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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

2018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又稱 107 年九合一選舉）是民主進步黨（以下簡

稱民進黨）2016 年首度全面執政後第一次面臨的地方性選舉，同時也是 2016 年總

統大選後的期中選舉，被視為 2020 年總統大選選情之象徵性指標，對於民進黨而

言意義非凡。而本次選舉候選人的提名策略，也是中國國民黨（以下簡稱國民黨）

首度跟進民進黨採取選民的電話民調統計結果作為黨內提名之唯一依據，確立了

「全民調」成為我國兩大黨之正式提名機制。

此外，為了爭取年輕選民支持，及鼓勵青年族群投入政治環境，針對初次參選

且符合資格的青年參選者，民調結果可加權 10%至 25%，希望為政黨政治間的競爭

注入新血，亦有利於民主政治基礎向下扎根。從本次地方選舉提名制度的變遷，不

難看出兩大黨無非都希望藉由公開參與，透過公平且「接地氣」的提名制度替政黨

爭取勝選，持續推展我國政黨競爭。

我國的市議員選舉制度採取民主國家中極罕見的複數選區單記不可讓渡投票

制（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SNTV），受到「複數選區」及「比例性」的雙重

特質影響，政黨的內部提名過程早已成為派系間於正式選舉的前哨戰。而隨著民意

在民主國家中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兩大黨也從善如流，開始透過民意調查來試圖縮

短黨意與民意的落差，希望有效改善過去黨內初選所存在的弊端與選票扭曲現象，

且更能貼近民意，增加勝選機會，因此逐年提高民調在政黨提名中的比例，民進黨

甚至於 2011 年起以全民調方式進行黨內初選提名，成為全球民主國家中之首例，

本次地方選舉中，國民黨也選擇採取此提名方式，更強化了民意調查在我國政黨競

爭中的關鍵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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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獨步全球運用全民調提名的民進黨，照理而言在民調操作與掌

握上應屬得心應手，但在 2018 年的大選結果卻以「慘敗」收場，不但失去直轄市

台中市及高雄市執政權，首都臺北市市長候選人姚文智更創下民進黨市長參選人

的史上最低得票 244,342 票，得票率僅 17.28%，臺北市議會中也失去得以與國民

黨抗衡的席次，時任民進黨黨主席的總統蔡英文最終亦為了敗選引咎辭去黨主席

職務。1對照民進黨 2014 年大獲全勝、氣勢如虹，2018 年卻慘遭翻盤，被視為「期

中警訊」。其中值得思考之處在於：造成慘輸的關鍵，究竟為全民調提名機制失靈？

抑或其他因素所致？引發本文研究動機。

揆諸世界上主要民主國家的政黨初選的提名方式，民意調查結果僅作為政黨

提名過程中之參考依據，鮮少有全仰賴民意調查來決定候選人的提名命運，除了民

調過程存在諸多限制外；更重要的是，根據民調結果所提名的候選人，最終能否在

選戰中獲勝又是另一問題，此議題在學界相關研究及討論亦莫衷一是。因此，本研

究欲深入了解，運用全民調作為政黨提名的唯一依據的理由為何？其中的利弊之

處或背後的意義又為何？

從時空背景來看，2018 年選舉前的政治氛圍，受到中央推動實施的軍公教年

金改革、勞工一例一休、公投議題等重大政策飽受輿論爭議之下，選民對民進黨的

支持度和信心普遍下滑，加上首都「白綠整合」最終宣告破局，民進黨決定不再禮

讓柯文哲後，才趕緊徵召立委姚文智擔任市長候選人。尷尬的是，姚文智的民調始

終遠遠落後於國民黨候選人丁守中與現任市長柯文哲，即使辭去原立委職務、公開

宣示若得票位居第三就要永久退出政壇、打出愛貓牌等策略來製造聲量，試圖力挽

狂瀾，仍舊難挽救頹勢，這般慘況在民進黨歷年首都市長候選人中實屬罕見。

鑒於市長候選人姚文智缺乏政治明星光環，以往衣尾效應（coattail effect）所

能發揮的「母雞帶小雞」選舉效應失靈，還曾被基層諷為「殘廢母雞」，不但無法

延續以往市長候選人至各選區宣傳造勢、站台等傳統動員宣傳方式外，反而還需要

1 2014 年 63 席中，國民黨 28 席、民進黨 27 席；2018 年 63 席中，國民黨 29 席、民進黨 19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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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黨部動員來「搶救」選情，無疑是為民進黨選情雪上加霜。由於本次地方選舉

少了強大的母雞加持，臺北市各選區市議員候選人只能在舉行全民調初選前，極力

在同黨候選人間強調自身特色，爭取選民的青睞，以期順利取得政黨提名資格。基

於上述政治環境背景之特殊性，促使筆者將研究範圍聚焦於臺北市作為探究標的，

並進一步釐清，某些在初選民調成績亮麗的候選人，卻在大選結果落敗，其中產生

落差之原因為何，亦為本研究關注之處。

自 2014 年太陽花運動後，青年參政風潮方興未艾，新興政黨時代力量乘勢而

起。順應時代潮流與政治環境變遷，兩大黨面對 2018 年選舉挑戰，不約而同都祭

出「青年參政條款」來鼓勵新人投入市議員選舉，只要符合年齡及特定資格者，初

選民調分數可再加權 10%至 25%，希望吸引優秀青年投身政治，代表政黨出征，另

訂定政二代排除條款，讓未有家族奧援的青年，能有公平競爭的機會（以下統稱新

人加權制度）。

讓人好奇的是，民進黨為何會選擇在聲勢大幅下跌之際推出新人加權制度？

其制度設計的考量，以及希望達到的制度效果為何？最重要的是，對於無政治背景

支持的新人而言，實際上是否有助於取得提名資格，乃至最終的選舉結果是否能取

得選民支持，以實現對外宣稱促進青年進入政黨政治之目標，為本文另一研究標的。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壹、研究目的

承接上述內容，本文希探究臺北市 2018 地方選舉中，民進黨為何在外在環境

充滿高度不確定性之下，仍選擇全民調作為初選提名之依據？其背後的考量為何？

民進黨選擇如此分權化的提名方式，其角色應如何轉化，以維持政黨之影響力？並

進一步檢視臺北市市議員選舉中，實施全民調的各選區候選人之初選成績與選舉

結果是否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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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另一重點，則是探討本次選舉首度實施的新人加權之制度設計考量，及

該制度是否有助於較不具知名度的政壇新人獲得提名？此外，成功獲得提名者，最

終能否在眾多競爭者中脫穎而出，順利當選？實現政黨所預期的制度設計初衷。

貳、研究問題

為聚焦問題意識，釐清研究目的所述相關議題，本研究欲探討之問題如下：

一、探討民進黨採取全民調之策略考量與實際成效

民進黨在 2018 年臺北市區域選舉中，面臨著內部「母雞失靈」及外在選

民高呼「討厭民進黨」之內憂外患夾擊之下，為何仍選擇採用全民調做為市議

員初選提名機制？政黨的選戰策略及考量為何？

此外，相較於單一選區選制下所實施的「對比式民調」，可呈現與競爭對

手之支持度消長，候選人可即時掌握選民偏好，據以調整其選戰策略。在複數

選區之下，民調僅作為初選階段篩選候選人的機制，無法在競選期間顯示候選

人間的民意支持動向。然自初選成績公布至正式選舉間隔將近八個月，政治環

境存在諸多變數，加上民意瞬息萬變影響之下，民調成績極有可能與選舉結果

產生落差。如此一來，採用民調作為提名的唯一決策方式是否符合選戰策略？

又民調成績是否能作為候選人實力之判斷標準？最後，針對民調成績與選舉

結果產生不一致之情形，加以探討其原因。

二、政黨的重新定位與影響力轉換

以往政治甄補之權力多掌握在黨內幹部及黨員手中，隨著政治環境變遷，

現階段實施的初選制度已由民意取代了政黨「挑選候選人」之權力，面臨權力

移轉之重大轉變，政黨的角色與功能應如何隨之調整、重新定位，以求在此極

度分權化的提名過程發揮影響力？由此探究政黨在當今提名階段之制度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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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青年加權制度之制度設計與實踐

