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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影響金錢動員效果之因素 
 

金錢轉化成選票的途徑會因候選人不同而有所差異。譬如：對一位新人而

言，他可能必須投入大多數的經費在文宣廣告以增加知名度；對一位具有派系背

景的候選人而言，傳統派系動員所需要的龐大人力財力費用，可能是他最大的負

擔；對一個民進黨的候選人而言，選舉花費幾乎集中在爭取提名時的開銷，真正

競選時根本不需要花什麼錢；對一個採行買票策略的候選人而言，買票錢則可能

耗盡他大部分的選舉預算。無論哪一類型的候選人，如何將所花的錢有效地轉化

為選票，是其選舉勝敗的重要關鍵。 

本文研究個案林哞屬於採取買票動員的候選人。對此類候選人而言，選舉活

動即是將金錢透過樁腳系統發放給選民以換取選票的過程。而買票的成敗不僅左

右著選舉勝負，許多發生於選舉前後的恩怨糾紛往往也由此產生。此外，這類競

選方式投入的成本相對較高，故候選人對於動員效果的好壞更是高度重視。從前

一章的討論中也可發現：金錢動員效果對於候選人選舉中總得票的高低有很大的

影響。因此，本章欲針對可能影響動員效果的諸多因素進行逐一討論，以瞭解這

些因素對於動員效果的影響究竟為何。 

 

 

第一節  買票模式與動員效果 

買票為台灣長期以來的選舉現象，經過大大小小的各式選舉，買票已逐漸發

展出各式各樣的手法與面貌。舉例來說：文獻曾經提到的傳統式、方塊式、博弈

式就是三種在訴求方式、執行操作以及優缺點等方面皆完全不同的買票方式。除

此之外，招待出遊、收購身份證等行徑也經常在一般選舉中聽聞。本節欲針對候

選人的買票模式進行討論，並試著分析不同買票模式對動員效果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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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錢與選舉動員 

一、候選人買票模式的選擇 

本研究個案的參選經驗中，只曾採用過傳統式買票與方塊式買票兩種買票模

式。因此本文的討論僅以此兩種模式為範疇。而首先必須先介紹的即是這兩種買

票模式的理論與運作。 

 

1.傳統式買票 

傳統式買票認為人際關係是交錯縱橫的，如果能集中一定數量的人際圈，即

可以涵蓋到足夠當選的選民數。以圖三～1 的示意圖來看，傳統式動員的運作以

候選人本身（最左邊的星星）為起始，先連繫數個候選人的親友作為第一層人際

圈；每個親友再向外牽引自己的數個親友形成第二層人際圈；第二層人際圈的成

員繼續向外延伸發展出第三層人際圈。如此層層疊疊以類似今日傳銷網絡般綿延

擴散，一直到達成預期的買票成數為止。這樣的動員方式，有以下特點：（1）

動員系統的連結完全依附在傳統的人際關係上，系統中的每一個人都有可考的

「關係」存在。（2）各層人際圈的順序只代表發展的時間早晚。越外圈的人可

能與候選人關係越疏遠，也可能只是候選人一時沒想到他。（3）點與點的連結

是沒有固定的方向性，可能是候選人向外尋求支持，也可能是親友主動前來幫

忙。（4）因為人際關係有重疊的可能，所以每個點都可能拉出不只一條的關係

線。 

 

 

★ 代表候選人 

● 代表樁腳 

一 代表關係 

★ 

 

 

 

圖三～1  傳統式買票示意圖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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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式買票的運作過程為：（1）候選人競選幹部拜訪第一層親友。（2）動

員系統逐漸向外拓展，四方的親朋好友開始向總部報票。
4（3）競選總部計算並

核對各方抄回來的名單，檢查選民資格及是否重複。（4）決定發錢的方式與數

量。（5）針對未達買票成數的地區，繼續催補名單。這樣買票運作，由於候選

人或工作人員並不需要一一拜訪所有的樁腳與選民，所以可以省下許多人力及時

間成本。但由於各親友所呈遞的選票名單為自由心證，候選人無法判斷錢給了到

底票會不會來，甚至錢會不會直接被私吞。因此，傳統買票下金錢的成本相對提

昇許多。 

值得一提的是，台灣的選舉中，選委會在選前會依法公告選舉人名單，開放

民眾檢誤身份資料。此時各候選人會藉機抄錄或設法影印取得選舉人名單，這份

名單不僅成為決定各里動員成數的參考，也是日後買票作業進行時，用以判別樁

腳回報名單的底牌。然而，據訪談對象指出：近年來在政府查察賄選政策下，候

選人難以取得候選人名冊，此增加了傳統式買票作業上的困難，也提高了候選人

的成本。 

 

2.方塊式買票 

方塊式買票屬於較為進步且講求精確的作法。此方式將選區區分為若干部

分，區分標準可能以區域為標準，也可能以職業、社團等為標準。而買票的成功

與否則決於各區塊負責人的能力與忠誠度。以圖三～2 的示意圖來解說，候選人

會將選區依鄰里等邊界切割為數十個區塊，每個區塊大小不等，可能限制在 5至

10 個鄰左右，也可能大到一個票櫃的範圍。除了地域的邊界外，候選人還可能

利用選區內的各級組織進行第二類的區塊切割。圖中每個大圈圈即代表著一個組

織區塊。這些組織區塊最常見的就是；扶輪社、獅子會、宗親會、校友會、義警

消等。方塊式的動員特點有：（1）動員系統的連結依附在人際關係、地緣因素、

組織情感等關係上。（2）買票作業循著候選人、樁腳、選民的方向，由上而下

運作。（3）每位選民（或者說每張選票）都會也只會被劃分到一個地域區塊內。

（4）組織區塊是一種疊蓋在地域區塊上的二次動員，且組織成員間也可能有所

重複。 

                                                 
4 此處「報票」不是指稱開票當天監票員回報開票結果的工作。而是指選舉期間，樁腳將其可以

幫忙買票的名單回報到總部的動作。通常樁腳回報的名單上，會填寫選民的姓名、地址、與樁腳

的關係等等。部分較嚴格的候選人，甚至會要求將電話、出生年、身份證字號等都寫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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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塊式買票的運作步驟為：（1）候選人依樁腳分佈及選舉人數多寡，劃分

地域區塊。（2）尋找各區塊內的負責樁腳，並告知範圍及應負責票數。（3）尋

求選區內各級組織的支持，以發展組織區塊。（4）如傳統式買票般，由各樁腳

回報名單，總部再核定發錢與否；或者給足一定金額，讓樁腳買齊所需票數。（5）

在未達買票成數的地區，加派樁腳進行補強。由於方塊式買票將選區作細緻的區

分，故依區塊多寡需要較多的人力安排，候選人必須具有一定數量的樁腳。在買

票作業運作時，由於安排的樁腳不見得與該區域內所有選民皆能熟識，故發放賄

款前必須先多次尋訪，探詢選民意見，所耗之時間成本相對較高。雖然方塊式買

票較為費時費力，但其優點在於細緻的工作安排，使得買票範圍較無死角。且經

由樁腳的拜訪行動，一方面可以掌握選民動態，另一方面也能控制買票數量與成

效。最重要的是，方塊式買票由地域或社團出發，不太需要非法取得選舉人名冊；

甚至許多團體的社員資料可以直接申請。此在檢調偵辦趨嚴的今日，方塊式買票

猶為可行。 

 

 

圖三～2  方塊式買票示意圖 

● 代表樁腳 

一 代表關係的連結 

□ 代表地域的區塊劃分 

○ 代表非地域的區塊 

   （例如：職業團體等）

 

3.研究個案之買票方式 

一般而言，候選人不會固守單一動員方式；但在作業單純的考量下，都會選

擇以某種方式為主，另一種為輔。本文研究對象林哞三次金錢動員的選舉皆採取

傳統式的買票模式。其採取傳統動員方式的主要因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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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候選人條件因素 

