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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第一章提及，有關「階級投票」衰退與否的爭議，其主要的關鍵在於

學者對測量方式與統計分析的主張有所不同，而不同的測量與分析方法，可能是

導致研究結論南轅北轍的主因。事實上，階級投票的測量與分析方法包羅甚廣，

諸如「階級投票」的界定、階級的劃分、「投票」的測量、以及階級投票「程度」

的評估…等，都存在不少爭議。因此，本章將針對這些研究方法與測量指標作簡

要的介紹，並從評析的過程中決定適合本文採行的指標與方法。 

第一節  階級投票的定義與測量 

探討階級與投票之間的關係，開宗明義應該對「階級投票」的意義加以界定；

其次，我們再依照這個定義，決定適合本研究的測量指標。以下即分述本研究對

「階級投票」的定義以及決定採用的測量指標。 

身為人類，我們有足夠的時間 
慢慢地滿足 
自己的渴望， 
這代代相傳的渴望 ─ 
渴望賦予萬物數字， 
合計它們， 
將之分解成 
粉末， 
數字的荒原。 

摘錄自聶魯達＜數字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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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階級投票的定義 

「階級投票」最簡明的定義是：不同的階級，在一次既定選舉中，各自支持

不同政黨的一種傾向。簡言之，一個階級（不管如何界定），其投票行為或多或

少地如同一體，也就是說，這個「階級」像一個團體般行動；階級愈強，則他們

的行動愈是如一。換言之，如果知道某甲的階級，就可以或多或少地預測某甲在

某個時間點 t 是如何地投票，因為你知道這個階級是如何地投票，你也就知道

這個階級裡的個人是如何地投票（Mair,1999：309-310）。 

然而，依據Mair的定義，「階級投票」與「階級政治」（class politics）並不

相同。前者只須在一次既定的選舉裡，不同的階級各自支持不同的政黨即可成

立；後者的條件則必須持續超過數次選舉，並且制度化（institutionalize）。因此，

「階級投票」並不需要在黨性（partisanship）上有跨時期的一致性。換句話說，

即使「階級投票」的目標隨著選舉的不同而轉變，例如，所有的管理階層在時間

點 t 都投票給保守派，在時間點 t＋1 則投給自由派，也依然構成「階級投票」；

因為他們雖然轉變了偏好的對象，但他們的投票行為仍然成為一個階級

（Mair,1999：310）。 

然而，上述論點僅是「階級投票」在意義上的界定，並不是操作上的界定，

它並沒有告訴我們到達什麼程度，才能符合「階級投票」的標準。因此，我們在

下文將提出幾種有關「階級投票」的評估方法。 

二、階級投票的評估方法 

評估「階級投票」的方法很多，最被廣泛運用的有兩種：一是「絕對的」階

級投票指標，另一則是「相對的」階級投票指標。此外，鑑於台灣政經結構的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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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本文也提出適合台灣「階級投票」研究的測量指標。玆分述如下： 

（一）絕對的階級投票測量（absolute class voting） 

「絕對的階級投票測量」指涉的是：選民支持其「應然的」（natural）階級

政黨的百分比（Denver, 1994：60）。這個測量方法的關鍵在於理論上的假定，即

勞工階級與左翼政黨之間、以及中產階級（非勞工階級）與中間或右翼政黨之間，

存在密切的一致性（Weakliem,1995：255）。舉例來說，如果我們想要了解英國

階級投票的程度，只要得出英國勞工階級的選民支持工黨的百分比，就可以獲得

答案。 

然而，Heath等人對上述方法提出質疑。他們認為，選民支持其「應然的」

階級政黨的百分比，無論就思考、或者測量「階級投票」的程度來說，都不是有

效的方法，因為所謂投票的階級基礎衰退，並不是指總體得票的減退；況且它可

能被政黨在單一特定選舉裡的支持度所誤導，例如當工黨的整體得票率降低時，

依照這種測量指標，就是意味著較低比例的勞工階級選民投票給工黨，因而導致

「絕對的」階級投票之衰退，但事實不見得如此。因此，Heath等人主張，應該

把焦點放在「越界的階級投票」（cross-class voting）（例如勞工階級投票給保守

黨，非勞工階級投票給工黨），也就是不同階級對不同政黨的相對支持度之改變；

換言之，應該測量「相對的」、而非絕對的階級投票（Heath et al.,1985）。 

（二）相對的階級投票測量（relative class voting） 

Alford（1963）提出一個廣為使用的階級投票測量指標。這個指標可以表示

為：勞力（manual）職業的人投票給左派政黨的百分比，減去非勞力（non-manual）

職業的人投票給左派政黨的百分比（Alford,1963：79-80）。由於它是測量一個政

黨在兩個階級裡的相對實力，所以又稱為「相對的階級投票測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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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Alford 指標認定：勞力與非勞力工作者之間投票行為的落差

（gap），才是評估階級投票的核心，而不是總體層次的左派或右派投票。換言之，

勞力或非勞力階層對某個政黨支持程度的離差，是評估階級投票的重要基礎。 

「相對的」與「絕對的」階級投票測量有什麼差別呢？Alford舉例表示（參

見下表），如果以絕對的階級投票測量來看，階級投票是呈現衰退的現象，因為

勞工階級支持工黨的百分比從 1948 年的 70﹪、下降到 1956 年的 50﹪；然而，

如果以 Alford 指標來計算，儘管左派政黨在勞力與非勞力階層的支持度都呈現

下滑，但是「階級投票」的程度都維持在＋20，並沒有改變。由於 Alford 指標

對於政黨人氣的消長較為敏感，所以大多數的研究者都認為它更適用於評估階級

投票的變遷（Nieuwbeerta and De Graaf, 1999：23）。 

 
 

投票給左派政黨的百分比 職業 
          年度 1948 1952 1956 

勞力工作者 70﹪ 60﹪ 50﹪ 
非勞力工作者 50﹪ 40﹪ 30﹪ 
百分比差 ＋ 20 ＋ 20 ＋ 20 

 

值得一提的是，Heath等人雖然也主張「相對的」階級投票測量，但偏好用

“勝算比＂（odds ratio）加以替代。其測量方法是：中產階級（非勞工階級）的

選民投票給右派政黨、相對於其投給左派政黨的勝算（odds），除以勞工階級選

民的勝算，所得結果即為’’勝算比’’。舉例來說，非勞工階級的選民投票給保守

黨與工黨的對比機率是 66：22，而勞工階級選民投給保守黨與工黨的對比機率

是 28：64，則他們的“勝算比＂是（66 / 22）/（28 / 64）＝ 6.4。勝算比愈高，

表示「階級投票」的程度愈高；反之，勝算比愈低，則階級與投票之間的關聯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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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Heath et al., 1985）。 

