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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一般認為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為地方派系所把持，成為地方派系結構中的一個
重要部份。本研究亦以為，擔任鄉鎮市調解委員具有三種利益，包括：政治利益、經濟
利益與社會利益。所以，地方派系極力爭取鄉鎮市調解委員職位。據此，本研究以「台
北縣地方派系與鄉鎮市調解委員會的互動關係」為主題，進行地方派系與鄉鎮市調解委
員會關係模型的統計，以及對相關人士的深度訪談，試圖以量化與質化並重的方式，期
對台灣地方派系的模型測試能再加以精鍊，以供研究台灣地方派系的專家學者，能複製
對其他個案的研究。
關鍵辭：地方派系、調解委員會、恩庇侍從主義、政治利益、經濟利益、社會利益、
　　　　台北縣

Abstract
　　It is believed that almost every Town's District Committee of Mediation in Taiwan is
dominated by local factions. Also,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the Committee members are
the important figures within their factions. In this research,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Committee members are convenient to access polit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interests, we
hypothesize that in Taipei County the more powerful a local political faction is; the more
intervention it has toward the District Committee of Mediation.
　　Therefore, we use 3 models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cal political factions
and the District Committee of Mediation by statistic datum, such as the amounts of mediation
cases, the successful rate of mediation, and so on.
　　Moreover, through depth interviews to 7 Committee members and 4 clerks in different
Towns of Taipei County, this research provides not only the quantitative explanations but the
qualitative analysis. The author expects that students of Taiwan's local political factions
research will have more refined models contributed by this paper to duplicate further studies.
Keywords: local faction, Town's District Committee of Mediation, patron-client theory,

political interest, economic interest, social interest, Taipei County

二、計畫緣由與目的
　　台灣學界習以威權侍從主義，解釋國家與地方派系的關係，尤其是借派系研究了解
威權時代黨國一體下的政治控制與社會動員。威權侍從主義假設國家機器與派系中的個
人，或派系中的個人與個人的「二元聯盟」體系，現有派系的研究，大體都是從蒐集到
的資料，對此加以印證。但是，對於其他與政治行為相關的理論，例如利益團體、菁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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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權力基礎理論，甚至於階級理論，都甚少運用，以致於使派系研究在政治理論的
運用上，呈現出頗為貧瘠的現象。

由於要建構一個完整的派系理論，必須通過不斷的驗証，以確定假設是否為真。就
目前台灣地方派系的研究而言，顯然此一過程並未完整，它主要有兩個缺失：第一，欠
缺相關模型的測試（model-testing）；第二，個案分析（case-study）的數量有所不足。目
前相關研究上，只有張茂桂、陳俊傑的「現代化、地方派系與地方選舉投票率之關係—
自由派理論的再檢討」（張茂桂、陳俊傑，1986）與黃德福的「現代化、選舉競爭與地
方派系－1992 年立法委員選舉的分析」（1994）等兩篇研究，算是對地方派系從事相關
變數的模型分析，此二模型測試的理論基礎，前者是自由主義的政治參與理論，後者是
現代化和政治發展之間的理論關係。