「我的朋友遍布整個雪牛市，甚至其他縣市也都有朋友。這些朋友不一定住

在我的選區，但他們的朋友很多可能是我的選區選民。」 

「我可以跟其他候選人換票啊！我在全市都有選票，我把其他選區的朋友介

紹給別的議員候選人，他們把在我選區裡擁有的票，都歸給我，大家都有

收穫。」 

「我只當過議員沒當過里長，根本沒辦法在一個個區塊裡尋找一個可靠的樁

腳。」                                                  訪談紀錄 

由於林哞政商資歷深厚、交友廣闊，其認為不該以選區範圍來限定選票來

源，而是不論報票者來自何方，只要他握有自己選區內的選票，就可以接受。這

樣思考邏輯相當合理，但由於報票者與投票者間不具鄰里關係，無法替候選人打

探附近選民態度，更不能幫助候選人監督賣票者前往投票。候選人與賣票者僅止

於買賣關係，仲介的樁腳也只負傳遞賄款的責任，三者間的關係相對薄弱。 

林哞的第二個思考方向類似聯合競選的策略。因為一個政治涉入者必定擁有

諸多的人脈，如果不同選區的參選者能採取聯合競選的態度，相互引渡介紹樁

腳，此「地下聯合競選」的方式，的確是建立金錢動員管道的良好方式。但由於

選舉期間，候選人為選情各自忙碌，能否撥出時間與他人交換或串連樁腳實在難

說。且一般樁腳重質不重量，換票時多少會有付出與收穫不等的現象。 

林哞不是由基層里長一步一步幹起的候選人，所以相對上比較沒有穩固的基

層樁腳。而平日作為多以選區服務為主，沒有特別花時間栽培地方樁腳。所以若

要採取方塊式買票，在許多的區塊內林哞可能面臨根本找不到樁腳可負責的窘

境。 

（2）選區特性因素 

「方塊式作戰中最好用的樁腳就是鄰里長。只要有鄰里長，不管曾任或現任，

那一定可以成功！⋯⋯。我的選區裡有一個超強棒，他幾乎抓走了全選區

九成九的鄰里長，幾乎沒有一個敢背著他幫別人的。」 

「因為我選區裡的那個強棒要選議長，選區裡的民防、義警消、同心會⋯⋯

等社團，全部靠過去了。」                                訪談記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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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塊式動員的關鍵即在能否於各區塊間內找到有用且可託付的樁腳。對林哞

而言，現成的樁腳—鄰里長，被選區內的超強候選人綁住，即使願意幫助林哞動

員拉票，也只能分配出一小部分選票。而除了政治性樁腳外，其他社團，例如：

民防、義警消、同心會、老人會、廟宇、學校家長會等都已自動投靠該候選人陣

營，無法動搖。因此，林哞不得不放棄方塊式的動員模式。而以傳統式動員為主。 

（3）選情評估 

「我是一個有在服務的候選人，選民的口碑一向很好，其實我不需要買太多

票，只要買票能幫我加個一兩千票，那就穩上的了！」         訪談記錄 

林哞對於選情一向抱持樂觀態度，因為其對於平時選區服務的績效深感信

心。故其對於買票能得到的選票要求不高。此情況下，當一般候選人在傳統方式

下，仍會點放布置方塊戰區時；林哞幾乎很少以方塊方式來進行補強的動作。此

不僅使他更高度地依賴傳統式的買票模式。長期下來，也自然不往方塊式動員的

方向策略思考了。 

 

二、買票模式與動員效果 

由於多數候選人並不會採行單一買票模式，因此除非兩種模式的範圍區分清

楚，掌握的動員資料又充足精確，否則根本無法比較兩種買票模式的效果差異。

從兩種方式的優缺點出發，吳俊昌認為：都市化程度高的地區適合方塊作戰，都

市化程度低的地區則適合傳統方式（吳俊昌，1993：58）。但若以動員效果衡量，

似乎不曾有文獻討論過動員模式與動員效果間的關係。 

本文研究個案以傳統動員方式為買票主軸，鮮少採取方塊式動員，同樣難以

進行動員效果上的比較。但林哞認為： 

「傳統式動員中，可以一張一張的比對、計算選票，感覺上比較踏實。而在

選後也可以依開票情況結算各里的買票效果，檢討各樁腳的表現。」 

「我不相信一個人有多少朋友就有多少票，只有他親戚家人的那幾票才可能

是拿得到鐵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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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拿給里長 5 萬塊，要他在該里用一票 200 幫我買個 150 票； 雖然我已

經多算了 2 萬塊給他了，但他可能還會嫌不夠。」 

「我也問過一些鄰里長，為什麼錢沒有發出去？他們的回答都是，我這里

（鄰）太多民進黨的人，發太密集會被抓。但事實上沒發出去的錢，都在

他們口袋裡。」                                          訪談記錄 

從訪談中可知道，林哞認為傳統式買票的效果大於方塊式買票。因為林哞認

為一個樁腳能拉的選票有限，縱使能力再強，要他在一個區塊裡要拿到數十張、

上百張的選票，是幾乎不可能的。而傳統式買票以積少成多的方式，要求每個小

樁腳顧好身邊的一、兩張選票，不但求實也可求穩，效果自然較佳。而且在傳統

式買票下，既然候選人握有選舉人名冊，那由里至鄰，甚至於每一戶的每張選票，

都可經過比對知道是誰拿了錢，誰應該要去投。這對選舉催票、競選連任或從事

選區服務，都是很好的參考資料。 

另外，方塊式買票中候選人的買票效果取決於樁腳的選擇，除非候選人能完

全掌控樁腳動態，不然開票的不確定性仍高。萬一遇到樁腳預謀吃錢的情況，選

情可能在候選人毫不知情下一夕翻盤。而如果這些樁腳又剛好是鄰里長時，候選

人常因為不願與這些人撕破臉，而導致落選賠錢又滿肚子氣的情況。 

在瞭解候選人認知後，接著以量化數據進行探討。雖然林哞一向以傳統動員

為主軸，但在第七屆選舉中，林哞曾經出現過以方塊式作戰補強傳統式動員的作

法。在該屆動員記錄上發現，選區 78 個票櫃中，有 16 個票櫃中出現過單一樁腳

負責了 100 票以上的數據。經林哞證實，這些動員紀錄是林哞私底下透過鄰里

長、里幹事或區公所職員等，在該區域進行一次 100 張以上的補強動員。因為此

類動員不須買票對象名單、範圍固定，且與傳統式動員並行，故可視為是傳統式

與方塊式並行的區域。 

這些票櫃的動員效果如何呢？表三～1 顯示傳統式動員的動員效果平均為

24.2%，比全選區略低一點。而並行方塊式補強的票櫃其動員效果則因補強不同

而有差異。林哞加一位樁腳進行補強的票櫃共有 12 個，但這 12 個票櫃的動員效

果只有 22.1%，反而不及傳統式動員。可見這些地方的補強動作並不成功。但一

次用兩位樁腳下去補強的 3個票櫃，林哞的動員效果即上升至接近三成，以三位

樁腳補強的票櫃動員效果更達 67.0%。可見方塊式的補強對動員效果的確有所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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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但只交由一位樁腳進行方塊作戰似乎效果較差，如果同時能以多位樁腳進行

方塊作戰，那得到的效果會更好。不過多位樁腳負責單一地區的方式，其實是傳

統式動員的方式而不符合方塊作戰的運作規則。可見，方塊式補強對於動員效果

的影響似乎不如林哞預期。但由於本個案中，曾以複數樁腳進行補強的票櫃太

少，所以，並採兩種模式的動員對動員效果究竟有利或是不利，尚有討論的空間。 

 

表三～1  第七屆選舉中買票模式與動員效果比較 

類型  票櫃數 動員效果 

傳統式動員  62 24.2% 

傳統式＋方塊式並行 一位樁腳補強 12 22.1% 

 兩位樁腳補強 3 29.2% 

 三位樁腳補強 1 67.0% 

全選區  78 25.4% 

 

 

第二節  買票作業與動員效果 

買票是一項量多、繁複、隱密且突發狀況不斷的工作。因此，買票作業的設

計上的縝密，與運作上的順暢跟動員效果有著絕對的關係。本節選擇買票作業中

最重要的三個項目：樁腳數目、個別樁腳買票規模、金錢發放方式進行討論，並

觀察此三變數與動員效果之間的關係。 

 

一、樁腳數目與動員效果  

候選人採用的樁腳數目與候選人選擇的樁腳系統有極大的關係。通常較為常

見樁腳系統有「金字塔式」和「多竿釣魚式」。這兩種系統的動員理論、樁腳數

目、個別樁腳的買票規模皆有不同；其造成的動員效果也會有所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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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樁腳系統的類型 

