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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研究設計研究設計研究設計研究設計 

本章將說明本研究相關的重要變數以及分析架構。在第一節說明本研究的研

究架構及相關概念與理論，接著在第二節說明所採取的資料來源，以及討論相關

變數的建構與測量，第三節則是敘明研究假設。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 

對於政黨認同的穩定性，修正主義論者認為政黨認同並非長期穩定不變，是

會受到短期因素影響而發生變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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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dy and Rothenberg 1988; Fiorina 1981)，或者是過去投票行

為的一種習慣結果(Markus and Converse 1979)，也有可能是反映選民當前投票抉

擇(Budge and Farlie 1976；Thomassen 1976)，在選舉過程中，競選活動會增強選

民政黨認同的強度(Dreyer 1973)。因此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台灣選民在競爭激

烈的選舉過程中，選民政黨認同的穩定與變遷是否會受到投票抉擇的影響。 

本研究將以四波定群追蹤資料為依據，在此架構中，有四個訪問時間點，第

一個時間點，是在 2008 年立委選舉前三十天開始訪問，第二個時間點為立委選

舉後，將選前訪問成功之樣本進行追蹤訪問，第三個時間點為總統選前十五天開

始，利用立委選後訪問成功之樣本進行測量，第四個時間點為總統選後進行訪

問，最後連續四波訪問完成了 650 個成功樣本數。在兩次全國性大選，連續訪問

期間將近三個月，對同一受訪者在不同時間的測量，可以了解個人政黨認同的變

化情形以及是否有到短期因素影響。選民的政黨認同是否會隨著選舉時程的進展

而有所強化，並瞭解是否可能受到短期因素的影響，因此將投票抉擇因素納入，

政黨認同發生改變的選民，其改變的方向是否和投票抉擇方向一致。 

因此本研究依變數為政黨認同，主要瞭解政黨認同在四波當中的穩定與變

遷情形，並進一步探討個人的政黨認同在選舉過程中，會不會因投票抉擇或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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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 

年齡 

省籍 

政治知識 

族群認同 

統獨立場 

舉結果而對政黨認同的穩定與變遷產生影響，因此自變數為投票抉擇，並控制

了個人社會背景變項（性別、年齡、省籍、政治知識）及政治態度（族群認同、

統獨立場）。研究架構如圖2-1所示： 

 

 

 

 

 

 

 

 

 

 

 

 

 

 

圖  2-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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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資料來源研究方法與資料來源研究方法與資料來源研究方法與資料來源 

由於本研究旨在瞭解政黨認同的穩定與變遷，因此在方法上將採用「定群追

蹤研究」(panel study)的分析方法。本研究之實證資料來源有二：（1）台灣大學

朱雲漢教授所主持的國科會計畫「2005 年至 2008 年『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

四年期研究規劃（III）：2008 年立法委員選舉電訪案」5；（2）政治大學黃紀教授

所主持的國科會計畫「選制變遷之效應：分析方法的探討及對我國立委選制變遷

影響之研究(1/3)」6。 

本研究所使用的「定群追蹤研究法」，是一種長期的跨時研究(longitudinal 

study)，是在數個時間點，針對相同一群的樣本進行調查訪談所蒐集成的一種數

據型態，相較於總體資料(aggregate data)及橫剖面資料(cross-sectional data)而言，

是瞭解個人態度變化及解釋變數間因果關係最為適當的研究方法，其可以同時比

較兩個時間點以上選民政治態度的變化，也能顧及選民政治行為在個體與總體層

次的變動情形，因此定群追蹤研究是用於瞭解民眾政治態度、民意動態走向及政

治社會化過程等議題的研究，並能對個人政治行為的演變進行深入的詮釋與分析 

（Achen 1975; Converse 1964; Green and Plamquist 1990; Jennings and Markus 

1984; 王鼎銘等 2004；黃紀 2005）。 

本研究兩筆全國性電話訪問資料，以設籍於台灣、年滿二十歲、具有投票權

以及居住於住宅或住商混合區之電話用戶為訪問母群7，針對連續四次訪問成功

之樣本，追蹤其在這兩次選舉期間的政黨認同變化。調查研究資料共有立委選前

                                            
5本研究所使用資料「2005 年至 2008 年『選舉與民主化調查』四年期研究規劃 III：2008 年立

法委員選舉面訪計畫案」為「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TEDS 多年期計畫總召集人為國立政治

