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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研究二：告急策略接受度的中介模式與選民差異

之探討 

研究二有兩個目的，除了以問卷調查法直接驗證告急策略的效果外，也想了

解有哪些心理特質的選民比較會接受告急廣告。作者在整理告急策略的相關文獻

時，國內外部分找到「策略性投票」和「挖票策略」的一些關聯，而在國內的報

紙和選舉書籍中也找到一些對告急策略的觀察評論。但是，研究者卻一直找不到

國外關於告急策略的相關研究。國內雖然沒有「告急廣告」的研究，但卻有「告

急」這個詞。台灣的選民對於「告急」這兩個字一定不陌生，因為每次選舉一到，

候選人幾乎都會使用告急搶救的策略。談到「告急」，雖然沒有人給它明確的定

義，大家也都能知道它指的是什麼。然而「告急」有沒有對應的英文字詞？國外

有沒有相對應的概念呢？ 

查閱國外的選舉文獻，並未發現和台灣「告急」意涵類似的名詞，卻有一個

和台灣的「動員」意含相近的詞—“Get Out The Vote”（GOTV），有些中文譯者

翻譯成催票。許多國外學者認為催票（GOTV）的重要性不可忽視，因為成功的

催票可以提升 3%~5%的選票，在競爭激烈的選戰中已足以影響成敗（Allen，
2000）。尤其若支持者認為候選人民調結果是「穩當選」或「穩落選」，通常會選

擇不出門投票，因此最後關頭的催票策略必須精密的規劃和執行（Elam，1998）。 

GOTV 主要是指投票前幾天至投票日之間所有提醒選民投票的作為。催票的

對象應該是「最有可能投票給候選人」的選民，並非一般大眾，因為沒有篩選對

象的催票行為，不但會催出自己支持者的票，也會催出對手的選票（Shea，1998；
詹姆士‧梭伯&坎迪‧納爾遜，1995/1999）。所以選舉期間就應利用電話訪問、

人口統計與地理調查等方式，找出可能的支持者名單，以便於選前幾天進行各種

的催票通知（Shea，1998；Carey，2000）。但也有些學者認為候選人可針對尚未

決定的選民進行催票活動，例如在街口、商圈、學校出入口、主要住宅區及工業

區等地派義工舉候選人看板宣傳（Elam，1998；Allen，2000；Van & Berglund，
2000）。 

研究 GOTV 的學者對其內涵的看法不一，但將其歸類後。主要內容可分為

「催票」和「提供投票相關服務」兩種。催促投票包括了電話催票（telemarketing）、
郵件催票（direct mail）、登門催票（Door Knocking）、電子郵件催票（Email）及

電視與廣播的催票訊息等，而在投票所內也不能閒著，必須隨時掌握尚未投票的

支持者名單（Poll Watching），進行第二次的催票；而「提供投票相關服務」則

包括協助選民電子投票（electronic voting）與郵寄投票（absentee voting）事宜、

提供選民到投票所的交通車接駁，以及兒童照護的服務（詹姆士‧梭伯&坎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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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爾遜，1995/1999；Shea，1998；Elam，1998；Carey，2000；Allen，2000；Van 
& Berglund，2000）。 

GOTV 的訊息需強調「給選民去投票的動機」，因為選民需要一個理由促使

他們去投票（Carey，2000）。對於有政黨傾向的支持者，催票內容應提醒該黨候

選人最重要及感動人心的政見；而對於獨立選民，候選人可強調「投票是公民的

權利和責任」，用愛國訴求促使厭惡政黨惡鬥的選民們投票（Gerber & Green，
2000）。有些學者認為，選民投票動機往往出於自利、和自身相關的考量，所以

其最後的投票決定是理性評估和非理性情緒的混合，尤其是情緒的引發（Carey，
2000）。1992 年美國總統大選中，柯林頓提出“It is The Economy Stupid! ”口號，

當時的民眾對於未來經濟發展並不看好，柯林頓抓住了民眾不安的心理主打經濟

議題，催票時便訴求“a bad economy will hurt my neighbors”，使選民產生“I could 
lose my job”的恐懼情緒，成功地催化為選票（Carey，2000）。 

催票是提醒的作用，因此文字不能太多，放上候選人姓名、簡單背景，以及

一句簡短好記的口號就好，例如“ELECT Gorsuch for Better Roads”或“ELECT 
Gorsuch for Lower Property Taxes”等，加強選民的印象（Elam，1998）。 

至於什麼情況下適合用催票策略呢？Faucheux（1996）認為在五種情況下，

候選人才需要催票。第一是政黨和其候選人有著不同的基本盤選票。例如候選人

提出的政見與其政黨的立場不一致，導致支持候選人與政黨的選民基礎有所差

異。第二是確保多項選舉同時舉行時，選民不會只投高矚目度而放棄低矚目度的

候選人選舉。例如總統與地方級的選舉同時舉行，選民容易忽略地方型的選舉。

第三是候選人的支持者有較多是獨立、無政黨傾向的選民時，應使用催票策略，

因為他們的投票率通常比政黨支持者來得低。第四是若其支持者中有部分族群的

投票率較低時（例如青年和窮人），也應使用票策略。最後一點是，當催票策略

是贏得選舉的唯一方式時才使用，例如支持度已經落後，唯有催出所有的選票，

候選人才有當選的可能性。 

綜合前述研究，我們知道國內外的選舉都很重視選前的衝刺，也有相關 
的策略與計畫，但仍有以下差異。首先是訊息內容部份：追對選前的催票訊息，

國外多將政見、議題以感性訴求包裝，用一句簡短的口號引發選民的共鳴

（Elam，1998；Carey，2000），但台灣的告急廣告，發現常常不見議題政見，卻

出現一句句哀求、求救口號，或是直接要求選民遵從投票的指示（中國時報，

2001.11.21；黃淑鈴、鄭世裕，2001.11.30；王寓中，2001.11.30）。其次是使用時

機：國外選舉專家認為，不是每個候選人都需要「告急」，需要視情況而定

（Faucheux，1996），例如對於基本盤薄弱、選民結構不穩定，或是支持度較低

的候選人，才有需要催票；反觀國內選舉，「告急」是每個候選人一定要做的，

不論民調是領先或落後，都要向選民告急（陳嘉宏等，2001；中國時報，

2001.11.21）。第三，雖然國內外皆有選民的棄保研究，但國外的研究大多是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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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發性的策略投票，並未發現以政黨或候選人名義刊登具「策略投票」指示的廣

告文宣；相較於台灣，雖只有零星的學術研究，但仍指出「告急廣告」存在的事

實（夏珍，1987；鄭自隆，1991）。 

這樣的結果，使得研究者思考是否台灣與美國的「選舉文化」是有差異的。

是否因為「文化」的不同，讓在國外幾乎看不到的「告急廣告」成為台灣每次選

舉時候選人必出的招式？在進一步了解影響台灣文化最深的儒家思想以及相關

的政治學研究後，研究者認為中國傳統文化對於選舉文化是有相當的影響力。文

化對個人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在不知不覺中影響到個人的思想與行為。在同一

文化中生活的人，會因為長時間的教化而有相似的觀念與行為。雖然如此，西方

思想的衝擊或個人過往的經驗，使得文化中的個人還是有差異性存在。本研究便

試圖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找到競選廣告告急策略的形成因素，並解釋具有傳統文化

特質的選民對於告急策略的態度及其效果。 

經過一番整理，研究者提出了三個解釋原因，分別是儒家思想強調的重視「內

團體偏私」、「集體權益」和「政治道德觀」。「內團體偏私」指的是偏袒自己人，

做有利於自己人的反應；「集體權益」則是個人將團體利益優於自己的利益、犧

牲小我完成大我，並為團體盡力付出的精神；而「政治道德觀」指的是選民對候

選人有很高的道德要求，認為政治跟道德是合一、不能分開的。因此研究二中，

作者將探討「內團體偏私」、「集體權益」與「政治道德觀」與告急策略接受度的

關係，以及告急策略接受度與對候選人／政黨之支持意願的關係，最後驗證告急

策略接受度之中介模式。 

在探討「集體權益」的概念時，作者發現探討這概念最多的是研究「集體主

義」和「本土心理學」的學者。而「內團體偏私」則在三個領域中都被探討到，

包括「社會認同理論」、「集體主義」和「本土心理學」。在探討中西方的「內團

體偏私」與「集體權益」行為之前，必須先探討中西方的「自我」概念與「人己

關係」，因為「內團體偏私」與「集體權益」是從這兩個概念發展出來的。因此

在中西方的文獻回顧中，作者會以「自我與人己關係」、「內團體偏私」、「集體權

益」的順序來介紹。 

在第一部分中，研究者首先回顧西方文化的相關文獻。由於社會認同理論是

屬於西方個人主義觀點的理論，集體主義和本土心理學則是解釋東方集體主義文

化的理論，因此在第一部分的文獻中，研究者將「社會認同理論」與「個人主義」

合併討論，指出西方觀點中的西方文化在「自我」、「人己關係與內團體偏私」和

「個人權益」的觀點。 

第二部分中，作者將回顧中國文化的相關文獻。包括了西方觀點的集體主

義，以及中國觀點的本土心理學研究。而後比較兩取向在「自我與人己關係」、「內

團體偏私」與「集體權益」概念的差異，並指出本土心理學取向成為本研究主要

理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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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部分，作者首先比較中西方文化在「自我與人己關係」、「內團體偏私」

與「集體權益」概念的差異，其次指出何謂「告急策略接受度」，並說明中西方

選民在告急策略接受度上的差異。 

    在「政治道德觀」的部分，西方認為道德與政治是不同領域的，在政治上並

不強調道德，因此對政治人物比較沒有道德的要求。而在中國，道德與政治是合

一、不能分開的，政治人物若沒有良好的道德，即便握有大權也得不到民心；加

上傳統的政治哲學強調無為主義，只要百姓能過好日子，政治人物有沒有大作為

並不重要。在這樣的觀念之下，中國的選舉容易有「選人不選政見」的狀況，而

告急策略便是選舉文化下發展出來的產物。因此在第四部分，研究者將回顧西方

的政治思想與儒家的政治道德觀，包括了道德政治與政治權力的正當性、重人治

輕法治的國家制度、強調賢人政治及無為主義思想，最後指出政治道德觀對選民

的告急策略態度的關係。 

    在探討了文化因素對選民在告急策略態度的影響後，研究者想了解究竟告急

廣告有沒有效果存在。在競選廣告中，效果研究乃是學界與實務界相當重視的部

分。在過去，探討廣告態度影響候選人態度的相關研究並不多，通常著重於負面

廣告的影響（e.g., Ansolabehere & Iyengar，1995）。這些研究結果大都支持了選

民對廣告的態度影響對候選人態度的假設。因此在第五部份，研究者將回顧過去

競選廣告態度與候選人態度的研究。 

 

一、個人主義與社會認同理論觀點 

（一）自我 

許多學者認為西方國家是個人主義文化的代表。而社會認同理論反映了西方

個人主義的人己關係。所謂的「社會自我認同」是指「一個人自我概念的一部分，

它來自於此人對其社會團體的認識，以及附加於此團體身份上的價值或情緒意

義」（Taifel，1981）（轉引自張滿玲，2000）。 

該理論提出個人的自我有三個層次，分別是個人的、人際的、團體的層次，

其反映的自我概念是「個人我」、「關係我」與「集體我」（Brewer & Gardner，1996）
（轉引自張滿玲，2000），三者的比較如表八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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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自我概念比較 
分析層次 自我概念 自我評價的基礎 參考架構 基本的社會動機

個人的 個我的 特質 人際間比較 自己的利益 
人際的 關係的 角色 反射 他人的利益 
團體的 集體的 團體原型 團體間比較 團體的福祉 

資料來源：摘自 Brewer & Gardner，1996，p.84（轉引自張滿玲，2000） 

其中「個人我」是指對自己的認同，而「關係我」與「集體我」是社會自我

認同後產生的。因此，我們可以說「關係我」與「集體我」是自我的社會延伸，

它是個人認同自己為團體的一份子，其中有認知的成分，也有情感的成分（張滿

玲，2000）。 

個人主義文化雖然有上述的社會團體認同，但在人己關係部份，仍強調自己

與他人之間的區別（陳皎眉、張滿玲、鄭宗慧，1997），例如「個人我」的重要

性大於「關係我」與「集體我」，而且個人不會以團體的身分作自我定義；另外

人們關心的範圍是自己以及直系親屬，並不擴及到內團體（Oyserman, Coon, & 
Kemmelmeier，2002）。 

 

（二）人己關係與內團體偏私研究 

內團體和社會認同理論的「關係我」與「集體我」一樣，是一個人自我的社

會性延伸。當個人認同自己是團體的一份子時，該團體即是所謂的「內團體」，

而非個人認同的團體則是「外團體」（Deschamps，1984；Wang & McKillip，1978；
李美枝，1993）。至於內團體偏私（ingroup favoritism）或內團體偏差（ingroup bias）
指的是人將自己做歸類後，會對於所認同的團體（相較於外團體）和團體成員做

較正面的評價，或是做較有利的行為（Wang & McKillip，1978），這是恆定的反

應且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李美枝，1993）。 

社會認同理論指出內團體偏私的基礎包括「認知性」與「情感性」。該理論

認為「類別化（categorization）」是內團體形成的主要基礎，情感上的喜歡是透

過與類別團體成員的相處互動後才產生的。因此，即使團體成員之間互不認識，

但只要知道屬於同一個類別團體，就能夠使團體成員形成內、外團體（Turner，
1987）。這樣的觀點是因為個人主義認為個人是依自願和個人的喜好，自由選擇

團體的。因此人們較會依照「屬性相似性」來劃分內外團體，屬性相同即是內團

體，不同則是外團體。 

這樣的思維方式，使得內團體偏私的研究常常是依照一些簡單而不具意義的

分類（如抽籤）來形成內、外團體；即使內團體成員間沒有共同的價值觀和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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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類別上的相似性，也能使人們作出有利於內團體的行為。因此在社會認同理

論的研究中，內團體偏私是因「認知性」類別而產生的，熟悉與情感並非形成團

體意識的必要條件（李美枝，許正聖，1995）。。 

 

（三）個人與集體權益 

在個人權利與團體權益部份，個人主義文化中的人們是相當重視「個人權

利」、「自主性」的（Hofstede，1980。轉引自 Oyserman et al., 2002；Lukes，1973。
轉引自莫季雍，1994），強調「個人重於社會」的概念（Lukes，1973。轉引自莫

季雍，1994）。 

「個人權利」強調個人權利（rights）的合法性與不可剝奪性，若「個人我」

的利益與「關係我」、「集體我」的利益發生衝突時，「個人我」比社會性的我來

得重要，任何團體都不能用集體利益的名義來剝奪個人的基本權利（馬森，1992；
何友暉等，1991）。所謂的「自主性」指的是：個人的思想和行動都是在自由意

志下產生的，不應該由社會制度或個人無法控制的因素來決定（Lukes，1973。
轉引自莫季雍，1994）。在「個人重於社會」部分，個人被視為有各自的興趣、

需求、慾望及目的，而社會則被視為配合個人需求目的的一組制度（轉引自莫季

雍，1994），因此當團體的目標和個人目標有所衝突的時候，個人主義文化會將

個人目標優先於團體目標（陳皎眉等，1997；Triandis, Bontempo, Villareal, Asai & 
Lucca, 1988。轉引自李美枝，1992）。 

 

二、集體主義與本土心理學觀點 

（一）集體主義觀點 

在人己關係上，集體主義者會以個人所屬的團體身分做自我定義。「我」的

範圍包含了其他的親友、熟人，不是只有自己。而且一但形成內團體後，範圍是

固定不變的，內、外團體之間的界限是穩定且不會彼此滲透的（Oyserman et al., 
2002；李美枝，1993）。 

集體主義文化十分強調「內團體」的利益（陳皎眉等，1997），而內團體的

範圍可以包括家庭或社會、國家。因此研究集體主義的學者認為集體主義者是以

「國家、社會、集體為重」，表現團結一致的整體行為（楊中芳，1994），並且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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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與自己劃為「圈內」的人分享報酬（楊中芳，1993）。而內團體成員間的互動

是基於平等、對等，或是更慷慨的原則（Oyserman et al., 2002）。 

在個人權利與團體權益部份，大部分研究集體主義文化的學者都認為：重視

「集體權益」是該文化的主要核心概念。這裡的「集體」指的是「內團體」，其

成員通常是與個人關係親密的家人。團體成員必須為團體盡責任、為團體犧牲

（Oyserman et al., 2002），當團體的目標和個人目標有所衝突的時候，會以團體

目標為優先考量（陳皎眉等，1997），亦即個體利益或小我必須屈就較大的集團

利益或大我（何友暉、陳淑娟、趙志裕，1989）。 

 

（二）本土心理學觀點 

1. 針對集體主義的批評與修正 

集體／個人主義被提出後受到不少本土心理學者的批評。例如研究集體主義

的學者認為「自己」在「團體」中的地位是很低的，所以個人是集體目的與利益

下的犧牲者（Triandis, Bontempo, Villareal, Asai & Lucca, 1988）（轉引自楊中芳，

1991）。但華人學者並不這麼認為，他們認為中國人是很重視「自己」的，並給

予自己「克己復禮」的責任，這是屬於內在修養的要求，和西方強調表現於外實

現個我是不同的（黃光國，1993）。個人之所以重視團體利益甚至為團體犧牲，

不是因為「自己」的地位低，而是考量彼此間的「關係」，視「情境」而定的。

就華人而言，「團體」利益指的是「關係」利益，誰和自己比較有關係、有交情，

就比較重視誰的利益。因此內、外團體是相對的、看情況而定，十分有彈性，而

不是集體主義認為的衡定與難以改變。 

集體主義研究者認為中國人重視集體利益，內團體可以擴張到社會、國家等

抽象類別層次。事實上，中國人的「集體」範圍很難跨越到社會、國家的層次。

因為傳統的中國道德裡，全都是個人對個人之間的道德規範，缺乏了「團體」的

觀念與規範（黃光國，1993），因此國家社會層次的大我意識薄弱，無所謂犧牲

小我、完成大我，反而犧牲大我的情形較常出現，例如沒有公德心、自掃門前雪

等（陳淑娟，1991；費孝通，1991）。這些學者們的觀察反映了中國人其實是很

「個人主義」的，沒有「集體主義」的概念。（費孝通，1991；楊中芳，1991；
石元康，1987；陳皎眉等，1997）。 

陳皎眉等人（1997）曾用集體／個人主義探討台灣與美國受試者面對社會困

境時的合作行為，發現過去研究認為「集體主義者比較合作」的觀點並不夠精確，

因為中國人並不是對任何人都一視同仁地採取合作態度，還需考慮受試者合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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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是誰，屬於什麼團體。當社會困境中的互動對象和自己較親近，有血緣關係

時，人我分際變得模糊，受試者願意採取合作態度；當對象和自己沒有家族關係

時，便會以自己的利益為主，較不願意和他人合作。這樣的結果反映了中國人是

偏私自己人的，要不要合作必須看對象而定。 

從上述文獻中，我們可以發現中國人不但有「集體主義」，同時也有「個人

主義」的特質，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並非截然對立的，所以用集體主義描述中國

人是不適當的（黃光國，1998）。因此有研究者在「個人主義」或「集體主義」

的架構下提出修正（Sampson，1988）。Sampson（1988）首先提出了「自足式／

包容式個人主義」來解釋中國人的人己界限。他認為在人己關係上，中國人是採

包容式個人主義，而西方則採自足式個人主義（見圖一）。兩者的不同在於自足

式個人主義的人己界限在個人身體的邊緣，而包容式的個人主義將自我的範圍擴

大到身體之外。所以美國人的「我」將自己與其他人分開，而中國人的「我」則

將自己和親近的人，如親戚好友等「自己人」納進來（轉引自李美枝，1993），
依親疏遠近有差序性的不同（李美枝，1993）。由於中國人在「我」的範圍擴大

了，對內團體中的人都視為是「我」的一部分，所以行為上不像美國人只偏私自

己，還會偏私內團體的成員。 
 

         美國                        中國 
         

 
  自己 

內團體 

外團體 

 
 

 自己

內團體 

外團體 
         

         
    
 
 
 
圖一：自足式與包容式個人主義的人己界限 

Ho（1979）提出了集體取向論來修正集體主義，他認為集體取向與集體主

義不同的地方有兩點。第一，集體主義並不是只有一種，世界上有各種不同型態

的集體主義，其內涵也不同，而中國社會呈現的集體主義只是其中一種而已。第

二，集體／個人主義被視為是單維向度的兩極，而集體取向則認為應將個人主義

與集體主義視為兩個或多個單維的維度看待（轉引自何友暉等，1989）。 

除了上述的修正之外，不少華人研究者認為本土心理學的理論或概念，例如

差序格局和關係取向，比集體／個人主義更能描述中國人的自我界限（李美枝，

1993；楊國樞，1994；陳皎眉等，1997）。因此下面的文獻中，研究者將介紹本

土心理學研究者提出的理論與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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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土理論與概念 

