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研究導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不論在理論上或實務上，政黨與政治發展及民主憲政的密切關
係，均是眾所共信的不爭事實。檢視西方民主國家的政治發展史，
政黨所扮演的角色正是將囿於君臣權鬥與私人恩寵的宮廷政治引導
至全民參與且立基於法制的民主政治。同理，對於多數非西方國家
而言，政黨不僅是「族國締造」（nation-building）過程中的重要
推手，也是將國家政治由威權體制轉向民主憲政的關鍵力量。然
而，非西方國家政黨的角色受限於文化、歷史與環境條件等因素，
在國家發展的過程中，未必一定產生正向功能，有時反而是製造問
題的來源。誠如政治學大儒 Lucian W. Pye 對於亞洲國家政黨的批
判，一語道破政黨角色的矛盾與衝突，他說：「就歷史而言，政黨
之被引進亞洲國家，似乎解決了很多問題，但也製造了許多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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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亞洲國家尚未發展出一個良好運作的政黨。」
Pye 的觀察是立基於 1960 年代的時空條件，然而二十世紀末葉
隨著席捲全球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湧現，東歐和亞非地區許多國
家的政黨與政黨體系，不論在政黨認同或偏好、政黨內部結構、黨
際競爭程度、動員大眾方式以及與國家正式決策機構間的互動關係
等層面，均出現明顯的轉變。這個變化的過程與「政黨變遷」
（party change）的現象息息相關。新興民主國家的政黨與政黨體
系為什麼發生變化？其對於新生而脆弱的憲政體制運作與發展的影
響為何？政治菁英如何運用政黨的角色施行統治？選民大眾對政黨
的認知與支持的傾向又如何？這一連串的問題逐漸引起若干學者的
關注與重視。一般研究政黨變遷的學者大都從兩個面向著手：第
一、社會分歧或政黨重組，探討社會結構分化以及選民政黨認同的
轉變，對於選舉競爭與政黨體系的影響，此時政黨（或政黨體系）
被視為依變項；第二、政黨互動過程或菁英競合關係，探討政黨在
各種賽局中，如何發展組織、動員群眾、創造議題與推動新制，來
維護自己利益，擴大政治影響力，此時政黨（或政黨體系）被視為
自變項。然而不論哪一個面向，都與政黨及政黨體系的制度化有
關，而政黨體系的「定型」（freezing）程度與類型，又直接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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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憲政制度的運作模式與內涵。因此，從結果論而言，無論是民
主典範或民主惡例的出現，似乎均可部份歸因於政黨變遷的效應。
亞洲國家的政黨與 Pye 四十年前所觀察到的實況已大不相同，但是
其角色功能與實際作用是否有所改變，卻仍是值得正視與關注的重
點。
台灣過去被視為威權一黨制的政治體系，在國民黨長達四十年
的威權統治之下，人民並未充分享受憲法上所保障的基本參政權
利，反對菁英亦不能享受民主國家的集會結社自由，整個政治體系
並未體現「民主共和國」的憲政主義。惟自 1986 年以後，台灣出現
劇烈化的政治變革，包括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允許罷工、
示威、遊行，且自地方到中央的政治參與管道相繼開放，「萬年國
會」已成歷史名詞，中央民意機關已全面改選，政黨如雨後春筍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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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立，可以說是走向「競爭性的政黨國家」 。台灣政黨體系的轉
型提供政治學界研究台灣民主化的重要個案。然而，台灣政黨體系
的轉型是否正如西方學者的研究所示，受到社會分歧結構、政黨重
組、選舉競爭、菁英競合或其它制度性或非制度性因素的影響，仍
須再作深入研究。而轉型後（中）的政黨體系對於台灣未來民主憲
政體制的衝擊亦須給予同等的重視。以晚近的發展觀之，國民黨的
分裂提供民進黨上台執政的機會，產生台灣政治史上首次的政黨輪
替，但因朝小野大的格局，使得「少數政府」的憲政合法性備受質
疑，在施政上也處處受到在野聯盟的制肘。許多重大憲政議題均因
藍綠陣營的對抗而愈發突顯，譬如核四事件、320 公投、新提名監
察委員同意案、國家傳播委員會的設立、罷免總統案、推動制定新
憲以及入聯公投（或返聯公投）的活動等。當前種種的挑戰，或許
還只是冰山的一角，進入民主鞏固時期的台灣，由於族群意識、國
家認同、憲政制度、潛在的兩岸危機與國家社會轉型時期政治人物
的脫序行為（濫權、貪腐與寵用親信）等問題，恐怕還會衍生更多
的價值與利益衝突。也因此，在複雜多元的利益匯集與表達過程
中，台灣的政黨與政黨體系的不穩定狀態，似乎仍將持續一段時
間。由於時間因素，目前仍缺乏足夠說服力的研究以驗證台灣是否
產生「持久性的政黨重組」，反而從實際的觀察中，我們可以看到
幾個政黨快速的興起與隕落，造成政黨體系快速的變化，到底台灣
有沒有政黨重組？其與政黨體系的變遷有何關係？是否能夠建構更
具說服力與貼近台灣現況的概念架構來解釋這種變化的現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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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在台灣政黨體系呈現相當程度的不穩定狀態下，能否運用適當
的方法探求台灣未來憲政制度的發展趨向？
然而，由於政黨變遷與政黨重組等相關概念多源自歐美學界，
用以解釋歐美各國政黨體系的變化或據以進行政黨體系的比較分
析，以之解釋國情明顯不同的台灣政治現況，難免會有概念誤用與
分析失焦的疑慮。基本上，緣於時空條件的差異，西方老牌民主國
家以及東歐、亞非新興民主國家之憲政體制產生的原因、條件與其
制度效果，顯有不同，因此，在探討台灣政黨體系變遷的個案時，
上述相關概念是否可以照單全收、順利「移植」，其實仍面臨著極
大的考驗。希望藉由本文的研究，對於政黨變遷或政黨重組概念在
台灣政黨體系個案研究上的適用性，可以提供補充與修正的觀點。
另外，本文以台灣政黨體系重組及其對憲政體制的影響為研究
對象，與筆者個人曾從事政黨工作長達八年且實際參與修憲工作的
特殊經驗有關。在過往的經驗中，筆者深知政黨對於國家發展與憲
政運作的影響不容小覷，然而在民主轉型時期的台灣，政黨自身又
為因應變化莫測的時局與民意，經常徘徊在理想與現實之間而難以
定位。在其自我摸索的過程中，卻也不經意的埋下政黨變遷的種
子。本文一方面希望藉由宏觀的視角梳理台灣政黨體系變遷的脈
絡，另一方面也期待透過微觀的視角解析政黨內部發生變化的因
素。

第二節 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的動機，本文擬針對下列主題進行系統性的分析與解
釋，並就台灣未來政黨變遷的可能因素及對憲政體制的影響進行初
步的預測：
一、 重新檢視政黨重組的概念，特別是針對國內外學界關於政黨重
組與政黨認同兩個概念間的關係進行辯證，且於「政黨重組」
與「政黨體系重組」之間的關係加以檢視釐清。
二、 探討台灣政黨變遷的制度性因素與非制度性因素，對於影響台
灣政黨變遷的複雜多元因素，運用理論分析與實證調查方法檢
選其中的重要因素，以說明台灣發生政黨變遷的緣由。
三、 檢驗西方政黨變遷理論在台灣個案研究上的適用性，主要原因
是探討亞非新興民主國家政黨變遷的理論體系尚未完整建構，
西方政黨變遷或政黨重組理論運用在亞非地區是否仍具有解釋
力，仍待進一步的研究。為了建立有效的分析架構，本文在文
3

獻探討中先針對探討東歐與拉丁美洲新興民主國家政黨體系的
著作進行分析，以期提供探索台灣政黨變遷的借鏡，並藉以檢
視西方政黨變遷與重組理論的適用性。
四、 分析台灣未來政黨重組與體系變遷的可能性，此一研究目的緣
於本文自我設定為未來研究（future studies）的一環，為充
實尚待開發的政治未來學（political futurology）之空曠領
域，著眼於政黨未來發展的研究，別具意義。除了學術的目
的，眼見台灣政黨角色功能未能正常發揮，其未來走向卻直接
影響台灣民主化的進程，因此是政治學者不能不正視的重大議
題。
評估政黨變遷對於台灣未來憲政制度的影響，這是在預測台灣
未來發生「政黨體系重組」的前提下，進一步推論其於國家的權力
結構與基本秩序所形成的改變。一旦憲政制度發生變化，政治過程
中所有權力關係與互動模式也將隨之不同。因此，政黨變遷的後續
效應中，本文特別關切它對於台灣未來憲政制度所造成的影響。

