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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Campbell等人(1960, 121)指出：政黨認同「是一個心理上的認同，它的持續

不需法律的認定或是成為正式黨員甚至不需要持續的政黨支持記錄」。政黨認同

是選民對某一政黨的長期心理依附情感，是選民瞭解複雜政治世界的指引，並會

影響選民的政治態度。由於西方國家民主政治發展的時間較長，選民因此也對不

同政黨產生穩定的心理依附情感，形成對特定政黨的認同(party identification)，

不過，從台灣政黨發展過程來觀察，政黨勢力在不同時期彼此間各有所消長，歷

經幾次的選舉與政治局勢變化，台灣政黨體系變動甚鉅，而台灣選民面對這樣丕

變的政治環境，是否已發展出穩定的政黨認同？過去二十年以來，台灣幾乎每年

都有選舉，投票抉擇是否會影響選民政黨認同的穩定或變遷？這是本研究所要探

討的。以下先說明本研究的動機與目的，接著對相關理論與文獻予以探討，最後

則敘明本研究之章節安排。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動機與研究動機與研究動機與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對於政黨認同概念的介紹，最早是由 Belknap及 Campbell(1951)首開其端，

其在 1951年運用 SRC的調查訪問資料，探討個人的想法、評價及行為是否會受

到所認同團體之價值觀影響，研究發現個人對於政黨所持有團體認同感是會影響

選民的政治議題立場。接著政黨認同概念便在 1954年由Campbell、Gurin及Miller

合著的《選民抉擇》(The Voter Decides)一書中發展出來，他們認為所謂的政黨

認同是指選民對一個政黨所持有的一種歸屬感，是一種心理上的認同，個人在早

期的社會化過程中形成，並長期穩定地存在於選民心中。這種心理認同是不會隨

著時間改變而變動，在選舉時並成為支配選民政治判斷的主要依據(Abramson 

1983, 71; Campbell et al. 1960, 120-125)。然而政黨認同概念發展到 70年代，對於

選民投票抉擇的解釋力逐漸下降，因此有些學者認為政黨認同其實是會隨時間而

改變，並且會受到如對候選人評價、議題立場、選舉事件、先前投票經驗等短期

因素的影響(Allsop and Weisberg 1988; Franklin and Jackson 1983; Fiorina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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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kerbie 1989; Markus and Converse 1979; Niemi and Jennings 1991)。 

Fiorina(1981, 88)運用 1970年代三次連續訪問的資料，發現其中有 50%的受

訪者，在政黨認同七分類的尺度上發生改變，Brody與 Rothenberg(1988, 449)在

1980 年的連續三波訪問中，發現僅有 48%的受訪者政黨認同是穩定不變。

Dreyer(1973,717)研究 1960年選前選後的連續訪問資料，其研究發現，在選舉過

程中，競選活動會增強選民政黨認同的強度，獨立選民會轉為政黨認同者，而政

黨認同較弱的選民在選後會強化其政黨認同。 

台灣政黨體系的發展，自 1987年解除黨禁以來，台灣政黨慢慢趨向多元化

發展，非但民進黨由地下政黨一躍而起成為合法政黨，隨 1993年國民黨第一次

分裂，趙少康等人出走並另外成立新黨，接之而來國民黨在 2000年大選中敗選，

民進黨執政造成首度中央政權政黨輪替，同時李登輝離開國民黨並另外籌組台灣

團結聯盟，宋楚瑜成立親民黨，且兩個政黨分別在 2001年立委選舉獲得相當席

次。在無任何政黨可以奪下國會絕對多數席次之情況下，小黨佔有舉足輕重的角

色。然而，在 2008年第七屆立委選舉中，選舉制度改為單一選區兩票制的混合

式制度，小黨在單一選區難以生存，在政黨比例代表部分也因 5%的門檻太高，

導致國民黨拿下國會將近四分之三的席次（81席），民進黨僅贏得 27席，親民

黨 1席，無黨團結聯盟 3席，無黨籍 1席，其餘小黨全軍覆沒。在同年三月份總

統大選中，在總投票率 76.3%的情況下，國民黨候選人以 58.5%贏得大選，國民

黨非但在國會中擁有一黨獨大的優勢，同時亦掌控了行政上之權力，過去小黨林

立的情況不再，政黨體系出現了重大的變化。 

台灣選民處在此政黨體系變動的過程中，選民是否已經發展出穩定的政黨認

同抑或變動不斷，是頗值得研究的問題。在過去對於台灣選民政黨認同穩定與變

遷的相關研究中，劉義周（1987）是首位利用定群追蹤資料，研究 1986年立委

選舉選民政黨認同的分佈情形，其研究結果顯示台灣選民在選舉前後的政黨認同

並不穩定，但也發現政黨認同對於選民的投票抉擇具有極大的影響性。由於資料

的缺乏，相關研究大都僅能以跨時的橫斷面資料作為分析基礎（何思因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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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陸輝 2000），檢視選民政黨認同穩定與變遷的「整體趨勢分佈」（淨變量與總

