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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選區與選區服務 

第一節 立委選區劃分與服務主體的認定 

一、立委類別區分 

2000年 4月 24日 23時 25分，第三屆國民大會二讀通過修憲案，完成國民

大會虛級化，將原國民大會對司法院、考試院、監察院的人事同意權改由立法

院行使。台灣行憲 53年以來，國民大會在憲政體制所站有的重要性地位，正式

走入歷史。 

目前，中央民意代表的機構，以立法院為主要機構。立法委員產生的方式，

分為不分區與區域二種：第一類，不分區立委是由各黨自行制定之提名規則，

按照各黨提名規則，於法定選舉前，先行完成提名程序並宣佈名次排列，待由

選民直接投票選舉區域立委後，再依各黨的全國總得票數，以政黨「比率代表

制」來計算分配不分區立委的名額數。以民進黨為例：所分配之不分區立委當

中，分有不同代表性之立委席次，如政治組、學者專家組、僑務組、弱勢組等，

由民進黨員直接投票選舉，按得票數之高低排列名次，其中規定不分區立委以

當選兩屆為限；現階段，僅民進黨有依黨章規範辦理提名制度，其他政黨均未

有明確的提名制度。 

第二類，區域立委由中央選舉委員會，依當時區域結構的需要性，作調整

劃分法定之「選舉區域」，依法宣佈之；參選之各黨提名的候選人，或是自行參

選之候選人依選委會之規定程序辦理登記，再由個別之「選舉區域」內之公民，

於法定投票日，親自赴法定投票所，直接投票選舉產生之，連選得以連任。 
二、立委選舉區域劃分 

立委選舉區域之劃分，以中央選舉委員會公佈之法定「選舉區域」為準，

依照 Fenno說法的，稱之為「地理選區」25（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台灣立委選舉區與應選出席次，在 1980年蔣經國時代的立法委員增額補

選，選出 97席。1988年 1月 13日蔣經國病逝，由副總統李登輝依據憲法規定

                                                 

25地理選區，依照 F e n n o 說法，指法律上規定的選舉區域範圍，包括所有選

舉區的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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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任蔣經國未完的總統任期。1989年再增補選出 126席。 

1992年依據憲法第一次增修條文之規定，第二屆立法委員開始全面改選，

選出 161席。地理選區以第一選舉區域為例：有二縣一市（為台北縣、宜蘭縣、

基隆市）。 

1995年第三屆立法委員因人口成長而增加 3席，應選出 164席，「地理選區」

重新劃分，以台北縣為例，台北縣 29鄉鎮市的行政區域，全縣規劃為一個選舉

區域。 

1998年根據第四次修憲增修條文之規定，第四屆立法委員應選出 225席，

「地理選區」又再度重新劃分，仍然以台北縣為例，台北縣 29鄉鎮市的行政區

域，劃分為三個選舉區域。 

第一選舉區域，大漢溪以南的板橋市、樹林市、土城市、三峽鎮、鶯歌鎮

等 5鎮市劃分為第一選舉區域，俗稱為「溪南選舉區」。 

第二選舉區域，大漢溪以北，三重市、蘆洲市、新莊市、五股鄉、泰山鄉、

林口鄉、八里鄉、淡水鎮、三芝鄉、石門鄉、金山鄉、萬里鄉共有 12鄉鎮市，

劃分為第二選舉區域，俗稱「溪北選舉區」。 

第三選舉區域，中和市、永和市、新店市、烏來鄉、石碇鄉、深坑鄉、坪

林鄉、平溪鄉、雙溪鄉、汐止市、瑞芳鎮、貢寮鄉等 12鄉鎮市，劃分為第三選

舉區域。俗稱為「山邊選舉區」。 

2001年第五屆立委選區劃分，台北縣與第四屆相同，應選出席次 225席。

任期期間，一席親民黨籍謝鈞惠死亡，一席民進黨籍周伯倫入獄服刑26、餘有

223席。 

2004年第六屆立委選區劃分，台北縣選區劃分維持原狀，立委應選出總席

次與第四、五屆同。 

三、研究對象之背景與服務主體之認定 

（一）研究對象之背景，中央民意代表地區性服務處，以台北縣「王幸男＆

李應元聯合服務處」為例，服務處位於北縣三重市新興路 18號 1樓，「地理選

                                                 
26 榮興花園案入獄服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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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屬於北縣立法委員第二選舉區域的法定劃分範圍內。 

王幸男立委出生於台南市，1976年 10月 10日為蔣經國、謝東閔郵包事件27

之主事者，1977年 1月 7日上午 9點 30分，搭乘香港經台北飛往日本的國泰班

機，過境下機遭捕入獄(綠島監獄)。1990年 5月 5日出獄，徒刑 13年 5個月，

王幸男屬於政治犯，出獄後，受台南縣陳唐山縣長（台獨聯盟成員）聘用為機

要祕書。1998年於台南縣當選第四屆立法委員，「地理選區」為全台南縣，第五

屆回台南市競選，「地理選區」為全台南市，王幸男立委臨時更換選舉區域，仍

獲得高支持率，在同選區之民進黨得票名次，排列最高票，連任當選，第六屆

仍於台南市競選連任。 

王幸男同屬政治犯出獄之台獨聯盟成員與李應元平時有良好的互動關係，

1995年於台北縣競選第三屆立法委員，其「地理選區」為全台北縣，當時競選

總部設於北縣行政中心大都會之板橋市三民路 28－30－34號，當選後，就地成

立「板橋服務處總部」，為全台北縣民服務。繼之，選舉區域內的三重市成立「地

區性服務處」，為相關選區三重、蘆洲選民服務，同為選舉區域內之新莊市也成

立「地區性服務處」，為新莊、五股、泰山、林口區域服務，而三重、新莊服務

處顧及不到之處，例如：「溪北選舉區域」之沿海鄉鎮、「溪南選舉區域」、「山

邊選舉區域」雙永和等地區，以及與中央相關之事務或外縣市之請託案，皆由

「板橋服務處總部」承辦。由於各「區域性服務處」之全體助理群，於在地理

選區內，認真於「選區經營」的工作，由點、線、面與選民結合為一體，建構

成「連任選區28」，並於各鄉鎮市內營建出的「首要選區29」，和「個人選區30」，

                                                 