民進黨自 1996 年即成立青年部，作為培育青年政治人才的搖籃，目標在

於鼓勵青年投身選舉，成立迄今已 20 多年，黨內向來也有培養青年政治人才

之風氣。基此，本研究希理解民進黨為何選擇在 2018 年才首度嘗試實施新人

加權制度，以及該制度之形成過程和背後考量。更重要的是，該制度究竟對於

新人通過初選具有實質效益？或僅屬宣示性象徵？另比較通過新人加權的候

選人之初選成績與選舉表現，檢視最終之選舉結果是否符合當初制度設計的

預期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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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架構與研究範圍

基於前述研究目的，據以擬定研究架構，並界定明確之研究範圍，使研究主

題更為清晰聚焦，俾利得出後續研究結果。

壹、研究架構

本研究聚焦於探討民進黨 2018 年臺北市議員選舉中，政黨選擇實施全民

調初選的選戰策略，以及候選人的全民調初選成績與實際選舉表現是否相符，

如其中產生落差，其原因為何。另一重點則是了解新人加權制度之形成過程，

和該制度設計對於新人在初選階段有無產生實益，最後對照通過提名者之選

舉表現，檢視是否達成制度設計初衷。

依據上述內容，擬定本研究架構：

圖 1：研究架構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貳、研究範圍

基於 2018 年民進黨在臺北市選戰中面臨嚴峻情勢，具有時空背景的特殊

性，故聚焦於探討民進黨於該次選舉之政黨提名機制選擇，及檢視臺北市議員

之全民調初選提名與選舉結果間之一致性，並探討政黨在提名過程中扮演的

政黨選舉策略

市議員全民調初選

新人加權制度設計

選舉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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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與影響力。另有鑒於新人加權制度為 2018 年選舉中首度實施的新制度，

值得深入研究制度形成過程與政黨背後的考量因素，來檢視實施的成果。因此

將研究範圍設定為 2018 年民進黨參與全民調初選之臺北市議員候選人與獲得

新人加權之候選人。

第四節 章節安排

本文編排依序為第一章「緒論」，第二章「文獻回顧與研究設計」，第三章

「民意調查與選舉提名之關聯」，第四章「青年參政與新人加權制度」，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章緒論內容在於敘述本文研究背景與動機，並定義研究問題與研究目的，

發展出研究架構及研究範圍，架構出本研究之輪廓。

第二章文獻回顧與研究設計部分，第一節文獻回顧再細分為「提名制度與政黨

政治」、「提名制度與選舉制度」、「民進黨提名制度之變遷」三大主軸。「提名制度

與政黨政治」從過去研究所提出的提名類型與指標，檢視民進黨初選提名制度於政

黨內部扮演的角色，及其重要程度為何。「提名制度與選舉制度」說明我國市議員

採取罕見的 SNTV 選舉制度背景之下，如何與提名制度產生相互連動，造就民進

黨成為全球民主國家中，第一個採用全民調初選的政黨。「民進黨提名制度之變遷」

梳理民進黨自 1986 年成立以來的提名方式，如何隨著當時環境脈絡而演變，回顧

改革過程中的關鍵時點及原因，以成功維繫政黨生存，與實現政黨之政治理念與價

值。第二節研究設計則包含研究方法、設定訪談對象與訪談大綱擬定，藉此獲得研

究成果。

第三章「民意調查與選舉提名之關聯」，著重焦點在於民意調查在提名過程及

結果之間扮演的角色，以及如何影響政黨的提名策略。首先就「民意調查與提名制

度」相關文獻內容，理解民意調查如何從「參考用」逐漸在政黨提名過程佔有一席

之地，其次，對於制度成員會造成何種影響，並根據 2018 年選舉經驗來得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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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青年參政與新人加權制度」，對於目前青年參政環境進行初步觀察，

再就民進黨的新人加權制度相關條件加以敘述，並理解制度設計的思維，以及可能

帶所來之影響。最後，透過本次選舉結果，來驗證制度設計與經驗實踐之間是否一

致或存在差異。

第五章「結論」則綜整研究發現，並提出研究限制和未來研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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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與研究設計

本章聚焦於提名制度分別與政黨政治、選舉制度、民意調查三大主軸之間的

連動性，並回顧過去存在有利於青年參政之機制，對照本研究所探討的新人加權

制度來檢視制度設計之有效性，俾利後續研究推展。

第一節 文獻回顧

壹、提名制度與政黨政治

在民主國家的政治運作過程中，民主政治代表責任政治，責任政治則透過政黨

政治加以實現。選舉是政黨用來連結政府與選民的正式管道，而參與選舉的第一步

即是挑選後選人（candidate selection）爭取多數的選民認同與支持，以合法手段取

得政權，使政黨具有民主合法性與正當性基礎。「提名」在政黨內扮演的重要性從

美國著名的政治學者謝許奈德（E.E. Schattschneider）所言：「提名是政黨最重要的

活動……是現代政黨最顯著的特徵；如果一個政黨不能夠從事提名活動，它就不再

是一個政黨。」（轉引自王業立，2016：125；Schattschneider, 1942：64）便可得到

印證。倫尼（Austin Ranney）也曾指出：「控制政黨的提名作業也是任何政黨主要

的權力來源。誰能夠控制後選人的挑選，他也勢必對大部分的重要黨務具有決定

權。」（Ranney, 2001：209-211）由於提名關乎選舉結果成敗甚鉅，關係著政黨未

來的政治發展生涯，對於選民、政黨黨員、政黨本身均至關重要，因此也被政治學

者視為是民主國家中政黨最關鍵的核心任務（轉引自王業立 2016：123；

Schattschneider, 1942：64; Kirchhrimer, 1966：198; Ranney, 2001：209）。

根據研究，民主國家的政黨在選擇提名制度時，有最常見的四項選擇基礎，第

一為「民主」（democratic），即政黨在提名過程中，是否提供地方黨部與選區當地

黨員參與決策過程之機會；第二是「公平」（fair），指對於所有符合資格者，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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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視同仁；三是提名的決策過程是否有效率（efficient）；四是挑出好的候選人

