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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獻探討 

 

第一節、政黨屬性的性別差距（Partisan Gender Gap） 

 
美國自 1980 年後的歷次總統選舉，屢屢出現政黨屬性的性別差距（Partisan 

Gender Gap）現象，意指男性與女性在黨派支持上產生差異，女性支持民主黨的

比例高於男性。此現象於 1996 年達到高峰，民主黨總統候選人 Clinton 與共和黨

候選人 Dole 之間的性別差距高達 19%（Chaney, Alvarez & Nagler, 1998）。而

Box-Steffensmeier, De Boef 和 Lin（2004）使用時間序列途徑（time series 
approach），以季為單位分析 1979 年至 2000 年的美國民調，發現政黨屬性的性

別差距是社會情境與政治互動下的產物，在這 22 年的研究範圍內，性別差距不

僅出現在特定選舉或議題的脈絡中，更是恆存於美國社會中的普遍現象。 
 

「性別差距」一詞，指涉男性與女性在政治各層面上的差異，例如投票行為、

政黨認同、政治態度及意見、社會價值、大眾或菁英層次的公民參與等。而最直

接、明顯觀察到的性別差距現象則是男女以選票表達對不同黨派的支持，即政黨

屬性的性別差距。當政黨屬性性別差距現象出現後，政黨與研究者才紛紛由投票

行為、政黨認同、議題偏好等層面，細究挖掘造成這種現象的各種因素。許多研

究者以政黨屬性（partisan）或政黨認同（party identification）等字眼說明美國及

歐洲性別差距的現象，原因如前所述，人們所觀察到的性別差距現象，是以男女

性對於不同黨派支持度的差異來衡量。而衡量兩黨投票中「政黨屬性」或所謂「政

黨認同」性別差距最簡要實用的方法，可以 Norris（1996）針對英國所做的調查

為例。英國主要兩大黨為保守黨與工黨，因此 Norris 用以探測英國政黨屬性性別

差距的公式為： 
 
Gender Gap = Women（% Con — % Lab）minus Men（% Con — % Lab） 

 
當測量出的數字為正值時，表示女性比男性偏右翼（即保守黨），若為負值則表

示女性較偏向左翼（即工黨）。若以美國的研究而論，則將公式中的保守黨與工

黨，換成共和黨與民主黨的支持率，如 Women（% Rep — % Dem）minus Men（% 
Rep — % Dem） （參考 Chaney, Alvarez & Nagler, 1998:3172）。 
 
    但在翻閱眾多的文獻時，學者們對於「政黨屬性」或「政黨認同」性別差距

                                                 
2 Chaney 等人於註解所列之公式應改正為(Women’s Vote for Republican Candidate – Man’s Vote 
for Republican Candidate) – (Women’s Vote for Democratic Candidate – Men’s Vote for Democratic 
Candidate)。此式與 Norris 所用計算方式所得之結果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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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語的使用，很容易使人將「現象」與「變項」之間的關係混淆，政黨認同既是

性別差距呈現出的現象、樣貌，也是造成性別差距的主要變項。雖然都談論政黨

認同的性別差距，但討論的方式與解釋途徑往往分為以其他變項解釋政黨認同性

別差距此現象，和以政黨認同之變項解釋性別差距兩方面。如 Box-Steffensmeier
等人（2004）的研究 “The Dynamics of the Partisanship Gender Gap” 便是從政治

氣候、經濟變遷等角度，來解釋政黨屬性性別差距的現象，其他學者也由支持不

同議題的立場解釋此性別差距現象；但民意與投票研究中重要的「政黨認同」變

項在性別差距研究中的位置也具相當影響力，許多學者認為並不是其他的原因造

成政黨屬性性別差距的現象，主因便是男女性在政黨認同變項上的差異。因此，

「政黨認同」一詞在性別差距的研究中，既是現象，也是變項。差別在於閱讀性

別差距的文獻時，其提到政黨屬性或政黨認同的性別差距現象時，往往會以其他

的層面如議題偏好等來解釋，認為男女是因為其他立場的差異，才支持不同的政

黨，「政黨認同」只是變項之一，亦即除了政黨認同變項，還有其他的變項會產

生支持不同黨派的結果，而這些性別差距的研究，便致力於由不同的案例中找尋

各種解釋男女支持不同黨派的獨立變項。 
 

學術文獻由不同方向出發並羅列許多的變項來說明這種政黨屬性性別差距

現象，Bergh（2005）認為這些性別差距的文獻主要從三種方向解釋性別差距產

生的原因：第一、男女「社會化」差異的影響是常見的論點，學者觀察社會化的

過程，即男孩女孩幼時經驗的差異來說明其現在的投票行為。第二則是觀察「結

構因素」或「背景變項」，以此區分男性和女性的成人生活，即研究這些變項如

何解釋性別差距。第三種測量方式則以分析「政治態度中」的性別差異，即觀察

這些差異是否能解釋男性和女性不同的投票方式。 
 
　  各種「社會化過程」，包括角色期待的差異、家庭婚姻因素、年齡、教育、

政治文化等，是學者們常用來解釋性別差異根源的理由（林思伶，1989:11）。Trevor
（1999）認為社會化差異是解釋男女間不同政黨偏好與投票選擇的重要變項，他

