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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設計

第一章說明了研究動機、研究目的，以及進行文獻回顧，並說明整個研究的

章節安排之後。在第二章要說明的是 ﹙一﹚研究架構﹙二﹚假說與變數界定﹙三﹚

研究方法﹙四﹚資料收集等四個部分。透過這一章針對整個研究的架構、假說、

變數界定，以及研究方法、資料收集進行說明，可以完整的交代整個研究如何進

行，且預計要驗證哪些假說，以下先討論本文的研究架構。

第一節 研究架構

由於本文以區域立委選舉為例，探討派系競爭對於民進黨的發展造成什麼樣

的影響。所以整個研究的重心可分為兩大部分，﹙一﹚派系競爭與派系表現﹙二﹚

派系競爭與政黨發展。以下，首先以圖二之一呈現派系競爭與派系表現的架構。

派系競爭 派系表現
﹙黨領導權﹚ 黨內競爭

黨主席

﹙黨機器 ﹚ 提名比率

秘書長
﹙決策權﹚

中常委 選舉競爭

席次佔有率
﹙提名﹚

提名制度
﹙地方黨部﹚

地方黨部主委

﹙地方政治資源﹚

縣市長

圖 二 之 一 派系競爭與派系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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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二之一所示，一共列出六個可能影響各別派系，在區域立委選舉所能佔

有提名額度、席次比例的重要黨職、提名制度，以及是否取得地方政治資源。在

此一研究架構中，民進黨中央、地方黨部最為重要的黨職，均擁有特定的職責與

權力，這些重要的黨職同時也分別由各派系掌握。

但哪一類黨職對於各別派的區域立委提名，以及能夠佔有多少比例的區域立

委席次，才具有實質的影響力呢？在這樣的研究架構下，我們即可得知哪一類黨

職具有影響力，以及各類黨職間影響力的差異。

而之所以選擇以區域立委選舉提名，以及佔有多少區域立委席次作為依變項

﹙被解釋變項﹚，除了因為本文是以區域立委選舉為例進行研究之外。更為實質

的考量不外是，對於任何民主體制下的政黨，提名候選人、取得實質的政治職位

都是政黨最為重要的功能之一。

提名與佔有實質的政治職位，對於派系而言也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且民進黨

長期以來並未擁有龐大的黨產、黨營事業等經濟資源可供分食，同時在執政之前

也未能提供行政部門職位。所以對於民進黨內的派系而言，瓜分政黨有限的提名

資源、搶佔實質的政治職位是最為重要。

在此一研究架構下，將被解釋變項分為兩個，黨內競爭﹙提名比率﹚、選舉

競爭﹙席次佔有率﹚，之所以進行這樣的區分是考量到除了於黨內競爭時攻佔多

少政黨提名比例額度之外，更為重要的是能夠取得多少席次。一個只能在黨內提

名時佔有政黨提名額度，但卻未能夠有效轉換成為席次的派系，勢必不可能持續

生存。

所以，除了針對提名額度爭取的探討之外，能夠佔有多少席次亦值得更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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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探討，而進一步討論佔有政黨席次比例時，提名額度的佔有比率，也應被列入

是否影響個別派系，能夠佔有多少席次比例的解釋變項。因為佔有了政黨的提名

額度之後，已經取得了代表政黨投入選舉競爭的門票，所以理應是佔有越多提名

額度的派系，必然會佔有更高比例的立委席次。

在這樣的研究架構下，除了可以證明各派系所爭取的重要黨職，對於各派系

取得區域立委提名額度多寡、佔有區域立委席次比例所能產生的影響之外，更可

以進一步比較各種黨職影響力的差異。例如，在以上所列出的黨職當中，中常委

對於派系所能佔有的提名比例，有明顯的正面影響，而其他黨職並不具有顯著的

影響力。

那麼即可推斷中常委是民進黨最為重要的權力核心，而權力運作的邏輯則是

合議制的權力運作模式。1相對地，這樣的情況也顯示出，黨主席所具有的是一

個形式上的領導權。但也有可能所有的重要黨職均不具有影響力，而是提名制度

具有實質的影響，那麼可以推斷民進黨的立委提名，關鍵在於提名制度的競爭上。

而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影響因素，不外是特定派系是否取得地方首長職位，因

為一旦個別派系取得地方首長職位，將在該縣市擁有特定的地方政治資源。然而

是否可能進而對其所隸屬的派系，於該縣市擴張政治勢力有所挹注，或者可能因

為選舉制度的差異性，政治職位的不同，而出現換位子換腦袋的情況，則有待進

一步探討。

1 對於民進黨的中常會是否為最重要的權力核心，且呈現合議制的權力運作邏輯，除了要證明民
進黨各重要黨職中，中常委最具有影響力之外，更需要進一步分析中常會權力結構。也就是說如
果中常會仍然是由單一派系佔有絕對多數的席次，那是否會是合議制的情況，將會有所爭議，因
為單一派系主導的情況下，針對特定議案似乎不需要與其他派系協商，幾乎形成單一派系獨斷的
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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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地方首長所需要的是多數的支持，要顧及的層面較為廣泛，所以若是刻

意動用所掌握的地方政治資源，進而強化特定派系於該縣市各選區的勢力，勢必

引發其他派系的抵制，可能造成的是連任之路的潛在危機。不過值得注意的是，

對於各別政治人物而言，所屬的派系勢力是未來政治生涯更為重要的政治資源。

所以，各別派系佔有地方縣市首長職位之後，理論上因該可以為該派系增加來自

於地方的政治資源。

相信在這樣的研究架構下，即可得知為各派系所極力爭取的重要黨職、提名

制度、地方行政首長職位的取得，會有什麼樣的重要性，而其影響力是否有所差

異。除了探討派系於黨中央、地方黨部的競爭，以及提名制度的變革、是否佔有

縣市首長職位，對於派系選舉表現的影響之外。接下來，則是本文另一個要探究

的重心，民進黨內的派系競爭，對於民進黨立委選舉表現的影響。

在這部分的探討不只是要考量民進黨內，因為派系競爭造成的權力結構變

化，更要考量到整個選舉賽局其他競爭者，以及選舉制度的制度性特質。接著以

圖二之二呈現，派系競爭、SNTV 選舉、是否掌握地方行政權、其他政黨分裂的

情況等，對於政黨選舉表現影響的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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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變數 依變數

