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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派系競爭與政黨表現

在這一章所要討論的主題是，民進黨歷年來區域立委選舉的表現，並且驗證

圖二之二的派系競爭與政黨發展的研究架構，以及由此一架構所提出的 2-1~2-6

等六個研究假說。透過民進黨歷年來區域立委選舉表現的討論，可以了解處於

SNTV 選制下的民進黨，能否有效控制提名額度，以及能否讓席次率適度反映得

票率，由此即可得知民進黨，歷年來呈現出來的選舉能力變化。

除此之外，如第二章所提及的圖二之二﹙研究架構二﹚所指出的，在 SNTV

選制下，促成政黨有好的選舉表現，除了各別政黨的選舉能力提升之外，亦可能

來自於 SNTV 選制的制度性影響。所以，這一章一共分為﹙一﹚民進黨區域立

委選舉的發展﹙二﹚其他政黨發展與選區大小影響﹙三﹚派系競爭與政黨表現假

說驗證等三節。

在第一節先觀察民進黨歷年來區域立委的選舉表現、其黨內權力結構的變

化，以及所佔有的地方行政資源，而在第二節進一步觀察，同樣處於 SNTV 選

制下其他政黨的表現，以及民進黨於不同規模選區的表現。然後，在第三節透過

多元迴歸模型，以選區為單位驗證派系競爭與政黨表現假說。

第一節 民進黨區域立委選舉的發展

首先以表 5-1 呈現一九八六年～兩千零四年間，民進黨在區域立委選舉的提

名率、得票率、席次率、席次紅利，以及總應選席次的增長情況。如表 5-1 所呈

現的歷年來區域立委選舉，曾經有三個選舉年度，出現大幅度的總應選席次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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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歷年來區域立委選舉應選席次增長以及民進黨表現，1986~2004 年

年度 席次增長率 提名率 得票率 席次率 席次紅利

1986 0.04 0.45 0.25 0.20 -0.05

1989 0.42 0.62 0.30 0.23 -0.07

1992 0.51 0.49 0.31 0.32 0.01

1995 0.03 0.57 0.34 0.34 0.00

1998 0.38 0.46 0.30 0.31 0.01

2001 0.00 0.46 0.34 0.41 0.07

2004 0.00 0.54 0.36 0.41 0.05

平均 0.16 0.51 0.32 0.34 0.02

資料來源：1983、1986、1898、1992 年立委選舉選舉實錄，選舉研究中心網站1

一九八九年有百分之四十二的總應選席次增長，這一次的席次增長是因為增

額立委應選席次的增加，一九九二年區域立委選舉總應選席次出現百分之五十一

的擴張，其擴張的主要原因不外是國會全面改選，第一屆立委的全面退職。而最

後一次大規模的席次擴張是在一九九八年，這一波席次增長是因應精省所以將區

域立委應選席次擴張百分之三十八。這三波的應選席次擴張，其實是台灣政治自

由化、民主化，以及政府體制調整所帶來的效應，那麼在這樣應選席次變動的環

境中，民進黨有什麼樣的選舉表現呢？

民進黨在創黨之初的一九八六年區域立委選舉，有百分之四十五的提名比

例，到了一九八九年，民進黨一舉將提名比率擴張為百分之六十二，相較於一九

八六年，提名率有百分之十七的漲幅。而在一九九二年國會全面改選，總應選席

次出現百分之五十一擴張，歷年來最高席次增長率的大環境下，民進黨反而採取

較為保守的提名策略，僅有百分之四十九的提名率。

時序進入國會全面改選之後的一九九五年區域立委選舉，民進黨再一次嘗試

1 ﹙1﹚席次增長率 = ﹝該選舉年度總應選席次- (減) 前一個選舉年度總應選席次﹞/ (除以) 前
一個選舉年度總應選席次﹙2﹚提名率 = 民進黨總提名數 / (除以) 總應選席次數﹙3﹚得票率 =
民進黨總得票數 / (除以) 總有效票數﹙4﹚席次率 = 民進黨總當選席次數 / (除以) 總應選席
次數﹙5﹚席次紅利 = 民進黨席次率 –（減）民進黨得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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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張提名額度，這一個選舉年度民進黨的提名額度為百分之五十七，為歷年來第

