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階級投票的整合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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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其實我們所能夠做的，就是讓我們的繪畫說話……』 

『……而我現在的唯一選擇是，當個好畫家、或是爛畫家。』 
摘錄自 1890 及 1888年梵谷寫給弟弟西奧的信  
 

的章節裡，我們首先呈現「階級」與政黨認同之間存在顯著的關聯性，

「階級」與省籍、區域、教育程度及統獨立場之間的顯著關聯，亦即

、區域及教育程度的選民在階級分布上有顯著的差別，而不同階級的

立場上也有顯著的差異。然而，上述結果並不能就此推論「階級」在

顯著的影響力，因為政黨取向的階級差異並不一定是由於階級因素的

可能是其它因素所造成的，這也是我們為何要在第四章探討「階級」

分歧間的關聯的原因；在確定這些政治分歧因素都與「階級」有顯著

我們就可以將這些變數一併加以觀察，並控制其它變數的作用，藉以

」對於政黨認同的實質影響力。因此，本章將進一步以更深入的統計

這些變數的實質影響力。 

第一節  各年度的整合模型 

採用 1992 年至 2001 年期間的調查研究資料，以二元對數成敗比模型

istic regression model）評估各項政治分歧對於政黨認同的影響。這個

數是政黨認同，我們把它訂為一個二分變數，將支持泛綠政黨的選民

持泛藍政黨的選民設為 0，無政黨傾向的選民則設為遺漏值，排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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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範圍之外；自變數則是前述的各項政治分歧，包括省籍、區域、教育程度、

統獨立場以及階級，由於這些變數都是類別變數，因此以虛擬變數的方式處理。 

為了便於觀察比較，我們在每年的模型裡都設定相同的對照組。省籍方面，

我們把本省客家籍設為對照組，比較它與閩南籍、外省籍的差異；地域方面是以

中部地區為對照組，教育程度則以中學學歷者當做對照組，階級是以服務階級為

對照組；統獨立場方面，則是以主張維持現狀者為對照組。以下即為歷屆選舉的

估計模型： 

一、1992 年立法委員選舉 

表 5-1可以顯示 1992 年各項政治分歧對於政黨認同的影響。研究結果發現：

在控制其它變數的情況下，省籍、統獨立場與階級等因素是影響選民政黨認同的

重要因素；而區域與教育程度在排除其它變數的作用之後，對於政黨認同並沒有

顯著的影響。 

首先，在省籍方面，由於未放入模型中的虛擬變數是本省客家籍，所以模型

中的本省閩南籍與大陸各省籍這兩個虛擬變數的詮釋都要與本省客家籍做比

較，而機率比在這個模型裡的意思是「支持泛綠政黨相對於支持泛藍政黨的相對

機率」。在此模型中，「閩南籍」變數的估計值為 0.225，其機率比，即 Exp（0.225），

為 1.252；亦即閩南籍民眾「支持泛綠政黨相對於支持泛藍政黨的相對機率」是

客家籍民眾的 1.252倍。以同樣的方式詮釋，外省籍的民眾是客家籍的 0.088倍；

這表示在支持泛綠相對於支持泛藍的的情況下，最偏向泛綠的是閩南籍、其次是

客家籍、最後則是外省籍。然而，只有外省籍選民和對照組（即客家籍）的差異

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 p＜ .05），閩南籍選民相對於客家籍選民之間的差異

則沒有；換言之，外省籍選民與客家籍選民在「是否支持泛綠政黨」上有顯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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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異，而閩南籍與客家籍選民之間則沒有顯著的差異。 

 

表 5-1：1992 年立委選舉之二元對數成敗比模型 

 估計值（B值） 標準誤 Exp（B） 

常數項  －1.782** 0.545 0.168 
階級 
（以服務階級為對照組） 

 白領職工  0.349 0.328 1.418 

 小資產階級  0.671 0.408 1.957 

 農民階級    1.172** 0.429 3.228 

 勞工階級    1.140** 0.352 3.126 
省籍 
（以本省客家籍為對照組） 

 本省閩南籍  0.225 0.324 1.252 

 大陸各省籍  －2.434** 0.783 0.088 
區域 
（以中部地區為對照組） 

 北部地區  0.136 0.406 0.738 

 南部地區  0.337 0.385 0.381 
學歷 
（以中學學歷為對照組） 

 小學及以下 －0.139 0.273 0.870 

 大專及以上  0.522 0.335 1.685 
統獨立場 
（以維持現狀或中立無意見為對照組） 

 偏向獨立    1.506*** 0.283 4.508 

 偏向統一 －1.009*** 0.279 0.364 

－2 Log Likelihood：491.551 
樣本數 (N) ：561 
模型χ²＝ 159.922    d.f.＝ 12     p＝.000*** 

註：a. 應變數為二分變數,以 1表示認同泛綠政黨,以 0表示認同泛藍政黨。 

b. ***表示 p＜0.001, **表示 p＜0.01, *表示 p＜0.05, ＄表示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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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道理，我們也可以從表 5-1 裡發現：統獨立場的估計值相當高，並有