27 郵包事件，1976年 10月 8日晚上，王幸男從美國返台於台北後火車站旅行內製造三個郵包炸

彈，把國語字典挖空內頁，放進鋁製的小便當盒，盒子內放電池、閃光燈膽和鞭炮黑心藥，再

以牛皮紙包好，貼上郵票，三個郵包分別寄給謝東閔、李煥、黃杰等人，1976年 10月 10日

當時台灣省主席謝東閔收到郵包，拆封時，左手被炸傷的郵包事件，震撼國民黨黨政高層。 

28連任選區（ r e e l e c t i o n  c o n s t i t u en c y），依照 f e n n o 說法：指國會議員心目中

支持他的選區選民。  

29首要選區（primary constituency），依照 f en n o：指國會議員最強烈的支持者，不管挑戰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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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堅固的基層盤石。 

1998年李應元於第二選區輕鬆地順利當選第四屆立委，2000年 3月 18日

台灣政權輪替，陳水扁當選總統後，於 2000年 10月 26日李應元赴美任外使（駐

美副代表）。板橋總部服務處，由同屬台獨聯盟成員的王幸男委員相助，對外名

稱改為＜王幸男＆李應元 聯合服務處＞，由主任蔡濬宇承接李某所交代之重要

任務「顧守北縣地盤」，待機會回北縣競選縣長。因李某的立委職權不再擁有，

因此，新莊服務處改為某位縣議員服務處，隨即三重服務處也關閉。 

2002年 6月間，地方里長與鄉鎮代表改選之際，李應元的原支持者，紛紛

在大三重、淡金、新五泰林地區參選地方代表與里長。此時，李應元早於 2002

年 1月 20日歸國任職行政院祕書長，並沒有提出任何輔選策略，為其首要選區

的參選者採取具體的關懷或協助。不論就以「服務回應」或是「分配回應」或

是「恩報回應」或是「主從回應」的角度來觀察其首要選區的反應與發展；於

地方上，不滿李應元以冷漠回報其重要支持者的流言四起，再者李應元系統各

區人才，也被選區內現任的民意代表拉攏入營。2005年李應元向民進黨中央黨

部爭取參選台北縣縣長，民進黨中央黨部於 2005年 2月 25日正式宣佈，認為

李某沒有基層的支持力量，大選不易取勝，由客委會主委羅文嘉出任參選台北

縣縣長，這種變化顯示，與李某和選民不良互動關係造成首要選區的反應與發

展，是否有前後因果之必然性的因素相關連，尚待深入探究。 

板橋服務處受三重市參選者邀請，跨越大漢溪以李應元名義挑起輔選工

作，投票結果，僅兩位參選者不如意，其他參選者皆順利上榜。如三重市代表

何志源，以及淡水鎮代表張嘉賢兩位，原本預期為最不可能當選的二位，服務

處蔡濬宇主任一條街一腳步，陪伴候選人挨家挨戶地向選民承諾，選後，服務

處絕對配合候選人加強服務，以回報選民的支持。結論兩者皆高票當選，此證

實了，「服務回應」的承諾，對選票的獲得，確實是有所幫助的。 

                                                                                                                                            

誰，他們都會支持該國會議員。 

30個人選區（personalc onstituency），依照 f e n n o：指與國會議員關係密切的人，通常國會議員

可跟他們商討選舉策略（高世垣,20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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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 1月 1日，＜王幸男＆李應元聯合服務處＞正式遷入「溪北選舉區

域」31，三重市新興路十八號一樓，由蔡濬宇主任繼續服務選民，履行向選民所

承諾之競選契約。 

◎、研究主體發展圖表說如下（圖一） 

 

 

 

 

 

 

 

 

 

 

 

 

 

 

 

 

 

 

 

資料來源筆者自繪 

                                                 

31溪北選舉區域：以大漢溪為界之 1 2 鄉鎮市：三重市、蘆洲市、新莊市、五

股鄉、泰山鄉、林口鄉、八里鄉、淡水鎮、三芝鄉、石門鄉、金山鄉、萬

里鄉等。  

1995年  
李應元競選立委總部 
（設於板橋） 

1996年 2月 1日
就任第三屆立委 

1996年~2000年 10月 26日
第三、四屆立委 

國會辦公室＜法案研究＞ 

1996年~2000年 10月 26日 
第三、四屆立委 

板橋總部服務處＜選區服務＞ 新莊服務處

三重服務處

2000年 10月 26日~2002年 12月 31日 
立委王幸男＆李應元 聯合服務處 

（設於板橋） 

2003年 1月 1日~-2004年-- 
立委王幸男＆李應元 聯合服務處 

（遷入三重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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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務供給之主體認定，本文研究之主體以「王幸男＆李應元聯合服

務處」為例，服務處雖為中央民意代表的「地區性服務處」，服務之對象，不僅

「地理選區」之選民，其餘地區來求助之選民，亦不在少數，服務處以同理心

樂於相助，功能與地理選區之選民所獲得之結果，亦相等同。  

筆者認為區域性服務處之經營，不只需要於地理選區內與民眾直接建立良

好互動情感外，也需要運用「政策回應」的手段，來表現對選區選民的偏好回

應，服務處也經常運用「服務選民」的方式，來代表選民的意識及訴求，向政

府單位提出地方建設之「計劃協助」方案，為報答選民，或是選票開發之「分

配回應」（如：第四章之振興北海岸觀光產業）。 

民意代表服務選民的工作，不限定指立委親自幫助選民解決個人問題，往

往以服務處助理為「服務供給」的主體，民意代表為選區所做的一切「服務回

應」或是「分配回應」，亦為含括著「區域性服務處」，所服務選民的一切活動

行為的表現。 

第二節 選區服務的意義與基礎論述 

一、立法機關的權力 

在理論上，立法機關與行政機關最大的差別在於，立法機關的成員，是由

中央選舉委員會訂定日期，依法公佈，再由全國各地區公民，直接投票選舉出

來的中央民意代表所組成的成員，他們以制定法律或是以其他方式來代表反映

民意的機關。 

民主國家的行政機關成員，也有透過直接選舉，或間接選舉的方式產生出

來，可是隨著環境的演變發展，行政權已經擁有不同於立法權的完整性與分工

的組織體系。 

行政機關，實際上是擁有國家的統治權力，但這種的統治權力在執行的過

程中，為考慮其公正立場或中立性，所以在制度上之設計，需要接受人民或是

立法機關的監督，來排除人性不完美的困擾。 

立法機關的職責，雖然是在於制定完善的法律，但隨著時代與社會不斷地

發展進入現代化，由於專業性以及時效性的考量，立法的實際工作，大部分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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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行政機關來主導，而立法機關只是負責行政機關所提出的法案，進行審查、

