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研究設計 

第一節、研究架構 

本論文著重於我國中央層級分立政府成因之探討，旨在探討選民個人的社經

背景及其心理認知，是否對投票穩定度有所影響，進而促成分立政府的形成。根

據相關文獻之探討與研究目的所需，本文擬定之自變數為選民之人口、社經背

景、政治態度以及選民對分權制衡觀念的心理認知；依變數則為選民的投票穩定

度。此研究焦點呈現於圖 3-1之研究架構，對於各項變數之特性，茲說明如后。 

 

圖 3-1、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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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依變數：投票穩定度  

前已述及，美國學者研究分立政府之成因時，皆以「分裂投票」概念分析選

民的投票行為。然而，我國因憲政制度的規劃以及選舉日程與美國並不相同，故

不宜以「分裂投票」概念解釋我國選民之投票行為，因而本文改採「投票穩定度」

一詞作為本研究之依變數。因此，若選民之一致投票行為促成一致政府出現，分

裂投票行為促成分立政府出現的話，當我們以投票穩定度取代分裂投票概念時，

則可推論：若選民之投票穩定度高，將造成一致政府；反之，選民的投票穩定度

低，則將造成分立政府的出現。 

本文之研究範圍界定在 2000年第十任總統大選，以及 2001年第五屆立法委

員選舉兩項選舉，採用 TEDS 2001實證資料，並參酌 Sigelman、Wahlbeck與 Buell

（1997）的分析途徑，進行分析，比較選民在兩次選舉中一致與轉移選票的情形，

藉以瞭解影響投票行為的可能原因。 

必須強調的是，假若依據總統選舉候選人與立法委員選舉候選人所屬政黨進

行交叉分析，則選民可能的投票模式，將超過二十種排列組合。筆者再三審慎衡

量，由於種類繁多並不適用於研究分析，且囿於資料樣本數的限制，故本文依據

實際政黨結盟型態，以及各政黨統獨意識形態光譜的分布位置，將各政黨與候選

人加以歸併，區分為「泛藍陣營」及「泛綠陣營」兩類，裨益研究所需。1猶如

表 3-1所示，假若選民在兩次選舉中皆支持泛藍陣營的候選人，則此類選民以「泛

藍穩定者」稱之；總統大選投給泛藍陣營，立法委員選舉支持泛綠陣營者，以「藍

綠變遷者」稱之；總統大選支持泛綠陣營，而立法委員選舉投給泛藍陣營者，以

「綠藍變遷者」稱之；倘若兩次選舉均支持泛綠陣營候選人者，則以「泛綠穩定

                                                 
1 本研究將 2000年總統選舉參選人連戰、宋楚瑜、李敖，以及參與 2001年立法
委員選舉之國民黨、新黨、親民黨劃分為「泛藍陣營」；另將總統參選人陳水扁、

許信良，以及參與 2001 年立法委員選舉之民進黨、建國黨、台灣團結聯盟，以
及綠黨劃分為「泛綠陣營」。 



者」稱之2。 

 

表 3-1、2000年總統選舉與 2001年立法委員選舉之選民投票模式 
 

                    總統選舉 

 泛藍陣營 泛綠陣營 

泛藍陣營 

(人數/比例) 

泛藍穩定者 

（443/41.1%） 

綠藍變遷者 

（83/7.7%） 

 
 
立
法
委
員
選
舉 

泛綠陣營 
藍綠變遷者 

（122/11.3%） 

泛綠穩定者 

（431/39.9%） 

 

