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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研究動機 

隨著 2005 年 6 月「任務型國大」複決通過修正憲法增修條文，

對於立法委員選舉方式與名額上作了修正，不僅將席次由原本的 225

席減至 113 席，就產生方式也由原本的複數選區單記非讓渡投票制

（ Multi-Member-District, 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 

SNTV-MMD）改為單一選區兩票制（Single District and Two Votes 

System）。而單一選區與複數選區對於政黨生態各有何影響，就整體

而言，由於在單一選區中將造成選票較會在黨際間進行轉移（黃秀

端，2001：37），因此，易產生政黨生態發生變動之現象；換言之，

在單一選區中如果有三個或三個以上政黨存在時，支持實力較弱的政

黨的選民基於理性不浪費選票的考量，會傾向於將選票轉給兩大黨中

他比較不討厭的政黨，所以選票轉移是從一個政黨轉向另外一個政黨

的。 

相反地，複數選區下的選票轉移所呈現的卻是政黨內部之間的移

轉情況，通常在複數選區下當選人數不只一人，選民為了使選票不會

浪費在實力超強或過弱之候選人身上，而以極大化政黨在選區內的席

次為主，則選票將會是選擇從該黨中的某一位候選人轉移到另外一位

候選人，進行同一政黨內部的選票移轉。因此我們將可以預期採單一

選區制選舉後，各政黨得票率之波動程度遠高於複數選區之選舉。因

此，選舉制度對於政黨的數目、意識型態的多元性、席次的比例性，

以及政黨採取的策略都會有深遠與直接之影響，此亦即改採單一選區

兩票制後，會引發各政黨如此大之重視的主因。而有鑑於單一選舉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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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選區劃分是目前國內政治改革的重心，因此我們應當重視在選區劃

分相關運作上的規劃與討論，例如：選區劃分的執行上應遵循哪些標

準？選區劃分的決策以及程序又應交由何機構進行等問題進行規

劃，針對選區劃分相關問題來進行討論，以了解選區劃分對於政黨生

態之影響。 

長久以來我國的立委選舉制度主要是採取複數選區單記非讓渡

投票制（SNTV），就選區規模而言是屬於大選舉區；而未來改為單一

選區後，如何將原本大選區重新劃分為數個小選區，並應由誰來做為

執行劃分的機關？劃分時依循的原則為何？以及應如何達到公正、公

平之劃分以符合各政黨的期待等問題，均是是我們選舉制度改變後的

首先需要處理的幾個面向。而為何選區劃分需要如此謹慎，主要來自

選區重劃後將涉及對政治利益的分配與對政黨生態等產生鉅大影

響，如可能會對台北市原有的政黨勢力產生消長、導致政黨在選舉操

作上的改變、政黨之間的結合與對抗情況之改變等，因此，選區劃分

必須公平不能偏袒某一政黨，以免引發爭議；且因為選區重劃所產生

的衝擊強度是現階段我們難以預測的，對政黨而言，首當其衝的就是

政黨利益、政黨勢力的變化，因為這些都會隨著選區的重新劃分而進

行再分配，唯有公正謹慎去看待選區之劃分，才能落實單一選區所追

求代表性、票票等值等精神。所以政黨勢力在未來將會如何改變是未

來值得注意方向，是本論文所要研究的動機。 

但事實上，改為單一選區對政黨所造成之衝擊並非全然是負面

的，因為在小選區中選民其實是會比較重視與立委之間的互動，故小

選區反而對於候選人與選民的互動經營較容易，政黨經營反而只需要

在支持候選人資源上，其他的反而就不必花太多心力。所以，面對此

選區縮小的變動，政黨在選舉策略運作將會有如何改變與調整，或許

各候選人選擇將重心放在候選人之經營上，會比著重於政黨間之競爭

對於其競選更有助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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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目的  

