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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地方派系的理論基礎與研究發展 

第一節  地方派系的定義及其內涵 

壹、派系之界定與涵義： 

不少學者對派系之概念，提出了許多的看法，例如佛斯（Raymond Firth）

認為派系是在特定情境下所產生的衝突單位，而不是平時正常情況下所組

成的團體（吳芳銘，1996：18）。而學者羅斯（Richard Ross）提出，「派

系是一個有自我意識的組織體，具有凝聚力和紀律之團體。」（吳文程，

1996b：331）。但是相反地，杭廷頓（Samuel P﹒Huntington）則認為：派

系「存續時間不能持久、沒有明確的結構，本質上是個人私立野心的投射。」

（吳文程，1996a：53）。 

另外，學者貝樂（Drnnis C﹒Beller）與貝隆尼（Frank P﹒Belloni）

認為：「派系是一個團體之內部所形成的一些有組織的次級團體，為了爭取

其在政治上的權力，這些次級團體形成相互的競爭與敵對。」（吳文程，

1996a：53）。拉斯威爾（Harold Lasswell）對派系所下的定義則是：「派

系乃是指在一個大團體中的部分人士，各為了提升特定人士的權力或政策

的地位而努力奮鬥，他們彼此之間對於一些共同的同意原則性問題，在施

行細則上有不同的看法；而在組織上，他們可能凝聚力很強時，它們往往

會基於自立的考量而共組政黨。」（吳文程，1996a：53）。而白魯洵（Lucian 

W﹒Pye）則謂：「派系是由一群彼此之間有私人關係的不特定成員所組成。」

（胡祖慶，1988：10）。波伊撒緬恩（Jeremy Boissevain）則指：派系是

「一群人的聯盟，由某個個人或以其名義為號召，以便與他人或其他聯盟

競爭或對抗。」（吳芳銘，1996：18）。尼古爾森（Norman K﹒Nicholson）

以為，派系係由菁英所領導，運作於一個文化系絡中的不定型團體

（amorphous group），這種菁英的行為具有自我中心和工作價值取向的特

質，並強調擴散性與無限性的個人權力（吳芳銘，199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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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對派系定義的省察，由於研究的範圍及觀察面向的不同而有所

歧異。派系存在於各類型的組織中，政治學者早期對於派系的研究，通常

均將其視為與政黨相關的現象。由於研究的範圍不同，學者稱之的派系，

時而為政黨出現前，議會內部的派系或建構過程中的派系（preparty 

faction），時而為現代政黨內部的派系（intraparty faction），此種類型

的派系最為常見，亦為多人探討；有時又指跨黨聯盟內的派系（cross－

party faction），甚至是指政黨力量式微後形成的派系（postparty 

faction）（吳芳銘，1996：17）。 

貳、派系之形成原因： 

政治學界尚探討派系在現代政治環境下形成的原因與可能形成的類

型。沙瑞斯基（Raphael Zariski）指出，派系形成的四個原因是：（賴秀

真，1994：7）。 

一、 選舉制度。 

二、 政黨體系。 

三、 政黨結構。 

四、 社會環境，而且結構鬆散的政黨較易產生派系。 

而派系政治，尤其是朋黨類型的多派系形式常發生於未發展的社會，

或遭遇激烈變遷的社會。 

參、派系之類型： 

而有關派系類型之研究，尼古爾森（Norman k﹒Nicholson）則將派系

分成三種類型：（賴秀真，1994：7）。 

一、 傳統鄉村、而同質社區的派系。 

二、 全國性政黨組織內的派系。 

三、 高度權力集中結構的階層式派系。 

顯然在不同政治、社會、經濟等環境背景下，均可能有派系的存在，



 29

而不同環境背景之下，亦常可能顯現出不同的組織結構。 

而貝樂與貝隆尼將派系區分為三種類型：（Dennis C ﹒Beller and Frank 

P ﹒Belloni eds，1978：419-430；吳芳銘，1996：20）。 

一、 黨同型派系或意向（factional cliques or tendencies）。
5
 

二、 個人或侍從團體派系（personal or client－group factions）。
6
 

三、 制度化或組織化行派系：（institutionalized or organizational 

factions）。
7
 

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由派系競爭的特徵與範圍來界定不同型態的派

系政治，如此一來，除了可以區分不同的派系政治外，亦可進一步瞭解派

系政治物同的發展方向。貝樂與貝隆尼依據這個原則，將派系政治區分為

三類：（Dennis C﹒Beller and Frank P﹒Belloni eds，1978：419-430；

吳芳銘，1996：20） 

一、 封閉型派系政治（closed factionalism）。
8
 

二、 開放型派系政治（open factionalism）。
9
 

                                                 
5 由一群在政策、意識型態、物質利益上有相同興趣的個人所組成，沒有正式的組織形式，通常只是鬆散

的組合，存續的時間短暫，常因某一特殊事件而結合，當事件結束隨之瓦解。派系的成員各自獨立自由，

可以隨意的加入與退出。領導者通常以個人之人格特質來號召成員，或是由一個非正式的委員會來領導。

此種類型呈現的是一種非正式派系（informal faction），沒有明確的派系名稱和固定的集會場所與時間。 
6 派系呈現組織化的趨勢，組織的形式是領導者與追隨者關係的擴張，建立在個人化的特殊關係上，而不

