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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四章中，已經初步針對影響召集委員權力行使的各項因素進行 t 檢定、

變異數分析以及多重比較，結果發現在性別相關因素以及非性別相關之控制因素

中，皆有部分變數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顯示這些變數對於召委的權力行使模

式的確具有一定程度的影響。然而，變數之間的關係並不能完全解釋因果關係，

因此若想要更進一步了解各個變數在模型中的影響力大小，就必須使用其他的統

計分析方法加以檢驗。 

    本研究根據五個測量依變數1之分數加總得來的權力行使模式分數，然而由

於個別依變數在測量的本質上具有差異，也分別測量到不同強度的權力行使，

如：召委的發言時間可以看到其發言風格、召委的發言次數可以看出其介入頻

率、召委的主導行為及打斷他人發言則屬於比較強烈的權力行使等。因此本章將

針對影響五個測量依變數進行文本論述分析，論述個別依變數之間的差異、接著

再將依變數合併進行差異性比較，最後針對合併五個測量依變數後的召委權力行

使模式分數做多元直線迴歸分析之普通最小平方法(OLS)的分析，嘗試藉由模型

的建立來加以檢證並估計，當其他條件因素控制不變的情況之下，每個依變數分

別受到哪些變數的影響，若是有影響則再進一步觀察影響力之大小與方向。 

 

第一節 召委權力行使行為差異之文本分析 
本研究之權力行使模式分數乃根據五個測量依變數的分數加總而來，其中包

括召委發言時間比較、召委發言次數比較、召委主導行為、召委打斷他人發言行

為、召委發言被他人打斷行為，然而由於個別依變數在測量的本質上皆具有差

                                                 
1 個別依變數包括召委發言時間比較、召委發言次數比較、召委主導行為、召委打斷他人發言行

為、召委發言被他人打斷等五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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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也分別測量到不同強度的權力行使行為，因此本節將針對影響五個測量依變

數進行分析，一一論述個別依變數之間的差異。 

首先談到的是召委的發言時間比較以及召委的發言次數比較，根據會議規

則，身為一個中立的主席應當只會為了主持會議而出現與會議程序相關的發言，

並不會在主席之位表達個人之意見，然而筆者觀察立法院公報所發現的現象則並

非如此，擔任主席的召委往往利用會議主席的身份，頻頻發言宣示自己的立場與

表達自己的意見，藉由不斷的發言來使自己中意的法案順利通過，或是阻撓自己

反對的法案進行審議。 

會議中，召委的發言時間不僅表示召委在會議中的介入程度多寡，也可以藉

此觀察個別召委不同的發言風格，如：有的召委習慣代替官員解釋法案或是強調

主席權威不容他人侵犯，因此主席的發言時間自然較多、有的召委習慣發言簡潔

有力，不習慣作冗長的解釋，卻可以清楚表達立場、有的召委則習慣堅守主席之

位，扮演一個中立角色而不輕易發言，這些不同的風格都可以從立法院公報中觀

察的到，如以下兩個例子所示： 

 

主席(李慶華)：剛剛劉委員提到早上有人要罷免主席，相信要罷免我的 

人，看到我今天這種英明的表現一定很後悔早上的罷免之舉。只要請我 

喝咖啡，我就原諒你們！ 

(立法院公報 91 年 66 卷第 2 期/p.70/內政及民族委員會) 

 

主席(黃昭順)：大家都要有擔當，肩膀要硬一點，有 LP 就是有 LP，沒 

有 LP 就是沒有 LP，不要在那邊說些有的沒的。 

(立法院公報 93 年 44 卷下期/p.162/法制委員會) 

 

根據筆者觀察立法院公報的經驗，召委發言經常只是一句話，鮮少召委有冗

長的發言，因此召委在會議中的發言時間通常不長，但是發言次數卻較多，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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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委的發言時間和發言次數就分別代表不同意義。若是將測量召委的發言時間當

作偏向「質」的內容觀察，那麼測量召委的發言次數就可以說是偏向「量」的頻

率測量。召委的發言次數可以明顯測量出召委對當次會議所審查之法案的介入程

度，若召委在會議中頻頻發言，那麼就表示召委急欲介入、希望影響法案的審查

及會議的進行，若召委在會議中始終擔任中立之主席，則表示召委對該次會議審

查之法案的介入慾望較低，這樣現象的差異也可以從立法院公報中觀察的到，如

以下例子： 

 

