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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研究動機  

選民抱持的政治態度是否具體反映在本身的政治行為，係行為學派研究者長

期關注的焦點之一。本研究嘗試探索的核心議題在於「分立政府」（divided 

government）的形成原因；直言之，我國選民是否蓄意投票支持不同意識形態的

中央政府行政首長與民意代表，企圖使得行政部門與立法部門分別由不同朝野政

黨掌握而相互制衡，或者其政治行為是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但卻無意間造成分

立政府的出現？1 

邇來，行政部門與立法部門分屬不同政黨所掌控的分立政府，似乎已成為我

國縣市政府與中央政府的常態。就中央政府體制而言，以往行政首長與立法部門

皆由國民黨同時掌控。然而，2000 年第十任總統大選結果，改變了行政首長與

立法部門多數皆由同一政黨所掌控的情形。在 1998 年第四屆立法委員選舉中，

國民黨贏得過半席次，繼續掌控立法部門。2但是，2000年總統大選，國民黨所

提名之連戰僅獲得 23.1%的選票，敗給了民進黨籍候選人陳水扁（39.3%）以及

獨立參選人宋楚瑜（36.84%），首次將中央政府執政權拱手讓人。無疑地，該次

選舉是影響台灣未來政局走向的重要選戰。其意涵不僅是象徵台灣首度進行政黨

                                                 
1 本文所界定之中央層級選舉，在行政部門部分，係指總統選舉；在立法部門部
分，則為立法委員選舉。雖然根據我國憲法第 53條規定行政院為我國最高行政
機關，但過去因實施動員戡亂及戒嚴，並在威權統治運作下，憲政運作乃偏離憲

法本文之規範。如今，威權政治雖已消逝，但經過修憲之後，總統不但擁有提名

行政院長之權，並且不需經過立法院多數通過，總統儼然成為最高行政首長。有

關我國究竟屬於何種體制，至今各界仍爭議不休，但總統擁有最高行政權則應是
不爭的事實。因此，筆者以為，執政黨為贏得總統大選之政黨，而非於立法院中

擁有過半數席次之政黨。 
2 1998年第四屆立法委員選舉，國民黨總共獲得 123席，超過總數 225席半數，
為國會最大黨。其他政黨之席次分別為民進黨 70 席、新黨 11 席，以及其他 21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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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替，同時也是我國中央層級政府首次進入行政與立法部門分黨治理的時代。至

2001 年，民進黨延續其勝選氣勢，於該年度舉行之第五屆立法委員選舉中共獲

得 87 席，成為國會第一大黨，然而卻未能贏得過半席次。反觀在野的國民黨獲

得 68席、親民黨 46席、台聯 13席、新黨 1席，以及其他 10席。換言之，在野

黨可經由政黨結盟方式，形成國會絕對多數，掌控立法部門。因此，本屆國會中，

分立政府現象仍然可能持續存在。 

就學理而言，以行政首長與立法部門多數所屬之政黨觀察府會結構型態，可

區分為「一致政府」（unified government）與分立政府。一致政府所指涉的是，

在政府體制中，行政部門與立法部門皆由同一政黨所控制。相對地，分立政府意

指在政府體制中，行政部門與立法部門分屬不同政黨所控制。在「一院制」

（unicameralism）體制中，分立政府乃指議會多數與行政部門分屬不同政黨。在

「兩院制」（bicameralism）體制中，當兩個議會均擁有實質的立法權，只要其中

的一院多數議席由不同於行政部門所屬的政黨掌控，即可稱為分立政府。換言

之，分立政府亦即行政部門所屬的政黨無法同時擁有立法部門的多數席位。 

如是以觀，分立政府僅可能出現於施行總統制或「雙首長制」（two-headed 

executive）國家，而不會出現於內閣制國家。在內閣制政府體制之下，行政部門

與立法部門為連鎖關係，贏得國會過半數議席的政黨同時有權組織內閣，成為執

政黨。倘若沒有任何政黨贏得議會多數席次，各政黨也會透過協商的方式產生閣

揆，並依照各政黨之議席比例籌組聯合內閣。簡言之，在總統制與雙首長制體制

之下，行政首長與代議士分別由選民投票產生。其具有「二元民主正當性」（dual 

democratic legitimacies）（Linz, 1994）之行政立法分立精神，唯有如此，方可能

出現分立政府的情況。 

近來，學界針對分立政府之研究，已累積了豐碩之成果，但關於分立政府之

成因、運作與影響以及如何改革等，研究者卻無共識。「它山之石可攻錯」，我國

既然面臨分立政府的問題，那麼上述之議題可能成為學界必須研究分析之處，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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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之研究正好可作為研究之借鏡。究竟造成我國分立政府的成因是什麼？是否

