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分立政府成因之討論分析 

第一節、模型設定與說明 

如前所述，選民在兩次選舉的投票模式共有四種組合，各種組合之間並無任

何順序關係，故本研究之依變數屬於「無序多分變數」（nonordered polytomous 

variable）。根據依變數之性質，本文設定「多項勝算對數模型」（multinominal logit 

model），以「泛綠穩定者」作為參照組，進行分析（黃紀，2000）。1筆者依據研

究目的，選取選民之性別、年齡、省籍、教育程度、統獨立場、政黨認同、族群

認同、政治知識、政治功效意識，以及分立政府與權力制衡心理認知等各項變數，

作為本研究的自變數。其相關理論架構前已論及，於此不再贅述。 

在分析模型中，年齡、統獨立場與政治知識屬於「連續變數」（continuous 

variable）。另外，多項變數屬「質變數」（qualitative variable），故須以虛擬變數

登錄之。在性別部分，男性受訪者登錄為 1，女性受訪者登錄為 0。在省籍方面，

共區分為本省客家人、本省閩南人、大陸各省市人，以及原住民等四類，其中以

本省客家人為參照組。在教育程度部分，區分為國小程度以下、國中程度、高中

職程度，以及大專程度以上等四類，以大專程度以上為參照類。在政黨認同方面，

區分為國民黨、民進黨、親民黨，以及無黨籍等四類，以無黨籍為參照組。在族

群認同部分，區分為台灣人、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以及中國人等三類，以台

灣人為參照組。在外在功效意識部分，區分為「非常低」、「低」、「高」，以及「非

常高」等四類，屬於「有序多分變數」（ordered polytomous variable），其中以「非

常低」為參照組；在內在功效意識方面，僅區分為「低」與「高」兩類，以「低」

                                                 
1 本研究模型包含三個方程式與一個限制式，其分別為： 

log P 泛藍穩定者 / P 泛綠穩定者 ＝ a1 + Xb1 

log P 藍綠變遷者 / P 泛綠穩定者 ＝ a2 + Xb2 

log P 綠藍變遷者 / P 泛綠穩定者 ＝ a3 + Xb3 

P 泛綠穩定者 + P 泛藍穩定者 + P 藍綠變遷者 + P 綠藍變遷者 ＝ 1   



為參照組。在「分立政府心理認知」部分，包括「在野黨在立法院佔有多數席次，

才可以制衡政府」與「應該讓總統的政黨在立法院佔有多數席次，才可以貫徹政

策」兩類，以後者為參照組。在人事同意權「權力制衡心理認知」方面，包括「不

管立法委員的選舉結果如何，總統都有決定行政院長及部會首長人選的權力」、

「在行政院長及部會首長人選的決定權上，總統應和立法院協調」，以及「不管

立法委員的選舉結果如何，立法院都有決定行政院長及部會首長人選的權力」等

三類，以第一類為參照組。關於的問卷設計與措辭，以及作者對於變數之重新編

碼請參見附錄。 

第二節、實證結果與分析討論 

表 5-1所示為影響台灣地區選民投票穩定程度之分析結果，三種程式的個別

估計值與 t 檢定的結果。第一列所呈現的數據，其意指相對於「泛綠穩定者」，

影響「泛藍穩定者」投票穩定程度的迴歸係數與標準差。相同地，第二列與第三

列為相對於「泛綠穩定者」，各變數左右「藍綠變遷者」與「綠藍變遷者」投票

穩定與否的係數。總體而言，依據模型的「準決定係數」（pseudo 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 pseudo R2），總共解釋約七成的變異量；模型中所含括的變數群對

於依變數而言，具有相當的預測能力。詳言之，年齡、省籍因素、教育程度、統

獨立場、政黨認同、內在政治功效意識以及分立政府心理認知等變數，為預測選

民投票穩定與變遷程度的重要指標。反觀，性別、族群認同、政治知識、外在政

治功效意識，以及權力制衡心理認知等各項變數均未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顯示

這些因素對於選民投票穩定度之影響並無明顯差異。以下，將針對在統計上達到

顯著水準之個別因素加以分析、論述： 

 