主席(陳學聖)：請大家就座。本席還是要說，既然我是主席，我就有完 

全的責任。……請尊重主席的裁示權，不要再為各別的意見發言。 

馮委員定國：我再說一次…… 

主席(陳學聖)：都是你在講，你請坐好嗎？ 

馮委員定國：因為你不讓我們發言…… 

主席(陳學聖)：主席有自己主持會議的風格，不必要照馮委員的風格走。 

馮委員定國：這不是風格，而是程序問題。 

主席(陳學聖)：本席依法行事。各位請坐，大家都不要再發言了。 

(立法院公報 91 年 74 卷上期/p.165/內政及民族委員會) 

 

    其次談到的是召委的主導行為，本研究所測量之召委主導行為包括召委在會

議中採取主導性用語、言語謾罵或強調主席權威等，召委如此行為並不常見，因

此可以說是較為強烈的權力行使形式。在必要時，召委可能為了促使政黨法案或

己身合意的法案過關，也可能為了達到自己的立法目標，而在會議中採取較為主

導性的行為。如以下例子，當日會議審查的法案是性騷擾防治法，分別有三個不

同的女性立委所提出的版本，當日主席蔡玲蘭委員強調其為了配合各黨團之要求

才排入該法案，希望盡力促使該法案盡快過關，因此發現主席偏主導性的發言，

從以下這些發言可以看出其希望可以主導法案審查的程序、使法案盡快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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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委員慧珠：(在席位上)剛剛周委員主張這部分朝野協商，本席建議將 

這部分保留到朝野協商。 

    主席(蔡玲蘭)：不，剛才是說要把他審查完，然後逕付二讀，不要再朝 

野協商了。 

    ……………………………………………………………………………… 

    主席(蔡玲蘭)：本來今天是沒有時間排進這個法案的，可是各黨團一再 

希望我可以在審查預算這部分裡頭挪出一天安排議程討論它，所以，才 

有今天的會議。在秦委員還沒來之前，黃委員與周委員都希望不要再協 

商，我也就尊重當時大家的意見。…… 

(立法院公報 93 年 45 卷下期/p.27-28/衛生環境及社會福利委員會) 

 

    另一種則發生於如此情形，當召委較資深或當次會議審查的法案是自己提案

時，也會經常出現主導性的用語，這是由於召委本身對於該法案之專業性較高或

有強烈之立法慾望的緣故。如以下例子，當日會議審查的法案是強制汽車責任保

險法修正案，分別有四個版本，其中一個為行政院所提出的版本，另一版本則為

當日會議主席執政黨委員余政道所提出的，主席為了捍衛自己的法案以及政黨的

意志，在會議中多次出現具有主導性用語的發言，甚至不惜與委員互相謾罵： 

 

    殷委員乃平：這是財政部的法規，但是財政部沒有人來，要審什麼？有 

沒有搞錯？ 

    主席(余政道)：是你有沒有搞錯！方才已經解釋得非常清楚了。 

    ……………………………………………………………………………… 

    沈委員智慧：他先不要臉，先亂講話！ 

主席(余政道)：是誰不要臉阿，是妳不要臉，你自己放棄立法委員的權 

利，是誰不要臉阿！ 

         (立法院公報 93 年 43 卷下期/p.266-272/財政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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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特殊的狀況則是，某些主席可能習慣於採取偏主導的方式主持會議，在筆

者觀察中，有部分召委在擔任會議主席時，多次使用主導性的用語，不論對立委

或行政官員皆是如此。如以下例子： 

 

主席(馮定國)：本席現在講話你沒有在聽，就是在浪費我的資源，主席 

正在裁奪你講的話。……我自認主席當的非常成功。 

(立法院公報 91 年 42 卷下期/p.108/內政及民族委員會) 

 

陳副秘書長哲男：對於長官的指示，不宜多問。 

主席(秦慧珠)：長官叫你做什麼你都做嗎？ 

陳副秘書長哲男：我們長官很理性。 

主席(秦慧珠)：你們長官非常不理性，他今天早上在這裡表現得很不理 

性，你去了解一下他有沒有聯共賣台。 

(立法院公報 91 年 76 卷上期/p.205/法制委員會) 

 

也有部分主席較為強調主席權威，希望出席會議的委員和官員都在其所安排

的程序下審查法案、進行會議，絕對不允許有人挑戰主席地位、更無法容忍有成

員對主席不禮貌，在其言語中充分表現出強調主席地位的意志，也往往因此採取

較為偏向控制式的權力行使行為，甚至出現不理性的謾罵言論，如以下例子所示： 

 

