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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之政黨係伴隨著歐美代議政府與民權擴張在十九世紀出現。

政黨興起主要是政治體系面臨合法性、參與性和整合性三種危機。早

期的政黨有許多是合法性問題創造出來，例如傳統權威的消退；參與

的危機也對政治體系帶來新的團體需求，即政治動員及參與造成的整

合需求；尤其是統治團體對更大參與表現遲鈍之時。此外，如領土統

一、種族分裂所須之整合，以及現代社會尋求統治菁英的需要，都是

刺激政黨出現的背景。政黨萌芽至今，經歷以下四個時期： 

一、政黨的發生時期也是排斥政黨的時期，英國十七世紀始有政

黨的組織，當時的政治學者及政府對之懷有敵意，政黨猶如派系，只

顧自身利益，因此大多數人反對政黨干預政治。 

二、政黨的成長時期也是放任政黨的時期，在這個階段國家與政

府已經無法反對、壓制政黨，選舉勝利的多數黨能控制議會，因此政

府不得不承認政黨的功能。 

三、政黨的發達時期也是承認政黨的時代，如上個階段，當政府

承認政黨的存在，隨之政黨也得到了法律的承認。因此政黨不但可以

控制議會，並且能夠控制官吏與政府。 

四、政黨的轉變時期，由於政黨的發展成熟，已達到控制政府甚

至左右人民的地步，為了防止極端政黨的出現，國家開始採取了法律

規範政黨的組織與運作；尤其在防止政黨操控選舉，導致民意不能充

分表現的情況，另外也加強使人民有直接民權的行使或公民投票的權

利。最後社會多元化的情況，導致利益團體、壓力團體等透過發達的

大眾媒體表達意見，影響選舉或是政府的政策制定，迫使政黨在組織

 35



臺灣政黨組織體系建構之研究 

與運作上有所改變
18
。 

當然這些過程是對西方民主國家的觀察，每個國家與社會的內在

及外在條件都不相同，政黨的產生與發展也將呈現不同的狀況。 

影響政黨政治體系發展的因素除了上述之外，政治體系中的政治

文化也是另一項重要的觀察指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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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由此可知政治文化是如何影響一個政治體系的發展。政黨也是政治

體系中的成員，而在現代民主國家，政黨已經是政治上不可或缺的角

色之一。 

 

 

第一節  台灣政黨政治的發展類型 

     

民主政治是一種以民主的方式來影響政府活動的制度；尤其是政

策制定的過程。所謂的民主方式是指政府的活動必須要諮詢民意，或

經過人民的同意。但是在現代國家中，由於人口眾多，不再像希臘城

邦時代，全民參與政府決策過程。於是，政黨成為民主政治中將人民

和政府聯合起來的重要橋樑，所以民主政治的重要特徵之一，即是政

黨政治。再者，從政黨的起源來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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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普及，以及議會權力的擴大結合在一起

                                                 
18關於政黨發展的背景與階段，參閱任德厚（1999）《政治學》，台北：自行出版，頁 221-226。 
19呂亞力（1995），《政治學》，台北：三民，頁 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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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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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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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黨政治的另一涵意，包括議會政

治；尤其當政黨的目的在於控制議會，組成政府，政府的決策經由議

會同意、議會又向人民負責，政黨介於居中的角色，也必須負擔政府

與議會的責任，是以政黨政治必須表現責任政治。另外從政黨的發展

討論，現代社會科技進步、知識傳遞的管道眾多，人民接受教育的程

度提高，對於政黨的行為要求標準也逐漸提高，在政黨推薦候選人的

部分也要求社會各界的菁英或是各項政策的專家，政黨政治的另一面

向，即必須符合專家政治的要求。因之，所謂的政黨政治的意涵與特

徵，必須包括：議會政治、責任政治與專家政治。瞭解政黨政治的意

涵後，接著討論政黨政治的發展，這個部分牽涉的乃是以政黨彼此之

間的互動作為分析的基礎；也就是所謂的政黨政治制度，或是政黨體

系。政黨的活動方式往往深受政黨體系的影響，當我們欲瞭解一個國

家或是政黨的政治運作，應從瞭解政黨體系的概念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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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以政黨數目作為分類政黨體系是最常

