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第二章  理論基礎與文獻回顧 

 

第一節  獨立選民的研究 

 

一、獨立選民的意涵 

獨立選民(Independent Voter)此概念，最早起源於十九世紀的美國政治，當時

在政黨中比較活躍的分子，透過黨代表大會控制候選人的提名，選舉獲勝者可以

掌控官員的任命，因此選民在這種情境下也被政黨領袖訓練的十分狂熱，並對政

黨表現出強烈而穩定的心理附屬感(葉銘元，1994：10)。當時除了民主黨、共和

黨兩大政黨外，並沒有明顯的第三大黨，而一些拒絕依附於這兩大黨的選民，易

導致他們成為政治獨立的選民(Dennis, 1988a: 80)。 

    然而早期的獨立選民是帶有負面意涵的，當時政黨除了要穩固自己政黨支持

者的票源外，還需透過賄選這些獨立選民以獲得選戰的勝利，因此他們被視是政

黨的背叛者、叛徒、賣票者(Burnham, 1970: 73)。直到 1880 年代的 Mugwump1運

動才對獨立選民有了重新的詮釋，並提出以獨立選民做為新的道德訴求，他們被

視為是具有較高的道德原則者(Dennis, 1988b: 197)，且是理性、豐富資訊，及能

依所獲得資訊來評價議題與候選人的理想公民(葉銘元，1994：13)。 

    這種改革時期對獨立選民的觀點，到了經驗調查法研究的興起而面臨到挑

戰，其中以<<美國選民>>(The American Voter)一書影響最大，推翻了自 Mugwump

時期後對獨立選民的看法(De Vries and Tarrance, 1972: 41)，Campbell 等人認為以

往的理想公民被描述為關心政治、政府的運作，會衡量對手的競選訴求，且在判

斷時不會受政黨的偏見所影響，但在他們的研究中卻發現，這群獨立選民對政治

是較不注意、不感興趣且資訊缺乏的，且在做投票決定時，很少會對政治進行全

                                                 
1 Mugwump 運動是在 1884 年的總統選舉當中，由獨立的共和黨員(Independent Reublicans)所發

起，主張道德的必須性，拒絕支持 James G.. Blaine 候選人當選總統(Dennis, 1988b: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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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性的了解(Campbell et al., 1960: 143)。 

    然而，有些學者並不盡然同意 Campbell 等人的看法，例如 Meyer 就認為獨

立選民是具有高度政治興趣的，且是所有選民中最能分辨兩黨政策優劣、及能對

所有候選人進行評估，也是最有可能分裂其選票的人；Key 亦發現選民並非是愚

笨的，他們的行為是理性且具有責任性的，並且能吸收外界所傳遞而來的各種政

治訊息，更能依政策取向來決定投票人選(Key, 1966: 7)。 

    隨後，Burnham(1970)在 1970 年代初期挑戰<<美國選民>>的觀點，提出獨

立選民至少可分為兩類，一類為舊獨立選民(Old Independent)，類似於<<美國選

民>>所描述的，是對政治和選舉不感興趣及涉入較少的、對政治知識及訊息的

認知是不足的；另一類為新獨立選民(New Independent)，他們拒絕認同政黨，但

這並非源於他們對政治的無知，而是在現存政治體系的選舉結構下，政黨、政策

等相關議題無法符合其理想與需求(ibid: 127)，他們是一群擁有比平均教育、職

業、收入高的選民，更可能是有著對政治的認知或意識而遠離認同任何政黨的選

民(ibid: 130)。 

    Pomper 亦提出相似的看法，認為不應期待獨立選民特別去關心相關選舉或

政黨陣營，因為他們本來就拒絕在政治上選邊站，要檢驗獨立選民是否為一理想

的公民就應該把焦點放在政治主題上，而非兩黨的選舉競爭；Pomper 也發現廣

泛所定義的獨立選民對現存選舉的認知是比弱的民主黨及共和黨黨員還缺乏

的，但他們對某些非關選舉領域的公眾事務的關心，卻遠勝於弱的民主黨及共和

黨黨員，這主要是因 1960 年以後所增加的獨立選民，大部分是來自於高社經地

位和年輕的選民，而這些人通常對政治的接收能力亦較高(Pomper, 1975: 31-33)。 

    Burnham、Pomper、及 Campbell 等人的觀點也有令人質疑的地方，即他們

都把純粹的(Pure)及有黨性的(partisan)的選民結合為獨立選民，如此無論獨立選

民的公民道德性有多高、或多低，這都只是定義上所產生的問題，具黨派性的獨

立選民(Partisan Independents)總是有較高的興趣、資訊較豐富、及較主動積極的，

而純粹的獨立選民(Pure Independents)則是較不感興趣、低訊息接收、及消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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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ith et al., 1992: 41)。 

