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台灣的階級投票與階級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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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學是都市學家靈感的來源。極度乏味、瑣碎、缺乏熱情且冷漠。

抒情的跳板，詩人奔向未來與未知的基石。它的基礎穩固地建立在

、曲線與人為事實之上。事實上，這種抒情體裁將使我們感到興趣……
過去，我們得到一種明確的感覺；沿著曲線的結構，我們可以深入

而取得預知的可靠性。就像詩人在一堆必要的事實中，引導著我們

須完成的行為，抵達安全的路途上。 
                               Le Corbusier ＜都市學＞ 
個章節裡，我們提出了「階級投票」的定義及其測量方法；接下來，

前一章決定的測量指標，檢證台灣從 1992 年立法院首次全面改選、

之後的 2001 年立委選舉，這段期間歷屆立法委員選舉與總統選舉當

」的程度及其變遷或持續的情形。本章主要分成兩個部分來討論：

由歷年的調查研究資料，比較不同階級的選民之間在政黨支持的分

明顯的差異；其次，我們把焦點放在「階級重組」的情形，觀察各個

選舉當中政黨支持的變遷與持續。 

節  台灣階級投票的變遷與持續：1992－2001 

否存在「階級投票」的現象呢？這是本文所要回答的第一個問題。以

從各年度的調查訪問資料中，逐一加以分析與檢證。 

立委選舉 

是 1992 年立委選舉「階級」與「政黨認同」的交叉分析列表。這次

屆的立法委員選舉，也是立法院首次的全面改選，參選的主要政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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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與民進黨，至於其它小黨如工黨、中國社會民主黨等，並不在本文分析的

範圍之內，因此，表 3-1的泛藍政黨就是指國民黨，泛綠政黨即是民進黨。 

從表 3-1當中，我們可以發現：服務階級與白領職工支持國民黨的比例分別

高達 57.6﹪與 40.8﹪，相較於其他階級來說明顯偏高；而他們支持民進黨的比例

分別為 9.9﹪與 11.8﹪，較諸其他階級而言是偏低的。相對的，農民階級與勞工

階級支持民進黨的比例分別為 15.3﹪與 14.1﹪，相較於其他階級而言是偏高的；

而他們支持國民黨的比例則分別是 17.8﹪與 23.7﹪，與其他階級相比是偏低的。

此外，小資產階級支持國民黨的比例為 26.3﹪，支持民進黨的比例則為 12.3﹪，

相較於其他階級，他們對國民黨的支持度略低，但是對民進黨的支持也沒有明顯

偏高。 

表 3-1：1992 年立委選舉階級與政黨認同之交叉列表 

階級 / 
  政黨認同 

支持泛藍 支持泛綠
獨立選民

及其他
樣本數 藍綠差 卡方檢定 

服務階級 57.6 9.9 32.5 （311） ＋47.7 

白領職工 40.8 11.8 47.3 （262） ＋29.0 

小資產階級 26.3  12.3 61.4 （171） ＋14.0 

農民階級 17.8  15.3 66.9 （163） ＋2.5 

勞工階級 23.7  14.1 62.2 （304） ＋9.6 

合計 35.7 12.5 51.8 （1211） ＋23.2 

χ²＝118.066 

自由度＝8 

p＝ .000***

1、表中所列的數字為橫列百分比 

2、*表示 p＜.05, **表示 p＜.01, ***表示 p＜.001 

從「藍綠差」來看，各個階級都呈現正數，也就是支持國民黨的比例都超過

支持民進黨的比例；其中，服務階級與白領職工分別高達＋47.7﹪與＋29.0﹪，

是「藍綠差」最高的兩個階級，而農民階級與勞工階級分別只有＋2.5﹪與＋9.6

﹪，是「藍綠差」最低的兩個階級。換言之，服務階級與白領職工偏向國民黨的

程度是最高的，而農民階級與勞工階級偏向國民黨的程度則是較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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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過，農民階級與勞工階級中立或未表態的比例分別高達 66.9﹪與 62.2﹪，

