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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要議題所有權？
立法委員立法提案與議題所有權的建立*
黃士豪
國立政治大學

摘

要

本 文試圖從議題所有權的角度分析立法提案在議題上的分布情形，探索
何種因素影響立法委員的提案模式。為此，本研究提出「議題所有權指數」來
測量立法委員的提案是否有建立議題所有權的可能性。結合立法委員和委員助
理的深度訪談、國會助理的問卷調查以及第8屆立法委員（2012-2015）提案的
分析，本研究發現有些立法委員會以提案來建立自己的品牌和專業形象，並專
注在特定議題來提案，而不僅是回應選區需求；有些立法委員的提案則是較為
分散於各個不同的議題，較無建立議題所有權的可能性。本研究更發現，立法
委員的專業背景是影響立法委員提案模式的重要因素，而不分區立法委員和區
域立法委員在提案上的差異也來自於立法委員的背景。不論由何種選舉制度選
出，具有專業背景的立法委員，比起其他立法委員，其提案模式較有建立議題
所有權的可能性。此外，資深程度越高的立法委員，其提案模式越不具有建立
議題所有權的可能性。本研究的發現提供了一個分析立法提案的視角，也為個
別政治人物建立議題所有權的過程和影響因素提供了初步的解答，更為提升立
法專業性提供了一個思考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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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議題所有權是指選民認為某政黨或候選人擅長處理某一議題，於是該政
黨或候選人在該議題上享有聲譽，進而擁有（own）該議題（Budge and Farlie,
1983; Petrocik, 1996）。例如：國民黨長期被認為比民進黨更擅長處理兩岸議題
和經濟發展議題，而民進黨則被認為較能處理社會公平、環境保護等議題。許
多研究發現，議題所有權有利於政黨或候選人的選舉（Budge and Farlie, 1983;
Nadeau et al., 2001; Petrocik, 1996）。延伸推論之，國會議員若能建立其自身的
議題所有權，可能有助於增加連任的機率。在台灣政治裡，雖然並未使用此一
學術名詞，但是媒體報導中常見「環保立委」、「財經立委」等說法，而立法
委員也常在競選宣傳中提到自己在某議題領域的專業或長期的關注，這些現象
都顯示立法委員可能希望建立自己在某些議題上的專業形象，進而獲得選民支
持。
然而，議題所有權並非憑空而來。立法委員要說服並且使選民相信自己擅
長處理某一議題，必須提出憑證來告訴選民自己長期關心該議題、為該議題付
出努力或是有能力提出解決方案，而立法提案的紀錄便是一項有力的證明。雖
然在議場中發言、質詢、投票或是媒體的報導都可能展現立法委員對議題的關
注，但是提案的記錄可以展現國會議員對於該議題提出立法和修法的方案，而
不僅是口頭表達關心或只有出席投票。此外，立法提案是僅有立法委員可以建
立的紀錄，也是作為立法委員的職責之一。立法和修法紀錄可以讓立法委員與
地方鄉鎮市長或地方民代等未來的選舉競爭者做出區別，展現立法委員在立法
工作上的具體成果，以及在特定議題上推動立法和修法上的實質貢獻，對於立
法委員建立在立法職責和特定議題上的專業形象至為重要。不論最後能否成功
立法，立法提案都可佐證個別國會議員在制定法律上的努力以及議題立場。此
外，委員會的參與固然可提供國會議員在立法活動上的相關資訊，但受制於委
員會的分配制度（例如台灣的抽籤、政黨比例分配或黨內的資深制等），並非

Vol. 14, No. 1 / March 2017

誰要議題所有權？立法委員立法提案與議題所有權的建立 3

每個國會議員都可如願參與自己所關心議題的委員會。相較之下，提案所受到
的限制較少，僅須符合連署人數的要求。① 因此，以立法提案來累積在某議題
上的立法成果應是立法委員建立議題所有權的不可或缺的途徑。
過去針對台灣立法提案的研究，重點多為提案的數量、受益的對象以及立
法提案的成功率（Sheng, 2006；盛杏湲，2014a, 2014b, 2015），少有文章分析
立法委員透過提案建立議題所有權的行為。此一不足之處影響我們對台灣立法
行為的全面了解。舉例來說，文獻中指出立法委員的提案大多有關特殊利益。
然而，如果某立法委員提出的特殊利益法案，遍及各個社會層面或是不同人群
所關心的議題，總體而言，該立法委員也可能是關心普遍利益的。換言之，立
法提案的議題分布顯示了立法委員所代表的群眾究竟是廣泛多元，抑或是關
心特定議題的團體。再者，有些立法提案，例如廢除訓政時期結束法或不向國
父遺像宣誓等，僅是象徵性的反應民眾所關切的議題，不涉及實際利益的授予
或剝奪。因此，除了提供選民實質的利益之外，在選民關注的議題上有所表
現，也是代表行為中重要卻未被充分研究的一個面向。此外，在台灣，即便三
讀通過機率僅有二成到三成，立法委員還是提出了數量可觀的立法提案，而
且提案數量逐年增加。到了第8屆，獲三讀通過的比例只有約34.20%。Brunner
（2013）曾指出，即便成功立法的機率相當低，西歐國家的國會議員還是提
出了很多法律提案，其目的並非是政策制定，而是有其選舉動機。但是，立
法提案如何和選舉連結，特別是Mayhew（1974）提出國會議員的立法活動主

taking），究竟立法委員要以自己的立法提案來宣傳什麼議題，以及要在什麼議
題上展現立場和邀功，仍需更進一步的研究。
除了立法行為與選舉的連結之外，立法委員是否專注在某個政策領域，以
立法提案解決該領域的政策問題，或僅是以之作為反映選民各種需求的管道，

①

根據立法院議事規則第8條，現行法律提案連署人數為1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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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是影響立法專業性和代表性的重要因素之一。近年來，立法院中的立法提
案數量急速上升，由第2屆不到1,000筆，上升到第5屆的2,630筆，再增加到第
8屆的5,515筆。其中，立法委員的個人提案也由第2屆的700多筆增加到第5屆
的1,639筆，最後到第8屆4,582筆。單單是第7屆到第8屆立法委員個人提案就增
加了60%。此一發展固然與政治社會的發展、選舉制度變革或公民團體的監督
有關（盛杏湲，2014a），卻也反應台灣的國會議員在立法工作上付出越來越多
的心力。然而，數量龐大的立法提案，究竟是代表了國會逐漸走向專業的立法
機構，抑或代表了立法委員廣泛地以立法提案來反映選區的需求，仍是一個疑
問。探討立法委員是否建立其立法上的專業聲望，可協助評估立法院邁向專業
立法機構的前景。
筆者試圖透過第8屆（2012-2015）立法委員的提案分析、立法委員的深度
訪談以及立法委員助理的調查，從建立議題所有權的角度來觀察立法委員的提
案在各個議題領域的分布。筆者希望回答幾個研究問題：是否每個立法委員都
專注在特定議題領域來提案？哪些立法委員會專注在某個議題領域進行立法提
案，而哪些立法委員的提案是涉及各個議題領域？何種因素造成立法委員之間
的差異？
本研究發現，立法委員提案紀錄呈現兩種不同的模式，有些立法委員專注
在特定議題，有些立法委員則是較為分散在各個不同的議題領域。此一發現一
方面顯示，雖然議題所有權可能有助於選舉，但並非每個國會議員都會專注
在特定議題來建立自己的專業名聲；同時，在另一方面，此一發現也顯示過去
強調選區回應的立法行為研究無法完全解釋立法委員的提案行為。在回應選區
之外，立法委員也會試圖建立自己品牌形象，追求議題所有權。深究造成立法
委員提案行為差異的原因，有專業背景的立法委員，因為具有專業上的優勢條
件，較可能專注於特定議題，建立自己的議題所有權。反之，出身於地方政治
人物的立法委員，由於與選區有較多的連結，而必須回應選區的多元需求，便
無法完全專注於特定議題來提案。此外，筆者也發現區域立委必須回應來自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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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區的需求，因此專注在特定議題提案，建立議題所有權的可能性較不分區立
委來得低。然而，區域和不分區立委的差別，來自於兩群體組成委員在背景上
的差異。統計結果顯示，控制了背景差異，區域立委和不分區立委就無差異。
此外，即便經由同樣的選舉方式選出，具有專業背景的立法委員也會比不具專
業背景、出身於地方政治人物的立法委員更專注在特定議題來提案，更有建立
議題所有權的可能性。至於選區的影響，本研究僅發現原住民立委因選民結構
的單純使得原住民立委可以累積較多的立法紀錄來建立議題所有權。其它選區
因素，包括都市化程度、教育程度或是職業分布等差異，與立法委員是否以提
案建立議題所有權較無關連。由此推論，促進國會專業立法的關鍵，很可能不
是選舉制度或是選區特質，而是立法委員的甄選和提名。
代議政治乃是當代民主政治的核心，而代表性（representation）和立法專
業性（legislative professionalism）則是代議政治品質的關鍵指標。國會議員的
立法提案和議題所有權可體現代議士代表的群體和利益，也顯示了代議士的立
法專業性。過去討論立法專業性的文獻著重於國會組織，例如委員會的設置
和規則、幕僚和其他資源、任期及資深制、薪水、是否專職的建立等等因素
（Squire, 2007；楊婉瑩、陳采葳，2004）。本文則從議題所有權的視角，檢視
個別國會議員的立法提案模式，以了解可能影響代表性和立法專業程度的因
素，也為觀察台灣及新興民主國家代議政治運作另闢蹊徑。

