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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政黨認同 

 

本研究詢問受訪者的政黨支持或偏好，藉由訪談方式探求受訪者的政黨認同

轉變過程，以及在婚姻脈絡下，政黨認同如何產生變化。相較於族群認同及國家

認同與統獨立場的無變動，政黨認同是在受訪者的政治傾向中，於婚姻過程內展

現最多變化的政治傾向，由夫妻婚前與婚後政黨認同的改變與否，又可進一步的

將受訪個案分為三種類型：獨立型、影響型、轉變型，因此，在政黨認同的部分，

將採取與第四章（族群認同、國家認同與統獨立場）不同的分析方式，以下將依

此三種類型來討論受訪者的政黨認同轉變。 

 

第一節 政治興趣的產生與政黨認同的形成 

人們經由社會化的過程，開始意識到政治事務，並獲得關於政治的資訊。就

政治意識形成的時間點而言，不論是年長世代或年輕世代的受訪者，青壯年時期

都是他們意識政治事務的時期。 

然而，不同政治世代的人，由於成長環境、社會經驗等等差異，開始形成政

黨認同的時期就不同。年長世代的夫妻，主要成長在國民黨一黨獨大的統治時

期，經歷選罷法通過、我國退出聯合國與中美斷交等重大外交事件以及黨外運動

等等（陳陸輝，2000）。在只有國民黨一黨的時期，年長世代的受訪者雖然已意

識到政治，但是產生的興趣不大，投票對他們而言，不是作選擇，只是盡義務。

但是黨外運動以及民進黨開始崛起，對某些年長世代的受訪者而言，是相當大的

衝擊，當政治開始有第二個選擇時，有的人受到吸引，更注意政治，也因此形成

了他們的政黨認同。本研究 3 位年長世代的男性受訪者（M3、M4、M6），皆

是在此時期成為民進黨的支持者，並且如同吳乃德（1999）所言，年長世代的民

進黨支持者顯著傾向台灣認同。但是對於身處同樣時期的 3 位年長世代女性受訪

者（F3、F4、F6），她們卻沒有受到當時黨外運動及民進黨成立的吸引，政治



 61 

興趣仍然不高，對她們而言，國民黨仍然是較為主流的政黨。 

年輕世代夫妻則在其後許多政黨興起、言論自由開放的民主轉型時期中成

長，選擇性較高也更為自由，因此，對年輕世代夫妻而言，對政治逐漸產生意識

的青壯年時期也逐漸形成政黨認同。 

吳乃德（1999）指出，對年輕世代選民而言，家庭社會化是政黨認同形成最

重要的力量，父母的政黨認同會透過家庭社會化傳遞給下一代，因此年輕選民與

原生家庭成員的政黨認同具有高度的重疊性。本研究的 10 位年輕受訪者，的確

有 7 位（M2、F2、F5、M5、M7、M8、F8）與其父母的政黨認同相同，他們也

指出，父母的確是影響其政黨認同的因素，是一種啟蒙、引導性的角色，不僅是

青少年時期政治資訊的主要來源之一，也左右其政治態度。而有 4 位受訪者（年

輕 3 位：M1、F1、F7，年長 1 位：F3）其政黨認同與父母的不同，對他們而言，

教育與人際交往是影響其政黨認同的主要因素。 

 

第二節 政黨認同與擇偶之考量 

 

政黨被區分為藍綠兩大陣營並激烈競爭，其實是晚近之事，因此對於年長世

代的受訪者而言，在其選擇進入婚姻的時期，政黨認同實非其考量擇偶的條件。

即使是年輕世代的受訪者也表示，面對政黨分野嚴重的政治環境，也沒有將政黨

認同納入選擇對象的考量。受訪者雖然會大致在婚前了解雙方的政黨認同，但是

決定是否與交往對象進入婚姻，最重要的取決條件，並非政黨認同。 

但是，隨著人生經驗增加、人際網絡擴大，有的受訪者看到了周遭的親友不

乏因為政黨認同不同而衝突的例子，使得他們重新思考這個問題。例如，先生

F2 的父母常常因為政黨認同的差異而爭執，雖然他不因此而覺得必須將政黨認

同異同納入擇偶考量，但對太太 F2 而言，婚後常與先生家人聚會，看到公婆因

政黨認同不同常產生衝突，讓她覺得這似乎會是一個問題，但只要不去討論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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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會影響到生活，個人的調適相當重要。而 M4&F4 此對夫妻，則有志一同的

表示，雖然他們當時並未考量到彼此的政治傾向，但在政黨競爭的今日，現代人

結婚仍需要考量到政治傾向的異同，夫妻雙方若有政治傾向的差異，最好是事先

就必須了解，才不會在未來因為理念的不合而吵架。 

「沒有耶，我從來沒有想過，可是我後來結婚後才發現，如果你嫁的省籍或

者是政治立場不同的家庭，其實應該也還蠻痛苦的。我覺得應該會吧，你看

像我婆婆跟我公公就是一個深藍一個深綠，那個衝突就還蠻大的，我覺得，

是結婚後才發現，之前從來沒有碰到你也不會去想那麼多，可是後來我發現

這樣子其實也會很不好，除非你是一個完全對這種政治完全完全不 CARE，

完全什麼深綠淺綠深藍那種。多多少少也會覺得不舒服吧，但是也不是會到

那個啦，只是會覺得說，好像這也是一個有一點點小問題的。……可是其實

你不去思考不去想這些事情，好像也不會影響到你生活太大……就看個人能

不能調適。」（F2：13/21-31，14/7-14） 

「沒有耶，以前倒是沒有，不過現在好像要，現在的人結婚好像都要想一想

如果不合的話會吵翻天耶，他有朋友的小孩就離婚了。我一個學生他也是每

次都跟我講他媽媽是外省人他爸爸是本省人，我每次都會故意問他說你爸媽

會不會吵架，他說會喔，偶爾看電視吵一吵就好了，現在的人好像就比較不

太能夠容忍。所以最好是找一樣理念的，比較不會有衝突，我的感覺啦，因

為這種東西就跟宗教一樣啊，像基督徒最好是能夠找基督徒啊，但是宗教還

比這個好一點，還可以忍受，……但是我覺得如果是扯到政治可能就沒有這

麼好吧。……因為理念一樣才能夠契合，否則一個藍的一個綠的怎麼生活，

我弟弟他們家就是啊，他女兒交一個綠的朋友，他就極力反對啊，我弟媳婦

就說那你早沒有講，兩個感情已經那麼好了，你才來說你反對，因為之前也

不知道啊，大家都沒有表態啊，他就好像很極力反對……」（F4：9/13-23，

9/27-33） 

「這講起來是政治很嚴重的問題，因為我朋友的兒子…就我朋友的媳婦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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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省人，是空軍子弟，外省人，為了陳水扁選市長，他去參加晚會，拿一枝

旗子給他女兒，他女兒回來就插在門口，夫妻就吵架，選完就離婚，你說為

這個離婚值得嗎？你那個政治的比你的婚姻還重要嘛，這個怎麼能夠結婚

呢？這個就是假的嘛，假婚姻嘛，次要的問題了嘛，他就離婚了。就為了這

個事，沒有為別的事，這個事我太太也知道。」（M4：9/2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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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婚姻中政黨認同的變與不變 

 

