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總統立委大選民調公布暨研討會 會議手冊 

一、會議名稱：2016 總統立委大選民調公布暨研討會 
二、時  間：2015 年 8 月 11 日（星期二）09:30 至 12:00 
三、地  點：立法院請願室 
四、主辦單位：台灣競爭力論壇 
五、主持人：謝明輝  台灣競爭力論壇執行長 
六、分析人：彭錦鵬  台灣競爭力論壇理事長 
七、引言人：楊泰順  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系專任教授兼系主任 
八、與會者： 

黃光國  台灣大學心理學系特聘教授 
王崑義  淡江大學戰略所教授 
湯紹成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 
林忠山  中國文化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九、會議時程： 

 
時   間 

活 動 內 容 說      明 

9:15-09:30 開始進場 來賓、媒體朋友簽到 
09:30 記者會開始  

09:30-09:40 主持人致詞 謝明輝  台灣競爭力論壇執行長 
09:40-10:00 民調公布 彭錦鵬  台灣競爭力論壇理事長 

10:00 研討會開始  

10:00-10:20 引言人致詞 
  楊泰順  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系專任教授兼系

主任 
10:20-11:40 研討會 與談人意見發表 
11:40-12:00 交叉討論 記者發問與來賓答覆時間 

12:00 座談結束  
◎活動聯絡人員：台灣競爭力論壇  曾敬穎、吳濟安、蔡玉盞 

TEL：02-2357-6900、02-2351-2551  FAX：02-3393-8816  E-mail：wwwtcf@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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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總統立委大選民調 
台灣競爭力論壇理事長 彭錦鵬   

台灣競爭力論壇針對 2016 年總統與立委選舉議題委託全國意向有限公司進

行調查。調查方式是透過電腦輔助電話調查（CATI）採分層比例隨機抽樣方式

（戶中隨機取樣）進行調查，並依年齡、區域等作加權處理，以符合母體。調查

的對象為居住在全國 22 縣市、年滿 20 歲以上的民眾。本次調查的時間為 2015

年 8 月 8 日至 8 月 9 日於晚上 18：30 至 22：00 執行，共計 2 個工作天完成。調

查的有效樣本共計 921 份，在 95%信心水準下，抽樣誤差約為正負 3.2%。 

一、總統候選人的支持度 
題目：請問就國民黨提名的洪秀柱和民進黨提名的蔡英文及親民黨提名的宋楚瑜

相比，你比較支持那一位選總統？（隨機順序輪流提示） 

 
 

    調查針對洪秀柱和民進黨提名的蔡英文及親民黨提名的宋楚瑜進行詢問，結

果顯示，蔡英文獲得 36.0%的支持度、洪秀柱的支持度為 26.9%，兩者支持度差

距為 9.1 個百分點。19.3%沒意見或拒答、15.5%回答支持宋楚瑜。另有 2.2%是

支持其他人選。 

    整體來說，蔡英文的支持度最高，緊接其後的是洪秀柱。兩者支持度差距不

到一成（9.1%）。宋楚瑜排第三，與蔡英文差距 20.5 個百分點，與洪秀柱差距 11.4

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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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宋楚瑜吸票的看法 
題目：你認為宋楚瑜這次參選，最有可能會拉走哪一位候選人原有的支持選票？ 

 
 

    在國民黨與民進黨兩黨候選人隨機提示的情況下，針對宋楚瑜這次參選，有

73.1%認為最有可能會拉走國民黨的洪秀柱原有的支持選票。民進黨的蔡英文則

不到一成（8.5%）。有 10.4%認為兩者原有的支持選票都會被拉走。兩者都不會

有的近五個百分點（4.9%）。另有 3.2%不知道或拒答。 

    整體來說，超過七成的民眾認為宋楚瑜的參選對於國民黨洪秀柱的衝擊最

大。 

 

三、宋楚瑜參選的影響 
題目：你認為宋楚瑜這次參選，最可能帶來的影響是？ 

 

    調查針對宋楚瑜參選明年總統大選所帶來的最可能影響，有 96.6%認為會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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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更容易當選總統。至於會讓洪秀柱或宋楚瑜更容易當選總統則分別是

