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台北市選區重劃分對政黨生態之影響 97 

 

第五章  台北市選區重劃分對政黨生態之影響 

 

   基於上一章對台北市選區重劃之討論，本章接下來將針對選區重

劃所造成的影響進行深入分析。本章重點首先著重於探討選區重劃對

政黨生態之衝擊，特別是對政黨勢力消長的影響；其次，將對重劃後

的台北市形成何種政黨競爭模式進行討論。政黨的重要性在於它是西

方民主政治的主要特徵之一，是作為民意的匯集、整合及提出的一個

重要管道，政黨在政治系統中作為決策中心輸入之角色，並且可藉由

此轉換得到一些權威性的價值分配。因此，政黨為了爭取選票獲得執

政的權力，通常是主動匯集、整合及提出民意的，並且用以形成作為

政黨的政綱、政策，進而預告其執政後的施政方向及具體目標。因此，

可知政黨在現代民主政治中的重要性，是不言而喻的（高永光，2001：

387）。最後，希望可以援引台北市的例子，藉由歸納選區劃分對台

北市造成的影響，預估台北市是否會由原來的多黨競爭走向兩黨競爭

的政黨生態。本章第一節主要是以第五、六屆兩屆立法委員選舉結果

為依據，分析台北市改制
1
前的政黨生態。第二節則藉由前一節之結

果來預測實施單一選區兩票制後，各政黨在台北市各選區可能獲得的

席次以及對台北市政黨競爭的衝擊。至於第三節則試著評估重劃後台

北市的政黨生態之發展與產生哪些影響。 

 

 

 

 

 

 

                                                 
1 所謂的改制是指由複數選區單記非讓渡投票制改為單一選區兩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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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複數選區制下對政黨體系造成之影響 

 

複數選區單記非讓渡投票制主要指的是每個選區都可產生 1 名

以上的立委，每個選區的名額則是依據人口多寡比例來定，每位選民

只能投一票且選票是不能轉移給其他候選人，至於得票數最高前幾名

即可當選。因此，SNTV 制的特點主要為採複數選區（意指選區應選

名額大於 1）；選票方面則是採取單記，亦即不論選區應名額為多少，

每位選民只享有投一票的權利，就算有其他喜歡的候選人也只能選出

一個人，每個候選人的得票都是單獨計算，得票最高的前幾名即可當

選；最後則是選票的不可讓渡特點，選票是無法移轉給同黨的其他候

選人，不管當選者超過當選所需票數的多餘選票還是落選者所贏得的

選票。 

要討論複數選區制下的台北市政黨生態，首先需就 SNTV 制造成

的影響進行討論，主要參考學者王業立的看法，分作兩方面來檢視： 

  

 

壹．對政黨數目之影響 

選舉制度往往會影響一個國家政黨政治的發展，有關選舉制度與

政黨體系之間關係的研究，以法國學者 Duverger 在其 1951 年出版的

著作《政黨概論》一書中所歸納三個法則，稱為杜瓦傑法則最具代表

性： 

一、單一選區相對多數決制傾向產生兩黨制； 

二、比例代表制亦導致許多相互獨立政黨的形成； 

三、兩階段絕對多數決制易形成多黨聯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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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小黨在單一選區相對多數決制下較不易存活，而比例

代表制的比例代表性較高。但在我國由於單記非讓渡投票制是在複數

選區下施行，選區越大越具比例代表性，也越利於小黨的生存；由於

是複數選區制，所以小黨只需要掌握一小比例的選票即有可能當選，

並且在同樣的邏輯下政黨內的派系，在應選席次為 N 席的複數選區

中，只要有獲得（V／N＋1）＋1 張選票即可不受黨紀的約束，並具

備分裂的誘因與實力（Reed，1990：336）。就制度設計上，複數選

區制的保障下對於政黨數目之成長具有正向的意涵，導致國會中維持

四、五個有效政黨數目的政治局面，以台北市第五屆第六屆立委選舉

結果來看，儘管設有 5％的政黨門檻，但獲得席次的政黨仍有 4個。

因此，就政黨數目而言，複數選區下的台北市呈現的是多元競爭的政

黨形勢。 

貳．對政黨競爭之影響 

複數選區下基本上是利於組織動員能力強的政黨進行配票及吸

票，甚至透過對行政立法內容的掌控，進行「肉桶立法」
2
，以圖利

特定選民（王業立，1999，148）。一些小黨的領袖或代表人物能當

選，主要原因來自於政黨配票失誤，在複數選區下大黨是會比小黨在

提名額與票數分配上容易出錯的，不過亦有例外情況反而造成一黨獨

大的政治生態。關於這點 Gary Cox ＆ Emerson Niou曾提出三個理

由解釋：（Cox ＆ Niou，1994：234） 

一、 兩大黨中的某一黨出現提名爆炸情況，導致票源分散而減少當

選席次，這些席次反而轉向另一大黨所致。 

二、 二、主要大黨出現自我內部的分化，造成票源流失，助於與其

立場相反之政黨獲得更多席次。 
 

2美國國會議員為選區利益，經常在預算案中增加若干公共福利與建設的條款來討好選民，以作

為交換預算同意的條件，這種以增加撥款案中的金額或撥款案來為地方謀求利益的立法，在美國

政治過程中稱為「肉桶立法」（Pork Barrel Legislation）。進一步來說，國會議員為了自己的私

利，通過對自己有利的法案以及一些對選區選民有益的法案，以討好選民以獲取的支持，但此舉

卻常使國家預算增加，不利於整體國家利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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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三、中選區的劃分對於原本取得優勢之大黨就較有利。 