蘇委員盈貴：(在主席台前)你搞什麼東西呀！ 

主席(秦慧珠)：警察進來把蘇委員拖出去，這太過分了！ 

朱委員鳳芝：這到底怎麼回事？ 

主席(秦慧珠)：這個人神經病，跑到這裡罵主席在搞什麼東西…… 

    蘇委員盈貴：(在席位上)她把高委員和妳的名字劃掉！ 

    朱委員鳳芝：為什麼要劃掉？ 

    主席(秦慧珠)：對阿！不可以嗎？我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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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秦慧珠)：這種事，你不能用商量的嗎？你對我大吼大叫幹什麼？ 

你剛才跑來對我說要對我翻臉，搞什麼東西阿！搞什麼東西阿！把他 

拖出去，給他一點教訓！ 

(立法院公報 92 年 58 卷下期/p.35/司法委員會) 

 

主席(黃昭順)：協商條文沒有爭議的部分，由於大家都沒有爭議，就修 

正通過。至於，兩個修正動議則保留朝野協商。 

吳委員東昇：(在席位上)反對！ 

主席(黃昭順)：但是有委員支持，我的處理是送朝野協商，吳委員今天 

都沒有來開會，現在一來火氣就這麼大，到底有沒有量體溫呢？ 

呂委員學樟：(在席位上)既有爭議，就進行表決。 

主席(黃昭順)：本席不希望表決，現在繼續休息十分鐘。 

(立法院公報 92 年 27 卷下期/p.23/法制委員會) 

 

最後談到召委打斷他人發言行為以及召委發言被他人打斷行為，根據議事規

則，身為一個主席的職責應當是以維持會議進行的秩序為主，不僅不會以主席之

位表達個人意見，更不會無故打斷其他成員的發言。然而筆者觀察立法院公報所

發現的實際狀況則並非如此，擔任主席的召委沒有堅守中立主席原則的情形在現

實狀況中屢見不鮮，有些主席不離開主席之位即在會議進行時頻頻發言，有些主

席為了維持會議進行之秩序而發言，有些主席甚至為了表達己見而打斷其他成員

的發言。但是一般而言，主席打斷其他成員發言的行為通常還是發生於成員產生

衝突或是對於議決法案意見相左之時，如以下這個例子所示，會議中有兩位委員

因為質詢發言的內容意見不合而產生激烈衝突，主席為了維持現場秩序，使會議

得以繼續進行，就以強調主席權威來解決該衝突事件，因此頻頻打斷發生衝突之

委員的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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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委員麗環：對不起，我是在質詢部長，不是質詢你。 

林委員重謨：(在台下)他可以利用質詢的機會來扭曲我嗎？可以這樣嗎 

？可以這樣嗎？ 

楊委員麗環：我沒有！ 

林委員重謨：(在台下)如果可以這樣的話，大家… 

主席(李嘉進)：你出去啦！請你出去！警衛進來，請他出去啦！ 

………………………………………………………………………………… 

    林委員重謨：(在台下)你試試看！你幹什麼？你是大家叫你要維持秩序 

的！你在這邊亂… 

主席(李嘉進)：通知議事處加派警力！請警衛隊小組長過來！ 

………………………………………………………………………………… 

林委員重謨：(在台下)主席，我跟你說… 

主席(李嘉進)：你的話我沒聽到，我沒聽到。 

………………………………………………………………………………… 

林委員重謨：(在台下)我最痛恨人家… 

主席(李嘉進)：…林重謨委員，你再講一句話，我就請你出去！ 

 (立法院公報 92 年 5 卷第四期/p.80-83/財政委員會) 

 

    然而，根據一般邏輯而言，召委打斷他人發言的行為及召委發言被他人打斷

的情形同時發生屬於正常情況，也就是雙方對於法案的意見有衝突產生之時。如

以下這個例子，當日審查的是極具爭議的公民投票法，藍綠立委意見相左的情形

十分嚴重，不僅會議主席對於會議程序的裁決頻頻受到其他成員的挑戰和質疑，

委員之間也產生衝突，主席為了使會議得以進行，採取頻頻打斷其他成員的發言

的方式主持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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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陳建銘)：現在開始詢答。請張委員秀珍發言。 

    李委員慶華：(在台上)散會動議。 

    ………………………………………………………………………………… 

    羅委員志明：(在台下)為什麼你們要剝奪我們的發言權？難道你們不敢 

討論公投法嗎？ 

    陳委員學聖：(在台下)上午主席還消失了一個半小時…… 

    主席(陳建銘)：現在休息，進行政黨協商。 

    ……………………………………………………………………………….. 

