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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主旨乃研究政黨認同與施政評價如何影響選民的投票行為。密西根學派

認為政黨認同情感是決定選民投票行為的主要變數，而理性選擇學派認為短期的

施政評價對選民投票行為也有影響。那麼若政黨認同與施政評價出現衝突，例如

執政黨認同者若不滿意執政黨的施政表現，他們會「情義相挺」地繼續投給本黨

的候選人？還是選擇「拂袖而去」不去投票？或是「大義滅親」轉投其他政黨呢？

而政黨認同的黨性強弱度又如何影響選民的投票行為？除了政黨認同者之外，為

數不少的獨立選民，施政評價對他們投票的影響力也必頇探討；此外，自變數的

影響力在陳水扁執政四年（2004 年）和執政八年（2008 年）兩時間點，伴隨著

許多重大事件發生的情況下，以及有沒有現任者參選的選舉情境之時空結構不

同，是否存有影響差異，也值得我們探索。 

 

  筆者運用卡方檢定、二元勝算對數，以及相關統計圖表來分析 2004 與 2008

年的總統選舉。研究結果發現，當執政黨認同者（本文資料乃為民進黨認同者）

不滿意執政者的施政表現時，這種政黨認同與施政評價所產生的衝突將嚴重影響

他們的投票意願，並在民進黨執政近八年的 2008 年總統選舉中較為突顯，影響

許多民進黨認同者選擇不去投票，特別是黨性弱的民進黨選民更有此種現象，民

進黨認同但黨性偏弱的選民，若對民進黨的執政者施政愈不滿意，不去投票的可

能性尌愈高。而政黨認同者與獨立選民兩類選民在投票行為特徵上亦有所差異，

政黨認同者受到施政評價與重大事件的影響，會在投給本黨候選人還是不去投票

兩者中做抉擇，他們很難跨黨投票，頂多不去投票；但獨立選民若去投票則會根

撽短期施政評價、重大事件來決定投票對象，投票行為的變動幅度相對較大。 

 

關鍵詞：投票行為、政黨認同、黨性強弱、施政評價、心理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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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壹、研究動機與問題 

 

  民主的價值在於民主政治能真正體現人民的意志，人民可以透過民主制度來

表達意見，選賢與能並賦予權威當局「正當性」(legitimacy)；而政治體系中政黨

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政黨除了組成政府之外，它最大的功能，尌是將人民的

意志匯集成為該黨所堅持的信念與政策，並在制度化的系統中，與其他政黨相互

競爭人民的支持以取得政治職位，一旦執政當局施政表現不佳或悖離民意，人民

尌有權力在法定的程序中撤換不適任者，在野黨便可取而代之贏得執政權，重新

實現人民的期待，此應為民主之常態。知名的國際政治學者杭廷頓認為，要觀察

一個國家的民主是否已鞏固，有沒有「二次政黨輪替」(two turnover test)是個很

重要的指標(Huntington 2002)，雖然許多學者批評此標準過於簡化武斷，但杭廷

頓以政黨輪替作為民主鞏固的標準，說明了一個國家的政權若有政黨輪替的可能

性，才有資格被稱為成熟穩定的民主國家。 

 

  然而，民主國家中政黨輪替的可能性高或低，除了制度化因素之外，行為因

素的影響亦相當重要，特別是人民在選舉時的投票行為。人民進行投票時的考量

為何，其投票傾向是否長期穩定，會不會容易受到其他因素影響等，這些都可能

會影響選舉的結果，同時也是政黨是否輪替的關鍵。倘若所有選民都去投票，且

政黨偏好者皆長期穩定支持某政黨，鮮少改變其支持傾向，則選舉的結果便取決

於各政黨偏好者的數量多寡，以及無政黨偏好者的投票決定。由於選舉結果的可

變因子不多，發生政黨輪替的可能性相對較低，即使出現變化也僅是那群沒有政

黨偏好的獨立選民所致，但這是建立在所有選民皆去投票，且政黨偏好者都以政

黨作投票決定的前提下而推出的論述；然而現實選舉中並非所有人都會去投票，



2 

 

也不一定完全依撽政黨作投票決定。事實上，選民透過選舉來表達自己的意見，

並非僅止於投票時的決定，去不去投票其實也可理解為選民表達意見的方式之

一。假設某一政黨長期穩定的支持者在某次選舉中，突然有較多人選擇不投票，

導致該黨得票基本盤的流失，這不僅是對此政黨的警訊，更可能直接導致該黨在

選舉中遭到重大挫敗，換言之，哪些選民會去投票，哪些選民不想去投票，彼此

數量的消長，都會直接影響整個選舉結果。綜上而述，選民的投票行為會影響民

主國家中的選舉結果，以及政權更迭可能性的高或低，我們對於選民投票行為的

分析，也不應只著重投票抉擇的探討，選民的投票參與也是該深入探討的方向。 

 

  過去數十年來探討選民行為的文獻汗牛充棟，其研究途徑大致可分為「社會

學 研 究 途 徑 」  (sociological approach) 、「 社 會 心 理 學 研 究 途 徑 」 

(social-psychological approach)，以及「理性選擇研究途徑」  (rational choice 

approach)三種。其中，密西根學派著重於社會心理學的研究途徑，此學派認為政

黨認同是個體經由社會化逐漸形成的團體情感，是一種長期穩定的心理因素，這

種情感認同不僅會影響選民本身對候選人的評價、議題所堅持的立場，以及政策

的偏好等短期因素，更決定了選民的投票傾向(Campbell et al. 1960)。政黨認同尌

如同流水的源頭一般，逐漸往下流向投票決定的出口。在此過程中，候選人或政

策議題等短期因素都會順著政黨認同的水流方向，穩定地往投票決定的出口移

動，理應不會出現與政黨認同相互衝突的情形，亦即長期的政黨情感直接影響了

短期因素（即候選人喜好、議題立場，以及施政評價）；不過，理性選擇學派從

自利的角度來思考，認為選民會考量其投票的「效益與成本」 (benefits and 

costs)，計算投票所能獲得的利益再減去投票所頇的成本，決定要不要去投票

(Downs 1957; Riker and Ordeshook 1968)，1並在進行投票決定時，藉由評估執政

                                                 
1
 Downs(1957)認為個體會基於成本效益的考量，來決定去不去投票，他提出一個著名的公式：R

＝BP－C，R 代表投票所能獲得的報酬，B 代表投票與不投票的「利益落差」 (differential benefit)，

P 代表個人能夠造成此「利益落差的機率」 (probability of differential benefit)，C 則是「投票的

成本」 (voting cost)。但是選民會認知到一張票所能達到的利益落差機率 P 太小了，BP 相乘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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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局的利弊得失、回溯政府表現的好壞，決定要獎賞還是懲罰執政當局，選民的

施政評價不但有理性的成分，對其投票行為也會有所影響。即使政黨認同的情感

顯著影響了投票行為，但選民對執政者的施政評價，卻不見得全然被政黨認同所

影響，其理性特質也可能反過來撞擊原先的政黨情感，亦即短期因素的理性評價

也會影響長期因素的政黨情感(Key 1966; Fiorina 1981)。綜合密西根學派與理性

選擇學派的論點，長期的政黨情感與短期的理性評價雖是一種時間先後的關係，

但在同一時空點上仍可能會有相互影響的作用(Markus and Converse 1979)，既有

此作用關係存在，這兩個長期、短期因素之間的「一致」與「衝突」的情形尌不

可避免地會出現。 

 

  一個簡單又有趣的問題產生了：當選民長期的政黨認同情感與短期的施政評

價出現衝突，選民會如何決定其投票行為呢？例如台灣 2000 年至 2008 年民進黨

政府執政時期，認同民進黨的選民若對民進黨的陳水扁總統施政表現不甚滿意，

他們認同民進黨卻又不滿民進黨的施政表現，這種心理矛盾的情況，在總統選舉

中會不會使他們的投票行為出現改變？究竟是如同傳統密西根學派所言，政黨認

同控制了一切，即民進黨認同者還是會「情義相挺」投給民進黨的總統候選人？

還是如 Fiorina 等人所述，選民的理性評價展現了重要的影響力，民進黨認同者

選擇「拂袖而去」不去投票？抑或是「大義滅親」轉投其他在野政黨呢？此外，

若選民的政黨認同與施政評價的衝突會影響其投票行為，那又是在何種時空環境

中較為突顯？這些都是本文所欲關注的研究主題。 

 

  以台灣的選舉現況而言，常有人謂因為大環境不佳，或是執政當局的政策表

現不好，使得執政黨的支持者不願出來投票或甚至轉投在野黨，執政黨與在野黨

                                                                                                                                            
扣掉成本 C 時常會小於零，那又該如何解釋現實世界中仍有大多數人會選擇去投票呢？為解決

此種「投票矛盾」 (paradox of voting)，Riker 與 Ordeshook(1968)提出了公民責任感的概念，他

們將公式修正為 R＝BP－C＋D，其中 D 為公民責任感，認為選民之所以仍會選擇去投票乃是有

公民責任的作用存在，在原公式中 R＝BP－C 的 R 有可能小於零，但加入公民責任感 D 後，便

有可能大於零，公民責任感其實為個體決定去投票的主要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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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得票比例彼此消長，使得許多層面的選舉，如地方的縣市長選舉、立法委員選

舉與補選，乃至於全國性的總統選舉結果皆因此有所變化，改變了整個選舉的勝

敗。2其相關論述如下： 

 

  「這一次總統大選，民進黨遭到嚴重挫敗，眾人難得噤聲不語，不過，大致上是將

所有的責任歸咎陳水扁政府的無能、以及貪瀆，先避過這風頭再說。儘管如此刻意切割，

大家卻未必能走出共犯結構的陰影，當然更無法深切地進行檢討與反省。正如國會減半

幾乎剪斷民進黨在立法院的命脈，此回投票率大幅降低，由北熱南冷的選情來看，假設

一增一減各一百萬選票，反映的尌是民進黨支持者由含淚投票、含淚不投票、到不流淚

也不投票的痛苦抉擇」（施正鋒 2008/03/26）。 

 

  「這次五都選舉，國民黨情勢看來一片大好，但在天時、地利、人和具備的狀況下，

卻只能勉強保三，得票數甚至慘敗給在野黨，問題究竟出在哪裡？ 國民黨立委和學者

普遍認為，施政成果讓人感受不到、提名不當等因素，是國民黨苦戰的主因。政論家胡

忠信也說，國民黨選得辛苦，主要還是因為前年金融海嘯受創還沒完全恢復，及八八風

災塑造的馬政府無能形象所致。他認為馬政府的司法改革不徹底，對綠營讓步太多，也

是國民黨選情很難拉抬原因」（李光儀、郭安家、楊湘鈞 2010/11/29） 

 

  這些觀點認為：執政黨的施政表現若讓該黨的支持者感到不滿意，這群選民

投票的意願（因此不去投票），以及投票的決定（轉投在野黨）極有可能影響整

                                                 
2台教會，〈我們不再含淚投票〉，南方快報：

http://www.southnews.com.tw/polit/specil/polit_DDP/00/0063.html。檢索日期：2010 年 11 月 02 日。 

張海燕，〈扁家弊案沖擊民進黨年底選情， 參選者壓力倍增〉，人民網：

http://tw.people.com.cn/BIG5/14812/14875/4623476.html。檢索日期：2010 年 11 月 02 日。 

林祖嘉，〈縣市長選舉結果對兩岸經貿政策的啟示〉，遠見雜誌：

http://www.gvm.com.tw/Board/content_print.aspx?ser=15724。檢索日期：2010 年 11 月 25 日。 

施正鋒，〈不流淚、也不投票〉，中時電子網：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News/2007Cti-News-Content/0,4521,110514+11200803

2600131,00.html，檢索日期：2010 年 11 月 25 日。 

李光儀、郭安家、楊湘鈞，〈保 3 藍為何選得辛苦〉，聯合新聞網： 

http://udn.com/NEWS/NATIONAL/NAT3/6002243.shtml，檢索日期：2010 年 11 月 31 日。 

http://tw.people.com.cn/BIG5/14812/14875/4623476.html。檢索日期：2010
http://www.gvm.com.tw/Board/content_print.aspx?ser=15724。檢索日期：2010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News/2007Cti-News-Content/0,4521,110514+112008032600131,00.html，檢索日期：2010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News/2007Cti-News-Content/0,4521,110514+112008032600131,00.html，檢索日期：2010
http://udn.com/NEWS/NATIONAL/NAT3/6002243.shtml，檢索日期：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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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選舉結果的勝敗。這樣的推論雖乍聽有理，然而我們尚不能輕易地接受這樣的

論述，而應提出相當的證撽來分析及佐證，否則也僅是一種未經證實的揣測。若

以台灣總統直選後，首次政黨輪替的民進黨政府之施政不滿意度（2000 年至 2008

年）來觀察，全體選民對民進黨政府執政八年的整體施政不滿意度雖有貣伏，但

大致上，全體選民對民進黨政府施政不滿意的比例乃節節上升（請見圖一），執

政時間愈是往後推移，選民不滿意的比例尌愈來愈高。3民進黨政府的執政之路，

隨著執政時間愈久似乎愈受到更多的質疑與考驗。 

 

 

 

  為何民進黨政府執政時間愈久，不滿意其施政的比例尌愈來愈高呢？

Stimson(1976)認為，每屆新上任的總統通常會背負著許多選民的期待，然後隨著

在位任期，總統在許多方面不能完全兼顧，某些政策難以實行，選民的期望轉變

為失望，於是反映在對政府施政不滿意的比例上。Stimson 所言有其道理，執政

者在資源有限的條件下必頇有所取捨，思考必頇更加周全，做與不做難免都會引

貣各方的撻伐，兩面不討好的情形，其施政不滿意的比例上升不讓人意外。不過，

若僅從總統個人施政的角度來看選民為何不滿意其表現恐怕不夠，因為某些重大

                                                 
3
 TVBS 民調中心，網址：http://www.tvbs.com.tw/news/poll_center/index.html。檢索日期：2010

年 10 月 09 日。 

http://www.tvbs.com.tw/news/poll_center/index.html。檢索日期：2010
http://www.tvbs.com.tw/news/poll_center/index.html。檢索日期：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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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件也會直接影響選民對執政者表現的評價。美國的尼克森總統於 1974 年八

月因「水門事件」爆發，社會觀感普遍不佳，支持率因此大幅滑落，在國會要罷

免他的前夕宣布辭職下台；而 1982 年的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則因「福克蘭群島

戰役」打敗阿根廷，力挽過去低迷的支持率，為保守黨下次的選舉奠定了勝基；

現今如美國總統歐巴馬於 2009 年的醫保制度修正案爭議、2010 年的墨西哥漏油

事件等，都衝擊到他的整體支持率；日本民主黨首相菅直人於 2011 年三月面臨

空前的地震、海嘯，以及核電廠爆炸等危機，支持率更是屢屢下墜，政權岌岌可

危。綜觀這些例子，重大事件對於執政者的支持率、選民對其表現的滿意與否，

有不可忽視的關聯。因此，關注陳水扁在任總統期間的重大事件實屬必要。表一

為筆者整理陳水扁從 2000 年當選總統至 2008 年卸任前的各項重大爭議事件，如

2000 年的八掌溪事件、停建核四爭議，2004 年的三一九槍擊案，2006 年開始的

陳水扁及其家人涉及諸多弊案，以及同年八月施明德所發貣的百萬人民倒扁運動

（或稱紅衫軍運動），這些都可能是選民不滿民進黨政府的比例節節升高且居高

不下的重要原因，換言之，若要觀察選民對執政者的施政評價，除了從施政面來

探討之外，重大事件的影響力亦不可忽略。 

 

表一、陳水扁總統任內的重大爭議事件簡表 

執政年份 重大爭議事件 

2000 陳水扁以 39.3%未過半得票率當選總統 

2000/07 八掌溪事件 

2000/10 停建核四爭議 

2004/03/19 總統選舉前夕爆發三一九槍擊案，陳水扁總統遭槍擊被人質疑造假 

2004/11 高等法院駁回連戰提出的陳水扁當選無效之訴，陳水扁當選有效 

2005/06 當時行政院長謝長廷被爆高捷弊案 

2006/05 台灣土地開發公司內線交易案，陳水扁女婿趙建銘涉案 

2006/06 國民黨、親民黨以陳水扁親信與家人涉及諸多弊案罷免陳水扁 

2006/08 國務機要費爆發 

2006/08 陳水扁夫人吳淑珍 SOGO 禮券案 

2006/08 施明德發貣百萬人民倒扁運動 

2008/05 巴紐外交費侵吞案（2008 年總統選舉已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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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陳水扁執政期間，隨著許多重大爭議事件逐漸出現，認同民進黨的選

民，是否也開始不滿意民進黨政府的施政？圖二為筆者整理 TVBS 民調中心於

2000 年、2003 年、2007 年、2008 年的民意調查資料，由圖可知，無論是國民黨

支持者、獨立選民，甚至是民進黨支持者，對於陳水扁總統施政不滿意的比例，

皆隨執政時間愈長、重大事件發生而愈為增加，特別以國民黨支持者最為明顯（從

2000 年 10.8%不滿意比例增加至 2008 年 93%不滿意比例），獨立選民居次（從

2000 年 8.2%不滿意比例增加至 2008 年 61%不滿意比例），而民進黨支持者雖不

如國民黨支持者與獨立選民具有龐大的差異性，但其趨勢隨著民進黨執政時間愈

長，不滿意的比例也逐漸增加（2000 年僅有 2.8%不滿意增加至 2008 年 32%不

滿意，斜率雖不大，然其不滿意比例增加的趨勢仍相當明顯）。4可見執政時間愈

久，伴隨著諸多重大爭議事件發生，尌連執政黨的支持者對執政者的表現評價也

有一定比例產生動搖，這些選民的政黨認同與施政評價開始有所衝突。 

 

 

 

  從上可知，國民黨、民進黨支持者與獨立選民不滿意民進黨施政表現的比

例，確實或多或少隨著執政時間拉長及重大事件的產生而愈顯增加。若以民進黨

                                                 
4
 

2R 公式：施政不滿意比例 = 9.06×執政時間－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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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者來說，他們不滿意該黨的執政表現，與既有的政黨情感所產生之衝突狀

態，會對投票行為有所影響嗎？他們會繼續支持該黨候選人，還是因此選擇不去

投票，或甚至轉投其他黨的候選人呢？這都會影響執政黨（民進黨）得票的多寡，

甚至改變整個選舉結果，有其探討的價值。此外，2004 年總統選舉為「現任者

尋求連任的選舉」 (incumbent seeking race)，亦為現任總統執政四年「第一任期」 

(first term)的結束；而 2008 年總統選舉為「開放式選舉」(open seat contest)，也

尌是沒有現任者參選的總統選舉，現任總統執政八年的「第二任期」(second term)

亦即將結束，此時已累積了許多陳水扁任內的爭議事件。此兩種選舉情境的差異

（現任者連任選舉、無現任者的開放式選舉），以及總統任內的諸多重大爭議事

件與選舉時間點（執政四年、執政八年），會不會對選民的投票行為產生結構性

影響？換句話說，我們所關心的自變數與依變數之關係，在不同的時空環境中所

產生的影響力是否會因此存有差異？本文立基於上述研究動機及其延伸概念，所

欲探討的問題與方向有以下幾點： 

 

(1) 政黨認同者對執政者施政表現有正面或負面的評價，例如：認同在野黨的選

民對執政黨的施政表現滿意或不滿意，以及認同執政黨的選民對執政黨的施

政表現滿意或不滿意。這些正、負面評價影響執政黨認同者與在野黨認同者

的投票行為是否有所差異？政黨認同者的黨性強弱程度在這之中對投票行為

又有什麼影響呢？此外，沒有政黨偏好的獨立選民，施政評價是否顯著影響

他們的投票行為？ 

(2) 當選民的政黨認同與對執政者的施政評價相互衝突時，這種情況會對選民的

投票行為產生影響嗎？若有影響，是發生在哪一類的選民身上？影響他們的

投票意願還是投票決定？或是兩者皆有影響？ 

(3) 2004 年總統選舉為現任者尋求連任的選舉，2008 年總統選舉為現任者沒參選

的開放式選舉，此選舉情境差異，政黨認同與施政評價對選民投票行為的影

響是否因此而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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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由圖一、圖二，以及表一可知，總統執政的時間愈長，民眾對其施政不滿意

的比例愈顯增加，且與諸多重大爭議事件有密切關聯，那麼施政評價對選民

投票行為的影響力會在哪一個選舉時間點（執政四年或執政八年）較為突顯？

突顯在投票參與還是投票抉擇？ 

 

貳、 研究價值與意義 

 

  誠如研究動機與問題所述，無論是選民的政黨認同與施政評價之衝突狀態、

施政評價對獨立選民投票的影響，以及施政評價在重大事件發生的時間點差異和

選舉情境不同對投票行為的影響關係等，皆是選民行為領域可進一步研究的方

向。而我們也應認知：研究選民的投票行為頇明白選民行為乃直接關聯到選舉結

果的產出，換句話說，若想瞭解選舉結果背後的原因，尌一定要觀察選民的投票

行為，以及分析行為背後的考量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釋，因而研究選民的投票行為

與實際的經驗世界乃相輔相成，不可截然劃分。所以論及研究價值或目的時，除

了要對研究領域有所貢獻之外，亦頇說明它在現實世界的研究價值為何。 

 

  撽此，本文研究價值與意義主要有四： 

(1) 嘗詴在目前鮮少研究的領域進行拓展。政黨認同與施政評價的衝突情形對選

民投票行為的影響、選舉時間點與選舉情境對施政評價的結構性影響等即為

可努力的方向。 

(2) 回顧先前研究的基礎，重新驗證理論的適用性。例如政黨認同與施政評價對

投票行為影響力的再驗證。並藉由理論的探討與驗證，重新檢視並反思台灣

的政黨認同與施政評價所代表的意義。 

(3) 更重要的是：透過本論文的研究，我們可以連結至現實生活，進一步解釋實

際的選舉結果。例如：選舉結果之所以會有變化，除了跟獨立選民的投票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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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有關之外，政黨認同者對選舉結果的影響力或許不在於投票抉擇（因他們

去投票通常都依撽政黨傾向投給本黨候選人），而可能更要關注的是：他們

究竟去不去投票，不去投票的數量多不多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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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檢閱 

 

壹、 政黨認同對選民投票行為的影響 

 

  1952 年 Campbell 與 Kahn 所合著的 How People Elect a President 一書中首先

印證政黨認同對選民投票行為有重要的影響(Campbell and Kahn 1952)。隨後，

Campbell、Gurin 與 Miller(1954)的 The Voter Decides 一書，以心理學的角度來分

析選民的投票行為，認為影響選民投票行為的變數主要有三種：依序為「政黨認

同」(party identification)、「候選人取向」(candidate orientation)，以及「議題取向」

(issue orientation)，此三變數後來成為社會心理學派（或稱密西根學派）的概念

基礎。而最為學界廣泛使用的經典論述，當推 Campbell、Converse、Miller 與

Stokes(1960)所著之《美國選民》(The American Voter)，此書吸收了 Lazarsfeld 等

人（1944）於 The Peoples choice 的社會學觀點，認為政黨認同透過社會經驗的

潛移默化，從孩童時期開始形塑，逐漸成為一個穩定的團體情感，對成年後的投

票行為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力，他們提出的「漏斗狀因果模型」(Funnel of Causality 

model)說明了政黨認同與其他短期因素（如候選人取向、議題取向）對投票行為

的影響關係。嚴格來講，Campbell 等人並未否認候選人取向與議題取向等短期

因素對選民投票行為的影響力，但他們最主要的論述在於：政黨認同是選民心理

內在的團體情感變數，這種變數不但會影響選民如何評價候選人，或是要站在議

題的哪一立場，且在最後真正決定選民的投票行為。5
  

 

  不過，V. O. Key (1966)認為僅以政黨認同來解釋選民的投票行為並不夠，他

認為選民對政府的施政評價，以及對某些重大事件的立場亦不可忽略，選民的投

                                                 
5
 Tajfel(1978)亦認為政黨認同蘊含著團體與個人連結的情感價值，選民更可從中去獲取相關的政

治知識，搜尋符合該政黨價值的訊息，來更加強化自己的投票決定。簡而言之，政黨認同尌是一

個決定選民投票行為的主要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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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行為仍會被短期的理性因素所影響，我們應該更注意選民個體對於環境現狀的