本論文研究之目的在於了解選舉制度對政黨體制之影響，關於這

方面之研究在西方國家中已行之有年。早在1954年，M. Duverger就

在其出版的《政黨》一書中提到選舉制度對選民投票選擇可能產生的

影響，Duverger認為在單一選區多數代表制的國家會使得選民不傾向

於支持小黨，當有三個政黨在單一選區多數代表制中，且其中一個政

黨的實力較弱，選民若繼續支持實力較弱的第三黨，時間久了選民也

會察覺他們的選票是被浪費了，因此，基於不讓他們討厭的政黨當選

之考量下，很自然地便將其選票投給兩大政黨中他比較不討厭的一

黨，以避免他最討厭的政黨當選（Duverger, 1954: 226），此現象

即Duverger為所說之機械性因素（mechanical factor）與心理性因

素（psychological factor）。機械性因素指的是第三黨的席次通常

會被低估計算，心理性因素則是指選民會認為投票給被低估席次的政

黨將形成浪費，故傾向避免投給第三黨。不過基本上這種現象在其它

選舉制度是比較不會發生的。 

雖然以上兩因素都會造成選票集中在兩個主要候選人的傾向，但

值得注意的是，此假設必須以社會分歧不嚴重為前提，若實施在國家

內部分歧小之社會中，則各選區之政黨生態發展將會是朝向兩黨制發

展，因此全國的政黨體制演變上就會發展出兩黨制；若是實施於一個

嚴重分歧的社會，選民對於種族、語言、宗教等分歧因素的認同和效

忠，是遠大於他們對選票是否會浪費的此一顧忌。因此，在內部社會

分歧嚴重的國家中，選民因種族、語言、宗教等分歧造成選舉結果將

是有所差異的，因為選民寧願浪費選票也不願將選票投給其他黨派，

將選票作黨際之間轉移，而這樣的結果將使得每個地區之政黨傾向與

政黨生態發展形成差異；至於對全國政黨體制而言，亦將可能產生多

黨制之政黨生態。因此，必須視國家內部的差異程度，而不可全然化

約概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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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論文的研究重點置於討論選舉制度的改變後（改採單一選區制

後），加上台北市進行選區重劃後，將是否對於政黨勢力消長產生影

響，以及對於台北市政黨勢力之分佈造成何種程度之變動等幾個層面

進行討論，最後則是分析台北市是否因此改變原來之政黨生態，若有

所轉變則這些轉變的程度為何，最後根據研究之結果進行對台北市政

黨體制發展之預測。因此，基於上述之動機，本論文的研究目的共分

有下列幾點： 

一、 了解選區劃分之運作：主要是對於我國選區劃分執行之機關進

行介紹，並且探討監督選區劃分執行之機關為何，以及相關機制之規

定與程序等進行了解。此外還會針對選區劃分之原則及相關依據進行

討論，並了解選區大小會對選舉產生哪些影響，以及選區劃分與政黨

之獲勝率之間的關聯。 

二、 可能造成台北市政黨生態之變化：首先了解選舉制度改變後對

於台北市藍、綠陣營勢力之衝擊，原本的藍綠勢力分布為何，選區劃

分後對於哪一陣營較具優勢。接著研究選舉制度改變後對政黨競爭之

影響，因此，將先探討台北市各政黨間的競爭模式，接著因為選舉制

度改變產生對政黨勢力之衝擊，而將使得各政黨之間的互動模式有何

種轉變，是否會由原本的多元競爭轉為結盟合作。最後分析台北市因

為選舉制度改變後，對於原有政黨生態產生之變動，是否會走向利於

兩黨對抗之體制發展。 

三、 影響台北市政黨生態轉變之因素：了解影響台北市政黨生態之

因素為何，將就三方面進行討論：1.選區因素是否因為改為單一選區

而使投票策略轉變 2.選民選舉意識因素：選票移轉是否由黨內轉為黨

際移轉 3.政黨基於利益考量下所產生的選舉策略改變。 

四、 選區劃分可能產生的問題：主要針對選區劃分後產生的問題進

行討論，了解選區劃分後可能產生的變化與問題，如國會議員的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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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度是否增高、候選人對選區之挑選是否會引發爭議、各政黨內部競