方向上的差異，亦即偏向統一者的估計值呈現負數、而偏向獨立者的估計值呈現

正數，其差異已經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換言之，統獨立場不同的民眾，對於

「是否支持泛綠政黨」有明顯的不同，因為相對於主張維持現狀者，偏向統一者

比較不支持泛綠政黨，而偏向獨立者比較支持泛綠政黨。此外，從機率比來看，

支持台灣獨立的選民「支持泛綠政黨相對於支持泛藍政黨的相對機率」是主張維

持現狀者 4.508 倍，而偏向兩岸統一者相對於統獨中立者的機率比則是 0.364。

由此可知，偏綠程度最高的是主張台灣獨立的選民，其次是主張維持現狀者，而

最低的是偏向兩岸統一的選民。 

至於階級方面，模型中各個階級的估計值均為正向，亦即相對於服務階級（即

對照組），其它階級支持泛綠政黨的程度都比服務階級來得更高。從機率比來看，

農民階級「支持泛綠政黨相對於支持泛藍政黨的相對機率」是服務階級的 3.228

倍，是各階級當中最高的；所以在這次選舉中，最支持泛綠政黨的是農民階級，

其次是勞工階級，其機率比為 3.126，再其次是小資產階級、白領職工以及服務

階級；不過，各階級對於「是否支持泛綠政黨」對照於與服務階級而言，其差異

達到統計顯著水準的只有農民階級與勞工階級；至於白領職工與小資產階級關於

「是否支持泛綠政黨」相對於服務階級而言並沒有顯著的差異。由於農民階級與

勞工階級在「是否支持泛綠政黨」上與服務階級有顯著的差異，也就是說在控制

其它變數的情況下，「階級」對於政黨認同仍有顯著的影響力；由此可證，1992

年的立委選舉已經出現實質的「階級投票」現象。 

區域因素方面，北部與南部地區的選民相對於做為對照組的中部地區選民，

其政黨偏好的差異並沒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也就是說，北部及南部地區的

選民在「是否支持泛綠政黨」上，都與中部地區的選民沒有顯著差異。此外，從

機率比來看，北部選民「支持泛綠政黨相對於支持泛藍政黨的相對機率」是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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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民 0.738 倍，而南部選民相對於中部選民的機率比則為 0.381。因此，就偏綠

的程度而言，最高的是中部地區、其次是北部地區、最後則是南部地區，然而其

差異並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換言之，在控制其它變數的情況下，區域因素

對於選民的政黨認同並沒有顯著的影響。 

教育程度方面，小學（含以下）學歷者與大專（含以上）學歷者相對於中學

學歷者（對照組）而言，其政黨認同的差異並沒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也就

是說，不同學歷的選民對於「是否支持泛綠政黨」並沒有顯著的差異。從機率比

來看，大專學歷者「偏好泛綠政黨相對於偏好泛藍政黨的相對機率」是中學學歷

者的 1.685倍；小學學歷的選民相對於中學學歷者，其機率比只有 0.870；因此，

就偏綠的程度而言，大專學歷者是最高的、其次是中學學歷者、最低的則是小學

學歷者。然而，由於不同學歷的選民之間，其政黨偏好的差異並沒有達到統計上

的顯著水準；因此，我們可以說，在控制其它變數的情況下，教育程度對於政黨

偏好並沒有顯著的影響。 

整體而言，在 1992 年立委選舉的整合模型裡，我們可以知道：在控制其它

變數的情況下，統獨立場最足以顯著地影響台灣選民的政黨認同；此外，省籍與

階級也發揮了相當的影響力。因此，從「階級投票」的角度來看，此次選舉已經

出現階級投票的現象，因為不同階級的選民在政黨取向上有顯著的差異，而且階

級的影響力是在排除其它變數影響的情況下仍然對於政黨認同產生影響，而不是

由於其它變數的作用力所造成的「假性相關」。 

二、1995 年立法委員選舉 

表 5-2 是 1995 年立委選舉的整合模型。研究結果發現：在控制其它變數的

情況下，省籍和統獨立場仍然是影響台灣選民政黨認同的重要因素。然而，除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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省籍與統獨立場之外，其他自變數對於政黨認同的影響力並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

水準。 

表 5-2：1995 年立委選舉之二元對數成敗比模型 

 估計值（B值） 標準誤 Exp（B） 

常數項  －1.930*** 0.543 0.145 
階級 
（以服務階級為對照組） 

 白領職工 －0.346 0.319 0.708 

 小資產階級 0.101 0.378 1.106 

 農民階級 －0.733 0.514 0.480 

 勞工階級 0.278 0.326 1.320 
省籍 
（以本省客家籍為對照組） 

 本省閩南籍 0.536 0.378 1.709 

 大陸各省籍 －1.279* 0.599 0.278 
區域 
（以中部地區為對照組） 

 北部地區 －0.002 0.293 0.998 

 南部地區 0.241 0.295 1.272 
學歷 
（以中學學歷為對照組） 

 小學及以下 －0.416 0.293 0.660 

 大專及以上 0.522 0.335 1.685 
統獨立場 
（以維持現狀或中立無意見為對照組） 

 偏向獨立     1.714*** 0.310 5.550 

 偏向統一 －0.622 $ 0.351 0.537 

－2 Log Likelihood：524.822 
樣本數 (N) ：612 
模型χ²＝165.665     d.f.＝ 12    p＝.000*** 

註：a. 應變數為二分變數,以 1表示認同泛綠政黨,以 0表示認同泛藍政黨。 

b. ***表示 p＜0.001, **表示 p＜0.01, *表示 p＜0.05, ＄表示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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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階級方面，從表 5-2可以看出，對照於服務階級，白領職工與農民階級在

