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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附錄一  國內獨立選民研究相關文獻及其研究結果 

作者 定義 測量方式 研究結果 

葉銘元*
（1994） 

「必定是遠離政黨

的」(p.20) 
以選民的「政黨認同」進行

測量 

獨立選民的特徵： 
1、幾乎佔全選民的半數以上。 
1、 約 75%左右的獨立選民能穩定其選擇，其穩定性

高於民進黨、國民黨認同者。 
2、 社會特徵：教育程度愈低、本省閩南人、年齡在

35 至 50 者、女性，職業為自營商人、農工、學

生、家庭主婦，以及主觀社會階層低或不知道者。

3、 其政治興趣、及政治涉入都很低。 
4、 各項政治態度的表現，有不少比例是屬於無反應

或不知道。 
5、 在政治議題立場上回答無反應或不知道比例也不

低。 
6、 在投票意圖其相關態度上，有高達五成至七成是

無反應或未決定者。 

莊天憐*
（2000） 

「 不 認 同 任 何 政

黨」的一群人（p.9） 

以選民的「政黨認同」進行

測量，並依其政治知識的高

低區分為「理想型獨立選

民」和「冷漠型獨立選民」

兩類 

獨立選民各項特徵： 
1、 社會背景：以女性、年輕人、低教育程度、本省

閩南人，職業為農工、自由業、學生及家管者。

2、 族群認同：「台灣人及中國人都是」者。 
3、 「冷漠型獨立選民」其比例呈現下降趨勢，「理想

型獨立選民」其比例有上升的趨勢，意謂著獨立

選民由「冷漠型獨立選民」轉變為「理想型獨立

選民」。 
4、 其政治涉入較少，而「理想型獨立選民」的政治

涉入卻總是高於「冷漠型獨立選民」。 
5、 對「候選人形象」、「政黨形象」評價低，而「理

想型獨立選民」的評價卻總是高於「冷漠型獨立

選民」。 
6、 在政治議題上：維持中立的看法，在統獨立場上

主張以維持現狀居多。 
7、 在投票行為上：其投票比例低於政黨認同者，投

票考量以候選人因素為主，受到政黨因素影響較

小。 
8、 影響獨立選民與否的因素中，以年齡、教育、省

籍及族群認同、對候選人及政黨形象評分較具顯

著而持續的影響力。 
9、 年輕世代的獨立選民教育程度、職業地位、政治

知識、對於候選人及政黨的評分都較高，較傾向

投給在野黨；年長世代的獨立選民，除了和年輕

世代相反外，在自認為是「台灣人」、及主張「台

灣獨立」的比例相對上較高。  

李寬芳、鄭

俊昇

（2000） 

「不偏向任何任黨

的選民」 

在連續五次選舉中，運用選

民的「投票行為」、「政黨偏

好」兩條路徑出發，以「投

票行為」、「政黨欣賞程度」

在投票行為中： 
1、 被定義為「積極獨立選民」，對民進黨欣賞持正面

態度比例比國民黨高，顯示其在態度上和行為上

出現了一定的落差；「消極獨立選民」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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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測量指摽，並區隔出「積

