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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政治勢力間權力競爭變化
—從地域主義至陣營對峙 *
河凡植
國立高雄大學

摘

要

由於韓國民主化，結束了民主和反民主的政治鬥爭，但因民主陣營分裂和
「進步」派政府出現，出現「地域主義」和「保守」與「進步」陣營的對峙。
就韓國的「地域主義」和「保守」與「進步」「陣營對峙」的特徵而言，全羅
地域帶有「進步」色彩，而慶尚與「忠清地域」的「保守」色彩較為濃厚。「地
域主義」和「陣營對峙」在選舉時產生巨大影響，成為決定政治權力結構的主
要因素。韓國政治菁英成立以地域為基礎的政黨，形成與選民聯合的選舉，且
政黨在選舉上選擇地域與理念分裂，使此問題成為論證的焦點，並透過提出自
身的意見來謀求選民的支持。在此基礎上，「民主黨」和「新世界黨」分別成
為代表全羅和慶尚地域、「進步」和「保守」陣營的政治權力，而「保守」色
彩的「忠清地域」政黨也能保持一定的政治權力。但由於「進步」勢力的擴大
和「陣營對峙」的加深，「忠清地域」政黨被「慶尚地域」政黨合併，故韓國
政治權力結構從以地域為基礎的競爭轉換為以陣營為基礎的競爭。從實現民主
重於「地域主義」的權力競爭，2000 年代靠理陣營峙的競選與進步勢力接近保
守勢力，2016 年以後進步勢力超越保守勢力，占據了韓國政治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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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至第 19 屆總統選舉 30 年來，經由政治權力競爭的轉折，亦即 1990 年代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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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韓國於 1987 年實施了民主化後，進行修憲，將總統選舉方式由間接改為
直接選舉，並於 1991 年落實地方選舉。由於採取總統直選制和地方選舉制，
除國會議員外，總統以及地方行政首長與議員皆由人民直接投票選出，故韓國
人民透過投票來決定韓國中央和地方的政治權力。但是，由於民主勢力「統一
民主黨」的分裂，金大中、金鍾泌成立以地域（湖南、忠清）為基礎的政黨「平
和民主黨」與「新民主共和黨」，和以慶北與慶南地域作為政治根據的現有執
政黨「民主正義黨」與反對黨「統一民主黨」競爭韓國權力，形成韓國「地域
主義」政黨體系，且該政黨側重於地域主義，因而加深了韓國政治的「地域主
義」。接著，面對朝小野大的政局，「保守」的執政黨（慶北的「民主正義黨」）
與「保守」色彩的反對黨（慶南的「統一民主黨」、忠清的「新民主共和黨」）
進行合併，與進步色彩的另外反對黨（湖南的「平和民主黨」）競爭政治權
力，① 形成了「進步」與「保守」陣營的對峙。此後，「地域主義」與「陣營
對峙」在中央與地方選舉上發揮了關鍵作用，並成為決定韓國政治權力的重要
因素。「地域主義」和「陣營對峙」是一個奇特的韓國政治現象，「地域主義」
是指地域選民在投票行為上，依照其地域來投票的傾向，而「陣營對峙」則是
「進步」勢力和「保守」勢力的對峙。從政治傾向來看，慶尚道、忠清道以及
江原道的選民具有「保守」傾向，而全羅道的選民則具有「進步」傾向，此外，
因首都圈（含首爾、京畿和仁川）選民的故鄉大多分散於全國各地，所以首都
圈的選民會依其故鄉之選舉傾向進行投票，故「保守」或「進步」政黨在該區

①

韓國人指稱「地域」的用語有二，即依行政區域、歷史留下的習慣，因此韓國不僅以行
政區域標明「市」與「道」其出生地域，同時，也依照歷史留下的習慣來標明其出生地。
地域對峙上，慶尚道、全羅道以及忠清道是行政區域的名稱，歷史留下的名稱為「嶺南」
與「湖南」以及「湖西」，在政治上區分地域時，以「嶺南」與「湖南」取代「慶尚道」
與「全羅道」使用，而「忠清道」不常用「湖西」，故表示該三「地域」時，常用「嶺南」
與「湖南」以及「忠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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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皆無法拿下壓倒性的勝利。
在政治學中，「地域主義」（Regionalism）一詞有兩個概念：即國際政治
與國內政治的概念。從國際政治概念來看，「地域主義」是指區域內國與國之
間的合作關係，換言之，地理鄰近國家之間，基於共同的利害關係、相互依存，
增進交流、合作、整合，例如：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東協等；從國內政治
概念來看，則是源自於一個國家裡中心與周邊地域之間糾紛而產生，例如，以
「地域主義」為基礎政黨作為實現地域共同體盼望的政治組織，通常追求分離
獨立、自治、分權（Park, 2009:80）。
韓國「地域主義」更進一步的擴大此一概念，包括「地域情感」、「地域糾
紛」、「地域利己主義」，但其概念有所不同。在韓國，「地域情感」是指地域
居民對其他地域居民的負面情緒；「地域糾紛」是為了追求自身的地域利益而
與其他的地域利益產生衝突；「地域利己主義」則是指為了提高自身地域的政
治影響力與權力以及該地域利益的一種政治信念。隨著韓國政治狀況的轉變，
表示「地域主義」的用語也改變。最早的用語是「地域情感」，出現於 1970 年
代，起因於地域發展不均衡的出現、統治菁英偏重「慶北」地域，到了 1980
年代，嶺南政權利用「地域主義」，謀求政治動員，以擴大意識形態的支配
（An, 2007:228-29），因此出現「地域糾紛」一詞，及至於 1990 年代，隨著地
域政黨之間的合併與分裂，為了更進一步強調地域相關的糾紛而開始使用「主
義」一詞，之後，由「地域主義」取代「地域糾紛」（Park, 2015:127），此一

韓國的「地域主義」是指「嶺南」與「湖南」以及「忠清」之間的「地域
對立」，尤其是嶺南與湖南之間形成的宿怨與對立。在 1960-70 年代，出生於
嶺南的朴正熙掌權，推動以嶺南地域為主的經濟開發政策，且湖南地域人物不
僅被排斥在政權外，湖南地域也在經濟開發被疏遠，使得湖南地域人物產生疏
離意識與被害意識。湖南人物認為，嶺南獨占韓國政治經濟特定地位是地域差
別，為了改變嶺南獨占的社會體制，抵抗嶺南政權，反對嶺南政權的經濟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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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涵有「地域對立」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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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對此，嶺南為了保住其政權，側重於地域主義，因而造成地域情緒，凝
聚地域選民的團結，也進一步形成嶺南與湖南之間的地域對立。
嶺南與湖南之間的地域對立擴散到進步與保守之間的理念對峙。從 1948
年建政至今，韓國依靠韓美軍事同盟，確保國家安全，在 1960-70 年代高度經
濟成長時期，政府採取威權主義開發體制，重視經濟成長，加上韓國社會文化
上仍有儒家文化的威權思想，因此形成了韓國重視韓美關係、經濟成長以及垂
直關係的社會秩序。此外，保守派著重維持社會秩序，而進步派則追求改變，
因而造成進步與保守之間的衝突，也因此形成兩大勢力之間的陣營對峙。
韓國的高度經濟成長處於 1960-80 年代，此時，嶺南的政治人物掌權，左
右了韓國政治，忠清的政治人物則參與嶺南政權，使得這兩個地域成為保持現
行社會秩序的「保守」勢力，而湖南為了抵抗嶺南政權，追求改變以嶺南政權
為中心的社會體制，從而成為「進步」的勢力。這樣的政黨對立使得選民把候
選人與自己視為一體，於是，出現了特定政黨在特定地域獲得選民壓倒性的支
持。
韓國的進步與保守間的衝突主要表現在北韓 / 對外關係、經濟、社會以及
反物質 / 物質主義等四個層次上。
針對政策理念，進步勢力與保守勢力之間形成了「陣營對峙」，但韓國的
陣營對峙並不是二元區隔，而是基於政策理念傾向的程度差異而形成。目前在
國會擁有席次的五個政黨分別是「共同民主黨」、
「自由韓國黨」、
「國民之黨」、
「正黨」與以及「正義黨」
。其中的「自由韓國黨」與「正黨」屬於保守派，而「共
同民主黨」、「國民之黨」以及「正義黨」則屬進步派。進步派與保守派政黨
之間存在明確的理念差異，即使是同屬進步勢力的「共同民主黨」、
「國民之黨」
以及「正義黨」之間也存有一定程度的理念差距。其中，「國民之黨」是中間
派，「共同民主黨」為中間偏左，而「正義黨」則屬於左派，他們對於個別政
策的理念存有一定的差距。論到理念的異同，保守派與進步派之間差異最大的
理念層次是對北韓 / 對外政策，而最接近的則為反物質 / 物質的層次（Park et
al.,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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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理念層次

