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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理論基礎與文獻檢閱

台灣選民的投票行為究竟是考量回顧性的評價或是側重展望性的評

估，是本研究討論的焦點。因此本節將先就相關回顧性及展望性投票文獻

整理，接著將探究影響投票行為的經濟因素與施政表現；最後，將回顧國

內相關論文研究，俾建立本研究之理論基礎。

第一節、回顧性投票及展望性投票

美國學者V.O. Key(1966：568)提出”a rational god of vengeance and

reward”，即「獎懲理論」（the reward-punishment theory），此為傳統回顧

性投票理論。假定選民的投票行為是回顧性地（retrospectively），選民用

選票獎勵表現佳的執政黨；或是支持挑戰者以表示對執政黨表現不佳的懲

罰。此論點強調選民依據執政黨過去任內表現評價為其投票的抉擇，亦即

重視的是過去政策實施的結果，而非達到這些結果的方法。因此政策前瞻

性與否或是競爭對手的評估皆非選民投票考量。

不同於前述獎懲動機，Downs(1957：40)從理性抉擇研究途徑，對於回

顧性投票提出不同觀點：其假定選民是理性的，並以本身「成本-效益」作

為投票行為核心概念，選民將選票投給能為他們帶來最大利益的候選人或

政黨。蒐集評估過去政黨表現的資訊成本是較各競爭政黨未來表現資訊成

本為低，因此理性選民與其花太多的時間、心力去相較各競爭政黨對於未

來的政策承諾，不如以衡量政黨過去表現來作為投票參考較為省時省事，

亦即較節省成本。換言之，此回顧性投票的論點乃是選民依據政黨過去的

表現當作評估政黨未來表現的工具，減少資訊蒐集成本以達選民自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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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大化。

根據「回顧性投票」的觀點，選民評價政府施政與現任者任內作為之

優劣，將形塑其本身的政治態度，進而影響選舉的投票抉擇。Fiorina(1981)

歸納Key回顧性施政表現評價與Downs理性抉擇觀點，提出回顧性投票的

論點，用以解釋選民的投票行為。Fiorina（1981：89-102）更進一步定義

政黨認同是在經過時間洗禮，回顧性評價政黨政績表現的總和計算

（ running tally）。在傳統社會心理學研究途徑，選民以投票來表達對執

政黨過去的表現認同與否，當選民肯定過去政黨的政策或行動時，便會繼

續投票支持之；反之，當選民不認同過去表現時，便會傾向投票給挑戰者。

至於理性研究途徑，理性選民會比較競選連任執政黨與挑戰者的政策

來決定投票給誰。因此，投票是一種過去經驗與未來預期結合的過程，選

民在選舉過程中，除了評估比較候選人或政黨對於未來政策的規劃與承諾

外，也評價過去候選人或執政黨的施政表現，選民據此施予獎勵或懲罰，

進而影響投票抉擇(吳重禮、李世宏，2003：30)。換言之，選民在不同的

政黨或是候選人之間進行抉擇時，往往比較他們過去表現來決定支持對

象，此也就成為影響投票時的參考依據及投票結果的重要變數。

在Fiorina所提出的回顧性投票理論帶動下，刺激不少西方學者從事經

濟因素影響選民行為的研究。Kiewiet 與Rivers（1984：370）提出關於影

響經濟投票的回顧性投票模型（retrospective voting model），假設選民：

（1）在職者傾向（incumbency-oriented），（2）回顧性的（retrospective）

以及（3）依據經濟政策的結果而非政策本身；並運用將橫斷面與時間序

列的資料結合（pooling cross-section and time series），來推論經濟發展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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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之間的長期關係。Ron等（2000）也以回顧性經濟評估與投票來分析

