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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研究動機： 

隨著民主意識與台灣本土意識的高漲，加上公元2000年台灣歷經空前

的政治轉變，在野的民進黨於總統大選中擊敗了長期執政的國民黨，這意

謂台灣民主政治將邁進新的階段。第五屆立法委員選舉後，民主進步黨成

為國會的最大黨，中國國民黨成為最大在野黨、親民黨和台灣團結聯盟更

是大有斬獲，加上新黨的泡沫化，使台灣的政黨政治走向更趨成熟。台灣

地區自民國35年10月實施地方選舉以來，已有五十六年的歷史。但這也

顯示台灣地區，已培養出相當完善的選舉制度與經驗法則，這也是民主信

念與制度落實在基層（grass-roots），許多學者也認為這是政治發展上非

常寶貴的基礎（雷飛龍，1981：719-720）。然而過去，地方派系一直在台

灣政治發展中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 

根據趙永茂的研究發現，在台灣省三０九個鄉鎮縣轄市中，選舉受到

地方派系影響者，多達一五四個，佔49.6％（趙永茂，1988：42）。在陳明

通、朱雲漢之研究更指出歷屆省議員選舉，地方派系與非地方派系之間提

名的差別是3.7倍，而派系候選人的當選機率更是非派系候選人當選機率

的10.63倍（陳明通、朱雲漢，1992：15）。由於地方派系擁有強大的動員

能力，因此地方派系對於某些縣市而言，是決定當選與否及影響政黨提名

政策的主要因素。固然台灣隨著都市化與經濟發展，及教育水準提升的情

況下，選民的政黨取向、候選人取向、政見取向，將逐漸成為決定選票的

重要因素，但是在派系嚴重對立的地區，地方派系對於地方選舉仍有很大

的影響力（趙永茂，1988：68）。 

此外，根據陳明通的調查研究，台灣地區自光復以來至戒嚴解除之時，

至少有一百個以上的地方派系存在過。除了台北市以外，台灣地區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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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系遍佈於各縣市，其總數約為九十八個，雖然其政治影響力無法超越一

個縣或市，但所有縣市至少有一個以上的地方派系存在，並左右地方政治

（陳明通，1990：14-15）。根據黃德福針對第二屆立委選舉的研究，在第

二屆立委選舉地方派系的影響力比起戒嚴前反而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而且

地方派系的候選人當選機會也較非地方派系候選人當選機率高。而國外學

者也指出，無論是開發中國家或高度發展的國家，在全國或地方性的政治

舞台及公共政策的制訂過程中，派系經常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Bruce 

Jacobs，1978：237）。 

因此在台灣地區政治民主化的過程中，瞭解地方派系在全國性與地方

性的選舉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未來的發展方向，是值得重視的問題，也

是確切掌握台灣地區政治動態現象關鍵所在。 

許多分析地方派系的現有文獻中，大多從整體性的角度做概括性的描

述或是以統計分析，殊少有對單一特定地區做深入的研究；僅有在少數的

學術論文中，有對單一特定地區做深入研究。每當閱讀到這些文章時，想

進一步瞭解，有哪些政治人物屬於地方派系？地方派系的實際運作如何？

地方派系到底有多大的影響力？它是如何影響地方政治？都無法詳細的取

得資料，只能針對數據或是理論上進行瞭解。 

據瞭解台灣地區除了台北市，地方派系沒有明顯的政治實力外，幾乎

所有的縣市都有地方派系之存在。趙永茂更指出：「地方愈落後，派系愈易

危害。」（趙永茂，1977：序論）並預言台灣地方派系之未來將隨地方教育、

生活水準、交通、建設之進步，民眾智識之提高，工商業社會結構之變遷，

以及政黨提名制度與技術的改善，而日漸緩和或消弭（趙永茂，1978：107）。 

王振寰認為，台灣的政治愈來愈趨向中產階級政治，而地方派系勢力

將日趨式微，倘若國民黨再以地方派系作為其統治以及選舉動員基礎，將

逐漸面臨選票流失，終而有失去政權的可能性（王振寰，1998：6）。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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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項研究亦指出：「政黨和利益團體將取代派系之政治功能，而使地方派

系趨向式微。」（蘇家聲，1989：25）這些預設基本上是在一個都市化程度

較高的地區，外來人口較多，人際間的關係易於疏離，而此項人際關係的

變化，將導致派系凝聚力的降低。因為就地方派系組成要素觀之，派系多

由血緣、親緣、地緣、學緣等人際關係所組成（蔡明惠，1987：21-28）。 

國民黨於1949年退居台灣後，為了統治權力能夠繼續在台灣生存並贏

得台灣人民的支持，於是翌年實施地方自治，開放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強

化其政黨本身的正當性與合法性，唯獨在中央層級依然維持外省政治菁英

所領導的威權結構。台灣當時仍是以一級產業的農業社會為主，為贏得選

舉國民黨在推行地方自治時，採取恩威並用的手段，一方面以列寧式政黨

組織來監控傳統地方的人際網路，另方面則不斷動用國家與社會資源，給

予各種利益來控制地方勢力，並多方面鼓勵地方領袖效忠中央政府，地方

勢力在政經利益資源的培養下於焉形成地方派系。隨著政治大環境的轉

變，中央威權體制逐漸失去，及台灣民主化的腳步快速前進。1986年民進

黨的成立，之後經歷了1997年第十四屆縣(市)長選舉結果，國民黨在二十

三個縣市中只得到八個縣市的席位，民進黨贏得十二個縣市，無黨籍獲得

其他三縣市，國民黨首次在地方成為少數黨，地方執政權的翻轉；以及2000

年3月18日第二屆總統直選，民進黨成功擊敗了在台灣執政已有五十二年

的國民黨，取得中央政府的執政權，完成了台灣第一次政黨輪替，達成了

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所說檢驗民主鞏固標準的第一次翻轉
1
。 

2001年底的第五屆立法委員選舉後，泛藍陣營相較於泛綠陣營，仍佔

相對優勢
2
；第十四屆縣市長選舉中，國民黨、民進黨各贏得九個縣市，親

                                                 
1 杭廷頓的「第三波」提出一個衡量民主鞏固程度的標準，那就是「雙流轉測驗」(two-turnover test)。如果

在轉型期的初次選舉中掌權的政黨或團體，在此後的選舉中失利，並把權力移交給選戰中的獲勝者，然

後，這些獲勝者又和平地把權力移交給次一屆選舉中的獲勝者，那麼民主鞏固已完成。 
2 第五屆立法委員選舉中，國民黨區域立委53席，加上不分區及僑選立委15席，共68席；親民黨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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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黨與新黨各獲得兩縣市與一個縣市，其餘為無黨籍的兩縣市。整體而言，