表 5-1、選民投票之多項勝算對數模型分析結果 

 

 

 

 

 

 泛藍穩定/泛綠穩定 藍綠變遷/泛綠穩定 綠藍變遷/泛綠穩定 

自變數 迴歸係數 

（標準差） 

Exp(B) 迴歸係數 

（標準差） 

Exp(B) 迴歸係數 

（標準差） 

Exp(B) 

常數 -7.369 
(3.266) 

 -4.802 
(3.168) 

 -7.464 
(3.492) 

 

性別（男性） -.320 
(.486) 

.726 .230 
(.464) 

1.258 -.649 
(.509) 

.522 

年齡 .072*** 
  (.022) 

1.075 .018 
(.020) 

1.018 .052* 
(.022) 

1.009 

省籍       

本省閩南 -.651 
   (.755) 

.521 .140 
(.724) 

1.150 .061 
(.851) 

1.006 

外省籍貫 2.899* 
(1.324) 

18.150 2.028 
(1.384) 

7.598 3.623** 
(1.169) 

37.456 

原住民 4.082 
  (2.996) 

59.280 4.069* 
(1.826) 

58.501 -14.431 
(.000) 

0.540 

教育程度       

國小程度 -2.322* 
(.973) 

.980 -.925 
(.846) 

.386 -18.947 
(2533.322) 

0.591 

國中程度 .532 
  (.828) 

1.702 .667 
(.694) 

1.948 .654 
(.832) 

1.924 

高中程度     .129 
(.535) 

1.138 .202 
 (.486) 

1.224 .266 
(.562) 

.766 

統獨  .288* 
(.120) 

1.334   .036 
(.104) 

1.037   .169 
(.129) 

1.184 

政黨認同       

國民黨   17.085 
(793.888) 

2.630   15.905 
(.547) 

8.079 16.224 
(793.888) 

1.112 

民進黨 -4.358*** 
(.715) 

0.128 -1.783***
(.538) 

.001 -2.362***
(.662) 

.942 

親民黨   3.201** 
(1.171) 

24.564 1.089 
(1.266)  

.390   2.119 
(1.233) 

8.320 

族群認同       

兩者皆是 .041 
(.571) 

1.042 .823 
(.481) 

2.278 -.209 
(.583) 

.812 

中國人 1.803 
(1.390) 

6.065    2.501 
(1.342) 

12.189 2.168 
(1.422) 

8.742 



 

 

 

 

1 .05顯著水準下之臨界值為 t = 1.960；.01顯著水準下之臨界值為 t = 2.576；.001顯著水準
下之臨界值為 t = 3.291。 

2 *p<.05；**p<.01；***p<.001；顯著水準係採雙側檢定（level of significance for two-tailed 
test）。 

 

 

就個人背景因素看來，實證資料顯示，年齡的影響確實是不容小覷的。大體

說來，年齡愈長的選民愈傾向成為「泛藍穩定者」，亦即在兩次選舉中皆支持泛

藍陣營的候選人；再者，「綠藍變遷者」亦是年長選民另一種投票模式。換言之，

國民黨與泛藍陣營的支持者以年長者為多數，而年輕人傾向支持民進黨與泛綠陣

營，此實證結果與以往研究頗為契合。 

至於省籍因素與投票穩定度的關係，與本研究提出之假設相當一致。相較於

本省客家人，大陸各省籍選民之投票模式以「泛藍穩定者」與「綠藍變遷者」為

政治知識 .587 
(.312) 

1.799    .342 
(.276) 

1.408 .529 
(.333) 

1.697 

外在功效意識       

低 3.115 
(2.607) 

22.543 1.276 
(2.581) 

3.582 2.350 
(2.771) 

10.490 

高 2.013 
(2.564) 

7.482 1.500 
(2.536) 