認為個人層次的社會化模式，是造成 1980 與 1990 年代集體政黨認同性別差距的

因素。Trevor（1999）提出有趣的問題，認為依照傳統社會化的理論，當政治參

與模式、投票的權利、教育程度、女性勞動參與及職業位置與男性愈來愈相似後，

性別差距應該逐漸消失，為何還持續存在？因此支持社會化論點的學者們，回到

孩童時期的社會化經驗來探討。早期的政治社會化研究如 Langton 注重雙親與孩

童間的關係，以及性別和政治參與、權威接受度相關態度的社會化。Trevor 認為

這些早期的研究提出大量女性較順從與接受權威之證據，認為女性在發展的過程

中較依賴雙親，無法發展成完全的獨立性格，因此影響其後來的政治態度。而男

性較早尋求獨立且較有不服從權威的自由與機會，較女性能發展自己的觀點與想

法，不見得會承繼父母親的政黨認同。但社會化理論另一派大家 Gilligan（1993）

則否定這種獨立人格發展完全與不完全的論調，她認為女性角色的社會化過程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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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連結性而非分裂性，而這種差異基本上是根源於性別角色社會化過程而產生的

不同態度，並非所謂女性的發展過程不成熟不獨立，男性的發展比較完全而獨立

的原因，因為人類的心理並不是朝“獨立”方向線性發展。Trevor 在其研究中加入

了社會化的變項，發現「當前的議題」或「後期社會化」是影響男性轉而支持共

和黨的原因之一，也說明為何男性共和黨員自 1980 年後遽增，這部分的研究結

果支持了 Wirls（1986）的論點，認為男女性都由民主黨流失，也都逐漸遠離自

由的價值觀（liberal），只是男性民主黨員的流失率大於女性，所以產生了性別差

距現象。雖然 Trevor 提醒研究者不可忽略社會化的影響力，但他也強調單單社

會化的影響，仍無法解釋所有的性別差異，亦無法說明性別差距拉大的原因，以

及解釋為何性別差距為何不早在 1960 年代發生，而遲至 1980 與 1990 年代時才

出現。 
 

其次，各種形式的「社會經濟地位」，也是學者們用來解釋性別差距的變項。

這類的說法認為，女性在各式測量中的社經地位較低，而社經地位又與投票行為

息息相關，例如有的研究發現社經地位較高的人傾向支持中間偏右的政黨。但單

此變項仍不足解釋整個性別差距的出現（Bergh, 2005）。而 Bergh 也提出北歐的

研究，認為工作場合會影響黨派的支持，特別是公部門與私部門的差異，例如在

公部門工作的人較瞭解政府行事的理由，出於理性的自利行為，較支持贊成政府

支出的左翼政黨，這種支持會影響其投票行為。丹麥挪威的研究指出，公部門中

多數比例的女性偏向左翼，因此產生性別差距，當控制公私部門的變項後，性別

差距現象也消失（可參考 Knutsen, 2001）。除了個人社經地位的差異外，整體社

會經濟地位之結構、大環境政治氣候的轉變等背景變項，則是另一種切入點。在

先前提過 Box-Steffensmeier 等人（2004）觀察 1979 至 2000 年的研究中，便發

現當政治氣候往保守方向移動、經濟惡化以及經濟受損之單身女性比例增加時政

黨屬性的性別差距也會隨之擴大。 
 
在以 Inglehart 及 Norris(2000)的研究為代表的性別差距跨國趨勢研究中，他

們使用性別分解理論（Theory of Gender Dealignment）及性別重組理論（Theory of 
Gender Realignment）為基礎架構，比較六十個國家的性別差距現象，找出各國

的趨勢，由國家的發展狀況、選舉制度、文化價值、議題等因素來解釋這些趨勢。

Inglehart 及 Norris 認為長期結構和文化趨勢，會轉變女性和男性的生活，在後工

業社會中逐漸產生性別政治中的重組現象。1980 年代，女性偏保守主義此傳統

政治現象與觀點，面臨現實與理論上持續增加的挑戰而逐漸瓦解，因此稱為性別

分解（Gender Dealignment）過程。一方面，美國之外許多國家的評論者察覺出

性別分解的過程，觀察到傳統女性保守主義現象的衰退，以及投票選擇與政黨偏

好中最小的性差異；另一方面，美國性別重組（Gender Realignment）的模式變

得顯著，使得美國現代性別差距浮現：女性從 1980 年代起，成為穩定、長期且

持續性的支持民主黨，而男性則朝向共和黨移動，改變了 1950 年代的投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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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政黨屬性常識3。 
 
