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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一：告急策略與民調支持度上昇率之研究             

一、廣告策略 

在行銷廣告中，廣告策略（advertising strategy）的定義為：將產品或服務所

具有的利益、解決問題的方法或特性，透過各種媒體，傳達給目標受眾（許安琪，

2000：170）。廣告策略指的是我們想向消費者傳達什麼和如何傳達訊息，其重點

為訊息的本身（羅文坤、鄭英傑，1993），包括目標閱聽眾、訊息目標和產品定

位，因此，「說什麼（What to Say）」和「怎麼說（How to Say）」則是策略的重

點（許安琪，2000：170）。許安琪（2000）和鄭自隆（1996）認為廣告訊息策略

應包含廣告策略、訴求與表現方式。廣告訊息策略就是想辦法透過廣告創作來表

現所欲陳述的主題，並配合適當的設計與訴求來爭取區隔的消費者。而政治廣告

訊息策略則包括了「主題類型」（陳述政見、攻擊對手、反駁批評、塑造形象）、

「廣告設計元素」（標題、次標題、文案、圖片、圖表、政黨標籤、政黨標準色、

政黨文宣主軸）以及「訴求與廣告表現」（指出特定訴求對象、訴求內容具體、

指出與他黨的差異、指出支持該黨的利益點、兩面說服、恐懼訴求、使用證言人、

舉證說明）等（鄭自隆，1996）。 

然而羅文坤和鄭英傑（1993）則認為，「廣告策略」只是指我們計畫向他們

「說些什麼」，至於「如何說」則是「廣告表現」的事情。他們認為每種策略可

以用好幾百種方法顯現出來，但是每一種表現卻只能執行一項策略。所以廣告表

現為規劃我們所說的方式，並且配合廣告策略（許安琪，2000：170）。因此「廣

告策略」和「廣告表現」應為不同的概念，兩者並未有範圍上的重疊。 

根據上述的文獻，研究者發現不同的學者使用相同的詞來陳述不同的概念，

例如某些學者認為「廣告策略」包含了「訴求與表現」，有些學者則認為他們是

不同的概念。其實這是因為有時候「廣告策略」被當作是大範圍的 “總體策略”
（亦即包括策略、訴求與表現），有時候被當作是小範圍的 “主要策略”（只有策

略部分）。為了釐清這些名詞，本研究採用羅文坤與鄭英傑（1993）的看法（見

表一），定義「廣告策略」為用廣告「向消費者傳達想說的訊息」。而「競選廣告

主題」或「廣告主題」為大範圍的 “總體策略”，亦即包括廣告策略、廣告訴求

與廣告表現；而「告急策略」則是屬於廣告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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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廣告策略、廣告訴求與廣告表現的關係 

                 
                   

           

廣告策略 廣告訴求 廣告表現 

廣告主題 

 

 

 

 

二、競選廣告策略 

「廣告策略」包括了「陳述政見」、「攻擊對手」、「反駁批評」與「塑造

形象」（陳世敏，1985；李蓉姣，1987；夏珍，1987；鄭自隆，1995；鄭自隆，

1996；鄭琴薇，1996；陳麗婷，1998；周慶祥，1997；賴淑敏，1999；鈕則勳，

2001），有些學者還加入「陳述政治價值」（雷飛龍、陳世敏、陳義彥，1985）。 

台灣的傳統競選策略為「前期塑造形象，中期提出政見、末期攻擊對手，最

後一兩天求救」（高寶華，1993；鄭自隆，1995）。根據研究者的整理發現，在

主要策略部分，國內研究也是多著重於「陳述政見」、「攻擊對手」、「反駁批

評」與「塑造形象」，分析候選人或政黨在選舉前期、中期或末期的訴求與策略，

至於最後一兩天的求救「告急策略」則並未有深入的探討。 

告急策略的使用由來已久，頗受實務界的重視，但到目前為止，只有少數幾

位學者提到「告急廣告」。鄭自隆在分析 1992 年第二屆立委選舉時指出，「在

投票前一天，很多候選人都刊出告急廣告，而這次選舉的告急廣告幾乎都是親情

訴求，…如李慶雄用夫人作訴求、陳哲男以母親作訴求…」（鄭自隆，1995），

然而究竟告急廣告的內涵為何，作者在該篇研究中並未加以說明。而夏珍（1987）
在分析 1985 年縣市長選舉的傳單時將宣傳策略分為五種，包括塑造形象、攻擊

他人、駁斥他人、陳述政見與宣傳政令和其他。其中「宣傳政令和其他」包括了

催票傳單，提醒選民投票日去投票等告急策略，可惜研究結果以「宣傳政令」為

主，對於催票和動員投票的結果則完全未提。因此，告急策略的研究文獻目前為

止仍是付之闕如。 

由於選舉時，選情經常一夕生變，目前聲勢的領先，不代表就是最後結果，

尤其民調更是參考的依據，所以參選人最後階段的衝刺相當重要（董孟郎，

2001.10.12）。去年年底的縣市長與立委選舉，許多候選人選前紛紛打出告急牌，

引用民調數據來呼籲選民全力搶救，結果反而使很多可能於當選邊緣的候選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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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高票當選，而原本民調很高一直被看好的候選人反而意外落選。由於本次的投

票結果與原先的民意調查有不少差異，許多人分析其原因，認為政黨的配票策略

與候選人的告急搶救策略，為影響選舉結果的兩個重要因素。   

由此可知台灣選舉特有的告急策略在本次的立委選舉中造成重大的影響，不

但牽動選民的投票動向，也改變了最後的選舉結果。至此，告急策略的重要性已

不可忽視。本研究將告急策略分成四個子類型，包括「催票策略」、「固票策略」、

「挖票策略」以及「配票策略」。各策略的定義與內涵在下節中會分別說明。 

 

三、候選人差異與策略使用 

（一）民調支持度與廣告策略 

候選人常常藉由民調支持度來了解選民對候選人的看法，並據此修改競選策

略，包括發展競選廣告之創意、媒體計畫及廣告效果評估等等（張志雄，1995；
狄克‧莫理斯，1997/1999）。可以說政治人物是藉著民調和選民對話，了解及

掌握民意的方向（詹姆士‧梭伯&坎迪‧納爾遜，1995/1999），並找出最具有說

服力的觀點和最有利的攻守策略（狄克‧莫理斯，1997/1999；文忠國，2000a）。 

選戰是一個充滿變化的過程，也因為變化大，所以存在許多不確定性因素與

結果，而大量使用民意調查，以探知選情的發展現況與未來變化趨勢，就在使「不

確定性」盡量降低（張志雄，1995）。以行銷的觀點來說，商品需要經過市場調

查，以確定產品是否有市場？市場在哪裡？有多大？之後就為產品定位、確定行

銷策略組合。這種根據消費者需要的觀念，運用在選舉中，無論候選人形象定位、

政見研擬、訴求方式、包裝手法、文宣動員、競選經費、公關策略、執行步驟、

領先指標檢驗等，都需要在選戰進行中反覆進行民意調查，據以修正和調整選戰

經營內涵（張志雄，1995；狄克‧莫理斯，1997/1999）。 

在美國的選舉活動中，民意調查是選戰策略的核心，是策略決定的關鍵（詹

姆士‧梭伯&坎迪‧納爾遜，1995/1999）。美國前總統雷根以新人之姿參加競選

時，便已嫻熟民調運用，包括：第一，於全美東、西、南、北、中共五區設置選

情民調中心，負責分析各區選民對雷根的「形象評價」；其次，雷根於媒體訪問

或競選造勢活動後，立即進行民調，分析其最受選民歡迎的論點為何；第三，每

天各區選情民調中心需回報民調結果，經數據分析後決定第二天的媒體訪問主軸

與文宣造勢策略，以及趁勝追擊那些受選民歡迎的觀點；第四，藉由民調塑造雷

根的「品牌形象」和「品牌價值」。這些精細操作的民調結果，終於讓雷根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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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選（文忠國，2000a）。 