    馮委員定國：主席剛才處理的是今天晚上要審到完畢，… 

    主席(陳建銘)：那個已經表決通過了，所以現在要進行詢答。 

    ……………………………………………………………………………….. 

    鍾委員紹和：(在台下)散會！散會！ 

    主席(陳建銘)：請各位委員就坐，否則就請警察同仁維持秩序。…… 

    劉委員政鴻：(在台下)請主席尊重議事規則！請主席尊重議事規則！ 

    朱委員鳳芝：(在台下)主席太沒有魄力了！好不容易當個主席，怎麼變 

成這樣呢？散會動議本就應該優先處理。 

    主席(陳建銘)：請各位尊重葉委員宜津的發言權。我現在是第一次警告 

你，如果警告三次還是這樣，我一定請警察把你趕出去！ 

(立法院公報 92 年 19 卷下期/p.374-379/內政及民族委員會) 

 

但是，根據筆者之觀察，也有例外的情況，這樣的情形往往發生在會議主席

對於當日審查之議案有急切通過的慾望，尤其是當議案為主席本身的提案時，因

此頻頻打斷其他成員之發言，希望透過發言充分解釋法案內容、爭取其他成員的

認同。如以下這個例子，當日審查的法案為輪值主席之提案，主席為了法案可以

儘快通過，因此經常逾越主席之位，以打斷他人發言的方式對法案內容加以說

明、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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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委員正元：當時的爭議是所謂通訊紀錄係包括身分證號碼… 

主席(林志隆)：不是，那是使用者資料。 

……………………………………………………………………………… 

王委員鍾渝：……如果這個地方被限死了，則詐欺集團就會一窩蜂的 

跑到國外，我們常說詐欺集團大多來自國外… 

主席(林志隆)：王委員，基本上如果業者有跟國外業者訂定協定的話， 

還是可以查的到，所以並不衝突。 

(立法院公報 94 年 5 卷下期/p.91-93/科技及資訊委員會) 

 

從以上討論可以看出，本研究之五個測量依變數各有其測量上的代表意義，

不同行為也都受到不同因素的影響，召委的發言時間表示召委在會議中的介入程

度多寡以及召委發言的風格，召委的發言次數則可測量召委對當次會議法案的介

入程度，若是測量召委的發言時間視為偏向「質」的觀察，那麼測量召委的發言

次數就可視為偏向「量」的測量。而召委的主導行為、召委打斷他人發言行為及

召委發言被他人打斷的情形，皆屬於會議中較為不常見的行為，因此筆者將其視

為較為強烈的權力行使行為。因為召委不同之行為所產生的權力行使種類也有所

不同，無論召委採取的是主導性的發言、強調主席權威、言語的謾罵、或打斷他

人發言的行為，皆有其目的所在，因此本研究接著將在量的測量上採取連續性之

指標加以操作，希望透過如此的方式，捕捉召集委員權力行使行為之多樣性的面

貌。 

 

第二節 依變數測量之穩定性檢證 
本研究在依變數的分析上根據五個測量的項目為主，其中包括召委發言時間

比較、召委發言次數比較、召委的主導行為、召委打斷他人發言行為、召委發言

被他人打斷等，每個項目分別給予 0~2 分不等的分數，再將五個項目之分數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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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形成召委的權力行使模式分數，因此權力行使模式分數的總分範圍為 0~7

分，分數越低表示越偏向賦權式的權力行使模式，分數越高表示越偏向支配式的

權力行使模式。為了檢驗本研究權力行使模式分數之穩定性，尚採用另一種給分

方式加以檢證，將召委有打斷同事發言、召委發言沒有被同事打斷及召委有主導

性的用語或行為這三種較為強烈且較少發生的情形各給 2 分，其餘給分方式依照

第三章之研究設計不變，形成一個總分介於 0~10 分的權力行使模式分數(A)。由

於兩個權力行使模式分數皆為連續變數，因此採取皮爾森積差相關加以分析，如

表 5-1 所示，得到相關係數為 0.967，且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 

 

表 5-1 權力行使模式分數及權力行使模式分數(A)之相關分析表 

 權力行使模式分數 

權力行使模式分數(A) 0.967(.000) 

       註：表中數字為 Person 相關係數，括弧內數字為 p 值。 

     

