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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析民进党的派系问题
林
[ 内容提要]

劲

民进党自成立就形成派系联盟式的权力结构, 派系竞争公开化、
制度化, 在该党

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党内派系结合的基础在各个时期、
各个派系都有差异, 总体以利益结合
为基本点和共同点; 派系存在方式由多元向单一发展, 仍有特殊状况出现; 多年来派系多元化及共
治的运作方式对该党的发展具有正面意义; 现阶段党内形成了三大派系联合主导的格局, 正义连线
和新潮流系发展迅速。
[ 关键词]

民进党派系

结合与存在

影响作用

一、
派系在民进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政党内部派系政治的型态与派系权力斗争的程
度, 不仅决定了该政党未来的发展趋向, 也足以影响
其政治竞争的能力, 甚至关系到一个社会政治的健

基本格局
民进党内的派系 基本上具备了以上所有的特

征, 各个派系的组织化程度略有差异, 这就很大程度
影响其各自的竞争力。民进党的派系不管以往如何
形成, 现阶段已都是制度化型派系, 建立于平等与非

全发展以及政治民主化过程的顺利进行。20 世纪

个人化的组织机制, 即有正式的干部、
运作规则和程

90 年代国民党内的主流非主流斗争, 影响该党的竞

度、
名称或政治符号、定期的活动, 等等。派系在民
进党成立及发展过程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争力及发展, 也影响台湾政局的稳定; 目前民进党的
派系斗争影响党政关系及党的两岸关系政策, 从而

1. 民进党是党外若干团体联合成立的, 而这些

影响台湾政经局势及两岸关系的缓和与发展, 就是

团体其后成为民进党创立初期的派系基础, 如美丽

两个有力的例证。
派系是在一个团体之中, 为了取得控制团体的

岛、
新潮流、
康系、
前进系、党外公政会、党外编联会
等, 多数以 杂志名称命名, 经过一段时 间的分化整

政治权力, 彼此相互竞争、
甚至敌对的任何组织化的

合, 成为党内初期的两大派系。使民进党形成派系

次级团体。派系的出现与发展, 乃是任何政党无可

联盟式的权力结构, 派系竞争公开化、
制度化。
2. 派系斗争、
协商、妥协以至竞争、合作、共治,

避免的事实。派系影响政党内 部的政治与决 策过
程, 常是经由派系的运作与互动, 决定了政党控制权

民进党逐渐形成了一套运行机制, 成为党内政治生

的归属, 领导精英、
干部与政策的选择以及各项公职

态和运作模式, 这对于民进党各方面的发展都具有

候选人的名单。

重大决定性的作用。党的各级权力机构的产生, 各
级公职人员候选人的出线都必须首先通过派系内部

派系为一个有组织的政治竞争单元, 是指具有
意见与态度的一群人的集合体, 具有以下的特征: 意
识形态取向、
建制化的领导方式与核心干部、定型的
技术专家与沟通网路、能够获得政治经济资源并有
意识。相对于政党而言, 派系是一个较高程度组织
化的团体。

协商产生后再进入党内派系之间的竞争互动。党的
各项制度的形成、党务改革的推行、
党的路线及相关
政策主张的确立及修订、乃至党的重大决策和政党
转型的步骤都与派系之间的争议辩论、协商、妥协、
折冲密切相联系( 1998 年 2 月中国政策大辩论就是
以派系为基础) 。党中央与民意机构党团关系、执政
时期的党政关系都必须靠派系互动以获得协调,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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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资源的分配无不要考 虑派系的利益及 其平衡。
与其他政党的抗争、合作及互动, 采取何种路线,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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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重大事件的朝野互动, 各项政策主张的制定与出