議 題 所 有 權 （ i s s u e o w n e r s h i p ） 的 概 念 衍 伸 自 「 政 黨 形 象 」（ p a r t y
image）。政黨形象指的是政黨在處理一些議題或問題上具有廣為大眾認可的
能力或聲望（Trilling, 1976）。此一概念由Budge與Farlie（1983）和Petrocik
（1996）繼續發展成議題所有權的理論來解釋選舉結果和競選的效果。
Petrocik（1996）認為選舉就是選民選擇他認為較有能力處理（handle）國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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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的問題的候選人，而議題所有權即指在選民心中，某候選人比起對手更能
夠處理或解決選民所關心的問題。簡單的說，議題所有權就是政黨和候選人
在選民心中有議題處理的聲望（issue-handling reputation）（Hayes, 2008）。在
Petrocik後來的研究中，他更指出，政黨的議題所有權是候選人用以說服選民
的重要資產，因為與政黨的連結就是候選人有能力實現較佳政策，處理特定議
題的指標（Petrocik, Benoit, and Hansen, 2003:601）。
議題所有權的現象普遍存在於當今民主國家。例如在美國，共和黨被認為
較擅長處理犯罪、道德議題、國防、外交以及稅改議題，民主黨則在較有能力
解決教育、公民權利和社會福利問題（Bélanger, 2003; Petrocik, 1996; Pope and
Woon, 2009）。在英國，工黨被認為有能力處理醫療、健保和教育議題，保守
黨則較擅長稅務、犯罪以及國防議題（Bélanger, 2003; Budge and Farlie, 1983;
Norris et al., 1999）。在加拿大，保守黨和改革黨（Reform Party）在財政及赤
字議題（deficit）上受到肯定，自由黨則是在國家統一和憲政議題上佔優勢
（Bélanger, 2003）。在台灣，林佳龍（2000）發現國民黨被選民認為重視經濟
建設，而民進黨則重視社會經濟正義。蔡佳泓（2007）的研究指出，民眾較肯
定國民黨處理經濟、社會治安、交通建設以及兩岸問題，民進黨則是在環保和
社會福利議題上受到肯定。張卿卿（2009）的議題所有權研究發現，國民黨在
經濟、教育和兩岸議題受到民眾肯定，而民進黨則是在兩性平等、社會福利和
地方建設上被認為較有能力。類似的發現也呈現在許多民調資料中（許倍甄，
2012）。
針對議題所有權的研究可歸納為議題所有權的選舉宣傳效果、（選民心
中）議題所有權的存在與變遷和議題所有權與其他因素的交互作用等三種研究
傳統。首先，政黨或候選人的宣傳策略是Petrocik（1996）主要的理論旨趣，
該理論認為政黨或候選人在其擁有所有權的議題上宣傳，將會使得宣傳的效果
更好，在選舉上得利，也因而會在選舉中特別強調自己所擁有的議題。此一理
論有助於解釋政黨或候選人如何選擇議題來做議題設定（agenda setting）和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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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議題（priming）。類似理論被許多研究應用來檢視不同選舉，其結果大致符
合理論的預期，也就是政黨和候選人會在宣傳中強調自己已經擁有的議題，
而此一做法也有助於獲得選民的支持（Ansolabehere and Iyengar, 1994; Hayes,
2008; Nadeau et al., 2001; Petrocik, Benoit, and Hansen, 2003）。反之，如果宣傳
對手擁有的議題，亦即所謂的議題侵入（issue trespassing），則會對選舉不利
（Norpoth and Buchanan, 1992）。這是因為選民較易接受符合自己對政黨既定
印象的訊息（Ansolabehere and Iyengar, 1994）。如果沒有任何議題所有權，競
選宣傳就難以有重點議題來增強宣傳的效果，而宣傳候選人不具議題處理聲
望的議題，也缺少可信度（credibility），難以說服選民（Iyengar and Valentino,
2000）。此外，有學者也發現，議題所有權不僅增加競選宣傳的量和效果，媒
體報導在政黨或候選人所擁有的議題上會較為正面，但在他們不具所有權的議
題上則較為負面（Hayes, 2008）。最後，議題所有權不僅正面地帶來選舉上的
優勢，也可減低對手負面宣傳所帶來的傷害（Craig and Rippere, 2016）。
第二個議題所有權的研究傳統則是檢視議題所有權是否真的存在以及其存
續性。這一研究傳統探討的不是政黨或政治人物的策略，而是研究選民心中
是否真的認為某一個政黨較能處理特定議題（Bélanger, 2003; Pope and Woon,
2009；張卿卿，2009）。這些研究除了發現議題所有權的確存在外，也同時發
現議題所有權並非恆常不變。議題所有權會受到短期因素影響而改變。例如有
經濟議題所有權的執政黨在經濟表現不佳時，其處理經濟議題的聲望可能就降
低（Petrocik, 1996）。Holian（2004）則發現柯林頓成功透過改變討論的重心
勢。Pope和Woon（2009）發現美國共和黨在教育、醫療和社會安全的弱勢逐
漸降低，而民主黨則在國防和經濟上的形象有所改善。Bélanger（2003）針對
加拿大政黨在1953到2001年間議題所有權的變化，發現自由黨在就業議題上的
優勢在1988年後有劇烈的變動，原因與政府施政表現以及新政黨體系的形成
有關。Liu（1995）發現台灣的國民黨政黨形象的優勢也受到新成立新黨所侵
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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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把共和黨所擁有的犯罪議題所有權竊取過來，減弱了共和黨在此議題上的優

8 《臺灣民主季刊》第十四卷，第一期 (2017年3月)

第三類有關議題所有權的研究是在探討議題所有權對選舉的影響是否為條
件式（contingent）。最廣為探討的條件就是議題的顯著性。Bélanger和Meguid
（2008）就發現議題所有權對選舉的影響也可能因為議題的顯著程度而有所不
同，此外，議題所有權是否被選民認同，也跟候選人本身是否受歡迎有關，一
個受歡迎的候選人較容易被認為有較佳的能力處理議題（Petrocik, Benoit, and
Hansen, 2003）。
雖然議題所有權在政治學中已被廣泛地研究，但現有的文獻中有幾個研究
問題仍未被深入探討。前文已提到，既有的研究中，著重在政黨的議題所有
權，少有研究提及個別政客或候選人的議題所有權。除了Kaufmann（2004）和
Norpoth與Buchanan（1992）的研究外，多數學者都隱約假定候選人可以承繼
或利用所屬政黨的議題所有權，而能在選舉之中獲得優勢。然而，此一假定忽
略了經驗上個別候選人可能無法承繼政黨的議題所有權，或者個別候選人之間
可能有所差異。Sides（2007）研究1998、2000和2002年美國參、眾議員選舉就
發現政黨的議題所有權對國會議員選舉的正面效果有限。更有甚者，個別候選
人可能擁有與政黨不同的議題，進而有建立個人選票的基礎。例如共和黨的喬
治亞州參議員Paul Coverdell在1998年就曾突破了民主黨在教育議題上面的優勢
（Kaufmann, 2004）。此外，過去的研究多視議題所有權已經存在，而去探討
其對選舉的作用，並未系統性地分析議題所有權形成的過程，更遑論探討個別
政治人物是如何去建立自己的議題所有權。
對於個別國會議員來說，立法提案是建立議題所有權的基礎。如Petrocik
指出，議題所有權就是候選人因為對某政策的興趣而享譽盛名，而此名聲是因
候選人對相關政策問題長期的關注、提案或發想，使得選民相信他是比較真心
且認真會處理這些問題 （Petrocik, 1996:826）。立法提案的紀錄正是國會議員
長期關注該議題，並提出解決方案的具體證明。Schiller（1995）在其針對美國
參議員的研究中，也認為立法提案比起表決或其他立法行為是一個較低成本、
限制較少的立法工具，可以用來累積參議員的聲望。在特定議題上相關立法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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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可以增加競選宣傳的正面效果（Sellers, 1998）。Kaufmann（2004）觀察
1998年美國參議員的選舉則發現，當參議員在對手政黨擁有的議題上有立法紀
錄的時候，甚至可以抵抗對手政黨議題所有權的效果，即便在對手政黨的選民
眼中也可贏得可信度。換言之，國會議員的議題所有權是可能異於政黨的議題
所有權而存在，而立法提案就是國會議員建立自身議題所有權的基礎，也是擴
大所屬政黨議題所有權所帶來的優勢或抵抗對手議題優勢的關鍵因素。
雖然立法提案是建立議題所有權的基礎，但個別國會議員建立議題所有
權的行為很少見於立法行為的研究中。立法行為研究通常將立法行為分為立
法問政和選區服務（盛杏湲，2000, 2014c；王靖興，2009），或是分為專業問
政和選區服務（黃秀端，1996）。然而，立法問政的活動通常也含有選區服務
的性質與目的，而非純粹是專業立法。自Mayhew（1974）的經典著作以來，
立法行為的研究便著重在選舉動機的討論。Mayhew假定，如果國會議員是一
心一意地追求連任（single-minded reelection seekers），那麼他們將會有宣傳自
己（advertising）、邀功（credit claiming）和立場表達（position taking）等行
為，而立法提案就是能夠達到這三個目的途徑之一。呼應Mayhew的說法，其
他學者們也從選舉動機的角度去研究立法提案。Brunner發現西歐國會議員提
出法案並非是政策取向（policy-seeking），而是一種尋求選票（vote-seeking）
的行為。在通過機率很低的情況下，西歐國會議員還是提出了許多立法提案，
目的就是在為了要表現自己的政策立場，並且建立自己的個人（立法）紀錄

法委員為了要培植個人選票（personal votes），提出許多法律提案，而其中大
多數是小幅修正，而且是關乎較小範圍的特殊利益（Sheng, 2006；盛杏湲，
2014a）。蔡韻竹（2011）將立法提案分為政治、行政類、組織性和無組織性等
三類提案，並發現在尋求連任的動機驅使下，立法委員的提案最多的是組織性
提案，無組織性提案次之，而政治、行政類提案最少。遺憾的是，過去針對立
法提案的研究僅及於立法提案數量、訴求對象以及通過比例，幾乎未提及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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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unner, 2013:10）。盛杏湲針對台灣立法提案的研究也有類似的發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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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權的概念。②
由上述討論可知，既有的立法行為研究多從提供選區選民利益和服務的角
度出發來探討國會議員立法提案的動機和行為，但議題所有權乃是國會議員在
特定議題上的專業形象和聲望，透過此一形象和聲望來吸引選民。這兩種觀
點可能預期不同的立法提案模式。國會議員可能隨著選民的多元需求而提案，
以提案來回應及服務選民各種的需求，立法提案便會廣泛分布於各類議題；反
之，國會議員也可以透過立法提案紀錄的積累來建立自己的專業形象和聲望，
透過專注在特定議題上的立法提案，使自己的紀錄優於其他的國會議員。兩種
立法提案模式都可能幫助立法委員獲得個人選票，也都是重要的立法行為。既
有立法行為的文獻較少觸及議題所有權的建立，無法完全解釋立法委員的提案
行為。此外，即便議題所有權可能會對選舉帶來助益，但立法委員可能在上述
兩種模式中取捨，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專注在某一議題來提案，使自己在
特定議題上有專業的聲望，猶未可知，而立法委員之間的差異也少有研究加以
解釋。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本文從議題所有權的角度來分析提案，將有助於更
加了解立法行為以及立法委員對議題所有權的追求。

參、研究方法與資料
本研究旨在從議題所有權的視角，觀察哪些立法委員的立法提案專注於特
定議題，在特定議題上有較多的提案紀錄，進而可能建立議題所有權，而哪些
立法委員會在各個不同議題都提案，而較無以提案建立議題所有權的可能性。
此外，本研究也希望探索有那些因素可能影響立法委員的提案模式以及其對議
題所有權的追求，進而評估立法提案專業化的條件與限制。為達本研究之目

②

雖然Herrick和Moore（1993）分析過美國立法提案是否分布在所屬委員會負責審議的法
案，而Platt（2010）曾談及過美國立法提案在各個政策主題的分散程度，卻都不曾納入議
題所有權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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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筆者以第8屆立法委員的提案為主，並輔之以立法委員助理的問卷調查以
及立法委員的深度訪談所獲得的資訊，多方面來探討立法委員的提案行為。以
下將分別說明各研究方法與資料。