為選民刻意為之的產物？具有何種特質的民眾將促成分立政府的產生？這些問

題都有待研究者作進一步的檢證。 

貳、研究目的  

作為一個在第三波民主化中，由威權體制轉向民主發展的國家，我國中央層

級政府業已面臨分立政府的問題。鑑於分立政府之意涵及其對於實際政治運作具

有相當的參考價值，本論文嘗試探討形成我國中央層級分立政府之成因，旨在探

討選民個人的社經背景與心理認知，是否對投票穩定度有所影響，進而促成分立

政府的形成。首先，本文簡要說明台灣地區分立政府的發展趨勢。其次，分立政

府的形成常起源自選民的「分裂投票」（split-ticket voting）行為，儘管諸多研究

者試圖運用各種學說，加以解釋選民為何採取分裂投票行為，但迄今仍莫衷一

是，無法對其成因提供周延的解釋，足以為多數學者所認同。所謂「分裂投票」

是指於同一次選舉中，有多種類別的選舉合併舉行，選民將選票分別投給不同政

黨的候選人。然而，我國總統選舉與立法委員選舉並非於同一時間進行改選，似

乎與分裂投票之定義並不全然相同。有鑑於此，基於配合研究所需，本文擬以「投

票穩定度」（electoral stability）一詞取代分裂投票。3筆者將檢視相關研究文獻，

探討我國選民之投票穩定度與分立政府之關係。再者，本文嘗試藉由「2001年

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研究：民國九十年立法委員選舉全國大型民意調查研究」

（以下簡稱為 TEDS 2001）資料，針對選民「分立政府」心理認知與投票行為進

行分析。就研究性質而論，本論文係定位為一「初探研究」（pilot study），希望

作為未來研究的基礎。筆者以為，關於我國分立政府的成因及其相關研究，皆是

值得研究者持續關注的議題。 

 

                                                 
3關於「投票穩定度」一詞之定義及其與「分裂投票」之差異，本論文於後續章

節中將有進一步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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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研究範圍 

由於我國至 2000年之後，中央政府才首次出現分立政府體制，故在本論文

中，以 2000年第十任總統選舉與 2001年第五屆立法委員選舉，作為探討分立政

府成因之研究屆別。 

    在觀察對象部分，本論文以 TEDS 2001之調查成果為實證分析之資料來源，

該研究於 2002年 4月中旬完成全國性民意調查，總共面訪 2,022位年齡滿二十

歲以上，並具有投票權之公民4。本文藉由該研究之訪問樣本，並參酌 Sigelman、

Wahlbeck與 Buell（1997）的分析途徑，比較選民在兩次選舉中一致與轉移選票

的情形，找尋可能影響選民投票穩定度，並進而形成我國分立政府之成因。 

第三節、章節安排 

本論文預計分為六章，章節內容安排如下： 

第一章、緒論 

首先，透過第一節說明本文之研究目的與研究動機；第二節研究範圍則指出

本研究之屆別與觀察對象；第三節「章節安排」則略述各章節之內容。 

第二章、文獻回顧 

第一節為檢閱以往分立政府相關研究；並於第二節回顧「分裂投票」與「投

票穩定度」之研究文獻。 

第三章、研究設計 

第一節為透過前兩章對分立政府成因議題之探討，建構本文之研究架構，第

二節則提出研究假設。 

 

                                                 
4 本論文所使用之 TEDS 2001調查資料為未加權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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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2000 年總統大選與 2001 年立委選舉選民投票穩定

度之探討 

本章之研究重點在於針對各項變數與選民之投票模式進行交叉分析，探討選

民之不同人口變數（性別、年齡、省籍、教育程度）、政治態度變數（統獨立場、

政黨認同、族群認同、政治知識、政治功效意識）及中介變數之制衡觀念（選民

之心理認知）在 2000總統選舉與 2001立委選舉中，對其投票穩定度之影響及變

化差異。 

第五章、分立政府成因之綜合探討與分析 

在本章內容之中，筆者將設定「多項勝算對數模型」（multinominal logit 

model），就相關變數對選民投票行為的影響進行綜合分析，找尋促成我國分立政

府之成因。本章第一節為分析模型之設定與說明，第二節針對實證結果進行分析

與討論。 

第六章、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提出研究摘要；第二節則指陳本文研究不足之處與研究方向，作為日