對北韓、對外政策
層次

經濟層次

社會層次

反物質主義與物質
主義層次

韓國理念對立結構

質問項目

態度（「保守」←→「進步」）

作為質詢對象的
國會屆期

對北韓支援

中斷←→擴大

第 16、17、18 屆

對美關係

加強←→再檢討

第 16、17、18 屆

國家保安法

維持←→廢止

第 16、17、18 屆

開城工業園區

縮小←→擴大

第 18 屆

北韓人權

積極介入←→不介入

第 18 屆

韓美 FTA

贊成←→反對

第 18 屆

改革財閥

解除限制←→加強限制

第 16、17、18 屆

福利政策

縮小←→擴大

第 16、17 屆

綜合不動產稅

緩和←→加強

第 16、17、18 屆

日用品價格

反對政府加入←→贊成

第 18 屆

死刑制度

維持←→廢止

第 16、17、18 屆

機會及示威

嚴厲對應←→儘量容許

第 18 屆

戶主制度

維持←→廢止

第 17、18 屆

環境政策

最小化限制←→加強限制

第 17、18 屆

核電廠建設

贊成←→反對

第 18 屆

資料來源：Kang（2010:176）。

從實現民主化至今，韓國嶺南、湖南以及忠清地域政黨都依靠地域主義贏

治權力，並藉此爭取中央的權力，也因此地域主義成為主導選情的重要因素。
經過了湖南進步勢力與嶺南保守勢力之間的政黨輪替與再度政黨輪替之後，進
步勢力逐漸擴大，形成進步與保守勢力之間的陣營對峙，也因此地域主義與陣
營對峙成為決定全國政治權力的主要因素。然而，從 2011 年的「首爾市校園
營養午餐制度」公投以來，進步的議題逐漸主導選情，使得保守政黨跟進進步
議題，於是拉近了進步與保守勢力之間的理念差距。此外，面對 2012 的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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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時，以嶺南為基礎的保守政黨合併了以忠清為基礎的保守政黨，因而形成
了嶺南保守勢力與湖南進步勢力間的陣營對峙。面對 2014 年的地方選舉，由
於忠清政黨的消失，使得忠清的選民產生了政治疏離感，忠清的保守傾向選民
因而支持進步政黨的候選人，也因此出現了保守地域分裂現象。上述的發展導
致韓國的地域主義與陣營對峙出現了明顯變化。本文因此以第 19 屆國會議員
選舉、第 18 屆總統選舉以及第 6 屆地方選舉切入，探討韓國政治權力的競爭、
地域主義和陣營對峙三者間的互動關係。

貳、理論背景
一、「地域主義」與「陣營對峙」的文獻回顧
民主化之後，韓國的政黨展開了地域主義、進步與保守勢力之間的對峙。
地域主義與陣營對峙成為選民投票的主要考量，也左右了韓國的選舉。因此地
域主義與陣營對峙成為韓國政治學領域的主要研究議題之一，有一些研究探討
地域主義對選舉的影響，或從歷史的角度分析地域主義形成的原因；其他的相
關研究則著重於陣營對峙的分析，亦即探討進步勢力與保守勢力的現況、理念
衝突以及緩和陣營對峙的方案和政策。
首先，對地域主義研究而言，Joon-pyo Jung（2014）採用各地域的全國化
指數（region nationalization score），分析第 16 至 19 屆韓國國會議員的選舉結
果，認為以地域為基礎的執政黨和反對黨超越其他當地政黨，透過其在全國性
的選舉，發展成為以地域為基礎的全國性的政黨。由於國會議員選舉採取小選
區最多票制和比例代表制，使得地域主義左右了選舉結果，也因此加深了地域
結構。Kwang-il Yoon（2012）採用 Miller 與 Shanks 的多階段說明模型（multistage explanatory model），分析地域主義對政治傾向、政黨認同、對政黨及政
黨候選人的評價、投票選擇的影響，認為地域主義影響到地域選民對政黨認同
的決定，經由地域主義的影響，進而影響到選民對特定政黨和政黨候選人的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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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Jei-hee Kyung 與 Joon-pyo Jung（2012）透過日本的「惜敗率」制度與韓
國選管委提出的惜敗率制度進行比較分析，分析韓國引進惜敗率制度對緩和地
域主義的影響，認為惜敗率制度使得政黨候選人同時參選選區和比例代表制，
即使候選人在選區落選，也有可能當選比例代表，使得候選人即使在所屬政黨
居於劣勢的地域參選，仍有誘因積極地展開選舉造勢活動，也因此在特定地域
上，即使是居於劣勢政黨的候選人也可能和當地選民接觸頻繁，因而改變選民
投票行為的傾向，進而改善地域主義並對韓國的政治發揮正面的影響。Jin-ha
Kim（2010）以第 13、14、15、16、17 屆總統選舉上的地域主義投票傾向變化
與政黨對地域依存性的變化切入，分析韓國地域主義的變化，認為第 13、14、
15 屆的總統選舉出現了地域主義的投票傾向，第 16 屆的總統選舉更加深了此
一投票傾向，但第 17 屆的選舉則緩和了地域主義的投票傾向；在總統選舉上，
忠清的地域主義投票傾向最低，但以忠清為基礎的政黨對地域依存性最高，另
外，地域主義與地域分裂、政治認識、地域政黨的動員，對韓國政治仍然發揮
巨大的作用。Dae-hee Lee（2007）以地理的歷史角度為切入，並側重於「地域
認同」，分析從地方與道（province）層次所形成的地域情緒，依據其研究，韓
國地域主義起因於地方官制（高麗時期設置五道兩界，而朝鮮時期改成八道），
由於地方官制的出現，加強了當地居民對所屬地域的認同，且此一認同又與農
耕文化結合，進一步深化了地域認同。另外，地域認同也產生地域偏見，韓國
地域偏見是指對湖南地域的差別，中央支配階層排斥湖南人才進入中央官職，

嶺南與湖南地域間的不平衡。該地域偏見與地域認同的結合導致地域情緒的發
生，並進一步影響到韓國的選舉。
另 外， 在「 陣 營 對 峙 」 的眾 多研 究中，Yoon-sil Kim（2014） 在 第 16、
17、18 屆總統選舉剛結束後，以滿 19 歲以上的 1,500 位選民為對象進行問卷
調查，分析韓國選民的理念與投票行為之間的關係。此一研究發現了以下三個
現象：首先，第 17 屆選舉以後，呈現出選民的保守化；其次，選民社會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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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地域偏見由於嶺南出身政權（朴正熙政權）上台以來，優先投資嶺南，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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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的差異對其政治傾向具有顯著的影響，例如，高年齡、低學歷、低所得及
嶺南出身的選民成為保守傾向的機率較高；再者，選民根據其政治理念來選擇
政黨候選人，例如，保守傾向的選民選擇保守傾向政黨的候選人，而進步傾
向的選民則選擇進步色彩政黨的候選人（Kim and Yoon, 2014）。Seok-jun Han
（2013）採用直觀推論和認知動員理論（cognitive mobilization theory），分析
韓國政治現實和理念傾向的關係，認為發現保守與進步的形成政策態度不同，
保守階層主要透過以政黨為首的外生途徑而形成其政策，而進步階層則依據內
部的途徑來形成自己的認知標準。Hye-jeong Ahn、Min-ju Lee 與 Ta-yun Jung
（2012）以 20 至 60 世代的 533 人（男性 249 人、女性 284 人）為研究對象，
探討進步與保守的選民對韓國社會和政府的態度。結果顯示進步和保守的選民
對社會和政府政策的意見近乎相同，但依據年齡和出身地域，則出現了明顯地
差距，例如老年為保守、年輕為進步，嶺南為保守、湖南為進步，且進步群體
和保守群體對盧武鉉政府的態度亦存在顯著差距，進步群體多做正面的評價，
而保守群體的評價則較為負面。Jung-do Kim（2009）利用韓國中央日報對第
16-18 屆國會議員當選人理念傾向的資料分析朝野政黨之間主要的理念分歧。
結果顯示韓國政黨理念分歧的重點有以下三點：第一、由於政黨之間理念差距
的擴大和政黨內部認同的強化，加深朝野政黨間理念的分裂；第二、政黨之間
理念分歧最嚴重的在於韓美關係、國家保安法、對北韓支援等政治議題，且政
黨間理念的差異與總統直接設定的政策議題有密切關係；第三、理念差異的擴
大影響到法案的通過。