是有一套可供共同遵循的典章制度與規範。此種派系通常以領導者的姓氏為派系名稱或符號，沒有固定

的集會場所和時間，為一種鬆散的團體。集會的發言權和表決權的取得，依恃個人在派系中的影響力大

小或與領導者之關係親疏而定。成員大多由領導者逐一甄補而來，因此形成一種「縱型連鎖」的組織特

性，上下之間存有統屬關係，成員與派系外的團體並無聯繫，派系的動員是經由此縱型連鎖傳遞給派系

成員。組織的存續通常維持中度的存續期限，但難以持續至領導者整個政治生命週期，大多只能維繫至

其政治事業的顛峰時期。當派系規模發展至相當成度時，可能分裂由次級領導者所領導的幾個小派系，

此種派系的形式可能是制度化派系。原先派系的領導人或許仍被視為派系的精神領袖，但已無實質領導

權。 
7 派系有非個人化和公開化的組織機制、運作規範、組織名稱等，成員的召募透過公開和一定的程序，而

不是因個人的關係而加入，成員彼此間有較平等的關係。成員的甄補目的在增加整個派系的力量，而非

僅為了領導者個人，所以又稱為正式化（formalized）或已發展（developed）的派系。此類的派系有正式

而公開的聚會地點，非個人化的名稱，組織內部呈現分工和結構階層化的現象，運作依照典章規範。派

系成員與外部的團體會有聯繫關係，存續時間甚長，超過政治事件或選舉的期間，亦超過領導者的政治

生命週期。制度化與組織化的運作方式，使得派系能夠在正規軌道上運作，免於為其他人為因素的干擾

而趨於分裂。 
8 派系內部競爭只侷限於領導核心的少數人，不會蔓延至下曾的成員或支持者，因此在競爭的範圍內深具

封閉性的特性，此類派系包括黨同型派系或意向及個人或侍從型團體派系在內。 
9 派系間的競爭大致來說會蔓延到組織成員，甚至訴諸於其他團體或大眾，徵求公開的支持。組織程度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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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同盟型的派系政治（allied factionalism）。
10
 

肆、派系之特徵： 

尼古拉斯（Ralph W﹒Nicholas）亦強調派系為一種政治組織的特殊型

態，具有以下五種特徵：（Nicholas W﹒Ralph，1977：56-58；吳芳銘，1996：

19） 

一、 派系是衝突的團體：衝突是派系產生和持續的理由，因此在政治領域

裡，至少存在著為數兩個以上的派系。 

二、 派系是政治團體：從「政治是公權力使用的組織衝突」角度來看，派

系是匯集、組織了特定社會和制度的衝突。 

三、 派系不是法人組織的團體（Corporate Group）：派系只因共同利益而

短暫結合，不具有持續性，而與其他法人政治團體存在的持續性不

同，此為兩者的基本差異。 

四、 派系成員係由領袖甄補選拔的：即使甄選的原則並不明確，但派系成

員是由領導者引薦而來。 

五、 派系成員甄補的原則具歧異性：派系成員的甄補來自不同的管道，領

導者以不同的方法聯繫其追隨者，利用多種可能的連帶（ties）使他

們支持派系。 

上述五項不僅說明了派系形成的原因與結合因素，亦標示出派系的政

治團體取向。 

伍、派系政治之特性： 

陳明通認為派系政治的特性約有下列七種：（陳明通，1995：22-23） 

                                                                                                                                                         
高的個人或侍從型派系及制度度派系，通常會趨向此類派系政治型態。 
10 同盟型的派系組成是一種中間層級（intermediate－level）的派系勢力聯盟，集合來自不同地域的地方勢

力或地方派系的力量。此種地方勢力通常是指省級或某地方行政區域，透過同盟關係，轉化為對政黨的

支持與忠誠，以便爭取對黨或國家影響的權力與資源的分配。一般來說，任何一種派系型態都可能形成

此種派系政治，同盟的派系領導人有意擴張地方層級派系之間的衝突與競爭，但對派系同盟這一層級並

不願冒險，主要原因是避免損害同盟內派系的利益與彼此合作關係的瓦解與終止，以免受到勢力擴大的

侷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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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非毀滅性： 

由於派系組織結構的關係，其只能網羅部分的社會力與社會資源，在

政治衝突的本質下，派系內部仍然發生鬥爭的現象，但由於體認到彼此無

法壓制或擊倒對方，多半是長期的纏鬥，在纏鬥中共存，共同維持整個派

系體系的存在，直到個體系衰敗，而被體系外的其他勢力所消滅。 

二、 防衛性： 

派系自知無法有足夠的權力去摧毀對立派系，必須長期共存，因此其

鬥爭的主要策略是在於保護及鞏固既有的權力基礎或暗中累積之新資源，

至於擴張權力仍在其次，換言之，防衛性的政治策略，是派系鬥爭的優先

策略。 

三、 隱密性： 

由於任何派系均無力一次消滅對方，除非有萬全的準備，不然派系都

避免正面攻擊對方，往往是以造謠、賄賂、挖角、暗殺等方式來攻擊對方，

也就是以一種「尚稱文明的叢林戰爭法則」來對待彼此。當派系採取主動

攻擊的策略時，通常是以秘密的準備與出奇不意的方式，使對立派系無法

立即回應，並使其準備防禦的能力降至最低。 

四、 平衡性： 

面對派系的攻擊，為防止其成功坐大，其他派系會聯合起來以茲圍堵，

以防止強勢領導者和導致政局不穩的情形發生。另外，派系亦會反對來自

於派系體系外之力量介入，企圖摧毀派系體系運作，以便維持派系體系內

部的利益與運作。換言之，亦即派系體系對於體系內部與外部的挑戰和阻

礙，嘗試加以克服，以便維持或重建派系體系的平衡運作。在此一原則之

下，派系的相處和體系呈現的是一幅「恐怖平衡」的圖像。 

五、 非意識型態性： 

派系活動的領域是個變動不定的結構，所有的派系隨時有可能改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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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盟關係，也就是說今日的敵人也有可能會是明日的朋友。因此派系基本