修正、異議及認可。雖然立法機關的立法功能，不全然能夠依照憲法上，所規

劃的全面性去發揮，但其仍然具有相當程度反應民意的功能，尤其國民代表大

會廢除，改成為「任務型國民大會」後，原國民大會所掌握的職權，於 2000年

轉移至立法院，立法院及立法委員的重要性與職責增大，權威也增加，形成實

權的準單一國會，現階段的立法院權力，確實是可發揮相當大的功能。 

 二、選區服務的意義 

（一）選區服務的意義，學者通常將立法機關民意代表的工作型態，略分

為「立法」與「服務」二項。民意代表為選舉區的選民所做的服務工作，Fenno

稱之為選區服務者（constituency  service）。國內學者將 constituency  service一

詞，譯之為「選區服務」。Fenno認為「選區服務」是民意代表對選舉區之個人

或是民間團體、或是對地方政府所做的協助，例如解決選民與行政部門的爭議、

或是選民與選民之間的爭議、或是謀求選民的利益、或是向公部門爭取地方建

設等。Fenno他的定義「選區服務」是包含兩個部分：一為「個案服務」

（casework），二為「計畫協助」（project assistance）。而個案服務是屬於 Eulau 與 

Karps所說的「服務回應32」，計畫協助則屬於「分配回應」。他們又指出，議員

所表現出來的外在姿態，是用以建立選區選民對他個人的信任或支持，稱之為

「象徵回應」（黃秀端,1994：35-38）。 

所謂「個案服務」是協助個人或團體向行政部門處理其所要求的問題；而

「計畫協助」是協助地方選舉區，向政府部門爭取各種的公共建設與經費的補

助，這些建設包括公園、橋樑、道路與路燈鋪設、圖書館設備、水壩堤堰、水

溝設備與清洗、醫院、國宅、活動中心、社區開發、校園興建、展示館、公車

路線行駛與站牌設置、市場設備與營運、福利補助之爭取等，這些公共建設之

協助，Eulau 與 Karps稱之為分配回應。此類分配回應，一方面可以為區域選

民提供新的公共設施，另一方面，可為選民創造就業機會，再者，選民更可能

親自感受到這些公共建設能帶給地方的便利與繁榮，重要的是讓選民感覺到民

                                                 
32服務回應，指議員為選區選民個人或團體爭取權益或特殊利益的各種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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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代表確實有為地方盡力。 

這些計劃協助案的經費編列，有些是需要經過立法院通過的，通常立委會

找幾位交情較適宜的同仁，聯手相互支持對方所提出的計劃方案，相互協助護

航通過。這種立法的方式，被稱之為「肉桶立法」（黃秀端,1994：39）。 

（二）選區服務的論述，對於「選區服務」的論述，學者有許多界定的差

別，Fenno列舉「個案服務」與「計畫協助」來說明選區服務的意涵。黃秀端則

採取較寬的界定方式，他認為所謂「選區服務」除了 Fenno所說的「個案服務」

與「計畫協助」外，立法委員為選民所做的任何事務，皆可視為「選區服務」

的工作範圍，根據他的研究結果發現，台灣的立法委員最常見的「選區服務」

為參加婚喪喜慶、人事請託、冤屈的平反以及爭取選區利益等（黃秀端 1994：

38-41）。 

筆者 9年多的實際服務經驗，證實了除上所述之外，地方的各種糾紛的調

解案。例如：車禍、債務、勞資、火災、水災、保險理賠、軍隊、校園、學童、

障礙者及老人安養的安排、結婚與離婚的調和、糾紛調解…等一切生活事務。

個人向政府機關的各種申請案，也是服務的重大事務範圍。 

總而言之 以理性抉擇的途徑來定義「選區服務」，凡是民意代表在存有連

任動機的驅策下，為了滿足選舉區內選民任何事務的需求，所採取盡可能地提

供服務的供給，為選民爭取到實質利益的任何回應行為，皆可稱之為「選區服

務」。 

三、選區服務的基本概念 

「選區服務」也稱之為「選民服務」，其與「選區經營」的基本概念為論述。

而「選區經營」的意涵，比起「選民服務」的意涵較為寬廣而大，凡是能夠為

民意代表，在於選舉區內增加任何資源的工作，都可稱之為「選區經營」，例如

選區巡迴問政說明會、醫療團巡迴義診、律師巡迴服務、拜訪選民、參與里民

大會、婚喪喜慶、各行各業公會團體與廟會活動、以及為選區居民舉辦地方建

設之「計畫協助」公聽會、郵寄刊物和問卷給選民等等…； 而「選民服務」的

涵義，比較單純，其意涵大約與國內外學者所共用的「個案服務」一詞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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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選區服務供需之基本因素 