4.483 1.588 
(2.731) 

4.896 

非常高 .544 
(2.645) 

1.723 .120 
(2.621) 

1.128 .580 
(2.824) 

1.786 

高度內在功效意識   -1.325* 
(.539) 

.266 -.628 
(.458) 

.534  .145 
(.627) 

1.156 

分立政府心理認知       

在野政黨佔多數     2.709***
(.576)

15.008 1.723** 
(.558) 

5.604 1.955*** 
(.609) 

7.006 

權力制衡心理認知       

總統與立院協調 .041 
(.513) 

1.042 .260 
(.456) 

1.297 .492 
(.551) 

1.636 

立法院有決定權 .612 
(.973) 

1.844 1.297 
(.932) 

3.659 1.349 
(1.022) 

3.852 

Chi-square = 588.043; Pseudo R2 = 0.694; N = 497 



主，而本省閩南人並未凸顯出其特定的投票模式，但對於「泛藍穩定者」投票模

式傾向於排斥，只是未達到統計上之顯著程度。原住民選民可能的投票模式，則

傾向於「綠藍變遷者」，表示其投票模式傾向在總統與立法委員選舉中，支持不

同意識形態的政黨候選人，其投票穩定程度較低。 

在教育程度因素部分，相較於大專以上教育程度的選民，國小教育程度以下

的選民明顯傾向於排斥「泛藍穩定者」投票模式，顯示該類選民為忠誠的泛綠陣

營支持者。由此可知，教育程度較高的選民，偏好於泛藍陣營之政黨或候選人；

而教育程度較低的選民，則傾向支持泛綠陣營之政黨或候選人。 

研究結果顯示，選民的統獨立場確為影響其投票穩定度的變數之一。當選民

的統獨立場越偏向於「統一」，越傾向於成為「泛藍穩定者」；反之，統獨立場越

偏向於「獨立」的選民，則越傾向於成為「泛綠穩定者」，而投票穩定程度越高，

此結果與本文之假設及過去之研究成果頗為符合。 

再者，政黨認同對於投票穩定程度的影響顯然是不可忽視的。相對於無黨籍

認同者，民進黨支持者對於「泛藍穩定者」、「藍綠變遷者」，以及「綠藍變遷者」

三種投票模式皆呈現排斥現象。直言之，民進黨支持者在總統與立法委員兩次選

舉皆投票支持泛綠候選人，期望民進黨及其結盟政黨可以同時掌握總統職位與立

法院多數席次，故其投票穩定度極高。相較於國民黨支持者，親民黨支持者則明

顯傾向於成為「泛藍穩定者」，換言之，認同親民黨的選民，可謂是泛藍陣營政

黨或候選人最堅定的支持者。 

內在政治功效意識因素部分則顯示，具有「高度內在政治功效意識」的選民

明顯排斥成為「泛藍穩定者」，換言之，對於自己在政治事務的理解與掌握較具

信心，亦即內在政治功效意識較高的選民，傾向於支持泛綠陣營；反之，內在政

治功效意識較低的選民，則以「泛藍穩定者」為其主要投票模式。 

選民抱持分立政府、分權制衡的心理認知是否得以反映在投票行為，為本研



究關注的焦點。統計結果顯示，相對於認為「總統的政黨在立法院佔有多數席次」

的選民，主張「在野黨在立法院佔有多數席次」的選民，在「泛藍穩定者」、「藍

綠變遷者」、「綠藍變遷者」三項中皆呈現顯著之結果，這是相當值得探討的現象。

反之，由此可推論，主張「應該讓總統的政黨在立法院佔有多數席次」的民眾應

是「泛綠陣營」的忠實支持者。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由於 TEDS 2001之調查工作是於選後進行訪問，因此，

