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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2009 年 8 月日本民主黨（以下簡稱「民主黨」） ，在眾議院選舉
480 席中贏得 308 席取得 執政，終結自由民主黨（以下簡稱「自
民黨」）超過半世紀的執政。但是相隔三年多， 在 2012 年 12 月
眾議院選舉，民主黨僅得到 57 席，自民黨贏得 294 席重新取得執
政。 民主黨的大敗，一般以為並不是因為自民黨很受到歡迎，而是
因為選民對於民主黨的不 滿。事實上，民主黨執政時期，人民最大
不滿就是民主黨的政見沒有落實。不僅如此， 民主黨政權的內閣法
案通過率其平均遠低於戰後的內閣法案通過率。對於超過 300 席、
在眾議院掌有優勢民主黨，為什麼會推動法案不利？政策的僵局是
怎麼造成的。本計畫 以為，民主黨的政策延宕，不是只是因為首相
個人因素、內閣支持度不高，還在於立法過程中受到制約。本文以
為一部分是因為2010年民主黨參議院選舉失利，之後受限於分立國
會難以推動所屬意的法案，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民主黨執政後的制度
導致政策僵局與有限的立法能力。

中文關鍵詞： 日本政治、日本民主黨、立法僵局、分立國會

英 文 摘 要 ： Puzzles of DPJ Governance: Policy Stalemate and Weak
Legislative Ability

The Democratic Party of Japan (DPJ) came into power in 2009
promising to change Japan. However, policy stalemate has
almost become a landmark of the DPJ government. Many
policies which the DPJ campaigned on during the election of
2009 have been either disapproved or suspended. Moreover,
the rate of passing bills has been low, much lower for the
rate for the Hatoyama Cabinet and the Kan Cabinet when
compared to the LDP-led cabinets. What explains such a low
passing rate?

Given the empowered cabinet resulting from administrative
reforms since the 1990s, and the majority that the DPJ
enjoys in the Diet, it is puzzling why the DPJ government
has difficulties passing bills and pushing its own policy
agenda. This project argues that the low support rate and
weak leadership cannot explain the policy gridlock of the
DPJ government. Instead, we should investigate the process
how the bills were proposed and discussed in the Diet.
Moreover, this project argues that it is both the divided
diet, and the system that the DPJ proposed where
politicians are in charge of getting the party away from
policy-making that has resulted in the DPJ‘s weak
legislative ability and the legislative gridlock.

英文關鍵詞： Japanese politics, Democratic Party of Japan, Legislative
gridlock, divdied di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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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2009 年 8 月日本民主黨（以下簡稱「民主黨」），在眾議院選舉 480 席中贏得 308 席取得執政，終結自

由民主黨（以下簡稱「自民黨」）超過半世紀的執政。1民主黨代表鳩山由紀夫就任首相時，內閣支持

率更是高達 75%，是一九九〇年代以來僅次於小泉純一郎內閣的最高支持率，顯現人民對於民主黨政

權的期待，希望政黨輪替可以為日本政治帶來新氣象。但是，相隔三年多，在 2012 年 12 月眾議院選

舉，民主黨僅得到 57 席，自民黨贏得 294 席重新取得執政。2 選後民調顯示，只有 2%受訪者認為民

主黨大敗是因為自民黨的政策比較好，超過半數受訪者認為是選民對民主黨政權失望，而對於民主黨

失敗的理由，最多受訪者選的是「政績不理想」。3 

 

為什麼僅隔三年，選民對於民主黨的支持有這樣大的落差？民主黨執政時期的民意調查可以給予我們

一些參考方向。在民主黨執政滿一年時，有 58%受訪者認為「政黨輪替是好的」，但是在執政滿第二年

之後的調查，只有 47%受訪者認為「政黨輪替是好的」，而認為「政黨輪替不好」的民眾比例，更是從

29%上升到 41%（讀賣新聞 2011 09 14）。若是再問到「民主黨是否有執政能力？」，只有 43%受訪者認

為民主黨有執政能力。4 此外，在 2011 年 11 月，76%受訪者認為「日本政治比以前更不好」，對於「當

前日本政治的主要問題」（複選），最多受訪者選擇「政策決定延宕」（讀賣新聞 2011 11 24）。  

 

回顧民主黨執政時期，內閣提出的法案平均通過率只有 67.12%，也就是民主黨執政時期，幾乎有三分

之一的內閣法案沒有通過。5 事實上，許多民主黨在 2009 年競選期間所承諾的政見，不是沒有完成審

查，就是花了很長時間才通過。6 不僅如此，民主黨內閣還撤回包括民主黨在選前強調的兒童津貼，

與政治主導相關法案等四個法案。7 這是自 1958 年以來，第一次有內閣主動撤回提案（藤井直樹，

2012:181）。8 明顯地，民主黨政府的國會議事效率不彰。也難怪在民主黨執政的三年多期間，針對內

閣支持度的例行調查中，「對政策不期待」一直是不支持民主黨內閣的最主要原因。9   

 

對於一個長期反對黨來說，好不容易取得執政的機會，應該會有很強的動機去推動與落實所主張的政

策。但是，民主黨想要推動的改革與制度，因為相關法案沒有通過，受到缺乏法源、不具正當性的批

評，使得運作不是很順利。10 就結果來說，因為民主黨無法推動法案落實政見，最終失去民眾的支持，

對於民主黨整體來說是相當不利的。這引發本計畫想要探討，在國會 480 席中掌握超過 300 席的民主

黨，11為什麼沒有辦法順利推動法案？ 

 

                                                 
1自民黨自 1955 年成立以來，除了 1993-1994年曾短暫下野，直到 2009年 9月，一直是日本執政黨。2009眾議院選舉，

自民黨僅取得 119席（朝日新聞 2009 08 31）。 
2 http://www.yomiuri.co.jp/election/shugiin/2012/  (檢閱時間：2012/12/17) 
3 21%受訪者認為是政績不佳，而 19%受訪者則是認為是選舉的政見（政權公約）不理想。讀賣新聞選後調查

http://www.yomiuri.co.jp/feature/fe6100/koumoku/20121219.htm (檢閱時間：2012/12/20)  
4 在 2012年調查並沒有再重複問上述的問題，因此無法知道 2012年是否看法有所改變。 
5 資料來自內閣府法制局，作者計算，詳見後敘。 
6 例如：勞工就業政策一直是民主黨的主要訴求之一。鑑於 2008年末及 2009年初的派遣工人失業問題，民主黨在 2009

年大選也是極力主張需要修改。2010年 4月（第 174回會期）提出修正案，希望對於派遣的類型與允許有派遣工人的產業

有所限制，但是該法案直到第 180回會期，2012年 3月才成立，而且原本主要希望改革的項目也做了很多的修正甚至遭到

刪除。 
7 包括第 174回會期撤回一個提案（閣法第五十九號）及第 177回會期撤回的三個法案。不過，第 174回會期的提案是在

還沒有交付委員會前就撤案，另提閣法六十號來代替。第 177回所撤回的三個法案，之後沒有再提其他法案代替。 
8 1958年來第一次被內閣主動撤案的法案，就是在第 177回國會遭到撤回，關於兒童津貼給付方式的相關法案。 
9 見歷次讀賣新聞的民意調查 http://www.yomiuri.co.jp/feature/20080116-907457/ 
10 例如：民主黨為了落實政治主導，欲設立國家戰略局來強化政治主導，因為增設「局」涉及行政組織變動，必須修法才

可以設立，但是，由於政治主導相關法案沒有通過，以致於被批評缺乏法源，一直有對省廳沒有拘束力的問題（佐々木毅、

清水真人 2011；黒須卓，2012:151）。 
11 2009年大選，民主黨贏得 308席。2012年 7月，因為消費稅增稅案，前民主黨代表小澤一郎率領 49名反對提高消費稅

的議員，離開民主黨另組新黨。在此之前，民主黨都在國會擁有超過 300席的席次。 

http://www.yomiuri.co.jp/election/shugiin/2012/
http://www.yomiuri.co.jp/feature/fe6100/koumoku/20121219.htm
http://www.yomiuri.co.jp/feature/20080116-907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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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的與重要性 

本計畫主要是探討民主黨政府運作困境以及國會立法效率不佳的原因。研究計畫目的與重要性有三： 

 

首先，探討民主黨政府實際推動法案的情形，有實證重要性。因為日本過去由自民黨長期執政，政府

運作穩定但也相當制度化，民主黨正是主張要改變原來自民黨的決策模式。探討民主黨上台後的日本

政治實際運作，有助於瞭解民主黨與自民黨的差別，以及民主黨政府的運作是出了什麼，以致於短暫

執政就又成為在野黨。 

 

其次，日本國會常被說是內閣的橡皮圖章，不僅內閣提案通過率高，而且內容還很少有被修改，形同

國會只是消極地接受內閣提案。12 但是民主黨執政時期，確有三分之一法案沒有通過，很明顯地，國

會有相當的影響力。探討民主黨推動法案的情形，有助於理解影響與限制日本國會立法的因素，並有

助於釐清在這過程中不同行動者（內閣、國會議員、政黨）所扮演的角色。 

 

第三，探討國會立法效率不佳，有助於我們對於行政立法關係再思考，有理論的意涵。一般以為，內

閣制下，有著國會多數的支持，內閣所提出的法案容易通過。跨國分析顯示也支持這樣的論點：針對

民主內閣制國家，內閣提案平均通過率為 80% (Bowler, 2002:169)，13 同為內閣制的日本，從戰後第 1

回會期到 2009 年 9 月政黨輪替前，平均內閣法案通過率為 85.49%。14 不過，在民主黨執政期間，卻

有三分之一內閣法案沒有通過，不論是跨國或是與日本過去做比較，民主黨政府的議事效率明顯不彰。

理論上應該在國會立法上享有相當優勢的民主黨，卻無法順利推動法案，這意味著除了憲政層次，還

有其他層次的制度因素值得做討論。透過對民主黨政府推動法案的分析，希望可以對於政黨凝聚力、

黨紀研究以及行政立法關係，有更進一步地理解。 

 

三、文獻回顧 

（一）民主黨內閣立法產出情形 

日本國會分為：通常國會、臨時國會與特別國會。通常國會（相當於例行國會，以下簡稱為「常會」），

每年例行召開一次，有會期時間限制，15主要審查預算及其他法案。臨時國會則是內閣或參眾兩院任何

一院四分之一議員要求召開，審查國政上緊急必要的法案。特別國會則是解散眾院舉行選舉後 30 日內

召開的國會(楊鈞池、許介鱗 2006：89-91; 浅野一郎、河野久，2008：18-20)。 

 

民主黨執政時期，沒有解散國會或召開臨時國會，各會期的立法產出情形整理如下表。從表一可以看

出，民主黨內閣提案通過率不高，並不限於特定某個會期。就歷屆會期來看，提案通過率，最高為第

173 回會期的 83.33%，最低則是 181 回會期的 50%，平均內閣法案通過率為 67.12%。16 其中，第 174

回會期法案通過率 54.69%，還是自 1968 年以來常會法案通過率最低的一個會期，為戰後第二低的通

過率（時事通信 2010 06 15）。若是針對臨時國會，第 181 回會期則是法案通過率最低的一次臨時國會。 

 

表一、民主黨執政時期內閣提案數及通過率 (2009/09-2012/12)* 

國會會期 提案數 成立件數 法案通過

比例 (%) 

