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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任何其他因素而言，一個政黨組織的特徵，最主要仍在於該組織的歷

史，例如說此組織是如何開始的，以及如何團結起來的。 

A party’s organizational characteristics depend more upon its history, 

i.e. on how the organization originated and how it consolidated, than 

upon any other factor. 

             –-- Angelo Panebianco, 1988: 50 

 

政治反對運動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James Catton及

Thomas B. Gold均認為，Huntington分析自1974年至1990年約有三十餘國進

行民主改革的「第三波民主化理論」，歸納出三種「轉型」模式，包括：變革

(transformation)、替換(replacement)、移轉(transplacement)。在Huntington

之後，研究台灣民主化之學者都同意台灣之民主化個案適用於Huntington所指

的「變革」之典範1--「菁英份子先鼓吹自由化、再進行民主化的體制改革。」2Gold

亦強調，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中，菁英份子是透過對話形式來要求民主化，但是「若

                                                 
1 卡登 James Catton著，林本炫譯(1997年)。〈東亞民主政體的鞏固與困境〉，收於田弘茂、朱雲
漢、Larry Diamond、Marc Plattner編。《新興民主的機遇與挑戰》。台北市：業強。頁 207-241。(原
作發表年：1995年)  
2 高隸民 Thomas B. Gold著，楊鈞池譯(1997年)。〈臺灣民主化的鞏固〉，收於田弘茂、朱雲漢、
Larry Diamond、Marc Plattner編。《新興民主的機遇與挑戰》。台北市：業強。頁 293-295。(原作
發表年：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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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反對派人士的施展壓力，則台灣民主化根本不會發生」3。如同田弘茂所指出

的一般，即使在民進黨成立之前「被官方所壓制，但是反對國民黨霸權的政治運

動卻從未在臺灣的政治版圖中缺席」4。 

蕭新煌(H.H. Michael Hsiao)和具漢根(Hagen Koo)在「東亞的中產階級與

民主化：臺灣與南韓的比較」一文中，將台灣民主化運動分期為：一、自由化的

初始階段(1980.7~1987.6)；二、民主的啟動與不確定性階段(1987.7~1988.7)；

三、民主轉型階段(1988.7~1994.12)；四、民主鞏固的前景階段(1995.1~)5。本

研究主要針對第一階段及其以前的台灣政治反對運動。若以Robert A. Dahl對

民主的定義：「凡定期舉辦選舉，而反對黨在選舉中有機會獲勝並上臺執政之政

權，皆屬民主政體。反之，在不確定是否屬於上述情況時，我們即將其歸類為獨

裁政體。」6而在當今研究台灣在蔣經國時期的統治，均以「威權體制」

(Authoritarianism)觀之7。胡佛、朱雲漢、文政仁(Chung-in Moon)則特別指出

                                                 
3 Thomas B. Gold (1995年)，前揭書：294。 
4 田弘茂(Tien, Hung-Mao)著，劉淑惠譯(1997年)。〈臺灣民主鞏固的展望〉，收於田弘茂、朱雲
漢、Larry Diamond、Marc Plattner編。《新興民主的機遇與挑戰》。台北市：業強。頁 246。(原作
發表年：1995年) 
5蕭新煌、具海根(Hagen Koo)著，林本炫譯。〈東亞的中產階級與民主化：臺灣與南韓的比較〉。
收於田弘茂、朱雲漢、Larry Diamond、Marc Plattner編(1997年)。《新興民主的機遇與挑戰》。台
北市：業強。頁 514-522。(原作發表年：1995年) 
6 普熱沃斯基(Adam Przeworski)、Michael Alyarez、Jose Antonio Cheibub、Femando Limongi著，
梁崇民譯。〈何者使民主體制得以存續？〉收於田弘茂、朱雲漢、Larry Diamond、Marc Plattner
編(1997年)。《鞏固第三波民主》。台北市：業強，頁 469。(原作發表年：1995年) 
7 Winckler, Edwin A. (1984).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Participation on Taiwan: Form Hard to Soft 
Authoritarianism?  China Quarterly 99 (Sep., 1984), 481-499.481；Tien, Hung-Mao(1995年)，前揭
書：33；Wang, Jennhwan. (1989). Political movenments against the state: the transition of Taiwan's 
authoritarian rule [microform].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蔡瑞明(1995年
7月)。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Attitudes: The Formation of Political Authoritarianism in 
Taiwan. (經濟發展與政治態度:臺灣政治權威性格的形成)。《東海學報》，卷 36期 5，頁 205。蕭
新煌等著(1992年)。《解剖台灣經濟：威權體制下的壟斷與剝削》。台北市：前衛。林佳龍(1988
年)。《國民黨與民進黨的群眾基礎：台灣選民政黨支持的比較分析(1983-1986) 》。台北市：台大
政治所(碩士論文)。周陽山(1988年 12月)。〈民主化、自由化與威權轉型—國際經驗的比較。《國
立台灣大學中山學術論叢》，第 8期，頁 79-93。吳文程(1996年)。《台灣的民主轉型：從權威型
的黨國體系到競爭性的政黨體系》。台北市：時英。吳英明(1992年 3月)。〈威權政治體制民主化
過程中公共行政的發展。《中國行政評論》，第 1卷第 2期，頁 1-26。Samuel P. Huntington著，
廖益興譯。〈民主的千秋大業〉，收於田弘茂、朱雲漢、Larry Diamond、Marc Plattner編(1997年)。
《鞏固第三波民主》。台北市：業強，頁 48-64。(原作發表年：1995年)。Robert A. Dahl著，張
佑宗譯。〈民主文化與經濟發展〉，收於田弘茂、朱雲漢、Larry Diamond、Marc Plattner編(1997
年)。《鞏固第三波民主》。台北市：業強，頁 97-104。(原作發表年：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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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晚期至1980年代初期，台灣的反對運動「乃是源自於各種長短勢力的

互動激盪。但實際上這些反對運動的最主要的動力乃是來自國外。」8他們指出

國際因素影響台灣政治反對運動，進而促使台灣民主化的重要性。 

 

 

 

 

 

 

 

 

 

 

 

 

 

 

 

 

 

 

 

 

                                                 
8胡佛、朱雲漢、文正仁(Chung-in Moon)著，李文志譯(1995年)。〈臺灣與南韓民主化過程中的國
際面向分析〉，收於田弘茂、朱雲漢、Larry Diamond、Marc Plattner編(1997年)。《新興民主的機
遇與挑戰》。台北市：業強。頁 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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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本研究的動機有三：  

(一)2000年總統大選，陳水扁代表民進黨參選，並以分裂的國民黨及原先

未被看好的狀況下，當選我國第十任總統。在此之前，民進黨美麗島系的「大老」

中，先是許信良離開民進黨獨自參選總統，而施明德則是不情願地才在選前最後

一刻為陳水扁站台。在陳水扁執政之後，施明德參選立法委員失利，此後施明德

則多次公開批評陳水扁；到了2003年8月間，張俊宏對記者說：「三年多以來，

很多事都交給年輕人去做，事實他們沒有做出什麼成績...」，張俊宏並同時公開

批評陳水扁競選連任主軸使用「一邊一國」是「舊戰略」，此舉當然引來黨內同

志及支持者批評其「舊腳穿不慣新鞋」9
。對於上述的現象，不僅一般民眾無法

理解，就連研究者亦多以籠統的「派系」或「權力的齟齬」視之，而未見有進一

步的全盤分析或論證，筆者認為要了解民主進步黨，必須回到研究台灣政治反對

運動的歷史加以理解，這引發了本研究的第一個動機。 

                                                 
9 黃耀明，《台灣日報》(2003年 8月 14日)，第 9版。另外，張俊宏雖然在 2004年總統大選中
宣佈支持陳水扁，但也在報端發表〈民主老兵站起來！〉一文，文中舉國民黨在對日戰後沒有做

好復員歸建的照顧工作，使老兵變成共軍而推翻國民黨為例，指出「民進黨執政後疏於關懷、照

顧民主老兵，老兵不造反即屬萬幸，那裡還能奢求老兵為扁呂助選？」 (張俊宏，《台灣日報》
(2004年 2月 6日)，第 5版。前台中市長張溫鷹在不獲陳水扁支持而堅持競選連任失利之後，亦
表現出對陳水扁(支持蔡明憲競選台中市長亦告落選)的不諒解，雖然張溫鷹在 2004.2.7應呂秀蓮
之邀擔任水蓮會會長。)且張俊宏在大選前一個月在立法院砲轟同黨執政沒政績。見《聯合晚報》
(2004年 4月 20日)，第 1版。陳文茜在 2004年總統大選支持連戰與宋楚瑜，並對於陳水扁進行
猛烈批判。最為震撼的是，就在「二二八牽手護台灣」活動成功吸引了 150萬至 200萬民眾參加
之後，2004年 3月 1日在各大報(自由中時)刊出一篇署名〈黨外聯合聲明」，批判民進黨的「李
登輝情結」與「陳水扁情結」，用了陳文茜所提出的口號：「相信台灣，不再相信陳水扁」，簽署

人包括王義雄、汪立峽、林正杰、林弘宣、康水木、許信良、陳鼓應、陳文茜、黃志君、葉耀鵬、

顏明聖、蘇慶黎、魏耀乾等人。〈黨外人士聯合聲明〉簽署人之中，至少是除了一大半連熟悉黨

外生態的陳菊都不認識的人之外，又可分為下列特定類別：第一類可以認定為「偽造支持」，廣

告見報隔天即有康水木、黃至君、魏耀乾等人出面或透過友人否認參與聯署。第二類是陳水扁還

未執政就已反扁的前民進黨人，且已受到藍營(甚至於紅營)重用打扁者，包括感受「天命」、相
信「菁英論」，要當「台灣大總統」再逐鹿中國的許信良兄弟及黨外時的黨工陳文茜、中國通的

朱高正、林瑞圖、葉耀鵬、機會主義者李永萍等人。第三類是在黨外時期就已經宣稱是「統派」

(左翼中國民族主義)者，包括「夏潮系統」的陳鼓應、蘇慶黎及汪立峽。汪立峽自己說：春風雜
誌創刊，是夏潮陣營也想有一份刊物，不甘心只有美麗島雜誌。蘇慶黎說：「我的概念裡沒有中

國與台灣的對抗。」顯見這些左翼人士在黨外時期並非贊同當時黨外的主軸，換句話說，黨外時

期的人都是為了同一個目標：打倒國民黨。但是在打倒國民黨的同時，也就是他們再度分裂的時

候。第四類是在當時就被稱為「假黨外」的人士，包括洪參民、邱榮作等人。第五類是此篇廣告

硬湊人數而來的國民黨及親國民黨人，包括親民黨立委曹原彰、花瓶黨孫善豪、張友驊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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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筆者就近，在2001年訪談「美麗島政團」時期「黨外」運動健將之一