在華人心理學領域裡，有許多學者提出本土的理論模式。他們雖然使用不同

的名詞，但提出的理論和核心概念都很相似。在「人己關係」上，分別有「小我

／大我」、「家庭內／家庭外關係」、「自己人／外人」和「差序格局」等概念。其

中前三者都是中國人指稱內、外團體的說法，只是三者包含的範圍不同而已；其

中「小我」指的是自己本身，「大我」才包含自己以外的他人，也就是「內團體」；

而「家庭內關係」中的成員一定是內團體，「家庭外關係」的人則不一定，可能

是屬於內團體，或是外團體；至於「自己人／外人」的分界和「內／外團體」一

樣，是最能說明內、外團體觀念的用詞。而「差序格局」雖然也有內、外團體的

概念，但他並不使用二元對立的名詞來說明這種現象，強調的是內、外團體的相

對性。亦即內外團體的範圍會依不同的情境而變化，是可以縮到以家庭為內外的

分界，或是擴大到以鄉里為分界。上述四種概念是學者們對中國人「人己關係」

的描述，這些名詞也常被本土心理學研究者用來解釋自己的理論概念。 

除了人己關係的概念外，也有研究者以建構理論的方式探討其他面向，例如

「家族取向」和「關係取向」指的是人們生活運作的型態，包含了人己關係、和

團體內成員的互動等等社會運作狀況；而「人情與面子」則是解釋人們在面對他

人請求時，如何依據雙方關係來分配資源。 

由於建構本土心理學理論的學者都同意中國人的人己關係是「差序格局」

的，有所謂「自己人／外人」、「小我／大我」的人我劃分，因此研究者在下文中

不介紹各理論的人己關係主張，著重於中國人的「內團體偏私」行為與重視「集

體權益」部分。以下，研究者先整理中國人人己關係的內涵以及各理論關於「內

團體偏私」與「集體權益」方面的內容，而後進行本土理論的整理。 
 

（1）自我與人己關係 

A.「小我」與「大我」 

在華人社會中，個體與他人的界線會隨著關係脈絡的轉變而有所不同。對華

人而言，身體的我就是楊中芳所說的「個己的我」，也就是「小我」，而社會性的

我則是「大我」（危芷芬，2001），是個人自我的延伸與擴大。一般而言，家人關

係是華人「大我」觀念的核心。儒家認為個人的生命是祖先生命的延續，因此個

人的「自我領域」並非只指個人身體範圍之內，而是包括了個家庭家族，將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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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為整個「大我」（危芷芬、黃光國，1998；危芷芬，2001）。 

中國人的「自己人」是相當有彈性的，「大我」的範疇會隨著血緣關係的親

疏，不斷地往外擴張，界限可以隨自己認定做擴張或縮小（危芷芬，2001）。因

此中國人會將家人最先納入「大我」的範圍，其次是有血緣關係的同宗和同族，

再來則是有地緣關係的鄰居和同事等人，最後才擴展到沒有血緣關係的其他人

（李美枝，許正聖，1995；危芷芬，2001）。由於血緣親近性是影響「大我」範

疇的關鍵，所以華人經常使用一種「擬似親族關係」的稱謂來稱呼其熟人，主要

動機便是想將對方包容入自己的關係網之中（危芷芬，2001）。如此一來，即便

沒有血緣關係的人，也有可能透過個人「大我」範圍的擴大而納入關係網中。 
 

B.「家庭內關係」與「家庭外關係」 

危芷芬（2001）認為個人的「家庭內關係（inside-family relationship）」指的

是：「由既存的連帶性所界定，非經個人選擇所建立的關係」。她並指出這些關係

通常具有血緣的基礎，例如父母、兄弟姊妹、親戚等。而「家庭外關係」指的是：

「個人可以憑藉其意願所選擇建立的人際關係」，像是同學、同事、朋友等關係

即是家庭外關係。 

兩種關係之間基本的差別在於自由選擇性。由於「家庭內關係」的不可選擇

性，「家庭內關係」的對象通常不能夠被取代的，而且也不能夠自由選擇交往對

象，加上華人文化中「家人一體」的觀念，「家庭內關係」成為個人自我的一部

分，因此在任何情況底下，個人都應將其成員包含在「大我」的範圍內，而且在

互動的過程中必須謹守角色規範；而「家庭外關係（outside-family relationship）」
的對象因為是可以自由選擇的，因此個人較能夠依其意願終止關係，而且個人可

以加入社會團體不斷地建立「家庭外關係」，所以此種關係中的對象是可以被替

代的，「家庭外關係」中的成員只有在特定的情況下，才會被個人納入「大我」

之中（危芷芬，2001）。 
 

C.「自己人」與「外人」 

    顧瑜君（1987）認為「自己人」是指「有關係」的人，而「外人」就是「沒

關係」的人。所謂的「關係」是人與人之間，人與物之間，因某些原因而有連署

的情形，例如「親戚關係」和「朋友關係」。 

就範圍而言，「自己人」有兩類，一類是「非選擇性」的，不是個人可以自

由選擇的，例如父母、兄弟、長輩、同學、同事等；另一類是可以自己選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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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自主意願的「選擇性」，例如個人在其認識的人當中特別喜愛或關係比較特殊

的（顧瑜君，1987）。在第二類的關係中，個人篩選「自己人」的標準除了情誼

外，還要能夠接納信任，其形成方式可能因利害關係、他人從中介紹等，透過人

際間的串聯來擴展自己人的範圍（顧瑜君，1987）。 
 

D.「家人關係」、「熟人關係」與「生人關係」 

楊國樞（1994）的關係取向認為，中國人在自我界定上，常用個人所屬的團

體成員身分來定義自己，個人並不將自己視為是獨立的個體，而是大我的一部分

（何友暉等，1989）。在人際關係上，中國人常依照親殊來區分彼此間的關係，

分別為「家人關係」、「熟人關係」與「生人關係」（楊國樞，1994）。「家人關係」

是指個人與其家人間的關係，包括父母、兄弟姊妹、子女、夫妻等；「熟人關係」

指個人與熟人間的關係，包括同學、同事、鄰居、師長等；「生人關係」是個人

與前兩者之外的個人關係，和自己沒有直接或間接的持久性社會關係的人（楊國

樞，1994）。 

楊國樞（1994）指出中國人強調「自己人」與「外人」的分界，而且分界是

有伸縮性的。若和生人相比，家人和熟人都是「自己人」，生人是「外人」；和家

人相比，熟人和生人則變成「外人」，只有「家人」是自己人。即便都是家人關

係，仍會因不同的對象而有親疏不等的關係，同樣地，在熟人關係與生人關係中

也是有差序關係的存在。因此在不同的情境下，中國人對「自己人」與「外人」

的界線會有所變化，是一種「差序格局」，是由自己為核心伸縮的關係網絡。 

 

E.「情感性關係」、「混合性關係」與「工具性關係」 

黃光國的「人情與面子」模式認為，人們會依照親疏遠近來判斷彼此的關係。

黃光國依「情感性成分」和「工具性成分」比例的多寡，將中國人的人際關係分

成三類：「情感性關係」、「混合性關係」與「工具性關係」。他認為在這三種關係

中，都含有「情感性成分」和「工具性成分」的成分，差別只是兩種成份的多寡。

所謂的「情感性關係」通常指的是家庭內的熟人，例如父母、手足；「混合性關

係」指的是家庭關係以外的熟人，例如朋友、同事等；而「工具性關係」則是個

人為了獲取資源，和陌生人建立的關係（黃光國，1995；危芷芬、黃光國，1998；
黃光國，1999）。 

黃光國認為人與人的關係並非一成不變。「人情與面子」模式指出在「情感

性關係」和「混合性關係」之間，存有一道不易突破的心理界限（psych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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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undary），屬於「混合性關係」的人不容易突破界限，轉變成「情感性關係」；

但「工具性關係」和「混合性關係」之間的心理界限較不明顯，「工具性關係」

容易透過拉關係、加強關係等動作增加「情感性成分」，進而變成「混合性關係」。

另外，原本屬於「情感性關係」和「混合性關係」的雙方，也可能因為感情破裂，

而變成「工具性關係」和「混合性關係」（黃光國，1995；黃光國，1999）。 
 

F. 差序格局 

費孝通（1991）認為中西方文化對於人己界線有著不同的劃分。他指出西方

的社會關係就如同捆柴一般，每一根柴都有屬於一定的捆、紮、把，一捆一捆分

類清楚。每一個人就像柴一樣，而每一捆柴就是一個團體。這些團體是有界限的，

誰是團體內的人，誰是團體外的人，都分得清清楚楚。同個團體內的人彼此間的

關係是相同的，如果有等級的差別，那也是原先就規定好的。這樣的社會結構，

費孝通（1991）稱之為「團體格局」。不過西方社會並不是每個人只加入一個團

體，而是可以加入很多團體的，所以捆柴只是拿來比喻西方人對於團體內外的差

別（費孝通，1991）。 

在「團體格局」的文化中，「團體」是一個控制個人行為的力量，是先於個

人卻又不能脫離個人的共同意志。每個團體份子之間的關係是相等的。團體對個

人的關係就像神對信徒的關係一樣，「是個有賞罰的裁判者，是個公正的維持者，

是個全能的保護者」（費孝通，1991）。 

中國的社會結構像是將石頭丟向水裡所產生的波紋一般，是一波一波的向外

推展出去。每個人以自己為中心，他人和自己的關係就像波紋一樣，越推越遠，

越推越薄。然而，每個人在不同的時空情境下，動用到的圈子也不相同，因此在

圈子裡面的範圍可以小至一個家庭，也可以大至一個國家，這就是中國人的「差

序格局」（費孝通，1991）。因此中國人的人際網絡是有伸縮性的，會依據不同的

情境將不同的人納入內團體中。 
 

G. 小結 

從上述的文獻中可以發現，學者們使用各種的名詞解釋範圍不同的概念，研

究者參考危芷芬（2001）的整理後，將以上的名詞與其範圍整理如下（見表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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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人己關係分類 
關係分類 理論 提出者 
自己 內團體 外團體 

人己關係  小我 大我  
   自己人 外人 
人際義務 危芷芬  家庭內關係 家庭外關係 
關係取向 楊國樞  家人 熟人 生人 
人情與面子 黃光國  情感性關係 混合性關係 工具性關係 

在自我概念部分，中國人的「自己」常常是包含著其他人的，個人會依其團

體成員的身分來定義自己。因此「我」不只是身體上的「小我」，還有家人、熟

人等更大範圍的「大我」。 

在人己關係上，家庭是個人最重視的內團體，有著先天的不可選擇性。所謂

的「大我」、「自己人」、「家庭內關係」與「情感性關係」都包含了家庭內成員。

至於家庭以外的熟人、朋友、親戚，大多是個人可以自由選擇的，個人可以視彼

此熟悉與喜歡的程度，包括在內團體之中。在「大我」與「自己人」的概念中，

包含了家庭成員以外，自我認定為內團體的熟悉他人；而「家庭外關係」、「熟人」

和「混合性關係」的概念認為這些熟人可能是內團體或外團體的成員。以上的概

念都指出熟人關係中存在著「差序格局」，依據不同的情境與關係，被歸類在內、

外團體中。至於其他和個人無長期關係與交情的「生人」，人們與其互動通常抱

持著「工具性成分」，是個人為了獲取資源才進行的互動交往。由於和自己的關

係最淺，個人通常將其視為「外團體」。 

然而中國人的人我界限並非一成不變的，關係可以互相滲透。原本熟悉親近

的「自己人」，可以因為感情不合而變成「外人」；而無血緣關係、彼此不熟的「生

人」，也可以透過「拉關係」來增加彼此的情感，進而成為「自己人」、「熟人」

（楊宜音，2000）。不管是不同關係的成員（如情感性關係、混合性關係、工具

性關係之間）或是關係之內的成員（如家人之內），都是依照「差距格局」來運

作，關係從親近到疏遠漸漸向外圈擴散。 

根據上述的文獻，我們知道中國人區分「人、己」的方式。通常中國人對於

區分後的團體，有著不同的行事標準，對於自己熟識的人往往給予較好的待遇，

而對於陌生的其他人則採取比較公平的態度。因此接下來，作者將探討中國人對

人、己的對待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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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內團體偏私與研究 

A. 關係取向 

楊國樞在 1977 年左右提出了「社會取向」的概念。他認為在中國人的傳統

社會裡，其生活圈的主要運作型態是「社會取向」的，包括了四大內涵：家族取

向、關係取向、權威取向及他人取向。其中「關係取向」指的是個人如何與其他

個體融合（楊國樞，1994）。 

關係取向的重要特徵之一是「關係形式化」。中國人通常用他主要的社會聯

繫來界定自己的身分，稱之為「關係性身分」（何友暉等，1989）。而「關係形式

化」便是將關係中雙方的角色行為予以定型化（楊國樞，1994），中國的「五倫」

便是代表著人們在父子、夫妻、兄弟、君臣、朋友等社會關係，而這些關係都有

一套「角色劇本」，任何在此關係中的人都必須依照角色劇本來扮演（楊國樞，

1994）。 

由於中國社會對各個關係、角色有既定的要求，因此中國人在和他人互動前

必須先衡量彼此間的「關係」，判斷方式包括地緣或所屬機構、血緣或姻親關係，

以及階級或成就（何友暉等，1989），然後再決定彼此應該如何互動。由於中國

人是依照各種角色關係來行事做人，面對不同「關係」的他人，其態度與行為便

會因此改變。這種個人在同樣社會情境中有一致的言行，可稱之為「角色一致性」

（或社會一致性），這和西方社會以自我意向為重心的「自我一致性」（或個人一

致性）不同（楊國樞，1994）。 

「關係中心論」是關係取向的另一個特徵，又稱為「關係決定論」（relational  
determinism）（楊國樞，1994）。在社會互動中，中國人會視與互動對象的關係是

「家人關係」、「熟人關係」或「生人關係」來決定對待的原則。在「家人關係」

中，互動雙方要講「責任」與義務，要盡力為對方付出，不講求回報；「熟人關

係」中，雙方講求的是「人情」，以過去累積的交情為基礎，做適當的付出，期

望相當的回報；至於「生人關係」中的雙方平日無互動或交情，只要依照實際「利

害」情形來行動即可，雙方比較精打細算，以謀取個人較大的利益，而對回報的

期望比較高（楊國樞，1994）。 

因此，中國人在家族外的場合中，常會對家族內的成員採取「特殊主義」，

亦即對其他人都是依法規定辦理，沒有商量餘地，但對家人可以有「例外」，他

們可以因為這種關係行使「特權」，享受特殊待遇（楊國樞，1994）。至於對「熟

人」，有時候也會採取特殊主義，不過實際情形得視雙方的交情、親疏、權勢等

因素判定，但和家族的人相比，中國人對熟人的偏袒與幫忙程度是比較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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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人情與面子 

黃光國（1988a、1988b）的「人情與面子」模式，說明了當「請託者」請求

「資源支配者」將他所掌握的資源作有利於「請託者」的分配時，「資源支配者」

如何判斷彼此間的關係，以及如何回應請託者的要求。該模型認為：人際關係的

成分主要是由「情感性成分」和「工具性成分」所組成的。人們判斷彼此間的關

係時，會依「情感性」和「工具性」這兩種成分的多寡分成：「情感性關係」

（expressive ties）、「混合性關係」（mix ties）和「工具性關係」（instrumental ties）
（黃光國，1988a、1988b；危芷芬、黃光國，1998）。判斷完關係後，再選擇適

當的交換法則。 

在情感性關係中，社會互動所依循的資源分配原則是「需求法則」，強調的

是人們「各盡其能、各取所需」，盡其本分來滿足他人的需要，在施恩給他人後

並不要求回報；在混合性關係中，依循的交換原則是「人情法則」，和為貴是最

高的指導原則，個人必須盡力和熟人保持良好、和諧的關係。在接受別人的恩惠

後，應該要感恩圖報；至於在工具性關係中，個人依照「公平法則」來互動，雙

方會比較自己與對方的付出，以確保個人在交易關係中獲得公平的待遇。在此關

係中的個人，容易有討價還價、斤斤計較的情況（黃光國，1988b）。 
 

C. 差序格局 

「差序格局」的文化中，社會的範圍是從「自己」推展出去，推展的路線有

幾條，其中最基本的推展路線便是有血緣關係的親屬，另一條路線則是朋友。因

此，在差序格局裡的社會，是由無數個私人關係（如父子、朋友、君臣）搭建起

來的網絡，每個網絡上的結都有一個道德規範。因此在傳統的社會道德裡，沒有

超越私人關係的道德觀念，缺乏了「團體」的觀念，個人對於團體並沒有道德的

規範（黃光國，1993；李美枝，許正聖，1995），只有個人對個人之間的道德規

範，因此所有的價值標準也就無法脫離人倫而存在（費孝通，1991、1993）。 

中國人這種依照不同的「私人關係」形成的道德規範網絡，使得差序格局社

會中的人，有著偏袒自己人的特性。費孝通（1991）說道：在差序格局的社會中，

「一切普遍的標準並不發生作用，一定要問清了，對象是誰，和自己是什麼關係

之後，才能決定拿出什麼標準來」（費孝通，1991）。中國人的道德標準與法律都

受到「對象」和「自己」關係的影響，形成「對人不對事」的現象（費孝通，1991；
彭泗清，1997），因此，人們對於差序格局中越圈內的人越偏私，且傾向依照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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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的親疏遠近來決定是否施惠於他人（危芷芬、黃光國，1998）。 
 

D. 相關研究 

危芷芬和黃光國（1998）在一個台灣與美國大學生的內團體偏私的比較研究

中，發現中國人的行為有著「差序格局」。該研究發現美國大學生在「侵犯他人

權益」行為上，不管侵犯他人權益者是一般社會大眾或是和自己有關的親友，美

國大學生不會因為犯行者和自己的關係親疏而有不同的犯錯評定。但台灣大學生

在判斷他人是否侵犯個人權益時，會考慮和犯行者的關係親疏而有不同的評定。

這種現象表示台灣大學仍受到儒家「庶人倫理」觀念的影響，重視個人對家人的

義務，強調「差序格局」，而對於陌生人的權利則較不重視（危芷芬、黃光國，

1998）。 

而李美枝（1993）在一個自足式／包容式個人主義的研究中，發現中國人的

「我」是包容式的，而美國人的「我」是自足式的。研究一中，她用 3*2 的情境

實驗法讓中美大學生閱讀一則車禍事件，肇事者有三種，分別是受試者、受試者

的父親，和不認識的陌生人。故事內容有兩種，一種是駕駛者有不當行為，第二

種為無不當行為。不當行為的故事是：肇事者駕車不慎造成連環車禍，所幸無人

傷亡，但肇事者已逃離現場。無不當行為的故事是：雖然造成連環車禍，但那是

因為後面的車子沒有保持安全距離所致。受試者須對不當行為中肇事者逃離現場

的行為做「公平程度」及「該處罰金金額」的判斷。結果顯示台灣受試者較袒護

自己與父親，而且偏袒父親的程度甚於自己；美國受試者只偏袒自己，較不偏袒

父親。而研究二的肇事者多增加了幾位，故事仍然相同，發現台灣受試者對於肇

事的不公平程度是因人而異的：與受試者關係越親密者，越不認為該行為是不公

平的。顯示了人際親疏程度的確影響了中國人的公平知覺，產生偏私自己人的現

象，不但「我」是「包容式」的，還有差序性的依親疏遠近有所不同。 

一些學者認為，中西方的內團體偏私基礎是不一樣的。根據李美枝對中西方

內團體偏私的研究表示，中國人的內團體偏私主要以「情感」，而非以「認知」

為基礎（李美枝，1993；李美枝、許正聖，1995）。李美枝等人的研究將受試者

的互動對象分為「內團體／熟悉」或「內團體／陌生」vs.「外團體／熟悉」或

「外團體／陌生」共八組，內外團體的劃分依照抽籤方式決定。結果發現受試者

在熟悉與否（熟悉／陌生）與類別化（抽籤分組）部分，都存在著偏私效果，但

前者的影響力大於後者（李美枝，許正聖，1995）。 

另一個實證研究顯示「類別化」團體對中國人的偏私效果並不明顯。李美枝

的研究中（Li，1992）發現，雖然中西方都有內團體偏私的情形，但中國的受試

者對於以實驗方式產生的同一歸類團體沒有「內團體偏私」的反應（轉引自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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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1993）。學者的解釋是：西方人很容易交朋友、參與很多團體，但如果發現

