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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影響政黨認同變動因素影響政黨認同變動因素影響政黨認同變動因素影響政黨認同變動因素 

本章將首先探討選民政黨認同是否會受投票抉擇影響，接著以選民政黨認同

做為模型依變數，以選民投票抉擇為自變數，並將個人社會背景、政治態度等因

素納入模型中加以控制，來瞭解在控制其他變數不變的情況之下，其中的自變數

對依變數－政黨認同的影響為何。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投票抉擇對政黨認同變動的影響投票抉擇對政黨認同變動的影響投票抉擇對政黨認同變動的影響投票抉擇對政黨認同變動的影響 

首先我們將選舉前後所測量到的政黨認同與選民投票意向作交叉分析。從表

4-1 中，我們可以發現立委選前與立委選後的政黨認同分佈，中立無傾向的比例

由 24.8%降為 18.2%，減少幅度有 6.6 個百分點共 43 個樣本，而泛藍、泛綠政黨

認同的比例則相對明顯增加。若以選民是否有表明投票對象為區分，選民有表明

投票對象者，中立無傾向的比例由 17.2%下降至 10.2%，明顯減少 7.0 個百分點

共 32 個樣本，而未表明投票對象的選民，中立無傾向的比例是減少 5.8%共 11

個樣本，故有表明投票對象者在中立無傾向選民的變動較大，選前政黨認同為中

立無傾向的選民在經過投票表態後，其政黨認同有向泛綠及泛藍移動的情形，如

有表明投票對象的選民，在立委選後的泛藍認同比例為 67.2%，是高於選前的泛

藍認同 60.0%，中立無傾向者選後 10.0%則是低於選前 17.2%。可能原因是在選

前政黨認同為中立無傾向者，其經過投票抉擇後，當我們選後再次測量選民政黨

認同時，受訪者可能為支持或形成與其投票抉擇一致的政治態度，而回答投票抉

擇所屬政黨，因此選後轉為認同某一政黨的比例明顯增加。 

在總統選舉方面，從表 4-2 所呈現的變動情形，在總統選舉前後整體政黨認同並

無明顯的變動，政黨認同者與中立無傾向者變動的幅度皆不超過 1.5%，有表明投票對

象的選民，中立無傾向的比例也僅減少 1.2%共 7 個樣本，有表明投票對象的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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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中立無傾向的比例反而是增加了 4.8%共 3 個樣本。在總統選舉前後，選民

有無表明投票對象對於中立無傾向者的變動情形，並不像立委選舉時有較一致的

趨勢，在總統選舉時，選民政黨認同已經相當穩定，中立無傾向者的比例在前一

次經過立委選舉投票時已大幅減少，以及未去投票或不願透露投票抉擇的選民，

在總統選舉時也僅剩 9.5%共 62 個樣本。 

 

表 4-1  2008 年立委選舉投票意向，立委選前政黨認同與立委選後政黨認同分佈表 

立委投票對象 立委選前政黨認同 立委選後政黨認同 

 泛綠 中立無傾向 泛藍 泛綠 中立無傾向 泛藍 

有表明(n=460) 22.8 (105) 17.2 (79)  60.0 (276) 22.6 (104) 10.2 (47)  67.2 (309) 

未表明及其他(n=190) 15.3 (29)  43.2 (82)  41.6 (79)  18.9 (36)  37.4 (71)  43.7 (83)  

總和(N=650) 20.6 (134) 24.8 (161) 54.6 (355) 21.5 (140) 18.2 (118) 60.3 (392) 

資料來源：朱雲漢（2008）。 
說明：表中所列數值為橫列百分比，括號內為樣本數。 
 

 

表 4-2  2008 年總統選舉投票意向，總統選前政黨認同與總統選後政黨認同分佈表 

總統投票對象 總統選前政黨認同 總統選後政黨認同 

 泛綠 中立無傾向 泛藍 泛綠 中立無傾向 泛藍 

有表明(n=588) 25.2 (148) 11.1 (65) 63.8 (375) 23.8 (140) 9.9 (58) 66.3 (390) 