第 172 回會期(2009/09/16-2009/09/19)（臨時會） 0 0 0.0 

第 173 回會期(2009/10/26-2009/12/04)（臨時會） 12 10 83.33 

第 174 回會期(2010/01/18-2010/06/16)（常會） 64 35 54.69 

第 175 回會期(2010/07/30-2010/08/06)（臨時會） 0 0 0.00 

第 176 回會期(2010/10/01-2010/12/03)（臨時會） 20 11 55.00 

                                                 
12 根據據統計，平均 80%以上的法案是在內容沒有修正下就直接通過（大山礼子 2011: 4）。 
13 最被常引用的內閣制國家英國，內閣提案的通過率更是達到 90%左右(Almond, Powell Jr., Dalton and Strom, 2008)。 
14 參照古賀豪、桐原康栄、奧村牧人（2010）資料，扣除民主黨上台後的第 172回及第 173回的國會，計算第 1回至第 171

回會期，平均法案通過率為 85.49%。 
15 日本通常國會會期 150天，不過實際審查的時間大概只有 120天（向大野新治，2011：330-331; 內田滿編，2008：270）。 
16 在提出法案的會期內沒有完成審查的法案，不管之後有沒有通過，都是計為不成立。若是將有跨會期繼續審議的法案列

入計算，平均法案通過率也是 67%左右，並沒有很大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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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7 回會期(2011/01/24-2011/08/31)（常會） 90 72 80.00 

第 178 回會期(2011/09/13-2011/09/30)（臨時會） 0 0 0.0 

第 179 回會期(2011/10/20-2011/12/09)（臨時會） 16 10 62.50 

第 180 回會期(2012/10/24-2012/09/08)（常會） 83 55 66.27 

第 181 回會期(2012/10/29-2012/11/16)（臨時會） 10 5 50.00 

總和/平均 295 198 67.12 

資料來源：內閣府法制局  作者整理 

*不包括跨會期審議的法案 

 

（二）對於民主黨內閣無法順利推動法案的可能解釋 

關於民主黨政府無法順利推動法案，大約可以分幾個因素來解釋。第一，可以歸因於首相個人領導力

不足，造成政府運作缺乏方向，法案推動困難。例如：前首相鳩山由紀夫處理美軍基地立場搖擺，造

成政府難以做出決定(Rosenbluth 2012, 黃偉修 2011)。或是在環太平洋夥伴協議(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方面，首相沒有整合黨內不同立場，造成政策難以推動（訪談 B4 P2）只是，若是只

以個人因素來解釋，會忽略內閣法案通過率偏低，並不限於某特定內閣，而且三位首相都有試圖改善

政府運作但成效不彰，顯現另外有結構性因素影響立法效率。 

 

第二，民主黨無法順利推動法案，可能與內閣集體支持度偏低有關。理想上，內閣若是有較高的支持

度，代表有比較高的民意基礎，便可以挾著民意的支持去說服國會議員去支持他們的法案。17，在民主

黨執政時期，三個內閣都是在上台幾個月之後支持度就持續下滑，最後甚至不到 20%左右。18因此，

我們可以推論由於內閣支持度不高，難以推動政策。但是，民主黨內閣並不是一開始就支持率低。回

顧過去三十年歷屆首相剛上任時的內閣支持率，只有細川內閣、小泉內閣及第一次安倍內閣(2006.9)

的支持率高於民主黨三個內閣支持率，顯示民主黨內閣也享有一定的自主性去推動政策。19 反而是因

為政策沒有符合民意，運作沒有預期，支持度才下滑，最後迫使辭職下台。20 所以，內閣集體支持度

對於法案推動的影響只能部份解釋國會立法效率不彰。 

 

第三，國會立法效率不佳可能是因為內閣提案過多的結果。由於日本國會會期有一定天數的限制限制，

再加上「會期不繼續」的規定，21法案若是來不及在會期中通過，就會成為廢案。因此，民主黨內閣提

案沒有辦法在會期之內完成審查，有可能是與內閣提案過多有關。檢視過去內閣提出的法案數目，就

1990-2009 年，平均每個常會提出 90 個以上的法案（向大野新治，2011：352）。民主黨執政時期的三

個通常國會（第 174 回、第 177 回、第 180 回會期），則分別有 64、90 與 83 個提案（平均提案數是

79）。在開會時間一定，提案數沒有明顯增加的狀況下，通過率卻比較低，可見民主黨內閣提案通過率

下降，並不是因為提案數過多所造成，而是沒有在國會獲得足夠支持無法通過。在國會掌握多數席次

的民主黨，理當在國會立法上享有優勢，為什麼沒有辦法順利推動法案？本計畫以為，應該要回到民

主黨立法過程與決策脈絡去理解。 

 

四、研究架構與方法 

現有對於民主黨政府運作的研究，不少是透過個案去探討民主黨政府的主張與運作。例如，針對外交

政策與普天間基地問題（黃偉修，2011; 林賢參, 2011; 李世暉，2012; 神保謙，2013; Daniel Sneider, 

2011）、防衛大綱(何思慎，2011; 郭育仁 2013)、對於東日本大地震的回應(吳明上，2012; 王文岳、楊

昊，2013; Krauss, 2013; Shinoda 2013)、或是針對財政政策與預算的研究（手塚洋輔, 2012; 田中秀明，

                                                 
17例如：針對美國政治的研究，就顯示總統聲望較高，比較容易說服國會議員支持通過法案(Edwards 2003; Barrett 2004)。 
18鳩山、菅直人、野田下台時的內閣支持率分別為 19%、18%、及 19%。 
19比較自大平正芳內閣(1978-1980)以來至 2012年野田佳彥內閣的內閣支持率，內閣集體支持率最高的前六名中，最高者為

小泉內閣(87%)，之後依序為鳩山內閣(75%)、細川內閣(72%)、第一次安倍內閣(2006)(70%)、野田內閣(65%)及菅內閣(64%)，

民主黨內閣佔了三名。http://www.yomiuri.co.jp/feature/20080116-907457/news/20111009-OYT1T00592.htm  
20研究也顯示，由於選制改變，再加上 2001年生效的行政改革賦予首相更多的權限，大家對於日本首相有更高的期待，一

旦不符合預期，民眾就會容易失望，內閣支持度也會快速下滑( Nyblade, 2011)。 
21 「會期不繼續」是指未表決通過的法案，不可以延至下個會期繼續審議。除非經院會同意跨會期繼續審查，才得在下個

會期重新提案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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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一般多認為民主黨運作的困境，與民主黨上台後的制度有關。22 與現有文獻相同，本計畫也認

為是與民主黨上台後所要建立的新制度，新的決策模式有關，只是從立法過程來討論。以下先針對內

閣制下行政立法關係以及政府（內閣）與「政黨」的互動做討論。 

 

（一）內閣制下行政立法關係再思考 

由於議會內閣制下的內閣是基於國會多數的信任而成立，一般多認為，若是內閣政策沒有在國會受到

支持，形同是失去國會的信任，有倒閣的可能。所以，如果執政黨國會議員不團結，使得黨無法以集

體力量推動政策，不僅法案沒有過，還有可能造成倒閣的危機，選民會質疑政黨的施政能力，也會對

國會議員選舉有不良的影響。因此，學者多認為，在同黨議員為生命共同體的情況下，內閣制的國會

議員有較高的動機去遵循政黨的主導、支持黨的政策，內閣有著國會多數的支持，所提的法案容易通

過。23  

 

但是這些討論多是以英國內閣制為討論對象，看到英國執政黨的後排議員如同是內閣的投票部隊，往

往以為執政黨、議員與內閣立場一致是理所當然，卻忽略了英國政治以政黨為中心的競爭方式，本身

就是歷史演進發展的結果。而且，用行政立法融合與否來討論立法效率，忽略了內閣不一定有設定議

程的權力，以及其他層次的討論。 

 

1. 內閣不一定能掌握立法審議的流程，還需要政黨從中協調 

大部份的內閣制國家，為了讓內閣順利推動法案，通常是優先審議內閣提案，允許內閣介入安排法案

審議的時間表(大山礼子 2011)。例如：由於英國內閣可以影響議程，各個國會立法階段實質都在政府

的控制下進行（胡康大 1997:61），所以會有看起來是行政立法，國會只是批准的結果。但是，日本戰

後制憲受到美國三權分立的影響，日本內閣不能介入法案審理的議程，而是議長可以影響議程，24 由

議院運營委員會負責安排議程25 (大山礼子，2011：72; 野中尚人，2011：321)。  

國會組織與規定對於法案審查的進度也會有影響。英國採院會中心主義，由全院院會決定法案通過與

內容，重點是在院會的辯論。26 但是，日本國會是採委員中心主義。日本內閣向眾議院提案後，先在

院會說明主旨與目的，就由議長交付有關委員會審查。提案必須先要經過委員會審議同意，才會送到

院會表決。而且，委員會審議法案的順序及質詢的時間安排等事項，都是由委員會主席與理事協商決

定。所以，委員會及相關委員有相當影響力。 

 

再加上日本常會的會期短有會期時間限制，國會又有會期不繼續的規定。反對黨雖然在國會缺乏多數

沒有辦法否決法案，可以利用議程來拖延審查。27 因此，日本內閣若想要在一定的時間順利通過法案，

至少要有議長、議院運營委員會及審理該法案的委員會支持來推動法案。28 議長與議院運營委員會主

席通常是由執政黨籍議員出任，且國會委員會主席的分配是按照政黨協商，多數委員會主席職位為執

政黨所掌控，執政黨理當有優勢。因此，與其他內閣制國家相比，可以說，日本內閣更需要仰賴「黨」，

也就是執政黨的協助立法。 

除此之外，以英國為內閣制討論對象，也常常忽略了兩院制可能影響。雖然英國與日本皆採兩院制，

                                                 
22 佐々木毅、清水眞人編（2011）、黃偉修（2011）、 御厨貴編 （2012）、山口二郎(2012)、日本再建イニシアティブ（2013）。

尤其是，民主黨為了要與自民黨作區別，強調則責任政治，希望決策上是由政治主導，也就是由民選議員來做決定。但是，

民主黨誤把政治主導當作「政治家主導」，特意排除官僚於決策過程，甚至連例行性的事務也要由政務三役決定，再加上廢

除事務次官會議，不利於省廳間的協調溝通，使得政府回應慢、運作出現問題（Shinoda，2012; 李世暉，2012）。 
23 相較之下，總統制在行政立法是分權設計，各由不同選舉產生，總統與國會議員去留不受彼此影響。所以國會議員並沒

有動機去支持政黨在國會的領導，黨紀或是黨的凝聚力比較低。因此，一般認為在運作上，內閣制會比總統制來得有效率(何

思因, 1993; Moe and Caldwell 1994; Tsebelis 1995)。 
24 議長有「議事整理權」，有權決定議事日程，以及對於議事妨礙者，限制冗長發言。 
25 日本國會的議院運營委員會（或翻譯為「議會運作委員會」）與我國立法院的程序委員會類似，決定立法的議程，包括

辯論與投票的時間。另外還負責議院各種規則事項及諮詢議長事項等。 
26 因此，英國大臣選任，除了要有一定的資歷，主要考量還在其國會辯論能力（野中尚人 2011:312）。 
27 例如牛步表決 
28 學者增山幹高檢證日本戰後法案的審議情形，透過量化分析，也顯示內閣提案的成功與否取決於國會議程的設定