1.9%與 1.5%，皆不超過 2%。 

    整體來說，宋楚瑜參選明年總統大選所帶來的可能影響，超過九成五（96.6%）

的民眾認為會讓蔡英文更容易當選總統，顯示宋楚瑜的參選對蔡英文較有利。 

 
四、台灣社會當前最大問題 
題目：請問您認為當前台灣社會面臨的最大問題是什麼？ 

 

  

    隨機提示 3 個選項的情況下，民眾認為當前台灣社會面臨的最大問題的前三

名分別是「經濟發展不好，薪水太低，生活沒有前景」比例最高，佔 23.7%。其

次，是「政治內鬥太嚴重，政策很難推動，社會沒有進步」的 22.1%。第三，是

「房價太貴、貧富差距很嚴重」，佔 11.6%。 

    「社會福利有的不夠，有的太浮濫」的（11%）與「教育失敗，沒有培養好

的人才」（10.7%）約各佔一成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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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 6.8%認為「兩岸關係太政治化，不能善用大陸市場，對台灣不利」。2.2%

認為「兩岸關係走太近，對台灣不利」。 

    另有 6%表示不知道或拒答。 

    整體來說，民眾認為當前台灣社會面臨最大的問題與兩岸議題關連不大，反

而多聚焦在內政問題上，包括：經濟發展與政治內鬥等。 

 

五、大陸對臺是否友善的看法 
題目：請問您認為大陸政府對臺灣人民的態度是友善，還是不友善？ 
 

 
 

    調查針對大陸政府對臺灣人民的態度是否友善的看法，認為友善的民眾有

47.4%，包括：29.2%非常友善與 18.2%還算友善。 

    認為不友善的民眾有 43.8%，包括：23.7%非常不友善與 20.1%不太友善。 

    另有 8.8%%不知道、無意見或拒答。 

    整體來說，認為大陸政府對臺灣人民態度友善的民眾多於不友善者。 

 

 

 

29.2

23.7

20.1

18.2

8.8

0 5 10 15 20 25 30 35

非常友善

非常不友善

不太友善

還算友善

不知道/無意見/拒答

大陸政府對臺灣人民是否友善的看法

%

5 
 



六、對兩岸關係未來走向的看法 
題目：關於臺灣和大陸的關係，請問您比較偏向哪一種？ 

 

 
 

 

    對於兩岸未來走向的看法，經提示 6 種不同狀況的選項後，統計結果顯示，

受訪者中，最多民眾回答「維持現狀，看情形再決定獨立或統一」（35.8%），其

次，28.1%希望「永遠維持現狀」，15.1%認為應該「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獨立」，

11.1%認為應該「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統一」。 

    進一步合併受訪者意見，認為應該「統一」的比例合計共有 12.4 個百分點

（包括：以後走向統一 11.1%、儘快統一 1.3%）。認為應該「獨立」的比例合計

共 18.7 個百分點（包括：以後走向獨立 15.1%、儘快獨立 3.6%）。 

    若計算對現況的看法，希望目前「維持現狀」的比例則高達 90.1%（包括：

「維持現狀，看情形再決定獨立或統一」35.8%、「永遠維持現狀」28.1%、「維

持現狀，以後走向獨立」15.1%、「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統一」11.1%）。 

    整體來說，對於傾向目前兩岸「維持現狀」的民眾高達九成（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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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政黨支持度 
題目：目前國內主要政黨，請問您比較支持哪一個政黨？（哪一個政黨的理念與

您較接近？） 

 

 
 

    在國民黨、民進黨、親民黨、台聯四個政黨隨機提示的情況下，調查針對國

內主要政黨的支持傾向，結果顯示有 36.7%支持國民黨，比例最高；其次是 32.1%

支持民進黨，兩者相差 4.6 個百分點。 

    2.2%支持親民黨；1.1%支持台聯。14.8%各政黨都不支持。另有 13.1%表示

沒意見、不知道或拒答。 

    整體來說，民眾對於國民黨、民進黨兩大黨的支持度，國民黨略高於民進黨。

親民黨與台聯兩黨的支持度均小於 5%，未達政黨票的最低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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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明年會否去投票 
題目：請問明(2016)年的總統跟立委選舉，您會不會去投票？ 

 

    調查顯示，55.3%表示「一定會」去投票、25%表示「可能會」去投票，約

一成（9.9%）則表示「一定不會」。4.2%對此表示還沒決定。3.8%表示「可能不

會」。另有 1.8 拒答。 

    整體來說，會或可能會去投票的比例約八成（80.3%），高於不去或可能不去

的 13.7%。 

 