台灣已形成「北藍、南綠」的地方版圖，面對地方權力的快速變化，各政

黨也有了重大的轉變，泛藍陣營中的國民黨、親民黨與新黨間擁有合作的

默契，而泛綠陣營中民進黨與台聯黨也在意識型態及政治理念上做某些程

度的結合。使得地方派系的傳統政黨支持與政黨認同有了大幅度的改變，

在原有政黨勢力的重組與地方派系的分裂與整合中，各政黨基於選舉勝選

的考量，而地方派系亦為了獲取更多政經資源及派系的延續，因此，在選

舉時相互成為重要的因素，各候選人需要派系的支持，且各黨的提名也會

考量到派系的問題，所以地方派系對台灣的地方政治選舉仍有其不可撼動

的影響力。 

台灣地區自1950年訂頒「台灣省各縣市實施地方自治綱要」，1994年

7月29日公布施行「直轄市自治法」、「省縣自治法」，1997年憲法增修條

文，將台灣省議員選舉及台灣省長選舉凍結後。而隨著台灣民主化的發展，

地方自治層級的變更和調整，也連帶牽動著公職人員的競選連任，除了影

響朝野政黨勢力版圖外，亦進一步影響到其他依賴既有的政經網絡關係。

「地方自治」按  國父孫中山先生的說法，係「將地方上的事情，讓地方

人民自已去治理。」，以地方上之人，用地方上之財，自己管理地方上事務

為其理想，因此地方自治，實即一種地方民主制度。地方自治之政治上的

功能在於實施垂直權力分立，防止中央濫權，及以住民自治，處理自己事

務，保障民權。因此「地方自治者，國之礎石也，礎不堅，則國不固。⋯⋯」

3
。自民國39年8月中開始地方自治選舉以來，一直是國民黨一枝獨秀，一

次又一次的地方選舉，逐漸形成派系，而地方派系也間接影響了地方自治

的理論實踐。在政黨輪替後，政黨政治的形成，是否可以淡化派系的影響

                                                                                                                                                         
立委35席，不分區及僑選立委11席，共計46席。立法院共有225席，泛藍陣營整個席次為115席。此

屆的立法院院長王金平與副院長江丙坤亦為國民黨與親民黨共同合作下，獲得寶座。 
3 國父於1916年7月17日在上海尚賢堂對兩院議員講地方自治為建國之礎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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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以及台灣地區實施地方自治以來的實踐經驗，是否符合「地方自治」

的理論實踐？對於邁入民主鞏固的台灣而言，亦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宜蘭縣卻是少數很早就由民進黨執政的地方，在民進黨掌握地方行政

資源下，宜蘭縣地方派系的變遷情形如何，值得了解。如果地方派系的恩

庇理論是對的，那麼在長期民進黨執政下，原依侍於國民黨這個「恩主」

的地方派系，是否會產生政黨支持的「位移」現象？因此，在民進黨長期

執政下的宜蘭縣，其民進黨的中央派系是否有向地方深化的傾向？或是民

進黨「宜蘭幫」的政治人物在進入中央權力核心後，其中央的派系為鞏固

其權力核心，進而與地方上的勢力相互結盟？對未來地方派系勢力的增長

或消弭，或者是由政黨和利益團體所取代；或者仍然能發揮其原來功效，

繼續影響地方政治，頗值得我們去探討與研究。而宜蘭縣是一個可供研究

的絕佳個案，因此，本文擬就宜蘭縣之地方派系作為一個案分析，藉此瞭

解宜蘭縣地方派系的運作。 

貳、研究目的： 

現階段研究地方自治多為整體性的角度去做概括性的描述，或是歷史

性的數據統計，本文為能深入分析，需以個案研究為適宜，因此本研究以

宜蘭縣為個案研究對象。宜蘭縣位於台灣東北角，東面緊鄰浩瀚的太平洋，

西、北兩邊以雪山山脈和台北、桃園相接，南邊以中央山脈和台中、花蓮

接壤。宜蘭原名噶瑪蘭(又名蛤仔灘)，是先住民噶瑪蘭人的口音譯而來，

蘭陽溪所夾帶的泥沙沈積而成的蘭陽平原位於山海之間，是一個封閉的三

角形平原。也因地理環境的特殊性使宜蘭成為一個獨立且封閉的區域單位。 

宜蘭縣在經過二十二年的民進黨執政，加上公元2000年總統大選民進

黨陳水扁當選總統，台灣地區中央政治首度進入了政黨輪替，執政黨長達

50多年的中國國民黨失去了執政權，不論是理論或是實質上，國民黨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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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國家機器，也沒有了行政資源，如果過去國民黨是所有地方派系的「恩

主」，如今它沒有辦法提供「禮物」給地方派系，地方派系自然也沒有辦法

再回饋「服務」給國民黨。所以地方派系的「恩主轉換」，應該成為一種傾

向。設若沒有發生「恩主轉換」的現象，地方派系失去可以托庇的恩主，

是否意味著台灣的地方派系將逐漸步入歷史呢？本文即希望就以上問題進

行探討。故將宜蘭縣作為研究的個案，並依歷年縣長、立委和縣議員的選

舉結果來探討及分析政黨、派系與選舉三者間之關係，所以本研究的目的

在於： 

一、探究宜蘭縣地方派系的發展歷程： 

探討宜蘭縣地方派系的的源起、形成與發展，並依文獻資料與深度訪

談結果加以整理，以進一步瞭解宜蘭縣地方派系的分合與轉變，並觀察宜

蘭縣地方派系與政黨間的互動模式，與地方派系新的政黨支持變遷形式。

地方派系來自於選舉的競爭，以往政黨經由恩庇侍從的管道操控地方選

舉，派系也必須籍由維持和政黨間的關係，以增加選舉中勝選的機會。 

二、民進黨長期執政下的派系與政黨的影響： 

透過歷年選舉結果，瞭解各政黨欲爭取或擴大政黨版圖時，其與派系

之互動。利用選票分析派系得票情形及政黨得票情形的關係，以觀察宜蘭

縣派系與選舉、政黨與選舉的關係。並了解民進黨長期執政下的宜蘭縣，

原依附於國民黨下的地方派系變遷情形，及地方派系在民進黨長期執政

下，是否產生政黨支持的「位移」？或轉移其政黨支持的對象。 

三、了解政黨輪替後，民進黨的中央派系是否地方化： 

在民進黨長期執政的宜蘭縣，加上公元2000年總統大選民進黨陳水扁

當選總統，以及多位民進黨籍「宜蘭幫」的政治人物入主中央後，民進黨

中央派系是否地方化？及地方上的民進黨政治人物與中央派系形成的依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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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都是本文想要加以探討的。 