未表明及其他(n=62) 17.7 (11)  46.8 (29) 35.5 (22)  21.0 (13)  51.6 (32) 27.4 (17)  

總和(N=650) 24.5 (159) 14.5 (94) 61.1 (397) 23.5 (153) 13.8 (90) 62.6 (407) 

資料來源：黃紀（2008）。 
說明：表中所列數值為橫列百分比，括號內為樣本數。 

 

雖然在總統選舉前後，中立無傾向者的比例並無明顯的變動，但觀察立委選

舉時，有表明投票意向的選民，原先為中立無傾向者，在選後較傾向會轉為政黨

認同者，因此我們將選民投票抉擇納入進一步分析，探討投票抉擇是否會影響選

民政黨認同的變動或形成。 

如表 4-3 所示，在立委選舉中，選前政黨認同與投票支持的政黨一致，其選

後的政黨認同仍一致者，泛綠認同者有 90.1%、泛藍認同者有 98.1%的一致性。

而選前政黨認同與投票支持不同時，則有少部分的選民其選後政黨認同與投票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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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的政黨相同，如選前泛綠認同者其投票支持為泛藍時，在選後轉而認同泛藍的

有 35.7%，選前泛藍認同者其投票支持為泛綠，在選後轉為認同泛綠者有 21.1%。

而選前政黨認同為中立無傾向的選民，其中投票支持為泛綠的有 25.0%的人在選

後便轉而認同泛綠，而投票支持為泛藍的人，則將近 58.2%在選後政黨認同會轉

為認同泛藍。 

若從政黨認同的穩定與變遷來看，政黨認同穩定的選民其投票支持與政黨認

同相符的有 85.9%14的比例，在政黨認同變遷方面，則有 66.2%15的選民政黨認同

變動的方向與其投票支持是一致，其中選前有明確政黨認同者部分，大約有

36.0%16的選民其政黨認同的變動是與投票支持一致，而選前無明確政黨認同者方

面，大約有 82.6%17的選民其政黨認同變動方向是與投票支持一致。 

表 4-3  2008 年立委選前政黨認同、立委投票與立委選後政黨認同交叉列聯表 

立委選前政黨認同 立委選後政黨認同 

 
立委 

投票對象 泛綠 中立無傾向 泛藍 總和 

 泛綠 90.1 (82) 7.7 (7)  2.2 (2)   86.7 (91)  

泛綠 泛藍 57.1 (8)  7.1 (1)  35.7 (5)   13.3 (14)  

  總和 85.7 (90) 7.6 (8) 6.7 (7) 100.0 (105) 

 泛綠 25.0 (6)  58.3 (14) 16.7 (4)   30.4 (24)  

中立 
無傾向 泛藍 7.3 (4)  34.5 (19) 58.2 (32)  69.6 (55)  

  總和 12.7 (10) 41.8 (33) 45.6 (36)  100.0 (79)  

 泛綠 21.1 (4)  5.3 (1)  73.7 (14)  6.9 (19)  

泛藍 泛藍 0.0 (0)  1.9 (5)  98.1 (252) 93.1 (257) 

  總和 1.4 (4) 2.2 (6) 96.4 (266) 100.0 (276) 

資料來源：朱雲漢（2008）。 
說明：1. N=460，表中所列數值為橫列百分比（括弧內為樣本數）。 
      2.投票抉擇為他黨、忘了、沒去投、投廢票、拒答，以遺漏值處理。 
 

                                            
14 前後政黨認同及投票抉擇方向皆一致/前後政黨認同一致 

(82+252)/(90+33+266)*100%=85.9% 
15 投票抉擇與選後政黨認同方向一致/前後政黨認同不一致

(5+6+32+4)/(8+7+10+36+4+6)*100%=66.2% 
16 (5+4)/(8+7+4+6)*100%=36.0% 
17 (6+32)/(10+36)*10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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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總統選舉方面，如表 4-4 所示，選前政黨認同與投票支持的政黨一致，其

