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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是人類特有的組合形式，是人類借群體力量來達成某種共同

目的之組合，可以說自有人類的社會生活以來，就有組織現象的存在。

雖然組織現象出現甚早，但是對於組織進行研究並且形成科學化的組

織理論，則是在十九世紀末葉以後的產物
15
。組織理論的發展及基本架

構具有啟迪作用，而且是當前學術界及實業界所公認，具有代表性的

組織理論包含傳統組織理論、人群關係的組織理論、決策研究法的組

織理論、系統研究法的組織理論、權變研究法的組織理論，其中傳統

組織理論乃因其存在的時間最久而稱。傳統組織理論這一學派所強調

的是工作的劃分、權力的運用、指揮統一、階級服從、專業分工和嚴

密的控制。此派理論又分為三個支派：一為韋伯（Max Weber）的「官

僚制度理論」（The Theory of Bureaucracy）；二為泰勒（F.W. Taylor）的「科

學管理理論」（The Theory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三為古立克（L.H. Gulick）

等人所創導的「部門分工理論」（The Theory of Departmentalization）或稱為

「行政管理理論」（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Theory），大致上都是根據韋

伯的「官僚制度理論」而演變產生。韋伯的官僚制度，包括：明確的

工作劃分、責任集中、依法運用獎懲制，以正式的、不含個人情感的

程序任用具有專門技術的人員擔任職務。組織的權力依層級節制排

列，任期的保障、退休金的給付、逐漸增加的薪資，還有一定的升遷

程序，使人員免受外在環境的壓力困擾，專心致力於推動組織內的工

作達成組織的目標。這是一種完美理想型的組織理論，也是一種績效

最佳、效率最高的組織。但是一旦這些理想性的規劃受到人性、環境

                                                 
15偉伯（Max Weber）於西元一八八九年完成的博士論文《中世紀企業組織對歷史的貢獻》（A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Medieval Business Organization），可以算是近代第一部有系統的論述組

織理論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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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干擾，可能出現行為失去彈性，發生負面的反功能效果。韋伯的官

僚制度理論，可稱為最理性的組織；但因為太過理性而不符合實際。

因此，後續出現不同於或是修正韋伯官僚制度組織理論的學派，讓組

織理論更加圓融符合現況。 

此系統研究法的組織理論，將源自於生物學的理論系統的概念，

應用在政治學領域裡。最早將系統概念運用到政治分析上，並提出一

套完整的理論模式者，則為伊士頓（David Easton），後經阿爾蒙（G. A. 

Almond）和包威爾（G. B. Powell）的發揚，使系統概念在政治學的研究

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系統模式下的組織理論認為任何一個組織皆

是由數個互動的次級系統所組成，著眼於組織的特性、組織的程序以

及將組織看成是一種「動態的適應機構」。組織是一種開放的模式，為

求在各種不確定的情況下推動其功能，組織必須發展出各種手段，以

適應外在環境的變遷。由於這類型的組織具有適應環境的功能，並且

能夠適時調整組織結構，因之許多對於組織的相關論述，都著重在強

調組織系統與外在環境關係間的探討。這種概念下的組織都具有一種

自我穩定的趨向與作用，不僅能夠防止系統的不良變化，還能調整各

種干擾而使之趨於平衡；其中組織自行調節的作用必須依賴反饋

（feeback）與控制（control）兩個功能。 

組織會隨著環境與時間而改變，由於組織結構乃人類所設計，並

不是完美無缺，必須因應環境的變遷而做適度的調整。組織的一生可

以被設想為一個演進的過程，隨著時間的發展，組織的型態也將依循

逐漸改變。從最早的傳統結構進入理性官僚制度結構，再到目前的當

代組織結構。傳統的組織結構（圖一），小球代表擁有所有權的管理人

群體，主宰整個組織，大球代表低層員工，中間的細線代表專業幕僚

或是中階管理人員，由於中階管理人員不多，低層員工幾乎沒有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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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遷管道。通常這樣的組織結構出現在家族企業，為避免擴大組織需

