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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結論 

本文在精鍊理論的過程，是先從理論面的現有相關選舉研究理論的審視，輔

之以台灣學術界迄今豐碩的實證選舉預測的成果，針對現有理論與研究成果，提

出了理論的揉合觀點以及關係假設。透過以 Logistic Regression 作為主要的統計

工具，對於論點與假設，以 1996-2004 三次總統大選資料為基礎，先針對以結構

的、心理的及理性的作為變項類屬劃分方式，進行個別效果檢視。接著再針對綜

合的效果進行檢視，其中並兼含進入法與階層逐步進入在模型建立的效果的比

較，最後針對在前述過程中，個別模型中，區辨能力表現較佳的自變項，篩選共

通的項目，做為嘗試建立共通模型的依據。 

在經過了影響投票選擇的理論及實務上選舉預測等相關文獻的檢視後，本文

初步認為影響投票抉擇的因素是可以歸類為結構的、心理的及理性的三大類屬。

並且，對於這三個類屬影響選民投票抉擇的時間關係做出了假定與驗證，亦即結

構類屬的因素變項，是屬於長期的隱性因素，在心理的及理性的因素沒有存在（或

不被凸顯）下才會具有決定性顯著作用。其扮演的角色，雖不直接影響選民的投

票決定，但是，其作用在於這些背景因素一定程度上，可能決定了選民對於所接

受到的相關選舉資訊如何解讀，進而決定此一訊息對於選民的作用強度與影響時

間的長度（持續情形）。這樣的推論印證了洪永泰的政治版圖與徐永明或陳明通

所強調的社會系絡與區位環境的影響。而理性的與心理的則是選舉中較明顯關鍵

可測的影響最終投票選擇的因素，在理性的與心理的因素相互競出過程中，我們

發現，理性的因素，似乎與人們常常會流於情緒性衝動，以致掩蓋了理性的判斷

一般，在模式中，理性因素常常因為心理的項目過強而呈現效果（顯著性）衰減

的情形。這跟候選人評價有相當的關係，而候選人的評價訊息除了他所代表的政

黨外，也和媒體有關，因為候選人主要還是透過媒體在展示其個人特質與能力。

本文也驗證了在單一模式中，心理的能夠提供的解釋效果最好，理性的其次，結

構的再其次。從綜合模型中發現，綜合模型的表現較佳，且三個類屬因素均存在

於其中，各自扮演角色，或相輔或競爭，不可偏廢。而根據文獻分析所篩選出的

自變項，在每一次選舉中的模型結果，一方面可以反映出每一次選舉的獨特性，

但歧異非完全一致的顯著項，也透露出一個「唯一或絕對」精簡的變項組合出現

的機率相對低微。儘管如此，本文篩選出了一些影響 1996、2000 及 2004 年總統

大選共同比較重要的變項，分別是顯性的候選人評價、政黨偏向、政黨滿意度、

政黨距離及隱性的地理區域、省籍、教育程度。尤其對三次大選中的當選者而言，

候選人評價及隱性的（相對不顯著的控制項）地理區域、省籍、教育程度是其共

同的有效項目，若再加上政黨相關的變項做輔助就可有有很好的效果。以下就全

文觀察所得，分成投票選擇理論與實務選舉應用兩方面，來進行進一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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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選民投票選擇因素主要發現 

