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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民主立憲國家之政府因立憲政治而成立，由人民所選出的民

意代表組成議會，政府向議會負責。政府代表國家成為統治機關，舉

辦選舉，由勝選政黨依法組成政府，不管政府體制是內閣制、總統制、

委員會制、雙首長制的政府構造，政黨居於其間都扮演穿針引線的角

色。然而國家不等於政府，社會不等於議會，政黨則恰好居於國家與

政府、社會與議會之間，並對法律案的提出及制定、社會價值的權威

性分配有重大的影響，因此也獲得「隱形政府」的稱號。由此可知政

黨在現代政治過程中有具有高度重要性，同時也因為政黨負起聯繫政

府與人民的工作，其組織性質確實不同於一般的私人結社（private 

association），而應被視為公器（public utility），形同準政府機關
40
。也因為

政黨代表的是部分利益的結合，很可能產生偏私，危害大眾權益，因

此對於政黨之組成、追求政治權位的行為與程序，予以進行法制的規

範遂成必要。 

主要民主國家對政黨很少有不以法律加以規範，但形式上規範的

法律位階以及實質上的規範內容強度則有所不同。就法律規範的形式

而言，大致可以分為三種類型： 

第一類是以憲法對政黨加以規定者，如德國、法國以及若干中南

美洲國家。 

第二類是以政黨法對政黨加以規範，例如德國、南韓、阿根廷、

土耳其等。 

第三類是以相當法律位階加以規範，例如日本的「國會法」規定

委員會之選任以「會派」為基礎、公職人員選舉法承認政黨可以參加

                                                 
40葛永光（2000），《政黨政治與民主發展》，台北：國立空中大學，頁 13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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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政治資金規制法規範政黨的政治資金，又如美國以競選經費使

用法規、總統選舉法規、政黨政治活動及聯邦公務人員法規等對政黨

進行規範
41
。這三種法律規範的方式並不全然互相排斥，有些國家兼有

其中兩種，例如德國的國家基本法中已有相關規定，同時又有政黨法

的制訂。 

    我國雖尚無「政黨法」作為政黨內部以及政黨政治的規範，但是

我國在「憲法」及「憲法增修條文」、西元 1989 年大幅修訂的「人民

團體法」、「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以及西元 1993 年訂立的「司法院大

法官審理案件法」、「國家安全法」，明確承認政黨的法律地位，對政黨

做相關的規定（表 6-1）。因此，我國法律規範政黨的形式兼屬上述第

一類型與第二類型。由現行法律體系的討論得知，我國關於政黨的規

範上，憲法以及法律有明顯的落差，即「憲法增修條文」以及釋憲文

都傾向將政黨視為國家的公器，但是「人民團體法」仍將政黨視為一

般人民團體加以規範。這表示從憲法層次對政黨地位的期待和重視，

還有待落實到法律的層次。簡單來說，我國對政黨目前雖然有法律上

的規範，但相關散見於「人民團體法」、「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等法

律，對強化政黨公平競爭、政黨內部民主運作、合理規範政黨之財政

收支等，都有所不足。就上述因素，西元 2002 年內政部向立法院所提

之政黨法草案（附錄九）作為本章的研究基礎，從團體屬性與法律地

位、政黨政治、選舉制度及民主發展等面向，與我國現行法律對於政

黨的相關規範進行論述。 

 

 

 

                                                 
41蘇俊雄、朱志宏、許宗力、吳景芳（1992），《政黨規範體制的研究—從動員戡亂時期人民團體法

政黨規範的檢討，探究政黨立法的需要性及可行性》，台北：行政院政黨審議委員會，頁 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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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我國現行與政黨相關之法律規範 