所有受訪者本身在婚前都不認為政黨認同是影響婚姻生活的因素，因此未將

政黨認同納入擇偶條件，在本研究的個案中，婚前雙方政黨認同不同的就有 M1

&F1、M3&F3、M4&F4、M5&F5、M6&F6、M8&F8 等 6 對。表 5-1 為所有受訪

者婚前與婚後的政黨認同 

表5-1 受訪夫妻結婚前後政黨認同之轉變 

受訪者

代號 
省籍 

婚前 

政黨認同 

婚後 

政黨認同 
類型 

M1 本省閩南人 國民黨 國民黨 
婚前不同，婚後相同轉變型 

F1 本省客家人 民進黨 國民黨 

M2 本省客家人 國民黨 國民黨 
婚前相同，婚後相同影響型 

F2 本省客家人 國民黨 國民黨 

M3 本省客家人 民進黨 民進黨 
婚前不同，婚後不同獨立型 

F3 本省閩南人 國民黨 國民黨 

M4 本省閩南人 民進黨 民進黨 
婚前不同，婚後相同轉變型 

F4 外省人 國民黨 民進黨 

M5 外省人 
新黨、親民

黨、國民黨 
國民黨 

婚前不同，婚後不同獨立型 

F5 本省閩南人 民進黨 民進黨 

M6 本省客家人 民進黨 民進黨 
婚前不同，婚後相同轉變型 

F6 本省閩南人 國民黨 民進黨 

M7 外省人 國民黨 國民黨 
婚前相同，婚後相同影響型 

F7 本省閩南人 國民黨 國民黨 

M8 本省閩南人 
台聯黨、 

民進黨 
民進黨 

婚前不同，婚後不同獨立型 

F8 外省人 國民黨 國民黨 

 

以下的分析，將以結婚後至目前為止呈現的政黨認同相異或相同來區分。大

致可分為三種模式，獨立型、影響型、轉變型。 

1. 獨立型：M3&F3、M5&F5、M8&F8此三對夫妻的政黨認同為「婚前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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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後仍不同」，在以下的分析將稱之為「獨立型」。獨立型的夫妻，其分析重

點在於婚後夫妻間影響與相處的情形、衝突的處理等等。 

2. 影響型：M2&F2、M7&F7此兩對夫妻的政黨認同為「婚前相同，婚後相同」，

在以下的分析將稱之為「影響型」。此類型的夫妻，雖然政治傾向相近，但

仍有其強度上的差異，分析重點在於婚後夫妻間更加相似的效果。 

3. 轉變型：M1&F1、M4&F4、 M6&F6此三對夫妻的政黨認同由「婚前不同

轉變為婚後相同」，在以下的分析將稱之為「轉變型」。分析重點在於婚後的

轉變因素。 

獨立型的夫妻，結婚前後的政黨認同皆是不同的，表示轉變的程度不大。影

響型與轉變型的夫妻，婚後所呈現的政黨認同是相同的，影響型的夫妻，雖然雙

方婚前婚後的政黨認同大體上皆相同，但是其仍然有強度的改變，使得此類型夫

妻的政黨認同更為相似；轉變型的夫妻，其影響的程度更大，不只影響到政黨認

同的強弱，甚至產生方向的完全轉變，使得原本政黨認同不同的夫妻，在婚後卻

呈現政黨認同相同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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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獨立型夫妻 

M3&F3、M5&F5、M8&F8 此三對夫妻的政黨認同為婚前婚後皆保持不同的

「獨立型」夫妻，表 5-2 則為其詳細資料。M3&F3 為年長世代夫妻，M5&F5、

M8&F8 則為年輕世代夫妻。 

 

表5-2 獨立型夫妻 

受訪者 

代號 
M3 F3 M5 F5 M8 F8 

世代 年長 年輕 年輕 

教育程度 高中 大專 大學以上 大學 大學以上 大學以上 

職業 商 家管 學生 教師 行銷 金融 

居住情況 與男方父母同住 未與雙方父母同住 未與雙方父母同住 

結婚年 20 1 8 

省籍 本省客家人 本省閩南人 外省人 本省閩南人 本省閩南人 外省人 

婚前政黨

傾向 
民進黨 國民黨 

新黨、親民

黨、國民黨 
民進黨 民進黨 國民黨 

婚後政黨

傾向 
民進黨 國民黨 國民黨 民進黨 民進黨 國民黨 

 

（一）個案 M3&F3 

M3&F3 為年長世代夫妻，男方 M3 為本省客家人，女方 F3 為本省閩南人，

先生為家庭經濟來源，對於家中重大事務有決策權，因此家庭權力較高於太太。

此對夫妻的生活圈重疊性並不高，各自發展。 

先生 M3 從民進黨成立後，由於認同其民主改革之理念而開始支持並投票給

民進黨。妻子 F3 則在大學時期因為學校要求而加入國民黨，雖然其支持理由似

乎較為被動，但是仍形成她偏向國民黨的政黨認同，即使先生與女方父母都是民

進黨支持者，也不因此而改變其態度，主要原因在於她不太同意民進黨較激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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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法。 

在影響層面上，先生 M3 會在選舉前分析政治情勢給太太聽，投票前夕會表

達希望妻子 F3「投綠」，但並非強迫的方式，對先生的拉票，妻子 F3 的應對方

式是：在她認為重要的選舉投給國民黨，但在她認為不重要的選舉中，會接受先

生的說服，投給先生支持的政黨。 

「那有時候投票的時候…我叫她投綠的啦，那後來她投藍投綠我也不曉得，

我也不會去追問她：妳到底投藍還投綠，不會這樣子，就是說沒有很激進積

極的那種。」（M3:4/24-26）。 

「他都口頭說說要投誰，但也沒有強迫。又不是說要從政，然後去反對，沒

有很大的衝突啦。……有啦，里長什麼的啦，或是其實有時候我也搞不清楚

這個人做得怎麼樣啊。有時候照他，有時候我自己的意思。因為我們投的每

次都不會上榜。真的啊！只要那些人不認識的話就聽他的，比較重要的或認

識的就投給自己支持的。根本不認識那些人啊對不對，立法委員要有做事的

人啊。」（F3：7/11-12，10/4-7） 

妻子也不認為先生選舉時的拉票是想要改變她的行為。然而女方特別強調自

己所能產生的影響力在政治這個方面「不可能大」。（F3：7/30）當先生發表政治

意見時，妻子會稍做回應，有時附和，有時稍微的提一些不同意見，但是兩人皆

表示很少聊到政治，也再三強調彼此尊重、個人有個人的想法。也許只能說，先

生對妻子的投票行為產生某種程度的意見影響。個案 M3&F3 的政治傾向不同，

但沒有因此而產生爭執，除了生活圈交集不大，彼此很少討論政治外，妻子更自

言對政治沒什麼興趣，「看久了覺得很煩、乏味」（F3：11/13），訪問時也多以不

知道、沒意見、無所謂等答案回應之，或是避談。最重要的避免衝突之因素，就

是妻子 F3 的態度，雖然 M3&F3 夫妻平時聊天不會特意聊到政治，但是先生在

看電視時會發表意見，也是最常發表意見的人，這時就不是相互討論的情境，而

是先生發出訊息、發表評論，妻子沈默的時候，然而，此位妻子的沈默不代表全

盤的接受，只是一種避免爭執的應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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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啦，因為老實講，你一方不講話就不會吵起來啦。不認同也不會批評

給他反擊，就不會吵起來啦。」（F3:8/9-11） 

 