另外，Aiji 和 Martin(2003)研究獨立選民和日本的政黨體系關係時，也認為

日本的獨立選民應該分成兩類，除了一群對政治冷漠的選民外，還應包括人數比

例逐漸增加的新獨立選民，這些選民對政治的興趣、及對政治的涉入相當高，而

這群人又可再進一步劃分為兩種類型，一種為反政黨的獨立選民(anti-partisan 

independents)，另一種則為過去支持過某一政黨，但現在轉為不支持任何政黨的

獨立選民(ex-partisan independents)。 

    Meyer(1973)提出獨立選民應包含投票的不規則性(irregularity in voting)、與

政治涉入(involvement in politics)兩面向，也就是說獨立選民對政治是涉入的，但

在投票行為上卻是不一致的(Meyer, 1973: 73-74)；Abramson(1976)則視沒有政黨

認同的選民為獨立選民，並認為獨立選民比例的增加，會影響政黨或候選人在選

舉策略上的操作，同時也會影響整個政黨體系的穩定。但將獨立選民的概念定義

為「沒有政黨認同」者，Weisberg(1980)即提出質疑，認為獨立選民有可能是同

時對兩黨都有著負面的評價，或者是都沒有感覺，故以此定義獨立選民似乎是不

妥當的，他認為所謂的獨立選民應該是基於議題立場而非政治標籤來投票的。 

    Dennis(1988b)則是依據政治上的獨立性，認為獨立選民在態度上至少包含了

四個面向2：政治自主性(political autonomy)、反政黨(anti-partyism)、黨派中立性

(partisan neutrality)、黨派變動性(partisan variability)，且每一面向同時都包含了情

感、認知和評價。Miller 和 Watenberg 則認為獨立選民應包含政治獨立(political 

independence)、沒有偏好(no-preference)、沒有黨派(nonpartisanship)等三種意義，

並依此三種意義再進一步細分為五種類型3 (Miller and Watenberg, 1983: 

                                                 
2「政治自主性」：這是受到個人主義(具有自由意志，不受團體約束，延伸至政治領域)、實用主

義(具有中庸的德性，反對兩黨的敵對競爭)、及 Mugwump 時期(具有高道德標準)流傳下來的想

法所影響；「反政黨」：不信任政府的權威，且懷疑政治領導人的能力，導致許多人開始抵制像

政黨這種大規模的組織；「黨派中立性」：對兩大政黨的立場可能都是持正面、負面的，或僅是

一般的感覺而己；「黨派變動性」：自覺到對政治的思考及行為缺乏一致性。 
3 Miller and Watenberg(1983)依獨立的程度再細分為五種類型：1、不關心政治的(apolitical)；2、

沒有偏向任何政黨但對政治展現高度興趣者(no-preference－neither)；3、沒有偏向任何政黨但立

場接近民主黨或共和黨者(no-preference－leaner)；4、自我認定為獨立選民且不偏任何政黨者

(pure Independent)；5、自我認定為獨立選民且不偏任何政黨，但立場接近民主黨或共和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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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10)。 

   另外，也有學者認為在投票行為上具有分裂投票傾向者，可稱為獨立選民，

如 De Vries and Tarrance(1972)以選民實際的投票行為來定義其是否為獨立選

民，若選民不依據政黨偏好，而是根據議題和候選人為投票考量，則易產生分裂

選票的情形，形成兩種不同層級的選舉投票給不同的政黨，這種行為被視為是一

種理性抉擇後的結果。 

而國內對於獨立選民的研究文獻並不多，主要是針對獨立選民加以定義及分

類(葉銘元，1994；吳乃德，1999；莊天憐，2000；李寬芳、鄭俊昇，2000；蘇

建州等，2003；許文賓，2003；朱曉玉，2004；張嘉倫，2004)。葉銘元(1994)

即認為獨立選民至少是遠離政黨的，不認同任何政黨的一群人；吳乃德(1999)亦

持相同看法，並指出獨立選民的比例在 1996 和 1998 年兩年當中約佔 4 成，並且

每一個年齡層大約都有相同比例，年齡愈輕者並沒有更容易成為獨立選民的傾

向。張嘉倫(2004)則將獨立選民定義為「具有政治獨立性且不具政黨偏向與政治

陣營立場的選民，投票時則不受政黨因素影響」(ibid：9)，研究發現指出台北市、

高雄市的選民傾向獨立選民的主要因素，乃在於選民本身的教育程度、省籍、政

治興趣、與統獨立場。 

莊天憐(2000)依政治知識的高低將獨立選民區分為「冷漠型獨立選民」和「理

想型獨立選民」二類，以觀察其和政黨認同者之間在政治知識上的差異，結果發

現「理想型獨立選民」在政治知識上的得分幾乎都比政黨認同者來的高，因此將

獨立選民分為政治知識較高的「理想型獨立選民」，及政治知識較低的「冷漠型

獨立選民」，而我國獨立選民的類型已逐漸由政治知識低的「冷漠型獨立選民」

轉變為政治知識及政治涉入較高的「理想型獨立選民」，故政治知識低者較傾向

為獨立選民的此種影響會因獨立選民類型的改變而減弱；李寬芳與鄭俊昇(2000)

從選民過去五年的「投票行為」、「政黨偏好」兩條路徑出發，以「投票行為」、「政

                                                                                                                                            
(Independent-lea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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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欣賞程度」為測量指標，區隔出「積極獨立選民」、與「消極獨立選民」4，而

這兩群選民實際上在政治態度及行為、政治立場、政黨偏好、及基本人口變項上

皆有非常顯著的差異；朱曉玉(2004)則將獨立選民依其政治知識又分為低教育、

高教育兩類來進行分析，結果發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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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國內對於獨立選民的研究有限，