相關選舉投票研究理論的發展與途徑，經歷了第一階段，1940 年代以前以

人文區位為主的「萌芽期」，到第二階段的 1940 年至 1960 年代之間，延續前一

階段人文區位研究途徑，進而發展出了社會學研究途徑、社會心理學的研究途

徑、經濟學的研究途徑，進入「關鍵期」，而有第三階段在 1960 年代以後的「發

展期」。雖然，每一個途徑都提出了一個或多個面向的關鍵變項，作為理論的核

心觀察說明變項，但是，也不避免或多或少帶有排斥其他途徑變項的意味於其

中，然而，如果依據本文的觀察與資料驗證，可以發現，每一個途徑或理論觀點，

可以說都對，但也可以說都錯，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是時間因素（時間性）以及

似乎忽略了「相對性」的環境因素（環境氛圍或投票氣候）。所謂時間性是指，

一種心理狀態的形成與影響或者一個變項在投票選擇過程中發揮影響的時間

點。而相對性則是指每一次選舉競選中，競爭者的組合及相關環境條件，包含了

參與的政黨、候選人條件差異、政治環境氛圍（不論是外環境的政府或國外因素

如中共、美國；或因內在環境的媒體與對手的議題設定偏向，所形成特屬於該此

投票前的「投票氣候」），這些每次選舉均有所不同。 

在時間性上，我們在三次大選候選人的模型分析結果中，發現了我們用來觀

察影響選民投票抉擇的自變項事實上是具有時間性的，亦即，當結構類屬的自變

項單獨存在的時候，其作用區辨效果明顯，但是一旦後來的心理的或理性的因素

加入後，結構的自變項顯著性便衰減，但是因階層逐步進入的 Logistic Regression
方法特性，使我們可以得知，這些變項是有效果的，而這些因素又都屬於較長期

穩定或不會改變的項目，在模型中形成隱性因素，本文認為其作用在於影響選民

對於選舉資訊的解讀方式，以及一定程度決定該資訊對選民相關評價過程的影響

程度與持續時間。而屬於短期性質（短時間內容易因為感受或事件影響而變動方

向）的心理的及理性的因素，則在過程中扮演變動且顯著的角色，並相互競逐影

響、主導最後的投票選擇。所以，此一結果相當一定程度的承認在每一個不同投

票選擇理論的觀點下，其所用（或強調）變項的有效性，但也同時說明，因其作

用時間的不同，所以這些不同理論途徑下的主要變項間，並不全然存在著相互排

斥的關係，而在時間軸上，反而是能夠相容於模型中，並且相互強化或抵銷的效

果。所以，使用單一理論角度與模型，並不必然的可以對每一次的選舉穩定提供

有效解釋力。相對的，一個納入多個理論變項，並賦予時間順序的作法，並適時

考量投票氣候的影響，則較有可能有機會提供穩定的解釋力。 

在相對性上，雖然台灣近三次總統大選，似乎每一次都看似有一個非常明顯

的主要影響因素，例如 1996 年的飛彈危機、2000 的興票案及國民黨分裂及 2004
年的 319 槍擊案，因而比較平台基本上可能就不一致，或有「極端」因子存於其

中影響判斷的顧慮，但是相反的，透過三次總統大選的歧異性差異，我們透過先

採取每年度不全然一致變項分析，在使用共同一致變項分析，發現模型前者可以

是且反映出每一個年度的主要影響投票選擇因素，後者可以找出一些共同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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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程中，呼之欲出的結論是每一個年度，以至於一個候選人都有一個不盡然相