變量），也瞭解了台灣選民的政黨認同是有逐年增加的情形，但藉由橫斷面資料

是無法瞭解個人政黨認同的穩定與變遷情形。要捕捉個人政治態度的「變遷」，

就研究方法上採用定群追蹤研究(panel study)最為適宜，如此才能測得個人在不

同時間點的政治態度變化(Markus 1979)。盛杏湲（2009）與陳光輝（2009）利用

定群追縱的資料進行分析，研究結果顯示台灣選民政黨認同還算穩定，當中政黨

認同改變者也僅是在藍綠陣營內的移動，是在立場接近的政黨間轉換。 

以往選民政黨認同的測量大多是選後所進行的訪問，對於台灣選民在選舉

活動頻繁且選舉過程競爭激烈的環境下，選民政黨認同是否會受到投票抉擇的

影響而發生變動是較無法掌握。因此筆者試圖藉由短期選舉前後所測量的定群

追蹤資料，來檢視個體層面選民政黨認同在橫跨重要選舉期間，其政黨認同的

穩定與變遷的分佈情形，以瞭解在選舉期間台灣選民政黨認同的是否穩定？並

探討投票抉擇是否會對選民政黨認同的穩定與變遷有所影響？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文獻檢閱與理論基礎文獻檢閱與理論基礎文獻檢閱與理論基礎文獻檢閱與理論基礎 

一、政黨認同的意涵 

社會心理學派研究選民投票行為發現，影響選民投票行為趨勢最重要的三個

態度變數包括：政黨認同（party identification）、候選人取向(candidate orientation)

及議題取向(issue orientation)，當中又以「政黨認同」這長期的心理影響因素為

整個選舉研究的重心。政黨認同是一種長期的心理依附，不是特定選舉時期支持

某一政黨或候選人的行為，而是平常對於政黨情感的累積，進而形成對於政黨的

長期支持，即「政黨認同是選民對某一政黨長期性的心理依附。」(Campbell et al. 

1960, 120)。 

「政黨認同」在原始理論中有兩個重要面向：一是時間的向度，認同指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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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長期的態度；第二個面向是個人自我認知，這種心理上的認同，界定了一個人

和他所屬團體的關係。因此政黨認同、團體歸屬感並不僅存在於正式黨員，也不

必然持續地反應在投票支持的行為上，它是屬於選民自我認知的一種特質，具有

長期穩定的效應，用以解釋個人政治態度與投票行為的形成(Miller and Shanks 

1996, 120-21)。以此類推，當個人主觀認知有某特定政黨能夠代表自我的理念，

這有助於引導或影響其對於政治事務的瞭解或議題立場的形成，個人也隨著持續

地在選舉中支持特定政黨而強化其個人政黨認同傾向。但若既有政黨的理念與個

人的政治態度未能契合，則個人將傾向成為獨立選民。 

因此政黨認同是選民瞭解複雜政治世界的一個指引，它會直接刺激個人行

為，具有穩定政治態度的人，不論個人的議題立場是否與其所支持的政黨一致，

我們可以預期他的投票抉擇是與他的政治態度相符合，但對於無明顯政治態度的

人，政黨認同的影響則是相當大的，其能幫助個人決定議題立場或評價政治人物

之表現。對政黨有所認同的選民，在政見立場上也大多和他們所認同的政黨一

致，很少有人會形成一個與其所支持政黨理念相衝突的態度，但若選民在某特定

議題立場和其所認同的政黨的政策主張有所歧異，選民也並不一定會改變原先的

政黨認同。具有愈強烈政黨認同的人，我們可以預期他愈有可能投票給其所認同

的政黨(Miller and Shanks 1996, 123-24)，Goldberg(1966, 912-22)觀察美國選民的

投票行為，也發現政黨認同的因果次序確實是先於投票抉擇的。政黨認同在一般

民眾與政治事務兩者間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與功能，政黨認同可以幫助個人形

塑政治意見、影響個人的投票偏好、增強個人之政治涉入(Abramson 1983, 72; 

Campbell et al. 1960, 120-45)。這也使得政黨認同成為解釋選民投票行為理論中的

核心概念。 

在美國的相關研究中提到，政黨認同除了是具有高度穩定的特性之外，在各

種政治態度中，政黨認同是很早就形成了，大多數美國選民的政黨認同在孩童時

期便已形成，在他們年幼時便在家庭中受到父母的影響，學習了父母的政黨認同

(Abramson 1983, 71)，且選民一旦形成政黨認同，會隨著生命週期而增加它的強

度(Campbell et al. 1960, 146-48)。因此政黨認同的起因主要是來自家庭裡父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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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間傳遞及個人所處社會背景以及接受資訊所影響。 

