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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促進國內國會與立法學者的溝通與對話，整合國會研究各次領域學者的研究能

量，在每次聚會的當中討論國際間最新的國會與立法理論、更為健全的研究設計、資料蒐集的

邏輯與方式，最後是各種研究發想落實以團隊為單位的研究行動與研究成果。 

透過一年的主題討論及參與，在國會研究領域不論是質化或是量化的資料蒐集都有大的進

展，研究群成員與講員提出彼此間共同關注的變項，讓這些變項都變為成員與講者都蒐集的資

料，並且資料也具有「可轉換性」（譬如量化資料在分析單位上的轉換），對於整體國會研究有

很大的幫助。 

關鍵字：國會研究、立法制度、立委行為、政黨、政黨研究、大數據統計分析（R 統計軟體）



目錄 

一、 前言……………………………………………………………………………………..……1 

二、 研究群成員…………………………………………………………………………………2 

三、 研究群執行方式……………………………………………………………………...……3 

四、 研究群執行收穫與成果………………………………………………………...…..……5 

五、 結論……………………………………………………………………..………………..…26 

六、 參考文獻



1 

 

 

一、 前言 

（一） 背景 

本研究旨在促進國內國會與立法學者的溝通與對話，整合國會研究各次領域學者的研究能

量，在每個月定期聚會的機制當中討論國際間最新的國會與立法理論、更為健全的研究設計、

資料蒐集的邏輯與方式，最後是各種研究發想落實以團隊為單位的研究行動與研究成果。 

 

（二） 目的及重要性 

本學群將為將來申請國科會整合型計畫做準備。長遠來說，本學群作為一個推動國內國會

與立法學者走向國際化的平台，希望計畫成員不僅能夠在國內的期刊與專書（專書論文）有優

異表現，也能夠將研究能量具體轉換成西文的發表，讓國內的國會與立法研究與國際間同領域

的研究進行對話與互動，並讓台灣的案例成為國際學者「比較政治」研究中的重要一環。 

在學群的運作方面，藉由每個月聚會一次的機制，邀請成員與講員進行演講，演講後進行

Ｑ＆Ａ，同時也藉由研究群成員與講員的即時互動，思索論述的完整性與研究設計的可行性之

外，也能思考與成員進一步整合研究的可能性。而這個可能性，除了在理論層次的整合之外，

還有在資料蒐集上的整合。由於國會及立法的質性與量化的資料蒐集，時常涉及繁浩的資源（人

力與財力），因此若能由成員與講員提出彼此間共同關注的變項，讓這些變項都變為成員與講

者都蒐集的資料，並且資料間也具有「可轉換性」（譬如量化資料在分析單位上的轉換），俾利

於整體國會研究社群的研究效率。 

目前國內國會研究社群制度化，尚有許多努力的空間，除了東吳大學政治學系成立國會研

究中心，並每年舉辦國會研討會、出版國會與立法研究專書論文外，其實還需要更多研究平台

與研究社群的建置，為此，我們規劃成立本研究群。同時，不只國會研究群的制度化可以再加

強，針對立法院也有許多課題，都尚未被學界充分探究，例如國會暨黨團領袖的運作與效能、

委員會內部的運作、國會議員的甄選（尤其在國民黨方面）、利益團體與媒體對於立法過程的

影響、國會監督的影響等等。這些課題在國外文獻多少都有一些成果存在，但在國內文獻方面

不僅理論化不足，也缺乏對應的研究設計，這些都是本研究學群可以具體著力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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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2016 年 1 月立法院經歷了首次政黨輪替，也有許多新的課題足以讓學群進行探究，

甚至成為將來整合型計畫的一個共軸。本研究群將第九屆國會定位為「新國會、新政府與新挑

戰」，有以下四點的研究問題： 

1.民進黨做為立法院執政黨在立法運作、立法效率、立法院、行政院與總統府的關係與國

民黨做為立法院執政黨時期有何不同？ 

2.第九屆立院中小黨的生存與表現空間如何？ 

3.第九屆立法院進行了幾項重要的國會改革成效如何？是否牽動立院生態（人事、法規、

政黨互動）的變動？ 

4.最後，儘管過去民調發現台灣民眾普遍不喜歡立法委員，但第九屆立法院至今給予民眾

的觀感是否仍是如此？民眾對於蔡總統上任後的立法院是否有特定期許？ 

針對新國會的這四大項議題，本學群也希望能夠在計畫執行過程當中藉由講員演講之便，

也成為學群所探究的課題之一。讓本學群的研究縱深，不只承先（過去研究成果），比較（探

究國外文獻）也啟後（探究第九屆立院）。 

二、 研究群成員 

姓名 研究單位 職稱 專業領域 

黃秀端 東吳大學/政治系 教授 
比較政治、投票行為、國會政治、政治文化、 

憲政體制 

盛杏湲 政治大學/政治系 教授 立法行為、選舉行為、民意與民主政治 

陳宏銘 中原大學/通識中心 教授 
比較政治、政治制度、憲法與人權、國際關係理

論 

邱師儀 東海大學/政治系 副教授 政治心理學、國會研究、計量研究法 

鮑彤 中研院/政治所 副研究員 台灣政治經濟、選舉制度、立法行為 

蔡韻竹 東吳大學/政治系 助理教授 國會政治、立法行為、政黨政治、政治與傳播 

王奕婷 成功大學/政治系 助理教授 政黨政治、民主轉型、國會制度、量化研究方法 

 