見，採取這種分類指標的學者，又以杜瓦傑（Maurice Duverger）的分類

最為世人熟知，大致上可以分為一黨制、兩黨制及多黨體系
20
。從這

種分類方式，指出一個重要的特性，就是政治權力與資源分配是傾向

集中或是分散的模式，有助於瞭解政治競逐場內所包含的競逐勢力，

                                                 
20杜瓦傑（Maurice Duverger）（1976），雷競璇（1991）《政黨概論》（Les Parties 
Politiques,10eéd），香港：青文，頁 181-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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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當政黨數目越多，反映一個政治體系中的複雜性與分化性越高

21
。對於政黨體系分類方式提出理論的學者為數尚多，在此以學者薩

托利（Giovanni Satori）的政黨分類為基礎，討論有關政黨體系的類型。 

    薩托利（Giovanni Satori）認為除了政黨數目分類原則外，可以從政

黨的「位置價值」（position value）判斷其是否為相關性的政黨，而應

被計算在政黨體系之內。所謂的「位置價值」乃指政黨所處的地位是

否具有左右政局的影響力；也就是從政黨有無執政或組織聯合內閣的

潛能（governing or coalition potential）以及有無勒索的潛力（blackmail 

potential）兩個面向來加以觀察。另外薩托利（Giovanni Satori）也指出意

識型態的強度距離（ideological intensity and ideological distance）22會影響政

黨間的聯合或對立，意識型態相近的政黨，合組聯合政府的機會較大

，即使在議會中獲得比小黨更多席次的政黨，其意識型態若與其他政

黨相去甚遠，也很難成為組織聯合政府的對象。從薩托利（Giovanni 

Satori）依政黨數目、位置價值、意識型態所提出的分類標準來進行討

論23。就政黨數目以及有無意識型態，可以將政黨體系分為：一黨體

系（one part system）與霸權政黨體系（hegemonic party system）屬於非競

爭性政黨體系；一黨優勢體系、兩黨體系、溫和多黨體系、極端多黨

體系屬於競爭性政黨體系；其中一黨體系包含一黨極權（totalitarian 

uniparties）、一黨威權（ authoritarian uniparties）、一黨務實主義（

pragmatic uniparties）；霸權政黨體系則有意識型態霸權政黨（ideological-

hegemonic party）與實用主義霸權政黨（pragmatic-hegemonic party）兩類。

接下來將以表格（表 3-1）的方式，從意識型態以及政黨的強制力、

                                                 
21對於杜瓦傑（Maurice Duverger）政黨體系分類的批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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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142。 
22意識型態的強度與距離，是指各政黨在意識型態的光譜中所處的位置。 
23有關薩托利（Giovanni Satori）對政黨體系提出的理論請參閱薩托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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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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汲取、動員力和對其他團體的態度、次級團體的獨立性以及決策者的

決策與行動等項目，對非競爭性政黨體系下的分類簡化如表一。 

一黨體系只允許一個政黨的存在，否決任何形式的多元化。一黨

極權體系，政黨以高度的動員與壟斷的控制來統攝人民生活的各個層

面，透過強烈的意識型態，使政黨擁有至高無上的權力來決定一切的

政策與行動，政治力量由上而下，摧毀任何次級團體與其他團體的自

主性。一黨威權體系相較之下，意識型態、動員能力都較為薄弱，採

取的是排他主義（exclusionism）而非全面控制，這類型的政黨通常沒

有能力與野心去滲透整個社會與人民，只能透過既有的權威將與之競

爭的政治性團體排除，但是決策者在政治上仍保有相當大的權力。至

於一黨務實主義，因為缺乏意識型態的支持，導致沒有高度強制力與

控制能力，對於與之敵對或反抗的團體只能盡力將其納入自己的組織

體系中，其決策者的行為與決策都須受制於各式不同的力量，而慢慢

轉向在法制範圍內行動。 

在霸權政黨體系方面，所謂的霸權指涉非競爭性政黨體系以一黨

為中心，而允許其外圍有次要的、次等的小黨存在。這些小黨不被許

允與霸權政黨公平競爭，也不允許與霸權政黨採取對立的立場，當然

也不能與霸權政黨享有同樣的地位，更不可能出現政黨輪替的情況。

意識型態霸權政黨，允許與其有相同意識型態的小黨存在，其中小黨

依附在霸權政黨下享有絕小部分的權位，可以說是依附霸權政黨而生

存。因此，意識型態霸權政黨，對於政治與社會仍保有全面性的掌控

能力。務實型霸權政黨，不一定具有強烈的意識型態，允許小黨的存

在乃為自身政黨建立包容與匯集民意的形象，藉此鞏固自己的地位。

是以自由而真正競爭性的選舉不一定會讓霸權政黨輸掉選舉、失去統

治的權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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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非競爭性政黨體系中一黨體系的次分類 