本論文之自變數以及依變數多為類別變數，因此，在研究分析中將先以交叉

分析表，逐項分析選民之人口變數、政治態度變數，以及選民之制衡觀念對投票

穩定度之影響。並於進行整體模型分析時，使用「多項勝算對數比模型」

（multinominal logit model），同時比較多組候選人與政黨之間的投票模式，並估

算自變數如何影響選民選擇特定之投票模式。（黃紀，2000） 

貳、自變數：人口變數、政治態度變數 

在選民投票行為研究中，經常依據研究目的，以選民之人口、政治態度變數

特質作為研究之自變數，選民投票行為為依變數進行分析。本文依據研究目的，

選取選民之性別、省籍、政黨認同，以及族群認同等特質，作為本研究之自變數，

並且將選取之自變數區分為人口變數與政治態度變數。本文依據 TEDS2001問卷

（如附錄所示）與研究目的，選取性別、年齡、籍貫，以及教育程度為人口變數。

本文選取統獨立場、政黨認同、族群認同、政治知識，以及政治功效意識為本研

                                                 
2 自表 3-1可知，我國選民在兩次選舉中之投票行為呈現高度穩定，有八成的選
民將票投給相同陣營之政黨或候選人，其中，屬於泛藍穩定者佔選民總數

41.1%；泛綠穩定者則佔 39.9%。將選票投給不同陣營之政黨或候選人的選民則
僅有兩成，藍綠變遷者佔 11.3%；綠藍變遷者佔 7.7%。 



究政治態度變數。對於各項變數之特性，茲說明如后。 

1、性別  

在性別方面，相對於女性，男性通常對政治較感興趣，對於政治議題的接收

與參與政黨動員活動的程度較高（Milbrath and Goel, 1977：117）。這代表男性選

民的投票行為較易受資訊的變動而改變，可能因接收新的政治資訊，進而將選票

投給不同政黨候選人。女性選民則相對地較為保守而固定，易受長期政黨認同因

素影響，採取一致投票。過去的研究發現，在美國選民中，男性的投票穩定度確

實低於女性（Campbell and Miller, 1957）。 

然而，選民之性別是否與投票穩定度的高低有關，至今仍有爭議。胡佛

（1998：161）指出，男性選民較女性選民更易受政黨動員的影響而投票，以此

推論，男性之投票穩定度應較為偏低。陳義彥（1995）針對 1994 年台北市長與

市議員選舉之研究則指出，男性與女性轉移選票之模式不同，女性之選票轉移傾

向於市長支持新黨候選人，而市議員支持國民黨候選人；男性則以市長支持民進

黨候選人，市議員支持國民黨候選人為主。許勝懋（2000）研究 1998 年台北市

長與市議員選舉時，發現男性與女性在投票穩定度上，雖有差異但不顯著。 

歸納上述研究成果，筆者認為，男性選民因其政治功效意識以及政治資訊吸

收程度高於女性選民，故易受新資訊的影響進而改變其投票對象，減低其投票穩

定度；女性選民則相對地較為保守，易受長期性的政黨認同因素的引導，傾向延

續以往的投票取向，其投票穩定程度高於男性選民。 

2、年齡  

就生命週期觀點來看，年齡越輕的選民對於政治體系的認識較少，對於政黨

的情感依附不深且不固定。同時，其政治功效意識較高，具有明顯的政治偏好，

認為其投票行為可以影響政府的決策，故年齡越輕的選民轉移選票的可能性越

高。年齡越長的選民則相反，在考量家庭與事業因素之下，通常其政治行為較保



守，政治功效意識較低，隨著對政治事務的熟悉而強化其政黨認同，故年齡越長

的選民一致投票的可能性越高（Abramson, 1983；胡佛，1998）。不過，也有學

者提出相反的意見，認為年齡越長的選民對候選人越熟悉政治事務，不必依靠政

黨作為投票判斷，所以更容易採取轉移其選票（Beck et al., 1992）。 

國內若干研究發現，投票穩定度低的選民之中以年輕與中年者居多（洪永

泰、陳義彥、黃德福，1995；黃德福，1991），其中，又以 20歲至 29歲的選民

投票穩定度最低（洪永泰，1995）。亦有研究指出，年齡與轉移選票的比例具有

顯著相關性，相較於其他年齡層，30歲至 39歲的選的青壯年選民，是投票穩定

度最低的一群（許勝懋，2000）。有此可見，相較於年輕選民低度穩定的投票模

式，年齡越長的選民其投票穩定度相對較高。 

