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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本研究欲探討民進黨與台灣政治發展的相關性及民進黨在台灣政治發展中

所扮演的角色, 發現民進黨與台灣的政治發展是極具影響力的。筆者分別從下列

各點加以探討: 

一、憲政體制方面:  

1. 台灣的政治發展中, 在國民黨以黨領政, 以國家統合主義及待從主義的控

制社會國家方式, 形成威權體制, 然而威權體制最令人垢病的就民主化與

自由化程度不夠, 為了維繫政治上統治的權力, 國民黨利用動員戡亂時期

臨時條款及相關法令來實施於台灣社會, 並且壓抑反對運動。這種心態正

如勞勃‧傑克森與史坦恩所認為政治發展是統治者用以使政治制度達到非

政治目的策略。(陳鴻瑜, 1987:24 )而民進黨在此時期扮演的角色如伊士頓

的政治體系理論中, 所描述的政治體系四項次功能之第一項,利益的表達。 

2. 而我國的憲政體制就如伊士頓的政治體系, 民進黨扮演著輸入的角色, 持

續的輸入, 才會使台灣的憲政體制, 能夠更符合台灣社會的現況, 經由不

斷的輸入進入政治體系, 轉換成輸出, 也就是修改憲法, 再經過反饋路程, 

不斷的抗爭、溝通、協商, 例如 1986年 3月, 公政會續在各地設立分會, 國

民黨擬加禁止, 最後經由自由主義學者及社會人士的協調、化解, 而未起

衝突。此對威權統治, 造成進一步的破壞; 至民進黨成立後, 以制定新憲

法、主權問題、國家體制、公民投票等議題, 剌激憲政體制, 國是會議的

召開, 與國民黨面對面溝通、談判的協商會議等, 整合出目前台灣的憲政

體制。 

3. 伊士頓認為政治體系經由不斷的輸入, 有時會產生壓力, 而引起政治體系

內部結構的調整, 而政治體系也必須有應付來自外在壓力的適應能力, 使

得政治體系能夠穩定或變遷。(林嘉誠,1982:97)所以在推動威權體系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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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解除戒嚴上, 民進黨是成功扮演催化及剌激的角色;  

