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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筆者運用 Harmel 與 Janda 的政黨轉型整合理論，檢視民進黨 2008 年至 2014
年的轉變。此論文中，筆者特別探究三個主要的獨立變項：黨主席改變、主流派
系改變、外部刺激，如何與被視為選票取向政黨的民進黨的轉變有關聯。
研究發現，民進黨在組織結構、路線、策略、黨章、政策的轉變可以歸因於
許多因素，如民進黨黨主席的轉變，以及選舉制度改變、台灣地方政府管轄結構
改變、2014 年太陽花學運等外部刺激與外部衝擊。這些轉變之外，民進黨的派系
結構沒有實質上的轉變。本論文中所觀察到民進黨的轉變肯定 Harmel 與 Janda
的政黨轉型整合理論。

關鍵詞：民進黨、政黨轉型、黨主席、主流派系、外部刺激、外部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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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Harmel and Janda’s integrated theory of party change, the author examines
the changes within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DPP) from 2008-2014.

In

this thesis, the author specifically explores how the three main independent variables –
chairperson change, dominant faction displacement, and external stimuli – are related
to the changes observed in DPP which is considered a vote-seeking party.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changes within the DPP including organization, ideology,
strategies, constitution, and policy changes can be attributed to numerous factors such
as – changes in DDP’s chairperson, external stimuli and external shocks such as
electoral system change, jurisdictional changes in Taiwan’s local government structure,
the Sunflower protest movement in early 2014, and others.

Despite these changes,

DPP factional structure have not changed substantially. The changes observed in the
DPP in this thesis corroborates Harmel and Janda’s integrated theory of party change.

Key words: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DPP), party change, chairperson, dominant
faction, external stimulus, external sh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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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第一節

緒論

研究動機與目的

2000 年總統大選，民主進步黨（簡稱民進黨）正副總統候選人陳水扁、呂秀
蓮當選，結束中國國民黨（簡稱國民黨）自 1945 年來在台灣長達五十五年的統
治，也是台灣第一次政黨輪替。然而 2004 年陳水扁勝選連任之後，2005 年縣市
長選舉，民進黨僅贏得六席縣市長，甚至 2008 年的立法委員（以下簡稱立委）
選舉，民進黨僅拿下二十七席，遠低於國民黨的八十一席。1選後，身兼民進黨主
席的總統陳水扁辭去黨主席，由當時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謝長廷擔任代理黨主席。
同年的總統大選，國民黨正副總統候選人馬英九、蕭萬長更以七百六十五萬多票
大贏民進黨正副總統候選人謝長廷、蘇貞昌，民進黨失去政權並成為在野黨，台
灣再度政黨輪替。
2008 年總統大選後，代理黨主席謝長廷在選後中常會宣布辭去代理黨主席。
2

民進黨也開始選後檢討，民進黨黨務改革小組提出建議報告，其內容認為民進

黨的組織運作、財務、提名機制、黨紀、黨員與黨公職等有問題。3段宜康更直指
民進黨的清廉形象受到質疑，陳水扁總統要負最大責任，並且提出改革芻議（林
政忠，2008/4/2）
。而民進黨所舉辦的檢討會議上，派系問題引發黨員之間激烈交

1

自 2008 年第七屆立法委員選舉，總席次從 225 席減至 113 席，其中區域立委 73 席、平地與山

地原住民立委各 3 人、不分區（含僑居國外）立委 34 席；選制改採「單一選區兩票制」
，也就是
選民可以分別投一張區域立委選票，以及一張不分區政黨選票。
2

雖然謝長廷辭去代理黨主席，但在 3 月 28 日宣布留任至新的黨主席選出時。

3

早在 2008 年立委敗選後，1 月 23 日民進黨成立黨務改革小組，由前民進黨主席、考試院長姚

嘉文擔任改革小組召集人，並在 4 月 1 日將建議報告提交給代理黨主席謝長廷（李鴻典，2008/4/3）
。
1

鋒（何明國，2008/4/20）
。5 月蔡英文當選民進黨黨主席，除了整頓黨內，面對前
總統陳水扁涉及司法案件與民進黨執政時期的形象受損所造成的影響，也針對馬
英九施政，以及執政黨國民黨與中國日漸緊密的政治經貿往來做出回應。2009 年
民進黨增設社會運動部、網路部，以社會力量改造民進黨，也與台聯黨共同召開
民間國是會議。面對執政黨與中國簽署「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Cross-Straits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簡稱 ECFA），民進黨先後發動 517
大遊行、推動 ECFA 公投，甚至黨主席蔡英文與總統馬英九進行電視辯論會。另
外，民進黨透過「十年政綱」的制定，闡述其政策主張。
2010 年蔡英文連任民進黨黨主席，後來 2012 年蔡英文代表民進黨參選總
統，挑戰尋求連任的馬英九，最終馬英九仍以六百八十九萬多票勝過蔡英文的六
百零九萬多票，民進黨仍無法拿回執政權，選後蔡英文辭去黨主席。民進黨也在
中常會提出檢討報告的初稿，然而初稿僅指出選舉的不利因素，而非檢討民進黨
本身，引來黨內人士批評；不久選後檢討報告正式出爐，將執政信賴感、中國因
素、艱困選區的基層經營列為民進黨三大不利因素。5 月蘇貞昌當選民進黨黨主
席，民進黨不僅扮演在野黨監督的角色，同時也得面臨國民黨與大陸簽署「海峽
兩岸服務貿易協議」
（簡稱服貿）
，以及「318 太陽花學運」4對台灣政治環境的改
變。2014 年 5 月 28 日蔡英文再度擔任民進黨黨主席，之後的黨公職改選，同年
11 月的「九合一」地方大選，民進黨贏得十三席縣市，反而國民黨僅剩下六席縣
市長5。

4

318 太陽花學運由來是 3 月 17 日立法院審查服貿協議時，國民黨立委，也是聯席會主席張慶

忠在會議室後方逕自宣布將服貿送至院會存查，並與民進黨立委爆發衝突。3 月 18 日晚間民間
團體在立法院外舉辦晚會表達不滿，然而之後卻突然衝入立法院並占領議場，其訴求為反對黑箱
服貿，並要求重啟談判，佔領行動直到 4 月 10 日結束（陳乃綾，2014/3/18；林河名、許雅筑、
楊湘鈞，2014/3/19）
。
5

「九合一」指的是直轄市長、直轄市議員、縣市長、縣市議員、鄉鎮市長、鄉鎮市民代表、村

里長、直轄市原住民區區長、直轄市原住民區區代表九項公職皆在 2014 年 11 月 29 日選出。
2

本文的研究動機在於 2014 年九合一地方大選，民進黨明顯地擴張其政治版
圖，使得筆者欲運用 Harmel 與 Janda 的政黨轉型整合理論（integrated theory of
party change），探究 2008 年至 2014 年期間，成為在野黨的民進黨的轉變。本文
的研究問題為 2008 年至 2014 年期間，什麼是民進黨轉型的原因，以及民進黨因
應轉型的作法是什麼；本文也將達成以下目的：
（一）以 Harmel 與 Janda 的政黨轉型整合理論，檢視 2008 年至 2014 年期間民
進黨的轉型。
（二）了解民進黨轉型的原因與因應的作法，以及民進黨近年來的發展。
（三）了解國內外政黨轉型相關的研究。

第二節

文獻回顧

本文的文獻回顧聚焦於政黨轉型的研究途徑，以及國內外有關於政黨轉型
的研究，從這些研究彙整出政黨轉型的關鍵變項，並初步建立本文的研究架構
樣貌。
Robert Harmel（2005）歸納出三個政黨轉型的研究途徑：生命週期途徑（lifecycle approach）、系統層級趨勢途徑（system-level trends approach）、個別轉變途
徑（discrete change approach），並比較這三種研究途徑的異同（如表 1-1）。
生命週期途徑是詮釋角色的基礎改變以及政黨組織多樣構成之間的關係，以
Michels 的寡頭鐵律（iron law of oligarchy）為代表。
系統層級途徑指的是環境趨勢會創造出新的政黨形態的發展，且每個階段會
有政黨轉變成為新型態的組織，Harmel 依照政黨發展的時間順序，整理出學者
對政黨組織轉變的主張。Duverger（1964：63-71）從政黨成員、社會與政治結構、
政黨政治立場、組織的差異比較，認為幹部黨（cadre party）會成為大眾黨（mass
party）
；Kirchheimer 認為大眾黨以勝選為目標的情形下會轉變成為囊括黨（catch3

all party）
，強化領導集團而降低政黨成員的重要性；Panebianco（1982：263-266）
認為大眾黨的專業化（professionalization），特別是代表性官僚（representative
bureaucracy）的特性，會使得大眾黨轉變成囊括黨，而轉變的起源是兩個環境變
化的要素：社會階層系統與大眾媒體（特別是電視）
；Katz 與 Mair（1995：17-18）
則是發現有些囊括黨轉變成另外一個組織型態，即卡特爾黨（cartel party）
，具有
滲透政黨與國家，以及跨黨派謀略的特性，而組織結構更加層級化而不集中在領
導團體上。
個別轉變途徑則是討論政黨內部環境或狀態的個別轉變，可能導致個別政
黨組織突然轉變，此途徑的代表學者與相關的研究個案包含：
Panebianco（1988：239-242）關注三個政黨轉型的議題：進化（evolution）
與政治發展（political development），有目的（intentionality）與非目的（nonintentionality），以及外在形成（exogenous origins）與內在生成（endogenous
origins）
。進化的組織就如同有機體（organism）般成長與衰退；政治發展的組織
則是組織成員結盟的改變。有目的組織是指組織成員擁有行動自由，且能選擇來
影響組織；非目的組織則是當組織遇到劇烈的危機時，組織如何回應並且改變。
外在形成是組織為了生存被迫適應環境變遷；內在形成的改變則是起因於組織內
部權力的分配。Panebianco 認為政黨組織在損害權力結構的內部先決條件
（internal preconditions）
，再加上外部刺激（external stimulus）才會改變，兩者缺
一不可。
Harmel 與 Janda（1994）以 Panebianco 的理論為基礎，發展出新的政黨轉型
整合理論。理論界定政黨是一個保守、抗拒改變的組織，而且是推派候選人參與
競選，達成取得政治職位的目標的競爭性政黨（competitive political party）
。Harmel
與 Janda 也強調每個政黨有一個主要目標，並提出四種政黨的主要目標，包含選
票取向（vote-seeking）
、公職取向（office-seeking）
、政策取向（policy-seeking）
、

4

民主取向（democracy-seeking）6。與 Panebianco 的理論不同的是，Harmel 與 Janda
從外部刺激延伸出外部衝擊（external shock）的概念。外部刺激是指憲政改革、
新政黨成立，以及政黨席次與選票變化等重大環境轉變；外部衝擊則是指與政黨
主要目標表現直接相關且衝突的外部刺激，導致黨內決策者評估政黨目標的效
用。另外，Harmel 與 Janda 將政黨轉型分成內部與外部變項，內部變項包含領導
階層與主流派系（dominant faction）的改變，外部變項則包含外部刺激，另外黨
齡（party’s age）也是政黨轉型的變項之一。
Harmel 與 Janda 提出政黨轉型整合理論後，Harmel、Heo、Tan、Janda（1995）
以選舉表現、新領導者、主流派系三個政黨轉型因素，分析英國與德國的六個政
黨，其研究結果顯示出這三個因素確實影響政黨轉型。之後 Harmel 與 Tan（2003）
研究政黨轉型是否與主流派系有關，並以英國與德國的五個政黨作為研究對象。
其研究發現主流派系轉變導致不太一致的結盟，以及新領導階層與派系的協和，
可能促使政黨結盟更有凝聚力並改變政黨。
Tan（2002）以 Harmel 與 Janda 的政黨轉型整合理論，驗證台灣的國民黨在
2000 年總統大選前後，外部衝擊、領導階層與主流派系變化、選舉表現三者的變
化。國民黨的外部衝擊有二：台美斷交讓國民黨重用本土的經濟與商業菁英，並
成為國民黨台灣化的開端；菲律賓與韓國的民主化，再加上民進黨成立，國民黨
逐步讓台灣政治自由化。再者，蔣經國去世後，李登輝繼任黨主席，代表國民黨
領導階層由中國大陸籍移轉至台灣籍，在此同時，本土派（也稱主流派）成為國
民黨的主流派系。另外，國民黨自 1989 年之後國會選舉得票率逐漸下滑，而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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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四個政黨主要目標中，選票取向、公職取向、政策取向是引用 Strom（1990）提出的政黨

行為的類型；民主取向則是由 Harmel 與 Janda 自創。選票取向政黨的主要目標為贏得選舉，並
獲取大多數的選票；公職取向政黨的主要目標為獲取政治職位，如國會席次；政策取向的政黨是
透過獲取政治職位以影響政策；民主取向政黨則是追求新政治目標的政黨，如德國綠黨致力於基
層參與及限制領導階層的控制，以抗衡寡頭鐵律（Harmel and Janda，1994：273）
。有關於選票取
向、公職取向、政策取向政黨組織的進一步介紹，請參考（Wolinetz，2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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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總統敗選，連戰取代李登輝成為黨主席，國民黨也展開新一波改革，包含黨主
席直選、實施立委初選、保障婦女與少數團體在黨中央委員的席次、黨營事業保
密信託管理、排除有刑案紀錄的黨員參與黨內初選。
Wilson（1980）認為政黨轉型是指政黨轉變的形式，產生新風格、組織、策
略，以及黨際關係；而政黨轉型有五項因素，分別是社會經濟變遷、政治文化變
遷、憲政體制變遷、政黨競爭的變遷，以及政黨領導者與改革者的影響。他以法
國的政黨體系轉型為基礎，建構出政黨轉型的模型，並指出政黨轉型是由許多直
接或間接因素，而非單一因素所導致。Wilson 將政黨領導者與改革者的影響視為
政黨轉型的關鍵因素，原因在於領導者可以預知社會經濟與政治環境的變遷，並
且藉由這些變遷讓政黨更能達成目標與改善選舉策略。
Müller（1997）以奧地利社會黨（Austrian Socialist Party, SPÖ）為個案，檢
驗 Harmel 與 Janda 的政黨轉型三個要素：領導階層的改變、主流派系的改變、
外部衝擊是否會影響政黨組織轉變。其研究顯示 Harmel 與 Janda 的政黨轉型三
個要素可以充分驗證奧地利社會黨的政黨轉型。不論是領導階層與主流派系的改
變對政黨轉型皆有重要的影響，反而敗選對於政黨轉型較無直接影響。
Bille（1997）探討政黨更換領導人以及領導層級的變動是否導致政黨轉型，
並觀察 1960 年至 1995 年期間丹麥社會民主黨（Danish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SD）黨魁更迭情形。研究發現僅 1992 年黨主席的更換與選舉失敗有關，Bille 還
指出除了選舉之外，執政的表現、黨內的凝聚力等因素也要列入黨揆更換的因素
中。另外黨魁的更換也沒有導致政黨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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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政黨轉型途徑的比較表

詮釋轉型的型態/模式
途徑

聚焦

改變的
漸進性

改變的方向

漸進或
突然

範圍

生命
週期

組 織 組 成 的 清楚的
角 色 與 關 係 改變型態
的基礎且型
態的改變

方向性/普遍性： 漸進
特定生命階段的
所有政黨

某一起源的
所有政黨

系統
層級

型態改變，形 清楚的
成 新 組 織 型 改變型態

方向性/普遍性： 漸進
特定時段所有被

特定體系當
中所有或許

趨勢

態

影響的政黨

多的政黨

沒 有 特 定 如果是方向性， 突然
型 態 的 個 為情境或特定行
別改變
為者

個別政黨

個別
轉變

個別轉變

獨立變項的型態
途徑
生命週期
系統層級趨勢
個別轉變

主要為外部或內部

趨勢或事態

歷史的，也是內部的

趨勢

外部

趨勢與（或）突然

外部衝擊（與表現相關）

趨勢或突然

內部派系/成員轉變

突然

資料來源：
（Harmel，2005：131）

在 Harmel 提出政黨轉型途徑之後，也有許多政黨轉型的個案。Duncan（2007）
運用 Harmel 與 Janda 的政黨轉型整合理論探討 1994 年至 1998 年荷蘭基督教民
主黨（Christian Democratic Appeal, CDA），受到 1994 年下議院選舉得票率大幅
下降而失去組成內閣的機會，以及失去核心選區支持的外部衝擊之下，在領導階
層與派系、策略、組織、政策的轉變。在此期間，政黨領導人的更迭影響主流派
系的組成，而議會外黨派也影響整個政黨。此外，基督教民主黨提升女性與年輕
議員的比例，也試圖增加黨員人數，不過黨員人數仍然減少。而基督教民主黨在
經濟與社會文化政策改變受到其堅持意識形態的影響，同時面臨與執政聯盟的政
策主張相近的挑戰。Duncan 認為 Harmel 與 Janda 的外部衝擊不僅是解釋衝擊政
黨的主要目標，政黨的歷史與政黨體系的形成也要列入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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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uels（2004）研究 2002 年魯拉（Luis Inácio Lula da Silva）贏得巴西總統
大選，其所屬的工人黨（Partido dos Trabalhadores, PT）轉型的原因。工人黨能取
得執政權的原因在於其政治光譜由左趨向中間，並取得選民的信任。在組織內部
結構當中，工人黨基層黨員的高參與度與領導階層的低自主性是轉型的關鍵。另
外自 1995 年工人黨贏得地方選舉後，基層黨員也影響黨的決策與選舉策略。作
者認為工人黨的轉變更甚於巴西民主的轉變，而魯拉的勝選代表著選民選擇非政
治領導菁英，以及反映出與傳統政治菁英不同的觀點。
Hunter（2010）也是研究巴西工人黨的轉型，研究的範圍涵蓋在野、地方執
政、競逐總統、中央執政等四個階段。從 1989 年至 2002 年競選總統的黨綱與策
略顯示出工人黨由基本政策取向的政黨，趨向職位取向的囊括政黨。魯拉贏得
2002 年總統的因素有，第一，維持無特定意識形態、低收入、低學歷，特別是巴
西南部與東南部以外的選民支持；第二，對當前執政者的不滿；第三，工人黨在
國會的表現；第四，工人黨在地方政府執政樹立其政黨形象與支持的基礎。
Mitchell 等（2012）研究追求蘇格蘭獨立的蘇格蘭民族黨（Scottish National
Party, SNP）如何從業餘的行動者（amateur-activist），轉型成選舉專業的政黨
（ electoral-professional party ）， 而 影 響 關 鍵 因 素 為 中 央 政 府 權 力 下 放
（devolution）
。權力下放之後，蘇格蘭民族黨的權力核心從黨內體制移轉到蘇格
蘭議會。2000 年當選黨主席的 John Swinney 改造了黨總部與競選策略，另外在
2003 年蘇格蘭議會選舉後，推動蘇格蘭民族黨內部改革，宣示將蘇格蘭民族黨
從抗議的政黨轉變成執政的政黨，推動黨員選舉正副黨主席與公職候選人「一人
一票」（one member one vote, OMOV）制。在性別方面，過去在蘇格蘭民族黨，
女性在黨內佔有重要地位，然而近來不論是黨員、支持的選民，甚至是議員，男
性遠比女性多。另外，女性黨員較不願意支持獨立、成為黨公職，反而聚焦在地
方活動、籌款等工作上。在年齡方面，蘇格蘭民族黨黨員的年齡較以往偏高，也
難以吸引年輕人入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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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三種政黨轉型研究途徑差異在於生命週期與系統層級途徑觀察的
範圍是整體的政黨體系，個別轉變途徑則是更聚焦在單一政黨，並注重政黨內部
與外部變化。不論是 Harmel 的政黨轉型研究途徑，或是之後政黨轉型的研究，
個案大都是採用個別轉變途徑，聚焦在單一政黨的變化。本文運用 Harmel 與
Janda 的政黨轉型整合理論探究民進黨轉型，在 Harmel 的政黨轉型的三種研究途
徑當中也是屬於個別轉變途徑。
國內有關政黨轉型的研究集中在 2001 年以前，且研究對象大多為民進黨，
如李博榮（1997）的〈民主進步黨政黨轉型之研究〉
、高銘聰（1999）的〈民主進
步黨政黨轉型之分析〉
、曾如美（2001）的〈政黨轉型之研究─民進黨與建國黨關
係之分析〉
、羅欣怡（2001）的〈民進黨政黨轉型與對美外交之決策過程〉
、胡嘉
玲（2001）的〈由民進黨政黨轉型探討選民結構的改變〉
。2001 年以後，政黨轉
型的研究對象轉換成國民黨，如陳威年（2004）的〈政黨輪替後國民黨轉型之研
究（2000－2003）〉
、柯瑩鈴（2004）的〈中國國民黨政黨轉型之研究：二○○○年
至二○○四年〉
、余佳珊（2006）的〈政黨內部權力衝突影響政黨轉型之研究─以中
國國民黨為例（1993~2006）〉
、陳宏銘（2013）的〈「選舉機器」政黨轉型路線與
黨政關係的建構：中國國民黨的經驗（2000∼2012）〉
，另外有研究國外政黨的轉
型，如湯明忠（2006）的〈中國共產黨在改革開放後的調適與轉型：村民自治的
視角〉、施奕竹（2008）的〈德國左黨形成與發展之研究〉、洪儀芸（2009）的
〈2005~2009 年德國社會民主黨政黨變遷之研究〉。
與本文時間點相近並且運用 Harmel 與 Janda 的政黨轉型整合理論的研究有
三。柯瑩鈴（2004）探討國民黨因為 2000 年總統敗選導致其政黨目標的轉變，
並以政黨認同、選舉投票分配，以及政黨形象民調作為政黨轉型的指標。文中指
出國民黨的政黨轉型的原因有二，第一為外部因素，即民進黨與親民黨的外部競
爭；第二為內部因素，包含黨內親李登輝的人士出走後成立台聯黨所導致主流派
系改變、總統敗選後淪為在野黨、立委席次銳減、政黨支持度下降，以及失去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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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體系與資源。而國民黨轉型的具體作為有改變組織與權力結構、提升政黨形象，
以及與其他政黨合作。最後作者歸納出國民黨 2000 年政黨轉型的成果，包含重
新打造為「全民政黨」並朝向囊括型政黨（catch-all party）的目標邁進、精簡黨
組織並修改黨代表與黨公職的選才標準、將黨產交付信託，以及與其他政黨的關
係的差異。然而作者也指出雖然國民黨組織精簡，但是不夠年輕化，也無法擺脫
「黑金」形象，而國民黨的中常會無法發揮決策的功能，僅能阻擋一些法案與事
務。整體而言，作者認為國民黨的轉型不是失敗，而是沒有成功。此論文的研究
架構先描繪出外部刺激影響權力與目標動機，再影響內部因素，最終導致政黨轉
型。之後再建構出國民黨受到 2000 年總統敗選的衝擊，而黨內外變遷造成政黨
轉型。在架構中作者認為必須在 Harmel 與 Janda 的政黨轉型整合理論的外部刺
激加入「外部競爭」要素，以詮釋國民黨與民進黨、親民黨、台聯黨之間的競爭
關係。
湯明忠（2006）以 Harmel 與 Janda 的政黨轉型整合理論為研究架構，並從
村民自治的面向，探究中國共產黨在改革開放之後是否有所轉變，以及轉變的原
因為何。因為中國共產黨的特殊性，在運用 Harmel 與 Janda 的政黨轉型整合理
論的時候出現兩個適用性問題。第一，中國共產黨並非 Harmel 與 Janda 所稱的
「競爭性政黨」，而作者以村民委員會的選舉非黨員的參與及當選提升，所形成
的黨與非黨之間的競爭，認定中國共產黨是「類競爭性政黨」。第二，作者指出
中國共產黨的主要目標為「堅持與維繫黨的領導權力」
，而 Harmel 與 Janda 提到
四個政黨主要目標：選票取向、政策取向、公職取向、民主取向都不符合其主要
目標。研究指出中國共產黨鞏固黨的領導的主要目標始終沒有改變，至於黨的外
部衝擊則是村級選舉對黨的合法性與正當性的挑戰。中國共產黨面對此一衝擊，
採取黨內民主、擴大黨員屬性、調整黨的思想主軸等措施，並強調生產力取代政
治鬥爭，這些措施屬於漸進式的改革，並在中國共產黨的掌握之中。
施奕竹（2008）也是以 Harmel 與 Janda 的政黨轉型整合理論探討德國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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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黨，其原是東德大黨，自從東西德統一之後其勢力卻無法擴張至德西地區，
又加上在聯邦眾議院選舉挫敗，僅能拿下極少席次，如此的衝擊之下促使民主社
會黨在意識形態與策略上的改革，並且與勞動社會正義黨合作選舉，之後更與勞
動社會正義黨合併成「左黨」，左黨的政治版圖開始擴展到德西地區，更成為德
國關鍵性小黨。作者的研究架構不僅採用 Harmel 與 Janda 的政黨轉型整合理論
探討民主社會黨的轉型，更以簡易 David Easton 的政治系統理論描繪出民主社會
黨的轉型對德國政黨體系的影響。
在國民黨的轉型研究中最特別的是，陳宏銘（2013）探討 2000 年至 2012 年
之間國民黨以「選舉機器」為目標的政黨轉型，並觀察政黨轉型之下的黨政關係。
作者將這段期間分成兩個階段，第一是在野時期，又分成 2000 年至 2004 年與
2004 年至 2008 年兩個階段；第二是執政時期，又以馬英九總統是否兼任國民黨
主席，區分成 2008 年至 2009 年 10 月未兼任黨主席與 2009 年 10 月以後兼任黨
主席兩個階段。2000 年至 2004 年與 2008 年至 2009 年 10 月後這兩個階段，國
民黨「選舉機器」的政黨轉型的目標不明顯；然而 2004 年至 2008 年與 2009 年
10 月後，國民黨有意朝「選舉機器」的目標邁進。作者發現國民黨在 2000 年至
2012 年並沒有真正轉型成選舉型政黨，而且特別強調其轉型深受台灣半總統制
影響，尤其總統兼任黨主席之後，降低政黨的自主性。另外作者也指出在野時期
的國民黨為政黨轉型最佳時刻。
上述文獻可以彙整出政黨轉型的因素可分成黨內與黨外因素。黨內因素包含
政黨領導人的更替、黨內派系的消長等；黨外因素則包含政治體制與社會經濟變
遷、與他黨的競爭，最重要是重大選舉的挫敗。而這些因素導致政黨轉型，政黨
轉型的指標包含改變政黨的路線、競選策略、意識形態、組織結構等。從同樣以
Harmel 與 Janda 的政黨轉型整合理論作為研究架構的文獻可以清楚瞭解政黨轉
型的流程，即政黨的主要目標受到外部刺激與政黨內部因素影響，導致政黨主要
目標改變或者不變，最後導致政黨轉型。檢視這些文獻的研究架構，對於形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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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研究架構的助益在於，第一，研究架構當中必須清楚區分「外部衝擊」與「外
部刺激」兩者的差別，如此才能對民進黨轉型直接相關的事件分析出什麼是民進
黨轉型的原因與作法；第二，必須釐清政黨的主要目標受到外部衝擊影響，是變
換原有政黨的主要目標，或者只是應對外部衝擊改變政黨的做法；第三，檢視政
黨轉型時可以探討一個政黨與其他政黨的競爭與合作，例如面對執政黨的執政表
現採取什麼作為，或者選舉時與其他政黨（包含無黨籍）採取什麼合作模式。