派系競爭 政黨選舉表現

﹙權力結構﹚

中常會

﹙提名制度、結構﹚

提名制度 超額獲利
選區提名結構

﹙席次紅利﹚

地方政權

縣市首長

控制變數

SNTV 制度影響

其他政黨

選區規模

圖二之二 派系競爭與政黨表現

如圖二之二所示，在此一架構之下，是以民進黨在區域立委選舉超額獲利為

依變數，而分別以派系於黨內競爭、是否取得地方政權為自變項。除此之外考量

SNTV 選制特性亦是影響政黨是否取得超額獲利的重要因素，所以 SNTV 選制的

可能影響則列為控制變項。以民進黨取得超額獲利為依變項，考量的是在 SNTV

選制下，由於每個選區皆有多個當選席次的特性。所以對於此一選舉賽局中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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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黨而言，面臨的是如何有效提名，以及進行選票的配置的難題。2

如果一個政黨其選舉能力有所提升，那麼勢必反映在能夠有效的控制提名額

度、適度進行選票配置，而其反映出來的就是能夠擺脫低度代表的窘境，且取得

一定額度的席次紅利。所以，以席次紅利作為具體指標，將可以了解民進黨的選

舉能力是否有所成長。但在 SNTV 選舉賽局中，個別政黨能否取得席次紅利，

除了其選舉能力的成長之外，亦間接受益於選舉賽中其他政黨的分裂﹙徐永明，

陳鴻章 2004a﹚。

所以，在整個研究架構的設計上，勢必要將 SNTV 選制特性的相關變數都

一併考量，因為造成個別政黨能夠有超額獲利，也有可能是完全是受益於 SNTV

選制的特性。基於這個考量在此研究架構中，包括兩個 SNTV 的選制特性的控

制變數。這些變數包括選舉賽局中其他主要政黨分裂的情況，徐永明、陳鴻章

﹙2004a﹚的研究中已經透過泛藍陣營的無失誤模擬，明確得知民進黨確實有間

接的獲利。

而另外一個變數則是選區規模大小，此一變數主要考量的是謝復生（1992）

所指出的：選區越大比例性越張顯。那麼是否代表民進黨會隨著選區的擴

2 針對 SNTV 選制特性進行探討的文獻，對於此一選制所具有的比例性有三大類觀點：﹙1﹚超比
例性（superproportional）的特色（Lijphart, Lopez Pintor and Sone, 1986; Taagepera and Shugart,
1989）。所謂超比例性（superproportional）就是認為 SNTV 制下，在得票轉換成席次上，對於小
黨有利，相反地對於大黨較為不利。持此一主張的學者，之所認為 SNTV 制具有超比例性，不
外從政黨選舉操作的角度出發，因為大黨相較於小黨在此一選制下將面臨更嚴峻的提名（超額、
低度提名）、選票配置等問題的困擾。﹙2﹚次比例性（subproportional），也就是對大黨有利、對
小黨不利，因為 SNTV 制下小黨和大黨同時面臨同樣的問題（Cox, 1996）。﹙3﹚選區越大比例
性越張顯：主要認為 SNTV 制的比例性介於 SMD 與 PR 間（謝復生，1992）。在相關的實
證研究中，第一種觀點並沒有獲得證實，Cox and Niou（1994）以日本自民黨、台灣的國民黨為
例證實了第二類觀點，黃德福（1994）的研究證明了第三類觀點。除此之外，徐永明、陳鴻章﹙2002﹚
的研究更進一步指出，既使並未擁有龐大黨機器、控有中央執政權的民進黨亦能夠擺脫低度代表
的困境。所以，由此可以說明的是，在 SNTV 選制下政黨勢必面臨如何控制提名額度、選票配
置的問題，而有效的控制提名額度、配置選票，將會反映在個別政黨是否能夠取得席此紅利。當
然不可否認的是，席次紅利的取得亦是因為其他政黨的分裂所帶來的間接獲利﹙徐永明，陳鴻章
200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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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所能取得的席次紅利隨之降低呢？在選舉制度影響之外，此一研究架

構，亦考量民進黨是否取得地方執政權。台灣的區域立委選舉，選區規劃大致上

與各縣市的行政區域相似，除了台北、高雄、台北縣，因為應選名額過多而在劃

分為兩到三個選區之外，其餘縣市皆是一個縣市一個選區的情況。但既使是這些

同一縣市劃分為兩到三個選區的地區，一樣是沒有超出該縣市的行政區域。所以

取得縣市首長職位，亦可能有利於該黨在區域立委選舉時，能夠因為有黨籍地方

行政首長，而能夠協調同黨候選人，降低同室操戈所造成的選舉失利。

在討論了其他可能的解釋變項之後，最後要考量的是派系競爭的部分，這一

部分包括了提名制度、提名結構，以及中常會的權力結構，這三個變數均與民進

黨的派系競爭有關，提名結構所指的是民進黨提名的候選人，呈現什麼樣的派系

結構。例如於 A 選區提名了四個候選人，而這四個候選人分別具有不同的派系

屬性，那麼就是一個分散式的提名結構，相較之下如果是全部都提名同一派系的

候選人，那就是最為集中式的提名結構了。

而不同的提名結構，可能也會造成不同的效應，可能因為採取分散式的提名

結構，而在提名時即有效區隔同黨候選人，相對地也可能因為提名結構的集中，

而能夠有效的造成候選人間的協調，進而造成較好的選舉表現。而在提名結構之

外，另一個值得考量的是提名制度，尤其是在一九九八年後，民進黨於區域立委

選舉提名正式引進民調制度，所以也將提名制度列入解釋變項。

除此之外，最後要討論的是黨中央權力結構的問題，一般而言都直覺的認定

了權力的不集中必然造成的是紛亂，進而無法做出理性化的判斷。且認為權力的

不集中對於民進黨是不利的，黃德福﹙1992﹚、郭正亮﹙1997﹚均對於民進黨由

派系共治，瓜分黨中央權力核心深感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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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若是從相反的邏輯思維角度切入，當權力完全集中於至高領袖，或者是

