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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國會選舉影響政治行動者及國會的政策偏好與誘因已如前述，本章針對民主化與社

會政策的關係提出本研究的架構與設計。首先概述本研究所採用的方法與途徑，其次根

據相關理論提出本研究架構與待檢驗的問題，最後說明研究設計的流程與編碼規則。 

 

第一節    方法途徑 

 

壹、 研究方法 

 

一、 文獻分析法 

 

又稱「非接觸性研究方法」。文獻是一種發表過，或雖未發表但已被整理、報導過

的歷史性紀錄，包含常見的印刷品，如期刊、報告等，也包含有實物型態在內的各種材

料27。本研究首先以文獻分析法為基礎。舉凡學者專家中有關本研究之民主選舉、社會

福利、福利國家等相關議題，探討社會政策有關之專書，或是相關之雜誌與報刊、博碩

士論文、學術研討會議論文、國科會計畫成果報告書等都是本研究涵蓋之參考資料。 

 

二、 內容分析法 

 

內容分析同樣屬於不與人事直接接觸的「非接觸性研究方法」。該方法在傳播學上

有悠久歷史，起源最早可追溯至古希臘的修辭學分析。 

何謂內容分析？ Neuendorf（2002: 10）定義，內容分析是一種「總合的、量化分

析訊息的科學方法，包含了研究設計、信度考驗、假設檢定等，它不受限於測量變數的

                                                 
27 資料來源：紫金網，http://www.zijin.net/get/daguan/tougao/2006_06_09_7651.shtml。（上網瀏覽日期：
2006/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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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以及訊息的內容」。所以內容分析實際上是一種不折不扣的量化方法（李天任、藍

莘 譯，1991/1995：219）。Robert Weber清楚總結內容分析方法的過程：將文件中的文

字歸類成很少的幾個內容類別，每個類別都由一個、幾個或更多個單字組成，其中具有

相同意義的單字、片語或其他的文件單位都會被歸類到相同的類別，這些意義的相似性

端視研究目的而定（轉引自陳永峰，2005：3）。因此，內容分析就是一種「一種從文字

做有效推論過程的研究方法」。基於內容分析法的特性，本研究將焦點置於台灣民主化

後五次國會選舉的政見內容，探索社會議程的變遷以及構成國會結構的政治行動者的政

策偏好，將將社會福利政見視為政治行動者偏好與台灣社會政策發展的一種測量指標。 

 

貳、 研究途徑 

 

研究隨著層次不同可分為宏觀與微觀。傳統研究多從國家中心論著手探討台灣社會

政策的發展，這是屬於宏觀的歷史研究途徑。這種途徑強調政經系絡對制度與政策的衝

擊（Steinmo and Thelen, 1992:16-18）。這些途徑多數利用「關鍵時刻」（critical junctures）

或「斷序均衡理論」（punctuated equilibrium theory）來說明制度與政策的變遷（Steinmo 

and Thelen,1992: 15; Baumgartner& Jones, 2002: 3-27）28。 

然而宏觀途徑有下列缺失。首先，缺乏個體層次的探討，使得「關鍵時刻」成為套

套邏輯，無法掌握造成「關鍵時刻」的原因。其次，宏觀層次的探討缺乏政治行動者政

策偏好與國會偏好結構的考量，然而這些因素卻是影響政策制定的關鍵。最後，過度著

重國家制度分析忽略國會才是政策制定的場域。本研究認為行動者對於社會政策的偏好

與立場影響國會內部政策合法化。因此，本研究採用理性選擇模型「自利」（self-interest）

與「理性」（rational）的人性假說（陳敦源，2002：48）。該模型強調「方法論上的個人

主義」（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以及「有目的的行動」（purposeful action），代表

該途徑的分析層次是微觀的，且假設個人能夠根據偏好排列出所有選項並比較其優劣

                                                 
28 該模型認為制度透過反向與正向回饋在長時間而言是趨向於穩定發展，所謂的「斷序」（punctuated）
或「關鍵時刻」（critical junctures）就是指某一段時間之內的危機造成制度或政策變遷，一旦制度變遷之

後又會回到穩定發展的狀態，也就是「均衡」（equilibr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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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ron and Sened, 2001: 19-22）29。本研究將國會選舉中的行動者視為為獲得勝選必須

