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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研究方法 

 

第一節、研究架構與研究假設 

 
經由第二章的文獻回顧，本文的理論架構主要採用選舉研究中四種投票取向

之分類，以探討男女在投票決定中的行為差異。選民的投票取向會受到個人與社

會環境等因素的影響，包括選民之文化背景、經濟及社會背景以及心理特徵等。

文化背景主要包括了選民之政治與社會的信念體系，經濟背景主要指選民生長之

環境、職業性質及收入；重要的心理特徵則是選民之年齡、教育程度、省籍等變

項；而傳播媒介也是重要的選舉信息傳遞管道，使民眾接受到各樣政治資訊或候

選人形象，這些背景變項都可能會影響選民之投票行為（胡佛，1998：71）。由

國內外的性別差距的文獻探討中也得悉，選民社會地位（職業、收入）與教育程

度的提升，是西方政黨認同與議題性別差距形成之主因，亦是台灣政治知識及關

係取向性別差距消弭之因素，這類背景變項之重要性不言可喻，而與年齡相關的

世代之性別差距也是西方研究發現之現象。因此，本研究將年齡、教育程度、職

業、省籍、黨籍、地區、婚姻狀態以及大眾媒介使用經驗等納入個人背景變項中。

根據上述之討論，本文之研究架構圖如下： 
 

圖 3-1  本文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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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文獻回顧以及理論研究架構，將於第一章提出之四大研究問題進一步細分為

幾個部分來討論： 
 
壹、政黨屬性中的性別差距 

一、政黨屬性中的性別差距現象： 
1. 探討這三次大選中男女在政黨屬性上的變化。 
2. 探討性別與政黨屬性的關係，即男女在政黨屬性上是否有差異。 

二、政黨認同取向與性別差距： 
3. 政黨認同變項是否影響投票結果。 
4. 政黨認同變項中是否存有性別差異。 

 
貳、人口背景變項與投票抉擇 

一、個人社經背景對投票結果的影響： 
1. 除了性別變項外，還有哪些變項會影響投票行為，如教育程度、個人背景、

社經地位、媒介使用程度等。 
二、兩性在個人社經背景上之差異與變遷： 

2. 探討性別在個人社經等變項間的關係。 
3. 探討性別內部（Intra-gender）是否存在政黨屬性上的差異。 

 
參、投票取向與性別差距 

一、政黨認同取向： 
1. 延續壹之二的部分，控制了政黨認同變項後，性別與投票行為間的關係。 

二、議題偏好投票取向： 
2. 探討性別與議題立場的關係，即男女對重要議題如兩岸關係統獨議題、族

群議題的看法是否有差異；若有差異，此差異是否會影響投票行為。 
3. 探討性別與議題衡量之間的關係，即男女對議題的偏好排序是否有差異。

其次，若有差異，是在哪些議題上有差異。再者，若有不同的偏好，是否

會影響其投票行為。 
三、候選人投票取向： 

4. 探討性別與候選人取向間的關係，即男女在候選人取向上是否有差異。 
四、關係投票取向： 

5. 探討性別與關係取向間的關係，即男女在關係取向上是否有差異。 
6. 性別與投票自主性的關係，即男女在投票的過程是否受到他人的影響，而

這種影響是否有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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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資料來源與研究對象 

    
本文針對台灣選民之性別與選民於總統選舉中投票行為之間的關係，進行

1996、2000 與 2004 年三次民選總統調查之跨年度比較分析，所使用的研究方法

為次級調查資料分析法(Secondary Analysis)。因考量問卷內容之設計、選用之分

析樣本及調查過程方式等資料處理的一致性，本研究所使用之三份實證資料，均

採用國科會委託「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11在三次總統大選期間所執行之調查

研究，以台灣地區各縣市 20 歲以上之選民為研究母體進行抽樣，有效樣本數均

在 1100 以上至 2328 份間，在 95%信賴度下，抽樣誤差為正負 2.5-3%間。原始

資料來源如下： 
 
表 3-1  本研究使用研究計畫原始資料一覽表 
 
訪問主題 

 
訪查時間 

 
委託單位

 
研究人員

 
有效樣本 

 
資料序號 

 

