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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係援引「威權體制」的概念，以「國家與社會關係」
、
「統治權力的
結構」
、
「人民政治權利的賦予」
、
「鬆散意識形態（心態）的建構」
、
「對政治
反對勢力的態度」等面向，探討第二次大戰後中國國民黨於遷台後，所展開
於威權體制的重建過程與政權特質。
由於在法制建構的基本精神上，威權體制是與民主體制的原理相互悖離
的，它的權力基礎與統治結構並不符合民主體制的基本原理。因之，「中華
民國憲法」為一民主憲法的基本精神不僅並未體現，相反的，透過國家機器
運作以符合統治階層利便的做法，其前提必然是擱置、架空甚或曲解原有依
憲政主義原理所創制之憲法及其法律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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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mploying the concept of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the present study
explores the reconstruction process of Kuomintang’s authoritarian regime after
its retreat to Taiwan after World-War II in five aspects: (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society, (2) the structure of the ruling power, (3) the
endowment of political rights to people, (4)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y, and (5)
the regime’s attitude towards the political opposition.
The power structure of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is contrary to that of a
democracy system in terms of the fundamentals of legal system construction.
The basic democratic spirits i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was not
realized. On the contrary, the Constitution was extremely distorted and
suppressed.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legal system were misinterpreted in favor
of the ruling reg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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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就歷史的脈絡而言，一九四九年底，中國大陸局勢丕變之局已定。在兼
顧「鞏固台灣」與「爭取美國支持」的雙重思維下，當時主控中國國民黨及
台灣人事任用權的蔣中正總裁，在美國「對華政策白皮書」發佈後，為了爭
取美援與營造改革的形象，採取了聯合自由民主人士的政治方向，任用了吳
國楨擔任台灣省省主席，孫立人擔任台灣防衛司令、陸軍總司令，以及少數
具有自由主義色彩的政治人物（薛化元，1996a：63）
。不過這一頗具開明氣
氛的人事佈局，並不意謂蔣中正將選擇政治上的民主路線方向發展，相反
的，他一方面希望得到自由民主人士的擁護，另外一方面也構思透過更嚴密
的組織，以其他的方式來達到反共復國的目標。蔣中正此一對於「國政」的
思考方向，在一九五 0 年的韓戰爆發以後得到進一步落實的契機。由於美國