將選票極大化。據此，候選人為獲得勝選必提出最接近選民立場的政見，民主選舉正好

提供行動者一種政策誘因，導致社會政策發展。 

儘管宏觀與微觀的差異，但兩派的學者同樣視制度為強烈的誘因結構，因此可將理

性選擇的偏好鑲嵌入特殊的歷史情境之中（Katznelson and Weingast, 2005: 2）。換句話

說，微觀正可彌補宏觀的不足提供「關鍵轉折」的解釋30。本研究認為理性選擇有助掌

握政治行動者與國會政策偏好，說明社會政策的發展，從微觀角度出發彌補宏觀研究。 

 

第二節    研究架構 

 

圖 3-1總結本研究的變數關係。民主化過程造成政治結構的基本轉變，此轉變代表

國會選舉競爭的成形。政黨是透過民主制度建立起來最普通的機制，選舉自然會影響政

府的作為與政黨的產出（Barrilleaux, Holbrook and Langer, 2002: 415）。選舉競爭愈激烈

愈能促使政治行動者有足夠誘因反映民意，如果國會內支持社會政策的政治行動者佔多

數，將直接導致國會偏好結構的轉變。換言之，推行社會政策的否決力量減少，將愈有

利於社會政策的制定。就此而言，民主選舉促使政治行動者有足夠誘因提出社會政策，

國會對於社會政策的偏好成為社會政策發展與否的關鍵。政治行動者偏好的轉變連結國

會偏好結構的組成，成為福利國家制度的「關鍵時刻」（critical junctures）。一旦微觀的

政策偏好與結構有利於政策窗的開啟，隨即預告宏觀的社會政策發展與福利制度的變

遷。民主創造新的策略系絡與政治遊戲的場域，可能促進或限制政治組織或動員的新模

式，行動者策略的適應將連結民主政治與自身的優勢（Wong, 2005: 91）。因此，「政黨」

與「候選人」成為國會選舉場域中最顯著，同時也是反映民意的行動者。政黨與候選人

代表民意主導議題的內容與政策的產出，如果該政黨與候選人支持社會政策，將直接影

                                                 
29 為達成該假設，偏好須符合下列條件：完整性（completeness）、遞移性（transitivity）。完整性是指在
所有可能結果中，該結果至少比另一個結果來得好。遞移性是指如果 a偏好大於 b偏好，b偏好又大於 c
偏好，那麼 a偏好一定大於 c偏好（Shepsle and Bonchek, 1997: 25-26; Doron and Sened, 2001: 22）。 
30 例如Weingast（2005: 163）即認為當個人對政治世界現有的價值受到新價值的考驗，偏好可能開始轉
變，一旦群體的偏好超越關鍵門檻將造成制度的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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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國會偏好結構，有利於社會政策的發展。「國會偏好結構」、「政黨」與「候選人」是

國會選舉中直接影響社會政策產出的解釋變數，一旦國會結構與行動者都支持社會政

策，將有利於議程設定，開啟社會政策的機會之窗。同時，透過政策學習的效果，制度

內的行動者將會調整策略使之適合特殊的制度基礎，瞭解如何反映民意做出最佳的政策

選擇（Wong, 2004: 24）。因此，民主化透過國會選舉影響政治行動者的微觀政策偏好，

並將偏好納入國會結構中影響社會政策的制定，社會政策的發展將透過政策學習再度反

饋至民主過程形成政策循環，並同時成為宏觀制度「路徑依賴」（path dependence）的來

源。 

 

民   主   化 

 

變                        國  會  選  舉  競  爭 

 

政 治 行 動 者 政 策 偏 好 

 

         政 黨 政 策 偏 好                      候 選 人 政 策 偏 好 

          

數 國  會  偏  好  結  構 

 

產                           社 會 福 利 政 策 

出                           福 利 國 家 發 展 

 

 

圖 3-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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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問題檢驗 

 

政治行動者的政策偏好透過國會選舉反應民意，不同時間、屆期的國會選舉反映出

不同的社會政策議程，並與民主化發展呈現高度相關性。民意的轉變同時伴隨著政治行

動者偏好的改變，也同時影響社會政策議程的轉變。該屆選舉的社會議程不但代表當時

民眾所關心的議題，同時亦是該屆國會最有可能開啟的政策窗，瞭解不同時間所關注的

議題有助於掌握台灣民主化後社會政策的趨勢與變遷，這些議題也成為社會政策合法化

中問題界定的前提。待檢驗的問題如下所示： 

 

