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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欲透過 2000 年及 2016 年兩次總統選舉中，探討在不同的成長背

景、環境脈絡底下，這兩個不同世代在投票行為上有何差異並進行對照。本

研究透過「政治世代」的概念將 2000年和 2016年時具有投票權 20至 29 歲

的年輕人劃分為兩個不同的世代，分別為「改革開放世代(G1)」以及「政黨

輪替世代(G2)」，並透過「政黨認同」、「候選人評價」、「網路使用時間」以及

「認同意識」四個不同的面向來測量年輕選民的「投票與否」和「投票抉

擇」上有何差異。 

研究結果顯示，在「改革開放世代(G1)」中，政黨支持中立者、候選人

評價有差異者、有使用網路者以及認同意識一致者較傾向去投票，但在模型

中都不顯著；投票抉擇部分，選民傾向投給自己認同的政黨、投給候選人評

價會顯著影響選民投票抉擇、有使用網路的選民傾向投給民進黨、認同台灣

意識的選民傾向投給民進黨，但只有候選人評價在模型中顯著。 

在「改革開放世代(G1)」中，政黨支持中立者、候選人評價有差異者、

有使用網路者以及認同意識一致者較傾向去投票，但只有候選人評價在模型

中顯著；投票抉擇部分，選民傾向投給自己認同的政黨，候選人評價會顯著

影響選民投票抉擇，前兩項在統計中都顯著，有使用網路的選民傾向投給民

進黨、認同台灣意識的選民傾向投給民進黨，在模型中不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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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differences in voting behavior between the two different 

generations in different growth contexts and contexts. And dividing young people from 20 

to 29 years old when 2000 and 2016 presidential elections in Taiwan. The first generation 

named "the generation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G1)", and the second generation named 

"the generation of parties alternate (G2) ". And to measur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voting 

or not" and "voting choice" among young voters through four different approaches: "party 

identity", "candidate evaluation", "internet using time" and "identity awareness".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the G1, the parties who support the neutrality and the 

candidates who have different evaluation have the tendency to use the Internet and agree 

with the consensus, but they are not significant in the model; Voters choose to vote for their 

own political parties, vote for the candidate evaluation will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voter 

choice, there are voters tend to vote for the use of the network to the DPP, Taiwan's voters 

agree with the DPP tend to vote, But only candidate evaluation is significant in the model. 

In the G1, the parties who support the neutrality and the candidates have different 

opinions, and those who use the Internet and those who agree with the identity are more 

likely to vote, but only the candidate evaluation is significant in the model; Voters tend to 

vote for their own political parties, the candidate evaluation will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voter choice, the first two are significant in the statistics, the use of the network tend to 

vote for the DPP voters, Taiwan-aware voters tend to vote To the DPP, in the model is not 

significant. 

 

 

Keywords: political generation, party identity, candidate evaluation, network, identity 

awar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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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欲透過 2000 年及 2016 年兩次總統選舉中，探討在不同的成長背

景、環境脈絡底下，影響當時年輕人的投票態度和行為上的因素為何？而這

兩個不同世代在投票態度和行為上是否具有差異。本章先以研究背景及動機

為開端，接續描述研究目的及研究問題。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2016 年總統選舉，不光只是台灣第一位女性總統誕生，同時也是台灣歷

史上第三次的政黨輪替，象徵著台灣邁入民主鞏固的重要里程碑。而在這一

次的選舉中，民進黨再次奪回執政權，讓我們聯想到 2000 年總統選舉民進黨

第一次終結國民黨在台灣連續 55 年的統治。對我們來說，2000 年和 2016 年

這兩次的總統選舉造成政黨輪替意義非凡，有些共同點卻又存在著微妙的差

異。 

而其中年輕人的政治參與更是研究者想要觀察的對象，傳統的研究認為

年輕人政治冷感，對政治事務了解較少，相對投票與否較低（Conway, 

1985）。2000 年以前在政治環境相對保守嚴謹的政治氛圍下，僅有野百合學

運。而在 1996 年起開放總統民選，台灣踏上民主發展的歷程，2000 年也就

是第一次政黨輪替後社會運動也逐漸發生蓬勃發展，2008 年野草莓學運之

後，反媒體壟斷運動、反高學費運動、反高中課綱微調運動等學生運動越來

越活躍。發起和號召的領袖也都是年輕一代的學生居多，透過新傳播媒體將

自己關心的議題快速地分享散播，台灣新世代的年輕人展現出不同以往的政

治參與模式。 

不同的環境世代，造就了年輕人不同的參與模式。從以往的政治冷漠到

主動參與政治，走上街頭表達自己的政治訴求和立場。更積極的去推動將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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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年齡下修至 18 歲1。尤其是「首投族」（首次有投票權的族群）在政黨傾向

尚未穩固，有很大的機會可以被影響，改變參與政治行為的潛力。 

國內外有相當豐富的研究在探討年輕人的投票行為，年輕人的投票行為

和態度較為搖擺不定(William，2007）使年輕人的選票成為勝選的關鍵之一。

政治傾向較為模糊的「首投族」，經常是研究者關心的對象。Kaid（2007）等

人也探討過不同的政治消息來源，會影響年輕選民和年長選民的的政治資訊

功效（political information efficacy），而特定的競選訊息，會加強年輕選民的

政治資訊功效，政治資訊功效也影響著他們的投票與否(Kaid, McKinney, & 

Tedesco, 2007)。相較於年長的選民，使候選人更有機去影響年輕選民的投票

決定。 

在幾次選決中我們看見候選人越來越重視年輕選票，盧武鉉 2002 年的

南韓總統大選(Han, 2008)、歐巴馬在 2008 年的美國總統大選(Robertson, 

2009）候選人紛紛推出主打年輕人的選舉策略。在台灣 2000 年的總統選舉中

可見當時的候選人都有精心設計自己的專屬網站(宋楚瑜、連戰、陳水扁)，

且越來越多年輕人透過網路關心政治議題、2008 年社群網站發起，讓年輕人

的政治參與呈現新興的方式(吳承恩，2013)。 

2000 年和 2016 年的總統選舉中，民進黨獲得執政者的角色，造就了政

黨輪替。而 2000 年是台灣邁入民選總統後首次政黨輪替，2016 年第三次政

黨和平輪替，象徵台灣選民對於民主實踐的進步。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這兩次特別的選舉經驗中，我們用來檢視這兩個不同世代年輕人的政治

參與行為，年輕人總是充滿熱血，願意接收新的資訊與知識，對於環境的敏

感度及適應能力超出其他年齡層的彈性。其所接受到的不同政治社會化過

                                                 

1公投修法 投票年齡下修到 18 歲：http://goo.gl/OZvA9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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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展現在投票行為以及政治參與的表現上。 

如同上述，年輕人的政治態度改變，源自於其成長的政治社會化過程，

若能了解型塑該世代及其影響投票決定的因素，便可以掌握這群世代的政治

偏好，對於候選人能提出更有效的政治策略來吸引選票。此外，年輕人較有

彈性去吸收和接受新的政治資訊，在政治參與的過程中不斷形塑自己的政治

態度，隨著時間和年齡的增長而逐漸穩固。 

傳統研究認為「政黨認同」是投票抉擇的重要因素，但隨著時間的變

遷，科技進步，伴隨著政黨功能衰退（Beck 1984; Craig1985; Gant and Luttbeg 

1991; Nie et al. 1976）。不僅美國如此，Dalton 與 Wattenberg（2000）指出，

無論是競選動員、組織教育、政府運作等功能，政黨在西方後工業化民主國

家的地位已逐漸消褪。即使民眾認同政黨的比例有減少跡象，但是政黨認同

仍舊是影響民眾投票行為的重要因素（Bartel, 2000）。 

科技網路的變革，使得選民參與政治的成本減低，而 2008 年社群網站

的興起，更是一波政治參與改變的高峰，民眾不須透過政黨、主流媒體即可

蒐集、篩選自己想要的政治資訊，網路低成本的政治參與無論對於候選人或

選民都是一大變革，許多不同於以往的政治人物紛紛透過網路快速竄紅，民

眾更容易去透過網路蒐集候選人的資訊，對於候選人的人格特質、形象等更

能影響新一代選民的投票決定。在近幾年來也看到許多突破既有政黨版圖的

政治素人，憑藉著個人魅力獲選，如商人出生的川普（Donald Trump） 在

2016 年勝選美國總統 以及 2014 年台大外科醫師柯文哲 以無黨身分參選台

北市長勝選，屢屢應證了新選舉時代來臨，候選人特質逐漸取代政黨因素，

成為選民考量的重要依據。 

而隨著世代的變遷，媒體環境以及政府政策的改變都會影響選民內在的

想法，進而在外在的行為中做出改變影響選民的投票行為。有鑒於此，研究

者認為年輕人的政治參與，在這兩次政黨輪替的行為模式中有所不同，這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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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不同的世代區分為 1970-1980 出生的改革開放世代(G1)，以及 1986-1996 年

出生的政黨輪替世代(G2)。本研究將使用民意調查資料分析之方式，了解兩

個不同世代年輕人的投票態度與行為上的差異。希望能夠釐清影響年輕人投

票行為的因素為何，進而對照出兩次選舉中年輕人投票的微妙差異。本次的

研究問題如下： 

研究問題：改革開放世代(G1)在「投票與否」與「投票抉擇」的行為

上，與政黨輪替世代(G2)兩者間有無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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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檢閱與理論觀點 

本章透過文獻回顧的方式，在第一節探討世代以及政治世代的定義，再

依照之前學者專家針對世代的區分方式，提出本研究區分改革開放世代(G1)

和政黨輪替世代(G2)的依據。第二節則是描述研究投票行為的理論學派，並

加以描述影響投票行為的因素。在第三小節分別描述 G1 與 G2 所經歷的世代

環境背景，最後再加以討論 G1 與 G2 兩個不同世代投票行為上的差異，並提

出假設。 

第一節 政治世代 

為了比較兩個不同世代在投票行為上的差異，首先描述「世代」以及

「政治世代」的定義，以及之前學者研究和區分方式，再針對本次研究想討

論的世代變遷加以描述。再來，討論政治社會化的過程及其對於投票行為的

影響，藉此能勾勒出在政治社會化的過程中，不同世代所經歷的政治事件、

大環境影響該世代的政治態度，進而展現在該世代的投票行為上。最後再加

以描述研究者如何區分的政治世代及其因素。 

一、 世代與政治世代 

綜合諸多學者對於「世代」的定義為：由於出生年代與成長背景的不

同，導致各世代及群的價值觀、偏好、態度與行為，明顯呈現出與其他世代

不同的形態。世代的劃分不盡相同，國外的學者以二次世界大戰來區分，傳

統世代與戰後嬰兒潮世代，後續也有社會學者分出 X、Y、Z 等不同世代及該

世代的特質。（Kupperschmidt, 2000；Santos & Cox, 2000；Weston, 2001；

Hansford, 2002）。 

此外，國內近期形成一種新的世代劃分法，此種劃分方式是以個人出生

年分（民國）的十位數，判斷一個人所屬的世代族群。例如民國五○年代出生

者即稱之為五年級生，六○年代出生者則為六年級生（諸承明，2001；呂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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蕙，2001）。此種方式由於簡易方便，因此在時下廣為流行。 

何謂政治世代？意謂人們會因為經歷不同的重要事件，而影響到接下來

人生的抉擇與對事物的判斷，不同年齡群體或出生世代的政治態度或政治價

值，以及政治參與或政治行為的差異。這個群體在該時段內的政治信仰與行

為模式（例如政黨偏好）固化，即使隨著該群體年齡增長也不會改變（Sears 

and Valentino 1997）。 

也就是說，不同的政治世代會影響到人們對於政治的態度，進而在投票

行為上產生差異，而通常政治世代的差異距離來自於政治與社會劇烈變遷

（陳光輝，2010）。換言之，不同的世代經驗到不同的重大歷史事件，其對於

政治的理解、政黨的認同以及投票行為之原因皆會產生改變。 

二、 政治社會化 

在政治社會化過程的研究領域當中，一個人從搖籃到墳墓（from the 

cradle to the grave）將會接觸到許多政治社會化機構，當中除了家庭、學校、

媒體環境、工作場所、個是非政治組織及宗教團體等機構，都會影響一個人

的政治態度型塑。 

由於人們在態度形成期所經歷的重要事件在後續的人生階段持續地產生

影響。出生於不同時代背景的人們，因其在態度形成期時的重大經驗差異，

導致了他們在政治態度上的明顯差異，而形成了政治世代 (Mannheim, 1972: 

119; Jennings, 1987:368 ) 。亦即，一個世代是由一群在態度形成期受到同樣

關鍵事件影響的人們所組成。隨著時間演進，不同的關鍵事件發生影響了不

同政治世代的形成。一般而言，多數研究者所指涉的態度形成期是在青春期

後期至青年期前期這段時間(Mannheim，1972；Inglehart，1981；Sears and 

Levy，2003)。 

一個人從出生便在家庭中成長，所受到的政治資訊是最直接的影響，但

相較而言政治資訊的來源較為單一、沒有選擇性。綜觀社會學者研究教育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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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社會化的相關研究發現，「教育」對於一個人政治社會化的型塑更為多

元，在學校透過師長、同儕之間所接觸到的政治更豐富，且透過教育的方式

訓練出獨立思考判斷的能力。從國中開始(約 12 歲)個人的政治態度逐漸形

塑，且隨著心智成長逐漸穩固(蔡璧煌 1994；黃瑞秋，2008；余俐薇，

2007)。 

在不同的時代所接觸到的政治環境影響一個人政治社會化的過程，接受

不同政治社會化造就其對於政治態度的型塑。因此，政治環境也就是該時空

背景下所經歷的政治事件、經濟狀況、媒體使用習慣等因素，會影響一個人

的政治態度，進而影響其投票行為。 

三、 政治世代的區分 

政治世代的區分在歷年研究中主要依照歷史事件或政治事件為區分依

據，並做垂直比較相同世代中，不同年齡層的差異，如吳乃德（1999）調查

台灣世代的政黨認同差異，認為年輕選民為成長於八○年代末的台灣政治自由

化前後之族群；當時約莫為 20 歲到 30 歲之間；游清鑫與蕭怡靖（2007）依

據台灣選民「1992 年取得選舉權與否」作為台灣新選民之操作型定義，亦即

「後九二世代」以及「前九二世代」之兩個世代；林于弘（2015）所認定的

年輕選民為台灣解嚴之後出生之族群，為 1987 年後出生者；周軒逸與周繼祥

（2012）將年輕族群設定為年滿 20 歲具有投票資格之大學生；包正豪

（2009）認為年輕選民的界定為 20 歲到 29 歲者。 

以往對於年輕人的投票行為研究發現年輕選民比較容易投給民進黨（吳

乃德 1999）；陳陸輝（2000）以跨政治世代的政黨認同之變化，其研究發現

到對於本省第一代之選民（民國 38 年前到台灣的人民）而言，新的政黨較不

具吸引力，影響其認同國民黨之主要因素為「中國人」的身分認同感；而本

省第二代選民對於新的政黨支持度較低，其比較偏好「統獨立場」來選擇其

認同之政黨。另外本省第三代選民則比較容易支持新的政黨，其更為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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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立場」以及「台灣人」的身分認同感來影響其認同之政黨；吳重禮與

許文賓（2003）研究結果顯示，年輕選民具有政黨認同的比例較高，且為獨

立選民者的比較低。其中 20 歲到 29 歲之年輕選民比較偏好認同民進黨，30

歲到 39 歲之選民比較偏好認同親民黨，而在 40 歲到 59 歲之年長選民則是比

較偏好認同國民黨。 

陳光輝（2010）比較兩個世代大學生的民主經驗與民主價值，對照 1991

年和 2001 年的大學生在政治議題、民主態度的差異發現，有較多民主經驗的

年輕世代大學生其民主價值程度反較年長世代大學生為低。進一步分析發

現，此差異是導因於年長世代的大學生處於民主化高峰期，受到學運當時社

會中民主訴求之影響，因而形塑出較高程度的民主價值。 

林宗弘（2015）參考先前的世代政治文獻（Rigger, 2006）、熊瑞梅等

（2010）分析臺灣戰後世代公民參與，以及 Bhatti et al.（2012）對歐洲議會

選民的分類，以 15 年為間隔區分五個政治世代： 

（1）中國認同或大陸移民世代（-1935）：1949 年時已成年的第一代大

陸外省移民、或是在日本殖民統治下成長而遭受歧視者，導致有較強的中國

認同。 

（2）政權交接或白色恐怖世代（1936-1945）：在青少年到成年時期經

歷過國民政府政權交接，以及白色恐怖國家暴力，導致有較強的臺灣認同；

然而，前述兩個世代在政治態度上可能較為權威與保守。 

（3）經濟起飛或威權統治世代（1946-1960）：缺乏白色恐怖記憶，在

成長過程中獲益於經濟起飛，卻因為威權統治使其政治參與遭到壓抑，導致

較偏向自由民主價值。 

（4）民主轉型或學運衝擊世代（1961-1975）：在國小與國中時期受到

較強的中華文化民族主義教育影響，但是在邁入成年前後的政治社會化過程

中，卻經歷民主轉型與蓬勃社會運動的學運世代，導致模糊的雙重認同與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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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的自由民主價值。 