與團體利益不合或團體無法滿足個人時，也比較容易退出；相反地，中國人不容

易交朋友，一但成為朋友，就會產生親密的關係，不容易決裂。因此，西方人可

以單憑「認知類別團體」產生內團體偏私，而中國人的內團體偏私則必須有情感

的基礎，只有類別上的認知基礎是不夠的（李美枝，1993）。 
 

E. 小結 

中國人「自己人」這個圈子是用「人情」形成的，人際往來依親疏遠近而有

差別，所以做任何事都必須先確定對方與自己的關係（顧瑜君，1987；黃光國，

1988b；何友暉等，1989；楊國樞，1994）。不論是關係取向中的「關係形式化」、

「關係決定論」，或是人情與面子模式的「情感性關係」、「混合性關係」與「工

具性關係」，或是差序格局，都強調了個人與不同關係中的他人有著不同的互動

而且是依親疏遠近有著「差序格局」。人們的言行舉止、對於事情的看法都是因

人而異的，在不同的場合、關係中會有不同的做法。個人對和自己關係親近的家

人、好友，常會採用「特殊主義」的偏私行為，對於沒有關係的其他陌生人才一

視同仁，就事論事，沒有商量的餘地。而介於陌生人與熟人關係的其他人，則視

交情、關係給予或多或少的特殊待遇，但不會像對待家人般那麼偏袒。 

根據過往的內團體偏私研究，也發現中國人不但特別重視家人，偏私自己

人，還會依照親疏遠近而有程度上的差別，因此我們可以說中國人的內團體偏私

行為是有著差序格局的。而在內團體偏私部分，中國人對於以情感和認知為基礎

的內團體都有偏私行為，但情感因素的影響力大於認知因素；若是單純類別屬性

的分類，則很難使中國人產生內團體偏私的行為。 

因此，若選民是因為對候選人的情感因素而支持該政治人物，便可能對候選

人產生內團體偏私的行為。至於選舉與內團體偏私的關係，作者將於之後的文獻

中詳細說明。  

 

（3）集體權益 

A. 儒家思想 

傳統中國文化對於權利的看法和西方不同。儒家強調的是個人要反求諸己，

盡好自己的本分，依照其職分做好該做的事情（何友暉等，1989），對於個人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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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的強調重於個人應享的權利（黃俊傑，1999）。這些個人應盡的義務多是人與

生俱來不可逃避的，如孝順父母、友愛兄弟等等五倫規範（黃俊傑，1999），因

此儒家是從「道德」層面強調個人應負的責任，應盡的義務，個人並沒有什麼「權

利」可言，也比較不會對自己察覺到的需求和目標有所反應（何友暉等，1989）。 
 

B. 家族取向 

「家族取向」是「社會取向」的其中一個次取向，強調的是個人如何與團體

融合。由於家族是傳統農業社會的經濟生活與社會生活的核心，中國人對於「家」

相當依賴，形成以家庭為重的「家族主義」（楊國樞，1994）。在家族主義文化中

的人，生活運作盡量以家族為重，以家族為優先，個人的需求則置於其後。個人

將團體的目標至於個人目標之上，家族的利益重於個人的利益，為了家族的團結

必須犧牲個人的自主性與權益（楊國樞，1994）。在此種取向中，人們失去了個

人的自主性，「個人」是不被重視的。因此楊國樞（1994）認為中國人是「集體

主義」的，但他強調這種「集體主義」的行為只限於家族，並非「集體／個人主

義」所指的普遍性行為，是一種「內團體的集體主義」（ingroup collectivism）或

是「家族集體主義」（familial collectivism），簡稱為「家族取向」。 

中國人與家族內的互動是一種「家族主義」，而與家族之外的團體互動則是

家族化的延伸。楊國樞（1994）認為中國人對於家族以外的團體，之所以採用重

團體輕個人的方式運作，是因為人們會將家族內的結構型態與運作原則、倫理或

角色關係、處世為人的觀念與態度行為概化到非家庭的社會團體中。因此在家族

之外的團體，基本上仍是依照家族的模式運作，稱之為「泛家族主義」（楊國樞，

1994）。 
 

C. 小結 

中國傳統社會以農為本，對於「家」相當的依賴，形成了以「家族」為優先

的生活方式。中國社會強調個人必須對家庭盡責任和義務，將家族的目標視為自

己的目標，重視家族的利益高於自己的利益，甚至可以為了家族犧牲個人的權

益。一般而言，這種「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行為只發生在家庭範圍，但人們可

以透過「泛家族主義」，將這種行為概化到非家庭的社會團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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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集體主義與本土心理學的修正 

1. 自我與人己關係 

集體主義文化和本土心理學都認為，中國人的「自我」範圍不是以身體為界

的個體，而是將親密的他人視為自我的一部分，以團體成員來界定自我

（Oyserman et al., 2002）；而內團體的範圍可以擴張到社會、國家層次。 

至於兩取向的差別在於：集體主義文化認為內團體是固定不變的，內、外團

體之間的界限是穩定且不會彼此滲透的（Oyserman et al., 2002）；事實上中國人

的內團體是差序格局的，內外團體的分界是相對性的，並非固定、不可滲透。 

2. 內團體偏私 

在內團體偏私部分，集體主義文化和本土心理學的差別在於：（1）集體主義

認為內團體的範圍只要擴張到社會、國家層次，人們就會將社會、國家視為自己

的延伸，是「大我」的一部份，進而為其為其利益著想；但實際上，雖然中國人

的大我可以擴張到社會、國家的層次，但中國社會一直沒有社會群體的概念，只

有私人對私人的關係規範，因此對於國家、社會等團體，個人沒有規範可依循，

仍然依照私人關係（例如君臣關係）來運作（費孝通，1991）。（2）集體主義文

化認為內團體的成員互動是基於對等、平等（equality），或是更慷慨的原則

（generosity principle）（Oyserman et al., 2002）；實際上，中國人的內團體偏私行

為會因親疏遠近有所不同，關係越親近者，偏私的程度越大，個人應盡的責任與

義務也越大。 

3. 集體權益 

在集體權益部分，集體主義文化和本土心理學都強調：（1）為團體盡責任、

義務。人們必須以團體為重，個人為輕，將團體目標優先於自己的目標。若團體

利益與個人利益有所牴觸時，必須犧牲小我完成大我，以維護團體利益。（2）人

們的「團體」責任指的是和個人關係親密的團體，一般而言是以血緣為基礎的內

團體，該文化下的人們會為了家庭而犧牲奉獻。 

至於兩取向的差別在於：（1）集體主義強調的是「集體」的利益，而本土心

理學認為中國人重視的是「關係」的利益。因此中國人不會對同一內團體的成員

一視同仁，會依照「關係」的不同而有不同程度上的重視。所以中國人可能在「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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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中，因為私人的「關係」而破壞了團體的利益，形成犧牲大我完成小我的情

形。（2）中國人通常只在家庭、家族等團體中，才有「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行

為，因此「集體主義」較適用於家族中，稱之為「家族集體主義」。而家族外的

團體（如社會、國家），若要讓成員有重團體、輕個人的作為，必須透過泛家族

化的過程。在大我被誇張、突顯的情況下，個人較容易產生為團體付出的犧牲精

神；而集體主義文化並不認為個人只為家庭盡責任、犧牲，只要個人視為是內團

體，便會以該團體的利益為重，盡力為團體付出。 

4. 小結 

從上述的整理中，可以發現集體主義與本土心理學對於中國人的描述，在主

要概念上是很相似的，然而集體主義並未指出中國人的「差序格局」現象，也沒

有提到「關係」、「情境」對中國人行為的影響。因此在研究二中，作者採用本土

心理學的理論概念來解釋中國人的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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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西方文化在人己關係、內團體偏私與集體權益

的差異 

（一）中西方文化比較 

1. 自我與人己關係 

在自我概念部分，中西方文化的差異有下列幾點：首先，個人主義文化認為，

個體的身分和社群無關，人們對自己的存在、目標、意願都有強烈的自覺。個人

主義強調自己與他人之間的區別，其自我界線之內並不包含其他人，而且個人不

會以團體的身分作自我定義；但中國人卻沒有這樣的自覺，自我和非自我間的界

限不明顯，個人常用「關係性身分」或所屬的團體身份來定義自我，其社會性的

我大於身體的我（何友暉等，1989；李美枝，1993）。林安梧（1997）從中西方

文化中對初次見面的人的寒喧方式差異，說明了兩種文化對「自我概念」的差異。

對初次見面的人，中國人會問「您貴姓？」，而西方人則是問「Where are you 
from？」。前者強調的是一個「群體」，，而後者強調的是一個「個人」。這個「群

體」並不是透過契約關係而來的，那是血緣關係所構成的。依照血緣關係的近和

遠，近的包括了一個「家庭」，遠一點則包括了地方「家族」，更遠則包括了國家

社會的「宗族」，最遠則是跨越國界的「宗親」。因此，林安梧（1997）認為：「一

說到『個人』就是在『家庭』乃至『家族』中的個人，而不是可以隔離開來而說

的單獨的個人」。 

第二個差異為，個人主義文化的人己關係是「團體格局」的，內、外團體的

界限很清楚，而中國文化則是「差序格局」的，內外團體的分界模糊。第三個差

異是，個人主義文化主要以「屬性相似性」來劃分內、外團體，例如性別、族群

等認知類別。因此，人際互動並非形成內團體的主要要件，就算彼此不相識也沒

關係；中國文化則是以「關係親密性」來劃分，和自己關係的親疏遠近來判斷。

因此，人際互動是內團體形成的主要要件。第四點差異是，個人主義文化認為，

除了直系親屬之外，內團體是個人自由選擇的結果，若個人與團體有所不合，個

人可以毫無牽掛的離開；而中國文化則認為，內團體並非都是自己能夠選擇的，

有些關係是基於道德規範，是做人的基本義務，不得不視為內團體，例如家庭關

係。有些關係則是因為「人情壓力」，不得不視為內團體。 

綜合上述，可以發現中西方文化在對自我的定義、內外團體的界限、內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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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礎，以及內團體形成的動機上，有著不同的看法。 

 

2. 內團體偏私 

根據研究顯示，中國人的內團體偏私主要是「情感性因素」造成的，而西方

的內團體偏私則是「認知性因素」造成的。為何中國人在「情感性」的內團體偏

私效果較「類別化」的效果強呢？因為中國人相當重視關係、人情與回報，而兩

個人以上的團體互相以人情做回報，其實就是一種內團體偏私（李美枝、許正聖，

1995），在華人社會中，對有關係的自己人有內團體偏私是非常普遍且應該的行

為。在西方，團體意識的產生主要因個人與他人間有屬於共同社會類別的認知，

彼此間不一定認識，可能也沒有血緣基礎和直接互動。西方人的情感主要建立在

「志同道合」、「態度相似」和「觀念相同」上，是兩個人在互動後，發現彼此有

共同的態度、興趣後所產生的情感；而中國人的「自家人」本來就存在著血緣、

四同等關係，有了關係後便「喜其所喜」，「惡其所惡」，至於彼此的態度、興趣、

觀念是否相同，不若關係來得重要（李美枝、許正聖，1995）。 
 

3. 集體權益 

中西方文化在集體權益上的差別，主要在於對「個人權利」、「自主性」，以

及「個人或社會優先」的看法不同。 

在政治上，中國一般老百姓人沒有「個人權利」的觀念。傳統的中國人不會

考慮參與政治，也沒有自己是「政治主體」的自覺，真正參與政治的只有統治者

和輔佐的官僚階級（黃森泉，1996）。加上儒家強調個人應盡義務而不爭權利，

人民對於統治者有著敬畏與服從的倫理觀念（黃森泉，1996）；然而個人主義文

化十分重視「個人權益」，政府或任何團體都不能用集體利益的名義來剝奪個人

的基本權利（何友暉等，1989；馬森，1992）。 

相對於中國，西方社會十分強調「自主性」，認為個人的思想和行動都是在

自由意志下產生的，不應該由社會制度或個人無法控制的因素來決定（Lukes，
1973。轉引自莫季雍，1994），這點和儒家的「克己復禮」，講求個人對社會道德

規範的服從是不同的。另外，個人主義文化認為「個人重於社會」，而中國文化

認為人們必須以團體為重，個人為輕，將團體目標優先於自己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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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告急策略接受度與廣告態度 

過去很少關於「競選廣告訊息接受度」的研究，也很少有明確的定義，較多

是探討一般廣告訊息的接受程度（徐美苓，1999a、1999b）。在徐美苓（1999a、
1999b）的界定中，廣告訊息接受程度是一種廣告效果，包含從注意到行為的階

段，測量人們對廣告的認知、情感與行為意圖。因此沒有一個測量項目叫做「廣

告訊息接受程度」，它是由許多項目組合而成的。 

然而本研究欲測量選民是否能夠「接受」候選人使用廣告來刊登告急訊息。

在中文裡，「接受」的意思和「接納」相近，是指「對事物容納而不拒絕」，「能

接納意見、事物或個人而不排斥」（參考自國語活用辭典）。從「容納」、「接

納」、「拒絕」、「排斥」等字眼可以知道，「接受」指的是一種個人對人、物

的態度，而「接受度」便是「對意見、事物接納的程度」。因此本研究認為「告

急策略接受度」基本上是一種對於「告急策略訊息」的態度。 

 

（三）西方文化與告急策略接受度 

根據 Chang（in press）的研究指出，對於有預存立場之選民，競選廣告的效

果較大，對於無特別立場之游離選民則效果不明顯。因此研究二即針對有「支持

候選人」或「支持政黨」的選民做效果研究。 

1. 內團體偏私與告急策略接受度 

根據文獻，研究者認為西方政治團體、候選人偏私的基礎，主要是透過相同

的「屬性類別」形成的，包括意識形態與政見。至於情感上的喜歡感覺，是因為

了解該政黨或候選人後才產生的。因此，即使選民不認識該候選人，但只要知道

屬於同一個類別團體，就能夠使選民形成內、外團體，並進而產生偏私行為。告

急廣告通常以各種情緒性的文字、圖片，希望能引起人們的情感反應，但若選民

對於政見等認知因素的重視大於對情感因素的重視，則告急廣告便較難引起選民

的反應，對於告急廣告的接受度也會比重視情感因素的選民低。 
 

2. 集體權益與告急策略接受度 

相對於中國選民，西方選民在選舉時可能比較不會接受候選人的廣告告急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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略。因為個人主義文化強調「個人重於社會」，個人目標優先於團體目標，若在

選舉情境中，選民會關注於對自己有利或自己支持的政見和議題，較不會關心政

黨或候選人的告急呼救；另外重視個人「自主性」和「個人權利」的選民會認為

自己的投票抉擇不能讓他人或政黨決定，也不能被他人或政黨所剝奪。因此選民

會希望候選人或政黨用廣告來宣傳其議題政策，或是表彰個人的形象、能力，而

非用告急廣告來表達對選民的「投票要求」。 
 

（四）中國文化與告急策略接受度 

1. 關係網絡與政治 

中國人重視自己人，而自己人與外人的區別在於彼此的關係：越親近的越是

自己人，越疏遠的則是外人。這種關係取向也表現在中國的政治。許多學者皆指

出了關係網絡對中國政治的重要性（Jacobs，1988；趙永茂，1989；林昭武，1992；
王明輝，1994）。 

……學者研究歸納發現，中國人的關係網絡，建立在「四同」--同學、同事、

同姓、同鄉，與「四緣」--血緣、姻緣、地緣、學緣上，再加上事業利益及金錢

的強化，關係網絡就成了中國政治中各種活動的基礎。 

……中國人則傾向於以關係為基礎組成各種社團，如同鄉會、同學會、同業

公會、宗親會等。……中國人則藉著這些「以關係為基礎的社團，達到他們的政

治目標」……，即使不需加入這些社團，或這些社團不存在，中國人仍然可以透

過各種不同關係網絡達到他的政治目的。（林昭武，1992） 

    了解中國人重視關係網絡的特性後，政治人物還必須設法拉近自己與這張網

絡的距離（林昭武，1992）。他們希望藉著所謂的「同」，和選民建立情感上的親

近性，一但和選民建立好人情關係，選舉時就容易得多了（王明輝，1994）。就

像台灣的政治人物，在選舉時不太重視議題政見（劉義周，1992；林靜伶，1994；
鄭自隆，2002），卻常常跑婚喪喜慶和民眾握手請託，藉此和選民拉關係（伏和

康，1993；王明輝，1994；陳介英，1996）。由於政治人物和一般人民通常沒有

直接的熟人關係，大多是「生人關係」，因此唯有透過「拉關係」（林昭武，1992；
楊國樞，1994；陳介英，1996）的方式拉近彼此間的距離。 

「拉關係」的方式有兩種，第一種為候選人表示自己和選民間的共通性。有

的候選人會強調自己的籍貫，或強調自己是某校畢業的校友，用同鄉、同校的關

係來增強選民的熟悉感。即使沒有直接相關，候選人也會透過與其他人的連結表

示與選民的親近（Jacobs，1988；伏和康，1993）。例如七十八年省議員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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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人黃鈴雄是清水鎮在地人，卻遭外地來的候選人瓜分票源，於是便打出了「清

水團結好名聲，本鎮子弟自己疼」、「支持黃鈴雄，清水子弟才會出頭天」等具鄉

土情感訴求的文宣（高寶華，1993），像這類以鄉土情懷爭取社群情感認同的例

子，在選戰中是相當普遍的（陳惠倫，1993）。初次參選的候選人就常常使用證

言人訴求，強調與知名政治人物的關係（羅仁傑，2002），也就是所謂的「拉裙

腳」策略例如林奕華競選台北市議員時，就曾打出「小馬哥師妹」的口號，藉以

和不熟悉她的選民「拉關係」。 

第二種方式為「擬似親屬關係」。華人經常使用一種「擬似親族關係」的稱

謂來稱呼其熟人，目的是想將對方包容入自己的關係網之中（危芷芬，2001）。
例如李登輝被稱為「阿輝伯」，陳水扁和其妻吳淑貞則是被人稱為「阿扁」和「扁

嫂」，因為這樣的暱稱，政治人物和自己彷彿有了親戚關係而變得更親近。而政

治人物也樂於透過這樣的暱稱和民眾保持親近的關係。 

在競選活動或廣告中，我們可以發現候選人常常使用「拉關係」的方式表達

和選民的親近（劉義周，1992；林靜伶，1994）。然而，這種以「關係」為基礎

的政治團體在現代選舉中，產生了一些弊端。陳介英（1996）認為，對候選人而

言，政見不重要，所謂的政治理念也只是一種不著邊際的口號，唯有擁有選民親

近性或情感上的認同才是重要的。由於儒家十分強調道德、家庭倫理等觀念，使

得道德主義、家族主義、人情、關係被過分重視，忽略了政治參與、法律觀念和

公民意識的培養（杜維明，1992），因此在政治上，人們重視人際情感甚於理性

的政策辯論，競選廣告也成為候選人向選民「拉關係」、拉近情感距離的重要媒

介了。 

 

2. 內團體偏私與告急策略接受度 

我們可以看到一般民眾就算平常不碰政治選舉，但只要候選人成為自己的姻

親，或者是候選人曾幫自己的親人說情、走後門，選民就會覺得候選人與自己「有

關係」或覺得「欠他人情」，選舉的時候便會因此而支持他，甚至幫他助選（林

昭武，1992）。石之瑜（1997）便認為中國人的民主，其目的在「選賢與能」，人

民「參與民主政治……是表達對政治集體的效忠，故並不需要對自己的政策利益

先詳細估算，只要支持自己信任的人就對了。信任的來源無非就屬於同宗、同派、

同黨之類的自己人」。選民投票的決定是透過「關係」而非「政見」的了解，是

基於對「自己人」的信任，而非來自於對政策的支持。可以說中國人對候選人的

「情感」支持，對於投票行為有相當大的影響。 

至於政黨部分，由於差序格局裡的社會缺乏了「團體」的觀念與規範，所有

的價值標準無法脫離人倫、關係而存在（費孝通，1991、1993），所以天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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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等團體在中國人眼中沒有相對應的道德標準，相似的觀念只有「君」與「臣」

之間，依然是君臣私人間的關係（費孝通，1991）。因此研究者認為，中國人的

「政黨認同」其實還是以「領導者個人認同」為主，人們跟隨的是「領導者個人」

而非「政黨」。這點我們可以從李登輝的台聯黨和宋楚瑜的親民黨看到這樣的現

象。根據上述的文獻，研究者認為人民的政治團體的認同很大部分是對個人的認

同，主要是基於「情感性」的關係連結，而非「認知性」的意識形態與政見的支

持。 

由上述陳述可以知道，選民支持候選人與政黨的基礎，主要在於選民對政治

人物的情感關係。每次選舉的時候，隨著選情的加溫與情感關係的建立，中國人

所謂「大我」、「自己人」的範圍跟著改變，不再限於「家庭內關係」，能夠擴張

到更外圍的候選人與政黨層次。基於情感上的支持，選民就越能接受候選人使用

告急策略來向選民「呼救」；反之，若選民未將其支持的候選人包含在「大我」、

「內團體」之內，將其視為「外人」，一但失去了情感上的關連，選民較會用對

待陌生人的方式，以理性原則看待告急策略，因此也不越能夠接受候選人的搶救

告急文宣。若我們用《人情與面子》模式（黃光國，1988a）來看，可以發現告

急訊息其實是一種請託行為。研究者認為候選人在選情危險的時候刊登告急廣

告，便是以「請託者」（欲得到選票）的身分來向「資源分配者」（選民有選票）

請求資源的分配。越是將候選人視為「情感性關係」，視為家人一般，選民就越

能感同身受，盡量滿足其需要，並且不要求回報。相反地，選民若將其視為「工

具性關係」，就會以「公平原則」來對待，而不能接受候選人的請託行為。 

因此研究者認為，若選民把候選人當作自己人來偏袒，就越能夠接受候選人

的告急廣告。相反地，若是當作圈外人，就不太能接受候選人這樣的請託行為了。 

 

