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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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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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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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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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分裂投票與投票穩定度之探討 

在探討分立政府起源時，分裂投票是一個極重要的因素。所謂分裂投票，其

指涉的是同一次選舉中，有不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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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即所謂「一致投票」（straight-ticket voting），其意味著同

一次選舉中，不同類別的選舉合併舉行，選民將選票分別投給相同政黨的候選

人。因此，選民採取一致投票或分裂投票的行為，所呈現的集體成果，就決定了

府會結構是一致政府或是分立政府的型態。然而，我國中央層級選舉並非於同一

時間進行改選，故不符合分裂投票之定義。在此，本論文擬採取投票穩定度概念，

而非「分裂投票」；投票穩定度指涉的是選民在連續幾次的選舉中，把選票投給

相同政黨的忠誠度。此概念與「選票轉移」（voting transition）與「選舉改變」

（electoral change）等概念，息息相關，密不可分。 

就相當程度而言，分立政府逐漸成為政府體制的常態，其意味著選民投票穩

定度的降低，傾向將選票分別投給不同政黨的候選人。為何選民的投票穩定度會

降低？是起因於選民蓄意的投票行為，亦或無意的投票結果？針對這些問題，相

關文獻提供各種學說以解釋選民投給不同政黨的動機。學理論證之焦點在於選民

是否刻意形成分立政府，使得行政、立法兩部門分別由不同政黨控制而相互制

衡，或是選民基於其他因素而投票給不同政黨，卻無意間造成分立政府的出現？ 

前已述及，現今政治學者對選民分裂投票行為的原因有諸多不同的見解，大

致來說，可將這些見解略分為兩個陣營。其中一派認為，選民分裂投票是刻意造

成的結果（Alesina and Rosenthal, 1995；Fiorina, 1992；Ingberman and Villani, 

1993）；另一派則認為，選民的投票行為是受到其他因素所影響，卻在無意中造

成分裂投票的現象，非選民刻意為之（Campbell and Miller, 1957；Born, 1994；

Soss and Canon, 1995；Jacobson, 1991）。 

 



壹、刻意說 

支持分裂投票是選民刻意為之的學者認為，美國政治體制權力分立的憲政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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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權與制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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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制衡觀念若透過政治社會化過程，在選民心中成

形，則選民將此心理認知反映在實際政治參與上的結果，便是將選票投給不同政

黨，造成分立政府的出現，學者將其稱為認知的麥迪遜主義。 

Fiorina（1988：442-453；1989：24-28；1992：73-82）則提出了「政策中和

模型」（policy balancing model），解釋選民刻意的分裂投票行為。Fiorina認為，

並非是選民無法區別民主與共和兩黨的差異而分裂其選票，而是因為選民投票的

依據是兩黨政策立場的差異。若只有一項公職人員選舉，選民可以清楚地區分政

黨在政策與意識型態上的差異，並依據此差異，表達其政策偏好與意識型態的立

場。但若同時舉行兩項選舉時，選民則會同時考量兩項選舉，藉由分裂投票行為，

將行政與立法部門交由不同政黨掌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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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Fiorina（1988：443；1989：25；1992：76）發展出一左右單向度的

尺度來解釋選民的分裂投票行為，定位不同的投票組合，選民從中選擇與自己立

場最接近的組合，如圖 2-1所示。其認為投票是依據總統或者國會多數黨的政策

立場而定，選民認為總統在政策上較國會具有更大的影響力，因此選民在經過比

較之後，通常總統選舉會投給政策立場較認同的政黨，但為了中和政策，國會議

員選舉則會投給另一個政黨。依此，兩項選舉中總共有四種投票模式產生，選民

會從中選擇與自己立場較為接近的模式。位於尺度兩端的強烈政黨認同者會採取

一致投票（DD、RR），只有介於兩黨中間的選民，也就是介於 M1與M2之間的



選民，才會選擇採取分裂投票。 

 

圖 2-1、Fiorina的政策中和模型 

DD             DR               RD             RR 

 

       M1               M              M2  

（D代表民主黨；R代表共和黨） 

 