4. 在國是會議後, 由於國民黨內政爭之緣故, 使其自然吸收到大量政治資源, 

加以長久以來已成其標籤的反對色彩, 使民進黨更有空間發揮其角色。 

5. 在六次修憲上, 第一、二次修憲, 民進黨的「制憲建國」、「總統直選」的

立場一直很堅定, 雖然民進黨最後退出修憲, 但卻成功挑起統獨爭論。 

6. 第三次修憲前, 總統、副總統的選舉方式, 在國是會議時即有「總統以直選

方式產生」之結論, 後來歷經第二屆國代選舉時朝野對公民直選主張之論

爭, 以及國民黨十三屆三中全會主流派與非流派在「直選」與「委選」上

的辯論。在第二次修憲結束後, 總統民選方式的議題持續在社會上所討論, 

國民黨內部直、委選爭議, 亦隨著主流派與非主流派之爭而未曾稍歇, 由

於民進黨不間斷地倡導總統直選之主張, 多數民眾已逐漸接受此一主

張。尤其是在國民黨中取得絕對優勢的主流派, 也傾向主張總統直選後, 

使得總統直選幾乎成了眾所期望的第三次修憲的核心任務。雖然第三次修

憲民進黨最後還是退席, 但已成功播下憲政體制改革的種子。 

7. 第四次修憲, 必須透過政黨合作, 而國、民兩黨高層均傾向將中央政府體

制朝法國雙首長制設計。民進黨其實早在 1990年就制定「民主大憲章」, 

這是一分具備基本法型態的憲法條款, 中央政府體制設計, 傾向法國雙首

長制的色彩, 總統由人民直接選舉, 又保留行政院長, 類似法國總理(李

炳南, 1997: 369)。在 1991年 8月, 民進黨召開「人民制憲會議」, 通過「台

灣憲法草案」, 並經民進黨第四屆中常會會議決議確認為該黨的正式憲草, 

且作為第二屆國大代表候選人之共同政見。這部憲草基本上以總統直選、

單一國會的三權分立總統制為憲政主張。不過在 1996年 12月所舉行的國

發會, 在許信良主導下, 同意國民黨的「改良式混合制」, 即以雙首長制

為主軸憲政架構。第四次修憲中, 民進黨影響更為大, 雖然歷經波折不斷, 

但已與國民黨聯手達成總統選舉方式及凍省的共識。 

8. 在最後一次修憲中, 國、民兩黨聯手改變了原有的憲政體制, 也就是國大

虛級化。 

9. 這段台灣憲政發展的歷程, 正好符合伊士頓的政治體系理論及艾爾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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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體系功能理論。 

 

二、政黨政治方面 

杭廷頓認為政治發展的過程實際上就是一個社會建立具有有效控制社會的

政治力量, 謀政局穩定的過程, 這一過程的成功, 不能僅靠武力, 而需要制度化, 

亦即使一切政治組織, 尤其是政黨, 獲得正統性、擴大民間的支持。 (Samuel P. 

Huntington,1965:412) 

1. 台灣政黨政治的發展, 除了國民黨所據有的顯著主導地位外, 民進黨

亦具有不容抹殺的一席之地。 

2. 筆者發現民進黨在黨外公政會時期提出的民主時間表: 1987成立新黨、

1988年解嚴行憲、1989年全面改選、1990年總統直選、1991年台海和

平及張俊宏在 1989年所著之到執政之路－「地方包圍中央」的理論與實

際一書中指出民進黨的下一波攻勢－縣市聯合作戰, 「地方包圍中央」等

策略符合階段－目的論中, 瑞格斯所提出的所謂「辯證理」來解釋政治發

展的過程。也就是以新政府技術, 包括行政組織、政黨等觀念在輸入開發

中國家, 可以引起其發展。政府技術之變是質變, 政府功能之變是量變。

藉由兩者之交互作用使發展出具有一種辯證的性質, 產生發展過程的階

段。 

3. 民進黨在幾項重要政治指標的法律上很明顯地處於重要地位, 例如

「動員戡亂時期集會遊行法」, 兩黨抗爭在法制訂過程中, 對於大原則已

出現「議價」的現象, 不像先前國民黨在制訂國安法時, 一昧以多數暴力

強行壓制民進黨。 

4. 「動員戡亂時期人民團體法」、「動員戡亂時期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修正案, 這兩個法案, 在立法院八一會期中, 歷經兩黨不斷的溝通與協商, 

談判與杯葛, 改變了傳統政策制訂的一黨決策模式。不同的政治勢力進行

利益的交換、權力的分配與力量的展現, 而建立了政黨政治競爭的新規

則。民進黨的下一階段目標即在取得地方政權, 進而透過總統直選走向執

政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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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994 年在政治體制上 , 立法院完成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的修正 , 

賦予省長、直轄市長選舉的規範。國民大會第三階段修憲確立總

統、副總統公民直選。這些都讓民進黨有機會地達到既定的目標。 

 