大學黃紀教授，TEDS2008LT 本計畫以民國 97 年第七屆立委選舉為研究主軸，以電話訪問方式

進行，自民國 96 年 12 月 13 日起，至 97 年 1月 19 日止，計畫主持人為朱雲漢教授，由政治

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執行訪問；詳細資料請參閱 TEDS 網頁：http://www.tedsnet.org。 
6「選制變遷之效應：分析方法的探討及對我國立委選制變遷影響之研究(1/3)」 (NSC 

96-2414-H-004-042-SS3)主要是以 2008 年 3 月 18 日舉行之第十二屆總統選舉為調查訪問的研
究主題，採用「電腦輔助電話訪問系統」（CATI）進行全省電話訪問來蒐集資料。作者感謝上

述機構及人員提供資料協助，惟本文之內容概由作者自行負責。 
7此兩筆實證資料的抽樣方法皆是以「中華電信住宅部 96 年版電話號碼簿」為母體清冊，依據
各縣市電話簿所刊電話數佔台灣地區所刊電話總數比例，決定各縣市抽出之電話數比例，以

等距抽樣法抽出各縣市電話樣本後，為求涵蓋的完整性，再以隨機亂數修正電話號碼的最後

二碼或四碼，以求接觸到未登錄電話的住宅戶。電話接通後再由訪員按照（洪式）戶中抽樣

的原則，抽出應受訪的對象進行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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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2.13~2008.01.11)、立委選後(2008.01.15~19)、總統選前(2008.03.07~16)、

總統選後(2008.03.17~21)四個時間點。第一個時間點為立委選舉前三十日開始進

行訪問，選前共計完成 3843 個成功樣本；第二個時間點則是將立委選前 3,843

個成功樣本進行追蹤，共完成 1,530 個成功樣本。第三個時間點為總統選舉前十

五日開始訪問，將立委選後成功樣本繼續追蹤，在總統選前共計追蹤 781 個成功

樣本，第四個時間點則是將總統選前 781 個成功樣本再進行訪問，共完成 650

個成功樣本。本研究採用合併此兩筆調查資料的方式，篩選出連續四波訪問成功

之樣本共計 650 個，追蹤樣本成功數及訪問流失率請見表 1-1。 

 

表 2-1  定群追蹤樣本連續訪問流失率 

選舉 立委選舉前 1 立委選舉後 1 總統選舉前 2 總統選舉後 2 

訪問執行期間 2007.12.13~2008.01.11 2008.01.15~19 2008.03.07~16 2008.03.17~21 

定群追蹤樣本      3843 1530 781 650 

追蹤流失率   －－－ 39.81%  20.32%  16.91%  
資料來源：1.台灣大學朱雲漢教授所主持的國科會計畫「2005 年至 2008 年『台灣選舉與民主化

調查』四年期研究規劃（III）：2008 年立法委員選舉電訪案」。 
          2.政治大學黃紀教授所主持的國科會計畫「選制變遷之效應：分析方法的探討及對我

國立委選制變遷影響之研究(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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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變數建構與研究假設第三節變數建構與研究假設第三節變數建構與研究假設第三節變數建構與研究假設 

本節將說明變數的建構與測量，並根據前述的理論架構說明本研究假設。本

研究之依變數為選民政黨認同，自變數包含投票對象、個人社會背景條件（性別、

年齡、省籍、政治知識）、政治態度（族群意識、統獨立場）。以下將分別進行說

明本研究變數的建構8與研究假設。 

 