 

第二節  文獻回顧 

目前針對台灣地方派系的相關研究，包括書籍、期刊論文與研究報告、

學位論文、政府出版品等（不含報章資料），在這些研究成果中大致尚可初

分為三類：（翁翊，1997：4-6） 

第一類，主要是針對台灣地區地方派系為研究焦點，探討瞭解當地地

方派系的組織狀況與運作，而這些文獻資料也是研究台灣地方派系的主要

基本資料來源，藉由對基礎資料的瞭解，以建構台灣地方派系相關理論。

諸如王振寰、沈國屏《反對勢力，地方派系與地方政治：高雄縣個案研究》；

高永光《二屆立委選舉台灣省第一選區（台北縣）觀察報告》；陳陽德《第

七屆台中市議會之研究》等等。 

第二類，主要是針對整體台灣地方派系運作方式、組織結構、地方派

系與政黨之間關係為何，及對地方選舉、地方自治、民主政治影響等，提

出地方派系的相關理論及分析架構。目前相關台灣地方派系理論基礎的研

究諸如：張茂桂、陳俊傑《現代化、地方派系與地方選舉投票率之關係》；

陳明通《派系政治與台灣政治變遷》；黃德福《現代化、選舉競爭與地方派

系：一九九二年立法委員選舉分析》；趙永茂《台灣地方政治的變遷與特質》

等等。 

第三類，是針對地方派系與經濟資源之間的關係，主要探討地方派系

的經濟基礎為何，地方派系如何發展本身經濟實力？這類研究過去在強調

地方派系藉由國民黨的協助獨佔地方經濟資源；目前則強調地方與財團之

間的合作關係，及地方派系如何運用本身的政治勢力，影響地方都市計畫

以獲取地方上經濟資源。其相關研究諸如：王振寰《台灣新政商關係的形

成與政治轉變》；陳明通、朱雲漢《區域性聯合獨佔經濟、地方派系與省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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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選舉：一項省議員候選人背景資料分析》；吳怡銘《補助金制度下的台灣

派系政治穩定與變遷－新制度理論分析觀點》等等。 

誠如上述地方派系的文獻資料何其之多，研究更是與日遽增，所以必

須先對地方派系的定義與詮釋有所瞭解，背景與因素更是不可或缺。 

事實上，派系的研究是緣起於社會人類學家對非西方社會的小型農村

社區研究。人類學家大多認為派系為鄉村社區中衝突的團體，與傳統農村

組織不同，可謂是一種主從關係（patron－client）為組織基礎（Nicholas 

W﹒Ralep，1977：6-7）。所謂主從的關係，在學術上以依侍主義（clientelism）

稱之。依侍主義通常用來描述基於利益交換的不同地位之個人或團體的非

正式的權力與互惠關係（James C . Scott，1977：486-490）。最簡單的互

惠關係可以在小社區或初級社會裡發現，一個較高地位的人（patron），利

用權威或資源去保護或施惠於另一個地位較低的人（client），這個client

則以支持或服務回報patron。只有在較複雜的社會裡，依侍主義的網絡可

以擴充至較複雜的互惠關係。此種patron－client關係的說明，亦普遍為

政治學者所引用。 

不過在政治學的領域裡，所謂的依侍主義（clientlism），指的是以「恩

庇－依隨」二元聯盟關係（patron－client dyadic alliance）來完成對

政治社會體系的動員與控制，派系政治即為其中的具體表現，不平等權力

地位行動者間的非正式、特殊互惠關係。它的存在反映出統治菁英或恩庇

對體系中非個人化的權威領導方式極端不信任，必須依賴廣泛而活絡的初

級團體關係，去完成各種政治、社會及經濟目標。依侍主義通常存在於對

等的權力與地位的行動者間，其中「恩庇者」（patrons）具較高的權力地

位，「依隨者」（clients）透過對恩庇者的效忠與服從來換取生活所需的資

源。但依隨者通常亦擁有恩庇者所缺乏或極需的資源，如此兩者間的交換

關係才有可能建立，意即雙方各持有對方所需，而在政治社會經濟領域中



 9

相互依存，雖然依隨者通常都是較弱勢的一方（陳明通，1995：7-8）。 

依侍主義一般可初分為「傳統的依侍主義」與「新的依侍主義」（徐芳

玉，2001：12）。傳統依侍主義是一種垂直的組合，具有人際與情感的本質。

在傳統依侍主義的關係中，恩庇者展現其威風，依隨者則回報他的忠誠。

新的依侍主義則是一種平行的組合，不像傳統的依侍主義具有情感的本

質，而僅顯現出實際的利益。在新的依侍關係中，恩庇者控制政治組織，

具有政治權力，利用公共資源（如社會福利、養老金、工作等）；而依隨者

則可能由少數民族、家族或職業團體組成，以選票來回報。由以上分類可

得知，不管是傳統或現代社會中的依侍主義，均是以利益交換為其關係的

本質，只是傳統的依侍主義交換的本質較具有感情性；而現代的依侍主義

交換的本質較傾向經濟利益取向，而與政治結合的結果，便是將選票獲其

他支持轉變成回饋籌碼。 

以上兩種依侍主義所形成的關係既是自願的，抑是強迫的；非必然根

植於集體的凝聚力，而是基於個別的利益。因此，依侍主義可說是一種經

由某種同意而來的控制與結合。 

總而言之，派系乃是一種常存於政黨內的團體，經由它顯示出政治中

的競爭與衝突，雖然其組織結構不似政黨緊密，但有時亦能中和缺乏政黨

競爭的缺點，並可由政治、經濟與社會環境等方面加以說明。 

一般而言，派系既可能存在於政黨之中，亦可能存在於社區團體之內。

探討台灣區的地方派系，基本上乃是將派系置於一個較小的地區，而台灣

地區的政治環境為何會在地方形成派系，且又與過去執政的國民黨有密切

的關係，乃有其政治、社會與歷史的特殊原因。 

地方派系透過與國民黨結盟，並為其爭取政治支持，除了可經由選舉

取得地方政治權力，並參與各地方農會、漁會、水利會等準官方組織之職

位分配；而地方派系亦獲得中央所賦予的各項經濟特權，故得以長期壟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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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寡佔經濟，其中包括合作金庫、信用合作社、汽車客運公司、農漁會