Hyman(1959, 39-49)認為個人對於政治相關事務的立場傾向，是在達到法定

投票年齡前便已存在，而且這個立場傾向是反應了個人當時的社會背景。

Greenstein（1965, 55-84）對美國學童的研究發現，到小學四年級的時候，已經

有六成的學童可以說出，他們比較喜歡共和黨還是民主黨。因此對於民主黨和共

和黨的心理依附最早是出現在小學的時候。 

在個人成年之前，父母的政黨認同對其有重要的影響，而隨著年紀的增長，

父母親政黨認同影響程度雖下降，但對個人成年之後對於議題的偏好仍有著更大

的影響力(Niemi and Jennings 1991)。個人黨性的發展在未成年時期便已開始，首

先主要是對於父母政黨傾向的模仿，這提供了成年後黨性的重要基礎，接著在個

人生命週期中來維持及發展(Beck 1974)。在後來的生命階段中，早期形成的政黨

認同雖然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而可能有所改變，但整體而言仍然維持高度的穩定

性。關於政黨認同穩定，政黨情感依附較弱的個人中，其對於政黨支持的流動率

較大，一旦建立起政黨認同的情感依附時，政黨支持則是不容易改變。因此個人

政黨認同的穩定直接與個人對於其政黨的情感依附時間長短有關。 

Campbell等人(1960, 161-67)的研究指出，剛獲得選舉權的人或年齡較輕的

選民，可能會因自身對於政治體系的認知較為薄弱，因此未能發展出較深且穩定

的政黨依附情感，其與年長的人比較起來較可能會稱自己為獨立選民。相反地，

年齡愈長的選民會隨著對於政治事務的熟悉而強化其政黨認同，且可能

因考量到家庭與事業的因素導致政治行為趨向保守，而有較穩定的政黨認同

(Achen 1992；Richard G. Braungart and Margaret M. Braungart 1990；Gerber and 

Green 1998)。 

在 Campbell等學者(1960, 135)所提出的密西根模型理論中，在長期因素方面

其強調穩定的政黨認同在個人政治事務形塑態度方面，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

且政黨認同是一「不動的原動者」（unmoved mover），政黨認同是一個根深蒂固

的心理層次認知，長期之下即使政治事務、外在環境發生改變，政黨認同也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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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變化，其反而會影響個人形塑政治偏好及其他政治態度，但並不易因其他政

治態度而變動(Carsey and Layman 2006, 465)。 

綜合而言，政黨認同是個人對於團體的心理情感依附，在未成年時期便已開

始發展，並透過生命週期來強化，政黨認同的強度與個人對政治事務的心理涉入

感有很大的關聯。政黨認同是長期穩定的，並不易隨著外在環境的改變而有所變

動，且對於個人的政治態度的形塑與投票抉擇的偏好有很大的影響，這也使得政

黨認同成為解釋選民投票行為理論中的核心概念。 

 

二、政黨認同的式微 

政黨認同在一般民眾與政治事務兩者間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與功能，政黨

認同可以幫助個人形塑政治意見、影響個人的投票偏好、增強個人之政治涉入並

有助於政黨體系之穩定(Abramson 1983, 72; Campbell et al. 1960, 120-45; Dalton 

1996, 183)，然而自 70年代開始到 90年代，政黨認同對選民投票抉擇所發揮影

響作用是有降低的趨勢，其對美國政治行為的相關性解釋力愈來愈小(Burnham 

1970; Wattenberg 1984)，而造成政黨認同不穩定的原因，大致有幾個脈絡可循： 

1.社會力量的刺激 

美國研究發現，雖然一般民眾的政黨認同來源最主要是來自學習了父母的政

黨認同(Abramson 1983)，且所有的政治傾向在未成年時期便開始發展，但個人生

活環境並非長久不變，家庭社會化並不是形塑政黨認同的唯一因素。政黨認同不

只是一個長期的、家庭社會化的結果，也可能受短期的、政治事件影響 (Campbell 

et al. 1960； Jackson 1975 ；Niemi and Jennings 1991)，因此個人在其生命週期

中，當所處的生活環境或社會地位發生改變，是會連帶影響對於政治事務的態

度，一些研究也指出同儕團體、婚姻、職業和所居住的社區也對個人政黨認同之

形成有所影響(Campbell et al. 1960, 149-60; Miller and Shanks 1996, 130-31)。社會

力量的影響會造成漸進式的改變，因為這些改變會漸漸的對政黨平衡造成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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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通常與國家重大事件有關。政黨認同在美國的發展過程中，發生了三次國家重