 一黨極權體系 一黨威權體系 一黨務實主義體系 

意識型態 
強 

而且進行全面控制

較弱 

非全面性控制 
非常微弱 

強制、汲取

、動員 
高 中等 低 

對其他團體

的態度 
加以摧毀 加以排斥 加以收編 

次級團體的

獨立性 
無 

非政治性團體 

才可保有獨立性 
允許和容忍 

決策者的 

決策與行動 

無限的權力 

且不可預測 

無限的權力 

但可預測 

受制於各種 

不同的力量 

資料來源：吳文程（1996：153）。 

 

    上述是針對非競爭性政黨體系的討論，接續討論競爭性政黨體系

前，首先先瞭解兩個概念，一是競爭（competition）指一種結構，或一

套競爭規則；二是競爭性或競爭程度（conpelitiveness）指一種特殊的競

爭狀態。因此，在競爭性政黨體系中，就會出現有競爭的狀態，但是

競爭的程度確有強弱的差別。以下從一黨優勢體系、兩黨體系、溫和

多黨體系、極端多黨體系分別論述其競爭狀態與形式。 

 

壹、一黨優勢體系 

 

一黨優勢體系中，除一個佔有優勢的政黨外，還有其他政黨的存

在，而且所有的政黨都具有政治上的正當性與合法性，也擁有相同的

政治機會，可以獨立從事競爭的行為。只是在選舉中一直由同一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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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獲得勝利，並且取得國會中絕對多數的席位，單獨掌握執政的權利

與地位。因此，優勢政黨對於政治體系具有支配的能力。可知一黨優

勢體系，包括屬於競爭性政黨體系、並且經由選舉的民主競爭途徑取

得合法的政權，卻無政黨輪替等三種特徵。但是一黨優勢體系與兩黨

體系有很大的相同之處，就是一旦面臨選舉結果產生差別或是選舉制

度的改變，都可以讓政黨體系產生轉變。不過由於優勢政黨長期掌握

政府與國會，獲得比其他政黨更多的行政資源，即使其他政黨擁有平

等的機會與相同的立足點，相較之下優勢政黨仍可以運用各式行政資

源而居於上風。 

 

貳、兩黨體系 

 

兩黨體系指在一個政治體系中，存在兩個相關的大政黨，縱使有

其他政黨的存在，對於兩大黨的競爭關係起不了改變的作用。政治學

者李普賽（L. Lipset）以三個標準定義兩黨體系： 

一、兩個主要相關政黨皆有能力與機會取得政權，兩黨勢力相當

接近。 

二、執政黨能夠單獨取得絕對多數而執政，無須藉助其他政黨聯

合執政。 

三、在一定時間內，兩大黨輪流執政24。 

一般來說，容易出現兩黨體系的原因有歷史傳統如英國與美國的

狀況，再者是最為大家所接受的選舉制度的因素。一般來說，單數選

區簡單多數決的選舉制度最有利於兩黨制的產生，一個政黨只要在一

個選舉區中比其他政黨多一張選票即可獲得該區議員名額，小黨難有

                                                 
24Lipset, L. (1953), “The Two Party System in British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17: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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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選的機會，長久下來小黨就被淘汰，或者無競爭力可言。一般論者

眼中對於兩黨制的評價多傾向於正面，因為發展出民主政體的內閣制

與總統制的兩個最具影響力，也是最主要的民主國家英國與美國，都

是兩黨制。 

 

參、溫和多黨制 

 