（5）政黨輪替或網路傳播世代（1976-1990）：青少年與成年時期經歷

本土化教育改革與政黨輪替、受到兩岸經貿開放與中國崛起的經濟與社會衝

擊、以及網際網路蓬勃發展影響，導致較強的臺灣認同。 

表 二—1 世代區分之相關研究 

研究者 年代  

吳乃德 1999 認為年輕選民為成長於八○年代末的台灣政治

自由化前後之族群，為 20 歲到 30 歲之間。 

吳重禮與許文賓 2003 年輕選民的界定為 20 歲到 29 歲者。 

游清鑫與蕭怡靖 2007 依據台灣選民「1992 年取得選舉權與否」作

為台灣新選民之操作型定義。 

包正豪 2009 年輕選民的界定為 20 歲到 29 歲者。 

陳光輝 2010 20 歲到 24 歲的選民為年輕選民之代表。 

周軒逸與周繼祥 2012 年滿 20 歲具有投票資格之大學生。 

林宗弘 2015 從 1935 年起，每 15 年為一個依據區分世

代。 

林于弘 2015 年輕選民為台灣解嚴之後出生之族群，為

1987 年後出生者。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對於「年輕人」在歲數上的界定，除了透過政治事件區分前後，再來就

是依照歲數「20 到 29」歲選民最常被定義為「年輕選民」。主要討論到世代

差異通常還是以青年與壯年、老年等不同年齡層的政治參與行為做對照的研

究居多；而本研究欲進行的是水平的比較。對照不同時代中相同年齡層的投

票行為差異。 

四、 小結 

綜合參考之前學者專家的研究以及對於世代的切割方式，研究者欲觀察

的研究對象為 2000 年及 2016 年總統大選時，20 歲至 29 歲的年輕選民。 

2000 年及 2016 年總統大選在台灣的歷史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同樣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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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轉變為民進黨執政，且兩次翻轉的時間相隔 16 年，符合上述林宗弘

（2015）對於世代區分的定義，相隔 16 年較能看出完整世代的差異。 

以 2000 年 20-29 歲的年輕選民為例，其出生年份為 1970 至 1980 年之

間，依據政治社會化的理論，1970 年代出生的選民會受到 1982 年（國中 12

歲開始）至 2000 年之間的歷史事件等大環境因素影響其政治態度，並在

2000 年總統大選中展現其投票行為，研究者將這個世代命名為改革開放世代

(G1)。 

而 2016 年 20-29 歲的年輕選民，其出生年份為 1986 至 1996 年之間，

依據政治社會化的理論，1986 年代出生的選民會受到 1998 年（國中 12 歲開

始）至 2016 年之間的歷史事件等大環境因素影響其政治態度，並在 2016 年

總統大選中展現其投票行為，研究者將這個世代命名為政黨輪替世代(G2)，

詳細區分方式請見下圖 2-1。 

圖 二—1 改革開放世代與政黨輪替世代的定義方式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2000 年第一次政黨輪替，民進黨的陳水扁結束了國民黨長達 55 年的執

政。而 2008 年，在陳水扁總統執政 8 年後，中國國民黨候選人馬英九當選總

統，則為國民黨贏回執政權，並完成中華民國第二次政黨輪替。2016 年民進黨

的蔡英文，奪回政權成為台灣歷史上第一位女總統，同時也造就了第三次政黨

輪替，讓台灣確定民主鞏固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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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段期間，也發生了許多影響政治歷史的重大事件；每件事情對於每個

世代的解讀、意義和價值層面皆會有所不同，也會影響到當個世代對於政治的

態度（盛杏湲，2002；陳陸輝，2000），並進而影響其對政黨之認同與投票行

為。只是台灣目前的政治態度，依舊以政治世代為主要影響要素（王靖興、孫

天龍，2005）。 

第二節  投票行為理論 

投票行為理論有四大主流之學派，其包含「芝加哥學派」（Chicago 

school）「哥倫比亞學派」（Columbia School）、「密西根學派」（Michigan 

School）與「理性選擇學派」（rational choice）（張佑宗，2006），分別於下列

分述之。 

（一）芝加哥學派 

此為生態學研究之途徑（Ecological Approach）。此學派為依據全面性的

資料針對各個選區投票率進行投票行為之探討。將政治體系視為一有機體，

具有自我調節與大環境做互動的特性。運用在政治學中即指個體的政治行為

會受到大環境的影響，如其所處的社會經濟條件、人口結構、選舉制度、選

民與政黨體系的互動等等（盛杏湲，1986：24；游盈隆 1996：320-321）。 

（二）哥倫比亞學派 

此為社會學研究之途徑（Sociological Approach），主要是以個體的社會

背景特徵來解釋個體行為，如年齡、性別、教育程度、職業等（Lazarsfeld et 

al. 1948；Campbell et al. 1960；Wolfinger & Rosenstone 1980），而用有高度

「政治同質性」（political homogeneity）之成員彼此間的政治態度會有相似之

傾向（Berelson et al., 1954; Huckfeldt et al., 2000）。支持此學派之學者大多都

採用社會調查研究方法，探究影響選民投票行為之影響因素為何，其選民會

根據個人社會特徵之考量，決定其政治社會的偏好，此也可用於解釋選民的

投票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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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重禮與許文賓（2003）也提出此學派會根據選民的個人社會特徵影響

其政治偏好，而個人社會特徵包含了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種族(省籍)以

及宗教等變項。 

（三）密西根學派 

此為社會心理學研究之途徑（Socio-psychological Approach），主要是以

個體的心理因素來解釋個體行為，如政黨認同、政治立場、對候選人的評

價、政治興趣等（Campbell et al., 1960）。根據 Campbell 學者（1960）提出密

西根模型理論，其認為政黨認同為心理層面之認知，即便在各種情況之下，

選民的政黨認同也不會輕易的改變，產生變化，亦即政黨認同為主要影響選

民投票行為之影響因素。之後 Campbell、Converse 與 Miller Stokes（1960）

在《美國選民》（The American Voter，1960）提出了「漏斗狀的因果模型」來

解釋選民的投票行為，此模型認為隨著愈接近選舉時間，影響選民投票的因

素就會愈來愈集中，包括長時間累積下來的政治態度，如政黨認同；而短時

間的因素可能來自突發的歷史事件或是每一次不同的選舉環境有所影響。後

續的政治相關研究也都支持此學派之理論。 

（四）理性選擇學派 

此為經濟學研究之途徑（Economic Approach），則是以經濟學的角度出

發，假定選民的投票行為是理性的，會考量「成本—效益」作為判斷的標

準，當效益當時，行為者才會採取行動，反之則不會（Downs, 1957；Riker, 

1973）。此學派的首要假設為理性的選民會考量到其投票所替自己帶來的成本

和效益進行評估，倘若效益大於成本時，則會比較傾向出現投票之行為，反

之，效益小於成本時，則比較不會偏向出現投票之行為。亦即選民會依據不

同候選人之政策對其產生之效益，再進一步選擇對其最有利之人選。 

  



 

13 

 

表 二—2 投票行為理論 

學派 研究途徑 理論意涵 

芝加哥學派 生態學研究途徑 依據全面性的資料針對各個選區投

票率進行投票行為探討。 

哥倫比亞學派 社會學研究途徑 採用社會調查研究方法，探究影響

選民投票行為之影響因素為何。 

密西根學派 社會心理學研究途徑 政黨認同為主要影響選民投票行為

之影響因素。 

理性選擇學派 經濟學研究途徑 選民會依據不同候選人之政策對其

產生之效益，再進一步選擇對其最

有利之人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三節 不同世代年輕人投票態度與行為之討論 

接下來分述改革開放世代(G1)與政黨輪替世代(G2)在成長過程中所經歷

的歷史事件、經濟狀況以及媒體環境等縱觀論述，在描述這樣時代下年輕選

民所具有的特質，最後在陳述這樣政治世代下成長的選民，其投票態度與行

為有何差異。 

一、 改革開放世代(G1)成長環境與特質 

（一）背景 

詹嘉雯（2007）提出 1970 年代後半段起，台灣經歷三個時期，分別為

1977 年至 1985 年的威權體制鬆動期、1986 年至 1998 年的民主轉型的啟動

期，以及 1990 年後至現今的民年主轉型的推動期，並認為台灣的政治體制已

成功地轉型成為具有包容性與競爭性的民主政權。 

轉型的過程中，台灣為了緩和 1970 年至 1980 年期間等各種外交挫敗與

挫折，如被迫退出聯合國等重要事件，讓台灣在 1980 年開始積極地向外（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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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爭取支持，企圖促使台灣政治民主化，爭取國際間的認同。 

而在經濟方面，也從農業發展為主體進展到勞動工業，進而再發展以電

子為主的經濟體，讓台灣成為世界的電子工業有名的國家。臺灣經濟起飛與

南韓，香港及新加坡和稱為亞洲四小龍。隨著台灣政治策略的開放與自由

化，社會運動與政治運動的蓬勃發展，各政黨林立，此都成為台灣民主轉型

之重要力量。 

（二）蔣經國執政 1982-1987 

蔣經國由 1978 年 3 月台灣國民大會選舉當選第六任中華民國總統。蔣

經國執政時期一直在推動政治本土化，強調政治、經濟與社會等層面皆以台

灣為基礎核心進行發展，另一方面，也在政治部門廣納台灣人加入，將台灣

新生代政治菁英納入國民黨內。並在 1980 年代開啟中央民意選舉之大門，為

台灣民選政治揭開序幕（羅俐雯，2003）。 

另外，在蔣經國執政結束前一年，1987 年 7 月 14 日宣布解除長達 38 年

的戒嚴，並於 1987 年 8 月開放大陸探親，同時成為台灣自由化改革之關鍵，

為兩岸關係（薛化元，2008）。 

（三）李登輝執政 1988-2000 

李登輝於 1988 開始擔任中華民國第七任總統，成為台灣第一位民選總

統，在台灣執政長達 12 年。在李登輝執政初期，為配合 1987 年解嚴之政

策，推行解除報禁與黨禁，並終結萬年國會，讓國會定期改選，奠定台灣民

主政治之基礎。宣布終止動戡時期、廢止臨時條款，確立兩岸政治不同的政

治體系。在經濟層面，倡導經濟自由，鬆綁企業相關政策，讓台灣成為高科

技代工產業之重鎮，帶領台灣創造經濟奇蹟。 

簡言之自 1988 年後台灣已從國民黨的一黨獨大進步到多政黨政治，並

在 2000 年時達到台灣政治史上第一次民選總統的政黨輪替，此階段為台灣邁

向民主自由國家的重要一步（羅俐雯，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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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改革開放世代(G1)年輕人的特質 

1982 至 2000 年這 18 年之間，被隨著解嚴等改革開放蓬勃發展，但在民

進黨合法成立之下，台灣從國民黨一黨獨大，轉變為藍綠對抗。他們在政黨

認同的方向較為明確，非藍即綠，與 G2 世代相比沒有多元的政黨提供不同

的選擇，也因此較少中間選民。但是在各項議題上仍屈就保守，尤其面對中

國的打壓讓台完民眾在台灣認同意識上，如「台獨」、「台灣人」的認同較為

保守中立。 

因應著 1987 年解除解嚴、1988 年宣布解除報禁，但台灣人民處於長期

的戒嚴過程中，要讓台灣社會達到真正地言論自由尚需一段時間調適。因

此，1970 年至 1980 年出生之年輕人則隨著言論自由的發展，開始接觸到各

種多元傳播媒體，如電視、廣播等媒介，藉此擴展其眼界與思想，進一步促

進台灣民主之發展性與多元性（賴祥蔚，2005）。但是透過網路來蒐集、發布

政治資訊的行為還不普遍，長時間使用網路的年輕人被冠上「宅男、宅女2」

的封號，活在自己的世界不關心日常生活與外界資訊，沉溺在虛擬空間。 

二、 政黨輪替世代(G2)成長環境與特質 

（一）背景 

經歷了 1987 年解嚴之後台灣政治開始強調在地化，隨著 1991 年廢除動

員戡亂臨時條款以及國民大會全面改選外，對台灣民主越來越開放 1996 年台

灣人民不為大陸的威脅恫嚇，首次完成總統直選，第一任民選總統誕生。 

李登輝於 1997 年主導「精實案」，縮減六十萬兵力至三十八萬。1998 年

中華民國第四屆立法委員、直轄市長、議員選舉。中國國民黨以四成六的票

                                                 

2「宅男」最初的定義即從御宅族的連用法而來。御宅族的定義為單指熱衷於次文化的

人，但現在被誤用為熱衷動畫、漫畫或電腦遊戲（軟宅男）及電腦硬體、電腦進階技巧（硬宅

男）的人。「宅男」的原意就是男性御宅族，女性則稱「宅女」。但是隨著人們使用，「宅」這個

字的定義，已經被人直接聯想到中文字「宅=家」的用法，因此現在大部份的人使用宅男或宅女

這個字眼，一般而言是指不善與人相處，或是整天待在家生活圈只有自己，使用上大多還是為

貶意。http://www.twword.com/wiki/%E5%AE%85%E7%94%B7  

http://www.twword.com/wiki/%E5%AE%85%E7%94%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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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獲得 123 席成為國會最大黨，而在 2000 年選舉出象徵台灣在地化，主打

「台灣之子」的候選人陳水扁成為總統，也是台灣里史上第一次的和平政黨

輪替，也造就執政黨與國會多數黨對立的分立政府。 

（二）陳水扁執政 2000-2008 

民進黨執政的過程中，強調台灣獨立的色彩濃厚，與具有中國情結的國

民黨切割，2003 通過公民投票法使台灣人民參與政治更進一步，2004 年總統

選舉前夕，民進黨發起 228 百萬人手牽手護台灣，以及 319 槍擊案中媒體資

訊傳播，快速的動員、凝聚選民的情緒，讓陳水扁以些微差距贏得 2004 年總

統連任。 

但在 2006 年爆發紅衫軍倒扁運動，由前民主進步黨主席施明德於台灣

發起政治訴求運動：要求中華民國總統陳水扁應為國務機要費案、其親信及

家人相關的諸多弊案負責，並主動下台。 

隨這世界貿易的趨勢，中國於 2001 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中

華民國 2002 年以以臺澎金馬個別關稅領域加入。民進黨執政期間也並非完全

不與中國大陸交流，於 2001 年實施小三通，2003 年通過兩岸春節包機直

航，分隔 54 年後，中華民國民航包機首次合法降落中國大陸地區。 

而教育方面，2001 年開始施行九年一貫課程將臺灣境內國民小學與國民

中學兩學校層級課程中的科目與內容，以教科書為主軸來做九年一貫的銜

接，新增本土意識、愛國意識及文化世界觀、環保世界觀。並於 2002 年廢除

聯考，實行大學入學指定科目考試，並採用推甄等多元入學管道。 

傳播媒體方面，網路發展進化由於早前的 70 後世代與 80 後世代透過

BBS、部落格、YAHOO、 MSN 等逐漸發展出次文化語言，如火星文、注音

文、表情符號等網絡語言。 

隨著網際網路的發展，部落格（無名小站）、論壇、社群（批踢踢、巴

哈姆特電玩資訊站、Mobile01）、搜尋引擎（Yahoo!奇摩、PCHOME、蕃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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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MSN、Youtube）、線上遊戲、網路爆紅、網友、鄉民等大量興起。 

（三）馬英九執政 2008-2016 

陳水扁的時代過去，2008 年總統選舉中，由當時人氣勝高的國民黨候選

人馬英九當選總統，造就台灣政治史上第二次政黨輪替，國民黨奪回執政

權。 

在國民黨執政期間，強調與大陸在經濟上的連結，但是敏感的議題往往

讓人聯想到政治考量，在 2008 年台灣與大陸交流協會(海峽交流基金會、海

峽兩岸關係協會)雙方高層會談(江陳會談)在台灣舉行，會談期間警察單位對

此江陳會談進行集會遊行之民眾在執行維安工作時，造成對人民的基本人權

之種種侵犯，與集會遊行法對於集會自由的種種限制，激起野草莓運動的誕

生， 

學運的氛圍越來越鼓譟，2013 洪仲丘事件舉辦白衫軍運動。促成在 8 月

6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軍事審判法》修正案。2014 太陽花學運，要求逐條審

查《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大批學生佔領立法院。3 月 23 日晚間，學生

等示威者由立法院移動至行政院，並佔領大樓，隔日清晨警方動用保警等驅

離。 

2014 年 11 月地方首長、縣議員選舉中，傳統的政治版圖大翻盤，國民

黨大敗，也為 2016 年政黨輪替埋下伏筆。2016 年立法委員選舉暨總統選舉

造就了第三次政黨輪替，民進黨蔡英文當選總統，成為台灣史上第一位女性

總統，同時民進黨也拿下國會多數，成為國會首次政黨輪替。 

經濟方面，2007 年至 2012 年爆發全球金融危機，國民黨政府於 2009 年

春節前夕發行振興經濟每人新台幣 3600 元的消費券。2008 年國民黨政府強

調以兩岸開放、擴大建設方式達到經濟成長率 6%目標。但截至同年七月為

止，政府調漲瓦斯、電費及在通膨時推出擴大內需等措施，加之國際通膨經

濟衰退雙危機，中華民國與全球一樣面臨整體經濟危機及經濟負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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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少子化與資源整合的趨勢，多所國立、市立大學相繼併校（國立台