政 , 也不是 以政领党 , 可称为 党政合一 , 党政

台, 都必须在派系协商基础上由党中央最后协商产

一把抓 。党内各派系基本形成共识, 主张由 总统

生, 各级公职人员的竞选必须依靠派系的动员、
组织
作为基础。

兼任 党 主席, 相当 程 度包 含了 派 系斗 争 的因 素。

3. 民进党内的派系共治与运作是依靠党内民主

第一大党, 但在新内阁组成及相关人事布局上, 其他
派系所获利益及 资源有限, 一时引发了强 烈反弹。

制度( 运行的游戏规则) 来维系的。这是该党优于台

2001 年底 二合一 选举后, 民进党已成为 立法院

湾其它政党的方面。建党以来, 没有任何一个派系
可以完全凌驾于所有派系之上, 即使无派系的孤鸟

选后 立院 党团希望党中央推动党务改造朝向 内

型人物, 哪怕其知名度再高、
形象再佳, 亦需要获取

至希望将党的决策核心转移到立院党团, 总统兼任

一定派系的支持, 才能在党内及政坛有所作为。陈
水扁是一个派系的龙头人物, 若是离开自身派系及

党主席 及其相配套的改革必然会增强党团在中央

造化 发展, 增强党团在中央决策的地位和份量, 甚

其它派系的支持, 他无论如何不可能获取 2000 年大

决策的地位。种种因素交缠, 正因如此, 有人认为由
总统兼任党主席 的主张是 陷陈 水扁于不义 境

选的胜利。目前他所处的地位及所掌握的权力资源

地, 吕秀莲更是高喊这是 民主退步 , 周伯伦认为陈

可以为自己派系的发展壮大起促进的作用, 亦可借
此协调派系之间的关系及矛盾, 甚至可以行政资源

水扁不要为了 爽两年 而遗害无穷, 断了连任的希

拉拢利用其他派系人士, 但是, 他也必须考虑平衡各
个派系的利益, 调动各个派系的力量, 才能理顺党政
关系及府院关系, 顺利有效地处理朝野矛盾, 推动政
策, 做出绩效, 才能有足够的实力争取连任。

