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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研究動機 

 

    西元 2000 年 3 月 18 日，對台灣政治的發展而言，是相當重要且

關鍵的日子。民主進步黨（以下簡稱民進黨）在中國國民黨（以下簡

稱國民黨）的分裂下，獲得總統大選的勝利，從執政 54 年的國民黨手

中取得民進黨的第一次執政權，也開啟台灣政治史上第一次的政黨輪

替，讓台灣邁向更民主的政治體制。西元 1949 年國民黨在中國大陸戰

敗撤遷來到台灣，國民黨在台灣雖舉行符合民主政治體制中的自由選

舉，名為民主國家，卻始終因為歷史的因素與法律制度的牽絆與限制，

導致人民無法自由地言論、集會，遑論任由人民組織一個能夠與國民

黨競爭的政黨。國民黨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之下，順利展開並維持其威

權統治的執政黨地位，然而事實上台面下卻不斷有黨外人士展開零星

的反抗運動。直到蔣經國先生執政時期，台灣社會醞釀改革開放、爭

取民主自由的氛圍不斷高漲，蔣經國先生執政後期，社會群眾要求民

主改革的聲浪已銳不可擋。西元 1986 年 9 月 28 日「黨外中央後援會」

1向當時的國民黨政權做出大無畏的挑戰，撕破戒嚴令下 38 年的黨禁，

正式成立現今的民主進步黨。同年年底民進黨通過中央民代選舉的考

                                                 
1「黨外中央後援會」，西元 1983 年 9 月由謝長廷等人成立，從事提名作業，整合黨外力量，這個

無名的政治實體被稱為黨外黨。西元 1986 年黨外中央後援會在台北圓山飯店召開當年年底中央民

意代表選舉的候選人推薦會。會中決議以黨外候選人為共同發起人，正式成立民主進步黨。(許極

燉 1996：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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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獲得 22.24％的選票支持2，證明當時的民意潮流，迫使國民黨政府

不得不做出一些應變的新政策。終於西元 1987 年 7 月 14 日，國民黨

政府發布命令宣告解除長達 38 年的戒嚴。民進黨在證明民意的歸趨，

化解被國民黨政府取締的危機；也開啟台灣民主政治中政黨政治的新

契機。 

    西元 1987 年國民黨政府宣布解嚴之後，原本從事黨外運動的人

士，總算具有正當性與合法性開始光明正大地籌組團體、自由發言，

但是被壓抑許久而產生的恐懼感，卻仍然無法從人民的心中根除。因

此，除國民黨之外，即使其他政黨陸續成立，一般人民不敢，也不願

意積極地參與投入。當時民進黨組成份子多為先前參與黨外運動的人

士，在當時國民黨政府的政治教育下，民進黨被指為讓台灣社會不安

定、讓台灣政局混亂的主要源頭。不論是加入民進黨成為一份子，或

是參與民進黨所舉辦的活動與選舉，當事人與其親友總是懷著一顆忐

忑不安的心，害怕衝突與身限囹圄的事件再度發生，成為民主政治發

展歷史的犧牲者。這樣的時代民進黨所扮演的角色，讓台灣人民開始

認識民主政治的內涵；也讓台灣政治展開政黨政治的型態，發展為具

有競爭性的政黨政治體制，不再是國民黨權威型黨國一元體系、威權

獨大的一黨優勢政黨體系。 

    再者，民主政治乃政黨政治，政黨在民主社會中扮演社會與政府

的重要中介組織，在民主政治中所帶來的影響力不容小覷，正如西方

一位學者Neuman所說：「政黨為民主制度的核心、頭尾，其性質與組織

如何，實已決定了民主政府的成敗。」3。民進黨從在野黨到現在成為

台灣的執政黨，然而由於上述之歷史環境因素，國內對於民進黨內部

的研究著述相較於對國民黨的研究著述卻少了許多。民主改革的過程

                                                 
21986 年的選舉結果，民進黨籍候選人的總得票率 22.24％（黃德福，1992：163）。 
3Robert G. Neuman (1955:708), European and Comparative Government. New York : McGraw H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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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不是一蹴可幾，民進黨的成立與其自身後續的定位調整，也影響