3. 集體權益與告急策略接受度 

候選人用「四同」、「四緣」以及「擬似親屬關係」和選民拉近距離後，選民

會增加對候選人的情感性成分。選民對候選人的關係從「工具性關係」（或生人

關係）變成「混合性關係」（或熟人關係），但是很難再進一步從「混合性關係」

變成「情感性關係」（黃光國，1995）。因為選民不太可能將候選人視為「家人」，

也就不太可能為了將候選人的利益高於自己的利益，為候選人犧牲個人的權益。

而「政黨」在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是過於遙遠的團體，因為人民和所支持政黨

的關係沒有像家庭一般的緊密。這種社會團體層次的大我，平常不在人民的日常

生活中出現，也就無所謂犧牲小我、完成大我（陳淑娟，1991；費孝通，1991）。 

所以要讓中國人對於家庭外團體有所犧牲，必須要透過泛家族化的過程（楊

國樞，1994），增加選民對候選人與政黨利益的重視。然後「在一種誇張的、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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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的、變態的局勢之下」突顯大我的重要性（陳淑娟，1991：329）。例如選情

激烈的時候，候選人和政黨往往使用各種誇張、激情的訊息來強調選情危急的程

度。因此，若選民將候選人或政黨的利益視為自己的利益，願意盡全力為團體付

出，甚至犧牲自己的權益以達到團體的目標，便能夠接受候選人或政黨在選舉末

期使用告急廣告呼救。因為他們認為這些告急廣告提供了重要且有用的訊息，有

助於判斷團體目標達成的可能性，並了解目前團體遭遇的困難及需要何種的幫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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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治道德觀 

中西方對於政治與道德間的關係有不同的看法。中國儒家思想認為政治與道 
德是不可分割的，而西方思想則認為兩者間不應合而為一。這樣不同的觀點影響

了中西方的治理方式，前者認為仁治、德治才是治國的方法，而後者採用法治制

度作為管理國家的依據。由於中西方在「道德」與「政治」的不同看法，影響了

各自的民主發展，也影響了選民對選舉的看法與投票行為。因此本節先整理中西

方的政治觀，而後提出這兩種不同的思想如何影響選民的投票行為。 
 

（一）西方思想 

1. 道德與政治分開 

西方近代自啟蒙運動之後，重視的是人民與政府之間的權利義務關係。認為

政府應該以達到「最大多數人的最大幸福」為目的，對於人民的道德生活應保持

中立不加干涉。因此政治與道德是兩個不相連屬的範疇（巨克毅，1999）。巨克

毅（1999）便指出，西方學術界反對政治與道德合一的理由有兩類：第一類主張

「道德的不可能論」，第二類是「道德的不可欲論」。 

第一類主張道德的不可能論：認為人的自私與惡性乃是天生的，其不可能屈

服於善性之下；在政治社會中，不可能要求人人成為有德之人，因此，在政治的

運作中不要談論道德的問題。此論以霍布斯（T. Hobbes）學說為代表。 

第二類則是道德的不可欲論：強調個人自由與自主性，認為國家在何謂善或

好的生活問題中，應保持中立，國家不刻意倡導或壓抑道德觀念，只要秉持中立，

建立一種正義的（對的）社會。故其論點強調「中立性」（neutrality）及「對優

先於善」兩項原則（巨克毅，1999）。 

根據上述文獻，我們知道西方思想認為政治與道德是兩個不相連屬的範疇，

在政治領域中並不特別提倡道德觀。加上西方政治的運行是按照法律制度，不會

受到統治者個人的喜好左右，一般人民對於政治人物比較沒有道德要求與期待。

而民主政治中強調的「主權在民」、「天賦人權」，以及政治參與和公民意識的觀

念，使得西方人民較積極地參與政治，並關注政治人物提出的議題與政策。這些

西方思想，使得選民通常是根據其支持候選人提出的議題、政見或其能力來投

票，甚少基於對候選人道德上的肯定，也不認為自己支持的候選人有較高的道德

情操。因此當候選人用告急廣告向選民發出呼救訊息時，西方選民可能較不容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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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這種幾乎沒有議題、政見，近乎候選人「投票指示」的廣告。 
 

（二）儒家思想 

傳統中國文化講求道德，就連政治方面也不例外。而「道德政治與政治權力

的正當性」、「重人治輕法治」、「賢人政治」與「無為而治」的觀念便是在重視道

德的脈絡下發展出來的，這些觀念彼此間相關，又不完全相同，但都指出了中國

人對「政治人物」的重視與期待。以下研究者將分別陳述中國人的政治哲學，並

指出上述四種政治觀如何影響選民對告急廣告的態度。 
 

1. 道德政治與政治權力的正當性 

在中國古代的政治是以儒家的政治道德為重心，將政治視為「道德」的領域

（黃俊傑，1999）。儒家認為倫理道德應與政治合一，倫理為政治的基礎，政治

則為倫理的表現，整個政治社會皆以倫理道德為重心（巨克毅，1999），因此儒

家的政治主張強調仁義道德，並將「仁」、「德」視為治國的最高原則（張學智，

2000）。 

在中國政治文化中，儒家強調的倫理道德不但是治國的依據，更是統治者政

治權力的合法基礎（王宏，1995；金觀濤、劉青峰，1999）。由於中國的政治是

「被道德的典範人物所統治，也是屬於具有道德的人物的活動領域」（黃俊傑，

1999），所以中國君王符合了儒家的道德標準後，其政治權力才具有正當性（金

觀濤、劉青峰，1999）。在位者若憑藉其「權力」而非「道德」的話，是無法服

人、無法受到人民的信任的；而一個喪失道德威信的政治人物，其「統治能力」

與領導國家社會的「合法性」便會遭受質疑（巨克毅，1999）。這樣的觀點和西

方國家是不同的。在西方，統治的基礎是權力，必需得到最高權力賦予統治權，

例如神或人民的授予，其統治才有正當性（王宏，1995）「權利」和「權力」的

正當性是在法律的基礎上成立的，沒有了法律的依據，就沒有「權力」和「權利」

的正當性，因此法律上的認定才是西方政治權力的合法基礎（金觀濤、劉青峰，

1999）。 
 

2. 重人治輕法治 

許多學者們認為在重視「仁政」與「德政」的中國文化中，並沒有「民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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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的概念（趙永茂，1992；金耀基，1992；杜維明，1992；王振寰，錢永祥，

1995；林安梧，1997）。余英時（1983）曾表示： 

「以文化價值言，中國和西方都有最高的原則，適用於一切個人。這在西方

可以是『公平』（justice）為代表，在中國則是『仁』（後來是『理』）的概念。……
中國的價值系統因為沒有預設客觀化的、形式的『上帝』的觀念，因此法律沒有

絕對的神聖性，也不佔到最高的位置」（第 76-78 頁）（轉引自楊中芳，1991） 

就西方而言，民主制度中的法律是一種強而有利的行為規範，它提供了「是、

非、對、錯」的正義標準，它所代表的是「國家」（State）的意志（黃光國，1993）。
然而法律卻不是行為的唯一規範，文化傳統本身也有其規範存在，「社會」自己

也有一套「是、非、對、錯」的正義標準，例如「倫理」便是社會自然發展而成

的規範（黃光國，1993）。 

中國的法律便是以「倫理」作為是非善惡的判斷標準，只要合乎禮、合乎倫

理規範的行為便是對的，違反倫常的行為就是錯的（費孝通，1991）。至於行為

是否合乎「倫理」，則由統治者判斷決定。因此中國法律便是針對「不合禮」的

行為予以懲罰，作為維持五倫的工具和賞罰的依據（張學智，2000）。瞿同祖（1967）
在《中國法律與中國社會》一書中便指出中國的法律判例大多反映了儒家以「倫

理」定是非的觀念；有罪與否和刑罰輕重的判定，往往以倫紀做考量（轉引自李

美枝，1993）。因此，中國傳統的「法」是拿來治特定的個人，是因人而異的，

而不是作為治理天下的依據（金耀基，1992；杜維明，1992）。 

除了以「倫理」作為法律的判斷標準外，中國的法治觀強調的是「依法統治」。

由於政治的泛道德化與泛家族化，政府也適用於家庭尊卑的倫理觀，人民對於政

府要有晚輩對長輩般的尊敬，「君待臣」要如「父待子」一般。因此官吏與統治

者在人民的心中有如父親般的權威，不可侵犯，統治者便成為最高權威的象徵（金

耀基，1992；杜維明，1992；楊國樞，1994；王宏，1995；黃森泉，1996；莊耀

嘉、楊國樞，1997）。《管子 任法篇》寫道：「有生法者，有守法者，有法法者。

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法者庶民也」，指出中國的法治觀念是領導者由上

而下的「依法統治」，法令是由君王制定，藉以管理百姓，不是西方民主政治強

調的法治主義（黃光國，1993）。所以中國無法建立法治社會，只能建立人治的

社會（金耀基，1992；杜維明，1992）。 

由於中國法律沒有一套公平的標準，是依據「倫理」作為賞罰的依據，而且

認為政治應由上而下領導，由政府制定法律，人民只需遵守即可。這些都顯示了

中國文化一向缺乏法治觀念，強調的是人治。因此中國選民認為與其相信制度不

如相信賢明的政治人物，因為是「人」建立了制度，也可以透過「人」改變制度，

唯有選擇賢明有德的人才能保障人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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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賢人政治 

儒家認為政治人物在人格上要自我修練，以達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

下」的理想。對於一般人民只要能「修身」、培養基本的倫理道德觀即可，但為

民服務的政治人物則應該要有更高的道德標準，才能夠以德服人，為民表率。對

於政治人物的高道德要求，正是儒家所謂的「正己」。「正己」亦指政治人物以自

身的人格道德感化人民，以身作則為民表率。 

《論語 子路篇》中，孔子就說道：「其身正，不令而行；其身不正，雖令不

從」，而《孟子 離婁篇》中孟子也談到君王對人民的道德感化：「君仁莫不仁，

君義莫不義，君正莫不正，一正君而國定矣」。《論語 顏淵篇》中言：「政者，正

也；子帥以正，孰敢不正」，又說「為政以德，譬如北辰，居其所而眾星拱之」。

顯然儒家認為治理國家最佳的方法不是法律，而是要透過在位者的道德感化（黃

森泉，1996），主張在上位者要修己治人，以德化人。因此，統治者必須在道德

上自我要求，符合社會的道德規範，才能「風行草偃」，受到人民的支持與信賴

（黃森泉，1996；巨克毅，1999）。於是道德水準的高低成了評判政治人物的標

準，有道德的仁君常常成為人民歌誦的對象（黃森泉，1996）。 

理想上，儒家認為政治人物應該有良好的道德，實際上，一般人民對政治人

物也有賢人期待（石之瑜、凌煥銘，1997；黃肇輝，2001）。薩孟武認為： 

「吾國（指中國）先哲沒有從眾的觀念，而只有從賢的思想。換言之，先哲

只有民本思想，而無民主思想。……民主不但要 for the people，還要 by the 
people，而民本則只有 for the people，至於哪一種設施可以達到 for the people
的目的，則由政府決定。所謂『凡事謀人民的福利，凡事不由人民自己決定』，

這就是民本政治的本質。」（薩孟武，1982：55）（轉引自黃肇輝，2001）。 

因此，人民有沒有做主不是重點，重點是政府有沒有以人民的福祉為優先（黃

森泉，1996）。因此，一個有良好道德的政治人物出來帶領人民，人民並不在意

他提出了什麼政策議題，只要他有為人民做些事情就好。 

中國人不但對政治人物有道德要求，還認為有道德的人適合擔任君王（黃俊

傑，1999）。林安梧（1997）指出「聖」這個字眼代表的是：「在通過『人格性的

道德連結』而結成的人際網絡之中，最高位階的文化象徵」，而「君」則是代表：

「在通過『宰制性的政治連結』而結合的人際網絡之中，最高位階的精神象徵」。

所以儒家對於「聖君」的要求即是讓有德、有才的人能夠成為君王。 

不但儒家有聖君的理想，中國人民也覺得有道德的人應該有能力統治國家。

由於中國人對權威的崇拜，在範圍上是沒有限制的，當一個人在某些方面很有權

威，人們便覺得他在其他方面也是權威的，這種權威「概化」的現象，容易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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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權威」的觀念（楊國樞，1994）。因此在政治上，中國人認為一個高道德

的「賢人」，是有「能力」治理國家的，能夠擔任國家的領導者；另一方面，統

治者的崇高「地位」，會讓人民以為他在「道德」或「學問」上也有很高的權威，

才有能力擔任國家領導者的角色。 
 

4. 無為主義 

「無為主義」其實是對統治者權力的一種消極限制。中西方對於政治權力都

有限制；但西方是加強對權力的控制，必須對民意負責，所以有了憲法；而中國

則是軟禁權力，強調無為而治，讓執政者無法作亂（費孝通，1993）。因為在過

去，政府的施政能不能被人民接受是無從得知的，因此若執政者太有作為，單方

面制定了許多政策並付諸實行，其結果便是人民被迫接受政策、無法抵抗，成為

政策執行下的受害者（費孝通，1993）。有些中國的政治人物試圖變法革新，為

國家社會多做點事情，例如商鞅、王莽和王安石等人。這些政治人物相當有能力，

像商鞅變法，就讓國家強盛、人民樂利，打下了秦國統一天下的基礎。然而他們

在傳統的政治評價中，是被視為失敗且不應該的，因為他們違背了政治上的無為

主義（費孝通，1993）。在強調「無為主義」的中國政治裡，人民靠著民間組織

維持生活，君王的政策似乎也很少影響到人民的步調作息。因此人民與政府間產

生了疏離感，人們只希望政府不打擾民眾，讓人民有好日子過，並不期望政府有

積極的作為，也不要求政府提高做事能力（黃森泉，1996）。 

即便是台灣經歷了幾次的民主改革和選舉，人民也沒有當家作主的意識。因

為人民對於政治並不是積極參與，而是消極被動的，選舉的主要功用變成認可執

政者的權力正當性，目的是選出一個人來領導他們；人民不參與政策的決定，而

是將各項政策交由在位者代替人民作各種決定（王振寰，錢永祥，1995）。選民

對政治的冷漠，加上對政府的期待不高（能夠填飽人民的肚子），造成政策議題

都很難引起選民的關注與討論。對選民來說，「政策議題是政治人物的事」，選民

只要負責選出一個「好」的政治人物。 
 

5. 政治道德觀與告急策略接受度 

中國在政治思想上和西方不同，儒家的政治觀一向強調道德與政治合一，道

德才是政治權力的正當性，因此統治者必須要有高尚的道德才能服人。另一方

面，有高道德的賢者被認為是有能力的，能夠管理天下。因此中國的選民對於政

治人物一直有著賢人期待，認為選「人」比較重要，相信自己支持的是有「良好

道德」的候選人；再加上受到傳統「無為而治」的政治哲學的影響，人民對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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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提出的議題政策沒有太大的興趣，認為「只要百姓能有好日子過，政府其實

不需要太有作為」。種種因素讓選民較關心所支持的「好人」是否會選上，卻不

太關心政見議題，反正只要「好人」當選，便自然會幫人民做事。 

因此當候選人使用告急廣告時，正好符合選民的心理—對「候選人」的關注

大於對「政見議題」的關心。這種不牽涉議題與政見，訴諸於「候選人本身」的

求救訊息，對有著「賢人期待」的選民來說是一種相當重要的資訊，因此也就能

夠接受候選人刊登告急求救的廣告了。 



 

 64

五、告急策略接受度與增強候選人／政黨支持意願 

    過去較少研究探討選民對候選人／政黨增強的支持意願。所謂「增強支持意

願」指的是選民在看到候選人或政黨的廣告訊息後，「更加支持」的程度，因此

是一種對候選人與政黨的態度。 

在競選廣告中，探討廣告態度影響候選人態度的相關研究並不多，通常著重

於負面廣告的影響。研究顯示負面廣告使得選民對於政治人物產生負面的看法

（Ansolabehere & Iyengar，1995）。其他的研究也顯示選民對負面廣告的反感影

響了對候選人的評估（Garrmone，1984；Christ, Thorson, & Caywood，1994）。
他們的研究發現，贊同攻擊廣告的選民較會對發動攻擊者產生正面態度，而對

被攻擊者產生較負面的態度，對負面廣告持負面態度的選民，對使用負面攻

擊廣告的候選人也是持負面態度居多。 

除了負面廣告外，張卿卿（Chang，2001）在一篇競選廣告的研究中，以競

選廣告所引發的情緒反應來看廣告態度與候選人態度。她以八個項目測量選民對

廣告的態度，包括了「有效的—無效的」（effective-not effective）、「可靠的—不

可靠的」（credible-not credible）、「像是真實的—不像是真實的」（seemed 
truthful-didn’t seemed truthful）、「有說服力的—無說服力的」（persuasive-not 
persuasive）、「可相信的—不可相信的」（believable-not believable）、「不像是騙人

的—像是騙人的」（didn’t seemed deceptive-seemed deceptive）、「喜歡—不喜歡」

（like-dislike）及「好—壞」（good-bad）。在對候選人的態度部分，研究者以「喜

歡—不喜歡」（like-dislike）、「愉快的—不愉快的」（pleasant-not pleasant）及「好—
壞」（good-bad）三項目來測量。結果顯示選民對廣告的態度的確影響了對候選

人的評估，受試者對廣告的態度越佳，對候選人的評價就越好。 
綜合上述的文獻中，我們發現廣告態度和候選人的態度有正相關，選民對廣告的

態度會影響對候選人的態度。因此研究者認為選民越能夠接受廣告中的告急策

略，就越會受到告急策略影響而增加對候選人／政黨的支持意願。 



 

 65

六、研究二之研究架構與假設 

（一）研究架構 

 
 
 
 
 
 
 
 
 
 

（二）研究假設 

西方的「社會自我認同取向」認為人們區分內外團體的方式主要是依照「類

別屬性」，而非「情感關係」；而「華人本土心理學」研究則認為中國人主要以「情

感關係」作區分，以個人親疏遠近為內、外團體的判斷基礎。然而李美枝和許正

聖（1995）發現，中國人也會依照「類別屬性」產生內團體偏私的行為，不過相

較之下，「情感關係」比「類別屬性」產生的內團體偏私行為還要明顯，亦即中

國人仍受到儒家「差序格局」的影響，對於親朋好友有較好的評價，並給予較多

的資源。 

由於中國人重視「關係網絡」的特性也表現政治領域上，因此研究者認為選

民支持候選人與政黨的基礎，主要在於選民對政治人物的情感關係。中國人的「大

我」範圍不是只限於家人，它是會隨著情境有所不同。在選舉情境時，個人的「大

我」範圍可以透過「拉關係」的方式擴大到候選人和政黨。基於情感上的支持，

選民把候選人當作自己人來偏袒，就能接受候選人使用告急策略；相反地，如果

選民將其視為外人、外團體看待，一但失去了情感上的關連，選民較會以理性的

態度看待告急策略，也不越能夠接受候選人的搶救告急文宣。另外，我們也可以

將告急訊息視為一種候選人的請託行為。依據《人情與面子》模式，如果選民把

候選人視為「情感性關係」，視為家人一般，選民就越能感同身受，盡量滿足其

需要；相反地，選民若將其視為「工具性關係」，就會以「公平原則」來對待，

就比較不能接受候選人的請託行為了。 

選民心理特質 

 內團體偏私 

 集體權益 

 政治道德 

告急策略接受度 

 接受催票策略 

 接受固票策略 

 接受挖票策略 

 接受配票策略 

自變項 中介變項   依變項 

對所支持候選人的支持意願／ 

接受支持政黨的投票指示 

 因催票策略增強支持意願 

 因固票策略增強支持意願 

 因挖票策略增強支持意願 

 對配票策略的接受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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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以「類別屬性」劃分內團體的選民來說，他們對於政見等認知因素的重

