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節 候選人所屬政黨與候選人類型 

在台灣的社會中，不同的政黨標籤，通常帶有不同的意識型態，由於在本研

究中所收集樣本的時間長達十三年，在這十三年中所出現的政黨有國民黨、民進

黨、新黨、親民黨、台聯、社民黨、建國黨、綠黨等政黨，而無黨籍候選人也佔

不不少比例，基於分類方便，在統計分析時將所有政黨歸類為三大部分：泛藍陣

營（國民黨、親民黨、及新黨）、泛綠陣營（民進黨、台聯、及建國黨）、及其

他政黨（社民黨、綠黨、及其他）。以下將研究結果以各小節分述之。 

 

一、 社會知名人士在不同政黨陣營之候選人的使用情況 

在社會知名人士推薦人的使用上，從表4.2.1可見卡方檢定是呈顯著差異（p

＝.003）的結果，其他政黨所有的競選廣告中，社會知名人士使用的比例高達32.7

％（17則）；泛綠陣營所有的競選廣告中，社會知名人士的使用比例則為15.7

％（19則）；而泛藍陣營所有的競選廣告中，社會知名人士使用的比例僅為12.2

％（17則）。相較之下，其他政黨的候選人比具備意識型態的政黨更傾向使用社

會知名人士，因為社會知名人士具備的高知名度或社會聲望，對於沒有特殊政黨

背景的候選人來說，是可以避免政黨標籤的「污染」。例如2001年立委選舉，北

縣無黨籍候選人王美月，就在中國時報刊了一則「2001年國際和平獎得主卓恩台

師父鄭重推薦○23王美月」的半版廣告1，此推薦人在廣告中的表現為一宗教界人

士，在本研究中歸至社會知名人士；另外在1991國代選舉時，白冰冰也表態支持

高玉樹主持的全國非政黨聯盟2；1995年立委選舉，無黨籍候選人尤英夫也大量

使用社會名人來做廣告3。因此可見非主流政黨的候選人特別傾向使用社會知名

人士。                                                                              

                         
1 中國時報，2001年11月21日，第5版。 
2 自由時報，1991年12月20日，第13版（見圖4.2.1）。 
3 1995年立委選舉，尤英夫以絕食為訴求，至選前幾日，有許多知名人士來探望他，這些名人的

照片均成為廣告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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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1：所屬政黨與社會知名人士卡方檢定表

社會知名人士

無 有 總和
所屬 有 泛藍陣營 122 17 139
政黨 

二、 政治人物在不同政黨陣營之候選人的使用情況 

    政黨是政治人物的搖籃，從表4.2.2可見使用政治人物推薦人的廣告就佔了

所有的樣本一半左右（51.9％，162則），且卡方檢定達極顯著（p＝.000）。而

泛綠陣營所有的競選廣告中，政治人物推薦人的使用比例為66.1％，占了一半

以上；泛藍陣營所有的競選廣告中，政治人物推薦人的使用比例則為45.3％；

而其他政黨所有的競選廣告中，政治人物推薦人的使用比例為36.5％。因此可

見泛綠陣營特別傾向使用政治人物的推薦，這與泛綠陣營內的政黨初選機制有很

大的關係，因為過去十三年，是泛綠政黨成長的黃金時期，許多民進黨的候選人

從基層開始選起，從基層選起，就需要政黨內部重要人士的提攜，以增強其政治

意涵；而當選後有了民意基礎，在不斷往高層次參選的時候，也可以提攜後進的

候選人。就像現任的民進黨總統陳水扁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從1989、1992

年立委開始參選，接下來1994的台北市長選舉、到2000年的總統大選，這樣一

路選來，集結越來越多的民氣，因此在民進黨內的候選人，特別傾向找陳水扁背

書，不論是照片、簽名、公開聲名等都是常見的推薦方式。例如1998年台北市

議員選舉，民進黨候選人柯景升4、陳秀蕙5、陳淑華6、陳英燦7等都有刊出陳水扁

                         
4 自由時報，1998年11月25日，第13版。 
5 自由時報，1998年12月2日，第13版。 
6 自由時報，1998年12月3號，第10版。 
7 自由時報，1998年12月2日，第14版。 