著台灣政治的發展。台灣在政治民主化的浪潮下，民進黨的角色與地

位舉日提升，或許現在仍無法為民進黨的歷史評價做結論，至少不能

否認其對於台灣民主政治發展的貢獻。當然一個政黨絕對不是影響民

主政治發展的唯一因素，卻是影響民主政治的關鍵因素，因之對於民

進黨的深入研究絕對有助於瞭解台灣民主政治發展的過程。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動機，今日的社會中，政黨已經是人們生活

的一部份，透過政黨達成我們所企求的政治目標，選擇我們喜歡的生

活方式。政黨的目的與扮演的角色，不僅關係著人民的福祉也牽動著

國家與政府的作為，因此要成為與其他政黨具有競爭性的重要政黨，

那麼政黨的組織勢必具備其獨特的性質。現代國家所要求的民主政治

也需要有符合民主條件的政黨共同協助完成。一個政黨的民主化與

否，就必須從政黨內部的組織體系來分析，透過瞭解政黨的組織體系

建構與運作，進而觀察一個國家的政治體系是否能夠持續朝向民主化

發展；尤其目前台灣由於政黨的競爭導致政局紊亂以及社會共識無法

建立，到底能否順利減低政黨與社會的歧見、達成共識，已經成為當

前觀察台灣政治局勢的主要方向。如由政黨內部組織體系的建構與發

展，檢視一個政黨是否民主，進而觀察政黨能否為政治體系朝向民主

化而有所裨益。其次，一個國家的法律制度也可影響政黨的內部民主，

德國的政黨法就是為確保政黨至少是推崇民主而設立，可見政黨的內

部民主與否實為重要。我國目前並無政黨法，但是如果能夠實施政黨

法，是否有助於民主的發展，爰復能從法制的角度，探討我國政黨組

織體系在政黨法實施後的建立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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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目的 

 

    民進黨在陳水扁當選總統後，不僅代表政黨的勝利，也為台灣政

黨政治的發展開拓新契機，民進黨開始學習如何成為一個執政黨。對

於台灣人民、台灣的民主社會、甚至對於民進黨都是一個新的開始與

挑戰。第一次的政黨輪替民進黨如何自我調適，是否在黨的組織體系

上有些重要的變革？就一個民主國家而言，除非競爭性政黨體系出

現，否則很難明確地說這個國家是一個民主國家。民進黨對於國民黨

而言，已經是一個具有競爭性的政黨，民進黨如何從黨外的政治組織

成長，如何從無競爭性的小黨到儼然成為與國民黨並立的兩大黨，民

進黨的組織體系架構做了哪些改變？這些改變是否反應社會的需求與

台灣政治文化的發展？是否影響政黨生態以及政治體制？一個政黨的

組織體系建構是否也關係著政黨能否順利取得執政權？希望在研究的

最後找出上述問題相互關連的部分與因果關係。 

    民進黨從一個未具有左右政局影響力的政黨，到成為有能力取得

執政權的政黨，首先須從瞭解民進黨的組織變革歷史，接著研究並探

析這些改革與演變，對民進黨自身以及政黨重要的目標取得執政權之

間的相互關係，並且經由對民進黨單一政黨內部組織體系架構研究，

抽絲剝繭出一些具有建設性的經驗與價值，提供給予其他國內政黨參

考或借鏡的部分。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研究目的，一個政黨的發展跟政治體制之間

通常具有微妙的關係，政黨的性質或其組織權力架構，將影響政黨在

執政時的表現，甚至由於掌握執政的地位，可以經由合法的立法過程

改變國家體制與政府體制。本文從對政黨組織體系的理論分析開始、

瞭解政黨組織建構模式，以及政黨的組織與政黨體系以及政治文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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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關聯。試圖分析目前台灣主要政黨的組織建構模式，以及對擊敗

