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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將從性別與權力這兩個概念開始討論，首先，探討性別與權力之間的關

係，由定義性別、權力的概念出發，再將性別概念運用於政治制度的權力關係之

中加以討論，並說明現存政治制度中所存在的性別權力上下從屬配置問題以及組

織中所呈現的性別意涵。其次，將範圍縮小至本研究所定義的權力位置－國會委

員會中的召集委員加以討論，除了說明召集委員所具備的法定正式與非正式職權

之外，更透過兩性趨同性研究、兩性相異性研究、關鍵人數研究以及象徵主義研

究，探討並分類過去文獻對於國會以及召集委員性別化權力行使的研究成果。最

後，討論權力行使所呈現的型態，從認知心理學的角度談起，衍生到Reingold(1992)

較具有女性主義觀點的分類：賦權式、支配式以及中性模式，由此確認本研究的

核心問題。除了權力行使的型態之外，最末也嘗試提出影響性別化權力行使的解

釋性因素。 

 

第一節  性別與權力 

一、性別與權力關係 

在傳統的政治學研究中一直認為政治是男性的世界、女人不是政治的動物

(Welch，1978；Mezey，1980；Mandel，1981；Clark et al.，1985；Darcy et al.，

1987)，因此性別(gender)這個因素一直是被忽略的，也很少被政治學研究的學者

當成一個分析的類別。這都是由於過去政治領域中的女性數量極少，女性地位長

期不受到研究者的重視，使得政治學的研究分析也一直都缺乏性別的觀點。但是

從各種學科的不同觀點來看，性別理當是社會科學研究中一個不可或缺的分析因

素，Duerst-Lahti&Kelly 在 1995 年的研究中就指出性別和性別權力(gender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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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政治學研究不可或缺的重要概念。因為在社會中及政治中所顯現出來的兩性

權力都不如兩性數量一般的平等、均衡，女性相較於男性而言，一直是處於相對

劣勢的不平等位置，且女性的行為也因為社會化的因素，常被用男性所建構的標

準來加以衡量與評斷(Kanter，1977；Gilligan，1982)。 

然而，在要使用性別這個概念作為研究的分析途徑之前，首先就必須釐清性

(sex)與性別(gender)這兩個概念的不同之處。如Rubin(1974)所定義的「性/性別系

統」(sex/gender system)所言，「性」是生物性結果，指的是從與生俱來的生理結

構，判定是男性(men)或是女性(women)的一種生物性狀態，一般而言是無法輕易

改變的，在如此的觀點之下，男女兩性的差異化約到最後就只剩下「生育功能」

的有無；而所謂的「性別」則是社會用來區別男女社會化後所展現的不同人格特

質，或是個人在內心對自我性別角色的認同，不同的社會文化對男女兩性所表現

出來的行為是否合乎其性別角色的看法也不盡相同。屬於社會化產物的性別中，

社會所期待的兩性角色形塑了兩性相異的特質、形成了傳統的性別刻板印象，不

論在行為舉止或是態度的表現上，男性(male)都被要求是陽剛的、果斷的、不輕

易掉淚示弱的；而女性(female)則被期待是溫柔的、乖巧聽話的、輕聲細語的，

若個人行為舉止不符合社會期待的性別角色規範，則可能遭到非議。 

如此強制地將男人等同於男性、女人等同於女性，事實上存在著危險，因為

這只是將性直接轉化為性別，每個人皆根據生理的性而被強迫歸類。根據字典上

對於性別的解釋，可以將性別分為男性、中性、女性，而不單純只是兩性的分類，

性別有可能是介於我們一般所認知的兩性之間。因為生理的性幾乎無法改變，因

此若如同傳統女性主義學者單純由性的角度出發去談論兩性差異，則容易落入性

別本質化的僵化性思考中，所以性別才是需要被關注的焦點，也是在研究分析上

所必須採取的觀點。除此之外，在研究性別的時候也應跳脫傳統對性別角色的期

待與規範、修正傳統對女性角色與職責的僵化思維，才不會被侷限在男女性別二

分法的框架之中(李美枝、鍾秋玉，1996)。 

性別是一個複雜的概念與現象，其源起於身體上生物的性、是性別角色被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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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化之後的產物，透過社會文化建構而產生意義，是賦予生理「性」特殊意義的，

其並不單屬於女性所特有，男性亦可以擁有其性別意義。因為男性與女性在社會

上並非兩個完全平等的類別，位居上位的男性掌握了制定規則、建立文化的權

力，權力的存在更強化了其位居上位的基礎，也因為男性擁有較多的社會權力、

且掌握較多的權力位置，因此也在位置上具有絕對優勢。然而關於性別的概念就

必然等同於關於性別權力的概念，我們甚至可以發現在這些概念中存在著男性至

上主義1(masculinism)，而如此男性主義的意識形態來自於性別、社會權力配置，

並且與社會所建構出來的性別圖像(gender image)有關(Duerst-Lahti &Kelly，

1995)。且依照Reskin(1988)的說法，男性不僅掌握了權力位置，更會盡力設法抵

抗兩性平等，以免女性有機會去損害其原有的男性主導權，進而鞏固其既有的權

力位置。 

既然所有的社會行動皆可用性別的概念來看，那麼在被認為是性別中立

(gender neutral)的特殊機構或位置中，只要可以透過用性別的觀點來觀察，就會

發現性別中立其實很少真實地存在。這是由於性別分類在本質上就是不相等的，

因此一般只存在著跨性別的現象，如權力行使模式，當女性進入管理與領導的領

域與位置時，她們就已經存在於跨性別的脈絡中，其所展現的權力行使方式仍是

由男子氣概以及男性主義所轉變而來的男性化特質，甚至失去傳統認為女性原本

應具備的特質(Duerst-Lahti &Kelly，1995)。 

    在探討性別權力之前，除了瞭解性別之外，更需要瞭解權力(power)的意義。

Dahl在1957年即為權力下了定義，他說權力就是擁有使他人去做非本身所願意之

事的能力，這樣的權力概念事實上隱含著功利主義式的主從宰制意涵，也使得權

力有了上下位階的關係，接近Reingold(1992)所提出之支配性的權力(power over)

的概念。然而這樣的概念卻受到女性主義學者兩方面的嚴重批判，一方面認為即

使權力是支配性的，那麼傳統男性對於女性單方面支配的正當性也應該受到質

                                                 
1 男性掌握支配一切權力，女性被視為第二性(second sex)，一切標準都以男性的角度加以衡量

(Duerst-Lahti &Kelly，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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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另一方面認為在探討權力之時不應該侷限於傳統的框架之中，因為實際上權

力的行使不必然是全然支配性的。除了傳統所認知的、具有宰制性的權力關係之

外，女性主義學者認為：相對於支配性的權力，另外還存在著另一種權力的形式

－賦權(empowerment)，也有人稱之為賦能，這也就接近於Reingold (1992)所提出

之賦權(power to)概念。 

    所謂賦權(empowerment)概念的發展，可以溯自1960年代末期與1970年代初

期，Paul Freire(1973)藉由識字營活動所提出，其強調賦權的目的在於喚醒群眾的

批判意識，這個批判意識的覺醒更是一個結合反思與行動的實踐過程，是一個除

去壓迫與被壓迫關係的社會變革。然而根據牛津英文字典對賦權的定義則為「合

法地授權或正式擁有權力、權柄，以某種目的或責任給予或贈與權力，使他人能

夠接近、獲得權力。」在賦權的概念下，除了權力之外，資源與決策的共享也是

賦權過程中所強調的一部份。然而賦權的概念也可以說是婦女解放運動最根本、

最核心也最強而有力的口號，指的是在觀念上和行動上增強當事人能力的一個過

程，藉著「個人即政治(personal is political)」的理解，在社會意義上可以幫助處

於弱勢的女性明白自己的處境、壓迫者的特性以及父權體制的運作等(王雅各，

1999)。 

從賦權的角度出發，Jean B. Elshtain(1995)認為社群中的權力關係並非一勝

一負的零合遊戲(zero-sum game)，而是必須具備合作的性質、重視權力的分享，

因此女性的賦權(empowerment)必定要在社群的基礎上才得以完成(黃長玲，

2001)。Young(1998)從差異政治(politics of differences)的角度思考，亦強調社群中

權力共享的重要性，認為女性或其他弱勢族群都應該有效地被代表，也都可以藉

由社群的結合(association)，進入議會以及政府體制中運作。國內學者梁雙蓮(1994)