上述兩種變項因素是許多研究所提出的解釋方向，然而性別差距文獻中最大

量密集討論的另一種解釋方向，也是本研究著墨之處，即直接探討政治態度或意

識形態中的性別差異及投票行為，認為特定的政策態度可以解釋性別差距的出

現。這方面的研究文獻相當廣泛，而且有些解釋的取徑無法與上述兩種類型的變

項完全區分與切割，但本文將由這類研究中最普遍所得之共識或採用的架構來探

討，試圖清楚說明之。這些性別差距研究所得的共識與架構大致可分為三個部

分：第一、政黨認同本身即為重要變項；第二、男女對於議題有不同的立場或衡

量方式；第三，男女投票取向的不同。 

 

第二節、政黨認同中的性別差距 

 
「政黨認同」是投票行為研究重要的一環，在性別差距的選舉研究中亦佔有重

要的位置，既可以是性別差距呈現出的樣貌，也是重要的變項。這個部分的討論

著重於後者，也就是政黨認同作為獨立變項對於性別差距的影響性。 
 

何謂政黨認同？由傳統密西根學派 Campbell（1960）等人提出的選舉行為

理論，關注個人層次的投票選擇，數十年來主宰了美國投票行為領域的研究。起

源於社會心理學的密西根學派選舉行為理論，認為多數的美國選民在一連串的選

舉當中，甚至終其一生，對特定政黨的忠誠度固定不變。在原始的理論中，「政

黨認同」(partisan identification4)是一種受情感影響的傾向或心中的習慣(an 
affective orientation or habit of the heart)，於此美國選民會將自己視為民主黨員或

共和黨員，這種政黨認同則超越地域、宗教、球隊認同等，成為其重要的自我認

                                                 
3政治科學界自 1930 年代起，開始接觸男女間政治偏好差異的主題，此類探討首度出現於 Herbert 
Tingsten (1937) 所著「政治行為」一書。經由選舉統計資料的系統性分析，Tingsten 發現女性比

男性更支持保守的政黨，男性則較易被視為社會主義或左派政黨的支持者(Bergh, 2005)。此後，

選舉中性別差距的研究便成為政治科學中一再出現的主題。各界所思考的問題在於，一旦女性有

了投票權之後是否會產生特殊的「女性的選票」。1950 年代及 1960 年代之間 Duverger 等人的經

典研究，建立了政治科學的傳統，即在西歐及美國的投票中，性別差距現象不大，但女性較男性

傾向支持中間偏右政黨(Duverger, 1955:65-66; Lipset, 1960:143; Pulzer, 1967:52; Butler and Stokes, 
1974:160; Campbell et al., 1960: 493)，學者稱此為「傳統的性別差距」（Traditional Gender Gap）

現象(Inglehart and Norris, 2000; Bergh, 2005)。Inglehart(1977:229)證實了 1970 年代早期，西歐的

女性仍然較支持基督教民主黨和保守的政黨，特別是在義大利和德國；然而在美國，一股新的模

式逐漸浮現。1980 年美國總統選舉標示了學者們首次注意到另一股逆轉的趨勢，不同於 Tingsten
和 Duverger 過往的分析與發現。這場選舉的調查資料顯示了反方向的性別差距：女性較男性更

為支持 Jimmy Carter 和民主黨，而 Reagan 的支持者大多數則為男性。這股「現代的性別差距」

（Modern Gender Gap）自 1980 年後增強、鞏固，進而形成當前西方民主體系中普遍的通則，不

只是美國的特例。多數西方國家中的女性，比男性更支持中間偏左的政黨，而男性則較支持中間

偏右的政黨(Bergh, 2005)。 
4 許多研究對於「政黨認同」的原文亦使用 “Party Iden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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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Norris, 2004）。因此，「政黨認同」意味選民在心理上歸屬於某一政黨，這種