一、立法委員的立法提案分析
對於個別立法委員來說，建立議題所有權即是要建立議題處理的聲望，讓
選民知道自己在特定議題上比其他立法委員更將長期關注、付出更多心力，並
且更具有專業能力。要建立這樣的聲望，就必須要在該議題上累積可供檢驗的
立法紀錄。假定國會議員的時間和資源有限，他們會選擇一個提案的模式來最
大化目標達成，其提案議題分布就顯示了在他考量所擁有的資源和受到的限制
之後，能夠最大化其目標的提案模式。如果各個議題都提案，在時間和資源的
限制下，不可能在許多議題上都有足以建立議題所有權的提案數量。因此要建
立議題所有權，立法委員就必須將提案的時間和資源投注在特定議題，而使得
該議題上自己的提案紀錄優於其他委員。據此，立法委員的提案是否較集中在
特定議題，而且是否在特定議題上的數量領先其他立法委員，顯示了個別委員
的提案模式是否有建立議題所有權的可能性。
本研究主要針對第8屆（2012-2015）的立法委員的個人立法提案進行分
析。在第8屆中，總共有5,515筆立法提案，其中立法委員個人提案4,582筆，佔
所有提案的83.08%。③ 要分析為數眾多而且琳瑯滿目的立法提案實屬不易，其

別之前，自行建立的分類系統很可能無法窮盡所有的議題，在歸類時也很難避
免主觀的判斷。筆者乃根據立法院國會圖書館劃分的25個「施政分類」來將各
個立法委員的提案做第一步的歸類。立法院法律系統將各項不同的法律歸類為

③

立法院提案可分為三大類：政府提案、黨團提案以及委員個人提案。第8屆政府提案僅有
631筆，佔所有提案的11.44%。黨團提案數量最少，僅有301筆，佔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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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及國土安全、外交僑務及兩岸、國防及退輔、財政金融、教育、法務（司
法）、經濟貿易、交通及建設、勞動及人力資源、農業、衛生及社會安全、環
境資源、文化及觀光、國家發展、科技、海洋、原住民族、客家、主計、人事
或其他政務、總統、立法、司法（院）、考試和監察等25種法律。雖然這未必
是最好的歸類方法，但卻是目前能讓每一個法律提案都歸入一個類別，經過立
法院官方使用而可行的歸類方法。
為了進一步分析立法委員提案是否有建立議題專業聲望的可能性，必須有
一個客觀的指標來衡量一個立法委員的提案是否專注在特定議題並且優於其
他立法委員。本文遵循過去立法研究共同採用的方式，僅計算立法委員擔任
第一主提案人的提案。非第一主提案人或是連署提案人通常不是提案的動議
者，而第一主提案人通常也是在推動立法上投入最多者（盛杏湲，2015）。測
量集中或分散程度常用的方法是使用類似有效政黨數或族群分裂係數（ethnic
fractionalization index）等計算方式，計算某一委員在各個議題的提案數所佔該
委員提案總數的比例平方和，然後加以變化求取集中度或分散度。④ 然而，此
類測量未將其他立法委員在每個議題的表現納入考量。某一個立法委員在A議
題的提案數較他 / 她自己在其他議題的提案來得多，意即提案集中在A議題，
也未必可以建立議題所有權。若A議題是所謂的熱門議題，高提案數可能只和
其他立委相類似，並沒有特別突出，甚至可能還比其他委員來得少，就很難建
立議題所有權。此外，也必須考量立法委員的提案總數。提案總數較少的，
提案自然較有可能集中在特定領域。例如，只有一筆提案的，以這些方式計
算，集中度一定最高，但僅有一筆提案，根本無從建立議題所有權。基於上述
兩個理由，這類集中度測量方式很容易對於議題所有權產生誤判。筆者認為
Batto（2005）所用來測量選票集散度的計算方式非常適合用來衡量議題所有權
④

Taagepera與Shugart（1989）曾使用1 /

，xi為得票率或席次率來計算有效政黨數。Platt

（2010）曾使用同一方式來計算提案的分散程度。所謂的族群分裂系數則為1此為族群人口所佔比例（Alesina et al.,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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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筆者以其計算方式為基礎，建構「議題所有權指數」（Index of Issue
Ownership, IIO），其計算方式如下：

議題所有權指數（IIO）=

Ei 是在 i 施政分類中某立法委員提案數量的期待值；L 則是 i 施政分類中，
立法委員 L 實際的提案數量。E i 是以所有立法委員在i施政分類的總數（L ti）
乘上該立法委員提案總數（Lt）在所有立法委員提案（At）中所佔的比例（Lt /
At）。也就是說，
此一計算方式以卡方分配的計算為基礎，分子是每一個立法委員在每一個
施政分類的實際提案數和他在該類別的期待值的差距，也就是說如果立法委員
的提案平均分配，那麼在每一個施政分類的比例應該符合該立法委員提案總數
佔所有提案總數的比例，也就是（Lt / At）。舉例來說，某立法委員的提案數佔
所有立法委員提案數的10%，若平均分布，他在每個類別的提案數也應該佔該
類別的10%。如果提案集中於特定施政分類，該立委在每一個施政分類的提案
數就會多於或少於按比例所計算出期待值，與期待值差距越大，代表提案越密
集在某個施政分類。

一最大理論值發生在某立法委員所有提案集中在同一個施政分類，而該施政
分類也只有該立法委員的提案，其他立法委員都沒有提案時。例如，A委員總
共提了50個提案，全部集中在內政及國土安全，而內政及國土安全類也只有A
委員的50個提案，此時A委員的議題所有權分數就達到了理論的最大值。此一
最大值的意涵是：對A委員而言，所有提案集中在一個施政類別，而和其他委
員相比，他在該類別的提案數也是最多的。如此一來，A委員自己有可觀的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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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紀錄，而其他委員也無法與之匹敵，則A委員最有可能在內政及國土安全類
建立議題所有權。但若其他委員在該類別也有提案，甚至提案數比A委員來得
多，那麼該委員的議題所有權分數就會比理論的極大值低。換言之，此一指標
已經考量每個委員各自的提案總數以及其他委員在每個施政分類上的表現，符
合議題所有權的概念，也就是提案集中在某一類別，而且必須比其他委員都來
得多，才可能建立議題所有權。我將最後所得到的值乘上100，使其值成為實
際值（分子）佔最大理論值（分母）的百分比。這個指標最大值是100，而最
小值會是0，數值越高，建立議題所有權的可能性也越高。最後，我將3個完全
沒有提案的委員立法委員過錄為0，原因是如果要衡量立法提案建立議題所有
權的可能性，沒有提案的委員應該是最低值。
在之後的章節裡，本文針對立法委員提案與議題所有權指數進行綜合觀
察，以呈現整體的立法委員提案的態樣。最後，本文探討影響立法委員之間議
題所有權差異的因素，並對之進行迴歸分析。此一分析，以立法委員為分析單
位，納入了第8屆所有的立法委員，包括中途離職以及區域補選或不分區遞補
等中途加入立法院的立法委員，總共122名立法委員。

二、深度訪談
除了立法提案的分析，筆者也訪談6位立法委員，以更深入了解立法委員
的提案行為，並探索立法委員是否專注特定議題而提案的原因，用以解釋立法
委員之間的差異。訪談抽樣配合科技部專題計畫，以政黨、是否擔任黨團幹部
以及選舉方式（區域或不分區）分層隨機抽出，訪談委員清單請見附錄A1。訪
談問題請見附錄A2。⑤
此外，筆者也訪問了6位立法委員辦公室的法案助理。由於法案助理實際
進行提案的草擬以及評估，與之進行訪談可以更加了解他們在協助立法委員提
⑤

配合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國會政黨的制度化」（MOST 104-2410-H-004-088-MY2）執行
訪談。

Vol. 14, No. 1 / March 2017

誰要議題所有權？立法委員立法提案與議題所有權的建立 15

案的過程中，委員提案的動機。訪談對象以立法委員所屬政黨和選舉方式分層
隨機抽出立法委員，再約訪其辦公室中負責法律提案的助理。訪談對象清單請
見附錄A3。訪談問題請見附錄A4。⑥

三、立法委員助理問卷調查
由於議題所有權是在特定議題領域的專業形象，立法委員若關注某一政策
領域或在某政策領域受到肯定，便可能專注在特定議題領域提出立法提案，進
而有建立議題所有權的可能性。為此，筆者配合科技部專題計畫，進行第8屆
立法委員助理的問卷調查，從中獲得了立法委員特別關注或受肯定的政策領域
等相關資訊，並觀察不同立法委員之間的異同，用以補充本文的研究發現。此
一調查對所有立法委員的國會辦公室發放問卷，請每一辦公室中最資深或是最
了解問卷中問題的助理回答，共回收81份，回覆率約72%。⑦

肆、立法委員立法提案與議題所有權的建立：綜合觀察
議題所有權的基礎在於對於特定議題領域的關注。若立法委員未關注特定
政策領域，便無建立議題所有權之可能，而若絕大多數立法委員關注的領域皆
相同，很可能沒有立法委員能夠有特別突出的立法表現和專業形象，也沒有探
討立法委員之議題所有權的必要。因此，為了了解立法委員建立議題所有權的

之差異。

⑥

⑦

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國會政黨的制度化」（MOST 104-2410-H-004-088-MY2）協助執行
訪談。
此一調查為筆者參與科技部專題計畫「國會政黨的制度化」（MOST104-2410-H-004-088MY2）所做的立法委員助理調查，筆者使用此一調查所獲得的相關資料，但筆者自負文
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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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行為，有必要先觀察立法委員是否有特別關注的議題或政策，並探索其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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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運用科技部專題計畫中立法委員助理問卷調查裡所獲得的相關資
訊，一窺立法委員對於各政策領域的關注（如表一）。在調查中，立法委員助
理被問及「就您的了解，貴委員特別重視下列哪個領域的政策？」並從問卷中
列舉的18大類政策領域之中或是另外自行提出的政策領域，填答出委員最重
視的三個領域。⑧ 調查結果顯示，每個立法委員關注的政策差異非常大。即便
是最多人列為第一的交通建設，也只有19%的委員是選擇此一政策領域，其次
是財政（12%），第三多數是經濟與貿易（11%）。可見交通建設的相關政策是
大多數立法委員相當關心的議題。如果進一步分析區域立委和不分區立委的
差異，區域立委中大多數第一重視的政策領域是交通建設（25%）、經濟與貿
易（14%）、農林漁牧（11%）；而不分區立委則關心財政（24%）、兩岸關係
（16%）和國防與外交（12%）。透過這些初步的觀察，可以得知立法委員的
確會特別關心某些領域的政策，而每一個立法委員關心的政策領域也不盡相
同。
調查中另一個問題則是詢問「就您的了解，貴委員在哪一政策領域的
立法表現或立場最獲得人民的肯定？」最多的立法委員助理回答交通建設
（23%），接著是財政（11%），其他約各有7%左右的立法委員分別在經濟與
貿易、農林漁牧業、衛生醫療、國防外交。如果從區域和不分區委員的差異來
看，約有三分之一的區域立委的助理認為委員的表現在交通建設上受到肯定，
農林漁牧次之（11%），然後各有9%回答委員在衛生醫療和經濟貿易兩個領域
上受到肯定。不分區立委則在財政（20%）、國防外交（12%）、教育（12%）
上受到肯定。
比對兩個問題，筆者發現約有四分之三的立委在兩個問題上面的回答是一
致的，也就是說大多數的立委重視的政策就是他認為受到肯定的政策。雖然僅

