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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給女性：公眾如何評價女性候選人？〕by Kathleen A. Dolan〔凱薩？〕by Kathleen A. Dolan〔凱薩〕by Kathleen A. Dolan〔凱薩

琳．多藍〕（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2004, Paperback, 184 pp., ISBN 
081339841X）

楊婉瑩

國立政治大學

繼1992年美國國會選舉女性大有斬獲後，2008年的美國總統大選年，再

一次地被稱為「女性參政年」（the year of women）。經濟學人在今（2008）年

度專評也提到，女性主義在美國今年選舉中，可能偶有小輸，但長期是勝利豐

收的一次。因為在這次總統大選，民主黨初選中希拉芮（Hillary Clinton）奮戰

到最後，展現其超強意志，是美國史上最靠近總統位置的女性；進入大選後，

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培琳（Sarah Paulin），也為老邁的麥肯拉抬聲勢，一度反

轉劣勢；更別提目前國會眾院的議長，也是同為女性的民主黨裴若西（Nancy 

Pelosi）。這些女性政治人物的出現，拉高了整體女性參政的氣勢，確實讓美國

婦女團體大受鼓舞，但在美國在位者擁有高連任率的現任者優勢主導下，女性

在短期內要能夠和資深男性政治人物競爭獲得相同的政治權力，仍面對諸多的

瓶頸與限制。這樣的瓶頸在Dolan這本書中，有很完整的介紹。

本書從選民與女性候選人、美國女性從政歷史的回顧、對女性候選人的評

估、誰投給女性候選人、為何投給女性候選人，以及選舉環境、到結論討論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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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候選人的性別，全面探討了女性參政的現象與問題。本書開頭點出一個看似

