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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 

        美國趨勢學家奈思比（J. Naisbitt）曾預言，女性必將崛起，而且

頭角崢嶸。近年來，全球吹起女性當家的風潮，國際間女性突破過去

男性領導權威的桎梏，在政壇上成功取得國家領導人的卓越表現，已

然成為當前最令世人矚目的政治趨勢。 

2000 年哈洛能（Tarja Halonen）成為芬蘭首位女總統，1這位芬

蘭媒體稱為“全芬蘭人的總統”、“國家之母”的女總統，展現女性特

質，以平易近人、貼近老百姓生活的領導風格，在 2004 年創下民意

支持度飆至西方家國無法想像的九成四高峰，締造芬蘭 1917 年獨立

以來的最高紀錄。哈洛能在 2006 年尋求連任的總統大選中囊括四成

六三的票數，可見她在芬蘭民眾心中多麼受到歡迎。（李美玉譯，

2006：8 版）2005 年 11 月德國出現首位女總理，保守派基民黨主席

梅克爾（Angela Merkel）拿下德國國會 611張有效票中的 397張，2以

壓倒性多數順利當選，成為領導歐洲最大經濟體國家的第一位女性。

過去德國總理皆為男性，自從梅克爾出任總理後，德國報章還為她造

新字－陰性字尾單字“女總理”（Bundeskanzlerin），“女總理”一詞甚至

獲得德國語言協會專家評選為 2005 年時事輿論關注程度年度單字第

一名，相當程度反映現今德國社會態勢。3
 

                                                 
1
 哈洛能生長在赫爾辛基的勞工階級家庭，由單親媽媽撫養長大，後來哈洛能也步上母親後塵成

為單親媽媽，於當選總統後才與男友完婚。芬蘭人對哈洛能公平全球化的承諾與捍衛社會福祇的

作為相當欣賞。 
2
 梅克爾是來自前東德共黨地區的第一位及歷來德國最年輕的總理，許多觀察家認為梅克爾不是

一位表現搶眼的演說家，她的成功是具有敏銳的智識、雄心與決心，是一位優秀的政治鬥士。 
3依林育立 2005 年 12 月 16 日撰於中央社專電報導〈德年度單字「女總理」一詞獲選〉，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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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1 月智利選出首位女總統，社會黨單親媽媽蜜雪．巴契

雷特（Michelle Bachelet）擊敗保守派智利首富企業家皮奈拉，以過

半得票率當選智利總統，4她的當選為拉丁美洲女性出任國家元首紀

錄再添一筆。5（陳世欽，2006：A14版）2006年 1月 16日，在萬眾

高呼“非洲皇后”的吶喊聲中，賴比瑞亞新任總統姜森．瑟立芙（Ellen 

JohnsonSirleaf）宣誓就職，成為非洲第一位女性元首。6（尹德瀚，

2006：A14版）參加瑟立芙就職大典的美國第一夫人蘿拉．布希亦曾

大膽預測，美國很快就會有一位女性掌管白宮，她對於女性在政壇上

日益舉足輕重的角色肯定，似乎與奈思比的預言相互印證。（世界知

名政界女性領袖請參酌附錄一）從以上實例我們觀察到，這股國際間

風起雲湧的女性領袖浪潮，均是透過選舉致勝的手段取得政權，激發

筆者對於台灣女性（尤其是國會議員）在選舉過程中如何當選的因素

產生研究的興趣，是為本文研究動機之一。 

參政主要是指參加選舉或服公職，參政權乃民主政治下的產物。

歐美婦女自十九世紀初即展開爭取參政權的運動，遲至二十世紀初期

才取得參政權，1906年芬蘭首開婦女參政之先例，給予婦女選舉權，

第二年選舉中並有十九位女性議員當選。我國婦女則在 1947 年中華

民國憲法頒佈後，正式取得參政權。婦女參政權的行使主要包括各級

民選女性公職人員、政府女性官員以及女性選民的投票行為，在本研

究中所討論的重點鎖定在民選公職人員部份的女性參政。 

聯合國自 1995 年起由開發計劃署定期編製發佈性別權力測度

                                                                                                                                            
//nplnews.ly. ov.tw/common/printContent_2. jsp? rn=11 37552 031317，檢索日期 2006/2/8。 
4
 巴契雷特自稱是位平凡的女性，工作、照顧家庭、送女兒去上學，但也是個受感召要為正義奮

鬥、為人民服務的智利人，她同時也是智利史上首名女衛生部長、首名女國防部長。1975 年

巴契雷特曾被囚禁在刑求所兩週，後逃往澳洲再輾轉前往東德並完成醫學院教育，這樣的成長

背景為巴契雷特爭取到不少同情票。 
5
 拉丁美洲第一位民選女總統是 1990 年登上尼加拉瓜總統寶座的查莫洛夫人，第二位民選女總

統是 2004 年卸任的巴拿馬總統莫斯科索。 
6
 瑟拉芙具有溫柔與強悍兼備的人格特質。賴國民眾稱她為「媽」，所扮演的女性刻板印象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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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M），作為衡量女性政經參與程度及其對決策影響力的評比標

準。2000年 GEM最新排名顯示，1至 5名全為北歐國家，我國 GEM

居全球第 20 名，並為亞洲之冠。美國婦運發展較台灣蓬勃，社會上

兩性社經地位較台灣平等，但長期以來美國婦女在國會的席次比例僅

維持在 10 %-14 %。而台灣早期處於戒嚴時期，婦女參政管道受阻，

加上社會風氣保守，但我國女性國會議員的比例近年來總能達到 20%

以上，較美國的婦女參政比例還高。 

另外，由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2003：598）在 2003年 3月

27、28 日所主辦“性別主流化：2003 國際婦女論壇”所提供的資料顯

示，在 2000 年女性政經參與之國際比較中，我國國會議員女性比例

全世界排名第 27，比例達 22.2%，遠高於美國排名 62比例為 13.8%，

也勝過排名 91 的日本，日本國會女性比例僅占 10%。從表 1-1 歷屆

女性立法委員人數及百分比統計表中，可以窺見我國女性立委在國會

殿堂人數比例的成長情形。 

雖然在 2004 年第六屆立法委員當選名單中，女性立委的比例稍

減為 20.88%。但從表 1-1 所顯示自第二屆立法委員女性比例自 10.60 

%到第六屆女性立委比例占立委總數 20.88%的成長趨勢，對於女性參

政的激勵具有正面的意義。但是如果仔細審視台灣地區女性人口數比

例數據與女性占實際人口數比例相互比對的結果，我們就會明顯地發

現台灣女性的參政人數仍有很大的努力空間。有關台灣地區兩性人口

數及女性比例，筆者整理如表 1-2。 

 

                                                                                                                                            
魅力的一部份；但是過去所從事的反對運動曾兩度入獄，贏得“賴比瑞亞鐵娘子”的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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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歷屆女性立法委員人數及百分比統計表 

年 別 屆 別 立委總數 女立委總數 女立委比例 

1992 第二屆立委 161 17 10.60﹪ 

1995 第三屆立委 164 23 14.02﹪ 

1998 第四屆立委 225 43 19.11﹪ 

2001 第五屆立委 225 50/48 22.2﹪/21.33﹪ 

2004 第六屆立委 225 47 20.88﹪ 

資料來源：整理自立法院全球資訊網 http://npl.ly.gov﹒檢索日期 2006.2.9 

說明：第五屆女性立委原有 50 名，後因邱彰被開除黨籍以及劉世芳入閣，所以

減為 48 名女性立委。 

表 1-2台灣地區兩性人口數及女性比例表（1998-2004） 

年 度 台灣地區人口數 台灣地區女性人口女人口比例 女立委比例

1998 21,870,876 10,657,575 48.73％ 19.11﹪ 

1999 22,034,096 10,751,692 48.80％  

2000 22,216,107 10,855,749 48.86％  

2001 22,339,759 10,932,856 48.94％ 21.33﹪ 

2002 22,453,080 11,003,418 49.00％  

2003 22,534,761 11,056,776 49.07％  

2004 22,615,307 11,113,105 49.14％ 20.88﹪ 

資料來源：整理自內政部統計資訊服務網 http://www.moi.gov.tw/stat﹒ 

檢索日期 20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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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 1-2中我們可以清楚認知到女性立委比例遠遠不及女性人口

