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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選民投票行為模型之檢視與重構：以三次總

統選舉為例 

 

第一章、研究動機 

隨著台灣的民主化，幾乎年年舉辦的大小型選舉活動，不只是成為民眾日常

生活中的一部份，更成為了一個在台灣政治學研究領域中逐漸重要的議題。從巨

觀的政治體系角度而言，選舉投票是現代民主國家中最重要的政治制度之一，一

方面，政府體制與政治權威的合法性，可以透過選舉來和平的輪替與取得政治支

持與民意基礎，在這個面向上，政黨與政治人物是選舉競爭的主要參與行為者。

另一方面，選民作為選舉活動的最終裁判者，其現代公民的參政權由此獲得保

障，同時投票活動也是在選民「政治參與」當中最不耗費時間與成本的一種參與。

因此，在成熟的民主政體當中，選民的投票參與代表著對此政體的信任與支持。

而民主生活中所謂的「動能的和諧」即由此達成。1 

正由於選舉是如此之重要，因此，探究政治體系的學者自然會將焦點投注在

此一領域中。而此一議題，涉及的是整個政治體系（包括政治體制與政黨政治）

以及選舉活動體系的互動過程，2在微觀的角度而言，從諸多選舉研究文獻可以

歸納出，選舉活動體系內涉及的主要行為者至少有政黨、候選人、媒體、選民及

政府五個主要的行為者。而這也是一般選舉研究的主要對象或焦點。站在對於選

舉研究有興趣的觀察研究者的角度而言，研究選舉的動機將會因為研究者的身份

不同而有不同的動機與觀察焦點。例如政黨與候選人的動機便是站在如何贏得選

舉的出發點，而媒體則為了收視率（獲利）的角度，焦點關注在競選過程的選舉

策略，以及誰目前領先以供賽馬式的新聞報導所用，而動機與焦點興趣最廣泛

的，則可能就屬政治與傳播領域學者的研究了。 

一般而言研究選舉與投票行為的動機主要可以概分為學術與實用兩個層

面，其一，就民主理論角度來說，民主政治就是參與政治，而投票便是政治參與

中最重要的一環，也是民意最直接的展現，因此有必要對於選舉與投票的議題進

行研究。其二，是有關經驗與規範民主理論的討論中，選舉投票行為的研究可以

提供助益。其三，對於投入選舉的政黨及投身選戰的候選人，選舉研究可以對於

                                        
1選舉雖是一種衝突，但所根據的規則如具公正性，且能為民眾視為正當，即能和平加以解決，

而導致和諧。社會的利益衝突不斷產生，如選舉能不斷舉行，則既由可競爭中獲得進步，也可

在變動中獲得和諧。參見胡佛，政治學的科學探究（三）：政治參與與選舉行為，台北：三民書

局，1998，頁 261。 
2胡佛、陳德禹、朱雲漢、徐火炎、游盈隆、陳明通，選民的投票行為，台北：中央選委會，1993，
頁 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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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黨政策與選舉策略提供參考與修正的功效，讓贏得選舉變得更加可能，當然這

也方便與豐富了媒體的選舉新聞報導。其四是以預測作為獲利工具的公司或機

構。3 

就學術層面而言，這樣的選舉研究也的確對於當代政治學的研究與發展有相

當重要的影響。4例如依據游盈隆對西方學者研究的歸結，選舉研究在民主理論

方面提供了自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以來的修正民主理論對古典民主理論經

驗基礎懷疑的證據支持；在政黨體系理論方面提供對政黨體系變遷發展的經驗性

證據等等。而在對公民政治參與、政治態度、民意、政治變遷等等諸多人類政治

行為與整體民主政治運作過程了解的增進上，也提供了相當的助益。5 

至於在實用層面的影響，從 1930 年代美國蓋洛普(Gallup)民調公司的崛起，

隨後民調公司的如雨後春筍般的出現與蓬勃發展，調查的方式從傳統的郵寄明信

片，演化至 CATI 系統等各式各樣的調查工具與方式。以及 1983 年美國民主黨

民調專家 Pat Caddell 直言「民調專家已成為現代選戰的核心」；甚至從 Newsweek
的一篇報導，描述1992年柯林頓陣營的民調專家Stan Greenberg、媒體專家Mandy 
Grunwald、策略顧問 James Carville 如何精心設計一個民意調查計畫，藉由精確