長期、持續性對政黨忠誠與支持的心理認同，成為穩定的投票因素，而選民則以

候選人是否屬於同黨派，作為投票抉擇時的依據（陳義彥、黃麗秋，1992）。 
 
Norris（2004）認為政黨認同的兩個主要構成要素為：政黨認同的方向

（direction）以及政黨認同的強度（strength）。政黨認同的方向係指，所支持的

特定政黨在左右光譜上的位置；而政黨認同的強度則指，此認同是否永遠不變或

只是一種傾向。這種心理上的連結、忠誠，需經由孩童及成人時期的社會化過程

所產生，此社會化過程提供公民一個長期不變的投票選擇傾向，以及他們在政治

體系中的位置。Converse（1969）指出，政黨認同被視為一個穩定的支撐物，提

供認知的捷徑，來指導投票時的決定並且減少政治參與的成本。當人們對其所支

持的政黨候選人缺乏詳細的資訊，或無法瞭解複雜的政策議題和政黨計畫時，政

黨認同則成為投票時的關鍵。因為當人們視自己為民主黨或共和黨員，便會採取

符合這些認知的政治態度，反映出各黨的核心信念，例如共和黨對於降低課稅的

需求及民主黨員保有醫療照護及醫療補助的重要性（Norris, 2004）。 
 
據 Campbell 等人（1960）的研究，認為政黨認同的重要性在於其在生命週

期的早期便已成形，具有高度穩定性，而且會隨著時間增加認同的強度，更重要

的是，政黨認同會對選民的投票行為產生各種直接間接的影響（陳陸輝，2000）。

台灣的選舉研究也發現，在政治態度方面，政黨認同對於選民投票時的影響很

大，往往是影響投票行為最重要的因素（何思因，1991:100；雷飛龍等，1987: 
113-153）。 

 
政黨認同在投票行為研究中的重要性不言可喻，而在性別差距的研究中，許

多研究者除了研究政黨偏好性別差距的現象外，更認為政黨的偏好及認同是性別

差距產生的主要因素。Cook 及 Wilcox 甚至視政黨認同為唯一變項，認為當男女

的政黨認同變項被控制後，投票中的性別差距也隨之消失（Chaney et al., 1998: 
317）。此外，也有研究者從「獨立差距（independence gap）」的角度來探討性別

差距以及說明政黨認同的影響性，這些學者認為性別差距的出現及持續，是源於

高比例無政黨屬性的男性偏向共和黨（Burden & Greene, 2000; Greene & Elder, 
2001; Norrander, 1997），並非執著於民主黨認同的女性持續增加所產生的影響

力。Kaufman 和 Petrocik（1999）的研究發現男性在政治態度上有較大的變遷，

女性的政黨認同則沒有明顯變化，他們認為性別差距不斷擴大的主因是支持共和

黨的男性增加，且男性越來越保守，尤其是在社會福利相關的議題。Box- 
Steffensmeier（2004）等也發現男性對民主黨的忠誠度大幅度下跌，由 1970 年代

末期的 65%至 1980 年代早期的 50%，且自此男性對民主黨的支持度都在 50%以

下徘徊，女性民主黨員也縮減，這結果符合 Wirls(1986)的觀察，認為性別差距顯

示了各性別在民主黨的「不平等的脫黨比率」。因此這些學者認為而男性民主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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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流失，轉向支持保守黨才是性別差距持續存在的原因，這些結果正表示政黨認

同對性別差距的解釋力愈來愈強。先前的討論中也可發現 Trevor（1999）的研究

符合這些討論，但其將這些現象歸因於成年男性受到議題等社會化因素的影響。 
 
有趣的是，這些現代性別差距的研究認為女性對於政黨認同的忠誠度較男性

穩定不變，因此男性在黨派間的移動才是造成差距的因素，並認為這些男性是屬

於無黨無派的中間份子，只不過受到稍後將討論之政策、議題等因素的影響，轉

向保守主義。而在台灣，過去相關研究發現男女性在政黨認同或偏好間確實存有

明顯的差距，只是與當前的西方5相反，對政黨存有偏好的男性遠多於女性（趙

湘瓊，1995），而研究也顯示當時的台灣女性對黨外或民進黨的認同度較低（范

雲、徐永明，1994；趙湘瓊，1995）。此外，在民國 82 年縣市長選舉的研究中卻

發現女性對當時新興政治勢力如新黨的支持度較高（翁秀琪、孫秀蕙，1995）。

因此，根據這部分的討論，將提出下列幾點研究問題：在現象面，台灣是否如同

西方國家，具有明顯政黨屬性上的性別差異？其次，探討政黨認同變項的影響，

究竟是「性別」變項的差異而產生不同的投票結果，還是與性別無關，純粹是「政

黨認同變項」影響了選舉結果？本文將由台灣三次總統大選中，尋找男女政黨偏

好的樣貌與改變與否，並探討性別、政黨認同與投票行為間的關係。  
 

第三節、議題偏好中的性別差距 

     
議題與投票行為的研究，如政黨認同般，皆是當代投票行為研究的重點。根

據游盈隆（1996:240-243）對於議題取向投票進行的文獻分析，發現西方議題取

向投票的研究經歷三個階段，分別是第一階段的 1940 到 1960 年代、第二階段的

1970 年代，以及第三階段的 1980 年代至今。第一階段 Lazarsfeld、Berelson 等人

的研究雖未證實議題影響選民投票行為，但已開始注意它們之間的關連性。而最

具代表性的密西根學派則為議題取向投票之研究奠定基礎，只是密西根學派當時

的研究認為選民的無知與缺乏理性，減弱了議題的影響力，也轉移了其他研究者

對議題取向的研究興趣。然 Anthony Downs（1975）由「理性抉擇」觀點出發，

認為政黨在兩黨制下為爭取最多數選票，多提出中間路線之議題，選民無法區別

各黨議題之差異，方使議題的影響性降低，並非選民無知與缺乏理性之結果（游，

1996:240）。在第二階段中，修正主義觀點的學者如 V.O.Key 等人挑戰早期密西

根學派，認為選民足以評估政府的施政與表現，並非盲目的受到政治人物的左

右。在這個時期選舉議題對於選民的影響力大增，政黨及候選人也開始注意政策

立場的表達（游，1996:241）。而第三階段，則以 Morris Fiorina 最具影響力，他

結合了第一階段 Downs 的理性抉擇理論，以及第二階段 Key 的回顧性施政表現

評估論等，倡行所謂「回顧性投票理論（Retrospect Voting）」，使得當時興起關

                                                 
5 西方性別差距由傳統至當代的轉變請參酌註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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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經濟因素對選民投票行為影響性的研究熱潮，學者們也紛紛探詢國家經濟因素