壹、 研究問題 1：社會政策議程發展的軌跡與趨勢為何？ 

問題檢驗 1.1：社會政策項目的發展軌跡與趨勢為何？ 

問題檢驗 1.2：社會政策對象的發展軌跡與趨勢為何？ 

問題檢驗 1.3：社會政策內容的發展軌跡與趨勢為何？ 

 

文獻顯示不同政黨有不同的社會福利理念，同時左翼政黨與社會政策高度相關。因

此，以基層及勞工為號召的政黨較傾向社會政策。根據林佳龍（1988）對於國內兩大主

要政黨支持群眾的分析顯示，民進黨比國民黨的選民組合有較多的小資產階級與勞工階

級，因此推測民進黨較國民黨偏好社會政策。Downs的空間模型認為執政黨為維持政

權，必須對政策負實；反對黨目的是奪取政權，所以不會主張接近現狀的政策，為了與

執政黨區隔，反而容易採取較極端政策訴求以吸引選民青睞。因此不同政黨基於理念、

支持基礎與立場有不同的社會政策偏好。關於政黨偏好待驗證的問題如下： 

 

貳、 研究問題 2：不同政黨的社會政策偏好為何？ 

問題檢驗 2.1：不同政黨的社會政策偏好為何？ 

問題檢驗 2.2：以勞工及中下階級為支持基礎的政黨是否較偏好社會政策？ 

問題檢驗 2.3：政黨輪替前後的執政黨與在野黨對於社會政策偏好有無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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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人的政策偏好不僅彰顯民意價值，同時當選後亦將偏好帶入國會影響社會政策

制定。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何種特質的候選人較偏好社會政策？不同特質的候選人對

於特定社會政策偏好有無明顯差異？哪些行動者是推動台灣社會政策發展的助力？關

於候選人政策偏好待驗證的問題如下所示： 

 

參、 研究問題 3：不同特質候選人的社會政策偏好為何？ 

問題檢驗 3.1：不同性別的候選人的社會政策偏好為何？ 

問題檢驗 3.2：不同年齡的候選人的社會政策偏好為何？ 

問題檢驗 3.3：不同教育程度的候選人的社會政策偏好為何？ 

問題檢驗 3.4：不同職業的候選人的社會政策偏好為何？ 

 

簡單民主模型認為民主選舉有利於社會政策的制定，促進福利國家發展。透過激烈

的民主競爭，促使政治行動者以特定的社會政策議題來爭取立場相近選民的支持，並在

勝選後積極落實政策主張以尋求下次連任機會。因此，候選人於國會選舉競爭的結果應

與該候選人的社會政策偏好具備關聯性。詳言之，民主模型認為具有高度社會政策偏好

的候選人較易進入國會，遂行其政策偏好。因此，反映在國會選舉上即是候選人當選與

連任應與其社會政策偏好呈現相關性，此外國會選舉競爭程度愈激烈愈容易形成候選人

社會政策偏好的誘因，使社會政策更容易納入選舉議程。針對國會選舉影響行動者政策

偏好待檢驗的問題如下： 

 

肆、 研究問題 4：國會選舉如何影響政治行動者社會政策偏好？ 

問題檢驗 4.1：候選人當選與否與社會政策偏好是否相關？ 

問題檢驗 4.2：候選人連任與否與社會政策偏好是否相關？ 

問題檢驗 4.3：候選人社會政策偏好程度與國會選舉競爭程度是否相關？ 

 

國會是民主政體中社會政策合法化的機關，其成員的政策偏好結構對於社會政策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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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順利合法化關係重大。簡單民主模型主張民主過程有利於社會政策的制定，導致社會

政策的發展，此乃因為民主選舉促使競爭者重視社會政策，一旦勝選進入國會後，國會

內部多數支持社會政策的行動者，意味著遂行社會政策合法化的阻力較小，亦即實現社

會政策主張的可能性將更為提高。關於歷屆國會政策偏好結構待檢驗的問題如下： 

 

伍、 研究問題 5：歷屆國會的社會政策偏好結構為何？ 

問題檢驗 5.1：歷屆國會的社會政策偏好結構為何？ 

問題檢驗 5.2：歷屆國會的社會政策偏好於政黨輪替前後有無差異？ 

問題檢驗 5.3：歷屆國會的社會政策偏好結構是否與選舉競爭程度相關？  

 

第四節    研究資料 

 

