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PJ
現代政治與古代黨派的分别：
無疑，政黨現象的出現是人類發展的
一個結果。在古代，雖然政治上曾出現派
别、黨派、集團等，但這些組織絕不_
現代政黨相比。正如古希腊和古羅馬所形
成的羣衆政黨（mass party

)和精英政

黨（elite party )，也難與現代政黨相提
並論。因爲古代的專制封建統治，根本排

文

除了政黨產生的可能性。祇有待民主政制

(m)政黨紀律
政黨必有其一定紀律，作爲對成員行
爲的約束。在紀律嚴格的政黨中’黨員必
須服從黨的綱領及決定，並在政治活動中
聽從黨的統一安排，否則’黨員可被懲罰
或被開除出黨。但亦有紀律鬆散的政黨’
例如美國共和黨和民主黨’黨員頗不固定
’而他們只須在上次選擧中投某黨候選人
的票，便可成爲該黨黨員，因此黨根本不
能對這些游離的黨員作出任何約束° (6)

的出現後，社會的階級利益才有了較明確
的分野，且政治權力日益擴大，而成爲一

(二)政黨出現的社會條件：

種可以用來實現一定利益的力量時，政黨

現象才得以i生。
本文乃作者有感於總第十四期「嶺暉J中
「政黨，政黨？J 一文尚有可補充及加以
發揮的地方，故特書此文以供讀者參考

東歐改革後’各國的共產黨遭受各方
面的壓力，紛紛作出自我檢討，並修其黨
綱及黨號等，同時，東歐國家新組成的政
黨如雨後春苟，紛紛成立；例如東德出現
廿四個政黨、甸牙利亦出現廿八個之多。
而中國方面’四九年至今，除中國共產黨
外，還有所謂八個民主黨派：民革、民盟
、民建、農工、九三、台盟及致公黨。
香港方面’亦開始邁進政黨政治的階段’
香港民主同盟、民主促進會及「八十九J
人籌組的新政黨等。
.
大家都可能感到奇怪’爲什麼在中國
所謂「多黨合作協商制⑵’在每一項重大
決策後，中國各民主黨派都召開會議進行
「學習」及擁護共產黨的決定。然這些黨
派是否符合作爲政黨的條件？更基本的問
題怎樣才是眞正的政黨？在那些特有社會
、政治、經濟的條件下，才可滋生出政黨
的類别是否只分爲民主與專制呢？這些問
題盼能在以下的討論中得到解決°
今天，政黨現象已經十分普遍，以至
沒有政黨的政治實體眞是寥若晨星°

(一)政黨的定義及其歷史
“政黨”（political part y ) 這 個 詞
由"political及‘-‘party"合成，前者不是
文討論課題，但其義意頗易理解；而後者
"party"則源於希腊文"partire"’其意
義是“分開”（to divide )；後來’“part
”成爲“party”的同義詞，便出現兩個極
不同的解釋：一是源於partire的分開意
義，另方面則taking part的參與及（sharing )分享的意義；而後者則漸爲政治界
所採納(3)。所以，現今政黨可界定爲在整
體社會(whole 0/ the political comimnity )中的一個組織。
現代政黨最初出現於十九世紀（1800
年）美國總統選擧前夕一杰斐遜的共和
黨(Jeffersonian Republicans ) 與 聯 邦
黨（Federalist )，直到19世紀，美國的
政黨才開始較具組織性的。而英國方面，
則早於19世紀前，已有政治派系及政治團
體存在，直至1832年才有正式政黨出現，
尤以1867年的選擧改革後，英國政黨才遂
步發展成爲類似當時美國政黨的組織(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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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政黨與古代黨派的最大分别，是
在於前者包括一個獻身於目標的領導集團
’而推動其前進的便是它的目標’而不是
爲了個人的人格；而古代黨派’卻是個人
的聯盟，乃是其成員只關心個人的發展’
其次才是他們所屬羣體的發展。另方面，
派别亦僅建基於狭窄的利害關係上，但現
代政黨卻主要依靠公衆的支持以保障權力
及維持其政治權力，所以現代政黨需要關
心及照顧廣大公衆的利益。
其實，政黨正是十九世紀初的西方憲
政的產物。初時，西歐國家中，一些中產
階級及工人運動崛起後，始向貴族及上層
階級，爭取分享政策決定過程（policymaking process )的權力，因此，他們漸
漸組織起來，集合各種相同政見及利益的
個人，在一定政治主張及利益的號召下’
從事爭取政策的控制權。
政黨是什麼呢？
到此爲止，我們可以簡單地爲政黨作
出這樣的描緣：政黨的基本目的就是爭取
及維持政權，通過行使政權來實現政黨的
綱領，以維護一定範圍的利益。
根據法國學者博雷拉認爲政黨必須具
有三大要素：（一)具有一套治國方案；
(二)具有一定的組織性；（三)爲爭取得政
權和行使權而展開的活艱5)。