(effective)，並對於選舉結果產生效果（Norris & Lovenduski, 1995：3；王業立、楊

瑞芬，2001：4）。而上述四項指標中，又以黨內民主與否最受爭議，也是學界關注

的研究主題，以上四項指標對於各個政黨而言，都是設計提名制度時所必須考量的

面向，但在實際運作上，卻往往無法兼顧（王業立、楊瑞芬，2001：5）。

觀察黨內民主程度，可從政黨內提名候選人的「集中性」（centralization）角度

加以檢視，即提名候選人的權力分布情形係以「集權化」或「分權化」的決策方式。

加勒佛（Michael Gallagher）以「集中性」作為九個民主國家政黨提名之跨國研究

標的，並將提名的方式分為七種類型，從分權化到集權化依序為：政黨選民（party

voters）、黨內初選（party primaries）、選區幹部投票（subset of constituency party

members）、黨中央決定（national executive）、利益團體（interest groups）、全國性

派系領袖（national faction leaders）、黨魁決定（party leader），其中採取選區幹部投

票者為多數（Gallagher & Marsh, 1988：236-245）。依照上開分類來看，民進黨採用

的全民調提名制度，類似最極端的「政黨選民」方式，即開放所有具參與初選意願

的選民，無論是否具備黨員身分，都有機會參與政黨提名之過程，在美國稱為「開

放式初選」（open primaries），屬民主國家中較罕見的提名方式。

另從政黨組織的分析面向來看，提名制度對政黨的重要性有三，首先，候選人

甄選乃代表政黨候選人與選民間的連結，是政治甄補過程的重要階段；其次，可用

以檢驗政黨凝聚力，Gallagher（1988：275）曾對此作出解釋：「政黨若無法控制提

名，將無法提供黨員充分的誘因以維持組織運作，亦無法控制該黨的國會議員。」；

最後，提名是黨內角力的主要競技場，考驗著政黨領導者的協調能力，避免引起黨

內操戈、未戰先敗（崔曉倩、吳重禮，2007：122）。正是因提名所具有之高度政治

性，使其在政黨政治的競爭場域中，始終佔據關鍵地位。

本文探究焦點在於，民進黨選擇極度分權化的「民意調查」初選制度，來作為

挑選候選人的背後原因何在？若將挑選候選人的重大任務交由選民做主，政黨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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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轉為被動角色而退居幕後，難道不怕流失候選人的影響力與掌控能力？抑或

上述觀點對於我國的政治實踐過程中，已逐漸出現解釋力不足之現象？本文希冀

隨政治現象的動態演進，來與之並進。

貳、提名制度與選舉制度

我國市議員選舉制度沿用自日治時期（1935 年）首次辦理各級民意代表選舉

以來，所採用複數選區單記不可讓渡投票制（SNTV），具有高度比例性的特質。由

於該選制具有的特殊性，加上我國政治文化因素之影響，其在國內的實踐面向上，

存在歐美各民主國家施行比例代表制或單一選區多數決制所無法觀察到的現象，

而政黨的提名方式正是其中一項。

有關選舉制度對於政黨競爭之影響，1950 年代政治學者杜瓦傑（Duverger）所

提出之杜瓦傑法則（Duverger’s law）被公認為最具代表性及說服力的說法。杜瓦

傑法則指出：「單一選區傾向產生兩黨制，比例代表制較易產生多黨制。」其原因

乃出自於選舉制度本身存在的「機械性因素」（mechanical factor）及選民的「心理

因素」（psychological factor）所致（Duverger，1966）。按照法則內容來看，比例代

表制的 SNTV 選舉制度，將使我國市議員選舉結果傾向產生多黨制的局面，另選

民投票行為也會基於複數選區當選者不只有一名，能較放心地選擇自己偏好的候

選人，降低其策略性投票（strategic voting）的誘因。

政黨在複數選區之下的提名策略，一方面要考量「最適額度」；同時須考慮被

提名者的「人選搭配」，以利政黨進行後續動員，必要時進行配票（vote equalization），

以期將政黨有限的資源發揮最大效率，爭取席次極大化。其中「適當」（optimal）

便是提名策略的奧妙之處，也是我國特有的政黨競爭面貌（王業立，2016：133）。

在最適額度的探討方面，SNTV 複數選區制度中，政黨為了追求「席次最大化」

之目標，往往會在同一選區中提名超過比預計當選人數還多的候選人，但若在一個

選區內提名過多（over-nomination），可能引發黨內操戈或面臨票源被分食，造成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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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內傷；如果遇上高支持度的「吸票機」候選人，也可能因為排擠效應，反而使其

他同黨候選人落選，我國兩大黨都曾遭遇類似困境。反之，過於保守而提名過少

（under- nomination）則是含恨將可能贏得的席次拱手讓人，甚至還會影響到全國

不分區的席次。此外，黨內也可能因配票不均（failure to equalize the votes）或強制

配票策略失敗，最終在選戰失利，上述類型之提名錯誤（nomination errors）也都曾

在我國過去立委及市議員選舉經驗中得到印證。

另於候選人搭配的考量上，基於複數選區選舉制度下，政黨的提名名額不僅一

名，不易出現政黨間以議題為主的競爭，且同黨候選人間的政見主張通常不會出現

太大的差異，使得政黨認同無法成為吸引選民的唯一誘因。基此，政黨必須納入選

區與選民的結構與特性、地緣關係等外部特性；以及黨內派系組合、候選人特質等

內部等因素一併考量，達到選票平衡（balance the ticket）之目標，方可避免因同黨

候選人特質過於相近，致票源重疊而稀釋選區實力（吳親恩，2012：45；王業立，

2016：142）。

對於候選人本身而言，由於 SNTV 具有高度比例性，有效當選門檻（effective

threshold）較低，候選人為了在同黨競爭者中脫穎而出，往往希望藉由強調個人特

色，或訴諸較為激進的極端意識形態來爭取特定族群之支持與奧援，造成個人主義

盛行，使得候選人與政黨間的聯繫較為薄弱，甚至出現黨內操戈之現象，削弱了政

黨對候選人的控制力，致黨紀不彰；如此一來，便造就提名過程或正式選舉時，黨

內的競爭往往比政黨間的競爭來得激烈，導致政黨的角色在選舉過程中的式微

（Cox & Emerson，1994；王業立，2006）。除此之外，隨之而來的財團或黑道力量

滲透、賄選、黑金政治、黨內派系鬥爭與分贓等此類金權選舉弊端，形成非法選舉

風氣，產生代議民主素質低落、刺激政黨體系朝兩極化發展之負面影響，不利於整

體民主政治的穩定。最後，從民主政治的「多數統治」原則觀察，單記非讓渡投票

制所選出的代表，往往僅獲得「相對多數」而非過半的選票即可勝選，也如同相對

多數決制所遭受「過度代表」的批判，對於多數的非支持者還可能名正言順地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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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罷免權」來讓當選者下台，殊難發揮民主政治中的代議政治功能，亦與責任政治

的基本精神有所矛盾（吳重禮，2002；王業立，2016：103-107）。過去也有證據顯

示，單一選區多數決制下的政黨提名方式，普遍而言確實較比例代表制的政黨提名

的方式容易（Gallagher & Marsh, 1988：260）。

雖然 SNTV 制度長期以來飽受批評與詬病，但也基於其具備的比例性特質，

能縮短得票率與席次間的差距，有利於小黨取得席次，相較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制

能保有生存空間，而其生存空間也與選區規模大小形成正比。小黨存在的價值在於

使民主社會中的多元聲音得以展現，少數族群的意見能被表達，達成民主政治所欲

實現的「多元民主」（plural democracy）功能（謝復生，1992：19；楊泰順，1991：

32-36；吳重禮，2002：50）。

在比例代表制的選舉制度框架下，菁英甄補模式與篩選標準確實受政黨高度

影響，也是政黨實踐其「政治價值觀」理念之具體展現（包正豪，2010：50）。不

論提名制度如何變遷，每逢選舉之際，政黨的提名仍是黨內各個候選人塑造個人形

象、各派系嶄露頭角的前哨戰，也是黨際角逐政治職位的關鍵階段，除了是政治學

界的秘密花園之外，更是各方權力競逐的政治擂台。

參、提名制度與民意調查

一、民意調查在提名制度中的重要性

「民主政治就是民意政治」已然是民主國家的普遍共識，因此掌握民意脈動即

成為政府部門與政黨競爭的重點，也成為學界的熱門研究主題。現代的民意調查始

於 1930 年代，隨著科技的發展，民調技術也與之提升，準確度日益精良。由於民

意調查具有系統性的操作程序，從統計應用到社會科學，依序從抽樣、問卷設計、

執行、乃至結果解讀，均已建構出一套可依循的模式與規範，因此較容易得到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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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驗證後的客觀結果。基此，民意調查遂成為提供各政黨候選人探求民情、擬定選