一、變數建構 

（一）依變數：政黨認同 

針對政黨認同變項，本研究四波皆採用一致的測量題目： 

「在國民黨、民進黨、新黨、親民黨跟台聯這五個政黨中，請問您認為您比較支

持哪一個政黨？」 

若受訪者明確回答出政黨支持者，則繼續追問： 

「請問您是非常支持還是普普通通？」 

若受訪者沒有回答出明確政黨者，則繼續追問： 

「您比較偏向國民黨、偏向民進黨，偏向新黨，偏向親民黨，還是偏向台聯，或

是都不偏？」 

政黨認同變項在重新過錄時，暫不考慮政黨認同之「強度」，將焦點擺在政

黨認同之「方向」，最初並未回答出明確政黨者，在進一步追問後，表示有所偏

向之政黨者，在此也一併納入為政黨認同者；若受訪者並未表示有任何偏向之政

黨（都支持、都不支持、拒答），則併入為中立無傾向者。 

傳統上學界對於政黨認同或政黨偏好的測量，是區分為國民黨、親民黨、新

黨、民進黨、台灣團結聯盟、中立無傾向，然而檢視目前台灣政黨體系型態，台

                                            
8 各變數的詳細過錄方式可見文後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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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政黨競爭的過程主要是藍綠陣營的對峙，其他政黨則會因立場或意識型態接近

而結盟（陳文俊 2003)，且在 2008 年立委新選制運作下，使得許多小黨更趨向

泡沫化，近年也有許多相關研究發現，將民眾個別政黨認同合併為對泛藍或泛綠

陣營的支持或偏好，於此相較於個別政黨的分類進行測量，對於檢驗結果是能得

到更高的解釋力（Hsieh 2002; 林瓊珠 2008；陳光輝 2009；蔡佳泓 2007；游清

鑫 2004；鄭夙芬 2007；蕭怡靖、游清鑫，2008）。 

因此為分析之便，筆者重新過錄，在初步描述性分析時，將政黨認同分為「泛

綠」、「泛藍」、「中立無傾向」三類。而在政黨認同穩定與變遷模型分析時，則分

別將立委選舉前後及總統選舉前後政黨認同合併處理如表 2-2，分為 1「穩綠」、

2「穩藍」、3「轉綠」、4「轉藍」、5「中立無傾向」共五類， 

表 2-2  選舉前後政黨認同變項過錄方式 

       選後政黨認同 

選前政黨認同 
泛綠 

中立無 

傾向 
泛藍 

泛綠 1 5 4 

中立無傾向 3 5 4 

泛藍 3 5 2 

 

（二）自變數 

在自變數方面，本研究將選民投票對象、個人社會背景變項、政治態度納入

分析。 

（1）投票對象 

針對投票對象變項，在立委選舉與總統選舉的測量題目分別是： 

立委問卷：在您選區的立委候選人當中，您是把票投給誰？ 

總統問卷：請問這次總統選舉，您是投給謝長廷還是馬英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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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立委選舉時，主要政黨皆有提名候選人參選9，因此本研究將立委投票對

象變數主要分為「投泛綠」、「投泛藍」兩類。而除了主要政黨外，單一選區中也

有許多小黨候選人參與競選，但由於個數不多且並非本研究核心10，因此與投廢

票、沒去投票、拒答等分類共同以遺漏值處理。在總統選舉時僅有國民兩黨候選

人，因此總統投票對象變數分為「投民進黨」、「投國民黨」兩類。在模型分析時，

進一步將投票對象以虛擬變數處理，分別以「投國民黨」、「投民進黨」為對照組。 

 

（2）個人社會背景變項：我們將性別、年齡、政治知識、省籍納入分析，相關

的個人社會背景變項討論如下。 

1.性別 

在性別方面，男女選民因為政治社會化的過程，將導致在理念價值上或是政

策議題方向上的認知會有所不同，及男女受到不同社會結構條件影響，以及對不

同議題的態度與重視程度的不同，因此在政黨認同上會產生差異（楊婉瑩、劉嘉

薇 2006, 115-156）。而且男性的政治功效意識相較於女性選民是擁有較強烈的

認知，男性選民較能去區分不同政黨間的立場、政策差異進而形成評價，男性選

民較能維持穩定的政黨認同，女性選民則會因為短期因素而有所變化（Campbell 

et al. 1960, 489; Milbrath and Goel 1977, 117; 吳重禮、許文賓 2003, 112）。性別

變項在此以女性為對照組。 

2.年齡 

在年齡方面，Campbell 等人認為政黨認同的穩定會受到年齡的影響，透過

生命週期效果(life-cycle effects)的影響，個人隨著自己年齡的增長，政黨認同強

度會逐漸增強及穩定。年紀愈輕的選民或者剛參與投票的選民，對於政治體系的

認知相較於年齡較大的選民是較為薄弱，對於政黨情感上的依附不深，因此會有

                                            
9 2008 年立委選舉，新黨在區域立委部分並未提名候選人參選。 
10支持小黨的樣本數有，台灣農民黨 2 個、綠黨 1 個、第三社會黨 1 個、無黨聯盟 15 個、獨立