「是否支持泛綠政黨」的估計值呈現負數，小資產階級與勞工階級則呈現正數；

也就是說，白領職工與農民階級比服務階級更不偏向支持泛綠政黨，勞工階級與

小資產階級則比服務階級更偏向支持泛綠政黨，這個結果與 1992 年略有不同。

然而，各階級之間的差異並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換言之，在控制其它變數

的影響力之後，「階級」對於政黨認同並沒有顯著影響；因此，儘管本文第三章

曾經證實不同階級的民眾在政黨取向上有顯著差異，但這個結果可能是因為其它

因素的作用、而非階級本身的影響，只是假性的「階級投票」而已。  

至於統獨立場方面，主張獨立的選民「支持泛綠政黨相對於支持泛藍政黨的

相對機率」是主張維持現狀者的 5.55 倍，而主張統一的選民相對於偏向維持現

狀者而言，其機率比為 0.537；換言之，主張獨立的選民「支持泛綠政黨相對於

支持泛藍政黨的相對機率」是主張統一者的 10.34倍1，可見統獨立場的影響力之

大。此外，偏向統一的選民相對於對照組（即主張維持現狀者）在政黨認同上的

差異，已經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 p＜ .05）；而偏向獨立的選民與對照組之

間的差異雖然沒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但其p值小於 0.1，已經十分接近。可

見統獨立場確實是影響選民政黨認同的關鍵因素，即使控制其它變數之後依然如

此。 

省籍方面，閩南籍選民「支持泛綠政黨相對於支持泛藍政黨的相對機率」是

客家籍選民的 1.709倍；而外省籍選民相對於客家籍選民，其機率比只有 0.278。

換言之，偏綠程度最高的仍是閩南籍選民、其次是客家籍選民、最後則是外省籍

選民。不過，閩南籍與客家籍選民之間在「是否支持泛綠政黨」上並沒有太大的

差異，只有外省籍與客家籍選民之間的差異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p＜.05）。

                                                 
1 其計算方式為主張台獨選民的機率比（5.55）除以主張統一選民的機率比（0.537），即得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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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如此，從這個模型的結果仍可以看出：省籍對於台灣選民的政黨認同仍然有

顯著的影響力，即使在控制其它變數的情況下亦然。 

而地域與教育程度等因素在 1995 年立委選舉的整合模型中對於政黨認同並

沒有顯著影響；換言之，儘管地域與教育程度是台灣重要的政治分歧因素，但在

控制其它變數的影響力以後，這兩者對於政黨認同都沒有顯著的影響。 

三、1996 年總統選舉 

表 5-3 是 1996 年總統選舉的整合模型。在這個模型當中，統獨立場與省籍

依舊是影響台灣選民政黨認同的重要因素，階級則仍然沒有發揮顯著的影響力。

相對於服務階級，各個階級的選民對於「是否支持泛綠政黨」並沒有顯著的差異；

亦即在控制其它變數的情況下，「階級」並不會顯著影響政黨偏好。從機率比來

看，勞工階級「支持泛綠政黨相對於支持泛藍政黨的相對機率」是服務階級的

1.767倍，是各階級中最高的；其次是白領職工，機率比為 1.268，比小資產階級

更高；而農民階級的機率比則只有 0.761，偏向泛綠政黨的程度比服務階級更低，

是各階級中最低的。然而，由於各階級之間政黨認同的差異沒有達到統計上的顯

著水準，因此，我們可以說 1996 年的總統選舉並沒有出現實質的「階級投票」

現象。 

統獨立場方面，主張獨立的選民在「是否支持泛綠政黨」與傾向維持現狀者

之間有顯著的差異，可是主張統一的選民與統獨中立者之間對於「是否支持泛綠

政黨」卻沒有明顯的差異；換言之，這次選舉當中，偏向統一的選民與主張維持

現狀者在政黨認同上有合流的趨向，而泛綠政黨（即民進黨）只在吸引偏向獨立

的選民方面較有斬獲，這可能與此次選舉民進黨候選人提出「台灣總統」、「海洋

國家」等鮮明的台灣獨立訴求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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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1996 年總統選舉之二元對數成敗比模型 

 估計值（B值） 標準誤 Exp（B） 

常數項  －2.422*** 0.509 0.089 
階級 
（以服務階級為對照組） 

 白領職工 0.237 0.286 1.268 

 小資產階級 0.184 0.312 1.202 

 農民階級 － 0.274 0.498 0.761 

 勞工階級  0.569 $ 0.329 1.767 
省籍 
（以本省客家籍為對照組） 

 本省閩南籍   0.642* 0.324 1.900 

 大陸各省籍 －2.348** 0.781 0.096 
區域 
（以中部地區為對照組） 

 北部地區  0.523* 0.254 1.688 

 南部地區 0.419 0.270 1.521 
學歷 
（以中學學歷為對照組） 

 小學及以下 －0.383 0.253 0.682 

 大專及以上  0.048 0.251 1.049 
統獨立場 
（以維持現狀或中立無意見為對照組） 

 偏向獨立    1.325*** 0.271 3.763 

 偏向統一 －0.403 0.316 0.668 

－2 Log Likelihood：682.922 
樣本數 (N) ：699 
模型χ²＝153.982     d.f.＝12     p＝.000*** 

註：a. 應變數為二分變數,以 1表示認同泛綠政黨,以 0表示認同泛藍政黨。 

b. ***表示 p＜0.001, **表示 p＜0.01, *表示 p＜0.05, ＄表示 p＜0.1。 

 