與中華民國逐漸形成準同盟的關係，國家整體安全上的顧慮大為降低，因
此，使得蔣中正以他個人為中心所建立的強人威權體制，提供了良好的外部
環境條件基礎。此後，蔣中正所主導的中國國民黨改造，以及日後國家政治
體制的調整，因之得以朝向強人威權體制的確立與鞏固來發展（薛化元，
1996b：125）
。
本文擬先以政治學界對於威權政體的討論為基礎，對於威權政體的特徵
進行基本的概念釐清，再以之說明屬於威權統治模式下的中國國民黨政權特
質。吾人也發現學界針對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後以迄解除戒嚴期間的整體發
展，往往採取此一政體的統治模式，來加以統稱、解釋與分析此一時期的各
種政經現象。例如日本學者若林正丈、松永正義（1987：5-6）分析中華民
國的政治型態後認為，在八 0 年代中期之前，它是屬於威權政體的運作模式；
胡佛（1998：128）以「權威機構」、「政治社會」與「市民社會」三個
範疇為分析指標，檢視實施戒嚴以迄解除戒嚴前後的中華民國政治體制，得
出威權機構的獨占、政治參與的限制，以及社會自主性的低落等符合威權統
治的性格特質；郭正亮（1988：66-78）曾經就權力運作的面向來檢視中國國
民黨政權，認為其相當符合 Linz 對於威權政體的界定；彭懷恩（1992：179）
援引威權政體的統治結構特徵，分析中國國民黨的權力基礎係由高度一致性
的統治聯盟；嚴密的社會控制；意識形態的灌輸；對本土精英的籠絡與分化；
高度滲透力的特務組織等五個要素所構成。他也進一步歸納此一時期中華民
國的威權政治特徵表現於，中國國民黨一黨獨大；領導階層長期在蔣氏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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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內戰狀態下的政治制度；政治權力、政治資源分配的族群不均衡；發
展取向的性格；對美國顯著的政治、經濟、軍事依賴等面向。鄭敦仁與海格
德（1992：9-11）雖然認為 Linz 的定義並不能完全適用於中國國民黨政權，
特別是就黨的結構及黨與國家的關係而言，中國國民黨政權是較類似列寧的
政黨而非 Linz 所謂的威權式政權，中國國民黨是在資本主義下卻屬於列寧
式政黨組織的唯一例子。他們指稱中國國民黨與其他列寧式政黨的最大差異
點在於：1、中國國民黨並不主張無產階級專政原則；2、中國國民黨政權允
許並策劃全國性的政治競爭；3、中國國民黨提倡以私有財產與廣泛市場交
易為依據的資本主義經濟（鄭敦仁、海格德，1992：9-11）
。儘管這樣的論述
觀點在於質疑 Linz 對於威權政體之定義，不足以完整涵括中國國民黨的統
治模式。不過他們並不因此否認中國國民黨為一威權政權的本質。

貳、界說威權政體
「國家」的多元概念長期即為西方學術上的探究主題，然而由於國家間
具有高度的差異性，每個國家所賴以生存的條件各異，各有不同的歷史文
化，在政治、經濟、社會、價值體系的表現自然不同，相對的，每個政權的
穩定性、合法性、制度性以及發展階段等條件自不可能完全一致。因此，儘
管西方著名政治學者如早期的 Aristotle 與現代的 Clement H. Moore、
Giovanni Sartori、Samuel P. Huntington 等人，皆嘗試建立較為明確的分類標
準，但事實上每一種分類都不可能具有全面的包容性。在分類標準的採行
上，Aristotle 以「統治人數的多寡」為標準；Moore 以「意識形態」為區分；
Sartori 採自「政黨」的角度；Huntington 由「社會角度」出發。一般而言分
類的標準愈廣或愈模糊，包容性也就愈高（趙建民，1992：5-6）。不過，將
政體型態分類為民主模式、極權模式與威權模式三種態樣，基本上是一般論
述政體特徵與比較政體差異性時較為普遍性的用法。Roy C. Macridis（1986：
267-268）即曾以此建立分類的標準，設定社會滲透、動員、官方意識形態、
單一政黨、共識建立、合法化與制度化等七項指標，檢視第一次世界大戰以
後，出現於全球國家之中的政體模式。他發現除了少數的民主國家與極少數
的極權國家，大多數的國家採行的是屬於威權模式的政體型態。
作為一種政體型態，威權政體的特質當然也受到研究者的關注。Roy