（1）金字塔式的樁腳系統 

金字塔式樁腳系統是一種由上而下的垂直動員方式，其較常見於行政首長的

選舉中。採用此系統的候選人認為動員系統與社會的權力結構類似，位居上層的

少數人擁有最大的動員能力；而位於金字塔下層的人，數量雖多但每個人的動員

的能力卻很有限。此認知下，候選人的樁腳系統會井然有序地區分出大樁腳、中

樁腳、小樁腳等層級結構。候選人買票時，往往責付較多的票數給大樁腳；大樁

腳再將責任票數向下分配給多位中樁腳；中樁腳同樣地往下轉包給無數的小樁

腳。這類樁腳系統的特點在於：○1  樁腳系統具位階性，從票數分配到金錢發放

皆是由上而下發動。○2  樁腳的位階與樁腳的社會地位或政治職務有絕對的關

係。舉例來說，在縣市長的選舉中，大樁腳可能是鄉鎮市長，中樁腳就是村里長，

小樁腳則是鄰長等。○3  樁腳間的關係通常僅止於上下階層。換句話說，候選人

與中樁腳、或大樁腳與小樁腳間可能根本就不認識。○4  無論整個樁腳系統納入

的樁腳總數是多或少，候選人本人所建置的樁腳數目可能只有十數位到數十位。

而每位樁腳所負責的買票規模則可能從數百票到數千票不等。 

（2）多竿釣魚式的樁腳系統 

多竿釣魚式的樁腳系統是基層選舉候選人所慣用的方式。之所以稱為多竿釣

魚是因為候選人認為買票如同釣魚，一次要拋出多支釣竿，而每支釣竿僅能掛上

少量魚鉤魚餌，這樣才能穩穩地釣上大量的魚貨。此比喻下，釣竿就是候選人布

置的樁腳，魚鉤魚餌就是買票數與買票錢。簡單地說，多竿釣魚式的樁腳系統重

視的是「重佈小樁，每樁少票」的原則，以大量的樁腳分別累積零星的選票，以

達成預期的買票成數。此系統的特點在於：○1  候選人是釣魚的人，清楚知道自

己拋了幾支竿，掛上幾串鉤。換句話說，樁腳及買票的數量皆有詳細的紀錄。○2  

水中的魚鉤魚線有糾纏打結的可能，所以候選人或總部人員必須一一釐清魚鉤魚

線，這也就是前述的核對名單步驟。○3  在「小樁少票」的原則下，樁腳數目相

對較多；而個別樁腳的買票規模則相對較小。 

（3）研究個案的樁腳系統 

本文研究個案為市議員參選人。由於市議員層級以下的政治職務只有鄰里

長，所以金字塔型的結構不易建立。其次，市議員選舉採複數選區，鄰里長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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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主動配票，無法一次承攬太多選票。再者，基層選舉十分注重關係，如果候選

人與樁腳的連結太薄弱，樁腳很少會認真助選。因此，本研究個案的樁腳系統選

擇採用基層選舉中較為常見多竿釣魚的方式。 

如前所述，此類樁腳系統要求大量的樁腳數量，並縮減每位樁腳的買票張

數。整體來說，研究個案的樁腳系統也的確有樁腳多但每位樁腳負責票數少的現

象。以下即分別檢視研究個案控制樁腳與票數的詳細情況，並觀察此二者與動員

效果的關連性。 

 

2.研究個案的樁腳數目 

在林哞的動員系統中，樁腳可能由四面八方而來，許多樁腳甚至是不住在該

票櫃或不住在雪牛市的選民。在這類以小樁腳為主體的動員模式中，選舉初期爭

搶大樁腳的動作相對較不需要。以林哞為例，雖然選前拜訪鄰里長、地方人士等

動作無法避免，部分用以慰勞的小筆金錢亦絕不能省。但大致上他只選擇幾位較

為可靠的鄰里長、里幹事、區公所員工、派出所員警、國小校長等作為樁腳。其

他的競選主力都是散佈各地的小樁腳。 

從數據上檢視也可發現：第七屆選舉時，林哞在全選區 78 個票櫃裡竟擁有

2802 人次的樁腳，
6而各票櫃中樁腳數目最多的高達 61 人，最少的也有 13 人，

平均一個票櫃有將近 34 位樁腳參與買票動員。可見在以小樁腳為主體的動員策

略下，林哞的樁腳系統比一般候選人龐大許多。除了「重佈樁腳」的策略相當成

功外，第七屆選舉林哞選區裡的選舉人數共有 88292 人。平均而言，每人次所負

責的選民數只有 32 票左右。完全符合多竿釣魚方式講求的「每樁少票」原則。

以樁腳系統的建立而言，林哞的策略面與執行面十分吻合。 

 

表三～2  第七屆選舉各票櫃樁腳數目統計（人次） 

票櫃數 樁腳總數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數 標準差 

78 2802 61 13 35.8 10.3 

 

 

                                                 
5 由於林哞非採方塊式動員，許多樁腳同時在不同投開票櫃中皆參與買票動員作業。故本文以「人

次」而非「人數」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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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樁腳數目與動員效果 

許多研究認為，樁腳越多對選舉得票越有利（王奕彬，1997：72；王金壽，

1994：46）。林哞的買票策略顯然也相當依賴大量樁腳。這樣動員佈局在動員效

果上表現如何呢？ 

「有的里長會貪，有的受到人情壓力，有的則一次要應付許多候選人，沒有

幾個真的會幫我拉票。再說，現在選民不一定聽里長的，縱使拉票也不一

定有用！」 

「我的樁腳都是我的朋友，他們大多因為想幫我，主動提供身邊可掌握的選

票。所以我的樁腳很多，選票就是這樣一張張累積起來。」 

「我認為：樁腳越多越好，因為如果一個樁腳能帶來 2 票；那 500 個樁腳就

有 1000 票了！而且這 1000 票有九成以上都是穩的票！」      訪談記錄 

根據林哞表示，依靠少數握有大量選票的樁腳（如：鄰里長等）來進行買票，

其可靠度並不高。因為在台灣的選舉制度下，這類樁腳往往會幫助不只一位候選

人。他的選票在分配之後，給每位候選人的票其實沒有多少。其次，隨著社會及

政治結構改變，鄰里長與選民的關係逐漸淡薄。鄰里長很難像以往一樣直接走進

選民家裡，留下候選人的姓名及買票錢。而且現在的選民自主性與法治觀提高，

非但不容易聽從鄰里長的遊說拉票，甚至還可能會檢舉樁腳的買票行為。最後，

不可諱言的，一些不守約定的鄰里長，面對如此龐大的款項，難免會動了侵吞的

私心。一旦樁腳扣錢不發，候選人非但買不到票，還可能血本無歸。 

林哞不僅不信任大型樁腳，還十分認同「樁腳越多，基本票越多」（王金壽，

1993：46）的說法。林哞認為，他擁有的小樁腳都是他的親朋好友，有的本就交

情深厚，有的純屬熱心，有的則是想來回報前恩，動機上較為單純。而且大多數

樁腳僅以其家庭為範圍，貢獻從一票至十數票都有，這些票的可靠性相對較高，

動員效果也相對較佳。再說，一個樁腳至少代表他本身的那一票。因此，林哞與

大多數候選人一樣，並不拒絕採用大量的樁腳。 

樁腳數目越多，買票效果真的越好嗎？量化數據顯示，若將每一個票櫃的樁

腳數（i）與其動員效果（j）作相關分析，兩者的相關係數 ＝-0.148。樁腳數

目與動員效果間的負向關係，說明當票櫃中的樁腳數目越多，其動員效果反而越

r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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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因為相關分析的數值不大，也沒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性，所以並無法直接否

定「多竿釣魚式」下的動員效果。但無疑地此發現與過去研究，以及林哞同樣深

信的「樁腳數目越多越好」的說法，似乎完全相反。 

 

二、個別樁腳買票規模與動員效果 

個別樁腳買票規模指的是每位樁腳所負責的買票數。王奕彬認為：每位樁腳

被控制在負責 20 至 30 票最佳。因為此規模下，動員迅速，可以提高成功率，並

降低被舉發率（王奕彬，1997：57）。實際的案例上，風芒縣長選舉各鄉鎮市基

層樁腳平均的負責票數也約為 20 票左右（王金壽，1994：45）。可見候選人對

於樁腳的票數控制有一定的規範。 

 

1.個別樁腳買票規模 

「報票名單只要沒有重複，大多數我們都願意發。」 

「少數較不可信賴的人，或是一次報了超過三、四十張票的人，通常都用『名

單重複』的理由，砍掉部分。」 

「名單核對太嚴，好像在懷疑樁腳誠信，容易引起不滿；但若一切從寬，買

票成本又太大。最好講明一個人最多能報幾票，這樣比較不會有問題。」 

                                                         訪談記錄 

林哞的票數控制基本上是在不重複的原則下來者就收。但因為成本及效果的

考量下，「名單重複」往往成為用以辭退報票者的理由。且林哞的動員方式本來

就是以小規模動員為基調，欲利用無數小型的人際圈來累積足夠選票。因此，在

樁腳票數的分配上，每位樁腳所負責的買票數應該相對較少。對照表三～3數據，

可知道：在 2802 人次的樁腳數中，每人次樁腳平均負責的買票數只有 8.4 票，相

當符合「每樁少票」的原則。值得注意的是，林哞樁腳中有僅僅負責一票的樁腳，

也有負責超過五百票的大型樁腳，票數差距異常懸殊。據林哞表示：那些大樁腳

是少數願意幫忙的里長或公務機關人員。他們分別在自己可以影響的地區上獨立

作業，是種運用方塊式動員補強傳統式動員的策略，但由於此類樁腳難尋，故這

樣的安排為數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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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3  第七屆選舉各票櫃樁腳負責票數統計（票） 

總票數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數 標準差 

23558 538 1 8.4 21.6 

 