二、研究途徑：歷史「新制度主義」的適用
新制度主義從經濟學領域開始研究，逐漸發展出新制度主義的政治學。但
新制度主義的成長不僅是為了重申舊制度主義分析的優點，更多的是為了修正
政治學傳統研究的錯誤，因此，新制度主義在政治研究方面反映舊制度主義的
特徵，但同時也提出政治研究在理論和經驗上的新方向（Peters, 1999:11）。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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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主義是結合舊制度中許多假說，而利用行為主義的研究工具，使得制度研
究更為豐富（徐正戎、張峻豪，2004:146）。新舊制度主義都是以制度為研究
核心，舊制度主義就是以成文法條作為分析的主要對象，具有很強的法律主義
傾向，但新制度主義不以成文法條為範圍，因而擴展到足以影響人們行為模式
的規律（吳玉山，2001:8），分析制度與個人的行為及政治結果之間的關係、
制度的持續與變化問題。
在新制度主義概念中，「制度」是一項規則，藉由制裁的手段來指導各種
行為，換言之，它是一種制度化的規範。制度也可以是一種行為體系，而受到
一組規則所指導（何景容〔譯〕，Lane and Ersson〔原著〕，2002:34）。更嚴格
的說，制度是人為制定的限制，用以制約人類的互動行為。因此，制度構成
了人類交換的動機，此處交換包括了政治的、經濟的以及社會的行為（劉瑞
華〔譯〕，North〔原著〕，1998:7）。「制度」對行為者發揮制約作用，當行為
者要決定他們的行為方針時，制度的存在將被列入考慮（何景容〔譯〕，Lane
and Ersson〔原著〕
，2002:53）
。制度不論是以正式或非正式、有形或無形的存在，
都在影響了個體或組織行為的動機與目的。
March 與 Olsen（1984:743-49）是第一個把「新制度主義」概念引進於政
治學的學者，他們強調，政治制度具有相對自主性與政治生活中的意義與象徵
性行動。新制度主義雖是一整合性的理論概念，但由於在研究途徑的假定上的
差異，出現多元學派：歷史制度主義、理性選擇制度主義、以及社會學制度主

（1996:936-57），理性選擇制度主義採取計算途徑來解釋制度對行為的影響方
式，社會學制度主義則採用文化途徑來探討制度（將文化界定為制度）對行為
者的影響，歷史制度主義則是使用這兩種途徑（折衷途徑或途徑依賴）來闡明
制度與行為的相互關係，此外，理性選擇制度主義把制度當成中介變項，歷
史制度主義者把制度當成獨立變項，而社會學制度主義則把制度視為依變項
（Koelble, 1995:23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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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而他們對制度與制度研究提出不同的假定與研究途徑。依據 Hall 和 Tay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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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民主化以來，韓國政黨將「地域主義」與「陣營對峙」作為凝聚選民
的媒介以加深選民對政黨的支持，而選民則從「地域主義」與陣營對治的角度
行使其投票權，因此「地域主義」與「陣營對峙」作為左右選舉的重要因素，
也成為政黨在權力競爭上占優勢的主要因素。然而，經過二次政黨輪替，隨著
選民投票考量的因素產生變化，左右權力競爭的因素也從「地域主義」轉換為
「陣營對峙」。歷史制度主義認為，制度包括正式與非正式規則、程序、規範
與不成文的慣例，制度是獨立變項，形塑行動者的利益選擇、計算能力與目
標，因此以制度為中心，連結宏觀的社會結構因素與微觀的個體行為，來解釋
國家與社會互動，研究焦點則放在重大政治議題上，例如民主轉型、政經體制
與重大公共政策，強調在歷史脈絡與環境條件中，探索特定政治制度的形成與
運作，解釋其政治表現或政策結果（蔡相廷，2010:53）。韓國「地域主義」與
「陣營對峙」是決定政治權力的主要因素，然而，該因素僅是影響選民投票行
為的手段，政治權力在選舉中透過選民投票選出，而選舉制度則是獨立變項，
作為韓國「地域主義」與「陣營對峙」的背後制度，韓國政黨在選舉制度上，
透過「地域主義」與「陣營對峙」，展開權力競爭。選出政治權力的選舉制度
包括總統選舉、國會議員選舉以及地方選舉（含地方政府首長選舉、地方議會
議員選舉）。② 因此韓國的「地域主義」與「陣營對峙」透過選舉制度而穩定。
韓國實現民主化後，改採選舉制度，總統選舉由間接選舉制轉換為直選制，國
會選舉由中選區制轉換為小選區制與比例代表的混合制度（但比例代表只占
18.1%），加上制定地方選舉制度。這些選舉制度加強人民參與政治，然而，在

②

韓國行政區劃分中，一級行政區稱為廣域團體（含首爾市、釜山市、蔚山市、大田市、
仁川市、光州市、大邱市、世宗市等 8 個市以及京畿道、江原道、忠清北道、忠清南道、
全羅北道、全羅南道、慶尚北道、慶尚南道、濟州道等 9 個道），二級行政區則是基礎團
體（含 226 個市、郡、區），市、郡、區以下又分為面、邑、洞；再分為里、統。韓國地
方選舉選出：廣域團體長；廣域議員（含 705 席直選議員 / 84 席政黨比例代表議員）；基
礎團體長（含共有 226 個市、郡、區）、基礎議員（含 2,519 席直選議員 / 379 席政黨比
例代表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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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對立與「陣營對峙」情況下，政黨藉由地域對立與「陣營對峙」凝聚與擴
大支持者，而選民則依據其政治傾向把政黨候選人與自己視為一體從而行使投
票權。
另外，韓國選舉制度改變了政黨在權力競爭中角力點，換言之，透過總統
直選制與國會議員小選區制以及地方選舉，形成與鞏固的「地域主義」，進而
透過靠「地域主義」的湖南進步政黨，推動選出嶺南出身的總統候選人，且引
進嶺南地域的進步人士，藉此打破地域政黨的形象，並謀求轉換成以進步理念
為基礎的全國性政黨。由此，權力角力從「地域主義」逐漸轉換到「陣營對峙」
。
另外，在「陣營對峙」情況下，進步勢力逐漸擴大，占據韓國行政權力與議會
權力，主導韓國政治。從歷史脈絡上看，韓國選舉制度產生由「地域主義」轉
向「陣營對峙」的變化。據此，本文採用歷史制度主義的研究途徑，以歷史脈
絡作為切入點，分析韓國政治權力的競爭與「地域主義」以及「陣營對峙」三
者間的互動關係。

參、韓國政黨的對立結構
一、地域主義
韓國地域情感主要起因於 1970 年代朴正熙政府推動以東南沿海地區為主
的經濟開發，嶺南與湖南兩個地域的所得差距越來越大，加上朴正熙總統所錄

且排斥湖南出生的人士，使得湖南政治人物與選民產生疏離感與被害意識。在
1980 年，以「光州民主化運動」為契機，兩個地域之間對立情感加劇。在此情
況下，由 1987 年民主化之後，地域情感與政治結合，以地域政黨為媒介，尋
求加強地域利益，因此政治中的「地域主義」出現，同時也加劇了地域對立。
韓國政治中的「地域主義」出現的原因在於，選舉制度的改變與「地域主
義」政黨體系的成立。在韓國，政治中的「地域主義」透過選舉而穩定，其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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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主要是，「地域主義」政黨的候選人採取批評對方候選人的選舉戰略，以獲
取地域選民的支持，③ 而地域選民著重於「地域主義」的考量，支持該地域政
黨的候選人。韓國「地域主義」投影於相同地域出生的政治人物與選民的意識，
換言之，從地域選民立場來看，經由培育具影響力的政治人物，藉此推動地域
發展，以加強地域利益，而從政治人物來看，獲取地域選民的壓倒性支持，加
強政治根據地，進而確保在中央政治舞台競爭權力的空間。在此情況下，「地
域主義」成為韓國政黨獲取政治權力的主要途徑之一。
「地域主義」左右韓國政治起因於，金大中、金鍾泌等具影響力的政治領
導人在 1987 年總統選舉之際，分別成立以其政治根據地為基礎的政黨，如「平
和民主黨」、「新共和民主黨」，且和當時執政黨「民主正義黨」與反對黨「統
一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競選。當時四個政黨的總統候選人包括「民主正義黨」
的盧泰愚、「統一民主黨」的金泳三、「平和民主黨」的金大中以及「新共和民
主黨」的金鍾泌，他們分別出生於嶺南的慶北、慶南、湖南以及忠清，並均將
其出生地作為自己的政治根據地，且以政黨作為權力競爭的後盾。因此韓國政
治開始了「一盧三金」的時代，並形成「地域主義」政黨體系。韓國「地域主義」
政黨體系開始於 1987 年民主化以來第 1 次總統大選，此後，經過 1988 年實施
的國會議員選舉之後更形穩定。
韓國地域政黨特色是依靠政黨領袖的個人魅力來運作，政黨領袖在其黨內
具有絕對性與壓倒性的影響力。事實上，民主化後韓國政黨的特色為被各政黨
領袖主導政治活動。因此，因已私有化的政黨結構，基於政黨領袖個人的政治
目的，以地域為基礎的政黨進行與政黨之間的合併與分裂。且隨著地域政黨之
間合併與分裂，形成「地域聯合」與「地域對立」的結構，換言之，「嶺南」、
「湖南」以及「忠清」地域間的對立→「嶺南與忠清聯合」對立「湖南」→「湖