信用部門、生產事業合作社、特許事業等，透過這些寡佔經濟上的特權，

地方派系亦取得選舉活動所需的資金。雖然國民黨與地方派系之間形成互

惠互利的關係，但國民黨中央，為了避免地方勢力坐大，動搖其外來政權

威權統治的基礎，運用各種分化與牽制的策略，壓抑或操控地方派系，使

其無法滋生強大而穩固的群眾基礎，期能鞏固國民黨威權政府的統治。 

由上述可以得知國民黨與地方派系所建立的互利關係，且能對選舉結

果造成相當程度的影響，但過度地強調中央運用經濟特權來扶植地方派系

的動機，卻忽略了各地方派系所具有的特殊權力結構與運作特性，以及對

地方派系選舉競爭能力的影響與限制。其次，以依侍主義分析國民黨與地

方派系政治結盟，強調恩庇者（國民黨）加諸依隨者（地方派系）的控制

力量，反而忽略了地方派系形成與發展的歷史背景與經濟、社會條件，以

及地方派系在選舉中的動員基礎，會造成以中央的意向與影響做單一因

素，來解釋地方派系與選舉之間的關係，無法顧及其他面向的影響。 

地方派系結合的目的是為參與選舉動員及選後利益分配等共同活動，

而其運作基礎即為派系成員間的關係與利益。在過去傳統社會中，派系領

袖與追隨者之間的「恩庇－侍從」關係，主要是以彼此共同的認同、情感

與價值觀來聯繫，物質誘因只是次要的（翁翊，1997：14）。但隨著社會的

變遷，領袖與追隨者之間傳統的情感與價值觀亦逐漸消弭，物質誘因及利

益計算成為其建立恩庇－侍從關係，以相互支援、交換與整合的基礎。 

台灣地方派系是個頗為複雜的現象，因此要做一個嚴謹有用且學術界

普遍接受的定義並非易事。在此先將派系組織之共同特徵列舉出，然後再

歸納出派系之定義。 

派系組織之共同特徵，約略有下列四項： 

壹、擁有獨特地位之系統與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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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固定組織及形式，成員之間存在上下間的利益交換與共識，其內部

組織運作的機制主要是依賴人際網絡之相互影響，組織行為無固定模式或

程序。 

田弘茂則從「恩庇－侍從」關係（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的

角度來界定地方派系。他認為地方派系是以恩庇－侍從關係為結盟的群

體，其成員間關係不僅是以彼此的共有認同來維護，同時其上下的關係也

依靠恩庇者與侍從者之間的利益交換做結合的基礎（田弘茂，1989：202）。 

黃德福認為地方派系乃是指那些以爭取地方政治權力，影響地方公共

政策制訂過程，或甚至控制地方政治體系運作為主要目標的政治團體；同

時，地方派系的領導人及其追隨者之間關係的維持，主要仰賴個人的聯繫

而非制度的設計。除此之外，雖然地方派系通常亦推薦候選人參與選舉，

但因僅以利害關係為主要考慮，既無正式組織，又缺乏堅定的政治理念與

政策訴求，自然有別於以掌握為目的的政黨，不過當地方議會或政治體系

中無其他第二政黨存在的時候，地方派系往往可以取代政黨而發揮相互制

衡的功能（黃德福，1994b：76）。 

黃德福在其《選舉、地方派系與政治轉型：七十八年底三項公職人員

選舉之省思》一文中指出：長久以來，地方派系在台灣政治舞台上，一直

扮演著相當重要角色。從有關選舉資料分析發現，解嚴之前的威權統治時

期，地方派系憑著國民黨恩寵系統下的政治經濟優勢地位，主導了台灣地

區的選舉競爭；解嚴之後，國民黨一黨獨大的壟斷局面逐漸消退，卻依舊

維持地方派系的緊密政治聯盟關係，並在金權政治的陰影下，地方派系勢

必會成為台灣地區民主化的絆腳石。故而為了促成台灣地區政治民主化的

順利推展，務必對地方派系的影響加以制約；因應之道，則必須透過選舉

制度的改良，以強化政黨在選舉中的角色，並弱化地方派系左右選局的可

能性（黃德福，1990b：8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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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有一定之行為規範為基礎： 

地方派系未必是以政策為基礎，個別的派系具有獨特之風土特性（某

地區特有的）或要求其成員有統一的步調，為一種社會之控制，且特別要

求成員對其領袖有全部人格之忠誠。例如過去桃竹苗地區的宗親派系，多

以血緣關係凝聚派系之間的關係；另外像閩客族群也以某特定地區為其活

動範圍，並要求其組織成員對領袖之效忠。 

張茂桂與陳俊傑在其發表的《現代化、地方派系與地方選舉投票率》

一文中，以1986年台灣省鄉鎮（市）長選舉投票率為研究對象，他們發現

全省的鄉鎮（市）中有77.5﹪的地方有所謂的派系，而且在派系領導人方

面，有92.1﹪是屬於國民黨籍。同時地方派系的競爭，有提升各地投票率

的作用；即有對抗派系推出參選人的地區，比沒有派系推出候選人參選的

地區，投票率平均可上升8﹪左右（張茂桂、陳俊傑，1986：17-27）。 

陳陽德認為：「地方派系與政治派系最大的差異在其存在活動的空間之

不同。」一般而言，地方派系除了具有政治派系的特質之外，最重要的是

地方派系乃活動於特定的地方社區中，其影響力無法超過該地方社區。他

認為地方派系是一群不具有任何形式組織的地方上有力人士，因意氣相投

或利害一致而結合在一起，且為掌握地方政治的企圖，形成一股不小的勢

力，足以左右群眾之選票，並影響地方事業機關及政府作為的團體（陳陽

德，1970：44）。 

參、持續強調人際關係的存在： 

一種以地緣、血緣、社會關係為結盟基礎，派系成員的關係是一種以

情感、利益的聯盟關係，強調人際關係的延伸，而後逐漸擴展至政治、經

濟與社會關係的利益結合與交換。 

陳明通、朱雲漢認為地方派系是基於血緣、姻緣、地緣、語緣等初級

團體關係所建立起來的人際網絡（陳明通、朱雲漢，1992：78）。而陳明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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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所謂的派系指的是以二元聯盟（dyadic alliance）為基本構成單元，