則認為，雖然婦女進入公領域的時間較男性略晚一些，但參政權的獲得必然可以

改變其政治地位，也可以使其逐漸掌握政治權力。因此女性若欲改變目前的地位

與在政治上所處的困境，則必須積極爭取平等、有效的政治權力來改善長期存在

的不平等兩性性別位階關係(黃競涓，2001)，更可以藉此突破傳統所認知的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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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權力關係。 

關於權力的意義運用於政治學上，也有實證的國會研究可加以說明，

Reingold在1992年的訪談研究結果即指出，每位國會議員心中所定義的權力概念

各有不同，在他們的認知中，權力呈現不同的面貌，而在他們心中是否認定為權

力的想法，又正好可以反映具有特殊性別意涵的支配(power over)以及賦權(power 

to)的概念，其認為可以透過這些概念進一步地確定原先所期盼看到的權力行使差

異，並且有助於釐清性別與權力間的關係。 

 

二、政治制度中的性別意涵與權力關係 

在傳統對於公/私領域的劃分中，政治被歸屬為權力運作的公領域，也因此

往往成為男性主宰的場域。現存的制度都有其歷史及文化上的性別制約，從古希

臘、羅馬帝國到整個歐洲文明的發展，一直以來政治哲學家都不斷地在探究國家

權力與公民的關係，無論是強調政治參與的Niccolo Machiavelli，或是堅持國家

至上主張的Thomas Hobbes，在公民身份(citizenship)或政治參與的論述裡皆從未

提及女性。然而公民身分是代議民主下參與政治的必要條件，也因為女性的公民

身分從一開始便遭到否決，使得女性無從進入政治權力的中心(黃競涓，2001)。

政治學在傳統上是一門討論統治(governing)和權力(power)的學科，而掌握權力的

統治者多為男性，因此統治與權力往往被認為只和男性有關(黃長玲，2001)。從

民主政體中普遍的公民，到政治機構中的行為者，都可以明顯看到因為性別而產

生的權力配置效果。 

從過去的經驗來看，可以發現女性在政治中並未與男性享有同等的地位，學

者大都認為這是因為政治這個領域長期以來就是被男性所宰制，不論是中央、地

方政府單位或是國會都早已被性別化，而非性別中立的機構，在這之中男性佔據

了組織中具有優勢的權力位置，加上女性在根本上就無法獲得和男性同等的資

源、資助，因此女性的權力也往往就不如男性來的強大(Sapiro，1991；Ke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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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is，1996)。循著Sapiro的研究腳步，Duerst-Lahti&Kelly(1995)的研究也進一

步指出，在研究國會時應該注意到性別權力這個變數，而非只在意女性數目的增

加與否，應將兩項因素都納入討論，才不至於有所偏差。其研究指出，男女由於

生活經驗與社會化過程的不同而產生相異的權力行使模式和權力來源，欲進入政

治場域的女性只有將自己類男性化2一途，因為女性被限制在社會所建構的性別

圖像框架中，男性得以運用既有的性別權力去維持其身處公共領域的優勢，而設

法將女性排拒於公領域之外，因此即使女性克服限制後得以取得正式的權力位

置，仍無法與處於相同位置的男性擁有同等的權力。Mattei(1998)也提出相同見

解，其認為女性往往很難進入男性所主宰的組織當中，因為組織中的男性會運用

其擁有的性別權力，試圖用有意無意的動作去維繫原本男性主宰的優勢。在政治

領域中，性別甚至是女性在已被男性主宰的男性化機構中，欲成為有效性政治代

表之前必須突破的一大障礙。 

在 Cathryn Johnson(1993)的文章中，即說明了政治學研究對於性別化權力行

使討論所面臨的困境，其指出不同學者的研究有不同的結果，這些學者的研究發

現甚至是互相對立、矛盾的主張，部分研究強調性別差異的存在，部分研究則認

為在國會中找不到明顯的性別差異，由此可見在國會議員的性別化權力行使這個

研究領域之中，似乎仍存在著相當大的歧異性與爭議。Johnson 針對國會中的性

別化權力行使所做的研究核心議題為：兩性處於權力位置者的權力行使模式是否

相同？男女的權力行使模式相同或是不同，又是存在於怎樣的條件之下？其主要

從性別角色社會化、結構位置及預期身份這三個角度切入，加以探討上位者與部

屬間的互動關係，其發現取得權力位置比屬於某性別來的重要許多，因為實證資

料顯示，在團體中不論男性或是女性上位者的參與度都比其部屬來的高，只要處

於權力位置，不論是什麼性別，表現幾乎沒有差異。 

                                                 
2 女性欲進入政治領域就必須做著以男性標準所建構起來的事情，性別分類在本質上就是不相等

的，因此一般只存在著跨性別的現象，當女性進入管理與領導的領域與位置時，她們就已經存在

於跨性別的脈絡中，其所展現的領導方式仍是由男子氣概以及男性主義所轉變而來的男性化特

質，甚至失去傳統認為女性原本應具備的特質(Duerst-Lahti &Kelly，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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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了解政治制度中的權力配置不平等之後，就必須開始思考該如何去研究其中

的差異，Cathryn Johnson(1993)的研究核心也正好是本文的研究焦點，在 Johnson

的問題提出之後，使得男女的權力行使模式異同逐漸受到學界研究者的重視，因

為除了性別差異之外，其他如組織、制度或環境性因素所帶來的影響，也可能影

響性別權力的運作，因此也是重要的觀察面向。若國會研究可以從性別的觀點出

發，進而加以探討兩性在社會化過程中所造成的性別角色差異，以及如何在存在

的組織環境等條件差異中形成具有特殊性的性別化權力行使模式，那應該也會有

不同於以往的發現。 

 

第二節  召集委員的權力與行使 
國會是一個合議制機構，所有法案都必須經過多數表決才得以通過，因此法

案審查極為耗時，再加上法案種類繁多、數量龐大，所以必須有適度的專業分工，

委員會因而產生(黃秀端，2001)。一般而言，重要法案皆需交付委員會審查，以

黃秀端在 2000 年所蒐集的第三屆立法院資料中顯示，除了五個與立法院組織有

關的法案外，只有兩個法案是未經委員會審查就逕付二讀的，其他法案都是先經

由委員會討論再送交院會，且不少法案在委員會中被凍結或修正，委員會在法案

審查過程的重要性由此可知。在國會研究中，委員會組織一直是受到矚目的研究

焦點，因為委員會通常是法案審查以及決策過程中的重要關卡，當國會立法越來

越專門、專業性的要求逐漸增加時，委員會因為可以提升立法效率，再加上討論

較院會來的深入，因此也就成為國會議員展現立法專業性與落實國會專業分工的

最佳場所。 

一、召集委員的角色：正式與非正式權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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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委員會扮演極重要的角色，不僅是議程設定者，更有法案的否決權，