第三節 問題與假設
一、 問題
（一） 台灣政黨體系發生變化的主要原因為何？係政黨菁英互動關
係下的產物，還是源自選民政黨認同改變而產生的政黨重
組？
說明：
1. 台灣的歷史背景、政治文化、制度設計與政黨生態與西方民主國
家有相當程度的差異，影響台灣政黨變遷的制度性及非制度性因
素未必盡如西方民主國家，因此有必要重新檢視台灣個案。基於
類似的發展程度與環境條件，在文獻探討中分析其它新興民主國
家政黨變遷的經驗，應有助於理解台灣政黨變遷的原因。
2. 政黨菁英的競爭與合作對於黨內或黨際的互動關係必然產生影
響，而這種影響又會牽動政黨體系的變化。菁英的競合關係到底
肇因於議題取向、利益分配，還是某種道德使命感，或者三者兼
而有之，其實有待進一步的辨證。其次，若以政黨認同的轉移作
為政黨重組的指標，台灣的選民是否已有政黨認同轉移的現象？
不少量化研究將政黨認同的變化以得票率或席次率的變化來表
示，然而選民的投票取向是否可與政黨認同畫上等號？或者，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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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另以民意調查中的政黨支持率作為政黨認同變化的指標？政黨
認同是選民長時間的一種政治態度取向還是可以視為短期的因
素？這些問題都需要進一步釐清。
（二） 台灣政黨體系的類型為何？政黨體系變遷是否影響政黨體系
類型的轉換？政黨體系類型的轉換是否改變現有的憲政結構
與秩序？
說明：
1. 關於政黨體系的類型，學界的分類方法甚為不同。法國
M.Duverger 分別從政黨的起源、黨員的吸收方式、黨員的控制
以及黨和黨員的結構等四個面向將政黨分為內造政黨與外造政
黨、直接政黨與間接政黨、極權政黨與有限政黨、幹部黨與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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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 S.Neumann 從政黨功能將政黨分為代表性的政黨與整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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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黨。 然而長久以來，一種廣泛的分類方法是以政黨的數目
為基礎，這種方法雖然簡單，但卻無法彰顯個別政黨之間的權力
關係與競爭程度，因此就有學者從政黨間競爭關係來區分不同政
5
黨體系的類型。 學者 G. Sartori 卻認為將政黨體系以政黨數目
來劃分，有其優點。因為政黨數目直接表示政治體系的重要景
象，即其政治勢力是否分歧，是集中還是分散。同樣，我們只要
知道有多少政黨，即可察知可能涉及的政黨間之互動流派。然
而，他卻對於將政黨體系簡單地分為一黨制、兩黨制及多黨制，
表示不以為然。因此，薩托利以「每一」政黨的「議席數」（兩
院制國家以下議院所佔議席的百分比來表示）和「每一」政黨的
「作為聯合政府的潛能」（coalition potential）或「政策勒
索的潛能」（blackmail potential）來計算「有效」政黨並進
6
行分類。 這種分類方法既包含政黨數目，又兼容競爭關係，且
隱含政黨結構與憲政運作的關連性，故本文擬採此說，據以分析
台灣政黨類型。
2. 以英美的經驗而言，政黨變遷或重組雖然造成政黨與政黨體系內
部的變化，但是並未根本轉換政黨體系的類型（兩黨制）。反觀
日本、南韓與波蘭的案例，政黨變遷的過程往往牽動政黨體系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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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轉換。兩種型態的差異可能源於選舉制度、社會分歧、政治
文化或歷史傳統的不同。按照薩托利的分類，政黨體系類型的轉
換反映的不僅是政黨數目的增減，更隱含黨際競爭關係與憲政運
作方式（作為聯合政府或政策勒索的潛能）的改變。因此在分析
層次上，相對單純的政黨變遷或重組與因而產生較為複雜的政黨
體系類型的轉換，具有明顯不同的意涵。誠如 Augus Cambpell
指出，選舉結果的變化如果未能轉換成穩定的政黨結構，充其量
也只能視為「選民的浮動（electoral volatility）」，或是
7
「偏離性選舉」（deviating election），而非政黨重組。
3. 探討政黨體系類型的轉換是否改變現有的憲政結構與秩序，應從
兩個層次加以探討：一是憲政結構運作方式的變異，另一是憲政
結構本身的調整。前者是功能性的，在現有憲政結構下有序地改
換運作模式，譬如聯合政府的組成、半總統制中的換軌或行政與
立法間關係的調適；後者是結構性的，牽涉基本憲政結構與秩序
的改變，譬如修改國體、政體與選舉制度，乃至於變動中央與地
方的關係等。以台灣個案而言，尤應注意後者曾經有過與將會帶
來的影響。政黨體系變遷改變個別政黨的政治影響力，對於憲政
體制的既有規範極可能產生要求改革的抗力，檢視民進黨成立後
接連發生解嚴、取消報禁、國會全面改選等重大憲政改革；而李
登輝、陳水扁執政時期，台灣政黨體系便動十分劇烈，其間歷經
七次修憲，憲政體制變動幅度痕大，其間似乎存在某種微妙的關
係。
（三）台灣未來政黨變遷的走向為何？是否會發生美國學界所謂「
政黨重組」現象還是有其它變遷方式與內涵？其原因為何？
對於台灣未來憲政體制變遷的影響為何？
說明：
1. 這組問題與上述兩組問題之間可能存在著密切的關連性。大體上
前兩組問題試圖找出過去與現在台灣政黨變遷的原因與對憲政體
制的影響，而這組問題試圖探究台灣未來政黨變遷與憲政體制發
展的趨向，兩者在時間上或許具有某種延續性（也可能不具有延
續性，但其變因可能源於重大事故或突發狀況，可視為特定條件
下的例外），在推論上，前者也往往構成後者的假設前提。
2. 如前所述，有關憲政體制的研究應著重憲政結構及其運作方式以
及人民代表產生的方式，其中有三個重點：政府體制（包括行政
權與立法權之間的關係）、政府的組成以及選舉制度。然而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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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ust Campbell, “Classification of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s,” in Campbell, Converse, Miller, and
Stokes, Elections and the Political Order, NY: Wiley, 1966, pp.63-77.

6

由於國情特殊，做為憲政精神主要支柱的國家認同問題，將以主
權爭議的形式（涉及領土、國名與其他相關的象徵符號），隨伴
政黨變遷而來，因而構成額外的關注焦點。
3. 由於這組問題指向未來，其答案自然帶有某種預測的性質或者根
本是一系列的條件式選項。廣義而言，這也是屬於未來研究的範
疇之ㄧ。因其性質的複雜性與尚未發現之潛在因子的可能突現，
一般社會或政治科學的量化研究由於過度簡化的條件設計，可能
無法充分解釋本文研究目的所關注之政黨重組與憲政體制變遷的
關係。是以，本文擬嘗試以質化的研究方法為主，佐以量化次級
資料的分析，在交互驗證本文的假設後藉以回答這組具有未來性
8
質的問題。
二、 假設
如前所述，對於台灣政黨變遷的未來面向，本文擬採質化的研
究方法，事實上，整體而言，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也偏向質化特
性，這在稍後的部份將會進一步的詳述。一般質化研究的問題常以
9
不同於自然科學的方式表達，且其很少用到已確立的假設。 甚者，
10
許多質化的研究計畫或論文根本省略研究假設。 然而本文仍嘗試建
構假設的理由為：第一，本文將採用的德爾菲法係一兼具質化與量
化特性的研究方法，用以處理一般量化研究所無法測知的價值與判
斷，為符合研究目的而蒐集特定面向的資訊，適當的假設有助於歸
納時的效率與便利；第二，政黨變遷或重組的量化研究或量化次級
資料的分析，在美國已累積一定成果，並朝理論化的方向演進，但
其相關概念在台灣是否具有適用性，有必要加以檢證。因此，本文
的假設係為驗證西方政黨變遷與重組理論在台灣個案研究上的適用
8