為達成公部門或準公部門資源取得及分配的集體目標，所建立起來的一套

多重人際網絡，並將它按照活動的場域（arena）做中央與地方層次之分。

中央層次的派系主要是以國家機關作為活動場域，地方派系則是相對於中

央派系而言，以地方基層政權作為主要的活動空間（陳明通，1995：13）。 

另外，趙永茂指出：「地方派系是地方政治人物以地緣、血緣、宗族或

社會關係為基礎，相互聯合以爭取地方政治權利的一種組織，並無固定的

正式組織與制度，其領導方式依賴個人政治、經濟、社會關係，而其活動

則採半公開方式，以選舉、議會為主要活動場域，且在這些活動政治場域

中，擴展其政治、社會關係的影響力，具有地方政治上決定選票、推薦人

才、影響選舉與決策功能。」（趙永茂，1998：233） 

    而趙永茂在《台灣地方派系與地方建設之關係－一般性及三個代表性

個案之分析》的碩士論文中，以訪問、問卷調查及實地觀察等經驗研究法，

對台灣一般性及三個地方個案的派系形成、類型及其地方建設的關係加以

研究。其研究發現：「台灣有地方派系之存在，且地方愈落後，則派系愈易

為害，而地方派系的存在嚴重影響地方團結並有害地方建設。另外，台灣

地方派系產生之背景和因素，以光復後政治權力之分配與爭奪為其主要導

火線。」（趙永茂，1977：序論）。又根據問卷調查，統計資料顯示：台灣

地方派系之類型，以社會關係而對立型居首，因地域觀念而分立型居次；

至於派系的權力結構則以分權型為主，少數仍存在專權型。趙永茂又在其

《台灣省基層政治菁英之民主價值取向：鄉鎮（市）、民意代表之分析（民

國72年2月∼75年5月）》的博士論文中，將全省各鄉鎮（市）的派系分

三個層次加以觀察（趙永茂，1977：序論）：（一）重派系對立。（二）輕微

派系對立。（三）無派系對立。 

    在趙永茂於《地方派系與選舉之關係：一個概念架構的分析》一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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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政治派系之主要共同目標是爭取與維持政治權力（位），派系的運

作只是他們為達此目標所為的結盟行為（coalition），派系的領導者或其

成員這種結盟行為或同盟方式（alliances），在選舉或政治社會化過程中，

其最大的力量乃是來自其以關係取向（relation orientation）為主的社

會、政治與經濟基礎。」（趙永茂，1990：59）在此，文中為派系內部之組

成關係提出另一觀察途徑－結盟關係。基本上，在同盟或結盟行為過程中，

派系領袖或成員，除了努力內部利益的同質性，並普遍具有一種強烈的排

他性，以期抗拒外來的滲透和誘惑。他們並經常以零和（zero－sum）戰術

與態度，在政治社群中進行權力爭鬥（the game of struggle），嚴重時甚

至會出現高度情緒性的衝突、抗爭，甚至謀殺（趙永茂，1990：59-60）。

與依侍關係之分析相較之下，同盟或結盟關係之分析，更能強調派系成員

之間的對等關係與為利益結合的內涵。 

    上述陳明通所引「恩庇－隨者」的「侍從關係」，或趙永茂所謂的「同

盟關係」或「結盟關係」，皆可窺出「關係」對地方派系之關聯性與重要性。 

    此外，趙永茂並在該文中以總體性之觀察與概念架構的探討發現：在

若干地方選舉過程中，地方派系對立激烈的程度與地方選民投票態度和行

為均有顯著關係。此亦證明為何在台灣地方派系對立嚴重的區域，派系常

可操縱選舉，或對選舉產生重大的影響。（趙永茂，1989：68） 

肆、期待有利政治資源之分配與交換，較不重視思想及信仰： 

    地方派系結合的目的是為參與選舉動員及選後利益分配等共同活動，

而其運作基礎即為派系成員間的關係與利益，此種關係會隨著情感、利益

的變化而改變。 

    蔡明惠在其《現行台灣地方自治實施下地方權力結構－河口地方派系

個案分析》之碩士論文中，就台灣地方自治實施下的政治結構面，探討地

方權力結構的表徵。結果發現：地方自治選舉制度的實施，造成政治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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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競爭，影響地方權力結構的分配。政治職位的變動，產生地方派系與發