張春男先生時，筆者以「新台灣研究基金會」結合時報出版社，出版一系列美麗

島的記錄，奉「美麗島雜誌社」為正朔，將美麗島雜誌之前的所有黨外運動囊括，

建構出「黃信介--許信良--施明德」三位一體的歷史脈絡這樣的問題來詢問張春

男。在「新台灣研究基金會」的資料中，許信良與施明德都不約而同地多次提到

張春男為當時黨外運動的最頭痛問題。許信良說：「運動中有些人對我們不滿意，

一直想建立另外一個領導核心，像張春男跟呂秀蓮是最明顯的。張春男想建立領

導核心，去弄很多公開衝突的活動。許信良又認為橋頭遊行之後，張春男與呂秀

蓮推展「攻擊性的示威活動」，這「成為那年一直困擾黨外運動的問題。」1979

年6月24日黨外候選人聯誼會至高雄的活動中，在遊覽車上，施明德抓著張春

男的衣領要揍他，姚嘉文喊：「Nori(施)，張春男是前輩，怎可如此？」施明德

認為呂秀蓮與張春男組候選人聯誼會，是「希望握有主導權」。而這點，張春男

則認為聯誼會活動很溫和，也「絕對沒有聯誼會跟美麗島爭權的味道。如果真的

有，是美麗島雜誌社對聯誼會奪權，或者爭權。如同我跟施明德之間完全沒有衝

突，也沒有矛盾，有的話那是他對我單方向的。」對於高雄事件，張春男則說：

「『高雄事件』之所以發生，也和黨外內部的謀略奪權造成組織的運作不良有很

大的關係。」因此，黨外組織的運作狀況是引起本研究的第二個動機。 

(三)學者均指出在一定的條件下有利於民主制度的出現，或者是研究菁英份

子在民主化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學者指出研究台灣民主化在基本取向上過度

受美國學者的影響，而在歷史真實的呈現上，則過度誇張了蔣經國對台灣民主的

貢獻，「忽視了群眾及反對運動的參與者，其價值理念和行動對台灣民主化的重

要貢獻。」10換言之，主張「民主化是由統治團體及反對勢力中的保守與開明所

形成的四個重要的政治行為者間之互動所促成的」這樣的菁英論述，忽略了群眾

的力量，便無法解釋為何反對人士在歷次選舉卻可獲得相對穩定的票源支持？無

                                                 
10吳乃德(2000年 12月)。〈人的精神理念在歷史變革中的作用--美麗島事件和臺灣民主化〉。《臺
灣政治學刊》，第 4期，頁 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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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解釋為何蔣經國在1979年採取鎮壓的手法，卻在1986年以民主妥協回應民進

黨的成立？為何反對勢力在美麗島事件之後能迅速恢復甚至於更壯大？這是引

起本研究的第三個動機。 

本研究的目的有三：  

正如許多研究者均指出政治反對運動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扮演不可或缺的

角色，本文所欲達到的目的與重點如下： 

(一) 透過將政治反對運動置於國際與國內整體政治的環境中，以台灣政治

反對運動正式成為政黨組織之前的國內外政治、社會、經濟的歷史，是如何形塑

反對運動； 

(二) 試圖檢視當時的文獻資料與黨外雜誌，結合「政治理論」與「歷史研

究」，以檢證在民主進步黨成立之前，反對運動中的準政黨組織內部的權力是如

何運作； 

(三) 找尋支持整個政治反對運動的力量之可能解釋，包括組織中菁英、黨

工(經理人)、支持者及選民是如何影響反對運動；找出台灣政治反對運動主要人

物有什麼理念與主張，而這些理念與主張對於後來的台灣社會與政治民主化有那

些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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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第二節  研究範圍、方法與限制 

研究範圍、方法 

本研究主要研究範圍，在時間上從1947年二二八事件開始，至1986年民主

進步黨成立為止；在地理上以台灣本島(國內)為主；在分析單元上，在各時期均

有不同，其中仍以民進黨組黨最初之成員回溯到「無黨籍人士」、「黨外」、「美麗

島政團」、「黨外公政會」及「黨外編聯會」為主要，對於海外台獨運動、國民黨

或地方無黨籍人員(無反對意識者)限於篇幅與時間，無法完整涵蓋。 

傳統研究政治學研究的途徑有三：歷史研究途徑(historical approach)、

法律研究途徑(legalistic approach)及制度研究途徑(institutional 

approach)。Gunnell及Held亦指出「經由行為主義的衝擊以及政治分析的專業

化，造成政治研究領域形成歷史的、規範的、經驗的三雄頂立的局面11。其中，

歷史研究途徑曾被認為就是政治學研究途徑。Alan C. Isaak引述Richard Jensen

的說法：「歷史是過去的政治，而政治是目前的歷史。」(History is past politics 

and politics present history.)12這裡面臨到的挑戰就是歷史研究途徑過度講

求細節(details)、不願通則化(refuse to generalize)，而行為研究法則反之。

「歷史是研究者和事實之間不斷交互作用的過程，現在和過去之間無終止的對

話。」13因此，歷史研究法的目的就在於根據過去事件的研究，提供對於現在制

度、政策或問題的背景。 

否定歷史研究途徑是科學的人有下列理由： 

1. 歷史研究途徑無法預測未來，而預測未來是科學的目標。 

2. 歷史研究途徑仰賴能力及客觀性可疑的他人之觀察。 

3. 歷史研究者經常以不完全的證據為基礎進行推論。 

                                                 
11 黃默、陳俊宏於謝復生、盛杏湲主編(2000)。《政治學的範圍與方法》。台北市：五南，頁 126。 
12 Isaak, Alan C. (1984). Scope and Methods of Political Scienc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methodology 
of political inquiry. Homewood, Illinois: The Dorsey Press. p.34. 
13 周甘逢(1995年)。〈歷史研究法〉。《教育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第四期：頁
79-94。(周甘逢引 Edward H. Carr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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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歷史研究不能在封閉的系統中進行操作，也不能控制重要變項14。 

    漢普(C. G. Hempel)認為，歷史研究途徑往往只能列出一些無因果或可能有

關聯的獨立事件，對於現象的解釋力有限15。 

肯定歷史研究途徑是科學的人有下列理由： 

1.歷史研究者界定問題、形成假設或提出問題、蒐集與分析資料、驗證假設

與證據，並形成原理原則或結論。 

2.歷史研究者擁有比當代觀察者更多的證人證辭。 

3.歷史研究者使用類似於自然科學家所使用的機率原理來獲致結論。 

4.社會學、社會心理學與經濟學等均非實驗室的研究，同樣無法控制重要的

變項。(周甘逢，1995：82-83) 

歷史研究途徑的價值和貢獻，在於它對宏觀(macro)行為的解釋意義(act  

meaning)，而不在於對微觀(micro)行動的解釋意義(action meaning)。16  

    學者並提出歷史研究法的程序步驟17如下： 

問題 

假設 
 

問題 

界定 
  
資料的

蒐集 
 
資料的

分析 
  

資料的

整合與

解釋 

 
撰寫研

究報告 

 

由於研究主題涉及到台灣反對運動歷史的回顧，復以當時並未有以大規模量

化的方式留下適合行為主義(behaviorism)研究的空間，因此本研究將採取包括

歷史文獻的研究法，並嘗試將Panebianco政黨組織理論的概念架構18加以調整，

用來探究台灣在威權時期政治反對運動(尤其是黨外運動時期)的過程。之所以採

用歷史文獻的研究法，與筆者所相信的歷史觀念一致，即「過去所發生過的重大

政治轉變，其本身可能不會在目前和未來重複地發生，而且更不會以相同的方式

(exactly the same way)再次地發生。」雖然歷史不可複製，但是「任何宣稱足

                                                 
14 周甘逢(1995)，前引文：頁 82。 
15 李悅肇(1994年)。《台灣政治反對運動之研究》。台北市：政治所(碩士論文)。頁 15。 
16 李悅肇(1994)，前引文：頁 15。 
17 周甘逢(1995)，前引文：頁87。 
18 傳統的組織分析方法論可參閱呂亞力(1979)。《政治學方法論》。台北市：三民。頁 303-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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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涵蓋一般政治過程(to encompass general processes of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的理論，都必須與過去的經驗有所銜接，...應該小心翼翼地對

過去的經驗加以審視。」19換言之，本研究認為，如果要解釋現在民進黨組織的

運作，以及該組織最近所發生的局勢，必須回溯至該組織形成的時期，才能對於

重大政治選擇、組織控制權的競爭等過程提出有說服力的解釋。 

然而，在可能的範圍內，本研究所採用的資料處理仍將運用到分類

(classification)、比較(comparison)、量化(quantification)等科學性的技

術，及觀察法、歸納法、分析法等方法，以期能增加歷史資料的論證力。本研究

將區分「價值判斷」與「因果分析」的差異20。儘量稟持不進行過度價值判斷的

方式處理歷史資料，但是「因果分析」則是必要的分析方法。 

 

研究限制 

許多學者均提到，台灣的民主是獨立於階級運動之外而發展的，反對勢力一

直缺乏群眾性的社會運動做為其社會基礎21。實證研究顯示，「台灣的威權政治是

立基於缺乏階級區隔的威權人格。」22在台灣威權時期，執政的國民黨政府於1949

至1952年間挾各種力量「成功的推行一連串土地改革措施後，自耕的小農階級

已成為台灣農村社會結構的核心；同時此一結構也成為戰後台灣政治與經濟局勢

長期穩定的基礎。」23研究者亦指出，台灣的地主、農工階級在日治與國民黨外

來政權的刻意剷除、孤立及整編的對待下，要到1980年代中期才有工黨與勞動

黨的產生24。國民黨屬於又派政黨乃毋庸置疑，而反對運動從日治檢肅之後，即

                                                 
19 Panebianco引自 C. Tilly ., 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State-making,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p.3. 
20 Max Weber著，黃振華、張與健譯(1991年)。《社會科學方法論》。台北市：時報。頁 44-45。 
21 吳乃德(1992年)。〈反對事業的第二條陣線〉。載於澄社編，《台灣民主自由的曲折歷程》。台
北市：自立晚報，頁 96。(本文原刊於 1990年 8月。〈反對運動的第二條陣線〉。《新潮流評論》，
第 15期，頁 28-40。) 
22 Ruey-Ming Tsay (1995).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Attitudes: The Formation of 
Political Authoritarianism in Taiwan." 《東海學報》，卷 36，頁 205-235。 
23 劉兆隆(1996年)。《台灣奇蹟下的農業部門》。嘉義縣：中正大學政治所(碩士論文)。頁 2。 
24 陳嘉宏(1994年)。《階級結構的轉型與台灣政治反對運動(1950-1993) 》。政大三研所(碩士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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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左派運動關係較遠。中國民主黨組黨事件是個脫階級的「準反對」運動25；而

在黨外運動中，即使是「最關心社運、工運的新潮流系，其成員也率多是知識份

子，而非勞工階級自主性聯盟。」26以此角度來看，農民與地主階級的政治鬥爭，

並不屬於台灣民主化動態歷史過程中值得提出注意的一部分。 

受限於篇幅與時間等各種因素，本研究重點不在海外台獨及民主運動方面，

本研究重點放在台灣島內的反對運動陣營中之內部研究。對於缺乏這方面的論述

所可能造成的研究誤差，將儘量以其他資料與日後研究加以補正。 

    另外，本文屬於政治史的研究，以現在的觀點與理論來檢視過去的歷史資料

及人物，容易招致「死無對證，自圓其說」的批評。為避免這個變數對本研究價

值造成過大的影響，將輔以歷史資料及次級訪談以資佐證。 

 

 

 

 

 

 

 

 

 

 

 

 

 

                                                                                                                                            
文)，頁 53-125。 
25 陳嘉宏(1994年)，前揭書，頁 88-91。 
26 陳嘉宏(1994年)，前揭書，頁 123-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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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第三節  概念界定與分期 

由於本文在台灣政治史的研究之餘，仍將以Panobianco的「政黨研究核心

為組織」的觀念，針對組織的權力面向，解釋組織的運作與活動，尤其是「組織

內部對於權力的動態的爭鬥」進行解釋，因此，有必要以廣義的角度針對「黨外」

這樣一個「組織」加以界定。本文選用的最主要概念為「政治反對運動」，在後

期則可將「黨外」或「黨外運動」視為同義詞。在國內的學術研究資料中，「政

治反對運動」是政治學用語，而「黨外運動」是歷史學用語；由於本研究屬於政

治史的研究，因此，在大部分的論證中，「政治反對運動」幾乎等於「黨外運動」。

之所以選用「黨外」，而不用「無黨籍人士」一詞，乃因過去國民黨合於薩杜里

(Sartori)所界定的「霸權黨」(hegemony party)及後來演變成為「一黨威權」

時代(見圖1-1)。             

 
========================================================================= 

黨國體系(無競爭)                      政黨制度(有競爭) 
 

