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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第一次政黨重組：一九七七年至一九九三年 

 台灣的政黨政治起步較晚，至今也不過將近二十年的時間。我國自一九五Ｏ

年即開始舉辦地方自治選舉，及至一九六九年始擴大到中央公職人員增補選舉，

雖使國民黨的威權統治在經濟穩定成長的七Ｏ年代，也有了朝向自由化方向的改

變趨勢，但其變化腳步仍是緩慢的，嚴格來說，在一九八六年以前的政黨體系，

基本上是國民黨一黨獨大的局面，即使法律上存在著民社黨與青年黨，但若根據

Sartori 對政黨的定義，此兩者根本未能稱得上是相關性政黨(relevant party)，因

此許多人譏之為花瓶政黨。在此非競爭性政黨體系時期，由於國民黨政府一手掌

控黨、政、軍、文化、社會等從上而下之各個層面，以致當時的選舉競爭僅是國

民黨為取得其執政正當性之一種工具，雖然無黨籍(黨外)人士在當時已有相當之

組織，但其仍無法與國民黨有平等競爭的實力。 

 而一九八六年九月二十八日，民主進步黨(以下簡稱為民進黨)的成立，不但

讓台灣反對運動邁向新的里程碑，更讓我國政黨政治發展向前跨了一大步，因為

在黨禁開放後，社會上紛紛出現許多政黨，但僅有民進黨是可以通過選舉考驗的

相關性政黨。成立之初的民進黨，主要以國會全面改選、解除黨禁、廢除臨時條

款、解除戒嚴，以及召開國是會議為主要訴求，由於當時在經濟與教育水準紛紛

提升的環境下，民眾對於民主政治的實施更是引頸期盼，因此甫成立的民進黨即

在年底的增額立法委員選舉中，獲得百分之二十二的得票率，而發展到一九九二

年的第二屆立委選舉，竟已有了超過三成的得票率。從民進黨的支持度與得票率

看來，可以說我國的政黨體系已經從原有的一黨獨大，邁向兩黨競爭的模式，第

一次的政黨重組於焉出現。本章就是要將我國第一次出現的政黨重組現象作一描

述與分析，第一節先要了解我國於解嚴前的政黨體系；第二節則是針對我國的反

對勢力從「黨外」走向民進黨之過程作一說明；在第三節則是要分析我國的政黨

重組現象之所以發生的主要因素，此為本章重心所在。最後在第四節的結語中，

要以此一時期的各項選舉結果，說明本時期政黨重組現象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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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解嚴前的政黨體系 

無論是稱為「一黨獨大制」(dominant one-party system)，還是「霸勢一黨制」

(hegemonic one-party system)，解嚴前的台灣政黨體系在我國學者的分析中，皆

非如中國大陸、前蘇聯和東歐共產國家般的一黨制。我國此時的政黨體系基本上

具有幾個特徵：一、這段時期的台灣政黨體系，在法律層面上存在著一個大的執

政黨(中國國民黨)，和兩個小的在野黨(中國青年黨、中國民主社會黨)，但在實

質意義上，青年黨和民社黨的存在，僅具有「模擬式」政黨市場的功能，其無法

對國民黨發揮有效的制衡力量，在選舉中的力量甚至遠不及無黨籍的獨立人士，

更有甚者，許多該兩黨的候選人寧願放棄所屬的政黨標誌，而以無黨籍登記參選

(朱雲漢，1979：40)。二、這個政黨體系是具有意識形態的，而這個意識形態就

是國民黨所尊奉的三民主義。三、長時期的戒嚴狀態使公民的各種政治社會權遭

到凍結或壓縮。除此之外，國民黨改選雖然以黨國體制掌握著國家機關與社會，

但是它在意識形態與實際政策上容許且鼓勵私有經濟的發展，也有著定期舉行而

且逐步由地方層級開放至中央層次的各項選舉，反對勢力雖然無法公平地與國民

黨競爭，但這些選舉仍提供了有限的政治參與機會，所以學者皆未將解嚴前的台

灣政黨體系完全視為毫無競爭的一黨制。 

這段由國民政府自大陸播遷來台，到一九八七年宣布解除戒嚴將近四十年的

日子裡，台灣政黨體系的發展可以大致分成兩個時期：一九七七年以前的「國民

黨獨大壟斷的時期」，與一九七八至一九八六年的「黨外挑戰國民黨的時期」(劉

義周，2001：93)。 

壹﹒國民黨獨大壟斷的時期(一九七七年以前) 