相較於其他階級來說很明顯偏高。如此高比例的中立或未表態選民，我們無法從

資料當中推斷其原因為何，只能從已表態的訪問結果看出：儘管各階級選民中，

國民黨的支持比例都高於民進黨，然而支持的程度仍是有差別的。 

經由卡方檢定，我們可以發現：不同階級的選民之間，其政黨認同具有顯著

的差異，已經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 p＜ .001）。從這個結果看來，台灣存在

顯著的「階級投票」現象。相較於其他階級，服務階級與白領職工支持國民黨的

程度偏高，支持民進黨的比例則是偏低；農民階級與勞工階級支持國民黨的比例

相對偏低，支持民進黨的比例則相對偏高；而小資產階級相較於其他階級而言，

並沒有明顯地偏向任何政黨。 

二、1995 年立委選舉 

1995 年的第三屆立委選舉除了國民黨與民進黨之外，也增加了從國民黨出

走的新黨、以及標榜台灣獨立的建國黨。從這次選舉開始、一直到 2000 年總統

選舉為止，政黨競爭的型態大致形成兩大一小的局面，亦即國民黨與民進黨兩大

政黨對決，中間夾著曾經扮演關鍵少數的新黨；而建國黨雖然不具備牽動政局的

影響力，可是鮮明的意識型態色彩仍然吸引部分選民的支持與認同。 

從表 3-2可以發現：相較於其他階級，服務階級與白領職工支持泛藍政黨的

比例明顯偏高，但是服務階級支持泛綠政黨的比例也達到 13.8﹪，比泛綠政黨的

總體支持度 12.8﹪更高；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之一，可能是服務階級受訪者中立

或未表態的比例僅佔 36.9﹪，遠較其他階級為低。但是不同於 1992 年立委選舉

的是，農民階級在此次調查中表態支持泛綠的比例僅 7.8﹪，是各階級中最低的。

勞工階級則與 1992 年立委選舉一樣，都是支持泛藍的比例相對偏低（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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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支持泛綠的比例相對偏高（14.5﹪）。然而，相較而言，小資產階級支持泛藍

的比例更低（28.2﹪）、而支持泛綠的比例更高（17.9﹪），乃是各階級當中偏藍

程度最「淡」的一個階級。  

 

表 3-2：1995 年立委選舉階級與.政黨認同之交叉列表 

階級 /  
政黨認同 

支持泛藍 支持泛綠
獨立選民

及其他 
樣本數 藍綠差 卡方檢定 

服務階級 49.2 13.8 36.9 （260） ＋35.4 

白領職工 40.0 9.9 50.1 （355） ＋31.1 

小資產階級 28.2  17.9 53.8 （156） ＋10.3 

農民階級 34.5 7.8 57.7 （116） ＋26.7 

勞工階級 35.1 14.5 50.4 （325） ＋20.6 

合計 38.6 12.8 48.6 （1212） ＋25.8 

χ²＝33.158 

自由度＝8 

p＝ .000*** 

1、表中所列的數字為橫列百分比 

2、*表示 p＜.05, **表示 p＜.01, ***表示 p＜.001 

 

就「藍綠差」而言，服務階級是最高的，達到 ＋35.4﹪的水準，其次是白領

職工的 ＋31.1﹪；農民階級與勞工階級的「藍綠差」雖然相對偏低，但比起 1992

年立委選舉，偏藍的成色已有增加，分別達到 ＋26.7﹪與 ＋20.6﹪；小資產階級

的「藍綠差」則是各階級當中最低的，只有＋10.3﹪。 

經由卡方檢定的結果可以發現：不同階級的選民之間，其政黨認同有顯著的

差異，並達到顯著的統計水準（ p＜ .001）。由此可知，台灣存在顯著的「階級

投票」現象，亦即相較於其他階級，服務階級與白領職工偏向泛藍的程度較高，

農民階級與勞工階級支持泛藍的比例相對偏低；不過，農民階級表態支持泛綠的

比例也是各階級當中最低的。小資產階級則是支持泛藍的比例最低、而支持泛綠

比例最高的一個階級，其偏藍的程度在各階級中最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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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996 年總統大選 