溫和多黨制指一個政體中包含三至五個政黨，彼此之間意識型態

的距離不大，通常對於政治體系的基本原則都有認同感。最大的特徵

包括相關的政黨在選舉中，沒有一個政黨可以在議會中取得過半數的

席位，政府的組成乃是依靠政黨的聯合而成。這個體系下通常會在兩

個主要大的政黨聯盟，彼此間相互競爭；尤其在絕對多數選舉制度下

二輪投票時，選民將會在聯盟之間作選擇，而不是針對個別政黨。其

次，兩個主要政黨聯盟內部的政黨結盟關係並非長久而穩定，政權的

輪替是在兩個聯盟之間互相交替，因此類似兩黨體系的競爭狀態。由

於類似兩黨體系的競爭關係，兩個政黨聯盟往往在意識型態上會逐漸

向政治光譜的中間靠攏，以取得執政的機會，也由於聯盟的特質，所

以聯盟下的個別政黨都有執政的機會與潛力，體系中將無永遠的反對

黨，亦無反體系的政黨存在。溫和多黨體系某個程度上可以說是一個

聯盟體系對抗另一個聯盟體系的兩黨體系。 

 

肆、極端多黨制 

 

極端多黨體系中，政黨的數目約五至八個左右，彼此之間的意識

型態差距頗大。這個體系中通常會出現至少一個反體系的政黨，對政

治體系抱持反對的態度，使政治運作呈現強烈的不穩定性。在政治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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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上的兩端，各有政黨佔據，這兩端政黨的對抗往往比對抗執政黨的

強度來得激烈。再者，即使是處於政治光譜中間位置的政黨，也常常

必須面對兩端的反對，使政治競爭成為三角關係。也由於有中間政黨

的存在，而中間政黨往往是主導政府的政黨，因此左右兩端的政黨更

加無法向中間靠攏，使聯合政府的組成時常面臨瓦解與動盪。極端多

黨體系中政黨的意識型態也不會跟著社會的發展而改變，那是一種與

生俱來的原則與觀念，政黨不僅是對政策的反對，更重要的是爭論的

焦點都放在意識型態上。為讓自己的政黨生存下去，這些政黨必須不

斷教育他們的跟隨者有關他們的意識型態，演變成越來越極端化的政

黨競逐，彼此之間的共識越來越低，開始對政治體系的合法性產生質

疑，因此無法執政的極端政黨便不願意為政策與政府的行為負責。位

居執政地位的中間政黨也只有在反對黨的強烈要求下，才會被動性的

回應，也才有可能產生負責任的行動。這種極端多黨體系往往只會導

致政治體系的癱瘓與混亂；更嚴重者將造成國家的分裂與內亂。 

     

由上述對於政黨體系的瞭解，來觀察台灣政黨政治的發展，並且

將之分類進行討論。 

 

壹、西元 1949 年～1977 年：一黨優勢制 

 

中華民國政府從西元 1949 年起發布戒嚴令，在戒嚴時期，對人

民的某些權利施以限制，例如：凍結了憲法所保障的言論、出版、集

會及結社與政治自由，致在戒嚴時期，新政黨不能自由成立，使台灣

的政黨體系呈現一黨優勢制的政黨政治。當時執政的國民黨一黨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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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在野青年黨、民社黨等共七個政黨的影響力都相當薄弱
25
，不足

與執政黨抗衡。雖然這七個政黨皆經過合法的程序成立，也受到法律

的保障與國民黨地位平等，但在政治位置中，卻無法與國民黨平起平

坐。而國民黨也因為戒嚴時期的優勢，在每次選舉中均獲得勝利，順

利維持一黨優勢體系的政黨政治制度。 

 

貳、西元 1977 年～1986 年：一黨優勢制邁向兩黨制 

 