87.8% 12.2% 100.0%
52
個數  
所屬政黨內的 %

泛綠陣營 102 19 121
所屬政黨內的 % 84.3% 15.7% 100.0%
個數 其他政黨 35 17 52
所屬政黨內的 % 67.3% 32.7% 100.0%

總和 個數 259 53 312
所屬政黨內的 % 83.0% 17.0% 100.0%

X2 ＝11.468   df=2    p＝.003** 

0格（0%）的預期個數少於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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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廣告。而泛綠陣營中，民進黨常使用的政治人物除了陳水扁外，還有謝長

廷、彭明敏、許信良、陳定南、蘇貞昌、呂秀蓮、顏錦福等，直到最近台聯的李

登輝，多半是以政治人物為主，並且是具備民意基礎的政治人物。 

    而泛藍陣營所使用的推薦人，從早期的「主席牌」李登輝開始，到接下來的

政治明星如宋楚瑜、馬英九也是先具備民意基礎後，再成為「超級助選員」，不

然就是一些黨政大老，例如趙耀東、孫運璿、蔣宋美齡等。大致說來，要成為超

級助選員，除了知名度要高，選民支持基礎與政治資源也要夠，不然「裙角」也

容易被拉空(鄭自隆，1992)。 

 

 

表4.2.2：所屬政黨與政治人物卡方檢定表

政治人物

無 有 總和
所屬 個數 泛藍陣營 76 63 139
政黨 所屬政黨內的 % 54.7% 45.3% 100.0%

個數 泛綠陣營 41 80 121
所屬政黨內的 % 33.9% 66.1% 100.0%
個數 其他政黨 33 19 52
所屬政黨內的 % 63.5% 36.5% 100.0%

總和 個數 150 162 312
所屬政黨內的 % 48.1% 51.9% 100.0%

X2 ＝17.119   df=2    p＝.000*** 

0格（0%）的預期個數少於5。 

 

三、 學者專家在不同政黨陣營之候選人的使用情況 

    學者專家代表著社會上的知識菁英份子，或許知名度不高，卻有高度的社會

聲望，因此也成為候選人選擇推薦人的時候，會考慮到的對象。從表4.2.3中可

見學者專家在不同政黨的使用，經卡方檢定，呈現極顯著差異（p＝.000）。使

用學者專家比例最高的政黨陣營為其他政黨，占其34.6％；而其次為泛綠陣營，

占32.2％；最少使用的是泛藍陣營，僅占其13.7％。 

    在前一節選舉類型與推薦人類型中發現，學者專家在推薦的時候，不會選擇

選舉層次高低，而是以較理性的判斷來推薦候選人；而在本節統計上的發現，是

學者專家較為支持其他政黨及泛綠陣營。其他政黨因為沒有政黨支持，傾向找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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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度高的社會知名人士，或是找尋社會聲望高的專家學者，以拉抬自己的聲