的分析及巧妙的引導，成功的改變美國選民對於柯林頓的印象，而將他送進白

宮，6都可以發現民意調查在選舉投票行為研究以及選戰規劃中的關鍵性地位，

其實用層面的影響自不言可喻。 

美國的選舉行為研究最早可以追溯自 1912 年 Chapin 發表的 Variability of 
Popular Vote and Presidential Election一文，7而台灣地區則以 1964 年鄒文海的「台

灣省地方選舉研究」開台灣地區選舉行為研究之先河。8此後選舉投票行為研究

即分為兩個主要軸線輻射發展，一是事後預測(post-dict)，主要重點放在影響選

民投票行為的因素項為何以及投票行為理論的建構，在此一面向上，投票結果並

非最重要，重要的是影響每一次的投票結果的共通變項為何？變項間的關係為

何？建立的理論或模型可以提供多少解釋力？而另外一個軸線是事前預測

(predict)，重點放在如何在選舉結果揭曉前，預知選舉結果。因此，除了解釋投

                                        
3洪永泰認為至少有四種人對選舉預測感到興趣：一是參選人及其幕僚、二是研究與選舉行為題

目有關的學者、三是從事民意調查的工作者、四是傳播媒體。梁世武則認為投票行為研究者、

政黨及候選人、大眾傳播媒體、民意調查機關、政治公關公司、市場調查公司等選舉相關領域

之公私立法人團體。洪永泰，「選舉預測：一個以整體資料為輔助工具的模型」，選舉研究，第

1 卷，第 1 期，1994.5，頁 93；梁世武，選舉預測－一九九四年台北市長選舉中候選人形象指

標預測模式之驗證，台北：華泰，1996，頁 8。 
4同註 2，頁 1。 
5游盈隆，「投票行為研究的緣起與發展」，東吳政治社會學報，第 8 輯，1984.12，頁 195-196。 
6郭岱君譯，James A. Thurber & Candice J. Nelson 原著，選戰必勝方程式：美式選戰揭密，台北：

智庫文化，1999.12，頁 210-212。 
7梁世武，選舉預測－一九九四年台北市長選舉中候選人形象指標預測模式之驗證，台北：華泰，

1996，頁 28。 
8陳義彥、黃麗秋，選舉行為與政治發展，台北：黎明文化公司，1992，頁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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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行為，預測的準確度（如何縮小誤差）也是關注的焦點。 