就其相關文獻整理於附錄一。 

由上述的討論可以發現，學者們對於獨立選民的描述並沒有一致共識的定

義，這歸因於獨立選民的規範面、經驗面和不同的研究方法所致，就規範面而言，

最早獨立選民的形象是負面的，在歷經 Mugwump 運動之後才轉變為理想公民的

模範。但這種規範面的獨立選民形象在<<美國選民>>一書出版之後而做了修

正，其被視為是政治涉入程度低的、是政治冷漠者。後因研究方法的不同，或政

治情勢的改變，學者們對經驗中的獨立選民涵義仍未達到共識(葉銘元，1994：

19-20)。 

僅管獨立選民的定義未達成一般的共識，但廣義上來講，獨立選民在政治上

應該是具有獨立性，且不偏向任何一個政黨，並且在投票行為上不受政黨的影

響，易產生投票不規則性的情形。因此本文參考國內外諸多學者對獨立選民的概

念，將獨立選民定義為「不具任何政黨偏好，且投票行為不具規則性的選民」。 

 

 

 

 

二、獨立選民的測量方法 

廣義而言，政治上的獨立性不僅意指選民在總體和個體層次上的行為持續 

性地脫離黨派性，也是一種典型政治意向的行為展現。最早對獨立性投以關注的

                                                 

4 「積極獨立選民」無至少同時投過民進黨與國民黨兩政黨的選民；「消極獨立選民」包括不投

票者、只投一次票者(李寬芳、鄭俊昇，2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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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就是 A. Lawrence Lowell，其在 1898 年發表一篇「Oscillations in Politics」的

文章，主要是研究選民投票的變動情形，發現獨立這個概念在總體和個體層次上

都和投票的不穩定性(instability)、不規性(irregularity)、以及不一致性(inconsistency)

相關(Dennis, 1988a: 80-81)。  

    然而後期的研究對獨立性和黨派性的概念、以及如何測量它，存在著嚴重的

分歧，Dennis(1998a)則將這些研究的分歧整理歸納為兩類，第一類主要是研究總

體現象時強調選民的行為面向，他們通常假定獨立選民的行為具有獨立性，尤其

特別注意分裂選票(ticket-splitting)的選舉行為，即在數次選舉中分析選民轉移政

黨忠誠的情形，或是經常性浮動(floating)的情況，因此分裂者(splitter)(Campbell 

and Miller, 1957；De Veris and Tarrance, 1972)5、轉移者(switchers)(Key, 1966)、浮

動者(floaters)(Converse, 1962)，是最接近這種觀點的研究。這種以選民的行為結

果來定義獨立選民，而選民的行為是屬於客觀的、可觀察的測量指標，所以這種

研究取向又可稱為客觀的研究途徑，其所定義的獨立選民，則可稱為客觀的獨立

選民(objective independents)(Weber, 1974)；第二類在美國學界是較為盛行的研究

方法，其將焦點集中於選民行為的態度面向，強調以民意調查方式為基礎的投票

研究，利用選民對政黨的自我認同而區分出政黨認同者及獨立選民(Dennis, 

1988a: 81)，這種測量方式，蓋洛普(Gallup)民意測驗早在一九六三年即就已經開

始使用了(De Vries and Tarrance, 1972: 41)，也是現今大多數人所採用的研究方

法。這種以選民的態度傾向做為測量指標，而選民的態度是屬於主觀的心理層

面，所以此種研究取向又可稱為主觀的研究途徑，在此定義下的獨立選民，則可

稱為主觀的獨立選民(subjective independents)(Weber, 1974)。 

    雖然 Dennis 認為獨立選民的研究可分為上述二類，但葉銘元(1994)卻認為這

                                                 
5 De Vries and Tarrance(1972)認為要測量真正的獨立選民，必須以選民實際的投票行為來界定，

而不是以選民的態度傾向來測量，若選民在投票行為上具有分裂投票的傾向，甚至進而將分

裂投票者則稱之為獨立選民。其指的分裂選票有兩種。一種為總統選舉的分裂選票者

(presidential ticket-splitter)，即指投票給總統時，分別投給不同的政黨；另一種為州長選舉的

分裂選票者(gubernatorical ticket-splitter)，即指投票給州長和較低職位者時，分別投給不同的

政黨(De Vries and Tarrance, 1972: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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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分類分式並不符合實際的情況，應該還有第三類的研究方法，即混合研究

法，意指在測量或定義獨立選民時，採行為結果、態度或其他方法的結合，而採

此行方法則有 Eldersveld(1952)、Meyer(1962)、Weber(1974)等學者。 

    Eldersveld 認為獨立選民的研究應該兼用官方選舉的統計資料和調查研究法

所得的資料，才能得到較周全的發現，其建立獨立選民的幾項標準，1、分裂選

票者；2、移轉其政黨忠誠者；3、無黨派傾向者；4、搖擺其投票決定者；5、小

黨的支持者，具有以上這些特徵的人，都可稱之為獨立選民(Eldersveld, 1952: 

736-37)。 

    Mayer 的研究特色是他認為獨立選民需具備投票不規性(irregularity in Voting) 