選後的政黨認同仍一致者，泛綠與泛藍認同者皆有九成以上的一致性。在選前政

黨認同與投票支持不同方面，選前泛綠認同者其投票支持為國民黨時，在選後轉

而認同泛藍的有 47.4%，選前泛藍認同者其投票支持為民進黨，在選後轉為認同

泛綠者有 33.3%，而選前政黨認同為中立無傾向的選民，其中投票支持為民進黨

的有 40.0%的人在選後便轉為認同泛綠，而投票支持為國民黨的人，則將近 52.5%

在選後政黨認同會轉為認同泛藍。 

在政黨認同穩定與變遷部分，政黨認同穩定的選民，其投票支持與政黨認同

相符的有 91.9%18的穩定性。在政黨認同變動的選民中，有 53.1%19的選民政黨認

同變動的方向與其投票支持是一致的，其中在選前有明確政黨認同者方面，大約

有 26.1%20的選民其政黨認同變動方向是與投票支持一致，而選前無明確政黨認

同者方面，大約有 88.6%21的選民其政黨認同的變動是與投票支持一致。 

表 4-4  2008 年總統選前政黨認同、總統投票與總統選後政黨認同交叉列聯表 

總統選前政黨認同 總統選後政黨認同 

 總統 
投票對象 泛綠 中立無傾向 泛藍 總和 

 民進黨 91.5 (118) 6.2 (8) 2.3 (3) 87.2 (129) 

泛綠 國民黨 31.6 (6) 21.1 (4) 47.4 (9) 12.8 (19) 

 總和 83.8 (124) 8.1 (12) 8.1 (12) 100.0 (148) 

 民進黨 40.0 (10) 44.0 (11) 16.0 (4) 38.5 (25) 
中立 

無傾向 國民黨 0.0 (0) 47.5 (19) 52.5 (21) 61.5 (40) 

 總和 15.4 (10) 46.2 (30) 38.5 (25) 100.0 (65) 

 民進黨 33.3 (3) 11.1 (1)  55.6 (5) 2.4 (9) 

泛藍 國民黨 0.8 (3) 4.1 (15) 95.1 (348) 97.6 (366) 

 總和 1.6 (6) 4.3 (16) 94.1 (353) 100.0 (375) 

資料來源：朱黃紀（2008）。 
說明：1.N=588，表中所列數值為橫列百分比（括弧內為樣本數）。 
     2.投票抉擇為忘了、沒去投、投廢票、拒答，以遺漏值處理。 

                                            
18 (118+348)/(124+30+353)*100%=91.9% 
19 (9+10+21+3)/(12+12+10+25+6+16)*100%=53.1% 
20 (9+3)/(12+12+6+16)*100=26.1% 
21(10+21)/(10+25)*100=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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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上述分析發現，政黨認同穩定的選民，在立委選舉與總統選舉分別有

85.9%、91.9%的選民政黨認同是與投票一致。而在選舉過程政黨認同發生變動

的選民部分，立委選舉及總統選舉分別有 66.2%、53.1%的選民其選後政黨認同

是與投票抉擇相一致，即在選後政黨認同發生變動的選民中，有一半的選民其會

反映當前的投票抉擇，其中選前有明確政黨認同的選民，在立委選舉與總統選舉

分別有 36.0%、26.1%的選民是反映其當前投票抉擇，值得注意的是選前為中立

無傾向的選民，其在立委選舉及總統選舉分別有 82.6%、88.6%的比例選後政黨

認同是與投票抉擇相一致。 

本節先以簡單交叉列聯表來觀察選民政黨認同是否為反映當前投票抉擇而

發生變動，在下一節筆者將透過模型的建立，來探討在選舉期間影響選民政黨認

同穩定與變遷的因素。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節節節節 解析解析解析解析選舉選舉選舉選舉期間期間期間期間政黨認政黨認政黨認政黨認同同同同穩定與變遷穩定與變遷穩定與變遷穩定與變遷 