近年來將選舉民調運用得淋漓盡致的，便是 1992 與 1996 年的美國總統大

選。1992 年柯林頓首次問鼎白宮時，遭遇人格與誠信問題上極大的挑戰，而當

時的競選團隊中的民調專家們為他設計了一個民調計畫，其精確的分析和策略執

行，成功扭轉了選民他的印象，也將他送上總統寶座（詹姆士‧梭伯&坎迪‧納

爾遜，1995/1999）。1996 年柯林頓尋求連任，他的首席政治顧問 Dick Morris
善用民調幫助柯林頓處理危機。每當柯林頓的對手拋出議題攻擊他，或是發現民

調支持度下降時，他及幕僚們會迅速地判斷原因、做出決定，並透過民調方式，

從中找出最能說服選民的觀點或政策。有了民眾的支持作後盾，當柯林頓提出反

擊或政策議題時，都能精準地得到民心，扳回一城（狄克‧莫理斯，1997/1999）。 

以競選廣告來說，柯林頓陣營會先根據民調數據，找出民眾認同柯林頓的議

題為哪些，據此撰寫廣告劇本，並依照劇本準備數支廣告毛片，於全美十五個購

物中心試驗廣告效果。透過民眾觀看廣告毛片前後的問卷反應，分析選民的意見

是否改變。最後，依據購物中心的民眾反應修改內容、剪輯成廣告片後，於電視

上正式播放。若遭遇對手的廣告攻擊，幕僚們會用兩案俱呈的方式，先試播對手

再播出柯林頓的反擊廣告，測試選民是否接受柯林頓的反駁說法，再據以修正廣

告（狄克‧莫理斯，1997/1999）。 

反之，敵對陣營—共和黨參選人杜爾不懂得運用民調作為決策的參考，以至

於悖離民意而不自知。相較於柯林頓陣營每回出招必定探詢民意，杜爾陣營則是

以選戰幕僚意見為重，終致雙方差距拉大（狄克‧莫理斯，1997/1999）。 

選舉民調不是一成不變的，在選戰的不同時期，民調應有不同的調查主題與

用途。選戰初期的調查重點是「基礎民調」，包括選區資料、選民投票行為、前

人的選舉策略、對手的調查研究…等，依此擬定選戰策略；選戰中期的調查重點

是「趨勢民調」，著重於選戰計畫實施後的監控、評估，持續地透過民調數據分

析來修改選戰策略（詹姆士‧梭伯&坎迪‧納爾遜，1995/1999）；選戰後期（登

記後⁄投票日前）由於日益接近選舉日，媒體與選民紛紛被選戰感染而對選舉日

趨熱絡，因此民意調查的重點，除了領先指標與選民投票傾向的分析外，對重大

時事的選民反應也要納為重點。因為游離選民中大多數屬中上社經地位者，大都

關心時事議題，掌握這些選民對時事的反應與態度，並做出適切的回應，就可以

抓到游離選民的注意與選票（張志雄，1995）。 

因此選戰後期的調查重點是「追蹤民調」，找出「未決定的選民」，作為選

戰最後階段的頭號宣傳目標，並追蹤這群選民態度的流向與原因（詹姆士‧梭伯

&坎迪‧納爾遜，1995/1999）。在競爭激烈的選舉中，投票日前亦可透過民調預

測選民可能的棄保效應，作為後續因應的參考（文忠國，2000b），而選前的候

選人支持度與民調排名的調查，則可以作為最後階段固票或衝刺的策略與形成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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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張志雄，1995）（見表二）。 

表二：不同選戰時期的民調調查主題與用途 

時間向度與選戰分期 調查主題 用途 
黨內初選前⁄參選前 現任者評價 

理想候選人圖像 
可能參選者條件比較 
選民結構 
投票習慣 
關切議題 

評估 
參選可行性 
選區選舉環境 
研擬參選理念 
塑形取向 

初選後提名前⁄初期 選民分類 
選民偏好 
關切議題 

區分票源 
分眾訴求 
開發票源 
修正策略 

提名後登記前⁄中期 同上 
領先指標 
檢驗基本票 
關係票 

登記政見 
區隔對手 
評估對手 
分層分眾訴求 
修正策略 
掠取票源 

登記後投票前⁄後期 同上 
重大時事 
選民反應 
選民投票決定 

票源鞏固 
開發游離票 
確認最後打擊對手 
彌補經營空隙 
修正策略 

投票日後一週內⁄選舉後 投票內容 
決定因素 
影響決定來源 

檢驗選戰 
晶瑩效果 
經營參考 
下次參選 

資料來源（張志雄：民意調查在選舉中的運用） 
 

選民其實有著複雜的投票心理，所以越到選戰的後期，候選人越可能使用標

榜「中立、權威、客觀」的民調數字來向選民告急，但也有候選人試圖以假民調

來混淆選民視聽，啟動選民的棄保抉擇（姚惠忠，1993）。由於民意調查的公布，

可能使選民看某候選人聲勢凌駕他人，就決定把票投給他，以免浪費；或者是同

情弱者，亦即選民傾向把票投給民調中排名落後的候選人（許慶復，1995），造

成民調結果與實際投票結果間的落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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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八十一年立委選舉中，台南市出現一張沒有署名，號稱「台南市第二屆

立委選票最新民意調查表」的傳單，試圖透過民調公佈來影響選民投票意向。由

於當選邊緣者的票數接近，引發了民眾的策略性投票，結果原本名單上穩居第一

名的陳奇森，反而被假民調指為當選邊緣的三位候選人擠下落選，成了這場選舉

裡最無辜的犧牲者（姚惠忠，1993）。 

本次北市立委選舉的丁守中、賴世葆、施明德等人便因選民預估其會當選所

以轉移選票給他人，最後反而落選；而本次北市龐建國以及秦慧珠、穆敏珠便是  
選民同情弱者下的受惠者（陳清河，2002）。 

因此，民調排名越接近當選邊緣的候選人，為了能夠當選，可能在廣告策略

上採取哀兵政策，企圖引起選民同情弱者的心理；而民調排名較前的候選人，則

可能使用較多穩固選票的策略，避免選民以為該候選人選票過多而投給他人。 

 