省籍方面，閩南籍與外省籍選民在「是否支持泛綠政黨」上，都與客家籍選

民有顯著的差異，並且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在這個模型裡，閩南籍選民的機

率比為 1.900，比 1992 年與 1995 年更高，而外省籍選民的機率比也只有 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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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見省籍的影響力有增加的趨勢；此外，閩南籍選民對於是否支持泛綠政黨已經

與客家籍選民出現顯著差異，這是 1992 年與 1995 年選舉所未出現的，由此可見，

民進黨似乎已經出現「福佬化」的趨勢。 

比較特別的是，區域因素在這次選舉中展現顯著的影響力。北部選民「支持

泛綠政黨相對於支持泛藍政黨的相對機率」是中部選民的 1.688倍，而南部選民

相對於中部選民的機率比則是 1.521；此外，北部選民對於「是否支持泛綠政黨」

相較於中部選民是有明顯差異的，已經達到統計顯著的水準（ p＜ .05），但是

南部選民相對於中部選民則沒有明顯差異。由此可知，在控制其它變數的情況

下，區域因素對於政黨認同仍有顯著的影響力。 

至於教育程度方面，小學（及以下）學歷者的估計值仍是負值，其機率比也

只有 0.682，偏綠程度較中學與大專學歷者為低，此趨勢與 1992、1995 年相似。

此外，小學學歷與大專學歷的選民相對於做為對照組的中學學歷者，在政黨認同

上也沒有顯著差異；由此可知，在 1996 年總統選舉當中，在控制其它變數之後，

教育程度仍然沒有對政黨認同產生顯著的影響力。 

四、1998 年立法委員選舉 

表 5-4是 1998 年立委選舉的統合模型。比較特別的是，在各個自變項當中，

只有「統獨立場」對政黨認同有顯著的影響，其它變數則都沒有，包括省籍因素。

在過去的選舉當中，省籍因素總是發揮了某種程度的影響力，即使控制其它變數

的影響力之後依然如此，可見省籍對於「是否支持泛綠政黨」有除了這些變數以

外的作用力，譬如省籍意識。然而，在 1998 年的立委選舉當中，如果控制其它

變數的影響，省籍因素並沒有顯著的影響力；因此，政黨認同的省籍差異其實是

由其他因素（例如統獨立場等）所造成的、並非省籍本身的影響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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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1998 年立委選舉之二元對數成敗比模型 

 估計值（B值） 標準誤 Exp（B） 

常數項 －1.201* 0.479 0.301 
階級 
（以服務階級為對照組） 

 白領職工 －0.340 0.289 0.712 

 小資產階級 0.095 0.343 1.100 

 農民階級 0.015 0.455 1.016 

 勞工階級 0.177 0.334 1.193 
省籍 
（以本省客家籍為對照組） 

 本省閩南籍  0.567 $ 0.313 1.763 

 大陸各省籍 －0.661 0.482 0.516 
區域 
（以中部地區為對照組） 

 北部地區 －0.056 0.289 0.946 

 南部地區 0.194 0.308 1.214 
學歷 
（以中學學歷為對照組） 

 小學及以下  －0.546 $ 0.289 0.579 

 大專及以上 －0.117 0.259 0.890 
統獨立場 
（以維持現狀或中立無意見為對照組） 

 偏向獨立    1.450*** 0.291 4.264 

 偏向統一 －0.683* 0.335 0.505 

－2 Log Likelihood：589.259 
樣本數 (N) ： 547 
模型χ²＝ 150.363     d.f.＝ 12     p＝.000*** 

註：a. 應變數為二分變數,以 1表示認同泛綠政黨,以 0表示認同泛藍政黨。 

b. ***表示 p＜0.001, **表示 p＜0.01, *表示 p＜0.05, ＄表示 p＜0.1。 

 

從「階級投票」的角度來看，階級因素在 1998 年立委選舉裡仍然沒有發揮

顯著的影響力，因為各階級在「是否支持泛綠政黨」相對於服務階級而言，其差

異並沒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換言之，在控制省籍、統獨立場等因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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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之後，階級對政黨認同並沒有顯著的影響。不過，從這個模型仍可以看出一些

「階級重組」的伏筆，例如：相較於服務階級，農民階級的政黨取向已經從 1995、

1996 年的比較不偏向泛綠政黨、轉變成為比較偏向泛綠政黨，儘管其差異並未

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但也已經出現「漸進式」重組的跡象了！ 

整體而言，1998 年模型裡的各個自變項當中，只有統獨立場可以顯著影響

選民的政黨認同；至於其他的政治分歧（包括省籍、階級、區域、教育程度等）

在控制其它變數之後，其影響力都沒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由此可知，在

1998 年立委選舉當中，統獨立場是決定台灣選民「是否支持泛綠政黨」最重要

的影響因素。  

五、2000 年總統選舉 

表 5-5 是 2000 年總統選舉的統合模型。從這個模型可以看出，省籍與統獨

立場依舊是影響台灣選民政黨認同的重要因素。此外，階級與教育程度在這次選

舉中也發揮了一些影響力，即使在控制其它變數的情況下亦然；至於區域因素，

則依然是不顯著的。 

不同於前幾次選舉，階級因素在 2000 年總統選舉裡發揮了顯著的影響力；

其中，小資產階級與勞工階級在「是否支持泛綠政黨」上，與服務階級有明顯的

差異，已經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此外，由於估計值皆呈現正值，可見對照組

（服務階級）以外的其它階級都更偏向支持泛綠政黨，尤其是勞工階級與小資產

階級，機率比分別為 2.277 與 1.826，亦即他們「支持泛綠政黨相對於支持泛藍

政黨的相對機率」分別為服務階級的 2.277倍與 1.826倍；其次是白領職工，其

機率比為 1.134；再其次是農民階級，其機率比為 1.083。不過，白領職工與農民

階級對「是否支持泛綠政黨」，與服務階級之間的差異並沒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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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準，也就是說他們在政黨認同的分布上並沒有顯著的差異。 