視程度可能大於對情感因素的重視，因此這種引發選民情感的告急廣告便較難引

起選民的反應，對於告急廣告的接受度也會比重視情感因素的選民低。 
 
研究假設四：對支持的候選人越有「內團體偏私」的選民，對廣告中告急策略的

接受度越高。 
假設四之一：對支持的候選人越有「內團體偏私」的選民，對廣告中催票策略的

接受度越高。 
假設四之二：對支持的候選人越有「內團體偏私」的選民，對廣告中固票策略的

接受度越高。 
假設四之三：對支持的候選人越有「內團體偏私」的選民，對廣告中挖票策略的

接受度越高。 
假設四之四：對支持的候選人越有「內團體偏私」的選民，對廣告中配票策略的

接受度越高。 

傳統的儒家倫理強調集體秩序的重要性，對於個人責任的強調重於個人應享

的權利（黃俊傑，1999），包括重視內團體，強調犧牲小我完成大我（楊中芳，

1994），將內團體的目標放在個人目標之上（楊中芳，1993）。其「內團體」主要

指的是家庭關係。相反地，西方民主政治重視個人尊嚴，強調個人的「自主性」，

認為個人的權益絕對不能被團體犧牲，而且個人的思想和行動都是在自由意志下

產生的，不應該由社會制度或個人無法控制的因素來決定（Lukes，1973。轉引

自莫季雍，1994），而且當個人與團體有所衝突時，個人利益應優先於團體利益。 

一般中國選民重視的是「家庭」、「家族」的利益，所以要讓中國人對於家庭

外團體有所犧牲，除了透過「拉關係」的方式增加選民的情感，還必須要透過泛

家族化的過程（楊國樞，1994），增加選民對候選人與政黨利益的重視。然後「在

一種誇張的、不正常的、變態的局勢之下」突顯大我的重要性（陳淑娟，1991：
329）。因此，若選民將候選人或政黨的利益視為自己的利益，將候選人與政黨的

目標視為自己的目標，便能夠接受候選人或政黨在選舉末期使用告急廣告呼救。

因為對「重視團體權益」的支持者而言，候選人或政黨的告急廣告提供了重要且

有用的訊息，有助於判斷團體目標達成的可能性以及了解目前遭遇的困難。因此

越重視候選人或政黨權益的選民，越能夠接受候選人使用告急策略。相反地，較

重視個人「自主性」，不將團體目標視為個人目標的選民，認為應依個人的自由

意志投票，因此較不能接受候選人或政黨用求救的方式來影響選民的投票決定。 
 
研究假設五：越有「集體權益」特質的選民，對廣告中告急策略的接受度越高。 
假設五之一：越有「集體權益」特質的選民，對廣告中催票策略的接受度越高。 
假設五之二：越有「集體權益」特質的選民，對廣告中固票策略的接受度越高。 
假設五之三：越有「集體權益」特質的選民，對廣告中挖票策略的接受度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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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五之四：越有「集體權益」特質的選民，對廣告中配票策略的接受度越高。 
 
 
 

中國儒家統治的基礎是「道德」，最高道德的聖賢之人才有統治的「正當性」

（金觀濤、劉青峰，1999）。有權而無道，則權力的享用就是不合理的，完全可

以有充分的理由予以褫奪（巨克毅，1999）。因此中國強調賢人政治，而非法治

政治，講求的是統治者的人品，認為賢者的作為能上行下效、風行草偃、以德服

人（巨克毅，1999）因此在儒家思想中，「仁治」和「德治」為政治的最高理想

（張學智，2000）。至於西方講求法治政治，一切以制度為主。對於政治人物的

道德並不看重（巨克毅，1999）。而西方統治的基礎是「權力」，得到最高權力賦

予的統治權才是「正當」的統治權。 

對接受儒家政治道德觀的選民來說，政治人物的道德比能力、政見重要，而

且政治人物應該要有更高的道德標準。因此選民對於其支持的候選人會有「道德

期待」，認為其支持的候選人應該有較高的道德。在選民「選人」重於「選議題

政見」的現實下，「候選人」本身就是個可以拿來當訴求的重點。因此當候選人

選情危急，向選民發出「求救」訊息時（鄭自隆，1995），選民自然能夠接受幾

乎沒有議題、政見訴求的告急廣告。不過告急策略中的配票策略因為是政黨對支

持者的呼籲，多是以政黨名義行之，而非是所支持候選人製作的求救廣告，因此

研究假設三只針對告急策略中的催票、固票和挖票策略而言，不包括配票策略。 
 
研究假設六：越有「傳統政治道德」特質的選民，對廣告中告急策略的接受度越

高。 
假設六之一：越有「傳統政治道德」特質的選民，對廣告中催票策略的接受度越

高。 
假設六之二：越有「傳統政治道德」特質的選民，對廣告中固票策略的接受度越

高。 
假設六之三：越有「傳統政治道德」特質的選民，對廣告中挖票策略的接受度越

高。 

在競選廣告中，探討廣告態度影響候選人態度的相關研究並不多，通常著重

於負面廣告的影響（e.g., Ansolabehere & Iyengar，1995）。他們的研究發現，贊

同攻擊廣告的選民較會對發動攻擊者產生正面態度，而對被攻擊者產生較負

面的態度，對負面廣告持負面態度的選民，對使用負面攻擊廣告的候選人也

是持負面態度居多。除了負面廣告外，張卿卿（Chang，2001）的一篇競選廣告

研究顯示：選民對廣告的態度的確影響了對候選人的評估，受試者對廣告的態度

越佳，對候選人的評價就越好。 

綜合上述的文獻中，我們發現廣告態度和候選人的態度有正相關，選民對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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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態度會影響對候選人的態度。因此研究者認為選民越能夠接受廣告中的告急

策略，就越會受到告急策略影響而增加對候選人／政黨的支持意願。 
 
研究假設七：越能接受告急策略的選民，越會因廣告中的告急策略而增強對所支

持候選人的支持意願／接受支持政黨的投票指示。 
假設七之一：越能接受催票策略的選民，越會因廣告中的催票策略而增強對所支

持候選人的支持意願。 
假設七之二：越能接受固票策略的選民，越會因廣告中的固票策略而增強對所支

持候選人的支持意願。 
假設七之三：越能接受挖票策略的選民，越會因廣告中的挖票策略而增強對所支

持候選人的支持意願。 
假設七之四：越能接受配票策略的選民，越會因廣告中的配票策略而接受支持政

黨的配票指示。 
 

根據假設四至假設七，作者推論越有「內團體偏私」、「集體權益」與「政治

道德觀」特質的選民，越能接受告急策略，而越能接受告急策略的選民，越會因

廣告中的告急策略而增加對候選人／政黨的支持意願（為了方便閱讀，以下文章

中簡稱支持意願）。因此研究者推論告急策略接受度為「內團體偏私、集體權益、

政治道德觀」與「候選人／政黨支持意願」的中介。 

本研究採用 Baron & Kenny（1986）的看法，認為中介模式的成立必須有四

個假設得到驗證，即選民心理變項會影響告急策略接受度（假設四、五、六），

告急策略接受度會影響支持意願（假設七），選民心理變項會影響支持意願，且

選民心理變項與告急策略接受度同時進入迴歸模式時，選民心理變項對於支持意

願的影響會消失，只有告急策略接受度會影響支持意願。因此作者提出假設八與

假設九如下： 
 

研究假設八：越有「內團體偏私」、「集體權益」與「政治道德觀」特質的選民，

越會因廣告中的告急策略而增強對所支持候選人的支持意願／接

受支持政黨的投票指示。 
假設八之一：越有「內團體偏私」、「集體權益」與「政治道德觀」特質的選民，

越會因廣告中的催票策略而增強對所支持候選人的支持意願。 
假設八之二：越有「內團體偏私」、「集體權益」與「政治道德觀」特質的選民，

越會因廣告中的固票策略而增強對所支持候選人的支持意願。 
假設八之三：越有「內團體偏私」、「集體權益」與「政治道德觀」特質的選民，

越會因廣告中的挖票策略而增強對所支持候選人的支持意願。 
假設八之四：越有「內團體偏私」、「集體權益」特質的選民，越會因廣告中的配

票策略而接受支持政黨的配票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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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假設九：選民的「內團體偏私」、「集體權益」與「政治道德觀」特質之所以

受到所支持候選人／政黨的告急策略影響而增強支持意願，主要是

透過選民對告急策略接受度之中介。 
假設九之一：選民的「內團體偏私」、「集體權益」與「政治道德觀」特質之所以

受到所支持候選人的催票策略影響而增強支持意願，主要是透過選

民對催票策略接受度之中介。 

假設九之二：選民的「內團體偏私」、「集體權益」與「政治道德觀」特質之所以

受到所支持候選人的固票策略影響而增強支持意願，主要是透過選

民對固票策略接受度之中介。 
假設九之三：選民的「內團體偏私」、「集體權益」與「政治道德觀」特質之所以

受到所支持候選人的挖票策略影響而增強支持意願，主要是透過選

民對挖票策略接受度之中介。 
假設九之四：選民的「內團體偏私」、「集體權益」特質之所以受到所支持政黨的

配票策略影響而接受支持政黨的配票指示，主要是透過選民對配票

策略接受度之中介。 

 

七、研究二之研究方法 

 

（一）問卷調查法 

本研究想要了解有「傳統政治道德觀」、重視「集體權益」以及對支持的候

選人越有「內團體偏私」的選民，其接受告急策略的程度為何？另外，會接受告

急策略的選民，是否會因為看到廣告中的告急策略而增強對所支持候選人的支持

意願？為了驗證上述的問題，研究者採用問卷調查法來探討選民特質、告急策略

接受度和增強對所支持候選人的支持意願之關係。 
 

（二）研究對象 

    為了能夠讓受測者能進入選舉情境、有較高的涉入度，研究者決定以民國

91 年高雄市市長與市議員選舉作為本研究的選舉情境，而研究對象為有該次選

舉投票權的選民。之所以選擇高雄市而非台北市選舉，只要的考量為本屆高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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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長有四位候選人參選，競爭相當激烈，而且四位候選人中並沒有哪一位具有壓

倒性的優勢，比較有告急策略可以發揮的空間；而台北市只有馬英九與李應元角

逐市長寶座，加上兩位候選人的民調支持度相差懸殊，在競爭不夠激烈、選情冷

清的情形下，不太符合使用告急策略的情境。 
 

（三）量表設計 

本研究的量表在參考過去相關研究的文獻後（顧瑜君，1989；何友暉等，

1989；費孝通，1991；李美枝，1993；楊國樞，1994；黃光國，1995；石之瑜、

凌煥銘，1997；林安梧，1997；黃俊傑，1999；金觀濤、劉青峰，1999；巨克毅，

1999；張學智，2000；黃肇輝，2000；危芷芬，2001），由研究者自行編製。經

前測後，篩選出適合的題項以驗證研究者之假設。關於量表設計的過程與結果，

請參考附錄三。 
 

（四）正式問卷設計 

本研究將問卷分為「線上問卷」與「面訪問卷」兩種，讓受測者可以選擇方

便的方式填答。線上問卷部分，由於需要工程設計並架設網頁，在介面與填答方

式上和面訪問卷不同，但問卷內容和面訪問卷完全相同。正式問卷的內容如下（請

見附錄四、五）： 

1. 篩選題 

問卷第一題詢問選民是否有高雄市選舉投票權，若有則繼續填答，若沒有則

不需填答問卷。 

2. 抽獎誘因 

為了鼓勵選民填答，研究者在兩種問卷上都提供了「抽獎」誘因以提高填答

率。 

3. 題項 

包括了四類，第一類為四種告急策略（催票策略、固票策略、挖票策略和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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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策略）的情境題。第二類是分別詢問受試者對四種告急策略的接受度。第三類

詢問受測者是否會分別受到催票策略、固票策略和挖票策略的影響，而更加支持

候選人；以及是否會受配票策略影響，依照配票指示投票。第四類為測量「內團

體偏私」、「集體權益」、「政治道德觀」三概念的量表題項。 

4. 選民基本資料 

在選民基本資料的部分，研究者加入了性別、年齡、教育程度、職業、其支

持的政黨或族群、對各政黨的喜歡程度、其支持的市長候選人、所在選區和有無

支持的市議員候選人。 
 

（五）正式施測 

1. 樣本 

由於經費與人力等限制，本研究施測的樣本為「便利樣本」。面訪問卷的受

測者來源有兩種。第一種為研究者到高雄後，委託當地朋友拿問卷給有高雄市選

舉投票權的朋友填答；第二種為研究者親自在高雄市的醫院、學校發放問卷。至

於線上問卷部分則是用 e-mail 的方式，委託朋友轉寄問卷訊息給有高雄市投票權

的選民，鼓勵他們點選網址、填答問卷。 

2. 問卷回收 

線上和面訪的施測時間為 11/30~12/6 晚間 11 點 59 分，為期一週。面訪問卷

回收之後，剔除掉空白問卷、無高雄市投票權和疑似亂答問卷（「告急策略接受

度」和「選民特質」等 16 題目皆填相同選項者），得到有效問卷 541 份；而線上

問卷共回收 207 份，以相同方式剔除不合格的問卷後，其有效問卷數為 201 份。

合計線上與面訪的數量後，共有 742 份有效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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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變項定義 

1. 選民心理特質 

（1）內團體偏私 

「內團體偏私」主要測量選民是否對其支持的候選人有內團體偏私（顧瑜

君，1989；費孝通，1991；李美枝，1993；楊國樞，1994；黃光國，1995；危芷

芬，2001）。此概念的題目有兩題，以李克特量法測量：「對於我支持的候選人，

我通常會贊同他（她）的政見」和「不管我支持的候選人提出什麼政見，我就是

會支持他（她）」（Pearson=0.39，p=0.01）。 
 

（2）集體權益 

測量選民是否重視「集體權益」的題目有四題（何友暉等，1989；楊國樞，

1994；黃俊傑，1999），以李克特量法測量。分別為「為了我支持的政黨，我會

盡力去做黨要我做的事情」、「為了我支持的政治人物，我會盡力去做他（她）要

我做的事情」、「為了我支持的政黨，就算犧牲了個人的權益，也是值得的」以及

「為了我支持的政治人物，就算犧牲了個人的權益，也是值得的」（Alpha=0.87）。 

 

（3）政治道德觀 

此概念欲測量選民對於政治人物是否有道德期待（林安梧，1997；石之瑜、

凌煥銘，1997；黃俊傑，1999；巨克毅，1999；金觀濤、劉青峰，1999；張學智，

2000；黃肇輝，2000）。此概念有兩個題目，以李克特量法測量：「政治人物的權

力越高，就應有越高的道德標準」和「政治人物的道德感應該要比一般人來得高」

（Pearson=0.60，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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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告急策略接受度與對所支持候選人的支持意願／接受支持政黨的

投票指示 

經由之前立委選舉的廣告內容分析，研究者已經將告急策略分為催票、固

票、挖票和配票策略，因此本研究即以這四個策略中常見的口號、內容來編擬情

境題目。 

在題目開始前，先請受測者假想下面是「其支持的高雄市長候選人」做的廣

告內容，若受測者「尚未決定哪一位」或「支持兩位以上」，則當作是「最喜歡

的候選人」的廣告內容；若對所有的候選人「都不支持」，則當作是「一般市長

候選人」的廣告內容。 

由於選民對於市長選舉的涉入度、關心度較市議員來得高，因此本研究的情

境敘述以「市長選舉」為主，強調是「支持的候選人做的廣告」。但是挖票策略

中的「棄保同黨（同族群）候選人」因不符合市長選舉情境，比較符合市議員的

情境，所以將這題改以「高雄市市議員選舉」作題目設計。而配票策略在實務上

多以政黨、團體的名義執行，極少有候選人使用配票策略，所以在情境設計上和

其他告急策略不同，強調是「支持的政黨（或族群）做的廣告」，而非「支持的

候選人做的廣告」。 
 

（1）告急策略情境敘述 

a. 催票策略 

催票策略的情境敘述題目共有三題，分別以「危急搶救口號」、「動員投票」

和「差一票很重要」三個子策略來設計情境題目： 

（a）危急搶救口號 

當您支持的市長候選人，在競選廣告中表示他(她)「選情告急！」、「危

險！」，目前在「當選邊緣！請您全力搶救！」時…。 

（b）動員投票 

當您支持的市長候選人，在競選廣告中表示「12/7 請您務必投票！」、「我懇

求您的一票！」、「一人拉十票、電話再催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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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差一票很重要 

當您支持的市長候選人，在競選廣告中表示「差您一票就落選了！」，強調

「您的一票很重要！」、「能不能當選就靠您這一票了！」…。 
 
b. 固票策略 

固票策略的情境敘述題目共有兩題，分別以「勿信謠言假民調」和「跑票流

失就落選」兩個子策略來設計情境題目： 

（a）勿信謠言假民調 

當您支持的市長候選人，在競選廣告中表示「不要相信對手的棄保謠言！」、

「不要相信其他候選人抹黑中傷的謠言！」時…。 

（b）跑票流失就落選 

當您支持的市長候選人，在競選廣告中表示自己「民調下降！選票流失！」、

「少了您這一票，我就會落選了！」，並提醒選民「不要讓前人高票落選的遺憾

重演啊！」…。 
 
c. 挖票策略 

挖票策略的情境敘述題目共有兩題，分別以「挖他黨的票、棄保他黨」和「挖

同黨的票、棄保同黨」兩個子策略來設計情境題目： 

（a）挖他黨的票、棄保他黨 

當您支持的市長候選人，在競選廣告中以「民調數據」顯示某位候選人「民

調落後，已經不可能當選了！」，呼籲選民放棄某位候選人改投他（她），要把票

「投給可能當選的人！」。 

（b）挖同黨（或同族群）的票、棄保同黨（或同族群） 

當您支持的市議員候選人，在競選廣告中以「民調數據」顯示「同黨（或同

族群）某位候選人」的支持度很高，票已經足夠，呼籲選民投票給他（她）時…。 
 
d. 配票策略 

配票策略的情境敘述題目只有一題，以「個人資料方式配票」來設計情境題

目：當您支持的政黨（或族群），在競選廣告中以「配票令！」、「總動員！」，呼

籲政黨（或族群）支持者依照政黨（或族群）指示，以「身分證字號」或「出生

年月日」等資料來配票給指定的候選人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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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告急策略接受度 

中介變項為選民對告急策略的接受程度。測量此題的方法，是在每一個告急

策略的情境敘述完後，詢問受試者是否同意下列陳述句：「我覺得在選情危急的

時候，刊登這種廣告訊息是可以接受的」，請受試者回答對該句子的同意程度。

此部分採用 Likert 五點量法，請受測者從「非常不同意」、「不同意」、「無意見」、

「同意」和「非常同意」之間選一個最接近自己想法的答案。 
     

（3）對所支持候選人的支持意願／接受支持政黨的投票指示 

依變項測量選民是否會增強對候選人的支持度，是否會更想投票給候選人。

此部分的告急策略情境敘述和中介變項的情境敘述相同。測量此題的方法，是在

每一個告急策略的情境敘述完之後，詢問受試者是否同意下列陳述句：「我會更

想投票給他（她）」，請受試者回答對該句子的同意程度。採 Likert 五點量法，請

受測者從「非常不同意」、「不同意」、「無意見」、「同意」和「非常同意」之間選

一個最接近自己想法的答案。唯有配票策略部分，因情境敘述的關係，用上述的

陳述句無法測量研究者欲探討的概念，所以將此部分問題改成「我會按照政黨（或

族群）的指示配票」。 
 

3. 選民人口變項 

除了上述的變項外，研究者還加入了一些基本變項，想了解這些變項對於選

民在告急策略的接受度上是否有影響。這部分包括了受測者的性別、年齡、教育

程度、對各政黨的喜歡程度、有無支持的市長候選人、有無支持的市議員候選人、

有無政黨或派系（指泛藍或泛綠）認同、所在選區、填答有無遺漏值，以及是否

匿名填答。 

（1）性別 

為單選題，受測者自行勾選男性或女性。男性編碼為 1，女性編碼為 2。未

勾選者則以系統遺漏值處理。 
 



 

 76

（2）年齡 

年齡以實歲為準，由受測者自行填寫年齡。未勾選者則以系統遺漏值處理。 
 

（3）教育程度 

總共有七個選項，從教育程度低到高排列。分別為「1.國小畢及以下」、「2.
國中畢」、「3.高中（職）畢」、「4.專科畢（包括目前為專科生）」、「5.大學或學院

畢（包括目前為大學生）」、「6.碩士畢（包括目前為碩士生）」和「7.博士畢及以

上（包括目前為博士生）」。教育程度的編碼數字和選項號碼相同。未勾選者則以

系統遺漏值處理。 
 

（4）對各政黨的喜歡程度 

詢問受測者對國民黨、民進黨、親民黨、新黨和台聯黨的喜好程度，依照其

對各黨的喜歡程度，在「非常不喜歡」到「非常喜歡」之間，選一個接近的答案。

此部分問題採用 Likert 七點量表，1 代表「非常不喜歡」，4 代表「無意見」，而

7 代表「非常喜歡」。未勾選者則以系統遺漏值處理。 
 

（5）有無支持的市長候選人 

詢問受測者有無支持的高雄市長候選人。此題目單選，請選民勾選比較支持

的高雄市長候選人；若是「尚未決定哪一位」或「支持兩位以上」，則勾選覺得

「最喜歡的候選人」。選項共有六個，以候選人的號次作為選項順序，分別為「1.
施明德」、「2.張博雅」、「3.黃天生」、「4.黃俊英」、「5.謝長廷」和「6.都不支持」。

勾選 1 至 5 其中一個選項者編碼為 1，表示有支持的市長候選人；勾選 6 者則編

碼為 0，表示沒有支持的市長候選人。未勾選者則以系統遺漏值處理。 
 

（6）有無支持的市議員候選人 

由於市議員眾多，不便一一列出，僅詢問受測者是否有支持的市議員候選



 