1977年英國選舉，地方性的經濟狀況將攸關選民支持執政黨的重要依據，

尤其是地方性的失業狀態。

傳統的回顧性投票理論缺乏對在野黨的評價，不僅忽視選民對於未來

的預期，也低估選民的理性，因此有學者挑戰回顧性投票理論，提出展望

性投票行為：選民比較評估執政黨及在野黨前瞻性（forward-looking）政

策計畫而非僅回顧（backward-looking）執政黨施政評價，選民會挑選何者

可以帶給他們最大「淨收益」（net benefits）來決定投票對象。

以理性選擇的觀點，Achen（1992：199）認為回顧性投票不是理性抉

擇，也不是最終選民抉擇的標準依據，只是選民評估投票的工具和方法，

選民基本上是對未來充滿期望的，預期不同政黨和候選人在未來任內表現

來進行比較，因此理性選民投票行為是展望性的。Lockerbie（1991：242）

也認為選民不是單純用選票拒絕或接受執政黨，而是前瞻性比較選擇不同

政黨的評價及未來期待；其運用1956-1988年美國總統選舉分析，展望性投

票確實是對於選民經濟投票行為有很大影響。

Mackuen與Erikson等人（1992）亦持相同的看法，他們的研究分別將

美國選民比擬是「銀行家」（bankers）型態：練達(sophisticated)且前瞻性

的對未來判斷；或是農夫（peasants）型態：回顧過去經濟表現投票。結果

發現：選民是展望性評估總體社會經濟情況來決定投票對象。

不過，也有持與前述展望性投票不同的論點的研究，Lanoue（1994）

以1984及1988年間美國總統及眾參議員選舉資料分析，比較回顧性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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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經濟投票影響，雖然每次選舉有不同的效果，然而無論是個體或是國家

總體經濟評估，回顧性投票比展望性有顯著效果來影響選民投票。另外，

Lewis-Beck（1990）也以1980年代早期的美國及西歐國家作跨國性研究，

其研究發現選民經濟投票行為是兼具回顧性與展望性的。

綜合上述，我們可以發現，無論是依據執政黨過去在職期間表現狀況

的回顧性投票，或是選民投票依據對未來政策期待與評估的展望性投票，

已引起許多政治學者研究。有趣的是選民所評估的諸多因素當中，包括對

過去執政黨政府的表現或是傳播媒體對過去表現的報導等等，皆左右選民

投票抉擇的因素，因此不少學者肯定展望性評估是奠基在回顧性評估上。

總之，雖然學界對於回顧性與展望性投票之爭議尚未定論，不過不可否認

無論是回顧性評價執政黨經濟情況好壞及施政表現，或是選民對未來的預

期，都是其繼續支持與否的重要依據。

第二節、經濟投票

在民主國家，選民投過選舉決定政府的去留，而經濟好壞切身影響人

民的生活，因此政治與經濟關係密切，經濟問題也成為投票行為研究主題

之一，也因此西方國家有著豐富經濟投票之研究。以下，將先討論有關經

濟投票的測量方式。過去研究中對選民「經濟投票」的測量方式可大略分

為兩類，第一類是從總體層面，以經濟成長、通貨膨脹率、個人實質可支

配所得（per capita in real disposable income）、物價水準以及失業率等總體

經濟指標，來討論其與選舉結果的關係；第二類則以個體層面出發，從選

民個人的認知來觀察個體對經濟狀況的評估與其投票抉擇之間的關聯。

關於總體經濟影響投票行為之研究，最早是由學者Kramer（1971）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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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他認為：選民乃根據執政黨任內表現是否讓選民滿意的回顧性評估，

來決定對現任執政黨支持與否。他運用美國1896年至1964年間各種總體經

濟指標來檢測政府的經濟表現對國會選舉的影響，研究發現個人可支配所

得與執政黨在選舉的支持度成正向關係，至於失業率或是通貨膨脹率則無

明顯影響，因此個人可支配所得為預測選民支持執政黨的最重要指標。在

Kramer的研究之後，引起後續學者廣泛討論那一個經濟指標對選民投票抉

擇最具影響力。Alt 和Chrystal（1983：150）曾經針對美國、英國、法國、

西德、澳洲、日本、丹麥、瑞士與挪威等九個國家實證研究：低通貨膨脹

率、低失業率以及高成長經濟成長率帶動可支配所得增加，將會使選民繼

續支持執政黨。在國內，黃智聰與程小綾（2005）曾以1989年至2001年間

台灣四屆地方性縣市長選舉進行研究，並以Probit模型估計後發現：全國失

業率對於選舉結果有顯著影響，地方失業率於選舉年惡化並不會影響縣市

長選舉結果，而物價膨脹率不如全國性失業率對選舉結果有影響力。

根據黃秀端（1994：3）所整理：有些學者認為通貨膨漲率較為重要，

因為物價上漲是普遍性的，是全民皆可以感受到的。亦有學者認為失業率

的影響力較為明顯，因為失業者自身對於此種情況之感受較為強烈。此外

也有些學者發現個人平均所得的改變是最重要的變數。儘管學者們對於那

一個經濟指標最具解釋力有所爭論，但是以總體資料來進行分析，可以反

映實際經濟情況的變化，並據以作為個人經濟認知上的基礎，也避免個人

調查資料易受測量誤差影響（Tsai，2000：148）。

然而，每一項總體資料在每一次選舉中僅有一個數值，無法分析該次

選舉中經濟表現與選舉之間的關係，因此需要累積長期性的觀察資料才能

進一步解釋與預測選舉結果；同時使用總體層次資料無法分辨出選民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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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家庭經濟好壞進行「口袋投票」（pocketbook voting ）或是運用對整