總統選舉選民投票行

為之科 際整合研究 

 
1995/08-1996/07

 
國科會 

 
謝復生 

 
1396 

 

 
EA9697Q112

 

 

跨世紀總統選舉中選

民投票行為科際整合

研究 

 
1999/08-2000/07

 
國科會 

 
陳義彥 

 
1181 

 
EA0097Q1 

2002 年至 2004 年『選

舉與民主化調查』三

年期研究規劃(III)：民

國九十三年總統大選

民調案 

 
2003/12-2005/05

 
國科會 

 
黃秀端 

 
 232813 

 
TEDS2004P 

 
 
 
                                                 
11第三筆「2004 年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研究（簡稱 TEDS2004）」資料由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

心釋出，由東吳大學政治學系暨研究所、國立中正大學民意調查研究中心及國立台灣大學政治學

系暨研究所等單位共同執行。 
12第一筆「總統選舉選民投票行為之科技整合研究」，分別採用電話訪問、固定樣本連續訪問及

親身面訪法。由選舉前至選舉後共執行過四次訪問（EA9697Q1 及 EA9697T1-T4），本文採用問

卷內容最為詳盡之 EA9697Q1 問卷調查。 
13 *訪問樣本數及執行期間：獨立主要問卷 1823 份，執行期間為六月下旬至九月下旬；追蹤主

要問卷 505 份，執行期間為六月下旬至十月上旬；獨立再測問卷 365 份，執行期間為九月上旬

至十月上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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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變項設計 

 
為觀察及解決本文於第二章所提出之研究問題，需建立與研究問題相關之變

項及變項下的類目以進行分析討論。這些變項及類目將依照研究架構圖所劃分之

自變項、中介變項及依變項三部分來討論。 
 

在「個人背景變項」的部分，本研究討論核心之「性別」變項及其類目相當

單純，即男性與女性兩類。除了性別變項之外，其他可能會影響投票行為之個人

背景因素包括本身條件（年齡、省籍、婚姻狀況、居住地）、社會和經濟地位（教

育程度、職業、收入）及大眾媒介使用三類。這幾類的變項在這些問卷調查中所

包含的類目分為： 
 
一、本身條件— 
年齡：以出生年換算成歲數，重編為(1) 20-29 歲，(2) 30-39 歲，(3) 40-49 歲，(4) 

50-59 歲，(5) 60 歲以上，共五組。 
省籍：依照受訪者父親的籍貫，區分為(1)本省閩南人，(2)本省客家人，(3)大陸

各縣市，共三組14。 
婚姻狀況：區分為(1) 已婚，(2) 未婚，(3) 其他（包含喪偶、分居及離婚）狀態。 
居住地：區分為 (1) 大台北地區，(2) 北部，(3) 中部，(4) 南部，共四區域。15 
 
二、社會和經濟地位— 
教育程度：將教育程度分為 (1)小學及以下，(2) 初中、初職、國中，(3) 高中、

高職，(4) 專科、大學及研究所16。 
職業：重編為(1)有職業，(2) 無職業（包括家管、無業及學生17）。 
收入：重編為低收入（0-3 萬）、中度收入（3-5 萬）、中高收入（5-10 萬）及高

收入（10 萬及以上）三項18。 
 
三、大眾媒介使用— 
1996 年： 

                                                 
14 因三份問卷中籍貫為原住民之受訪者樣本稀少，所佔比例分別為 0.2, 0.3, 2.0，略而不論。 
15 依照三份問卷原先之分類規劃為大台北、北部地區、中部地區及南部地區四區域，其中「宜