法律名稱 與政黨相關的規範內容 

憲法 

本文 

第七、八十、八十八、一三八、及第一三九條涉及黨派，

而為直接稱政黨，因此並未直接規範政黨。 

憲法 

增修條文 

1․增修條文第四條第二項規定全國不分區中央民意代表

政黨比例制。 

2․增修條文第五條規定政黨違憲解散制度：「政黨之目的

或行為，危害中華民國之存在或自由民主之憲法秩序者

為違憲」，並得由司法院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將違憲之

政黨予以解散。 

司法院大法官 

審理案件法 

第二條以及第三章為「政黨違憲解散案之審查」，對政黨違

憲、解散有詳細的規定。 

國家安全法 
第二條規定，人民集會結社不得違背憲法或主張共產主義

及主張分裂國土。 

人民團體法 
第九章為「政治團體」專章，規定政黨之組織及活動限制、

政黨推薦候選人、政黨之處分、解散等。 

公職人員 

選舉罷免法 

與政黨較重要相關的規定包括，第三十五條之一，政黨推

薦候選人。第四十五條之二、第四十五條之四與第四十五

條之五，對政黨經費來源限制、政黨競選費用補貼、公平

使用媒體。第五十一條之一，對政黨競選活動之規定等。

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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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政黨的團體屬性與法律地位 

 

    政黨與一般社會團體有明顯的不同，首先政黨是政治性的結合，政

治是政黨出現、存在以及活動的唯一理由；其次政黨介入政治是全面

性的，而一般社會團體介入政治則是選擇性的；再者政黨影響政治的

方式是取得權力並且參與決策，達成其政治主張，而一般的社會團體

則是透過前述程序來影響政治；最後政黨必須負起政治成敗的責任，

而其他社會團體則否
42
。經由上述內容，顯而易見政黨雖然是人民自由

結社下的一種團體組織，確實可以界定屬於人民團體法所規範的法人

社團，但其本質卻與一般人民結社的法人團體大異其趣。 

    就上述我國現行法律對於政黨的相關規範，在「憲法」本文、「憲

法增修條文」、「大法官審理案件法」、「國家安全法」以及「公職人員

選舉罷免法」，僅止於規定政黨必須符合民主憲政、不得分裂國土、財

政透明、以及得推舉候選人參與選舉，並未就政黨的法律位階以及團

體屬性給予明確規定，只有在人民團體法第九章政治團體中就政黨的

定位、政黨的法律地位以及政黨之間的平等這些事項加以規範。以「人

民團體法」第四十五條對政黨所下的定義，政黨不過是人民團體下政

治團體中的某一種政治團體。因此，在社團屬性上應為一般人民團體。

其法律地位也等同於人民自由集會結社下所產生的團體，應與一般人

民團體享有同等的權利，並負有相同的義務。但是大多數政治學者對

於政黨所下的定義，政黨是社會結社的一種組織型態，以獲取政府的

權位、達成政治主張、落實政策執行為目的，除此之外平時也必須負

起結合大眾的利益、教育民眾、追求人民共同福祉等備受期待的性質，

因此，將政黨與一般人民團體或政治團體等同視之，實屬不當。而且

                                                 
42任德厚（1999），《政治學》，台北：自行出版，頁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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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團體偏向私人團體（private group）而非公共團體(public group)。但