研究者難以排除選民對問卷題目的回答，會受到選舉結果的影響。舉例來說，民

眾主張立法院多數應由總統的政黨或在野政黨所掌握，可能會受到其支持的政黨

候選人是否在總統選舉中獲勝，而有所改變。換言之，選民可能因為支持的政黨

候選人在總統選舉中獲勝，便主張總統的政黨應在立法院佔有多數席次，以利總

統施政；反之，若其支持的政黨候選人在總統選舉中落敗，則認為在野黨應在立

法院佔有多數席次，以制衡總統施政。基本上，在研究過程中並無法排除此類選

民的存在，而具有依照其政黨偏好而改變其政治態度此一特質的選民，可能會影

響研究資料之分析，造成難以區辨選民究竟是依其心理認知投票亦或是其心理認

知是反受其他因素之影響。因此，如何找尋出真正依照其心理認知進行投票，而

非受其政黨偏好影響的選民，便是本研究極為重要的一項工作。以下，筆者嘗試

分別針對三種在「在野黨應在立法院佔有多數席次」選民中呈現顯著結果的投票

模式進行分析及論述。 

首先，主張「在野黨應在立法院佔有多數席次」者中，其投票模式為「泛藍

穩定」者，不排除是屬於受政黨認同影響而改變其政治心理認知的選民。此類選

民可能因為國民黨在總統選舉中落敗，故主張國會必須由泛藍陣營掌控，以監督

制衡民進黨之施政。 

再者，主張「在野黨應在立法院佔有多數席次」者，其傾向於成為「綠藍變

遷者」，正是心理認知反映在投票行為上的最佳例證，此類選民即使總統選舉時

所支持的政黨獲勝了，在立法委員選舉中卻支持泛藍陣營，顯示其投票決定不受



到政黨認同的影響，而純粹依照心理認知來進行投票。此一結果意謂著，選民的

心理認知確實反映在投票行為方面。就相當程度而言，當選民主觀認知「分立政

府」始足以制衡政府作為，保障人民權益時，則較傾向支持與總統不同意識形態

的立法委員候選人。 

至於主張「在野黨應在立法院佔有多數席次」者，在「藍綠變遷者」部分亦

呈現顯著結果，確實是較為令人費解的結果。筆者忖度，或許在此類選民心中，

存在著另一種心理認知，有著不同的制衡觀念。此種心理認知類似於 Jacobson

（1990）所提出的「選民期望模式」，亦即選民心中對於不同的政治職位有著不

同的政黨偏好，傾向於在特定職務選舉中，投給特定陣營的政黨或候選人。 

此類選民或許認為，過去國民黨長時間執政於中央政府，培養出一批為數不

少，熟悉複雜行政事務的政務官，因此對於由國民黨出掌行政職務較具信心。反

之，相較於國民黨，民進黨籍國會議員，沒有沈重的政治包袱，在國會議場上較

為直言、勇於任事，因而傾向在立法委員選舉中支持民進黨籍候選人。在這種心

態下，選民可能事先設定好其固有的制衡模式，而是非根據選舉結果而加以調整。 

然而，此番論述僅為筆者針對此特殊現象之臆測，實際真相是否如此，仍有

待更進一步的研究加以檢正，方可論斷。 

至於「權力制衡心理認知」變數在本研究模型中，雖未達統計上之顯著水準，

然有鑑於該變數為本研究探討之焦點，亦是最重要的變數之一，故仍有其必要稍

加說明。 

雖然結果並未顯現出選民不同的權力制衡心理認知，對於其投票穩定度差異

有所影響。然而，之所以與研究假設有所出入，筆者認為，並非概念的誤導、測

量所產生的誤差，或者是問卷題目過於艱澀所致，真正肇因可能是受訪者對此題

目選項的集中偏好。若真如此，較為適切的解決之道是修改問卷選項，保留「不

管立法委員的選舉結果如何，總統都有決定行政院長及部會首長人選的權力」與



「不管立法委員的選舉結果如何，立法院都有決定行政院長及部會首長人選的權

力」，而刪除「在行政院長及部會首長人選的決定權上，總統應和立法院協調」，

藉此迫使受訪者審慎考量、明確表達意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