花東」因受訪者比例較少，皆不超過 4.3，因此歸入北部地區。北部地區：台北市、台北縣、基

隆市、新竹市、新竹縣、桃園縣、苗栗縣、宜蘭縣、花蓮縣、花蓮市、台東縣、台東市。中部地

區：台中市、台中縣、彰化縣、南投縣。南部地區：高雄市、高雄縣、雲林縣、台南市、台南縣、

嘉義市、嘉義縣、屏東縣及外島。 
16 2004 年問卷類目新增肄業與畢業之別，為求一致性，肄業之受訪者仍歸入其肄業之學歷範圍。 
17 2000 年以問卷中職業八分類分析結果為主；2004 年之無職業者不包含比例稍多之退休者。 
18 2004 年問卷「收入」並非以整數值區分，將 25,001~36,000 元併入低收入範圍，將 36,001~53,000
元併入本研究中低收入範圍，53,001~100,000 元列為中高收入範圍，其餘則不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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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使用頻率：1.看電視新聞的頻次（進行卡方分析時重編為(1)低收視率，(2)
中收視率，(3)高收視率；進行 T 檢定則建立指標分數。）2.看報紙的頻次

（進行卡方分析時重編為(1)低閱報率，(2)中閱報率，(3)高閱報率；進行 T
檢定則建立指標分數）19。 

媒介使用時的注意程度：1.看電視新聞的注意程度（進行卡方分析時重編為(1)
低注意度，(2)中注意度，(3)高注意度；進行 T 檢定則建立指標分數）2.看
報紙的注意程度（進行卡方分析時重編為(1)低注意度，(2)中注意度，(3)高
注意度；進行 T 檢定則建立指標分數）20。 

 
2000 年： 
選民民意調查報導的媒介使用情況：1.選民對民意調查報導的收視情況（進行卡

方分析時重編為(1)低度，(2)中度，(3)高度；進行 T 檢定則建立指標分數），

以及 2.選民對民意調查的信任度（進行卡方分析時重編為(1)低度，(2)中度，

(3)高度；進行 T 檢定則建立指標分數）21。 
 
2004 年： 
媒介的使用頻次：包括 1.電視新聞收視頻次（進行卡方分析時重編為(1)低度，(2)

中度，(3)高度；進行 T 檢定則建立指標分數），2.報紙選舉相關新聞的閱讀

頻次（進行卡方分析時重編為(1)低度，(2)中度，(3)高度；進行 T 檢定則建

立指標分數），以及 3.收視政論性節目的收視頻次（進行卡方分析時重編為

(1)低度，(2)中度，(3)高度；進行 T 檢定則建立指標分數）22。研究者認為

政論性節目的收視狀態，或許會比其他類型節目更能影響選民在政治方面的

抉擇，然此類目只有在 2004 年的總統選舉調查中出現，前兩次選舉之問卷

調查中尚未提及，但因其重要性，雖無法進行歷年之比較，仍故嘗試探討收

視政論性節目對投票抉擇之影響。 
 

本研究將影響選民投票行為之「中介變項」中的「投票取向」分為政黨認同

取向、議題取向、候選人取向及關係取向四大類，並將這三份問卷所設計之調查

類目整理至四大取向中，所包含的類目如下： 

                                                 
19 重編 1996 年電視收視頻次為低收視率(每週收視 2 天以下)、中收視率(每週收視 3-4 天)、高收

視率(每週收視 5 天以上)。重編報紙上選舉新聞收視頻次為低閱報率(每天閱讀 30 分鐘以下)、中

閱報率(每天閱讀 31 分鐘至 1.5 小時)、高閱報率(每天閱讀超過 1.5 小時)。 
20 重編 1996 年電視新聞注意程度為低注意度(完全不注意、不太注意)、中注意度(看情形、有點

注意)、高注意度(非常注意)。重編報紙注意程度為低注意度(完全不注意、不太注意、沒訂報紙)、
中注意度(看情形、有點注意)、高注意度(非常注意)。 
21 重編 2000 年民意報導收視情況為低度(偶爾看、很少看、不太看、不關心)、中度(經常看)、高

度(一定會看)。重編民意調查信任度為低度(非常不信任、不太信任)、中度(有點信任)、高度(非
常信任)。 
22 重編 2004 年三項媒介收視頻次為低度收視(每天 30 分鐘以下)、中度收視(30 分鐘到 1.5 小時)、
高度收視(1.5 小時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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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黨認同取向— 
是否有支持的政黨，及支持程度(包含非常支持、普通支持及不支持)；或者是否