如何探知政治行動者與國會的社會政策偏好結構？本部分分為競選公報與資料庫

兩部分，分別介紹本研究探知政策偏好的資料來源與資料庫建立的過程。 

 

壹、 競選公報 

 

本研究將競選公報上的政見視為政治行動者的政策偏好主張，主要因素在於競選公

報是政府唯一直接印製的文宣品，與投票通知一同寄送，能確保每位選民都能看到公報

內容，彌補個人文宣品不一定能交到每位選民手中的缺點。此外，既然是由政府統一編

印的唯一文宣，候選人自然會予以重視，更能提高政見品質。因此儘管王順民（2003：

518）認為，候選人並未善用公報所提供作為一種公共性論述的工具目的，使得政策白

皮書直接取代公報的功能，因此有必要重新定位選舉公報的角色定位。但相關文獻顯示

競選公報與候選人自行印製散發的文宣、白皮書之內容並無顯著不同（雷飛龍、陳世敏、

陳義彥，1985）。因此，本研究捨棄個人的競選文宣，採用競選公報上的政見作為政治

行動者的政策偏好除了資料蒐集效率的考量，更有資料正確性的理由。 



 53

貳、 選舉資料庫 

 

一、 資料範圍 

 

本研究針對民主選舉與社會政策的關係進行國會選舉的探究，因此公報的蒐集範圍

自一九九二年第二屆國會選舉至二○○四年第六屆國會選舉的所有參選人（不含不分區

立委）。由於第二屆國會選舉是台灣國會首次全面改選，相較於戒嚴時期的增補選，本

次選舉可視為台灣民主化的里程碑，因此本研究捨棄九二年以前國會增補選的資料。 

 

二、 公報樣態 

 

本研究透過中央選舉委員會（中選會）的協助蒐集歷屆競選公報，共取得第二屆至

第六屆國會選舉公報 146張。公報內容將是本資料庫建立的基準，其內容主要包含屆別、

號次、相片、候選人基本資料、學經歷與政見等部份，其樣態如圖 3-2： 

 

 

圖 3-2 選舉公報樣態 

資料來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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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立程序 

 

由於公報紙本分析的困難，必須借助電腦才能進行相關統計分析。本研究透過政治

大學公共行政學系陳敦源教授提供的資源與協助，將第二屆至第六屆的國會選舉公報輸

入電腦，建構完整的競選公報資料庫，以提供本研究分析基礎。 

（一）欄位設計與平台建構 

本資料庫欄位設計直接採用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選研中心）與中選會所釋出選

舉資料庫網站內歷屆「立法委員選舉」中的「候選人得票明細」資料為主，再輔以中選

會的競選公報欄位。剔除無統計分析意義的欄位後，例如號次、候選人相片、住址等，

將其資料建立於Microsoft Excel 2003軟體平台上，為的是方便統計分析、查詢與轉換資

料31。資料欄位分為人基本資料、政見、選舉結果三大部分。其中基本資料包含屆別、

選區、候選人、出生年、性別、政黨、出生地、學歷、主修、經歷、職業等部份；政見

分為政見內容與政見字數；選舉結果分為得票數、得票率、當選與否、是否現任四個欄

位。欄位建立後的資料庫如圖所示： 

 

 

圖 3-3 資料庫與欄位設計 

資料來源：本研究。 

 

                                                 
31 雖剔除號次，但本資料庫的候選人排序依然依照其競選號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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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料連結與資料登錄 

本資料庫於屆別、選區、候選人、年齡、黨籍、競選結果的登錄是以中選會及選研

中心所釋出的歷屆國會選舉「候選人得票明細」資料庫為基礎，可免除資料繕打的繁瑣。

另外，為方便聯結選研中心與中選會既有資料庫，本資料庫也特別在選區與候選人兩項

欄位的資料上，直接採用兩中心所釋出歷屆選舉「候選人得票明細」資料庫的超連結，

以提供各選區與各候選人的得票明細，延伸本資料庫的查詢功能與價值。 

本資料庫手動繕打登錄的部分為出生地、學歷、主修、經歷、職業、政見與字數。

除字數利用 Excel LEN函數自動計算外，登錄內容大體依照選舉公報。由於資料龐大，

除研究者本人外更動用約十名工讀生負責資料輸入與校對，總計資料庫建立與查核共約

費時三個月。本資料庫共收錄五屆區域立委參選人，包含平地山地原住民，共 1918人32。 

（三）登錄規則與注意事項 

原則上，資料登錄完全依照中選會所印製的公報內容以不換行、不做任何格式編排

的方式繕打於 Excel儲存格內，內容如有分層標號者，一律統一格式為「一、 1. (1) a. 