簡單，實則困難的問題，女性從政只要兩個條件配合即可，一是女性出來參

選，二是選民投票給她。但是我們經常看到的情況是，選民在民調中表示願意

投給合格的女性候選人了，女性候選人出來了，可是票卻投不出來。作者想要

探究的問題，便是投給女性候選人的票為什麼投不出來? 這中間牽涉到對候選

人的評估、投票者的特質、投票的考量因素等，需要逐一檢驗才能了解，為何

每次民調有高達九成比例的民眾會說願意投給女性候選人，但是又有許多的證

據指出，選民並未投票給女性候選人。

在回答這些問題之前，作者解釋研究問題的正當性與重要性，也就是，候

選人的性別，真的是個重要值得探究的因素嗎？選民投票選擇時是否基於個別

候選人的條件來考量，而不是集體的性別問題？作者從傳統投票理論出發，說

明選民投票往往需要事先的資訊蒐集，選舉研究中政黨認同與議題取向，在幫

助選民過濾候選人上，扮演了抉擇捷徑的功能；此外，候選人的個人特質與能

力，包含其宗教信仰、族裔、種族、與性別等，也都包含在候選人特質這個包

裹之中。而當選民第一次發現到候選人為女性時，所有與其性別特質相關的角

色期待，特別是性別刻板印象，也都同時浮現。當候選人是女性時，選民對於

女性的所有認知，包括家庭、工作、社會關係等都轉化成為政治判斷的依據，

可以說，性別刻板印象乃是選民對候選人評價與投票的資訊捷徑。

性別刻板印象，顯示在於選民對於兩性候選人特質以及議題立場上，有不

同期待。在個人特質上，選民期待女性候選人表現出同理心、誠實、善於溝通

等，但是於此同時，選民認為有能力的政治人物，卻是與選民認知的男性特

質—有經驗、有領導力、強勢—較為相符。在議題取向上，選民預期女性候選

人比較擅長在婦女、兒童、教育、以及社會福利等軟性議題，但是這些議題對

選民的重要性卻不見得顯著。性別刻板印象的可能危險在於，男性設定了候選

人的比較基準，類男性的女性候選人，並不符合多數選民在性別刻板印象下的

期待，但是有別於男性的女性候選人，其能力與領導特質也受到質疑，像與不



© 2008 by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書評  255

臺
灣
民
主
季
刊

像男性候選人，都有問題。不過當該次選舉特別強調政府的道德倫理時，對女

性候選人的這些刻板印象，則可能是有利的。性別刻板印象，是否對女性從政

不利，在既有的文獻上，結論是不一致的，這也給了本書一個重新切入的空

間。

研究途徑上，作者採取民調資料來分析選民投票行為，主要資料來源為密

西根大學的國家選舉民調資料（NES, National Election Survey），時間範圍為 

1990至2000年，期間橫跨六次國會選舉。過去探討選民是否會投票給女性候選

人的相關研究，多採實驗或是準實驗性研究方法，原因在於，美國女性候選人

畢竟屬於少數，在多數選區並無女性候選人的情況下，民調資料中有效樣本數

過少，使得分析上受到限制，因而採取實驗法來代替。然而實驗與準實驗法的

限制，在於透過人為控制，孤立了性別單一因素後，無法解釋性別與其他因素

對女性參政的交互影響，以及真實政治的複雜環境因素的影響。有別於這些研

究，本書作者試圖克服這樣的問題，因此在資料分析上，同時採取六次選舉的

集合性資料（pooled data）分析，以擴大樣本數，克服依變數女性候選人較少

可能會有的問題；同時也提供了各年度選舉資料的分析，檢視在集體分析所呈

現出來的趨勢，以及各年度之間的性別模式是否存在一致性。

整體研究結果顯示，選民對女性候選人的評價以及投票選擇，並無一致的

態度模式，候選人的性別在選舉中的影響，受到其他關鍵因素的調節作用。這

些關鍵性因素中，其中最重要的，當屬政黨因素。選民對女性候選人的評價，

受到其黨籍因素的影響，也就是說，選民對民主黨與共和黨女性候選人有不同

的評價。在跨六屆選舉的集合資料中，在評價民主黨候選人的意識型態時，候

選人的性別乃是顯著性因素；反之，在評價共和黨候選人的意識型態時，候選

人的性別則轉為不顯著。選民認為民主黨女性候選人相較於男性候選人，在意

識形態上更為自由，在共和黨的部份，兩性候選人意識形態對選民而言則無顯

著差異。作者推論認為，這乃是性別與政黨兩種刻板印象交互作用的結果，選

民對民主黨的刻板印象，以及對於女性候選人的刻板印象，兩者較為一致，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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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關注社會福利、階級平等、社會議題，因此性別與政黨對於選民都是有意義

的判斷候選人基礎。在共和黨的部份，政黨形象與女性候選人的形象則存在矛

盾性，對選民而言比較不容易產生一致的評價。

然而，對候選人的認知與評價，不必然會轉化為選舉時的投票結果。在美

國選舉中，雖然民主黨相對於共和黨提名較多的女性；但是在競選中，民主黨

女性候選人相對於同黨男性較為不利，因為過於自由化的形象也可能疏遠於主

流多數選民；女性共和黨候選人相對同黨男性較為有利，因為其展現出相對

於共和黨男性的中間溫和特質，使得中間選民比較容易接受。而由政黨提名來

看，民主黨願意提名女性，乃是由於女性候選人符合政黨的形象與立場；反

之，共和黨不願提名女性，也是基於相同的考慮，這些女性不如共和黨男性頑

固，經驗研究也證實了這些觀察。

除了對男女候選人評價的比較外，作者也試圖回答「誰投給女性候選

人？」的問題。理論上，選民投票給女性候選人的因素也有很多不同的討論，

包括基於描述性代表（女人代表女人）、實質代表（女性代表女性利益）、性

別的親近性（affinity effect）、或是投票基於社會群體屬性考量的所謂的依賴

性選民（dependent voters）等。一般普遍認為女性選民與女性候選人之間存在

「親近性效果」（affinity effect），但是在本研究中，並未得到經驗資料中一致

性的支持。在跨年度集合資料中，控制在位者優勢、政黨認同、意識形態等因

素後，在相關人口背景資料中，女性與少數族群確實比較傾向支持女性眾院候

選人，但在參院選舉中，這樣的趨勢則消失了，女性選民與男性選民在投票選

擇上的性別偏好並無差異。另外，在回答「為何投給女性候選人？」的部份，

作者同樣地控制了在位者優勢、政黨認同、意識形態等解釋投票的因素之外，

並引入男女具有不同立場的政策議題，來解釋投票給女性候選人的政策議題因

素。模型資料結果也顯示，只有選民對婦運的態度觀感在參眾兩院的選舉中有

一致的影響，其他政策議題，墮胎與教育在參議院選舉中，為影響選民投票給

女性候選人的顯著性議題，但是在眾院選舉則轉為不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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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當作者試圖回答上述的不同問題時，分析上比較了集體資