C.Macridis（1986：216）即羅列出威權政體具有 1、軍隊力量的優勢性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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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眾參與率的偏低；3、公民權力的受到壓抑或限制；4、較為缺乏用以
動員群眾的政治意識形態；5、壓制社會團體與利益團體等五個面向的特質。
此外，根據 Juan J. Linz 於〈論極權與威權政體〉“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文章中指出的，威權政體指的是一種既非民主、也非獨裁的政治
體制，此種體制必須具備三項特質：1、有限且非責任式的政治多元主義
（limited,not responsible,political pluralism）：就國家中統治權力的構成型態
而言，威權政體的統治權力內涵與權力行使的範圍，既不同於多元主義
（pluralism）下，權力主要由社會中之各種力量組成，權力行使有其限度（保
留私領域的個人自由）
，亦相異於一元主義（monism）之單一權力來源與強
將國家深入社會每一領域的控制模式。2、清楚的特殊心態（distinctive
mentalities）
：相對於極權主義國家擁有一套論證嚴謹的意識形態（ideology）
與民主國家建立的共識信念（ethos）
，Linz 引用德國社會學家 Theodor Geiger
的理論，將「心態」（mentality）與「意識形態」加以區分，認為威權主義
國家所秉持的是一套類似鬆散意識形態的「威權心態」
。3、有限的政治動員
（limited political mobilization ）
：相對於極權主義國家而言，威權主義國家
的政治動員的頻率與廣泛性較為偏低，是屬於有限度的動員（Linz ,1975：
264-267）
。
葉至誠（1997：437）則從權力結構、制度以及政權與社會的關係切入，
歸納威權政體的的特徵為：1、就權力結構而言：是中央集權的、寡頭的、
層級式的，政治舞台是封閉的，僅少數甚至只有一個魅力型領袖主宰決定，
決策過程則是由上而下，強調服從權威。2、就制度而言：威權政體設計出
一套精緻的制度，以便對社會進行排他性、滲透性的控制，通常由政黨、政
府與其他附庸機構組成連結體，對社會進行橫向或垂直統合。3、就政權與
社會的關係而言：政治力範圍通常大於或包括整個社會力的範圍，由於排他
的性質，所以禁止存有任何體制外的政治團體去動員群眾，因此其合法性是
建立在犧牲社會自主性的代價上。趙建民（1992：129）亦嘗試由政治、社
會、經濟和文化等因素，解釋威權政體興起的原因。他也採用「社會滲透之
強弱」
；
「意識形態與心態之分別」
；
「政治冷漠與政治動員」
；
「政黨屬性」
；
「反
對勢力或反對黨之存在與否」
；
「軍人角色與政治之關係」等六個項目，作為
比較極權政體與威權政體的歧異性所在（趙建民，1992：32-53）
。總而言之，
若用一種較為寬鬆的定義方式，威權政體是一種介於民主政體與極權政體之
間的政體型態，吾人可由評量民主政體與極權政體的具體指標，諸如國家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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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的關係；統治權力的基礎；統治權力的行使方式；政治參與的程度；軍
人與政治關係的分際等面向，加以觀察出其與民主政體與極權政體之間的相
異之處。

參、中國國民黨的威權政權特質
整體而論，中國國民黨遷台後建立之威權政權特質可由以下幾個面向說
明：

一、就國家與社會的關係而論：
在威權政體「有限多元」的基礎上，其政體是以所謂「組合主義」
（Corporatism）的原則，來提呈及整合社會的利益和力量。這是指它會抑制
自主性和自發性的社團發展，並先設定若干民間團體，為威權當局的代言
人，經由一定的管道和程序，建立起與黨政部門的聯繫關係。也就是說，威
權政權對待社會的態度是按照當權者的需要與理念，以一種由上而下、縱向
串聯的方式，來組合社會的團體與組織（徐振國，1991：11-13）。威權政體
的社會雖然保留部分的利益或政治團體，但卻很少具有民主國家利益團體或
政治反對團體，批判、監督、影響、形成政府決策的功能（陳明通，1998：
84）。循此概念，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後所主導之農會、漁會與各類工會、公
