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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論 

我國政黨政治發展迄今雖然僅有短短不到二十年的時間，但從國民黨一黨獨

大、到與民進黨的兩黨競爭、新黨出現後的三黨競爭，一直到目前親民黨與台聯

黨建立後的溫和多黨體制，其當中的變化之大實非少見，而這同時也是我國政治

邁向民主化、多元化的一項證明。本文根據 V. O. Key的政黨重組理論以及我國

迄今的政黨政治體系變化，將我國政黨重組現象分成三個時期，並從各項「選舉

結果」與「選民的政黨認同」的變化，支持每一時期政黨重組現象確實於我國發

生，且每一時期政黨重組現象皆有其特殊性。 

 

第一節 研究發現 

壹﹒我國政黨重組歷程 

 本論文依據 V. O. Key的政黨重組理論研究我國政黨制度發現，我國迄今一

共出現了三次的政黨重組現象：自黨外勢力形成、民進黨成立，並獲得穩定成長

的選民認同與支持，是出現了第一次的政黨重組現象，雖然選民並未發生大規模

的支持轉移，但從長時期的選舉結果與選民認同數據資料觀察，此次的政黨重組

即為 V. O. Key所提出的「漸進式重組」，從國民黨一黨獨大，轉變為一大一小的

兩黨競爭體系。待新黨自國民黨中分裂而出，在一九九四年的台北、高雄兩直轄

市選舉獲得令人驚訝的成績，甚至在一九九五年的第三屆立委選舉中，拿下將近

十三個百分點的選票，與民進黨的三十三個百分點相加，反對政黨首度在全國性

的選舉中擁有了與執政的國民黨相抗衡的實力；由此可知，本次的政黨重組現象

與前次的漸進式重組並不相同，由於新黨帶走了部分的政治菁英與選民支持，造

成國民黨的選票與過去相較，有將近十個百分點的流失，使一大一小的兩黨競爭

體制，轉變成為兩大一小的三黨體制。依照 V. O. Key提出的理論，一九九四與

九五年的選舉已有「關鍵性選舉」的特徵，但由於新黨對國民黨所造成的影響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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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有限，因此本次的「關鍵性選舉」並不明顯。我國最明顯的一次「關鍵性選舉」，

應屬二ＯＯＯ年的第十任總統大選，親民黨與台聯黨隨著本次選舉而創立，此兩

個政黨的出現，更是牽動了我國選民的政黨認同與支持方向，而由於親民黨與台

聯黨皆來自於國民黨原有勢力，使國民黨不再能夠維持著最大政黨的地位。因此

第三次的政黨重組的現象，不但使我國的政黨邁向多元化、政黨意識形態光譜更

為豐富，也因此使我國迄今仍維持著「兩大陣營多黨體制」；然由於目前的兩大

陣營多黨制發展未臻成熟，未來仍有許多變數影響著我國政黨重組的發生，特別

是二ＯＯ五年二月二十四日的「扁宋會」(詳見本文第六章)，預料將會進一步影

響我國的政黨重組。 

貳﹒政黨重組現象發生因素 

歸納本論文對於我國迄今所發生的三次政黨重組現象之分析，我國過去政黨

重組的出現是來自於以下幾種因素：選民政黨意識、制度因素、意識形態分歧與

政黨利益，但此四項因素並非皆存在於各次的重組現象中，且對於每次的重組現

象各有不同的影響。此外，隨著「國親合併」、「扁宋會」以及「國會改革修憲案」

的陸續出現，我們可以預判，未來我國政黨重組現象仍有再一次出現之可能，其

影響因素除了上述四者外，尚包括了在二ＯＯ一年以後不斷出現的政黨選舉結

盟，要對我國政黨重組現象作一完整觀察，必要對此五項原因有深入的了解。 

一﹒選民政黨意識 

 國民黨撤退來台後，由於對我國黨、政、軍乃至於一切經濟民生皆加以嚴格

控制，使「黨國一家」在我國人民心目中成為根深蒂固之觀念，而當時也沒有其

他可以與國民黨相抗衡的政黨，因此國人並無所謂的政黨認同與政黨意識。然隨

著黨外反對勢力的形成與集結，甚至在之後更組成了有完整組織的政黨—民主進

步黨，不但對國民黨政府提出種種開放民主的訴求，也與國民黨在各項選舉中進

行競爭，雖然其勢力仍不足以威脅到國民黨，但從當時各項選舉結果與研究者所

進行的各項政黨認同民調資料，都可以看出我國人民已逐漸產生了政黨意識，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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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理上認同於國民黨或民進黨其中一個政黨的人數有明顯增加的趨勢，為我國