台灣近年來的現況，民意代表以服務的方式，來討好選民嗜好的現象，是

有逐漸增加的趨勢，由於民意代表服務處及助理的增設、個案服務量的增加，

都可以看出來，選區服務已成為民意代表的重要工作。以下三點，筆者以實務

經驗來檢討其主要原由： 

一、「選區服務」為何會成為民意代表的重要工作？ 

二、民意代表為何願意積極投資設立「選區服務處」？ 

三、選區選民為何特別需要民意代表的服務？ 

選區服務成為民意代表的重要工作，（一）是因民意代表以「選區服務」為

了爭取連任，企圖開發更多的選票，作為鞏固連任的票源基礎。（二）一般學者

對民意代表之民意支持度的評論，以國會中的立法表現作為分析的焦點，但

Fiorina認為「選區服務」更可以為民意代表增加 3％至 5％的選票（高世垣,2001：

15）。在選情競爭激烈的選舉區當中，這些由選區服務所增加的選票，往往是成

為決定勝負的重要關鍵票數。（三）Parker的研究顯示，「選區服務」是選民經

常提及表示喜歡選區之民意代表的最主要原因，而且選區內的競爭對手，也比

較少有會以現任者的「選區服務」來作為攻擊的目標（高世垣,2001：15）。（四）

據筆者經驗，一般的民意代表比較相信「選區服務」是可以為自己帶來更多的

「首要選票」，以協助連任順利。據李應元與周慧瑛為例，除了親身勤走入基層，

以及到處設有地區性的服務處為選民服務。例如：一般選民雖知道前立委周慧

瑛，平時比較少以實務性參予立法院內的法案事務，但卻是勤走基層之故，周

慧瑛由省議員至立委選舉，每次參選都當選，這更是指出「選區服務」是民意

代表鞏固選舉地盤，爭取連任的重要工作。 

其次筆者認為，民意代表願意積極增設「選區服務處」，是為了選票拓展與

選票回饋之爭取，建造與選民直接對話的平台，便利選民能夠直接找到幫助力

量的感覺，在選舉制度的因素限制下，單一選區的制度，當選的名額只有一位，

民意代表與選區選民的責任關係非常明確，民意代表無不費盡心力，積極地設

立「選區服務處」來爭取服務選民的機會，與選民締結良好友誼，建立「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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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區」的選舉地盤，爭取選民的認同繼續支持。  

另一方面，我國的複數選區的選舉制度，也是民意代表願意積極增設「選

區服務處」誘因之一。筆者之實務經驗，民意代表願意積極服務選民，在選區

內，應選名額不只一位時，一般政黨習慣會提名多人參選。若各政黨的票源結

構穩定，則真正的競爭對手，可能是黨內的同志， 因此候選人以政黨標籤，來

爭取選票的效果不是很大。選舉求勝的最好方法，就是多設「地區性服務處」，

藉以地方服務處與選民直接建立情感外，或者，由助理的巧思安排，來進行有

效的「選區服務」更便於實務性地往下扎根，營造出屬於自己在基層的實力。 再

之筆者認為在「複數選區」欲求當選連任的立委，所需要的票數，也許可以不

要求最高票，只要求所得票數，能擠入該選區之應當選的名額內，即可宣告當

選。 

所以立委本身就算知名度不高，但只要服務處的助理群，平時專注於地方

性的「選區服務」來鞏固「連任選區」，亦可增加選區選民對立委「選票回饋」

的支持。例如：李應元於 1998年 12月間，第二次輕鬆地於台北縣第二選區獲

得高票連任第四屆立法委員。這種優勢現象，除了立委本身的努力外，也應歸

功於板橋、三重、新莊、淡水等服務處助理群平時的努力經營所得的結果，這

也印證了「區域性服務處」於民意代表謀求連任的途徑中，扮演著極重要的角

色以及輔選的功能。 

再次選區選民特別需要民意代表的服務的因素，據Mezey所指出：在開發

中國家的國會議員非常熱衷「選區服務」的工作，理由有四（高世垣,2001：16）： 

1、為普遍存在恩主與扈從者的關係。 

2、為政治領域與非政治領域的界線通常不明顯。 

3、為利益團體並不發達，故民眾無管道表達意見。 

4、為社會、政治與經濟快速變遷，選民委託民意代表向行政機關陳情。 

 依據上述幾點，一個國家的社會結構以及政治發展的因素，將會影響到「政

府行政倫理」的運作秩序，驅使選民對「選區服務」的需求程度，導致「選區

服務」是否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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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經驗說明了，設立「區域性服務處」，雖可增加「選區服務」的

便利，這種風潮雖然盛行，但並不代表所有的民意代表皆是熱衷「選區服務」

的繁雜工作。 

再者，於何種因素，會影響到民意代表對於提供選民服務資源的多寡與興

趣的濃厚。依國內外的文獻，以及筆者的經驗所得，大致可分為兩個主要因素：

一為民意代表本身因素；另為選舉區環境素質因素。 
一、民意代表自身的因素 

連任次數越多的資深民意代表，在選舉區域內，願意投入選民的服務資源，

不如新任的民意代表。依據黃秀端與高世垣的研究，美國民主黨的國會議員比

起共和黨的國會議員較會將資源投入到選區中，日本自民黨的國會議員比起其

他政黨較會將資源投入到選區中。在台灣，國民黨的立委於財力上，比其他政

黨的立委較有能力將資源投注在選區中。另外，除了立委的資深程度及黨籍外，

立委是否擔任黨職（如黨團幹事長、副幹事長等），也會影響服務的配置。筆者

於職場也發現，女性立委或女性主任的服務處的個案服務數，比男性立委或男

性主任的服務處的個案服務數來得多。另外，新當選之民意代表，因為尚未能

確定支持自己的選票區域的支持基礎在哪裡，所以會採取對選舉區域投入較多

的服務資源，一但知名度升高，固有形象塑成，選舉票源鞏固了，就會產生服

務慾念與服務品質的變化，自認為可以專心於國會的立法問政工作，對於提供

選區服務的資源和服務意願就會遞減。再者，不同政黨的立委，對選區的服務

資源投入，也會有不同的做法。 

筆者更進一步於職場經驗印證，不分任何黨派，當民意代表投入任何一項

服務活動時，必然會將自身之目的帶入政治過程中，民意代表藉著服務的活動，

以求目的的實現，民意代表的目的自然影響服務行為，當民意代表面臨不同法

案或不同服務的要求時，他便會盤算案情困難度的高低，以及所需付出的時間

與心力，和選票回收之可能花費的成本，以及邊際效益之多寡。依據這幾個目

的排列的順序，再決定如何介入以及應該介入多少，除了民意代表本身有相當

程度的認知「權力」是為執行服務社會「使命」的工具，或是為鑄造「社會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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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的機器，這就要因人而異。 