(a)」。出生地如為台灣，不再登錄台灣省字樣，直接登錄縣市名稱，其他地方依照公報

內容。學歷與經歷一律分開登錄，原則上學位、畢業學校劃分為學歷，其餘屬於經歷。

公報上職業欄為立委、議員、國大代表等一律統一為民意代表，其餘則依照公報內容。 

 

第五節    研究設計 

 

壹、 實驗性研究 

 

本研究將政治行動者競選時的政策主張視為回應民意誘因與政策偏好，但實際上政

策主張跳票的情況屢見不鮮，以致於政見作為政治行動者偏好指標多受質疑，但政見又

是政治行動者理念與民眾偏好的交集，也無法完全忽略。有鑒於政見乃本研究的重要指

                                                 
32 第二屆 348人、第三屆 332人、第四屆 397人、第五屆 455人、第六屆 386人。其中第四屆新竹市候
選人曾如美雖有登記參選並印製於選舉公報上，但最後因在學尚未畢業，故取消其競選資格。由於曾如

美實際上並未競選，因此未收錄於第四屆競選資料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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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競選政見與實際政策的連結備受到考驗，故本研究從歷屆國會議員中抽樣 54人，

分析行動者競選政策偏好與當選進入國會後政策偏好的一致性。 

由於委員發言紀錄與立法過程統計的困難，本研究從委員會的角度切入，假設社福

政見越多的候選人越重視社會政策，因此當選後會選擇進入相關委員會，以獲得審查社

會政策的機會。文獻指出，國會決策主要有「院會中心主義」與「委員會中心主義」（楊

婉瑩，2002：86-91；2003b：320-329）33。台灣過去長期為院會指導而忽略委員會的重

要性，以致於委員會決策缺乏效力，同時又因政黨協商制度導致委員會角色更為弱化（楊

婉瑩，2001；2002；2003a；2003c；楊婉瑩、陳采葳，2004）。本實驗性研究關心的焦

點在於委員政策偏好與立法行為的關聯性，因此無論委員會決策效力的強弱，委員政策

偏好表達的最佳場所依然在委員會。根據楊婉瑩（2003b：319）與楊婉瑩、陳采葳（2004：

138）針對第三與第五屆國會研究顯示，委員較偏好出席委員會更甚於院會，此外直接

略過委員會逕付院會二讀的法案仍屬少數，且在第二波國會改革後委員會已取得是否將

法案交付黨團協商的先行權力。據此，本研究認為委員參與相關委員會的次數是反映其

政策偏好的優良估計式。 

本研究以社福政見佔總政見的比例作為該候選人的社會政策傾向。每屆國會共六個

會期，以六個會期為母數，委員參加委員會次數為分子，計算該委員進入社會福利相關

委員會的比例34。鑒於五屆選舉，每屆選舉至少 28個選區，考量歷屆選舉與各選區的同

質性，本研究採用比例分層抽樣（proportionate stratified sampling），依照歷屆當選人數

比例預先決定各屆的樣本數如表 3-135。 

 

 

                                                 
33 除該兩種途徑外，另尚有「政黨中心主義」與「多重決策中心」模式（楊婉瑩，2003b：329）。然而不

論是政黨或多重決策關注的焦點依然在於院會與委員會的影響，因此本研究予以忽略。 
34 國會委員會結構更迭數次，因此本研究的社會政策相關委員會於第二屆第一會期乃是指內政委員會與

教育委員會，第二屆第二會期至第三屆所有會期乃是指內政及邊政委員會與教育委員會。第四、五、六

屆乃指衛生環境及社會福利委員會、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內政及民族委員會。此外第六屆立委任期尚未

結束，至本研究為止只召開四個會期，因此第六屆委員會的母數為 4。 
35 為統計方便，平地山地原住民視為一個選區。另外，第二屆與第三屆選舉，台北縣全縣為單一選區，

自第四屆始劃分為三個選區。因此第二屆與第三屆分別有 28個選區，第四屆始有 30個選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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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歷屆當選立委抽樣人數 