(I)政治網領
政黨必須有其本身的政治綱領，這種
政治綱領不但反映政黨的性質、利益傾向
和階級屬性等，還有反映出政黨將在政洽過程中如何實現及運作。所以政黨的綱領
決定了其在政治過程中的決策和行爲的方
向，以及其政治目標。因此其重要性是顯
易而ItL的。

(n)政黨組織
作爲政黨組織，有的比較鬆散，有的
比較緊密，例如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的組
織就比較嚴密，但美國共和黨和民主黨的
組織卻相對鬆散；無論如何，若成爲一個
眞正的政黨，一般均有其體系，例如：中
央委員會、地區去部及基層組織等，與較
爲嚴密的權力關係的結構。政黨通過其組
織使它能在政治生活中，成爲一股獨立的
力量來統一行動，影響政治過程。

中反納巴拉（Joseph LaPalombara )
及威納(Myron Weiner )提出三'項較重
要的、社會條件’可促進現代政黨的產生(8)°
(I)在現代政黨產生前’社會應要實現
高度的世俗化。他們深信是：“每
個個人都相信他們的行動能夠影響
世界，使世界朝着有利於他們的利
益和看法的方向發展。

(n)同時，社會應存在多種類的組織及
圑體，使人民已慣於有組織地參與
及作出行動，才可令政黨成立及得
以發展。

(in)還有，健全及普遍的通訊網與交通
設施也可促進政黨的出現。
‘
這些基本條件得已滿足後，帕扔已拉
、威衲認爲政黨出現與否則視其在特殊的
條件下才可催生，即新的政治秩序合法性
_機、新秩序整合的危機及大衆參與的
危機。
(I)合法性危機：

-

對人民來說，在社會上，新秩序的政
治制度和思想信念是否有存在的價値？這
樣，現代政黨提供了維持新秩序的根據。

(n)整合危機：

整合危機所牽涉的新秩序的範圍和羣
體，在某程度上，出現不協調衝突所分割
，現代政黨的出現，卻可提供了消强這些
差别及整合其國家及人民的手段。

(in)參與危機：

政制開放，使人民有機會參與政治過
程。這黙頗爲重要’现在大多數現代政黨
的出現，則爲了應付這種特殊的危機。

(三)政黨的分類：
政黨可由二方面作出分類：政黨結構
及政黨成員的類型。

(I)政黨結構
現代政黨主要有三種搆成的組織：即
中央決策委員會、地區支部和基層組織。
(a )中央決策委員會：
以美國的民主黨及共和黨最爲推崇
中央決策委員會，這可能由於美國的獨
特文化下所形成强烈的個人主義，缺乏
階級意識所致，加上這兩黨的忠心黨員
數量很小’而且只在最低限度上吸收公
衆的參與。所以這類政黨與黨員的聯繁
不大而組織較爲鬆散，它只在競選期間
作同期性的積極活動。