上是一個準利益團體，而非意識型態之團體，沒有意識型態上的敵人。此

種結盟方式，正顯示出派系的形成是以利益為基礎的，由此派系並不以意

識型態作為與其他派系結盟的條件為考慮。此一法則不僅制約派系領導

人，亦指引其他的派系成員。意識型態只是派系在發生衝突與鬥爭時，用

以辨護、正當化自我行動或指責、醜化對方的工具而已。 

六、 唯利是圖性： 

利益是維繫派系存在的最主要原因，派系領導人由於擁有足夠的資源

始能網羅追隨者，而派系的追隨者亦是因為能夠獲得更高的利益才付出他

們的忠誠與服務，因此，極大化個人利益是派系間的行事法則，故派系鬥

爭是「有派系無是非」的。 

七、 零和賽局： 

派系間的利益爭奪戰，多半是一種零和的賽局（zero sum game）。因

為公共部門的資源有限，敵對派系的增加就是自己的損失，因此只要自己

無法獲得的，往往也不讓對方擁有，而製造成僵局。 

最後，政治的本質就是衝突與競爭，而派系政治之本質亦然，由中國

古代的歷史可以做一個最好的見證。綜觀中國秦漢以來的歷史，形形色色

的「朋黨」與「黨爭」卻屢見不鮮，於是「朋黨」便成為統治集團中一個

特別敏感的字眼。因此，「朋黨之名」為君主所惡，為臣下所懼，卻也往往

被作為一種重要的政治工具，用於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衝突之中，因此其

鬥爭的主要策略是在於保護及鞏固既有的權力基礎或暗中累積之新資源。

然而，此種衝突與鬥爭在派系存在的社會尤為顯著。 

 

第二節  地方派系之理論基礎與模型 

地方派系，可以說是「開發中國家」政治的特殊產物，尤其又是在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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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這樣的時空及文化背景下，地方派系的應運而生又顯得自然一點都不意

外。 

國外的研究著作，多係討論政黨內部或組織內部的小團體或次級團

體；而鮮有觸及如我國地方政治下的派系特殊產物。至於國內對於地方派

系能全盤性、全面性的量化研究著作又實屬不多，其中趙永茂可視為這方

面的開路先鋒，而借引「社區權力結構研究」來分析國內政治現況的又以

紀俊臣及文崇一最為用力，而其研究所得，亦為研究台灣地區地方派系提

供了實證的經驗素材。 

然而筆者之所以選擇宜蘭縣地方派系為研究主題，係因以宜蘭縣作為

研究範圍，除了採用趙永茂的「全省性分析」以外，並加上紀俊臣及文崇

一主張的「社區權力結構研究」來加以審視。因此本論文在理論方法上運

用了：  

壹、依侍主義（恩庇侍從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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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的行動者間的非正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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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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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菁英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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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方法乃是達成政治決策的制度安排，在這種制度下某些人相互

競爭人民之選票，以獲得決策的權力，而在進行政治領導權之競爭的某些

人即所謂的政治菁英（呂亞力、吳乃德，2000：75）。所以這也是應用於研

究宜蘭縣地方派系的一種理論；基本上代表派系出馬角逐公職或競選民意

代表的人選，未必是該派系「最好的人選」，但至少是在出馬上戰場之際時

是「最適當的人選」。因此，雖然菁英未必一定是才智出眾的「菁英」；但

在地方派系運作上，誰在「位子」上，誰就是派系的「菁英」，這是毫無疑

問的。 

參、社會動員理論： 

本來派系就是不斷「動員」的一種組織，沒有動員的能力、管道、組

織，派系是不可能生存的；因此在本論文中也借引自張茂桂對派系動員的

若干看法和研究結果，並與宜蘭縣近幾次選舉實際運作的結果來加以驗證

之。 

肆、發展理論： 

這類研究主要是著重在政治、社會、經濟的變遷下對地方派影響如何？

是否會造成台灣地方派系的影響力減弱？或是影響地方派系之間的結盟運

作變化等等。例如學者蔡明惠、張茂桂論證分析在面臨都市化和工業化的

衝擊下，相對的顯示出派系選舉動員的弱化現象；但是派系在選舉中的影

響力，仍然具有決定性的多數（蔡明惠、張茂桂，1994：125-126）。而陳

華昇則認為，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地方派系逐漸以成員間的經濟結盟

關係為主要特質，取代過去派系成員以政治、社會關係為主的結合方式。

也就是以經濟利益交換來進行彼此合作和支援，這都在在的牽動地方上的

派系生存與動向。 

伍、社區權力結構研究： 

使用社會多元或是社區研究等項概念來分析地方派系，這類社區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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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研究主要是以三種方式，職位法、聲望法、決策法來鑑定地方上權力