其他管理人來管理龐大的組織而導致利益的外流，但是一旦遇到強大

的市場競爭，這樣的傳統組織通常不利生存。 

 

 

 

 

圖 一 傳統的組織結構 

《組織結構》（彭文賢，2001：3） 

 

隨著社會進步工業發展，傳統的組織結構逐漸演變成金字塔型結

構（圖二），且常見於龐大的、現代化的組織中。這種組織結構的設計

是希望能夠符合理性原則，每個人由金字塔的底層做起，經由優異的

工作表現和經驗的累積逐漸升至金字塔的頂端。說起組織結構中個人

的目標，必須置於組織的目標之下，只要個人利益和組織利益互有衝

突都將被認為是不適當的。 

 

 

 

 

 

圖 二 理性的官僚制度 

《組織結構》（彭文賢，2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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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代的組織型態多是金字塔型，但在一般組織中，常見的型態則

是一個大金字塔上還有一個小金字塔（圖三）。在理性的官僚制度組織

結構中，一個人可以努力從低階遷升到最高階，但事實上現代社會中

具有良好學歷的年輕人或許在進入組織時，即可直接由上層金字塔中

的管理人員和專業人員開始，下層金字塔的人員即使有再良好的表

現，可能因為學歷與專業的不足，而永遠無法晉升至上層金字塔。 

 

                                         專業人員 

                                         管理人員 

           作業員 

 

圖 三 當代的組織結構 

《組織結構》（彭文賢，2001：5） 

 

    長久以來，金字塔型的組織結構被認為是最理想的組織結構，因

為金字塔型的組織結構可以用來訂定組織中各個職位的權責。未來新

生的組織保有金字塔型結構的好處，但是為因應不同組織的需求將出

現更多的組織結構。任何一種組織都具有適合該組織的結構型態，這

個結構型態通常就被視為組織的主體架構，影響組織成員的個體行

為，也塑造組織的整體績效。因此，一個組織體系如何建構勢必將影

響組織運作的各項層面。在瞭解一般組織的理論與結構後，接著將進

行探討政黨組織體系的理論特質與建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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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政黨組織體系之理論特質 

     

政黨最早因為選舉與議會而產生，對於政黨的定義，必定與選舉

事物有必然的關連性。在今日的社會中，政黨已經是人們生活的一部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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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的民主制度下，政黨指一種有組織的政治團體，政黨最關心的是

誰獲取政治上的權力與政府的職位，不單只是政府要做什麼。政黨最

基本的目標，是藉由獲取政治上的權力與政府職位，使其政治上的目

標得以施行。依照薩托利（Giovanni Satori）對政黨的定義
16
，政黨必須

顧及整體的目標，匯集各個派系的利益，在人民與政府之間扮演一個

連結或是溝通的角色，以實踐全體的利益為目標，站在全體的角度從

事政治行為，並且成為代表人民表達需求的工具或是機制（agency）。

現代民主制度之下的政黨不僅要扮演負責任的政府；也可成為一個回

應性的政府。因此，政黨與政府或是與人民之間的關係不是單向的，

而是在政府與人民之間成為需求與回饋的重要機制。 

    在充分瞭解政黨的定義下，我們知道政黨必須是一個具有嚴密組

織的團體，因為在現代民主政治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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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要成為與其他政

黨具有競爭性的重要政黨，那麼政黨的組織勢必具備比一般組織更多

的彈性與自我穩定的機制。如同一般組織，政黨的組織除了保有傳統

組織理論中明確的工作劃分、責任集中、依法運用獎懲制，以正式的、

不含個人情感的程序任用具有專門技術的人員擔任職務。組織的權力

依層級節制排列，任期的保障、退休金的給付、逐漸增加的薪資，還

有一定的升遷程序，使人員免受外在環境的壓力困擾，專心致力於推

                                                 
16同註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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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組織內的工作達成組織的目標。政黨組織同時也必須符合系統模式