3、省籍  

省籍因素向來是國內研究投票行為相當重要的變數，本省籍選民較傾向支持

民進黨，外省籍選民則較其他族群更支持國民黨（徐火炎，1995，1998；黃秀端，

1995）。若干文獻指出，相對於人數最多的本省閩南族群，大陸省籍人士對於某

些政治態度有相當顯著的取向，或者因為凝聚力較強的「團體意識」（group 

consciousness），使得政治參與的程度較高，因此更易受政黨動員的影響（胡佛，

1998：164）。由此推論，外省籍選民相較於其他省籍的選民，應具有高度穩定的

投票傾向。 

然而，隨著國內政治生態的改變，國民黨內部不斷分裂，黨內精英相繼出走，

分別成立新黨、親民黨，造成原本支持國民黨的外省籍選民分散其支持對象。因

此，當泛國民黨陣營推出兩位具競爭力的候選人時，往往促使選民轉移選票。此

現象尤以台北市選舉最為明確，1994年與 1998年兩次市長暨市議員選舉中，皆

出現相當程度的選票轉移現象，而且外省籍選民較本省籍選民更傾向將手中的選

票投給不同政黨的候選人（洪永泰，1995；陳義彥，1995；許勝懋，2000；吳怡



銘，2000）。 

雖然外省籍選民在過去兩次台北市長暨市議員選舉中，呈現將選票投給不同

政黨的態勢，但若從政黨所屬「陣營」的角度來看，外省籍選民基本上仍是將選

票投給「泛藍陣營」之政黨及候選人，而非跨陣營投給「泛綠陣營」之政黨及候

選人，反之，其他省籍的選民跨陣營投票的現象則十分普遍。因而，本文假設，

外省籍選民之投票穩定度較高；本省籍閩南籍、客家籍及原住民選民則相對較低。  

4、教育程度  

諸多研究證實，教育程度是影響選民政治參與相當重要的因素。胡佛（1998：

165）指出，教育程度較高的選民，相對於教育程度低的選民，其政治功效意識

高，有明顯的政治偏好，認為其投票行為可以影響政府的決策。同時，教育程度

越高者越會去投票；教育程度低者則不常投票。一般而言，高教育程度者接收資

訊的管道較多元，也較關心政治訊息。因此，高教育水準的選民依據候選人與議

題因素投票的比例會增高，造成選票轉移的可能性也會提高。然而，教育程度與

選民投票穩定度的關係，學者之間有著不同的看法。若干學者認為，高教育程度

者其投票穩定度應較低（DeVries and Tarrance, 1972；Beck et al., 1992），部分學

者則持著相反意見，認為低教育程度者反而更易於成為投票變遷者（Campbell and 

Miller, 1957）。 

在國內研究中，洪永泰、陳義彥、黃德福（1995）發現，台北市中學程度與

專科程度以上選民，皆出現轉移選票的情況，但呈現出不同的投票組合。中學程

度選民以市長投民進黨，市議員選國民黨比例較多；專科以上程度選民則以市長

投新黨，市議員選國民黨最多。另外，許勝懋（2000）研究 1998 年台北市長暨

市議員選舉中發現，台北選民的教育程度，與其投票穩定度之間具有關聯性。受

過高等教育之選民，穩定度最低；反觀，教育程度在小學以下者，其穩定則最高。 

根據上述研究成果，本文假設教育程度越高的選民其投票穩定度較低；反



之，教育程度越低的選民投票穩定度則較高。 

5、統獨立場  

統獨議題無疑是我國近年來影響最深遠也是最具爭議性之議題，目前，區隔

國內各政黨之議題立場最重要的指標便是統獨議題。洪永泰（1995）以 1994年

台北市長與市議員選舉為例，針對選民之統獨立場與其投票行為進行交叉分析發

現3，主張儘快獨立的選民，投票穩定度極高，並且絕大多數傾向支持民進黨；

而主張儘快統一的選民人數偏少，且未有明確的投票模式。其分析結果顯示，統

獨立場確為影響選民投票穩定度的因素，然其重要性卻不若選民的政黨認同程

度。 

許勝懋（2000：100）則以 1998年台北市長及市議員選舉結果進行分析，其

指出具有清楚統獨立場的選民其投票穩定高，其中，偏向統一的選民，顯著支持

「國-國配」；而偏向獨立者，則多數傾向「民-民配」。4然而，不具有顯著統獨立

場的選民卻未如其所預期一般，呈現低度投票穩定的現象。其解釋這可能是因為

市長選舉突顯的是候選人個人的特色及形象，致使統獨議題無法彰顯其影響力所

致。 

據此，本文假設，具有明確統獨立場的選民，其投票穩定度較高，越傾向統

