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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章已探討影響女性立法委員當選的“內部因素＂，本章將要

從另一個角度來驗證“外部因素＂對女性立委當選之影響，經由整理

分析焦點團體座談及社會菁英、研究對象深度訪談摘敘，描繪外部因

素帶給候選人的競選格局，筆者另以自我的輔選經驗出發，提出相應

觀點，必要時另以圖表輔助說明之。本章各節結構將以相關的學術研

究、訪談摘敘及筆者結論三種層次呈現之。 

本文所謂的“外部因素＂意指女性立委候選人在參選過程中本

身無法控制的外在環境，亦可視為女性立委候選人參選的“客觀條

件＂，包括政治氣氛、選區競爭、輔選動員、危機處理、競選資源五

大因素構面。第一節政治氣氛，主要探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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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 2004 年

總統大選的爭議延續、藍、綠對決氣氛；第二節選區競爭，選區內選

民結構以及同選區參選人競爭，包括同質性、差異性的比較；第三節

輔選動員，指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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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輔選、政黨要人輔選；第四節危

機處理，重點討論外在干擾競選活動，尤其是黑函流言、配票危機、

民調公布危機並說明研究對象的危機處理行動；第五節競選資源，旨

在關注資源募集的模式以及運用方向，包括募款活動、競選經費運用

分配比例以及台灣首次適用的政治獻金法規範。 

圍繞在候選人周邊的選舉環境，是一個詭譎難料的零和戲局，同

黨同志有合作更有競爭、異黨對手有攻擊也有區隔、戰局有危機亦有

轉機、選民有忠誠但也有游移。筆者試圖藉由訪問成果的歸納整理， 

過濾出最可能影響第六屆女性立委候選人當選的外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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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政治氣氛 

 

政治氣氛是對國內政治總體環境的描述，每一位候選人都試圖在

競爭激烈的選戰中領先群英，政治敏感度高的候選人突圍成功，因為

她嗅到了政治氣氛，趁勢造勢終獲訴求目標選民族群的注意與認同。

本論文將政治氣氛定義為競選期間國內因政治事件、政黨競合所產生

的政治氛圍，這種氛圍將進而影響選民的投票行為。第六屆立法委員

選舉，被定調為 2004 年總統大選的延長賽，政治氣氛圍繞在朝野對

峙的型態，藍綠兩大陣營依然在“319 槍擊事件”、以及“6108 億軍購

案”等爭議性事務上纏鬥不休。本節將從總統大選的延長賽與藍、綠

陣營對決態勢兩部份來重現當時的選舉政治氣氛。 

壹、總統大選延長賽 

2004 年 3 月總統大選由陳水扁總統獲得連任，但因選前一天發

生“兩顆子彈＂槍擊事件1，敗選的連戰、宋楚瑜陣營認為扁陣營使

用詐術，選舉過程不公不義，決定訴諸司法提出總統選舉當選無效之

訴及總統選舉無效之訴，發動支持群眾聚集凱達格蘭大道總統府前激

情抗議並舉行規模盛大的反扁示威遊行。 

第六屆立法委員選舉與總統大選時隔八個月，政治氣氛圍繞在總

統大選結果爭議的司法判決尚未定讞，支持陳水扁陣營的綠營民眾與

支持連戰陣營的藍軍民眾間的互相對峙，朝野關係陷入空前的緊張與

對立。尤其當 2004 年 11 月 4 日台灣高等法院宣判總統選舉當選無效

訴訟案，駁回連戰、宋楚瑜自訴的判決，立刻成為年底藍綠立委大選

的重要變數。這樣的氛圍正好營造了立委選戰的議題空間，具有戰鬥

                                                 
1 2004 年總統大選投票前一天，陳水扁總統與呂秀蓮副總統在台南的遊街拜票行程中雙雙遭受槍

擊，由於兇手發射兩顆子彈，一顆擦過陳水扁總統的腹部、一顆打中呂秀蓮副總統的膝蓋，因此

該事件媒體稱為「兩顆子彈」的槍擊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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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的藍軍立委候選人緊抓槍擊議題不放，成為凝聚藍軍支持者的最佳

利器。當筆者深度訪談研究對象提到第六屆立委選舉的政治氣氛時，

W2 認為第六屆立法委員選舉是總統大選的延長賽，為爭取藍軍民眾

支持，因此她採行陳水扁對抗路線的訴求，從開票的結果也可印證她

運用總統大選延長賽的對抗競選策略頗為成功： 

 

“我在 2004 底的選舉其實是延續 2004 年總統大選來的，非常明確跟現在執

政黨也就是陳水扁路線對抗，跟陳水扁路線對抗當然也有一些個人可以跟他對抗

的條件。＂（W2-A1） 

 

研究對象 W7 的選區在台北市選區，由於台北市是總統大選爭議

抗爭民眾聚集的主要地點，地緣的關係台北市選民對抗爭活動的印象

深刻體會更多，W7 技巧的運用當時加入抗爭的經驗，喚起藍軍支持

者的記憶進而將選票投射給她： 

 

“當時選舉的時候是在 2004 年底，雖然隔著幾個月，因為台北市是主要抗

爭的地點，所以就台北市的選民來講，記憶猶新…抗爭那個時候幾次被警察驅

逐，關鍵的時候，幾乎都是只有我一個人在現場陪民眾，讓他們不至於被警察太

惡劣的對待，還有整個大氣候，大家對我的印象，其實對我第 2 次選舉的順利度

有很大的關係。＂（W7-A3） 

 

貳、藍綠陣營對決態勢 

“藍＂與“綠＂是臺灣政治競爭場合的特殊色彩，政治色彩光譜

中藍綠分明以意識型態2為界，由左至右、從深綠到深藍，可以大致

劃分為泛綠與泛藍兩陣營。泛綠與泛藍各代表不同的政治勢力，泛藍

軍包括國民黨、親民黨、新黨；泛綠營則有民進黨、建國黨、台聯。   

                                                 
2 意識型態本是研究觀念的中性字詞，但經過拿破崙「黑暗玄學」的曲解、馬克思「統治階級的

利益」之成見，在概念上，意識形態一詞已成為一種惡名，一種「有顏色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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藍軍與綠營的用語，將是政黨或候選人為區隔市場對選民的政治暗

示，用以動員認同選民族群投票。Chia-Hung Tsai（2005：2-3-12）

以 2004 年立法委員選舉為研究標的，發現政黨特性包括議題定位、

政黨形象、政黨表現，尤其是政黨在立法院的表現，對選民的投票決

定有顯著的影響，而選民總在泛藍或泛綠中選擇認同政黨投票。 

對於意識形態的研究方面，陳文俊（2003，66）發現選民的意識

型態影響政黨偏好、決定議題立場，同時也是選民投票抉擇的重要因

素之一。吳重禮、李世宏（2004：1）的研究也呼應陳文俊的看法，

他們的研究結論顯示，省籍、政黨認同、族群認同以及統獨立場係解

釋選民投票行為的重要變數。另一項有關意識形態的研究是徐火炎

（2004：1、31）以 1998 年及 2001 年立委選舉為研究標的，發現台

灣選舉的政治符號，主要表現在“中國結＂3與“台灣結＂4 衍生的

對立政治情感上，這兩種原鄉集體潛意識的文化叢結，在選舉競爭過

程中，被轉化與激化成為對立的政治情緒。尤其立委選舉激化省籍對

立的比率，數據顯示從 1998 年的 24.3%增加為 2001 年的 54.5%。長

久以來臺灣的選舉過程，無論是政黨為主導的或是候選人單打獨鬥的

選情，其選舉策略都跳不開中國結與台灣結對立的選舉訴求。 

受到前述總統大選延長賽的政治氛圍，藍綠的對抗情勢在第六屆

立委選舉尤為激烈，國家認同的操作鑿斧斑斑。國家認同意識操作向

來是綠營在選舉中獲勝的關鍵，在第六屆立委選舉期間，綠營持續深

化台灣主體意識，選前 12 月 5 日台聯在台北舉行正名制憲遊行、陳

水扁總統召開記者會，宣布駐外代表處及國公營事業均需正名為“台

灣”以及強調台灣主體意識對抗中國的統戰思維激發選民愛台灣情結

                                                 
3 依據徐火炎（2004：7）解釋，中國結可看成是由於百年來中華民族遭逢日本與西方強權的侵

略瓜分，而在劣勢處境與憂患意識中逐漸根植於一般華人身上。 
4 依據徐火炎（2004：7）解釋，台灣結是因為中華民國政府遷台以後，本省籍族群為掙脫威權

統治下的政治劣勢而出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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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選戰大動作，讓藍軍支持者更加不安，藍綠陣營外部對抗益形劇烈。 

這種情勢展現在立法院藍綠陣營立委實質的議題拔河，預算高達

六一 0 八億軍購案5成為朝野攻防焦點，藍軍挾席次的優勢讓軍購條

例第九度在程委會中遭封殺，民進黨把軍購案操作成“軍購、愛台灣”

對抗“反軍購、不愛台灣”，原本可理性討論的政策，遂演變成兩大民

意的對立，軍購案成為立委選舉下的炮灰，候選人紛紛運用軍購案遊

行造勢突顯立場，以增加個人媒體曝光度。朝野政黨也順勢向選民呼

籲一定要他們政黨提名的立委當選席次在國會過半數，台灣未來前途

才光明。 

在筆者進行社會菁英深度訪談中，P1 與 E1 特別強調藍綠對決的

激化與政治氣氛對選舉結果的重要影響，政治氣氛將涉及藍綠板塊的

位移，L1 認為藍綠對壘明顯，投票時中間選民就變成決勝負的關鍵： 

 
“政治氣氛很重要，有藍綠對決的氣氛，選民已經變成兩極化，尤其是藍軍

的選民，選民覺得你有受委屈，就會投給你，所以我覺得這次選舉跟政治氣氛有

關，而且上次藍軍選民配票沒有配好，所以變成有人高票落選，造成這次藍軍選

民更加集中起來了，要支持固定人選。＂（P1-A3） 

 

“政治氣氛對哪一個政黨有利，因為這會牽涉到板塊的問題…政治氣氛好或

是投票意願強，我的票就會比較多，所以我覺得政治氣氛是對投票率的一種鼓

勵。＂（E1-A2） 

 
“我這次選舉比上一次掉了兩萬票，還能過關算是運氣很好，我從最高票掉

到最低票…因為我已經從政 20 年了，選舉 8 次，所以這個部分應該是環境使然，

藍綠對決的很嚴重…其實在這次的選舉，還沒選的時候，選民就已經很清楚的要

選擇讓誰上誰下。＂（W1-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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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的氣氛你也知道，現在就是執政黨，執政黨是綠軍的，而這次的縣市

長選舉就可以知道，因為執政黨的一些貪污、弊案，種種因素，造成今天大家對

執政黨的民怨。因為我是在野黨的角色，我的角色是批判的，我不可能附和他，

附和他的話我當什麼在野黨，所以我覺得我的天職就是反對、就是批判，當然對

的還是要鼓勵，不對的還是要強烈的批判他。當然現在的政治氣氛，我想大家應

該可能就是很明顯的泛藍泛綠，對不對？我想這次很明顯的選票讓執政黨大敗，

就整個氣氛而言，人民現在對執政黨期待是落空的，所以他們把整個期待往泛藍

這一塊，我想泛藍目前狀況可能是稍微比較有優勢一點的，因為得到大眾、民眾

的一個期待與認同，所以我想這方面以後對我們泛藍的選舉是一項加分的。＂

（W3-A2）  

 
“投票前都會先區分所屬政黨，每次到選舉就會操作一些議題，感覺越來越

明顯，投票傾向越來越對立、反抗，到最後，就變成同一政黨自己選，所以就變

成中間那一塊成為決勝負的關鍵。＂（L1-A4）  

 

參、小結 

第六屆立委選舉就是在總統大選爭議延續、藍綠對決緊繃、朝野

政黨爭取席次過半的政治氛圍下進行。當筆者在執行研究方法的過程

中對於政治氣氛的訪談結果有兩大發現： 

第一個發現是當提到影響女性立法委員當選外部因素時，大部份

的受訪者均承認政治氣氛的因素的重要性，僅 W4 表示不同看法，她

認為每位參選的同黨候選人都是在相同的政治氛圍下參選，所以將政

治氣氛對選舉結果影響順序置於最後。筆者將 W4 的認知解讀為，她

從單純環境面來看待政治氣氛因素，而其他受訪者已將政治氣氛與選

戰策略結合，而從操作面來理解政治氣氛。 

 
“放在最後的原因因為政治氣氛對大家是一致的，所以不會因為我而改變…

                                                                                                                                            
5 有關軍購案的爭議，敬請參閱本文第二章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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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這對每一個同一政黨出來的候選人是一樣的，所以都是在這氣氛下選。＂

（W4-A4） 

 