針對此，Douglas Rae 認為任何選舉制度都是有利於大黨的，只

是程度上之差別，因為大黨由於本身的資源與勢力優勢，所以獲得的

席次一定高於一般組織力較差的小黨。這種現象即為 Duverger 所稱

的制度之「機械性因素」。除了有利組織大的政黨外，複數選區對於

造成政黨內的競爭情況亦是嚴重的，甚至政黨內的競爭情況比政黨與

政黨之間的競爭情況更為激烈，由於是複數選區政黨提名不會只有一

人，進而造成同黨候選人常因為票源過於相近、候選人形象的重疊性

過高而不利於競選；故為了爭取當選，候選人不但要面對其他政黨候

選人的挑戰更要防範同黨候選人在票源上的搶奪，長久下來同黨內因

為競爭而造成的利益衝突情況嚴重，甚至演變成黨內同室操戈的現

象，這也成為我國選舉負面問題之一。 

此外，在複數選區制下具難度的還有一點即是政黨的提名，其中

又以提名的額度最為重要。就政黨而言，在複數選區制下各政黨均以

追求席次極大化為目標，故如何適度的提名是相當重要，因為提名太

多或提名太少，往往都意味著當選席次的減少
3
。在單一選區中，候

選人所追求的選票極大化和政黨追求的席次極大化兩者並無衝突；但

在複數選區中，兩者便往往出現矛盾，這是由於複數選區中，若某區

有一候選人選票很高，代表著此區同黨的其他候選人票數將被吸走，

這是不利於政黨總席次之追求的，故複數選區下政黨都以票源平均分

配作為目標，因此，這就帶出複數選區制另一項獨有的制度特色便是

「配票」
4
。在SNTV選制下，每個選區應選的席次不只一個，因此政

黨的提名人數大致上都會超過一人，在這種情況下，各政黨就會更仔

 
3提名過多造成提名爆炸，會拉低政黨的總席次，因為選民對於政黨投票時因為選擇太多，造成

票源過於分散，反而使能當選的機率降低，不利於整體之席次。  
4所謂「配票(votes division)」 就是票源分配，通常是指平均配票。政黨方面，為求當選議席數

極大化，充分而有效地運用票源，就必須採取配票策略，劃分候選人的票源區後，還會就選情發

展採取不同政策；在候選人方面，為求當選可能性極大化，並與其他候選人區隔，通常是建立自

己的勢力以爭取票源。因此，這種選舉制度造成黨內競爭激烈，同黨候選人的競爭甚至大於與他

黨之競爭，但就配票這項技術來說，與民主原則有相違背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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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的評估該選區中提名人數的多寡，亦會將候選人的個人專業或者相

關形象加入提名考量因素中，並且進行配票的動作，若政黨的配票能

夠發揮作用使選票效益達到最大化，則將會使該政黨的得票率與席次

成正比；反之，若配票策略失敗則可能會產生同黨候選人之間相互爭

取地方重要人士支持的情況發生。在同一個選區中，若政黨同時提名

多個候選人，在選票可能重疊的情況下，此時競選的過程中容易造成

黨內競爭（intraparty competition）較黨際競爭（interparty 

competition）更為激烈的情形產生。Galbraith and Rae 也發現在

複數選區的策略投票是政黨不同候選人之間的選票相互轉移情形（柯

惠真，2004：30）。 

至於選區大小與政黨生態之關聯，一般在完全的單一選區制下，

各個政黨競爭一個席次，通常較有利於大黨，會擴張大黨的席次，除

非小黨的支持者很集中，否則對小黨不利並會壓縮第三黨的生存空

間，容易形成兩黨制；但在複數選區制下，由於代表性上比單一選區

制接近平等，因此是對於小黨與少數團體爭取席次上較有利的。此

外，由於我國目前採取 SNTV 制形成選風敗壞、黑金政治、派系政治

等問題，主要是因為制度設計使然，形成賄選、黑金現象以及地方派

系勢力容易介入政治、左右選舉，在一些地區甚至於連政黨提名候選

人都要為派系所主導。這些因素影響了選舉的公正性，形成選舉上的

一些不平等問題，且隨著實施時間越久造成的負面效果越嚴重，不利

於我國民主政治的發展。未來改採單一選區兩票制。是否會對於這些

問題有所改善恐怕還是需要持續觀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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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台北市選區重劃後未來政黨勢力之評估 

 

壹．改制前台北市的政黨生態 

台北市在複數選區制下的政黨生態之探究，初步之歸納認為，台

北市在採行複數選區單記非讓渡投票制下的政黨生態，所呈現的是一

個多黨的政黨生態。界定的根據，是採自於Rae（Rae，1967：93）對

政黨制度的定義，主要為：兩黨制係指在國會中，最大政黨席次不超

過 70％，且最大的兩個政黨席次總和至少在 90％以上。因此，若有

一個政黨掌握超過 70％的議席，就是一黨制；若無一黨佔 70％以上，

兩大政黨總合亦未超過 90％，就是多黨制（謝復生，1992：7）。以

我國前兩屆立法院各政黨席次結構來看，應可確定我國為多黨制分別

是兩大黨（國民黨、民進黨）兩小黨（親民黨、台聯黨）的局面，且

若從國會中之「有效政黨數」
5
指標來檢視立法院中的政黨分化程度，

則可發現有效政黨數有越來越分化的趨勢，政黨分化程度越大代表越

能保障小黨的生存空間，因此，在此種制度下對於小黨或者是無黨籍

人士是比較有利的。 

其次，就為何會造成多黨制的政黨生態之原因進行深入探究，可

以得到這是複數選區單記非讓渡投票制（SNTV）實施之必然結果與特

色之一，從我國五、六兩屆立法委員選舉結果來印證，除非有區域性

的強大第三黨存在，否則小黨在單一選區相對多數決制下較不易存

活；亦即選區越大則小黨生存空間也會越大。（王業立，1998：50）

且由於 SNTV 制是介於單一選區相對多數決制與比例代表制之間，在

選票與席次的轉化有相當的比例性，有利於少數意見的表達，因此，

間接對於小黨有較多之保障，故自然易形成多黨的政治生態。而台北

 
5 這裡採取的是Markku Lassko＆Rein Taagepera所定義的有效政黨數指標，主要是根據一個簡單

的公式（N﹦1／ΣPi2）計算而出，目的在於將每一個政黨確定擁有的席次分配予以考慮。N為

有效政黨數﹐Pi為各政黨的得票率或議席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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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在這種政黨生態下所發展出來的，是一種多黨的政治局勢，除了席