特定派系，形成幾乎絕對的權力集中。那麼這樣的權力型態也存有相當大的風

險，因為等於是完全的依賴一個人，或特定派系能夠做出理性的判斷。而相較之

下，若是各個派系均進駐黨中央決策核心，形成一個共治、協商的黨中央，也未

必就是紛亂，或者是沒有辦法產出理性的決策。且亦有可能因為派系共治的結

構，所以能夠更有效的透過協商，進而達成有效解決候選人之間的同室操戈問題。

在這個架構中將民進黨中央的決策核心中常會，也列入解釋變項，測量權力

的集中程度對其選舉表現的影響，是正面或是負面。所以，由這個解釋變數可以

驗證，是否如第一章所提及的論點，多派系共治不會只是出現表面上的紛爭，更

為重要的是能夠帶來相互的協調折衝，進而有利於政黨有更好的選舉表現。至此

分別說明了本文的兩個研究架構，而接下來則是進一步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說，以

及進行變數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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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假說與變數界定

上一節說明了本文的兩個研究架構之後，在此要進行的是提出相關假說，並

且分別界定這兩大研究架構下，所要使用的變數﹙依變數、自變數、控制變數﹚。

以下，依照前一節所說明的兩個研究架構，分別提出相關假說，以及界定變數。

一 、派系競爭與派系表現

依照第一節所提出的圖二之一，在此一架構下一共有七個自變數、兩個依變

數，其中派系佔有政黨區域立委提名比例是依變數，同時也是解釋派系能夠佔有

多少區域立委席次比例的解釋變數。

七個自變數分別為﹙一﹚是否佔有黨主席職位﹙二﹚是否佔有中央黨部秘書

長職位﹙三﹚佔有多少比例的中常委﹙四﹚提名制度﹙五﹚是否佔有地方黨部主

委職位﹙六﹚是否佔有縣市長職位﹙七﹚佔有得多少提名額度。而兩個依變數分

別為﹙一﹚佔有區域立委提名額度比例﹙二﹚佔有區域立委席次比例。以下分別

簡要的說明這些變數的界定方式、提出相關假說，以及迴歸模型。

﹙一﹚ 自 變 數

1、黨主席

雖然民進黨的決策核心是中常會，所以除非黨主席可以掌握此一機構三分之

二，或是過半的席次，不然黨主席可以說是名義上的領導。不過由於黨主席既使

是名義的領導，其所具備的影響力亦不可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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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主席佔有論述的優勢地位，任命一級主管權力，既使黨主席發言受到黨內

非議，但依然可以造成社會各界的關注。所以特定派系取得黨主席的職位，勢必

影響派系所能取得的區域立委提名額度，以及有利於提高席次佔有比例。基於黨

主席可能具有的影響力，可以提出假說 1-1。

假說 1～1 ：佔有黨主席職位之派系，相較於其他沒有取得黨主席職位的派系，將會取

得較高比例區域立委提名額度，以及席次比例。

這個自變數是以虛擬變數的方式處理，例如甲選舉年度的黨主席是隸屬於 A

派系，則 A 派系在黨主席此一欄位上就會登錄為 1 ，相反地其他派系在黨主席

這一欄位登錄為 0。

2、秘書長

除了黨主席之外，秘書長雖然是由黨主席任命，不過秘書長職位對於黨機器

的掌握更甚於黨主席。所以，往往秘書長職位會成為各派系爭取黨主席時，談判

以及交易的籌碼。掌握秘書長職位，理論上可以實質控有黨機器，所以應該有助

於派系於區域立委提名取得更多的提名額度。但相較之下，對於派系佔有區域立

委席次的影響不如黨主席，依此可以提出假說 1-2。

假說 1～2 ：佔有黨秘書長職位之派系，相較於其他沒有取得黨秘書長職位的派系，將

會取得較高比例區域立委提名額度，但對於佔有區域立委席次比例的影響

力不如黨主席。

這個自變數同樣是以虛擬變數的方式處理，例如甲選舉年度的黨秘書長職位

是隸屬於 B 派系，則 B 派系在黨秘書長此一欄位上就會登錄為 1 ，而其他派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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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秘書長這一欄位登錄為 0 。

3、中常委

雖然依民進黨黨章第十二條之規定，全國黨代表大會是黨的最高權力機構，

但事實上真正擁有權力的是，每星期至少要開會一次的中央常務執行委員會。依

照民進黨黨章第十五之二條的規定：中央常務執行委員會有 (一) 執行全國黨員

代表大會之決議 (二)制訂及執行黨政計劃 (三)制訂本黨內規 (四) 編制預算及

決算 (五) 議決重要人事案 (六) 審查獎懲之提案 (七) 督導地方黨部及直屬黨

部之黨務等七項重大的權力3。

依照民進黨黨章的規定，中常會是民進黨的最高權力核心。所以，取得越多

中央常務委員的席次比例，理應對個別派系能夠取得多少區域立委提名比例、佔

有多少區域立委席次比例應該有正面的影響，依此可以提出假說 1-3。

假說 1～3 ：個別派系佔有中常委席次比例的增加，對於佔有更多的區域立委提名比

例，以及席次會有正面的影響。

此一自變數的界定和黨主席、秘書長有所不同，並不是虛擬變數，而是分別

計算出個別派系佔有中常委人數的百分比，依此即可在中常委此一欄填上佔有多

少比例的中常委，具體反映出各派系於中常會的實力。例如 A 派系取得三席中

常委，而該年度的中常委一共有十席，那麼 A 派系在中常委此一欄位就直接登

錄 0.3，代表其在中常會的勢力。

3 民進黨黨章請參考民進黨網站 http://www.dpp.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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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提名制度