第二個發現是在本文構思政治氣氛的立委選戰正面操作項目

時，筆者曾提出因藍綠對決氣氛緊繃，走激進路線攻擊其他政黨較能

突顯自己。（敬請參閱表 4-1 如下所示）此論點將與訪談菁英 P1 所謂

的“戰鬥力＂合併討論，才能解釋因政治環境產生的選民政治意識對

立，候選人以展現戰鬥力的形式，走激進路線強勢問政而順利當選的

現象。 

 
“李永萍當選了，她以前有擔任過民進黨婦女部主任，她戰鬥能力很強，為

了一些問題找了一些人，甚至要求對方一定要道歉，很強悍，之後到了親民黨，

火力一樣很強，立場很鮮明，我認為她在立法院的表現經常讓她在媒體上曝光，

這是她討好的地方。＂（P1-A1） 

 
“洪秀柱基本上有外省籍的支持，再加上她有戰鬥力，反台獨的，立場很堅

定，而且她長期在教育委員會，在立法院也都勇於站在第一線，我認為這是她能

當選的原因。＂ （P1-A1） 

 
“要選一個像縣長的立委，健康一定要很好，精力一定要旺盛。第二個是要

有戰鬥性的個性，如果不是很鮮明的就會被開除了，女性被要求的道德操守也會

比較高。所以需要戰鬥性、體力很強，這是起碼的條件，如果沒有這兩個就不用

考慮了。＂ （P1-A1） 

 
“選區競爭也是取決於戰鬥力，如果你不夠恰，就打不過人家。＂ （P1-A2） 

 

本文所稱的“戰鬥力＂是指立委問政的強烈意志，顯現於堅定清

晰的口語表達與表情誇張的肢體動作上。越是炮火猛烈的質詢或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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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論，越能展現立委問政的戰鬥力，也越能對立場相同的選民產生選

票吸磁效應。而戰鬥力的展現必需是在衝突對決的政治氣氛下論理服

人才具政治張力，試想如果是在朝野和諧的政治氣氛下，立委戰鬥力

的展現反而易被扭曲為破壞合作的行動。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政治環

境、激進路線、戰鬥力、選舉獲勝應可被理解為互有影響連動關係。 

 

表 4-1 影響女性立委當選政治氣氛因素變數定義及操作項目表 

因素構面 變數定義 正面操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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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因藍綠對決氣氛緊繃，走激進路線攻擊

其他政黨較能突顯自己。 

2.緊抓政治事件作回應，趁勢累積本身政

治能量。 

3.為自己貼上政治標籤，取得重量級政治

人物代理人戰爭位置正當性。 

資料來源：依筆者輔選經驗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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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選區競爭 

 

所謂選區，即選舉區，係指構成選舉人團的基礎單位。（伏和康、

魏志中，1993：75）選區是由選民、政治團體與歷史、文化、宗教地

理及權力等因素互動產生的一個政治生態環境，對於這個政治生態環

境的掌握是有助於思考候選人的利基與定位。 

每一位候選人在投入選舉前，必先擇定他的戰場在哪裏？勝算有

多少？要投下多少資金攻城掠地？筆者以為，選戰場域的挑選須遵循

選區競爭的思維路徑。首先，應分析該選舉區的選民結構藍綠比例是

否足以支撐所屬政黨提名人數；其次，比較選區內可能出線的同質性

候選人是否具競爭實力；第三，找尋與其他候選人間的異質性，切割

出屬於自己的區隔票源。本節的重點也將依循此路線，逐一闡述選區

競爭的概念。 

壹、選民結構 

一個選區由於選民所處的政治生態環境不同，加上選民自我的 

意識形態、族群認同因素，形成選民在政黨認同部份結構性的差異。

陳義彥、黃麗秋（1992：101）研究美國自 1952 年以來政黨認同（party 

identification）是影響選民投票行為的三大因素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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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1 在接受筆者訪談時，就充份展現其投票的政黨傾向： 

 

“就我們週遭人來講，也沒有分男性、女性，性別不是很重要的因素，真的是

依個人的政黨、表現。＂（L1-A2） 

 

吳祥輝（2002：75）將政黨認同的總和稱為選票基本面，觀察選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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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 

票基本面以“泛藍＂與“泛綠＂作為兩大分野。以本研究的選舉區為

例，根據第六屆立法委員選舉結果筆者推估各選舉區的藍綠選民結構

如表 4-2 第六屆立委選舉大台北地區藍綠結構呈現態勢表所示： 

 

表 4-2：第六屆立委選舉大台北地區藍綠結構態勢表 

 總得票 泛藍得票數（比例）提名/當選 泛綠得票數（比例）提名/當選 其他得票數 

北市一選區 609,374 291,671（47.9） 6/5 251,198（41.2） 5/5 66,505（10.9）

北市二選區 588,245 297,225（50.5） 7/5 244,477（41.6） 6/4 46,543（7.9）

北縣一選區 431,598 218,893（50.7） 5/4 211,276（49） 5/4 1,429（0.3）

北縣二選區 549,524 269,879（49.1） 6/6 276,549（50.3） 8/5 3,096（0.6）

北縣三選區 531,382 336,843（63.4） 7/6 190,938（35.9） 5/3 3,601（0.7）

資料來源：整理自中央選舉委員會網站，http://www.cec.gov.tw/，檢索日期 2006.2.10 

說明：1.泛藍得票數是計總該選區國民黨、親民黨得票數。  

2.泛綠得票數是計總該選區民進黨、台聯黨、建國黨得票數。 

      3.表格中括號內數值表示其得票比例。 

      4.建國黨候選人得票數均未達四位數，其提名參選人不計入泛綠提名名額中。 

 

從上表數據得知，台北市第一選舉區泛藍選票約 291,671，泛綠

選票 251,198，在本區的選票基本面是藍 47.9%、綠 41.2%；台北市

第二選舉區泛藍選票約 297,225，泛綠選票 244,477，在本區的選票基

本面是藍 50.5%、綠 41.6%；台北縣第一選舉區泛藍選票約 218,893，

泛綠選票 211,276，在本區的選票基本面是藍 50.7%、綠 49%；台北

縣第二選舉區泛藍選票約 269,879，泛綠選票 276,549，在本區的選票

基本面是藍 49.1%、綠 50.3%；台北縣第三選舉區泛藍選票約

336,843，泛綠選票 190,938，在本區的選票基本面是藍 63.4%、綠

35.9%。 

筆者以為，選舉區選民政黨傾向的選票基本面票源是否足以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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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當選，是政黨在選區提名席次額度及候選人決定是否投入該選舉區

的重要參考依據，並將影響當選結果。我們可以對照表 4-2 的藍綠票

源結構比例及當時政黨提名人數與當選人數比例，就可以明確看出台

北縣第二及第三選舉區由於泛綠政黨提名未正確估算票源結構比例

是否足以支撐所提名的候選人當選，導致台北縣第二選舉區提名八席

只當選五席，台北縣第三選舉區提名五席只當選三席。林繼文（1999：

120）曾運用對應分析法對此多席次選舉的選區競爭現象作研究，發

現在得票率和維度（dimension）不變的情況下，政黨每多提名一個候

選人就可能喪失 11.73%的席次，在較大的選區（應選 10 席以上），

這意味著將損失一個應得席位；若在較小的選區，這種偏誤可能在每

二、三個選區就導致一個席位的損失。 

    當然選民結構所包含的意義不僅是政黨認同，它還包括該選舉區

的社會階層、6省籍種族、性別、年齡、7職業、8教育9等因素交互作

用的影響，而政黨認同則可能是這些影響因素的綜合表現的結果。因

此，要討論候選人的選區競爭就必須先從選民結構來看選票基本面。

政治大學政治系學者Shing-Yuan Sheng（1994：239）曾試圖針對選民

的投票傾向建立模型，發現教育、收入、年齡等社會因素，較易影響

投票選擇。受訪的學術菁英S1 精闢地分析他在這方面的觀察，他認

為經濟結構、社會結構比較偏向傳統社會的選區，女性當選機率就比

                                                 
6 伏和康（1993：119）定義所謂社會階層係謂存在於一個社會中有類似的價值、思考模式和行

為取向的一群人；這群人形成階層異於他人生活方式乃在於職業、所得、教育或年齡的因素。在

不同的社會階層中，由於認知、態度與社會化過程的差異，將會影響到整個投票行為的參與，並

決定投票方向。 
7伏和康（1993：123）認為年齡與黨派（候選人）的選擇關聯性十分明顯。年輕一代多懷抱改革

理想主義，故多支持有激進主張的候選人，隨著年齡增長，社會地位提高，家庭的建立，社會關

係的複雜，而且性格上趨向保守安定，所以對保守溫和的候選人（政黨）較多支持。 
8伏和康（1993：124）認為農工選民較其他職業的選民更傾向於支持改革派的候選人，主要是基

於對地域的認同及對權威當局的認同程度較低。 
9伏和康（1993：125）認為教育程度愈低的選民在投票的決定過程中受到非政治因素影響愈大，

投票率較高；教育程度愈高的選民，雖多具獨立判斷能力和民意民主觀念，但很多時候卻對選舉

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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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低，主因在於選區的社經結構差異，與候選人個人的主觀條件沒有

太大關係： 

 
“經濟結構、社會結構比較偏向傳統社會，女性當選機率就比較低，所以這

可能跟候選人的主觀條件可能都沒太大關係，主要是因為選區的社經結構比較不

一樣，之後才會更進一步考慮剛剛我們講的這些因素。以李慶安、洪秀柱、王淑

慧而言，一般我們認為條件比較好的女性立法委員，她如果換一個都市化比較不

高的選區，可能就落選了，王淑慧如果把她放在金山、三芝、石門，她當選的比

例可能相對的就降低了，李慶安如果把她換到台北縣同樣的選區，她可能就會落

選了，如果把她換到新竹縣、台中縣去，她可能會落選，同樣一個候選人，她的

主觀條件是一樣的，把她擺在不同選區，她當選機率是不同的。如果第七屆把李

慶安擺在文山區、大安區，她當選比例超過 6 成，如果你把她擺到萬華區、中山

區，她的當選機率可能就剩 5 成。＂ （S1-A1） 

 

選民結構中該選舉區的社會階層亦是候選人在衡量選舉行程安

排中，相當重要的取捨標準，在有限的選舉活動期間，要與競爭者進

行體力與時間配置的競賽，尤其是一位女性立委候選人，她如何有智

慧地抉擇參與哪些行程，是相當大的考驗。受訪對象 W5 提到了選戰

期間行程安排的困境，相信其他的候選人也面臨分身乏術的難題： 

 

“選區裡面有些地方，像士林、北投，面積很大，跑到陽明山、社子，那些

很傳統的選區，像鄉下一樣，跑不到的時候，人家會問，當然這些地方，她大部

分都有跑到，但是你沒有辦法跑到每個角落，沒有到的時候，就有人問：你們委

員有沒有在選舉，怎麼都沒有看到她來。我們就會跟他說明，我相信每個候選人

都有這樣的問題，因為以前我們就不是以地方選區經營樁腳，因為前一任是不分

區，所以難免有期待選舉的時候能看到她本人，反而這個變成她的減分，但是我

們也試圖讓他們了解，希望有一部分可以挽回，但是這部分她是吃虧的。＂

                                                                                                                                            
疏離感，投票率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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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5-A4）  

 

另一方面，候選人的“個人特質＂又是決定候選人在該選區是否

具競爭優勢的關鍵要素，因為選民結構的特性使然，選舉區內選民對

於不同人格特質的候選人會有不同的偏好，由於 SNTV 選制的遊戲規

則，候選人只要抓緊目標選民的偏好，在選區內爭取約 10％的票源，

就足以當選立委， G1、D1 在被問到選區競爭的問題時，曾提出依

個人特質，結合選舉區內選民結構的特性，作為決定投入選戰場域的

首要考量： 

 
“選區競爭，她的優勢狀況就要看各選區而定，所以當初評估要到哪個選區

競選，如果要考慮女性候選人的特質，或是哪個候選人的特質要進入哪個選區，

我覺得那裡決定了後面的遊戲、競爭的氛圍…選區競爭，其實思考的是有沒有一

塊基礎，因為多名額的選舉機制中，哪怕 90%的人不喜歡我，我只要 10%的選

票我就佔一席了。＂（D1-A4） 

 
“她很敢衝，如果到別的選區，在台北市很敢衝但是無理，一樣會輸，所以

林淑芬委員，我大膽推測，她的特質敢衝、敢撞，如果在台北市就會倒，王淑慧

這種特質在三選區，也會倒，不夠兇，但她剛好 MATCH 到我們一選區，好像沒有

另外具有競爭性的女性，就會挺她。＂ （G1-A1） 

 

選區內的選民結構並非一成不變的，它會隨著選區內人口流動及

都市建設而變遷，另一方面，緣於國家政情發展狀況，選民對於認黨

認同亦可能產生變化。F1在焦點團體座談中提到“選民結構的循環＂

的重要概念，候選人必須時時體察選區內選民結構的變化，靈活調整

其戰略及戰術： 

 

“我覺得選民結構的問題，就像中間選民投票率可能提高，其他選民可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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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政黨、媒體曝光，慢慢動搖支持自己政黨認同度的問題，可能從深藍、深綠變

成淺藍、淺綠，就是選民結構的循環，會造成不同的選舉結果，要細部去看選民

結構，而不是候選人的特質，需要從另一角度去看，選民結構的改變勝過候選人

的結構改變，因為候選人結構改變不大，沒有什麼新的東西會出來。＂（F1-A1） 

 

貳、同質性競爭 

在複數席次選舉制度下，眾多的候選人參與選戰，其中有些候選

人同時對某一部份目標選民爭取選票而導致票源分散的現象，Gary A. 