50 多年政權的民進黨深入研究。最後探討未來台灣若能過通過政黨

法，政黨的組織發展是否必須有所調整，而調整的方向能否對台灣的

民主發展產生正面積極的助力。本文希望能夠透過上述研究的過程，

對台灣目前政黨組織體系建構的發展提出解釋與預測。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架構 

     

壹、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方法採取制度研究途徑（Institutional Approach）。制度研

究途徑的研究焦點是政府的規則、程序與正式組織，所運用的方法包

含描述—歸納法（descriptive-inductive）、正式—法制途徑（formal-legal）

與歷史—比較法（historical-comparative）。使用歷史學家與法律學者的方

法工具，尋求解釋政黨組織結構與民主之間的關係，以及規則、程序

與正式組織的方式，在限制政治行為時的成敗。制度研究途徑說明政

治制度的成因與後果，並支持自由民主制度的政治價值，制度研究途

徑最大的好處在於，它提供了將經驗政治研究與政治價值分析重新整

合的機會4，英美兩國中，制度研究途徑一直是政治分析的主要傳統。 

一、描述—歸納法： 

        描述法乃運用歷史學者的技術，探索特定歷史事件、年代、

人物與制度，對於過去已經發生的現象，有系統地加以描述

與分析，並解釋涉及過去已發生事件的當代政治現象。它強

                                                 
4Johnson, N. (1975), “The Place of Institutions in the Study of Politics”, Political Studies , 113:271-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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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解釋與理解，而非僅限於陳述法則5。本文每一章節的研究

幾乎皆以歷史的進程做為論述的分界基礎，對於特定時間裡

的特定制度與特殊事件，以描述—歸納法作為主要的研究方

法，解釋每一個階段現象所表現的政治意義。目前情境乃根

植於過去，而歷史是過往的政治，政治則是當下的歷史。歷

史研究不僅豐富了政治現象的事實，而且使我們得以創造或

檢證通則並且逐漸理解看似明顯獨立歷史事件之間的聯繫關

係。 

二、正式—法制途徑： 

        正式—法制途徑牽涉到兩個需要強調的面向，一個是公法研

究，因此稱為法制的（legal）；另一個則涉及正式政府組織，

所以是正式的（formal），在研究涉及正式政府組織的公法時，

這兩個面向就會結合。正式—法制途徑的研究涵蓋所有成文

憲法的文獻，但是實際範圍甚至遠超過這種界線。馬坎茲

（Mackenzie）曾說明，「如果討論政治系統時卻未討論法制系

統，這根本不可思議」6。本文的研究在第六章討論台灣實行

政黨法後，政黨組織的設計與發展，將使用這個研究方法。 

    三、歷史—比較法： 

        學者費納（Finer）提出，政治制度是一種達成目的之手段，國

家是一種人類管理個人及其相關要素間特定權力關係之團

體，這種權力關係是以政治制度的存在為其前提7。費納（Finer）

就是在此一基礎上展開跨國性的「制度—制度」的比較，開

始比較美國、英國、法國與德國的政治制度，非僅止於國與

國之間的比較。利用這種研究方法，我們可以在一個國家中，

                                                 
5Kavanagh, D. (1991), “Why Political Science Needs Hitory” Political Studies, 1119:479-495. 
6Mackenzie, W. (1967:278), Politics and Social Science. Harmondsworth:Penguin. 
7Finer, H. (1932:181),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Modern Government. London:Methu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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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開政黨與政黨之間的「組織體系—組織體系」的比較。本

文的研究，除以民進黨為例深入研究一個政黨的組織體系建

構；也同時觀察同一個歷史時間，其他政黨的組織體系概況。

因此，透過歷史—比較法，將使本文的研究更加嚴謹。 

 

貳、研究架構 

 