（二）個案 M5&F5  

M5&F5 為年輕夫妻。男方為外省人，女方則為本省閩南人，妻子為家中經

濟的主要負擔者。兩人共同決定財務開銷，家事一起分擔。雙方共同朋友多，生

活圈重疊性高，相處時間多，也培養共同的興趣。雙方皆認為相較之下，先生較

配合妻子，兩人也皆接受這樣的相處模式。 

在政黨傾向上，男方支持泛藍政黨，而女方支持民進黨，過去曾為此而多次

激烈爭吵。但有趣的是，在 2000 年總統大選時，即使雙方為政黨認同差異而吵

架，男方仍順應女方要求，陪她參與政治活動。 

「常常吵架，對，我們那個時候吵很兇，對，我們為了陳水扁吵了很多次架，

可是很奇妙的是，……那一年是陳水扁第一次選總統，他希望我陪他去（參

加選舉造勢活動），我就提出一個要求，除非你去看陳水扁的，不然我就不

去，後來他還是跟著我去看陳水扁，而且雖然我們常常因為這個而吵架，可

是像那一年扁娃娃還有扁帽很盛行，好像敦化南路還哪就有他的總部可以

買，結果他還帶我去買。我們政黨傾向不同，而且會為了這個而吵架，可是

他還是會帶我做這些事。」（F5：8/11-18） 

除此之外，雙方會互相拉票，女方會要求男方投票給她支持的對象，而在

2007 年立委成功的使男方投給民進黨；先生 M5 同樣企圖去說服太太改變她的

看法，但並未真正動搖妻子的意見，然而近期民進黨的弊案爆發成為關鍵，讓妻

子於 2008 年總統大選投給國民黨。 

「像這次總統大選，其實是因為我政黨立場已經在動搖，因為後來有點失

望，有在動搖，所以他會一直在說服我投給馬英九，那我後來也是覺得說那

就投給他，一方面可能有受到他影響，一方面我自己也覺得說換一個政黨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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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做看。」（F5：9/26-29） 

「沒有隨著結婚而讓我更有影響力，而是現實狀況的改變，所以她才變，因

為我一直都是企圖去影響她，她生氣了就不提，她不生氣我就企圖影響她，

所以我的這方面其實差不多，她的政黨認同改變不是受到我的影響，是現實

狀況的改變告訴她，那時她就會想到我以前說的話好像有道理，但主要的肇

始點是因為現實狀況的改變。當她自己改變後，他會把我以前的提醒拿去跟

她父母講，這樣算不算有影響我不知道，就是她是按照現實狀況做了一套思

考，但她去說服她父母的時候是把我那一套搬出來。」（M5：6/17-30）。 

太太 F5 並非完全改變政黨認同，她仍然支持民進黨，只是支持程度減弱，

的降低，過去曾經重要到使她會跟伴侶、朋友產生大小不一衝突的政治，如今也

似乎只成為一個飯後閒聊的話題。然而她感覺到自己逐漸以更理性的態度來看待

政治，先生在政治上總是冷靜理性，對她有一定程度的影響。至於自己對丈夫，

她則認為沒有什麼影響力，但只要有不錯的人，她仍是會詴圖去影響先生，說服

他一起支持。 

「那個時候他是非常不支持那個候選人，而且他還陪我去看造勢晚會，還帶

我去買東西……所以的確我還蠻欣賞他這一點的，而且他其實在跟我講他支

持，不管藍或綠的，他其實都是用理性的方面去講，他不是單純喜歡這個人。

還有他在看選舉，像我最喜歡看他是什麼國小、國中、大學畢業，他都會真

的去看他們提出的政策，這一點我蠻欣賞他這方面的做法，有可能他就是這

樣潛移默化影響到我，所以我也覺得我在政治上面，我愈來愈理智，我會從

事情去論事，而不再只是用人去論事。……現在我覺得我在政治這部分愈來

愈理性，我還是堅持我支持的，你（意指先生）也是。現在我會這樣覺得，

不會試圖去改變他，除非我真的認為這個人真的很好，我才會一直試圖的去

改變他。」（F5：17/14-23，17/27-30） 

綜合而言，這是一對在日常相處上互相配合、互補、尊重彼此，在政黨認同

上卻又詴圖相互影響的夫妻，即使過去曾多次為了政治而衝突激烈，也並未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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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轉變自己的政黨認同，也並未停止影響對方的嘗詴。雖然在相處上，妻子較強

勢些，也比較會要求男方在政治看法上順應她的意見，但男方的理性溫和的穩定

態度，也是一種力量；雖然丈夫認為自己在影響妻子改變的效果不彰，然而在政

治環境的推波助瀾，讓妻子逐漸減弱自己的政黨認同，由近乎深綠降低為淺綠；

先生以理性冷靜的態度分析政治，也讓妻子詴著在政治上降低情緒性，詴著用同

樣的理性角度去看待政治事務，甚至用先生的分析去說服父母、教導學生。 

 

（三）個案 M8&F8  

M8&F8 為年輕夫妻，男方為本省閩南人，女方為外省人，兩人共同負擔家

中經濟、家事，兩人生活圈重疊性高，相處時間也多。雙方皆認為自己的權力似

乎比較大一些，這可能是因為彼此都相當尊重對方的意見。 

F8 妻子從小到大的人際網絡幾乎都是外省人，F8 妻子的政黨認同偏向國民

黨，原生家庭以及交友環境影響甚大，加上國民黨傳統教育影響，使得她身處幾

乎完全是一言堂的環境。而民進黨對外省族群的言論使得她對綠營較無好感，對

於泛藍政黨較有歸屬感。認識支持民進黨的先生後，先生總是跟她講許多她從未

聽過的相異的政治看法。到了 2000 年，受到先生的說服及陳水扁的溫馨訴求所

吸引，使她首次投給民進黨。然而之後的失望使得她再也沒有投給民進黨過，接

下來的兩次總統選舉，則是跟先生以「一票抵一票」的方式，都沒去投票。 

「以前我覺得反正我們在唸書的時候，我就沒有特別對政治有興趣，而且那

時教育感覺上就是一言堂的一個環境，然後你也不會太去思考這有什麼不大

對，而且我們家的環境也都是，全部都國民黨，又聽不大到其他人的聲音，

所以也不在意……一直到陳水扁在競選總統的時候，我就覺得他們規劃的真

的還不錯，那時候他們溫馨的訴求嘛，然後我也去網站上看他們的評論，就

覺得他們寫得真的還不錯；反觀國民黨好像沒有在做什麼事情，就他們不管

是你的選舉活動給人家的感覺，或者是文件、政見的精緻程度，好像都比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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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黨來得差，所以我 2000年的話就是投給陳水扁，一方面應該也是他當然

