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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日本國會常被說是內閣的橡皮圖章，因為不僅內閣提案通過率高
，而且內容還很少有被修改，形同國會只是消極地接受內閣提案。
但是日本民主黨（以下簡稱民主黨）執政時期，內閣提案通過率平
均只有67. 12%，也就是三分之一的內閣法案沒有通過。值得注意的
是，儘管內閣推動法案受阻，但是在議員提案部份，不管是在提案
的比例及通過率都比以前高。相較自民黨執政時期，民主黨執政時
期的議員立法能力的確顯著地提升。明顯地，國會不是如過去所說
的空洞化。該如何解釋民主黨執政時期的變化？

為了要更清楚理解民主黨時期與其他時期不同之處，還得理解立法
程序以及過去的議員提案情形，包括提案數、提案類型以及通過的
類型，據此提出對民主黨時期議員較好立法能力的可能解釋。因此
，本計畫不只針對民主黨政權時期，也回顧過去議員立法情形，以
理解議員立法整體之變遷。對於民主黨時期比較好的立法能力，提
出四個可能的解釋:是執政黨（也就是民主黨）議員提案的結果
（H1）、在野黨積極提案的結果（H2）、委員會提案的結果
（H3）、跨黨派提案的結果（H4）。結果發現，主要是與H4委員會
主席提案增加有關，並且還與化解民主黨時期立法僵局有些關聯。

中文關鍵詞： 日本政治、議員立法行為、政黨輪替、自民黨、民主黨

英 文 摘 要 ： The Democratic Party of Japan (DPJ)’s governance presents
an interesting case. The DPJ came into power in 2009 with
promises to change Japan. However, many policies on which
the DPJ campaigned during the 2009 election were either
disapproved of or suspended, and the ensuing policy
stalemate almost became a landmark of the DPJ government.
In contrast to the low passing rate of government bills, it
is noteworthy that not only the number of bills introduced
by Diet members increased, but the passing rate of bills
introduced by Diet members was also significantly higher
when compared with the corresponding rates for the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LDP)-led Cabinets. In terms of agenda-
setting and legislative output, the legislative ability of
Diet members has been strengthened. What explains this
development? Who proposed it? What types of bills were
introduced? Did such a development have any relation to the
DPJ’s limited legislative ability? Last, but not least,
what are the implications for Japanese politics?

By reviewing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on legislative
studies, this project will construct four hypotheses that
will be tested to answer the question as to why more bills
were passed during the DPJ Cabinet. By using the DPJ’s
governance as a case study, this project hopes to provid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rules and procedures regarding
how bills become laws and to pave the foundation for future
comparative projects.



英文關鍵詞： Japanese politics, legislative behavior, government change,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democratic party of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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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國會做為立法部門，主要功能之一在於制訂法律，理論上，國會議員可以提出任何所想要的法案，但

是不一定會通過。事實上，跨國分析顯示，議員提案通過率並不高。1 日本也是如此，長期以來議員

提案數雖然佔所有提案的三四成，但是通過率只有 21.92%，遠低於內閣平均通過率 85%（古賀豪、桐

原康栄、奧村牧, 2010）。不過，在日本民主黨(以下簡稱民主黨)執政時期，2議員提案數佔所有提案的

43.97%，而且通過率為 37.10%，在所有通過的法案中，由議員提案所佔的比例由過去的一成五左右，

提高到三成(細節請見後述)。過去也有議員提案數大幅增加的情形，但是通過率並沒有因此改變多少。

民主黨執政時期，不管就提案及立法產出都有比較好的表現，這引發本計畫案想要探討，為什麼在民

主黨執政時期議員有較好的立法能力？ 

 

本文以為，要回答「為什麼民主黨執政時期，不僅議員提案比例增加，通過率也更為提升」， 必須要

知道民主黨執政期間，在議員立法方面，有誰提案？提案內容為何？通過的法案是否屬於特定類型？

而為了要更清楚理解民主黨時期與其他時期不同之處，還得理解立法程序以及過去的議員提案情形，

包括提案數、提案類型以及通過的類型，據此提出對民主黨時期議員較好立法能力的可能解釋。因此，

本計畫不只針對民主黨政權時期，也回顧過去議員立法情形，以理解議員立法整體之變遷。 以下先說

明此計畫案的研究意義，檢討既有文獻對於議員提案以及民主黨時期的討論，再說明此計畫的研究方

式與架構。 

 

二、 研究意義與目的 

1. 實證意義 : 從不同角度了解民主黨政權的運作與日本政治 

2009 年 8 月民主黨贏得大選，終結自民黨超過五十年的長期執政，原本大家對於民主黨上台有很大的

期望，沒想到卻短暫執政三年三個月就下野，這樣的落差引起許多學者的注意與研究(黃偉修，2011；

佐々木毅、清水眞人，2011； 御厨貴編，2012；小林良彰，2012；李世暉 2012；竹中治堅，2012、 2013

神保謙 2013；陳永峰 2013；日本再建イニシアティブ，2013；飯尾潤編，2013；Shinoda, 2013；Krauss, 

2013)。  

 

民主黨政權運作不利，也反映在內閣提案推動法案受阻。民主黨執政三年，平均內閣提案通過率只有

67. 12%，3 也就是三分之一的內閣法案沒有通過。但是，以往日本內閣提案通過率高（岩井奉信 1988；

古賀豪、桐原康栄、奧村牧, 2010），而且內容還很少有被修改（大山礼子 2011: 4），因此日本國會常

被說是內閣的橡皮圖章。但是民主黨時期與日本國會是內閣的橡皮圖章的說法不同，明顯地，國會並

沒有只是消極地接受內閣提案。此外，儘管內閣推動法案受阻，但是同時期議員更為積極提案，通過

率更高。這是否有連動關係? 研究民主黨執政時期議員立法，可以更進一步了解民主黨時期的日本政

治，以及日本政治的變化。 

 

2. 理論意義:提供未來比較研究基礎 

                                                 
1 依照日本國會法規定，議員提案稱為「發議」，內閣提案才被稱為「提案」。但是，這樣的語法在中文沒有用，而且都是

提出法案，所以本文不特別區分發議或是提案。 
2 2016 年 3 月民主黨與維新黨合併另組民進黨，2017 年眾議院提前解散改選，黨首前原誠司提議與小池百合子領導的希望

之黨合併，也獲得黨內支持。但是希望之黨並沒有願意接受所有民進黨候選人，因此，以枝野幸男為首的偏左的民進黨自

由派人士另組新黨立憲民主黨，民進黨也因此分裂選舉失利。 
3 這是包括例行國會與臨時國會的提案情形的平均，若是只針對例行國會，內閣提案的通過率為 6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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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國會研究很多，但是針對議員立法的研究比較少(請見下一節)，本計畫希望從議員立法的角度，對

於日本國會運作有更多的理解。透過民主黨執政時期，，希望可以在制度規範討論之外，提供比較動

態的分析，對於議員提案的機會與限制有更清楚的了解。 

 

此外，還可以做為比較研究基礎。 在日本國會議員提案不是完全個人因素考慮，還與政黨政治密切相

關，研究議員立法的情形，有助於釐清立法過程中不同行為者，包括議員、政黨、內閣及國會幹部(例

如委員會主席)間的互動，也可以幫助我們更進一步地去理解日本國會立法的邏輯，並做為發展比較研

究的基礎。以採內閣制的民主國家為例很多國家的議員提案件數高於內閣提案數。例如：比利時國會

議員提案的法案數是內閣提案的九倍之多，也就是佔所有提案的 90%（Bowler 2002），英國議員提案

件數也是高於內閣提案數(古賀豪、奧村牧人、那須俊貴，2010）。 但是，相較於內閣提案平均通過率

80%，個人提案的平均通過率只有 15%（Bowler 2002）。就結果來說，日本與其他國家類似，議員提案

通過率也是低於內閣提案通過率。只是，與其他內閣制國家不同，日本國會議員的提案數一直比內閣

提案數少，議員提案通過率卻高於跨國比較的平均值，民主黨時期議員提案通過率還更高。可見憲政

層次的討論沒有辦法解釋這樣的差別，還需要針對其他層次的制度作探討。透過民主黨時期的議員提

案情形，希望可以對於影響議員立法的整體研究與理論建構有所幫助。 

 

三、 文獻探討 

1.日本國會的角色與運作  (自民黨時期) 

對於日本國會的研究，早期比較是傾向法學研究的制度規範討論，到後來主要針對立法過程的動態面

討論（岩井奉信 1988）。學者從不同角度與層次去討論日本國會，4不過，最大的辯論還是在於國會是

否有影響力。 根據日本憲法，國會是國家權力的最高機關，唯一的立法機關。而且，避免戰前行政權

過大的情形，戰後在制憲時特意要強化國會的角色（大山礼子，2011；Baewarld 1974；Pempel, 1986），

國會應該是審議法案的主要場域。但是，如前所述，由於內閣提案通過率高，而且通過的法案內容很

少有被修改，所以許多人認為日本國會審議功能空洞化，國會常被稱為內閣的橡皮圖章。因此有相當

的文獻是在討論「為什麼審查會流於形式化？」。尤其是主張「官僚主導」的學者，如 Johnson（1982），

以政府決策在內閣會議召開之前，就已由事務次官會議整合，所以到了內閣時，幾乎已經定案，來做

為國會影響力有限的說明。5 不過，儘管也許政策法案是官僚草擬，但是法案要成為法律最終需要國

會議員支持通過（Krauss and Muramatsu, 1984），所以另有學者主張，國會不是沒有影響力，只是議員

發揮影響的地方不一定只是在國會審議的過程。 

 