本文的研究架構，由探討影響政黨組織體系之建構的因素開始，

經由制度研究途徑中描述—歸納歸納法、正式—法制研究途徑以及歷

史—比較法，進行相關文獻分析以及個案深入研究。從文獻分析與個

案研究的過程，瞭解政黨發展與政治文化的相互關係，解釋台灣權威

政治時期、民主政治時期與當前的政黨組織發展與體系。其次，透過

對個案的深入研究，再次檢驗本文的論述。最後試圖討論政黨法的實

施對政黨組織體系發展的影響。 

結論的部分試圖從上述的研究內容統整分析，一個政黨組織體系

的建構發展與政治文化或是政治制度之間的關連性與發展模式，提供

未來政黨在進行組織體系的改革與建立時，做為參考的依據與預測。

本文的研究架構，以架構圖（圖 1-1 研究架構圖）的方式來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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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政黨組織體系建構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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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論 

 
圖 1-1 研究架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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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壹、研究範圍 

 

    為求本文研究不失重心，以及防範本文的內容過於冗長，因此研

究範圍將設定在一定的時間、事件與面向，可以分為三個部分說明。 

一、時間範圍： 

時間範圍除部分章節內容，必須以解嚴前作為歷史背景討

論，其餘以西元 1987 年解嚴初期開始至西元 2004 年總統大選為

主。解嚴之前由於黨禁尚未開放，法律的觀點上即使有政黨的成

立也屬於不合法；就制度而言，一個不合乎國家法律規範的團體，

理論上是不存在的。因此，本文論及的台灣政黨，是以黨禁開放

後成立的政黨為主。再者戒嚴時期台灣雖仍舉行自由選舉，符合

民主政治的要求，仍屬於威權統治的狀態。因此，在民主未成熟

的政治環境，政黨的存在並不具有實質競爭性，為把握政黨政治

的意涵，遂將時間範圍設定在解嚴之後。而 2004 年總統大選之後

的政黨發展，仍需要時間的觀察與深度的訪談以及資料的收集，

為免陷於資料收集的粗糙與短少失去公正客觀。因此，2004 年之

後的政黨組織發展，也將不予進行深入討論。 

二、事件範圍： 

延續時間的規範，在事件的討論上也同樣必須將以規定，以

避免過於龐雜的事件，影響本文的結構導致離題過遠。事件

範圍的限制主要在本文第三章與第五章的部分，台灣歷史因

素的獨特性導致人民在爭取政治民主的過程中產生許多的歷

史事件，例如白色恐怖事件、美麗島事件以及相關許多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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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運動與學運事件。這些事件都與台灣的民主政治文化近程

或多或少相關，但若將所有與政治有關的歷史事件全數加以

投入討論，將產生無法區分歷史事件的角色與影響程度，流

於歷史事件的敘述。因此，在第三章討論台灣政治文化的發

展對於政黨政治發展的影響時，以及第五章論述民進黨的建

黨時，只討論與其直接相關的歷史事件與制度。 

三、面向範圍： 

面向範圍的部分，主要是政治學的討論始終過於廣泛，影響

政治發展的面向眾多，例如：經濟因素、歷史因素、制度因

素、文化因素等，只要與人類有關的事務或多或少都能成為

影響政治的面向。本文在討論影響政黨組織體系建構的面向

上，以政治文化及法律制度作為基礎；尤其在政黨法的討論

部分，將以內政部在西元 2002 年向立法院所提出的「政黨法

草案」做為論述基礎。其它的政治面向在此將不論述。 

 

貳、研究限制 

 

本文的研究內容既有範圍，勢必討論的內容將有所限制。在時間

上雖然解嚴之前社會與人民爭取民主的努力與成果不可忽視，如上述

所指為免文章過於冗長離題，對於許多可能是影響民進黨的建黨或是

影響台灣政治文化邁向成熟的歷史事件將不會被討論，本文的內容呈

現，不可避免會產生許多事件被排除在外的遺憾。在政黨法的部分，

除了西元 2002 年內政部所提的政黨法草案外，許多的政黨或立法委員

個人也提出過政黨法草案，同樣為了不失公正性與客觀性，因此將以

政府部門提出的法規草案作為研究基礎，想必也必須捨棄其它的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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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草案版本。另外在政黨體系發展研究的部分，由於設定以政治文化

