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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結論 

 

第一節、研究意義 

 
1996 年是台灣人民首度擁有直接選舉總統權的開端，至今共舉辦過三場總

統直選，因此本研究從 1996 年、2000 年以及 2004 年三次的總統選舉中，觀察

不同性別的選民，如何行使其投票抉擇、表達自身的政治意見與態度，並試圖尋

找男女選民在影響其政治抉擇各層面上可能存在之差異。「政治是管理眾人的

事」，但管理者是否真的聆聽到「眾人」的聲音，而「眾人」中男性與女性的政

治意見是否又那麼一致毫無差異。由西方的性別差距現象與相關研究中，可以發

現男性與女性無論在政黨認同、議題立場與偏好上，都存有性別差距。雖然這樣

的性別差距又因各國文化背景或體制的差異，而有傳統性別差距以及現代性別差

距之分野，然而男女在政治意見與態度上確有差距的現象，因為這些研究與投票

結果，一一的顯露出來、產生影響力。台灣在政治意見上的性別差距研究，多著

重於政治菁英層面，研究女性政治人物之角色扮演或心中的想法，而對於一般大

眾於政治態度上性別差距的觀察就比較稀少。而在過去因為體制形態與政治參與

行為的原因，重視一般大眾政治行為的性別差距研究，也多關注於「投票與否」

和「去投票之因素」等政治參與層面，較少擴及「投給誰」與「投給哪一黨」等

更積極之政治參與的差距。當然這與早期女性在投票參與的比例上的確遠低於男

性之現象相關，也與當時政黨政治尚未完全形成等背景因素有極大的關係，因此

在不同背景與時期的研究，其目的與方向就有所差異。 
 
　  本研究進行的當時，台灣已歷經三次總統直接民選時期，而台灣政黨政治之

興起、分裂與重組，在 1996 年至 2004 年這段時間也有顯著的變化，包括國民黨

的分裂、民進黨的崛起與執政、親民黨、台聯等黨派的出現，這樣的時空背景提

供本研究觀察總統選舉中黨派屬性性別差距現象浮現與否，以及各投票取向中性

別差距比較之可能。雖然與西方長時期的總統選舉研究與性別研究相較，仍有很

長的路需前行，也有很多方向值得進一步細究，但本研究最主要的意義是希望做

為台灣相關性別差距研究之出發點，讓後續相關的研究得瞭解台灣最初三次總統

選舉中的性別差距現象，以本研究之發現為基礎，由這些面向出發更細緻準確的

探討性別差距之所在與可能性。 
 
    本研究之焦點並非進行單一總統選舉的探討，而是鎖定時距長達八年之三次

總統選舉中性別差距現象之比較與分析，以期發現現象於何時浮現，又有什麼轉

變，促使性別差距產生的因素是否有所不同，又是否一致。研究發現男女在三次

總統選舉的投票抉擇上都有差距，但以性別差距公式計算，真正的政黨屬性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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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於 2004 年的總統選舉中才浮現出。雖然政黨屬性之性別差距於 2004 年才較

為明顯，因此無法普遍化推論至日後的選舉，但這種現象的浮現，已經非常不同

於往昔對於台灣女性政治態度之性別研究的發現。再者，政黨屬性性別差距現象

的浮現，更值得未來繼續觀察此種現象是否會延續下去，其發展是否如同西方性

別差距研究者所言，因為不同的政治結構與體制成熟度，而使得各國之性別差距

有了傳統與現代之性別差距的分期。2004 年發現的投票行為中性別差距現象，

有沒有可能如西方已開發國家「性別重組」趨勢，是台灣由傳統的性別差距時期

（女性政治參與低落、女性在政治上較男性保守等）轉向現代性別差距時期的開

端？亦或仍符合傳統研究中所言，女性較支持既有政權與在位者（incumbency），

所以女性在 2000 年時支持 1996 年當選之政黨候選人，而 2004 年則支持自 2000
年就任之在位元首？再者，因為 2004 年投票前夕發生「319 槍擊案」，陳水扁總