人物，這有助於瞭解地方派系權力結構及運作模式（文崇一，1989：51-52）。

不過社區研究較屬於較小區域研究，通常以鄉鎮為研究對象，可以發現許

多不同面貌的地方派系及運作方式。本論文所訪問調查的對象雖有經過「名

譽地位法」的過濾，但那只是筆者主觀的認定與初略的劃分，以及桃園縣

民眼中公認的「派系人士」，來做深入的訪談，在方法上或許稍顯不周延，

但若要把桃園縣做一個「社區」來進行，恐怕不是本論文所能一一辦到的。 

陸、政黨分析： 

此類研究關注的是政黨與派系的關係，亦是本論文所要探討的重點。

從政黨看派系，或是從派系看政黨兼有之，其研究的焦點，主要是放在地

方派系與政黨之關係或是政黨提名（郭正亮，1988：55）。大部分的研究結

果，認為台灣地方派系與國民黨關係密切，而國民黨從一個外來政權，以

恩侍主義為主軸，利用地方派系建立政權合法性；而國民黨也利用提名制

度的規範，來牽制或允許地方派系的成長，控制地方派系使國民黨政權極

大化。但是在戒嚴以後，國民黨面對反對黨的威脅，越來越依靠地方派系

動員能力，來鞏固國民黨政權，也因此地方派系對國民黨提名政策影響也

越來越大，經常出現脫黨競選，甚至出現不滿國民黨提名政策，暗中支持

反對黨，終鬧得同志反目相向，失去政權。 

柒、選舉分析： 

由於台灣地方派系與選舉關係非常密切，因此這類研究有相當多，大

致集中在派系動員、投票行為、選舉風氣、選舉制度等。這些研究除說明

派系如何動員選民及派系動員實力外，也發現地方派系助長賄選風氣等。

此外，利用民意調查推估地方派系候選人或政黨得票率及研究選民投票行

為也是選舉分析研究的重要課題。 

以上七種理論、模型或研究概念，並非完整用於本論文的架構中，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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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取其合用者加以印證說明。其中以「依侍主義－恩庇侍從關係」為主，

而其餘如「菁英理論」、「社會動員理論」、「發展理論」、「社區權力結構研

究」、「政黨分析」、「選舉分析」為輔；當然上述理論概念之中，從民主理

論與選舉角度著手者佔其大宗；而依侍主義（恩庇侍從關係）的理論更是

本文所引用的重點。學者往往是基於建立在緊密人際關係互動的認知上面

來進行理解。因此在解釋依侍現象時，維繫這種緊密人際互動關係的結構

性條件或者是策略性意圖就成為研究者所要建構的指標性因素。在這種認

知基礎上，我們大致可以將依侍研究的途徑區分為「結構功能分析途徑」

與「策略式意向分析途徑」這兩大型類來深入探討。（吳怡銘，2000：15-20） 

壹、結構功能分析途徑： 

結構功能分析的基本論點在於任何存在社會次級系統或機制，都擔負

著維繫整體社會系統運作均衡的功能。而社會系統的持續運作也反饋成為

這些次級系統運作的資源。一但整個社會系統發生變化，這些次級就必須

隨著新環境發展出新功能或者被淘汰掉。 

此相對於韋伯（Max Weber）在建構西方現代化社會所呈現的普遍官僚

主義、市場運作與理性化的社會結構特徵，在依侍現象中維持緊密人際互

動的血緣、宗族、社群與情感等因素往往就被歸類於在傳統社會結構中，

維繫社會運作的主要機制（功能）。因此過去對於依侍現象的理解往往就與

傳統社會的運作特徵作相當程度的連結。這種將依侍現象視為是一種傳統

社會特徵的理解，大大的影響到50、60年代在政治學研究領域中，對於在

政治過程中所存在依侍現象的解釋。在這種理解下學者對於政治過程中所

存在的侍從關係，便被解讀成為是那些從傳統社會結構發展至現代社會結

構的發展中國家一種常態的政治現象。因此當社會型態逐漸轉向現代化發

展時，這種在政治現象上的依侍關係自然就會進行轉化甚至是消失。 

基於上述所持的論點，結構功能式的理解模式認為在農業社會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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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由於基於血緣、傳統價值、家父長制甚至是較強烈的社群歸屬感等，