的發展為研究基礎，因此影響政黨體系發展的其他重要因素，例如選

舉制度、政府體制等面向將無法討論。雖然上述的限制可能導致本文

的內容有所侷限，不過會在這些範圍內將盡量收集最詳盡與最客觀的

資料，彌補上述的限制，讓本文的研究呈現充實與嚴謹的討論。 

 

 

第四節  重要名詞界定與相關文獻探討 

 

壹、重要名詞界定 

 

就本文研究中的關鍵名詞或重要名詞事先加以定義，避免定義的

混淆造成研究的失誤。 

一、政黨組織(political parties organization) 

就一般意義而言，政黨組織指在政府體系之外的「領導者與

追隨者的結構」。不是指國會中的黨團組織；也不是指行政部

門中的政黨組織，是指政黨在政府體系外的政黨本身的組

織。因此，本文研究政黨組織的重心，就在於領導者與追隨

者的結構
8
。 

二、內造政黨（the electoral and parliamentary origin of parties） 

西方政黨的發展與民主制度息息相關，與公民投票權的普

及，及議會權力的擴大結合在一起。當投票權普及，促成選

舉委員會的產生，經由選舉委員會將選民集合起來，讓選民

認識新的候選人引導選民進行投票行為。選舉委員會通常是

                                                 
8葛永光（2000），《政黨政治與民主發展》，台北：空大，頁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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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會的候選人或是社會團體推出的候選人，基於相同的理念

或利益結合而成，為確保當選與保有自身利益，選舉委員會

與議會團體產生連結，讓原本分立確有相同目標的選舉委員

會結合，經由正式的組織與安排運作，逐漸形成符合現代意

義的政黨，這就是一種從議會內部源起的政黨，為內造政黨
9
。 

三、外造政黨（extra-parliamentary origin of parties） 

在議會或委員會之外的組織，因為選舉權的擴大與民主的開

放，許多政黨並非由議會或選舉因素而形成，而是由一個早

就存在的團體所形成，他們透過既有的資源運用，將本身的

組織直接轉化為政黨，最明顯的例子就是英國的工黨，它是

由工會建立發展而成的政黨，就是外力源起的政黨，也稱為

外造政黨。在外力起源的政黨類型中，有些是有別於英國工

黨的情況，這種外力形成的政黨，通常源起於對政府合法性

的挑戰、對於民主開放的要求、對社會現狀的不滿甚至是國

家整合上出現的民族分歧
10
。 

四、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 

白魯洵（Lucian Pye）認為「政治文化是賦予政治過程秩序與意

義的一組態度、信仰與感情，這些事物提供政治體系支配行

為的種種基本前提與規律，它包含一個政治體系的政治理想

與運作規範。因此，政治文化是以集合方式表現的心理與主

觀層面。一個政治文化乃是政治體系的歷史與體系中成員的

生命史之產物，其根基為公共事件與個人經驗，兩者的重要

性不相上下。」
11
。 

                                                 
9參閱杜瓦傑（Maurice Duverger）（1976），雷競璇（1991）《政黨概論》（Les Parties Politiques,10eéd），
香港：青文。 
10同前註。 
11Lucian Pye (1966), Aspect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 Analytic Study. Boston: Little, Br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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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政黨體系(party system) 

以政黨之間彼此的互動關係作為分析的基礎。政黨體系隨各

國政治條件與環境之差異有不同程度的表現，大致上來說，

若以政治體制之民主與否、是否允許反對黨的合法存在、政

黨競爭是否存在等特質來區分的話，主要可以分為競爭性政

黨體系與非競爭性政黨體系兩大類
12
。 

六、政黨（political parties） 

薩托利（Giovanni Satori）曾經為政黨下了一個定義：「政黨以

其在選舉中出現的標幟為識別，並可能使其候選人，經由自

由或不自由的選舉而擔任公職的任何政治團體」
13
，並且強調

在研究政黨時，政黨定義上的三個特徵：1.政黨不是派系

（Parties are not factions.），2.政黨是一個全體中的部分（A party is 

a part-of-a-whole.），3.政黨是表達要求的管道（Parties are channels 

of expression.）14

 

貳、重要文獻探討 

 