二高的提名率。不過一九九八年雖然再一次的出現高達百分之三十八的總應選席

次擴張，但民進黨將提名率降低為百分之四十六。

而兩千零一年是民進黨首度取得中央執政權之後的第一次立委選舉，不過民

進黨依然採取保守的提名策略，同樣維持百分之四十六的提名率。最後在兩千零

四年區域立委選舉，民進黨再一次嘗試擴張提名額度，將提名率調整為百分之五

十四。由以上民進黨歷年來提名比率的變化觀之，歷年來隨著總應選席次的擴

張，民進黨僅在一九八九年進行較大幅度的提名率擴張，其餘的年度既使出現總

應選席次大幅擴張，民進黨也沒有同樣進行提名額度的擴張。

而在得票率方面，民進黨歷年來以一九八六年區域立委選舉，獲得百分之二

十五的得票率，為歷年來最低的得票情況。到了一九八九年區域立委選舉，民進

黨出現百分之五的得票成長，一舉取得百分之三十的選票，不過自從一九八九年

出現百分之五的得票率增長之後，到兩千零四年為止，未曾再一次出現百分之五

的得票率擴張。民進黨在一九九二年～兩千零四年間的區域立委選舉，最高得票

率為百分之三十六，最低得票比例為百分之三十。

就民進黨得票比例變化而言，歷年來除了一九八六年區域立委選舉低於三成

之外，隨後的選舉年度均維持在三成以上，不過也並沒有能夠出現大幅度的成

長，可以說僅能維持在三成到三成六之間。在這樣的得票基礎上，民進黨於一九

八六年區域立委選舉佔有百分之二十的區域立委席次，在民進黨創黨後的第一次

立委選舉，就呈現低度代表的情況，席次紅利為負百分之五。

到了一九八九年區域立委選舉，民進黨雖然在得票上擴張了百分之五，但僅

取得百分之二十三的區域立委席次，在這個選舉年度再一次陷入低度代表的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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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且是呈現更為嚴重的低度代表，一舉造成百分之七的負席次紅利。在這兩個

選舉年度，民進黨沒有辦法使其所能獲得的席次率可以反映其得票率。而這樣的

情況反映的是，民進黨在創黨後的兩個選舉年度，選舉能力並沒有提升，反而呈

現下降的狀況，雖然可以取得更多的得票，但卻沒有能力適度將得票轉換為席次

佔有率。

不過民進黨於區域立委選舉，呈現負席次紅利的窘境，在一九九二年區域立

委選舉大幅度改善。民進黨於一九九二年區域立委選舉，其得票率雖然只有百分

之一的成長，不過席次率卻有百分之九的成長，一舉達到百分之三十二，同時也

獲得百分之一的席次紅利。

然而在一九九二年區域立委選舉，民進黨能夠有效將得票率轉換為席次率之

後，在隨後的兩個選舉年度，並沒有能夠再一次創造席次紅利的大幅度增長。在

一九九五、一九九八兩個選舉年度，民進黨分別獲得百分之三十四、百分之三十

一的席次比例。在這兩個選舉年度，民進黨也僅有在一九九八年，再一次獲得百

分之一的席次紅利。但到了兩千零一年、兩千零四年這兩個選舉年度，民進黨分

別出現百分之七、百分之五的席次紅利，雖然這兩個選舉年度，民進黨取得百分

之三十四、百分之三十六的得票，但卻能夠分別有百分之四十一的席次比例。

所以由民進黨歷年來區域立委選舉表現的討論，可以發現民進黨在八零年

代，並沒有能夠有效促使席次率，能夠適度的反映得票率，所呈現的是不良的選

舉能力。而在九零年代之後，民進黨的選舉能力明顯有所提升，九零年代的三個

選舉年度，均沒有出現低度代表的情況。

而到了兩千零一年、兩千零四年，分別出現百分之七、百分之五的席次紅利，

明顯地反映出選舉操作能力提升。對於民進黨這樣的選舉表現，之所以是選舉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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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提升，可以觀察民進黨在九零年代之後，能夠適度的控制提名額度，既使是

在應選席次大幅擴張的一九九二年、一九九八年等兩個選舉年度，民進黨均沒有

如同一九八九年大幅擴張提名額度，而是採取保守的提名策略。

除此之外，若就總應選席次擴張的年度進行討論，可以發現的是，一九八九

年總應選席次第一次大幅擴張，但進行高額提名的民進黨卻出現負百分之七的席

次紅利。一九九二年第二度應選席次大幅擴張，民進黨反而降低提名額度，且在

這個選舉年度達成擺脫負席紅利的窘境，而一九九八年第三度應選席次大幅度擴

張，民進黨同樣採取降低提名額度的策略，不過這一次僅些微獲得百分之一的席

次紅利。

由以上的討論，所能得知的是民進黨逐漸能夠控制提名額度，進而有好的選

舉表現，但無法了解主導區域立委選舉提名策略的中央黨部，其黨內權力結構的

變化、提名結構，以及佔有多少的地方行政資源等有什麼樣的變化。以下，以表

5 -2 呈現歷年來民進黨中常委會權力集中程度、提名結構、地方首長比例，以及

提名制度的變化。

如表 5-2 所示，民進黨中常會的權力集中程度，在一九八六年區域立委選舉

的時候為零點五一，到了一九八九區域立委選舉，民進黨中常會的權力集中程度

依然為零點五一，而這兩個年度也是歷年來權力集中程度最高的年度。若對照表

5-1 民進黨歷年來的選舉表現，這兩個選舉年度亦是民進黨呈現低度代表，選舉

表現不良的兩個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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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歷年來民進黨中央權力、提名結構、地方首長佔有率，以及提名制度，1986~2004 年