表三～4  各類型樁腳負責票數統計 

樁腳類型 人次 負責總票數 平均負責票數

小樁腳 2247  7422  3.3  

 （80.2） （32.2）

中樁腳 423  6527  15.4  

 （15.1） （28.3）

大樁腳 132  9552  72.4  

 （4.7） （41.1）

總計 2802  23501  8.4  

F 值      1253.101*** 

 

若各以負責票數的平均數（8票）和平均數加上一個標準差（30 票）為截點，

將樁腳區分為小樁腳、中樁腳、大樁腳，可發現在林哞的動員系統中，小樁腳所

佔的比例超過八成，印證了林哞以小樁腳為主體的動員模式。必須強調的是，小

樁腳的數量雖多，但平均每人次只負責 3.3 票，全部的小樁腳所買的票只佔總買

票數的 32.2%。若以票數的累積來看，八成的樁腳只買了三成多的選票，這不但

說明了小樁腳選票能力較為不足，也暴露了林哞樁腳體系中人力成本過高的缺

點。相較於小樁腳，大樁腳則展現了雄厚的動員實力。表三～4 顯示，大樁腳數

量不到動員系統的百分之五，但其發放出去的買票數竟超過全選區的四成以上。

中樁腳雖比不上大樁腳，但也以 15.1%的人力，完成了近三成的買票數。整體來

說，這些數據說明了，儘管林哞的樁腳系統是由無數的小樁腳交織而成，但其中

運送買票錢的巨型綱網還是以數量較少的大樁腳為主。 

 

2.個別樁腳買票規模與動員效果 

以往的研究與林哞的認知都同意：個別樁腳的買票規模應該受到一定控制，

才可以提高動員效果並降低被舉發的風險。在本研究個案中，候選人動員效果與

每位樁腳平均負責票數、各類樁腳比例的關係如表三～5 所示。表中數據顯示，

每位樁腳平均負責的票數與動員效果的相關係數為 0.22，代表樁腳負責的票數越

多，動員的效果可能越高。雖然係數未達統計顯著，但其方向與預期不符。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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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櫃的各級樁腳比例上，數據顯示中樁腳及大樁腳比例與動員效果皆呈現正向相

關，小樁腳比例則為負相關。說明候選人採用的大樁腳或中樁腳越多，對動員效

果的提升越有幫助。雖然這些係數還是未達統計顯著，但同樣與研究預期有相反

的發現。 

筆者認為：這種令人意外的發現，可能的原因在於小樁腳的來源太過紛雜所

致。雖然候選人預期這些小樁腳帶來得都是「身邊可靠的一兩票」，但在實際運

作上，這些樁腳所抄來的選票名單不見得全然如此。名單上的人很可能只是樁腳

的客戶、學生、遠房親戚，甚至只是朋友的朋友而已。其次，在林哞的樁腳中，

很多樁腳是由其他選區或外縣市向林哞選區內選民拉票。因為這些樁腳與買票對

象住的比較遠，除了發錢的那天見面拉票外，樁腳難以同時兼負選前的催票監票

工作，甚至會有發完錢後就不再聯絡的情況。如此一來，動員效果自然會大打折

扣。再其次，樁腳負責的選票越多，所擔當的責任就越大。萬一開出的選票太不

理想，在情理上對候選人都會有所虧欠，甚至有招來危險的可能。但小樁腳大多

以幫忙的心態出發，對買票抱持盡人事就好的想法，積極度可能較差。最後，必

須打破的弔詭是，污錢不是大樁腳的專利。許多候選人表示擔心大樁腳污錢，其

原因在於大樁腳負責的票數多，污錢所造成的影響較大。事實上，那些只負責 5

票、10 票的小樁腳，如果真要私吞買票錢，候選人才真的是完全無從查起。換

句話說，提高小樁腳比例、控制個別樁腳的負責票數，對於動員效果的影響可能

真的不如預期。 

 

表三～5  平均負責票數、各級樁腳比例與動員效果之 Pearson 相關係數 

 動員效果 平均負責票數 小樁腳比例 中樁腳比例 大樁腳比例

動員效果 -- 0.22 -0.20 0.18 0.09 

平均負責票數 0.22 -- -0.70 0.20 0.83 

小樁腳比例 -0.20 -0.70 -- -0.79 -0.66 

中樁腳比例 0.18 0.20 -0.79 -- 0.66 

大樁腳比例 0.09 0.83 -0.66 0.66 -- 

註：灰底者代表達統計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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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金錢發放方式與動員效果 

幾乎所有候選人皆同意「樁腳吃錢」是買票動員中最難預防，卻影響最大的

問題。因此，發錢方式對於動員效果的影響即在於：錢究竟有沒有送到選民的手

中。 

「樁腳吃錢是十分普遍且容易的事，尤其是一次幫多位候選人買票的樁腳，

吃得更嚴重。很多選民被拿去領了兩三次錢，卻只拿到了其中一份。」 

「其實誰沒分，扣住多少錢很容易就查出來，但是一追究就撕破臉，倒不如

事前好好地看著他發。」                                  訪談記錄 

一般而言，候選人的發錢方式為：請樁腳帶選民到競選總部領錢，或是交由

樁腳自行發放（吳俊昌，1993：59）。第一種方式下，樁腳完全沒有吃錢的機會，

買票錢可以確實發到選民手中。但由於競選總部中必須積存大量金錢，若再加上

選舉名冊等資料，被檢舉的風險性太高。交由樁腳自行發放較能避免被檢舉告發

的風險，但由於樁腳信用不一，在沒有第三者監視下容易發生舞弊，因此，許多

候選人會加派競選幹部陪同樁腳發錢。在泰國的選舉中，甚至還有委託不相干的

第三者，例如：收水費的人員、送報僮等代為發放賄款的特殊方式（Callahan and 

McCargo，1996：386）。 

「因為我的樁腳多，每位負責的票數卻少，所以要一一監督發錢狀況，成本

太高。」 

「經過第五屆的經驗後，我開始試著派人跟著發錢，尤其那些一次報了數十

票的人，我會要求發錢時一定要有我的人在場。」 

「縱使跟著去發，有時候該選民剛好不在家，有時候總部沒那麼多人手，所

以被吃錢的情況還是有的。不過情況減少很多，這從開票的數據上就看的

出來了！」                                              訪談記錄 

在林哞的動員特性下，一一監督樁腳發錢需要相當的成本。因此第五屆選舉

時，林哞對發錢的態度相當寬鬆，只要名單核對無誤，就交由樁腳自行發放，並

沒有特別採取防範措施。然而，第五屆選舉後林哞估算各里的動員效果發現：各

里的動員效果平均只有 12.3%，最差的里甚至只有 7.7%，以全選區來說，總動員

效果也只有 11.6%，動員情況相當不佳。因此，第六屆選舉中，林哞事先向樁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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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明：「如果你報的票數太多還是關係扯太遠，我會派人下去跟你發。」在派員

跟隨發錢的方式下，整選區的動員效果成長了六成以上。每一個里的動員效果平

均將近 20%，效果卓越。第七屆選舉中，林哞沿用跟監發錢的方式，並將派員範

圍擴大，而此屆得到的動員效果更為歷屆最高。綜合來說，儘管不同屆中動員效

果的變動，可能來自其他諸多因素的影響；但在林哞認知裡，發錢方式的改變對

於動員效果有極大的正面幫助。此也證明有效監督的確是買票成功的必要條件。 

 

表三～6  各屆動員效果統計（%） 

屆次 五 六 七 

總動員效果 11.6 18.8 25.4 

各里動員效果最小值 7.7 13.5 18.5 

最大值 29.7 34.5 67.0 

平均數 12.3 19.8 26.9 

標準差 4.4 4.4 8.7 

 

 

第三節  樁腳類型與動員效果 

樁腳類型有很多的區分標準。上一節的討論中，即以樁腳負責票數的多寡，

分析了大樁腳、中樁腳、小樁腳對於動員效果的影響。本節繼續針對樁腳的類型

與動員效果的關係進行瞭解。區分樁腳類型的標準則轉為：候選人身份以及樁腳

與候選人的關係兩方面。 

 

一、樁腳身份 

在大多候選人心中，樁腳類型對於動員效果的影響遠大於樁腳數目的影響。

而樁腳的類型又以樁腳的身份最受重視。在一般認知中，能爭取到一位里長或地

方重量級人士的支持，可能意味著一次能有 300 票、500 票的進帳；這些選票可

能是上百位街坊鄰居都比不上的。然而，具此種身份的樁腳有時候會同時為多位

候選人助選；有時候影響力可能不如其職位頭銜；有時候還可能會私吞買票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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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也有不少候選人認為商場伙伴、社團成員、市井小販等樁腳，才是動員效果