數比例，以2004年為例，台灣地區女性人口數雖然占總人口數的49.14

％，但女性立委比例卻僅占 20.88％。7
 

綜上所述，對於台灣女性參政的背景描繪，女性立委人數雖逐年

有所提昇，但究實而論與男性立法委員人數相比，差距仍十分明顯。

政治體制中職位的性別隔離現象依然存在，學者即認為女性被社會歸

為私領域，政治公領域的環境所需有的能力，與社會所認定的女性特

質不合，因此女性長期被排擠於政治參與和公共政策制定之外，政治

邊緣化的角色自然形成（Randall，1987：90-94）。若要提昇女性參政

的人數，在消極面有賴現行女性保障名額之設計外，在積極面更應該

著重研究女性候選人如何在選戰中獲得選民青睞，尋求順利當選的致

勝要素，以提高女性參政比例的結果，藉此忠實反映人口比例的兩性

社會代議制度，維持立法院性別比例平衡，是為本文研究動機之二。 

另一方面，緣於筆者長期於民意代表機構任職助理，工作所需常

肩負各項選舉輔選任務，從 1985年第五屆台北市議員選舉、1989年

第六屆台北市議員選舉、1991 年國大代表選舉、1994 年第七屆台北

市議員選舉、1996 年首屆總統大選、1998 年第四屆立法委員選舉、

2000年第二屆總統大選、2001年第五屆立法委員選舉、2004年第六

屆立法委員選舉等九次實際參與選舉事務經驗。在激烈的選戰中，透

過輔選途徑貼近觀察女性候選人競選模式，讓筆者深有體會，擬藉由

學術研究方法的操作，在實務的基礎上探索女性候選人勝選的關鍵所

在，是為本文研究動機之三。 

 

                                                 
7
 自由派女性主義認為民主政治是追求政治平等與公義，對於目前女性的低度代表

（underrepresented）現況，不但不公平，對於占總人口數一半的女性，被排除在包括政治在內的  

  任何形式活動，都是一種社會不公義的表徵，因此主張應提高女性參政比例。另一觀點從社會 

多元性與社群代表出發，女性擁有不同於男性的價值觀與社會化經驗，如果讓更多的女性參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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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 

立法院是我國各政黨政治權力競逐的重要舞台，亦是政治人物參

選的重要標的。女性立法委員在國會殿堂為民喉舌的人數，亦是我國

女性參政的象徵指標。在過去解嚴前，女性要進入國會殿堂，仍然以

現任優勢為主，有參政經驗的女性容易獲選民支持；但是解嚴後，隨

著政黨政治的形成，以及新政黨提名候選人標榜高學歷、專業能力等

衝擊，女性政治菁英多以專業、獨立的形象參選。1999 年在凍省的

政治背景下，許多女性省議員轉戰立委選舉，地方派系影響增強，必

須靠綁樁及地方家族人脈結合才有機會當選（唐文慧、王怡君，1999：

92）。 

根據唐文慧、王怡君（1999：75）對 1998 年第四屆女性立法委

員候選人的研究，女性候選人在競選過程中，自我概念的形成與性別

角色的扮演，相當程度受到選區結構、政黨特性與選民期待三方面的

影響。就選區結構而言，婦女保障名額制度會造成女性候選人相互對

立的現象。以政黨特性來說，女性候選人的提名率各黨皆偏低，然而

婦女一旦受到提名，其當選率卻極高。最特別的是，研究顯示女性候

選人在競選過程中，並不一定會特別凸顯其女性角色。然而，由於一

般選民對女性候選人的角色期待，傳統上仍然包含了女性與立法委員

兩種身份，使得候選人在選舉過程中，不得不採取適當的女性角色扮

演策略，並提出相關的政策訴求。 

本於前述對於女性參政的研究，女性立委候選人除了具備女性基

本條件外，對於政治環境形成不同的選舉文化，女性立委是否體察符

合現狀的選戰型態，掌握當選的關鍵因素，成為決定當選的重要契

機。本研究選取大台北地區（台北市、縣）第六屆區域立委選舉女性

                                                                                                                                            
改變現有的政治面貌。 



第一章  緒論 

 7 

立委當選人為研究對象，探究女性立委如何在區域選舉的選戰中當選

獲勝的主要因素，進而鋪陳女性立委當選操作模式策進之道，同時對

於第七屆立委選制改為單一選區兩票制的選舉新變革，提出女性立委

候選人因應之道，為增進區域女性立法委員的當選席次建言，加強女

性在立法院問政席次的比重，是為本文的目的所在。 

基於本文三大研究動機，希望在現有的研究基礎上進一步理解以

下的問題： 

一、探討女性角色在女性立法委員當選因素中，其助力為何？ 

二、瞭解女性角色在女性立法委員當選因素中，其阻力為何？ 

三、分析女性立法委員當選最重要的內部因素為何？ 

四、研究女性立法委員當選最重要的外部因素為何？ 

五、預判第七屆立法委員選制改為單一選區兩票制，面對選舉 

制度的變革與衝擊，女性立法委員候選人當選情勢是否益形艱難。 

政治是一種權威性的價值分配，尤其立法委員肩負重要法令的制

訂，有權分配國家資源，攸關人民權益，同時也決定了社會政策，在

兩性平衡的優先理念下，適度比例的女性進入政治權力核心參與決

策，來反映女性的本質與需求有其重要性與必要性。征戰議壇必需要

有贏的策略，亟盼透過本文的研究發現與建議，提供有意競選的女性

立法委員候選人作為擬定競選策略的參考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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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架構研究方法與架構研究方法與架構研究方法與架構 

   

女性議題的研究是建立在女性主義理論基礎上，由於女性主義

（feminism）與質性研究的淵源十分深厚。在女性主義關注婦女的生

活空間、主觀經驗感受、主觀經驗之社會反映，也正是質性研究關心

的層面。本研究主題為女性立法委員的當選因素探討，是以女性為研

究對象的選舉研究範疇，因此本文所採用的研究方法主要以質性研究

（qualitative research）為主，試圖以質性研究之多元、彈性、創造、

省思、行動、參與的特質，來彌補傳統選舉研究單純以量化研究的不

足。質性研究策略強調個體的獨特性，追求每個行動者對某些特定行

為、符號與信念之間的關聯性，並對被研究對象描述整體性的瞭解觀

點，以提供對於特定現象或問題的合理解釋。 

本文在確立了採用質性研究方法後，至於細部執行步驟方面，將

採行“焦點團體法”及“深度訪談法”為研究方法之主軸，並以“文獻分

析法”為輔助之研究方法。 “焦點團體法”呈現對議題的廣度討論；“深

度訪談法”著重對這些議題更有深度的資訊蒐集；而“文獻分析法”則

對資訊的表面現象提供理解的管道。 

壹壹壹壹、、、、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本論文採用的研究方法包括焦點團體法、深度訪談法、文獻分析

法，茲將方法依據及操作模式概述如下： 

一、焦點團體法（focus group） 

1940 年二次大戰期間著名的社會學家 Robert. Merton 受美國哥倫

比亞大學廣播研究處的 Paul Lazarsfeld 之邀，應用焦點團體法來檢視

戰爭宣傳品的效果（高博銓，2002：101），此一作法可視為將焦點團

體研究法應用於政治研究的開端。自從民意調查技術被引入選舉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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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政黨或是候選人經常藉由焦點團體訪談的方式，對選民的基本態

度、議題的界定與形成、競選口號的選擇等，尋求精確的內涵（游清

鑫，2002：87）。  

焦點團體法進行模式由研究者引導有相同特質的 8至 12位成員，

針對某一主題進行意見、感覺及經驗的交流，群組討論之共識（張紹

勳，2004：168）。石之瑜（2003：157）認為焦點團體是由研究者主動

注入一個刺激，研究者要觀察受訪者的回應，把受訪者的潛在反應拉

出來，這是一個“神出”的過程。研究者在焦點團體法中要扮演座談會

主持人、傾聽者、觀察者和最終運用資料分析、推論以獲取結論的四

種角色（賴世培等，2000：80）。 

焦點團體法屬無結構式訪談，強調的是對某一事件或現象進行深

度與廣度的意見探索，（陳義彥等，2001：67）焦點團體的參與者通常

不會藉由嚴格的抽樣方法選取，該研究方法的目的在於探索而非界定

性地進行描述與說明。（李美華等譯，2004：473）焦點團體法的特色

在於明確地善用團體中成員互動過程來促進成員們表達他們個人豐富

的經驗及想法（周雅容，1997：53；胡幼慧，1996：227），其優點表

現於所蒐集的資料，相當符合質化資料在發現及探索新事物

（exploration and discovery）、瞭解意見態度的背景脈絡及深度（context 

and depth）及提供詮釋事件之資訊等三方面（鄭夙芬，2004：188），

亦吻合本研究探索分析女性立法委員當選因素的宗旨。 

（一）焦點團體進行方式 

由筆者擔任座談會主持人，說明座談目的及研究主題後，以無結

構訪問方式請與會者以第六屆大台北地區女性立法委員當選人為範

圍，就其所認知其當選內、外部因素，逐一發表看法。座談期間全程

錄音，由於參與者均為筆者長期往來的政界友人，因此，與會者均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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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鬆心情、暢所欲言。（焦點團體邀請函參見附錄二）在紀錄整理撰寫