有鑑於此，本人曾於 87 至 88 年從事台北縣城鄉差距與地方派系影響力關係研究，
一方面從事調查訪談，累積個案研究的田野資料；另一方面，重新修正黃德福有關現代
化、選舉競爭與地方派系所使用的模型，該研究成果對派系研究的模型測試應有一些幫
助（高永光，2000a）。因此，本研究再以「台北縣地方派系與鄉鎮市調解委員會的互動
關係」為主題，目的即在突顯累積性的個案研究對理論建構的重要性；同時，本研究進
行了地方派系與鄉鎮市調解委員會關係模型的統計，以及對相關人士的深度訪談，試圖
以量化與質化並重的方式，期對台灣地方派系的模型測試能再加以精鍊，以供研究台灣
地方派系的專家學者，能加據此複製對其他個案的研究。也做為個人將來擴充本研究至
其他個案的基礎，達成社會科學研究及派系研究的學術累積性效果。
　　本文所以以地方派系與鄉鎮市調解委員會的互動關係為研究對象，另一個原因是一
般都認為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為地方派系所把持，成為地方派系結構中的一個重要
部份。當鄉鎮市長提名調解委員，送請鄉鎮市民代表會同意時，地方派系介入的痕跡便
十分明顯。有許多地方甚至有一種「默契」，由鄉鎮市長、鄉鎮市民代表會、村里長聯
誼會各提出三分之一的名額代表，此即地方派系的妥協。由此觀之，地方派系如何藉鄉
鎮市（區）調解委員會掌握地方政治利益、經濟利益及社會利益，在在值得深入加以研
究。總之，從派系研究的觀點來看，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的確是一個值得觀察的對
象。
　　而鄉鎮市（區）調解制度成立的目的，是為了當地居民發生糾紛時，可由地方上具
有法律知識、信望素孚的公正人士出面，加以調停，期能消彌或終止紛爭，以達到息事
寧人、減輕訟累、安定社會的目的。根據「鄉鎮市調解條例」第一條規定，由鄉鎮市公
所設置的調解委員會，可辦理有關民事及告訴乃論刑事事件之調解。但在實際的運作
上，卻因調解委員在地方上擁有頗高的社會聲望，致使鄉鎮市調解委員的職位，一方面
成為鄉鎮市長藉以酬庸的工具，另一方面成為地方派系所爭取的對象。然而，有關鄉鎮
市調解委員會如何被地方派系掌握的相關研究，卻幾乎付之闕如。同樣地，在鄉鎮市調
解委員會被地方派系掌握的跡象十分清楚的前題下，鄉鎮市調解委員會在地方派系層級
體系中的定位與角色，卻無法在相關的地方派系研究資料中得以一窺究竟。換句話說，
其實際運作與二者之間的關係，從無任何研究；而目前有關台灣地方派系的研究成果不
少，但涉及鄉鎮市調解委員會的著作卻一片空白。因此，本研究特別選定台北縣鄉鎮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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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解委員會作為本人延續對台灣地方派系研究的重點，期能進一步分析與理解地方派系
的運作。
　　本研究以為，擔任鄉鎮市調解委員可能具有三種利益，所以，地方派系極力爭取鄉
鎮市調解委員職位。包括：
（一）政治利益：可由此爭取鄉鎮民代表、縣市議員、鄉鎮市長職務；或將鄉鎮市調解

委員視為地方重要政治職務。
（二）經濟利益：譬如透過調解案件，從中謀取經濟利益。
（三）社會利益：透過案件調解，爭取選民，甚至更進一步進行佈樁，建立調解委員個

人的社會關係網絡。
    所以，依據上述的觀察，本研究進行量化分析與質化分析。量化分析之假設如下：
　　（關係式一）：「地方派系影響力」與「地方派系人士涉入鄉鎮市調解委員會的程度」

Ｈ１：Ｙ１＝Ｆ（Ｘ1）＋ｅ
　　將「地方派系影響力」視為獨立變數（Ｘ1），「地方派系人士涉入鄉鎮市調解委員會
的程度」視為依變數（Ｙ１）。假定「地方派系影響力愈高的地區，派系人士涉入鄉鎮市
調解委員會的程度愈高；反之則低。」二者間為正相關。若本假設成立，此即表示，地
方派系會積極介入調解委員會的人事安排，而視此為政治利益的爭取。
　　（關係式二）：「地方派系人士涉入鄉鎮市調解委員會的程度」與「鄉鎮市調解委員
會的調解總案件量」

Ｈ２：Ｙ２＝Ｆ（Ｘ２）＋ｅ
　　將「地方派系人士涉入鄉鎮市調解委員會的程度」視為獨立變數（Ｘ２），「鄉鎮市
調解委員會的調解總案件量」視為依變數（Ｙ２）。假設「地方派系人士涉入鄉鎮市調解
委員會的程度愈高的地區，鄉鎮市調解委員會的調解總案件量愈高；反之則低。」二者
間為正相關。若本假設成立，此即表示，地方派系會儘量將有關的案件排入調解委員會，
進行協調，以從中影響或牟取社會及經濟利益，以致調解總案件量會增加。
　　（關係式三）：「地方派系人士涉入鄉鎮市調解委員會的程度」與「鄉鎮市調解委員
會的調解總成功率」