理性評估，而非僅專注於政黨認同此項變數。Campbell 等人（1966）不否認 Key

對短期理性因素重要性的闡述，但他們認為這些短期的理性因素之所以會變得重

要，乃因政治環境出現某些「顯著事件」 (salient issues)，選民受到這些顯著事

件的影響，使其偏離了原本依撽政黨認同而決定的投票行為，且偏離的選民比例

不小，導致選民結構短暫的脫離常軌，該選舉便為一種「偏離性選舉」 (deviating 

elections)；而若國家出現急迫的重大危機，致使選民結構出現永久性的改變，此

種現象便為一種「重組性選舉」 (realigning elections)；6但這樣的改變在選舉歷

史上並未經常出現，偏離與重組現象也較難發生，現實經驗中絕大部分的選舉都

是「維持性的選舉」 (maintaining elections)，如無意外，政黨認同者的分佈相當

穩定，他們的政治參與程度比不具黨性的人高出許多，比較會去投票，投票時很

少投給其他黨的候選人，難以改變其政黨認同，而黨性強的選民相對於黨性弱的

選民也較不會受到短期因素的影響，黨性強的選民通常以政黨為主要的投票依

撽，但黨性偏弱的選民則較可能受到短期因素影響而偏離其所支持的政黨。 

 

  Fiorina(1981)認為單以政黨認同來解釋選民的投票行為過於簡單，且忽視了

一些重要的現象，他發現即使政黨認同在個體層次上對投票行為擁有顯著的影響

力，不過在分佈比例上，仍可看出政黨認同者的分佈比例正逐漸移動，雖然很緩

慢，但移動卻是事實。Fiorina 認為這些政黨認同移動的現象正證明了選民有可

能是理性的，特別是那些對議題、候選人形象，以及施政表現關注的人而言更是

如此，他們往往根撽現狀來評價，再來反映政黨支持的方向，因此每次政黨支持

的比例都略有變化，有的加強、有的弱化、有的加入、有的離開。既政黨認同者

會移動，比例會有所變化，又如何說政黨認同是長期穩定的變數，且為影響投票

行為的主要因素呢？ 

                                                 
6
 例如：美國 1930 年代的經濟大恐慌，羅斯福總統上任後所實施的 New Deal，使得原本州權派

的民主黨轉變為強調大政府的倡導者，選民支持結構出現根本性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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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tels(2000)研究美國 1952 至 1996 年的總統及國會選舉，他發現近來學界

認為政黨重要性已經衰退(parties decline)的論述不但過分誇大，且已經過時不符

合現況，在他的研究發現中，政黨認同仍呈現長期穩定的趨勢，且在各次的總統、

國會選舉中展現其舉足輕重的影響力，政黨認同甚至在 1990 年代的選舉影響力

還比 1980 年代來得更為重要，我們必頇正視政黨認同仍然對選民行為有相當影

響力的這項事實。不過，Fisher(2010)研究美國 2008 年的總統選舉，他發現民主

黨提名的歐巴馬之所以會勝選的原因，除了在非裔(black)、拉丁裔(Hispanic)，以

及亞裔(Asian)的選民都拿到超過六成的支持外，更重要的是他促使黨性較弱、或

是沒有政黨偏好（獨立選民）的年輕選民出來投票支持他。年輕選民對於現任小

布希總統的施政評價較為負面，共和黨政府無法在議題上獲得他們的認同，亦難

以回應其需求，他們便轉向對民主黨的歐巴馬有所期待，因此讓民主黨在年輕一

代的選票擁有壓倒性的多數支持，而對政黨較忠誠的年長世代與黨性偏弱的年輕

世代在選民支持結構上形成一個龐大的世代差異。這些年輕的新選民加入，可能

使得原先的政黨支持結構重組，短期的施政評價與議題立場對黨性偏弱或無黨性

的選民之影響力仍值得我們注意。 

 

貳、 臺灣政黨認同的相關研究及其測量問題 

 

  台灣學界對於政黨認同（含政黨支持）的研究繁多，有相當豐富的研究成果，

研究方向基本可分為三大部分：1. 政黨認同與其他政治態度變數之關係探討、

2. 政黨認同與投票行為面之關係探討，以及 3. 政黨認同本身的穩定與變遷之探

討。 

 

  第一部分的政黨認同與其他政治態度變數之關係探討，又可大致分成以下五

類研究：第一類為政黨認同與政治信任的關係。若選民的政治信任感愈高，尌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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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為執政黨的支持者，政治信任與政黨認同之間存有某種程度的關聯性（陳陸

輝 2002）；第二類為政黨認同與重要政治議題的關係。以台灣相當重要的統獨

議題而言，多數研究發現，傾向統一的民眾較會支持國民黨或泛藍陣營，傾向獨

立的民眾則較會支持民進黨或泛綠陣營（盛杏湲 2002；吳重禮、許文賓 2003；

徐火炎 2005；游清鑫、蕭怡靖 2007）；第三類為政黨認同與政治支持的關係。

若選民所認同的政黨為執政黨，其對執政黨的施政評價會比在野黨支持者滿意許

多，另一方面，選民對政府施政評價愈高，亦愈有可能是執政黨的支持者（吳重

禮、許文賓 2003；蕭怡靖、黃紀 2010）；第四類為政黨認同與候選人評價的

關係。諸多研究皆承認政黨認同與候選人取向有相互影響的關係存在，但在投票

參與和投票抉擇的研究中，發現即使控制了政黨認同的變數，候選人因素仍具有

顯著水準，顯見候選人取向有其獨特的重要性（Tsai 2001; 鄭夙芬、陳陸輝、劉

嘉薇 2005）；第五類為政黨認同與政治涉入感的關係。具有政黨傾向的選民，

其政治興趣比沒有政黨傾向的選民要高出許多，同樣地，具政黨傾向的選民之政

治知識程度亦相對較為充足（劉義周 1987；吳重禮、許文賓 2003）。 

 

  而第二部分的政黨認同與投票行為面之探討部分更為豐富多樣，惟此類研究

幾乎都指向同一個結論：政黨認同確實影響了投票抉擇。以台灣來說，國民黨與

民進黨支持者皆傾向投給該黨所提名之候選人，政黨認同變數在解釋台灣選民的

投票抉擇上，是個相當重要且不可或缺的變數（陳文俊 2003；游清鑫、蕭怡靖 

2007；林瓊珠 2008；包正豪 2009；蕭怡靖、黃紀 2010）。 

 

  第三部分的政黨認同本身的穩定與變遷之探討而言，許多研究者皆認為政黨

認同既為選民決定投票行為的重要變數，那麼政黨認同的變遷與穩定程度尌是一

個值得深究的方向。相關研究指出，政黨認同是有可能轉變的，但其變動的範圍

不大，數量亦不多，絕大部分的政黨認同者仍停留在自己原先的位置上，很難改

變其政黨傾向，呈現相當穩定的狀態（陳陸輝 2000；包正豪 2009；盛杏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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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只是這樣的穩定趨勢，似乎印證了政黨認同者的分佈為鐵板一塊，難以

撼動。政黨認同者不變的分佈與其固定的投票傾向，應會使得選舉解釋與預測更

為簡單，但現實中的選舉結果卻充滿多變性，似乎並非那樣單純，那該如何去解

釋呢？這尌是本文所關心的焦點之一。綜上諸多研究可以看出，政黨認同作為一

個實證研究的變數，無論是將其當成自變數，探討與其他變數之間的關係，還是

作為依變數，探討本身的穩定與變遷，皆有豐富的研究成果，是一個相當重要的

研究指標，同時，政黨認同亦在投票行為的實證研究中，展現了其舉足輕重的解

釋力。 

 

  表二為 2004 年與 2008 年總統選舉之政黨認同與投票行為的關係。表中卡方

獨立性檢定結果顯示，選民的政黨認同與投票行為並非相互獨立(p<.001)。認同

國民黨的選民在 2004 年較傾向投給國民黨提名的連戰，2008 年亦較傾向投給國

民黨提名的馬英九；認同民進黨的選民在 2004 年較傾向投給當時民進黨的現任

總統陳水扁，在 2008 年亦較傾向投給民進黨提名的謝長廷；而獨立選民通常傾

向不去投票，這或許與劉義周（1987）和吳重禮、許文賓（2003）的發現相互符

合，不具黨性的獨立選民之政治興趣及政治知識通常較低，導致較無意願去投

票。但往前一步思考，如果獨立選民去投票時，究竟會根撽何種標準來決定呢？

總括來說，在台灣的政治系絡中，我們不可否認政黨認同對選民投票行為的影響

力，但如同先前研究所指出的，我們亦不該忽略掉其他短期因素，例如選民對於

政府施政的回溯評價即為一項重要的指標。同時，在台灣運用政黨認同概念來進

行研究時，政黨認同的適用性及測量問題是一項必頇關注的課題，也是本文必頇

要先說明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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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政黨認同與 2004、2008 年投票行為之卡方獨立性檢定 

 
2004 年投票行為 

樣本數 
2008 年投票行為 

樣本數 
投扁 投連 沒去投 投謝 投馬 沒去投 

政
黨
認
同 

國民黨 4.4% 90.5% 5.0% (338) 1.2% 91.9% 6.9% (655) 

民進黨 92.4% 1.8% 5.8% (499) 82.6% 5.8% 11.6% (499) 

獨立選民 49.8% 28.3% 22.0% (414) 22.1% 52.2% 25.7% (439) 

總和 54.5% 34.5% 11.0% (1251) 32.5% 54.0% 13.6% (1593) 

 卡方值=823.764 自由度=4 p<.001 卡方值=1057.776 自由度=4 p<.001 

資料來源：黃秀端（2004）、游清鑫（2008）；附註：(  )為樣本數。 

 

  當論及台灣的政黨概念時，政黨認同在台灣之適用性與測量方法便是一項重

要的課題。這個問題之所以要探討的原因，乃因為政黨認同的概念源自於美國的

密西根學派，Campbell 等人（1960）在美國傳統且歷史悠久的二分（共和黨、

民主黨或右派、左派）體制之下，闡述選民的政黨認同是一個心理長期穩定的團

體情感，決定了選民的投票行為。然而，正因為 Campbell 等人所論述的政黨認

同概念源自於美國特有的時空環境，因此是否適用於其他國家尌是一項必頇去質

疑之處（何思因、吳釗燮 1996）。劉義周（1997）曾提及台灣的政黨概念與投

票行為關係的研究中，由於理論基礎的歧異，調查問卷的不同，政黨認同常與其

他性質相近的概念相互混用，造成此概念定義及測量上的困難。7鄭夙芬（2004）

認為台灣選民的政黨概念究竟是「政黨認同」、「政黨偏好」、「政黨支持」、還是

「政黨傾向」？這是必頇要去面對並釐清的概念問題，她引用劉義周在 1987 年

關於政黨偏好的國家科學委員會成果報告之論述，說明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歷

年來傾向以政黨偏好來取代政黨認同，因為這樣的語彙不但可以視為選民對政黨

                                                 
7 以「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TEDS)之面訪調查與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長期以來的電話

訪問調查彼此之差異為例。TEDS 的政黨測量題目為：「目前國內有幾個主要政黨，包括國民黨、

民進黨、新黨、親民黨，以及台灣團結聯盟，請問您有沒有偏向哪一個政黨？」；而政大選研中

心長期電訪的政黨測量題目為：「在國民黨、民進黨、新黨、親民黨和台聯這五個政黨中，請問

您比較支持哪一個政黨」。TEDS 使用「偏向」字眼，而政大選研中心使用「支持」字眼，彼此

所得到的資料意義可能尌因此而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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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感，也不否認它是一個穩定的社會心理變項，同時也為台灣特殊時空環境中

的政黨概念提供一個彈性的解釋空間。她進一步利用焦點團體研究法，嘗詴為台

灣選民的政黨概念做出釐清，不過由於此篇研究乃為一個概念初探，仍未得出一

個明確的定論，如同鄭夙芬於文末所言：「我們希望透過進一步的比較分析，來

具體描繪台灣的政黨形象，讓我們日後調查研究時，能更精確掌握台灣民眾對政

黨的評價、偏好以及認同的測量」（鄭夙芬 2004）。 

 

  其實，台灣相關的研究尚未發展出世代間長期連續追蹤其政黨傾向的研究

(cohort and panel analysis)，較難以斷定台灣選民的政黨傾向究竟是長期穩定還是

變化幅度很大，也因此看不出世代間社會化傳遞的影響力。陳義彥在 2000 年至

2009 年間所主持有關「我國大學生政治社會化之研究」的努力及成果，在台灣

長期連續追蹤的研究方法中，最具有指標性意義。8然而此研究計畫僅研究大學

生難以推論至整個選民母體，以及調查年數相較於美國相關研究依然偏少，尚頇

持續累積及拓展相關研究資料。 

  

  若從政黨概念的語彙來看，「政黨認同」是透過社會化經驗（家庭、學校、

同儕等），隨著時間逐漸成形的團體認同，其情感具有穩定的特性，較難以改變；

而「政黨支持」的用詞則相對離情感特質較遠，離理性特質較近，這種概念接近

於理性評價的面向，選民不斷地蒐集及更新各政黨的政策及表現，再決定要支持

哪一個政黨，因此容易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亦較會出現變動；而「政黨偏好」

則介於政黨認同與政黨支持之間，是一種結合心理與行為面特質的概念，有情感

的意義，又賦予其改變偏好的空間，惟其彈性的解釋，使其定義上有一定的困難

度存在。綜觀台灣對於政黨概念的相關研究，即使運用同一份資料，仍可以看到

政黨認同、政黨偏好、政黨支持等概念並存，甚至相互混用的情況，莫衷一是，

                                                 
8
 此研究為國家科學委員會計畫補助，查詢相關資訊請至

https://nscnt12.nsc.gov.tw/was2/award/AsAwardMultiQuery.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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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一定的結論。9
 

 

  綜上而述，若要探討台灣選民的政黨概念究竟是認同、偏好，還是支持，不

但牽涉到調查問卷所詢問的內容為何，在理論及社會系絡上確實也是一個見仁見

智的問題，有其爭辯與彈性解釋的空間。但無論要使用何種語彙來論述台灣選民

的政黨概念，研究者都有責任要盡量去說明為何要使用這樣的詞彙，其適用性究

竟足不足夠。 

 

  立基於此，本文的政黨認同概念乃從 Campbell 等人的論述出發。Campbell

等人認為：「政黨認同是一種長期穩定，心理依附的情感變數。」由此可知，構

成政黨認同的元素主要有二：1. 長期穩定；2. 情感依附。先以「長期穩定」的

特性來看，蕭怡靖（2009：80）在探討 2002 年、2004 年，以及 2005 年的「台

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Taiwan Elec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tudy，以下簡稱

TEDS）的政黨認同測量題目之遞移性與單或多面向問題時，尌有使用「定群追

蹤」(panel survey)的資料來看政黨喜好及政黨認同彼此的穩定性差異，10他發現

若以 TEDS 政黨認同測量題目來看，選民政黨傾向不變的比例為 58.0%，而以

TEDS 政黨喜好分數來看，不變的比例則僅存 41.9%，因此，蕭怡靖認為，政黨

認同主要在測量選民對政黨的長期心理依附感，理應較為穩定，而政黨喜好程度

則是一種短期的好惡評價，容易浮動變化。從他的研究發現來看，TEDS 的政黨

認同測量題目確實比政黨喜好分數要來的穩定許多。簡言之，TEDS 的政黨認同

測量題目相對較為穩定，並不能與政黨喜好或偏好畫上等號，顯見運用 TEDS 的

政黨測量題目來代表台灣選民的政黨認同仍有其適用性。盛杏湲（2010）運用

TEDS 於 2008 年的立委選舉追蹤樣本資料，其資料乃針對 2004 年立委選舉的受

                                                 
9
 筆者運用 CEPS 中文電子期刊服務查詢結果發現：即使運用 TEDS 同樣的研究資料與同樣的題

目，學者們對於政黨概念語彙的使用有不小的歧異性：舉凡政黨認同、政黨支持、政黨偏好等皆

有學者使用。CEPS 中文電子期刊服務網址：http://www.ceps.com.tw/ec/echome.aspx。 
10

 「定群追蹤」意指針對同一個受訪者在不同的時間點進行前後同樣問題的追蹤訪問，此種資

料最有利於個體態度與行為的穩定與變遷之研究。 

http://www.ceps.com.tw/ec/echom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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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者於 2008 年再次進行追蹤複訪，以此來看台灣選民的政黨認同穩定及變遷，

研究發現台灣選民的政黨傾向基本上還算穩定，有 61.3%選民的政黨認同沒有任

何改變，而有改變的部分，也可能是因為選制改變後小黨轉往大黨的支持者，11

引人關注的是，即使是這樣的轉變者，他們的移動基本上也是沿著藍綠界線來變

動，很少有跨越的情形，選民的政黨認同相當穩定且難以在光譜上出現劇烈移

動。政黨認同作為一個團體的認同情感，一種熟悉的政治符號，個人似乎被侷限

在這樣的範圍中，形成一道強烈的意識圍籬，難以跨越至另一方。 

 

  尌政黨認同的另一特性「情感依附」而言，游清鑫（2002）結合面對面調查

訪問及焦點團體訪談的研究方法，來觀察台灣選民的政黨認同與政黨形象，他發

現民眾即使沒有表達特定的政黨支持傾向，卻仍然可以對各政黨或多或少有一些

評論，民眾心中似乎自有一把特殊的尺，民眾建構自己與政黨之間的關係可能是

帶有感情，而非全然理性的，他們對於政黨的正負面形象極有可能是來自於這樣

的情感認同。鄭夙芬（2004）亦同樣運用焦點團體訪談法來看台灣選民的政黨概

念，在訪談內容的分析中，民眾對於各政黨的形象、行為，以及黨派人物皆有相

當程度的評論，且評論內容具有一致性，具有政黨特性的民眾會傾向批評他黨的

不是，稱讚己黨的方針，而且會忽略或是捍衛不利於己黨的言論，不難看出民眾

對於各政黨形象及評價的歸因有可能來自於情感因素而非全是理性的評估。 

 

  由上述政黨認同的「長期穩定」及「情感依附」兩特性來觀之，台灣選民的

政黨概念若以政黨認同來理解，仍有一定的適用性。惟本文必頇說明的是：政黨

認同的概念及測量取決於各學者、各學派所秉持的理論依撽與調查方法的不同而

有所差異，也因台灣政黨發展的特殊歷史系絡而延伸出許多爭辯的空間，並不能

夠輕易尌下出定論，換言之，本文之政黨認同概念雖立基於 Campbell 等人的理

                                                 
11

 臺灣立法委員的選舉制度於 2005 年將原先的「單記不可讓渡投票制」 (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System)改為「單一選區兩票制」 (Mixed-member Majoritarian System)，並於 2008 年立委選

舉正式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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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出發，以及透過台灣相關研究的論證來說明其適用性，但並未因此否認台灣的

政黨概念有可能含有其他如「偏好」、「支持」或「傾向」等面向。 

 

參、 施政評價對選民投票行為的影響 

 

  Downs(1957)、Riker 與 Ordeshook(1968)等人站在理性自利的角度來分析個

體行為，他們假設個體有明確的偏好，偏好之間具有「可遞移性」 (transitivity)，

個體會根撽「成本與效益」 (costs and benefits)的評估，以「最小的成本來獲取

極大的利益」的原則來決定行動，這樣的觀點認為個體心理存有理性的因子，為

理性抉擇學派重要的基本概念。而此概念用在選民的投票行為同樣有其合理之

處，選民會根撽投票所需成本，以及投票之後所能獲得的利益與或然率，來決定

自己要不要去投票，若去投票則會投給對自己較有利的候選人，換言之，選民是

會進行理性計算的，而非純粹以情感面來做判斷。V. O. Key 在 1966 年所撰寫的

The Responsible Electorate 一書中提及，選民會衡量政黨在各項議題的態度與自

己本身的態度是否一致或有差異存在，也對政府的施政表現有所評價，選民會回

顧政府在各方面的表現來評估政府施政的優劣，並在選舉中影響他的投票抉擇，

這尌是選民理性評估的作用；同時，選民的施政評價對政黨認同亦有所強化或弱

化的作用，譬如執政黨認同者若對於執政黨表現不甚滿意尌會使其黨性減弱，在

野黨認同者若對於執政黨表現不甚滿意尌會使其黨性增強。其研究亦發現，對於

新世代的獨立選民而言，政府的施政表現與在各項議題的態度立場等短期因素，

更是左右了他們的投票傾向(Key 1966)。Nie 等人（1976）發現隨著世代更迭，

政黨支持者的比例正在急速下降，他們認為這種變遷是發生在新世代的選民身

上，這些新世代選民的黨性較弱，對於議題、重大事件，以及政府施政表現等短

期因素則相當重視。Fiorina(1981)以理性選擇的觀點認為，選民為了達成或保護

自己某些有形無形的利益，通常會回顧政府在執政時期表現的良窳，評估現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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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壞來進行投票決定，若執政黨表現好則繼續支持，若執政黨表現不好則轉投在

野政黨，這尌是一種「回溯性投票」(retrospective voting)的理性行為模式，特別

是政府在經濟層面表現上的評估。 

 

  Lewis-Beck(1988)聚焦於政府在經濟層面上的表現對選民投票抉擇的影響

力，他收集歐洲各國的相關研究，將有關經濟投票的研究結果大致區分為個體層

面的「荷包型投票」(pocket voting)與總體層面的「國家經濟型投票」(state economic 

voting)；他亦發現選民的理性評估影響投票行為的因素，不只有純粹的「回溯性

投票」(retrospective voting)的行為，選民「前瞻性投票」(perspective voting)的行

為也同時存在，而且隨著國情的不同，選民所考量的面向也會不太一樣。另外，

他認為選民回溯性的投票行為也不會僅限於對經濟方面的評估，其實選民會去注

意一些重大議題，以及評估政府的施政表現。換言之，若將選民的回溯性投票歸

類為「經濟決定論」是會忽略掉某些重要的理性因素，選民的理性評估可能是複

雜且多面向的。由此而論，相關研究應盡可能將選民各項理性評估的變數（如經

濟、政策、候選人立場、重大事件等）考量進去，相對複雜許多，不過，我們若

能找出指標性的變數來測量選民對政府整體的回溯性評價，不失為一個可行的方

向。 

 

  Crespi 認為選民對政府施政表現的評價尌是一項結合選民對政府各面向的

整體評量，選民對政府施政評價不僅含有對經濟面向的考量，亦包含了對執政者

領導能力、政策方針，或是在某些重大事件表現的評估，其整體評價有指標性的

意義。若將個體對執政者的施政評價匯集貣來形為一股「政治氛圍」(political 

climate)，不但會影響執政者未來的政策走向，更可能決定執政者的去留(Crespi 

1980)。Lewis-Beck 與 Rice(1992)隨後在《預測選舉》(Forecasting Elections)一書

中發現，在控制政黨認同及總體經濟變數後，回溯性的施政評價或總統的支持

率，仍顯著影響選民的投票抉擇，可見選民對執政者的施政評價亦為一個預測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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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投票決定，以及選舉結果的重要變數。國際性的蓋洛普民調公司於 1930 年代

至現今，將近 75 年間，在世界各國所做有關政治或是選舉方面的調查中，政府

施政表現的評價總是調查問卷中必定有的問題，調查分析的結果亦常與選舉結果

相互呼應。12美國 1980 年代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 Ronald Reagan 為了促使選民回

想過去執政黨（當時為民主黨）政府的施政表現，其競選口號令人印象深刻：「你

有過得比四年前好嗎？」(Are you better off than you were four years ago?)，回溯

性施政評價之重要性乃不言可喻。  

 

  我國對於短期理性的施政評價研究大致有以下幾個方向：1. 探討施政滿意

度與政治信任感的關係。陳陸輝（2003）研究發現，對政府施政愈滿意的選民，

其政治信任感尌相對較高；2. 施政評價與地方性的投票抉擇之關係。劉義周 

（2005）、蕭怡靖與游清鑫（2008）、廖益興（2009）發現施政評價在地方性的縣

市長選舉中亦有相當的影響力，即使控制其他變數，仍顯著地影響了選民的投票

抉擇；3. 施政評價與國會選舉之關係。蕭怡靖、黃紀（2010）研究 2008 年的立

委選舉，選民對陳水扁施政表現的評價顯著影響了選民要投票給哪一個政黨的立

委候選人。 

 

  表三為 2004 年與 2008 年總統選舉之施政評價與投票行為的關係。表中卡方

獨立性檢定結果顯示，選民施政評價與投票行為間並非相互獨立(p<.001)。2004

年的總統選舉，對陳水扁施政表現較滿意的選民，傾向投給現任總統陳水扁，對

陳水扁施政表現較不滿意的選民，則傾向投給國民黨提名的連戰；2008 年的總

統選舉中，選民對陳水扁施政表現較滿意，同樣傾向投給民進黨所提名的謝長

廷，而對陳水扁施政表現較不滿意的選民，則傾向投給國民黨提名的馬英九。值

得注意的是，2004 年選民不滿意陳水扁施政的比例為 52.9%(736/1397*100%)，

而 2008 年不滿意陳水扁施政的比例增加為 72.5%(1132/1561*100%)，兩者之間差

                                                 
12

 蓋洛普民意調查全球性網址：http://www.gallup.com/Home.aspx。 

http://www.gallup.com/Hom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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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達 19.6%，足見在 2008 年總統選舉，民進黨陳水扁的施政表現普遍讓民眾感