方面，將採取匿名方式處理，並引用在本論文章節敘述中，為便於讀

者查閱引述所在，將在附錄訪談摘敘稿中編寫題號，以（與會者代號

-A回答題號）方式表示，例如（B1-A1）。 

（二）焦點團體參與者 

本研究焦點團體邀請對象為政治觀察者、地方人士、政治菁英、

第六屆大台北地區立法委員參選人輔選樁腳等總計 7 人。與會者詳細

背景、經歷與代號依其座談發言順序整理詳如表 1-3。 

表 1-3 焦點團體參與者背景及代號一覽表 

代號 與會者背景 性別 

B1 民進黨台北縣二區輔選規劃小組成員 男 

B2 輔選樁腳 男 

C1 民意代表 男 

G1 公職人員（鎮長） 男 

F1 地方人士 女 

V1 政治觀察者 女 

B3 輔選樁腳 男 

代號說明：B－輔選樁腳；C－民意代表；F－地方人士；G－公職人

員；V－政治觀察者； 

（三）資料分析策略 

焦點團體資料分析方法第一步是將訪問過程製作成逐字稿，本研 

究限於篇幅，僅整理成訪談摘敘。分析技巧採用 Stewart and 

Shamdasani 對於焦點團體訪談稿分析策略，先將訪談摘敘快速瀏覽

後，以內容剪貼方式編碼，相同的題材併入同一類解釋性內容分析

中。（歐素汝，1999：152-160） 

二、深度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 

女性的政治學方法主張研究者學習採用行為者的角度看問題，對

行為者終極關懷以及行為時所處的特殊情境產生心領神會的效果。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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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必須對研究對象理解，包括其歷史背景、語言結構和現實考量在

內。（石之瑜，1994：206）本文主要研究對象為女性立法委員，依上

述女性政治學研究方法主張，筆者採行深度訪談法讓研究對象回到當

時選舉情境，進一步探索其內心世界。深度訪談研究法是藉由面對面

的言語交談，以獲得受訪者對於個案或現象的主觀看法，其特質是因

應每一個受訪者的特性，發展適合的面談方式，所以每一次訪談都是

特殊的（范麗娟，1994：25）。深度訪談研究法最大的優點在於可訪問

較複雜的問題，對於受訪者語意不清或自相矛盾的回答，可以繼續追

問或旁敲側擊。賴世培（2000：81）認為由於不事先預設答案的界限，

深度訪談研究者往往容易蒐集到未設想到的角度，進而拓展出新的答

案及研究方向。 

Nachmias 將面訪區分為結構化排程訪談（schedule-structured 

interview）8、非結構化排程訪談（non-schedule-structured interview）

9與非指導性訪談（nondirective interview）。10（潘明宏、陳志瑋譯，

2003：284-287）本研究訪問的對象除第六屆大台北地區女性立法委

員當選人外，還包括政治精英、學術菁英、政治觀察家等。他們對於

女性立法委員當選因素之瞭解，或為親身經歷選戰者，或為政治、選

舉領域學有專精的專家學者。因此研究者只要提供一組提綱挈領的論

題引發訪談情緒，使其在有限時間內自由探尋經驗及主觀看法，是為

非結構化排程訪談的運用（或稱為一般性訪談引導法）。訪談提綱主

要包含：女性立委當選的內部因素、女性立委當選的外部因素、女性

                                                 
8
 結構化排程訪談中，訪問者對所有受訪者其給予問題的數目和問題措辭都是相同，每次訪談詢

問的問題順序亦被要求一致。 
9
 非結構化排程訪談形式有四種特徵：一為已知受訪者曾涉入一些特殊經驗；二為在訪談之前，

訪談情境將被事先分析；三為訪談根據準則來進行，而這些準則指定的主題，與研究假設有所關

聯；四為研究者關注受訪者和研究興趣相關經驗。 
10非指導性訪談中，訪談者有極大的自由來探問各種領域，以及在訪談進行中提出特定的詢問。     

受訪者幾乎沒有從訪談者得到指示，受訪者被鼓勵敘述他們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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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在參選過程中的助力、女性角色在參選過程中的阻力、第七屆實

施單一選區兩票制對女性參選立委的衝擊。（深度訪談大綱請參閱附

錄三） 

（一）深度訪談對象 

依受訪順序筆者自行整理資料詳如表 1-4。 

表 1-4深度訪談受訪者背景及代號一覽表 

代號 受訪者背景 訪談日期 訪談地點 

W1 大台北地區第六屆女性立委當選人 2006.2.14 立法院 

W2 大台北地區第六屆女性立委當選人 2006.2.15 立法院 

L1 情蒐單位調查員 2006.2.16 某公共場所 

P1 政黨高級黨工 2006.2.16 某政黨辦公室 

D1 選舉公關公司總經理 2006.2.17 D1的辦公室 

E1 民意調查中心主任 2006.2.17 某公共場所 

S1 大學教授（曾有參選經驗） 2006.2.20 研究室 

M1 報紙媒體主管 2006.2.21 報社 

W3 大台北地區第六屆女性立委當選人 2006.2.21 立法院 

W4 大台北地區第六屆女性立委當選人 2006.2.22 立法院 

W5 大台北地區第六屆女性立委當選人 2006.2.23 立法院 

W6 大台北地區第六屆女性立委當選人 2006.2.27 立法院 

W7 大台北地區第六屆女性立委當選人 2006.3.9 立法院 

代號說明：D－公關公司；E－民調單位； L－情蒐單位；M－媒體； 

P－政黨；S－學者； W－研究對象 

本文深度訪談對象除了大台北地區第六屆女性立委當選人外，另 

鎖定媒體人、政黨黨工、情蒐單位、民調單位、學者、公關公司等高

階主管進行深度訪談，從不同角度彌補訪談研究對象資訊的落差。 

（二）深度訪談進行方式 

本訪談進行方式為先與受訪者聯繫，擬定訪談同意書（附錄四）

及深度訪問大綱，在取得受訪者同意後，安排時間前往受訪者辦公室

或約定的地點進行面對面的訪問。為避免干擾，採取一對一方式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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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訪問前先徵得受訪者同意後，以錄音紀錄訪談內容，並在訪談結

束後儘速整理訪談內容。由於訪談過程中，受訪者可能針對某事或某

現象指名道姓的描述或指控，為保護受訪者及受指控當事者，在訪談

紀錄撰寫上，將採取匿名方式處理。而引用在本論章節敘述中，為便

於讀者查閱引述所在，將在附錄訪談摘敘稿中編寫題號，以（與會者

代號－A回答題號）方式表示，例如（W1-A1）。 

      （三）資料分析策略 

本研究對於深度訪談資料（詳附錄九訪談摘敘）分析策略，採用

潘淑滿（2003：155）對於質性研究之分類分析法（categorizatuon）11、

描述分析法（condensation）12與敘說分析法（narrative）。13
 

三、文獻分析法（documentary analysis method） 

文獻分析法是收集有關文獻，並加以分析整理，以便印證相關事

務或闡釋論點。此法的優點首先在於可節省蒐集資料的成本與時間；

其次，對於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的分離，有助研究結果的客觀性；第三，

藉由資料的蒐集，研究者對於以往的相關研究基礎有所瞭解。消極面

來說可以避免錯誤；積極面來講，可以研究出以往未曾發現的結論。

對於所蒐集的相關文獻可分為原始資料及次級資料兩類說明： 

（一）原始資料 

包括中央選舉委員會根據第六屆立法委員選舉結果所公告的第

六屆立法委員選舉結果、研究對象在其競選期間架設個人網站及散發

文宣中揭示的競選主軸，以及公部門所公布的統計數據資料等。 

（二）次級資料 

包括出版有關選舉研究專門著作書籍、期刊、研究報告、學術研

                                                 
11
 分類分析法是指研究者根據資料的類別屬性，對研究所收集之資料加以分類。 

12
 描述分析法是指研究者主要運用文本資料，對研究現象之本質進行有系統的描述。 

13
 敘說分析法則指研究者對研究資料的分析與詮釋，是根據研究現象與現象間關係的脈絡，作

為資料分析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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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會、學位論文等相關學術作品及有關第六屆立法委員選舉過程和結