三、 研究群執行方式 

本學群的執行方式，以十二個月的時間，平均約一個月邀請一位講者的方式，由講者帶領

學群進行主題討論。分為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為講者提案，約 1 個半小時，最後 30 分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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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講者與講者 Q&A 互動。更重要的是，研究群將在每場演講的過程中，順勢討論各種研究發

想與實際執行的可能性，讓每一場演講進一步落實為研究行動。事實上，我們的討論相當熱烈，

經常是欲罷不能，遠遠超過預定的時間，每次都覺得收穫滿滿。 

為與國際學者接軌，本學群特別邀請未來可能與我們進行長期合作的 Eitan Tzelgov 教授

來台訪問，並與團隊分享其研究經驗。Eitan Tzelgov 目前為英國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政治

學助理教授 （Lecturer），同時為瑞典哥德堡大學 （University of Gothenburg） 多元民主計畫 

（Varieties of Democracy） 研究員 （Research Associate）。專長為國會與政黨研究、以及量化

研究方法，其研究尤其著重於以內容分析（textual analysis）的方式探索國會成員發言、從而得

知黨際以及黨內成員的互動策略，在研究區域上則以以色列、希臘、英國、與瑞典國會為主。

在研究方法上，除了基本對於內容分析法的深究之外，內容分析的軟體、不同演算法（algorithm）、

議題應用、以及議員在社交媒體上發言的字元擷取蒐集方式也是 Eitan 教授的研究焦點，特別

在議題應用上，Tzelgov 在本次來訪研究群的討論中，選擇了瑞典國會議員在討論移民問題時

所呈現的態度分配作為主題，透過對國會議員發言的內容進行探索，對於我國國會內部研究以

及相關領域有很大的啟示。  

在討論過程中，大家覺得大數據分析在國會研究非常重要，因此特別邀請東吳大學資管系

教授黃日鉦，為我們成員開設一整天的 R 大數據工作坊研習。黃教授任認為 R 軟體可以幫助

我們在堆積如山的資料中，使用自動或半自動的方式把隱藏在資料中的有用資訊發掘出來。接

著，中山大學廖達琪教授也來分享她個人使用 Text-Mining 在國會研究的應用。目前邱師儀和

王奕婷助理教授接開始嘗試運用 R 大數據來分析立法院的資料。 

另外，黃世豪博士雖然在當初並未列入研究學群成員，然而他覺得這樣的團體討論相當有

意義，因此每次都加入我們的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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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本研究團隊歷次聚會的講者、時間與題目： 

編號 預定日期 起迄時間 演講或研讀主題 講員 

1 106/2/17 15：30-18：00 講題一、分權的立法制度及其運作與影響 盛杏湲 

2 106/3/24 15：30-18：00 
講題二、Stronger Legislatures, Stronger 

Democracies Revisited 
王奕婷 

3 106/4/28 15：30-18：00 講題三、立法委員議題所有權的初探與再探 黃士豪 

4 106/5/26 15：30-18：00 講題四、分立政府與國會研究 吳重禮 

5 106/6/09 15：30-18：00 

講題五、Compassion versus Difference：   

Estimating and Explaining the Way Legislators 

Discuss Immigration 

Eitan Tzelgov 

6 106/7/13 15：30-18：00 
講題六、兩種資料初探：從立委職涯發展到

委員會發言策略 
邱師儀 

7 106/8/11 15：30-18：00 講題七、官僚政治與肉桶利益 羅清俊 

8 106/8/24 15：30-18：00 
講題八、政黨立場與政黨距離初步結果與測

量的探討 
蔡韻竹 

9 106/8/28 10：00-16：00 講題九、R 大數據工作坊研習 黃日鉦 

10 106/9/15 15：30-18：00 
講題十、Text-Mining 在國會研究的應用 —

個人經驗的分享 
廖達琪 

11 106/11/10 15：30-18：00 

講題十一、我國半總統制下總統的決策機

制： 

兼論法案的態度表達模式 

陳宏銘 

12 106/11/24 15：30-18：00 講題十二、 國會監督與國會議員表現 黃秀端 

13 106/12/15 15：30-18：00 
講題十三、立委為什麼敢打架？國會肢體衝

突對民意的影響 
鮑  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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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群執行收穫與成果 