在提名制度方面，如民進黨這樣一個派系林立的政黨，提名制度的變革應該

是派系競爭的產物，所以一個能夠有所成長的提名制度，應該是有利於多數的派

系。在民進黨歷年來採用過的提名制度中，以一九九八年正式實行於區域立委提

名的民調制度，是各種制度中普遍被其他政黨仿效，且能夠維繫並有所成長的制

度。4所以，對於派系勢力的維繫會有正面的影響，依此提出假說 1-4。

假說 1～4 ：民調制度的引進，將對於派系佔有區域立委提名額度、席次比例有正面的

影響。

關於民調制度這個變數，是以虛擬變數的方式處理，例如在一九九八年之後

正式採用民調制度，所以在提名制度此一欄位，一九九八年之後均登錄為 1 ，

一九九八年之前均登錄為０，依此就可以比較民調制度採用前後是否有所差異。

5、地方黨部主委

雖然民進黨中央的中常會是決策的核心，但地方黨部主委於各別選區具有的

是經營地方人脈，開拓政黨地方勢力的優勢，理應對於區域立委選舉的提名、當

選亦會有影響力。所以，特定派系掌握特定地方黨部，對於該選區區域立委提名、

席次佔有會有所挹注，依此提出假說 1-5。

4 關於民進黨的區域立委提名所採用的提名制度，各種曾經使用過的制度，僅有一九九八年正式
被採用的民調制度能夠被持續使用，且有所成長。一九九八年立委選舉，民調與黨員投票各佔百
分之五十，而兩千零一年、零四年的立委選舉，民調所佔比重調高到百分之七十。關於民進黨歷
年來採用民調制度請參考王業立，2001，比較選舉制度，台北：五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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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說 1～5 ：佔有地方黨部主委的派系，相較於未佔有地方黨部主委派系，將可佔有較

多的區域立委提名額度、席次比例。

對於地方黨部主委此一變數，是以虛擬變數的方式處理，也就是如果特定派

系於該選區所在縣市佔有地方黨部主委職務，就在地方黨部主委此一欄位登錄

1，反之則登錄為０。

6、 縣市長

在討論過重要黨職、提名制度之後，縣市長也是一個有必要注意的變數，雖

然區域立委選舉是中央級民代選舉，但選區的規劃幾乎與各縣市呈現重疊的情

況。所以，握有地方行政資源的縣市長，若隸屬於民進黨內特定派系，亦有可能

對於其所隸屬的派系在爭取區域立委提名、席次上，有一定的正面影響，依此提

出假說 1-6。

假說 1～6：掌握該選區所在縣市首長職位的派系，相較於其他未能擁有縣市首長的派

系，會佔有較高的區域立委提名額度，以及立委席次。

對於各別派系是否擁有縣市首長此一變數，以虛擬變數的方式處理，亦即若

該選區縣市首長隸屬於 A 派系，就在縣市長這一欄位登錄 1，反之則登錄為０。

7、提名率

如本節一開始就指出的，派系佔有區域立委提名比例此一變數，是依變數也

是自變數，但只有在解釋派系佔有區域立委席次比例時，這個變數才是自變數。

之所以將這個變數列入解釋，派系佔有區域立委席次的自變數，不外考量到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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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多提名額度，勢必相較於取得較少提名額度的派系，自然會在佔有席次比例上

有更多的優勢，依此提出假說 1-7。

假說 1～7： 個別派系佔有越多區域立委提名比例，將會使其在佔有區域立委席次同樣

有所提高。

提名率此一變數是以個別派系於特定選區，所佔有的提名數，於該選區民進

黨總提名數的百分比。譬如 A 派系在甲選區取得兩個提名數，而該選區民進黨

總共提名五個黨籍候選人，那麼 A 派系就佔有百分之四十的提名率。

﹙二﹚依 變 數

在上一部份說明了相關的自變數，並且提出相關假說之後，接著要說明的是

這個研究架構下的兩個依變數。

1、提名率

提名率所指的是各別派系，於各別選區佔有民進黨區域立委的提名比例，以

此可以反映出各別派系於黨內競爭的具體成果。不然勢必難以解釋為何各派系，

在這些重要的黨職、提名制度，以及縣市長職位上，極力的介入，甚至不惜公開

的相互批判，使得派系間的矛盾、鬥爭赤裸裸的呈現。而此一變數的處理，如上

一節第七個自變數的處理方式相同。

2、席次率

席次率指的是各別派系，於各選區所佔有民進黨的區域立委席次比例，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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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黨提名僅是於黨內競爭階段的勝利，更重要的是如何實質的佔有席次。對於席

次率此一變數的處理，是各別派系於各別選區當選的區域立委人數，佔民進黨於

該選區當選人數的百分比。例如 A 派系於甲選區，取得一席區域立委，而民進

黨於該選區一共當選四名區域立委，那麼 A 派系就佔有百分之二十五的席次率。

﹙三﹚多元迴歸模型

在這一節的第一、二小節分別說明了自變數、依變數，進行了相關變數的界

定，並且提出假說之後。接下來，在這個小節進一步說明，本文所要建構的多元

迴歸模型，透過以下兩個模型的建構，即可驗證以上所提出的研究假說。

模型一

Y1 =β0 ＋β１ｘ１＋β２ｘ２＋β３ｘ３＋β４ｘ４＋β５ｘ５＋β6ｘ6

模型二

Y２ =β0 ＋β１ｘ１＋β２ｘ２＋β３ｘ３＋β４ｘ４＋β５ｘ５＋β6ｘ6＋β7ｘ7

 

Y1 = 派系選區提名率

Y2 = 派系選區席次率

β0 = 常數

ｘ１ = 是否取得黨主席

ｘ２ = 是否取得秘書長

ｘ３ = 是否取得地方黨部主委

ｘ4 = 各別派系於中常會所佔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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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5 = 提名制度變革﹙引進民調制度，相較於民調制度引進前的年度﹚

ｘ6 = 是否佔有縣市長職位

ｘ7= 各別派系選區提名率

 

模型一、二分別以派系於個別選區所佔有的提名率，以及席次率為依變數。

而這個模型是以派系為單位建構，分別觀察各別派系於各選舉年度的各選區，取

得區域立委提名的比例，以及佔有多少席次比例，而以上所提出之自變數對於這

兩個依變數又有什麼樣的影響。 

 