相較於國會空洞化的說法，國會是有影響力的看法可以兩方面來談。首先是從自民黨與行政部門的關

係說起，主要是對於「官僚主導」的反發。雖然一般來說，官僚比較具備專業知識，但是國會議員長

期參與立法，也會累積一定的專業。再加上，因為自民黨長期執政，他們同時也發展了不在憲法規範

的非正式規範，要求所有法案必須要先得到黨的同意，也就是「事前審查制度」，才可送到內閣及國會

審理（星浩，2005）。因為政調會部會與國會委員會分工方式一樣，部會委員也是該國會委員會的委員。

如果法案可以得到政調會部會的支持，在國會也就會受到支持。因此，為了讓法案能夠在國會順利通

過，行政官僚也就會先與自民黨議員去溝通，尤其是主管相關政策的政調會部會。6 由於法案在送到

                                                 
4例如：從憲政層次去討論國會（加藤一彥 2009），或是比較戰後的國會與過去帝國議會的不同（Baerwald 1974）。針對參

眾兩院的不同或是針對特定一院的討論，如：竹中治堅（2010）。也有針對特定的制度的討論，如：會期時間限制對於法案

議程設定的影響（Masuyama 2000），質詢制度變化對議員與內閣間互動及答辯情形的影響（田中信一郎 2012）。 
5 由於日本過去在自民黨執政時期，是採由下而上的決策模式，官僚負責草擬政策法案，再一層一層討論確認。飯尾潤教

授更是稱為『官僚內閣制』，批判議員將政策制定的角色授權給官僚，有違民主制度的精神（2007）。 
6 例如：農林水產省的官員主要是與農林部會的議員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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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閣與國會前都已經討論好了，所以，利益團體不會等到法案在國會審理才會與國會議員遊說，而是

在政策討論的過程中，就與自民黨議員及官僚溝通。 

 

其次，還可以從黨紀競爭關係來討論國會影響力，這主要是與 1970 年代的發展有關。當時自民黨優勢

下滑，隨著政黨勢力的消長變化，有許多內閣法案被在野黨否決（Mochizuki ,1982；岩井奉信,1988）。

自民黨為了讓法案可以順利通過，除了會納入反對黨的意見，以換取支持，還在法案審查前就先與在

野黨協調溝通。也就是政黨間對於待審或是審查中的法案，進行朝野協商意見溝通，以求讓國會議事

進行順利，而各政黨內部有針對國會運作，還特地成立「國會對策委員會」做協商。7  這樣的運作也

就是習稱的「國對政治」。 

 

雖然除了預算、條約、首相提名等，所有法案需要參眾兩院通過才成為法律，但是在 2007 年以前自民

黨都是最大黨，所以參議院比較少被討論，重點都是在眾議院的立法過程。 2007 年參議院大選，自

民黨失去參院最大黨寶座後，民主黨利用程序影響法案的審議，迫使自民黨與其談判、修正原來的政

策主張 (竹中堅治，2010；待鳥聰史，2008；Govella and Vogel, 2008)。8 才讓學者有比較多討論參議

院對立法的可能影響。 

 

2. 民主黨政權時期改變 

民主黨自成立以來，就主張日本應該仿效英國，建立以內閣為決策中心。所以，民主黨非常批評上述

自民黨長期執政所發展出的「事前審查機制」以及「國對政治」，認為這樣不透明有違責任政治，而主

張日本應該像英國一樣，以國會為執政黨與在野黨辯論攻防的主要場域。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民主黨

強調政治主導，除了決策要由「政務三役（大臣、副大臣與政務次官）」負責，民主黨主張還要禁止

官僚在國會以參考人身份代為回答，由具有民意的政治人物來辯論，以活化國會的辯論（清水真人

2011:81）。 

   

此外，為了讓國會成為朝野政黨辯論的主要場域，民主黨主張建立一元化決策（大山礼子 2011:108-110）。 

為落實其一元化的主張，民主黨希望建立起只有「由內閣向國會提案」的原則，也就是法案先由政務

三役規劃討論、送交內閣會議決議、再向國會提案審理的程序。 

 

民主黨想要建立一元化、以國會為政策辯論場域，但是改革效果有限。 

1) 因為國會法要求，國會開會期間大臣有出席的義務，而民主黨又主張決策是政務三役負責，如此一

來， 大臣忙著在國會回答問題，沒有時間規畫政策。大臣難以兼顧省務，造成政策回應慢(飯尾潤

2011) 。 2)民主黨以英國為運作的對象，但是忽視憲政以外的其他制度因素。日本雖為內閣制，但是

戰後制憲時，美國將三權分立的精神部分帶入行政立法關係中，所以與英國不同，日本是委員會中心

主義，而且議程設定主導權不在內閣，不會完全像英國是由內閣來主導與推定議題(大山礼子，2011)。

3)因為扭曲國會，法案推動受阻。民主黨 2009 年眾議院大選贏得勝利，但是卻在隔年(2010)的參議院

選舉失利，失去參議院最大黨的地位，形成參眾兩院多數分屬不同政黨的分立國會。在野的自民黨成

為參議院最大黨，利用立法程序影響法案的審議，造成民主黨推動法案不順利 (待鳥聰史，2011；竹

中治堅，2012 2013）。  

 

                                                 
7 這不是國會的委員會，而是黨內組織。雖然不是法律規範的正式職位，因為是長期互動的結果，政黨彼此尊重協商結果，

國會對策委員長對於議程設定也就有實質的影響力。不過，也因為不是體制內的規定，不受監督，而有密室政治的批評。 
8 日本學者與媒體多以「扭曲國會（ねじれ国会）」來形容法案當時在兩院之間來回送審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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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來說，國會研究討論的重點主要是內閣或是執政黨如何推動法案。議員提案的相關討論，除了中

村睦男（1993）與谷勝宏（2003）比較全面性地討論議員立法，一般是散見在國會整體立法的討論中。

古賀豪、桐原康栄、奧村牧人(2010) 回顧歷屆國會內閣與議員提案情形，也有提到民主黨執政時期議

員立法，可惜只有包含民主黨剛上台時的 2009 年臨時國會（173 回會期），並沒有提到之後的情形。

以下第四節參考岩井奉信（1988）、中村睦男（1993）、谷勝宏（2003）、大山礼子（2011）、古賀豪、

桐原康栄、奧村牧人（2010）吉野貴浩（2012）與根元邦朗、濱本真輔(2013)對於議員個人提案的相關

研究作整理。 

 

四、議員個人提案相關規定以及提案動機 

1. 日本議員立法程序 

依照日本憲法，內閣、國會議員與委員會主席都可以向參眾兩院任一院提出法案。兩院審議過程都相

同，以眾議院為例，眾議員向議長提案後，先在院會說明主旨與目的，就由議長交付有關委員會審查。

在委員會通過的法案，才會送到院會全院表決。表決通過，再送到參議院去審議。經兩院審議通過後

的法案，才送交到內閣副署，由天皇公佈施行。9 

據此，參眾兩院議員及委員會主席都可以提案。雖然名義上是議員個人提案，自 1955 年（昭和 30 年）

開始，從原本一人便可以提案，10改為需要有 20 位眾議員或是 10 位參議員以上連署才可提出（古賀豪、

桐原康栄、奧村牧人 2010）。若是與預算相關的法案，則需要眾議員 50 位或參議員 20 位以上連署才

可以提出。因為提案有人數支持的要求，如此規定使得個人提案與政黨有密切關係。也因為有提案人

數門檻的限制，對於小黨也就是在野黨不利。  

 

不僅如此，更重要的是，1962 年之後，不管政黨，議員提案都需要先得到所屬會派的同意，沒有例外。
11 雖然依照規定，兩人以上就可以成為一個會派，12，實質上，議員參加的會派也通常是所屬的政黨

所組成，這意味著議員提案需要經過黨的同意。13 因此，可以預期執政黨議員的提案，不大會是與內

閣立場不同的提案。14 例如：避免意識型態引起的衝突，自民黨限制意識型態方面的提案（岩井奉信

1988）。事實上，過去有過自民黨議員想要直接對國會提案，但是因為沒有黨的同意，議院的事務局不

會接受（Krauss and Pekkanen, 2004）。所以，實際上日本議員提案是與政黨密切相關。 這也解釋了為

什麼日本議員提案較其他國家議員提案數少。 

 

2. 提案動機 

對於議員提案的動機，一般研究以為是與個別議員的連任考量有關。因此，議員提案通常是與民眾生

活比較密切相關的法案，甚至多半是比較傾向於特殊利益的分配政策以討好選民（新國會事典）。不過，

因為提案要有一定人數支持，又要有會派同意，提案誘因不能獨立於政黨政治來理解。 

 

                                                 
9 立法程序請見 http://www.shugiin.go.jp/index.nsf/html/index_kokkai.htm 
10 過去提案門檻低，議員彼此支持對方的法案通過，造成許多人的提案是與特別利益有關，也就是禮物法案 （お土産法

案），造成預算規劃與法律內容不一致的問題，所以自 1955 年開始提高提案門檻（岩井奉信 1988； 古賀豪、桐原康栄、

奧村牧人 2010 ）。 
11 一開始是自由黨要求同黨議員提案需要先經過黨的同意，但是到了 1962 年（昭和 37 年）已成為所有政黨的慣例（古賀

豪、桐原康栄、奧村牧人 2010）。 
12 http://www.shugiin.go.jp/index.nsf/html/index_kokkai.htm 
13 這與台灣不同，台灣的立法委員提案，需要有一定人數的議員連署支持，但是並不需要黨團的同意，所以台灣立法委員

個人提案的門檻較日本國會議員低。 
14 當然有些是事關「面子」的法案，為了避免衝突允許提案，但是不好直接否決，就「繼續審議」（岩井奉信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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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案動機 政黨有別 

對於在野黨而言，會有強烈動機利用在國會提案去顯示與執政黨的不同，以爭取選民的支持。所以，

一般來說，日本在野黨議員提案，是為了顯現他們有自己的政策訴求，或是提出與內閣法案類似的法

案與其競爭，以顯示其有執政擔當的能力，以吸引民眾的支持，期望在未來的選舉可以獲得選民的青

睞。另外，議員提案有可能是政府原先比較忽視或是與政府意見不同的提案，若是持續提案，可能得

到一定的注意，使得政府改變政策或是重視原先比較忽視的議題，還有議程設定的功能（吉野貴浩，

2012）。所以，儘管在缺乏國會多數支持，在野黨提案比較不容易通過（詳見後述），但是透過提案，

可以型塑政黨形象，讓民眾知道他們的立場，希望可以在下次選舉獲得他們的支持。 

 