 77

人。此題目為單選，選項有三個，為「1.有」、「2.尚未決定或支持兩位以上的候

選人」以及「3.都不支持」。其中勾選 1 或 2 者編碼為 1，表示有支持的市議員候

選人；勾選 3 者則編碼為 0，表示沒有支持的市議員候選人。未勾選者則以系統

遺漏值處理。 
 

（7）有無政黨或派系認同 

詢問受測者有無支持的政黨或族群（由於「泛藍」、「泛綠」的概念難以用一

個簡單的辭彙表達，因此在問卷中研究者以「族群」一詞來詢問受測者，較易使

受測者理解）。請受測者勾選平常比較支持哪個政黨或族群，且此題目為單選。

選項共有十個，分別為「1.國民黨」、「2.民進黨」、「3.親民黨」、「4.新黨」、「5.
台聯黨」、「6.泛藍軍」、「7.泛綠軍」、「8.都不支持」、「9.選人不選黨」和「10.其
他政黨（名稱）：_____」。勾選 1~7、10 其中一個選項者編碼為 1，表示有支持

的政黨或族群；勾選 8 或 9 者則編碼為 0，表示沒有支持的政黨或族群。未勾選

者則以系統遺漏值處理。 
 

（8）所在選區 

詢問受測者的選區。共有六個選區，分別為「1.第一選區（鼓山、鹽埕、旗

津）」、「2.第二選區（左營、楠梓）」、「3.第三選區（三民）」、「4.第四選區（新興、

前金、苓雅）」、「5.第五選區（前鎮、小港）」和「6.第六選區（原住民）」。由於

此變項並非連續變項，只能用虛擬變數的方式來探討選民所在選區對依變項的影

響。因此在第一選區部分，有勾選者編碼為 1，無勾選則編碼為 0；同理，在第

二選區部分，有勾選者編碼為 1，無勾選則編碼為 0；其餘四個選區都用相同的

方式編碼。未勾選者則以系統遺漏值處理。 
 

（9）填答有無過多遺漏值 

由於部分受測者沒有完全了解作答方式，以至於作答時會有選擇性回答的現

象；另外，當受測者遇到較難的題目或不想回答時，也會空白不填，造成問卷中

過多的遺漏值。因此，研究者將「漏填整大題」的問卷另外進行編碼，共有五個

選項，可複選，分別為「1.各政黨的喜歡程度」、「2.告急策略接受度」、「3.選區

與有無支持的市議員候選人」、「4.選民的基本資料」、「5.無遺漏值」。若非「漏填

整大題」，而是偶有一兩題未填答者，視為「5.無遺漏值」處理。勾選 1 至 4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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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個選項者編碼為 1，表示有過多的遺漏值；勾選 5 者則編碼為 0，表示沒有

過多的遺漏值。 
 

（10）是否匿名填答 

由於本問卷有抽獎活動，需要留下受測者的聯絡電話、地址、e-mail 等，對

於一些受測者來說，本問卷的問題相當敏感，因此不太願意留下姓名或連絡方

式。因此研究者將完全沒有留下姓名、聯絡電話、地址和 e-mail 的問卷編碼為 1，
表示為匿名填答；而有留下姓名、聯絡電話、地址和 e-mail 其中之一者則編碼為

0，表示非匿名填答。 
 

（11）填答方式 

由於和面訪問卷填答者相比，線上問卷填答者有較高的教育程度，較低的年

齡層，因此這兩個族群可能有相當不同的特質與價值觀。研究者便將線上問卷填

答者編碼為 0，面訪問卷填答者編碼為 1。 
 

（七）信度分析 

將這 742 份問卷進行編碼後，對「內團體偏私」、「集體權益」以及「政治道

德觀」三個概念（共八題）進行因素分析。以特徵值=1 為萃取標準，總共得到

兩個因素，分別可解釋 44.21%和 21.08%的解釋變異量。合計占 65.29%。其成分

矩陣如下所示（見表十）： 
 
表十：萃取二因素：內團體偏私、集體權益、政治道德觀的成分矩陣 

成分  
1 2 

3.為了我支持的政黨，就算犧牲了個人的權益，也是值得的 0.87 0.07
4.為了我支持的政治人物，就算犧牲了個人的權益，也是值

得的 
0.84 0.07

2.為了我支持的政治人物，我會盡力去做他（她）要我做的

事情 
0.84 0.09

1.為了我支持的政黨，我會盡力去做黨要我做的事情 0.83 0.13
6.不管我支持的候選人提出什麼政見，我就是會支持他（她） 0.64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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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對於我支持的候選人，我通常會贊同他（她）的政見 0.50 0.13
7.政治人物的權力越高，就應有越高的道德標準 0.04 0.90
8.政治人物的道德感應該要比一般人來得高 0.10 0.90
Alpha 或相關係數 α=.86 R=.65
解釋變異量 44.21% 21.08%
 

原本應萃取出三個因子，結果發現「內團體偏私」和「集體權益」屬於相同

因素。然而研究者認為「內團體偏私」和「集體權益」應屬於不同的概念，因此

重新萃取強迫分成三因子後，發現其三個成分完全符合研究者欲測量的三個概

念。「集體權益」題目可解釋 38.34%的解釋變異量，而「政治道德觀」和「內團

體偏私」有 20.94%和 17.52%的解釋變異量，總解釋力為 76.79%。其成分矩陣如

下所示（見表十一）。 
 

表十一：萃取三因素：內團體偏私、集體權益、政治道德觀的成分矩陣 
成分  

1 2 3 
3.為了我支持的政黨，就算犧牲了個人的權益，也

是值得的 
0.89 0.05 0.16

4.為了我支持的政治人物，就算犧牲了個人的權

益，也是值得的 
0.87 0.05 0.14

2.為了我支持的政治人物，我會盡力去做他（她）

要我做的事情 
0.84 0.07 0.19

1.為了我支持的政黨，我會盡力去做黨要我做的事

情 
0.80 0.12 0.25

7.政治人物的權力越高，就應有越高的道德標準 0.08 0.90 -0.03
8.政治人物的道德感應該要比一般人來得高 0.08 0.90 0.08
5.對於我支持的候選人，我通常會贊同他（她）的

政見 
0.14 0.14 0.87

6.不管我支持的候選人提出什麼政見，我就是會支

持他（她） 
0.37 -0.12 0.70

Alpha 或相關係數 α=.90 R=.65 R=.39
解釋變異量 38.34% 20.94% 17.52%
 

研究者將集體權益題目（第 1、2、3、4 題）進行信度分析，發現整體信度

係數 Alpha 達 0.90（見表十二），表示該量表的信度甚佳。而在政治道德觀題目

部分（第 7、8 題），以 Pearson 相關檢驗後，得到其相關係數為 0.65，達 0.01 顯

著性。內團體偏私題目（第 5、6 題）同樣也是以 Pearson 相關檢驗，相關係數

為 0.39，顯著性達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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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二：集體權益信度分析 

 Item-Total 

Correlation 
Alpha  

if Item 

Deleted 

1.為了我支持的政黨，我會盡力去做黨要我做的事情。 0.60 0.88
2.為了我支持的政治人物，我會盡力去做他（她）要我做的

事情。 
0.62 0.87

3.為了我支持的政黨，就算犧牲了個人的權益，也是值得的。 0.73 0.85
4.為了我支持的政治人物，就算犧牲了個人的權益，也是值

得的。 
0.70 0.87

N of Cases =727               N of Items =4 
Alpha =0.90 
 

（八）統計方法 

本研究乃以 SPSS 統計套裝軟體進行統計分析，其說明如下： 

1. 次數分配表與百分比分析 

本研究以次數分配表與百分比分析來描述回收樣本的結構，想了解今年有高

雄市投票權的選民結構和本研究的線上問卷、面訪問卷，以及整體問卷的選民結

構為何。其選民結構包括性別、年齡、教育程度、職業、所在選區、支持的政黨

或族群、支持的市長候選人、有無支持的市議員候選人等。 

2. 卡方檢定 

本研究欲了解今年有高雄市投票權的選民結構和本研究的線上問卷、面訪問

卷，以及整體問卷的選民結構之間是否有顯著差異。 

3. 信度分析 

本研究採 Cronbach’s alpha 係數公式來計算本問卷各量表之 alpha 值，以了

解本問卷各量表答案的一致性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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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變異數分析 

本研究以變異數分析來檢定選民的心理特質（內團體偏私、集體權益和政治

道德觀）分數在選民的基本資料（性別、年齡、教育程度、職業、所在選區、有

無支持的政黨或泛軍、有無支持的市長候選人、有無支持的市議員候選人、填答

方式、填答有無過多遺漏值、是否匿名填答等）各群組之間是否有顯著差異。 

5. 迴歸分析 

本研究欲了解選民心理變項與人口變項是否影響對告急策略的接受度。由於

選民心理變項為研究者主要使用的自變項，因此採用強迫進入法法來驗證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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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研究二之結果與分析 

（一）基本資料分析 

1. 樣本結構 

在調查問卷部分，本研究使用線上問卷與面訪問卷兩種。由於這兩種方式得

到的樣本可能不同，研究者將樣本分成「線上問卷版」、「面訪問卷版」和「全部

問卷版（亦即線上加面訪的總問卷數）」，另外並加入本次高雄市長的選民結構做

比較基礎（請見附錄六）。 

2. 不同選民在心理特質上的差異 

    由於本研究的目的在於探討選民的心理特質是否會影響對告急策略的接受

程度，因此對於會影響選民心理特質的人口變項有必要予以控制。研究者將選民

的性別、年齡、教育程度、喜歡各政黨的程度、有無支持的市長候選人、有無支

持的市議員候選人、訪問方式、有無政黨或派系認同、所在選區、填答有無遺漏

值和是否匿名填答等進行變異數分析（請見下列表格）。發現這些變項在選民心

理變項的分數上達到顯著差異，因此研究者將這些人口變項也放入迴歸中和心理

變項一起進行分析。 
 

（1） 性別 

分析男性和女性選民在選民心理變項上是否有差異。 
 

 性別 填答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 值 顯著性 
內團體偏私 男 314 2.97 0.93 1.24 0.27 

 女 393 2.90 0.76  
集體權益 男 309 2.81 0.99 7.99 0.01**

 女 385 2.61 0.88  
政治道德 男 314 4.18 0.89 3.38 0.07 

 女 395 4.06 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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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年齡 

由選民自填實際年齡，此為連續變項。 

 
 年齡 P 值 

內團體偏私 0.26 0.01** 
集體權益 0.39 0.01** 
政治道德 0.17 0.01** 

        *P<0.05  **p<0.01   
 

（3） 教育程度 

以七個選項代表不同的教育程度，數字越高，代表教育程度越高。選項一為

「國小畢及以下」，選項七為「博士畢及以上」。 
 

 教育程度 P 值 
內團體偏私 -0.24  0.01** 
集體權益 -0.26  0.01** 
政治道德 -0.03 0.37 

        *P<0.05  **p<0.01   
 

（4） 喜歡各政黨的程度 

請選民以七點量表，分別表達對五大政黨的喜好程度。1 代表「非常不喜

歡」，4 為「無意見」，7 代表「非常喜歡」。 
 

內團體偏私 集體權益 政治道德  
Pearson P 值 Pearson P 值 Pearson P 值 

喜歡國民黨程度 0.18 0.01** 0.25 0.01** 0.12 0.01** 
喜歡民進黨程度 0.10 0.01** 0.10 0.01** -0.06 0.11 
喜歡親民黨程度 0.12 0.01** 0.19 0.01** 0.12 0.01** 
喜歡新  黨程度 0.02 0.64 0.09 0.02* 0.09 0.02* 
喜歡台聯黨程度 0.06 0.10 0.07 0.07 -0.06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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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  **p<0.01 

 

（5） 有無支持的市長候選人 

瞭解選民是否有比較支持的市長候選人。選項 1～5 為分別為五位候選人，

選項 6 為「都不支持」。勾選 1～5 者，歸為「有支持人選」，勾選 6 者，則

為「無支持人選」。 
 

 填答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 值 顯著性 
內團體偏私 無 90 2.59 0.73 18.87  0.01** 

 有 617 3.00 0.84   
集體權益 無 89 2.28 0.81 21.10  0.01** 

 有 605 2.76 0.93   
政治道德 無 90 3.98 0.96 1.62  0.20 

 有 617 4.11 0.89  

*P<0.05  **p<0.01   
 

（6） 有無支持的市議員候選人 

瞭解選民是否有支持的市議員候選人。選項有三，若勾選「1.有」和「2. 
尚未決定或支持兩位以上的候選人」者，歸為「有支持人選」，勾選「3.都 
不支持」者，則為「無支持人選」。 
 

 填答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 值 顯著性 
內團體偏私 無 63 2.23 0.86 52.16  0.01** 

 有 629 3.00 0.80   
集體權益 無 63 2.04 0.89 35.90  0.01** 

 有 619 2.75 0.91   
政治道德 無 63 3.91 1.04 3.18  0.08 

 有 629 4.13 0.89  

*P<0.05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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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訪問方式 

研究者將線上與面訪樣本分為兩個變項，瞭解其選民心理變項是否有差異。  
 

 填答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 值 顯著性 
內團體偏私 線上 201 2.62 0.82 45.84  0.01** 

 面訪 539 3.08 0.82   
集體權益 線上 201 2.26 0.77 70.47  0.01** 

 面訪 526 2.88 0.93   
政治道德 線上 201 3.95 1.00 8.32 0.01** 

 面訪 540 4.16 0.85  

*P<0.05  **p<0.01   
 

（8）有無政黨或派系認同 

瞭解選民有無支持的政黨或族群，此為單選題。若勾選項 1～5 的五大政黨， 
或「6.泛藍軍」、「7.泛綠軍」及「10.其他政黨」者，歸為「有支持的政黨或 
派系」，勾選「8.都不支持」、「9.選人不選黨」者，則為「無支持的政黨或派 
系」。 
 

 填答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 值 顯著性 
內團體偏私 無 345 2.74 0.80 42.54  0.01** 

 有 390 3.14 0.84   
集體權益 無 341 2.45 0.85 55.58  0.01** 

 有 382 2.95 0.95   
政治道德 無 346 4.07 0.92 0.97 0.33 

 有 389 4.14 0.88  

*P<0.05  **p<0.01   
 

（9）選區 

以選項 1～6 代表選民的六個選區。 
 

 填答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 值 顯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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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團體偏私 第一選區 83 2.87 0.95 2.05 0.07 
 第二選區 205 3.08 0.83   
 第三選區 224 2.89 0.84   
 第四選區 116 2.83 0.80   
 第五選區 98 2.96 0.79   
 第六選區 5 3.30 0.84   

集體權益 第一選區 83 2.58 0.98 2.61  0.02* 
 第二選區 204 2.83 0.90   
 第三選區 217 2.72 0.96   
 第四選區 113 2.49 0.89   
 第五選區 97 2.74 0.93   
 第六選區 5 3.20 0.82   

政治道德 第一選區 83 4.25 0.72 1.91 0.09 
 第二選區 207 4.16 0.88   
 第三選區 224 4.14 0.87   
 第四選區 115 3.94 1.07   
 第五選區 98 4.02 0.89   
 第六選區 5 3.60 0.55   

*P<0.05  **p<0.01   
 

（10）有無遺漏值 

    部分受測者有漏答題目的現象，因此研究者將「漏填整大題」的問卷（包 
括各政黨的喜歡程度、告急策略接受度、選區與有無支持的市議員候選人 
及選民的基本資料）歸類為「有遺漏值」，而有完整填答及偶有一兩題未填 
之問卷，視為「無遺漏值」。 
 

 填答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 值 顯著性 
內團體偏私 無 632 2.91 0.84 10.25  0.01** 

 有 108 3.19 0.78   
集體權益 無 623 2.65 0.92 20.64  0.01** 

 有 104 3.09 0.94   
政治道德 無 632 4.10 0.91 0.01 0.91 

 有 109 4.11 0.79  

*P<0.05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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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是否匿名 

    研究者將問卷中完全沒有留下姓名、聯絡電話、地址、email 的問卷視為「匿 
名填答」，而有留下其中之一者，則為「非匿名填答」。 

 

 填答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 值 顯著性 
內團體偏私 無 454 2.86 0.84 13.61 0.01** 

 有 286 3.09 0.82   
集體權益 無 450 2.60 0.90 18.05 0.01** 

 有 277 2.89 0.95   
政治道德 無 454 4.08 0.93 0.90 0.34 

 有 287 4.14 0.85  

    *P<0.05  **p<0.01 
 

（二）假設 H4、H5、H6 的驗證 

1. 假設 H4-1.H5-1.H6-1；「內團體偏私」、「集體權益」、「政治道德觀」

對催票策略接受度的影響 

本研究以強配進入法來進行迴歸分析，欲瞭解是否越有「內團體偏私」、「集

體權益」和「政治道德觀」特質的選民，對於廣告中催票策略的接受度越高（見

表十三）。亦即想驗證假設 H4-1、H5-1 和 H6-1 是否成立。統計結果顯示，選民

的基本資料與心理變項對催票策略接受度的整體 R-square 為 0.15，表示這些自

變項可以解釋催票策略接受度之 14.5%的變異量。模式考驗的結果，指出迴歸效

果達顯著水準（F=6.69，p=0.01），具有統計上的意義。 
就基本資料部分，發現「喜歡國民黨程度」、「喜歡民進黨程度」和「有無支

持的市長候選人」均影響選民對催票策略的接受程度。「喜歡國民黨」的程度越

高，越能接受催票策略，其 ß 係數為 0.10（t=2.24，p=0.03）。而「喜歡民進黨程

度」在基本資料中具有最佳的解釋力，ß 係數為 0.19（t=3.78，p=0.01），顯示喜

歡民進黨的選民，越容易接受廣告中的催票策略。「有無支持的市長候選人」對

於催票策略接受度也有影響力，其 ß 值為 0.08（t=2.10，p=0.04），亦即選民若有

支持的市長候選人，會比較接受催票策略。 
就本研究的變項部分，「集體權益」和「政治道德觀」都有其影響力。結果

顯示，越重視「集體權益」、「政治道德觀」的選民，越能接受催票策略。而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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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力的因素為「集體權益」，其 ß 值為 0.23（t=5.20，p=0.01）。另外，「政治道

德觀」也有 ß=0.12 的解釋力（t=3.33，p=0.01）。 
整體而言，「集體權益」和「政治道德觀」均會影響選民對催票策略的接受

程度。此部分和原先假設相同。然「內團體偏私」的 ß 值只有 0.07（t=1.58，p=0.11），
對於依變項並無顯著影響。因此研究假設 H5-1 和 H6-1 成立，H4-1 未得到驗證。 

2. 假設 H4-2.H5-2.H6-2；「內團體偏私」、「集體權益」、「政治道德觀」

對固票策略接受度的影響 

此部分欲瞭解是否越有「內團體偏私」、「集體權益」和「政治道德觀」特質

的選民，對於廣告中固票策略的接受度越高。亦即想驗證假設 H4-2、H5-2 和 H6-2
是否成立。統計結果顯示，選民的基本資料與心理變項對固票策略接受度的整體

R-square 為 0.15，表示可以解釋固票策略接受度之 15.3%的變異量。模式考驗的

結果，指出迴歸效果達顯著水準（F=7.08，p=0.01），具有統計上的意義。 
就基本資料部分，發現只有「有無支持的市長候選人」會影響選民對固票策

略的接受程度，其 ß 係數為 0.08（t=2.27，p=0.02）。表示選民若有支持的市長候

選人，會比較容易接受固票策略。 
就本研究的變項部分，「內團體偏私」、「集體權益」和「政治道德觀」都有

其影響力。最有解釋力的因素為「集體權益」，其 ß 值為 0.21（t=4.95，p=0.01）。
次佳的「內部團體偏私」則有 ß 值為 0.15（t=3.58，p=0.01）的解釋力。而「政

治道德觀」的解釋力亦達顯著，其 ß=0.12（t=3.33，p=0.01）。從研究結果可知，

越有「集體權益」、「內團體偏私」和「政治道德觀」特質的選民，越會接受固票

策略。 
整體而言，此部分的結果和原先假設相同。因此研究假設 H4-2、H5-2 和

H6-2 皆驗證成立。 

3. 假設 H4-3.H5-3.H6-3；「內團體偏私」、「集體權益」、「政治道德觀」

對挖票策略接受度的影響 

此部分欲瞭解是否越有「內團體偏私」、「集體權益」和「政治道德觀」特質

的選民，對於廣告中挖票策略的接受度越高。亦即想驗證假設 H4-3、H5-3 和 H6-3
是否成立。統計結果顯示，選民的基本資料與心理變項對挖票策略接受度的整體

R-square 為 0.10，可解釋挖票策略接受度之 10.1%的變異量。模式考驗的結果，

指出迴歸效果達顯著水準（F=4.76，p=0.01），具有統計上的意義。 
就基本資料部分，發現「是否為第四選區」的選民會影響其對挖票策略的接

受程度（ß 係數為 0.10，t=2.48，p=0.01）。表示第四選區的選民較其他選區的選

民更容易接受固票策略。另外，填答時「有無匿名」也有其解釋力，其 ß 值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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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t=2.06，p=0.04）。 
就本研究的變項部分「內團體偏私」、「集體權益」和「政治道德觀」都有其