舉策略的重要參考資料來源，並廣泛運用於政治領域之中（吳秀光，2006：166-167）。

然而，受限於民意本身之「易變性」特質，使得民調在政治環境下的客觀性、

科學性有時不如預期般地能對於選舉結果發揮預測效果，甚至兩者呈現懸殊之情

形。有鑑於此，民調統計與實際政治經驗之間的落差，向來是各方關注與爭論的焦

點；至今，學界與實務上對於民調是否應做為我國黨內初選的制度亦莫衷一是，針

對民調的評價亦褒貶不一。但值得注意的是，過去雖然將民意調查定位為政府機構

探知民意與了解社會局勢的重要媒介，但並未將其視為正式的決策工具，亦無法取

代正式的民主機制（Ranney, 1996：150）。如今，此觀點在我國兩大黨採全民調初

選提名後顯然已受到挑戰。

回顧我國兩大政黨過去初選提名經驗，基於 SNTV 選制的機械性因素，造成

派系鬥爭、人頭黨員等黨內結構問題頻傳，加上黨際競爭強烈等外部因素，導致選

舉風氣不佳，此種情形之下，促成了兩大黨陸續實施民意調查制度，試圖透過制度

的改良，有效結合黨意與民意，並杜絕過去政黨內部黑箱作業引發的弊端與紛爭，

以期藉由更貼近民意，來有效提升勝選機率，塑造正向的選舉文化（王業立、王瑞

芬，1998：7）。不過實施民意調查並非 SNTV 選制的解藥，承上所述，由於民意具

有易變及不穩定特質，其作為預測選舉結果的工具，仍隱含著一定程度的風險，因

此引發了支持民調初選與否兩派的論述。其中最關鍵、也最受學界爭論之處在於：

透過民意調查的實施，是否能獲得「真實且正確」的民意。

採支持立場者認為，運用科學方法來掌握民意的意向，已然是時代趨勢，除了

能即時洞悉民意脈動外，亦可避免如前述所提及之黨內弊端；另透過實證研究來佐

證，民意調查結果得以確保被提名者之正當性基礎，且民調統計亦確實能有效預測

候選人實際得票率及當選機會，即便於民意如流水的外在環境變動之下，仍然是選

戰的必備利器，亦對於我國民主政治發展有所助益（吳重禮，2002：95-96；謝邦昌、

林千芩、李國隆，2002：47)。在公共政策領域中，民意調查也反映出政府對於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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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應性價值，藉以爭取民意支持，並透過民意反饋使政府持續運作，實現民主治

理的目標（陳敦源、蘇孔志，2017：110-113）。

二、民意調查面臨的侷限與困境

雖然我國民調統計相關技術已日趨成熟，但過程存在的偏誤和限制仍屢見不

鮮，其中「樣本的代表性」與「母體推估的準確性」是傳統民意調查之兩大困境，

另於過程中亦可能存在訪談誤差、經費限制等問題，使得民調結果與實際情形不見

得一致，其中以「抽樣誤差」為結果偏誤之主因，也是各家民調中心力求精進之處

（張鐙文、黃東益、洪永泰，2017）。抽樣誤差源自於民調的母體取樣過程，往往

是透過家用室內電話號碼來進行抽樣調查，然而以室內電話為抽樣底冊的電話調

查僅能觸及特定族群，因而產生嚴重的涵蓋率問題，且過度簡化樣本的代表性，此

種情況其抽樣方式、樣本代表性等民調技術性缺失也備受質疑（洪永泰，2014、許

勝懋，2015）。隨著通訊技術的進步與生活型態的轉變，只使用手機的「唯手機族」

比例日益提升，導致電話民調涵蓋率不足所影響調查結果的偏差值也持續攀升；無

獨有偶，相同的情形也發生在歐美社會之中，顯見傳統的民調抽樣方式確實有改良

之必要性。2

近年來，學界也針對如何降低抽樣誤差問題進行研究，指出在考量樣本涵蓋率、

整體估計差距及調查成本的因素之下，依目前的整體環境而言，採「住宅電話調查

為主，唯手機族資料為輔」為最佳的權值組合方式，如此便能兼顧主要族群電話使

用族群特質與有效降低調查成本（張鐙文、黃東益、洪永泰，2017：65-66）。當前

各家民調中心仍不斷進行抽樣方式改良，希望透過相關技術的持續精進，提高民調

結果的信度與效度，降低整體性調查誤差（Total survey error, TSE），以確立其作為

政策工具與選情預測的正式地位，同時亦可避免受有人心士操弄，以假民調混淆視

2 以「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2010 與 2015 調查結果來看，未使用家用電話號碼者從 8.0%

提高到 18.8%，受「唯手機族」因素影響而帶來的估計偏差為 0.93%，可知已對調查結果產生一定

的偏差，且影響力正持續提高（許勝懋，2015；章英華、傅仰止，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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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影響選情。

除了唯手機族群比例攀升因素帶來威脅外，另一項重要之影響因素在於回應

率(response rate)所產生之偏誤。以美國為例，根據The Pew Research Centre（2012）

調查，美國公共政策的家戶電話調查回應率僅有9%，代表在每十位受訪者中，只

有不到一位能成功受訪，高比例的訪問失敗問題，也使得傳統電話調查結果的推論

成效受到嚴重考驗（曾憲立、洪永泰、朱斌妤、黃東益、謝翠娟，2018：91）。

即便成功完成訪談，調查內容與最後選舉結果之間仍可能存在落差，且此種弔

詭現象時有所聞。學界針對此類非抽樣誤差所造成的潛在干擾，歸納為以下幾種來

源所致：支持非主流民意所造成的「沉默螺旋」（spiral of silence）、不願在民調過

程具體表態的「隱性選民」（closet partisan）、不同民調機構調查所產生結果迥異的

「機構效應」（house effect）、樂隊花車效應（或稱選民的西瓜偎大邊心理）、選民

的選舉當天的實際行動度、同情弱者文化等因素的影響，都有可能導致估計的偏差

（吳秀光，2006：167-169、蘇建州，2007：10-11）。

儘管民意調查存在上述限制，但依照上述 Norris & Lovenduski 所提出提名機

制四大指標「民主」、「公平」、「效率」、「勝選」，全民調初選的誕生不失為矯正過

去不良選舉文化與符合當代民主潮流之下的折衷之道（王業立、楊瑞芬，2001：18）。

另基於其具備科學、客觀、系統性之衡量標準，且過程公正公開，結果有所本，有

利候選人鞏固民意基礎，因此目前仍獲得我國兩大黨青睞，並已訂定出各自的民意

調查初選相關辦法，成為黨內初選的明文規範（吳安蕙，2018）。



17

肆、青年參政與新人加權制度

政治甄補關乎政黨命脈的延續，民主國家的政黨均致力於不斷為黨內注入新

血，並透過選舉管道競爭政治職位，維繫政黨體系之存續。近年來，我國選舉場域

也陸續有青年族群加入，希帶動青年族群的參政意願，並有效提升其政治效能感。

然而，我國市議員選舉在SNTV選制及全民調初選制度之政治背景下，是否有青年

參政的容納空間，即是本文欲探討之處。

一、帶動青年參政之背景因素

我國兩大黨近年紛紛推動新人加權初選制度，厚植青年參政人才，促進黨內新

陳代謝，提高青年世代對於政黨理念的認同，希望搶攻年輕族群選票。民進黨向來

主張非常重視培育次世代青年人才，希望邀請年輕朋友入黨，為未來國家發展與改

革盡一份心力（民進黨新聞中心，2018）。民進黨內亦有設置「民進黨青年部」，並

透過社群網站分享活動、講座來和年輕族群互動；另青年黨部也持續推動「政治實

習計畫」，希冀對於公共事務有熱情的青年族群能投身政治領域，做為未來的政治

新星，亦有利於政黨之長遠發展。

關於「青年」的範圍與定義，我國並無明文規範，根據勞動力發展署的青年職

業訓練計畫內容，將青年定義為15-29歲，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則是15-35歲，《臺北市