一黨優勢制雖然有利於政治穩定、人才甄補、政策制定、國家整

合與促進經濟發展，但也因為經濟發展的快速，讓人民有時間與空間

進行知識的提升與政治的參與，相對逐漸發展出反對執政黨的勢力。

在西元 1977 年 11 月 19 日發生「中壢事件」
26
，使支持反對執政黨運

動的勢力逐漸提升。中壢事件後，執政的國民黨開始感受到民眾積極

參與政治意願的壓力；也體察到社會與政治文化的變遷，開始在政策

上有所改變。當時戒嚴令仍然有效，但是合法政黨之外的集會結社活

動開始，被國民黨允許與容忍，只是新的政黨仍然無法成立。事實上

，在民進黨成立前一年，西元 1985 年 11 月所舉行的地方公職選舉中

，合法政黨之外成立的「選舉後援會」所推薦的候選人，當選率為六

成
27
。直到 1986 年 9 月 28 日，在合法政黨外的運動人士不顧法律的

規範，毅然宣布成立民主進步黨，執政黨終於體察這股要求政治開放

、民主自由的力量已經銳不可擋，而開始積極有所應對，終在西元

1986 年 10 月 15 日宣布「解嚴」與「開放黨禁」。這段期間非國民黨

的候選人在選舉中固定的支持率約兩成，雖然不足與國民黨抗衡，但

                                                 
25參閱附錄一《政黨名冊》。 
26「中壢事件」，桃園縣長選舉由國民黨提名的歐憲瑜與無黨籍的許信良競選。由於選舉激烈，

謠言四起，投票當天發生群眾包圍並燒毀中壢分局並燒毀中壢分局的事件 
27葛永光（2000），《政黨政治與民主發展》，台北：空大，頁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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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股持續不斷與之對抗的力量逐漸成熟，使一黨優勢體系的政黨政

治逐漸邁向兩黨制的政黨政治。 

     

參、西元 1986 年～2004 年：兩黨制邁向溫和多黨制 

 

國民黨於西元 1986 年 10 月 15 日宣布「解嚴」與「開放黨禁」

後，我國的政治發展開始進入民主政治的發展時期，因為言論自由、

集會結社自由的開放，新政黨的組成與發展如雨後春筍般展開。從政

黨競爭的觀點而言，與選舉結果來看（表 3-2），在民國 86 年縣市長

選舉中，民進黨的得票率已經超越國民黨 1.2％，此時雖然民進黨尚

未取得中央執政權，但已明顯呈現出兩黨競爭的型態。 

西元 2000 年 3 月總統選舉中，國民黨籍的連戰、蕭萬長得到

23.23％的選票，無黨籍的宋楚瑜、張昭雄得到 36.86％的選票，而民

進黨的陳水扁、呂秀蓮則以 39.11％的選票當選（表 3-2），而宋楚瑜

更在選後成立親民黨。此時三黨對峙的政黨競爭型態已經成形，也讓

政黨體系進入多黨制的競爭時期。隨後西元 2001 年台聯黨的成立以

及民進黨在西元 2004 年繼續取得中央執政權，讓台灣的政黨政治成

為國民黨、民進黨、親民黨、台聯黨、新黨共同競爭的型態。若從國

家認同（統獨意識）意識型態光譜上由右至左排列，則新黨在最右端

、其次為親民黨、國民黨、民進黨，而最左端為台聯黨，接近中間政

黨的為國民黨、親民黨、與民進黨，因此在政黨體系的型態上較為符

合溫和多黨制的意義，一個政體中包含了三至五個政黨，彼此之間意

識型態的距離不大，通常對於政治體系的基本原則都有認同感。最大

的特徵包括相關的政黨在選舉中，沒有一個政黨可以在議會中取得過

半數的席位，政府的組成乃是依靠政黨的聯合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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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86 年縣（市）長、89 年總統選舉得票率 

年度 選舉類別 政黨 得票率 備註 

國民黨 42.12％ 
86 縣（市）長 

民進黨 43.32％ 
其中無黨籍有三席 

國民黨 23.23％ 

民進黨 39.11％ 89 總統、副總統 

無黨籍 36.86％ 

 

得票率資料來源：中央選舉委員會 
本研究 

 

 

第二節  台灣政黨政治與政治文化 

 

    本章開始已經對政治文化做過些許討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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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蒙（Gabriel Almond）也認為，政治體系中的個人對於政治事物

有其態度與取向模式。這構成政治行動的基礎，也賦予政治行動的意

義。個人的取向包含認知取向，關於政治現象與信仰正確及不正確的

知識；感情取向則是關於政治現象的情感附著、涉入與排斥的感情；

評估取向指對政治現象的判斷與意見，涉及價值的問題。根據這些取

向的架構，奧蒙（Gabriel Almond）建立三種關於政治文化的類型：1.原

始型政治文化（parochial political culture），2.臣屬型政治文化（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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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 culture），3.參與型政治文化（participant political culture）。另外