一者，越容易成為「泛藍穩定者」，越傾向獨立者，則以「泛綠穩定者」為其主

要投票模式；而統獨立場不明確的選民，其投票穩定度則相對較低。 

6、政黨認同  

如前曾述，政黨認同是選民投票考量的重要因素，而政黨認同的強弱則會影

                                                 
3 該問卷測量民眾之統獨立場的問題為：「關於台灣與大陸的關係，有幾種不同
的看法，請問您比較偏向哪一種？（一）儘快獨立，（二）儘快統一，（三）維持

現狀，以後走向獨立，（四）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統一，（五）維持現狀，看情形

再決定獨立或統一，（六）永遠維持現狀。」（洪永泰，1995：126） 
4 許勝懋所使用之問卷題目與洪永泰之問卷題目完全相同。 



響選民轉移選票的可能性，而且在不同政黨認同者之間，轉移選票的可能性也會

有所差異。許增如（1999：101-104）分析 1996年美國大選資料指出，民主、共

和兩黨的強烈認同者皆是高度投票穩定者，一致投票的比例超過九成。弱政黨認

同者穩定度則較低，而其轉移選票的組合則是傾向將總統投給自己所認同的政

黨，眾議員則投給另一個政黨。至於獨立選民，則是明顯傾向將其選票投給不同

的政黨，21.7%的獨立選民總統投民主黨，眾議員投共和黨；7.5%的獨立選民總

統投共和黨，眾議員投民主黨，兩者合計約佔獨立選民總數之三成，是不同政黨

認同者中比例最高者。此外，該研究結果也發現，民主黨的認同者似乎比共和黨

的認同者，較有轉移選票的傾向。 

再者，黃德福（1991）以台灣地區為研究對象，其指出，獨立選民選票轉移

的比例最多，但亦有部分支持國民黨的選民出現選票轉移的情況。除此之外，洪

永泰、陳義彥、黃德福（1995）針對 1994 年台北市長暨市議員選舉的研究中發

現，政黨認同偏向國民黨的選民，選票轉移的情況最為明顯。許勝懋（2000：87-91）

研究指出，1998 年台北市長暨市議員選舉中，國民黨的認同者一致投票的比例

反而是最高，其次為民進黨的認同者。反觀，新黨的認同者，無論認同程度之強

弱，皆產生嚴重的選票轉移現象，在市長選舉中支持國民黨候選人馬英九，而在

市議員選舉中支持新黨候選人。 

然而，國、新兩黨之支持者雖有明顯之跨黨投票的現象，但終究仍是以「泛

藍陣營」政黨之候選人為投票對象。依照上述邏輯，筆者推論，具有特定政黨認

同之選民其投票穩定度較高；無黨籍之獨立選民其投票穩定度則較低。同時，本

文亦假定民進黨、台灣團結聯盟、建國黨等相近意識型態支持者傾向成為「泛綠

穩定者」，而國民黨、親民黨、新黨認同者則較容易成為「泛藍穩定者」。 

7、族群認同  

族群指涉的是擁有共同歷史特徵，如文化、語言、血統、祖先、宗教等，而



自認為或被認為構成獨特社群的一群人。此特徵尚可區分為內團體（我群）與外

團體（他群），而內外團體的區分常起因於對於政治或經濟資源的相互競爭，而

非是特徵的差異（王甫昌，1993）。群體認同是自我感覺隸屬於某一社會階層之

中，且對該特定階層有種心理歸屬感。群體意識則是對所屬之群體，在整體社會

地位中的政治自我覺醒或所屬群體的意識型態。族群意識反應在政治行為上，則

是透過特定政治團體傳達該群體之意見，維護其共同利益。在選舉過程中，這些

特定政治團體會傾向提名為該群體喉舌之代言人，因此具有群體特徵的候選人較

易當選（Litt, 1970）。 

族群認同對於投票行為的影響，具有兩項特徵。其一，某族群之成員，會與

某特定政黨有緊密的連結。其二，族群成員會跨越其所屬政黨的界限，支持或反

對某一族群支持的候選人（Wolfinger, 1965）。然而，族群對於政治事務的態度，

並非是一陳不變，往往因為時間、族群成員的經濟地位的改變，或者族群之間的

相互接觸，而分散其政治取向（Dahl, 1961）。因此，假若某一族群之候選人，在

兩項不同選舉中，分別代表不同政黨參選，該族群之選民便可能出現分裂投票的

現象。 

族群因素向來是影響國內政治生態重要的因素之一，在以往威權體制控制

下，「中國意識」似乎成為國內主流價值。民眾不論為本省籍或外省籍，皆必須