也因此掌握了法案的生殺大權，在國會中具有很大的影響力，是典型的委員會中

心主義3。然而台灣的委員會則可以從黃秀端(2000)訪談財政、教育與文化、司法

三個委員會的研究中加以觀察，委員會在決策上並非黨團代理者、也非院會代理

者，而是較為接近委員會獨立運作的模式，委員會在整個立法院中大多具有自主

性。以楊婉瑩(2002)研究第三屆立法院的結果來說，其推翻了委員會中心主義運

用於台灣的假設，但是仍肯定委員會的確是法案的第一層濾網，決定了哪些法案

有機會優先進入審議以及儘速二讀，扮演了法案守門員的角色，然而決定審查排

序的則是召集委員，召委掌握了委員會議程設定的關鍵性權力，不同政黨的召集

委員所側重的法案也可能也所不同。 

在委員會中，委員會主席的角色和地位相較於委員會中其他成員來說，顯得

較為突出且具重要性，因為不論該國國會是否偏向委員會中心主義，或委員會是

否採取資深制4(seniority system)的設計，委員會主席都會因為制度所賦予的法定

職權，以及個人獨特的權力運籌而在委員會中扮演了舉足輕重的地位，因此也就

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角色。 

從實際狀況觀察，擔任過委員會主席的資歷，被立法委員們視為重要歷練之

一，也都是立法委員在簡歷中所明顯想要呈現的重要經歷。在美國，自從 1910

年眾議院議員反對議長 Joseph G. Canon 過度強勢的領導風格後，便逐漸將國會

議長的權力移轉到委員會主席身上，甚至 1960 年代的國會議長約翰麥可麥克

John McCormack(1962-1971)曾對新進國會議員表示“Whenever you pass a 

committee chairman in the House, you bow from the waist. I do.”，由此可見委員會

主席的權威之大(楊婉瑩，2003)。委員會主席的權力更於共和黨在 1994 年結束

了長達四十年的少數黨地位後水漲船高，共和黨議長 Newt Gingrich 為了酬謝支

                                                 
3 此觀點認為委員會是一個自主性的單位，能夠決定其所管轄範圍內的政策結果。 
4 資深制一詞是從美國而來，指的是國會議員的年資將會影響其在常設委員會的分配以及委員會

主席的選任。越資深的委員越能依其意願選擇委員會，且通常由委員會內年資最久的國會議員擔

任委員會主席(Smith& Deering，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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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他的同黨議員，將委員會主席的權力大幅提昇，委員會主席在委員會的權威如

同議長在全院會議的權威一般，不僅可以決定小組委員會的主席人選與議員組

成，更可以控制委員會的預算及人事權。 

美國委員會主席的權威亦來自於其資深的經歷，當國會議員長期連任且服務

於同一委員會中，便很自然地被選舉成為委員會主席，因為長期的經驗往往產生

議事經驗豐富、職權獨立且權力集中的委員會主席(林瑞雯，2003)。委員會主席

一職有其一定的優勢存在，主要是由於美國國會已經建立國會資深倫理制的不成

文傳統，以及國會議員對於資深議員擔任主席有利於立法活動的連續性與專業性

的共同認知，同時在與行政部門的溝通聯繫也往往較為駕輕就熟與有利（楊婉

瑩，2000）。 

    我國立法院的委員會主席不同於英國、美國等國家僅設置一人擔任主席的主

席制5，而是採取召集委員制6。這是源自於我國行憲後的第一屆立法院，因為當

時委員彼此的資歷相同，為了減少領袖頭銜的意味並保持委員會和諧，故稱召集

委員而不稱主席，此後沿用至今(曾濟群，1976)。此設計的原始用意是為了平衡

召委權力、避免召委過度專權，並保持委員會組織內部的和諧性，也有意強調委

員會的合議制精神。 

而召集委員的產生方式則根據立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第三條之四規定：「立

法院各委員會置召集委員三人，由各委員會委員互選；其選舉辦法另定之。」如

此制度對於召集委員候選人的資格並無任何限制，因此委員會中的每位成員都是

當然候選人，再加上召集委員人次眾多7，使得人人有機會可以輪流擔任召委，

不僅容易滿足委員們欲爭取召委職位的需求，也給予資淺立委充分的表現空間。

根據盛杏媛(2000)對台灣的研究指出，資深制並不適用於召集委員的選任，連任

                                                 
5 以美國為例，委員會主席的權威如同院會主席一般，是委員會的靈魂人物，加上事權集中，幾

乎可以完全掌握與推動委員會的工作(楊日青，1992)。 
6 我國的委員會主席的產生方式根據立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第四條：各委員會會議，以召集委員

一人為主席，由各召集委員輪流擔任。 
7 每個委員會依規定設置三位召集委員，有十二個常設委員會，因此平均約有三十六位召集委

員。召集委員每會期改選，在第五屆之前規定連選得連任一次，因此整個屆期中的召集委員人次

可能界於一百零八到二百一十六位之間。此數字已經與立法委員總數相差不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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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立法委員不一定會比新任者更有機會擔任召集委員，資深與否與擔任召委之間

並無明顯相關。其以第五屆第一會期與第二會期為例說明，在每會期總共三十六

席8的召集委員中，就有八位與六位是新任者，分別佔了召委總席次比例的 22%

與 16%，由可看出新任者並非難以出任召委。 

    召集委員在我國委員會中的重要性除了擔任委員會主席之外，根據「立法院

各委員會組織法」的規定，還具有以下法律上所賦予的各項職權：(1)安排與設

定議程9，(2)召集會議10(包含聯席會、秘密會議、公聽會)，(3)擬定該會期之立

法計畫11，(4)法案審查中裁決是否進行協商或表決12。召集委員得以隨時召開委

員會議、決定議程，將自己合意的法案優先排入審查程序，甚至可以在會議進行

中運用交付協商或其他議事手段主導法案審查，如觀察在議場成員的人數而決定

表決時機、運用議事技巧對屬意的法案加以護航，甚至不惜違反議事規範只為了

杯葛不中意的法案，這些都是一般未擔任召集委員的立法委員所無法做到的，因

此召集委員自然擁有較大的權力及影響力，得以在法案審查的決策過程中佔據重

要位置。 

    以上述法定職權來說，又以安排議程與擔任會議主席最為關鍵。由於委員會

待審的法案數量龐大，再加上開會的時間有限，因此議程便由召集委員進行選

擇。然而委員會審查是決定議案是否得以進入二讀的重要關鍵過程，若是議案無

法進入委員會審查則形同被擱置，因此召集委員安排議程的權力也就直接關係到

議案的生死存亡，不僅可以決定審查的優先順序，甚至可以選擇委員會所要討論

的法案。然而，召集委員有權召開會議與擔任會議主席也具有其獨特的重要性，

因為會議主席有權控制會議的進行，不僅可以主導整體議事方向，還可以運用議

                                                 
8 立法院共 12 個常設委員會，每個委員會有 3 名輪值召委，因此每會期共有 36 人次的召委席次。 
9 立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第四條之一：各委員會之議程，應由召集委員議決之。 
10 立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第五條：各委員會會議，於院會日期之外，由召集委員隨時召集之。

各委員會三分之一以上之委員，得以書面記明討論之議案及理由，提請召開委員會議。召集委員

應於收到書面後十五日內定期召集會議。 
立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第九條：各委員會會議，公開舉行。但經院會或召集委員會議決定，得開

秘密會議。 
立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第五十六條：公聽會以各委員會召集委員為主席，並得邀請政府人員及社

會上有關係人員出席表達意見。 
11 立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第六條之一：各委員會召集委員，應於每個會期共同邀請各該委員會