政府表揚優秀青年公務人員要點》第四點則將遴選條件訂為39歲以下，另從臺北市

租金補貼、內政部青年安心成家方案等相關規定來看，大多將青年年齡設定為40歲

以下。

另就政治參與的規範面而論，依照我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以下簡稱選罷法）

第二十四條規定，候選人年滿23歲即可登記成為縣市議員及立法委員之候選人，形

式上給予年輕人極大的參與空間；但就我國實際參與選舉的候選人年齡與族群分

布來看，仍是以黨內資深的政治菁英為大宗，大多數年輕族群無論是透過政黨或獨

立參選，都因經驗不足或未受重視與支持，引發了外界對於政黨組織老化、世代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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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懸殊等批評（游旻閔，2014：3-4）。

自2014年爆發太陽花運動後，激起了年輕世代的政治效能感即對於公共事務的

熱情，也打破了長期以來由年長、資深政治人物壟斷政治權力的局面，催生出新興

政黨時代力量崛起，更在2016年全國不分區選舉中，一舉獲得超過5%政黨門檻的

選票，同時贏得三席區域立委席次，成為我國第三大黨，成功帶動一股青年參政之

浪潮。另從社會運動、年輕族群投票率提升、直接投入選舉等面向觀察，都能發現

青年政治參與確實日益蓬勃。此種現象某種程度也推翻了「生命週期效應」實證研

究所指出，相較於年長的選民具備較豐富之政治經驗而言，年齡層較低的選民，由

於政治經驗政治體系的認知較為薄弱，造就其投票行為對於政治支持對象的情感

依附不深且不固定之觀點（轉引自崔曉倩、吳重禮，2011；Achen, 1992; Braungart

and Braungart, 1990; Conway, 2003; Lipset, 1981; Milbrath and Goel, 1977; Rosenstone

and Hansen, 2003）。隨著這波青年世代抬頭的風潮之下，也促成了兩大黨對於新興

選民和青年參政議題之重視。

二、民進黨之青年參政現況分析

民進黨在 2016 年中央大選中獲得壓倒性的勝利後，黨內信心大增，2017 年初

青年黨部主任黃守達也表示，未來會持續開拓青年參政管道，鼓勵青年回家鄉生根

及深耕，將人才留在故鄉，落實台灣民主基礎向下紮根之目標。然而，蔡政府自上

任後所推動的重大改革，引起了一連串社會紛爭未解，使得當時社會中流傳著國內

最大黨是「討厭民進黨」，整體政治氛圍對其極為不利，也為 2018 年地方選戰帶來

空前危機。

為了克服困境，民進黨跟隨國民黨的腳步祭出新人加權提名制度，希望能搶攻

年輕選票，翻轉局勢。因此，於 2017 年 9 月民進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 2018 年六

都議員提名辦法，針對首次參選的新人在初選民調可加權 10%，新人若是 35 歲以

下或是新住民代表，民調可再加權 10%；同時也通過「政二代排除條款」，即黨內

現任公職人員的配偶或三等親屬，參選選區與現任公職者如有重疊，則不列入加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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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盼能藉由制度誘因，吸引未有家族背景的政治新人能投身選戰，為黨內帶來

新氣象。

然而，新人加權的制度設計是否真能達到促進黨內新陳代謝之效？根據媒體

報導，部分參選的新人都認為該條款的通過僅是「鼓勵」性質，對於全然的政治新

人而言，仍難敵在位者及政二代的激烈競爭。3另從調查數據來看，盤點六都非現

任議員的 140 位挑戰者中，出身政治家族的就有 50 位，其中民進黨比國民黨人數

還多。由於政二代必然擁有較多既有組織的支持與競選資源，自然當選比例也較高，

此種家族政治的延續，恐淪為「政治職位世襲化」，與新人加權制度設計之初衷相

去甚遠。
4

除了知名度的難題之外，既有政治結構存在之「現任者優勢」也是新人參政所

要面臨的嚴峻考驗，新人由於知名度不高，加上過去並未累積政績，媒體曝光度較

少，在宣傳經費短缺情形之下，若非仰賴政黨奧援，新人要突破重圍簡直難如登天

（林水波，2004：10）。再者，從跨屆不分區立委的人才甄補來源觀察，發現在區

域選舉實力較強的政黨，在全國不分區立委名單傾向提名具備政治經歷的政壇老

將，有甄補來源過度集中化之現象，青年仍難在其中難發揮影響力；惟就長期觀察

而言，兩大黨的甄補管道已有日趨開放、人才背景日益多元的態勢（包正豪，2010：

77）。學界長期以來也不斷呼籲，為了因應外部環境變遷和面臨新興政黨競爭，兩

大黨在推選新人方面仍略顯保守，即便初選階段提供加權誘因吸引人才，實際上仍

是「宣示意義大於實質成效」，未來須適時加速人才的輪替與運用，在新人及現任

兩者間做合理的搭配，避免以往老成守舊的思維與時代趨勢脫節，亦使年輕優秀新

血難以為繼，產生人才斷層危機（林水波，2004：15-16；吳安蕙，2018：90）。

3 蘇芳禾，2017，〈民調加權制 青年新人：鼓勵性質 〉，自由時報

https://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1135154，最後檢索日期：108/9/30
4 林倖妃，2018，〈【數據看天下】不只子女，孫姪輩都來了！盤點六都政治家族參選人〉，天下

雜誌，網址： 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91062，最後檢索日期：

108/9/30

https://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1135154%EF%BC%8C%E6%9C%80%E5%BE%8C%E6%AA%A2%E7%B4%A2%E6%97%A5%E6%9C%9F%EF%BC%9A108
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91062%EF%BC%8C%E6%9C%80%E5%BE%8C%E6%AA%A2%E7%B4%A2%E6%97%A5%E6%9C%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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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民進黨初選制度變遷

民進黨成立於 1986 年，創黨之初以非正式的「推薦」候選人方式參選，爾後

於 1989 年首度通過《公職候選人提名辦法》後，才發展出正式的提名機制。隨政

治環境發展，期間歷經多次修正，最近一次為 2016 年修正的《公職候選人提名條

例》之提名及徵召相關內容。

相較於歐美主要民主國家的百年老牌政黨，民進黨創黨資歷尚淺，卻成為全

世界首創採取民意調查作為初選提名制度的政黨，深具開創性價值。回顧民進黨

初選制度的演進，大致可分作四大階段予以觀察：

一、選區黨員投票決定（1989 年至 1993 年）

民進黨 1989 年首次以合法政黨的身分參加選戰，當時黨內提名人員的產

生方式，是以先溝通協調決定，若無法達成協議，再由選區黨員投票決定之。

另在後選人不足提名名額、同額提名及被徵召的情況下，須分別經投票黨員過

半數同意，方可代表政黨參選。

此種黨內初選方式，確實符合「黨內民主」的指標與精神，卻因黨內派系、

山頭勢力逐漸成形，黨中央開始面臨地方基層資源整合和動員的困難；此外，

黨內派系間為了角逐重要職位和成功獲取提名席次，進而衍生出嚴重的「人頭

黨員」問題，甚至於 1993 年達到高峰。黨中央意識到改革乃迫切且必要之務，

遂於該年選舉後成立黨務改革小組著手進行改革，充滿派系鬥爭的提名制度

則當然屬改革之標的（廖益興，1994：8-9；王業立，2016：161）。

二、黨員及幹部評鑑，二階段初選制（1994 年至 1996 年）

為了解決上述人頭黨員產生之弊端，此階段總統和省長提名方式施行二階

段初選制，第一階段由黨員與幹部評鑑，若協調未果，再進入第二階段公民投

票，二個階段比重個別占 50%。其餘公職人員提名，則是以溝通協調為首，未

能決定人選即採取黨員投票與幹部投票各占 50%比例決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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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賦予黨內幹部投票的權力，原是希望沖淡人頭黨員對於提名的影響

