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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論 

 

第一節、前言 

     
民意調查是當今社會科學中重要的研究領域，學者、民主國家之政府及各機

關都希望藉由民意調查的方式，來體察民意，瞭解民眾各方面的想法。而民意的

探詢，是民主政治中重要的一環。藉由民意調查的過程，分析民眾的投票行為及

影響這些投票行為的原因，以監督或影響政府政策制定過程，或作為政黨及候選

人調整其政見方向或提名人選之參考。因為這些重要性，民意及影響民意的因素

便成為選舉行為研究中最主要的目的。 
 
    除了民意與政治層面的關連性外，德國傳播及民意學者諾爾紐曼（Noelle - 
Neumann）更提出民意另一重要面向，即民意的原始意涵：民意與個人之關連。

諾爾紐曼認為民意是一種對個人，同時也是對公權力的要求和壓力，要求他們去

做或不能做某一件事。人們會評估、探詢其四周環境，瞭解各種意見之分佈，進

而形成民意。因此，民意成為整合社會份子的原動力，以避免個人或政府和優勢

意見之間的差距過大。民意所產生的壓力在於它迫使個人或政府尊重環境中的的

優勢意見，防止個人受到孤立或政權因背離民意而崩潰（轉引自翁秀琪，1992）。 
 
    由上述可以瞭解民意對個人心理、行為及政府延續之重要性，因此學界莫不

積極的設定各種變項，尋找民意為何，欲傾聽人民的聲音、瞭解人民的想法及意

願，以免背離社會上的優勢意見。在民主社會中，選舉是人民抉擇代議士傳達其

意見之權力/利，而民眾之投票行為更是傳遞民意的重要過程。因此，影響投票

行為的各項因素，便成了尋找民意來源之關鍵，這些因素被化約為一個個變項，

經由數次民意調查之檢測與驗證，來判斷其重要性。然而，即便是經由這般科學

的驗證過程，卻仍有許多的聲音被忽略，不易在這些過程中彰顯、傳達出。長久

以來變項雖存在著，卻不受矚目，正如不同的想法或許一直存在，卻不見得傳遞

出。「性別」便是如此。 
 
    一般而言，「性」或「生理性別」（sex）指的是男女在生物學及生理上的差

異，而「性別」或「社會性別」（gender）一詞則是所謂「性的社會建構」（the 
constructions of the sex）（Biken & Pollad, 1993，引自楊宜憓、高之梅譯，2001），

有其社會學上的特殊意義。性別並非單純的生理差異，更是文化或社會建構出的

產物，反映了社會和文化之現象，人們被區分為男性和女性兩種性別類別，依其

脈絡而具有或被歸類至不同的性別特徵中。既然男女不再只是生理上的差別，而

是由每個社會及文化中所形塑出，有各種不同的社會規範或對行為之期待加諸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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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社會化後的「性別」就不再如同自然而生的「性」一般單純中立的存在，而