委員擬定該會期之立法計畫。  
12 立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第六十八條：各委員會審查議案遇有爭議時，主席得裁決進行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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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技術，做出有利於個人或所屬政黨所偏好的決議。吳昌錫（1995）就發現召集

委員可以利用擔任主席的機會，適時運用議事規則來對法案加以護航或阻撓，其

可將自己屬意的法案優先排入審查議程，使其儘速將其通過，而對於不合意的議

案則將之擱置不理。 

依據立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第四條之一的規定，三名召集委員在安排議程的

時候應該是互相討論、合議決定，但是根據李舜雯(2006)研究的訪談資料來看，

不少立委都表示實際上安排議程的工作一直是採用召委三人輪流的方式進行，輪

值擔任會議主席的召委可以根據自己的意志排定議程，一般來說，其他兩名召委

是會給予全然尊重而互不干涉的，這早已在立法院中形成不成文的慣例。也由於

這樣的慣例使得召委可以獨立決定議程、不需與他人討論，因此更擴大了召委對

議程決定的影響力。 

由於召委擁有幾乎可以操控法案生死的議程決定權，是法案的第一線守門

人，因此在利益團體的眼裡，就是一個必須拉攏且極力遊說的指標性人物，楊婉

瑩(2002)的研究中就曾指出，當其在立委辦公室等候與立委進行訪談時，發現所

接觸到的訪客都是與該立委所屬委員會相關的國會聯絡人以及利益團體代表，尤

其是召集委員辦公室的訪客更是絡繹不絕。李舜雯(2006)的訪談資料中也有相同

的觀察，有不少立委在訪談過程中曾指出，利益團體為了排定議程和促使法案的

通過，往往會與召集委員有較為密切的接觸，若是召委本身別有用心，則利益輸

送或提供其特殊優惠的情形也是經常存在的，甚至有立委指出這在立法院早就已

經不是新聞。再加上召委可謂是委員會之龍頭，足以代表整個委員會對外發言、

是媒體競相追逐、爭相採訪的焦點人物，因此媒體曝光度的增加與專業形象的提

升也是擔任召委所特有的優勢與收穫。 

由上可知，我國立法院召集委員的權力雖不如美國的委員會主席那麼大，但

仍是一個極為重要的角色，擔任委員會召集委員是一個能將個人目標貼近立法過

程的最佳位置（黃麗香，1999）。召集委員不僅具有法制面向上的職權，還掌握

了法定職權所衍生而出的其他非制度面上的權力，並獲得不少附加價值，因此可

以將之視為處於一個與一般委員不同的位置，也就是說可以將召集委員之職位視

為委員會中具有特殊權力的權力位置(power position)。那麼就可以進一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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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於相同權力位置的召集委員，是否會因為不同性別而在權力行使上呈現不同的

風格。 

 

二、國會議員及召集委員的性別化權力行使 

一般關於國會的性別研究大多僅關注於女性性別角色的特殊性，直到近來女

性國會議員的數量逐漸增加之後，學者才漸漸開始討論男女之間的性別差異

(gender difference)問題。過去的國會性別研究大多著重於兩性國會議員在議程設

定與政策偏好的性別差異，如 Thomas&Welch(1991)的研究結果就指出，兩性國

會議員在國會中的行為如：發言、提案等活動極為類似，只是女性國會議員對政

策的偏好會以婦女、孩童、家庭相關的議題為優先；Reinggold(1992)也發現女性

立法者往往會優先選擇審查有關女性、孩童特殊利益的家庭政策以及女性權利相

關議題的法案；Schrodel&Mazumdar(1998)以 Arizona 州議會為例說明，在

1969-1986 年間隨著州議會中女性代表人數的增加，傳統上與女性相關的議題，

如小孩照養、教育、福利、公共衛生等，都逐漸受到廣泛的討論與重視，其也因

此肯定了女性進入議會決策體系的重要性。除此之外，Thomas&Welch(1991)還

發現國會中的女性議員，總是被不均衡的分配到一般認為地位較低的社會政策委

員會，如：教育、衛生、福利，且總是在商業相關及較有權力的預算委員會中缺

席。這明白顯現出了兩性對於政策議題上的偏好差異。 

過去除了部份文獻有討論到兩性國會議員在立法偏好上對於議題設定的差

異，以及兩性議員在立法效能上的比較之外，較少有文獻討論到有關兩性權力的

性別差異部分，尤其是國會中性別與權力之間交互作用所產生的性別化權力行使

關係。現在的性別研究除了越來越關注女性之外，更超越了過去單純強調本質上

的兩性差異，而開始主張條件式的性別差異，也就是說，開始探討在怎樣的條件、

情況、脈絡之下會產生性別差異。 

然而性別化權力行使的研究存在著幾個派別截然不同的主張，由於所切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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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不同、使用的資料不同，研究發現也大相逕庭，有些強調兩性的趨同性，有

些強調兩性之間的差異性、有些強調關鍵人數的必要性、有些則強調象徵主義的

重要性。因此以下分為三個部分加以討論： 

 

(一)、兩性趨同的主張：否定性別差異 

根據楊婉瑩(2001a)的研究指出，早期美國的國會研究(Kirkpatrick，1974；

Gehlen，1977；Mezey，1978；Muller，1982)多半認為，女性國會議員並不特別

關心女性相關議題，幾乎呈現與男性相同的立法行為，這是由於女性國會議員害

怕被貼上激進的標籤，以及擔心受到男性同儕的處罰。1977 年 Diamond 對美國

州議員的研究就發現，絕大多數的女性議員不會特別強調女性議題，其並不認為

自己與男性議員有何差異，Carroll 在 1985 年的研究也有相同結論。除了個人角

色的定位之外，兩性在主觀態度上也沒有明顯差異(Randall，1987)。Chou, Clark, 

and Clark(1990)研究台灣的立法院則發現不論是在角色定位、所參與的立法活動

類型、立法的效能上，男女立法委員幾乎大同小異，唯一的例外是女性立委的法

案提案數較男性少，除此之外男女立委在代表行為上並無明顯差異，其因而主張

台灣立法院內的活動是性別中立的，因此國會的性別組成比例對國會效能並無影

響。不過，國內學者楊婉瑩(2001b)則提出反駁，其認為這樣的研究結果是由於

當時台灣社會正處於威權時代的政治結構所導致，因此在台灣已經脫離威權統治

走向民主政治的現在，若仍要將此研究結果用來解釋台灣立法院目前的政治狀況

則應該存疑。 

Dodson& Carroll(1991)則使用美國CAWP(Center for the American Women 

and Politics)的調查資料作研究分析，其期盼在兩性國會議員的權力行使模式上找

到顯著性的差異，研究前假設女性議員偏好共識型的模式，而男性議員則為傾向

實用主義、且講究層級的。但是研究結果卻推翻了原先的假設，顯示大部分的男

女議員在權力行使上都傾向選擇所謂女性主義式(feminine)的，也都同意採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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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女性主義式的模式是成為成功領導者所必須具備的重要部份，例如：提供他人

開放的機會、說服別人改變原始立場的能力、鼓勵他人參與討論、接納他人看法

等。 

除此之外，Blair& Stanley(1991)針對Arkansas及Texas兩州議員進行研究，也

提出與上述研究一致的看法，認為兩性在議題的專業性、有關議事規則和議事過

程的知識、工作認真程度與貢獻、受信賴的程度、對政治的敏銳度、妥協與創造

聯盟的能力等皆呈現不相上下的情況，他們並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那就是女性

議員提及力量(power)、採取獨斷及侵略性13的談話次數甚至比男性議員更高，也

就是說女性甚至比男性還要傾向採取所謂具有男性氣概的權力行使模式，其推測

可能是因為女性做為一個少數團體因其脆弱性而不得不作的策略性選擇。那麼當

女性不再是少數團體時，其是否還會運用如此的方式捍衛自己地位，就有其他研

究可以說明了。 

    Rosenthal(1998)則從不同的角度切入，其針對合作型領導(Collaborative 

Leadership)的研究主張參與和信任(joining and trusting)必須是同時存在的，且是

共同建立社會資本的，只有傾向合作，社會信任才會產生，因此領導者被社會要

求必須具備合作的特徵：聆聽、教導、分享、促進共同問題的解決。其原先假設

女性主席比男性較傾向合作的方式，但研究結果卻顯示傾向合作型的權力行使模

式是兩性領導者所共同具備的特質。 

 