體社會經濟表現而採取「社會經濟投票」（sociotropic voting），因此遂有

學者以調查研究方式來分析選民個人對上述第二類個人層面評估，與其投

票之間的關聯性。

以選民個人所評估的經濟標的，究竟是從選民自身經濟情況或是評估

國家整體的經濟表現呢？一般來說，我們可以因標的之不同而分為「口袋

投票」與「社會經濟投票」兩種。當民眾認定個人或家庭經濟有所改善時，

便傾向投給執政黨；反之，則傾向投給挑戰對手，此種以個人或家庭收入

為主要考量來決定投票對象者，稱之為「口袋投票」或是個人家庭投票。

至於「社會經濟投票」或是總體經濟票投票乃是依選民對國家總體經濟情

況好壞的認知與評價來投票(Kinder and Kiewiet 1979，1981；Feldman

1982)。此種社會經濟投票並非意味選民是練達的分析總體經濟政策，而是

粗略的評估國家經濟情況。當選民覺得經濟繁榮時，便較會支持執政黨；

反之，當選民認為經濟不景氣時，則改支持挑戰者 (Kinder and

Kiewiet ,1981：132)。

根據上述兩種因素，究竟何者對選民投票抉擇影響較大呢？相當程度

而言，個體經濟狀況為個人對於自身日常生活之親身體驗，理應對民眾政

治態度的影響較為強烈而顯著。但在實證研究中，多數學者的研究都顯示

「社會經濟投票」的影響力要較「口袋投票」大(黃秀端，1994：5；Lewis-beck,

1988：42-50；Kinder & Kiewiet, 1979：495-527)。Markus（1988）運用合

併橫斷式的資料（pooled cross-sectional analysis），研究1956年到1984年美

國總統選舉，雖然個體資料分析認為無論是個體經濟情況或是國家總體經

濟情況變化都會影響選民的投票，不過，他認為：若要解釋政黨得票的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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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整體國家經濟狀況的評估才是影響選民總統選舉投票的主因，相對而

言，個人經濟情況顯得比較不重要。

總而言之，選民經濟投票評估的標的，無論是基於個人的經濟情況考

量，或是以全國的經濟情況來衡量，國內外相關研究均顯示出經濟因素對

於執政黨在選舉中的成敗具有舉足輕重的角色。

第三節、施政表現

在民主發展成熟的國家，強調以民意為依歸，政治領導者的產生，必

須定期訴諸人民的偏好。而民眾對於執政者施政評價，也就好比一把政治

溫度計，除了反映選民對於執政者直接感受外，也同時影響選民的投票決

定(吳重禮、李世宏，2003：27)。簡單來說，在民主政治中，選舉不但是

選民控制執政者的重要機制，也是讓選民用來評估施政者治理績效的時

機。

從治理的觀點來看，廖俊松（2006：2）認為民主社會的選舉是檢驗執

政當局治理正當性與成效的利器。選舉勝出而上台的政治人物與其團隊，

執政期間必須要充分瞭解民情，體察民意，制定正當、合理、前瞻的公共

政策，並審慎負責執行，以能適當回應民眾需求，確實解決社會問題，好

在下次選舉再度贏得執政機會，創造良善治理（good governmance）循環。

換句話來說，回顧性的施政性表現評價，對執政者本身而言，不僅代表其

個人的成就，展現出其政黨治理國家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提供選民繼續支

持與否之動力。張四明(2000：32)就以成績單來比擬總統施政評價，黯淡

的施政成績單可以傳遞初步的警訊，誘導執政者思索如何挽回民意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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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相對的，亮麗的施政表現則能賦予充分的動能，影響公共政策的制定