具有許多社會意義，反映很多社會及文化意涵。過往量化研究中的「性別變項」，

多半是以「性變項」（sex variable）樣貌現身，男女受訪者或選民，不僅只被化

約為一個變項，這變項更彷彿只具生理上的差異，而無法進一步反映、彰顯「性

別」（gender）更深層的意義。 
 
    由於「性別」被視為社會與文化建構之產物，是許多權力競逐之建構過程，

各意識型態或觀念被灌注其中，因此「性別」的議題及相關研究已逐漸成為當今

學術界重要領域之一，但即使在性別研究最盛行之西方先進國家，受到重視也不

過二十多年光景，遑論其他區域發展各異，且在學術上受到重視不代表有能力扭

轉實際情況中的劣勢或觀念。女性人數雖佔總人口及投票人數的二分之一，但即

便在過往的選舉行為研究中，「性別」或「性」也只是眾多的人口變項之一，如

同年齡、籍貫等變項般，固定存在於每一份調查問卷中，卻不具特別的重要性，

也鮮有學者特別關注性別變項的意義與角色，去分析男女選民之間是否因生長脈

絡或社會文化所加諸之特徵而存有差異，男女選民的聲音與需求是否因其社會化 
過程或與生俱來而有所差異，而將這些不同的聲音及需求傳遞至政策制定者或一

般大眾身上。 
 
    既然性（sex variable）總是以人口變項之一的角色，出現於每一次民意調查

中，這樣不起眼、無影響性的小角色，又是在什麼情境脈絡下發覺其意義與重要

性，成為日後選舉行為研究中不可忽略之一環？這樣的發現又如何進一步促使眾

多「性別差距」（gender gap）研究的出現與發展？ 
 
  「性別差距」受到矚目，與選舉制度所反映之民意，以及民意之動力息息相關。

以美國的情況為例，早在女性於 1920 年全面獲得投票權以來，便有許多的組織

及政治人物呼籲政黨等重視女性選民的力量，女性團體更以這二分之一人口的票

數，要求政黨關注與女性相關之政策及議題，並欲動員女性藉投票數來影響選

情。但理想終究抵過不現實，在接下來的選舉中，女性並沒有集結成一股集體的

投票區塊(voting bloc)，人們無法偵測與意識到這另一半人口之意見，自然也產

生不了力量要求政黨及政治人物重視這半數選民。而在不同社會角色期待下，有

別於男性成長經驗的女性的想法及需求，是否有別於長期以來男性主導的政治及

制訂之政策，如同以往般絲毫不受重視。 
 

第二節、性別差距的出現 

 
美國女性團體以選票為力量的訴求，在 60 年後漸漸實現，「性別」此一變項

揚眉吐氣，終於在民意調查中有顯著之影響性。1980 年的美國總統大選是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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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里程碑，在這場由民主黨 Jimmy Carter 以及共和黨 Ronald Reagan 所參與的競

賽中，美國女性選民及其選票，扮演了關鍵角色。女性選民的投票率提升，而女

性投給民主黨候選人的票數，更較男性選民高出 8%，這也是美國女性擁有投票

權以來，第一次與男性選民有如此巨大的差異。這股差異延續至 1984 年及 1988
年的總統選舉，故女性團體 NOW（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稱此現象

為「性別差距（Gender Gap）」(Mueller, 1991:23-24)。 
 
    1980 總統大選後接下來的兩年，無論在國會或州長的選戰上，女性對民主

黨（Democratic）的偏好都提升。選舉中的性別差距持續存在，1984 年總統大選，

在 Reagan—Bush 與 Mondale —Ferraro 兩黨人馬競逐中，投票中的性別差異仍一

樣高，於是各界便認為女性可能形成一致的投票區塊（voting bloc）(Mueller, 
1998:17)。 
 
    投票行為中的性別差距，使得人們認為性別的投票區塊成形。Mueller(1988, 
1991)認為，女性投票區塊的成形是一種賦權(empowerment)的過程，這種投票權

所帶來的力量，為女性開啟了一連串新的運動，以及各項歷史性的第一次：共和

黨為了挽回其女性選票，於 1982 年首度任命女性 Sandra Day O’connor 為聯邦最

高法院法官並指派 Jeanne Kirkpatrick 於聯合國就任。1983 年更進一步安排

Margaret Heckler 及 Elizabeth Dole 分別出任內閣中「健康和人類公共事務部」及

「交通部」部長一職(Mueller, 1988:31)。 
 
    Mueller(1988)認為 1980 年的性別差異，反映了兩種不同卻又相關的因素：

第一，女性投票參與的改變，以及不同於男性的投票差異。這股差異的浮現，並

不只在於女性對民主黨的偏好，更重要的是這些民調反映女性教育程度和勞動參

與的增加，並強調女性政治效能的提升。女性除了愛好和平與關心弱勢利益等傳

統關懷外，更展現其平等和經濟自主等需求。其次，民調的使用以及女性主義者

有組織的運作媒體、宣傳，更使得性別差距進一步的與性別議題結合，形成一股

有力的政治資源，藉此推動更多女性所關注的議題與法案。 

 

美國 1980 年總統大選中性別差距之所以產生這麼大的影響力，引起政黨及

學術界高度重視，在於女性集體形成「投票區塊」（voting bloc）的力量。性別差

距並非於 1980 年意外產生，也不是由任何特定政治行動者所控制，其反映幾個

面向：因女性政治參與率的提升，產生新的政治資源、女性在選舉中政治認知的

優先性與男性有所不同。而有組織的女性主義者則試圖去定義和引導這些資源，

以達成某些結果，如任命女性、通過特定法案等。 
 
因此 Mueller 認為，此投票區塊的成形、投票行為上「性別差距」出現的背

景與脈絡包含了：1) 女性選民的轉變、2)現代民調之出現、3)有組織的女性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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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及團體、4)媒體及 5)主要政黨重視女性集體的影響力。這五項相互交織的因素