相反地，執政黨議員的提案，往往是幫助內閣去做提案。學者谷勝宏(2003) 與吉野貴浩(2012) 研究指

出，地方利益或是利益團體較為相關法律，雖受到內閣支持，但是若由內閣提案，會容易有圖利特定

對象的批評，所以多由議員代為提案。也就是，比較有爭議性的法案或內閣比較不適當的提案，往往

由執政黨(自民黨)議員代為提出。因此，不僅是反對黨，執政黨議員的提案也是無法與政黨及內閣做切

割。換句話說，執政黨議員的提案，未必就是與內閣不同立場的法案，或是對於政府法案不滿而提出

的法案，而是幫助內閣去做提案。  

 

2) 選舉制度的影響 

另一個影響議員提案是個人連任考量，又與選舉制度密切相關。首先，選舉制度可能影響議員個人提

案類型。在比較傾向以候選人為中心的選制，議員為了換取選民支持，多半是比較傾向特殊利益分配

的政策。所以，在採「單記非讓渡投票（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System, 以下簡稱 SNTV）」時期，

日本眾議員，尤其是執政黨自民黨議員，提案會以與地方利益相關的法案為主，這也呼應了前述對於

議員提案動機的討論，為了連任，透過法案回應選民，希望可以獲得選民的支持。因此，當選舉制度

從 SNTV 改為「單一選區兩票制」，小選區為相對多數決，預期當選門檻提高、特殊利益的法案的提案

比例應該會降低。 其次，從 SNTV 改為單一選區兩票制，除了選區改為單一選區，還有政黨比例代表，

有助於形成以政黨為中心的競爭。 同時間政黨經歷重組，自民黨優勢下滑，政黨競爭提升。許多研究

預期，在此情形下，政黨會更強調政策立場以吸引選民支持。議員為了要提高能見度，選制改革之後，

為吸引選民的注意，會更積極地提案（吉野貴浩 2012）。 

 

3) 自主法案 

除了朝野政黨考量，另外一類內閣不提案由議員提案的法案，則是與議員直接相關的法案。例如，選

舉法規會影響誰會代表民意組成國會，基於尊重國會自主性，這類的法律是由議員提案（入戶野弥生 

2012）。 

 

五、研究方法、資料來源與分析架構   

由於是要討論誰提案、提案的內容及審議的過程，在研究方法方面，本計畫主要採取「質性方法

（qualitative methods） 」，以文獻分析為主，包括新聞報導與統計資料。 

 

為了比較精確地了解歷屆會期的情形，以下討論，每年資料都只以例行國會，也就是「常會」的資料

來計算。15 因為過去的常會通常是 12 月召集開會，1992 年之後才改為一月召開，為了計算方便，1991

                                                 
15 日本國會分為：通常國會、臨時國會與特別國會。通常國會（相當於例行國會，以下簡稱為「常會」），每年例行召開一

次，有會期時間限制，主要審查預算及其他法案。臨時國會則是內閣或參眾兩院任何一院四分之一議員要求召開，審查國

政上緊急必要的法案。特別國會則是解散眾院舉行選舉後 30 日內召開的國會(楊鈞池、許介鱗，2006：89-91; 浅野一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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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的常會，就以一月的年度來算。16 1953 年國會解散兩次，改取兩次特別國會提案數的平均值。 

 

如前所述，內閣、國會議員與委員會主席都可以向參眾兩院任一院提出法案。此外，根據內閣法制局

以及參眾兩院標準，參眾兩院議員及委員會主席提案都列為議員提案。以下先就內閣提案以及議員提

案情形作比較，再依照提案人背景、提案方式、提案類型及審議情形去整理，以了解日本議員立法的

特徵，更具體地掌握自民黨時期與民主黨時期的異同。更具體地說: 

 

a. 「提案人背景」也就是執政黨或是反對黨議員以及委員會主席。 

 

b. 「提案方式」是指經過眾議院還是參議院提案。也就是想知道議員提案方式是否因為政

黨在兩院勢力不同，而傾向在某特定議院提案？ 

 

c. 「提案類型」 也就是「法案性質」，是指是法案所涉及的利益性質。參考 Wilson (1986)

以及盛杏湲(2012 2014)討論台灣立法委員選制改革前後立法行為改變的研究架構，將個人提案類型

分為普遍利益與特殊利益。更具體地來說，特殊利益是指受益的對象是特定族群與團體，甚至特定

地域，也就是我們常說的侍從主義關係的展現。而普遍利益便是指受益的對象不是特定人士，包括

是公共利益以及高度政策型。17 

 

因為日本提案資料，國會官網只有從 1998 年開始，1998 之前的法案實質內容難以取得，因此

本計畫採用 Pekkanen, Nyblade and Krauss (2006)的研究架構，以審議法案的所屬委員會來做分類，18

作為法案分類的依據。再加上國會自主相關法案只能由議員個人提案，所以總共將法案分為三類: 

普遍利益、特殊利益以及其他(國會自主)。 

 

以下參考古賀豪、桐原康栄、奧村牧人（2010）以及武藏大學根源邦朗教授所整理的資料(以下通稱根

源邦朗資料庫)，先整理過去(民主黨上台之前)議員提案情形，以了解過去議員提案特徵，並以過去提

案情形為基礎，對於民主黨時期議員有較好立法能力提出可能的假設。 

 

六、政黨輪替前後議員個人提案情形之比較 

 

1. 政黨輪替前歷年提案情形變化(1947-2009) 

1) 內閣提案數 vs. 議員提案數 

                                                                                                                                                                                  
河野久，2008：18-20)。 
16 例如：第 24 回會期的開會時間是 1955 年 12 月 10 日至 1956 年 6 月 3 日，則列為 1956 年。少數幾次常會，包括 1949

年、1953 年、1955 年、1967 年、1970 年、1973 年、1984 年與 1990 年，沒有審查法案就解散國會，則以選後召開的特別

國會法案通過率來代替。 
17 二者相似，都是對於全民有所影響，不過還是有些微不同。 高度政策型法案多半是國家整體外交、安全保障或是與全

民相關但是需要較為高度專業的政策，例如稅制改革與法務。 
18 因為國會委員會所職掌的政策領域通常也是是有涉及不同的利益，見建林正彥（2004）的討論 



 8 

 
資料來源：古賀豪、桐原康栄、奧村牧人（2010），作者整理。 

* 議員提案數 包括參眾兩院議員提案數 

 

從圖一可以看到，內閣提案數一直多於議員提案數。不過，不論是內閣提案與議員提案，都是呈現戰

後初期比較活絡、後來漸漸下滑的情形。這有可能是因為戰後初期是許多制度重建、政策要重新規劃，

所以有比較多的提案。就個人提案來說，在 1950 年代有幾次議員提案數是近乎 100 件，但是到了 1960

年代中期以後是 50 件左右。這反映了上述在 1955 年開始提高門檻提高，提案數受到影響。之後，提

案數有起伏，但是都沒有回到 1955 之前的水準，比較明顯的變動是在 1990 年代，尤其是在 1997 之後

有顯著的增加。 

 

2) 參眾議員提案比較 

再針對個人提案做比較，就提案者背景來說，一直是以眾議員提案為主。平均來說，七成以上的議員

提案都是由眾議員所提出。這反映出上述的眾院優越地位，尤其在 1989 年之前，自民黨在參眾兩院都

是多數黨的地位，不大會有兩院有嚴重地意見歧異，所以在政策立法上，參議院就比較沒有受到重視，

也影響到參議員提案的動機。不過，在 1990 年代，參議員提案有增加。當時自民黨不再是一黨獨大，

政黨競爭更為激烈，而且自民黨失去參議院多數黨地位，反對黨可以利用參議院提案。 

 

 
資料來源：古賀豪、桐原康栄、奧村牧人（2010）作者整理。 

*眾議員提出的法案簡稱為「眾法」，參議員提案則稱為「參法」。 

3) 眾議院朝野政黨議員比較 

 

表一、執政黨議員提案數及比例 

 執政黨議員提案數 佔所有議員提案數比例 

選制改革前 61 14.73% 

選制改革後 192 26.59% 

資料來源: 根元邦朗教授資料庫，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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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個人提案以眾議員提案為主，再針對眾議院提案者的政黨背景來看，排除委員會主席提案，所有

提案中執政黨議員提案比例低，主要是由反對黨議員提案。 

 

尤其在自民黨失去優勢後，主要反對黨(新進黨及 2000 年之後的民主黨)都很積極提案，甚至在 2009

年大選之前的常會，個人提案數還高過於內閣提案。據筆者粗估，執政黨議員提案 (排除同黨籍委員

會主席提案)只佔所有議員提案三成不到，在 1997 之前，執政黨議員提案甚至只佔 14.77%。不過選制

改革之後，執政黨議員提案比例增加。綜合來看，當政黨競爭提高19以及當弊案比較多時20，議員提案

的確有增加。  

 

2. 提案通過率比較 

1) 內閣法案與議員提案比較 

 

資料來源：古賀豪、桐原康栄、奧村牧人（2010）作者整理 

 

雖然日本議員提案數目在歷屆國會中平均佔有三成以上(34%)的比例，甚至在有些會期提案數與內閣提

案數沒有很大的差別，但是就通過率來看，在例行的通常國會的議員提案通過率，平均在 22%左右，

也就是提了十件法案，大概只有兩件會成立。 

 

議員提案通過率偏低主要與以下兩個原因有關。首先，雖然議員個人提案數量不受限制，但是要能夠

在國會通過成為法律，需要得到半數的支持，要有一定的合作結盟。這意味著需要動員與協調，對於

個人議員來說不是件容易的事。 

 

其次，更重要的是，在議程設定上，時間對於議員提案不利。雖然日本內閣不能介入法案審理的議程， 

國會議事議程是由議院運營委員會負責（大山礼子 2011 : 72； 野中尚人：321），21 議長也有權可以

影響議程。而議院運營委員會的主席與議長是掌握在執政黨手中，雖然協助內閣推動立法的情況各有

不同，內閣法案通常會比議員提案更容易被排入議程，因此，相較之下，少有議員提案能夠排入議程，

真正進入審查程序。 

 

整體來說，雖然提案件數有變動，議員提案通過率偏低，並沒有隨著環境變動而改變。以下再針對議

                                                 
19 如 1970 年代，1980 年代末以及 1990 年代以後自民黨失去優勢後政黨重組。 
20 例如 1990 年代許多弊案與官僚有關，當時有著降低官僚角色、鼓勵政治主導的氣氛，所以議員個人提案也增加。 
21 日本國會的議院運營委員會（或翻譯為「議會運作委員會」）與我國立法院的程序委員會類似，決定立法的議程，包括