勢，因此其他政黨的候選人多半都是混合使用，例如1998年立委選舉，綠黨的高

成炎就曾經找過釋昭慧（輔大宗教系）、李筱峰（世新教授）等聯合推薦。而泛

綠陣營使用學者專家是其來有自，民進黨為黨外出身，常常要舉辦政見發表會邀

請來賓，除了知名的政治人物結集民氣外，還會邀請學者專家加持其政見內涵，

例如李鴻禧、李鎮源、李筱峰等學者都是當時的座上客。而且在廣告中的表現，

就如前所描述的，資訊承載量都很大，除了主要的訴求以外，一定都會有專家學

者的署名，而且專家學者都為數不少，例如1991年國代選舉，民進黨候選人李文

賢曾推出一則「100名教授的緊急呼籲」8。不過早期民進黨邀請較專家學者推薦，

但近來的廣告專家學者的數量不如以前的多，似乎有被民進黨內政治明星取代的

趨勢。 

    而泛藍陣營在使用專家學者推薦時，雖然比例不大，但是模式相去不遠，仍

然是廣告資訊承載量大，多位專家學者署名，例如在2000總統選舉時，賴國洲就

集結了全國大專院校院長集體支持連戰，刊了一則「誰來安頓台灣民心？」9，

廣告中除談論台灣青年的未來外，也在廣告下半部附上院長們的署名。另外較為

特別的廣告表現，就是1995年立委選舉國民黨候選人蔡文賢，在中國時報刊登了

許多則專家學者推薦的半三廣告，一次一位推薦人，連續推薦很多天，利用多次

暴露，用以增加選民對候選人的印象。 

                         
8 自由時報，1991年12月20日，第13版（表4.2.2）。 
9 聯合報，2000年3月17日，第4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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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3：所屬政黨與學者專家卡方檢定表

學者專家

無 有 總和
所屬 個數 泛藍陣營 120 19 139
政黨 所屬政黨內的 % 86.3% 13.7% 100.0%

個數 泛綠陣營 82 39 121
所屬政黨內的 % 67.8% 32.2% 100.0%
個數 其他政黨 34 18 52
所屬政黨內的 % 65.4% 34.6% 100.0%

總和 個數 236 76 312
所屬政黨內的 % 75.6% 24.4% 100.0%

X2 ＝15.659   df=2    p＝.000*** 

0格（0%）的預期個數少於5。 
 

 

四、 一般民眾在不同政黨陣營之候選人的使用情況 

    通常使用一般民眾作為推薦人，是為了增加親近性。在不同政黨陣營中，使

用一般民眾的情況，經卡方分析後，呈現不顯著（p＝.416）。也就是在政黨使用

一般選民推薦的情況並不顯著，在數量上也是非常少，因此在兩者關係上較難找

出統計上的關係。 

 

  

表4.2.4：所屬政黨與一般民眾卡方檢定表

一般民眾

無 有 總和
所屬 個數 泛藍陣營 131 8 139
政黨 所屬政黨內的 % 94.2% 5.8% 100.0%

個數 泛綠陣營 118 3 121
所屬政黨內的 % 97.5% 2.5% 100.0%
個數 其他政黨 50 2 52
所屬政黨內的 % 96.2% 3.8% 100.0%

總和 個數 299 13 312
所屬政黨內的 % 95.8% 4.2% 100.0%

X2 ＝1.755  df=2    p＝.416 

1格（0%）的預期個數少於5。 

 

五、 候選人家屬在不同政黨陣營之候選人的使用情況 

     各政黨陣營在使用候選人家屬推薦時，在數量上是非常少的，前一節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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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研究的操作型定義上，將候選人家屬推薦的定義是「必須要有文案」，因此

很多樣本因此被篩選掉，所以本研究中符合候選人的家屬的廣告樣本僅有8則。

而且家屬的出現多半是用來輔助候選人的形象，所以廣告中的家人合照，是用以

表示家庭生活和諧美滿。但是從表4.2.5的統計結果可以發現，卡方檢定雖達顯

著（p＝.044），但因樣本數太少而難以推論。不過大致可以發現泛藍在使用上比

泛綠多，這可能與泛藍長久以來都是以「安定牌」路線有關，而家庭生活就是一

種安定的象徵。例如1994年市長選舉，國民黨候選人黃大洲的女兒就寫了一封

公開信支持父親10；另外在1991國代選舉，國民黨候選人戴天文的母親也寫了一

封公開信，並且附上戴天文餵母親吃飯的照片，十足感性訴求11。然而這種親情

訴求是否真的能刺激或感動選民投票，值得未來去研究。 

 

 