二、選區環境與背景因素 

Eulau and Karps認為國會議員上一屆的得票率將會影響其對選區服務資源

的提供，這代表他們也將依此選擇「開拓票源」或是「固守票源」的策略（高

世垣,2001：17）。  

筆者認為在複數選區的選舉制度下，當民意代表面臨較大的黨內競爭時，

可能需要秉持著平時的「選區服務」來爭取支持的選票。因為選區服務可以跟

選民建立一對一的親密關係，如此才有把握讓選民在眾多的候選人中把選票投

給他。 

有關背景因素地方派系強度的不同，也可能會影響到民意代表服務資源的

分配與重視的程度，民意代表將提供選區服務以求建立與樁腳的侍從關係，所

以相信民意代表若是來自地方派系程度比較強的選舉區域，一般的民意代表將

會配置較多的服務資源，因此投入的服務程度也會比較多。 

其次是環境因素選區都市化的生活環境不同，也會影響資源的分配額度。

筆者的經驗發現，台北縣都市化選區程度較高的市區屬性民意代表，所收到的

紅白帖較鄉鎮屬性高的選區民意代表來得多，同時 接受選民直接陳請的案件也

比較多。 

再則，大多數學者都以民意代表對選舉區域投入的資源多寡，來判斷其對

選區服務的努力程度，例如成立多少處的「地區性服務處」、雇用多少助理、辦

過多少活動、每個月有多少服務案件、立委在選區時間的多少等…。可是每一

位民意代表可以利用於提供選民服務的資源是無法完全相同，所以提供選區服

務的「量」當然也會不一樣。如果要測量民意代表所投入選區服務的心血到底

有多少，除了可以依據其所提供服務資源分配的多寡來分析外，也可以將其投

入選區服務的「質」納入考量。為避免相關研究的偏差，筆者認為除了，可觀

察民意代表對選區所提供的服務「量」外，民意代表自我評估其重視選區服務

工作的程度，也是可以列入為觀察的變項。因為，有些民意代表能夠運用於「服

務」的實際資源雖然有限，但只要一有機會，就會令服務處的助理人員，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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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將選民所託付的事情，做到盡善盡美的程度。所以要探討民意代表的選區服

務對其得票的影響，除了觀察其投入選區的服務資源多寡以外，民意代表自身

重視基層「選區服務」工作的程度，也是需要列入考量。 

三、選區選民服務需求的因素 

（一）行政權擴張因素，Fiorina認為選民對選區服務需求的渴望，與行政 

權擴張有很大的關係（黃秀端,1994：33-34）。 二次大戰後，各國政府積極推行

社會福利，1960年代，美國倡導「大社會」政策，開始推行一系列的社會改革

方案，此時，政府的行政權力也開始擴大，這一連串的政策包括社會福利制度、

醫療保險、國民住宅、失業救助…等，而世界各國也掀起了效法的潮流。因為

這些政策與選民的生活息息相關，又因為，政府行政權擴大的結果，使得選民

與政府單位的接觸的機率更加頻繁。 

在政府的行政權日益擴大之際，選民對政府的施政也會產生更多的意見，

無論何等完善的政策，在不同思考邏輯公務人員的推展下，所產生的結果，往

往與選民的期待有相當程度的落差，不僅於此，也可能會造成選民權益的受損。 

研究發現，選民對自己生活品質的滿意程度一直無法提昇，導致對政府 

單位的政務執行能力與公正的信任程度也會逐漸下降，此時，選民渴望透過民

意代表的職權來匡正政府行政權的缺失，或將選民的偏好與需求能適度反應出

來，因為民意代表通常扮演著選民與政府兩者之間的溝通橋樑，民意代表在爭

取連任選票的壓力下，必然也會為選區選民的請託事務，全力以赴。 

（二）政治參與因素，Johannes曾分析何種背景的選民會尋求國會議員的

幫助，及向國會議員表達自己的意見。選民如果是白種人、年紀較長、教育程

度較高、經濟社會地位較高、政治效能感及政治參與程度較高者，則越會去跟

國會議員表達自己的意見（高世垣,2001：19）。 

筆者認為需要服務的尋求，是一種政治參與的表現與權利行使，真正需要

民意代表幫助的選民，與實際會去找民意代表幫助的選民，其背景是否一致，

這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黃秀端與高世垣的研究，社會地位較低的選民，比較希望國會議員偏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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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選民」，而非在國會中的立法。據筆者實體觀察，有些社會地位高的選民，

如醫師、教師、律師、藥師、公務員、企業家等更加可能尋求民意代表的服務。

所以需要民意代表服務的選民，不等於政治參度與高的選民。 

（三）供需因素，Cain分析英、美兩國，國會議員其「個案服務」的差異，

研究指出，「美國國會議員」的服務個案，以社會福利金和退伍軍人退休金的個

案為最多，其次是移民、失業金、以及國稅局之爭執等問題；「英國國會議員」

最常接受的請求，則以住宅案件為最多，其次教育問題。黃秀端認為「台灣的

立委」最大的壓力是婚喪喜慶。他指出，第二屆立法委員，每位平均每月約有

60.2張紅帖和69.6張白帖；若以一年來計算，每一位立法委員於每年平均有722.4

張紅帖和 835.2張白帖（黃秀端,1994：39）。 

   筆者認為，這些相關的研究，主要是依據民意代表自身的認知角度，來進行

調查或是訪談。實際上，民意代表在接受調查訪問或是深度訪談時，有時會將

其行為背後的真正原因加以修飾編織成為合理化，而隱藏訪談主題的真正動

機。再者，進行訪談調查之研究者本身或是背景，是否能夠獲得接受訪談之民

意代表的信賴，因此，研究者所觀察呈現出來的結果，可能使調查訪談主題背

面的真相意義，無法達到完整性或是而被扭曲。 

所以除了以民意代表的認知角度去測量服務需求的內容因素外，更需要考

量以選區選民的角度，來探討選區選民要求的服務內容，來分析提供服務供給

者之民意代表，對選民所提供的服務內容，與服務需求者之選民所需求民意代

表提供服務的內容為何，這兩者之間，在服務供給與服務需求最基本的認知上

是否有落差。 

第四節 選區服務與個人選票的關係 

1978年美台斷交，台灣停止中央民意代表選舉，1980年開始恢復增額立委 

選舉，1992年第二屆立委全面改選後，立委競爭激烈，由於行政權的擴張，使

得現任立法委員的代表行為有所轉變，民意代表之代表行為的改變，使得選民

的投票行為也跟著改變。民意代表之代表行為的轉變，這意含著，立法委員不

再強調於立法院內具有爭議的法案與政策立場的表現，而是努力以「選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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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取代立法行為。因為選區的選民對掌握行政權單位產生高度不信任時，因而