6. 1995 年年底三屆立委選舉結果 , 確立了三黨競爭的態勢。在立法

院的新政黨結構下, 任何重要的法案都必須要透過政黨的協商或

合作, 才有順利推動的可能, 「政黨合作」逐漸成為台灣政黨政治

不可避免的趨勢。  

7. 1997 年縣市長選舉, 民進黨獲得 12 席, 比國民黨多了 4 席, 台灣

首度地方變天, 綠色執政首度於地方全面開展。  

8. 2000 年的總統大選民進黨獲勝更是改變了台灣的政治生態 , 也讓

民進黨在台灣政黨政治的發展上留下了歷史的軌跡。  

9. 綜合政治發展理論 , 發現發展中國家現代化的初步目標達成後 , 

國家建立 , 經濟也穩定發展 , 政治民主化展開後 , 原有國民黨的一

黨優勢的政黨體系漸漸地不能包容社會上所有的意見與利益 , 此

時政黨體系就會發生變化 , 朝向兩黨或多黨制的政黨體系來發展。 

10. 杭廷頓認為一個發展的政治體系, 其政治制度化與政治參與的程度必高, 

而且能達平衡狀態。政治發展的主要意義是在於「制度化」。唯制度是必

須符合適應性和正當性的原則, 一方面能適應環境變遷的挑戰, 另一方面

也能獲取人民的支持。制度化以安定與否為準繩, 因為其他的社會團體或

勢力均不易圓滿達成政治體系穩定性之目標。(齊光裕,1996:38-39)政黨體

系所要完成的是解決民主政治中力分配的危機, 以及社會上公平正義的問

題, 也就是建立平等的競爭制度。這點在台灣政黨政治的政黨平等上, 民

進黨很顯然已達到了。 

 

三、政治參與方面 

白魯恂提到政治發展是群眾動員和參與, 艾爾蒙與鮑威爾指出: 一個現代工

業化的民主國家中, 成年公民有很大之部份（百分之六十）可能是政治過程的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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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或潛存的參與者, 我們稱這些人為參與者。他們了解政治, 會提出政治的要求, 

並將這種能力付諸行動, 還能向不同的政治領導人提供政治支持。(Almond and 

Powell, 1988: 42)他們所描述的就是一種「參與政治文化」。艾爾蒙則提出政治功

能包括參與能力: 建立一個側重公民義務的政治文化和民主的政治結構(江炳

倫,1979:13-24)。艾爾蒙與威巴列舉研究政治文化較重要的對象, 其中政治參與的

心理準備及對自我政治能力的期許, 也就是國民是否認為可透過種種合法的途徑, 

來影響政府的作為, 也是民主政治文化發展的一個重要的指標。所以政治參與是

政治發展的重要指標, 也是民主政治的必要條件。  

1. 民進黨自成立後在歷次選舉上充分利用了歷次選舉的機會, 成功地宣揚

政黨的理念, 吸收了許多中間立場的選民, 從歷次選舉得票率, 均可看出

民進黨透過選舉而取得國家權力的分配及社會的資源。 

2. 民進黨每一次的競選, 加上善於利用大眾傳播媒體, 特殊的政治文宣也帶

動了台灣社會不同的選舉風格。例如:擅用聳動性文宣標題、選舉文宣多

樣化及專業化、促使國民黨逐步開放大眾傳播媒體、透過選舉文宣, 宣傳

民進黨的理念。 

3. 民進黨是靠選舉起家的, 從歷次選舉來觀察, 其善用群眾心理, 結合社會

運動, 再加上每次選舉均有不同的選舉主軸, 以民進黨的政治靈敏度結合

政策及議題的相關性, 再加上巧妙地利用媒體造勢, 大都能成功地塑造出

不同的政治訴求, 達到選舉的目的。 

4. 民進黨除了發起群眾運動之外, 民進黨內部也動員來參與社會運動。民進

黨在成立初期, 就成了一個社會運動部, 主要目標是想動員大規模的政治

抗爭, 且與社運團體呈現高度緊密結合的關係。社運與政運的結合, 可以

互相運用資源可以讓運動的組織動員、過程較為有效率, 也可以借力使力

對國民黨施壓而達到各自的目標。但群眾路線畢竟是較為勞民傷財的方式, 

在政治反對運動的議題漸消退後, 動員逐漸有其困難性的民進黨, 從群眾

路線所能獲得的資源也大為減少, 因此民進黨逐漸轉型至議會體制內的

路線來獲取其所想要的政治籌碼。我們可從 1987年民進黨成立社會運動

部, 至1997年更名為社會發展部, 並賦予新的功能, 可了解民進黨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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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之關係。 

 