同的最佳解釋力模式存在，沒有一個特定變項組合的模型可以產生並穩定提供每

個年度及每個候選人足夠且一致（整體解釋力變異小）的觀察說明結果。可能是

因為相對性緣故，一如吾人所熟知的博弈理論(Game Theory)，在不同的參賽者

與環境條件下，獲勝的條件與機會並不相等，而幾乎每一種賽局都有一個或數個

最佳解（當然也可能不存在），因此，相同的，雖然競選規則一樣，都是相對多

數當選，但是，每一次投票率不同（嚴格來說，每次參與投票選民並非百分之百

相同）、競選人數不同、更重要的是每一次選舉競選中，相關環境條件，包含了

參與的政黨、候選人條件差異、政治環境氛圍的差異，不論是外環境的政府或國

外因素如中共、美國；或因內在環境的媒體的與對手議題設定偏向，所形成的選

前投票氣候為何，都有可能影響選民的「標準」，例如候選人評價究竟是能力還

是外表與人格成為最終主導評價的因素？理性判斷究竟是要以社會治安或兩岸

關係抑或經濟發展做取捨才是「理性」？1又例如最近一次立委選舉中，遍地延

燒的棄保呼聲，顯然一定程度使得「策略投票」的影響不能被低估。而不變的大

概就是結構類屬的選民不能自己改變的如省籍、年齡了。因此，相關理論途徑基

本上並非互斥，而是各自在不同選舉類型的詮釋上各有擅場，揉合關鍵在於其在

時間軸上的應用安排，以及環境投票氣候的掌握調適。 

針對上述的觀點，我們可以舉一個例子來進一步作為說明。假設有一個選

民，其選擇總統的投票條件如下：屬於結構類屬的學歷（希望有高學歷）、居住

地區（希望有個南部人當總統）、省籍（與自己相同）、年齡（不希望太老）、；

屬於心理的外表（國家領導人也是某種型式的門面）、人格特質（要具有親和力、

仁慈等）、政黨（至少要不是其討厭的政黨）；屬於理性類屬的有好的執政紀錄（如

市長表現）、個人能力被肯定以及符合自己的政見主張。 

我們可以發現，這些條件如同一般選民在投票選擇時所面臨的類似，有不可

變動或長期積累形成的條件，也有短期內可能會改變的條件。此選民在選擇時，

面臨至少 1.數個候選人都各有所長，雖然各項條件都有資訊可供參考評比，但沒

有一個候選人能在所有條件一致符合並達到他的要求標準；2.數位候選人在三大

類中某些類一致，但是有些條件並不見的有資訊供參考，如其中可能有人沒有執

政經驗。就第一個而言，該選民在魚與熊掌不可得兼下，要做出抉擇顯然必須要

深思熟慮，好好將各個條件指標賦予「權值」，再來做出評價選擇。第二種情形

就可能涉及選擇標準是否面臨變動問題，是否他必須放棄或增加某些項目，以及

權重是否面臨重新調整問題。在一般我們所知道的情況下，顯然第一種情況下，

雖然所有選民對於標準賦予的權重並不可能不一致，但仍可能有一個平均結果。

                                        
1這裡的「理性」並非理性選擇所談的依循一個特定的思維決策過程，經過該過程計算後得出結

果，並依照此一結果做出反應。而比較帶有一定「政治正確」的用法，傾向指做出大多人認為

「正確」或「合理」的判斷是「理性」的。例如不會再次投票給現任沒有執政能力且任內經濟

政策表現的候選人是「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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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種則是較難處理的，供作選擇標準的項目，顯然會因某些原因而增加或減