選民就需要民意代表扮演「跑腿者」與「受託人」的角色來保護他們的利益。 

筆者觀察，現任民意代表由於「選區服務」長期與選區選民有進行雙向往

來，緊繫成良性的密切互動結果，使得選民開始有所擔心，若選擇一位新人的

民意代表，會不會像現任者一樣重視其選區的利益，所以現任的民意代表，藉

著「選區服務」來獲得高得票率支持連任的現象，就不會使人有意外感覺。 

   另一方面，民意代表本身或其服務處殷勤提供「選區服務」，來為民意代表

爭取到選區選民「選票回溯」的支持時，此種現象，被視為是「個人選票」經

營的成果展現。 

一、個人選票（personal  vote） 

依據選區服務的定義，將其可能誘導成為「個人選票」分兩個層面，一為

「個案服經驗」，一為「服務形象的正面評價」來探討「選區服務」導致「個人

選票」的可能性。 

所謂「個人選票」，指的是候選人靠著自己的個人特質、條件、過去之活動

與相關的紀錄等因素，以及民意代表平時的服務行為與正面相關的評價，來爭

取所得到的選票。如果將正面相關評價的因素，激發選民的投票行為來表示支

持，這種選民行為轉折的現像，則被視為一種「個人選票」的現象（高世垣,2001：

91-96）。選民在進行選舉投票的最後決定時刻，民意代表的「選區服務」活動的

行為，就會成為選民心目中，所認識之候選人過去行為的紀錄，也會成為選民

評估候選人將來是否會成為一個優質且愛民的民意代表唯有的思考要件。 

依據筆者研究，個人選票的營造，是以候選人個人的「人格特性」，作為促 

使選民基礎的投票行為，是有別於其他投票參考的標的。也就是說，選民投票

給連任的民意代表不會受到選民本身的「政黨認同問題」和「議題立場問題」

或是其他變數的影響，選民只會在意連任者的「形象」，以及與選民接觸之「親

切度」和「情感互動」的關係。 

在台灣的選舉中發現，候選人的競選策略一般分為兩種型態：一則為：爭

取「政黨投票」的認同，另一則為：爭取「個人選票」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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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複數選區的選舉制度裏，一般的候選人比較重視「選區服務」的工作，因 

為這些選區服務的工作能力的表現，可以和同一個選舉區內的同黨候選人作為

「服務特質的區隔」，使選民易於感受彼此有何不同，且又不會得罪競選對手，

這是讓選區選民繼續支持連任者的最美好策略。 

二、選區服務與個人選票關係 

所謂的選區服務，選民會因為「選區服務」而進行「選票回饋」的行為，

依據「個人選票」的定義，可以說是「候選人取向」投票行為的一種表現。 

筆者認為，「選區服務」對選民投票的影響，已逐漸在提高當中，尤其是選

民對現任民意代表「選區服務」的評價，已成為不可忽視的可能變項。 

依據黃秀端與高世垣的研究皆認為，立委連任成功的比率一直增高，是與

候選人「選區服務」的效果有關。現任的民意代表有許多資源可用來服務選民，

他們也擁有實質權利的光環較容易接觸選民，使得選民對現任者較為熟悉，且

產生較好的評價。選民為了保有現任民意代表繼續為他們提供服務，或是，預

期現任民意代表持續在位，是對選民自己比較有幫助的狀態下，基於這種利害

的考量，選民自然會再度以選票來表示支持。 

筆者認為，選民與民意代表本身接觸頻繁的情況下，服務處的服務工作，

更有條件誘發「個人選票」的形成。 自 1970年中期，選民心中民意代表的形

象，他們對立委本身認知，僅在於立法院會「法案相關的表現」為主，同時，

立法委員也成功地將選民的注意力，轉移至服務處的「選民服務能力的表現」

上，這使得選民對於立法委員的工作表現，產生良好的印象，進而在下次選舉

投票能夠再度予以支持。 

再者，台灣地方派系在人情關係的發展上，不難觀察出，政治人物為了要

在選舉時獲得支持，必須發展與選民的親密互動關係，這種親密關係，即建立

在「相互利用」與「相互幫忙」的模式上。依據經驗的體察，政治人物通常會

自動向選民展現出自己目前所擁有的職權光芒，來與地方進行社會互動，打聽

地方的需求，並幫助他們解決困難。  

在這樣的人情關係良好互動下，「選民」可利用「選區民意代表」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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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滿足自己的需求，一到選舉時，選民就會有所回饋。 