未來學常用的幾種研究途徑與方法，對於回答這組問題理應有所助益。譬如德爾菲方法
（Delphi Method）試圖降低預測者的主觀因素，而在預測過程中，較高客觀的預測是綜合自一
群專家個人獨特的貢獻，藉由較高的客觀判斷與較低的主觀因素，提升預測的品質。歷史演化
假定法則（supposed laws of historical evolution）是利用趨勢或循環的規則性，以外推法
（extrapolative method）來探討社會中總體的或個體的預測變化現象。預測學者只要推測所觀察
到的歷史模式即可；意即，從事件發生到現在的過程中找出發展模式，並將此發展模式推延到
未來。變遷因子分析法是藉由分析造成社會變革的「變遷因子」，來分析未來。比方說人口論
者認為，人口的遷移或成長是社會變遷的因素。馬克思的經濟決定論則是，生產工具的改變將
造成社會變遷，而科技論者，就會特別注意因科技所造成的社會變遷。請參閱陳瑞貴、林志
鴻，《未來學》，台北：華泰，1999，頁 66；張建邦、林志鴻，《未來學》，台北：書華，
1997，頁 136；莊淇銘，《未來學能教你的事》，台北：天下遠見，2005，頁 75。
9
項靖、陳儒晞、陳玉箴、李美馨譯，L.F. Locke, W.W. Spirduso and S.J. Silverman 原著，《論文
計畫與研究方法》，台北：韋伯，2002，頁 12-13。
10
這與多數質化研究係屬探索性研究有關，而其主要目的在蒐集資料與澄清問題，而非進行理
論的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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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而提出。但是仍須強調，本文的假設並非量化方法論上嚴格定義
的操作型變項間的關係，反而以較為模糊或寬鬆的概念來建構假
設，其目的在容許可能出現的概念上的變異性與多元性，如此始能
符合質化研究方法論的哲思。其次，政黨變遷與憲政體制發展之間
的互動關係甚為複雜，本文的假設未必能夠導引研究方向至充分滿
足研究目的之程度。因此透過其它質化方法，如深度訪談，或許能
夠提供其它新概念萌芽的機會。準此，本文建構的幾項基本假設如
下：
（一）台灣政黨體系的變遷主要受到選舉制度與政府體制等制度因
素以及菁英競合、族群認同、議題對立等非制度因素的影
響。
說明：就政黨起源的制度學派而言，制度的效應是產生政黨的原
因，而憲政體制的影響尤鉅。Duverger 認為政黨的出現與國
11
會制度的演進及選民數目的增加有關； Arend Lijphart 的
12
實證研究則指出選舉制度對於政黨體系的影響程度與方式；
至於政府體制對於政黨的憲政角色、形態與組織也有影響，
譬如，在總統制下總統所屬的政黨即為執政黨，國會中的多
數黨如與總統不同黨則為反對黨；而在內閣制下的執政黨一
定是多數黨。在內閣制國家，政黨強調團隊精神，集體負擔
責任，因此組織嚴密，重視紀律；但在總統制國家，容易突
顯領導菁英的個人色彩，政黨組織較為鬆散，對於紀律的要
13
求也較不嚴格 。在非制度因素方面，探討政黨起源的歷史情
勢理論中，特別強調以社會危機解釋發展型國家政黨出現的
原因。Robert E.Dowse 與 John A.Hughes 將此危機歸納為三
14
種類型：合法性危
機、參與危機、整合危機。 其中整
合危機與族群認同特別有關。Walter D.Burnham 在研究政黨
重組的成因時更明確指出，重大危機給了政黨間政治資源再
分配的機會，並造成政黨意識型態的尖銳化，且拉大政黨間
15
的議題差距 ，選民的政黨支持方向也為之改變。Jerome M.
Clubb 等人進一步觀察危機狀態中公共政策與菁英團體的動
向，並以危機、投票改變、政府的政策行動與大眾的政策回
11

M. Duverger, op. cit., pp.23-27.
張慧芝譯，Arend Lijphart 原著，《選舉制度與政黨體系》，台北：桂冠，2003。
13
吳文程，《政黨與選舉概論》，台北：五南，2002，頁 284-291。
14
Robert E. Dowse & John A. Hughes, Political Sociology, NY: John Wiley and Sons, Inc., 1986,
pp.308-309.
15
Walter D. Burnham, Critical Eletions and the Mainsprings of American Politics, NY: W. W. Norton
and Company, Inc., p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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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應來觀察政黨體系的解組與重組現
象。 James L.
Sundquist 則從歷史的深層角度來解釋重組的過程，並發現
議題、黨領導者特質、及既存政黨認同的解組是重組的原
17
因。 此外， Seymour M. Lipset 與 Stein Rokkan 在探討社
會區隔與政黨體系時，特別強調工業革命形成的經濟區隔界
線—初級工業對次級工業部門，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成為
政黨組成的不同社會基礎，也使得政黨成為代表不同階級對
18
抗的機制。 綜合各種觀點，本文認為可以從菁英競合、族群
認同、議題對立等三個面向觀察非制度因素對於政黨體系變
遷的影響。
（二）台灣政黨體系的變遷受到選民「政黨認同」變化的影響較
小，同時，台灣並未明顯發生符合美國學界定義下的「政黨
重組」。
說明：即使上述解釋「政黨認同」轉變而產生「政黨重組」現象發
生的非制度性因素，也可能部份解釋台灣政黨體系的變遷，
但是源於相同的因素，未必能產生相同的結果。台灣民主化
的時間尚淺，政黨體系未臻成熟，選民對於政黨的認同也未
必深化，否則何以解釋政黨體系不斷劇烈變動，歷次各類選
舉結果的得票率與席次率的浮動性極大？自從民進黨在 1986
年成立以來，台灣其實就進入了政黨變遷的年代，歷經國民
黨的三次分裂，先後出現新黨、親民黨與台灣團結聯盟等三
個新興政黨，使台灣政黨體系的類型也隨之變化。其間必須
辨明的是這些新
興政黨的出現是否與選民政黨認同的
發生與轉變有關，本文將從政黨偏好、得票率、席次率與選
舉浮動性等指標來檢證兩者的關係，並據以推論台灣是否發
生「政黨重組」？
（三） 台灣政黨體系變遷的特性是分化、極化與政黨體系類型的持
續改變，由其產生之政黨互動關係的，對於影響憲政體制的
發展產生顯著的影響。
說明：一個政黨體系分化的程度反映在政黨的數目上，而其極化的
程度反映在政黨彼此意識形態的差距，Sartori 的政黨體系
類型學基本上就是建立在這個標準上的。他認為「政黨體
16

Jerome L. Clubb, William H. Flanagan, and Nancy H. Zingale, Partisan Realignment: Voters, Parties
and Government in American History, Beverly Hill: Sage, 1990, pp.31-32.
17
James L. Sundquist, Dynamics of the Party System, Washinton D.C.: The Bookings Institution, 1983.
18
Seymour M. Lipset & Stein Rokkan(eds.), Party Systems and Voter Alignment: Cross- National
Perspectives, NY: The Free Press, 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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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系」 應視為「起於政黨競爭的互動體系」 ， G. Sjoblom
亦持類似的看法，視政黨體系的特質不只在於其所包含的各
個部分，同時還包括整體的黨際關係，而這些關係可稱為
20
「互動之流」（streams of interaction）。 而在政黨變遷
或重組的過程中，政黨體系內的黨際關係也會發生變化。一
些例子顯示政黨制的變化會伴隨一個政黨的出現或消失，這
種現象或許會轉而改變競爭的方向。而在另外一些例子中，
像一黨優勢的政黨體系，即使只是些微的選舉變化，就可能
21
迫使我們必須為政黨體系做重分類（reclassification）。
戒嚴後，台灣政黨體系分化（政黨數目）與極化（統獨對
立）的程度都有明顯增加的趨
勢，而政黨體系類型轉
換的頻率也很高，其速度之快，有時讓學界對於當下政黨類
型的判斷也莫衷一是。其間，政黨實力的消長很大，政黨互
動關係也不斷轉換，有時政黨為了確保自身生存發展與權力
運用的廣度，不斷進行憲政制度的變革而樂此不疲。Arend
Lijphart 與 Carols H. Waisman 在波蘭個案中驗證政黨變遷
（政黨體系零碎化）對於總統選舉制度重新設計的影響，以
及墨西哥個案中革命制度黨為因應黨內派系出走與日益壯大
之反對黨的壓力，而不得不進行的政黨法規與選舉制度的改
22
革。 國內不少學者對於新興民主國家政黨變遷的研究也證實
23
上述影響的存在。 同時，若干學者將台灣政黨變遷視為可以
影響憲政結構與秩序的自變項，其描述的重點在於黨禁解除
後，政黨競爭與政黨體系的變化造成戒嚴體制的解構與民主
體制的建構，包括中央民代全面改選、總統直選、其他政府
部門的組成與職權的變動、台灣省省長與北、高市長民選
24
等。 另有學者特別關切政黨重組後憲政秩序的不穩定性與不
25
確定性。 其實，在 Moshe Maor 進行政黨體系的比較分析
19