展的循環特性。地方派系因選舉類型與職權性質的不同，派系的選舉動員

及競爭互動的方式亦有所差異。政經資源的利益分配與社會關係網絡的取

向，影響了派系人物的相互關係，其相互關係主要是經由派系領導人物的

個人關係，或派系人物所加入組織的成員而相互結合，並顯示出地方體系

之政治層級的特性。（蔡明惠，1987：序論） 

    王靜儀在其《台中縣地方派系發展史－以縣長及縣議員選舉分析為例》

的碩士論文中指出：競爭性選舉的存在，讓侍從者有一重要資源，及用選

票向保護者做出利益上的交換，因此在一場真正的選舉競爭中，派系就像

一部政治機器，亦即是一個「群眾政治組織透過領袖與侍從者的網絡關係

所分得之特定報酬，來買選票。」（王靜儀，1994：8） 

此外，國外也有許多專家學者對派系的詮釋與定義有不同的見解，貝

樂（Drnnis C. Beller）與貝隆尼（Frank P. Belloni）認為所謂的派系

乃是指：「在一個團體之內部所形成的一些組織的次級團體，為了爭取其在

政治上的權力，這些次級團體間會相互的競爭甚至敵對。」（吳文程，1996a：

53）。學者沙瑞斯基（Raphacel Zariski）則認為：「派系是指不同的勢力

彼此相互競選以期獲得影響力來控制所屬的政黨、決定該黨的黨綱，並選

擇該黨的候選人以及公職人員的提名。」（吳文程，1996b：331） 

「派系」通常顯示一個團體或組織內部的競爭與衝突。派系與政黨或

利益團體（interest group）不同，通常被視為存在於利益團體或政黨內

部，相較於政黨或利益團體，派系則較不具明顯的合法性（Dennis C ﹒

Bellerand  Frank P Belloni eds﹒，1978：3）。此乃因民主國家的政黨

具有合法的地位，可公開藉由選舉獲得政權，但卻未見某一派系因選舉等

而獲得政權。因此隱約說明派系需依附政黨等團體而存在的事實。 

    派系的出現對任何組織而言是不可避免的事實，政黨組織亦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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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黨的組成份子往往是因為不同的利益或理念的考量而加入政黨，因此在

政治上的意見未必相合，為了爭取政治上的權力與利益，自然會集結政治

態度相近的人士，再經過有組織的運作，便成為政黨內部的次級團體，亦

即所謂的派系。 

    相較於屬於法人團體（corporate group）的政黨，派系之形成與持續

存在則有其特殊性。根據費孜（Raymond Firth）的看法，派系是在特定情

境下產生衝突的組合，而不是平常正式情況所組成的團體，他們甄補的基

礎在結構上互異的，派系外顯的情形是經由領導者與跟隨者間個人權威的

聯結，所以往往彼此關係的建立是基於交換性的條件；因此派系可說是一

種句鬆散規則（losely order）的群體（Firth Raymond，1957：291-295）：

其成員是因利害關係而結合於特定情境（衝突）之中。 

    綜合以上國內外學者的主張與見解，我們可從文獻資料及研究中將地

方派系視為：「一種以地緣、血緣、親緣、學緣、語緣等社會關係為結盟基

礎，為了爭取地方政治、經濟、社會影響力與決定地方事務的地方政治團

體。這些政治團體，無固定組織及形式，成員間存在上下間的利益交換與

共識，在地方政治上有相同的目標、共識及利益的一群人，所組成的非組

織化與組織化的政治團體。其內部組織運作的機制主要依賴人際網絡之相

互影響，組織行為沒有固定的模式或程序。派系成員的關係是一種以情感、

利益的聯盟關係，此種關係會隨著情感、利益的變化而改變。其對外關係

主要是衝突關係，以選舉和議會為主要的政治活動場域，透過不斷的衝突，

企圖掌握或影響地方政治勢力與決策，以便擴張其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影

響力。」 

但是地方派系之研究大部分都以一般性之探討為主，個案之研究多偏

向於傳統鄉村地區派系之探討，因為這些地區較可看出派系明顯運作的情

形。因此，本論文乃欲以相關之地方派系理論、研究為基礎，以有地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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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存在的地區作為個案來研究。宜蘭縣在經過二十二年的民進黨執政，加

上公元2000年總統大選民進黨陳水扁當選總統，台灣地區中央政治首度進

入了政黨輪替，執政黨長達50年多的中國國民黨失去了執政權，不論是理

論或是實質上，國民黨失去了國家機器，也沒有了行政資源，如果過去國

民黨是所有地方派系的「恩主」，如今它沒有辦法提供「禮物」給地方派系，

地方派系自然也沒有辦法再回饋「服務」給國民黨。所以地方派系的「恩

主轉換」，應該成為一種傾向。設若沒有發生「恩主轉換」的現象，地方派

系失去可以托庇的恩主，是否意味著台灣的地方派系將逐漸步入歷史呢？

本文即希望就以上問題進行探討。故將宜蘭縣作為研究的個案，探討地方

派系在宜蘭縣的發展歷程與所造成之影響等，以作為檢驗台灣地區地方派

系與政經社會環境變遷之間所存在之依據。 

 

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壹、研究途徑： 

本論文主要採取歷史研究途徑（historical approcach），以此作為探

究宜蘭縣地方派系、地方選舉、地方政治以及與政黨競合關係的影響。其

次則輔以行為研究途徑（behavioral approach）。 

本論文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探討宜蘭縣長期由民進黨執政後地方派系的

發展及其與各項選舉之關係。 

欲探討的部分包括： 

一、 台灣地方派系形成的因素。 

二、 宜蘭縣地方派系的形成、發展與組織結構。 

三、 地方派系對地方政治運作的影響。 

四、 地方派系與選舉的動員與結果。 

五、 地方派系、政黨與選舉三者間的競合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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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所用的文獻資料約可分為以下五類： 

一、 宜蘭縣統計要覽。 

二、 其他與宜蘭縣相關政治事務、社經發展等歷史文獻。 

三、 報章雜誌之相關評論與地方報導。 

四、 宜蘭縣歷屆公職人員選舉選務實錄。 

五、 相關學術專書、期刊論文與學位論文。 

其中除第一項至第三項的資料，主要應用在瞭解宜蘭縣派系的發展及

選舉中，政黨與各地方派系的競合情形（包括提名及動員）；第四項則用以

統計派系對選舉結果的影響；第五項文獻則用以整合相關領域的研究，針

對本文之研究主題，提供更廣泛的理論解釋及架構。同時，在文章的鋪陳

上，以時間為經，人物為緯，從而研究宜蘭縣的地方派系與政黨及選舉三

者之間的關係。此外，善用政治學所學的研究途徑中兩大類別－「微視」

（micro）與「宏觀」（macro）的研究途徑並將政治學、行政學、社會學、

新聞學、統計學、文化人類學乃至於一些政治心理學、政治社會學的概念

進行科際整合，以深入的研究探討地方派系發展：（彭懷恩，2000b：448-449） 

一、微視政治學（micro－politics）：以個別政治行動者為單位，從

事實證、經驗分析來建構解釋性的政治理論及地方派系。其中包含心理研

究途徑（Psychological approach）、決策研究途徑（Decision－making）、

權力研究途徑（The Power approach）、角色理論（Role theory）、菁英研

究途徑（Elite approach）。 

二、宏觀政治學（macro－approach）：以集體行動者的觀點來切入，

從事分析，建構理論。其中包含團體研究途徑（Group approach）、傳播理

論（Communications theory）、政治文化研究途徑（Political cultural 

approach）、系統理論與功能分析（System theory and Function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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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本論文雖有以行為研究途徑「微視」、「宏觀」為輔，但仍以傳統