（二）形象評價與廣告策略 

國內外許多學者都發現「候選人取向」已逐漸取代「政黨認同」，成為影響

選民投票抉擇的重要因素（陳世敏，1992；吳統雄，1993；梁世武，1994a；金

溥聰，1996）。然而，我國的選民在選擇候選人時，並非真正認識「候選人『是』

什麼樣的人」，而是通過大眾媒體或人際傳播，認為「候選人『像』什麼樣的人」，

因此選民對候選人的印象是候選人經由傳播活動，傳達給選民的（吳統雄，1993；
梁世武，1994a）。對候選人來說，在報章媒體所呈現的形象不是候選人所能完

全控制的，唯一能控制的，便是其競選文宣了，所以候選人往往透過競選廣告來

企圖塑造在選民心目中的形象。 

候選人平日在媒體上的形象與言談，已不知不覺地在選民心中產生印象。受

訪者在評價候選人時，並非在評價他「認識」的候選人，而是通過大眾媒介或人

際傳播的作用，評價他「感受」到的候選人「形象」。所以民調中的「形象評價」

即是選民對所知悉候選人感受的綜合形象評價（吳統雄，1993），候選人根據其

在選民心目中的形象評價，以及其投射的形象，擬定適當的廣告策略，包括候選

人形象定位、政見研擬、訴求方式、包裝手法、文宣、動員、經費、公關策略、

執行步驟、領先指標檢驗等（張志雄，1995）。 

在媒體上高曝光度的候選人，其知名度往往也比較高，如果又能保持不錯的

形象，就已經比其他候選人佔了宣傳上的優勢。根據世新大學民意調查研究中心

提出的形象投票模型，直接影響選民投票的因素為「形象指標」與「策略性投票」。

其中「形象指標」是以選民對候選人的形象評價來預測得票率，而「策略性投票」

則包括棄保策略運作以及選民自發性的轉移投票對象等（梁世武，1999a；許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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懋，2001）。若候選人的形象指標大幅領先對手時，選民較不會產生「策略性投

票」，領先者只需要採取防禦的策略，避免選民產生「反正已不差我一票都可以

當選，所以便轉投給次要的候選人或者不去投票」的心理，只要維持既有的選票

就可以贏得選戰；相反地，如果候選人的形象指標偏低，和其他候選人處於當選

邊緣，或是大幅落後其他候選人的情況下，梁世武（1999a）建議採策略性投票

來消弱對手實力，並搶攻目標選民與中間選民的選票。 

因此，形象評價較前的候選人，可能使用較多穩固選票的策略，避免選民將

選票投給他人；而形象評價越接近當選邊緣的候選人，則可能在廣告策略上採取

棄保策略等哀兵姿態，作為選前的最後衝刺。 

 

四、訊息使用與支持度上昇率 

    過去的研究並未探討廣告訊息的使用與支持度上昇率之間的關係，相關研究

付之闕如。本研究欲瞭解告急策略的使用效果，及候選人使用告急策略前後的民

調支持度有何不同？藉此對告急策略可能產生的效果作一個評估。由於候選人眾

多，當選名額有限，若只探討告急策略、訴求及表現使用與當選與否間的關係，

恐怕研究結果會失之武斷，忽略未當選者的廣告效果。因此在研究一中，研究者

採用了支持度上昇率這個概念，探討使用告急廣告前後的民調變化，並在研究二

中以調查法驗證選民是否會因為告急策略而增加對候選人的支持程度。 

 

五、告急策略 

（一）告急策略的研究 

過去雖然並未有直接的文獻探討廣告告急策略，但研究者認為是因為學者將

告急策略中的內涵分散在不同研究領域中，並未將其內涵整合，故只有相當零星

與分散的文獻（鄭自隆，1991；夏珍，1987）。坊間的選舉書籍雖然有談論「告

急」的重要性，也都認為選前普遍存在著候選人哀求救命的文宣訊息，但對於相

關名詞未有明確定義，以致出現各家雖表達相同概念，卻使用不同名詞的情形。

例如告急、催票、固票、挖票、配票、搶票、策略性投票…等名詞常交互使用，

甚至範圍互相涵蓋（蕭展正，1993；陳惠倫，1993；吳祥輝，2002）。 

因此研究者根據第五屆立委候選人的相關報導，試圖整理出告急策略的可能

內涵。發現第五屆立委選舉期間，已經有不少新聞報導候選人的各種告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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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整理歸納後將告急策略定義為催票、固票和配票三種策略。其中關於催票、固

票策略的報導特別多，尤其越到選戰末期，候選人刊登廣告的頻率越高，一打開

電視，一串串的「告急」、「危險」字句撼動人心，彷彿明天就要投票，若再不

加把勁就要選輸了（中時電子報，2001.11.22）。 

除了報紙的報導外，研究者亦根據相關文獻與親自觀察，認為告急策略除了

「催票、固票、配票」策略外，還應包括「挖票策略」，亦即呼籲其他候選人的

選民將選票投給自己。通常選前幾天候選人便會使用告急策略，試圖在短時間內

用告急策略鞏固既有選民、避免選票流失、吸引其他候選人的選票，並且動員衝

高票數以求勝選。可以說告急策略是一種「短期衝刺」，為了讓選民務必投票給

該候選人。 

盛杏湲（1999）曾指出，如果候選人彼此間競爭激烈，政黨又無法提供有效

的輔選時，候選人想要爭取當選機會只有兩種策略。第一種為「維持選票策略」，

目標是獲得一定比例的選票，並確保這些選票都是穩固的支持者；第二種為「擴

張選票策略」，目標是盡可能去獲得最多的選票以求當選。其中固票屬於第一種

策略，而催票與挖票為第二種策略。至於配票策略多為政黨使用，目的為將選票

「平均化」，不讓選票集中於某位同黨的候選人（林水波，2002）。 

因此，本研究定義廣告告急策略為「在選舉末期，政黨或候選人以刊登廣告

的方式，使用固票、催票、挖票或配票策略，目的為鞏固既有支持者與避免分化、

吸收游離票與動員投票、爭取對手支持者的選票，以及平均分散選票給該團體的

候選人」。 

 

（二）告急策略的種類 

1. 催票策略 

鄭自隆（1991）認為傳統選戰中，候選人會在最後一兩天「求救」，但他在

分析 1989 年立委、縣市長、省議員、北高市議員的報紙廣告時，並未發現投票

前兩天的競選廣告和選舉初期、中期的競選廣告在「標題、內容、結構」上有所

差異，求救廣告和其他廣告策略之間沒有明顯的差異性。因此雖然選前一兩天有

一些候選人刊登「告急」、「緊急呼籲」之類的廣告，但「最後一兩天求救」的

說法是否普遍存在於報紙廣告，有待進一步研究的支持。 

催票策略的目的為吸引尚未決定投票對象的游離選民，並鼓勵其支持者踴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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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因為即便「死忠」的支持者也不代表一定會去投票，所以必須強調“再差