有點影響，因為他總是政治的立場不一樣，然後他總是會講一些，像以前我

們在我們家環境聽不到的一些政治看法，我想都會有一點關係。」（F8：

4/26-34，5/1-34）。 

「（2000年民進黨執政）之後啊，之後我就叫他道歉啊，那經濟那麼爛，哈

哈~對呀，就覺得很爛啊，然後 2004年我就沒選，不過 2008年我也沒選。……

他應該都是投綠的，再不然他就不投，2004 跟 2008他都沒投。他說一票抵

一票。呵呵~我不投他也不投。」（F8：5/21-29） 

先生 M8 較會對於政治發表評論、進行分析，也是電視遙控器的掌控者，可

以說是具有大部分政治資訊接收的決定權，因此太太 F8 婚後的政治資訊來源主

要是從陪著先生所收看的節目而來。對於先生的政治看法，有時候太太覺得不是

很合理，但由於她對政治興趣不高，以及對政治議題的不熟悉，認為先生比自己

懂，加上自己也沒有很堅持的態度，即使認為先生說的有些不合理，太太最多只

是偶爾跟先生辯論，但不會因此而吵架，大多是以消極的「算了」的態度應對。 

「有時候我覺得不是很合理，忘記了，沒有什麼特殊的例子，因為我對這個

東西不是很堅持，如果覺得他講的沒有什麼道理那就算了，然後我們不會因

為這個而吵架。辯論也不是太常，因為有些是政治議題我並不是很熟悉。」

（F8：9/34-36） 

M8&F8 兩人並不會互相拉票，反而會以一票抵一票的方式，兩人皆不去投

票。除了對現今政治狀態失望外，也可能是雙方妥協的結果，使得此種共識性的

行為產生。就政治傾向的影響而言，太太本身沒有很強烈的政黨認同，因此不會

有影響先生的動機，也認為自己除了 2000 年受先生影響而投給陳水扁外，其他

沒有任何的動搖，因此太太認為兩人是互不影響的狀態，自己更無影響丈夫的意

願。 

「如果沒有結婚的話，我 2000年應該會選藍的吧，我也只錯了那一次而已，

沒有啦開玩笑，可是也影響那一次而已。」（F8：11/26-27） 



 72 

「沒有想去影響他耶。因為對我來講，我本來就沒有很堅強的政治立場，因

為我覺得本質上來講，兩個政黨都有他的缺點，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沒有一

個真理的存在，所以我不會強迫他說，你一定要去 follow對方的黨，或

follow我的意見。」（F8：10/10-13） 

至於先生也認為，自己對太太的政治傾向影響不大，除了 2000 年那次投票

外。但先生表示，他一直不斷的將不同的觀念、立場與看法帶給太太，讓她了解

本省人、台灣人、了解國族意識等等，增加對台灣的認識，爭取太太的認同。 

「她認為那時候陳水扁的訴求什麼的她能夠接受，妳說是不是因為受到我的

影響，因為那時候我常看電視，我都比較看綠色的，然後那時候她當然會受

我的影響，因為她可以看到比較不同的聲音，慢慢會改變立場，所以多少有

一點……但完全變成跟我一樣，不可能啦，我覺得不大可能，我覺得不大可

能，我也不試圖去做，但我有時候會爭取她的認同，我就跟她講說，有些事

情國民黨實在太過份，比如說撕國旗的事情，把自己國旗藏起來，她也沒辦

法接受，但我會把這些東西凸顯給她，她比較不會去做那些凸顯給我看，讓

我去認同她的那個，她知道沒有用。」（M8：17/26-34，18/1-4） 

而太太對他的影響如何，先生 M8 則認為： 

「她是完全沒有辦法影響到我。因為我發覺他們想的完全是錯的，尤其他爸

媽想的完全是錯的。」（M8：7/28-31） 

由此可見先生 M8 的政治態度之堅持。他認為，雖然妻子 F8 不同意也不會

接受他的看法，但是妻子政治興趣與政治態度相對而言的薄弱，以及妻子的不回

應，使得他們彼此不會有很大的衝突。 

「我比較堅持，她不跟我吵啊。她不會很強烈的……我覺得最主要因為她的

政治意識不是那麼強，那我也不會強迫人家一定要跟我怎樣，這是我覺得最

大的一點是這樣，她不會說因為政治跟你差很多然後（爭吵），她不會，她

對這個不是很有興趣，她覺得做政治是一個很無聊的事情……反而某些看法

她可能認為我的看法比較偏激。〔問：她對你的看法有些不同意，但還是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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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她沒有接受啊，她只是不講而已啊，她不會接受的，我相信她不見得

會接受，她只是不會說。她認為……她有一把尺，她不會強迫你一定要跟她

一樣，她也不會因為這樣跟我爭執，我們兩個很少為政治爭執，這倒是真的，

even選舉的時候也是這樣。她頂多只是不回應。……我覺得我們是好運，

沒有重要是因為我們兩個都沒有說很強烈的政治那種，一定要是你死我亡這

樣子，不會這樣子，我們比較不會影響到。」（M8：18/29-33，19/12-21，

22/9-10） 

在個案 M8&F8 上，可以看到先生 M8 尊重太太的意見、肯定太太的價值，

但先生 M8 影響太太 F8 的動機強烈，也以實際的行動持續的影響著太太。身為

本省閩南人，他認為應該支持台灣意識，先生在家中又較有政治資訊的掌控權，

也不斷的將這樣的理念傳送給太太，並希望未來的小孩也承襲這樣的理念。 

 

（四）婚姻對獨立型夫妻的政黨認同之影響 

雖然此三對獨立型的夫妻，婚前婚後的政黨認同皆不相同，但是在婚姻相處

過程中，仍是有著詴圖影響配偶政治傾向，以及曾經受到影響的情形存在。在獨

立型夫妻中，有幾種影響配偶政黨認同的方式： 

1. 日常生活中累積性的影響： 

（1）在與配偶討論政治的過程中，將政治看法主動表達給對方，詴圖

說服對方或是爭取認同。個案 M3&F3 的先生，會在選舉時期分析戰況

與結果。個案 M5&F5 的先生，在平時與太太一起看新聞時，時常會針

對政治事件進行分析，而太太則認為先生的分析相當理性與客觀，不會

情緒性的批評，也讓她想學習這樣的態度。但太太也會主動表達出自己

對政治事件的看法。個案 M8&F8 的先生，在看新聞時，也會藉機告訴

太太許多自己的政治意見，持續性的想將他的台灣意識灌輸給太太。 

（2）資訊的提供與掌控。先生 F3 及先生 F8，除了平時會向太太分析



 74 

現今政治情勢外，他們還握有政治資訊的掌控權，平時跟太太一起看電

視，由先生決定收看的頻道，而電視是他們最主要的政治資訊來源。差

別只在於，先生 F3 對政治的興趣不是太高，因此收看政治新聞或是政

論節目的頻率不高，而先生 F8 對政治的興趣較高，常常收看關於政治

的節目且是較偏向泛綠的節目，連帶的對太太所接收的政治資訊有某種

程度上的限制。 

2. 選舉前的動員：先生 M3 會在選舉前向妻子拉票，除此之外，也會向自

己的母親及親友拉票，使得結婚前從未投過泛綠政黨的妻子 F3，在婚後

會在某些選舉中採取先生的建議，投給泛綠的候選人，但是先生 M3 的

拉票方式不是強迫性的方式。個案 M5&F5 則是夫妻彼此皆會在選舉前向

對方表示自己屬意的人選，向對方拉票，太太 F5 甚至會有比較強硬的態

度，堅持先生要投給某些人，而結果是雙方都曾經成功過。個案 M8&F8

則是「勸票」，先生 M8 會以兩人都不要去投票的方式，勸說太太不要

投給泛藍候選人，使得原本投票意願並不高的太太，乾脆打消念頭不去

投票。 

此三對獨立型的夫妻，先生在婚姻過程中皆有明顯主動影響妻子的動機與行

動，三位妻子皆曾經受到先生說服而投票給不同政黨的候選人。相反的，就女方

而言，除了太太 F5 曾主動影響先生的政黨認同外，太太 F3 與太太 F8 皆沒有影

響先生的意願，也沒有主動影響的行為，甚至認為自己並無影響先生政黨認同的

能力，就獨立型夫妻而言，女性認為自己缺乏影響動機與能力的原因則為：政治

興趣與政黨認同強度弱。M3&F3 與 M8&F8 兩個個案的太太顯示出，當政治傾向

並不強烈時，不會要求配偶要跟自己持相同意見，也不會詴圖影響對方的政治傾

向。此外，更重要的是，兩個案的女方皆表示自己政治興趣不高，相較之下，先

生對於政治是較感興趣的。雖然自己有不同於先生的政治傾向，但是政治對她們

來說，引不起太大的興趣，所以不會詴圖影響先生，沒有影響的動機；再者，除

了認為先生比她們還懂政治外，先生的政治傾向也比她們來得強烈，即使真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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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也不自信能成功影響先生。因此，當先生發表關於政治的看法時，即使有些