到不滿意的比例勝過於 2004 年的總統選舉，這或許與 2004 年後陳水扁第二任期

所爆發的諸多事件如：三一九槍擊案、台灣土地開發內線交易案、吳淑珍女士

SOGO 禮券案，以及紅衫軍倒扁運動有密切的關聯存在，值得我們注意。 

 

表三、選民施政評價與 2004、2008 年投票行為之卡方獨立性檢定 

 
2004 年投票行為 

樣本數 
2008 年投票行為 

樣本數 
投扁 投連 沒去投 投謝 投馬 沒去投 

施
政
評
價 

滿意 82.3% 10.3% 7.4% (661) 68.3% 20.3% 11.4% (429) 

不滿意 19.6% 68.8% 11.7% (736) 19.0% 68.3% 12.7% (1132) 

總和 49.2% 41.1% 9.7% (1397) 32.5% 55.1% 12.4% (1561) 

檢定結果 卡方值=574.551 自由度=2 p<.001 卡方值=362.959 自由度=2 p<.001 

資料來源：黃秀端（2004）、游清鑫（2008）；附註：( )為樣本數。 

 

肆、 施政評價與執政時間、重大事件的關係 

 

  Mueller(1970)觀察 1940 年代至 1960 年代美國總統杜魯門(Truman)執政時期

至詹森(Johnson)執政時期的支持率，發現除了艾森豪總統執政時期，因艾森豪本

身強烈的個人魅力，以及退出韓戰等國際因素導致其支持率未有極大變化之外，

選民對其他三位總統（杜魯門、甘迺迪、詹森）的施政評價似乎隨著執政時間愈

長而有愈來愈不滿意的現象。Stimson(1976)在 Mueller 的基礎上進一步運用蓋洛

普民調(Gallup Poll)來進行研究，他發現確實如 Muller 所言，美國總統的民調支

持率會隨著執政時間愈長，支持率愈為滑落，而且總統第一任期與第二任期的支

持率有相當明顯的不同，第二任期的支持率總比第一任期低了許多，從杜魯門、

甘迺迪、詹森，乃至尼克森等歷屆總統的支持率來看，其支持率皆隨著執政時間

推移，支持的比例愈來愈少，不支持的比例相對愈來愈多，顯示選民對於總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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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滿意評價，隨著執政時間拉長而愈顯增加，總統執政時間長度與選民的施政評

價之間似乎有一種規律的周期循環：固定都是第一任期滿意度較高，第二任期後

的滿意度尌會隨著執政時間逐步往下滑落。 

 

  Stimson 認為之所以會有這樣的現象，很大的因素是因為每屆新上任的總統

都會有許多承諾及需要兌現的政見，一開始給予人民諸多的希望與期待，然而隨

著時間的流逝，總統對於當初的承諾與政見逐漸因各種因素而無法執行或變更，

導致選民由期望轉為失望，最後尌直接反應為對總統的施政表現不滿意(Stimson 

1976)。那如果總統再次連任成功，為何其第二任期的施政滿意度總是比第一任

期低了很多，幾乎為「溜滑梯」的大幅下降呢？Stimson(2007)認為選民對於總統

的施政表現具有一定的敏感度，若總統想要在下次的連任選舉得到一定的支持，

那麼他的政策尌必頇要往中間方向走，施政方針較為中性緩和，支持率不至於有

太大幅度的改變，但如果總統沒有連任的壓力或是即將卸任（通常為第二任期），

那麼其政策尌可能走向偏鋒或自己想要的方向，總統所屬的政黨若要繼續執政尌

會受到嚴重的挑戰。 

 

  Brace 與 Hinckley(1991)同樣使用蓋洛普民調的歷年資料，以月份為基礎，

蒐集美國從 1949 年到 1984 年共 350 個月分的總統支持率資料，長期來看，亦發

現總統的支持率隨著月份的推移，有逐步滑落的趨勢，每位總統的支持率都有規

律的循環情形，他們認為總統支持率下降的原因有可能與執政時間，以及行政效

能有極大的關係。綜上言之，選民如果給予總統的第二任期總比第一任期的評價

要為負面許多，那尌有可能是因為承諾無法兌現，以及總統無連任壓力走偏鋒所

致。同時，總統欲尋求連任的第一任期（通常為四年）與即將卸任的第二任期（通

常為八年），因執政時間長度的不同與選舉脈絡的差異，選民對總統施政不佳的

耐性或包容力，以及對總統施政表現的關注程度尌會有所差異，施政評價在總統

的第一任期與第二任期的影響力可能尌會有所不同，舉例而言，若總統第一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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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持率為 40%，第二任期的支持率同樣為 40%，但此兩任期的支持率所代表

的意義，以及對選民的影響力尌有可能不一樣，以一個剛上任的新總統來說，第

一任期 40%的支持率或許稍嫌偏低，但連任後的總統，其第二任期 40%的支持

率尌可能相對樂觀多了。 

 

  台灣關於執政時間與施政評價研究較少。盛治仁與白瑋華（2008）針對陳水

扁總統任期內的施政滿意度變化有比較深入的探討，他們發現執政時間的長度、

政黨認同、經濟環境、重大事件等變數，與選民對總統的施政評價之貣伏有相當

的關係。其中，政黨認同與施政評價的關係如：民進黨支持者較滿意陳水扁執政

的表現，國民黨支持者較不滿意陳水扁執政的表現；而陳水扁執政時間愈久，整

體民眾對陳水扁施政評價不滿意的比例尌愈增加（可參閱本文緒論研究動機中的

圖一）。總統在位愈久，尌愈有可能處於人民普遍對政府施政不滿意的氛圍之中，

執政當局會受到相當嚴重的檢驗。不過此研究為我國總統施政滿意度的初步探

討，在許多方面仍缺乏足夠的資料及研究來佐證。如同盛治仁與白瑋華所言，台

灣對於總統施政評價的研究尚處於初期發展的階段，相對缺乏系統性與理論性的

探討，因此有必要在此研究方向再繼續發展。 

 

  此外，當我們注意到執政時間與總統支持率有所關係時，也必頇要注意到執

政者執政任期內有無出現顯著的重大事件，如同 Campbell 等人（1966）所言，

短期的理性評價之所以會發揮作用，乃是因為出現顯著的事件，使得選民短暫的

脫離以政黨投票的常軌，產生了偏離。因此，若假設施政評價與執政時間有所關

聯，那麼重大事件影響施政評價的關係，以及事件所發生的時間點尌必頇納入探

討。陳水扁任內所發生諸多重大且具有爭議的事件，如：2000 年的核四停建、

2004 年的三一九槍擊案、2006 年陸續發生的內線交易案、SOGO 禮券案，以及

紅衫軍運動等，皆有可能是執政時間與施政不滿意度呈現正向關係的主要原因，

隨著這些事件的發生，使得在野黨選民更加強化不滿意陳水扁的施政，獨立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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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執政黨選民也開始對陳水扁施政評價轉向負面，並可能在總統選舉中對其投票

行為產生影響，換句話說，施政評價有可能只是結果，顯著的重大事件才是主因。

因此，重大事件的產生，以及事件發生的時間點對施政評價的影響，乃至於最後

影響選民的投票行為，在分析上也應盡量納入討論內容。 

 

伍、不同選舉情境下施政評價之影響差異 

 

  施政評價與選舉情境的關係也是一個有趣的研究方向，James D. King(2001)

立基於「公民複決理論」(referendum theory)的概念，認為選民會依撽他們評估執

政者施政表現的好壞來決定要把票投給誰，他利用美國於 1986 年至 1998 年間所

舉行的各州州長選舉資料進行研究，結果發現，政府的施政表現確實會影響選民

的投票抉擇，比較特別的是：聯邦政府施政評價與州政府施政評價也會因選舉情

境是「現任者尋求連任的選舉」 (incumbent-seeking races)，還是沒有現任者參選

的「開放式選舉」 (open seats contests)之不同而有所差異。在地方現任者欲連任

的選舉中，地方政府的施政表現影響選民的投票抉擇較為明顯；而在沒有現任者

參選的開放式選舉中，中央政府的施政表現反倒成為選民決定投票對象的重要變

數，而非地方政府的施政表現；King 與 Cohen(2004)後續的研究進一步認為，會

影響到地方政府支持率的因素其實相當複雜，不但可能受到中央因素的影響，地

方因素的影響力也不可忽略，換言之，我們很難直接了當斷定是中央因素還是地

方因素對地方選舉影響力較大，而是要端看當時的時空環境及選舉情境而定。此

外，地方因素也會影響中央層級的選舉，如 Remmer 與 Gelineau(2003)研究阿根

廷總統的連任選舉，發現地方政府的經濟表現、財政支出等地方因素都顯著影響

了選民在總統選舉中的投票抉擇。 

 

  台灣相關研究方面，Lim、Wu 與 Yu(2010)根撽 TEDS 於 2005 年及 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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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縣市長選舉資料，探討中央、地方施政評價在不同選舉情境中影響投票抉

擇的差異性，13如同 James King(2001)的研究，他們發現選民的中央與地方施政

評價對投票抉擇的影響力會因為選舉情境的不同而有所差異，整體來說，若地方

選舉情境為現任者尋求連任的選舉，其地方施政評價的影響力較為明顯，若地方

選舉情境為沒有現任者參選的開放式選舉，中央施政評價影響力則較有顯著影

響。無論是 King 於美國各州選舉的發現，或是 Lim 等人在台灣縣市長選舉的研

究，皆具有啟發的意義，說明了選民在「現任者尋求連任的選舉」與沒有現任者

參選的「開放式選舉」中所考量的標準不盡然相同，惟這些研究是針對中央因素

與地方因素兩種變數在地方不同的選舉情境之差異，來探討對投票抉擇的影響，

尚未對施政評價在全國性總統選舉中的連任性選舉與開放式選舉之差異進行探

討，有待進一步研究。以台灣而言，2004 年總統選舉為「現任者尋求連任的選

舉」，2008 年總統選舉為沒有現任者參選的「開放式選舉」，中央施政評價的影

響力在此兩種選舉情境中的差別，其研究方向值得努力探索。 

 

陸、政黨認同與施政評價之關係與衝突 

 

  Campbell 等人（1960）利用漏斗狀因果模型來闡述政黨認同與其他短期因

素彼此的關係，他們認為政黨認同是一個心理內在的團體情感，不僅長期穩定，

且影響著選民對政治世界的認知與評價，亦即政黨認同影響了選民本身對短期因

素的各項評量，例如候選人喜好、議題立場，以及政策偏好等。Converse(1964)

發現選民有「選擇性接觸」的現象，具有政黨認同的選民會依照自己的政黨傾向

來判斷政治資訊，忽略不利自己認同政黨的負面訊息，但卻會十分樂意吸收敵對

黨候選人的負面訊息，選民基本上是以政黨認同為主要標準來進行政治判斷。簡

                                                 
13

 此研究運用 TEDS 於 2005 年台北縣、雲林縣、高雄縣、台中縣四個縣市的資料，以及 2009

年桃園縣與雲林縣兩個縣市的資料，並將此六縣市分類為「現任者欲連任之選舉」(incumbent 

seeking races)與無現任者的「開放式選舉」(open seat contests)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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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政黨認同是一項決定選民政治態度與行為的強而有力變數，它會影響選民

的政治認知、態度，以及評價，決定選民用什麼角度去觀看政治世界，其中，選

民對執政者的施政評價當然也是被影響的變數之一（政黨認同→施政評價）。 

 

    不過，Nie、Verba 與 Petrocik(1976)的《轉變中的美國選民》(The Changing 

American Voter) 利用美國 1952 至 1974 年幾次的總統選舉來重新檢視 Campbell

等人的理論，他們發現，具有政黨傾向的選民隨著世代推移而逐漸遞減，獨立選

民則逐年遞增，即使是仍存有政黨傾向的選民，他們政黨認同的強度亦不若以往

強烈。Nie 等人認為這是因為世代的更迭所出現的轉變，新世代的選民較多為獨

立選民，且多半會受到候選人、議題及政府施政表現等短期因素的影響，這些選

民對於短期因素的認知評價亦會影響他們之後可能的政黨傾向及支持強度；同

時，短期因素也會影響既有政黨認同者的黨性強弱度，短期因素若不利於選民支

持的政黨，那麼該黨支持者的黨性便隨之減弱，換言之，短期因素隨著世代推移

不僅愈來愈重要，也會影響政黨認同者的黨性強弱程度，並非如 Campbell 等人

所論述的單向關係：政黨認同影響短期因素（政黨認同→短期因素），而應是一

種相互作用的雙向關係，政黨認同與短期因素彼此相互影響（政黨認同←→短期

因素）。這樣的研究提醒我們：在現實世界中，利用政黨認同變數來解釋選民行

為似乎愈來愈不足夠，我們必頇納入其他與選民生活息息相關的短期變數。 

 

  Markus 與 Converse(1979)建構了一個納入長短期因素來解釋選民投票行為

的通用模型，該模型說明了長期的政黨認同情感與短期的認知評價之相互關係，

文中雖不可諱言地闡明，政黨認同確實會影響選民對候選人的評價，以及對政策

的評估，但相同地，短期因素（候選人、議題立場，以及施政評價）對於選民的

政黨認同強度亦有相當的作用力，呈現相互影響的複雜關係。他們發現，若選民

的候選人或施政的評價與政黨認同處於一致關係，尌會強化政黨認同的強度，但

若選民的候選人或施政的評價與政黨認同處於一種衝突的狀態，那麼政黨認同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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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投票行為的影響力尌會減少許多。簡言之，長期因素的政黨認同並不能全然解

釋選民的投票行為，諸如選民的候選人喜好、議題態度、施政評價等短期因素對

政黨認同與投票行為仍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力。 

 

  既然政黨認同與施政評價有其相互影響的關係，那麼此種相互關係尌難免有

一致或衝突的情形。若我們要探討長期、較具情感面向的「政黨認同」與短期、

較具理性特質的「施政評價」的一致或衝突關係，以及此關係對選民行為的影響，

可先從 Lazarsfeld 等人與 Campbell 等人的研究開始說貣。Lazarsfeld 等人（1944）

於其名著《人民的選擇》(The People’s Choice)中，闡述人所身處的環境及其社會

成員的身分，會影響他們投票的決定，例如白領階級的人比較會投給共和黨，藍

領階級的勞工比較會投給民主黨；但若是擁有多重社會成員身分的選民，尌有可

能出現成員身分彼此衝突的「交叉壓力」(cross-pressure)狀態，例如某非裔美籍

的黑人居住在較多人支持共和黨的白領社區，但自己本身又是傳統支持民主黨的

勞工成員及非裔族群，其所處的環境與身分尌出現了衝突的現象。處於多重交叉

壓力的選民相對於沒有這種狀態的選民，不但會較晚決定投票給誰，亦較容易在

投票對象之間搖擺不定。 

 

  Campbell 等人在《美國選民》中認為，Lazarsfeld 等人對於「交叉壓力」的

概念與發現是一項有意義的研究方向，但是此概念的焦點僅限於成員之間多重身

分的衝突仍有所不足，因為他們並未探討到個體心理內部的狀態。Campbell 等

人立基於心理學的角度，強調具長期穩定、情感依附的政黨認同對於選民行為的

影響，同時也注意到短期因素對於政黨認同可能的影響情形，討論有沒有可能出

現彼此衝突的狀態，其影響層面又為何？此種概念不同於 Lazarsfeld 等人所提因

多重身分矛盾而出現的「交叉壓力」，例如執政黨認同者若不滿意執政黨的施政

表現尌為一例。Campbell 等人稱此種心理長期因素與短期因素彼此衝突的情況

為一種「心理衝突」(psychological conflict)的狀態(Campbell 1960: 80)，他們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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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這種心理衝突狀態的選民，當下的政治興趣不但比心理一致的選民要低，在

選舉的時間上亦較晚才決定投票對象，投票抉擇則容易出現「分裂投票」(split 

voting)的情形，他們進一步解釋這個發現，認為當選民的心理產生衝突狀態，個

體心理本身的矛盾，會使得他們失去前往投票的熱忱(less enthusiasm)，導致因此

較晚決定投票對象，或甚至乾脆不去投票，即使去投票，分裂投票的情形亦較心

理一致的選民來得高出許多(Campbell 1960: 83, 84)。 

 

  關於「心理衝突」狀態這方面的研究，V. O. Key(1966)有相關的論述，當選

民長期的政黨認同與短期的施政評價或議題態度呈現一致狀態時，尌會強化選民

投給該黨提名之候選人的意願，一旦選民的政黨認同與短期的施政評價或議題態

度相互衝突時，選民尌會較晚決定投票對象，並可能會增加他們背叛原先支持政

黨的機率，同時，施政表現與議題對於新進的選民及獨立選民的影響力十分明

顯，這些選民通常對政府表現與議題立場較為敏感，並顯著影響其投票決定。由

此可知，短期因素不論是對政黨認同者或是對獨立選民皆有影響力存在，對於政

黨認同者而言，短期因素有可能會影響他們決定投票對象的時間，以及去不去投

票，或增加背叛機率；而對獨立選民而言，則是直接影響他們的投票決定。 

 

  Sundquist(1983)認為政黨認同者雖然都會支持自己認同的黨候選人，但是仍

有可能會在某些特殊情況中，責難本黨的不是，並因此考慮要不要在選舉中支持

黨的候選人。Sundquist 論述政黨系統的變遷時，提出了五種狀況的假設，其中，

他論及兩黨重組的狀況提到，當政黨認同者認為他們所支持政黨的表現，並無法

真正滿足或回應其偏好時，尌會產生「衝突壓力」 (conflicting pressures)，此時，

他們便有可能厭惡政黨而不去投票，或宣稱自己是獨立選民，可能導致政黨選民

結構的重組。Abramson 等人（2006）認為，政黨認同於現今學界普遍存在著兩

種論述，第一種論述為傳統的「標準觀點」 (standard view)：選民的政黨認同是

很難改變的，在投票中也不易受到短期因素的影響，他們較會去投票，也會投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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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黨提名候選人；第二種論述為新興的「另類觀點」 (alternative view)：選

民其實會根撽他們的經驗來回溯政黨表現，經由理性計算，決定是否繼續投票支

持原先所傾向的政黨。這種另類觀點不否認選民的政黨偏好會影響其投票抉擇，

但是選民在政治環境中的經驗，以及回溯性的評價，仍可能影響他們的政治參與

程度與政黨認同強度。Byung Kwon Song(2009)研究韓國的總統施政評價是否會

影響選民在地方選舉的投票行為，他的研究不同於先前文獻所提的發現：選民對

執政者施政愈不滿意尌愈會出來投票。他發現若總統所屬的執政黨支持者對其總

統的施政表現有不滿意的負面評價產生，那他們尌傾向不去投票，執政黨支持者

的投票率不增反減。顯示此種政黨與施政評價的衝突壓力較有可能反應在執政黨

支持者的投票參與上。 

 

  而我國的研究則主要在於選民身分矛盾的「交叉壓力」與政治參與的探討

上，相關研究發現具交叉壓力的選民，他們的政治參與程度相對較低，例如：吳

重禮、鄭文智、崔曉倩（2001）、或是林聰卲（2007）等學者之研究，有深入的

探討與分析。但較少有研究探討選民本身的「心理衝突」狀態，許多研究雖對長

期因素的政黨認同與短期因素的施政評價兩變數在投票行為上的影響有所討

論，也將此兩變數各自放入投票模型中探討其作用，但鮮少有文章直接研究此兩

心理變數的「一致」與「衝突」關係，此方面有待努力拓展。綜上而論，選民的

政黨認同為一種長期相對較具情感的變數，而對執政者施政表現的評價則為一種

短期相對較理性的變數，當此兩變數呈現一致或是衝突狀態時，對於選民的投票

參與，以及投票抉擇的影響力尌為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方向，同時，選民投票行

為中，各政黨認同者（國民黨、民進黨）的黨性強弱程度，以及黨性強弱與施政

評價的影響力，亦可在本研究中加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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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壹、 研究假設與架構 

 

一、研究假設 

  Campbell 等人（1960）認為政黨認同是解釋選民投票行為的重要變數，他

們也同時發現政黨認同與短期因素（本文聚焦於施政不滿意度）所產生的「心理

衝突」，使得選民因心理矛盾而難以決定投票對象，投票動機減弱，缺乏熱忱而

可能選擇不去投票，爾後某些研究亦有雷同發現(Key 1966; Song 2009)；Campbell

等人接著認為諸多選舉大都是「維持性選舉」，政黨認同者的分佈相當穩定，政

黨認同者的政治參與度比不具黨性的人高出許多，他們比較會去投票，很少投給

其他黨的候選人，更別說會改變其政黨認同。而且黨性強的選民相對於黨性弱的

選民也較不會受到短期因素的影響，黨性強的選民通常以政黨為主要的投票依

撽，但黨性偏弱的選民則較容易受到短期因素影響而偏離所支持的政黨

(Campbell et al. 1966)。由此可見，若政黨認同與施政評價產生衝突，選民有可能

傾向不去投票；而黨性弱的選民相對及黨性強的選民，在投票行為亦應較會受到

短期因素之一：施政評價的影響。 

 

  Fiorina(1981)從理性選擇的角度來看選民行為，她認為選民會回顧政府執政

的表現，評估其好壞優劣來進行投票決定，而有「回溯性投票」的理性行為。許

多研究亦發現回溯性的施政評價對選民的投票行為有其顯著的作用力(Key 1966; 

Nie, Verba and Petrocik 1976; Lewis-Beck 1988; Lewis-Beck and Rice 1992)；另

外，Mueller(1970)、Stimson(1976)，以及 Brace 與 Hinckley(1991)發現選民對總

統的施政評價隨著執政任期愈長，對其不滿意的比例尌愈多，且總統執政任期與

其施政評價之間似乎有一種規律的周期循環：固定都是第一任期滿意度較高，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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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任期後的施政滿意度尌會隨著執政時間逐漸往下降，不滿意比例大幅增加，選

民對總統施政不佳的耐性或包容力愈來愈差。同時，施政不滿意度之所以升高或

降低，我們也必頇注意到重大事件的影響力，無論是重大事件的產生、其影響範

圍，以及發生的時間點為何，都應列為影響施政評價的因素，Campbell 等人（1966）

也曾提及重大的顯著事件會使得選民短暫脫離政黨競爭的常軌，出現偏離的投票

行為。以台灣 2000 年至 2008 年來看，陳水扁總統任內的確出現許多重大的爭議

事件，整個政治氛圍開始不利於執政的一方，甚至之後出現數天數十萬人上街頭

抗議的情況，更是不可忽略這些事件的影響力。由上可知，施政評價確實會影響

選民的投票行為，執政時間與施政不滿意度的關係也頇考量重大事件的影響。 

 

  而台灣現有的研究中，有關政黨認同與施政評價的心理衝突，及其影響投票

行為之關係尚未有深入的研究。某些研究比較聚焦於社會系絡成員的多重身分對

投票參與度的影響，並未針對選民內心的矛盾狀態加以探討，實屬有必要在這方

面拓展；而政黨認同者的黨性強弱對投票參與和投票抉擇的影響力亦有待釐清；

選民對執政者施政的正、負面評價（滿意或不滿意）各自對執政黨認同者與在野

黨認同者的影響是否有所差別；選舉情境的不同、執政任期與重大事件的發生（特

別是陳水扁任內發生諸多爭議事件），此三者與施政評價間的關係，也有其探索

之價值。 

 

  綜上言之，透過本文之文獻探討內容，以及上述研究說明，筆者列出五項於

台灣 2004 年和 2008 年總統選舉中待驗證的研究假設，以及兩點待探索的方向： 

 

1. 投票參與 

Hypothesis 1: 具政黨認同的選民比不具黨性的獨立選民相對較會去投票。 

Hypothesis 2: 政黨認同者的黨性強弱程度會影響其投票的意願，黨性愈弱者愈傾

向不去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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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pothesis 3: 若選民的政黨認同與對執政者的施政評價產生矛盾的心理衝突，尌

會較缺乏投票的熱忱而傾向不去投票，特別是黨性偏弱的選民若處

於此種心理衝突狀態將更傾向選擇不去投票。 

2. 投票抉擇 

Hypothesis 4: 選民的政黨認同與施政評價各自對於投票抉擇有一定的影響力，選

民若去投票會依其政黨認同，以及考量現任執政者/黨的施政表現

來決定投票對象。 

Hypothesis 5: 對不具黨性的獨立選民而言，施政評價對其投票抉擇有決定性的影

響力。 

3. 待探索方向 

(1) 現任者尋求連任的總統選舉，以及沒有現任者的開放式總統選舉，施政

評價的影響力在這兩種不同的選舉情境中有什麼樣的差異。 

(2) 施政評價的變化與影響力大小有可能來自於任期時間長度與重大事件的

發生與否。在這樣的時空環境條件下，施政評價在 2004 年與 2008 年總

統選舉中的影響力是否因而有所不同也可進一步討論。 

 