(一) 各場次報告主題、摘要及問題討論 

場

次 
討論主題 主講人 重點摘要 

一 

分權的立法制

度及其運作與

影響 

盛杏湲 

核心問題： 

各國在議程設定權的差異及台灣的操作影響為何？ 

研究方法： 

1. 文獻分析法 

2. 深入訪談法 

3. 內容分析法 

4. 統計分析法 

研究結果： 

一、 分權的立法制度的特色及其對政治的影響 

 強化黨團協商機制 

 弱化委員會機制 

 弱化記名表決機制 

二、 正面效應 

 國會多數黨、少數黨與小黨共享立法的權力，社會上

多元的聲音可能被聽到 

 提供了一個在政黨高度對峙下，政策法案的審議與通

過還可能持續進行的平台 

三、 負面效應 

 立法的結果偏向極小化、特殊化，並且常常面臨不斷

修正的命運。 

 立法的產出，常常是各黨妥協交換的結果，如此選民

無法從最後的立法產出充分理解各黨的表現，自然也

無法以政黨在立法院的表現來對其課責，這無疑不利

於台灣建立負責的政黨政治 

討論： 

一、黨團制度在當中的影響 

 超過協商期時間拖很長，形成法案不好通過。 

 以美國為例，很難找到政府的資料或以巴西為例，

政府的通過率也不好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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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黨團提案的人數、席次要達到聯署人數才行，而台

灣黨團只要三人成立就可以提案。 

二、分權在於政黨 

  此種分權立法在過半數上的政黨可使用不記名投票的策

略。 

三、反對黨的機會 

四、選民的觀感 

五、這些制度有比較容易被改變嗎？（提案權） 

若是慣例，反而有可能不好改變，立法院的制度不一定

是由非正式轉成正式。 

二 

Stronger 

Legislatures, 

Stronger 

Democracies 

Revisited 

王奕婷 

核心問題：  

1. Varieties of Democracy （V-Dem） Project and the relevant 

indicators 

2. A multidimensional measure of legislatures’ power 

3. The effects of legislative strength on democratic survival 

研究方法： 

1. Statistical Analysis 

利用V-Dem 的變數來進行分析。V-Dem 資料庫包括 177

個國家從 1900 至今的資料。蒐集 350 V-Dem indicators & 

45 democracy indices 

 

圖一 Various core values of democracy 

 

2. Data collection 

 Expert survey 

 Concrete and detailed questionna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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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components of democratic governance： civil society, 

parties, elections, legislatures, executive, political 

equality 

 

 

研究結果： 

表一 Bayesian Factor Analysis Results 

Legislative 
Oversight Resources 

Error 

Capacity variance 

Executive proposes 

legislation 
0.63    0.61 

Executive veto power 0.83    0.3 

Legislature legislates 0.59    0.65 

Legislature 

investigates 

 0.93   0.14 

Legislature 

opposition parties 

 0.89   0.21 

Legislature questions  0.82   0.33 

Committees   0.85 0.28 

Legislature controls 

resources 

  0.68 0.54 

Staff     0.48 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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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Validity 

 

 

討論： 

Different specifications and aggregation schemes of the measure 

 Additional robustness tests 

 Check deviant cases 

 Develop clear theoretical expectations regar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gislative powers and other 

phenomena 

    

三 

立法委員議題

所有權的初探

與再探 

黃士豪 

核心問題： 

探討議題所有權的影響，分別從以下幾個面向來談討： 

一、立法專業性 

二、與立法提案的關係 

研究方法： 

一、 提案分析 

二、 深入訪談 

三、 問卷調查 

四、 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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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 

一、立委提案的議題分布 

二、影響立委提案議題分布的因素 

(一) 專業背景 

(二) 不分區立委<專業背景> 

(三) 立委資深程度 

(四) 會去專注在特定議題提案的比較有可能連任（選舉影響） 

討論： 

一、立委甄補與立法專業性 

二、立法提案研究途徑 

三、個別政治人物議題所有權的建立與差異 

四 
分立政府與國

會研究 
吳重禮 

核心問題： 

    分立政府與整體制度的關係 

研究方法： 

一、 文獻分析 

二、 內容分析 

研究結果： 

關於分立政府影響的辯論 

一、 分立政府可能產生的一項問題是美國聯邦最高法

院大法官的選任，由於參議院多數與總統分屬不同

政黨，導致參議院議員杯葛總統所提名的大法官人

選。 

二、 分立政府會困惑選民，並且減少投票選擇的對象，

因此較易導致低投票率。面對逐漸下降的選民投票

率，這意味著公職人員的正當性似乎正遭逢挑戰。 

三、 法案制定滯塞與否的爭議：一項頗為普遍的觀點認

為，當行政首長與掌握議會的多數黨各有立場，極

易造成行政部門與立法部門兩者關係不協調，導致

重要政策之法律制定往往遭致擱置延宕的命運，降

低「立法生產力」。 

四、 法案品質良窳的爭議 

五、 擬定國防與外交政策的爭議 

六、 政策法案延續性的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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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總體經濟表現與財政赤字的爭議： 