承認自己為「中國人」。但戒嚴之後，隨著民主化與本土化的開展，台灣意識逐

漸抬頭，部分民眾開始認為自己並非「中國人」，而是「台灣人」。「中國人」與

「台灣人」認同輔以省籍因素的影響，遂成為切割國內族群的重要因素。但必須

說明的是，「中國人」與「台灣人」認同雖然與省籍因素有相當程度的關聯性，

但是省籍屬於客觀的人口特徵，而「中國人」與「台灣人」卻是主觀的心理歸屬

感，兩者並不能畫上等號，其相互影響也尚待檢證。儘管省籍亦是區隔族群的重

要因素，然而鑑於省籍因素已納入本研究之選民社經背景的客觀因素之一，故在

本論文中，將以「中國人」認同與「台灣人」認同做為族群認同之分野。 



一項研究指出，自認為「中國人」與自認為「台灣人」兩者中，自認為「台

灣人」者較會積極參與選舉活動。原因在於國人過去教育過程中，皆被灌輸「大

中國」意識，因此自認為台灣人者，通常是排斥「大中國意識」，而認同台灣，

此種對於族群的認同感，轉化為實際的行動，便成為強而有力的政治參與能量（黃

秀端，1995：67）。再者，洪永泰（1995）研究 1994年台北市長暨市議員選舉結

果發現，自認為是「台灣人」的選民中，屬於民進黨的忠貞支持者最多，但轉移

選票的比例也是最高。自認是「中國人」的選民中，屬於新黨的支持者最多，其

次為國民黨，但在選票轉移方面並無特殊之處。自認為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

的選民，與全體選民相較，則無特殊差異。許勝懋（2000）研究指出，在該次選

舉中，族群認同並無明顯差異。惟自認為「中國人也是台灣人」的選民轉移選票

的比例最高，而自認為「中國人」的選民與自認為「台灣人」的選民相較，則有

較高比例的轉移選票情況發生。 

筆者以為，族群意識既為凝聚群體力量的重要因素，則其反應在投票行為上

應導向於促成選民的投票目標趨於一致。故本文假定，不論是自認為「台灣人」

或者「中國人」的選民，其投票穩定度應相對較高，而族群認同為「兩者皆是」

者穩定度較低。同時，本文亦假定自認為「台灣人」的選民傾向成為「泛綠穩定

者」；而自認為「中國人」的選民則傾向成為「泛藍穩定者」。 

8、政治知識  

一般說來，民眾對於政治事務必須具備基本的瞭解與興趣，才可能理解並參

與政治體系的運作。換言之，政治知識提供民眾對政治體系的基本瞭解，它是一

種資源，影響政治態度的形成，並型塑個人對於政治事務的價值與判斷（Delli 

Carpini and Keeter, 1996）。根據 Delli Carpini與 Keeter（1996：10-11）的觀點，

政治知識有別於「政治資訊」（political information），它是一種被長期儲存，對

政治的事實資訊的一種記憶，因此，並非所有資訊都應被視為一種政治知識的累

積。此外，其亦指出，政治知識是一種認知，這種認知並不同於資訊，政治知識



能夠讓民眾有能力思考與行動，對政治世界表達其觀點。 

以往，或許由於基層群眾缺乏對於政治事務的認知，使得學者對該領域的研

究並不感到興趣。至 1990 年代之後，受認知心理學的方法與概念的影響，學界

才重新開始對政治知識的研究（黃秀端，1996：28）。黃秀端（1996）指出，台

灣地區民眾政治知識的來源主要來自於電視新聞與報紙新聞，至於影響民眾政治

知識的重要變數則有性別、教育程度、選舉興趣，以及媒體接觸，男性、高教育

程度、對選舉活動越感興趣，以及使用媒體越頻繁的民眾，其政治知識越高。再

者，林瓊珠（2001）的研究結論亦大致符合這種命題，除了男性及高教育程度者

之外，年齡較大與政黨認同較強烈的民眾，具有較高的政治知識。翁秀琪、孫秀

蕙（1994）則針對政治知識與投票行為之關聯進行分析，其研究發現，明白表示

支持某黨派之民眾，在政治知識的得分上較高。其中，以支持新黨的民眾政治知

識最高，其次為國民黨的支持者，民進黨的支持者最低。民眾之政治知識與選民

投票穩定度關係為主題的研究，迄今則無研究結果呈現，有待進一步的檢證。 

本文假設，政治知識愈越的選民，其投票穩定程度越高，傾向成為「泛綠穩

定者」或者「泛藍穩定者」；反之，政治知識越低的選民，其投票穩定程度越低，

較易成為「藍綠變遷者」或者「綠藍變遷者」。 

9、政治功效意識  

