 88(42.9) 205 

資料來源：中央選舉委員會與立法院國會圖書館，筆者自行整理。 

說明：1.因第4屆、第6屆各黨立委人數變動較大，所以第4屆分列第1會期與親民黨成立後的立委

人數；第6屆則分列各黨在第1會期與第6會期結束前的人數。 

2.表中數字為議席數，括弧內數字為該黨議席佔全部議席的比例(單位%)。 

 

表：4-10 第 3-6 屆各政黨影響力（1995-2008 年） 

屆別 新黨 親民黨 台聯 國民黨 民進黨 

第 3 屆 14.3   42.5 41.0 

第 4 屆 

(1998.2) 

4.8   39.7 46.2 

第 4 屆 

(2000.4) 

4.3 10.3  36.5 56.1 

第 5 屆  39.6 9.0 46.2 74.8 

第 6 屆  15.3 7.8 76.5 81.8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整理，亦可參見Smith(2007)。 

說明： 

第 4 屆以親民黨成立前後分成兩個時期，變動最大的第 6 屆各黨人數按各黨人數的中數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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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 4 屆立法院的政黨影響力 

在立法院內的政黨議席和政黨動員能力方面，由於第 4 屆立委選舉前一年

（1997）的縣市長選舉，民進黨在得票率與席位上雙雙勝過國民黨，所以翌年底

的第 4 屆立委與同日舉辦的直轄市市長、市議員選舉是地方政黨勢力洗牌後觀

察國、民兩黨勢力消長是趨勢或單一事件的重要選舉，也是立委人數因凍省而

擴張至 225 席的第一次（歐陽晟，2008：45）。從政黨規模來看，國民黨在第 4

屆一直是過半數大黨，在一至三會期國民黨立委的比例最高曾達到 57%，第 3

會期總統選舉之後，2000 年 3 月底挺宋立委陸續從國民黨出走，另組親民黨後，

國民黨的席次數量下降為 114 席，到第六會期為止國民黨席次都維持在 51％上

下。民進黨的席次比例變化較小，在 1、2 會期有 70 席，最後下降到 64 席，整

體來看第 4 屆立法院，民進黨的席次約在三成上下，作為一個只有三成議席的

執政黨若沒有爭取到其他政黨在國會給予奧援，執政之路會相當地坎坷難行。

兩個小黨：新黨與第 3 會期之後正式成立黨團運作的親民黨，新黨立委人數比

例約 11-10 人，親民黨立委人數約在 17-18 人左右。 

 

若從政黨規模去解釋，國民黨在第 4 屆立法院有最大的影響力，加計入政

黨凝聚力後（參見表 4-10）不論是政黨輪替前或輪替後，則國民黨都不是政黨

影響力最大的政黨；最有政黨影響力的反而是政黨凝聚力高，但席次規模不如

國民黨的民進黨，因為它的政黨影響力指數高過當時席次多但凝聚力低的國民

黨。這並不是指在當時的立法表決中就一定是民進黨勝而國民黨敗，反而該說

是國民黨如果想要得到某些特別的法案結果時，國民黨黨鞭就要透過強力動員

黨籍立委支持政黨立場，讓該次記名表決的政黨凝聚力稍高於整屆的平均值即

可獲勝。這與已發表的相關研究多認為當時席次單獨過半的國民黨，實際上缺

乏政黨合作動機的理由相呼應，黃秀端（2004）從記名投票分析中發現：在符

合政黨表決標準的記名投票中，國民黨對抗民進黨與新黨聯合的比例最高，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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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記名表決的四分之一（黃秀端，2004：14）。對照盛杏湲的研究也發現：第