G. Sartori, op. cit, pp.44.
G. Sjoblom, Party Strategies in a Multiparty System, Lund: Student Litteratur, 1968, pp.174.
21
高千雯譯，Moshe Maor 原著，前引書，頁 39。
22
蔡熊山、陳駿德、陳景堯譯，Arend Lijphart & Carlos H. Waisman 原著，《新興民主國家的憲
政選擇》，台北：韋伯，1999，頁 1-12；123-136；163-189。
23
楊鈞池，〈政黨重組的日本經驗〉；林秋山，〈南韓政黨重組與結盟的經驗〉；吳玉山，，
〈後共政黨重新掌握權力的途徑：比較俄羅斯與波蘭〉，均收錄於蘇永欽編，《政黨重組》，
台北：新台灣人文教基金會，2001，頁 109-126；127-132；133-159。
24
何振盛，《戒嚴時期台灣地區的民主化與政治變遷—一個發展途徑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
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論文，1989 年 1 月，頁 210-213；黃炎東，，《新世紀台灣憲政體制與政黨
政治發展趨勢》，台北：正中，2004，頁 224-245；陳佳吉，《台灣的政黨競爭規範與民主鞏
固》，台北：瀚蘆，2003，頁 343-349；407-415；彭懷恩，《台灣政黨論》，台北：米羅文化，
2005，頁 102-104。
25
葛永光，前引書，頁 281-282；彭懷恩，前引書，頁 136-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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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既將政黨體系當作自變項，也將它當成依變項。 因此，
至少從制度變遷的脈絡而言，政黨體系與憲政體制之間足以
被假定是互為因果的關係。本文假定台灣政黨體系變遷對於
影響憲政體制的發展產生影響，就是將政黨體系當成自變
項，而將憲政體制當成依變項。其觀察的指標在於不同的政
黨體系類型中，政黨之間如何在選票、官職與政策等面向上
進行競爭與合作，並在七次修憲的過程中，對於憲政體制
（主要在選舉制度、政府體制與政府組成等層面）產生了哪
些影響？
（四） 在台灣政黨體系變遷過程中，除了政黨互動關係改變所形塑
的客觀條件外，政治菁英主觀上的角色認知與自利動機對於
憲政體制的抉擇具有重要的影響力。
說明：政黨互動的關係極其複雜，主要原因在於政黨通常被簡化為
一個行為者，但實際上卻包含著影響力各有不同的眾多菁
英，他們才是真正的行為者。某些領導菁英享有遠大於其他
臣屬菁英的影響力，誠如 Robert Michels 的「寡頭鐵律」
（The Iron Law of Oligarchy）所揭示的，不論保守黨也
27
好，革命黨亦然，都無法避免權力集中在少數人手上 。因
此，位居高層的權力菁英除了掌握黨內人士與政策外，尚能
決定所屬政黨與它黨互動的策略與方式，這些領導菁英主觀
上的角色認知與自利動機，也會透過政黨互動過程對於憲政
體制的抉擇產生影響，從而建立確保自己權位的有利機制或
競賽規則。以台灣的情境而言，政治菁英的「人治」色彩經
常超越「法治」，在憲政發展史上，領導者的擴權，及難以
守憲行憲的事例，往往透露出菁英私心自用的斧痕，但從新
制度論的理性途徑來解釋，卻也不令人意外。七次修憲的結
果，相當程度反映菁英競合的權力關係與意識取向。2000 年
的政黨輪替，帶動了有關臺灣「政黨重組」研究的熱潮，由
於政黨實力的消長，直接影響政府的組成、憲政的運作與潛
在的憲政結構變遷趨向，許多學者已開始探討政黨體系變遷
28
對憲政體制與發展的影響 ，且毫無例外地從「理性抉擇」的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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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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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伯，2001；林水波，《憲法政治學》，台北：元照，2002，第五章；林水波，〈多黨體系與
府院關係〉，收錄於高朗、隨杜卿編，《憲政體制與總統權力》，台北：國家政策研究基金
會，2002，頁 29-90；陳佳吉，前引書，頁 455-478；林佳龍，〈總統大選與政黨重組〉，2006
年 8 月 20 日擷取自網址 http://taup.yam.org.tw/announce/9911/docs/06.html-447k；徐永明，〈國會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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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選項去推演最佳的憲政體制型模。但是，菁英的行為並
非毫不受到節制，其主觀的意圖仍受到政黨互動中己黨實力
與集體需求（選票、官職、政策）的限制，同時，在內在心
理上，也受到傳統文化的束縛。歷史制度論與社會學制度論
均強調，政治菁英在自覺或不自覺中，還是受到某些歷史傳
29
承、約定俗成的規範習慣所約束 。關於菁英對於憲政制度抉
擇的影響，本文擬從菁英的「自我」、「法制」與「文化」
等三個角色認知作為觀察指標，以瞭解其對於憲政體制抉擇
的影響。
（五）台灣政黨體系制度化的程度不高，將持續引發憲政體制的變
動。
說明：制度化涉及組職鞏固的程度，也與組織運作的「例行化」的
程度有關，一般衡量政黨制度化的高低常以「自主性」、
「系統化」、政黨生命週期、立法穩定性等做為指標。台灣
的政黨體系制度化的程度尚淺，而政黨變遷的速度仍然非常
快速，各種複雜的社經議題、族群動員與菁英競合，使原本
未定型的黨際關係更充滿不確定性，連帶地讓憲政體制的正
常發展受到極大的限制。2006 年 9 月 9 日爆發大規模群眾參
與的「反貪倒扁」靜坐抗議活動，相當程度反映出「政黨失
靈」的窘境。學者錢永祥直言：「逼成民眾集結，第一個需
30
要譴責的是政黨」 ，話中雖只是明指既有的政黨沒有善盡
憲政職責，但若從政黨變遷的觀念而言，既有的政黨體系尚
未制度化，眼前的政黨體系與黨際關係因其脆弱性與不確定
性而缺乏承擔憲政責任的能力。然而諷刺的是，每當民怨沸
騰、政局不穩之際，朝野政黨並未窮盡既有的憲政手段以化
31
解僵局，反以無法應急的修憲方式來轉移焦點 ，卻預伏了
選後政府組成的途徑〉，2006 年 8 月 20 日擷取自網址
http://www.taiwanncf.org.tw/seminar/20010811/20010811-1.pdf；林繼文，〈國會改革後的憲政運
作〉，發表於 2005 年 6 月 20 日，2006 年 8 月 20 日擷取自網址
http://constitution.president.gov.tw/article.php?Type=6&rowid=162。
29
P.A. Hall and R.C. Taylor,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Political Studies, Vol.44,
No.5: 936-57.
30
錢永祥於接受專訪時提出這個看法，詳見羅嘉薇，〈兩大黨自私、逼民眾上街〉，聯合報，
2005 年 8 月 28 日，A4 版。
31
民進黨在面對群眾靜坐抗議壓力時，不斷拋出「下台換修憲」、「台獨修憲案」、「王金平
組聯合政府」等消息，台灣團結聯盟則力主推動「內閣制」的修憲方向，甚至「反貪倒扁」靜
坐活動發起人施明德也主張在後扁時代推動內閣制，此舉引起憲政學者高朗以「反貪靠法治，
非內閣制」一文加以批駁。相關報導及評論請詳何明國，〈終結亂局，李登輝拋內閣制〉，聯
合報，2005 年 9 月 21 日，A2 版；黃雅詩，〈倒扁聲中，民進黨擬台獨修憲案〉，聯合報，
2005 年 9 月 21 日，A4 版；黃雅詩，〈綠拋「王金平組聯合政府」〉，聯合報，2005 年 9 月 22
日，頭版；陳志平，〈施：明年推內閣制，立委席次不減〉，聯合報，2005 年 9 月 22 日，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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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不可預測的憲政危機。「政黨失靈」導致的「政府失
靈」似乎預示政黨興滅的循環仍將持續，而變動的過程中，
憲政體制勢必還須不斷調整修正，以適應新的政治生態與結
構。本文將從「自主性」與「系統化」兩項指標來觀察政黨
制度化的程度，且從「政黨結盟關係」來觀察政黨體系制度
化的程度，並分析兩者對於憲政運作與制度變革的影響。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界定
一、 研究範圍
本文係針對政黨體系變遷與憲政體制關係的經驗性個案研究，
研究對象是台灣政黨變遷與憲政發展的歷程及未來趨向，過往的經
驗分析起自 1986 年迄 2008 年，而對於未來趨向的分析，則以研究
完成後之十年內的可能變動為範圍。研究時間起點選擇 1986 年，係
因該年民進黨突破黨禁成立，使得台灣從非競爭性政黨體系進入競
爭性政黨體系，對於政黨體系變遷的研究具有重大的意義。本文雖
以個案研究為主，但為便於分析與提高解釋力，仍預先在文獻探討
中針對探討東歐、拉丁美洲與東亞等新興民主國家政黨體系的著作
進行檢閱，以歸納影響政黨變遷的關鍵因素，做為分析台灣個案的
重要參考指標。本文假定的前提是「政黨重組」的概念在適用於台
灣個案的分析上有其侷限性（雖然它在理解選舉競爭中某些現象或
結果的發生，仍具有部分的解釋力），多數量化研究將「政黨重
組」的概念視為政黨認同或政黨偏好的轉移，然而本文更重視的是
政黨變遷過程中所反映的各黨實力的消長。質言之，不僅是席次率
的增減，還包括政黨體系類型的轉換（是否有政黨出現或消
失？）、影響政府組成的能力，乃至於造成憲政結構與秩序變遷的
潛在性等。因此，本文研究範圍不僅是藉由選舉統計資料分析各個
政黨支持度變化的情形，更著重於運用深度訪談、專家問卷調查以
及蒐集各黨內部檔案資料的方式，觀察隨之而來的政黨體系變遷與
其對於憲政結構的影響。
二、 研究性質的界定
本文係以質化研究為主，但亦兼採某些量化方法（如德爾菲法
中的專家問卷調查）及運用其他次級量化資料，因此本文的明顯企
版；高朗，〈反貪靠法治，非內閣制〉，中國時報，2005 年 9 月 22 日，A19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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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是藉由不同於其他政黨變遷（或重組）研究的方法，對於相關概
念與過程重新進行理解與詮釋，一方面肯證或否證一般量化研究中
關於政黨變遷（或重組）的基本假設，另一方面嘗試補充相關概念
的內涵並強化其周延性。由於本文同時側重未來趨向的研究，企圖
精準的預測尚未出現的「事實」並不容易，但在僅可能符合科學預
測的要求下，本文嘗試建構條件式的選項，由重要關係人與專家來
共同評估可能趨向。但是涉及一般大眾政黨認同的可能變化，只能
在相關理論的引導、比較研究的類比以及既有量化資料的分析下，
加以推估。