中科技大學、台北市立大學、國立屏東大學），以及私立大學、學院因招生人

數不足，經營不善而停辦（高鳳數位內容學院、永達技術學院）。 

傳播媒體方面，網路隨著時代越來越進步發達年輕人主要的政治參與來

自網路，Facebook、PPT 等各大論壇是現今年輕人接收政治資訊的主要管

道。2008 年網路社群發起，在 2010 年的五都選舉中，網路社群成為網路競

選強而有力的平台（吳承恩，2013）。 

Daily view 在 2014 年的數據也顯示九合一選舉中，六都的當選人，台北

柯文哲、新北朱立倫、桃園鄭文燦、台中林佳龍、台南賴清德、高雄陳菊，

通通是臉書粉絲較多的一方 。臉書粉絲團人數似乎也間接代表了候選人的得

票率。網路使接收政治資訊的成本降低，而社群網站又將年輕人的政治參與

推向另一個高峰，幾乎所有的社會運動皆從社群網站中發起，透過快速的傳

播和動員造就了社會運動的發展。 

(四) 政黨輪替世代(G2)年輕人的特質 

在 1998 年至 2016 年這段期間，短短的 18 年出現了三次政黨輪替，政

治不再是遙不可及的活動，而是與你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話題。民眾的政

治效能感提升，認為自己是有能力參與並改變政治，三次的政黨輪替後發現

而政黨認同的強度和忠誠度不如從前。 

藍綠版圖鬆動政黨影響力下降，取而代之的是有獨特訴求的小黨因應而

生，像是以環保、和平、社會正義為共同訴求的「綠黨3」，與號召青年強調

改革與年輕世代訴求的「時代力量4」等年輕政黨，漸漸在台灣的政壇上嶄露

                                                 

3 綠黨(Green Party)：1996年一月，台灣社會運動界多個團體，為了凝聚力量，爭取真

正來自社運的政治發言空間，成立了綠黨。同年三月發起「廢物利用、資源回收專案」， 於全

國推出十三位來自不同領域社運界的政治代理人，並且於 2012立委選舉中拿到 23萬政黨票，

正式成為台灣前五大黨。Http://www.greenparty.org.tw/about  
4
時代力量(New Power Party)創黨宣言：「在臺灣的每個人都享有生而為人的基本尊嚴，

追求夢想、保護幸福的平等地位，作為一個國民的認同感與歸屬感，參與政治、自主決定的權

利，『時代力量』追求一個人人都嚮往、引以為傲的臺灣！」https://goo.gl/ec4UNF  

http://www.greenparty.org.tw/about
https://goo.gl/ec4U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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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角，也獲得年輕選民的青睞。 

而傳播媒體方面，1988 年解除報禁之後，媒體產業蓬勃發展，報紙、電

視、廣播在不同領域大放異彩，而隨著科技的進步網路突破傳播的限制，更

即時更全面的資訊流串，而隨著 2008 年起社群網站 facebook 興起、智慧型

手機普及，網路更是全面性的改變接收訊息的方式，多元的傳播管道讓非主

流的媒體得以用小成本宣傳自己的理念，社運、學運透故社群網站發起號

召，小黨透過網路資訊的傳播得以冒出頭，2015 年成立的時代力量在 2016

年立委選舉中獲得五個席次成為國會第三大黨。 

經過多次政黨輪替後，台灣獨立的聲浪越發響亮，台灣人對於大陸的威

嚇也感到習以為常，言論自由且網路的匿名性讓年輕人更勇於表達自己的立

場，科技進步與網路發達對政治環境的影響非常顯著。  

三、 小結與研究假設 

如前述，一個人的投票行為會受到他所成長的背景家庭因素等，塑造其

價值觀進而影響他的投票行為，接下來研究者分節探究不同因素造就 G1 和

G2 兩個不同世代對於投票行為的影響，以及對照 G1、G2 投票行為上所產生

的差異。最後再針對不同時期年輕人的投票行為差異提出假設。  

(一) 投票與否與投票抉擇 

首先，本研究認為不同的世代在其投票與否，與投票抉擇上會有所不同，

並且 G2 的年輕人透過網路接收政治資訊的成本降低，對於政治更願意親近，

因此 G2 世代年輕人比 G1 世代更有意願去投票，在 G1 世代中經過國民黨八年

的執政，國民黨在 2016 年選舉中不夠團結，加上蔡英文的清新勢力吸引許多中

立選民的票，因此相較 G1 在 G2 世代中的年輕人更團結把票投給民進黨。 

假設一：政黨輪替世代(G2)年輕人比改革開放世代(G1)的年輕人有較高的投票

意願並較傾向將選票投給民進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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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政黨認同 

改革開放世代(G1)的年輕人在政治方面，雖然已經解嚴，開放組織政黨，

而國民黨秉持著長期執政的優勢，一直都是執政黨。劉義周(1968)針對 1968 年

立委選舉前後選民政黨認同的分布變化情形發現，國內有實質政治影響力的合

法政黨僅有國民黨而已，民進黨雖然當年立委選舉前已經成立，但卻未為當局

合法承認。縱使民進黨承襲「黨外」勢力之組織整合，就當時的時空背景下，

願意表態支持民進黨(黨外)的人數時數有限，對研究分析結果不具影響力。 

而隨著時間的演進後續的研究探討台灣政治環境變遷，民進黨合法後不但

選民比例增加，政黨認同對於投票抉擇的影響亦有顯著(何思因，1994)。陳陸

輝(2000)以政治世代的角度切入選民政黨認同的變遷，得到民進黨認同者比例

持續成長，而國民黨認同者比例穩定的結論。至於政黨認同於投票抉擇關係依

然顯著。 

相對於政黨輪替世代(G2)，政治環境劇烈變遷，2004 年國親兩黨整合卻依

然敗給民進黨，與 2008 年國民黨再度執政等重大政治事件。導致台灣政治體系

的劇烈變動，勢必對台灣選民的政黨認同有所影響。盛杏湲(2009)和陳光輝

(2009)的研究中均發現，縱使國內政治快速變化，但仍有三分之二的選民既有

的政黨認同方向不變。陳陸輝與陳映男（2013）發現：1996、2000 及 2004 年

的三個總統選舉年，「年輕選民」曾是幫助泛綠政黨取得執政權的重要支持力

量，然而此一趨勢在 2008 年及 2012 年後消失。 

在 G1 時期政黨認同強弱程度對於投票意願有影響，並且政黨認同的對象

(方向)也會影響選民的投票決定。而在 G2 世代下，政黨弱化成政黨認同強弱程

度對於投票與否的影響較 G1 弱，許多年輕的小黨孕育而生，因此對於傳統藍

綠政黨認同的對象(方向)也會影響選民的投票決定也較弱。針對上述觀點本研

究提出假設： 

假設二：政黨偏向越強烈越會去投票，會將選票投給自己認同的政黨，並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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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開放世代(G1)的年輕人受政黨認同的影響比政黨輪替世代(G2)年輕

人大。 

 

(三) 候選人評價 

在 G1 世代中政黨認同對於年輕人的投票行為有很大的影響，相對於政

黨輪替世代(G2)成長的過程中(1998-2016)他們所面臨的是資訊爆炸，越來越

多年輕人透過網路關心政治議題(吳承恩，2013)。 

年輕人以網路作為主要政治消息來源，不必倚賴政黨或是主流媒體(報

紙、電視)的資訊，這樣的情況造成政黨的效果削弱，投票抉擇在不再完全依

靠政黨認同。 

也是因為獲得政治資訊的成本降低，民眾可以直接接觸到候選人的臉書

粉絲團進行互動，候選人的人格特質更能直接展現給民眾認識，選民對於候

選人的喜好更能直接影響投票行為。 

在本研究認為對於候選人之間的評價有差異才會去投票，但若對於各個候

選人評價相同或是差異很小時，則選民的投票意願會降低，並且而對於候選人

評價高於其他候選人時，越傾向投給該候選人。而在 G2 世代下，對於候選人

評價差異的程度對於投票與否的影響較 G1 強，對不同候選人的評價分數高低

會影響選民的投票決定也較 G1 強。針對上述觀點本研究提出假設： 

假設三：候選人評價差異越大越會去投票，選民會投給評價高的候選人，並且

政黨輪替世代(G2)的年輕人受候選人評價的影響比改革開放世代(G1)

年輕人大。 

 

(四) 網路使用時間 

在 G1 世代的傳播媒體方面，雖然已有候選人開始建立自己的競選網

站，台灣網路的普及率雖然高達七成，但是民眾尚未建立從網路獲取選舉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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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的習慣，且在選舉期間選民造訪競選網站的人數低，因此候選人利用網站

進行宣傳的時機尚未成熟(王嵩音 2010)。主要還是透過傳統主流媒介、政黨

進行政治資訊的傳播。 

而 G2 成長的過程中，歷經 2008 年網路社群發起使網路競選創造新的高

峰，在 2010 年的五都選舉中，網路社群成為網路競強調「雙向互動」、「建立

關係」的社群網站自此成為選戰的另一個主軸(吳承恩，2013)。Facebook 在

選戰中扮演重要角色(Robertson, et al., 2009)。透過「雙向互動」、「建立關

係」的傳播方式，網路提供低成本的資訊流通平台，對於候選人及選民的政

治活動都提供了新的面向，小黨或無黨派的候選人透過網路平台崛起，也利

用網路上的高人氣成功取代許多舊勢力的政治版圖5。 

而選民隨著網路普及與智慧型手機的應用等，在 2016 年的總統選舉當

中，國民黨在網路競選應用上大輸給民進黨6。民進黨不但組織「媒體創意中

心」7針對媒體文宣的內容主打三個主要族群「年輕人、中間選民、客家

人」。數位時代雜誌引用民進黨媒體創意中心主任李厚慶表示8，這幾年的公

民運動反映出的是大家更願意參與公共議題，這其實是因為智慧型手機更為

普遍，讓大家可以隨時隨地在參與，而不是只有回家開電腦才會看到那些訊

息。「如果沒有這樣的話，主流媒體就還是電視，我們就無法把做的這些東西

藉由它們的平台播出來。」上網不再需要繁複程序只要打開手機就可以收到

最新的資訊，隨時隨地更新資訊，透過更多元的的管道接收訊息，政治議題

不再遙不可及，越來越多因應網路崛起的政府溝通平台興起9，選民可以在網

                                                 

5動腦新聞(2016)社群行銷成選舉利器！從網路大數據看立委選戰: https://goo.gl/FMsfVi。  
6
 網路文章(2016)中媒觀察「為何蔡英文、林昶佐選贏了？他們做到國民黨做不到的事情」：

https://goo.gl/hBgAIp ，Pingwest。 
7
總統大選報導特派小組(2016) 蔡英文的選戰策略：網路空戰到近身肉搏戰缺一不可：

https://goo.gl/XXLQ2u。 
8
張鐵志、顏理謙(2016)一場改變歷史的選戰行銷：這些創意、設計、 網路人，把小英送進總

統府，數位時代，(264)：https://goo.gl/T80m06 。 
9
國家發展委員會：http://join.gov.tw/sitemap. 國家發展委員會提供「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

台」，該網站有四大服務「提點子」、「眾開講」、「來監督」、「找首長」，民眾對於公共議題不再

https://goo.gl/FMsfVi
https://goo.gl/hBgAIp
http://www.pingwest.com/important-factors-that-affect-taiwan-2016-elections-is-science-and-technology/
https://goo.gl/XXLQ2u
https://goo.gl/T80m06
http://join.gov.tw/site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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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上比達自己的意見，參與政治的成本降低，相對意願也會跟著提高。 

本研究認為，在 G1 世代使用網路關心選舉資訊的人比 G2 少，並且透

過網路關心政治議題的時間越長，表示對政治議題興趣高並且投票意願越較

高，而民進黨在網路的選舉文宣表現得比國民黨優秀，這也會造成較常使用

網路的選民，會比較傾向投給民進黨的候選人。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設如下： 

假設四：網路使用時間越長越會去投票，網路使用時間越常越會將選票投給民

進黨的候選人，並且在政黨輪替世代(G2)的年輕人受網路使用時間的

影響比改革開放世代(G1)年輕人大。 

 

(五) 認同意識 

就台灣的族群與認同問題，許多研究顯示與選民所經歷的歷史及背景有關

(王甫昌，1993；1997a；2003；吳乃德，1993a，張茂桂 1993)，台灣的族群運

動與台灣的民主化同時發展，使族群認同與政黨發組織發展相互結合的情況。

展現在「本省/黨外/民進黨」對抗「外省/執政/國民黨」的氛圍，許多研究都指

出族群與政黨支持有顯著關係(王甫昌，1993；1997a；2003；吳乃德，1993a；

1993b；耿曙、陳陸輝，2003a；陳陸輝，2000；陳義彥、盛杏湲，2003)，黨外

訴諸本省人悲情弱勢以爭取民眾支持，而在 2000 年政黨輪替後，本省人與外省

人的優劣勢互換，台灣的族群認同也在其間發生變化(王甫昌，2002；吳乃德，

2002)，尤其在開放兩岸交流及中國崛起之後，面對大陸武力威脅及經濟吸引，

兩岸關係也成為影響台灣政治與認同的另一個新變數(耿曙、陳陸輝，2003b；

陳陸輝、耿曙、王德育，2008)。 

本研究將「台灣人/中國人認同」及「統獨立場」兩個題目建立新變數

「認同意識」的指標，主要的原因在於這兩個變數，正好捕捉到近年來台灣主

                                                 

需要透過官僚程序，複雜的公文流程才能向執政者反映意見，只需要上網並號召有共識的民眾

一同聯署，就可以將該議題納入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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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意識與中國意識抗衡中，最重要的兩個爭論點：「台灣人 VS.中國人」、「台灣

獨立 VS.中國統一」。希望透過以統獨立場與族群認同交叉成為的新變數「認同

意識」，並且認同意識高的比例在 G2 世代比 G1 世代高，而認同意識越一致(越

高或越低)則越會去投票。並且，越支持獨立且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選民越傾向

支持民進黨。並且 G2 的認同意識會比 G1 高，影響力也較大。 

假設五：認同意識越一致則越會去投票，認同意識越偏向台灣認同則越會投給

民進黨候選人，並且政黨輪替世代(G2)的年輕人受認同意識的影響比改

革開放世代(G1)年輕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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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設計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架構內容之安排，依照過去文獻以及針對本研究與探究之主題，

在政治態度上分為「政黨認同」與「候選人特質」為自變數，而環境部分則

使用「網路使用時間」與「認同意識」作為自變數。中介變數則為「政黨輪

替世代」以及「改革開放世代」。而在投票行為上分別由「投票與否」以及

「投票抉擇」為依變數。並對照在 G1、G2 不同時代中的環境氛圍是否影響

其投票行為，而兩個世代之間是否有差異。  

研究架構圖(圖三-1)內容之分析解釋，概略可分為以下要點： 

一、首先在在「改革開放世代」(G1)與「政黨輪替世代」(G2)在「投票

與否」、「投票抉擇」有何差異。 

二、解釋「政黨認同」對於在「改革開放世代」(G1)與「政黨輪替世

代」(G2)在「投票與否」與「投票抉擇」中有何差異。 

三、解釋「候選人評價」對於在「改革開放世代」(G1)與「政黨輪替世

代」(G2)在「投票與否」與「投票抉擇」中有何差異。 

四、解釋「網路使用時間」對於在「改革開放世代」(G1)與「政黨輪替

世代」(G2)在「投票與否」與「投票抉擇」中有何差異。 

五、解釋「認同意識」對於在「改革開放世代」(G1)與「政黨輪替世

代」(G2)在「投票與否」與「投票抉擇」中有何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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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1 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第二節 資料來源與界定 

一、 2000 年問卷使用： 

2000 年的資料庫選用「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

(SRAD)，由黃秀端所主持的「公元二千年總統大選選民投票行為研究」

（E89064）10計畫，調查期間為 2000 年 6 月到 11 月之間。「跨公元二千年總

統大選選民投票行為研究」面訪問卷內容包括：基本資料（經社背景變項），

政治預存傾向（政治信任、民主態度），政黨態度（政黨認同，政黨形象），

候選人評價，議題立場，投票抉擇，投票或不投票原因等部份。 

以台灣地區具有國籍、設有戶籍、年齡在二十歲以上具有選舉權的公民

為調查訪問之母體。包括軍事單位、醫院、療養院、學校、職訓中心、宿

舍、監獄等機構內之居民。因此，調查主要憑藉內政部戶政司之戶籍資料電

                                                 

10本文採用「公元二千年總統大選選民投票行為研究」（E89064）【原始數據】。該計畫

由「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黃秀端教授所發起，「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執行調