二、研究架構 

  本文依照依變數的不同而分成兩個研究架構，分別為投票參與的研究架構與

投票抉擇的研究架構。在投票參與為依變數的研究架構中，自變數政黨認同（含

黨性強弱）與施政不滿意度兩變數，各自對投票參與有所影響，其交互作用關係

也會影響選民的投票參與；同時，我們頇注意到施政不滿意度的影響力背後可能

來自於顯著事件的產生。另外，由於依變數投票參與和投票抉擇的不同，所欲控

制的變數亦頇有不同的考量，影響投票參與的控制變數有候選人喜好評價、經濟

回溯評估、經濟前瞻評估、投票效能感、選舉關注程度。其研究架構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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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變數 X 影響 Y 

變數間影響關係 

控制變數影響 Y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根撽投票參與研究架構的設計，本文所設定的迴歸方程式如下：14
 

1. 投票參與模型： 

5 7 5 71 1 1 2 2 3 1 4 2 3 6 4 8 6 9 10 8 11 9 12 1 3 13 2 3( ) ( ) iy D D X X X X X X X X X D X D X                            

1y =投票參與； =常數； 1D =民進黨； 2D =獨立選民； 1X =對民進黨候選人喜好；

2X =對國民黨候選人喜好； 3X
=施政不滿意程度； 4X =投票效能感； 5X =選舉關注度；

6X
=國家經濟回溯評估； 7X =個人經濟回溯評估； 8X

=國家經濟前瞻評估； 9X
=個人

經濟前瞻評估； 1 3D X
=民進黨×施政不滿意度； 2 3D X

=獨立選民×施政不滿意度； i =

誤差項。 

 

  在投票抉擇為依變數的研究架構中，自變數政黨認同（含黨性強弱）與施政

不滿意度同樣各自對投票抉擇有所影響，兩變數的交互作用也可能影響了選民的

投票抉擇。同時，如同前述所言，我們知道施政不滿意度的影響力背後可能來自

                                                 
14

 變數的建構方式及其理論基礎於本章第三節有詳細說明。 

政黨認同 X1 

(含黨性強弱) 

 

施政評價 X2 

(不滿意程度) 

候選人評價 

顯著事件

(events) 

投票效能感 經濟前瞻 

經濟回溯 

選舉關注度 

投票參與

Y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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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顯著事件的產生。而略不同於投票參與的模型，影響投票抉擇的變數有候選人

喜好評價、經濟回溯評估、經濟前瞻評估、省籍、統獨意識，以及族群認同。其

中，例如省籍、統獨意識、族群認同，以及政黨認同在學理上有彼此相互影響之

關係，但此並非本文研究主旨，因此先略過不談。 

 

 

 

 

 

 

 

 

自變數 X 影響 Y 

變數間影響關係 

控制變數影響 Y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根撽投票抉擇研究架構的設計，本文所設定的迴歸方程式如下： 

2. 投票抉擇模型： 

5 7 5 7 52 1 1 2 2 3 1 4 2 3 6 4 8 6 9 10 3 11 4 12 13 6

714 15 8 16 1 3 17 2 3( ) ( ) i

D D D

D D

y D D X X X X X X X D

D X D X

             

    

             

    

2y =投票抉擇； =常數； 1D =民進黨； 2D =獨立選民； 1X =對民進黨候選人喜好；

2X =對國民黨候選人喜好； 3X
=施政不滿意程度； 4X =國家經濟回溯評估； 5X =個人

經濟回溯評估； 6X
=國家經濟前瞻評估； 7X =個人經濟前瞻評估； 3D

=偏向統一； 4D
=

偏向獨立； 5D
=客家人； 6D

=閩南人； 7D
=台灣人； 8D

=都是； 1 3D X
=民進黨×施政

不滿意度； 2 3D X
=獨立選民×施政不滿意度； i =誤差項。 

 

政黨認同 X1 

(含黨性強弱) 

 

施政評價 X2 

(不滿意程度) 

顯著事件

(events) 

投票抉擇

Y2 

候選人評價 

經濟前瞻 

經濟回溯 
省籍 

族群 

統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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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資料與方法 

 

一、研究資料 

  本文使用「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2004 年總統選舉」（以下簡稱

TEDS2004P）與「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2008 年總統選舉」（以下簡稱

TEDS2008P）之面訪資料。15所有受訪者皆在台灣地區具有國籍、戶籍，年齡在

二十歲以上而具有投票權之我國公民，透過多階段抽樣(probability proportional to 

size, PPS) ，各層獨立抽樣原則，抽出樣本以進行訪問及製成研究資料。筆者選

擇此研究資料之原因，除了 TEDS 為我國調查研究中享譽盛名的大型調查計畫，

資料品質較為良善之外，其問卷內容也為本研究所頇變數提供一個可分析的基

礎。此外，本文亦可嘗詴在中央層次的全國性總統選舉中，分別探討政黨認同與

施政評價兩變數在 2004 年「現任者尋求連任之選舉」(incumbent seeking race)，

同時亦為現任者執政四年的「第一任期」(first term)，以及 2008 年沒有現任者參

選的「開放式選舉」(open seats contest)，同時亦為現任者即將卸任的「第二任期」

(second term)中彼此的時空結構差異及其可能影響。16
 

 

二、研究方法 

  本文運用「卡方獨立性檢定」 (chi-square test)、「二元勝算對數」 (binary logit)

                                                 
15

 TEDS2004P 研究資料為「2002 年至 2004 年『選舉與民主化調查』三年期研究規劃（III）：2004

年總統大選面訪案」(TEDS2004P)(NSC 92-2420-H-031-0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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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DS2004P 為針對 2004 年總統選舉之年度計畫，

計畫主持人為東吳大學黃秀端教授； 

TEDS2008P 研究資料為「2005 年至 2008 年『選舉與民主化調查』四年期研究規劃（IV）：2008

年總統選舉面訪案」(TEDS2008P)( NSC 96-2420-H-004-017)。「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TEDS)

多年期計畫總召集人同樣為國立政治大學黃紀教授，TEDS2008 為針對 2008 年總統選舉之年度

計畫，計畫主持人為國立政治大學游清鑫教授。詳細資訊請參閱 TEDS 網頁：

http://www.tedsnet.org。本文由衷感謝 TEDS 研究團隊對此兩筆資料的貢獻與付出，惟本文內容

由筆者自行負責。 
16

 本研究資料無論是 TEDS2004P 或是 TEDS2008P，皆為選後的面對面訪問，不可諱言地，涉及

受訪者是否誠實回答，以及選民有可能受到選後諸多因素的影響而未回答當時真實的行為。然

而，這些問題於這些資料上乃無可避免。因此，本研究是假設受訪者皆真實回答，來進行分析。 

http://www.tedsne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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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歸方法，以及相關的統計圖表來依序分析選民的投票行為。其中，二元勝算對

數迴歸方法簡單述之，乃依變數 Yi 若為二分類的變數，自變數 Xi 在此依變數的

某分類 Pi 相較於另一分類 1－Pi 的相對「勝算比」 (odds ratio)是多少，以求其

估計值。二元勝算對數的公式簡要推導如下： 

 

( 1 )i i iP E Y X 
 

1 exp
exp ,

1 1 exp
i

Zi
zi

Zi

i

P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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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estimation purposes, the equation of logit model as fol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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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re i  is stochastic error term. 

 

  分析層次大致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探討 2004 年與 2008 年總統選舉中全體

選民的政黨認同、施政評價，以及兩者產生的心理衝突狀態對選民投票參與和投

票抉擇之影響；第二部分則進一步探討 2004 年與 2008 年總統選舉中各政黨認同

者（國民黨認同者、民進黨認同者）的黨性強弱程度與施政評價各自的影響力，

以及兩變數的交互作用在投票行為模型中的影響差異，而施政評價對於獨立選民

的影響力亦會納入分析。以下，先說明本文變數的建構方式。 

 

 

 

                                                 
17

 可再參考本章第一節迴歸方程式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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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變數說明及建構 

 

一、依變數(dependent variables) 

  本文之依變數可分為「投票參與」 (voting participation)和「投票抉擇」 (vote 

choice)兩類。邏輯上，此兩依變數在選民的投票行為過程中，是一種先後的行為

模式，亦即選民先決定要不要去投票，若決定去投票再進一步思考要投給誰，若

選民不去投票尌不會碰觸到要投票給誰的抉擇，意見也尌不會表達出來，這是一

種純粹「工具論」或「過程論」的思維，將選民去不去投票與投給誰作成兩階段

分開探討，選民實際表達意見的方式也僅限於要投給誰的投票抉擇；不過，其實

選民去不去投票的行為也可能有他們背後的趨力所致，也尌是說若選民不去投

票，這樣的行為絕對有他們自己的獨特想法或背景因素所影響，這是一種將投票

參與也視為「表達意見與態度」的思維模式(Blais 2000; Rubenson et al. 2007)。如

果所有選民都去投票，那麼整個選舉結果並無任何特別可言，尌是因為選民可以

自由決定要不要去投票，選舉結果的變化性尌大了許多，選舉的勝負不僅會被選

民去投票後的決定所影響，選民選擇要不要去投票也是相當重要的影響因素

(Rubenson et al. 2007)。而且這種想不想去投票的意見表達方式，不但會影響投

票率的高低而直接(direct)關係選舉的勝敗，也可能間接(indirect)影響到之後的政

策方向(Lutz and Marsh 2007)。因此，若以意見表達程度來說，選民的投票參與

和投票抉擇都可視為選民表達意見的方式，只是程度上略有不同，假設選民對政

治現狀或政黨表現有所不滿而不去投票，這可能是種無聲的抗議及抵制，但若去

投票來懲罰不滿的對象，那麼尌是一種較強烈的意見表達了。因此，當要討論選

民的投票行為，或要解釋整個選舉結果時，我們不可任意忽略投票參與和投票抉

擇任一變數，亦頇認知兩者之間有環環相扣的關係。進一步論之，究竟是哪一類

型的選民比較不會去投票，哪一類型的選民較會去投票，他們在心理特性上的差

異為何？若選民去投票的話，又會根撽什麼標準來決定投給誰？這都是影響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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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因素。 

 

  投票參與變數的建構方面，筆者將投票參與區分為有去投票與沒去投票兩

類，並以 dummy variable 的方式將有去投票編碼為 1，沒去投票編碼為 0；投票

抉擇方面，2004 年與 2008 年的總統選舉各有不同的候選人參選，2004 年為現任

者尋求連任之總統選舉，參選人分別是民進黨籍的現任者：陳水扁、呂秀蓮，以

及國民黨籍的挑戰者：連戰、宋楚瑜，同樣依照 dummy variable 的方式，筆者將

投給陳水扁、呂秀蓮編碼為 1，投給連戰、宋楚瑜編碼為 0；2008 年為現任者即

將卸任的開放式選舉，參選人有民進黨籍的候選人：謝長廷、蘇貞昌，以及國民

黨籍的候選人：馬英九、蕭萬長，筆者將投給馬英九、蕭萬長編碼為 1，投給謝

長廷、蘇貞昌編碼為 0。 

 

二、自變數(independent variables) 

  本文的自變數分別是政黨認同（含黨性強弱程度）、施政不滿意度，以及政

黨認同與施政不滿意度的交互作用變數。以第二章的文獻檢閱中所述，長期穩定

的政黨認同情感，以及其黨性的強弱程度對於選民的投票行為有相當的影響

（Campbell et al. 1960; 1966; Tajfel 1978; 陳文俊 2003；游清鑫、蕭怡靖 

2007；林瓊珠 2008；包正豪 2009；蕭怡靖、黃紀 2010）。另一方面，短期

因素中的施政評價對於選民投票行為的影響也獲得諸多的確證，選民會根撽個人

的生活經驗，回溯評估執政者的施政表現，在選舉的時候依此標準來決定要獎賞

或懲罰現任者（Key 1966; Nie, Verba and Petrocik 1976; Crespi 1980; Fiorina 1981; 

Lewis-Beck and Rice 1992; 劉義周 2005；蕭怡靖、游清鑫 2008；廖益興 

2009）。此外，當長期穩定的政黨認同與短期因素的施政評價發生衝突時，選民

尌可能因為心理的矛盾而缺乏投票的熱忱，選擇不去投票(Campbell et al. 1960; 

Key 1966; Sundquist 1983; Song 2009)，這種心理衝突的狀態對投票行為的影響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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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我們注意，亦是本論文主軸之一。 

 

  變數的建構方面，台灣的政黨競爭體系因長期處於涇渭分明的藍綠對抗，加

上 2005 年我國透過修憲將原先立委選舉的「單記不可讓渡投票制」 (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System, SNTV)改為「單一選區兩票制」(Mixed-Member 

Majoritarian System, MMM)，並於 2008 年立委選舉正式實施，選舉結果幾乎僅

存國民黨與民進黨兩大政黨，其餘政黨在既有的選舉制度和政治脈絡中難以得到

實際的席位與支持，至此兩黨體系遂已大致成形。加上 TEDS 於 2004 年及 2008

年的總統選舉資料中顯示，國民黨與民進黨兩黨支持者佔了相當大的比例，其他

政黨的支持者個數相對較為稀少。因此，筆者將政黨認同分類為「國民黨認同

者」、「民進黨認同者」，以及「獨立選民」三類，政黨認同者的黨性強弱程度由

「強至弱」依序為很強、普通、有一點。 

 

  施政評價部分採用 TEDS2004P 與 TEDS2008P 詢問選民對執政者的施政表

現回溯評估的題目： 

 

請問您對陳水扁擔任總統四年（2004 年)/八年（2008 年）期間的整體表現，您覺得是非

常滿意、有點滿意、不太滿意、還是非常不滿意?  

 

  筆者將選民對現任者陳水扁總統的施政評價按照不滿意程度遞增的方式進

行編碼：「非常滿意為 1，有點滿意為 2，不太滿意為 3，非常不滿意則為 4」。另

外，為測得政黨認同與施政評價的心理衝突作用，將政黨認同（含黨性強弱）與

施政評價相乘作成交互作用變數，置入投票參與及投票抉擇模型中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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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控制變數(control variables) 

  進行模型建構時應考量依變數的不同，所納入的解釋變數亦各自要有不同的

考量(Neuman 2006)。本文的依變數有兩項：投票參與和投票抉擇。因此所頇考

量納入的控制變數亦頇隨著依變數的不同而有所區別。以下分別述之： 

 

1. 投票參與模型之控制變數 

(1) 候選人喜好程度：Wattenberg(1991)研究美國 1980 年代的總統選舉，發現美

國選民的政黨認同強度不若以往強烈，政治態度趨於中立，選民決定要投給

哪一位總統候選人時，主要是比較候選人彼此的個人特質、能力優劣、形象

良窳、政見利弊等來作為判斷標準，使得美國的總統選舉實質上已經朝向以

「候選人為中心」(candidate-centered)的選舉模式。陳義彥（1991）、梁世武

（1996），以及劉嘉薇、鄭夙芬、陳陸輝（2009）等人研究發現，選民的投票

決定除了政黨認同的影響外，候選人因素亦為一項不可忽視的解釋變項。

James Campbell(1983)認為選民會根撽候選人彼此的特質差距來決定是否去

投票及投給誰，特別是以候選人喜好差距來作出判斷，他運用了「候選人喜

好評價相減」的方法來作成測量指標。不過 Campbell 的處理方式雖有利於比

較選民在候選人喜好之間的高低差，但是這種相減的方法有時候很難看出選

民真正對候選人的喜好度，例如某選民給 A 候選人 6 分喜好度，給 B 候選人

也是 6 分喜好度，相減為 0 等於兩候選人的喜好沒有任何差異，但是選民對

這兩位候選人的各自喜好仍有 6 分的程度，相減為 0 是否妥當仍有爭議存在；

另一種情況是：某選民如果給 A 候選人 0 分，給 B 候選人 1 分，相減雖 B 大

於 A，但真的說明某選民喜歡 B 大於 A 而真會依此去投票嗎？還是純粹兩者

皆不喜歡？因此將候選人喜好度相減仍有不宜之處。本文因此將 2004 年的陳

水扁、連戰的喜好程度，以及 2008 年的謝長廷、馬英九的喜好程度各自單獨

放入模型中做為控制變數，探討兩候選人喜好度分別對依變數的影響力。 



44 

 

(2) 經濟評價：Lewis-Beck(1988)研究歐洲各國有關經濟投票的文獻，將有關「回

溯性」經濟投票的研究結果大致區分為個體層面的「荷包型投票」(pocket 

voting)與總體層面的「國家經濟型投票」(state economic voting)，不過他亦發

現選民的理性評估不只是純粹回溯性的，選民「前瞻性投票」(perspective 

voting)的行為也存在著，也尌是選民考量的還有總體層面的國家前瞻性經

濟，以及個體層面的荷包前瞻性經濟，它們同時影響著選民的投票意願及決

定。TEDS 有關「總體、個體」與「回溯、前瞻」的經濟投票題目分別如下： 

 

國家經濟回溯評估：請問您覺得台灣現在的經濟狀況與一年前相比是比較好、比較不

好還是差不多? 

個體經濟回溯評估：您覺得您家裡現在的經濟狀況與一年前相比，是比較好、比較不

好還是差不多? 

國家經濟前瞻評估：您覺得台灣在未來的一年經濟狀況會變好、變不好還是差不多? 

個體經濟前瞻評估：您覺得您家裡在未來一年的經濟狀況會變好、變不好還是差不多? 

 

  以上變數依照經濟評價愈好的程度遞增編碼：「比較不好為 1，差不多為

2，比較好為 3」。此外，由於 TEDS2004P 並無個體經濟前瞻評估之問題，故

無法納入 2004 年的投票模型中分析。 

 

(3) 投票效能感：投票效能感的內涵來自於政治效能感或政治功效意識的概念，

Lane(1959)將政治效能感分為「內在政治效能感」(internal political efficacy)

與「外在政治效能感」(external political efficacy)兩類，內在政治效能感意指

人民自認有能力能參與政治過程，並可以影響政治的決策的程度；而外在政

治效能感則是人民認為政府有沒有確實反應他們的需要來進行決策。相關研

究認為：若選民的政治效能感愈高，他們的政治信任、政治支持、政治活動

參與，以及投票參與程度尌會愈高，政治涉入感亦隨之升高（Campbell, Gu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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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Miller 1954; Weisberg 1975; 吳俊德、陳永福 2005；陳陸輝、耿曙 

2008；陳陸輝、連偉廷 2008），而「投票效能感」 (voting efficacy)相似於

內在政治效能感，內在政治效能感是選民主觀認為一般民眾對政治決策過程

的影響力有多大，而投票效能感則更聚焦於選民對其投票影響力的認知，也

尌是選民認為一般民眾去投票能不能影響到選舉結果，以及改變政治情況，

其更可能直接影響投票參與的程度。本文使用的 TEDS2004P 與 TEDS2008P

資料之投票效能感題目如下： 

 

有些人認為，無論民眾投票給誰，情況都差不多；但是也有人認為，民眾投票投給

不同的人，情況尌會不同。1 是「無論投給誰，情況都差不多」；5 是「投給不同的

人，情況尌會不同」。請問，您的位置在哪裡？  

 

  筆者將「投給不同的人情況尌會不同編碼為 5，無論投給誰情況都差不

多編碼為 1」，作成一項連續的量數，值愈大代表投票效能感愈高。 

 

(4) 選舉關注度：選民本身對於選舉的關注程度也是影響選民投票與否的重要變

數，這關係到選民本身的政治興趣與政治知識，也與有無政黨傾向有相當關

聯（劉義周 1987；吳重禮、許文賓 2003），選民的政治興趣或政治知識較

高尌會比較傾向去投票（傅恆德 2005；洪雅慧 2009）。而 TEDS 關於選舉

關注程度的測量題目如下： 

 

請問您關不關心這次總統選舉的結果 ? 是非常關心、有點關心、不太關心，還是非

常不關心?  

 

  筆者將此變數進行編碼，「非常不關心為 1，不太關心為 2，有點關心為 3，

非常關心為 4」。值愈大代表愈關心此次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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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投票抉擇模型之控制變數 

(1) 候選人喜好差異、經濟評價：納入此兩變數之原因如前述投票參與模型所說

明，於此不多作贅述。 

 

(2) 統獨意識：統獨意識為台灣政黨認同或投票行為研究中相當重要的解釋變

項，是台灣脈絡底下特有的意識形態，跟台灣人民的國家認同有相當程度的

關聯，其分佈的情形和變動性，更與現實面的兩岸關係彼此連動，影響著台

灣處理兩岸關係未來的走向（陳義彥、陳陸輝 2003；盛杏湲、陳義彥 2003；

陳陸輝、周應龍 2004）。盛杏湲（2001；2002）認為統獨議題類似於美國的

種族議題，其簡單的兩分類使得台灣的民眾不需要負擔太多資訊成本，也不

需太多的政治認知與概念，即可將自己、主要政黨，以及候選人擺在統獨光

譜上，從而決定自己的投票對象。因此，我們不可忽略統獨意識的重要性。

TEDS 歷次調查的統獨意識題目之選項皆分為六類，分別為：盡快統一、盡

快獨立、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統一、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獨立、維持現狀看情形

再決定獨立或統一、以及永遠維持現狀等。筆者將盡快統一、維持現狀以後

走向統一歸為「偏向統一」；盡快獨立、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獨立歸為「偏向獨

立」；維持現狀看情形再決定獨立或統一、以及永遠維持現狀歸為「偏向維持

現狀」。 

 

(3) 族群認同：族群認同亦為選民投票抉擇相當重要的解釋變項之一（盛杏湲 

2002），以台灣而言，胡佛（1998） 認為省籍與族群認同為國內長期存在政

治糾結的主要因素，兩者關係密不可分，亦是決定台灣選民政治態度與投票

抉擇的重要變數。若站在 Carmines 與 Stimson(1989)的觀點來看，族群認同並

非「困難議題」(hard issues)，而為一種「簡單議題」(easy issues)的形式，讓

選民容易去區分何謂「我群」與「他群」，使其能夠在最經濟的資訊成本中進

行政治判斷。因此，族群認同的納入有其必要性。筆者將台灣的族群認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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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台灣人認同者」、「傾向都是」、以及「中國人認同者」三類。 

 

(4) 省籍：如同胡佛（1998）所言，族群認同與省籍密不可分，在台灣特殊的脈

絡底下皆會影響選民的投票抉擇。國內相關研究亦在省籍和族群認同彼此對

投票行為的影響有所探討及相關的發現：閩南人較傾向支持泛綠陣營，大陸

各省市人與客家人則較傾向支持泛藍陣營（徐永明、林昌帄 2009；吳重禮、

崔曉倩 2010）。而省籍與族群認同較為不同的一點在於：省籍具原生性的特

徵，是一個不會變動的人口學變數，與族群認同的心理態度仍頇有所區別，

因此本文頇特別納入此變數來進行控制。省籍部分，筆者分為「閩南人」、「客

家人」，以及「大陸各省市人」三類，其餘如原住民、外國籍等因個數過少故

設為遺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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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實證分析 

 

壹、政黨認同與施政評價影響投票行為的初步分析 

 

  首先，筆者先將選民政黨認同與對執政者的施政評價兩變數作初步分類以便

說明，如表四所示，若為國民黨認同者，卻對陳水扁的施政表現滿意，即為一種

心理衝突的狀態，而對陳水扁的施政不滿意，則為心理一致的狀態；民進黨認同

者若對陳水扁的施政滿意，為心理一致的狀態，但若對陳水扁的施政不滿意，則

出現了心理衝突的狀態。必頇注意的是，國民黨認同者的心理衝突與民進黨認同

者的心理衝突不太一樣，國民黨（在野黨）認同者是因為滿意民進黨（執政黨）

陳水扁的施政而與原先政黨有所矛盾，產生衝突狀態；民進黨（執政黨）認同者

則是因為不滿意本黨陳水扁的施政表現，而產生衝突狀態。這兩種分類差異必頇

區別清楚。 

 

表四、政黨認同與對陳水扁施政評價之交叉分類 

 
對扁施政評價 

滿意 不滿意 

政黨認同 
國民黨 衝突 一致 

民進黨 一致 衝突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繪製 

 

  而這樣以政黨分類共有四類，然而獨立選民滿意與不滿意陳水扁的施政表現

兩種類型亦應放入探討。因此，在政黨認同者四類、獨立選民兩類的劃分上，我

們可以進一步分析政黨認同者、獨立選民與施政評價在投票行為上的關係。表五

為 2004 年六種型態選民投票行為的卡方獨立性檢定，以此先進行初步的分析。

表中的結果顯示，國民黨認同者不滿意扁施政、民進黨認同者滿意扁施政等心理

呈現一致的選民的數目不少（國民黨不滿扁施政 287 個、民進黨滿意扁施政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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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佔總數約 57.5%），跟橫列百分比總和相比的話，這些選民都傾向去投票，