(二)、兩性相異的主張：肯定性別差異 

    一般政治學研究中，肯定國會議員在立法態度與立法行為上存在顯著性別差

異的研究，較否定性別差異的研究來的多出許多，Pamela Johnson 早在 1976 年

就指出所有領導者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領導者幾乎一致性都是男性。這很直接

地說明了女性在取得權力位置上所遭遇的困難度。Johnson& Carroll(1978)則指出

                                                 
13 所謂侵略性談話通常採取的測量方式為，是否打斷他人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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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領域中男性佔據優勢地位，而女人本身有其共相存在，這些女性特點如：

能夠傾聽別人感受、善於找出妥協的方案等。Flammang(1985)也同樣認為女性在

權力行使上有其特殊之處，例如：互相尊重、重視決策共識、不競爭權力、接納

他人意見等，這些特徵都十分接近所謂賦權(power to)的概念，其指出這些特殊

性都是來自於家庭生活以及社會化所磨練出來的人際技巧，也就是所謂社會化後

的性別角色特徵。 

1990 年，Eagly&Johnson 針對性別和權力行使模式的經驗研究結果顯示，女

性主席在委員會公聽會中運用其權力位置的方式，通常都是促進或緩和議事討

論，而較不會控制證人的發言或直接加入討論、甚至參與辯論，由此可推論出女

性的權力行使通常較為傾向民主，而男性則較為偏向獨裁，這和 Kathlene(1989)

的研究不謀而合。而後來的研究也多半支持以上論點，不論是 Rinehart(1991)以

大都會市長為研究標的，或是 Havens&Healy(1991)以內閣為研究對象，皆發現其

中存在著權力行使的性別差異，男性多半使用命令式(command)的方式行使權

力，而女性則傾向使用實踐式的(hands-on)方式進行權力運作，強調的是權力分

享與合作關係。 

Thomas(1994)選擇六個州的女性州議員作訪談，其研究發現為：女性議員在

立法過程中往往會選擇合作而非競爭式的策略。Kathlene 在 1994 年使用分析委

員會聽證會逐字稿的方式，研究兩性國會議員在聽證會中所呈現的溝通型態，其

研究結果指出，在會議中女性主席是較易聆聽他人、扮演的是一個會議促進者的

角色，而男性主席則易於運用權力控制他人的表達，如此發現與我們一般所認知

的權力位置的概念相近。 

持相同主張的學者還有 Jewell&Whicker(1994)主張女性國會議員較男性傾向

共識型的權力行使模式，而如此的特質將促進女性進入權力位置。Huddy(1994)

則從心理學的角度來看，說明女性通常被熱為較熱心、有禮貌、友善、被動；而

男性則較積極、獨斷、理性、稱職。Young(1998)則從差異政治的角度出發，認

為女性主義對於差異的理解已經從過去的「消滅性別差異」走向現在的「尊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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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差異」。 

除了肯定性別差異存在的研究之外，也有學者試著提出造成性別差異的因

素，他們普遍認為這是由於女性對溝通所持的目的與男性不同，男性通常較為在

意結果的輸贏，而女性重視的則是在過程中建立良好關係、平等、協議等，因此

男性會較注重權力的獲得，也較偏向命令控制式的權力行使模式(Tannen，1990；

Case，1994；Luttrell，1995)。 

Jewell &Whicker(1993)同樣肯定性別差異的存在，但是也提出了兩性趨同的

主張，其研究發現女性比男性更傾向一般認為所謂女性式的權力行使模式。但是

由於社會的需求，男性也逐漸開始重視他人意見、認同共識的重要性及組織成員

觀感這些原本被視為偏女性的權力行使模式，逐漸遠離傳統被視為偏男性的權力

行使模式，如命令式、控制式、重視個人貢獻與表現，因此兩性的權力行使模式

都是逐漸傾向共識型的。 

  

(三)關鍵人數(critical mass)與象徵主義(tokenism) 

從以上的討論看來，肯定與否定性別差異的兩派說法似乎存在著明顯的矛

盾，無論是國會議員的立法行為、立法態度、或是權力行使，都呈現部份強調性

別之間具有差異，而部份強調兩性之間並無太大的不同。在此時，研究者便開始

修正研究方向，從原先單純關注是否呈現性別差異的二分法，轉為探討性別差異

出現的前提條件，這時候關鍵人數(critical mass)的提出就是學者們認為很好的一

個解釋變項。Dahlerup 在 1988 年指出，所謂關鍵數目這個概念來自於物理學的

用語，是用來指稱達成物理連鎖效應變化所需要的最少數量。若將之運用於政治

學研究上則可以推論為，當女性參政人數為少數時，性別差異將較不明顯，因為

身為少數族群的女性害怕被男性成員邊緣化，而容易遵循過去既有的制度規範。

然而只要女性參政的數目增加到所謂的關鍵人數時，則如此情形將會有所改變，

性別差異將被突顯出來(Kanter，1977；Dahlerup，1988；Saini-Germain，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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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s，1994)。 

在政治學研究上，關於關鍵人數的實証研究並不少，如 Saini-Germain(1989)

對 Arizona 州議員進行 1969-1986 的長時間趨勢研究，即發現當女性議員的比例

逐漸增加時，女性議員對於兩性平等、家庭、教育、兒童等議題相關法案的關注

程度與投入時間也隨之增加；1991 年 Thomas&Welch 跨越 12 州州議會的研究結

果也明確顯示，女性議員在議會中所佔的人數比例與女性議員對女性議題相關法

案的支持度之間呈現正相關。以上這些實証研究都給予強大支持，足以提升關鍵

人數這個論點的可靠性。 

然而關於關鍵人數的門檻究竟應該達到多少比例則有不同版本的說法，1977

年 Kanter 選取一個有 300 位銷售員，但是其中只有 20 位女性的團體，做個案研

究(case study)，其發現以下特徵：(1)女性因為受到特別關注而倍感壓力，因此在

工作上無法好好表現，(2)女性感覺到被團體孤立且與男性的差異一直被放大，

Kanter 將之稱為：提高邊界(boundary heightening)，(3)女性明顯地被壓縮到既定

的性別角色中。Kanter 將此現象解釋為性別比例的不均衡，因為女性在團體中的

數目過少才會造成兩性差異的產生，並定義若子群體在總群體中的比例低於

15%，就是所謂的象徵性(token)，而超過 15%就是達到關鍵人數的門檻。其從女

性數目以及權力觀點分析政治，結論主張當女性得以超越象徵性代表的角色，將

可以帶動組織改變原有的文化，因此兩性數目的均衡是組織改造的關鍵因素之

一，若是數目相等的兩性一起工作，則以上消極性的工作特徵就會消失。但是

Dahlerup(1988)的研究則認為女性必須達到 30%才是真正跨越了關鍵人數的門

檻，其認為女性比例唯有達到 30%才較具有影響力。 

關鍵人數的論點似乎成功的解釋了過去性別差異與趨同的研究衝突，也廣為

被接受，但是 Yoder 在 1991 年提出反駁的主張，其批判 Kanter 的研究只強調數

目、過度著重個人層次的討論，而忽略了兩性之間的侵擾、工資不平等、阻礙流

動等組織性的因素也會影響兩性的表現。其指出單純增加國會中女性代表人數並

無法根本地解決女性國會議員所遭受負面的象徵主義(tokenism)，因為國會裡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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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象徵性的男性從未經驗過類似象徵性女性所遭受到的不平等對待，再加上男性