(b)地區支部

一般來說’支部代表着高度集中的
組織形式，這種形式把一個複雜的勞動

過程，但它們可以通過各種渠道來影響其

領袖時產生的矛盾°在黨內.’雖然可能分

決策過程，例如發動羣衆討論’輿論批評

開舊領導班子及新領導班子’但他們之間

等’以牽制阻碍或甚至否決多數黨對利益

的界限根本不明顯’因爲領袖通常是採用

確定過程的主導（正如英國保守黨的動議

「精英重組」的方法來混合他們’這雖然

遭受議會的否決），從而影響政治過程。

可能使領袖作出一些分權的變化，但這只
是把大寡頭政治分割出多個小的寡頭政治

部中的全體黨員作緊密的聯繁，並且明
確强調上級的支配作用。它吸收了大量

其實，現代政黨這類抽象槪念，它所

成員，企圖使自己建立在廣泛的羣衆基

體現的有許多共同的’但又有微妙區别的

礎上’因爲它是爲了挑選及支持其政黨

形式的複雜組合；所以，以上所討論政黨

候選人而存在°正爲了此日的，支部的

出現的基本條件及歷史催化劑，只是從相

領導人要經常與其成員交往，並鼓勵支

異的羣體之間（各政黨及其歷史背景）的

部成員之間建立非正式的聯系；所以這

共同性推衍出來。但現代政黨也通過抹殺

類政黨較易走入羣衆。

它們之間的.重大差别，使我們難作深人的
分析和觀察。
政黨—民主組織—僵化機搆

，根本不能改變其性質，即黨中央集權而
普通成員則無權的寡頭政治了。

(四)結論

、
從上面的討論，已涉及有關政黨的定
義、特徵、政黨分類、政黨的產生條件，
政黨本質等，從而談及領袖在黨組織的特
殊地位’促使黨組織走上僵化之路。
其實，一面眞正的堅信民主信念的人

(C )基層組識：

，他會不惜任何代價都會避免寡頭政治的

這組織類似支部，總是希望擴大自

其實，歷史上，有很多本來是民主結

出現。不過，有人提出’若黨派之中，容

己的羣衆基礎，並通過定期的會議和廣

搆 的 政 黨 組 _ ’變隨着時間的消逝’漸變

許競爭和不同意見存在’這組織內部可睡

泛的宣傳積極尋找新成員。

爲極其僵化的組織’使其成員被剝奪了參

經常出現衝突，以至削弱其組織性。它們

與決策的機會及權利，相反’黨領袖卻得

在較大的社羣中實現他們所追求的政治目

變化。中央決策委員會主要是爲了取得

到了無制約的權力，並且企圖無限期地保

標 。 相 反 ’ 一些具有較强內聚力的領導組

選擧的勝利而組織起來。支部除了是爲

持領袖職位，爲什麼呢？

織（甚至寡頭組織）’却通常较成功地提

基層組織能體現政黨槪念的深刻及

取得選擧外，還爲建立廣泛的羣衆基礎

出及實現它們的政治目標(1_3。

，但基層組織的組成是爲了推翻現存政
首先，當羣衆或某階層的人士聯合爲

治秩序。

組織，以至成立政黨，但這時，其權力之
控制必難兒落到寡頭集團手中，同時羣衆
一般易受讀講人和宣傳的影響，以及羣衆

(II)成員類型

願意服從一些有魅力（charisma

)的領

袖所發出的命令°况且，當代表一旦由全
體成員選出後，他們受賦予的特别地位，
政黨可分爲兩類：精英政黨（elite
party

)和羣衆政黨（mass party ) 。

卻可控制（有意或無意）了資訊的流通’
因此普通成員甚至不能收取任何重要黨的
消息，他們根本並法可作任何的監察。無

(a )精英政黨：
它是一個成員有限的組織，並試圖

還有領導地位也可促成寡頭政治在黨

現今香港亦已踏入政黨政治的階段’
你亦可能參與其中’你對政黨內部的民主
及政黨外部的勝利（較强內聚力）領導的
組織），你會挑選那一種？這個問題留待
各讀者自己仔細去思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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