第三節

研究方法

一、文獻分析法
本文採用文獻分析法，搜尋民進黨與其附屬單位官方網站（含民進黨的
Facebook 與 blog 等）上的黨綱、會議資料、黨代表大會新聞稿、中常會新聞稿、
中執會新聞稿等民進黨官方資料，和民進黨與政黨轉型相關的碩博士論文、期刊、
報章雜誌電子網的報導，主要以聯合報（聯合知識庫）與自由時報電子報為主。
根據這些資料分析民進黨 2008 年至 2014 年政黨轉型的原因與具體作為。
二、歷史研究法
歷史研究法是指「有系統地收集及客觀地評鑑與過去發生之事件有關的資
料，以考驗那些事件的因、果或趨勢，並提出準確的描述與解釋，進而有助於解
釋現況以及預測未來的一種歷程」（張紹勳，2007：321）。本文將透過歷史研究
法，探究 2008 年至 2014 年期間民進黨與國內外發生，和政黨轉型相關的重大事
件，諸如黨主席與黨公職選舉，以及總統、立法委員、直轄市及縣市的首長與議
員選舉，從這些事件中找出什麼是民進黨轉型的因素，以及如何進行政黨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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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架構

本文以 Harmel 與 Janda 的政黨轉型整合理論為基礎，描繪出民進黨轉型的研
究架構。形成政黨轉型整合理論架構，也是探討民進黨轉型的原因與作法包含政
黨的主要目標、政黨轉型的自變項，以及政黨轉型的指標（如圖 1-1）。

政黨轉型自變項
內部變項

政黨轉型

領導階層改變

政黨規章
組織結構
政策
策略

主流派系改變

外部變項
政黨的主要目標
外部刺激

圖 1-1：Harmel 與 Janda 的政黨轉型概念圖
資料來源：筆者自繪

政黨轉型整合理論提到每個政黨只有一個主要目標，並提供四個參照的主要
目標，分別為選票取向、公職取向、政策取向、民主取向。
政黨轉型整合理論有四個轉型的自變項，分別是領導階層改變、主流派系的
改變、外部刺激，以及黨齡。由於本文僅研究民進黨，又根據柯瑩玲（2004：34）
的研究將單一政黨的黨齡不列入自變項當中，因此本文排除黨齡，只探究領導階
層的改變、主流派系的改變、外部刺激這三個政黨轉型的自變項。外部刺激是重
大的環境轉變，例如政黨的選票或席次變化；與政黨的主要目標衝突的外部刺激
則是外部衝擊，外部衝擊讓黨內決策者評估政黨目標的效用（Harmel and Janda：
267-268），並影響政黨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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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政黨的主要目標三個政黨轉型的自變項彼此的關係有兩個部分必須探
究。第一，政黨的主要目標直接受到外部衝擊影響，但是在外部衝擊影響下導致
政黨轉型的結果為何，是改變政黨原有主要目標成為另外新的主要目標，抑或是
政黨沒有改變原有的主要目標，僅對外部衝擊調整政黨的組織架構、規章、政策、
策略等。第二，外部刺激是否影響黨內的領導階層與主流派系，例如黨主席為敗
選負責並辭職，之後黨內形成新的領導階層與主流派系。
Harmel 與 Janda（1994：277）認為政黨轉型來自於黨內團體或被授權的個人
決策下，造成政黨規章、結構、政策、策略改變，因此規章、結構、政策、策略
可視為政黨轉型的指標。
將政黨轉型整合理論架構結合本研究，對民進黨而言，其主要目標即取得大
多數選民支持，像是主張「綠色執政，品質保證」
，以及 2014 年九合一地方大選
的重要目標「從地方開始贏回台灣」，可以看出民進黨欲以地方選舉為基礎，未
來取得中央執政權與增加立法委員的席次，因此民進黨可視為選票取向的政黨。
民進黨轉型的自變項，也就是領導階層改變、主流派系的改變、外部刺激與
外部衝擊，以及政黨轉型的指標分別為：
（一）領導階層改變：2008 年至 2014 年期間，民進黨共有 2008 年、2010 年、
2012 年與 2014 年四次黨主席選舉7，因此本文將聚焦在這四次選舉後民
進黨有無變化。
（二）主流派系改變：所謂的主流派系就是在民進黨的中央執行委員（簡稱中執
委）與中央常務委委員（簡稱中常委）占最大的比例8，而主流派系的改變
代表中執委與中常委組成的更動，因此這裡將檢視民進黨 2008 年至 2014

根據民進黨黨章，黨主席由全體黨員直選，任期兩年。

7

根據民進黨黨章，全國黨代表大會直選三十位中央執行委員（即中執委）
，以及五位候補委

8

員，再由中執委互選十人為中央常務執行委員（即中常委）
，任期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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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期間，2008 年、2010 年、2012 年與 2014 年四次中常執委選舉是否影
響民進黨。
（三）外部刺激與外部衝擊：民進黨為選票取向的政黨，而衡量選票取向政黨的
指標為選舉表現，因此外部刺激將探究 2008 年至 2014 年期間民進黨在中
央選舉（總統與立法委員）與地方選舉（直轄市與縣市首長，以及直轄市
與縣市議員）表現的變化，並找出民進黨遭受什麼外部刺激，以及影響民
進黨以選票取向為主要目標的外部衝擊。另外，外部衝擊是讓民進黨的主
要目標改變，或者只改變作法。
（四）政黨轉型的指標：根據 Harmel 與 Janda 對政黨轉型的定義，政黨轉型指
標包含組織架構、黨綱與黨章、政黨路線、政策主張、選舉策略。
政黨轉型整合理論除了政黨主要目標與政黨轉型自變項之外，Harmel 與
Janda（1994：279-283）提出三組共十七項命題（proposition），三組類別包含主
流 派 系 的 權 力 動 機 （ power-motivated ）、 政 黨 主 要 目 標 的 目 標 動 機 （ goalmotivated）
，以及權力與目標動機的區別。根據上述將民進黨視為選票取向政黨，
以及對政黨轉型自變項的探討，本文僅取以下四項命題：
（一）政黨領導者（黨主席）改變可能造成政黨轉型。
（二）主流派系（中常執委所屬派系）的組成的改變可能造成政黨轉型。
（三）政黨達成目標（即選票取向）的表現愈差，政黨的轉型壓力就愈大。
（四）對選票取向的政黨而言，追求選舉的勝利是其主要目標，而敗選程度愈明
顯，政黨愈可能轉型。
綜上所述，本文的研究架構如圖 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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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黨轉型自變項
內部變項
黨主席選舉
中常執委選舉

外部變項：
外部刺激
中央選舉
地方選舉

政黨轉型

民進黨的主要目標
選票取向

組織結構
黨綱與黨章
政黨路線
政策主張
政黨策略

圖 1-2：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筆者自繪

第五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的時間範圍為 2008 年（特別是 3 月 22 日總統大選之後）至 2014 年
為止，而本文的研究對象民進黨的研究範圍在於 2008 年至 2014 年的黨主席與中
常執委的選舉、以及與政黨轉型有關的因素與事件。特別強調的是，黨主席個人
的領導風格不在本研究的範圍之內。
本文的限制在於 2008 年總統大選後，民進黨的檢討會議未公開，且臨時黨
代表大會等新聞稿相較於 2012 年總統大選後的檢討報告為簡略，因此這部分將
以相關的報章雜誌與網路資料作為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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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章節安排

本文共分成五章，第一章為緒論，包含研究目的與動機、文獻回顧、研究方
法、研究架構、研究範圍與限制，以及本文整體的章節安排。第二章至第四章以
Harmel 與 Janda 的政黨轉型整合理論當中的自變項為主題。
第二章為黨主席與中常執委選舉，即領導階層與主流派系的改變，並依照
2008 年至 2014 年民進黨共有四次黨主席與中常執委選舉，分成 2008 年、2010
年、2012 年，以及 2014 年黨主席與中常執委選舉四個部分。此章聚焦在黨主席
的競選過程、派系在中執委與中常委的比例，以及黨主席與主流派系的改變是否
造成民進黨轉型，並探討民進黨轉型的作為。
第三章至第四章為外部刺激，探討民進黨在中央與地方選舉的表現；選舉表
現是否影響民進黨的領導階層、主流派系、主要目標。第三章探討總統與立委的
中央選舉，並依照選舉時程分成 2008 年、2012 年中央選舉二個部分。第四章探
討直轄市長、縣市長，以及直轄市與縣市議員的地方選舉，並依照選舉時程分成
2009 年與 2010 年、2014 年地方選舉二個部分，另外觀察 2008 年至 2014 年民進
黨地方政治版圖的變化。
第五章為本文的結論，總結第二章至第四章，運用 Harmel 與 Janda 的政黨
轉型整合理論檢視民進黨轉型的命題與轉型的作為，並檢討政黨轉型整合理論的
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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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黨主席與中常執委選舉

本章以 Harmel 與 Janda 兩個政黨轉型的內部變項，分別是領導階層的改變
與主流派系的改變，觀察民進黨 2008 年、2010 年、2012 年、2014 年黨主席與中
常執委選舉，並進一步探究以下兩個政黨轉型整合理論的命題：
（一）黨主席的改變可能造成政黨轉型
（二）主流派系（中常執委所屬派系組成）的改變可能造成政黨轉型
；並且探討外部刺激（中央與地方選舉）是否讓黨主席與主流派系改變，以及民
進黨轉型如何調整組織架構、黨綱與黨章、政黨路線、政策主張、選舉策略。

第一節

2008 年黨主席與中常執委選舉

民進黨 1986 年成立，黨主席的產生方式從一開始由中執委選出，之後由黨
代表選出，到了 1998 年確立黨主席由黨員直接選出（陳宏銘，2015：109）。除
此之外，民進黨的派系扮演極其重要的角色，且民進黨的派系政治一直以來呈現
「派系共治」狀態，派系共治維持黨內權力平衡，並且決定決策走向（陳華昇、
楊鈞池，2001）。
民進黨執政改變黨主席產生方式與派系發展，陳水扁總統掌控黨內派系，並
弱化民進黨的派系共治（謝瑞明，2013：38）。另外，為了讓黨與政府的決策一
致，2002 年 4 月 20 日臨時全代會通過「黨政同步」黨章修正案，黨主席產生方
式改為「雙軌制」
，執政時期黨主席由總統兼任，非執政時期由黨員直接選出（陳
宏銘，2009：32）。
黨主席雙軌制不僅讓陳水扁總統 2002 年 7 月就任黨主席，也使得民進黨「四
大天王」產生。四大天王指的是呂秀蓮、游錫堃、蘇貞昌、謝長廷（常合稱「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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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蘇謝」）
，四人皆先後擔任黨主席；除了呂秀蓮為副總統，其他三人則是先後擔
任行政院長。四大天王分別產生「呂系」、「游系」、「蘇系」、「謝系」，讓民進黨
派系形成「頭人政治」
（謝瑞明，2013：44-45）
，也影響 2008 年民進黨成為在野
黨後派系的發展。
除了呂游蘇謝四個派系形成，2006 年民進黨全代會通過黨內派系解散提案
也影響派系發展，提案禁止以派系名義設立辦公室、招募會員、收受會費與對外
募款、召開會員大會、邀請政府官員到派系報告政務與決策，以及要求黨內所有
中央與地方黨部的黨職人員、中央與地方政府公職人員、民意代表聲明退出派系
（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2006）。然而解散派系並未讓派系完全消失，反而以其
他形式運作，例如新潮流系在 2008 年成立「台灣新社會智庫」
，以智庫型態運作。
圖 2-1 顯示 2000 年至 2008 年民進黨執政期間派系發展的變化。

2000 年

新潮流

主流聯盟

新世紀

2000 年-2007 年 新潮流 正義連線 謝系 蘇系 游系 呂系 綠色連線 獨派

2008 年 台灣新社會智庫 正義連線 謝系 蘇系 游系 呂系 綠色連線 獨派
（新潮流）

圖 2-1

民進黨執政時期派系發展的變化

資料來源：
（謝瑞明，2013：52）
註：
（1）主流聯盟是由正義連線（1992 年由陳水扁創立）
、台灣福利國連線（1992 年由張俊雄、
謝長廷等人成立）
、新動力（1999 年由許榮淑等人組成）
、台獨聯盟（1970 年由海外台獨人士在
美國組成，1992 年遷回台灣）四個派系的立委組成；
（2）新世紀於 1999 年由張俊宏成立；（3）
綠色友誼陣線（簡稱綠色陣線）於 2004 年由陳勝宏、薛凌等人成立。

2008 年 1 月 12 日立委選舉，民進黨僅得 27 席，總統陳水扁辭去黨主席，
由總統候選人謝長廷接任黨主席；同年 3 月 22 日，民進黨總統敗選，總統落選
人謝長廷在 3 月 26 日民進黨中常會舉行前宣布辭去黨主席職務，並且建議民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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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必須檢討路線、召開臨時黨代表大會、號召年輕人入黨，以及扮演監督制衡的
角色（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2008a）
。但是在中執會建議之下，謝長廷決定代理
黨主席至 5 月 25 日新任黨主席選出為止，並提到新任黨主席選出前兩個月是民
進黨改革的黃金時間。之後更在謝長廷建議之下，民進黨中執會通過黨主席選舉
提早至 5 月 18 日進行，並於 5 月 21 日進行黨主席交接；更為了讓新入黨的青年
黨員也能參與黨主席投票，特別放寬 4 月 25 日前入黨者即可投票。
2008 年總統敗選後，黨主席選舉共有三人登記參選，分別是蔡同榮、辜寬
敏、蔡英文，之後蔡同榮在 5 月 12 日宣布退選。辜蔡二人分別由不同派系支持，
辜寬敏獲得游錫堃、蔡同榮等人支持，蔡英文主要由新潮流支持，因此黨主席選
舉成為新系與非新系之爭（李欣芳，2008/5/16；蘋果日報，2008/5/14）
。5 月 2 日，
外交部爆發「巴紐案」9，使得行政院副院長邱義仁、外交部長黃志芳、國防部副
部長柯承恩請辭下台。巴紐案影響民進黨的形象，民進黨為此成立「巴紐案調查
小組」，由蔡同榮擔任召集人，釐清相關人士是否涉及此案。調查小組向大眾道
歉，也認定邱義仁、黃志芳沒有涉入巴紐案的可能性。巴紐案也影響黨主席選舉，
辜寬敏一度暫停競選活動，但是蔡英文與蔡同榮並未跟進（李欣芳，2008/5/8）
。
5 月 4 日民進黨召開臨時全國黨代表大會（簡稱全代會），三位候選人分別
闡述參選的政見理念。辜寬敏認為民進黨首要必須監督國民黨，而民進黨中央也
要加強與地方黨部聯繫；蔡同榮認為民進黨必須贏得 2009 年縣市長選舉、以全

9

2006 年，時任國安會秘書長邱義仁指示外交部長黃志芳與巴布亞紐幾內亞（簡稱巴紐）建交，

並透過金紀玖、吳思才與巴紐交涉談判，外交部匯給兩人 2980 萬元美金作為援助金，另有 20 萬
美金作為開銷，限定談判成功才能使用，若外交部要求則要無條件返還。之後外交部取消建交案，
兩人拒絕返還款項，於是外交部在 2008 年 4 月向台北地檢署（簡稱北檢）告發兩人詐欺背信，
以及向新加坡高等法院申請禁制令，查封兩人在星國的財產。2009 年至 2012 年，政府陸續從新
加坡追回款項，而 2012 年 12 月 25 日北檢查無邱義仁與黃志芳侵占貪污公款的事證，予以不起
訴處分（范正祥、林慶川、林俊宏，2008/5/2；盧德允，2008/5/2；侯柏青、陳慧萍、李欣芳，
2012/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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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參與的公辦初選10取代黨員投票及民調、鼓勵黨員經營基層，以及反對一個中
國；蔡英文認為民進黨要保護台灣的主權、建構新的台灣與中國關係格局，另外
面對國民黨執政，民進黨必須發揮專業、清廉、監督的能力，並邀請政務官進入
黨中央團隊（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2008b）。
5 月 10 日，民進黨舉辦黨主席選舉電視辯論會，流程分成政見發表、專家
提問11，以及通訊提問三個部分，三位候選人更進一步提出政見。蔡同榮主張台
灣獨立建國，以及當選後將請辜寬敏擔任榮譽黨主席，陳師孟與蔡英文擔任副黨
主席。辜寬敏強調黨中央與地方脫節，當選後將走訪地方，聯繫中央與地方。蔡
英文則期望民進黨成為扁平化、有效率、有執政經驗，以及有包容性的政黨組織。
專家提問的部分，三位候選人對民進黨如何扮演監督制衡的角色、民進黨的路線
與國民黨的差異、扭轉民間對民進黨執政不懂經濟的負面印象、如何引領兩岸談
判四個問題回應（如表 2-1）
。通訊提問的部分，是由候選人各自抽出問題回答，
蔡同榮認為派系嚴重制度化，必須制定罰則；辜寬敏表示民進黨做的好，就有民
眾捐款支持；蔡英文表示要正面處裡人頭黨員12問題，這些黨員也認同民進黨的
價值。