都會使得人情關係成為社會網絡運作的主要機制。因此，當政治型態發展

到選舉權被視為是普遍政治權力而賦予一般大眾時，這種以傳統社會型態

為基礎的人情網絡關係就成為政治動員與維繫政治體系穩定的主要機制。

因為中央的政治菁英可以藉由侍從的地方政治菁英來將政策貫穿至地方社

群上，而這使得依侍主義成為發展中國家在政治發展過程中，聯繫中央與

地方（邊陲）的一種必經過程。但是一旦當傳統的農村社會型態隨著經濟

現代化的進程而發展出都市化、工業化以及農業商品化的社會型態時，這

種以人情為基礎的動員基礎將會被階級結構、利益團體與政黨等現代化組

織型態所取代，進而降低依侍關係在政治過程中的重要性。 

所以，隨著發展中國家現代化的進程，在經驗發展上，依侍現象並沒

有從這些國家的政治過程中消失。因此抱持結構功能論述的學者，也從區

域性比較的觀點來解釋國家內部會因為社會發展不均衡、宗教、文化因素

或政治勢力掌握資源程度的差異等結構性因素而來造成依侍現象。 

貳、策略式意向分析途徑： 

由於以環境結構條件來對政治依侍現象進行分析時，並沒有辦法與經

驗事實的發展做出相當契合的理解。這使得一部份的學者對於政治依侍關

係解釋轉向對於依侍關係（恩主－侍從）的互動過程來理解。 

在這個層次上，依侍的互動過程就被理解成是一種社會的交換關係。

在這種交換關係之下，所存在的是一種不平等但又上下互惠的交易關係。

由於不同社會層級的行動者掌握不同的資源與資源管道，因此藉由交易合

作的方式可以達到各取所需的互惠目的。這種強調交易互動的理解方式在

很大的程度上，除了可以解釋傳統社會的依侍現象外，也可以對現代社會

中所存在的依侍關係來進行理解。 

也就是這種強調恩主與侍從，在這兩造地位、權力與影響力上的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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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使得這種交易互動過程顯然不同於市場領域中的經濟交易關係；並且使

得個人化特質或感情因素在交易互動過程中，扮演更重要的關鍵因素（L﹒

Roniger，1994：3-4）。這種強調情感或「關係」在交易過程中的重要性，

主要的論點是在於其藉由恩主本身的聲譽或信用，可以降低在缺乏制度化

交易過程的不確定。因此在侍從現象下的交易關係，除了獲取兩造所需的

資源與服務外，投注資源來對這種交易關係進行鞏固本身也是一種目的。

因為這代表著交換關係的結構化，並且使得恩主對於侍從的支配具有合法

性。而這也相當程度上解釋了存在於依侍現象中，剝奪關係可以與自願性

義務關係並存的弔詭性。 

在實際經驗政治的分析上，特別重視威權或極權政體如何藉由這種依

侍關係來維持本身政治統治的合法性。因此對於一個掌控壟斷性資源的威

權政體而言，依侍政治的運用，往往就意味著其可以藉由壟斷性資源、執

照的批准與公權力的賦予，來酬庸對其政權效忠者的酬庸。而其效忠者則

表現在藉由選舉動員的實力來表現其對於支持現有統治形式的決心。在這

種論點上，相當程度上支持了一個威權政體如何藉由一種制度上的設計，

來尋求降低本身的統治成本與壟斷結構的正當性。因此，使得這種交換關

係成為一種政治支配的策略考量互動行為。在這種策略的考量之下，依侍

政治可以使政權的統治菁英（集團）具備有高度的政治動員能力，但相對

的其所必須承擔的政治責任卻相對地低度。所以對於一個威權統治集團而

言，依侍主義這種統治形式對於其政權的維持可以說是較佳的策略選擇形

式。 

由於這種統治形式並非建立在以組織框架來維繫其成員的集體行動，

而是高度藉由個人化的人際網絡關係來作為政治動員基礎。因此資源與資

源管道的交換，便成為統治者動員這些依侍者的基礎。而當這種其成員對

這種交換需求感降低或統治者無法鞏固原來所掌握的資源時，便會發現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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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藉由交換所建立起的政治支持很難繼續運作下去。所以一旦政治結構開

始轉變從威權政體開始邁向民主化，經濟結構開始邁向市場自由化的進展

發展時，威權政體的壟斷性特質將逐漸為多元政治的競爭特質所取代，使

其無法提供足夠資源來吸引，甚至是鞏固這種效忠關係。這時，依據特權

交換關係所形成的派系政治會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強調競爭性的政黨政

治。因此在這種分析模式的論述之下，其所衍生的邏輯便是在資源管道逐

漸發展出多元化的民主社會形式下，依侍關係在政治過程中的重要地位，

將被其他型式的中介利益團體所取代，而喪失其影響力。 

事實上，反觀台灣地區的選舉與地方政治發展，長期受到地方派系的

左右，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甚至在民主轉型期，台灣的選舉仍然受到地方

派系影響頗深，這也是因為依侍主義（恩庇侍從關係）一直存在著台灣社

會裡，而結構功能分析模式與策略式意向分析模式，也就能解釋過去國民

黨威權統治的理論基礎。 

 

第三節  地方派系與選舉制度、政黨政治之關係 

陳陽德表示：愈基層的選區，其感受地方派系之勢力和影響力就愈大，

而（區域）愈大的選區，地方派系的影響力就愈小。可見選舉制度與地方

派系之關係和影響力。而政治學者Raphael Zariski亦認為選舉制度是形

成派系的原因之一（廖忠俊，1997：37）。 

而選舉制度本身可能對某些選民、候選人或政黨較為有利，不同的選

舉制度甚至能導致不同的結果。因此在選舉的過程中，常常有可能是選舉

制度，而不一定總是選民決定了誰是獲勝者（王業立，1991：302）。但是

無論那一種選舉制度皆不可能達到完全比例性的效果，各個政黨所分配到

的席次率幾乎不可能與其所獲選票率完全吻合（黃德福，1993：5）。 

我國台灣地區民意代表選舉制度，既不同於英美之單一小選區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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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票，當選一名；也相異於歐洲之大選區制，比例代表制，當選多名，