次佔多數的兩大黨（國民黨、民進黨）外，亦還有佔關鍵席次的親民

黨與台聯黨，及佔一席之無黨籍。因此，推至台北市的情勢，就我國

第五屆、第六屆立委選舉結果來看，基本上政黨分化的情形是逐漸增

加的，使政黨生態上是呈現多元樣態的。 

複數選區下台北市的政黨生態主要分有兩個階段，在第五屆立委

選舉以前為兩黨之生態，第五屆之後則變為多黨生態即兩大黨兩小

黨。造成這種轉變的原因來自於國民黨勢力的分裂及台獨勢力的抬

頭。以國民黨而言，國民黨內部從 1990 年後一直存在著主流與非主

流的問題，並且在 1993 年發生了新國民黨連線出走的事件，使得國

民黨的分裂，進而組成新的政黨。由於以新國民黨連線為基礎所建立

的新黨力量有限，因此，在台北市所形成之影響力並不大，但自新黨

成立以後，國民黨在台北市的席次就沒過半，新黨在台北市的席次大

增分散了國民黨的票源，成了影響國民黨選舉結果的主因，使得台北

市形成了國民黨與民進黨兩黨激烈競爭之局面；在 2000 年國民黨內

部發生第二次的分裂，宋楚瑜成立親民黨，部分國民黨立法委員的加

入，使得在 2001 年第五屆立委選舉中，親民黨帶走了國民黨支持者

的票源，親民黨在台北市獲得了 22.1%的選票，共獲得 6 個席次，到

了第 6 屆的選舉，則有 17.11%的選票，共獲得 3 個席次；親民黨成

為台北市除國民黨與民進黨外的第三個大黨。至於台獨勢力的抬頭和

台聯黨的成立，多少分食了民進黨的勢力，雖然相較於親民黨對國民

黨的大衝擊，台聯黨並未對民進黨有太大的衝擊，主要是台聯黨過於

激進的意識形態無法吸引大多數的台北選民，尤其民進黨在幾次選舉

中，在南北區推出的聯合配票策略，更因此擠壓部份台聯候選人空

間。也由於在前兩次的選舉中親民黨與台聯黨均獲得了相當的席次

（見表 5-1），因此，對於台北市政黨的生態之衝擊由原本國、民兩

大黨競爭，帶入了多元的競爭形勢發展，政黨體系亦較之前零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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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第 5、6 屆立委選舉台北市各政黨席次統計表 

 

第五屆 第六屆 

 得票率 席次 得票率 席次 

國民黨 21.0％ 4 席 33.17％ 7 席 

民進黨 34.0％ 8 席 34.67％ 8 席 

親民黨 22.1％ 6 席 17.11％ 3 席 

台聯黨 5.4％ 1 席 5.87％ 1 席 

新  黨 8.3％ 0 席 0.00％ 0 席 

無黨籍

及其他 

9.2％ 1 席 9.18％ 1 席 

合  計 100 20 100 20 

 
資要來源：中選會網站（作者自行整理） 

貳．劃分前後對台北市政黨生態之影響評估 

選區重劃後，按照選區重劃原則台北市立委選區由 2個調整為 8

個，席次亦由 20 席減少了 12 席剩下 8 席，勢必增加選舉的困難與競

爭性，各政黨將會在台北市掌握多少優勢，且在各政黨在總席次上的

情況為何？將是本文所要討論的另一重點。本文將進一步依據 2001、

2004 年兩屆的立委選舉，各政黨在台北市之得票情形，分析與評估

各政黨在第七屆立委選舉中台北市可能獲得之席次，以進一步了解選

區重劃對於各政黨所產生的衝擊。 

一、政黨獲得之席次分析： 

從台北市歷屆區域民代選舉的票源變化觀察，高度都市化的北市

選舉，向來政黨票源的屬性劃分相當明顯，因此，政黨立委席次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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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並不是太大。但隨著選區的重劃將為選舉帶來了許多的不確定性，

原本台北市 12 個行政區重劃為 8 個選區，對各政黨候選人在選區的

經營上增加更大難度，因為一些長期經營的區域可能被劃入不屬於自

己的選區中，如此將影響當選機率與政黨的總席次獲得。接著本文將

透過票櫃分析法，針對 2001、2004 年各黨在立委選舉中的得票情形

及選舉共獲得之席次，進行歸納分析後，以預估第七屆的立委選舉中

各政黨將可能在台北市獲得之席次數。 

 

（一）第五、六屆立法委員選舉： 

台北市在 SNTV 制下分有 2 個大選區，在席次的分配方面，第一

選區與第二選區各分配 10 個席次，其中第一選區中的北投區、士林

區、松山區、信義區、內湖區、南港區的政黨席次比例，與第二選區

的中山區、大同區、大安區、中正區、萬華區、文山區等區的政黨席

次比例是有所變化的。各個政黨在各行政區的優勢不同因此所得到的

支持度亦會有差異，以下就兩大選區的選舉結果作分析： 

1.第一選區： 

(1) 北投區：北投區基本上是民進黨等泛綠陣營
6
的重要票倉所在，

以第五屆立委選舉結果為例，民進黨在北投區總共獲得的票數為 4 萬

2 千票，國民黨為 2 萬 6 千票，親民黨方面為 2 萬 1 千票，最後台聯

黨獲有 7千 7 百票。至於第六屆立委選舉，民進黨則獲得 4 萬 4千票，

國民黨方面則增加獲得了 3萬 7 千票，親民黨獲得 1 萬 6 千票，台聯

黨部份則為 6 萬 7千票。由上面數據可知民進黨在此區的支持度是穩

定且領先的，相較之下，國民黨的票數變動是比較大的，造成此現象

的原因是親民黨對於國民黨票源的瓜分所致，形成了兩屆國民黨在北

投區所獲得的票數差異竟有 1 萬票之多；親民黨的優勢由兩次的選舉

結果，很明顯可看出其優勢是漸漸趨於式微的，影響的因素主要來自

 
6此所謂之泛綠是指選民的意識傾向以支持立場較偏獨立的民進黨與台聯黨稱之。 



 
  106 選區劃分對政黨生態之影響－以台北市為例 

 