⑧

這18個政策類別分別是兩岸關係、經濟與貿易、社會福利、財政、交通建設、農林漁
牧、衛生醫療、環保、能源、國防與外交、教育、文化、憲政制度改革、司法法制、勞
工、婦女、兒童、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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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立法委員主觀上重視和受肯定的政策領域
最重視的政策領域？
全體（%）

區域（%）

不分區（%）

排行第一

交通建設（19）

交通建設（25）

財政（24）

排行第二

財政（12）

經濟與貿易（14）

兩岸關係（16）

排行第三

經濟與貿易（11）

農林漁牧（11）

國防與外交（12）

最受肯定的政策領域？
全體（%）

區域（%）

不分區（%）

排行第一

交通建設（23）

交通建設（32）

財政（20）

排行第二

財政（11）

農林漁牧（11）

國防外交（12）

排行第三

經濟與貿易（7）
農林漁牧業（7）
衛生醫療（7）
國防外交（7）

衛生醫療（9）
經濟與貿易（9）

教育（12）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自盛杏湲主持之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國會政黨的制度化」
（MOST 104-2410-H-004-088-MY2）。

憑此資料很難斷定這是先受到選民肯定，所以才重視該政策領域，抑或是反向
的關聯，但可確定的是，立法委員重視的政策領域以及獲得選民肯定的政策領
域是息息相關的，這也提供了觀察立法委員議題所有權的基礎：立法委員重視
特定議題，進而得以在此議題上獲得選民肯定。
雖然問卷調查提供了立法委員主觀上關心的政策領域，但仍必須觀察立法

委員個人立法提案，立法委員的提案的確有集中在特定議題的情形。如前文
所述，筆者以立法院國會圖書館所採用的25個施政分類為基礎來將各個法律
提案歸類。表二顯示在25個分類上的提案數量和百分比。數量最多的是衛生
及社會安全（883），其他排在前五名的提案依序為法務（539）、勞動及人力
資源（454）、財政金融（450）和交通及建設（404）。很明顯的，立法委員在
人民生活攸關的議題上，會特別希望累積立法提案的紀錄。第8屆立法委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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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是否有相對應立法紀錄作為建立議題所有權的基礎。實際觀察第8屆立法

18 《臺灣民主季刊》第十四卷，第一期 (2017年3月)

表二

立法委員提案總體分布

施政分類

委員提案

內政及國土安全

290（6.33）

外交僑務及兩岸

60（1.31）

國防及退輔

104（2.27）

財政金融

450（9.82）

教育

260（5.67）

法務（司法）

539（11.76）

經濟貿易

213（4.65）

交通及建設

404（8.82）

勞動及人力資源

454（9.91）

農業

143（3.12）

衛生及社會安全

883（19.27）

環境資源

207（4.52）

文化及觀光

130（2.84）

國家發展

119（2.6）

科技

13（.28）

海洋

13（.28）

原住民族

43（.94）

客家
主計

9（.20）

人事或其他政務

15（.33）

總統

30（.65）

立法

51（1.11）

司法（院）

2（.04）

考試

114（2.49）

監察

36（.79）

總數

4582（100）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自立法院國會圖書館《立法
院議事及發言系統—法律提案及進度》。
註1：括弧內為直行百分比。
2：灰色標註的為所佔比例排名前五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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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2012-2015）中所發生的食安議題和分配議題促使立法委員在衛生及社會
安全的相關法律上有較多的提案。法務類則是涉及治安以及犯罪刑罰的調整，
包含酒駕的處罰、隨機殺人與死刑以及防制詐騙等近年來受到關注的議題，也
包括民法親屬、繼承、婚姻等人民生活時常面對的議題。勞動及人力資源涉及
勞工退休、保險以及就業問題。財政金融則是與稅改有關，第8屆中，包括沸
沸揚揚的開徵證券交易所得稅（以下簡稱證所稅）以及房價的討論熱潮下衍生
的所得稅、土地稅、房屋稅的改革都是立法委員密集提案的議題。交通和建設
乃是在立委助理調查中最常被提到的政策領域，不過在問卷調查裡並未特別問
及立法提案，因此回答僅為主觀認定關注的政策領域，實際上並未有突出的立
法表現，使得此一類別並非是提案數量最高的。即便如此，在交通及建設相關
的法律上，立法委員也提出了數量可觀的提案，包含了道路交通管理處罰、大
眾運輸建設、都市計畫、營建以及土地分配使用等與交通、房價議題相關的法
律。綜觀立法委員的提案，立法委員在人民生活相關的熱門議題上提出較多的
立法提案，來建立自己的立法紀錄。
從個別立法委員的角度來說，立法提案的紀錄可用來形塑立法委員自己的
形象。在與立法委員和法案助理的深度訪談中，受訪者雖未明確提及「議題所
有權」此一學術名詞，但表達了許多立法委員關心自己立法提案紀錄所反應出
來的立法風格以及其在特定政策領域的立法貢獻，並希望透過立法提案來形塑
自己的品牌。例如：

個領域，所以基本上來講，你的主張可能也牽涉到不是一
時的，是牽涉到你的reputation。」（立法委員B）
「個別委員他要塑造自己的品牌……（立法提案）證明你有
在做事……提案內容比較偏重哪一方面……這是塑造自己
的品牌。」（立委助理A）
「政府的議題很多的啦，你如果沒有專精喔，怕會做不出成
績，不如就是專精在某個區塊做出成績來，對我的選舉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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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有幫助啊，因為有成績當然有幫助啊，那如果我是比較
分散型的，我精力又沒那麼強，團隊又沒那麼強，最後我
可能甚麼都碰，可是我看不到一個很好的成果，那不一定
有好處啦。」（立委助理B）
「他就是想耕耘這一塊，給人家的形象就是講到文化教育
就會想到○○○（委員姓名），這是一個品牌經營吧。」
（立委助理C）
「提案還是反應他問政風格或是他長期以來問政的價值，
反應出一個委員長期以來都關注甚麼議題，他的問政核
心。」（立委助理F）
從上述受訪者說法中，除了可以看出立法委員會想要建立自己的專業形象
或在特定議題上展現自己的貢獻，也會有透過立法提案來形塑自己立法風格或
品牌的想法。
建立議題所有權的想法也的確展現在部分委員的提案紀錄上。筆者進一步
從個別立法委員層次來觀察其立法提案，並以筆者建構的議題所有權指數來分
析其提案分布是否有建立議題所有權的可能性。第8屆立法委員提案的議題所
有權指數最高為13.84，最低為0，平均數是1.65，而高於平均數的有37人，佔
30.32%。中位數為.92，顯示半數以上的立法委員議題所有權分數小於1。這些
數據顯示，雖然立法委員可能希望建立自己的議題所有權，但實際上並非所有
立法委員都專注在特定議題來提案，並在特定議題上有突出的立法紀錄，多數
立法委員的提案都相當分散在各個不同的議題。即便專注特定議題來提案的立
法委員相對來說並非立法院的多數，這些數據卻同時顯示了過去立法提案研究
未曾探討的現象：立法委員的提案並非皆是廣泛地回應選區的需求，有不少立
法委員專注於特定議題來提案，並在該議題上有較為突出的立法表現。
表三列出排行前10%較有可能建立議題所有權的立法委員，其中，有許多
原住民立法委員，顯示原住民立法委員比其他委員更可能在原住民議題上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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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議題所有權，符合一般常識。其他委員的提案則集中在環境資源、教育、法
務、衛生及社會安全等。除此之外，這些議題所有權分數高的立法委員，並非
全是不分區或原住民立法委員，也有一些區域立法委員，顯見區域立法委員也
會有專注在特定議題來提案的行為。最後，在表三中也可以看出，雖然立法委
員關心的議題與委員會參與有關，但並沒有絕對的關聯。例如，邱文彥提出許
多環境資源類的提案，但其參與的委員會是內政委員會，而吳秉叡參與財政委
員會，但其提案多為法務類提案。即便參與同一委員會，關心的議題也會不
同，例如江惠貞及吳育仁都參與社會福利及衛生委員會，前者提出較多衛生及
社會安全類提案，而後者關心的是勞動及人力類的法律。如前文所提及，委員
會的參與有其制度上的限制，無法完全反映立法委員所關注的議題以及要在何
表三

議題所有權分數前10%的立法委員

委員

議題所有權
指數（IIO）

施政分類

委員會

孔文吉（A）

13.84

原住民

教育及文化

邱文彥（P）

9.43

環境資源

內政

鄭天財（A）

7.34

原住民

司法法制、內政、教育文化

簡東明（A）

6.16

原住民

經濟、外交國防、交通

廖國棟（A）

5.81

原住民

經濟

陳淑慧（P）

5.68

教育

教育及文化

5.19

法務

財政

4.49

國防及退輔

外交及國防

薛凌

（P）

4.45

財政金融

財政

賴振昌（P）

4.18

教育

教育文化、財政

吳宜臻（P）

4.09

法務

司法及法制

吳育仁（P）

3.87

勞動及人力

社會福利及衛生

江惠貞（D）

3.72

衛生及社會安全

社會福利及衛生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註：立法委員姓名欄位內之括弧為立法委員選出方式。A為原住民立法委員，D為區域立法
委員，P為不分區立法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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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議題上建立其立法的專業形象。
比較兩大主要政黨，國民黨委員的平均議題所有權指數約為1.73，民進黨
則為1.59。不過如果就中位數來看，國民黨中位數為.79，民進黨則為1.26，民
進黨明顯高出許多。可見國民黨可能因為有委員有特別高的指數，例如原住
民委員多數是國民黨籍，所以拉高了平均。表四暫時將原住民立委排除，並列
出兩大主要政黨議題所有權指數在黨內排名前25%的立法委員。⑨ 從表中可以
看出，兩大主要政黨有四分之一的立法委員具有相當高的議題所有權分數。另
外，表四也再次說明，某些區域立法委員也會專注在特定議題，建立專業的立
法提案紀錄，而非全都是廣泛或無目的地回應選區需求。此外，另一個額外而
有趣的發現是，國民黨的立法委員們分別追求不同議題上的專業形象和聲望。
有3位立法委員提案集中在衛生及社會安全類，但其他立法委員則分別著力於
環境資源、教育、國防及退輔等各個施政類別。相對來說，民進黨立法委員追
求的議題類別差異較小。民進黨排名前25%的立法委員中，有5位著重在法務
類的提案，涉及調整司法制度、民刑法以及人權保障。其他幾位委員則將立法
提案集中在交通建設、內政及國土安全、財政金融和教育上。更進一步去觀察
實際上立法提案內容。國民黨內部同樣呈現較大的差異性。雖然提案都集中在
衛生及社會安全，但江惠貞委員關注的是醫療藥品、疾病健康等議題，王育敏
委員則是符合其兒童福利聯盟的背景，較多涉及兒童福利的提案，而蔣乃辛則
是有較多攸關食品安全和就業保險的提案。民進黨方面，有許多委員提案較集
中在司法制度或有關法官的修法。此一兩黨之間的差異，很可能源自於民進黨
傳統上較關注人權議題，其提名的許多立法委員，包括表中的吳秉叡、吳宜臻
和尤美女等，皆由司法界出身，在司法和人權議題上會有較突出的立法表現。
表五列出兩大政黨議題所有權指數較低，也就是排除零提案紀錄的委員