簡言之，Fiorina 的政策中和模型共有五項命題。其一，意識型態在兩黨中

間的選民，比較可能分裂投票；並利用政策的中和，來滿足個人的立場。其二，

選民在政策上，會覺得總統較國會更具影響力。其三，當兩黨的意識型態立場距

離越來越遠時，介於兩黨之間的選民越多，分裂投票出現的情況就越多。其四，

當某一黨的立場變得極端時，該黨的一致投票會下降，另一黨一致投票的情況會

增多。其五，分裂投票的方向會受到總統與國會權力大小不同所影響，故 Fiorina

以加權的方式加重總統的政策立場，因此介於兩黨之間的選民，會投給較接近自

己立場的總統候選人（Fiorina, 1994：107-112；許增如，1996：18）。 

Fiorina 提出政策中和模型之後，引起相當大的迴響，部分學者進一步檢證

上述模型，提出不同的看法。Born（1994）嘗試利用 1980年至 1988年的資料進

行分析，其認同在投票行為上，總統選舉確實較國會議員選舉更具有影響力。但

是，如果參與選舉的政黨，在意識型態或政策上越趨向極端時，其分裂投票的選

民反而越少；反觀，當政黨的意識型態與政策越朝向中間方向靠近時，則該黨一

致投票的情況越多。換言之，Born所獲得的結果與 Fiorina 的研究假設完全相反。

其認為，選民對於總統選舉與國會議員選舉的議題關注焦點不同，總統選舉的議

題著重在全國的問題之上；而國會議員選舉是較重視地方性，強調的是國會議員

的選區服務，所以分裂投票乃起因於選舉的議題焦點不同，而非是選民為制定一



個平衡的政策。即使選民希望制衡行政權，也不一定非要造成分立政府，畢竟政

黨之間的相互制衡並非是唯一的方式，也可經由同黨議員的監督達到制衡的效

果。 

再者，根據「理性抉擇」（rational choice）理論的觀點，選民的投票行為是

經過理性計算。在意識型態與政策立場光譜上，可以根據理性排列出先後次序，

然後依照該次序，將選票投給光譜上與自己立場最接近的政黨或候選人。但是，

依據 Downs（1957）所提出的「中間選民理論」（median voter theorem），各個政

黨為了爭取眾多的中間選民，刻意將意識型態與政策立場朝向光譜的中央靠攏。

如此一來，政黨之間的界線將趨向於模糊，造成民眾難以區別政黨在議題上的差

異，恐無法做出理性的投票判斷。同時，在理性的考量下，民眾如何能夠投票給

與自己立場差距較大的政黨或候選人，這也是無法自圓其說之處。 

上述理論旨在解釋選民的分裂投票行為，源自其內在心理動機，乃是「刻意」

地造成分裂投票。選民在投票決策時，不僅考量政黨認同、候選人特質、議題，

也同時將政治體制與政策制定過程等因素一併納入考量之中，目的在於平衡政府

之決策過程，避免制定過於極端的政策。然而，此一論點卻不無可議之處，首先，

選民是否如此「理性」，其政治知識與政治訊息是否足夠進行上述評估而採取分

裂投票？再者，選民是否可以認知到其分裂投票行為的目的在於造成分立政府，

以尋求政策的平衡（吳重禮，1998：70）？這些問題，主張選民分裂投票為「刻

意」的學者，尚無法提供周延的解釋。 

貳、非刻意說  

自前述討論中可得知，政策中和模型並不能通盤解釋分裂投票的原因，因此

部分學者嘗試從「非刻意」的角度，來探討選民的分裂投票行為。持非刻意觀點

的學者以為，選民面對兩項以上的選舉時，是就不同選舉進行個別考量。然而，

卻在無意中促成分立政府的出現，並非是刻意透過選票的分裂造成分立政府。 



至於選民是基於何種考量，此派學者有不同的見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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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議員的「現任者優勢」（incumbency 

advantag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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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整體而言，此派學者對於選民採取分裂投票行為的