10

公辦初選起源於美國，也就是由政府辦理政黨初選，由選民直接選出政黨參選人（姚立明，

2007）。
11

專家提問者包含自由時報副總編輯鄒景雯、中山醫學大學醫學人文暨社會學院院長戴正德、台

灣經濟研究院副院長龔明鑫、東吳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徐永明。
12

民進黨出現人頭黨員的問題起源自 1989 年公職人員黨內初選實施黨員投票（王業立，2011：

144）
，而所謂的人頭黨員是由他人代繳黨費，到黨內選舉時依他人指示投票的黨員。張甫行（2009：
12-13）進一步以有無政治意識區分「人頭黨員」與「口袋黨員」
，人頭黨員具有政治意識，並奠
基於特定政治菁英的私人情誼上；口袋黨員則只有低度或者無政治意識，僅是特定政治菁英的利
益交換工具。他也認為民進黨透過入黨與繳黨費制度解決人頭黨員的問題，實際上是在解決口袋
黨員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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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2008 年民進黨黨主席選舉電視辯論會候選人在專家提問的回答
問題內容

蔡同榮

黨如何扮演監督 個人具有整合社
制衡的角色
會力量對抗國民
黨經驗，並堅持台
灣獨立建國。

辜寬敏

蔡英文

台灣一直與中國
對立是不利的，若
沒有原則的妥協
更是不利。如果台
灣堅持獨立，中國
會改變對台政策。

深化台灣認同、堅
持台灣前途決議
文中改變現狀須
由台灣人民公投
決定。

民 進 黨 的 路 線 與 兩 黨 最 大 的 不 同 質 疑 民 進 黨 實 際 台灣是移民社會，
國民黨的差異
是本土化，須堅持 執 政 與 台 灣 前 途 在 大 家 可 以 接 受
正名制憲，並在國 決 議 文 的 精 神 不 的 基 礎 上 建 立 共
際 宣 傳 獨 立 建 國 一致。
識，才能堅定主
的理念。
權。
扭轉民間對執政 台灣經濟確實較
時 經 濟 的 負 面 印 為不好，但因泛藍
象
控制媒體，讓人民
認為民進黨不會
拚經濟，未來要讓
台商回台幫助經
濟。

台灣經濟並無不
好，是藍營報紙唱
衰，但民進黨忽略
社會政策。

台灣經濟不錯，但
未來需要建構社
會福利體系，並加
強專業政務官更
有效為政策解釋。

民 進 黨 如 何 引 領 堅持一邊一國。

中國若要成為正 擔任陸委會主委

兩岸談判

常 國 家 就 要 面 對 時實施小三通，並
台灣問題。
未犧牲主權，國民
黨也是在此基礎
下進行。

資料來源：
（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2008c）
註：台灣前途決議文是民進黨在 1999 年全國黨代表大會制定，以表達民進黨當時對台灣前途的
看法與主張，並成為民進黨黨綱一部分。蔡英文所提「改變現狀須由台灣人民公投決定」
，為決
議文第一項主張（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2010a）
。

從三位候選人發表的政見可以看出民進黨面臨的四大問題與挑戰。第一，組
織面臨結構調整、財務、黨員、黨中央與地方聯繫等問題；第二，國民黨執政下，
民進黨如何扮演監督制衡的角色，以及調適路線與兩岸政策，三位候選人皆以台
灣主權的角度回答民進黨如何扮演監督制衡的角色；第三，執政時期的表現影響
民進黨的形象；第四，民進黨如何在 2009 年縣市長選舉扭轉劣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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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8 日黨主席選舉，蔡英文以 73,856 票，得票率 57.14%當選民進黨第十
二屆黨主席，成為民進黨史上第一位女性黨主席（如表 2-2）
，並得到跨派系的肯
定。5 月 21 日黨主席交接典禮上，新任黨主席蔡英文、前代理主席謝長廷、前總
統陳水扁皆對民進黨未來發展方向有所論述。蔡英文提到民進黨要建立公民社會
的溝通機制、加強與基層黨員的互動、加強與立法院黨團溝通，而台灣也面臨中
國崛起與全球化的威脅。另外，她也提及未來民進黨的政策必須兼顧經濟成長、
社會公平、環境生態。謝長廷提到民進黨要盡快東山再起，並且將民進黨檢討的
各類事項與黨員的期待交給蔡英文。陳水扁則是強調民進黨要全黨團結，成為監
督與制衡皆有力的在野黨，並且和台灣團結聯盟（簡稱台聯）合作（民主進步黨
中央黨部，2008d）。
表 2-2 2008 年民進黨黨主席選舉候選人的得票數與得票率
蔡英文

蔡同榮

辜寬敏

得票數

73,856

6,530

48,882

得票率

57.14%

5.05%

37.81%

51.14%

投票率
資料來源：
（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2008e）

7 月 20 日全代會選出新的三十位中執委與十位中常委，新潮流與扁系各占
八席中執委。新潮流在中常委與當然中常委共占六席，成為勢力最大的派系。前
總統陳水扁的扁系在中常委與當然中常委共占四席，僅次於新潮流，而游系、蘇
系、謝系則是各佔一席中常委（如表 2-3）。從 2008 年中常執委選舉可以看出民
進黨回復黨內原有「派系共治」狀態，根據謝瑞明（2013：147）指出，其原因是
前總統陳水扁與扁系在黨內勢力減弱。
表 2-3
中執委

2008 年民進黨中執委與中常委名單

新潮流：洪智坤、李昆澤、潘孟安、郭國文、段宜康、
徐佳青、吳思瑤、林宜瑾
謝系：林永堅、蘇治芬、康裕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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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系：陳明文、邱莉莉、許添財、陳其邁、羅文嘉、余政憲、
張花冠、王世堅
蘇系：蔡憲浩、林錫耀
游系：林佳龍、陳亭妃、林右昌、方昇茂
綠色友誼陣線：陳勝宏
公媽派：蔡同榮
無派系：江昭儀、周中元、吳富亭
中常委

新潮流：段宜康、徐佳青
扁系：許添財、羅文嘉、陳明文
游系：方昇茂
蘇系：蔡憲浩
謝系：蘇治芬
綠色友誼連線：陳勝宏
公媽派：蔡同榮

當然中常委

蔡英文（黨主席）
新潮流：陳菊（高雄市長）
、楊秋興（高雄縣長，由縣市長
互派）
、賴清德（立法院黨團幹事長）
、葉宜津（立
法院黨團書記長）
偏扁系：柯建銘（立法院黨團總召）

資料來源：
（陳詩婷、李欣芳，2008/7/21）
；部分中常執委所屬派系參考（謝瑞明，2013）
註：（1）民進黨立法院黨團總召、幹事長、書記長被稱為「黨團三長」
，以及黨主席是當然中常
委。
（2）中執委徐佳青遞補棄權的張花冠。
（3）中執委與中常委所屬派系的依據為派系解散前所
屬的派系，或者派系在中常執委選舉支持，而無法判斷派系屬性者以「無派系」表示。

蔡英文 2008 年至 2010 年就任黨主席期間，民進黨有所改變，也遭遇重大事
件：
一、組織變革
2008 年 6 月 18 日，民進黨成立政策與智庫小組、黨務改革小組，以及 2009
年縣市長的選舉選戰策略小組。再者為解決財務問題，民進黨除了推實施節流計
畫，也推動開源方案，如小額募款、公共募款、社團募款、提高黨公職責任募款
額度，以及舉辦募款餐會。這些開源方案當中，小額募款首度由蔡英文推動，她
認為小額募款具有這些目的：
在西方先進的社會中，為了避免政黨受到財團的操控、挾持，對於政治獻金有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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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規定，所以小額捐款向來是政治獻金的主力。如果要改變台灣的政治文化，矯正
過去之非，讓民進黨重新站起來，擴大社會支持面，將黨的財源主力放在一般民眾
的小額捐款上是必然的趨勢。所以這不僅僅是募款的方式，而是一個可使財務健全
的機制，可直接觸及決策風險的問題，也直接處理清廉的問題（蔡英文，2011：174175）
。

7 月 20 日民進黨全代會通過黨章修正案，範圍包含決策機制、組織結構、
廉政制度、黨員資格，另外通過授權中執會徵召黨員參選 2009 年縣市長：
(一) 決策機制：將直轄市長列入當然中執委與中常委，縣市長列入當然中執委，
並互推一人為中常委。另外將準直轄市13的民意代表納入全代會成員，而台北
縣在 2007 年 10 月 1 日升格為準直轄市，因此台北縣議員將列入全代會成
員。
(二) 組織結構：以立委單一選區重新規畫區發展組織，並且在 2010 年 6 月 22 日
廢除鄉鎮市黨部14。
(三) 廉政制度：將廉政委員會（簡稱廉政會）的位階提升與調整職權，同時訂定
廉政會得停止調查、直接處分的條件，即黨員在法院一審判決有罪者給予停
權以上處分，二審判決有罪者給予除名處分，但經廉政會四分之三決議者，
不在此限，並建立復議與再復議的機制。
(四) 黨員資格：建立終身黨員制度，黨員繳交新台幣一萬元即成為終身黨員。
二、前總統陳水扁涉及司法案件與退黨
陳水扁在 2008 年 5 月 20 日卸任總統當日，遭檢方列為國務機要費案被告並
限制出境。然而 8 月 14 日，陳水扁坦承妻子吳淑珍之前將剩餘的選舉補助款匯

13

準直轄市是指地方制度法第 4 條第 2 款，縣人口達到 200 萬以上，未升格為直轄市前準用地

方制度法中有關直轄市的規定。
14

2009 年，民進黨為 2010 年五都選舉，將台中縣、台南縣、高雄縣的鄉鎮市黨部延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停止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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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國外，另外他也承認以前台北市長與總統選舉的競選經費申報不實（自由時報
電子報，2008/8/15）。陳水扁除了道歉，也宣布與吳淑珍一同退出民進黨。這起
事件對民進黨產生衝擊，蔡英文為此多次向支持者與社會道歉，並成立危機處理
小組因應未來民進黨的危機。11 月 12 日，陳水扁因國務機要費案與洗錢案，遭
台北地方法院羈押禁見，為卸任總統首例。
三、2008 年面對國民黨執政的對策
民進黨透過舉辦或是參與及支持其他團體舉辦的社會運動，表達國民黨執政
的不滿。
2008 年 8 月 30 日，陳水扁海外匯款風波爆發不久，蔡英文率領民進黨黨公
職參加由台灣社等民間社團舉辦的「百日怒吼，全民站出來」830 大遊行，其訴
求為「護主權、顧腹肚、要陽光」，也就是維護台灣主權、退稅與穩定物價，以
及要求立法院半年通過陽光法案15，並表達對馬英九執政百日的不滿。
約兩個月後，10 月 25 日，民進黨、台聯、民間社團共同舉辦「1025 反黑心
16

、顧台灣大遊行」
，不滿馬英九傾向中國的政策、施政無能、經濟表現不佳。蔡

英文更在遊行晚會上表示有意針對主權及兩岸政策與馬英九總統辯論，並預告 11
月 3 日中國海峽關係協會（簡稱海協會）會長陳雲林來台時會再發起行動（李欣
芳、彭顯鈞，2008/10/26）。不論是 830 大遊行，或是 1025 大遊行，皆有前總統
陳水扁涉及司法案件導致遊行成為「挺扁」或是「反扁」造勢的問題，而陳水扁
實際參與 1025 大遊行。面對此問題，蔡英文表示 830 大遊行的訴求明確而沒有
問題，也強調中央黨部黨工不得參加與陳水扁相關的活動（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

15

陽光法案是透過立法，將施政行為公開化與透明化，防止公務人員貪污瀆職。陽光法案範圍甚

廣，包含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政治獻金、資訊自由、遊說等（司法院政風處，2007）。
16

黑心指的是毒奶粉事件，即 2008 年 8 月中國三鹿集團生產的嬰幼兒奶粉受到三聚氰胺汙染，

但是集團先前就知道此情形，卻隱瞞一個月。毒奶粉事件波及了台灣、香港、澳門、日本等國家
與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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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f）
。
11 月 3 日，中國海協會會長陳雲林來台，隔日與海峽交流基金會（簡稱海基
會）董事長江丙坤在台北圓山飯店第二次會談17（簡稱江陳會）
，簽署海運直航、
空運直航、通郵、食品安全四項協議。民進黨也同日發起連續三天的「為台灣守
夜，向中國嗆聲」活動，蔡英文抨擊馬英九讓國家主權倒退，且經濟沒有變好，
又更依賴中國（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2008g）
。而陳雲林來台期間嚴重衝突不斷，
11 月 6 日，民進黨在馬英九與陳雲林會面當日發起「嗆馬圍陳」圍城行動，進一
步表達對馬英九的兩岸政策的不滿。12 月 13 日，民進黨參與由公平稅改聯盟（簡
稱稅改聯盟）舉辦的「反財團減稅大遊行」，遊行訴求是反對財團減稅、反對政
府舉債、要求公平稅制，甚至不排除 2009 年發動抗稅行動（楊荔婷、許惟豪，
2008/12/26）。
四、2009 年：民進黨「社會運動年」
2008 年 12 月 27 日，蔡英文在台中縣黨員座談會上揭示 2009 年民進黨將採
取議會路線與群眾路線，並且將召開在野國是會議，以及明年三月再度走上街頭
（李欣芳、蔡智銘，2008/12/28）。
2009 年，蔡英文宣告這年是民進黨的社會運動年與行動年，提升社會運動
的重要性。除此之外，民進黨將進行「思想革命」，改造社會觀念與結構。蔡英
文也提出「民主 123」的理念，也就是終結一黨獨大、推動二次民主改革，完成
三次政黨輪替（蘇永耀，2009/1/11）
。2009 年 2 月 8 日臨時中常會上，蔡英文清
楚地提出民進黨的目標與達成目標的方式（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2009a）：
(一) 民進黨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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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江陳會在北京舉行，並在 2008 年 6 月 13 日簽署海峽兩岸包機會談紀要，以及海峽兩

岸關於大陸居民赴台灣旅遊協議。
27

1. 強化民進黨的理想性與社會責任感，並借用社團的經驗與能量。
2. 透過知識分子強化辯證能力，使民進黨具有說服力與擴張力，也讓民進黨
的訴求超越藍綠的界線，成為社會多數意見，甚至是共識。
3. 接近不同族群與階層的民眾，讓民進黨具有包容的態度，以及多元的思考。
4. 改革民進黨的結構，讓以前的執政菁英與社會力量進入民進黨的平台，使
黨意更貼近民意。
(二) 民進黨達成目標的方式
1. 重新整頓民進黨中央的組織結構，接觸與吸納各方意見。
2. 透過在野國是會議與各種平台，與社會各層面互動，由此形成重大政策的
民間共識。
3. 各項提名作業選拔的人才不限於民進黨黨員。
4. 透過政黨研究專家與非民進黨菁英加速黨務改革，並檢討黨的結構、初選
制度等。
5. 在保衛國家主權、民主、人權的前提下與任何團體與政黨合作，最終形成
政治聯盟。
另外，臨時中常會也就 2009 年的行動方針與年度重點達成共識。行動方針共有
五項，包含提出符合現代需求的政策綱領、強化政策決策機制並區隔執政黨的政
策、改善組織效能並培養地方人才、與社會力量結盟並成立與社運團體溝通的諮
詢委員會；年度重點包含捍衛台灣主權、經濟衰退與失業潮，以及 2009 年縣市
長選舉（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2009b）。
民進黨對於 2009 年的目標與行動方針，實際上的作為可歸納為四個部分：
(一) 調整黨中央組織：將社會發展部改組成社會運動部、族群事務部改組成客家
28

事務部與原住民事務部，以及成立網路發展部。
(二) 與台聯共同舉辦兩場民間國是會議：第一場於 2009 年 2 月 21 日及 22 日舉
行，討論經濟議題，涵蓋就業、財政、賦稅、產業、金融、社會福利等（民
主進步黨中央黨部，2009c）。第二場於 2009 年 4 月 11 日舉行，討論馬英九
政府的兩岸政策與戰略，以及兩岸經貿協議。蔡英文除了與台聯合作，也同
時邀請馬英九總統一起參與，然而第一場民間國是會議以民進黨在立法院杯
葛行政院長劉兆玄的施政報告為由不參加；在第二次民間國是會議舉行前，
馬英九欲親自邀請蔡英文進行「雙英會」
，蔡英文在會議前回覆來函，並質疑
馬英九的兩岸政策，並再度邀請他參與會議。最終馬英九未出席第二場民間
國是會議，並拒絕蔡英文在會議閉幕提出的七個條件18，雙英會宣告破局（蘇
永耀、曾韋禎，2009/4/10；李欣芳、王寓中、彭顯鈞，2009/4/12）。
(三) 發動「517 大遊行」
：馬英九總統兩場民間國是會議皆未出席，民進黨轉而在
5 月 17 日，分別於台北與高雄發起「嗆馬保台」大遊行，其訴求為「顧主權、
救失業、保台灣、護弱勢」
。在台北，蔡英文與呂秀蓮、游錫堃、蘇貞昌、謝
長廷四人一起參與遊行與跨夜靜坐。蔡英文與呂游蘇謝四人皆抨擊馬英九傾
向中國、台灣主權倒退，另外蔡英文也批評國民黨欲修集會遊行法限制集會
遊行的權利（李欣芳、王貝林、蘇永耀，2009/5/18）
。不論台北或是高雄的遊
行，皆有群眾支持前總統陳水扁。
(四) 2010 年，民進黨開始制定「十年政綱」
，並陸續推出族群、性別、教育等政
18

蔡英文在第二場民間國是會議閉幕致詞提到七個馬英九與他對談前，必須做到七個條件：
（1）

收回「地區與地區」
、
「兩岸人民只是戶籍不同」的說法；
（2）廢除「國（國民黨）共（中國共產
黨）平台」
；（3）台灣與中國交流必須受國會監督、立法院也要成立兩岸監督小組，以及收回兩
岸關係條例與空白授權；
（4）台灣與中國的協議，須交付公投，並修改公投法；
（5）收回「ECFA
勢在必行、越快越好」的說法；
（6）討論 ECFA 之前，先取得中國放棄杯葛台灣與其他國家簽訂
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 FTA）的承諾；
（7）全面撤換與中國有利益糾葛的國安團隊
成員與談判代表（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2009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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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主張，十年政綱也成為民進黨 2012 年總統大選重要的政見。
五、2010 年政府簽訂兩岸經濟架構協議
2009 年 2 月 28 日，馬英九總統在電視專訪時，正式將兩岸綜合經濟合作協
議（Comprehensive Economic Cooperation Agreement, CECA）19命名為兩岸經濟架
構協議（ECFA）
（范凌嘉，2009/2/28）
。面對即將簽署 ECFA，民進黨成立「ECFA
情勢因應小組」
、推動 ECFA 公投連署20，以及要求國會進行調查研究，並成立兩
岸監督小組，落實國會監督。另外蔡英文認為 ECFA 在簽署前，必須與執政者針
對 ECFA 議題進行辯論。2010 年 4 月 25 日，蔡英文與馬英九總統就 ECFA 議題
進行電視辯論會，雙方互有攻防。馬英九總統批評民進黨杯葛行政部門 ECFA 報
告、恐嚇人民以阻擾簽署 ECFA，以及執政八年使得台灣被邊緣化。蔡英文除了
反駁馬英九的批評，並強調國民黨與民進黨的差異在於，民進黨是走向全世界，
並跟著世界走向中國；反而國民黨是走向中國，再和中國一起走向世界，並且質
疑台灣只能藉由中國走向世界，而沒其他選擇。她也認為簽署 ECFA 也會改變東
亞戰略平衡與破壞與他國貿易平衡（公共電視有話好說，2010）。
辯論後兩個月，6 月 26 日民進黨發動「反對一中市場，人民公投做主」大遊
行（簡稱 626 大遊行）
，不只蔡英文與四大天王等民進黨重要政治人物，前總統
李登輝與台聯黨主席黃昆輝也參與大遊行。蔡英文批評政府屢次封殺 ECFA 公
投，更呼籲民眾若政府再次阻擋 ECFA 公投要以選舉反映出對政府的不信任；李
登輝更是喊出「大家大團結、五都全贏、棄馬保台」的口號（李欣芳、王貝林、
黃佳琳、曹明正，2010/6/27）
。6 月 29 日在重慶舉辦的第五次江陳會簽署 ECFA，

19

綜合經濟合作協定主要是東南亞國家協會（簡稱東協）（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AN）對外簽署的貿易協定所使用的名稱，也是一種自由貿易協定（趙春山，2013：258）。
20

民進黨在 2009 年 7 月 20 日首度提出 ECFA 公投，之後也支持台聯分別在 2010 年 4 月 23 日、

6 月 30 日、11 月 22 日三次提出 ECFA 公投。然而這些公投案皆被行政院公投審議委員會駁回，
無法舉行公投。
30

之後送交立法院審查。7 月 8 日立法院第一次臨時會，國民黨與民進黨在會中爆
發嚴重肢體衝突，最終國民黨立委以多數優勢將 ECFA 逕付二讀；8 月 17 日第
二次臨時會，民進黨提議逐條刪除 ECFA 條文卻遭到國民黨否決，國民黨立委則
是以全案表決方式通過 ECFA（邱燕玲、王貝林，2010/7/9；邱燕玲，2010/8/18）
。

第二節

2010 年黨主席與中常執委選舉

2010 年 4 月，蔡英文尋求民進黨黨主席連任，她的競選對手是前台北縣長
尤清。尤清以「三個目標、一個前提、兩個手段」為參選政見，蔡英文則是以「團
結、開放、創新的民進黨」作為競選主軸（如表 2-4）
。兩位候選人的政見皆聚焦
在為民進黨再度執政提出方案，以及擴大黨員的參與。
表 2-4 2010 年民進黨黨主席選舉候選人的政見
候選人
政見