八、 社會福利制度的爭議 

九、 議會是否過度使用監督權的爭議 

十、 「細部控制」的爭議：行政體系是否會因為分立政

府的緣故而遭受負面的影響。 

討論： 

三、 我國政治發展所面臨的問題—分立政府所產生的僵

局 

四、 台灣的分立政府須考慮到雙元行政的關係 

五、 府會關係：在行政部門與立法部門的關係中，特別是

在審查預算的情況下，對於行政權的侵害是較大的。 

五 

Compassion 

versus 

Difference：   

Estimating and 

Explaining 

the Way 

Legislators 

Discuss 

Immigration 

DR. EITAN 

TZELGOV 

核心問題： 

1. Is party’s electoral strategy reflected in parliamentarians’

speeches？

2. Can we use legislative speeches to study constituency

representation？

3. Do MPs’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matter？

4. Ex. Immigration rhetoric issue in Sweden Parliament

研究方法： 

1. document Analysis

2. Content analysis

3. Statistical Analysis

4. Research Hypotheses

5. Socio-Economic hardships correlated with：

 extreme-tight support （Betz, 1993; Golder, 2002; Rydgren

and Ruth, 2011, 2013）

 Negative attitudes towards globalization, the EU and

immigrants （Clarke et al. ,2017; Burns and Gimpel,

2000）.

 Left-behind factors should predict a difference oriented

rhetoric.

 Female MPs should, on average, use more responsibility

oriented rhetoric （Greene and O’brien, 2016; Kittilson,

2011）

 MPs that were born abroad should use 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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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etoric （Saalfeld and Bischof, 2012） 

 Control for cabinet members. 

研究結果： 

Left-Behind/Modernization Losers 

 
圖三 Left-Behind/Modernization Losers 

 

Parliamentarians’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圖四 Parliamentarians’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Electoral Threat - Selection Mode 

Speakers selection is not a random process, but is subject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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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da contro 

Other, individual level factors might also affect propensity to 

speak in a given debate. 

Modelling selection process is vital （Herzog and Benoit, 

2016; Slapin and Proksch, 2012） 

Use a selection model （Heckman 1976） 

Outcome results 

圖五 Outcome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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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results 

 

圖六 

 

 

Electoral threat Behaviour may be conditional on 

party/coalition

 

圖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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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ping Immigration 

Swedish parliamentary debates on immigration fluctuate 

between a ‘difference’ and a ‘responsibility’ poll 

Similar to findings in other European Countries, different 

types of data 

 Strategy starts at parliament – Left Behind：

Speeches are indeed responsive to factors at the district level, 

even in strong party systems. 

Worsening economic conditions at the district level 

（unemployment and median income） correlated with 

‘difference’ rhetoric. 

Not education. 

 Strategy starts at parliament – Populist right

Sweden democrat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influential in 

the Riksdag. 

MPs from districts where Sweden Democrats are successful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difference’ oriented in their 

rhetoric. 

Additional evidence of changing discourse in the West. 

討論： 

1. 不同地區、年份所使用的語言方式不一樣，形容的或表

達的方式也不一樣，如何處理變數？

2. 如何將單詞的紀錄技術化？

3. 中文字母的處理方式、詞彙、形容詞在字義上有很多不

同，變數處理不易。

4. 使用的類型、標籤不一樣得到的統計模型也不一樣。

5. 多加使用公開資料，將公開的聲明、文件、官方資料等

系統化。

六 

兩種資料初

探： 

從立委職涯發

展到委員會發

言策略 

邱師儀 

核心問題：

    一、立委發言的動機與考量為何？ 

    二、立委發言對法案通過是否產生影響力？ 

研究方法： 

一、內容分析：分析對象為第七屆第一會期到第八會期，

將立法委員發言立場及動機分別以選民、政黨、政

策加以編碼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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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分析 