Mauser 將其稱為選票分配（vote-splitting）現象。（王淑女譯，1992：

139-141）由於要爭取相同的選票，這群候選人彼此間的競爭更加激

烈，其強度勝於與其他候選人的競爭，為求勝選相互爭奪這群組中有

限的選票。選票分配最常發生的狀況就是同黨或同質性候選人間的競

爭，使得黨內競爭甚至超越黨際競爭，筆者在訪談社會菁英時，D1

與 E1 都不約而同地提到此現象： 

 

“選區屬於政治制度部分，因為涉及到台灣立委選舉是一個複數多名額的機

制，其呈現的就是內部競爭大於外部競爭，藍綠的內部競爭，就是藍對藍、綠對

綠打…選舉制度下發展出來的選區競爭，變成最後藍綠選舉結果是沒有人預測得

出來的。＂（D1-A3） 

 

 “選區競爭的問題，因為他是多選多的狀況，所以變成對候選人而言，是

一個零和遊戲，這個選區競爭是比較像商業同質性的問題。＂（E1-A2） 

 

政黨的提名機制，也是預防選票分配現象的設計制度之一。為了

不讓意識型態相同的選票被太多候選人瓜分，政黨在選戰正式登記參

選前，制定提名作業規定，舉行黨內初選，配合精確的估算該黨在選

區內的票源結構是否足夠支撐所提名人數安全當選，透過機制的設計

與運作，預先避免同黨同志在選戰中相互爭奪票源而反目成仇的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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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黃向群的研究也支持相同的論點，他曾針對 1986~2002 年台北市

議員選舉研究，發現政黨提名名額適量與否為勝選關鍵。（黃向群

2003：1）政黨不超額提名往往是立委勝選的基本條件，研究對象

W4 就曾在深度訪談中提及政黨沒有超額提名，讓選區競爭雖然激烈

但還算好： 

 

“在選區的競爭，狀況這次還算好，雖然也很激烈，但是至少這次沒有超額

提名。＂（W4-A2） 

 

參、異質性區隔 

政治競選策略擬定必須考量區隔化目標市場，各候選人在同一選

區的政治訴求與經營方式，常呈現同質化或異質化的現象。為求相對

優勢有效擴展，候選人必須對本身的實力與對手的虛實做理性客觀評

估後，運用本身的優勢在同質性競爭對手中，切出一塊區隔市場。在

筆者訪談研究對象問及如何與競爭對手區隔市場時，W1 表示她以教

學及與學生的家庭互動模式，在該選舉區劃出一塊教育領域的專屬市

場；W5 採用考慮候選人條件與選區內選民特質的方式，規劃市場區

隔策略： 

 

“我的區隔、比較優勢的就是我在學校教書，這些學生大多數都是我的基本

信徒，除了學校方面的互動，家裡也會有互動，所以我在這方面比×委員更接近

選民。＂（W1-A11） 

 

“因為台北市是都會區，所以都會區的選民其實是很理性的，所以我們不會

做一些有的沒的訴求，相對的在選區也一樣，因為選區有特質，我們就只能盡量

發揮這個候選人跟選區、選民的特質比較能結合的方式，去做選區的競爭，所以

就區隔開來。＂（W5-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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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美琴因為在第一選區，5 個人聯合競選，那時候比較強的是她，他代表

阿扁嫡系的光環，聯合競選對她不一定是佔便宜的…我認為她在聯合競選過程中

是經過計算…如果她能既合群又不讓她的選票被瓜分掉…她要把聯合競選放在

第一，但是在形象上她選擇了比較溫婉的，發揮唯一女性候選人的優勢，確保她

原有的價值…她同黨的都是比較粗魯的，同區的女性都是比較恰的，所以她是有

策略性的選擇…讓她跟同黨或是異黨都做了個形象的區隔，所以她把她被朋分的

危機降低下來。＂（D1-A4） 

 

在選戰最後衝刺的階段，基本票的鞏固要比游離選民10的開發更

形重要，受制於時間緊迫，已不再允許候選人開發或經營新票源，所

以往往造成同黨或同質性競爭對手相互爭奪有限的票源，在求勝的目

標下，候選人彰顯與其他同黨或同質性競爭對手之差異，已成為攫取

票源的必要策略。 

肆、小結 

在本研究中將選區競爭定義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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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閱表 4-3 影響女性立委當選選區競爭因素變數定義及操作

項目表） 

經舉行焦點團體與深度訪談後，依據訪談摘敘綜合筆者事先預設

的選區競爭正面操作項目，整理出下列可能影響女性立委當選的選區

競爭因素： 

一、選舉區選民政黨傾向的選票基本面票源是否足以支撐其當

選，候選人決定投入該選舉區的重要參考依據，並將影響當選結果。 

二、依個人特質考量選舉區內選民社會經濟結構的特性，作為

候選人決定投入該選舉區的重要參考依據，並將影響當選結果。 

                                                 
10 盧瑞鍾（1992：20）將游離選民定義為：有些選民不固定支持某一政黨，有時支持甲黨，有 
時則支持乙黨，有些則棄權，這些人稱為游離選民（floating vo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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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選票分配現象造成同黨或同質性候選人間的競爭，使得黨

內競爭甚至超越黨際競爭。 

四、政治競選策略擬定必須考量區隔化目標市場，候選人為克

服選票分配現象，需運用本身的優勢在同質性競爭對手中，尋求差異

區隔，有效擴張票源的廣度。 

 

表 4-3 影響女性立委當選選區競爭因素變數定義及操作項目表 

因素構面 變數定義 正面操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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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因同選區內並無其他同質性參選人，市場區

隔清楚。 
2. 在同選區內同質性參選人中，本身政治實力

遠超過對手。 
3. 找到選區內捉對廝殺的候選人，透過衝突製

造議題互相拉抬聲勢，凝具選票。 
4. 政黨劃分經營責任區與本身票源主力區塊因

重疊或互補，讓選票增加。 
5. 票源主力區無其他競爭對手經營，選票可以

順利集中開出。 
6.  該選區選民結構有足夠的票源支持當選。 

資料來源：依筆者輔選經驗自行整理 

本節研究發現，選區競爭是影響女性立法委員當選次重要的外部

因素；選民社經結構、同一政黨提名參選人數將影響當選結果；候選

人為克服選票分配現象必須考量區隔化目標市場。其他學者的相關研

究，何金銘（1994b：139）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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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題的研究結論顯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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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宜侃

（2005：84）《SNTV 選制下「立法委員連任勝選幅度模型」建立之

嘗試》研究結論，認為選區都市化程度、選區規模是連任勝選模型因

素。何金銘與吳宜侃的研究結果，與本研究對於選區競爭因素的結論

觀點略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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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輔選動員 

 

動員工作是指在某一社會中，透過各種可行方式，循組織或類似

組織之方式，將可能的各種資源（包括人力、物力）結合起來，並靈

活運用資源使朝預定的目標前進，其目的在於目標之達成。（黃城：

1988：98）輔選動員是將動員工作運用在選舉上，期使輔選的候選人 

能順利當選，動員的過程也是一種尋求支持、請託、說服的過程。 

本論文將輔選動員定義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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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綜合訪談摘敘內容，

擇要說明輔選動員可能影響女性立委的當選因素，以配票效應、組織

輔選、黨政要人輔選三大層面詳述之。 

壹、配票效應 

政黨的成立其主要目的在於爭取執政機會，獲取政治職位，實現

政黨的政治主張。在民主國家中，政黨要謀求政治職位的途徑就是透

過參與選舉。為求勝選，各政黨提出各種輔選提名候選人的策略，“配

票＂是各政黨控制其認同選民票源不致分散的具體辦法，其手段是強

化選民政黨認同，弱化候選人取向或政見取向的重要性。依據學者研

究，選民若關心政黨席次的最大化，投票傾向會在認同政黨內分配選

票。（Lin，2002：137）謝復生（1989：32）將“配票＂定義為複數

席次單記非讓渡投票的選舉制度之下（Multi –Member -District，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SNTV-MMD），欲充份達到比例代表的原則，

參與競爭的各政黨必須準確地估算本身實力，然後據此推出適量的候

選人，並將黨可掌握的選票，平均分配給所提名候選人，俾能贏取最

多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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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配票效應的研究 

有關配票策略的成效研究方面，游清鑫（1996：137）認為“配

票＂雖是這種制度之下所具有的特性，但其策略運用成功，仍需政黨

協調、候選人之間的合作以及選民的配合才能起作用；陳文俊、黃志

呈（2004：45）則認為除以上配合因素外，政黨是否有足夠的票源、

選舉制度、提名策略以及候選人的實力等也會影響政黨配票的成效。 

在配票的公佈後所產生的“配票效應＂近年來極受到候選人的

重視並引起諸多討論，被視為影響選舉結果的變數。吳祥輝（2000：

385-388）認為配票效應至少包括三種內涵：集中選票、分散票源及

同情票，筆者在訪談時 E1 曾提到的“內部同質性旋轉向心力跟外部

的離心力＂即是指配票效應所產生的票源移轉現象。 

 
“女性立委選舉很重要的一個因素，就是選舉期間的政黨配票，就會形成內

部同質性旋轉向心力跟外部的離心力…內部的向心跟離心不是很容易看出來

的，這會牽涉到外部因素…民意調查去做選舉預測只是一種方式，但是有一種東

西是會改變選舉預測，就是政黨、候選人的配票。＂（E1-A2） 

 

（一）集中選票之配票效應： 

集中選票之配票效應是基於對政黨或意識形態的認同，在同一政

黨（意識形態）中，選民有數位可以接受的候選人供其選擇，但尚未

決定選票最後的投射對象。集中選票效應並非突然產生，其醞釀期甚

長，這些候選人經長期選戰攻防後，支持者擔心若分散票源將會造成

雙雙落選，遂有選票集中一人之念頭產生並逐日發酵，約至選前三天

甚至投票當天形成集中選票的配票效應。一般來說集中選票之配票效

應是強者得之，所謂棄保效應11正是詮釋集中選票的最佳例證。 

                                                 
11 自 1994 年台北市長選舉，流傳棄黃（大洲）保陳（水扁）以成功遏止了趙少康勢力急速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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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散票源之配票效應： 

分散票源之配票效應是建構在對政黨或意識形態的認同基礎

上，支持者希望所認同支持的政黨候選人能奪得較多的席次，因此自

主性的在家族、親友間做配票動作。此種票源分散效應是弱者得之，

這是支持者的“救弱情結＂。 

（三）同情票： 

“救弱情結＂亦可連帶說明同情票的配票效應來源，打悲情牌、

具政治性委屈都有可能網羅到同情票，此部份在第三章第四節中已有

討論，本節不再贅述。 

二、政黨配票 

政黨配票可分兩部份討論，第一部份是專指國民黨的責任區配

票。第二部份是指各政黨依選民的身份證末碼或選民的出生月份來分

配選民應投票的候選人。 

（一） 國民黨的配票模式 

    1、責任區配票模式 

林佳龍（1998：203）定義所謂的“責任區＂是指國民黨根據各被

提名候選人的社會網絡與競爭實力，在選舉前即分配一定的區域或社

團給候選人經營。國民黨劃分責任區、責任里的組織配票作業是其傳

統的輔選模式，在實際得票數上也清晰反映責任區在該黨提名同志間

得票的分配狀況。 

學者曾對 1980至 1989年台北市立法委員選舉國民黨的責任區分

配制度研究，該研究的發現證實，分配責任區的國民黨候選人的得票

集中於責任區內；另一項針對 1985 年台北市議員選舉的研究亦指

出，國民黨提名者在責任區內所獲得的選票平均要比非責任區所獲得

                                                                                                                                            
棄保效應的操作形成臺灣特殊選舉現象。林水波（2002）曾著書《棄保政治學》從選民、候選人、

政黨及社會四方面關注臺灣選舉的棄保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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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選票高出 15%到 27%，超過八成以上的候選人在責任區所獲得選