（三）台灣階級投票測量的簡易方法（藍綠差） 

上述以’’勝算比’’測量「階級投票」的方法，與第一章文獻探討當中 Evans

（1999）主張採用的對數迴歸模型（logistic regression）等較複雜的統計方法相

似，基於以上種種優點，本文也決定加以採用。不過，由於這種測量指標比較複

雜，為了觀察比較的便利，本文另外提出一個簡易的測量指標，不必經過繁複的

計算，可以一目了然，稱之為「藍綠差」；至於”勝算比”的測量方法，則可以在

統計驗證時派上用場。 

所謂「藍綠差」，就是將同一個階級的受訪者當中「支持泛藍政黨的百分比

減去支持泛綠政黨的百分比」，即為該階級選民「階級投票」的指標。如果計算

出來的結果是正數，可以推論這個階級偏向支持泛藍，數字愈高、代表支持泛藍

的程度愈高；反之，如果計算出來的結果是負數，則可以推論這個階級偏向支持

泛綠，而絕對值愈高、也代表支持泛綠的程度愈高。 

除了簡單易懂、一目了然的優點以外，「藍綠差」還有其他的優點。首先，

相對於 Alford指標只能適用於二對二（勞力 / 非勞力；左派 / 非左派）的階級

與政黨關係，「藍綠差」不只能夠適用於二分類的階級模型，也可使用於多階級

模型的測量，不會受限於階級分類的方式；此外，它也不像 Alford 指標以主觀

預設「自然的」（natural）或「不自然的」（unnatural）的階級與政黨關係，可以

成為一種中性客觀的測量指標，對於缺乏公認的左翼政黨的台灣而言，無疑是更

加適當的測量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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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階級的劃分方法 

「階級投票」研究無可避免地要面臨一個重要的課題：如何劃分「階級」？

事實上，階級劃分的標準，取決於我們的理論傾向和理論關懷。以下即針對幾種

常用的階級劃分方法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一、社會經濟水準指標（SES level） 

投票行為研究的先驅 Lazarsfeld 等人，藉由訪員根據受訪者的住屋、財產、

儀表、談吐，把受訪者歸類到適當的階層。例如：擁有最好的住屋、傢俱、衣著、

以及最有錢的人，歸類為A級；另一個極端者則歸類為D級。結果，他們對 Erie 

County 居民的階層劃分的分佈比例為：A級佔 3﹪，B級有 14﹪，C＋級有 33﹪，

C－級為 30﹪，D級則有 20﹪。這種評估方法由同一個訪員於三週後進行再測信

度的測量，其信度為 80﹪；但若由不同訪員進行再測信度的測量，則信度下降

為 60﹪到 70﹪（Lazarsfeld et al.,1968：17）。雖然 Lazarsfeld 宣稱這個指標提供了

相當穩定的分類，然而，其研究範圍僅限於 Erie County，且採取由訪員主觀認定

歸類的方法，若將研究範圍擴大為全國性的調查，恐怕會有更大的誤差。 

此外，Verba 和 Nie（1972：366）也採用社會經濟指標來劃分階級，他們將

“SES＂（social economical status）的三個指標：教育程度、收入與職業平均加總

成為一個簡單的相加性指標（additive index），並將其指標分為六個等級，以測量

社會經濟地位（SES level）與投票率之間的關係。他們的研究發現：社經地位較

高的公民，其政治參與的程度也較高（Verba and Nie：125）。 

然而，Wolfinger 和 Rosenstone（1980：15-16）則質疑 Verba等人的假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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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的。他們認為，這三個社經地位指標的效果並不是相加性的，而彼此之間的

關係也非經常是線性的。因此，Wolfinger 和 Rosenstone並不把教育程度、收入、

職業合併成為單一指標，而是把它們分開當做個別變數。 

事實上，收入、教育、地位聲望等這些分類的標準都是連續性的變項，這些

連續性的變項，傾向於建構出一個連續性的層級階級結構。然而，這個連續性的

層級結構並沒有預設：不同的層級之間，會有衝突和對立。例如：收入兩萬美元

和四萬美元這兩個層級的人，彼此之間不一定有任何的社會（剝削）關係，也沒

有因為這項剝削關係而造成的社會對立；同樣的，大學教育程度和小學教育程度

這兩個層級的人也是相同道理（吳乃德, 1998：7）。「階級投票」本質上隱含了

階級之間的對立關係，因此，我們並不採用收入、教育、職業聲望這些「層級式」

（gradational）的理論概念，而傾向採用「關係式」（relational）的理論概念；其

中，職業類別是最常用的指標。 

二、「勞力－非勞力」二分法（manual-nonmanual dichotomy） 

如同民意調查及市場調查，投票行為研究者也偏好以「職業」做為區分階級

的標準；這種情形可能的原因是人們習慣以不同的職業頭銜來描述不同的階級。

不過，這種劃分方式也衍生出其他問題，例如：要有多少個階級？某個職業應該

劃分到哪一個階級？  

一般而言，以職業為依據的階級劃分方式，最常見的就是「勞力－非勞力」

二分法；這種劃分方式導因於傳統的階級理論，假定勞工階級與左翼政黨之間、

以及中產階級與中間或右翼政黨之間，存在著密切的一致性。上文提及的Alford

指標，就是以這個假定為出發點，將階級劃分為「勞力」與「非勞力」兩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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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勞力－非勞力」二分法的問題在於：為了追求可比較性，卻貧乏了

階級地位的測量，也模糊了勞力與非勞力階級在成份上的變異，並且可能導致在

評估「階級投票」時產生虛假的變異。舉例來說，假定技術工人比非技術工人更

傾向保守，那麼，如果技術工人的數目增加，則「勞力」與「非勞力」階級的差

異將會減少，因而可能讓人誤認為勞力階級的政治立場已經有所改變。 

再者，儘管在勞力工作者中支持左派政黨的比例，幾乎總是高於非勞力工作

者，但在這兩者當中做更細緻的區分仍是可能的；尤其是某些特定種類的非勞力

工作者，彼此之間經常有很大的差異。例如，企業家與經理人一般而言比專業人

士更傾向保守，而專業人士則又比一般白領工作者趨向保守；勞力工作者之間的

差異相對較小，但技術勞動者與監工通常比非技術勞工更趨於保守（Heath et 

al.1985：13-27）。另外，Ladd 和 Lipset 也發現：不同學科的大學教授之間，在

政治取向上也出現實質的差異（Ladd and Lipset, 1975：55-92）。 

由此可見，階級分類的不同，可能導致對於「階級」的政治影響力有不一樣

的評估，所以許多學者主張採用更詳細的階級分類，以取代「勞力－非勞力」的

二分法模型。然而，採用更詳細的分類必須奠基在理論上的區隔，不應該只是為

了增加預測力而特別的擴加。符合這種要求的階級分類模型主要有兩個，分別是

新馬克思主義者 Eric O. Wright以及新韋伯主義者 John Goldthorpe所提出。以下，

我們就逐一簡介這兩種不同的階級分類模型。 

三、Wright的階級分類模型 

（一）模型簡介 

Wright的階級分類是以馬克思主義的階級理論為核心，依據「財產關係」和

「剝削」之間的連結，做為階級劃分的主要依據。他先從「剝削」的觀點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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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產工具的財產關係區分出三個基本的階級，包括：擁有生產工具且僱用人的