下的組織理論，將組織呈現為一種「動態的適應機構」，以順應黨內的

環境或是或是國家政府、社會環境的需求。因此，政黨的組織體系在

理論上包含政治性、策略性及時空性等三種特質： 

 

壹、政治性 

 

政黨是選舉與議會的產物，而選舉與議會包含在政治系統中，因

此政黨也可以說是政治的產物。既然政黨也是政治系統中的一部份，

那麼在政黨的組織體系上，必然包含政治性的特質。尤其政黨的活動

幾乎都與政治相關，因此政黨的組織在架設的同時，也包含許多政治

性的考量，例如在人事上的安排可能出現曾經擔任政府職位的人員來

成為管理階層，在部門或層級的設計也往往類似政府的部門安排，如

此一來與政府的溝通將能展現事半功倍的績效，這個部分與一般組織

理中論強調專業與技術的人員擔任中階管理人員的特質有明顯的差

別。 

根據這個特質，政黨的組織體系順應政府的組織體系而有所

變遷是可預見的。在人事的升遷上，政黨組織中即使有晉升的管

道，也不容易出現基層工作人員因為工作績效良好而晉升至管理

階層，管理階層的人員安排得考量是否有能力作出最好的政治判

斷與政治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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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策略性 

 

政黨最基本的目標，是藉由獲取政治上的權力與政府職位，使其

政治上的目標得以施行。在民主國家中獲取政治上的權力與政府的職

位必須經由選舉的過程來達成，因此當政黨具有推薦候選人以及輔選

的功能時，政黨的組織體系在選舉期間將會產生某些的變化，以因應

每一次不同的選舉情況與環境。當一個政黨已經取得執政權，它的輔

選組織會直接建構在原有的政黨組織，因為執政黨在掌握既有行政部

門資源的優勢下，其政黨的角色通常只剩下例行的黨內行政事務，頂

多較平常更為積極與黨員聯繫，而不需要再擴編組織因應選舉。反之，

若身為沒有行政部門資源的在野黨，將會擴大政黨的原本組織體系，

增加在選舉事務上的專業人員與專職部門，這些增編人員與部門的去

留則由選舉的結果來決定。一旦在野黨一躍成為執政黨，那麼將有更

多的酬庸位置可以用來犒賞輔選有功的人員。 

就這個面向可以瞭解，政黨組織體系不像一般組織體系，必須有

一段長久的時間觀察利潤或目標達成與否，再進行組織的調整變動，

政黨的組織體系幾近根據每一次選舉的態勢而有所變更，更動的頻率

則視選舉的頻率而定，可謂具有相當高度策略性的組織特質。 

 

    參、時空性 

 

政黨是表達要求的管道，政黨在人民與政府之間扮演一個連結或

是溝通的角色，以實踐全體的利益為目標，站在全體的角度從事政治

行為，並且成為代表人民表達需求的工具或是機制。由此得知政黨的

決策必須順應民意與社會變遷，若是無法跟上民意的腳步，那麼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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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很難生存下去。時間的前進往往會造成空間的改變，社會的利益與

人民的需求也不斷改變。當下未出現的社會問題並不表示未來不會出

現，一個具有前瞻性的政黨必須比人民更為敏感，領先群眾或社會預

見未來的問題並加以解決。例如在多元族群的社會中，一開始並沒有

太多人關注族群平等與否的問題，但是當人民開始意識到族群的平等

是重要的議題時，那麼政黨的組織體系中，將可能出現專門研究與提

出相關政策的部門。就這個層面而言，政黨組織強調的是在政治系統

中政黨經由反饋迴路，獲得社會與人民所提出的需求，此時政黨必須

回應這些需求，跟隨時代的潮流進行改變與調整。 

     

不過政黨面對的是瞬息萬變的政治局勢，即使在同樣的國家體制

或政府體制之下，仍必須面對包含國內、國外、黨內、黨外各個階層

與面向的挑戰及要求，而政黨的組織體系在迎戰分歧的意見與多元的

要求下，必定具有政治性、策略性及時空性三項特質，才能在政黨的

競爭中求得勝利。 

 