少，如因為資訊無從取得或發生某些事使得他認為某項目應該也列入。如果所有

選民都有共同一致的評選投票對象的標準，意味著影響投票選擇的變項是確定固

定的，則，吾人只要單純的計算所有人的平均權重便可以有個通則出來，作為推

測選舉結果的依據。但是，從投票選擇理論的發展過程來看，影響投票選擇的因

素顯然並不是那麼固定，或全部已知。況且因素項目顯然會變動，每個人採取的

項目數量很有可能不同。而對於變項權重的調整或增刪的時機，如何判斷也是個

令人深思的問題。2例如：經濟狀況要壞到什麼程度，才會使得其超越政黨或候

選人因素，成為選舉中決勝點。或者以政治受難者訴求（甚至代夫出征）的候選

人何時能取得大量「同情票」而當選。 

審視在本文中的相關理論假設與觀點，發現研究假設獲得一定程度的資料結

果支持，同時確定政黨、候選人、選民自身背景仍是台灣總統大選的主要影響關

鍵因素。從綜合模型結果可以清楚觀察到，1996 年可說是「候選人決定型選舉」，

選民對於候選人的評價幾乎就決定了結果；2004 年可說是「政黨決定型」選舉，

在藍綠對決氛圍下，單憑政黨相關評價幾可斷論結果；而 2000 年則可說是從候

選人到政黨的「過渡型選舉」，藍綠政黨評價決定投扁呂與否，而對李登輝評價

觀感則決定了是否支持連戰或宋楚瑜。而媒體的角色，可以從選民對於政治興趣

高（媒體政治新聞關心時間）者，有較低機會去支持泛綠候選人可以看出端倪。

對於這樣的由候選人決定轉移到政黨決定之選舉類型變化走向，可能原因是

2000 年陳水扁當選結果形成了實質上的少數總統，以及其政績不彰，而導致強

化了 2004 年形成藍綠政黨旗幟下的政黨對決。這樣的結果也說明印證了在前文

（第三章）及王業立等學者所指出並強調的「政府」角色（選舉制度、公投）對

於選舉結果的制度性影響，未來的類似選舉也將可能還是如此，也使台灣未來更

有可能朝向兩黨政治結果發展。 

所以，就理論層面而言，本文並不否定各個理論途徑上所提供的重要變項的

有效性，但是卻要強調這些變項的時間性與作用先後關係，因此，這些重要觀察

變項在每次選舉或每一個候選人身上都可以看到作用效果，但是並不穩定，缺乏

一致性與強健性(consistent & robust)。與其說是變項的預測能力或詮釋能力不

佳，毋寧認為那僅是變項單純反映出每一次選舉中的特殊與獨特性。當然，作為

一個研究者，最希望的還是希望能夠再精簡，找出一個最佳變項組合關係。 

                                        
2Malcom Gladwell 在 The Tipping Point，中文譯名「引爆趨勢」中，提出了他自己的「社會流行

病學」觀點，認為引動社會流行風潮的原因和流行病一樣，有三大因子，分別為少數原則、定

著因素及環境力量。尤其是其中的環境力量，人們對於環境的敏感，遠比表面自知還深刻，常

常受到周遭自然與社會環境脈絡的左右，而使得行為與不行為間在無意識下便受影響而不一定

自知，破窗理論與紐約治安與地鐵環境關係便是個顯例；而定著因素在選舉中則顯然可以指涉

媒體與候選人文宣以及選前一天的造勢晚會的定著力量，影響隔日投票效果。有些國家（如日

本）基於「使選民激情沈澱稍歇，以便做出理性判斷」而有選前幾天內必須停止一切競選活動

規定，相當一定程度也是出於此種思考。Malcom Gladwell 著，齊思賢譯，引爆趨勢，台北：

時報文化，2000，第 2-5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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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選舉預測模型建構的發現 

選舉預測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事實上，預測的準確度是許多對於選舉預測

有興趣的人的共同擔憂。但是，選舉預測活動似乎仍未間歇，台灣地區的選舉預

測研究自從 1984 年張紘炬及吳統雄針對台北市立法委員選舉，開始嘗試進行國

內選前選舉預測後，傳播媒體與學界便陸續有許多學者或單位投入選舉預測的研

究。不論是學界運用投票行為理論為基礎或者運用統計學模型或者使用行銷學理

論等方式對選舉進行預測，或是學界之外的並不依據理論或統計學等較學術嚴謹

的方式，而以自身選舉經驗歸納出一套「邏輯」來做預測，都顯示出了投票選擇

理論研究在實際應用層面的多樣性與發展性。 

在本研究中，從第五章可以發現，每一個候選人都有一組具有最佳整體預測

正確率的模型存在，而且預測正確率幾乎都有 90%以上。但是，在這每一個候選

人的最佳預測模型中，因為反映了該次選舉的差異性（如競爭程度、當時選舉氛

圍），各自模型中能夠提供有效區辨預測的主要關鍵變項並非全然相同，即便是

同一個候選人在不同次的選舉中，都有不同的變項組合而成的最佳模型，例如在

2000 年陳水扁與呂秀蓮可以提供最佳整體預測正確率的模型，與 2004 年陳水扁

與呂秀蓮搭檔的最佳模型並不全然相同，但是仍存在共同的變項，例如陳水扁、

呂秀蓮 2000 年與 2004 年共同項為省籍、政黨滿意度、政黨偏向、跟政治興趣有

關的政治選舉新聞關心時間項目等。所以，理論上，針對個別候選人而言，只要

相同類型的選舉資料夠多，是可以存在一個或計算出一個針對該候選人的最佳預

測變項組合出來的。而從第六章，將一些主要模型共同的關鍵變項抽出，做為模

型建構的變項，來對於不同選舉中的候選人解釋力及預測力做比較，可以發現，

這些共同變項在以解釋力作為觀察角度所建構出來的迴歸模型中，絕大部分都還

維持不錯的解釋力，平均一般都有 70%左右的解釋力，而整體預測正確率維持在

85%以上。與第五章每個模型相較，發現第六章的分析模型，在僅使用共同一致

性顯著自變項限制下，顯然必須犧牲解釋力或預測正確率。 

比較第六章的模型結果，可以發現，2004 年模型可以有效判定陳水扁當選，

同時擁有最大預測正確率，以及解釋力。但是 2000 年中，扁的模型擁有最大的

解釋力，但是預測當選正確率最高卻是對宋楚瑜，1996 年，模型可以對於李登

輝及林洋港提供最大百分比的解釋力，但是林洋港的正確預測正確率有 93.5%，

李登輝模型只有 85.3%。因此，一致性變項所建立的模型要同時擁有最大資料解

釋力以及預測正確率顯然並不容易。另外，從第五章的分析結果中，似乎也可以

發現一種傾向，在 1996 年是以人為取向，但是逐漸到了 2000 年是以政黨加候選

人為區隔扁、連、宋三人（扁對連宋以政黨區隔，連宋以對李登輝看法區隔）到

了 2004 年，政黨對決態勢已成。形成這樣的趨勢，除了選民決斷依據的變遷外，

另一種可能是測量變項因為政治氛圍以及候選人條件，使得原先涵義較窄的定

義，擴大含括了其他概念，例如陳水扁評價可能代表泛綠政黨、台灣人（省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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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向獨立、南部人（地理區域）等意涵，而非單純候選人評價下的人格或能力建