票占其總得票的 30%至 60%。（林佳龍，1998：204）以第六屆立法

委員選舉台北市第二選舉區為例，筆者自國民黨台北市黨部取得台北

市第二選舉區責任區分配資料，計算每人分配的責任區數目（以a表

示），扣除選區總行政區數得出非責任區數（以b表示）。再根據中央

選舉委員會公告候選人得票數，分別計算國民黨提名參選人陳學聖、

潘維剛、周守訓三人在其責任區之得票數（以a1 表示）與非責任區

之得票數（以b1 表示）。 

A 是每個責任區得到的平均票數，計算方式為責任區票數除以責

任區數            A＝a1÷a； 

B 是每個非責任區得到的平均票數，計算方式為非責任區票數除

以非責任區數      B＝b1÷b。 

X 為差異數，即責任區得票數與非責任區得票數的差異，因為要

作差異比較故 A＋B 視為一個選區， 

計算公式：   A÷(A＋B)－B÷(A＋B)＝X 

差異數越大代表責任區的得票對候選人越重要。筆者將每位候選

人每個責任區得到的平均票數與每個非責任區得到的平均票數計算

後，再算出差異數X，製作成表 4-4 敬請參酌如下。從表中我們可以看

出陳學聖差異數為 35.23%、潘維剛差異數為 24.17%、周守訓差異數

為 11.18%，三位候選人的平均差異數為 23.53%，與上述有關國民黨

責任區與非責任區得票比較之研究，得出責任區內所獲得的選票平均

要比非責任區所獲得的選票高出 15%到 27%數字相符，可以得知責任

里的分配在第六屆立法委員選舉國民黨提名的候選人得票比例上，仍

相當具有重要的助益。但是否國民黨的責任里得票率高就代表該候選

人會當選？答案並非肯定的，仍需對照該候選人在責任區開出之選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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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居所有候選人在該行政區得票數領先群，這涉及責任區經營效益

的問題。 

表 4-5第六屆立法委員選舉台北市第二選舉區國民黨候選人得票

數表，是從行政區的角度呈現候選人若在該區分配責任里，則該區的

得票率要比非責任區擁有較高得票率的現象。以潘維剛為例，她在文

山區、中正區、萬華區分配較多的責任里，其責任區得票數就明顯比

非責任區的得票比例高，陳學聖與周守訓的情況亦大致如此。不過面

對第七屆立法委員單一選區選制的改變，每選舉區國民黨僅提名一席

的原則下，責任區配票輔選機制勢必要走入歷史了。 

 

表 4-4第六屆立法委員選舉台北市第二選舉區國民黨責任區得票數表 

候選人 陳學聖 潘維剛 周守訓 

第二選區總行政區    226 226 226 

責任區數目 (a) 73 59 94 

非責任區數目 (b) 153 167 132 

候選人總得票數 30862 41531 49231 

責任區得票數 (a1) 15401 15221 23203 

非責任區得票數 (b1) 15461 26310 26028 

責任區平均得票數 (A)  211 258 247 

非責任區平均得票數 (B) 101 158 197 

差異數 (X) 35.23 ％ 24.17 ％ 11.18 ％ 

差異數平均值 23.53% 
資料來源：整理自中央選舉委員會網站，http://www.cec.gov.tw/，檢索日期

2006.2.10、第六屆立法委員選舉國民黨台北市第二選區配票資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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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第六屆立法委員選舉台北市第二選舉區國民黨候選人得票數表 

候選人 陳學聖（＃） 潘維剛（※） 周守訓（◎） 

選區得票比例 得票數 比例 得票數 比例 得票數 比例 

大安區 ◎ 5093 3.51% 8666 5.97% 15241 10.49% 

文山區 ＃ ※ 8076 6.81% 9065 7.65% 10303 8.69% 

中山區＃※◎ 3348 3.39% 7405 4.49% 6964 7.04% 

大同區 ◎ 2137 3.63% 3081 5.24% 5559 9.45% 

中正區 ＃ ※ 4852 6.69% 5641 7.78% 5225 7.21% 

萬華區 ＃ ※ 7356 7.81% 7673 8.14% 5939 6.30% 

資料來源：整理自中央選舉委員會網站，http://www.cec.gov.tw/，檢索日期

2006.2.10、第六屆立法委員選舉國民黨台北市第二選區配票資料表 

附註：1.＃符號代表陳學聖在該行政區配有責任里；※符號代表潘維剛在該行政

區配有責任里；◎符號代表周守訓在該行政區配有責任里 

      2.由於潘維剛另分配黃復興眷村票，（參閱本節 2 眷村配票模式）因眷村

散佈在各行政區內，其責任區與非責任區票數未能完全釐清，數據僅供比

較參考。 

 

      2、眷村配票模式 

國民黨的責任區配票模式另有一系統為軍方眷村的國民黨員組

成所謂的黃復興系統，早期這個領域的票源被視為國民黨的鐵票區，

由於各眷村所處地緣位置不同，可能分散在選區內不同的行政里內，

所以國民黨在劃定行政責任區時，是不包含黃復興眷村選票。對於輔

選的候選人身份條件要求，必須為具有軍系背景才能獲得黃復興系統

的支持，受訪對象 W4 本身即為黃復興系統提名，所分配的責任區除

行政里外，還包含眷村票源： 

 
“第三個是輔選的動員，基本上因為它又經過一次震動後，又比較固定，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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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情形下，每個選區情形不一樣，以為我從選議員到立委，有些里的得票率都

是超過 85%，但是現在你同樣經營，所有的得票都少了，因為多元化，就像眷村，

你幫他做很多事，但是新黨、親民黨都把票衝擊到了，所以輔選動員的面要更大，

但得的票比以為更少。＂（W4-A2） 

 

（二）政黨依選民的身份證末碼或選民的出生月份來分配選民

應投票的候選人 

第二部份是指各政黨依選民的身份證末碼或選民的出生月份

來分配選民應投票的候選人，並透過記者會、刊登廣告、文宣及組織

宣傳等媒介，呼籲認同該政黨選民配合黨部規劃投票，確保該政黨所

提名的候選人平均得票安全當選。民進黨聯合競選的模式已成功運用

在多席次選舉上，其配票方案依該選區提名候選人數，來決定依選民

的身份證末碼或選民的出生月份來規劃配票方案。12國民黨的配票策

略（vote equalization）在第六屆立委選舉因涉及原先規劃的責任區劃

分外，還增加了新黨候選人回歸國民黨，以國民黨提名候選人名義參

選的輔選因素，配票作業較為複雜。13  

 
“因為黨部那邊有動員系統，這部分我們大概都是包括在聯合競選這一部分

中。＂（W5-A6） 

 

政黨輔選作業中的配票策略，是建立在齊頭式的平均分配選票，

                                                 
12 以民進黨第六屆立委選舉配票方案為例，台北縣第二選區是以選民出生月份配票，一、二月

投給陳景峻；三、四月投給曹來旺；五、六月投給陳茂男；七、八月投給 14 號黃劍輝；九、十

月投給 17 號吳秉叡；十一、十二月投給 18 號林淑芬；民進黨台北市北區配票宣傳希望選民身分

證末 1、2 碼配給蕭美琴；末 3、4 碼配給鄭運鵬；末 5、6 碼配給高建智；末 7、8 碼配給徐國勇；  
末 9、0 碼配給林重謨。  
13國民黨台北縣黨部宣佈的配票方案為：配票範圍及於國新兩黨以國民黨名義推薦之候選人，在中央宣佈

的三不變政策：原劃分之責任區支持對象不變、黃復興﹙含黃國定﹚支持對象不變、已經決定支持對象者

不變外，再加上第四點「新黨支持對象不變」的原則，並呼籲支持國民黨的朋友，依投票人之出生月份在

第一及第三選舉區配票，讓中國國民黨能獲得最多數的席次；第一選舉區：林鴻池一月二月三月四月、李

勝峰五月六月七月八月、李嘉進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第三選舉區：羅明才一月二月三月、洪秀柱四月

五月六月、雷倩七月八月九月、張慶忠十月十一月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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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提名同志公平分享票源，但因各提名候選人實力差異，實際上

卻引發更強烈的內部競爭。實力強的候選人深怕原來的支持者因配合

黨部配票作業而選票流失，採取更激烈的固票手段；實力弱的候選人

深怕所分配到的選票無法落袋，紛紛告急。內部競爭的結果產生黨內

同志內訌失和的情況層出不窮，縱使黨部介入協調亦常無法擺平。 

 

“這次選舉藍綠都有配票，選區競爭就比較淡一些，配票從一開始就發生糾

紛，藍綠都有，配票會使破壞黨內氣氛，攪亂候選人的氣氛。＂（P1-A3） 

 

林長志（2004：1）運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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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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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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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民吸收資訊管道多寡、選情發展、其政黨認同以及所處選區是否為

政黨建議配票區，都是影響其配票行為的關鍵因素。W1 與 W5 在接

受筆者訪問時，都提到聯合競選模式所帶來的選區競爭： 

 

“聯合競選對我來講，是比較吃虧的，選民會覺得我就穩當選的，就把票支

持別人，如果大家有競爭，他們就會回到我身邊，我一定要去說服一些人，你要

把幾票投給我，而不是全配給別人。＂（W1-A8） 

 

“輔選動員會是優先，因為佔了聯合競選的優勢，本身這塊我們比較弱，聯

合競選反而就可以做一些輔選的動員，但是同樣也有缺點，聯合競選黨部一定會

輔選比較弱的…但是它負面也會在這邊，所以還好是我們有危機處理，後期處理

的不錯，讓大家知道這票沒有投下去，我們就會落選。＂（W5-A7） 

 

在第六屆立委選舉值得一提的配票紛爭是親民黨候選人未與國

民黨、新黨候選人聯合配票所受的衝擊。雖然 “國親合＂一直是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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藍選民在當時政治氣氛下產生的期許，但終究面臨選舉時各政黨主體

性的考量，僅促成新黨候選人以國民黨提名的名義參選並加入配票系

統，親民黨部份終未能實現合併的夢想，在如此政治氛圍下，國民黨

的配票策略對於親民黨的候選人來說，不僅要接受泛藍內部的選區競

爭的挑戰，更嚴重的是面臨被泛藍選民排除在投票參考名單之外的危

機，這部份的討論將在本章第四節危機處理中的配票危機部份敘明。 

貳、組織輔選 

組織為達到人際脈絡的維持或永續發展的目標，往往會採取共同

支持某位（些）候選人當選的行動，透過關係的連結、資源的集結、

成員的團結、群策群力從事輔選任務。社會群體結構中以關係認同所

形成的“同事＂、“同宗＂、“同鄉＂、“同學＂、“同業＂、“同

好＂的六同關係，往往成為組織輔選的重要媒介，也是各候選人組織

後援會輔選動員的支柱力量。W3 表示候選人與團體長期穩定的互

動，是選戰期動員的基本樁腳： 

 

“輔選動員的話，基本上我們有些基本的基礎…有些幼教團體，我長期到現

在都有十年的互動…還有學校的義工媽媽們團體，那也都是我非常重視的一環…

他們都是我基本的樁腳，是我動員的人員。＂（W3-A2） 

 

林水波（2004：37）認為候選人為求於嚴峻選戰中順利勝出，首

要任務就是選民關係的管理，鎖定已認同的選民，賦予動員的行銷任

務，使穿透選區界限防守的基盤，挖掘出選區的人際脈絡，依此建立

專屬該候選人的點、線、面動員系統。W7 認為落實輔選動員在各里

建點佈樁彙集名單工作，對她的當選助益頗大： 

 

“我是很準確的作名單的，我都是去各里找所謂的召集委員，召集委員幫我

固 10 票就好了，召集委員上面再分小區，再設副總幹事。＂（W7-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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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政黨力挺的，動員能力強，有些基層選民不會管候選人，只要地方輔

選員或是鄰里灌輸什麼人，他最熟悉誰就給他，熟悉不是平常就認識，而是一些

人跟他說一些事，他就信以為真。＂（L1-A1） 

 