果的新聞、雜誌報導、網站、專業民意調查機構資料。 

筆者希望透過文獻資料的探討，輔助深度訪談及焦點團體座談研

究法，對於第六屆女性立法委員當選因素作出綜合性的研究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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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研究流程研究流程研究流程研究流程 

 

本研究流程如圖 1-1所示： 

 

 

 

 

 

 

 

 

 

 

 

 

 

 

 

 

圖 1-1 研究流程圖 

資料來源：筆者自繪 

研究主題之設定 

研究範圍與限制 研究動機與目的 

研究方法之運用 

焦點團體與深度訪談（動態） 文獻分析（靜態） 

女性參政研究 

選舉研究分析 

選戰期政治環境 

大台北政治版圖 

研究對象選情 

探討女性角色在當選因素中的助力
 

瞭解女性角色在當選因素中的阻力
 

分析女性立委當選內部因素 

研究女性立委當選外部因素 

研判第七屆立委選舉女性參選影響 

研究分析與討論 

發現、建議與後續研究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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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要分靜態的文獻分析與動態的焦點團體訪談、深度訪談

兩大部份。在文獻分析部份是針對女性參政的研究、選舉研究的範

疇、第六屆立法委員選舉期間國內的政治環境、大台北地區政治版

圖、研究對象的選情為主要蒐集內容；對於焦點團體與深度訪談部

份，以探討女性角色在當選因素中的助力、瞭解女性角色在當選因素

中的阻力、分析女性立委當選內部因素、研究女性立委當選外部因素

為訪談大綱，分別訪談民代助理、地方樁腳、政治菁英、政治觀察家、

學者、黨工、媒體、情治單位以及第六屆大台北地區女性立法委員當

選人並研析其想法。最後再綜合動態與靜態研究成果，提出發現與建

議，因應第七屆立法委員選舉採行新制，點出女性立法委員當選因素

後續研究之看法。  

 參參參參、、、、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 

本論文以“大台北地區女性立法委員當選因素之探討－以第六屆

立法委員選舉”為題，研究架構首先由文獻研究途徑出發，切入選舉

研究及女性參政研究的領域，主要重點在於關注影響勝選的因素與選

戰操作的模式。其次，經由輿論媒體的報導，在第六屆立法委員選舉

期間國內所發生的重大政治或新聞事件，往往成為候選人操作選戰議

題及選民對政治人物觀感的依據，因此有必要對當時的政治環境作一

概論。時間選擇以立委候選人參選登記後至中央選舉委員會公告當選

名單期間，大約是 2005 年 10 月 8 日至 2005 年 12 月 17 日，文獻來

源蒐集自各媒體新聞報導及相關選舉網站。第三，除了具備對大環境

的概念外，本論文還必須對於研究區域－大台北地區的政治版圖有所

說明，我國每到選舉總是藍綠對決氣氛高漲，瞭解各政黨的政治版圖

現狀及板塊移動的趨勢，可以更精準的分析出立委候選人當時所面對

的地方政治格局，最後才交待出研究對象的選情及民調分析。文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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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的脈絡是先從大方向、大格局著手，再到研究區域以至個人戰情陳

述，試圖描繪出女性在第六屆立法委員選舉時空背景的完整樣貌。 

除了文獻研究途徑外，在實證研究途徑方面，筆者嘗試將可能成

為當選的因素區分為內部因素及外部因素兩大部份作為研究標的。所

謂“內部因素”部份，筆者將其定義為候選人本身可以控制的內在環

境，亦可稱為“主觀條件”；所謂“外部因素”部份，是指候選人無法操

控的外在環境，或可謂之為“客觀條件”。本論文以女性為研究對象，

當然女性角色的操作也列為探討重點之一。基於上述之研究概念，設

計研究架構如圖 1-2所示，並整理概述如下： 

一、對於過去相關文獻的探討包括： 

（一）建立對我國女性參政的研究與現況認知。 

（二）分析我國對選舉研究的成果。 

二、靜態分析第六屆立法委員選舉時空環境包括： 

（一）從宏觀角度概論選戰期間政治環境氣氛 

（二）從區域的範圍解析大台北政治版圖分佈 

（三）從微觀的視角陳述研究對象競選過程與結果 

三、尋求影響女性立法委員當選的內部因素包括： 

（一）女性角色：家庭或婚姻狀況、婦女保障名額、議題表現、

性別差異。 

（二）個人特質：女性立委候選人個人條件展現，包括背景、

相貌、穿著、形象塑造、學歷、籍貫、家庭或婚姻狀況。 

（三）選舉行銷：在競選過程中有計劃性地將女性立委候選人

行銷給選民的策略規劃，包括政見、文宣設計、廣告宣傳、媒體曝光、

網路作戰、造勢活動、競選行程安排、告急策略。 

（四）政治優勢：女性立委候選人在政治領域的優勢現象，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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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與所屬政黨關係、現任民代優勢、選民服務績效、問政績效、基層

經營、提名優勢、政治性委屈。 

（五）競選團隊：競選團隊的組織結構與運作模式，包括競選

總部位置、內部配置規劃、組織分工。 

四、探索影響女性立法委員當選的外部因素包括： 

（一）政治氣氛：競選期間國內因政治事件、政黨競合所產生

的政治氛圍，進而影響選民投票行為。 

（二）選區競爭：選區內選民結構以及同選區參選人競爭比 

較，包括同質性、差異性、選區經營重疊性及票源主力區塊劃分。 

（三）輔選動員：肩負輔選任務所建構的組織或舉辦的活動，

包括組織配票、聯合競選、派系整合、樁腳動員、催票系統、政黨輔

選機制、重量級人物站台、地方活動。 

（四）危機處理：對於外在干擾競選活動，包括對黑函流言、

民調公布、媒體負面報導等狀況的危機處理行動。 

（五）競選資源：資源募集的模式以及運用方向，包括募款活

動、政黨補助、社會資源捐助、競選經費運用分配比例以及首次適用

的政治獻金法規範。 

五、依據本研究的發現，提出女性立法委員當選因素模式策進

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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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研究範圍與限制研究範圍與限制研究範圍與限制 

 

立法院自 1989 選出 130 名第一屆增額立法委員以來，歷經五次

的改選，女性立法委員的人數總計超過 230位。在時間及能力的限制

下，為達本論文研究女性立法委員當選因素探討之目的，必須限縮研

究範圍。在研究屆別部份採以 2004 年第六屆立法委員選舉為時間範

圍；在區域規劃部份以包含台北市、台北縣為研究區域；在立委產生

途徑部份以女性區域立委為研究對象。 

壹壹壹壹、、、、研究範圍研究範圍研究範圍研究範圍 

一、時間範圍 

選擇最近一次 2004 年第六屆立法委員選舉作為研究的屆期範

圍，研究原始資料蒐集時間範圍以中央選舉委員會公告第六屆立法委

員參選登記日起始日（2004年 10月 8日）至第六屆立法委員投票後

中央選舉委員會的當選公告日（2004 年 12 月 17 日）。（請參閱附錄

五第六屆立法委員選舉進程表） 

二、研究區域 

本文鎖定大台北地區之構想緣由來自於 2005 年三合一縣市長選

舉時，台北縣長候選人周錫瑋的競選主軸－“縣市合併，台北拼第

一”。放眼亞洲三大都會區－南韓首爾、中國大陸北京、日本東京皆

是縣市合併之狀況，我國要提升國際競爭力，台北縣市合併將是必然

的趨勢。尤其在周錫瑋順利當選台北縣長後，得到台北市長馬英九的

承諾推動台北縣、市合併的時程似乎更為積極，因此本研究所稱“大

台北地區”是指台北市與台北縣兩大行政區域，若以選舉區說明包含

五個選舉區域： 

（一）北市一選區：士林、北投、內湖、南港、松山、信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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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北市二選區：文山、大安、中正、萬華、中山、大同。 