後相關研究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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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獻回顧 

第一節、分立政府研究文獻與探討  

關於分立政府議題之研究，以美國政治學界著墨最甚，這當然與美國政治體

制之運作有必然關係。事實上，在美國實際政治運作中，分立政府並非是最近才

形成之現象。然而，分立政府的問題卻遲至 1980 年代末期起，才成為學術界關

注的焦點。 

過去，美國聯邦政府體制絕大多數時期為一致政府型態，由一多數黨主導政

局，同時掌握行政與立法部門，而此種政黨輪替的週期大約為 30 年。歷史上，

除了零星偶發的分立政府外，曾歷經三波明顯而持續的分立政府，其時期分別為

1843年至 1861年、1875年至 1897年，以及 1969年至 2002年。比較此三波分

立政府，前兩波分立政府時期所持續的時間分別為 12年與 16年，皆短於第三波

分立政府時期。事實上，分立政府不僅成為聯邦層級政府體制的常態，甚至於州

政府層級，州長與州議會分由不同政黨掌控的情況亦日趨頻繁。從 1946年至 1969

年間，一致政府的比例呈現日漸下滑的趨勢，而約有 75%的州政府是處於分立政

府的局面（Fiorina, 1991）。就體制運作的角度而言，分立政府似乎已取代一致政

府，成為美國聯邦政府與地方政府的「制度常規」（institutional norm）（吳重禮，

1998：63-65；吳重禮、楊樹源，2001：254）。 

學界探討分立政府相關議題已獲致相當的成果，研究的主軸環繞在三項核心

議題：其一是形成分立政府的可能成因；其二是研究分立政府的運作與影響；其

三是如何改革分立政府所造成之弊端。關於分立政府之成因，研究者雖試圖提供

不同理論加以詮釋，但迄今卻尚未發展出一套周延的學說，足以為多數學者所接

受。相同地，對於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之運作及其影響，學界亦有不同論述與評

價。此外，有關分立政府可能造成之弊病，研究者雖提出諸多改革芻議。然而，

在前兩項議題尚未廓清以前，便談論如何進行改革其弊病，似乎稍嫌太早。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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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以為，有必要先釐清造成分立政府的原因為何，釐清原因之後，才能確切了

解分立政府的運作情況與造成影響的根源。唯有徹底地知悉實際運作時所造成的

問題，方能提出根本的解決之道，根除其弊端。 

壹、分立政府之成因  

美國學者對於分立政府之成因，可概略區分為「刻意說」（intentional factor）

與「非刻意說」（unintentional factor）兩種不同的說法。支持選民為刻意為之的

學者認為，美國政治體制「權力分立」（separation of powers）的憲政架構乃是造

成分立政府的主因（Cutler, 1980, 1988；Sundquist, 1988）。美國立憲原意，為避

免政府濫權，侵犯人民之權益，因此將政府的權力分別授與獨立的機構，並使任

一部門與另外兩個部門保持平衡，以防範任何部門獨攬政府權力，此即為「制衡」

（checks and balances）。由於憲政體制中分權制衡機制，使立法與行政兩部門有

所區隔，間接鼓勵分立政府的形成。因為制衡觀念若在選民心中成形，則反映在

投票行為上便是將選票投給不同政黨，造成分立政府的出現。此外，部分學者以

為，源自選民心中的「政策平衡」（policy balancing）（Fiorina, 1992；Born, 1994；

Brandy, 1993）或謂「認知性麥迪遜主義」（cognitive Madisonianism）（Sigelman, 

Wahlbeck, and Buell, 1997）亦是促使其分裂選票的因素之一。基於此心態，選民

刻意支持不同政黨的行政首長及民意代表，希冀造成分立且制衡的政府，以尋求

政府之決策過程保持折衷平衡，避免制定過於激進或保守的政策。 

反之，認為選民「非刻意」為之的研究者則指出，選民是否如此之「理性」，

具備足夠的「政治知識」（political knowledge），認知自身分裂選票的行為將促成

分權制衡的機制下，尋求政策的平衡。除了懷疑選民是否具備對政治事務的理性

認知之外，此派學者也嘗試從不同觀點來詮釋選民非蓄意分裂選票的行為，如選

民自我矛盾的的政策偏好（王國璋，1993；Born, 1994）、選民分攤賭注支持不同

政黨（Burden and Kimball, 1998）、選民以候選人個人條件取向為投票依據

（Jacobson, 1990；Sigelman, Wahlbeck, and Buell, 1997）、現任國會議員之在職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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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使得與總統同黨之挑戰者居於劣勢（Thurber, 1991）、選民對政黨的認同降低