年度 中常會權力集中度 提名結構 地方首長 提名制度

1986 0.51 0.41 0.04 --------

1989 0.51 0.36 0.16 黨員投票

1992 0.28 0.19 0.16 黨員投票

1995 0.25 0.20 0.28 幹部評鑑、黨員投票各 50%

1998 0.22 0.18 0.52 黨員投票、民調各 50%

2001 0.22 0.21 0.52 黨員投票 30%、民調 70%

2004 0.23 0.24 0.40 黨員投票 30%、民調 70%

資料來源：民進黨中央黨部網站、王業立﹙2000﹚2

而到了一九九二年，民進黨的中常委權力集中程度，大幅度降低為零點二

八，隨後民進黨中常會的權力集中程度，更於一九九五年降低為零點二五，且在

一九九八年進一步降低至零點二二。而這幾個選舉年度，雖然民進黨中常會的權

力集中程度大為降低，但卻能夠有效控制提名額度，並且使席次率適度反映得票

率。至於兩千零一年、兩千零四年，民進黨分別獲得百分之七、百分之五席次紅

利的兩個選舉年度，其中常會的權力集中程度亦維持在零點二二～零點二三。

所以，由民進黨中常會權力集中程度的討論可以發現，權力集中程度最高的

兩個選舉年度，反而無法控制提名額度，且是呈現低度代表的兩個選舉年度。相

較之下，在中常會權力集中程度下降之後，卻可以控制提名額度，且能夠使得席

次率適度反映得票率，這樣的情況可說是，民進黨在權力集中程度下降之後，選

舉能力反而提升。

除了民進黨中常會的權力集中程度之外，在提名結構方面，同樣如表 5-2 所

2 所謂中常會的權力集中程度，是將各派系佔有中常委比例透過Σƒi2 公式計算出權力的集中程
度，此一指標介於 1～0，當所有的中常委由單一派系掌握，權力集中程度為 1，反之則越趨近於
零。而提名結構的計算亦透過Σƒi2 公式，例如 A選舉年度均提名甲派系候選人，那麼提名結構
呈現最高的集中度 1，反之越趨近於零，至於縣市首長比例，則是以民進黨所佔有的縣市首長數
目 / ﹙除以﹚總縣市首長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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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民進黨在一九八六年提名集中度為零點四一，為歷年來最高的提名集中程

度。而在一九八九年區域立委選舉，民進黨的提名集中程度，些微下降至零點三

六，為各選舉年度中第二高的提名集中度。若對照民進黨的選舉表現，這兩個提

名集中程度最高、次高的兩個選舉年度，同時也是民進黨呈現最差、次差選舉表

現的兩個選舉年度。

在一九九二年區域立委選舉，民進黨的區域立委提名集中程度，大幅降低為

零點一九，且在九零年代大致維持在零點一八～零點二零的低集中程度。在提名

集中程度大為將低的這幾個選舉年度，民進黨大致可以維持些微席次紅利，或者

是席次率適度反映得票率的情況。

兩千零一年、兩千零四年這兩個選舉年度，民進黨的區域立委提名集中程

度，些微攀升至零點二一、零點二四，但提名集中程度些微提高的這兩個選舉年

度，民進黨卻反而出現歷年來最好、次好的選舉表現。所以由民進黨提名集中程

度變化的討論，可以發現提名集中程度的高低，以及民進黨的選舉表現，並沒有

呈現隨提名集中程度的降低，而隨之有好的選舉表現。

地方行政首長方面，一九八六年區域立委選舉，民進黨僅佔有百分之四的縣

市長職位，而到了一九八九年區域立委選舉，民進黨所佔有的縣市首長席次，擴

張為百分之十六。在這兩個選舉年度，民進黨分別出現負百分之五、負百分之七

的席次紅利，這樣的情況似乎反映了，佔有地方行政首長的比例提高，但卻反而

出現更差的選舉表現。

不過到了一九九二年，民進黨所佔有的地方行政首長比例，同樣是百分之十

六，但在這個選舉年度民進黨卻擺脫了，八零年代席次率無法適度反映得票率的

窘境。而在一九九五年、一九九八年等兩個選舉年度，民進黨所佔有的縣市長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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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比例，分別擴張為百分之二十八、百分之五十二。雖然民進黨在這兩個選舉年

度所佔有縣市首長的比例大幅擴張，但在這兩個選舉年度，也沒有能夠獲取更多

的席次紅利，僅能維持百分之一的席次紅利，或者是使席次率適度反映得票率。

到了兩千零一年、兩千零四年，民進黨所佔有的縣市首長比例，分別為百分

之五十二、百分之四十，然而在這兩個選舉年度，民進黨分別在區域立委選舉，

取得百分之七、百分之五的席次紅利。這樣的情況似乎可以說是，因為佔有高比

例的地方行政首長職位，所以出現較好的區域立委選舉表現，但若就歷年來的發

展情況觀之，佔有地方行政首長的比例提高，其實並沒有隨之造成民進黨在區域

立委選舉，能夠有更好的選舉表現。

最後，就民進黨的區域立委選舉黨內提名制度而言，一九八六年民進黨並沒

有制訂提名制度，而到了一九八九年區域立委選舉，則是由黨員投票決定區域立

委的提名。不過在一九八九年民進黨出現負百分之七的席次紅利，可以說是歷年

來區域立委選舉最差的選舉表現，這似乎可以說是因為黨員投票制度所造成的不

良影響。

一九九二年區域立委選舉，民進黨同樣採用黨員投票決定區域立委的提名，

不過在這個選舉年度民進黨一舉擺脫低度代表的窘境。而在一九九五年、一九九

八年等兩個選舉年度，民進黨分別採用黨員投票、幹部評鑑各百分之五十，以及

黨員投票、民調各百分之五十的提名制度。分別採用兩種不同制度的這兩個選舉

年度，民進黨並沒有更好的選舉表現，而是僅能夠取得些微的席次紅利，或者是

使席次率適度反映得票率。

有趣的情況發生在兩千零一年、兩千零四年這兩個選舉年度，民進黨在這兩

個選舉年度採用黨員投票佔百分之三十、民調佔百分之七十的提名制度，而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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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選舉年度，民進黨分別取得百分之七、百分之五的席次紅利。若僅是就這樣