泛藍勢力整合動作發揮作用，使得親民黨逐漸的被邊緣化。至於台聯

黨方面，在北投區的支持度一直是低且穩定的，變化性與影響性皆不

大。 

(2) 士林區：士林區亦為民進黨的優勢區，甚至可稱為整體泛綠的優

勢區。以第五屆立委得票來看，民進黨獲有 5萬 1 千票，遠多於國民

黨的 2 萬 6 千票，國民黨的票源主要是受到親民黨的分食而大幅落後

於民進黨之票數，若將親民黨獲得的 2 萬 3 千票結合，泛藍勢力在士

林區與民進黨是有競爭空間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台聯黨的表現在此區

也不差，獲得了 1萬 5 千票，故若泛綠勢力一經整合後，則泛藍勢力

在此區的競爭力將是有限的。及至第六屆選舉，政黨勢力出現消長，

其中以親民黨勢力消退最為明顯，親民黨在藍綠高度對立氣氛下，一

般社會期待其能與國民黨整合，成為國會之最大黨，漸漸被邊緣化。

民進黨方面雖票數有所減少但仍然取得士林區之主導權，加上台聯黨

的穩定成長，整體觀之，士林區可歸為泛綠之勢力優勢區。 

(3) 內湖區：內湖區方面，從第五屆、第六屆的得票來看，原本民進

黨優勢的地位，隨著泛藍勢力的整合而出現變化，國民黨的得票數由

第五屆的 22﹐464 票增加至第六屆的 38﹐080 票。民進黨方面兩屆的

得票數維持在 37﹐000 票左右，並沒有太大的變化。而國民黨票數之

增加主要在於新黨票數之加入，因此，在下一屆改為單一選區兩票制

後，內湖區的變化是值得持續觀察的。其他如親民黨方面，第五屆的

得票數為 27﹐813 票、第六屆為 21﹐004 票，變化並不大。台聯黨方

面，第五屆為 5﹐183 票、第六屆為 4﹐430 票，票數呈現小幅度之減

少。 

 (4) 南港區：南港區一直為國民黨與民進黨勢力的均勢區，以第五、

第六兩屆立委選舉結果來看，民進黨的得票約維持在 1 萬 7 千左右，

至於國民黨方面則有小幅成長，由第五屆的 13﹐307 票，增加為第六

屆的 18﹐094 票，選票的增加部份來自親民黨與新黨，但是幅度並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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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另外，國民黨選票增加的另一因素則應該來自非政黨提名參選候

選人數之減少，比起第五屆的人數少了 10 人。而若將國民黨與親民

黨的票數相加所得約 2 萬 6千票，將比起民進黨與台聯黨的總得票數

多 7 千多票。因此，若泛藍勢力整合成功將有利於下屆國民黨之競

選，但實際之情況還需看往後各政黨的發展才能斷定。 

(5) 松山區：松山區的政黨勢力由第五屆的民進黨優勢，轉為第六屆

的國民黨、民進黨兩黨均勢情況，國民黨由原本的 1 萬 7 千多票增加

為 3 萬 1千多票，選票大幅增加的因素主要還是因為社會藍、綠對抗

激起泛藍選民之團結，至於民進黨則均維持於 32 萬票左右。故此區

為泛藍、泛綠競爭激烈區。 

(6) 信義區：信義區在第五屆選舉時主要為民進黨、國民黨、親民黨

三黨競爭的局面，以各黨得票數來看，民進黨計有 35﹐381 票，國民

黨有 23﹐525 票，親民黨則有 27﹐470 票。基本上，由於親民黨自國

民黨分裂出來，使得國民黨在信義區票源的分散與削弱，影響了國民

黨整體之席次。到了第六屆，三黨競爭的情勢有所改變，由於親民黨

勢力的消退，選民意向轉而支持國民黨，使得國民黨票數大幅提升到

4 萬 1 千左右，故整體而言，第六屆以後國民黨在信義區的票數是穩

定增加的。 

2.第二選區： 

（1）中山區：這一區大致上還是民進黨的優勢區，以民進黨的得票數

來看，兩屆的票數是穩定大概都是在 3 萬 8 千票左右。國民黨與親民

黨在第五屆時原本中山區相差不大，但到第六屆選舉時，親民黨的影

響力有趨弱之現象，部分票源轉入國民黨，國民黨加上與新黨的聯合

競選，拉高了在中山區的支持度；至於台聯黨方面則都在 5、6千票左

右，在中山區的支持度尚屬平穩，主要由於此區為泛綠之主要票源區，

故台聯黨還能獲得不錯的支持。 

（2） 大同區：大同區原則上是民進黨的鐵票區，以兩屆的得票數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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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民進黨的支持是穩定且領先的，票數約都在 2 萬 8 千票上下，而

國民黨在此區的競爭力明顯不敵民進黨，即使加上親民黨與其他泛藍

勢力整合，還是民進黨較具優勢，故此區被歸納為民進黨的基本票源

區之一。 

（3） 中正區：中正區由第五屆的得票數來看，原則上是以民進黨得票

較多，但以泛藍勢力的票數總和來看，的確是勝過民進黨與台聯的票

數。到了第六屆立委，國民黨的支持度卻小幅度超越民進黨，票數多

了 8 千多票，除了是泛藍選民團結，還有就是第二選區參選總人數比

之前少了 7 人所致。親民黨方面變動不是太大，雖有部分選票移轉至

國民黨，但大致仍有 1 萬 4 左右之選票支持。整體分析，此區應可算

是泛藍的優勢區。 

（4） 萬華區：萬華區基本上政黨支持有南北之差異，萬華的北區為民

進黨的支持區，而南區則以國民黨的支持為主，故當國民黨與親民黨

勢力分化時，萬華區則是民進黨領先的局面；反之，若泛藍勢力結合

時，則將成為國民黨的優勢區。以第五屆票數來看，民進黨獲得 3 萬 8

千票之支持，國民黨則只有 2 萬 3 千票之支持，相差有 1 萬 5 千票之

多，加入親民黨的票數後則呈現些微領先。故此區的變動是較大的，

政黨屬性較模糊的選區。 

（5） 大安區：。此區為泛藍的大本營，民進黨雖然擁有近 4 萬 3 千票

的支持，且兩屆看來變動是很小的，原本這樣的結果是利於民進黨在

此區之耕耘。但由於泛藍的基本支持基礎穩固，即使後來國民黨分裂

為新黨與親民黨，依然在大安區獲得近 6 萬 8 千票（第五屆）與 8 萬

票（第六屆），國民黨在第六屆的選票甚至於多出 1 萬 1 千多票。故

基本上大安區稱得上是泛藍優勢區。 

（6） 文山區：文山區由得票數上之分析，可以看出民進黨在此區成長

幅度有限，若由第五屆立委的選舉結果分析，親民黨在此區取得主導

地位，國民黨則位居第三位，但到了第六屆國民黨因為新黨的賴士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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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使得選票增加有近 2萬票之多，穩固了國民黨在文山區的基礎；