 第二屆 第三屆 第四屆 第五屆 第六屆 總計 

母體人數 125 128 176 176 176 781 

分層抽樣比例 16% 16% 23% 23% 23% 100% 

樣本人數 9 9 12 12 12 54 

資料來源：本研究。 

 

其次，將全台灣劃分為北、中、南、東、外島與原住民五個區域，再計算各屆五個

區域的當選比例，並依照分層比例抽出當選人，作為政見觀察樣本（附錄二）36。利用

SPSS for Windows軟體進行社會福利政見比例與社會政策委員會比例相關分析的雙尾檢

定。分析結果如表 3-2，在 95%的信心水準下，達到統計顯著（p=.045），且相關係數

（ xyρ =.280）為正數。統計資料顯示議員選舉時的社會政策偏好與當選後進入國會的政

策主張有相關性。 

 

表 3-2 社會政策政見比例與社會政策委員會比例相關分析 

 進入社會政策委員會比例 

社會政策政見比例  Pearson相關

                  P值 

.280 

.045* 

        註：*p<.05 

 

貳、 操作化定義 

 

一、 選舉競爭程度 

 

部分研究根據投票率或參選人數來衡量競爭程度，但實際觀察台灣九○年代歷屆國

會選舉發現競爭人數並無明顯差異，同時投票率的指標也略嫌粗糙。故本研究根據 Rae

                                                 
36 五個區域的劃分標準為：北部包含北北基桃竹苗、中部包含中彰投雲嘉、南部包含南高高屏、東部包

含宜花東、外島與原住民包含三外島與平地山地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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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 53-58）、Taagepera與 Shugart（1989: 77-79）的「選票分布分數」（Fractionalization 

of Vote Shares）作為觀察指標。該指標的精神在於一個高度分化的系統中有平均的選票

分布，以致於沒有任何政黨可獨佔所有選票。利用權重計算各政黨選票分布的方法稱為

「Herfindahl-Hirschman集中指標」，該指標從 0到 1表現出政黨獲得選票的集中程度，

如果該政黨獲得百分百的選票，HH指標為 1，反之為 0。為了更方便瞭解體系的競爭程

度，「選票分布分數」表示如下37： 

( )∑−=−= 211 ie pHHF  

eF 分數表示體系分化程度， eF =0代表選票完全集中，選票由單一政黨獨占，競爭程度

最小；如果 eF =0.5則是各黨平分選票，競爭程度適中；反之競爭程度最大。 

 

二、 政治行動者政策偏好 

 

所謂政治行動者偏好是指候選人或政黨的政策主張與立場，本研究的偏好乃指社會

政策偏好。 

（一）候選人 

候選人於公報中的政見有提及本研究定義的社會政策代表該名候選人有社會政策

偏好，並將其偏好依據政策類別、對象與內容予以歸類。 

所謂偏好強度是指候選人對於社會政策偏好支持的程度。計算上以該名候選人於公

報中的所有政見字數為分母，社會政策政見字數為分子，所得的百分比為該候選人對於

社會政策的偏好程度。因此，該名候選人的社會政策偏好程度最大為 1，最小為 0。 

（二）政黨 

以該黨所有候選人為分母，有社會政策者為分子，得出一百分比做為該政黨社會政

策偏好百分比。因此，該政黨對於社會政策的支持程度最小為 0，代表該政黨無人支持

                                                 
37 HH指標由 Hirschman於 1945 年提出。計算的原則在於該政黨所獲得的選票權重。例如該政黨如果獲

得 40％的選票，也同時獲得 40％的權重，因此 HH指標就是 0.4×0.4=0.16。因此，HH的計算方式為

∑= 2
ipH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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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政策；支持程度最大為 1，代表該政黨所有候選人都支持社會政策。並以政黨為單

位將主張依據政策類別、對象與內容予以歸類，進一步判斷各黨對於社會政策的偏好。 

 

三、 國會偏好結構 

 

所謂國會偏好結構是指國會內部的政策偏好結構，其基礎為委員偏好，本研究指社

會政策偏好結構。其單位以委員數為標準，政見有提及社會政策的委員記為一人，以此

類推。各屆支持社會政策的國會偏好結構中，最多為該屆國會應選人數，最小為 0人。 

 

四、 社會政策議程 

 