在組織中是具有支配力的團體，也是象徵性的創造者，因此可以不受象徵性的影

響，所以即使女性數目增加仍無法完全改善女性在國會中的地位不平等現象。

Yoder 認為國會中的女性主席無法和男性主席具有同等的影響力，也得不到同等

的尊重，甚至在委員會中，男性與女性是明顯直接敵對的兩方，這都是源自於象

徵性這個因素。Mattei 在 1998 年的研究也呼應了 Yoder 的主張，其認為即使數

目逐漸增加，女性仍然難以無法進入男性主宰的組織，取得權力位置則更為困

難，這是因為男性會運用其既有的性別權力，有意無意的維繫著男性主宰的優

勢、排拒女性，使其無法掌握權力。 

少數族群在組織中所佔的比例大小與所處環境的對待與反應，事實上是呈現

曲線而非線性關係。當人數比例極少時，常會受到主流團體的打壓與不平等的對

待；當比例逐漸增加時，主流團體的態度也會逐漸趨於友善；但當比例持續增加

時，則又會恢復原狀，主流團體在感受到威脅的同時將以敵對的態度回應。因此

可以加以推論：大量的婦女參政並不必然使得女性在推動婦女議題上更為順利，

更可能因為女性參政人數越多，使得女性族群中的內部岐異性和多元性隨之增

加，因此反而無法團結一致(Epstein，1983；Reskin，1988；Yoder，1991)。 

象徵主義的根本問題在於組織內結構性的性別歧視，其主張真正帶來性別不

平等的因素是組織中規範性的價值，而非兩性人數的比例。因此許多研究皆指

出，雖然讓女性接觸立法參政的管道已經逐漸開放，但是正式權力位置的權力仍

是受到限制的，也很少見到女性掌握決定性制度位置的權力，這是由於女性一般

仍被期待留在社會甚至家庭的面向上，使得女性國會議員很難得到同儕(包含男

性與女性)的尊重、其決策能力也很難被同事所相信，因此若要能有效的運用政

治權力，運用制度規範以及個人所擁有的資源就顯的相當重要(Irene Diamond，

1977；Susan Gluck Mezey，1978；Irwin N. Gertzog，1984；Jean Lipman-Blumen，

1984；Susan J. Carroll，1985；Bryan D. Jones, ed.，1989；Belle Rose Ragins& Eric 

Sundstrom；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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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ingold(1992)藉由討論法案通過的過程探討男女議員如何進行策略運用以

達到目標，並探討性別差異是否為影響策略選擇的重要因素。其結論也主張議會

的制度化才是規範議員行為的主要力量，規範在較為制度化與專業化的組織中更

能強力運作，越是理性的行為者越會為了成功達到目標，而尊重議會規範，因此

制度對行為的影響使兩性之間的差異降低。 

 

三、小結 

    當國會中的女性議員數目和年資逐漸增加，我們便可以看到其更成功地參與

政治(Michelle Saint-Germain，1990; Sue Thomas& Susan Welch，1991; Karin L. 

Tamerius，1993)，除了達到關鍵人數之外，也逐漸破除象徵主義的限制。然而

Noelle Norton(1995)的研究也強調掌握關鍵委員會位置是相當重要的，並說明當

委員會位置的重要性被建立之後，就會使得女性影響力趨於顯著，尤其是擔任委

員會主席的女性更是如此。因此兩性擔任委員會主席所呈現的性別化權力行使模

式也就成為本文所關注的焦點。 

 

第三節  性別化權力行使模式的型態與解釋  
在前面談過了性別以及權力之間的關係、召集委員的職權和性別化權力行使

之後，本節嘗試對性別化權力行使的型態做出一個較具系統性的描述，首先說明

權力行使所呈現的型態，以及過去不同學者對於性別化權力行使模式的分類狀

況，再試著從主觀、客觀、條件式等不同的觀點切入討論，引導出對於影響性別

化權力行使模式形成因素的解釋。 

 

一、性別化權力行使的型態：賦權式 V.S.支配式 

    首先，從 Galligan(1982)的研究出發，其提出兩性由於存在著生理、心理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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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性的差異，使得女性擁有不同於男性的道德價值，女性較重視人際互動關

係、對他人的關愛等；而男性則較注重競爭、成功、法律、個人權益保障等，如

此的差異透過社會化的過程以及社會結構所形塑的人際互動模式，持續地強化了

兩個性別之間的差異，但是其也特別強調兩性如此的差異，並無絕對的優劣高下

之分(楊婉瑩，2001b)。除了 Galligan，Rhode(1990)也指出 Alison Jaggar，Nel 

Noddings，Susan Okin，Mary Obrien，Sra Ruddick 等女性主義學者皆認為女性大

多在歷史脈絡中扮演具關愛特質的照顧者角色。 

    上述這些偏向認知心理學的討論，普遍受到質疑其可能本質化男女的差異、

將兩性的差異侷限於傳統的認知層次，因此接下來的學者就開始主張性別的差異

可能來自於社會建構。傳統觀點對公/私領域的區隔賦予男性與女性不同的社會

角色與社會功能，使得女性被要求持續扮演家庭照顧者的角色且發展出與男性不

同的特質。這樣的概念運用於政治層面上，兩性的特質差異也將轉化為男女兩性

不同的政治視野、政治興趣與政治行為(Kelly,M.A.&Horn，1991)。以上研究說明

了女性國會議員所關注的議題通常與男性有異，而這些議題則多半與婦女、兒童

及家庭有關(楊婉瑩，2001b)，這與認知心理學以及傳統的性別角色化觀點互相

呼應，不同的是，其是源自於社會化的結果。 

    在傳統的性別刻板印象影響之下，多半認為與男性相關的特質，如明快、果

斷、主導等，較有利於權力的運用以及建立有效的領導。如 Eagly、Wood 與

Diekman 在 2000 年的研究即指出，可以藉由性別角色的制控(agentic)―共享

(communal)這兩個向度來瞭解不同性別領導者的權力行使風格，一般來說，男性

被認為比女性更具有制控特質，其中包括堅定、控制等；而女性則普遍被認為較

男性具有共享特質，如情感性、仁慈、同情、溫和等。但是領導的效能是否真的

與性別所呈現的特質相關？是否真如過去研究所顯示，一般男性所具備的特質較

為接近領導者特質？從性別面向出發所分類的權力行使模式又是呈現怎樣的面

貌？是複製父權的？還是兩性有別的？是否已經超越傳統對權力所認知的上下

位階以及支配的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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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從立法議題的角度來看，女性國會議員通常較為支持婦女權益、健康