料與個別年度資料，原本在集體資料中所出現的趨勢，在個別年度資料中卻出

現不一致的結果。各年度資料分析的結果，呈現顯著的解釋變項相當零散，少

有一致的模式。在有些年度，候選人的黨籍與性別的交互作用存在，在某些

年度則消失，顯示每一次的選舉有其獨特性。在本研究中，也特別注意到每次

選舉的性別環境因素，對於投票選擇女性候選人的影響。在該研究中，將性別

環境操作為，性別議題在選舉中被報導的整體情況。當媒體對性別議題的報導

越多，與性別相關的因素（如候選人性別、女性的議題），越能解釋選民是否

會投票給女性候選人。例如1992年，所謂的婦女參政年，該年度選舉中的性別

議題被媒體大幅炒作，對眾院女性候選人集體有加分效果，但是對參議院卻沒

有，不同時間以及不同類型選舉，都可能和性別產生交互影響效果。

本書寫來非常清楚簡明，由選民的角度來分析，女性在美國國會當中人數

相對少數的原因。在推論上層次分明，由選民對女性候選人的特質與議題的評

價存在差異，進而試圖去解釋這種評價的差異，在投票上對女性候選人是有利

或是不利。同時，在研究方法上結合了六屆的選舉資料分析，確實能改善過

去受限於樣本數的不足，在資料以及推論上的限制。再者，這樣長期性資料的

不同層次分析與比較，也使得作者得以提出，每一次選舉中整體的性別脈絡對

於女性候選人參選的重要性，這也是本文相較於過去研究較為獨特的觀察。不

過，就本研究所試圖回答的問題來檢視，本書就推論過程與研究結果而言，仍

存在一些限制。

本書推論過程有間接而不具連貫性的問題。本書以三個章節分別探問了三

個問題：對女性候選人是否有不同評價？誰投給女性候選人？以及為何投給女

性候選人？基本上，這三個問題應是相互連結的問題，作者的推論邏輯也在

於，先證明多數選民對男女候選人有不同特質以及議題偏好的評價，而在對男

女候選人的不同評價的基礎上，會使得與女性候選人重視相似議題的選民，傾

向投給女性候選人。但是作者在操作上，卻將這三個問題切割處理，對男女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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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人評價的差異與選民為何投票給女性候選人，是分別而無連結的不同因果模

型，使得推論所得到的結果乃是間接的結果。推論的間接性最明顯表現在，文

中最後解釋選民為何會投給女性候選人的模型中，主要解釋變項中放入的乃是

選民的各種政策偏好，依變數則為選民是否投票給女性候選人。該模型中作者

預設了，女性候選人有特定政策偏好（模型中未檢驗），而與女性候選人有相

似政策偏好的選民會投票支持女性候選人。然而，這樣的模式可能存在問題，

例如支持墮胎重視女性身體自主權（pro-choice）者，很可能不會支持女性候選

人，如培琳等。由議題來解釋投票行為，過去在解釋男女選民投票行為差異上

有其解釋力，但在推論對女性候選人的支持與否，則有間接推論的問題。

再者，本書所提出的解釋因素與模型也有其限制。本研究要解釋投票給女

性候選人與否及其因素，和一般解釋選民投票的因素，這兩者之間的差別，作

者並未釐清，因此很難跳脫傳統投票研究的限制。傳統解釋選民投票行為，主

要解釋因素為候選人評價、政黨認同、以及議題態度立場，這些要素，本書中

也都分章加以處理。不過，政黨認同本身，並無法有效解釋支持女性候選人的

原因，因為各政黨都可能會提名女性候選人，所以不同的政黨認同者，都可能

支持所認同的政黨所提名的女性候選人，個人的政黨認同，對於是否投給女性

候選人並不見得具有解釋力。這與傳統由選民角度來討論性別差距不太一樣。

同樣地，在解釋模型上，以選民的政策偏好來解釋是否投給女性候選人，也有

一定的限制，政策議題是浮動的，很難解釋每次女性候選人當選人數都偏低的

問題。要突破既有的選舉研究的因素在解釋投票給女性候選人的困境上，或許

可以思考其他的解釋變項，例如，性別平權的意識等，或許更能直接探測到選

民是否投票給女性候選人背後的性別意涵與假設，不過這也是既有大規模民調

資料中所缺乏的資料。

研究結果是否具有創見，往往是判斷一本書的貢獻的重要指標，本書彙整

了很多不同的投票研究以及性別差距的文獻討論，也點出既有研究的限制。可

惜的是，本書並沒有核心的理論貫穿不同章節的討論，來解釋作者所欲解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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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同時跨年度的資料分析缺乏一致而清晰的研究結果，這些都限制了本書

可能的貢獻。當然，相對於過去的研究，作者所提出的選民對候選人的性別刻

板印象所產生的基底偏好（baseline preferences），以及選民個人的政策偏好，

會影響其是否支持女性候選人，同時特別點明選舉的性別環境脈絡的重要性，

對於未來的研究者，仍是相當值得重視的觀察與研究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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