的情況論之，似乎可以說是因為民調制度的採用，使民進黨有歷年來最佳、次佳

的選舉表現。

不過若由歷年來採用的提名制度，以及民進黨的選舉表現觀之，其實哪一種

提名制度的採用，對於民進黨能否有好的選舉表現，並沒有特別強烈的關連。因

為同樣採用黨員投票制度的一九八九年、一九九二年等兩個選舉年度，就有截然

不同的選舉表現。而民調制度在一九九八年區域立委選舉時就已經採用，不過在

這個選舉年度民進黨也只能夠取得百分之一的席次紅利，這樣的選舉表現與採用

黨員投票制度的一九九二年選舉，所呈現的選舉表現，並沒有任何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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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其他政黨發展與選區大小影響

在上一節分別討論民進黨歷年來區域立委選舉的表現，以及其中常會權力集

中程度、提名集中程度、佔有縣市首長比例、提名制度等的變化之後。接著在這

一節主要討論 SNTV 選制當中，影響各別政黨表現的制度性因素。在 SNTV 選

制當中，各別政黨能有好的選舉表現，除了本身的選舉能力提升之外，選舉賽局

中其他政黨的分裂情況，以及選區規模不同也對各別政黨有所影響。3以下，首

先以表 5-3 呈現歷年來區域立委選舉，民進黨之外其他主要政黨的選舉表現。

表 5-3 歷年來區域立委選舉其他主要政黨表現，1986~2004 年

年度 提名率 得票率 席次率 席次紅利 得票集中度

1986 1.04 0.67 0.76 0.09 1.00

1989 1.33 0.60 0.71 0.11 1.00

1992 0.97 0.53 0.56 0.03 1.00

1995 1.07 0.59 0.63 0.04 0.65

1998 0.68 0.54 0.58 0.04 0.77

2001 1.27 0.57 0.54 -0.03 0.36

2004 0.82 0.55 0.54 -0.01 0.44

平均 1.03 0.58 0.60 0.02 0.69

資料來源：1986、1898、1992 年立委選舉實錄，選舉研究中心網站 4

如表 5-3 所示民進黨以外其他主要政黨，於一九八六年區域立委選舉有高達

3 謝復生﹙1992﹚指出選區規模的擴大，選制的比例性將會提高，自然造成大黨超額獲利優勢下
降，而 Cox and Niou﹙1994﹚指出日本自民黨﹙LDP﹚能夠長期取得超額獲利，其中一個重要因
素即是其他在選舉賽局中的主要政黨分裂所帶來的利益，詳細的文獻討論，請見本文第二章。
4 在這一節所提到的其他主要政黨包括國民黨、新黨、親民黨、台聯黨，所以表 5-3 是將這些政
黨的得票、席次等加以合併計算。一九八六～一九九二年這三個選舉年度，僅有國民黨一個政黨，
而一九九五～一九九八則是將國民黨、新黨合併計算。除此之外，兩千零一、兩千零四年這兩個
選舉年度，是將國民黨、新黨、親民黨、台聯黨等四個政黨，加以合併計算。而所謂的﹙1﹚提
名率 = 其他主要政黨提名數 / ﹙除以﹚總應選席次數﹙2﹚得票率 = 其他主要政黨得票數總和
/ ﹙除以﹚總有效票數﹙3﹚席次率 = 其他政黨席次總和 / ﹙除以﹚總應選席次﹙4﹚席次紅利
= 其他政黨席次率 – (減) 其他政黨得票率﹙5﹚得票集中程度 =ΣPi2 ，例如一九九五年區域
立委選舉，國民黨與新黨一共取得兩百萬票，其中國民黨佔有一百八十萬票，新黨佔有二十萬票，
則選票集中程度為 0.9 2 ＋ 0.2 2 ＝ 0.85 ，所以若是選票完全由一個政黨佔有，那選票集中程
度則為 1 ，反之選票越是分散則集中程度越趨近於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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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之一百一十三的提名率，而到了一九八九年區域立委選舉，提名率更攀升到