1996 年總統選舉是我國憲政史上首次的總統直接民選，表 3-3所呈現的即為

當時「階級」與「政黨認同」的關係。從該表可以看出：服務階級與白領職工仍

然是支持泛藍政黨（國民黨、新黨）的中堅，分別有 59.8﹪與 50.2﹪的選民表態

支持泛藍政黨；不過，他們支持泛綠政黨（民進黨、建國黨）的比例也有增加的

趨勢，已經逼近各階級的平均值（19.3﹪）。在農民階級方面，其中立或未表態

的比例仍是各階級當中最高的，而他們表態支持泛藍或泛綠政黨的程度，也都是

各階級當中最低的。另外，相較於其他階級，勞工階級與小資產階級支持泛藍政

黨的比例偏低，支持泛綠政黨的比例則是偏高，這個結果和 1995 年立委選舉的

分布情況可說是大致相同的。 

表 3-3：1996 年總統大選階級與政黨認同之交叉列表 

階級 / 
    政黨支持 

支持泛藍 支持泛綠
獨立選民

及其他 
樣本數 藍綠差 卡方檢定 

服務階級 59.8 19.2 21.0 （219） ＋40.6 

白領職工 50.2 19.0 30.8 （273） ＋31.2 

小資產階級 42.5 20.8 36.7 （240） ＋21.7 

農民階級 36.9  10.9 52.2 （92） ＋26.0 

勞工階級 41.4 21.3 37.3 （244） ＋20.1 

合計 47.3 19.3 33.4 （1068） ＋28.0 

χ²＝39.199 

自由度＝8

p＝0.000***

1、表中所列的數字為橫列百分比 

2、*表示 p＜.05, **表示 p＜.01, ***表示 p＜.001 

經由卡方檢定的結果可以發現：不同階級的選民之間，其政黨認同的分布有

明顯的差異，已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 p＜ .001）。從這個結果看來，台灣有

顯著的「階級投票」現象。至於「藍綠差」的情形，大致與 1995 年的立委選舉

相同：服務階級與白領職工偏藍的程度最高，小資產階級與勞工階級偏藍的程度

相對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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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998 年立委選舉 

表 3-4 是 1998 年第四屆立委選舉的調查結果，我們可以發現：相較於其他

階級，服務階級與白領職工支持泛藍政黨的比例較高，分別為 39.9﹪與 38.3﹪；

不過，服務階級支持泛綠政黨的比例也有 25.0﹪，比起其他階級來說也是較高

的，而白領職工支持泛綠政黨的比例也與前幾次調查訪問的結果一樣，都是相對

偏低的。 

表 3-4：1998 年立委選舉階級與政黨認同之交叉列表 

階級 / 
    政黨支持 

支持泛藍 支持泛綠
獨立選民

及其他 
樣本數 藍綠差 卡方檢定 

服務階級 39.9 25.0 35.1  （248） ＋14.9 

白領職工 38.3 19.9 41.8 （261） ＋18.4 

小資產階級 31.0 29.5 39.5  （129） ＋1.5 

農民階級 32.3 18.8 48.9  （96） ＋13.5 

勞工階級 28.4 21.1 50.4 （232） ＋7.3 

合計 33.7 22.7 42.5 （966） ＋11.0 

χ²＝19.152

自由度＝8

p＝0.015**

1、 表中所列的數字為橫列百分比 

2、*表示 p＜.05, **表示 p＜.01, ***表示 p＜.001 

比較特別的是，在前幾次選舉的調查研究中支持泛綠的比例相對偏高的勞工

階級，在這次選舉調查中支持泛綠的比例只有 21.1﹪，雖然與 1996 年總統選舉

不相上下，但卻比泛綠政黨的平均支持度 22.7﹪來得更低，甚至比服務階級表態

支持泛綠的比例更低。不過，勞工階級支持泛藍政黨的比例也是各階級當中最低

的，只有 28.4﹪，而中立或未表態的比例則是各階級當中最高的，達到 50.4﹪；

可見勞工階級支持泛藍的比例已經下降，轉而成為游離觀望的「中間選民」。  

在這次選舉裡，各階級的「藍綠差」並沒有前幾次選舉那樣的懸殊，主要是

因為服務階級與白領職工表態支持泛藍的比例下降、表態支持泛綠的比例則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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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造成他們的「藍綠差」分別只有＋14.9﹪與＋18.4﹪，是歷屆選舉中最低