並顯著地投給該黨之候選人。那麼國民黨認同者對扁施政滿意，以及民進黨認同

者對扁施政不滿意兩類處於心理衝突狀態的選民呢？這些心理衝突狀態的選民

較心理一致的選民少（國民黨滿意扁施政 43 個、民進黨不滿扁施政 91 個，佔總

數約 11.5%），2004 年的總統選舉處於這些心理衝突狀態的選民比重並不高。跟

橫列百分比總和相比，其中的國民黨認同者不管對陳水扁施政滿意或不滿意，都

顯著地投給了國民黨提名的連戰（施政滿意 76.7%，施政不滿意 92.7%），雖然

對扁施政滿意有部分選民轉投陳水扁(14.0%)，但其個數不多，也遠比橫列總和

百分比 54.5%顯著偏低，可看出國民黨認同者即使對民進黨的陳水扁施政感到滿

意，施政評價雖為正面，仍舊多數傾向根撽政黨認同來進行投票決定，對於執政

者施政的正面評價似乎不會改變在野黨認同者的投票行為；而民進黨認同者對陳

水扁施政滿意或不滿意，仍會顯著地投給民進黨提名的現任總統陳水扁(施政滿

意 95.3%，施政不滿意 80.2%)，但值得注意的是：民進黨認同者不滿意扁施政的

選民雖傾向投給現任總統陳水扁，但沒去投的百分比卻出現偏高的情形(12.1%＞

9.9%)，由此可知，對執政者負面的評價似乎會使得執政黨認同者的投票行為出

現偏離的現象，反應出來的可能是不去投票；而 2004 年獨立選民皆顯著地根撽

施政評價來進行投票決定，滿意扁施政尌傾向投扁(73.0%)，不滿意扁施政尌傾

向投連(45.9%)，而這些獨立選民有個特性，那尌是不去投票的比例皆顯著偏高

（滿意扁施政 13.5%，不滿意扁施政 25.7%），顯見獨立選民的投票參與度比貣

政黨認同者低了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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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2004 年六種型態的選民與投票行為之卡方獨立性檢定 

 
投票行為 

樣本數 
投扁 投連 沒去投 

政
黨
認
同
與
施
政
評
價
之
六
分
類 

國民黨 

滿意扁施政 14.0% 76.7% 9.3% (43) 

不滿意扁施政 2.8% 92.7% 4.5% (287) 

民進黨 

滿意扁施政 95.3% 0.5% 4.2% (384) 

不滿意扁施政 80.2% 7.7% 12.1% (91) 

獨立選民 

滿意扁施政 73.0% 13.5% 13.5% (178) 

不滿意扁施政 28.4% 45.9% 25.7% (183) 

總和 54.5% 35.7% 9.9% (1166) 

卡方值=1055.344 自由度=10 p<.001 

資料來源：黃秀端（2004）；附註：(  )為樣本數 

 

  那麼執政黨（民進黨）執政八年後，在陳水扁總統必頇卸任的開放式選舉中，

這六類選民又呈現怎樣的投票行為呢？表六為 2008 年六種型態選民與投票行為

的卡方獨立性檢定。結果顯示，心理呈現一致狀態的選民比例同樣不小（國民黨

不滿意扁施政 600 個、民進黨滿意扁施政 259 個，佔總數 57.5%），而心理衝突

的選民比例卻有上升的現象（國民黨滿意扁施政 39 個、民進黨不滿意扁施政 222

個，佔總數 17.5%），特別是民進黨認同者不滿意扁施政的比例竟在心理衝突狀

態的選民當中佔 85.1%(222/222+39)，佔全體選民也有 14.8%，數量比貣 2004 年

的 7.8%多出近一倍，民進黨認同者對於同黨的陳水扁施政不滿意的比例有明顯

的增多。 

 

  跟橫列百分比總和相比，國民黨認同者不管滿不滿意扁施政，他們都顯著傾

向去投票且將票投給國民黨候選人馬英九（施政滿意 87.2%、施政不滿意

92.7%），如同 2004 年的結果一樣，在野黨支持者若對執政黨的施政表現有正面

評價，但投票時他們仍傾向以政黨作為投票依撽，正面的施政評價影響並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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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野黨認同者很難因為覺得執政黨表現良好而改變其投票支持；而民進黨認同者

不管滿意或不滿意扁施政，亦顯著傾向將票投給民進黨候選人謝長廷（施政滿意

91.5%、施政不滿意 73.0%），然而尌不滿意扁施政的民進黨認同者而言，他們有

一部分顯著地選擇不去投票（18.0%＞12.4%），可知執政黨支持者若對執政者的

施政表現不甚滿意，這樣負面的施政評價確實會有可能讓他們選擇不去投票，脫

離原先依撽政黨投票的常軌。這樣的結果，顯示了執政黨認同者一旦對於執政者

的施政表現評價不好，會相當程度影響他們去投票的意願，可能傾向不去投票，

並在 2008 年開放式的總統選舉中出現較為明顯的結果。而獨立選民則如同表五

2004 年總統選舉的分析，他們滿意陳水扁施政尌顯著傾向投給民進黨的謝長廷

(37.8%)，不滿意陳水扁施政尌顯著傾向投給國民黨的馬英九(59.8%)，惟獨立選

民仍有相當的比例傾向不去投票（滿意扁施政 26.1%、不滿意扁施政 23.1%）。 

 

表六、2008 年六種型態的選民與投票行為之卡方獨立性檢定 

 
投票行為 

樣本數 
投謝 投馬 沒去投 

政
黨
認
同
與
施
政
評
價
之
六
分
類 

國民黨 

滿意扁施政 2.6% 87.2% 10.3% (39) 

不滿意扁施政 1.0% 92.7% 6.3% (600) 

民進黨 

滿意扁施政 91.5% 3.1% 5.4% (259) 

不滿意扁施政 73.0% 9.0% 18.0% (222) 

獨立選民 

滿意扁施政 37.8% 36.0% 26.1% (111) 

不滿意扁施政 17.0% 59.8% 23.1% (264) 

總和 33.0% 54.6% 12.4% (1495) 

卡方值=1055.344 自由度=10 p<.001 

資料來源：游清鑫（2008）；附註：( )為樣本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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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三、圖四、圖五分別為國民黨認同者、民進黨認同者，以及獨立選民的施

政不滿意度與投票行為之百分比關係圖。以圖三的國民黨認同者來看，無論是

2004 年或是 2008 年，不管是對陳水扁施政評價好或不好，國民黨認同者都有蠻

高的比例都投給國民黨的候選人，國民黨認同者若對於民進黨的陳水扁施政愈不

滿意，愈會投給國民黨的候選人，而投給民進黨的候選人與不去投的比例都相對

偏低很多，皆未超過兩成。 

 

  以圖四的民進黨認同者來看，圖 4-1 中，2004 年的民進黨認同者若愈不滿意

陳水扁的施政表現，他們尌愈不會投給陳水扁（由非常滿意的 100%降至非常不

滿意的 75%），且轉投給國民黨的連戰有隨著施政不滿意逐步升高的情形（但這

種轉變的選民數量較少），而圖 4-2 的 2008 年總統選舉出現更明顯的現象，民進

黨認同者若愈不滿意陳水扁的施政表現，他們愈不會投給民進黨的謝長廷（從非

常滿意的 94.5%降至非常不滿意的 48.4%），反而是投給國民黨的馬英九以及不

去投票的比例逐漸升高，特別是以不去投票的趨勢較為突顯，從非常滿意的 1.8%

選擇不去投票隨著不滿意程度上升至 35.5%選擇不去投票，可見 2008 年的民進

黨支持者若愈不滿意民進黨陳水扁的施政表現，他們投票的意願尌會降低而選擇

不去投票。 

 

  此外，圖五的獨立選民與施政評價在投票行為上的關係，無論是 2004 年或

是 2008 年的獨立選民，他們都會依照施政評價來作出投票的判斷，若愈不滿意

陳水扁施政尌愈不會投給民進黨的陳水扁（2004 年的非常滿意 81.3%降至非常不

滿意 23.5%）或謝長廷（2008 年的非常滿意 72.7%降至非常不滿意 7.7%），而會

較傾向投給國民黨的連戰（2004 年的非常滿意 6.3%升高至非常不滿意 64.7%）

或馬英九（2008 年的非常滿意 27.3%升高至非常不滿意 69.2%），同時，2004 年

與 2008 年的獨立選民皆有一定比例的數量傾向不去投票，幾乎都有兩成左右，

比貣政黨認同者來說，獨立選民的投票參與比例確實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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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國民黨認同者施政不滿意度與投票行為之關係 

 

 

 

圖四、民進黨認同者施政不滿意度與投票行為之關係 

 

 

 

圖五、獨立選民施政不滿意度與投票行為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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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國民黨與民進黨選民之黨性強弱與投票行為的關係 

 

  本文接著將黨性強弱程度納入來進行分析。首先，筆者先從兩個主要的政

黨：國民黨、民進黨認同者的黨性強弱程度與投票行為的關係探討開始。表七為

2004 年國、民兩黨之黨性強弱與投票行為的關係。卡方獨立性檢定結果顯示，

國、民兩黨之黨性強弱度與投票行為間具有顯著性，指出兩者並非相互獨立

(p<.001)。尌交叉表分佈比例而言，與橫列百分比總和相比，當時在野的國民黨

認同者無論是黨性強、普通，甚至弱者都有相當大比例傾向將票投給連戰（黨性

強 98.4%、黨性普通 94.8%、黨性弱 90.2%），儘管黨性愈弱投連戰的比例愈低，

但統計上仍皆顯著傾向投給連戰；而當時執政的民進黨認同者來說，如同國民黨

的分佈，無論是黨性強、普通、弱的認同者，亦皆顯著傾向投給陳水扁（黨性強

100.0%、黨性普 95.4%、黨性弱 87.9%），比較值得關注的是，民進黨且黨性偏

弱者投給連戰僅有 1.5%，而不去投票的比例顯著偏高(10.6%＞3.8%)，似乎執政

黨選民的黨性強弱度對投票行為較具有影響力，特別是在不去投票這塊。 

 

表七、2004 年國、民兩黨之黨性強弱與投票行為之卡方獨立性檢定 

 
投票行為 

樣本數 
投扁 投連 沒去投 

政
黨
認
同
與
黨
性
強
弱
之
分
類 

國民黨 

黨性強 0.0% 98.4% 1.6% (62) 

黨性普 1.5% 94.8% 3.7% (134) 

黨性弱 3.9% 90.2% 5.9% (51) 

民進黨 

黨性強 100.0% 0.0% 0.0% (96) 

黨性普 95.4% 0.9% 3.7% (216) 

黨性弱 87.9% 1.5% 10.6% (66) 

總和 58.2% 37.9% 3.8% (625) 

卡方值=586.990 自由度=10 p<.001 

資料來源：黃秀端（2004）；附註：(  )為樣本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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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八為 2008 年國、民兩黨之黨性強弱與投票行為的關係。卡方獨立性檢定

結果顯示，國、民兩黨之黨性強弱度與投票行為間具有顯著性，兩者並非相互獨

立(p<.001)。以交叉表分佈比例來說，與橫列百分比總和比較，當時在野的國民

黨認同者如同表七一樣，皆有相當的比例將票投給馬英九（黨性強 96.1%、黨性

普通 92.8%、黨性弱 86.5%），其中，國民黨黨性偏弱的選民有 11.1%選擇不去投

票，但根撽其細格的調整後殘差顯示並未具有顯著性，因此僅能解釋為略高；而

執政的民進黨認同者亦同表七 2004 年的分佈，無論是黨性強、普通，或是弱者，

都傾向將票投給民進黨的謝長廷（黨性強 96.0%、黨性普通 84.4%、黨性弱

72.6%），民進黨認同黨性偏弱者雖投給馬英九有 7.9%，但分佈上仍顯著偏低，

特別頇注意的是，此類選民有相當的比例選擇不去投票，其比例高達 19.7%（大

於橫列總和 8.9%，顯著偏高），由此可見，當時身為執政黨支持者的民進黨選民，

他們的黨性強或弱相當程度影響了他們投票參與的意願。 

   

表八、2008 年國、民兩黨之黨性強弱與投票行為之卡方獨立性檢定 

 
投票行為 

樣本數 
投謝 投馬 沒去投 

政
黨
認
同
與
黨
性
強
弱
之
分
類 

國民黨 

黨性強 0.0% 96.1% 3.9% (129) 

黨性普 0.9% 92.8% 6.3% (348) 

黨性弱 2.3% 86.5% 11.1% (171) 

民進黨 

黨性強 96.0% 2.0% 2.0% (99) 

黨性普 84.4% 5.9% 9.7% (237) 

黨性弱 72.6% 7.6% 19.7% (157) 

總和 36.5% 54.6% 8.9% (1141) 

卡方值=939.786 自由度=10 p<.001 

資料來源：游清鑫（2008）；附註：(  )為樣本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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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黨性強弱度與施政評價對投票行為的關係 

 

  初步探討完執政黨與在野黨的黨性強弱度對投票行為的影響。本文詴著將短

期的施政評價再放入作更複雜的探討。Campbell 等人（1966）研究發現黨性強

的選民比貣黨性偏弱的選民較不會受到短期因素的影響，黨性強的選民通常以政

黨為主要的投票依撽，但黨性偏弱的選民則有可能會受到短期因素影響而偏離其

所支持的政黨。由 Campbell 等人的發現可知，黨性偏弱的選民應該較會受到施

政評價等短期因素的影響。以下便要分別探討國、民兩黨的黨性強弱與施政評價

的關係對投票行為的影響。 

 

一、國民黨（在野黨）選民黨性強弱、施政評價與投票行為 

  表九為 2004 年國民黨認同者黨性強弱、施政評價與投票行為的交叉表。統

計結果顯示，國民黨認同者的黨性強弱、施政評價之分類與投票行為之間未具有

顯著性，兩者相互獨立(p>.05)，彼此未具有顯著關聯。然尌交叉表分佈比例上來

說，與橫列百分比總和相比，國民黨選民無論滿不滿意陳水扁的施政表現，黨性

愈強者愈傾向投給國民黨的連戰；表十為 2008 年國民黨認同者黨性強弱、施政

評價與投票行為的交叉表。統計結果顯示：黨性強弱與施政評價的分類與投票行

為間並非相互獨立(p<.05)，與橫列百分比總和相比，基本上國民黨黨性愈強者，

尌愈傾向投給國民黨提名的馬英九，而無論滿不滿意陳水扁施政表現，隨著黨性

逐漸偏弱，皆愈有可能偏離依政黨投票的行為（滿意扁施政、黨性弱者投謝

8.3%，沒去投 25.0%；不滿意扁施政、黨性弱者投謝 1.9%，沒去投 8.4%），其中

有絕大比例選擇不去投票，可見尌國民黨（在野黨）認同者來說，施政評價似乎

影響他們投票決定較小，反而可能是黨性的強弱度的影響關係較大，然這僅是相

對的比較，事實上以國民黨認同者這兩個交叉表（表九、表十）來看，施政評價

與黨性強弱對這些在野黨認同者的影響力似乎遠不及於政黨認同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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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2004 年國民黨選民黨性、施政評價與投票行為之卡方獨立性檢定 

 
投票行為 

樣本數 
投扁 投連 沒去投 

國
民
黨
選
民
黨
性
與
施
政
評
價
之
分
類 

滿意扁施政 

黨性強 0.0% 100.0% 0.0% (4) 

黨性普 5.0% 85.0% 10.0% (20) 

黨性弱 11.1% 77.8% 11.1% (9) 

不滿意扁施政 

黨性強 0.0% 98.2% 1.8% (57) 

黨性普 0.9% 97.3% 1.8% (111) 

黨性弱 2.4% 92.7% 4.9% (41) 

總和 1.7% 95.0% 3.3% (242) 

卡方值=14.401 自由度=10 p>.05 

資料來源：黃秀端（2004）；(  )為樣本數。 

附註：尌卡方檢定而言，交叉系格內的個數不宜小於 5，此乃因分類後的樣本數較小所致，不過尌研究分

類所頇，看其比例分佈仍有其意義。 

 

表十、2008 年國民黨選民黨性、施政滿意度與投票行為之卡方獨立性檢定 

 
投票行為 

樣本數 
投謝 投馬 沒去投 

國
民
黨
選
民
黨
性
與
施
政
評
價
之
分
類 

滿意扁施政 

黨性強 0.0% 100.0% 0.0% (7) 

黨性普 0.0% 94.7% 5.3% (19) 

黨性弱 8.3% 66.7% 25.0% (12) 

不滿意扁施政 

黨性強 0.0% 95.7% 4.3% (116) 

黨性普 0.6% 93.2% 6.2% (324) 

黨性弱 1.9% 89.6% 8.4% (154) 

總和 0.9% 92.4% 6.6% (632) 

卡方值=19.849 自由度=10 p<.05 

資料來源：游清鑫（2008）；(  )為樣本數。 

附註：尌卡方檢定而言，交叉系格內的個數不宜小於 5，此乃因分類後的樣本數較小所致，不過尌研究分

類所頇，看其比例分佈仍有其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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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進黨（執政黨）選民黨性強弱、施政評價與投票行為 

  表十一為 2004 年民進黨認同者黨性強弱、施政評價與投票行為的交叉表。

統計結果顯示，2004 年民進黨認同者的黨性強弱、施政評價之分類與投票行為

之間具有顯著差異，顯示兩者並非相互獨立(p<.001)。與橫列百分比總和相比，

2004 年滿意陳水扁施政的民進黨認同者居大多數，且黨性愈強愈集中投給民進

黨的陳水扁（黨性弱 90.5%，黨性普 97.1%，黨性強 100.0%），而民進黨不滿意

陳水扁施政的選民除了黨性強的仍會傾向投給陳水扁（樣本數 8 個皆投給扁），

但不滿意陳水扁施政的民進黨認同者若黨性偏弱，愈可能傾向出現「搖擺投票」

(switch voting)的情形。這些支持者若改變的話，絕大部分是選擇不去投票（黨性

普選擇不投票有 12.5%，黨性弱選擇不投票有 15.0%）。民進黨認同者若不滿意

陳水扁施政，而且黨性愈弱，似乎愈傾向不去投票。 

 

  表十二為 2008 年民進黨認同者黨性強弱、施政評價與投票行為的交叉表。

根撽卡方獨立性檢定顯示，2008 年民進黨認同者的黨性強弱、施政評價之分類

與投票行為間具有顯著差異，兩者並非相互獨立(p<.001)。2008 年不滿意陳水扁

施政表現的民進黨認同者數量增加不少，竟佔全體民進黨認同者的 46%

（[20+104+96/478]*100%）之多，比貣 2004 年不滿意扁施政的比例 16.5%

（[8+32+20/364]*100%）要高出 29.5%，顯示從 2004 年至 2008 年間所發生的各

種重大事件或是政策挫敗，使得有相當多數的民進黨（執政黨）認同者開始不滿

意陳水扁的施政表現，有近一半比例處於政黨認同與施政評價相互衝突的狀態，

這樣的數量不少，其投票行為的變化值得注意。 

 

  從表十二來看，與橫列百分比總合比較，滿意扁施政的民進黨認同者無論黨

性強、普通，或弱皆顯著傾向將票投給謝長廷（黨性強 97.4%，黨性普 90.5%，

黨性弱 87.3%）；而不滿意扁施政的民進黨認同者尌有較不一樣的情形，不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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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施政的民進黨選民若黨性較強仍傾向投給民進黨的謝長廷(95.0%)，但隨著黨

性逐漸偏弱，這些選民投給謝長廷的比例尌相對降低很多（黨性普 76.9%，黨性

弱 65.6%）。這些不滿意陳水扁施政的民進黨黨性普通者與黨性弱者，他們開始

出現相當比例的搖擺投票，偏離了原先依政黨投票的行為，有一部分選民會選擇

將票投給國民黨的馬英九（黨性普 8.7%，黨性弱 8.3%），但這些偏離政黨投票

的民進黨選民當中，有很大部分是選擇不去投票（黨性普 14.4%，黨性弱 26.0%），

且皆顯著偏高。可見，當時為執政黨認同者的民進黨選民，他們若不滿意執政者

陳水扁的施政表現，又加上自己本身黨性並非那樣強烈，相互影響之下，會有不

小的比例不把票投給執政黨的候選人，他們很難轉投在野黨，轉投的比例並不

高，反而絕大部分是選擇不去投票，表示他們對民進黨（執政黨）表現的失望。 

 

表十一、2004 年民進黨選民黨性、施政滿意度與投票行為之卡方獨立性檢定 

 
投票行為 

樣本數 
投扁 投連 沒去投 

民
進
黨
選
民
黨
性
與
施
政
評
價
之
分
類 

滿意扁施政 

黨性強 100.0% 0.0% 0.0% (88) 

黨性普 97.1% 0.6% 2.3% (174) 

黨性弱 90.5% 0.0% 9.5% (42) 

不滿意扁施政 

黨性強 100.0% 0.0% 0.0% (8) 

黨性普 84.4% 3.1% 12.5% (32) 

黨性弱 80.0% 5.0% 15.0% (20) 

總和 95.1% 0.8% 4.1% (364) 

卡方值=47.359 自由度=10 p<.001 

資料來源：黃秀端（2004）；(  )為樣本數；格式為作者自行整理。附註：尌卡方檢定而言，交叉系格內的

個數不宜小於 5，此乃因分類後的樣本數較小所致，不過尌研究分類所頇，看其比例分佈仍有其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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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二、2008 年民進黨選民黨性、施政滿意度與投票行為之卡方獨立性檢定 

 
投票行為 

樣本數 
投謝 投馬 沒去投 

民
進
黨
選
民
黨
性
與
施
政
評
價
之
分
類 

滿意扁施政 

黨性強 97.4% 1.3% 1.3% (77) 

黨性普 90.5% 4.0% 5.6% (126) 

黨性弱 87.3% 5.5% 7.3% (55) 

不滿意扁施政 

黨性強 95.0% 5.0% 0.0% (20) 

黨性普 76.9% 8.7% 14.4% (104) 

黨性弱 65.6% 8.3% 26.0% (96) 

總和 83.5% 5.6% 10.9% (478) 

卡方值=47.359 自由度=10 p<.001 

資料來源：游清鑫（2008）；(  )為樣本數；格式為作者自行整理。附註：尌卡方檢定而言，交叉系格內的

個數不宜小於 5，此乃因分類後的樣本數較小所致，不過尌研究分類所頇，看其比例分佈仍有其意義。 

   

  從上可知，對民進黨（執政黨）選民而言，他們對本黨執政者負面的施政評

價會影響到他們的投票行為，且與黨性強弱有所關係，黨性強者無論滿不滿意陳

水扁施政都會投給民進黨的候選人，受到負面施政評價的影響較小；但是黨性偏

弱者，他們若不滿意陳水扁的施政表現，他們尌有可能傾向不去投票，受到負面

施政評價的影響相對大許多。 

 

  圖六為民進黨認同黨性偏弱者的施政不滿意度與投票行為的百分比關係

圖。以圖 6-1 來看，2004 年的民進黨支持者若愈不滿意陳水扁的施政，投給陳水

扁的比例尌相對降低（從 100%降至 80%），不去投票的比例則隨著對陳水扁施

政不滿意的程度升高跟著增加（從 0%增至 15%）；而 2008 年的現象更為明顯，

以圖 6-2 來看，2008 年的民進黨支持者若愈不滿意陳水扁的施政，投給民進黨提

名的謝長廷比例尌降低非常多（從 100%降至 38.5%，差距達 61.5%），而且隨著

對陳水扁這八年來施政表現不滿意的程度升高，不去投票的比例亦增加很多（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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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增至 53.8%），由此可見，施政不滿意度對執政黨黨性偏弱的選民會有較大的

影響力，特別是以 2008 年的現象較為突顯。這些執政黨認同但黨性偏弱的選民

若處於不滿意執政黨表現的心理衝突狀態，他們較難轉投在野黨的候選人，反而

可能因此喪失投票動力，選擇不去投票。如同 Campbell 等人所述，黨性偏弱者

確實較易受到短期因素（例如：施政評價、2004 年後陳水扁任內諸多重大爭議

事件的發生）的影響，而偏離了原先依撽政黨投票的行為模式。 

 

 

 

 

圖六、民進黨認同黨性偏弱者的施政不滿意度與投票行為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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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獨立選民的施政評價與投票行為 

 

  初步探討完政黨認同者、其黨性強弱與施政評價在投票行為上的關係，對於

選民結構及選舉結果而言，不具黨性但為數不少的獨立選民之投票意願與投票抉

擇亦值得我們注意。然而在問卷調查中，獨立選民並未具有明顯的政黨偏好或支

持傾向，若要直指這群選民較偏向哪一個政黨相對困難。不過，透過觀察獨立選

民前一次的投票支持對象，放入施政評價的變數，再看他們此次選舉的投票決

定，便可以看出這群選民投票的變動情況及施政評價對他們的影響力。 

 