本節進一步以多項勝算對數模型(Multinomial Logit Model)來檢證投票抉擇

對因素選民政黨認同穩定與變遷的影響。在變數處理方面，依變數部分我們以選

後政黨認同為中立無傾向當作對照組，比較政黨認同為穩定的泛綠、泛藍及政黨

認同變遷的轉綠、轉藍之間的差異，在自變數方面，投票抉擇、性別、年齡、省

籍、族群意識及統獨立場均為類別尺度(categorical scale)，則先以虛擬變數的方

式處理，政治知識則視為等距尺度(interval scale)處理。 

 

一、立委選舉前後影響政黨認同變動因素 

表 4-5 為立委選舉前後政黨認同穩定與變遷的分析結果，關於投票抉擇對於

選民政黨認同穩定與變遷的影響，在維持政黨認同穩定方面，控制其他變數不變

的情況下，投給泛藍的選民在穩綠相對於選後中立無傾向的成敗比是投給泛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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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 倍（exp(-1.58)）；換言之，當選民投票對象為泛綠時，相對於選後中立無傾

向，其是較能維持穩定的泛綠政黨認同。另一方面，投給泛藍的選民在穩藍相對

於選後中立無傾向的成敗比是投給泛綠的 7.71 倍（exp(2.04)）。在影響政黨認同

變遷方面，投給泛藍的選民在轉藍相對於選後中立無傾向的成敗比是投給泛綠的

4.10 倍（exp(1.14)）；而投給泛藍的選民在選後政黨認同是否會傾向轉為泛綠認

同者方面，雖然未達統計上顯著水準，但兩者的關係是呈負相關，即投票抉擇為

泛綠的選民較傾向，相對於選後中立無傾向是較傾向轉為認同泛綠。 

研究數據顯示，投票抉擇對於選民政黨認同的穩定與變遷是有顯著影響，投

給泛藍的選民其在維持穩定泛藍、轉為泛藍是呈正向關係，而在政黨認同為穩定

泛綠、轉為泛綠方面則是呈負向關係。當選民投票對象為泛藍時，其是較能維持

認同泛藍的穩定性，或者因為投給泛藍當政黨認同發生變動時則是較容易轉為認

同泛藍。另一方面，選前為泛綠認同者的選民，當投票抉擇為泛藍時，其政黨認

同較不容易維持認同泛綠的穩定性，較易在選後成為中立無傾向者，但相對來

說，若其投票抉擇為泛綠時，則是較能維持認同泛綠的穩定性。 

投票抉擇如同理論預期，在選舉過程中是會增強選民政黨認同的強度，當選

民投票對象與原先政黨認同一致時，其較能維持政黨認同的穩定性。另一方面，

選民政黨認同變動的情形，則是會與投票對象相符，在選後所改變或形成的政黨

認同，可能僅是反映當前的投票意向。 

在其他相關變數方面，研究數據顯示性別、年齡對於選民政黨認同的影響並

不顯著，也可說在立委選舉前後選民性別、年齡的差異並不會影響政黨認同的穩

定或改變。在政治知識方面，選民政治知識每上升一單位，其穩藍相對於選後中

立無傾向的成敗比，增加為原來的 6.82 倍（exp(1.92)）。政治知識高低對於選民

政黨認同穩定與變遷的影響皆是正向影響，亦即政治知識愈高的選民其愈能維持

其政黨認同的穩定性，若選民政黨認同發生變動時，則政治知識較高的選民也較

傾向轉為認同他黨，而非中立無傾向，因此當選民政治知識愈高時，其政黨傾向

也愈明顯。不過政治知識高低對於選民政黨認同的變動僅有在維持穩定泛藍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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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有顯著影響，然而對於其他政黨認同的穩定或變動情形的影響並不顯著，不