(Masuyama,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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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兩國的兩院權力不同。英國貴族院可以拖延議程，但是還是由平民院做決定。29但是，在日本，除

了預算、條約、首相提名等，所有法案都是需要參眾兩院通過，才能送交到內閣副署，由天皇公佈施

行成為法律。30 日本參議院具有否決權，對於內閣推動法案有著重要的影響，法案一旦被參議院否決，

除非眾議院有三分之二絕對多數再否決，法案就難以通過。而且，在野黨一旦掌握參議院多數席次，

也就會取得議長與運營委員長的職位，有掌握議程的優勢。換句話說，執政黨若是沒有同時取得參議

院多數席次，內閣法案要通過就更為困難。 

 

據此，在日本，任何內閣若想要順利推動法案，先需要確保多數席次優勢（建立聯合內閣與否）以及

執政黨的支持，同時還要考量到參議院的情形以及反對黨的策略。自民黨執政時期，為了讓國會議事

進行順利，自民黨與反對黨對於待審或是審查中的法案，先進行朝野協商意見溝通，31也就是在黨內設

立國會對策委員會，32 事先溝通協調，發展出所謂的「國對政治」。另外，在 1994 年與社會黨以及先

驅黨組成聯合內閣重返執政之後，聯合內閣成為常態，自民黨除了把內閣職位分給聯合內閣的友黨，

會在提案前先與友黨討論過，才會送到內閣討論，提案到國會。33 之後即使自民黨在國會重新取得多

數席次，仍繼續建立聯合內閣，主要是在於參議院的影響。自民黨一直到 1998 年都是參議院最大黨，
341998 年參議院選舉失利，雖然在眾議院有多數席次，由於在參議院缺乏多數席次，被迫接受民主黨

的金融改革法案。避免在有重複的情形出現，1999 年自民黨成立聯合內閣。而參議院在立法過程的影

響，在兩院多數分屬不同政黨時，更為明顯。當自民黨在 2007 年參議院選舉失利，民主黨成為參議院

最大黨，民主黨便多次利用程序否決不少自民黨在眾議院通過的法案，迫使自民黨動用在眾議院超過

三分之二的優勢，再議決去通過法案(佐々木勝実 2009)。35  

 

相似地，民主黨在 2009 年大選取得超過 300 席多數席次，雖然在參議院也是最大黨，但是沒有過半席

次，為了要讓政權運作順利，所以民主黨與國民新黨以及社會民主黨（簡稱社民黨）組成聯合政府。36 

但是，隔年（2010 年）民主黨在參議院選舉失利，執政聯盟沒有掌握多數席次，形成分立國會。所以，

民主黨執政三年，面臨的情形比較不利，除了需要與友黨合作協調，還面臨反對黨透過參議院所給與

的壓力，這如何影響到民主黨推動法案會是本計畫關注的焦點之一。 

 

不過，上述討論都是以政黨會一致行動回前提，實際上同黨議員的立場並不一定一致。 

 

2. 即使是內閣制，內閣、政黨與個別議員立場不是理所當然一致 

由於英國內閣提案通過率高，以英國為內閣制討論對象的研究，往往以為執政黨、議員與內閣立場一

致是理所當然，卻忽略了英國政治以政黨為中心的競爭方式，本身就是歷史演進發展的結果。英國是

先有國會議員間的競爭，後來才在國會組黨，讓英國政治漸漸發展為以政黨為中心的競爭方式。早在

19 世紀前，政黨交互執政已為常態(Cox 1987; Ansell and Gingrich 2012)，即使後來選舉權擴大，選民也

是以政黨政策為主要投票依據。但是，其他內閣制國家不一定有這樣的歷史背景，發展出以政黨為中

                                                 
29 法案需要得到兩院同意，不過，若是兩院有不同意見，即使貴族院修改了平民院通過的內容，平民院只要再以簡單多數

決，就可以否決貴族院的決議。因此，貴族院只能拖延議程，不能實質去改變。而且，擱置法案的時間也有限制，所以影

響有限。 
30 參議院也沒有不信任案的決議權，參議院只能提出不具約束力的「問責決議案」。 
31 本來國會委員會主席完全是由自民黨掌握，但是在 1970s自民黨席次下降，面對反對黨席次增加，委員會主席改成按照

政黨席次比例分配。並且，自民黨與反對黨對於待審或是審查中的法案，先進行朝野協商意見溝通，以求讓國會議事進行

順利。 
32 國會對策委員會不是國會的正式委員會，而是黨的內部組織。 
33 先透過由「執政黨（與黨）政策調整會議」或是組成特定小組來做決定（村山 101；武藏勝宏 2010）。若是政黨間有不

同意見，由負責政策的人直接聯絡調整，若是調整困難，再由幹事長或是黨魁來協調(武藏勝宏 2010）整體來說，聯合內閣

的決策方式與自民黨一黨優勢的方式類似(Nonaka 1998)，不過有比自民黨時期透明、民主一點。 
34 自民黨自成立以來一直到 1989年在參眾兩院都是多數。1989年自民黨失去參院多數席次，不過仍然是第一大黨，用政

策聯盟吸引部分反對黨的支持，讓法案比較容易通過 (Nonaka 1998)。 
35 因此，日本學者與媒體多以「扭曲國會（ねじれ国会）」，來稱呼參眾兩院分屬不同政黨情形之下，造成法案在兩院之間

來回送審的情形。 
36 選前就有形成組成聯合政府的協議，而且在一些選區還彼此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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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競爭方式，例如，本計畫所要討論的日本，其政黨政治就發展得晚。37 

 

再加上選舉制度的影響，不管是過去或是現在的選制，日本選舉都有候選人中心的競選傾向，38還是需

要個人票，要有一定的政績去宣稱自己的功勞。考量到連任的可能性，日本國會議員會傾向顧及選區

的回應，個別議員與黨或是內閣的意見也就不是理所當然一致。39 換句話說，不能將執政黨與同黨議

員的支持視為理所當然。執政黨（政黨）做為行政立法的連結，內閣可以透過「黨」與同黨議員溝通，

把不同意見納入立法，以獲取支持。必要時要提供一定的誘因或是懲罰機制，來讓議員對黨有向心力，

將政黨政策內化為他們追求目標之一，以利推動政黨所屬意的政策。自民黨過去主要是採取分權決模

式，讓沒有入閣的「後排議員(backbenchers)」40各有意思表示機會，得以宣稱功勞，另外還以人事安

排為誘因。41 

 

民主黨與自民黨一樣，都是政黨合併而來，黨內有依照舊有背景組成非正式團體，凝聚力不高。42 尤

其是，民主黨所合併的舊政黨原來在意識型態上就不一樣，民主黨包含了分屬意識型態左右兩端的議

員，內部存有潛在的對立關係（大嶽秀夫 1999；伊藤惇夫 2008；上神貴佳、堤英敬 2011)。43 個別民

主黨議員與民主黨以及內閣的立場不一定一致。民主黨除了要考量聯合內閣友黨的立場以及反對黨的

策略，也不能把同黨議員的支持視為理所當然。民主黨內閣如何與後排議員互動，包括資淺議員，以

及資深但是沒有在政府擔任職務的黨內大老菁英，會是本計畫要探討的另一個重點。 

 

（二）研究方法 

本計畫從立法過程與決策的脈絡下去理解民主黨立法的困境，也就是從日本國會立法制度的規範，以

理解立法程序、誰可以影響議程設定、誰有否決權等，並探討以及民主黨實際運作，以進一步瞭解民

主黨政府推動立法的機會與限制。為了理解實際的運作情形，本計畫採質性研究方法，參考相關文獻

與報導，回顧民主黨執政時期三個內閣的變化，並輔以訪談民主黨議員與中央政府官員。 

 

五、結果與討論 

                                                 
37 戰前雖然有些內閣是由政黨領袖所領導，但是整體來說，內閣組成不是由國會而是天皇顧問所決定(Pempel, 1986:118)。 
38 過去採取的「單記複數不可讓渡制度(Single-Non-Transferable Vote System)（以下簡稱 SNTV）」，一選區選出好幾名，同

黨的人彼此競爭，不能只靠政黨標籤，還需要有一些個人訴求，去區分與同黨候選人的不同，以吸引選民的支持，所以才

會建立個人後援會，以穩固支持基礎。1994年通過的新選舉制度，單一選區兩票制，改革目的是希望要建立以政黨為中心

的競爭方式，提高黨的形象 (Reed and Thies 2001)。選制實施後，雖然不再有同黨候選人競爭，可以強調政黨政策與形象，

但是也因為在小選舉區當選所需要的票數會比過去在 SNTV當選所需要的票數多，需要吸引不同的支持者，所以國會議員

還是會要鞏固原有的個人支持團體（也就是後援會）再去拓展票源。再加上，因為允許在小選舉區與比例代表重複提名，

小選舉區落選者其得票與當選者的差距越小者（也就是惜敗率越高），越容易有敗部復活的機會。所以，候選人還是會努力

要衝高小選舉區的得票率，以提高在比例代表當選的可能。因此，選制改革後，候選人對個人票的需要並沒有完全消除，

後援會也繼續存在 (Krauss and Pekkanen，2004；谷口将紀，2004 )。 
39相對來說，英國採取小選舉區多數決，強化以政黨為中心的競選方式。因為選民投票是取決於政黨形象與政策，所以國

會議員會傾向支持黨的領導。 
40由於英國國會議員的座位安排，不管資深或是資淺議員，只要是沒有入閣，都是坐在內閣大臣之後（若是反對黨就是影

子內閣大臣），所以通稱為「後排議員」。在本計畫中，「後排議員」、「沒有入閣的議員」與「非政務三役議員」交互使用，

都是一樣的意思。 
41主要是按照資歷去分配。平均來說，連任五次大概就可以擔任政調會部會會長與國會委員會主席，之後就有可能出任內

閣職位(佐藤誠三郎、松崎哲久 1986; Epstein, Brady, Kawato and O’Halloran, 1997)，這樣使得自民黨議員幾乎都有擔任大臣

的機會。不僅如此，掌握議程設定的重要職位，黨內政調會下各部會會長、部會長代理與副部會長、國會對策委員會長，

以及國會議長、委員會主席與理事、議院營運委員會委員長等職位，由資深議員擔任。這意味著，只要某資淺議員遵從自

民黨主流的立場，未來他也可以分配到這些職位。讓他可以期待，如果長期待在自民黨，也可以成為專門領域的影響人物，

達到他所想要的政策。這形同建立起一個職涯階梯(career ladder)，讓議員可以預期如果想要得到升遷的機會，會怎樣做比

較有利，也可以化解後排議員對於政黨的抗爭。 
42 自民黨有派閥，民主黨則有「集團（グループ）」。例如：原民政黨議員所組成的「政權戰略研究會」是由羽田孜所帶領，

而羽田孜與來自先驅新黨的鳩山由紀夫原本都是屬於自民黨，而「新政權懇談會」與「民社協會」則分別由原社會黨與原

民社黨議員所組成。 
43 民主黨主要由原來先驅新黨（さきがけ）以及前社會黨的一些成員所組成。之後，民主黨再與新進黨解散後的小黨，包

括新黨友愛（原民社黨）、民政黨以及太陽黨等合併。於 2003年再與由小澤一郎帶領的自由黨與民主黨合併。所以，經濟

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可能衝突，或是在國防外交上，對於憲法、安保或是基地等議題也各有不同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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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主黨內閣提案審議情形 