醫療、社會福利、婦女、兒童照顧、家庭相關的法案(Carroll,Dodson&Mandel，

1991；Thomas&Welch，1991；Reingold，1992；Thomas，1991，1994)。其次，

觀察立法行為可以發現兩性呈現性別分工的現象，男性專注於國防、外交等硬性

議題(hard issue)，而女性則致力於教育、文化等軟性議題(soft issue)。

Kirkpatrick(1974)就政治角色與立法工作而言，發現女性國會議員較男性國會議

員重視人際關係互動層面，因此女性議員常會自居為問題解決者的角色，而男性

議員則傾向自我定位為政治人物與領袖，重視權力的掌握而非同僚之間的合作。

由此可見兩性在權力行使上是存在著差異性特質的。 

Reingold(1992)的研究中根據兩性之間的差異提出了所謂賦權式以及支配式

的權力行使型態，其選擇 Arizona 及 California 兩州的州議員做為研究對象，透

過詢問他們對權力概念的認知以及權力運用的主張，架構出賦權式以及支配式兩

種代表不同性別屬性的權力運作模式，其中，賦權式接近合作的概念，而支配式

則較接近衝突的概念。國會議員們大都認為領導位置、資深以及任期是其權力的

主要來源，但是有不少議員在訪談時拒絕承認自己曾經使用權力，Reingold 認為

這是因為他們將權力的概念完全等同於 power over 的概念，而忽略了其實權力的

運作還可以有 power to 的方式。而除了這兩類模式之外，Reingold 還在其中分類

出中立的權力行使模式，各類特徵如表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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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性別化權力行使模式之特徵 

權力行使模式 性別意涵 特徵 

賦權 
(Power to) 

(合作) 
女性主義式 

1.權力分享、互動式 
2.民主授權 
3.尋求互相支持的合作式領導 
4.強調人際關係與遊說 
5.誠實、正直、妥協、公平、信任、 
尊重、關懷 

6.強調建立共識的雙贏機制 

 
支配 

(Power over) 
(衝突) 

缺乏性別觀點 

1.命令、控制式 
2.威嚇、高壓統治、重視權威 
3.不輕易改變意志、重視主導性、 
較自我中心 

4.將其意志強加於他人身上 
5.領導者掌握分配資源的權力 
6.私下協商與交換式投票 

中立 中性 
1.培養專業性 
2.避免同時支持過多法案 
3.寫出一份好的提案 

  資料來源：Reingold，1992；本研究整理 

 

然而，Jewell&Whicker(1993)的研究從美國的經驗出發，發現女性領導者在

全部國會議員中所佔的比例，比在女性國會議員中所佔比例的增加速度要來的快

速，這說明了女性議員在國會中不僅是整體人數上的增加，其取得權力位置的比

例也逐漸在上昇中。Jewell&Whicker 假設不論是男性或是女性國會議員，其權力

行使模式都逐漸從傳統的偏男性化轉為偏女性化。其研究設計如表 2-2 所示，將

權力行使風格分為命令(command)、合縱 (coordinating)、共識 (consensus)三類；

將立法目標(legislative goal)分為權力(power)、政策(policy)、過程(process)三類。

其認為文化的期待以及性別社會化造成了男性的權力行使風格偏命令

(command)，女性權力行使風格偏共識(consensus)，中性權力行使風格則為合縱

(coordinate)；在立法目標部份，男性偏向注重權力，女性較重視過程，視政策為

重要立法目標者則為中性。其所指的男性、女性、中性都是根據傳統所認知的觀

點出發，希望藉此作為驗證假設的途徑。Jewell&Whicker 透過這兩個面向將權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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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使模式切割為九種類型，並歸類為(1)支配(dominant)：高內部一致性、低認知

協調性、經常發生；(2)退縮(recessive)：低內部一致性、高認知協調性、極少發

生；與(3)混合(hybrid)等三類，結果發現國會中兩性的性別差異是存在的，女性

比男性更傾向傳統所謂偏女性化的權力行使風格。但是，其亦發現男性逐漸開始

重視共識及組織觀感這些被視為偏女性化的特質，逐漸遠離傳統被視為偏男性化

的特徵，如命令式、重視個人貢獻。因此不論是女性還是男性，都已朝向權力行

使女性化(feminization)的方向發展。 

 

表 2-2 權力行使模式的九種型態 

立法目標 
(legislative goals) 

權力行使風格 
權力 

(power) 
政策 

(policy) 
過程 

(process) 
命令 

(command) 
Dominant 
 (男性) 

Hybrid 
(男性) 

Recessive 
(性別衝突) 

合縱 
(coordinating) 

Hybrid 
(男性) 

Dominant 
(男性&女性) 

Hybrid 
(女性) 

共識 
(consensus) 

Recessive 
(性別衝突) 

Hybrid 
(女性) 

Dominant 
(女性) 

    資料來源：Jewell&Whicker，1993；本研究整理 

 

    國內亦有針對兩性領導模式特徵的研究，黃麗蓉(1996)歸納了男女有別的領

導風格之後，列出五項其認為具有女性特質的領導特徵，分別是：(1)互動型的

領導風格：異於過去的命令控制式領導，創造雙贏的情境(Rosener，1990)。(2)

組織關係呈包容式的蛛網狀：擅長使溝通管道暢行無阻，以環狀的方式領導，而

非將自己的地位視為高高在上(Helgeson，1990)。(3)全觀而多元的思考方式(4)授

能(empowerment)與團隊建立：善於採取雙贏的方式來解決衝突。(5)重視員工的

教育與成長。根據過去的研究，可以大概得知兩性領導與權力行使模式的主要特

質，也可以作為本研究未來分析的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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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研究性別化權力行使的兩性差異，從女性主義與男性主義的面向加以切

割，普遍受到本質化兩性差異的質疑，因此破除性別本質化的性別權力模式分類

才是本研究所欲採行的。Reingold 在 1992 年提出所謂賦權式的權力行使模式近

似於 Jewell&Whicker(1993)研究設計中的女性主義式，而支配式的權力行使模式

則接近男性主義式的，Reingold 的分類方式廣為被接受並採用，因為和其他的研

究相較而言，其較具備女性主義的觀點；Jewell&Whicker(1993)的研究則將權力

施展的性質與過程做更細部的拆解，除了可以使我們了解權力的形態與特質之

外，還可以幫助我們區辨從不同面向切入觀察的權力行使類型；而國內黃麗蓉

(1996)的研究則為我們提供了更細緻的女性領導特徵。 

     

二、影響性別化權力行使模式的因素：主觀、客觀、條件式 

    Powell 早在 1988 的研究中就已經指出，兩性權力行使特質的差異乃起因於

三方面因素，分別是生物性因素(biological)、環境性因素(environmental)、認知性

因素(cognitive)。生物性因素指的是天生性別上的差異決定了兩性不同的人格特

質與權力行使方式；環境性因素指的是兩性在不同的社會化過程中形塑出相異的

特質與行為；認知性因素則是強調人具有主動的能力，在了解自己性別後有自覺

地選擇符合其性別的方式行事。不論是以上哪個因素，都仍是侷限於性別刻板印

象之中，依然以傳統所期待的性別特質加以觀察，尚未跳脫傳統所架設之性別框

架。運用於社群上是如此，運用於政治學研究上也是如此。 

根據楊婉瑩(2001b)的說法，立法委員之間的差異除了性別認同之外，同時

仍受到主客觀因素特質以及自我和選民認同面向的影響。就立法委員本身所具有

的客觀特質而言，其階級、職業、政黨屬性等都會影響其立法行為。一般而言，

階級與職業背景、選民屬性、資源等因素都會影響立法委員的立法偏好。如教師

出身的立委就會傾向關注教育文化議題，來自農業選區的立委則傾向關心農民權

益，擁有財團資源的立委則傾向維護財團利益等。就Hanna Pitkin(1967)所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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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理論14來說，此可謂描述性的代表15(descriptive)。觀察台灣過去的政治歷史，