之後的政黨政治發展提供了一項穩定的基礎。另外，也由於對民進黨的政黨意識

明顯增加，加速了民進黨的成長與我國民主化的進程，對國民黨造成了不小的壓

力，使國民黨與民進黨的勢力逐漸呈現一消一漲的情形，這便是我國第一次政黨

重組之所以的產生最重要因素。 

二﹒制度因素 

 爲了尋求統治合法基礎，國民黨於一九六九年開始局部開放中央民意代表選

舉，定期的選舉活動讓黨外勢力得以集結；一九八七年七月，蔣經國解除戒嚴，

並開放黨禁與報禁，為開放我國政黨競爭創造一個有利的環境；一九八八年一月

李登輝上任後，接續著蔣經國未完成的民主開放工作，修訂了「人民團體組織法」

與「集會遊行法」，結束動員戡亂時期，並結束「萬年國會」現象，一九九一年

起開始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這些制度上的開放都使國民黨一黨獨大的相對優

勢逐漸瓦解，並使民進黨的政治實力得以累積，第一次政黨重組於是產生。 

此外，選舉制度更是一影響政黨重組的重要因素，我國中央民意代表的「複

數選區單記不可讓渡投票制」，由於其所產生的種種缺失而一直備受爭議，雖然

新黨、親民黨與台聯黨之發展過程一直未有與兩大政黨競爭之實力，但由於我國

立委選舉制度的特殊性，讓此三黨成為「相關性政黨」，能夠擁有在國會中的席

次，並經由掌握部分立法權來產生一定的影響力。除了「複數選區單記不可讓渡

投票制」所產生的影響外，親民黨的出現與其所造成國民黨的再一次分裂，也與

總統選舉的「單一選區相對多數決」有關，因為對李登輝主導的「凍省」修憲案

不滿，宋楚瑜及其團隊投入二ＯＯＯ年總統選舉，雖然國民黨仍有獲勝的實力，

但在連宋分裂、採相對多數決的選舉制度下，讓民進黨拿下選舉的勝利、親民黨

產生。關於親民黨的出現，除了選舉制度外，「修憲案」的「凍省主張」也是間

接之影響因素，由於國民黨凍省的決定，並與民進黨合作將此一訴求加以通過，

使得宋楚瑜脫離國民黨、堅持參選，同時間接使得親民黨得以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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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為特殊的是，由於我國於憲法上關於政府體制的規定不明，因此民進黨在