一點就可以選上了”、“在當選和落選邊緣危急萬分”、“不去投票就落選”，促使

支持者凝聚危機意識，前往投票（蕭展正，1993；陳惠倫，1993）。所以除了「告

急」、「危險」等口號外，候選人也會用各種方式動員、拉票，呼籲選民不要放

棄手中的一票，讓候選人可以順利當選。 

根據文獻與研究者對現象的觀察，認為催票策略包括：「危急搶救口號」、

「動員拉票」、「強調選票的重要性」，以及呼籲為政黨（或團體）「增加、力

拼席次」等。 

2. 固票策略 

候選人的高知名度與高支持度不代表能轉化為選票，因為在選前一兩天才做

決定的選民約佔全體選民的四分之ㄧ，原本對候選人的支持，在最後一刻仍可能

改投他人。這種選前叫好，選後不叫座的情形是候選人的最怕，因此對於聲勢高

的候選人，鞏固既有票源就是最後兩、三天最重要的事（蕭展正，1993；陳惠倫，

1993）；不論是用「公布對手競選招式」或「主動提出選情不穩」，都是要去除

選民「穩當選」的認知（高寶華，1993）。 

所以台灣的選舉文化中，不但當選邊緣的候選人要喊告急，希望游離選民能

夠投票給他，連所謂「穩當選」的候選人也是不斷向選民強調「前人就是受到穩

當選的流言所害，以致於高票落選」，呼籲選民仍然要支持他，不可以跑票。尤

其民調支持度高的候選人，選民可能認為他篤定當選，因此，選民改在相同背景

的第二偏好候選人之中作選擇，結果被許多人認為十拿九穩的的候選人反而最可

能落選（盛杏湲，1999）。 

民國七十五年的立委選舉，謝長廷挾著高人氣卻意外落選，他在七十八年復

出時，便以一份印著謝長廷佇立在昏黃燈光下，標語寫著「你忍心讓謝長廷再次

落選」的文宣，喚起選民三年前高票落選的記憶，也成功的激起選民「不能再讓

他落選」的情緒，最後終於安全上榜（蕭展正，1993）。在本屆立委選舉中，北

市南區候選人章孝嚴的民調排名名列前茅，但是由於擔心被選民視為「穩當選」

而有票源流失的危險（中國時報，2001.11.21）。同樣在南區被視為超級吸票機

的李慶安，雖然其民調持續領先，不過她同樣搬出過往的立委戰史來告急，喊出

「民進黨的謝長廷、康寧祥都曾以最高的氣勢落選」，呼籲選民如果跑票李慶安

就落選了（陳嘉宏、吳典蓉、羅如蘭、黎珍珍，2001.11.21）。 

「集中選票，團結勿分散」以及「保住、確保一席」的口號也是候選人常用

來鞏固選票的方法。例如北市北區的許淵國表示希望支持親民黨的選民，能「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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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選票」，讓親民黨北區奪下第三席（中時電子報，2001.11.21）。而北市南區

的吳茂雄也在選前一天大喊告急，表示「阿輝伯選前緊急呼籲：集中南區選票全

力支持 4 號吳茂雄」。另外，由於新黨在本次北市北區選舉中，只有當選一名的

實力，因此新黨立委候選人郁慕明於選戰末期便呼籲新黨選民「集中全部的力

量，支持 7 號郁慕明，確保新黨在北區的一席立委」。 

除了希望選民能集中選票、力求保住一席、不要跑票之外，候選人還必須防

止別人的惡意謠言。因為越接近選舉末期，就有越多的黑函和謠言，有的流言說

某某候選人民調太高穩當選，有的指出某某候選人已經不可能當選，要大家把票

移轉到可能當選的人身上。不管哪種謠言，都是候選人不願意樂見的，因此，唯

有消除謠言以穩固支持者的信心，才能避免有心人士的分化。 

根據上述的文獻與觀察，作者認為固票策略包括：「團結勿分散口號」、「勿

信謠言假民調」、「跑票流失就落選」，以及喊出「保住、確保一席立委」等，

其目的是為了穩住、凝聚既有的票源，避免支持者的選票流失。 

 

3. 挖票策略 

劉義周（2000）在 2000 總統大選時表示，策略性投票是個在台灣投票行為

中常常被提及的概念。在實際政治中，選民投票策略的現象見諸一九九四年與一

九九八年台北市長選舉中的「棄黃保陳」與「尊王保馬」的傳說。這兩次都是政

壇、政治學與傳播等各界用以解釋這兩次選舉結果的理由之一（梁世武，1994b；
許勝懋，2001）。而張佑宗、黃德福（2000）認為策略性投票就是在理性計算的

前提下，『如果有三位候選人同時競選，某些選民認為自己最喜歡的候選人最不

可能被選舉出來，在此種情況下選民如果仍堅持選擇自己最喜歡的候選人，則選

舉的結果將是其最不喜歡的候選人當選，因此選民只好選擇次佳的候選人以降低

其最不願意見到的選舉結果出現』（Hsieh et al. 1997：154；轉引自張佑宗、黃

德福，2000）。 

在單一選區相對多數決中，例如北高市長或總統選舉，因選民只能選出一位

當選者，若有三位以上的候選人爭逐一個名額，選民在思考棄保時，會超越政黨，

把選票投給最有希望當選，以及在意識形態、族群認同及國家認同上相近的候選

人（吳祥輝，2002）。 

台灣的立委選舉則是採單記非讓渡投票制（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SNTV）下，因各選區當選名額往往不只一人，同黨或相同意識形態候選人間的

競爭，往往比與他黨競爭來得激烈。所以常常發生黨內同志互搶票源、互相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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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蕭展正，1993；伏和康，1993；董孟郎，2001.11.29；吳典蓉、羅如蘭、

何榮幸、羊曉東，2001.11.28；吳重禮，2002）。如果政黨提名的候選人間票數

差距過大，當選邊緣的候選人可能會向民調支持度較高的候選人「挖票」，例如

候選人向選民表示其他同黨候選人的選票太多、穩當選，如果把票轉投他就可以

讓他也一起當選（蕭展正，1993；吳典蓉等，2001.11.28）。雖然散播消息者沒

有放棄同黨候選人的打算，沒有讓他人不當選的意圖，但是試圖將他人的選票移

轉給自己，將造成對方選票流失，所以也是一種挖票的手段。 

另一種狀況則是政黨超額提名，亦即政黨提名的人數多於該黨所能獲得的席

次。當政黨的基本選票無法讓其提名的候選人全部當選時，為了獲得應有的席

次，政黨或候選人可能會呼籲選民放棄民調落後的候選人，斷尾以求生（中國時

報，2001.11.21；董孟郎，2001.11.29）。本屆立委選舉因各政黨都超額提名，幾

乎所有政黨都傳出棄保運作。例如親民黨在新竹市與台南市因票源不足，選前分

別傳出棄保傳言，引發黨內同志的反彈聲浪（朱虔，2001.11.30；翁順利、洪榮

志，2001.11.30）；北市北區的國民黨籍候選人陳雪芬不滿同黨的蔡正元發放不

實文宣，企圖發動支持者「棄穆保蔡」，雙方更因此爆發嚴重衝突（董孟郎，

2001.11.29；林曉雲，2001.11.29、11.30）；而台聯與新黨的北市南區候選人，

也因票源不足，紛紛發出具有棄保暗示的文宣（黃淑鈴，2001.11.29；鄭學庸、

陳慧瑩，2001.11.29）。 

因此，根據上述文獻，研究者認為挖票策略是，在同黨（或共同理念的他黨）

候選人無法全部當選的情形下，呼籲選民放棄支持度落後的候選人，而將票源集

中在可能當選的候選人身上，或是鬆動他人選票到自己身上。 

 

4. 配票策略 

我國配票策略的使用主要和選舉制度有關，在其他西方民主國家並未聽聞配

票一詞（王業立，1995）。由於我國立委選舉採用 SNTV 制，政黨在一個選區

通常會提名多位候選人。若政黨的選票過於集中或分散，將導致某些候選人得票

過高而分去同黨候選人的選票，以致某些候選人達不到當選票數而落選（伏和

康，1993；盛杏湲，1999）。因此，為了不使選票浪費，各政黨皆致力於將選票

的基本面作最有效的分配，以求開發最大席次的可能性（吳祥輝，2002）。 

國內各黨的配票方式不盡相同。國民黨一向採取地理區隔的「責任區」配票

方式。劉義周（1991；269）指出，「所謂『責任區制』指的是在選舉中（特別

是民意代表選舉），國民黨將一個選區劃分成若干區，每一區分配給一個黨提名

人作為其『票源責任區』，而在每一區內動員黨組織力量，全力為各提名人助選

http://61.218.52.75/ttscgi/ttsweb?@2:486670190:6:06A6CFBEE5AA46


 