政治功效意識意指「個人認為其政治行為對於政治過程必定有或者有所影響

的感覺，亦即個人認為履行公民責任（civic duties）是值得的。它是一種感覺，

認為政治與社會的改變是有可能的，而身為一公民可以扮演相當的角色來促成這

樣的改變」（Campbell, Gurin, and Miller, 1954：187）。一般而言，民眾之政治功

效意識愈高，則其參與政治事務的程度愈高；再者，若多數公民的政治功效意識

愈高，則遵守當權者制定及實施法規的意願愈高，政治體系統治基礎的「正當性」

益形穩固（吳重禮、湯京平、黃紀，2000：24）。 



針對政治功效意識的意涵，Balch（1974）更進一步將其區分為兩個層面：

一為「內在功效意識」（internal efficacy），或稱為「輸入功效」（input efficacy）；

另一為「外在功效意識」（external efficacy），或稱為「輸出功效」（output efficacy）。

內在功效意識指涉的是個人相信自己具有能力可以瞭解政治事務、認知政治過程

的全貌，以及參與政治活動的程度；而外在效度則意指個人相信政府官員對於人

民的要求有所反應與重視的程度（Balch, 1974；Craig, 1979；吳重禮、湯京平、

黃紀，2000：25）。 

吳重禮、湯京平、黃紀（2000）沿用「美國全國選舉研究」測量政治功效意

識的標準問卷題目，進行「嘉義縣選民對立委候選人支持度之研究」。外在功效

意識測量題目分別為：「有人說，我們一般老百姓對政府的作為，沒有任何影響

力。請問您同不同意這種說法？」（People like me don’t have any say about what 

government does），以及「有人說，政府官員不會在乎（台語：不會管）我們一

般老百姓的想法。請問您同意還是不同意這種說法？」（I don’t think public 

officials care much about what people like me think）。內在功效意識測量題目為：

「有人說，政治有時候太複雜了，所以我們老百姓實在搞不懂（台語：不清楚）。

請問您同意還是不同意這種說法？」（Sometimes politics and government seem so 

complicated that a person like me can’t understand what is going on）。該研究指出，

嘉義地區選民在「百姓沒有影響力」及「官員不在乎」兩項外在功效意識指標之

間呈現出顯著正相關；而兩項外在功效意識與「政治太複雜」這項內在功效指標

之間則呈現低度正相關，此結果符合 Balch（1974）對三項指標關係之分析。 

再者，黃秀端（1995：63）研究發現，內在功效意識較高者，並不如預期般

地較會參與選舉活動；外在功效意識較高者雖然與政治參與活動有關，但卻呈現

相反的現象。這樣的結果頗令人意外，作者解釋或許是認為政府會重視民眾福祉

者，對現狀較滿意，所以不需採取任何行動來改變現狀，因此產生認為政府越關



心民眾者，越不參與競選活動的現象。5在此，本文假設選民的政治功效意識越

強烈，其投票穩定程度越低，反觀政治功效意識越弱則投票穩定程度愈高。 

參、自變數：制衡觀念 

除了人口變數以及政治態度變數之外，本研究所擇定之另一自變數為「制衡

觀念」，它是一種選民心理層面的主觀認知。當制衡觀念在選民心中成型，並成

為其投票的重要考量時，選民便會將選票分別投給不同政黨的候選人，希冀在政

治體制上，造成分立而制衡的政府。「美國全國選舉研究」曾進行對民眾制衡觀

念的調查，調查結果顯示，40%的民眾較偏好於總統與國會由不同政黨所控制；

而 28%的民眾則偏好於總統與國會由單一政黨所控制，由此可知，多數美國選民

傾向支持分立政府（Garand and Lichtl, 2000：174）。但是 Sigelman、Wahlbeck

與 Buell（1997）卻發現支持分立政府的選民與分裂投票之間並無顯著相關，造

成這種結果的原因可能是測量時所產生的誤差，以及選民可能對這個問題的瞭解

不足所致。然而，Garand 與 Lichtl（2000：173-191）研究指出，倘若考量選民