四、政治文化方面 

1. 在民進黨對台灣政治文化的影響方面, 民進黨的台獨理念在台灣社會從不

允許討論到可以公開討論, 這種轉變的確帶給台灣人民另一種國家認同的

思考模式。 

2. 民進黨本身對台獨理念也因為取得不同的政治權力, 而有不同階段的轉

變。台獨式的國家認同理念, 也歷經了「漸進台獨時期」到「爭議修正時

期」到「務實轉型時期」到「新中間時期」四期的轉變。 

3.  1999年, 民進黨通過「台灣前途決議文」, 這份決議文可以視為民進黨台

獨轉型的定型, 並且是為民進黨總統大選解除民眾對台獨疑慮的文件, 在

不更動台獨黨綱的前提下, 所做出的台獨黨綱解釋文。也使得民進黨的台

獨理念漸朝中間、溫和方向。 

4. 民進黨在中央黨部或地方黨部內, 不止呈現本省籍佔大部分的情形, 甚至

是閩南人居大多數狀況。這種情形使民進黨在歷次選舉中, 善用省籍情結

來達到其所樂見的政治訴求及造勢手法。而民進黨在回歸「務實台獨」與

公共政策的領域之後, 逐漸採取「認同台灣就是台灣人」的態度, 也逐步揚

棄大福佬沙文主義。近幾年來民進黨極力避免在選舉中以族群動員的方式

激化選民; 可以體會出民進黨的轉變。 

5. 民進黨在爭取其既定的政策時, 有時為了達到政治目的而破壞到既有的

規範, 大如憲政架構, 小至行政措施, 都受到批評和挑戰。不畏法律,  舉辦

盛大的坐監惜別會, 鼓動群眾包圍法院, 不遵守法院判決等, 上述反傳統

價值之行為, 對台灣之政治文化造成兩種影響。一是促成民粹主義之興起; 

二是對傳統的尊敬體系之破壞。 

   6. 民進黨以往也常利用示威遊行和選舉, 但示威遊行卻經常偏離原先申請核

准的路線, 或者佔領街頭、車站做大規模的演說和造勢。在競選演說時, 內

容有些涉及人身攻擊, 法律對此似乎束手無策。這種反傳統價值之行為透

過新聞媒體廣為傳播, 給人一種印象:「只要敢作, 就有所得」。這種利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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粹政治的手段, 也造成了台灣政治文化的極大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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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建議 

 

筆者在研究民進黨與台灣政治發展過程中, 以陳鴻瑜先生(1987)為政治發展

所下的定義「一個政治體系在歷史演進過程中, 其結構漸趨於制度化, 人民的動

員參與支持漸趨於增強, 社會愈趨於平等, 政治體系的執行能力也隨之加強, 並

能度過轉變期的危機, 使政治體系的發展過程構成一種連續現象」為基礎。 

i. 在結構制度化方面 

民進黨對於台灣憲政體制發揮了相當程度的影響力, 自 1949年實施戒嚴以

來, 國民黨政府開始以掌控國家機器制度建構, 而在 1980年代中期, 進入急速轉

型的時期; 原來威權統治的政體, 由於來自反對運動、各種社會運動的衝擊, 以及

政治強人蔣經國的逝世, 和國民黨內派系鬥爭, 而逐漸瓦解和重組。而民進黨在

此階段扮演了相當催化的角色, 但只是其中的一項催化角色, 而非全面性的影響, 

若要了解台灣憲政體制發展的全貌, 則必須加入各種因素去分析比較, 才是比較

客觀的研究。這也是將來對此主題有興趣的研究者所應該注意的。 

1993年之後, 呈現了舊勢力退出政治權力核心, 新勢力全面掌控國家機器中

心, 而使得台灣的政治社會文化各方面都有邁向新局面的趨勢。這個時期修憲是

最重要的任務, 民進黨在歷次修憲中, 均發揮了一定程度的影響力, 取得與國民

黨協商的角色, 進而在台灣政黨政治的競爭中儼然扮演了在野黨重要的地位。 

 

ii. 在人民的動員參與方面 

民進黨在 1986~2000年歷次選舉中, 均善用大眾媒體的宣傳, 且具有特色的

文宣成功地塑造出選戰的氣氛, 人氣逐漸形成, 使得支持民進黨的民眾熱烈地參

與, 造勢活動更是展現了民進黨的動員群眾的能力。民進黨若能將此民氣導引至

參與地方事務上, 而以社區參與為目標。建議將來有興趣研究此主題者, 可以配

合政治文化及群眾心理學等相關理論研究。 

 

iii. 在社會平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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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籍情結自 228事件以來一直深刻地烙印在本省人的內心, 1970年代之前, 