蔡英文

尤清

團結的民進黨：

三個目標：

讓全體黨員團結在無私的創黨
精神下，摒棄私利，帶領台灣
前進。建立公平健康機制與文
化，並強化與黨員互動。

維護台灣獨立完整主權、取得
本黨二次執政、維護社會公平
正義

開放的民進黨：
以開放態度擴大社會基礎，並
以小額募款維持運作。經濟路
線上照顧農工、受薪階級及中
小企業，政治路線上爭取所有
族群的認同。以十年政綱為基
礎，與知識分子及社運對話，
建構共同目標。
創新的民進黨：
檢視八年執政的成敗，重塑令
人信賴的形象。以經濟發展、
公平分配、生態永續三者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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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前提：
開放個別黨員參與決策空間、
重建黨內民主機制。
兩個手段：
強化本黨地方黨部組織、奠定
本黨永續發展基礎。

衡，作為中長期執政路線。以
主權獨立及對等尊嚴為原則，
發展和平穩定的中國政策。並
強化與國際伙伴的交流。
資料來源：
（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2010b）

5 月 15 日，民進黨舉辦黨主席政見發表會，尤清猛烈批評蔡英文。首先質
疑蔡英文在 ECFA 辯論放水，且未提到 ECFA 公投，辯論會後訪問才提到要公投
廢 ECFA。再者，他批評蔡英文在陳水扁陷入司法案件時劃清界線，並抨擊她尚
未決定五都市長候選人，更質疑十年政綱是「桌上畫畫，牆上掛掛」，僅由學者
參與，而忽視人民的心聲（李光儀，2010/5/16）。蔡英文對於陳水扁的問題表示
民進黨已由聲明與行動支持陳水扁，反而未聽到尤清的意見。十年政綱的質疑，
蔡英文則表示十年政綱不只是學者，還有執政時期的政務官與幕僚參與討論，同
時也檢討與反省。另外面對尤清質疑是否廢除台獨黨綱以利與中國對話，她提到
不排除且不設前提中國對話，且對話與台獨黨綱存廢無關（林恕暉，2010/5/16）
。
5 月 23 日黨主席投票結果，蔡英文以 78,192 票、得票率 90.29%，連任第十
三屆黨主席（如表 2-5）
，相較於 2008 年黨主席選舉，蔡英文的得票率大幅成長。
表 2-5 2010 年民進黨黨主席選舉候選人的得票數與得票率
蔡英文

尤清

得票數

78,192

8,406

得票率

90.29%

9.71%
58%

投票率
資料來源：
（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2010c）

7 月 18 日全代會選出中執委與中常委，特別的是高雄市長陳菊的「菊系」
形成。新潮流、謝系、蘇系的中執委席次合計過半；中常委與當然中常委總席次
新潮流與謝系各為七席，其他派系則各占一席中常委，至於扁系已無當選任何中
常委（如表 2-6）
。在這次中常執委選舉，派系組成仍維持多元，而且謝長廷與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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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蓮分別成為中常委與中執委。
表 2-6 2010 年民進黨中執委與中常委名單
中執委

新潮流：段宜康、徐佳青、顏曉菁、鄭文燦、洪智坤、
潘孟安、林錫耀
謝系：謝長廷、莊瑞雄、周玲妏、林耀文
游系：林佳龍、陳亭妃
蘇系：吳亞蓁、呂孫綾、蔡憲浩、鍾鎮宇、張宏陸
嘉義（地方）：陳明文
扁系：陳其邁、劉建國、周萬育
呂系：呂秀蓮
菊系：余政憲
綠色友誼陣線：何志偉、羅文崇
公媽派：蔡同榮
無派系：吳富亭、許智傑、蘇震清

中常委

新潮流：段宜康、徐佳青、顏曉菁
蘇系：蔡憲浩
游系：林佳龍
謝系：謝長廷
菊系：余政憲
綠色友誼陣線：何志偉
嘉義（地方）（由蘇系張宏陸退讓當選）：陳明文
公媽派：蔡同榮

當然中常委

菊系：陳菊（高雄市長）
謝系：蘇治芬（雲林縣長，縣市長互推）
、管碧玲（立法院
黨團幹事長）
潘孟安（立法院黨團書記長）
柯建銘（立法院黨團總召）

資料來源：
（李欣芳，2010/7/19）
註：
（1）中執委陳其邁遞補棄權的王定宇；
（2）陳菊成為高雄市長後逐漸獨立於新潮流之外，並
扶植其勢力；
（3）中執委與中常委所屬派系的依據為派系解散前所屬的派系，或者派系在中常執
委選舉支持，而無法判斷派系屬性者以「無派系」表示。

雖然 2010 年蔡英文連任黨主席，民進黨沒有黨主席更替，但黨主席除了是
政黨領導人，同時也兼具公職候選人的角色。首先，2010 年 5 月 23 日，蔡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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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 2010 年直轄市長提名協調小組（簡稱九人小組）21的建議，參選新北市長。
在新北市長敗選後，蔡英文在 2011 年 3 月 11 日宣布參與 2012 年民進黨總統黨
內初選，更在 4 月 27 日公布的民調勝出，成為 2012 年民進黨總統候選人。
隨著 2012 年總統大選接近，新的民進黨政策正式成形。2011 年 8 月 24 日
的民進黨中執會通過十年政綱，並於 2011 年 9 月 24 日通過台灣新世代社會經濟
決議文。台灣新世代社會經濟決議文點出產業結構、區域發展、環境生態、財政
收支、所得分配的五項失衡，並提出七項主張，包含主體開放的架構、環境生態
的視野、創造就業的導向、社會公平的基礎、綠色財政為依歸、多元民主為後盾、
在地經濟為動力（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2011a）。
為了推動十年政綱，民進黨的「新境界文教基金會」22在 2011 年 2 月 23 日
成立「新境界智庫」。十年政綱的定位是「引領台灣未來十年發展的政策藍圖與
行動綱領」，政綱分成總綱與各綱的十八篇政策主張。關於兩岸政策主張，蔡英
文在 2011 年 8 月 23 日發表十年政綱的「國家安全戰略」與「兩岸經貿」篇時，
提出「台灣共識」主張：
有關主權問題與現狀，台灣前途決議文明確主張民進黨的立場，而台灣現在內部最大的
共識就是「維持台灣現狀」，雖然不同的政黨對於維持現狀的認知與解讀有所不同，但
這個民主機制是台灣最珍貴的價值所在，這個民主機制也應該保障不同的聲音與主張；
因此基於內部意見的多元性，必須透過民主機制形成一個內部的共識，或許可以稱它作
「台灣共識」；這對將來與中國建立和平穩定的互動，以及可長可久的架構，是非常關
鍵性的條件與過程（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2011b）。

台灣共識也在國家安全戰略篇的核心理念之一「民主的社會共識」具體列出：
台灣是多族群之年輕的墾殖社會，國家認同紛歧，社會共識浮動。民主進步黨認為，任
何涉及台灣重大利益的對外與安全政策，包括台灣前途之決定、獨立現狀之變動，以及
重大對外政策之制定與執行等，都應遵行民主之原則與程序來決定，以建立民主的社會

21

九人小組在 2010 年 2 月 3 日成立，由民進黨秘書長蘇嘉全擔任小組召集人，其他八位成員為

蔡同榮、柯建銘、陳其邁、吳秉叡、吳乃仁、陳明文、羅致政、李應元。
22

新境界文教基金會於 1997 年 7 月 15 日，由前民進黨主席林義雄所創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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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識，強固以現代公民意識為核心的社會認同、國家認同（蔡英文，2011）。

從蔡英文的台灣共識與民進黨黨綱，比較兩者對台灣主權的主張。民進黨黨綱的
台灣主權論述主要在創黨時制訂的台獨黨綱，以及 1999 年制訂的台灣前途決議
文中提到。台獨黨綱與台灣前途決議文都揭示改變台灣現狀須由台灣人民以民主
方式決定，以及台灣主權受到中國嚴重威脅；但兩者最大的差異在於台獨黨綱主
張建立台灣共和國並制訂新憲法，台灣前途決議文則未直接否定中華民國的存
在。基本上，蔡英文的台灣共識主張、台灣前途決議文、台獨黨綱三者皆延續民
進黨最核心的理念，也就是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以及改變現狀須由台灣
人民共同決定，唯一的不同為僅有台獨黨綱主張建立台灣共和國與制訂新憲。
民進黨對 ECFA 的態度，以往是發動社會運動反對、推動公投連署、立法院審查
阻擋通過，但在十年政綱的兩岸經貿篇中有兩項主張，基本上以監督為主：
1. ECFA 與兩岸經貿協議之後續談判，應遵循民主程序，並從國家整體利益之觀點，審
慎檢視現有協議內容與執行情形，作為調整的方針。
2. ECFA 之談判、通報與執行，應依 WTO 架構及規範，善盡兩岸作為 WTO 會員的權
利與義務（蔡英文，2011）
。

另外，蔡英文在總統大選前接受英國 BBC 專訪時表示執政後不會廢除 ECFA，
並著重在後續的談判（李文、林楠森，2011/11/24）。從這些 ECFA 的作為與主
張來看，民進黨反對 ECFA 的立場已經緩和，並以監督 ECFA 後續發展為主。

第三節

2012 年黨主席與中常執委選舉

2012 年 1 月 14 日蔡英文總統敗選，國民黨馬英九繼續執政。當日選後記者
會，蔡英文辭去民進黨黨主席，但在 2 月 16 日多位中常委與中執委慰留下留任
至二月底為止。2 月 22 日，民進黨中執會通過 2012 大選檢討報告，檢討的面向
涵蓋執政信賴感、中國因素，以及基層經營與突破政治板圖三個部分；另外也通
過高雄市長陳菊擔任代理黨主席。陳菊 3 月 1 日就任後推動黨務改革，3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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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常會通過成立「2012 黨務改革方案研擬工作小組」23（簡稱黨務改革小組）
，
並在 3 月 26 日召開會議，針對八年執政、未來政綱、擴大社會支持基礎，以及
強化組織經營的議題進行討論，之後將改革方案交給中執會參考。
在馬英九開始第二任期前，5 月 14 日民進黨與台聯立法院黨團提出罷免馬
英九案，不過罷免案在立法院程序委員會表決不通過，宣告失敗。民進黨在 5 月
19 日，即馬英九就任總統前一日，發動「日子歹過、總統踹共」
（踹共為台語出
來講之意）大遊行，抗議馬英九政府實施油價與電價漲價（簡稱油電雙漲）、隱
匿禽流感疫情、開放美國瘦肉精牛肉進口、
「一國兩區」主張24。然而馬英九在隔
日總統就職典禮中並未對大遊行訴求有所回應，因此陳菊代理黨主席進一步宣布
對陳冲內閣提出不信任案，以及支持民間團體罷免支持解禁瘦肉精的立委（民主
進步黨中央黨部，2012a）。然而不信任案最終在 9 月 22 日立法院表決未過，宣
告失敗。
2012 年民進黨黨主席共有五人競逐：前立委蔡同榮、前台南縣長蘇煥智、前
民進黨黨主席許信良、前行政院副院長吳榮義、前行政院長蘇貞昌。這些候選人
的政見大都著重於 2014 年地方選舉的布局，也有因應地方選舉對調整黨組織，
甚至對 2016 年總統與立委選舉表態，包含支持蔡英文再次參選 2016 年總統、保
證當選黨主席不成為 2014 地方選舉與 2016 年總統候選人（如表 2-7）。

23

黨務改革小組成員有民進黨秘書長蘇嘉全（召集人）
、副秘書長洪耀福（執行秘書）
、鄭文燦、

趙天麟、張宏陸、陳亭妃、何志偉、鄭麗君、林瑩蓉、劉世芳、陳宗彥、邱世文，以及東吳大學
政治系副教授徐永明、中正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陳尚志。
24

一國兩區的概念，首度由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於 2012 年 3 月 22 日會見中國國家主席胡錦

濤時提出。一國兩區指兩岸不是國與國關係，而是特殊關係，並且是台灣處理兩岸關係的法理基
礎（汪莉絹、錢震宇，2012/3/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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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2012 年民進黨黨主席選舉候選人的政見
候選人

政見內容

蔡同榮

1. 堅持黨的理想：要堅守「台灣主權獨立」的理想，維護民進黨
黨魂。
2. 擴大黨員參與：要大幅增加黨代表、中執委與中常委名額，恢
復黨員投票，並恢復或設立全國鄉鎮市區黨部。
3. 舉辦顧主權說明會：要深入基層宣揚捍衛台灣主權獨立的重要
性。
4. 加強組訓：要定期舉辦組訓，強化台灣主權意識及訓練社區活
動、拉票催票、監票、抓賄選等工作。
5. 發動群眾修正公投法：要發動群眾運動，要求國民黨修正公投
法，落實人民公投權。
6. 贏得 7 合 1 選舉：要開始物色 2014 年底選舉候選人，並進
行輔選。
7. 加強對美工作：要遊說美國政府支持民進黨。
8. 特赦陳水扁總統：要堅決要求馬英九總統特赦陳水扁，以降低
族群對立，促使台灣社會和諧，建立健全的民主制度。

蘇煥智

1. 堅守台灣主權獨立的立場，必要時採取群眾運動以捍衛台灣。
2. 成立「國家安全及公共利益評估機制」，務實把關涉中國之經
貿、金融、文教…等相關政策。
3. 沒有派系包袱，可以公平公正處理黨務，避免派系惡鬥，並推
4.
5.
6.
7.
8.

許信良

動「世代合作」平台，團結民進黨。
學習林義雄無私精神，專心輔選，擔任黨主席絕不參選 2014
及 2016。
恢復黨員初選投票權。
恢復鄉鎮得設黨服務處。
成立影子內閣，強力監督馬政府，並培養專業國政幕僚。
為因應 2014 年七合一地方選舉，應廣徵人才，向下扎根：
（1） 依立委選區設立黨服務處。
（2） 推動全國各鄉鎮城鄉總體營造運動，蛻變民進黨。

1. 支持蔡英文再戰 2016。
2. 讓蔡英文在 2012 總統大選所提的主要政見，成為本黨的正式
文獻。
3. 讓 2016 總統候選人以及艱困選區的立委候選人，提早在 2014
年和七合一選舉的候選人同時提名。
4. 讓本黨成為照顧貧弱族群的政黨，成為高舉社會福利大旗的政
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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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讓本黨重新成為所有民主運動者以及所有社會運動者的溫暖
大家庭。
吳榮義

七大策略：
1. 提出短、中、長期黨的發展策略
2. 善用國安、政務人才與知識界力量，深化決策
3. 強化財經論述，處理社會經濟失衡
4. 深化國際問題處理能力
5. 整合立院黨團與執政縣市發揮最大戰力
6. 凝聚黨員，強化組織
7. 與公民社會力量合作
發起二次創黨運動
面對當前國內外新形勢，須再造黨的活力、生命力、決策力與領
導力，發揚創黨精神、重拾無私奉獻初衷，發起「二次創黨運動」
，
重拾支持者熱情，守護人民權益，堅定民主價值，守護台灣，重
新執政。

蘇貞昌

1. 為打贏 2014，重返執政，打造一個更大、更好、更符合人民期
待的民進黨，我們要找回創黨精神，要堅持台灣價值，要超越
現在的思考。
2. 要找回的是：無私無我，只有團結，才能讓現在的支持者安心，
才能找回過去的夥伴，也才能爭取更多未來的同志。
3. 要堅持的是：民主、自由、人民當家作主，這些價值不能退縮，
不能妥協，更不能出賣。
4. 必須超越一次選舉的思考，不祇要為 2014 做好準備，更要讓
人才甄選、組織經營永續發展。
5. 必須超越一個政黨的思考，要結合社會的各種力量，團結不同
的主張，讓公民社會更強大！
6. 必須超越現在的台灣來思考，當一個關心世界，走入世界的政
黨；積極自信與中國交往，協助中國走向民主，確保台灣生存
發展，促成雙方的共存共榮。

資料來源：
（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2012b）

2012 年黨主席選舉，民進黨舉辦三場電視政見會，4 月 29 日在高雄舉行
第一場；5 月 6 日在台中舉行第二場；5 月 12 日在台北舉行第三場。第一場五人
皆認為應該特赦陳水扁，以及控管中資購買媒體與聲援立委葉宜津25。除了蘇貞

25

2012 年 4 月 23 日，民進黨立委，也是立法院交通委員會召委葉宜津針對旺中寬頻購併中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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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之外皆認為民進黨贏得 2014 年地方選舉，2016 才能重返執政（民主進步黨台
北市黨部，2012a；曾韋禎，2012/4/30）。
第二場由前陸委會主委吳釗燮、前陸委會副主委童振源、前國防部部長蔡明
憲三位專家學者分別提出黨務、兩岸、國安問題，除此之外蔡同榮與許信良皆抨
擊蘇貞昌不適任黨主席（民主進步黨台北市黨部，2012b）
。第三場則聚焦在黨主
席是否應該選 2016 年總統，蘇煥智與吳榮義認為黨主席要扮演輔選的角色；蔡
同榮認為只要黨主席做得好，自然被推舉為總統候選人；蘇貞昌則認為現在談
2016 總統大選言之過早（范正祥，2012/5/13）。然而蘇貞昌被視為 2016 年潛在
的總統候選人，成為其他候選人質疑與批評的目標（黃驛淵、鄭宏斌，2012/5/13）
。
經過政見會交鋒，5 月 27 日黨主席選舉，蘇貞昌以 55,894 票，得票率 50.47%，
成為第十四屆黨主席（如表 2-8）。
表 2-8

2012 年民進黨黨主席選舉候選人的得票數與得票率
蔡同榮

蘇煥智

許信良

吳榮義

蘇貞昌

得票數

12,497

23,281

2,763

16,315

55,894

得票率

11.28%

21.02%

2.49%

14.73%

50.47%

68.62%

投票率
資料來源：
（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2012c）

7 月 18 日全代會選出新一屆中執委與中常委，新潮流、謝系、游系各得六
席中執委；中常委與當然中常委的總席次，新潮流仍占多數；謝系與游系各得二
席中常委，且謝長廷與游錫堃皆當選中常委（如表 2-9）
。整體而言，中常執委所
屬派系比之前更集中在新潮流、謝系、游系、蘇系、菊系、綠色友誼陣線六個派
系。

邀請旺旺中時集團總裁蔡衍明出席，但由旺中寬頻董事長特助趙育培出席，但趙育培沒有蔡衍明
的委託書，被葉宜津要求到旁聽席，趙育培憤而離席。事件之後，中天與中視開始在節目上開始
抨擊葉宜津（蘋果日報，2012/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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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2012 年民進黨中執委與中常委名單

中執委

新潮流：潘孟安、段宜康、吳思瑤、李文正、顏曉菁、
鄭文燦
謝系：謝長廷、管碧玲、王孝維、邱莉莉、王定宇、黃玉欣
游系：游錫堃、陳亭妃、林佳龍、劉曉玫、賴儀松、陳茂松
蘇系：蔡憲浩、呂孫綾、鍾鎮宇、洪智坤
菊系：邱議瑩、洪平朗、李清福
綠色友誼陣線：何志偉、林武忠、羅文崇

中常委

新潮流：段宜康、吳思瑤、顏曉菁
謝系：謝長廷、管碧玲
游系：游錫堃、陳亭妃
蘇系：蔡憲浩
菊系：李清福
綠色友誼陣線：何志偉

當然中常委

蘇系：蘇貞昌（黨主席）
新潮流：賴清德（台南市長）
菊系：陳菊（高雄市長）
柯建銘（立法院黨團總召）
蔡其昌（立法院黨團幹事長）
蕭美琴（立法院黨團書記長）

資料來源：
（張麗娜、吳家翔、蘇聖怡，2012/7/16）

蘇貞昌任內，民進黨開始新一波的變革。2012 年 7 月 25 日中常會通過黨中
央恢復設置中國事務部26，更在 11 月 21 日成立中國事務委員會27（如圖 2-2）
。

26

2007 年，民進黨為了精簡人事與組織改造，以及促進台灣與中國關係正常化，將中國事務部

併入國際事務部（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2007a）。
27

2013 年 5 月 1 日，民進黨中常會通過中國事務委員會成員名單，由黨主席蘇貞昌擔任召集人，

其他成員有游錫堃、蔡英文、柯建銘、陳菊、賴清德、邱義仁、吳乃仁。另外於 5 月 9 日公布 37
位諮詢委員，涵蓋專家學者、前政務官，以及知悉中國政情與社會發展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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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評議委員會

立法院黨團

全國黨員代表大會

廉政委員會

直轄市議會黨團

中執會

中常會

主席

秘書長

副秘書長
中央黨部黨務工作單位
會計室

秘書處

政策委員會

財務委員會

文化宣傳部

組織推廣部

台灣民主學院

網路發展部

青年發展部

社會運動部

婦女發展部

原住民事務部

中國事務部

仲裁委員會

民意調查中心
客家事務部

國際事務部

中國事務委員會

縣市黨部

特種黨部

勞工黨部

圖 2-2

海外黨部

民進黨組織結構圖

資料來源：筆者參考自民進黨組織類全部法規（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2015）與修改自（葛永光，
2000：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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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成立中國事務部與中國事務委員會，民進黨重要政治人物出訪中國，前
行政院長謝長廷 2012 年 10 月至福建訪問；高雄市長陳菊28也在 2013 年 8 月赴
天津等城市邀請參加高雄舉辦的亞太城市高峰會；2014 年 6 月，台南市長賴清
德為「陳澄波百二誕辰東亞巡迴大展」出訪上海，更在復旦大學與學者交流時提
及台灣獨立、台獨黨綱、六四學運，並強調台灣獨立是社會最大的共識（自由時
報電子報，2014/6/7）。
2013 年，蘇貞昌宣示此年為民進黨的「關鍵整備年」
，嚴格監督政府施政，以
及強化 2014 年地方選舉的組織工作；另外透過外交模式，向國際社會展現民進
黨重新執政的準備（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2013a）
，例如 2013 年 6 月 15 日正式
設立駐美代表處。5 月 1 日，中常會通過蘇貞昌提出有關於黨員入黨事項的黨務
改革方案，包含四個部分（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2013b）：
(一) 入黨形式審查改為實質審查；黨員入黨除了地方黨部實質審查，也要參與黨
內各種活動、講習。
(二) 進行黨籍總體檢。
(三) 黨員具有選舉與被選舉權從屆滿一年改為屆滿二年。
(四) 針對黑道集體入黨的報導29，由段宜康、邱議瑩、管碧玲三位中常委成立調
查小組。
提出黨務方案不久，5 月 22 日，民進黨中常會通過前總統陳水扁再度申請入黨
的提案，並在 8 月 14 日正式同意陳水扁再度入黨。另外面對陳水扁入監後發生
健康問題，民進黨除了支持陳水扁保外就醫外，也成立「關懷陳前總統醫療人權
專案小組」。