第五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一、研究途徑
本文採取的是新制度主義研究途徑。傳統主義時期的政治學者
幾 乎 都 強 調 制 度 研 究 ， 惟 視 制 度 為 法 律 建 制 （ legalinstituion）。這些研究往往過度重視分析制度的價值，而忽視分
析政治行動者，因此被行為主義運動所批判，一度淪為政治科學的
邊陲。直至 1980 年代，隨著國家的崛起，以「新制度主義」的名稱
32
重新為學者所重視。 重振制度學派的學者 J.G. March 與 J.P.
Olsen 直指當代政治學是一種脈絡主義的（contextual），或過分
以社會為中心（sociocentric）、只強調政治行為的社會脈絡，而
忽視作為獨立因素的國家重要性。他們認為「官僚行為者、立法委
員會、高等法院都是競爭性社會力量表演的舞台，但是它們也是用
來界定與保護利益的一套標準作業程序，它們是有自我觀點的政治
33
行為者。」 因此，新制度主義非常堅持政治制度更主動的角色。然
而， Olsen 也同意「行為主義決策模式」是理論觀念的可能來源，
而新制度主義也「期待使政治研究朝向與政治理論更密切的方向發
展，而非回到歷史學的歷史描述與法律學的法制式制度主義
34
（legalistic institutionalism）的古老傳統中」。 Peter Hall
則認為新制度主義就是將歷史與組織理論結合，而用來研究政治制
度的途徑。他對制度的界定不僅涵蓋「憲法與正式的政治實踐活

32

張明貴，《最新政治學導論》，台北：商鼎，2003，頁 47。
J.G. March and J.P. Olsen,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Organizational Factors in Political Lif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8, 1984, pp.734-749.
34
轉引自陳菁雯、葉銘元、許文柏等譯，David Marsh and Gerry Stoker 原著，《政治學方法
論》，台北：韋伯，1998，頁 76。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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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動」，還涉及「較不正式的組織網絡」。 譬如，對於政黨的研究，
就是新制度學派關切的重點之一。O’Donnell and Schmitter
特別強調政黨體系是制度性規則的產物。John M. Carey 亦認為憲
36
法或選舉制度的修改是經由政黨中的政治人物而為。 他們的觀點反
映出制度設計與政黨體系之間存在著相互影響的互動關係。事實
上，新制度主義途徑一方面強調歷史、結構對制度形成的制約，另
方面也重視選擇「制度」的政治人物，其動機與利益，例如九 o 年
代初東歐及拉丁美洲從威權走向民主，其制憲時在總統制與內閣制
之間作選擇，或在選舉制度為什麼會採比例代表制，不採單一選舉
37
區等，此皆學者關注的焦點。
新制度主義途徑固然具有結合傳統制度主義途徑與行為主義途
38
徑兩者特長的優點，可是仍不免遭致下列批評：
（一）矯枉過正，過度重視國家機關因素，忽視社會團體、社會
網絡的重要性；
（二）失之主觀的分析，其命題經不起最終實證科學的考驗；
（三）與傳統制度主義差別不大，過去制度研究的缺點在新制度主
義中依然存在。
這樣的批評或許失之過苛，特別是當許多新制度學派的學者已開始
嘗試運用量化資料與不同的實證方法進行研究時，傳統制度主義途
徑所無法解釋的政策取向與權力關係，已可在新制度主義途徑的研
究中，藉由探討制度規範的約制與政治行為者的理性抉擇，而獲得
相當程度的理解。然而，類似的批評卻提醒新制度主義途徑的研究
者，應當注意非制度因素或社會因素的可能影響，以及擇取適當的
實證方法以強化論證能力。準此，本文所採取的新制度主義途徑，
39
雖偏向歷史制度學派，重視歷史結構中人與制度的互動關係 ，但亦
35

Peter Hall, Governing the Economy, Cambridge: Political Studies, 1986,pp.19-20.
轉引自彭懷恩，《政治學理論與方法論-Q & A》，台北：風雲論壇，2003，頁 315。
37
蔡熊山等譯，前引書，第一章。
38
A.G. Jordan, “Policy Community Realism vs. New Institutionalist Ambiguity”, Political Studies,
vol.38, pp.470.
39
彼得•霍爾(Peter Hall) 和羅斯瑪麗•泰勒(Rosemary Taylor) 認為,在政治科學中至少有三種不同
的新制度主義,即歷史制度主義、理性選擇制度主義和社會學制度主義。歷史制度主義強調的是
歷史本身和制度對於政治過程的作用，主要用於分析重大事件的變遷，該理論堅持「政治人」
的假設，認為政治制度的產生過程，實際上是政治衝突中的幾方主體相互權衡利益得失的過
程，所以制度產生出來之後不會平等地使所有人受益，制度的最大特徵就是一經產生之後就有
路徑依循的內在傾向，制度在路徑依循的作用下能否存續，則取決於現存制度之下的力量對比
狀況，以及環境的變化為這種力量關係的改變提供了多大動力。理性選擇制度主義假設政治過
程就是在制度的約束下，理性個體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過程，結果是由偏好選擇所決定的，理性
選擇制度主義堅持「理性經紀人」的核心假設，從而將政治過程視作是理性經紀人在個體利益
最大的驅使之下所展開的一系列算計和交易過程，政治制度產生於集體行動遇到困境之時，由
理性經紀人集體選擇而出，該理論主要用於分析組織內的活動；社會制度主義研究的是為什麼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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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影響制度變遷（包括政黨體系與憲政體制的變化）的制度的、
歷史的、社會的、文化的與心理的因素。一般而言，歷史制度論接
受「混沌理論」（Chaos Theory）的觀點，掌握制度現象的發展受
制於特定歷史遺緒（historical legacies）關鍵轉捩點（critical
junctures）兩項特質，從而發展出制度變遷的「路徑依循」（path
40
dependent）模式 。所謂「路徑依循」概念乃是指事件在歷史過程
中的發生順序（order）將影響其未來如何發展。在某一特定時間點
上形成的歷史變遷軌跡將制約接續事件的發展方向，並提供政治行
41
動者進行策略選擇的限制條件與機會 。換言之，制度的建立或改
革，不是在真空的情境下進行的，而是必須建立在以往已有的或是
42
殘餘廢墟的制度基礎上 。本文探討台灣政黨體系變遷與憲政體制發
展的過程，基本上就是以「路徑依循」作為主要論述的觀點。
二、研究方法
本文運用多種研究方法進行資料蒐集與分析，次級資料分析法
主要用於歷史的縱向分析與特殊時點橫向的社會心理分析；個案研
究法則用以深入探討台灣政黨變遷的特殊經驗；德爾菲研究法對於
預測台灣未來政黨變遷的可能趨向與最佳的憲政制度選擇，提供了
有力的實證基礎；焦點訪談法不僅有助於發掘被忽視或遭隱匿的重
要史實，對於政黨變遷與憲政體制發展的趨向，也可能提供來自組
織內部且經過深刻體察的觀點。玆再進一步分述如下：
（一）次級資料分析法
次級資料分析是運用他人所蒐集到的資料進行分析或比較。它
在方法論上的優點為：提供複驗的機會、容許時間縱剖面的研究設
計、使概念的定義更加精準周延並擴展自變項的內涵、提高樣本規
有些組織要採用特定的制度形式，程式和符號，社會組織的設立不僅是因為功能主義的需要，
更是價值觀和合法性上的體現，與理性選擇理論相反的是，社會學制度主義堅持政治人是一種
「文化動物」，從而將政治過程視作是有限的理性主體在滿意標準而不是最大化標準作用下，
不斷尋求與他人和社會相適應的過程，政治制度只不過是某種文化的外在形式，某種具體制度
形式的存續並不取決於它在多大程度上帶來了效率的提升，而是在更大程度上取決於這種制度
形式能否提升現存組織的合法性，能否帶動更多的參與者。請參閱 Peter Hall & Rosemary Taylor,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s”, op cit.
40
Ruth B. Collier and David Collier, Shaping the Political Aren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p.27.
41
Colin Hay and Daniel Wincott, “Structure, Agency and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Political Studies,
vol.46, 1998, pp.951-7.
42
楊開雲、劉子琦，「權力菁英流動與威權體制『轉型』」，《東海學報》，第 36 卷第 5 期，
1998 年 7 月，頁 139-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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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及其代表性以利於通則化，並可藉由交叉驗證以提高從原始資料
43
所獲得之研究發現的準確度。 本文所運用的次級資料主要以存檔紀
錄為主，包括公共記錄（各類統計紀錄、立法與選舉資料、官方文
件、媒體報導等）、各個政黨的出版品（含競選文宣資料）或檔案
史料、私人傳記（或自傳）或政論著作。
（二）個案研究法
個案研究，是科學研究方法的一種，它的研究對象可以是某個
人、某個機構，或某種事情所發生原因、經過及實際情形，運用技
巧對特殊問題能有確切深入的認識，並作處理和改革的張本。個案
研究是一種多元式的社會研究法，在縱的方面，是個案歷史資料之
搜集；在橫的方面，是個案環境的調查與分析。它是觀察法、訪問
法、問卷法、歷史法的綜合運用，又是統計法、區位法和實驗法的
資料來源；它不是廣的全體研究，也不是簡的抽樣研究，而是深度
44
的、重質的、精密的研究。 然而，Marsh 與 Stoker 卻認為個案研
究無可避免地都是採用比較的途徑。因為比較分析法包括三種類
型 ： 在 單 一 國 家 運 用 同 一 分 析 架 構 的 「 個 案 研 究 」 （ case
study ） 、 在 有 限 數 目 國 家 中 的 「 系 統 性 研 究 」 （ systematic
study ） 、 與 以 統 計 分 析 為 基 礎 的 「 全 球 性 比 較 」 （ global
45
comparisons）。 就他們觀點而言，所謂「個案研究」就是不同案
例各自分享同一分析架構。M. Lichbach 與 A.Zuckerman、Todd
Landman 均持類似看法，他們認為倘若一項研究試圖借助若干比較
研究法，且其所使用的概念並非只適用於其所研究之特定國家，那
46
麼這就是一項比較研究。 Lijphart 則發展出一種個案研究的類型
學。他作了以下的區分：A.運用現存理論來說明該個案的「詮釋性
個案研究」（interpretative case studies）；B.引發假設的個案
研究 C.設計用來質疑與檢證理論的個案研究；D.用來肯定理論的個
47
案研究；E.偏離型的個案研究。 這樣的分類只有第一類型不具比較
43