直到一九七七年「黨外全島串聯」之前，國民黨政權從來沒有遭遇來自台灣

內部有組織的政治挑戰。在此期間，國民黨藉由威權體制的手段結合「黨國」的

特性，在政治、文化、軍隊、及社會系統等方面進行嚴密的控制，使得反對勢力

無法有組織的出現與成長，國民黨亦藉這些手段壟斷主要的資源。由於在大陸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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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黨鬥爭失利的經驗，使得國民黨在此時其對任何政治反對勢力，具有高度的

警戒與排斥。而一九四七年「二二八事件」的強力鎮壓與之後的白色恐嚇，令台

灣民眾不願公開談論政治，視政治為畏途，而台籍菁英要進入國民黨所主宰的政

府核心機構也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國民黨在經歷一連串的政策措施與軍事挫敗

後，為了穩固與強化其在台灣地區的威權統治，於一九五Ｏ到一九六Ｏ年代之

間，乃刻意將反對運動的選舉競爭，侷限於地方政府的層級，其主要目的不外在

透過制度化的地方性選舉競爭，一方面紓解一般民眾政治參與的需求，並緩和菁

英之間政治對立的緊張關係，以增強國民黨一黨威權統治的合法性，另方面則是

更有計畫的拉攏各個社會勢力，進而達成有效的社會控制(黃德福，1994：202)。

此種一黨獨佔政治資源的心態推行到極致，甚至不能夠容忍同一政黨內的不同聲

音，深怕此種黨內的異議之聲將動搖到其絕對優勢的地位，如一九六Ｏ年由雷震

為主籌組「中國民主黨」事件被捕，即使連青年黨及民社黨這些既有的政黨，想

要發展黨務也不被允許，最後終於導致這兩個政黨名存實亡，此些事件充分反映

出國民黨企圖獨占政治權力的企圖。既然連同黨內的異議份子都無法容忍，則要

國民黨之外的反對勢力可以成長，乃是緣木求魚。 

一九七Ｏ年代初期，持續外交挫敗所引發的合法性危機，促成台灣地區威權

政體的逐漸鬆動，國民黨不得不向內尋求統治合法化的機制，讓威權統治更依賴

於具有合法化功能的選舉競爭，除了繼續舉辦地方選舉外，另外更局部開放中央

民意代表選舉(黃德福，1994：202)；國民黨此一措施倒是提供了反對勢力發展

的空間。自一九七二年開始，雖然國民黨的得票率大致都維持在七成左右的優勢

地位，但非國民黨勢力在早期國會(國民大會與立法院)選舉中，大致上皆已有百

分之二十五至三十五的得票率。然而，雖在整體得票率有將近三成以上的表現，

但反對勢力的成長卻相當有限，而造成此現象主要有兩個因素：首先，即使反對

勢力在選舉中獲得三成左右的支持，卻因為選舉制度的作用，而無法反應在議會

的席次上；此種得票率與席次之間差異，給予國民黨在國會中更大的優勢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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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勢力要想對國民黨作有效的制衡乃是相當困難之事。而導致反對勢力無法持

續成長更主要的原因，則是其缺乏正式的組織。當時反對勢力的組成，主要來自

個別的獨立人士，這些獨立人士通常有很強的地域性，卻無法串連成有組織的勢

力團體，他們只是在所屬區域內與國民黨單打獨鬥，雖然他們的共同點是與國民

黨競爭，但彼此間並無橫向的聯繫，再加上本身意識形態及對政治行動策略的差

異，即使在個別區域受到相當的支持，卻只是一種個人性與地域性的現象，並常

隨著人物的消逝而中斷影響力。 

這些因素使得國民黨以外的反對勢力集結屢屢受到壓抑，更遑論是組成政

黨，因此台灣遲遲無法形成有效的政治抗衡力量。然而，此種狀況自七Ｏ年代中

期以後，有了重大的轉變。在一九七七年舉行的地方選舉中，反對勢力的兩位代

表人物，黃信介與康寧祥，首次嘗試串聯全島的反對力量，企圖整合反對人士的

選舉策略，此種舉動不僅使反對勢力在該次選舉贏得更多的選票與議席，更重要

的是，此項舉動乃是繼雷震因企圖組黨而入獄後，十七年來反對運動組織化的再

嘗試，唯一不同的是此次並無以「政黨」之名稱進行。同時，雖然黃、康二人並

未刻意以「黨外」作為反對勢力共同之標籤，但此時大眾媒體卻已經開始以「黨

外」之名稱來指涉這些反對勢力；因此，自一九七七年起，「黨外」一詞逐漸取

代廣義的反對勢力。 

貳﹒黨外挑戰國民黨的時期(一九七八～一九八六年) 