研究途徑中的歷史研究途徑為主，故自難以規避歷史研究途徑的弊病。凱

普蘭（Abraham Kaplan）認為，歷史研究途徑的解釋力只能及於若干歷史

事件的本身，而難以及於對其他現象的解釋（Kaplan Abraham，1982：167）；

換言之，由於歷史研究途徑往往只羅列一些並無因果（casual）或者可能

或然率（probabilistic）關係的獨立事件，因此它對現象的解釋力非常有

限。 

可是，凱普蘭教授也特別指出，歷史研究途徑的價值和貢獻乃在於它

對行為的解釋意義（act meaning），而不在於對行動的解釋意義（action 

meaning）。（Kaplan Abraham，1982：167）此亦即表示，歷史研究途徑具

有宏觀（macro）的解釋效力，但難有微視（micro）的論證效力。所以歷

史研究途徑固有其無法避免的缺點，可是針對特定的研究主題，它仍具一

定的價值意義。 

本論文由於以歷史研究途徑為主要研究途徑，故而在論證上多少犯有

主觀和解釋力不足的現象。但是歷史研究途徑的研究成果在論證的效度

（validity）上並不差，但在信度（relaability）上卻稍顯不足。為了彌

補這項信度上的缺憾，故本論文上採上文所述的行為研究途徑中的各項概

念與方法，包括文獻分析法、票櫃分析法、田野調查法和深度訪談法等，

以求能更具體描述宜蘭縣地方派系對選舉的影響。 

貳、研究方法： 

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研究途徑(research approach)與研究方

法(research method)同等重要。所謂研究方法是指蒐集、處理資料

的技術，而研究途徑則為選擇問題及資料的準則（易君博，1984：

98）。換言之，研究途徑決定切入的面向，並有助於選擇適當的理論

作為依據。研究方法則幫助研究者選擇科學的、合適的研究工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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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研究。在研究雙邊關係上，以傳統的歷史研究途徑(historical 

approach)以及文獻調查(literature survey)等研究方法，較能掌

握地方派系的變動過程，及對派系、政黨與選舉作較詳細的探討。

研究方法細述如下: 

本研究將採取以下幾種主要的研究方法： 

一、文獻分析法(literature survey)： 

這是最簡單的探索性研究方法，文獻資料的來源可分三大類:

一是蒐集近年來相關選舉結果資料及有關政黨、派系與選舉研究之書籍等

資料，二是正式的文件如政府相關出版品(如統計要覽、選舉實錄等)，

三是發表於媒體或學術刊物的文章或論述，如期刊、學術論文、博碩

士論文、報紙以及網際網路上之公開網頁。藉此分析宜蘭縣派系之組合、

背景，派系間的競爭與合作，以及派系與政黨間關係的背景因素，作為本

研究之基礎資料。 

二、票櫃分析法： 

選舉與地方派系有非常密切的關係，也可以說地方派系是因選舉而逐

漸形成的，地方派系也是藉由選舉的過程與結果，來影響地方或中央政治

分配或公共政策。而選票可以說是觀察地方派系動員的實力及動員能力，

地方派系所能動員的選票越多，其所佔據的政治職位也就越多，進而掌握

的政治、經濟資源也就越多。因此，藉由歷屆的選舉實錄中，來分析宜蘭

縣地方派系的得票數，除了可以瞭解宜蘭縣地方派系的動員能力之外，並

可分析地方派系與政黨之間的關係。 

三、田野調查法： 

為了更深入瞭解宜蘭縣地方派系之領導菁英、派系衝突、派系政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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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社區權力結構、地方對立派系之選舉動員及其角力場所（機關）、派系

與財團及地方黑道漂白從政等，筆者將視需要親自至派系菁英府上及服務

處登門拜訪請教。 

四、深度訪問法（Depth Interview）： 

為彌補文獻分析方法無法提供充足的資料，訪問之目的在補充文獻資

料之不足，以及瞭解宜蘭縣派系的最新生態。本研究擬輔以深度訪問法，

依文獻分析的結果找出與宜蘭縣派系密切相關的人物進行訪談，至於訪談

對象的挑選，主要是依據文獻分析法所得的結果，其對象包括： 

（一） 各政黨地方黨部負責人。 

（二） 各派系主要政治人物。 

（三） 歷年縣長選舉，地方派系參選人、政黨提名候選人與當選人。 

（四） 歷年立法委員選舉，地方派系參選人、政黨提名候選人與當選

人。 

（五） 歷年縣議員選舉，地方派系參選人、政黨提名候選人與當選人。 

（六） 派系樁腳以及政黨黨工。 

（七） 新聞傳播媒體工作者，宜蘭縣各家報紙的記者等。 

 

第四節  研究假設與架構 

壹、研究假設： 

依據前述研究背景與文獻理論回顧的討論中發現，在新政治社會經濟

關係已大為變異的環境下，傳統地方派系已產生若干解構性

(destructuring)的變化，再加上地方派系長期依侍、結盟的國民黨也面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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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重組的情況，各政黨面臨政黨版圖重組之際，地方派系亦基於派系

利益及本身勢力消長之考量，使得2001、2002年的大選，選舉、政黨、派

系間呈現著十分吊詭的關係。本計畫提出以下三項假設關係作為本研究的

分析架構： 

假設一，在城鄉差距不大，普遍都市化程度不高的宜蘭縣，地方派系會受

到社會經濟背景環境的影響。 

假設二，在社會經濟環境條件不變之下，政黨體系發生變遷，會影響地方

派系的勢力消長，以及政黨支持的改變。 

假設三，長期執政的政黨，其中央權力上的政治準團體，會與地方政治發

生互動，產生中央派系地方化的情形，或者地方山頭勢力尋求中央權力的

「恩主」。 

據此，從宜蘭縣在歷屆的縣長、立法委員、縣議員及鄉鎮縣轄市長的

選舉結果，及地方派系人物的得票情形，來加以分析並佐證之。 

貳、研究架構： 

本文旨在探討地方派系在歷次選舉中，所扮演的角色與政黨間的互

動，在多黨競爭下，派系不再只有單一選擇的機會，甚至「抬轎者想坐轎」，

政黨輪替後，地方派系對台灣民主化的衝擊與影響，作為討論本主題的輪

廓，因此本論文的研究架構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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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論文研究架構圖 