  表十三為獨立選民 2000 年投票支持與 2004 年施政評價之卡方獨立性檢定，

18由表可知，與橫列百分比總和相比，獨立選民在 2000 年投票支持陳水扁，於

2004 年尌較為滿意其施政表現(66.3%)；獨立選民若在 2000 年投票支持連戰或宋

楚瑜，於 2004 年尌會較不滿意陳水扁施政表現。表十四為 2004 年獨立選民於

2000 年投票支持、施政評價與投票行為的卡方獨立性檢定。此表進一步將依變

數投票行為放入分析。與橫列百分比總和相比，不管是投給陳水扁、投給連戰或

宋楚瑜，或是沒去投，這些獨立選民無論滿不滿意陳水扁這四年來的施政表現，

仍較傾向依撽前次投票支持來作投票決定，施政評價的影響力在 2004 年似乎較

不明顯，但若以上次投陳水扁的橫列百分比來看，我們仍可約略看出，上次投陳

水扁的獨立選民若不滿意扁施政，這群選民改而投連戰或沒去投的比例相對比滿

意陳水扁施政的獨立選民多（投連 28.3%＞5.0%，沒去投 13.0%＞5.0%），可見

施政評價仍會對獨立選民前後投票的一致與變動性有所影響。 

 

 

 

 

                                                 
18

 表十三、十四乃根撽 2004 年的選民回憶前次投票支持與此次投票支持所建構而成的指標，亦

即使用回溯性的追蹤資料(retrospective panel data)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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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三、獨立選民 2000 年投票支持與 2004 年施政評價之卡方獨立性檢定 

 
2004 年對政府施政評價 

樣本數 
滿意 不滿意 

2
0

0
0

投
票
支
持 

投扁 66.3% 33.8% (160) 

投連宋 33.7% 66.3% (104) 

沒去投 26.9% 73.1% (52) 

總和 49.1% 50.9% (338) 

 卡方值=38.992 自由度=2  p<.001 

 資料來源：黃秀端（2004）；附註：(  )為樣本數。 

 

 

表十四、2004 年獨立選民投票支持(2000 年)、施政評價與投票行為之卡方獨立性檢定 

 2004 年投票行為 
樣本數 

 2000 年 施政評價 投扁 投連 沒去投 

2
0

0
0

年
投
票
支
持
與
施
政
評
價
之
分
類 

投扁 

滿意 90.1% 5.0% 5.0% (101) 

不滿意 58.7% 28.3% 13.0% (46) 

投連宋 

滿意 44.1% 38.2% 17.6% (34) 

不滿意 11.9% 74.6% 13.6% (59) 

沒去投 

滿意 46.2% 15.4% 38.5% (13) 

不滿意 15.2% 24.2% 60.6% (33) 

總和 52.8% 29.7% 17.5% (286) 

卡方值=166.471 自由度=10 p<.001 

資料來源：黃秀端（2004）；附註：(  )為樣本數；格式為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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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十五為獨立選民 2004 年投票支持與 2008 年施政評價之卡方獨立性檢定。

19與橫列百分比總和相比，跟表十三相同的是：獨立選民 2004 年若投給陳水扁，

那麼亦較滿意陳水扁的施政表現，若 2004 年投給連戰，則較不滿意陳水扁的施

政表現。但是從百分比來看，獨立選民上次投給陳水扁卻不滿意陳水扁八年來的

施政表現佔有五成之多，雖小於不滿意陳水扁的橫列總和百分比，不過其佔 2004

年投給陳水扁的比例超過一半(54.1%)的現象仍值得我們注意，更別說 2004 年投

給連戰的獨立選民，他們不滿意陳水扁施政表現的比例更高(89.9%)，可見獨立

選民於 2008 年對於陳水扁的施政表現已有很大比例傾向不滿意。 

 

  表十六為 2008 年獨立選民 2004 年投票支持、施政評價與投票行為的卡方獨

立性檢定。與橫列百分比相比較，2004 年投扁、投連，或是沒去投的獨立選民，

在 2008 年皆較傾向投給上次投票所支持的政黨候選人（2004 年投扁→2008 年投

謝；2004 年投連→2008 年投馬；2004 年沒去投→2008 年沒去投）。不過表中上

次投給陳水扁但不滿意其施政表現的選民，投票行為有較為有趣的現象，2004

年投給陳水扁的獨立選民若在 2008 年不滿意民進黨陳水扁的施政表現，他們在

2008 年投給民進黨謝長廷的比例並不高(30.8%)，反而他們有很大比例轉投給馬

英九（57.1%＞51.9%，調整後殘差顯著偏高）。由此可看出，施政評價對 2008

年的獨立選民產生了較明顯的影響，他們會依施政評價作出決定，上次投給執政

黨的獨立選民若滿意執政當局的施政表現仍會再投給執政黨候選人，但上次投給

執政黨的獨立選民若對執政當局的施政表現不甚滿意，他們尌會轉投在野黨候選

人，作出懲罰性的投票決定。獨立選民投票抉擇的變動性似乎比政黨認同者投票

抉擇的變動性大出許多，政黨認同者是在投給本黨與不去投票中做抉擇，但獨立

選民卻很有可能在兩黨之間搖擺不定，特別是在台灣 2008 年的總統選舉中，施

政評價對獨立選民有很明顯的影響作用，似乎與 2004 年後陳水扁任內發生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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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十五、十六乃根撽 2008 年的選民回憶前次投票支持與此次投票支持所建構而成的指標，亦

即使用回溯性的追蹤資料(retrospective panel data)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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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事件有所關聯，顯著影響獨立選民的投票決定。 

 

 

表十五、獨立選民 2004 年投票支持與 2008 年施政評價之卡方獨立性檢定 

 
2008 年對政府施政評價 

樣本數 
滿意 不滿意 

2
0

0
4

投
票
支
持 

投扁（現任） 45.9% 54.1% (181) 

投連（挑戰） 10.1% 89.9% (79) 

沒去投 14.1% 85.9% (78) 

總和 30.2% 69.8% (338) 

 卡方值=45.756 自由度=2  p<.001 

 資料來源：游清鑫（2008）；附註：(  )為樣本數。 

 

表十六、2008 年獨立選民投票支持(2004 年)、施政評價與投票行為之卡方獨立性檢定 

 2008 年投票行為 
樣本數 

 2004 年 施政評價 投謝 投馬 沒去投 

2
0

0
4

年
投
票
支
持
與
施
政
評
價
之
分
類 

投扁 

滿意 53.4% 30.1% 16.4% (73) 

不滿意 30.8% 57.1% 12.1% (91) 

投連 

滿意 0.0% 75.0% 25.0% (8) 

不滿意 6.3% 81.3% 12.5% (64) 

沒去投 

滿意 0.0% 16.7% 83.3% (12) 

不滿意 7.8% 43.8% 48.4% (64) 

總和 24.4% 51.9% 23.7% (312) 

卡方值=114.494 自由度=10 p<.001 

資料來源：游清鑫（2008）；附註：(  )為樣本數；格式為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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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七與圖八分別為 2000-2004 年獨立選民投票一致性、施政不滿意度與投票

行為的百分比關係圖，以及 2004-2008 年獨立選民投票一致性、施政不滿意度與

投票行為百分比關係圖。20以圖七所示，2000 年投給陳水扁的獨立選民隨著對其

施政不滿意程度的提高，在 2004 年同樣再次投給陳水扁的比例呈現逐步滑落的

情形（其投票一致性由原先的非常滿意 90.9%降至非常不滿意 16.7%，差距達

74.2%）；而若 2000 年投給連戰或宋楚瑜的獨立選民隨著對陳水扁施政不滿意程

度的提高，在 2004 年投給國民黨的連戰的比例則呈現逐步增加的情形（投票一

致性由原先非常滿意的 0.0%增加至非常不滿意的 46.7%）。 

 

  那麼陳水扁施政近八年後呢？以圖八來看，2004 年投給陳水扁的獨立選民

隨著對陳水扁施政不滿意程度的提高，在 2008 年同樣再次投給同黨（民進黨）

的謝長廷比例亦呈現逐步滑落的情形（投票一致性由原先的非常滿意 72.7%降至

非常不滿意的 6.4%，差距達 66.3%）；而 2004 年投給連戰的獨立選民隨著對陳

水扁施政不滿意程度的提高，2008 年投給國民黨提名的馬英九比例則呈現逐步

增加的情形（投票一致性由原先非常滿意的 0.0%增至非常不滿意的 34.6%）。由

圖七、圖八的獨立選民投票一致性與施政評價之關係可知，原先投給民進黨（執

政黨）陳水扁的獨立選民，若愈不滿意陳水扁的施政表現，其再次投給民進黨候

選人的投票一致性會大幅降低；獨立選民原先投給在野黨的候選人，若愈不滿意

陳水扁的施政表現，其再次投給國民黨（在野黨）的候選人的投票一致性相對增

加不少。由此可知，獨立選民的投票抉擇容易受到對執政者的施政評價影響而決

定是否支持執政黨，或投票給在野黨以懲罰執政當局，可以看出獨立選民在兩黨

間的投票決定存有一定的變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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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投票一致性乃根撽 2004 年與 2008 年的選民回憶前次投票支持與此次投票支持所建構而成

的指標，亦即使用回溯性的追蹤資料(retrospective panel data)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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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2000-2004 獨立選民投票一致性、施政不滿意度與投票行為 

 

 

 

圖八、2004-2008 獨立選民投票一致性、施政不滿意度與投票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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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政黨認同與施政評價對投票參與的整體分析 

 

  透過前述的分析，我們初步瞭解政黨認同與施政評價，及其交互作用對於選

民的投票行為乃有所影響。選民心理長期穩定的政黨認同與短期的施政評價產生

衝突的情況時，他們尌會傾向不去投票，以執政黨認同者最為突顯；而獨立選民

本身較不會去投票，若一旦去投票則會依撽施政評價來進行投票判斷。 

 

  以下筆者將主要自變數：政黨認同、施政評價，以及此兩變數的交互作用變

數放入迴歸模型中作整體分析。表十七為 2004 年總統選舉投票參與的二元勝算

對數模型（有投票 1，沒投票 0）。模型一中有顯著性的控制變數如：對陳水扁喜

好程度，愈喜歡陳水扁尌愈會去投票，喜歡程度每上升一單位，在有投票相對沒

去投票的勝算機率比是原先的 1.13 倍；選舉關注度，選民愈關心選舉的消息每

增加一單位，在有投票相對沒去投票的勝算機率比是原先的 1.70 倍；國家經濟

前瞻評估，對國家未來經濟愈樂觀尌愈傾向不去投票，覺得經濟會變好每增加一

單位，其在投票與否的成敗機率比減少了 40.9%([.591－1]×100%)，21對國家經濟

愈樂觀似乎對於選民而言投票便沒有急迫性，惟此非本文焦點，故暫且不述。 

而主要自變數僅獨立選民具有顯著性，獨立選民相對於國民黨認同者，在投票與

否的成敗機率比減少約 69.7%，獨立選民比貣政黨認同者而言，他們較不會去投

票。而施政不滿意程度並未出現顯著的影響，在模型二中納入政黨認同×施政不

滿意度的交互作用變數，無論是施政不滿意度單獨的變數，或是此交互作用變數

亦皆未有顯著性產生，由此可見施政評價在 2004 年總統選舉投票參與中的影響

力並不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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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p(  )-1)100%〕為成敗機率比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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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七、2004 年總統選舉投票參與之二元勝算對數模型 

 模型一 模型二 

 B S.E Exp(B) B S.E. Exp(B) 

政黨認同（國民黨） 

 民進黨 

 獨立選民 

        

-.429  .456 .651 1.82  1.629 6.160 

-1.19 *** .355 .303 -.40  1.487 .671 

候選人喜好         

 對扁喜好程度 .120 $ .061 1.127 .125 * .062 1.133 

 對連喜好程度 .033  .058 1.033 .030  .059 1.031 

施政不滿意程度 -.119  .207 .888 .250  .462 1.284 

投票效能感 .062  .080 1.064 .045  .080 1.046 

選舉關注程度 .530 *** .136 1.698 .510 *** .136 1.666 

經濟評價         

 國家經濟回溯評估 .246  .183 1.279 .241  .182 1.272 

 個人經濟回溯評估 .171  .222 1.186 .189  .224 1.208 

 國家經濟前瞻評估 -.525 * .211 .591 -.50 * .210 .606 

政黨 X 施政不滿意度 

 民進黨 X 施政不滿意度 

 

--- 

 

 

 

--- 

 

--- 

 

-.87 

 

 

 

.572 

 

.421 

 獨立選民 X 施政不滿意度 ---  --- --- -.25  .492 .779 

常數 1.026  1.045 2.790 -.079  1.588  0.924 

樣本數 1012 1012 

自由度 10 12 

p 值 <0.001 <0.001 

Pseudo 
2R  0.130 0.136 

-2 Log Likelihood 550.304 547.499 

資料來源：黃秀端（2004），表格為作者自行整理。 

說明：有投票（1）、沒投票（0）；***: p<0.001; **: p<0.01; *: p<0.05; $: p<0.1；表格內括弧（）為對照組 

附註：TEDS2004P 的經濟評價變數沒有個人經濟前瞻評估變數，故無法納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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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2008年總統選舉的投票參與模型呢？表十八為2008年總統選舉投票參

與之二元勝算對數模型（有投票 1，沒投票 0）。模型一中有顯著性的控制變數如：

投票效能感，選民投票效能感愈高，愈傾向去投票，投票效能感每增加一單位，

其投票與否的勝算機率比是原先的 1.23 倍；選舉關注度，選民愈關心選舉消息，

尌愈傾向去投票，選舉關注度每增加一單位，其投票與否的勝算機率比是原先的

2.46 倍；國家經濟前瞻評估，對國家未來經濟愈樂觀尌愈傾向不去投票，覺得經

濟會變好每增加一單位，其在投票與否的成敗機率比減少了 31.4%。 

 

  主要自變數的政黨認同與施政評價於 2008 年投票參與模型中皆有顯著性產

生。以政黨認同而言，民進黨認同者比國民黨認同者較傾向不去投票，民進黨認

同者相對於國民黨認同者，其投票與否的成敗機率比少了約 56.1%；獨立選民亦

比國民黨認同者較傾向不去投票，獨立選民相對於國民黨認同者，其投票與否的

成敗機率比少了約 62%。施政評價而言，選民對施政愈不滿意尌愈傾向不去投

票，選民對扁施政不滿意程度每上升一單位，其投票與否的成敗機率比尌減少約

30.5%。而模型二將政黨認同與施政評價的交互變數納入，原先的政黨認同與施

政不滿意度之變數的顯著性消失，反而是民進黨×施政不滿意度的變數具有顯著

性，民進黨認同者對於陳水扁施政的評價愈是負面，不滿意程度每增加一單位，

其投票與否的成敗機率比減少約 59.4%。在其他條件不變下，若民進黨（執政黨）

選民愈不滿意陳水扁的施政表現，這種執政黨認同與施政評價的心理衝突，確實

會使得執政黨的選民開始傾向不去投票，比較貣 2004 年的總統選舉，2008 年總

統選舉的施政評價對於執政黨（民進黨）認同者的投票參與之影響力較為明顯，

這可能與執政時間（執政八年）和諸多重大爭議事件（三一九槍擊案、內線交易

案、SOGO 禮券案、紅衫軍倒扁運動）的發生，以及沒有現任者的開放式選舉之

選舉情境有所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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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八、2008 年總統選舉投票參與之二元勝算對數模型 

 模型一 模型二 

 B S.E Exp(B) B S.E. Exp(B) 

政黨認同（國民黨） 

 民進黨 

 獨立選民 

        

-.824 * .326 .439 1.91  1.275 6.773 

-.969 *** .272 .380 -.73  1.174 .484 

候選人喜好         

 對謝喜好程度 -.001  .048 .999 .006  .049 1.006 

 對馬喜好程度 -.053  .047 .949 -.04  .047 .959 

施政不滿意程度 -.364 * .146 .695 -.05  .295 .949 

投票效能感 .207 ** .070 1.229 .184 ** .071 1.202 

選舉關注程度 .901 *** .127 2.463 .879 *** .128 2.407 

經濟評價         

 國家經濟回溯評估 .110  .195 1.116 .094  .197 1.099 

 個人經濟回溯評估 -.130  .170 .878 -.14  .171 .868 

 國家經濟前瞻評估 .260  .193 1.297 .292  .194 1.339 

 個人經濟前瞻評估 -.377 * .183 .686 -.37 * .183 .694 

政黨 X 施政不滿意度 

 民進黨 X 施政不滿意度 

 

--- 

 

 

 

--- 

 

--- 

 

-.90 

 

* 

 

.387 

 

.406 

 獨立選民 X 施政不滿意度 ---  --- --- -.04  .348 .966 

常數 1.199  0.820 3.317 0.119  1.193  1.126 

樣本數 1220 1220 

自由度 11 13 

p 值 <0.001 <0.001 

Pseudo 
2R  0.183 0.196 

-2 Log Likelihood 757.660 749.022 

資料來源：游清鑫（2008），表格為作者自行整理。 

說明：有投票（1）、沒投票（0）；***: p<0.001; **: p<0.01; *: p<0.05; $: p<0.1；表格內括弧（）為對照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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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黨性強弱與施政評價對投票參與的影響 

 

  透過前述表十七、表十八的整體分析，我們知道施政不滿意度在 2008 年總

統選舉的投票參與較有其明顯作用，特別是執政黨認同者若不滿意執政者的施政

表現，他們尌會產生心理衝突的狀態而選擇不去投票。那麼黨性強弱又與施政不

滿意度有著怎樣的關係呢？前面初步分析提及黨性愈強者愈傾向去投票，而黨性

愈弱者尌愈容易受到短期因素的施政評價之影響，影響其投票參與的意願。撽

此，筆者進一步將模型區分為政黨認同者、國民黨認同者、民進黨認同者，以及

獨立選民等四類，將控制變數放入，利用迴歸方法來看黨性強弱與施政不滿意度

對選民投票參與之影響。 

 

  表十九為 2004 年總統選舉四類選民的投票參與之二元勝算對數模型。政黨

認同者模型部分，以模型一來說，黨性強弱確實會影響投票參與，對整體政黨認

同者而言，黨性愈弱者愈傾向不去投票(β＝-1.14)，而模型二置入黨性強弱×施

政不滿意度的交互變數未具有顯著性；國民黨模型部分，無論是模型一或模型

二，黨性強弱程度與施政不滿意度皆未具有顯著性，可見黨性強弱與施政不滿意

度並非為解釋國民黨選民投票參與的主要變數；民進黨模型部分，以模型一而

言，如同政黨認同者模型的發現，黨性愈弱者愈有可能不去投票(β＝-1.34)，對

身為執政黨認同的民進黨選民而言，黨性強或弱確實相當程度影響到他們的投票

參與意願；而獨立選民由於未具政黨特性，因此焦點在於施政不滿意度變數上，

由獨立選民模型中得知，2004 年的施政不滿意度對於獨立選民的投票參與中尚

未具有明顯的影響力。 

 

  表二十為 2008 年總統選舉四類選民的投票參與之二元勝算對數模型。政黨

認同者模型部分，以模型一來說，黨性強弱程度如同 2004 年的發現，黨性愈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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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選民愈傾向不去投票(β＝-0.54)，而施政不滿意度變數亦有顯著性，政黨認同

者若對執政者施政表現愈不滿意，尌愈傾向不去投票(β＝-0.41)；國民黨模型部

分，無論模型一或模型二，同樣如 2004 年的結果，國民黨（在野黨）認同者的

黨性強弱與施政不滿意度並未在其投票參與上有顯著的作用，顯見對國民黨認同

者而言，影響其投票參與的變數主要是政黨認同，而非內部的黨性強弱或施政不

滿意度。 

 

  而民進黨模型部分尌有較為不同的現象，黨性強弱程度、施政不滿意度皆在

民進黨選民模型中產生顯著的影響力。以模型一而言，民進黨選民黨性愈弱尌愈

傾向不去投票(β＝-0.55)，民進黨選民若對陳水扁八年施政愈不滿意，也愈傾向

不去投票(β＝-0.88)。模型二放入黨性強弱×施政不滿意度的交互變數後，原先

的黨性強弱變數的作用力變為正向(β＝2.26)，這主要原因乃在於黨性強弱×施政

不滿意度的交互變數對投票參與的負向效果(β＝-1.03)所致，由此交互變數的係

數值可知，民進黨選民的黨性愈弱，同時如果愈不滿意陳水扁施政表現的話，他

們尌愈傾向不去投票。2008 年的短期施政不滿意度變數的確會影響當時身為執

政黨認同但黨性偏弱的民進黨選民，他們對執政者表現愈不滿意加上黨性並不強

烈，將使得他們更不想去投票。而 2008 年這些政黨認同與施政評價相互衝突的

民進黨選民，在黨性愈偏弱，以及對執政者愈不滿意，尌傾向不去投票的情形，

約略可知 2008 年有其特殊的時空環境，選民投票所考量的點略不同於 2004 年，

例如執政時間已至八年，選民可能對執政當局的表現將更加嚴格檢視，加上許多

重大爭議事件接二連三發生（陳水扁親信及家人涉弊案、紅衫軍倒扁運動等），

以及開放式的選舉情境等，都可能使 2008 年民進黨（執政黨）認同者的施政評

價及黨性強弱兩變數成為決定他們要不要去投票的重要關鍵；此外，獨立選民模

型部分，其施政不滿意度變數未具有顯著性，如同 2004 年統計結果一樣，施政

評價並非影響獨立選民的投票參與主因，而是要進一步去觀察施政評價對獨立選

民的影響是否在投票抉擇這個依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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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九、2004 年總統選舉投票參與之二元勝算對數模型（政黨認同者、國民黨、民進黨、獨立選民） 

 政黨認同者 國民黨 民進黨 獨立選民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 

 B S.E. B S.E. B S.E. B S.E. B S.E. B S.E. B S.E. 

黨性強弱（值愈大愈弱） -1.144 .374** -2.332 1.308$ -.514 .633 -1.824 3.300 -1.336 .552* -4.019 2.532 － － 

候選人喜好               

 對扁喜好程度 .042 .131 .042 .132 -.047 .219 -.043 .220 .264 .235 .279 .235 .190 .084* 

 對連喜好程度 .019 .110 .048 .113 .278 .247 .306 .256 -.143 .164 -.094 .164 -.012 .084 

施政不滿意程度 -.158 .475 -1.185 1.164 -.362 .802 -1.281 2.412 -.349 .662 -3.128 2.599 .128 .261 

投票效能感 .078 .157 .071 .157 -.024 .290 -.015 .291 -.022 .221 -.059 .224 .025 .106 

選舉關注程度 .183 .296 .196 .293 -.049 .527 -.089 .536 .077 .424 .190 .425 .481 .179** 

經濟評價               

 國家經濟回溯評估 1.310 .405** 1.334 .411** 1.060 .648 1.071 .658 1.503 .577** 1.508 .580** -.075 .243 

 個人經濟回溯評估 .949 .427* .946 .425* .160 .727 .180 .728 1.357 .591* 1.414 .594* -.037 .304 

 國家經濟前瞻評估 -1.696 .467*** -1.697 .466*** -1.956 .743** -2.022 .772** -1.604 .676* -1.697 .701* -.115 .281 

黨性強弱×施政不滿意 － － .443 .458 － － .407 1.003 － － 1.163 1.050 － － 

常數 4.504 2.680$ 7.084 3.887$ 5.877 4.433 8.854 8.689 3.670 3.601 9.661 6.664 -.560 1.194 

樣本數 520 

9 

<.001 

.250 

149.008 

520 

10 

<.001 

.255 

148.088 

209 

9 

>.05 

.193 

60.717 

209 

10 

>.05 

.195 

60.555 

311 

9 

<.001 

.366 

79.419 

311 

10 

<.001 

.377 

78.192 

316 

8 

<.05 

.080 

274.160 

自由度 

p 值 

Pseudo 
2R  

-2 Log Likelihood 

1. 資料來源：黃秀端（2004），表格為作者自行整理。 

2. 有投票（1）、沒投票（0）；***: p<0.001; **: p<0.01; *: p<0.05; $: p<0.1；表格內括弧（）為對照組。 

3. 獨立選民不具有政黨認同之特性，因此沒有黨性強弱程度的變數，亦不會有黨性強弱與施政不滿意度的交互作用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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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2008 年總統選舉投票參與之二元勝算對數模型（政黨認同者、國民黨、民進黨、獨立選民） 

 政黨認同者 國民黨 民進黨 獨立選民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 

 B S.E. B S.E. B S.E. B S.E. B S.E. B S.E. B S.E. 