百分之一百三十三，不過到了一九九二年區域立委選舉，民進黨之外的主要政

黨，其提名率大幅降低為百分之九十七。這三個選舉年度，民進黨之外的主要政

黨只有國民黨，但很明顯地，國民黨幾乎完全沒有在乎民進黨加入區域立委選舉

的競爭，連續三個選舉年度都進行超高額的提名。

而到了一九九五年區域立委選舉，民進黨之外的主要政黨，包括國民黨，以

及由國民黨分裂的新黨，在這個選舉年度這兩個政黨總和的提名率為百分之一百

零七。不過這樣高度的提名率，在一九九八年區域立委選舉，大幅降低為百分之

六十八，但到了兩千零一年區域立委選舉，隨著國民黨再一次分裂出台聯、親民

黨等兩個政黨加入戰局，四個政黨總和的提名率再度攀升至百分之一百二十七。

最後，在兩千零四年區域立委選舉，國民黨、新黨、親民黨、台聯等四個政

黨，其總和提名率大幅降至百分之八十二。由歷年來民進黨之外的主要政黨提名

率觀之，除了一九九八年曾經出現低於七成的提名率之外，其餘年度的提名率均

相當之高，七個選舉年度當中，就分別在一九八六、一九八九、一九九五、兩千

零一年等四個選舉年，四度出現高達百分之百以上的提名率。

除了提名率之外，民進黨之外的主要政黨，於一九八六年區域立委選舉，佔

有百分之六十七的選票，且一舉取得百分之七十六的席次，並且擁有高達百分之

九的席次紅利。而到了一九八九年區域立委選舉，雖然民進黨之外的主要政黨，

所佔有的得票率降為百分之六十，但卻可以取得百分之七十一的席次，而所佔有

的席次紅利更是高達百分之十一。

不過八零年代高度超額獲利的情況，在九零年代之後逐漸有所轉變，於一九

九二年區域立委選舉，民進黨之外的主要政黨，其得票率再次降低為百分之五十



12

三，而所能取得的席次率也降為百分之五十六，取得的席次紅利更大幅降低至百

分之三。雖然，在一九九五年區域立委選舉，民進黨之外的主要政黨，其得票率

些微回升至百分之五十九，同時席次佔有率也有百分之六十三，不過席次紅利也

僅有百分之四。

而在一九九八年區域立委選舉，民進黨之外的主要政黨，其得票率降為百分

之五十四，同時所能取得的席次率亦降為百分之五十八，而所能取得的席次紅利

則維持在百分之四。不過兩千零一年區域立委選舉，民進黨之外的主要政黨，雖

然所佔有的得票率提升為百分之五十七，但席次佔有率反而降低至百分之五十

四，且首度出現百分之三的負席次紅利。

在兩千零四年區域立委選舉，民進黨之外的主要政黨，得票率些微降低至百

分之五十五，而席次率維持在百分之五十四，席次紅利則是負百分之一。由歷年

來民進黨之外主要政黨，提名率、得票率、席次率，以及席次紅利的變化討論，

可以發現一九九五年之前，高度的提名，以及得票率的下挫，對於民進黨之外的

主要政黨取得高額的席次紅利能力，沒有太大的影響。不過一九九五年之後儘管

得票率有所回升、提名率亦有所控制的情況下﹙1998 年﹚，均不可能再取得高度

的席次紅利。

最後，值得注意的是民進黨之外的主要政黨，歷年來得票集中程度，在一九

八六～一九九二年間的區域立委選舉，由於國民黨沒有分裂，所以得票集中程度

均為 1，亦即民進黨之外的主要政黨得票均由國民黨獨自取得。不過在一九九五

年區域立委選舉，民進黨之外的主要政黨得票集中程度，大幅降低至零點六五。

隨後，在一九九八年區域立委選舉，民進黨之外的主要政黨得票集中程度，回升

至零點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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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在兩千零一年由於國民黨再一次分裂，一舉造成民進黨之外的主要政

黨，其得票集中程度大幅降低至零點三六，且在這個選舉年度出現負百分之三的

席次紅利。而在兩千零四年區域立委選舉，民進黨之外的主要政黨，其得票集中

程度些微回升至零點四四，但依然出現負百分之一的席次紅利。

這樣的情況若是對照上一節民進黨區域立委選舉表現，明顯可以發現，民進

黨出現百分之七、百分之五席次紅利的兩個選舉年度，剛好也是民進黨之外的主

要政黨得票集中程度最低的兩個選舉年度。除了針對其他政黨選舉表現的討論之

外，接著以表 5-4 討論民進黨在不同選區規模的提名比率。

表 5- 4 民進黨歷年來區域立委選舉不同選區規模提名比例，1986~2004 年

年度 一席 二～五席 六～九席 十～十三席 十六～十七席

1986 1.00 0.58 0.47 0.30 ----

1989 0.86 0.60 0.58 0.55 ----

1992 0.80 0.56 0.41 ---- 0.50

1995 1.00 0.56 0.53 ---- 0.59

1998 0.50 0.47 0.48 0.43 ----

2001 0.75 0.47 0.50 0.41 ----

2004 1.00 0.55 0.52 0.52 ----

平均 0.83 0.54 0.49 0.45 0.55

資料來源：1986、1898、1992 年立委選舉選舉實錄，選舉研究中心網站5

如表 5- 4 所示，本文把不同選區規模劃分為，單一席次、二～五席、六～九

席、十～十三席、十六～十七席等五類不同規模選區。民進黨在歷年來區域立委

選舉，在單一席次選區有最高的提名率，七個選舉年度平均有百分之八十三的提

名率。之所以會有這樣高的提名率，不外是單一席次選區，只要提名一名候選人

及達到百分之百的提名率。

5 提名率＝ 民進黨於不同規模選區提名數 / （除以）不同規模選區應選席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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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至五席選區，民進黨歷年來平均提名率為百分之五十四，其中又以一九