（三）北縣一選區：板橋、土城、樹林、鶯歌、三峽。 

（四）北縣二選區：三重、蘆洲、新莊、五股、泰山、林口、 

淡水、八里、三芝、石門、金山、萬里。 

（五）北縣三選區：中和、永和、新店、深坑、石碇、坪林、 

烏來、汐止、瑞芳、平溪、雙溪、貢寮。（大台北地

區區域立委得票概況請參閱附錄六） 

三、研究對象 

表 1-5大台北地區第六屆女性區域立法委員背景簡介表 

姓名 選舉區 出生地 年齡 黨籍 最高學歷 重要經歷 

李永萍 北市一 台中市 40 親民黨 美國紐約大學新聞碩士 第五屆立法委員 

蕭美琴 北市一 日本 33 民進黨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碩士 第五屆立法委員 

藍美津 北市二 台北市 60 民進黨 北市立高商 四任台北市議員、第 

五屆立法委員 

李慶安 北市二 台北市 45 親民黨 美國馬里蘭大學傳播碩

士 

韓清州大學榮譽博士 

北市議員、第四、五 

屆立法委員 

潘維剛 北市二 屏東縣 47 國民黨 臺灣師範大學法學博士 三任台北市議員、二 

、三、四屆立法委員 

王淑慧 北縣一 台北市 50 民進黨 台灣大學政研所 板橋市民代表、十二 

、十三、十四屆縣議 

員、第五屆立法委員 

柯淑敏 北縣二 台北縣 36 親民黨 美國貝佛大學企管碩士 蘆洲市民代表會主席 

、第五屆立法委員 

林淑芬 北縣二 彰化縣 31 民進黨 世新社會發展研究所 十四、十五屆縣議員 

洪秀柱 北縣三 台北市 56 國民黨 美國東北大學教育碩士 第一、二、三、四、五 

五屆立法委員 

雷  倩 北縣三 台北市 46 國民黨 美國賓州大學博士 美國 ABC廣播電視 

網總公司副總裁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中華民國第六屆立法委員簡介（立法院，

2004b：8，37，47，72，89，91，174，188，206，217） 

在第六屆立法委員當選名單中，扣除不分區、僑選及原住民平地、

原住民山地之外，第六屆區域立委共選出一百六十八席，其中三十席

為女性立委，本研究選區大台北地區當選的女性區域立法委員，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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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萍、蕭美琴、潘維剛、李慶安14、藍美津、王淑慧、柯淑敏、林淑

芬、洪秀柱、雷倩共十名，其簡介如表 1-5所示。 

貳貳貳貳、、、、研究限制研究限制研究限制研究限制 

有關本研究之研究限制，擬以研究範圍、個人能力、研究方法、

研究材料等四個方面來說明： 

一、研究範圍的限制 

立法委員目前為止共有六屆，女性立法委員共有 230位，其中因

選制不同劃分為區域立委、原住民山地及原住民平地、僑選及全國不

分區，由於人數龐大加上區域立委劃分為二十九個選舉區，在有限的

時間內無法落實深度訪談的執行，所以僅選擇最近一次選舉即第六屆

立法委員選舉女性區域立委當選人，並限縮區域在大台北地區，研究

分析的時間點在於參選登記後一直到選舉投票結束的一週內，是為研

究範圍之限制。 

二、撰寫角度的限制 

選戰本身就是一項總體競爭，涉及事物包羅萬象，因此選舉研究

的範疇至為廣泛，由於本研究從女性當選的內、外部因素出發，以研

究對象自身條件及周邊環境事物為關切的重點，為免論文內容過於龐

雜，對於選民的投票行為部份在本文中僅少量引用，並不列為討論重

點，此為撰寫角度的限制。 

三、研究方法的限制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的資訊

系統與管理學研究所，將研究方法課程劃分為二：質化研究方法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for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Management) 

與量化研究方法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for Information 

                                                 
14李永萍委員、李慶安委員 2004 年均以親民黨提名當選立委，但已於 2006 年改加入國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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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s and Management)。 質化研究方法偏重於人種誌研究法、田野

調查法、訪談、焦點小組訪談、參與性觀察等研究方法與資料蒐集的

技巧、文件資料的分析、解釋與報告的撰寫。量化研究方法則包括觀

念性與操作性的探討、研究設計、測量的工具、抽樣法、實驗性研究

設計、調查法、觀察法、資料分析概論等。本文之限制僅採用質化研

究方法，不採用量化研究方法，是為本研究方法的限制。 

四、研究材料的限制 

立法委員在決策競選事務時，其個人內心世界，是筆者無法探知

的。況且競選經費的運用、募款所得金額以及是否涉及賄選操作，亦

為筆者無法獲得的黑箱資訊。因此，在競選財務分配方面，僅就監察

院公布的《監察院公報－政治獻金會計報告書第一期》中作文獻分析

素材，是為本研究材料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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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文獻探文獻探文獻探文獻探討與討與討與討與理論依據理論依據理論依據理論依據 

 

  壹壹壹壹、、、、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對於選舉的研究，可以從選民的角度探討選民的投票行為，亦可

以從候選人的視角來研究，也可以從選舉周邊環境、人文因素的影響

來分析，但其目的皆在於找出選舉致勝的因素及失敗現象的咎因。本

文主要從候選人內部因素及外部因素的角度來探討勝選之道，因此在

選舉研究的文獻探討內容部份，本節著重從候選人的本質與選舉的操

作面解析，輔以部份選民的投票行為補充，以觀照選舉的多元面向，

蒐集國內相關專書、期刊、論文，分為勝選因素研究、選舉實戰操作

研究、選舉行銷研究、其他選舉研究與女性參政研究五部份說明，最

後將相關文獻作研究綜合評述，茲臚述於後： 

一、 勝選因素研究 

（一）專書部份 

吳祥輝（2002：73）所著《吳祥輝選舉學》中，主要理念認為當

前臺灣決定選舉勝負的關鍵性因素有四：選票基本面、五大優先、配

票效應及戰略表現。所謂選票基本面是指大多數選民因為意識形態或

族群認同、政黨認同會產生穩定性的投票行為，個別政黨的選票總和

稱之為選票基本面，為泛藍、泛綠在各選區得票數的客觀形勢。而配

票效應是指同一選票基本面的選民為了讓自己的認同政黨增加席

次，不把選票投給自己最支持的候選人，而投給危險但有當選可能性

的候選人。五大優先就是年輕優先、形象優先、強勢優先（強勢的競

選風格）、政黨優先、台灣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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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刊論文 