 

表 5-5：2000 年總統選舉之二元對數成敗比模型 

 估計值（B值） 標準誤 Exp（B） 

常數項  －2.207*** 0.456 2.963 
階級 
（以服務階級為對照組） 

 白領職工 0.126 0.262 1.134 

 小資產階級  0.602* 0.286 1.826 

 農民階級 0.080 0.486 1.083 

 勞工階級   0.823** 0.305 2.277 
省籍 
（以本省客家籍為對照組） 

 本省閩南籍    1.806*** 0.276 2.963 

 大陸各省籍 －0.813* 0.399 0.444 
區域 
（以中部地區為對照組） 

 北部地區 0.336 0.268 1.400 

 南部地區 0.520 0.289 1.681 
學歷 
（以中學學歷為對照組） 

 小學及以下  0.628* 0.261 1.875 

 大專及以上 0.257 0.230 1.293 
統獨立場 
（以維持現狀或中立無意見為對照組） 

 偏向獨立    1.066*** 0.269 2.903 

 偏向統一 －0.728** 0.283 0.483 

－2 Log Likelihood：729.698 
樣本數 (N) ：696  
模型χ²＝ 226.403    d.f.＝ 12     p＝.000*** 

註：a. 應變數為二分變數,以 1表示認同泛綠政黨,以 0表示認同泛藍政黨。 

b. ***表示 p＜0.001, **表示 p＜0.01, *表示 p＜0.05, ＄表示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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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階級」對政黨認同的影響是在控制了省籍因素與統獨議題

的情況下，仍然發揮顯著的影響力；因此，階級變數所顯示出的對於政黨認同的

影響是在除去了省籍與統獨立場因素之後所造成的，而不是「隱藏」在省籍與統

獨因素的背後而發酵的。由此可知，這次選舉已經出現實質的「階級投票」現象，

這是繼 1992 年立委選舉之後，「階級」在控制其它變數的情況下，再度對於政黨

認同產生實質的影響力。巧合的是，本文第三章的研究也發現，2000 年的總統

選舉是促成「階級重組」的一次關鍵性的選舉，也造成台灣首次政黨輪替的實現，

而「階級」正好在這次選舉中發揮實質的政治影響力，可見「階級投票」的出現，

已經對台灣的政黨版圖產生了重大的影響。 

統獨立場方面，偏向獨立的選民「支持泛綠政黨相對於偏好泛藍政黨的相對

機率」是主張維持現狀者的 2.903倍，較諸以往的選舉降低不少，儘管他們對於

是否支持民進黨仍有顯著的差異，但其差異已經縮小，可見統獨議題的影響力在

2000 年總統選舉時似乎有降溫的趨勢。然而，在省籍方面，閩南籍選民相對於

客家籍選民在是否支持泛綠政黨上，其差距已經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而外省

籍選民相對於客家籍選民亦然。換言之，在控制其它變數的情況下，省籍因素對

於政黨認同的影響更甚於以往，尤其從閩南籍相對於客家籍的機率比高達 2.963

來看，可以說是空前新高。由此可證，民進黨對於閩南票源的掌握更甚於以往，

這可能也是該黨得以實現政黨輪替的原因之一。  

教育程度方面，小學（及以下）學歷的選民的估計值在這個模型裡首次出現

正值，也就是說，小學學歷者偏向支持泛綠政黨的程度已經超越做為對照組的中

學學歷者；這個結果顯示：小學學歷者已經從比較不偏向民進黨、轉為比較偏向

民進黨。此外，大專（及以上）學歷的選民的估計值也呈現正值，也就是說他們

比中學學歷者更偏向支持民進黨，惟其差異並未達到顯著的統計水準。不過，從

機率比來看，小學學歷者的機率比是最高的，而且其差異已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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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由此可見，民進黨已經從國民黨手中成功搶下這塊政治版圖，成為促成政黨