而是較類似於日本國會議員之選舉制，一人一票，當選多名。這種制度容

易形成派系，此不只對國民黨如此，即使對黨外及1986年成立之民主進步

黨亦然。其主要原因乃是此種選舉制度下之票源有限，且具排他性的結果，

使同黨自相廝殺並掠食選票（彭懷恩，1994：137-158）。 

而多數學者將目前民主國家的選舉制度大致歸納為下列四種類型：

（Arend Lijphart，1994：152） 

壹、單一選區制（Single－member District System）： 

包括相對多數代表制（Single Plurality System﹐The First－past

－the－post System），如美國、英國、加拿大與紐西蘭即是，而我國縣市

首長、總統等選舉亦屬之。著名學者Bosco指出選舉制度的設計，對於地

方派系的發展，影響甚遠。他認為選舉採用單一選區多數代表制，有促進

地方派系運作功能及正面發展的作用，候選人如有派系的配票、綁票，則

當選的機會自然大增。（Joseph Bosco，1992：176） 

貳、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Systems）： 

比例代表制是目前民主先進國家中最普遍使用的一種選舉制度，況且

依照政黨所獲選票比例而分配代表議席比較能杜絕派系政治與個人專政的

特質，但缺點則是比較不具民意代表性，較優秀的候選人若不加入政黨，

則不易獨立當選。 

參、半比例代表制（Semi－Proportional Systems）： 

包括限制連記投票制（Limited Block Vote System）如，台灣地區過

去之增額監察委員所採行，依當時選舉罷免法規定，具有投票權之省市議

員，每人可連記名額不得超過應選名額的二分之一；及單記非讓渡投票制

（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System，SNTV），指在選區應選名額大

於一，但選民只能投一票之制度，如日本眾議員以及台灣地區增額國大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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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與立法委員之選舉所使用。 

由於比例代表制與多數制是世界上各民主國家所最普遍使用之選舉制

度，但這兩個選舉制度卻又多少存有一些缺失，所以專家學者乃盡量取優

去劣，研究出一個兼具兩者優點之「半比例代表制」（Arend Lijphart，1984：

207）。 

肆、混合制（Mixed System）： 

包括一種為結合相對多數代表制與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之設計，如德

國眾議院與南韓之國會選舉即是；另一種為結合單記非讓渡投票制（SNTV）

與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PLPR）的設計，如日本參眾議院及1991年後依據

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及第三條之規定，台灣地區第二、三屆國大

代表與立法委員之選舉所採用。 

至於，台灣的選舉制度為「單記非讓渡投票制」（SNTV）容易在黨內滋

生派系，原因乃在於這種制度下，一個候選人通常只要獲得小比例的選票，

即能當選。所以在複席選區內，黨的標籤常變得不重要，候選人只需要靠

其個人因素，盡量投特定群眾之所好，或是走極端偏鋒、或者是賄選，甚

至與黑道掛勾，就可以當選。候選人不但要與其他政黨的候選人對壘競爭，

同時也要和該黨同志相互廝殺爭食選票，不便過份偏袒其中任何一位候選

人，故其不得不借助派系。再者，政黨為了輔選便利及勝選壓力，只好提

名有財、有勢之派系人士出來競選，於是循環性地形成了派系勢力（謝復

生，1992：21-28）。所以，選舉制度的設計，使候選人個人因素變得重要，

政黨在選舉過程中的重要性則相對降低，使候選人必須結合地方勢力、強

調人際關係，政黨組織與紀律的維持變得很困難（游清鑫，1990：121）。 

而根據趙永茂的實證研究發現，至少有十二項因素影響台灣地方派系

的形成（趙永茂，1978：65-69），
11
其中多半與選舉有關。因此，選舉制度

                                                 
11 這十二項因素包括：一、選舉時之拉票運作與投票。二、選舉時個人之政治利害與恩怨。三、選舉後

之人情包圍。四、地方政客之自私作風、感情用事。五、狹隘地方觀念作祟。六、群眾的盲目。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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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是形成地方派系的原因之一，而且對派系政治有深遠的影響力。對台

灣地區的選舉制度而言，不論是縣市長等行政首長之選舉所採行之「單一

選區相對多數代表制」，抑或區域過去的國大代表與現今立法委員選舉所採

行之「單記非讓渡投票制」，都是便利於地方派系的經營運作與發展，但卻

不斷的產生黑金政治的問題，而在1991年後，依照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

設計了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全國不分區代表制，致使派系介入之現象減

緩。綜合以上的學理及選舉實物可以發現，選舉制度對於地方派系的產生

及派系競爭的激化的確有很大的影響。 

台灣在歷經民主化後，政黨政治已進入政黨競爭的新階段，但有關政

黨體系的定位，由「一黨獨大制」走向「兩黨半制」，現在則是「多黨制」。

茲分就這三種不同觀點，作一具體之分析： 

壹、一黨獨大制： 

  一黨獨大制是指一個國家長期由一黨所執政，但在普遍的選舉中，一

黨獨大制是具競爭性的，但仍長期由一個政黨主政。因此，又稱為支配型

政黨，其與一黨制的概念是不相同的。日本的自民黨即是如此，在1993年

之前，日本執政長達三十八年之久，僅有幾次未贏得國會的多數席位，直

到1993年因推動改革，加上人民厭惡黑金，民心思變，所以導致自民黨垮

台（何思因，1993：167）。 

  2000年總統大選之前的國民黨，也是典型的一黨獨大制。自1949年來

台之後，國民黨長期主掌政權，不容許其他反對黨的存在。隨著民主浪潮

一波波的襲來，反對黨的地位也日漸重要，1986年民進黨的成立及1987年

解嚴之後，解除黨禁，其他政黨紛紛成立，我國才真正有反對黨。 

  而一黨獨大制的特徵為政治焦點由數個政黨之間的競爭，轉移至獨大

政黨本身內部的派系衝突。但其缺點為：一黨獨大制傾向會破壞國家與執

                                                                                                                                                         
方無賴勢力之介入。八、地方領袖之私人恩怨。九、社會關係之結合。十、政黨關係之結合。十一、經

濟關係之結合。十二、其他如職業關係、社會階層意識、年齡、教育程度、意識形態、信仰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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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黨之間的重要憲政差異。長期執政，會造成自滿、自大甚至腐化的現象。