 

本論文擬以六個章節實施論述，各章節研究大綱分述如下： 

第一章  緒論：主要說明本文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方法與架構、

研究範圍與限制、文獻回顧及研究假設。 

第二章  地方派系的研究理論與發展：主要描述相關地方派系理論，

第一節描述地方派系的定義及內涵：第二節為地方派系的相關基礎理論與

模型；第三節為地方派系、選舉制度與政黨政治之間的關係；第四節則側

重在選民結構及選舉文化的變遷對地方派系發展之影響。 

第三章  一黨獨大下地方派系與選舉的關係（1950∼1981）：第一節是

對宜蘭縣的人文及地理環境作一簡要的描述；第二節探討宜蘭縣地方派系

形成的原因；第三節主要敘述國民黨與宜蘭縣地方派系聯盟關係之相關建

立基礎；第四節描述早期國民黨地方派系的發展與演進。 

第四章  政黨競爭時期地方派系與選舉之關係（1981∼2000）：第一節

地方派系的形成與發展 

地方派系的 
組織結構與動員能力 

政黨體系

變遷 

派系恩主

轉換 

城鄉差距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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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國民黨傳統地方派系的轉型與沒落；第二節在探討地方派系的勢力消

長情形與選舉關係之分析；第三節描述宜蘭縣傳統地方反對勢力的發展與

演進；第四節描述1986年民進黨成立後對傳統反對勢力的發展與轉變。 

第五章  政黨輪替後地方派系與選舉之關係（2000∼迄今）：第一節描

述宜蘭縣民進黨中央派系地方化之情形；第二節為個案描述宜蘭縣鄉鎮型

地方派系中之礁溪林派與吳派；第三節為個案描述宜蘭縣鄉鎮型地方派系

中之冬山徐派與陳派；第四節描述農會、漁會及農田水利會與地方派系的

關係。 

第六章  結論：針對以上各章節的研究總結，並綜合評估選舉、政黨

與派系對台灣民主化生存發展的互動新局面，提供可行的建議及展望。 

 

第五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壹、研究範圍： 

選舉、政黨與派系相關的研究範圍相當廣泛，而選舉的牽涉內容會隨

著時空環境因素而有變化，具有多方面的影響力，尤其是關於地方派系議

題的研究，牽連的層面甚多，各方對其內涵解讀不一，仍存有許多爭議。

是以在從事本文研究之前，必要對所欲研究的事項、時程、對象做一研究

範圍的界定，以避免產生不夠深入分析之憾。 

一、研究事項： 

（一） 重點在政黨輪替以後，政黨、地方派系與選舉三者的關係是否產生

變化。 

（二） 研究區域以宜蘭縣為主，期能較為深入分析，以提供學術上研究之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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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時程： 

台灣地區的選舉史，自1946年十月起已有由村里民大會選舉的村里長

選舉，台灣光復之後，1950年起實施地方自治，地方各種選舉，如縣市議

會議員、縣(市)長、省議員等，定期舉行(鄒文海，1973：1-20)。再加上，

1983年以後的增額立委選舉，以及1991年結束「萬年國會」，1992年開始

的立法委員全面改選；1994年開始的第一次北、高二市市長直選及省長選

舉；1996年第一次總統直選等，幾乎年年都有選舉
4
，所以在時間上，特以

歷屆縣長、立法委員與縣議員選舉為研究範圍，但以2000年總統大選後的

時間為主體。 

三、研究對象： 

本研究為求較為客觀的派系、政黨生態背景，而採取深度訪談研究方

法，在研究設計方面，問題的設計、訪談的對象，務求公平、客觀，盡量

做到「平衡」的效果。雖訪談的對象無法對各派系、各政黨人員一一進行

訪問，僅針對與派系、政黨關係密切，且具代表性之人物進行訪談，但這

樣的方式，對於本研究實際操作上的影響來說，並未失去其原有效果，反

而對於整體性背景資料的釐清，應可有所助益。 

貳、研究限制： 

一、 文獻資料蒐集： 

本研究在資料上，引用了大量的文獻資料與官方統計資料，對於資料

的處理上，務求完整性；但事實上，可能因年代久遠，或無法訪問派系耆

老的情形下，無法尋求到當時的背景資料，而有資料缺失之憾。 

                                                 
4 在台灣，幾乎年年都有選舉活動。1991國大代表；1992立法委員；1993縣(市)長；1994台灣省長、台

北市長、高雄市長、台灣省議員、台北市議員、高雄市議員；1995立法委員；1996總統(副總統)、國大

代表；1997縣(市)長；1998立法委員、台北市長、高雄市長、台北市議員、高雄市議員、縣(市)議員、鄉

鎮(縣轄市)長；2000總統(副總統)；2001立法委員、縣(市)長選舉；2002年初，縣(市)議員、鄉鎮(縣轄市)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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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個案研究： 

個案研究最為人所詬病的，通常是對於此研究法是否具有通則化的問

題。由於個案分析著重於一個特定的研究對象，其研究的結論所具的代表

性，就可能受到質疑。此外，研究者本身具有主觀偏差問題，也是深受質

疑的，因為從個案的選擇開始，到資料的蒐集與處理，均有可能因主觀價

值的涉入，而影響資料的蒐集及判斷。 

三、 深度訪問： 

深度訪問有兩項方法上的問題，是較無法解決的。1.接受訪談的對象，

務求其表達自己的意見，但有可能會於訪談的內容時，加入訪問者當時的

對話與環境因素，甚至訪問者的技巧等的限制，而有偏頗。2.由於受訪對

象，不是研究者能力所可控制的，因此有時地方上的重要人物是必須訪問

的，但卻可能因當事人不願接受訪問或是沒時間等因素，無法達成訪問。 

    以上研究方法和技術的限制，在其他研究方法和技術的補充下，儘量

維持研究的客觀。至於無法解決的部分，皆找尋可能的替代，無法替代的，

則有待日後的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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