潘明宏、陳志瑋譯，Chava Frankford Nachmias & David Nachmias 原著，《社會科學研究方
法》，台北：韋伯，2001，頁 383。
44
請參閱「個案研究」，索引號—社會/個字部，《中華百科全書》，台北：中國文化大學，網
路資訊，2006 年 10 月 12 日擷取自網址
http://living.pccu.edu.tw/chinese/data.asp?id=5723&htm=06-0503148%E5%80%8B%E6%A1%88%E7%A0%94%E7%A9%B6.htm&nowpage=1
45
陳菁雯等譯，前引書，頁 240。
46
M. Lichbach & A. Zuckerman (eds), Comparative Politics: Rationality, Culture and Struc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5; 周志杰譯，Todd Landman 原著，《比較政治
的議題與途徑》，台北：韋伯，2003，頁 34。
47
A. Lijphart, “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the Comparative Method”,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5, pp.6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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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而其他四個類型可能具有比較性，因為如果它們使用或評估從
他處發展出來的概念；檢證某些普遍理論或假設；或引出某些可在
48
他處使用的概念或檢證的假設，則個案研究也會具有比較性。 所不
同的是，採取個案研究法反映出研究者對其研究對象獨特的興趣，
或基於個案本身的重要性與啟發性，或因為樣本來源受限，無法得
到足夠的樣本數進行大量樣本的研究，因而僅就個案深入探討，而
無法或無意進行系統性與全球性的比較研究。
本文個案研究的對象是台灣的政黨變遷與憲政體制發展，但是
基本上非將台灣當成孤立的，與其他案例毫不相干的「唯一」個
案，而排除與他國類似的政黨體系進行比較分析。換言之，它不是
單純的「詮釋性個案研究」，而是在單一國家運用同一分析架構
（藉由已擇定的「典型」國家案例間的比較分析而得出此架構）的
「個案研究」，目的在引發假設並用來質疑與檢證理論。因此，在
個案研究的過程中，本文將不斷引證或探討西方與新興民主國家政
黨變遷或重組的概念與相關理論，在與個案本身具體呈現的「事
實」兩相對照之後，予以修正或補充。其次，國內著作中關於政黨
變遷或重組對於憲政體制變遷之影響的研究並不多見，因此在本文
的個案研究中，這將是極具意義的探索重點。再者，由於個案研究
具有「質的探究」與「點的深入」等兩大特色，因此資料蒐集的紮
實與否以及其直接佐證的能力，就構成了個案研究成敗的關鍵。因
此本文除了以歷史文獻分析法進行研究外，另以德爾菲研究法與深
度訪談法來獲取更廣泛，更深刻的資料。這兩種研究方法將在下文
中進一步的探討。簡言之，本文的個案研究試圖滿足探索性、描述
性與解釋性等功能。
（三）德爾菲研究法
1.方法簡介
德爾菲法（Delphi Method）係美國蘭德公司的資深研究員
Olaf Helmer 於 1948 年所發展出來的一套預測技術。原先僅針對軍
事策略問題做出預測，並沒有受到太多重視，一直到後來 Gordon 與
Helmer 再度運用德爾菲法預測 1963 和 1964 年間的科技發展，這套
預測技術才廣為政府部門及工商企業界所採用，並擴及未來趨勢、
49
教育、交通、太空與生活品質等各個學科領域上。 基本上，德爾
48
49

陳菁雯等譯，前引書，頁 241。
請參閱 Theodore Gordon and Olaf Helmer, “Report on a Long-Range Forecasting Study ”, in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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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法是一種另類調查研究方法，調查研究時會特別強調重複地詢問
受訪者的意見，在其他學科中有時是將問題交付予專門小組去討論
50
的方式。 這涉及德爾菲法的兩項基本假設： 一、由群體集思廣益
所產生的決策較個人想出的辦法更周全；二、群體決策雖較有效，
51
但在面對面溝通時卻容易因眾多干擾因素而影響其效果。 因此，除
了早期運用德爾菲法的研究會邀集一組專家學者定期舉行會議討論
52
主題外 ，晚近的研究傾向以個別的、兩輪的（或三輪的）詢問方
式，讓不同的專家可以暢所欲言，也可以參考他人意見後來修正自
己的看法，而最後形成意見趨同的現象。這種調查方法與 Charles
Judd 等人所提到的針對某些受訪群體進行前測與後測，以及打斷時
53
間序列的設計或許非常類似。 但是，兩者的目的卻仍有差異。在社
會科學研究中的小組討論，尤其是前測與後測的設計，是針對已經
研究過的主題變化加以調查。相反的，德爾菲法研究者雖然也會測
量研究主題間的變化，但透過紀錄與訪談專家的反應後，它更致力
於預言、探索另類未來的可見性、實際發生的可能，以及渴望的未
來。甚至所有德爾菲法研究也具備行動導向的能力，企圖影響行動
54
或決策者的思考。
德爾菲法有兩種：「傳統德爾菲法」（Conventional Delphi）
與「政策德爾菲法」（Policy Delphi）。傳統德爾菲法強調五項原
則，包括匿名（anonymity）、複述（iteration）、控制性回饋
（controlled feedback）、統計團體反應（statistical group
55
response）、專家共識（expert consensus）等。 其目的在藉由問
卷重複施測，獲取專家共識，作為決策者研擬政策之參考。政策德
爾菲法主要目的並非獲取專家的共識，反而盡可能廣泛蒐集各種可
Helmer(ed), Social Technology, NY: Basic Books, 1966, pp.44-96; Olaf Helmer, Looking Forward: A
Guide to Futures Research, CA: Sage. 1983; William N. Dunn, Public Policy Analysi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Inc., 1981, P.196；陳國華等譯，Wendell Bell 原著，《未來學導論—歷
史、目的與知識》，台北：學富，頁 239-240；鄭興弟，《政策規劃：理論與方法》，台北：商
鼎，2004，頁 145。
50
Charles Y. Glock, “Some Applications of the Panel Method to the Study of Change”, in P. F.
Lazarsfeld and M. Rosenberg(eds.), The Language of Social Research, Glencoe, IL:Free Press, 1955,
pp.242-250.
51
J.W. Murry & J.O. Hammons, “Delphi: A Versatile Methodology for Conduct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The Review of Higher Education, Vol.18, No.4: 423-436.
52
例如葛登與海洛梅的研究，就依每項主題選擇一組專家學者，每兩個月舉行一次會議，前後
共四次。請參閱 Theodore Gordon and Olaf Helme, op.cit.
53
Charles M. Judd, Eliot R. Smith, and Louise H. Kidder, Research Methods in Social Relations, Sixth
Edition, Ford Worth, TX: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91, pp.112-118.
54
D.S. Scheele, “Reality Construction as a Product of Delphi Interaction”, pp. 37-71 in H.A. Linstone
and M. Turoff(eds.), The Delphi Method: Techniques and Applications,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1975.
55
William N. Dunn, op.cit., p.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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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反對意見，然贊成的和反對的人都有機會發表自己的意見，甚
56
至為其支持的立場進行辯護。 根據 M. Turoff 的看法，政策德菲法
的目標在確保所有的選項被提出來討論並估計其影響與後果，同時
57
預估各個選項被接受的程度。 基本上，「傳統德菲」與「政策德
菲」可以交相運用。學者認為，在處理有關事實（facts）問題時，
可以用傳統德菲法，使不同的專家學者匯集智慧，提供「一項」可
靠的解決方法。唯在處理有關價值（values）問題時，可以用政策
德菲法，藉由參與者的代表性，邀請衝突的各方代表，提出他們的
58
立場、主張、目標（意圖）、解決辦法、可行性分析等資料。
2.調查分析步驟
本文擬以政策德菲法為主要的調查方法，但亦兼採傳統德菲法
的某些原則，如複述、統計意見與專家共識等，做為研判政黨變遷
之「事實」與趨向的方法。但對於政黨變遷過程中，如何選擇最佳
之政黨體系與憲政體制，則涉及「價值」的問題，則有賴政策德菲
法來探求其可欲性與可行性。本文執行調查分析的步驟如下：
（1）建構專家學者名單：本文所謂專家學者包括兩個部份，一為政
黨領袖，另一為政黨與憲政研究的學者。前者擬按傳統德菲
法，選擇在立法院有席次之政黨的領袖或其核心幕僚作為問卷
調查對象，擬按各黨 2004 年立委選舉所獲席次比例分配名額
為民進黨 5 人，國民黨 4 人，親民黨 2 人，台灣團結聯盟 2
人，新黨 1 人，無黨團結聯盟 1 人，無黨籍立委 1 人，以及目
前擬籌組政黨之社會人士 1 人共 17 人。後者則用政策德菲法
59
常用之「滾雪球抽樣法」（Snowball Sampling） ，先從國科
會公布之 TSSCI 期刊名單中過去三年曾發表關於政黨與憲政研
究至少乙篇以上之學者中，隨機選取兩名（一名以政黨研究為
主，另一名以憲政研究為主），再由他們各自推薦兩名相關研
究者（不限上述期刊中曾發表者），一名立場有共識，一名立
場有衝突；復由被推薦者再推薦兩名立場與其相同與相異者，
以此類推，直到建構 16 人的學者名單。因此問卷調查對象總
計 33 人。
（2）設計第一回合問卷：主題包括過去台灣政黨變遷制度性與非制
56