表4.2.5：所屬政黨與候選人家屬卡方檢定表 

候選人家屬

無 有 總和
所屬 個數 泛藍陣營 132 7 139
政黨 所屬政黨內的 % 95.0% 5.0% 100.0%

個數 泛綠陣營 120 1 121
所屬政黨內的 % 99.2% .8% 100.0%
個數 其他政黨 52 52
所屬政黨內的 % 100.0% 100.0%

總和 個數 304 8 312
所屬政黨內的 % 97.4% 2.6% 100.0%

X2 ＝6.230  df=2    p＝.044 

3格（50.0%）的預期個數少於5。 

六、 產業各界代表在不同政黨陣營之候選人的使用情況 

    從表4.2.6中觀察產業代表支持各政黨陣營的情況，雖然卡方檢定值未達顯

著（p＝.052），但是在顯著邊緣，因此稍做探討。由於泛藍陣營的形象一直以來

都是政商關係良好，因此在數量上，泛藍陣營使用產業代表的比例仍比泛綠高；

而泛綠陣營的意識型態帶有些許「反體制」與「反商」情結，也因此商業團體給

予的支持也較少。例如2000年總統大選，中小企業就登了一則「心手相連、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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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自由時報，1994年11月25日，第1版。 
11 聯合報，1991年12月20日，第1版（表4.2.3）。 



力支持連戰蕭萬長競選第十屆總統、副總統」12，而此類廣告表現模式差不多，

均為一句支持標語、附上候選人的照片、然後產業各界代表在廣告上署名，讓這

種廣告的「表態」意涵大於「推薦」意涵。 

 

 

表4.2.6：所屬政黨與產業代表卡方檢定表

產業代表

無 有 總和
所屬 個數 泛藍陣營 113 26 139
政黨 所屬政黨內的 % 81.3% 18.7% 100.0%

個數 泛綠陣營 111 10 121
所屬政黨內的 % 91.7% 8.3% 100.0%
個數 其他政黨 44 8 52
所屬政黨內的 % 84.6% 15.4% 100.0%

總和 個數 268 44 312
所屬政黨內的 % 85.9% 14.1% 100.0%

X2 ＝5.906  df=2    p＝.052 

0格（0%）的預期個數少於5。 

七、相關次級團體在不同政黨陣營之候選人的使用情況 

    本研究中將相關次級團體通常分成兩種：固定性與臨時性。所謂固定性團

體，像一般政黨內部的次級團體，例如國民黨的黃復興黨部、或是一般的同鄉會、

校友會等，都是一個既存的固定團體；而臨時性的團體，就是像候選人的後援會

或是助講團等臨時組織，只是為了選舉而功能性的存在，選舉結束後，團體也跟

著解散。而本研究是因為在收集樣本的過程當中，發現有許多以上所述的團體常

在選舉中出現支持候選人，因此設計出此類目用以歸納這些樣本。然在表4.2.7

的統計結果中，卡方檢定值未達顯著（p＝.775），因此可知各政黨陣營在選擇次

級團體作為推薦人時，並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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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自由時報，2000 年月15日，第1版（見圖4.2.4）。 



 

表4.2.7：所屬政黨與次級團體卡方檢定表

次級團體

無 有 總和
所屬 個數 泛藍陣營 125 14 139
政黨 所屬政黨內的 % 89.9% 10.1% 100.0%

個數 泛綠陣營 111 10 121
所屬政黨內的 % 91.7% 8.3% 100.0%
個數 其他政黨 46 6 52
所屬政黨內的 % 88.5% 11.5% 100.0%

總和 個數 282 30 312
% 90.4% 9.6% 100.0%

 

 

圖4.

 

 

圖

 

 

所屬政黨內的 
X2 ＝.509  df=2    p＝.775 

3格（500%）的預期個數少於5。
 
2.1:白冰冰支持無黨籍候選人之照片 

 

4.2.2：李文忠「100名教授的緊急呼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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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3：戴天文與母親互動廣告 

 

 

圖4.2.4：企業界支持連蕭配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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