參選人 16 個，總計共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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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明顯的政黨認同變動，而年齡愈大的選民通常會因政治行為漸漸趨向保守，及

對於政治事物的瞭解，而形成較穩定的政黨認同，除非經歷過重大社會變遷或國

家政經改變，否則是不易改變的（Campbell et al. 1960, 161-65; 吳重禮、許文賓 

2003, 124 ；陳陸輝 2000, 112）。針對年齡變項，共分成三類：20~29 歲為「年

輕」、30~49 歲為「中年」、50 歲以上為「老年」，以「年輕」為對照組。 

3.政治知識 

在政黨認同與政治知識的相關研究發現，政治知識與政黨認同傾向有關，選

民的政治知識愈高，愈能對於政治事物做判斷，並區分政黨間政策與議題立場的

差異，進而能夠清楚表態支持某個政黨，政治知識或政治涉入程度較低的選民，

往往容易成為獨立選民（林瓊珠 2005；莊天憐 2001, 92；葉銘元 1994）。林嘉

誠（1989, 11）認為政治知識是指對政治事務的認識、瞭解政治上的運作規則且

會主動關心政治領域內所發生的人、事、物，對其後續發展深感興趣，並能在認

知中產生作用，使其對政治能有一初步的概念產生。政治知識即為一般民眾對政

治資訊的瞭解。因此政治知識對選民來說，會影響個人政治態度的形成，以及對

於政治世界的瞭解，若選民未有足夠的政治知識，則是容易成為沒有政黨認同的

獨立選民。 

針對政治知識變項，測量題目如下： 

(1).請問這一次的立委選舉，您的選區會選出幾個立法委員？ 

(2).在這次立法委員選舉中，除了公投票以外，請問，一個人可以投幾票？ 

(3).請問您，政黨需要得到百分之多少的政黨票，才能分配不分區的席次？ 

受訪者每答對一題即得 1 分，答錯或不知道為 0 分，以此可得最低 0 分至最

高 3 分的量表，總分以平均數計算，分數愈高表示其政治知識也愈高。 

4省籍 

在台灣，省籍因素一直是研究民眾政治態度與投票抉擇中不可忽視的一項變

數，因為在台灣特有的政治社會環境背景下，每逢選舉期間，省籍議題便是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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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製造熱門話題的工具之一，也成為選舉動員的關鍵，因此省籍對選民的政黨

認同是具有相當程度的影響效果（王甫昌 1998；林佳龍 1998；何思因 1991；

盛杏湲、陳義彥 2003）。相關研究指出，省籍是區別選民不同集群的重要變數，

整體而言，外省籍選民則較其他族群更傾向支持國民黨而不支持民進黨，民進黨

支持者有較高比例為本省籍選民（徐火炎 1993；陳義彥 1994；黃秀端 1995）。

陳陸輝（2000）研究發現，本省閩南籍的選民而言，對認同國民黨比例相當穩定，

對民進黨的認同則是持續的增加，另外，本省第一代選民對新政黨較不感興趣，

本省第二代則在 1988 年後較支持民進黨，外省籍選民對民進黨歷年的平均支持

度不到五個百分點。吳重禮及許文賓（2003）也發現大陸各省市人較本省閩南人

傾向認同國民黨與親民黨。諸多研究證實，省籍的確是會影響選民政黨認同的傾

向，因此本研究也預期本省閩南籍的選民是傾向維持穩定的泛綠或者是轉為泛

綠，而外省籍的選民則是傾向維持穩定泛藍或轉為泛藍。針對省籍變項，共分成

二類：「本省」、「外省」，以「外省」為對照組。 

 