爭是否會更加劇烈以及是否會發生某些議員長期壟斷某選區的情況。 

五、 對 SNTV 制下產生的選舉問題之改善：了解選舉制度之改變是

否會對當前 SNTV 制下產生的選舉問題進行改善，如政黨體制分化的

情況上是否會因此而獲得改善，而同黨競爭的惡化形成政黨分裂的壓

力現象是否會趨緩。此外，在過去複數選區下，偏鋒人士容易當選之

情況是否會隨之改善，派系政治有沒有可能消滅，最後討論對國會生

態產生之改變。  

表 1-1 本論文研究的五項核心問題表 
項次 研究主題 研究子題 

1 了解選區劃分之運作 

1.執行主體、監督主體 
2.選區劃分之原則及相關依據 
3.選區大小產生之影響 
4.選區劃分與政黨之獲勝率之間的關

聯 

2 可能造成台北市政黨生態之變化 

1.是否會發生政黨重組 
2.是否造成泛藍勢力、泛綠勢力在台

北市之整合或衰退現象 
3.政黨競爭是否會由對抗轉為結盟 
3.小黨是否面臨泡沫化 
4.是否傾向兩黨制發展 

3 影響台北市政黨生態轉變之因素 

1.選區因素：是否因為改為單一選區

而使投票策略轉變 
2.選民選舉意識因素：選票移轉是否

由黨內轉為黨際移轉 
3.政黨利益考量 

4 選區劃分可能產生的問題 

1.國會議員的選舉難度是否增高 
2.候選人對選區之挑選可能引發爭議

3.各政黨內部競爭將更劇 
4.選區壟斷的情況是否會發生  

5 對 SNTV 制下產生的選舉問題之改善

1.政黨體制分化上 
2.黨內競爭惡化形成分裂壓力之現象

3.偏鋒人士當選之情況 
4.派系政治改善情況 
5.對國會生態產生之改變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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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途徑、方法與架構 

壹．研究途徑 

研究途徑主要是指找尋資料的標準。本文主要是以比較研究途徑

(comparative study approach)為主，比較研究途徑是指在同一個理

論架構或研究架構下，檢視不同的政策計畫、情況或個案，並進行比

較分析、歸納、整合，以得出某種結論的一種研究途徑。比較研究途

徑之基本原理有二：即比相同與比相異。比相同的目的，經常在「他

山之石，可以攻錯」，以類似之情況，作為當前研究現象之比附援引，

以做為同因必同果式的解釋或預測；比差異的目的，則常為證明不同

因不同果，故不能將當前研究與其他對照現象混為一談，或引據為作

因果解釋或預測的借鏡。（王玉民，1994：247）透過比較研究途徑，

對於不同國家、政府、機關而言，就相同或相似的政策方案運作狀況

進行比較分析，其結果可做為處理類似政策問題的參考，故透過跨國

的比較研究成為建立理論通則之重要途徑。  

本論文將採用制度比較分析法，即針對複數選區單記非讓渡投票

制與單一選區兩票制進行對比性研究，透過制度上之對比以清楚發現

不同制度的差異，從而能夠得到有關政黨生態研究內容的更清楚的認

識。此外，論文亦採取跨國的比較研究，希望透過其他國家在選區劃

分上的做法與我國選區劃分作法進行比較，這樣一來除了有助於我國

選區劃分實施之參考外，更希望藉由這些國家在選區劃分對政黨生態

產生之影響的相關文獻資料進行分析，試著歸納出單一選區兩票制對

政黨生態之影響與在我國之適用性。至於一般使用此種途徑的資料獲

得，其來源最常見的是經由既有的文獻、條例等的收集。 

因此本論文透過比較分析法，對兩個或多個事件進行對比性研

究，透過這種對比我們可以清楚發現相同點與同異點，從而能夠得到

有關研究內容的屬性和特點更清楚的認識。而採取比較研究途徑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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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於，透過跨國的比較研究將德、日兩國家在選區劃分的做法與我