輪替的一大助力。 

六、2001 年立法委員選舉 

表 5-6 是 2001 年立委選舉的統合模型，我們可以發現省籍與統獨立場對於

選民的政黨認同仍舊有顯著的影響，即使在控制其它變數的情況下亦然；此外，

階級與教育程度也和 2000 年總統選舉一樣持續發揮顯著的影響力，地域因素則

仍然沒有發揮顯著的影響力。 

與 2000 年總統選舉相似，階級因素在 2001 年立委選舉裡也發揮相當的影響

力，除了白領職工以外，其餘階級對於「是否支持泛綠政黨」都與做為對照組的

服務階級有顯著的差異；特別是農民階級，不僅在政黨認同上相對於服務階級有

顯著的差異，其機率比更是達到 2.262，在各階級當中是最高的。換言之，農民

階級已經從比較「不」偏向支持泛綠政黨、轉變成為「最」偏向支持泛綠政黨的

一個階級，這也是泛綠政黨在「階級重組」上的一大斬獲。整體而言，「階級」

對於政黨認同的影響力又更加重要了。 

值得注意的是，在控制其它變項的情況下，「階級」對於政黨認同的影響在

1992 年立委選舉時達到顯著水準之後，其後的各項選舉都沒有產生顯著影響，

即使這段期間各階級的政黨取向仍有顯著的差異，但這並不是階級因素造成的，

因為在控制其它變數的影響力以後，「階級」對於政黨認同並沒有顯著的影響。

然而，2000 年總統選舉以後，階級的政治影響力再度浮現，農民階級也歷經從

1992 年立委選舉「最」偏向泛綠、轉變為 1995、1996 年的「最不」偏向泛綠、

再到 1998與 2000 年的逐漸偏向泛綠、直到 2001 年再次變成最偏向泛綠的階級；

由此可見，「階級」的政治影響力在這段期間出現很大的落差，這是什麼原因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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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值得進一步探討研究。 

 

表 5-6：2001 年立委選舉之二元對數成敗比模型 

 估計值（B值） 標準誤 Exp（B） 

常數項 －0.617* 0.315 0.540 
階級 
（以服務階級為對照組） 

 白領職工 0.135 0.213 1.145 

 小資產階級   0.796** 0.261 2.217 

 農民階級  0.816* 0.346 2.262 

 勞工階級  0.473* 0.209 1.605 
省籍 
（以本省客家籍為對照組） 

 本省閩南籍   0.571** 0.211 1.770 

 大陸各省籍  －2.109*** 0.390 0.121 
區域 
（以中部地區為對照組） 

 北部地區 －0.090 0.206 0.914 

 南部地區   0.014 0.228 1.014 
學歷 
（以中學學歷為對照組） 

 小學及以下  0.424* 0.203 1.529 

 大專及以上 0.222 0.182 1.248 
統獨立場 
（以維持現狀或中立無意見為對照組） 

 偏向獨立   1.588*** 0.232 4.893 

 偏向統一 －0.782*** 0.166 0.458 

－2 Log Likelihood：1137.211 
樣本數 (N) ：1058 
模型χ²＝ 328.124    d.f.＝12     p＝.000*** 

註：a. 應變數為二分變數,以 1表示認同泛綠政黨,以 0表示認同泛藍政黨。 

b. ***表示 p＜0.001, **表示 p＜0.01, *表示 p＜0.05, ＄表示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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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省籍方面，不同省籍的選民對「是否支持泛綠政黨」仍有顯著的差異，

其中，外省籍選民相對於客家籍選民之間的差異已經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其

機率比更只有 0.121；換算成閩南籍與外省籍選民的相對機率比，已達到 14.63，

僅次於 1996 年的 19.79，但明顯高於其他年度。由此可知，泛綠政黨在政黨輪替

之後比過去更無法得到外省籍選民的支持，但在客家選票的開拓上則有所進展。 

在統獨立場方面，不同立場的選民其政黨取向之差異比過去更加明顯，尤其

偏向台灣獨立的選民「支持泛綠政黨相對於支持泛藍政黨的相對機率」是主張維

持現狀者的 4.893倍，可見泛綠政黨已經穩固掌握獨派選民的支持。儘管在控制

其它變數的影響之後，統獨立場仍對政黨認同產生顯著的影響力，這可能是因為

藍、綠兩大陣營在這個議題上提供了有效的區隔與選項。 

在教育程度方面，其影響力和 2000 年總統選舉相似，小學（及以下）學歷

的選民對於「是否支持泛綠政黨」與中學學歷者有明顯的差異，並達到統計上的

顯著水準；不過，大專（及以上）學歷者相對於中學學歷者而言，兩者在政黨認

同上並沒有明顯的差異。從機率比來看，與 2000 年總統選舉一樣，小學學歷的

選民「支持泛綠政黨相對於支持泛藍政黨的相對機率」仍是最高的。整體而言，

在 2001 年立委選舉當中，教育程度對於台灣選民的政黨認同仍然發揮顯著的影

響力。 

區域因素方面，與前幾次選舉一樣（1996 年除外），對於政黨認同的影響力

並不顯著。比較特別的是，北部選民的機率比只有 0.914，亦即他們「支持泛綠

政黨相對於支持泛藍政黨的相對機率」是中部選民的 0.914倍，而南部選民的機

率比也只有 1.014；換言之，不同區域的選民，其政黨認同的分布並沒有明顯的

差異。這個結果顯然與「北藍南綠」的普遍印象有很大的落差，但這也告訴我們

一個事實：在控制省籍、統獨立場、階級、教育程度等變數的影響力之後，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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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對於政黨認同並沒有顯著影響；換言之，台灣的政治版圖「北藍南綠」的區

隔，並非地域因素造成的，而可能是省籍、統獨立場、階級或教育程度等其他因

素的影響所致。 

 

第二節   各項政治分歧的影響力 

 