和政治涉入(involvement in politics)等兩面向的條件，投票的不規性有四種標準，

1、缺乏持續性的黨派認同，即在連續幾次的投票選舉中，投給不同的政黨；2、

不附屬於任何一政黨，即非政黨認同者；3、分裂選票者；4、對政黨的路線和議

題缺乏一致性的贊同。政治涉入的指標則包含了政治知識的高低、對政治興趣、

及對政治議題或選舉結果的關心程度，而這幾項指標彼此是互相關連的(Mayer, 

1962: 66-70)。然而在實證研究中，Mayer 卻又將上述兩面向的測量指標縮小，並

根據這些指標將選民分成四類：黨派性選民(partisan voter)、習慣性選民(habitual 

voter)、冷漠選民(apathetic voter)、獨立選民(independent voter)(ibid: 72)。 

    Weber 對獨立選民的測量是先依主觀的自我認同來測量選民長期對黨派的

附屬感，其次，依選民客觀的投票選擇來測量選民短期性的黨派附屬，最後，依

選民的政治涉入程度將選民歸類為 Mayer 所稱的四種選民(Weber, 1974: 75-94)。 

    以上這些研究法各有令人質疑批評的地方，如行為研究法以選民的行為結果

做為分析單位，基本上忽略了沒有去投票的行為者，並且無法分析個體的獨立選

民，只能研究一些政黨投票的轉移、及分裂選票等的獨立選票；相對的，自我認

同的測量方式除了那些不願意回答者外，基本上並不排除任何人於分析之外；再

者，行為研究法以浮動投票或移轉性投票來定義獨立選民，即在連續二次選舉當

中支持不同的政黨，但這種選民有可能只是偶然地叛逃而支持其他不同的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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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餘時期他們都是政黨的忠誠者(葉銘元，1994：20-33)。態度研究法是現今獨立

選民研究最常使用的方法，但它的缺點在於態度和行為結果的不一致性，

Compbell 等人(1960)認為這顯然是模糊了選民的心理狀態和行為後果的區別，態

度和行為的不一致性正好可突顯出態度對行為的影響所在。至於混合研究法，因

同時採取行為和態度研究的方法，雖然可能會出現上述的缺點，但卻也同時包含

兩種研究法的優點，更能精準地測量出誰才是真正的獨立選民。 

獨立選民的測量標準若以嚴格的角度來判定，具有政治上獨立性，並不偏向

何政黨，且在投票行為上具不規則性，則以混合研究法較為適當，但也由於測量

方式過於嚴格，會排除過多個體樣本的資訊；若以較寬鬆的角度來判定，單純以

選民政黨自我認同的方式來測量獨立選民，並不違背 Dennis(1998b)所界定出獨

立選民政治態度中政治獨立的原有意涵。而傳統獨立選民的自我認同測量，是附

屬於政黨認同的測量題型當中(葉銘元，1994：34)，因此以此測量出的獨立選民

也是國內學者大致採行的方式。故本文擬採用態度研究法為主，從寬界定女性獨

立選民，希望可以採納更多不同類型的女性獨立選民，最後再輔以檢驗獨立女性

選民其在投票行為上是否具有一致性，以探討之間是否有產生落差。 

 

 

 

 

三、獨立選民的性別差異 

在選舉參與的發展過程中，歐美國家的女性獲得投票權的時間相對男性而言

是較晚的，而女性取得投票權的時間是預測政黨認同成熟平衡的影響因素之一

(Converse, 1969)，在一個女性剛獲得投票權的國家，男女政黨認同的比例會產生

差異，例如法國在 1958 年的調查即有如此現象(Cameron, 1972)。女性如果是在

後期獲得投票權的，一般預期其政黨認同的強度並不會隨著年齡的增長而增強，

這是因為女性對政黨認同的時間是和新選民一樣的。但由於台灣兩性有平等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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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所以上述這種現象並未在台灣發生。 

其實美國自 1950 年代開始，女性獨立選民的比例就低於男性(Norrander, 

1997: 464)，Bendyna 和 Lake(1993)注意到了這種差異，但僅將這種差異視為是女

性比男性更可能成為民主黨員或共和黨員的解釋而已；Burnham 也提到女性做為

一個團體，比男性更不可能成獨立選民，但並未更深入地去探討原因，及提供可

能的解釋(Burnham, 1970: 129)；Jennings and Niemi 研究發現，在 1970 年代初期，

年輕的女性比年輕的男性較不易成為獨立選民，其推論這只是當時的異常現象

(Jennings and Niemi, 1981: 284-286)。但獨立性的差距(independence gap)並非是異

例，這種現象在美國持續多達四十年之久，Norrander 即提出 1952 年至 1994 年

之間獨立性的差異是持續性的，且橫跨了次團體的範圍，男女性政治行為的研究

結果就如同常見的政黨性別差距影響一般，並指出就平均而言，女性比男性自認

為是政治上獨立者(political independent)的比例較少，女性選擇弱黨派(weak 

partisanship)的立場，而男性選擇成為隱性的獨立立場(leaning-independent) 