的一次，與其他階級的差距也減少了。換言之，不同階級在政黨認同上的差異已

經不如以前那麼明顯，泛藍與泛綠的政治實力也逐漸逼近。 

從卡方檢定的結果也可以發現：不同階級之間的政黨認同有顯著的差異，並

且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 p＝.015）。因此，我們可以說：台灣在這個時期也

出現顯著的「階級投票」現象。與前幾次選舉研究的結果相似，服務階級與白領

職工偏藍的程度較高，小資產階級與勞工階級偏藍的程度較低，不過，各階級偏

藍的深度已經有「淡化」的跡象了。 

五、2000年總統大選 

「美國選民」一書曾經將總統選舉的類型區分為維持性的（maintaining）、

偏離性的（deviating）以及重組性的（realigning）選舉（Campbell et al., 1960）。

從「階級投票」的角度來看，2000 年的總統選舉已經產生「階級重組」的現象，

因為這次選舉調查的結果不再只是一片「泛藍」，有些階級已經開始「泛綠」了。 

從表 3-5中，我們可以發現：小資產階級與勞工階級支持泛綠的比例已經超

過支持泛藍的比例，其中勞工階級更是明顯，其支持泛綠的比例為 31.8﹪，支持

泛藍的只有 21.1﹪，打破了先前的選舉調查研究當中泛藍政黨橫掃每個階級的局

面。另外，服務階級與白領職工支持泛藍政黨的傾向也更加強化了，分別達到

47.9﹪與 42.1﹪，遠高於其他階級，而他們支持泛綠的比例也是相對偏低的，分

別為 23.2﹪與 25.1﹪。農民階級方面，其泛藍與泛綠政黨的支持比例，相較於其

他階級而言都是最低的，因為他們中立或未表態的比例高達 69.4﹪；不過，農民

階級支持泛藍的比例為 17.1﹪，還是略高於支持泛綠的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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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藍綠差」來看，服務階級與白領階級均是正數，且分別達到 ＋24.7﹪與

＋17.0﹪，仍然是藍軍的忠實主力；而農民階級支持泛藍的程度已經開始動搖，「藍

綠差」只有 ＋3.6﹪。勞工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藍綠差」則已呈現負數，支持

泛綠的比例超越支持泛藍的比例，其中，勞工階級更為明顯，其「藍綠差」達到 

－10.7﹪，可說是綠軍有力的支持基礎。 

表 3-5：2000年總統大選階級與政黨認同之交叉列表 

階級 /  
  政黨認同 

支持泛藍 支持泛綠
獨立選民

及其他 
樣本數 藍綠差 卡方檢定 

服務階級 47.9 23.2 28.8 （267） ＋24.7 

白領職工 42.1 25.1 32.8 （299） ＋17.0 

小資產階級 32.3  34.1 33.6 （220） －1.8 

農民階級 17.1  13.5 69.4 （111） ＋3.6 

勞工階級 21.1  31.8 47.1 （261） －10.7 

合計 29.3 26.8 38.8 （1158） ＋2.5 

χ²＝101.065

自由度＝8

p ＝.000***

1、表中所列的數字為橫列百分比 

2、*表示 p＜.05, **表示 p＜.01, ***表示 p＜.001 

 

從卡方檢定的結果可以發現：不同階級之間的政黨認同具有顯著的差異，已

經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 p＝ .000）。換言之，台灣在這次選舉當中呈現極為

顯著的「階級投票」現象。整體來說，服務階級與白領職工明顯地偏向支持泛藍

政黨，勞工階級則明顯地偏向泛綠政黨。另外，小資產階級略為偏向支持泛綠，

而農民階級則略為偏向支持泛藍政黨。 

六、2001 年立委選舉 

2001 年立委選舉是民進黨執政之後首次的國會選舉，可以視為民進黨政府

的「期中選舉」。值得注意的是，高呼「新中間路線」的民進黨，會不會像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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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黨一樣成為「新工黨」？我們可以「階級重組」的觀點加以檢驗。這次選舉，