③

住在首都圈（含首爾、京畿和仁川）選民，約占據韓國選民的 50% 左右，其籍貫大多分
散於全國各地，依其籍貫之選舉傾向進行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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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以及「忠清」對立→「湖南與忠清聯合」對立「嶺南」→「嶺南與忠清聯合」
對立「湖南」，其間地域政黨也曾更換黨名，以「嶺南」政黨為例，「民主正義
黨」與「統一民主黨」合併為「民主自由黨」→「新韓國黨」→「大國黨」→
「新世界黨」→「自由韓國黨」，以「湖南」政黨為例，「平和民主黨」→「民
主黨」→「國民會議」→「新千年民主黨」→「開放我們黨」→「民主黨」→「新
政治民主聯合」→「共同民主黨」與「國民之黨」，以「忠清」政黨為例，「新
民主共和黨」→「自由民主聯合」→「國民中心黨」→「自由先進黨」→「先
進統一黨」。值得注意的是，政黨通常是在選舉之前更換黨名。韓國政黨更名
的原因主要是政黨的戰略態度與選民對政黨的態度，亦即韓國政黨面對其黨勢
力衰落，藉由黨的面貌煥然一新，加強黨內團結，贏得國民的信任（徐志堅，
2003），另外，韓國選民對政黨態度決定於選民對政黨與其候選人的好惡情感，
而不是選民對政黨的綱領與政策（Jang, 2015:31）。
另外，忠清政黨在地域聯合與對立過程中，有時與嶺南政黨、有時與湖南
政黨輪流進行地域聯合，從中爭取政權的一部分，但在此過程中反覆被吸收、
合併且地域對立時分裂，因此，相較於嶺南、湖南政黨的持續存在，忠清政
黨的存在則顯得間斷。忠清和嶺南與湖南兩個地域政黨能進行地域聯合原因是
相較於嶺南與湖南形成對立關係，忠清和嶺南與湖南並無形成地域對立關係。
湖南與嶺南對立開始於 1971 年第 7 屆總統選舉，反對黨候選人金大中與朴正
熙總統競選總統，且透過以金大中為首的湖南政治人物與選民抵抗嶺南政權，

1980 年湖南抵抗以全斗煥為首的嶺南出生軍人試圖掌握政權，發動了光州民主
化運動，而全斗煥則以武力殘酷鎮壓民主化運動，因而使湖南與嶺南之間地域
情感更加惡化，並出現敵對性的地域對立（Lew, 2002:137）。
因此韓國地域對立是以嶺南與湖南為主，兩個地域在獲取政治權力上形成
激烈的競爭關係。韓國實現民主化後，理念的對立由民主與反民主轉換為保守
與進步，形成了保守勢力與進步勢力。嶺南和湖南地域作為保守與進步間「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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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對峙」的根據地，兩個地域選民對地域政黨給予壓倒性的支持，而在此基礎
上，兩個政黨在總統選舉中，在其政治根據地獲得高達 70-90% 的支持度，以
歷屆總統當選者為例，此兩地域為基礎的政黨候選人皆會當選韓國總統。
相較於嶺南、湖南地域政黨，忠清政黨在總統選舉上處於較不利情況，其
主要原因在於，從地域人口來看，忠清人口與湖南差不多，甚至只占嶺南的
40% 左右， ④ 再從政治理念來看，由於忠清政治人物參與嶺南政權，因此出現
擁護朴正熙時代經濟社會秩序體制的立場，且其政治理念多傾向為保守勢力，
正因如此，保守勢力支持度分散至忠清政黨與嶺南政黨，另外，由於朴正熙政
權以後，嶺南勢力占據大部分執政權力，嶺南政黨因而成為代表韓國保守勢力
的象徵。雖然以忠清為基礎的政黨在國會議員選舉中獲取了當地保守選民的支
持，藉此確保一定的國會席次，但其得票優勢僅在忠清，在忠清之外，保守勢
力的票較偏重於嶺南政黨。另外，雖然相較於獨占進步勢力支持的湖南政黨，
忠清政黨在權力競爭中居於劣勢，然而，忠清選民對當地政黨與嶺南、湖南地
域政黨聯合無排斥感，因此忠清政黨在總統選舉上，有時與湖南政黨聯合，成
立共同政府（如金大中政府），有時單獨參加總統選舉，有時與嶺南政黨合併，
以確保在中央政治上的地位。

二、「進步」與「保守」間的陣營對立
從朴正熙經由軍事政變掌權以來，韓國政權成立「軍人官僚威權政體」。
「軍人官僚威權政體」以反共、社會安定以及經濟開發為由，遏制市民社會的
發展，限制人民的政治權利。在軍人官僚威權政體時期，政黨主要由執政黨占
優勢，它是作為選舉的機構或宣傳的工具，而反對黨的作用僅為抗議組織，由

④

以 2013 年為基準，韓國人口的比重是首都圈（「首爾」、京畿、及仁川）人口將近 2,490
萬人次，占韓國人口 49.6%，慶尚地域人口有將近 1,300 萬人次，「忠清地域」人口有
525 萬人次，江原地域人口有 150 萬人次，該地域人口占韓國人口約 25.9%、10.4% 及
2.9%，全羅地域人口約 510 萬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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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政治上存在威權政治對抗民主政治的主導議題，反對黨提供選民爭取民主化
的集體激勵，同時，抗議軍事威權政權（郭秋慶，2010:5），且在此過程中，
形成了以金泳三和金大中為首的民主陣營，進而在政治糾紛中凸顯出了民主問
題。圍繞著民主化，民主陣營與反民主陣營展開激烈的對立，民主與反民主自
然成為韓國政治糾紛的主要因素之一。
由於 1987 年實現民主化，民主與反民主陣營之間政治糾紛消失，政治對
立由「民主」與「反民主」轉換為「進步」與「保守」，因此韓國逐漸出現政
治理念的分歧。韓國的政治理念分歧在於反共、經濟以及自由與威權主義之上。
第一、反共主義是圍繞著國防安全理念形成左派與右派之間的紛爭，此安全紛
爭起因於金大中政府對北韓包容政策，以金大中政府對北韓提供經濟支援為契
機，韓國出現保守與進步之間的分歧，此一分歧也擴散到朝野政黨之間的理念
對立。保守陣營對北韓關係上重視安全考量，採取敵對態度，強調對北韓實施
強硬政策，主張南韓應保留「國家保安法」，而進步陣營則以同一民族觀點作
為切入點，強調推動兩韓交流發展，要求修改「國家保安法」
。就經濟問題而言，
保守陣營擁護財閥經濟，反對政府介入市場、福利政策的擴大，而進步陣營重
視以民主控制扭曲的市場經濟、加強福利政策、實現均衡發展與分配的正義。
就自由與威權而言，保守陣營強調法與秩序、傳統與威權、社會位階秩序，而
進步陣營重視個人的自由與人權、對社會弱勢階層的平等意識、政治參與（Cho,
2015:65-68）。