不但使「性別差距」的現象浮現，更代表一段「賦權」的過程。 
 

    美國女性努力了 70 多年終於在 1920 年爭取到平等的投票權1，在眾女性組

織如 NAWSA( National American Women’s Suffrage Association)、NLWV (National- 
League of Women Voters)、YWCA(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WCTU 
(Women’s C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WJCC (Women’s Joint Congressional 
Committee)的遊說下，許多男性國會議員也開始注意到女性選民的投票傾向。為

了爭取女性選民的選票，1921 至 1924 年間，國會陸續通過一些女性組織所提出

或支持的法案，欲藉此吸引選票。雖然女性組織努力進行其遊說工作，但政黨及

政治人物不久便發現，女性選民並未動員起來投票，因此爭取女性選票的熱潮很

快便消失（Mueller, 1988；紀欣，2000）。學者們發現女性集體影響力在 20 年代

初消失的主要原因有二：1）女性投票人數少、2）缺乏清楚異於男性的集體投票

區塊(Chafe, 1972；Mueller, 1988)。 
 

「No Bloc, No Power」，沒有影響選情的力量，切身相關的議題便不受重視，

聲音也被忽略而繼續成為沈默的大眾。如同 Shapiro 和 Mahajan(1986)在其研究中

提到的，過往的民意研究中雖然都性別此變項，但「性別」在這些報告中都只是

例行性般的置入，也不曾顯示政府政策制定上是否存有性別差異。直到八０年的

總統大選後，才產生重大的變化。大家開始關注男女在政策上的偏好，以及這些

政策偏好最終可能產生左右選舉議題和政策方向的影響力（Monroe, 1979；Page 
& Shapiro, 1983；Shapiro & Mahajan, 1986: 43-44）。 

 
80 年代後，性別議題重新受到重視，進而形成「性別差距」研究的出現。根

據 Mueller(1988)的研究，美國性別差距興起的脈絡及原因如下： 
 

一） 女性選民的轉變 

早年因缺乏以性別為基礎的投票統計數據，而影響女性投票區塊是否存在之

認定，但女性自獲得投票權後投票率遠低於男性，卻是不爭的事實。直到

80 年代情況有所轉變，根據美國 1986 年人口調查，1984 年女性的投票率首

度超越男性約 7%，換算成人數約多出 300 萬人，女性佔總投票人數的

                                                 
1 美國白人男性自 1776 年建國起便擁有投票權，而直到 1848 年 Lucrecia Mott 與 Elizabeth Cady 
Stanton 組成「Seneca Falls」，才強調追求女性平等及基本權利之擁有。1890 年成立了「美國女

性投票權協會」（NAWSA），Elizabeth Cady Stanton 與 Susan B. Anthony 擔任第一和第二任會長，

開始爭取女性的投票權。1896 年，美國西岸四州 Wyoming、Utah、Idaho、Colorado 首先賦予女

性投票權。1914 至 1920 年間，其他七個州也開放投票權，但皆集中在西岸。到了 1920 年，總

統 Woodrow Wilson 頒佈聯邦第十九條憲法修正案「19th Amendment」，正式賦予所有美國女性投

票權。(參考 brainpop 網站「www.brainpo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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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最初的研究認為兩性（sex）間恆存的差異致使女性投票率遠低於男

性，後來的研究則認為教育和收入等社會資源近用的差異，才是影響因素。

如 Merriam 和 Gosnell(1924)認為移民和低教育女性的投票率很低，其中一項

主因是女性本質的影響(引自 Mueller, 1988)。往後社會化的研究更細緻的分

析這類性別間的差異為女性普遍被形塑為被動者。雖然 Campbell 等人（1960, 
pp.483-493）發現無論男女，教育和投票間的關係是相同的，認為投票率的