除了原有的國民黨、民進黨、新黨與建國黨之外，泛藍陣營增加了新成立的親民

黨，泛綠陣營也增添了台灣團結聯盟（簡稱台聯）。儘管在此次選戰中，藍、綠

陣營內部的競爭不下於不同陣營之間的殺伐，不過，兩大陣營之間的區隔與定位

卻比過去更加明朗，就「階級投票」的研究而言，其實更具意義。 

從表 3-6 中，我們可以發現：和 2000 年總統大選一樣，服務階級與白領職

工都明顯地偏向支持泛藍政黨，其「藍綠差」分別為 ＋11.6﹪與 ＋7.9﹪，保持

了「深藍」的原色。而勞工階級與小資產階級也明顯地偏向支持泛綠政黨，其中，

小資產階級支持泛綠的比例高達 43.4﹪，「藍綠差」也達到 －21.0﹪，不再只是

「淡綠」，已然蛻變成為「深綠」。 

表 3-6：2001 年立委選舉階級與政黨認同之交叉列表 

階級 / 
  政黨認同 

支持泛藍 支持泛綠
獨立選民

 及其他 
樣本數 藍綠差 卡方檢定 

服務階級 39.6 28.0 32.4 （493） ＋11.6 

白領職工 36.7 28.8  34.5 （313） ＋7.9 

小資產階級 22.4  43.4  34.2  （196） －21.0 

農民階級 11.4  25.4  63.2 （185） －14.0 

勞工階級 24.4 32.4 43.2 （614） －8.0 

合計 29.2 31.0 39.8 （1801） －1.8 

χ²＝103.891

自由度＝8 

p ＝0.000***

1、表中所列的數字為橫列百分比 

2、*表示 p＜.05, **表示 p＜.01, ***表示 p＜.001 

此外，從表 3-6也可以發現：隨著政黨輪替，農民階級的政黨支持也出現「階

級重組」的情形。過去一直偏向支持泛藍的農民階級，支持泛藍的比例已經下降

到 11.4﹪，而表態支持泛綠的比例有 25.4﹪，雖然是各階級當中最低的，卻也是

農民階級在歷屆選舉研究中支持泛綠比例最高的一次。不過，農民階級受訪者中

立或未表態的比例仍高達 63.2﹪，並沒有因為政黨輪替而減少，但政黨支持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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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卻有轉變，這種現象究竟是西瓜效應、或者是「階級重組」，值得進一步探討。 

從卡方檢定的結果可以發現：不同階級的選民在政黨認同上有顯著的差異，

已經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 p＝.000）。我們可以說：泛藍陣營的支持基礎主

要來自服務階級與白領職工，泛綠陣營則獲得較多勞工階級與小資產階級選民的

認同；至於農民階級則在政黨輪替之後，從「偏藍」蛻變為「偏綠」了。 

第二節  各階級政黨支持之變遷與持續 

我們在前一節以時間為單位，比較不同階級在同一時間點的政黨認同之變遷

與持續。接下來，我們將以「階級」為單位，觀察每一個階級在不同時間點上，

其政黨認同分布之消長與變化，也就是「階級重組」的情形。 

一、 服務階級 

整體來說，服務階級支持泛藍政黨的比例一直都是高於泛綠政黨的；不過，

兩者之間的差距有逐漸縮小的趨勢，因為服務階級對於泛綠的支持度逐年上升，

但對於泛藍的支持度則相對平穩，甚至小幅下滑。然而，儘管藍、綠之間的支持

差距減少，服務階級支持泛藍的比例卻始終維持在 40﹪以上， 1996與 1998 年

支持泛藍的比例更接近 60﹪，並不像其他有些階級出現泛藍支持度大幅滑落的

情形，而支持泛綠的比例相對來說也只呈現微幅的成長，最高只有 2001 年時有

28﹪的比例支持泛綠，但是仍與支持泛藍的比例（39.6﹪）有明顯的差距。因此，

整體而言，服務階級是泛藍政黨重要的支持基礎，也是泛綠政黨比較不容易開拓

版圖的一個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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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 服務階級的政黨認同之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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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白領職工 