透過「區域服務處」的服務功能，所產生的「個人選票」，選民對現任者產

生服務形象的正面評價，以及預期這些現任者，繼續當選是對自己最有幫助的，

故於選舉時，會以選票來回饋。另外，不管選民對民意代表的評價如何，只要

接受了民意代表的服務，在心理上就有所欠其人情，所以，必然會找機會來表

示回報。 

台灣社會的「人情關係」是建立在「恩」與「報」的規範上，若有某人生 

活上遭遇到重大困難，而向擁有資源的人請求幫忙時，擁有資源者往往會考慮對

方所做的可能回報，而再給予幫助。在這種情況下，在受恩者的心裡便欠施恩者

人情，他們也會找機會予以報答。「民意代表」提供選民服務，而「選民」以選

票回饋，這種關係就是一種「恩」與「報」最直接的表現。 

三、個人選票功能分析 

（一）以「候選人」為分析，筆者認為，所謂的提供選區的服務資源，通常

包括現任立委所花在選區的時間、服務個案數與地區服務處的設立及聘用之助

理人數等。研究者所要探討的正是每增加一個單位的服務資源，是否就會使得

選區的得票數增加或是提高當選機率，並依此因果邏輯來推論「個人選票」的

功能是否存在。 

筆者於職場研究，「區域性服務處」的「選區服務」效力，於選舉過程中可

以明確扮演著動員的角色，在立委連任時，以各鄉鎮市的得票率來證實，得票

最高的選區正是「服務處」平時提供「個案服務」及「計畫協助」最多的鄉鎮

市，而且整個選舉動員機制，也是各地的「區域性服務處」運用平時服務的人

脈網絡資源來進行動員。 

立委服務處，在各鄉鎮市的服務案件數，來探討個案服務，與得票率的因

果關係，據職場實證發現，服務案件數目、地方建設案的數目與立委的知名度、

服務的滿意度與得票率，確實是有正面關係。筆者認為「選區經營」的績效，

確實會影響「選舉地盤」和立委連任的得票率。 

盛杏湲與鮑彤的論文研究中，也認證了服務工作在選舉中的效力（盛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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湲,1998；鮑彤,1999）。盛杏湲探討立法委員得票率集中與分散之原因，其以立

委得票率的標準分析，並發現了國民黨立委候選人及有地方派系支持的候選

人，得票有集中的現象，他們認為這個現象是候選人進行「維持選票」的結果，

而「維持選票」最常見的策略，就是提供服務的工作，不過其研究中未特別加

以驗證服務工作與得票集中和分散的關係。 

鮑彤的地盤定義，分為地盤與非地盤二類，以候選人在各村里的票源凝聚程度

界定了候選人「選舉地盤」。「選舉地盤」指的是候選人得票數在某一次選舉裡，

集中在某些地區的現象，其建構依據「地盤門檻」，若是候選人在某個村里得票

率超過此門檻，此村里則被視為是該候選人的「選舉地盤」，如得票率低於門檻，

便稱為「非選舉地盤」。他的研究中指出在複數選區的選舉制度下，候選人要當

選不見得一定要獲得全選區選民的支持，候選人往往只要擁有一定的得票率即

可當選，因此候選人不一定要經營整個選區，依據國民黨往年配票的選舉方式，

稱為「選舉責任區」；較聰明候選人的策略，是密集地經營某些地方，並在這些

地方想辦法獲得高票。但鮑彤的研究並未探討這些「選舉地盤」是如何形成的，

他只是提出了服務工作是造成「選舉地盤」其中一個可能因素。鮑彤的研究發

現，候選人由服務產生的選舉地盤的選票通常是集中在都市化程度較低、選民

教育水準較低、及農漁民比例偏高的地區。 

筆者於職場經驗印證，上述區域之選民，由於在傳統舊社區的生活環境，

在思想面，較純樸，比較不會有自己的一套意識形態，對各種問題不一定有一

貫的立場，因而較不認同某黨的理念，反而比較能關心具體與切身有關的問題，

如地方建設「計劃協助」案或是候選人給予選民的「個案服務」。 

綜觀國內外，以立委為對象分析的相關研究，有幾個地方可進一步的探討： 

第一，若將現任者是否連任成功為主要分析，將會過度簡化「個人選票」

的概念，候選人以過去對選民的服務行為，爭取到選民的支持，此種現象是有

可能發生，但不見得就是表示現任者皆可以順利連任成功，這還要看其他因素

與爭取到的選票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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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一：以 1995年第三屆立委選舉結果，現任的黃煌雄立委、陳婉真立等 

皆無法連任。 

第二，若以整個選區的得票率為分析，則「選民服務」的效力，可能會被

其他因素稀釋。依照 Fenno說法，國會議員對選區選民的支持程度有不同認知，

他發現國會議員們會比較重視那些支持他的選區，如地理選區、連任選區、首

要選區、個人選區等。 

職場上的研究，認為針對自己的選區，現任者立委會選擇「固守票源」的

策略，也就是對這些重要的地方提供較多的服務資源，而現任立委的得票也較

可能集中在這些選舉區域。而立法委員「選區服務」的效力，也會隨著因選區

的不同，而服務行為也會有所不同的呈現，所以不該只是把整個選區的得票率，

示為依變相的主要分析，現任立委的得票集散分佈，也應一併考量，如此才能

真正發現候選人的選民服務工作與個人選票的因果關係與效力。 

（二）以「選民」為分析，有關「個人選票」的分析，筆者認為應該以選

民的投票動機作為研究的基礎。「個人選票」為候選人依個人的特質、條件、服

務等因素，所導致的選民投票支持。若只有以現任者的得票率與其投入選民服

務的資源，作為分析「個人選票」是否存在的研究設計，那麼選民內心真正的

投票動機，將永遠無法被理解。 

筆者者認為，選民以選票支持現任立委，其背後的動機是選民預期如果投

給評價好的現任立委，則他們所需要的服務需求仍然可以持續，這樣的結果是

對選民最有幫助的。選民投票回饋的背後動機，也有可能是一種「恩」與「報」

的心理。所以有關投票行為的研究，仍須要針對選民來進行調查，如此才能獲

得政治現象的真正成因。 

以選民立場來評估「個人選票」是否存在的討論，比較有系統者，首為 Cain、

Ferejohn與 Fiorina三人共同的研究成果（高世垣,2001：26-27）。他們運用了「國

家選舉研究」（National Election Study）的調查資料，分析了英、美兩國眾議員

與選區的互動關係，其三人以「是否投給選區現任者」為依據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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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現任者與挑戰者在選民心中的知名度」。 