辯論與投票的時間。另外還負責議院各種規則事項及諮詢議長事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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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提案，依照提案人背景不同，參眾議員以及執政黨或反對黨議員身分做比較。 

 

2) 參眾議員提案通過率比較 

比較參眾議員提案的通過率，如圖四所示，參議員提案的通過率相當低，在 1990 年代之前，幾乎通過

率是零。不過，在 1990 年代之後，參議員提案的通過率明顯提高，雖然還是低於眾議員提案通過比例，

但是維持在一定的通過率，沒有完全不通過的情形。 

  

 

資料來源：古賀豪、桐原康栄、奧村牧人（2010）作者整理。 

*眾議員提出的法案簡稱為「眾法」，參議員提案則稱為「參法」。 

 

3) 朝野眾議員提案通過率比較 

以選制改革前後為界，整理朝野議員提案通過率(見表二)。 

 

表二、執政黨議員與反對黨議員提案通過率比較 

 執政黨議員提案通過率 反對黨議員提案通過率  

選制改革前 54.1%  1.27% * 

選制改革後 47.64%   1.69%  

*1979-1993 （第 35~39 屆）反對黨提案的通過率是 0%，是在第 40 屆，有兩件反對黨提案通過 

資料來源：根元邦朗教授資料庫，作者整理 

 

如前所述，議員提案是以反對黨議員為主，但是不管是在選制改革前或是選制改革後通過率不高。從

表二可以看出，選制改革後反對黨議員提案通過率從 0.57％提升到 1.57％，增加 1.75 倍，但是仍然很

低，表示反對黨議員提案難以通過。相較之下，執政黨議員的提案，則有五成左右會通過成為法案。 

 

反對黨議員提案難以通過，主要原因有二。 

首先，因為在野黨議員由於在國會缺乏多數，要能跨黨得到過半支持，不是容易的事，也就是，除非

獲得執政黨或是其他政黨的支持，很難得到過半的支持成為法律。22 例如，岩井奉信(1988)研究發現，

自 1955 至 1988 年，未獲得自民黨連署卻有通過的議員提案只有一件。事實上，這也是協調結果，自

民黨沒有參與連署支持提案，但是是同意這個法案，才讓這個法案得以過關。 

 

                                                 
22 不過，很少有直接被否決的情形，通常是沒有在會期之內完成審議成為廢案（吉野貴浩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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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再加上，日本常會的會期短，23國會又有「會期不繼續」的規定，24沒有辦法在提案會期完成審

查的法案就成為廢案，得在下一個會期得重新提案，不得繼續審查。25 這對反對黨議員更為不利。 因

為日本國會是採委員中心主義，提案必須先要經過委員會審議同意，才會送到院會表決。委員會審議

法案的順序及質詢的時間與日程安排等事項，是由委員會主席與理事協商決定，而委員會主席是按照

政黨勢力分配。吉野貴浩(2012)發現，到 1989 之前（也就是自民黨在兩院都是多數黨），第一大反對黨

的提案，大致是只有 25%~35%的提案有被審查到。因此真正進入實質審查議程的議員提案並不多，更

遑論需要多數支持，因此法案通過率偏低。也就是說，反對黨提案不用等到表決的階段，往往是沒有

排入議程，就因為會期結束成為廢案。這也就可以說明，雖然在野黨可以積極提案，但是通常通過率

不高。先前提到 2009 年的議員提案數超過內閣提案數，但是最後有成為法律的法案，還是以內閣提案

為主，議員提案只有 20%通過率。 

 

4) 委員會主席提案通過率偏高 

依照慣例，議員提案也包括委員會提案，但是法案通過率有很大差別。計算根源邦朗資料庫，自 1979

之後的委員會主席提案，通過率是九成五以上(選制改革前 94.5%，選制改革之後為 99.6%)。這是因為

委員會主席提案是已經先得到委員會同意才會提案，26所以在實際審查過程中，不少是直接逕付院會表

決，通過率較高、短時間就成立的法案也不少（新囯会事典:116）。事實上，若是我們排除委員會主席

提案，議員提案通過率更是降到 20%以下，只有一成多。 

 

3. 提出法案類型以及通過的類型  

前面討論議員提案的可能動機，實際提案內容又是如何?  以下再以根元邦朗教授資料庫，針對眾議員

提案做討論。 

 

1)整體提案類型 

根源邦朗教授資料庫的資料自 1979 年開始，本計畫以選制改革前後為界(979-1996, 1996-2009)作整理。

平均來說，1979-1996 每個會期提案數為 12.3，1996 之後，平均每個會期提案數為 22.5，的確在選制

改革之後，國會議員更為積極提案。法案類型是否有所改變？  

   

表三、選制改革前後眾議員提案類型比較 

 選制改革前(a)  選制改革後(b)  變化率(b/a)  

普遍利益性法案 57.7 60.4 1.9 

特殊性利益法案 23.6 20.9 1.6 

其他（與國會或議員權

益相關的自主性法案） 

18.7 18.7 1.8 

合計 100 100 1.8 

資料來源：根元邦朗教授資料庫，作者整理 

 

                                                 
23 日本通常國會會期 150 天，不過實際審查的時間大概只有 120 天（向大野新治 330-331； 內田滿原）。 
24「會期不繼續」是指未表決通過的法案，不可以延至下個會期繼續審議。換句話說，若是在審理中的法案若是來不及在

會期中通過，就會成為廢案。除非經院會同意跨會期繼續審查，得在下個會期重新提案審理。 
25 除非是有得到院會同意，才可以將為審查完的法案再下一個會期繼續審查。 
26 也就是已經得到委員會同意，只是以委員會主席之名代為提出的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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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來說，主要法案類型都是「普遍利益性法案」，「特殊利益法案」則佔二成多。不同類型法案在選

制改革前後所佔的比例似乎沒有什麼很大的改變。  是否提案者背景不同，會有所不同？ 

 

2)朝野議員提案類型比較 

朝野議員提案類型是否有所差別？選制改革前後，不管是執政黨或是反對黨議員，都是以一般性利益

為主。不過，選制改革之後，在野黨議員提案類型比例沒有什麼改變，但是執政黨提案類型的比例，

明顯有變化，特殊性利益法案明顯減少。 

 

表四、 選制改革前後執政黨與反對黨議員提案類型比較 

 選制改革前 選制改革後 

(%) 執政黨議員 反對黨議員 執政黨議員 反對黨議員 

普遍利益性法案 55.74 65.62 68.75 61.17 

特殊性利益法案 21.31 24.72 13.54 22.89 

其他 22.95 9.66 17.71 15.95 

資料來源：根元邦朗教授資料庫，作者整理 

 

再針對執政黨議員，若是換算提案數(見下表)，執政黨議員在選制改革之後，明顯地比過去更為積極提

案，提案數增加 3.5 倍，而且所提的一般性利益法案比選制改革前多了 4.3 倍。這改變不可謂不大。 

 

表五、 選制改革前後執政黨議員提案類型與提案數的比較 

 選制改革前(a)  選制改革後(b)  變化率 (b/a)  

普遍利益性法案 55.6 68.8 4.3 

特殊性利益法案 21.4 13.5 2.2 

其他 23 17.1 2.7 

Total 100 100 3.5 

資料來源：根元邦朗教授資料庫，作者整理 

 

執政黨議員提案，沒有像想像中以特殊性利益法案為主，本文以為這不是代表執政黨議員沒有運用特

殊性利益去吸引選民支持，而是因為執政黨議員本身就可以參與決策，官僚在規劃政策前也已經與執

政黨議員討論過，其影響力已經內化在決策過程。所以，但看提案比例沒有完全反映實況。 

 

3)不同法案通過率 

由於在野黨議員提案鮮少通過，以下主要針對執政黨議員提案通過的情形做分析(表六)。 

執政黨議員提案，隨著法案性質不同，通過率也有所不同。值得注意的是，普遍利益性法案在選制改

革前後有所波動，特殊性利益法案雖然提案比例減少，但是通過率維持不變。  

表六、執政黨議員提案通過率 

  選制改革前 選制改革後 

普遍利益性法案 公共利益 59.09 4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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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性 50 57.35 

特殊性利益法案 53.85 53.85 

其他(國會自治) 50 37.14 

Total 54.1 47.4 

資料來源：根元邦朗教授資料庫，作者整理 

 

 

小結: 過去(也就在自民黨執政時期)日本議員提案立法具有幾個特徵。 

第一，雖然名義上是「議員」提案，但是因為提案門檻規定，及需要得到會派同意的慣例，其實議員

提案是與政黨政治密切相關。因此，議員提案數還少於內閣提案數。 

 

第二，雖然說政黨競爭對於議員提案會更有誘因，政黨競爭程度高低對於提案數的影響不是絕對的。

例如：在 1970 年代當自民黨支持度下滑，政黨競爭更為激烈的時候，儘管幾個反對黨整體的提案有增

加，但是做為第一大黨的社會黨的提案並沒有因此增加。27 也許是因為社會黨在 1960 年代席次下滑

後，沒有回覆到原來的席次水準，提案能力受影響（吉野貴浩 2012）。不過，更可能的原因，本計畫

以為，是因為自民黨也會提供一些談判的誘因給社會黨，所以即使沒有執政，社會黨作為最大反對黨，

還是能夠落實一些政策訴求。28  

 

第三，提案數的多寡與通過率高低無直接關係，但是會因提案者身份不同，通過率有明顯不同。眾議

員提案通過率高於參議員提案通過率，執政黨議員提案通過率遠高於在野黨議員，而委員會主席所提

出的法案更是幾乎都會通過。 

 

2. 政黨輪替後民主黨時期提案情形 

同樣地，針對民主黨執政時期的三個例行國會，也就是 174、177、180 會期做討論。 

1)內閣提案與議員提案情形比較 

從圖五可以看到，與過去的趨勢類似，仍就是內閣提案的件數比較多，但是議員提案數佔所有提案數

的比例，三個會期的平均是 44%左右，明顯地比過去(自民黨執政時期)的比例高。  

 

 

資料來源：內閣府法制局，作者整理。 

 