資本家（剝削者）、沒有生產工具而出賣勞動力的勞工（被剝削者）、擁有並使用

生產工具但未僱用人的小資產階級（petty bourgeois）（既非剝削者、亦非被剝削

者）（Wright,1997：17-18）。 

然而，在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裡有 85－90﹪的人口無法劃入上述以生產工

具的財產關係做為區分標準的三個階級之中；這些人就是所謂的「中產階級」

（middle class），亦即沒有生產工具而在勞動市場上出賣勞動力、卻又不能視為

勞工階級的人們。因此，Wright依照「權威階層體系」（authority hierarchies）與

「稀有技術與專長的具備」（possession of scarce skills and expertise）這兩個面向，

將受僱階級做更加細緻的區分（參見表 2-1）。 

表 2-1：Wright的階級分類 

與  生  產  工  具  的  關  係      

雇主                  雇員 

僱用員工 
資本家 

（Capitalists） 

專家經理人 

(Expert managers） 

非技術經理人 

（Nonskilled 

managers） 

有權力 

無聘用員工 
小資產階級 

（Petty 

bourgeoisie） 

專家 

（Expers） 

非技術勞工 

（Nonskilled 

workers） 

無權力 

 

 

專家           非技術的   
    與  稀  有  技  術  的  關  係 

   

與  

權  

威  

的  

關  

係 

資料來源：Wright,1997：24, Figure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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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權威」的面向來看，受僱者的階級關係有兩個原則。首先，是資本家在

財產關係裡的「宰制」（domination）的角色；其次，則是「盈餘」（surplus）的

賺取與分配。前者使經理人員與監督人員得以運用委任的資本家階級權力，而處

於階級關係裡的矛盾地位（contradictory location）：既像資本家一樣宰制勞工、

也像勞工一樣被資本家所控制與剝削；然而，一個人在權威階層體系裡爬得愈

高，他在階級關係裡的資本家成分就會愈加重。後者則使經理人獲得「忠誠租」

（loyalty rent），並在剝削關係中佔據有利的分配地位（privileged appropriation 

location）。 

再從「技術」的面向來看。首先，稀有技術與專長在勞動市場中經常是匱乏

的，於是具備這些技能的人獲得的薪資可以高於他們製造或再製造其勞動力的成

本，這樣的「技術租」（skill rent）讓他們可以分配到部分的「盈餘」。其次，由

於掌握稀有技術的這些人難以監督或掌控，資方必須藉由提昇忠誠的機制來掌控

他們，使他們佔居可以分配「盈餘」的戰略地位（strategic location）（Wright,1997：

20-22）。 

因此，Wright首先區分四個主要的階級類別，包括：資本家、小資產階級、

中產階級、及勞工，然後再從上述各個面向增加中介的種類。在「生產工具」的

面向中，他依照雇員的人數，區分為資本家、小雇主、及小資產階級；在「權威」

的面向上，則區分為經理階層（參與組織的決策制定的人）與監督階層（對部屬

有權力、但不參與決策制定）；在「技術」的面向上，區分為通常需要高級學位

的職業、以及其他只需要較低層次專業訓練的技能工作。這個結果，可以產生一

個包含十二個階級結構地位的矩陣（參見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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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Wright階級分類的精緻模型 

與    生    產    工    具    的    關    係 

          雇主                 雇員 

多 
 

資本家 

（Capitalists） 

 

專家經理人

（Expert 

   managers）

 

技術經理人

（Skilled 

  managers）

 

非技術經理人 

（Nonskilled 

managers） 

 

小雇主 

（Small 

employers） 

 

專家監督 

（Expert 

supervisors）

 

技術監督

（Skilled 

 supervisors）

 

非技術監督 

（Nonskilled 

supervisors） 

 

小資產階級 

（Petty 

bourgeoisie） 

 

專家 

（Expers）

 

技術工人 

（Skilled 

workers）

 

非技術勞工 

（Nonskilled 

workers） 

 

 

專家       技術的    非技術的 

經理階

層 

 

監督階

層 

非經理

人 

雇
      員

      的
      人

      數
 

少 

 

無 

    與  稀  有  技  術  的  關  係 

與
    權

     威
      的

    關
     係

 

資料來源：Wright,1997：25, Figure 1.3。 

（二）模型批評 

Wright 的階級模型在理論上固然有力，但應用在實證研究上卻會產生很大

的問題。因為該模型對於那些既不是生產工具的所有者、但又不像典型的無產階

級（亦即沒有全然被剝奪工作的自主性、權威以及決策制定的能力）的受訪者，

在定位上有嚴重的問題。例如，在大型企業組織工作的高級經理人員，在馬克思

主義者的階級分類中是屬於不擁有生產工具的被剝削者，而依照Wright 的模型，

則同時是剝削者與被剝削者；可是，不論就其社會地位和財產收入，他們都屬於

社會的上層，而他們的生活水準、消費型態、社會資源、人事關係及可用於栽培

後代的資源，也屬於社會的上層。反觀，一個僱用少數人的小企業主或小商店主，

雖然在馬克思主義者的分類方式中屬於剝削階級，但他們的社會地位和經濟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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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明顯低於上述的大企業經理。因此，是否擁有生產工具（以及是否在企業組織

中擁有權威）不應該是決定社會階級的唯一標準（吳乃德, 1998：8- 9）。  

理論上來說，Wright階級分類模型所控制的概念較為狹隘；但實務上來說，

Wright模型的操作化過於依賴受訪者對自己在自主性、監督、決策制定等問題上

的主觀定位。相較而言，新韋伯主義者 John Goldthorpe 的階級分類更常被用來

做為階級分析的模型（Hsiao, 1999：6）。 

四、Erikson－Goldthorpe階級分類 

（一）模型簡介 

Goldthorpe的階級分類架構，比較接近韋伯的階級概念，同時以生產工具、

財產收入、與市場境遇等基礎，做為劃分階級的標準（Weber, 1968:302-307；轉

引自吳乃德, 1998：8）。 

Goldthorpe的階層分類架構主要區分為三大階級（服務階級、中介階級、勞

工階級）、十一個職業類屬（參見表 2-3）。在這三大階級中，服務階級包括高階

專業人士與低階專業人士，而大型事業經營者也被歸類為高階專業人士，他們是

階級境遇最好的一群人，不是擁有生產工具、就是具備較優越的市場能力與財產

收入；其次是中介階級，它所包含的職業類屬較多，包括一般白領職員、個人服

務工作者、小型事業經營者、農業家、低階技術人員等；階級境遇最差的則是勞

工階級，包括技術勞工、非技術勞工與農業勞工等。這個階級分類模型是 John 

Goldthorpe在 1980 年首先提出的，雖然之後經過多次修改，但大致上仍是以這

個原始模型做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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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原始的 Goldthorpe階級分類 