如同服務階級，白領職工的政黨取向也一直都是偏向泛藍的，而且其支持的

比例相當平穩，大都維持在 40﹪左右，在 1996 年總統選舉時更超過 50﹪。此外，

儘管白領職工支持泛綠政黨的比例有逐年攀升的趨勢，藍、綠陣營的支持差距也

逐漸縮小，然而，在政黨輪替之後，白領職工支持泛藍的比例並沒有明顯下滑，

2001 年時他們支持泛藍的比例仍有 36.7﹪、支持泛綠的比例則為 28.8﹪，其「藍

綠差」仍接近 ＋8.0﹪。因此，白領職工在政黨輪替前後都是明顯偏向支持泛藍

政黨。 

相對而言，白領職工與服務階級一樣，都是泛藍政黨重要的選民基礎。不過，

綠軍在白領職工的政治版圖上的成長似乎比服務階級更加明顯，從 1995 年時的

9.9﹪到 2001 年時已經達到 28.8﹪；因此，藍、綠兩陣營在白領職工的選票攻防

上，可能是決定未來政黨版圖消長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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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 白領職工的政黨認同之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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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小資產階級 

小資產階級一般是指自營商人或小店主，過去的研究顯示，相較於其他階級

來說，他們支持民進黨的比例是偏高的。本研究也發現，小資產階級在 1998 年

時就已經達到藍、綠均勢的狀態，其支持泛藍的比例為 31.0﹪、認同泛綠的比例

則為 29.5﹪，可謂勢均力敵；到 2000 年時，小資產階級的政黨取向更由「淡藍」

轉為「淡綠」，其支持泛綠的比例為 34.1﹪，略勝於支持泛藍的 32.3﹪；2001 年

時綠、藍之間的差距更形擴大，他們支持泛綠的比例已經達到 43.4﹪、認同泛藍

的比例則下降為 22.4﹪，「藍綠差」為 －21﹪，明顯偏向支持泛綠政黨。 

整體而言，小資產階級對泛綠政黨的支持度呈現穩定的上升，對泛藍政黨的

支持度除了 1996 年突破 40﹪以外，大多維持在 20﹪到 30﹪之間；因此可知，

隨著泛綠版圖的持續成長，加上泛藍版圖在 1998 年以後開始縮減，小資產階級

偏綠的色彩益加鮮明，政黨輪替之後儼然成為「深綠」的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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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 小資產階級的政黨認同之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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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農民階級 

在各個階級當中，農民階級的政黨認同分布可以說是變化最大的。1992 年

時藍、綠兩軍差距甚小，支持國民黨的比例為 17.8﹪，支持民進黨的比例則為

15.3﹪，相較於其他階級而言是最偏綠的一個階級。然而，在 1995、1996 年時

藍、綠的政治勢力此消彼長、藍軍取得大幅領先，「藍綠差」分別達到 ＋26.7﹪

與 ＋26.7﹪；不過，1998 年時「藍綠差」縮小為 ＋13.5﹪，2000 年時藍、綠之

間已經達到勢均力敵的地步，其「藍綠差」僅 ＋3.6﹪。有趣的是，2001 年政黨

輪替之後，農民階級的政黨取向也隨之輪替，支持泛綠的比例快速上揚、泛藍的

支持度持續下滑，儼然已由藍旗易幟而為綠旗。 

不過，整體而言，農民階級中立或未表態的比例一直很高，即使在 2001 年

時仍高達 63.2﹪，所以農民階級在政黨認同上的「階級重組」究竟是政黨板塊的

位移、或者是因為農民「看天吃飯」的性格使得執政黨在調查研究中較佔優勢，

可能有待更進一步的分析與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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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 農民階級的政黨認同之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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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勞工階級 