是政黨既屬於人民團體，也是一種政治性、公共性的團體，其須立法

加以規範，非視為民間團體採取放任的方式。 

    透過政黨法的實行，確立政黨的法律地位，避免使之成為一半國

家或半公權力的機關團體，不但喪失人民團體或私人團體的性質，也

無法符合政治性、公共性團體的要求。其次將政黨以專法加以規範，

讓現行散於上述法律中與政黨相關的規定更加明確，也更容易讓民眾

瞭解何謂政黨以及政黨在國家與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另外政黨的政

治性、責任性、公共性、開放性和被視為公器，形同準政府機關時，

當以專法賦予明確的國家定位以及法律地位，明列政黨在協助國家朝

向越加成熟的民主政體上應有的表現與作為，避免政黨藉由組成政

府、制訂政策與教育民眾的過程中破壞民主。 

    當政黨法以條文規範政黨需符合民主原則時，也將迫使政黨的組

織運作不得不朝向民主開放。包括政黨內部提名候選人的制度、幹部

的產生、政策的擬定、財政透明化、黨員的權利與政黨領袖的權力等

都會被民眾以相同的民主原則加以要求，對於民主政治的發展實為一

大利器。再者，政黨法同時規範政黨與政黨之間的平等，在公共資源

的使用與分配上受到公平對待，都會有專法專責使其達到政黨之間公

平競爭的環境。另外一種現象，政黨法也可以排除常常使政局出現動

盪的小黨、泡沫式政黨甚至一人政黨，例如德國規定政黨若在六年之

內無法提出候選人名單參與選舉，則將喪失作為政黨的法律地位。而

當下所討論的「政黨法草案」第二十六條也有類似的規定：「連續四年

未召開黨員大會或是黨員代表大會，經主管機關命其召開仍不召開；

或是連續四年為依法推薦候選人參加縣市級以上公職人員選舉，皆視

為解散」，如此一來能更加確立政黨的組織目標，避免政黨的浮濫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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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局的不穩定的元素，也使政黨政治朝向更健全的方向發展。 

有鑑於政黨在現代民主政體中扮演極重要的角色，政黨不僅為民

主政治之必然產物，亦為促進民主發展、保證民主政治成功的重要條

件之一，因此為了確立政黨行事份際、透明政黨財務與建立政黨內部

民主機制，我國實有必要將分散規範政黨的法律加以統整與修改，制

訂政黨法專法確立政黨的法律地位與團體屬性，協助國家與社會朝向

民主政治的成熟邁進。 

 

 

第二節  政黨與政黨政治 

 

    「政黨」（party）一詞存在已久，但在十七世紀之前它並非重要的

政治語言。政治學上有一說，英國於十八世紀開始實行政黨政府，惟

當時「政黨政府」的詞義仍模糊不清。但另一說則認為英國當時所實

行的並非政黨政府，而是責任政府。不論如何，「政黨政治」乃是近代

的產物，而隨著民主政治愈臻成熟，政黨政治運作也趨於頻繁活絡。

西元 1989 年我國於「動員戡亂時期人民團體法」增訂「政治團體」章。

西元 1991 年 5 月 1 日，政府宣布終止動員戡亂，回歸憲政體制，立法

院乃於西元 1992 年 7 月 3 日將該法更名為「人民團體法」，第九章「政

治團體」對政黨的資格、設立、運作原則及財務等加以規範及管理。

另在「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中對於政黨參與選舉也訂有規範的條文。

由於民權愈受重視，人民對民主政治品質的要求日益提升，建立一套

完整制度的需求相應而生，遂有一系列的陽光法案提出，「政黨法」係

其中之一，藉由專法制訂定，以使政府與政黨運作能更廉能、公開，

並規定政黨政治之競爭機制，以促進各政黨的公平發展與合理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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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民主政治正常發展，鞏固民主憲政。 

    雖然許多學者認為政黨政治的發展與選舉制度的關係更為緊密，

但是政黨乃政治性之組織，透過選舉取得政權，即能掌握國家政策決

定權。為確保民主之憲政秩序，政黨內部之組織與運作，自應依循民

主原則之規範，例如「政黨法」草案第五條：「政黨之組織運作，應符

合民主原則。」。由此可見，如果有政黨法將政黨的內部民主加以確立，

不僅可以防止極端性政黨或是共產主義政黨的出現，也能避免這些政

黨取得政府職位擬定政策讓國家社會的發展與脫離民主政治的軌道，

與民主政治相悖而行；尤其我國現行對政黨的規範分散在各法，對於

執行上必有不便之處，加以我國個別政黨的發展受到歷史因素以及政

治環境的影響，在立足點上相當不平等，也導致政黨之間的互動與政

治協商的過程往往無法達成共識。尤其在國家認同、族群意識等可能

導致國家分裂的議題上一直無法取得共識甚至和平的溝通方式，如果

能透過政黨法明列政黨平等原則，如「政黨法」草案第六條：「政黨有

公平使用公共場地、大眾傳播媒體及其他公共給付之權利。」，及第十

五條：「政黨不得在機關、法院、軍隊或學校設置黨團組織。」，或是

第十七條：「公務員及教育人員不得於工作時間、場所或運用公有資源

從事政黨活動；依憲法或法律規定必須超出黨派以外者。」。在法律確

保行政中立、落實軍隊國家化，建立一個政黨可以公平競爭的環境，

那麼政黨政治或許將出現良好的互動關係，進而穩定國家的政局，增

進人民的福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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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政黨與選舉制度 