大危機，奴隸和市民戰爭的政治衝突，新政時期的階級衝突及 80年代晚期城市

與農村的衝突。這些皆導致了個人政黨認同發生移轉或改變。 

Campbell等人(1960, 149-60)研究發現，年輕族群、利益團體和弱勢團體在

這些危機中，所受到的影響及改變為最明顯。年輕族群在達到法定投票年齡前

後，受當下的社會環境影響，可能會支持某一政黨，如在新政時期年輕的選民傾

向支持民主黨。利益團體則會因政黨的政策符合其自身利益而受吸引，美國兩黨

在內戰及經濟恐慌時期，因不同的政策立場而形成新的社會支持，改變了美國政

黨的社會基礎。而在美國的主要地理區域上可以觀察到一些政黨支持的分佈，現

在來看，仍然和當時所形成的一致。在弱勢團體方面，政黨的政策若能給予其更

完善的照顧與保障，此時政黨則較易獲得該弱勢團體的支持，雖然投票並不代表

就是對政黨認同，但持續支持特定政黨，很容易形成對該政黨的心理認同。 

2.獨立選民的增加 

政黨認同這一概念在1960年代對於選民投票行為的解釋，發揮了十足的影響

力，但在1970年代，在美國卻發現了美國民眾的政黨認同比例逐漸出現下降的跡

象，獨立選民的比例從百分之二十增加至三十，表示有政黨認同的選民大量減

少。Nie、Verba與 Petrocik等人(1993, 235)觀察1952年到1974年政黨認同的發展

趨勢，其研究發現：(1)愈來愈少民眾對政黨持有穩定與強烈的心理認同(2)政黨

認同對於選民投票抉擇的影響效果愈來愈低(3)政黨不再是評量候選人的標準(4)

部分選民對政黨形象產生負面觀感(5)對政黨的認知情感，愈來愈不可能於世代

間被傳遞下去。 

理性選擇論者提到選民認知技巧的提升、大眾媒體的興起、後物質主義價值

的提升，這些都將影響政黨競爭程度、意識型態分歧情形及政黨體系的發展，

Dalton(2001)認為，在選舉認知動員過程中，已經增加選民的政治練達(political 

sophistication)，以及他們處理複雜政治議題的能力，因此受過較好教育、對政治

涉入較深、政治知識較高的公民其對政黨認同的依賴性是較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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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心理學論者也對政黨不穩定的變動做出了解釋：(1)在後工業社會，民

眾不再有強烈而穩定的政黨認同。(2)很多民眾在投票行為上更容易改變，而且

有意願支持少數政黨。(3)短期因素（政府政策、政黨對重要議題的計畫、政黨

領袖或候選人特質和經驗，以及大眾傳播媒體和競選活動的角色）對選舉更有影

響力(Norris 2004, 128)。 

對於社會力量的刺激，選民不再仰賴政黨作為政治事務的評判標準，能獨自

培養出自己的政治經驗，獨立選民的增加也代表個人不再擁有穩定的政黨認同，

而此時政黨認同是否具備往常的解釋力是逐漸受到挑戰。 

 

三、政黨認同的穩定性 

有許多學者對於政黨認同是一長期穩定的心理依附這一概念提出質疑，

Markus與Converse(1979)根據SRC (Survey Research Center, 密西根大學調查研究

中心)在1956年到1960年的三波連續訪問資料，研究發現個體層次的政黨認同並

非是穩定的，部分的民眾在訪問過程中，會在政黨認同測量的光譜位置上進行調

整，但個別選民還是很難從某一政黨跨越到無政黨認同這個類別，鮮少有人作大

幅度的移動。Brody與Rothenberg(1988)則在1980年的連續訪問研究發現，在訪問

過程中，政黨認同穩定不變的民眾僅有48%。 

Rice與Hilton(1996)檢視1956到1980年間五筆不同時間長度測量的連續訪問

資料，研究指出在連續三次測量的訪問過程中，大部分的人在政治光譜的位置上

政黨認同至少改變過一次，但移動的範圍並沒有很大，年輕人政黨認同的變動程

度是最大，政黨認同發生變動的人主要是受到短期力量的影響，如議題或候選人

個人特質。政黨認同較強的選民，其政黨認同是穩定不變的，政黨認同較弱的選

民往往會受到短期力量的影響因此容易變動，而中間選民則是在兩黨中游移不

定。 

許多學者認為政黨認同應是跨時且持續的總體現象，而過去於選民政黨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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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量是以兩年到四年為間隔，其測量時間間隔約兩年無法測量到短期政黨認同的

變動，因此利用以每期或是每季得到時間序列的資料研究選民總體層面政黨認同

的穩定性，並借用經濟學的相關概念，提出了「總體黨性」(macropartisanship)

概念，應用總體的經濟指標與總統滿意度及選舉資料來解釋選民政黨認同長期變

化分佈情形(Allsop and Weisberg 1988; MacKuen Erikson and Stimson 1989; 1992; 