 16

的作法。配得責任區之候選人，在自己區內可以全力競選；在他人的責任區內，

則限作象徵性之活動」。因此，國民黨責任區配票是讓選民處於選舉資訊被控制

的環境中，不自主地按照國民黨的配票規劃投票，選民不覺得是被「配票」（轉

自包正豪，1998：119）。 

責任區的種類分為「責任里」和「機關團體責任區」兩種。前者以「里」為

劃分選票的基本單位；後者以機關或團體為範圍，於內部成立黨組織，負責輔選

事宜。部份機關團體責任區則保留作為機動配票之用，在最後關頭護送候選人安

全上壘，而住在責任區的國民黨黨員應依照配票策略投給屬於該責任區的候選人

（劉義周，1992；王業立，1995）。 

包正豪（1998）指出，當候選人無力承受政黨支持的選票，以及選民對政黨

的支持高於個別候選人和缺乏基層動員組織的情形下，政黨通常會採取「平均配

票」的方法，而民進黨與新黨便是採用配票策略。周慶祥（1996）曾在其研究建

議中提到，過去國民黨以其縝密的組織動員系統，以區里為單位進行配票，這是

其他政黨所沒有的動員能力。但是根據他的觀察，發現新黨在民國八十三年台北

市議員選舉時，利用報紙廣告刊登配票方式，讓支持者主動配票，結果許多缺乏

知名度的新黨候選人順利當選。而八十四年的北市立委選舉，民進黨候選人（顏

錦福、沈富雄、黃天福、葉菊蘭）也打著「四季紅」的聯合競選廣告，告知選民

以初生年月日投票的配票方式，也讓四人順利當選。吳祥輝（2002）分析本屆立

委選舉結果，發現七個民進黨立委席次高的區域中，民進黨沒有一個選區得票率

過半，但席次卻能得半數以上，可見配票效應的威力。因此，在多選區的選舉制

度中，同黨候選人既合作又競爭，為求全部順利當選的情形下，報紙的配票指示

似乎是一個可行的作法。 

本屆立委選舉，配票策略運用得相當普遍。像是李登輝為台聯候選人站台時

提出了「地區配票」。他呼籲選民依艋舺、迦蚋仔、景美和大稻埕「各自配票」，

試圖以地區來區隔候選人的選票（黃淑鈴、鄭世裕，2001.11.30）；新黨立委候

選人高惠宇曾向親民黨提出「泛藍軍總配票」的構想（中國時報，2001.11.21），

不過最後並未獲得親民黨同意。可見配票策略不專屬政黨使用，也可以用於相同

理念的派系團體。 

配票雖然能發揮驚人效果，卻也不是萬靈丹，必須有幾個先決條件才可能成

功。第一是要有一定比例的高政黨認同支持者，投票時「認黨重於認人」；第二、

政黨的估票要準、票源要足夠，以及配票要公平（王業立，1995），若民眾認為

該黨候選人全部上壘的機會不大，就會影響選民的配票意願（董孟郎，

2001.11.29）；第三、同黨候選人願意配合配票作業，不會互挖牆腳（王業立，

1995）。因為就候選人而言，配票造成的假平等現象，讓高知名度候選人為避免

衝高，不敢勤跑基層，聲勢低的候選人受限於必需團體行動，也不能拉高氣勢，

無形中對候選人綁手綁腳，對拉抬選情沒有什麼幫助。而且聲勢高的候選人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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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願意配票，只因不想冒著送票給同志，結果自己落選的風險（吳典蓉等，

2001.11.28；董孟郎，2001.11.29）。 

第四，同一政黨間提名的人選，在形象、理念及各方面條件不能差異太大（王

業立，1995）。第五，就民眾而言，對政黨的執政成績不滿意，也會反映在配票

意願上（董孟郎，2001.11.29）；第六，候選人需對選民進行強力說服，讓選民

有強烈的動機按照配票指令投票。民進黨在 1995 年與 1998 年的立委選舉都採用

配票策略，然而，兩次的選舉結果卻十分不同，其中一個原因即是選民沒有被強

烈告知配票的重要性。 

雖然選舉開始時，政黨就可能用配票的思考邏輯來分配選票、佈局，但游清

鑫（2000）認為，「配票」只是選舉最後階段政黨或候選人對其支持者投票的要

求方式，確保選票平均分配而不浪費。對政黨來說，配票策略的運用，需視各區

競爭狀況、候選人因素與選民結構而定，沒有固定的作法，也沒有必勝的絕招。 

根據上述的回顧，研究者認為配票策略為「團體或候選人在該選區中，明顯

要求團體支持者分散選票給該團體候選人」的一種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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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研究一之研究架構與假設 

（一）研究架構一                                      

 民調支持度 

● 形象評價 

● 告急策略 

1. 固票策略 

2. 催票策略 

3. 挖票策略 

依變項 

自變項 
 

 

 

 

架構二 

 

● 支持度上昇率 

● 告急策略 

1. 固票策略 

2. 催票策略 

3. 挖票策略 

4. 配票策略 

自變項 

依變項 

 
 
 
 
 

 

（二）研究假設 

根據作者整理得知，告急策略可以再進一步分成四種不同的次類型，然而實

際上告急策略是否存在於報紙競選廣告中？其使用情形為何？都有待了解。因此

作者提出研究問題一如下： 

研究問題一之一：候選人和政黨刊登的競選廣告中，有無使用告急策略的則數與

比例為何？ 
研究問題一之二：候選人刊登的競選廣告中，有無使用告急策略的則數與比例為

何？ 
研究問題一之三：政黨刊登的告急廣告中，有無使用告急策略的則數與比例為

何？ 
研究問題一之四：候選人刊登的告急廣告中，使用催票、固票、挖票、配票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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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則數與比例為何？ 
研究問題一之五：政黨刊登的告急廣告中，使用催票、固票、挖票、配票策略的