以國會少數的情況下取得執政權後，「聯合政府」一度成為大眾熱門的話題，雖

然我國仍未有組成「聯合政府」的經驗，但在對聯合政府的討論與考量下，間接

造成了台聯黨的形成。民進黨在二ＯＯＯ年取得執政權，面對國會中相對少數所

造成的施政困難，便希冀於隔年的立法委員選舉中能夠擁有多數席次，而台聯黨

在政治菁英的考量下形成，其成立就是為了達到裂解國民黨勢力，幫助民進黨取

得多數國會席次而產生，並期待於選後與民進黨成立聯合政府。綜上所述，不論

是各項相關民主制度的逐步開放、選舉制度的特殊性，以及聯合政府組成的考量

因素，我們都可以從中發現，我國於制度上的採行或變革，都給予新興政黨出現

與發展的空間，進而造成了幾次的政黨重組。 

三﹒意識形態的分歧 

 從我國政黨的競爭歷史過程中可以發現，各黨於「政策主張」與「施政作為」

的競爭上，並不如各黨於「意識形態」上之對抗來得受矚目；由於我國所擁有的

特殊歷史與文化背景，使得「統獨主張」與「國家認同」成為我國政黨競爭的主

要議題。在民進黨確立了所謂的「台獨黨綱」後，直接激化了我國的統獨論戰，

國民黨在蔣經國時代仍一直秉持著中國統一的理想，但自從李登輝接任黨主席、

並掌握國家執政大權後，卻有了與過去掌權者不同的想法。國民黨內由於組成份

子的多元性質，因此黨內政治精英對於統獨主張與國家認同有著相當分歧的見

解，當時的國民黨領導中心李登輝對於民進黨的種種友好作為，引起黨內堅持中

國統一人士的不斷反彈，在此一情形下，新黨的成立雖是以進行黨內改革為主要

訴求，但因為國民黨高層將新黨視為與「非主流勢力」合流，並不斷以省籍作為

討論焦點，因此新黨的形成便與意識形態分歧脫離不了關係，而隨著新黨於幾次

選舉中的主要訴求，也可以反應出新黨與國民黨、民進黨在統獨意識型態、國家

認同訴求的不同處。 

 親民黨的情形與新黨較為相似，同樣是在反對李登輝種種作風的情況下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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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並在意識形態中採取傾向中國統一的態度。而台聯黨則是由於民進黨執政

後，在大舉「新中間路線」旗幟下漸往中間傾斜，使得我國意識形態光譜呈現了

「右重左輕」的不平衡狀態，在李登輝提出「兩國論」後，便被外界認定為具有

台灣獨立的色彩，而李登輝也是因為由連戰所主導的國民黨與他的理念漸有差

距，而與國民黨漸行漸遠，在此一情形下，李登輝與支持台灣獨立的政治菁英，

發現了民進黨上任後我國意識形態光譜的空隙，這就是促使台聯黨出現的一個重

要因素。 

四﹒政黨利益 

 台聯黨從國民黨中分裂而出，為了幫助民進黨政府組成多數政府以穩定政

局，其意識形態理應站在介於國民黨與民進黨中間的位置，如此一來才能夠達到

擴大民進黨的政治版圖的目標，但由於民進黨走向新中間路線，台聯黨基於政黨

長期發展的利益考量，便在意識形態光譜中走向台灣獨立的左傾位置，以利其長

時間的生存與發展。 

此外，針對目前的狀況而言，國民黨與親民黨、新黨在二ＯＯ四年總統選舉

前不斷提出的合併口號，隨著總統選舉的敗選、立委選舉過程的不愉快而逐漸消

聲匿跡，原以為政黨重組即將發生，但其歷程又必須再度向後延伸。國民黨、親

民黨與新黨合併與否，三黨都有其個自的利益考量，此一狀況也同樣發生在泛綠

聯盟的民進黨與台聯黨，各黨都必須要考量到選民對於合併的期待，維持在選民

心目中的政黨優良形象，但另一方面對於親民黨、新黨與台聯黨這樣的小黨來

說，又不希望看到最後是被民進黨與國民黨兩個大黨合併的結果，在這樣兩相矛

盾的考量下，政黨重組方向也將趨於渾沌不明。 

五﹒選舉結盟 

 「選舉結盟」此一因素並非我國已經發生的三次政黨重組影響原因，而是目

前從二ＯＯ四到二ＯＯ五年初政黨制度變化的重要指標。我國選舉制度除了民意

代表選舉制度，其中最受爭議的「複數選區單記不可讓渡制」外，中央乃至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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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首長，皆採行「單一選區相對多數決」的制度，在此一制度下，小黨並沒有與

大政黨競爭的實力，若非與理念相同的大黨合作，難在首長選舉中取得一定的影

響力，在此情形下政黨於選舉中的結盟動作就會出現。國民黨與新黨在台北市長

選舉中，就曾因為採取結盟策略，而順利取得選舉的勝利；到了親民黨的成立，

與國民黨、新黨從國會中的結盟到行政首長的選舉結盟更是明顯，於是有了「泛

藍聯盟」與「泛綠聯盟」兩大陣營的出現。泛藍與泛綠雖然在立委選舉中內部各

自免不了產生衝突，但在中央與地方的首長選舉中，台聯黨對於民進黨候選人的

全力支持、國民黨與親民黨共同推出一組候選人參選，這樣的結盟行為不但是各

黨在為求勝選的考量下所形成的，對於我國未來極可能發生的政黨重組現象也有

一定程度之影響。 

 綜上所述，依據本文所設定之研究目的加以檢驗：本論文已依據美國學者所

提出的政黨重組概念與理論，來解釋我國從「一黨獨大制走向多黨制」現象的主

要原因，並將我國截至目前的政黨政治發展歷程，依據政黨重組理論分成了三個

時期；同時也對我國各主要政黨之形成背景作了詳細的說明，並分析重組的過程

是如何進行的，以及使此重組現象產生之因素為何；另外，關於自我國多黨體系

形成後所不斷出現的政黨結盟現況，本論文也加以詳細了解，並說明在各政黨合

縱連橫之作用下，使我國出現了「類似兩黨制」的「兩大陣營多黨制」。 

 