受到一九七七年縣市長與省議員選舉大勝的鼓舞，黨外的政治人士開始積極

地展開組織性的選舉串聯，並隨著選舉次數的增加，用各種不同的名稱進行整

合，以累積和國民黨從事選舉競爭的實力(見表 3-1)。這些組織雖然無政黨之名，

在剛開始亦僅強調選舉時期的結合，但是其功能隨著選舉而逐次擴大，到一九八

一年已開始進行黨外候選人的推薦工作，一九八四年的「公政會」及其分會已開

始有系統的進行人員甄用與訓練，而在選舉過程中，也已類似正式的政黨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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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黨外勢力前後所使用之名稱表 

年份 (選舉) 黨外勢力之名稱 選舉得票率 

1978 年 台灣黨外人士助選團 –– 

1980 年 (增額立委選舉) 中央民意代表選舉黨外候選人聯誼會 8.3% 

1981 年 黨外推薦團 16.7% 

1983 年 (增額立委選舉) 黨外編輯作家聯誼會(編聯會) –– 

1984 年 
黨外公職人員公共政策研究會(公政會) 

＊黨外至此出現常設組織 
–– 

1985 年 黨外選舉後援會 –– 

     資料來源：1.黨外名稱：游清鑫，「台灣政黨競爭及體系之變遷」，《政治學報》，1995 年 

2月，第 25期，頁 189。 

                2.得票率：徐火炎，《台灣的選舉與社會分歧結構—政黨競爭與民主化》，1998

年 11月，第 5卷第 2期，頁 139。 

  

除了組織結構的改變之外，黨外亦利用選舉期間針對國民黨控制社會的現

象，進行嚴厲的攻擊，主要的焦點則在於批判國民黨為外來政權、國會的全面改

選、黨禁解除、廢除臨時條款及解除戒嚴。基本上這些訴求是針對國民黨威權體

制的抗爭，尤其是國民黨黨國結構的不合理性。由此可見，此時期的朝野競爭，

在某種程度上具有啟動我國政治民主化的意義，意即黨外勢力藉由批判國民黨而

贏得民眾的支持，同時亦壓迫國民黨進行政治改革。 

 為了因應黨外勢力日亦增強的挑戰，國民黨採取一些強化其統治合法性的措

施，一方面增加中央民意代表選舉的名額，一方面則拔擢台籍菁英進入政黨與政

府的決策系統，尤其在蔣經國擔任行政院長以後，無論是內閣或是中常會，更多

的本省籍人士被吸納入國民黨的決策過程中。同時，在蔣經國出任總統後，又晉

用本省籍人士出任副總統，及監察院及司法院院長。當然，國民黨容許更多的政

治參與管道，除了因應社會期望外，也同時屆由逐漸開放中央民意代表選舉的措

施，促使反對勢力將朝野競爭的場合集中在選舉過程與國會中。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了解到，這個時期的黨外，不但經過一次次的選舉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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串聯而不斷成長，更已經發展成類似「準政黨」的組織，即它所發揮的組織、提

名與輔選等功能，基本上已經和一般的政黨無異。不過，由於戒嚴狀態依舊存在，

黨外勢力與國民黨在選舉種雖有競爭，但「公平」競爭尚未得到保障，這些選舉

皆非公平的競爭性選舉，黨外勢力並無法對國民黨的優勢地位構成實質挑戰，因

此這段至解嚴之前的時間，可以說是台灣競爭性政黨體系的醞釀期。雖然如此，

但在這個時期，國民黨對社會的掌控能力已有逐漸轉弱之趨勢，在選舉中也屢次

面臨黨外候選人嚴厲的挑戰，反對運動則取得更多的政治空間，蔣經國晚年，要

求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的呼聲四起，此時國民黨內的開明派也已抬頭。一

九八六年三月以後，國民黨高層領導人組成小組，審議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

禁、地方自治法制化、中央民代全面改選等重大議題，除了在中央民意代表改選

上無定論之外，其他議題都獲得共識。所以民進黨在一九八六年九月二十八日的

組黨，雖然早於正式開放黨禁，但因政策趨勢已經明顯，獲得蔣經國的諒解，並

未受到阻攔，這可以說是台灣政黨發展史上一件大事。此後政府順應時勢，於同

年十月宣布開放黨禁報禁，最後甚至成立了新政黨，霸勢一黨(權威一黨)體系慢

慢地向競爭性政黨體系蛻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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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民進黨成立前之相關政治事件簡表 