宜過度推論。 

相關研究指出，省籍是區別選民不同集群的重要變數，本研究亦發現，省籍

因素對於個人政黨認同變動的方向是具有影響力，本省人在轉藍相對於選後中立

無傾向者的成敗比是外省人的 0.09 倍（exp(-2.37)），即當本省人政黨認同發生變

動時，對於轉為認同泛藍，其是較傾向成為中立無傾向者。相對而言，當外省人

政黨認同發生變動時，其是較傾向轉為泛藍政黨認同。 

族群意識是決定政黨認同的一項關鍵因素，數據顯示，自我認同為台灣人的

選民在政黨認同穩定部分，其在穩綠相對於選後中立無傾向的成敗比是雙重認同

者的 5.47 倍（exp(1.70)）；在政黨認同變遷部分，自我認同為台灣人的選民，其

在轉綠相對於選後中立無傾向者的成敗比是雙重認同者的 8.80 倍（exp(2.18)）。

因此在族群意識方面，自我認同為台灣人的選民，相對於雙重認同者，其選後政

黨認同是較傾向維持穩定泛綠或轉為泛綠，另一方面在自我認同為中國人的部

分，其是否較傾向維持認同泛藍或轉為泛藍，由於樣本數過少，因此在模型中無

法得到有效解釋。 

統獨立場自 1990 年以來便是台灣最重要的政治分歧，本研究發現，偏向獨

立選民在穩藍相對於選後中立無傾向的成敗比是偏向維持現狀者的 0.30 倍

（exp(-1.19)），即統獨立場偏向獨立的選民，是較不易維持泛藍認同，而較傾向

成為中立無傾向者。相對而言，統獨立場偏向維持現狀的選民，是較傾向維持泛

藍認同的穩定性。 

就其他相關因素而言，影響選民政黨認同變動的情形是與過去研究相符，在

政黨認同穩定方面，自我認同為台灣人，是較能維持其認同泛綠的穩定性。另一

方面，政治知識較高的選民、統獨立場偏向維持現狀，則是較能維持其認同泛藍

的穩定性；在政黨認同變遷方面，外省人省籍，其在選後政黨認同較傾向轉為泛

藍，而自我認同為台灣人的選民，其在選後政黨認同則是較傾向轉為泛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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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立委選舉投票抉擇影響選民政黨認同之多元迴歸模型分析 

  穩綠/中立無傾向 穩藍/中立無傾向 轉綠/中立無傾向 轉藍/中立無傾向 

  B(SE)   B(SE)   B(SE)   B(SE)   

常數 0.74 (1.59)   3 (1.35) * -16.27 (1.50) *** 1.53 (1.53)   

                    

投票對象（對照：投泛綠）                    

投泛藍 -1.58 (0.52) ** 2.04 (0.39) *** -0.79 (0.77)   1.41 (0.56) * 

             

性別（對照：女性）                   

男性 0.14 (0.43)   -0.47 (0.38)   0.21 (0.68)   0.30 (0.51)   

                    

年齡（對照：年輕）                   

中年 -0.38 (0.92)   -0.99 (0.87)   -0.42 (1.35)   -1.51 (1.03)   

老年 -1.14 (0.94)   -1.34 (0.88)   -0.94 (1.36)   -1.53 (1.04)   

                    

政治知識(0-3) 1.42 (0.80)  1.92 (0.73) ** 0.82 (1.22)   1.78 (0.94)  

                    

省籍（對照：外省人）                    

本省人 -1.15 (1.29)   -2.03 (1.04)  14.36 ( ----)a   -2.37 (1.12) * 

                    

族群意識（對照：雙重認同）                    

台灣人 1.7 (0.49) *** -0.63 (0.42)   2.18 (0.87) * 0.04 (0.54)   