對於個人投票行為的影響（游，1996:241-2）。 
 

而在性別差距研究中，最熱門的話題便是與「議題」相關的各種解釋變項，

幾乎每一篇文章所探討的原因都與議題脫離不了關係，如前述 Kaufman 和

Petrocik（1999）便是由兩性對議題態度的差異及關注程度中，發現男性政黨認

同的轉移，以此佐證政黨認同變項增長的影響力。在議題、政策偏好的研究中，

主要的解釋方向在兩方面：第一，男女對於議題有不同的立場；第二，即便立場

相同，男女對議題的衡量比重或所謂的議題優先性也有差異（Shapiro & Mahajan, 
1986; Chaney, Alvarez & Nagler, 1998; Campbell, 2004; Burden, 2004）。而 Sapiro
及 Conover（1997:498）則將這兩點視為「立場的」詮釋途徑（positional explanations）

以及「結構的」詮釋（structural explanations）。 
 

「立場的」詮釋途徑認為男女在政治信念、價值或議題的立場有異，因而有不

同的投票選擇。雖然民意研究發現男女政治態度的重疊部分多於相異處，但在某

些議題如對社會福利的態度、對暴力與戰爭的看法仍有所不同。研究也認為男女

對議題有不同的立場是產生政黨認同的重要決定因素，如女性在經濟分配、武力

使用及一些國內計畫和文化議題上，都持較自由派的立場(參考 Burden, 2004)。
Chaney 等人（1998）發現，男女在立場上有差異的議題主要有軍事武力使用、

政府社會照護及經濟議題之認知等，這些差異的確也影響美國總統大選性別差距

現象。 
 
在軍事武力相關討論上，Mansbridge（1985）認為 Ronald Reagan 對冷戰政

策的態度促成了 1980 年的性別差距；研究也發現女性較男性不支持任何形式的

侵略行為，她們反對經濟制裁以及支持更嚴格的槍枝管制條款，也較不支持涉入

國外戰事（Conover & Sapiro, 1993）。根據 Shapiro 等人（1986:44-45）的整理，

最早對各種政治態度及意見上性別的差異進行徹底分析的幾位研究者如 Smith
（1984），他發現在軍事武力等議題的認知與意見上，有明顯持續的性別差異，

無論在國內或外交方面皆如此。雖然他沒有單獨檢驗政策偏好，但他的發現「男

性比女性更支持武力的選項，平均的性別差異超過 9 個百分點」仍令人信服。而

其他早期研究者如「民意（Public Opinion）」雜誌的編輯群，在武力方面的調查

亦符合 Smith 的結論，發現自 1970 年代中期性別差異逐漸增加，除了軍事議題

上的差異，他們觀察到「關懷的（compassion）」議題上的性別差異，女性比較

支持所謂幫助窮人、失業者、病人和其他需要幫助者這一類的政策。Manza 與 
Brooks 則強調對社會服務支出的態度促成了美國的性別差距（Bergh, 2005）。 

 
「結構的」詮釋途徑認為經由政治態度、價值及判斷等關係之間的結構，會突

顯性別的政治重要性，亦即男女下政治判斷時所使用的評判標準不同，或是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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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決定是賴於選舉環境中的不同面向（Sapiro & Conover, 1997）。因此，議題中

性別差距第二種討論的焦點，在於男女評價候選人和政黨時，對議題的衡量有差

異，也就是對議題的優先性有不同的看法(Howell & Day, 2000; Kaufmann, 2002; 
Kaufmann & Petrocik, 1999)。換言之，女性的角色意味著無論她們在福利政策、

家庭福利上公共支出的態度的立場是如何，這些議題對女性投票時的影響力大於

男性；或者即便男性和女性對於墮胎議題的立場與比率是一致的，這個議題對於

女性做政治判斷時的影響性仍然較大，對於男性這或許是個不重要的議題而不會

改變其投票行為。「結構的」詮釋途徑考量到男性及女性可能有相似的投票行為，

但是卻有不同的考量及理由（Sapiro & Conover, 1997）。在經濟議題的重視上，

男女也以不同的方式來表達，女性經常依她們對國家整體經濟的認知來投票，但

男性則依據其個人的財務狀況來投票（Miller, 1988; Welch & Hibbing, 1992; 
Chaney et al., 1998: 318）。 
  

對於這些議題立場或結構上性別差異的主要解釋分為：社會化過程或價值觀

使男女產生不同的看法(Box-Steffensmeier, De Boef, & Lin, 2002; Conover, 1988; 
Trevor,1999)，或由「自利」的角度認為不同的社經地位、以及對於政府支助的

依賴度，都會影響對議題的見解(Box-Steffensmeier et al., 2002; Edlund & Pande, 
2002; 引自 Burden, 2004)。支持「關懷的道德論點（ethics of care）」如 Gilligan、