28

高雄市長陳菊早在 2009 年至中國北京與上海推廣高雄舉辦的世界運動會。

29

2013 年 4 月傳出民進黨立法院黨團總召柯建銘替幫派推薦加入民進黨（李欣芳、陳璟民，

2013/4/18）
；5 月 1 日壹週刊報導，柯建銘為了在 2014 年黨主席選舉支持蘇貞昌，以及謝長廷辦
公室主任林耀文為幫助謝長廷，皆透過黑道欲找人集體入黨，影響黨主席選舉（吳家翔、顏振凱、
蘇聖怡，2013/5/2）。經過民進黨調查小組調查，柯、林兩人並無如此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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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對於中國政策與八年執政也進行討論與檢討。從 2013 年 7 月 4 日至
12 月 26 日召開九場「對中政策擴大會議」（又稱作華山會議），針對中國政策、
兩岸關係、兩岸交流等議題進行討論。之後在 2014 年 1 月 9 日，中國事務委員
會通過「2014 對中政策檢討紀要」
，紀要首先提到台灣前途決議文當中，改變現
狀須由台灣人民公投決定的主張不僅被民眾接受，也不需要改變；紀要也針對兩
岸政治定位與交流、經濟、公民社會交流、國家安全戰略四項議題分別提出主張
與對策。兩岸政治定位與交流共有五項主張與對策：
一、 台灣與中國的關係與定位，必須尊重台灣全體住民的意志與民主決定，任何個
人、政黨或其他國家的片面主張都無權否定。
二、 在全球化的潮流下，兩岸交流是必然的趨勢，本黨應該積極自信參與兩岸交流，
包含智庫與地方執政縣市的城市交流。
三、 兩岸的交流，不得傷害台灣的主權與安全，必須能確保台灣自由、民主、開放的
生活方式，應該積極凝聚台灣內部的共識作為兩岸對話的基礎。
四、 兩岸協商應謹守民主程序與資訊透明原則，應制定「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除納
入風險評估及利益迴避機制外，更應有公民聽證程序，以確保任何兩岸協議均能
符合台灣的最大利益。
五、 兩岸交流必須有更進步的思維，尤其是促成雙方在自由民主、人權保障、生態
保護、公民社會的提升等，應該有積極的作為（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2014a）
。

紀要對於兩岸簽訂 ECFA 與其他協定也有三大主張，第一，持續監督其成效、後
續服務貿易協定（簡稱服貿）與貨物貿易協定（簡稱貨貿）的簽訂；第二，洽簽
跨太平洋夥伴（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30、區域全面經濟夥伴（Framework
for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31等協定以維持貿易平
衡；第三，兩岸簽訂協定也要符合聯合國公約規範，保障中國的基本人權與勞動
條件（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2014a）
。整體而言，對中政策紀要雖然延續台灣前
途決議文與十年政綱的主張，但更加重視中國的交流與發展，也代表民進黨的兩
岸政策進一步發展。
30

跨太平洋夥伴協議為 2008 年 9 月美國邀集新加坡、紐西蘭、汶萊、智利四國的協議（經濟部

國際貿易局，2015）。
31

東協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架構是深化東協為核心的區域經濟整合，除了東協成員國，日本、

韓國、中國、紐西蘭、澳洲、印度也有參與，預計 2015 年底完成簽署（中華民國外交部，20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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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8 月與 9 月，民進黨舉辦「民主進步黨八年執政研討會」
，回顧與檢
討八年執政，議題涵蓋經濟、外交、兩岸、國防等32。
2013 年至 2014 年，社會運動的議題除了政府執政表現、核能發電，更涵蓋
軍事、服務貿易協定（服貿）
，然而民進黨在社會運動所扮演的角色卻產生變化：
一、2012 年底，蘇貞昌宣布接下來要舉辦一系列「要生活、要民主、要改革」的
群眾運動，除了對政府施政的不滿，更要政府回應人民的訴求。2013 年 1 月
13 日，民進黨舉辦「人民火大，一路嗆馬」大遊行，其主要訴求有撤換內閣，
政府負責；政府要駁回包含併購蘋果日報、壹電視、壹週刊的壹傳媒交易案；
政府要召開國是會議，改革年金制度與解決國家財政危機（民主進步黨中央
黨部，2013c）。
二、2013 年 2 月 25 日，行政院長江宜樺表示願意接受龍門核電廠（簡稱核四）
停建公投的檢驗，核四是否續建，甚至是否續用核能發電更加受到關注。民
進黨的政策立場是反對核能發電並支持核四停建，與執政黨國民黨立場相
左。其實核四也曾經在民進黨執政時一度停建，十年政綱也訂出非核家園計
畫與發展其他能源。
民進黨先後支持與鼓勵黨員參加 2013 年 3 月 9 日由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等團
體發起的「309 廢核大遊行」
、5 月 19 日台灣反核行動聯盟舉辦的「519 終核
大遊行」、2014 年 3 月 8 日的「全台廢核大遊行」、4 月 26 日民進黨與其他
環保團體舉辦的「核輻大逃殺」路跑活動。
2014 年 4 月 22 日至 30 日，前民進黨黨主席林義雄以核四停建為訴求絕食，
民進黨在 4 月 24 日發起「一人一叩 守護生命」活動，聲援林義雄。蘇貞昌
為了林義雄絕食與解決核四爭議，先後與台北市長郝龍斌、行政院長江宜樺，
以及新北市長朱立倫會談，更在 4 月 25 日進入總統府與馬英九公開商談，
要求核四立即停建，以及制定核四公投特別條例與降低公投門檻，不過兩人

32

有關研討會的論文，可參考（新境界文教基金會，20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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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談並無共識。2014 年 4 月 27 日，馬英九與執政縣市長召開會議，達成「核
四一號機不施工、只安檢；安檢後封存；核四二號機全部停工」
、
「盡速召開
全國能源會議」兩項共識（行政院，2014）。
三、2013 年 7 月爆發陸軍義務役下士洪仲丘在軍營禁閉室操練過度而死，
「公民
1985 行動聯盟」透過批踢踢實業坊（簡稱 PTT）與社群網站 Facebook 號召
民眾分別在 7 月 20 日發起「公民教召」遊行，8 月 3 日舉辦「萬人送仲丘」
晚會。經過這兩場活動，8 月 6 日立法院通過軍事審判法修正，軍法案件移
交司法機關審理，洪仲丘案件也適用。
四、2013 年 6 月 21 日，在上海舉辦的第九次江陳會正式簽署服貿，然而立法院
審查服貿之際，2014 年 3 月 17 日，擔任審查委員會召委的國民黨立委張慶
忠就在混亂中的三十秒，自備麥克風宣布直接將服貿直接送至院會審查 33。
民進黨採取召開全民監督服貿會議，以及發起「全民包圍立法院」的行動。
然而 3 月 18 日晚上民間團體衝入立法院占領議場，
「太陽花學運」就此展開，
3 月 23 日晚間至 24 日早上，更有一部份人至行政院抗議，警方驅離過程中
爆發嚴重流血衝突。學運訴求為行政院退回服貿、制定協議監督條例，並要
求立委傾聽民意。透過網路與國內外平面媒體刊登宣傳廣告，太陽花學運成
為國內外矚目的焦點。4 月 10 日學運團體結束立法院佔領後，學運主要人物
林飛帆、陳為廷、黃國昌成立「島國前進」
，推動公投法修法，以及參與學運
的人投入 2014 年議員選舉，另外也促成「割闌尾計畫」
（闌尾為「爛委」的
諧音）
，罷免不適任立委，蔡正元也成為其第一個成功連署與進行罷免投票的
案例。
民進黨 2008 年以來舉辦獲支持的社會運動，屬於政黨與各類議題結合的新型態
社會運動，與以往街頭群眾運動有所區隔（郭正亮，1998：245）
。然而從核四、

33

2014 年 3 月 18 日，立委吳育昇在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廖達琪等學者創立的「Ivoter 議

題立場分析平台」會議時親口說出張慶忠的「麥克風戰術」是由他構思的（曹伯晏，2014/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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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仲丘，到太陽花這些民間發起的社會運動，民間的力量，特別是年輕世代的參
與，更逐漸取代以往民進黨領導社會運動。民進黨在太陽花學運結束後不久，中
常會通過「三階段黨改」，蘇貞昌更表示這次是面對新一波民主化的改革，與以
往針對敗選原因的改革不同，三階段黨改有三個部分（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
2014b）：
(一) 第一階段為廣徵建言，向黨公職、社團、智庫學者徵求黨改建言，並建立網
路平台與蒐集民間意見。
5 月 21 日完成第一階段，並將建言與意見分成政策、價值與路線，組織調整
與經營，與公民團體的關係，與年輕世代的互動、新型態網路與文宣動員等
五個項目。
(二) 第二階段為提出方案，將第一階段的意見整理後，由黨公職成立小組進行深
入討論，最終形成黨改方案。
(三) 第三階段為落實改革，將第二階段的黨改方案交給新一屆中央黨部的幹部，
並評估方案推動的可行性。

第四節

2014 年黨主席與中常執委選舉

2014 年民進黨黨主席選舉原有四人表態參選，分別是前行政院長謝長廷、
現任黨主席蘇貞昌、前黨主席蔡英文，以及前高雄縣副縣長郭泰麟。然而蘇貞昌
與謝長廷 4 月 14 日皆在 Facebook 宣布退出黨主席選舉，兩人皆提到民進黨歷經
太陽花學運必須有所改變，才能讓民眾信任，並且避免參選黨主席導致黨內派系
對立（葉素萍，2014/4/14），最後確定由蔡英文與郭泰麟角逐 2014 年黨主席。
蔡英文與郭泰麟的政見（如表 2-10）都揭示民進黨面對太陽花學運必須與公
民社會建立溝通平台，以及重視年輕世代，甚至培訓新的黨政人才。不過，兩人
的對於年輕世代的政策有差異，郭泰麟著眼在吸引年輕人入黨；蔡英文則重視與
46

年輕世代的溝通。另外，郭泰麟更強調民進黨制度與結構的問題，如總統兼任黨
主席34、黨主席身兼公職候選人、恢復黨員投票、人頭黨員問題，以及恢復設置
鄉鎮黨部。
表 2-10

2014 年民進黨黨主席選舉候選人的政見

候選人

政見內容

郭泰麟

1. 黨主席任內不得參選公職，暨增設副黨主席納入黨章
落實黨政分工，讓想選總統的人專心選總統，黨務改造由
專人負責。是故應依照利益迴避原則，黨章應明文禁止黨
主席任內參選公職，廢除總統兼任黨主席規定，以根除派
系紛爭與憲政亂源。
2. 十萬菁英入黨、恢復黨員投票
目前公職人員提名採用全民調乃剝削黨員參與的權利，黨
內提名辦法須依適當比例恢復黨員投票權。
3. 推動二次政改、實踐內閣體制
4. 健全鄉鎮黨務、培訓黨政人才
結合地方仕紳重至鄉鎮黨部，加強和基層黨員的聯繫，健
全黨的組織。此外，近來公民運動已形成一股力量，黨中
央應積極與之結合，吸引專業人士與年輕的公民社群，增
加自主性黨員人數比例，並解決人頭黨員的問題。
5. 啟發全球思維、支援在地行動
6. 落實育兒津貼、強化長照制度
7. 捍衛台灣主體、邁向全面執政

蔡英文

1. 面對執政黨一意孤行的國家危機，民進黨不能只有對抗的
角色，更應該強化社會溝通，凝聚多數共識和力量，重新
建立黨與社會間的信任契約。
2. 經過群眾路線到議會路線，民進黨未來更要與公民團體建
立共識、互信，以及共同的行動目標，積極走向公民路
線。在共同目標的推進上，政黨不必然要當領導者，但是
一定是同行的夥伴關係。
在此基礎上，我們將與公民團體展開下列對話：
（1）總體經濟戰略的選擇

34

國民黨也在 2013 年 11 月 10 日召開的全代會通過總統兼任黨主席的黨章修正案，強化馬英九

總統兼任黨主席的正當性，另外也讓他免於如果 2016 年國民黨新的總統候選人當選後必須提早
交出黨主席職位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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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憲政體制的改造與民主深化
（3）符合台灣戰略利益的兩岸政策
（4）青年未來與世代正義的落實
同時，架構新境界智庫作為黨與公民團體之間的公共事務
對話平台。建立與公民社會的對話機制，共同形塑國會黨
團的立法議程。
3. 年輕世代是台灣未來的希望，更是最生猛的改革動力，他
們的語言、思考、行動方式都與傳統不同，我們必須學習
打開世代對話的空間。我們將推動：
（1）設立數位黨部，開辦青年議會，搭建與青年世代對
話平台，強化世代連結，擴大社會基礎。
（2）推動新世代人才養成計畫，有系統培訓：國際事務
和兩岸、立法和公共政策以及中央地方各級參政人才，
培養具備領導、溝通協調與組織能力的新世代領導人
才，加速世代傳承。
（3）任期內加速完成黨組織與領導的世代更新。
4. 從中央一元領導走向多元草根力量，地方黨部和基層民代
應該發揮更大功能，作為社會力的網絡聯結點。
5. 我們重視兩岸交流，也重視民主價值，我們堅持「民主程
序、公平正義、社會溝通、法制監督」，在這個基礎上，
我們積極面對兩岸交流，也將採取行動，與社會凝聚出最
有利的共識。
資料來源：
（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2014c）

5 月 18 日黨主席選舉電視政見發表會，提問的部分是由候選人各提出三個
問題，再從六個題目中抽出三個回答，剛好郭泰麟的三個題目皆被抽中。問題一
為是否同意黨主席不得參選公職、總統不得兼任黨主席，以及對黨改與憲改的看
法；問題二為民進黨的核電立場反覆與如何實現非核家園政策；問題三為如何在
兩岸服貿爭議，以及 RCEP 與 TPP 協議中，開創有利的經貿環境（如表 2-11）。
兩人皆同意憲政體制將朝內閣制修正，以及未來將發展替代能源或綠能產業，但
在黨主席參選公職議題上，蔡英文視為黨員託付的任務；兩岸經貿問題上，郭泰
麟訴求中國釋出善意，而蔡英文則著重經濟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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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2014 年民進黨黨主席選舉政見發表會候選人對問題的表述

問題

郭泰麟

蔡英文

黨主席不得參選
公職、總統不得兼
任黨主席，以及黨
改與憲改的看法

台灣憲政體制已是「超級總
統制」
，應慢慢調整成「責任
內閣制」。
民進黨應廢除黨章總統兼
任黨主席的規定。

黨主席被黨員賦予不同的
任務，過去也有參選的例
子。
新憲政體制若硬推會引起
社會爭議，且修憲面臨高門
檻限制。
支持內閣制，指出當前憲政
體制總統濫權與不受控制。

民 進 黨 核 電 立 場 質疑蔡英文在民進黨執政 強調非核計畫兼顧整體經
反覆，以及如何實 時主張續建核四，近來卻提 濟，也能改變外界對能源結
現非核家園政策
倡廢核；蔡英文提出「2025 構的想法。
非核家園計畫」，只是單純
廢除核四，以及核一、核二、
核三自然除役。
主張再提出每年 2%低碳再
生能源替代方案。

綠能產業應作為下階段台
灣經濟發展重心之一。
當初核四停建又復建是因
為大法官宣告違憲且迫於
政治情勢。

如 何 在 兩 岸 服 貿 質疑蔡英文是否要概括承 中國或兩岸問題不是靠呼
爭議，以及 RCEP 受 ECFA 架構下透過中國進 籲解決，應聚焦在實際處
與 TPP 協議中創 行經濟仲裁。
理。
造 有 利 的 經 貿 環 質疑太陽花學運期間民進 指出馬英九政府兩岸經貿
境
黨從反黑箱到反服貿立 場 談判進退維谷，最大原因在
不一。
於台灣總體經濟策略上「自
呼籲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由貿易」與「經濟轉型」的
開放關稅、海運、陸運、第 次序錯誤。
五航權給台灣，並撤銷對台
商不公平待遇。
資料來源：
（劉康彥，2014/5/18；黃驛淵，2014/5/19）

5 月 25 日黨主席選舉，蔡英文以 85,410 票，得票率 93.17%，當選第十五屆
黨主席，相較於 2008 年與 2010 年，得票數與得票率皆有成長，且創下 2008 年
至 2014 年新高紀錄（如表 2-12）。

49

表 2-12

2014 年黨主席選舉候選人的得票數與得票率
蔡英文

郭泰麟

得票數

85,410

5,734

得票率

93.71%

6.29%
65.13%

投票率
資料來源：
（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2014）

7 月 20 日的全代會，選出的中執委與中常委，黨主席蔡英文形成的新勢力
「英系」嶄露頭角，擁有二席中常委，而視為支持蔡英文的新潮流也有二席中常
委與一席當然中常委，使得蔡英文的領導架構更加穩固（如表 2-13）。在這次中
常執委選舉，謝長廷與游錫堃皆當選中常委，且派系組成集中於新潮流、謝系、
游系、蘇系、英系、綠色友誼陣線六個派系。
整體而言，民進黨自 2008 年成為在野黨，一直到 2014 年，從中常執委所屬
派系的組成可以看出黨內派系一直呈現派系共治的狀態。
表 2-13

2014 年民進黨中執委與中常委名單

中執委

新潮流：吳思瑤、鄭文燦、鍾佳濱、張廖萬堅、許淑華
謝系：謝長廷、管碧玲、邱莉莉、王孝維、王定宇
游系：游錫堃、陳亭妃、余天、陳茂松、高志鵬
蘇系：蔡憲浩、呂孫綾、張基長
英系：陳明文、蘇嘉全、林俊憲、黃金春、施義芳
綠色友誼陣線：陳勝宏、林武忠、許西彬

中常委

新潮流：鄭文燦、吳思瑤
謝系：謝長廷、管碧玲
游系：游錫堃、陳亭妃
蘇系：蔡憲浩
英系：陳明文、蘇嘉全
綠色友誼陣線：陳勝宏

當然中常委

英系：蔡英文（黨主席）
菊系：陳菊（高雄市長）
新潮流：賴清德（台南市長）
柯建銘（立法院黨團總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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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其昌（立法院黨團幹事長）
蕭美琴（立法院黨團書記長）
資料來源：
（陳慧萍，2014/7/21）

面對太陽花學運後政治情勢轉變，以及年底九合一地方大選，民進黨實施「青
年議會」與「民主小草 2014 青年參政，翻轉基層」兩項計畫。青年議會是提供
青年討論公共事務的管道，自 2014 年 7 月 26 日在台中舉辦第一場，之後陸續在
高雄、台北等地舉辦。民主小草計畫是幫助青年參選村里長與鄉鎮市民代表，在
年底九合一地方大選共推出 47 人參選，15 人當選。
民進黨在九合一地方大選最大的突破即不推出台北市長人選，轉而支持無黨
籍市長候選人，也是台大醫院醫師柯文哲35。2014 年 11 月 29 日的九合一地方大
選讓民進黨的政治版圖大幅度擴張，並提升民進黨在 2016 年總統大選勝選的機
會，也讓領導民進黨大選勝利的黨主席蔡英文的聲望大增，並在未來 2016 年總
統大選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第五節

小結

由 Harmel 與 Janda 的政黨轉型整合理論檢視民進黨 2008 年至 2014 年歷次
黨主席與中常執委選舉，可以得知：
一、民進黨黨主席的改變造成政黨轉型，並可分成三個階段，各階段因應轉型的
作法分別為：
（一）第一階段：2008 年蔡英文當選黨主席
1. 組織結構改變：中央黨部成立網路發展部、族群事務部調整成原住
民事務部與客家事務部，以及社會發展部改為社會運動部；地方黨