差異是因為女性的公民責任感，而非其他的內在興趣或政治知識(引自

Mueller, 1988)。 
 
到了 1970 年代，新一代的學者開始探討女性生活上大規模改變的影響力，

如跳脫以往侷限於家庭的私領域，進而接受更高的教育或擁有較高薪的工

作。這類的研究認為女性能否取得教育和經濟等資源，才是影響投票率的主

因。因此，當女性的社會條件、環境改變後，其政治參與和投票率也隨之提

升，而男女性投票率的差異在 1976 年也消失了(Mueller, 1988）。 
 

二） 現代民調的出現與媒體影響 

女性投票人口的多寡，並非唯一的因素，另一項主因是當時的投票統計方式

無法顯示女性投票意向。20 年代當時沒有民調，只能以女性所支持或反對

的特定候選人當選與否，做為女性影響力的指標。因此當時無法清楚地斷定

女性是否有特殊的投票取向，而政黨及候選人也無須刻意區別男女選民的差

異，針對不同性別的選民提出不同的政見。 
 
除了女性投票取向的差異必須浮現外，更重要的是這種差異必須讓大眾知

曉。藉由「性別」所分析出的差異，以及有組織的團體讓社會大眾理解差異

的存在這兩原因，這股差異才能形成政治資源，產生政治上的影響力。媒體

報導開始運用可信度高的民意調查；及「全國婦女組織」（NOW）組織運作

「兩性平權修憲案」（ERA）之批准，進而使民主黨任命女性為副總統候選

人，便是當時性別差距進一步產生政治影響力的兩個情境脈絡。 
 
自羅斯福總統開始，民調便成為管理和獲得公職的重要工具(Sudman, 1982)， 
選戰經費也開始用於民意調查以及媒體焦點所在處。而媒體從 70 年代初期， 
不再只被動接收各大民調公司的報告，媒體本身便成了主要的民調機關。媒

體結合社會科學的技術，特別是民調，而形成所謂「精確新聞學」（Meyer, 
1973）。到了 80 年代，民調更完全成為政治報導上決策過程的主因。媒體紛

紛使用民調數據作為報導之參照，然而為了吸引民眾對這些數字的注意及興

趣，媒體也開始採用簡化、誇大的報導方式，如「賽馬式」報導，強調政黨

及候選人領先與否，或以簡化、對立的方式呈現候選人，而非更仔細精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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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這些民調背後的民意(Broh, 1980；Stovall & Soloman, 1984；轉引自