社會政策議程是指該屆選舉與國會內部受到關注的政策項目、對象與內容。本研究

以候選人政見作為分析標準，該屆選舉該名候選人於政見中提及社會政策項目、對象與

內容，社會政策項目、對象與內容的支持度記為 1，以此類推。愈多候選人提及該政策

代表該政策愈受到重視。因此，該屆選舉社會政策議程的支持程度最大為該屆選舉的參

選人數，最小為 0人。 

 

五、 其他統計指標 

 

本研究乃直接針對歷屆國會選舉分析，屬於普查性質，因此不適用抽樣的統計檢

定。為瞭解兩變數間的關聯性，本研究採用下列統計指標： 

（一）相關係數（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凡兩變數屬於等距變數者，本研究計算 Pearson相關係數顯示其關聯的方向與強弱。 

（二）卡方值（Pearson Chi-Square） 

凡兩變數為類別變數者，本研究計算 Pearson卡方值判斷兩變數的相關性。卡方值

愈大代表兩變數實際觀察值與預估兩變數獨立的期望值差異甚大。換句話說，兩變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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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性愈大，反之卡方值為 0代表兩變數獨立。 

（三）φ係數（Phi Coefficient） 

由於卡方值容易受到交叉表數目與樣本數的影響，因此將卡方值除以觀察個數，再

取其平方根，轉換成 0至 1的統計量。0代表變數間完全獨立，1表示變數間高度相關。 

（四）勝算比（Odds Ratio） 

凡兩變數為類別變數者，本研究利用勝算的概念判斷兩變數的相關程度。一件事情

發生的機率，除以這件事情不發生的機率定義為勝算。當勝算比大於 1時，此件事情發

生的機率比不發生的機率為大。勝算比就是實驗組暴露於危險因子下之勝算，和對照組

暴露於危險因子下之勝算的比值38。 

 

參、 分析單位 

 

所謂分析單位（unit of analysis）是內容分析實際計算的對象，是內容分析中最小

也最重要的元素。分析單位可以是單字、單詞、句子、段落或語幹等。本研究從競選中

的社會福利政見觀察行動者與國會對台灣社會政策的影響，因此分析單位為社會福利政

見。鑒於各候選人競選公報政見格式不一，因此必須自行設立分析單位的準則。首要工

作即是瞭解公報中的政見格式與確立分析標準。 

 

一、 競選公報的政見格式 

 

根據整理，競選公報中的政見格式約可分為下列形式： 

 

                                                 
38 以下表為例，勝算比為 ( ) ( )[ ] ( ) ( )[ ] 45.2231823537223715 = 。該計算式消去分母後可簡化為

( ) ( ) 45.22251815 =×× 。 
 有 無 總合 
有 15 22 37 
無 5 18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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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列式政見 

條列式政見是指政見內容利用標號或符號條列陳述者，例如： 

 

一、落實政治革新，貫徹憲政改革。二、維護社會安定，增進社會福利。 

三、促進經濟繁榮，提高國民所得。四、重視環境保護，提昇生活品質。 

五、實施全民健保，確保國民健康。六、增進勞工福祉，促進勞資和諧。 

七、爭取婦女權益，提升婦女地位。八、重視民情民隱，建設祥和社會。 

圖 3-4 條列式政見 

 

（二）陳述式政見 

陳述式政見是指候選人的政見內容未以標號、符號劃分而直接陳述者，例如： 

 

我只要美麗的寶島－安定，繁榮。台灣是我的！台灣是我的！ 

圖 3-5 陳述式政見 

 

（三）混合式政見 

此政見格式為上述兩類型的混合型態，陳述與條列交互使用。例如： 

 

慶華大學唸法律，知道如何立法；博士唸歷史，知道如何開創歷史。願以前瞻的遠光，無謂的

勇氣『擁抱群眾，共創新局』：一、壯大台灣、催化大陸、屹立世界。二、捍衛中華民國，反

對一中一台。三、反金權反賄選。四、落實責任政治。五、開放兩岸直航。六、健全社會福利。

七、加強環境保護。八、推展全民運動。九、實現住者有其屋。 

圖 3-6 混合式政見 

 

二、 社福政見的選取原則 

 

為確立政見分析單位的選取標準，本研究從母體抽取 70位候選人觀察其政見格式

當作樣本觀察值。由於目的不同，本次抽樣必須涵蓋當選與非當選者，故依據表 3-3分

層比例重新抽樣，作為推論母體參數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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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歷屆立委抽樣人數 