純粹一黨            一黨霸權      一黨優勢     兩黨     溫和多黨    激烈多黨 
 
 
一黨極權       一黨威權       一黨實驗 
 
 

意理型         實驗型                                          粉碎多黨 
 

未定型政黨體系 
 

單一中心                             多元主義 
大              壓制意見表達       小             小            意見表達        大 
控制群眾壓力最大                                                       群眾壓力最大 
 
集中                                    權力                                 分散 
 
完全壟斷     階層組織     一元集中             均平集中        低度分歧      極化與 
           (寬鬆的壟斷)  (無權力交替)          (有權力交替)                  極度分歧 
========================================================================= 

圖 1-1政黨類型及權力圖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 Sartori (1976：157 &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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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國民黨籍人士並非全部「黨外」人士27，若干無黨籍人士且與地方派系及

賄選問題有關連，因此採用比較限縮的定義。「黨外」一詞最早見諸文字是在1964

年3月5日「台灣省議會公報」刊載之質詢28。研究指出「黨外」一詞隨時間的

不同而有些許差異，可分為三個時期：一、無黨籍人士(1949-1970中後期)；二、

反對國民黨人士(1970末-1985)；三、一群固定的無黨籍反國民黨人士，隸屬於 

 

表 1-1  台灣政治反對運動分期表 
 黨外定義與主要分期 時間 次要分期 本時期重要黨外人士 

1947-1966 1.日據與國府
初期台灣士

紳期 

李萬居、郭雨新、郭國基、

許世賢、余登發等。 
 
 
組黨

前期 
 

一、無黨籍人士(1947-1975) 

1967-1976 2.黨外民主運
動儲備期 

黃順興、黃信介、張春男、

黃天福29、康寧祥 
1977-1979 3.選舉驅動黨

外全島串聯

期 

老將：黃信介、黃順興、康

寧祥、張春男、黃天福30 
姚嘉文、陳鼓應、黃煌雄、

陳婉真、呂秀蓮、王拓、楊

青矗、劉峰松、許信良、張

俊宏、林義雄、施明德等。 

 
 
 
 
 
組黨

中期 

二、反對國民黨人士

(1977-1985) 

1979-1985 4.「社會重審
高雄事件」時

期 

康寧祥、江鵬堅、吳乃仁、

許榮淑、周清玉、謝長廷、

尤清、黃爾璇、陳水扁、費

希平、余玲雅等。 
三、一群固定的無黨籍反國

民黨人士，隸屬於「黨外公

共政策會」或「黨外編輯作

家聯誼會」(1985-1986) 

1985-1986 5.新生代知識
份子接班時

期 

略 

台 
灣 
政 
治 
反 
對 
運 
動 
分 
期 

 
 
組黨

後期 

民主進步黨 1986- 略 略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黨外公共政策會」或「黨外編輯作家聯誼會」(1985-1986)31。因為國民黨高壓

                                                 
27 如高哲翰(1985年)。《台灣地區無黨籍人士在社會變遷中的角色分析》。台北市：文化三研(博
士論文)。或林宜真(1981年 11月)。〈「黨內」「黨外」競選策略概論〉。《聯合月刊》，期 4，頁
25-27。上兩文均將這兩類的政治人物混為一談，對於黨外人士多所批評，未能客觀看待，徒增
研究上的困擾。 
28 孫寅瑞(2001年 8月)。〈「黨外」一詞意義之歷史考察〉。《史匯》，第五期，頁 104。 
29 黃天福為黃信介之弟，黃天福曾向張春男說，兄弟兩人都參加黨外運動並非好事。因此，對
於 1977年至 1979年間黨外重要活動均未實際到場。 
30 這是施明德在 1980年所提到有這些政治人物參政。他提到黃信介之外的四個老將，因黃信介
屬於不用改選的增額立法委員，故未列名其中，本文自行加入。(引自國史館(2000年)。〈台灣政
治史的里程碑--美麗島政團〉。《戰後臺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三)從黨外助選團到黨外總部》。新店
市：編者印，頁 737。) 
31 參考孫寅瑞(2001年 8月)，前引文，頁 10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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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治，僅在選舉期間有相對較大的言論空間，而黨外政治人物必須藉支持黨外的

民眾之力量才取得政治權力，基於此信念，筆者再將這分期劃分幾個較次要的時

期(如表1)，以台灣人民爭取政治權力為主軸。 

關於第二時期中之前期--反對國民黨人士時期的選舉驅動黨外全島串聯期

--此時期「黨外」一詞之內涵在理解上則應是：「『黨外運動』理論上仍可以是一

個民主運動，許多人是以參與民主運動的心情介入。」32但是，如果我們觀看此

時期統派與獨派攜手運動，亦可解釋為「反蔣家幫」時期33。 

再者，在研究的過程中亦證實，如果討論「組黨運動」，則應提及雷震與自由中

國雜誌事件；但若以1970年代末期稱「黨外」，這一詞的內涵應包括：一、表面

接受但實際排擠具有中國色彩的人士；二、是個沒有黨名的政黨組織34
，宣示著

爭取政治資源；三、是「帶有強烈台灣意識的本省人反體制聯盟」35。 

若再加入組織因素，則又可依台灣歷史的發展序及組織特色分為六大階段，依次

為表1-2：                        

表 1-2 台灣反對運動組織化前運動分期(1895-1986) 

分期 I II III IV V VI 
年別 1895-1945 1945-1947 1947-1961 1969-1977 1977-1979 1979-1986 
組黨 組黨前期 組黨中期及後期 
重大歷

史事件 
日治時期 二二八事件 自由中國與

公論報 
黨外運動前

期 
黨外運動中

期(美麗島
政團) 

黨外運動後

期 

組織 
特色 

反對運動組

織概念的萌

芽 

反對運動組

織瓦解但深

入民間 

自由派知識

份子與地方

政治人物組

織的嘗試 

反對運動組

織力量的蓄

積 

反對運動地

方組織的形

成 

反對運動領

導者、支持

者、選民結

構的形成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32 管碧玲(1994年)。《民族主義與台灣政黨政治》。台大政治所(博士論文)，頁 143。 
33 陳明忠(2002年 3月 31日)。〈悼順興兄，憶往事〉。《黃順興先生逝世追悼紀念手冊》，頁 10。 
34 張春男認為 1977-1978黨外根本沒有組織，若要說黨外第一個組織，則應推「黨外候選人聯誼
會」。(筆者 2002/4/17訪談張春男，未刊稿。) 
35 林佳龍(1989年)。〈威權侍從政體下的台灣反對運動--民進黨社會基礎的政治解釋〉。《台灣社
會研究季刊》，卷 2期 1，頁 126。張俊宏認為黨外的傳統源自「二二八」之後，見孫寅瑞(2001
年 8月)，前引文，頁 110；而劉峰松則更直指黨外傳統源自日據時代的文化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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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第四節  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 

研究架構 

       本研究之架構如圖1-2所示，如前述，本文重視政治史研究法，因此，

在研究架構的最底層是時間層，代表著優先考慮歷史因素，並強調證據資料，構

成一個三度空間(3D)的架構。其次，由歷史因素往上，在每一個時間層(單一時

間向度)內，都可以分為國外及國內因素。國外因素又特別強調美國及中國方面

的因素。而國內因素則以國民黨統治組織與反對運動組之間的互動為主，兩個組

織又各與群眾之間有所互動。 

    在每一個時間層中，經濟因素是影響國民黨與反對黨組織互動的結構，但不

是唯一的因素。 

    在圖1-2(本論文研究架構圖)中的國民黨統治組織放大圖見圖1-3；而圖1-2

中的反對運動組織放大圖見圖1-4。 

 

章節安排 

    本研究將先以第壹章導論開始，列出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範圍、方法與限

制、概念界定與分期、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相關文獻探討與研究途徑及

Panebianco的「政黨權力的組織理論」。 

    第貳章為日、蔣政權統治與台灣政治反對運動，回顧日本殖民統治與反對運

動組織、戰後蔣政權統治與二二八事件的因素分析、二二八事件中反對運動組織

運作過程、二二八事件與反對運動等。 

    第參章為1950年代黨國威權體制下報刊組織與台灣政治反對運動，分為黨

國威權體制的歷史成因、黨國威權體制的特徵、公論報對反對運動之影響、自由

中國雜誌對反對運動之影響之影響等。 

    第肆章為1960-1970年代國內外政經環境與台灣政治反對運動，分為議會及

選舉制度與反對運動、台灣經濟的轉型與反對運動、台灣社會變遷與反對運動、

國際情勢、國民黨本土化策略與反對運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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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伍章為1960-1970年代政論雜誌組織功能與台灣政治反對運動，包括文星

雜誌、大學雜誌集團與反對運動、臺灣政論、八十年代雜誌與反對運動、美麗島

雜誌與反對運動、前美麗島的其他黨外政論雜誌與反對運動等。 

    第陸章為前美麗島時期與台灣政治反對運動，包括中壢事件對反對運動的影

響、台美斷交對黨外組織的衝擊、黨外全島串連與全省黨外助選組織、反對運動

中的意識型態衝突等。 

    第柒章為美麗島事件與台灣政治反對運動，包括1979年：黨外領導權力結

構的轉變、美麗島事件的因素分析、美麗島事件中反對運動組織運作過程、美麗

島事件對反對運動組織的影響等。 

    第捌章為後美麗島時期台灣政治反對運動與民進黨成立，包括沉潛重整與運

動理念初次衝突、內部權力模式轉型與內部民主初次確認、運動理念再次衝突與

內部民主再次確認、威權弱化與組黨競賽期及民主進步黨組織化過程等。 

    第玖章則為結論，分為研究發現、研究建議與後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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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由於圖型過大，國民黨與反對運動組織圖請另參閱本文其他附圖。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      圖 1-2  本論文研究架構圖   

反對運動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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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的國家機器 
 
黨營事業          軍    黨    官    大    土          美援 
國營事業                Power Bloc (中央)               AIDS 

 
 
省屬金融單位                       土地 
省屬事業單位                       三商銀 

            黨  省  省               四大公司 
            務  政  議               跨縣市的 
            系  府  會                 經濟力量 
 
              地方顯要              省合作聯合會 
                                    省農會 
                                    省水利會 
                                    聯合運銷單位 
 
             黨  公        公  黨                   地下錢莊 
             部                部                   信用合作社 
             門                門                   客運 
    甲縣                              乙縣          地方產業 
   Power Bloc      地方顯要         Power Bloc       土地資本 
 
                                                    農會 
                  樁腳                              漁會 
                  部門代理人                        水利會 
                  派系幹部                          合作社 
 
   一般民眾一般民眾一般民眾一般民眾一般民眾一般民眾一般民眾 
 
註：□官：技術官僚與行政官僚  □大：大陸資本  □土：本土資本 
政治菁英聯盟的機制：一、意識形態  二、階級屬性  三、非正式政治運作 
資料來源：施威全，1996：99。 

圖 1-3  國民黨統治組織(地方派系分析)圖 
 

本研究嘗試以自行繪製之「政黨組織與權力圖」(圖1-4)來表示Panebian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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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描述的政黨內部(尤其是領導人權力中心)組織與權力之運作關係。 

 
 
                    
                        集體誘因 
                      意 認 團 忠 
                      識 同 結 誠 
                      型                               自 
                      態   (輸入項)          適應       然      
                                              (輸出項)  模  支    選 
         選     支                  1                  型  持    民 
         民     持               領導者                    者 
                者                    2 
                        (輸入項)               支 配 
                      選擇性誘因             (輸出項)    
                       物 利 地      內環境         理性  
                       質 益 位                     模型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 
圖 1-4  反對運動組織與權力圖 