    綜上所述，首先，在明年總統大選方面，三位主要總統候選人的支持度依序

為蔡英文、洪秀柱，以及宋楚瑜，順序並未受到宋楚瑜的參選而有影響。並且蔡

英文與洪秀柱分別領先宋楚瑜兩成（20.5%）與一成（11.4%）以上的支持度。

但宋楚瑜的參選對於洪秀柱的衝擊大於蔡英文，超過七成（73.1%）的民眾認為

會瓜分掉原本支持洪秀柱的選票，而對於蔡英文既有選票的影響不到一成（8.5%）。

甚至有高達九成五以上（96.6%）的民眾認為宋楚瑜的參選會導致蔡英文的當選。 

    其次，在兩岸係方面，接近半數（47.4%）民眾認為大陸政府對臺灣的態度

抱持正面的看法，多於四成以上（43.8%）的負面看法。進一步觀察，有近三成

（29.2%）認為大陸非常友善，也高於兩成以上（23.7%）的非常不友善。顯示

多數的臺灣民眾認為大陸政府對臺灣是友善的。反映在當前台灣社會面臨最大的

問題與兩岸議題關連不大，多聚焦在經濟發展與政治內鬥等內政問題上。顯示在

兩岸定位上，有高達九成（90.1%）的民眾支持維持現狀，或維持現狀再談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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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獨立，遠高於急統（1.3%）急獨（3.6%）。 

    最後，從政黨的支持度來看，依舊維持兩黨對決的態勢，對於小黨恐仍不利。

調查顯示國民黨與民進黨的支持在伯仲之間，都有超過三成支持（36.7%支持國

民黨，32.1%支持民進黨）。而親民黨與台聯兩黨的支持度均未能超過 5%，無法

突破政黨票的最低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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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黨歸隊的訊息？—競爭力論壇民調解析 

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系專任教授兼系主任 楊泰順 
 

1.  
1.針對明年總統大選兩大黨參選人洪秀柱、蔡英文的選情分析。以及若宋楚瑜參

選總統對於藍營的破壞與分裂，真的會讓蔡英文躺著選嗎？ 
依據此次民調結果，蔡、洪、宋的支持度分別為：36、26.9、15.5。有 19.3 沒意

見或拒答。與本論壇去年 10 月的台北市長選舉民調比較，該民調在選前一個月

還有 27.6 未表態。未表態選民的比例多顯示選民普遍隱藏偏好，甚至讓人懷疑

回答者的真實度，故而該次民調與選舉結果產生極大落差。此次調查，未表態選

民落在可控制範圍內，應該較貼近真正的態度。(去年 10 月指標民調選前中立選

民高達 46%。) 
 
2.雖然經濟發展和政治內鬥為當前民眾最詬病的問題所在。但民調依舊指出明年

總統大選主要參選人洪秀柱、蔡英文、宋楚瑜三人中以洪秀柱的能力最受肯定，

是否代表民眾對於野政黨政黨的不信任？ 
參考台灣指標民調，台灣民眾政黨立場認同，今年 3月底為KMT/DPP：18.9/27.6；
泛藍/泛綠：25.3/35。七月底課綱學運後，則縮小為：KMT/DPP：21.5/25.4；泛