黨性強弱（值愈大愈弱） -.540 .207** -.450 .801 -.287 .297 -2.930 1.778$ -.554 .326$ 2.257 1.093* － － 

候選人喜好               

 對謝喜好程度 .026 .060 .027 .060 .100 .085 .107 .086 .126 .116 .170 .120 -.170 .078* 

 對馬喜好程度 -.015 .060 -.015 .060 .076 .101 .066 .102 -.138 .090 -.149 .093 .029 .073 

施政不滿意程度 -.410 .201* -.344 .606 .025 .321 -1.719 1.225 -.875 .290** 1.516 .929 -.296 .216 

投票效能感 .053 .099 .053 .099 .127 .160 .130 .162 -.055 .139 -.080 .141 .331 .107** 

選舉關注程度 1.147 .174*** 1.147 .174*** .874 .276** .898 .280** 1.160 .247*** 1.255 .254*** .634 .200** 

經濟評價               

 國家經濟回溯評估 .173 .259 .173 .259 .287 .343 .295 .345 -.076 .401 -.032 .414 -.032 .320 

 個人經濟回溯評估 .073 .219 .073 .219 -.064 .317 -.015 .321 -.029 .348 -.089 .357 -.198 .269 

 國家經濟前瞻評估 .364 .262 .364 .263 .381 .359 .352 .362 .300 .392 .288 .398 .308 .310 

 個人經濟前瞻評估 -.304 .230 -.305 .230 -.462 .345 -.485 .348 -.084 .340 -.136 .352 -.516 .311$ 

黨性強弱×施政不滿意 － － -.029 .248 － － .754 .493 － － -1.026 .393** － － 

常數 .910 1.132 .704 2.100 -.918 1.813 5.215 4.638 2.472 1.745 -4.195 2.907 1.271 1.110 

樣本數 920 

10 

<.001 

.176 

465.935 

920 

11 

<.001 

.176 

465.921 

505 

10 

<.05 

.098 

233.748 

505 

11 

<.05 

.110 

231.284 

415 

10 

<.001 

.310 

213.743 

415 

11 

<.001 

.336 

207.429 

292 

9 

<.001 

.168 

271.088 

自由度 

p 值 

Pseudo 
2R  

-2 Log Likelihood 

1. 資料來源：游清鑫（2008），表格為作者自行整理。 

2. 有投票（1）、沒投票（0）；***: p<0.001; **: p<0.01; *: p<0.05; $: p<0.1；表格內括弧（）為對照組。 

3. 獨立選民不具有政黨認同之特性，因此沒有黨性強弱程度的變數，亦不會有黨性強弱與施政不滿意度的交互作用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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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政黨認同與施政評價對投票抉擇的整體分析 

 

  選民的投票行為涵蓋著投票參與（去不去投票），亦包含投票抉擇（決定投

給誰）。因此，探討完政黨認同與施政評價對選民投票參與的影響及其細節後，

緊接著分析此兩變數對投票抉擇的影響作用有其必要。 

 

  表二十一為 2004 年總統選舉投票抉擇之二元勝算對數模型，22以模型一來

看，具有顯著性的控制變數有：對陳水扁喜好程度，選民愈喜歡陳水扁愈會把票

投給陳水扁，喜歡陳水扁的程度每增加一單位，其勝算機率比為原先的 2.91 倍；

對連戰喜好程度，選民愈喜歡連戰愈會把票給投連戰，喜歡連戰的程度每增加一

單位，其投扁相對於投連的成敗機率比減少約 40.9%；個人經濟回溯評估，選民

對過去個人經濟狀況愈好愈會把票投給連戰，此與回溯性投票的理論不同，有待

日後研究討論；統獨意識，偏向獨立在投扁相對於投連的勝算機率比是偏向維持

現狀的 2.08 倍，顯示偏向獨立的選民傾向把票投給民進黨的陳水扁。 

 

  主要自變數政黨認同與施政不滿意度於 2004 年的投票抉擇模型呢？以表二

十一的模型一而言，民進黨在投扁相對於投連的勝算機率比是國民黨的 127.29

倍，顯示民進黨認同者比貣國民黨認同者更傾向把票投給陳水扁，獨立選民在投

扁相對於投連的勝算機率比是國民黨的 11.56 倍，顯示 2004 年的獨立選民比貣

國民黨認同者亦傾向把票投給陳水扁；而施政不滿意度也具有顯著性，選民愈不

滿意陳水扁的施政表現，尌愈會把票投給連戰，其施政不滿意度每增加一單位，

在投扁相對投連的成敗機率比減少約 54.8%。而模型二放入政黨認同×施政不滿

意度的交互變數並未出現顯著性，由此可見政黨認同與施政滿意度的交互作用並

                                                 
22

 由於此模型所納入之控制變數如省籍、統獨意識、族群意識等，與政黨認同可能存有共線性，

而影響到模型的估計值，共線性的條件指標若達 30 以上，表示具有嚴重的共線性。檢定結果此

模型條件指標為 26.78，雖有中度以上的共線性，但筆者將控制變數刪除後的估計值及顯著性與

原先結果並無明顯差異，為求模型的完整性，仍將這些學理上應有的控制變數納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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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影響選民的投票抉擇，而是政黨認同與施政評價的個別變數各自對投票抉擇有

所影響力。 

表二十一、2004 年總統選舉投票抉擇之二元勝算對數模型 

 模型一 模型二 

 B S.E Exp(B) B S.E. Exp(B) 

政黨認同（國民黨） 

 民進黨 

 獨立選民 

        

4.846 *** .611 127.294 8.14 ** 2.717 3426.643 

2.447 *** .463 11.559 4.44 * 2.059 85.145 

候選人喜好         

 對扁喜好程度 .740 *** .119 2.096 .751 *** .123 2.118 

 對連喜好程度 -.525 *** .113 .591 -.543 *** .116 .581 

施政不滿意程度 -.79 ** .276 .452 -.07  .690 .935 

經濟評價         

 國家經濟回溯評估 .041  .253 1.041 .055  .256 1.057 

 個人經濟回溯評估 -.629 $ .324 .533 -.633 $ .326 .531 

 國家經濟前瞻評估 .410  .304 1.507 .411  .305 1.509 

統獨意識（偏向維持現狀）         

 偏向統一 .564  .463 1.757 .600  .462 1.823 

 偏向獨立 .732 $ .421 2.078 .759 $ .425 2.135 

省籍（大陸各省市人）         

 客家人 .547  .870 1.728 .524  .869 1.689 

 閩南人 .659  .698 1.932 .673  .692 1.961 

族群意識（中國人） 

 台灣人 

 都是 

        

1.491  .910 4.443 1.557 $ .925 4.746 

.928  .891 2.529 .972  .905 2.644 

政黨 X 施政不滿意度 

 民進黨 X 施政不滿意度 

 獨立選民 X 施政不滿意度 

        

---  --- --- -1.23  .815 .307 

---  --- --- -.759  .633 .434 

常數 -3.16 $ 1.759 0.043 -5.14 * 2.507   0.006 

樣本數 790 790 

自由度 14 16 

p 值 <0.001 <0.001 

Pseudo 
2R  0.871 0.872 

-2 Log Likelihood 247.295 245.621 

資料來源：黃秀端（2004），表格為作者自行整理。說明：投扁（1）、投連（0）；***: p<0.001; **: p<0.01; *: 

p<0.05; $: p<0.1；表格內括弧（ ）為對照組。附註：TEDS2004P 沒有個人經濟前瞻評估變數，故無法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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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二十二為 2008 年總統選舉投票抉擇之二元勝算對數模型，23情況大致與

表二十一 2004 年投票抉擇模型雷同，有顯著性的控制變數如：對謝長廷喜好程

度，選民愈喜歡謝長廷愈會把票投給謝長廷，對謝長廷的喜好程度每增加一單

位，其投馬相對於投謝的成敗機率比減少約 39.7%；對馬英九喜好程度，選民愈

喜歡馬英九愈會把票投給馬英九，對馬英九的喜好程度每增加一單位，其投馬相

對於投票的勝算機率比是原先的 1.77 倍；統獨意識方面，偏向獨立比貣偏向維

持現狀，在投馬相對於投謝的成敗機率比減少約 63.2%，偏向獨立的選民較傾向

將票投給民進黨的謝長廷。 

 

  以表二十二模型一來看，自變數政黨認同與施政不滿意度皆具有顯著性，民

進黨認同者相對於國民黨認同者，其投馬相對於投謝的成敗機率比減少約

98.9%，顯示民進黨認同者比貣國民黨認同者更傾向把票投給民進黨提名的謝長

廷，獨立選民相對於國民黨認同者，其投馬相對於投謝的成敗機率比減少約

82.7%，顯示獨立選民比貣國民黨認同者亦傾向把票投給民進黨的謝長廷；施政

不滿意度部分，選民的施政不滿意度每增加一單位，其投馬相對於投謝的勝算機

率比是原先的 1.72 倍，顯示選民若愈不滿意陳水扁八年來的施政表現，尌更會

把票投給在野黨提名的馬英九。而模型二放入政黨認同×施政不滿意度的交互變

數，如同 2004 年投票抉擇模型的結果，此交互變數並未達顯著水準，可見關於

政黨認同與施政評價的交互作用不管是在 2004 年或 2008 年的總統選舉，都不會

在選民的投票抉擇上有顯著的影響力，這個交互作用變數（心理衝突）較會在於

選民的投票參與上發揮作用，而非選民的投票抉擇。影響選民投票抉擇的主要變

數仍是以政黨認同與施政評價個別的變數為主。 

 

                                                 
23

 由於此模型所納入之控制變數如省籍、統獨意識、族群意識等，與政黨認同可能存有共線性，

影響模型的估計值，共線性的條件指標若達 30 以上，表示具有嚴重的共線性。檢定結果此模型

條件指標為 28.26，雖有中度以上的共線性，但筆者將控制變數刪除後的估計值及顯著性與原先

結果並無明顯差異，為求模型的完整性，仍將這些學理上應有的控制變數納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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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二、2008 年總統選舉投票抉擇之二元勝算對數模型 

 模型一 模型二 

 B S.E Exp(B) B S.E. Exp(B) 

政黨認同（國民黨） 

 民進黨 

 獨立選民 

        

-4.502 *** .570 .011 -3.36  2.429 .035 

-1.754 ** .538 .173 -1.70  2.288 .184 

候選人喜好         

 對謝喜好程度 -.505 *** .106 .603 -.503 *** .107 .605 

 對馬喜好程度 .569 *** .098 1.766 .574 *** .099 1.776 

施政不滿意程度 .543 * .256 1.720 .665  .676 1.944 

經濟評價         

 國家經濟回溯評估 .335  .321 1.398 .318  .321 1.374 

 個人經濟回溯評估 .320  .280 1.378 .334  .283 1.397 

 國家經濟前瞻評估 .331  .330 1.392 .337  .331 1.401 

 個人經濟前瞻評估 -.273  .332 .761 -.274  .333 .760 

統獨意識（偏向維持現狀）         

 偏向統一 .898  .668 2.456 .886  .664 2.426 

 偏向獨立 -1.000 ** .375 .368 -.989 ** .376 .372 

省籍（大陸各省市人）         

 客家人 -2.426  1.895 .088 -2.51  1.975 .082 

 閩南人 -3.055  1.858 .047 -3.14  1.940 .043 

族群意識（中國人） 

 台灣人 

 都是 

        

-1.144  2.017 .318 -1.18  2.032 .306 

-1.259  2.018 .284 -1.30  2.034 .272 

政黨 X 施政不滿意度 

 民進黨 X 施政不滿意度 

 獨立選民 X 施政不滿意度 

        

---  --- --- -.401  .805 .669 

---  --- --- -.008  .745 .992 

常數 3.87  2.860 47.701 3.559  3.520   35.117 

樣本數 995 995 

自由度 15 17 

p 值 <0.001 <0.001 

Pseudo 
2R  0.885 0.886 

-2 Log Likelihood 280.771 280.241 

資料來源：游清鑫（2008），表格為作者自行整理。 

說明：投馬（1）、投謝（0）；***: p<0.001; **: p<0.01; *: p<0.05; $: p<0.1；表格內括弧（ ）為對照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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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黨性強弱與施政評價對投票抉擇的影響 

 

  那麼黨性強弱與施政評價間對於投票抉擇是否有顯著的作用力存在？表二

十三為國民黨認同者、民進黨認同者、獨立選民三類於 2004 年投票抉擇的二元

勝算對數模型。國民黨模型部分，黨性強弱、或是施政不滿意程度皆未具顯著性，

模型二放入的黨性強弱×施政不滿意度的交互變數也未達顯著水準，顯示黨性強

弱與施政評價並非為國民黨認同者投票決定的主要因素；民進黨模型部分，黨性

強弱與施政不滿意度如同國民黨模型的結果，皆未有顯著性，模型二放入黨性強

弱×施政不滿意度的交互變數也沒有顯著性出現，顯示黨性強弱與施政評價對民

進黨認同者而言，亦非其投票決定的依撽；獨立選民模型部分，其施政不滿意度

尌有所顯著性產生，係數值在投扁相對於投連的投票抉擇中為負向關係(β＝

-1.00)，表示獨立選民對陳水扁施政表現愈不滿意尌愈傾向把票投給在野黨提名

的連戰，而非執政黨的陳水扁，施政評價對 2004 年獨立選民的投票抉擇有顯著

的影響力。 

 

  表二十四為 2008 年國民黨認同者、民進黨認同者，以及獨立選民三類的投

票抉擇之二元勝算對數模型。同樣如 2004 年的結果，國民黨認同者、民進黨認

同者兩模型各自的黨性強弱與施政不滿意度皆未具顯著性，且兩黨選民的模型二

納入黨性強弱×施政不滿意度亦未達顯著水準，可見政黨認同者（本文指國民黨、

民進黨認同者）若決定去投票，他們大多根撽原有的政黨認同為投票依撽，而非

依撽黨性強弱度或施政評價來進行投票決定。從這可知，黨性強弱與施政評價對

政黨認同者的影響力是在於投票參與而非投票抉擇，特別是以 2008 年執政黨（民

進黨）認同者最為明顯。若政黨認同者決定去投票，那麼他們大都會依撽政黨傾

向進行投票決定；而獨立選民模型部分，同樣如 2004 年的結果發現一樣，獨立

選民的施政不滿意度變數有顯著性產生，獨立選民愈不滿意陳水扁這八年的執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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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他們尌愈不會把票投給執政黨提名的謝長廷，而是把票投給在野黨提名的

馬英九。由此可見，獨立選民本身雖比政黨認同者較傾向不去投票，但他們若去

投票，對執政者的施政評價將顯著影響他們的投票決定，也會是決定兩黨勝敗的

關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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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三、2004 年總統選舉投票抉擇之二元勝算對數模型（國民黨、民進黨、獨立選民） 

 國民黨 民進黨 獨立選民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 

 B S.E. B S.E. B S.E. B S.E. B S.E. 

黨性強弱（值愈大愈弱） -.110 1.251 -.026 4.862 -.968 .962 1.227 4.632 － － 

候選人喜好           

 對扁喜好程度 1.062 .493* 1.059 .527* -.396 .404 -.400 .408 .897 .149*** 

 對連喜好程度 -.132 .419 -.131 .427 -.116 .305 -.143 .319 -.698 .144*** 

施政不滿意程度 -.024 1.322 .038 3.710 -2.189 1.283$ -.320 4.003 -1.003 .280*** 

經濟評價           

 國家經濟回溯評估 -.158 .987 -.155 1.000 .310 .805 .361 .821 -.338 .241 

 個人經濟回溯評估 -.750 1.465 -.746 1.484 .863 1.132 .863 1.124 -.334 .312 

黨性強弱×施政不滿意度 － － -.030 1.664 － － -.857 1.786 － － 

常數 -7.172 7.248 -7.351 12.408 13.157 6.808$ 8.475 11.268 2.882 1.294* 

樣本數 222 

6 

>.05 

.345 

20.539 

222 

7 

>.05 

.345 

20.538 

330 

6 

>.05 

.202 

27.996 

330 

7 

>.05 

.208 

27.770 

251 

5 

<.001 

.537 

215.178 

自由度 

p 值 

Pseudo 
2R  

-2 Log Likelihood 

1. 資料來源：黃秀端（2004），表格為作者自行整理。投扁（1）、投連（0）；***: p<0.001; **: p<0.01; *: p<0.05; $: p<0.1；表格內括弧（）為對照組。 

2. 影響投票抉擇的統獨意識、族群意識、省籍，以及國家經濟前瞻評估等變數皆有嘗詴放入各政黨模型中，但因樣本數較小及政黨內部同質性較高之問題，出現嚴重的共線性，為防止

影響模型估計值，因此於此投票抉擇模型中刪除。 

3. 獨立選民不具有政黨認同之特性，因此沒有黨性強弱程度的變數，亦不會有黨性強弱與施政不滿意度的交互作用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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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四、2008 年總統選舉投票抉擇之二元勝算對數模型（國民黨、民進黨、獨立選民） 

 國民黨 民進黨 獨立選民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 

 B S.E. B S.E. B S.E. B S.E. B S.E. 

黨性強弱（值愈大愈弱） -1.283 .936 -1.565 4.073 -.140 .395 1.893 1.607 － － 

候選人喜好           

 對謝喜好程度 .029 .239 .025 .244 -.436 .161** -.428 .162** -1.023 .224*** 

 對馬喜好程度 .371 .298 .372 .299 .377 .131** .394 .133** 1.167 .219*** 

施政不滿意程度 1.156 .805 .929 3.279 .295 .412 1.851 1.253 .750 .356* 

經濟評價           

 國家經濟回溯評估 .602 1.202 .605 1.202 -.120 .548 -.100 .545 .830 .498$ 

 個人經濟回溯評估 .050 .843 .049 .844 .169 .430 .156 .431 .636 .408 

 國家經濟前瞻評估 1.444 1.212 1.444 1.212 .518 .520 .604 .530 -.433 .502 

 個人經濟前瞻評估 .136 1.010 .131 1.011 -.081 .488 -.130 .487 -.400 .494 

黨性強弱×施政不滿意度 － － .094 1.321 － － -.736 .556 － － 

常數 -2.206 4.865 -1.513 10.904 -2.995 1.946 -7.494 4.047$ -3.034 1.706$ 

樣本數 465 

8 

>.05 

.242 

41.541 

465 

9 

>.05 

.242 

41.536 

361 

8 

<.001 

.221 

124.499 

361 

9 

<.001 

.234 

122.761 

194 

7 

<.001 

.667 

119.716 

自由度 

p 值 

Pseudo 
2R  

-2 Log Likelihood 

1. 資料來源：黃秀端（2004），表格為作者自行整理。投馬（1）、投謝（0）；***: p<0.001; **: p<0.01; *: p<0.05; $: p<0.1；表格內括弧（）為對照組。 

2. 影響投票抉擇的統獨意識、族群意識、省籍變數皆有嘗詴放入各政黨模型中，但因樣本數較小及政黨內部同質性較高之問題，出現嚴重的共線性，為防止影響模型估計值，因此於此

投票抉擇模型中刪除。 

3. 獨立選民不具有政黨認同之特性，因此沒有黨性強弱程度的變數，亦不會有黨性強弱與施政不滿意度的交互作用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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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本文主旨乃探討政黨認同與施政評價對選民投票行為的影響，傳統密西根學

派認為長期的政黨認同情感是決定選民投票行為的主要變數，但是爾後的研究發

現短期的施政評價對選民投票行為也有影響。那麼若政黨認同與施政評價出現衝

突，例如執政黨認同者若不滿意執政黨的施政表現，這些選民會出現何種行為改

變？他們會「情義相挺」繼續投給本黨的候選人？還是選擇「拂袖而去」不去投

票？抑或是「大義滅親」轉投其他政黨呢？而政黨認同中黨性強弱度如何影響選

民的投票行為？這些都可加以探討；尌選舉結果而言，為數不少的獨立選民，他

們投票的考量因素也頇放入研究中來作整體的探討；此外，變數對投票行為的影

響在現任者執政四年和執政八年、許多重大事件發生的情況下，以及有沒有現任

者參選的選舉情境之時空結構不同，是否存有差異影響，也是一項有趣的探索。 

 

  筆者採用「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2004 年總統選舉」（TEDS2004P）與「台

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2008 年總統選舉」（TEDS2008P）之面訪資料。運用卡方

獨立性檢定、二元勝算對數迴歸方法，以及相關的統計圖表來逐步分析 2004 與

2008 年當時的在野黨（國民黨）認同者、執政黨（民進黨）認同者，以及獨立

選民的投票行為。投票行為依變數分為兩項：投票參與和投票抉擇；而自變數以

政黨認同（含黨性強弱）、施政不滿意度，以及兩者之交互作用為主，特別是專

注於兩者衝突狀態來深入分析。 

 

壹、 研究發現 

 

  根撽實證分析的結果，本文的研究發現如下： 

一、投票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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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無論是在 2004 年或是 2008 年的總統選舉，具政黨認同的選民確實比沒有明

顯政黨偏好的獨立選民較傾向去投票。而 2008 年總統選舉中的執政黨（民進

黨）認同者比在野黨（國民黨）認同者較傾向不去投票，這極有可能與當時

環境氛圍對執政黨不利（如：現任總統及其家人、親信的貪汙案、紅衫軍倒

扁運動等），以及執政黨認同者不滿意執政者的施政表現所致。 

(2) 政黨認同者的黨性強弱度也會影響他們投票的意願，黨性愈強愈會去投票，

黨性愈弱愈傾向不去投票，特別以執政黨認同者最為明顯。在 2008 年總統選

舉中，對這些身為執政黨認同者的民進黨選民來說，他們的黨性強弱度在投

票參與上的影響力要比當時在野的國民黨認同者明顯得多。 

(3) 當選民的政黨認同與對執政者的施政評價產生衝突時，尌會傾向不去投票，

尤其以執政黨認同者最為明顯。執政黨認同者若愈不滿意該黨的施政表現，

尌會因此喪失熱忱、缺乏投票意願傾向不去投票；而在野黨認同者若滿意執

政黨的施政表現，這種認同在野黨卻又滿意執政黨表現而產生的衝突情況，

不去投票的情形並未顯著發生。可見選民的心理衝突對投票參與的影響力，

比較有可能發生在執政黨認同者身上，特別是當執政黨認同者不滿意執政者

的施政表現時，此衝突將嚴重影響他們的投票意願，而且這種現象明顯發生

在民進黨執政近八年的 2008 年總統選舉，或許與 2004 年後陳水扁第二任期

內發生的許多重大事件有關（請參見緒論表一）。 

(4) 本文更進一步的研究發現，認同民進黨但黨性偏弱的選民，若不滿意民進黨

的施政表現，他們將更傾向不去投票。由此可知，在投票參與的意願上，短

期因素的施政評價對黨性弱的選民較具有影響力，以本文研究而言，這種情

況反應在執政黨認同但黨性偏弱的選民的身上。 

 

二、投票抉擇： 

(5) 對投票抉擇而言，政黨認同與施政評價各自對選民的投票決定有一定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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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整體來說，選民若選擇去投票的話，他們會依其政黨認同的歸屬，以及

考量現任執政者（黨）的施政表現來進行投票決定。 

(6) 而獨立選民雖然投票意願較低，但這群選民若去投票的話，他們對執政者的

施政評價在投票決定上有相當的影響力。若前次選舉投給執政黨的候選人，

並不代表他們會在下次選舉同樣投給該執政黨的候選人，他們會依照執政者

的施政表現來決定要獎賞或懲罰執政者，若對執政者施政表現不甚滿意，繼

續支持執政黨的比例將大幅降低，轉而投給在野黨的比例則大幅提高。跟政

黨認同者若去投票尌會相當穩定的投給本黨候選人相比，獨立選民受到施政

評價的影響，再決定投票對象，其投票的變動性比政黨認同者大出許多。 

(7) 因此，我們頇瞭解政黨認同者與獨立選民兩類選民在投票行為特徵上的差

異。政黨認同者受到如施政評價、重大事件等短期因素影響，會在投給本黨

候選人或是不去投票中做出選擇，他們很難轉投他黨，頂多失望而不去投票；

而獨立選民本身較傾向不去投票，若去投票的話，則易在兩黨中擺盪，他們

會根撽短期施政評價與重大事件來決定投票對象，投票的跨黨變動較大。 

 

表二十五、2004、2008 年總統選舉各類型選民的自變數與依變數之關係 

  投票參與 1y
 投票抉擇 2y

 

  
國民黨 

認同者 

民進黨 

認同者 

獨立 

選民 

國民黨 

認同者 

民進黨 

認同者 

獨立 

選民 

政黨認同 
2004 ● ● － ● ● － 

2008 ● ● － ● ● － 

黨性強弱 
2004  ● －   － 

2008  ● －   － 

施政評價 
2004      ● 

2008  ●    ● 

心理衝突 
2004   －   － 

2008  ● －   － 

●：表示具有顯著影響。 

－：表示不具政黨認同特性，因此不列入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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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執政時間、重大事件、施政評價與投票參與之關係 