八九年區域立委選舉，曾經出現百分之六十的提名率，為歷年來民進黨在二～五

席選區最高的提名率。民進黨在六～九席選區，歷年來平均提名率為百分之四十

九，而歷年來最高提名比率同樣是一九八九年的百分之五十八。

除此之外，民進黨在十～十三席選區，歷年來平均提名比例為百分之四十

五，最高的提名率是一九八九年的百分之五十五。而民進黨在十六～十七席選

區，歷年來平均提名比例為百分之五十五，其中以一九九五年的百分之五十九，

為歷年來在十六～十七席選區的最高提名率。由以上民進黨於不同規模選區的歷

年來平均提名比例觀之，除了單一席次、最大規模的十六～十七席選區之外，隨

著選區規模的擴大，平均提名比例有些微的下降。除了提名率的討論之外，接下

來以表 5-5 呈現，民進黨於歷年來區域立委選舉，不同規模選區的得票情況。

表 5-5 民進黨歷年來區域立委選舉不同選區規模得票比例，1986~2004 年

年度 一席 二～五席 六～九席 十～十三席 十六～十七席

1986 0.00 0.33 0.25 0.19 ----

1989 0.28 0.31 0.35 0.25 ----

1992 0.34 0.30 0.34 ---- 0.26

1995 0.30 0.35 0.34 ---- 0.29

1998 0.21 0.29 0.31 0.30 ----

2001 0.25 0.29 0.36 0.34 ----

2004 0.32 0.36 0.38 0.34 ----

平均 0.28 0.30 0.28 0.31 0.27

資料來源：1986、1898、1992 年立委選舉選舉實錄，選舉研究中心網站6

如表 5-5 所示，民進黨於單一席次選區，歷年來平均得票為百分之二十八，

而在各選舉年度中，以兩千零四年的百分之三十二，為歷年來民進黨於單一席次

選區最高的得票率。由此已經可以推測，除非有其他因素影響，不然民進黨在單

6 得票率＝ 民進黨於不同規模選區得票數 / （除以）不同規模選區總有效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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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席次選區處於絕對的弱勢，必然呈現低度的席次佔有，且會有高度的負席次紅

利。在二～五席選區方面，歷年來民進黨的平均得票比例為百分之三十，而歷年

來各選舉年的得票率，介於百分之二十九～百分之三十六之間。

除此之外，民進黨在六～九席選區，歷年來平均得票為百分之二十八，其中

又以兩千零四年佔有百分之三十八的得票，為歷年來最高的得票率。而在十～十

三席選區方面，民進黨歷年來的平均得票率為百分之三十一，最低得票比例為一

九八六年的百分之十九，最高得票比例為兩千零一、兩千零四年的百分之三十四。

最後，民進黨在規模最大的十六～十七席選區，歷年來平均佔有的得票率為

百分之二十七，為各類選區當中最低的平均得票率。不過若是由歷年來，民進黨

於不同規模選區的平均得票觀之，所呈現的平均得票情況，在不同規模選區之間

並沒有很大的落差。既使得票情況沒有很大的落差，但因為選區規模的不同，勢

必造成席次佔有率上的落差。以下，以表 5-6 呈現民進黨於歷年來區域立委選舉，

在不同規模選區的席次佔有比例。

表 5-6 民進黨歷年來區域立委選舉不同選區規模席次比例，1986~2004 年

年度 一席 二～五席 六～九席 十～十三席 十六～十七席

1986 0.00 0.33 0.19 0.10 ----

1989 0.00 0.25 0.33 0.18 ----

1992 0.20 0.37 0.32 ---- 0.25

1995 0.00 0.39 0.36 ---- 0.24

1998 0.00 0.35 0.33 0.29 ----

2001 0.00 0.44 0.44 0.39 ----

2004 0.00 0.45 0.45 0.37 ----

平均 0.03 0.37 0.36 0.33 0.24

資料來源：1986、1898、1992 年立委選舉選舉實錄，選舉研究中心網站7

7 席次比＝ 民進黨於不同規模選區當選數 / （除以）不同規模選區總應選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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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5-6 所示，民進黨於歷年來區域立委選舉，單一席次選區平均只獲得百