峙」，但由於金泳三帶領的「統民黨」與「保守」色彩強烈的「民正黨」與「共
和黨」合併，成立勢力龐大的「保守」執政黨，而以金大中為首的「平民黨」
帶領「進步」色彩的反對黨，形成「保守」地域以及「進步」地域的地域理念
地圖，也出現「保守」政黨占多數、「進步」政黨占少數的政黨政治結構。由
於受到朝鮮時代的儒家思想以及朴正熙政權時期威權統治與獨裁開發的影響，
形成了重視保守的政治文化，大部分韓國選民具有保守的意識形態，不太能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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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進步的政治理念，保守的意識形態占據韓國政治。因此金大中採取中間偏左
的政治理念，面對 1997 年總統選舉，進行與保守勢力的忠清政黨（當時自由
民主聯合）聯合而在選舉中獲勝，藉此成立進步勢力政府，但由於是與保守政
黨成立共同政府，且保守政黨占據國會多數，因此保守政黨與政治人物對政府
仍發揮其影響力，保守陣營凌駕於進步陣營，尚未出現進步與保守之間的競爭
結構。另外，金大中政府屬於進步勢力，但面對亞洲金融危機，採取新自由主
義經濟政策，推動自由貿易協定，進行企業結構調整，而保守勢力也支持金大
中政府的經濟政策，因此，金大中政府時期，韓國進步與保守勢力的理念差異
僅侷限於反共主義（北韓問題），圍繞著北韓包容政策，「進步」與「保守」
之間展開了「陣營對峙」。
然而在 2002 年第 16 屆總統選舉之際，「進步」與「保守」勢力的「陣營
對峙」超越北韓問題，擴散到經濟與社會議題。第 16 屆總統選舉是民主化以
來第 1 次進步與保守勢力都選出單一候選人，也是第 1 次「陣營對峙」的競
選。進步勢力的盧武鉉在競選中提出經濟改革與福利政策等「進步色彩」的政
見而獲勝，且成立進步勢力的政府，接著，進步勢力執政黨在 2004 年第 17 屆
國會議員選舉獲取過半席次，韓國進步勢力政權第一次同時掌握行政權力與國
會權力。在此情況下，進步勢力政權推動進步政策，執政黨推動四大改革立法
（修改國家保安法、制定過去歷史清算法、言論關係法以及私學法），政府推
動進步政策，透過大幅增加福利的預算，提高國民基礎生活保障，加強社會保
險、醫療福利、保育、老人與障礙人的福利，同時，推動增稅政策，從擁有房
產總價超過 6 億韓幣以上的家庭徵收綜合不動產稅，另外，對北韓政策上繼承
金大中政的包容政策，採取和平繁榮政策，推動兩韓經貿交流合作發展（Joo,
2014）。盧武鉉政府的進步政策受到基層與 20-40 歲的青壯年代為首的選民歡
迎，因此韓國進步勢力逐漸擴張，進步勢力的支持度開始接近於保守勢力。然
而進步政府所推動的改革立法與進步政策影響到保守勢力與其支持者的利益，
因此保守勢力強烈反彈與對抗進步勢力的政權，加劇進步與保守勢力的「陣營
對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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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進步政策的擴大與進步勢力的成長，保守勢力的反對黨提名曾擔任現
代建設執行長與首爾市長的李明博為總統候選人，且凝聚保守勢力的團結，藉
此參加 2007 年舉行的第 17 屆總統選舉，李明博當選新總統，保守勢力政黨再
度實現了政黨輪替，接著 2008 年執政黨在第 18 屆國會議員選舉中獲取過半席
次，藉此保守勢力再度掌握行政權力與議會權力。由於保守勢力對於盧武鉉政
府的進步政策強烈反感，因此李明博政府撤回盧武鉉政府的政策，採取以「市
場主義」與「開發主義」為基礎的經濟政策，削減福利，推動「四大江治水工
程」，採取企業友好政策，降低企業法人稅與綜合不動產稅，推動國營企業民
營化（Young-myung Kim, 2014:149）。李明博政府的經濟政策加劇所得兩極化，
形成貧富差距擴大，引起基層人民、青壯年層與進步傾向的民眾之不滿，因此
再度加劇進步與保守勢力的對立。
李明博政府時期，進步與保守勢力的對峙主要針對福利政策，尤其是全面
落實校園營養午餐免費的制度。校園營養午餐免費政策是一項具爭議性的社會
話題，進步與保守勢力展開激烈的政治攻防戰。其實，韓國在出現免費營養午
餐相關糾紛之前，以弱勢家庭學生為對象，提供免費營養午餐，但學生須得繳
交低收入證明給老師才能申請之，此申請手續有可能傷害申請學生的自尊心，
因此學生寧願放棄申請。進步勢力認為，此政策損害申請免費營養午餐學生的
尊嚴，同時也主張營養午餐屬於義務教育的一部分，因此應擴大免費涵蓋的範
圍，從小學到高中，政府應當免費提供營養午餐。但保守勢力認為，校園免費

此一營養午餐議題引發社會的爭議，並成為兩個陣營理念對峙的主要指標。

肆、韓國政黨間對立結構的轉變
一、營養午餐政策引起支持「進步」政策選民增加
圍繞著校園營養午餐制度，進步與保守陣營展開激烈的政治攻防戰。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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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午餐爭議始於 2010 年京畿道教育廳推動免費校園營養午餐，但從推動此
制度以來，營養午餐制度逐漸擴大到全國。因此步勢力政黨主張，採取免費校
園營養午餐制度，增加營養午餐的預算，提供學校財政支援，使得學校能向所
有學生提供營養午餐。但屬於保守勢力的執政黨、中央及地方政府主張，大
範圍的免費午餐政策將會給政府財政帶來難以承受之重，因此以弱勢家庭為對
象，選擇性地採取分階段方式提供免費午餐。
由於屬於保守勢力的「大國黨」掌握首爾市行政權，而進步勢力的「民主
統合黨」占據首爾市議會多數，因此兩個陣營展開激烈的攻防，首爾市成為營
養午餐制度的激戰場，也成為韓國落實或不落實免費校園營養午餐的關鍵。由
進步勢力的反對黨占據多數的市議會通過了實施校園免費營養午餐的決策，但
由保守政黨吳世勳領導的首爾市政府拒絕執行，並決定進行「校園免費午餐公
投」，此外吳世勳表示，如果投票率不能達標，或開票未獲過半數支持，他將
辭去市長一職。由於公投投票率不足法定有效投票率，因而成為無效公投。對
此，吳世勳市長承擔投票活動失敗，宣布下台。此公投是首爾市歷史上首次進
行政策投票，首爾市民透過不參加公投而選擇校園免費午餐，藉此表示支持福
利政策的擴大。
因此，保守勢力的市長下台之後，首爾市民在首爾市長補選中選出進步勢
力的候選人朴元淳為下一任首爾市長。由於朴元淳的當選，進步勢力奪回首爾
市的行政權，並仍占據首爾市議會的多數。在此情況下，首爾市政府加強福利
政策，擴大營養午餐的範圍，全面向學生提供免費營養午餐，乃至推動「首爾
市立大學」的半價學費（Kang, 2011）。首爾市政府的福利政策不僅受到首爾市
民的歡迎，也引起了全國人民的注意，「民主黨」所採取的進步政策逐漸受到
選民的支持，「民主黨」的支持度也因此越來越增加。與此相反，由於人民對
於削減福利政策與親企業政策的不滿，使得「保守」執政黨的支持度持續下滑。
甚至進步勢力的「民主黨」於 2011 年其支持度超越了保守勢力的「大國黨」。
加強福利政策與經濟民主議題，超越「進步」勢力，並受到中間人民的支持，

Vol. 14, No. 2 / June 2017

韓國政治勢力間權力競爭變化 67

成為韓國社會的關鍵議題。

二、「進步」與「保守」理念的差距縮小與「保守」地域政黨的合併
由於免費營養午餐的政策為，選民對「保守」政府與執政黨所推動政策的
不滿日益增加，因此「大國黨」處於政治危機。2012 年是新一屆中央政治權力
改選的一年，並在 4 月與 12 月分別舉行第 19 屆國會議員選舉與第 18 屆總統
選舉。面對國會議員與總統選舉，「大國黨」亟需提高選民的信任，穩固保守
勢力的政權，為此，他們於 2011 年 12 月成立「非常對策委員會」（委員長為
朴槿惠）著手改革的措施。因此，朴槿惠為了挽回選民支持度，引進中間偏右
人士金鍾仁、李相敦與時值 27 歲的年輕人李俊錫為非常對策委員，讓他們進
行政黨革新的大手術，「非常對策委員會」為了因應選民對於加強福利政策的
要求，採取較為「進步」色彩的政見，另外，為了修改以往極右與老舊政黨的
負面印象而進行改名，於 2012 年 2 月將黨名由「大國黨」改為「新世界黨」，
且在政黨綱領裡刪除「保守」一詞，更進一步提出「進步」色彩的政見。
「大國黨」所提出政見主要是經濟民主化、福利政策的擴大，前者是強調
大企業對社會的責任，限制大企業進軍中小企業事業領域，後者則包括創造工
作機會、實施無償保育（限於 0-5 歲）、補助老人醫療費等，藉此淡化李明博
政府極右政策所產生的負面政黨印象，同時，響應加強福利的聲浪，以提高中
間人民的支持度。此外，「保守」反對黨「自由先進黨」也提出「進步」色彩

降低至 70%、增加工作機會且減少非正式的工作，且採用經濟民主化概念，引
進出資總額限制制度，⑤ 以限制大企業無條件的擴大並保護中小企業。
面對「進步」議題的要求與保守政黨提出「進步」政見，進步勢力政黨提