查計畫，調查期間由 1999-08-01 至 2000-12-31，詳細資料請參閱：調查研究專題中心學術

調查研究資料庫 https://srda.sinica.edu.tw。doi:10.6141/TW-SRDA-E89064-1 。 

 

https://srda.sinica.edu.tw。doi:10.6141/TW-SRDA-E890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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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檔案中年滿二十歲以上之合格選民為抽樣清冊。採取較複雜的多階段抽樣

法(mutiple stage sampling)，依照「抽取率與單位大小成比例」（propabilities 

proportional to sizes,簡稱 PPS）的原則，結合分層抽樣(stratified sampling)、等

距抽樣(systematic sampling)等抽樣方法。最終樣本數為 1,409 案。 

二、 2016 年問卷使用： 

2016 年的資料採用由黃紀所主持的：2012 年至 2016 年「台灣選舉與

民主化調查」四年期研究規劃(IV)：2016 年總統與立法委員選舉面訪案11，

調查期間為總統選舉後 2016 年 1 月 17 日至 2016 年 4 月 28 日。 

問卷中包括個人基本特徵、社經背景資料、政治媒介、政治動員與政治

涉入、施政表現、政治效能感與政治信任、經濟評估、民主認知、政治知

識、投票參與、候選人能力、政治分歧、國家認同與族群認同、政黨認同、

政黨形象、選舉過程、政治態度等面向。 

採用訪員面對面訪問（face to face interview）受訪者的方式蒐集資料。

訪問樣本分為獨立樣本及追蹤樣本，獨立樣本實際進行訪問的對象以設籍於

台灣地區且年齡在二十歲以上具有選舉權的公民為調查訪問之母群。依「抽

取率與單位大小成比例」之 PPS 原則，總計獨立樣本成功 1,690 份問卷。 

  

                                                 

11 2016 年的資料則選用：「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四年期研究規劃(4/4)：2016 年總

統與立法委員選舉面訪案（TEDS2016），該計畫由黃紀教授所發起，「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

究中心」執行調查計畫，調查期間由 2016 年 1 月 17 日至 2016 年 4 月 28 日，詳細資料請參

閱：http://teds.nccu.edu.tw/。 

 

作者在此感謝東吳大學政治系以及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所有工作人員在民調資

料工作上所付出的時間精力，也感謝「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及「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計

畫推動委員會與其內部的執行團隊（包括工作小組、研究助理、督導與所有訪員），因為有

他們用心地設計問卷、蒐集樣本及編譯內容，本研究才有機會使用到這一項具公信力與完整

性的資料庫，本研究在資料運用、詮釋或討論上有任何疏漏，相關責任一概由作者自行承

擔。 

http://teds.n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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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資料分析與研究結果 

本章為研究資料的分析與數據結果的討論，在分析程序部分，首先以描

述性統計的方式呈現自變數分布的樣貌，再以交叉表的方式呈現自變數與依

變數之間的關聯性，最後在利用各節的分析結果綜合討論與檢證研究假設。 

而社會科學欲進行量化研究，在其觀察的不只會單一變數，希望能夠透

過變數與變數之間相互影響與關係來討論何種因素才為影響一變數的最大原

因，因此，本階段以交叉分析的方式解釋不同自變數(包含：政黨認同、選人

評價、網路使用時間、認同意識分數)與依變數(包含：投票與否、投票抉擇)

之間的關係。 

透過卡方檢定（Chi-square test，以下簡稱 x²）來評判該變數與一變數

之間是否具有統計上的關聯，而在統計上，若採雙尾檢定中 p 值小於 0.05

時，我們就可以說這兩個變數之間具有統計上的顯著關係。一旦測出兩者具

有關聯性後，再以 Cramer’s V 係數來估算變數間的關聯性強度。Cramer’s V

係數的強弱範圍是介於 0 和 1 之間（0 代表沒有任何關聯，1 代表關聯性最

強），假如數值越大，則越代表兩個變數有相當程度的關聯（莊文忠，2011；

羅清俊，2010）。 

第一節 不同世代的投票行為差異 

在 2000 年總統選舉中，共有五位參選人，分別是一號無黨籍宋楚瑜、

張昭雄；二號國民黨籍連戰、蕭萬長；三號新黨籍李敖、馮滬祥；四號無黨

籍許信良、朱惠良，以及五號民進黨籍陳水扁、呂秀蓮，當年總統選戰相當

激烈，全國投票率高達 82.69%。在本研究選用之樣本中共有 1409 個觀察

值，其中本研究界定之 20-29 歲年輕選民共有 216 位(15.33%)。 

2016 年總統選舉時，總共有三組候選人分別是一號國民黨籍朱立倫、王

如玄；二號民進黨籍蔡英文、陳建仁以及三號親民黨籍的宋楚瑜搭配民國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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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欣瑩，2016 年總統選舉全國投票率為 66.27%。在本研究選用之樣本中共有

1690 個觀察值，其中本研究界定之 20-29 歲年輕選民共有 264 位(15.62%)。 

一、 資料處理 

資料處理部分，先描述本研究使用的中介變數以及依變數合併兩份不同

年度的資料及重新編碼的方式。 

(一) 中介變數 

研究者通常會因研究主題之設定，在自變數與依變數間導入特定意義的

「中介變數」，這設定通常會導致原先遵循正常狀況下所推導出的結果產生一

定程度的變化，故「中介變數」又有「干擾變數」之稱；此外，中介變項既

不屬於實驗中可以事前操縱的自變項，亦不屬於可直接觀察的依變項，而是

一種假設性概念，用來說明自變項與依變項間內在的變化歷程，也就是說，

如果中介變數的確會在自變數與依變數之間產生干擾，其數值之變化就會明

顯影響到自變數與依變數間的關係，譬如變數的強度與方向（莊文忠，

2011；羅清俊，2010） 

本研究依相關文獻理論作為基礎，採用世代差異之分析方式，進行兩個

不同世代的觀察，「改革開放世代」採用 2000 年資料庫中，(year：受訪者出

生年次)，並換算成 2000 年時年齡為 20 至 29 歲的年輕人。「政黨輪替世代」

則採用 2016 年資料庫中，(S1：請問您是民國幾年出生的)，並換算成 2016

年時年齡為 20 至 29 歲的年輕人。 

表 四—1 中介變數測量題項表 

 2000 2016 變數編碼 

選民

界定 

year：受訪者出生年次 S1：請問您是民國幾年

出生的 

換算成選舉年時的年

齡為 20 至 29 歲的年

輕人。 

資料來源：黃秀端(2003)、黃紀(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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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依變數 

「依變數」意指研究中受到討論與記錄的變數，它與另一個影響其結果

狀態的「自變數」間存在著相對應之關係，透過因果關聯性來說明，即自變

數就是研究假定的「因」，而依變數就是研究假定的「果」，常理來看，依變

數會隨自變數的改變產生變化，它的結果是可受推測的（羅清俊 2010；莊文

忠 2011）。本研究欲探究世代背景對於投票行為的影響，而投票行為又可以

分為「投票與否」(投不投？)以及「投票抉擇」(投給誰？)兩個面向，下表四

—2 為針對依變數的描述和整理。 

表 四—3 依變數測量題項表 

資料來源：黃秀端(2003)、黃紀(2016)。 

  

 2000 2016  

投票

意願 

vote1：這一次的總統大

選，您有沒有去投票? 

J1：在這一次（1 月 16

日）舉行 的總統大選

中，有很多人去 投

票，也有很多人因各種

原 因沒有去投票，請

問您有沒 有去投票 

1.有 

2.沒有 

 

投票

抉擇 

Vote：請問在此次總統 

大選中，您投票給哪一

組候選人？ 

J1a：請問您投票給哪

一組候選人？ 

2000 年： 

1. 宋楚瑜、張昭雄 

2. 連戰、蕭萬長 

3. 李敖、馮滬祥 

4. 許信良、朱惠良 

5. 陳水扁、呂秀蓮 

 

2016 年： 

1. 朱立倫、王如玄 

2. 蔡英文、陳建仁 

3. 宋楚瑜、徐欣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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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不同世代的投票行為分析 

(一) 不同世代投票與否描述性分析 

首先，針對 G1 和 G2 不同世代的投票意願進行描述性分析，可以發現表 

四—3 中在 G1 世代中的年輕人有 214 位，其中有 87.9%人表示有去投票，

12.1%的人表示沒有去投票，對照 G2 世代中的年輕人有 264 位，其中有 76.5%

人表示有去投票，23.5%的人表示沒有去投票。本研究假設 G2 世代的年輕人投

票與否會比 G1 世代的年輕人高，對照樣本中的總投票率可見，在 2000 年「公

元二千年總統大選選民投票行為研究」樣本中，G1 世代年輕人的投票率比全體

的投票率低 5.2%【即（87.9-93.1）*100%】。而 2016 年「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

查」四年期研究規劃(IV)：2016 年總統與立法委員選舉面訪案樣本中，G2 世代

年輕人的投票率比全體的投票率低 8.1%【即（76.5-84.6）*100%】。 

但考慮願意接受民調的人通常都較有較高的政治參與意願，因此投票率也

較高，若將年輕人的投票率對照當年度由中央選舉委員會所公布的投票率資訊

可知，在 2000 年全國的總投票率為 82.69%，G1 世代年輕人的投票率比全體的

投票率高 5.21%【即（87.9-82.69）*100%】。中央選舉委員會公布 2016 年的總

統選舉投票率為 66.27%，而 G2 世代年輕人的投票率比全體的投票率高 10.23%

【即（76.5-66.27）*100%】。符合本研究預期，本研究假設新世代的年輕人 G2

因為政治環境等因素的改變，在政治社會化的過程中會使他們更熱衷於投票。 

表 四—4 不同世代投票與否描述性分析 

世代 

投票意願 

G1 G2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有 188 87.9 202 76.5 

沒有 26 12.1 62 23.5 

總和 214 100.0 264 100.0 

資料來源：黃秀端(2003)、黃紀(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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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不同世代投票抉擇描述性分析 

針對 G1 和 G2 同世代的投票抉擇進行描述性分析，可以發現在表四—5 顯

示 G1 世代中的年輕人有 216 位，扣除遺漏值後有 172 位選民，其中有 42.4%人

表示有投票給宋楚瑜，11.6%的人表投票給連戰，0.6%人表示有投票給許信

良，最多人表示有投票給陳水扁(45.3%)，另外在此次樣本中 2000 年的選舉，

20 至 29 歲的年輕選民沒有人表示投票給李敖。由於李敖(0 票)和許信良(1 票)的

得票數太少，故納入遺漏值避免影響研究分析。 

在 G2 世代中的年輕人有 264 位，扣除遺漏值後有 171 位選民，其中有

15.0%人表示有投票給朱立倫，超過半數的年輕民表示投票給蔡英文(72.7%)，

12.3%人表示有投票給宋楚瑜。 

在投票抉擇方面，G1 世代有 45.3%的年輕選民將選票投給民進黨的候選

人，而 G2 世代則有高達 72.7 的年輕選民將選票投給民進黨的候選人，如本研

究假設 G2 世代比 G1 世代更傾向將選票投給民進黨的候選人，符合本研究預

期。 

表 四—6 不同世代投票抉擇之描述性分析 

    世代 

投票抉擇 

G1  G2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宋楚瑜 73 42.4 朱立倫 28 15.0 

連戰 20 11.6 蔡英文 136 72.7 

李敖 0 0.0 宋楚瑜 23 12.3 

許信良 1 0.6    

陳水扁 78 45.3    

總和 172 100 總和 171 100.0 

資料來源：黃秀端(2003)、黃紀(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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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政黨認同影響投票行為 

一、 資料處理 

政黨支持強度的部分，在 2000 年問卷中編碼為「某政黨支持者」、「通

常站在鈄政黨這一邊」以及「中立或其他」，而在 2016 的問卷由連續題組

(Q1a、Q1b、Q1c)創造新變數「Party：政黨偏向」，其編碼將強度分為五類

「強烈」、「普通」、「有一點」、「稍微」、「中立與其他」，故本研究統整新的編

碼為三分類「1.支持(強烈、普通)」、「2.稍微支持(有一點、稍微)」以及「3.中

立或其他」。 

在政黨認同的方向部分，政黨認同與政黨支持在學術上的解釋有差異，

但由於本研究欲合併兩筆不同的資料來源，因此在 2000 年的問卷中僅有「政

黨支持」的題項，故本研究在此整理為政黨認同以便於不同世代的資料對

照。此外，由於歷經 16 年間前後有許多政黨消長，且本研究僅探討 20 歲到

29 歲的年輕人，為了能夠符合當時的社會氛圍與情勢，在變數處理上有些許

差異。2000 年總統選舉期間，年輕人主要支持的四個政黨為國民黨、民進

黨、新黨以及親民黨。當時有五組候選人出來競選，而有三組候選人是以無

黨身分參選(宋楚瑜、李敖、許信良)。而親民黨則是在 2000 年總統選舉之後

才成立(2000/3/31)。 

經過 16 年的演進，2016 年總統選舉，在年輕人心目中「新黨」不再佔

有一席之地，取而代之的是「時代力量」、「綠黨」等新興的小政黨崛起，在

考量數據的影響後，在 2016 的資料中增加「時代力量」，而第三組候選人為

親民黨宋楚瑜與民國黨徐欣瑩，但在 2016 年 20-19 歲選民樣本中，沒有人支

持民國黨，故「新黨」與「民國黨」不納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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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7 政黨認同測量題表 

 2000 2016 變數編碼 

政黨

認同

強度 

Sptparty：目前國內聽

到的政黨，分別是國民

黨、民進黨、新黨、親

民黨：國內這幾個主要

政黨，各有各的支持

者，請問您是哪一黨的

支持者？ 

Party：政黨偏向。 

連量續題組 Q1a、

Q1b、Q1c。 

 

為統整研究分析，將

強度分為三個層次。 

1.支持(強烈、普通) 

2.稍微支持(有一點、

稍微) 

3.中立或其他 

政黨

認同

方向 

Sptparty：目前國內聽

到的政黨，分別是國民

黨、民進黨、新黨、親

民黨：國內這幾個主要

政黨，各有各的支持

者，請問您是哪一黨的

支持者？ 

Partyid：政黨認同。 2000 年 

1.國民黨 

2.民進黨 

3.新黨 

4.親民黨 

 

2016 年 

1.國民黨 

2.民進黨 

3.親民黨  

4.時代力量 

資料來源：黃秀端(2003)、黃紀(2016)。 

二、 政黨認同描述性分析 

表四—8 中顯示，G1 世代年輕人對於政黨支持的強度強烈的有 51.9%、

稍微支持的有 16.7%、中立或其他則有 31.5%。而 G2 世代年輕選民的黨支持

強烈的有 31.2%、稍微支持的有 28.0%、中立或其他則有 40.9%。 

表 四—9 不同世代政黨認同強度描述性分析 

 G1 G2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支持 112 51.9 82 31.1 

稍微支持 36 16.7 74 28.0 

中立或其他 68 31.5 108 40.9 

總和 216 100.0 264 100.0 

資料來源：黃秀端(2003)、黃紀(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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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黨認同的方向部分，表 四—10 中顯示 G1 世代年輕人主要支持的

四個政黨為國民黨 11.1%、民進黨 36.1%、新黨 1.4%以及親民黨 19.9%，中

立或其他政黨有 31.5%。而 G2 世代年輕選民的分布為國民黨(14.8%)、民進

黨(36.4%)、親民黨(2.3%)以及時代力量(5.7%)，中立或無反應有 40.9%。 

表 四—11 不同世代政黨認同方向描述性分析 

 G1 G2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國民黨 24 11.1 39 14.8 

民進黨 78 36.1 96 36.4 

新黨 3 1.4 --- --- 

親民黨 43 19.9 6 2.3 

時代力量 --- --- 15 5.7 

中立或其他 68 31.5 108 40.9 

總和 216 100.0 264 100.0 

資料來源：黃秀端(2003)、黃紀(2016)。 

 

三、 政黨認同影響投票行為之分析 

(一) 政黨認同與投票與否之交叉分析 

在投票與否的測量方面，選用政黨認同強度作為分析，本研究假設政黨認

同的強度越高則越會去投票，並且政黨認同強度對於投票與否的影響 G1 世代

會大於 G2 世代。表四—12 顯示政黨認同在 G2 世代下與投票與否具有顯著關

係，而 G1 世代則不具統計上的顯著關係。 

而對照 G1 與 G2 政黨認同強度對於投票抉擇影響的差異，結果顯示在 G2

時政黨認同強度與投票與否具有統計上顯著的關聯(p<0.05)。也就是說政黨認同

的強度對於 G2 世代的選民更有影響力。本研究假設，政黨認同的影響力在 G1

時期比較強，但此部分的分析結果並不符合研究期待。可能是因為對 2000 年整

體投票率偏高，並有三組無黨籍的候選人相互競爭，故稀釋政黨認同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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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G2 世代中選民不在以藍綠為唯一的選擇，有更多新創的小黨獲得年輕人的