統在投票前遭受槍擊，是否激發選民的同情心，特別是女性選民？而陳水扁總統

營造出愛家愛老婆的候選人形象，是否也是吸引女性選民的關鍵因素？這些特定

選舉脈絡以及候選人形象等因素都值得進一步深究。本研究雖未能斷言推論，但

在發現這八年間政黨屬性性別差距之現象從無至有的轉變上，確實能供未來研究

參考。 
 
    兩性在個人社經背景如教育程度、職業有無、收入等面向上，一直存有顯著

的性別差距，女性在個人社經背景的條件上與男性還是有落差，而這些變項或多

或少能顯示個人在社會上的社經地位與反應男女性在社會化過程中存有的差異。 

與早期性別的研究相較，十多年後的今天男女在教育程度及個人收入上仍有顯著

的差異，但慶幸的是，「教育程度」中男女差距最為顯著的「低教育程度」（即小

學以下）類目，女性由 1996 年 40.6%的高比例降至 2004 年 27.5%，而女性在中

高教育程度以及高教育程度的比例都有顯著增長，例如在大專以上的「高教育程

度」中，女性由 1996 年 20.4%的比例增至 2004 年 29.8%，與同等教育程度男性

的比例差距由 7.6%降至 2.6%。因此，低教育程度上顯著的性別差距應該存在於

九年國民義務教育推行之前、年紀較長的選民間，若不計這個選項則其餘教育程

度中的性別差距已經大幅縮減或不存在。而「職業有無」的變化上，仍然可以發

現傳統社會化過程中「男主外，女主內」的現象，九成以上的男性都擁有職業，

女性有職業的比例雖然也都有五成，到了 2004 年更多達六成以上，但相較於男

性擁有職業的比例仍有明顯差距。而在最代表個人社會上經濟地位與條件的「個

人月收入」上，因為所使用問卷題目設計的差異，只能看出 2000 年女性在個人

月收入的比例顯著的低於男性，無法進行歷時性的比較。女性個人月收入低於男

性的原因，可能與男女擁有職業與否的顯著差距相關，也可能女性從事的行業類

別不同於男性，當然也可能如其他性別研究所言，女性在就業領域的等級不如男

性，或即使等級相同但薪水仍有差異，只是本研究的結果只能看出收入上性別差

距的現象，無法推論產生這種差距現象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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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美的性別差距研究顯示，政黨認同、議題立場與偏好是造成政黨屬性上性