藍/泛綠：28.5/31.3，顯示政黨支持者有歸隊的跡象。這或許也是民進黨在臨時會

上剎車的原因。 
 
3.超過九成民眾主張永遠維持現狀或維持現狀以後再說統獨，只有不到一成的民

眾支持急統與急獨。民進黨蔡英文也提出「維持現狀說」，她的主張與國民黨的

「維持現狀」在本質上有何不同？她不承認九二共識，現狀有可能維持嗎？對於

明年總統大選有何影響？ 
政黨支持者歸隊，親民黨候選人宋楚瑜的個人魅力效果減弱，六月份其他公司的

民調 KMT 有近五成支持宋，此次無交叉分析，但研判數字遠低於此。 
 
4.上百學生透過抗議與包圍教育部方式抗議課綱微調，有近五成八的民調顯示不

表贊同。甚至有陰謀論者認為背後有政黨或政客操控以圖選舉紅利。若果真如此，

對於哪一個政黨最為有利？對於明年大選又有何影響？ 
政黨支持者的歸隊也強化了 KMT 的危機意識，過往民調曾出現宋參選會拉走較

多綠營選票，這也是宋參選的理由之一。但此次民調，卻有 96.6 認為宋參選有

利蔡，73 認為會拉走洪的選票，只有 8.5 認為會拉走蔡的選票。打破了宋參選將

使蔡不過半的迷思。 
 
5.在國民黨與民進黨外，親民黨、時代力量黨、綠黨、台聯等政黨都有一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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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顯示這些政黨或將左右明年立委選情，對於下屆國會席次會產生何種變化？ 
統獨議題沉隱，凸顯了經濟與民生政策的重要性，故 23.7 認為「經濟發展不好，

薪水太低，生活沒前景」，與 22.1 認為「政治內鬥太嚴重，政策很難推動，社會

沒進步」；統獨重要性只受到 6.8 與 2.2 的關注。此一趨勢對 KMT 較不利，因執

政黨易於因民生經濟而受責難。 
 
6.對於有近半數民眾抱持「廣義的中國人認同」，此一看法對於全國性選舉是否

會發生藍綠對決的現象？是否會擠壓小黨的生存空間？ 
在政黨支持度上，KMT36.7、DPP32.1、PFP2.2、TS1.1、IND14.8，這是本人比

較保留的結果，因他公司民調 KMT 很少超越 DPP，而中立選民偏低也與我們對

台灣政黨政治的認知不符。若依此數字，抽樣的失真也可能影響對候選人的支持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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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中國」與「自我殖民」之爭 

台灣大學心理學系特聘教授  黃光國 

反課綱團體動員國、高中學生三百餘人包圍教育部，在現場夜宿，到了晚上

十一點半，五十多位中學生帶梯子爬過教育部圍牆，闖進教育部大樓，佔領教育

部長室，在警方驅趕逮捕時，學生不斷高喊：「退回洗腦課綱，捍衛教育尊嚴」，

「教育不是兒戲，學生不是白癡！」 
 

「自我殖民」的論述 
 教育部官員羅列出「反課綱」團體爭議的主題，共計有十七項，大多是專有

名詞，包括把「日本統治」改成「日本殖民統治」；「接收台灣」改成「光復台灣」，

「慰安婦」改成「婦女被強迫做慰安婦」，「中國」改成「中國大陸」等等。任何

人都不難看出：所謂「反課綱」運動，其實是「台灣國」和「中華民國」兩種意

識型態之爭。我感到大惑不解的是：即使台灣想獨立建國，有必要為日本在台灣

的殖民統治擦脂抹粉嗎？為日本殖民統治擦脂抹粉，就能維護「台灣教育的尊嚴」

嗎？ 
反課綱微調學生及民眾深夜闖進教育部，占據部長室，警方逮捕二十四名學

生、旋即全獲交保。當他們步出台北地檢署時，走在前頭的男學生還高舉自己用

布條綁住的雙手，供媒體拍照。 
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及十三位綠營執政縣市長發表聯合聲明表示：看到高中生

自己站出來，用「肉身衝撞」教育部，抗議教材遭政治力扭曲，「我們被這股勇

氣感動，同時也覺得慚愧，因為給孩子一個健全的教育環境和客觀的內容，本應

是大人的責任」。 
他們呼籲教育部：應宣布立即撤回爭議課綱，繼續沿用現行課綱教材，如果

馬政府仍舊執迷不悟，那麼改正爭議課綱、讓教育擺脫政治的干擾，將會是下一

任政府的責任，「我們誓言要扛下這個責任，絕不逃避！」 
我們不難想像：民進黨如果再度執政，一定會「改正爭議課綱」，並繼續沿用「自

我殖民」的「現行課綱」。因此，明年的總統大選，將是「自我殖民」和「文化

中國」之爭。 
洪秀柱在宣佈參選總統時，曾經發佈一份「絕不讓民粹亡國」，使她的支持

率一度高達 46%。我在 1995 年出版《民粹亡台論》，二十年來對於如何發展「文

化中國」已經發展出完整的論述。怪異的是：從此之後，她很少再提出此一議題，

也沒有提出什麼整體論述，她的支持率也掉到此次調查的 26.9%，遠低於蔡英文

的 36%。 
 

「文化中國」 
12 

 