 

    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第二項明列：「立法委員僑居國外國民八人、

全國不分區四十一人，採政黨比例代表制選出之。」，以及「公職人員

選舉罷免法」第三十五條之一規定政黨得推薦候選人、第四十五條之

二、第四十五條之四與第四十五條之五，對政黨經費來源限制、政黨

競選費用補貼、公平使用媒體以及第五十一條之一，對政黨競選活動

之規定，都可以顯示提名候選人參與公職人員選舉，毋寧為政黨之最

重要的任務，但是上述相關法律卻未對政黨之提名制度有何規定。如

果依照政黨之提名制度、決策模式與幹部之產生方式，三者共同構成

政黨是否民主化的指標
43
，則關於提名制度必須遵守民主原則，由黨內

意見民主地推薦候選人，實有必要予以法制之。 

    人民團體法第四十九條雖規定：「政治團體應依據民主原則組織與

運作，其選任職員之職稱、名額、任期、選任、解任、會議及經費等

事項，於其章程中另定之。」，但是觀察國內兩大黨國民黨與民進黨所

舉行之候選人提名程序，賄選、規劃人選、人頭黨員等爭議時有耳聞，

所以對於政黨提名過程中民主形成之保障，例如初選制度應經由黨員

或黨代表大會同意等，應由專法直接規範，以防止政黨領導人或幹部

的操縱或專權
44
；尤其在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及第二條，就國民大會代

表及立法委員之選舉，引進「政黨比例代表制」，為確保「政黨代表名

單」係由黨員自由、民主地形成，則關於提名程序之基本原則，例如

強制規範政黨之提名過程或提名名單應由黨員或黨員代表決定，更有

其必要以政黨法規定。 

                                                 
43林嘉誠（1989），〈兩黨初選及對政黨結構的影響〉，《國家政策季刊》，第 3 期，頁 6 以下。 
44德國將政黨提名選舉人之制度規定於聯邦選罷法，其中關於政黨提名選舉人或政黨名單，皆應經

由黨員或黨員代表大會決議。參閱許慧明（1984），《西德國會選舉中政黨提名之法律規範》，國立

政治大學法律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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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提及的是黨內的提名制度與選舉制度，雖然政府職位或民意

代表的選舉制度、選區劃分會影響政黨求生存的社會空間，例如比例

代表制有利於出現多黨型態的政黨政治，不同的選舉制度或形成不同

的政黨體系型態
45
，但與政黨法的立法需要性無直接相關。因此，本文

將不針對這個部分討論。 

 

 

第四節  政黨與民主發展 

 

    人們所熟悉的民主（Democracy）一詞，就是古希臘政治經驗的產

物。在城邦時代，希臘思想家看到許多不同的政治秩序，於是常識加

以分類。以統治者之多寡來分，認為一人統治者為君主政體，少數人

統治者為貴族政體，而多數統治者為民主政體。近代意義的民主思潮，

始於民族國家興起之初。當時各地宗教改革風潮，不但挑戰既有宗教

權威，同時也抗拒不當統治權力，於是民主思想乃藉反抗暴政的論點，

發揮其相對的權利義務觀念，重新界定何為合理之政治秩序。十七世

紀以後，民主價值信念真正成為激烈潮流者，最先有英國光榮革命，

繼而美國獨立建國，再至法國大革命狂潮爆發。於是民主思想成為一

種普遍政治信念，一發而不可扼阻。在二十世紀，民主思想的另一重

大變化，無寧在於民主思潮的普遍化與世界化。此時民主不僅是西方

世界的觀念與制度，也贏得西方以外世界的重視，激發出各種強調民

主與人權價值標準的國際規範建立活動。 

    瞭解民主思潮的發展後，我們必須進一步討論民主思潮在政治上

表現的意義與特徵。民主政治是一種以民主的方式來影響政府活動的

                                                 
45選舉制度與政黨制度的研究，請參閱彭懷恩（1991），《政治學》，台北：風雲論壇，頁 20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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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度，尤其是政策制定的過程。所謂的民主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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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參與政府決定過程。於是，政黨成為民主