在 SNTV 選制下，既然政黨不能完全依賴，各候選人為了能在同

黨競爭者中脫穎而出，勢必建立個人知名度、關係網絡以吸引選票，

地方派系的動員輔選機制正提供此服務。除可以累積政治資源增加政

黨提名的可能性外，更重要的是使候選人更具獨特性，便於區隔與其

他同黨的選票，增加當選的機會。Lande 將派系定義為以“恩庇依恃

二元聯盟＂（patron-client dyadic alliance）為基本構成單元，為達成

公部門或準公部門資源取得及分配的集體目標所建立起來的一套多

重人際網絡。（引自吳宜侃，2005：81） 

地方派系最初多是基於地緣或血緣關係而形成的鄉間民間組

織，1950 年臺灣實施地方自治制度後，各縣市進行各類公職人員競

選，以社會關係而形成的政治結合或聯盟，隨著歷次地方選舉的舉

辦，這些組織逐步演變為一種地方層次的利害團體。在台北縣已知的

地方派系包括中和林江派、中和呂游派、永和大陳派、永和陳派、三

重派、海山派、板橋邱派、板橋郭派、新莊國治派、新莊聯合派。（黃

嘉樹、程瑞，2001：88-89）地方派系在地方上長期經營，建構了一

張範圍廣闊的社會關係網，對地方選民的投票傾向有相當強的影響

力，他們以選舉為槓桿參與地方政經資源的控制、瓜分。以筆者輔選

觀察經驗，台北市因都市化程度高，選民流動大，人情觀念淡薄，傳

統依恃關係較難建立維持，因此派系在台北市難以成形；而受訪對象

L1 則認為，在台北縣選區派系輔選仍具有相當的影響力： 

 

“派系動員跟輔選力量在非都會區算占很大比例，除非你個人有特殊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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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好，否則你會不知不覺受到影響，因為這些候選人當選後，必須為這些地方派

系做出貢獻。＂（L1-A2） 

 

參、黨政要人輔選 

競選中活動中常見名人推薦或天王級的政治人物輔選站台，或是

較低層次候選人緊拉著高層次的黨政要人曝光，強調是他的接班人以

增加知名度或企圖將高層次的黨政要人光環轉移到自己身上的策

略，稱為名人推薦（endorsement）或拉裙腳（coat-tailing），亦即名人

訴求。（伏和康等：1993：109）陳美華認為（2004：72）名人推薦與

拉裙腳策略在傳播理論中具有傳播來源可信度與名人光暈效果（the 

halo effect）兩層意義。光暈效果是因為名人的光芒而烘托出他所陳

述議題的重要性，或是所推薦的人是值得信賴的，亦指“沾光＂的效

果。W4 認為每位參選人的輔選動員能力都很強，要請到政黨要人站

台輔選並非難事： 

 

“每個人都做過立委，能夠選立委的人都不是新手，所以大家的輔選動員能

力都很強，然後各有所長，所以輔選動員，有些人你想，但是未必能夠來，一般

至少你是有人脈的，對你都有加分，但是大家都差不多，沒有特別清楚突顯高

下。＂（W4-A2） 

 

第六屆立法委員選舉藍軍的輔選站台巨星應該算是當時台北市

長馬英九先生，由於馬英九獨特的政治魅力，讓泛藍候選人搶著拉關

係，希望藉助名人訴求策略，成為光暈效果的受益者。據估計，馬英

九輔選第六屆立委站台次數逼近二百五十場。（蔡百惠，2004b：52）

受訪對象 L1 亦注意到在選情緊繃的情勢下，輔選天王站台效應將影

響勝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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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英九如果特別支持某個候選人，這個效應還是有的，宋楚瑜如果特別為某

個人多跑幾次，一樣對他那個族群有效應，雖然不敢說決定性的影響，但是會有

一定比例的影響，這個比例在大家票數接近的時候，就是決定勝負。（L1-A2） 

 
肆、小結 

筆者在研究影響女性立委當選輔選動員因素之初，即依據輔選經

驗預擬正面操作項目（如表 4-6 影響女性立委當選輔選動員因素變數

定義及操作項目表所示），但經過焦點團體座談與深度訪談的執行

後，發現受訪者關注的僅在配票、組織輔選與輔選天王站台三項。大

致來說，輔選動員可以區分為二種，一為外在政治資源的協助，包括

政黨主導的責任區分配及輔選、配票、統一造勢活動；另一種為候選

人社會資源展現，如次級團體、社團、地方勢力、名人助選。 

表 4-6 影響女性立委當選輔選動員因素變數定義及操作項目表 

因素構面 變數定義 正面操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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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地方支持派系（勢力）整合成功。 
2. 主要對手未能取得地方派系（勢力）支

持，讓自己漁翁得利。 
3. 樁腳動員系統落實拉票。 
4. 所屬政黨黨工及志工全力輔選，穩住基

本盤。 
5. 有重量級的人物站台或公開表態力

挺，使得對該重量級人物的認同者將選

票轉移到自己身上。 
6. 地方配合舉辦活動吸引民眾參加，增進

本身在地方的能見度。 
7. 電話催票作業落實。 
8. 簡訊催票系統發揮作用。 
9. 透過網路高速及廣泛動員催票。 
10. 投票當天催票動員模式成功。 
11. 組織配票吸收政黨認同者選票。 
12. 聯合競選鞏固政黨認同者選票基本票

源。 
資料來源：依筆者輔選經驗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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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黨通往執政之路，它必須提名最適化、選票最大化、席次最多

化。為達到這樣的目標，我國在 SNTV-MMD 立委選舉制度下發展出

配票策略，而“配票策略＂在第六屆立委選舉成為選區競爭的主旋

律。然候選人不談抱負政見，只問選民身份證號碼、生日數字的配票

模式，有違民主選賢與能的原理，過度操作只會更加扭曲選舉的本質。 

本節針對輔選動員的研究，發現配票效應還是候選人最在乎的影

響因素，一旦政黨配票方案擬定，原本候選人經營票源顯現游移的現

象，同黨或同陣營的候選人間競爭更形劇烈。候選人要擺脫配票效應

帶來的負面影響，就必須倚賴地方派系、樁腳、六同關係，另行建立

自己的社會關係組織輔選機制，確保票源集中。筆者以為，政黨配票

策略能否成功，關鍵點在於該政黨對於提名候選人的約束力，以及該

政黨對選民認同的號召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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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危機處理 

 
在選戰日趨專業化的時代，不僅正面衝刺（如組織動員、文宣推

廣）需要專業規劃執行；負面的防禦（選戰危機管理）對候選人來說

更是必要的武裝。危機管理是候選人面對選戰挑戰的前瞻性管理理念

及策略，注重的是審慎面對、誠懇溝通及提出具體反駁事證或補救改

善行動。 

依韋氏辭典的說法，危機是一件事的轉機與惡化的分水嶺，是決

定性和關鍵性的一刻，也是生死存亡的關頭；它是一段不穩定的時間

和不穩定的狀態，迫使當事人作出決定性的變革。（劉昊洲，2000：

257）。詹中原（2004：19）認為，危機管理是動態的規劃過程，包括

危機資訊的偵測、危機的準備與預防、損害的控管及處理、復原工作

的進行、不斷的學習及修正等五大步驟。 

本論文將危機處理定義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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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綜合訪談

摘敘內容，重點描述可能影響女性立委的當選危機處理因素，將從黑

函耳語、配票危機、民調公布危機、危機處理模式闡述之。 

壹、黑函耳語 

在變型的選戰社會裏，候選人以揭發弊案及政治醜聞等抹黑手段

作為擊倒對方的策略運用，林水波（2002：29）認為，選民可能根據

抹黑的資訊，擴大建構實際上並不存在的疑忌，再受這種虛擬疑忌驅

使而改變投票的標的對象，造成一位真正獲得選民支持的候選人根本

無法出頭，形成對選民及候選人皆為不正義的現象，這是丟開實質議

題的爭鋒，而由權謀宰制，進行非正軌的選戰。黑函攻擊是抹黑計劃

中常見的手法，黑函的內容通常涉及對手無從證實的隱私或是以栽贓

抹黑的技倆，醜化污衊對手，既稱之黑函表示製作的候選人怕涉及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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謗官司，不願或不敢在文宣品上具名。黑函出現的時機通常是投票前

夕，往往導致被攻擊者毫無還手的機會，如果選民較缺乏判斷的能

力，對選情的殺傷力頗大。W2 兩次參選都深受黑函攻擊困擾，對於

筆者問及危機管理因素，她深有所感地用“台灣的正邪交戰＂形容選

戰末期的黑函技倆： 

 

“台灣的選舉到了最後，我覺得正邪交戰，每個候選人都會有人告訴你，你

要如何去攻擊你的對手，從那邊把選票切割出來、挖出來、搶出來…攻擊我的黑

函至少來自 3 個半候選人…所以這就是台灣的正邪交戰。＂（W2-A3） 

 

耳語是一種語言傳播，經由民眾的嘴，將一件大家好奇的事情，

一傳十、十傳百，傳遍選區每個角落。（陳博文，1986：135）候選人

利用選民好奇的心理，揭發對手隱私，製造對方困擾，因殺傷力大、

成本低，而且不負法律責任，耳語遂在每次選舉中，成為候選人最常

運用的地下戰術。W5 在選戰期間亦受到耳語的侵擾，一般耳語都源

於內部競爭激化，耳語的散播需要時間的發酵及口語人際傳播，被耳

語的對象往往是競爭關係中的強者： 

 

“我們也沒有什麼黑函攻擊，因為我們不攻擊人家，但是有時候你不攻擊人

家，人家也會來攻擊你。黨內 5 個人聯合競選，但是因為有競爭，在同一個選區，

民進黨有 4 個男的、1 個女的，男的有強有弱，弱的就會耳語。＂（W5-A6） 

 

儘管美國一項對於負面文宣的研究指出：現任者較挑戰者少運用

負面文宣，較具知名度的候選人也比對手少運用負面攻擊的手段。

（Landi，2004：2）但筆者認為，這樣的研究結果換置在台灣選情緊

繃的選舉肉搏戰情境中，想必應該會遭受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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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配票危機 

配票危機是來自於認同政黨公佈配票策略後，讓選民投票對象轉

移至政黨所分配的候選人，這種票源移動、支持強度轉弱的現象，往

往造成競爭關係中的強者面臨票源分散的危機。訪問對象 W2 在選舉

當時面臨的配票危機即屬此類： 

 
“危機有兩個，一個是你對手的黑函攻擊，一個是組織來介入…所以我覺得

我們運用這個危機去討論的是政黨合作的更高原則，因為我本來不答應，林豐

正、連戰先生都要找我談，最後他們出來的文宣才會包括是新黨的人要投自己原

來的黨籍提名人…在我們危機處理上有兩個重要性，第一、你希望降低自己負面

性的影響…在這過程中讓想要支持我的選民知道這個人…並不是一個隨便就被

左右、沒有原則的候選人。＂（W2-A3） 

 

另一種配票危機是來自於弱勢政黨無法對抗強勢政黨的配票動

員，強勢政黨夾媒體宣傳的優勢公佈配票名單讓大眾廣為周知投票對

象，弱勢政黨或由於經費限制或由於選民“西瓜偎大邊心態＂14，一

旦強勢政黨強力動員，弱勢政黨提名人立即面臨票源可能轉移的危

機。在第六屆立委選舉時，泛藍民眾深深期待國民黨、親民黨與新黨

能合併形成泛藍大團結。親民黨方面雖然部份立委公開倡議選前合

併，但肇因於國親兩黨對修憲案的不同調、立委提名總量管制原則的

協商不順、大選訴訟和槍擊案的策略爭議等，早已累積兩黨內部的不

滿能量，兩黨信任基礎薄弱。親民黨對於國民黨力推“單一選區兩票

制”的行動，充滿被併吞的威脅感，“國親合併”的破局，讓親民黨立

委候選人陷入苦戰選得異常艱辛。研究對象W6、W7 提及她們面臨的

強勢政黨配票行動，表達強烈的危機意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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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很害怕沒有在配票單上，被棄掉，可是要不要放棄許淵國，不是我

可以講的，是黨部，後來黨部不肯，國民黨本來是要六六大順的，他要保 6 席，

就是加我跟秦慧珠，結果跟親民黨談判破裂之後，他們就自己配，叫做四季紅，

那是選前大概 3 天前登出來的廣告，一登出來，我就知道完蛋了，這大概就是我

選舉最大的危機，我出去拜票的時候，人家就說我這次怎麼沒選？因為沒在配票

單上，我說那是國民黨的配票單，親民黨也有在選，親民黨自己要配，問題是國

民黨配票登那麼大，支持者那麼多，親民黨配票單登那麼小，而且大家都知道不

能按照親民黨的配票單，因為親民黨根本沒有 3 席，所以就搞得非常複雜，所以

那時候我的組織體系就發揮廣泛的效果，因為我就可以一一去告急，而且我的組

織是繳名單給我的，不是只有承諾，我們都建檔的，所以又從名單中再請他們拉

票。＂（W7-A3） 

 

配票的問題，對我都是負數，我的當選票數之所以受到很大的衝擊…因為當

時大家覺得泛藍，總是有一些國民黨是正藍軍，親民黨一個外圍的劣勢，雖然靠

個人特質可以贏得許多既有選民對我的支持，但是因為政黨因素乃至於不投我的

都有。（W6-A2） 

 

第六屆立法委員選舉中，外部因素影響比較大，因為藍綠的板塊固定，所以

名次上，不是第 10 名下就是第 11 名上，不是遞補的觀念，是跳動的觀念，所以

用民調作為立委選舉結果的預測、預知，如果是在第 5 名以下都很危險，因為一

個配票就下來。（E1-A2） 

 