與執行運作。

執政者的施政表現就成為選民投票抉擇的考量因素之一。關於施政評

價與選舉間關係的研究，Tufte(1975：824)運用美國1938年至1970年間國會

期中選舉與蓋洛普民調(Gallup Poll)總統滿意度研究指出：總統滿意度影響

總統所屬政黨國會期中選舉結果。而Fiorina(1981：ch2)也以美國全國選舉

研究(National Election Studies,簡稱 NES)1952年至1976年期間調查資料，

進行簡單交叉分析後發現：總統的施政評價不但強烈影響總統選舉結果，

同時也會影響國會議員選舉。

Crespi(1980：40-41)認為總統施政評價不但是政策認同與政局穩定的重

要指標，更表示：當人民對於總統施政能力表示懷疑時，亦堪憂國家未來

前景，就會以選票做為工具來宣洩失望的情緒與擺脫低迷的氣氛。因此，

執政者施政表現不佳是很難獲得選民青睞，甚至提供了在野黨對執政黨批

評，藉而影響選民對於執政黨信任，進而吸引在野黨選票的契機(陳陸輝，

2000：130-131)。簡言之，以理性途徑觀點，當選民肯定執政者的現任施

政表現時，將以投票支持回饋；反之，期待繼任者能夠有好的施政成績，

選民就轉而支持挑戰者。

施政評價亦與政治信任息息相關。施政評價在民主社會裡，扮演政治

系統中反饋途徑的主要媒介，具有重大的政治社會意義。就如同陳陸輝

(2003：153-154，原出自Easton,1975：438)認為：當一個特定政策產出符

合民眾需求時，則可能增加對權威當局的支持，即所謂對政府官員的信任

並回報與支持。所以，民眾對權威當局的正面或負面評價，有可能是以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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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認知的一般表現為基礎。因此，在有些文化系絡下，民眾會因為整個

社會情況的好或壞，而對權威當局讚揚或譴責。

正如同先前說明，民主政治向來以民意為依歸，執政者任內施政評價

與選民投票抉擇息息相關，民眾對於執政者施政評價影響其投票行為與選

舉結果是無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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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文獻回顧

有關國內回顧性或展望性投票、經濟投票及施政表現的相關文獻，筆

者就彙整摘錄整理研究者、研究主題、研究變項及其研究發現彙整摘錄，

如表2-1。

表 2-1、相關文獻研究

研究者 研究主題 研究變項 與本研究有關之研究發現

黃鈺淳

（2005）

經濟評估與選

民投票行為之

研究：1996 –

2004 年

選民經濟評

估、政黨認

同、統獨立場

教育程度、職

業有無

本文欲藉由觀察 1996 年、2000 年

的總統選舉及 1998 年、2001 年的

立委選舉選後民調資料，找出台灣

選民有無經濟投票的現象存在。本

研究發現：

1. 經濟評估可為台灣選民投票行

為影響因素之一，但由於獨特

的歷史文化背景使然，在投票

時扮演的關鍵性依舊不如政黨

認同與統獨立場。

2. 低教育程度選民較高教育程度

的選民更易有經濟投票的行

為，與國外相關的經濟投票理

論不符。

3. 有職業的選民又較無職業選民

易從事經濟投票行為。

白瑋華

（2004）

總統施政評價

的影響因素探

討 -一個貫時

性與橫斷性共

同資料的分析

時間、經濟環

境、事件、政

黨認同、省籍

本研究是以陳水扁總統第一任期

（2000-2004）的施政評價作為研

究範例，來進行總統施政評價影響

因素的探討。研究發現：

1. 隨著時間的流逝，總統施政評

價有衰退的趨勢。

2. 在好的經濟環境時，總統施政

評價會上升。

3. 當正面事件發生時，總統施政

評價會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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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當民眾的政黨認同屬於總統的