極獨立選民」、「與消極獨立

選民」 

2、 「積極獨立選民」當中，有 39.3%在態度上也屬

「積極獨立選民」，另有 25.6%則屬「消極獨立選

民」。 
3、 在「消極獨立選民」當中，有 30.3%在態度上多

「積極獨立選民」，13.5%則為「消極獨立選民。」

許文賓*
（2003） 

「不偏向任何任黨

的選民」（p.11） 

針對受訪者個人的社會特

徵、和多項政治態度，與政

黨認同進行「雙變數交叉分

析」、「多項勝算對數模型」

來檢證 

易成為獨立選民者各方面特徵： 
1、 社會特徵方面：年齡越大、教育程度偏低、缺乏

宗教信仰、居住在中部地區者。 
2、 政治態度方面：政治興趣越低、政治知識愈低、

沒有任何政黨符合自身理念者。 
3、 總統施政滿意評價方面：認為陳水扁總統施政表

現不如預期者。 
4、 國家未來前途評估方面：認為台灣未來不會有任

何改變的選民。 

蘇建州等

（2003） 
「不偏向任何任黨

的選民」（p.4） 

以「選民獨立性加權指標」

指標（包括人口變項、媒體

接觸行為與政治與選舉涉

入、議題看法）來測量 

1、 以客觀行為面的「選民藍綠程度指標」與主觀態

度面的「政黨偏向」兩種測量方式所定義的「獨

立選民」，其結果有明顯的差異。 
2、 不同「年齡」、「婚姻」、「家庭月收入」與「省籍」

等四因子對選民的「獨立程度」有顯著差異。 
3、 「無政黨偏向者」比「有政黨偏向者」較重視「環

境保護」、支持「政府不必管太多以減輕人民的納

稅負擔」。 
4、 「無政黨偏向者」明顯地比「有政黨偏向者」有

較少的「選舉或政治新聞接觸時間」、「選舉活動

參與頻率」。 

朱曉玉*
（2004） 

「沒有任何政黨認

同或偏好的人（p.6） 

運用選民的「政黨認同」來

測量，並將獨立選民分成低

教育和高教育兩類 

1、 獨立選民以女性，高中職以下教育程度、本省閩

南人居多。職業為家管、私部門勞工或私部門職

員的勞力階層。 
2、 低教育和高教育兩群的獨立選民，在政治態度、

投票取向、投票抉擇等變數是有差異的。 
3、 獨立選民在「族群認同」上，以認為自己既是台

灣人也是中國人的「雙重認同」比例最高；在「統

獨立場」上，以維持現狀者居多。 
4、 2000 年總統大選時，不同高、低教育程度的獨立

選民其投票人選是有差異的，但至 2004 年時，則

沒有差異。 
5、 獨立選民的個人背景因素、政治態度及投票取向

等變數，與投票抉擇有顯著的關聯性。 
6、 美國密西根學派的社會心理研究途徑，較社會學

研究途徑更具解釋力和預測力。 

張嘉倫*
（2004） 

「具有政治獨立性

且不具政黨偏向與

政治陣營立場的選

民，投票時不受政

黨因素影響」（p.9） 

由選民的「政黨偏好」與「政

治陣營立場之自我認同」進

行測量 

北、高兩市獨立選民之特徵： 
1、 教育程度偏低者。 
2、 政治涉入：其政治興趣低。 
3、 政治態度：統獨立場偏向維持現狀與偏獨立立場

者。 
4、 在職者的施政滿意度與候選人評價因素是影響

北、高兩市獨立選民投票的關鍵因素。 

說明：*為碩士論文，其餘為研討會發表論文。本表為筆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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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訪談前問卷 

「台灣女性選民研究」 
＊姓名：_________________ 
1、請問您是民國哪一年出生的？ 
________年 
2、請問您結婚了嗎？  

□01.未婚     □02.已婚    □03.離婚    □04.分居   □05.喪偶    □90.其他__________ 
3、請問您有幾個小孩？ 

□01.沒有小孩(請跳答至第 5 題)    □02.  1 個小孩    □03.  2 個小孩     
□04.  3 個小孩    □05.  4 個小孩    □06.  5 個小孩以上 

4、請問您家中最小的小孩幾歲？ 
   □01. 0-3 歲       □02. 3-6 歲    □03. 6-13 歲    □04. 13-20 歲    □05. 20-32 歲    
   □06. 32-42 歲     □07. 42 歲以上   

5、請問您目前有沒有與其他家人同住一起？ 
    □01.沒有(請跳答至第 13 題)          □02.有(請續答第 6 題)  

6、請問與您同住的是哪些人？（可複選） 
   □01.配偶    □02.自己父母   □03.配偶父母   □04.子女   □90.其他__________  

7、請問在您家庭中，日常開支的分配以誰的意見最為重要？ 
   □01.自已    □02.配偶    □03.自己父母   □04.配偶父母   □05.子女  
   □06.共同決定         □90.其他__________  