三、深入訪談 

四、統計分析 

研究結果： 

一、 絕大部分的立委在委員會發言時，就算否決議案，也

都是針對法案的內涵進行探究，多有通盤性考量。整體而

言，政策的發言動機遠高於政黨或者選民。 

二、 在委員會方面：「內政」、「教育文化」與「經濟」，

與在法案種類方面：「政府制度與組織」、「社福與環保」

與「教育與文化」類，當立委在這三種委員  會或者遇到

這三類法案時，常常循資訊立法模式，或者說發言都有政

策考量。至於「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或者「司法及社會秩

序類」的法案，則容易誘發立委政黨考  量的發言。最後，

交通委員會則是較為明確的肉桶委員會。 

三、 當處理黨團協商的法案時，由於立委預期有黨團指

揮與處理，因此立委對於  在委員會登記發言顯得興趣缺

缺。同時，當立委審議多人提案的法案時，由於較多  立

委牽涉其中，法案可能較重大也較具爭議性，因此三讀通

過機率較低。 

四、 立委支持法案通過的發言，和立委投票表決一樣，都

能夠導致目標法案的三  讀通過。此外，立委具有政策動

機的發言也能夠促成立法三讀，也算是資訊立法模式能夠

解釋立法院立法成功之明證。 

五、 本文的發現與「多重立法模式」相符，就立委的發言

動態而言，大體都能夠回歸到政黨、選民與政策三種因素

來談，但沒有單一因素可以代表所有立委發言的面向，在

不同的背景條件下，不同的立法動機被凸顯出來。 

討論： 

一、 Text Analysis 研討的可能 

二、 什麼樣的人會投入立委職位？立委內在、外在因素。 

三、 立委職涯發展有哪些模式？當一個專職立委，或將立委

工作當成跳板，在將來尋求更具有行政資源的工作。 

四、 總統國會制下的立法院，結構制度給予立委職涯發展何

種限制與機會？行政立法分立或合一。

七 
官僚政治與肉

桶利益 
羅清俊 核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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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央政府在 95~98 年度分配給縣市的計畫型補助款為資料

的分析基礎（以縣市為分析單位），利用實證研究的途徑，

回答以下問題： 

一、 總統角色的影響因素：行政部門在分配政策利益時

必然會特別留意總統在選舉上的考量。所以，總統前一

次選舉在各縣市的得票率與總統選舉年是否會影響各縣

市所獲得的計畫型補助款。 

二、 立法委員的影響因素：各縣市所屬立法委員在立法

院內部權力結構所擁有的影響力如何影響各縣市獲得的

計畫型補助款。 

三、 「行政部門」以及「行政與立法部門在預算審議的

互動關係」之影響因素 

四、 行政與立法部門在預算審議的互動關係 

研究方法： 

一、文獻分析 

二、統計分析 

 

研究結果： 

一、 補助利益分析模型 

變數名稱 迴歸係數 標準誤 T值 

常數 -4.4999** -2.5164 -1.7882 

預算刪凍次數*預算刪凍金額 0.0002** -0.0001 2.2254 

部會首長曾任職縣市長 0.2641 -0.4153 0.6359 

部會首長曾任職縣市區域立委 0.3493+ -0.2504 1.3952 

縣市長曾任職部會首長 0.9799** -0.4891 2.0036 

縣市立委平均擔任召委次數 0.1668 -1.2373 0.1348 

縣市立委平均資深程度 0.0052 -0.4725 0.0111 

縣市立委員額比例 0.3719*** -0.1364 2.727 

民進黨籍立委比例 -0.0008 -0.0191 -0.0416 

立委或總統選舉年（同一年） 0.452 -0.7703 0.5868 

總統前一次選舉在縣市的得票率 0.0316 -0.0328 0.9637 

縣市自有財源比例 0.0816** -0.0351 2.3231 

觀察值 92 

ADJUSTED R2 0.5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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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立法委員刪凍預算模型 

變數名稱 迴歸係數 標準誤 T 值 

常數 5644.96** -2623.75 2.15 

各部會計畫型補助款比例 1174.2 -24370.7 0.04 

縣市立委員額比例 -128.75 -272.73 -0.47 

縣市民進黨籍立委比例 39.83+ -28.12 1.41 

縣市立委平均擔任召委次數 7593.89*** -3040.42 2.49 

縣市立委平均資深程度 -1837.11** -805.52 -2.28 

立委選舉年 -2313.87 -2049.76 -1.12 

觀察值 92 

ADJUSTED R2 0.0857 
 

八 

政黨立場與政

黨距離 

初步結果與測

量的探討 

蔡韻竹 

核心問題： 

一、 應如何測量政黨立場與兩黨立場差距 

二、 尋找合理且可行的測量方式 

三、 理論假定：政黨的雙重動機 

四、 政黨有「同中求異」的動機，既強調立場的獨特自主性也

趨中爭取多數支持，該如何測量檢證？ 

研究方法： 

一、文獻分析法 

二、內容分析法 

三、統計分析法 

四、研究範圍：第三至七屆記名表決 

  Two steps： 

  全部記名表決（2460 次）&法案實質表決（749 次） 

四、分析變數： 

 依變數：形式對立程度，國、民兩黨在表決中的對立

程度作為依變數，分數從 1-10， 分數越高表示兩黨

的對立越激烈。 

 自變數：實質對立，依據政黨提案內容的差異大小，

分成低、中、高的順序性類別變數。 

※ 僅對當次表決的單一條文內容判斷。 

  控制變數：屆期、議題類別、選舉時程、政黨席次率 

研究結果： 

一、 表決時的高度對立≠兩黨實質主張極化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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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兩黨在激烈的政黨競爭壓力下，兩黨的實質立法方