1947.02 「二二八事件」，台灣本土社會領導階層凋零。 

1947 「中國民主社會黨」成立。 

1947.12.25 中華民國憲法正式施行。 

1948.04.18 完成「動員戡亂時期臨時條款」。 

1948.05.10 明令公佈「動員戡亂時期臨時條款」。 

1949.05 台灣實施軍事戒嚴體制。 

1949 國民黨政府剿匪失敗撤退來台。 

1960.09 雷震等籌組「中國民主黨」失敗。 

1977 中壢事件。 

1979 美麗島事件。 

       資料來源：齊光裕，《中華民國的政治發展 民國卅八年以來的變遷》，揚智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6 年。 

         作者自繪。 

 

第二節 競爭性政黨體系的來臨(一九八七年以後) 

 一九八六年九月二十八日，黨外人士宣布成立民主進步黨(民進黨)，並緊接

著參加年底的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雖然民進黨其實直到次年才具合法之地

位，但在一九八六年的增額立委選舉中，黨外人士在形式上已經正式結合在一個

共同的政黨標籤之下。要特別說明的是，由於反對陣營獲得持續且穩定的群眾支

持，使得國民黨無法忽視其背後的支持基礎，且一九七九年鎮壓黨外運動的經驗

顯示，採取鎮壓手段所造成的社會不安、極化和國際形象的損害，其代價將比容

忍大太多，因此針對黨外人士組黨的舉動，國民黨並未用暴力手段壓制。在外觀

上，民進黨的成立似乎使我國進入了兩黨競爭的時代，當時有許多媒體皆將同年

十二月的大選，視為是我國走入政黨政治的開端。然而，若從民進黨甫一成立，

就認為台灣馬上處於政黨政治的時代，其實並不盡然，這是因為民進黨在剛成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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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種種基於戒嚴令之禁制尚未解除，民進黨實質上並沒有擁有平等競爭的基礎

(曾如美，2000：53)。 

 民進黨的成立，驅動著當時總統蔣經國認真考慮進行政治自由化，促使蔣經

國最終選擇了「自由化」，適度地開放權力給社會，開始發動一連串自由化的政

治改革，如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恢復言論、出版與集會的自由，以及開放

民眾至大陸探親等措施，相繼地實施。須補充說明的是，一九八七年在總統蔣經

國的主導下，陸續釋放多位美麗島事件受刑人及其他政治犯，並自同年七月十五

日開始解除戒嚴，使人民基本的政治結社與言論自由得以伸張，這不但是我國走

向民主時代的第一步，同時也讓民進黨在法律上成為真正合法的政黨。 

黨禁初開時，國民黨還能維持一黨獨大的局面，但很快的，這種優勢就逐漸

被侵蝕，不久，民進黨對國民黨獨大的局面就構成了威脅。其所以如此，原因有

二：其一是民進黨自身的努力拓展。民進黨在組黨之後，直到一九九二年十二月

立委選舉一舉攻下五十席之前，在立法院議席都極為有限，所以在黨內路線之爭

中，群眾路線都勝過議會路線；在群眾路線引導下，民進黨藉由製造議題，發動

街頭群眾抗爭，雖然造成社會動盪，人心不安，但透過以「民主化」包裝的議題

訴求，確實為民進黨累積了不少民意支持。第二個原因，在開放黨禁後，即使民

進黨獲得承認為合法的反對黨地位之後，兩黨的競爭仍是處於不平等的狀態，原

因即出在國民黨以「法統」為名，不需經過改選的終身職中央民代之數量遠超過

增額改選者，在此情況下，民進黨縱使拿到全部增額民代的席次，在國會中仍處

於弱勢(曾如美，2000：55)。直到一九九Ｏ年三月學運發生時
3，在媒體大幅報導

 
3 發生自一九九Ｏ年三月十六日起至一九九Ｏ年三月二十二日結束，又稱台北學運或野百合學

運。一九九Ｏ年資深國代開會時自行提高出席費，決執延長任期為九年，讓國人普遍認為國代嚴

重擴權，在此情形下，三月十六日下午，一些學生前往中正紀念堂靜坐抗議，揭開三月學運之序

幕。在該次運動中，人數最多時曾經有將近六千名來自台灣南北各地的大學生，集結在中正紀念

堂廣場上靜坐抗議，他們提出「解散國民大會」、「廢除臨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以及「政