分之三的席次，僅於一九九二年取得百分之二十的席次，其餘年度完全沒有佔有

任何席次。由此可以得知，在單一席次選區，民進黨雖然平均佔有將近三成的得

票，但卻嚴重受到選區規模的影響，而沒有能夠取得任何席次。而在二～五席方

面，民進黨歷年來平均可以佔有百分之三十七的席次，且在兩千零一年、兩千零

四年兩個選舉年度，更分別高達百分之四十四、百分之四十五。

除此之外，民進黨在六～九席選區，歷年來平均佔有百分之三十六的席次，

且同樣在兩千零一年、兩千零四年等兩個選舉年度，分別佔有百分之四十四、百

分之四十五的席次比例。在十～十三席選區方面，民進黨歷年來平均佔有百分之

三十三的席次比例，而佔有最高席次比例的年度為兩千零一年的百分之三十九。

不過，就民進黨於十～十三席選區，各選舉年度席次佔有情況觀之，席次佔

有率的起伏較大，最高席次佔有率年度，相較於最低席次佔有率年度，有百分之

二十的差距。至於在十六～十七席選區方面，民進黨歷年來平均佔有百分之二十

四的席次比例，相較於民進黨於其他規模選區的平均席次佔有率，可以發現除了

單一席次選區之外，隨著選區規模的擴大，平均席次佔有率呈現下降的情況。

除了針對民進黨於不同規模選區席次佔有率的討論之外，如表 5-7 所呈現民

進黨於歷年來區域立委選舉，不同規模選區席次紅利表現。首先，民進黨在單一

選區呈現高度的負席次紅利，歷年來平均席次紅利為負百分之二十五，且最高的

負席次紅利更高達負百分之三十二。這樣的情況，如同先前所提及的，不外是因

為民進黨受到選區規模的限制，進而造成高度的負席次紅利。

不過在選區規模擴張為二～五席之後，民進黨歷年來平均佔有百分之七的席

次紅利，且各選舉年度當中更於兩千零一年出現高達百分之十五的席次紅利。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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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應選席次規模擴張為六～九席之後，民進黨歷年所能佔有的平均席次紅利，更

進一步擴張為百分之八，不過歷年來最高席次紅利為兩千零一年的百分之八。

表 5-7 民進黨歷年來區域立委選舉不同選區規模席次紅利，1986~2004 年

年度 一席 二～五席 六～九席 十～十三席 十六～十七席

1986 0.00 0.00 -0.06 -0.09 ----

1989 -0.28 -0.06 -0.02 -0.07 ----

1992 -0.14 0.06 -0.02 ---- -0.01

1995 -0.30 0.03 0.02 ---- -0.05

1998 -0.21 0.07 0.02 -0.01 ----

2001 -0.25 0.15 0.08 0.05 ----

2004 -0.32 0.09 0.07 0.03 ----

平均 -0.25 0.07 0.08 0.02 -0.03

資料來源：1986、1898、1992 年立委選舉選舉實錄，選舉研究中心網站8

而在選區進一步擴大到十～十三席規模之後，民進黨所能佔有的席次紅利開

始有微妙的變化。民進黨在十～十三席選區，所能獲得的平均席次紅利為百分之

二，相較於在六～九席所能獲得的平均席次紅利，有百分之六的差距。最後，當

席次規模擴大為十六～十七席選區之後，民進黨所能獲得的平均席次紅利，更進

一步降低為負百分之三。由以上席次紅利變化的討論，除了單一選區之外，不難

發現選區的擴大，民進黨所能取得的平均席次紅利亦隨之下降。

8 席次紅利 ＝ 民進黨於不同規模選區席次率 -（減）不同規模選區得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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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派系競爭與政黨表現假說驗證

在這一章先前的兩節分別討論了，民進黨於歷年來區域立委選舉的發展、其

他主要政黨在區域立委的表現，以及隨著選區大小民進黨於區域立委選舉的各種

表現所呈現的差異。由此本文可以了解，一九八六年～兩千零四年間的區域立委

選舉，所呈現的競爭情況。

而這一節主要的目的是，更進一步透過以選區為觀察單位的多元迴歸模型，

驗證第二章提出的第二個研究架構所衍生的 2-1~2-6 等六個研究假說。以下，先

列出 2-1~2-6 等六個研究假說，以及模型三，而相關變數的界定，資料的建構等

均已在第二章進行說明，所以不再次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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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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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說 2～3：選區提名結構，將對政黨選舉表現有所影響。

假說 2～4：佔有該選區所在縣市的行政首長，民進黨將會有越好選舉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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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說 2～6：選區規模越大，民進黨的超額獲利隨之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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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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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以表 5-8 呈現此一多元迴歸模型，並且加以說明以上所列的六個假說，

是否獲得驗證且又有什麼意義。

表 5-8 派系競爭與政黨表現的迴歸分析，一九八六～二零零四

模型三
民進黨選區席次紅利

黨中央權力集中程度
中常會 -.198 *﹙.126﹚

提名制度、結構

九八～零四
（八六~九五為基準） -.148﹙.031﹚
提名結構 .064﹙.021﹚

地方政權
縣市長 .054﹙.025﹚

SNTV 選制特性
選區大小 .002﹙.003﹚

其他政黨分裂情況
﹙國民黨、新黨、親民黨、台聯黨﹚

選票集中程度 -.330 **﹙.056﹚

常數 .212 **﹙.066﹚

R-square .143

N 175

＊括號內為 t 值 * P < .05 ** P < .01 *** P < .001

模型三是以民進黨於各別選區的席次紅利為依變數，自變數則包括了民進黨

中央的權力集中程度、提名制度、提名集中程度，以及民進黨是否佔有縣市首長

等四個變數。除此之外，考量 SNTV 選制的特性，這個模型亦包括選區大小、

其他主要政黨分裂情況等兩個變數作為控制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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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5-8 所示的模型三，首先民進黨中常會權力集中程度，是民進黨內各派