一、政黨組織體系理論： 

本文政黨組織體系之理論與建構模式的部分，從一般組織體

系體系理論開始討論，進而探討政黨組織體系理論，區別出

政黨組織體系理論與建構模式的特質，主要以書籍為資料來

源，包含： 

                                                 
12吳文程（1998），《政黨與選舉概論》，台北：五南，頁 125。 
13參閱薩托利（Giovanni Satori）（1976），雷飛龍（2003）《最新政黨與政黨制度》（Parties and Party 
System:A Framework for Analysis），台北：韋伯，頁 75。 
14參閱薩托利（Giovanni Satori）（1976），雷飛龍（2003）《最新政黨與政黨制度》（Parties and Party 
System:A Framework for Analysis），台北：韋伯，頁 3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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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李帕特《選舉制度與政黨體系》（Electoral Systems and Prty 

Systems: A Study of Twenty-Seven Democracies, 1945-1990）

（Arend Lijphart,2003），本書主要在分析選舉制度對政治

的影響，尤其在使讀者明瞭選舉制度對於政黨體系的

影響，雖然本文的研究重點並不在選舉制度，但是選

舉是實行代議民主不可獲缺的元素之一，也是公民參

與政治最直接的一項方式。健全的選舉制度將為健全

的政黨競爭奠定基礎，而健全的政黨競爭，將有助於

民主政治的良好運作。因此在本文第三章的研究涉及

政黨政治的發展時，將可藉由本書的引導，對政黨政

治與民主政治之間有更深刻的瞭解。 

（二）杜瓦傑《政黨概論》(Les Parties Politiques)（Maurice 

Duverger,1976），本書涵蓋了所有與政黨有關的問題，有

點近乎政黨問題的百科全書，就全面性與豐富性而

言，幾乎沒有書籍能夠出其右。本書主要提供本文研

究政黨的組織體系之建構模式的分類，透過本書幫助

本文規類整理政黨的組織體系類型與發展。 

二、政治文化發展部分： 

        政治文化發展與政黨政治之間有密不可分之關係，談及台灣

政黨政治發展必須從瞭解台灣政治文化發展開始，台灣政治

文化發展的部分主要參考： 

（一）胡佛《政治文化的模式與變遷—台灣地區的實證研究》

（胡佛，1998）。本書主要提供本文研究台灣政治文化

的發展模式與變遷過程。實證研究的方式，提供如何

觀察與研究台灣政治文化的發展與政治體系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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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李帕特《多元社會的民主》（Democracy in Plural Societie：

A Comparative Explorative）（Arend Lijphart,2003）。在一個多

元社會裡建立並維持穩定的民主政府型態，是相當困

難的事情，社會同質性與政治共識，被視為穩定的民

主政體之先決條件，或是極有利於民主的元素。台灣

因為歷史背景的因素，社會的分歧與政治意識型態的

歧異，往往是導致民主政體不穩定的罪魁禍首。因此

透過本書瞭解如何在多元社會裡建構穩定的民主政治

政體，為台灣政治文化的前進與政黨政治的發展作為

研究的基礎。 

三、民進黨組織體系部分： 

        有關民進黨組織體系部分最直接也是最好的資料來源就是民

進黨的黨綱、中央黨部組織章程以及相關的組織規定。透過

民進黨的協助，取得第一手的資料，將有助於本文研究的嚴

謹與客觀。另外黃德福教授所著《民主進步黨與台灣地區政

治民主化》（黃德福，1992），提供已經具有系統性整理與分

析的資料，補充論述的基礎。再者，民進黨創黨時期的部分

則以李筱峰所著《台灣民主運動四十年》（李筱峰，1987），

來瞭解民進黨的創黨過程以及初期政黨組織體系架構之演

變。近年來台灣政治的發展，則以彭懷恩教授所著《台灣政

治發展》（彭懷恩，2003）為主要參考書目。 

 

以上是本文研究的重要文獻探討，除上述文獻之外，筆者將盡量

蒐集與本文相關的學術論文以及報導文章，臻求本文研究的內容充實

與嚴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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