台灣競爭力論壇三年內舉辦了十次的國族認同調查，結果顯示：台灣社會穩

定有過半數的民眾認同自己是中國人。「2015 台灣民眾國族認同第 2 季調查」結

果顯示：58.8%的受訪民眾「被動認同」自己為中國人。且在考量「利益與和平」

等因素下，認同自身為中國人的比例高達 63.3%。 
所謂「被動認同」是將「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是台灣人，也可以是中國人」

及「是台灣人，但不必否認是中國人」等 3 項「泛中國人認同」相加，對比「是

台灣人，不是中國人」的單一選項，得到的結果。從這個角度來看，受訪者心中

所謂的「中國」，並不是指某一個特定的政權，而是先於中華民國或中華人民共

和國而長期存在的「中國」。《詩經‧大雅》上說：「惠此中國，以綏四方」，這是

「文化中國」的概念，是與「四夷」相對應而產生的名詞。所以孔子在《大學》

中說：「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 
我對「文化中國」的整體論述包括政治方面的「一中兩憲」。所謂「一中兩憲」

是指：自從 1949 年國民政府撤退到台灣之後，海峽兩岸便分別各有一部憲法，

這兩部憲法都建立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之上，但兩岸各有一個「中華民國政府」

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兩個政府間並沒有簽訂任何的和平協定。如果台灣

堅持「一中兩憲」的立場，雙方便可以「對等的政治實體」的地位，展開「平等

的協商和談判」，進而簽訂兩岸和平協議。 
看到「一中兩憲」的主張，許多人立刻會問：大陸會不會接受這樣的概念？

二次政黨輪替之後，以「民主行動聯盟」為班底的學界同仁，曾經和大陸涉台學

者舉辦四次會談，討論如何建構兩岸和平框架。在第一次會談中，我提出「一中

兩憲」，主張兩岸以對等憲政實體的立場，簽訂和平協議。大陸方面立即有人表

示疑慮：「兩憲」不就是「兩國」嗎？「一中兩憲」會不會變成「兩國論」？ 
2011 年元月，在澳洲雪梨附近「南天寺」學術的「南天會談」中，北京大

學國際關係學院國際政治系主任李義虎表示：以「一中兩憲」描述兩岸關係的政

治現實，「是沒有問題的」。「一中兩憲」既不是聯邦，也不是邦聯，而且在國際

也有先例，像坦尚尼亞聯合共和國和尚吉巴之間的關係，便是「一國兩憲」。 
 
坦尚尼亞的「一國兩憲」 

當時我對坦尚尼亞和尚吉巴的關係一無所知，回台灣後，在 2011 年二月出

版的《中國評論》發現了一篇〈聯合共和國：坦尚尼亞模式與兩岸統一模式初探〉，

一開始便說，二○○九年二月中國大陸國家主席胡錦濤訪問坦尚尼亞時，與坦國

總統基克維特舉行會談，同一天他又會見了尚吉巴總統卡魯姆，「令人不可思議，

一個國家怎麼會有兩個總統呢？而且在國事活動中都得到外國元首的正式會見。

其實，坦尚尼亞聯合共和國是由坦噶尼喀（大陸）和尚吉巴（島）兩部分聯合而

來的，以前是各自獨立的國家，作為聯合共和國一部分的尚吉巴，目前仍有自己

的憲法與總統」。 
作者指出，位於東非的坦尚尼亞面積九十四萬餘平方公里，位在東非外海的

尚吉巴面積兩千六百餘平方公里，是一個海島，坦尚尼亞人口約四千萬，其中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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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巴近一百二十萬，面積比例約三六五比一、人口約三四比一，中國大陸總面積