所以，可以透過這兩個迴歸模型的建構，進而了解研究架構圖二之一中，所

提出的自變數對於依變數的影響為何？依此即可明確得知，民進黨內的個別派

系，對於各種黨內重要黨職的爭取、提名制度設計的競爭，其實質上對於派系生

存具有什麼樣的重要性。

二、派系競爭與政黨表現

依照第一節所提出的圖二之二，在此一架構下一共有四個自變數、二個控

制變數、一個依變數。四個自變數分別為﹙一﹚民進黨中央權力結構﹙二﹚提名

制度﹙三﹚提名結構﹙四﹚是否有黨籍縣市長。二個控制變數分別為﹙一﹚其他

政黨分裂情況﹙二﹚選區規模，而依變數為政黨席次紅利。以下，分別簡要說明

這些變數的界定方式、提出相關假說，以及多元迴歸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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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 變 數

1、中常會﹙黨中央權力結構﹚

在民進黨中央權力結構方面，選擇以中常會權力結構，代表派系於黨中央競

爭的具體表現。之所以選擇此一機構，一方面因為依照民進黨黨章的規定此一機

構，將是主導區域立委選舉策略，以及提名額度的重要機構。5而在 SNTV 選舉

當中，若是要提高選舉的獲利，其中一個重要的關鍵即是提名額度的控制。所以，

主導該年度選舉策略、提名額度的機構，呈現什麼樣的權力結構，是有必要被列

入影響政黨選舉表現的重要因素。

而黨中央的權力結構變革對政黨選舉表現的影響，有兩個可能的情況﹙一﹚

單一派系掌握黨中央，因為權力的集中而使得提名額度獲得控制，進而促成政黨

有好的選舉表現 ﹙二﹚形成派系共治，進而有利於提名額度的分配，成為各派

系在黨內進行協商的重要機制。

第一種情況是預設在權力集中的情況下，可以避免因為權力分散，無法形成

理性的提名額度控制，而第二種情況預設的是，即使權力並不集中，但因為黨內

絕大多數派系均有分享權力。所以，在多數決的情況下，以整個黨的利益為前提，

尋求出最大公約數，進而有效控制提名額度。甚至會是同黨候選人同室操戈時，

能夠由各派系於中常會進行溝通協調，盡可能的減少同志相殘的選舉失利。

而這兩種情況，若進一步和民進黨於九零年代初，開始能逐漸合理化控制提

5 民進黨黨章第十五之二條的規定：中央常務執行委員會有 (一) 執行全國黨員代表大會之決議
(二)制訂及執行黨政計劃 (三) 制訂本黨內規 (四) 編制預算及決算 (五) 議決重要人事案 (六)
審查獎懲之提案 (七) 督導地方黨部及直屬黨部之黨務等七項重大的權力。關於民進黨詳細黨綱
黨章請參考民進黨網站 http://www.dpp.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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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額度﹙徐永明、陳鴻章 2002﹚，以及郭正亮﹙1998﹚指出民進黨於九零年代初，

呈現四大兩小的派系結構，那麼第二種假設設情況，因該是比較合理的情況。6所

以，就民進黨黨中央權力結構，對民進黨選舉表現的影響，可以提出假說 2-1。

假說 2～1：黨中央因派系共治，權力集中度降低，促成政黨有較好的選舉表現。

為了能夠反映民進黨中常會權力結構，可以用各派系分別佔有該選舉年度中

常會比例計算出 HH 值，依此可以表現出民進黨中央的權力集中程度。譬如甲選

舉年度，民進黨的 A、B、C、D 派系分別佔有 25％的中常會席次，甲年度的中

常 HH = .25﹙Σƒi2﹚。

相較之下，若乙選舉年度 A、B、C、D 派系分別佔有 75％、10％、10％、5

％中常會席次比例，那麼乙選舉年度的中常 HH=.585。由此即可了解權力的集中

程度，當權力集中程度越高，HH 值會於接近 1，反之越接近零。7

2、提名制度

除了黨中央的權力結構之外，民進黨於一九九八年之後正式引進以民調佔

50％，作為區域立委提名的依據，以及隨後進一步修改為民調 70％的制度。這

樣的制度受到國內其他政黨，加以仿效且被認為是一個能有效提名的制度。所

以，我們也將其列為一個促成民進黨，能夠有好的選舉表現的因素，依此可以提

出假說 2-2。

6 關於歷年來民進黨中常會，各派系呈現的勢力分佈情況，於本文第三章進一步探討。
7 HH 值全名為 Herfindal-Hirschman concentration index 計算公式為ΣPi2，此係數由經濟學家
Hirschman﹙1945﹚所創造，此一指數常用於選舉研究，可以反映出得票集中的程度等。關於 HH
值的說明請見 Rein Taagepera & Matthew Soberg Shugart﹙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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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說 2～2 ： 引進民調制度之後，會使民進黨有較好的選舉表現。