表 1-6 國內勝選因素研究期刊與碩士論文摘要表 

研究者 研究類型 研究時間與題目 主要研究發現 

何金銘 勝選因素 （1994）勝選因素：

北高兩市二屆立委

選舉比較研究 

1.性別、年齡、出生地、居住年數、教育程度、經濟網

絡等並非候選人的勝選因素。 

2.競選活動與現任公職視為邁向勝利的中介變數，而不

必以勝選因素視之。 

3.政黨推薦、派系支持、形象與政見訴求是勝選因素，

不過在台北市政見訴求與形象是勝選關鍵因素，政黨

推薦與派系支持只是勝選次要因素；在高雄則情況互

異。 

4.北高兩市關鍵因素差異，反應兩地政治實體結構與政

治環境不同，台北市有較多理性選民；高雄有較多非

理性選民。（何金銘，1994a：190） 

何金銘 勝選因素 （1994）候選人勝選

因素分析模型初

探：第十一屆縣市長

選舉的個案研究 

1.候選人決勝的關鍵在於是否被政黨提名與是否具有現

任民選公職之身份。 

2.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與居住時間等候選人個人特質

對候選人的勝選幾乎不發生任何影響力。 

3.參選人數對得票率雖有部份影響，但對當選與否卻沒

有明顯的左右力量。 

4.競選投入程度（競選支出、助選員數、政見會數）勉

強算是決勝因素之一，但卻不是關鍵因素。（何金銘，

1994b：139） 

吳宜侃 勝選因素 （2005）SNTV選制

下「立法委員連任勝

選幅度模型」建立之

嘗試 

1.連任勝選模型包括政黨因素（政黨提名、黨團幹部）、

個人表現因素，即與同選區其他立委相較（立法表現、

選區服務、媒體曝光度）、地方派系因素、選區因素（都

市化程度、選區規模）等四大因素。 

2.政黨因素及個人表現因素為影響立法委員勝選幅度表

現之關鍵因素。（吳宜侃，2005：84、93） 

張清泉 勝選因素 （2004）高雄市議員

連任因素之研究 

1.高雄市議員連任最為重要的因素為其形象表現。 

2.高雄市議員的品德操守係連任的重要關鍵因素。 

3.個人條件、社經背景、形象特質、選舉策略、選民服

務均為重要的連任關鍵因素。（張清泉，2004：1）  

資料來源：整理自選舉研究期刊第一期、第二期與全國碩博士論文資訊網 

http://etds.ncl.edu.tw/theabs/index.jsp，檢索日期 2006.2.15。 

      二、選舉實戰操作研究 

（一）專書部份 

國內關於選舉實戰操作面的專著內容雖然豐富，但總有無法觀 

照全局之感，僅能就選戰執行過程中部份因素討論。台灣選舉環境隨

科技進步、政治氛圍、選舉技巧而快速變遷，專書的著作往往陷入著

重歷史的歸納、案例的分析，無法建立一套完整選戰操作手冊。黃城

等（1988）所著《選舉實戰手冊》，試圖從分法律、動員、宣傳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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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傳遞選舉實戰經驗。該書係 18 年前之出版專書，書中所述選舉罷

免法條文已歷經數次修正更迭，但動員篇中所述的政治動員與政治行

銷的概念，仍能準確描述今日選舉形態。惟就實務面而言，本書既為

實戰手冊，對於選舉行銷部份理應提出更具體的操作模式，如此更能

符合候選人照表操課的要求。另外，有關選戰細部操作策略與方法的

專著另有陳博文（1986）所著《選舉看招》、盧瑞鍾（1992）所著《選

戰學－通往權力之路》、蕭展正等（1993）所著《選戰策略》、賀光輝

等（1993）所著《解人之打》、伏和康等（1993）所著《選戰入門》、

黃嘉樹等（2001）所著《臺灣政治與選舉文化》、金學亮（2003）所

著《選戰策略：韓國觀點》等，均是專業選戰規劃角度的實用著作，

雖然無法涵蓋所有選舉操作的全貌，卻讓本論文著手女性立委當選內

部、外部因素構面的規劃有所依循。 

（二）學術論文 

表 1-7 國內選舉實戰操作研究碩士論文摘要表 

研究者 研究類型 研究時間與題目 主要研究發現 

林長志 配票行為 （2004）民進黨立委

候選人在北高兩市

「聯合競選策略」之

成因及效應 

該研究藉由「多項勝算對數模型」（multinomial logit 

model）與「持續比率勝算對數模型」（continuation-ratio 

logit model），來分析影響選民配票行為的重要因素。兩

個分析模型皆顯示，選民對選舉競爭脈絡的反應，如吸

收資訊管道多寡、是否考慮選情發展等，以及其政黨認

同、所處選區是否為政黨建議配票區，是影響其配票行

為的關鍵因素。（林長志，2004：1） 

詹美芬 政黨提名 （2003）政黨提名與

女性國會議員－以

我國與瑞典為例 

1.瑞典政黨提名任一性別不得低於百分之四十的性別比

例，以及政黨提名名單「三明治提名」或「每一個第

二席是女性」的提名方式，是瑞典擁有世界最高女性

國會議員比例的主因。 

2.在我國選舉度的改革上，建議合併現有選區擴大選區

規模，採行政黨比例代表兩票制，要求政黨提名名單

男女交替的排名，如此一來，女性立法委員比例能達

到至少百分之三十五的目標。（詹美芬，2003：1） 

資料來源：整理自全國碩博士論文資訊網 http://etds.ncl.edu.tw/theabs/index.jsp 

         ，檢索日期 2006.2.15。 

 

      



第一章  緒論 

 27

三、選舉行銷研究 

（一）學術論文 

表 1-8 國內選舉行銷研究碩士論文摘要表 

研究者 研究類型 研究時間與題目 主要研究發現 

陳泓全 競選網站 （2004）競選網站在

選舉中的運用－以

2004年立法委員選

舉為例 

研究結果發現，在 2004年的區域立委以及原住民立委

的選舉當中，共有 386人投入選戰，其中有 151 位的候

選人成立競選網站，佔所有候選人的 39%，顯見已有不

少候選人願意投入網路選戰的行列。主要政黨的候選人

較無黨籍或其他政黨的候選人積極成立競選網站；爭取

連任的立委參選人成立競選網站的情況較第一次競選

的立委候選人普遍；選區選民使用網際網路的情況也會

對候選人成立競選網站的情況造成一些影響；選區越

大、選舉層級越高，候選人使用競選網站的情況也就越

普遍。大多數架設網站的候選人，都對網站抱持的正向

的態度，認同競選網站可以吸引網路使用者的造訪，並

且可以幫助網路使用者進一步了解候選人。 

（陳泓全，2004：1） 

王嵩音 競選文宣 （1998）競選文宣策

略之性別差異分析

－以 1997年台中市

長選舉為例 

發現在選戰中大多數女性候選人在選舉過程不斷扮演

兩種角色，一為“去性別化”的角色，一為“高度性別化”

的角色，這樣的關係顯現了女性在競選時透露了十足弔

詭的矛盾情結。研究發現也主張，雖然兩性在這個父系

社會的權力秩序運作下，會自然而然地表現出被宰制

的、符合性別關係維繫的性別角色差異，但在這樣的分

析過程中，也可找出女性候選人有不同以往的表現，包

括女性身份的突顯及女性候選人個人特質被肯定等，都

似乎透露與過去在政治場域中的女性，在表現上有所差

異性，是值得注意的。（王嵩音，1998：1） 

資料來源：整理自全國碩博論文資訊網 http://etds.ncl.edu.tw/theabs/index.jsp， 

檢索日期 2006.2.15。 

（二）專書部份 

選戰是候選人爭取選民的選票以求當選的過程；行銷是商品爭取

消費者以獲利，本質上都是在競爭中求勝。選舉行銷將兩種不同領域

的活動結合，以行銷的概念和手法來從事選戰，國內相關的專書有王

淑女譯、Gary A. Mauser著（1992）的《政治行銷》、張永誠（1991、

1993）所著《選戰行銷：如何在競爭中獲勝》與《非營利行銷：選戰

實務篇》、黃俊英等（1993）所著《選戰贏家－選舉行銷理念與實戰

智慧》、陳鴻基（1995）所著《選舉行銷戰》。前述學者們主要論述候

選人如何運用行銷的概念與方法，來制定與執行候選人定位的選戰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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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都是以行銷理念為本，選戰實務為體所架構的專書。對於本論文

有關候選人的選舉行銷、危機處理與選區競爭部份的撰寫，具有關鍵

性的啟發作用。競選傳播是選舉行銷因素中一個重要的行動方案，鄭

自隆（1992a）所著《競選文宣策略：廣告、傳播與政治行銷》與（2004）

《競選傳播與臺灣社會》、鈕則勳（2002）所著《競選傳播策略：理

論與實務》、彭芸（1992）所著《政治廣告與選舉》等書均是圍繞在

將廣告傳播概念套用在選舉的實務操作，為本論文第三章選舉行銷的

撰寫，提供學術上的基礎。 

四、其他選舉研究 

（一）專書部份 

由於投票行為非本研究關注的焦點，僅以陳義彥等、吳力行、胡  

佛等著作略述其主張。陳義彥、黃麗秋（1992）所著《選舉行為與政

治發展》，提到美國自 1952年以來研究投票行為影響的因素是政黨認

同（party identification）15、問題取向（issue orientation）16、候選人

取向（candidate orientation）17。這三種取向成為日後我國發展投票行

為研究的基礎，亦成為本論文第三章有關候選人個人特質部份之重要

參考依據；吳力行（2000）所著《選戰》，認為台灣選舉趨勢為候選

人形象取向；蔡啟清（2002）所著《選舉與選舉行為》認為投票優先

考量是候選人人格 56﹪、人情關係 22.3﹪、地方因素 11.3﹪、政黨

指示 9﹪；胡佛等（2000）《投票行為與選舉實務的評估－第四屆立

法委員選舉的分析》，其研究發現選民投票抉擇因素包括政黨取向、

政見取向，但候選人取向仍是台灣選民決定候選人時最重要判斷依

                                                 
15
 所謂政黨認同是指選民心理上隸屬於某一政黨，因此他在作投票決定時，就以候選人是否屬

於同黨？作為抉擇的依歸。 
16
 所謂問題取向乃指選民對當前問題的態度，這些問題是選民覺得不管何黨或何人在位執政，

政府應該做的事，於是選民的投票抉擇就根據他對這些問題的態度而定。 
17
 所謂候選人取向乃指選民的投票抉擇是基於他對候選人個人特質的看法而定，不管候選人是

屬於何黨或採取何種問題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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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這項研究結果是近年來對於選民投票行為的重要參考著作。 