與台灣的比例約二六八比一、人口約五六比一，兩者極其相似；文中還強調，「胡

錦濤主席作為中國國家元首，訪問坦尚尼亞期間在會見聯合共和國總統後，還要

會見尚吉巴總統，其他到訪的中國領導人也會依此慣例」。 
 
只能做，不能說 
    我曾經問李教授：「大陸領導人同一天內見兩位總統，這件事有沒有政治意

涵？」他很清楚地告訴我：「我們國家領導人公開做任何一件事，都有政治意涵。」

「這種政治意涵是不可能明講的。」果然，2013 年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結

束訪俄行程後，3 月 25 日訪問非洲首站與坦尚尼亞總統基克維特會談，接著又

會見尚吉巴總統謝因，並允諾參與連結坦尚尼亞和尚吉巴的坦尚鐵路改造和運

營。 
    蔡英文是李登輝主政時代「兩國論」的主要策畫者。今年 6 月初，她到美國

華盛頓演講時表示：未來將在「中華民國憲政體制」下，依循普遍民意，維持推

動兩岸關係的和平穩定發展。但她始終不肯對「九二共識、一中各表」表態，因

此她所謂的「中華民國憲政體制」並不是「一中兩憲」，而傾向於「兩國論」。 
國民黨全代表會正式提名洪秀柱參選總統後，洪秀柱不再提「一中同表」，主張

以「要求大陸正視中華民國政府存在」、「反對台獨」、「兩岸有長治久安的和平協

定」等「三內涵」，作為她競選的兩岸論述主軸。任何人都不難看出：洪秀柱所

謂的「三內涵」其實就是多年來我所主張的「一中兩憲」。正因為「一中兩憲」

對中共是屬於「只能做，不能說」的範疇，所以洪秀柱在這場選戰中必須一方面

「要求大陸正視中華民國的存在」，一面以「兩岸長治久安的和平協定」和民進

黨候選人作出明顯區隔；同時又要全力發展「文化中國」的整體論述，來和台獨

派的「殖民進步論」相抗衡，她才有可能由逆轉勝，打贏這場艱困的選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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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大選民調分析 

  淡江大學戰略所教授 王崑義 
 

 
1.針對明年總統大選兩大黨參選人洪秀柱、蔡英文的選情分析。以及若宋楚瑜參

選總統對於藍營的破壞與分裂，真的會讓蔡英文躺著選嗎？ 
過去綠營的民調中，蔡英文的支持度大致都有超過 5 成的支持度，這次台灣競爭

力的民調卻掉到 36﹪，而洪秀柱卻高達 26.9﹪，而且洪秀柱和宋楚瑜兩者加起

來竟然高達 42.4﹪，已經超過蔡英文的 36﹪，顯見宋楚瑜宣布參選對洪秀柱的

影響比較大，也就是宋楚瑜參選破壞了「兩個女人戰爭」的平衡感。宋楚瑜參選

沒有為自己撈到好處，卻破壞了民調逐步上升的洪秀柱的支持度。這在民調中的

第 2、3 題就可以看得出來。 
 
2.雖然經濟發展和政治內鬥為當前民眾最詬病的問題所在。但民調依舊指出明年

總統大選主要參選人洪秀柱、蔡英文、宋楚瑜三人中以洪秀柱的能力最受肯定，

是否代表民眾對於野政黨政黨的不信任？ 
台灣是一個高度政治化的社會，人民不喜歡政治過度競爭，但沒有政治競爭，又

覺得不習慣，這顯然是受到太多的名嘴節目影響。所以經濟環境不好是大家心裡

的「痛」，政治過度競爭也是民眾不樂意見到的事，但是即使沒有這兩件事存在，

經濟發展也沒法重回過去「台灣奇蹟」的世代，這是台灣經濟發展最為矛盾之處，

從民調的第 4 題就可以看到這種現象。而這種現象從陳水扁到馬英九統治的 16
年間，台灣的經濟一直不斷的向下沈淪，這並非藍綠治理的問題，應該還有其他

因素左右台灣經濟的發展，中國的崛起最可能是影響台灣經濟無法再發展的主因。

只要台灣的資金不斷的流向大陸，台灣的經濟就不可能有再發展的可能性，所以

台灣不缺大陸的對台讓利，而是需要大陸的資金挹注。 
 
3.超過九成民眾主張永遠維持現狀或維持現狀以後再說統獨，只有不到一成的民

眾支持急統與急獨。民進黨蔡英文也提出「維持現狀說」，她的主張與國民黨的

「維持現狀」在本質上有何不同？她不承認九二共識，現狀有可能維持嗎？對於

明年總統大選有何影響？ 
台灣人民對大陸的態度，幾乎呈現兩極化的現象，認為友善與不友善的態度都是

最高的感受，其實馬英九執政 7 年多來，大陸惠台措施不可謂不少，但是為何還

是會呈現這種兩極化的現象，這可能跟台灣統獨意識型態的差距有關。一種以統

獨意識型態來判斷大陸對台友善與否，恐怕大陸對台再怎麼讓利，也不可能改變

台灣人民這種兩極化的看法，所以解決台灣內部這種兩極化的現象，不是來自外

在的大陸，應該是台灣內部自發性的調節才有辦發，只要統獨意識還在高度的對

立，對大陸的看法還是會繼續呈現高度兩極化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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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上百學生透過抗議與包圍教育部方式抗議課綱微調，有近五成八的民調顯示不