一黨獨大制是以弱小且無作用的反對黨為特徵。某政黨長期掌握執政的地

位，將侵蝕民主精神，因為一黨獨大制使選民害怕改變，而支持「自然」

的政府黨。 

貳、兩黨半制： 

此一觀點強調，自解嚴以來，國民黨與民進黨之間「一大、一小」「一

黨半制」，已因新的政治勢力崛起和民進黨的進一步成長，轉型而為「兩黨

半制」，情況和當前的英國相似。但必須強調的是，英國的保守黨和工黨之

間，前後已經經歷了多次的「交替執政」，在台灣則尚無此經驗，而新的政

治勢力自國民黨中分裂而出，而英國「社會與自由民主黨」卻是有著長遠

歷史的「自由黨」，加上工黨中分裂而出的「社會民主黨」合組而成，其實

力則較諸新的政治勢力為強。此外，「兩黨半制」能否長久維持下去，則有

待更進一步的觀察。尤其是新的政治勢力與國民黨之間未來的關係，更值

得吾人密切關注。 

參、多黨制： 

認為台灣的政黨體制是「各黨不過半」，因此已非過去的「霸權一黨制」

（或「一黨獨大制」），而係包括民進黨、國民黨、親民黨、台聯黨、新黨、

建國黨等多黨競爭，無一政黨能主導全局的新局面（彭懷恩，2000b：

272-273）。 

在第五屆立委選後，民進黨成為國會最大黨，現今第六屆立委亦選舉

完畢，民進黨還是國會最大黨，但是過去國民黨與地方派系聯盟之關係是

否解除，還是民進黨承續國民黨的路線也在地方上開始經營派系，是吾人

值得加以觀察的。然而本論文所提及之地方派系、政黨與選舉間的競合關

係，無非是要闡述政黨與派系之間應當劃清界限，不但要杜絕黑金派系，

更要將國家利益至上，而不是以派利益為主。也唯有持續推動政黨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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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國家及社會才會有希望。 

 

第四節  選民結構及選舉文化變遷與地方派系發展之關係 

台灣地區由於社會經濟環境的快數變遷，不僅表現在企業集團的政治

參與，加以政商關係的改變及社會團體的蓬勃發展，而選民結構也因此改

變，隨之而來的是選舉文化的改變。 

有關人口結構與社會動員程度之關係，杜意契（Karl W.Deutsch）曾

經以七個指標來衡量一個社會中動員的程度：接觸現代生活層面的人口比

率、接觸大眾傳人口比率、變遷居住地人口比率、居住在城鎮人口比率、

非農業人口比率、識字率及平均國民所得。如果在一個社會中，這七個指

標呈現出比較高的比率，就會造成社會動員的效果，引發需求增加，因而

擴大政治參與（陳華昇，1993：147）。因此，當經濟社會發展程度愈高，

就會造成人口結構的變遷，有助於扭轉社會大眾被動的政治參與形態或臣

屬的政治文化。本節將討論在歷經不同政治環境的社會，其經社發展程度

提高的趨勢對於地方派系與選舉之間關係的影響。 

壹、選民結構變遷對於地方派系的影響： 

根據學者分析，地方派系在選舉時所發揮的影響力，會因種類和地區

的不同而有差異（趙永茂，1978：49-54）。一般而言，愈基層的選區，其

感受派系勢力和影響愈大（陳陽德，1981：147-48）；愈是地方性的選舉派

系作用愈大，愈是工業化、都市化的地區，地方派系的力量愈薄弱，例如

台北市的地方派系就比較不明顯，所以在愈傳統的社會中，地方派系的影

響力愈大。因此人口結構或選民結構的變遷，是否會影響地方派系選舉是

值得研究的？ 

因為台灣社會的快速變遷，社會結構在流動，人口結構亦不斷在變化，

特別是都市及衛星城鎮的外來人口急劇增加，社會的流動性愈來愈大，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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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人際網絡也愈來愈難維持，加上職業團體多元化、人民的教育程度提