2、「選民政黨認同與現任者是否相同」。 

3、「對現任者投票紀錄的滿意程度」。 

4、「對各政黨表現的評價」。 

5、「個案服務經驗」。 

 6、「預期現任者對自己的幫助程度」。 

以上之六項，為主要變項，再分析這些變項影響選民投票給現任者的機率。

結果發現，選民若是接受了現任者的「個案服務」，以及預期現任者對自己有幫

助者，則其投票給這些選區現任者的機會將會提高。選民的政黨認同若與現任

者黨籍相同，則選民投給現任者的機會也會增加，而且達到顯著的水準。不過

那些與現任者不同黨的選民，若接受了現任者的服務，還是會將選票投給現任

者，並不受政黨認同的影響。如此符合「個人選票」的定義，選民投票回饋是

不會受到政黨認同的影響。 

過去的學者研究，在選民方面，都是以「一般選民」為主要分析對象。而

筆者的研究，是以接受過服務處服務的選民為主要分析對象。而國內未見以「選

區服務處」來探討服務結果，所導致「個人選票」的相關研究，一般都僅在以

「立委」與「選民」之間相互關係的發展所導致個人選票的研究。至於有關「區

域性服務處」和「選區選民」互動關係導致個人選票與社會功能的研究，實在

需要有人更進一步的開發。 

國外學者，以單一選區下的選民投票行為為分析題材，所以可用於「是 

否投給選區現任國會議員」為依據變項來分析，再看現任者的服務是否有影響

選民的投票支持。筆者認為，台灣現況，為複數選區之選舉制度，在現任者不

只一位的情況下，無法以「是否投給現任者」惟一變項的分析，所以在研究設

計方面，只能以「是否投給提供服務的候選人」為變項來分析，同時需要考慮

到哪一位民意代表是否有提供了服務，依此可有效評估「個人選票」是否真正

能展現在某一位候選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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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的相關研究，大部分皆以「選民」對其「個案服務經驗」為主要變

項的分析，少數者有加入了「選民對現任者，為地方建設之努力的認知」。筆者

認為，有關「選區服務」的定義，若採比較寬廣的演繹來界定，除了「個案服

務」以外，尚有民意代表為選民所做的其他服務。這些服務有時不見得與選民

切身相有關，但其通常會為現任者帶來好的名聲與正面評價。所以有關「個人

選票」的分析，這些「非個案服務」的服務案也應納入探討。筆者經驗印證，「個

案服務」通常與選民切身有關，所以選民可以清楚的認知與具體的感受，但「非

個案服務」的服務效益，選民比較難以感覺，它也許只是選民對於民意代表的

「象徵回應」，或是選民有時感受不到的地方性「分配回應」。  

對於提供「選區服務」主體的界定，筆者認為，應該擴大為各層級的民意

代表，因為他們也是選民直接投票選舉產生出來的各層級民意機關的議員及代

表，如縣市議會議員、鄉鎮市民代表會代表，他們同時也擁有監督行政的權力，

並有反映民意的功能。台灣的地方性民意代表轉戰立委也時有所聞，以選民的

角度在分析「個人選票」時，這些轉戰立委的地方性民意代表，其平時的選區

服務，也應納入分析架構中。最後，以選民的角度分析「個人選票」時，到底

有多少選民，進行了選票回饋，也就是說「個人選票」的「量」到底有多大，

也應該加以估計。因為這些「個人選票」往往是民意代表們一決勝負的關鍵票

或基礎票，了解這些「個人選票」的量，才能更了解民意代表的策略取向，只

有個體分析的方法，是難以估計出正確「個人選票」的量，此時，就要藉助總

體的得票數的紀錄，來探討個人選票的範圍。 

綜觀上述初探，對選區服務與提供服務主體的界定，關於「選區服務」的

內容，Fenno是以歸納法來論述「選區服務」。他認為只要是國會議員提供之「個

案服務」與「計畫協助」皆屬「選區服務」。 

「提供服務」的主體，依上述文中之國內外學者，大都將「中央民意代表」

視為提供「選區服務的主體」，並未將真正在基層執行服務的「選區服務處」以

及「選區服務者的助理群」列入探討。 

筆者認為，有關「選區服務」的內容，若僅於「個案服務」與「計畫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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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界定，這樣的說法稍嫌狹義，因為民意代表為他的選區選民所提供之服務，

不僅限於以「個案服務」與「計畫協助」的方式來呈現。台灣的現況，民意代

表為選民所提供的服務，已經進入多元化了，對於民意代表為「選區服務」應

採比較寬闊的演繹來界定，較符和台灣的實際狀況。 

實務上提供「選區服務」的主體，除了中央民意代表立委本身外，往往都

是一群有擔當、有理想、有使命感之民意代表的助理群，默默地在基層的選舉

區域裡，無怨無悔地執行一切任務，包括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在內。一般選民稱

他們為「非民選的民意代表」33，或「分身的立法委員」，他們在各角落，積極

地隨時扮演著反映民意與監督行政統治權，以及關懷社會的角色。 

   另一方面，在台灣的政治生態裡，縣市級以下的地方民意代表，每年擁有來

自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公所給予相當額度的配合款。例如台北縣議員，每一年縣

政府提撥 600萬元為議員的地方建設款，另外 600萬元為議員的統籌分配款，

有 1,200萬元的配合款。同時，擁有自由分配使用的權利，由於擁有龐大配合款

分配權力，致使縣議員及地方代表，在地方上自然能夠營造成雄厚的基層人脈

實力。 

筆者認為，除了「選區服務」的內容，應擴大解釋外，提供服務的主體，

由中央民意代表立法委員本身，與其在選區內所設置之「區域性服務處」以及

「非民選的民意代表的助理群」外，也需要擴大至各級的民意代表，如此才能

夠對選民「投票回饋」的現象與「服務效力」，作務實且有效的觀察。 
 
 
 

                                                 

33 ＜非民選的民意代表＞，是意指著中央民意代表的助理，『立法委員助理』非

經民選產生，由立委自己聘用，任期由立法委員決定，在執行任務時，無論於公部門、或私部

門，所受到的尊重面與回應效力的功能，以及選民對其所期待的，皆等同於立法委員本身，但

其本身的基本福利與薪資和工作權的保障、與立法委員不相等同。一般皆有感受到，職務及前

途卻是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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