一般做立法政治的研究，常是透過國會議員的表決記錄，也就是以記名表決(roll-call vote)的記錄，來

計算政黨凝聚率，與測量議員的政策立場與政黨立場的差距。由於日本國會只有在特殊情況下，才會

採記名表決，44 因此，我們沒有辦法了解個別議員的投票情形。不過，從法案審查與表決的情形（整

理如表二）， 我們可以發現，沒有提案是遭到否決。只有少數法案是遭受到同黨議員集體反對。例如：

在 2011 年預算案有 16 名民主黨議員以集體缺席方式，不支持內閣的預算法案；45 及 2012 年在提高消

費稅的法案上，部份議員以離黨方式來表示反對。46大部份沒有通過的法案是因為沒有在會期之內完成

審查，而沒有通過成為法律。 

 

表二、民主黨執政時期歷屆國會審查案件數及結果 

 提案 

件數 

審查結果 

成立 否決 審查未了 a 繼續審查
b 

撤回 

第 172 回會期 

當期提案 c 0 0 0 0 0 0 

第 173 回會期 

當期提案 12 10 0 0 2 0 

第 174 回會期 (常會) 

當期提案 64 35 0 11 17 1 

前期法案 d 2 1 0 1 0 0 

第 175 回會期 

當期提案 0 0 0 0 0 0 

前期法案 17 0 0 0 17 0 

第 176 回會期 

當期提案 20 11 0 1 8 0 

前期法案 17 3 0 3 11 0 

第 177 回會期（常會） 

當期提案 90 72 0 2 14 2 

前期法案 19 10 0 0 8 1 

第 178 回會期 

當期提案 0 0 0 0 0 0 

前期法案 22 0 0 0 22 0 

第 179 回會期 

當期新提案 16 10 0 0 6 0 

前期法案 22 3 0 2 17 0 

第 180 回會期（常會） 

當期提案 83 55 0 6 20 2 

前期法案 23 6 0 1 13 3 

第 181 回會期 

                                                 
44 日本國會表決有三種方式：無異議表決、起立表決及投票記名表決。除非是在議長或是五分之一的國會議員要求下，通

常只有在選出新任首相及少數狀況下才採記名表決 (楊鈞池、許介鱗 2006:93; Curtis 1999:174)。 
45 小澤一郎因為政治獻金問題，在菅內閣時期被民主黨停權，而引起一些支持小澤一郎的黨員不滿。由於菅直人內閣為了

爭取反對黨在國會支持而修改政策，他們便以背離原來在 2009年競選時的政見為由，不支持菅直人內閣。在預算表決時，

甚至有 16名民主黨議員集體缺席，不支持內閣的預算法案（清水真人 2011:20-21）。黨內形成「支持小澤」與「反小澤」

的對立，使得民主黨很難推動政策。 
46 由於財政赤字居高不下，再加上人口老化，為了維持福利制度，日本政府擬提高消費稅。菅直人任內就提出討論，但是

當時受到黨內反對而沒有成案，野田佳彥上任後繼續推動增稅的計畫。但是，黨內仍有歧異，在小澤一郎的帶領下，2012

年 7月不支持增稅方案的議員離開民主黨。最後，野田佳彥透過在野自民黨與公明黨的支持，成功通過法案，代價則是野

田承諾會解散國會重新改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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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期提案 10 5 0 5 0 0 

前期法案 33 2 0 31 0 0 

資料來源：內閣府法制局  參議院 眾議院  作者整理 

a 審查未了：因為會期不繼續的原則，沒有在該會期完成審議，就是成為廢案 

b 繼續審查：若是沒有在該會期完成審查，但是獲得院會同意的話，則可以繼續跨會期審查。  

d 當期提案：該會期提出的新法案。 

d 前期法案：之前會期未完成審議，繼續跨會期審查的法案。 

 

更具體地來說，民主黨政府提案的情形，可以分為五類。首先，第一類就是順利地在被提案的會期內

通過「成立」的法案。第二類為受限於會期不繼續的規定，沒有在會期內完成審查決議的法案就成為

廢案，也就是「審查未了」。例如，為了要落實政治主導的國會改革法案及公務員改革法案，都是在

2010 年 174 回會期一開始提出，但是在會期結束前都還沒有針對內容作實質審議，成為廢案。若是經

由院會同意繼續審查，也就是第三類的跨會期繼續審查法案。47只是，這些法案雖然是跨會期繼續審查，

但是最終幾乎一半沒有成案。 

 

第四類則是遭到撤回的法案。回顧日本歷屆國會，通常是議員個人提出的私法案(private bills)，因為知

道比較不容易通過，由提案人主動撤回，遭到內閣撤案的例子並不多，在民主黨執政之前，上一次內

閣撤案是在 1958 年。但是，在民主黨執政時期有四個法案遭到內閣主動撤案。48 例如：民主黨在選前

強調的兒童津貼，在第 177 回針對該年度給付方式的法案就遭到撤回。另外，政治主導的核心法案「確

立政治主導等相關法案」，是在 174 回會期初(2010.2)提出，因為涉及行政組織與員額的變動，原本希

望可以在該財政年度的開始（也就是 2010 年四月前）通過，但是在 174 回會期並沒有被實質討論到。

儘管後來同意繼續跨會期審查，但是從第 174 回到第 177 回會期都沒有做實質審查，甚至最後在 2011

年 5 月（也就是第 177 回會期中），最後由內閣主動撤回提案。 

 

第五類，雖然有通過，但是經過好幾個會期才成為法案。例如：民主黨與工會關係密切，勞工就業政

策一直是民主黨的主要訴求之一。鑑於 2008 年末及 2009 年初的派遣工人失業問題，民主黨在 2009

年大選也是極力主張需要修改。2010 年 4 月（也是 174 回會期）提出修正案，希望對於派遣的類型與

允許有派遣工人的產業有所限制，但是該法案直到第 180 回會期，2012 年 3 月才成立，而且原本主要

希望改革的項目也做了很多的修正甚至遭到刪除。49 

 

上述提到的幾個法案，都是民主黨在競選時的訴求與多年來的改革主張，不是沒有完成審查，就是花

很長的時間才通過。民主黨內閣無法按照優先順序去推動所想要的法案，可見受到議程的影響，以下

再針對參眾議院審查法案情形作比較，以理解釋是否與兩院多數分數不同政黨有關。 

 

（二）參眾兩院審查法案情形 

由於內閣提案通常是先經由眾議院審理，通過之後再送到參議院審理（岩井奉信 1988），將表一法案

通過情形再依照兩院審查順序做整理如下表（表三）。 

 

表三、民主黨執政時期內閣提案在參眾兩院審查通過的情形* 

 

國會會期 

 

內閣提案數  

 

成立件數 

眾議院 參議院 

通過件數 沒有通過件數 通過件數 沒有通過件數 

第 172回會期 0 0 0 0 0 0 

第 173回會期 12 10 10 2 10 0 

第 174回會期 64 35 45 19 35  10 

第 175回會期 0 0 0 0 0 0 

                                                 
47 這類的法案因為在提案的會期沒有成為法律，即使是繼續審查，也是列入沒有通過。 
48 嚴格說起來應該是在第 177回所撤回的三個法案。第 174回會期雖然也有撤回一個提案（閣法第五十九號），但是在還

沒有交付委員會前就撤案，而且也另提閣法六十號來代替。 
49 原本在 2011年末（179回會期）委員會就已經通過，但是其他議員有不同意見，所以沒有提交到院會表決。反而是在

2012年的 180回會期，修正內容後才交付院會表決通過，這也顯示黨內不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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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6回會期 20 11 14 6 11 3 

第 177回會期 90 72 73 17 72 1 

第 178回會期 0 0 0 0 0 0 

第 179回會期 16 10  10 6 10 0 

第 180回會期 83 55 59 24 55 4 

第 181回會期 10 5 5 5 5  0 

資料來源：內閣府法制局 參議院調查室，作者整理 

*不包括跨會期審議的法案 

**內閣提案通常先經由眾議院審查，法案通過後才會送到參議院審查 

 

從表三的資料可以發現，的確在好幾個會期，眾參兩院通過的件數不一樣。也就是因為參議院不支持，

使得在眾議院通過的法案，最後沒有全數通過成為法律。由此可知，民主黨執政時期，參議院的確在

立法過程中有相當的影響力。尤其在 2010 年參議院選舉民主黨失利之後（從 175 回會期之後），只有

第 177 回會期法案通過率有達到 80％，平均法案通過率不高。雖然沒有法案是直接在參議院被否決，

但是明顯地，掌有參議院議程優勢的反對黨，沒有積極審查使得在眾議院通過的內閣法案最終沒有完

成審查成為廢案。 

 

民主黨執政時期是否有類似自民黨國對政治的朝野協商機制？雖然還是有國對委員會，50 但是在 2010

參議院大選之前，由於民主黨聯合內閣在參眾兩院有多數，民主黨政府往往直接訴諸於表決，沒有要

和反對黨協商，態度比較強硬（武藏勝宏 2010）。51 在參議院大選之後，由於民主黨與友黨在參議院

失去多數席次，在眾議院也沒有超過三分之二的絕對多數席次可以再否決，在野的自民黨便利用立法

程序影響法案的審議，迫使民主黨領導的聯合政府與自民黨談判妥協、修正原來的政策主張（待鳥聡

史 2011；竹中治堅 2012）。即使有朝野談判，也是採直接的方式，因為民主黨相當批評過去自民黨透

過非正式的協調方式，強調公開透明，所以國對委員會的角色有限。而且自民黨為主的反對陣營著眼

於未來的選舉，吸引選民的支持，除了東日本大地震需要的復興建設事項，其他都不大願意協商，還

要求提早解散國會改選。所以，除了在第 177 回會期，因為發生東日本大地震，為了緊急救難，朝野

政黨合作通過必要的法案，法案通過率達到 80％，其他會期法案通過率都不高。 

 

表三數據說明了分立國會對於民主黨在推動法案的限制。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首先，第 174 回會期

眾議院通過 45 個法案，但是參議院只有通過 35 個。174 回會期並不是分立國會，卻有 10 件已在眾議

院通過的內閣提案，沒有在參議院通過。其次，從表三還可以看到，許多沒有通過的法案是在眾議院

就沒有完成審查。例如：第 174 回會期，內閣提案 64 件，眾議院只有通過 45 件。第 176 回會期，內

閣提出 20 件法案，眾議院只有通過 14 件。第 179 回會期，內閣提案 16 件，只有 10 件在眾議院通過。

第 180 會期，內閣提案 83 件，眾議院通過 59 件。即使這些會期，參議院都全數通過眾議院通過的法

案，通過率也只有 70%左右，仍就是遠低於過去的法案通過率平均值。這意味著，民主黨政府議事不

彰，不只與反對黨以及參議院，還與執政黨以及眾議院的運作有關。 

 

如前所述，為了要讓政權運作順利，民主黨與國民新黨以及社民黨組成聯合政府。執政黨聯盟間的意

見協調統合如何進行？因為民主黨相當批評過去自民黨透過非正式的協調方式，強調公開透明，所以

對於聯合執政黨間的溝通，不是另外建立政府外的黨對黨協調，而是讓友黨代表入閣，透過內閣會議

或是閣僚委員會討論。如果是重要的事情，例如沖繩的美軍基地遷移問題，依據三黨連立政權合意書

的規定，則是透過由執政黨黨魁與重要閣員組成「基本政策閣僚委員會」討論，52 再送到內閣討論。53 

                                                 
50 （在野時）民主黨在 1999年廢總務會長，執行部包括黨代表、幹事長、政調會長、國會對策委員長、與參議院議員會

長。幹事長、政調會長與國對委員長為黨三役。與其他黨比起來，民主黨國對委員長的權力比較大 
51 根據學者的研究，選制改革之後，競爭趨向以政黨為中心，因此在民主黨上台之前，朝野政黨意見不和時，直接訴諸於