表贊同。甚至有陰謀論者認為背後有政黨或政客操控以圖選舉紅利。若果真如此，

對於哪一個政黨最為有利？對於明年大選又有何影響？ 
兩岸維持現狀與永遠維持現狀都是台灣民眾最可望的狀態，而維持現狀再視狀況

選擇統一或獨立，這個選項高達 35.8﹪，顯見蔡英文說「維持現狀」，但卻不給

現狀下結論，這是她的民調會維持最高的因素。洪秀柱從一開始談「和平協議」、

「一中同表」，這是她的民調會走入死結的主因，而宋楚瑜不談「九二共識」，顯

然是有意拋開統一的最後目的，這跟馬英九主張的「不統、不獨、不武」也有異

曲同工之處。所以，在維持現狀之下，立即給統獨下結論，這是台灣政治人物的

死結，洪秀柱應該可以體會到這點。 
 
5.在國民黨與民進黨外，親民黨、時代力量黨、綠黨、台聯等政黨都有一定支持

度，顯示這些政黨或將左右明年立委選情，對於下屆國會席次會產生何種變化？ 
台灣政黨的支持度還是以國民黨最高，民進黨居次，但是這次出現的蔡英文和洪

秀柱兩人的支持度確有高度的差距，這應該是受到兩人的「領袖特質」所影響。

蔡英文雖然受到新北市長與 2012 年總統大選失敗所影響，但是她長期領導民進

黨，並把民進黨從趴在地板上拉拔起來，這是她的「領袖特質」要比洪秀柱高的

地方，洪秀柱雖然身居立法院副院長之職，但缺乏行政和政黨經驗，民眾對她也

比較陌生，雖然她正努力往上爬，但卻又遭到宋楚瑜出選的「破壞性」一擊，讓

洪秀柱的支持度可能呈現倒退魯的現象。 
 
6.對於有近半數民眾抱持「廣義的中國人認同」，此一看法對於全國性選舉是否

會發生藍綠對決的現象？是否會擠壓小黨的生存空間？ 
台灣民眾投票的意願一直很高，這次調查有 55.3%表示「一定會/會」去投票，

可以看出大家都想以手中的選票改變政治與經濟環境不好的現狀，人民對政治人

物投票的熱情不減，但是經濟環境卻一直處於不好的狀況，顯然「改變」是人民

最大的期望，而政治人物沒有跟人民一起改變，這是政治人物辜負選民的地方，

未來不管誰當選，都應記住選民希望台灣改變的期望，而不是繼續搞政治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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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總統立委大選民調公布暨研討會 與談發言稿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  湯紹成 

 

 