⑤

出資總額限制制度是指，限制大企業以公司資金購買與擁有其他公司股票的總額。主要
防止財閥集團利用自己公司的資金，設立或購買別的公司來擴大其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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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更「進步」色彩的政見。「民主統合黨」提出更加強的福利政策，實施無償
保育（以 0-5 歲兒童為對象）、大學實施半價學費、提供無償醫療、環保營養
午餐（義務教育機關），⑥ 而經濟政見則提出引進出資總額限制制度、加強產
金分離制度、⑦ 加強大企業的社會責任（例如、改善公司支配與非正式雇用現
況、創造青年雇用與工作機會等）。
「進步統合黨」提出無償保育、無償教育（針
對義務教育機關的學生提供學費、營養午餐、校服以及學用品）、無償醫療，
且對富人增加課稅。由於韓國國會內政黨皆提出「進步」色彩的政見，「進步」
議題占據了第 19 屆韓國國會議員的選舉議題。
在 2012 年國會議員的選舉中，「新世界黨」積極採取「進步」色彩的政
見，主導保守勢力的競選活動，且進步勢力的「民主統合黨」和「統合進步黨」
進行聯合選舉，在每個選區中選出代表進步勢力的單一候選人，以營造有利的
選舉環境。在此情況下，有力的總統候選人朴槿惠與文在寅分別引領「新世界
黨」與「民主統合黨」的選舉運動，但 2007 年「自由先進黨」總統候選人李
會昌敗選且隱退政壇之後，再也沒有出現從忠清政黨出身的重量級政治人物，
因此，相較於「新世界黨」與「民主統合黨」，
「自由先進黨」無法引起「忠清」
選民的青睞。加上以「新世界黨」與「民主統合黨」為主，國會議員選情激烈
展開，因此「忠清」選民的投票傾向偏重於「新世界黨」與「民主統合黨」，
「自
由先進黨」只有獲得三個選區的選票，包括比例代表中的 2 席次，國會議員席
次 300 席中只獲得 5 席次，大幅削減其政治地位。相反的，「新世界黨」獲得
152 席次（含比例代表 25 席次），而「民主統合黨」則贏得 127 席次（含比例
代表 21 席次），此外「統合進步黨」也獲取 13 席次（含比例代表 6 席次）。
由於第 19 屆國會議員選舉結束 8 個月後，韓國預定舉行第 18 屆總統選舉，
⑥
⑦

韓國義務教育對象包括國小、國中以及高中。
金產分離制度是適用於公正交易法、銀行法以及金融支柱公司法，主要分離金融資本與
產業資本，例如，限制產業資本（一般企業）擁有金融資本（金融企業），而不允許金融
資本擁有產業資本，但實際上只限制產業資本擁有銀行，而容許擁有證券公司、保險公
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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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此次國會議員選舉的結果將對下一屆總統選舉產生影響。此次國會選舉
結束後，「新世界黨」與「民主統合黨」分別進行總統選舉初選，於 8 月和 9
月選出朴槿惠與文在寅為總統候選人，著手準備下一屆總統的選戰。但由於國
會議員選舉的敗陣，且黨領導層也提出引退的表態，「自由先進黨」遭遇政黨
解散的危機，因此「自由先進黨」和「新世界黨」與「民主統合黨」不同，於
5 月成立「非常對策委員會」
，力求扭轉黨的逆境，並在此情況下將黨更名為「先
進統一黨」，期待藉此讓地域選民耳目一新。但「先進統一黨」內部並未出現
取代引退政壇的重量級政治人物，失敗引起「忠清」選民的關注，故「忠清」
選民對當地政黨的支持度明顯下滑，「先進統一黨」被大幅削減在「忠清」上
的政治地位，甚至無法提名其自身的總統候選人。
「新世界黨」與「民主統合黨」的總統候選人確定之後，無黨籍的安哲秀
於 9 月宣布參加總統選舉，因此韓國主要總統候選人包括朴槿惠、文在寅以及
安哲秀。朴槿惠屬於保守勢力，而文在寅與安哲秀則是進步勢力。由於安哲秀
的參選，進步勢力的主要候選人有二，因此進步勢力認為，若文在寅與安哲秀
都參加總統選舉，將會分散進步勢力的票，進步勢力候選人必敗無疑。對此進
步勢力號召文在寅與安哲秀推動候選人單一化，凝聚進步勢力的力量，以營造
有利的選舉環境。面對進步勢力的單一化，「新世界黨」於 2012 年 10 月合併「自
由先進黨」，防止「忠清」的「保守」勢力脫離「保守」陣營，藉此凝聚以「新
世界黨」為首的保守勢力的力量。但由於「自由先進黨」被「新世界黨」吸收

主統合黨」候選人文在寅。之後，保守勢力與進步勢力均實現了候選人單一化。
由於進步與保守勢力分別推出單一候選人，此次總統選舉的決勝關鍵為大
部分人民支持的經濟民主與加強福利的部分，因此朴槿惠擬定中間左派的政
見，第一是福利政策，依照人生階段規劃不同的人民福利、國家負責 4 大重症
疾病、依學生家庭經濟狀況減免大學學費；第二是經濟民主化政策，保護經濟
弱勢階層的權益、嚴厲處理大企業集團的違規行為以及企業負責人親屬騙取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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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但反對富人加稅。除了富人加稅以外，對於經濟民主與福利政策，朴槿惠
與文在寅的政見明顯重疊，此外有關北韓政策的政見，兩人都主張擴大與北韓
交流，雖然朴槿惠強調以北韓放棄核武計畫為前提，比文在寅更保守，但相較
於李明博政策，算是提出較靈活的北韓政策政見。
由於「新世界黨」與「民主統合黨」提出相似的政見，縮小了「進步」與
「保守」政黨的理念差距，加上兩個政黨經由合併與推出單一候選人，分別凝
聚進步與保守勢力的陣營團結，因此，相較於之前總統選情，此次選情上，地
域對峙傾向有所緩和（Jung, 2015:109-10），然而，進步與保守勢力分別以文在
寅與朴槿惠為中心凝聚其選民（Go, 2014:89），也顯現保守與進步陣營對決的
態勢。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提出進步色彩的政見政策，朴槿惠保持保守陣營獨
占的經濟成長議題，同時成功切入了原先進步陣營獨占主導的福利議題（Song
and Park, 2014）
，既維持住「保守」選民的支持，又進一步擴大中間選民的青睞。
在此期間，文在寅以凝聚對李明博政府反感的選民展開選戰。因此，除了原有
進步與保守傾向的選民之外，諸多的中間選民也投入此次選舉，參加投票的選
民高達 3,072 萬，投票率也達 75.8%，創下 2000 年以來的最高投票率。⑧ 在此
次選舉中，雖然朴槿惠得票率為 51.6%，擊敗文在寅，守住執政地位，但文在
寅也獲得空前的高票數其得票率達 48.0%，形成兩人勢均力敵的態勢。此次選
情展現出進步勢力成長的主要原因在於韓國人民經由金大中與盧武鉉政府以及
李明博政府的執政，經歷「進步」政策的擴大與削減對生活的影響，因而反彈
「保守」政府的經濟政策，支持進步勢力的政策。
雖然朴槿惠提出了順應時代要求的選舉政見並得到中間選民的支持，但其
要求皆涉及到與「保守」政權支持者的利益，因此朴槿惠政府將其政見制定成

⑧

南韓 1987 年 10 月修憲，採取總統直選制，規定總統任期為 5 年。1987 年 12 月舉辦 1971
年來第 1 次總統直選，此選舉為 13 屆總統大選，紀錄 89.2% 的投票率，出現投票旋風，
其後因民眾的政治參與逐漸冷淡，投票率逐漸下降，例如 14 屆 81.9%、15 屆 80.7%、16
屆 70.8%、17 屆 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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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時與支持者的利益產生巨大的矛盾。亦即，為了守住政權，保守勢力的支
持者雖然支持朴槿惠，但並不支持她所提出的政見，此時，反對陣營卻強烈要
求朴槿惠政府落實其選舉政見，要求推動經濟民主化和加強社會福利。由於自
己政見與支持者的利益相衝突，又為了落實其政見，朴槿惠應與兩個陣營溝通，
尋找一個折衷的政策。然而，朴槿惠總統原屬極右政治傾向，且其領導風格傾
向於僵硬和威權，在「進步」色彩的政見與「保守」支持階層的相撞情況下，
朴槿惠並不願意拋棄其支持勢力，因此 2013 年朴槿惠總統上台後拋棄了其政
見，並以無法確保加強福利的預算為由，延後實施半價大學學費、高校無償教
育等教育福利政策，削減老人基礎年金、四大重症疾病提供治療費等老人福利
政策。同年 7 月，朴槿惠政府為了活化經濟，要求大財閥擴大投資與雇用，在
此過程中拋棄經濟民主化（Kwak, 2013），反而承接與執行了李明博政府的福
利政策，加強推動鐵路、醫療、天然氣與自來水的民營化（Koo, 2013）。
另外，面對北韓的軍事挑釁與加強非對稱戰力，朴槿惠政府終止「開城工
業園區」的運作，完全切斷兩韓經濟交流，因此兩韓關係惡化程度比李明博政
府時期更甚。在此情況下，朴槿惠政府加強反共意識，壓制具親北立場的政治
勢力，因此韓國對北韓問題上形成「保守」傾向的社會氛圍。雖然朴槿惠提出
「進步」議題的政見來獲得總統選舉的勝利，但由於保守勢力朴槿惠的當選與
人民對朴總統的支持，削弱了「反保守、親進步」的傾向，造成保守階層增加，
進步階層減弱，因此加劇了韓國社會的保守化（Seo, 2013）。另外，「進步」政