之政治知識與制衡觀念的交互作用後，制衡觀念與分裂投票之間便有呈現顯著相

關，當選民具有制衡觀念且其政治知識較高，則越可能採取分裂投票6。 

此外，在國內研究者中，許勝懋（2000）針對 1998 年台北市長暨市議員選

                                                 
5 黃秀端（1995：71）使用之分析資料為陳義彥教授所主持國科會研究計劃「選
舉行為與台灣政治民主化（三）：從 83年省市長選舉探討」所作之問卷調查訪問
資料，該問卷測量民眾之內在功效意識的問題為：「有人說：政治的事情太複雜，

應該由較有知識的人來管，也有人說政治是大家的事，每一個人有同樣的（台語：

同款的）權力來管，請問您認為應該由誰來管？」；測量外在功效意識的問題則

是：「您認為政府決定重大政策時，會不會（台語：敢會）把「民眾的福利」放
在第一優先考慮的地位？是絕不會考慮、不太會考慮、有時會考慮、還是經常會

考慮？」。 
6 Sigelman、Wahlbeck 與 Buell（1997）、Garand 與 Lichtl（2000）均使用 1992
年「美國全國選舉研究」所釋出的資料，其測量選民分立政府的問卷題目為：
“better when one party controls both the presidency and Congress; better when 
control is split between the Democrats and Republicans; or doesn’t it matter?” 



舉資料，分析台北市選民的制衡觀念與分裂投票之關係發現，兩者之間並未呈現

顯著相關。7無論制衡觀念較高或者制衡觀念較低的選民，大多數皆採取一致投

票方式，分裂投票反而是少數。關於這種現象，其認為陳水扁市長時期市府與議

會之間關係緊張，彼此衝突不斷。因此，選民無論制衡觀念之高低，皆希望避免

見到舊事重演，故傾向支持一致政府，因而制衡觀念在解釋分裂投票方面上仍有

待檢驗。陳陸輝與游清鑫（2001）則嘗試探討民眾的制衡觀念對中央、地方政府

府會關係及縣市行政首長評價之影響。8該研究指出，具有制衡觀念的民眾較傾

向認為中央政府的府會關係良好，但卻未能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在地方政府

方面則呈現不同地區之間的差異，台北市與桃園縣民眾，具有制衡觀念者，越傾

向認為府會關係良好，台北市並且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台中市則呈現相反的

結果，具有制衡觀念者，越不傾向認為府會關係良好。至於民眾的制衡觀念對於

縣市首長的施政滿意度亦有影響，具有制衡觀念的民眾，對於縣市首長的施政滿

意度評價較高，但僅有台北市達到顯著水準。 

不同於以往之研究成果，關於分立政府制衡觀念之測量，本文依據研究所

需，參酌 TEDS 2001 所設計的問卷題目，嘗試從「政策主導權」與「中央政府

人事決定權」兩個面向切入，將其區分為「分立政府心理認知」以及「權力制衡

心理認知」兩類（該調查研究的問卷措辭與選項，請參閱附錄）。基本上，政府

運作的兩項主要核心在於政策決定和人事掌控。有鑑於此，針對於分立政府心理

認知的測量， TEDS 2001問卷設計迥異於以往的單一題型，而是區分為兩個面

向；前者屬於政策主導權，而後者偏重於中央政府人事決定權。吾人以為，相較

於以往的問卷形式，此次問卷設計與措辭似乎更為完整。 

                                                 
7 該問卷測量民眾之制衡觀念的問題為：「在台北市，有些人認為『市長與市議
會的多數議員最好是同一黨，市政建設才比較好推動』；也有人認為『市長與市

議會的多數議員最好不同一黨，才能相互制衡』。請問您比較同意哪一種說法？

（續問）同意程度為非常同意、相當同意、有點同意？」（許勝懋，2000：113） 
8 該問卷測量民眾之制衡觀念的問題為：「有人說：『為了有效監督政府，我們需
要有很強的反對黨』，請問您同不同意這種說法？」（陳陸輝、游清鑫，2001：75） 