Weisberg and Smith 1991)。MacKuen、Erikson與Stimson(1989)研究發現，在訪問

期間美國選民的總體黨性會受到選舉結果、經濟評價與總統滿意度等短期因素的

影響。但Abramson及Ostrom(1991; 1994)則認為MacKuen等人(1989)的研究結果是

因為使用Gallup對政黨認同的測量方式所導致，與NES (National Election Studies, 

全國選舉研究)及GSS (General Social Surveys, 總體社會調查)測量方式相較之下

1，NES與GSS較少被短期經濟因素及政治評估等因素所影響，Abramson及Ostrom

認為這是因為在調查訪問中測量政黨認同的用字遣辭不同所致，NES與GSS的問

法較能測得長期因素的變化，而對於短期的因素的影響則較無法測知，但Gallup

的測量方式則是較能捕捉短期的波動，因此得到較大的變異程度。MacKuen等人

(1992)進一步利用CBS/New York Time的調查資料2，研究顯示問句語法差異並未

造成如Abramson等人所提到的影響效果，並認為Gallup因為訪問時間點較長的緣

故，因此相對於NES是能測量解釋更大的變異程度。 

在選舉期間選民政黨認同的變動情形，Dreyer(1973)利用了SRC在1960年選

前選後的連續訪問資料，其研究發現，在選前有將近一半的獨立選民在選後轉為

強或弱的政黨認同者，而約有三分之二在選前為較弱的政黨認同者，在選後變成

強烈的政黨認同者，因此認為在選舉過程中，競選活動會增強選民政黨認同的強

度，獨立選民會轉為政黨認同者，而政黨認同較弱的選民在選後會強化其政黨認

同。 

                                            
1 Gallup政黨認同題目問法：“In Politics, as of today, do you consider yourself a Republican, a 

Democracy, or an Independent? ”而NES與GSS的問法：“General Speaking, do you usually think of 
yourself as a Republican, a Democracy, an Independent or what? ”Converse(1976:35)認為 NES與
GSS問卷中“general”與“usually”兩個措辭的原意是用來測量長期政黨認同者。而 Gallup題目的
問卷中“as of today”則是明顯想測量選民短期內的政黨偏好。 

2 CBS/New York Time政黨認同測量方式與 NES相同。 



10 
 

Thomassen(1976:263-66)在荷蘭地區連續三次選舉(1970~1972)的研究發現，

荷蘭選民的政黨認同比投票偏好還不穩定，有 23%的受訪者至少改變一次他們的

政黨認同與投票偏好，當中更讓人意外的是，僅有 6%的受訪者在沒有改變他們

政黨認同的情況下改變其投票偏好，而卻有高達 10%的受訪者在訪問過程中，沒

有改變投票偏好卻改變其政黨認同。這樣的調查結果顯示了選民投票抉擇可能是

在政黨認同之前，我們研究所測得的政黨認同在某種程度上其實是代表民眾的投

票抉擇，而非如密西根學派所提出的是對某一政黨的長期心理情感。 

而Allsop與Weisberg(1988)亦認為政黨認同是會變動的，其比較了1984年NES

與D/M/F(Decision/Making/Information)3兩筆在選舉過程中所測量的總體資料，研

究結果顯示，政黨認同均有明顯的變動，政黨認同的變化主要是在兩大黨中擺

盪，政黨認同強度的變化幾乎與受短期選舉事件所影響的投票意向變化相符，選

民投票抉擇對於政黨認同的變動有顯著的解釋力。Butler與Stokes(1969, 35-36)也

有類似的發現，在1950年代英國選民政黨認同的改變有個明顯的趨勢，即其政黨

認同的變動往往是伴隨著投票對象轉換。 

然而在近幾年政黨認同的影響力有再復甦的現象，因此有研究者也對於修

正主義論者的新政黨認同概念提出回應，其認為政黨認同也並非與《美國選民》

(Campbell et al. 1960)一書當中所提出的概念相差甚大(Miller 1991; Miller and 

Shanks 1996)。Green與Palmquist(1994)利用了九個追蹤調查訪問，研究結果顯示：

美國選民的政黨認同並沒有因為短期的政治事件和議題而發生改變。政黨認同仍

舊是維持高度的穩定性。 

Green與Palmquist(1990)認為密西根學派所提出的政黨認同尺度對於潛在的

政黨認同是一個不完善的測量工具。若將統計上的測量誤差予以校正，則政黨認

同在總統競選過程中會是相當穩定的。更進一步，若將政黨認同的測量誤差予以

納入分析，可以發現影響政黨認同變化的短期影響力將會消失 (Green and 

Palmquist 1990; Palmquist and Green 1992; Schickler and Green 1995)。 

                                            
3 D/M/F(Decision/Making/Information)為美國共和黨為總統大選所進行的電話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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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sey與 Layman (2006, 466)則提到，密西根模型所強調的政黨認同，其是

一個不容易受到過去事件或個人特質而變動的穩定心理依附情感，在這個定義下

其並未排除因為議題立場改變而政黨忠誠有所變動的可能，如過去許多政黨重組

的發生導致許多選民政黨認同改變。Campbell等人(1960, 135)也提到，當個人對

某議題的立場與所支持的政黨差異相當大時，則個人原本穩定的政黨認同是可能

會發生改變。 

綜合而言，在修正主義論者的觀點，無論是在總體層面或個體層面，政黨

認同並非是一個長期穩定的心理依附情感，政黨認同是會受到短期因素影響而發

生變動，雖然近年也有學者對政黨認同不穩定的看法提出回應，認為若能校正測

量誤差，則在短期中影響政黨認同變動因素將會消失，政黨認同仍是穩定的。若

回到政黨認同本身概念的界定，其並未排除個人可能因為議題立場或政治態度與

所支持政黨有所衝突而改變政黨認同，尤其在選舉過程中，若選民的政黨認同受

到強烈的短期力量影響，其政黨認同是可能發生變動的。 

 