原因，可歸納為三個面向，其包括政黨認同的變化、候選人因素，以及議題因素。 

（一）政黨認同的變化 

一般來說，影響選民投票行為的主要因素包括政黨認同、候選人取向，以及

議題立場。與後兩者相較，「政黨認同」（party identification）是較為長期且穩定

的因素。政黨認同是選民對於政黨一種持續效忠感，它是影響選民投票重要的因

素，也是所有政治態度中最為穩定者，一旦形成便不易改變（ Jennings and Niemi, 

1981；Campbell et al., 1960）。這種對政黨的效忠感建構了政黨與選民的心理橋

樑，也成為選民「慣常投票」（normal vote）的依據（徐火炎，1993）。Campbell

與Miller（1957）認為，當政黨認同、候選人取向、議題立場三項因素動機越強、

方向一致時，選民越可能採取一致投票；反之，若三項因素相互間產生矛盾、或

是動機不強時，則選民就可能採取分裂投票。然而，其結論認為，選民分裂投票

的主要還是因為缺乏強烈的政黨認同。 

就政黨認同因素而言，其被視為是選民分裂投票的主因之一，共包含三個部

分：政黨認同的減弱與獨立選民增加；「政黨重組」（party realignment）造成分裂

投票；政治世代的改變。相關說明，茲分述如下。 

 