向仍保有相當高比例的一致性。 

二、 形式對立與實質對立的非線性關係 

   兩黨在立法方向上的主張越不一致時，兩黨在記 名表決

上的形式對立程度反而較低。 

三、 在國、民兩黨看似劍拔弩張的表決大戰中，立法方向卻很

少有根本性的分歧。 

四、 在執政和政策立場趨中的動機驅使下，國、民兩大黨還經

常聯手阻擋掉過分激進的立法主張。 

五、 需要擔憂政治兩極化？暫時還不用 

討論： 

一、只用記名表決判斷政黨立場的選擇性偏誤 

二、只分析實質、法案性表決 

三、測量政黨立場方法的精進 

四、只能做同次表決的比較，忽略其他種樣態（昨是今非） 

五、後續研究的擴充與改進 

 

九 
R 大數據工作

坊研習 
黃日鉦 

一、R 統計軟體簡介 

  R 軟體是國外一群熱心且專業的統計與資訊專業學者、志

工共同努力發展的一套免費統計與科學計算軟體。R 軟體不

僅具有眾多經常更新的統計分析模組，且還有完整的程式語

言功能、強大的繪圖功能。 

   此外，隨著資訊科技進步，全世界的資料累積速度遠遠超

過企業所能處理的速度。無論科學研究或是企業應用領域，都

需要資料分析做為組織或公司發展方向與決策支援的重要工

作。免費又強大的 R 軟體，可以幫助我們輕鬆完成資料探勘

的工作，在堆積如山的資料中，使用自動或半自動的方式把隱

藏在資料中的有用資訊發掘出來。 

   更進一步，功能強大的 R 軟體還可以協助企業完成資料視

覺化工作，企圖找出營運樣式（patterns）與趨勢（trends），

提昇企業決策之能力。（New York Times, january 6 2009. 

   Data Analysts Captivated by R’s Power） 

二、統計軟體下載及實務操作（如何搭配其他統計資料使用） 

十 

Text-Mining 在

國會研究的應

用 —  個人經

驗的分享 

廖達琪 

核心問題：  

一、立法委員是否應兌現競選政見？ 

二、政見與立委選舉勝負是否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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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見是否會影響選民投票？ 

研究方法： 

一、用電腦計算來協助文本分析（Text-Mining）或稱文字探勘 

 

圖七 資料建構模型。 

二、內容分析 

三、文獻分析 

四、統計分析 

 資料蒐集：第六&第七屆政見資料庫建構。 

 建構與分析方式：立委選舉政見人工編碼、訓練電

腦（巢狀編碼與 Text mining） 。 

  未來：立委國會行為編碼。 

 個案選擇原因： 

選制不同、席次不同、競選策略不同、時間晚近、

資料完整。 

五、研究設計 

    對比立法院第四及第五屆法案審議資訊蒐求的整體現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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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個案研究類別 

研究結果： 

一、「政見」應是一種候選人與選民的契約關係，需重視其形

成的過程與影響。 

二、候選人或政黨的選前承諾或政見，與民意做聯結是一國際

趨勢。 

三、政見資料庫作用： 

 檢視候選人所提的政見與其選舉成敗是否有關。 

 不同政黨所提的政見是否有所差異。 

 檢核立委當選者是否在國會議事殿堂中曾履行其競

選承諾。 

十

一 

我國半總統制

下總統的決策

機制： 

兼論法案的態

度表達模式 

陳宏銘 

核心問題：  

    在半總統制下，總統的權力以及總統的立法推動為何？ 

一、 關於總統決機制的設計，究竟全球主要半總統制國家的

憲法設計如何？是否可以歸納其中的不同模式？我國

憲政設計相對上的屬性為何？ 

二、 我國歷任總統在憲法和憲法之外的決策機制各自是什

麼？為何如此？ 

三、 總統對重要法案的態度表達是透過什麼機制？（初探） 

研究方法： 

一、文獻分析 

理論視角：半總統制科學研究典範的思考 

甲、 憲法下總統權力的研究 

     尚未能延伸到有關總統決策機制和治理行為的研究視

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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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孔恩（Kuhn）科學研究的典範觀 