望。
二、
民进党内派系结合的基础及存在方式
民进党内派系结合的基础在各个时期, 各个派
系都有差异, 但总体上脱离不了利益结合这个基本

民进党内重大的路线调整及党务改造的争议背

点和共同点。在党外时期及建党初期主要是依靠路

后都有着派系利益及矛盾的角逐及交错, 并不完全
是意识形态、
理念、
意见的对立与分歧。

线主张、
意识形态的认同相联结, 同时也与职业、历

一个时期, 涉及民进党转型的修改 台独 党纲

属、
律师等, 以及编辑、作家、从事学运、工运的人士
及公职助理人员等, 当然也有相当部分是具有依附

问题多次于台湾重大事件前后在党内引发争论, 其

练、
世代相关连, 主要有两部分人: 公职人员及其家

中不可否认有着党内对 台独 党纲对该党发展影响
的认识差异, 但相当程度有着派系矛盾及利益冲突

性质, 同时也包含了历史、
传统的恩怨因素。

等成份的交缠。

后, 党内路线、意识形态的斗争逐渐平息下来, 派系

一个时期以来涉及民进党党务改造的一系列议
案, 最终集中到 总统兼任党主席 这一核心问题, 这

开始出现多元化发 展, 随着党 的转型推动, 进入体

实际上反映了各派系对执政以来党政关系问题的症

向发展, 利益结合遂成为派系结合的根本和基础, 对
派系的认同就很难以意识形态的理念来进行区分。

结

陈水扁独断专行的不满。表面上虽然是各派

自民进党的 五全大会将 台独 条 文列入党纲

制, 采取选举路线, 中间派系崛起, 各派都朝务实方

系一致, 但其中更深层的涉及党的发展的隐忧将会
逐渐呈现。陈水扁胜选, 民进党似乎并未真正成为

而反映在政策主张上的分歧和对立实际上很大程度

执政党, 陈水扁表示脱离党务, 他的意志决定一切,

目前党内除了已势力式微边缘化的台独联盟可称得

重大决策和人事任命都完全由他说了算数, 所谓 九
人决策小组 实质上只是一个协调汇报机制, 为陈水

上台独激进派之外( 实际上来自美日的两批人也有

上是派系利益的争夺与冲突, 有时甚至是个人恩怨。

扁的决策背书而已, 许多决策连民进党主席及秘书

差异, 美国部分趋于务实, 诸如李应元、
陈唐山、张灿
洪等。日本部分则较为保守顽固, 诸如许世揩、黄昭

长都不知道, 而他们又只能窝囊地强装知情。政府

堂、
金美龄等) , 其它派系在意识形态、
理念、
政策主

施政不好, 民众社会责怪民进党, 党主席有责无权。
在此状况下, 谁当党主 席都很难, 解决的途径 只有

张方面都无本质差异, 也无地域的区分。
早期美丽岛系组成主要是地方山头头面人物、

总统兼任 才能理顺党政关系, 从而由以党辅政变

公职人员及其家属等。新潮流系组成主要是编辑、

为以党 强政, 再实现 党政 同步, 亦既 不是 以党 领

作家、
公职人员助理、
学运工运社运的积极分子, 正
77

林

劲: 略析民进党的派系问题

义连线与福利国连线性质相近, 是以陈水扁、谢长廷

为基础建立起来的, 有些派系实质上是在 立院 由

为核心的一批人凝聚而成, 台独联盟则是从海外迁

次级问政团体演变向外发展而成立的。各个派系的

回台湾依附到民进党旗帜下展开活动的。
民进党内派系存在的 方式也有多种。在 1992

核心人物都是全 台性 民意代表 ( 立委 、 国代
等) 和各级行政首长, 中坚分子也是掌握一定资源的

年党内呈派系多元化后跨派系的情况较为严重, 许

各级公职人民, 各级公职人员无疑都必须具有一定
的党员支持及选民基础。因此各派系实力的衡量以

多民进党人士同时加入两个派系以期获得利益。也
有台独联盟的成员加入其他派系, 但新潮流系始终未
有成员加入其他派系, 也不允许其他派系成员加入,
随着党内派系共治运作机制逐渐完善, 派系利益界阶

公职人员数量为标准是有一定依据, 也切合实际情
况的, 其他国家及地区也是以此作为衡量标准的, 这
一方面反映社会支持基础, 另一方面体现该派在政

区隔明显, 跨派系的情况已逐渐消除。但党内派系存
在仍有三种较为特殊的状况: ( 1) 跨党派系
台独

坛的地位。

联盟, 有部分成员加入建国党、
台联党; ( 2) 派系结盟

面意义

2000 年大选后成立的主流联盟; ( 3) 跨派系的新
生代结合形成的团体
六 社、
野百合学运。
民进党成立以来明显形成三个世代: 第一代即
以黄信介、
施明德、
许信良、
张俊宏、
姚嘉文、
林义雄、
江鹏坚、
余陈月英等为代表, 第二代以陈水扁、谢长
廷、
邱义仁、沈富雄、吴乃仁、张俊雄、游 锡 、陈定
南、
柯建铭、陈忠信、苏贞昌、
尤清等为代表, 第三代
正急速崛起, 诸如李文忠、李俊毅、
林佳龙、郭正亮、
刘世方、
段宜康、
高志鹏、赖劲麟、
陈其迈、
罗文嘉、马
永成、
邱议莹、
刘一德、
肖美琴、
周奕成、田欣等, 目前
主要有两个松散的小团体: 一是 六

社 即 60 年代

后出生的 民代 、
各级公职人员; 二是 野百合学运
骨干力量, 即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学生运动积极分
子。第三代既没有第一代 悲情包袱 和理想主义,
也没有第二代的意识形态及功利主义, 他们较为务
实, 注重现实利益取向, 较能接受新生事物和面对新
的形势。第三代有不少人已位居要津, 包括 立委 、
行政官员、
中执委、中央党部的一级主管、地方党部
主委等, 他们在 1996 年大选后曾在党内发起路线大
辩论, 发表了 新世代运动纲领 , 2001 年初曾发表
新政纲宣言 , 呼吁民进党中央对该党自我重估及
推动转型, 调整意识形态及组织结构。第三代有着
明显的基本特点: ( 1) 超越悲情看待台湾政治发展,
( 2) 务实地面对大陆及两岸关系, ( 3) 熟悉及运用媒
体造势, ( 4) 参与及结合多元化的社会关系。第三代
分散于各个派系之中, 若干年后将逐渐上升成为各
个派系的头面人物及中坚力量。目前主导党内三大
派系的都是第二代( 中生代) 代表人物, 第一代已尽
数退出党的权力核心及派系领袖位置。
民进党在 立院 的次级问政团体一般是以派系
78

三、
民进党党派多元化及共治的运作方式的正

派系多元化及共治的状况是民进党发展到一定
阶段的必然结果, 是与该党的型态、性质、体制及其
演变相适应的。派系共治的运作方式至今已有近十
年, 对民进党的发展所具有的正面意义远大于负面
意义, 今后将持续并逐步完善。
1. 派系多元化及共治方式, 由派系共同协调党
内事务, 党的决策程序、
人事配备、
公职人员提名、
社
会活动将依循妥协形成的规则进行, 有助于党内民
主的发展。
2. 派系多元化及共治方式, 通过派系妥协、协商
决定党的重大政策主张及活动, 各个派系充分表达
自己的意识, 异中求同, 有利于降低非理性因素, 避
免斗争极端化, 同时避免党的重大决策的偏激而缺
乏回旋空间。
3. 派系多元化及共治方式, 依循一定的规则, 派
系围绕权力和资源分配进行竞争, 力争巩固和发展
自己各方面资源, 既有对内斗争, 甚至激烈恶斗的一
面, 同时另 一方面, 各个 派系发挥各自 的性格和特
点, 发挥各自的优势和积极性, 向外拓展, 吸收不同
的社会资源, 扩大社会基础, 既可增强 该党的包容
力, 又可壮大党的实力。
四、
现阶段民进党内派系的基本格局
自六届党代会以后形成派系共治, 这已成为民
进党内政治运作的正常机制, 事实证明这对于党内
生态平衡及总体发展都有正面的意义。
在 1998 年底第四届 立委 选举后, 民进党内有
福利国连线、
正义连线、
新潮流系、
新世纪办公室、
新
动力办公室、台独联盟六个派系。新世纪与新动力
是原美丽岛系分裂形成, 新世纪在 2001 年 4 月党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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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较高、
热心党务工作的中青年党工, 对民进党的