力，但由於幹部與黨員數目懸殊，少數掌握提名 50%比重的幹部反而更容易被

派系操控，形成派系壟斷提名之現象；除了使無派系奧援之候選人無法出頭外，

甚至聯合杯葛提名後續相關改革（王業立，2016：167）。

此外，總統與省長提名機制中的第二階段「公民投票」也招致代表性不足、

對開拓票源無效益、勞民傷財等批評，亦不利黨內勢力整合，可謂百害無一益，

因此於 1996 年 12 月七屆一次臨時全代會時，由「民意調查」正式取代「公民

投票」，民意調查就此於黨內提名佔有一席之地（王業立，2016：168-170）。

三、黨員投票及民意調查（1997 年至 2009 年）

由於當時黨內派系林立、紛擾不斷，反而意外地將受人詬病的幹部評鑑制

度成功廢除，自 1997 年縣市長選舉和 1998 年區域立委黨內提名，改採新制

「黨員投票」與「民意調查」各 50%之提名方式（黃家興，1997：39）。到了

2000 年黨內希望持續改善人頭黨員、派系操控、賄選、買票等負面選舉文化，

將民意調查比重提高為 70%，藉以稀釋黨員投票之影響力，而不分區及僑選立

委提名，僅由黨員投票產生。不幸的是，實施雙軌初選提名的結果卻是聯合綁

樁、換票等亂象叢生，不但無法改善選風的敗壞，甚至 2001 年的縣市長和立

委提名，還被媒體喻為「選風最差」的一次。爾後於 2004 年及 2008 年提名方

式又進行改變，但大致確立了以黨員投票 30%、民意調查 70%的方式來運作。

惟 2008 年面臨立委席次減半和選制改為單一選區並立制帶來的雙重衝擊，

黨內派系鬥爭益加激烈，加上又爆發「排藍民調」爭議，後又在總統、立委選

戰中屢遭挫敗，聲勢低迷，自此逐漸醞釀出後續全民調初選之發展（王業立，

2016：167-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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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施全民調初選（2010 年至迄今）

民進黨此時正面臨低潮及考驗，2010 年通過《2010 直轄市及市議員提名

特別條例》，2010 市議員改採全民調提名，隔年 2011 年於全國黨員代表大會

中《公職候選人提名條例》，將總統與立委提名也納入全民調規範之列，從

此確立了以全民調為主的提名制度，並沿用至今。

觀察民進黨 30 多年來提名制度多次修正，其中一再推動改革的關鍵之

處，在於兼顧「黨內民主」精神與防範「人頭黨員」之流弊，亦為順應環境

變遷之必然（王業立，2016：174）。由前述內容可知，我國之所以成為獨步

全球民主國家採取此種極度分權化的全民調初選制度，可謂各項政治條件與

背景之下所產生的特殊產物。



23

第二節 研究設計

壹、研究方法

為達研究目的，本研究將透過文獻檢閱法及質性研究途徑（qualitative approach）

之深度訪談法，期能深入洞悉政黨的提名過程與相關決策過程，並對於新人加權制

度之實施及其制度設計思維有更深刻之認識。

一、文獻分析

本研究運用過去針對政黨提名制度、民意調查、民進黨提名制度演變之

學者相關研究、媒體報導、政府公開資料、民進黨新聞輿情部正式發布之新

聞稿和中央選舉委員會選與資料庫等資料來源，運用客觀、系統化之次級資

料予以深入分析，有利建構本研究之理論基礎。

二、深度訪談

本研究希透過深度訪談，使受訪者較容易進入研究主題之觀點和情境中，

有利於發掘無法直接觀察到的事件，同時可直接探詢各類型受訪者對於各種

事件所賦予的意義和看法，也較容易獲得較真實的答案。

有鑑於此，為深入釐清政黨在「全民調初選制度與選舉結果」和「新人加

權制度」兩大主軸的脈絡與思維，以及制度對政黨之間的相互影響。本研究將

採取半結構式深度訪談方式（semi-structure in-depth interview），於訪談前擬定

訪談大綱，使受訪者清楚訪談方向與需求，以利訪談過程更聚焦、目標清楚且

有效率，以便獲得更具系統性的資料，同時使受訪者的回答不致過度發散，但

仍保持一定的彈性，受訪者亦可在相當程度內自由表達意見，提供其經驗見解

與豐富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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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訪談對象

本研究擇定之訪談對象包含民進黨中央黨籍幹部、地方黨籍幹部、市議員

候選人、專家學者及媒體工作者五大類，希結合多重專業、職務、經歷及觀點

之交互討論與分析，針對 2018 年選舉提名制度與選舉結果之背景、過程與結

果有更深刻之理解及洞察。

表 2-1：訪談名單一覽表

受訪者 分類

林○○ 民進黨中央黨籍幹部

陳○○ 民進黨地方黨籍幹部

陳○○ 民進黨籍議員

鍾○○ 民進黨籍議員

沈○○ 政治系學者

李○○ 政治系學者

藍○○ 民調公司主管

許○○ 政論節目主持人

謝○○ 電視台政治組主管

陳○○ 臺北市議會政治線記者

參、訪談大綱

針對上述五種不同類型之訪談對象擬定訪談大綱，分為「全民調」題組與

「新人加權」題組兩大類。

一、中央黨籍幹部

(一) 全民調

1. 請問本次地方選舉為何會選擇延續全民調作為市議員初選提名的機

制？黨中央的考量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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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您認為實施全民調初選後，中央黨部在提名階段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

為何？

3. 就您個人觀察，實施全民調初選對於中央黨部與基層黨員的權利產生

何種影響？中央黨部要如何回應？

4. 請問您認為在複數選區的選舉中，運用全民調當作黨內初選機制適合

嗎？為什麼？

5. 您認為通過全民調初選的候選人是否符合中央黨部的需求條件？原因

是什麼？另在選舉過程及結果中，候選人的表現是否符合黨中央對他/

她的期待？

(二) 新人加權

1. 請您簡述一下 2018 年首度實施的青年加權制度設計的過程和理念？黨

中央在設計制度時的考量是什麼？預期的效果又是如何？

2. 依本次選舉結果來看，是否有發揮預期的效果？原因為何？

3. 請問黨中央未來會延續新人加權制度至往後的市議員選舉嗎？原因是

什麼？

二、地方黨籍幹部

(一) 全民調

1. 請問本次地方選舉為何會延續以往採用全民調作為市議員初選提名的

機制？您認為黨內的考量是什麼？

2. 您認為實施全民調初選後，地方黨部在提名階段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

為何？

3. 就您個人觀察，全民調的實施對於地方黨部與基層黨員的權利產生的

影響是什麼？地方黨部要如何回應？

4. 請問您認為在複數選區的選舉中，運用全民調當作黨內初選機制公平

嗎？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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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您認為通過全民調初選的候選人是否符合地方黨部的需求條件？原因