構的概念；2004 與 2000 年相較，國民黨政黨偏向在 2004 年就可能相對比 2000
年有更強的「統一」的意涵於其中。因此，在其它的測量變項可能就相對變的不

顯著。 

這樣的結果似乎意味著，僅就三次總統大選資料中，難以發現一個具有最精

簡的最佳模型組合，可以在每一次選舉中對每一個候選人提供一個穩定解釋力百

分比及同時具有高的預測正確率。這或許也是為何在文獻分析中，許多的方法，

都是針對單一次選舉結果進行解釋模型及選舉預測，並且有不錯的結果，但是似

乎少有預測模型能夠在同一種選制下，維持跨選舉、適用所有候選人的效果的原

因。所以，問題還是回到前文所提，假定當找出了某一種的變項組合關係後（假

設是一種線性關係），亦即決定了變項間的權重係數後，此一變項間的組合與重

要性排序（權重）是否恆常不變？若否，導致改變的原因為何？這也是諸多選舉

預測模型在提出了模型，並對某一次或數次選舉進行了事前推估或事後解釋時，

面臨到的最大困境：似乎無法移植適用到每一次的選舉上。3因此面對關於是不

是不同的選舉制度、國情、選舉競爭狀態下，均存有不同的最佳預測模式而非單

一通用模型的思考。吾人以為，對第一個問題，答案是肯定的，因為同樣是鬆開

螺絲，因螺帽尺寸的不同，自然需要不同型號的扳手，甚至視螺絲鎖的鬆緊與鏽

蝕與否而需要不同的輔助工具（就三次總統大選結果而言如此，唯並不保證在更

多資料加入後仍不可能尋出通用模式）。而對於第二個問題，雖然本文觀察中沒

有辦法舉出一個通用模型，問題在於，選民決策過程仍可能是個潘朵拉的盒子，

或許選民心中存在著數把尺，而當時的投票環境氛圍，相當一定程度影響了選民

當下用哪一把尺來衡量裁斷。 

不過，就預測觀點而言，儘管會因為參選人數、競爭對手、主要環境氛圍（議

題及策略等所形成）而影響了結果的準確性，或說影響通用模型的產生，雖然選

舉看似無師傅，但是，我們從第五及六章的結果，仍可以發現，結構的、心理的、

理性的類屬的自變項各自有其影響力。在顯著的一致項目模型中，存在著地理區

域、省籍及教育程度，在整體模型的檢測中雖不顯著，卻也仍然重要。我們也可

以從一個心理學的內隱聯想測驗(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來說明其所扮演的角

色。4其中一個著名的題組是測驗種族內隱聯想的，5超過 80%做過該測驗的人會

產生偏坦白人的聯想，尤其做過該測驗的五萬多名非洲裔美國人，其中有一半仍

是對於白人的正面聯想大過對黑人。這顯示出了個人內心的潛意識心態，可能完

全背離個人自覺陳述的價值觀，亦即，自己內心不知不覺如此的想，即便理性意

                                        
3單從國內選舉預測的模型發展類型與演進，便可以瞭解到這點。參見選舉預測模型討論部分。 
4由 G. Greenwald, Mahzarin Banaji 及 Brian Nosek 所設計的一項心理學測驗，理論基礎是依據：

兩個觀念如果在人們的心中產生了關連性，則人在將此兩者聯結的速度，將會比聯想兩個陌生

的觀念來的快，因而人具有先入為主的強大聯想力。例如將姓名為「李德全」的人判定為男性，

「李宜靜」判定為女性。 
5題目參見：https://implicit.harvard.edu/implic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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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上告訴自己不應有種族偏見但行為上仍可能不知不覺的表露。因此，受到生活