第二節 研究建議 

 基於急劇變化的種種環境及制度因素，未來我國將極可能再度出現第四次、

甚或是第五次的政黨重組現象，為了避免我國各政黨面對此一變動所可能遭受的

重大危機，本論文將提出幾項建議，以供各政黨於將來之參考。 

壹﹒選區重劃 

 單一選區兩票制修憲案復決通過後，現有的二十九個選區將重新規劃成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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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小選區，一區選出一個立委，由於重劃選區對我國政界版圖重劃和政黨勢力

消長具關鍵之影響，因此要如何處理，方能符合公平原則與社會期待，即我國政

府未來一年半最重要之工作。參考國外的經驗，選區劃分主要有四種方式： 

一﹒將選區劃分工作交由中立的非黨派組織來執行，並交國會立法完成。 

二﹒將選區劃分工作交由國會議員所組成的委員會來執行。 

三﹒在劃分選區之前，國會先設定各種政治規則，規範選區的劃分方式。 

四﹒選區劃分由一部分的政黨成員，另一部分非政黨成員組成一個混合型的委員

會來制訂。 

 另外，依照我國目前的政治情勢，選區重劃的方式則可能有下列幾種(中國

時報，中華民國九十四年六月八日，A2版)： 

一﹒由立法院修改選罷法，以附表方式直接框定每個縣市有多少選區，甚至明定

每個選區要包括哪些區域。 

二﹒由立法院立法，如國民黨所提「選區劃分審議委員會組織法草案」，依國民

黨中央規劃，選區重劃由法制化的中選會下設「選區劃分審議委員會」，獲

立法院下設「選區重劃委員會」進行，最後送立法院同意。 

三﹒朝野捐棄成見，合作進行「中選會組織條例」之修改，設計使中選會更加獨

立、更加超然，並讓總統府、行政院，亦或立法院皆無法完全主導其人事與

運作，讓中選會擺脫政黨、派系的包袱後，中選會再依個區域人口、地理、

族群分佈、交通情況等因素做好初步專業劃分，然後交立法院審議。 

 不論是由國外經驗或國內情勢觀之，我國選區重劃之工作不可能完全跳過國

會，但現任國會議員應該要迴避自己高度利益相關的事務，因此，以不參與實際

制定、僅規範原則或是事後背書，應該是較為適合的方式，然而，依照目前我國

朝野對抗之情勢看來，選區劃分工作要在僅剩下的三個會期中完成，是一項具有

相當高難度的工作，表 7-1為二ＯＯ五年四月立法院依照當時各縣市人口數，計

算出立委席次減半後各縣市立委席次之預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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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立委席次減半後預測各縣市立委席次 

縣市 人口數 目前實際席次 未來預測席次 

台北市 261萬 8706人 20 8 

高雄市 151 萬 3385人 11 5 

台北縣 371萬 6957人 28 12 

宜蘭縣 46萬 1879人 3 1 

桃園縣 186萬 1115人 13 6 

新竹縣 47萬 108人 3 1 

苗栗縣 55萬 9902人 4 2 

台中縣 152萬 8524人 11 5 

彰化縣 131萬 6214人 10 4 

南投縣 53萬 8080人 4 2 

雲林縣 73萬 5062人 6 2 

嘉義縣 55萬 6973人 4 2 

台南縣 110萬 5567人 8 3 

高雄縣 123萬 8858人 9 4 

屏東縣 89萬 8980人 7 3 

台東縣 23萬 9706人 1 1 

花蓮縣 34萬 8355人 2 1 

澎湖縣 9萬 1894人 1 1 

基隆市 39萬 2218人 3 1 

新竹市 38萬 8158人 3 1 

台中市 102萬 5109人 7 3 

嘉義市 27萬 900人 2 1 

台南市 75萬 5525人 6 2 

金門縣 6萬 6328人 1 1 

連江縣 9777人 1 1 

總計 2270萬 8280人 168 73 

       資料來源：立法院。      作者自繪。 

       說明：1.人口數為二ＯＯ五年四月份政府統計資料。 

             2.計算方式以 311072 (全國總人數除以 73)為基數，各縣市至少一人。 

             3.不含平地原住民、山地原住民共六人，以及全國不分區及僑選共三十 

四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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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不論是一八一二年的麻薩諸塞州州長傑利(Elbridge Gerry)將明明不是