而且國民黨加上親民黨的得票數遠超過民進黨的得票數，故謂文山區

為泛藍陣營的主要票源區是不為過的。至於泛綠陣營方面優勢並不

大，且隨著第六屆選舉之結果，民進黨的票數有減少跡象，故就算整

合後，其對於泛藍在文山區的地位之影響力亦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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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第五、六屆台北市選區各政黨之得票數統計表 

第五屆 第六屆 
 民進黨 國民黨 親民黨 台聯

黨 
民進黨 國民黨 親民黨 台聯黨

北
投
區 

41606 26006 20827 7633 43881 36337 16162 6716 

士
林
區 

50901 26086 22822 14916 
 

43714 39161 17303 12560 

松
山
區 

32204 17132 23338 5216 31721 31643 17712 4089 

信
義
區 

35381 23525 27470 5212 34087 41595 19617 4114 

南
港
區 

17833 13307 10730 2249 17994 18094 8323 1952 

內
湖
區 

37122 22464 27813 5183 37953 38080 21004 4430 

中
山
區 

38238 20669 19675 5024 38785 27922 15332 6056 

大
同
區 

28514 12644 8636 3868 28015 15259 5981 5123 

大
安
區 

42701 28959 38792 5547 42081 50137 29126 8424 

中
正
區 

22894 16735 17625 2914 22392 24814 13710 4424 

萬
華
區 

37549 23241 18943 4947 36394 29242 15236 6652 

文
山
區 

30700 25356 33347 3071 30252 45018 25443 5752 

合
計 

415643 256124 270018 62709 407269 397302 204949 70292 

資料來源：中選會（作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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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七屆立法委員選舉： 

針對第七屆立委各政黨席次的預估，本文主要是依據中選會公佈

台北市選區劃分草案來分析，配合第六屆各政黨在各選舉區的得票數

佐以分析，透過第六屆各黨票數之加總數，來試著評估下一屆的立委

選舉各政黨在台北市勢力之分佈情況，及預估各黨共獲得之席次數。 

1. 第一選區：範圍有北投區與士林區的 13 個里，北投區主要為民進

黨的票源區，而被劃入的士林區 13 個里（天母次分區與蘭雅次分

區），亦是民進黨優勢之地區，就上兩屆立委得票結果來看（參考表

5-2），民進黨在這 13 里的得票數分別為 14﹐358 及 14﹐686 票，得

票數穩定，基本上有利於民進黨。但也由於民進黨得票數之穩定，相

對地也顯示出民進黨成長空間有限。而就國民黨來說，前兩屆的得票

數是明顯上升的，在北投區加上士林區的 13 個里約成長有 13﹐000

票左右。或許依國民黨本身之實力是不如民進黨的，但若再加上 94

年底以後民進黨政府弊案連連的情況來看，更提高了國民黨的優勢，

且可能會超越民進黨取得第一選區的優勢。以表 5-3 來看，預估國民

黨將有 47﹐903 票，親民黨約有 22﹐316 票，因此預測在單一選區的

選舉中，且是泛藍勢力整合的前提下，此選區應屬國民黨之優勢選區。 

2. 第二選區：範圍有大同區與士林區的 38 個里。大同區基本上屬

於民進黨的鐵票區，如表 5-2 所示，民進黨兩屆以來得票數都高於國

民黨有 14﹐000 票上下，國民黨即使加上親民黨的票數仍然低於民進

黨在大同區的總得票數。此外，就併入的士林 38 個里來看，民進黨

獲得的票數有 29﹐028 票，與國民黨的 27﹐596 票相差不大，不過國

民黨要是加入親民黨的票源後，則可以約 38000 的高票提高在士林區

的競爭優勢。但整體而言，泛綠陣營的優勢仍是大於泛藍陣營，由於

在單一選區制下，小黨的生存空間將受壓縮，因此為求生存可能轉與

大黨合作，或甚至與大黨合併。一旦泛藍與泛綠勢力進行整併，則將

會提高泛綠陣營之勝選機率，所以預估第二選區為民進黨之優勢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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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三選區：本選區範圍有中山區及松山區的 20 個里。中山區從