較佳的樁腳。 

1.樁腳身份與各類型樁腳分佈 

根據Riger的分類，樁腳依其身份可概分為：政治性（如：鄰里長等）、社會

性（如：朋友、同事、親戚等）、組織性（如：宗親會、工會等）三類型。
7而

這三類樁腳在組成、動員方式、動員效果上皆有明顯不同，其中以組織性樁腳的

動員效果最佳（Riger，1999：89）。 

「我是不去會分這啦，選舉這種事，只要人家肯來幫忙，都嘛很歡迎！」 

「這三種樁腳的動員效果或許是組織性樁腳比較佳，但我的票大多是從第二

種樁腳上得到的。因為，要去哪找那麼多鄰里長或工會幹部？」 

「三種都很重要啦！但不管哪一種類型比較有效，在議員這種基層選舉中，

還是需要越多小樁腳越好。這樣才是正步。」                訪談記錄 

在林哞的認知中，樁腳的動員效果雖有差異，但他認為最重要的還是社會性

樁腳的利用。因為政治性與組織性樁腳的數量有限，且在眾多候選人爭搶下，這

些樁腳的動員效果勢必被分散。而社會性樁腳為數眾多，縱使影響力小，但只要

能抓得到、抓得多，還是可以累積到一定的買票數量。 

仔細分析林哞的動員網絡可以發現：在林哞的動員系統中，樁腳遍布社會各

個階層，幾乎什麼身份的人都有。經由筆者與林哞本人一一查證後，依 Riger 的

標準，將全選區的樁腳重新歸類為：政治性樁腳、社會性樁腳、組織性樁腳三類。

各樁腳包含的樁腳背景如表三～8 所示。政治性樁腳除鄰里長外，任職於公家機

關者，因為工作性質與接觸人員較為特殊，其職務本身也帶有政治色彩，因此將

之歸入第一類的政治性樁腳。社會性樁腳包羅萬象，林哞動員網中有半數以上的

人都歸此類。另外，名單上部分以公司名為註記的樁腳，例如：XX大飯店、XX

路停車場，XX 醫院等，因無法確定實際幫忙動員的人是誰，只好歸入本類型。

許多林哞不認識、忘記是誰的樁腳，也一併歸入此類。組織性樁腳則包含民間各

種正式或非正式的團體。 

 

 

                                                 
7 詳見第一章文獻檢閱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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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7  樁腳身份與樁腳類型一覽表 

樁腳類型 樁腳身份 

政治性樁腳 鄰長、里長、里幹事、公家機關（如市議會、市政府等）職員等。 

社會性樁腳 一般公司負責人，一般公司職員、專業工作人員（如醫生、律師、代書）、 

 警察、攤販、老師、旅行社、補習班、特種行業、銀行主管、無業、其他等。 

組織性樁腳 競選總部、政黨黨部、民眾服務站、黃復興黨部、宗親會、獅子會、婦女會、 

 同心會、百貨公會、社區（大廈、國宅）自治會、後備軍人聯誼會、義警消、 

 市場攤販自治會、寺廟董事會 

 

在林哞的動員系統中，各類型樁腳的分佈並不平均，其負責動員的選票數也

有顯著差異。前幾節的討論曾提到，林哞對鄰里長等大樁腳的依賴程度並不高，

數據證實政治性樁腳的確是三種樁腳中最少的一群，只佔全體動員人次的

16.2%。但由於政治性樁腳所能影響的範圍廣大，林哞對這些好不容易願意幫忙

的政治性樁腳當然也會盡量地要求選票。因此，政治性樁腳以最少的人數，包攬

了選區內三成以上的買票數，平均一個人次負責買了 17 票左右，比起選區平均

值多出了將近一倍。像林哞這種不太信任鄰里長的人，選舉時還是願意將大量的

買票工作交付給政治性樁腳。可見政治性樁腳對於金錢動員的重要性實在難以取

代。 

在林哞的樁腳系統中，社會性樁腳是買票行動的主體。表中數據發現，社會

性樁腳佔全體動員人次的 66.3%，是樁腳中最多的一類。由於社會性樁腳的動員

大多以個人的人際圈為範疇，每個人所能帶來得選票有限。因此，平均每人次只

買了 6 票左右。但林哞的策略本就秉持聚沙成塔的理念，每位社會性樁腳提供 6

張身邊比較可靠選票，在全選區中卻也累積了有 11256 張的成績，佔總買票數的

將近一半。以金錢動員策略的執行層面而言，這樣的成績相當亮眼。 

一般而言，組織性樁腳的數量不多，但因林哞曾參與或有關連的民間團體為

數不少，因此在動員系統中，組織性樁腳比政治性樁腳的數目還多，共有 490 人

次，佔全體 17.5%的比例。組織性樁腳的影響範圍主要以該組織為原點，接著向

外擴展，通常組織結構越龐大，運作越健全，所能動員的數目也越多。不過因為

在基層選舉中，這類組織本身比較不會特別選定支持單一候選人，在動員上往往

會有配票行為。具筆者所知，這類樁腳中政黨相關組織（如黃復興、婦女會、服

務站）、百貨工會、後備軍人聯誼會、義警消等皆有同時支持多位候選人的配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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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動。整體來說，這類型樁腳在林哞的動員系統中只負責不到兩成的選票，重要

性不如其他類型樁腳，而每位組織型樁腳的平均負責票數大概介於政治性和社會

性樁腳之間。 

 

表三～8  各類型樁腳負責票數統計 

 人次 負責總票數 平均負責票數

政治性樁腳 455  7791  17.1  

 （16.2） （33.2）

社會性樁腳 1857  11256  6.1  

 （66.3） （47.9）

組織性樁腳 490  4454  9.1  

 （17.5） （19.0）

總計 2802  23501  8.4  

F 值       49.756*** 

 

2.樁腳類型與動員效果 

各類型樁腳的動員效果究竟如何呢？Riger 認為，組織性樁腳在動員效果上

相對優於其他類型的樁腳（Riger，1999：89），林哞本人則認為：以社會性樁腳

為主體才是提高動員效果的有效方式。表三～9 是各票櫃中三種樁腳比例與該票

櫃動員效果的相關性分析。相關分析發現，各類樁腳比例的多寡與動員效果並沒

有顯著相關。但個別係數上，組織性樁腳與動員效果的相關係數不到 0.1，顯示

票櫃中組織性樁腳的比例與動員效果並沒有什麼關連。筆者認為：這結果可能跟

前述組織性樁腳的配票行為有關。也可能因為本研究為層級較低的市議員選舉，

所以與 Riger 的研究發現無法吻合。 

不僅是 Riger 的預期有落差，林哞的認知更得到了一個相反的結果。數據顯

示：社會性樁腳與動員效果的相關係數為-0.155，此代表的社會性樁腳比例越高，

動員效果可能越低。筆者認為：此意外的發現同樣與社會性樁腳的組成複雜有關

因為樁腳身份與動員效果之所以有關連，往往是因為樁腳身分的特殊性所致。社

會性樁腳沒有政治職位或組織力量的支持，充其量只是「社會上大多數人的集

合」，其對動員效果的影響有限。林哞之所以較信賴社會性樁腳，與他本人的買

票模式、樁腳系統，以及對大樁腳的印象有相當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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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相關分析的各項係數都未通過統計檢定，但動員效果與各類樁腳的關係

上，似乎只有政治性樁腳的係數為正。此表示當政治性樁腳比例越高時，候選人

的動員效果也會跟著提高。這樣的發現似乎再度證實鄰里長等政治性樁腳對於金

錢動員的重要性。也可用以解釋候選人儘管私下抱怨被吃錢，但選舉一到大家還

是紛紛爭相搶奪此類樁腳的原因。 

 

表三～9  平均票數、各級樁腳比例與動員效果之 Pearson 相關係數 

 政治性樁腳比例 社會性樁腳比例 組織性樁腳比例 

動員效果 0.146 -0.155 0.033 

註：灰底者代表達統計顯著。 

 

二、樁腳與候選人的關係 

過去文獻認為：樁腳願意為候選人服務的原因在於：人際關係、金錢、面子、

自我滿足感、期望日後得到回報等（劉義周，1992：228-230；Riger，1999：89-90），

其中人際關係更是動員網絡運作的基礎。因此，除了樁腳數目、樁腳身份等因素

外，樁腳與候選人的關係也是區分樁腳類型的重要標準。如果樁腳本身與候選人

的關係密切，則在參與動員時自然較為投入，不但污錢的機會降低，催票拉票的

態度也較\更為積極。反之，如果樁腳與候選人的關係疏遠，或者是經過第三者

而牽起的關係，那這類的樁腳在買票動員上的積極度可能較差。 

 

1.樁腳與候選人關係及各類型樁腳分佈 

為了瞭解樁腳與候選人關係對於動員效果的影響，筆者請林哞將紀錄本上的

所有樁腳名單依兩人關係進行過錄。過錄結果再由筆者簡化分類為四種：親戚摯

友、普通朋友、他人引介，無交情四類。其中親戚摯友包含：親戚、交情較深的

朋友、鄰居、同學、過去員工、生意伙伴、總部工作人員、宗親會幹部等。是為

關係直接且深厚，平日多有聯繫的一群。 

普通朋友的定義較為廣泛，過錄標準完全依靠林哞個人認定為主。只要林哞

認為其與此人有直接關係，但交情略淺，即算入此類。 

他人引介這群人主要是指許多地方人士、鄰里長、議員、立委等為林哞引見

的人。其中很大一部份是選舉時，由里長介紹認識並用以做為樁腳的鄰長耆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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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來說，林哞與這些人的交情可能有深有淺，部分認識較久的也可能被林哞歸