⑨

由於原住民立法委員的議題所有權分數以及提案特別集中的議題皆已在表三中呈現，而
第8屆中民進黨沒有原住民立委，為求更平衡地比較兩黨委員的表現，在表四中就不再列
出原住民立法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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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兩大黨議題所有權分數較高的立法委員

國民黨
IIO

施政分類

邱文彥
9.43
（P）

環境資源

陳淑慧
5.68
（P）

教育

委員

林郁方
4.49 國防及退輔
（D）

民進黨
提案內容

IIO

委員

水土森林保持 吳秉叡
5.19
污染防治
（P）

施政分類

提案內容

法務

行政訴訟、行政
程序、行政執行

教育人員

薛 凌
4.45
（P）

財政金融
法務

保險、稅務 司
法制度、法官

國防政策
軍人

吳宜臻
4.09
（P）

法務
司法制度

法官、刑事訴訟

吳育仁
邱議瑩
內政及國土
3.87 勞動及人力 勞基法、勞保
3.24
（P）
（D）
安全

殯葬宗教
選舉事務

醫療藥品
疾病
國民健康

法官、治安

江惠貞
衛生及社會
3.72
（D）
安全
楊應雄
3.38
（D）

李俊俋
3.09
（D）

法務
司法制度

陳其邁
法務內政及
2.93
（P）
國土安全

司法制度
選舉事務

陳碧涵
教育
2.99
（P）
文化及觀光

教育人員

姚文智
2.55 交通及建設
（D）

都市更新
都市計畫

蔣乃辛
衛生及社會
2.59
（D）
安全

食品安全
就業保險

李昆澤
2.44 交通及建設
（D）

航空、電信

王育敏
衛生及社會
2.47
（P）
安全

兒童福利

許智傑
2.30
（D）

教育

國民教育
中等教育

林德福
1.97
（D）

財政金融

信託
金融商品

尤美女
2.23
（P）

法務

司法制度
人權、女權

廖正井
2.07
（D）

法務

刑事訴訟法

曾巨威
1.83
（P）

財政金融

稅務執行
證所稅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註：立法委員姓名欄位內之括弧為立法委員選出方式。D為區域立法委員，P為不分區立法
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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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各黨內排名後25%的立法委員。這些立法委員的提案集中度都在1以下，
代表這些委員並沒有在特定議題有突出的立法提案紀錄，提案數較少也分散在
不同的議題，較無可能建立議題所有權。這些立法委員大部分由區域選舉選
出，而其中，包括徐耀昌、陳超明、盧嘉辰、魏明谷、蔡煌瑯或陳素月等人多
曾為地方民代或首長，較可能以提案反映各種選民需求，而不強調以提案來建
立在特定議題上的專業聲望。
過去立法提案的研究多著重在回應選區的動機，並由此探討提案是否有特
殊或普遍的受益對象，卻少有針對提案所涉及的議題進行研究。然而，由以上
的初步觀察可知，立法委員的提案在各議題的分布也各有不同。有些立法委員
專注在特定議題上建立可觀的立法紀錄，其議題所有權分數較高；有些立法委
員的提案則分散在各種議題，議題所有權分數較低。此外，本研究也發現，立

表五

議題所有權分數較低的立法委員

國民黨

民進黨

委員

IIO

委員

IIO

徐耀昌

.12

陳素月

.17

呂玉玲

.17

陳節如

.21

李鴻鈞

.22

柯建銘

.54

陳超明

.26

劉櫂豪

.56

林國正

.28

陳歐珀

.60

盧嘉辰

.35

何欣純

.61

徐欣瑩

.36

趙天麟

.63

林鴻池

.40

魏明谷

.66

紀國棟

.47

林岱樺

.70

翁重鈞

.48

蔡煌瑯

.71

顏寬恆

.49

江啟臣

.49

張嘉郡

.51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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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委員專注在特定議題的提案模式並未完全反應在委員會的參與上，委員會的
參與無法完全展現立法委員是否在特定議題上以及何種議題上有突出的立法表
現。再者，兩大政黨中，不論是不分區或是區域選出的立法委員，都有專注在
特定議題來提案的行為。必須注意的是，這些觀察並非證明哪些立法委員已經
擁有議題所有權，畢竟這必須測量選民的認知才能得知，而這也非本研究的目
的。本研究的目的是要去觀察哪些立法委員會去形塑可供其建立議題所有權的
提案紀錄，並指出議題所有權固然可能會對選舉有利，但並非是每一個立法委
員都著力於建立議題所有權。本研究另一個研究目的就是去解釋立法委員在建
立議題所有權上的差異—什麼因素使得有些立法委員的提案較有可能建立議題
所有權，而有些立法委員的提案則較為平均分散在各個議題領域？回答此一問
題，也有助於瞭解影響立法提案專業性的因素。

伍、影響立法委員提案模式的因素
國會議員的行為大致上可區分為立法問政與選區服務（盛杏湲，2000,
2014c；王靖興，2009），而學者們更進一步探討立法問政的行為，也發現國
會議員的立法提案是在回應選區選民的需求（Brunner, 2013; Mayhew, 1974;
Sheng, 2006；盛杏湲，2014a；蔡韻竹，2011）。然而，從上一節呈現的訪談結
果中可知，立法委員的立法提案並非僅是在回應選民需求，也希望能透過立法

專注在特定議題來提案，有些立法委員的提案則較為廣泛分散在各個議題。因
此，立法委員的提案並不能單純地從回應選區需求的角度來解釋，而必須加入
議題所有權的概念來探討。
根據Petrocik的說法，議題所有權主要有兩個來源。一是候選人或政黨的
紀錄，形成短期的議題所有權，二是候選人或政黨的選民，選民支持政黨是
因為希望政黨去改變或保護自身的經濟社會地位，而政黨就去強調這些衝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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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選民支持，使得政黨專注特定議題的印象不斷被強化，進而形成議題有權
（Petrocik, 1996:828）。Petrocik的理論提供了一個解釋立法委員之間差異的起
點，並指出了可能影響立法委員建立議題所有權的兩大因素。第一，立法委員
過去的背景經歷顯示立法委員是否已具有基礎的專業聲望和表現紀錄，促使其
在立法院中繼續建立自己的議題所有權。第二個因素則是立法委員的選區特
質，影響了立法委員建立議題所有權的動機及限制。延伸此一理論，立法委員
可能根據本身的背景資歷或選區的差異，在建立自己的品牌和回應選區之間取
捨，而有不同的提案模式。一方面，具有特定專業背景的立法委員有其建立議
題所有權的基礎和條件，較可能專注在特定議題來提案，在另一方面，有些立
法委員因與選民有較深的連結，面對較多來自選民的需求，而必須將提案的心
力分配到不同的議題，限制其對於議題所有權的追求。以下結合與立法委員的
訪談結果，分別說明這兩大影響立法委員提案模式的因素：⑩

一、背景資歷
不論是由區域選舉或不分區政黨名單選出，台灣的立法委員原則上有兩種
主要的來源。一是具有特殊專業背景、特殊專長、有傑出表現的專家或學而優
則仕的學者。另一種則是曾任地方民代、首長或是地方上長期的政治世家或派
系。
立法委員的背景資歷會影響立法委員是否能夠累積立法提案的紀錄和聲
望。具有專業背景的立法委員，可能會專注與其背景相符的立法提案。議題所
有權的建立，便是在建立處理該議題的專業形象和可信賴度。當立法委員有與
議題相關連的專業背景時，所提出的立法提案也較能夠說服選民相信他有處理
該議題的能力。此外，相對應的立法提案也能強化立法委員原本就具備的專業

⑩

訪談抽樣配合科技部專題計畫「國會政黨的制度化」（MOST 104-2410-H-004-088MY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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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如果立法委員原本的專業背景是會計師，卻提了許多與會計、商業、金
融無關的提案，就無法突顯原本的專業背景。因此，有特定專業背景的立法委
員較有可能以立法提案去強化自己的專業形象。
立法委員的專業背景也會影響到立法委員是不是對於特定議題有一定程度
的了解和興趣。例如，在擔任立法委員之前如果是律師或是司法官，會比一般
立法委員更了解司法體制或是既有法律的問題，也會針對司法或法務相關問題
提出立法提案。此外，專業的背景也讓這些立法委員與特定的團體或公會有更
深的連結，這些團體會希望與他們有相同背景的立法委員為他們立法或修法，
解決問題，並爭取權益。
「這一方面是我是律師嘛，然後另一方面也是從事婦女運
動，那其實也就是因為就這兩個背景，然後被推進為不分
區立委的，所以進來當然就是我會鎖定在就是司法、司法
改革，然後性別，然後人權這三個領域裡面去，所以那因
為我又是從民間團體，就是在上一屆民間團體出身，所以
我就會變成是民間團體的一個窗口……那所以這個部分就
是說主要民間團體有希望我這邊提案的，我就會來提這
樣。」（立法委員C）
在推動立法上，專業背景也使得在與背景符合的立法工作上更為順利，因
此立法委員專業背景也會提供動機給立法委員在特定議題上有較多的提案。根

和律師身分，使得行政官員和黨內外其他委員都願意聽從其意見來修法，使得
立法工作更為順利。
「我覺得他們那個對我還蠻尊重的，可能……因為我也是
老師了，對。然後反對黨裡面、反對黨裡面也有我的學
生……然後行政官員也有我的學生，而且我在喊這個，因
為基本上來講，大概原來我在當委員之前，就一直在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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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所以基本上來講，你的主張可能也牽涉到不是一時
的，是牽涉到你的reputation。……我覺得有幾個蠻重要
的，就是說第一個，他的專業性一定要在，你如果專業性
不在的時候，你會碰到第一個其實最大的障礙，其實還不
是在立法院，是在行政單位，而是在行政單位，行政單
位、行政官員，因為你是立法委員的關係，所以他對你的
態度很好，但不表示他認同你，所以如果你的專業不能夠
說服行政官員的話，他會對你的態度很好，可是那個法案
會一直壓著。」（立法委員B）
專業背景使得立法委員有動機和較大的優勢在特定議題上的推動立法提
案。因此，有專業背景的立法委員，比其他立法委員更可能專注在特定的議題
領域。第8屆有許多具有專業背景的立法委員，從他們的提案分布觀察，的確
有較多的立法提案是與其未擔任立委前的專業領域相關。例如：出身兒福聯盟
的王育敏，有六成左右的提案與社會福利和兒童福利相關。律師、法官出身的
尤美女、吳秉叡就較專注在司法、法務等議題。反觀，地方政治人物出身的立
法委員，如黃昭順、陳超明、盧嘉辰等人的提案就分散在不同的議題領域。可
見，專業背景是影響立法委員是否專注在特定議題來提案，並較有可能在該議
題建立議題所有權的因素之一。