則數與比例為何？ 

由於選情經常一夕生變，目前聲勢的領先，不代表就是最後結果，尤其民調

更是參考的依據，所以參選人最後階段的衝刺相當重要（董孟郎，2001.10.12）
。當候選人民調排名越靠近當選邊緣時，候選人若想要勝選，除了鞏固既有支持

者外，更應該要向外拓展票源，包括向游離者催票搶救，或是向其他候選人的支

持者挖票。如果候選人的形象評價偏低，又和其他候選人處於當選邊緣的話，選

民在抉擇棄保對象時，可能就會選擇在其心中「形象評價」排名較前的那一位。

因為擁有基本票源仍不足以當選時，全力向外爭取選民支持便成了衝高得票數的

唯一方法。而原有支持者在候選人危急搶救的呼喊中也瞭解情況的緊急，不會跑

票，告急策略彷彿是政黨和候選人對選民的危機呼籲，只要有人喊得比別人更大

聲，更多次，運用更多告急方法，就能吸走選民的注意力、激起向心力，進而轉

化成選票。所以催票和挖票的同時，也達到鞏固既有支持者的效果。 

使用固票策略部分，民調支持度高的候選人雖然位居安全名單，看似沒有告

急的必要性，但是民調居當選邊緣的其他候選人會想辦法瓜分其選票，所以當務

之急便是鞏固好自己的票源，避免他人分化。此時民調高者向外拓展票源已經沒

有效果，因為選民認為其穩當選，容易把票分投給他人。盛杏湲（1999）就曾指

出民調支持度高的候選人，選民可能認為他篤定當選，所以會在有相同背景的第

二偏好順位的候選人之間選擇一個。同樣地，如果候選人的形象評價高，而且民

調支持度也在安全名單中，就可能給選民「穩當選」的印象，在選戰最後關頭，

便容易產生選民的「同情弱者」的投票心理。 

挖票是向其他候選人支持者爭取選票，非自己既有的票源，因此對在當選邊

緣的候選人來說，是短時間內衝高選票的策略之一。對於在民調中遙遙領先或遠

遠落後的候選人來說，向他人挖票反而是不切實際的作法。對前者而言，選民會

以為候選人想再衝高票當選而不願相信，對後者而言，選民知道其當選無望，所

以也不願浪費選票投給他。選民在最後棄保時，可能會選擇形象評價較高的候選

人，對同是當選邊緣的形象評價低者來說，是比較不利的。 

研究假設一之一：使用告急策略的候選人中，民調排名越接近當選邊緣者，使用

催票策略的頻次越多。 

研究假設一之二：使用告急策略的候選人中，民調支持度與固票策略的使用頻次

成正向相關。 

研究假設一之三：使用告急策略的候選人中，民調排名越接近當選邊緣者，使用

挖票策略的頻次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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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假設二之一：使用告急策略的候選人中，形象評價與催票策略的使用頻次成

負向相關。 

研究假設二之二：使用告急策略的候選人中，形象評價與固票策略的使用頻次成

正向相關。 

研究假設二之三：使用告急策略的候選人中，形象評價與挖票策略的使用頻次成

負向相關。 

使用催票和挖票策略候選人通常是票不夠多，民調排名較低，還需要往外拓

展票源才有機會當選，因此有較大的空間提升民調支持度。對於民調較高的候選

人，其選票數往往已近飽和，要再爭取游離選票的可能性已經不高，使用固票策

略穩住基本選票才是當務之急，所以其支持度上昇率應不如民調較低者來得顯

著。至於配票部分，由於本次選舉中民進黨與親民黨在台北市部分皆有漂亮的成

績單，許多學者、政界人士均認為是因為兩黨的配票策略的成功所致，讓政黨候

選人因此得到許多原本不屬於他的選票。 

研究假設三之一：候選人使用催票策略頻次與其支持度上昇率成正向相關。 
研究假設三之二：候選人使用固票策略頻次與其支持度上昇率成負向相關。 
研究假設三之三：候選人使用挖票策略頻次與其支持度上昇率成正向相關。 
研究假設三之四：候選人使用配票策略頻次與其支持度上昇率成正向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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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研究一之研究方法 

（一）內容分析法 

由於本研究欲瞭解民調支持度是否會影響立委候選人的告急策略，以及探討

告急策略的效果，必須先分析候選人何種告急策略，以及使用的頻次，因此採用

內容分析法。 

（二）內容分析樣本 

此次研究分析十六家報紙，分別為中國時報、聯合報、自由時報、中時晚報、

聯合晚報、中央日報、中華日報、台灣時報、台灣日報、民眾日報、工商時報、

經濟日報、大成報、民生報、台灣新聞報與台灣新生報。本研究根據凱絡媒體公

司的資料，收集從參選登記日起（10/7）至投票日前一天（11/30）為止的競選廣

告共 323 則，踢除不符研究範圍的廣告後，計有 275 則。由於民調結果以 11/26
的中國時報與聯合報資料為依據，比較各候選人在 11/27 至 11/30 之間使用的告

急策略頻次與支持度上昇率和當選之間的關係，故研究假設一至假設四僅以

11/27 之後的報紙廣告做統計分析，計有 161 則。 

本研究選擇台北縣市共五個選區的候選人廣告為分析樣本。選擇台北縣市是

因為台北市為首善之區，而且台北縣市同樣為參選爆炸的地區，幾乎各黨的候選

人都會在台北縣選區提出候選人，因此研究者認為告急策略的內涵應能在台北縣

市候選人廣告中看出大致的輪廓。 

廣告部分，只要政黨廣告中包含台北縣市立委候選人的部分，或是候選人自

行刊登的廣告都列入分析，其餘縣市的立委或縣市長候選人以及非選舉相關廣告

則不列入。分析單位是以每則廣告為一單位。 

（三）主要編碼之操作型定義               

每位編碼員需充分瞭解研究者自行發展的告急策略編碼表（見附件一）與說

明表（見附件二）。本研究的編碼項目包括該篇廣告中的個人基本資料：「廣告

主與其廣告屬性」、「候選人選區」、「所屬政黨別」，以及廣告基本資料：「廣

告刊登日期」、「刊登的報紙別與頻次」、「廣告篇幅大小」。告急策略的部分，

包括該則廣告是否有使用「催票策略」、「固票策略」、「挖票策略」、「配票

策略」。三位編碼員以每則廣告為一分析單位，依下列界定之操作型定義決定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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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廣告是否使用告急策略，以及各種次類型之使用情形。 

1. 廣告主類別 

（1）北縣市立委候選人 

支持候選人的團體，如後援會、宗親會、公正團體等，不含政黨。或明顯為

兩位以上不同選區立委候選人共同署名刊登。 

（2）政黨形象 

廣告中沒有明顯支持該黨立委或縣市長候選人，以整體政黨形象、議題為 
主，或完全攻擊其他政黨的現任與不分區立委候選人。 

（3）政黨支持立委 

廣告中明確說出該黨的北縣市立委候選人姓名。即政黨為其黨籍立委候選人

做的廣告。 

（4）不符合編碼範圍 

包括以下三類。一、廣告主為支持某政黨的其他公正或獨立團體與個人。二、

政黨只提出該黨或他黨的縣市長候選人，未提到該黨或他黨的立委候選人。三、

非選舉相關廣告。 

2. 告急策略 

（1）催票策略 

「危急搶救口號」指出候選人在處於當選邊緣或是喊出選情告急，希望選民

搶救該候選人。「動員拉票」則是請支持者務必投票或幫忙拉票。「一票的重要

性」強調候選人重視選民手中的每一張票，每一張票都是關鍵。「增加席次」指

的是為政黨、團體或候選人力拼、增加一席立委。 

（2）固票策略 

「團結勿分散口號」為呼籲選民集中選票、團結一致地支持候選人。「勿信

謠言假民調」則是消除不利於候選人的不實謠言，為破除關於選票分配、民調支

持度的流言。「跑票流失就落選」呼籲選民不要跑票或者沒投票，不要讓前人落

選的遺憾重演。「保住席次」指的是要維持、穩定住候選人（政黨）席次的意思。 

（3）挖票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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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同黨的票」為未經對方同意，明顯鬆動同黨候選人的選票到自己身上。