(Norrander, 1997)，可能的原因就在於兩性的社會化和生命經驗的差異，使男性

偏好獨立(separateness)而展現出政治上的獨立性，對政黨的認同較不明顯，而女

性則較注重社會認同、和人際關係的連結(Gilligans, 1982)而傾向於附屬於政黨。 

在日本，男女有相同的政黨政治和投票經驗，無政黨認同者的研究則呈現和

美國不一樣的型態，女性較可能成為無政黨認同者，在 1960 年代之後，女性更

由無知識(uninformed)無政黨認同者逐漸轉變為明確的(purposive)無政黨認同者

(Patterson and Nishikawa，2002)。 

台灣獨立選民在性別方面的比例，亦和日本的研究發現一樣，長久以來都是

以女性佔多數(葉銘元，1994；翁秀琪、孫秀蕙，1995；黃秀端、趙湘瓊，1996；

許文賓，2003)，不過卻逐年呈現下降的趨勢，整體而言女性獨立選民的比例總

是高於男性獨立選民的比例，而且女性是以「冷漠型獨立選民」比例較高，但最

近幾年來「理想型獨立選民」已超過「冷漠型獨立選民」的比例(莊天憐，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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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政黨形象的研究 

     

一、政黨形象的意涵 

所謂的「政黨形象」，目前在政治學界中因其指涉的內容和測量方式的差異，

而尚無共識性的定義(劉義周，1994；游清鑫，2002)。政黨形象問題的研究最早

是 1952 年由美國國家選舉研究(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tudies，簡稱 ANES)

所進行調查測量，其詢問受訪者喜歡／不喜歡共和黨、民主黨(Lin, 2005: 2)，而

Matthews and Prothr 算是最早以嚴謹而有系統的大型面訪調查方式來研究美國南

方選民，發現「政黨認同」和「政黨登記」(party registration)的概念並不足以解

釋南方白人和黑人選民的投票偏好，於是利用「政黨形象」的概念來解釋其中的

原因。他們指出美國的政黨不僅在聯邦和地方組織上鬆散，更在左右翼、及派系

上激烈競爭，這些政黨為了避免極端的政策造成選民的流失，採取較為趨中、模

糊的立場，當選民面對這種意義含糊的情況時，其對政黨的認知就有相當不同的

理解，主要取決於選民選擇看見或評價政黨的某一面向，而這種政黨在選民心中

的圖像即可稱為「政黨形象」(party image)(Matthews and Prothro, 1964: 91-92)。 

然而 Matthews and Prothro 也認為政黨形象和政黨認同是兩種不同的概念，

當兩種概念產生關連時，選民也許有相同的政黨認同，但他們對政黨的形象可能

就會產生不同的圖像，並且以不同的方式去詮釋這些圖像。它不像政黨認同在早

期就開始形成且不易變動，政黨形象是較不穩定且易受一些如議題、候選人等特

殊事件所干擾(ibid: 92)，因此並不像政黨認同是一種情感上的反應，而是將某些

具體的議題、事件、人物或觀念等，與某個政黨連結起來，屬於認知的成分比較

多，且此認知也常帶有評價的意涵(Matthews and Prothro, 1966)。 

    Trilling(1976)在<<政黨形象與選舉行為>>(Party Image and Electoral Behavior)

一書中，對政黨形象也作出相當全面性的調查，其追溯 1952~1972 年間 6 次的美

國總統選舉，以及 1956~1960 年固定樣本連續調查的研究(panel study)，指出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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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於政黨認同測量上較偏向情感的因素，政黨形象在題目的設計上，則較強調評

價的層面6，並且認為政黨認同和政黨形象之間有明顯的互動關係，即當政黨形

象加強了過去的政黨認同時，此認同會更加穩定，而當政黨形象和過去的政黨認

同產生衝突時，此認同就會產生浮動(Trilling, 1976: 201)。若這種矛盾的現象一

直持續發生，那麼政黨認同者就有可能轉移原先所他們認同的政黨(Flanigan and 

Zingale, 1988: 129)。 

    Trilling 為了進一步了解政黨形象的內涵，將政黨形象的內容區分為兩類，

一類為人物、施政表現、哲學(一般政治理念)，國內政策、外交政策、社會群體

代表性、及政黨本身等七類；一類是根據受訪者所提及的具體政策，分為經濟與

社會福利、種族、政風、越戰、法律與秩序，和其他社會議題等類別。藉此建立

不同的政黨形象指標，以分析觀察選民所關注議題面向的變動趨勢，及與投票行

為間的關係(Trilling, 1976)。 

    相似的，Wattenberg(1986)在<<美國政黨的式微」(The Decline of American 

Political Parties, 1952-1984>>一書中，探討共和黨和民主黨在 1950~1980 年代中

政黨形象的變動情形，其推論兩黨的式微關鍵在於政黨形象的衰退，選民的政黨

認同或許還是如同以往穩固，但政黨對選民的意義則不若二十年前來得重要，其

證據就在於兩黨在一些如經濟、社會福利政策等議題上，並沒有顯現出更明確正

面、或負面的公眾形象(public image)，但 Craig(1985)並不以為然，他指出政黨式

微的主因，是選民對兩黨負面的觀點遠超過 Wattenberg 所說地漸增的中立印象。 

    Sanders(1988)的研究則較支持 Wattenberg 的說法，選民對政黨形象的形成的

確有一衰減的趨勢，有三分之一以上的選民無法回答他們是喜歡或不喜歡某個政

黨，但是對政黨有印象的人，其印象則是相當清楚。其研究結論有以下四點：(1)