二、選區特質
如同Petrocik所提到的，選區選民是議題所有權的根源之一，選區特質也
可能影響了立法委員是否針對特定議題有較多的立法提案以累積自己在該議題
上的立法聲望。選區特質的影響可從兩方面來討論：

（一）區域、不分區、原住民立委
立法委員主要由三種不同的選區產生：區域立委是由73個單一選區，依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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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多數決由人民投票選出；34個不分區立委則是由全國選區，以政黨名單比
例代表制選出；另外，平地原住民和山地原住民各選出3名原住民立法委員。
每一種立法委員所面對的選民不盡相同，在議題所有權的建立上也會有所差
異。
區域立法委員由地區選民直接選舉產生。過去立法提案的研究指出立法委
員為了爭取個人選票，會提案來滿足選區選民的需求（Sheng, 2006；盛杏湲，
2014a, 2015）。選區選民的需求可能非常多元，立法委員若要滿足這些需求，
就比較不可能專注在特定領域提案，不利於議題所有權的建立。根據某受訪區
域立委的說法，通常提案是為了回應選民的需求或陳情，有時候則是要回應與
選區相關的突發事件。
「法律提案喔，他不會去憑空出來啦！……（八仙氣爆）我
那個時候第一個想到的就是緊急醫療，那個救護，本來他
那個現行法裡面有一些規範，我就去看那個規範，看看到
底夠還是不夠？阿就去談到這個一些事項其實都有我就把
它修正，就是大型活動的緊急醫療你怎麼辦？……我就會
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我選區的需要。……所以我當初才會
去把整個緊急醫療救護的部分再去把它加進去，把它加進
去後來我就提一個修正案，就大型活動的緊急醫療的一
個部分，所以……怎麼樣去做一些病患的處置跟轉線的
作業，法律修正的提案大部分都是從事件。」（立法委員

由此可見，區域立法委員必須回應選區的需要和突發事件，而這些突發事
件並不一定集中在特定議題。為了回應選區需求，區域立委較難以專注在特定
的議題領域，提案會比較廣泛多元。
相對的，不分區立委較不需要去回應地方選區選民的需求，可以用立法提
案來追求自己在特定議題上的專業形象而非將立法提案的心力分散在各個不同
的領域。如訪談委員所談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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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分區立委會跟我們比較不一樣，不分區立委就從我剛剛
講的角度倒過來，他只專不通，或他先專後可以有妥協性
的通，那這東西不能怪他們，譬如說你也認識的像曾巨威
曾老師，他我們政大的，他就財政的啊！你叫他去推其他
的東西，他沒興趣啊，他也不知道啊……所以不分區的委
員來講的話，他們基本從他們專業出發，他們念茲在茲就
在於他們重視的專業的議題，或者他原來在沒有擔任立委
的時候就在社會推動那些運動裡面他想要達到的東西，像
我們有一位殘障的立委楊玉欣……她就來自於這種身障聯
盟或者是弱勢……因為她本身又比較特殊，所以我們不太
要求她去跟我們去弄其他的法案，就讓她專心去推她的東
西。」（立法委員E）
原住民立法委員，由於其選民皆是原住民，他們的立法提案可以完全專注
在爭取或保障原住民權益。在第8屆中，原住民立法委員利用各種立法提案來
追求原住民權益，不僅其提案較集中在「原住民族」這個施政分類，即便是其
他類別中的立法提案也都是在追求原住民的權益。正如同Petrocik所說，議題
所有權是因為選民希望政黨或候選人為其爭取利益，而後者則不斷強調這些長
久存在的議題來贏取選民支持。原住民立委由於是特定選民的代表，因此，原
住民立法委員也比其他立法委員更可能建立議題所有權。

（二）選區都市化程度
另一個可能影響立法委員提案分布的因素是選區的都市化程度。理論
上，都市化程度較高的選區，選民可能較不注重個案服務或恩庇侍從的關係
（盛杏湲，1999:100）。此外，都市化程度高的地區，可能選民教育程度也
較高，較重視立法委員的專業性，要求立法委員要在立法院開會（黃秀端，
1994:126）。王靖興也發現農林漁牧比和選區選民教育程度會影響提案行為，
選區農林漁牧人口比較高的立法委員，提案較少，而選民教育程度高的則是
提案較多（王靖興，2009）。推論之，由都市化程度較高的選區選出的立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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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可能會比較需要在立法提案上有所表現，建立自己處理議題的聲望。因此
立法委員的選區都市化程度較高，也較可能以立法提案來建立議題所有權。

（三）選區多元性
Petrocik的理論指出選民若追求特定的利益，政黨或政治人物便可能在這
特定的議題上建立所有權。如前文所述，原住民立法委員由於選民皆為原住
民，可以專注在原住民議題的提案。據此，選區的多元化程度應該也會影響立
法委員是否將提案專注在特定議題。選區選民的組成越複雜，關注的議題以及
利益也會越廣泛，立法委員便必須在各種議題上提案，而無法在特定議題上建
立自己的專業形象。反之，若選民組成越單純，立法委員就可如原住民立委一
般，專注在特定議題上來建立議題所有權。
綜合以上的討論以及受訪立法委員的說法，在特定議題上累積聲望而建立
議題所有權並非是每一個立法委員的「優勢策略」，也並非是每個立法委員所
需要的提案模式。背景資歷和選區特質會給與立法委員不同的優勢及限制，影
響了立法委員是否在特定議題上累積立法提案的紀錄。具有特定專業背景的立
委，有其以立法提案延續其專業聲望的動機和優勢，然而立法委員若必須回應
選民需求，則提案會較為分散在各個不同的議題。以下，本研究將透過迴歸分
析來檢驗背景資歷和選區特質這兩種理論能否解釋立法委員在提案模式上的變
異。

筆者蒐集第8屆立法委員（2012-2015）的資料，分析單位為立法委員，並
以立法委員議題所有權指數作為依變數進行迴歸分析。由於依變數為一連續變
數，以最小平方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 OLS）來做迴歸估計。
第一個自變數為專業背景，此為一個二分變項，1為具專業背景的立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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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其他不具專業背景立法委員，包括出身於地方首長或民代，或是具有地方
派系、政治世家等背景者則過錄為0。本研究認為立法委員的專業訓練和經歷
有助於他在特定領域累積立法上的聲望。在此，本研究將專業背景定義為委員
在擔任立委之前為大學教授、律師、法官、檢察官、醫師、會計師、教師、工
程師等專業從業人員。此外，如果曾長期參與某一社會團體（不包括地方性的
協會），如婦女新知或兒福聯盟等，也是具有特定專業背景的立法委員。這些
委員被過錄為1。不過，若在本屆前曾擔任過地方首長和民代，或是具有地方
政治世家等背景，即便擁有專業背景，也可能會比純粹由專家學者出身的立法
委員與選區選民有更多的連結，因而更重視地方選區需求，較不會在特定領域
累積立法聲望，而是用立法提案來回應地方多元的需求，因此這類立法委員我
也過錄為0。⑪ 總結來說，此一變數反映了立法委員究竟是不是具有特殊專業
背景、特殊專長、有傑出表現的專家或學而優則仕的學者，抑或是不具專業背
景、曾任地方民代、首長、出身於地方上長期的政治世家或派系。⑫
選區因素方面，不分區立委和原住民立委各為一個二分變項。由於區域立
委面對選區中各種選民的需求，提案上可能較為多元以回應選民，不分區立委
的提案模式則較可能建立議題所有權，而原住民立法委員會單純專注於原住民
議題。本研究預期，控制其他變數之後，不分區和原住民立委的議題所有權指
數會高於區域立委。
選區都市化程度則分為兩個面向來測量。首先，都市化程度的常用指標為
人口密度。因此，筆者以選區內最低的鄉鎮市區人口密度作為第一個都市化指

⑪

⑫

觀察議題所有權指數，同時具有專業背景和地方政治背景的立法委員分數（1.16），與不
具專業背景，純粹地方政治出身的立法委員分數（1.27）相當接近，兩者差異在統計上不
顯著，因此將其歸併為一類尚屬合理。即便將此兩類分開，放入模型中，並不影響迴歸
的結果，專業背景的係數值幾乎沒有改變，也達到統計上的顯著。
資深立法委員只要非地方民代出身，而具有特殊專業背景者，也過錄為具專業背景的立
法委員，立法委員資歷的影響以另一個變數「資深程度」來控制。詳細變數過錄方式請
見附錄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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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⑬ 若為不分區委員或原住民立委則以其擔任本屆立法委員之前主要工作和
活動的縣市為準。⑭
資料取自以第8屆任期的中間點2014年由「政府資料開放平台」所提供的
各鄉鎮市區人口密度，單位為千人 / 平方公里（國家發展委員會，2015a），並
將其數值取自然對數。⑮ 本研究預期，選區人口密度較高的立法委員會有動機
以立法和議題的專業性做為選舉上的訴求，因此較有可能使自己在特定議題
上累積自己的專業形象。在人口密度較低，亦即都市化程度較低的選區，滿足
選民需求可能較議題聲望重要，因此立法委員較無動機在立法上累積自己的聲
望。此外，我也蒐集了選區的選區教育程度。大學畢業以上人口比例可反應選
民的教育程度，也反映了都市化程度的另一個面向。都市化程度越高的選區，
教育程度高的選民可能越多，也代表有越多的選民可能重視立法委員的議題訴
求，給予立法委員更大的動機去建立議題所有權。資料取自於「政府資料開放
平台」所提供之2014年村里教育程度資料（國家發展委員會，2015b）。筆者再
彙整成各立委選區的大學以上人口比例，並乘上100，使其成為百分比。選區

⑬

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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⑮