與政黨間政策立場分際漸趨模糊（Wattenberg, 1990）、選區劃分等結構性規則，

甚至於現今大眾傳播媒體的發達，使得選民傾向以候選人政見為投票依據

（Wattenberg, 1991）等。總體而言，此派學說對於選民分裂選票的行為，眾說紛

紜，莫衷一是，但一致認為分立政府的形成，是選民非刻意造成的結果。 

貳、分立政府之影響  

如同分立政府之成因，分立政府之運作與影響亦是學界爭論的議題。部分學

者以為，相較於一致政府，分立政府之運作易於導致政策制定之滯塞、停頓及缺

乏效率，並且造成行政與立法部門之僵局（Sundquist, 1986；Cutler, 1988；Cox and 

McCubbins, 1991）。持此觀點學者指出，在一致政府體制下，執政黨可扮演溝通

行政與立法兩部門之角色，有助於協調政策與折衝意見，強化政黨政治的運作機

制。反觀，在分立政府體制之下，由於存在制度性衝突，容易造成行政與立法部

門的對立、衝突或紛爭，減弱政黨政治的運作效能。因此，分立政府不可避免地

導致立法過程之僵局與窒礙。 

儘管部分學者認定分立政府將造成政府行政的困境，然而反對該論點的學者

主張，分立政府符合憲政規範中的分權制衡原則與多數選民的預期心理，並不必

然有害於政府行政與立法效率（Jacobson, 1991；Mayhew, 1991a；Menefee-Libey, 

1991）。為證實分立政府之運作效能是否異於一致政府，Mayhew（1991b）針對

1946年至 1990年間國會重大調查案件與法案進行研究，研究結果指出，在分立

政府時期，國會委員會調查行政部門不法行為之次數，並無明顯高於一致政府時

期；同時，在重大法案的制定上，分立政府與一致政府亦無顯著差異。不僅於此，

其他研究者也透過相近的研究方式，提出實際的研究成果支持 Mayhew 的論點

（Jones, 1994；Krehbiel, 1996；Edwards, Barrett, and Peake, 1997）。 

換言之，此派學者認為分立政府並不必然造成行政與立法部門的衝突，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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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制定過程中所產生之僵局與滯塞，亦非純粹起於分立政府之故。綜觀上述兩種

說法，之所以對分立政府呈現截然不同的評價，是由於採用不同之評量標準，測

量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之「政府表現」（government performance）及「領導效能」

（leadership efficiency）。至於分立政府與一致政府的表現，究竟孰優孰劣，至今

仍尚無任何結論。 

參、分立政府之改革  

分立政府之改革與分立政府之影響，具有密不可分之關係，若分立政府之表

現優於一致政府，則便無改革之必要。因此，主張改革者皆認為，分立政府較易

導致府會的衝突與立法過程的滯塞（Sundquist, 1986；Cutler, 1988）。 

至於改革的方式，學者則提議可自兩方面著手，一為強化政黨的功能與政治

責任，二則改善府會的互動機制。在強化政黨的功能與政治責任方面，主要之建

議有三。其一，改革總統候選人提名制度，使參眾議員成為當然之「非承諾性黨

代表」（uncommitted voting delegates），在提名過程增強其影響力。其二，立法要

求各州實行一致投票制度，迫使選民必須支持同一政黨的總統及參、眾議員候選

人。其三，國會議員選舉亦比照總統選舉，給予公費補助。在改善府會的互動機

制方面，改革方式包括有三。其一，修改參、眾議員之任期，眾議員之任期比照

總統，改為一任四年，參議員則改為一任八年。其二，國會議員得兼任行政官員。

其三，變更參議院批准條約須經三分之二多數同意，改為經參、眾兩院多數同意

即可，或將參議院三分之二多數同意減低至 60%（吳重禮、陳慧玟，2001：15-16）。 

如上所述，分立政府的成因與分立政府的影響仍有許多爭議尚待釐清，在此之

前，便談論如何改革分立政府，似乎尚嫌過早。舉例來說，假若選民是刻意透過

其選票造成分立政府，那麼提議改革分立政府，則有違背「民主」原則之虞。再

者，若分立政府之運作績效並不遜於一致政府，便無進行改革之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