8、請問在您家庭中，買房子和搬家的事情是以誰的意見最為重要？ 
□01.自已    □02.配偶    □03.自己父母   □04.配偶父母   □05.子女  

   □06.共同決定         □90.其他__________  

9、請問在您家庭中，小孩子的升學或就業問題是以誰的意見最為重要？ 
□01.自已    □02.配偶    □03.自己父母   □04.配偶父母   □05.子女  
□06.共同決定         □90.其他__________  

10、請問在您家庭中，投資和貸款的事情是以誰的意見最為重要？ 
□01.自已    □02.配偶    □03.自己父母   □04.配偶父母   □05.子女  
□06.共同決定         □90.其他__________  

11、請問在您家庭中，房子（不動產）是以誰的名字登記的？（可複選） 
□01.自已    □02.配偶    □03.自己父母   □04.配偶父母   □05.子女  
□06.共同登記         □90.其他__________ 

12、請問在您家庭中，用來支付主要生活開支的存款帳戶是以誰的名字登記的？（可複選） 
□01.自已    □02.配偶    □03.自己父母   □04.配偶父母   □05.子女  
□06.共同登記         □90.其他__________  

13、請問您：現在的副總統是那一位？   ___________________             □98.不知道  
14、請問您：中國大陸國家主席是誰？   ___________________             □98.不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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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請問您，現任的美國總統是誰？   ___________________                 □98.不知道   
16、請問您，立法委員的任期為幾年？   ___________________             □98.不知道  
17、請問您，我國哪一個機關有權解釋憲法？   ___________________      □98.不知道   
18、請問您，目前有沒有參加任何社團組織或工會？（例如，婦女會、插花社、職業工會、土

風舞社團、太極拳社團、慈濟、以及社區附近的各種團體等等，請寫出來參加最多活動

的三個）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92.沒有(請跳答至第 21 題) 
19、請問在您參加的社團或工會中，哪一個對您最重要？   ___________________ 
20、請問這個社團或工會在選舉期間有沒有比較支持哪一個政黨？ 
     □01.國民黨   □02.民進黨   □03.新黨      □04.親民黨    □05.台聯黨   □06.建國黨  
     □90.其他__________         □92.都沒有   □98.不知道  
21、請問您現在的職業（或失業、退休前）的職業是？ 
     □01.軍公教人員   

□02.私部門管理階層及專業人員   
□03.私部門職員    
□04.私部門勞工                                 

     □05.農林漁牧     
□06.學生     
□90.其他__________  

      □07.家管                                       
22、請問您目前平均一個月的收入（含退休金）大約是多少？ 
     □01.無收入  □02. 15840 元以下    □03. 15841~30000 元    □04. 30001~50000 元 
     □05. 50001~70000 元      □06. 70001~100000 元      □07. 100001 元以上   
23、請問您目前平均一個月的收入有沒有比您的配偶高呢？   □01.沒有  □02.有  □03.未婚 
 

               ----------------------感謝您的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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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訪談問卷 

「台灣女性獨立選民之探索」焦點團體訪談問卷   

一、政治資訊的取得管道與政治討論習性 

「請問您平常從哪裡獲得政治消息？」 

「關心哪方面的政治消息？為什麼？」 

「請問您有沒有經常和家人討論政治？」 

「在討論的過程中，如果您的想法與家人不一樣的時候，您通常是聽從他們的想

法？或是說服他們來聽從您的想法？或是各談各的，不會相互影響？」 

「請問您有沒有經常和鄰居或朋友討論政治？」 

「在討論的過程中，如果您的想法與鄰居或朋友不一樣的時候，您通常是聽從他 

們的想法？或是說服他們來聽從您的想法？或是各談各的，不會相互影響？」 

 
二、政黨形象 

本題想瞭解參加者對主要政黨的基本看法與評價，以及造成此評價的原因。 

【由主持人逐次詢問參加者對國、民政黨印象的主要原因何在？】 

 