階 級 名 稱 種    類 

 
 
服務階級 

（Service class）
 

I        高階專業人士；高階管理人員與官員；大型機構的經理人； 

大型事業經營者（large proprietors）  

II       低階專業人士；低階管理人員與官員；高階技術人員；  

小型工商機構的經理人；白領工作者之督導 

 
 

 
中介階級 

（ Intermediate class）

 
 
 
 

IIIa    行政與商業部門的一般白領職員（routine nonmanual employees）

IIIb     個人服務工作者（personal service workers） 

IVa      小型事業經營者、匠師等，有僱用員工 

IVb      小型事業經營者、匠師等，沒有僱用員工 

IVc      農民、其他第一級產業的小股東與自營業者 

V        低階技術人員；藍領工作之監工 

 
勞工階級 

（Working class）

VI       技術勞工（skilled manual workers） 

VIIa    半技術與非技術的非農業勞工 

VIIb     第一級產業的農業與其他工人 

資料來源：Marshall et al.,1988：22, 轉引自 Hsiao and So,1999：7, Table 1。 

 

不過，三大階級的區分並不足以描繪各國不同的產業結構，所以在上述階級

分類架構的基礎上，Goldthorpe及其同僚繼續發展出適用於跨國比較的 Erikson

－Goldthorpe階級分類模型。這個模型所區分的主要階級包括：  1. 「小資產階

級」（petty bourgeoisie）（即小雇主與自雇者）、 2. 「服務階級」（service class）

（專業與經理團體，可再細分為中上與中下）、 3. 「一般白領階級」（routine 

nonmanual class）（典型的低階辦公室白領工作者）、 4.「勞工階級」（可再細分

為半技術、非技術、技術工作者，監工與技師）。此外，研究者可以依照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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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需求以及所能獲取的資訊，而增加或減少區分的種類數目；以美國為例，研

究者通常將選民劃分為七個階級（參見表 2-4）。 

表 2-4：跨國比較的 Erikson-Goldthorpe階級分類 

階 級 名 稱 種    類 

服務階級（I ＆ II） 
大型事業經營者；專業人士、管理人員與經理人；

高階技師；白領工作者之督導 

一般白領階級（III） 行政與商業部門的一般白領職員；銷售人員；其他

服務業普通職員 

小資產階級（IVa＆IVb） 小型事業經營者、匠師等，有（沒有）僱用員工 

農民（IVc） 農民（farmers），第一級產業的小股東與自營業者 

技術工作者（V ＆ VI） 低階技術人員、監工、技術勞工 

非技術工作者（VIIa） 半技術與非技術的非農業勞力工作者 

農業勞工（VIIb） 第一級產業的農業與其他工人 

資料來源：Goldthorpe,1987：305, Table 11.1。（源自 CASMINE研究計劃：Comparative Analysis of 

Social Mobility in Industrial Nations） 

 

Erikson－Goldthorpe 階級分類模型的目標在於：「以僱傭關係為觀點，區隔

勞動市場與生產單位裡的地位」（Erikson and Goldthorpe,1992：37）。「僱傭關係」

（employment relations）的觀念，首先揭櫫的是雇主（employer）、自僱者

（self-employed）及受僱者（employees）之間的區隔；更進一步的區隔，則是將

「受僱者」區分階級，也就是以「服務關係」（service relation）及「勞動契約」（labor 

contract）將不同的受僱階級加以描繪（Erikson and Goldthorpe, 199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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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關係」包含長期與漸進的、更加擴大的交換。受僱者對僱用組織提供

服務以換取「補償」，其形式不只是藉由薪水或各種津貼做為回饋，也包含重要

的展望性因素，如制度化的晉升、保障就業與退休安全的撫恤金、還有最重要的

「生涯機會」。這樣的僱傭關係，使受僱者被要求運用「授權的權威」（delegated 

authority）或「專業的知識技能」（specialized knowledge and expertise）來實現僱

用組織的利益（Ibid：42）。 

「勞動契約」則是相對短期以及金錢與勞力的特殊交換，即受僱者在雇主或

雇主代理人的監督下，供應抽象數目的勞動力，以物件或時間做為計算工資的依

據。換言之，服務階級的受僱者是被長期利益的「胡蘿蔔」所控制，而勞工則是

被勞動契約的「棍子」所掌控（Erikson and Goldthorpe, 1992：42）；「僱傭關係」

成為階級分類的主要區別特徵，其重要性在收入或社會地位等因素之上。因此，

由於服務階級在僱傭關係上佔優勢，所以其成員有保持現狀的傾向；而勞動契約

的不利，則是勞工階級支持左翼政黨的理由（Goldthorpe, 1982：180）。 

值得一提的是，Goldthorpe模型對於階級區分的操作化，其正確性已經通過

效度研究的實證檢定，這是其他階級地位的測量模型所沒有達到的。檢證的結果

顯示：在各種的條件之下，該模型裡的階級位置可以有力地預測 Goldthorpe及其

同僚的文章裡所認定的「僱傭關係」的樣貌；無論是檢證所有的受僱者、或是男

女分開來看，或使用跨國資料、或控制職業關係的影響力、甚至使用各種模型的

集合版本，都是如此（Evans,1992）。因此，該模型已經廣泛地運用在階級流動

的跨國比較研究上，並據以檢驗階級與投票行為之間的關係。 

（二）對於 Goldthorpe模型的批評 

有些學者提出，投票行為在「階級內」的變異（intra-class variation）可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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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級間（inter-class）的變異更為明顯，特別是「服務階級」。他們認為服務階級

裡存在一個由文化與社會專業人士所構成的「次階級」（sub-class），這個「次階

級」是後工業化社會的特徵，其左翼的政治偏好多過右翼（Inglehart , 1990），並

不是 Goldthorpe所宣稱的現代社會裡的保守分子（Goldthorpe,1982：100）。 

依照 Goldthorpe的觀點，服務階級的受僱者掌握委任權威或專業知識技能，

他們的角色不是管理、就是專業工作。不過，Müller卻認為，這兩個條件所導致

的服務關係在本質上是大不相同的。因為 Goldthorpe是從理性雇主的角度出發，

強調雇主的代理問題這個共同的因素，導致他們建立服務關係的契約；相對地，

Müller是從受僱者的角度來看，認為管理階層與專業人士之間其實存在重大的差

異，這些差異主要與「組織權力」（organizational power）的參與、以及對抗組織

權力的「專業自主性」（professional autonomy）兩者之間的對立有關。 

對委任權威團體（經理與管理人員）而言，其職業境遇是定義在僱用組織的

指揮結構裡權力的分享，也預設他們對雇主或僱用組織的高度忠誠，因為個人的

成功維繫在組織的成功上，所以組織的本身與未來，對其政治取向有重大影響；

相對的，專業人士是憑藉專業規範和專業能力以彰顯其高度的自主性，所以他們

與僱用組織的政治取向顯得較少相似。此外，專業人員可以進一步區分為「技術

專業人員」與「社會文化服務業」（包括醫療、教育、社會工作、各種與藝術文

化活動有關的服務業、媒體等）。對社會文化服務業的專業人士來說，由於工作

上與顧客的交易、以及專業領域的規範，促使他們站在一個回應的是關懷「社會」

的、而不是組織的位置。他並引用 Kriesi（1989）對荷蘭的研究來證明這個論點，

其研究發現：社會與文化專業人士在社會運動中特別地活躍（Müller, 1999：

142-144）。 

儘管 Müller 質疑 Goldthorpe 階級分類的概念化與操作化並不適當，並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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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組織權力的關係」以及「任務表現」的種類，將服務階級區分為三個團體，