環境、文化及教育所內化的一些認知價值，它的影響並非不存在，而是隱藏在潛

意識的背後，在不知不覺中默默的影響個人行為。而心理類屬的變項顯然較具有

顯性的預測能力，原因之一，或許從心理學家發現，人常可能陷入先入為主或者

對美好事物的美好想像，而使得其他的「理性」判斷工具（資訊）失效，一如內

隱聯想測驗結果，我們對於領導者的相貌與外表容易有先入為主的期待，此種刻

板印象根深蒂固，以致於當某位符合印象的人選出現，我們就容易忽略其它的應

該要考慮的要件。在美國選舉史上，候選人評價出錯的顯例便是哈定謬誤

(Harding Falsehood)。6但是這個例子及後來大吹薩克斯風的柯林頓卻讓人不得不

承認心理類屬的自變項在選民投票選擇上的影響力，尤其候選人評價一旦形成並

定著，一定程度上這也說明為何選舉中有候選人政黨角色轉換極端，但是卻仍然

可以當選的原因。至此，其實可以發現，每一個類屬的因素都有其存在原因，因

而也解釋了許多的預測選舉結果方法能夠一定程度奏效的原因。關鍵似乎是掌握

關鍵重要變項，並且配合對於當時特殊投票環境氛圍的測知供作修正，可以反應

一定的共通性，並且掌握某些指標變項是否達到 tipping point 而取代原先的主要

區辨變項。 

 
第三節、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一、研究限制 

考量到研究所採用的資料，對於一般民意調查的信度與效度問題，雖然因為

本研究採用國科會研究計畫，且為政治學界頂尖學者的合作研究，因此並不易有

這類信度與效度的問題，但是，相對的可能面對的是由於是不同的三次調查，三

次中所使用的（能提供的）問卷題目（變項）與測量概念上可能面臨一致性問題，

就變項而言，不可避免的面臨到可供選擇變項，只有三次調查資料均有提供的變

項交集，而侷限了研究可供使用測量變項數目，雖然也可以對於類似概念的變項

經過合併轉換或替代，但無形中將增加分析的困難與可能面臨的轉換誤差。雖然

研究中對於相同性質變項，在替代合併的過程中，先進行了變項概念測量的一致

性檢定，一定程度確定相同的測量變項在三次調查中測量效果是一致的，但仍不

能百分之百排除偏差的可能。 

其次，三次的總統大選似乎都各自存在著特殊的時空背景差異，可能會使得

檢測模型出現結果差異，呈現無法通用的問題。由於 1996 年是首次的總統大選

直選，對於投票率影響有待商討。雖然候選人多達四組，但是李登輝與連戰挾現

                                        
61921 年，私德欠佳的華倫‧哈定(Warren Harding)，儘管政績不佳，但以外表俊朗，風度翩翩，

從一開始參政的俄亥俄州州議會參議員，一路當上美國總統。但卻於兩年間把美國政治弄致一

塌糊塗，並於 1923 年中風死亡。自此，美國政治科學家，就把「以外表衡量才幹」的錯誤思

維，稱為「哈定謬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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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優勢與聲勢，在一開始便已經和其他對手有很大的支持差距，2000 年則有宋