是什麼？在選舉過程及結果中，候選人的表現是否符合黨部對他/她的

期待？

(二) 新人加權

1. 請您簡述一下地方黨部對於 2018 年首度實施的青年加權制度設計的看

法？黨內在設計制度時的考量是什麼？

2. 依本次選舉結果來看，是否有發揮預期的效果？原因為何？

3. 您認為新人加權制度會延續至往後的市議員選舉嗎？原因為何？

三、市議員候選人

(一) 全民調

1. 請問您覺得本次地方選舉為何會延續以往採用全民調作為黨內初選的

機制？黨內的考量是什麼？

2. 您認為中央及地方黨部在初選制度轉型為全民調後，分別扮演的角色

與功能為何？

3. 就您個人觀察，全民調的實施對於政黨與黨員的權利產生的影響是什

麼？您認為政黨要如何回應？

4. 請問您認為在複數選區的選舉中，運用全民調當作黨內初選機制公平

嗎？為什麼？您為了通過初選曾做過哪些努力？

5. 您認為通過全民調初選的候選人需具備何種條件？在複數選區選舉制

度之下，要透過何種選舉策略較有機會獲得勝選？

(二) 新人加權

1. 請您簡述一下對於 2018 年首度實施的青年加權制度設計的看法？您認

為黨內在設計制度時的考量是什麼？

2. 新人加權制度在提名階段對您產生何種影響？對您來說是有利的嗎？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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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另就本次選舉結果來看，您認為是否有發揮制度設計的預期效果？原

因為何？

4. 您認為新人加權制度會延續至往後的區域代表選舉嗎？原因為何？

四、專家學者

(一) 全民調

1. 請問您覺得本次地方選舉為何會延續以往採用全民調作為黨內初選的

機制？政黨會採用此種分權化提名方式的考量是什麼？

2. 您認為政黨的初選制度從過去的黨員與民調依比例分配，轉型為全民

調後，政黨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為何？

3. 學界普遍看法認為全民調將使政黨失去挑選候選人的核心功能，就您

個人觀察，全民調的實施對於政黨與黨員的權利產生的影響是什麼？

您認為政黨要如何因應？

4. 請問您認為在複數選區的選舉中，運用全民調當作黨內初選機制公平

嗎？其中的利弊得失是什麼？

5. 您認為通過全民調初選的候選人需具備何種條件？此種方式能否為政

黨挑選出好的候選人，以符合政黨對他/她的期待？

(二) 新人加權

1. 請您簡述一下對於 2018 年首度實施的青年加權制度設計的看法？您認

為黨內在設計制度時的考量是什麼？

2. 就學界角度來看，新人加權制度對於政黨初選提名可能會產生何種影

響？為什麼？

3. 另就本次選舉結果來看，您認為是否有發揮制度設計的預期效果？原

因為何？

4. 您認為新人加權制度會延續至往後的市議員選舉嗎？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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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媒體工作者

(一) 全民調

1. 請問您覺得本次地方選舉為何會延續以往採用全民調作為黨內初選的

機制？政黨會採用此種分權化提名方式的考量是什麼？

2. 您認為政黨的初選制度從過去的黨員與民調依比例分配，轉型為全民

調後，政黨所扮演的角色為何？

3. 學界普遍看法認為全民調將使政黨失去挑選候選人的核心功能，就您

個人觀察，全民調的實施對於政黨與黨員的權利產生的影響是什麼？

您認為政黨要如何因應？

4. 請問您認為在複數選區的選舉中，運用全民調當作黨內初選機制公平

嗎？其中的利弊得失為何？為什麼？

5. 您認為通過全民調初選的候選人需具備何種條件？此種方式能否為政

黨挑選出好的候選人，以符合政黨要求？

(二) 新人加權

1. 請您簡述一下對於 2018 年首度實施的青年加權制度設計的看法？您認

為黨內在設計制度時的考量是什麼？

2. 就您觀察，該制度對於政黨初選提名產生的影響為何？為什麼？

3. 另就本次選舉結果來看，您認為是否有發揮制度設計的預期效果？原

因為何？

4. 您認為新人加權制度會延續至往後的市議員選舉嗎？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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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資料分析

第一節 各選區初選與選舉結果之檢視

壹、各選區成績檢視

2018 年臺北市市議員選舉，民進黨共計提名 27 席，包含現任 23 席及新人 4

席，由於登記人數超過提名席次，因此針對登記參選超過提名人數的第一選區（北

投區、士林區）、第二選區（內湖區、南港區）、第四選區（中山區、大同區）、第

五選區（中正區、萬華區）進行黨內民調，其餘選區屬同額競選。

一、第一選區民調及選舉結果

表 3-1：民進黨第一選區民調初選與實際得票之比較

通過初選者 民調成績
當時是否

為在任者
實際得票率 實際得票數 當選與否

王威中 0.1561 是 4.03% 11,322 否

林世宗 0.1782 是 4.91% 13,787 是

陳慈慧 0.1695 是 5.19% 14,562 是

陳賢蔚 0.0736 否 4.54% 12,737 否

謝維洲 0.1242 是 4.37% 12,272 否

鍾佩玲 0.1562 否 6.57% 18,423 是

資料來源：中央選舉委員會選舉資料庫

本選區共提名六席，其中陳賢蔚及鍾佩玲透過新人加權通過初選，惟最後僅當

選三席，成績不如預期，也是本次選舉席次掉最多之選區。

二、第二選區民調及選舉結果

表 3-2：民進黨第二選區民調初選與實際得票之比較

通過初選者 民調成績
當時是否

為在任者
實際得票率 實際得票數 當選與否

王孝維 0.1771 是 5.58% 11780 否

江志銘 0.1496 是 6.07% 12825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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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昌 0.1897 是 5.96% 12588 是

高嘉瑜 0.4264 是 16.25% 34285 是

資料來源：中央選舉委員會選舉資料庫

本選區共提名四席，最後當選三席，明星候選人高嘉瑜從初選成績至最後得

票數甚至高出其他二位當選者一倍。

三、第四選區民調及選舉結果

表 3-3：民進黨第四選區民調初選與實際得票之比較

通過初選者 民調成績
當時是否

為在任者
實際得票率 實際得票數 當選與否

王世堅 0.1826 是 10.24% 18945 是

梁文傑 0.2560 是 9.63% 17827 是

陳怡君 0.2081 否 8.18% 15136 是

顏若芳 0.2048 是 7.82% 14471 否

資料來源：中央選舉委員會選舉資料庫

本選區共提名四席，其中陳怡君係透過新人加權通過初選，最後當選三席。

本選區特別之處在於當時在任的議員黃向羣，卻在初選階段中箭落馬，民調成績

僅 0.1485，遠低於其他參與提名者。

四、第五選區民調及選舉結果

表 3-4：民進黨第五選區民調初選與實際得票之比較

通過初選者 民調成績
當時是否

為在任者
實際得票率 實際得票數 當選與否

吳沛憶 0.2225 否 12.43% 22281 是

周威佑 0.1983 是 7.40% 13268 是

劉耀仁 0.1749 是 7.52% 13474 是

顏聖冠 0.1534 是 7.30% 13090 否

資料來源：中央選舉委員會選舉資料庫

本選區共提名四席，其中吳沛憶符合新人加權之資格，最後當選三席。然就初

選民調成績來看，吳沛憶即使沒有新人加權，也是黨內民調最高者，且其最後實際

得票數亦為民進黨該選區內最高票，獲得票數勝過其餘三位在任者近一萬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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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比較結果