第六屆的票數來看，依表 5-2 來看，民進黨是高於國民黨的，且多出

之票數超過 1 萬票，所以若只以國民黨和民進黨兩黨作分析，在中山

區民進黨的比較有優勢；至於併入的松山區 20 里，基本上，兩黨的

差距並不大，得票都約有 19﹐000 票，故若未加入親民黨與台聯黨票

數之前，在第四選區中民進黨的勝算是高於國民黨的。但若是以泛

藍、泛綠整合後之勢力來評估，則國民黨加入親民黨後之實力是略超

過民進黨加台聯黨的總票數，約高出 8900 票左右。故此區可預估為

泛藍之優勢區。 

4. 第四選區：範圍包含內湖區與南港區兩區，內湖區政黨勢力變化

由原本的民進黨領先（第五屆）轉為國民黨小幅領先（第六屆）之局

勢，不過因為領先幅度太小，故還有變動之空間。國民黨支持度增加

的原因，如前所述，主要是來自新黨的支持者，使得票數增加有 16﹐

000 票之多，未來改採單一選區制後，親民黨的優勢將失去，勢必尋

求與國民黨之合作才有生存之機會，如此一來，內湖區國民黨的優勢

將是大幅度領先民進黨的。至於併入之南港區，南港區一直為國民黨

與民進黨勢力的均勢區，以第五、第六兩屆立委選舉結果來看，民進

黨的得票約維持在 1 萬 7 千左右，國民黨方面則由第五屆的 13﹐307

票，增加為第六屆的 18﹐094 票，選票的增加部份來自親民黨與新黨。

而若將國民黨與親民黨的票數相加所得約 2 萬 6 千票，將比起民進黨

與台聯黨的總得票數多 7千多票。因此，此區將是國民黨之優勢選區。  

5. 第五選區：本選區範圍為萬華區及中正區的 21 個里。萬華區就

政黨實力來看，是民進黨領先之選區，國民黨本身的實力還是不敵民

進黨，需將泛藍勢力進行整合才能與民進黨相抗衡。至於中正區的

21 個里，兩黨的實力就相差無幾，但國民黨若能藉由泛藍勢力的統

整，則將能使實力凌駕於民進黨之上，在中正區 21 個里取得優勢。

所以就第七選區的政黨實力而言，除非泛藍勢力有效整合，才能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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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的優勢，反之則仍將由民進黨取得優勢，故基本上，此選區為

兩黨勢力相當之區。 

6. 第六選區：本選區範圍為大安區全部。大安區是唯一未被變動之

區域，基本上，大安區屬於國民黨之鐵票區，由表 5-3 來看，第六屆

之選舉結果顯示，國民黨領先民進黨有 8000 票之多，這還是未加上

親民黨之票數，國民黨本身的實力就已超前民進黨。改採單一選區

後，將更助於泛藍勢力之團結，故預估此選區為國民黨之優勢區。 

7. 第七選區：本選區範圍包括信義區以及松山區的 13 個里。以政

黨實力分析，信義區為國民黨的票倉區，國民黨在信義區有 41000 票

之實力，不需要加入親民黨的票源即可領先於民進黨。松山區方面國

民黨的優勢仍不減，依舊高於民進黨之得票數。總結來看，新劃分之

第五選區為國民黨的優勢區，民進黨在這選區的競爭力較小，即使以

政黨勢力合作來比較，泛藍陣營的總支持度還是大於泛綠陣營的，故

此選區可評估為國民黨之優勢選區。 

8. 第八選區：本選區範圍有文山區與中正區的 10 個里。文山區大

致上為國民黨之主要票源區，由表 5-2 來看，就第六屆之選舉結果來

分析，國民黨的得票就高出民進黨有 15﹐000 票之多。因此，不用加

上親民黨的票源，國民黨就能取得領先；中正區的 10 個里亦是國民

黨的優勢區，但因為與民進黨的差距並不大，故還是要加入親民黨的

實力，才能穩固國民黨在此區的優勢。總而言之，選區重劃後，國民

黨在此選區的優勢是提高的，若再加上泛藍勢力整合成功，則基本上

是穩固了國民黨在此區的勢力，所以預估此區為國民黨之優勢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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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第七屆立委選舉各選區票數預估表 

 民進黨 國民黨 親民黨 台聯黨 

北投區 34881 36337 16162 6716 

士林區

13 里 

14686 11565 6154 2394 

第一

選區 

總計 49567 47902 22316 9110 

大同區 28015 15259 5981 5123 

士林區

38 里 

29028 27596 11149 10166 

第二

選區 

總計 57043 42855 17130 15289 

中山區 38785 27922 15332 6056 

松山區

20 里 

19210 12252 12252 2331 

第三

選區 

總計 57995 40174 27584 8387 

內湖區 37953 38080 21004 4430 

南港區 17994 18094 8323 1952 

第四

選區 

總計 48760 48491 25415 5541 

萬華區 36394 29242 15236 6652 

中正區

21 里 

15801 16958 9562 3207 

總計 52195 46200 24798 9859 

第五

選區 

總計 53785 68669 28989 6713 

大安區 42081 50137 29126 8424 第六

選區 總計 42081 50137 29126 8424 

信義區 34087 41595 19617 4114 第七

選區 松山區

13 里 

12511 19391 5460 1758 

文山區 30252 45018 25443 5752 

中正區

10 里 

6591 7856 4148 1217 

第八

選區 

總計 36843 52874 29591 6969 

資料來源：中選會網站 

（備註：以第六屆之票數作為計算依據，且只以民、國、親、台聯四黨作為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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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第六屆各黨在台北市士林區、松山區、中正區之得票統計表 

 

 

  第一選區   第二選區 

 

資料來源：中選會網站 

（備註：以第六屆之票數作為計算依據，且只以民、國、親、台聯四黨作為對象。） 

 

 

 

   行政區 

 

 

政黨 

【士林區】 

天母、蘭雅 

次分區 

【松山區】 

東社、三民、

本鎮次分區 

行政區 

 

 

政黨 

【中正區】 

公館、古亭 

次分區 

林重謨 2083 3180 藍美津 1326 

蕭美琴 3356 4266 郭正亮 1212 

鄭運鵬 3277 4209 段宜康 1227 

徐國勇 2503 3961 沈富雄 878 

高建智 3467 3694 王世堅 1948 

民

進

黨 

總結 14686 19210 總結 6591 

蔡正元 2085 3954 賴士葆 2882 

章孝嚴 3029 4561 潘維剛 1726 

丁守中 4358 4801 周守訓 1655 

費鴻泰 2093 6438 陳學聖 1593 

國

民

黨 

總結 11565 19754 總結 7856 

秦慧珠 2067 4338 林郁方 1996 

李永萍 3336 5609 李慶安 1380 

許淵國 751 2305 龐建國 772 

親

民

黨 

總結 6154 12252 總結 4148 

陳建銘 2394 2331 黃適卓 1217 台

聯

黨 
總結 2394 2331 總結 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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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政黨勢力區域分布分析： 