 

第二節  政黨組織體系之建構模式 

 

大體言之，政黨內部的組織結構，不僅足以影響政黨在政治體系

中的角色與功能；也決定政黨成員彼此間的活動領域與權力互動，甚

至關係著政黨本身的存亡與發展。政黨研究的先驅學者杜瓦傑（Maurice 

Duverger）即認為，政黨的組織結構，設定黨員活動的總體環境，建構

黨員內部團結的基本形式，決定政黨領袖的選舉機制及權力運作，以

致直接影響了政黨的政治競爭能力，或甚至塑造政黨彼此之間的強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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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關係。對於反對黨而言，因為無法與執政黨一樣，仰賴官僚體系

的支持，利用國家及其所屬機構，以及享有利益團體豐富充沛的財務

支援，只得藉著政黨組織體系結構的強化，以便有效與持續的動員支

持者，與占盡優勢的執政黨從事長期的政治競爭。由組織理論的角度

觀之，要瞭解政黨組織體系之建構模式，必須先回溯到政黨的形成與

發展階段。杜瓦傑（Maurice Duverger）分別從政黨的起源、黨員的吸收

方式、黨員的控制和政黨及黨員的結構四個面向將政黨組織體系的建

構模式加以分類
17
： 

 

壹、內造政黨與外造政黨 

 

政黨的源起往往影響政黨未來的發展，也會塑造政黨不同的目標

與功能，甚至發展出不同的組織結構，進而影響該政黨在政治體系中

的角色與表現。在探究一個政黨的組織與其對政治體系影響的同時，

不得不先對政黨的源起有充分的瞭解與認識。 

現在有許多人將決策中心在議會黨團之內的政黨定位為內造政

黨，決策中心在政黨內而非議會黨團即為外造政黨，乃因為這兩種類

型政黨，騎議會黨團所扮演的角色與影響力皆有所不同。同時也有許

多人任認為內造政黨才是所謂的民主型政黨，符合黨內民主的要求。

然而實際上政黨內部民主是指政黨決策過程的民主與否，而非以決策

中心在議會黨團之內或之外加以區分。以下就內造政黨與外造政黨的

意義加以詳述： 

一、內造政黨 

西方政黨的發展與民主制度息息相關，也就是與公民投票權

                                                 
17參閱杜瓦傑（Maurice Duverger）（1976），雷競璇（1991）《政黨概論》（Les Parties Politiques,10eéd），
香港：青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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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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選舉委員會的方式將選民集合起來，讓選

民認識新的候選人並引導選民進行投票行為。選舉委員會通常是

議會的候選人或是社會團體所推出的候選人基於相同的理念或利

益結合而成，並且為了確保當選與保有自身利益，因此選舉委員

會與議會團體產生了連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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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外造政黨 

在議會或委員會之外的組織，也因為選舉權的擴大與民主的

開放，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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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外力源起的政黨。在外力起源的政黨

類型中，也有些是有別於英國工黨的情況，這些外力形成的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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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由上述對於政黨源起的分析，外力形成的政黨，也就是外造政