四、政黨認同概念的新詮釋 

在政黨認同影響力逐漸勢微的歷史背景下，許多學者因此對政黨認同－「不

動的原動者」(unmoved mover)提出了修正與新的概念與詮釋。 

修正主義論者提出，政黨認同其實只是反映選民對政黨和其領導人物過去表

現的評價。因此政黨認同不是選民對政黨長期穩定的心理依附，而比較像是選民

對政黨表現所做的評價(Brody and Rothenberg 1988 449; Fiorina 1981, 80)。

Achen(1992)認為政黨認同就像是一個學習的過程，選民的政黨認同會藉由回顧

各政黨過去的表現，調整政黨認同的強度或方向，且會受到短期因素影響而變

動，並非只是單純穩定的心理依附態度。也有其他學者對於政黨認同提出新的詮

釋，認為政黨認同是根據政黨意識型態及政策傾向較接近公民自身立場的一個資

訊整合捷徑(Downs 1957; Key 1966)，而政黨認同也有可能是過去投票行為的一

種習慣結果(Markus and Converse 1979)，或者是反映選民當前投票抉擇 (Bu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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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Farlie 1976；Thomassen 1976)。 

選民最初的政黨認同是來自於孩童時期的政治社會化(Achen 2002; Fiorina 

1981)，而選民的政黨認同也許對未來政黨表現產生一個期望心理，但政黨認同

可能是政策偏好的來源，也有可能是結果。一般而言將政黨認同當作是形成政治

態度的原因，其反而更像是一個概括所有政治態度的結果(Fiorina 2002, 98)。因

此政黨認同並非固定不變的，其是一個可能會變化的政治態度，就像是個人偏好

一樣是會有所變動的。由於政黨認同類似早期社會化經驗的結果，所以也可能受

到後來的政治行為或社會化而強化。 

政黨認同是過去選舉中對於政治領導者的行為、政治事件或者是政府的作為

進行評估後的累積，每次的選舉結果都會對選民的政黨認同產生影響，而不管是

在新議題或者是舊議題上，政黨多少都會失去一些原本的支持者，但也會加入新

的支持者。即選民的政黨認同會因不滿意目前政黨的議題立場而產生變動

(Franklin and Jackson 1983; Jackson 1975)。 

經由上述討論我們發現，選民的政黨認同傾向並非穩固不變，會因選民對於

某些特定議題的態度立場，而造成政黨認同的改變，而改變的主要原因是受到短

期因素的影響，而這些短期因素主要有：候選人評價(Markus and Converse 

1979)、對政黨表現之回溯性評價(Fiorina 1981)、議題偏好(Franklin and Jackson 

1983; Franklin 1992; Niemi and Jennings 1991)、對未來經濟表現評估(Lockerbie 

1989)、投票抉擇（Butler and Stokes 1969; Thomassen 1976)以及選舉事件(Allsop 

and Weisberg 1988)。 

 