入普通朋友或親戚摯友等類別。但大致上這群人因為具有「透過第三者認識」的

共同特徵，其與林哞的關係屬於間接的，所以特將這些人歸為獨立的一群。 

無交情的樁腳是指一些林哞毫不認識，或是根本想不起來的人。這些人大多

是當初報票者四處蒐集來的名單，或者是夾雜在部分樁腳之下的小小樁腳。因為

候選人並沒有親自核對每張名單。因此許多樁腳或名單上的人可能在總部人員不

注意或未確認下，被納入了樁腳系統。 

 

表三～10  各類型樁腳負責票數統計 

 人次 負責總票數 平均負責票數

親戚摯友 1401  12965  9.3  

 （50.0） （56.2）

普通朋友 506  4010  7.9  

 （18.1） （17.4）

他人介紹 505  4304  8.5  

 （18.0） （18.7）

無交情 390  2222  5.7  

 （13.9） （9.6）

總計 2802  23051  8.4  

F 值         2.848* 

 

這些樁腳的分佈及負責票數如表三～10 所示。與林哞有直接且深厚關係的

親戚摯友型樁腳，剛好佔了樁腳系統的二分之一。而這類樁腳們總共負責了選區

中 56.2%的買票數。這群樁腳可以說是林哞買票時的主力部隊。普通朋友部分有

506 人次，佔全體的 18.1%，並負責了 17.4%的買票數。其人數與所買的票數比例

相當。若先不論交情，這些與林哞有直接關係的親戚朋友總共佔了林哞樁腳系統

約七成左右的比例，並且負責選區七成五的買票數。此數據不僅說明了林哞買票

系統的特色，也展現了林哞豐厚的人際關係。無怪乎林哞歷次參選中始終採用傳

統式的買票模式。 

他人引介、無交情等與林哞沒有直接關係的樁腳約佔買票系統的三成左右。

其中他人引介的樁腳有 18.0%，毫無交情者也有 13.9%。兩種樁腳的買票數量上，

他人引介的樁腳共承攬了 18.7%的買票數，數量僅次於親戚摯友。較令人意外的

 69



金錢與選舉動員 

是，林哞總買票量的一成是由無交情的樁腳發放出去。可見林哞對於樁腳報票名

單的審核應該十分寬鬆，只要有票不管名單上的人誰，都有可能發放。這同時也

說明了，在檢調單位執法趨嚴的情況下，如果林哞執意繼續買票，那被被舉發的

機會是很高的。 

 

2.樁腳類型與動員效果 

「當然越好的朋友越可靠啊，這是不用懷疑的！」 

「里長介紹來的人好壞差距很大。有些很熱心地幫忙，有些根本是職業樁

腳，專門在賺選舉錢。」                                 訪談記錄 

樁腳與候選人的關係對於動員效果有何影響呢？林哞認為：有直接關係的親

戚朋友在動員效果上一定比較好，尤其是交情越深者，在報票、發錢、催票上都

十分積極。他人引介的樁腳部分，因為這些人與候選人沒有直接交情，所以在動

員上的表現落差很大。有些人個性敦厚，有些人為顧及介紹人的面子，在買票動

員上還算認真老實。但也有些人就像職業樁腳，專門從買票過程中榨取油水。林

哞表示，選舉時里長等人若肯介紹樁腳，候選人是連感謝都來不及；對於介紹來

的人，只好自求多福。 

量化分析上，觀察各票櫃中各類樁腳的比例分佈與該票櫃動員效果的高低可

發現，親戚摯友、他人引介的比例與動員效果有正向關係。其中親戚摯友的相關

程度為 0.3，並達到統計顯著。可見親戚摯友的動員效果如預期般比其他類型樁

腳來得佳。而他人引介的樁腳，因為係數值過小，且未達統計顯著。可見在本研

究個案中，此類型樁腳與動員效果並無太大關連。普通朋友與無交情樁腳與動員

效果皆為負向相關。但普通朋友的係數值並未達顯著。無交情的樁腳則有-0.268

的顯著相關。此表示無交情樁腳將會降低候選人的動員效果。 

整體來說，林哞以自己的親戚摯友作為買票動員的主體是一項正確的選擇，

這些樁腳在動員效果上的表現也沒有讓候選人失望。需注意的是，同樣是朋友，

但摯友與普通朋友，在動員效果上卻有相反的表現。另外，如果候選人想再提高

金錢動員的效果，則應該盡量減少其他類型的樁腳的比例，尤其要避免無交情的

樁腳參與買票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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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11  平均票數、各級樁腳比例與動員效果之 Pearson 相關係數 

 親戚摯友 普通朋友 他人引介 無交情 

動員效果 0.300 -0.206 0.025 -0.268 

註：灰底者代表達統計顯著。 

 

 

第四節  選區環境與動員效果 

選區環境對於動員效果的影響包括了：候選人與選區的關係，以及選區人文

區位條件等。關於候選人與選區的關係，本節將深入探討研究個案的地緣關係的

背景、形成與效果。而選區人文區位條件上，則以選區各里的性別比、老年人口

比、人口流動率等為主題，討論這些變數對動員效果的影響。 

 

一、地緣因素與動員效果 

在林哞的選區包含牛頭、牛尾兩個行政區，兩行政區原本共有 53 個里，林

哞住所「河後里」位於牛頭與牛尾兩行政區交界附近。因為古時此處有居民賴以

灌溉作物的河川—牛河流經，故附近各里皆以此河為命名依據，分別有河頭、河

灣、河岸、河灘、河後、河源、河清、河景、河合、河尾、河安等 11 個里。此

11 個里民眾因此河串連起一共同的生活圈，平日聚集於區內一棵百年榕樹下集

會活動，關係緊密。 

 

1.地緣因素的形成與效用 

林哞自小生長於河後里，熟知此人文地理發展，且地方自治發展後，雪牛市

的政治人物鮮少發跡自此 11 個里。因此，在每次選舉中，林哞皆設計發放以「地

緣」為號召的文宣。傳單背景為鄰人經常聚集乘涼的百年榕樹，上附「牛河仔（泛

指這九個里）大團結」的標語，文字上則詳述牛河仔地方的歷史背景、社區發展、

名人顯貴等，最後則呼籲所有這在這個地區的選民共同支持，土生土長，牛河仔

唯一的候選人林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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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講人親土親，尤其在市議員這種基層選舉中，強調自己不如強調自

己和大家的關係。」 

「就算現在牛河已經加蓋看不見了，但老一輩的人看到『牛河仔』還是會充

滿懷念。而年輕一輩雖不懂，但看了這樣的歷史一定多少會有感觸。」 

「除了河安、河尾等里比較遠，外來居民比較多一點外，這樣的訴求在這附

近的九個里中真的很有效的。」 

「這幾個里都是小里，加起來還不到八千票，但是我是這裡唯一的候選人，

光是這點大家就會選我。」                            訪談記錄 

基層選舉的動員往往必須依循人際關係網絡，故林哞認為：地緣是自己選舉

的主要優勢，只要顧好這塊基地，就有機會當選。而在地緣操作中較為特別的是，

林哞不僅以本身居住的河後里為號召，還回溯早期地理環境，將地緣範圍擴大解

釋至牛河所流經的 11 個村里，並以鄰里地標大榕樹為象徵，強調自己如同此樹

般為此地唯一照顧大家的候選人。這種以地緣關係為號召的策略在選票的勸募上

十分有效，從表三～12 中可發現：自第五屆到第八屆選舉中，地緣地區比起非

地緣區分別高出 4.5%到 12.3%不等的得票率，地緣區的得票明顯高於其他地區。

但由於此競選策略的缺點在於此訴求對新住居民效果較低，有時候甚至會引起新

住居民的反感。所以林哞認為：在遷入人口較多的河安、河尾里，此類地緣訴求

所得到的迴響相對較低。表三～13 將河安、河尾兩里從地緣區剔除後，發現地

緣與非地緣區的得票差距更為明顯，第八屆選舉時地緣區的得票率甚至達非地緣

區的三倍有餘。可見以地緣為訴求的策略對選舉得票十分有效。 

 

表三～12  地緣地區（11 個里）與非地緣地區之得票率（%） 

地緣關係 五 六 七  八  

地緣地區 9.9  19.1  22.5  20.7  

非地緣地區 5.4  10.9  11.7  8.4  

F 值 6.22 ** 13.94 ** 11.35 ** 18.37 **

 