國的做法進行比較，這樣一來除了有助於本國選區劃分之更進一步理

論化工作外，更希望藉由德、日兩國在選區重劃相關文獻資料上的分

析，試著歸納出適用於我國之作法。使用此種途徑的資料獲得通常來

自各種來源，最常見的是經由既有的文獻、條例等的收集。 

貳．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乃是指將資料蒐集與處理資料的方法，透過對所收集的

資料進行分析的程序及技術。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可分為「量化分析」

(quantitative analysis)和「質化分析」(qualitative analysis)。

本論文主要是運用量化資料的基礎，進行質化的研究，質化分析係指

以非數量化的方式檢驗或詮釋觀察的現象，藉以闡揚事物之間的因果

關係。本論文藉由分析兩屆的立法委員選舉中，各政黨之得票數的多

寡與得票之分布，來預測台北市各政黨的政治勢力分布狀況，並且比

較在實施單一選區制後，由於選區的進行重劃導致台北市政黨勢力的

變化。 

一、文獻分析法(literature review)：主要是透過蒐集與研究有關

的期刊、文章、書籍、論文、專書、研究報告、政府出版品、官方或

民間網站、及報章雜誌的相關報導等資料，進行靜態性與比較性的研

究，以瞭解問題發生的可能原因，及可能產生的結果（詹哲裕，網路）。

文獻分析法的特色為：（一）研究的是過去的事件，超越時空侷限；

（二）可超越個人的侷限，甚至超越前人研究的侷限性；（三）避免

調查者與被調查者互動的不良影響。而文獻分析法的優點則為：（一）

節省研究經費；（二）不必求取研究對象的合作；（三）有利於研究

時間序列的了解；（四）有助於一般調查的準備與進行；（五）對前

者研究成果形成與處理(葉至誠、葉立誠，2000：138-147)。本論文

主要就德、日與我國相關選區劃分之文獻進行分析，並且就選區劃分

的相關概念界定與定義進行說明。希望透過比較同屬單一選區制的兩



 
  8 選區劃分對政黨生態之影響－以台北市為例 

 

 

國在選區劃分上之做法，以歸納出有無可做為我國借鏡、效法之處，

以及有哪些做法應為我國所警惕避免的問題，以減少我國在進行選區

重劃之阻力。 

二、票櫃分析法：票櫃分析法主要是以預研究的選舉得票數進行統計

與分析選舉出結果的一種研究方法。論文主要透過第五、六兩屆的立

法委員選舉結果進行分析，了解台北市原來的政黨勢力分布情況與政

黨生態，並由兩屆之結果試著推測第七屆各政黨之得票情形，最後藉

由歸納各政黨的得票數來預測第七屆立委選舉台北市政黨生態的轉

變，以及各政黨間勢力變化之現象。 

三、歸納法（Inductive Method）：是指以單一個事物為基礎，歸納

出普遍的原則。一般而言歸納法被視為從有限的經驗事實向普遍的理

性知識擴展的一種有效的方法。透過歸納法，可以對多次重複的結果

加以分析整理，並進而歸納成為一個規律，並作為知識研究的基礎。

論文主要透過收集與研究過去的得票數，並就這些資料進行分析、比

較，來歸納與預測未來各政黨之得票數。 

四、制度分析法（Institution Analysis）：論文亦針對兩種選舉制

度進行比較，即對 SNTV 制與單一選區兩票制進行比較，分析每種選

舉制度對政黨生態所產生之不同影響，進而根據研究的結果來進行制

度比較，研究兩種選舉制度對於我國政黨生態之影響，以及新的選舉

制度是否可有效改善我國現存政治上之問題。 

  