Mueller, 1988)。民眾的想法雖然很重要，然民眾也會藉由民調及各項報導來

探測周遭的意見，或藉此瞭解政治人物之動向，獲取更多判斷時的資訊。因

此除了政治人物重視民調外，其他想要影響政治人物的團體，也開始運用民

調這項工具(Mueller, 1988）。 
 

三） 投票區塊及身份政治 

雖然女性主義媒體總聚焦於性別的差異，然而也有研究認為支持女性權利議

題的「投票區塊」中，男性選民和女性選民的人數相當。調查也顯示男性和

女性對 ERA、墮胎和女性解放運動的支持度相當，甚至認為在 1980 選舉中

所形成的並非女性的投票區塊，而是「女性權益議題」的投票區塊（NOW, 
1982; 轉引自 Mueller, 1988）。 
 
部分男性固然也是女性議題支持者，但女性主義者選擇採用「性別差距策

略」，訴諸女性選民以符合其所追尋的目標。因此女性的投票區塊是女性主

義團體的策略，而 ERA 本身，也突顯男性和女性兩類別之差異。女性主義

者將女性投票區塊詮釋為「性別差距」，認為「女性」此類別分享著一套有

別於其他社會成員（男性）的經驗和興趣。藉此現象的發現及影響力來達成

許多目標，以提升女性在憲法及高階職務上的地位(Mueller, 1988）。 
 

四） 有組織的女性主義者及團體 

女性主義者首次試圖以性別差距來影響政治菁英的決定，是發生在促使批准

ERA 法案的最後一場競選活動中。女性主義團體認為因共和黨在 1980 年否

決 ERA，所以女性投給雷根的票數才會比男性少了 8%到 10%。而當時的媒

體也支持性別差距是由 ERA 贊成與否所影響，而不只是戰爭與和平、解除

核武或社會照護等議題。因為紐約時報等享有高度名聲的媒體，及受人崇敬

的政治分析家贊同 ERA 與投票中性別差距間的關係，支持了女性主義者期

待女性選民以行動抗議共和黨拒絕 ERA 及墮胎等法案。 
 
即使當時的媒體首次使用了投票差異，但報導的數量並不多。是具有強烈信

念的 NOW 組織投入大量資源參與其中，才使得「性別差距」成為家喻戶曉

的名詞，並將之與 ERA 法案構連在一起。雖然 ERA 法案最終失敗，但性別

差距卻成為未來兩黨政治計算的主因之一，而性別差距也由 NOW 所提出的

口號，躍身成為新聞報導及政治評估的主題。 
 
由 1980 至 1984 年，女性投票區塊已被各大媒體視為理所當然的現象，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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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女性運動和女性主義議題的距離卻逐漸遠離。與性別相關的議題和事件在

這幾年間不斷被突顯、報導，女性投票區塊和性別差距已和種族或工會成員

等議題般佔有相當的版面(Mueller, 1988）。 
 

五） 主要政黨重視女性集體的影響力 

理想的民主社會中，政府或政治人物理當關注各方民眾的需求，提出涵納

各面向的政策。然在政治現實的運作下，有足夠選票的團體才會受到更多

的重視。只有在選舉時刻，透過具有關鍵性地位的票數，各個利益團體才

有資源施加壓力，讓政府更重視其需求。早期被排除於政治公領域外的女

性，唯有先透過選票參與政治運作，才有機會進一步發聲，投票中性別差

距的意義與影響力便於此。 
 
在一九八０年的選戰後，性別差距的出現，迫使各政黨以及政治人物注意女

性集體的力量與訴求。共和黨受到女性選票流失的打擊，雷根首度任命女性

為聯邦最高法院法官及聯合國代表，卻仍無法挽救其劣勢。共和黨在 1982
年輸掉了七位州長及 23 席眾議院席位，性別差距成為其關注的主因。身份

政治（status politics）也因性別差距的影響而持續發酵，1983 年共和黨提名

女性出任兩內閣部會的部長。女性組織更要求總統宣示實質的關注女性，特

別是一般女性。而 1984 年共和黨的選戰計畫中，也持續提升女性在黨內的

位置，更藉由民調細緻的操作與分析，詳細掌握女性的背景與喜好，進一步

設定其政治策略(Mueller, 1988）。 
 

第三節、性別差距相關研究 

     
美國的性別差距在這樣的歷史脈絡下出現，使得「性別」不再只是不起眼、

無影響力的人口變項，這些男女投票上的差異、組織動員、媒體民調的影響及政

黨因之轉變的策略，促使「性別差距」現象一躍成為學術研究之重心，因此西方

學術界從 80 年代起開始關注著男女在政治態度上的差異（Jelen, Thomas & 
Wilcox, 1994；翁秀琪、孫秀蕙，1995）。這幾場選舉及各界之投入，產生「性別

差距」之研究，而後續的研究亦發現美國的性別差距只是較早發生並非特例，其

他西方已發展國家有相似的性別差距現象，「性別」及性別所造成的差異性便成

為一塊未知的領域，學術研究者也紛紛從各個面向探討男女的異同，並試圖詮釋

異同的原因。 
 

西方對於投票中性別差距的研究至今已逾二十年，各項研究報告除了指出性

別差距現象確實存在外，也試圖提供各種解釋因素。Carole K. Chaney、R. Micha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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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varez 和 Jonathan Nagler (1998) 在其「1980-1992 年美國總統大選性別落差因

素之解釋」研究中，整理與性別差距相關的研究，並大致分為性別與議題偏好、

性別與意識形態、性別與政黨認同、性別與社會化幾個方向。 
 

在性別與議題偏好上的探討有：女性較男性支持政府社會照顧的政策（Piven, 
1985; Shapiro & Mahajan, 1986）；男女對經濟議題的認知影響投票（Fiorina, 1981; 
Kiewiet, 1983; Markus, 1988），且兩者也以不同的方式表達對經濟議題的重視

（Miller, 1988; Welch & Hibbing, 1992）。女性明顯的比男性厭惡使用武力（Smith, 
1984; Shapiro & Mahajan, 1986）等。 