從上一節針對歷屆選舉所做的各個統合模型中，我們已經對於各項政治分歧

的影響力有所認識；不過，這些詮釋都是以年度為單位，難以令我們對各項政治

分歧的影響力有貫時性的了解。因此，以下我們分別針對這些政治分歧因素逐一

加以討論，藉以釐清：在控制其它變項的影響力之後，它們是否仍對於政黨認同

有顯著的影響？分述如下： 

一、 階級 

本文在第三章已經證實：不同階級的選民，其政黨取向有顯著的差異；然而，

從本章的各個估計模型可以發現，在控制其它變數的影響力之後，階級因素只有

在 1992 年立委選舉、2000 年總統選舉以及 2001 年立委選舉當中對於政黨認同

有顯著的影響，其餘各年度並沒有發揮顯著作用。由此可知，從 1992 年之後到

2000 年期間，如果排除省籍、統獨立場等其它政治分歧的影響力之後，「階級」

對於政黨認同並沒有重大的影響；換言之，這段期間「階級」與政黨認同之間的

顯著關聯是由於其它因素造成的，例如省籍、統獨立場等，「階級投票」只不過

是表像而已，其真正的本質乃是省籍投票或統獨投票。 

這個結果與本文＜假設四＞的預期有所不同。因為 1995、1996與 1998 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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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調查資料經由二元對數成敗比模型的估計結果發現：「階級」對政黨認同的

影響力事實上是藉助於其它政治分歧的作用、而非階級本身，如果排除其它變數

的影響力，「階級」對於政黨偏好並沒有顯著的影響。此外，即使控制其它變數

的影響力，省籍與統獨立場幾乎歷年都顯著地影響選民的政黨認同。這或許可以

解釋藍、綠陣營的支持者雖然有階級分化的表象，可是階級分歧卻很少成為政治

分歧的焦點，反而是族群與統獨分歧較常成為引燃台灣選戰煙硝的導火線。 

不過，值得注意的是，2000 年總統選舉之後，即使在控制其它變數的情況

下，「階級」仍然對政黨認同產生顯著的影響，也就是說，近年來台灣已經出現

實質的「階級投票」現象，而 2001 年的立委選舉更強化了這個趨勢。至於階級

因素為何在 2000 年以後開始顯著影響選民的政黨認同，本文無法藉由調查資料

的分析來提供完善的解釋；然而，台灣是否可能走向「階級政治」？這個事實的

發現卻值得我們持續關注。 

二、 省籍 

除了 1998 年的立委選舉以外，省籍因素對於政黨認同都有顯著的影響力，

也就是說，即使在控制其它變數的情況下，省籍因素仍然是影響政黨認同的重要

因素。整體而言，相較於客家籍選民，閩南籍選民比較偏向支持泛綠政黨，外省

籍選民比較不偏向支持泛綠政黨，這種分布傾向從1992年到2001年都沒有改變。 

事實上，省籍的影響力可能比模型所顯示出的表面統計數字還來得大，因為

省籍也對於一個人的統獨立場有很大的影響力；因此，我們可以說省籍對於政黨

偏好的影響，除了省籍因素本身的作用之外，同時還可以透過影響統獨國家認同

而對政黨認同造成影響（盛杏湲、陳義彥, 2003：27），可見省籍確實是影響台灣

政黨競爭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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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統獨立場 

統獨立場在歷次選舉中對於政黨認同都產生顯著的影響力，特別是偏向獨立

的選民在歷屆選舉中都是明顯偏向支持泛綠政黨，並且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

（ p＜ .001）。很顯然的，泛綠政黨已經穩固掌握偏向獨立的票源，但對於偏向

統一與維持現狀的票源卻仍有待突破；特別是在 1995與 1996 年的估計模型裡，

主張統一者與維持現狀者對於是否支持泛綠政黨並沒有顯著差異，也就是說，在

這段期間的選舉裡，中間選民比較傾向與主張統一的選民合流，因而不利於泛綠

政黨的票源開拓。不過，在 1998、2000以及 2001 年的模型裡，偏向統一的選民

相對於主張維持現狀的選民，在「是否支持泛綠政黨」已經有顯著的差異；這個

結果顯示，中間選民支持泛綠政黨的比例已經開始提高，中間選票不再只是泛藍

政黨的囊中之物。由此可知，民進黨在掌握獨派選票之餘，也成功搶下部分中間

選票，惟統派選票對於泛綠政黨仍是敬而遠之。 

整體而言，各年度的二元對數成敗比模型當中，統獨立場的機率比都相當

高，而統獨立場不同的選民在政黨認同的分布上也經常出現顯著的差異，可見統

獨立場對台灣選民的政黨認同確實具有相當大的影響力，即使在控制其它變項的

情況下亦復如此。 

四、  教育程度 

相較於省籍與統獨分歧，教育程度在歷年的模型中並沒有扮演凸顯的角色。

然而，從 2000 年總統選舉之後，相對於中學學歷的選民，小學（及以下）學歷

的選民在「是否支持泛綠政黨」的估計值，已經從正值變成負值，也就是從比較

不偏向泛綠、轉變為比較偏向泛綠，而且其差異已達到顯著的統計水準；換言之，

即使在控制其它變數的情況下，教育程度在 2000 年以後仍對於政黨認同有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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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力。因此，儘管我們在第四章證明教育程度與階級之間有顯著的關聯，但