會與社團組織，莫不是在不違背中國國民黨整體利益考量下的組合產物。此
外，實施於地方層次的基層選舉，除了發揮局部的參與作用外，更主要的它
是一種有效的威權組合機制，用以組合地方的政治利益。一方面，在不挑戰
中國國民黨統治的政權合法性與政治主宰之下，地方人物享有地方政治權力
與經濟利益的獨占性等權利。朱雲漢（1989：141）的研究指出，中國國民
黨主要是以四種經濟上的特權來竉絡地方派系：1、政府特許下的區域經濟
獨占性活動；2、省營行庫的特權貸款；3、省政府及各級地方政府的公共部
門採購；4、以地方政府公權力所換取的經濟利益。而另一方面，一黨獨大
的中國國民黨，藉著絕大多數政治、經濟資源的嚴密控制，得以順利獲得地
方派系的充分支持，並鞏固了其威權政體的統治基礎（黃德福，1990：84）。
當然，由於中國國民黨採行的是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模式，相對於政治領域
的嚴格管控，其對私人於經濟領域的發展，基本上反而是持鼓勵與扶植的態
度。日籍學者豬口孝（1992：138）甚至認為企業不涉入禁忌甚多的政治，
而將精力專注於追求利益的經濟競爭，是中國國民黨能以少數遂行威權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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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諸多因素之一。

二、就統治權力的結構而言：
一九四八年五月十日，國民政府頒布「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賦予
總統緊急處分權，不受憲法第三十九條或第四十三條所規定程序之限制。對
於國民大會授予緊急處分權的批判性見解，可以許志雄的觀點為代表。他認
為中華民國憲法承認立憲獨裁，因之於第三十九條設戒嚴制度，並於第四十
三條設立緊急命令制度。然以緊急權的界限及法制化為必要條件加以衡量，
諸如緊急權的要件不夠明確、效果規定付諸闕如、終期未予明定、制衡及追
究責任的不周全等，在在顯示制度的缺失。而國民大會制定動員戡亂時期臨
時條款，另定緊急處分權，不但原有緊急制度的缺失仍在，而且放寬實質及
程序要件，簡直成為不設防的行政獨裁體制。試以四次發布之緊急處分為例
（一九四八年之針對通貨膨脹問題；一九五九年之因應八七水災之國家緊急
權的基本問題；一九七九年之中美斷交、停辦選舉；一九八八年蔣經國總統
去世之禁止集會遊行）觀之，何者真正與危及國家生存或憲政秩序有關（許
志雄，1991：283-284）？
此一舉措依中國國民黨政府之解釋乃為因應非常時期之必要手段，但實
則開啟總統「依法」擴權的第一步（法治斌、董保城，1999：85-86；陳新民，
1997：470-471）。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九日，台灣實施全面戒嚴；六月二十一
日，
「懲治叛亂條例」公布實施；八月五日，蔣經國出任「政治行動委員會」
主委，統轄所有安全單位，展開全面肅清行動；一九五○年六月十三日，公
布實施「動員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
（郭正亮，1988：30-31）
。一九五○年
七月二十二日，中國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常務委員會臨時會通過攸關政權存續
的「中國國民黨改造方案」（陳曉惠，2000：4），蔣中正總裁並於二十六日
宣布遴選陳誠、蔣經國等十六人為中央改造委員會委員，進行黨的改造。許
福明的研究指出，中國國民黨中常會認可蔣中正的改造計畫，同時接受作為
重塑中國國民黨的六大綱領：1、中國國民黨為一革命民主政黨；2、擴大吸
收農民工人青年及知識份子；3、黨組織結構繼續採行民主集中制；4、黨小
組是黨的基礎組織單位；5、中國國民黨全面領導社會各階層，所有決策必
須透過黨組織的程序為之；6、黨員必須信守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服從黨的
領導，遵循黨的政策（許福明，1982：64）。
而中國國民黨改造乃朝向「民主集中制」的方向發展，希望將中國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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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轉化成以組織為核心的「革命民主政黨」，並落實「以黨領政」、「以黨領