經改革時間表」等四大訴求。這不但是國民政府遷臺以來規模最大的一次學生抗議行動，同時也

對台灣的民主政治有著相當程度的影響。在該次學生運動後，李登輝一方面依照其對學生的承

諾，在不久後召開國是會議，另一方面也在一九九二年廢除動員戡亂時期臨時條款、並結束所謂

「萬年國會」的運作，台灣的民主化工程從此進入另一個嶄新的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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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波助瀾之下，才形成廣大的民意壓力，讓國會全面改選完畢；而後經由第二

屆國代修憲，不但完成增修十條條文，並終止動員戡亂時期，使我國憲政體制終

於恢復正常，也決議台灣省長及北、高兩直轄市市長於一九九四年底正式由人民

直選產生。至此，台灣政黨體系從解嚴前局部競爭的霸勢一黨(威權一黨)體系，

邁向競爭性政黨體系的時代。 

 

表 3-3：民進黨正式成立後於各項選舉中之得票率統計表(1986～2004 年) 

選舉時間 選舉 得票率 當選席次 

1991.12.21 第二屆國大代表 23.24% 66 

1992.12.19 第二屆立法委員 36.09% 50 

1993.11.27 第十二屆縣市長 41.16% 6 

1995.12.02 第三屆立法委員 33.17% 54 

1996.03.23 首屆總統、副總統 21.13% --- 

1996.03.23 第三屆國大代表 29.85% 99 

1998.12.05 第四屆立法委員 29.56% 70 

2000.03.18 第十任總統、副總統 39.3% 1 

2001.12.02 第五屆立法委員 36.57% 87 

2001.12.02 第十三屆縣市長 45.27% 9 

2004.03.20 第十一任總統、副總統 50.11% 1 

2004.12.11 第六屆立法委員 35.72% 89 

      資料來源：中央選舉委員會與國立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作者自繪。 

       說明：民意代表席次包含不分區。 

 

第三節 第一次政黨重組發生原因 

 我國此一時期政黨重組特徵，為「由一黨獨大轉變成為兩黨競爭」，且「競

爭型態漸形穩定」。由本章之分析，我們可知造成此現象之發生，以當時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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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因素」以及「選民政黨意識形成」為主要原因：由於「制度」的形成與改變，

讓民進黨的誕生於法有據；而「選民政黨意識」形成，則使民進黨於選舉中累積

了與執政黨分庭抗禮之實力。其中，「選民政黨意識」產生，有著前後期不同的

議題焦點。 

壹﹒選民政黨意識 

 許多研究與調查都顯示，我國選民在民進黨成立後，逐漸產生黨派意識，心

理上認同於某一政黨的人數有增加的趨勢，不但如此，從上述對選舉結果的描

述，我們更可以發現選民對於民進黨的支持，更顯現出穩定的成長。當時的國民

黨與民進黨，是以「民主問題」區隔政治市場，即民進黨主張大幅度迅速的民主

改革，而國民黨則在安定的前提下，主張緩進改革，在此情形下，我們可以推論，

對「打著民主改革口號」的民進黨支持穩定成長，正表示著我國選民對於民主價

值取向有了正面增強趨勢，此一對民主改革的支持與需求，不但反應在民進黨於

各項選舉得票中，相對地也使民進黨於進行民主訴求行動中表現的更為賣力，執

政的國民黨面對此一要求改革浪潮，也不得不隨之進行黨內調整，以及制度上的

制定與改變。在國、民兩黨對於民主改革都有了共識與支持後，被民主問題區隔

的國民黨與民進黨，到了第一次政黨重組發展的後期，在意識形態上又產生了新

的議題相競爭對抗。 

前面曾說明，自一九八九年到一九九二年立委選舉，選民就政黨的偏好與對

投票選擇均有增加，對民進黨的偏好穩定成長，而對國民黨的疏離與不滿亦增

加；但從表 3-3中可以發現，此現象在一九九一年的第二屆國大選舉上卻有了不

同結果。究其原因，除了與政黨形象有關外，在二次國大選舉中，選前民進黨確

立「台獨黨綱」，並首次正式高舉「台獨黨綱」參選，是改變民進黨得票逐年增

加現象之主因，其得票率跌到百分之二十三，國民黨得票則成長到了七成二。此

一現象顯示出，民進黨到了第一次政黨重組後期開始以「台灣獨立」作為其與「主

張統一」的國民黨之間的區隔點，統獨問題自此而後成為我國選舉中的主要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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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雖然於九一年國大選舉中，民進黨「未因其利，反受其害」，得票率因此減