表 5-1 中顯示無論召委有打斷同事發言、召委發言沒有被同事打斷及召委有

主導性的用語或行為這三個項目給 1 分或 2 分，所形成的權力行使模式分數及權

力行使模式分數(A)之間呈現高度相關，因此得以推論兩種給分的不同並不會影

響本研究的分析結果。 

然而，由於本研究設計依據次數分配，為了顯示召委發言時間及召委發言次

數大於其他委員平均之主導性強烈，也為了使這兩個變數更具有變異性，因此採

取兩個切點的方式給 0-2 的分數。因此相對於其他三個變數而言，召委發言時間

及召委發言次數這兩個變數的測量就具有加權的效果，為了檢驗採取兩個切點給

分的方式對於權力行使模式分數是否具有影響，因此採用另一種給分方式，將召

委發言時間小於其他委員之平均給 0 分、大於其他委員之平均給 1 分，再將召委

發言次數小於其他委員之平均給 0 分、大於其他委員之平均給 1 分，其餘各變數

之給分方式依照第三章之研究設計不變，形成一個總分介於 0~5 分的權力行使模

式分數(B)。由於這兩個權力行使模式分數亦皆為連續變數，因此仍採取皮爾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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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差相關加以分析，如表 5-2 所示，得到相關係數為 0.923，且達到統計上的顯

著水準。 

 

表 5-2 權力行使模式分數及權力行使模式分數(B)之相關分析表 

 權力行使模式分數 

權力行使模式分數(B) 0.923(.000) 

       註：表中數字為 Person 相關係數，括弧內數字為 p 值。 

     

根據表 5-2 所示，無論召委發言時間及召委發言次數這兩個變數的測量是採

取一個切點或兩個切點的給分方式，所形成的權力行使模式分數及權力行使模式

分數(B)之間呈現高度相關，因此得以推論兩種給分方式的不同並不會影響本研

究的分析結果。 

由上所述，可確定本研究之依變數測量具有相當的穩定性，給分方式不同所

形成的不同權力行使模式分數之間皆具有高度相關性。也為了在這三項尺度中，

選擇一個介於中間的尺度，因此採取 0~7 分的給分方式作為本研究之召委權力行

使模式的指標。 

根據以上所形成之權力行使模式指標，本研究接著將嘗試從性別相關因素與

非性別相關因素兩個部分加以討論，針對個別自變數做召委權力行使模式的差異

性比較，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推論並了解個別自變數對於召委權力行使模式的

影響。 

首先討論的是性別相關因素，本研究根據自變數類別數目不同，分別採取 t

檢定及變異數分析。根據表 5-3 及 5-4，可以發現性別相關因素當中，有三個變

數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其中包括發言人數性別比例、發言人次性別比例以及

法案性質因素。這樣的結果不僅再一次看到法案以及組織因素的重要性，也可以

進一步發現到組織性別比例的影響力，更提供了關鍵人數理論更可靠的印証。對

於召集委員的權力行使模式來說，召委所處的組織環境以及當日所審查的法案性

質皆為重要的因素，當法案是狹義私領域議題時，召委為了引起成員注意，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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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偏向支配式的權力行使模式，而組織的組織性別比例也是一個重要因素，不

僅說明組織環境的重要性，也提供召委權力行使模式歸類的一個良好思考方向。 

 
表 5-3  個別性別相關因素與權力行使模式分數之 t檢定表 

影響因素 項目 個數 平均數 標準差 自由度 t 值 
男 312(74.6) 2.42 1.74  

性別 
女 106(25.4) 2.47 1.78 416 0.245 
否 180(43.0) 2.30 1.71  

性別管轄權 
是 238(57.0) 2.54 1.79 416 -1.368  

沒過門檻 192(46.0) 2.50 1.76   
委員會性別比例 

過門檻 226(54.0) 2.38 1.77 416 0.690 
沒過門檻 217(51.9) 2.27 1.71   

發言人數性別比例 
過門檻 201(48.1) 2.62 1.81 416 -2.034* 

沒過門檻 215(51.4) 2.25 1.69   
發言人次性別比例 

過門檻 203(48.6) 2.63 1.82 416 -2.210* 
註：1. N=418。 

2. 括弧中之數字表示百分比。 

3. t 值以灰色醒目表示達到顯著水準，*表示 p<.05(雙尾檢定)。 
 

表 5-4 法案性質因素與權力行使模式之變異數分析表 

項目 非私領域議題

包含 
私領域與非

私領域議題

廣義 
私領域議題

狹義 
私領域議題 

F 值 

權力行使模式分數 2.23(298) 2.38(21) 3.00(86) 3.38(13) 5.678* 
註：1. N=418。 

2. F 值以灰色表示達到顯著水準，*表示 p<.01(雙尾檢定)。 

    3. 表中數字為平均數，括弧中數字為個數 N，所以第一個細格的數字 2.23(298)表示在當次

會議法案非性別議題這個類別中有 298 個樣本，其權力行使模式分數之平均值為 2.23。 

 