因為立法委員的選區有可能城鄉差距很大，選區中若許多鄉鎮人口密度很低，而只有一
個鄉鎮人口密度特別高，這類選區選出的立法委員還是可能有很大的動機去回應選民需
求，也較不需要建立議題所有權。以平均人口密度或最高人口密度來衡量選區都市化程
度，很可能造成誤判。所以，筆者認為以最低人口密度的鄉鎮來衡量較能反映選區最基
礎的都市化程度。
選區變數過錄，不分區、原住民立委皆以其主要活動縣市的資料為準。曾經參選、擔任
區域立委、地方首長或民代的不分區立委，其主要活動縣市即為參選或代表的區域所在
縣市；未曾參選或擔任區域立委、地方首長或民代的不分區立委，若有地方政治世家背
景，則以其政治世家所在出身地為其主要活動縣市；非以上兩者之不分區立委，則以其
擔任立委前主要工作的所在地為其主要活動縣市；原住民立法委員以其擔任立委前主要
工作所在地作為主要活動縣市。此一方法雖非最理想方式，但不分區或原住民立法委員
與其擔任本屆立委前活動或工作的所在地區選民，按常理來說會有較深的連結。此外，
原住民立法委員得票最多的也都是他們原先工作的縣市。若這些立法委員有任何反應選
區需求的立法行為，則最有可能來自於這些區域的需求。筆者在沒有其他更好的測量方
式的情況下，以這些區域的選區特質來作為一種替代（proxy）。請見附錄A5。
2014為第8屆立委任期中間年，比起當選年以及連任選舉年的資料，期中的資料應該更能
反映選區狀況對任期中立法提案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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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類別分散程度可反應選區需求的多元性。選區需求越多元，立法委員越可
能提出多種類別的提案，而越不可能專注在特定議題。各鄉鎮市區的職業類別
的人口比例取自於全國主計網（2016），筆者彙整後再以有效政黨數的方式計
算每一個立法委員選區的分散程度。⑯
除了自變數之外，我也將可能影響提案模式的其他因素放入模型中控制。
資深程度為第8屆前擔任立法委員的屆數。針對資深程度的影響，筆者訪問的
立法委員，有一個有趣的說法。
「我從我自己的角度啦，我認為（區域）立法委員應該是先
通才再專才，雖然我們的所學都是有專業的，可是立法委
員他所碰到的情境，他幾乎會讓你必須要從通才的角度去
入手，譬如說你每天都在立法院，就各種經濟、財政、交
通、油品什麼的東西圍繞著你，還有當天的新聞議題，所
以你就被迫需要廣泛地去了解資訊，然後去選擇你的問政
的重點。」（立法委員E）
根據此委員的說法，立法委員越資深，越可能專注在自己有興趣的立法，
而資淺的立法委員通常會先回應選區各種議題，經過摸索後才在特定領域發展
專業。按照此一說法，資深程度越高，以提案建立議題所有權的可能性也越
高。此委員的說法仍有待資料檢驗，未能確定是否適用於所有立法委員，我在
模型中放入資深程度，以控制資深程度對提案模式的影響。
資深程度以外，立法委員的黨籍，也可能會影響立法委員的提案行為。過
去的研究指出，執政黨的立法委員很可能在許多議題上必須尊重或配合行政
院，立法上的表現空間較小（盛杏湲，1999, 2003；王靖興，2009）。有鑒於
此，本研究預期執政黨比起其他政黨的委員較少尋求在立法上面的表現，較無

⑯

計算方式為將各職業類別人口所佔總就業人口的比例平方加總，並求此一平方和之倒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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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利用提案建立自己的專業形象。我在模型中放入執政黨這個二分變項，以
比較執政黨和在野黨的差異。
最後我控制立法委員參與的委員會數目、是否曾擔任召委和是否曾擔任黨
團幹部。立法委員每一年都可以改變參與的委員會，過去研究曾發現立法委員
遊走在不同的委員會（盛杏湲，2000），然而也有學者發現立法委員逐漸穩定
地參與同一個委員會（蕭怡靖，2005）。第8屆中，立法委員曾參與過委員會
的數目平均是1.37個，顯示轉換委員會的比例並不高，大多數立法委員在任期
中僅參與一個委員會，但立法委員之間仍有些微的變異。立法委員的委員會參
與，反應立法委員是否希望培養在特定議題上的專業聲望，參與越多不同的委
員會，立法提案很可能就越分散在不同議題。因此，我將立法委員在第8屆中
曾參與過的委員會數目放入模型中控制。
另外，擔任委員會召集委員可能會更專注在該委員會所主審的法律，也較
無心力和時間提出其他的立法提案，因此委員會召委的提案可能比其他委員更
加地集中。我放入一個二分變數，將第8屆任期中曾經擔任召委的過錄為1，未
曾擔任召委的過錄為0。
擔任黨團幹部可能會因為黨團的工作而減少個人的提案表現，但也可能容
易推動法案，因此較有動機讓自己在特定議題上累積聲望。不論如何，都必須
控制擔任黨團幹部的影響。在第八屆中，曾經擔任黨團幹部的立法委員過錄為
1，未擔任黨團幹部的則為0。

在擔任本屆立委之前就曾經參與地方首長、民代或是區域立委，不論是否選
上，這些具有選舉經驗的可能比完全沒有參選過的立法委員，與選民有更多的
連結，也更能接觸到選民的需求。此一變數為一個二分變數，在第8屆之前，
曾經參加過任何選舉（政黨不分區比例代表制的選舉除外）的立法委員過錄為
1，反之，則過錄為0。
最後，我放入未滿任期這個二分變數，以控制立法委員之中有提前離職或

©

2017 by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臺灣民主季刊

選舉經驗可能會影響立法委員是否更重視回應選民的需求。有些立法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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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屆期中途加入，而這些委員可能與完整任滿一屆的委員有不同的提案行
為。
表六中，我呈現三個迴歸模型。首先我將專業背景以及選區特質等主要變
數放入模型中。在沒有其他控制變數情況下，模型一顯示專業背景和原住民立
委的影響符合預期，而且達到統計上的顯著。然而，不分區立法委員和其他選
區特質的變數，包括人口密度、職業多元程度以及選區教育程度等，卻都未達
統計上的顯著（p>.05）。

表六

議題所有權指數迴歸分析

模型一
B (Robust SE)

模型二
B (Robust SE)

1.02 (.47)*

1.04 (.47)*

不分區立委

.29 (.38)

.58 (.35)

.79 (.36)*

原住民立委

專業背景

模型三
B (Robust SE)

4.61 (1.63)**

4.95 (1.58)**

5.28 (1.73)**

ln（人口密度）

.13 (.09)

.09 (.08)

.07 (.08)

職業多元程度

-.11 (.12)

-.09 (.15)

-.10 (.13)

選區教育程度

-.04 (.03)

-.03 (.03)

-.01 (.03)

-.26 (.08)**

-.24 (.08)**

資深程度

.06 (.29)

.16 (.31)

委員會數目

-.17 (.21)

-.25 (.23)

委員會召委

.41 (.29)

.38 (.30)

黨團幹部

.17 (.30)

.25 (.29)

選舉經驗

.69 (.51)

.14 (.46)

未滿任期

-.90 (.38)*

-1.08 (.39)*

執政黨

常數項

1.76 (.97)σ

1.41 (1.24)

2.14 (1.25)σ

個數

122

122

122

R2

.36

.44

.41

1.73

1.69

1.61

Mean VIF

資料來源：本表由作者自製。
註：σ: p<.1, *: p<.05, **: p<.01, ***: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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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二放入所有的控制變數，專業背景、原住民立委仍然呈現正向而且達
到統計顯著的迴歸係數。可見具有專業背景的立法委員，的確比過去是地方政
治人物的立法委員更傾向於專注在特定議題來建立議題所有權；而原住民立委
也比區域立委更專注在特定議題的提案。大多數的控制變數沒有達到統計上的
顯著。資深程度達到統計上的顯著，但並非如受訪委員所說的「先通再專」，
反而是越資深的立法委員，議題所有權分數越低。具體來說，在其他條件相同
之下，平均每增加一屆的立法委員資歷，議題所有權的分數就降低.27。這可能
是因為資深立委已在過去的任期中建立專業形象，因此較無動機透過大量集中
在某議題的提案來建立議題所有權。此外，未任滿一屆的立法委員的議題所有
權指數比起有完整任期的立法委員來得低，顯示這些立法委員沒有完整的任期
來建立自己的立法提案紀錄，比起其他立法委員較無可能建立議題所有權。
模型三將專業背景排除在模型之外，不分區立委和區域立委的差異在此模
型中達到統計上的顯著，但是在模型二中，控制了專業背景，不分區立委和區
域立委的提案行為就沒有差異。此一結果也顯示了不分區與區域立委提案行為
上的差異，源自於專業背景。兩群體之中具專業背景的立委所佔比例不同。在
區域立委之中，僅有15.29%的委員具有專業背景，而不分區立委之中則高達
64.86%的立委具有專業背景。傳統認知上區域立委和不分區立委的差異即來自
於不分區立委之中選入較多具有專業背景的立法委員，也可見真正影響立法委
員提案模式的是專業背景而非選舉方式。

型二為基礎估計議題所有權指數的預測值（predicted values）。⑰ 首先，不分區
立委的議題所有權分數高於區域立委。然而，不論是區域立委或不分區立委，

⑰

除了專業背景和不分區、原住民等主要變數外，其他連續變數的值皆設為各變數的平均
數，而選舉經驗設為1，執政黨設為1，委員會數目也設為1，委員會召委及黨鞭設為0，
資深程度則為0，意即新任立委。由於是線性模型，設定為其他數值不會改變圖中呈現的
議題所有權預測值的差異。

©

2017 by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臺灣民主季刊

圖一更清楚呈現背景的影響以及區域和不分區立委之間的差異。筆者以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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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專業背景與議題所有權分數

資料來源：本圖由作者繪製。

具有專業背景的立法委員有較高的議題所有權分數。據此可推論，若不分區立
法委員不具專業背景，其提案模式也會與不具專業背景的區域立委類似；反
之，具有專業背景的區域立委，在建立議題所有權上就類似於具有專業背景的
不分區立委，其立法提案紀錄建立議題所有權的可能性甚至高於無專業背景的
不分區立法委員。
由於資深程度的影響在模型中也達到統計上的顯著，筆者特別將專業背
景、資深程度以及議題所有權分數之間的關係呈現在圖二中。圖中的兩條虛線
為不具有專業背景的區域新任立委（細虛線）及不分區新任立委（粗虛線）的
議題所有權分數，換言之，這兩條虛線是將無專業背景的立委，在資深程度固
定為零時的分數，以此為參考點，和具有專業背景的立法委員做比較，來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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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程度的影響。兩條實線各為具專業背景的區域立委（細實線）和不分區立
委（粗實線）。根據模型係數，具有專業背景的委員，其議題所有權分數在第
一任時最高，但會隨著擔任立委的屆數而下降。圖中可明顯地看出，同樣為新
任立委，具有專業背景的立委，議題所有權分數高於不具專業背景的立委。然
而具有四屆以上資歷的委員，即便具有專業背景，其議題所有權分數也會與新
任不具有專業背景的立法委員相同，甚至更低。換言之，即便是具有專業背景
的立法委員，其提案模式會隨著服務屆期的增加而逐漸類似於不具有專業背景
的立法委員。新任的立法委員，即便不具有專業背景，也可能比資深的立法委
員更專注在特定議題來提案，而有可供建立議題所有權的立法紀錄。

資深程度與議題所有權分數

資料來源：本圖由作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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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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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初步的迴歸分析可以發現，並非每一個立法委員都在特定議題上累積
立法提案的紀錄以及處理議題的聲望。具有專業背景的立法委員，其提案模式
就會較有可能建立議題所有權，意即比其他委員更專注在特定議題，也在該
議題上比其他委員有較多提案。此外，本研究也發現，立法委員的資深程度越
高，其提案就越不可能專注在特定議題。此一結果說明，資深立法委員可能早
已在初任立委時建立議題所有權，又或許是擔任立委之後逐漸成為服務地方的
政治人物，已較無動機透過提案來建立自己的專業形象。