參、民調公布危機 

民調是獲得客觀、可靠資訊以建立科學化選戰策略的關鍵方法之

一，民調的正面功能，對內制定策略、檢測策略、修正策略，對外攻

守得當、穩定支持者信心、固守基本盤並進而擴張造勢；但民調也有

其負面作用，民調的結果透過大眾媒體或候選人刻意的宣傳，高支持

度的民調數據被選民解讀為該候選人篤定當選，為求認同政黨獲致最

                                                                                                                                            
14 西瓜偎大邊心態是台灣選舉常用的形容詞，泛指選民投票對象偏向當選可能性較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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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席次，選票轉而往相同意識形態低支持度的候選人流動。以第五屆

立法委員選舉為例，台北市選舉區民調高支持度的候選人丁守中、賴

士葆意外落選，民調低支持度的林郁方卻衝上第一名，這是民意調查

中候選人支持度與投票結果的不對稱現象，也正是民調公布對候選人

造成的危機之所在。 

對於民意調查中候選人支持度與投票結果的不對稱關係，吳祥輝

（2000：353）曾對此現象提出其研究成果，他認為影響民意調查中

候選人支持度變化可透過選票基本面、候選人競爭力、三大優先15與

配票效應等四個因素預測。筆者在進行本研究的訪談中，學術菁英S1

體察選民對於民調數據的反應態度，候選人對於民調所帶來的選票流

失危機，採行告急策略因應： 

 

 “選民會自己判斷誰比較急，選民就是根據民調判斷，以過去台北市立委

選舉來講，掛在 9、10、11、12 名的候選人最安全，他不但會當選，還可能往前

衝，衝到第 1 名，因為所有的選民都會根據這個資料，來判斷如果不支持他就會

落選，所以他的名次就會往前跳。＂（S1-A3） 

 

台灣選民“濟弱抑強＂的心態，展現在民調與真實選舉結果上的

落差，證實了在選舉遊戲中，“同情心＂是選民的最高道德、“穩當

選＂代表最危險的說法。但在另一方面，林水波（2002：4）認為若

民調公布該候選人的民調落後甚多時，選民基於策略性投票考量，不

希望自己所投的對象落選，間接表露自己的判斷力不靈，而於選前策

略性的放棄自己的第一偏好人選（已主觀認定無望當選者），改投第

二偏好人選（被主觀認定具當選厚望者），這就是所謂“棄保效應＂

                                                 
15 所謂三大優先，吳祥輝定義的是年輕優先、形象優先、政黨優先，其根據 1978 年美麗島事件

前後臺灣的選舉態勢所歸納的結果。但吳祥輝在 2002 年新著《吳祥輝選舉學》中將三大優先修

正為五大優先，年輕優先、形象優先、強勢優先、政黨優先、台灣優先，以順應選舉新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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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選舉弔詭之所在，表現於選民“棄保效應＂的割愛與“濟弱抑

強＂的移愛兩種不同方向的選民情結力量交互作用，也是號稱 “選

賢與能＂的民主選舉機制中，相當矛盾的現象。 

肆、危機處理模式 

選戰中對於危機來臨的回應策略，是危機能否安然解除的憑藉。

在遭逢對手攻擊或組織介入的危機時，首先必須先蒐集情資、迅速掌

握全局，以免在資訊不完整的情況下作錯誤研判。選情的彙整包括受

攻擊的強度及受攻擊的深度。在本研究中“受攻擊的強度＂指的是對

手使用何種媒介攻擊？流傳範圍？攻擊內容的真實性或掌握證據？

可信度如何？選票流失的程度？而“受攻擊的深度＂指的是對手攻

擊之目的？被控事實反擊的可能信？對手攻擊議題之延伸性？ 

接下來根據研判結果候選人要思考完全不予理會或提出妥適的

評估回應方案。賀光輝等（1993：38）提出三種危機處理策略： 

一、淡化處理：在對手攻擊力道不強時，為避免被對手利用為

拉抬聲勢的工具，可採取避而不答或交由政黨組織協調處理。此策略

雖有利於避免升高對手選情，但卻存在情勢研判不當錯失處理時機的

風險。在筆者的訪談對象 W6 以對手的強弱作為判斷危機處理的調

性，即屬此類： 

 
“選舉的時候都是很多的流言、黑函，因為我們不願意讓人家以打擊我們作

為拉抬的工具，我們不願意隨之起舞去拉抬他的選情，在危機處理上就顯得低調

跟不回應，那就難免受到黑函的影響。基本上對手如果是比較弱的，就不回應。＂

（W6-A2） 

 

                                                 
16 棄保效應源於臺灣的特殊政治歷史系絡及競選結構，首次發生在 1994 年台北市長選舉之「棄   
黃保陳」操弄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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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平衡處理：當對手攻擊犀利或選票流失情況嚴重，為免傷

害擴大，候選人勢必採積極回應或告急策略。研究對象 W2 運用造勢

場合強固支持者的投票意願，為平衡處理策略的運用： 

 
“第六屆的時候，到最後在媒體上看到要散發惡意的東西，我覺得我有處

理，可是我的處理不是澄清跟回應，我的處理是更明確的告訴大家說，你要選我…

對已經想要選我的人，給他更強烈為什麼要選我的理由…最後一波就是台灣習稱

告急的文宣，主要的理由因為我第五屆輸了…造勢場合也是在兩天前…造勢場來

了 5 千人…回去強固那些對我有好感的人，加強他們的投票意願，就是一心一意

的堅持你的選擇，所以這是我們的危機處理。＂（W2-A3） 

 

三、強勢處理：若對手之攻擊已對我方造成重大影響時，為扭

轉劣勢，採用爆炸性議題反擊對手或另闢新局，轉移選民注意焦點。

W4 由於有第五屆落選的經驗，據她表示當時未妥適處理危機而落

選，此次捲土重來對於危機的發生以更積極的態度回應： 

 
我這次的外部因素，我認為第一個是危機處理，因為我們是一個多選多的政

治環境，所以大家競爭非常激烈…當你的選舉氣氛變動的時候，你是不是能當機

立斷來做處理…因為我覺得在上一屆落選，其實就是危機處理不當，因為那時候

民調也還好，要不要做出那麼大的動作，雖然我們跟內部動作不斷，跟上層一直

反應，但是他們就是不以為意，所以我們覺得就還不到全面翻臉的程度，所以就

太客氣了，只是有回應，但是沒有做出大動作，我們可以發現，只要大家覺得很

危機或立場分的很清楚或掉淚的人，都上了，所以我覺得危機處理是第一重要的

外部因素。（W4-A2） 

 

當候選人遭遇對手致命性的攻擊或來自組織介入等不利選情因

素挑戰危機時，候選人如何克服漠視危機的心態，積極主動的思考規 

劃如何危機管理課題，智慧地化問題為機會、將危機變轉機，是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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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民支持的關鍵之一。因此，對於選戰的危機回應筆者提出選戰危機

的回應流程以圖 4-1 如下圖所示： 

 選戰危機

 

評估回應方案 不予回應 

研判受攻擊強度與深度

蒐集情資

淡
化
處
理 

 

 

強
勢
處
理

平
衡
處
理

危機解除 
 

 

圖 4-1 候選人對於選戰危機的回應流程圖 

資料來源：筆者自繪 

對於選戰危機處理原則的研究，蕭展正（1993：143）將危機攻

擊區分為公開或私下兩種不同範圍的危機模式，若為公開的攻擊，被

廣泛流傳於媒體，此時候選人就必須立刻發出新聞稿，找出黑函出處

訴諸法律行動，使事件即刻劃下休止符；如果是私下攻擊，尚未公諸

於輿論報導，就宜採取一種區域性的反制。賀光輝等（1993：24-28）

則提出危機處理方略的四項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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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任何形式的選戰危機在爆發前都有一段醞釀期，候選人若

能提早發覺並處理，可將危機消弭於無形或將傷害降至最低。因此，

筆者認為選戰中蒐集地方輿情與對手情報相當重要，要解人之打必須

在對手尚未出招前，及時體察危機，才是處理選戰危機的最高原則。 

其次，候選人對選戰危機應建立誠實勇敢面對的心態，因為大多

數危機的擴散，來自於候選人輕視其致命的殺傷力，而以選舉花招看

待之，延誤及時處理的時效，待選民形成刻板印象後已難以扳回。 

第三，危機處理的基本下限是阻止原有選票流失，應掌握游離選

民及原有支持者對候選人的信心，只要基本票源不流失，游離選票沒

有轉向對手，危機處理即屬得宜。 

最後要強調的是大眾媒體是處理選戰危機最重要的宣傳管道。錢

為家認為隨媒體傳播及科技的發展，選民投票對象的決定轉移至注重

形象的抽象考量。（黃俊英等，1993：257）而種種對候選人負面的資

訊來源，更是透過媒體產生廣大的擴散效果。因此，候選人要掌握選

戰危機管理的技巧，“大眾傳播媒體＂是不可忽略的重要途徑。候選

人與新聞媒體的關係經營不容忽視，若有良好的關係，一旦危機出現

媒體的評論或報導對候選人傷害比較能控制。 

據筆者觀察發現“大眾傳播媒體＂途徑在選舉危機處理模式中

極具重要性。大部份的候選人往往採召開記者會駁斥對方，或到法院

按鈴控告對方並通知媒體到場採訪的方式，企圖運用媒體無遠弗界的

擴散力達到澄清與損害控管的目的。其中記者會的運用尤其受到候選

人的重視，在會中候選人或者提出反駁證據澄清、或由關鍵人物出面

說明背書、或誠實面對道歉、或淚灑記者會現場，技巧操作因人而異。 

伍、小結 

風險評估、預測各種危機的發生機率、進行弱點管理，本來是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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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對於危機處理的標準模式，此模式也提供候選人思考如何處理選戰

危機的路徑。在本研究在進行訪問之初即依筆者輔選經驗，預擬危機

處理正面操作項目（敬請參閱表 4-7 影響女性立委當選危機處理因素

變數定義及操作項目表）。 

表 4-7 影響女性立委當選危機處理因素變數定義及操作項目表 
因素構面 變數定義 正面操作項目 
危機處理 對於外在干擾

競選活動，包括

對黑函流言、民

調公佈、媒體負

面報導等狀況

的危機處理行

動。 

1.對黑函流言及時澄清適度表態，或請重

要人士力挺保證，避過對手攻擊。 
2.依媒體民調公佈名次及數據，訂妥對外

訴求的說法，以打動選民的心。 
3.對於媒體的負面報導採行反制的手段，

將傷害控管至最小程度。 
4.解除聯合競選或配票所帶來原先支持者

選票流出的危機。 
資料來源：依筆者輔選經驗自行整理 

依據訪談摘敘與筆者對選戰危機處理的觀察歸納獲致六點結論： 

  一、配票危機往往造成競爭關係中的強者面臨票源分散的危

機；另一種配票危機來自於弱勢政黨無法對抗強勢政黨的配票動員。 

  二、民調公佈之危機，表現於選民“棄保效應＂的割愛與“濟

弱抑強＂的移愛兩種不同方向的選民情結力量交互作用。 

  三、候選人視對手實力、票源流失程度選擇危機處理原則：淡

化處理或平衡處理或強勢處理策略。 

四、大眾媒體是處理選戰危機最重要的宣傳管道。 

五、訪談對象潘維剛、王淑慧認為影響女性立委當選外部因素

最重要的是危機處理，可能是因潘維剛曾有落選經驗、王淑慧熟悉基

層脈動，兩者均較有危機感。 

六、筆者建議，為了應付隨時可能面臨的選戰危機，競選總部

最好能具備 “危機處理小組＂的幕僚機制，以免危機來臨時候選人

倉皇應戰，無法將危機化為轉機，錯失勝選的契機。 

 192



第四章  影響女性立法委員當選外部因素分析 

 

第五節 競選資源 

 
拿破崙說：「打仗第一要錢，第二要錢，第三還是要錢。」打仗

與選戰一樣，都是錢的戰爭，候選人在選戰中投下資金，以錢換權。

選舉經費的充裕與否，關係到候選人的組織經營與活動力甚至是當選

機會。本論文將競選資源定義為，女性立委候選人資源募集的模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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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綜合訪談摘敘，擇

要說明競選資源可能影響女性立委的當選因素，分為募款活動、政治

獻金法、競選經費配置三大主軸論述之。 

競選資源的重要性在筆者訪問的研究對象中，W3 與 W4 都一致

肯定競選資源的重要性，社會菁英 L1 更直接明白地表示“競選資源

一花下去，就動起來了＂： 

 

“我是覺得競選當然不是錢就是人，你可能也訪談很多的委員，這是不二的因

素。我覺得競選資源非常的重要…去打戰必須要有糧食，對不對？要有一些工

具…可是沒有錢有沒有錢打戰的方法，我覺得這方面的確是比較辛苦一點。＂

（W3-A2） 

 