 

 
說明： 
1. 本圖中心灰色部分表示「不確定區域」，而領導人 1及領導人 2表示在領導權
的爭鬥過程中，會決定組織採取「適應」或是「支配」的策略，最終將決定組織

的走向。 
 
2. 集體誘因包括：意識型態、認同、團結、忠誠等。選擇性誘因包括：物質、
利益及地位等。 
 
3. Panebianco並未討論到 David Easton的系統論，但是本文在「政黨組織與權力
圖」中借用 Easton的 The Political System 的一小部分概念，補充 Panebianco在
領導人掌握不確定區域時。而在 Easton的「黑箱」(政治系統)中，包括了威權、
政體及政治共同體等，顯然地，系統研究途徑重視制度及一個巨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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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roanalysis)的架構36；Panebianco重視組織本身，相對來說，是微觀分析的
(microanalysis)，兩者之間仍有對話，Panebianco 說：「正當『系統的研究途徑』...
成為社會科學家的研究主流的同時...仍有很多研究素材被忽視了..」，Panebianco
認為組織是政黨最重要的本質，組織分析應重於其他觀點37。 

 

 

 

 

 

 

 

 

 

 

 

 

 

 

 

 

 

 

 

 

                                                 
36 大衛˙伊斯頓(David Easton)著，王浦劬譯(1992年)。《政治生活的系統分析》。台北市：久大
桂冠(聯合出版)，頁 xiii。(原著出版年：1964年) 
37 Panebianco, Angelo. (translated by Marc Silver). (1988). Political parties: organization and power.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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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第五節  相關文獻探討與研究途徑 

有關於台灣「政治反對運動」(含「黨外運動」)的文獻，本研究蒐羅了國內

相關的文章、論文與書籍，大致可分為第壹類黨外雜誌，第貳類政論性文獻及第

參類學術性文獻。由於本研究的時間範圍選定在民主進步黨成立之前，所以重點

並不在討論政黨制度，而是在政黨初始模型及組織內部的各種權力運作的辨別及

分析；執是之故，所分析的文獻亦與此相關。本研究將第壹類文獻做為進行歷史

回溯分析時之佐證依據，將於各章節中引用。而其中第貳及參類，又可以研究主

題分為(一)國內針對碩博士論文中有關於反對運動之研究；(二)國內關於台灣整

體民主政治運動的研究；(三)國內外關於國民黨威權統治台灣及民主轉型/民主

化38
與鞏固的文獻。關於 Panebianco, Angelo 安哥洛˙潘諾彼安柯的「政黨權

力的組織理論」，將於下一節討論。 

    以下本研究針對國內外相關政治發展歷史與轉型的重要文獻逐一檢視探討。 

(一)國內針對碩博士論文中有關於反對運動之研究 

黃紀(1980)39 

    黃紀先生的碩士論文(以下簡稱黃文)共約200頁，8萬餘言，為一量化研究。

本書為最早且唯一針對台灣反對勢力進行真正量化研究的作品。黃文以道爾

(Robert A. Dahl)的反對勢力(Political Oppositions in Western Democracies)

研究為理論依據，以內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為研究方法，將101位黨外人

士中選擇7位之言論進行分析，並得到結論將黨外分為三類：(1)政治結構改革

論者(康寧祥、姚嘉文、謝三升、周平德)；(2)社經結構改革論者(王拓、楊青矗)；

(3)政治社群懷疑論者(呂秀蓮)。本文之優點在於其內容分析統計方面在當時(甚

至於到目前)仍相當傑出；然而，非隨機的專家式抽樣，且僅針對1978年選舉期

                                                 
38 Dahl指出有兩個文化的基本規範可使民主政治渡過危機：1.軍隊與警察必須受民選政治領導
者之控制；2.政治上容忍差異與異議，並有一個堅固的法律保障體系。Dahl並認為民主有三個路
徑：1.一個共同的西方歷程；2.一個威權—社經發展—現代化—民主化的歷程；3.民主化是隨著
經濟、社會和政治發展彼此相互強化而漸進產生的威權現代化歷程。Dahl認同第三種較精確描
述亞洲國家的發展歷程。(Dahl於田弘茂、朱雲漢、Larry Diamond、Marc Plattner等編 1997：99-101) 
39 黃紀(1980年)。《無黨籍人士競選言論之研究—民國六十七年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競選期間
無黨籍人士宣傳品之內容分析》。台北市：政大政治所(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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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競選言論加以分析，容易造成推論的謬誤。再者，黃文對於道爾的反對勢力研

究，先是認為其為西方民主國家的觀點40，復又於結論中引述道爾『反對勢力必

反對而不妨礙(The opposition must oppose but not obstruct)』41，但是中間

對於理論與本文的聯結不強42。黃文的結論認為黨外人士的言論均「非意圖顛覆，

而多半僅在宣洩其註定成為『永久反對者』的失望心理。」43此結論以當時政治

環境而言，尚稱持平，可以說是符合行為主義論者追求「價值中立」(value free)

的特質。 

但對筆者認為，於反對者之言論若僅以數據檢證「甲是否出現A言論」或「乙

是否出現B言論」，而不去討論「為何甲在此時會提出A言論」、「執政黨為何反

對A言論」、「A言論是否合理與可行」等，似乎有待商榷。 呂亞力亦認為在未

考慮歷史因素之下，西方民主國家反對黨拿來與威權時期的台灣反對政治運動等

量齊觀可能會得到不一樣的結果。 

 

呂亞力(1992)44 

呂亞力先生的「台灣的反對黨：民進黨的發展」一文(以下簡稱呂文)，對於

L. Pye說台灣「黨外」出現，『有趣』但「並不特別重要」這樣的看法表示不以

為然；呂文亦認為台灣的政治現實與反對黨角色均與西方民主/已開發國家不可

能完全一樣45。據此，呂文探究反對黨(含1986年前的「黨外」)在民主化過程中

扮演的角色，透過分析民進黨的社會基礎、政治理念、組織結構及所面臨的問題，

提出新興中產階級對民進黨的重要性；認為自1970年代初起反對運動三策略：

競選活動、雜誌運動及群眾運動(「釀成不幸的結果」)。呂文對於黨外雜誌的印

                                                 
40 黃紀(1980年)，前揭書，頁 4。 
41 黃紀(1980年)，前揭書，頁 164-165。 
42 之所以如此，吾人認為在於並未將研究置於整個台灣歷史架構下所致，實因當時之研究環境。 
43 黃紀(1980年)，前揭書，頁 165。 
44 呂亞力(1992年)。〈台灣的反對黨：民進黨的發展〉。收於張京育編，《中華民國民主化：過程、
制度與影響》。台北市：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頁 195-223。 
45 西方民主國家的反對黨參閱 A. Dahl (ed.) (1966). Political Oppositions in Western Democracies, 

New Ha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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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是：「醜化執政當局」、「暴露高級官員私生活」、「傳播黨外人物的政見反成為

次要了。」46呂文也提到民進黨的路線之爭，並認為黨外的雜誌上的「文章往往

淪為情緒化..僅管這些雜誌的素質不高，它們對台灣的政治發展影響甚鉅」47。

但是呂文並未解釋為何「素質不高」，卻還會贏得支持。呂文試圖在尚未有實證

研究資料之前，以訪談的方式推斷民進黨的支持者為：絕大多數為台籍、一般比

國民黨支持者年輕、高比例的窮人或經濟前途較不穩定的人、年輕的知識份子與

專業人士(有一些是大陸籍人士)、社會地位低且教育少而仇視國民黨的人及多數

的南台灣的基督長老教會信徒。上述的看法似未獲得證實，其出發點似乎有貶抑

的意圖。 

呂文有重要一部分在講述民進黨的省籍地域48
觀念，特別提出林正杰與費希

平兩位外省籍的民進黨重要人物對民進黨的「地域意識」質疑，並認為新潮流系

造成黨內派系爭執。最後呂文認為在可預見的未來，國民黨仍能有效統治台灣。 

 

高哲翰(1985) 

高哲翰先生的博士論文(以下簡稱高文)共約420頁，25萬餘言，為一質化

研究。高文研究角度有三：(1)從無黨籍人士內在的主觀條件看其政治人格扮演

的角色衝突；(2)從外在的客觀形勢看其對政治文化、政治系統產生角色緊張；

(3)部份無黨籍人士對政府規範產生角色的迷亂。其論文模式架構套用政治社會

學者墨頓(R. K. Merton) 的迷亂理論 (Anomie Theory)、帕生思(T. Parsons)

的角色理論 (Role Theory)、篤意奇(Karl W. Deutsch)的社會動員論(伊斯頓

(David Easton)的社會系統論(Social System Theory)、社會變遷論 (Social 

                                                 
46 呂亞力(1992年)，前引文，頁 200。 
47 呂亞力(1992年)，前引文，頁 205。 
48 蕭新煌和具漢根提到中產階級台灣民主化過程中與韓國的中產階級相較屬於被動。見蕭新煌
H.H. Michael Hsiao和具海根 Hagen Koo(1997年)，前引文，501-532。 另外，從徐永明先生運用
Gary King的 EI模型來探究「忠誠選民的差異性是否有地域上的趨勢」，得到一個結論是「民進
黨與國民黨的選民忠誠度，不分選舉均以南部地區較高」，重點在於南部地區選民的政治特質傾

向穩定。見徐永明(2000年)。〈「南方政治」的形成？台灣政黨支持的地域差別 (1994-2000) 〉。《國
立中山大學社會科學季刊》，第 2卷第 4期，頁 167-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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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 Theory)；另引用韓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白魯恂(Lucian W. 

Pye)、艾爾蒙(Almond)的政治發展諸論，來證明其研究對象符合其「角色迷亂」

理論所指稱的現象49。 

高文除了： (1)不符合一般學術研究的格式，許多該標明引用出處的地方，

均不見標註；(2)內容欠嚴謹，形容詞多；(3) 既未訪談黨外人士，又引用黨外

文件太少，且斷章取義，涉入過多個人情緒性的、價值評斷的意見等一般批評之

外，在通篇論證過程中 (4)運用理論過多，最大的錯誤是將社會學討論「個人不

遵從團體的差異行為(Deviant Behavior)」硬生生地套在解釋台灣在威權體制下

所產生的政治反對運動方面，實難獲研究者的認同；(5)由於高文當時完成於威

權時代的政治環境之下，因此認定使用「黨外」一詞，是「狡猾」的意圖；提到

「台獨」，就稱是「社會上的叛亂犯」50；談到「中華民國政府代表全中國人民的

立場絕不改變」、「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反共復國目標絕不改變」，高文更堅稱：

「這兩個堅定不移的目標以及由目標延伸出來的標準，往往被包含在『基本國策』

的範圍之內，是不容許懷疑和辯論的」51。高文的這些看法，使得原本應被預期

的理性與學術的結論難以獲致，對於如何看待台灣政治反對運動，理論上貢獻有

限。 

 

黃德福(1992) 

    黃德福先生的專書(以下簡稱黃文)主要從政治民主化的理論出發，廣泛引述

道爾(Dahl)及Diamond、Linz與Lipset等人的民主政治定義；O’Donnell與

Schmitter對威權統治者開始政治民主化的時機認定；Stepan民主化過程之類

型；Baloyra對民主化過程完局(endgame)的時程與場所來區辨民主化類型；

Share有關政治菁英共識與否所形成的民主化模式；Karl精英與群眾力量過程所

                                                 
49 高哲翰(1985年)。《台灣地區無黨籍人士在社會變遷中的角色分析》。台北市：文化三研(博士
論文)。頁 16-80。 
50 高哲翰(1985年)，前揭書，頁 20。 
51 高哲翰(1985年)，前揭書，頁 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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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民主化類型。黃文再將民主化研究途徑分為(一)經濟決定論：包括