政治環境會影響選民如何思考或評價政黨，政治環境對政黨形象影響最佳的寫照

                                                 
6 Trillig(1976)認為政黨形象和政黨認同關鍵性的差異在於政黨形象是政黨認同建立的基礎，它提

供了選民偏好某些政黨遠甚其他政黨的解釋，政黨形象是選民如何對政黨產生知覺，而政黨認

同則是選民個人知覺到政黨後所產生的評價結果，因此政黨形象是由選民和政黨所有實質性相

關成份所組成的，且選民個人可以評價政黨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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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為民主黨更可能讓人聯想到處理經濟的政黨，而共和黨則讓人聯想到處理外交

政策的政黨；(2)社會環境會影響選民發展出不同的政黨形象，如女性因傳統角

色社會化的關係，可能對政黨較沒有印象，此外，教育也使選民更可能運用哲學

上的觀點來看待社會和政黨；(3)選民所依賴的政治資訊來源也扮演很重要的角

色，資訊來源愈多，對政黨形象形塑也就愈有利；(4)選民所持有的政黨形象和

其議題立場有關，議題若是影響到選民對政黨形象的觀感時，則選民在此議題上

的意見會相似於立場相近的政黨。 

    Meisel(1973)則運用語意差別量表(semantic differential scales)來分析加拿大

選民的政黨形象，以十組意義上對立的詞句，如誠實的／不誠實的、好的／壞的、

有能力的／沒有能力的等，讓選民評估心目中理想政黨所應有的表現，並且比較

不同社經背景的選民在政黨形象上的異同。從 1965 年以來的調查顯示，自由黨

和保守黨的政黨形象與選民心中理想的政黨形象有相當大的差距，自由黨在

1965 和 1968 年間其形象有戲劇性的改進，自由黨由於在能力、善良、和誠實的

得分不低，其所獲得的形象評價亦較正面，保守黨的形象則幾乎沒什麼改變。 

    Baumer 和 Gold(1995)利用政治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Political Studies，簡稱

CPS)的資料分析美國 1976~1992 年間兩大政黨的形象，發現兩黨形象的內涵是

具體且持續性的，民主黨被視為是具有包容性、和支持政府預算的政黨，共和黨

被視為是代表有錢人、及反對政府支出和干預的政黨。並總結過去美國政黨形象

相關研究，認為有幾項特點：(1)至七十年代初期，政黨的意義在選民心中的重

要性已下降，選民對政黨形象認知的無反應和負面評價比例持續的增加，是導致

政黨體系衰退的主要因素；(2)政黨形象同時會受到當代的政治議題所影響；(3)

政黨形象會影響選民的投票行為，而一些地理、人口變項，如種族、性別、教育、

年齡等則有助於解釋政黨形象的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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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有關政黨形象的研究，最早始於徐火炎在 1991 年以 1989 年增額立法委

員選舉的資料針對選民對政黨的印象和偏好，探討其與投票抉擇之間的因果關

係，以若干事先選定形容政黨印象的詞句來詢問選民對國民黨和民進黨的看法，

研究發現選民對國民黨的主要印象為主張統一的、溫和改革的、推動民主的、唯

一具有執政能力的、及爭取自由人權的政黨；對民進黨的印象則多為是傾向暴力

的、主張台灣獨立的、代表台灣人的、欠缺執政能力的、與反對特權政治的政黨，

從上述的印象看來，選民對國民黨的印象偏屬正面，對民進黨的印象則以反面居

多(徐火炎，1991：16)。其發現亦顯示了選民對政黨的確有清楚的印象，並能明

辨出兩黨的立場差異。 

    另外，游盈隆(1994)研究 1991 年國大代表選舉的資料，亦發現相似於上述

的結果，選民對國民黨、民進黨的印象各有其優缺點，往往一方的缺點即成為另

一方的優點，反之亦然，且整體而言，國民黨的政黨形象是優於民進黨。 

    不同地，劉義周(1994)利用政治世代來觀察各代間政黨形象認知短期及長期

的差異7，在短期形象方面，不論外省、本省選民對國民黨的評價是年齡愈輕者，

評價愈低，民進黨則在外省第二代、第三代中的評價略優於外省第一代，但整體

而言，國民黨是得到較好的評價；在長期形象方面，國民黨仍是居於優勢，但就

世代的趨勢而言，是不利於國民黨，有利於民進黨，國民黨在年輕一代所減少的

比例，正是民進黨所得到的成長；選民心中對政黨形象的內涵為國民黨是「保守

的」、「對民主有貢獻的」、「照顧人民福利的」政黨，民進黨是「激進的」、「暴力

的」、「制衡的」政黨，選民亦都能清楚地認知兩黨是不同屬性的政黨。 

    王興中(1995)則以 1992 年第二屆立法委員選舉調查資料為研究對象，透過

結構性和開放性問題來比較國、民兩黨形象內涵的差異，在結構性問題上，發現

兩黨在統獨問題形象上產生最鮮明的對比，「民進黨主張台獨、國民黨代表統一」

幾乎是所有選民的共同認知，同時，民進黨代表「台灣人」的形象也很清楚，國

                                                 
7 劉義周分析政黨形象此變數的指標有三，一為對國民黨、民進黨近期(六個月以來)的評價，屬

短期的指標；二為在選舉後請受訪者在政黨候選人、政見、領導人才、照顧人才福利等項目上

比較兩黨的優劣；三為提供一些形容政黨形象的詞句，讓受訪者選擇用以形容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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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黨則不特別代表某一群族群。其餘的形象可歸納為三種模式：(1)民進黨在政