1、政黨認同的減弱與獨立選民增加  

Nie、Verba與 Petroick（1976）研究 1952年至 1974年期間美國選民政黨認

同的變化，其發現「強烈政黨認同者」（strong partisans）、「弱政黨認同者」（weak 

partisans）、「獨立選民」（independents）的比例尚稱平穩。但是自從 1964年起，

強烈政黨認同者開始逐漸減少，而獨立選民的人數則逐漸增多，且分裂投票的比

例亦日漸升高。Wattenberg（1990）亦指出，當選民的政黨認同減弱時，分裂投

票發生的情況越嚴重之現象。但是，以政黨認同減弱與獨立選民增加來推論選民

之分裂投票行為，卻不無可議之處。部分選民將自己定位為獨立選民，但其依舊

有固定支持的政黨，甚至比弱政黨認同者有更強的政黨認同感、更穩定的政黨傾

向投票比例（Keith et al.,1992）。由此看來，欲藉此推論政黨認同減弱與獨立選

民增加造成分裂投票比例的增加，尚待更進一步的檢證。 

2、政黨重組造成分裂投票 

政黨重組是指政黨體系產生根本的變化，政黨的支持者重新洗牌，形成嶄新

且持續性的組合（Key, 1955, 1959）。研究者指出，政黨重組的前一個步驟為「政

黨解組」（party dealignment），此時選民開始對原先支持的政黨失去向心力，選

民在新舊政黨認同之間流動，並小幅度地重新排列，在新舊政黨認同的拉拒下，

選民便可能產生分裂投票的現象。這樣的情況待「關鍵選舉」（critical election）

發生後，新政黨認同成形，分裂投票行為便會減少。故政黨重組造成分裂投票的

增多，乃是因選民流動於新舊政黨認同之間，政黨認同程度減弱所導致（Sundquist, 

1983）。 

3、政治世代的改變 

有些學者認為，政黨認同的減弱乃是一種長期性趨勢，此趨勢不同於「生命

週期」（life cycle）。普遍來說，現代選民的政黨認同較數十年前的選民更為薄弱。



不同的「政治世代」（political generation），由於時代背景的不同，其政治態度、

政治傾向與價值觀，亦有所不同。由於新興資訊與思潮的影響，新的政治世代對

於舊有政黨並無強烈的情感與認同，因此導致政黨認同的減弱，故其投票抉擇較

不受政黨因素所影響，分裂投票的情況遂日漸顯著。在世代交替下，具有較強烈

政黨認同的老政治世代，逐漸為政黨認同較弱的政治世代所取代，政黨支持的基

礎產生相當程度的變化。新政治世代的崛起，造成政黨認同的減弱，也導致選民

分裂投票情況日漸增多（Miller, 1992）。 

由此可知，當政黨標籤不再是選民投票的依據，特別是政黨彼此間的政治立

場分野模糊不清時，選民必須依賴其他資訊幫助其選擇投票，因此可能將選票投

給不同政黨或候選人。總而言之，選民政黨認同越薄弱時，越易受到其他因素所

影響，進而採取分裂投票。 

（二）候選人因素  

當政黨之間的差距逐漸縮小，意識型態的界線日益模糊時，選民的投票考量

便開始轉向其他因素，或者以候選人為主，亦或以議題為主。部分學者嘗試從候

選人的角度來解釋選民的分裂投票行為，其認為，選民在不同公職選舉投票時，

會受到其他政黨的候選人所吸引而跨越政黨認同的界線。關於這方面的研究，可

區分為大眾媒體的發達、裙帶效應、現任者優勢，以及國會議員專業化等四個部

分，茲分述如下。 

1、大眾媒體的發達 

隨著大眾媒體的普及，選舉競爭產生新的面貌，迥異於傳統的競選方式。大

眾媒體的發達使得民眾獲得資訊的管道更多元化，不再僅限制於政黨等傳統管

道。這使得選民投票逐漸從以政黨中心的考量，轉而為候選人取向。當以候選人

為考量的選民逐漸增多時，意味著有愈多的選民在投票時，跨越政黨的界線，導

致分裂投票的可能性相對提高。 



Atwood 與 Sanders（1975）曾對於選民的媒體使用與分裂投票的關係進行

分析，他們發現選民使用不同的媒體，分裂投票的情況亦有所不同。兩人進一步

說明，民眾使用電視的情況與分裂投票的相關性並不高，而平面媒體的使用情況

與分裂投票的相關程度則較高。他們認為，分裂投票與資訊充足與否有關，資訊

愈充足的選民，分裂投票的情況愈明顯。反觀，資訊越貧乏的選民，分裂投票的

情況則不明顯。 

2、裙帶效應  

在大眾傳播媒體的推波助瀾下，候選人形象在選舉過程的重要性益形提昇，

不管候選人的優缺點，都被塑造得更為鮮明與誇張。在候選人形象中，最受到矚

目者，應屬「裙帶效應」（coattail effects）；裙帶效應是指同時舉行之不同類別選

舉中，同黨的候選人彼此拉抬對方聲勢，並提高對方的得票率。通常，在總統大

選與參眾議員同時選舉時，擁有較高知名度與聲望的總統候選人，往往有利於拉

抬同黨參眾議員候選人的得票率。 

以往，裙帶效應最著名的例子是 1916年的Woodrow Wilson，以及 1952年

與 1956年的 Dwight D. Eisenhower。顯然地，Wilson與 Eisenhower皆憑藉個人