35

關於民進黨九合一地方大選不推出台北市長候選人，支持無黨籍候選人柯文哲的過程，將於第

四章第二節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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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為廢除鄉鎮市黨部，另外因應 2010 年五都選舉延後廢除台中縣、
台南縣與高雄縣黨部。
2. 決策機制改變：直轄市長列入當然中常委、縣市長列為當然中執委，
並推舉一人為當然中常委。另外地方議會黨團幹部一至三人為縣市
黨部當然執委。
3. 調整廉政會職權，以及有關廉政的黨章。
4. 發動或支持社會運動，表達對馬英九政府執政的不滿。
5. 推出十年政綱，成為 2012 年總統大選重要政見。
（二）第二階段：2012 年蘇貞昌當選黨主席
1. 中國政策部分，恢復中國事務部、成立中國事務委員會，以及召開
對中政策擴大會議。
2. 成立駐美代表處。
3. 黨員入黨事項改革。
4. 舉辦執政八年研討會。
（三）第三階段：2014 年蔡英文當選黨主席
1. 推動三階段黨改，蒐集黨改意見並形成黨改方案，再交給新一任黨
主席。
2. 舉辦青年議會，以及推動民主小草計畫。
3. 民進黨不提名台北市長候選人，支持無黨籍候選人柯文哲。
二、 民進黨主流派系並未造成政黨轉型，且民進黨呈現「派系共治」狀態，原因
在於 2008 年民進黨成為在野黨後，陳水扁與扁系在黨內勢力減弱。
從 2008 年至 2014 年中常執委選舉可知，2008 年與 2010 年中常執委所屬
派系多元；2012 年後中常執委所屬派系固定在新潮流、游系、蘇系、謝系、
綠色友誼陣線、菊系、英系這七個派系。新潮流則在中常執委席次一直保有
最多數，整體而言民進黨呈現的是派系共存與共治的現象。另外，高雄市長
陳菊與 2014 年當選黨主席的蔡英文擁有要職之後，積極發展本身的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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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新潮流、游系、蘇系、謝系之外，民進黨在野時期派系新的發展。
三、外部刺激確實讓民進黨更換黨主席，但是沒有影響民進黨的主流派系。
（一） 2008 年立委選舉民進黨僅得 27 席，總統陳水扁辭去黨主席，由總統
候選人謝長廷接任，之後謝長廷總統敗選，也辭去黨主席；在立委與
總統敗選後，由蔡英文當選黨主席。
（二） 2012 年蔡英文總統敗選並辭去黨主席，之後由蘇貞昌當選黨主席。
（三） 2010 年由蔡英文二度當選黨主席，2014 年由蔡英文三度當選黨主席，
這兩次選舉皆為任期屆滿而更替黨主席，但是 2014 年黨主席選舉受
到太陽花學運影響，讓謝長廷與蘇貞昌退出選舉。
從黨主席選舉政見與辯論會可以發現，黨主席是否有資格參選總統，以及總
統是否應該身兼黨主席成為主要議題，因此黨主席選舉等於是總統候選人的競爭
（陳宏銘，2015：115）。實際上，蔡英文 2010 年當選連任黨主席之後，先是成
為 2010 年新北市長候選人，後來更成為 2012 年總統候選人；另外 2014 年再度
角逐黨主席時，對手郭泰麟也以黨主席身兼公職候選人與總統兼任黨主席的問題
質問蔡英文。蘇貞昌在 2012 年競選黨主席，黨主席身兼總統候選人的議題成為
其他候選人質疑的目標。
民進黨在 2008 年至 2014 年之間以兩岸政策、不滿馬英九執政，以及其他重
大社會議題為由發動的社會運動，然而 2013 年因洪仲丘事件發起的社會運動、
2014 年太陽花學運，除了顯示公民力量崛起、提升年輕人參與公眾與政治事務，
更顯示民進黨已經無法主導新型態與新議題的社會運動。
兩岸議題與台灣定位一直是民進黨的重大議題，2008 年至 2014 年民進黨的
台灣定位，從台灣前途決議文、2010 年制定的十年政綱，以及 2014 對中政策紀
要皆一致表明台灣未來改變現狀須由全民決定。對中國交流方面，民進黨的重要
政治人士，特別是執政的縣市首長陸續訪問中國，擴大民進黨與中國交流的層面。
然而國民黨執政擴大與中國交流的層面，更簽訂 ECFA 與服貿等兩岸經濟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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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兩岸議題從以往關注統獨議題，轉變成聚焦在經貿議題，民進黨面對 ECFA
與服貿等協議，一開始發動社會運動反對一中市場與向中國傾斜，到後來反對協
議的聲浪減弱，轉而關注協議是否維持台灣利益，以及推動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的
制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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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央選舉

本章以 Harmel 與 Janda 的政黨轉型的外部變項，也就是外部刺激，觀察民
進黨在中央選舉，即 2008 年及 2012 年總統與立法委員選舉的表現，同時探究以
下政黨轉型整合理論的命題：
（一） 政黨達成目標（即選票取向）的表現愈差，政黨的轉型壓力就愈大
（二） 對選票取向的政黨而言，追求選舉勝利是其主要目標，而敗選的程度愈
明顯，政黨愈可能轉型
；並且探討民進黨在中央選舉遭受的外部刺激，包含：
（一）什麼是民進黨在中央選舉的外部刺激
（二）什麼直接影響民進黨選票取向目標的外部刺激，也就是外部衝擊，而外部
衝擊是讓民進黨改變主要目標，或者只是應對外部衝擊調整作法。

第一節

2008 年中央選舉

一、黨內初選
2008 年民進黨總統初選，呂秀蓮、游錫堃、蘇貞昌、謝長廷四人角逐提名。
總統初選過程先由陳水扁總統與四人二度協調，協商後同意先行辯論，之後以黨
員投票與民調進行，最終以黨員投票占 30%、民調占 70%合計產生人選。初選最
具爭議的就是首度採用「過濾式民調」（也稱作「排藍民調」），透過詢問選民政
黨認同中取得泛綠支持者的民調。在總統府介入下，2007 年 3 月 28 日中執會表
決通過採用「低度排藍」民調。
總統初選政見發表會的聚焦在憲政體制、兩岸政策，甚至是針對國民黨的公
投討黨產等議題（徐永明，2007：157）
。5 月 6 日總統初選黨員投票由謝長廷勝
出（如表 3-1）
，黨員投票結果出爐後，其他三位候選人皆退出初選，謝長廷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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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民進黨總統候選人，副總統候選人則是初選的競爭對手蘇貞昌。
表 3-1 2007 年民進黨總統初選黨員投票結果
參選人

得票數

得票率

謝長廷

62,851

44.66%

蘇貞昌

46,997

33.40%

呂秀蓮

8,668

6.16%

游錫堃

22,213

15.78%

資料來源：
（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2007b）

區域立委與不分區立委同樣也是先協調，後黨員投票與民調決定人選，兩者
不同在於區域立委的民調採用「中度排藍」，而不分區立委的民調採用「重度排
藍」；黨員投票與民調統計的比例，區域立委與總統相同，而不分區立委則是黨
員投票占 40%、民調占 60%（如表 3-2）
。民進黨在艱困選區採取「雷雨奇兵」計
畫，徵召專業且形象清新的年輕人參選，不過陳水扁 2007 年 10 月回任黨主席主
導人選下，徵召的參選人大多退選36（李欣芳，2007/10/25）
。另外，民進黨也試
圖與台聯整合最佳人選，最終整合沒有成功，台聯仍自行推出候選人參選。
總統與立委初選過程引發爭議，決定總統初選的民調方式上，游錫堃反對總
統府主導的排藍民調；立委初選的「十一寇」37風波，使得不少人初選遭到淘汰。
這些爭議影響 2008 年民進黨的選情，以及之後民進黨的發展。

36

雷雨奇兵計畫在游錫堃黨主席任內推動，共徵召陳玉珍（台北縣第十一選區）
、高嘉瑜（台北

市第六選區）、楊子萱（台北市第八選區）
、唐惠霈（金門縣）、曹成俤（連江縣）五人參選，最
後僅唐惠霈與曹成俤兩人被徵召。
37

2006 年底，電台主持人章松根與鄭愉生發起「手術刀運動」
，要求民進黨不要在立委初選提名

11 位被批評傾中的人，十一寇之名由此產生。這 11 人分別是洪奇昌、羅文嘉、沈富雄、林濁水、
鄭運鵬、郭正亮、段宜康、李文忠、沈發惠、蔡其昌、林樹山，最終只有段宜康、郭正亮、蔡其
昌、李文忠初選勝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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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民進黨 2007 年總統與立委初選方式

公職類別

初選過程

排藍民調方式

總統

先協調，後以 30%黨員投票、70% 「低度排藍」：
民調比例計算產生候選人。
採納泛綠支持者、中立且
欣賞泛綠的支持者，其餘
排除。

區域立委

先協調，後以 30%黨員投票、70% 「中度排藍」：
民調比例計算產生候選人。
採納泛綠支持者、中立且
可能支持民進黨的支持
者，其餘排除。

不分區立委

黨主席提名總額的 1/3，排名順序 「重度排藍」：
每三名其中一名由黨主席指定； 採納泛綠支持者，排除其
其餘 2/3 以 40%黨員投票與 60% 他支持者。
民調產生。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王業立，2011：173；徐永明，2007：154）

二、立委、總統選舉結果與選後
2008 年 1 月 12 日立委選舉，國民黨單獨得到 81 席，占總席次七成以上；
不分區立委僅由國民黨與民進黨獲得席次，其他政黨因為得票率未達 5%的政黨
門檻而沒有得到席次（如表 3-3）。民進黨在全部 113 立委席次僅得 27 席，其中
區域立委 13 席，包含台北縣 2 席、嘉義縣 1 席、台南縣 3 席、台南市 2 席、高
雄市 2 席、高雄縣 1 席、屏東縣 2 席，集中在南部地區。陳水扁總統為立委選舉
結果辭去黨主席，由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謝長廷擔任代理黨主席。緊接著 3 月 22
日總統大選，謝長廷輸給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馬英九，相較於 2004 年總統大選民
進黨得票數 6,471,970 票與得票率 50.11%，減少一百多萬票，得票率下降將近 9%
（如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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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2008 年立委選舉各黨得票率與席次
區域與原住民
得票率

席次

得票率

席次

席次
總計

國民黨

53.4995%

61

51.2322%

20

81

親民黨

0.2857%

1

-----

-----

1

-----

------

3.9533%

0

0

民進黨

38.1704%

13

36.9110%

14

27

台聯

0.9488%

0

3.5262%

0

0

無黨團結聯盟

2.4196%

3

0.7006%

0

3

無黨籍與其他

3.9769%

1

-----

-----

1

政黨

新黨

不分區

資料來源：中央選舉委員會網站
註：
「-----」表示沒有推出人選。

表 3-4 2008 年總統選舉結果
正副總統候選人（所屬政黨）

得票數

得票率

謝長廷、蘇貞昌 （民進黨）

5,444,949

41.55%

馬英九、蕭萬長 （國民黨）

7,659,014

58.44%

資料來源：中央選舉委員會網站

立委選舉結果浮現出單一選區兩票制38的問題，民進黨透過立法院黨團在新
一屆立委就任前連署聲請釋憲39，聲請內容有二（林政忠，2008/1/26）：
(一) 立委選舉後國民黨擁有四分之三席次，其他政黨則不到三分之一，不但一黨
獨大，而且其他黨無法聲請大法官釋憲。
(二) 憲法增修條文規定每個縣市至少一位立委，每個選區選民數差距過大，造成
「票票不等值」，也違反憲法平等選舉的原則。

38

經過立法院臨時會表決通過，之後的任務型國民大會（簡稱國大）在 2005 年 6 月 7 日複決通

過第七次修憲案，包含立委席次減半（225 席減至 113 席）、立委選制改為單一選區兩票制，其
中不分區 5%政黨得票門檻與不分區當選名單婦女不得少於二分之一、廢除任務型國大、公民複
決憲法修正案與領土變更案。
39

根據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規定，立委聲請釋憲須經四分之一連署，而民進黨立委選舉當選

總席次不到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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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之後的大法官會議卻以聲請人不合乎行使職權之要件不受理（楊承燁，
2014）。不過民進黨基層認為敗選不能只歸咎於選舉制度改變，民進黨的提名與
文宣策略也有問題，甚至未考量單一選區更要重視服務與組織（吳為恭、謝鳳秋、
張菁雅、陳鳳麗，2008/1/14）。
總統大選後，前新潮流總召段宜康（2008）首先提出「民主進步黨改革芻議」
，
探究敗選的原因包含清廉形象受到質疑，個人操守問題惡化為全黨的集體墮落；
本土化價值成為對外切割與對內鬥爭的工具；執政內容背離進步價值。另外還點
出民進黨未來必須建立價值體系，以及重建與社運團體的關係，更重要的是提出
四項改革的方向：
（一）修改黨章，提高廉政會的位階，擁有獨立調查權與處分權。
（二）通過效力等同於黨章的決議文，並堅持「台灣是台灣，中國是中國」的本
土路線；反對本土路線被窄化、教條化，以及作為黨內鬥爭的工具。
（三）組「黨綱檢討小組」與草擬行動綱領。
（四）檢討提名制度，包含：
1.

廢除排藍民調。

2.

降低區域立委候選人黨員投票與民調的比例，並加入學者與社運團
體 的小組評鑑。

3.

廢除不分區立委候選人黨員投票與民調，由中執會選出五位領導幹
部擔任不分區立委，其他由專家與社運團體推薦。

（五）建立民進黨的整體戰略藍圖。
除了段宜康的改革芻議，民進黨黨務改革小組召集人姚嘉文也在總統選後將建議
報告交給中常會，報告提出民進黨的問題，以及解決辦法（李鴻典，2008）：
(一) 民進黨的問題
1. 民進黨失去定位與創黨精神。
2. 「以政領黨」，公職控制黨務，包含中常委與當然中常委多由立委與政府
官員擔任、政務官擔任當然黨代表，使得黨秘書長形同虛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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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黨內初選採用民調，以及人頭黨員問題。
4. 財務問題，包含人事支出、活動花費高。
5. 黨紀不彰、廉政會實際沒有運作。
6. 黨員缺乏訓練，需要進行黨幹部、一般黨員、選務人員、政務人員的訓練。
7. 「以黨領政」，中常會從合議制成為首長制。
(二) 解決辦法
1. 由秘書長舉辦全國黨員座談會。
2. 貫徹黨政分工，反對公職兼任與擔任黨職。
3. 中常會貫徹合議制。
4. 提名排除民調，防止媒體治黨。
5. 黨紀要公平且積極運作，落實廉政會與中央評議委員會（簡稱中評會）運
作。
6. 取消政務官員兼任黨代表與中常委；政務官員要擔任黨代表需入黨滿一
年。
7. 精簡人事，多運用志工，以及禁止活動外包。
段宜康的改革芻議與黨務改革小組的檢討報告皆點出民進黨執政背離了黨的價
值、提名制度，以及廉政會的問題。段宜康雖然沒有直接指出誰要為敗選負起責
任，但也點出民進黨執政八年的弊病40導致最後敗選的結果。
民進黨選後舉辦多場擴大檢討會，排藍民調成為焦點。扁系立委高志鵬批評
新潮流廢除排藍民調吸引中間選民但剔除民進黨基本支持者，甚至主張全面廢除
民調，改成公辦初選（林政忠、林河名，2008/4/3）
。另外，陳其邁與賴清德提出
引進外部監督機制，以及成立黨內次團，促進自由競爭與提升黨的清廉。成立次
團提議引發謝系立委李俊毅抨擊成立次團違背解散派系的決議；但前立委林濁水

40

陳水扁 2004 年連任總統後，他與其親信接連爆發多起弊案，甚至引發前民進黨黨主席施明德

發起「百萬人倒扁」（又稱紅衫軍）活動，要求陳水扁下台。
60

卻肯定派系的正面功能，高雄市長陳菊更指有人暗自運作派系，不如讓派系公開
競爭（何明國，2008/4/20）。最終檢討會做出廢除排藍民調、保留黨員投票與民
調，以及發揮中執會與廉政會的功能。
從 2008 年選後檢討可以歸納出民進黨的外部刺激包含修憲改變立委席次與
選舉制度、2008 年總統與立委敗選；外部衝擊則是總統與立委敗選，以及政黨形
象（執政時期的形象），但民進黨受到外部衝擊影響下並未改變主要目標，例如
2008 選後即為 2009 年縣市長與議員選舉備戰，而只因應外部衝擊改變作法，實
際上，排藍民調在 2008 年 4 月 23 日中執會正式廢除；人頭黨員41則是在 2009 年
12 月 23 日的中執會通過禁止代繳黨費的規定。廉政會與相關制度也在 2008 年
7 月的全代會上通過改革案。然而，公職兼黨職，或者黨職兼公職候選人的問題
未有進一步限制，反而擴大公職成為當然中常委與當然中執委的範圍，之後也有
黨主席競選公職的實例。
特別的是，民進黨的形象，是影響民進黨主要目標的外部衝擊，然而政黨的
執政形象卻不在 Harmel 與 Janda 的外部刺激的例子（如憲政改革、政黨選舉表
現變化），筆者認為政黨形象會藉由民意與選舉結果反映並影響政治環境，因此
政黨形象也可視為外部刺激。

第二節

2012 年中央選舉

一、黨內初選
2011 年 1 月 22 日民進黨臨時全代會通過總統與區域立委採用「全民調」防

41

2006 年，民進黨針對人頭黨員問題採取增加繳黨費地點、黨籍戶籍合一制度（黨籍與戶籍相

同才能行使黨員投票）
，以及禁止代繳三等親以外的黨費三項措施。然而在選後的臨全會仍有人
反應人頭黨員問題仍未消失，另外吳重禮（2008：107）指出民進黨的黨籍戶籍合一制度有漏洞，
只要分散黨員登記的戶籍即能降低黨籍審查的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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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過去初選產生的紛爭，也是民進黨初選制度的一大變革，另外不分區立委則是
由提名委員會42提名，再由中執會通過。3 月 9 日進一步成立總統與區域立委民
意調查委員會43，並由八個單位負責區域立委的民調工作。
6 月 29 日，民進黨中執會通過不分區立委名單（如表 3-5）
，多位現任立委，
以及蘇貞昌、游錫堃、謝長廷皆在名單中，另外民進黨視為安全名單的 16 席，
各個派系勢力皆名列其中。然而名單引發極大的爭議，國民黨批評民進黨的名單
是向派系妥協；前副總統呂秀蓮也批評向黨主席靠攏即可列入名單，以及各派系
人馬不在艱困選區參選，反而列入不分區名單。另外人選本身的操守也被質疑，
列入名單第三位的鄭素華曾因賄選罪嫌遭判刑，鄭素華因此放棄提名，之後由吳
宜臻遞補（張麗娜、顏振凱、辛啟松，2011/7/2）
。最終只有吳宜臻遞補，不分區
立委名單沒有其他更動。
表 3-5 2012 年民進黨不分區立委名單

42

序次

姓名

現（前）職

派系或屬性

1

陳潔如

立委

弱勢代表

2

柯建銘

立委/中常委

前福利國連線

3

吳宜臻

律師

法界代表

4

李應元

雲林縣雲林社社長

謝系

5

田秋堇

立委

新潮流

6

蔡煌瑯

立委

扁系

7

蕭美琴

蔡英文競選發言人

親蔡英文

8

陳其邁

民進黨政策委員會執行長/中執委

扁系

9

鄭麗君

台灣智庫執行長

親蔡英文

10

段宜康

中常委

新潮流

11

尤美女

台北律師公會事長

法界/婦女代表

12

吳秉叡

新北市黨部主委

蘇系

13

薛凌

立委

綠色友誼陣線

14

余天

立委

演藝界

提名委員會由蔡英文黨主席擔任召集人，其他成員為王茂雄、李元貞、李喬、陳繼盛、陳建仁、

陳菊、張俊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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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包含民進黨秘書長蘇嘉全、楊芳婉、許惠峰、徐永明、陳尚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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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翁金珠

立委

前新潮流

16

游錫堃

前行政院長

游系

17

陳瑩

立委

原住民

18

蘇貞昌

前行政院長

蘇系

19

黃淑英

立委

社福代表

20

謝長廷

中常委/前行政院長

謝系

21

楊芳婉

律師

法界/婦女代表

22

蔡同榮

立委

公媽派

23

卓春英

長榮大學學務長

親呂秀蓮

24

趙永清

前立委

前正義連線

25

謝欣霓

電視節目主持人

謝系

26

施義芳

台灣省土木技師公會理事長

專業代表

27

余莓莓

空大兼任助理教授

親謝系

28

陳景峻

前立委

親呂秀蓮

29

陳秀惠

牧師

原住民

30

賴萬枝

中華民國銀行員工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

專業代表

31

尹伶瑛

前雲林縣議員

農民

32

戴振耀

前立委

農民

33

王巧蓉

台灣人公共事務會總會辦公室主任

僑界

34

涂醒哲

立委

親公媽派

資料來源：
（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2011c）
，派系與屬性的部分（張麗娜、顏振凱、黃揚明，2011/6/30）

為立委選舉，11 月 30 日民進黨推動二階段全面改造國會計畫，第一階段修
改立法院組織法與議事規則，第二階段則是修改立委的選舉制度，解決票票不等
值與國會議員地方化的問題。
總統初選共有三人角逐，分別是黨主席蔡英文、前黨主席許信良、前行政院
長蘇貞昌。民調前的政見發表會，蔡英文主要提出未來國家三大主軸，包含守護
台灣主權與國家安全、再造經濟、社會團結，並且建構在地教育、在地就養、在
地就業的社會安全體系。許信良主張大膽開放中資、陸生、陸客。蘇貞昌提出台
灣共識，改變現狀要由台灣全民決定（自由時報電子報，2011/4/10）。政見會除
了批判馬英九執政表現，對於城鄉與貧富差距皆有改革稅制與產業升級的主張。
2011 年 4 月 27 日，總統初選的對比式民調出爐，蔡英文勝出，成為 2012 年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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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黨總統候選人（如表 3-6），副總統候選人為民進黨秘書長蘇嘉全。
表 3-6 2011 年民進黨總統初選對比式民調結果
候選人
百分比

許信良

蔡英文

蘇貞昌

民進黨候選人

11.7%

41.16%

42.42%

馬英九

52.44%

36.23%

33.23%

民進黨候選人

12.92%

43.35%

41.06%

馬英九

49.08%

33.45%

32.58%

民進黨候選人

11.58%

43.11%

40.87%

馬英九

51.18%

33.81%

33.44%

民進黨候選人

13.63%

42.93%

42.00%

馬英九

51.99%

35.87%

34.49%

民進黨候選人

11.20%

41.97%

39.41%

馬英九

52.54%

35.86%

35.22%

民進黨候選人

12.21%

42.50%

41.15%

馬英九

51.45%

35.04%

33.79%

民調單位
中央黨部
觀察家
精湛
全方位
年代
平均

資料來源：
（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2011d）

二、總統與立委選舉結果
2012 年 1 月 14 日總統與立委同一日選舉，總統選舉共有三組候選人，馬英
九贏得選舉繼續連任。民進黨這次總統大選相較於 2008 年大選，得票數與得票
率皆有成長；相反地，國民黨的得票數與得票率皆下跌（如表 3-7）。
表 3-7 2012 年總統大選結果
正副總統候選人（所屬政黨）