   以上述之分析，約可了解各政黨在台北市各行政區勢力之分佈，

分析如下： 

（一） 複數選區下各政黨勢力區域分佈： 

1.國民黨優勢區：大安區、文山區 

2.民進黨優勢區：北投區、士林區、大同區。 

3.泛藍優勢區：中正區、信義區、內湖區、南港區、松山區 

4.泛綠優勢區：萬華區、中山區 

總體來看，台北市西北部的北投區、士林區、中山區、大同區、

萬華區等，大致可歸納為民進黨的優勢票倉區，泛藍陣營則在內湖

區、松山區、中正區、大安區、信義區、南港區與文山區等佔有優勢。

在台北市的選民結構中，泛綠陣營的基本盤為三成五，泛藍聯盟則為

四成五，中間選民約有二成；台北市選民結構、政治生態類似，從

2001、2004 年兩次立委選戰的結果分析，不難發現綠、藍陣營的實

力相當接近，儘管有親民黨與台聯黨的加入，但基本上仍是綠藍對決

的情勢。就席次上，仍然以民進黨在台北市獲得最多，國民黨、親民

黨與台聯黨分居第二、三、四名；但是，若以整體藍、綠兩方勢力來

看，則是以國民黨、親民黨與新黨的泛藍聯盟搶下 10 席，稍微領先

泛綠聯盟的 9 席。不過值得注意的是，雖然第六屆立委選舉政黨之結

構，大致上還是維持了第五屆立委選舉的基本結構，但是親民黨之影

響力開始有大幅減弱的現象，席次由第五屆的 6 席減至剩下 3席。 

（二）單一選區下各政黨勢力區域分佈： 

1.國民黨優勢區：第三選區、第五選區、第六選區、第八選區 

2.民進黨優勢區：第二選區 

3.勢力相當區域：第七選區 

4.泛藍優勢區：第一選區、第四選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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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選舉結果來看，估計未來在單一選區選舉中，國民黨在台北市

應該可以獲得最大多數之席次，甚至可能 8席全拿，但前提是泛藍各

政黨之間必須先整合，才不會有票源分散導致民進黨獲得漁利的情況

再發生。而本文根據中選會最新公佈之劃分草案，以及最近兩屆立委

選舉的票數來進行分析，得出台北市各政黨在單一選區可能獲得之席

次分別為：國民黨 6-8 席、民進黨 0-2 席，親民黨與台聯黨則均為 0

席，面臨泡沫化的危機。 

 

第三節 重劃後對未來台北市政黨生態之影響 

 

這節所要討論的焦點放在重劃後台北市政黨的生態為有何發展

與變化，以下就重劃後可能會形成的現象進行討論： 

壹．將促進泛藍勢力之整合 

選區重劃後，以國民黨為主的泛藍陣營將可取得台北市多數之席

位，於是乎對於國民黨當前最重要之目標，即在於如何形成一個穩固

且又有效運作的泛藍陣營，以透過泛藍勢力之合作機制作為選舉勝選

之基礎。而隨著2005年台北縣縣長的選舉的落幕，泛藍勢力成功整合

贏得縣長選舉，無疑強化泛藍政黨間之合作信心。但是國、親合作的

結果，基本上卻只利於國民黨，因為在一般泛藍民眾心目中均普遍認

為國民黨承襲了中華民國的正統，這種想法導致國親兩黨政黨界線被

模糊化，取而代之的是泛藍陣營之概念，而這個概念也成為主導選民

投票行為的考量因素，親民黨遂只成為國民黨勝選的輔助勢力，而一

旦親民黨有此體悟，轉而追求維護本身之主體性抗拒合作，則又將為

泛藍陣營的敗選負責。故親民黨要有突破性的發展，基本上有其困境

存在，因為當國、親合作越密切則代表親民黨越是喪失其主體性，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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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取代國民黨取得正統代表地位，最後結果將可能使親民黨地位越趨

弱化。以目前發展的情勢來看，親民黨已有多名立委在各種因素的考

量下已經加入國民黨，親民黨目前在台北市已經完全沒有立委的席次

了
7
。所以，未來不論合作與否親民黨的生存空間都在不斷地減縮中。

因此在可預見的情況下極可能出現大量「橘子投藍」現象，這顯示出

了親民黨正面臨邊緣化之危機。 

貳．泛綠勢力將消退 

單一選區制對於民進黨在台北市之選情是衝擊且不樂觀的，原因

在於台北市選民之特性與政治取向一向較利於國民黨，根據歷屆的選

舉結果來看，台北市政黨結構，基本上約有三成五為泛綠陣營之基本

盤，泛藍陣營則約有四成五左右，而最具決定性為中間選民約佔有二

成，因此，台北市原本的結構就對民進黨比較不利，過去是由於民進

黨配票策略運用之成功，加上國民黨勢力之分裂，才造就民進黨在台

北市總能當選三分之一以上的席次。但改採單一選區制後，無疑對民

進黨在台北市之勢力將產生負面衝擊，在 8 個選舉區中，除了第二選

區還較可能有利於民進黨競選外，其他選區幾乎都為國民黨的優勢範

圍，所以相較於國民黨在台北市高知名度候選人集中之現象，民進黨

在台北市之選情就顯得低迷，在席次上將可能發生大幅消退的現象，

未來民進黨席次將可能由原本的 8 席銳減至 2 席，甚至更少的情況。

故未來將可能形成北市只推 2-3 位強棒級人選於其優勢區（如含有中

山區或大同區的選區）或具有競爭力之選區競選的情形。部分現任立

委甚至將出現轉戰其他選區的情況，如立委林重謨就為了提高勝選機

率而宣布將於下屆立委選舉轉戰至彰化縣（2006，聯合新聞網）。以

上這些現象都顯示出民進黨對於未來在台北市的選情是不樂觀的，故

為提高政黨總席次，出現了選舉區移轉的現象，不少立委評估了選區

 
7 由於親民黨籍立委如李慶安、李永萍、林郁方等人，皆已於 95 年陸續返回國民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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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劃對於本身之勝算後，而紛紛將戶籍遷移至對民進黨較有利之區