女性代表進入立法院的管道，除了部分是早年參加反對運動之外，大多是早期經

由家族政治的關係，因為身為女兒、妻子甚至是媳婦，所以取得參政機會，如此

的女性代表往往表現的較不具女性特質，因其出身仍是處於一個父權宰制的脈絡

之下。除此之外，更有不少數目的女性立委是源自軍系背景或眷村支持，然而具

有如此特殊背景的女性代表所表現出來的立法行為與權力運作方式自然與一般

傳統所認知的女性代表迥然不同，通常因為出身軍系，所以被認為是較為接近軍

人所具備的男性強勢作風之風格。 

    然而楊婉瑩(2001b)也指出除了客觀特質之外，立法委員本身的主觀認知也

會影響其立法行為與政策偏好，此主觀因素包含了性別角色認知與選民認同認知

等方面。就代表性的觀點來說，立法委員與選民在主觀意識上的認同較立委本身

所具備的客觀因素來的重要許多，換句話說，也就是實質性代表16(active)所具備

的意義遠大過於描述性代表。以楊婉瑩(2001b)的訪談資料來看，就有立委指出：

「女性代表若只有女兒身沒有女兒心，那麼他在進入政治權力系統中就會習慣使

用過去所學到的那套男性鬥爭的方式去取得及維護她的權力，如此一來只是把女

人當成投票的工具，這是沒有自覺的女性代表。｣由此可以很明顯的觀察出主觀

因素的重要性。因此女性立法委員的自我主觀認知也就深深地影響著其在政治權

力系統中的立法表現。若是其主觀認知仍是處於男性長期掌控的文化脈絡之中，

那麼其表現將會與男性無異，不僅失去女性代表的特殊性意義，更會複製父權式

的權力行使方式。 

    除了上述客觀以及主觀因素，在分析性別化權力行使的形成因素時，更應該

將組織的條件式(contingent)因素納入其中，因為組織生態與脈絡都深深地影響著

                                                 
14 Hanna Pitkin(1967)將代表性區分為三種：描述性代表(descriptive)、象徵性代表(symbolic)、實

質性代表(active)。 
15 描述性代表意指代議士與其選民擁有相同的特徵、具有相同的背景，或是具有相同的生活經

驗，例如基於相同的種族、性別、職業、來自同一地區等，這是假設只要屬於同一團體的成員就

會更促進所屬團體的利益，如女性議員代表女性、鄉村議員代表農民。 
16 實質性代表意指代議士能了解並且代表其選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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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力運作的型態，尤其是在立法院委員會這樣一個強調面對面溝通(face to face)

的特殊性組織中更是如此。 

然而組織相關的層面牽涉很廣，可以從組織成員比例、組織文化、組織規範、

組織情境等方面加以探討。一般來說，組織成員的兩性比例對組織的運作有著顯

著性的影響，早期國會中的女性比例很低，使得女性無法自由地表現自己，只能

默默的做著早已被男性化的立法工作、在既定的性別角色中求生存。因此

Kanter(1977)主張兩性在組織中數目的均衡是影響組織行為的關鍵因素，若是數

目相等的兩性一起工作，則女性消極性的工作特徵17就會消失。Dahlerup(1988)

的研究則認為當女性數目達到組織的 30%時，就可以成功跨越關鍵人數的門檻，

也較具有影響力。 

組織文化對於組織的行為也有明顯影響，其指的是一種引導組織成員行為的

無形力量，其中包含組織成員共同具有的態度、價值、信仰、意識形態、哲學、

規範及準則(Hatch，1993)。由於組織文化對於組織成員有著規範性的力量，因此

處於具有不同組織文化的組織中，受到組織的影響也自然有所不同。根據

Mainiero(1989)所說，保守的組織文化強調傳統的價值與行事方式，而自由的組

織文化則強調創新和發明，因此保守文化對女性的性別角色有著較嚴厲的規範，

也較缺乏彈性；而自由的文化則採取較為開放的態度，對待成員也較為寬容(黃

煥榮，2005)。組織文化對於成員的影響可能較其他因素來的根深蒂固也更不容

侵犯。當成員加入組織時，就開始受到組織文化的影響。若組織文化長期對女性

歧視，存在性別刻板印象認為女性不適合擔任領導者，則在如此組織中擔任領導

者的女性就無法得到組織成員的認同，也使得其權威被組織所弱化，因此無法展

現其特有的權力行使風格，反之，若組織文化重視合諧，那麼對於女性召委的包

容度也會因此提高。 

組織規範與情境因素的影響也不容忽視，由於社會長期對女性角色的定位仍

                                                 
17 以Kanter(1977)所言，女性在工作場域中的人數過少會有以下幾項消極性的工作特徵：(1)受到

特別關注而倍感壓力，無法好好表現。(2)感到被其他成員孤立，其與男性的差異不斷的被放大。

(3)被壓縮到既定的性別角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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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留在家庭的面向上，使得女性國會議員很難受到同儕尊重，因此若女性領導者

要能做出有效的權力行使，則運用制度規範就顯得相當重要，當女性領導者身處

一個規範嚴格的組織中，就必須凡事依照規範行事，因為只有符合規範，其領導

才能夠被成員所接受。組織的情境因素也可能包含政黨生態，當委員會領導者身

為執政黨國會議員時，其對於法案的推動具有責任，因此傾向讓法案順利立法，

而在野黨召集委員則不必背負執政包袱，因此以監督法案為主要職責(鄭勝元，

2005)。 

我國立法院目前的常設委員會數目有 12 個，每個委員會都具有其獨特的組

織文化與特色，如黃秀端(2000)所言，即使在立法院的內部規範之下，委員會成

員仍有某種程度的自由去建立其內部的決策風格與決策過程，有些委員會強調專

業取向，有些委員會受到黨派意識形態的影響，有些委員會則有相當強勢之召集

人，因此處於不同委員會的召集委員所可以掌握的權力大小也就有所不同，如一

般認為教育與文化委員會的組織內部自主性較高、較具專業性、對於法案的討論

具有決定性，而國防委員會多以軍系立委為主、聽從政黨指示、護航政黨政策、

組織自主性較低，因此在這兩個委員會中的召集委員的權力大小與行使狀況自然

就呈現不同的面貌，在教育與文化委員會中，召集委員的地位受到較多的尊重，

因此權力較大，而在國防委員會中的召委權力則較小，反而所屬政黨的影響力較

大。 

    綜合了以上性別化權力行使模式的型態，本研究形成了賦權式以及支配式兩

類權力行使模式，本研究期盼可以在這些因素上做出更細部的討論並檢驗男女兩

性在性別化權力行使模式上所呈現的異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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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dson& Carroll(1991)則使用美國CAWP(Center for the American Women and Politics)的調查資料作研究分析，其期盼在兩性國會議員的權力行使模式上找到顯著性的差異，研究前假設女性議員偏好共識型的模式，而男性議員則為傾向實用主義、且講究層級的。但是研究結果卻推翻了原先的假設，顯示大部分的男女議員在權力行使上都傾向選擇所謂女性主義式(feminine)的，也都同意採取所謂女性主義式的模式是成為成功領導者所必須具備的重要部份，例如：提供他人開放的機會、說服別人改變原始立場的能力、鼓勵他人參與討論、接納他人看法等。 
	除此之外，Blair& Stanley(1991)針對Arkansas及Texas兩州議員進行研究，也提出與上述研究一致的看法，認為兩性在議題的專業性、有關議事規則和議事過程的知識、工作認真程度與貢獻、受信賴的程度、對政治的敏銳度、妥協與創造聯盟的能力等皆呈現不相上下的情況，他們並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那就是女性議員提及力量(power)、採取獨斷及侵略性 的談話次數甚至比男性議員更高，也就是說女性甚至比男性還要傾向採取所謂具有男性氣概的權力行使模式，其推測可能是因為女性做為一個少數團體因其脆弱性而不得不作的策略性選擇。那麼當女性不再是少數團體時，其是否還會運用如此的方式捍衛自己地位，就有其他研究可以說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