別差距出現的主要原因，女性在教育程度、社經地位上逐漸與男性相同後，政治

態度由保守轉趨自由主義，也因為與民主黨或工黨等黨派所提出的議題、政策立

場或偏好較一致，轉而支持這些政黨。而本研究除了探討政黨認同與議題立場、

偏好等因素外，更加入了候選人以及關係取向等中介變項，由更多面向來觀察台

灣選舉中男女在投票行為上的差異，以符合本地選舉之文化與脈絡。而分析的結

果發現，「政黨認同」的變項上的確會影響台灣選民的投票抉擇，但是在政黨認

同的變項中，只有 1996 年存有性別差距，其餘年度性別與政黨認同之間都沒有

相關性，由此得知與西方研究不同，政黨認同並非造成台灣性別差距現象的主要

原因。在「議題取向」的分析上，發現在「議題立場」以及「議題偏好」上，都

存有性別差距現象，與西方的性別研究結果相近。不同的是，英美等國對於「議

題」的概念與台灣本地選舉中的「議題」有所差距。以美國為例，其選舉中的主

要議題著重於政府的公共政策，保守黨及自由黨在國防、外交、社會福利、墮胎、

槍械持有、經濟政策上都各有立場，不但選舉的焦點在於這些政策立場的辯論，

而選民也會因為對於這些議題的不同立場，選擇支持的黨派。而台灣選舉中的「顯

要議題」並非公共政策上的論辯與政策立場上抉擇，而是在「統獨」以及「族群」

立場上的對峙。胡佛（1998）認為這是政治體系間的結構性差異，因為美國民主

政治體系已相當穩固，因此只重視政治體系內的決策與執行功能，並沒有拓展到

體系本身的規範結構，以及對於政治體系本身認同的關係。台灣因為歷經權威性

政治體系轉至民主政治體系的過程，對於政治體系結構的本身、以及政治體系的

認同仍未穩定或有爭議，因此促使候選人關注不同的議題焦點，而選民也有不同

於國外的投票動機與取向。這樣的解釋可以得知台灣選舉中為何與英美公共政策

之辯論相異，特別重視「統獨」與「族群認同」議題，話雖如此，台灣選舉中公

共政策論辯之缺乏也是值得重視的，畢竟欲邁向穩定的民主體系，這些體系內公

共政策之探討仍有其重要性。況且，就本研究針對選民議題重要性與偏好的調查

發現，選民真正關切的仍然是切身相關的政策議題，如社會治安、經濟發展等。

對於「統獨」與「族群」議題的過度爭執，不但找不出化解爭議的方式，也排擠

其他公共政策論辯與探討的空間。而且本研究也發現，無論族群的認同為何，多

數的選民，特別是女性選民，最希望兩岸關係維持現狀不要有所變動，而女性也

不太願意表達統獨議題上的立場，一方面可能是女性特別希望政治體系處於穩定

平和的狀態，另一方面也可能女性更重視其他的議題。 
 
    在「候選人取向」的討論中，也存在明顯的性別差距，以 1996 年來看，女

性回答「不知道」的比例遠高於男性，而且男性對於當時具壓倒性支持度的國民

黨李登輝的評價，幾乎都遠高於女性。女性支持李登輝的比例與男性差不多，但

對於李登輝的評價卻沒有男性來的高，或許是女性有其他的投票考量，也可能符

合研究中女性較不願意表達自身意見與想法的觀點。而女性對於其他候選人的評

價比較可能影響其投票行為，以在候選人「清廉度」與「親切度」面向上獲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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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的陳履安而言，控制這些變項後，性別仍會影響投票行為。雖然多數的男女選