喜愛，因此在 G2 世代中政黨支持強度為中立或其他者占 40.9%為最多比例。 

表 四—13 政黨認同強度與投票與否交叉分析 

投票與否 

政黨認同強度 
有 沒有 總和(n) 統計分析 

G1

世

代 

支持 88.4 11.6 100.0 (112) x²=0.151 

稍微支持 88.6 11.4 100.0 (35) p>0.05 

中立或其他 86.6 13.4 100.0 (67) df：2 

總和 87.9 12.1 100.0 (214) n：214 

    v：0.027 

  有 沒有 總和(n)  

G2

世

代 

支持 79.3 20.7 100.0 (82) x²=9.225 

稍微支持 86.5 13.5 100.0 (74) p<0.05 

中立或其他 67.6 32.4 100.0 (108) df：2 

總和 76.5 23.5 100.0 (264) n：264 

    v：0.187 

資料來源：黃秀端(2003)、黃紀(2016)。 

 

(二) 政黨認同與投票抉擇之交叉分析 

在政黨認同與投票抉擇分析的部分，採用政黨認同的方向來測量，本研究

假設越認同某政黨則越會將選票投給代表該黨的候選人。並且政黨認同對於投

票抉擇的影響 G1 世代會大於 G2 世代。 

表四—14 交叉分析結果顯示政黨認同與選民的投票抉擇具有統計上的顯著

關係(p<0.001)，並且在 G1 和 G2 世代中都得到數據上的支持。進一步對照

Cramer’s V 係數來比較顯著的強度，可以發現政黨認同對於 G1 時代的年輕選

民有更強烈的關聯(0.656>0.618)。也就是說政黨認同在 G1 世代下更能影響年輕

人的投票決定。雖然差距很小，但仍符合本研究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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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15 政黨認同與投票抉擇交叉分析 

資料來源：黃秀端(2003)、黃紀(2016)。 

四、 小結 

本節欲探討政黨認同的強度是否會影響投票與否，以及政黨認同的方向

是否會影響投票抉擇。從數據中顯示無論在 G1 或 G2 世代下，政黨認同與投

票與否之間只有 G2 世代具有統計上的顯著關係。 

在投票抉擇方面，同樣在 G1 與 G2 世代下，政黨認同與投票抉擇存在

者顯著關係。而就影響強度比較，G1 與 G2 世代皆顯著影響(p<0.001)，比較

Cramer’s V 係數政黨抉擇的方向在 G1 的影響程度大於 G2(0.656>0.618)，符

合研究假設。 

  

投票抉擇 

政黨認同 
宋楚瑜 連戰 陳水扁 

總和(n) 統計分析 

G1

世

代 

國民黨 29.4 64.7 5.9 100.0 (17) x²=147.137 

民進黨 10.8 1.5 87.7 100.0 (65) p<0.001 

新黨 66.7 33.3 0.0 100.0 (3) df：8 

親民黨 100.0 0.0 0.0 100.0 (37) n：171 

中立或其他 44.9 14.3 40.8 100.0 (49) v：0.656 

 總和 42.7 11.7 45.6 100.0 (171)  

  朱立倫 蔡英文 宋楚瑜 總和(n)  

G2

世

代 

國民黨 68.8 9.4 21.9 100.0 (32) x²=142.630 

民進黨 0.0 98.7 1.3 100.0 (76) p<0.001 

親民黨 0.0 16.7 83.3 100.0 (6) df：8 

時代力量 0.0 100.0 0.0 100.0(13) n：187 

中立或其他 10.0 73.7 16.7 100.0 (60) v：0.618 

 總和 15.0 72.7 12.3 100.0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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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候選人評價影響投票行為 

一、 資料處理 

在候選人評價部分，本研究假設對於候選人之間的評價有差異，才會去

投票，並且選民會比較傾向將選票投給評價高分的候選人。因此在變數處理

方，面首先將三組候選人的評價分數兩兩相減，若分數相差 3 分以上，則該

選民對於這兩位候選人的評價有差異並創造新變數「候選人評價差異」，該變

數分為四類：「1.顯著喜歡一號」、「2.顯著喜歡二號」、「3.顯著喜歡三號」、「4.

無喜好差異」。 

由於在 G1 世代中，投票給李敖和許信良的次數非常少，為了避免影響

數據，將李敖和許信良的候選人不納入總體分析時的考量。 

表 四—16 候選人評價測量題表 

 2000 2016 變數編碼 

候 

選 

人 

評 

價 

共五題，針對五位總統

候選人評分：對這位候

選人喜歡的程度，非常

喜歡請給十分,非常不喜

歡給零分，普通沒感覺

是五分 

Feeling1：宋楚瑜評分 

Feeling2：連戰評分 

Feeling3：李敖評分 

Feeling4：許信良評分 

Feeling5：陳水扁評分 

共三題，針對三位候選

人評分：接著，我們想

要請您用 0 到 10 來表

示您對這次總統 選舉

幾個候選人的看法，0

表示您「非常不喜歡」

這個 候選人，10 表示

您「非常喜歡」這個候

選人。請問，  

K2a：蔡英文評分 

K2b：朱立倫評分 

K2c：宋楚瑜評分 

候選人評價差異：兩兩

相減，分數相差 3 分以

上則喜好有差異。 

1.顯著喜歡一號 

2.顯著喜歡二號 

3.顯著喜歡三號 

4.無喜好差異 

 

候選人有無評價：將候

選人評價差異變數進行

二分類。 

1.有差異 

2.無差異 

 

資料來源：黃秀端(2003)、黃紀(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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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候選人評價描述性分析 

在表四—17 中顯示 G1 世代中，有 22.6%的選民給宋楚瑜的評價最高、

1.5%的選民給連戰的評價最高，以及 33.8%的選民給陳水扁的評價最高，並

有 42.1%的人沒有喜好差異；在 G2 世代中，有 1.1%的選民給朱立倫的評價

最高、41.8%的選民給蔡英文的評價最高，以及 3.3%的選民給宋楚瑜的評價

最高，並有 53.8%的人沒有喜好差異。 

表 四—18 不同世代候選人評價差異 

 G1  G2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顯著喜歡宋 30 22.6 顯著喜歡朱 2 1.1 

顯著喜歡連 2 1.5 顯著喜歡蔡 77 41.8 

顯著喜歡陳 45 33.8 顯著喜歡宋 6 3.3 

無喜好差異 56 42.1 無喜好差異 99 53.8 

總和 133 100.0 總和 184 100.0 

資料來源：黃秀端(2003)、黃紀(2016)。 

 

將「候選人評價差異」變數進行二分類，分成有差異和無差異。表四—

19 中顯示在 G1 世代中，有 57.9%的選民對於不同候選人之間彼此評價有顯

著差異，而有 42.1%的選民則沒有喜好的明顯差異。在 G2 世代中，有 46.2%

的選民對於不同候選人之間彼此評價有顯著差異，有 53.8%的選民沒有喜好

的明顯差異。 

表 四—20 不同世代候選人評價有無差異 

 G1 G2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有差異 77 57.9 85 46.2 

無差異 56 42.1 99 53.8 

總和 133 100.0 184 100.0 

資料來源：黃秀端(2003)、黃紀(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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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候選人評價影響投票行為之分析 

(一) 候選人評價差異與投票與否之交叉分析 

對於不同候選人的評價是否有差異作為解釋投票與否的依據，對於不同候

選人的評價有大於三分以上的明顯喜好差異的有無，與投票與否之間的關聯，

對照表四—21 中顯示，在 G1 世代中對於候選人之間評價有差異的選民有 77

位，其中有 93.5%的人有去投票，而有 6.5%的選民沒有去投票；而平價沒有差

異的則有 55 位，其中有 85.5%的選民有去投票，而有 14.5%的選民沒有去投

票。在 G2 世代中對於候選人之間評價有差異的選民有 85 位，其中有 87.1%的

人有去投票，而有 12.9%的選民沒有去投票；而評價沒有差異的則有 99 位，其

中有 65.7%的選民有去投票，而有 34.3%的選民沒有去投票。只有 G2 世代達到

統計上的顯著。而對照是否有差異與投票與否的關聯 G2 世代大於 G1 世代的選

民(P≤0.001)，符合本研究假設候選人評價的分數在 G2 世代下影響較 G1 大。 

表 四—22 候選人評價有無差異與投票與否之交叉分析 

投票與否 

評價有無差異 
有 沒有 總和(n) 統計分析 

G1

世

代 

有差異 93.5 6.5 100.0 (77) x²=2.343 

無差異 85.5 14.5 100.0 (55) p>0.05 

總和 90.2 9.8 100.0 (132) df：1 

    v：0.133 

  有 沒有 總和(n)  

G2

世

代 

有差異 87.1 12.9 100.0 (85) x²=11.339 

無差異 65.7 34.3 100.0 (99) p≤0.001 

總和 75.5 24.5 100.0 (184) df：1 

    v：0.248 

資料來源：黃秀端(2003)、黃紀(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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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候選人評價分數與投票抉擇之交叉分析 

對於候選人的評價是否影響選民的投票抉擇，本研究採用「候選人評價差

異」之變數與投票抉擇進行交叉分析。表四—23 數據顯示，在 G1 和 G2 世代

中，對於候選人的評價與投票抉擇的關聯，在兩個世代中都相當顯著 p<0.001。 

候選人評價是響選民投票抉擇的關聯強弱程度，對照 Cramer’s V 係數可以

發現在 G2 世代下候選人評價對於投票抉擇的影響程度大於 G1 世代

(0.932>0.875)，符合本研究假設候選人評價分數在 G2 比 G1 時期關係更顯著。  

 

表 四—24 候選人評價分數與投票抉擇之交叉分析 

投票抉擇 

評價分數 
宋楚瑜 連戰 陳水扁 總和(n) 統計分析 

G1

世

代 

顯著喜歡宋 96.3 0.0 3.7 100.0 (27) x²=107.195 

顯著喜歡連 0.0 100.0 0.0 100.0 (2) p<0.001 

顯著喜歡陳 2.4 2.4 95.1 100.0 (41) df：4 

總和 38.6 4.3 57.1 100.0(70) n：70 

     v：0.875 

  朱立倫 蔡英文 宋楚瑜 總和(n)  

G2

世

代 

顯著喜歡朱 100.0 0.0 0.0 100.0 (2) x²=123.443 

顯著喜歡蔡 0.0 100.0 0.0 100.0 (65) p<0.001 

顯著喜歡宋 0.0 25.0 75.0 100.0 (4) df：4 

總和 2.8 93.0 4.2 100.0(71) n：71 

     v：0.932 

資料來源：黃秀端(2003)、黃紀(2016)。 

四、 小結 

本節欲探討候選人評價是否有差異會不會影響投票與否，以及給予某候

選人評價顯著高分時是否會影響投票抉擇。從數據中顯示僅有 G2 世代中對

於不同候選人之間的評價有差異與投票投票與否有顯著關係，符合研究假

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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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投票抉擇方面，同樣在 G1 與 G2 世代下，選民會將選票投給評分較

高的政黨候選人，並且無論在 G1 或 G2 世代下候選人評價與投票抉擇之間的

關係都相當顯著，符合研究假設。而就影響強度比較，G1 與 G2 世代皆顯著

影響(p<0.001)，進一步比較 Cramer’s V 係數候選人評價分數在 G2 的影響程

度大於 G1(0.932>0.875)，符合研究假設。 

 

第四節 網路使用時間影響投票行為 

一、 資料處理 

在網路使用時間部分，本研究假設使用網路關心選舉訊息的時間越長，

表示對政治議題越有興趣也越會去投票。此外，由於民進黨在網路宣傳上表

現得比國民黨優越，因此本研究假設使用網路關心選舉資訊的時間越長，越

會將選票投給民進黨的候選人。 

在網路使用時間的變數處理部分，2000 年關於網路使用時間的問卷內容

為「Nettime：請問您在這次選舉期間，是不是經常上網閱讀有關選舉方面的

消息?」。而 2016 年的問卷內容為「請問您去年選舉期間，平均每天花多少時

間注意網路上的選舉新聞呢？」。兩組問題大同小異，但是在回答的方式則有

差距。2000 年的問卷分類方式是「1 經常、2.偶爾、3 很少、4 從不」，而對

照 2016 年的問卷則是以詳細的時間最為分類「1 三十分鐘以下、2 三十至六

十分鐘、3 六十分鐘到九十分鐘、4 九十分鐘到一百二十分鐘、5 超過一百二

十分鐘、6 偶爾注意、7 完全不注意」。針對這兩組題目的回答，本研究進行

整合「1 經常(90-120 分鐘以上)、2.偶爾(31-90 分鐘)、3.很少(30 分鐘以下)、

4.從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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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25 網路使用時間測量題表 

 2000 2016 變數編碼 

網路

使用

時間 

Nettime：請問您在這次

選舉期間，是不是經常

上網閱讀有關選舉方面

的消息? 

A4：請問您去年選舉期

間，平均 每天花多少

時間注意網路 上的選

舉新聞呢？ 

1. 經常(90-120 分鐘

以上) 

2. 偶爾(31-90 分鐘) 

3. 很少(30 分鐘以下) 

4. 從不 

資料來源：黃秀端(2003)、黃紀(2016)。 

二、 網路使用時間描述性分析 

在 G1 世代中，有 4.7%的選民經常使用網路、21.1%的選民偶爾使用網

路、有 19.7%的選民很少使用網路、有 54.5%的選民從不使用網路關心選舉

資訊；在 G2 世代中，有 5.4%的選民經常使用網路、40.2%的選民偶爾使用

網路、有 45.6%的選民很少使用網路、只有 8.8%的選民從不使用網路關心選

舉資訊。對照 G1 時代的年輕人與 G2 世代相比，可以看到年輕人使用網路的

頻率明顯增加。  

表 四—26 不同世代網路使用時間 

 G1 G2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經常 10 4.7 14 5.4 

偶爾 45 21.1 105 40.2 

很少 42 19.7 119 45.6 

從不 116 54.5 23 8.8 

總和 213 100.0 261 100.0 

資料來源：黃秀端(2003)、黃紀(2016)。 

 

三、 網路使用時間與投票行為之分析 

(一) 網路使用時間與投票與否之交叉分析 

觀察表四—27 中顯示發現，利用網路關心選舉資訊的時間越長越會去投票

的現象，只有在 G2 世代中有顯著差異。也就是說，無論使用網路時間的長



 

44 

 

短，對於 G1 世代的選民而言並不會影響他們的投票意願。相對的，G2 世代中

經常使用網路的選民(92.9%)會去投票，相反的，從不使用網路關心選舉資訊的

選民則高達 52.2%的人不會去投票，在網路使用時間與投票與否的交叉分析數

據驗證本研究假設。 

表 四—28 網路使用時間與投票與否之交叉分析 

投票與否 

網路時間 
有 沒有 總和(n) 統計分析 

G1 

網路

使用

時間 

經常 90 10 100.0 (10) x²=2.264 

偶爾 93.2 6.8 100.0 (44) p>0.05 

很少 90.5 9.5 100.0 (42) df：3 

從不 85.2 14.8 100.0 (115) n：211 

總和 88.6 11.8 100.0 (211) v：0.104 

  有 沒有 總和(n)  

G2 

網路

使用

時間 

經常 92.9 7.1 100.0 (14) x²=15.207 

偶爾 82.9 17.1 100.0 (105) p<0.05 

很少 75.6 24.4 100.0 (119) df：3 

從不 47.8 52.2 100.0 (23) n：261 

總和 77.0 23.0 100.0 (261) v：0.241 

資料來源：黃秀端(2003)、黃紀(2016)。 

 

(二) 網路使用時間與投票抉擇之交叉分析 

表四—29 中在投票抉擇部分，使用網路關心選舉訊息時間的長短只會影響

G2 世代年輕人的投票抉擇(p<0.05)，而在 G1 世代中並不顯著。只有 G2 世代下

的數據支持本研究的假設，在 G2 世代中網路使用的時間長短與選民的投票抉

擇有顯著關係。在 G2 世代中，從不使用網路接收選舉資訊的選民有 23 位，其

中有 44%的選民將選票投給國民黨候選人朱立倫，44.4%的選民將選票投給蔡

英文，而有 11.1%的選民將選票投給宋楚瑜。 

相反的在經常使用網路的有 14 位，其中有 92.3%將選票投給民進黨的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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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人，7.7%的選民投票給朱立倫，經常使用網路的選民中沒有人將選票投給宋

楚瑜。而偶爾使用網路的選民有 105 位，其中有 8.8%的選民投給朱立倫、

77.5%的選民將選票投給蔡英文，13.8%的選民將選票投給宋楚瑜。從交叉分析

中可以發現使用網路的時間越長越傾向將選票投給民進黨的候選人。 

表 四—30 網路使用時間與投票抉擇之交叉分析 

投票抉擇 

網路時間 
宋楚瑜 連戰 陳水扁 總和(n) 統計分析 

G1 

世

代 

經常 71.4 0.0 28.6 100.0 (7) x²=4.731 

偶爾 36.1 8.3 55.6 100.0 (36) p>0.05 

很少 41.7 13.9 44.4 100.0 (36) df：6 

從不 4.4 13.3 42.2 100.0 (90) n：169 

總和 43.2 11.8 45.0 100.0 (169) v：0.118 

  朱立倫 蔡英文 宋楚瑜 總和(n)  