系於黨中央競爭的具體表現，當單一派系完全掌握中常會此一黨中央實質最高決

策機構時，所呈現的是一個權力完全集中的權力結構。由上表所示，民進黨中常

會的權力集中程度，對於民進黨區域立委選舉取得超額獲利，有顯著的負相關。

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當民進黨中常會權力集中程度，每增加百分之十，民

進黨區域立委選舉的席次紅利會降低百分之二左右。

這樣的結果所傳達的訊息是，當民進黨中央權力越是集中，民進黨會有越差

的選舉表現，而且若相較於第一節針對民進黨所進行的選舉年度總體資料觀察，

以及第三章民進黨中央權力結構的變遷，其實頗為相符。民進黨於區域立委選舉

中，歷年來最差的選舉表現，皆是發生在黨內呈現兩極化權力結構時期，而能夠

擺脫低度代表窘境則是在派系共治之後的選舉年度。

其次，提名制度、提名結構等兩個變數，對於民進黨席次紅利表現，並沒有

顯著的影響，這樣的結果與第一節所進行的觀察，同樣沒有太大的落差。而之所

以沒有顯著的影響，若就 SNTV 選制特性而言，各別政黨能否有好的選舉表現，

最為重要的是能否控制提名額度，以及不發生政黨分裂。但採取什麼樣的提名制

度，與能否控制提名額度根本是兩回事，所以採取什麼樣的提名制度自然不會有

顯著的影響。至於提名結構，在理論上可能是一個可以促成有效區隔候選人的方

式，但在以上的統計模型並沒有呈現顯著的影響。

至於是否取得地方政權這個變數，同樣的如模型三所呈現的結果，對於民進

黨區域立委選舉的超額獲利，並沒有顯著的影響，這樣的結果和第一節所進行的

觀察，也沒有太大的出入。而若是將這樣的結果與第四章，縣市長對於派系提名，

以及當選有顯著的正面影響對照，這樣的結果可以傳達的訊息是，民進黨的縣市

首長，較為著重於其所屬派系勢力的維繫，畢竟維繫所屬派系勢力的發展，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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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個人政治生命延續不可或缺的。

除此之外，選區規模大小對於民進黨取得席次紅利的多寡，並沒有顯著的影

響，也就是說隨著各別選區應選席次的擴張，或者是縮減，並沒有對於民進黨的

選舉表現造成顯著的正面或者是負面影響。這樣的結果所能凸顯的是，雖然在總

體資料的觀察，可以發現似乎隨著選區應選席次的擴張，民進黨會受到 SNTV

制度的限制，選區規模擴大超額獲利隨之降低。但考量了其他可能的影響因素之

後，選區規模的大小，對於民進黨取得多少超額獲利，並沒有造成顯著的正面或

者是負面影響。

最後，其他政黨的分裂對於民進黨席次紅利表現，也有顯著的影響。模型三

是以選票集中程度，做為其他政黨分裂的具體指標。如表 5-8 呈現的結果，在其

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非民進黨之外的主要政黨，選票集中程度每增加百分之

十，民進黨的席次紅利會降低百分之三點三左右。所以，可以說其他政黨越是分

裂，民進黨會有越好的席次紅利表現，由以上模型三的討論，可以將 2-1~2-6 等

六個研究假說加以修改，並於以下條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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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引進民調制度，對於民進黨的選舉表現沒有顯著的影響。

2～3：選區提名結構，對民進黨選舉表現沒有顯著的影響。

2～4：佔有該選區所在縣市的行政首長，對於民進黨選舉表現沒有顯著影響。

2～5：其他主要政黨得票越是呈現分裂，民進黨會有越好的選舉表現。

2～6：選區應選規模的大小，對於民進黨取得多少超額獲利，沒有顯著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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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透過模型三進行假說驗證之後，可以把研究架構圖 二之二修改成為以下

的圖四。

自變數 依變數

派系競爭 政黨選舉表現

﹙權力結構﹚

中常會

_

超額獲利

﹙席次紅利﹚

控制變數

SNTV 制度影響 ＋

其他政黨

圖 四 派系競爭對政黨表現的影響

如圖四所示，對於民進黨而言派系於黨中央的權力競爭，對民進黨區域立委

的選舉表現有正面的影響。由模型三本文證明民進黨中央的權力結構集中程度，

與民進黨的區域立委選舉表現呈現顯著的負相關，也就是說當民進黨中常會權力

越是集中，民進黨於區域立委選舉表現越差。

多派系於民進黨中央呈現共治的情況，雖然權力集中程度降低，但卻為民進

黨帶來較好的選舉表現。而這樣的結果也如本文第二章所提及的，派系長期處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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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競爭又合作的共治環境下，除了表面上因為競爭而呈現出各種紛爭之外。派系

也會成為政黨內，匯集各種不同利益，扮演相互折衝協調，進而達成理性集體行

動的重要關鍵性機制。除此之外，民進黨之外的主要政黨分裂的情況，亦是促使

民進黨能夠有較好選舉表現的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