      （二）期刊論文 

表 1-9 國內投票行為研究期刊與碩士論文摘要表 

研究者研究類型 研究時間與題目 主要研究發現 

林曉君 投票行為 （1996）選民投票行

為研究－以台中市

長選舉為例 

1.選民對政黨支持程度除性別無差異外，其他背景變項

（如婚姻、教育程度、籍貫、黨籍、宗教信仰、年齡、

收入等）皆有顯著差異。 

2.影響選民投票行為的因素，以政黨因素為首要，其餘

與候選人行政能力、內外在特質、過去表現及候選人

議題、媒體、人情都有影響。（林曉君，1996：1） 

林思伶 投票行為 （1988）性別與投票

行為研究- 75年中央

民意代表選舉婦女

投票參與分析 

1.選民性別與投票參與決定有顯著相關，且其他背景變

項的社會屬性或政治社會化亦有影響。 

2.傳統文化因為長期來自家庭、社會的誤導累積，使得

我國婦女在投票行為參與上與男性有別。 

3.女性意識的抬頭，可能已造成女性從眾性（非理性）

的投票因素改變。（林思伶，1988：1） 

陳陸輝 投票行為 （2002）政治信任感

與台灣地區選民投

票行為 

1 影響選民政治信任感的因素中，以 1992～1998年間國

民黨認同者政治信任感較高，民進黨或新黨的認同者

政治信任感較低；2001 年民進黨認同者有顯著提昇，

而國民黨認同者則無顯著下降。 

2.選民在立委選舉中，選民的政治信任感愈高愈傾向支

持執政黨，顯示民眾的政治信任感與其對執政黨的政

治支持之間，有重要的關聯。（陳陸輝，2002：65） 

梁世武 選舉預測 （1996）選舉預測－

1994 年台北市長選

舉中「候選人形象指

標」預測模型之驗證 

1. 政黨、候選人、政見、省籍及環境因素為預測投票行

為的概念工具。其中候選人形象是其綜合體，是高度

有效的選舉預測概念。 

2.研究方法上印象評分法較直接詢問法更直指人心；選

民會主動欺騙訪員或消極不表意見；戶中抽樣比任意

成人法具有更高的預測準確度；受訪者提出候選人的

順序與其評價高低有關。（梁世武，1996：170-173） 

黃向群 政黨認同 （2003）台北市議員

選舉之研究

(1986~2002)---析論

民進黨的角色與運

作 

分析第六至九屆台北市議員選舉，發現政黨提名名額適

量與否為勝選關鍵，現任市議員連任機會相對新參選者

大，脫黨參選者當選機會相對的小，台北市選民在市長

與市議員選舉中確實產生分裂投票。就民進黨部分，在

台北市議員選舉中一向無特定競選主軸，採取放任不處

理態度。民進黨支持者在投票行為上比起其他政黨呈現

高度的政黨認同，另於初選民調領先者，在大選中則不

必然佔優勢。民進黨席次增加的原因分析來自於國民黨

的高額提名與選民在投票行為上的政黨認同；而席次下

滑的原因則是提名過度與形象不佳的候選人通過初選

而在大選中遭選民拒絕。（黃向群，2003：1） 

資料來源：整理自選舉研究期刊 9 卷第 2 期、10 卷第 1 期、11 卷 1 期與全國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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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論文資料庫 http://etds.ncl.edu.tw/theabs/index.jsp，檢索日期 2006.2.15。 

五、女性參政研究 

（一）學術論文 

表 1-10 國內女性參政研究碩士論文摘要表 

研究者 研究類型 研究時間與題目 主要研究發現 

王怡君 女性參政 （1998）女性參政者

之角色認同與政策

議題－以第四屆女

性立法委員候選人

為例 

1.女性候選人大多已經不避諱自已的「女性角色」，反而

會將之內化為「女性立委」對某些特定政治、社會事務

－如：婦女、幼童或福利等等議題的關注，或強調其在

特定議題的問政能力。 

2.女性候選人參選者以具現任優勢者為主。而初次參選

能當選者，仍以依附政治家族、或政治人物配偶為多。

具現任優勢者，多會極力轉換原有依靠男性政治人物的

傳統形象，強調自己的問政能力，扮演起「獨立型」候

選人的角色。 

3.女性立委會因為在選舉過程中與選民討論，或為了能

與其他候選人的政見有所區隔，而投注心力於婦女等相

關議題。（王怡君，1998：1） 

許翠谷 女性參政 （2002）影響我國女

性政治參與之因素

分析 

1.影響我國女性參政（選舉）因素以政治家族、政黨徵

召為主軸。 

2.具性別意識的委員，在議會中都能從女性觀點出發來

提案。（許翠谷，2002：1） 

洪玉鳳 女性參政 （2003）女性參政者

形象塑造與政治行

銷關係之研究－以

第十五屆台南市議

員選舉為例 

1 電視新聞廣告、平面媒體廣告、平面廣告或夾報、網

際網路、地方電台、造勢活動、街坊口耳等媒介會影

響選民對候選人形象。 

2.台南市選民偏好女性參政者具有特質：高學歷的知識

份子、外表溫和、天資聰穎、富於表達豐富的議題政

見、思想與行動前衛的形象、重視社會治安的形象、

待人處世等。（洪玉鳳，2003：2） 

陳美華 女性參政 （2004）台北市議員

女性候選人競選文

宣內容之分析－以

第九屆政黨提名候

選人平面文宣為例 

1.女性候選人在競選文宣中確實較注重女性議題。 

2.女性候選人在競選文宣中注重學經歷表現的比例相當

高。 

3.女性候選人常採用落選危機訴求，而較少採用恐懼訴

求和負面訴求方式。 

4.女性候選人在文宣圖像表現較以家庭、超市、公園、

校園等非專業性場景為多，藉此展現親切、仁慈的一

面。（陳美華，2004：1） 

資料來源：整理自全國碩博論文資訊網 http://etds.ncl.edu.tw/theabs/index.jsp 

          ，檢索日期 2006.2.15。 

六、相關文獻研究綜合評述 

所謂“選舉”是指社會集團中由具選舉資格的成員（選舉人）就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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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中之志願者（被選舉人）選出其機關的公職者。（李明竣等，1992：

23）選舉乃是以選票代替槍彈，來解決激烈的衝突與對立。在我國，

從事選舉研究的專門機構首推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其依循密西根

學派的“因果關係漏斗模型”
18，建構國內選民投票的理論架構，這個

架構在經過無數研究實例驗證之後，也足以說明國內選舉選民投票的

因果關係。研究發現，國人的選舉投票行為可歸納“國家認同因素”、

“候選人形象因素”、“政見評價因素”、“政黨取向及形象因素”、“政府

的滿意度與信任度因素”以及其他影響因素(如民主價值觀念、政治容

忍度……等)。值得注意的是，在台灣地區特有的選舉文化影響下，

傳統關係、賄選、派系、族群等取向亦為可能影響選舉結果的重要因

素。(陳義彥、黃麗秋，1992: 25) 

近年來我國的選舉研究進入國際接軌期，與國際學術機構合作，

使用共同的核心問題，進行跨國的比較調查研究。例如由國科會贊助

的 「 台 灣 選 舉 與 民 主 化 調 查 研 究 」（ Taiwan Elec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urvey，TEDS），該研究計劃已陸續資助有關台灣選