再比較通過率的變化（圖六），相較於自民黨時期大部份內閣提案通過率在 80%以上，民主黨執政時期

                                                 
27相似地，自民黨在 1993 年失去政權短暫下野的期間，也沒有如預期地積極提案。 
28 也因為透過這樣的協商還是可以落實一些政策，使得爭取執政不是社會黨最優先的目標，而是內部的權利鬥爭，造成社

會黨是「永遠的反對黨」（Curtis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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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 2011 年 177 回會期的通過率有達到 80%。29
 

 

 

  
資料來源：內閣府法制局，作者整理。 

 

相較之下，三個會期議員提案的通過率平均是 37.1%，比過去的自民黨執政時期的議員提案通過率高。

而且，除了 2010 年 174 回會期議員提案的通過率不到 20%（與過去的情形類似），2011 年與 2012 年

的議員通過率分別為 50%與 40.26%。明顯地，議員提案不僅比過去積極，而且成為法律的比例也增加。 

 

2) 參眾議員提案情形比較 

若再區分議員提案的來源（圖七），我們可以發現，眾議員提案數也是高於參議員提案數的比例，在

2010 年（也就是鳩山內閣時期）與自民黨執政時期類似，佔有 66%的比例。但是，在 2011 年與 2012

年，參議員提案的件數及比例增加，在 2012 年幾乎與眾議員提案數相當。2010 年七月參議院選舉民

主黨大敗，失去參議院最大黨寶座，也使得民主黨面臨分立國會的狀況。2010 年之後的兩個例行國會

參議員提案增加，似乎也是反映出這樣的變化。 

  

 

資料來源：眾議院 http://www.shugiin.go.jp/internet/itdb_gian.nsf/html/gian/menu.htm; 

參議院 http://www.sangiin.go.jp/japanese/kaiki/index.html#D175，作者整理。 

 

提案數增加是否意味著通過率也相對提高？從圖八，可以發現眾議員提案的通過率還是比較高。儘管

參議員提案增加，但是通過率不高。 

  

                                                 
29 一般以為這是因為東北大地震，政府需要通過相關法案以緊急回應救災所需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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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眾議院 http://www.shugiin.go.jp/internet/itdb_gian.nsf/html/gian/menu.htm；參議院

http://www.sangiin.go.jp/japanese/kaiki/index.html#D175，作者整理。 

 

值得注意的是，在 2011 年與 2012 年（第 177 與 180 回會期）眾議員提案的通過率超過六成，這與我

們一般對於議員提案通過率不高看法不同。 

 

小結: 民主黨執政時期，尤其是在 2011 年與 2012 年，的確是與 2009 年之前的議員立法特徵不同。民

主黨內閣提案通過率比過去低，但是議員提案的通過率卻更高。不僅如此，過去雖也有議員提案數大

幅增加的情形，通過率並沒有因此改變，但是民主黨執政時期，議員提案通過率還提高。造成這樣提

案數與通過率的變動，是否與分立國會造成政黨競爭更激烈有關，則是以下的重點。 

 

七、 對民主黨執政時期議員提案通過率較高之可能解釋 

1. 預檢證的假設 

依照上一節的討論，我們可以知道提案件數的變化與提案通過與否沒有絕對關係，還需要去區分提案

者的背景及提案類型。因此，本計畫根據提案者背景的不同，建構以下幾個假設來回答「為什麼民主

黨執政時期議員立法能力提升」。 

 

假設一：議員立法能力提升是執政黨（也就是民主黨）議員提案的結果（H1）。 

先前研究指出，執政黨議員的提案通過率比在野黨提案通過率高，因此，第一個假設是認為民主黨時

期議員提案通過率高適民主黨議員增加提案的結果。 

 

根據之前的研究，民主黨議員提案的內容有兩種可能性。兩種類型 

1)被內閣忽視或是較強調個人利益相關的法案 

根據前面民主黨時期的研究，由於民主黨強調一元化，以內閣為決策中心，降低黨的影響力，後排議

員對於被排除於決策過程中，對民主黨政府有很大不滿。訪談某前民主黨議員 A 就有指出，因為選區

的不同，當時內閣的政策不一定與他的立場相同，為了回應地方選區的要求，他與立場相近的議員組

成政策聯盟。所以，我們可以假設民主黨議員主要是提出沒有被內閣重視的法案（H1.1）。 

 

2) 代替內閣提案 

但是，先前的研究也指出，通過率比較高的提案是代替內閣提案的類型。因此，我們可以假設，民主

黨議員代替內閣提出內閣不方便提案的法案，所以通過率高（H1.2）。 

 

假設二：議員立法能力提升是在野黨議員積極提案的結果（H2） 

先前的研究指出，隨著政黨競爭越激烈，在野黨越有動機提案，不僅顯示政策立場，還可以增加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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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吸引選民在下一次選舉的支持。2009 年自民黨大選失利成為在野黨，當時自民党的政調會長石破

茂便提出「一人一法案」，想要藉由積極地議員提案來影響政策並吸引民眾的支持，重回執政。而且研

究也指出自民黨提案的審議率比過去最大在野黨提案的審議率高。因此，我們可以假設議員立法能力

提升，是自民黨議員積極提案的結果。 

 

不過，過去研究也顯示，提案率高不等於通過率高。如果我們觀察到的議員立法能力提升是自民黨積

極提案造成的結果，我們也應該會看到自民黨議員的提案通過率變高。據此，我們還可以進一步假設，

自民黨議員提案通過率高，是因為提案內容受到歡迎，使得其他政黨不得不支持，因此順利通過成為

法律（H2.1）。另一個可能是，因為自民黨掌握議程設定的部份優勢，迫使民主黨談判妥協（H2.2）。

如果是後者，可能是發生在 2010 參議院選舉之後。 

 

假設三：議員立法提升是委員會提案的結果（H3） 

如前所述，委員會提案的審議時間短，通過率高。因此，我們可以假設提案通過率提高是因為委員會

提案增加的結果。  

 

假設四：議員立法提升是跨黨派提案的結果（H4） 

另一個可能是跨黨派提案，因為已經有黨派支持，所以容易過關。但是如果是這樣，我們應該會看到

會有很多跨黨派的提案。這是過去比較沒有的，可能是發生很緊急的事情，迫使不同政黨合作，或是

政黨之間的差距變小或是黨紀下滑，這樣應該不是常態。預期假設四有可能是個案發生，但不大會是

民主黨執政的常態。 

 

這四個假設並不是絕對的競合關係，可能同時存在，只是提案所佔的比例不同。因為民主黨執政時期

的三個常會的立法情形不是完全一樣，也有可能不同內閣時期，不同假設的解釋力比較強，這有助於

我們去了解同樣的制度下，當政治環境有所不同時，給予不同行為者怎樣的誘因去達到他們的目的。 

 

2. 研究發現 

1) 民主黨時期議員提案類型 

表七、民主黨執政時期歷屆常會不同類型法案提案情形 

法案類型 占所有法案比例 (%) 

普遍利益性法案 49.0 

特殊性利益法案 26.5 

其他(國會自治) 24.5 

資料來源：根元邦朗教授資料庫，作者整理 

 

就提案類型來說 (見表七)，與國會相關的其他類型法案比例有增加。相對來說，「普遍利益性法案」的

比例明顯減少，反而是特殊利益法案比例增加。這是與近年發展趨勢不同的。  

 

2) 不同背景提案情形 

 

表八、2010-2012 眾議院歷屆常會不同背景提案情形 

提案人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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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政黨 17.3 

反對黨 19.4 

跨黨派 10.2 

委員會主席 53.1 

資料來源：根元邦朗教授資料庫，作者整理 

 

針對提案人背景做整理，跨黨派提案不多，通過率也不高，不是造成議員提案通過率提高的原因，可

以排除假設四。 值得注意的是，反對黨議員提案比例並沒有增加，甚至低於過去的水準。這似乎與預

期不大相同。 因為反對黨不只自民黨，以下針對自民黨議員提案情形做比較。 

 

a)自民黨議員提案情形 

2009 年大選，自民黨失去執政，預期應該會想要藉由提案提高能見度，重新獲得選民支持。而且，當

時自民党的政調會長石破茂便提出「一人一法案」，想要藉由積極地議員提案來影響政策並吸引民眾的

支持。 由於 2010 年參議院大選，民主黨大敗，自民黨重新取得最大黨寶座，有主導參議院法案審議

的優勢，下表(表九)把參議員提案情形列入討論，排除委員會提案，計算提案與通過率，以了解情況是

否有不同? 

 

表九、 2010-2012 國會兩院自民黨議員提案情形 

 2010 2011 2012 

自民黨兩院議員佔所有議員提案數比例 58.49% 33.92% 23.38% 

眾議員提案 佔所有眾議員提案件數比例 65.71% 25.00% 23.08% 

通過比例 0.00% 25.00% 11.11% 

參議員提案 佔所有參議員提案件數比例 44.44% 45.83% 23.68% 

通過比例 0.00% 36.36% 33.33% 

資料來源：眾議院 http://www.shugiin.go.jp/internet/itdb_gian.nsf/html/gian/menu.htm; 參議院

http://www.sangiin.go.jp/japanese/kaiki/index.html#D175，作者整理 

 

若排除委員會提案，自民黨在 2010 年 174 回會期，佔了所有議員提案的 58.49%（各佔眾議員提案的

65.71%及參議員的 44.44%），與預期相符，但是在 2011 年與 2012 年比例就下降。 在 2010 參議院大

選之後，自民黨議員在參議院提案的比例為 45.83%，但是在眾議院提案的比例降為 25%。到了 2012

年，自民黨議員的整體提案數字又往下滑，參眾議員的提案都減少。明顯地，在 2012 年個別議員提案

不是主要來自自民黨。 

 

就通過率來看，在 2010 常會所提法案都沒有通過，與過去沒有很大差別。不過，在 2011 與 2012 常會，

不管在參議院或是眾議院都有法案通過。尤其是三成以上的自民黨參議員提案通過成為法律，與過去

參議院提案的整體通過率低於眾議院的情形不大一樣。這顯示自民黨在分立國會時期掌有一些優勢，

迫使民主黨為了讓議程順利而與自民黨妥協，將提案的審議率從 2009 年的 26.1%達到 50%且順利通過

的結果。30 

 