在非性別相關因素部份，本研究亦根據自變數類別數目不同，分別採取 t 檢

定以及變異數分析，得到的結果如為表 5-5、表 5-6、表 5-7、表 5-8，根據以下

這四個表可以發現，有三個變數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其中包括召委對法案態

度、組織文化及法案來源等因素。召委對法案的表態會影響召委的權力行使模

式，這是可想而知的結果，因為召委鮮少針對法案做表態，因此只要召委有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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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態時，即代表召委對於該法案有自己的意見，就可能會加以護航或阻撓，權力

行使模式也會較為偏向支配式。法案來源因素的解釋也是如此，因為法案是召委

本人提案，召委自然就具有強烈的立法慾望，希望自己所提的法案可以順利通

過，因此召委的權力行使模式也會偏向支配式。值得一提的是組織文化因素的影

響，組織文化因素說明了組織環境的重要性，組織文化的不同也會使得組織中的

成員行為有所不同，當組織內發生衝突時，召委往往會採取較為偏向支配式的權

力行使模式。 

 
表 5-5 個別非性別相關因素與權力行使模式分數之 t 檢定表 

影響因素 項目 個數 平均數 標準差 自由度 t 值 
執政黨 183(43.8) 2.55 1.72  

黨籍 
在野黨 235(56.2) 2.35 1.79 416 1.137  

選區無關 378(90.4) 2.46 1.76   
選區因素 

選區相關 40(9.6) 2.17 1.78 416 0.983 
學經歷無關 205(49.0) 2.49 1.75   

學經歷背景 
學經歷相關 213(51.0) 2.38 1.78 416 0.596 

資深 273(65.3) 2.42 1.67   
資深程度 

非資深 145(34.7) 2.47 1.93 416 0.283 
無表態 353(84.4) 2.25 1.68  

召委對法案態度
有表態  65(15.6) 3.45 1.85 416 -5.186** 
無衝突 397(95.0) 2.37 1.71  

組織文化 
有衝突 21(5.0) 3.62 2.27 416 -3.193*  

註：1. N=418。 

2. 括弧中之數字表示百分比。 

3. t 值以灰色醒目表示達到顯著水準，**表示 p<.001，*表示 p<.05(雙尾檢定)。 
 

表 5-6 法案來源因素與權力行使模式之變異數分析表 

項目 
召委所屬政黨

提案 
非召委所屬政

黨提案 
召委就是提案人 F 值 

權力行使模式分數 2.38(121) 2.35(231) 3.03(66) 4.599* 
註：1. N=418。 

2. F 值以灰色醒目表示達到顯著水準，*表示 p<.01。 

    3. 表中數字為平均數，括弧中數字為個數 N，所以第一個細格的數字 2.38(121)表示在召委

所屬政黨的提案這個類別中有 121 個樣本，其權力行使模式分數之平均值為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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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法案供給量因素與權力行使模式之變異數分析表 

項目 低法案供給量 中法案供給量 高法案供給量 F 值 
權力行使模式分數 2.51(67) 2.21(137) 2.56(214) 1.667 
註：1. N=418。 

2. 表中 F 值無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p>.1(雙尾檢定)。 

3. 表中數字為平均數，括弧中數字為個數 N，所以第一個細格的數字 2.51(67)表示在低法案

供給量這個類別中有 67 個樣本，其權力行使模式分數之平均值為 2.51。 
 

表 5-8 組織規範因素與權力行使模式之變異數分析表 
項目 無異議 協商 表決 F 值 

權力行使模式分數 2.35(246) 2.49(159) 3.38(13) 2.270  
註：1. N=418。 

2. 表中 F 值無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p>.1(雙尾檢定)。 

    3. 表中數字為平均數，括弧中數字為個數 N，所以第一個細格的數字 2.35 (246)表示在組織

規範為無異議這個類別中有 246 個樣本，其權力行使模式分數之平均值為 2.35。 

 

在做過以上差異性比較後，得以了解個別自變數對於召委權力行使模式的影 

響，下節將嘗試把這些自變數放入模型中加以檢證。 

 