楚瑜的出走，國民黨分裂的重大政黨解組，三強對抗的情況，2004 年則是連宋

和對抗陳水扁，三次競爭程度與參選人數都不一樣。況且自從 2001 年以來，全

球景氣陷入低迷，台灣的經濟和失業問題成為全民最關心的問題，而 2000 年嚴

格來說，並非屬於維持性選舉(maintaining election)運作，對研究而言均有可能會

影響檢測模型的解釋力。 

其三，選後的調查研究也必須面對花車效應的問題。許多選後的民調都發現

宣稱投票給獲勝者的比例遠高於其實際的得票數，而承認支持落敗者比例則大幅

下降。而本次所使用的三次總統大選資料也有類似情形，出現當選者的得票百分

比略高於實際選舉結果的情形。 

其四，策略性投票行為及重大事件。策略性投票實為選舉預測中不可忽略的

一環，然而由於研究者很難掌握其選票流向所帶來的影響，因而提高選舉預測的

困難度，2000 年由於是三強競爭，因此可能會因為棄保問題，使得模型解釋力

受影響。而 1996 年有中共試射飛彈的危機，2000 年有國民黨分裂，宋楚瑜興票

案及李遠哲選前表態挺扁的重大議題，2004 則有 319 槍擊案，這些雖然都存在

重大事件，但是對於影響卻不一定能有效測量，本研究中，僅 2004 年有類似的

題目可供測量，但也仍不是直接對 319 槍擊案影響的測量。 

二、未來研究建議 

在本研究中，我們就結構的、心理的及理性的三個類屬，對於選民投票選擇

影響的因果動力關係(causal mechanism)檢視，初步發現結構的是屬於長期的影響

因素，最早影響選民投票，但影響力會被後來加入的心理的或理性的所影響。然

而，心理的與理性的二者間的互為因果關係(reciprocal causation)，仍需要進一步

再釐清。另外，就心理的部分而言，認知心理學在投票選擇的應用方興未艾，除

了及時資訊處理模型開始在投票行為研究的運用外，在心理學領域的心理學家發

現人類心靈運作的兩個層次，一是有意識的策略層次，人會依過去經驗及對未來

的推想，經過順序比較評判而對最佳結果做出選擇。另外一個則是大腦以跳躍式

獲取結論，被稱之為「適應潛意識」(adaptive unconscious)，其可以讓人在短時

間，僅擷取部分重要關鍵資訊，便做出判斷，並且通常是對的判斷，稱為「薄片

擷取」(thin-slicing)。7有別於「決策者擁有越多的資訊，決策的品質也會越來越

好」的思維，薄片擷取觀點認為只要掌握某些關鍵的少許資訊，便可以直探複雜

現象的背後的意義。8在選舉過程中，顯然選民並非選舉一開始便好整以暇，認

真收集相關候選人、政黨、以至於議題政策等等「有助於投票當天可以選賢與能」

的資訊，然後在投票日前一天製作一張詳細的損益評估表，確定該投給誰。或許，

                                        
7參見 www.uta.edu/psychology/faculty/levine/jdmminneapolis2004.pdf. 
8參見閻紀宇譯，Malcolm Gladwell 著，決斷 2 秒間，台北：時報文化，2005，序論、第一、四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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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民是隨著時間過去，不經心的、點滴的內化資訊，而在投票時，實際上運用對

候選人的薄片擷取來進行投票選擇。在可預見的將來，涉及探究人類心靈如何運

作思考，並做出判斷的心理學領域的方法，將會更被大量的運用在選民投票選擇

的研究範疇中。因此，在未來 2008 年的總統大選研究中，或可以加入以薄片擷

取為基礎的題目設計。 

另外就方法論而言，雖然本文發現 Logistic Regression 的階層逐步進入法可

以有效觀察不同類屬變項的作用時間順序，但複雜的共線性關係卻不易清楚釐

清，這牽涉到變項間的相互作用，以及對依變項的直接與間接作用效果的有效區

辨問題，針對此一問題，結構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統計

分析方法的特性似乎是未來可以嘗試的方向。 

在關於變項的測量與建構方面，研究過程中發現類別式單一題、受訪者自行

選答的方式獲取的測量變項，其效果並不如利用複合指標題目所建構的測量變項

來的好，政黨偏向是個例子。因為類別式單一題目一方面涉及題目概念指涉意涵

必須明確，且每一個受訪者理解詮釋一致，但是我們從第五、六章的變項顯著性

變化，發現共線性外，概念意涵似乎也是變動的。更重要的是，根據心理學的研

究，人或多或少都有「說故事」的問題，亦即人們在決定當下並不清楚自己因何

因素而決定，但是事後被詢問原因時，則會提出一個「自認為合理」的詮釋答案。

這從 Fisman 的快速約會實驗研究中也可以被證實9。加上內隱聯想測驗的考量，

建議未來研究者在進行變項測量建構時，在許可範圍下，使用題組式的測量方

式，一來可以建構量表使得評價區隔更細緻，更容易掌握選民在該變項光譜相對

位置上的細緻變化。二來，可以更清楚區隔定義概念，維持研究資料中概念的一

致性，不被受訪者認知差異所扭曲，並且避免掉受訪者給了錯誤答案尚不自知，

或者是刻意採取中立答案，使得測量上憑添遺漏值或無法區辨樣本。畢竟在科學

的測量要求下，多數的變項必須符合獨立性的要求，也就是影響選民做出的投票

選擇原因（變項）間，不能存在因果或交互影響或概念重疊。在後續的研究中可

由上述建議來強化研究。 

 
 
 
 
 
 
 
 

                                        
9Fisman, Raymond J., Sethi-Iyengar, Sheena, Kamenica, Emir and Simonson, Itamar, "Searching for a 

Mate: Theory and Experimental Evidence", Stanford GSB Research Paper, No. 1882. January,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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