儘管在美國或歐洲民主國家，選舉行為研究的文獻已是多如牛毛，然而在台

灣，選舉投票行為預測研究則自 1984 年張紘炬在「72 年台北市區域立法委員

選舉民意調查」一文中，首先嘗試建立「選民結構」預測模型後，才陸續有許多

學者投身於選舉研究工作中，以不同的理論基礎建構不同的選舉預測模型，或者

以美國學者所發展出來的理論基礎來檢證台灣的選舉，比較異同。即便台灣研究

成果雖一如陳義彥所言，「30 年來本研究領域作品之質與量的產出，均達到相當

程度水準」9，然而直至今日，綜觀國內外，卻仍然沒有一個為學界共同接受，

能夠完整解釋選民投票行為的理論以及效果穩定選舉預測模型。原因或許誠如

Rosenston 在「預測總統選舉」書中所言：在選舉行為研究中，選舉預測是一個

重要的課題，但是政治科學家卻仍然無法提供精確的預測，其主要原因是我們沒

有選舉理論。10而投票行為研究要能夠獲得眾人的信任，必須從事選舉預測研

究，只有選舉預測的結果具有相當高的準確性，才能使大眾心服口服。如果國內

學者對於選民投票行為的預測具有相當的準確性，則所運用的科學方法將獲得肯

定，所根據的或所建構的理論也獲得到進一步的證實。11上述兩位學者的評論，

精確的指出了選舉行為研究成功的關鍵：完整的理論以及穩定的預測模型。但這

並非否定此一領域研究的研究未來與現有成果，相反的，反而是指出了此一領域

仍有寬廣的研究空間與未知領域等待探索，畢竟「人的行為模式並非容易掌握」

此一現象，並不單只存在選舉投票行為範疇。 

觀察台灣的民主政治發展，近數十年來國內政治生態急遽變化，80 年代以

來台灣地區幾乎每年都有選舉，面對越來越大的時代衝擊及選舉壓力與選情瞬息

萬變，影響選舉的因素似乎愈形繁雜，但在掌握選民投票意向的選舉行為研究上

卻反而更有寬廣的研究空間。原因一是整體環境的改變開放，過去一黨獨大、幾

乎囊括所有候選人提名與當選，加以媒體管制等「單一化」環境不再，多元開放

社會逐漸成形，種種影響選民投票選擇的因素不再單一或被壓抑。再者，雖然「選

舉預測」這個主題是最近這十幾年來才逐漸蓬勃興起的一門學問，但演化至今，

卻可說是已成為高度科際整合的領域，在其中有不少的政治、統計、資訊相關領

域學者投入其中，也累積了不少的研究成果發表，原因無他，正因為政黨與政治

人物心繫選舉的勝負，因為選舉的成敗可能關係著其未來政治生命的延續與否；

傳播媒體也關心選舉的輸贏過程，因為其可藉著選舉議題的報導甚至議題設定，

直接、間接刺激報章雜誌的銷售；關心選民投票行為的研究機構或學者自然也注

重選舉預測的成效，因為選舉預測的結果提供了一個驗證選民投票行為理論的絕

佳機會，而台灣幾乎年年有選舉更是為觀察選舉提供了絕佳的場域，因此選舉行

為研究本身的重要性與持續性成為必然。 

                                        
9同上註。 
10Steven J. Rosenstone, Forecasting Presidential Elections.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1983, pp. 1-3. 
11同註 8，頁 13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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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在選舉與投票行為研究中，學者關注的焦點有兩個大方向，一是對於

選舉投票行為的描述與解釋，另一是對於投票結果的預測。前者關注的焦點是對

於選民投票行為理論的建構，而後者則是關係到選民投票行為理論的經驗實證問

題，因為選舉投票行為的研究吸引人之處，即在於隨著選舉結果的揭曉，理論與

模型的效力馬上可以獲得校驗，無須爭論贅言。選舉投票行為理論與選舉預測兩

者可說是互為因果的，一方面理論提供了預測的基礎與方向，而預測模型提供理

論修正的數據依據。 

然而如何預測選舉的結果？參考 Lewis-Beck & Rice，洪永泰綜合一些意見

看法，歸納出選舉預測的方法因為使用的「工具」不同，而有下列四個方向：12 

1.使用總體資料(aggregate data)，從趨勢的角度作一籠統的預估，譬如使用縣市或鄉鎮的各

項人口、財經、建設資料來評估選民的結構與意識型態，或使用過去的投票數據來預測

未來。不過通常這種方式只能做大方向的評估而不能做單一選區的精確數字預估，大多

數的情況是學者們以此作為事後分析，解釋選舉結果之用。 

2.專家判斷。根據一些政治菁英或熟悉選舉內幕消息人士的看法而做出判斷，Lemert(1986)