作, 相当部分成员被正义连线所吸收。新动力在邱

组织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议莹投靠正义连线后更为削弱。台独联盟自始在党
内的发展空间就非常有限, 原先是因其与新潮流的

2. 新潮流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 有一批长期
从事社运的工作者, 有一批长期为公职人员辅选、
助

同质性太强, 后来是因其立场的极端性, 目前它实际

选的人材, 有一批为 民意代表 担任助理的青年幕

上在民进党内已是名存实亡。

僚, 这有利于民进党进一步开拓社会基础, 扩大支持

目前主导民进党的主要派系就是正义连线、福
利国连线、
新潮流系, 其龙头人物现阶段把持台湾当

力量, 尤其是更广泛地争取中下层工农群众的支持。
3. 新潮流与台湾各界各阶层青年有较为广泛的

局及民进党的重要职务。绝大多数民进党籍的公职

接触, 聚集了一大批年轻的支持力量, 包括相当数量

人员, 中执委、
中常委的席次基本上呈 三强鼎立 的
局面, 在 2001 年底 二合一 选举后, 三大派系争相

的外省籍第三、
四代, 这在中央党部的正副主管以及
基层党部内都占有一定的份量。

拉拢无派系或其他派系的 立委 加入, 更使其他派

4. 新潮流是陈水扁、谢长廷以及党内某些无派

系在党内呈边缘化。

系背景的重量级人物不能不借用及联合的力量, 而

目前民进党派系格局的显著特点是正义连线和
新潮流系实力上升迅速, 令人刮目相看。

该派系凭借自身优势, 左右逢源, 利用各种矛盾及长
扁之争获取最大的派系利益。

作为陈水扁在党内的嫡系队伍正义连线 水涨

但是新潮流内部仍然还有少数诸如林浊水之流

船高 、西瓜偎大边 , 其迅速发展势所必然。陈水
扁亲信团队分为两帮: 一是夫人帮, 即吴淑珍插手推

的具有强烈意识形态的激进分子, 这将不利于该派
系及民进党的进一步转型, 尽管这股势力已在逐渐

荐的一批人; 二是马永成为首的童子军( 罗文嘉实际

衰微, 影响有限。同时该派系的发展迅速将逼使其

上已淡出陈水扁的执政团队) , 多数年龄低于 马永

它派系逐步刚性化, 引发新一轮党内派系的激烈斗

成, 属于陈水扁嫡系的嫡系。正义连线另一龙头人
物为沈富雄, 此人常与陈水扁意见相左, 思维敏捷,

争。
一个时期以来, 民进党内派系斗争的主要内容

很有个性。高志鹏为陈水扁心腹, 缺乏历练, 尚难成

包括: 党的各级领导权的争夺与公职候选人党内提

领军人物。

名的竞争; 党的重大政策主张的分歧引发的争论, 这

新潮流系依靠自身的组织严密、
纪律严明、
团结
协作, 内部注重民主协商, 注意培养梯次人才, 再加

背后实际涉及各自的派系利益。
现阶段民进党派系的基本格局显示: 党内务实

上占据了中央党部几个部门主管及海基会副秘书长

派系已完全主导民进党, 温和派已见边缘化, 基本教

等要职。在 2001 年选举中 取得惊人 成绩, 实力 大
增, 引发党内某些人士的公平抨击以及其它派系的

义派日渐 式微, 这在 台联党 成立之后更 为明显。
三大派系呈鼎立之势, 新潮流的发展备受瞩目, 该派

警惕和不满。新潮流的发展壮大还在于近年来逐步

系的务实、
理性及利益取向日益显著; 福利国连线实

朝务实、
理性的方向调整, 在新生代之中有较大影响

力发展略显后劲不足; 正义连线实力上升势头犹存,

力和吸引力。平心而论, 该派系的壮大对民进党的
今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尤其是借陈水扁兼任党主席的东风。

1. 新潮流有较强的组织动员能力, 有一批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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