當奧蒙（Gabriel Almond）在研究民主政治與政治文化的發展關係時，

提出一種最理想的政治文化類型，就是公民文化（civic culture）28
。以

下除就上述四種類型政治文化進行論述，也將四種政治文化類型表現

在認知、感情與評估取向的行為或強度以表格的方式加以整理（表 3-

3）。 

 

    壹、原始型政治文化 

 

政治體系中的成員沒有明確的政治角色觀念，對體系沒有期望與

評價，不覺得政治體系應顧及其需要，感情上對政治體系沒有交流；

也就是在認知取向、感情取向與評估取向上幾乎沒有任何的感覺，似

乎政治體系的存在與否並不重要。 

 

    貳、臣屬型政治文化 

 

政治體系中的成員已發展出對政治體系的態度，不過成員的角色

是被動、消極而非主動、積極。成員只單純感受到政治體系的輸出項

，對於自己可以主動對政治體系進行輸入，也就是主動參與政治體系

的部分並無意識。在認知、感情取向上只有接收而無互動，評估取向

上則仍然傾向保守無反應。 

 

 

 

                                                 
28

關於奧蒙（Gabriel Almond）對政治文化的概念，請參閱Almond, G. , S. Verba (1965), The civic 
culture: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 an analytic study. Boston: Little, Br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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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參、參與型政治文化 

 

成員對於政治體系在認知、感情與評估取向上都有自己的主觀意

見。因此成員會出現認為自己可以在政治體統中扮演自己的角色，可

以輸入自己的認知、感情與評估給予政治體系，對於政治體系的輸出

項，也會出現徹底接受或是完全排斥的表現，而不再是冷漠或是無動

於衷。 

 

    肆、公民文化 

臣屬型文化與參與型政治文化的平衡，也就是成員對政治體系一

方面支持，但不狂熱支持；一方面批評，但不完全排斥；成員對參與

政治有興趣，但不全心參與，而保有某種程度的冷漠；成員對政治體

系有期望，但不會不切實際的期望；就成員人數而言，有為數不少的

成員參與政治，但也有為數不少的人不想參與政治。對於這種不趨於

極端的政治文化，就稱為公民文化（civil culture）。它不是過於冷漠與

缺乏知識的政治文化；也不是幾近狂熱對政治系統要求過多的政治文

化，這種政治文化的呈現方式也就是我國所稱符合中庸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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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政治文化類型在個人取向上的表現 

 認知取向 感情取向 評估取向 

原始型 

政治文化 
無認知 無感情 無評估 

臣屬型 

政治文化 

單純接受政治體系給予

的知識 

感受到政治體系的

給予，但不會主動

給予政治體系回應

幾乎不表達個人的

價值判斷 

參與型 

政治文化 

對於政治體系的認知有

自己一套的知識，也會

主動提供政治體系自己

的主張 

除了接受政治體系

的感情，也會付出

自己的感情投入政

治體系 

堅持自己的標準，

對於政治體系進行

價值評估，並且提

供給政治體系 

公民文化 
政治體系有期望，但不

會不切實際的期望 

一方面支持，但不

狂熱支持 

一方面批評，但不

完全排斥 

本研究 

 

政治文化既然是政治體系中的成員對政治事務所表現出的態度與

取向，那麼討論政治文化就必須探究它的內涵；也就是成員通常對於

哪些政治事務會表現出一定的態度或取向。這個部分主要包括： 

一、個人對國家的態度與取向，也就是認同國家的與否、願意效

忠國家與自認跟國家有密不可分的關係。 

二、個人對政府制度與政治結構的態度與取向，也是個人對制度

與結構的價值判斷，取決於個人是否能從政治事務中得到積極參與的

機會，也就是政治效能感的問題。 

三、個人對國家政務官或常任文官的態度與取向，關係到個人的

經驗，主要是政務官與文官能否依法行政，不危害人民的權利。 

四、個人對於國家基本政策的態度與取向，指涉國家的基本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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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重要議題，例如種族的認同、發展經濟與注重環保的歧異、甚至是