民仍投給李登輝，但在認為陳履安較親切與清廉的人當中，女性投給陳履安的比

例遠高於男性。由此可知，女性可能會因為候選人的清新形象影響其投票抉擇，

因此清新的候選人形象對於女性的影響較大，而男性則認為自己所支持的候選人

在每個面向的評價都比較好，對於候選人的整體評價高於女性。而 2004 年候選

人面向的分析上，可以發現民進黨陳水扁整體的評分略高於國民黨連戰，而男性

認為陳水扁在清廉度以及瞭解民眾需要的評價上高於女性，而女性則比男性認為

連戰有魄力與親和力，這些結果或許因為男女對於評價候選人的標準不同所致，

若整體選民對於某位候選人的某項評價高於其他候選人具有共識，例如 1996 年

陳履安的親和與清廉，2004 陳水扁清廉與瞭解需求，則這些共識反而不見得會

影響投票抉擇，其他如政黨認同的因素反而會左右選民的投票抉擇。 
 
    投票取向中的「關係取向」是台灣投票行為研究中特殊之處，本地選舉受到

傳統文化的影響，特別重視「關係」，而人際往來的關係也會影響選民之投票行

為。經由本研究的分析發現，女性在政治抉擇的過程中，特別重視「私人關係」

的政治意見，而男性則明顯的重視「社會關係」與「政黨關係」。在「投票自主

性」的探討中也發現性別差距，這樣的性別差距並沒有因為女性選民在高教育程

度與有職業的比例上增長而有所縮減，性別的差異仍影響選民的投票抉擇，不過

「自己決定」投票抉擇的女性卻佔大多數。早期的性別研究認為女性因為教育程

度低，所以沒有獨立性凡事依附於男性，然而本研究不僅由「自己決定」投票抉

擇的角度觀察投票自主性，更去瞭解男女在「關係取向」上的差距。因為一來缺

乏關於投票自主性的獨立問卷題目，二來這樣的探討僅只於影響政治評斷之人際

關係層面，因此只能確定男女在政治決定過程中「關係取向」上的差異，以及男

女在決定過程中是否參考他人之意見的差距，無法更進一步的推論原因與真正的

差距。而男性與女性重視「社會、政黨關係」或是「私人關係」的差距中，也不

帶有優劣高下之評比，這些可能與男女的人際交往與人際話題息息相關。一來可

能有職業的男性比例較高，因此與外在社會關係的接觸比較密集，而女性與家

人、親友間的關係比較緊密所致，也可能因為男女在其人際關係所談論之議題興

趣不同，男性與其人際關係往來間的話題說不定較集中於政治面向之討論，而女

性則較少與其他關係的人討論這樣的話題，而在較緊密的家人親友間才比較會討

論到政治性的議題。但這些都是研究提出的可能性，實際情況仍須往後更深入的

探討才能推論。 
 
    在性別、媒介使用與投票抉擇的討論中，發現「媒介使用的頻次」上的確有

性別差距，男性比女性更注意新聞媒介的內容，也花更多的時間閱讀與觀看，這

樣的發現與十年前翁秀琪與孫秀蕙（1995）的研究結果一樣，可以瞭解台灣的男

性對於政治與新聞媒介的使用與關注的確一直高於女性。而與政治相關的報導、

新聞或政論性節目之收視頻率，也確實會影響選民的投票抉擇，加上大部分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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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頻率的高低控制後，性別與投票抉擇間就不相關，因此選民的媒介使用頻次也

是重要的中介變項，會影響選民的投票抉擇。2004 年「關係取向」的調查中，

在影響選民投票抉擇最主要因素的變項中，新增了「媒介新聞」此項，而分析結

果也發現這個變項僅次於「自己決定不受影響」，因此得知到了 2004 年，大多數

的民眾都認為這些新聞媒介對其投票抉擇的影響力很強大。因此，未來的研究可

以更深入關注男女收視頻次與投票行為之間的影響性，不僅僅探討男女在媒介收

視上的頻次或程度的差異對投票抉擇的影響，更可繼續瞭解男女對於哪些類型節

目之偏好會影響其投票行為，或者男女在對於政治報導的接收上，是否有認知上

的差距，而這樣的性別差距又是否會影響其投票行為，如此方能更細緻瞭解新聞

媒介與男女在政治議題和政治詮釋、立場上差距間的關係，以及這樣的關係是否

真的能超越傳統民意調查中的其他變項，影響選民的投票行為。 
 

第二節、研究限制與建議 

本研究的問題意識源於對美國性別差距發展歷程的觀察，以及西方已發展國家所

經歷之性別分解與重組的過程，希望藉此觀察台灣投票行為中的性別差距現象。

但若以美國個案的發展過程為例，仍須注意美國女性得到投票權的時間晚於白人

男性，且各州不一，直到 1920 才全面獲得投票權。因此，如何動員得到投票權

之後的新興女性力量，便成為美國政界與利益團體關注的焦點。而台灣的政治發

展與美國脈絡不同，男女在 1947 年憲法實施當下同時擁有投票權，當時又屬於

威權體制，因此政治人物與黨派會去動員集體力量，沒有動員特定性別之區分。

雖然美國女性的集體力量在 1920 年獲得投票權的初期受到重視，但因為沒有實

際的影響力，所以政治人物與政黨在 1920 年至 1980 年間並不特別重視性別的差

距，直到 1980 年代後出現明顯的差異後女性集體的力量才又獲得重視。那台灣

選舉的動員情形雖然一直都沒有性別之分，但若真的產生與發現投票行為中的性

別差距後，日後是否會受到政黨、利益團體與學界的重視，值得關注。而國與國

之間發展脈絡與體制對於投票行為中性別差距的形成與否，或形成的樣貌為何，

也值得未來研究就各國歷史脈絡進行探討。此外，除了美國個案之介紹外，

Inglehart 與 Norris（2000）等人的研究中也證明了美國的性別差距現象並非單一

個案，西方已發展國家也有相似的性別分解與再重組現象與趨勢，但是發展中國

家如台灣、南韓，或者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國家則沒有這樣的狀況。但他們的

研究是以「左翼與右翼」之政治光譜進行調查，台灣現在的政黨是否有明確之左

右翼分別？民眾是否有左右翼的政治認知都是值得商榷。Inglehart（2000）等人

的研究中，亞洲的日本被列入已發展國家，也符合其理論所探討之趨勢，實際上

是否如此？本研究較著重於西方文獻之探索，因此未來的研究應該如「比較政治」

領域般，就亞洲各國或政治發展階段、文化相近的國家進行比較，或多關注日本、

韓國或泰國等亞洲國家之相關文獻。本研究因問題焦點的關係與限制，沒有仔細

探討跨國性研究與區域研究等較細微的制度發展與文化差異，未來研究則可著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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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制與文化面的探討。 
 