G2 

世

代 

經常 7.7 92.3 0.0 100.0 (14) x²=12.617 

偶爾 8.8 77.5 13.8 100.0 (105) p<0.05 

很少 19.0 76.9 13.1 100.0 (119) df：6 

從不 44.4 44.4 11.1 100.0 (23) n：186 

總和 15.1 72.6 12.4 100.0 (261) v：0.184 

資料來源：黃秀端(2003)、黃紀(2016)。 

四、 小結 

本節欲探討「使用網路關心選舉資訊的頻率會不會影響投票與否」，以

及「是否越常使用網路關心選舉議題的選民越會將選票投給民進黨」。從數據

中顯示 G2 世代的年輕人使用網路關心選舉議題的比例比 G1 世代多，並且在

G1 世代下，無論網路使用時間的長短對於投票與否以及投票抉擇都沒有影

響。而網路使用的時間對於 G2 世代下無論是「投票與否」或「投票抉擇」

的關聯都具有統計上的顯著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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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認同意識影響投票行為 

一、 資料處理 

為了探討族群認同對於民眾投票行為的作用，本研究嘗試將「台灣人/

中國人認同」及「統獨立場」兩個題目建立新變數「認同意識」的指標，主

要的原因在於這兩個變數，正好捕捉到近年來台灣主體意識與中國意識抗衡

中，最重要的兩個爭論點：「台灣人 VS.中國人」、「台灣獨立 VS.中國統一」。 

表 四—31 認同意識測量題表 

 2000 2016 變數編碼 

族群

認同 

Iedn：請問您認為自己

是台灣人，還是中國

人，還是既是台灣人也

是中國人？ 

Ethnic：是由連續題組

(P1、P1a、P1b)所建構

的「族群意識」變數。 

1.台灣人 

2.都是 

3.中國人 

統獨

立場 

Issue1：國內對於臺灣

的前途問題有很多爭

論，有人認為未來臺灣

獨立比較好；也有些人

認為未來兩岸統一比較

好。請問您的意見是怎

樣？ 

TONDU3：是由連續題

組(P5)重新編碼所建構

的「統獨三分類」變

數。 

1.大陸統一 

2.維持現狀 

3.台灣獨立 

資料來源：黃秀端(2003)、黃紀(2016)。 

 

指標建構方式中對於「台灣人/中國人認同問題」，回答自己是「台灣

人」者為 2 分、「都是」者 1 分、「中國人」者 0 分，分數僅為了統計方便，

並無實質高低的意義。在「統獨」問題中，屬於「傾向獨立」者 2 分、「維持

現狀」者 1 分，「傾向統一」者 0 分，並將這兩題題目的數字相加，得到一個

0 至 4 分的尺度，0 表示認同意識低，4 則表示認同意識高12。 

  

                                                 

12 此建構方式參考自鄭夙芬(200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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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傾向獨立 2 維持現狀 1 傾向統一 0 

台灣人 2 4 3 2 

都是 1 3 2 1 

中國人 0 2 1 0 

 

「認同意識」此一指標能夠將認同與選擇分別賦予一個程度上的區別，

再藉由兩者的加總作為每一位受訪者認同與選擇之「一致」或「背離」的程

度，譬如認同意識 0 或 4 的選民在認同和抉擇上都是相當清楚一致的，而認

同意識 2 的選民可能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卻傾向獨立，或是認為自己是台灣人

卻傾向統一，他們在感性認同與理性選擇上是相互背離的。同時考量到理性

與感性的因素考慮進來創造「認同意識」這個新變數，得到的是「程度」而

不是「類別」。 

二、 認同意識描述性分析 

本研究預測量認同意識對於投票與否以及投票抉擇是否有影響力，故在

投票抉擇方面，本研究假設認同意識的分數越一致，越會去投票。也就是說

認同意識 2 的選民在自我認同和選擇上有所矛盾，或是保持在中立的態度

下，較不會去投票。而在投票抉擇方面，本研究假設認同意識越高則越會將

選票投給民進黨所推出的候選人。認同意識由 0 至 4 分，在認同意識(一致/

背離)部分，區分為二類「1.認同意識一致(0、1、3、4)」以及「2.認同意識背

離/中立(2)」。而在認同意識高低的部分，本研究區分為二類「1.認同台灣意

識(3、4)」、「低認同中國意識(0、1、2)」。表四—32 為兩個不同世代中認同意

識分數的分布情形，G1 世代中認同意識 4 分者有 13.6%，而在 G2 世代中明

顯成長到 43%，可以得知年輕人對於台灣的認同意識越來越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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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33 不同世代認同意識程度 

 G1 G2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0 4 2.0 1 0.4 

1 24 12.1 5 2.0 

2 87 43.9 41 16.0 

3 56 28.3 97 37.9 

4 27 13.6 112 43.8 

總和 198 100.0 256 100.0 

資料來源：黃秀端(2003)、黃紀(2016)。 

 

表四—21 中顯示認同意識一致或背離/中立的程度，在 G1 世代中認同意

識一致的有 56.1%，認同意識背離/中立者則有 40.3%。在 G2 世代中認同意

識一致的有 81,4%，認同意識背離/中立者則有 15.5%。 

表 四—34 不同世代認同意識一致/背離程度 

 G1 G2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一致 111 56.1 215 81.4 

背離/中立 87 40.3 41 15.5 

總和 198 100.0 256 100.0 

資料來源：黃秀端(2003)、黃紀(2016)。 

 

在認同意識偏向(台灣/中國)的部分，表四—22 中顯示，在 G1 世代中有

41.9%的年輕選民偏向台灣意識，而有 58.1%的選民偏向中國意識。在 G2 世

代中有 81.6%的年輕選民偏向台灣意識，而有 18.4%的選民偏向中國意識，

在 G2 世代中年輕人對於台灣的認同意識越來越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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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35 不同世代認同意識(台灣/中國) 

 G1 G2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認同台灣意識 83 41.9 209 81.6 

認同意中國識 115 58.1 47 18.4 

總和 198 100.0 256 100.0 

資料來源：黃秀端(2003)、黃紀(2016)。 

 

三、 認同意識與投票行為之分析 

(一) 認同意識與投票意願之交叉分析 

本研究假設，若選民的認同意識越一致則其投票意願則越高，觀察在認同

意識(一致/背離)與投票意願之交叉分析，表四—23 數據顯示在 G1 世代中，認

同意識一致的選民共有 111 位，其中有 89.2%的選民有去投票，有 10.8%的選民

表示沒有去投票，而在認同意識背離/中立的選民中共有 86 位，其中有 83.7%

的選民有去投票，而有 16.3%的選民表示沒有去投票。 

在 G2 世代中，認同意識一致的選民共有 214 位，其中有 76.6%的選民有

去投票，有 23.4%的選民表示沒有去投票，而在認同意識背離/中立的選民中共

有 41 位，其中有 73.2%的選民有去投票，而有 23.9%的選民表示沒有去投票。 

在兩個不同世代下，認同意識一致或是背離(中立)並沒有辦法影響民眾的

投票意願，不符合本研究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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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36 認同意識與投票與否之交叉分析 

投票與否 

認同意識 
有 沒有 總和(n) 統計分析 

G1

世

代 

一致 89.2 10.8 100.0 (111) x²=1.265 

背離/中立 83.7 16.3 100.0 (86) p>0.05 

總和 86.8 13.2 100.0 (197) df：1 

    v：0.080 

  有 沒有 總和(n)  

G2

世

代 

一致 76.6 23.4 100.0 (214) x²=0.227 

背離/中立 73.2 26.8 100.0 (41) p>0.05 

總和 76.1 23.9 100.0 (255) df：1 

    v：0.030 

資料來源：黃秀端(2003)、黃紀(2016)。 

 

(二) 認同意識與投票抉擇之交叉分析 

進一步檢視不同世代年輕選民的認同意識高低與其投票抉擇之間的關聯

性，數據顯示無論在 G1 或 G2 世代下認同意識與投票抉擇之間具有顯著關係

(p<0.001)。在 G1 世代中，認同意識高者共有 66 位，其中有 27.3%投票給宋

楚瑜、9.1%的選民投票給連戰，以及 63.6%的選民投票給陳水扁。而認同意

識低者共有 91 位，其中有 54.9%投票給宋楚瑜、13.2%的選民投票給連戰，

以及 31.6%的選民投票給陳水扁。 

在 G2 世代中，認同意識高者共有 150 位，其中有 11.7%%投票給朱立

倫、79.3%的選民投票給蔡英文，以及 10.0%的選民投票給宋楚瑜。而認同意

識低者共有 32 位，其中有 34.4%%投票給朱立倫、43.8%的選民投票給蔡英

文，以及 21.9%的選民投票給宋楚瑜。 

進一步比較認同意識的影響程度在哪一個世代中比較大，對照 Cramer’s 

V 係數認同意識在 G1 的影響程度大於 G2(0.318>0.311)，也就是說認同意識

的高低在 G1 世代下對於投票抉擇的影響比 G2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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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37 認同意識與投票抉擇之交叉分析 

投票抉擇 

評價分數 
宋楚瑜 連戰 陳水扁 總和(n) 統計分析 

G1

世

代 

認同台灣意識 27.3 9.1 63.6 100.0 (66) x²=15.860 

認同意中國識 54.9 13.2 31.9 100.0 (91) p<0.001 

總和 43.3 11.5 45.2 100.0 (157) df：2 

     v：0.318 

  朱立倫 蔡英文 宋楚瑜 總和(n)  

G2

世

代 

認同台灣意識 11.7 79.3 10.0 100.0 (150) x²=17.639 

認同意中國識 34.4 43.8 21.9 100.0 (32) p<0.001 

總和 14.8 73.1 12.1 100.0 (182) df：2 

     v：0.311 

資料來源：黃秀端(2003)、黃紀(2016)。 

四、 小結 

本節欲探討「認同意識一致/偏離(中立)是否對投票與否有影響」，以及

「是否認同意識的分數越高的選民越會將選票投給民進黨」。從數據中顯示無

論是 G1 或 G2 世代中認同意識一致/偏離(中立)對投票與否都沒有影響，也就

是說認同意識沒有辦法解釋選民的投票與否，因此不符合本研究期待。 

在認同意識(台灣/中國)與投票抉擇的影響層面看來，G1 與 G2 世代都相

當顯著，進一步比較兩個世代下哪一個影響力比較強，對照 Cramer’s V 係數

認同意識在 G1 的影響程度大於 G2(0.318>0.311)，也就是說，在 G1 世代中

認同意識更會影響選民的投票抉擇。在 G1 世代中民眾若認同自己是台灣

人、支持台獨則會將選票投給民進的候選人，然而隨著時間的推演台灣選民

的本土意識抬頭，更多選民認為自己是台灣人不再只是因為支持民進黨，不

因支持台灣獨立而是強調自己在台灣土生土長，因此在 G2 世代下反而在認

同意識與投票抉擇的關聯比 G1 低，但不可否認兩個世代中認同意識的高低

同樣對於選民的投票抉擇有很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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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交叉分析小結 

綜合上述分別針對不同世代的「政黨認同」、「候選人評價」、「網路使用

時間」、「認同意識」四個層面影響年輕選民的「投票與否」、「投票抉擇」做

描述性的交叉分析，結果發現，政黨認同的強度對投票與否的影響力 G2 世

代比 G1 世代更具顯著相關，與本研究預期不符。而政黨認同的方向對於投

票抉擇的關係在兩個世代中都顯著，並且 G1 世代的 Cramer’s V 係數大於 G2

世代，符合本研究假設。 

候選人評價的差異大則越會影響選民的投票與否，在 G2 世代中候選人

評價與投票與否之間的關聯大於 G1 世代，符合本研究假設。而在候選人評

價分數越高越傾向投給該候選人，這點在兩個世代中都顯著，並且 G2 世代

的影響力大於 G1 世代，符合本研究假設。 

在網路使用時間的部分，越常使用網路越會去投票只有在 G2 世代下顯

著，而 G1 世代並不受使用網路時間的長短影響，符合本研究假設。而投票

抉擇方面，G2 世代會受網路使用時間的長短去影響投票抉擇，使用網路的時

間長短與選民的投票抉擇之間具有顯著關係，符合本研究假設。 

而認同意識(一致/背離)在兩個世代中與年輕選民的投票與否的關係並不

顯著，不符合本研究假設。在投票抉擇方面，認同意識分數的高低與選民的

投票抉擇具有統計上的顯著關係，從交叉分析中可以觀察到高認同意識的選

民會將選票投給民進黨的候選人，在 G1 與 G2 世代下都呈現顯著，並且認同

意識的相關程度在 G1 世代下比 G2 世代大，不符合本研究的假設。 

 

第七節 不同世代投票行為之模型建構 

在之前的幾個小節本研究分別就不同自變數「政黨認同」、「候選人評

價」、「網路使用時間」、「認同意識」四個層面，影響年輕選民的「投票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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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投票抉擇」做描述性的交叉分析，來觀察自變數與依變數之間是否具

有關聯，接下來透過迴歸模型的方式來檢視，控制其他因素後，去驗證 G1

世代與 G2 世代之間的差異。 

一、 不同世代投票與否之勝算對數模型 

綜合比較以上交叉分析結果發現，政黨認同支持程度、候選人評價差

異、網路使用時間以及認同意識在 G1 世代中與投票與否之間的關聯性都不

具顯著，而政黨認同支持程度、候選人評價差異、網路使用時間，在 G2 世

代中與投票與否具有顯著關係。接下來本研究以下接續依照研究架分析之規

劃，建立起完整的投票抉擇迴歸模型，並納入一系列相關的變項，綜合討論

在其他條件均不變的情況下，各投票因素分別會對於投票行為發揮何種影

響，與其影響力強弱度之比較。 

為能進一步檢證本研究所設立的假設推論，在考量依變數投票意願為二

分類(有投票、未投票)之型態後，採取「二元勝算對數模型」進行模型分

析，在依變數的設定上，將有投票設定為 1、沒有投票設定為 0。除了原先的

變數「政黨認同強度」、「候選人評價差異」、「網路使用時間13」、「認同意

識」外，在控制變數上，審酌過去有關臺灣選民投票行為的相關研究，將可

能對投票意願產生影響的性別（楊婉瑩、林珮婷 2009）、地理區域14（鄭夙

芬 2009）及教育程度15（陳光輝、蔡奇霖 2010）等因素一併納入模型進行

控制。 

                                                 

13 網路使用時間部分，為了讓統計數據更具解釋力，故將變數重新編碼為「從不使用網

路」以及「使用網路」來進行測量。 
14
參考蕭怡靖（2012）於研究中將臺灣各地區以濁水溪為基準線之南北二地歸類方式。再

考 量宜花東地區樣本數偏低，但 選舉結果及政治氛圍與北部地 區相對較為接近，故將其歸併 

為北區。最後在不更改原始變 數的原則下，將原始選項合併劃分為二類（其他選項設定為 遺

漏值）： 1.北部（包含：宜蘭縣、桃園縣、新竹縣、苗栗縣、彰化縣、南投縣、花蓮縣、基隆

市、新竹市、金門縣、連江縣、臺北市、新北市、臺中市） 0.南部（包含：雲林縣、嘉義縣、

屏東縣、臺東縣、澎湖縣、嘉義市、高雄市、臺南市）。 
15
 由於本研究針對年情人作為分析對象，而九年一貫等因素讓現今年輕人受教普及且時間

較長，故考量樣本分布將教育程度二分為「高中職及專科以下」、「大學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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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二元勝算對數模型所 呈現出來的「ß」是指勝算對數的值，在報表

資料的內容敘述上較不容易做出直觀詮釋，因此本研究統一採用 Exp（ß）

值（即勝算比或機率比，指事件發生與不會發生的可能性比較）作權衡不同

變數影響力強弱的解釋依據，藉以預測自變數對依變數的實際影響。而勝算

比 Exp（ß）是以「1」為判定標準，當小於 1 時，表示該自變數對依變數呈

現負相關；而大於 1 時，則表示正相關（莊文忠 2011； 羅清俊 2013）。 

對照表四—25 投票與否勝算對數模型中顯示，在政黨認同的強度的部

分，若模型控制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G1 世代年輕選民擁有「政黨認同支

持」者其投票意願高的勝算，要比「中立或其他」者減少「0.733 倍」【即

（0.267-1）*100%】；而「政黨認同稍微支持」者其投票意願高的勝算，要比

「中立或者其他」者減少「0.419 倍」【即（0.581-1）*100%】。相對而言，

G2 世代的年輕選民內部擁有「政黨認同支持」者其投票意願高的勝算，要比

「中立或其他」者減少「0.346 倍」【即（0.654-1）*100%】；而「政黨認同稍

微支持」者其投票意願高的勝算，要比「中立或其他」者增加「1.776 倍」

【即（2.776-1）*100%】。數據顯示，G1 世代下的年輕人政黨認同的強若程

度在交叉分析中及不顯著，在模型中顯示無論政黨認同支持或是稍微支持者

其投票意願都不如政黨認同中立者，在 G2 世代中，政黨認同支持者其投票

意願同樣不如政黨認同中立者，然而若選民的政黨認同為稍微支持者其投票

意願則會高於政黨認同中立者。 

而就候選人評價差異大小的部分，若模型控制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

G1 世代年輕選民擁有「有評價差異」者其投票意願高的勝算，要比「無差

異」者增加「8.609 倍」【即（9.609-1）*100%】並達到 p<0.05 的顯著性。相

對而言，G2 世代的年輕選民內部擁有「有評價差異」者其投票意願高的勝

算，要比「無差異」者增加「2.916 倍」【即（3.916-1）*100%】，並達到

p<0.01 的顯著性。在交叉分析中及呈現候選人評價差異對於投票意願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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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 世代或大於 G1 世代，並在模型中呈現，無論是 G1 或 G2 世代中對於候