她們覺得不合理但仍接受，也不會反駁，因為政治對她們而言，不是她們所在意

的。 

在獨立型的夫妻中，仍然在相處過程中有影響配偶政治傾向的痕跡，夫妻中

誰的政治傾向強烈，誰就有動機影響對方。此 2 對夫妻，夫妻間教育程度相當，

職業與收入上，M3&F3 是先生高於太太，M5&F5 與 M8&F8 則是太太高於先生，

但 3 對夫妻中的男性皆曾詴圖影響過太太，對政治資訊的掌握及了解程度高於太

太，使得他們相對而言較有權力去影響太太的意見與看法。即使兩人相處時間皆

已超過 10 年以上，影響的效果卻不大，沒有讓妻子完全轉變成跟先生一樣的政

治傾向，似乎相處時間的長短並非影響能力有無的決定因素，而是在於政治興趣

的高低、政黨認同的強弱，以及政治資訊與知識的掌握程度。獨立型夫妻，發揮

影響力後產生的效果是：被影響者曾因此而改變投票意向，但政黨認同仍無法完

全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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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響型夫妻 

M2&F2、M7&F7此兩對夫妻的政黨認同為「婚前相同，婚後相同」，此類型

的夫妻，雖然政黨認同相同，但仍有其強度上的差異，也有影響的動機，因此稱

之為「影響型」，分析重點在於夫妻間更加相似的程度。表5-3則為其詳細資料。 

 

表5-3 影響型夫妻 

受訪者 

代號 
M2 F2 M7 F7 

世代 年輕 年輕 

教育程度 大學以上 大學以上 大學以上 大學以上 

職業 資訊傳播 教師 學生 社會福利 

居住情況 未與雙方父母同住 未與雙方父母同住 

結婚年 3 1 

省籍 本省客家人 本省客家人 外省人 本省閩南人 

婚前政黨

傾向 

無黨籍、台聯、 

民進黨、新黨 

國民黨 

國民黨 國民黨 國民黨 

婚後政黨

傾向 
國民黨 國民黨 國民黨 國民黨 

 

（一）個案 M2&F2  

個案 M2&F2 為年輕夫妻，先生 M2 與太太 M2 皆為本省客家人，先生為主

要經濟來源，也是家中大部分事務的決定者、財務的規劃者，家事共同分擔，兩

人教育程度皆高、社會經濟地位相近、生活圈重疊性高。雙方皆認為男方較為強

勢，女方個性隨和，較為配合先生，也接受這樣的相處模式。 

過去先生 M2 的政黨認同並不穩定，2000 年開始因為經濟發展的考量，使

他逐漸支持國民黨，其後選舉制度的改變，使他更傾向國民黨，但不是死忠的支

持者。對他而言，「經濟情況」是他選擇支持哪一政黨的重要因素。而太太 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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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支持國民黨的父母親影響，以及從小的教育使然，同樣是國民黨的支持者。

雖然兩人的政黨認同婚前婚後都相同，但是仍然有影響的效果存在，而且是先生

影響太太，使得太太的政黨認同更為強化。平時看新聞時，太太 F2 就會請先生

分析關於政治的問題，對太太 F2 而言，先生 M2 的分析都相當深入、有條理，

加上先生也同樣是偏藍的，因此她的接受度相當高，不知不覺就會潛移默化而認

同他的說法。 

「可能因為都偏藍這邊……而且我們對於這個政治，我們沒有到這麼深入

啊，一般他講什麼，我們聽一聽，就好像就會接受他講的東西，這個可能就

是潛移默化，也就被認同了。」（F2：10/8-11） 

先生 M2 對於政治知識與資訊的掌握，使得他的意見有主導性的作用，妻子

也幾乎都接受，不過先生卻不希望自己影響太太的政治看法與決定，反而希望她

有自己的意見，因此先生 M2 並不會主動跟太太討論政治，而是由太太扮演主動

提問的角色，但在先生 M2 回答的過程中，還是將自己的政治意見傳遞給太太

F2，使太太 F2 的政治立場與先生 M2 更為相近。 

「我太太是受我影響的，她自己覺得受我影響，可是我又很不想讓她受我影

響。因為我自己知道我對她有影響，可是我一直希望能夠降低自己對她的影

響力，我才能夠做比較準確的觀察，否則的話，變成她對我的信任或對我的

影響的接受程度，反而是干擾我的觀察。……那我也不會想去影響她，也更

不用去影響她，對我有什麼好處呢？不但不會影響選舉結果，反而落得一個

不好的名聲，什麼我影響我太太呀這樣。」（M2：18/21-29） 

「我們這種枕邊人有這種效果就是人際的傳播效果就是你會讓她更加的偏

近藍，那她可能就覺得她現在是偏藍一點。」（M2：10/32-33） 

至於太太 F2，對於先生 M2 的政治傾向則是完全沒有影響，對先生而言，他

多次表示太太對政治沒有興趣，因此沒有影響他的動力；對太太而言，除了沒有

很強烈的政治傾向外，她不是很了解先生的看法，只大致知道是相同的政黨認

同，加上她信任先生的政治分析與判斷，因此更沒有影響的動機。此外，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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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 認為女生對政治較不感興趣： 

「有可能是因為女性在社會上有更多事情要關心，所以分散了她對政治的注

意力吧，我猜啦。天生女生就是生小孩，喜歡化妝，當然男生化妝的現在也

很多，但是問題這是女生天性的一種需求，除非你能改變說讓男生來生小

孩，做到這一點再來講公平好了。男生相對來講，有更多時間可以搞些有的

沒的。這我個人偏見。」（M2：13/21-26） 

當兩人約在交往 1、2 年後，彼此感情穩定，雙方有穩固的互信關係，就開

始產生潛移默化的效果，即使先生希望儘量不要影響到妻子的看法，但仍是在日

常生活的看法分享中逐漸產生影響，最後的結果就是太太的政黨認同在兩人相處

過程中而與先生的政黨認同更為相近。 

  

（二）個案 M7&F7  

個案 M7&F7 為年輕夫妻，先生 M7 為外省人，太太 F7 為本省閩南人，家

中開銷主要由男方負責，家事則一起負擔，家中的決策也是共同決定。雙方的個

性皆是相當的溫和、隨和，幾乎任何事都是彼此相互尊重、配合，幾乎沒有吵架。 

在政黨認同上，先生 M7 受到父母的影響，較支持國民黨。在大學後讓他開

始重視更多不同的聲音、重視差異且尊重差異，以較客觀的方式看待及分析政

治，雖然仍屬泛藍，但程度已減低。至於太太 F7，雖然其父母是民進黨支持者，

但她受朋友的影響反而較大，較傾向國民黨。 

在與家人相處時，先生不會主動討論政治。夫家是外省家庭，政黨傾向也同

樣偏藍，在與夫家家人相處時，太太 F7 比較會主動聊起政治的話題。而相較起

來政黨傾向雖然也是泛藍但較偏中立的先生 M7，則較少加入討論，有時扮演制

止的角色。 

「我們反而我（指妻子本身）比較愛聊，像我們回他爸媽家就他都不會主動

跟他爸媽聊，我還會討論一下，他都不是很愛講政治，比較少表達他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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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除非我跟他爸媽太over，他才會出聲。……我覺得他這部分就真的還