 
而在性別與意識形態上，有的研究認為女性支持民主黨，是源於逐漸高漲的

政治覺醒，以及女性主義意識（Abzug & Kelber, 1984），Conover (1988)也探討女

性主義者的自我認同和性別差距的關係。 
 
另外關於性別與政黨認同部分，許多研究也指出政黨認同是造成性別差距的

唯一因素，當控制男女的政黨認同後，則投票中性別差距便不顯著（Kenski, 1988; 
Cook & Wilcox, 1995; Wirls, 1986）。 

 
在性別與社會化的研究中，Gilligan(1982)指出女性傾向支持社會救助，是出

自小社會化形成照護的道德責任，並認為男女在議題觀點上的差異，是由於心理

的社會化因素所造成。 
 

Barbara Norrander(1999)整理的文獻中也顯示，許多的研究認為性別差距的

原因在於男性和女性立場的不同，如武力軍事的使用或關懷等議題上的差異

（Conover & Sapiro, 1993; Fite, Genest & Wilcox, 1991; Shapiro & Mahajan, 1986; 
Smith, 1984）。也有研究顯示女性主義的態度也是性別差距的原因（Conover, 1988; 
Cook & Wilcox, 1991）而不同的經濟狀況和差異也常被研究者所提及（Chaney et 
al, 1998; Erie & Rein, 1988; May & Stephenson, 1994; Miller, 1988; Welch & 
Hibbing, 1992）。 

 
而國內學者翁秀琪、孫秀蕙（1995）將國外對於性別差距和投票行為之間關

連性的研究，分為政治參與、投票行為、政黨偏好、公眾議題四種研究類型： 
 

1、政治參與：研究男女在政治參與上的差異（例如比較男、女的投票率）。 
2、投票行為：區別男、女在投票行為上的差異（例如區分男、女在政黨投票、

候選人投票及政見投票上的差異，或探討影響男、女投票的因素有何差異。） 
3、政黨偏好：探討男、女在政黨偏好上的差異（例如區分男、女在政黨形象、

政黨認同上的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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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眾議題：分析男、女對公眾議題的關心程度（例如比較男、女對不同公共