黨是由上而下建立，由最先成立的核心組織推動各地方委員會的及分

部的成立工作，並且協調各基層黨分部，因此該類型政黨比較嚴密有

紀律，一般來說較為中央集權。由選舉或是議會源起的政黨，也就是

內造政黨，剛開始多是議會內若干議員之間的聯繫，協調聯絡的工作

往往是拼湊而成，即使透過早已經成立的各地委員會來推動成立中央

組織以協調各項行動，這種由下而上的方式中央的權力往往受到許多

 26



第二章  政黨組織體系之理論特質與建構模式 

限制而無法發揮作用，但是卻使各地方組織確保了自主性。 

在這兩種不同源起形成的政黨，議會黨團的影響也有不同。內造

政黨，議會黨團負擔極為重要的角色，如果議會黨團的議員不是集體

組成黨的領導核心，那麼也會在與議會黨團分離的黨中央委員會中，

佔很大比例的議員人數。唯有如此，議員才能確保自身的利益不被黨

中央委員會犧牲。外造政黨，通常是在沒有議員的參與之下成立，因

此議員在黨內的影響力相對變小。然而外造政黨為了確保議員服從黨

的政策，通常會竭力使議會黨團聽從黨中央領導組織的指揮。 

此兩種不同類型的政黨，還有一個相當不同的地方，就是看待當

選與否的角度。通常內造政黨，爭逐議會的席位是黨的主要活動，可

以說是黨的存在理由與最高目標。但是由外造政黨通常除了選舉與議

會角逐是重要活動外，實現其政治理念或是達成社會改革的目標是更

重要的使命。對此類政黨來說，獲得議員席次可說是其總體運作中為

實現其政治目標的手段之一。 

 

貳、直接型政黨與間接型政黨 

 

依黨員不同的入黨方式，將政黨區分為直接型政黨與間接型政

黨。直接型政黨指政黨的成員直接隸屬於政黨，成員加入政黨時不需

要經由其他的團體，可以自由加入或是退出某一個政黨。現代民主政

體下，一般政黨組成的常態通常是屬於直接型政黨，人民可以自由選

擇所喜愛的政黨加入 

間接型政黨，則是在各別的基層社會團體之上，沒有另一個與這

個社團有別的黨員社群，只要隸屬於某一個社會團體的成員，即以此

社會團體為一個單位加入某一個政黨，因此此一社會團體的成員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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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成為該黨的黨員。間接型政黨通常可以分為三種類別：首先是社

會主義政黨，成員大多來自工會、工人合作社、工人互助會等，政黨

以一個一致的社會基層作為基礎，例如西元 1900 年英國的工黨。其次

是天主教政黨，這類型的政黨是工會、工人合作社、農民團體、商人

與工人聯合會等不同階級的聯會，但各個階級又各自保留其自身的組

織。最後是農民政黨，農民政黨中的農民聯會與合作社扮演的角色與

社會主義政黨一樣，但是沒有一個農民黨能發展到與工人政黨一樣高

度的組織水平，農民型的政黨從未全面實現過，只能保持雛形性質，

因此只是一種趨向。 

 

參、極權政黨與有限政黨 

 

杜瓦傑（Maurice Duverger）就政黨成員參與政黨的程度，將政黨的

類型加以區分為極權政黨（totalitarian）與有限政黨（restricted），兩者最

主要的區別在於政黨對其政黨成員的控制與動員的程度。 

極權政黨的成員對於政黨而言，是全面性的參與，個人的生活都

被包含在政黨之中，私人的生活與公共的空間之間並無區別，只剩下

一個黨員生活，這就是極權政黨的定義。而極權性質包括兩個部分，

一個是物質的，一個是精神的。物質方面，政黨透過附屬的組織竭力

地將黨員的活動包攬，目的在於所有的活動都必須在政黨的控制之下

進行，通常在一黨制的政權之下，會使用各種方法達到這樣的控制，

令人民沒有單獨自處與反省的片刻閒餘時間。這種對個人全部活動的

物質性包攬組織，只有當它也伴隨著個人的全部思想也做精神上的包

攬時，才會變成真正的極權。一個發展附屬組織以吸引人們入黨的政

黨，如果它的黨義並不要求黨員選取其政治立場，在物質性包攬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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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留有個人選擇自由的餘地，這個黨便不是真正的極權政黨，真正的