包括：管理階層、專業人士、及社會文化服務業。不過，從階級理論的角度來看，

即使構成服務關係的條件相當不同，這三個團體仍然分享了服務階級的僱用關係

中的其他特徵，例如生涯願景、升遷等長期利益。因此，把它們劃歸為同一階級，

理論上來說仍是言之成理的。 

第三節   政治定向的操作化 

探討「階級」與「投票」之間的關係，除了「階級」的劃分方式，我們也要

討論「投票」的界定，也就是政治定向的操作化。我們分成兩個部分來討論：首

先是劃分政黨的類型，其次則是「投票行為」的測量方式，茲分述如下。 

（一）政黨的分類 

為了進行「階級投票」的跨國比較，許多學者以「左翼」與「右翼」二分法

來劃分政黨的類型。至於哪些政黨應該包含在左翼陣營裡，其取決標準是參考

Bartolini和Mair（1990：42-3）所提出的規範，並包含社會主義國際與共產主義

第三國際裡的所有政黨（Nieuwbeerta and de Graff, 1999：27）。 

然而，根據上述標準，美國幾乎不存在任何左翼政黨，所以實證研究上經常

把民主黨劃歸左翼政黨。同樣的，台灣也不存在符合上述標準的左翼政黨，自行

定義又難免爭議；不過，觀察台灣近年來政黨競爭的型態，儘管政黨組合有所異

動，但大致上仍是以國民黨與民進黨之間的競爭為主軸，而這兩個政黨也分別是

「泛藍」與「泛綠」陣營的代表。因此，「泛藍」與「泛綠」的政黨分類不僅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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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避免左、右翼二分法的主觀，也可以區分台灣政黨競爭的型態，應是可行的劃

分方式。 

（二）投票行為的測量 

在實證研究裡，一個人的投票行為與黨派性（partisanship）通常採用以下的

方式來測量： 

1. 詢問受訪者如果明天是投票日，他們將會投票支持的政黨。   

2. 詢問受訪者在最近一次的選舉投票支持的政黨。  

3. 詢問受訪者比較喜歡或支持哪一個政黨。 

本文決定採用第三種、也就是「政黨認同」（party identification）來測量選

民的投票行為，其理由包括：首先，影響個人投票行為的因素除了政黨支持以外，

還有許多其他因素，例如派系、親戚、或朋友的請託，也就是「選人不選黨」的

因素，特別是在台灣現行SNTV的選舉制度之下，如果只觀察選民的投票對象所

屬的政黨，更可能出現這樣的偏差。其次，根據密西根學派的理論，大多數的選

民都擁有政黨認同1，而且它的分布相當穩定，是典型的一輩子的承諾（life-long 

commitment）（Campbell et al.,1960：166）。簡言之，政黨認同「是一種心理上的

認同，它的持續不需要法律認定或是成為正式黨員、甚至不需要持續的政黨支持

的紀錄」（Campbell et al., 1960：121），是影響投票行為的長期穩定因素，也是政

治態度與投票行為的研究中最重要的變數之一。因此，本文將以「政黨認同」2，

即詢問受訪者比較喜歡或支持哪一個政黨，做為測量不同階級選民之投票行為的

主要依據。 

                                                 
1 政黨認同改變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可能：一、選民政黨認同的轉換與新選民的動員；二、國家
與社會發生重大危機；三、新議題分隔既有政黨體系；四、社會分歧基礎改變；五、政治世代

的變遷。詳細內容請參考林瓊珠，1998。 
2 政黨認同的測量至少必須符合兩項要件,即受訪者的自我歸類與時間水平延伸的感覺（莊天憐, 
200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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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設計 

一、研究範圍 

本文採取貫時性（longitudinal）研究的方式，探討台灣「階級投票」的變遷

與持續。研究範圍是以 1992 年的第二屆立法委員選舉為起點，以迄於政黨輪替

之後的 2001 年第五屆立法委員選舉；期間歷經解嚴之後的國會全面改選、總統

民選、以及政黨輪替等重要民主里程。不過，本文僅分析立委選舉與總統選舉，

地方選舉並不在研究之列，因為立法院改選影響到立法權的掌握，總統選舉則可

決定行政權的歸屬，在政治上比較具有指標意義。因此，本文將以這段期間

（1992-2001）針對這兩項選舉所做的調查研究資料，包括 1992、1995、1998與

2001 年的立委選舉，以及 1996 年與 2000 年的兩次總統選舉，做為本文研究分

析的樣本。 

二、資料來源 

本文所使用的資料可以分為兩個部分，2000 年以前是採用行政院國家科學

委員會補助，台灣大學選舉研究小組執行的選後面訪資料3，2001 年立法委員選

舉則是採用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與中正大學、中山大學協同執行的「台灣選舉

與民主化調查」選後面訪資料。這些面訪資料都是以台灣地區二十歲以上、具備

中華民國國籍的成年人為訪問對象。其研究計劃名稱、主持人及樣本數，可表列

如下： 

                                                 
3 國內有關選舉與政治態度的大規模調查研究一向以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以及台灣大學選舉

研究小組為兩大核心，兩者都長期累積了可觀的調查研究資料。不過，由於本研究是以「職業」

選項作為階級劃分的依據，相較而言，台大選舉研究小組執行的調查問卷中，其職業選項的分

類較為明細，有利於進行階級的劃分。因此，本研究的資料來源，在民國九十年以前的部份是

採用台大選舉研究小組的調查訪問資料，而民國九十年開始則採用政治大學、中正大學與中山

大學共同執行的行政院國科會研究計劃「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TEDS）的資料庫。 

 46



表 2-5：研究資料來源一覽表 

研 究 計 劃 名 稱 計劃主持人 樣本數 

政治體系變遷與選舉：民國 81 年第二屆立委選舉之研究 陳德禹 1398 

政治體系變遷與選舉：民國 84 年第三屆立委選舉之研究 陳德禹 1383 

民意、選舉與政治變遷：1996 年總統選舉之研究 游盈隆 1406 

政治體系變遷與選舉：民國 87 年第四屆立委選舉之研究 陳德禹 1357 

公元二○○○年總統大選之研究 黃秀端 1409 

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研究：2001 年立法委員選舉之研究 黃紀 2022 

 
 