軍」的精神（薛化元，1996a：51-57）
。爾後配合隨之展開而為鞏固全面統治
的改造工作的完成，中國國民黨也在依循列寧式政黨的組織建構方式下，將
組織延伸至政府部門、軍隊、公營事業、學校等相關機構（錢永祥，1988：
71）
。
「黨國一體化」的權力結構設計結果，意謂著中華民國政治之權力係掌
握於蔣中正及其領導之中國國民黨手中。居中國國民黨權力決策核心之「中
央常務委員會」
，即相當於訓政時期的國防最高委員會，成員除黨務主管外，
均為擔任國家各權力部門主管者。在蔣中正及其子蔣經國掌權的「兩蔣時
代」，連由黨的中央委員選舉中央常務委員，都變成徒具形式化的作用，實
際上係由獨攬權力的兩蔣欽定。而中國國民黨內菁英分子，則在「黨」與「政
府」部門輪流掌握要職。總之，蔣氏父子延續訓政模式，透過其「黨」內最
高掌權者的身分，控制「國家」的政務（王泰升，2002：518）
。此種權力結
構一直到李登輝主政之後才因遭逢反對勢力的挑戰而日漸鬆動。

三、就人民政治權利的賦予而言：
依 Macridis（1986：216）之見解，威權政體即使容許某種程度的公民權
利存在，但是對於人民此一權利的行使上也設定相當多的限制。通常，在有
實施代議政治的威權政體中，這些代議機構也只具有橡皮圖章的功能，實際
上，它的作用主要在於支持威權領袖既定之政策。以之觀察中國國民黨遷台
後透過戒嚴下諸多法令的頒布與實施，原有憲法所賦予人民之基本權利，特
別是政治性集會與結社等權利的行使，受到相當程度的剝奪與壓制（王泰
升，2002：525）
；人民選舉權的行使範圍長期被限制於地方公職人員選舉的
層級（王振寰，1989：83）。由於對台灣本土菁英的不放心，唯恐其挾民意
之正當性，順勢向上擴張政治影響力，所以在中央民意代表的延任不改選的
情況下，中國國民黨政策性地決定不舉辦省長及直轄市長（台北市升格後）
以上層次的行政首長選舉，來達到不使地方勢力往全台灣或中央發展的目的
（薛化元，2000：38）。中央層級之政治參與管道既為少數之特定人士所壟
斷，加上原本須經定期改選之國會早已形同「終身任期制」的事實，國民大
會行使之「修憲權」與「選舉權」，其實就成了維持統治者權力取得與行使
的「合法性」工具。同樣的，原本憲法中賦予行使立法、預算審核、行政監
督等職權之立法院，也在配合統治者的施政目標下，淪為行政院的「立法局」
的角色，無法真實呈現西方國會機構監督與制衡政府部門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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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就鬆散意識形態（心態）的建構而言：
溫克勒（1992：429）指出，在中國政治文化中，領導者界定意識形態，
而意識形態使領導者合法化，在領導者的意識形態之下，追隨者得以運作並
效忠該領導者。根據陳明通（1998：93-94）的研究，構成國民黨威權政體作
為統治權力存在或運作的鬆散意識型態（心態）
，主要是由「復國」
、
「反共」
、
「主義」三大要項，亦即「大中國意識與光復大陸失土」
；
「反對共產主義與
打倒共產黨竊國集團」
；
「實行三民主義」三個部分組成。如同朱雲漢（1989：
143）指出的，為了維持此一官定意識形態的霸權地位，中國國民黨對意識
形態的控制極為重視，包括對教育體系、傳播媒體、文化事業的控制，對知
識份子、影藝人員的過濾，對出版品及外來資訊流傳的管制等政策。相較於
消極的壓制方式，中國國民黨對孫中山思想的傳授極為重視，根據李雲漢
（1995：9）的研究，包括於高中開設三民主義學門，各專科及大學則開設
列為必修之國父思想課程。歷史教學方面，一九五一年開始於專科學校及大
學開設中國近代史，一九七二年改為中國現代史，其內容係以中華民國建國
史為主體，中國國民黨的地位與成就受到相當程度的重視與肯定。它也透過
政治社會化的潛移默化手段，包括大眾傳播工具、官方出版品與學校教材的
意識灌輸；舉辦各類講習班與座談的方式，企圖孕育一個強烈反共產主義的
信仰體系（田弘茂，1989：95）。在此同時，中國國民黨也不忘重提早期塑
造法西斯主義信仰下的「領袖」意義，使之置於「國家、責任、榮譽」之前，
並一併藉由上述途徑「神聖化」統治者的地位（張朋園，2001：185）。

五、就對政治反對勢力的態度而言：
許介麟（1989：65）援引德國公法學者 H.Triepel 談論國法與政黨的概