國家體制或政府體制的問題。 

這些態度與取向通常是透過家庭、學校、同儕團體、工作場所、

大眾傳播媒體、政黨、選舉或是各種政治場合來建立。不過當短暫而

特殊的政治事件或是政治結構的改變，與原本既有的政治文化互動，

產生涵化（accultueation）29
，就會產生政治文化的變遷。 

    政治文化對於政治體系所產生的影響，可以從對政局的穩定、對

體系中政治角色的表現、對政治變遷這方面來討論
30
。 

一、政治文化對政局穩定的影響：當一個政治體系的成員，普遍

對體系的取向都是負面的，那麼這個政治體系的生存能力必然不高，

也有利於野心份子奪取政權。 

二、政治文化對體系中政治角色的表現之影響：當政治體系中的

政治文化尚未完全成為參與型政治文化時，行政官員與民意代表將可

能利用成員對其政治行為不主動積極關心的態度，而採取不負責任與

任性恣意的作為。 

三、政治文化對政治變遷的影響：政治變遷包括政治結構與文化

。 

如果社會與經濟面臨重要的改變，新生代的成員將可能產生新的

觀念，假設這些成員歷經的社會化過程尚為健全，那麼將不會與傳統

全然脫節。不過當新生代的人數達到甚多時，則政治文化也必大幅改

變以符合新的價值觀念。如此政治結構，如政治制度與法律制度不論

是成文或不成文的規則，以及政治程序、政治人事也都必須改變。 

 

 
                                                 
29涵化（accultueation），文化變遷的一種歷程。兩種或兩種以上文化相互接觸、相互影響，便稱

為涵化。 
30呂亞力（1995），《政治學》，台北：三民，頁 384-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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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一黨優勢制時期：臣屬型政治文化 

 

在戒嚴時期，對人民的某些權利施以限制，例如：凍結了憲法所

保障的言論、出版、集會及結社與政治自由。人民在主觀條件上與客

觀條件上都不願意主動積極參與政治體系。在認知取向上，人民不敢

也不願意表達自己的想法；感情取向上即使有反抗拒的心理，也同樣

不敢表現；至於評估取向上囿於法律規範，個人的主張與價值判斷也

顯得不重要；反觀由於社會條件、經濟條件與教育條件，都不足以讓

人民擁有足夠的智識、時間與空間，對政治體系產生回應，讓政黨政

治的體系能夠以一黨優勢制的型態存在。 

 

貳、一黨優勢制到兩黨制時期：臣屬型政治文化到 

參與型政治文化 

 

一黨優勢制有利於政治穩定、人才甄補、政策制定、國家整合與

促進經濟發展，也因為經濟發展的快速，讓人民有時間與空間進行知

識的提升與政治的參與；再加上中壢事件與其他合法政黨外的政治運

動勢力逐漸形成，短暫而特殊的政治事件，與原本既有的政治文化互

動，於是政治文化產生轉變，逐漸由臣屬型政治文化邁向參與型政治

文化。成員對於政治體系在認知、感情與評估取向上都開始有自己的

主觀意見。此時人民認為自己可以在政治體統中扮演自己的角色，可

以輸入自己的認知、感情與評估給予執政黨或是投入給在野黨，對於

政治體系的輸出項也會出現徹底接受或是完全排斥的表現，而不再是

冷漠或是無動於衷。這樣的政治文化也同時促使一黨優勢制的政黨政

治不得不向競爭程度更強烈的兩黨制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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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兩黨制邁向溫和多黨制時期：參與性政治文化邁向

公民文化 

 

過度狂熱與積極的政治文化導致了更多元的意見，也讓更多的政

黨有生存的空間，代表各種意見集合的政黨逐漸在政治體系中平均佔

有一席之地。也因為多黨的出現，導致政局逐漸呈現出不同於兩黨制

或一黨優勢制的穩定。在政局不穩定的情況下，勢必影響經濟與社會

的發展，於是人民開始收斂過度對政治體系狂熱與積極的態度，而逐

漸邁向支持民主政體永久存在的公民文化，適度的支持、關心政治事

務，以更理性的態度面對政黨之間的競逐。 

 

政治文化不是唯一影響政黨政治發展的因素，只是觀察政黨政治

發展的重要參考指標，而且政治文化的成因在不同國家或社會中也會

有不同的發展情形，每一件特殊的政治或歷史事件以及政治結構的改

變，都可能影響政治文化。另外所有政黨政治的分類，也不全然能夠

完全符合上述理論，每個國家有其特殊的歷史發展、國家體制、政府

體制與政治文化，僅能就現有最完善的理論加以檢視與分析，俾盡力

達到解識與預測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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