同一選區硬劃為同一選區，以集中選票順利當選，而把全州選區劃得奇形怪狀，

即所謂的「傑利蠑螈」(Gerrymandering)，或是一九七Ｏ年代愛爾蘭所出現將明

明同一選區的地區硬劃成不同選區，使票源分散以多爭取一席的「塔利蠑螈」

(Tullymandering)，都是選區劃分時必須避免的政治力操弄方式，「水可載舟，亦

可覆舟」，各政黨若是在選區劃分工作進行不必要的政治操弄，極有可能造成選

民的強烈反感。因此，各政黨除了應加強議事效能，早日完成選區重劃工作，也

應避免美國所產生類似「傑利蠑螈」效應，而使得未來國會選舉中存在著更多重

大爭議。 

貳﹒避免泡沫化的小黨 

 日本在一九九四年選舉法修正以後，眾議院選舉從原來的中選區制，改為「小

選區和比例代表並行制度」，與我國此次修憲案所通過的「單一選區兩票制」相

當類似。日本政府當時鑒於實施小選區制將使小黨不易生存，因此設計配合比例

代表制，讓民眾可以將選票投給自己喜歡的政黨，而根據當地研究者研究發現，

近年來選民在小選區制與比例代表制投給不同政黨(即「分裂投票」)的情形雖然

不斷增加，但如社民黨和共產黨等小黨的席次都明顯下降，生存日益困難，反之

兩大黨的席次都明顯增加，兩黨政治的態勢越漸鮮明，日本研究者認為，小黨席

次下滑之主要原因並不只是選制改變的問題，而是許多小黨多年來都採用一樣的

訴求，無法有效與大黨作出政治理念與施政方向的區隔，致使小黨面臨了泡沫化

的危機。我國在實施單一選區兩票制之後，也可以預期小黨生存空間將遭壓縮，

除非擁有在地方基層厚植實力、努力經營的候選人，否則將難與兩大政黨在七十

三席的區域立委席次上競爭；我國此次通過的單一選區兩票制是採取日本的「併

立制」，雖然不若德國的「聯立制」對小黨有利，但有了「投政黨選票」之機制，

仍可以使形象良好的小黨獲得選民青睞，因此諸如親民黨、台聯黨、無黨團結聯

盟等的小黨，未來除了推出實力堅強的候選人參選外，若能加強政黨形象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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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政策提出的規劃，仍然能夠維持足以與兩大黨抗衡之實力。 

參﹒避免統獨意識形態之爭 

 前曾提及，由於我國政黨發展歷史的特殊性，通用於西方政治學界的「左—

右」意識形態座標，並不能完全適用於我國的政黨政治體系。在民進黨取得政權

後，依目前的狀況看來，我國各政黨間，於經濟政策與公共問題上的差異其實並

不大，皆是採取較為偏右向「市場經濟」的基本立場，申言之，我國政黨的主要

分歧點，實是自民進黨確立了所謂的台獨黨綱所引發的一連串政治效應後，集中

於中國意識或台灣意識的「國家認同」，與統一或是獨立的「統獨意識」之爭議

上，因此，配合上西方學界的「左—右」意識形態座標圖，就會呈現出圖 7-1的

分布，即各政黨僅在「統一、獨立」議題方面作競爭，而在「社會福利」的追求

上則是相同的欠缺。 

 

統一

新黨

國民黨 

親民黨 

 

 

圖 7-1：台灣政黨意識型態座標圖 

資料來源：依據周陽山，《民族與民主的當代詮釋》，台北：正中書局，1993 年 5月，頁 249，修

正。 

民進黨 

社會福利 市場經濟 

獨立 台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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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國在近年來的民主轉型過程中，雖然造就了經濟民生的快速發展、