五、台灣政黨認同的相關研究 

「政黨認同」這一概念在美國選舉研究領域上有其影響力與效力，也被許多

國家的學者所應用，然而這能充分解釋美國選民投票行為的概念，是否適用於其

他國家的政治環境，是一個需要考慮的問題(Converse 1974)。是否適用的癥結點



13 
 

在於：1.美國與其他民主國家的政黨體系不同；2.美國的選舉制度與其他國家的

選舉制度不同；3.歐洲許多國家的政黨發展的社會歷史背景是依循社會分歧演化

而來（何思因、吳釗燮 1996）。 

政黨認同概念應用至台灣的選舉研究領域大約是在 1980年代左右（雷飛龍

等 1986），但台灣在 1980年代以前，是國民黨一黨獨大，到近年來的多黨體系，

台灣的政黨體系是處在一個動態多變的情形。且語言因素也是適用性的一大問

題，中文該用什麼樣的詞彙才能完整翻譯並測量出與西方國家類似的「政黨認同」

概念，因此有許多學者對於政黨認同的測量方法的合宜性及穩定性進行修正與建

議（吳乃德 1992；何思因 1994；何思因、吳釗燮 1996；藍清彰 1996；劉義

周 1987）。 

如劉義周（1987）提出台灣選民的政黨認同測量方式與美國並不同，因為語

言的關係會讓民眾弄不清楚研究者要詢問的是選民個人客觀的黨籍身份還是他

們對政黨主觀的認同偏好。而在台灣民眾主要政治認同的研究中發現：台灣民眾

的政黨認同是多面向性的，除了政黨認同之外，一般民眾對於政黨會有認知、情

感、行為等面向的問題，很多個人與政黨間的關係連結，並不是簡單「喜不喜歡」、

「支不支持」可以測量。再加上台灣的政黨體系正處於多變的狀態，因此這也增

加了對政黨認同測量的信度問題（劉義周、田芳華 1999）。 

何思因與吳釗燮（1996）針對台灣多黨體系下提出一個有別於傳統密西根學

派單一面向的政黨認同的概念與測量，其採用 1995年立委選舉的實證資料，針

對台灣當時國民黨、民進黨、新黨的三黨競爭的政治情境，以Weisberg(1980)4所

提出的多面向測量方式來建置台灣選民多層面的政黨認同概念，用三分法加三強

                                            
4關於「多層面向」政黨認同理論，Weisberg（1980）認為選民的政黨認同是相當複雜的。首先，

敵對性假設並不必然成立，因為有些選民可能認為自己既是民主黨，同時也是共和黨的認同者。

其次，也有些選民雖然自稱是獨立選民，但可能因為兩黨他們都偏好，也可能因為兩黨他們都

不喜歡，或者他們對政治獨立抱持認可的價值取向。再者，有些選民自認為是某政黨的支持者，

係因為他們支持該政黨的某項議題，而他們認為投票應該建立在議題取向，而非政黨因素。另

外，部份選民可能遠離政治體系，他們既非特定政黨的認同者，也不認為自己是獨立選民。因

此，Weisberg 認為，政黨認同應該至少包含「黨性強度」（partisan strength）、「黨性方向」

（partisan direction）、「政黨差異」（party difference），以及「政黨體系」（party system）等

四個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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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測量方式取代傳統兩黨體系的單面向延續性量表。研究結果顯示，多層面的

測量分析比起其他測量方式，可對台灣政黨認同作更周延的分析，並可發掘高達

16.5%的負面認同者。 

在台灣選舉研究中，所出現的「政黨認同」、「政黨偏好」、「政黨傾向」、「政

黨支持」、「黨性」等不同名詞，其皆是指向類似民眾對於政黨所持有得心理情感

的概念，不管是支持(partisan support)、喜好(partisan preference)或者是類似美國

所展出來對政黨長期承諾的「認同」(identification)，基本上到目前為止也都尚無

一個令人滿意可以精確測量到台灣民眾對政黨的觀念與態度。但就許多投票行為

研究發現，台灣選民對政黨不論是「認同」、「傾向」或是「支持」，皆與其他

政治態度或影響選民投票行為上有顯著相關性。 

關於台灣選民政黨認同穩定與變遷的研究，在總體層次方面，何思因（1994）

利用 1989及 1992兩次立委選舉的實證資料，探討台灣在民進黨成為合法政黨後

選民政黨偏好的變遷，研究發現這三年間，選民的政黨偏好有增加的趨勢，政黨

偏好對於投票的抉擇也有顯著影響，並且選民對於兩黨有明確喜好差距的情形是

有增加的。 

陳陸輝（2000）則是從政治世代的角度來看選民政黨認同穩定與變遷的情

形，其利用 1992、1995及 1998三次立委選舉後的面訪實證資料，研究顯示在

1992年至 1998年期間，台灣地區不同政治世代的選民，對國民黨認同的分布，

是相當穩定的。而年長的世代，其穩定的程度，又較年輕世代的選民為高。就民

進黨的認同者而言，歷年的趨勢顯示：民進黨的認同者持續成長，不過，年長者

認同民進黨的比例較少。 

然而藉由總體層次的資料我們僅能瞭解選民政黨認同整體變動的情形，並無

法探求個人層級的變化與其他變數間的關係，而定群追蹤資料的應用，便較能測

得個人在不同時間點政治態度變化的情形。劉義周（1987）是首位利用定群追蹤

資料作分析，其研究 1986年立委選舉選民政黨認同的分佈情形，其研究結果顯

示台灣選民在選舉前後的政黨認同並不穩定，但也發現政黨認同對於選民的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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抉擇具有極大的影響性。 