高，接觸更多的資訊等情況下，傳統人口結構不變動的情形，造成地方派

系能夠動員的人數將愈來愈少，而地方政治中的選舉動員基礎也隨之改

變。此外，在都市化地區高人口密度的社會生態環境中，因為社會大眾的

交換、互動、溝通和互賴的頻率高，增強了民眾對於自身利益的自主意識

（Chu，1992：108），而不利於地方派系的動員。 

事實上，在快速都市化的地區，地方派系也試圖吸納更多的社會團體

組織及地區企業公司，以擴展其社會網絡；然而地方派系的特殊本質，往

往不利於逐漸形成中的年輕都市中產階級與經濟弱勢團體之政策需求，所

以地方派系無法有效獲得那些日漸增加的中產階級選民支持。於是地方派

系的動員能力逐漸式微，只有依賴買票賄選的方式來維持既有的選舉優勢

（Chu，1992：29）。不過目前在都市化程度較高的地區，業已展現出政黨

政治高度競爭的特質，然而鄉村地區則保留了強勢的派系政治之特色。而

且傳統的地緣關係及派系色彩，仍然主導著選舉的結果（趙永茂等，1993：

13）。隨著整體經濟、社會變遷也會改變農村地區的就業型態與經濟活動，

改善農村居民的生活，而降低其於傳統恩庇者的依賴程度（Silverman，

1977：303）。因此，造成傳統社會關係網絡逐漸瓦解，對於地方派系的選

舉運作與動員多少有不利的影響。 

快速工業化所造成的社會變遷，及人口結構的變化，都會抑制地方派

系的動員能力，過去派系在傳統人口結構不變動的情形下所建立的社會關

係網絡將難以維持，使國民黨愈來愈難依賴地方派系來贏得選舉，故地方

派系牽制反對勢力候選人的政治功能也在減低（Chu，1992：29）。此外，

在威權轉型期國民黨也愈來愈難整合對立的地方派系，因為相對弱勢或不

滿提名結果的派系往往會轉而與民進黨合作，造成國民黨選舉動員與整合

的困難。所以國民黨勢必要改變或逐漸降低其對於地方派系的依賴及其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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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關係，這樣才不會被派系所反制，而造成無法控制選舉結果。 

隨著選民結構變遷，國民黨很難再繼續運用統合主義架構代表社會各

階層的利益，加上選民投票自主性提高，特種黨部動員配票的能力下降，

使國民黨面臨選舉動員的困境。因此，隨著政治與經社環境變遷，以及選

民結構的變化，地方派系帶來的負面影響已逐漸呈現，並造成國民黨在組

織動員上的壓力，並迫使國民黨必須面對選民結構快速變化的問題。 

在過去威權統治時期，國民黨對應地方派系即有不同的態度，當地方

派系勢力強大時，國民黨必須在策略運用上加以吸收網羅，建立結盟關係，

以求選舉勝利；當地方派系勢力較弱時，國民黨則試圖用各種方法壓抑之，

以削弱其影響力（陳惠倫，1987：107-8；Wu，1987）。在威權轉型期的社

環境變遷中，地方派系在全省各縣市中已普遍式微，但是國民黨要如何擺

脫與派系聯盟之關係，進而直接動員吸納那些派系難以動員的游離選票，

是未來各政黨在因應派系式微的同時必須加以思考的。 

貳、選舉文化變遷對於地方派系之影響： 

根據陳華昇的研究顯示，台中縣地方派系人士與地方黨務工作人員都

認為在未來的選舉中，賄選的效果已逐漸減低，只對鄉村地區四十歲以上

的選民比較能夠產生效果（陳華昇，1993：157）。雖然派系人物迄今仍重

視傳統的派系運作與組織動員，或運用買票的方式，但由於整體經濟環境

與選民結構的改變，不僅派系成員逐漸注重個人利益，而年輕一代的人或

中產階級選民的自主性皆普遍提高，樁腳與選民的關係也日益淡薄。如果

地方派系依循既有的組織運作模式，勢必花費大筆經費來維持派系的維持

與多層次的動員系統，但以目前的選舉來看，當派系候選人選舉時的投資

報酬率卻比以往減少許多。這種選舉文化的變遷，對地方派系所造成的衝

擊是：一、當社會關係動員能力式微，賄選效果降低之時，地方派系的樁

腳動員系統的影響力可能逐漸降低。二、財團與派系在往後選舉中所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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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色，必須重新定位。三、在政黨輪替後，原傳統地方派系所維持的依

侍關係也必須重新尋找新的恩主。 

因此，相對於傳統的選舉模式，以目前的重要選舉來說，選舉時的文

宣工作愈來愈受候選人重視，因為文宣品可以爭取相當多的游離票。雖然

候選人也認為，在傳統鄉鎮中文宣品並不太可能發揮太大的作用，且對於

選舉結果的影響也很有限，但候選人已經比以往更重視選舉文宣工作，藉

以提昇形象，並抵消其他候選人發行文宣品的成效（王業立、傳恆德，1993：

24）。隨著選民結構的變遷，地方選舉文化也逐漸變，地方派系及其所屬政

治人物亦必須尋求更有效的途徑來爭取選票。 

派系和財團得票數之降低，無異使國民黨必須在未來選舉中改變提名

策略；隨著選民自主性的提昇，賄選與派系動員已不是選民投票時的唯一

考量。而許多財力雄厚的候選人即使當選其票數都偏低，顯示現在的選民

投票取向正在轉變中，選民將透過選票表現出對於不良選舉文化與金權政

治的不滿（王業立、傳恆德，1993：21）。 

如上所述由於台灣社會環境的快速變遷，導致選民結構的逐漸改變，

選民運用選票對地方不良選舉文化的反制，以排斥「金權政治」與「樁腳

政治」等現象，將會影響地方派系的動員組織與派系在地方上的影響力，

因此，地方派系的傳統組織動員方式改變，將促使地方派系與選舉之間建

立一種新的關係，而地方派系對地方上政治事物的影響力，將隨派系人物

的選票數逐漸表現出來。這是值得研究地方派系的人來做進一步觀察與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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