生活品質的不斷提升，但在另一方面，卻也使得我國貧富差距不斷擴大，財富分

配嚴重不足，加上國會金權腐化現象日趨嚴重，由圖 7-1可看出我國各政黨在追

求市場經濟所帶來富庶民生之同時，卻犧牲了基層國人的社會福利政策，因此，

台灣民眾對於民主改革已存有相當複雜的失望情緒，對於政黨滿意度也有節節下

降之趨勢，因此，近幾年所出現的諸如「泛紫聯盟」、以及參與末代任務型國大

選舉的「張亞中等一百五十人聯盟」等等的團體，正是因為對於目前政壇上各主

要政黨所造成的「民粹政治」表達強烈不滿而產生，這些團體組織並紛紛呼籲各

政黨應回歸理性考量，其所提出的種種訴求，同時也獲得基層民眾相當的迴響，

在此趨勢下，各政黨有必要捐棄成見、放棄目前無謂的意識形態之爭，而對現今

所存在的各種不平等政策以及諸多社會亂象作出回應並加以解決，否則在我國民

眾對政治發展日益高漲的不滿情緒下，可以預期的是，未能滿足基層需求、回歸

檢討市場經濟與社會福利政策平衡的政黨，將會逐一被選民給自然淘汰。 

 

第三節 研究展望 

 我國之政黨制度，自一九八六年民進黨成立算起，在短短不到二十年的時間

裡，歷經了三次巨大的變化，這不但證明了我國民主化、政治多元化的成果，另

一方面卻也使我們了解到，我國政黨制度發展迄今仍未臻成熟。本論文所研究之

範圍，僅至二ＯＯ五年三月底止，不論從國際環境變化、國內制度因素、政黨選

舉結盟等方面觀察，都可發現截至目前仍有相當多的影響變數正在進行，將來「政

黨重組」現象極可能再度發生，以下各點即為今後研究者所必須注意之相關因素： 

壹﹒「扁宋會」後之效應 

 二ＯＯ五年二月二十四日的「扁宋會」後，從各項民意調查資料中皆可發現，

雖然多數民眾對於「扁宋十點共識」皆表示肯定，然不論對於泛綠聯盟的民進黨，

抑或是泛藍聯盟的親民黨，都造成了前所未有的負面影響。民進黨的所謂「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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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義派」選民，在台聯黨政治菁英的證實下，顯示確實有少部分逐漸流向台聯黨

的趨勢，但由於之後民進黨高層對於中國所制定的「反分裂國家法」大表反對與

不滿，而使民進黨內的反彈聲浪平息了不少；反觀親民黨，其情形則較為複雜。

首先，親民黨的選民認同與支持度，依據 TVBS以及年代民調中心從二月底到四

月中的調查結果顯示，更是大幅下滑至不到百分之十，甚至對於親民黨主席宋楚

瑜處理與民進黨及國民黨關係，都有高達百分之四十五以上的民眾表示不認同；

除了選民自發性地由下而上轉移政黨認同外，其次，親民黨內的政治菁英更是與

黨中央出現了矛盾與衝突，親民黨立委李慶華於三月底就曾表示，接到黨中央指

示「不要再談沒有真相、沒有總統」，引發雙方不同說法與隔空相互批評；親民

黨中央雖對國民黨所號召發起的「三一九大遊行」不表認同，但卻仍有親民黨籍

的政治菁英出現於遊行現場上，更甚至親民黨籍立委周錫瑋使用國民黨所通過的

「宋楚瑜條款」重返國民黨。這些調查結果與政治菁英舉動，是否會形成連鎖效

應，使親民黨遭受到空前的危機，是未來研究者必須密切注意的觀察點。 

貳﹒二ＯＯ五年底的縣市長選舉 

民進黨團與親民黨兩黨立法院黨團之間的法案合作關係，似乎並沒有因為

「扁宋會」進行順利，而讓親民黨轉而採取支持的態度，國親合作基調仍然維持

著
9；因此，外傳民進黨與親民黨可能延續「扁宋會」氣氛在縣市長選舉中合作

的說法，估計應難以實現。但由於國民黨與親民黨在二ＯＯ四年底的立委選舉合

作中出現了嚴重裂痕，立委選舉過後親民黨與國民黨漸行漸遠，致使新竹縣、苗

栗縣、基隆市與花蓮縣等國、親無法協商的縣市，有可能出現「民親合作」的政

黨結盟模式。另外，因為民進黨積極與親民黨接觸、合作，使同屬泛綠聯盟的台

聯黨影響力不斷下降，而民進黨在縣市長選舉中，也沒有打算與台聯黨協商的跡

 
9 二ＯＯ五年三月四日，行政院的「行政院組織法修正草案」付委，民進黨團提出的「國民大會

職權行使法草案」逕付二讀，都被國親黨團表示異議，退回程序委員會；而國親的「八二三戰役

參戰官兵晚年生活照顧特別條例草案」、「退伍軍人福利法草案」與「社會福利基本法草案」皆全

部通過付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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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此外，也是因為評估若修憲案通過，台聯黨必須在縣市長選舉中有所突破，