三、自變數：  

本研究的自變數是「階級」。至於「階級」的劃分，則是以國際慣用的 Erikson

－Goldthorpe階級分類模型為標準。實務操作上，我們先將原始資料裡的職業選

項重新編碼（recode）為「國際標準職業分類」（International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of Occupation, ISCO）代碼；再將這些 ISCO代碼依照 Ganzeboom、Luijkx與

Treiman（1989）的編碼系統（附錄一），轉換成 Erikson－Goldthorpe的階級定位。

由於該階級分類方法可以依分析的個殊需求、以及研究者所能夠獲得的資訊，而

增加或減少階級的類別，所以我們就依照台灣的實際情況、以及資料所能提供的

訊息，對階級的類別數目做適度的調整。簡述如下： 

第一類階級是「服務階級」，是將Goldthorpe 原始分類裡的「高階專業人士」

與「低階專業人士」合併而成。由於國內的調查研究資料中，有些職業選項本身

缺乏足夠詳細的訊息，難以區辨為「高階專業人士」或「低階專業人士」；因此，

我們依照 Erikson－Goldthorpe 階級分類基模，劃分出「服務階級」（參見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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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服務階級的成員擁有市場中最穩定的職業、最好的生活條件、以及組

織中最大的工作權威，可以說是社會中最優勢的階級。其主要成員包括：大型事

業經營者、專業人士、管理人員與經理人、高階技師、白領工作者之督導等。 

第二類階級是「白領職工」，其主要成員包括：行政與商業部門的一般白領

職員、銷售人員、其他服務業普通職員等。一般而言，他們處於工作組織中的最

底層，缺乏工作的權威和自主性，待遇有時候也比不上藍領的技術性工人；不過，

由於他們被整合在經濟組織中的官僚系統中，使得他們的組織取向可能與藍領勞

工有所區隔。  

第三類階級則是「小資產階級」，主要成員包括：小型事業經營者、自營的

技匠等，他們可能雇用少數人，也可能不雇用人。他們的生計可能受到市場景氣

很大的影響，可是他們擁有少量資本，而且具有很高的工作自主性。  

第四類階級則為「農民階級」，是將 Erikson－Goldthorpe階級分類模型中的

「農民」與「農業勞工」合併而來。合併的理由有三：首先，我們也是參考

Ganzeboom等人（1989）的編碼系統而做這樣的合併；其次，台灣的農民並不像

歐美國家一樣有許多的「農業企業家」，比較沒有區分「農民」與「農業勞工」

的必要；最後，則是資料本身的限制，因為有些資料的職業選項中並沒有「農業

勞工」這一選項。 

第五類階級則是「勞工階級」，主要成員包括：低階技術人員、監工、技術

勞工，以及半技術、與非技術的非農業勞力工作者。雖然有些技術勞工待遇不錯，

或許可以說是現代的勞工貴族，可是一般而言，他們的工作情境仍然是屬於被嚴

格監督的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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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們也針對一些屬於「非市場勞動力」的職業類別另做特別的處理。

例如：「家庭主婦」是以其配偶的職業作為劃分階級的根據；「失業」與「退休」

者，則以失業與退休前的職業做為階級劃分的依據。至於「學生」，理論上來說

應該以其父母親的階級做為劃分的依據，但由於本文所採用的調查資料中並沒有

這個變項，因此，我們將「學生」選項等同於「未曾工作」、「拒答」、「無法歸類」

等選項，劃歸為遺漏值（missing value），排除在本文的分析對象之外。 

值得說明的是，我們把過去在政治取向上被認為具有高度同質性的「軍公教

人員」全部劃入「服務階級」。儘管在 Ganzeboom等人（1989）的編碼系統裡，

只有各級教師可以全部劃歸服務階級，軍人與公務人員則必須依照「職級」而劃

分為不同的階級，例如軍官以上屬於服務階級、士官為白領職工、士兵則為技術

勞工。然而，國內資料所提供的訊息並未如此詳細，無法做出這樣明確的判斷，

因此，本文為了資料分析上的需要，將「軍人」、「警察」、「教師」、「公務員」等

職業選項，劃歸為「服務階級」。 

由於本文所採用的各年度資料的職業選項並不盡相同，為了避免混淆，我們

乃將各個階級所包括的職業類別，依各年度資料的不同，分列於附錄二。  

四、應變數： 

本文研究的應變數是選民的「政黨認同」。由於「泛藍」與「泛綠」的政黨

二分法可以區分台灣政黨競爭的類型，因此，本文將以選民對「泛藍」或「泛綠」

的政黨認同來測量其政治定向。然而，鑒於中立與未表態選民約佔受訪者三分之

一強的比例、甚至高過支持「泛藍」或「泛綠」的比例，實有分析比較之必要，

不宜加以排除；另外，也有些受訪者是表態支持現存藍、綠陣營之外的其他政黨，

例如綠黨、工黨等。因此，我們在應變數上增加了「獨立選民及其他」這個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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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說明的是，由於本研究採用的資料來自不同的年份以及不同的執行者，

所以有關「政黨認同」的測量題目與選項也不盡相同，其中，1992 年與 1996 年

的測量題目為「請問在感情上您比較傾向接受哪個政黨？」。1995、1998與 2000

年的測量題目則是「請問您是哪一個政黨的支持者？」如果受訪者回答「都不

是」，則續問「請問您通常支持哪一個政黨？」。2001 年的測量題目則是「請問

您是否偏向哪一個政黨？」如果受訪者回答「有」，續問「請問是哪一個政黨？」；

如果受訪者回答「沒有」，則續問「那相對來說，請問您有沒有稍微偏向哪一個

政黨？」如果受訪者回答「有」，則同樣續問「請問是哪一個政黨？」否則跳答。 

簡言之，本文對於政黨認同的劃分方式如下： 

（一）泛藍：受訪者回答支持或偏向「國民黨」、「親民黨」、「新黨」。 

（二）泛綠：受訪者回答支持或偏向「民進黨」、「台灣團結聯盟」、「建國黨」。 

（三）獨立選民及其他：受訪者未表明支持特定政黨、或者支持其它政黨，

包括「都支持」、「都不支持」、「無意見」、「不知道」、

「看情形」、「拒答」或其它無法歸類的選項。 

五、控制變數 

本研究採用的控制變數包括省籍、地域及教育程度等三個社會背景因素，加

上統獨立場這一個社會心理因素。這些控制變數都是台灣可能的政治分歧因素，

主要用來驗證它們與「階級」之間的關聯性。其操作方式可以分述如下： 

（一）省籍 

台灣在政治上有四大族群，包括本省閩南人、本省客家人、大陸各省市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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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原住民。不過，由於原住民的受訪者在調查研究資料當中所佔的比例經常不到