表決的比例增加（武藏勝宏 2010）。 
52 「基本政策閣僚委員會」不是一般的閣僚委員會，也不是例行性會議（武藏勝宏 2010）。 
53 另還有兩個包括黨幹部的會議，一是由基本政策閣僚委員會的成員與三黨幹事長組成的「政府．執政聯盟首腦會議」，

以及由首相、副首相與重要民主黨幹部組成的「政府．民主黨首腦會議」（黃偉修，2011）。不過，在社民黨由於普天間基

地問題退出聯合內閣之後，雖然國民新黨繼續有代表入閣出任大臣，基本政策閣僚委員會沒有再扮演重要的角色，也沒有

特別的會議做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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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為了要維持聯合內閣並顧及友黨的關係，在一些重要政策上，當然必須修正或是妥協原有的主

張。54 不過，就法案審議的議程上，友黨議員沒有分配到委員會主席席次，許多法案沒有進入實質審

查完成審議，還意味著掌有議程設定優勢的民主黨議員沒有幫忙內閣推動法案。曾任國會運營委員會

委員長的松本剛明，也在事後承認沒有以內閣法案為優先、積極推動立法(塩崎彰久，2013：67-70)。

而且，在訪談時多位受訪者都有提到民主黨議員有反內閣的情緒。因此，要解釋為什麼民主黨在眾議

院掌有優勢提案卻受挫，除了反對黨以及友黨的影響與限制，還需要探討民主黨本身的運作。 

 

（三）民主黨政府黨政協調問題 

因為民主黨對於自民黨執政時期的日本政府運作方式很有批評，以下先介紹民主黨上台後的改變。 

 

1. 民主黨執政後日本政府決策方式改變 

自民黨由於長期執政，發展出不在憲法規範的非正式制度「事前審查制度」，要求所有法案必須要先得

到黨的同意，也就是要黨的總務會通過後，才可送到內閣及國會審理。而且決策是採由下而上分權方

式，如圖一所示，各省廳的法案草案，經自民黨政調會部會討論過同意，會分別再經過黨內的政調會、

總務會，以及內閣府法制局、事務次官會議討論，55才送到內閣決議，最後向國會提案審理（內田滿編，

2008: 231）。 

圖一：自民黨時期決策過程 

國會

內閣決議與提案

內閣會議

提案

總務會
事務次官會議

政調會

事前審查制度

防
衛
省

國
防
部
會

農
林
部
會

農
林
水
產
省

經
濟
產
業
省

經
濟
產
業
部
會

部
會
A

省
廳
A

…. ….

自民黨
各省廳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繪製 

 

由於法案已先經過執政黨與政府各省廳之間的密切調整，而且法律條文文字已經有相當的斟酌，在國

會也不大會再有細部討論。因此，不僅日本內閣提案通過率高，平均 80%以上的內閣法案是在內容沒

有修正下就直接通過（大山礼子 2011: 4）換句話說，法案送到內閣前幾乎已經定案，實際的審議場域

移到自民黨政調會與部會，「黨」才是決策中心，形成一種「政府、黨二元結構」。56 

 

民主黨對於上述的自民黨時期決策過程相當批評。首先，民主黨批評自民黨的二元結構，少數人近乎

有否決權，等於是讓不在政府任職的人做決定，卻又規避了民意的監督，過程不透明有違責任政治的

精神。因此，民主黨主張應該要以英國為本，建立起由內閣主導的一元結構。57 其次，民主黨批評自

                                                 
54 三黨對於一些政策發表共同聲明。也為了維持聯合內閣，造成有些政策難以決定。例如在普天間基地問題上，當時首相

鳩山由紀夫就是為了顧及兩個友黨的立場，因為社民黨與國民新黨都反對之前的協議，而造成鳩山首相遲遲無法做出決定，

而有政策搖擺的情形（森本敏 2010；小林良彰 2012；神保謙 2013）。 
55 「事務次官」是日本位階最高的公務員，相當於我們的常務次長。 
56 因此，圖一中的內閣會議便以虛線表示，以顯示其非決策重心所在。 
57 民主黨於 1998年成立時，就主張日本應該仿效英國，建立以內閣為決策中心，建立一元化決策也都在選舉政見中列出

（大山礼子 2011:108-110）。不僅如此，民主黨自 1999年起仿英國影子內閣建立「次期內閣 (ネクストキャビネット, Next 

Cabinet)」（山本健太郎 2012）。在政黨競爭方面，也希望發展類似英國以政策為中心的選舉，提出「政權公約」(manifes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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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黨過於仰賴官僚。由於法案草案是由各省廳內部官僚先擬，民主黨批評自民黨過於仰賴不具民意基

礎的官僚，主張應該要政治主導，由代表民意的政治人物來規劃。再加上，法案在送到內閣之前，幾

乎已成定案，民主黨批評這樣使得國會審議功能空洞化，希望日本國會可以像英國國會一樣，成為執

政黨與在野黨辯論攻防的主要場域。58 

 

2009 年民主黨贏得大選，上台後所頒佈的基本方針便明白表示，在決策上，主張政治主導及一元結構。
59 具體來說，首先，政治主導是指決策應該要由具有民意基礎的政治人物來做決定，也就是由政府各

省廳的「政務三役」，大臣、副大臣與政務次官來負責決策，官僚只是負責執行、不參與決策。其次，

民主黨政府為確立以內閣為中心的一元主導，強調是由「內閣」而非「黨」來做決定。 為了避免自民

黨時期的以黨為中心的二元決策模式，不在政府任職卻可以影響決策的情形，民主黨政府廢除「事前

審查機制」，避免族議員的產生，禁止官僚與所屬省廳政務三役以外的國會議員聯繫。簡單來說，民主

黨希望建立「法案先由政務三役規劃討論，送交內閣會議決議，重大事項由內閣決定，再向國會提案

審理」的程序，以落實其一元化的主張。 

 

民主黨的決策方式，可以用圖二來表示。民主黨廢除事前審查制度，決策以內閣為決策中心，而且，

是由上而下來推動政策。內閣會議除了是討論各省廳的政策，也會做決定下指示要求各省廳配合與執

行。因此，與自民黨時期不同，內閣會議以實線表示。 

 

圖二：民主黨主張的決策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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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繪製 

* 政務三役為大臣、副大臣及政務次官 

 

廢除事前審查制度的同時，也就改變黨與政府的連結，不過，對於黨與政府的互動關係，民主黨在基

本方針並沒有做具體說明（所以在圖二是以虛線表示）。 

 

2. 內閣、政黨與議員互動 

                                                                                                                                                                                  
以與自民黨作區別。此外，關於民主黨以英國政治為參考對象的說明，可以參考菅直人（2009）。 
58 法案在委員會審查時，由相關大臣說明提案理由及法案內容，再進行議員質詢與官員答辯。之前官僚可以「政府委員」

身份協助輔佐大臣回答進行答辯，由於官僚長期負責該事務，比大臣更清楚內容，往往變成由政府委員代答，而被批評為

官僚主導，所以在 1999年「國會審議活性化法」，廢除了「政府委員制」，增設副大臣與政務官。但是，局長或是審議官等

高級官僚還是可以「政府參考人」身份，在技術問題方面協助回答，因此，被批評沒有什麼改變。因此民主黨主張禁止官

僚以「參考人」身份在國會代為回答，以活化國會的辯論。前民主黨代表，也是民主黨剛上台時擔任幹事長的小澤一郎，

在 2009年 10月 1日的記者會便表示，要去除官僚的支配必須從國會開始，所以要廢除參考人制度，由代表國民、具有民

意基礎的政治人物辯論（清水真人 2011:81）。 
59 www.kantei.go.jp/jp/tyokan/hatoyama/2009/0916siryou1.pdf , 2013 06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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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民主黨強調一元化與政治主導，只有入閣的國會議員才有權規劃政策。但是內閣需要政黨的協助

來推動法案，而國會議員有連任的壓力，需要回應選民要求，更何況民主黨議員原本就背景多元、意

見分歧。當時，民主黨兩院議員超過四百位，卻只有不到一百位議員擔任政務三役。在決策集中到入

閣的少數人之後，民主黨面臨的問題，就是如何處理同黨議員的不同意見，並滿足於他們對於選區要

求的回應？ 

 

以下將鳩山內閣、菅內閣到野田內閣時期的運作，依照黨與政府的聯繫、黨內討論與否、以及後排議

員意見表示的機會三方面，整理如下表（表四）。 

 

表四：民主黨執政時期政府、政黨與議員的互動 

 鳩山內閣
(2009.9-2910.6) 

菅內閣
(2010.6-2011.8) 

野田內閣 

(2011.8-2012.12) 

事前審查機制 廢止 廢止 廢止 

 

黨內討論 

 政調會 X V V（給予更多權限） 

 

後排議員意思表示管道 

政府 官僚 X X X 

政策會議 V * X X 

黨 陳情一元化（幹事

長室） 

V * X X 

部門會議 X V V 

國會 個人提案立法 一度被禁止** V V 

 

黨與政府連結 

 政府代表與國會

代表共同為部門

會議主席 

X V  V 

黨幹部入閣 X V * X 

政府、民主三役會

議 

X X V * 

資料來源： 大山礼子(2011), 清水真人(2011), 飯尾潤 (2011), 野中尚人(2011), Shinoda (2012), 朝日新聞(2009 09 19, 2010 

04 08), www.dpj.or.jp/article/100421 作者整理 

V: 有； X：沒有/廢止；*：新設立的機制 

** 在 2010 年 4 月解禁 

 

為了落實一元化，民主黨三個內閣都廢止事前審查制度。明顯地，三個內閣中，以鳩山內閣最嚴格執

行一元化主導。因為執政之初，當時的幹事長小澤一郎認為，內閣是決策中心，執政黨與政府的立場

應該是一致，不需要負責規劃黨內政策的政調會 (清水真人 2011:56)。並且，為了讓國會不再空洞化，

而是執政黨與在野黨辯論所在，主張執政黨這方只由內閣向國會提案，因此，民主黨還一度禁止議員

個人提案立法 (朝日新聞 2009 09 19)。60 在這樣的情況下，過去主要作為個別議員表達意見的部門會

議，也因為政調會被廢除而被廢止，61 民主黨議員失去在黨內表示意見、溝通討論的地方。民主黨政

府改在各省廳設立政策會議，沒有入閣的國會議員，可以自由參加由副大臣負責的各省廳政策會議表

示意見(清水真人 2011:55)，或是向幹事長室陳情。但是因為對於政務三役不拒約束力，政策會議或是

陳情的作法效果不佳， 

 

菅內閣時期，取消政策會議以及陳情一元化的作法，恢復政調會以及部門會議。而且，部門會議採雙

主席制，由分別代表政府的各省廳副大臣，以及代表國會的相對應委員會的筆頭理事長（首席理事）

                                                 
60除了公職選舉法及政治獻金規定等與議員權益相關的法案， 
61 受訪民主黨議員 A、B、與 C皆非常強調不是「部會」而是「部門會議」，以與自民黨做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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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共同擔任部門會議主席（野中尚人 2011:308）。此外，為了強化政黨與內閣的連結，由政調會長玄葉