影響力。最有解釋力的因素為「集體權益」，其 ß 值為 0.17（t=3.85，p=0.01）。
次佳的「內團體偏私」則有 ß 值為 0.15（t=3.58，p=0.01）的解釋力。而「政治

道德觀」的解釋力亦達顯著，其 ß=0.07（t=1.96，p=0.05）。從研究結果可知，越

有「集體權益」、「內團體偏私」和「政治道德觀」特質的選民，越會接受挖票策

略。 
整體而言，此部分的結果和原先假設相同。因此研究假設 H4-3、H5-3 和

H6-3 皆驗證成立。 

4. 假設 H4-4.H5-4；「內團體偏私」與「集體權益」對配票策略接受

度的影響 

此部分欲瞭解是否越有「內團體偏私」與「集體權益」特質的選民，對於廣

告中配票策略的接受度越高。亦即想驗證假設 H4-4 和 H5-4 是否成立。統計結

果顯示，選民的基本資料與心理變項對配票策略接受度的整體 R-square 為 0.12，
可解釋配票策略接受度之 12.1%的變異量。模式考驗的結果，指出迴歸效果達顯

著水準（F=5.64，p=0.01），具有統計上的意義。 
就基本資料部分，發現「有無支持的市長候選人」、「有無政黨或泛軍認同」

和「是否為第四選區」均影響選民對配票策略的接受程度。選民若有支持的市長

候選人，會比無支持市長候選人的選民更能接受配票策略，其 ß 係數為 0.08
（t=2.22，p=0.03）。而「有無政黨或泛軍認同」的解釋力 ß 係數為 0.09（t=2.24，
p=0.03），顯示有政黨或泛軍認同的選民，對廣告中的配票策略接受度較高。另

外，「是否為第四選區」也有影響力，其 ß 值為 0.10（t=2.50，p=0.01）。 
就本研究的變項部分，「內團體偏私」和「集體權益」都有其影響力。結果

顯示，越重視「集體權益」、「內團體偏私」的選民，越能接受配票策略。而最有

解釋力的因素為「集體權益」，其 ß 值為 0.23（t=5.28，p=0.01）。至於「內團體

偏私」也有 ß=0.11 的解釋力（t=2.69，p=0.01）。 
研究結果顯示，「集體權益」和「內團體偏私」都會影響選民對配票策略的

接受程度。此部分和原先假設相同，假設 H4-4 和 H5-4 得到驗證。 
 



 

 90

（表十三）假設 H4、H5、H6 之迴歸分析 
 接受催票 接受固票 接受挖票 接受配票 

選民基本資料  
性別  .05 .01 -.06 -.01 
年齡 -.06 .04 -.05  .04 
教育程度 -.03 -.03 -.06  .07 
喜歡政黨程度     

喜歡國民黨程度  .10* .03 -.03 -.01 
喜歡民進黨程度   .19** .06 -.02 -.02 
喜歡親民黨程度 -.04 -.06  .02 -.06 
喜歡新黨程度  .02 -.03 -.01  .04 
喜歡台聯黨程度 -.07 -.01 -.01 -.03 

支持的候選人     
有無支持的市長候選人   .08*   .08*  .03   .08* 
有無支持的市議員候選人  .05  .02  .02 -.01 

線上或面訪 -.09 -.04  .06 -.01 
有無政黨或泛軍認同  .04  .04  .06   .09* 
選區     

是否為第一選區 -.04 -.02  .01 -.01 
是否為第二選區     
是否為第三選區 -.02  .02  .02 -.02 
是否為第四選區  .04  .07    .10**    .10**
是否為第五選區  .04  .07  .05  .03 
是否為第六選區 -.03 -.01 -.03 -.05 

有無遺漏值 -.07 -.04  .06  .04 
有無匿名  .04  .04   .09*  .07 

選民心理變項  
內團體偏私 .07 

（H4-1）
.15** 

（H4-2）
.13** 

（H4-3） 
  .11** 
（H4-4）

集體權益   .23** 
（H5-1）

.21** 
（H5-2）

.17** 
（H5-3） 

  .23** 
（H5-4）

政治道德   .12** 
（H6-1）

.12** 
（H6-2）

.07* 
（H6-3） 

.06 

R-square   .15** .15**  .10**   .12** 
表中的數值為標準化迴歸係數。 
*P<0.05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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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假設 H7 的驗證 

1. 假設 H7-1；「催票策略接受度」對「選民因催票策略增強候選人支

持度」的影響 

此部分欲瞭解是否越能接受「催票策略」的選民，在看到廣告中的催票策略

後，會增強對候選人的支持度，增加投票意願。亦即想驗證假設 H7-1 是否成立。

統計結果顯示，選民的基本資料與告急策略接受度對依變項的整體 R-square 為

0.48，表示可以解釋選民支持度增強之 47.9%的變異量。模式考驗的結果，指出

迴歸效果達顯著水準（F=30.66，p=0.01），具有統計上的意義（見表十四）。 
就基本資料部分，發現選民在看到廣告中的催票策略後，在「教育程度」、「喜

歡民進黨程度」、「有支持的市議員候選人」、「有無政黨或泛軍認同」和「有無匿

名」等因素上均會影響選民對候選人的支持度。「教育程度」越高的選民，越不

會受催票策略而增強對候選人的支持度，其 ß 係數為-0.13（t=-3.93，p=0.01）。
而「喜歡民進黨程度」在基本資料中具有最佳的解釋力，ß 係數為 0.17（t=4.43，
p=0.01），顯示越喜歡民進黨的選民，越會受催票策略影響而增加投票意願。「有

支持的市議員候選人」對於增強投票意願也有影響力，其 ß 值為 0.07（t=2.37，
p=0.02），亦即選民若有支持的市議員候選人，會比較容易受催票策略影響。「有

無政黨或泛軍認同」對依變項的解釋力為 0.13（t=4.57，p=0.01），亦達顯著。另

外，填答問卷時「有無匿名」對投票意願的增強也有些影響力，ß 值為-0.07
（t=-2.19，p=0.03），表示匿名的選民較具名的選民更易受催票策略影響。 

就本研究的變項部分，「接受催票策略」的確有其影響力。結果顯示，越能

接受「催票策略」的選民，在看到廣告中的催票策略後，會增強對候選人的支持

度，增加投票意願（ß 值為 0.58（t=15.46，p=0.01）。 
此部分統計結果和原先假設相同，因此研究假設 H7-1 得到驗證。 
 

2. 假設 H7-2；「固票策略接受度」對「選民因固票策略增強候選人支

持度」的影響 

此部分欲瞭解是否越能接受「固票策略」的選民，在看到廣告中的固票策略

後，會增強對候選人的支持度，增加投票意願。亦即想驗證假設 H8-2 是否成立。

統計結果顯示，選民的基本資料與告急策略接受度對依變項的整體 R-square 為

0.49，表示可以解釋選民支持度增強之 48.5%的變異量。模式考驗的結果，指出

迴歸效果達顯著水準（F=31.34，p=0.01），具有統計上的意義。 
就基本資料部分，發現選民在看到廣告中的固票策略後，在「年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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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度」、「喜歡民進黨程度」、「有無政黨或泛軍認同」和「有無遺漏值」等因素上

均會影響選民對候選人的支持度。統計結果顯示，「年齡」越大的選民，越會受

固票策略而增強對候選人的支持度（ß 係數=0.08，t=2.31，p=0.02））。在基本資

料中有最佳解釋力的因素為「教育程度」，結果表示「教育程度」較高的選民，

較不會受固票策略影響，其 ß 係數為-0.11（t=-3.50，p=0.01）。「喜歡民進黨程度」

對於增強投票意願也有影響力，ß 係數為 0.09（t=2.21，p=0.03），顯示越喜歡民

進黨的選民，越會受固票策略影響而增加投票意願。「有無政黨或泛軍認同」對

依變項的解釋力為 0.11（t=3.76，p=0.01），為次佳的解釋因素。另外，填答問卷

時「有無遺漏值」對投票意願的增強也有些影響力，其 ß 值為 0.06（t=2.16，
p=0.03），表示遺漏過多答案的選民較易受固票策略影響。 

就本研究的變項部分，「接受固票策略」的確有其影響力。結果顯示，越能

接受「固票策略」的選民，在看到廣告中的固票策略後，會增強對候選人的支持

度，增加投票意願（ß 值為 0.55（t=14.46，p=0.01）。 
此部分統計結果和原先假設相同，因此研究假設 H7-2 得到驗證。 
 

3. 假設 H7-3；「挖票策略接受度」對「選民因挖票策略增強候選人支

持度」的影響 

此部分欲瞭解是否越能接受「挖票策略」的選民，在看到廣告中的挖票策略

後，會增強對候選人的支持度，增加投票意願。亦即想驗證假設 H7-3 是否成立。

統計結果顯示，選民的基本資料與告急策略接受度對依變項的整體 R-square 為

0.54，表示可以解釋選民支持度增強之 53.5%的變異量。模式考驗的結果，指出

迴歸效果達顯著水準（F=38.03，p=0.01），具有統計上的意義。 
就基本資料部分，發現選民在看到廣告中的催票策略後，在「教育程度」、「喜

歡民進黨程度」和「有無政黨或泛軍認同」等因素上均會影響選民對候選人的支

持度。「教育程度」越高的選民，越不會受挖票策略而增強對候選人的支持度，

其 ß 係數為-0.14（t=-4.58，p=0.01）。而「喜歡民進黨程度」的解釋力 ß 係數為

0.10（t=2.68，p=0.01），顯示越喜歡民進黨的選民，越會受挖票策略影響而增加

投票意願。「有無政黨或泛軍認同」對於增強投票意願也有影響力，其 ß 值為 0.10
（t=3.44，p=0.01），亦即選民若有支持的政黨或族群，會比較容易受挖票策略影

響。 
就本研究的變項部分，「接受挖票策略」的確有其解釋力。結果顯示，越能

接受「挖票策略」的選民，在看到廣告中的挖票策略後，會增強對候選人的支持

度，增加投票意願（ß 值為 0.65，t=20.68，p=0.01）。 
此部分統計結果和原先假設相同，因此研究假設 H7-3 得到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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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假設 H7-4；「配票策略接受度」對「選民因配票策略增強候選人支

持度」的影響 

此部分欲瞭解是否越能接受「配票策略」的選民，在看到廣告中的配票策略

後，會依其支持政黨的配票指示投票。亦即想驗證假設 H8-4 是否成立。統計結

果顯示，選民的基本資料與告急策略接受度對依變項的整體 R-square 為 0.53，
表示可以解釋選民配票意願之 53.4%的變異量。模式考驗的結果，指出迴歸效果

達顯著水準（F=37.87，p=0.01），具有統計上的意義。 
就基本資料部分，發現選民在看到廣告中的配票策略後，在「年齡」、「有無

政黨或泛軍認同」和「有無匿名」等因素上均會影響選民是否依配票指示投票。

統計結果顯示，「年齡」越大的選民，越會受配票策略影響而投票（ß 係數=0.07，
t=2.01，p=0.05）。在基本資料中有最佳解釋力的因素為「有無政黨或泛軍認同」，

其 ß 值為 0.18（t=6.56，p=0.01）。另外，填答問卷時「有無匿名」對配票意願的

增強也有些影響力，其 ß 值為-0.06（t=-1.98，p=0.05），表示匿名的選民較具名

的選民更易受配票策略影響。 
就本研究的變項部分，「接受配票策略」的確有其影響力。結果顯示，越能

接受「配票策略」的選民，在看到廣告中的配票策略後，會依其支持政黨的配票

指示投票（ß 值為 0.68（t=22.98，p=0.01）。 
此部分統計結果和原先假設相同，因此研究假設 H7-4 得到驗證。 
 



 

 94

（表十四）假設 H7 之迴歸分析 
 增強支持度 

選民基本資料 催票策略 固票策略 挖票策略 配票策略

性別  .03  .01  .01  .02 
年齡  .06   .08*  .05   .07* 
教育程度   -.13**   -.11** -.14 -.05 
喜歡政黨程度     

喜歡國民黨程度 -.02 -.02 -.03  .04 
喜歡民進黨程度    .17**   .09*    .10**  .02 
喜歡親民黨程度  .08  .05  .08 -.02 
喜歡新黨程度 -.02  .01  .01  .01 
喜歡台聯黨程度 -.07  .03 -.01  .01 

支持的候選人     
有無支持的市長候選人 -.01 -.04  .04 -.01 
有無支持的市議員候選人   .07*  .06  .01 -.01 

線上或面訪 -.04 -.02 -.04  .01 
有無政黨或泛軍認同    .13**    .11**    .10**    .18**
選區     

是否為第一選區 -.04  .01  .02 -.01 
是否為第二選區  .01  .01  .05 -.01 
是否為第三選區     
是否為第四選區 -.02 -.01  .04  .02 
是否為第五選區 -.04 -.02 -.04 -.01 
是否為第六選區  .02  .03  .03  .02 

有無遺漏值  .05   .06*  .05  .03 
有無匿名  -.07* -.03 -.05  -.06* 

選民心理變項     
接受催票   .58** 

（H7-1）
 .06 

 
-.03 

 
-.01 

 
接受固票 .02 

 
   .55**
（H7-2）

 .05 
 

-.02 
 

接受挖票 .02 
 

 .03 
 

   .65** 
（H7-3） 

-.04 
 

接受配票  -.02 
 

-.01 
 

-.02 
 

   .68**
（H7-4）

R-square    .48**    .49**    .54**    .53**
表中的數值為標準化迴歸係數。  *P<0.05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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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假設 H8 的驗證 
 

1. 假設 H8-1「內團體偏私」；「集體權益」、、「政治道德觀」對「選

民因催票策略增強候選人支持度」的影響 

此部分欲瞭解是否越有「集體權益」、「內團體偏私」和「政治道德觀」特質

的選民，在看到廣告中的催票策略後，會增強對候選人的支持度，增加投票意願。

亦即想驗證假設 H8-1 是否成立。統計結果顯示，選民的基本資料與心理變項對

依變項的整體 R-square 為 0.28，表示可以解釋選民支持度增強之 28.2%的變異

量。模式考驗的結果，指出迴歸效果達顯著水準（F=14.21，p=0.01），具有統計

上的意義（見表十五）。 
就基本資料部分，發現選民在看到廣告中的催票策略後，在「性別」、「教育

程度」、「喜歡民進黨程度」、「喜歡台聯黨程度」、「有支持的市議員候選人」、「線

上或面訪」和「有無政黨或泛軍認同」等因素上均會影響選民對候選人的支持度。 
在「性別」因素上，女性較男性容易受到催票策略影響，其 ß 值為 0.06

（t=1.95，p=0.05）。而「教育程度」越高的選民，越不會受催票策略而增強對候

選人的支持度，其 ß 係數為-0.12（t=-3.07，p=0.01）。至於「喜歡民進黨程度」

在基本資料中是最具有解釋力的因素，其 ß 係數為 0.23（t=5.12，p=0.01），顯示

越喜歡民進黨的選民，越會受催票策略影響而增加投票意願；但「喜歡台聯黨」

程度越高者，卻越不會受到影響（ß=-0.11，t=-2.46，p=0.01）。另外，「有支持的

市議員候選人」對於增強投票意願也有影響力，其 ß 值為 0.08（t=2.19，p=0.03），
亦即選民若有支持的市議員候選人，會比較容易受催票策略影響。「線上或面訪」

部分，線上填答者較面訪者容易受影響（ß=-0.11，t=-2.55，p=0.01）。而「有無

政黨或泛軍認同」對依變項的解釋力為 0.12（t=3.30，p=0.01），亦達顯著。 
就本研究的變項部分，「內團體偏私」、「集體權益」和「政治道德觀」的確

有其影響力。結果顯示，越有「集體權益」特質的選民，在看到廣告中的催票策

略後，會增強對候選人的支持度，增加投票意願（ß 值為 0.33，t=8.22，p=0.01）。
至於「內團體偏私」和「政治道德觀」的解釋力亦達顯著，分別為 ß 值 0.11（t=2.92，
p=0.01）和 ß 值 0.09（t=2.69，p=0.01）。 

整體而言，「集體權益」、「內團體偏私」和「政治道德觀」均會增強選民對

候選人的支持程度。此部分統計結果和原先假設相同，因此研究假設 H8-1 得到

驗證。 
 

2. 假設 H8-2；「內團體偏私」、「集體權益」、「政治道德觀」對「選民

因固票策略增強候選人支持度」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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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部分欲瞭解是否越有「集體權益」、「內團體偏私」和「政治道德觀」特質

的選民，在看到廣告中的固票策略後，會增強對候選人的支持度，增加投票意願。

亦即想驗證假設 H8-2 是否成立。統計結果顯示，選民的基本資料與心理變項對

依變項的整體 R-square 為 0.29，表示可以解釋選民支持度增強之 28.7%的變異

量。模式考驗的結果，指出迴歸效果達顯著水準（F=14.57，p=0.01），具有統計

上的意義。 
就基本資料部分，發現選民在看到廣告中的固票策略後，在「教育程度」和

「有無政黨或泛軍認同」兩因素上均會影響選民對候選人的支持度。統計顯示，

「教育程度」越高的選民，越不會受固票策略影響而增強對候選人的支持度，其

ß 係數為-0.10（t=-2.74，p=0.01）。而「有無政黨或泛軍認同」對依變項的解釋力

為 0.09（t=2.67，p=0.01），表示有政黨或族群認同的選民較無認同者容易因固票

策略而增強支持度。 
就本研究的變項部分，發現「內團體偏私」、「集體權益」和「政治道德觀」

都有其影響力。結果顯示，越有「集體權益」特質的選民，在看到廣告中的固票

策略後，會增強對候選人的支持度，增加投票意願（ß 值為 0.33，t=8.32，p=0.01）。
至於「內團體偏私」和「政治道德觀」的解釋力亦達顯著，分別為 ß 值 0.16（t=4.16，
p=0.01）和 ß 值 0.09（t=2.73，p=0.01）。 

整體而言，「內團體偏私」、「集體權益」和「政治道德觀」均會增強選民對

候選人的支持程度。此部分統計結果和原先假設相同，因此研究假設 H8-2 得到

驗證。 
 

3. 假設 H8-3；「集體權益」、「內團體偏私」、「政治道德觀」對「選民

因挖票策略增強候選人支持度」的影響 

此部分欲瞭解是否越有「內團體偏私」、「集體權益」和「政治道德觀」特質

的選民，在看到廣告中的挖票策略後，會增強對候選人的支持度，增加投票意願。

亦即想驗證假設 H8-3 是否成立。統計結果顯示，選民的基本資料與心理變項對

依變項的整體 R-square 為 0.23，表示可以解釋選民支持度增強之 22.5%的變異

量。模式考驗的結果，指出迴歸效果達顯著水準（F=10.75，p=0.01），具有統計

上的意義。 
就基本資料部分，發現選民在看到廣告中的挖票策略後，在「教育程度」和

「有無政黨或泛軍認同」和「有無遺漏值」等因素上均會影響選民對候選人的支

持度。統計顯示，「教育程度」越高的選民，越不會受挖票策略影響而增強對候

選人的支持度，其 ß 係數為-0.15（t=-3.89，p=0.01）。而「有無政黨或泛軍認同」

對依變項的解釋力為 0.10（t=2.74，p=0.01），表示有政黨或族群認同的選民較無

認同者容易因挖票策略而增強支持度。另外，填答問卷時「有無遺漏值」對投票

意願的增強也有些影響力，其 ß 值為 0.08（t=2.18，p=0.03），表示遺漏過多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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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選民較易受挖票策略影響。 
就本研究的變項部分，發現「內團體偏私」、「集體權益」兩因素有影響力。

結果顯示，越有「集體權益」特質的選民，在看到廣告中的挖票策略後，會增強

對候選人的支持度，增加投票意願（ß 值為 0.28，t=6.86，p=0.01）。「內團體偏

私」的解釋力亦達顯著，其 ß 值為 0.12（t=3.05，p=0.01）。 
整體而言，「內團體偏私」、「集體權益」會增強選民對候選人的支持程度，

此部分統計結果和原先假設相同。然「政治道德觀」的解釋力只有 0.03，且未達

顯著（t=0.77，p=0.44），因此研究假設 H8-3 部分成立。 
 

4. 假設 H8-4；「內團體偏私」和「集體權益」對「選民因配票策略增

強候選支持度」的影響 

此部分欲瞭解是否越有「內團體偏私」和「集體權益」特質的選民，在看到

廣告中的配票策略後，會依其支持政黨的配票策略投票。亦即想驗證假設 H8-4
是否成立。統計結果顯示，選民的基本資料與心理變項對依變項的整體 R-square
為 0.25，表示可以解釋選民支持度增強之 25.1%的變異量。模式考驗的結果，指