                                                 
30 在過去反對黨提案的審議率通常不到 30%(吉野貴浩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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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就提案比例來說，在 2010 年七月重新取得參議院第一大黨的地位之後，整體提案數卻下降，在

2011 年透過眾議院提案的比例尤其下滑。因此沒有辦法斷論民主黨執政時期議員提案通過率高是因為

自民黨提案結果，排除假設二。 

 

b) 執政黨(民主黨)議員提案情形 

如果在野黨提案的比例比過去低，那民主黨時期議員提案通過率較高是不是執政黨議員（民主黨議員）

提案的結果？事實上，根據根源邦朗教授資料庫來計算，民主黨議員在眾議院提案的比例並不高，與

過去的趨勢類似，但是在參議院提案的比例比較高，在 2010 與 2011 年例行國會的比例與自民黨議員

提案比例差不多，都有達到 40%，在 2012 年在參議院提案的比例甚至達到 60％，只是通過率並不高。

所以假設一似乎也不成立。 

 

c) 委員會主席提案情形 

另外計算委員會主席提案情形，整理如表八。 

表八、2010-2012 兩院委員會提案情形 

 2010 2011 2012 

委員會提案佔眾議院提案比例 25.71% 62.50% 48.72% 

委員會提案佔參議院提案比例 11.11% 12.50% 15.79% 

委員會提案通過率(兩院合計) 100.00% 100.00% 96.00% 

資料來源：眾議院 http://www.shugiin.go.jp/internet/itdb_gian.nsf/html/gian/menu.htm; 參議院

http://www.sangiin.go.jp/japanese/kaiki/index.html#D175，作者整理 

委員會提案佔參議員提案的比例較低，但是在 2011 年與 2012 年常會佔眾議院提案的比例很高。如前

所述，委員會提案通常是委員會已經同意的法案，所以審議時間短，通過率又高。2010-2012 委員會提

案通過率是近乎 100%(表八)，而且 2011 與 2012 年在眾議員提案數中委員會主席提案數增加比例也增

加，綜合圖八資料一起來說，2011 與 2012 年眾議員通過率比例超過六七成，可以說是與委員會主席提

案增加有關。本文以為這是造成民主黨執政時期議員提案的通過率變高的主要原因，而且，還與民主

黨政權運作不是太順利有關 

 

由於民主黨強調一元化與政治主導，只有入閣的國會議員才有權規劃政策。為了落實一元化，民主黨

三個內閣都廢止事前審查制度。執政之初，當時的幹事長小澤一郎認為，內閣是決策中心，執政黨與

政府的立場應該是一致，不需要負責規劃黨內政策的政調會 (清水真人 2011:56)。並且，為了讓國會

不再空洞化，而是執政黨與在野黨辯論所在，主張執政黨這方只由內閣向國會提案，因此，民主黨還

一度禁止議員個人提案立法 (朝日新聞 2009 09 19)。31 雖然民主黨允許個別議員可以質詢發言、修改

法案內容，但是民主黨曾強行要求強行表決，要求同黨議員支持，確保民主黨法案通過（清水真人

2011:82-83），形同內閣會議之後，就不能再有意見，引起強烈不滿與反內閣情緒。32 所以，在 174 回

                                                 
31 後來允許個人提案立法，只是個人提案還需要政府與黨兩方的同意才可以提出（朝日新聞 2010 04 08），提案門檻仍高。

這也說明為什麼雖然民主黨希望是以國會為政策辯論場域，但是民主黨議員提案並不多的原因。(也就是為什麼假設一不成

立)   
32 在這樣的新制度下，形同只有入閣擔任政務三役的議員才有權規劃政策。但當時民主黨有超過四百位兩院議員，只有不

到一百位擔任政務三役，沒有入閣的議員難以表達意見。 

http://www.sangiin.go.jp/japanese/kaiki/index.html#D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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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期，預算通過後，其他法案的審議不是太順利，法案通過率只有 54.69%，為戰後例行國會中第二低。

民主黨的重要政策，例如：國會改革法案及行政改革法案，在眾議院-都沒有排入實質審查就成為廢案。 

 

之後，民主黨政府意識到黨內對於內閣的不滿，菅內閣與野田內閣，不僅恢復政調會，還由黨與政府

代表共同擔任部門會議的主席，以改善黨與政府的溝通。但是後排議員與內閣的互動關係沒有很大改

變，法案通過率沒有因此有很大的改變。 所以，內閣提案，除了因為地震復興相關法案，通過率不高。 

 

同時期，我們可以發現在 2011 年與 2012 年常會的委員會主席提案數大為增加，而起都是由執政黨籍(民

主黨籍)主席所提出。此外，若是將內閣曾提出法案與委員會主席提出法案相比，還會發現有相關的法

案。例如，因為東日本大地震，內閣提出延後一些地區的選舉時間(閣法 38)與委員會在 177 次國會提

出的法案(眾法 22)相似。本文以為因為委員會主席是按照政黨勢力分配，執政黨透過委員會提案，有

可能化解之前提到的立法僵局。所以，假設三最具解釋力。 

 

整體來說，民主黨執政時期，在野黨提案通過率提高與政黨競爭以及分立國會有關。但是對於整體議

員提案通過率提高來說，是與委員會主席提案增加有很大關係，並且有替內閣提案的意味。這似乎是

過去比較沒有的。 某程度來說，從議員提案的討論，也同時讓我們對於民主黨時期內閣提案的情形有

更清楚地理解。 

 

八、未來發展方向  

本計畫最初是指是以民主黨時期議員提案情形為討論對象，但是後來發現不討論過去的情形，便無法

掌握具體的因果關係，因此本計畫後來比較是發展為日本國會議員提案的變遷。未來希望以此計畫已

整理的資料，繼續更新補充 2012 年自民黨重回執政黨之後的議員提案情形，更進一步針對政黨競爭對

於個人提案影響作探討。 此外，台灣政治發展與日本政治有很多類似之處，過去都是由一黨長期執政

（雖然民主發展程度不同），立法機關也都認為扮演被動的角色，但是，當政黨競爭程度升高，都有議

員提案增加的趨勢。也希望以此計畫為基礎，發展比較研究。目前已與系上同事盛杏湲老師合作，比

較台日選制改革前後對於議員提案的影響與改變，主要是針對提案類型的可能改變作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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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日期：106年 11月 1  

                                 

一、 執行移地研究過程 

正值參議院改選，此次田野調查主要是觀察參議院選舉，想要了解主要的議題，以

及競選策略是否會與個人提案有所關聯。除了到國會圖書館找資料，還拜訪東京大

學 Greg Noble 教授以及服務於中央省體官僚 R，請教他們對於日本最近發展的看法。  

 

二、 研究成果 

1.關於參議院選舉 

此次參議院選舉，是修改投票年齡，降為 18歲便擁有投票權之後的第一次選舉，因

此許多廣告，甚至是書店的書籍，都有提供給第一次投票年輕人的參考書籍，而政黨

與候選人也努力吸引年輕人來投票，希望可以提高投票率。 這也反映在政府公告選

舉的海報是年輕女子。 

計畫編號 MOST 103－2410－H－004－057－MY2 

計畫名稱 日本民主黨執政時期議員立法之研究 

出國人員

姓名 
林超琦 

服務機構

及職稱 
政治大學政治系 副教授 

出國時間 

105 年 6 月 27 日 

至  

105 年 7 月 4 日 

出國地點 
日本東京 

出國研究

目的 
□實驗 □田野調查 □採集樣本 □國際合作研究 □使用國外研究設施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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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議題方面，近年選舉，不管是眾議院或是參議院選舉，政黨都越來越有政策主張。

此次選舉，各政黨各有不同訴求，由於人口日益老化(尤其是團塊世代本身也進入高

齡)以及貧富差距(格差)擴大，社會保障議題受到關注。換句話說 該不該照顧弱勢

不是辯論的重點，而是要用什麼財源才是重點。但是政黨之間的辯論，更多是在野

黨對於安倍以及自民黨(修憲)與否以及先前通過安保法的批評。



 3 

 

而就競選方式來看，並沒有太大改變，街頭演講與宣傳車仍是常見的景象。也因為

黨魁形象更為重要，包括安倍在內的黨魁們，也都會到處演講，以尋求民眾支持。 下

圖是在安倍首相未出現前的演講，但是當時已經警察保全都在街上待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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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意外的是，在自民黨的宣傳品上，不僅有安倍首相，還有小泉進次郎的照片。

在自民黨 2009大敗之後，2010年參議院選舉，當時缺乏有魅力的黨魁，由當時才當

選不到一年小泉進次郎帶頭助選，而此次選舉也還是有小泉助選，可見小泉進次郎

的受歡迎程度，以及現在選舉需要有魅力型人物的助選。 

 

不過，反對黨從過去經驗發現，如果各自分散競選，難以形成對於自民黨有利的挑

戰，所以這一次反對黨之間也有合作競選 ，有些地方(例如香川縣)宣傳看板的顏色

還統一使用民進黨的藍色，以與自民黨區別。  

 

雖然反對黨都很極力批評安倍政權，但是效果似乎有限。大家仍預期自民黨還是可

以贏大選。對此，Professor Noble 認為不能解釋為民眾右傾，反而是應該解釋為反對

黨太弱，沒有讓選民有其他選擇。所以，相對於反對黨都將重點放在修憲與否，反

而自民黨並沒有特地提，這也讓選民覺得他們支持自民黨並不是為修憲而是其他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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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2. 其他方面 

在進行目前民主黨時期議員提案研究計畫時，討論議員提案類型時，原本想要了解

女性與男性議員提案類型是否有所差別，雖然調查(包括這次參議院選舉)都顯示女性

議員(候選人)的確政策偏好與男性不同，但是也因為女性議員人數過少，難以提案，

因此對於日本女性議員比例偏低感到興趣。 在於官僚 R 談到日本女性議員比台灣偏

低的情況，也比較公務員的女性比例，發現日本雖然是用考試甄補但是比例也很低。

不過，R 提到最近有多位女性被拔擢，例如自衛隊護衛艦長第一次由女性來擔任，

或是眾議院事務次長也首度由女性擔任，他以為這與安倍人事政策的改變有關。這

是非常有趣的， Professor Noble 也同意安倍的政策有所改變，值得再進一步研究。

而 Professor Noble 也建議要比較了解日本女性參政，可以多參考內閣府相關資料，

不妨也是從國會、官僚以及內閣(政治任命)去討論，去探討之間的連動關係。例如，

如果官僚的女性比例增加，也許未來有可能從政，就會增加女性的比例。這也是我

個人未來研究規劃的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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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105年 5月 22日 