少，但其減少的幅度並不大，仍有兩成以上的支持率，且隔年的立委選舉更一舉

突破了三成大關，由此可見，當時我國選民對於號召台獨的民進黨雖心存質疑，

但此影響仍不足以解構民進黨，從日後的實際發展，更可看出採取台灣獨立之意

識形態，對民進黨而言是存在著政黨利益的(見下章)。 

貳﹒制度因素 

(一)選舉全面開放 

威權體制的成功轉型，有賴於選舉競爭的持續進行。一個威權統治下的選舉

競爭，不論是全國性或地方性的、全面性或局部性的，即使威權政體的統治當局

設定嚴苛的限制，均足以提供反對運動組織與動員的有利機會。前曾提及，一九

七Ｏ年代，國民黨為了尋求統治合法基礎，不得不在政治上進行「本土化」政策，

加上資深中央民代的快速凋零，於是自一九六九年起局部開放中央民代選舉，採

用增補選方式來增加新的國會代表(陳佳吉，2003：47)，反對運動就是在這一背

景下得以發展。透過定期的競選活動，反對運動藉著草根性群眾組織的建立與擴

張，結合反對陣營中的政治精英與支持群眾，挑戰威權政體統治權威的合法性；

而反對運動與威權統治當局間持續的選舉競爭，由於提供反對運動合法參與和競

爭的制度化管道，更促成了威權政體邁向政治民主化；民進黨就是在這樣的情況

下誕生了。 

(二)解除戒嚴 

我國為因應當時的戰爭狀態，而於一九四八年十二月十日發布戒嚴令。實施

戒嚴，對於穩固我國內部安定或許具有正面意義，但卻也對民主政治發展產生不

利之處，尤其因為戒嚴而限制了人民集會、遊行與結社的自由，更使許多知識份

子不滿，因此從一九七Ｏ年代末期，一些非國民黨的參選人即以「解除戒嚴」作

為其參選政見，到了民進黨的成立，更以其作為主要訴求。最後，政府迫於人民

期待壓力，也為了跟上政治民主潮流，蔣經國宣布於一九八七年七月十五日起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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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戒嚴，為開放政黨競爭創造一個有利的環境。由其一九九一年四月二十二日第

一次修憲時賦予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制度的法源，使得政黨參與選舉競爭的舞台更

為寬闊(陳佳吉，2003：412)。 

(三)李登輝繼任後的改革 

民進黨成立後，接續黨外時期對民主改革的一連串訴求，加上與執政黨抗衡

的政治實力日漸累積，終於迫使執政黨作出許多制度上的變革：除了一九八七年

七月，蔣經國宣布解除戒嚴，並開放黨禁、報禁以外，李登輝就任總統以後，政

府修訂了「人民團體組織法」、「集會遊行法」，並於一九八九年一月公佈實施，

此後我國的政黨如雨後春筍一一出現；一九九Ｏ年「三月學運」後，為了落實對

學生的承諾，不久後即召開國是會議，並於一九九二年廢除動員戡亂時期臨時條

款，結束戒嚴統治；為結束「萬年國會」現象，除了於一九八九年一月二十六日，

正式三讀通過「中央民代退職條例」，並於一九九一年全面改選國民大會代表、

一九九二年面改選立法委員，並透過修憲，將監察院改為準司法機關，完成中央

民意代表全面改選；上述在制度上的種種改革，不但為我國政治結構的合理化奠

定了基礎，更為日後的政黨競爭，開拓出一條公平的道路。 

 綜上所述，國民黨開放部分中央民代選舉，加速了反對勢力的集結，民進黨

的成立，象徵著國民黨在政治上支配角色的削弱，而戒嚴令與其他政治禁制的解

除，以及動員戡亂時期的終止，意味著我國威權統治的逐漸瓦解；而隨著選舉競

爭的持續進行，尤其是國會的全面改選，國民黨的相對優勢逐漸喪失，民進黨的

政治實力則明顯上升。這由黨外勢力主導的一連串制度變革，不但開啟我國政治

民主化新頁，更是造就「一黨獨大轉變為兩黨競爭」之我國第一次政黨重組重要

因素。 

第四節 小結—本時期政黨重組之特徵 

壹﹒從選舉結果觀察 

選舉，毫無疑問的是我國現代政黨政治之催生者，在此一時期中，台灣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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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能夠從威權政治體制順利走向民主之大道，定期選舉之實施是一個不可或缺的