叁．研究架構 

本論文的研究架構主要是以選舉制度變革後之選區重劃分為出

發點，將選區劃分作為研究之自變項，研究選區劃分的操作對於政黨

生態產生之變數，所以本論文是以政黨生態之演變為研究的依變項，

討論因為選舉制度的改變對於台北市政黨互動模式之牽動。選舉制度

一向是民主政治的研究焦點之一，以往對於選舉制度的研究大多數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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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各種不同選制所造成的政治後果。以這種研究角度出發，選舉制度

在整個政治系統中通常被視為獨立變數或中介變數（施正鋒，1999：

196），探討其對於政治系統其他部分所造成的效果，包括政黨體系、

政治穩定、政黨或政治人物的行為、政府效能等，並經常作各種不同

選制間的比較，以探討各種選制的優劣（吳振嘉，2003：2）。既然

知道選舉制度對於政黨體制具有直接且深遠之影響，但基本上選舉制

度包含的面向很多，如選區大小、國會席次、選舉門檻之設置、選票

之結構等均為選舉制度內之設計，本論文由憲法上對選舉制度之改變

作為整各研究之起始推論，由於選舉制度由複數選區單記非讓渡投票

制改為單一選區兩票制，使得原本運行的複數選區將改為單一選區而

必須進行選區的重新劃分，論文僅選擇區域性之選區劃分（即台北市）

作為研究範圍。 

此外論文以選區劃分作為研究的自變項，分有三面向進行分析：

一、選區劃分之主體：主要就選區劃分的主體進行討論，即執行選區

劃分的機關為何？是中選會或各地方之選委會，還是獨立的機構負責

劃分。此外，是否有監督劃分之機關存在、以及協助劃分的機構等進

行討論。 

二、選區劃分之價值目標：即針對我國對於選區劃分所採取的標準與

原則加以分析，究竟是以人口代表原則或是區域代表原則為主，若以

人口代表為依循原則，則必須考量票票等值此一價值；反之，若是依

循區域代表原則，則必須重視維持行政區完整性與大小等價值，論文

將就劃分原則進行說明與分析。最後，並就選區劃分對政黨獲勝率之

影響程度進行分析，究竟選區劃分之後泛藍、綠陣營在台北市的勢力

版圖將會有哪些變動，且對於候選人與政黨的衝擊又為何等問題做討

論。 

三、選區劃分之客體：即對於影響選區劃分的制度因素加以說明，選

區的大小或是採取的制度都會對選區劃分造成影響，如單一選區或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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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選區在選區劃分就有不同的做法與規定、相對多數制下的選區或比

例代表制下的選區議會對於選區劃分形成不同程度之影響，這些都是

值得討論的。 

而以政黨體制之演變做為論文的依變項來進行探討，並試圖推測

結果，即政黨的數目與版圖、政黨競爭型態與關係等產生哪些變化，

究竟政黨生態將會因為選舉制度改變及選區的重劃而產生哪些改

變，並依據這些變化來預估台北市政黨競爭之模式轉變，是否由多黨

對抗轉為兩黨對抗模式之發展，是否形成某政黨在台北市選舉上之優

勢情況產生，最後並試著預測台北市是否成為兩黨競爭的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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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體（選區大小、

制度選擇） 

主體（劃分機構、監

督機構、協助機構） 

 

選區劃分 

（自變項） 

結論：對台北政黨生態之改變 

價值目標（票票等

值、行政區完整、獲

勝率） 

造成政黨制度改變（依變項）

政黨數目及版圖 競爭型態及關係 

選舉制度之改變 

 

圖 1-1  研究架構圖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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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壹．研究範圍 