本研究因為欲鎖定研究之焦點，因此在獨立變項的部分只針對「性別」變項進行

分析，未來的研究可將教育程度、省籍、居住地與大眾媒介使用等變項當作獨立

變項，進行交叉分析與比對，方能更清楚的瞭解這些變項間的關係與互動情形。

而因為研究者本身研究方法知識的限制，沒能進一步的進行多變量分析，描繪出

投票行為中性別差距的模型，建議未來的研究可以迴歸分析的方式，觀察究竟是

哪一個變項最能影響選民之投票行為。 
 
    再者，選民的投票行為取向會隨著時空的變遷而改變，因此很難僅據這些選

舉民調中選民的投票態度取向建立通則或理論。而本研究採用次級資料分析的方

式進行論證，而所使用的三次民意調查資料會因其原始調查目的之差異，有所不

同，未必完全都符合本研究所欲探討的方向與期待。例如，在選民背景的「收入」

變項中，只有 2000 年的資料詢問選民個人月收入，而其餘兩次則進行家戶總收

入之調查，而在「職業類別」的區分上，更有極大的差距，而無法進行一致的歷

時性研究。與「媒介使用」相關問題在這些並非以傳播效果探討為主的政治領域

調查中，題目稀少且簡化媒介之效果，因此無法在傳播的面向進行更細緻的探

討。此外，在「投票取向」面向，由於這些問卷並非完全以投票取向為探究之目

的，因此無法真正發現男女在投票取向上究竟是偏於四大取向中的哪一種取向，

只能得知在這些取向間幾乎都存有性別差距，而這些取向也是影響投票抉擇之重

要中介變項。在議題的探討上，由於台灣特殊的顯著性議題，以及傳統民意調查

之問卷設計，幾乎都只著墨於統獨與族群議題，無法進行其他議題衡量之比較。 
 
    除了次級資料使用造成的限制，更重要的限制在於性別研究並非傳統政治領

域及投票行為的焦點，即便西方在投票行為的性別差距中已累積許多經驗與資

訊，但在台灣投票行為的研究目的與問卷設計上，至今仍只視性別為無關痛癢的

個人背景變項之一，因此無論是問卷設計參考之理論、背景，抑或設計出的題目、

問卷用語，都忽略了性別理解之間的差異，因此很難真正的藉由不具性別意識的

問卷來發現男女選民政治態度上的真正差距。如候選人形象的調查中，若分析與

女性重視特質等相關文獻後，以及由本研究發現女性投票過程特別重視「家庭」

關係等，可以加上「家庭」形象等類目，不只是候選人陽剛的權威、領導力等特

質，候選人「顧家愛妻/夫」的形象或許更受到女性選民的重視。而在議題偏好

與立場的問卷設計，也應增加對於其他議題如教育、社福等面向的探討，不只侷

限在統獨與兩岸關係上。而在研究「媒介收視」與投票行為的關係上，在確定這

十多年來男女收視頻次確實有差異後，接下來也可針對媒介內容與呈現形態進行

男女偏好與認知等質化與量化的調查和討論。研究者若欲使用過往次級資料進行

回顧或歷時性的探討，往往獲得不斷重複的性別差距答案，即便社經地位的改

善，卻不見得能預測到實質態度上的轉變，難道這些經由許多理論與研究發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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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在台灣卻無法得到相同之驗證，是因為時候未到、文化脈絡的差異，抑或

從來不曾改變問卷設計之方式所致，這也是台灣性別差距研究以及本研究之研究

者本身未來所欲努力的方向。由西方的性別差距現象與研究，可以發現不同的意

見與聲音需要經由各式方法傳遞出來，政治人物及大眾才有機會聽見與發現，也

才可能產生力量。聆聽來自不同性別或其他團體的聲音，瞭解多元的需求不只是

性別的問題與議題，更是民主政治與政體的價值所在。而不只是不同的訊息與需

求應該被瞭解，更重要的是該藉由怎樣的方式，才能真正的察覺出這些差距、需

求之所在，有時不見得真的沒有差距，而是沒有找到對的方式發覺這些差距，因

此本研究只是一個開端，在性別差距的研究上仍有很長的路需要相關研究者的投

入與努力。由西方的例子來看，唯有確定顯著的差距以及左右選舉的能力，政治

人物才會開始在乎、注意與投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