藍清彰（1995）研究台灣 1986到 1996年台灣民眾個體層次政黨認同變動的

情形，利用五筆選舉前後連續調查訪問資料，其研究發現，台灣選民政黨認同是

呈現出不穩定的狀態，是會受到短期因素影響而變動，在選舉前後幾個月的測

量，選民政黨認同出現 30.0%的變動比例，若將時間點延伸到三年，則發現有

50.0%左右的台灣選民政黨認同發生變動。 

盛杏湲（2009）探討 2004到 2008年台灣選民政黨偏好的持續與分佈情形，

其研究結果發現，有大約三分之二的民眾維持其政黨偏好，其中大黨相對於小黨

較為穩定，而國民黨相對於民進黨較為穩定。從 1992年到 2004年，民進黨認同

者的比例有逐漸增加的趨勢。在變遷部分主要是來自於偏好小黨的選民轉向偏好

大黨的移動，變動的界線僅屬議題立場相近的政黨間移動，即仍是以藍綠認同為

劃分。 

陳光輝（2009）則利用 TEDS2003、TEDS2004及 TEDS2008三筆定群追蹤

資料，比較三個不同時間點台灣選民政黨認同的穩定性，研究結果發現，在政黨

認同穩定方面，約有七至八成的選民維持其既有的政黨傾向，而其中泛藍的認同

者穩定度是較泛綠認同者高。在政黨認同變遷方面，變動的情形主要是在藍綠兩

陣營內的移動，或是由有政黨傾向轉為無政黨傾向的變動。 

綜合以上，國內過去對於選民政黨認同的穩定與變遷的相關研究顯示，在總

體層次方面，台灣選民的政黨認同有逐年增加的情形，而在個體層次方面，研究

發現台灣選民的政黨認同還算穩定，但也會受到短期因素影響。值得注意的是，

訪問日期間隔較短，政黨認同的穩定性應較高，但研究結果顯示在選舉前後所測

得的政黨認同，相對於其他跨年測量，選民政黨認同的變動程度是較為明顯。 

關於影響台灣選民政黨認同穩定與變遷的相關因素，在總體層次方面，世

代、省籍、教育程度、職業、統獨立場、族群意識、政治信任感等因素皆會對選

民政黨認同有所影響。相關研究指出，年長世代的選民其政黨認同的穩定度會比

年輕世代的選民高。而本省籍、統獨立場偏向獨立、自我認定為台灣人是較傾向



16 
 

認同民進黨；相對地，外省籍、統獨立場偏向統一、自我認定為中國人則較傾向

認同國民黨，而教育程度較高、職業的社會地位較高也會偏向國民黨。政治信任

感也會左右選民政黨認同，政治信任感愈高，愈傾向認同執政黨；反之，若政治

信任感愈低，則愈傾向偏好在野黨（王甫昌 1998；何思因 1991、1994；吳乃德 

1993、1999；吳重禮、許文賓 2003；林佳龍 1998；徐火炎 1993；盛杏湲 2002；

盛杏湲、陳義彥 2003；莊天憐 2001；陳文俊 1995、2003；陳陸輝 2000、2002；

陳義彥 1994；黃秀端 1995；黃紀、吳重禮 2000）。 

在個體層次方面，相關研究指出施政表現、候選人評價等短期因素也會影響

選民政黨認同的穩定性。選民會根據施政表現來調整其政黨認同的強度甚至是方

向，當選民對於政黨或政治人物的施政表現感到滿意時，則會傾向偏好該黨。如

在 2004年至 2008年的訪問中，對民進黨政府持有正面評價的選民，其較能維持

認同泛綠的穩定性，若是持有負面評價則較容易轉為中立無傾向者；另一方面，

泛藍支持者，若對民進黨政府持正面評價，則泛藍選民可能會偏離泛藍支持，若

是負面評價則較容易維持認同泛藍的穩定性；而政黨認同為中立無傾向者，若對

民進黨政府持正面評價，其較傾向形成泛綠認同，若是負面評價則是轉為泛藍認

同。而候選人評價高低也會對選民政黨認同產生影響，其與施政表現類似，若選

民對候選人持有不錯評價，則選民會傾向支持該候選人所屬政黨。施政表現、候

選人評價對政黨認同的穩定性產生影響力，這也表示台灣選民的政黨認同所反映

的是個人過去對政黨的政治經驗，即個人的政黨認同是建立在對政黨的回溯性評

價所累積的政治經驗上（盛杏湲 2009；陳光輝 2009）。 

另外，選民的政黨認同強度、政治知識也對政黨認同的穩定性有著相當程度

的關聯。隨著選民政黨認同強度的增加，選民政黨認同發生變動的可能性也隨之

降低，而選民政治知識愈高，維持主要政黨認同穩定的比例也愈高，對於中立無

傾向者而言，具有較高政治知識的選民，其可能會對主要政黨形成認同或支持（林

瓊珠 2005；林嘉誠 1989；莊天憐 2001；葉銘元 1994）。 

根據以上國內外文獻回顧，我們可以發現選民政黨認同並非長期穩定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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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可能會受到候選人評價、對政黨施政表現、議題偏好、投票經驗以及選舉事件

等短期因素的影響而變動，而在國內影響選民政黨認同的短期因素，當中以候選

人評價與施政滿意度對政黨認同的穩定性最有影響力，但對於選舉前後所造成的

變動是否可能為選民投票抉擇的影響，則無相關探討，因此本研究除了瞭解台灣

選民在選舉過程政黨認同的穩定與變遷情形，並進一步探討選民投票抉擇對於政

黨認同的影響。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章節安排章節安排章節安排章節安排 

本研究共分為五章。除本章說明本研究動機目的以及對相關理論與文獻進行

探討外，第二章說明研究架構及變數的建構與測量，並敘明資料來源與研究假

設。第三章將進行資料的分析以回答本研究提出的問題。第四章進一步納入投票

抉擇因素來檢證在選舉過程中，是否會對選民政黨認同產生影響，最後利用多元

迴歸模型來檢驗假設。第五章的結論除了探討本研究的發現之外，將根據研究的

成果與限制提出後續研究的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