1945-1965年的「現代化研究」(Lipset、Deutsch、Huntington、Schumpeter、

Diamond、Linz、Moore、Dahl等)、1960末的「依賴學派」(Amin、Cardoso、Faletto、

Frank、Furtado、Santos、O’Donnell、Becker、Robert等)、同樣是1960年末

的「世界體系學派」(Wallerstein、Cardoso、Faletto、Evans、O’Donnell、

Kaufman、Chirot等)及(二)政治過程論：1970年代的權變策略研究(Rustow、

Linz、Stepan、O’Donnell、Schmitter、Whitehead)等。黃文並引用Przeworski

的說法，認為「民主政治乃是一個『權變性的制度妥協』」(contingent 

institutional compromise)52。由此，黃文選擇權變策略研究途徑，擬將研究重

點放在「政治領導菁英策略的分析，特別是統治集團與反對陣營領導精英的互動

關係」53。黃文並以「組織結構」、「派系政治」、「反對策略」及「選舉競爭」四

個面向來檢視民進黨的歷史。 

    縱觀黃文前面的理論與後面的實證研究，並未有效聯結，且不只一次提到「不

正常的反對運動，導因於不正常的政治體制與環境」54。黃文並未對不正常的政

治體制與環境(派系、賄選、甚至於作票等)加以批評，卻採取批判的角度來看黨

外及民進黨，對於黨外及民進黨所提的主張對於一般民眾的實際影響並不正面看

待，僅以大量的歷年投開票資料來證明，而對於黨外分類、歷史事件的究因等，

並未有具體的證明，僅屬於臆測層次，甚至可從當事人在別的資料中的說法加以

推翻55。最重要的是，黃文並無針對「政治領導菁英策略的分析，特別是統治集

團與反對陣營領導精英的互動關係」提出有力的說明。另外，對於黨外時期之分

析過於簡單，這個時期亦是筆者可以著墨之處。 

 

劉念夏(1991) 

                                                 
52 黃德福(1992年)。《民主進步黨與台灣地區政治民主化》。台北市：時英，頁 24。 
53 黃德福(1992年)，前揭書，頁 25。 
54 黃德福(1992年)，前揭書，頁 128、175。 
55 黃德福(1992年)，前揭書，頁 107。 



台灣政治反對運動:歷史與組織分析(1947-1986)                                                      第壹章 

25 

劉念夏先生的碩士論文(以下簡稱劉文)，不脫其指導教授黃德福先生的研究

範圍，且其中有多幅圖表在兩人的研究中重複出現。劉文亦引介相當多的西方研

究文獻，但最大的特色是其試圖以圖型化的方式來說明黨外/民進黨組織強弱

度、政治抗議行為與政權開放性等等。這是個嘗試，但是容易引起誤解的嘗試。

正如在其使用XY軸圖表來解釋歷年變化的「組織強弱度」方面，作者自己所說

的：「本圖中的組織強弱度，其衡量基礎(scale)乃是一種”次序”(ordinal)的比

較，而非”大小”(interval)差異的比較。」「...只是標明在不同時期反對勢力

組織強弱度的高低，至於強多少或弱多少，則非本概念所能概括。」56又如，政

權開放性指標為何？如何印證？57均未獲得解釋。為何會如此？可能的解釋是：

第一手的質化資料匱乏，且未加上歷史概念所致。例如：美麗島事件在「政治抗

議行為」之研究分析單位上，與「朱高正、黃爾璇初選之爭」竟等量齊觀，如此

量化研究，就可能陷入Tinker所批評的：量化研究是「經驗主義的貧乏」(poverty 

of empiricism)58。 

 

林佳龍(1988) 

林佳龍先生的碩士論文(以下簡稱林文)，屬於縱時趨勢的調查研究

(survey)，以兩次台灣地區調查研究獲得的個體資料為資料庫，進行實證比較。

研究發現省籍與階級是台灣社會主要分歧，而「國家認同取向與民主價值取向的

差異是台灣主要的政治衝突。」59外省人、小農階級、中產階級或國家認同正值

取向與民主價值取向負值者有增加偏愛國民黨的趨勢，而閩南人、客家人、勞工

階級、小資產階級或國家認同負值取向與民主價值正值取向者60。不過，林文整

                                                 
56 劉念夏(1991年)。《民主轉型期反對黨政治抗議行為之研究—以民進黨為例》。台北市：政大
政治所(碩士論文)，頁 89。  
57 劉念夏(1991年)，前揭書，頁 164-65。 
58 Downey, H. Kirk, & R. Duanel Ireland(December, 1979). Quantitative versus Qualitative: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in Organizational Studie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4, p. 631. 
59 林佳龍(1988年)。《國民黨與民進黨的群眾基礎：台灣選民政黨支持的比較分析(1983-1986) 》。
台北市：台大政治所(碩士論文)，頁(4)。 
60 林佳龍(1988年)，前揭書，頁(4)&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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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了國內外政黨支持的選民調查研究之重要發現，亦整理了解嚴前執政黨「政治

典則的偏差動員」61綜觀通篇論文只研究兩黨之選民整體特徵，其所引用之資料

庫又為完整的調查研究所得，這樣的研究論題最是適合量化研究。由於林文的研

究時序並非在黨外時期，而是在民進黨成立之後，因此對於黨外時期的著墨不

多，與本論文的相關性不大；不過在時間序上剛好可以做為筆者進行歷史論證之

後的一個實證資料佐證。 

 

管碧玲(1994) 

管碧玲小姐的博士論文(以下簡稱管文)，共251頁，約22萬餘言。管文首

先批判國內學者誤用「杜偉傑(Duverger)法則」來討論政黨政治，忽視歷史與社

會結構；次研究台灣民主轉型，將其分為(1)從多元主義出發的「自由模型

(liberal model)」(共識模型)—假設共識，「強調行為研究而忽視歷史」，如田

弘茂、黃德福、呂亞力；(2)「辯證模型(dialectic model)」--假設分歧/矛盾，

但「顧及社會及歷史的角度。」如朱雲漢、彭懷恩。另有(3)從族群衝突與族群

政治(社會分歧)來研究台灣政黨政治，如林佳龍、徐火炎、吳乃德、張茂桂、游

盈隆、王甫昌、若林正丈等62。管文很清楚地點出，「國家認同」分歧是台灣社會

的分歧點，因此，她採用分歧/凝結理論，只討論這一個分歧，「呈現民族主義對

台灣政黨政治的獨特影響」，「將台灣政黨政治的發展放在一個歷史結構的系絡

中，去照亮獨特的地方」，是管文的重點。其章節計有「台灣民族主義的歷史起

源」、「台灣民族主義的問題結構」、「強勢政權下的民族主義運動」、「台灣民族主

義與民主進步黨」及「民族主義與’90年代的政黨體系」可看出，管文將台灣自

1943年以來至今的台灣政黨政治過程置於歷史與國際系絡中，並以Hechter的

「內在殖民主義」(internal colonialism)理論、Anderson「想像的政治共同體」

理論為解釋分析之依據。管文由於分析的焦點非常明確，因此資料可以說相當充

                                                 
61 林佳龍(1988年)，前揭書，頁 89。 
62 管碧玲(1994年)，前揭書，頁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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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唯一可能受到最大的攻訐是其所指稱的「台灣民族主義」，其挑戰「中華民

族主義」這個「典範」(paradigm)的企圖明顯，在短時間內可能尚有爭議。 

 

(二)國內關於台灣整體民主政治運動的研究 

 

鄭牧心(1987) 

鄭牧心先生的論著63(以下簡稱鄭文)，共327頁，約22萬字。鄭文以新聞記

者的寫法，分為源流、草創、過渡、建制、變局及風暴等篇，將台灣自日治經歷

省參議會、臨時議會、中國民主黨、黨外到民進黨的成立做一綱要性的描述。由

於是省政與國會記者，其人與事的紀錄詳細，但卻囿於觀點隨著作者本身而移

動，前段重點在省議會，後段移至立法院。鄭文對於國民黨政權「法統」的便宜

行事、在提名政治狡狼(political wolf)造成地方派系狀大方面多加批評。鄭文

為平鋪直敘的歷史研究法，對於國際與國內結構因素討論不多，是鄭文與一般政

治發展論文最大差異。亦因篇幅的關係，多項重大關鍵事件僅略為提到或毫無提

及，未來可再深究。 

 

李筱峰(1987) 

李筱峰先生的論著(以下簡稱李文)，共約280頁，20萬字，並輔以大量的

照片。李文自陳以東方式歷史家的寫法「述而不作」，不以預設的理論架構來對

已發生的歷史事件提出解釋；在整份論著中，各個歷史事件敘述的篇幅都大致一

般，或許是其所謂「儘量以客觀而不帶色彩的文字，來回顧這些歷史。」64最重

要的是，李文為解嚴初期最全面有關台灣民主運動的一份歷史著作。李文將台灣

地區的反對運動劃分為四個階段：(1)1947年因二二八事件而起的全島性要求省

政改格的運動；(2)1950年代的自由中國與「中國民主黨」建黨運動；(3)1970

                                                 
63 鄭牧心(1987年)。《台灣議會政治 40年》。台北市：自立晚報。 
64 李筱峰(1987年)。《台灣民主運動 40年》。台北市：自立晚報，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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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初期的大學雜誌知識份子集團的政治革新運動及(4)1970年初至1987年的

黨外運動與民主進步黨的建黨。並以1.運動產生的背景(歷史結構)2.運動與權

威當局的關係3.運動的方式與路線4.運動的領導者或重要參與者(之階級/背

景)5.政治理念6.運動的成果等方面來討論。由於李筱峰亦屬於黨外雜誌的編

輯，其觀點與仔細的記錄均值得參考。然而，將四個階段的重要性等量齊觀，論

述過程中較少提到執政者的反應，討論民主運動而未有政治學理論做為解釋的依

據，則是可能招致的批評。 

 

(三)國內外關於國民黨威權統治台灣及民主轉型與鞏固的文獻 

 

帕特David Potter (2000) 

帕特Potter在「同時期南韓與臺灣的民主化」一文中，採用「結構理論」

與「轉型理論」兩種研究途徑來分析台灣於1980年代末迅速轉型。Potter認為

(1)日本統治產生了當地的資產階級，殖民結束時已有工業的上層結構，此時期

亦建構了黨支部65與農會相連結的體系，打下了國民黨外來統治的根基；(2)地緣

政治上的冷戰結構(中共、北韓)影響了接下來的政治發展—正當化國民黨的威權

統治；(3)二二八事件提供「台灣人國家主義」團結的目標；(4)1960-1980年台

灣的典型表現包括：決定發展的菁英、有力合法且隔絕的經濟官僚、受政府政策

所制的經濟、無權干政的相關自治團體、弱勢且從屬的市民社會、經濟成果確保

鎮壓的正當性；(5)美援與協助增強統治者的權力；(6)台灣主要反對運動潮流是

遵循選舉途徑的；(7)1977年黨外已「相當於一個准政黨(a quasi party)」66；

(8)1980年代台灣農業者的地位是：無有權勢的地主、當私人部門開始遷入時逐

漸轉向多元主義、沒有強烈動力催促民主化67。換言之，地主階級實質消失68；(9)

                                                 
65 帕特 Potter此處應是採用 Sartori的「fraction支部」的說法。 
66 帕特 Potter, David. (2000年)。〈同時期南韓與臺灣的民主化〉，載於 David Goldblatt, Margaret 
Kiloh and Paul Lewis編，《民主化的歷程 Democratization》，頁 272。台北市：韋伯。 
67 帕特 Potter, David. (2000年)，前引文，頁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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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工人階級認同薄弱、態度傾向溫和的意識型態。1980年代台灣的民主化是