4 屆一致政府階段，九成以上的記名表決都有一半以上的國民黨立委站在同一

個立場（包括支持、反對及未出席立場），六成以上國民黨立委站在同一立場的

比例亦達一半以上，但在同時期的表決中國民黨整體的政黨表決凝聚力卻是第

3 屆至第 6 屆以來，記名表決平均政黨凝聚力最低的一段時期（盛杏湲，2007：

14-15）。也就是說，當國民黨在立法院進行記名表決的時候，只要動員五成至六

成左右的國民黨立委出席投票就可以獲勝，但整體國民黨的政黨凝聚力則非常

低。 

 

三、第 5 屆立法院的政黨影響力 

由於缺乏單一過半的大黨、朝野雙方席次接近，因此第 5 屆立法院要比第 4

屆更容易出現朝野對抗的情況（黃秀端、陳鴻鈞，2006：397-398）。民進黨在第

4 屆在選舉得票率以及立法院議席都躍升成第一大黨共 87 席（參見表 4-9），國

民黨選舉後席次數縮減至 68 席，親民黨有 46 席，台聯有 13 席。由於台聯早在

選舉之前就已經公開宣布將與民進黨合作，在國、親個別政黨都不足以對抗民

進黨加上台聯勢力的前提下，民進黨加上台聯的 100 席泛綠陣營與國民黨、親民

黨的 113 席加上少數無黨籍立委的泛藍對抗，17就是第 5 屆立法院政黨運作的基

本組合。第 5 屆各黨在記名表決的凝聚力與第 3、第 4 屆等時期相較都有提升，

民進黨影響力為 74.8，國民黨 46.2 與親民黨的 39.6 相差不遠，新成立的台聯其

政治影響力為 9.0。 

 

四、第 6 屆立法院的政黨影響力 

第 6 屆政黨席次的變化是呈現大黨席次增加，小黨席次流失的狀態，此非

選舉結果所造成，而是選後立委自主流動所造成。民進黨在第 6 屆一開始仍然為

                                                 
17 第五屆立委選舉親民黨原獲得 46 席，但隨後因黨籍立委謝鈞惠逝世，因此之後國民黨加上親

民黨的泛藍席次為 113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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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第一大黨，政黨席次還較前屆增加一席到 89 席，之後由於部分立委轉任為

內閣閣員政黨席次曾一度減少至 83 席，至第 6 會期後因為部分台聯立委的加入，

到第 6 屆結束前共有 88 席。國民黨在第 6 屆期初仍是第二大黨，在第 6 屆期初

有 79 席，至 2006 年 4 月起再次成為立法院第一大黨，至第六會期最後一次記名

表決時已擴張成 90 席。兩大黨席次增減的來源都是因同陣營的小黨：親民黨及

台聯黨籍立委的加入所造成，親民黨的人數從一開始的 34 人逐步遞減到最後僅

剩下 11 位立委，台聯也從一開始的 12 位最後縮減成 7 位。各黨的影響力仍是民

進黨最高（81.8），國民黨次之（76.5），兩黨差距較第 5 屆拉近；親民黨由於面

臨政黨席次與凝聚力的雙重萎縮，政黨影響力下降至 15.3，縮減幅度最大，台聯

也縮減為 7.8(參見表 4-10)。由於第 6 屆立委黨籍的變動主要是基於個別立委追求

連任的選舉因素考量，而不是涉及到跨陣營間的議題立場轉移，所以在外界從記

名表決的競爭中看到的仍是泛藍與泛綠陣營間的對立情勢，實則各陣營內的各黨

實力已經此消彼長，有所改變。         

 

從跨屆各政黨影響力的變化趨勢分析，並以政黨凝聚力作為政黨行動團結

程度的具體指標，清楚地看出小黨政黨行動的政黨凝聚力，確實由於議題與政黨

立場的密切程度、政黨本身的政治發展願景，以及當時所遭遇的政黨競爭環境都

有相關；之後，政黨凝聚力再進一步和小黨的席次，交互構成小黨實際在國會運

作過程所能發揮的政治實力。在此肯定了上述三項因素對於小黨政黨凝聚力的影

響，也將作為後續分析小黨各項行動動機時的指引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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