Stoper、Johnson、Chodorow 等人，認為女性在社會化的過程中作為一照護者或

撫育者的角色。此種女性觀點認為女性這樣特殊的生活經驗，使得她們比較具利

他精神、關心他人等（Gilligan, 19826），可能將其傳統的角色與經驗延伸至社會

問題的關懷上，因此較支持社會福利相關之政策與花費。但這類關懷議題又與其

他保護公共等管制政策如環境管制、消費者保護或其他安全議題有些差別。除了

這種社會化過程產生的關懷的道德論點外，另一種認為性別差異會產生的解釋途

徑為「理性選擇理論（Rational Choice Theory）」，由自利的角度出發，認為女性

本身的處境比較需要這些社會福利來維持生計，在這種理性考量下她們會比男性

更支持相關政策（Bendyna & Lake, 1994; Box-Steffensmeier et al., 1997; Chaney et 
al., 1998; Mueller, 1988; 引自 Campbell, 2004）。對於這些政策的支持可能是由於

某些意識的興起，而有世代的差異，但也可能是男女之間心理或發展上的差異所

形成。研究結果得以確認這些議題與立場本身，是導致性別差距的重要力量，但

導致支持這些議題與產生這些立場的真正動機，仍難以清楚明確的找出來。 
 
除了上述的軍事、關懷等議題立場的差異外，也有許多研究由「女性議題」

出發，假設女性會較支持與女性相關的議題，但有趣的是這些假設在一些研究中

並不成立，例如關於 ERA、墮胎和其他女性主義者關注的「女性議題」上，男

女則無顯著的立場差異（Cook & Wilcox, 1991; Klein, 1984; Seltzer, Newman & 

                                                 
6 Gilligan 的發展理論(development theory)，認為男女的思考是被不同的價值傾向所「結構的」

（structured），但這種論點相對的少有實證資料(Sapiro et al.,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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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ghton, 1997; 引自 Norrander, 1999）。 
 
    台灣過往在政見取向7方面的研究結果認為，政見取向對台灣選民的影響力

相當高（胡佛、游盈隆，1983；陳義彥，1982；林嘉誠、黃業文，1983；曹俊漢

等，1984；參考陳義彥，1991），然而調整過問卷問題後，以選民真正瞭解候選

人的政見，並認同該政見的重要性而投票給該候選人的比例則相當低，顯示政見

取向並非影響選民抉擇的最重要取向（陳義彥、黃麗秋，1986；參考陳義彥，

1991）。一來多數的政見大同小異且不受候選人重視或不為民眾所悉，二來為吸

引選票往往將差異性政見及焦點集中在較具爭議性之議題，如統獨、族群議題，

以吸引部分選民的支持。胡佛（1998:64-67,189）在文章中一再強調，台灣選舉

的辯論主題與西方有重大差異：西方民主憲政國家在既有政治架構的基礎上進行

辯論，注重政治體系內（within the system）決策與執行功能等相關議題，而台灣

在政治體系的規範結構與對體系的認同上仍有疑惑與爭議，故選舉中的議題取向

觸及國家統一與憲政體制等基本問題，集中在政治結構面向的討論。因為這些政

治衝突不在是體系內的衝突，而是對體系（of the system）的衝突，所以台灣選

舉時的議題焦點與西方的有所不同。 
 

由國外的性別差距研究可瞭解，與議題、政見相關的討論非常蓬勃，而這些

議題與政見也左右兩性在投票行為上之差距，進而使得民眾在議題立場與衡量比

重上的發聲，具有政治影響力。台灣選舉研究中的議題取向部分，一方因政治脈

絡的特殊性，再者選戰中缺乏更多元議題之論述、辯論，因此主要的政治議題著

重統獨問題及族群議題，鮮少針對其他政策議題進行調查，更遑論以性別為主的

研究。性別在台灣只是這些政治行為研究中的一個變項，缺乏像西方這般大量且

細緻的分析研究或民意調查。雖然缺乏其他議題的探討，但統獨與族群的議題卻

是台灣特有的選舉焦點，大量政治學研究集中在這兩項議題的討論上。既然統獨

與族群是台灣政治脈絡下的顯要議題（salient issue），也確實會影響到投票行為，

本文將由這些議題出發，瞭解男女在這兩項議題的立場及支持度上是否有差異，

若有差異，是否會影響其投票行為。而本文所使用的三次大選研究資料中，2004
年的大選問卷資料中，有經濟、兩岸、教育等其他的議題變項可供進行男女相關

議題支持度與優先性的基本分析，以此瞭解台灣男女選民對於這些議題的偏好，

也可與政治人物最重視的顯要議題統獨及族群等作為對照。因此在這個部分，將

檢驗這些政策議題的強度及方向是否存有性別差異，以及是否會影響投票行為。 
 

第四節、投票取向中的性別差距 

 