選人評價有差異者比無差異者更會去投票。 

就網路使用時間的部分，若模型控制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G1 世代

年輕選民沒有使用網路比有使用網路者投票意願高的勝算，則減少「0.143

倍」【即（0.866-1）*100%】。相對而言，G2 世代的年輕選民沒有使用網路者

其投票意願高比有使用網路者減少「0.506 倍」【即（0.494-1）*100%】。數據

顯示，無論在 G1 或 G2 世代中，沒有使用網路者其願意去投票的比例比有使

用網路的者低，換句話說在兩個不同世代中，越常使用網路的年輕選民越傾

向去投票。 

就認同意識的部分，若模型控制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G1 世代年輕

選民擁有「認同意識一致」者其投票意願高的勝算，要比「認同意識背離」

者增加「0.355 倍」【即（1.355-1）*100%】。相對而言，G2 世代的年輕選民

內部擁有「認同意識一致」者其投票意願高的勝算，要比「認同意識背離」

者減少「0.118 倍」【即（0.882-1）*100%】。數據顯示，在 G1 下對於認「認

同意識一致」比「認同意識背離」更傾向去投票，然而在 G2 世代下「認同

意識一致」者比「認同意識背離」者的投票意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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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38 不同世代投票與否之勝算對數模型 

資料來源：黃秀端(2003)、黃紀(2016)。 

說明：1.依變項：1=有去投票，0=沒有去投票。2.***p<0.001、**p<0.01、*p<0.05。 

 

  

 2000 2016 

 係數 (標準誤) Exp(B) 係數 (標準誤) Exp(B) 

政黨認同(中立=0)       

支持 -1.319 .930 .267 -.424 .519 .654 

稍微支持 -.544 1.022 .581 1.021 .606 2.776 

候選人評價差異(無差=0)      

候選人評價有差異 2.263* .972 9.609 1.365** .471 3.916 

網路使用時間(有使用=0)      

從不使用網路 -.144 .709 .866 -.706 .742 .494 

認同意識(背離=0)       

一致 .304 .653 1.355 -.126 .546 .882 

性別(女=0)       

男性 1.456 .790 4.288 -.993* .444 .370 

教育程度(大學以上=0)      

高中、職、專科 1.762* .745 .207 -1.276** .460 .279 

地理區(南部=0)       

北部 -1.577 .857 .207 .161 .488 1.175 

常數 1.095 1.070 2.988 1.574* .688 4.825 

樣本數 

自由度 

顯著度 

卡方值 

Pseudo 𝑅2 

 121 

8 

0.042 

16.026 

0.251 

   176 

8 

0.000 

39.766 

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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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不同世代投票抉擇之勝算對數模型 

綜合比較以上交叉分析結果發現，投票抉擇部分，「政黨認同」、「候選

人評價」、「認同意識」在 G1 世代的投票抉擇中都有顯著關係，而「政黨認

同」、「候選人評價」、「網路使用時間」、「認同意識」在 G2 世代的投票與抉

擇都有顯著相關。接下來本研究以下接續依照研究架分析之規劃，建立起完

整的投票抉擇迴歸模型，並納入一系列相關的變項，綜合討論在其他條件均

不變的情況下，各投票因素分別會對於投票行為發揮何種影響，與其影響力

強弱度之比較。 

由於隨著時間的更迭，兩個年度出來參選的候選人不同，但可以看出台

灣整體而言從以前到現在，都是以「泛藍」、「泛綠」兩大聯盟的競爭，參考

其他學者跨年度的研究方式(鄭夙芬，2009)，本研究將選民的投票抉擇重新

分類為「泛藍」以及「泛綠」兩大陣營，並將國民黨、親民黨參選人歸類為

「泛藍」；民進黨參選人歸類為「泛綠」。分類完畢後重新以二元勝算對數模

型比較各個變數對於選民投票抉擇(泛藍、泛綠)的影響。 

自變數方面，將「網路使用時間」、「候選人評價16」設定為「連續變

數」(continuous variable)，其餘變數「政黨認同方向17」、「認同意識18」以及

人口學變數「性別」、「教育程度」、「地理區域」為「質化變數」(qualitative 

variable)，「虛擬變數」(dummy variable)登錄處理。 

其中有關候選人評價變項的處理，由於年輕人的樣本數太少，本研究試

圖從當年度的數據中檢視樣本中不分年齡，其對於個別候選人的喜好分布如

                                                 

16 候選人評價部分，採用選民對各個候選人(0-10)直接評分，0 分表示非常不喜歡，10 表

示非常喜歡。 
17為了讓統計數據更具解釋力，故將變數重新編碼，在政黨認同分為在 2000 樣本中將國民

黨、新黨、親民黨設定為「泛藍」、民進黨為「泛綠」。在 2016 樣本中將國民黨、親民黨設定為

「泛藍」、民進黨、時代力量為「泛綠」。 
18 由於樣本數量過少，便將認同意識重新編碼為「認同意識高(3、4)」以及「認同意識低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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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結果發現在兩個年度中喜好無差異的選民接近半數，在 2000 的全體樣本

中，喜歡宋楚瑜的有 152 位(17.9%)、喜歡連戰的有 21 位(2.5%)、喜歡陳水扁

的有 240 位(28.3%)，而對於各個候選人喜好無差異的則有超過半數 434 位

(51.2%)；2016 年的候選人喜好差距更大，喜歡朱立倫的有 70 位(6.7%)、喜

歡蔡英文的有 446 位(42.7%)、喜歡宋楚瑜的有 29 位(4.7%)，另外有將近半數

480 位(45.9%)的選民沒有喜好差異。兩個年度中雖然有三組候選人，但是民

進黨候選人的次數明顯偏高，因此本研究在模型數據中必須進行調整，故在

候選人評價部分，本研究回歸到最原始的變數值，也就是選民對於候選人的

直接評分(0 至 10 分)，0 分表示非常不喜歡，10 分表示非常喜歡，透過該變

數來檢視選民的投票抉擇。 

結果顯示，在 G1 世代中政黨認同為泛藍者相對於中立或其他者，投給

泛綠候選人的比投給泛藍候選人的勝算減少 1.00 倍【即（0.000-1）

*100%】，政黨認同為泛綠者相對於中立或其他者，投給泛綠候選人的比投給

泛藍候選人的勝算增加 1.09 倍【即（2.087-1）*100%】；在 G2 世代中政黨認

同為泛藍者相對於中立或其他者，投給泛綠候選人的比投給泛藍候選人的勝

算減少 0.96 倍【即（0.037-1）*100%】，政黨認同為泛綠者相對於中立或其

他者，投給泛綠候選人的比投給泛藍候選人的勝算增加 13.28 倍【即

（14.283-1）*100%】。並且，政黨認同對投票抉擇的影響在 G2 世代中無論

是泛藍認同者還是泛綠認同者都呈現顯著關係，而 G1 世代中則否，經過控

制其他因素後，模型中顯示 G2 世代中政黨認同較能影響年輕選民的投票決

定。 

在候選人評價部分，本研究並沒有將各候選人評價統整為「對泛藍(綠)

候選人評價」的原因是，本研究認為即使同為泛藍陣營，而選民在不同候選

人的喜好上可能會有差異，從候選人評價交叉表中可知 2000 年對宋楚瑜評價

分數越高越會投給宋楚瑜，次之則是陳水扁而非同為泛藍政黨的連戰，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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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中也顯示，對宋楚瑜評價最高的選民會投給宋楚瑜，次之則為蔡英文而

非朱立倫，故本研究在此仍保留不同候選人的評價。從模型中可知，在 G1

世代中給宋楚瑜的評價每高一分，則投給泛綠比投給泛藍候選人勝算比減少

0.45 倍【即（0.551-1）*100%】，給連戰的評價每高一分，則投給泛綠比投給

泛藍勝算比減少 0.34 倍【即（0.660-1）*100%】，而給陳水扁的評價每高一

分，則投給泛綠比投給泛藍勝算比增加 1.87 倍【即（2.874-1）*100%】；在

G2 世代中，給朱立倫的評價每高一分，則投給泛綠比投給泛藍勝算比減少

0.27 倍【即（0.732-1）*100%】，給蔡英文評價每增加一分，投給泛綠比投給

泛藍者勝算比增加 2.06 倍【即（3.055-1）*100%】，而給宋楚瑜的評價每增

加一分，投給泛綠比投給泛藍者勝算比減少 0.39 倍【即（0.611-1）

*100%】。並且在 G1 世代中宋楚瑜與陳水扁評價與選民投票抉擇在模型中具

有顯著關係，而在 G2 世代中蔡英文與宋楚瑜的評價對於選民的投票行為在

模型中同樣具有顯著影響。 

接下來在網路使用時間部分，在 G1 世代中有使用網路者比從不使用網

路者，其投給泛綠比投給泛藍者勝算比增加 0.138 倍【即（1.138-1）

*100%】；而在 G2 世代中有使用網路者比從不使用網路者，其投給泛綠比投

給泛藍者勝算比增加 0.142 倍【即（1.143-1）*100%】19。 

在認同意識方面，G1 世代中認同台灣意識的年輕選民比認同中國意識

的選民投給泛綠者比投給泛藍候選人勝算比增加 0.25 倍【即（1.253-1）

*100%】；G2 世代中認同台灣意識的年輕選民比認同中國意識的選民投給泛

綠者比投給泛藍候選人勝算比增加 0.16 倍【即（1.158-1）*100%】。 

  

                                                 

19
 本研究原本使用之數值至小數點第二位，但若 G1、G2 兩個世代中網路使用時間對於投

票抉擇若四捨五入後，其 Exp(B)數值同為 0.14，故在此顯示至小數點第三位以便看出兩個世代

的差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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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39 不同世代投票抉擇之勝算對數模型(泛藍、泛綠) 

 2000 2016 

 係數 (標準誤) Exp(B)  係數 (標準誤) Exp(B) 

政黨認同(中立=0)  政黨認同(中立=0) 

泛藍 -21.311 4254.718 .000 泛藍 -3.292 0.911*** .037 

泛綠 .736 .692 2.087 泛綠 2.659 1.196* 14.283 

宋楚瑜評價 -.595 0.195** .551 朱立倫評價 -.312 .178 .732 

連戰評價 -.416 0.186* .660 蔡英文評價 1.117 0.342** 3.055 

陳水扁評價 1.056 0.281*** 2.874 宋楚瑜評價 -.493 0.189** .611 

網路時間(從不=0)   網路時間(從不=0)   

網路時間 .130 .340 1.138 網路時間 .133 .545 1.142 

認同意識(認同中國意識=0) 認同意識(認同中國意識=0) 

認同台灣意識 .225 .655 1.253 認同台灣意識 .147 .759 1.158 

性別(女=0)    性別(女=0)    

男性 .366 .673 1.442 男性 -.594 .702 .552 

教育程度(大學以上=0) 教育程度(大學以上=0) 

高中職專科 -.201 .788 .818 高中職專科 -1.331 .955 .264 

地理區(南部=0) 地理區(南部=0) 

北部 -.838 .680 .433 北部 -.031 .717 .970 

常數 -2.002 2.351 .135 常數 -1.861 2.903 .155 

樣本數 

自由度 

顯著度 

卡方值 

Pseudo 𝑅2 

154 

10 

0.000 

140.656 

0.801 

 樣本數 

自由度 

顯著度 

卡方值 

Pseudo 𝑅2 

178 

10 

0.000 

139.650 

0.794 

 

資料來源：黃秀端(2003)、黃紀(2016)。 

說明：1.對照組：0=泛藍候選人、1=泛綠候選人。 

2.***p<0.001、**p<0.01、*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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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本研究欲探討在「改革開放世代 G1」與「政黨輪替世代 G2」中 20 至

29 歲年輕選民投票行為之差異，並嘗試以「政黨認同」、「候選人評價」、

「網路使用時間」以及「認同意識」這四個面向來觀察不同世代「投票與

否」以及「投票抉擇」上的變化。 

本章共包含兩節內容：第一節為根據各項研究所得結果詳細說明與本研

究假設驗證的情況與位獲得支持的原因；在第二節的部分則整理出本研究在

進行時所碰到的研究困境以及相關限制，最後嘗試提出相應的解決方法與後

續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果與發現 

本節共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為描述「改革開放世代下年興選民的投

票行為」，第二部分則為「政黨輪替世代下年輕選民的投票行為」，最後一

部分則是統整與比較「不同世代年輕選民投票行為的差異」。先描述交叉分

析中自變數是否與依變數產生關連性，在進一步的對照模型中兩者的關聯是

正相關還是是負相關。 

一、 改革該放世代(G1)年輕選民的投票行為 

(一) 投票與否 

本研究針對四個不同的面向進行討論，在政黨認同方面，本研究假設政黨

認同越強越會去投票，但在交叉分析中顯示 G1 世代中政黨認同的強弱程度並

無法影響年輕選民的投票意願。在模型中若控制其他因素，政黨支持中立或其

他政黨者比較會去投票，不符合本研究期待，且在模型中也未得到統計上的顯

著關係。原因可能是 2000 年總統選舉中，當時有五組候選人競爭激烈，其中宋

楚瑜、連戰及陳水扁三組候選人的選票差異小，宋楚瑜與連戰之間又出現棄保

效應的威脅，使得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漁翁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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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候選人評價中，本研究假設認為評價有差異才會去投票，但在交叉分析

中 G1 世代對於不同候選人之間的評價與投票與否之間沒有顯著關聯。進一步

對照迴歸部分，對於候選人之間有評價差異者比沒有差異的選民更傾向去投

票。符合本研究期待，且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 

在網路使用時間，本研究假設經常使用網路關心選舉議題的人越會去投

票，但是在 G1 世代中不但使用網路的人很少與投票行為之間並沒有統計上的

關聯性，在回歸模型中顯示有使用網路的選民比沒有使用網路的選民更傾向去

投票，符合本研究期待但並沒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關係。在 2000 年選舉之前，

透過網路關心選舉資訊還不識那麼普遍，而長時間使用網路的人會被歸類為

「宅男、宅女」，不關心世事活在自己世界中。 

在認同意識部分，本研究假設認同意識的分數越一致(0、4)越會去投票，

從交叉分析中顯示在 G1 世代中對投票與否不存在統計上的關聯，而就迴歸分

析而言，認同意識比較一致的民眾比較傾向去投票，雖然符合本研究期待但未

達到統計上的顯著關係，原因可能是因為在 2000 年總統選舉中，中國大陸的威

脅使得選民的態度較為保守20。 

(二) 投票抉擇 

在政黨認同部分，交叉分析中顯示政黨認同與選民的投票行為呈現顯著關

聯，進一步對照模型中顯示 G1 世代中選民對於不同的政黨認同會顯著影響其

投票行為，選民會將選票投給自己認同政黨所提名的候選人，認同泛藍政黨的

選民比中立或認同其他政黨的選民更傾向將選票投給國民黨候選人，而認同泛

綠政黨的選民比中立或認同其他政黨的選民更傾向將選票投給民進黨候選人，

符合本研究假設，且具有統計上的顯著關係。 

                                                 

20
 2000年 3月 15 日，中央國務院總理朱鎔基總理表示「台灣的選舉是地方性選舉，是台灣

人民自己的事情，我們不想干預。“但是我們必須講清楚，不管誰上台，絕對不能搞台灣獨立，任

何形式的台灣獨立都不能允許。警告台獨主張：「誰要是搞台灣獨立，你就沒有好下場」(行政院大

陸委員會，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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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候選人評價部分，從交叉分析中候選人的評價與投票抉擇有顯著關

係。進一步對照模型發現給宋楚瑜的評價越高越會投給泛藍政黨的候選人，並

且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效果(p<0.01)，給連戰的評價越高越會將選票投給泛藍的候