形象與魅力，吸引民主、共和兩黨選民的支持，造成選民分裂投票的情況。不過，

裙帶效應並不必然得以發揮效應，舉例來說，George H. Bush總統便遭戲稱為「沒

有裙帶的總統」（the emperor has no coat）（Thurber, 1991）。就政治意義而言，選

民分裂投票比例的增加，經常意味著總統候選人裙帶效應的減弱。換言之，擁有

高知名度與聲望的候選人憑藉競選活動帶動選舉熱潮，並裨益同黨其他公職參選

人的情況逐漸下降。總而言之，選民對總統與議會選舉有著不同的投票傾向，因

而導致分裂投票行為的產生。 

3、現任者優勢 

現任者優勢是國會議員有效運用其特有之權利，如聘任專業助理人員、免費



郵資或提供選區服務、爭取地方經費等方式為選區民眾服務，並輔以不合理之「選

區劃分」（gerrymandered districts）、制定不公平的競選經費限制等，以確保其連

任成功之機率（吳重禮，1998：75）。現任者確實較挑戰者更具有優勢，豐富的

資源與競選經費、任內所建立的人脈與聲望、較高的知名度，以及偏頗的選區劃

分優勢等，都是現任者能夠屢屢連任成功的因素。當政黨認同不再是引導選民投

票的唯一依據時，候選人本身所擁有的資源便更加重要，現任者利用其在位優

勢，創造有利其連任的局面，確實令挑戰者難以在選戰中勝出。 

McAllister 與 Darcy（1992：695-712）利用 1988 年之選舉資料，分析選民

的分裂投票行為，因為該年度為史上分裂投票最為嚴重的一年。該研究顯示，1988

年的分裂投票，乃是因為選民在國會議員選舉中，將選票投給現任議員所造成。

McAllister與 Darcy更進一步討論分裂投票之主因，並依照兩項選舉的投票抉擇

與政黨認同之差異，將分裂投票的選民分為兩類：「國會議員型」與「總統型」。

「國會議員型」分裂投票指的是，認同民主黨之選民，其總統投給民主黨籍候選

人，國會投給共和黨籍候選人。反之，則是屬於「總統型」之分裂投票。其研究

結果顯示，「國會議員型」分裂投票，與政黨認同、政策議題較無關聯，主要是

受現任者優勢所影響。「總統型」分裂投票與全國性議題、政黨認同之關聯性較

高，而政黨認同與政策議題有多重共線性。有此可知，選民面對不同選舉時有不

同之投票考量，在國會議員選舉時，考量的是國會議員是否連任；總統選舉時，

可考量政黨認同與全國性重要議題。因此，在不同的投票考量之下，難以避免產

生分裂投票的情況。 

然而，Jacobson（1990, 1991）並不認同上述說法，其認為現任者優勢並不

足以解釋民主黨何以長期掌握國會多數席次。根據 Jacobson的分析，從 1968年

至 1988 年的國會選舉中，民主黨候選人在缺乏現任者競爭連任的「開放選舉」



（open-seat election）中，贏得選舉的機率高於共和黨。1所以，現任者優勢，並

非是民主黨長期掌控眾議院之原因。 

4、國會議員專業化 

部分學者認為，由於對國會議員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認知不同，導致民主黨

與共和黨在國會議員選舉結果的差異（Fiorina, 1992）。民主黨支持者傾向將國會

議員視為專業化的職務，該黨的國會議員大多為專業議員，將議員視為專門事業

加以經營。反之，共和黨支持者對國會議員之角色係以業餘的態度看待，該黨國

會議員多為兼職的議員，議員工作之外尚有其他事業，故無法專心經營選區、服

務選民（Jacobson, 1990）。此種差異產生排擠效果，選民自然傾向選擇專業取向

的民主黨候選人，使得共和黨逐漸失去競爭優勢（Beck et al., 1992：921）。 

就相當程度而言，專業化與現任者優勢有著密不可分之關係，複雜且專業的

選區公共事務，現任議員必定較新人更為熟悉。民主黨候選人之專業化取向，較

業餘取向之共和黨候選人更受到選民的青睞，當選之後，藉由現任優勢，持續累

積其人脈與聲望，創造有利其連任的局勢。共和黨人在非專業化與無現任優勢的

惡性循環之下，難以在國會議員選舉中取得優勢。 

然而，前述說法卻無法解釋何以在 1996 年選舉中，共和黨籍議員人數勝於

民主黨。同時，在總統選舉方面，民主黨籍候選人William J. Clinton擊敗現任的

George H. Bush總統，打破過去共和黨在總統職位的優勢。這種與過去完全相反

的分裂情況，顯示國會議員專業化與現任者優勢已難以解釋該次分立政府的情

況，必須藉由其他研究資料說明，方能明瞭。 

                                                 
1 開放選舉所指涉的是現任議員放棄尋求連任，所有競爭者皆是首次在該選區競
選。Jacobson（1990）分析 1968年至 1988年的選舉資料指出，民主黨籍候選人
在共和黨籍現任議員放棄連任後之選區共贏得 80 席議會席次，而共和黨籍候選
人在民主黨籍現任議員放棄連任後之選區共贏得 71席議會席次。 