去了中間人民的支持，因此「民主統合黨」於 2013 年 5 月召開全國代議員大會，
決定將黨名更改為「民主黨」，並修改政黨綱領，除保留福利與經濟民主化外，
修正與刪除無償醫療、半價學費的「進步」議題內容，同時追加經濟成長與對
北韓的安全等「保守」理念內容，以淡化「進步」色彩。同時，原先偏左的「民
主黨」與標榜中間偏右的安哲秀（率領新政治聯合）於 2014 年成立新黨「新
政治民主聯合」，調整為採取中間偏右的政治理念。由於「新世界黨」引進「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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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議題來淡化其「保守」政治理念，相反的，最大反對黨引進「保守」政治
理念，來降低「進步」色彩，因此縮小了「進步」與「保守」政黨之間的理念
差距，也使兩個政黨的差別性逐漸消失。

三、「地域主義」的出現與理念的分歧：國防安全要保守、經濟要進步
在「進步」與「保守」政黨理念差距逐漸消失的情況下，韓國於 2014 年 6
月舉行第 6 屆全國同時地方選舉，選出廣域團體長與議員、基礎團體長與議員，
與此同時，舉行教育監選舉，⑨ 選出市與道單位教育行政機關的首長。廣域團
體長是部長（首爾）或次長（首爾以外的廣域團體長）等級的政務公務員，率
領市與道單位的行政機關，對地域政治、經濟以及社會產生關鍵性的影響，在
廣域團體長選舉中獲選的政黨有利於該地的立足。因此政黨在廣域團體長選舉
上展開激烈的競選，以獲得市與道單位的行政權。由於廣域團體長選舉舉行以
市與道層次為主，因此政黨競選活動主要以地域為主，側重於地域情緒與理念
對立，凝聚支持者的團結並拉攏浮動投票者的支持。由於政黨層次的競選活動，
「地域」選民投票時投給當地的「地域」政黨候選人，雖然候選人本人的知名
度超越競選對手，但若候選人的政黨不是當地的「地域」政黨，就無法在廣域
團體長選舉中獲勝。因此當地的「地域」政黨在地方選舉中占了絕對優勢。
經歷 2012 年的兩大選舉之後，「進步」與「保守」政黨的理念差距逐漸縮
小，加上面對 2014 年的地方選舉時，遭逢「世越號」沉沒等一連串安全的事故，
社會安全議題更受到重視，「新世界黨」與「新政治民主聯合」都提出了相似
的政見，正因如此，「進步」與「保守」政黨之間的理念差距逐漸縮小。另外，
在 2012 年總統之際，將「忠清」作為政治根據地的「先進統一黨」被「新世
界黨」合併之後，使「忠清」政黨沒落。因此與 2012 年的國會議員與總統選
⑨

韓國教育監是專責市與道單位教育行政機關的首長，到 1990 年為止，由總統來任命，從
1991 年至 2006 年，由教育委員會或教育監選舉人團選出，至於 2007 年，採取居民直選制，
以市或道的當地居民選出，從 2012 年起，與地方選舉同時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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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不同，在脫離「陣營對峙」的狀況下，地域選民能較自在地投票給自己認為
適宜且反映自身利益與地域利益的候選人，因此出現了保守勢力的分裂與進步
勢力政黨大躍進的局面。
以忠清南道道知事（相當於省長）選舉為例，在韓國，忠清南道與慶尚南
北道皆為代表保守的地域，大部分人民具有保守的政治傾向，因此忠清政黨是
保守政黨，雖然屬於進步勢力「新政治民主聯合」的安熙正，於 2010 年的第 5
屆忠南道知事選舉中獲勝，但當時保守勢力的忠清政黨「自由先進黨」與嶺南
政黨「大國黨」的候選人都參加競選，因此忠南地域保守選民的投票分散於兩
個保守政黨，由於保守政黨的分裂，以湖南為基礎的「新政治民主聯合」候選
人安熙正以 42.25% 的得票險勝於「自由先進黨」候選人（得票 39.94%）與大
國黨候選人（得票 17.79%）。但在忠清政黨被嶺南政黨合併的情況下，保守政
黨「新世界黨」候選人鄭鎭碩與現任道知事安熙正參加第 6 屆忠南道知事選舉，
以 52.15% 比 44.02%，輕鬆贏過鄭鎮碩。
在此次選舉競選過程中，安熙正提出忠清宏願論，號召忠南選民讓他當選
並培育次世代的韓國領導人，藉此展現出成為忠清出身的第一個總統的目標。
從地域觀點上看，忠清曾擔任執政，但因為經由地域聯合而只掌握政權的一部
分，且由於不是地域聯合的主角，無法掌握政權的中心地位，加上由於地域聯
合的分裂，忠清政黨的執政期間為 1990 年至 1995 年與 1998 年至 2001 年，共
8 年，從 2002 年後只處於反對黨的位置。由於執政期間短暫且不完整，相較於

只有從地域情感切入，面對國會議員選舉與地方選舉，占據忠清國會議員席次
與地方議會的多數，而沒有其他地域選區出身的國會議員與地方議會議員以及
地方政府首長，更加強化政黨的地域性。加上，由於「新世界黨」與「新政治
民主聯合」為主展開的進步與保守政治對峙，忠清的進步與保守傾向的選民對
於「新世界黨」與「新政治民主聯合」的支持度逐漸擴大，忠清政黨日益式微，
至於 2012 年總統選舉，被嶺南政黨合併而消失。由於地域性的限制，忠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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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並未能培育像金鍾泌與李會昌般的重量級政治人物，且代表忠清地域的政黨
也消失，在此情況下，忠清地域與中央權力更形疏遠。
因此，安熙正側重於「地域主義」，以激發選民的地域感情方式主導選情，
在選舉中獲勝，成為代表忠清的主要政治人物。依據「新政治民主聯合」戰略
委員長陳聲準的說法，安熙正的選舉口號再次引起疏遠中央權力的忠清選民支
持，⑩ 使得忠清在選情上佔據優勢，並造成具有保守色彩的忠清南道選民壓倒
性的支持年輕的進步政黨現任道知事，使其順利連任（Sim, 2014）。忠南選民
支持進步政黨候選人是一種戰略性考量，換言之，在忠清尚未出現代表當地的
重量級政治人物情況下，當時現任道知事是最有前途的政治人物，因此雖然忠
南選民不顧接受他的所屬政黨，但支持他成為在中央舞台上代表忠清的主要政
治人物，培育他參加總統競選，成為第一位出身於忠清的總統，以提高忠清在
中央的政治影響力。由於忠清選民戰略性考量，保守陣營出現了忠清與嶺南的
分裂。
另外，雖然韓國社會趨於保守化，但韓國選民對反共主義（對北韓政策）
議題與經濟（經濟民主與加強福利）具有不同立場，換言之，有關北韓與經濟
問題，韓國保守勢力重視安全與成長，而進步勢力則重視合作與分配（經濟民
主與福利）。就韓國人民而言，除韓半島爆發戰爭外，北韓問題對人民生活並
無太大的影響，但福利政策涉及到人民生活，因此韓國人民對北韓政策上重視
安全考量，但對經濟與福利政策上，仍支持加強福利。也因此，韓國的選民希
望對北韓的政策要「保守」、福利政策卻要「進步」的理念。正因如此，面對
朴槿惠政府拋棄經濟民主化與削減福利政策，諸多人民抗議朴槿惠政府，並強
烈要求落實選舉政見，以改善社會公平，提高基本生活品質。
在此情況下，營養午餐在此次地方選舉上成為代表福利議題的主要政策，