蠻獨立思考，因為他爸媽就非常的藍啊，還會以他的名義去捐款給國民黨馬

英九什麼之類，但我就覺得他真的還蠻獨立思考，有時候還會一起教訓我和

他爸媽這樣子。」（F7：4/20-23，8/2-6） 

太太 F7 有關於政治不懂的問題總是會詢問先生的看法，之後也總是覺得他

的說法十分合理，並欣然接受。但對先生 M7 而言，他認為這只是政治知識的釐

清，覺得自己並沒有什麼影響妻子的能力，但可以確定的是，他的看法對於妻子

而言是相當有說服力的。 

「我覺得那個東西可能是知識上面的問題，因為我覺得可能是她對於我們在

談的那種比方說主權那些東西，其實她不是很了解，到底主權是什麼，到底

一國兩制是什麼，其實我覺得很多政治上的一些詞彙，可能我們大家一般人

都朗朗上口，但到底是什麼意思，其實可能大部分的人不是很清楚吧，……

我覺得是知識上面大家可能比較偏向那種表面的知識，如果你今天跟她講了

一番道理，是有機會可以去讓她改變他原來的看法，所以我覺得這種東西就

是這樣子吧。」（M7：10/28-34，11/1-6） 

此對夫妻政黨認同相同，理念相符的，沒有太大的差異，因此不會在政治上

產生衝突，而先生 M7 對政治的分析也較為理性客觀，使妻子易於接受。當夫妻

雙方的政治傾向皆不強烈時，影響的動機就不大，同時也因為兩人的政治傾向相

近，影響的意圖就不明顯了。政治知識與資訊掌握程度的差異，讓先生 M7 的意

見幾乎全盤被太太 F7 接受，也因此使得太太認為對自己對先生沒有影響力，先

生 M7 的意見無形中產生的效果就是使得妻子 F7 的政治態度與先生更為相近。 

 

（三）婚姻對影響型夫妻的政黨認同之影響 

政黨認同不同的夫妻，支持方向的差異，使得某一方有想要使對方「改變支

持方向」的影響動機；而政黨認同相同的夫妻，雖然沒有方向上的差異所帶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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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動機存在，但在支持的強弱上仍有程度差異，某一方的意見仍可能產生影響

效果，使得彼此的政黨認同程度更為相近。在影響型的個案 M2&F2 與 M7&F7

裡，由於雙方彼此在婚前已支持同一政黨，結婚後藉由日常生活中意見的交換，

逐漸使得兩人的政黨認同程度更為相似。 

M2&F2、M7&F7 兩對都是年輕世代的夫妻，相較之下是性別觀念較為平權

的家庭，加上原本的政黨認同相近，不會因為政黨認同不一樣而有衝突。雖然兩

對夫妻對政治都不冷漠，皆保持一定程度的了解，但是相較之下，女方仍然在政

治興趣上不及男方，男方也被認為較富有政治知識，因此在影響型的個案中，妻

子通常是詢問的一方，先生則是回答分析的一方。對先生而言，他們不需要像獨

立型夫妻一樣，因為夫妻政黨認同的不同而想要詴著說服對方，或是向對方拉

票，企圖影響配偶的投票行為，他們的政治意見與看法往往在分析中就無形的傳

遞給太太，而太太基於對對方政治知識的信任，認為先生的分析覺得合理可信，

進而吸收他的觀點。個案 M2&F2、M7&F7 的先生也許沒有想要影響的動機及需

要，但的確在與配偶討論政治的過程中產生影響的效果，妻子接收丈夫的政治意

見且與先生的政黨認同程度更為趨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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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轉變型夫妻 

M1&F1、M4&F4、 M6&F6此三對夫妻的政黨認同由「婚前不同轉變為婚

後相同」，因此稱之為「轉變型」，表5-4則為其詳細資料。 

 

表5-4 轉變型夫妻 

受訪者 

代號 
M1 F1 M4 F4 M6 F6 

世代 年輕 年長 年長 

教育程度 大學以上 大學以上 專科 專科 國小 國小 

職業 學生 助理人員 退休 退休 退休 退休 

居住情況 未與雙方父母同住 未與雙方父母同住 未與雙方父母同住 

結婚年 2 25 32 

省籍 本省閩南人 本省客家人 本省閩南人 外省人 本省客家人 本省閩南人 

婚前政黨

傾向 
國民黨 民進黨 民進黨 國民黨 民進黨 國民黨 

婚後政黨

傾向 
國民黨 國民黨 民進黨 民進黨 民進黨 民進黨 

 

（一）個案 M1&F1  

個案 M1&F1 為年輕夫妻，先生 M1 為本省閩南人，妻子 F1 則是本省客家

人，太太為家中主要經濟來源者，家事主要由太太負責，開銷主要由太太安排，

但家中重要決策由先生決定。 

M1&F1 兩人的相處上，太太比較配合先生，尤其是其後重心轉移到小孩及

工作上，再加上她認為，先生對事情較有其堅持，因此，她選擇修正自己的想法、

甚至不要有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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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會比較沒有意見，隨便。以前會比較在乎一些事情，現在比較不在

乎。因為我的重點不會在他身上了，就會在小孩身上，或我有我的工作，那我沒

有意見或不再堅持的時候，其實事情就沒事情了。生了小孩後，慢慢的。我們沒

有意見不合啊，我沒有意見怎麼會不合？以前的話就會有一些衝突啊，那你就知

道要避免那些衝突，所以以後就不要在有這方面的意見這樣。……實際生活就是

我沒有意見，對什麼事情都沒有意見。」（F1：3/1-15）。 

先生 M1 則用「平等中的強勢」來形容他在家中的權力： 

「就是……平等中的強勢。像政府不能永遠講求公平嘛，他還需要能夠治

理，是不是。一個永遠講求公平的政府是沒辦法治理的。」（M2：2/29）。 

雙方皆認為，先生 M1 較為強勢、固執，因此對許多事情有他的看法與堅持，

而太太 F1 屬於個性較溫和的人，雖然兩人之前對家中事務有些許的衝突，但太

太幾次衝突後選擇了退讓，在婚後漸漸讓自己「非常有彈性」的配合先生，沒有

了自己的意見。 

雖然先生 M1 的父母都是民進黨支持者，但並未強迫他必須支持民進黨。因

此他選擇支持較符合他統獨立場的國民黨，對政治的興趣濃厚。太太 F1 妻子則

政治興趣不高，以前曾受民進黨理念吸引而支持過民進黨，但民進黨執政後的表

現讓她逐漸失望，現在的她已經較為傾向國民黨。 

先生 M1 對於政治立場不同的人，他儘量不會討論政治，但若有政治立場不

同的人強烈的想要說服他，他也會反過來積極說服對方，此時就比較有衝突的可

能產生。雖然也會對太太發表政治意見，甚至對他認為是支持民進黨的太太表達

他對民進黨的厭惡，但太太是聽眾，沒有特別的意見，也不會回應，他認為他只

是發表評論，並沒有說服妻子或激她的意思，先生 M1 似乎不知道太太 F1 已經

在婚後改變政黨認同。太太 F1 尊重先生的看法，並且認為自己沒有影響力去改

變他，所以也不會詴圖影響他。 

在訪談過程中可以發現到女方 F1 以沒意見、沒看法的回答居多。這應該是

女方本身的個性所影響，對政治感到失望，讓她逐漸不支持她所失望的政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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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得沒有什麼意見；在兩人相處上，由於之前曾有一些爭吵，面對「有所堅持」

的先生，她就轉而讓自己沒有想法、沒有意見。「沒意見」所呈現出的是一種退

讓、放棄，也可能是壓抑，因為避免衝突、爭吵，因此選擇自己退讓，選擇沒有

自己的想法，因為，當雙方都有所不同的堅持的時候，難免會有摩擦，但當某一

方選擇不表達自己的意見、隱藏心中的看法、以不回應的方式作回應，所謂的「一

個巴掌拍不響」，沒有不同，就沒有衝突。 

太太 F1 可以反映出，原本重心在丈夫身上，會較在意丈夫與她的互動，因

此可能產生摩擦的機率也提高，然而當女性在生兒育女、有了新的寄託後，她的

重點放在小孩身上，就可能會放棄一些在面對丈夫時曾有的堅持。對於女性，似

乎，她創造了一個新的生命，但也隨之喪失了她的某些東西，可能是原本的生活

重心，也可能是她的自由、時間，原本的原則、信念、她真正的意見或想法。雖

然太太 F1 認為自己政黨認同的轉變跟先生 M1 沒有太大的關聯，然而，面對先

生較為強勢的態度與立場，轉而捨棄自己原有的意見，說不定也是太太 F1 政黨

認同在婚後改變的原因。 

 