Ｈ３：Ｙ３＝Ｆ（Ｘ３）＋ｅ
　　將「地方派系人士涉入鄉鎮市調解委員會的程度」視為獨立變數（Ｘ３），「鄉鎮市
調解委員會的調解總成功率」視為依變數（Ｙ３）。假設「地方派系人士涉入鄉鎮市調解
委員會的程度愈高的地區，鄉鎮市調解委員會的調解總成功率愈低；反之則高。」二者
間為負相關。若此假設成立，此即表示，地方派系若積極介入調解委員會，反而會導致
與派系有關的調解委員之間發生利益衝突，結果使得調解成功率下降。

本文除以數量資料測試模型外，更進行質化分析。在鄉鎮市層級的公部門政治職務
中，除了鄉鎮市長，以及鄉鎮市民代表之外，就只有調解委員會的委員。調解委員對於
地方派系在擴展勢力上，影響力不及鄉鎮市長及鄉鎮市民代表，但仍有其重要性，因此
調解委員的改聘，每次都成為地方派系角力的重大事件。因此，訪談的重點放在派系如
何介入調解委員的產生；以及，調解委員是否借調解獲得政治、經濟或社會利益？而最
重要的是，調解會中派系的實際運作是什麼？和調解事件的關係為何？透過深度訪談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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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在質的方面來輔助本研究的深度。所以，本研究進行了十一位人士的深度訪談。訪
談對象是三重市、板橋市、中和市、永和市、樹林市、汐止鎮、林口鄉、深坑鄉等五市
一鎮二鄉的調解委員或調解會秘書，問卷訪談法則是「標準開放式」。

三、結果與討論
就量化分析部份，本研究發現：
第一，本研究假設「地方派系影響力愈高的地區，派系人士涉入鄉鎮市調解委員會

的程度愈高；反之則低。」二者間為正相關。統計分析結果發現，本假設成立，地方派
系會積極介入調解委員會的人事安排，並將之視為政治利益，而盡力攫取。
    第二，本研究假設「地方派系人士涉入鄉鎮市調解委員會的程度愈高的地區，鄉鎮
市調解委員會的調解總案件量愈高；反之則低。」二者間為正相關。亦即，地方派系會
儘量將有關的案件排入調解委員會，進行協調，以從中影響或牟取利益，以致調解總案
件量會增加。但統計結果發現，假設並未成立。是否有其他變數影響了「鄉鎮市調解委
員會的調解總案件量」？本研究發現，「鄉鎮市調解委員會的調解總案件量」是與該地
區都市化程度與人口發展程度有著正相關。由於都市化與地方派系影響力，也呈現正相
關的關係（高永光，2000a），所以，「都市化程度」同時對於「地方派系影響力」以及
「鄉鎮市調解委員會的調解總案件量」，有正面影響。
    第三，本研究假設「地方派系人士涉入鄉鎮市調解委員會的程度愈高的地區，鄉鎮
市調解委員會的調解總成功率愈低；反之則高。」二者間為負相關。亦即地方派系若積
極介入調解委員會，反而會導致與派系有關的調解委員之間發生利益衝突，因此導致調
解成功率下降。但統計結果發現，假設並未成立。派系涉入鄉鎮市調解委員會程度僅與
特定的調解分項案件成功率，如「民事商事案件調解成功率」此一變項有正相關。亦即，
地方派系只對「民事商事案件」有所介入，而且有助於該類調解案件的成功。
    第四，本研究發現，調解委員的背景與調解成功率之間也沒有關聯性，換句話說，
調解委員的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行業、公職經驗、年資等，對於其調解業務的是否
成功，沒有影響。有影響的反而是調解案件量，案件量愈高，調解成功率愈高，反之愈
低。此或許可以解釋為，案件量愈高的地區，對於調解業務愈重視，所以成功率也愈高。
    第五，從以上量的分析可以發現，影響調解會案件量與成功率業務的因素，主要是
都市化程度，都市化程度愈高，案件量也愈高；案件量愈高，成功率也愈高。本人過去
的研究證實在台北縣都市化程度影響各鄉鎮市的地方派系影響力；而地方派系影響力愈
高的地區，派系人士涉入調解委員會的程度也愈高。然而，地方派系涉入調解委員會的
程度，並未與調解會案件量與成功率發生關聯。也就是說，雖然調解會中可能充斥地方
派系人物，但地方派系卻不一定能，或者是會介入調解會的業務。
    就質化分析部份，本研究發現：