（3）政治態度：相關變項包含個人族群意識及統獨立場。 

1.族群意識 

諸多研究證實，族群意識對政黨認同具有顯著影響，是決定政黨認同的一項

關鍵因素（王甫昌 1998；吳乃德 1999；何思因，1991、1994； 黃紀、吳重禮 

2000）。族群認同與政黨認同類似，皆是屬於一種心理狀態，且族群認同會與政

黨的黨綱、黨旨有所相關，根據以往經驗自認為是「中國人」者傾向認同泛藍國

民黨、親民黨、新黨；而自認為「台灣人」者，則傾向認同泛綠民進黨、台灣團

結聯盟，因此族群認同這心理狀態是穩定不受短期因素改變的，連帶也會加強了

政黨認同的穩定。因此本研究也預期自我認同為「台灣人」的選民是傾向維持穩

定的泛綠或者是轉為泛綠，而自我認同為「中國人」的選民則是傾向維持穩定泛

藍或轉為泛藍。針對族群意識變項，共分成「台灣人」、「中國人」、「雙重認同」

三類，以「雙重認同」為對照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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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統獨立場 

統獨立場反應出台灣兩大主要政黨統獨理念的對抗與權力的爭奪（吳乃德，

1993, 36； 陳文俊 1995, 101），也是自 1990 年以來台灣最重要的政治分歧（徐

火炎 1993； 盛杏湲 2002； 盛杏湲、陳義彥 2003），國民黨過去一向以「統

一中國」為政治訴求，而民進黨則是強調「台灣獨立」的主張，因此過去諸多研

究中發現統獨議題也往往與選民的政黨認同有密切相關，偏向統一者傾向成為泛

藍認同者，而贊成台灣應獨立發展的選民則傾向認同泛綠（吳重禮、許文賓 2003； 

陳文俊 1995； 陳陸輝 2000； 盛杏湲 2002； 盛杏湲、陳義彥 2003）。因此

本研究認為：具有強烈統獨意識選民較傾向分佈於政治意識光譜的兩端，因此容

易成為政黨認同者；而偏向維持現狀者，則較不易有穩定的政黨認同傾向，即統

獨立場為獨立的選民是較傾向認同泛綠，統獨立場為泛藍的選民則是較傾向認同

泛藍；而偏向維持現狀無明確統獨立場者，則容易成為中立無傾向的選民。針對

統獨立場變項，共分成三類：「偏向獨立」、「偏向統一」及「偏向維持現狀」，以

「偏向維持現狀」為對照組。 

 

二、研究假設 

經上述的理論與自變數、依變數之討論，本文提出以下的研究假設：  

1.有政黨認同者投票給所認同政黨之候選人時，傾向維持其認同。 

2.中立無傾向者投票給特定政黨的候選人時，傾向認同該候選人之政黨。 

雖然政黨認同的因果次序關係是在投票抉擇之前，但在選舉過程中，選民的

投票抉擇其實也會影響政黨認同的穩定與變遷情形，選前有明確政黨認同的人，

其在經過投票行為後，若投票抉擇方向與政黨認同相符，則會傾向維持其政黨認

同；若投票抉擇方向與政黨認同相衝突，則在選後個人的政黨認同會傾向不穩定

而可能發生變動。另一方面，對於選前政黨認同為中立無傾向的選民，其在經過

投票行為後，可能會為與投票抉擇形成一致的態度，因此在選後會形成與投票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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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方向相符的政黨認同，即中立無傾向選民在選後的政黨認同可能為反映其當前

投票意向。 

除了放入投票抉擇變項之外，本研究亦控制了受訪者的性別、年齡、政治知

識、省籍、族群意識、統獨立場，以檢視在當控制其他變數不變的情況下，投票

抉擇對於政黨認同的影響為何。 

以上依照文獻檢閱及研究架構說明本研究之假設，接下來第三章將進行選民

政黨認同在選舉期間穩定與變遷的分佈情形，在探討個體層次選民政黨認同的變

化情形之前，本研究先利用總體資料對台灣選民過去整體政黨認同的發展趨勢作

一瞭解，之後再探討個體層次選民政黨認同的穩定與變化，並加入投票抉擇進行

初步分析，最後以統計模型方式檢證上述的研究假設是否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