府或從政者的操守相關形象中具有壓倒性的優勢；(2)在與政治民主化相關形象

中，國、民兩黨同時都受到正面的肯定；(3)在政治穩定相關形象上，則是國民

黨佔絕大優勢。在開放性問題上，民進黨在制衡國民黨、伸張民意、推動民主改

革、打擊特權貪污、以及某些公共政策訴求方面得到較正面的評價，負面則集中

於暴力與激進的手段；而國民黨只有在民主改革方面的形象比較好，其形象不佳

的地方也比民進黨多。 

    對於政黨形象長期性的觀察與分析，則有陳明通(1998)從 1992~1996 年民進

黨形象的跨時性變化來思考選舉研究上的意義，尤其政黨形象的轉變對政黨重組

的意義，其研究發現民進黨負面的形象近年來有在改善中，特別是針對台獨與暴

力的形象，但是選民對民進黨的台獨形象並沒有改變，仍認為其是一主張台灣獨

立、代表台灣人的政黨。 

    Lin(2005)則將研究時間由 1992 年拉長至 2000 年，分析國、民兩黨形象的在

這十年間的變動情形，發現政黨形象並非是固定不變的，而是會受到政治議題設

定和環境變遷的影響而改變形象的內涵，更甚者民進黨近年來得到更多正面的評

價，而國民黨則產生較多的負面評價。 

另有郭琮淵(2006)研究三次總統大選後選民對國、民兩黨形象的跨時分析，

研究顯示民進黨在 1996 年的政黨形象為代表台灣人與本省人利益、一般民眾利

益、不與黑金掛勾、及激進的政黨，且選民對這些印象是很強烈的，但在 2000、

2004 年時，某些形象的認知比例則出現鬆動的現象，開始有轉變為負面評價的

趨勢，只是轉變幅度較為有限；整體而言，國民黨的政黨形象為代表外省人利益、

有錢有勢者利益、與黑金掛勾、溫和且保守的政黨。 

    上述的研究幾乎都是圍繞在探討政黨形象、政黨認同、選民投票抉擇間的相

互關係，另有學者劉義周(2004)透過政黨形象的分析來探討政黨民主與台灣民主

化間的關係，發現選民均肯定國、民兩黨的民主形象，且一致地認為國民黨是對

民主有貢獻的政黨，1990 年代的民進黨則在「民主」形象上，讓人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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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同於專以量化研究途徑研究政黨形象外，質化研究途徑也是另一種嘗試，

鄭夙芬(2004) 透過焦點團體訪談方式，以不同組別的政黨認同者來分析各黨的

形象，其研究指出國民黨的經濟發展是所有選民共同一致的正面評價，但黑金問

題仍是該黨的一大缺陷，而民進黨的暴力激進形象也是所有選民所公認的印象。

游清鑫(2002)則嘗試結合面訪調查及焦點團體訪談的資料，探索政黨認同的社會

基礎及選民心中的政黨形象，發現民進黨在 2000 年總統大選後已成為選民政黨

認同比例最高的政黨，且各主要政黨的社會基礎也有所差異，透過選民對政黨過

去、現在與未來的正負面評價與期待，呈現多樣化的政黨形象，同時這些形象會

因政黨認同屬性的不同而產生差異。 

 

 