表三～13  地緣地區（9個里）與非地緣地區之得票率（%） 

地緣關係 五 六 七  八  

地緣地區 11.6  22.2  27.2  25.1  

非地緣地區 5.4  10.8  11.5  8.2  

F 值 10.74 ** 28.40 *** 24.75 *** 42.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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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緣因素與動員效果 

「在幾個里裡面，大家都認識我，很多都還曾經來拜託事情，這幾個地方動

員起來，效果當然很好！」 

「幫咱在地的候選人拉票，發錢比較不擔心被抓，推銷起來也容易許多！」 

「拿一樣的錢，當然投我們自己的鄰居啊！」 

「在這一區因為自己人很多，有發沒發我都知道，樁腳比較不敢吃錢」 

訪談記錄 

地緣因素對動員效果同樣有明顯影響。以樁腳的角度來看，幫助在地候選人

買票，被檢舉的風險較小，買票的運作較為方便簡單；且地緣因素讓樁腳在推薦

候選人時，彷彿得到了一個強有力的可遊說選民投票的理由。再以候選人的角度

來看，在地緣地區候選人的人際關係較緊密，動員管道較多也較可靠。萬一樁腳

有吃錢或動員不力的情況，很快就會有人回報，也很快能找到替補的第二管道。

因此地緣區域動員效果相對較高。 

在實際的數據上，採取金錢動員的三次選舉地緣地區的動員效果均比非地緣

地區來得高。除了第五屆選舉差距較小外，第六、第七兩屆選舉中，地緣與非地

緣地區的動員效果皆呈現統計上的明顯差異。尤其第七屆選舉，地緣關係里的動

員效果甚至超過非地緣關係里達一成以上。在平均動員效果不及三成的金錢動員

中，一成的差距說明地緣因素對金錢動員效果的影響實在相當巨大。 

 

表三～14  地緣地區（9個里）與非地緣地區之動員效果（%） 

地緣關係 五 六 七 

地緣地區 14.1  24.9  34.9  

非地緣地區 12.0  18.8  24.7  

F 值 1.16  12.99 *** 8.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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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文區位與動員效果 

許多文獻曾提到選區的人文條件對於候選人買票的效果有顯著影響，這些發

現，主要認為性別、年齡、教育程度、收入、都市化程度等因素，對候選人買票

效果影響最大，但不同研究中所提到的影響方向及影響程度不盡相同（Samuels，

2001；Schedler，2002；Cornelius，2003；何金銘 1995）。在林哞的個案中，這些

變數對於動員效果的影響是如何呢？ 

林哞選區內共有 53 個里，第五、六、七屆中，這 53 個里的動員效果皆有詳

細資料可以進行動員效果的檢驗。然而筆者翻遍區公所、戶政事務所等檔案室，

發現民政單位大多數的人口統計資料皆以行政區為統計單位，在第七屆以前並沒

有任何採取以里為單位的統計資料。因此在動員效果比較上，只剩第七屆選舉可

供討論。即便是第七屆選時舉的統計資料，紙本記載以里區分的資料也僅限於：

人數、戶數、各年齡層男女人數、遷出遷入數等。預計納入討論的教育程度、收

入等變數，並無資料可考。整體來說，礙於資料內容本文不得不縮小討論範圍，

僅以性別、年齡、人口流動率三項人文區位指標，來進行選區環境與動員效果的

分析。而分析範圍以第七屆選舉為主。 

 

1.性別比與動員效果 

性別對動員效果的影響在過去文獻當中仍存有爭議。Cornelius（2003）的研

究認為男性比較容易接受買票。但何金銘（1995）利用民意調查的方式發現，男

性為一家之主，在以戶為單位的買票中，男性的確是候選人買票集中的對象。但

買票的人不一定等同於賣票的人。在何金銘得到的數據中，女性才是真的會拿錢

而乖乖投票的一群。 

若以林哞的個案為例，林哞的買票模式通常以人為單位而非以戶為單位。選

票是一張張地登記、核對、發錢。因此，在林哞印象中，買票的對象並沒有特別

重男輕女的情形。其本人也不認為選區內的性別比對動員效果有什麼影響。在量

化的檢證上，性別比與動員效果的相關分析如表三～15 所示。動員效果與性別

比的相關係數為 0.382，其意義為當選區的男性比例越高時，林哞的動員效果越

高，但此正向關係並沒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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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15  性別比、老年人口比及人口流動率與動員效果之 Pearson 相關係數 

 性別比 老年人口比例 人口流動率 

動員效果 0.382 0.382 -0.465 

註：1.灰底者代表達統計顯著。 

    2.性別比＝ kk FM*100 （ 代表第 k 里 20歲以上男性人數， 代表第 k 里 20歲以上

女性人數）。 
kM kF

    3.老年人口比＝ kk TO*100 （ 代表第 k 里 65歲以上人口數， 代表第 k 里 20歲以上

總人口數）。 
kO kT

    4.人口流動率＝ ')(*1000 ktktkt TOI + （ 代表 t 年第 k 里的遷入人口數， 代表代表 t

年第 k 里的遷出人口數， 代表 t 年年中第 k 里的總人口數）。 
ktI ktO

'ktT
資料來源：雪牛市牛頭區公所檔案室，以及牛尾區公所檔案室，經筆者自行計算得之。 

 

2.老年人口比例與動員效果 

第一章的文獻檢閱曾提到，出賣選票的人大致分為兩種，一種是公民責任感

較低的人，另一種則是窮人。雖然年紀與這公民責任感、財富並無明顯的關連性。

但年紀大的這群人，可能因為失去工作收入、身體狀況不佳、對政治逐漸冷漠等

因素，而被認為是比較願意出售選票的一群人。甚至過去研究也一致同意：年紀

大的選民比較容易接受買票動員（Cornelius，2003；何金銘 1995）。 

在林哞的個案中，林哞表示向老年人買票比較容易的原因在於：（1）老年

人通常閒賦在家，比較容易接觸。（2）數十年的社會洗禮下，幾乎每個老年人

都會處於不只一個的人際網絡下。這使得老年人被動員的機會提高不少。（3）

老年人個人收入較低，部分經濟情況較差者，甚至相當重視這幾百塊的買票錢。

（4）現在的老年人大多都經歷過國民黨時代的競選模式，拿錢投票非但不會有

罪惡感，甚至已經逐漸成為習慣。 

在量化分析上，本文以市政府主計處的定義與計算方式，將老年人口定義為

65 歲以上人口。在計算老年人口所佔的選民比例後，同樣以相關分析觀察此比

例與動員效果的關係。表三～15 顯示，老年人口比例與動員效果的相關係數為

0.382，且達到統計顯著水準。此意味著當選區的老年人口比例越高時，林哞在該

里的動員效果及越高。這樣的發現，雖然無法推論「老年人是較願意出賣選票的

一群人」（人文區位的謬誤），但至少與候選人預期，及以往研究的論點不謀而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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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口流動率與動員效果 

過去對買票動員的討論並不曾觸及人口流動率。比較類似的研究是：都市化

程度地區的越高則動員效果越低（Riger，1999）。因為都市化越高的地方，人口

流動比例通常越高，因此，若將人流動比例當作衡量都市化程度的指標，則可推

論人口流動率越高的地方，動員效果可能越低。 

既然如此，本為為何選擇人口流動率當作討論主題呢？最重要的原因在於，

買票是一種建立在密集的人際關係上的動員策略。如果某地區的人口流動快，新

舊居民的關係尚未建立，那買票所倚賴的人際網絡可能會出現很多漏洞，此將導

致動員效果的下降。尤其是對方塊式買票而言，人口流動越頻繁，樁腳能接觸的

範圍就越有限。林哞在深度訪談中也曾經表示：許多鄰里長等樁腳會用「這附近

很多新搬來的人，因為不熟也不清楚其政治傾向，所以票很難買」等說法，拒絕

為候選人買票，或是將買票錢留置不發。可見，人口流動率也是觀察動員效果的

重要變數之一。 

關於人口流動率的計算此處採用市政府主計室的資料及計算公式。將當年度

遷出人數與遷入人數加總，再除以當年度年中人口總數，最後乘以一千。所得數

據代表每千人當中，人口流動數目的多寡。而從表三～15 中可以發現：人口流

動率與動員效果的關係如預期般呈現顯著的負相關，且其相關係數達-0.465。此

說明了，當一個地區的人口流動率越頻繁，候選人在此地區的動員效果將會越

低。必須強調的是，如果前述林哞的說法正確，那或許可以推斷相關分析的結果，

不是因為新的居民傾向不賣票；而是因為鄰里長等樁腳與新居民的關係尚未建

立，或是根本未接觸到這些新居民。此才導致人口流動越大的地方，動員效果越

低。 

 

 