政黨或總統的政黨聯盟，則該

民眾會給予較高的施政評價。

5. 相對於本省族群（閩南族群與

客家族群），外省人通常對總統

施政表現不是很滿意。

程小綾

（2004）

經濟投票與政

黨輪替—以台

灣縣市長選舉

為例

經濟變項：地

方失業率、全

國失業率、物

價膨脹率。

政治變項：

政黨輪替、競

選連任、連任

屆數、單一政

府、與總統同

一政黨。

本研究將經濟投票理論應用至台

灣縣市長選舉，探討縣市長的地方

選舉中，導致政黨輪替的可能變

數。本研究發現：

1. 經濟變項：全國失業率對縣市

長選舉結果有顯著影響，地方

性失業率則否。至於物價膨脹

率，則不如全國失業率有影響

力，即使物價於選舉年上漲，

總統政黨執政縣市出現政黨輪

替的機率，亦未有隨之提升的

態勢。

2. 政治變項：現任者競選連任有

利於現任執政政黨於選戰中勝

出；單一政府對選舉結果則無

顯著影響；一黨連任屆數與其

發生政黨輪替的機率呈正向關

係。

伍佩鈴

（2004）

經濟評估、施

政滿意度、政

黨支持與選民

投票抉擇之研

究-2002 年台

北市長、高雄

市長選舉個案

分析

政黨支持、經

濟評估與施政

滿意。

本研究運用 2002 年北、高兩直轄

市市長選舉個案分析研究變項對

於選民投票影響。研究發現：

1. 選民基本背景與政治態度不同

將會影響經濟施政與施政滿意

度。

2. 「現在經濟評估」與「未來經

濟評估」在模型上較為顯著，

亦是選民在評估上比較以國家

總體大環境的評估為主，自身

的個人經濟評估反而不顯著。

3. 選民在直轄市長投票行為裡，

施政滿意度為主要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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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無政黨支持之選民，投票

決定以施政滿意度的因素較

大。

俞龍通

（2002）

經濟狀況、施

政表現與選民

投票選擇：美

國總統選舉多

變項整合解釋

模型，

1972-2000

政黨能力、

政黨認同、個

人經濟狀況、

國家經濟狀

況、施政表現

本研究想要了解多變項整合理論

的分析架構下，影響選民投票選擇

的因素。本研究發現：

1. 政黨能力的影響美國總統選舉

效果最強，其次是政黨認同，

再其次是總統表現和國家整體

經濟狀況。

2. 投票的主要根據為國家整體經

濟狀況，個人經濟狀況的影響

幾乎不存在。

3. 選民不僅以現任總統任內施政

表現及過去國家整體經濟狀況

採取回顧性投票模式，也考量

未來國家經濟發展及政黨能力

採取前瞻性投票取向。

4. 良好經濟情況較易產生回顧性

投票，惡劣經濟情況則較有前

瞻性的投票。

王柏燿

（2002）

台灣選民經濟

投票之研究：

1996-2001 年

選民過去與未

來經濟評估、

選民基本背

景、統獨議

題、政黨認同

本研究目的在探索經濟情況的評

估是否影響到投票抉擇。運用 1996

年至 2001 年的兩次總統選舉與兩

次立委選舉資料發現：

1. 1996 年與 2001 年的調查資料

中，無論選民評估過去或未來

經濟好時，會傾向投給執政

黨；反之，則傾向投給在野黨。

2. 1998 年與 2000 年的調查資料

沒有明顯的經濟投票行為出

現，認為外在因素的干擾，或

是選民的認知差異，或是候選

人的因素影響，使得該選舉的

調查結果，經濟評估的影響並

不顯著。

3. 利用政治信任感來檢證選民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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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評估與投票抉擇之間的關

係，發現兩者的交互作用對選

民投票抉擇影響並不顯著。

4. 運用選民的職業、教育程度、

統獨立場政黨認同來交叉分

析，研究結果發現有職業較無

職業、低教育程度較高教育程

度、統獨立場主張維持現狀、

無政黨認同傾向的選民，經濟

投票的特質較為彰顯。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綜合上述文獻，作者歸納與本研究相關主要發現：

一、早期台灣選民是否具有經濟投票的行為，研究結果並不相同，相關研

究也多集中在國家認同、政黨因素及候選人特質等，對經濟議題探討

較少，惟這幾年來，由於台灣經濟發展不若以往，經濟投票在台灣選

舉研究上越顯重視。上述幾篇針對台灣經濟投票研究發現，選民比較

是以社會經濟投票（sociotropic voting）為主要考量，亦即選民以國家

總體經濟狀況良莠為投票取向，而非家庭個人口袋投票，這與美國經

濟投票情況相同。

二、施政表現無論在台灣或是美國，也無論是全國性或是地方性，皆是影

響選民投票行為的重要因素。

三、選民投票選擇相當多元，除了選民個人基本背景之外，在台灣的選舉

研究裡，選民政治態度，例如統獨意識、政黨或是族群認同，亦是不

可輕易忽略。近年來，另一核心投票行為-理性投票，在台灣的選舉研

究中不多，因此關於台灣選民是回顧性或展望性投票投票行為，是值

得探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