曾經比較過由政治人物們所做的選情預測和由「傳統」的選民意見調查結果驗證，證明

了在選舉預測輸贏這件事上，政治人物們的判斷是比較正確的。可惜的是通常在需要選

舉預測的時後他們都是當事者，無法也沒有立場以客觀身份提供這項資訊。 

3.從候選人屬性來預測選舉結果。經由過去的歷史經驗或候選人的屬性歸納出一些概括的

原則，但這種方法也僅能預測輸贏，而沒有得票百分比。 

4.運用科學性的民意調查方法，並設定一套推估規則或統計模型，來對於候選人的得票作

一精確數字的預估，這也是目前為止做得最多、也被認為是最「正統」的預測方式。 

其中，第 3、4 項是被認為比較科學也是目前被運用做廣泛的方式。但是不

論是基於有一定理論基礎的選舉投票行為研究或者以科學性的民意調查方式所

進行的選舉投票行為研究，現狀是在基礎理論部分，投票行為與選舉預測的理論

仍是目前台灣有關選舉研究的研究中，相當薄弱的一環，尤其是選舉預測部分，

原因除了目前中外政治學界尚未發展出一套大家都接受且完整、禁得起挑戰的選

舉投票行為理論外，另外基植於美國文化與政治環境下所發展出來的相關理論，

是否能夠全然移植也是個問題。例如胡佛等便認美國學者對此一領域的研究，所

著重的只是體系內的政治分配活動，且不免受到自身環境及文化的束縛。13而事

                                        
12洪永泰，「選舉預測：一個以整體資料為輔助工具的模型」，選舉研究，第 1 卷，第 1 期，1994.5，
頁 93-94；Michael S. Lewis-Beck, Tom W. Rice, Forecasting Elections.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Inc., 1992, pp. 1-20.；亦參見劉念夏，「1997 年縣市長選舉預測方法之比

較：最高形象法（VI）、洛基模型預測法（LOGIT）以及政治版圖預測法（ADAM）」，收錄於

民調、策略、廣告與選舉預測論文集，台北：世新大學民調中心，2000，頁 197；蘇淑枝，同

註 49，頁 6。 
13同註 4，頁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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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上，自陳義彥在以 Campbell 因果關係的漏斗模型為基礎的研究起，其便已因

地制宜的加入了自 1989 年以來在台灣逐漸浮上檯面的統獨議題觀察變項作為因

應。14只是，投票行為與選舉預測的理論仍有待更多的實證經驗研究的累積與強

化。至於選舉預測模型方面，目前一般的選舉預測，大都以民意調查所得資料作

為分析主體，以受訪者所表態要投票的對象，加上對於為表態受訪者的實際意向

推估判別後，作為選舉結果的推估。但是在進行選前民意調查時，由於種種因素，

未表態選民往往佔了相當高的比例，以致於對選情民調運用構成相當大的困擾，

導致在探討影響選民投票抉擇的因素時，依變項可能因而呈現相當不穩定的狀

態。 

不論如何，在台灣地區選舉預測運用科學性的民意調查資料作為資料蒐集的

方法（不論是電話調查訪問或面訪），已實行十餘個年頭，選舉期間進行民意調

查瞭解受訪者的投票意向，是社會科學在民主政治上的主要實踐之一，拜台灣政

治學界先進之賜，在台灣已經累積了相當多的研究資料，2000 年後更因國科會

與台灣政治學界跨校合作進行系列「選舉與民主化調查」研究計畫(Taiwan’s 
Elec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tudies; TEDS)，使得具有高可信度的選舉資料得以

累積釋出，可供吾人研究。因此，試圖對於相關選舉投票行為理論的重新檢視，

驗證與拓展變成可欲的。而在經驗政治領域中，選舉研究向來是一個極具挑戰性

的工作，透過個體資料或整體資料的呈現，針對選區中的候選人得票率，在選舉

前予以評估預測，或在事後尋求更據解釋力的模型，不僅在學術領域中有助於瞭

解選民的投票行為，在實務上也可以協助競選策略擬定與競爭態勢研判。 

因此藉由相關三次總統大選面訪民意調查為主的 1996 年（謝復生主持「總

統選舉選民投票行為之科際整合研究」）、2000 年（陳義彥主持「跨世紀總統選

舉中選民投票行為科際整合研究」）、2004 年（黃秀端主持「2002 年至 2004 年『選

舉與民主化調查』三年期研究規劃(III)：民國九十三年總統大選民調案」）等研

究計畫的研究資料的運用，本研究之主要目的，有以下四點：1.概述選舉投票行

為理論的演變及檢視相關文獻，以獲取發展理論架構的依據 2.對於現有理論的揉

合與重構嘗試 3. 檢視分析三次總統大選影響選民的投票選擇因素 4.嘗試發掘選

舉預測模型及效果檢驗。 

 

 

 

 

                                        
14陳義彥，「我國選民投票抉擇的影響因素：從民國 82 年縣市長選舉探析」，收錄於國科會、政

治大學政治系主辦，政治學門研究成果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政治大學，1995，頁 448-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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