被市民社會轉變所激發的，但美麗島事件之後的某些政治上的開放，是由政府、

階級與跨國權力結構的改變所致69。1987年解嚴，Potter認為是國民黨溫和派蔣

經國與民進黨多年協商的結果。而外在觸發民主化者，他則認為包括資本主義工

業化的意識型態、美國立場改變、日本民主化、資產階級權勢者增多、全球化等。

簡言之，Potter認為台灣民主化的過程是：消除大地主→ 威權統治→領導人抉

擇與行為→民主化。 

    因為Potter認為，若存在著與統治階級緊密結合的權勢地主，則就算有領

導人抉擇與行為，也不易獲致民主；所以他對於台灣民主化過程中，政治反對勢

力、群眾等的影響力，似乎顯得輕描淡寫甚至於不重視。 

 

薩杜里Giovanni Sartori (2000) 

義籍學者薩杜里Sartori在「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政黨與政黨

制度」70)中討論政黨理論與歐美、非洲等近百個國家的政黨制度。其中從內部看

政黨一章，認為「政黨總是由形成多個相等團體之個人的集合。」它更將一般命

名為「派系(faction)」的政黨次級單位分為(1)支部(fraction)：指一般無特定

內容的類型；(2)派系(faction)：指一種特別的權力團體；(3)趨向(tendency)：

指一種模式化的態度組合。而「『純派系』與『純趨向』代表黨次級單位連續體

的兩個極。」前者會成為高度分裂的政黨，後者則很少分裂。而大多數的政黨在

黨次級體系方面是不同比例的原子化集團、派系、趨向、獨立份子之混合物或者

是聯合體71。Sartori提出可以四個面向探討黨的次級體系：組織、動機、意識

型態及左右取向。特別在動機面向上，將派系分為圖1-5： 

                                                                                                                                            
68 帕特 Potter, David. (2000年)，前引文，頁 283。 
69 帕特 Potter, David. (2000年)，前引文，頁 279。 
70 薩杜里 Giovanni Sartori著(2000年)。《政黨與政黨制度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雷飛龍譯)。
台北市：韋伯，頁 94-100。 
71 薩杜里 Giovanni Sartori著(2000年)，前揭書，頁 9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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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純粹求權派系(naked power factions) 

 ----- 追求利益-- |  
 |  ------ 分贓派系(spoils factions) 
派系- |    
 |  ------ 意識型態團體(ideological groups) 
 ----- 講求原則-- |  
   ----- 觀念/意見團體(idea/opinion groups)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 

圖 1-5   Sartori的派系分類圖 

 

 

在Sartori的界定中，「講求原則的支部」是不以顧客團體為群眾基礎，其

自我維持及號召力量來自其「知識號召力」及「改變他人信仰的能力」。Sartori

又提出兩個較輔助性的看待支部之分類：第一種分類將支部分為「個人中心的支

部」(personelist fraction)及「聯盟式的支部」(coalitional fraction)；第

二種分類將支部依其角色之不同分為「支援團體」(support groups)、「否定團

體」(veto groups)及「政策團體」(policy groups)。而上述三團體會因為黨內

聯合陣線的關係而「富於變動的」72。Sartori的分析仍著重在將黨內次級團體

的分類、界定各個政黨的各種面向(如威權/民主、世俗/宗教、種族整合/自主、

左/右派等)73。換言之，他仍是在外表看政黨，只是分析單元從「政黨」移至次

級單位。 

 

若林正丈(1989) 

日本學者若林正丈的論著(以下簡稱若林文)，共233頁，約14萬字。若林

文主要討論在國際歷史結構下，中國與台灣的「脫冷戰化與脫內戰化」；其方法

(approach)有(1)政治體制論及(2)歷史社會學。而其分析的概念(concept)為「權

                                                 
72 薩杜里 Giovanni Sartori著(2000年)，前揭書，頁 100。 
73 薩杜里 Giovanni Sartori著(2000年)，前揭書，頁 40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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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主體體制」74 (authoritarian regime)及「權威主義體制的轉型

(transition)」。分析的時間主要在1980年代「分期付款式」的台灣民主政治75。

若林文認為自1970年代起，「台灣就進入歐德耐(Guillermo O’Donell)與舒密特

(Philippe Schmitter)所說的權威政治體制之『轉型期』。」76更以Juan Linz

權威主義的概念來解釋台灣歷史。若林文從頭至尾貫穿的一個概念就是其提出由

下(國民)而上(國家)的「台灣nationalism」(台灣國族主義)之發展，並認為台

灣nationalism有其內部的共識基礎，但面對中國與國際時又有其對立問題有待

解決，若林文結論認為上述現況與獨立主權的韓國相較之下，妨礙台灣的發展。

若林文「脫冷戰化與脫內戰化」的說法是從國際的角度切入，通篇討論到反對政

治（運動）的不多，仍多以研究國民黨、蔣經國在權威時代的角色為主。 

 

戴蒙Larry Diamond (1995) 

     Diamond在「民主鞏固的追求」一文中整理重多學者論文指出：「民主鞏固」

77雖受到O’Donnell質疑此概念的有效性，但是其他眾多學者至少有一些交集。

Diamond引Linz、 Stepan等人的看法認為此概念78之反面為「政治體制的脆弱、

不穩定現象。」這些不穩定現象包括三大方向：一、政治技巧；二、政治制度的

設計；三、民主價值規範的散布。再細分這些現象，本研究規納為：1.政黨、社

                                                 
74 目前學界多譯為「威權主義體制」。 
75 若林正丈著(1989年)。《轉型期的台灣--「脫內戰化」的政治》(何義麟、陳添力譯)。台北市：
故鄉，頁 31&172。 
76 若林正丈著(1989年)，前揭書，頁 192。 
77 林茲 Juan J. Linz對「民主鞏固」概念的定義如下：「在民主鞏固的狀態下，沒有任何主要的政
治人物、政黨，或者有組織的利益團體、勢力，或者建制機關想要以非民主的程序來獲取權

力，......，並且沒有任何的政治建制或團體主張推翻經民主程序選出之決策者的決策行為....簡單
地說，所謂民主鞏固就是民主程序必須被視為唯一權力遊戲規則」(Guillermo O’Donnell著(1995
年)。〈關於民主鞏固的迷思〉(廖益興譯)，載於田弘茂、朱雲漢、Larry Diamond、Marc Plattner
編(1997年)。《鞏固第三波民主》。台北市：業強。頁 111) 
78 林茲 Juan J. Linz與 Alfred Stepan在〈邁向鞏固的民主體制」一文中列出民主鞏固的條件，他
們說；除了國家機能的展現之外，一、一個自由且活潑的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二、一個相對
自主性的政治社會(political society)；三、所有政治行為者(主要是政府和國家機關)都必須服從法
治原則(以保障個人自由權利與社群生命為標的)；四、一個可供新的民主政府使用的國家官僚結
構；五、有建制化的經濟社會(economic society)。(Juan J. Linz、Alfred Stepan著(1995年)。〈邁向
鞏固的民主體制〉(張佑宗譯)，載於田弘茂、朱雲漢、Larry Diamond、Marc Plattner編(1997年)。
《鞏固第三波民主》。台北市：業強。頁 69。 



台灣政治反對運動:歷史與組織分析(1947-1986)                                                      第壹章 

32 

會運動、組織對於民主體制正當性的否定，而有意採取暴力、欺騙、或其他非法

手段去獲取權力/影響改革；2.在權力鬥爭過程中引入軍方勢力，否定民選領袖

及其政黨的權威；3.執政黨不受憲法約制、誣指反對人士為判亂份子而進行政治

迫害；4.政治人物對民主體制的半忠誠(semi-loyalty)態度—縱容判反民主團體

的存在，推行民主政治乃「基於工具性價值的考慮」，以尋求國際支持及避免懲

處；5.政治菁英的行為模式與信念(意識型態宣言)不傾向維繫民主；6.選舉競爭

制度未制度化；7.無效率的政府(包括：經濟表現、人權保障、社會秩序、依法

行政、責任政治、代表性、政府整體的效能等)；8.國家機關無公權力、行政能

力及司法效率；9.包容種族分歧的能力低；10.無制度化及無強有力的政黨體系；

11.比例代表性高低與多黨林立的困境待解決；12.包括總統制vs.內閣制、絕對

多數制(過半數二輪決選制majority run-off; MRO) vs.相對多數制

(plurality)、中央地方公職合併選舉(造成政治人物合作) vs. 中央地方公職分

開選舉(造成政治人物分裂)、政黨內部一致性 vs. 政黨內部派系林立、政黨的

極端個人化現象、傳統地域主義等，均形成「民主和代表性」與「穩定和效率性」

的困境待解決；13.文人在內部事務方面須與軍人分享權力；14.高度活力與制度

化的民間社會影響國家機關的能力下滑；15.社會經濟79未繼續發展(Przeworski

的觀點)；16.區域和國際因素的驅使未繼續扮演正向輔助性的角色80。 

 

廖益興 (1993) 

                                                 
79 普熱沃斯基 Przeworski肯定 Lipset的觀點。Przeworski在「何者使民主體制得以存續？」一文
中推翻「民主可從獨裁迂迴發展而來」的說法，他指出下列說法是錯誤的：「(1)在貧窮的國家，
獨裁政體較有利於經濟發展；(2)國家經濟一但發展之後，獨裁政體自然會為民主政體所取代。
因此為了擁有民主，則首先必須支持，或至少容忍獨裁。」Przeworski 反對上述說法，他發現：
「民主存續的祕訣似為經濟發展」。(Adam Przeworski、Michael Alyarez、Jose Antonio Cheibub、
Femando Limongi著，梁崇民譯。〈何者使民主體制得以存續〉？收於田弘茂、朱雲漢、Larry 
Diamond、Marc Plattner編(1997年)。《鞏固第三波民主》。台北市：業強，頁 468-487。(原作發
表年：1995年) 
80 戴蒙 Larry Diamond著(1997年)。〈民主鞏固的追求〉(廖益興譯)，收於田弘茂、朱雲漢、Larry 
Diamond、Marc Plattner編。《鞏固第三波民主》。台北市：業強，頁 1-35。(原作發表年：199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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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益興先生的碩士論文81(以下簡稱廖文)，共約230頁，17萬餘言，是一篇

政治經濟學的標準論文，廖文先建立一個先驗性的假設--邏輯的構造物(模式

model)，然後再從歷史去找資料求證。廖文從政治學多元理論、新統合主義

(neo-corporatism)到新馬克思主義之國家論，最後採歷史--結構的觀點出發，

檢視了「現代化理論」、「依賴/世界體系理論」、「國家中心理論」，以國家中心理

論的研究途徑來解釋國民黨在統治過程中(1)取得國家機器的自主性(2)在歷史

的動態過程中，因應各種政經變局所採取的措施(3)威權體制與政經結構之聯結

關係(4)威權政經結構與台灣社會整體現象。其中並以「恩庇侍從關係

(patron-client relation)」利益中介機制為一重要的解釋性「模式(mode)」82。

廖文於實證的論證中例舉了國民黨做為「外來政權」的屬性，公/國營事業、黨

營事業與國家、地方派系的共生，透過選舉動員，取得經由選舉而長期確保的統

治合法性。最後廖文指出威權體制的弊害包括：(1)弱勢團體的相互剝削循環(2)

疏離冷漠與不均衡的社會發展(3)政府機關的貪污腐化(4)社會經濟福利的損失

(5)對未來發展造成嚴重的阻礙等。然而，第(3)與第(5)項是較為難以用數據印

證的，當然也就成為廖文在結論時的弱點之一。整體看法是，廖文的範圍過於廣

泛，在有限的篇幅內，似乎難以說明清楚。 

 