得票數

得票率

蔡英文、蘇嘉全 （民進黨）

6,093,578

45.63%

馬英九、吳敦義 （國民黨）

6,891,139

51.60%

宋楚瑜、林瑞雄 （無黨籍）

369,588

2.76%

資料來源：中央選舉委員會網站
註：宋楚瑜、林瑞雄透過連署成為總統與副總統候選人，實則屬於親民黨，宋楚瑜也是親民黨黨
主席。
64

立委選舉結果，國民黨共獲得 64 席，比上次 81 席少了 17 席，而親民黨與
台聯突破政黨門檻，分配到不分區立委席次（如表 3-8）
。民進黨的部分共贏得 40
席，較 2008 年多 13 席。區域立委有 27 席，包含台北市 1 席、新北市 2 席、台
中市 3 席、台南市 5 席、高雄市 7 席、宜蘭縣 1 席、彰化縣 1 席、雲林縣 1 席、
嘉義縣 1 席、嘉義市 1 席、屏東縣 2 席、台東縣 1 席、澎湖縣 1 席，相較於上次
選舉當選區域集中在南部，這次在北部、中部、東部與外島有所突破；不分區立
委的席次則較上次略少一席。
表 3-8 2012 立委選舉各黨得票率與席次
政黨

區域與原住民

不分區

席次

得票率

席次

得票率

席次

總計

國民黨

48.1784%

48

44.5468%

16

64

親民黨

1.3302%

1

5.4861%

2

3

-----

-----

1.4888%

0

0

43.7999%

27

34.6178%

13

40

-----

-----

8.9560%

3

3

無黨團結聯盟

1.2833%

1

-----

-----

1

無黨籍與其他

4.0452%

1

-----

-----

1

新黨
民進黨
台聯

資料來源：中央選舉委員會網站
註：
「-----」表示沒有推出人選。

三、總統與立委選後發展
2012 年總統與立委選舉之後，呂秀蓮（2012）與民進黨（民主進步黨中央黨
部，2012d）分別提出影響民進黨選情的問題44（民進黨提出的檢討報告如表 3-9
前副總統呂秀蓮在民進黨公布正式檢討報告的前一天提出「萬言書」
，批評蔡英文領導的民進黨

44

在總統選舉出現的問題。民進黨則是在 2 月 16 日首先提出選後檢討報告的初稿，然而初稿卻被
質疑與批評只探討外部因素，卻沒有提及黨與候選人的問題。前陸委會副主委游盈隆批評初稿將
敗選歸咎於選民對民進黨執政沒信心、國民黨的選舉策略奏效等，而迴避究責候選人與競選團隊；
中執委洪智坤更直指競選總幹事吳乃仁要對敗選說明清楚（林河名，2012/2/17）
。經過初稿的一
番討論，2 月 22 日民進黨中執會正式通過大選檢討報告，將執政信賴感、中國因素、基層經營
與擴大政治版圖列為檢討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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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以下彙整出影響民進黨選情的問題：
一、 總統與立委選舉投票日正值大學期末考，使得首投族投票不如預期。
二、 選民不容易了解十年政綱，也使得蔡英文被批評為「空心蔡」。
三、 民進黨執政信賴感：國民黨大選前在電視與報紙以「俄羅斯娃娃」影射民進
黨是貪腐集團，俄羅斯娃娃指的人是蔡英文、謝長廷、蘇嘉全、吳乃仁、邱
義仁，以及陳水扁。
四、 蔡英文在總統大選時推出「三隻小豬」45籌措選舉資金，然而形成「小豬對
抗大野狼」與企業家對立的形象。
五、 候選人爭議：國民黨在大選前猛烈抨擊蔡英文總統候選人涉及「宇昌案」
46

，以及蘇嘉全副總統候選人的農舍與祖墳爭議47。

六、 中國因素：蔡英文在大選時提出「台灣共識」與尋求連任的國民黨總統候選
人馬英九的「九二共識」48相對，然而台灣共識的主張被批評模糊不清，且

「三隻小豬」的起源是蔡英文競選總統期間，台南的三胞胎小朋友捐給她三個小豬撲滿，然

45

而卻被監察院警告非法定年齡者不得捐贈政治獻金，三隻小豬因此成為蔡英文募集小額捐款的
重要宣傳。
2007 年民間與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合資成立宇昌生技（2009 年改為中裕新藥）
，而當時蔡英

46

文卸任行政院副院長後為募資擔任宇昌生技董事長。競選期間被國民黨質疑蔡英文違反卸任官
員在一定時間內擔任與之前業務相關的民間職務的「旋轉門條款」
，以及投資過程有違法之虞。
時任經建會主委劉憶如也公布宇昌案相關公文，但公文出現爭議，劉憶如也為公文時間誤植道
歉。選後經特偵組調查以查無違法簽結，另外蔡英文對劉憶如等人提出告訴。
蘇嘉全遭前立委邱毅控告屏東的農舍是違建，以及其家族祖墳違法占用公地，選後檢方查無農

47

舍與祖墳不法，予以不起訴處分。
48

九二共識這個名詞由前陸委會主委蘇起所創，其意涵是 1992 年我國海峽交流基金會（簡稱海

基會）與中國的海峽兩岸關係協會（簡稱海協會）在 1993 年召開的「辜汪會談」
（辜指的是海基
會董事長辜振甫，汪指的是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前雙方對「一中」
（一個中國）的歧異達成共識，
也就是「一個中國，各自表述」
（蘇起，2003）
。然而民進黨基本上不承認九二共識的存在，九二
共識的認知差異也是民進黨與國民黨在兩岸政策上最大差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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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企業家郭台銘與王雪紅力挺九二共識；另外中國議題從以往統獨議題
轉變成經貿議題，再加上國民黨選時主打兩岸經貿恐嚇牌，使得民進黨的
中國政策備受質疑。實際上，民進黨在選後檢討中並不認為九二共識是敗
選的關鍵，反而認為國民黨的兩岸經貿恐嚇牌才是主因（湯晏甄，2013：9293；李欣芳，2012/2/16）。
表 3-9

民進黨 2012 年大選檢討報告檢討重點

檢討重點

詳細內容

執政信賴感

1. 敗選原因之一為中間選民最後轉向，以及都會中產階級
選民支持度不足。
2. 未來加強整合中央黨部與立法院黨團，強化政策主導性
與問政專業性。另外擴大與社會各界對話，提出各種選
民需求的具體政策。
3. 繼續發揮地方「綠色執政」口碑的強項，塑造政黨形象
的差異性，另外以地方作為培養下一世代的參政人才基
礎。

中國因素

1. 中國因素從以往國家認同與統獨路線，轉向經濟議題。
2. 民進黨需要因應中國以經濟依賴與發展作為介入選舉
的策略，以及提出讓選民信賴的政策。

基層經營與
擴大政治版圖

1. 未來重返執政必須扭轉北台灣都會區政治板塊，尤其是
優勢區域有人口流失的問題。
2. 立委單一選區制度使弱勢選區缺乏公職經營，必須分配
弱勢選區給不分區立委經營，以及廣設鄉鎮市區聯絡
處，加強黨公職基層經營。
3. 為 2014 年地方選舉盡快擬定對策，以及提早佈局與經
營，貫徹以地方包圍中央的策略。
4. 常備化選戰組織、定期培訓選戰人員，以及強化中央黨
部選舉專業研究。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2012d）

綜上所述，民進黨的外部刺激包含投票日的制度性因素、中國因素，以及政
黨形象（執政信賴感與候選人的爭議）
；外部衝擊則是 2012 年總統敗選、中國因
素、政黨形象。民進黨受到總統敗選的外部刺激影響，使得蔡英文辭去黨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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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由蘇貞昌當選黨主席，然而受到外部衝擊的影響卻未改變民進黨的主要目
標，只是因應外部衝擊調整作法，例如 2012 年選後，民進黨採取「以地方包圍
中央」策略49，並為 2014 年地方大選準備；蘇貞昌成為新任黨主席後，對中國政
策、設置駐外代表處與代表，以及備戰 2014 年地方大選皆有所作為50；另外為扭
轉民進黨形象，舉辦執政八年研討會，以及蔡英文為宇昌案對相關人士提告。
四、2009 年~2011 年立委補選
民進黨也透過立委補選穩定與增加立法院席次，以及擴大立法與政策制定的
影響力。民進黨陸續在 2009 年雲林；2010 年新竹、桃園（二席）
、台中、嘉義、
台東；2011 年台南、高雄的立委補選獲勝。

第三節

小結

由 Harmel 與 Janda 的政黨轉型整合理論的主要目標、外部刺激、外部衝擊，
檢視民進黨在 2008 年 2012 年總統與立委選舉的表現，其結果為：
一、 民進黨以選票取向為主要目標，在 2008 年總統與立委選舉，以及 2012 年
總統選舉表現不佳，並導致民進黨轉型。
（一）2008 年立委選舉，民進黨僅得 27 席；同年民進黨總統敗選，較上次
2004 年總統選舉少一百多萬票，得票率下降將近 9%。2008 年是民進
黨在總統與立委選舉表現最差的一年。
（二）2012 年總統大選，民進黨得票數與得票率皆有成長，但仍然敗選。

49

「以地方包圍中央」的策略首先由張俊宏提出，提議反對黨民進黨必須取得地方執政的優勢，

由縣市長組成執政聯盟向中央施壓與杯葛，並發展地方黨部，透過執政聯盟與地方黨部「黨政聯
合」突破台灣當時的黨國體制與經濟特權（張俊宏，1989）
。
50

民進黨的中國政策與設置駐外代表處與代表請參閱第二章第三節；2014 年地方大選的部分，

請參閱第四章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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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民進黨在 2008 年總統與立委敗選明顯，並導致民進黨轉型。
三、 民進黨在中央選舉的外部刺激包含：
（一）2005 年第七次修憲，2008 年立委選舉的席次減半，以及改為單一選區
兩票制，這個制度性外部刺激導致 2008 年民進黨立委敗選。
（二）2012 年總統與立委合併選舉投票日恰逢大學期末考，影響首投族的投
票率。
（三）2012 年總統大選中國因素，民進黨在國家定位與兩岸經貿議題受到
質疑。
（四）民進黨的形象，包含 2012 年總統候選人的爭議，以及執政信賴感。
四、直接影響民進黨主要目標的外部衝擊包含 2008 年總統與立委敗選、2012 年
總統敗選、中國因素、政黨形象，這些外部衝擊並未改變民進黨的主要目標，
僅調整作法，分別有：
（一）民進黨 2007 年總統與立委初選採取黨員初選與民調，特別是排藍民
調，2008 年總統與立委選後，為避免初選時惡性競爭，2011 年總統與
區域立委初選改採用全民調，不分區立委則由黨主席組成提名委員會
提出名單再由中執會通過。另外，2008 年選後，民進黨配合立委選區
裁撤鄉鎮市黨部。
（二）2012 年蘇貞昌擔任黨主席，恢復民進黨中央的中國事務部運作，並成
立中國事務委員會，另外招開對中政策擴大會議。
（三）面對政黨形象的問題，2008 年總統大選後，民進黨提升廉政會職權並
修改廉政制度；2012 年選後，民進黨舉辦執政八年學術研討會。另外，
蔡英文為宇昌案向相關人士提告。
（四）2012 年總統敗選後民進黨為之後 2014 年九合一地方大選調整選戰策
略。
在外部衝擊的分析中特別的是，民進黨的形象是 2008 年與 2012 年總統敗選
69

後直接影響民進黨主要目標的外部衝擊，但卻不在 Harmel 與 Janda 提出的外部
刺激的例子當中，筆者認為政黨形象藉由民意，甚至是選舉結果反映出對政黨執
政的評價，進而影響政治環境，因此可以將政黨形象列入外部刺激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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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地方選舉

本章以 Harmel 與 Janda 的政黨轉型的外部變項，也就是外部刺激，觀察民
進黨在 2009 年縣市長與縣市議員選舉、2010 年五都直轄市長與議員選舉、2014
年九合一地方大選這三次地方選舉的表現，同時探究以下政黨轉型整合理論的命
題：
（一） 政黨達成目標（即選票取向）的表現愈差，政黨的轉型壓力就愈大
（二） 對選票取向的政黨而言，追求選舉勝利是其主要目標，而敗選的程度愈
明顯，政黨愈可能轉型
；並且探討並且探討民進黨在地方選舉遭受的外部刺激，包含：
（一） 什麼是民進黨在地方選舉的外部刺激
（二） 什麼直接影響民進黨選票取向目標的外部刺激，也就是外部衝擊，而外
部衝擊是讓民進黨改變主要目標，或者只是應對外部衝擊調整作法
；另外也觀察 2008 年至 2014 年民進黨地方政治版圖的變化。

第一節

2009 年與 2010 年地方選舉

2005 年縣市長選舉51，民進黨僅贏得雲林縣、嘉義縣、台南縣市、高雄縣、
屏東縣等六席縣市長52，再加上 2006 年直轄市長選舉取得高雄市執政權，民進黨
的地方政治版圖集中在濁水溪以南，呈現「北藍南綠」53的狀態。之後 2008 年立
委與總統相繼敗選，2009 年縣市長選舉，民進黨的競選主軸為「綠色執政、執政
51

2005 年為縣市長、縣市議員、鄉鎮市長首度合併選舉，又被稱為「三合一選舉」
。

52

2001 年縣市長選舉，民進黨贏得台北縣、宜蘭縣、南投縣、彰化縣、嘉義縣、台南縣市、高

雄縣、屏東縣等九個縣市長席次。
53

周應龍（2012）的研究發現「北藍南綠」的現象在 2001 年之後的立委與縣市長選舉出現，2004

年以後呈現穩定狀態。
71

保證」與「清廉、勤政、愛鄉土」，以地方執政作為重返中央執政的基礎，同時
透過選舉反映國民黨執政不力。
2009 年 4 月 3 日立法院通過地方制度法修正案，賦予縣市合併與改制為直
轄市的法源依據，6 月 23 日內政部同意台北縣升格（升格改為新北市）
，以及台
中縣市、高雄縣市合併升格直轄市，隨後 8 月 27 日行政院除了通過台北縣、台
中縣市、高雄縣市的升格案，更通過台南縣市合併升格案54。
「五都」的形成使得
這些縣市延後至 2010 年舉行首長、民意代表、里長選舉，改變原來 2009 年縣市
長選舉局勢，也改變馬英九總統「三都十五縣」55的架構。民進黨對於升格的縣
市延後選舉持反對立場，也質疑國民黨籍由台北縣單獨升格避免年底敗選的可
能，另外也批評三都十五縣構想加深直轄市與非直轄市發展與資源分配不均的問
題（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2009e）。
民進黨為 2009 年縣市長提名，在 2008 年 5 月 28 日成立選戰策略小組，由
秘書長蘇嘉全擔任召集、中常委陳明文擔任督導，之後 7 月 20 日的全代會確立
由中執會徵召，取代之前依照黨員投票與民調比例產生候選人。11 月 19 日，民
進黨公布首波縣市長提名人選，最終民進黨在台北縣、花蓮縣、金門縣、連江縣
沒有提名人選，而花蓮縣長則是支持脫離國民黨參選的張志明（如表 4-1）。
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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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 2009 年縣市長提名人名單

提名時間

提名名單

2008 年 11 月 19 日

台中市：林佳龍、雲林縣：蘇治芬、屏東縣：曹啟鴻、
宜蘭縣：林聰賢、新竹縣：彭紹瑾、基隆市：林右昌

2009 年 1 月 21 日

高雄縣：林岱樺、台南市：賴清德、嘉義市：涂醒哲、
澎湖縣：蔡見興、台東縣：劉櫂豪

有關縣市升格直轄市的過程與相關資訊，請參閱內政部縣市改制直轄市資訊網：

http://web.moi.gov.tw/countyreform/news_content.aspx?id=1，檢索日期：2015 年 9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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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都十五縣是馬英九在 2008 年總統大選提出的行政區劃政見，三都指的是台北縣市與基隆市

合併成「台北都」
、台中縣市合併成「台中都」、高雄縣市合併成「高雄都」
；十五縣則是嘉義市
併入嘉義縣、台南市併入台南縣、新竹市併入新竹縣，以及其他十二個原有縣市（黃建銘，20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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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4 月 1 日

台南縣：李俊毅、南投縣：湯火聖

2009 年 4 月 22 日

新竹市：劉俊秀、彰化縣：翁金珠

2009 年 7 月 29 日

南投縣改提名李文忠、嘉義縣：張花冠
金門縣與連江縣不提名

2009 年 9 月 9 日

苗栗縣：楊長鎮
桃園縣：彭添富（10 月 7 日改徵召鄭文燦）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網站。

2009 年 12 月 5 日選舉結果出爐，民進黨在全部 17 席縣市長當中贏得 4 席，
保住雲林縣、嘉義縣、屏東縣，另外重新取得宜蘭縣執政；縣市議員部分，民進
黨在全部 587 席中取得 128 席（如表 4-2）
。保住原有執政版圖並且宜蘭再度取得
執政，對民進黨而言是摒除總統與立委敗選的陰霾，也帶動 2010 年五都選舉。
另外，執政黨國民黨雖然贏得 12 席縣市長，但卻失去宜蘭縣與花蓮縣（由脫離
國民黨參選的傅崑萁當選），如此反映出國民黨沒有延續 2008 年總統勝選的氣
勢，以及施政未讓民眾滿意（游盈隆，2009）。
表 4-2 2009 年三合一選舉縣市長與縣市議員選舉結果：民進黨與國民黨比較
選舉類型
縣市長

縣市議員

指標

民進黨

國民黨

取得席次/總席次

4/17

12/17

總得票數

3,724,290

4,523,775

總得票率

41.95%

50.96%

取得席次/總席次

128/587

289/587

總得票數

1,964,473

3,549,155

總得票率

22.25%

40.21%

資料來源：中央選舉委員會網站。

接下來的五都選舉，民進黨在 2010 年 1 月 24 日臨時全代會通過 2010 年直
轄市長與市議員提名特別條例，並在 2 月 3 日成立 2010 年直轄市長提名協調小
組56（簡稱協調小組）
。根據特別條例，執政的直轄市長提名（大台南市與大高雄
56

協調小組由秘書長蘇嘉全擔任召集人，其他成員有陳明文、蔡同榮、柯建銘、陳其邁、吳秉叡、

吳乃仁、李應元、羅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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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57）採取先登記，後由協調小組協調出人選，協調不成再由民調決定；非執政
的直轄市長（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市）由協調小組徵詢可能人選並協調，之後
由黨主席將人選交由中執會徵召；直轄市議員則採用全民調。
大台南市長共有五人角逐提名，分別是台南市長許添財、台南縣長蘇煥智、
立委葉宜津、立委李俊毅、立委賴清德；大高雄市長則由高雄市長陳菊與高雄縣
長楊秋興二人角逐。大台南市長與大高雄市長呈現現任行政首長與立委競爭的態
勢，經過民調大台南市長與大高雄市長分別由立委賴清德與高雄市長陳菊勝出，
然而高雄縣長楊秋興之後因為不滿黨內初選過程與結果宣布退出民進黨，參選大
高雄市長。至於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市則是分別徵召前行政院長蘇貞昌、黨主
席蔡英文、秘書長蘇嘉全參選。
就在五都選舉投票日的前一天晚上，前副總統連戰之子連勝文在新北市議員
候選人造勢晚會遭到槍擊，雖然連勝文並無大礙，但另一民眾卻受到波及而喪生。
這起突發事件引發藍綠雙方陣營震驚，同時譴責暴力並呼籲民眾冷靜。隔日 11
月 27 日選舉結果，國民黨拿下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市三直轄市執政；民進黨
則贏得台南市與高雄市二南部直轄市執政，穩固濁水溪以南的政治版圖；直轄市
議員的部分，國民黨與民進黨在全部 314 席各自取得 130 席。民進黨的直轄市長
總得票數比國民黨多四十多萬票，也是自 2005 年以來得票數首度超過國民黨的
選舉（如表 4-3）
。至於選前的槍擊案，藍綠陣營皆認為影響五都，特別是台北市
與新北市的選情（黃維助、施曉光，2010/11/28）
，因此槍擊案可以視為民進黨在
五都選舉的外部衝擊。
蔡英文、蘇貞昌、蘇嘉全雖然在五都選舉落敗，但被視為 2012 年總統大選
最具潛力的候選人，後來蘇貞昌與蔡英文皆角逐 2012 年總統黨內初選，而蔡英
文與蘇嘉全更成為 2012 年正副總統候選人，這顯示出不僅是黨主席競選，直轄
市長選舉也是民進黨內競選總統的前哨站。另外蔡英文競選新北市長也改變民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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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格後的台南市與高雄市稱作大台南市與大高雄市，以避免與升格前的台南市與高雄市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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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選舉形態，她以小額募款籌措選舉資金，不採取以往選舉在馬路上插旗、動
員造勢，並以社會住宅與公辦都更等政見闡述，取代民進黨過去以統獨議題作為
選舉訴求（蔡英文，2011：210-211；蘋果日報，2010/11/28）。
表 4-3 2010 年五都直轄市長與直轄市議員的選舉結果：民進黨與國民黨比較
選舉類型
直轄市長