⑩

作者訪談第 19 屆國會議員兼共同民主黨戰略委員長陳聲準，時間為 2016 年 1 月 26 日，
地點為韓國國會議員陳聲準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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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成為教育監選舉的主要議題。雖然地方選舉競選活動以地域為主，但政黨層
次主導競選活動，地方黨部選情受到中央黨部的影響，支持特定政黨的選民投
票考量脫不了政黨。然而，依據韓國地方教育自治相關法，政黨不得推薦教育
監候選人（National Law Information Center at Korea, 2016），故教育監與其他
地方行政首長不同，不屬於任何特定政黨。因此選民投票教育監時，不受政黨
競爭影響，能依照自己的利益考量選出地方教育行政首長。由於「地域」居民
直接投票，教育監對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具有獨立性，且扮演國家層次教育議
題的設定者與主導者之角色，例如，全面營養午餐制度、教師評鑑等（Yong-il
Kim, 2014:158）。因此，教育監對全面落實校園免費營養午餐發揮重要的影響，
但執行政策仍需依靠市或道政府的預算，亦即營養午餐政策需取得市或道政府
的支持才能順利落實。雖然，「保守」廣域團體長以財政壓力為由反對全面落
實免費營養午餐，並要求僅限於提供給弱勢階層學生。但營養午餐是教育政策
的一環，屬於教育監的權限，因此支持營養午餐的教育監不顧市或道政府的反
對，全面落實了營養午餐制度。
韓國採取全面免費營養午餐制度自 2009 年落實以來，逐漸增加，到 2014
年為止，全國學校當中，七成多的學校採取免費營養午餐制度，如下表二。
表二

年度別免費營養午餐落實學校
免費營養午餐現況

國小

國中

高中

學校合計

全體 落實營
落實營
落實營
落實營
比重
比重
比重 全體學
比重 全體學
全體學
學校 養午餐
養午餐
養午餐
養午餐
(%)
(%)
(%) 校數
(%) 校數
校數
數
學校
學校
學校
學校

2009 5,852

1,427 24.4 3,110

304

9.8

2,234

81

3.6 11,196 1,812 16.2

2010 5,845

2,123 36.3 3,128

427

13.7 2,255

107

4.7 11,228 2,657 23.7

2011 5,893

4,703 79.8 3,150

803

25.5 2,286

205

9.0 11,329 5,711 50.4

2013 5,942

5,622 94.6 3,180

2,393 75.3 2,326

300

12.9 11,448 8,315 72.6

2014 5,960

5,607 94.1 3,190

2,433 76.3 2,333

311

13.3 11,483 8,351 72.7

資料來源：Chun-jin Kim（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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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落實營養午餐的福利政策將面對財政的壓力，但大部分人民支持免費
營養午餐制度，因此有學生子女的家庭支持提出全面落實影響午餐的候選人。
以全面落實校園營養午餐制度而言，「進步」傾向的候選人支持但「保守」傾
向候選人則反對。因此在福利「進步」的理念占優勢的情況下，「進步」傾向
的教育監受到選民的壓倒性的支持，獲勝「保守」政治傾向的選區，在 17 個
選區中獲勝 13 個選區，故進步勢力主導了教育行政權。
由於「地域主義」與經濟福利政策，「新政治民主聯合」支持度較增加，
除湖南地域市長與道知事外，奪下忠清地域市長與道知事，以及首爾市長，但
由於「地域主義」與「陣營對峙」，
「新世界黨」也保住嶺南地域市長與道知事，
以及仁川市長與京畿道知事等大首都圈廣域團體長，進步與保守勢力可說是平
分秋色，但在脫離政黨競爭的教育監選舉中，進步勢力獲取了壓倒性的勝利。
在此次地方選舉中結果表示，韓國人民在經濟與福利議題上仍支持進步政策。
然而，朴槿惠政府與執政黨不顧人民的意願，仍採取成長取向的經濟政策，推
動親財閥大企業的政策。在朴槿惠主政下，經濟進入低成長且青年失業率增加、
家庭負債持續增加，貧富差距也日益嚴重，因此擴大了以年輕世代為主反朴槿
惠政府與保守勢力的情緒。對此，
「新政治民主聯合」推動改革，黨名更名為「共
同民主黨」，並加強進步色彩，提出經濟改革與擴大福利的政見，以面對 2016
年的第 20 屆國會議員選舉；然而，「新世界黨」仍提出親近大企業的政見，
對所得兩極化問題採取消極態度，加上發生黨內派系間的內訌，遭遇中間選民
的拋棄。由於進步勢力的擴散，雖然「共同民主黨」遭遇分裂，「共同民主黨」
分為「共同民主黨」與「國民之黨」，進步勢力政黨增加為三個政黨，但進步
勢力取得過半席次，奪下國會主導權。進步勢力擴張的趨勢持續到 2017 年總
統補選，在此大選中，將近 70% 的選民投給進步勢力的候選人；反觀保守陣
營僅得到 27.8% 的選票。⑪
⑪

進步勢力「共同民主黨」文在寅、
「國民之黨」安哲秀以及「正義黨」沈相奵分別得到 41％、
21.4％以及 6.2%，而保守勢力「自由韓國黨」洪準杓與「正黨」劉承旼分別得到 21% 與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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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民主化以來，韓國「地域主義」、進步以及保守勢力的「陣營對峙」是政
黨之間權力競爭的主要因素，並在所有選舉上影響選民的投票行為，從而決定
了韓國的政治權力。然而，隨著權力結構的改變，政黨之間的競爭對立關係從
地域對立轉變為進步與保守勢力的理念對峙，政黨與選民的關係也從政黨主導
選情逐漸轉變為政黨因應選民要求而提出其政見。韓國政治勢力之間的對立有
地域間的對立以及進步勢力與保守勢力間的對峙，其中，嶺南與湖南地域政黨，
藉由地域對立與「陣營對峙」，分別掌控韓國政權，同時，引進其他地域人才，
超過其政治根據地，力求轉型成全國性政黨。相反的，忠清政黨夾在嶺南與湖
南政黨，靠「地域主義」而生存，因此，隨著理念對峙在選民投票考量上占據
主要因素，忠清的進步與保守傾向的選民對於嶺南保守政黨與湖南進步政黨支
持度逐漸擴大，同時，忠清政黨日益式微，被嶺南地域保守政黨合併而消失。
雖然進步勢力與保守勢力展開理念對立，且由於軍事威權政權的長期執政
與開發獨裁的影響，具保守理念人民多於傾向進步的人民，保守勢力在韓國社
會中仍占優勢，因此形成保守勢力政黨有利掌權的政治環境。然而，2003 年至
2012 年經歷進步與保守經濟福利政策的差距，人民對保守勢力政權的反感日益
增加，而對進步勢力的支持則逐漸擴大。進步勢力與保守勢力的理念差距展現
在對北韓政策與經濟福利政策，其中，經濟福利政策牽涉到人民生活，因此韓

態改變韓國保守勢力在權力競爭中占優勢的結構，韓國人民壓倒性支持進步勢
力的政黨，不僅成立進步派政權，且高度支持總統與執政黨，扮演進步派政權
的後盾角色，抑制保守勢力在野黨的牽制。
從實現民主化至第 19 屆總統選舉 30 年來，經由政治權力競爭的轉折，亦
即 1990 年代著重於「地域主義」的權力競爭，2000 年代靠理念對峙的競選與
進步勢力接近保守勢力，2016 年以後進步勢力超越保守勢力，占據了韓國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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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雖然，「地域主義」在選舉中仍然發揮作用，但由於經濟福利的問題以
及政策理念在選民投票考量時占據更重要地位，「地域主義」因此日益式微，
而進步勢力與保守勢力的對峙成為主導權力競爭中最主要因素。另外，由於「進
步」勢力日益擴大，並藉此成立進步政權且其政策受到人民的肯定，因此，短
期而言進步勢力在「陣營對峙」上仍占據優勢，同時為 2018 年地方選舉營造
了有利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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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s in Power Competition among Political
Groups in South Korea:
From Regional Confrontation to Conflict Between
Conservatives and Progressives
Bum-sig Ha

Abstract
In South Korea, due to democratization, the pattern of democratic and antidemocratic competing for political power is eliminated. But, there is growing concern
about regionalism and confrontation between conservative and progressive caused
by the split of liberal party and formation of liberal government.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ism in South Korea is like Jeolla region is progressive, and Gyeongsang and
Chungcheong region is very strong conservative.
Korean political elites has been engaged in forming a joint election with
voters through establishing region-based political parties. South Korean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election choose to exercise control over certain regions that share the
party’s same ideologies. On this basis, Democratic Party and Saenuri Party became
the representative political power for Jeolla and liberals; Gyeongsang regions and
conservatives. Chungcheong was another region-based conservative party that
maintained a certain political power in Chungcheong. However, by expansion of
the progressive forces and deepening of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progressives and
conservatives, the Chungcheong regional political party (i.e., Liberty Forward Party)
was merged by Gyeongsang regional party (i.e., Saenuri Party). As a result, S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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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rean political power structure was converted from region-based competition to
ideology-based competition.
From democratization to the 19th presidential election 30 years, South Korean
has been Experiencing the transition of political power competition, that is, power
competition in the 1990s focused on the regionalism, power competition in the
2000s focused on conflict between conservatives and progressives, and progressive
forces are close to conservative forces, progressive forces on and after 2016 has been
overtaking conservative forces and has been occupying the political power of South
Korea.

Keywords: South Korea’s Election, Political Powers, Regionalism, conflict
between conservatives and progress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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