                                 

一、參加會議經過 

此次去東京是為了參加 5/14-15於日本大學所舉行的日本選舉學會年會。這是第三

次參加日本選舉學會年會，與前兩次相同，都是與政大選舉研究中心同仁及幾位台

灣學者一起組成的 panel；不同之處在於此次我們所宣讀的論文，是去年參加年會時

淺野和生教授希望我們配合台灣時事所設定的主題。游清鑫教授參加 5/14 上午【獨

立運動與公民投票(民族独立とレファレンダム)】場次，與淺野教授對於台灣過去舉行公民

投票情形，與同場針對蘇格蘭公投及克里米亞做比較，其餘台灣學者都是參與 5/14

下午第一場比政組(比較政治部会 １)場次， 針對今年年初總統大選以及立法院選舉

計畫編號 MOST103－2410－H－004－057－MY2 

計畫名稱 日本民主黨執政時期議員立法之研究 

出國人員

姓名 
林超琦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會議時間 

105 年 5 月 14 日

至 

105 年 5 月 15 日 

會議地點 
日本東京日本大學法學部 10 号館 

會議名稱 

(中文) 日本選舉學會 2016 年度年會 

(英文)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2016 Japanese Association of Electoral Studies 

發表題目 

(中文) 台灣主要政黨提名方式之演變與比較 

(英文) Analyzing Candidate Selection Methods in Taiwan’s Major 

Political Pa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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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報告。主席是津田塾大學西川賢教授，評論人則有國際基督教大學石生義人教授、

愛媛大學梅田道生教授以及特地從美國東岸飛來參加的謝復生教授。 

 

相較於其他報告是對於兩岸關係以及認同因素在總統大選以及立法院選舉影響作討

論，俞振華老師與我所宣讀的文章則是針對過去國民黨以及民進黨的提名制度變化

做報告，回顧過去這兩大黨如何決定候選人，以及在政黨競爭之下，兩黨提名方式

呈現趨同現象。 

 

由於少有國家初選採用民調方式來決定候選人，1 日本學者都表示相當大的興趣，所

提出的問題主要是在於初選民調的實際情形。例如:執行民調的民間公司信譽如何? 

石生教授以及梅田教授都問到，如果差距很小，落選者會有甚麼反應? 尊重結果或

是要求重新調查? 除了立委選舉，他們也問到台灣是否還有其他層級選舉也採用一

樣的方式來決定候選人? 除此之外，石生教授尤其好奇，為什麼民進黨不像國民黨

事先安排好調查時間，而是採取隨機(臨時)安排民調初選的方式?選民是否清楚知道

誰是候選人? 

 

評論者所提出的問題都對於我們未來修改文章有相當幫助，尤其是我們得釐清並不

是所有選區都是用民調方式來決定候選人，以避免誤會是所有選區都是用民調決定

候選人。事實上，艱困選區通常參選意願較低，政黨透過徵召提名候選人，會舉行

初選民調則是在兩大黨的地盤。這是因為，在這些政黨有優勢的選區，一旦被提名

                                                 
1除了韓國總統大選時有政黨一度採用民調來決定人選，幾乎沒有國家採用民調方式來決定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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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選機率相當大，反而有更多人希望爭取提名，因此競爭激烈，往往是協調未果，

才用民調方式來決定。 

 

另外，關於兩位評論人對於採取民調決定候選人對於政黨與個人關係的提問(也就是

民調初選與黨紀的關係)，也是我們日後文章可以再發揮的地方。一般來說，我們常

以英國政治為例，說明提名權是政黨規範黨員的利器，若是議員沒有按照政黨立場

投票，有可能受到黨紀懲處，下次甚至不被提名。同樣地，日本過去採用 SNTV，即

使沒有被政黨提名，只要在地方上有一定的支持，也可以當選，所以過去也是認為

日本黨紀不強，直到選制改革後，單一選區多數決易形成兩大黨對決，政黨提名與

否會影響個人勝選很大，所以黨紀也相對強化。2 而同樣採單一選區多數決的美國，

理應也是黨紀較強，但是由於候選人是由初選，也就是黨員(甚至是ㄧ般民眾)投票

決定，黨幹部無法因為該候選人沒有支持黨的政策而不予提名，所以，相較於英國，

採取初選的美國黨紀較弱。因此，提到初選都會想到初選產生的候選人應該有更高

的自主性。所以，梅田教授也問到，採民調初選後，是否議員的自主性也提高?對於

黨中央有甚麼影響? 但是台灣舉行民調勝出的候選人，終究是要得到政黨提名，而

且多半是在政黨的主要地盤競爭，也就不大會產生「初選產生的候選人應該有更高

的自主性」的情形。 

 

二、與會心得 

感謝科技部對於這次出國發表論文的補助。主要收穫是得到與會學者的建議，以利

                                                 
2日本 2005 年大選，當時首相小泉純一郎拒絕提名沒有支持郵政法案的議員，改提名支持郵政改革的

刺客候選人，也是利用提名權來貫徹黨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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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投稿，並做未來研究的修正方向。這是第二次由梅田教授擔任我們的評論人，

之後他也有來參加台政會，也比較容易更深入討論。 雖然這次是以台灣為報告主

題，但是交流討論也都會針對日本現況做討論，對於目前進行的研究很有幫助。一

個是延續過去黨員選舉黨魁(類似初選方式) 改變政黨權力結構，另一個是個人這幾

年比較關心的選制改革的影響，除了是對於提名方式的影響，也包括對於目前進行

的計畫，議員個人提案情形也是有所影響。尤其是民調初選勝出的候選人與日本的

公募方式產生候選人，似乎都是要強化知名度，以便在初選或是選舉時可以更容易

讓選民認得。可以進一步探討是不是這樣背景的候選人提案會比其他候選人更為積

極? 

 

三、發表摘要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candidate selection methods in Taiwan’s major political parties 

for legislative elections. Particularly, it pays special attention on the current system, “polling primary,” 

and discusses its pros and cons with respect to party development. Our findings are threefold: first, the 

changes of the candidate selection methods for both parties have mainly followed Taiwan’s democratic 

pace and become more and more decentralized. Specifically, more and more selectorates have been 

included in the selection process as the nomination systems have evolved. Second, polling primary, the 

way that a party delegates power to the general public to choose its candidates, serves two major 

purposes—that is, to select the most electable candidates as well as to resolve possible intra-party 

confrontations. Third, while the two major parties cannot figure out a better way to solve their “fake 

membership” problems, polling primary will be regarded as the default system to nominate candidates for 

both parties in the near future even though it has its own problems. 

 

 

 

 

四、與會者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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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會議程 

 



 6 

六、報告投影片 

Eric Yu

Chao-chi Li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nalyzing Candidate Selection Methods in 
Taiwan’s Major Political Parties

 

Why Candidate Selection Methods?

2016/5/14 2Analyzing CSMs

• Party’s fundamental function

•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 Relatively stable party system 

• Secret Garden

– Difficult to Institutionalize Candidate Selection 
Methods (C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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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view

• Transformation of CSMs for major parties

• Current polling primary system

• Possible impact of the current methods

• Pros and cons of the current methods

2016/5/14 3Analyzing CSMs

 

Transformation of CSMs in Kuomintang (KMT)

• Authoritarian regime period
– Local member opinion consultation, reviewed by local 

party officials, and the final decisions made by the 
headquarter (in the 1970s and 80s)

• Beginning of the democratic transition
– Close American-style primary (in the late 1980s)

• Real Party Competition
– Mixture of primary, opinion consultation, and local 

official review (in the 1990s)  

• Gradual power delegation to outsiders
– Mixture of party member primary and polling (from 2000)
– Polling primary becomes the norm 

2016/5/14 4Analyzing CSMs

 
Transformation of CSMs in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DPP)

• Start-up
– Compromised among factions and party primary (in 

the late 1980s)

• Real Party Competition
– Mixture of factional negotiation, primary, and local 

official review (in the 1990s)  

• Gradual power delegation to outsiders
– Mixture of party member primary and polling (from 

2000)

– Polling primary becomes the norm 

2016/5/14 5Analyzing C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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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Features of CSMs between the Two Major Parties

• General Trend

– Decentralization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democratization

• Resolve Intra-party competition

– Factions; local and central confrontation

• Need for inter-party competition

– Party image

– Respond to the other’s strategy 

2016/5/14 6Analyzing CSMs

 

Why Polling Primary?

• To avoid violations of the election law

– Both parties have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fake” party members who did not actually pay 
their dues to join the parties. 

• Rationale behind single member district

– a candidate must garner the plurality or even 
majority of votes. If a candidate has better 
popularity or name recognition, he or she is 
more likely to win. 

2016/5/14 7Analyzing CSMs

 

Electoral Rule of the Legislative Yuan since 2008

2016/5/14 8Analyzing CSMs

• Mixed-Member Majoritarian (MMM)  system

– Total: 113 seats

• 73 seats from single member districts

• 34 seats party list

• 6 seats from 2 aboriginal distri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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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erences of the General Public regarding CSMs

2016/5/14 9Analyzing CSMs

polling primary primary for party member

Which Kind of Primary Do Voters Prefer?

0
.0

0
.1

0
.2

0
.3

0
.4

0
.5

0
.6

party recruitment polling primary

Which Kind of Nomination Gets Better Candidates?

0
.0

0
.1

0
.2

0
.3

0
.4

0
.5

 

Phases of CSM for KMT 

2016/5/14 10Analyzing CSMs

• Registration for Nomination

– If only one person registers, he/she will be tested by 
poll.

– 30% of support as the threshold. 

– If there are more than two contenders, the 
negotiation process will proceed.

• Negotiation

– Local branch + Central headquarter

– If negotiation doesn’t work, a polling primary will be 
schedule.