舉的相關研究，例如 2001 年黃紀主持的「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研

究計劃 TEDS2001」、2002 年黃紀主持的「2002 年至 2004 年台灣選

舉與民主化調查三年期研究規劃（I）：民國九十一年北高兩市選舉大

型面訪案 TEDS2002」、2003 年朱雲漢主持的「2002 年至 2004 年台

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三年期研究規劃（II）：民國九十二年民主化與政

治變遷民調案 TEDS2003」、2004 年黃秀端主持的「2002 年至 2004

年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三年期研究規劃（III）：民國九十三年總統

大選民調案 TEDS2004P」、2004年劉義周主持的「2002年至 2004年

                                                 
18
 「漏斗狀因果模型」分析概念，其將選民的投票取向區分為政治性與非政治性，以及個人的

與外的兩個面向，然後再在時間的主軸上，觀察兩個面向所交互形成的四種投票決定的過程與態

度。在漏斗口處是社會背景的特徵和家庭（父母）的特徵，這些因素都會影響到漏斗柄中，選民

的政黨認同之抉擇，也影響到對候選人及其政見的評價、競選期間發生的偶發事件與選民和親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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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三年期研究規劃（IV）：民國九十三年立委選

舉民調案 TEDS2004LB」。（陳義彥等，2005：26、黃嘉瑜，2005：3-4-17） 

早期的選舉研究專著的適用性，以現今的觀點來檢驗，縱然其基

本理念不變，但隨著選民心態的改變及選舉花招的日新月異，國內的

選舉研究都只能作歷史文獻的歸納整理，或者傳統選戰概念的陳述，

卻無法準確達到選舉結果的先遣預測研判。加上國內政治環境變遷迅

速，兩岸議題與政黨競爭逐漸成為選舉的兩大軸線，以及科技日益精

進、推陳出新，這些變動性不確定因子，更增添了選舉研究的多元性。 

總歸來說，檢視國內的選舉議題相關文獻發現，研究選民投票行

為是國內對於選舉議題學術發表的主力，其次才是候選人的形象研究

以及選舉行銷研究，第三才是選舉操作實務面的相關研究。坊間對於

操作選舉的書籍則偏重於實務面細節的交待，無法從選舉過程候選人

須面臨的內、外部環境作全面性的研究。其中有關女性參政的議題部

份，國內著作較偏重於參政動機及形象部份的探討，對於以女性為研

究對象的全面性選舉操作過程解析的著作付之闕如。筆者要聲明的是

男性立委的當選因素與女性立委當選因素是否有差異性，並不在本論

文的研究範圍，本論文亟思尋求女性立委候選人面臨選情緊繃之際，

如何克敵致勝、決戰千里的成功要素，企圖充實對於女性民意代表選

舉行為的研究內涵，梳理出女性立法委員勝選的運作軌跡。 

貳貳貳貳、、、、理論依據理論依據理論依據理論依據 

      一、行為主義（Behavioralism） 

從 50 年代開始，政治學者借助於自然科學，以及選舉、民意調

查、立法投票等所累積的統計數字進行研究，此種研究推翻某些長期

以來未經驗證的假設，並將實證研究的活力注入政治學研究之內，這

                                                                                                                                            
間的討論，使投票抉擇過程逐漸接近漏斗尖端，即投票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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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注重政治行為之研究，我們稱之為“行為主義”。（周育仁，2003：

31-32）羅伯特．道爾（R.Dahl）認為行為主義方法論之所以產生，

是由於人們不滿足於傳統通過歷史的、哲學的及慣常的敘述方法所取

得的政治學成就，並認為通過對政治事件進行比較密切、比較直接和

受到比較嚴格控制的觀察來加以檢驗，將有助於為政治學提供經驗主

義的論述和系統性的理論。（彭懷恩，2003：28） 

行為主義不將民主政治視為人民自治政府（ popular self 

government），反而將之視為菁英份子透過選舉爭取權力的競爭過

程。歸納彭懷恩（2003：33-35）的論著，自 1955年之後，行為研究

途徑已成為美國政治學主流，尤其投票行為之研究及政治與人格之研

究，係行為主義研究途徑最顯著的兩大產物： 

   （一）選舉研究 

選舉之研究是主張行為研究途徑者特別感興趣的範疇，在投票行

為之社會的、心理的與制度的決定因素及後果的研究領域相當有成

就。有些研究涉及宗教、年齡、經濟階層、職業、家庭、性別、種族

等對於投票行為之影響；另有些研究從選民的投票動機出發，試圖分

析社會因素對心理決定的影響。 

   （二）政治人格研究 

1960 年政治學者們對政治行為研究著重於個人為政治分析之單

位，研究人格與政治態度及政治行為之關係，亦即研究個人政治社會

化的過程。為進行這類的研究，政治學者們一方面借助於心理學、社

會學與人類學的各種理論及概念；另一方面又借重學科中發展的試驗

工具及技術，分析人格、文化與社會，更精準瞭解政治與人格之關係。 

本文主要探討女性立法委員當選因素，為政治研究中行為主義研

究途徑（behavioral research approach）中的菁英研究（elit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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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行為主義研究途徑，筆者建構本文第三章影響女性立法委員當選

內部因素鎖定在女性角色、人格特質、選舉行銷、政治優勢與競選團

隊五大範疇研究之。 

二、理性選擇理論（Rational Choice Theory） 

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政治理論趨向於嚴格地與政治哲學或道德評

價分開，期望建立於經驗事實基礎之上，政治理論逐步擴張到比較廣

泛的政治現象或制度上，例如政黨、行政行為或投票行為。這種理論

建構的促成並非全然是政治學家的貢獻，有些來自社會學家的研究，

有些則是經濟學家共同努力的成果。政治學的理論從經濟學中借用諸

如“理性”、“交換”、“市場”、“效用”等來建構其理論，並以

理性（rationality）作為原始的設準（postulate）。 

從理性概念出發所構成的解釋政治行為的理論，具有兩種含意。

第一種含意即認為每個正常的人，皆有選擇適當的手段以達成某種既

定目標的能力；第二種含意於古典經濟學（classical economics）經常

被運用，即不但認為人有選擇最適當的手段以達成既定目標的能力，

同時也有依照一定的優先次序，或每個目標的重要程度來選擇目標的

能力。依據哈桑伊（John C. Harsanyi）的說法，由理性概念所衍生的

理論擁有兩大優點，一為此種理論與功能理論不同，具有假設－推演

的理論形式，並可從少數理論假設出發，解釋經驗事實；二為此種理

論即能解釋社會變遷，結合博弈論（game theory）之助，分析社會衝

突與社會合作，以及常在實際社會中發現的既衝突又合作的複雜情

況。（袁頌西，2003：257-258） 

“理性選擇理論”就是建立在上述的含意與優點上，認為個人與

公共決策者可使用相同方式加以分析，二者都有目標、擁有有限資

源、都是依據理性、自利原則追目標。（周育仁，2003：37-38）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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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理論雖假設人是理性的，惟其所指僅限於目標導向之行為，並不

考慮目標是否合乎道德。所謂目標導向係指人有偏好，且會依偏好作

選擇，關鍵是要將偏好排序還需具備聯結性（connectivity）與遞移性

（transitivity）。所謂聯結性係指一個人對任何可比較之物，其喜歡程

度有別；所謂遞移性可舉例說明此概念，在 a、b、c三者之間，若喜

歡 a多於 b，且喜歡 b多於 c，則喜歡 a多於 c。 

與理性相關的概念是“效用”（utility）亦即某物使人滿意之能

力。從效用角度看理性，舉例來說，若 a之效用最大，在其他條件相

同情況下，我們會選擇 a。惟若其他條件不均等，致使 a 不易實現，

我們就可能選擇效用較差，但較可能實現之 b。將效用乘上機率即為

期望效用（expected utility），根據理性選擇理論，每個人都會試圖追

求最大期望效用。 

理性選擇理論學者湯斯的政治理論即建立在“人皆是理性的”

基本設準之上，他假設普通人在經濟行為上是合乎理性的，則在政治

行為上亦是合乎理性的，其行為模式分敘如下：（袁頌西，2003：259） 

（一）他一定能在面臨眾多選擇途徑中作一決定 

（二）他能將所有面臨的選擇途徑，依照自定的優先次序排列 

（三）其優先排列次序是可變動的 

（四）他永遠能在其所定的最優先的選擇途徑中，作一抉擇 

（五）在遇及同樣的選擇途徑時，他永遠作相同的決定 

理性選擇理論指出個人在選舉與其他非市場系絡中之行為，一如

他們在作經濟決策般具有理性，基此，筆者架構本文第四章將影響女

性立法委員當選的外部因素界定在政治氣氛、選區競爭、輔選動員、

危機處理與競選資源五大領域討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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