我們並不能因此將小學學歷的選民在 2000 年以後轉向支持泛綠政黨歸因於階級

或省籍等因素的作用，因為這些因素的影響力在模型裡已經被排除了。至於教育

程度在 2000 年以後發揮顯著影響的原因為何，有待學者進一步的研究與剖析。 

五、   區域 

地域因素除了 1996 年總統選舉以外，一直沒有發揮顯著的影響力；換言之，

在控制其它變數的情況下，區域因素對於政黨認同並沒有太大的影響。這個結果

顯然與「北藍南綠」的普遍印象有很大的落差，但也告訴我們一個事實：在排除

省籍、統獨立場、階級、教育程度等變數的影響力之後，區域因素對於政黨認同

並沒有顯著的影響力；由此可證，台灣的政治版圖之所以有「北藍南綠」的區隔，

並非地域因素造成的，而可能是省籍、統獨立場、階級或者教育程度等其他因素

所產生的作用。 

第三節   本章小結 

本章經由二元對數成敗比模型的分析發現：在 1995、1996與 1998 年的選舉

模型裡，在控制其它變數的影響力以後，「階級」對於政黨認同並沒有顯著影響。

然而，我們也發現台灣在 1992 年立委選舉、2000 年總統選舉與 2001 年的立法

委員選舉裡，已經呈現實質的「階級投票」現象，也就是說，在控制其它變項的

影響力之後，「階級」仍然對於政黨認同發揮顯著的作用。 

比較有趣的現象是：儘管 2001 年時經濟景氣跌落谷底，階級地位較低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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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階級、勞工階級與農民階級所受的衝擊可能更大，可是他們反而更顯著偏向

支持泛綠政黨，而且這是在控制省籍、統獨立場等因素的影響力之後依然如此。

過去輿論認為民進黨由於沒有執政包袱，可以在社會福利政策上標榜中下階級的

利益，一旦面臨執政壓力就可能改變政策方向而流失原有的選票；然而結果並非

如此，儘管民進黨執政之後有許多政策被批評為向財團靠攏，可是中下階級選民

對泛綠政黨的支持卻是有增無減，而且「階級」對政黨認同的影響力開始發酵，

這是 1992 年立委選舉之後從未出現的現象，頗值得進一步探討研究。 

此外，我們也發現：省籍與統獨立場確實是影響台灣選民政黨認同最重要的

政治分歧焦點，歷年幾乎都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相較而言，教育程度只有在

2000 年以後才開始發揮一定的影響力，而區域因素則一直沒有展現顯著的影響

力。因此，我們可以說，「南綠北藍」的政治版圖並不是由於地域因素所產生的，

而是其它的政治分歧因素所造成的。而值得注意的是，「教育程度」與「階級」

在 2000 年以後開始對政黨認同產生顯著的影響，這個跡象似乎顯示台灣有逐漸

走向「階級政治」的趨勢。 

針對以上結果，我們無法藉由資料分析的方式尋求真正的原因，但仍可以從

歷史脈絡當中尋找蛛絲馬跡。舉例而言，1992 年的階級投票可能是受到五二○

事件以及民進黨提出「老人年金」等社會福利政策的影響，使得農民階級與勞工

階級較其他階級更支持民進黨；隨後由於國民黨陸續推出老農津貼、全民健保等

社福政策，足以稀釋民進黨在社會福利訴求上的吸引力，可能因而使得階級因素

的影響力被弱化；而 2000 年以後，由於藍、綠陣營在兩岸政策上的差異，分別

代表不同階級的經濟利益，可能促使「階級」對於政黨取向產生顯著的影響。 

此外，民進黨雖然不是奉行社會民主主義的左翼政黨，但在兩岸三通、廠商

西進等攸關階級利益的經貿政策上，民進黨積極開放、「有效管理」的政策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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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比較符合小資產階級、勞工階級與農民階級的經濟利益，這種情況與歐洲的

部份勞工階級選民在全球化的威脅下轉而支持號召國家民族主義的極右派政黨

有些類似，因為民進黨「台灣優先」的本土形象相對而言可以給予中下階級選民

較大的安全感，這也增加了民進黨運用「台灣意識」進行階級動員的空間。不過，

在調查研究裡，這種因為階級利益而催化的台灣意識可能不是像統獨立場這樣的

問題就可以測量出來的，而且這種意識型態某種程度上也可以超越省籍的界線；

例如客家籍選民有不少比例分布在農民階級與勞工階級，他們或許不認同民進黨

的福佬文化沙文，但是對於民進黨以台灣意識為出發點且符合其階級利益的政策

立場可能表示贊同，這或許也是民進黨近年來在客家選票有所突破的原因之一。

因此，以上種種解釋都可能是缺乏左右派傳統的台灣為何出現實質的「階級投票」

的原因所在，本文雖然受限於資料本身的侷限而無法針對這些原因進一步驗證，

但可以提出這些線索，讓後續研究者有一個參考的濫觴。 

整體而言，本章的研究結果與＜假設四＞的預期並不完全符合，因為在控制

其它變數的影響力之後，「階級」在 1992、2000與 2001 年的選舉裡對政黨認同

產生顯著的影響力，並非沒有顯著影響。不過，在 1995、1996與 1998 年的統合

模型裡，在控制其它變數之後，「階級」對政黨認同並沒有顯著的影響力，換言

之，在這段時期政黨認同的階級差異是其他因素所造成的，並不是實質的「階級

投票」，這個結果則是符合＜假設四＞的預期。因此，＜假設四＞的只在 1995、

1996與 1998 年的選舉當中成立，但是在 1992、2000與 2001 年的選舉當中則是

不成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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