此一變數是以虛擬變數的方式處理，將引進民調制度之後的選舉年度，均登

錄為 1，反之登錄為０。例如 A 選舉年度之後，引進名調制度，那該選舉年度之

後均登錄為 1，反之登錄為０。

3、提名結構

各別選區所呈現的提名結構，同樣可能影響政黨選舉表現。在多席次選舉

中，每個選區當選席次大於一席，可能的策略是由各別派系分別佔有不同的選

區，或是分別瓜分所有選區，以利於提名額度的控制，以及選票的分配。

當各別派系佔有各自的選區，為了自身派系利益，勢必努力控制提名額度且

進行選票配置，以利於維繫派系的勢力。而另一個提高政黨選舉獲利的可能策略

是，各派系分別瓜分各選區提名額度，透過派系的區隔使得選票配置合理化，進

而提高政黨的席次獲利，依此可以提出假說 2-3。

假說 2～3：選區提名結構，將對政黨選舉表現有所影響。

這一個假說基本上並沒有特別區分如以上所討論哪一種提名結構，對於民進

黨選舉表現會有正面的影響。但直觀而言，隨提名結構的改變，應該會牽動民進

黨的區域立委選舉表現。

在變數處理上，是以各選區各派系所佔提名比例計算其 HH 值，例如甲選區

提名五人，且這五人均隸屬 A 派系，那麼其 HH=1，呈現最集中的提名結構。相

反地，若這五位被提名人分別隸屬於 A、B、C、D、E 等五個派系，那麼 HH=0.2，



20

呈現一個分散的提名結構。

4、是否有黨籍縣市長

是否有黨籍縣市長，主要考量的是一旦民進黨取得地方執政權，可以增加地

方政治資源，且自一九八九年起的區域立委選舉，選區規劃幾乎與各縣市完全重

疊。所以，亦有可能因為取得更多地方政治資源，進而促成民進黨在區域立委選

舉能有更好的表現，依此可以提出假說 2-4。

假說 2～4：佔有該選區所在縣市的行政首長，民進黨將會有越好的選舉表現。

這一個變數是採取虛擬變數的方式處理，凡是該選區所在縣市的行政首長為

民進黨籍，就在縣市長此一欄位登錄 1，反之則登錄為０。

﹙二﹚控制變數

1、其他政黨分裂情況

因為 SNTV 選制的特性，所以如果與民進黨競爭的其他主要政黨有所分裂，

那麼民進黨將可因此間接獲利。尤其國民黨在一九九三年之後經歷兩度政黨分

裂，一九九三年新國民黨連線出走成立新黨，兩千年總統大選後，親民黨、台聯

均是由國民黨分裂出來的新政黨。所以在國民黨分裂的情況下，民進黨勢必因此

間接獲利。8

8 關於國民黨的分裂使得民進黨，得以在區域立委選舉間接獲利的研究，可以參考徐永明、陳鴻
章，2004，多席次選舉中政黨的分合：以台灣區域立委選舉為例，選舉研究，11﹙1﹚ P 127~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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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甲選區有五個政黨一起競爭四個席次，A 政黨獲得此一選區百分

之六十的選票，且分平均分配給四個 A 政黨的候選人。相較之下，如果

其他四個政黨各提名一個候選人，且均分其餘百分之四十的選票，那麼

在這樣的情況下，A 政黨可以取得所有席次。由這個例子可以了解，如果

同一選區其他競爭對手過於分裂勢必可以取得相對的獲利，依此可以提

出假說 2-5。

假說 2～5：其他主要政黨得票越是呈現分裂，民進黨將會有越好的選舉表現。

此一變數的處理，是以民進黨以外的主要政黨﹙國民黨、新黨、親民黨、台

聯黨﹚選區得票比例計算其 HH 值，依此即可得知各別選區民進黨之外的競爭

者，呈現的分裂情況。例如在 A 選區，國民黨、新黨、親民黨、台聯黨等四個

政黨一共獲得十萬張選票，而國民黨佔有七萬張、其他政黨各一萬張，那麼就可

以算出選票集中程度為 0.7 2+ 0.12+ 0.12+ 0.12= 0.493 。

2、選區規模

所謂的選區規模，所指的是每個選區應選名額的多寡，這個變數主要

考量的是選制的機械效應，謝復生﹙1992﹚認為 SNTV 制的比例性介於 SMD

與 PR 間，且選區越大比例性越張顯。所以，可以預期的是選區規模的擴

大，制度本身對於限制民進黨的超額獲利，會有制度性的限制存在，依

此可以提出假說 2-6。

假說 2～6：選區規模越大，民進黨的超額獲利隨之降低。

這個變數的處理，是直接登錄各個選區應選席次數，例如甲選區應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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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次數為七席，那麼此一欄位登錄七，依此類推如果乙選區應選席次數

為三席，則此一欄位登錄為三。

﹙三﹚ 依 變 數

1、席次紅利

除了以上關於自變數的探討之外，最後一個要探討的即是依變數的部分。同

樣基於先前所提及 SNTV 選制的制度特性，因為此一制度具有不比例性，但欲

取得選制所賦予的制度性優勢，需要的是能夠對提名、配票等進行有效的控制。

如果一個政黨選舉能力有所提升，能夠有效調節提名額度、進行選票配置等，那

麼勢必反映在能夠取得這個制度所賦予的不比例性，也就是所謂的超額獲利。

所以，觀察一個政黨的選舉表現，可以由其是否能夠使得票比例與席次比例

平衡，甚至席次比例超過得票比例，進而了解此一政黨是否於 SNTV 選制下有

所成長。席次與得票的不比例性，即是所謂的席次紅利﹙Cox and Niou 1994，徐

永明、陳鴻章 2002﹚。此一變數的計算，是以民進黨各別選區獲得席次比例，減

去得票比例。例如，民進黨於 A 選區所佔有的席次比例為百分之七十五，但僅

獲得百分之五十的選票，那麼 75% – 50％ ＝ 25％ ，於是在席次紅利此一欄

位就可登錄為 0.25。

﹙四﹚ 多元迴歸模型

在這一節的第一、二小節分別說明了自變數、依變數，並且進行相關變數的

界定、提出研究假說之後。接下來，在這個小節進一步說明，本文所要建構的第

三個多元迴歸模型，透過以下模型的建構，即可驗證以上所提出的研究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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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三

 

Y3 = β0 ＋β１ｘ１＋β２ｘ２＋β３ｘ３＋β４ｘ４＋β５ｘ５＋β6ｘ6 

Y3 = 民進黨選區席次紅利

β0 = 常數

ｘ１ = 中常會派系結構﹙權力集中程度﹚

ｘ2 = 提名制度變革﹙引進民調制度，相較於民調制度引進前的年度﹚

ｘ３ = 是否佔有縣市首長職位

ｘ4 = 選區提名結構

ｘ5 = 選區其他政黨競爭情況

ｘ6 = 應選席次

模型三是以民進黨選區席次紅利為依變數，此一模型所欲驗證的是研究架構

圖二之二中所提及的黨中央權力結構、提名制度與提名結構，以及 SNTV 制度

性影響，對於民進黨選舉表現有什麼樣的影響。透過模型三的建構，讓我們除了

探討派系於黨內各種黨職、提名制度等的競爭，對於派系自身的影響之外，可以

更進一步，嘗試以此一模型證實派系競爭對於民進黨選舉表現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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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資料收集、資料建構