「挖他黨的票」則是未經對方同意，明顯鬆動他黨候選人的選票到自己身上。 

（4）配票策略 

「責任區」為黨員依責任區配票；「個人資料」為選民依照個人資料配票，

例如身份證字號、初生年月日等；「純粹呼籲」則是有呼籲配票，但無提出實際

作法。「其他方式」指的是由政黨或個人提出的其他配票方法。 

3. 告急策略使用頻次 

因廣告刊登頻次的多寡可能會影響候選人的支持度上昇率，作者將以廣告刊

登頻次做加權處理。包括「使用告急策略的頻次」、「使用催票策略的頻次」、「使

用固票策略的頻次」與「使用挖票策略的頻次」、「使用配票策略的頻次」。 

（1） 使用告急策略的頻次 

計算方法為加總該候選人每則廣告（包括政黨名義或個人刊登的）中的單則

告急策略頻次。其計算方式為： 

單則告急策略頻次＝單則廣告中的（H + F + R + S）× 單則廣告的刊登次數 

其中 H=有使用到的催票策略種類，包括危急搶救口號、動員拉票、一票的

重要性和增加席次共四種。F=有使用到的固票策略種類，包括團結勿分散口號、

勿信謠言假民調、跑票流失就落選和保住席次共四種。R=有使用到的挖票策略

種類，包括挖同黨的選票，與挖他黨的選票兩種。S=有使用到的配票策略種類，

包括責任區、個人資料、純粹呼籲與其他配票方式共四種。 

（2） 使用催票策略的頻次 

計算方法為加總該候選人每則廣告（包括政黨名義或個人刊登的）中的單則

催票策略頻次。其計算方式為： 

單則催票策略頻次＝單則廣告中的 H × 單則廣告的刊登次數。H 為有使用

到的催票策略種類。 

（3） 使用固票策略的頻次 

計算方法為加總該候選人每則廣告（包括政黨名義或個人刊登的）中的單則

固票策略頻次。其計算方式為： 

單則固票策略頻次＝單則廣告中的 F × 單則廣告的刊登次數。F 為有使用到

的固票策略種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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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挖票策略的頻次 

計算方法為加總該候選人每則廣告（包括政黨名義或個人刊登的）中的單則

挖票策略頻次。其計算方式為： 

單則挖票策略頻次＝單則廣告中的 R × 單則廣告的刊登次數。R 為有使用

到的挖票策略種類。 

（5） 使用配票策略的頻次 

計算方法為加總該候選人每則廣告（包括政黨名義或個人刊登的）中的單則

配票策略頻次。其計算方式為： 

單則配票策略頻次＝單則廣告中的 S × 單則廣告的刊登次數。R 為有使用到

的配票策略種類。 

 

（四）其他變項 

1. 民意調查部分 

包括「候選人民調支持度」、「候選人形象評價」和「民調接近當選邊緣的

程度」。 

（1）候選人民調支持度 

北市立委候選人民調以十一月二十六日中國時報公布的數據為準。該調查於

二十五日進行，以台北市的住宅電話簿為抽樣清冊，在百分之九十五的信心水準

下，抽樣誤差為正負三點四個百分點。北縣立委候選人部分則根據同一日的聯合

報民調資料，調查時間為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進行，以台北縣住宅電話為母體作

尾數兩位隨機抽樣，調查結果依鄉鎮市及各年齡層選民比例加權處理。在百分之

九十五的信心水準下，第一、三選區抽樣誤差為正負三點二個百分點內，第二選

區則在正負二點九個百分點內。 

研究者選擇這兩家媒體的民調有三個原因，第一是因為它們都在同時期進行

的，而且是同一天公佈的；第二是中國時報是調查台北市的選民，聯合報是調查

台北縣的選民，符合研究者所需的抽樣範圍；第三是兩報在問題、問法上是一樣

的，都有詢問選民支持的候選人與形象較佳的候選人，且不提示候選人姓名，採

開放式的回答。 

（2）候選人形象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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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人的形象評價數據來源與「候選人民調支持度」相同。 

（3）民調接近當選邊緣的程度 

計算方法為測量民調排名與應選名額的距離。 

距離＝∣民調排名（11/26）－該選區應選席次∣。 
（∣∣表示絕對值。） 

 

2. 效果變項 

支持度上昇率計算方式如下： 

    支持度上昇率＝ 
候選人得票率（％）－11/26 候選人民調支持度（％） 

11/26 候選人民調支持度（％） 

12/1 候選人得票數 

（候選人得票率＝                    ） 該選區總投票人數 

 

（五）編碼員間信度 

作者在所有樣本中（323 則）抽取約 1/3 的廣告進行三位編碼員間的信度檢

測，檢測結果顯示兩兩間的百分比信度（Holsti，1969）分別為 0.90，0.90，0.91，
皆達可接受水準。之後，將剩餘的廣告分為三部分，分別交由三位編碼員各自編

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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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研究一之結果與分析 

（一）研究問題一 

研究問題一欲了解第五屆立委選舉時，候選人與政黨在報紙廣告中使用告急

訊息的則數與百分比。作者將研究問題一之一、之二、之三的統計結果整理成表

三，其中「競選廣告」為候選人與政黨所刊登的競選廣告，而「候選人廣告」及

「政黨廣告」分為候選人、政黨所刊登的競選廣告。而問題一之四和一之五的結

果請見表四和表五。 

表三：競選廣告、候選人廣告與政黨廣告中，使用告急策略的則數與百分比 

 告急策略使用 
 競選廣告（問題 1-1） 候選人廣告（問題 1-2） 政黨廣告（問題 1-3） 
 則數 百分比 則數 百分比 則數 百分比 

無 147 53.5% 94 48.0% 53 67.1% 
有 128 46.5% 102 52.0% 26 32.9% 
總和 275 100.0% 196 100.0% 79 100.0% 

表四：候選人刊登的競選廣告中，使用四種告急次類型的則數與百分比 

 催票策略使用 固票策略使用 挖票策略使用 配票策略使用 
 則數 百分比 則數 百分比 則數 百分比 則數 百分比

無 111 56.6% 144 73.5% 186 94.9% 193 98.5% 
有 85 43.4% 52 26.5% 10 5.1% 3 1.5% 
總和 196 100.0% 196 100.0% 196 100.0% 196 100.0%

表五：政黨刊登的競選廣告中，使用四種告急次類型的則數與百分比 

 催票策略使用 固票策略使用 挖票策略使用 配票策略使用 
 則數 百分比 則數 百分比 則數 百分比 則數 百分比

無 62 78.5% 70 88.6% 79 100.0% 68 86.1% 
有 17 21.5% 9 11.4% 0 0% 11 13.9% 
總和 79 100.0% 79 100.0% 79 100.0% 79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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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假設一之驗證 

研究假設一之一希望探討使用告急策略的候選人中，民調排名較接近當選邊

緣者，使用催票策略的頻次是否比較多。結果顯示，排名較接近當選邊緣的候選

人和使用催票策略的頻次無顯著相關（Pearson 相關為-0.15，P 值=0.14），亦即

候選人在使用催票策略的頻次上，和其民調排名無關。研究假設一之二希望瞭解

使用告急策略的候選人中，是否民調支持度較高者，使用固票策略的頻次也較

多。結果發現民調支持度越高者，的確使用較多頻次的固票策略（Pearson 相關

為 0.27，P 值=0.01）。假設一之三欲瞭解是否使用告急策略的候選人中，民調

排名較接近當選邊緣者，使用挖票策略的頻次比較多。同樣以 Pearson 相關檢驗

後發現兩者之間無顯著相關。亦即候選人在使用挖票策略的頻次上，和其民調排

名無關（Pearson 相關為-0.04，P 值=0.38）。因此在研究假設一中，只有假設一

之二得到驗證支持，而假設一之一和一之三未得到驗證。 

（三）研究假設二之驗證 

研究假設二之一希望探討使用告急策略的候選人中，形象評價較低者，使用

催票策略的頻次是否比較多。結果顯示，形象評價和使用催票策略的頻次之間無

顯著相關（Pearson 相關為 0.08，P 值=0.26）（見表六），亦即候選人在使用告

急策略的頻次上，不因其形象評價高低而有所差異。研究假設二之二希望瞭解使

用告急策略的候選人中，是否形象評價較高者，使用固票策略的頻次比較多。結

果發現形象評價與固票策略的使用頻次上無顯著相關（Pearson 相關為 0.15，P
值=0.12）。假設二之三欲瞭解是否使用告急策略的候選人中，形象評價較低者，