張宜慶，《電腦網路德菲研究系統之建構及其可行性研究》，國立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
論文，1999，頁 23。
57
M. Turoff, “The Policy Delphi”, in H.A. Linstone and M. Turoff(eds.), op. cit., p.3.
58
鄭興弟、林昇德，”我國行政區劃—一個新規劃途徑之探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期刊，第八
卷第二期，2000，頁 18。
59
鄭興弟，前引書，頁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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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性因素、未來政黨變遷可能的制度性與非制度性因素、未來
十年發生政黨變遷的可能性與政黨體系類型變化的趨向、政黨
變遷與憲政體制間的關係、台灣未來最佳的憲政制度選擇為
何？其可行性如何？（問卷內容請詳附錄）
（3）發出第一回合問卷：自發出問卷至回收預計所需時間約一個
月，其間將以電話提醒填寫與寄回。
（4）第一回合問卷回收：關於德爾菲法的問卷回收率（response
rate）標準，至今仍無專書探討；至於一般郵寄問卷（mail
questionnaire）的標準，學者間的看法也很分歧。學者 Earl
Babbie 則認為回收率超過 50﹪以上的問卷，始算「適當」；
60
60﹪視為「良好」；超過 70﹪則是「非常理想」的狀態。 本
文將依據該標準以檢視回收率。
（5）第一回合問卷分析：根據問卷的主題，本文擬從事實判斷、價
值判斷與後果判斷歸納分析專家學者的回答，統計在各項主題
上的意見趨向，並以表列的方式呈現出來。
（6）設計第二回合問卷：根據第一回合問卷回收結果，修正並設計
第二回合問卷。
（7）發出第二回合問卷：自發出問卷至回收預計所需時間約三週，
對象為回覆第一次問卷的專家學者，其間將以電話提醒填寫與
寄回。
（8）第二回合問卷回收：德爾菲法受訪的學者專家人數無須設定上
限，但扣除中間退出者，在整個研究結束前，持續參與的專家
61
學者或政策利害關係人至少應在十位以上。 本文將力求符合
此一標準。
（9）第二回合問卷分析：在第二次問卷中學者專家的意見被視為整
個問卷調查的最終看法，本文的分析重點在於意見上共識與分
歧形成的理由及其所反映出的台灣政黨體系重組與憲政體制變
遷的趨向。
（四）深度訪談法（菁英訪談）
訪談法係透過精心設計的問題來詢問受訪者，以得到符合研究
假設的答案。這些問題的措辭以及排列的順序，界定了訪談的結
構。Chava Frankfort-Nachmias 與 David Nachmias 認為訪談法有
三種類型：表列結構訪談（Schedule-structured interview）、非
60

Earl Babbie, Survey Research Methods, 9th.ed, Belmont, CA: Wadsworth, 1990, p.182.
楊宜真，《傳播科技人才之能力需求與學程設計原則：修正式德菲研究》，國立交通大學傳
播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頁 66。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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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列 結 構 （ non-schedule-structured ） 或 焦 點 訪 談 （ focused
interview ） 以 及 非 結 構 性 （ nonstructured ） 或 非 指 導 性 訪 談
62
（nondirective interview）。 儘管表列結構訪談與非結構性訪談
（非指導性訪談）各有其優點，但為避免前者過於缺乏彈性而無法
深入瞭解受訪者的特殊經驗與見解以及後者過於彈性而空泛離題，
以致增加資料處理的難度，本文擬採非表列結構形式的深度訪談。
63
這種形式有四個特徵：
1.已知受訪者曾涉入一些特殊的經驗。
2.在訪談之前，訪談情境將被事先分析。
3.訪談根據準則來進行，而這些準則指定的主題，與研究假設有所
關聯。
4.研究者關注受訪者和研究興趣相關的經驗。
即使訪談者與受訪者之間的互動方式已經結構化，受訪者還是被給
予相當程度的自由來表達。這種深度訪談允許研究者獲得個人反應
的詳細資料、特殊感情以及其他類似的狀況。由於本文主要的訪談
對象是政黨的領導菁英，勢必藉助一種特殊化的訪談方式－菁英訪
談。Catherine Marshall 與 Gretchen B. Rossman 認為選擇菁英訪
談對象的考量因素，主要是著眼於他們具有與研究領域相關的專長
64
與經驗。 他們比其他的研究參與者更有可能熟知組織的法務與財務
結構。菁英也必較可能從特殊的角度來陳述組織的政策、歷史，以
及未來的發展計畫等事項。
如前所述，本文擬採用深度訪談法以進行菁英訪談。訪談的主
題包括菁英對於台灣政黨變遷的認知、評價與原因分析、個人在政
黨變遷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對於政黨體系類型轉變趨向的預估、
對於政黨變遷與憲政發展之間關係的評估、在可預期的政黨體系類
型下最佳的憲政體制為何？其可行性如何？（詳見附錄二）至於擬
訪談的菁英主要是重要政黨或政治勢力的領袖或其核心幕僚，初步

62

Schedule-structured interview 與 non- schedule-structured 在所引譯作中譯為「結構排程訪談」與
「非結構排程訪談」，筆者認為較正確之譯法應為「表列結構訪談」與「非表列結構訪談」。
所謂表列結構訪談是指所有的受訪者被給予問題的數目和問題的措辭，都是相同的。每一次訪
談所詢問的問題順序，被要求必須一致，以確保任何回答的差異，可歸因於受訪者之間的實際
差異而非訪談的差異。而非結構性訪談或指導性訪談是指研究者並不採用一個時程，來詢問一
組事先指定的問題，且所問的問題也沒有特定的順序。由於幾乎沒有從訪談者得到指示，受訪
者被鼓勵敘述他們的經驗、描述他們認為重要的事件、他們對自己處境的定義，並透漏他們認
為合適的意見與態度是什麼。請參閱潘明宏、陳志瑋譯，前引書，頁 290-294。
63
同前註出處。
64
李政賢譯，Catherine Marshall & Gretchen B. Rossman 原著，《質性研究--設計與計劃撰寫》，
台北：五南，2006，頁 143-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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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是國民黨、民進黨、親民黨、台灣團結聯盟、新黨、無黨聯盟
與新興政黨的負責人或其指定代言的核心幕僚各乙名，共七名。
除了上述各種研究方法之外，本文在行文之中亦以比較方法將
適當的研究案例與台灣個案進行對比，藉以提供解釋特殊事件或現
象時的思考方向。David Marsh 與 Gerry Stoker 指出，經由比較研
究「得以避免分析時的種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其次，可
以在政治現象的關係之間，導出理論、檢證理論與重新說明該理
65
論，以及其相關的概念與假設。」 比較研究在傳統上傾向將焦點放
在跨國比較上，R. Rose 也認為比較研究本就「應該」是國際性
66
的。 藉由比較「典型」的案例（國家），可以汲取他國的經驗以增
67
進理解本國類似發展的情境並引發研究者「預測」的潛能。 本文擬
於文獻探討中進行跨國比較分析，其目的一方面在檢視西方政黨變
遷理論的概念與假設，另一方面探討政黨變遷與制度選擇之間的關
係。這些案例的檢選標準係以美國「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
68
在 2007 年所公佈之各國自由度為依據 ，從東歐、拉丁美洲與東亞
等新興民主國家中覓得適當案例進行比較研究。其主要理由是這些
國家都是面臨後威權轉型的新興民主國家，均發生劇烈的政黨變遷
或新的制度抉擇，然而它們的地理位置、人種文化、社會結構、經
濟水平卻存在著相當大的差異，因此，經由「最大差異」研究途徑
（most different approach）可以找出「一組經證明具有最強解釋
69
力的共同基礎，並篩選出其多元性」 ，以解釋政黨變遷與制度選擇
間相互影響的關係。
（五）研究限制
65