才能夠確保台聯黨的發展與生存空間。在此狀況下，台聯黨私下接觸國民黨內欲

爭取百里侯的中南部立委，希望與國民黨合作參選。不論是「民進黨、親民黨」，

抑或是「國民黨、台聯」的選舉結盟，都使二ＯＯ五年底的地方縣市長選舉成為

未來政黨重組方向研究的一個觀察指標。 

參﹒修憲案 

 二ＯＯ四年八月二十三日，在國內各主要政黨的共同合作下，立法院通過了

歷史上第一次的修憲案，此項創舉也是立法委員們在同年底第六屆立委選舉中，

所不斷宣稱的民主進程與立法成果；經公告半年，在中央選舉委員會將國大選舉

定於二ＯＯ五年五月十四日後，各黨皆紛紛投入國大代表的提名與輔選工作，雖

然在年代民調中心於二ＯＯ五年四月六、七日所作的民調結果中，有高達六成五

的民眾支持國會改革的修憲案，顯示國人對於修憲案通過的期待，但親民黨、台

聯黨與無黨團結聯盟卻在任務型國代提名政見中，即已明確定訂反對修憲案的立

場；另一方面，立法院法制委員會雖然於四月十三日完成了「國大職權行使法」

的初審工作，然對於最關鍵的任務型國大「複決修憲門檻」爭議，仍因為親民黨、

台聯黨、無黨團結聯盟黨團堅持主張須全體國代四分之三以上同意才算通過，而

民進黨、國民黨團則是主張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即通過，一直到五月十四日國大選

舉依政黨比例產生三百位任務型國代後，卻仍然沒有任何的共識與進展。鑒於社

會輿論對於國大開議在即，國大職權行使法卻仍遲遲無法通過表示不滿，五月二

十日，民進黨團於是便妥協轉而贊成在野小黨所提出的四分之三表決通過之規

定，國大職權行使法始順利通過，讓國大開會有了法源基礎。國大於五月三十日

開議後，經國民大會主席團決定，於六月七日進行複決投票，最後，由贊成修憲

的民進黨、國民黨、中國民眾黨、公民黨與農民黨共計二百四十九票複決通過修

憲案，確定自第七屆立委選舉開始，國會席次減半，並採單一選區兩票制產生。

未來，要如何重劃選區、採取何種機制來劃分，由於涉及藍綠政治板塊消長，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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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自此之後一年半最關鍵的難題，從現在起到二ＯＯ七年的第七屆立法委員選