一般印象中，勞工階級支持民進黨的比例有偏高的趨勢；不過，我們的研究

顯示，儘管勞工階級挺綠的比例較諸其它階級相對偏高，但是在 2000 年以前，

其挺藍的比例都是高於挺綠，尤其在 1995 年與 1996 年期間的「藍綠差」更高達

＋20﹪左右。不過，1998 年時勞工階級支持泛藍的比例已經開始滑落，所以泛綠

的支持度雖未上升，「藍綠差」仍縮小到 ＋7.3﹪。到 2000 年時，勞工階級支持

泛綠的比例大幅上升、支持泛藍的比例則明顯下滑，「藍綠差」高達 －10.7﹪，

藍、綠之間呈現強弱易位的「剪刀差」，改由泛綠陣營取得上風。不過，2001 年

時勞工階級支持泛藍的比例已有回升跡象，認同泛綠的比例則未見明顯提升，其

「藍綠差」縮小為 －8.0﹪，這種情況是否與 2001 年失業率創近年新高有關1，

值得進一步分析。儘管如此，泛綠政黨在勞工階級選票的競逐上，整體而言仍是

佔有優勢的。 

                                                 
1 資料來源：行政院主計處第三局。2001 年的經濟成長率為-2.18﹪，失業率則為 4.57﹪，雖然
低於 2002 年的 5.17﹪，但相較於 2001 年以前的歷年失業率，乃是歷年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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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5: 勞工階級的政黨認同之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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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本章小結 

從不同年度的調查研究資料的分析中，我們發現：服務階級與白領職工相對

而言比較偏向支持泛藍政黨，而小資產階級與勞工階級則是支持泛綠政黨的比例

相對偏高。至於農民階級，由於其中立或未表態比例一直很高，而且其政黨取向

在政黨輪替前後有很大的轉變，從明顯偏向泛藍、轉向為支持泛綠，是比較難以

掌握其階級「原色」的一個階級。 

此外，以貫時性分析的觀點，1992 年到 2001 年這段期間台灣「階級重組」

的情形大致符合 V. O. Key（1959：199）所提出的「漸進式重組」（secular 

realignment）的概念，亦即政黨重組需要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才會真正形成，其過

程並非立即發生、而是持續一段時間才會發生，而且在「關鍵性選舉」發生之前，

有一些選民與政黨連結的關係已經出現鬆動的跡象。依照這個論點，台灣「階級

重組」的關鍵性選舉是在 2000 年的總統選舉，因為小資產階級與勞工階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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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綠的程度已經開始超越泛藍；此外，農民階級雖然在 2000 年時偏藍的比例仍

高於偏綠，但其差距已經大幅縮小，到 2001 年時泛綠的支持度更明顯超越泛藍，

成為泛綠陣營「變色」成功的另一階級。 

上述的研究結果也符合本文的研究假設的預期。首先，本文＜假設一＞預期

台灣存在「階級投票」的現象，而本章的研究發現：相較於其他階級，服務階級

與白領職工支持泛藍政黨的比例顯著偏高，小資產階級與勞工階級則是支持泛綠

的比例相對偏高；農民階級則是中立或未表態的比例明顯偏高，且其政黨取向也

隨著政黨輪替而轉變，從泛藍轉為泛綠。此外，經由卡方檢定的結果發現，不同

階級的選民之間，其政黨取向的分布有顯著的差異，歷年都達到統計的顯著水

準。由此可知，台灣選民具有「階級投票」的傾向，所以＜假設一＞成立！ 

至於＜假設二＞有關「階級重組」的預期，本章的研究也發現：1992 年到

2001 年期間，服務階級與白領職工一直都是偏向支持泛藍政黨，小資產階級與

勞工階級則是支持泛綠的比例較諸其它階級相對偏高，並且在 2000 年之後挺綠

的比例已經超越挺藍的比例；而農民階級也在政黨輪替之後的 2001 年立委選舉

從偏藍轉變為偏綠。因此，台灣政黨重組的過程中，也出現「階級重組」的現象，

因為 2000 年以前各個階級都是偏向支持泛藍，但是 2000 年以後，小資產階級、

勞工階級與農民階級的選民已經轉向支持泛綠。上述結果符合本文的預期，由此

可證，＜假設二＞亦可成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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