陳菁雯等譯，前引書，頁 236。關於種族中心主義所造成的偏差，羅斯(R. Rose)就認為這是英
國政治學界遭致排山倒海之批評的原因。他說：「討論英國的政治著作都主張，一種『從特殊
化而來的獨特性』。每一種制度、個人與事件都以缺乏普遍特質的名目性差異（nominal
differences）來描述。」請參閱 R. Rose, “Comparing Forms of Comparative Analysis”, Political
Studies, 39, 1991, pp.450.
66
Rose, op.cit., pp.439.
67
李憲榮，前引書，頁 20-33。
68
美國「自由之家」每年均會針對世界各國的自由狀況進行調查，並公佈調查結果。其評分標
準係依據「政治權利」與「公民自由」兩個主要項目的表現（主要項目下各有幾個次項目）來
各別評定自由度最高的 1 分至最低的 7 分等七個等級，並將所有國家分為「自由」、「部分自
由」與「不自由」等三個類別。本文依據該組織的「2007 年世界各國與相關領域自由度調查報
告」（Freedom in the World 2007: Country and Related Territory Reports Survey）的評分等級，檢選
東歐、拉丁美洲與東亞各國中評分等級在 3 分以上的「自由」或「部分自由」的國家來進行文
獻資料的比較分析。相關資料請詳「自由之家」網站：
http://www.freedomhouse.org/template.cfm?page=372&year=2007
69
Collier,“The Comparative Method”, in A. Finifter(ed.), Political Science : 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1993, p.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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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採用的各種研究方法，雖有其優點，但也各自存在著某
些缺點，因而形成本文在研究上的限制。茲分述如下：
1.次級資料分析法：這種研究方法只能採用近似於研究者想用來檢
定其假設的相關資料。這些資料原是其他研究者基於其他研究目
的而蒐集的原始資料，是否得以滿足本研究之特定目的，恐怕仍
存在著無可避免的差距。其次，如何接近這些資料也是一個問
題。本文期待使用的各黨檔案資料、私人文件，在蒐集上將遭受
的阻礙與困難，幾乎不難想見。再者，源於上述兩個理由，如果
資料蒐集不足或有所缺失，就會出現內部或外部效度的潛在偏
差。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本文將佐以其他歷史文獻資料的分析，
再運用德爾菲法與焦點訪談法來檢證相關資料的適用性與有效
性。
2.個案研究法：部分學者認為個案研究為一不太可靠之研究方法，
因資料兼有直接資料與間接資料，倘研究者忽視研究設計及慎用
資料的基本原則，而過於相信自己結論，則偏差自難避免；又因
研究雖有深度，但搜集資料耗贅太多時間，很少人願意為之；並
且選樣不易，如誤以某一偶發問題而作概括論斷的結論，則必犯
「以偏概全」之弊。70面對上述的限制，本文在檢視文獻檔案資料
時，必須著重在辨明這些文件是否為了某些特定目的以及個案研
究者之外的一些特定讀者而寫。本文必須將個案研究調查者的角
色定位為代理的觀察者，而文件證據反應出其它團體之間，為了
要達成它們的目標所進行的溝通行為。能夠持續的確認這個情
況，我們可能就比較不會被文件證據所誤導，而且在解釋這些證
據的內容時比較有可能正確的評論。再者本文藉由比較研究法歸
納其它新興民主國家政黨變遷與憲政發展的經驗作為台灣個案研
究的基本假設與分析時的參考架構，理應將「以偏概全」的可能
性降至最低。
3.德爾菲研究法：該研究法遭遇到的可能質疑有二：一是德爾菲研
71
究法是否真的適用於解答原先設定的研究主題 ；二是這個研究方
72
法是否「客觀」。 針對第一個問題，本文運用德爾非法所設計的
專家問卷調查對象，均是直接參與（甚至領導）各個政黨的「圈
內人」或是長期觀察與熟知政黨運作與憲政發展的學者及觀察
家，他們的觀點自然能夠在相當程度上滿足本文的研究主題。涉
及大眾的政黨認同變化情形及其對於政黨重組的影響，可藉由官
方或民間學術團體的選舉統計資料與其它文獻探討的方式加以瞭
70

尚容安譯，Robert K. Yin 原著，《個案研究》，初版，台北：弘智文化，2001，頁 143-144。
楊宜真，前引書，頁 64-65。
72
陳國華等譯，前引書，頁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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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至於第二個問題，本文在抽樣上採取「滾雪球法」以避免研
究者對特定訪談者的偏好，以致於影響調查的信度。當然，資料
本身是基於專家受訪者主觀的信念和判斷，然而這些信念與判斷
也是受訪者個人在其研究領域或特殊經驗中形成的客觀知識。在
社會科學研究中，這樣以客觀方式來測量主觀信念與判斷是相當
普遍的。
4.深度訪談（菁英訪談）法：不論是何種類型的訪談，都面臨著成
73
本較高、訪談者的偏見與缺乏匿名性的問題。 因此，在時間成本
與經濟成本的考量下，本文只能儘量擇選對於政黨變遷與憲政發
展具有關鍵性影響的黨政要員加以訪談。由於缺乏匿名性，訪談
對象的層級與重要性能有多高，本文並無十足的把握。至於訪談
者偏見的問題，本文將要求訪員力求「清楚明確」與「態度中
立」的原則，以避免回答中滲入不必要的雜音，甚至誤導偏差的
回答，而破壞了效度。此外，由於本文訪談的對象是菁英，也額
外產生若干缺點，首先，他們很難接近，可能得靠贊助關係、推
薦、介紹等輔助，才有機會安排與菁英見面。其次，訪談者可能
需要調整原先規劃好的訪談結構，以便配合訪談對象的希望與偏
好。再者，菁英善於面對公眾，也習慣主控場面，很可能反客為
主，主導訪談的進行。筆者除了儘量尋求接觸管道，也將擬定周
詳的訪談計畫，並運用逐步追問法與旁敲側擊法來獲取有用的資
料。

第六節 分析架構
一、分析單元
本文的研究主題是台灣的政黨變遷與憲政體制發展，因此分析
單元主要是台灣的政黨體系與憲政體制。次級分析單元則包括政黨
體系中在立法院擁有席次並具有影響政府組成潛在實力的政黨（國
民黨、民進黨、親民黨、台灣團結聯盟、新黨、無黨聯盟等），以
及憲政體制中的主要憲政機構如總統府、行政院與立法院等。
二、分析層次

73

潘明宏等譯，前引書，頁 297-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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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分析層次主要著重在全國或中央的層級，不論在政黨變
遷或憲政體制變遷的上，均是如此。但在涉及若干重大憲政議題
時，亦將以具有指標意義的地域（省縣市）作為次級分析層次。
三、 分析面向
本文的分析面向著重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政黨變遷與憲政體制
之間的互動關係，包括影響政黨變遷或重組的制度性因素（選舉制
度、政府體制與公民投票）與非制度因素（菁英態度、族群認同與
公共政策）、政黨體系結構上的改變與政府組成所需要的權力基礎
以及因之產生的政府體制類型變化、選制改革與行政和立法關係的
新權力運作模式等。觀察政黨變遷或選民組合的重要指標包括政黨
菁英的競合關係、選民對於政黨支持傾向的形成與否、各黨得票率
與席次率的變化；觀察政黨體系結構上的變化的重要指標包括有效
政黨數目的變動（亦即舊政黨的式微或消失、新政黨的興起或出
現）、各黨權力平衡關係的改變以及政黨體系類型的轉換；至於政
黨變遷對於憲政體制發展的影響，則從新的政黨體系結構下各黨在
議題面向與非議題面向上的權力競合關係對於政府組成、選舉制度
以及政府體制運作與發展所產生的作用來觀察。
四、 概念架構
此處的概念架構係根據前述的分析單元、分析層次與分析面向所
建構起來的假設性關係圖。對於關係圖中個別概念的定義，將在進
行文獻探討與理論建構後予以說明。本文中此架構主要適用於台灣
個案研究。茲以圖 1-1 表示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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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概念架構圖
圖 1-1

族群認同

菁英態度

政府體制

選舉制度

政府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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