第五節  動員效果之迴歸模型 

上述討論分別對於各項影響動員效果的可能因素進行分析，結果發現各因素

對於動員效果的影響情況不一而足。部分因素與動員效果的關係甚至與預期不

符。為了更深入瞭解這些變數對動員效果的影響並確定變數間的關係。本節試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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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將各項因素納入動員效果的討論，藉由迴歸模型的控制，重新檢討各變項與

動員效果的關係；並進一步釐清各項因素的影響力強弱。 

 

一、模型建構 

綜合前幾節的討論，本文共提出了：買票模式、發錢方式、樁腳數目、平均

負票數、樁腳類型、樁腳與候選人關係、地緣因素、人文區位因素等八項影響動

員效果的變數。但在同時比較各項變數影響力時，有兩項變數因為資料上的差異

性必須要加以剔除。首先，發錢方式是基於不同屆所做的比較，同一屆中少數樁

腳發錢方式雖有不同，但大致上同一屆的運作方式是相同的。模型必須捨棄的第

二項變數是人文區位。因為人文區為資料幾乎都以行政區為基本統計單位，細緻

至里的資料已經相當難以取得，依票櫃而建的資料更是前所未有。因此，在比較

各票櫃的動員效果時，人文區位資料不得不暫時略過。 

除去上述兩項變數後，僅將表三～16 中的七項變數投入迴歸模型。其中各

票櫃的動員效果為模型依變數，模型自變數則有六項。買票模式與地緣關係採虛

擬變數，以方塊式補強的票櫃皆歸為 1，純粹傳統式的票櫃歸為 0；具地緣關係

的票櫃歸為 1，非地緣票櫃則歸為 0。每個票櫃的樁腳數與每位樁腳平均負責票

數因為是數值資料，故不須處理直接投入模型。樁腳類型及樁腳與候選人關係兩

變數則需要稍做處理。由於每一個票櫃同時都擁有這些樁腳，所以在變數建構

時，此兩變數都不直接以個案數計算，而改用每個票櫃中，某類型樁腳所佔之比

例取代。而因為各樁腳比例加總為 100%，故樁腳類型中設定以社會型樁腳為比

較基準，只將政治性樁腳與組織性樁腳投入模型。與候選人關係中，則以親戚摯

友為比較基準，只投入普通朋友、他人引介、無交情三項。 

變數建構後所得候選人動員效果迴歸模型如下： 

 

εβββ
βββ
ββββ

地緣關係＋無交情的比例＋他人引介的比例＋

普通朋友的比例＋組織型樁腳的比例＋政治型樁腳比例＋

負責票數＋樁腳數目＋買票模式＋＋動員效果＝

987

654

3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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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16  迴歸模型之各項變數建構 

變數名稱 變數處理 

動員效果 數值資料。最大值為 67.0，最小值為 10.4，平均數為 24.6。 

買票模式 虛擬變數。傳統式歸 0，傳統式與方塊式並行者皆歸為 1。 

樁腳數目 數值資料。最大值為 61，最小值為 13，平均數為 35.8。 

負責票數 數值資料。最大值為 538，最小值為 1，平均數為 8.4。 

樁腳類型 數值資料。以社會型樁腳為比較的基準，僅將各票櫃中政治型樁腳 

 與組織型樁腳的比例投入模型。 

樁腳與候選人關係 數值資料。以親戚摯友為比較的基準，僅將各票櫃中普通朋友、 

 他人引介、無交情的比例投入模型。 

地緣因素 虛擬變數。不具地緣關係者歸為 0，具地緣關係者歸為 1。 

 

二、模型發現 

六項變數所建構出的動員效果迴歸模型如表三～17 所示。整體來說，動員

效果迴歸模型的R2達 0.274，整個模型的解釋力不差。各變數的係數方向與研究假設的

預期大致相符。而各變數的表現從表中數據可知：在買票模式上，傳統與方塊式並

行對於動員效果會產生負向的影響，雖未達統計顯著，但係數值-1.76，代表在其

他因素不變下，以方塊方式補強會使該票櫃的動員效果減少 1.76%，影響幅度不

小。樁腳數目與樁腳平均負責票數對於動員效果同樣無顯著影響。但係數的正負

也透露，樁腳數目越多動員效果可能越低。而每位樁腳負責的票數約多，對動員

效果可能是正面的。在樁腳類型上，與社會型樁腳相比，若該票櫃中政治型和組

織型樁腳越高，則該票櫃的動員效果即越高。其中政治型樁腳的係數值為 0.22，

且具有統計上顯著，代表若其他條件不變，每當政治型樁腳的比例增加一個百分

比，動員效果可以增加 0.22 個百分比。候選人與樁腳的關係上，無交情樁腳的

模型係數為-0.31，說明無交情的樁腳對於動員效果有顯著的傷害。與親戚摯友相

較，普通朋友的比例對於動員效果的影響也是負面，但影響較小。地緣關係對於

動員效果影響重大，模型顯示當其他因素不變時，只要這個投票票櫃位於地緣地

區，則該票櫃動員效果將比非地緣地區多出 9個百分比以上，地緣的影響相當明

顯。 

進一步比較各項變數之間影響力大小，地緣關係的標準化係數值（ β 值）為

0.37，代表地緣因素為影響動員效果最為強勢的變項。其次，無交情比例的 β 值

為-0.25，說明此變數對於動員效果同樣有強大卻是負面影響。相對影響力排名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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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的是政治型樁腳的比例。在標準化後，政治性樁腳的比例其每變動一個單位，

則動員效果可以增加 0.21 個單位，影響程度略低於無交情比例。可見若林哞要

提高動員效果，可以針對此三方向進行檢討。 

 

表三～17  動員效果之迴歸模型 

變數名稱 B 值 SE β  t 值  

傳統與方塊式並行 -1.76 3.19 -0.09 -0.551  

樁腳數目 -0.08 0.10 -0.10 -0.860  

平均負責票數 0.10 0.28 0.07 0.361  

樁腳類型   

政治型樁腳比例 0.22 0.12 0.21 1.771 *

組織型樁腳比例 0.14 0.14 0.12 1.030  

樁腳與候選人關係   

普通朋友比例 -0.05 0.13 -0.05 -0.350  

他人引介比例 0.04 0.15 0.03 0.246  

無交情比例 -0.31 0.14 -0.25 -2.183 *

具地緣因素 9.09 2.93 0.37 3.099 **

常數項 24.25 9.71  2.497 *

N=78 R2=0.274  調整後R2=0.178  

 

 

第六節  小結 

本章針對各項影響動員效果的變數進行討論，發現金錢動員效果的確會因買

票模式、買票作業、樁腳類型、選區環境等因素有所增減。各項變數與動員效果

的關係如下： 

1. 在買票模式上，林哞因為個人因素、選區因素、對選情的評估三項因素，選

擇以傳統式買票為動員主軸。以動員效果來看，部分在傳統式下再輔以方塊

式買票的里，所得到的動員效果不見的比傳統式佳。可見傳統式動員比起傳

統式與方塊式並行來的有效。至於方塊式則無資料檢證。 

2. 買票作業上，與林哞預期不同的，樁腳數目越多動員效果反而不佳；而票數

分配上，平均負責票數對於動員效果也呈現負相關。買票作業上最為明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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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異在於發錢方式。林哞個案顯示，如果能派人跟隨樁腳一同發放賄款，則

可以大大提升動員效果。可見有效監督是買票成功的重要因素。 

3. 不同類型的樁腳在動員效果的表現也不同。整體來說，政治型與組織型樁腳

的比例越高，動員效果越佳；林哞最為依賴的社會性樁腳，在動員效果上的

表現並不如預期。 

4. 候選人與樁腳的關係是影響動員效果的重要變數。在林哞個案中發現：如果

一票櫃的樁腳中，候選人的親戚摯友擔任樁腳的比例越高，則動員效果就越

高；如果與該票櫃中，與候選人無交情的樁腳比例越高，則動員效果明顯降

低。 

5. 地緣是林哞以住所為根基，利用文宣攻勢建立起來的選票地盤，其對林哞得

票的影響相當顯著。四次選舉中，林哞在地緣地區的里得票幾乎都是非地緣

地區的二至三倍，地緣效用十分驚人。在動員效果上地緣效果同樣明顯，三

次金錢動員裡，地緣地區的動員效果也都超過非地緣區有 2.1 到 10.2 個百分

比。 

6. 因為資料缺乏，所以人文區位的影響上只針對性別比、老年人口比例、人口

流動率等進行比較。結果發現男性或老年人的比例與動員效果都呈現正向相

關，惟性別比並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人口流動率上，相關分析顯示：當一

個里的人口流動越大，則金錢動員的效果會顯著下降。 

7. 動員效果模型顯示：在其他其他因素不變的情況下，政治型樁腳比例、無交

情樁腳比例、地緣因素三項變數對於動員效果有顯著影響。其中，政治性樁

腳比例與地緣因素對於動員效果有正面幫助；無交情樁腳比例則會損害動員

效果。而在各變數單位標準化後發現，地緣因素對於動員效果的影響力為變

數中最強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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