中國人 -17.94 ( ----)a   0.31 (1.18)   -15.73 ( ----)a   -19.3 ( ----)a   

                   

統獨立場（對照：偏向維持現狀）                    

偏向統一 0.77 (0.72)   0.22 (0.56)   0.01 (1.20)   0.54 (0.71)   

偏向獨立 0.79 (0.46)  -1.19 (0.54) * -0.80 (0.74)   -0.37 (0.71)   

模型相關資訊                         

樣本數 464 
2G (LR 2x ) 366.22 

自由度 40 
p 值 <.001 
Pseudo- 0.337 

資料來源：朱雲漢（2008）。 
說明：1.***表 p <.001，**表 p <.001，*表 p <.05。 
      2. 依變數為政黨認同轉變五分類：穩綠、穩藍、轉綠、轉藍、中立無傾向，以中立無傾

向為對照組。 
3.由於 a 格子內的樣本數過少，標準誤差過大，故為列出該值 

2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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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總統選舉前後影響政黨認同變動因素 

表 4-6 為總統選舉前後政黨認同穩定與變遷的分析結果，研究數據發現，投

票抉擇因素在總統選舉時，仍會影響選民政黨認同的穩定與變遷，在維持政黨認

同穩定方面，控制其他變數不變的情況下，投給國民黨的選民在穩綠相對於選後

中立無傾向的成敗比是投給泛綠的 0.04 倍（exp(-3.27)）；換言之，當選民投票對

象為民進黨時，相對於選後中立無傾向，較能維持穩定的泛綠政黨認同。另一方

面，投給泛藍的選民在穩藍相對於選後中立無傾向的成敗比是投給泛綠的 28.96

倍（exp(3.37)），當選民投票對象為國民黨時，較能維持認同泛藍的穩定性。 

在影響政黨認同變遷方面，投給國民黨的選民在轉綠相對於選後中立無傾向

的成敗比是投給泛綠的 0.12 倍（exp(-2.10)），換言之，當選民投票對象為民進黨

時，其在選後政黨認同較傾向隨之轉為認同泛綠；而投給國民黨的選民在選後政

黨認同是否會傾向轉為泛藍認同者方面，雖然未達統計上顯著水準，但兩者的關

係是呈正相關，即投票抉擇為國民黨的選民較傾向，相對於選後中立無傾向是較

可能轉為認同泛藍。 

在族群意識方面，數據顯示，自我認同為台灣人的選民，其在穩藍相對於選

後中立無傾向的成敗比是雙重認同者的 0.33 倍（exp(0.36)），自我認同為台灣人

的選民較不易維持穩定的泛藍認同，較傾向在選後為中立無傾向者。相對地，具

有雙重認同的選民則是能維持穩定的泛藍認同。 

在統獨立場方面也有一樣的結果，偏向獨立選民在穩藍相對於選後中立無傾

向的成敗比是偏向維持現狀者的 0.24 倍（exp(-1.45)），即統獨立場偏向獨立的選

民，是較不易維持泛藍認同，而較傾向成為中立無傾向者。相對而言，統獨立場

偏向維持現狀的選民，是較傾向維持泛藍認同的穩定性。 

在總統選舉前後，就影響選民政黨認同穩定與變遷的因素而言，研究數據顯

示，投票抉擇、族群意識、統獨立場仍顯著影響選民政黨認同的穩定性，在政黨

認同變遷方面，則是僅有投票抉擇因素具有影響力。性別、年齡因素仍然對選民

政黨認同的影響並不顯著，而政治知識與省籍因素到了總統選舉時期，也無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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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解釋選民在總統選舉前後政黨認同穩定與變化的情形。  

 

表 4-6  總統選舉投票抉擇影響選民政黨認同之多元迴歸模型分析 

  穩綠/中立無傾向 穩藍/中立無傾向 轉綠/中立無傾向 轉藍/中立無傾向 

  B(SE)   B(SE)   B(SE)   B(SE)   