本論文的研究範圍主要包含研究對象與時間。就研究對象而言，

主要包括台北市 2 個選區，2 個選區中又包含有 12 個行政區，分別

為中山、大同、大安、中正、萬華、文山、北投、士林、南港、內湖、

松山、信義等區，目前中選會對台北市選區的規劃將這 2 個選區劃成

8 個選區，因此，從上述 12 行政區的人口及地理面積等進行規劃與

調整，重新劃分出 8 個選區。至於研究的時間上，主要利用選區中每

一個政黨在第五、六屆兩次選舉中選票的變化做為分析之時間範圍，

最後並以第七屆之立法委員選舉做為對照並試著預測重劃後之變

化。因此，論文主要將分作三階段進行研究： 

一、第五、六屆立法委員選舉的政黨生態結構之分析 

二、第五、六屆立法委員選舉政黨生態結構之變化 

三、第七屆立法委員選舉政黨生態之預估 

故本論文將就各行政區的政黨傾向先行歸納與分析，繼而輔以兩

屆之選舉結果進行分析，歸納出各行政區的政黨支持傾向，並且以此

結果試著推測選區重劃後，每個選區的政黨傾向，比較重劃前後政黨

支持的轉變情況，以及對政黨勢力有何影響，推論此劃分法是否利於

某一黨，且這樣的結果又會對台北市政黨互動模式發展產生哪些變

動。 

貳．研究限制 

由於台北市選區劃分最後確定之方案在本論文提出時尚未定

案，目前只有中選會提出之草案做為本論文的研究對象，尚待立法院

通過，因此對於本論文的預測結果將有所影響，歸納出以下三點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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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資料引用上之困難：根據日前中選會公佈的訊息來看，中選會經

由第 356 次委員會議審議通過選區劃分變更案後，已於 95 年 5月 30

日將變更案送請立法院同意。目前中選會所提出之選區劃分草案雖已

送交至立法院進行決議，但目前仍屬於未定階段，因此之中的變數仍

多，而研究的不確定性過多，將會對研究結果產生準確度之限制。 

二、時間限制導致效度不足：本論文完成時由於新的選舉制度還未實

施，須等到 2007 年才實行，因此筆者只能就選區劃分實施之結果進

行預期，而對於選區劃分造成之影響無法馬上得到證實，影響了研究

之效度，因此時間上是一大限制，限制了對於選舉結果之探討與印證。 

三、研究方法上的限制：本論文主要是採取文獻及票櫃之分析，希望

藉由文獻上之探討與歸納，將德、日單一選區上之做法做為我國單一

選區劃分之參考。但事實上只透過文獻上之歸納與比較所得到的看

法，卻未必適合我國的政治環境之適用，因此，是否作為我國選區劃

分之適用仍是有討論空間的。而至於採取票數之統計與歸納亦有限

制，由於只以第五、六兩屆之選舉結果做為分析對象，並進行預測第

七屆的各政黨的席次分析，就準確度上是略顯不夠，因此，以此結果

做為預測之推論，則得出的結論與實際實施之結果自然有所落差，準

確性有待印證。 

第四節 章節安排 

 

本論文共有六章。第一章為緒論，第二章主要在對於理論上之探

討，對選區劃分相關概念、定義、執行與監督等進行界定、釐清與討

論。第三章則進行對德、日及我國的選區劃分作法和規定之介紹，並

且檢視德日兩國單一選區制下選區劃分對於政治發展之影響。本論文

的第四章則將對台北市選區之劃分草案進行探討，就台北市的行政區

劃與選區劃分介紹，最後則就台北市單一選區劃分草案進行介紹與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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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第五章主要是針對台北市選區重劃後的政黨生態進行討論，檢證

是否因為選區的重劃而對台北市政黨生態產生影響，第一節先就複數

選區制下台北市的政黨生態作說明，而至於選區重劃後對於台北市的

政黨勢力之衝擊則在第二節中分析，探討此衝擊是否改變了各政黨之

間的互動模式，或政黨選戰經營策略之轉變，並在第三節中試著歸納

選區重劃後政黨間勢力的消長與政黨競爭之生態。第六章則為結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