（三）議題因素 

在選戰過程中，候選人為了獲得選民的支持，往往投其所好，提出相關的議

題尋求選民的認同。研究者發現，選舉議題對選民的投票行為，具有相當程度的

影響力（Nie, Verba, and Petrocik, 1976）。同時，選民以政黨認同為投票依據的現

象則日漸減弱，因此當選民同時面對兩項不同選舉時，若以議題作為投票考量，

則有可能出現分裂投票的現象。 

Cox 與 Kernell（1991）認為，選民的分裂投票行為，主要源自於自我矛盾

的政策偏好，或者是選民無所適從的投票行為，故只得分裂投票支持不同政黨（相

關論點，亦可參閱王國璋，1993：237）。由此可知，「矛盾理論」假定，選民之

分裂投票並非是刻意的行為。這種非刻意分裂投票理論旨在解釋，何以自 1968

年之後，共和黨在總統大選取得優勢，而民主黨則在國會之中佔有多數席次。 

此外，Jacobson（1990）依據「矛盾理論」的分析架構，提出「選民期望模

式」解釋選民自我矛盾的投票行為。其認為，選民針對不同選舉有不同的投票抉

擇，因為每種選舉引導選民投票的因素不同，所以才會有分裂投票的行為發生。

一般以為，美國選民對於不同政黨有不同的議題偏好，選民對於共和黨處理外交

或總體經濟事務較具信心，但是較偏好由民主黨來處理包括社會福利在內的內政

事務。如此一來，導致共和黨候選人較易於總統大選時脫穎而出，而民主黨則長

期在國會中佔有優勢。 

由此推知，美國選民對於總統與國會的期望是有所矛盾的。由於總統的選區

遍及全國，選民期望總統必須照顧全民的利益；另一方面，選民視國會議員為「法

定代表」（delegates）而非「委任者」（trustees），所以要求議員必須代表選區利

益。如是以觀，國會議員在地方上的選民服務，要比在議會中的立法工作來得重

要（Jacobson, 1990：112-115）。由此可知，選民的心中存在著一種企求平衡的心

態。所以選擇由共和黨人擔任總統，透過其強勢的作為，合理分配與調和國家的



利益，並且在外交關係上為美國謀求更多政治、經濟與軍事利益。另一方面，選

民企圖使民主黨候選人在國會選舉中勝出，這是因為民主黨籍國會議員對於選區

利益的爭取，較共和黨籍議員要來得積極與有效。因此，在這種矛盾心態下，選

民極有可能採取分裂投票，以滿足對於不同職位的不同要求。 

Alvarez與 Schousen（1993）嘗試利用 1988年「美國全國選舉研究」（National 

Election Studies, NES）的選舉資料，藉以比較「政策中和模型」與「選民期望模

型」對分裂投票的解釋力。其實證資料顯示，相較於「政策中和模型」，「選民期

望模型」對選民分裂投票的影響較大。許增如則分析 1992年與 1996年美國總統

大選資料，發現在 1992 年選舉中，「選民期望模型」影響較大；但是，在 1996

年選舉，則是「政策中和模型」更能影響選民的投票行為，所以兩種模型都具有

一定的解釋力（許增如，1996，1999）。 

矛盾理論以選民對政治職位的期望不同，來解釋分裂投票的形成，具有相當

的啟發性。然而，此種解釋可能只是一種「事後解釋」（ex facto explanation），是

根據已存在的事實作解釋，並不具備事前的預測能力。舉例來說，矛盾理論顯然

無法解釋 1990年代兩黨易位的事實；民主黨籍候選人William J. Clinton，分別

在 1992年與 1996年贏得總統寶座；而共和黨則在 1994與 1998獲得國會過半席

次。再者，美國部分州政府出現民主黨掌握州長職位，共和黨長期控制州議會的

現象，似乎亦無法以矛盾理論解釋之（吳重禮，1998；Fiorina，1991，1992）。 

面對刻意說與非刻意說兩種不同的見解，吳重禮（1998：79）認為，這兩種

解釋途徑皆未能周延地說明選民為何分裂投票，兩者均僅為「局部解釋」，並無

任何說法可以解釋所有分裂投票行為。因此，未來研究應嘗試運用各種「局部解