光一郎出任國家戰略大臣。 

 

野田內閣時期，繼續維持政調會，部門會議仍是由政府與黨的代表來擔任共同主席。62 不過，與菅內

閣不同之處是，政調會長沒有兼任內閣閣員，但是為了讓決策更有效率，政府在做決定時，要先讓政

調會長瞭解，63讓政調會為「事前承認」機關。另外，還增設包括政府與民主黨幹部的「政府．民主三

役會議（政府與民主黨執行部會議）」來做決定（木寺元 2012:200）。64 

 

從三個內閣的實際運作可以看出，民主黨政府一直在修正與強化政黨與內閣的關係。因為嚴格執行一

元化，執政之初民主黨內部有不少沒有入閣的國會議員，包括擔任國會委員會主席的民主黨議員，便

擔心自己的意見難以反映。65由少數人做決定，卻要求同黨議員都支持。引起黨內強烈不滿與反內閣情

緒要求恢復黨內政策調查的職能（楊鈞池，2010:10）。所以在 174 回會期，預算通過後，其他法案的

審議不是太順利，法案通過率只有 54.69%，為戰後例行國會中第二低。民主黨的重要政策，例如：國

會改革法案及行政改革法案，在眾議院-都沒有排入實質審查就成為廢案。 

 

之後，民主黨政府意識到黨內對於內閣的不滿，菅內閣與野田內閣，不僅恢復政調會，還由黨與政府

代表共同擔任部門會議的主席，以改善黨與政府的溝通。但是後排議員與內閣的互動關係沒有很大改

變，法案通過率沒有因此有很大的改變。主要原因在於：第一，因為政務三役忙於省務，66 不管是政

策會議或是部門會議的開會次數有限，而且任何同黨議員都可以參加部門會議，不一定是專家，甚至

只是討論沒有結論，67意見交換的效果也有限。事實上，當初決定廢除政調會另成立「政策會議」的小

澤一郎，事後在 2010 年 9 月的代表選舉辯論中，也承認政策會議效果不佳。68  

 

第二，雖然民主黨恢復政調會以及部門會議，政調會只是「建言機關」。69 在政治主導下，各省廳相關

政策要由政務三役負責，不管是政策會議、幹事長室的陳情、或是部門會議的意見，對於政務三役不

具約束力。若是部門會議的意見與政務三役的立場不同，也還是由政務三役做決定。70 換句話說，部

門會議的不同意見仍是只做為參考，政調會下的部門會議並沒有成為決策中心的所在。71 

 

 

 

第三，禁止官僚與非政務三役互動的規定沒有改變。民主黨意識到上台之初過於排除官僚的作法對於

                                                 
62 但是政府代表略微改變，改由政務官與委員會理事共同擔任座長。 
63 菅直人時期的政調會長玄葉光一郎，曾建議允許「事前討論」會使得決策更有效率(木寺元 2012:199)。野田在任命政調

會會長時表示，在政府做決定時，要先讓政調會長同意（了承）（朝日新聞 20110830），甚至表示法案、預算與條約若是沒

有先讓政調會長同意，不可以成為內閣決議（朝日新聞 2011 08 31）。 
64也就是由分別代表內閣的首相、官房長官，及代表黨的幹事長、政調會會長、幹事長代行及國會對策委員會委員長等六

位來做政策的最後決定。其中幹事長代行是次於幹事長的職位，相當於我們的副秘書長，但是因為民主黨還有更次於「幹

事長代行」的「副幹事長」一職，避免混淆，就還是維持日文原文。 
65 原本以為在內閣提案之後，可以在國會討論、質詢發言，民主黨籍的委員會主席，與國會對策委員會主席以及幹部達成

協議（民主党、常任特別委員長並び国対正副委員長合同意見書），同黨議員可以在國會與委員會提問表示意見，修正法案

內容 (清水真人，2011: 81; 大山礼子 2011:8)。但是，由於民主黨政府認為國會應該是朝野辯論，不希望同黨議員在國會再

有討論，結果民主黨反而動員強行表決，以確保所提的法案通過（清水真人 2011:82-83）。如此一來，對於沒有入閣的議員

來說，形同內閣會議通過之後，就不能再有意見。 
66 尤其是，民主黨要落實政治主導，除了決策要由政務三役負責，還要禁止官僚在國會代為回答，以活絡國會辯論。但是，

礙於目前規定，國會開會期間，大臣有出席的義務，如此一來，在開會期間，大臣就難以兼顧省務，造成政策回應慢。當

時就有主張修改國會法，減輕大臣的出席義務。國會改革法案內容見「審議活性化等に関する緊急提言」

www.secj.jp/pdf/091104-1.pdf ，20130710。但是，國會改革法案，在第 174回會期沒有完成審議就成為廢案。 
67 訪談民主黨議員 A、民主黨議員 C 
68 www.jnpc.or.jp/file/opdf/472.pdf （2013 07 03） 
69 這是菅內閣的政調會長兼戰略相玄葉光一郎剛上任時，對於恢復政調會是否違背一元化質疑時，表示政調會只是「提言

機關」（清水真人 2011：170）。 
70 訪談民主黨議員 A、民主黨議員 B 、外務省官員 
71 訪談民主黨議員 B 、民主黨議員 C、內閣府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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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制訂有負面影響，之後雖然有允許資深官僚參與政務三役會議開會，72也恢復政調會，但是政策還

是由政務三役負責，官僚不知道該如何與非政務三役的民主黨國會議員互動，73也就不會像過去一樣，

去民主黨的政調會部門會議，或是議員辦公室報告政策制訂的進展，74官僚與後排議員的互動並沒有什

麼改變。所以，後排議員並沒有因為恢復政調會，能對於政府政策有所影響。 

 

簡單來說，原本民主黨是為了避免自民黨時期的問題，而建立一元結構，但是該如何定位政調會、給

予多少權限的爭辯，也顯現出民主黨面臨的兩難。如果廢除政調會，也等於失去黨內溝通討論的地方。

若是內閣就採納政調會的意見成為政府的政策，擔心會被批評回到自民黨時期的運作方式，有違民主

黨的核心主張，因此即使恢復政調會，也只是將政調會定位在提議建言。所以，當野田內閣表示，政

府作決定時要讓政調會長先瞭解時，就有人擔心這樣的設計會違反決策一元化的原則，所以才另外設

立政府、民主三役會議做最後決定。然而，若只是建議的機關，政調會下部門會議討論的意見對於政

府也就沒有拘束力，對於尋求連任的國會議員也就難以宣稱功勞。再者，政調會本身是由下而上地去

彙整黨內的意見，如果沒有辦法相當程度反映在內閣決策上，也就失去黨內溝通的意義，無法減少後

排議員對於內閣的不信任與不滿。所以，即使恢復政調會，由於是定位在「建議機關」，部門會議沒有

拘束力，對於黨與政府的溝通效果有限，法案通過率也沒有很大改善。 

 

不僅如此，民主黨時期的人事升遷，也沒有清楚的模式。第一，前後人事調動沒有清楚的關係。鳩山

內閣的人事，與之前的「次期內閣」的人事相似（山本健太郎 2012），由之前負責該政策領域的人擔

任大臣。原本這樣是有助於形塑專業形象，但是之後的內閣重組與新內閣人事，與之前在野時的次期

內閣人事相比，並沒有很清楚的關係。第二，人事調動，不是所有都是升遷，有些反而是降職。例如：

在鳩山內閣擔任財務大臣的藤井裕久，卻在之後的菅內閣出任官房副長官。而且，接任藤井裕久出任

官房副長官的人，是之前已經在菅內閣擔任過官房長官的仙谷由人。第三，沒有資深制度，無助發展

長期的考量。同樣有副大臣升任同省廳大臣的情況，自民黨通常是相隔幾年再升任為該省廳大臣，但

是民主黨卻是短期內直接升任，沒有一定按照資深制度。例如：前首相野田佳彥先是出任鳩山內閣時

的財務省副大臣，在財務大臣菅直人贏得代表選舉成為總理後，就直接升任為財務大臣。雖然這樣可

以說，是任用有能力的人各司其職，但是如此難以給予議員一個規則，預期未來怎樣做可以得到重要

的位子。也就是，沒有形成一個職涯階梯，人事安排也就無法做為給予議員去支持政黨政策的誘因。 

 

3.結論  

本計畫以為民主黨執政時期的立法延宕，一大部分可以歸因於 2010 年參議院選舉失利之後，民主黨所

提出的法案，難以在參議院獲得反對黨支持，又缺乏在眾議院有三分之二席次去否決，無法順利推動

所屬意的法案。其次，民主黨政府議事效率不彰，還與民主黨上台之後採取的新制度有關。不管是與

在野黨或是聯合內閣友黨或是黨內溝通，民主黨批評過去自民黨密室政治所強調過程透明，希望是以

內閣或國會而非政黨內部為討論的場域。尤其是，民主黨為了達到決策一元化，強調以內閣為決策中

心，只有入閣的議員才能參與決策，刻意限制黨的角色，卻忽略了同黨議員的立場不是理所當然一致，

而沒有建立良好的溝通協調機制。僅由佔同黨議員少數的政務三役做決定，卻要求其他多數議員要支

持，會讓沒有入閣的議員覺得是單方做決定，75多數意見難以表達，容易引發強烈不滿與反內閣情緒。
76 針對於後排議員的批評，曾擔任政務三役的受訪者曾回應，不是沒有溝通，只是同黨議員沒有看他

們準備的資料，才會不知道政府的政策。77但是，這樣的回應也顯現出，政府這方認為同黨議員知道的

話就該接受政府政策，比較是告知的意味。這反而說明了缺乏雙向互動，有溝通協調的問題。 

                                                 
72 菅直人剛上任時就有提到要對「政治主導」再定義，政治主導不是意味著不需要官僚（清水真人 2011:71）。事實上，後

來還成立「各省聯絡會議」，形同恢復事務次官會議。 
73 訪談防衛省官員, 內閣府官員, 外務省官員 
74 個別國會員可以透過國會秘書處要求官僚提供資訊，但是不是代表可以像自民黨時期，可以要求官僚去議員辦公室報

告，訪談外務省官員。 
75 訪談民主黨議員 B，覺得形同是政務三役在片面做決定。 
76 學者山口二郎認為，英國政治有其特別的文化，而日本在自民黨長期執政之下，並沒有發展出像英國那樣前排後議員的

差別，也就是後排議員主要工作是支持內閣的政策的情形。因此，若是只是一味按照英國模式，會有運作上的盲點（2010：

48-50）。 
77 訪談民主黨議員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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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一、執行移地研究過程 

此次前往東京，先是與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老師們一同參加為期兩天(5月 17日～

18日)於早稻田大學舉行的日本選舉學會年會，之後於會後多停留兩天，在東京做訪

談與蒐集資料，於 20日回台灣。 

 

此次所訪談的對象，受限於停留時間較短，利用參加日本選舉學會地利之便，主要

是以研究相關議題的學者為主。筆者於 16日抵達東京，於當日下午先拜訪東京大學

社會科學研究 Greg Noble 教授。參與學會結束之後，拜訪早稻田大學河野勝教授與

根元邦朗教授，以及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Kay Shimizu教授，並到日本國會圖書館蒐集

資料。 

 