政策議題的關心程度，以及支持與否的差異比較等。） 
 
自此「性別」不再無意義的存在，它帶來很大的疑惑，成為研究者亟欲瞭解

之未知領域，而具左右選情力量的女性選票，更成了政黨及候選人欲開拓的票倉。 
 

藉由上述幾位學者所整理區分的架構，大致瞭解西方學術界在性別差距研究

上，所關注、進行的幾個面向。而在這些架構的每一個面向下，都還有許多更細

緻的研究，這些研究除了使人們更瞭解男女在政治態度各面向上的差異，以及產

生這些差異的可能原因外，也提供各國國內各級選舉和跨國比較上性別差距的趨

勢走向。各面向的研究不只是讓人們發現到女性的改變與需求，以及政黨、政府

應有不同的策略來吸納這群體，更能藉此看到這些變動背後的社會脈絡，究竟代

表了什麼意涵，產生了何等結構性的轉變，或是社會分歧的出現。 
 
    從西方對於性別差距廣泛且深入的探究中，可以觀察其社會的變動，以及不

同政治體制或社會運動對於性別差距產生與否的影響。相較之下，台灣對於性別

差距之相關研究，無論在數量或是類型上都少了許多。相關研究如台大政治研究

所「選舉行為研究小組」針對 1992 年第二屆立法委員選舉所做的調查及「選民

投票行為研究」，結果發現台灣男女選民在民主信念、政黨偏好等選項間具有差

異，如女性選民較不具民主信念、較不具政黨偏好，投票結果也較易受到家人或

其他人情因素的影響等。雖然研究也發現女性選民教育程度高者，則與男性選民

幾無差異，認為教育、收入與社會地位能提升女性的政治意識（紀欣，2000）。

與國外研究相似處在於認為教育及社會地位之提升，會影響女性的政治意識，但

台灣相關研究結果多認為女性不具民主信念、政治興趣及效能或趨於保守被動，

或因政治發展與研究階段的關係只探討男女投票率的差距與轉變，缺乏針對男女

意識型態、議題偏好等面向差異的研究。 
 

再者，台灣這類性別差距之研究，多半集中於民國七十八年到民國八十四年

間，至今也逾十年的變遷。在這十多年間，台灣無論在政治環境、生活水平或是

社會觀念上，都有極大的變化，女性的社經條件、教育程度也都大幅度增長。當

時研究的各項詮釋因素，至今是否仍然相似？若當這些條件都改變了，特別是以

往各研究中認為男女性別差距最大因素的教育水平條件（翁秀琪、孫秀蕙，1995）

都改善後，台灣是否還存有性別差距的現象呢？ 
 
    除了時間遞嬗的因素外，台灣也應該有不同於西方的現象和面貌。這些面貌

和現象與各地的文化差異、政治結構、發展階段等因素有關，在台灣的選戰或是

政策中，性別議題並沒有受到太大的重視。而在常民對選舉的觀察或理解中，性

別議題在選戰中似乎沒有發揮其左右大局的影響性，性別並非選戰中訴求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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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也沒有如美國選舉大規模針對女性選民進行動員之現象。若由西方性別差

距為何受到重視的研究，以及具左右性的選票就是力量的觀點來觀之，可以察覺

對於台灣的政治人物和媒體而言，這股社會差異、分歧，並非顯現在性別差距上，

而可能在於族群或統獨等議題上。由此可發現，台灣性別差距的現象及相關研

究，並不像西方一般顯著或受到足夠的重視。 
 
    不重視並不表示不存在。或許台灣沒有經歷過美國形塑「性別差距」的那段

歷史，但並不代表台灣沒有性別差距，正因為未曾受到大眾、媒體及政黨之重視，

台灣女性選民的聲音與偏好或許未曾充分的傳遞出，相關研究多仍以生理上的差

異或單純的人口變項來處理調查中的「性別」變項，而非視其為具特殊意涵，能

反映某些社會面向的類別。 
     

各種與性別相關的問題和議題存在於台灣社會中，每一項議題當中也有性別

面向，這些必須受到重視。台灣社會若僅藉由幾個婦女團體努力的發聲，但男女

性對於議題的看法或差異沒有受到政府、媒體以及大眾的重視，或因缺乏在公共

領域的探討而不夠多元，這時便不僅是單一性別受到歧視或忽略的問題，而是兩

性之間無法或不願溝通以瞭解社會中另一半人口的想法及關注的問題。而性別差

距的現象及研究在西方的發展與觀察中，雖然往往被簡化或對立化，但確實促使

政治人物及媒體關心性別及相關議題。若性別差距確實存在，政策制定者勢必不

會忽略這塊大餅，而與政治息息相關之媒體也可能更加關注這些議題。若力量來

自於選票，本研究希望觀察男女在政治選擇上是否有差異？差異在何處？形成差

異的原因為何？這些差異是否有所變遷？ 
 
    然本地缺乏對於性別差距更詳盡的整理與探究，而台灣性別落差面貌之基本

研究的缺乏，使得他人不易同西方一般，以其豐富多樣的研究為根基，進一步深

入探討各個面向，進行更細微的分析與比較。故本研究的意義，除了整理相關的

研究文獻外，更希望能一窺民國八十五年總統民選後至今，台灣是否存有性別差

距，以及這性別差距所呈現的面貌，與他國有何異同，並試圖探索這面貌的意義。

唯有找出台灣性別差距之輪廓，才能便於其他相關且細緻的研究基於此輪廓繼續

進展，如同國外累積相關領域的研究資料，以便深究、比較並豐富其意義。 
 
    另外，在美國性別落差發展的研究中，媒體、民調扮演關鍵角色，而性別落

差和投票行為，也都受到議題、媒體報導的影響。藉由與他國經驗脈絡之比較、

探討，並試圖描繪本地性別落差之脈絡，也期能找到媒體在此脈絡中扮演的位

置，是否因不同的文化、情境，而有所不同。 
 
    是故，本研究欲提出的研究問題如下： 
 



 11

一、台灣是否如同西方國家，具有明顯黨派上的性別差異？ 

二、台灣男女性選民在投票取向上是否具有性別差異？ 

三、台灣男女選民在政治或相關議題上的偏好是否有差異？這些差異是否會影

響選民的投票行為？ 

四、媒體的收視經驗是否會影響男女性的投票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