三、2008 總統大選 
本題想針對 2008 總統大選，瞭解參加者關心的議題、對未來國家領導人的基本

期待、以及國家認同議題的看法。 

(1)關注的議題/政策 （從附件二選取答案） 
「請問您最關切的問題是哪一項？為什麼？」 

「請問您覺得目前看來哪一個政黨（的候選人）比較有能力處理這個問題？為什

麼？」 

(2)理想總統候選人  

「我們經常說做為一個國家領導人需具備很多條件，就您來講，您心目中理想的

國家領導人最重要的條件是什麼？」 

「在現階段當中有沒有任何政治人物具有這樣的條件？」 

(3)國家認同議題 

「請問您覺得 2008 年總統候選人需不需要表態國家認同?」 

「請問這是不是您影響投票的重要因素？」 

 

四、女性議題 

本題想瞭解參加者關心的婦女議題、候選人性別差異 

(1) 婦女議題 

「請問您最關心的婦女議題為何？」 

「哪個政黨有能力處理？為什麼？」 



 128

「請問您會因某個政黨或候選人特別照顧婦女權益，在選舉的時候投給他嗎？」 

(2)男性候選人與女性候選人的競爭 
「如果總統選舉，同時有男女性候選人參選，會不會優先考慮女性候選人？」 

「如果都是男性參選總統，有女性副手會不會加分？」 

＊ 若時間許可追問立委選舉 

「如果立委選舉同時各有一位各項條件都相當理想的男性候選人與女性候選人

共同爭取一個職位，您會考慮支持男性或女性的候選人？」 

「是什麼原因讓您支持這位男性/女性候選人？」 

 

 

 

附件一：政黨形象 

 

填答人：                     

 

一、當您想到國民黨時，您對國民黨的第一個正面的印象是： 

二、當您想到國民黨時，您對國民黨的第一個負面的印象是： 

三、當您想到民進黨時，您對民進黨的第一個正面的印象是： 

四、當您想到民進黨時，您對民進黨的第一個負面的印象是： 

 

 

附件二：選舉議題 

一、 經濟發展議題 

二、 未來兩岸關係議題 

三、 國內政局安定議題 

四、 民生議題 

1. 治安議題 

2. 教育議題 

3. 社會福利議題 

4. 老人福利議題 

5. 兒童托育議題 

6. 婦女就業議題 

7. 全民健保議題 
8. 環保議題 

五、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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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女性獨立選民背景分析一覽表 

受訪者編號 地區 年齡 教育程度 職業 婚姻 收入 

A1 

北 

部 

30-39 歲 

低 

私部門勞工 已婚 30001~50000 元 

A2 40-49 歲 私部門管理階層及專業人員 已婚 30001~50000 元 

A3 40-49 歲 私部門職員 已婚 15840 元以下 

A4 50-59 歲 家管 已婚 15840 元以下 

A5 40-49 歲 家管 已婚  無收入 

A6 50-59 歲 家管 已婚 15840 元以下 

A7 50-59 歲 家管 已婚 15840 元以下 

A8 30-39 歲 

高 

軍公教人員 未婚 50001~70000 

A9 30-39 歲 個人工作室 未婚 30001~50000 

A10 30-39 歲 軍公教人員 未婚 50001~70000 

A11 40-49 歲 其他 已婚 50001~70000 

A12 50-59 歲 軍公教人員 已婚 50001~70000 

A13 50-59 歲 家管 分居 15840 元以下 

A14 50-59 歲 軍公教人員 已婚 50001~70000 元 

A15 50-59 歲 軍公教人員 已婚 15841~30000 

A16 50-59 歲 旅遊業 已婚 15841~30000 

A17 

南 

部 

30-39 歲 

低 

家管 已婚 無收入 

A18 40-49 歲 家管 未婚 無收入 

A19 50-59 歲 家管 離婚 無收入 

A20 50-59 歲 失業(家管) 已婚 無收入 

A21 50-59 歲 家管 已婚 1~15840 元 

A22 50-59 歲 家管 已婚 無收入 

A23 50-59 歲 家管 已婚 無收入 

A24 20-29 歲 

高 

私部門管理階層及專業人員 未婚 30001~50000 元 

A25 20-29 歲 學生 未婚 無收入 

A26 30-39 歲 家管 已婚 1~15840 元 

A27 30-39 歲 自由業 未婚 15841~30000 元 

A28 40-49 歲 其他 未婚 1~15840 元 

A29 40-49 歲 家管 已婚 15841~3000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