出迴歸效果達顯著水準（F=12.26，p=0.01），具有統計上的意義。 
就基本資料部分，發現選民在看到廣告中的配票策略後，在「有無政黨或泛

軍認同」和「是否為第四選區」兩因素上會影響選民的配票意願。統計顯示，「有

無政黨或泛軍認同」對依變項的解釋力為 0.19（t=5.36，p=0.01），表示有政黨或

族群認同的選民較無認同者容易受配票策略的指示而投票。另外，選民「是否為

第四選區」對配票意願也有影響力，其 ß 值為 0.11（t=2.84，p=0.01），表示第四

選區的選民比其他選區的選民較易依政黨指示配票。 
就本研究的變項部分，發現「內團體偏私」和「集體權益」兩因素有影響力。

結果顯示，越有「集體權益」特質的選民，在看到廣告中的配票策略後，越會依

其支持政黨或支持泛軍的配票策略投票（ß 值為 0.34，t=8.40，p=0.01）。「內團

體偏私」對選民配票意願的解釋力亦達顯著，其 ß 值為 0.14（t=3.59，p=0.01）。 
整體而言，「內團體偏私」和「集體權益」對選民的配票意願有解釋力，此

部分統計結果和原先假設相同，因此研究假設 H8-4 得到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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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五）假設 H8 之迴歸分析 
 增強支持度 

選民基本資料 催票策略 固票策略 挖票策略 配票策略

性別 .06* .02 -.03 .03
年齡 -.01 .06 -.01 .07
教育程度 -.12** -.10** -.15** .04
喜歡政黨程度  

喜歡國民黨程度 .01 -.03 -.07 .01
喜歡民進黨程度 .23** .08 .05 -.04
喜歡親民黨程度 .01 -.03 .05 -.10
喜歡新黨程度 .01 .02 .02 .05
喜歡台聯黨程度 -.11** .03 -.02 -.02

支持的候選人  
有無支持的市長候選人 .03 .01 .05 .05
有無支持的市議員候選人 .08* .05 .01 -.04

線上或面訪 -.11** -.07 -.01 -.02
有無政黨或泛軍認同 .12** .09** .10** .19**
選區  

是否第一選區 -.06 .01 -.01 .02
是否第二選區  
是否第三選區 -.02 .01 -.04 .01
是否第四選區 .01 .04 .07 .11**
是否第五選區 -.03 .01 -.05 .01
是否第六選區 .01 .02 .01 -.01

有無遺漏值 -.01 .03 .08* .04
有無匿名 -.04 .01 .01 -.01

選民心理變項  
內團體偏私 .11**

（H8-1）
.16**

（H8-2）
.12** 

（H8-3） 
.14**

（H8-4）
集體權益 .33**

（H8-1）
.33**

（H8-2）
.28** 

（H8-3） 
.34**

（H8-4）
政治道德 .09**

（H8-1）
.09**

（H8-2）
.03 

（H8-3） 
-.01

R-square .28** .29** .23** .25**
表中的數值為標準化迴歸係數。 
*P<0.05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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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假設 H9 的驗證 

1. 假設 H9-1；「內團體偏私」、「集體權益」、「政治道德觀」對「選民

因催票策略增強候選人支持度」的影響是透過「催票策略接受度」的

中介 

此部分欲瞭解選民在看到廣告中的催票策略後，會增強對候選人的支持度，

是否是因為選民能「接受催票策略」，而非受到「集體權益」、「內團體偏私」和

「政治道德觀」等選民心理特質的影響。亦即想驗證假設 H9-1 是否成立。統計

結果顯示，選民的基本資料、心理變項與告急策略接受度對依變項的整體

R-square 為 0.52，表示可以解釋選民支持度增強之 52.3%的變異量。模式考驗的

結果，指出迴歸效果達顯著水準（F=32.28，p=0.01），具有統計上的意義（見表

十六）。 
就基本資料部分，發現選民在看到廣告中的催票策略後，在「教育程度」、「喜

歡民進黨程度」和「有無政黨或泛軍認同」等因素上均會影響選民對候選人的支

持度。「教育程度」越高的選民，越不會受催票策略而增強對候選人的支持度，

其 ß 係數為-0.10（t=-3.07，p=0.01）。至於「喜歡民進黨程度」在基本資料中是

最具有解釋力的因素，其 ß 係數為 0.13（t=3.42，p=0.01），顯示越喜歡民進黨的

選民，越會受催票策略影響而增加投票意願。而「有無政黨或泛軍認同」對依變

項的解釋力為 0.10（t=3.37，p=0.01），亦達顯著。 
就本研究的變項部分，「內團體偏私」、「集體權益」、「接受催票策略」和「接

受配票策略」對支持度的增強有其影響力。結果顯示，越有「集體權益」特質的

選民，在看到廣告中的催票策略後，會增強對候選人的支持度，增加投票意願（ß
值為 0.22，t=6.51，p=0.01）。「內團體偏私」的解釋力則為 0.08（t=2.64，p=0.01），
對於依變項有其影響力。在「接受催票策略」部分，為研究變項中最佳解釋力的

因素，其 ß 值為 0.56（t=15.62，p=0.01）。至於「接受配票策略」的解釋力亦達

顯著（ß 值=-0.06，t=-1.94，p=0.05）。 
整體而言，「內團體偏私」、「集體權益」、「接受催票策略」和「接受配票策

略」均會增強選民對候選人的支持程度。亦即「內團體偏私」和「集體權益」對

候選人支持意願的增強，除了分別透過選民對「催票策略接受度」的中介外，還

有直接的影響效果。此部分統計結果和原先假設只有部分相同，因此研究假設

H9-1 部分成立。 
 

2. 假設 H9-2；「內團體偏私」、「集體權益」、「政治道德觀」對「選民

因固票策略增強候選人支持度」的影響是透過「固票策略接受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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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 

此部分欲瞭解選民在看到廣告中的固票策略後，會增強對候選人的支持度，

是否是因為選民能「接受固票策略」，而非受到「內團體偏私」、「集體權益」和

「政治道德觀」等選民心理特質的影響。亦即想驗證假設 H9-2 是否成立。統計

結果顯示，選民的基本資料、心理變項與告急策略接受度對依變項的整體

R-square 為 0.53，表示可以解釋選民支持度增強之 52.9%的變異量。模式考驗的

結果，指出迴歸效果達顯著水準（F=32.98，p=0.01），具有統計上的意義。 
就基本資料部分，發現選民在看到廣告中的固票策略後，在「教育程度」和

「有無政黨或泛軍認同」兩因素上均會影響選民對候選人的支持度。「教育程度」

越高的選民，越不會受固票策略而增強對候選人的支持度，其 ß 係數為-0.08
（t=-2.62，p=0.01）。而「有無政黨或泛軍認同」對依變項的解釋力為 0.07（t=2.52，
p=0.01），亦達顯著。 

就本研究的變項部分，「內團體偏私」、「集體權益」和「接受固票策略」對

支持度的增強有其影響力。結果顯示，越有「集體權益」特質的選民，在看到廣

告中的固票策略後，會增強對候選人的支持度，增加投票意願（ß 值為 0.22，
t=6.56，p=0.01）。「內團體偏私」的解釋力則為 0.08（t=2.64，p=0.01），對於依

變項有其影響力。在「接受固票策略」部分，為研究變項中最佳解釋力的因素，

其 ß 值為 0.55（t=13.90，p=0.01）。 
整體而言，「內團體偏私」、「集體權益」和「接受固票策略」均會增強選民

對候選人的支持程度。亦即「內團體偏私」和「集體權益」對候選人支持意願的

增強，除了分別透過選民對「固票策略接受度」的中介外，還有直接的影響效果。

此部分統計結果和原先假設只有部分相同，因此研究假設 H9-2 部分成立。 
 

3. 假設 H9-3；「內團體偏私」、「集體權益」、「政治道德觀」對「選民

因挖票策略增強候選人支持度」的影響是透過「挖票策略接受度」的

中介 

此部分欲瞭解選民在看到廣告中的挖票策略後，會增強對候選人的支持度，

是否是因為選民能「接受挖票策略」，而非受到「內團體偏私」、「集體權益」和

「政治道德觀」等選民心理特質的影響。亦即想驗證假設 H9-3 是否成立。統計

結果顯示，選民的基本資料、心理變項與告急策略接受度對依變項的整體

R-square 為 0.56，表示可以解釋選民支持度增強之 56.2%的變異量。模式考驗的

結果，指出迴歸效果達顯著水準（F=37.58，p=0.01），具有統計上的意義。 
就基本資料部分，發現選民在看到廣告中的挖票策略後，在「教育程度」和

「有無政黨或泛軍認同」兩因素上均會影響選民對候選人的支持度。「教育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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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高的選民，越不會受挖票策略而增強對候選人的支持度，其 ß 係數為-0.12
（t=-3.86，p=0.01）。而「有無政黨或泛軍認同」對依變項的解釋力為 0.06（t=2.36，
p=0.02），亦達顯著。 

就本研究的變項部分，「集體權益」和「接受挖票策略」對支持度的增強有

其影響力。結果顯示，越有「集體權益」特質的選民，在看到廣告中的挖票策略

後，會增強對候選人的支持度，增加投票意願（ß 值為 0.19，t=6.01，p=0.01）。
在「接受挖票策略」部分，為研究變項中最佳解釋力的因素，其 ß 值為 0.64
（t=20.97，p=0.01）。 

整體而言，「集體權益」和「接受挖票策略」均會增強選民對候選人的支持

程度。亦即「集體權益」對候選人支持意願的增強，除了透過選民對「挖票策略

接受度」的中介外，還有直接的影響效果。此部分統計結果和原先假設只有部分

相同，因此研究假設 H9-3 部分成立。 
 

4. 假設 H9-4；「內團體偏私」和「集體權益」對「選民因配票策略增

強候選人支持度」的影響是透過「配票策略接受度」的中介 

此部分欲瞭解選民在看到廣告中的配票策略後，會依其支持政黨的配票策略

投票，是否是因為選民能「接受配票策略」，而非受到「內團體偏私」和「集體

權益」的影響。亦即想驗證假設 H9-4 是否成立。統計結果顯示，選民的基本資

料、心理變項與告急策略接受度對依變項的整體 R-square 為 0.58，表示可以解

釋選民支持度增強之 57.6%的變異量。模式考驗的結果，指出迴歸效果達顯著水

準（F=39.75，p=0.01），具有統計上的意義。 
就基本資料部分，發現選民在看到廣告中的配票策略後，在「有無政黨或泛

軍認同」這個因素上會影響選民的配票意願。統計顯示，「有無政黨或泛軍認同」

對依變項的解釋力為 0.14（t=5.27，p=0.01），表示有政黨或族群認同的選民較無

認同者容易受配票策略的指示而投票。 
就本研究的變項部分，發現「內團體偏私」、「集體權益」和「接受配票策略」

等因素有影響力。越有「集體權益」特質的選民，在看到廣告中的配票策略後，

越會依其支持政黨或支持泛軍的配票策略投票（ß 值為 0.22，t=6.85，p=0.01）。
「內團體偏私」對選民配票意願的解釋力亦達顯著，其 ß 值為 0.08（t=2.79，
p=0.01）。在「接受配票策略」部分，為研究變項中最佳解釋力的因素，其 ß 值

為 0.64（t=22.47，p=0.01）。 
整體而言，「內團體偏私」、「集體權益」和「接受配票策略」對選民的配票

意願都有解釋力。亦即「內團體偏私」和「集體權益」對政黨支持意願的增強，

除了分別透過選民對「配票策略接受度」的中介外，還有直接的影響效果。此部

分統計結果和原先假設只有部分相同，因此研究假設 H9-4 部分成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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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六：假設 H9 之迴歸分析 
 增強支持度 

選民基本資料 催票策略 固票策略 挖票策略 配票策略

性別 0.04 0.01 0.01 0.03
年齡 0.02 0.05 0.02 0.04
教育程度 -0.10** -0.08** -0.12** -0.02
喜歡政黨程度  

喜歡國民黨程度 -0.05 -0.05 -0.06 0.01
喜歡民進黨程度 0.13** 0.04 0.06 -0.02
喜歡親民黨程度 0.02 -0.01 0.04 -0.07
喜歡新黨程度 0.00 0.03 0.02 0.03
喜歡台聯黨程度 -0.07 0.03 -0.01 -0.01

支持的候選人  
有無支持的市長候選人 -0.01 -0.03 0.04 0.01
有無支持的市議員候選人 0.05 0.03 0.01 -0.03

線上或面訪 -0.06 -0.05 -0.05 -0.02
有無政黨或泛軍認同 0.10** 0.07** 0.06* 0.14**
選區  

是否第一選區 -0.03 0.02 0.03 0.01
是否第二選區 0.01 0.01 0.05 -0.02
是否第三選區  
是否第四選區 0.01 0.01 0.05 0.03
是否第五選區 -0.04 -0.02 -0.04 -0.02
是否第六選區 0.01 0.02 0.03 0.01

有無遺漏值 0.04 0.05 0.04 0.02
有無匿名 -0.06 -0.02 -0.04 -0.05

選民心理變項  
內團體偏私 0.08** 0.08** 0.04 0.08**
集體權益 0.22** 0.22** 0.19** 0.22**
政治道德 0.03 0.03 -0.01 -0.03
接受催票 0.56**

（H9-1）
0.05 -0.05 -0.02

接受固票 -0.02 0.51**
（H9-2）

0.02 -0.05

接受挖票 0.01 0.02 0.64** 
（H9-3）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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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配票  -0.06* -0.05 -0.06 0.64**
（H9-4）

R-square 0.52** 0.53** 0.56** 0.58**
表中的數值為標準化迴歸係數。 
*P<0.05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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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研究二之討論 

（一）中國文化對於告急策略接受度的影響 

就中國文化對於告急策略接受度的影響而言，「集體權益」對於催票、 
固票、挖票、配票四種告急子策略的接受度有顯著的預測效果；「政治道德觀」

對催票、固票、挖票策略的接受度有顯著的預測效果；至於「內團體偏私」除了

對「催票策略」接受度無顯著預測效果外，對於固票、挖票與配票策略皆有顯著

影響。因此假設五與假設六全部驗證成立，假設四的結果部分成立。 

    內團體偏私對於催票策略接受度沒有顯著預測效果的原因在於，同時考量

「集體權益」與「內團體偏私」時，集體權益的影響力較大，使得內團體偏私的

影響就變得不重要了。當人口統計變項分別與「內團體偏私」和「集體權益」對

催票策略接受度進行效果預測時，內團體偏私和集體權益各具有顯著的預測力

（ß=0.15，p 值=0.01；ß=0.26，p 值=0.01），然而當兩者一同進行預測時，內團

體偏私便沒有了預測效果（ß=0.06，p 值=0.12），只剩集體權益有影響（ß=0.24，
p 值=0.01）。亦即在對催票策略的接受度上，集體權益的影響力遠大於內團體偏

私的影響力。 

    本研究結果顯示中國文化中強調的犧牲小我完成大我、重視自己人以及對於

政治人物的道德要求，都會影響台灣選民對於選舉的態度。告急廣告反映了台灣

選舉文化的一部分。當大部份的選民都能夠接受告急廣告時，表示個人在投票抉

擇過程中，除了自己的偏好外，是可以接受候選人或政黨等「他人」對自己的指

示，作為最後投票的參考。因此投票對象往往不是選民「自己」的決定，還要看

「情況」而定。顯示台灣的選民似乎還沒有「理性抉擇」與「政見取向」的意識，

選舉仍然是選民「搏感情」、訴諸情感認同的場域。 

（二）告急策略接受度對於候選人／政黨支持意願的影響 

就告急策略接受度對於候選人／政黨支持意願的影響而言，皆有顯著的預測 
效果。「接受催票策略」、「接受固票策略」和「接受挖票策略」分別對於選民因

「催票策略」、「固票策略」、「挖票策略」增加對候選人支持意願有顯著的影響力；

而「接受配票策略」對於選民因「配票策略」增加對政黨配票指示的支持意願有

顯著的影響力。因此研究假設七全部驗證成立。 

    本研究結果顯示告急廣告的確能夠影響選民的支持意圖。這和過去的競選廣

告效果研究是一致的（Chang，2001）：選民對競選廣告的態度會影響對候選人

的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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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國文化對於候選人／政黨支持意願的影響 

就中國文化對於候選人／政黨支持意願的影響而言，皆有顯著的預測效果。 
「內團體偏私」和「集體權益」分別對於選民因「催票策略」、「固票策略」、「挖

票策略」增加對候選人支持意願有顯著的影響力，也對於選民因「配票策略」增

加對政黨配票指示的支持意願有顯著的預測力；而「政治道德觀」對於選民因「催

票策略」和「固票策略」增加對候選人支持意願有顯著的影響力，但在「挖票策

略」部分則無顯著的預測力。因此假設八的結果部分驗證成立。 

    政治道德觀對於選民因「挖票策略」增加對候選人的支持意願無顯著的預測

效果，原因可能在於政治道德觀越高的選民，對於自己支持的候選人有較高的道

德期待。因為催票、固票策略大多只是強調候選人自己，不像挖票策略必須和其

他候選人作比較，將他人的票挖到自己這邊。一個道德高尚的候選人應該是強調

自己的優點，不應該攻擊其他候選人的缺點；就算有落選危險也要保持風度，不

該為了勝選而去挖別人的選票。因此，即便政治道德感較高的選民能夠接受支持

的候選人使用挖票策略（ß=0.07，p 值=0.05），但可能不會受到挖票策略影響而

增加投票意願。 

（四）告急策略接受度對於中國文化與候選人／政黨支持意

願的中介效果 

就告急策略接受度對於中國文化與候選人／政黨支持意願的中介效果而 
言，在「因催票策略增強支持意願」部分，「催票接受度」對「政治道德」與選

民因催票策略增加對候選人／政黨的支持意願具有中介效果；而「集體權益」與

「內團體偏私」則具有部分中介效果。此結果顯示，「政治道德」是透過催票策

略接受度的中介進行影響，而「內團體偏私」與「集體權益」不但會透過催票策

略接受度進行影響，還會直接影響選民對候選人／政黨的支持意願。 

    在「因固票策略增強支持意願」部分，「固票接受度」對「政治道德」與選

民因固票策略增加對候選人／政黨的支持意願具有中介效果；而「內團體偏私」

與「集體權益」則具有部分中介效果。此結果顯示，「政治道德」是透過固票策

略接受度的中介進行影響，而「內團體偏私」與「集體權益」不但會透過固票策

略接受度進行影響，還會直接影響選民對候選人／政黨的支持意願。 

    在「因挖票策略增強支持意願」部分，「挖票接受度」對「內團體偏私」與

選民因挖票策略增加對候選人／政黨的支持意願具有中介效果；而「集體權益」

則具有部分中介效果。此結果顯示，「內團體偏私」是透過挖票策略接受度的中

介進行影響，而「集體權益」不但會透過挖票策略接受度進行影響，還會直接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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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選民對候選人／政黨的支持意願。 

    在「因配票策略增強支持意願」部分，「配票接受度」對「集體權益」及「內

團體偏私」與選民因挖票策略增加對候選人／政黨的支持意願具有部分中介效

果。此結果顯示，「集體權益」不但會透過配票策略接受度的中介進行影響，還

會直接影響選民對候選人／政黨的支持意願。 

    整體來說，「集體權益」對候選人／政黨支持意願的增強，除了分別透過選

民對四種告急子策略接受度的中介外，還有直接的影響效果；而「內團體偏私」

對候選人／政黨支持意願的增強，在催票、固票與配票部分，除了分別透過選民

對催票、固票與配票策略接受度的中介外，也有直接的影響效果，只有挖票策略

接受度具有中介效果；至於「政治道德」對候選人／政黨支持意願的增強，在催

票與固票部分，分別透過選民對催票、固票策略接受度的中介，政治道德本身並

無直接效果。因此研究假設九部分驗證成立。 

    根據本研究的結果，作者整理成模式如下（見圖二、三、四）： 

 
圖二：內團體偏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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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集體權益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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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政治道德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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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口統計變項對於告急略接受度與候選人／政黨支持 

意願的影響 

在告急策略接受度部分，研究結果顯示選民若有「支持的市長候選人」，越 
能接受催票、固票及配票策略；而「有政黨或泛軍認同」的選民，越能接受配票

策略。 

在增強對候選人／政黨的支持意願部分，研究結果顯示選民的「教育程度」 
對於選民因催票、固票、挖票策略增加對候選人／政黨的支持意願有顯著的預測

力：教育程度越低者，越能夠接受催票、固票與挖票策略；而「政黨或泛軍認同」

對於選民因告急策略增加對候選人／政黨的支持意願亦有顯著的預測力，表示越

有「政黨或泛軍認同」的選民，越能夠接受候選人或政黨使用四種告急子策略。 

    本研究討論的重點不是這些人口統計變項是否對於告急策略接受度與候選

人／政黨的支持意願有影響，但是這是個有趣的現象，值得未來的研究者繼續探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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