分別說明本文的研究架構、研究假說，且討論如何進行相關變數的界定之

後。在第二章的最後一節，接著說明本文所要使用的研究方法，預計要收集的相

關資料，以及如何建構進行量化分析的資料。以下，先說明研究方法、資料收集。

一、研究方法、資料收集

配合上一節所提出的研究架構，以及所欲探討的主題，本文大致上欲採用的

研究方法有次級資料分析﹙secondary data analysis﹚、文件回顧﹙document

review﹚，以及描述性統計、多元線性迴歸等統計方法。以下簡要說明，所欲收

集的研究資料，以及相關研究方法的運用。

由於本文所欲探討的是，SNTV 選制下民進黨派系於黨中央的權力競爭，對

於各別派系選舉表現、政黨選舉表現的影響。所以，所要收集的資料可分﹙一﹚

立委選舉投開票資料﹙二﹚民進黨中央、地方重要黨職、縣市長名單﹙三﹚民進

黨各派系緣起與發展資料等幾大類。

﹙一﹚ 立委選舉投開票資料

立委選舉投開票資料的收集，包括 1986～2004 年間七屆區域立委選舉，所

有候選人黨籍、得票、當選與否等資料，以及 1992～2004 年間五屆民進黨籍不

分區立委名單。此一資料的來源，1992 年之前可以從中選會所編輯的立委選舉

實錄取得，而 1992 年之後的資料可由政大選研中心所建的歷屆公職人員選舉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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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庫取得。此一資料為本文進行變數建構，以及進一步分析的基礎資料。9

由此一基礎資料的建構，可以得知各別政黨歷年來於區域立委選舉，提名、

得票、當選情況，以及各別選區的選舉表現。但卻未能得知民進黨各派系，於區

域立委選舉取得提名額度多寡、獲取多少當選席次等。所以，需要進一步確認民

進黨籍候選人的派系屬性，以利於其他變數的建構，以及進一步的分析。10

﹙二﹚民進黨中央、地方重要黨職、縣市長名單

除了立委選舉資料的收集之外，另一個重要的資料即是，民進黨創黨以來歷

屆黨主席、秘書長、中常委，以及各地方黨部主委名單的收集。此一資料可由民

進黨中央黨部網站取得，但此一資料的建構並無法得知佔有這些黨職者，其所具

有的派系屬性。所以，需要進一步確認歷年來，民進黨有那些派系，以利於逐一

清查、比對，並登錄各別成員所具有的派系屬性。

﹙三﹚民進黨各派系緣起與發展資料

為了能夠確認民進黨籍區域立委候選人，以及黨中央權力核心份子所具有的

派系屬性，有必要進一步釐清的是，歷年來民進黨各別派系的發展。這個部分的

資料主要可以針對以民進黨內派系為研究主題的學術文獻、專書，或是由派系辦

公室所建置的網站等，彙整出各別派系的發展資料。此一資料的收集，可以確認

出民進黨歷年來出現過的派系。

在派系名單確認之後，即可依據此一派系名單，配合中時、聯合兩大報紙資

9 選舉研究中心的歷屆公職人員選舉資料庫網址為 http://vote.nccu.edu.tw/cec/vote4.asp
10 關於派系屬性如何進行界定，將於本節最後一小節進行說明。



26

料庫，逐一清查歷年來黨中央權力核心份子，以及民進黨籍區域立委候選人、不

分區立委的派系屬性。至此可以建構一個能夠探討民進黨歷年來，立委選舉表

現、派系於黨中央權力分配情況，以及派系取得立委選舉提名額度多寡等的資料

庫。

在此一資料庫的基礎之下，關於政黨表現的分析，可以說是次級資料的分

析，因為關於政黨選舉表現的資料，完全來自於中選會所編輯的選舉實錄，以及

選研中心的歷年來公職人員選舉資料庫。除此之外，關於民進黨各別派系資料的

收集，以及黨中央權力核心份子、區域立委候選人、不分區立委派系屬性的查核，

則是需要運用文件回顧法。最後運用此一資料庫，進行相關變數的建構，以及量

化的分析，預期將會運用描述性統計、多元線性迴歸等統計方法。

二、 資料建構

在上一小節說明了預計使用的研究方法，以及資料之後，在這一小節要進一

步說明的是﹙一﹚派系、派系身份的界定﹙二﹚迴歸模型資料的建構。關於派系、

派系身份的界定，可以說是一個使研究者多少感到困擾且棘手的問題。而本文也

不得不面臨這個問題，尤其是進行資料建構、處理，或者是進一步的數據處理、

描述，第一個步驟依然是要進行派系、派系身份的界定。所以，有必要在此先說

明本文如何進行派系身份的界定，以利於往後從事相關研究者參考。

﹙一﹚派系、派系身份的界定

什麼是派系﹙faction﹚、如何界定有某個派系存在，這兩個問題一個是定義

的問題，一個是如何將定義操作化的問題。到底什麼是派系，這個關於定義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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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有相當多的說法，Sartori﹙1976﹚指出十八世紀時，西方對於什麼是派系，

什麼是政黨，基本上沒有太大的區別，不論是在定義上，或者是事實上皆呈現混

淆不清的問題。不過時至今日很少會有人把政黨視為是派系，這也許是因為政黨

已經取得正式的法律地位，所以沒有人會再把政黨視為是派系，但到底什麼是派

系，依然各有各的說法。

該如何定義派系呢？Lasswell﹙1931﹚認為派系是一個為了增進本身特殊、

政策利益所組成的團體，其源起於權力的爭鬥，但這樣的團體其運作卻毫無原則

可言。Nicholson﹙1962﹚指出派系是具有擴散性、無限性個人權力，並由自我

中心、工具取向的精英所領導的一個不定型團體。

而 Belloni and Beller﹙1976﹚將派系定義為：一個圍繞著偉大領導著及其周

遭個人所組成的團體，或一群具有共同價值、意識型態，或者是經濟利益等個人

所組成的團體。除此之外，Rose﹙1964﹚進一步將派系定義為有組織的政治競爭

單元，而所謂的趨勢相較之下就是沒有派系一樣的組織。

然而這些定義要如何操作化其實都有相當的困難，如在 Rose﹙1964﹚定義

下，該如何去區隔何謂有組織，何謂沒有組織呢？是否要有固定的會員大會、組

織章程才算是有組織，或者是長期以來均運用一個屬於此一團體的識別標誌，且

會共同維護此一團體的利益，就能算是派系呢？除了略微提及國外文獻關於派系

的定義之外，接下來回到國內關於派系研究文獻，對於派系所下的定義。

台灣地區關於派系的研究主要是在地方派系，趙永茂﹙1978﹚對地方派系下

的定義為：「以利害關係為主、沒有正式組織的小團體，其所依賴的是個人關係

的領導模式、採取的是半公開式的活動方式」。而陳明通（1995）將台灣地區地

方派系定義為：「派系是基於二元聯盟網絡所形成的一種非正式團體，附著於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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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政治社會體制，卻具有獨特動員及控制能力」；而且陳明通（1995）更進一