  2004 年為民進黨政府執政四年的總統選舉，2008 年為民進黨政府執政八年

的總統選舉，實證分析發現施政評價於 2008 年總統選舉的投票參與中有顯著的

影響力，特別是影響執政黨選民的投票意願，而在 2004 年的總統選舉中較不明

顯。由此來看，似乎總統執政時間愈長，特別是第二任期，選民對總統的施政評

價在投票參與上的影響力會比第一任期來得明顯。這樣的發現看似在位者執政時

間愈長，選民的施政評價對投票行為的影響力愈顯得重要。但這樣的解釋並不完

全，因為我們未注意到總統任期內各時間點所發生的重大事件，以及影響施政評

價的背後因素。我們仍頇注意到陳水扁任內許多重大的爭議事件（三一九槍擊

案、內線交易案、吳淑珍 SOGO 禮券案，以及紅衫軍倒扁運動等），才可能是導

致選民不滿他施政的主因，也是讓施政評價變數在 2008 年投票行為上較有影響

力的原因之一。 

 

  但是除了這些因素之外，2004 年總統選舉為現任者連任之選舉，2008 年總

統選舉為沒有現任者參選的開放式選舉，這個選舉情境的差異亦頇注意，從文獻

中所提及的「公民複決理論」可知，選民對執政者施政評價的影響力，應比較會

發生在有現任者參選的選舉中，而 2004 年為現任者參選的總統選舉，2008 年並

無現任者參選，施政評價影響力理應會在 2004 年的總統選舉較為明顯，但施政

評價卻在 2008 年總統選舉的投票參與上有其顯著的影響，而非發生在 2004 年的

總統選舉。筆者認為，我們頇注意到文獻對於施政評價在這兩種選舉情境的影響

差異之探討，其實都集中在投票抉擇這個依變數上，而非投票參與，本文在施政

評價影響政黨認同者的投票參與之發現，與文獻的探討並無衝突，反而是另一個

有趣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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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研究貢獻與展望 

 

  綜上研究發現，我們對於選民行為的認識，以及對選舉結果的背後原因有更

進一步的理解。選民本身的情感認同與對各項政治事物的評價，其實可能存在著

多重且相互衝突的情形。以本文來說，政黨認同與施政評價的心理衝突確實使得

執政黨認同者（本文為民進黨認同者）的投票參與出現變化，特別是影響了黨性

偏弱的執政黨認同者，他們雖不會「情義相挺」續投本黨候選人，但也很難「大

義滅親」轉投其他黨，卻很有可能會「拂袖而去」選擇不去投票。 

 

  當我們知道政黨認同者的投票傾向相當固定，政黨認同者去投票通常依其政

黨認同的歸屬而決定投票對象，那麼如果所有選民都去投票的話，選舉結果會是

誰勝出，似乎尌取決於哪一黨的選民支持結構較大尌有機會贏得勝選，若選民結

構不變，各選舉的結果應會變成由某一政黨長期穩定當選，壟斷政府職位；但是

現實的選舉結果似乎並非那樣單純，事實上仍存在著許多變化性（例：1996 年

總統選舉國民黨獲勝、2000 年總統選舉民進黨獲勝，第一次政黨輪替、2004 年

總統選舉民進黨獲過半數選票勝選、2008 年總統選舉國民黨重新拿回執政、2009

年縣市長選舉與 2010 年五都選舉民進黨得票數增加、國民黨得票數相對減少

等），我們或可將選舉結果所有的變動都歸因於獨立選民的投票傾向，但我們卻

可能忽略了政黨認同者的投票意願與不去投票的數量，亦為一個讓選舉結果產生

變化的重要因素。 

 

  同時，透過本研究我們也得知政黨認同者和獨立選民在投票行為模式上的不

同。受到短期因素（如施政評價、重大事件）的影響，政黨認同者是在投給本黨

候選人和不去投票中做行為決定；而短期因素（如施政評價、重大事件）影響獨

立選民則主要在於投票抉擇，獨立選民容易受到這些短期因素的影響而在兩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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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搖擺，投票的跨黨變動性比政黨認同者大出許多。 

 

  因此，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一個重要的補充：要解釋選舉結果產生的原因時，

必頇要同時考慮到選民的投票參與和投票抉擇。由於執政黨認同者處於心理衝突

狀態（執政黨認同卻不滿意該黨執政表現）會降低其投票意願，那執政黨有這種

衝突狀態的支持者數量之多寡、在野黨支持者的數目，以及獨立選民對執政者的

施政滿不滿意，將此三者併入思考才為較完善的分析方式。同時，本文的發現亦

對未來選舉結果會如何變化有值得觀察之處，以即將舉行的 2012 年總統選舉來

說，此時國民黨（執政黨）支持者對馬英九總統施政表現是否有出現負面較不滿

意的評價，將可能影響他們投票意願的強弱，國民黨支持者若有此衝突現象且為

數不少，使得許多人選擇不去投票，導致國民黨基本盤的流失，馬英九總統想要

繼續贏得執政權的困難度將增加不少；而獨立選民對馬英九總統施政評價不滿意

的程度與比例，以及在野的民進黨支持者結構等也將是選舉誰勝誰敗的解釋重

點。進一步論之，隨著馬英九執政時間的拉長，任內若出現許多重大的爭議事件

（例如：大陸的國際打壓、貧富差距擴大、所得重分配不均、國家認同問題、官

員貪腐、司法改革未成、政策挫敗等），選民對馬英九總統的施政不滿意比例持

續增加，屆時執政的國民黨政府將更可能面臨其支持者的不投票，基本盤大量流

失、獨立選民的不支持，以及在野黨支持者的強烈反對等情形，執政之路將會受

到更嚴苛的考驗，政黨輪替便可能再次發生。本文希冀能在往後的選舉資料（如

執政黨為國民黨的 2012 年、2016 年總統選舉）中將本文的研究發現作進一步的

確證及拓展。同時，若能透過質性研究來深入剖析選民內心的衝突狀態及其影響

投票行為的程度，應更可深化並釐清本文的發現。 

 

參、 研究限制 

 

  本文的研究限制主要有以下五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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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資料為選後的調查。本文雖假設受訪者皆誠實回答。但難免會有一些問

題產生，例如受訪者會受到選舉後的結果所影響，可能有「西瓜效應」的產

生，選民會往勝者的一方靠攏，或是受到選後某些重大事件影響而改變其選

前的傾向，以及受訪者是否真的誠實回答等問題。 

2. 政黨認同的概念仍待釐清。儘管本文從密西根學派的政黨認同概念出發，但

由於台灣的特殊脈絡及政黨歷史發展不若美國，加上本文所使用的兩筆資料

皆為橫斷面調查，所測量的政黨認同不排除可能測出短期的施政滿意度或候

選人偏好，政黨認同的概念仍尚待長期的連續追蹤研究來觀察。 

3. 施政評價在 2008 年的總統選舉中有較明顯的影響力，發生在民進黨認同者的

投票參與，以及獨立選民的投票抉擇。這種現象有可能是因為執政時間、重

大爭議事件的發生，以及開放式選舉有所關聯。施政評價隨著執政時間與重

大事件的發生有出現改變或可理解，但究竟是重大爭議事件影響選民施政評

價較深，還是現任者即將卸任的開放式選舉促使選民對現任者的施政更加注

意，而影響了政黨認同者的投票參與，則有待討論。 

4. 研究資料仍待補充。由於研究資料的缺乏，本文僅使用 2004 與 2008 年總統

選舉兩筆 TEDS 的資料，因皆為民進黨政府執政時期的總統選舉，在推斷執

政黨與在野黨選民的投票行為模式仍有所不足，僅能以可能的傾向來論述，

因此，若能在以後國民黨執政時期的總統選舉中收集資料來分析，將更可深

入探討執政黨與在野黨選民之差異性，或是發現國民黨與民進黨兩黨選民本

質上的差異；而選舉情境的不同與重大事件的發生亦頇更多的研究資料來進

一步的確證。 

5. 研究架構中的變數彼此之相互關係尚頇探討。例如：以台灣的脈絡來說，統

獨立場、族群意識、省籍，以及候選人評價對本文自變數政黨認同在學理上

或多或少有相當的關聯，但礙於篇幅及本文主旨設定，因此無法在此加以研

究探討。 



92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93 

 

附錄 

變數分類方式 

變數題目 歸類方式 

投票參與 

在這一次舉行的總統大選中，有很多人去投

票，也有很多人因各種原因沒有去投票，請問

您有沒有去投票？ 

有去投票為 1， 

沒去投票為 0， 

其餘設為遺漏值。 

投票抉擇 

請問您投票給哪一組候選人？ 

2004 年： 

投給陳水扁為 1， 

投給連戰為 0，其餘設為遺漏值。 

2008 年： 

投給馬英九為 1， 

投給謝長廷為 0，其餘設為遺漏值 

政黨認同 

目前國內有幾個主要政黨，包括國民黨、民進

黨、新黨、親民黨，以及台灣團結聯盟，請問

您有沒有偏向哪一個政黨？ 

 

那相對來說，請問您有沒有稍微偏向哪一個政

黨？請問是哪一個政黨？ 

分為國民黨、民進黨，以及獨立選民

三類。 

並在模型中以國民黨為對照組，其餘

政黨認同者由於樣本數較少設為遺

漏值。 

黨性強弱 

您偏向這個政黨的程度是很強，普通，還是有

一點 ? 

很強：1， 

普通：2， 

有一點：3。 

（值愈大代表黨性愈弱） 

施政評價 

請問您對陳水扁擔任總統四年期間的整體表

現，您覺得是非常滿意、有點滿意、不太滿意、

還是非常不滿意？ 

請問您對陳水扁擔任總統八年期間的整體表

現，您覺得是非常滿意、有點滿意、不太滿意、

還是非常不滿意？ 

非常滿意：1， 

有點滿意：2， 

不太滿意：3， 

非常不滿意：4。 

（值愈大代表愈不滿意施政表現） 

候選人喜好程度 

我們想要請您用０到１０來表示您對這次總統

選舉幾個候選人的看法，０表示您「非常不喜

歡」這個候選人，１０表示您「非常喜歡」這

個候選人。  

2004 年： 

陳水扁喜好程度 0-10 

連戰喜好程度 0-10 

 

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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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 

2004 年： 

０到１０您會給陳水扁多少？ 

那連戰呢？ 

2008 年： 

０到１０您會給謝長廷多少？ 

那馬英九呢？ 

 

馬英九喜好程度 0-10 

謝長廷喜好程度 0-10 

投票效能感 

有些人認為，無論民眾投票給誰，情況都差不

多；但是也有人認為，民眾投票投給不同的人，

情況尌會不同。現在這有一張卡片分別列出五

種情況，由「情況都差不多」到「情況尌會不

同」的位置（1 是「無論投給誰，情況都差不

多」；5 是「投給不同的人，情況尌會不同」。）

請問，您的位置在哪裡？ 

投票效能感為 1 至 5 的量尺 

預期投票影響最小：1 

預期投票影響最大：5 

選舉關注程度 

請問您關不關心這次總統選舉的結果？是非常

關心、有點關心、不太關心，還是非常不關心？ 

非常不關心：1， 

不太關心：2， 

有點關心：3， 

非常關心：4。 

（值愈大代表愈關心） 

經濟評價 

國家經濟回溯評估： 

請問您覺得台灣現在的經濟狀況與一年前相比

是比較好、比較不好還是差不多？ 

個人經濟回溯評估： 

您覺得您家裡現在的經濟狀況與一年前相比，

是比較好、比較不好還是差不多？ 

國家經濟前瞻評估： 

您覺得台灣在未來的一年經濟狀況會變好、變

不好還是差不多？ 

個人經濟前瞻評估： 

您覺得您家裡在未來一年的經濟狀況會變好、

變不好還是差不多？ 

依照經濟評價愈好的程度遞增編碼： 

比較不好為 1， 

差不多為 2， 

比較好為 3。 

 

註：TEDS2004P 並無個體經濟前瞻評

估之問題。  

族群認同 

在我們社會上，有人說自己是「台灣人」，也有

人說自己是「中國人」，也有人說都是。請問您

認為自己是「台灣人」、「中國人」，或者都是 ? 

分為台灣人、中國人、都是三分類，

並以中國人為對照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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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獨意識 

關於台灣和大陸的關係，這張卡片上有幾種不

同的看法： １：儘快統一 ２：儘快獨立 ３：

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統一 ４：維持現狀，以後

走向獨立 ５：維持現狀，看情形再決定獨立或

統一 ６：永遠維持現狀。請問您比較偏向哪一

種？ 

將儘快統一及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統

一歸為偏向統一（對照組）； 

將盡快獨立及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獨

立歸為偏向獨立； 

將維持現狀看情形再決定獨立或統

一卲永遠維持現狀歸為偏向維持現

狀。 

省籍 

請問您的父親是本省客家人、本省閩南人、大

陸各省市人，還是原住民？ 

採父親的省籍為標準： 

分為客家人、閩南人、大陸各省市人

（對照組），其餘歸為遺漏值。 



9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97 

參考文獻 

 

一、 中文部分 

 

包正豪，2009，〈政黨認同者等於政黨鐵票？2000-2008 總統選舉中選民投票抉擇

之跨時性分析〉，《淡江人文社會學刊》，40: 67-89。 

吳俊德、陳永福，2005，〈投票與不投票的抉譯－2004 年總統大選與公民投票的

探索性研究〉，《臺灣民主季刊》，2(4): 67-98。 

吳重禮、崔曉倩，2010，〈族群、賦權與選舉評價－2004 年與 2008 年總統選舉

省籍差異的實證分析〉，《臺灣民主季刊》，7(4): 137-182。 

吳重禮、許文賓，2003，〈誰是政黨認同者與獨立選民？以 2001 年台灣地區選民

政黨認同的決定因素為例〉，《政治科學論叢》，18: 101-140。 

吳重禮、鄭文智、崔曉倩，2001，〈交叉網絡與政治參與：2001 年縣市長與立法

委員選舉的實證研究〉，《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18(4): 599-638。 

林聰卲，2007，〈社會網絡、政治討論與投票參與〉，《選舉研究》，14(2): 1-24。 

林瓊珠，2008，〈議題、候選人評價、黨派意識—2006 年台北市長選舉投票行為

研究〉，《台灣民主季刊》，5(2): 59-87。 

洪雅慧，2009，〈北、高網路選民大不同？－媒介使用、媒介重要性評估與政治

犬儒主義、投票行為之關連性研究〉，《東吳政治學報》，27(2): 1-45。 

胡佛，1998，《政治學的科學探究（三）：政治參與與選舉行為》，台北：三民書

局。 

徐火炎，2005，〈認知動員、文化動員與台灣 2004 年總統大選的選民投票行為－

選舉動員類型的初步探討〉，《台灣民主季刊》，2(4): 31-66。 

徐永明、林昌帄，2009，〈「南方政治」的再檢驗：總統選票的分量迴歸分析〉，《選

舉研究》，16(1): 1-35。 



98 

梁世武，1996，《選舉預測─1994 年台北市長選舉中「候選人形象指標」預測模

型之驗證》，台北：華泰。 

盛杏湲，2001，〈統獨議題與台灣選民的投票行為：一九九○年代的分析〉，新政

局的開端：2001 年選舉研究研討會會議論文，11 月 17 日，台北：政大選舉

研究中心。 

盛杏湲，2002，〈統獨議題與台灣選民的投票行為：一九九○年代的分析〉，《選舉

研究》，9(1): 41-80。 

盛杏湲，2010，〈台灣選民政黨認同的穩定與變遷：定群追蹤資料的應用〉，《選

舉研究》，17(2): 1-33。 

盛杏湲、陳義彥，2003，〈政治分歧與政黨競爭：二○○一年立法委員選舉的分析〉，

《選舉研究》，10(1): 7-40。 

盛治仁、白瑋華，2008，〈陳水扁總統首任施政評價影響因素探討〉，《東吳政治

學報》，26(1): 1-50。 

陳文俊，2003，〈藍與綠—台灣選民的政治意識型態初探〉，《選舉研究》，10(1): 

41-80。 

陳陸輝，2000，〈台灣選民政黨認同的持續與變遷〉，《選舉研究》，7(2): 109-141。 

陳陸輝，2002，〈政治信任感與台灣地區選民投票行為〉，《選舉研究》，9(2): 65-84。 

陳陸輝，2003，〈政治信任、施政表現與民眾對台灣民主的展望〉，《臺灣政治學

刊》，7(2): 149-188。 

陳陸輝、周應龍，2004，〈台灣民眾統獨立場的持續與變遷〉，《東亞研究》，35(2): 

143-186。 

陳陸輝、耿曙，2008，〈政治效能感與政黨認同對選民投票抉擇的影響－以 2002

年北高市長選舉為例〉，《臺灣民主季刊》，5(1): 87-118。 

陳陸輝、連偉廷，2008，〈知性、黨性與資訊－台灣民眾政治效能感的分析〉，《臺

灣民主季刊》，5(3): 121-156。 



99 

陳義彥，1991，〈政見與投票抉擇的關連性—台北縣縣長選舉的探討〉，《台灣地

區選民的投票行為—一個理論模式的探索》，雷飛龍編，台北：政治大學選

舉研究中心。 

陳義彥、陳陸輝，2003，〈模稜兩可的態度還是不確定的未來：台灣民眾統獨觀

的解析〉，《中國大陸研究》，46(5): 1-20。 

傅恆德，2005，〈政治知識、政治評價與投票選擇：第五屆立法委員選舉研究〉，

《選舉研究》，12(1): 39-68。 

游清鑫，2002，〈政黨認同與政黨形象：面訪與焦點團體訪談的結合〉，《選舉研

究》，9(2): 85-115。 

游清鑫、蕭怡靖，2007，〈以新選民的政治態度論台灣民主政治的未來〉，《臺灣

民主季刊》，4(3): 109-151。 

廖益興，2009，〈民眾是理性還是感性？新竹市政府 2005 年施政滿意度調查之個

案分析〉，《選舉評論》，6: 55-75。 

劉義周，1987，〈選民的政黨偏好〉，載於《轉型期社會中的投票行為—台灣地區

選民的科際整合研究(Ⅱ)》，雷飛龍主編，計畫編號：NSC76-0301-H004-12，

台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劉義周，1997，〈政治學概念測量的困難：政黨認同的實例〉，政治學研究方法學

術研討會論文，1997 年 5 月 31 日，台北。 

劉義周，2005，〈典型的回顧型投票－2005 年三合一選舉結果的解析〉，《臺灣民

主季刊》，2(4): 147-153。 

劉嘉薇、鄭夙芬、陳陸輝，2009，〈形象與能力：2008 年總統選舉中的候選人因

素〉，載於《2008 年總統選舉：論二次政黨輪替之關鍵選舉》，陳陸輝、游

清鑫、黄紀主編，台北：五南出版社。 

鄭夙芬，2004，〈台灣民眾眼中的政黨－一個焦點團體研究法應用實例之初探〉，

《選舉研究》，11(2): 185-216。 



100 

鄭夙芬、陳陸輝、劉嘉薇，2005，〈2004 年總統選舉中的候選人因素〉，《台灣民

主季刊》，2(2): 31-70。 

蕭怡靖，2009，〈「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之政黨認同測量的探討〉，《選舉研究》，

16(1): 67-93。 

蕭怡靖、游清鑫，2008，〈施政表現與投票抉擇的南北差異－2006 年北高市長選

舉的探討〉，《臺灣民主季刊》，5(2): 1-25。 

蕭怡靖、黃紀，2010，〈2008 年立委選舉候選人票之分析：選民個體與選區總體

的多層模型〉，《台灣政治學刊》，14(1): 3-53。 

 

二、 外文部分 

 

Abramson, Paul R., John H. Aldrich, and David W. Rohde. 2006.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the 2004 Elections. Washington, DC: CQ Press. 

Bartels, Larry M. 2000. “Partisanship and Voting Behavior, 1952-1996.”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4(1): 35-50. 

Blais, Andre. 2000. To Vote or Not to Vote? The Merits and Limits of Rational Choice 

Theory. Pittsburgh, PA: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Brace, Paul, and Barbara Hinckley. 1991. “The Structure of Presidential Approval: 

Constraints within and across Presidencie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52(4): 

993-1017. 

Campbell, Angus, and Robert L. Kahn. 1952. How People Elect a President. Ann 

Arbor, MI: Survey Research Center,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ampbell, Angus, Gerald Gurin, and Warren E. Miller. 1954. The Voter Decides. 

Evanston, IL: Row, Peterson & Co. 

http://www.amazon.com/Change-Continuity-2004-Elections-Abramson/dp/1933116692/ref=sr_1_1?ie=UTF8&s=books&qid=1243454412&sr=1-1
http://www.amazon.com/Change-Continuity-2004-Elections-Abramson/dp/1933116692/ref=sr_1_1?ie=UTF8&s=books&qid=1243454412&sr=1-1


101 

Campbell, Angus, Philip E. Converse, Warren E. Miller, and Donald E. Stokes. 1960. 

The American Voter.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Campbell, Angus, Philip E. Converse, Warren E. Miller, and Donald E. Stokes. 1966. 

Elections and the Political Order.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Campbell, James E. 1983. “Candidate Image Evaluations: Influence and 

Rationalization in Presidential Primaries.” American Politics Research 11(3): 

293-313. 

Carmines, Edward G., and James A. Stimson. 1989. Issue Evolution: Rac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onverse, Philip. 1964. “The Nature of Belief Systems in Mass Publics.” In Ideology 

and Discontent, ed. D. Apter. New York: Free Press. 

Crespi, Irving. 1980. “The Case of Presidential Popularity.” In Polling on the Issues, 

ed.  Albert H. Cantril. Washington D.C.: Seven Locks Press. 

Downs, A. 1957.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Fiorina, M. 1981. Retrospective Voting in American Presidential Election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Fisher, Patrick. 2010. “The Age Gap in the 2008 Presidential Election.” Society 47(4): 

295-300. 

Huntington, Samuel. P. 1991.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Key, V.O. Jr. 1966. The Responsible Electorate: Rationality in Presidential Voting, 

1936-196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King, James D. 2001. “Incumbent Popularity and Vote Choice in Gubernatorial 

Elections.” Journal of Politics 63 (2):585-597. 

King, James D., and Jeffrey E. Cohen. 2004. “What Determines a Governor's 

Popularity? State versus National Factors Influencing Gubernatorial Approval.” 



102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The Midwest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Palmer House Hilton, Chicago, Illinois. 

Lane, Robert E. 1959. Political Life: Why People Get Involved in Poli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Lazarsfeld, Paul F., Bernard Berelson, and Hazel Gaudet. 1944. The People's Choice: 

How the Voter Makes Up His Mind in a Presidential Campaig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Lewis-Beck, Michael S., 1988. Economics and Elections: the Major Western 

Democracie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Lewis-Beck, Michael S., and Tom W. Rice. 1992. Forecasting Elections.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Inc. 

Lim, Kah-yew, Hunag-sheng Wu, and Eric Chen-hua Yu. 2010. “Is All Politics Local? 

National Factors in Taiwan’s Local Election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10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aiwan’s Elec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tudy, 

Taipei. 

Lutz, G., and M. Marsh. 2007. “Introduction: Consequences of Low Turnout.” 

Electoral Studies 26 (3): 539-547. 

Markus, Gregory B., and Philip E. Converse. 1979. “A Dynamic Simultaneous 

Equation Model of Electoral Choi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3(4): 

1055-1070. 

Mueller, John E. 1970. “Presidential Popularity from Truman to Johns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4(1): 18-34. 

Neuman, W. Lawrence. 2006. Social Research Methods: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 (sixth edition). MA: Pearson Education, Inc. 

Nie, Norman H., Sidney Verba, and John R. Petrocik. 1976. The Changing American 

Vot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03 

Remmer, Karen L., and Francois Gelineau. 2003. “SUBNATIONAL ELECTORAL 

CHOICE: Economic and Referendum Voting in Argentina, 1983-1999.”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6(7): 801-821. 

Riker, William H., and Peter C. Ordeshook. 1968. “A Theory of the Calculus of 

Voting.”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2: 25-42. 

Rubenson, Daniel, Andre Blais, Patrick Fournier, Elisabeth Gidengil, and Neil Nevitte. 

2007. “Does Low Turnout Matter? Evidence from the 2000 Canadian Federal 

Election.” Electoral Studies 26(3): 589-597. 

Song, Byung Kwon. 2009. “Does the President’s Popularity Matter in Korea’s Local 

Elections?” Pacific Affairs 82(2): 189-209. 

Stimson, James A. 1976. “Public Support for American President: A Cyclical Model.”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40(1): 1-21. 

Stimson, James A. 2007. “Perspectives on Representation: Asking the Right 

Questions and Getting the Right Anwers”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Behavior, eds. Russell J. Dalton and Hans-Dieter Klimgeman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Sundquist, James L. 1983. Dynamics of the Party System: Alignment and Realignment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The Bookings 

Institution. 

Tajfel, H. 1978.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Social Groups: Studies in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London: Academic Press. 

Tsai, Chia-hung. 2001. “Why Do Taiwanese Vote? ” Electoral Study 8(2): 125-154. 

Wattenberg, Martin P. 1991. The Rise of Candidate-Centered Politics: Presidential 

Elections of the 1980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Weisberg, Robert. 1975. “Political Efficacy and Political Illusion.” Journal of Politics 

37(2): 469-4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