使用挖票策略的頻次比較多。同樣以 Pearson 相關檢驗後發現兩者之間無顯著相

關。亦即候選人在使用挖票策略的頻次上，和其形象評價無關（Pearson 相關為

-0.17，P 值=0.09）。因此研究假設二均未得到驗證。 

表六：形象評價與使用告急策略頻次的關係 

 形象評價 
催票策略頻次  0.08 
固票策略頻次  0.15 
挖票策略頻次 -0.17 

           表中為 Pearson 相關值。*P 值＜0.05，**P 值＜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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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假設三之驗證 

研究假設三之一至假設三之四希望探討使用告急策略頻次較多的候選人，其

支持度上昇率是否較高。經統計分析後，發現假設三之一、三之二和三之四有顯

著相關，只有假設三之三未得到驗證（見表七）。亦即假設三之一：使用越多次

催票策略的候選人，其支持度上昇率越高（Pearson 相關為 0.25，P 值=0.02）；

假設三之二：使用越多次固票策略的候選人，其支持度上昇率越低（Pearson 相

關為-0.20，P 值=0.05）；假設三之四：使用配票策略頻次較多的候選人，其支

持度上昇率越高（Pearsom 相關為 0.47，P 值=0.01）。而假設三之三的 Pearson
相關值為 0.13，P 值為 0.15，表示使用挖票策略頻次較多的候選人，其支持度上

昇率並未比較高，亦即挖票策略頻次的多寡並不影響其支持度上昇率。因此在研

究假設三中，除了假設三之三未得到驗證外，假設三之一、三之二和三之四皆驗

證成立。 

            表七：使用告急策略頻次與支持度上昇率的關係 

 支持度上昇率 
固票策略頻次 - 0.20* 
催票策略頻次 0.25 * 
挖票策略頻次 0.13 
配票策略頻次 0.47** 

           表中為 Pearson 相關值。*P 值＜0.05，**P 值＜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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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研究一之討論 

研究一結果發現，民調支持度越高的候選人使用固票策略的頻次越多。例如

北縣第一選區的周錫瑋，民調排名第一，卻也是使用固票策略頻次最多的候選

人。至於民調越接近當選邊緣者和催票策略及挖票策略的使用頻次上無顯著相

關，原因可能也是因為選情緊繃，所以民調高者亦不斷使用催票動員，希望能多

吸收選票。例如秦慧珠、周錫瑋、李慶華除了固票策略外，也使用較多次的催票

策略。至於挖票部分，或許是候選人認為用廣告方式明顯挖別人的選票，可能造

成爭議，因此挖票策略並沒有很多候選人使用，只有 8 位，而使用的頻率也不高，

都在在 1-4 次之間。因此研究者認為，候選人除非必要使用挖票策略，且有把握

減低挖票策略帶來的風險，否則會盡量少用挖票策略，而改用催票策略來達到告

急的目的。 

在候選人形象評價與告急策略的使用頻次上，研究結果並未發現兩者間有顯

著相關。候選人不會因為形象評價較低而使用較多的催票、挖票策略，也不會因

為形象評價較高而使用較多固票策略。這樣的結果和預期不同。可能因為形象評

價屬於態度調查，民調排名屬於行為意圖調查，所以對候選人來說，民調排名較

形象評價更能直接預測選民的投票行為和選舉結果。因此候選人可能比較不在乎

選民對他的印象為何，重點是有人投票給他，能夠當選才是最重要的。 

而在告急策略與支持度上昇率的關係中，研究結果大部分和預期假設吻合，

只有挖票策略未得到驗證。研究發現使用催票和配票策略頻次較多的候選人，其

支持度上昇率較高，而使用固票策略頻次較多的候選人，其支持度上昇率較低。

由於使用固票策略的候選人多為高民調支持者，其支持率上昇幅度有限，故上昇

率較低，因此結果符合假設的推論。至於挖票策略的使用頻次多寡和支持度上昇

率之間無顯著關係，這點和預期結果不符。研究者推測其原因有兩點，第一是使

用挖票策略的候選人並不多（占 9.5%），統計結果可能無法反應實際情況；第

二是選民比較不喜歡候選人「挖他人選票」，因為催票、固票、配票策略都是針

對候選人自己，而挖票策略牽涉到其他候選人，廣告中便容易有攻擊他人的言

語，或是有「拉人下馬」的嫌疑。這樣的做法可能有違一般人的道德標準，因此

較難被選民認同。 

整體而言，本研究發現候選人使用告急策略的頻次和其民調排名、形象評價

無關，亦即候選人喊告急喊得凶，不見得因為選情真的需要「告急」。許多民調

排名較前的候選人為了怕不小心落選，還是打出催票、挖票口號，不願放過任何

一張可能的選票。親民黨的周錫瑋、李慶華即是民調第一卻猛打催票、固票告急

的例子。而一些民調結果幾乎篤定落選的候選人，可能怕被選民認其當選無望而

轉投他人，不願放棄一絲希望仍然打出告急廣告。例如新黨的秦俐舫和親民黨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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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隆。除了上述的情況外，真正在當選邊緣，只差臨門一腳的候選人更是奮力的

喊告急。因此在「人人喊告急，處處都搶救」的情況下，沒喊告急的候選人就容

易被選民認為「穩當選」或「穩落選」來看待，選票也就可能因此而流失。最明

顯的例子便是國民黨候選人丁守中、新黨候選人賴世葆，以及無黨籍的施明德，

都是被認為穩上卻高票落選的例子。由於高票落選的例子已不是單一事件，過去

已有許多例子被候選人引以為鑑，因此告急策略已不是當選邊緣者的專利，也成

為了候選人選前的必備招式（鄭自隆，1995）。為了能吸收更多選票，候選人很

少採用單一策略，大多是將催票、固票、挖票和配票策略混合運用，向游離者、

自己的支持者、其他候選人的支持者，以及政黨的支持者喊話，期待透過各種的

告急策略來收服選民的一票。 

至於使用告急廣告的效果部分，研究結果顯示使用固票、催票和配票策略頻

次越多的候選人，民調支持度上升的比率比較多。也就是說候選人必須花越多的

錢在告急廣告上，增加訊息曝光的範圍和頻次，讓更多選民知道該候選人在「告

急」，並透過多次的暴露產生記憶效果，才不致於讓訊息淹沒在其他候選人的告

急廣告中。這樣的結果顯示：財力雄厚的候選人使用告急廣告是比較有利的。若

選舉經費不夠，無法花錢刊登告急廣告，選民便很難得知候選人的告急訊息。因

此研究者建議未來有志參選卻經費不足的候選人，可以將較多的廣告經費用於告

急廣告。 

    由於研究一是以支持度上昇率探討告急策略的可能效果，並未實際測量選民

的反應，因此作者將在研究二中，以民國九十一年的高雄市長與市議員選舉為探

討對象，直接測量選民對告急策略的接受度與其支持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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