常數 0.86 (0.96)  -0.43 (0.84)  -0.28 (1.48)  -0.47 (1.01)  

              

投票對象（對照：投民進黨）             

投國民黨 -3.27 (0.54) *** 3.37 (0.60) *** -2.10 (0.75) ** 0.79 (0.56)  

             

性別（對照：女性）             

男性 -0.61 (0.44)  -0.25 (0.36)  -1.06 (0.71)  -0.71 (0.49)  

              

年齡（對照：年輕）             

中年 -0.45 (0.59)  0.16 (0.49)  -0.18 (0.85)  -0.05 (0.69)  

老年 -0.79 (0.60)  -0.16 (0.49)  -0.41 (0.87)  0.36 (0.66)  

              

政治知識(0-3) 1.29 (0.79)  0.85 (0.64)  -0.09 (1.26)  -0.10 (0.84)  

              

省籍（對照：外省人）             

本省人 0.49 (0.79)  -0.56 (0.55)  0.44 (1.23)  -0.28 (0.71)  

              

族群意識（對照：雙重認同）             

台灣人 0.78 (0.48)  -1.10 (0.36) ** 0.74 (0.72)  0.10 (0.48)  

中國人 17.47 ( ----)a  19.58 ( ----)a  0.77 ( ----)a  20.24 ( ----)a  

              

統獨立場（對照：偏向維持現狀）             

偏向統一 -0.86 (0.92)  -0.20 (0.51)  -0.65 (1.21)  -0.75 (0.77)  

偏向獨立 0.38 (0.46)  -1.45 (0.49) ** -1.20 (0.78)  -0.93 (0.66)  

模型相關資訊                         

樣本數 579 
2G (LR 2x ) 547.67 

自由度 40 
p 值 <.001 
Pseudo- 0.419 

資料來源：黃紀（2008）。 
說明：1.***表 p <.001，**表 p <.001，*表 p <.05。 
      2.依變數為政黨認同轉變五分類：穩綠、穩藍、轉綠、轉藍、中立無傾向，以中立無傾向

為對照組。 
3.由於 a 格子內的樣本數過少，標準誤差過大，故為列出該值。 
 
 

2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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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在第三章的初步分析時中，我們便發現，在選舉期間選民政黨認同會有所變

動。因此本章先探討選民政黨認同的轉變是否是受到投票抉擇的影響，並將個人

背景條件、政治態度等因素一併納入完整迴歸模型中，以分析哪些因素會對選民

政黨認同的穩定與變遷造成影響及如何影響。 

首先，我們探討選民選舉前後政黨認同與投票意向之關係，發現在選後政黨

認同的分佈，有表明投票意向的選民，中立無傾向的比例有明顯減少。我們進一

步將選民投票抉擇因素納入分析，發現在選舉過程政黨認同發生改變的選民中，

有一半的選民的政黨認同變動是與投票對象相符，尤其是選前政黨認同為中立無

傾向的選民，其經過投票抉擇後，當我們選後再次訪問時，其會較傾向為支持或

形成與其投票抉擇一致的政治態度，而回答投票抉擇所屬政黨。 

在模型分析中，研究發現，投票抉擇因素對於選民政黨認同的穩定與變遷有

顯著影響，當選民投票對象與原先政黨認同一致時，其較能維持政黨認同的穩定

性。另一方面，選民政黨認同變動的情形，在選後所改變或形成的政黨認同則是

會與投票對象一致。 

就其他相關因素而言，在政黨認同穩定方面，自我認同為台灣人的選民較能

維持其認同泛綠的穩定性。另一方面，政治知識較高的選民、統獨立場偏向維持

現狀、族群意識為雙重認同的選民，較能維持其認同泛藍的穩定性；在政黨認同

變遷方面，外省選民在選後政黨認同較傾向轉為泛藍，而自我認同為台灣人的選

民，在選後政黨認同則是較傾向轉為泛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