二、獨立選民對政黨的評價 

近年來由於政黨認同者的比例銳減，大部分認為這是黨派中立者的比例增加

(Miller and Wattenberg, 1983)，或是基於對政黨的消極性(Nie, Verba and Petrocik, 

1976)，而心理學家的解釋則認為這是選民在態度上正面或負面的問題，而非僅

止於強烈否定政黨而傾向中立，例如選民對某一政黨有正面的印象，但不代表他

對此黨就沒有負面的印象，正、負面的印象是可以同時存在的(Cacioppo and 

Berntson, 1994)。 

那麼獨立選民是如何來看待政黨？葉銘元(1994：176-180)認為獨立選民與政

黨形象的關係可從兩方面來談，首先，相較於政黨認同者，獨立選民對政黨相關

訊息的瞭解比較有限，相對而言對政黨形象的認知就比較模糊；其次，若是基於

政治獨立的理由，獨立選民應該不會對特定政黨有正面或負面的態度，若獨立選

民對政黨產生偏頗的認知，可能是受短期的因素所影響，對政黨形象的認知也較

具浮動性，其研究結果發現：1、有政黨認同的選民對所支持政黨持正面評價的

比例高於獨立選民，而獨立選民高於敵對政黨認同者；2、獨立選民對兩黨保持

中立的形象認知。 



 21

莊天憐(2000)以政治知識得分的高低進一步區分獨立選民的類型，發現「理

想型獨立選民」對民進黨形象的評分高於「冷漠型獨立選民」，對國民黨形象則

沒有差異；「理想型獨立選民」對新黨形象的評分在 1994 年以前低於「冷漠型獨

立選民」，在 1995 年後則高於「冷漠型獨立選民」；朱曉玉(2004)則以教育程度

來檢視高、低教育獨立選民對政黨喜歡的程度，結果發現兩組獨立選民對民進黨

的喜好程度是有差異的，低教育獨立選民喜歡民進黨的平均分數高於高教育獨立

選民。 

李寬芳和鄭俊昇(2000)將獨立選民區分為「積極獨立選民」、「消極獨立選

民」，如果在投票行為時被定義「積極獨立選民」時，其對民進黨欣賞態度持正

面的比例高於國民黨，而「消極獨立選民」對民進黨、國民黨欣賞態度持正面的

比例相同。 

    游清鑫(2002)結合面訪和焦點團體訪談來研究選民對政黨的印象，發現無政

黨認同者對國民黨的印象較多元，既肯定國民黨對台灣過去經濟發展、社會安定

的貢獻，另一方面也對施政時期進行批評；對民進黨的印象是懷念其在野時所扮

演的角色，同時也對其施政感到失望。 

 

 

三、兩性對政黨評價的不同觀點 

兩性對於政治世界的了解有不同的心理層面，這是由於性別角色社會化、 

不同的生命經驗、及物質基礎的緣故，而產生了不同的政黨認同的心理特質，如

女性強調人際關係的連結、較具同情心、歸屬感等，相反地，男性較重個人、自

主性和獨立性較高(Gilligans, 1982)，如此可預期兩性在政黨認同的態度上也會有

所差異(Greene and Elder, 2001)。 

前述提及政黨認同和政黨形象是密切相關的，兩性在政黨認同態度的差異，

是否也會影響兩性對政黨形象認知的差異？現存的文獻關於兩性對所認同政黨

有更正面或負面的看法並沒有一致的發現，一種說法是認為男性較易成為獨立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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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Norrander, 1997)，對政黨較沒有正面的評價，這可從兩性對社會團體的評價

中來預期女性比男性對她們所偏好的政黨有更正面的評價，如 Norrander(1997)

研究 1952~1994 年選民的政黨認同時，發現女性對社會團體的評價高於男性，從

女性這種強調人際連結的觀念，將可提供做為女性對其所偏好的政黨有較高評價

的基礎。 

相反地，另一種說法是認為男性對政黨的評價是高於女性的，許多研究指出

僅管現今女性投票率高於男性，但男性對於政治事務的參與仍比女性積極，女性

因為傳統性別角色社會化的緣故，對政治較不感興趣，相對的對政治活動的參與

也較不熱衷，而男性則比女性更常與家人、朋友、工作伙伴等人談論政治相關事

務，並且投入更多的時間在競選過程、與政治官員接觸、或成為政黨組織的一份

子(Conway, Steuernagel and Ahern, 1997)。通常政黨認同的研究是假定個人的態度

會影響其行為模式，然而，根據自我認知的理論(self-perception theory)，個人可

能會從自我的行為來推論其態度，態度和行為是一致的(Burden and Greene, 2000: 

66)，由於男性對於政治的涉入程度較高，相對的也就可預期男性對於政黨態度

的感受可能就較強，易使他們對政黨的有較正面的評價(Eagly and Chaiken, 

1993)；相反的，女性因為低度的政治參與，且不太願意和他人討論政治，而使

她們對政黨的態度相對上比男性來得負面一點。 

現存的文獻也顯示，兩性在政黨認同的情感認知和評價上有不同的差異，男 

性由於較高的政治與參、掌握較多的政治訊息(Conway, Steuernagel and Ahern, 

1997)，因此其政治態度是傾向於認知評價取向，對政黨的認知評價也比女性來

得正面；而女性雖具備較高的團體與政黨認同，但因對政治資訊的接收不足、政

治參與感較低，因此其政治態度是傾向情感評價取向(Greene and Elder, 2001)。

女性因為對社會的認同，較易附屬於政黨，但另一方面，又因對政治涉入程度較

低而對政黨的評價不如男性正面，這種矛盾的現象是很值得進一步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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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國內、外相關文獻對選民的政黨認同研究累積了豐碩的成果，但卻往往

忽略了這些在政黨認同的表態上，選擇中立而不偏向任何政黨的選民，如有提

及，也往往淪為其他政黨認同者的對照組，而沒有深入去探究。近年來雖有幾篇

零散文獻探討國內獨立選民，但焦點主要集中於比較獨立選民和其他政黨認同者

在投票行為上差異的討論，而忽略獨立選民在本質上的差異，過去性別往往被視

為一個解釋變項，而沒有擴大延伸其實質上所代表的意義，又如前文所提及的，

女性獨立選民的比例總高於男性，那麼具備什麼樣特質的女性易成為獨立選民？

她們在沒有政黨情感包袱之下，對政黨形象的認知是否會產生差異？又女性獨立

選民對政黨的形象是否如先前研究所提到的女性的政黨形象是近似於正面或負

面的評價？這都是本文所欲進一步分析討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