極權主義政黨是屬於精神上的。充分理解極權政黨的性質後，有限政

黨的性質也隨之顯而易見，有限政黨的成員參加政黨只是純粹的政治

性活動，政黨與黨員之間的互動就是在政治層面這個極小的範圍內，

個人的自由與獨立性不受到政黨的控制，他給予政黨的時間與空間不

過是一小部分的時間或家庭生活的若干點滴。 

上述極權政黨一致性的特質自然地成為它封閉性的特質。當極權

政黨在一個民主政體內運作的時候，敵對黨派的競爭使極權政黨不得

不增加黨員人數，此時就不能太過嚴格控制黨員，但比起有限政黨仍

然相對嚴厲。但是如果當極權政黨成為執政黨，它的封閉性質將容易

全面表露，透過運用政府的資源運作，逐漸全面性的控制整個人民，

這時就會成為完全的極權政黨。我們發現在區別有限黨與極權政黨的

界線時，或許不是那麼清楚，但是當一個看似有限政黨的極權政黨有

機會執政，它將盡最大的力量成為極權政黨，這也顯示當我們在研究

政黨的同時，必須相當注意政黨組織結構的性質。 

 

肆、幹部型政黨與群眾型政黨 

 

在杜瓦傑（Maurice Duverger）的概念中，黨員這個概念與先前所討

論十九世紀初在議會制及有限選舉權制度下盛行的政黨概念與型態並

不相符，也可以說黨員的觀念是政黨由幹部型政黨到群眾型政黨的結

果。幹部型政黨與群眾型政黨的分別不在於它們的規模，也不在於成

員的數目，而是在於黨員的結構性質。 

    一、群眾型政黨 

群眾型政黨的特徵在訴諸公眾，包括訴諸出錢的公眾，使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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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可以從事競選工作，避免資本主義的附從性。群眾型政黨訴諸

留心時事和活躍的公眾，使這些公眾接受政黨的政治教育並學習

參與國家政治生活的方式。群眾型政黨通常會制訂制式表格，讓

群眾填寫表格表示入黨的意願，並定期繳交一定的金額，這些黨

員繳交的金額就是政黨的主要經費來源，某種程度可以說是依賴

黨員而存在，因此群眾型政黨必須相當注重廣大黨員的意見，並

且必須具有強大的協調能力整合所有黨員的意見。而要求入黨黨

員填寫表格不但能夠將廣大的黨員加以紀錄整理，使黨中央更為

容易管理為數不少的黨員。因此群眾型政黨相當於以分部制

（branch）為基礎，是權力較為集中、協調能力較強的政黨。 

二、幹部型政黨 

幹部型政黨代表的則是另一種概念，它主要是團結權貴者以

準備參加選舉工作，讓他們與候選人建立和保持聯繫，當中首先

包括具有影響力的人物，他們的名字、威望與勢力足以令他們所

支持的候選人獲得不少選票；接著是技術專才，他們精通籠絡投

票人和組織競選工作的方法；最後是出錢資助者。幹部型政黨的

黨員可說是精心挑選，入黨的過程是嚴謹而具有排斥性，基於個

人能力與特殊地位決定能否入黨。在政黨的經費來源就依靠擁有

雄厚財力的成員支持，政黨的領導權力於是大部分都掌握在當選

議員集團的手中，具有相當鮮明的個人集團色彩。因此幹部型政

黨相當於核心小組制（Caucus），是權力較為分散、協調能力較弱

的政黨。 

 

幹部型政黨比起群眾型政黨或許更強調黨員的「質」而不是「量」，

但是今日的政黨要確實區分群眾型或是幹部型已經是件不容易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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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因為越來越多的幹部型政黨也開放吸收普通的黨員，在這種傾向

存在下，逐漸發展出另一種信徒型的政黨類型，比幹部型政黨來得開

放，卻比群眾型政黨更保守，例如法西斯黨，號召普遍的群眾加入其

政黨，但是黨的組織管理或是決策則是封閉式的以菁英份子作為主

導。這是一種以民兵制（miliatia）或小組（cell）為基礎的政黨，可以劃

分為一種群眾型政黨，但在性質上卻又不明顯。 

 

就上述的政黨組織體系之建構模式的討論而言，隨著民主政治發

展的成熟，在民主政體中，大部分的政黨為了保持與其他政黨的競爭

能力，許多政黨的組織體系逐漸開始趨向開放與民主化，與其要將一

個政黨確實的進行分類，不如將焦點轉移至政黨組織體系的發展與改

變。 

 