彭懷恩(1992) 

彭懷恩先生的論著(以下簡稱彭文)，共335頁，約22萬言。此書乃由臺灣

政治變遷四十年83之歷史脈絡，加上「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途徑而來。由於彭文

大量引述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及概念，從「現代化理論」、「依賴理論」、「世界體系

理論」分析臺灣從威權轉向民主的歷程，彭文「主軸是圍繞在『國家—社會』的

辯證關係。」84彭文除了發展理論的回顧、政治經濟學研究途徑的研究架構之外，

                                                 
81 廖益興(1993年)。《台灣地區威權統治下的政經體制》。台北市：政大政治所(碩士論文)。 
82 廖益興(1993年)，前揭書，頁74-130。 
83 彭懷恩(1987年)。《台灣政治變遷40年》。台北市：自立晚報。 
84 彭懷恩(1992年)。《台灣發展的政治經濟分析》。台北市：風雲論壇。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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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分為：一九四九年以前的臺灣、國際脈絡、國家機關、國家與政黨、國家與

政治參與、臺灣經濟體制的剖析、臺灣經濟發展的歷程、國家與社會等，很顯然

地，在「臺灣政治變遷四十年」以歷史方式鋪陳之後，彭文以八十年代流行的國

家理論再來討論，因為歷史時間過長，理論相當龐雜，最大的缺點在於臺灣的資

料過於簡略，由以反對政治方面的資料尤其匱乏，對於相關事實資料又有意無意

地忽略，例如討論二二八死傷人數時，他做了下列有點不了了之的討論：「雖然

迄今沒有正確統計，但官方的統計死傷人數一千多人或可能太少，美國作家克爾

(George Kerr)謂之多達二萬餘人，也無具體證據。」就因為彭文的籠統，故僅

有「國家與政黨」乙章討論「威權一黨制」時，對於一黨獨大制的討論有可觀之

處。 

 

劉義鈞(Liu, Yih-Jiun，1991) 

劉義鈞先生的博士論文(英文稿)，以下簡稱劉文，題目為：The 

Election-Driven Democratic Transformatio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由選舉所驅動的民主轉型：一個比較的觀點)。劉文最大的目的在拋棄「國民黨

為外來政權」這個刻板印象，認為雖然許多區域研究專家將國民黨視為「列寧政

黨」(a Leninist party)，但是他主張國民黨至多只是「列寧式的政黨」(a 

Leninist-type party and not a Leninist Party)85。劉文基本上認為國民黨要

民主，只是程度問題86。劉文先提出一個「由選舉驅動的威權轉型模型」假設，

再以歷史證據補強。劉文重點如下：(1)最開始時國民黨的勢力只於中央，而不

及於地方(尤其是地方派系)。(2)國民黨擁有史無前例的資源，國民黨決定法律、

控制選舉遊戲規則，決定何時、如何及在那兒比賽—國民黨以操縱選舉規則影響
                                                 
85 劉義鈞 Liu, Yih-Jiun. (1991). The Election-Driven Democratic Transformatio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esis (PH.D.)—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52. 
86 這與中國時報發行人余英時引胡適日記的話有一段差距，余英時說：「當他(蔣介石)在五 0年
代早期轉進臺灣時，讓胡適震驚的是，他(蔣介石)是如此認真地研究所有擺脫憲法機制的方法。」
見余英時著(1997年)。〈從民主的浪潮到民族主義的浪潮〉(吳婉瑛譯)，收於田弘茂、朱雲漢、
Larry Diamond、Marc Plattner編。《新興民主的機遇與挑戰》。台北市：業強，頁 448。(原著發表
於 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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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轉型。(3)控制媒體，限制反對黨參選的能力；國民黨則盡力攫奪選舉資源。

(4)國民黨喜歡漸進改革(incremental reform)，怕一下子失去政權，因此選舉

是從鄉村到城市，從地方到中央漸次開放，透過選舉獲得支持(投票率愈高就自

認為合法性愈高)、藉選舉結果資訊不斷修正、利用地方多層的選舉可以消耗反

對陣營的精力、愈多人參選則國民黨的合法性就愈增加、藉恩寵庇護關係

(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建立強大的地方影響力。(5)除非壓力很大，國

民黨不會自動開放選舉。劉文指出國民黨有重大的幾次開放，包括1969部分開

放中央級選舉、1987年的解嚴及同年承認民進黨的合法地位87等。(6)美援(U.S. 

aid)促使國民黨採取選舉的途徑。(7)從理性選擇(rational choice)角度而言，

國民黨決定採用選舉是經過謹慎計算的結果—充當利益極大化者(a benefit 

maximizer)，掌控人民價值的權威分配；計算反對勢力的行動及團結程度；藉機

測知大眾對國民黨政權不滿的方向及強度；經濟狀況很糟時，就做一些事來就政

權，相反地，經濟狀況好的時候不太可能進行政治解壓(political 

decompression)。總言之，劉文認為國民黨藉選舉來觀察公民社會、反對勢力的

團結、國民黨的團結程度及經濟狀況，並在適當的時機進行政治解壓的調整88。 

    劉文的分析單位如果界定在政黨，則其最大的弱點在於沒有引述政黨內部資

料，亦即如李南雄教授所說：not fully informed，是否猜測成份過重，未清楚

說明89。本研究認為劉文對於國民黨主導選舉策略由於劉文重點在解釋其所提出

的模型，因此很多歷史方面的細節並未詳述，換句話說，對於國民黨的威權統治

到民主轉型若僅從選舉面向來看，只能說是部分正確(partially right)而已。

另外對於反對黨部分敘述不多。 

 

劉明煌(1996) 

                                                 
87 1986年民主進步黨成立時，國民黨政府在蔣經國主導下，採取『既不承認、也不取締』的策
略。 
88 劉義鈞 Liu, Yih-Jiun. (1991:52-105). 
89 1994年劉義鈞至中正大學政治所演講時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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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明煌先生的碩士論文(以下簡稱劉文)，共141頁，約15萬字。本文為討

論國民黨威權政體中之中央與地方政治權力關係之轉變，由於劉文未進行田野調

查，亦未進行相當於田調的廣泛之文獻資料蒐集，明顯可看出其引用資料主要重

複出現黃德福(Huang Teh-fu)90之資料；對於威權體制其他政經結構並無詳述，

甚至於其中很大一部份談論派系與國民黨的關係，均僅止於引用他人之研究結

果，未有理論上的新創見。劉文在討論國民黨、地方派系與反對運動之間的互動

乙節，只提到地方派系會消極抵制國民黨，甚至會暗助(倒戈)反對運動91。 

上述(一)、(二)及(三)的文獻，雖然研究途徑、分析單元及時間序列與結論

各有不同，但是在處理民進黨成立之前的台灣政治反對運動時，忽略了這個時期

的組織意含，往往用一兩句貶抑的話來帶過，如黃德福說：「由於地方反對派系

人物間的競爭與對抗，以致反對運動無法建立整體性的組織，...根本無法對國

民黨提出足以取代或改變現行政策的更佳方案。」92類似的言論，有以下可議之

處：一、如Sartori所指責的，運用了一個具有貶抑性的名詞或將「派系

(faction)」一詞附諸「貶抑」的意思，忽略了在歷史上，很多是先有支部

(fraction)，才有政黨的。二、為國民黨的威權統治辯護。三、簡化了民進黨成

立前的初始模型中，(1)台灣反對運動支持者與反對運動政治人物為何反對？(2)

其誘因為何？(3)領導人對內外環境的看法為何？(4)領導人對於內外環境採取

妥協或反抗的的策略？ 

 

李悅肇(1994年) 

    李悅肇的碩士論文，題目為「台灣政治反對運動之研究」93，以下簡稱李文。

研究時間自1947年「二二八事件」至1993年「新黨成立」。在問題的界定與一

                                                 
90 黃德福(1992年)，前揭書。 
91 劉明煌(1996年)。《中央與地方政治權力關係之轉變—國民黨威權政體的鞏固與轉型》。台北

市：政大政治所(碩士論文)。頁88。 
92 黃德福 (1992年)，前揭書，頁 43。 
93 李悅肇(1994年)，前揭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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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研究者有差異方面，在於李文將新黨納入台灣政治反對運動之研究範籌中，但

又只是在最後一節略為提及，是李文最大令人不解之處。李文除了在結尾花了十

一頁的篇幅對民進黨的政策與策略進行與本研究主題無甚關聯的「反台獨」論述

之外，仍有三個問題：1.理論上只採用Robert Dahl的反對黨研究，而Dahl的

民主國家反對黨研究運用在解釋威權主義台灣時是否適當，如前述呂亞力亦認為

在未考慮歷史因素之下，西方民主國家反對黨拿來與威權時期的台灣反對政治運

動等量齊觀，可能會得到不一樣的結果。2.李文通篇未進行相關文獻檢討。3.

李文採歷史研究途徑，卻沒有進行對黨外政治人物任何深度訪談或至少引用一兩

篇黨外文獻。李文所有的史料均為間接史料而非直接史料，亦無當時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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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第六節 Panebianco的「政黨權力的組織理論」 

義大利學者Panebianco在「Political Parties: Organization and Power」

(1988) (「政黨：組織與權力」一書中提出以「組織分析」來研究政黨，延續從

M. Ostrogorski、M. Weber、R. Michels到M. Duverger的「政黨研究核心為

組織」的觀念，針對組織的權力面向，解釋組織的運作與活動，尤其是「組織內

部對於權力的動態的爭鬥(the dynamics of the struggle for power within an 

organization)進行解釋。」94 Panebianco指出，在一個新的政治組織出現時，

可以造成政治體系邊界的擴張(a broadening of the boundaries of the 

political system)，也無可避免地有一群新的「權力菁英」(power elite)的出

現，日後將取代既有的統治階層或與之聯盟。 

    Panebianco指出一般政黨研究有「社會學上的偏見」與「技術上的偏見」。

持有「社會學上的偏見」的研究者相信「政黨活動是社會團體『要求』下的產物」，

這種看法不僅會「將不同社會利益代表間的衝突，解釋成內部的政黨衝突」，且

會混淆選民—支持者—黨員—政黨所屬議員間的區別，更低估了政黨做為一個組

織在塑造其自己支持者方面的能力95。另一個「社會學上的偏見」在於對於「代

表性」(representation)一詞過於簡化，認為可以從社會不平等的體系反射於政

黨內部不平等的體系。Panebianco在解釋政黨內部不平等體系與社會不平等體

系的差異時，認可「權力為一種交換的關係」的概念，(Panebianco討論「垂直

的權力交換關係」及「水平的權力交換關係」，並提出「一個領導者及其支持者

之間的權力關係，必須以一種不平等的交換關係來理解」。Panebianco認為政黨

內部的不平等之關鍵在於：組織誘因的低度可替代性。領導者與活躍者之間之所

以不平等，是因為後者沒有掌握可供分配的資源(意識型態/認同/團結、物質/

地位)，因之活躍者自組織所獲得的誘因變得不可替代，他們就控制愈少的「不

確定區域」，則領導者們的行動愈是自由。相反的，活躍者自組織所獲得的誘因

                                                 
94 Panebianco, Angelo. (1988). Preface xii. 
95 Panebianco, Angelo. (1988). pp.3-4. 



台灣政治反對運動:歷史與組織分析(1947-1986)                                                      第壹章 