    常態科學的主要特徵：主流典範指導著研究（research）

的進行、「解惑」（puzzle-solving）的活動。一項科學研究新

典範的產生，常源自於原有核心理論的限制，無法突破以解釋

許多重要科學現象。 

 

丙、 半總統制科學研究典範的思考 

    既有半總統制科學典範：宏觀性、結構性、制度性 

並存發展中半總統制科學典範：經常性、政策性、行為性 

二、 研究對象： 

    第一階段：37 個民主半總統制國家憲法設計 

  半總統制國家：主要參考吳玉山院士（2012）和 Elgie 的

研究中對民主半總統制國家的認定。符合近五年「自由之家」

（Freedom House）的評比中大部分時期屬於「完全自由」（free）

和「部分自由」（partly free）的國家。 

    第二階段：聚焦台灣 

   歷任四位民選總統執政時期決策機制的建置和運作、法案

態度表達機制。 

研究結果： 

一、 我國總統可單方任命行政院院長，但缺乏憲法下的政策

決定機關，出現總統「人事直接掌控」與「政策間接委託」

現象，構成總統行使治理權的一項不對稱性設計，在比較

37 個國家憲法設計中相對是少數。 

二、 由於總統有無單方任命總理權，比總統有無解除總理權

是關於總統控制總理去留為更重要的變項，其與總統是

否主持內閣會議之相關性，較之總統議會制或總理總統

制次類型更高，就此點而言，Shugart and Carey 次類型的

理論優勢可以打一點折扣。 

三、 歷任民選總統決策機制之型態和運作固然有些差異，但

共同點是都在憲法體制外建立機制，其運作模式亦有相

通之處。不同的黨派、不同的府會關係之下，甚至是不同

的個性的總統，卻出現同樣的政治行為（依變項），從「異

中求同」的推論方法可知，這個相同的因素很明顯，那就

是他們處在同樣的憲政制度設計下，處在台灣半總統制

的制度牽引或制約之下。 

四、 總統主持的黨政運作最高平台在法案和政策的決定上有

其重要性，而當總統兼任黨主席時，中常會的角色也較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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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但總統透過非正式的、臨時性的、隱密性的召見、會

見相關決策人士，所做成的政策和法案結論，可能扮演更

關鍵的角色，這部分的運作可能構成研究方法上、資料取

得上最大的挑戰和困難。 

五、 總統的決策機制進一步貫穿或影響到法案在立法院中的

審查和制定之諸程序，也是進一步值得探討的面向。 也

就是「總統學」與立法研究的連結議題。 

討論： 

一、我國憲法下總統決策機制的困境？ 

  我國歷任民選總統，無論是國民黨籍還是民進黨籍，無

論是處於一致政府或分立政府，皆同樣須費力建立各種體制

外的決策協調機制和黨政互動平台。 

二、我國憲法難道沒有配置給總統常態性的政策決定機制供

其運用？ 

三、總統在人事權和政策權的不對稱特性 

四、 總統任命行政院院長權力：  

  傾向對行政院院長之「人事直接掌控」、總統無法出席

行政院會議，形成「政策間接委託」。 

十

二 

國會監督與國

會議員表現 
黃秀端 

核心問題：  

     監督團體如何衡量國會議員的表現？如何測量法案的

品質。 

研究方法： 

一、文獻分析 

二、內容分析 

三、統計分析 

研究結果： 

一、影響國會議員表現的因素 

1. 憲政體制：  

 總統制：個別議員權力較大，無論在提案、法案

審查、預算審查等。 

 內閣制：政黨主導、個別議員的空間較小。 

2. 選舉制度： 

 單一選區相對多數制（SMP）下產生的國會議

員，會比比例代表制（PR）下的更傾向提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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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性的政見，但不會增加社福政見；也驅動區域

立委以較正式、可被觀察紀錄的立法行為，如法

律提案及臨時提案，來實踐其政見。（廖達琪、

李承訓、陳柏宇，2013） 

 單一選區制與單記不可讓渡投票制的差別（第

五屆到第七屆區域立法委員）： 前者比以期更

重視選區服務，但也不能偏廢立法問政。（盛杏

湲，2014） 

3. 國會內部的結構與規範、委員會的自主性與權力 

4. 監督團體的評鑑 

 