（二）個案 M4&F4 

個案 M4&F4 為年長夫妻，先生 M4 為本省閩南人，妻子 F4 為外省人，兩

人皆退休。經濟以妻子為主，家事由先生負責。在決策權上，妻子認為是她做最

後決策，且先生較配合他。先生也同意以太太決定較多。彼此皆認為雙方感情很

好。生活圈的重疊性頗高，夫妻互動頻繁。先生 M4 形容自己的脾氣較暴躁，太

太 F4 則說先生比較固執。 

先生 M4 認為自己是深綠的民進黨支持者，而且他從黨外時期就暗中支持，

並覺得自己是對政治相當敏感的人。先生的藍綠分野相當深厚，對於國民黨相當

排斥，因此在人際上造成了與他人某種程度的距離、排斥性，例如盡量不與泛藍

支持者來往，但也不會因此而故意去挑釁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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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太）她也有藍的朋友啊，她們有時候會一起出去玩，我就不會，有藍

的朋友我就不會去玩，像去綠島玩，裡面有插兩個老兵，我就跟主辦人說以

後不要找我去，我也不會去，我看到他們就有一點…怎麼講，你說這個陳水

扁有什麼錯，錯也是有法律來辦他，你不可能一天到晚要打他，那像什麼話

嘛……」（M4：9/3-7） 

妻子 F4 是外省人，從事教職，原本支持國民黨，卻在結婚後漸漸支持民進

黨，從退休後對政治興趣更為加深，但不如男方熱中，認為自己的政黨認同程度

屬於中綠。妻子 F4 的朋友曾因她由支持國民黨改為民進黨而說她是叛徒、被洗

腦，妻子的弟弟也覺得她很奇怪，但她不以為意。而先生 M4 則對太太 F4 的轉

變表達支持，同時表示，妻子既是外省人又是老師，卻是外省人中萬分之一挺綠

的人。 

「叛徒。我認為我自己也是叛徒啊，哈哈~被洗腦，對啊。會有不平什麼的

嗎？不會呀，我自己也認為說應該是這樣吧，呵呵！對呀，我說對呀，我是

叛徒啊，我也覺得很奇怪啊，但是我說我不是盲目的啊，我自己也是會看會

想，有思想的啊。」（F4：23/9-14） 

「她的立場據我所知她跟我一樣，只是沒有那麼深而已，她跟我是一樣，說

真的她是外省籍的一千個人一萬個人裡面的一個，一萬喔不是一千，一萬個

裡面的其中一個。」（M4：15/29-31） 

在影響層面上，先生 M4 認為女性缺乏政治知識及政治敏感度，因此結婚後

易受丈夫影響，尤其是教育程度不高的女性。但對於妻子的轉變，其實自己也不

是想去影響太太，主要還是妻子自己終於體會政治事實。 

「應該有，我感覺，應該是我對她影響比較大。像我妹妹就是被他老公影響，

我妹妹生出來她也不是國民黨啊，我姐姐也被我姐夫影響到，這是一定的

嘛。（太太）她對我影響不了啊。她是一個老師，她對這個她不是很清楚的。」

（M4：16/1-5） 

「像我妹妹啦，他們這一輩，六十四、六十五歲的人啊，他們教育很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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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筋很單純，去就被他先生污染了，他們不懂什麼叫政治，他們很簡單的。」

（M4：22/24-26） 

妻子 F4 同樣覺得自己在政黨認同上多少有受到先生的影響，自己則似乎無

法影響較為固執的先生，但仍是尊重先生的想法，並接受先生的影響。先生 M4

雖然說外省人是優勢族群，但是身為外省人的太太卻不太能影響他，反而受他影

響，對此先生 M4 說，自己是不可能被對政治不敏銳的妻子所影響的。在省籍上，

外省族群的優勢似乎沒有表現在個案 M4&F4 家庭中。 

「我影響不了他，我就說他很固執，我可能影響不了他。反而是我會受他影

響，在政治方面，其他方面還好，他有的時候也會聽我的，偶爾我也會聽他的，

看事情的輕重緩急。政治方面我可能沒有辦法影響他，那他可能會影響到我。因

為我覺得這個沒有什麼大不了的，這個是可以伸縮的，無所謂。」（F4：10/26-32） 

在投票行為上，先生雖說妻子投票由她自己決定，但仍有暗示、拉票的傾向，

在過去妻子支持國民黨時，也會有些冷嘲熱諷的言詞，不過對此妻子認為先生的

態度不會過於強勢，因此也接受。但先生對民進黨的支持，對她而言如同一扇門，

讓她開始認識民進黨，無形中也在先生逐日累積的言論與思想影響下改變自己的

政黨傾向，但支持程度是不如先生的，因而使得先生到現在仍不是很百分之百肯

定她的政黨傾向，有時甚至會因太太偶有的對民進黨的批評，而懷疑她「變了」。 

此對夫妻中，丈夫立場、態度都相當堅定明確，表達能力強，對事物的看法

很有自己的主見，妻子形容他固執；先生多次重申，他是相當重視家中的自由、

平等的，也不會去干涉太太與小孩，但可能實際上當他在表達意見的同時，也逐

漸累積對妻子的影響力，長期之下改變了妻子的看法，使得她漸漸轉變自己的政

黨認同，成為與丈夫同一陣線的綠營支持者。在政治傾向上，丈夫對太太有一些

影響力，對此雙方也皆同意，然而他們也同樣的說，這不是洗腦，因為政治大家

都看得到。可能無形中女方已將男方的意見內化吸收了，也可能受訪者對於自己

「可能影響他人或被他人影響」相當介意，因為這可能代表自己干涉對方的想

法，或是自己是沒主見、沒自主性的，因此對於這類的問題較為敏感，回答較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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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保留。 

 

（三）個案 M6&F6  

個案 M6&F6 為年長夫妻，先生 M6 為本省客家人，太太 F6 為本省閩南人，

兩人皆退休，家中經濟主要由小孩負責。太太負責所有的家事。在兩人相處上，

妻子較為配合、順從先生。先生認為小事都由太太決定，大事則交給他處理。雙

方的觀念皆較為傳統。 

先生 M6 進入社會後開始對政治產生興趣，當時正值黨外運動時期，因此吸

引他支持民進黨，至今仍未改變。至於太太 F6，原本較為傾向國民黨，婚後受

到先生 M6 影響，同時也因陳水扁當選市長後受到民進黨的吸引，開始對政治產

生興趣，跟隨先生支持民進黨並參與造勢活動。先生 M6 平時就會告訴太太對於

政治的看法，選舉前也會叫妻子兒女都投給民進黨。由訪談中不難發覺妻子 F6

的意見受到先生 M6 的影響程度相當大。先生的強勢態度影響，加上妻子較為配

合的個性，使得妻子與先生的政黨認同愈來愈相似。先生自己對太太的影響力視

為理所當然，不管太太意見與自己相同與否，反正就是要儘量同化她。 

「會啊。像我先生深綠他就拉一定要叫他子女每個人投給深綠的。〔問：那

妳有照著他的話嗎？〕我當然要他高興當然就投給他啊。」（F6：1/32，2/1-2） 

「不合到最後也會合，講到最後也是把她同化，對不對，不合歸不合，妳票

給我投給我綠色的就對了，管他合不合，對不對……不會啦，她講她的嘛，

我們也有聽，聽歸聽，投票歸投票，妳就怎麼說都沒關係，投票就投我說的

那一個就對了。」（M6：4/11-27） 

妻子認為自己對深綠的丈夫沒有絲毫的影響力，而先生也認為這是理所當然

的，因為自己是非常堅持自己意見的人，即使太太再怎麼說，「整桶都綠色的她

白色加下去也是綠色啊。」（M6：8/23） 

「因為他是深綠色啊，他不可能啊，他不可能被我拉票的啊，我只是提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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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哪個不錯啊。拉不動。他是深綠色拉不動，我只是會跟他講哪個人做得不