第一，地方派系的確介入調解委員的遴聘。基本上，調解委員對於地方派系而言，
它的利益成份主要是政治層面與社會層面的，經濟利益並不如政治與社會利益來得重
要。但是只要有利益，地方派系的影響力便會介入，也因為派系爭奪調解委員所具有的
政治利益與社會利益，所以引發鄉鎮市長與鄉鎮市民代表會之間的嚴重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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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雖然地方派系介入調解委員會的人事，但是調解委員會的業務屬性，以及調
解進行方式具有很大的限制，所以地方派系並未能輕易地介入調解委員會的業務之中，
而影響調解結果。此與前述量化分析的部分相當一致，量化結果發現，雖然調解會中可
能充斥地方派系人物，但地方派系卻不一定能或者是會介入調解會的業務，而與調解會
案件量與成功率發生關聯。多數深度訪談對象都證實地方派系的確試圖影響調解會，但
是能夠影響的程度卻相當有限。

第三，從訪談結果與前述地方派系涉入調解會的統計結果對照來看，基本上，台北
縣可以區分出三種派系結構類型：第一是「派中有派」，即在此鄉鎮市中有傳統的大派
系，大派系由上至下貫穿了大部份的政治職務，從立法委員、縣議員、鄉鎮市長、鄉鎮
市民代表，到調解委員都派出人選。但是，鄉鎮市長因為是行政職，握有行政資源，所
以鄉鎮市長一職也就成為這些地方派系的重要關鍵，鄉鎮市長也會積極培植屬於自己的
「人馬」，調解委員正是其中之一。譬如：板橋市、三重市、中和市、永和市、新店市、
新莊市、土城市、淡水鎮、泰山鄉、五股鄉、林口鄉、金山鄉等皆是。第二是「上下不
同派」，即有傳統台北縣跨鄉鎮市的大派系存在，但這些派系只經營較上層的政治職務，
鄉鎮市長以下的職務則由鄉鎮市中較小的派系掌握，譬如：樹林鎮、鶯歌鎮。第三是只
有鄉鎮市內的小派系存在，在這些地區，基本上是以鄉鎮市長與鄉鎮市民代表所形成的
派系競爭，調解委員也就成為他們的競爭對象。譬如：瑞芳鎮、汐止鎮、三峽鎮、平溪
鄉、蘆洲鄉、八里鄉、三芝鄉、石門鄉、萬里鄉、貢寮鄉、深坑鄉、坪林鄉、石碇鄉與
雙溪鄉。
    因此，從地方派系的結構來看，雖然鄉鎮市長與鄉鎮市民代表可能分屬於某一地方
派系，成為此一地方派系的重要結構，而調解委員是鄉鎮市長或鄉鎮市民代表的派下，
從「侍從主義」的觀點來看，當然也就是此一地方派系的幹部或「樁腳」。但是，從訪
談過程中發現，大部份北縣跨鄉鎮市地方派系的高層領導者對於調解委員似乎並不用心
經營，而是成為鄉鎮市長或鄉鎮市民代表自己的「人馬」，甚至大派系並不插手調解委
員的聘任。而調解委員本身似乎所重視的也非大派系，而是鄉鎮市長或鄉鎮市民代表所
屬的「小派系」。換句話說，「侍從主義」所架構的所謂「金字塔型」或「蛛網型」派系
結構，結構之間並未如一般所想像的緊密，反而是一種「派中有派」的結構。可能正是
如此，台灣地方政治人物轉換派系屬性、重組，甚至於重組派系的可能性和實際發生的
情形頗多。
    綜整以上量化與質化的分析，本研究的結論如下：

第一，地方派系的確嚴重介入各鄉鎮市調解委員會。地方派系人士涉入鄉鎮市調解
委員會的程度以林口鄉為最高，達百分之百，亦即所有的調解委員皆是派系人物。而深
坑、坪林、鶯歌、新店、金山、貢寮、五股、淡水、永和、三芝、平溪、瑞芳、土城等，
一半以上的調解委員是派系人物；其中，深坑、坪林、鶯歌與新店地區亦高達百分之八
十以上。