舉，將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觀察期。 

肆﹒政黨意識形態轉變 

 前曾提及，「扁宋會」後民進黨內部曾出現分裂危機，二ＯＯ五年三月六日

民進黨與台聯黨爲反制中國的「反分裂國家法」，於台北、高雄兩地舉辦「反併

吞，護台灣大遊行」，雖然民進黨府院高層皆因我國相關單位對反分裂法的內容

與條文皆不知情，而未參加該次遊行，台聯黨也對民進黨此一做法大肆抨擊，但

到了三月中旬中國大陸公佈「反分裂國家法」條文後，陳水扁總統便主動號召並

親身參與「三二六反併吞大遊行」，使民進黨支持者對於民進黨的台獨路線不再

採取懷疑態度，民進黨於是免除了選民的信心危機，也使扁宋會後的趨中路線又

再度往左傾協，壓縮了台聯黨的生存空間。親民黨在扁宋會後，也與民進黨出現

相同的選民信心危機，在此一情形下，國民黨副主席江丙坤於二ＯＯ五年三月二

十七日率領國民黨參訪團，前往中國大陸參訪，並與中共中央台辦主任陳雲林於

三月三十日在釣魚台國賓館舉行工作性會談，達成十點包括和平解決兩岸問題的

共識後，更讓國民黨往右邊傾斜，嚴重擠壓到親民黨的意識形態空間。國民黨更

安排主席連戰在四月二十六日到五月三日進行「和平之旅」，四月二十九日與中

共總書記胡錦濤在北京舉行會談，會中以「九二共識」為基礎，達成了三項共同

體認與五項未來兩岸待共同促進之工作(見表 7-2)；親民黨深知國民黨此一舉動

對其將產生不利影響，且在陳水扁參加了「三二六反反分裂法大遊行」後，親民

黨內也有認為陳水扁破壞扁宋會十項共識的說法，致使親民黨也緊接著在連戰返

台後，安排主席宋楚瑜在五月五日至十三日，率親民黨大陸訪問團進行所謂「搭

橋之旅」，與胡錦濤會面後不但達成六項共識10，更提出了「兩岸一中」之新興名

 
10一、促進在「九二共識」基礎上，儘速恢復兩岸平等談判；二、堅決反對「台獨」，共謀台海

和平穩定；三、推動結束兩岸敵對狀態，促進建立兩岸和平架構；四、加強兩岸經貿交流，促進

建立穩定的兩岸經貿合作機制；五、促進協商台灣民眾關心的參與國際活動的問題；六、推動建

立「兩岸民間菁英論壇」及台商服務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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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描述兩岸現況。在國、親兩黨主席紛紛訪陸後，陳水扁總統也不斷釋出不排除

與大陸領導人會談之善意，我們可以觀察到，兩岸關係隨著大陸經濟快速發展而

極可能有所改變，因此，未來各政黨的於兩岸關係上的各項作為，將影響各黨在

意識形態光譜中的位置，也將牽動政黨重組方向的改變，這些都將是研究者所須

觀察的焦點。 

表 7-2：連戰與胡錦濤共同發布之「兩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內容 

堅持「九二共識」，反對「台獨」，謀求台海和平穩定，促進兩岸

關係發展，維護兩岸同胞利益，是兩黨的共同主張。 

促進兩岸同胞的交流與往來，共同發揚中華文化，有助於消弭隔

閡，增進互信，累積共識。 

共同體認 

和平與發展是二十一世紀的潮流，兩岸關係和平發展符合兩岸同

胞的共同利益，也符合亞太地區和世界的利益。 

一、 促進儘速恢復兩岸談判，共謀兩岸人民福祉 

促進兩岸在「九二共識」的基礎上儘速恢復平等協商，就雙方共

同關心和各自關心的問題進行討論，推進兩岸關係良性健康發

展。 

二、 促進終止敵對狀態，達成和平協議 

促進正式結束兩岸敵對狀態，達成和平協議，建構兩岸關係和平

穩定發展的架構，包括建立軍事互信機制，避免兩岸軍事衝突。 

三、 促進兩岸經濟全面交流，建立兩岸經濟合作機制 

促進兩岸展開全面的經濟合作，建立密切的經貿合作關係，包括

全面、直接、雙向「三通」，開放海空直航，加強投資與貿易的

往來與保障，進行農漁業合作，解決台灣農產品在大陸的銷售問

題，改善交流秩序，共同打擊犯罪，進而建立穩定的經濟合作機

制，並促進兩岸協商後優先討論兩岸共同市場問題。 

四、 促進協商台灣民眾關心的參與國際活動的問題 

促進恢復兩岸協商後，討論台灣民眾關心的參與國際活動的問

題，包括優先討論參與世界衛生組織活動的問題。雙方共同努

力，創造條件，逐步尋求最終解決辦法。 

共同促進之工作 

五、 建立黨對黨定期溝通平台 

建立兩黨定期溝通平台，包括開展不同層級的黨務人員互訪，進

行有關改善兩岸關係議題的研討，舉行有關兩岸同胞切身利益議

題的磋商，邀請各界人士參加，組織商討密切兩岸交流的措施等。 

   資料來源：中國時報，中華民國九十四年四月三十日，A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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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由於本論文基本上僅從台灣政黨間主要的差異，即「統獨立場」來區

隔並研究各個政黨，這雖然是目前的實際狀況，但未來隨著選民對於社會福利需

求的日益重視，政黨極可能回歸到「社會福利－市場經濟」的左右競爭，因此，

未來的研究者必須在統獨意識型態之外，加上西方社會區隔政黨左右立場的分析

層次(可參考表 7-1，或周陽山老師的《民族與民主的當代詮釋》一書)，方屬完

整。 

 基於以上各項因素，加上我國政黨體制尚未發展成熟，未來我國仍亟有可能

再度出現第四次、甚或是第五次政黨重組現象，不論是朝向學理上較為穩定的兩

黨制，或是朝著象徵多元社會的多黨制發展，這些因素都將影響我國政黨政治的

發展方向，這種發展值得相關研究者加以關心並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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