第三節 召委權力行使模式之模型檢證 

一、模型建構與變數處理 

在本節中所要探討的是影響召集委員權力行使模式的各項變數分析，因此模

型中的依變數是召委的權力行使模式，根據第三章之研究設計，透過將五個測量

的項目加以合併，形成召委的權力行使模式分數，也就是本章模型中的依變數，

此分數介於 0~7 分之間，屬於一個連續變數，因此筆者選擇建立一個 OLS 多元

直線迴歸模型來對自變數加以檢證，希望透過模型了解在其他變數控制不變的情

況之下，個別自變數對於依變數的影響程度。納入模型分析的樣本個數為 418 個。 

在自變數的處理部份，本模型同時納入性別相關因素及非性別相關之控制變

數等兩大類自變數，在兩大類別之中又分別細分為個數不等的個別自變數共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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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將這些變數皆納入多元直線迴歸模型中加以分析。接著將就個別自變數加以

說明： 

    性別相關因素部份，包括召集委員的性別、法案性質、委員會性別管轄權、

委員會性別比例、發言人數性別比例、發言人次性別比例等六個變數，其中召委

的性別、委員會性別管轄權的有無、委員會性別比例是否有超過全院門檻、發言

人數性別比例是否有超過全院門檻、發言人次性別比例是否有超過全院門檻這五

個變數皆為二分類別變數，因此採取虛擬變數(Dummy Variable)的方式加以處

理，而未放入模型中的變數分別是女性、委員會無性別管轄權、委員會性別比例

有超過全院門檻、發言人數性別比例有超過全院門檻、發言人次性別比例有超過

全院門檻，將其估計值設為 0，而法案性質則分為非私領域議題、包含私領域與

非私領域議題、廣義私領域議題、狹義私領域議題四個類別，因為屬於多類別變

數，所以仍是採取虛擬變數的方式放入模型中，其中未放入模型中的變數是非私

領域議題，將其估計值設為 0。 

    非性別相關因素部份，包括召委黨籍、選區相關、學經歷相關、資深程度、

召委對法案態度、法案來源、法案供給量、組織文化、組織規範等九個變數，其

中黨籍、選區相關、學經歷相關、資深程度、召委對法案態度、組織文化這六個

變數皆為二分類別變數，因此採取虛擬變數的方式加以處理，而未放入模型中的

變數分別是在野黨、選區相關、學經歷相關、資深、召委無表態、無衝突事件發

生的組織文化，法案來源分為非召委所屬政黨提案、召委所屬政黨提案、召委本

人提案三個類別，法案供給量分為低法案供給量、中法案供給量、高法案供給量

三個類別，組織規範則分為無異議通過、協商、表決三個類別，因為都屬於多類

別變數，所以仍是採取虛擬變數的方式放入模型中，其中未放入模型中的變數是

召委所屬政黨提案、低法案供給量、無異議通過的組織規範，將其估計值設為 0。 

    因為本模型中的自變數都是類別變數，也都分別採行虛擬變數的方式加以處

理再放入模型，因此所有的自變數都在 0 到 1 之間變動，在模型解釋時，可以直

接根據估計值，也就是β值的數值，做每個自變數對依變數影響力大小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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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模型的檢證與解釋 

經過上述變數處理的步驟之後，本研究將兩大類別共十五個自變數投入模

型，得到了表 5-9 召集委員權力行使模式之多元直線迴歸模型。 

 

表 5-9 召集委員權力行使模式之多元直線迴歸模型(OLS) 

 模型Ⅰ 模型Ⅱ 
性別：男性(女性=0) 0.32(0.22)   
法案性質(非私領域議題=0)   
    包含私領域與非私領域議題 -0.16(0.40)   -0.18(0.39)   
    廣義私領域議題 0.64(0.24)** 0.55(0.22)** 
    狹義私領域議題 1.25(0.49)** 0.98(0.48)*  
委員會性別管轄權：有(無=0) 0.22(0.19)   
委員會性別比例：沒過門檻(過門檻=0) 0.38(0.19)*  0.39(0.18)*  
發言人數性別比例：沒過門檻(過門檻=0) 0.53(1.20)   0.59(1.20)   
發言人次性別比例：沒過門檻(過門檻=0) -0.80(1.21)   -0.76(1.20)   
黨籍：執政黨(在野黨=0) 0.32(0.22)   
是否和選區相關：無關(相關=0) 0.40(0.30)   
是否和學經歷相關：無關(相關=0) 0.06(0.18)   
資深程度：非資深(資深=0) 0.25(0.19)   
召委對法案態度：有表態(無表態=0) 1.19(0.24)*** 1.07(0.23)***
法案來源(召委所屬政黨提案=0)   
    非召委所屬政黨提案 0.13(0.24)   -0.02(0.19)   
    召委本人提案 0.69(0.25)** 0.52(0.24)*  
法案供給量(低法案供給量=0)   
    中法案供給量 0.15(0.27)   
    高法案供給量 0.40(0.27)   
組織文化：有衝突(無衝突=0) 0.74(0.41)*  1.01(0.38)** 
組織規範(無異議通過=0)   
    協商 0.06(0.17)   
    表決 0.71(0.51)   
常數 0.62(0.47)   1.93(0.19)***
Pseudo R2 0.16 0.13 
分析個數 418 418 