縱有許多本省籍人士如郭雨新、郭國基、許世賢等人參與政治反對運動, 但還是

無法在發揮太大的影響力; 在1970年代初期, 國民黨一方面大量在中央層級的政

黨部門與行政部門拔擢台籍政治精英, 並積極吸收黨員; 另一方面則大幅增加增

額中央民意代表的名額。這個初步的「自由化」與「台灣化」, 逐步開放了政治

社會與民間社會的聯繫, 本省籍人士開始有參與政治較的機會。1986年民進黨組

黨以來本省人與外省人參與政治更是不相上下, 加上萬年國會的改選, 政黨政治

的競爭, 使得社會平等逐漸達成。但是否在2000年政黨輪替後, 社會平的目標就

達到了嗎？還是有其他重要的指標尚待研究, 這也是值得深入研究。 

 

iv. 在政治文化方面 

    威巴認為政治信仰的解釋, 包括: 對國家認同, 合群的精神, 對政治工作表

現的評價及對政治過程之看法(Pye and Verba, 1965: 139)。艾爾蒙與鮑威爾指出

他們所描述的就是一種「參與政治文化」, 而許多學者都認為民主政治體賴以維

繫的, 就是這種政治文化。這種參與的政治文化, 即是一種對民主的心理取向, 而

其表現乃呈現於公民對民主的認知、情感及評價態度等三方面。而民進黨對於提

昇民眾的政治參與, 省籍參與政治的不平衡及對國家認同的意識型態均有很大的

影響。台灣政治體系的執行能力也慢慢地加強, 威權體制的轉型、解除戒嚴、六

次修憲、社會運動的風起雲湧都使得台灣社會能度過轉變期的危機, 政治體系的

發展過程構成一種連續現象, 而且逐漸走向民主制度的穩定模式。而政治發展的

指標以政治認同、政治信任、政權取向、遊戲規則、政治效能、政治能力、輸入

和輸出的取向來進行研究(陳鴻瑜,1984:10), 都是將來研究者可選用的項目。 

在整個研究過程中, 筆者發現民進黨在 1986年~2000年台灣政治發展史上的

確扮演起非常重要的角色, 影響也遍佈各層面, 但因限於篇幅有限, 故只能就重

要的部分獨立出來探討, 而無法窺及全貌, 如此一來, 總是有些遺憾, 也使得筆

者在研究過程中, 一直覺得還有很多問題可以拿出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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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展望 

 

     藉由此篇論文研究, 使筆者更了解民進黨在台灣政治發展史上所占的地位

是其他政黨所無法比擬的, 也了解民進黨從建黨之初所堅持的理念與奮鬥過程的

艱辛, 故其影響是遍及台灣政治發展的各個層面。也可以說台灣政治發展自民進

黨建黨以來, 處處有其軌跡, 這點是不容抹滅的。  

    另外此論文中研究民進黨對台灣政治文化的影響這一章節, 筆者對政治文化

有著濃厚的興趣。希望將來能朝此領域繼續深入研究。此篇論文因以民進黨為主

軸探討台灣政治發展, 時間為 1986~2000年, 期間非常長, 這段時期台灣的政治

變遷, 影響因素有很多, 非單一因素「民進黨」就足以影響各層面, 但民進黨在台

灣政治發展的過程中, 的確深具影響力。至於限於篇幅, 無法深入研究各個層面, 

這是筆者深覺不足之處。筆者只能就四個層面拿來探討(憲政體制、政黨政治、政

治參與、政治文化), 每一個層面也只能界定幾項重要指標來研究, 甚至每一項指

標關係到台灣政治發展的影響, 都必須篩選比較重要的主題來探討。例如討論到

民進黨與歷次選舉, 就只能就某幾項重要選舉來研究, 而忽略了有些選舉也是有

影響力的。因此, 將來若有研究者對此主題有興趣, 可以獨立每一章, 每一節, 獨

立論文題目來深入研究, 這些都是非常好的研究題材, 可以提供對民進黨有興趣

的研究者做參考。 


	第一節研究發現
	第二節研究建議
	第三節研究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