域。 

叁．政黨將可能發生重組  

自1995第三屆立委選舉改選後，各政黨之間的競爭與衝突進入多

元，造就了我國多黨的競爭模式。不過經過了2004年的立委選舉後，

政黨之間在不同選舉中開始出現結盟，這樣的現象導致了選民對政黨

之認同有漸漸趨於弱化，轉而開始對藍、綠陣營認同度之增強，以台

北市2004年立委的選舉結果來看，更是充分展現出此一訊息，親民黨

與台聯黨兩黨之式微，將是不可避免之趨勢。因為當選民只對藍、綠

兩陣營產生認同時，對於候選人之支持將轉為以藍綠正統政黨之支

持，因此，藍、綠聯盟之正統－國民黨與民進黨，將取得整合之優勢，

成為單一選區制中的最大獲利者。故將來改制後，小黨靠向大黨尋求

結盟的情況將更普遍，對親民黨或台聯黨之支持者而言，基於不浪費

選票的理由，以及不願意對方贏得選舉的心理，而放棄自己的優先選

擇，而去支持同屬一個陣營的大黨，但在第二票中卻仍是堅持自己的

政黨認同，因為唯有如此才最可能保有其支持之政黨政治勢力之延

續。故我國的政黨政治應會朝向兩黨競爭體制之方向發展，而這也代

表著我們將可以預期政黨重組將再發生，由溫和多元競爭再度轉為穩

固兩黨競爭之局面。 

肆．兩黨制對抗模式可能形成 

就台北市而言，因為實施單一選區制後選區的重劃，將造成兩黨

對抗之生態。由於單一選區制的制度設計本來就對於大黨比較有利，

對於政黨資源較少的小黨及無黨籍方面就相對顯得不利，隨著實施的

時間越長而將失去政治空間。至於大黨方面，國民黨將會因為實施單

一選區制而更加鞏固其在台北市之勢力，我們由前兩屆的立委選舉結

果來看，國民黨於立委選舉中得票率所上升的幅度，正好與親民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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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的得票率皆為四個百分點，顯示出親民黨政治勢力邊緣化的確是

個不容否認的事實；而泛綠陣營的大黨代表民進黨，在立委選舉中的

有得票一向呈現穩定成長的趨勢，雖然改採單一選區制後對民進黨選

情將出現影響，但基本上，以政黨實力而論，民進黨仍比親民黨與台

聯黨具較大之機會。上述之現象說明了藍綠兩大陣營競爭的態勢將在

單一選區中越形明顯，選民對於以聯盟為主的認同也將更趨於強化，

而不再是以各個政黨作為區分。因此，選民在進行投票行為時，越形

以泛藍、泛綠兩大陣營為考量，故在投票時將出現只投票給分屬兩陣

營的主要代表政黨－即國民黨與民進黨，而不會考量同屬藍綠性質的

其他政黨。所以才會形成國民黨對於國親合併非常高度期待，但親民

黨卻意態闌珊，原因即在於國親合併後，對於國民黨擴張其政治版圖

有很大助益，不僅在正面意義上可以吸納親民黨力量，就反面意涵

上，也將少了一個與其理念、主張重疊性甚高的競爭對手，在選舉中

的壓力必將減弱不少。這也是國民黨不斷強調我國應走向兩黨制的主

要理由，在國民黨的政黨利益考量下，我國政黨體制將朝向「兩黨制」

發展（陳詩瑜，2005，141）。 

 

第四節 小結 

 

經過了 2004 年的立委選舉，我們可以發現到「類似」兩黨競爭

的模式在我國選舉中已隱然出現，此現象與 Sartori 所提出的「溫和

多黨制」之特徵正不謀而合。根據 Sartori 的研究，「溫和多黨制」

是一個「兩黨結構」，但並未形成兩黨制，在此情形下民意結構將支

持著「兩個政治集團」的競爭，政治光譜的中央並未被一個強有力的

單一政黨佔據，所有的政黨不是在中央的左邊就是在右邊。因此，我

國雖然是維持「兩大聯盟，多黨競爭」的態勢，但選民對於「兩大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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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的認同略高於對「政黨」的認同，且以民進黨與國民黨為泛綠與

泛藍的代表政黨。（陳詩瑜，2005：131）以此現象發展，台北市在

單一選區中之選舉應承續著陣營認同之態勢，不過將更形對陣營代表

支持之加強，也就是將更以國民黨與民進黨為政治立場上之選擇對

象，故在此架構下，單一選區制將更助於台北市政黨生態朝向兩黨競

爭模式之促進。 

不過即使以後改採單一選區兩票混合制，台北市是否一定走向兩

黨制仍是未知之數，就理論上，本文以 Rae（Rae，1967: 83）之看

法做為說明，Rae 認為儘管單一選區多數代表制具有向心力以及減少

分裂的力量，對於大黨以及有規模之政黨有利，對小且新興之政黨不

利，但是這些小黨仍是不斷地奮鬥，政黨競爭也不會因此消失。就實

際經驗上，他們提出以德、日、紐等國施行單一選區制的經驗觀之，

說明兩黨制是無法在短即間達成，而應是會經過一段過渡時期慢慢轉

變，因此，主張小黨在改制後的前一、兩屆仍有其生存空間，並不會

馬上就失去競爭力。但是，以我國政黨生態之發展來看，由原本的一

黨獨大轉變為兩黨競爭，自 1995 年的立委選舉後，進入了溫和多黨

競爭之生態，雖然目前仍是維持兩大陣營、多黨競爭的態勢，但由於

選民對於兩大陣營的認同漸高於對「政黨」的認同，而兩大陣營又被

窄化只以國民黨與民進黨兩大黨為代表，因此，可以預見在未來其他

性質相近的小黨將走向與大黨合併之命運，而這樣也將會促進兩黨制

之發生。 

此外，未來在單一選區下的選民，多數在尋求選區委員選民服務

時，會遭遇選擇之困難，因為若自己支持的政黨候選人沒有當選時，

則自己將缺乏代表與解決難題之對象；不過換個角度思考，這樣亦可

能為政黨立場不同之選民與政黨，提供一個接觸的平台與相互了解的

機會，選民可藉由尋找政治立場不同獲黨籍不同的委員服務，藉由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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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互相了解與對不同政治看法上之交流，或許將提供了政治和解的新

契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