主導力量；而選舉不僅僅只是選民表達政治意願、選擇公職人員的一種政治參與

管道而已，更重要的是，其是一種由下而上推動政治變遷的力量。因此，從探討

解嚴前後選民對政黨態度與選舉投票行為，將可以了解我國民主轉型過程中選民

的政黨支持變化，同時也可以進一步觀察我國第一次政黨重組現象之全貌。 

從解嚴前後的各次增額立法委員及國大代表選舉來看，選民的黨派投票結

果，如表 3-4 的數據顯示，「黨外」在一九八Ｏ年中美斷交以後恢復的第一屆增

額立委選舉中，僅獲得不到百分之十的選票，然而，隨著「黨外」勢力逐漸組織

化與共同選舉政見訴求的出現，在一九八三年的增額立委選舉中，得票率則劇增

至百分之十七左右。究其原因，除了黨外勢力已於此一階段逐漸發展成為準政黨

組織，使其行動與訴求對國民黨更加具威脅之外，另一原因則是自一九八四至八

六年之間，發生了許多引起民眾廣泛議論與批評的政治、社會重大問題，使執政

的國民黨威信受到大眾的質疑，於是選民就以其投票行為來表達對國民黨的不

滿。 

 一九八六年十二月增額立委選舉的來臨，為民進黨的宣佈組成催生，甫在九

月底倉促成軍的民進黨，卻也能在同年底的立委選舉中，一舉獲得百分之二十二

的選票支持。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後的一九八九年增額立委選舉，也是民進黨黨

名首次出現在選票中的選舉，民進黨的總得票率達到百分之二十八；而一九九一

年十二月的第二屆國大代表選舉結果，民進黨也得到百分之二十三的選票。由此

觀之，民進黨之得票率呈現出相當程度的穩定性，大致維持於二到三成之間，肯

定其為在野第一大黨之態勢。到了一九九二年的第二屆立委選舉中，民進黨更一

舉突破了三成選票實力之大關，拿下百分之三十一的選票，為不斷要求執政當局

進行改革的民進黨注了一劑強心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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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解嚴前後政黨得票率變化表(1972～1992 年) 

 國民黨 (黨外)/民進黨 無黨籍 

1972 年(國代) 64 -- 36 

1972 年(增額立委) 73 -- 27 

1975 年(增額立委) 78 -- 22 

1980 年(增額立委) 76 (8) 18 

1983 年(增額立委) 73 (17) 10 

1986 年(增額立委) 69 22 8 

1989 年(增額立委) 61 28 11 

1991年(第二屆國代) 72 23 5 

1992年(第二屆立委) 53 31 16 

資料來源：林瓊珠，《台灣政黨體系重組過程之研究：1991 年至 1996 年》，國立 

政治大學政治學系碩士論文，1998 年，頁 26。 

 

從表 3-4中增額立委與第二屆國代的各次選舉來看，國民黨的得票率自一九

八Ｏ年選舉後逐次下降，至一九八九年選舉得票僅六成一，甚至到了一九九二年

的第二屆立委選舉更是跌至谷底，僅獲得稍稍過半之選票；而「黨外」以後的民

進黨在總得票率方面卻逐漸上升，其他黨或無黨籍候選人的總得票率，也在「黨

外」逐漸組織化及民進黨宣布成立之後逐漸減少，甚至在一九九一年底的第二屆

國代選舉中，無法獲得分配不分區比率代表名額之百分之五門檻。從解除戒嚴後

的立委與國代選舉結果，我們可以看出政黨勢力的消長趨勢：一方面，國民黨的

總得票率從一九八Ｏ年至一九八九年的增額立委選舉之間，減少了百分之十三的

得票，民進黨的得票率卻由一九八Ｏ年「黨外」時期的百分之八，增加到一九八

九年首次以黨名競選增額立委時的百分之二十八，得票率增加幾乎達百分之二

十；另方面，無黨籍候選人或其他政黨的得票率，也減少百分之七左右，以一九

九一年第二屆國代選舉的得票率而言，無黨派或其他政黨甚至可以說幾近消失於

我國的政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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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在一九九一年底第一屆中央民意代表(包括立法委員、監察委員與國大