5﹪，統計分析時容易因為樣本數過少，導致估計的誤差過大，因而影響推論的

結果；因此，本文把原住民的選項劃歸為遺漏值（missing value），不在分析範圍

之內。本研究對於省籍的劃分方式如下： 

1、本省閩南籍：以受訪者所回答的父親籍貫為主。主要包括民國三十八年

之前即世居台灣的閩南籍民眾。 

2、本省客家籍：以受訪者所回答的父親籍貫為主。主要包括民國三十八年

之前即世居台灣的客家籍民眾。 

3、大陸各省籍：以受訪者所回答的父親籍貫為主。主要包括民國三十八年

前後隨國民政府遷居台灣的大陸各省市籍民眾。 

（二）地域 

依據各縣市的人文與地理區位，台灣可以大致劃分為七個地理區域，包括：

大台北地區（台北縣市及基隆市）、桃竹苗地區、中彰投地區、雲嘉南地區、高

高屏地區、宜花東地區以及外島地區（澎湖、金門、連江）。然而，以政治分歧

的觀點，台灣的政黨版圖大致呈現「南綠北藍」的局勢，所謂「跨越濁水溪」即

是這種現象的代名詞。因此，為了比較南、北區域之間的政治差異，本文決定把

上述七個地理區域，依照地理位置與政黨版圖的特色，劃分為「南部區域」與「北

部區域」。然而，由於中彰投地區無論就地理位置或政黨版圖而言，都是介於南、

北區域之間的過渡地帶；因此，本文就將該地區的各縣市另外劃歸為「中部區

域」，如此既可以減少二分法的爭議，也可做為南、北兩個區域之間的對照組。 

此外，由於外島地區只有澎湖縣包含在本文的研究樣本中，而且澎湖縣的地

理位置與南部地區較為接近，因此，我們把外島地區、雲嘉南地區與高高屏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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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歸為「南部區域」。而在「北部區域」方面，除了大台北地區與桃竹苗地區之

外，也包括向來被視為泛藍票倉的東部地區。簡言之，本文將台灣的地理區域劃

分為「北部區域」、「中部區域」及「南部區域」，並依受訪者戶籍所在地之縣市，

將其劃歸為這三個地理區域。分述如下： 

1、北部區域：包括大台北地區（台北市、台北縣、基隆市）、桃竹苗地區（桃

園縣、新竹縣、新竹市、苗栗縣）以及宜花東地區（宜蘭縣、

花蓮縣、台東縣）。 

2、中部區域 ：亦即「中彰投地區」，包括台中市、台中縣、彰化縣以及南

投縣。 

3、南部區域 ：包括雲嘉南地區（雲林縣、嘉義縣、台南縣、嘉義市、台南

市）、高高屏地區（高雄縣、屏東縣、高雄市）以及外島地

區（澎湖縣）。 

（三）教育程度 

為了區分選民教育程度的差異，我們將教育程度分成三個等級，包括：小學

學歷（含以下）、中學學歷、以及大專學歷（含以上）。其劃分方式如下： 

1、 小學學歷：包括「未曾入學（不識字）」「未曾入學但識字」（私塾）、「小  

學肄業」、「小學畢業」等。 

2、 中學學歷：包括「國（初）中肄業」、「國（初）中畢業」、「高中（職） 

肄業」、「高中（職）畢業」、「士官學校」等。 

3、大專學歷：包括「專科」、「大學」、「研究所以上」、「軍警官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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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統獨立場 

在統獨立場方面，由於歷次調查的測量題目不盡相同，以下就列出各年度的

題目以資比較。首先，在 1992 年的調查訪問中，測量題目為：「台灣應該獨立

或統一，有很多爭論，請問您有沒有聽過？」。如果受訪者回答「有」，則續問：

「在這些爭論中，請問您的意見怎麼樣？」；如果回答「沒有」，則跳問下一題。

該年度的選項包括：（11）很堅持台灣獨立（12）贊成但不很堅持台獨（21）很

堅持兩岸統一（22）贊成但不很堅持統一（30）無所謂（40）其它（98）不知道

（99）不回答。 

1995到 2000 年的測量題目大同小異，1995 年的測量題目為：「請問您認為

未來台灣獨立比較好、還是兩岸統一比較好？」；1996 年的問法是：「對於台灣

的前途，請問您的意見是什麼？是獨立、統一、維持現狀、或是其他」；1998 年

為：「請問您認為未來台灣獨立比較好、還是兩岸統一比較好？」；2000 年的題

目則是：「請問您對統獨的看法為何？」。這些題組的選項與 1992 年大致相同，

包括：（11）很堅持台灣獨立（12）贊成但不很堅持台獨（21）很堅持兩岸統一

（22）贊成但不很堅持統一（31）維持現狀、但無法維持時選擇獨立（32）維持

現狀、但無法維持時選擇統一（38）維持現狀、但無法維持時不知道（39）維持

現狀、但無法維持時不回答 （40）無所謂 （50）其它（80）不知道（90）不回

答（99）訪員漏問。 

2001 年的問法則有所不同，其測量題目為：「關於台灣與大陸的關係有以下

幾種不同的看法： （一）儘快統一 （二）儘快獨立 （三）維持現狀，以後走

向統一 （四）維持現狀，以後走向獨立 （五）維持現狀，看情形再決定獨立或

統一  （六）永遠維持現狀。請問您比較偏向哪一種看法？」（然後由訪員出示

列有此六種看法的卡片，並將六個選項唸一次，請受訪者選擇其中一個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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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本文將統獨立場分為三種，其包括的選項如下： 

1、 偏向統一：包括 1992到 2000 年題組的（21）、（22）、（31）；以及 2001

年題組的（一）、（三）。 

2、 偏向獨立：包括 1992到 2000 年題組裡的（11）、（12）、（32）；以及 2001

年題組的（二）、（四）。 

3、 維持現狀及無反應：包括 1992到 2000 年題組的（30）、（38）、（39）、（40）、   

（50）、（80）、（90）、（98）、（99）；以及 2001 年題組

的（五）、（六）。 

第五節  研究假設 

經過本章前述各節分別確立各種測量指標與主要變項之後，本節將根據這些

研究指標與變項，針對第一章揭櫫的研究主題，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設，以令後續

章節可以在假設驗證的過程中，對於這些研究主題予以回應或解答。不過，為了

使本文的研究假設能夠更加具備理論與事實基礎，除了第一章國內相關研究文獻

的指引之外，本節也將針對台灣「階級」與政治的關係做一個背景分析，以對於

研究假設的建立提供更多的線索。 

一、政治背景分析 

第一章曾經提及，左、右派意識型態的對立以及財富分配的問題並不是台灣

政治分歧的焦點（黃德北, 2002；盛杏湲、陳義彥, 2003）；此外，無論是左右派

議題或物質－後物質主義的爭議，短期間內都無法凸顯成為足以與統獨議題相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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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的政治議題，因為這些議題在台灣可能成為哪一個政黨在朝與哪一個政黨在野