廖育嶒（2015）認為公督盟的遊戲規則確實發揮「考試領

導教學」的功能，因為法律提案列為主提案人才採計分數的設

計，促使立委汲汲於簽署其他立委的提案，以美化自己的立法

成績表現。 

單一選區使得選民對於自己選區的立委辨識程度提高，

任何影響立委形象的負面事件，將透過媒體或挑戰者的宣傳

而渲染放大，因此立委對於公督盟的立委評鑑是持關注的態

度。 

根據廖育嶒（2015）的訪談，發現有些立委大量簽署其他

立委的提案乃是因應立委評鑑的設計，衝高自己的評鑑成績。 

5. 國會議員對自身角色之認知 

以選區利益優先的立委重視選區的工作，會花更多的時

間在選區以國家整體利益優先的立委，較重視立法院的工作，

會花較多的時間在立法院。（盛杏湲，2005） 

6. 就民意代表與選民的關係來看： 

 Trustee —認為民意代表應以自己的良知和判斷來

議事，不應受到選民影響。 

 Delegate —認為民意代表的角色在於反映選民意見 

 Politico —介於兩者之間，反在某些議題扮演 Trustee 

角色、另外一些議題扮演 Delegate 角色 

 對立法問政重視程度： Trustee > Politico > Delegate 

 

二、 監督團體有助於改善出席率、質詢率、及整體法案品質。 

 

討論： 

一、品質與量之間的關係如何？ 



24 

二、提案量越多的立委，提案品質越好？還是越差呢？ 

三、如何用大數據或 R 等相關技術來測量法案的品質？ 

四、對於不同類型法案關注程度，是否在其他方面也較認真

表現？ 

五、提供特殊事蹟與資訊揭露之立委，是否在其他指標也表

現較好？ 

十

三 

立委為什麼敢

打架？ 

國會肢體衝突

對民意的影響 

鮑彤 

核心問題：  

Q1：If brawling is unpopular with the general public, why does it 

persist？ 

A1：Compensatory action 

 Voters dislike brawling, but legislators can do other

things that voters like.

 Voters “excuse” brawling

A2：Partisan legitimation 

 In a concrete partisan fight, some voters welcome

brawls.

 Extreme minority partisans want their legislators to

resist.

 Even though they still abstractly dislike brawling.

 Voters “celebrate” brawling.

Q2：People dislike brawling. 

研究方法：

1. Document Analysis

2. Content analysis

Internet survey with three waves

 June 2017 （before first special session）

 July 2017 （between first and second special sessions）

 July 2017 （after second special session）

3. Statistical Analysis

 （deep interview）

Within-subjects natural experiment 

 Pretest

 Control：contentious process but no brawl （pension

reform）

 Control measure

 Treatment：contentious process with braw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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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rastructure） 

 Treatment measure 

 

研究結果： 

1. Why do brawls persist？ 

 Compensatory action 補償 

Constituency service matters more! 

Both good constituency service treatments are higher than 

both bad constituency service treatments 

Evidence of compensatory action 

Brawlers more likely to win support if they do constituency 

service （22% to 54%） 

So are non-brawlers （28% to 75%） 

Brawling doesn’t help re-election 

For good constituency service, the effect is very negative 

（75% to 54%） 

For bad constituency service, the effect is slightly negative 

（28% to 22%） but not significant 

H1 is supported 

 Partisan legitimation 

A small subset of voters （extreme party supporters） may 

like brawling 

Legislators care more about some voters than others 

Party loyalists matter the most 

Dependable base of support, volunteer, donate, always vote, 

often crucial in nominations 

2. People who would normally reject violating norms are willing 

to do so for short-term partisan gains 

 Implications for current environment of eroding n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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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結論 

本研究學群經歷一年以來的研究及討論，對國會研究領域開啟了許多不同的研究方向，以

制度面來說，透過討論政府體制及議程設定權，增加了我國政黨協商機制及對委員會運作的了

解，同時也針對台灣目前多數黨籍少數黨在立法權力的應用上有更多的討論；以對國會議員的

行為研究來說，除了本身對於行為的討論之外，更是加入新的大數據分析及 R 統計軟體的應

用，幾位學群的老師也致力討論出如何建構出中文的系統，能夠從立委及官員的質詢當中找尋

更多可以探討的學術空間。而在監督國會議員方面，除了我國目前有系統監督國會及立法委員

的團體（公民監督國會聯盟）之外，也討論透過監督機制如何能提升法案品質，及如何用大數

據或 R 等相關技術來測量法案的品質也是本研究群所關心的，同時，在立委行為研究中，加入

了肢體衝突對民意的影響，以及研究群的老師，也將心力放在如何結合技術來建構政見資料庫

建構。 

綜合上述，每次的研究群會議都替國會研究領域增加許多可以深化的議題，除了在既有的

文獻中不斷檢驗外，也吸取國內外相關知識及經驗，更是透過學群計畫，邀請在英國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政治學助理教授 Eitan Tzelgov 來台進行訪問，將內容分析的軟體、不同演算法 

（algorithm）、議題應用、以及議員在社交媒體上發言的字元擷取蒐集方式等經驗分享給本研

究群，對於台灣的國會研究領域增加更多色彩。期盼日後能將繼續在國會研究及國會議員行為

研究中繼續努力，秉持繼往開來的原則，不斷創新也不斷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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