二、研究成果 

此次移地研究收穫頗多，由於研究計畫是探討民主黨執政時期為什麼內閣提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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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偏低，因此訪談內容主要是針對民主黨執政時期，尤其是與過去自民黨執政時期

的異同做比較。Professor Noble從比較廣的行政立法關係來談民主黨執政的困境，建

議可以參考 C. Kam Party Discipline and Parliamentary Politics 一書去思考內閣制下的

立法行為，並且提醒筆者除了黨內因素，還要要注意日本立法流程的制度因素，例

如兩院多數分屬不同政黨的影響，以及委員會的影響。這一次意外的收穫是，正逢

任教於歌倫比亞大學的 Professor Shimizu 在日本當訪問學者進行田野調查，她從個

案的角度，也就是從農業政策以及農協角色的改變，分享他對於民主黨執政的情形

以及日本政治的變化，對於筆者傾向從總體層面討論民主黨執政的困境，有很大的

助益。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收穫就是在於資料蒐集。日本參眾兩院線上提供的資料與統計數

字不盡相同，而且目前兩院在網路上公告的資料，參議院從 1981年開始，但是眾議

院的資料只有從 1998年第 148回會期開始難以回顧過去整體立法的情形。為此，筆

者到日本國會圖書館尋找資料，雖然目錄比較完整，但是國會圖書館架上資料與參

眾兩院官方網站上公布的資料差不多，有提案名稱，但是對於提案者與審議過程的

細節，除非是已經知道具體內容，才能夠做進一步地查詢，無法用提案內容來分別

提案的屬性。所幸後來早稻田大學根元邦朗教授慷慨分享 1979年以來的立法資料，

才得以對於日本過去立法情形有比較清楚的掌握。 

 

很感謝科技部補助，得以讓筆者得以向相關領域研究學者請益，並且在資料蒐集上

有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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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國會圖書館所陳列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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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與網路上公告的內容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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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一、參加會議經過 

此次是與政大選研中心老師們組成一個 panel，參加 5/17-18 於早稲田大學舉辦一年一度日本

選舉學會年會，於亞洲政治組(アジア部会)的場次宣讀論文。主席由同志社大學飯田健教授擔

任，與談評論人則是由愛媛大學梅田道生教授擔任。鄭夙芬老師以及俞振華老師分別針對總

統支持度以及競選議題發表“Presidential Popularity and Accountability: Do Identity and Partisan 

Matter?”以及”Issue Ownership and Campaign Advertising in Taiwan。筆者則是宣讀與盛杏湲老

師合著論文“Electoral Incentives and Legislative Behavior: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Japan and 

Taiwan（請見議程）。文章宣讀完畢之後，除了梅田教授評論，還有多位與會者，包括白鳥令

教授、根元邦朗教授以及幾位博士班同學提問。由於我們的場次排在第一天，報告完畢之後，

還有相當充裕的時間與其他與會者做交流，尤其是對於跨國研究經驗的分享與未來可能議題

做討論。 

 

筆者所宣讀的論文，是從目前進行的計畫衍生發展而來。目前所執行的科技部研究計畫，主要是

討論日本民主黨執政時期，儘管在國會有絕對優勢，但是為什麼內閣法案通過率遠低於戰後內閣

法案平均通過率。在比較民主黨內閣與過去內閣提案以及通過情形，可以發現民主黨政府提案不

僅通過率比過去低，提案數也比過去少。不僅如此，還發現民主黨執政時期，議員提案增加。為

計畫編號 MOST102－2410-H-004 -142 

計畫名稱 
日本民主黨政權運作困境：政策僵局與有限的立法能力 

出國人員

姓名 
林超琦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政治大學 助理教授 

會議時間 

103年 5月 16日

至 

103年 5月 18日 

會議地點 
日本東京 

會議名稱 

(中文) 2014年日本選舉學會年會 

(英文)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2014 Japanese Association of Electoral 

Studies 

發表題目 

(中文)  選舉誘因與立法行為：台日選制改革前後比較 

(英文)  Electoral Incentives and Legislative Behavior: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Japan and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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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想要瞭解是否議員提案增加是民主黨時期的特色，還是選制改革之後變化趨勢，此次研討會發

表的文章，是針對立法行為是否隨著選制改革有所改變。再加上，臺灣也經歷一樣的選制改革，

欲探討制度改變對於政治行為者的影響，所以與盛杏湲老師針對台日選制改革前後議員立法行為

改變（或是不變）做比較。 

 

二、與會心得 

感謝科技部對於這次出國發表論文的補助。主要收穫是得到與會學者的建議，以利修改投稿，並

做未來研究的修正方向。此次，從評論人以及與會者的提問獲益良多。具體來說，評論人梅田教

授，提出很重要的問題，台日比較是要如何定位？是區域研究還是通則化研究？對於既有的政治

學研究有什麼貢獻？提醒我們在研究架構方面，得有更精確的探討。根本教授針對選制改革的影

響，建議我們可以從兩國國會議員的背景（小選區當選者還是比例代表當選者）以及選區規模等

做更細部的比較，除了可以瞭解當選方式不同對於提案類型的影響，還可以更細緻地區分台日選

制的不同，並探討其影響。 

 

除此之外，參與國際研討會也能與他國學者交流，尋求與其他國外學者建立長期互動及未來合作

的機會。例如，之前曾參與 2011 年日本政治學年會以及 2012 年慶應大學研討會，才有機會與日

本學者合作，於澳洲政治學會組 panel 宣讀論文。或是 2009 年參與美國亞洲學會年會，與同場次

的學者合作，於 2013 年組成一個 panel，邀請其他學者一起於亞洲學會年會宣讀論文。此次參與日

本選舉年，得以認識專門研究日本國會立法的根本教授，幸運地獲得個別議員立法資料，也希望

能做為日後交流合作的基礎。 

 

三、發表論文摘要 

Both Japan and Taiwan have adopted a new electoral system, a mixed system comprising a single 

member district plural system plus a closed-listed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system, from the 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SNTV) system. Electoral Reforms in Japan and Taiwan provide a chance for 

something like a “national experiment” so that we may observe what impacts the new systems may bring 

about. Many studies have investigated the consequences of electoral reforms such as the impact on voting 

behavior, the party system, and intra-party politics/factional politics. In this paper we would like to 

examine how electoral reforms change the legislators’ calculation and legislative behavior, and to 

investigate whether, under the similar systems, they share the same pattern in Japan and Taiwan.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the bills introduced by individual legislators, both before and after the reforms, 

in order to explore whether legislators change or continue their behavior in relation to the introduction of 

bills. In particular, we would like to tackle two questions: 1) Is there any change in the number of bills 

introduced by individual legislators after the reform? That is, will legislators become motivated to 

introduce more or fewer bills? 2) Is there any change in the types of bills introduced? Moreover, is there 

any increase or decrease in general interest bills in contrast to particularistic interest b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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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議 

建議科技部可以多鼓勵以台灣議題或是以台灣為主做比較研究，一來提高台灣學界在國際知名

度，也可以讓人家更瞭解台灣，進而得以增加外國學者對台灣研究的興趣。 

五、與會者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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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大會議程 

附錄二 報告投影片 

 



2014 年度 日本選挙学会 総会・研究会プログラムを公開いたします 

------------------------------------------------------------------ 

【第１日】 5 月 17 日（土） 

------------------------------------------------------------------ 

◆分科会 A・B・C (10:00～12:00) 

【分科会 A（社会心理部会）：政治意識・投票行動研究の新展開】 

◇司会者 

今井 亮佑（首都大学東京） 

◇報告者 

稲増 一憲（関西学院大学） 

「分位点回帰を用いたメディア接触効果の再検討」 

三浦 麻子（関西学院大学）・楠見 孝（京都大学） 

「批判的思考態度・リスクに対する態度と投票行動―2012 年衆議院選挙と 2013 年参議院選挙の

Swing vote 分析―」 

三輪 洋文（東京大学） 

「保革自己イメージの意味づけに関する有権者の不均質性」 

◇討論者 

谷口 尚子（東京工業大学）・今井 亮佑（首都大学東京） 

 

【分科会 B（法律・制度部会）：選挙管理の実務・法律学・政治学】 

◇司会者 

森 正（愛知学院大学） 

◇報告者 

大西 裕（神戸大学） 

「選挙管理委員会の構成と積極的投票権保障-全国市区町村選挙管理委員会事務局調査より」 



湯淺 墾道（情報セキュリティ大学院大学） 

「インターネット選挙運動と公職選挙法」 

小島 勇人（川崎市選挙管理アドバイザー） 

「選挙の管理事務執行における留意点等について」 

◇討論者 

只野 雅人（一橋大学）・福元 健太郎（学習院大学） 

 

【分科会 C（アジア部会）：Electoral Politics in Taiwan: Institutional factors and Voting Behaviors】 

◇司会者 

飯田 健（同志社大学） 

◇報告者 

Lin, Chao-Chi（國立政治大學）・Sheng, Shing-Yuan（國立政治大學） 

「Electoral Incentives and Legislative Behavior: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Japan and Taiwan」 

Su-Feng Cheng（國立政治大學）・Tsai, Chia-hung（國立政治大學）・Yu, Ching-Hsin（國立政

治大學） 

「Explaining Presidential Popularity and Accountability: Do Identity and Partisan Matter?」 

Eric Chen-Hua Yu（國立政治大學） 

「Issue Ownership and Campaign Advertising in Taiwan」 

◇討論者 

梅田 道生（愛媛大学） 

 

◆理事会 (12:05～12:55) 

 

◆分科会 D・E・F (13:00～15:00) 

【分科会 D（データベース部会）：政治関連データの収集および公開に関する現状と課題】 



◇司会者 

境家史郎（東京大学） 

◇報告者 

山田 真裕（関西学院大学） 

「有権者調査の現状と課題」 

品田 裕（神戸大学） 

「非サーベイ系データベースの作成・利用・公開について」 

藤原 翔（東京大学） 

「SSJ データアーカイブによる政治関連データ公開の現状と課題について」 

◇討論者 

上神貴佳（高知大学） 

 

【分科会 E（比較部会）：選挙研究における民族と地域】 

◇司会者 

日野 愛郎（早稲田大学） 

◇報告者 

石生 義人（国際基督教大学） 

「オバマ大統領の外国生まれ俗説を信じるアメリカ人とその決定要因： 2012 年全米サーベイデー

タの分析」 

松林 哲也（大阪大学大学院）・Branton, Regina（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Martinez-Ebers, 

Valerie（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Carey, Tony（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 

「Social Protest and Policy Attitudes: The Case of the 2006 Immigrant Rallies」 

金 東煥（立命館大学） 

「韓国における野党間選挙協力に関する研究－2012 年国会議員総選挙を事例に－」 

◇討論者 

浅羽 祐樹（新潟県立大学）・村上 剛（立命館大学） 



 

【分科会 F（地方部会）：地方分権改革の政治過程】 

◇司会者 

谷口 尚子（東京工業大学） 

◇報告者 

浦上 哲朗（総務省） 

「人口減少社会における地方分権改革のあり方」 

城戸 英樹（奈良県立大学） 

「地方分権改革における政党の役割」 

梶原 晶（神戸大学） 

「国会議員の政策選好としての地方分権改革」 

◇討論者 

砂原 庸介（大阪大学）・金戸 伸幸（岩手県庁） 

 

◆共通論題：自民党政治における連続と変化 (15:15～17:45) 