“競選資源其實也很重要，你怎麼有效取得、有效分配，但是你沒有前面的

力量，就算有資源也不見得能夠充分的發揮，競選資源反而是一個基本條件，因

為你沒有競選資源在現在的選舉這麼激烈的情況下，的確也有相當制肘的部

分。＂（W4-A4） 

 

“一個很優秀的候選人，但是沒錢、沒人，真的會去幫他的也很少，因為任

何活動都要花錢，至少義工也要補貼車馬費，尤其在非都市地區，競選資源一花

下去，就動起來了，不花錢請吃飯也很難，尤其他沒有特定屬意的候選人，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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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投你。有些是自己要拿出來，有些是別人幫你，但你要負擔成本，或是他基於

特別關係贊助你，這些也都算競選資源，有些競選資源是不會進候選人的口袋。＂

（L1-A2） 

 

選舉是一場昂貴的遊戲，金錢是影響政治行為的一種非常有效的

力量，美國加州大學政治系亞力山大教授將金錢比喻為“政治的母

奶＂（money is “the mother’s milk of politics”）；柯比學院的麥西教授

亦將金錢稱作“選舉的血液”（money is “the lifeblood of electoral 

politics”），（黃嘉樹、程瑞，2001：160；陳佳吉，2005：24-25）顯

見金錢真是一種有效的政治勢力，也是一種強大的政治武器。 

壹、募款活動 

立委候選人的競選經費來源可以歸納為三種，一為候選人自行提

供；二為來自政黨的補助；第三是來自支持者（個人或團體）的捐助。

（伏和康、魏志中，1993：41）由於立委選舉競選經費動輒上千萬，

除候選人自有財力及所提名政黨主動挹注資金外，大部份的競選經費

來源必須靠支持者熱情捐助，而募款餐會的舉辦就是催化支持者的熱

情，一方面是籌集競選經費，另一方面又可成為造勢的重點活動，不

但要吸引“錢潮＂、更要創造“人潮＂。募款餐會最早是張俊宏競選

台北市議員時開風氣之先，後來則成為黨外和民進黨候選人競相沿用

的促銷方法。（張永誠：1991：252）D1 在接受訪談中提到，形象牌

的委員舉辦募款餐會的目的較偏重募款，民進黨的委員募款餐會舉辦

目的較偏重組織動員，研究對象 W7 亦深諳以募款之名行建立組織之

實的選舉資源操作策略： 

 

“台灣的募款餐會可以分兩種，一種是為找錢的，另外一種是對外宣稱是募

款餐會…但是辦了一次的動員，民進黨比較偏向這種組織動員的，不是以賺錢為

主…女性候選人在做募款餐會的時候，大致上符合組織或是形象的，形象的會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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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偏向募款的，民進黨的募款活動會比較偏向賺一點點，以收支平衡為目標。＂

（D1：A5） 

 

“我第二次就辦了幾場的募款小型餐會，但是就是賣 1 萬元劵的…我有一個

團隊在處理募款…票也帶進來，因為一個人會捐個 1、2 萬，他一定會幫你拉票，

但是捐給你 3、5 百萬，不會幫你拉票的，因為他會覺得已經捐錢給你了，而且

他們都是大老闆，不會去管這些事，所以後來我找的都是有一點小錢的家庭主

婦，先生有一點事業，我們就組一個團隊，讓她可以互相牽來牽去，大家都捐點

小錢，這些人就變得好賣力…我覺得這個部分，我運用得當，因為這不僅是錢也

是票。＂（W7：A5） 

 

貳、政治獻金法 

政治捐獻的行為，在民主法治國家中，被視為人民表達意見自由

的範圍，原則上是被尊重與允許的，但政治獻金與政治賄賂往往只有

一線之隔，是故，先進的民主國家選舉，為了避免金錢腐蝕政治，對

於競選經費的取得多加以限制。法國 1995 年起禁止企業、貿易公會

提供政治捐獻，個人對每名候選人的捐款上限為一年 4,600 歐元（合

台幣 184,000 元）；在美國，1974 年《聯邦競選法修正案》規定個人

捐給候選人最高金額為 1,000 美元。（潘勛，2006：A5） 

《政治獻金法》17的擬定將候選人及政黨競選經費的籌措與開支

公開化，藉以加強政治人物的責任感，防範政治的腐化與污染。我國

自 2004 年第六屆立法委員選舉起，首次適用《政治獻金法》，對於候

選人收受政治獻金、捐款政治獻金及候選人向監察院申報會計報告書

等，均有詳實的規定。正因為《政治獻金法》是象徵立委參選人財務

可攤在太陽底下受大眾檢視的陽光法案，因此聲明遵守《政治獻金法》

                                                 
17 對於政治獻金之意涵，根據現行《政治獻金法》第二條將其定義為：對從事競選活動或其他

政治相關活動之個人或團體，無償提供之動產、不動產、不相當對價之給付、債務之免除或其他

經濟利益。但政黨的黨費、政治團體的會費或義工之服務等不包括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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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六屆立委選舉中，成為形象牌候選人向選民許下清廉參選、不與

財團掛勾承諾的背書法案。研究對象代表W5 在進行訪談時主動提及

配合《政治獻金法》處理競選資源，對候選人正面形象的助益： 

 

“競選的資源就是我們盡量募款，是比較小額的捐款，今年因為有政治獻金

法通過，這對我們來講，是正面的。＂（W5：A6） 

 

在競選經費支出不斷飆升的情況下，絕大多數候選人都要向工商

界求取金援，大財團與利益團體也順勢培養政治代理人，對支持候選

人大筆投入金錢。高投入的另一端必然期待是高產出，換言之，這位

被培養的政治代理人在當選後所能發揮的作用必然要高過財團給付

給他的身價。因此，形象牌的候選人對於接受高金額的競選捐助態度

較為謹慎，寧可募集小額捐款，以免被利益團體牽制，在筆者的採訪

中，W7 特別強調她收受政治獻金的原則就是避免收受企業大額捐

款，以免喪失問政自主空間： 

 

“我認為競選資源第二重要是因為，確實我第一次比較沒有錢，我兩次完全

是靠募款，第一次因為人家不知道我是誰，所以錢就募不多，募很少選起來也很

苦，但是最主要是你無法建立一套理想的組織，組織化的想法有一些構想，但是

很難落實，我募款原則是大額一律不要，我很少募 50 萬以上的款，因為就算一

個企業、團體捐給我 2、30 萬，他可能認為這樣就綁住我了？我就要替他賣命了

嗎？一個政治人物跟利益發生糾葛，那一定都拿好幾百、上千的，20 萬就是一

般認為禮貌交際，下一次有什麼事情，禮貌上幫你關心一下，我因為做過一任就

知道，一定要跟企業界、團體維持這樣的關係，因為這樣我才有問政自主的空間，

才不會被綁死，像我這樣募款觀念，募款就變成複雜的事情，我知道有很多委員

只有一、兩個金主，那他就很輕鬆，可是我認為那樣付出的代價就太大了，萬一

那金主拜託你什麼事，你沒有辦成，那不就完了，我因為不希望這樣子，…比較

多的捐款是在 3 千到 5 萬之中。（W7-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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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競選經費配置 

競選期間候選人必須有效地分配所能得到的競選資源讓每一分

花費獲致最大效益。因此，如何分配選舉資源，是候選人或競選總幹

事首先必須慎思的問題，其最終目的當然是在有限資源的限制下囊括

最多選票。選區分析是引導選戰資源合理配置的第一要務，分析時思

考的路徑包括：候選人在每一選區的實力分佈為何？自己的票源艱困

區在哪裡？選區主導的地方意見領袖是誰？哪些區域已被其他候選

人侵蝕？選區內主要競爭對手是誰？過去的投票趨勢為何？候選人

運用選區分析綜合的資料，預判政治板塊位移狀況，掌握競爭對手情

資，將資源用於尋求聯結關係網絡或投注文宣經費在主力區或艱困

區，因此，選區分析是候選人選戰佈署的路徑圖，倚之節省競選經費，

用來爭取勝出空間。 

金學亮（2003：118-119）的研究提供另一個選戰經費配置的思

考方向。他建議以“目標選民＂18作為考量分配資源的標的，可從三

個方向陳述，茲說明如下： 

一、從目標選民的數量考量：擁有越多目標選民的地區，越值 

得候選人投入較多資源。 

二、從接觸目標選民的難易程度考量：在較難接觸到目標選民 

的地區，候選人必須投入較多的資源。 

三、從目標選民的支持傾向考量：當目標選民傾向於支持其競 

爭對手時，候選人需要投入最多的資源；相對的，當該候選人的目標

選民較傾向其本人時，僅需耗費少許競選資源。如果目標選民是未決

定的選民，則資源配置介於以上兩者之間。 

                                                 
18 依據金學亮（2003：61）定義，目標選民是候選人為有效贏得選舉所尋求支持的對象。由於

競選時間有限，候選人無法接觸所有的選民來尋求支持，因此候選人藉由火力集中在某些特定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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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上述的考量因素，若以圖形表示，可參酌圖 4-2 ： 

 

 

 

 

 

 

 

各地區目標 
選民的數量 

接觸選民的

難易程度 
影響目標選民投票的偏好： 
1. 候選人的游離選民 
2. 未決定的選民 
3. 對手的游離選民 

分配資源的標準

圖 4-2 有效分配競選資源標準圖 

資料來源：金學亮，2003：118 

深度訪談研究對象時，筆者問及受訪的研究對象，對於競選資源

如何配置的問題，或許基於參選經驗豐富使然，W4 與 W1 表現出已

有評估取捨的自我標準或固定的資源配置模式： 

  
“你要知道對你最支持的族群在哪裡，區域在什麼地方，什麼樣的人用什麼

樣的方式有最大的效果，要作取捨，你今天整個競選總預算有多少，是個資源分

配的問題。＂（W4：A4） 

 

“我捨不得花錢，所以我的文宣很弱，就是不認識我的人就不會投給我，我

連夾報都沒有夾，這次我先生被我罵，因為他幫我做了一個地方型的電視廣告，

一次要 60 萬，但是選票也沒有比較多…所以我總共才花 400 多萬元，包括那 60

萬元，我上一屆也是花 300 多萬元，我每一屆都花差不多錢。我 5 個鄉鎮市，大

概 1200 支旗幟，然後 1 部宣傳車。＂（W1：A12） 

 

筆者參照《監察院公報政治獻金會計報告書第 1 期》出版資料，

彙整本研究對象申報競選經費開支明細，整理出表 4-8 大台北地區第

六屆女性立委當選人競選經費配置表，作為瞭解研究對象對其經費配

                                                                                                                                            
民身上來擴大其勝選的機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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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狀況，並從金額的分析中推估數據的背後，在其選戰中代表著什麼

含義。茲以支出類別分析、得票經濟效益、募款能力來解釋筆者觀察

理解的數據現象： 

一、就支出類別分析方面，依監察院申報的規定分類為宣傳支

出、宣傳車、競選總部、集會支出、交通旅費、雜支支出等六大項，

此六項支出所包含的細項，依《監察院公報政治獻金會計報告書申報

光碟系統操作手冊》的定義，筆者整理如表 4-9 申報政治獻金各支出

科目摘要一覽表，藉由表 4-8、表 4-9 兩張表的對照，讓候選人的支

出項目輪廓更為清晰。在支出比例方面，筆者另行計算每位研究對象

的單項支出占其總支出的比例，以探究其選戰模式的投資重點，並算

出研究對象在該支出項目的比例平均值，作為比較的參考依據。 

本文依執行選戰的功能，將申報支出的六大項歸納為宣傳（含

宣傳支出、宣傳車）、組織（含競選總部、集會支出）、動員（含交通

旅費、雜支）三大類，作為評析的劃分依據： 

（一）、宣傳部份：宣傳支出占研究對象總支出比例的第二位，

平均值為 37.2%，從表 4-8 可以清楚明瞭台北市的研究對象宣傳支出

比例均低於平均值，尤其台北市現任的立委其宣傳支出比例較平均值

低。筆者認為她們因有現任民代身份，經常在媒體曝光，知名度的建

立已有基礎，因此在宣傳支出方面可以較為節省。就台北縣、市不同

行政區的宣傳支出相比較，台北縣的研究對象除林淑芬外，其餘宣傳

支出均高於平均值，可能是肇於台北縣選區幅員廣大、目標選民不集

中、選區內兼具城鄉的雙重特性，因此台北縣的研究對象宣傳費開銷

比例大於台北市的研究對象。尤其雷倩在宣傳支出占她全部開銷的

53.4 %，筆者將這現象解釋為雷倩的非現任民代、缺乏動員樁腳的局

限下，必須靠她最擅長的個人特質展現與行銷包裝，因此她在宣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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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開支高達 4,653,065 元，是研究對象中宣傳支出之冠。 