代表)全面退職以前，我國的中央級民意代表選舉結果，不會影響也無關於政府

的重組，只是增額代表的更替而已；就從選舉的結果中，亦可以看出國民黨仍然

是選舉的贏家，得票率的降低只在於說明民進黨逐漸壯大的競爭結果，事實上並

沒有威脅到國民黨的執政地位。然而，若從無黨籍與其他政黨候選人得票率也逐

漸降低的改變來看，解嚴以後政黨在選舉中的勢力消長，可說是朝向兩黨選舉競

爭的方向發展。 

從上述國民黨與民進黨在選舉中勢力的消長趨勢，我們可以看出解除戒嚴前

後所發生的一種「政黨重組」現象。根據 Key 的看法，其運用選民在選舉中黨

派投票總體分配結果之改變，來推測選民對政黨效忠之心理的改變作為根據，將

政黨重組分成兩個類型，亦即「關鍵性重組」與「漸進式重組」(詳細內容請見

第二章)，而由上表 3-3 一九八Ｏ年至一九九一年之間、歷屆中央民意代表選舉

的政黨總得票率變化來看，我們指出國民黨與民進黨在選舉政治中勢力的消長趨

勢，乃是一種持續性的政黨重組現象，即 Key所稱的「漸進式重組」。這種漸進

與持續的政黨重組，與我國的政治從戒嚴而至於解嚴的民主轉型過程，具有密切

的相互影響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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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民進黨歷年選舉得票率趨勢圖(1980～1993 年) 

資料來源：中央選舉委員會。   作者自繪。 

 

貳﹒從選民之政黨認同觀察 

 選民對政黨認同程度的高低，與他們的投票行為具有高度的關聯性，因此政

黨認同也會牽動政黨體系的變化，因此觀察政黨認同的變化，將有助於研究者完

整觀察政黨重組現象。表 3-5即為我國第一次政黨重組時期，選民的政黨認同變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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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選民政黨認同變化表(1983～1991 年) 

 1983 年 1986 年 1989 年 1991 年 

國民黨 38.4 44.6 38.5 47.3 

其他 54.6 47.2 48.9 40.6 

(黨外)/民進黨 (7.0) 8.2 12.6 12.1 

有效樣本數 1647 1359 1301 1618 

資料來源：徐火炎，「民主轉型過程中政黨的重組：台灣地區選民的民主價值取向、 

政黨偏好與黨派投票改變之研究」，《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1992 年，第 

5卷第 1期，頁 234。 

  

從此一時期選民政黨認同偏好的變化中，可以觀察出兩項政黨重組特徵。首

先，從表中「其他」類別的，即沒有政黨偏好或回答不知道的選民比率改變來看，

解嚴前後的政黨重組過程，並不是所謂的一種政黨解組的改變過程，也就是非歐

美社會所發生的一種由政黨解組而導致的重組過程，換言之，這種改變並不是選

民變得越來越不具有原來政黨偏好的心理傾向，而是一種純粹的、不具政黨認同

的選民，逐漸地變成具有黨派意識的政黨組合現象。 

另以不具政黨偏好選民比率從最高的一九八三年，逐漸降到最低的一九九一

年來看，這種趨勢說明兩種現象，除了如上所述的，政黨競爭程度因解嚴與黨禁

的開放而升高，造成越來越多的選民具有黨派性，但不具政黨偏好的選民比率仍

然很高外，另外則可發現，我國解嚴前後的政黨重組過程中，偏好國民黨的選民

減少，與偏好民進黨的選民增加間，所呈現的並不是「零和賽局」競爭，亦即中

間不具政黨偏好的選民增加、或減少對兩黨的偏好，所以導致民進黨或國民黨偏

好者比率的增減，換言之，國民黨與民進黨的選舉勢力消長，主要戰場可能還是

在於中立而不具有政黨認同的選民。這些中立不具政黨認同的選民，自解除戒嚴

以來，已經逐漸被政治化而具有黨派性的發展趨勢；這或許可以看成是，我國的

選民已經逐漸地越來越具有政黨政治與政黨競爭的觀念，而傾向於表達對政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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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上喜好。  

表 3-6：國民黨員與非國民黨員的政黨認同表 

 1983 年 1986 年 1989 年 1991 年 

(1)國民黨員 24.3 9.4 20.8 19.5 

(2)偏好國民黨 38.4 44.6 8.5 47.3 

(3)(2與 1)的差距 14.1 25.2 17.7 27.8 

(4)與黨外、民進黨比 +7.1 +17.0 +5.1 +18.7 

有效樣本數 1695 1430 1301 1604 

資料來源：徐火炎，「民主轉型過程中政黨的重組：台灣地區選民的民主價值取向、 

政黨偏好與黨派投票改變之研究」，《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1992 年，第 

5卷第 1期，頁 234。 

 

另外，表 3-6是針對國民黨與非國民黨員的政黨認同作分析，我們可以發現

在隨機樣本下，國民黨員比例只達兩成，但與偏好國民黨的比例相加總，國民黨

於此時期是最多選民認同的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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