1.針對明年總統大選兩大黨參選人洪秀柱、蔡英文的選情分析。以及若宋楚瑜參

選總統對於藍營的破壞與分裂，真的會讓蔡英文躺著選嗎？ 
由於宋楚瑜的參選，這對蔡英文的選情確實會有幫助，但這對於蔡英文獲得過半

數的選票可能會增加一些困難。 
 
2.雖然經濟發展和政治內鬥為當前民眾最詬病的問題所在。但民調依舊指出明年

總統大選主要參選人洪秀柱、蔡英文、宋楚瑜三人中以洪秀柱的能力最受肯定，

是否代表民眾對於野政黨政黨的不信任？ 
洪秀柱沒有行政經驗，其行政能力是否超越其他兩位候選人，仍值得推敲。 
 
3.超過九成民眾主張永遠維持現狀或維持現狀以後再說統獨，只有不到一成的民

眾支持急統與急獨。民進黨蔡英文也提出「維持現狀說」，她的主張與國民黨的

「維持現狀」在本質上有何不同？她不承認九二共識，現狀有可能維持嗎？對於

明年總統大選有何影響？ 
蔡英文所提出的「維持現狀說」，是有口無心，而國民黨所提出的維持現狀，是

以中華民國憲法與九二共識為基礎。以目前情況觀之，若蔡英文不確實承認九二

共識，現狀難以維持。在這次的選舉當中，蔡英文故意將兩岸關係的重要性降低，

因而對於明年的總統大選影響力將會減弱。 
 
4.上百學生透過抗議與包圍教育部方式抗議課綱微調，有近五成八的民調顯示不

表贊同。甚至有陰謀論者認為背後有政黨或政客操控以圖選舉紅利。若果真如此，

對於哪一個政黨最為有利？對於明年大選又有何影響？ 
大多數的民眾認為，綠營與此次到教育部抗議的學生意見十分接近，因而兩者要

畫清界線並不容易，而政府的處理方式也有令人詬病之處，這對於明年大選的影

響如何，還需要觀察。 
 
5.在國民黨與民進黨外，親民黨、時代力量黨、綠黨、台聯等政黨都有一定支持

度，顯示這些政黨或將左右明年立委選情，對於下屆國會席次會產生何種變化？ 
由於我國立委選舉採許單一選區兩票制，這個制度對於小黨極為不利，除非大黨

在區域選舉中禮讓小黨，否則小黨要跨越 5%門檻的難度盛高，因而勝出的可能

性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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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對於有近半數民眾抱持「廣義的中國人認同」，此一看法對於全國性選舉是否

會發生藍綠對決的現象？是否會擠壓小黨的生存空間？ 
廣義的中國人認同超過半數，可能對藍軍較為有利，但是，若將中國人以台灣人

相對應，那中國人的認同劇減，因而對於綠營的選情比較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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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楚瑜將被邊緣化  洪秀柱才具藍營的正統性 

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林忠山 
 

就已浮出檯面上的三位總統候選人之這次民調結果來看，蔡英文 36%，洪秀

柱 27%，宋楚瑜 15.5%，所呈現的政治現象與意涵，筆者認為(1)蔡英文未必已安

然當選總統，因洪+宋有 42.5%，另若宋被棄保，洪得其 2/3，蔡得其 1/3，那蔡

41%，洪有 37%，所差甚微，逆轉空間是在誤差範圍內。(2)洪秀柱與宋楚瑜間的

對比，是洪秀柱勝出 12%，表現洪秀柱具藍營代表性及正統性，而宋楚瑜將被邊

緣化，被視為攪局者。 
 

而且宋楚瑜之出馬，民眾之觀察認知，其不利洪秀柱者有有 78.5%，其不利

蔡英文者僅 13.5%；亦有 97%左右的民眾認同宋之參選將使蔡英文更易當選；鑑

此民眾之認知，不管宋楚瑜是如何嗆罵國民黨，且與國民黨對抗，還是絕大多數

(八成以上)認為宋楚瑜所搶走的選票，係以藍營支持者為主。這一認知，將使宋

楚瑜在最後一刻終將被棄保，宋陣營若能早預知此結果，對親民黨的圖存發展應

有所助益。故筆者建議洪秀柱人應禮重宋楚瑜，不宜與宋楚瑜有汙穢的口語摩擦，

以保持著完善整合的契機；另宋楚瑜也不宜為反對而反對，盡斷回路，方不致全

盤皆輸。 
 

再者，此次民調顯示兩岸議題將呈現弱化現象，已非勝負的決戰場域，(1)
維持現狀中的泛統式現狀有 46.9%(35.8+11.1)，分離式現狀有

46.8%(28.1+15.1+3.6)，處於伯仲平衡之間。(2)大陸對台灣友善度之認知，友善

者 47.4%(29.2+18.2)，不友善者 43.8(23.7+20.1)，兩者間並不存在顯著性的友善

優勢。(3)兩岸關係被認為是台灣社會當前最大問題者，僅有 9%(6.8+2.2)；反而

是屬於內政治理的經濟蕭條 23.7%、政治惡鬥 22.1%、社會不安 22.6(11.6+11)及
教育 10.7%，共占 80%以上，才是民眾最所關切的。 
 

最末，政黨支持度部分，似乎是三分天下之型態，國民黨 36.7%、民進黨 32.1%、

其他黨派 31.2%，此現象顯示大家不滿意馬英九執政，未必弱化國民黨之支持，

同時民進黨也未必因馬英九而得利。另在陳水扁與馬英九兩位低支持度總統之影

響下，國、民兩黨之被民眾認同度部分，是有下滑現象，倒使其他黨派有異軍突

起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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