性性  

別別  

相相  

關關  

因因  

素素  

非非  

性性  

別別  

相相  
關關  
之之  

控控  

制制  

變變  

數數  

註：1. 表中數字為估計值(β值)，括弧中數字為標準誤(SE)。 

    2. ***表 p<.001，**表 p<.01，*表 p<.05(雙尾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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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模型解釋 

表 5-9 有兩個模型，首先是將十五個自變數投入模型，得到了模型Ⅰ，而為

了檢驗模型Ⅰ的穩定度，本研究再修正模型Ⅰ，將在模型Ⅰ中未達統計上顯著水

準的變數加以刪除，並加入第四章中達到統計上顯著水準的變數，得到表 5-9 召

集委員權力行使模式之多元直線迴歸模型Ⅱ，藉以檢驗在兩個模型中相同自變數

的估計值是否穩定。 

根據表 5-3 之模型Ⅰ所示，在性別相關因素部份，六個自變數中有兩個變數

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在法案性質部分，當次會議審查法案為廣義私領域議

題時，會比當次會議審查法案為非私領域議題時多出 0.64 分，而當次會議審查

議題為狹義私領域議題時，也會比當次會議審查法案為非私領域議題時多出 1.25

分，這是由於與私領域相關的議題在國會中，長期以來都不受到重視，因此召委

若是想要通過私領域相關法案則必須付出更多的心力，才得以引起注意，因此越

是討論私領域相關議題時，召委就越是採取支配式的權力行使模式。在委員會性

別比例的部分，召委在委員會女性比例超過全院女性比例門檻 22.2%的委員會，

會比在沒有超過門檻的委員會多出 0.38 分，也就是較為傾向支配式的權力行使

模式，這說明了組織環境的重要性，顯示性別的組成比例的確會對召委的權力行

使模式造成影響。 

其次，在非性別相關因素部份，根據模型Ⅰ，顯示召委對法案態度、法案來

源、組織文化等變數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召集委員的權力行使模式分數在

對於法案有表態時，會比無表態時多出 1.19 分，也就是說當召委對法案有表態

時，會比無表態時更傾向支配式的權力行使模式。這是因為當召委對法案有特殊

態度時，不論是支持或是反對法案皆會更傾向主導法案，因為有高度的慾望和動

機，希望藉由積極的介入及投入更多的心力以影響法案的審查，因此權力行使模

式也就較具有主導性。法案來源部分，顯示在召委本身就是提案人時，明顯比召

委所屬政黨提案時多出 0.69 分，顯示召委相當重視自己的提案，不僅會盡量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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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提案排入議程，也會在會議過程中對自己的提案展現較大的企圖心、付出

更多努力。而在組織文化的部分，召委在有發生衝突的委員會中，會比在沒有發

生衝突的委員會中，權力行使模式分數多 0.74 分，顯示在組織文化較偏衝突的

時候，召委就會採取較為主導、強勢的作風；而組織文化較為偏和諧、無衝突的

時候，召委的主導性和介入力就會隨之下降。 

 

第四節 小結 
本章使用文本分析的方式說明個別依變數的差異性，也發現召委不同行為分

別受到不同因素的影響。由於召委不同的權力行使行為所產生質的權力行使種類

也有所不同，因此本研究同時採取連續性之指標加以測量，希望透過如此的方

式，探知召集委員多樣性的權力行使行為。採用多元直線迴歸模型，對召集委員

的權力行使模式建立模型，試圖透過這樣模型檢證的方式，找出召委在委員會中

權力行使的影響因素。在模型中，除了瞭解在其他變數控制不變的情況之下，每

個變數對於召委權力行使的影響之外，也希望可以找出哪個變數的影響力較大、

是主要的影響因素。 

研究結果發現，無論是性別相關因素或非性別相關因素都對召委的權力行使

模式產生一定程度的影響。其中可以觀察到，影響召委權力行使的因素分別來自

於兩大類因素之中，其中又以法案性質、法案來源、組織文化以及組織性別比例

的影響力較大，顯示召委的權力行使模式取決於條件式的組織和法案因素，而個

人背景相關因素則是逐漸被弱化。然而性別相關因素與非性別相關因素相比較，

更是經常呈現顯著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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