                                                 
7 台灣許多選舉研究亦會稱之為「政見取向」，常與議題取向交互使用，意思相去不遠。為忠於

陳義彥之原文，此處亦使用政見取向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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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西方的性別差距研究後，得以瞭解西方在投票行為與政治態度的研究

中，所發現的性別差距主要集中在上述政黨認同與議題偏好兩大取向，而這兩大

取向也正是長久以來選舉行為研究中「投票取向」此研究主題所涵蓋的主要類

型。換言之，投票取向中的「政黨認同取向」以及「議題取向」，對於西方性別

差距現象的出現影響最大，也是性別差距研究的焦點所在。其他類型的投票取向

對於性別差距是否產生影響的研究，相對而言較少。何謂投票取向？選民在投票

時會考量很多因素，包括對於黨派主張的認同與否、對於候選人言行舉止品德操

守與歷練等各方面的評估、是否支持政黨或候選人所提出之政見、周遭團體或所

得資訊的影響等。因為有多方面的考量，故選民通常會依據自身的內在感受或價

值判斷，進行特定取向反應，如同綜合了政黨認同、議題立場及候選人特質等指

標的「政治溫度計」般，判斷局勢與自身感受，經由種種社會心理狀態的衡量與

評估，進而影響選民的投票行為，因此這些左右選民投票決定的因素，便是所謂

的「投票取向」（鄭棟榮，2004:22）。 
 

Campbell 等人於 1954 年便提出投票行為取向的幾種形態，自 1960 年更進

一步以漏斗狀的分析架構8探詢選民投票決定過程及態度的因果關係，這些學者

研究發現最主要的幾種投票取向，分為政黨認同取向（party identification）、候

選人取向（candidate orientation）及政見或議題取向（politics & issue orientation）。

政黨認同取向是眾多研究中認為最重要的變項，意味選民以政黨認同為投票的主

要依據；候選人取向則指選民依照其對候選人的表現、成就、品德、風度等特質

與能力的評價作為主要的投票準則；而政見或議題取向則以候選人的政見及對於

選舉議題之態度為投票時的依據。西方投票取向研究中，認為這三大取向對於選

民的投票決定影響最大，而台灣政治學界的研究除了這三大取向外，更加入「關

係取向」等符合本地政治社會文化與脈絡的投票取向。如胡佛教授領導的「政治

體系與變遷研究工作室」研究小組，及政大「選舉研究中心」的研究團隊等，改

良密西根學派的理論模式加以應用於台灣的選舉環境中，因此增添許多可能影響

台灣選民投票行為的變項如私人關係取向、社會關係取向、個人取向等（徐火炎，

2001；胡佛，1998）。因此，在討論過性別差距研究中政黨認同及議題取向的面

向後，此處投票取向的焦點著重於候選人取向、關係取向、選民自主性與性別差

距之間的關係。 
 

候選人取向意味影響選民投票行為之因素，不在於候選人所屬之黨派或採取

之問題立場，而是基於選民對候選人個人特質之評價，係指選民根據心目中對候

選人具有之特質、條件與形象之認知，作為投票抉擇時的主要考量（陳義彥、黃

麗秋，1992；鄭棟榮，2004）。除了西方主要的三種投票取向外，台灣的選舉研

                                                 
8 Campbell 等人(1960:489-490)於「美國選民（American Voter）」一書中使用的「漏斗狀因果模

型」（funnel of causality）分析法，可參考胡佛（1998）頁 65 及頁 179 註釋 4，雷飛龍等（1991）

頁 4-5，或鄭棟榮（2004）頁 20 註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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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因應本地的脈絡，將關係取向納入研究範圍。關係取向意指選民的投票行為及