 第六屆 第五屆 第四屆 第三屆 第二屆 總計 

母體人數 386 455 397 332 348 1918 

分層抽樣比例 0.20 0.24 0.21 0.17 0.18 1 

樣本人數 14 17 14 12 13 70 

資料來源：本研究。 

 

利用樣本預先觀察其社福政見並建立分析單位的選取原則如下： 

（一）關鍵詞原則：條列式、陳述式或混合式政見中有下列關鍵詞者視為社福政見。 

1. 社會政策：社會安全、社會保險、國民住宅、公共衛生、就業訓練、托育托老、

退休金、救濟金、教育券、年金、醫療、津貼、補助、基金、貸款。 

2. 政策對象：身心殘障者（含意外）、中低收入戶、外籍配偶、弱勢族群、軍公

教（含榮眷）、農漁民、青少年、原住民、婦幼（含女性與兒童）、勞工、老人。 

3. 隱藏內涵：社會福利（含福利）、民生法案、失業、貧富、正義、就業（含工

作權、失業）、族群（含男女平等）。 

（二）條列式政見：條列式政見以標題中整段政見為主，如意涵過於混雜則輔以語幹為

分析單位。如圖 3-7，標題九視為社福政見，標題十意義混雜輔以

語幹，故只有「健全社會福利」視為社福政見。 

 

九、兩性平權，重視婦女兒童青年。十、健全社會福利、重視生命及環境保護，並加強照顧流

浪狗之收養問題。 

圖 3-7 條列式政見分析單位選取實例 

 

（三）陳述式政見：陳述式政見以語幹為主，語幹中有上述關鍵詞都視為分析單位。如

圖 3-8。 

 

反軍購 愛和平 拼福利 關鍵少數 講話算數 

圖 3-8 陳述式政見分析單位選取實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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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混合式政見：混合式政見陳述處以語幹為主，條列處以標題中的整段政見為主，

但如整段政見意涵過於混雜則輔以語幹為分析單位。 

 

肆、 類目建構 

 

本研究針對公報內容及自行建置之資料庫依照窮盡與互斥兩原則，並根據所要觀察

指標將類目建構如下： 

（一）個人背景部分： 

1. 年齡：23-30歲、31-40歲、41-50歲、51-60歲、61歲以上。 

2. 性別：男、女。 

3. 省籍：本省籍、外省籍。 

4. 學歷：國小、國中、高中、專科、大學、碩士、博士。 

5. 主修：文、法、商、理、工、農、醫、其他、雙學位。 

（二）社會背景部分： 

6. 黨籍：中國國民黨、民主進步黨、新黨、親民黨、台灣團結聯盟、無黨團結聯盟、

無黨籍及其他。 

7. 職業：農、工、商、軍、公、教、自由業、民意代表、專業人員、其他。 

8. 當選與否：當選、落選。 

9. 連任與否：連任、未連任。 

（三）社會政策政見部分： 

10. 國會選舉競爭程度：完全無競爭─完全競爭。 

11. 社福政見：有、無。 

12. 社福政見比例：社福政見字數除以總政見字數的百分比。 

13. 社會政策程度：完全無社會政策─完全支持社會政策。 

14. 社會政策類別：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福利服務、醫療保健、國民就業、國民住

宅、概括性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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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社會政策對象：老人、婦幼、勞工、軍公教、青少年、傷殘弱勢、少數族群（含

原住民、外籍配偶）。 

16. 社會政策內容：組織部門的建立與調整、政策的建立與檢討、福利措施的指稱與

反省。 

 

第六節   小結 

 

本章依據理論將國會選舉視為對政治行動者的政策誘因，影響社會政策制定與福利

國家發展。政治行動者又分為政黨與候選人，他們都是國會偏好結構的一部分，因此他

們的社會政策偏好對國會以致於社會政策的發展影響重大。簡單民主模型認為，民主競

爭的擴大有利於社會政策的發展。詳言之，選舉競爭愈激烈愈能刺激政治行動者提出社

會政策吸引選票獲得勝選。本章依據此架構計算台灣民主化後歴屆國會選舉的競爭程度

及政治行動者的社會政策偏好，檢驗民主選舉與政治行動者及國會偏好結構間的關係，

乃至於社會政策的發展。透過瞭解政治行動者偏好與國會偏好結構能清楚描繪出民主如

何影響社會政策。下面章節依據本研究架構與問題檢驗依次分析社會政策議程變遷、國

會選舉與行動者偏好以及國會偏好結構間的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