政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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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學家蘭尼（Austin Ranney）給了民主政治一個定義：「民主政治

是一種依人民主權、政治平等、大眾諮商及多數統治等原則所組成的

一種政府類型。」
46
，因之，民主政治必須包含人民主權、政治平等、

大眾諮商、多數統治的原則
47
。薩孟武教授也指出民主政治的三大特徵

就是民意政治、法治政治、責任政治
48
。民主政治必須經由大眾諮商以

及多數同意的原則來實現，因此為了實現民意政治，就有了代議制度

與多數決的方式，也間接促使了政黨的出現。再者為確保人民的意志

與權利不被國家或政府剝奪，於是以法律來規範政府行為，法律的制

定就經由選舉產生的民意代表，表達人民的意思制定法律，同時也讓

政黨可能成為是一個擁有決定法律或是政策的角色。當政治作為不合

於民意時，或是政府作為不合法時，政府必須負責，此時代表民意的

議會機關可以迫使政府辭職，就是所謂的政治責任。 

    由上述對於民主政治的陳述，政黨在其中扮演了民意匯集、民意

表達、民意執行以及行為必須合法負責任的角色，可見政黨在現代國

家與人民之間的重要性。如果一個政黨本身就不合乎法律規定，亦或

法律未規定其權利義務時，那麼政黨的作為將有可能損害民主的發

展。尤其當政黨本身內部的組織與運作不符合民主的原則與意義時，

遑論其在取得政府權位後，能以民主的原則制定政策、以合法的作為

                                                 
46Ranney, A. (1971:229), Governing: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47紀俊臣（1978），《法政論衡》，台北：馬陵，頁 28-30。 
48彭懷恩（1999），《進階政治學Q＆A》，台北：風雲論壇頁 9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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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信於人民。因此，訂定專法明確規範政黨的組織與運作及相關作為

確保政黨的民主性，在追求民主發展的國家中實為重要的課題。 

 

我國民主政治日趨成熟，政黨在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日益重

要；尤其在歷經政黨交握政權的過程後，任何政黨內部的運作都可能

對公眾福祉造成影響，因為政黨的運作實攸關民主政治的成敗至鉅。

儘管自西元 1987 年政治改革以來，關於是否應制定出一套規範政黨的

法律，或應如何制定出可以增進政黨政運作的法律，可以說有過相當

多的討論與爭議。但是就我國現行法律對政黨規範的不足以及零散，

都可能成為阻礙我國民主政治的發展。因此，制定政黨法急迫與需要

不言可喻。綜合上述論點，再回顧關於政黨組織體系之建構模式，在

實行政黨法之後，由於對政黨內部組織與運作可以明確規範民主原則

並且依法行政，政黨的組織設計原則上將不允許極權主義或是集權的

政黨領袖出現。政黨必須透過基層黨員意見的同意並且符合政黨法的

規定達成政黨內部的共識與組織運作，就這個部分而言，極權型政黨

將可能轉向有限型政黨，對於黨員的控制程度勢必減弱，讓黨員有更

多的時間與空間，對於其所屬政黨進行反省與思考的行為。 

    再者，為在開放中的民主社會與其他政黨競爭，在黨員的吸收採

取重質不重量的幹部型政黨，必須爭取更多民眾的認同與支持，開放

吸收更多的黨員，逐漸轉向群眾型政黨。同樣的情況，以社會團體為

一個單位加入某一個政黨的間接型政黨，除了顧及原有特定屬性黨員

的利益之外，也需爭取大多數人的認同，以利其在選舉中獲得更多的

選票支持，將轉型為直接型政黨，開放以個人身份加入其組織。最後，

政黨法的實施讓所有的政黨雖然無法在起跑點上平等，卻享有同等的

權利與義務。因此，外造政黨的競爭力可以提升。而內造政黨再將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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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設定於選舉之餘，也同樣必須在平時宣導其政治理念、關心社會議

題，爭取更多選民的認同。可以確定的是，政黨法的實施，必然使政

黨的組織設計趨向更開放、更多元、更民主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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