經過上述初選民調成績的最後選舉結果間之比較，可發現除了在第一選區的

選舉結果較不理想之外，其餘選區均提名四席，當選三席。值得注意的是，在未

實施初選民調的第三選區，民進黨提名四席，卻四席全上：另在第六選區提名五

席，當選三席，都較「重災區」第一選區來得理想。

觀察第一選區的競選成員組成，有四位在任者，二位政治新人，是臺北市唯

一有兩個新人同時出征的選區，最後當選者有二位是在任者，一位新人。第一選

區內最高票鍾佩玲在初選成績僅排名第三，與她初選成績差距僅有 0.0001 的王威

中，最後卻輸 7,101 票落選，甚至票數還少於初選民調分數最低，甚至只有其一

半支持度的陳賢蔚。

第二選區參選的四位候選人均屬在任者，其中知名度最高的高嘉瑜，從初選

到選票均一路領先，票數高出黨內其他競爭對手 20,000 多票，堪稱選區內的「選

票吸塵器」。但民調成績第三名的王孝維比民調成績最低江志銘少了 1,045 票，最

終高票落選。

第四選區參選者為三位在任者，陳怡君符合新人加權資格通過初選，並高居第

二名，最後打敗在任者顏若芳。而該選區的選舉結果頗讓人玩味，在初選民調者中

成績吊車尾的王世堅，最終獲得該選區第一高票，比民調成績最高的梁文傑高出

1,118 多票；顏若芳照理來說應該可以享有在任者優勢，反而小輸政治新人陳怡君，

連任失利。

第五選區的組合與第四選區雷同，由三位在任者搭配一位新人。特別的是，

新人吳沛憶從黨內初選到最終得票都遙遙領先其他三位在任者，一路勢如破竹獲

勝；以 178 票落選的顏聖冠在民進黨擁有 20 多年政治經歷，在 2014 年市議員選

舉中甚至獲得該選區最高票 23,499 票，僅事隔一屆卻少了 10,000 多票飲恨落選，

成為該屆臺北市議員與最低當選門檻差距最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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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分析結果來看，不難看出各選區都產生初選成績與實際得票間有所落

差之情形，且提名名額越多的選區，落馬的情形也越嚴重。初步推測原因在於，整

體大選情勢不佳，連帶影響臺北市選情，臺北市議會 63 席總席次中，相較 2014 年

保有 27 席，民進黨本次只獲得了 19 席，大幅削弱了政黨在首都議會中之政治影響

力。

因此，本文欲探討導致民調與選舉結果間落差的背後原因，究竟為民調失真、

配票失敗、抑或其他原因所致？方可理解未來的因應之道，俾使全民調初選發揮與

民意接軌、幫助政黨取得勝選之目標。

第二節 新人加權與選舉結果之檢視

為了鼓勵新人參選，民進黨於 2018 年首度跟進國民黨，依據全民調初選成績，

派出四位政治新人參戰，三位勝出，表現不俗。不過從四位新人的背景來看，雖然

並非「政二代」出身，卻都具有政治背景及資源支持，與一般印象中所定義的「新

人」有所不同。

表 3-5：民進黨通過新人加權民調初選與實際得票之比較

新人 鍾佩玲 陳賢蔚 陳怡君 吳沛憶

加權前成績 14.2% 6.69% 18.91% 22.25%

加權後成績 15.62% 7.35% 20.81% 26.7%

該選區通過初選最

低成績
7.35% 7.35% 18.26% 15.34%

實際得票率 6.57% 4.54% 8.18% 12.43%

實際得票數 18,423 12,737 15,136 22,281

當選與否 是 否 是 是

資料來源：中央選舉委員會選舉資料庫

第一選區勝出的鍾佩玲在從政前為新聞台主播，雖無政治經驗，惟其夫家何家

的財力和政治背景雄厚，為其奠定參政之穩固基礎。鍾佩玲夫婿為民進黨前立法委

員薛凌長子何利偉，何利偉的繼父則是民進黨綠色友誼連線代表人物陳勝宏，亦為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B%8B%E6%B3%95%E5%A7%94%E5%93%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B%8B%E6%B3%95%E5%A7%94%E5%93%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6%9B%E5%87%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6%A0%E8%89%B2%E5%8F%8B%E8%AA%BC%E9%80%A3%E7%B7%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9%B3%E5%8B%9D%E5%AE%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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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任民進黨中常委及陽信商業銀行董事長。除此之外，何利偉胞弟為現任士林、大

同區的立法委員何志偉，何志偉在第一選區擔任市議員多年，在 2014 年爭取連任

時，甚至獲得選區內最高票，2018 年接棒給鍾佩玲後，從初選至正式選舉期間均

積極助選，最終鍾佩玲也以該選區民進黨候選人第一高票當選，持續鞏固「士北陳

家」地盤。

另一位同選區的陳賢蔚，是本次唯一落選的被提名新人，其背景為士林、北投

區現任立委吳思瑤服務處辦公室主任，曾任民主進步黨台北市黨部執行委員、全國

黨代表、立委蕭美琴及時任市議員吳思瑤聯合服務處主任，已深耕選區 12 年，累

積豐富的幕僚經驗，亦獲吳思瑤所屬之新潮流派系支持。雖然該選區的選民結構向

來「綠大於藍」，以 2014 年市議員選舉經驗來看，民進黨提名六席全上，本來應是

勢在必得，但因本次選舉遭逢整體環境不佳，連帶影響市議員選情，使得陳賢蔚成

為選區內第一高票落選的候選人。

第四選區新人陳怡君自 18 歲即投入基層，具有 20 年民進黨內幕僚經歷，屬於

民進黨內以游錫堃為首的正常國家促進會（簡稱正國會）派系，擁有派系支持，並

曾任蘇貞昌市長競選辦公室文宣部、簡余晏議員辦公室助理、游錫堃辦公室秘書、

2016 蔡英文總統競選辦公室行政組主任、並於 2017 年開始擔任民進黨臺北市黨部

執行長，黨內幕僚資歷完整。雖然擁有上述之諸多政治經歷，仍符合本次市議員選

舉初選所訂定之新人加權條件，但稱之為「新人」似乎與事實有所不符。

第五選區新人吳沛憶從 2014 年太陽花學運幹部發跡，爾後被民進黨延攬進黨

部任職，曾任 2016 年蔡英文總統競選總部媒體創意中心副主任、民進黨民主學院

主任、民進黨中央黨部發言人。由於屬黨內英系，因此能在短時間內快速累積相當

程度的政治經驗，成為黨內積極栽培的政治新星，堪稱仕途順遂，甚至還曾被媒體

喻為「最正議員」，話題性十足，也是本次新人中獲得票數最高的候選人。

從上述各候選人的背景來看，在新人加權勝出的候選人，其實並非全然的「新

人」，相較於其他無黨籍或較不具知名度的小黨新人而言，各自都擁有黨內資源與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B%8B%E6%B3%95%E5%A7%94%E5%93%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B%8B%E6%B3%95%E5%A7%94%E5%93%A1
https://votetw.com/wiki/%E8%95%AD%E7%BE%8E%E7%90%B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91%E9%80%B2%E9%BB%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91%E8%A8%80%E4%BA%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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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系支持，自然在選戰中易嶄露頭角，票數還可能超過老將候選人。對照 2014 年

民進黨的黨內初選及投票結果來看，新人們普遍在黨內的初選成績落到第 3 名以

外，但在正式的大選投票結果，受到選民「換人做做看」心態使然，往往能居於前

段班，享受「頭過身就過」的新人參政優勢，觀察本次選舉結果，似乎也印證了此

說法之真實性。

歸納上述來看，本文欲探討新人加權制度與制度設計之初衷是否相符？另有

無繼續存在之意義與價值？若該制度延續至往後市議員選舉，是否仍由派系奧援

之新人佔盡優勢，而限縮了「真正新人」之生存空間？有待本文後續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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