在宣傳車的支出方面，雖然占研究對象支出比例不高，平均值僅

6.35 %，但藍美津及王淑慧在此項目的支出高於平均值甚多，或可解

釋為民進黨本土型的候選人較重視傳統的行銷手法。尤其王淑慧在宣

傳車方面的支出比例達 21.7%，筆者認為這跟她是基層區域民代出

身，文宣訴求單一19，在面臨大選舉區時，她特別重視非主力區域的

宣傳，宣傳車的機動性正可以突破區域的限制，廣播的長度也恰能傳

遞選民簡單易懂的資訊，更符合王淑慧的親切形象。 

（二）、組織部份：從競選總部的開銷的金額我們可以一目了

然該候選人是否有支持者提供場地。從表 4-8 可以看出柯淑敏、李慶

安為使用支持者贊助場地做為競選總部。集會支出代表候選人對於目

標族群的經營，如社團、政黨次級團體、“六同＂關係所衍生的組織

等。集會支出高代表目標族群明確且候選人經營很深，或者注重地方

活動耕耘或者造勢活動頻繁，具戰鬥力的形象牌候選人在這部份表現

突出，例如在集會部份的支出李永萍 5.6%、洪秀柱 5.4%及雷倩 11.1 

%，比例遠高於平均值 2.9%。筆者將此現象從正面解讀為李永萍、

洪秀柱、雷倩三人平日給予選民的形象旗幟鮮明，較其他人更能凝聚

人氣，因此勇於舉行規模較大的造勢活動，號召認同者參與。 

  （三）、動員部份：動員費用幾乎占候選人支出的 50%，是競

選開銷的大宗。因為政治獻金的會計報告中沒有明列動員經費項目，

筆者推估很多隱藏性的費用都以雜支代替報銷，如大量的短期助選員

及重要地方人士的樁腳活動費、餐費等。潘維剛在此部份的開銷最

大，支出高達 8,137,169 元，蕭美琴在此部份所占的比例最高，占其

全部開銷的 64.3%。值得注意的是台北市的研究對象在動員部份的開

                                                 
19 王淑慧文宣訴求請參酌本文第三章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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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均高於平均值，此現象或可解釋為台北市的研究對象為擁有現任優

勢的高知名度政治明星，平日疏於地方耕耘，為補強地方基礎的不

足，而更加重組織體系的開銷，才有支出比例明顯拉高的情形。 

二、在得票經濟效益計算方面，筆者將研究對象的競選開銷除

以所得票數，得出每一票的成本金額，另計算出研究對象的每票成本

平均值，掌握其支出效益的真實面貌。在計算研究對象的每票價值及

平均值後，我們發現為爭取當選，每人所付出的每票成本代價差異頗

大。以平均值每票成本 221.63 元來檢視，每票成本最大的是潘維剛

385.46 元，且其開銷也是研究對象之冠高達 16,008,688 元，或許基於

第五屆落選的恐懼，在第六屆的競選過程開銷控管較鬆散，不放棄每

一項可能爭取選票的機會，開銷自然倍增。而每票成本最少的是雷倩

120.35 元，她在競選經費的配置上結合她的人格特質所擬定的競選策

略，將 53.4 %的競選開支用在文宣或媒體行銷上，讓每一塊錢發揮最

大的力量，其財經專長充份展現，令人折服。 

普遍來說，台北縣的研究對象其每票成本都低於平均值，這有三

個思考點可以揣摩原因： 

（一）台北縣的選情在競選激烈程度上不如台北市，所以台北

縣的研究對象開銷比台北市研究對象小。 

（二）台北縣的研究對象受限於募款能力，所以量入為出嚴格

控管開銷。 

（三）台北縣的研究對象支出的部份真實性開銷，均另由支持

者分攤，數字未顯現在申報資料內，所以每票成本偏低。 

三、收入與結存金額數據是分析研究對象募款能力的重要指

標。本研究對象中募款之冠是蕭美琴，金額達 21,851,631 元，相對於

她謹慎的支出模式，政治獻金的結餘款 12,987,695 元，結餘款高居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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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對象中的榜首。蕭美琴強大的募款能力或可解釋為陳水扁嫡系帶來

的政治投資現象，或可視為反應支持者看好度而所付諸的實際行動，

且蕭美琴雖已是第五屆現任不分區立委，但卻在第六屆才初次轉投入

參加區域立委選戰，現任立委的耕耘成果，讓她首嚐募款順利的甜果。  

如果從商業的角度來比擬，筆者認為女性立委候選人的募款能力是象

徵候選人品牌價值之所在，募款能力強代表其知名度高、形象好、看

好度佳、人脈豐沛、或有特殊之經驗背景，選民才會投以金援支持她

在政壇發光發熱。 

值得一提的現象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所訂的競選經費最高

限額標準20，依中央選舉委員會公告（2004：5）第六屆立法委員競

選經費最高限額台北市一選區 7,412,000 元、台北市二選區 7,334,000

元、台北縣一選區 7,433,000 元、台北縣二選區 7,304,000 元、台北縣

三選區 7,398,000 元，筆者發現僅王淑慧、林淑芬、柯淑敏競選支出

符合選罷法規定。在選舉經費開支節節升高的選戰中，候選人無法在

規定的競選經費最高限額內完成選舉，代表著中央選舉委員會對競選

經費規定並不符合選舉規模的實際經費需求，在政治獻金法已實施

後，選罷法是否仍需堅持競選經費最高限額的規定，確有討論的空間。 

最後，筆者要聲明的是，縱然對於每位候選人是否誠實申報每一

項支出及收入存在著懷疑，尤其是否有涉及買票的操作手法，更是研

究者無法探知的部份，但為說明研究對象的經費運用情形，僅能就現

有監察院公開發行的第六屆立委政治獻金申報數據作推測性的研究。  

 

                                                 
20《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5 條之 1 規定立法委員選舉競選經費最高限額：各該選舉區之應

選名額除選舉區人口總數百分之七十，乘以基本金額新臺幣十五元得數額，加上一固定金額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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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大台北地區第六屆女性立委當選人競選經費配置表 

    李永萍 李慶安 潘維剛 蕭美琴 藍美津 
 得票數   51087 37035 41531 44648 39541 
  平均值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宣傳支出 37.2% $ 4,748,505 32.1% $ 2,812,896 27.1% $ 5,749,150 35.9% $ 2,317,673 26.1% $ 3,758,068 29.3% 
宣傳 

宣傳車 6.3% $ 287,169 1.9% $ 727,114 7.0% $ 180,200 1.1% $ 60,982 0.7% $ 1,708,000 13.3% 
競選總部 5.7% $ 1,061,328 7.2% $ 22,660 0.2% $ 1,899,469 11.9% $ 650,100 7.3% $ 317,700 2.5% 

組織 
集會支出 2.9% $ 821,710 5.6% $ 170,000 1.6% $ 42,700 0.3% $ 25,000 0.3% $ 71,000 0.6% 
交通旅費 1.8% $ 269,459 1.8% $ 171,919 1.7% $ 398,665 2.5% $ 14,966 0.2% $ 181,332 1.4% 

動員 
雜支支出 45.8% $ 7,599,911 51.4% $ 6,357,090 61.4% $ 7,738,504 48.3% $ 5,685,215 64.1% $ 6,773,941 52.9% 

 支出合計 100% $ 14,789,082 100% $ 10,360,979 100% $ 16,008,688 100% $ 8,863,936 100% $ 12,810,041 100% 
 收入合計 118% $ 16,950,306 115% $ 17,863,449 172% $ 15,897,353 99% $ 21,851,631 247% $ 12,645,404 99% 
 結存金額 5.4% $ 2,161,224 13% $ 7,502,470 42% -$ 111,335 -1% $ 12,987,695 59% -$ 164,637 -1% 
 每票成本 $ 221.63 $ 289.49 $ 279.76 $ 385.46 $ 198.53 $ 323.97 

 
    王淑慧 林淑芬 柯淑敏 洪秀柱 雷倩 
 得票數   32913 43680 29472 57389 72467 
  平均值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金額 比例 

宣傳支出 37.2% $ 2,116,381 49.7% $ 2,483,801 35.2% $ 2,018,788 40.5% $ 3,912,726 42.9% $ 4,653,065 53.4% 
宣傳 

宣傳車 6.3% $ 925,449 21.7% $ 97,700 1.4% $ 196,400 3.9% $ 677,000 7.4% $ 417,377 4.8% 
競選總部 5.7% $ 351,150 8.2% $ 154,450 2.2% $ 0 0.0% $ 240,000 2.6% $ 1,275,036 14.6% 

組織 
集會支出 2.9% $ 0 0.0% $ 84,500 1.2% $ 157,770 3.2% $ 492,100 5.4% $ 970,782 11.1% 
交通旅費 1.8% $ 120,586 2.8% $ 121,041 1.7% $ 117,679 2.4% $ 99,929 1.1% $ 201,509 2.3% 

動員 
雜支支出 45.8% $ 743,913 17.5% $ 4,116,044 58.3% $ 2,491,100 50.0% $ 3,688,036 40.5% $1,203,509 13.8% 

 支出合計 100% $ 4,257,479 100% $ 7,057,536 100% $ 4,981,737 100% $ 9,111,791 100% $ 8,721,278 100% 
 收入合計 118% $ 3,271,919 77% $ 6,931,337 98% $ 4,770,443 96% $ 8,872,477 97% $ 7,343,660 84% 
 結存金額 5.4% -$ 985,560 -30% -$ 126,199 -2% -$ 211,294 -4% -$ 239,314 -3% -$1,377,618 -19% 
 每票成本 $ 221.63 $ 129.36 $ 161.57 $ 169.03 $ 158.77 $ 120.35 

資料來源：整理自監察院公報政治獻金會計報告書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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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申報政治獻金各支出科目摘要一覽表 

支出項目 支出科目摘要 

宣傳費用 製作競選物品、製作宣傳廣告、刊登或托播宣傳廣告費

用、租用廣告看板或車體廣告、發送簡訊、辦理民意調查、

郵寄物品費用、其他 

宣傳 

租用宣傳車 宣傳車司機及油料費用、租用宣傳車、維修宣傳車、其他

租用競選辦事處 租用辦公處所費用、租買辦公設備費用、裝潢費用、其他組織 

集會支出 租用設備、租用場地、活動餐飲、購置物品、活動企劃、

清潔整理、其他 

交通旅運支出 油資、回數票、停車費、搭乘長程運輸工具、搭乘短程運

輸工具、差旅食宿、其他 
動員 

雜支支出 人事支出、餐飲費用、水電瓦斯費用、電話網路費用、書

報訂閱費用、雜項購置費用、饋贈開支、選舉保證金、修

繕費用、有線電視使用費、其他 

資料來源：監察院公報政治獻金會計報告書申報光碟系統操作手冊 

肆、小結 

在本研究在進行訪問之初即依筆者輔選經驗，預擬競選資源正面

操作項目（敬請參閱表 4-10 影響女性立委當選因素競選資源變數定

義及操作項目表）。在舉行焦點團體與深度訪談後，依據訪談摘敘與

筆者的觀察歸納以下六點結論： 

  一、舉辦募款餐會，一方面是籌集競選經費，另一方面又可成

為造勢的重點活動，吸引“錢潮＂創造“人潮＂。 

  二、形象牌的候選人對於接受高金額的競選捐助態度較為謹

慎，寧可募集小額捐款，以免被利益團體牽制，喪失自主問政空間。 

三、選區分析是引導選戰資源合理配置的第一要務。 

四、台北縣研究對象宣傳費開銷比例大於台北市的研究對象。 

  五、集會支出高代表目標族群明確且候選人經營很深，或者注

重地方活動耕耘或者造勢活動頻繁，具戰鬥力的形象牌候選人在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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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支出較高。 

  六、女性立委候選人的募款能力是象徵候選人品牌價值之所

在，募款能力強代表其知名度高、形象好、看好度佳、人脈豐沛、或

有特殊之經驗背景。 

 

表 4-10 影響女性立委當選競選資源因素變數定義及操作項目表 

因素構面 變數定義 正面操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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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舉辦的募款活動不但募到捐款，還可凝

聚支持者選票。 
2.政黨的補助是競選資源的重要力量。 
3.來自社會資源的捐助（非政治獻金）節

省許多開銷。 
4.競選經費運用得宜，將資源作最好的調

配。 
5.遵守政治獻金法規範讓清廉形象加分。

資料來源：依筆者輔選經驗自行整理 

 

本節研究發現，多數的研究對象認為競選資源對影響女性立委當

選的外部因素影響力不大。此觀點與何金銘（1994b：1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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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論

相同，該研究顯示競選支出勉強算是決勝因素之一，但卻不是關鍵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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