柒、結論
本研究試圖從議題所有權的角度去分析立法委員的提案行為，並觀察立法
委員的立法提案是否集中在特定議題領域，抑或是分散在許多不同的議題領
域。筆者並提出「議題所有權指數」來衡量立法委員提案的議題分布情形是否
有建立議題所有權的可能性。此指數兼顧提案數、提案集中度以及與其他委員
的比較，可以捕捉議題所有權概念的意涵。最後，本研究從深度訪談以及統計
分析來探索背景資歷和選區特質是否影響立法委員建立議題所有權的行為。
本研究發現，立法委員會希望透過提案來建立自己的品牌和專業形象，並
會專注在特定議題來提案，因此，立法提案的行為無法單純以回應選民需求來
解釋。在另一方面，雖然建立議題所有權可能對選舉有利，並非每一個立法委
員都會專注在特定議題，使自己在該議題上有專業的立法紀錄。平均來說，國
民黨的議題所有權指數較民進黨來得高，但扣除原住民立法委員之後，民進黨
的平均議題所有權指數就高於國民黨。其他小黨則是介於兩者中間。換言之，
民進黨立法委員提案模式較可能建立議題所有權，而國民黨除了原住民立法委
員外，提案模式建立議題所有權的可能性較低。但是，進一步分析第8屆立法
委員提案資料，控制其他變數後，立法委員是否以立法提案建立議題所有權主
要與其本身的背景和資深程度有關，選區特質、黨籍、擔任黨鞭和委員會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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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沒有影響。具體來說，具有專業背景的立法委員較其他立法委員更可能建立
議題所有權。此外，迴歸分析也顯示，區域與不分區在提案模式上的差異並非
來自選舉方式或選民的不同，而是專業背景的分別。具有專業背景的區域立委
就會較不具專業背景的區域立委，更可能專注在特定議題上提案，其專注在特
定議題來建立議題所有權的程度甚至會高於不具專業背景、出身於地方政治人
物的不分區立委。延伸推論之，立法的專業性需要立法委員對於每一個議題特
別的關注，提出適當的法案和政策。若是立法委員中，有較多具專業背景的立
法委員，就有較多立法委員會重視在議題上的專業聲望，提出相對應的立法提
案，進而有助於促進整體國會的立法專業性。反之，不具專業背景或地方政治
人物出身的立法委員，僅以立法提案回應選區的多元需求，不利於提升立法專
業性。
自1992年國會全面改選以來，台灣國會議員的出身背景大致可歸類為兩
種。一是地方政治人物或出身於地方政治世家，二是各領域的學者專家或社會
團體的代表。前者具備地方政治實力，獲得地區選民支持，他們通常經由區域
選舉產生，必須回應選民需求；後者通常不具地方政治實力，而必須經由政黨
放入不分區名單，始得獲選為立法委員。因此差異，不分區選舉常被認為是保
障或提升立法專業性的關鍵。然而，自第七屆立法委員人數減半，並使用單一
選區兩票制後，國民黨和民進黨在不分區名單中安置了許多具有地方政治實力
的政治人物，他們擔任不分區立委之後可能尋求參選區域立委的機會，因而在

式。因此，若不分區名單中也有許多地方政治人物，便可能減少會以立法提案
累積專業聲望的立法委員，不易提升立法的專業性。另一方面，若政黨或選民
重視特定議題的立法專業性，在區域立委提名或選舉中，也應將候選人背景視
為為重要的考量因素。筆者對於兩種提案模式在規範意義上的優劣並無預設立
場，僅指出不同背景的立法委員會有不同的立法提案模式，對此結果進行學術
討論，提供選民投票選擇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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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內經營選區。根據本研究的發現，立法委員的背景影響了他們立法提案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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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研究主題和篇幅的限制，本研究僅提供了一個觀察立法委員提案和議
題所有權的方式。以此為基礎，未來可進一步檢視議題所有權與得票或連任之
間的關聯，如此將能完整了解立法行為和選舉之間的連結。此外，未來也可
進一步從議題所有權的角度探討政黨和立法委員之間所追求的政策或議題是否
有差異。若一黨的立法委員追求多元的議題，而且與政黨追求不同的議題所有
權，那麼可以想見該政黨將很難在國會中成為一個制度化的組織，難以主導立
法和政策制定的結果。本文的資料指出，相較於民進黨立法委員，國民黨的黨
內分歧較高，追求不同議題的所有權。在此一基礎上，觀察政黨和個別委員在
議題所有權的差異，應可更全面了解一黨凝聚力和制度化的程度。
總的來說，立法委員的議題所有權不僅關乎代表行為和選舉課責，也與國
會制度化以及立法專業化有關。本研究希望拋磚引玉，期待未來能有更多、更
廣泛而深入的相關研究，豐富我們對立法委員議題所有權的認識。

Vol. 14, No. 1 / March 2017

誰要議題所有權？立法委員立法提案與議題所有權的建立 43

附錄
A1、立法委員深度訪談抽樣
代碼

黨籍

黨團幹部

區域 / 不分區

A

民進黨

否

區域

B

國民黨

是

不分區

C

民進黨

否

不分區

D

台

聯

是

不分區

E

國民黨

是

區域

F

親民黨

是

不分區

註：1. 排序按照實際訪談時間，不具其他意義。
2. 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國會政黨的制度化」（MOST 104-2410-H-004-088MY2）。

A2、立法委員訪談問題
觀察委員的提案，委員對○○法案（依訪談委員有異）特別付出心力，請
教委員推動這些法案主要原因是什麼？（或）委員提案的法案種類很廣泛，請
教委員推動這些法案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A3、立法委員助理深度訪談抽樣
黨籍

區域 / 不分區

A

親民黨

不分區

B

民進黨

區域

C

國民黨

區域

D

國民黨

原住民

E

國民黨

區域

F

民進黨

區域

註：1. 排序按照實際訪談時間，不具其他意義。
2. 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國會政黨的制度化」（MOST 104-2410-H-004-088MY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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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立法委員助理訪談問題
1. 請問您，貴委員如果要提出一個法律提案（立法或修法），多數情況下
是出自於甚麼原因（動機）？
（若為專注某議題提案的立委則追問：觀察委員的提案，委員對○○法
案（依訪談委員有異）特別付出心力，請教委員推動這些法案主要原
因是什麼？）
2. 請問您認為立法提案對於立法委員的幫助是什麼？有的委員會專注在某
些議題上面提案，有的委員會在各種議題上都提案，就您的觀察，如何
提案才會對立法委員的幫助最大？對貴委員來說呢？

A5、變數敘述統計一覽表
變數

測量方式

專業背景

二分變數
1，進入立法院前為律師、法官、
教授、醫生、建築師、設計師等
需專業證照職業，或任職特定議
題社會團體（不含農漁會、水利
會、同鄉會等），且未曾擔任地
方民代、首長（政務官）、國大
代表、非地方政治世家。
0，無專業背景，曾任地方民代、
首長（政務官）、國大代表或家
人曾任地方民代、首長（政治世
家）。

敘述統計

1：共37人（30.33%）
0：共85人（69.67%）

資料來源

作者自行
蒐集

立法院國
會圖書館
（2015）

不分區立委

二分變數
1，由政黨不分區選出。
0，非由政黨不分區選出。

原住民立委

立法院國
二分變數
1：共6人（4.92%）
會圖書館
1，平地或山地原住民選出。
0：共116人（95.08%）
（2015）
0，非由平地或山地原住民選出。

2014年選區內鄉鎮市區最低人口
ln
密度。不分區及原住民以主要活
（人口密度）
動縣市為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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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共37人（30.33%）
0：共85人（69.67%）

平均數：6.85
中位數：7.08
範圍：1.53~10.23

政府資料
開放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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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數

敘述統計

資料來源

2010年選區內職業類別分布。不
職業多元程度 分區及原住民以主要活動縣市為
基準。

平均數：6.64
中位數：6.65
範圍：5.00~12.68

全國
主計網
（2016）

2014年選區內大學以上人口比
選區教育程度 例。不分區及原住民以主要活動
縣市為基準。

平均數：24.00
中位數：22.89
範圍：12.09~50.57

政府資料
開放平台

平均數：1.54
中位數：1.00
範圍：0~6

立法院國
會圖書館
（2015）

1：共66人（54.10%）
0：共56人（45.90%）

立法院國
會圖書館
（2015）

平均數：1.37
中位數：1.00
範圍：1~3

立法院國
會圖書館
（2015）

資深程度

執政黨

測量方式

第8屆前擔任立委屆數，第8屆新
任立委過錄為0，第7屆曾擔任立
委過錄為1，以此類推。
二分變數
1，黨籍為執政黨（國民黨）。
0，黨籍非執政黨。
第8屆參與過的委員會數目

委員會召委

二分變數
1，第8屆曾擔任常設委員會召集
委員。
0，第8屆未曾擔任常設委員會召
集委員。

1：共72人（59.02%）
0：共50人（40.98%）

立法院國
會圖書館
（2015）

黨團幹部

二分變數
1，第8屆曾擔任黨團幹部。
0，第8屆未曾擔任黨團幹部。

1：共31人（25.41%）
0：共91人（74.59%）

作者自行
蒐集

選舉經驗

二分變數
1，第8屆之前曾參與選舉。
2，第8屆之前未曾參與選舉。

1：共95人（77.87%）
0：共27人（22.13%）

作者自行
蒐集

未滿任期

二分變數
1，第8屆中途就職或離職者。
0，第8屆服務完整任期者。

1：共23人（18.85%）
0：共99人（81.15%）

立法院國
會圖書館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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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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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Wants Issue Ownership? Legislators’ Initiatives
and Pursuit of Issue Ownership in Taiwan
Shih-hao Huang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distribution of legislative initiatives across issue
areas through the lens of issue ownership and explore factors affecting the patterns
of bill-introduction activities. Toward this end, this research proposes an index
of issue ownership to evaluate individual legislators’ potential to earn issue
ownership.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a survey of legislators’ staffs and content
analysis of legislative initiatives in the 8th Legislative Yuan (2012-2015), I find
that some legislators are more likely to focus their bill-introduction efforts on
particular issue areas, lending them with the potential to earn issue ownership, while
others’ initiatives are more widely spread across issue areas. This research further
demonstrates that legislators with a particular professional background are more
likely to pursue issue ownership than those without. Moreover, controlling for the
background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legislators elected from different electoral rules
is not significant, meaning that legislators’ backgrounds, rather than the electoral
rules, can better account for the patterns of bill introduction. Additionally, senior
members are less likely to pursue issue ownership than junior one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legislative professionalization and representation can be drawn from

Keywords: Issue Ownership, Legislative Initiatives, Legislative Profession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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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 fin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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