• Polling Primary

 

Phases of CSM for DPP 

2016/5/14 11Analyzing CSMs

• Use the latest party list vote share as a threshold to 
categorize contentious districts vs. difficult districts

• For those difficult districts, the party headquarter 
will directly choose a candidate to run

• For those contentious districts, the party opens for 
competition (including two phases)

– Negotiation

– Polling pri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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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s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2016/5/14 12Analyzing CSMs

KMT DPP

Organization Local branch Headquarter

Method Telephone Survey: 
Ex: two companies for three 

days

Telephone Survey: 
Ex: three companies for one 

day

Questionnaire Inter-party match up: 85%
Intra-party match-up: 15% 

Default: Inter-party match-up

Date Pre-scheduled Random pick

In-house 
sampling

Yes No

 

Two Different Purposes 

2016/5/14 13Analyzing CSMs

• In-house sampling
– KMT: use in-house sampling that focuses on 

representation

– DPP: not use it in order to test mobilization effect

• Decentralization vs. Centralization
– KMT: rule—centralized; implementation—

decentralized

– DPP: the party headquarter handles almost every 
aspects

 

Does Polling Primary “facilitate” Winning? 

2016/5/14 14Analyzing C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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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 and Cons 

2016/5/14 15Analyzing CSMs

• Pros

– Electability

• The two parties conduct polls to see who is electable in almost 
every phase

– Conflict resolution

• Delegate power to the general public to make the final decision

• It is the way that almost all contenders agree upon

• Cons

– What is Party’s role if always delegating powers to the general 
public?

– Problems of telephone polling (coverage rate, sampling methods, 
and etc)

• Always some loopholes

 

Concluding Remarks 

2016/5/14 16Analyzing CSMs

• Transformation of CSMs

– Along with democratization

– Changing electoral rules

– Incorporating more selectorates

– Major parties become electoral machines

• The two parties learned from each other

• Current System

– Is it going to change?

• Internet voting system

– Impact on Legislative behavior
• Ex: always need name recognition and media exp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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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 106 年 11  月   1日 

                                 

一、 參加會議經過 

由於政大選舉研究中心與慶應義塾大學小林良彰有合作，這幾年選研一直都有參加日

本選舉學會年會，托選研之福，筆者成為日本選舉學會會員，第四次參加日本選舉學

會。今年日本選舉學年會是在日本四國香川縣香川大學。與前兩次相同，我們參加比

較政治分組(比較部會)，場次主題是台灣選舉 Comparative Studies on Taiwanese 

Elections，主席為慶應義塾大學粕谷裕子教授，評論人為拓殖大學淺野正彥教授以及

粕谷裕子。 本場次共發表四篇文章。鄭夙芬老師、陳光輝老師以及林珮婷博士探討

台灣人與中國人雙認同，包正豪老師與周應龍老師報告選住民選區中原住民與漢人候

選人間的競爭，游清鑫老師、蔡宗漢老師以及王宏忠老師則是討論選民對於責任的觀

點，我與楊婉瑩老師則是合作比較台日主要政黨提名策略對於女性參政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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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文章可以說是去年 JAES 文章的延伸，去年討論國民兩黨提名，今年則是跨國比

較，必且真對女性參政情形做討論。 此外，這也是與先前進行的議員提案有關係，

在討論議員提案類型時，原本想要針對日本女性國會議員提案做分析，但是發現因為

女性議員人數過少，連署就是一個門檻，再加上日本國會個人提案實質上是需要政

黨，除非是跨黨合作，難以提案，因此才會想要探討為什麼女性參政比例偏低，與政

黨的提名政策又有什麼關係。台灣立委女性比例相當高，但是若從提名比例來看，會

發現提名率還是低於男性。系上同事楊婉瑩老師本身就是做這方面研究，才有了合作

比較台日情形的構想。 

 

粕谷裕子教授建議我們可以在一開始就與既有研究對話，凸顯文章的重點。同時，他

也好奇，女性候選人的「低提名率、高當選率」是否是大部分國家的趨勢? 還是只是

台日女性?  在特定的提名策略下，被提名的女性是否來自特定背景?或是經歷? 不同

層級，也就是中央與地方，是否女性參政情形有所不同? 此外，東海大學政治經濟學

部辻由希教授剛好也是做日本地方議會女性參政研究，則是關心不同提名方式所挑選

出的候選人是否當選率也有所不同? 兩位的意見對於才剛開始做比較研究的我們，提

供非常好的修改與再思考方向。 淺野教授雖然不是我們文章的評論人，過去也一直

有研究提名策略，所以私下也交流了彼此對政黨提名候選人與競選方式的看法 

 

二、 與會心得 

也許是因為這一次的年會是在四國地區，所以參加的人沒有過去多。不過，就討論

的品質來說，仍是有很大的收穫。 謝謝科技部對此次出國發表論文的補助，除了與

會學者的建議，以利修改投稿，並做未來研究的修正方向，還在於認識更多學者，

對於相似的研究主題可以多做交流。例如，這次結識同樣做女性參政研究的東海大

學辻由希教授，完全是意外的收穫。有機會的話，也許可以發展國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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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表論文摘要 

Since the 1995 Beijing Declaration and Platform for Action was adopted at the UN’s fourth World 

Conference, many countries have amended or formulated laws and policies to foster wom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However, despite of these efforts, the gap between women and women in the area of 

politics has not been much closed as expected.  

 

This paper use Japan and Taiwan as case studies to investigat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female 

representation in Parliament. Even though the percentage of female legislators has been increased in these 

countries, the number of women nominated has consistently lagged far behind that of men. More than 

that, the percentage of women candidates nominated by major parties being elected is relatively high. 

Implicitly, if there had had more women candidates, there would have had more female politicians in 

parliament. Obviously, gender quotas and reserved seats which many studies have paid attention to may 

help bring more competent women into politics but prospective candidate need to get party nomination in 

the first place to enter the race. Nomination matters. This paper will examine candidate selection methods 

of major parties in Japan, and Taiwan, identify factors that may affect the likelihood of women becoming 

candidates and getting elected, and show what strategies women candidates may employ to succeed. 

四、與會者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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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會議程 

 

六、報告投影片 



 5 

 

 

 



 6 

 

 

 

 

 



 7 

 

 

 

 

 



 8 

 

 

 



 9 

 

 

 

 



 1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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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106 年 11  月   1日 

                                 

一、 參加會議經過 

亞洲研究學會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AAS)自 2014 開始，每年也在亞洲舉

行大會，今年在韓國高麗大學舉行。 按照規定，是由發表人組場次，因此報告人及

與談人是舊識也工作夥伴。很幸運地我們去年十一月所提出的場次大綱被接受。文

章有三篇，分別是從公民運動、農民以及女性來談，所以主題設定為 “Newly emerging 

pathways to political input, organization, and participation in East Asia”。主席為 Stanford 

University 的 Professor Jean Oi，評論人為 來自加拿大 UBC 的 Professor Yves 

Tiberghien，以及剛好參加前一個禮拜已到首爾參加韓國政治學會同事蔡中民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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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mination Strategies and Women’s Candida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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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地多留幾天擔任評論人。報告人分別是高麗大學老師 Joo-youn Jung 以及他的學生 

Zeng Ming、美國匹茲堡大學 Kaoru Shimizu 老師，以及筆者。 個人所宣讀的文章

是與上一個月在日本選舉學會報告的文章相同，都是討論主要政黨提名策略對於女

性參政的影響，不過在內容上有做調整，希望能使主題更為明確與聚焦。 

 

對於我們的文章，蔡中民老師提出很關鍵的問題，如果對政黨來說，勝選才是最重

要，那性別是不是就不是政黨要考量的了? 的確，這也是我們在分析歷屆提名候選

人的發現，不管在台灣與日本，可以發現被提名的女性多半是現任者，也就是有高

的勝選率，所以，除非在憲法、立法或是政黨內規上，有特別提高女性比例，不然，

政黨不會有強烈誘因這麼做。 其次，在於資料整理上，蔡老師建議，雖然在日本自

民黨長期是執政黨，但是主要反對黨的提名策略也應該要討論。  Professor Tiberghien

則是建議文章應該在前言的部分應該要更明白點出問題所在，甚至可以考慮直接強

調政黨集權化反而可能提高女性參政的機會。(就這一點， Professor Oi 也是建議應

該要強調權力集中後造成女性比例增加的趨勢。) 此外，台灣與日本的憲政體制不

同，這是否也會對於女性參政有影響? 可以考慮加入其他國家，例如加拿大與法國，

以強調主題的重要性。例如 法國之前的女性議員比例也偏低，但是今年新總統馬克

宏特意提名一半候選人是女性，所以大幅提高女性議員比例。這是與權力集中化也

有關係。雖然文章是討論為什麼台日女性參政都有低提名率但高當選率的情形，台

日的差異「為什麼台灣有比較高的女性議員比例，但是日本卻沒有?」仍需要進一步

解釋。尤其是日本，在 1980 末一度有土井加賀子旋風，許多女性議員當選，但是之

後就沒有很大突破? 兩位評論的意見都相當精闢，對於我們修改文章很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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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與會心得 

謝謝科技部對此次出國發表論文的補助，評論人與在場與會者的意見都非常有幫

助。尤其是，可能是因為與會者大都是彼此已經熟悉的關係，評論反而能夠更為直

接與深入。 

 

三、會者照片 

 

四、發表論文摘要與投影片 

Since the 1995 Beijing Declaration and Platform for Action was adopted at the UN’s fourth World 

Conference, many countries have amended or formulated laws and policies to foster women’s poli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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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ipation. However, despite of these efforts, the gap between women and women in the area of 

politics has not been much closed as expected.  

 

This paper use Japan and Taiwan as case studies to investigat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female 

representation in Parliament. Even though the percentage of female legislators has been increased in these 

countries, the number of women nominated has consistently lagged far behind that of men. More than 

that, the percentage of women candidates nominated by major parties being elected is relatively high. 

Implicitly, if there had had more women candidates, there would have had more female politicians in 

parliament. Obviously, gender quotas and reserved seats which many studies have paid attention to may 

help bring more competent women into politics but prospective candidate need to get party nomination in 

the first place to enter the race. Nomination matters. This paper will examine candidate selection methods 

of major parties in Japan, and Taiwan, identify factors that may affect the likelihood of women becoming 

candidates and getting elected, and show what strategies women candidates may employ to succ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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