的問題，而不是哪一個政黨代表哪一個社會階級的問題（盛杏湲, 2002：65）。換

言之，台灣基本上並不存在以階級為基礎的政黨體系。 

然而，由於國民黨過去一黨獨大的長期執政，造成其政黨形象比較偏向溫和

保守、重視經濟發展以及代表有錢有勢者；相反的，黨外民主運動起家的民進黨，

其政黨形象則偏向激進改革、重視社會福利以及代表一般民眾（游盈隆, 1994；

劉義周, 1994）。因此，相較而言，中下階層的選民比中上階層的選民更傾向支持

民進黨。不過，屬於中下階層的農民階級由於國民黨地方派系的深耕基層與安土

重遷的保守性格，在國民黨執政時期會比較傾向支持強調安定的國民黨（吳乃德, 

1998；林佳龍, 1988），但隨著地方派系的式微以及本土意識的催化，農民階級在

政黨輪替之後預期將會比過去更加支持泛綠政黨。 

以長期觀點來看，台灣的民主化過程也是一個政黨重組的過程，國民黨已不

再是一黨獨大與利益代表獨占的政黨，隨著國民黨的分裂以及民進黨政黨版圖的

擴張，「階級解組」與「階級重組」也悄然啟動。儘管左、右派議題與財富分配

議題並非台灣政治分歧的焦點，但是過去台灣黨-國體制的政治經濟結構也造成

不同省籍、地域與教育程度的選民在階級地位上出現顯著的差異；而在兩岸經貿

交流以後，「擴大經貿交流與否」對不同階級的民眾形成不同的利害關係，也對

其統獨立場造成相當程度的影響。因此，民進黨巧妙運用「台灣意識」進行階級

動員，成功吸引許多中下階層選民的支持；即使執政初期面臨經濟衰退的困境，

許多政策也被批評為向財團靠攏，但在 2001 年的立委與縣市長選舉中，民進黨

在工、農階級比例較高的南部縣市依然贏得勝選。可見台灣的「階級投票」與「階

級重組」並不是左、右派意識型態分歧的產物，而是台灣意識的催化；換言之，

如果控制其它變數的影響力，「階級」對投票行為並沒有顯著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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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假設的建立 

經由上述政治背景的分析以及既有研究文獻的引導，我們將針對第一章提出

的幾個研究問題，建立本文的研究假設；如此，我們就可以藉由研究假設的驗證，

對本文所要回答的幾個問題尋求解答。 

首先，本文第一個研究主題是「階級」與「投票」之間的關係，分為「階級

投票」與「階級重組」兩個面向。在「階級投票」的面向上，經由上文的討論，

我們將泛藍政黨定位為保守政黨，依據前述Goldthorpe的理論，預期該陣營比較

能夠獲得保守傾向的服務階級與白領職工的支持4；而泛綠政黨相對的改革形象

比較能夠獲得小資產階級與勞工階級的青睞。我們也預期同樣也具有保守傾向的

農民階級，在國民黨執政時期由於土地改革政策與地方派系的影響，會比較偏向

支持泛藍政黨；然而在政黨輪替以後，隨著地方派系的式微與本土意識的崛起，

將會比較偏向支持泛綠政黨。因此，我們提出本文的第一個研究假設如下： 

假設一： 台灣不同階級的選民之間，其政黨認同的分布呈現顯著的差異。其中，

相較於其他階級而言，服務階級與白領職工比較偏向支持泛藍政黨；而

小資產階級與勞工階級的選民則比較偏向支持泛綠政黨。農民階級則是

在政黨輪替以後，從偏向支持泛藍政黨轉而偏向支持泛綠政黨。 

至於在「階級重組」的議題上，我們預期在台灣政黨重組的過程中，由於國

民黨的分裂與執政包袱，以及民進黨藉由「台灣意識」進行階級動員發揮功效，

                                                 
4 雖然Müller（1999）對Goldthorpe的理論提出質疑，並認為專業人士是服務階級裡具有左翼傾

向的「次階級」。但是由於本文在階級劃分上把傳統上認為較具保守傾向的軍公教人員全部劃歸

服務階級，且受限於資料本身的限制，在資料處理上不容易對軍公教人員與專業人士做出明確

的區隔與抽離；因此，本文並未針對「次階級」加以分析，僅以Goldthorpe的理論為基礎，提出

以上的研究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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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不再一黨獨大，中下階層的選民支持泛綠政黨的比例逐漸增加，形成一個

「漸進式重組」的過程；直到 2000 年的總統選舉促成政黨輪替的落實，也成為

「階級重組」的一次「關鍵性選舉」，台灣「階級投票」的趨勢因而更加確立。

因此，我們提出本文的第二個研究假設如下：  

假設二： 在台灣政黨重組的過程中，也出現「階級重組」的現象：小資產階級

與勞工階級支持泛綠政黨的比例逐漸增加，服務階級與白領職工仍偏向

支持泛藍政黨 

其次，為了回答本文的第二個研究主題：「階級」在政治上的實質影響力，

我們也提出研究假設加以回應。在「階級」與其他政治分歧的關係方面，本文從

文獻回顧中發現省籍、地域、教育程度與統獨立場是台灣重要的政治分歧因素，

並可能與「階級」具有顯著的關聯性，因而使「階級」與「投票」之間出現假性

相關；這也是台灣選民的政黨取向存在階級分化的現象，可是左右派意識型態的

對立卻不是政治分歧焦點的原因，反而是「本土 v.s.非本土」這些與省籍、地域、

教育程度以及統獨立場顯著相關的政治議題更能夠成為階級動員的馬達。因此，

我們提出本文的第三個研究假設如下： 

假設三： 省籍、地域、教育程度與統獨立場等因素對於台灣選民的政黨認同有

顯著的影響力；而省籍、地域、教育程度與統獨立場等因素也與「階級」

之間存在顯著的關聯性。 

至於在控制其它變項的影響力以後，「階級」的政治影響力為何？經由前述

的討論，我們認為台灣「階級投票」的現象是由於「階級」與其他政治分歧之間

具有顯著的關聯性，所以倘若控制其它政治分歧因素的影響力以後，「階級」對

於台灣選民的政黨認同並沒有顯著的影響力。因此，我們提出本文的第四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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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如下： 

假設四：在控制省籍、地域、教育程度以及統獨立場等政治分歧的影響力之後，

「階級」對於台灣選民的政黨認同並沒有顯著的影響力。 

下一章開始，本文將藉由上述四個研究假設的驗證貫串全文的討論，並藉此

對本文的研究主題加以回應與解答。以下，我們就依據這些研究主題與研究假設

依序開始本文的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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