有偏好之政黨，及偏好的程度。 
 
2. 議題取向— 
議題取向的部分包括議題立場及議題偏好兩部分。 
在議題立場方面，顯示對於該議題支持與否，將針對兩岸關係上之統獨立場（進

行卡方分析時重編為(1)統一，(2)獨立，(3)維持現狀，(4)拒答或不知道23）、族群

議題進行探討。 
 
議題偏好的部分則是探討選民認為最優先的議題為何，包括經濟發展、族群和

諧、社會治安與兩岸關係等議題的排序。 
 
3. 候選人取向— 
共包括五項指標，由選民認為候選人是否親切、具領導力、清廉、瞭解民眾需求、

值得信任等面向探討選民對候選人形象的看法。 
 
4. 關係取向— 
包括投票自主性以及關係取向的面向兩部分，投票自主性即為投票的決定是否受

到他人的影響。而關係取向之面向則是選民之投票決定受到哪些關係的影響，這

些關係包括「私人關係取向」：家人或親戚、朋友或同學、師長或長輩等私人的

關係會影響投票決定；「社會關係取向」：所服務機關同事、所參與團體會友、同

鄉同宗、鄰里長等會影響投票決定；「政黨關係取向」：選民之投票決定受到黨團

組織、同黨黨員助選員、派系、候選人等24。 
 

「依變項」投票抉擇方面，美國因為長期以來皆是穩定的兩大黨競爭模式，因

此較易觀察出黨派選擇中的性別差距以及歷年來兩大黨性別差距消長之變化。自

從 1996 年開放民選總統之後，台灣早期威權時代國民黨一黨獨大之情況漸不復

存，選舉情況及政黨運作形態也有所改變，1996 年、2000 年及 2004 年三次總統

選舉因為時空脈絡的轉變，每次參與選舉之總統候選人及政黨數量都有所差異，

歷年正副總統參選人及其得票數、得票率25表列如下： 

                                                 
23 將問卷中「統獨立場變項」重編為統一(盡快統一、維持現狀再統一)，獨立(盡快獨立、維持

現狀再獨立)，維持現狀(永遠維持現狀、維持現狀以後再說、現在已經是獨立)，拒答或不知道(拒
答、很難說、無意見、不知道)。 
24 1996 年「關係取向」重編為私人關係(家人、朋友、親戚)、社會關係(同事、鄰里長、社團)、
政黨關係(黨部、助選員、候選人、派系)以及自己決定(沒有關係、自己決定)。2000 年重編為私

人關係(家人、朋友、親戚)、社會關係(同事、鄰里長、社團、宗教團體)、政黨關係(黨部、候選

人陣營、助選員、候選人、派系)、自己決定。2004 年重編為私人關係(家人親戚鄰居)、社會關

係(朋友同事、社會團體或地方派系)、政黨關係(政黨或候選人的助選員)、自己決定(都沒有影響)。 
25 資料來源為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本文依照得票數及得票率重新排序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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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1996 年正副總統參選人及其得票數率  
年度 代表政黨 正副總統候選人 得票數 得票率 

1996 年 國民黨 李登輝、連  戰 5813699 54% 
 民進黨 彭明敏、謝長廷 2274586 21.13%
 新  黨 林洋港、郝柏村 1603790 14.9% 
 無黨籍 陳履安、王清峰 1074044 9.98% 
 

表 3-3  2000 年正副總統參選人及其得票數率 

年度 代表政黨 正副總統候選人 得票數 得票率 

2000 年 民進黨 陳水扁、呂秀蓮 4977697 39.3% 
 無黨籍 宋楚瑜、張昭雄 4664972 36.84%
 國民黨 連  戰、蕭萬長 2925513 23.1% 
 無黨籍 許信良、朱惠良 79429 0.63% 
 新黨 李  敖、馮滬祥 16782 0.13% 
 