第二，地方派系所以介入各鄉鎮市調解委員會，是因為擔任調解委員可以獲得社會
利益與政治利益，其次才是經濟利益。在深度訪談結果中，雖然也有訪談對象指稱，有
調解委員藉著調解業務與當事人熟悉，而引介到委員的私人事業；或是有了名氣與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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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對承攬公司業務、工程較有幫助，但是這並不成為一種普遍現象。最重要的還是因
為擔任調解委員可以累積社會聲望、提高社會地位。正因如此，對地方派系而言，便可
以發揮以下幾個政治上的功能：一、調解委員的職務與名份，可以酬庸選舉功臣或派系
幹部。二、調解委員與民眾接觸頻繁，所以可作為派系在選舉時的樁腳；三、調解委員
可作為培訓派系幹部的政治職務，調解委員在擴張人脈之後，可為派系爭取更高層級的
政治職務；四、退休或卸任的政治人物，包括民代、村里長等，有繼續發揮影響力的舞
台。

第三，地方派系雖然明顯介入調解委員會的人事，但基本上，並未能夠充份介入調
解委員會調解業務的執行。從統計結果來看，地方派系涉入調解委員會的程度與總調解
案件量之間，並無相關；與之相關的主要是都市化程度與當地的人口數，換句話說，當
都市化程度愈高，或人口愈多，調解案件量相對也會增加。統計結果也說明，地方派系
人士涉入鄉鎮市調解委員會的程度與總調解成功率之間，亦未有相關，與之相關的主要
是總案件量。地方派系人士涉入鄉鎮市調解委員會的程度只與民事商事案件的調解成功
率有正相關。這表示，地方派系並未介入、影響調解業務的運作，導致調解成功或不成
功；相對的，對於特定案件的調解可能還有正面幫助。其次，在深度訪談上也顯現，地
方派系因為「鄉鎮市調解條例」的程序規定，以及調解委員大都不願因為立場偏頗而被
民眾指責，影響社會聲望。因而地方派系能夠介入調解委員會業務的情況，便大為限制。
由此可知，調解委員會具有相當高的自主性。

第四，調解委員主要成為鄉鎮市長或鄉鎮市民代表自己的「人馬」，是屬於鄉鎮市
長或鄉鎮市民代表所屬的「小派系」。派系內更高層級的政治人物或派系領導者甚至並
不插手調解委員的聘任，因而出現「派中有派」的情況。派系結構之間的聯結，因為小
派系各擁「人馬」，會產生派系轉換、重組，甚至有可能瓦解。這對侍從主義中所指稱
派系的層級結構，有了另一種補充解釋。

第五，就未來的發展評估而言，調解委員成為地方派系介入的對象，主要是因為此
一職務具有政治、經濟、社會的利益；而它造成地方派系競爭、惡鬥的原因，主要是因
為它的產生方式所導致的。因此，在訪談結果中也發現，許多訪談對象認為這是鄉鎮市
長的權力，不必代表會干預，以免引起紛爭；但同時也有訪談對象認為，應該由代表會
決定，以免鄉鎮市長權力過大。但是，鄉鎮市長與鄉鎮市民代表會若都是地方派系人物，
調解委員不論是由誰提名，須不須要其他單位同意，都必然會有派系介入。

而未來鄉鎮市長停止直選，由縣長指派，則台北縣地方派系力量可能將被削弱。就
調解委員的遴聘方式而言，如果是由官派的鄉鎮市長直接遴聘，毋須代表會同意，則派
系競爭的程度當然也就相對穩定；不過，「縣長--鄉鎮市長--調解委員」系絡的派系將會
完全掌控縣內的行政資源。如果仍循舊制，則為爭奪剩餘的派系擴張空間，調解委員可
能較之以往更成為派系競爭，甚至鬥爭的焦點。

四、計畫成果自評
    本研究達成兩項成果：第一，提供了三組主要的和地方派系有關的模型測試。其中，
對於傳聞中的地方派系介入調解委員的程度，得到證實。但是，從模型測試中也發現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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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派系雖介入調解會人事，卻沒有影響調解案件的成敗與數量，顯見調解會的功能並不
會因派系介入而有負面的影響。第二，本研究輔以深度訪談，從訪談結果佐證了上述模
型測試的統計結果，對派系研究同時執行量化及質化分析，提供了一個可供參考的型
式，相信對學術界繼續探討台灣地方派系，做出具體貢獻。
    當然，由於只是台北縣個案分析，僅能了解台北縣地方派系與調解會的關係，雖可
供理解其他縣市的參考，還是需要將本研究的模型測試，擴及其他縣市的資料，才能對
台灣地區各縣市地方派系和調解會之間的關係，得到全盤的了解，也才會對建立整體的
台灣派系研究的通則或理論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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