釋」，說明在不同狀況下，不同團體分裂投票的行為與動機，才是較為合適的方

式。 

綜言之，西方研究文獻提供各種學說解釋分裂投票動機，對於瞭解我國選民

投票行為與分立政府的成因，具有相當的啟發作用。然而，吾人必須指出，不同



政治體制之間的憲政規範、政府架構與選舉制度等，往往存有顯著差異，因此研

究概念與研究途徑的引用必須考量實際環境因素。美國學者研究分立政府之成因

時，皆以「分裂投票」概念分析選民的投票行為。Feigert（1979）對分裂投票所

下之定義為：「必須在同一天選舉數種公職，選民才有選擇一致投票或分裂投票

的機會；不同時間舉行的單項公職選舉，選民並非針對兩種公職同時做投票抉

擇，其可考量因素與同日投票不盡相同，因此不宜與一致或分裂投票相提並論」

（摘述自黃紀，2001：543）。2 

參、分裂投票與投票穩定度之比較  

就本文的研究對象而言，我國除了憲政體制並非純粹美式總統制之外，總統

四年一任，立法委員三年一屆，即使每逢 12 年週期同年改選，也並非於同一時

間進行改選。如是以觀，我國中央層級選舉並不符合分裂投票的定義。 

因此，本論文擬採取投票穩定度概念，解釋選民支持不同政黨的現象；投票

穩定度指涉的是，選民在連續幾次的選舉中，把選票投給相同政黨的一致程度。

其與選票轉移與選舉改變等概念，息息相關，密不可分。假若選民之一致投票行

為促成一致政府，分裂投票行為促成分立政府，當吾人以投票穩定度取代分裂投

票概念時，則可推論：若多數選民之投票行為呈現高度穩定狀態，有利於促成一

致政府；反之，當多數選民的投票呈現低度穩定情形，則分立政府於焉產生。 

就相當程度而言，當分立政府逐漸成為政府體制的常態，其意味著選民投票

穩定度的降低，傾向將選票分別投給不同政黨的候選人。為何選民的投票穩定度

呈現變動的趨勢；係起因於選民蓄意的投票行為，抑或無意的投票結果？直言

之，選民是否刻意希望形成分立政府，使得行政、立法兩部門分別由不同政黨控

制而相互制衡，或者是選民基於其他因素而投票給不同政黨，卻無意間造成分立

                                                 
2 Feigert曾就分裂投票與一致投票在概念定義、測量指標、數據型態，以及分析
方法上之爭議，提出四項研究分裂投票所應共同遵循的規則。本文依據研究所

需，節錄其中一項，其餘三項可參見 Feigert（1979）與黃紀（2001）之著作。 



政府的出現？再者，選民的心理認知是否實際反映在投票行為層面？這些問題是

本文嘗試探討的核心議題。 

筆者以為，我國的例子應較美國更適合用來檢測選民究竟是「蓄意」或者「無

意」來造成分立政府或一致政府。在美國，若適逢大選年，總統選舉與國會議員

之改選乃同時進行。事實上，研究者並無法得知美國選民之選票轉移究竟是受到

政黨認同的影響亦或是其心理認知的影響。但在我國，總統與立法委員改選之時

間點並不同，因此選民在進行投票時，已經知道另一項選舉之結果。在此情況下，

選民的投票決定，是否依照其心理認知而行，便明確可知。 

舉例而言，若選民主張「一致政府」理念，則可觀察在兩次選舉中，是否該

選民即使在總統大選時投給 A黨候選人，但當選者為 B黨所推薦之人選；他也

會在立委選舉中將選票投給 B 黨之立委候選人，而非其原本支持的 A 黨候選

人，促成一致政府的產生。若真如此，則可謂該選民確實是依照其心理認知進行

投票而不為其政黨認同所影響。反之，若選民主張其認同「分立政府」理念。亦

可觀察在兩次選舉中，是否該選民即使在總統大選時所支持之 A 黨候選人贏得

選舉，他也不會因此在立委選舉中繼續支持 A黨候選人，並且轉而投票給 B黨

候選人，進而促成分立政府的產生。簡言之，選民依據其心理認知「刻意」地促

成分立政府或一致政府，此一現象是否會發生在我國選民的投票行為上，即為本

文所欲探討的核心焦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