念，指出國家權力對競爭性政黨的態度，是經由敵視的階段、無視的階段，
才轉為法律上的承認，甚至憲法上的融合。印諸中華民國政府遷台以來的政
黨發展歷史，似乎與上述的觀點相當契合。根據戒嚴法實施的「黨禁」政策，
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後的合法政黨，原僅有中國國民黨、青年黨與民社黨三
黨。而事實上，民、青兩黨在中國國民黨重新走回黨國一體的路線後，於政
府決策中所能發揮之影響力微乎其微，基本上此兩黨存在的象徵性意義遠大
於實質。一九五 0 年代後期，一群以雷震等人為主的《自由中國》半月刊人
士，在多年來對蔣中正的態度，由原先之「擁蔣反共」，希望蔣氏能恪遵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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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憲政，以民主之力量進行反共之大業，到最後卻對蔣政權威權的本質深感
失望之餘，於是預備將「籌組反對黨」的理念化為實際的行動（薛化元，
1996c：264-279）
。而執政當局對於此一組黨行動採取鎮壓的打擊手段，無疑
的宣告了它對於可能出現的「競爭性政黨」的敵視態度。當一九六０年雷震
開始計畫籌組「中國民主黨」時，中國國民黨內當時的實力派人物陳誠、蔣
經國對此一問題的看法明顯不同。陳誠公開聲明，反對黨只要不是「軍閥、
地痞、流氓的政黨」就可以成立；而主張採取強硬立場的蔣經國，在陳誠針
對反對黨發表溫和談話後不久，就下令國內安全單位展開鎮壓。最後，雷震
以涉及共黨陰謀推翻蔣中正的罪名，被軍事法庭判處十年有期徒刑
（Taylor,2000：283-284）。
一直到一九七 0 年代以後，所謂「黨外」反對運動人士經由選舉機制，
特別是中央增額民代補選的實施，開始出現「組織化」的串連型態，而開始
對中國國民黨構成集體的壓力，對中國國民黨政府造成威脅時（王振寰，
1998：97），中國國民黨最終所採取的態度仍是選擇壓制。中國國民黨此種
對「競爭性政黨」的敵視態度，要到一九八 0 年代，蔣經國主政的中期之後，
才逐漸調整為不以國家暴力形式加以打擊，走向視其為「非法組織」的「無
視」階段與法律上的承認階段。

肆、結論
本文援引威權政體相關概念主要在於指陳，於法制建構的基本精神上，
中國國民黨威權政權的特質是與民主體制的原理相互悖離的，它的權力基礎
與統治結構並不符合民主體制的基本原理。從批判的立場來看，「動員戡亂
時期臨時條款以及戒嚴法制體系」的建立，基本上即為威權體制權力來源與
權力行使下的必要「造法」工程，因而此一透過國家機器運作以符合統治階
層利便的做法，其前提必然是擱置、架空甚或曲解原有依憲政主義原理所創
制之憲法及其法律體系。
縱然彼時中國國民黨政府習常以民主之名作為國家政治歸屬之定位，但
這無疑是一種與事實有差距的說法。客觀的說，威權政體之成員絕非民主國
家之構成份子。不過，從另一角度觀察，統治者允諾人民實施民主立憲政治
的願景既然從未消失，至少也為威權政治轉型為民主之路保留了更具彈性的
空間。隨著自由化、民主化要求的增加，第一屆中央民意代表的正當性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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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的久遠日益削弱的根本問題日益突顯，從根柢改弦易轍進行全面改選的
聲音也漸漸浮現，使得臨時條款本來僅有的促進民主意涵大打折扣，而必須
面對全盤檢討的命運（薛化元，1997：110；葉俊榮，1999：13）
。在此同時，
儘管政府當局不斷重申實施戒嚴之意義，乃在防止共產黨等之顛覆，在當時
強調基於戡亂需要，確保國家安全秩序之維持，以及防止共產黨、台獨份子
之滲透與顛覆，是最典型的官方說法。但是對實施「戒嚴統治」的合理性與
必要性的質疑，卻也不斷強化反對勢力於批判執政當局不願回歸「憲法之治」
的「道德性」抗爭藉口，進而催化為挑戰執政者威權體制統治結構的壓力。
從蔣經國後期以迄李登輝時期的政治轉型之路，其實也正說明著中華民國由
威權體制國家轉型為民主體制國家的種種困難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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