直轄
市議員

指標

民進黨

國民黨

取得席次/總席次

2/5

3/5

總得票數

3,772,373

3,369,052

總得票率

49.87%

44.54%

取得席次/總席次

130/314

130/314

總得票數

2,643,828

2,890,154

總得票率

35.34%

38.63%

資料來源：中央選舉委員會網站

表 4-4 2010 年五都直轄市長選舉結果
直轄市
台北市
新北市
台中市
台南市

高雄市

候選人（所屬政黨）

得票數

得票率

郝龍斌（國民黨）

797,865

55.64%

蘇貞昌（民進黨）

628129

43.81%

朱立倫（國民黨）

1,115,536

52.60%

蔡英文（民進黨）

1,004,900

47.39%

胡志強（國民黨）

730,284

51.11%

林佳龍（民進黨）

698,358

48.88%

賴清德（民進黨）

619,897

60.41%

郭添財（國民黨）

406,196

39.58%

陳菊（民進黨）

821,089

52.79%

黃昭順（國民黨）

319,171

20.52%

楊秋興（無黨籍）

414,950

26.68%

資料來源：中央選舉委員會網站
註：此表僅列出民進黨與國民黨候選人，實際上台北市長共有五人參選。

第二節

2014 年地方選舉

2014 年地方選舉（九合一選舉）是首度將所有直轄市與縣市的行政首長、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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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代表、鄉鎮市長、村里長等公職合併選舉，也是 2016 年總統與立委選舉之前
重大的選舉；另外 2013 年 5 月 3 日行政院通過桃園縣 2014 年升格為直轄市，台
灣由五都變成「六都」
。民進黨在 2013 年 3 月 6 日成立 2014 年選舉對策小組58；
5 月 25 日的民進黨全代會通過 2014 年選舉提名仍維持全民調，即使有代表主張
恢復黨員投票。全代會授權中執會制定的 2014 年直轄市長暨縣市長提名辦法規
範現任直轄市長與縣市長欲連任者，由黨主席交給中執會提名；二人以上參與初
選的選區先行協調人選，協調不成再由民調決定最終人選；部分選區則是由黨主
席徵詢對策小組提出人選。
2013 年 11 月 20 日的民進黨中執會通過首波七位直轄市長與縣市長提名，
包含現任嘉義縣長張花冠、台南市長賴清德、高雄市長陳菊、宜蘭縣長林聰賢，
以及雲林縣長候選人李進勇、南投縣長候選人李文忠、屏東縣長候選人潘孟安。
黨主席蘇貞昌宣示 2014 年選舉的目標為六都贏三都以上、縣市長過半，以及增
加縣市議員、鄉鎮市長、鄉鎮市民代表、村里長席次。另外，蘇貞昌強調民進黨
執政縣市的政績與縣市長施政民調皆名列前茅，以此證明「綠色執政、執政保證」
的核心價值（民進黨中央黨部，2013d）
。在中執會後，民進黨陸續提出直轄市長
與縣市長提名人選（如表 4-5）
，其中新竹縣、花蓮縣、金門縣、連江縣未提名人
選，新竹縣則是支持脫離國民黨參選的鄭永金。
表 4-5 2014 年九合一選舉民進黨直轄市長與縣市長候選人提名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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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時間

提名名單

2013 年 11 月 20 日

嘉義縣長：張花冠、台南市長：賴清德、高雄市長：陳
菊、宜蘭縣長：林聰賢，雲林縣長：李進勇、南投縣長：
李文忠、屏東縣長：潘孟安

2014 年 1 月 15 日

新北市長：游錫堃、台中市長：林佳龍、彰化縣長：

對策小組成員有秘書長林錫耀（召集人）
、立委段宜康（新潮流）
、立委陳亭妃（游系）
、立委

管碧玲（謝系）
、立委高志鵬（蘇系）
、中常委蔡憲浩（蘇系）、台北市議員何志偉（綠色友誼陣
線）、高雄市副市長劉世芳（菊系）、台南市政府主任秘書劉建忻（賴清德的人馬）、前民進黨組
織部主任林德訓（英系）
，整體而言，小組成員是集合各派系勢力的人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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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明谷
2014 年 2 月 12 日

基隆市長：林右昌、澎湖縣長：陳光復

2014 年 4 月 23 日

嘉義市長：涂醒哲、苗栗縣長：吳宜臻、台東縣長：
劉櫂豪

2014 年 5 月 14 日

台北市長：姚文智

2014 年 5 月 28 日

桃園市長：鄭文燦

2014 年 9 月 3 日

花蓮縣、金門縣、連江縣不提名人選，轉而全力輔選
這些選區的議員、鄉鎮市長、鄉鎮市民代表、村里長
新竹縣支持脫離國民黨參選的鄭永金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網站

民進黨提名競爭最為熱烈的是台北市長，共有前副總統呂秀蓮、前台南市長
許添財、立委姚文智、律師顧立雄、台北市議員周柏雅五人角逐，然而提名過程
卻有很大變數，也就是台大醫師柯文哲投入台北市長選舉59。柯文哲是否加入民
進黨參選成為首要議題，他主打「在野大聯盟」，在執政黨國民黨以外的在野黨
整合出一位人選，才能贏得台北市長選舉，但也曾經一度表示與民進黨協調僵持
之下願意入黨，也在支持率與選舉資金上猶豫是否入黨60，不過柯文哲仍維持選
前不入黨，當選後也不入黨的立場。然而 2014 年 2 月 20 日民進黨台北市長提名
徵詢小組61提報黨中央的參選名單僅列出黨內五位參選人，而排除柯文哲。對於
名單排除柯文哲，謝長廷與蔡英文表示要讓柯文哲有參與的機會，但呂秀蓮批評
兩人認為黨內沒有人才，就不應該參選黨主席；另外顧立雄批評柯文哲入黨一事
猶豫不決。
民進黨在 3 月 9 日舉辦黨內電視政見辯論，其中一位參選人周柏雅因為參與

59

2011 年 8 月台大醫院器官移移植團隊發生誤植愛滋病患的器官案件，團隊主要負責人柯文哲

後來遭到監察院彈劾、司法院公務人員懲戒委員會降級處分，也被台大醫院降薪處分，柯文哲對
於政府的處置非常不滿，也成為他投入台北市長選舉的關鍵（自由時報電子報，2014/1/19）。
60

柯文哲認為若入民進黨，支持率就會少 5%，但是不入黨選舉資金會不足，如此的想法被民進

黨台北市長提名協調小組召集人段宜康批評因錢而入黨是羞辱民進黨（李欣芳，2014/2/20）。
61

台北市長提名徵詢小組成員有立委段宜康（召集人）
、台北市議員吳思瑤、台北市議員何志偉、

台北市議會黨團總召徐佳青、台北市黨部主委莊瑞雄、立委姚文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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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議員競選而排除在辯論之外，也確定由呂秀蓮、顧立雄、許添財、姚文智
四人角逐台北市長黨內初選。4 月 23 日，民進黨中執會通過 2014 年台北市長提
名整合建議方案，將提名作業分成二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由黨內參選人與他黨
競爭對手進行對比式民調，並產生人選；接下來第二階段則由第一階段勝出的人
選與非本黨籍的參選人協調並進行對比式民調；最終由中執會依據第二階段的民
調結果決定是否提名民進黨參選人，抑或是支持非民進黨的參選人。然而呂秀蓮
不滿黨內提名機制宣布退出民調，民進黨最終剩下顧立雄、許添財、姚文智三人
參與初選民調。
5 月 14 日，民進黨公布前一日的台北市長黨內初選民調，姚文智在三家民
調公司的民調皆為領先而勝出，之後姚文智與柯文哲達成 6 月 12 日進行與國民
黨台北市長參選人連勝文的對比式整合民調，並在民調前舉行三場辯論會的協
議。整合民調的結果兩人皆領先連勝文，但是柯文哲領先幅度較大，之後 6 月 18
日民進黨中執會決定不提名台北市長，轉而全力支持柯文哲參選台北市長。隔日，
民進黨與柯文哲雙方達成施政理念與輔選兩個面向的共識（民主進步黨中央黨
部，2014e）：
(一) 施政理念
1. 柯文哲承諾參與民進黨 2014 年縣市長選舉政見討論，並成為共同政見與
未來當選後的施政方針並與民進黨的縣市長共同討論重大議題並形成共
識與一致立場。
2. 民進黨承諾不會要求柯文哲當選後加入民進黨，以及不介入柯文哲當選後
台北市政府的人事安排。
(二) 輔選
1. 柯文哲承諾全力輔選民進黨台北市議員候選人，讓民進黨全部 27 席市議
員候選人當選，以及參與民進黨台北市里長提名與輔選專案小組。
2. 民進黨承諾全力輔選柯文哲，以及協助安排柯文哲與民進黨基層幹部會面
並聽取其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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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與柯文哲的協議確保柯文哲競選與當選後皆能以無黨籍運作，以及獲得最
大在野黨民進黨的支持。
柯文哲競選時其政黨認同與家族背景成為對手攻擊的標的，國民黨候選人連
勝文在台北市長電視辯論會質疑柯文哲過去政治立場是「墨綠」，與現在的立場
不一致，柯文哲則回應當初說墨綠是為了證明連勝文的槍傷是真的，反而連勝文
所說的墨綠是在撕裂社會且在謀求政治利益（陳彥廷，2014/11/8）。投票日前不
久，前行政院長郝柏村就批評柯文哲是「皇族後裔」
（又稱為皇民說）
，以及前副
總統連戰罵柯文哲混蛋並稱他為「青山文哲」62，連郝的言論在九合一地方大選
引發軒然大波。
2014 年台灣社會經過服貿爭議、太陽花學運、核四爭議等重大事件之後，11
月 29 日九合一選舉結果出爐，在全部 22 席縣市長當中，民進黨贏得 13 席縣市
長，包含桃園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四個直轄市，也確實達成選前設下的
六都贏三都以上的目標；而國民黨僅有 6 席縣市長，包含新北市一個直轄市。另
外，台北市、花蓮縣、金門縣則是由無黨籍候選人當選。縣市議員的部分，在全
部 907 席中，國民黨占 386 席，民進黨則占 291 席（如表 4-6）。
民進黨經由這次選舉，讓政治版圖大幅擴張，跨越以往濁水溪以南的版圖，
不論縣市長與縣市議員的得票率皆超越國民黨，更勝以往。民進黨的縣市得票數
與得票率也創下全國第一的紀錄，分別是台南市賴清德的 72.89%得票率，以及
高雄市陳菊將近一百萬的得票數。另外，台北市柯文哲的得票率 57.15%超過以
往國民黨與民進黨的候選人的得票率，僅次於 2002 年馬英九的 66.41%（如表 47）
。

62

柯文哲的祖父柯世元曾在日治時期皇民化運動改名為青山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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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2014 年九合一選舉的選舉結果：民進黨與國民黨比較
選舉類型
縣市長

縣市議員

指標

民進黨

國民黨

取得席次/總席次

13/22

6/22

總得票數

5,830,106

4,990,677

總得票率

47.55%

40.70%

取得席次/總席次

291/907

386/907

總得票數

4,515,532

4,488,789

總得票率

37.08%

36.86%

資料來源：中央選舉委員會網站

表 4-7 2014 年九合一選舉直轄市長選舉結果
直轄市
台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台中市
台南市
高雄市

候選人（所屬政黨）

得票數

得票率

柯文哲（無黨籍）

853,983

57.15%

連勝文（國民黨）

609,932

40.82%

朱立倫（國民黨）

959,302

50.06%

游錫堃（民進黨）

934,774

48.78%

鄭文燦（民進黨）

492,414

51.00%

吳志揚（國民黨）

463,133

47,96%

林佳龍（民進黨）

847,284

57.06%

胡自強（國民黨）

637,531

42.93%

賴清德（民進黨）

711,557

72.89%

黃秀霜（國民黨）

264,536

27.10%

陳菊（民進黨）

993,300

68.08%

楊秋興（國民黨）

450,647

30.89%

資料來源：中央選舉委員會網站
註：此表僅列出民進黨與國民黨候選人（台北市例外）
，實際上台北市長共有七人參選，新北市、
桃園市、高雄市則各有三人參選。

2014 年九合一選舉，民進黨確實實現以地方包圍中央的選舉策略，也使得
民進黨重返中央執政的實力與態勢大幅提升，另外台北市柯文哲當選實現政治素
人參政、實現在野大聯盟的理念，以及打破台北市傳統「藍大於綠」的政治版圖，
這也使得「柯 P 現象」
（P 為教授（professor）的第一個字母）在台灣政壇與選舉
發酵。柯 P 現象的形成因素來自於社會各界與各黨人士所組成的競選團隊的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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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善於利用網路科技與分析選舉各項數據，最重要的是柯文哲成為自洪仲丘事
件、太陽花學運等社會運動，以及對馬英九的七年多執政累積的不滿，民眾的宣
洩管道（劉坤鱧，2015）。
民進黨的選舉策略也在九合一選舉進一步改變，分別是：
（一）太陽花學運後，民進黨舉辦青年議會與實施民主小草計畫，擴大年輕人政
治參與，因此學運可視為民進黨在九合一地方大選的外部刺激。
（二）柯文哲參選台北市長不僅是民進黨的外部刺激，也使得民進黨為打破台北
市長期藍大於綠的政治版圖，也就是前台北市長陳水扁之後，民進黨再也
沒有取得台北市執政，並達成選票取向的目標，最後不提名黨內候選人，
轉而支持柯文哲，這樣的轉變也可以視為民進黨的外部衝擊。另外，民進
黨在新竹縣也沒有提名人選，支持脫離國民黨參選的鄭永金。如此政黨候
選人與非該政黨（無黨籍）的候選人在艱困或特殊選區整合出一個候選人，
甚至是支持非該政黨的候選人的新模式，未來可能成為政黨在選舉的重要
策略。
（三）台南市長候選人賴清德在競選期間採取「五不」策略，也就是不中斷市政、
不設競選總部、不插競選旗幟、不立選舉看板，以及不使用競選宣傳車。
賴清德的策略除了顯示民進黨在南部的執政優勢，延續之前蔡英文競選新
北市長的方式，更凸顯國民黨經營南部選區處於劣勢，事實上國民黨在台
南市也一度找不到市長候選人。
（四）民進黨的政見更貼近地方發展的需求，如推動台中、彰化、南投三縣市的
區域聯合治理，以及提出廉能綠政府、減壓綠生活、新創綠產業、智慧綠
都市四項地方執政的新願景。

第三節

小結

由 Harmel 與 Janda 的政黨轉型整合理論的主要目標、外部刺激、外部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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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民進黨在 2009 年、2010 年、2014 年地方選舉的表現，以及民進黨地方政治
版圖的變化，其結果為：
一、 民進黨在 2009 年縣市長與 2010 年五都直轄市長選舉維持原有南部地方
版圖，且重新取得宜蘭縣執政權；2014 年九合一地方大選，民進黨取得 13
個縣市執政權，另外民進黨支持的無黨籍候選人柯文哲當選台北市長；民
進黨在直轄市與縣市議員選舉，議員總席次隨著逐次選舉增加。整體而言，
民進黨在地方選舉表現良好，甚至在 2014 年九合一地方大選的結果超越
原來設下的六都贏三都以上、縣市過半的目標，也達成以地方包圍中央的
選舉策略，因此民進黨在地方選舉的部分並未造成政黨轉型。
二、 民進黨在地方選舉的外部刺激包含：
（一）縣市合併升格直轄市的制度性因素，使得五都延至 2010 年舉行選舉。
（二）2014 年太陽花學運，使得民進黨改變選舉策略，舉辦青年議會與實施
民主小草計畫，擴大年輕人政治參與。
（三）民進黨支持柯文哲參選台北市長。
三、 民進黨的外部衝擊有 2010 年五都選舉前的槍擊案，以及 2014 年柯文哲參
選台北市長。這兩個外部衝擊並未造成民進黨改變主要目標，並且維持「綠
色執政、品質保證」的核心價值，強調民進黨地方執政的優勢，僅改變作
法，例如柯文哲參選使得民進黨與其協調並以民調決定台北市長參選人。
四、 民進黨在 2009 年與 2010 年地方選舉維持原有南部政治版圖，在 2014 年
九合一地方大選突破原有南部政治版圖，使得民進黨 2016 年總統與立委
大選重返中央執政的聲勢大漲。
民進黨 2007 年的黨內初選制度影響 2008 年之後地方選舉的黨內初選制度，
從黨員投票與民調並行，轉變成徵召、協調、民調為主。另外從地方選舉也可以
發現民進黨在苗栗縣、花蓮縣、台東縣、金門縣、連江縣等不是無法取得執政權，
就是沒有候選人可以參選的困境，而且民進黨也從未在這些縣市執政過，未來民
進黨如何經營這些艱困選區並取得執政權是重要且不能忽視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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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本章以 Harmel 與 Janda 的政黨轉型整合理論回應本文的研究問題，也就是
2008 年至 2014 年民進黨轉型的原因為何，以及民進黨轉型的作法為何。
首先透過本文的研究架構中，政黨的主要目標、政黨轉型的自變項（黨主席
選舉、中常執委選舉、外部刺激）、政黨轉型的指標這三者彼此的關係，以及四
項政黨轉型的命題，檢視民進黨轉型的原因：
一、政黨的主要目標、政黨轉型的自變項、政黨轉型的指標彼此的關係
（一）民進黨的外部刺激包含修憲改變立委席次與選舉制度、2012 年總統與
立委的選舉日、中國因素、民進黨形象、縣市合併升格直轄市、2014
年太陽花學運。
（二）直接影響民進黨以選票取向為主要目標的外部衝擊包含 2008 年總統
與立委敗選、2012 年總統敗選、中國因素、民進黨形象、2010 年五都
選舉前的槍擊案、2014 年柯文哲參選台北市長。
（三）民進黨的主要目標，受到外部衝擊的影響，並未讓民進黨改變原有主
要目標，而是因應外部衝擊改變作法，包含：
1. 民進黨 2007 年總統黨內初選採取黨員選舉與不同程度的排藍民
調，然而 2008 年總統與立委敗選之後的總統與立委、直轄市與縣
市長、直轄市與縣市議員的黨內初選改為協調與民調，並廢除黨員
投票。
2. 面對中國因素，蘇貞昌 2012 年擔任黨主席後，恢復中國事務部與
成立中國事務委員會，並且舉辦對中政策擴大會議。
3. 民進黨為改善政黨形象，先是在 2008 年總統敗選後提升廉政會職
權並改變廉政制度，更在 2012 年總統敗選後舉辦執政八年研討會。
另外在候選人爭議部分，蔡英文為宇昌案向相關人士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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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2 年總統敗選後民進黨為之後 2014 年九合一地方大選調整選
戰策略，之後民進黨更在 2014 年九合一地方大選不提名台北市長
候選人，並支持無黨籍候選人柯文哲參選，以及新竹縣支持脫離國
民黨的鄭永金參選。另外，受到太陽花學運影響，民進黨舉辦青年
議會與實施民主小草計畫。
（四）外部刺激讓民進黨黨主席更動：2008 年立委敗選，總統陳水扁辭去黨
主席，由總統候選人謝長廷接任；2008 年總統敗選，謝長廷辭去黨主
席；2008 年選後由蔡英文當選黨主席。2012 年總統敗選，總統候選人
蔡英文辭去黨主席，選後蘇貞昌當選黨主席。2014 年受到太陽花學運
影響，蘇貞昌與謝長廷退出黨主席選舉，由蔡英文三度當選黨主席。
然而外部刺激並未影響民進黨的主流派系，仍然維持派系共治的狀
態。
二、政黨轉型的命題
（一）黨主席改變造成民進黨轉型，採取新的作法，且可分成 2008 年蔡英
文黨主席、2012 年蘇貞昌黨主席、2014 年蔡英文黨主席三個階段。
（二）民進黨主流派系並未造成政黨轉型，且民進黨呈現「派系共治」狀態，
原因是陳水扁與扁系的勢力減弱。
（三）民進黨在 2008 年總統與立委敗選、2012 年總統敗選導致民進黨轉型；
然而 2009 年與 2010 年地方選舉，民進黨維持原有南部政治版圖，並
重新取得宜蘭縣執政，甚至在 2014 年九合一地方大選大幅擴張地方
執政版圖。另外，民進黨地方議員席次在歷年選舉逐次增加席次。因
此民進黨以選票取向為主要目標受到總統與立委選舉影響導致民進
黨轉型，但是地方選舉卻沒有影響目標且讓民進黨轉型。
（四）民進黨在 2008 年總統與立委敗選明顯，並導致民進黨轉型。
從五項政黨轉型指標，即組織結構、黨綱與黨章、路線、政策主張、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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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民進黨轉型的作法：
一、組織結構：中央黨部分別在 2009 年與 2012 年調整，2009 年為族群屬性與
配合民進黨社會運動路線的調整，2012 年為配合中國政策的調整；地方黨部
在 2008 年與 2010 年以選舉區域進行調整。
二、黨綱與黨章：民進黨黨綱沒有調整，黨章則是配合中央與地方黨部調整、入
黨資格調整，以及當然中常執委調整修改。
三、路線：民進黨 2008 年至 2014 年重返街頭，發動或支持其他團體主辦各項議
題的社會運動，蔡英文更宣示 2009 年為民進黨的社會運動年。
四、政策主張：
（一）民進黨台灣主權論述在十年政綱與 2014 對中政策紀要皆延續台灣前途
的論述，也就是改變現狀須由台灣人民公投決定。
（二）民進黨對政府簽署 ECFA 與服貿等兩岸經貿協議的立場，雖然透過社會
運動與立法院議事反對，但在十年政綱等主張是以監督這些協議後續是
否保障台灣利益、爭取簽署其他國家的經貿協定，以及關注中國交流、
經濟社會發展為主。
五、策略：
（一）民進黨著重地方執政，並在中央與地方選舉以「綠色執政、品質保證」
強調地方執政的政績口碑；2012 年總統大選後，採取「以地方包圍中
央」策略，更注重地方執政與 2014 年九合一選舉，進一步打下重返中
央執政的基礎。
（二）2010 年五都選舉與 2014 年九合一選舉，民進黨推出貼近選民需求與地
方聯合治理的新政策。2014 年九合一選舉，民進黨不推出台北市長與
新竹縣長候選人，並分別支持柯文哲與鄭永金參選。
（三）民進黨與台聯合作，多次推動 ECFA 公投連署，以及發動多場社會運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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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民進黨 2008 年至 2014 年的轉變可以肯定 Harmel 與 Janda 的政
黨轉型整合理論。另外，在運用 Harmel 與 Janda 的政黨轉型整合理論過程中，
筆者認為外部刺激與外部衝擊的定義可以擴大，外部刺激指的是重大的環境變
化，如憲政改革與政黨的選票與席次變化，但是在探討民進黨總統選舉時發現，
民進黨的政黨形象，包含執政的信賴感與 2012 年總統與副總統候選人的爭議，
是影響民進黨選情的重要因素，然而政黨形象卻沒有在外部刺激的定義當中。筆
者認為政黨形象透過民意與選舉結果影響政治環境，例如政黨失去執政權或是國
會席次減少，因此可以納入外部刺激當中。另外，2014 年柯文哲參選台北市長，
為民進黨受到外部刺激，再加上柯文哲參選讓民進黨與其協調並進行民調，最後
民進黨不提名候選人且支持柯文哲參選，如此為打破台北市傳統藍大於綠的政治
版圖，以達成民進黨選票取向目標，筆者認為柯文哲參選符合直接影響政黨的主
要目標的外部刺激，讓政黨決策者重新對達成目標進行考量，符合外部衝擊的定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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