錯這樣。」（F6：8/24-26） 

雖然有時妻子也會認為先生的看法不合理，提出質疑，之後先生就會告訴她

什麼才是正確答案，給予她指導性的意見，最後太太還是會以先生的意見為主，

正如先生在訪談所說的，任由妻子發表她的意見，而自己聽歸聽，到最後也是把

她同化，不管她怎麼說，只要投票投給他支持的那個就好了。 

總的來說，先生 M6 的政治傾向都比太太 F6 的政治傾向要來得強烈許多，

在婚後的相同中，仍有程度上的差異，除了對政治興趣的差異是一個原因外，妻

子 F6 本身對過度衝突的政治現象感到厭惡，妻子 F6 在訪談中多次表示，她最不

喜歡的就是打架、謾罵，無法認同先生 M6「政治人物打架都是有原因」的說法，

因此，雖然他們皆支持民進黨，但妻子 F6 無法再更進一步的加深自己的政黨認

同到和先生一樣的強度。 

 

（四）婚姻對轉變型夫妻的政黨認同之影響 

轉變型的夫妻 M1&F1、M4&F4、M6&F6，兩人的政黨認同由婚前的不同轉

變為婚後的相同，與獨立型夫妻一樣，是在婚姻的過程中藉由幾種方式來影響配

偶： 

第一種方式，在與配偶討論政治的過程中，將自己的意見明白的表達出來，

使對方開始注意到與自己過去不會注意的不同看法，經由時間的累積，長期的說

服，讓配偶慢慢的接受，鬆動原有的政黨認同，漸次轉變，最後讓配偶與自己的

政黨認同愈來愈相近。轉變型的 3 對夫妻，男方皆認為太太對政治不是太了解，

也不是很有興趣，在生活中他們會明確表達出自己的政治傾向，詴圖讓太太了解。 

第二種方式，是選舉前的動員，希望配偶投給自己屬意的政黨或候選人。

M1&F1、M4&F4、M6&F6 的先生皆相當重視投票。先生 M1 會架著原本不太喜

歡投票的太太去投票所投票，做個「好國民」，在選前告訴太太自己的投票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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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太太也常會投給先生喜歡的人。先生 M4 則是在過去太太投票給國民黨時會冷

潮熱諷，並希望太太最好能投給誰，即使日後太太已支持民進黨，他仍必須確認

太太會投綠才放心。至於先生 M6 更明白表示，不管太太跟他合不合、表達的意

見是什麼，投票就是投他喜歡的人就對了。 

就轉變型的夫妻而言，夫妻之間仍具有政治興趣的差異，女性被認為政治興

趣較不如男方高，對政治資訊的掌握程度也被認為不如男方，然而最重要影響妻

子轉變的因素，應該是在於男方因為政黨認同強烈而展現出來的強勢態度。在轉

變型的個案中，主動展現影響力的一方仍然是男性，與獨立型和影響型不同的

是，轉變型個案的先生，個性都較為固執，政黨認同都十分強烈，在過程中所表

現出的態度是更為強勢的，不論是年輕世代或年長世代皆然。或許這就是為什麼

同樣是婚前政黨認同不同，同樣會運用動員性與累積性的力量影響對方，但獨立

型的個案無法完全的轉變配偶的政黨認同，而轉變型的案例卻能成功的讓配偶的

政黨認同轉變且更為相近。 

 

四、政黨認同影響力來源 

本研究中的 8 對受訪夫妻，不論是獨立型、影響型或轉變型，先生皆在婚姻

過程中對太太的政黨認同發生影響效果，只是有其程度的區別，有的是使女方的

投票行為發生改變，有的則是使女方的政黨認同強化而更接近男方，有的甚至完

全轉變政黨認同。相反的，太太對先生的影響力似乎就薄弱許多。分析受訪男性

的影響力來源如下： 

1. 政治興趣的差距以及對政治知識與政治資訊的掌握： 

8 對受訪者中，先生皆認為自己的政治興趣高於太太，太太對政治較不感興

趣，或是對政治較不敏感、不了解，而妻子也覺得先生比較了解政治。男性與女

性對政治興趣的程度不同，影響到政治知識的掌握程度及政治看法。在訪問過程

中，男性受訪者很少用「不知道」、「沒意見」等不帶任何明確看法的語詞來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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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政治的看法，回答時較女性來得明確，但女性則有時會以不曉得、不知道、

沒興趣、沒意見回答，這顯示出受訪夫妻間的政治興趣有程度上的差異。「沒意

見」有時候可能是一種壓抑或隱藏自我看法的表現，也可能是興趣不足的表徵之

一，因為對於不感興趣的事物，熱衷程度不高的話，又沒有必須去了解或必須具

備此種知識、興趣的需要，自然不會有了解關心的動機，因此產生政治資訊在夫

妻間產生不對稱的情況。 

對政治資訊的掌握程度差異，是取決夫妻間影響模式及接受與否的關鍵因

素，以及影響者說服對方的能力。當資訊是由有某種政治立場的一方傳達時，接

受方會持續收到帶有立場的資訊及意見，久而久之逐漸習慣，甚至將其內化成為

自己的意見，形成影響型或轉變型的案例。然而另一角度來看，也有可能是反向

的效果，有的人對於與自己不一樣的看法是抗拒的，若在婚姻過程中持續接收到

與自己意見不同的訊息時，他可能會更強化自己原有的立場，也可能將之隱藏，

而以沈默應對，避免衝突，同時因為對他們而言，不一致的意見會讓他們心煩，

也可能連帶的使自己的興趣逐漸降低，形成獨立型的夫妻。 

若在政治資訊上較取得優勢的男性，其政治傾向又強烈，且個性較為固執，

他們的影響動機及影響程度就會更大，使得配偶在其長時間的政治意見傳達下，

漸漸內化接收到的訊息，近而轉變自己而讓彼此的政治傾向更為相近，形成轉變

型夫妻的可能性比其他人來得高。 

2. 意見表達的主動性： 

在 8 對受訪夫妻中，太太對於先生的政黨認同與相關政治看法的了解程度，

幾乎都大於先生對太太的了解程度，在訪談中也得知，除了影響型的兩位先生

F2 與 F7 有意識的節制，減少主動發言而影響太太的看法外，其他的先生往往仍

是在家庭中主動表達意見、主動討論政治話題的人，妻子相對而言較為被動、沈

默一些。當男性居於主動表達意見的地位時，引導妻子看法、影響妻子意見的機

會就會增加。 

對於政治在婚姻生活中的角色，除了 1 位受訪者 M4 肯定政治相當重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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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過去曾有激烈衝突的 M5&F5 表示政治在過去曾經重要外，其餘的受訪者的態

度則是將政治當作平常生活中的一個話題，對於他們而言，政治不是他們生活的

重心，只是茶餘飯後的閒聊話題。但是，所有的受訪者並非完全不注意政治、對

政治完全冷漠，有時還是會跟他人有點摩擦，這顯示出雖然他們會接收一定程度

的政治資訊，但已在時間歷練下，習得一種自我調適的方式，對於意見不同的人

盡量避免討論政治，對於總是從媒體上看到的衝突不斷的政治，也盡量適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