39 

可以替代性愈高，他們就控制愈多的「不確定區域」，則領導者們的行動愈受到

限制96。 

    所謂的「不確定區域(zone of uncertainty)」依Panebianco的定義，指「組

織的不可預測之區域/範圍(areas of organizational unpredictability)」，具

有下列六項要素：專業能力(competency)、環境關係的管理(environmental 

relations management)、內部的溝通(internal communication)、正式的規則

(formal rules)、組織的財務(organizational financing)、人才的甄補

(recruitment)等。 

而一般政黨研究中「技術上的偏見」，則以先驗性的方式，將政黨的目標歸

因於其意識型態，Panebianco並指出，這樣的偏見會造成視政黨為目標取向的

團體，並忽視有些政黨(中之派系)與Anthony Downs所持論點「政黨為了贏得選

舉而形成政策，非為形成政策來贏得選舉(parties formulate policies in order 

to win elections, rather than win elections in order to formulate 

policies)」97這樣的結論可能有別。 

    在組織分析上，Panebianco指出組織的四個困境： 

組織的第一個困境：「理性模型對自然模型」，前者視組織為達成目標的工

具，亦即組織的目標是自變項(independent variable)，而組織是依變項

(dependent variable)；後者則認為目標是體系複雜過程下的一種結果，是依變

項。 

組織的第二個困境：「集體性誘因(collective incentives)對選擇性誘因

(selective incentives)」；前者指組織必須從事分配利益或保證利益的獲取，

藉以獲得參與者必要的參與。後者指組織分配的利益只限於部分的參與者，且其

中又有份量上的差異。重要的是，兩者之間必須平衡。Panebianco說：「政黨(組

                                                 
96 Panebianco, Angelo. (1988). pp.31-32. 
97 Panebianco, Angelo. (1988). 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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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活動或與政黨(組織)嚴重矛盾時，經常會造成難以接受的組織性的成本。」98 

組織的第三個困境：「環境適應(adaptation of the environment)對環境支

配(domination of the environment)」；環境是指在很多場合之下抽象的組織運

作，簡言之，前者指組織(領導人)相對沒有自主性，後者認為組織(領導人)有相

當的自主性。適應與支配環境必須由「環境的特徵」(environmental features)

來決定。每個組織與外環境均同時呈現適性與支配兩種不同面向。「在環境條件

不改變的情況下，組織中的選擇性誘因越強勢，組織越傾向於採取適應策略。組

織中的集體性誘因越強勢，組織越傾向於採取支配策略99。 

組織的第四個困境：「(領導人)行動自由(freedom of action)對組織性的限

制(organizational constraints)」；組織領導人對於目標的界定、內部秩序的

管理及與其他組織的關係等之行動是否有自主性，論者有不同看法。「組織的決

定因此通常是組織內部的協商及很多行為者相互影響的結果。」100 

Panebianco提出政黨演進的理想型如表1-3： 

 

表 1-3  政黨演進的理想型表 

階段一 階段二 階段三 
團結的體系  利益的體系 
1.理性模式：目標是實現共同主 
張(the common cause) 
意識型態是明顯的(manifest)。 

 1.自然模式：目標是求取組織的存 
活以及特殊利益的相互均衡 
意識型態是隱誨的(latent)。 

 制度化  
2.集體誘因強勢(社會運動型的參 
與) 

 2.選擇性誘因強勢(專業型的參與) 

3.領導者們有廣泛的行動自由  3.領導者們的行動自由受到限制 
4.策略：對環境的支配  4.策略：對環境的適應 

資料來源：Panebianco, 1988：20。 

 

                                                 
98 Panebianco, Angelo. (1988). p.11. 
99 Panebianco, Angelo. (1988). pp. 13-14. 
100 Panebianco, Angelo. (1988). 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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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nebianco認為自然模型對於一般政黨實際上的狀況提供較具說服性的

解釋。他也強調以「優勢聯盟」(dominant coalition)的概念來取代「政黨菁英

(elite)」。他的意思應該是：政治菁英之間的權力是不平等的，優勢聯盟的領導

者之所以繼續領導，是由於其控制重要的「不確定區域」，與其他的(內部)組織

行為者進行權力交換，再與外部組織進行談判。他的「優勢聯盟」可以是全國性

和地方性領導人所組的「跨區域的聯合(transversal alliance)」101。而維護組

織的穩定性則是領導權基本的目標102。 

    由於以歐洲國家為討論範圍，Panebianco所研究的六個反對黨(分為強制度

化strong institutions及弱制度化weak institutions)有兩處共通點：一是

在長期反對之後，均已制度化；二是這些政黨均建基在工業社會分歧上，代表的

是階級的分歧。而低度制度化政黨的特色為：動員力強、有官僚制度、與各自所

代表的階級有高度的垂直組織聯結、無類似執政黨有他資源、僅能利用唯一的資

源就是組織。制度化可以用兩個標準加以測量：(1)組織自主性的程度(如可直接

地控制與環境交換的過程)；(2)組織系統性的程度(組織內部的凝聚力，如內部

個體的相互依賴度)。 

之所以說弱制度化，多是因為其政黨肇建時，由已成形的不同「流派」

(currents)所組合103，埋下其弱制度化的因。低制度化意味著組織內部對於「不

確定區域」控制權的分散，因此缺乏一個「核心(center)」來獨占各種誘因的分

配。而其內部參與也愈是「官樣的(“civil” type)」--組織內部外在資源的轉換

受到社會不平等體系占有較高職位者控制104。弱制度化的政黨是：依賴外環境、

在不同時間地區以不同形式出現(組織的邊界會隨之改變)、無法發展強烈的中央

官僚、機會結構(菁英甄補)因此是「離心的」(Their opportunity structures are 

thus centrifugal.)105。 

                                                 
101 Panebianco, Angelo. (1988). pp.37-38. 
102 Panebianco, Angelo. (1988). p.42. 
103 Panebianco, Angelo. (1988). p.95. 
104 Panebianco, Angelo. (1988). pp.60-61. 
105 Panebianco, Angelo. (1988). p.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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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nebianco亦提出有三項因素造成政黨的「初始模型」之差異：(1)透過合

流(diffusion)還是滲透(penetration)發展；(2)外部「支持者」制度出現與否；

(3)最初的「魅力型領袖」(an initially charismatic leadership)出現與否106。

區域的「滲透」發生是指「地方的或中介的政黨團體之形成」；而區域的「合流」

是指「發展是自然而然產生...地方菁英所建構的政黨團體，隨即被整合

(integrated)成一種全國性的組織。」107 Panebianco指出「初始模型與制度化

等級間之關係圖」(圖1-6)： 

 

 滲透 合流 

 制度化 

 強勢的 弱勢的 

外部的合法性 I 

(共產黨) 

II 

(勞工、宗教政黨) 

內部的合法性 III 

(保守黨/ 

類似杜瓦傑所指的內造政黨) 

IV 

(既存團體聯盟) 

資料來源：Panebianco, 1988：64。初始模型的代表性政黨由筆者根據 Panebianco

之意見所加入。 

圖 1-6  初始模型與制度化等級間之關係圖 

 

就社會與階級分歧而言，林佳龍指出省籍與階級是台灣社會主要分歧，而「國

家認同取向與民主價值取向的差異是台灣主要的政治衝突。」108而Sartori四個

面向(組織、動機、意識型態及左右取向)探討黨的次級體系，亦可作為討論的參

照。 

    Panebianco的政黨組織理論與分析，為台灣政黨政治的政黨組織內部觀察

及研究提供一個新的視野，雖然仍有若干可以比較修正的空間，但較諸Sartori

                                                 
106 Panebianco, Angelo. (1988). p.53. 
107 Panebianco, Angelo. (1988). p.50. 
108 林佳龍(1988年)，前揭書，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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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理論來討論台灣政治反對運動更為適切。 

    國內外學者當中，嘗試運用Panebianco的政黨組織理論來解釋從黨外到民

進黨的內部分歧者只有吳乃德的「反對事業的第二條陣線」一文(以下簡稱吳

文)。吳文從「權力競爭」、「路線衝突」、「不同路線所依據的理念」、「不同派系

所仰賴的社會基礎」等加以探討，先是將美國的政黨經驗排除，復認為台灣在威

權主義體制的「有限多元」(可以選舉，但受到極大的限制)及缺乏階級運動的情

形下「早熟地」以『選舉/專業政黨』為取向，其政治和社會的經驗與歐洲政黨

的發展不同：「歐洲政黨的發展是先由運動型的政黨(即群眾/官僚政黨)開始，逐

漸演化成選舉/專業型政黨，或逐漸和選舉/專業並存。可是在台灣，這兩種政黨

的趨勢幾乎是同時出現的。」 

    吳乃德將分析的時序大略切割為(1)美麗島事件之前(黨外時期)、(2)美麗島

事件之後至民進黨成立之前、(3)民進黨時期。在(1)時期，反對派和獨立人士之

間的矛盾沒有浮上檯面；在(2)時期，「反對勢力內部的衝突主要是兩種組織原則

的衝突和競爭。」109在(3)時期，在組織化方面，新潮流系較重視組織化、美麗

島系則以個人為核心，傾向為選舉/專業趨勢的代表者；在意識形態及對執政黨

方面，新潮流系以宰制環境為目標、美麗島系則採適應環境的現實主義；在組織

原則方面，新潮流系為群眾路線和宰制環境，積極介入勞工等社會運動，而美麗

島系寧願尋求全部社會階層的支持；在政黨社會基礎的建立方面，新潮流系以「滲

透」(penetration)方式，中央的政治菁英滲透到邊緣地帶，將邊緣的社會力量

整合到其權力系統中、美麗島系則為「合流」(diffusion)方式，由邊緣地帶的

社會力量領導階層聯合成中央的政治菁英。 

    吳文並對Panebianco提出政黨演進的理想型進行台灣模式的修正如表4： 

 

 

                                                 
109 吳乃德，前引文，頁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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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政黨演進的理想型進行台灣模式的修正(吳乃德版) 

 第一階段(初生期) 

團結系統 

第二階段(成熟期) 

利益系統 

目 標 實現共同理念 在政治競賽中生存 

意 識 型 態 清楚、顯著 不顯著 

參 與 誘 因 共同利益 個人利益 

成 員 關 係 平等同志 領導階層獨霸 

策 略 改變現有秩序 適應現有秩序 

資料來源：吳乃德，1992：94。 

 

    但是陳忠信評論吳文，認為兩點有待商榷：1.沒有進行實際的歷史材料分

析，2.將反對運動截然兩分(陳忠信不認為兩者之間在做法上有明顯的分歧)。陳

忠信指出，中心爭論點應該是各個時期中，對於「地方派系形式的舊有反對勢力」

是要拉攏、結合，還是割除、排斥
110。 

    另外，本研究要指出，吳文可能因篇幅或其他因素，在多個問題上均指出其

可能方向而未加以舉證，這應是本研究可以深究的地方。我們也可從上述文獻檢

閱當中得到一個印象：以國民黨的觀點來看黨外/民進黨，是充滿權力與派系鬥

爭的，如黃德福等人之研究；而陳忠信則認為黨外/民進黨內部沒有太大的分歧；

吳乃德則居於中間，認為以權力為研究中心，「達到了醜化反對人物的目的。可

是完全無助於對運動的了解。」111吳乃德以較為務實的組織角度看，認為黨外時

期並無太大矛盾、美麗島事件之後內部就算有分歧，也只是與大多數社會運動所

面臨的兩條陣線戰鬥一樣--「第一條陣線面對運動的敵人。另一條陣線則面對運

動內部的同志，就不同的路線、目標、或權力互相競爭，或甚至鬥爭。」112最重

                                                 
110 吳乃德(1992年)，前引文，頁 107。 
111 吳乃德(1992年)，前引文，頁 109。 
112 吳乃德(1992年)，前引文，頁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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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必須從社會情境(歷史結構)、運動的不同階段來檢視。唯有如此，才不致

於只從負面的權力角度來看，而忽略了其對於台灣民主運動進展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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