選人，同樣達到顯著效果(p<0.05)，並且給宋楚瑜評價越高比給連戰的評價越高

越會投給泛藍的候選人。而給陳水扁的評價越高越傾向將選票投給泛綠候選

人，也是相當顯著的(p<0.001)。 

而在使用網路關心選舉的時間部分，在 G1 世代中有使用網路的選民比從

不使用網路的選民越會投給泛綠的候選人，也就是民進黨的陳水扁，民進黨一

直主打年輕、改革的路線，能夠吸引年輕族群的目光，而年輕人相較於其他年

齡的選民更善於使用網路來獲取資訊，這點也是符合本研究的假設，但未達到

統計上的顯著關係。 

最後在認同意識部分，認同台灣意識比認同中國意識者更傾向將選票投給

泛綠政黨的候選人，同樣也符合本研究的期待，但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關係。 

另外在其他變項中，性別、教育程度以及地理區的數據中顯示，「男性」、

「大學及以上」還有居住在「南部」的選民，更傾向將選票投給泛綠政黨的候

選人。 

在 G1 世代中「政黨支持強弱程度」、「候選人評價是否有差異」、「網路使

用時間長短」以及「認同意識一致或背離」都無法影響年輕人的投票與否的意

願。「候選人評價高低」能顯著影響年輕人的投票抉擇(投給誰)，符合本研究期

待。 

 

二、 政黨輪替世代(G2)年輕選民的投票行為 

(一) 投票與否 

在 G2 世代中，政黨認同在交叉分析中顯著影響選民的投票意願，對照

模型中顯示政黨支持者比政黨中立者更不會去投票，但在 G2 世代中，若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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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支持強度為「稍微」者，其願意去投票反而比「中立或其他政黨認同」者

還低，且沒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關係。在 2016 年當中，比較有意願去投票的

選民政黨認同強烈這是可以理解的，而中立或其他政黨認同者的投票意願較

「稍微」政黨認同者高，可以解讀為現今社會小黨林立，不再以藍綠作為唯

一區分，而中立或其他政黨認同者更有意願出來投票，即便小黨沒有推派總

統候選人但其願意表達自我的意願與訴求。另外再 2016 年的總統選舉中，中

立與其他政黨認同者占「40.9%」，為政黨認同分類中比例最高，再對照政黨

認同與投票抉擇的交叉表發現政黨認同為中立或其他政黨者有「72.7%」將選

票投給蔡英文大約有 44 人，而認同民進黨的選民投給蔡英文的人則有 75

人。蔡英文確實成功吸引許多沒有政黨認同中立或是其他小黨的選民。 

候選人評價部分，在交叉分析中顯示，選民對於候選人的評價是否有差

異會影響選民的投票意願，然而在模型中檢視，若控制其他因素不變，則對

於候選人評價差異越大比沒有差異者更傾向去投票，符合本研究假設且達到

統計上的顯著關係(p<0.01)。 

網路使用時間部分，在交叉分析中顯示 G2 世代中網路使用時間的長短

與投票與否有顯著關係，進一步檢視迴歸數據後發現，如本研究預期，網路

傳播訊息在 G2 世代中發酵，有使用網路的年輕選民其投票意願比從不使用

網路的選民高，符合本研究期待，但在統計上沒有達到顯著。 

在認同意識部分 G2 世代中，認同意識與投票與否在交叉分析具有統計

上的關聯性，進一步觀察模型發現認同意識越一致，相較於認同意識背離者

越傾向去投票，符合本研究期待。 

  

(二) 投票抉擇 

在 G2 世代裡，在交叉分析中政黨認同對於投票抉擇存在統計上的關聯，

進一步檢視模型數據顯示，認同泛藍的選民相較於中立選民較傾向將選票投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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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藍候選人，並具有統計上的顯著關係(p<0.001)。反之亦然，認同泛綠的選民

相較於中立選民較傾向將選票投給泛綠候選人(p<0.05)，符合本研究期待。 

在候選人評價部分，對於不同候選人的評價差異在交叉分析中顯示會顯著

影響選民的投票抉擇，進一步對照迴歸模型裡給朱立倫評價越高越傾向將選票

投給泛藍政黨的候選人，而給蔡英文的評價越高越傾向將選票投給泛綠政黨的

候選人，並且達到統計上的顯著關係(p<0.01)。給宋楚瑜的評價越高越傾向投給

泛藍政黨的選人，同樣達到統計上的顯著關係(p<0.01)。 

而在網路使用時間的部分，2016 年中網路使用時間的長短與投票抉擇存在

統計上的顯著關係，進一步觀察模型中的數據，若控制住其他因素，有使用網

路的人比從不使用網路者越會將選票投給泛綠政黨的候選人，符合本研究的期

待，但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關係。 

最後在認同意識部分，在交叉分析中認同意識與投票抉擇存在著統計上的

顯著關聯，而在模型中檢視該變數，當控制其他因素時認同台灣意識的選民比

認同中國意識的選民更傾向將選票投給泛綠政黨的候選人，同樣符合本研究的

期待，但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關係。 

另外在其他變項中，性別、教育程度以及地理區的數據中顯示，「女性」、

「大學及以上」還有居住在「南部」的選民，更傾向將選票投給泛綠政黨的候

選人。 

在 G2 世代中「候選人評價是否有差異」能顯著影響年輕人的投票與否的

意願。而「政黨認同方向」、「候選人評價高低」能顯著影響年輕人的投票抉

擇，符合本研究期待。 

 

三、 不同世代年輕選民的投票行為 

本研究希望從世代差異的角度去解釋，因為受到不同的成長環境在政治

社會化的過程中造不同世代選民的投票行為。在改革開放世代(G1)中政黨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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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對於候選人的評價以及認同意識會影響他們的投票行為。而在改革開放

世代(G2)中，新興的科技讓資訊流通更為便利，網路普及化智慧型手機、社

群網站隨之發達，也改變了新世代年輕選民的政治參與。 

「政黨認同」一直以來對於選舉研究都是一項重要的心理態度，被視為

一個人心理上的依附，是個人價值觀念與信仰體系當中關鍵的一環。透過

「政治社會化」的學習過程，從家庭背景、學校教育、同儕團體到傳播媒體

等政治社會化場域中持續獲得偏好與認同的訊息，逐漸形成自身的政黨認

同。在本研究中假設，G1 世代經歷長期的國民黨執政因此對於國民黨的認同

比較強，而 G2 世代中經歷到的則是兩次以上的政黨輪替，其政黨認同的影

響不如 G1 世代強烈，但研究結果顯示，反而是在 G2 世代中比較顯著影響，

在 G1 世代中泛綠的政黨只有民進黨，在 G2 世代中泛綠的政黨增加時代力

量，而在 G2 世代中政黨認同緊密的連結著選民的投票抉擇，但不可否認的

是政黨認同在兩個世代中對於投票抉擇還是具有顯著的影響力。 

Miller 與 Shanks(1996, 416-17)提出依照社會心理學家的觀點，選民對於

候選人的評價與個人特質有關，可能代表對該候選人許多正、負面映像的累

積。這些映像是由對現任者過去多年的表現，或是對挑戰者或現任者在競選

時，引起選民注意到候選人的片段情節所構成。因而選民對於候選人特質的

評估結果，可能對選民判斷該候選人未來會是成功或失敗的總統上，有重要

的影響。比較有趣的是，在這兩次選舉中，都是由較清新的民進黨候選人勝

選，年輕選民在評價候選人的喜好程度時喜好選擇政治經歷較資淺的候選

人，有別於國民黨老陳迂腐的形象，台灣的年輕選民喜歡清新的候選人。 

在候選人評價部分，原則上在兩個年度中，選民都會把選票投給自己喜

歡的候選人，本研究假設認為在 G2 世代中候選人評價的影響會比政黨認同

顯著，但 G1 世代中三位候選人的評價都能顯著影響選民的投票抉擇，而在

G2 世代中，僅有蔡英文和宋楚瑜的評價是對投票行為產生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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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的候選人通常在網路上有較佳的表現 (Williams & Gulati，2007)。

且年輕人較常使用網路作為接收資訊的媒介，美國研究計畫21結果顯示，有

70%的年輕人認為網路是提供政治相關議題知識的有效管道，重要性更勝於

傳統媒體。網路使用具有「世代效果」，以美國為例，年輕族群(18-29 歲)，

使用「網路新媒體」來獲取公共資訊，而收看電視的比例遠低於年長者。

Robertson 等人(2009)分析 2008 年美國總統大選，發現十八到二十九歲的民眾

是以網路作為主要政治消息來源，並且證實 Facebook 在選戰中扮演重要角色

(Robertson, et al.，2009)。網路是年輕人的管道，年輕人相較其他年齡層更熟

悉網路的操作方式。 

從 2000 年到 2016 年之間網路的蓬勃的發展並且快速的改變，本研究假

設，越常使用網路關心選舉議題的年輕選民越會去投票，雖然交叉分析中 G1

世代的表現並不顯著，但是在回歸模型中顯示 G1 世代使用網路的時間越久

越傾向不會去投票，隨著時代的變遷在 G2 世代中選民越常使用網路其投票

意願就越高。 

就投票抉擇的部分而言，本研究假設使用網路時間越久，越會將選票投

給民進黨的候選人。在模型中檢視網路使用時間，雖然兩個世代都沒有顯

著，但可以發現越常使用網路越會將選票投給民進黨的候選人，符合本研究

的預期。民進黨從以前到現在都主打創新改革，較能吸引年輕人的目光，而

年輕人使用網路關心選舉議題的趨勢越來越明顯。在兩個世代投票抉擇的對

比符合本研究假設，G2 世代中網路使用時間的影響較 G1 世代顯著。 

「台灣意識」與「中國意識」的相互抗衡在近期台灣的政治環境中產生

變化，許多研究指出民眾認同的方向傾向往台灣的本土意識的方向發展，不

在以中國為重心，因而代表台灣本土意識及支持獨立的綠營，與代表中國意

                                                 

21 Project Vote Smart(1999)：http://votesmar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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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與在統獨上維持現狀(或較支持統一)立場的藍營，在意識形態上似乎越來

越分明的情勢(盛杏湲，2002；陳陸輝，2000)。在 Liu & Cheng(2006)的文章

中提到年輕人及年長者的台灣認同有較高比例的成長，但在統獨立場上，年

輕人卻較年長者「開放」。在本研究中也得到驗證在 2000 年時「認同意識

高」的年輕選民有「41.9%」，超過一半比例的年輕人台灣意識較為保守偏

低，隨著時代的演進，在 2016 年「認同意識高」的選民成長到「81.6%」，

G2 世代中年輕人對於統獨立場較 G1 世代開放，也較敢表達。 

2000 年台灣總選舉前大陸對台灣的強硬對話、2002 年陳水扁總統主張

「一邊一國」22、2003 年 SARS 事件時大陸代表在 WHO 會議對台灣的羞辱

23、以及 2005 年的反分裂法24，讓台灣民眾深切感受到台灣與中國大陸的差

距與距離，反而加深了「我群」(Taiwan)與「他群」(China)的區別；而大陸

不斷的在國際上打壓台灣的生存空間，台灣長期孤立於國際社會所帶來的挫

折，會讓民眾產生台灣自我定位的心理需求(鄭夙芬，2009)。 

本研究假設，認同意識越「一致」相較於認同意識「分離」者更傾向去

投票，但在交叉分析中發現，無論是 G1 或 G2 世代下，認同意識均無法影響

選民的投票意願，並且在回歸模型中顯示 G1 世代中認同意識越一致越不會

去投票，原因可能來自 2000 年總統選舉時，選民的態度較為保守，而認同意

識對於投票與否的影響展現在 G2 世代中，認同意識越一致越會去投票，符

                                                 

22
 2002年 8月 3日，第 29屆世界台灣同鄉會聯合會在東京召開。陳水扁總統在總統府以視

訊直播的方式在閉幕典禮上致詞強調「台灣是我們的國家，我們的國家不能被欺負、被矮

化、被邊緣化及地方化，台灣不是別人的一部分；不是別人的地方政府、別人的一省，台

灣也不能成為第二個香港、澳門，因為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簡言之，台灣跟對岸

中國一邊一國，要分清楚。」 
23
 2003年 5世界衛生組織(WHO)年會舉行期間，大陸代表隊我方不友善的態度，經媒體不斷

撥放與報導，引起台灣人民與政府的憤慨。(游清鑫、盛杏湲、鄭夙芬，2003，11-21)。 
24
反國家分裂法第六條：國家採取下列措施，維護台灣海峽地區和平穩定，發展兩岸關係：

（一）鼓勵和推動兩岸人員往來，增進了解，增強互信；（二）鼓勵和推動兩岸經濟交流

與合作，直接通郵通航通商，密切兩岸經濟關係，互利互惠；（三）鼓勵和推動兩岸教

育、科技、文化、衛生、體育交流，共同弘揚中華文化的優秀傳統；（四）鼓勵和推動兩

岸共同打擊犯罪；（五）鼓勵和推動有利於維護台灣海峽地區和平穩定、發展兩岸關係的

其他活動。國家依法保護台灣同胞的權利和利益。(行政院大陸委員會，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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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本研究的假設。 

而就投票抉擇部分，代表台灣本土意識的泛綠政黨，以及被認為較偏向

中國意識的泛藍政黨，其支持基礎上也有顯著差異，認同意識高者支持泛藍

候選人的比例較低，而泛綠候選人的支持者大部分都來自高認同意識的選

民，並且有增加的現象。本研究假設認同意識越高，越傾向將選票投給民進

黨的候選人。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後續建議 

一、 研究資料與調查方法之限制 

在資料選用上，由於本研究使用跨年度的資料，因此在蒐集不同年度的

資料上碰到困難，原先計畫兩個不同年度的資料都使用「國立政治大學選舉

研究中心」所做的問卷調查資料，但在「候選人評價」變數編碼有所不同，

故在 2000 年的資料改選用「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由黃秀

端所主持的「公元二千年總統大選選民投票行為研究」。而 2016 年的資料則

選用由黃紀所主持的：2012 年至 2016 年「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四年期

研究規劃(IV)：2016 年總統與立法委員選舉面訪案。由於資料來源不同，因

此在變數編碼上也有所不同，本研究嘗試將兩筆不同的資料整合，但仍擔心

無法完整的呈現受訪選民最原始的回應。另外，願意接受政治相關的研究問

卷之參與者，其本身可能就比較熱衷於政治相關的議題，所以對於研究的分

析結果會有調查誤差之現象產生。 

 

二、 問卷題項與研究操作化之限制 

(一) 樣本中 20 至 29 歲年輕人數量太少 

本研究欲探討不同世代年輕人的投票行為，但是在兩年度的樣本中若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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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年輕人限定在 20 至 29 歲的話，樣本相對比較少。2000 年的問卷中 20 至

29 歲年輕人有 216 位占全體樣本的「15.3%」，而 2016 問卷當中 20 至 29 歲

年輕人有 264 位占全體樣本的「15.6%」。本研究原先打算將投票抉擇的部分

以多元勝算對數模型的方式，探討三位候選人之間的差異，但實際操作中若

扣除遺漏值後能夠分析的樣本非常少，在統計模型上解釋力也不足，故將三

位候選人合併為「泛藍」和「泛綠」的總統候選人。在 2000 總統選舉中，若

以三位候選人來操作，可以討論宋楚瑜與連戰之間的棄保效應，然而合併為

「泛藍」後很多細節就沒有討論到略顯可惜。 

(二) 科技進步時代改變問卷內容調整 

本研究想討論 2016 年隨著大環境的變化改變選民參與政治的方式進而影

響選民的投票行為，尤其著重在網路崛起之後對於候選人與選民而言都提供了

更多元的互動平台，並且年輕人善用網路來獲取政治資訊的趨勢隨著智慧型手

機以及社群網站的普及越顯發達，但在本研究中針對網路使用部分，僅採用

「在選舉期間利用網路關心選舉資訊的時間」這個題項，在 2000 年問卷中以頻

率為編碼分為「經常、偶爾、很少、從不」而在 2016 年的問卷則是詳細的以時

間為單位分為「1 三十分鐘以下、2 三十至六十分鐘、3 六十分鐘到九十分鐘、

4 九十分鐘到一百二十分鐘、5 超過一百二十分鐘、6 偶爾注意、7 完全不注

意」。本研究針對程度重新編碼，但可能無法真實的呈現選民的回應。 

另外由於本研究使用政治學術機構所測量的問卷，其在媒體(報紙、電

視、廣播)所測量的題項較為少量且單一，而隨著時間的轉變有些關於「網路使

用和政治參與」的題目在 2000 年中並沒有出現，也讓研究者在比較上無法全面

對照，建議後續研究可參考傳播方面的問卷，並透過其他文獻資料統整來回應

網路在不同世代中對於投票行為影響的議題。 

(三) 同世代不同年齡層的對照 

本研究僅針對不同世代(改革開放世代 G1、政黨輪替世代 G2)相同年齡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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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至 29 歲)的年輕選民做比較，略為狹隘。建議後續研究者除了在橫貫面向中

的比較討論外，亦可加入縱貫的面向的比較，討論同一個世代中不同年齡層選

民的投票行為，透過比較當時整體的選舉氛圍，比較基礎也更宏觀且多元。 

亦可加入在 2000 年中原本 20 至 29 歲的年輕選民，到了 2016 年總統大選

時已經成長為 36 至 45 歲，其投票行為是否如「世代效果(Cohort/Generational 

Effect) 」理論中，行為模式因其成長背景而固定，依舊如同 2000 時一樣？亦

或是「生命週期效果 (Life Cycle Effect)」隨著年齡的增長投票行為因而改變。

提供兩個不同的面相供後續研究者可以更多元的討論年輕選民的投票行為變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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