表 3-4  2004 年正副總統參選人及其得票數率 

年度 代表政黨 正副總統候選人 得票數 得票率 

2004 年 民進黨 陳水扁、呂秀蓮 6471970 50.11%
 國民黨、親民黨 連  戰、宋楚瑜 6442452 49.89%
 

參與選舉的候選人組數除了 2004 年主要是兩大陣營競爭外，其他兩年的組

別都有四到五組，為了資料分析比較上的方便，以及不同政黨在不同選舉中的消

長，本研究將以在當時的脈絡下較具競爭力及得票數超過 20%以上之主要政黨及

候選人為研究對象，將之分為兩黨、三黨與兩黨之主要競爭情況：1996 年代表

國民黨之李登輝與代表民進黨之彭明敏；2000 年為代表國民黨之連戰、代表民

進黨之陳水扁，以及代表無黨籍的宋楚瑜（選後成立親民黨）；2004 年主要為代

表民進黨之陳水扁，以及代表國民黨之連戰。故，此部分主要測量選民投票給哪

一位候選人，而該候選人屬於何黨派。圖 3-1 為主要政黨及候選人歷年得票率之

分佈圖。 
圖 3-2  主要政黨及候選人歷年得票率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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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所採用三次總統選舉民意調查之樣本分析如表 3-5： 
 
表 3-5   三次總統民意調查選民個人背景之統計資料 

項        目 1996 年 2000 年 2004 年 

統計變數 /  分類 1396 份 1181 份 1823 份 

男 717(51.4) 606(51.3) 921(50.5)  
性  別 

女 679(48.6) 575(48.7) 902(49.4) 

20-29 歲 362(25.9) 243(20.6) 412(22.5) 

30-39 歲 383(27.4) 275(23.3) 406(22.3) 

40-49 歲 258(18.5) 291(24.6) 410(22.4) 

50-59 歲 166(11.9) 163(13.8) 264(14.2) 

 
 

年  齡 

60 歲及以上 227(16.3)) 209(17.7) 332(18.2) 

本省閩南人 1026(73.5) 881(74.6) 1309(71.8) 

本省客家人 190(13.6) 161(13.6) 217(11.9) 

 
 

籍  貫 

大陸各縣市 171(12.2) 128(10.8) 216(11.8) 

已婚 1014(72.6) 899(76.1) 1301(71.3) 

未婚 333(23.9) 218(18.5) 459(25.1) 

 
 

婚姻狀況 

其他 47(3.4) 63(5.3) 61(3.4) 

大台北地區 321(23.0) 210(17.8) 152(8.3) 

北部 278(19.9) 248(21.0) 652(35.8) 

中部 303(21.7) 205(17.4) 242(13.3) 

 
 
 

居住地26 

南部 494(35.4) 469(39.7) 591(32.3) 

 小學及以下 444(31.8) 350(29.6) 424(23.3) 

                                                 
26 如同註 15 所言，本研究所使用之民意資料中，有的資料以直轄市與縣轄市區分選民居住區域，

將大台北地區與北部地區分開調查；有的資料亦區分大高雄地區與南部地區，但並非皆如此劃

分。而本研究因地區抽樣人數數量之差距，以及概略分析區域間投票行為之相似性後，將問卷調

查中有「大高雄地區」類目之樣本數併入南部地區，但仍將大台北地區與北部地區並列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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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 223(16.0) 176(14.9) 280(15.4) 

高中 383(27.4) 342(29.0) 547(30.0) 

 
 

教育程度 
大專及以上 337(24.2) 307(26.0) 565(30.9) 

有 1028(73.6) 875(74.1) 1407(65.5)  
職業 

無 366(26.2) 306(25.9) 410(22.5) 

低收入 194(13.9) 687(58.2) 416(22.8) 

中收入 237(17.0) 228(19.3) 305(16.7) 

中高收入 326(23.3) 124(10.5) 436(21.9) 

 
 

收入27 

高收入 168(12.1) 28(2.4) 216(11.8) 

 
 
 
 
 
 
 
 
 
 
 
 
 
 
 
 
 
 
 
 
 
                                                 
27 1996 年與 2004 年調查中的「收入」意指「家戶總收入」，唯有 2000 年是針對「個人月收入」

進行調查，因此造成 2000 年中「低收入」的比例遠高於其他年度。另外，許多選民不願意回答

收入問題，故 1996 年之遺漏值達 472 位，比例為 33.8%；2000 年遺漏值為 114(9.7%)；2004 年

遺漏值為 449(2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