在政策主導權方面，「分立政府心理認知」本題目旨在探討選民對於立法院

多數席次應由總統所屬政黨或者由在野黨取得之認知態度。再者，「權力制衡心

理認知」本題目偏重於人事任命權方面，探討選民對於行法院長與部會首長任命

權應是總統決定、總統與立法院協調後決定，或者由立法院決定之認知態度。 

本文假定，認為立法院多數席次應由在野黨取得者，傾向成為「泛藍穩定者」

與「綠藍變遷者」；反觀，認為立法院多數席次應由總統所屬政黨取得者，傾向

成為「泛綠穩定者」與「藍綠變遷者」。此外，認為行法院與部會首長任命權應

由立法院決定者，傾向成為「泛藍穩定者」與「綠藍變遷者」；反觀，認為行法

院長與部會首長任命權應由總統決定者，傾向成為「泛綠穩定者」與「藍綠變遷

者」。 

第二節、研究假設 

本論文旨在探討選民個人的社經背景與心理認知，是否對投票穩定度有所

影響，進而促成分立政府的形成。因此，根據相關文獻探討與研究所需，提出下

列假設： 

壹、關於人口變數之假設  

（一）男性選民之投票穩定度較低，女性選民之投票穩定度較高。 

（二）年齡越長的選民投票穩定度越高，年齡越輕的選民投票穩定度越低。 

（三）外省籍選民之投票穩定度較高；本省籍閩南籍、客家籍及原住民選民則相

對較低。同時，外省籍選民傾向成為「泛藍穩定者」，而本省籍閩南籍選

民則較容易成為「泛綠穩定者」。 

（四）教育程度越高的選民投票穩定度越低，教育程度越低的選民投票穩定度越

高。 



貳、關於政治態度變數之假設 

（一）具有明確統獨立場的選民，其投票穩定度較高，越傾向統一者，越容易成

為「泛藍穩定者」；越傾向獨立者，則以「泛綠穩定者」為其主要投票模

式；而統獨立場不明確的選民，其投票穩定度則相對較低。 

（二）政黨認同感越強的選民投票穩定度越高，政黨認同感越弱的選民投票穩定

度越低。民進黨、台灣團結聯盟、建國黨等相近意識形態支持者傾向成為

「泛綠穩定者」，而國民黨、親民黨、新黨認同者則較容易成為「泛藍穩

定者」。 

（三）自認為「台灣人」或者「中國人」的選民，其投票穩定度相對較高，而「兩

者皆是」者穩定度較低。同時，自認為「台灣人」的選民傾向成為「泛綠

穩定者」；而自認為「中國人」的選民則傾向成為「泛藍穩定者」。 

（四）政治知識越高的選民，其投票穩定程度越高，傾向成為「泛綠穩定者」或

者「泛藍穩定者」；反之，政治知識越低的選民，其投票穩定程度越低，

較易成為「藍綠變遷者」或者「綠藍變遷者」。 

（五）選民的政治功效意識愈強烈，其投票穩定程度越低；政治功效意識越弱，

則投票穩定程度越高。 

參、關於制衡觀念變數之假設 

（一）「分立政府心理認知」方面：認為立法院多數席次應由在野黨取得者，傾

向成為「泛藍穩定者」與「綠藍變遷者」；而認為立法院多數席次應由總

統所屬政黨取得者，則傾向成為「泛綠穩定者」與「藍綠變遷者」。 

（二）「權力制衡心理認知」方面：認為行法院與部會首長任命權應由立法院決

定者，傾向成為「泛藍穩定者」與「綠藍變遷者」；而認為行法院長與部

會首長任命權應由總統決定者，則傾向成為「泛綠穩定者」與「藍綠變遷



者」。 

藉由分析 TEDS 2001 資料，筆者將檢證上述假設與實證結果之異同，嘗試

找出影響選民投票穩定度，進而促成分立政府產生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