態度，主要受到各種「關係」的影響，這些關係包括家人親戚等初級團體的影響、

同事及其他社會團體的影響，或者政黨組織等影響。這類研究的團體、關係分類

因研究目的有些許差異，但大致上分為初級團體與次級團體的影響，或者是私人

關係、社會關係與黨政關係等影響，總稱為「關係取向」（參考胡佛，1998）。徐

火炎（2001）則將這種種關係化繁為簡統稱「人際與社會關係」之投票取向；而

盛杏湲結合選民的人際關係與媒介行為，研究「社會系絡」與選民之投票行為（雷

飛龍，1991）。 
 
    瞭解投票取向各面向後，回到性別差距的研究來探討這些取向與性別之間的

關係。由先前的文獻回顧可以發現西方現代性別差距的論證，認為除了教育、經

濟因素的改善，政治議題及政黨認同取向才是造成 1980 年代後性別差距出現的

原因，比較少去探討候選人或其他人際關係取向的層面。這些現代性別差距的研

究途徑與結果，不同於西方傳統視性別為單純變項的選舉研究，傳統選舉研究中

的著名學者如 Duverger、Campbell 等人認為女性是候選人取向而非議題取向，

缺乏政黨偏好以及政治知識貧乏，且政治效能感低落，而這些結果起因於教育、

宗教信仰、社會化等傳統婦女角色對政治參與的限制。其他早期西方研究也顯示

傳統女性多以丈夫、雙親或親戚的意見作為政治判斷的依據（趙湘瓊，1995）。

這些傳統西方的研究結果與台灣先前選舉研究的結果雷同，游盈隆的研究發現台

灣女性的投票行為是家庭關係取向或候選人取向（趙湘瓊，1995）；黃秀端（1996）

的研究更發現即便女性教育水平有所提升，其政治知識依舊不如男性。在台灣關

係取向的研究中，認為以關係取向作為投票抉擇之依據或動機的選民，比較具從

眾、順服性質，而研究結果認為這類選民的社會地位與教育程度較低，缺乏政治

興趣與偏好，較易受家族或他人左右，而早期的選舉研究中，這類選民多半是教

育程度較低的女性（游盈隆，1982；胡佛，1998）。此外，翁秀琪及孫秀蕙（1995）

由性別政治的角度出發結合此類關係研究，以「投票自主性」的面向探討性別與

投票主體性之關連，發現「男性選民由本人決定投票給誰；女性選民由他人決定

投票給誰」的現象依舊存在於台灣社會，認為台灣女性選民在投票抉擇上的自主

性仍然不足，而最重要的影響因素便是教育程度。從台灣與西方傳統選舉研究，

以及西方現代性別差距研究的對照中可以察覺到，西方由傳統選舉研究到現代性

別差距研究中女性角色與力量的變化，以及台灣與西方影響選舉結果之變項和投

票取向上的異同。 
 
除此之外，媒體與投票行為及性別差距的關係十分緊密，由西方性別差距浮

現的歷史脈絡中便得以瞭解媒體在其中扮演的角色9，除了現代民調的出現與媒

體報導之結合，可以將大眾的意見透過報導傳遞給候選人及選民，更有許多研究

認為媒體對此議題的形塑(framing)以及大量報導，使得性別差距成為美國選戰中

                                                 
9 參考第一章性別差距浮現之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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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議題，迫使各陣營必須針對這種現象提出各樣的競選策略，也影響了男女

選民的政治認知與態度，轉而成為性別差距現象不斷出現的主因，有些學者如

Frankovic, Mansbridge, Poole 與 Zeigler 等甚至認為性別差距現象為一媒體事件

（Borquez, Goldenberg & Kahn, 1988）。除了性別差距的研究外，大量政治傳播的

研究與理論如賽馬式新聞報導、議題設定等也證明了媒體對於政治的影響力10。

由投票取向的層面也可看出這些取向與媒體傳播間的緊密關係，如候選人及政黨

在媒體上的形象，以及透過大眾媒體傳遞出的政績，都可能影響選民腦海中的認

知與態度；在議題取向上，若議題得以經由媒體大量報導曝光形成顯著議題，選

民便可能接收到更多相關資訊，印象更為深刻。而媒體具有篩選等守門作用，以

及賦予或突顯政黨、政治人物及政治議題之意識型態與正負評價之影響力，其所

選定與排除的議題與關注的焦點，不但影響政治人物與政黨設定、執行政策或選

戰時的策略，更因此影響選民的政治態度與觀感。因此可以瞭解大眾媒介對於現

代政治與社會之影響，會隨著媒介的普及率以及各式媒介型態的出現愈來愈重

要。而台灣的選舉研究中也有學者由大眾媒介暴露程度或不同媒介之使用等角度

出發，發現媒介與投票行為或政治參與間的關係。翁秀琪與孫秀蕙（1995）的研

究將看電視新聞與閱讀報紙的頻次，以及收看新聞與閱報的注意程度等四個變項

相加成為「大眾媒介使用行為」指標，發現男女選民使用大眾媒體的情形確實存

有明顯的差異，而男性使用大眾媒介瞭解選情的情況較為頻繁。彭芸（2000）的

研究顯示，在大眾媒介選舉新聞的使用與選舉參與的關聯上，報紙、電視選舉新

聞的曝露與使用無法明顯預測選舉參與，但是收看電視叩應及電視政見會卻能明

顯預測選舉參與，這些研究結果與其參考之國外文獻結果相符。孫秀蕙（1996）

的研究也發現媒體使用程度與政治知識獲得有正面關聯，而使用不同類型的媒體

也會影響選民的投票取向。 
 
然則，因為國內研究方向的差異，以及使用次級資料分析等研究方法之限

制，不易進一步深入探討何種媒介傳播型態對於台灣民眾投票抉擇時產生的影響

力最顯著，也不能清楚解釋選民何種收視狀況才會影響投票行為或政治態度與認

知，更無法說明男女選民在媒介訊息接收上之差異。本文欲探討過去三次總統大

選之跨時性情況，必須使用次級資料分析，因此也受限於不同研究目的之選舉研

究資料中既定問卷題目之設計，無法於本研究中解決上述較為細緻之性別、傳播

行為與投票抉擇的關係，故只能先由瞭解台灣性別差距之現象出發，待往後有機

會再進一步分析這三者間微妙相依之互動關係。 
 
 
 
 

                                                 
10 相關傳播理論可參考翁秀琪（1992），《大眾傳播理論與實證》。台北：三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