◇司会者 

河村 和徳（東北大学) 

◇報告者 

竹中 佳彦（筑波大学） 

「利益表出におけるイデオロギー――選挙・圧力団体・マスメディア――」 

建林 正彦（京都大学） 

「自民党議員の政策指向に見る連続と変化」 

高安 健将（成蹊大学） 

「自民党の組織構造と首相の権力」 

◇討論者 

森 裕城（同志社大学） 



◆総会 (17:45～18:30) 

◆懇親会 (19:00～ ) 

 

------------------------------------------------------------------ 

【第２日】 5 月 18 日（日） 

------------------------------------------------------------------ 

◆分科会 G・H・I (10:00～12:00) 

 

【分科会 G（数理部会）：数理的選挙研究の先端】 

◇司会者 

尾野 嘉邦（東北大学） 

◇報告者 

中村 悦大（愛媛大学） 

「真理子の政党支持 －合理的化された「そのつど支持」－」 

福元 健太郎（学習院大学）・Moore, Will H.（Florida State University）・Beger, Andreas（Duke 

University） 

「Event Count Time Series Models: A Bayesian State Space Investigation」 

◇討論者 

鈴木 基史（京都大学） 

 

【分科会 H（歴史部会）：戦前日本の「挙国一致」と選挙―非常時局の論理と実態】 

◇司会者 

下重直樹（国立公文書館） 

◇報告者 

官田 光史（国立公文書館） 

「仮定としての憲法改正―補充選挙停止法に関する考察―」 



霜村 光寿（日本大学） 

「岡田内閣期の選挙粛正運動」 

中西 啓太（東京大学） 

「明治期地方行政における選挙運営・制度」 

◇討論者 

山室建徳（帝京大学) 

 

【分科会 I（議会部会）：日本の国会政治の変化と連続】 

◇司会者 

伊藤光利（関西大学 

◇報告者 

矢内勇生（早稲田大学、会員）・Thies, Michael F.（非会員） 

「分割議会における政権運営」 

川村一義（山形大学） 

「政党制の変容と国会」 

根元邦朗（早稲田大学） 

「Lawmaking in Japan's House of Councilors」 

◇討論者 

竹中治堅（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鈴木創（筑波大学） 

 

◆理事会 (12:05～12:55) 

 

◆ポスターセッション：選挙研究のフロンティア (13:00～15:00) 

田中 智和（上宮高等学校） 

「政党支持と無党派層の分類を再検討する」 



横山 智哉（一橋大学大学院）・稲葉 哲郎（一橋大学） 

「政治的会話が政治的知識を高める二過程モデル」 

小島 真一（神戸大学） 

「党内集団の存続メカニズム：だれが派閥を生きながらえさせるのか？」 

根本 俊男（文教大学）・久保田 敬介（文教大学） 

「人口・有権者数・投票者数の差がもたらす一票の格差への影響」 

西川 美砂（ボール州立大学）・Steven Hall（ボール州立大学） 

「Policy Risk and Investment: Examining the Impact of Ruling Party Duration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細貝 亮（早稲田大学） 

「選挙キャンペーンにおける有権者のインターネット情報接触」 

藤村 直史（神戸大学）・久保 浩樹（ライス大学） 

「利益誘導か政策争点化か？候補者間の政策的ポジショニングが議員行動に与える影響」 

尹 月（東京大学大学院） 

「民主主義について語るときに中国網民の語ること」 

中西 正紀（フリーランス） 

「東京特別区議会議員選挙の分析による SNTV 大選挙区制度の特性研究」 

小林 哲郎（国立情報学研究所）・片桐 梓（スタンフォード大学） 

「日中領土問題と首相支持：サーベイ実験による旗下集結効果の検討」 

堀田 敬介（文教大学） 

「フロンティア法による区割の高速列挙と索引化」 

村瀬 洋一（立教大学） 

「東日本大震災後の政治意識と社会ネットワーク ―仙台仙北意識調査の計量分析―」 

秦 正樹（神戸大学大学院） 

「投票参加に関する世代間格差：政治関心の質的側面に着目して」 



岸本 一男（筑波大学） 

「原理党存在下での２次元平面上の３政党のナッシュ均衡解について」 

久保 慶明（琉球大学） 

「大都市圏における利益団体の動向―2007 年調査と 2012 年調査の比較分析」 

和田 淳一郎（横浜市立大学） 

「図説：一票の平等」 

上ノ原 秀晃（大阪商業大学） 

「2013 年参議院選挙とソーシャルメディア－候補者はネットをどう活用したか」 

 

◆分科会 J(15:00～17:00) 

 

【分科会 J（書評セッション）：民主党研究における継続と発展 上神貴佳・堤英敬編『民主党の

組織と政策』の書評】 

◇司会者 

西澤 由隆（同志社大学 

◇報告者 

堤英敬（香川大学） 

「編著者として」 

◇討論者 

成廣孝（岡山大学）・小宮京（桃山学院大学）・平野浩（学習院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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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SNTV to a Mixed system

• How have electoral reforms changed 
the legislators’ calculation and 
legislative behavior in Japan and 
Taiwan?

• Do Japan and Taiwan share the 
same pattern? 

 

Questions to be answered

1) Is there any change in the number of bills 
introduced by individual legislators after the 
reform? 

2) Is there any change in the types of bills 
introduced?
– Is there any increase or decrease in general 

interest bills in contrast to particularistic interest 
bills?

 



Road Map

• Electoral Calculations and Legislative 
Behavior

• Theory and Hypotheses: Legislative Behavior 
From the SNTV to a Mixed system

• Japanese Legislative Behavior Before and 
After the Reform

• Taiwanese legislative Behavior Before and 
After the Reform

• Conclusion

 

Electoral Calculation and 
Legislative Behavior (1)

• If legislators need to count on their party to 
get elected, they have a stronger motivation 
to promote their party’s reputation.

– Great Britain

 

 



Electoral Calculation and 
Legislative Behavior (2)

• If legislators must count on themselves rather 
than their party affiliation to attract voters, 
they have a stronger motivation to promote 
their personal reputation.

–The United States, Brazi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egislative Behavior 
under the SNTV

• Legislative have to build their own personal 
vote base to gain reelection.

1) to provide casework to their constituents

2) to introduce bills related to particularistic 
interests

 



Electoral Reforms

From the SNTV to a Mixed System 

• Japan in 1994 

– 300 SMD seats and 180 regional PR seats

• Taiwan in 2005

– 73 SMD seats and 34 PR seats

 

Expected Consequences of Electoral 
Reforms (1)

• The reforms were to reduce intra-party 
competition and promote party-based 
competition.

～party labels and policy issues are 
expected to be more important under the 
new rule.

 



Expected Consequences of Electoral 
Reforms (2)

• The SMD does not eliminate the need for a 
personal vote, and legislators still need to 
claim credits for reelection.

 

Expected Consequences of Electoral 
Reforms (2)

1) There is only a single legislator in a district.

2) To run a single member district, legislators 
need to receive more than 50 percent of the 
votes to be elected.

3) Country-specific reasons

Japan: dual candidacy

Taiwan: party primaries

 



Theory and Hypotheses: 
Legislative Behavior from the SNTV to a Mixed System

• H1. District legislators under the mixed 
system tend to introduce more bills than 
those under the SNTV system.

• H2. District legislators under the mixed 
system have a greater motivation to 
introduce general interest bills compared to 
those legislators under the SNTV system.

 

Categorization Methods

To decide if the bills are “general interest bills” 
or “particularistic interest bills”

• In the case of Taiwan

– To classify bills based on the content of the bills  

• In the case of Japan

– classifying bills according to the committees to 
which the bills were referred

 



Table 1: Average Number of Bills 
Introduced by Legislators Per Session (Japan)

Pre-reform

(1979-1996)

Post-reform

(1996-2012)

Change  

N (a) % N (b) % (a/b)

General Interest 

bills

7.1 57.7 13.6 60.4 1.9

Particularistic 

Interest Bills

2.9 23.6 4.7 20.9 1.6

Others (Kokkai) 2.3 18.7 4.2 18.7 1.8

Total 12.3 100 22.5 100 1.8

 

 

Table 2 Average Number of Bills Introduced by 
Legislators from the Ruling Party Per Session

(Bill as the Unit of 

Analysis)

Pre-reform

(1979-1996)

Post-reform

(1996-2012)

Change  

N (a) % N (b) % (a/b)

General Interest 

bills

0.69 55.6 3 68.8 4.3

Particularistic 

Interest Bills

0.265 21.4 0.59 13.5 2.2

Others (Kokkai) 0.285 23 0.77 17.1 2.7

Total 1.24 100 4.36 100 3.5

 



Table 3: Average Number of Bills 
Introduced by Legislators Per Session (T)

The 5th LY The 6th LY The 7th LY Growth 

rate of the 

7th LY 

compared 

to the 5th

LY

Growth 

rate of 

the 7th

LY 

compare

d to the 

6th LY

N % N % N %

General interest bills 90.5 33.1 81.3 30.8 145.6 41.6 1.61 1.79

Particularistic bills 137.5 50.3 145.0 54.9 168.0 47.9 1.22 1.16

No interest bills 45.2 16.5 37.7 14.3 36.9 10.5 0.82 0.98

Total bills 273.2 100.0 264.0 100.0 350.4 100.0

 

 

Table 4： Legislators’ Average Number of 
Bills Introduced Per Session

5th LY 6th LY 7th LY Growth 

rate from 

5th to 7th

LY

Growth 

rate from 

6th to  7th

LY

General interest bills 1.10 1.03 4.38 3.98 4.25

Particularistic bills 1.86 2.19 4.81 2.56 2.20

No interest bills .48 .49 .84 1.75 1.63

Total bills 3.44 3.71 10.02 2.91 2.70

N=legislator*session 1327 1322 883

 



Findings

• Legislators in both Japan and Taiwan have 
become more active in legislation. 

• And there is also change in types of bills. 
Legislators tend to introduce more general 
interest bills than under the SNTV.

• Most legislator-introduced bills were 
revisions instead of brand new laws.

 

Despite of similar trend 

• Either before or after the reform, Taiwanese 
legislators propose much more bills than 
Japanese diet members.

• General interest bills consistently account for 
a majority of legislator-introduced bills in the 
case of Japan, but in Taiwan, legislators 
continue to propose more particularistic 
interest bills although the ratio declines.

 

 



Comparison of the Mixed Electoral System in 

Taiwan and Japan

Legislative Yuan 

(Taiwan)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Japan)

Ballot structure Two-vote system:

Single-member district (SMD) +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PR)

Two-vote system:

Single-member district (SMD) +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PR)

Assembly size 113 seats

(73 for SMD seats and 34 for PR seats)

480 seats

(300 for SMD seats and 180 for PR seats＊)

District magnitude 73 SMDs

PR: 1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constituency (34 seats)

300 SMDs

PR: 11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constituencies (6-29 seats for each)

Election rules SMD: Relative plurality

PR: Seats are distributed by the largest 

remainder method (Threshold: 

Parties are not entitled to 

distribution unless exceeding 5% of 

ballots)

SMD: Relative plurality

PR: Seats are distributed by the highest 

average system

(No threshold for distribution of seats 

after election; some limitations imposed 

on parties prior to election)

Special regulations 6 seats reserved for aborigines (3 each 

for lowland and highland aborigines); 

the 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remains; at least half of national 

at-large seats reserved for women.

Dual candidacy allowed.

The “first loser margi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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