步強調的是：「強化二元聯盟的政治、社會關係網絡並非是派系本身，派系可以

說是一種準團體」。11

除此之外，對於地方派系大多未有明確的定義，多是以派系的定義加以運用

在地方派系的探討上。例如陳東升﹙1995﹚、王振寰﹙1996﹚對於地方派系所下

的定義即是「基於非正式一對一的人情關係，進而形塑而成的人情關係網絡」。

而在地方派系動員模式的觀點，不外指出：地方派系在選票動員上依賴的是透過

平時或是特殊恩惠的施予﹙婚喪喜慶、特殊請託、賄選﹚，建立一個包括血緣、

宗族、利益等的人際關係動員網絡﹙Wu 1987；陳明通 1995﹚。

台灣關於派系研究的定義也並非一致，但由以上的探討可以了解的是派系基

本上是一個，存在於特定組織團體中的次團體，可能是相當有組織化，也可能相

當鬆散，純粹依賴人際網絡關係加以維繫，同時派系必然有其所爭取的利益，不

論是政治的、經濟的利益。但該如何去界定是否有特定派系呢？也就是如何將派

系這個概念加以操作化。

關於如何將派系定義操作化的問題，如同張茂桂、陳俊傑（1986）所指出的：

派系是一個常見且被廣泛運用的名詞，但卻是一個缺少科學了解的名詞，所以張

茂桂、陳俊傑（1986）就以是否具備「名稱」為派系的基本條件。因為如地方派

系這樣無公開及一視同仁的吸收成員管道與標準，也無會員大會等集體協商、共

同決策過程的非正式團體，若要能發揮動員能力，其必然要在特定地區有可認定

或區別的標誌，此一認定或區別標誌，即是給予派系特定的名稱。12

11 關於陳明通對於地方派系所下的詳細定義，以及相關的探討，請見陳明通（1995）。
12 張茂桂、陳俊傑（1986）指出：以是否具備名稱為派系認定的基本條件，主要因為名稱具有
最起碼的認定功能，且名稱亦是組織能否發揮組織動員能力的一個基本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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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張茂桂、陳俊傑（1986）所採取的界定方式，雖然不能夠滿足或是符合各

種對於派系所下的定義，但至少以是否有特定的動員名稱進行界定。這個方式的

優點是，對於特定團體、政黨之中有組織或是組織鬆散，且以爭取特定利益並進

行動員而結合的次團體均可被明確界定出來。但不可否認的是，這樣的界定方

式，不可能完全符合所有關於派系的定義。

所以，本文在進行相關民進黨內派系資料建構時，就以是否具有可供識別的

「名稱」加以界定。例如宋朝欽等﹙1993﹚指出民進黨於一九八六年，創黨初期

的派系生態大致可分為康系、新潮流、前進系、受難家屬派、辯護律師派，以及

高雄縣余家班、台南蔡介雄、屏東邱連輝等地方山頭。那麼就以這幾個類目配合

民進黨籍候選人姓名，分別以聯合知識庫、中時新聞資料庫兩個報紙資料庫進行

交叉檢索。13

這樣的交叉檢索可分為兩個步驟，第一個是確認是否有該派系名稱存在，其

次再以各候選人姓名與確切存在的各個派系名稱進行交叉檢索。在檢索完成之

後，分別登錄檢索結果，且在該選舉年度如果有前後矛盾的檢索結果，或是與各

別著作所指出的派系屬性有所出入，那麼就將此一候選人列為無派系背景。

之所以會採取這樣的方式，進行民進黨區域立委候選人派系屬性的界定，主

要因為絕大部分關於民進黨派系的著作，既使明確指出某位政治人物是隸屬於某

一派系，幾乎均是由作者自行判斷。所以為求資料的嚴謹，而非是完全的照單全

收，且在一九九四年之後的新聞報導資料，若是兩個資料庫所查詢出來的候選人

13 聯合知識庫是聯合報系所建構的報紙資料庫，可查詢範圍包括聯合報﹙1951/ 9 / 16 ~ 2005 / 4 /
16﹚ 經濟日報﹙1978 / 1/ 1~ 2005 / 4 / 16﹚ 民生報﹙1988 / 1 / 1~ 2005 / 4 / 16﹚ 聯合晚報﹙1993 /
1 / 1~ 2005 / 4 / 16﹚，聯合知識庫的網址 http://udndata.com/ 。 中時新聞資料庫 可查詢範圍為 中
國時報、工商時報、中時晚報，可查詢資料範圍 1994 / 1 / 1 ~ 2005 / 4 / 17 ，網址為
http://vip.tol.com.tw/CT_NS/CTSearch.as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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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系屬性有所不同，同樣登錄為無派系屬性。

﹙二﹚迴歸模型資料的建構

最後要說明的是本文所欲建構的三個迴歸模型，其基本資料檔是如何建構

的。第一、二個關於派系競爭與派系表現的模型，其使用的資料檔是以派系為單

位分別觀察各選舉年度各選區，譬如 A 選舉年度有三個派系、二十個選區，那

麼就會有六十筆資料，而 C 年度有四個派系、同樣為二十個選區，那麼就會有

八十筆資料。依此類推，將所有年度的資料加總，即可完成整個資料檔，整個資

料檔一共包括兩個依變數、七個自變數，其中因為有一個依變數也是自變數的關

係，所以此一資料檔會有八個欄位。

而第二個資料檔是用來探討派系競爭、地方政權，以及 SNTV 制度影響等

三個變數群，對於民進黨區域立委選舉表現的影響。這個資料檔是以選區為單位

建構，例如一九九五年一共規劃了二十五個區域立委選區，那麼該年度就有二十

五筆資料，而只要把歷年度所取得的資料筆數加總，就可完成此一資料檔。而這

個資料檔包括六個自變數、一個依變數，一共會有七個變數，也就是每一筆資料

都會有七個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