 

第三節  台灣政黨之組織體系特性與發展 

     

在瞭解有關政黨組織體系建構的理論後，就台灣目前具有競爭力

的政黨，透過上述的理論探討其組織體系的特性與發展。目前台灣於

內政部登記的政黨數目一共有 108 個（參閱附錄一，內政部備案政黨

名冊），政黨數量之多由此可見，這裡依照上述對於政黨組織體系建構

之模式分類，針對國民黨、民進黨、親民黨、新黨以及台灣團結聯盟

五個目前最具有競爭力之政黨組織體系的特性分類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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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從「外造政黨」到「內造政黨」：國民黨、民進黨 

 

中國國民黨由  孫中山先生為推翻滿清政府、建立民主共和國家

所建立之政黨，成立之目的相當清楚非為競爭國會席位而出現。因此，

屬於「外造政黨」。而民進黨在成立以前，其成員多從事反對當時國民

黨政權的群眾運動，透過結合同樣政治理念與社會改革目標的群眾成

立民進黨，也符合「外造政黨」的理論。國民黨與民進黨的成立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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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內造政黨：新黨、親民黨、台聯黨 

 

新黨在成立之初所發表的基本理念，明確表示其政黨為內造政

黨，並且反對外造政黨的結構（參閱附錄二，新黨基本理念）。另外在

新黨的成立宣言，也開宗明義直指新黨是第一個以國會為中心、以民

主為導向、以選舉為手段的民主政黨（參閱附錄三，新黨宣言）。因此，

可以確定新黨的組織建構模式符合「內造政黨」的理論。親民黨對於

自己政黨本身的簡介，直指該政黨以執政之路為目標，且其成立乃由

參與總統選舉失敗的宋楚瑜與張昭雄所成立，相當清楚顯示其政黨之

存在與成立的目的，是以選舉為手段獲得政府職權。台灣團結聯盟，

在其黨章黨綱雖未提及屬於何種類型之政黨，但是就黨章內容而言，

有許多對於黨內提名公職候選人的相關規定，可以判斷推薦候選人參

與選舉，為其政黨的重要目標（參閱附錄四，台聯黨黨章）。上述三黨

的簡述，其政黨符合內造政黨因選舉的利益相同或是同樣以選舉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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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並且以參與選舉作為政黨的主要組成因素，實屬「內造政黨」。 

 

然而國民黨與民進黨，隨著其政黨的目的達成以及社會、民主的

開放，為了獲得政府的執政權，這兩個政黨也逐漸轉向積極追求選舉

上的勝利與席次的取得。就這樣的發展方向而言，這兩個政黨已經逐

步「內造政黨」化，爭逐議會的席位與政府的執政權，已經是黨的主

要活動，可以說是該黨的存在理由與最高目標。由此可知台灣目前具

有競爭力的政黨，不論其最初的政黨建構屬於外造或內造政黨模式，

將逐漸趨向內造政黨化。再者，外造政黨組織體系的另一項特性，其

議會的決策中心往往不在議會黨團中，如此一來，民意代表為了爭取

政黨下一次的提名，在議會中表達的意見往往由議會黨團外的政黨決

策中心主導，即使是政黨必須負起責任的政黨政治，也恐怕出現政黨

犧牲民意，而成就自己政治主張的現象。因此，在強調以民意為依歸

的民主政治下，如果能將政黨的決策中心導向在議會黨團中，由民意

所選出的代表將政黨的理念或政策與民眾的利益進行盱衡，甚至以民

眾的意見為主，那麼代議政治的代表性更顯足夠，或許內造政黨的組

織建構模式會比外造政黨的模式更為民主；尤其在台灣若實施政黨法

之後，為了使政黨強烈的政治性性質能夠與一般人民社團有所區別，

加上如果在政黨法中明確規範政黨必須將推薦候選人參與選舉作為觀

察其是否具有政黨資格時，則政黨趨向內造政黨的建構模式將更為清

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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